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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学 405030682………………………………………………………3699 

中国现行政策分析 405030092………………………………………………3712 

市政学 405030112……………………………………………………………3715 

非营利组织管理 405030212…………………………………………………3727 

外国行政改革理论与实践 405030362………………………………………3732 

西方管理思想史 405030422…………………………………………………3734 

公共行政原理 405030453……………………………………………………3739 

宪政文本选读 405030542-01………………………………………………3742 

民族政治学 405030592………………………………………………………3746 

学术论文写作 405030622……………………………………………………3752 

国际安全学 405030632………………………………………………………3755 

宪政原理 405030652…………………………………………………………3758 

政策科学 405030722…………………………………………………………3759 

社会政策 405030742…………………………………………………………3762 

老庄思想概论 405030842……………………………………………………3766 

公共事业管理概论 405030852………………………………………………3768 

中国福利模式与制度安排 405030872………………………………………3774 

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 405030882……………………………………………3777 

社会保障实务与案例分析 405030922………………………………………3779 

信息社会与网络政治 405030932……………………………………………3782 

当代中国政府与行政 405030983……………………………………………3785 

人员素质测评 405030992……………………………………………………3789 

行政伦理案例研讨 405031012………………………………………………3795 

社会政策前沿问题研究 405031022…………………………………………3800 

城市安全管理研讨 405031031………………………………………………3803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405031043……………………………………………3805 

公民社会与治理 405031052…………………………………………………3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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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风险管理 405031062……………………………………………………3811 

监管治理 405031072…………………………………………………………3813 

福利国家研究 405031082……………………………………………………3816 

非营利组织与治理案例分析 405031091……………………………………3818 

创新理论与公共管理 405031092……………………………………………3819 

行政学说史 405031093………………………………………………………3826 

发展行政学 405031112………………………………………………………3833 

英美两国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讨 405031132……………………………3836 

公共危机管理 405040012……………………………………………………3838 

社区治理 405040022…………………………………………………………3845 

社会保障国际比较 405040052………………………………………………3855 

《四书》专题研讨 405040062………………………………………………3857 

外事礼仪 405040072…………………………………………………………3859 

网络社会的政府与行政专题研讨 405040102………………………………3861 

领导学 407030162/507020282………………………………………………3864 

福利国家与社会保障 505010042……………………………………………3869 

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前沿 505020012…………………………………………3871 

西方政治思想史 505030062…………………………………………………3876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505030072………………………………………………3878 

中国政治思想史 505030082…………………………………………………3880 

中西古典政法比较 505030092………………………………………………3906 

后现代自由民主专题研讨 505030102………………………………………3915 

新儒家概论 505030112………………………………………………………3917 

政治学概论 505040952………………………………………………………3920 

公共关系学 505040962………………………………………………………3924 

当代中国政治概论 505041002………………………………………………3930 

外交学 505041022……………………………………………………………3933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 505041032………………………………………3934 

全球治理 505100062…………………………………………………………3946 

n 商学院 

微观经济学 306010013………………………………………………………3957 

宏观经济学 306010023………………………………………………………3962 

世界经济概论 306010033……………………………………………………3967 

西方经济思想史 306010133、706010023、406010132……………………3978 

计量经济学 306010213、406010523…………………………………………3983 

宏观经济学（英语双语）306010233………………………………………3986 

会计学原理（英语双语）306010243………………………………………3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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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经济 306010263……………………………………………………4003 

中级宏观经济学 306010273…………………………………………………4005 

中国经济史 306010283………………………………………………………4011 

中级微观经济学 306010293…………………………………………………4013 

经济学原理（一）306010313…………………………………………………4029 

经济学原理（二）306010323………………………………………………4071 

国际经济学(英语双语)306010333…………………………………………4081 

计量经济学（英语双语）306010523…………………………………………4109 

微观经济学（一）（英语双语）306010533……………………………………4124 

常微分方程 306010584………………………………………………………4166 

现代企业学 306020013………………………………………………………4169 

市场营销管理 306020023……………………………………………………4176 

公司理财 306020033…………………………………………………………4181 

统计学原理 306020053………………………………………………………4229 

货币银行学 306020133………………………………………………………4237 

会计学 306020163/706020023………………………………………………4263 

财政学 306020173、706020223………………………………………………4269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306020213……………………………………………4277 

管理学原理 306020223………………………………………………………4337 

运筹学 306020302/406020402/706030072…………………………………4385 

电子商务 306020313、406020243……………………………………………4387 

国际金融 306020393…………………………………………………………4393 

期货、期权和衍生证券（英语双语）306020453……………………………4397 

企业经营模拟（英语双语）306020463……………………………………4410 

政治经济学 306020613………………………………………………………4419 

货币银行学（英语双语）306020623………………………………………4423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306020643………………………………………………4427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306020663……………………………………………4433 

金融市场学（英语双语）306020673…………………………………………4442 

货币金融学（英语双语）306030013………………………………………4447 

国际经济学（一）（英语双语）306030023………………………………4451 

国际经济学(二)(国际金融,英语双语)306030043………………………4476 

产业组织理论 306030053…………………………………………………4486 

投资学（英语双语）306040013……………………………………………4495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英语双语）306060023……………………………4501 

运筹学（一）335010044…………………………………………………4507 

运筹学（二）335010054…………………………………………………4511 

微观经济学（二）（英语双语）335010113………………………………4515 



- 13 - 

公司理财（英语双语）335010163…………………………………………4530 

财务报表分析（英语双语）306020443……………………………………4537 

市场营销管理 706020063…………………………………………………4542 

成本会计 706020203………………………………………………………4547 

产业组织理论 402090012…………………………………………………4578 

产业经济学 406010022………………………………………………………4586 

国际商务谈判 406010032……………………………………………………4590 

农业经济学 406010102………………………………………………………4594 

经济学方法论 406010112……………………………………………………4605 

《资本论》导读 406010113…………………………………………………4609 

新制度经济学 406010193……………………………………………………4620 

经济学原理 406010212………………………………………………………4625 

西方经济史 406010232………………………………………………………4631 

微观经济学 406010383………………………………………………………4636 

区域经济学 406010432………………………………………………………4641 

人口经济学 406010442………………………………………………………4646 

发展经济学 406010512………………………………………………………4651 

法经济学 406010743………………………………………………………4656 

中国现行经济政策与理论研讨课 406010812………………………………4660 

数理经济学 406020032………………………………………………………4663 

西方管理思想史 406020162………………………………………………4668 

中国对外贸易研究 406020172………………………………………………4672 

证券市场概论 406020183……………………………………………………4682 

货币银行学 406020312………………………………………………………4690 

市场营销管理 406020332…………………………………………………4735 

商务谈判 406020412………………………………………………………4741 

管理会计 406020423………………………………………………………4745 

特许经营管理 406020433、706020213……………………………………4753 

创业管理 406020672………………………………………………………4763 

国际经济热点问题研究 406020682…………………………………………4768 

现代组织结构设计（企业管理研讨）406020722…………………………4773 

成本会计 406020832………………………………………………………4777 

审计学 406020852…………………………………………………………4801 

商业法律环境与公司治理 406020922……………………………………4806 

国际商务管理案例分析 406020932………………………………………4808 

组织行为学 406020992、705030092………………………………………4820 

管理信息系统（英语双语）406021123……………………………………4849 

中级财务会计 406040023…………………………………………………4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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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财务会计（二）406040033…………………………………………4877 

国际结算(英语双语)406040062……………………………………………4901 

国际贸易实务(英语双语)406040072……………………………………4913 

电子商务 409000012………………………………………………………4938 

房地产金融 435010092……………………………………………………4943 

法经济学 435010132、506020242……………………………………4947 

产业经济学 706010152……………………………………………………4951 

管理经济学 706020062……………………………………………………4955 

新制度经济学 506020252……………………………………………………4957 

商务模拟与案例 506020272…………………………………………………4961 

现代经济学理论 506020282…………………………………………………4964 

商务谈判 506020412…………………………………………………………5012 

n 人文学院 

美学原理 307030063…………………………………………………………5016 

伦理学原理 307030073……………………………………………………5020 

现代西方哲学 307030163……………………………………………………5024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307030173………………………………………………5029 

价值哲学 307030223………………………………………………………5031 

中国近现代哲学史 307030353………………………………………………5034 

宗教学导论 307030373………………………………………………………5038 

哲学导论 307030403…………………………………………………………5040 

中国哲学史 307030633………………………………………………………5043 

西方哲学史 307030653……………………………………………………5048 

古代汉语（上、下）307050013、307050023……………………………5051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307050034………………………………………5058 

中国古代文学史（下）307050043………………………………………5064 

文学概论 307050353……………………………………………………5067 

语言学概论 307050362…………………………………………………5081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307050424…………………………………5114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下）307050433……………………………………5119 

现代汉语 307050442……………………………………………………5140 

现代汉语 307050453……………………………………………………5170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307050463……………………………………5199 

外国文学史（上下）307050473/307050493…………………………5207 

中国文学批评史 307050582……………………………………………5236 

西方文论史 307050592………………………………………………5251 

法律逻辑 401010062/407020042…………………………………………5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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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理逻辑 407020052……………………………………………………5314 

孔子哲学 407030092……………………………………………………5324 

易学哲学 407030092……………………………………………………5325 

后现代主义哲学 407030122…………………………………………………5327 

领导学 407030162/507020282………………………………………………5331 

西方管理思想史 407030202…………………………………………………5337 

艺术哲学 407030242………………………………………………………5341 

中国佛教哲学 407030372…………………………………………………5345 

管理哲学 407030382………………………………………………………5348 

法哲学 407030452…………………………………………………………5352 

基督教哲学 40703056………………………………………………………5354 

国外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407030572……………………………………5357 

政治哲学 407030632………………………………………………………5359 

老庄哲学 407030722………………………………………………………5362 

陆王心学 407030731………………………………………………………5365 

魏晋玄学 407030732………………………………………………………5368 

孟荀哲学 407030741………………………………………………………5372 

程朱理学 407030742………………………………………………………5375 

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 407030751…………………………………………5378 

《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 407030761……………………………………5381 

德国观念论 407030762………………………………………………………5383 

卢卡奇研究 407030771………………………………………………………5388 

现象学原著选读 407030772…………………………………………………5390 

马克思、恩格斯原著选读 407030782………………………………………5393 

哲学方法论 407030792………………………………………………………5395 

批判性思维 407030802、407030252………………………………………5398 

形而上学 407030812………………………………………………………5418 

知识论 407030822………………………………………………………5420 

心灵哲学 407030832………………………………………………………5424 

美学史 407030842………………………………………………………5426 

中国史专题 407090142………………………………………………………5429 

大众文化素养 407050042……………………………………………………5432 

法律语言学 407050222………………………………………………………5435 

中国古典文献学 407050262………………………………………………5463 

中国古代文论经典选读 407050292………………………………………5487 

西方文论经典选读 407050302……………………………………………5508 

中国古代诗词研究 407050352……………………………………………5526 

中国当代文学现象研究 407050382………………………………………5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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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港文学 407050392………………………………………………………5556 

现代汉语语音研究 407050502……………………………………………5559 

文字学 407050522…………………………………………………………5577 

文学经典精读 407050552…………………………………………………5602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407050582………………………………………………5610 

语言学经典著作选读 407050621…………………………………………5634 

楚辞研究 407050622………………………………………………………5646 

鲁迅研究 407050692………………………………………………………5655 

语用学概论 407050802……………………………………………………5659 

语言学方法论 407050811……………………………………………………5673 

二十世纪中国涉法文学个案分析 407050871……………………………5679 

儿童文学 407050902………………………………………………………5684 

《孟子》研读 407050912………………………………………………5687 

《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 407050922………………………………………5703 

《论语》讲读 407050932………………………………………………5712 

应用语言学研究 407050972………………………………………………5724 

四十年代文学研究 407050982……………………………………………5740 

海外华族文学 407050992………………………………………………5742 

《红楼梦》与中国文化 407051002………………………………………5749 

英语小说专题研究（双语）407051012……………………………………5752 

文艺美学 407051022………………………………………………………5755 

传记文学（双语）407051032………………………………………………5770 

欧美影视文学研究（双语）407051042……………………………………5774 

圣经文学导读 407051052……………………………………………………5777 

文学批评 407051062………………………………………………………5783 

中国语言文化 407051072…………………………………………………5791 

中华文明通论 126000013…………………………………………………5803 

批判性思维 507020242…………………………………………………5807 

西方哲学史 507020262…………………………………………………5822 

逻辑导论 507020333、307020013、407020012……………………………5827 

哲学概论 507020342………………………………………………………5862 

周易概论 507020362………………………………………………………5865 

中国哲学智慧 507020392…………………………………………………5867 

西方哲学智慧 507020402…………………………………………………5872 

科学哲学 507020412………………………………………………………5874 

镜头中的人文精神 507020422……………………………………………5877 

黑格尔法哲学专题 507020432……………………………………………5879 

西方政治哲学 507020442…………………………………………………5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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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科技伦理与法律 507020452………………………………………5885 

美学概论 507030012………………………………………………………5887 

法律语言学与法律语言应用 507030102…………………………………5890 

中外文学名著导读 507030142……………………………………………5909 

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507030362………………………………………5916 

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 507030372………………………………………5923 

思想与社会 507030402…………………………………………………5927 

当代西方哲学思潮 507030472………………………………………5930 

声乐艺术赏析与实践 507030502………………………………………5935 

中国古代美术作品欣赏 507030552………………………………………5937 

中国书法经典作品欣赏 507030562………………………………………5941 

国画技法 507030592………………………………………………………5944 

素描技法 507030602………………………………………………………5946 

价值哲学 507030612………………………………………………………5950 

日本社会文化 507030622…………………………………………………5952 

近代中日关系史 507030632……………………………………………5958 

四书概论 507030662………………………………………………………5963 

世界宗教概论 507030672…………………………………………………5971 

中西建筑艺术史话 507030702………………………………………5973 

油画技法 507030722………………………………………………………5975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赏析与实践 507030732………………………………5978 

书法技法 507030752………………………………………………………5981 

世界民族音乐概论 507030762……………………………………………5983 

中国画笔墨与技法基础 507030792………………………………………5989 

中外音乐经典 507030802…………………………………………………5995 

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 507030812……………………………………………5998 

中国社会史 507030822………………………………………………………6006 

近代人物与社会转型 507040012………………………………………6012 

近代国情与民权政治 507040022………………………………………6015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 507040052………………………………………6018 

古典文学与美的历程 507040153………………………………………6026 

近世中国的婚姻、家庭与社会 507041132………………………………6029 

明清中国的社会与文化 507041142………………………………………6034 

基督教与中国社会 507041152……………………………………………6038 

中国当前文化热点与前沿问题研究 507041162…………………………6044 

大学语文 507050032………………………………………………………6046 

古代中国社会与法律 507050202………………………………………6071 

合唱与指挥 507060052………………………………………………………6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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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修养与艺术鉴赏 507060072………………………………………6077 

中国传统文化 507070012…………………………………………………6080 

《浮士德》导读 590000082……………………………………………6086 

《乡土中国》导读 590000092……………………………………………6090 

《美学散步》导读 590000401……………………………………………6093 

中国哲学史 507020272………………………………………………………6096 

n 外国语学院 

综合英语（一）308000014…………………………………………………6101 

综合英语（二）308000024…………………………………………………6114 

综合英语（三）308000034…………………………………………………6147 

综合英语（四）308000044…………………………………………………6199 

听力(一)308000092………………………………………………………6218 

英国文学（二）308000702…………………………………………………6221 

英语口语（一）308000132…………………………………………………6231 

英语口语（二）308000142…………………………………………………6233 

高级英语（一）308000222…………………………………………………6235 

高级英语（二）308000232…………………………………………………6259 

英语写作（一）308000832…………………………………………………6278 

法语（一）308000324………………………………………………………6292 

法语（二）308000334………………………………………………………6310 

德语（一）308000382………………………………………………………6326 

德语 (二)308000394………………………………………………………6340 

日语（一）（第二外语）308000414………………………………………6358 

日语（二）（第二外语）308000424………………………………………6376 

语言学概论 308000682………………………………………………………6396 

英国文学（一）308000692…………………………………………………6410 

英国文学（二）308000702…………………………………………………6419 

美国文学 308000712………………………………………………………6429 

美国文学（二）308000722…………………………………………………6439 

学术论文写作 308000752…………………………………………………6450 

人文经典阅读（一）308000792………………………………………6462 

人文经典阅读二 308000802……………………………………………6493 

应用文写作实践 308000812…………………………………………………6526 

法律英语写作 308000822…………………………………………………6538 

英语写作（二）308000842…………………………………………………6555 

翻译理论与实践（一）308000852………………………………………6567 

翻译理论与实践（二）308000862………………………………………6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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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翻译概论 308000972…………………………………………………6609 

基础口译 308001002………………………………………………………6622 

英语（一）308000493………………………………………………………6635 

英语（二）308000503………………………………………………………6638 

英语（三）308000513………………………………………………………6641 

英语（四）308000523………………………………………………………6643 

综合德语（一）308010014…………………………………………………6660 

综合德语二 308010024………………………………………………………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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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心理学 423020262…………………………………………………10403 

犯罪心理研讨课 423020302……………………………………………10434 

测谎技术研究研讨课 423020362………………………………………10453 

教育社会学 423020372…………………………………………………10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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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理学 423020412…………………………………………………10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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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史 307060112……………………………………………10662 

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 307060133………………………………………10666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307360052……………………………………………10671 

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 322010023…………………………………10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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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 322010063-01…………………………………………………10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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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实务 422010042………………………………………………………10761 

领导科学 422010082………………………………………………………10782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422010152………………………………………10784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422010162……………………………………………10787 

中西文化比较 422010182—01……………………………………………10793 

领导艺术与技巧 422010232……………………………………………10795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导论 422030032………………………………………10798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107060022……………………………………………108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2010076……………………………10806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22010096……………10814 

统一战线与依法治国 507010242………………………………………10831 

中国近现代政治人物评析 507041072……………………………………1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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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光明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理论 307040023………………………………………………………10848 

新闻伦理 407060132-0、1…………………………………………………10855 

传播学概论 307060203…………………………………………………10860 

现代媒介概论 307060213…………………………………………………10899 

广播电视采编制作（媒介技术二）307060243……………………………10904 

新闻媒介管理 307060313…………………………………………………10921 

媒介技术(一)平面媒体采编技术 307060323……………………………10925 

网络媒体技术 307060343…………………………………………………10935 

新闻信息处理方法（一）新闻采访学 307060303………………………10945 

新闻信息处理方法（二）新闻文本写作 307060273……………………1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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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Jurisprudence 

课程号：30101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法学的基本概念；2、熟悉法律运行的诸环节；3、了解法与其

他社会现象及社会规范的区别与联系；4、把握法学的基本思维。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法学诸学科共同概念、法概念论基本原理、法学

方法论基本原理以及法治基本原理，为《法理学原理》、《法理学研讨课》、《法学方法论》等后续课

程奠定必要的知识与概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法学与法学思维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学的涵义和性质； 

2. 法学思维和法学方法； 

3. 法理学的体系。 

学习目标： 

1．掌握法学的性质、特征； 

2．了解法理学研究的对象和意义； 

3．熟悉法学思维的基本特点。 

作业： 

1. 阅读材料：舒国滢：《寻访法学的问题立场》，载《法学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二、第三部

分。 

2. 思考题：（1）法学思维是一种科学思维吗？（2）法学思维与伦理学思维、政治思维有何差别？ 

知识单元 2：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自然法与实在法； 

2. 法的特征； 

3. 法的作用。 

学习目标： 

1.掌握法概念的意义。 

2.了解有关法概念的争议。 

3. 系统掌握法的形式特征，以便有效区分法与其他社会规范。 

4. 熟悉法的作用。 

作业： 

1、阅读材料：[德] 拉德布鲁赫：《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载氏著：《法律智慧警句集》，

舒国滢译；[德] 拉德布鲁赫：《五分钟法哲学》，载同书。 

2、思考题：张某在开车上班途中，发现赵某被汽车撞伤，倒在地上。张某将张某扶进自己的

汽车，闯过六个红灯，将赵某送到医院。后张某由于违反交通管理条例的规定被交通警察罚款 200

元。问：（1）交通警察对张某罚款 200元，体现了自然法理论的基本立场，还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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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立场？（2）假如你为张某的行为辩护，那么应当站在什么样的法学立场上？ 

知识单元 3：法的内容与形式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法的内容的概念； 

2. 权利与义务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3. 法系的概念； 

4. 两大法系的区别。 

学习目标： 

1.了解权利与义务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 

2.熟悉成文法与不成文法。 

3.了解有关两大法系的知识。 

作业： 

    1、阅读材料：[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第

5章“法系的样式”。 

2、思考题：中国的法院审判与欧陆国家、英美国家的法院审判有何相似之处？二者之间有无

不同？ 

知识单元 4：法的渊源与法的分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的渊源的概念； 

2. 我国的正式法源； 

3. 法的分类。 

学习目标： 

1．掌握法的渊源的概念； 

2．掌握不同类型的法的渊源所具有的实践意义； 

3．熟悉法的基本类别。 

作业： 

1、 阅读材料：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章“论

法源”；胡玉鸿：《试论法律位阶划分的标准——兼及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之间的位阶问题》，载

《中国法学》2004年第 3期。 

2、思考题：2002年，某省人大制定了一个有关本省未婚女性可以通过试管婴儿的方式生育后

代的地方性法规，同时，国务院卫生部向全国医院系统下发了有关禁止通过试管婴儿的方式生育后

代的规定。假设某女 A要求 B医院为其实施通过试管婴儿生育后代的某些医学措施，B医院拒不接

受，后诉至 C法院。问：C法院的法官 D如何对此案做出判决？为什么？ 

知识单元 5：法的效力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的渊源的概念； 

2. 我国的正式法源； 

3. 法的分类。 

学习目标： 

1. 法的效力的概念； 

2. 法的溯及力的相关理论。 

作业： 



 3 

1、 阅读材料：张根大：《论法律效力》，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 2期。 

2、思考题：赖昌星犯走私罪，最后逃往加拿大。请学生们依据法对人效力的四个原则，讨论

在不同原则支持之下，赖昌星是否应当受到我国法律的约束。 

知识单元 6：法律规范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 

2. 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区别 

3. 法律原则的适用条件和方式。 

学习目标： 

1．掌握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的区别、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 

2．了解法律规则的结构和分类、法律规则的功能； 

3. 了解法律原则的适用条件。 

作业： 

1、阅读材料：雷磊：《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载《法学研究》2013 年第 1 期；舒国滢：《法

律原则适用的困境――方法论视角的四个追问》，载《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１期。 

2、思考题：在“泸州遗产继承案”中，黄永斌和蒋伦芳婚后感情不和，黄离家出走后，与张

学英长期以夫妻名义同居。后黄隐患癌症去世，去世前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予张，并做了公证。蒋

起诉至法院要求认定遗嘱无效。请运用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的相关知识对本案进行分析。 

知识单元 7：法律体系、法律行为与法律意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律体系的概念与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 

2. 当代中国的主要法律部门； 

3. 法律行为的概念； 

4. 法律意识的概念。 

学习目标： 

1．理解法律体系的概念和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 

2．熟悉中国现行法律部门； 

3．理解法律行为的概念和种类； 

4．了解法律意识的分类。 

作业： 

1、阅读材料：沈宗灵：《再论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 1期。 

2、思考题：以下法律规范属于何种法律部门？为什么？（1）根据我国《收养法》第 15 条第

1款的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2）根据

我国《公司法》第 72条第 1款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

权。（3）根据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 13条第 1款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

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4）根据我国《劳动法》第 73条第 1款的规定，劳动者在退休、

患病、负伤、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失业、生育等情形下，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 

知识单元 8：法律关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律关系的概念； 

2. 法律关系的主体与客体； 

3. 法律事实。 



 4 

学习目标： 

1．掌握法律关系的性质、特征； 

2．了解法律关系的构成因素（主体、客体和内容）； 

3．熟悉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条件。 

作业： 

1、阅读材料：童之伟：《法律关系的内容重估和概念重整》，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 6期。 

2、思考题：韩先生某日持所购京剧票去北京某剧院观看“新新京剧团”排演的现代京剧《智

取威虎山》，不料该剧团在外地演出，因路途遥远未能及时返京，致使在京的演出不能如期举行。

该剧院被迫安排了一场交响乐，韩先生以剧院违约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认定剧院违约事实成

立，判令剧院赔偿韩先生票款及路费等人民币 250元。剧院又向法院提起诉讼，告“新新京剧团”

违约，要求赔偿损失。根据上述案情，分析以下问题：（1）上面哪些人、单位或机构之间的关系构

成法律关系? （2）这些法律关系指向的客体是哪些?（3）这个案例中，法律关系产生、变更的法

律事实有哪些？（4）在上面的法律关系中，哪是第一性的法律关系（主法律关系），哪是第二性的

法律关系（从法律关系）？ 

知识单元 9：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律责任的概念； 

2. 法律责任的竞合； 

3. 归责的原则； 

４.法律制裁。 

学习目标： 

1. 理解法律责任的涵义； 

2. 分清法律责任的种类； 

3. 掌握归责与免责的概念，以及归责的基本原则、免责的基本情形。 

作业： 

1、阅读材料：余军：《法律责任概念的双元价值构造》，《浙江学刊》2005年第 1期。 

2、思考题：根据我国 1997年 10月 1日起生效实施的《刑法》（又被称为新刑法）第 270条的

规定，将为他人保管的财物或者他人的遗忘物、埋藏物占为己有，数额较大且拒不交还的行为构成

侵占罪，可以处以一定的刑罚。但是，在 1997年 10月 1日之前，在我国具有法律效力的刑事法律

是 1979年 7月 1日通过的《刑法》（又被称为旧刑法）。旧刑法并未设置侵占罪。某甲于 1997年 2

月 28日拾得他人遗忘的手提包，手提包内有巨款。在失主某乙向其讨要时，某甲却拒不归还。问：

法院是否可以对某甲追究侵占罪的法律责任？为什么？ 

知识单元 10：法的运行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的概念； 

2. 当代中国立法程序； 

3. 司法的基本原则； 

4. 法律监督的体系。 

学习目标： 

1、掌握立法与法的实施的诸环节； 

2、熟悉我国立法的体制和程序； 

3、了解执法、司法的基本原则及两者的区分。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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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阅读材料：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 5期。 

2、思考题：请运用司法的基本原理，对近年来中国法院系统推动的大调解和司法功能现象进

行评论。    

知识单元 11：法律推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律推理的含义； 

2. 演绎法律推理； 

3. 类比法律推理。 

学习目标： 

1. 理解法律推理与法律解释的关系； 

2. 掌握演绎法律推理与类比法律推理的步骤与形式； 

3. 了解法律推理与法治的关系。 

作业： 

1、阅读材料：雷磊：《法律推理基本形式的结构分析》，载《法学研究》2009年第 4期；张继

成：《法律推理模式的理性构建》，载《法商研究》2002年第 4期。 

2、思考题：在“麦克弗森诉别克汽车公司案”中，原告麦克弗森向别克汽车公司主张赔偿，

因为被告在原告购买的汽车上安装了一个有缺陷的轮胎（轮胎是别的公司生产的），这导致原告受

伤，尽管原告与被告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假如我们对案件中的事实要素进行如下更换，

请判断能否将该案的结论运用于它们：（1）出现瑕疵的不是别克汽车，而是丰田车；（2）出现瑕疵

的不是汽车轮胎，而是其他汽车部件；（3）对使用者的伤害不是由汽车带来的，而是由某个比汽车

的危险性通常来得小的产品（如一瓶酒）带来的。 

知识单元 12：法律推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律解释的特点； 

2. 法律解释的目标与方法； 

3. 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 

学习目标： 

1. 掌握法律解释的基本机理； 

2. 熟悉法律解释的各种方法； 

3. 了解当代中国关于法律解释体制的规定。 

作业： 

1、阅读材料：陈金钊：《法律解释及其基本特征》，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 6期；梁慧星：

《论法律解释方法》，载《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 1期。 

2、思考题：在德国曾发生这样一个案件：被告人与其子发生争吵，恼羞成怒下放出一条狗去

驱赶儿子，要他离开自己的住宅。这条狗经过被告人长期的训练，会作出这样的条件反射，即当它

看到训练人抬高自己的左臂时，就会扑上去撕咬。在案件中，这条狗得到主人的指令后扑向受害人，

受害人抬起左臂抵挡，结果被严重咬伤。法官们在适用刑法条款时发生了争议：一部分法官认为被

告人的行为构成了德国刑法上的普通身体伤害罪，另一部分法官则认为其构成“严重身体伤害罪”，

根据为当时德国刑法典第 223条 a款的规定，“借助武器，尤其是刀或者其他危险工具”实施伤害

行为的，构成严重身体伤害罪。请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阐述你的观点。 

知识单元 13：法的产生与演进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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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产生的标志与规律； 

2. 法的历史类型； 

3. 法的继承与移植 

学习目标： 

1. 了解法产生的历史过程； 

2. 掌握法的历史类型以及资本主义法的特征； 

3. 了解法的继承与移植的原理。 

作业： 

1、阅读材料：刘星：《重新理解法律移植——从“历史”到“当下”》，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5期。 

2、思考题：就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移植的意义与局限谈谈你的看法。 

知识单元 14：法与其他社会现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2. 法与政治的关系； 

3. 法与科技的关系； 

4. 法与文化的关系。 

学习目标： 

1. 把握经济基础与作为上层建筑的法的基本互动原理； 

2. 了解科技发生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及其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3. 熟悉法律文化及其对法律制度的作用。 

作业： 

1、 阅读材料：苏力：《法律与科技问题的法理学重构》，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 5期。 

2、 思考题：代孕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现实存在但却不合法的现象。你认为需要对代孕放
松法律管制么？ 

知识单元 15：法与其他社会规范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与道德的联系与区别； 

2. 法与宗教的关系； 

3. 法与习惯的区别； 

4. 法与政策的区别； 

学习目标： 

1. 把握法与道德在内容、功能和概念上的关系； 

2. 了解法与宗教、习惯、政策的区别； 

3. 熟悉法与社会的一般关系原理。 

作业： 

1、 阅读材料：柯岚：《法与道德的永恒难题——关于法与道德的主要法理学争论》，载《研究
生法学》2003年第 4期。 

2、 思考题：在“泸州遗产继承案”（见知识单元 6思考题）中，是否存在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如何化解这种冲突？ 

知识单元 16：法制与法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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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制与法治的含义； 

2. 法制与法治的区别； 

3. 法治发展的道路与模式。 

学习目标： 

1. 了解西方学者关于法治的经典论述； 

2. 掌握法治的基本构成要素； 

3. 掌握“法治中国”的道路与特色。 

作业： 

1、阅读材料：陈景辉：《法律的内在价值与法治》，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 2期；蒋

立山：《中国法治道路初探(上、下)》，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 3、4期。 

2、思考题：（1）良法与善治的关系是什么？（2）法治是西方的产物还是普世的追求？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引 论（法学与法学思维） 2 重点为法学的性质、法学思维 

2 法 2 重点为法概念的争议与法的特征 

3 法的内容与形式 2 重点为权利和义务、法系 

4 法的渊源与法的分类 2 重点为当代中国的正式法源与一般效力原则 

5 法的效力 2 重点为法的时间、空间、对人效力 

6 法律规范 2 
重点为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

的区别及其适用 

7 
法律体系、法律行为与法

律意识 
2 重点为当代中国的主要法律部门 

8 法律关系 2 重点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与法律事实 

9 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 2 重点为责任与制裁的概念、责任的竞合与免除 

10 法的运行 2 包括立法与法的实施，重点为司法 

11 法律推理 2 重点为演绎法律推理与类比法律推理； 

12 法律解释 2 重点为法律解释的目标与方法 

13 法的产生与演进 2 重点为法产生的标志与规律、法的继承与移植 

14 法与其他社会现象 2 结合现实重点讲授法与科技 

15 法与其他社会规范 2 重点为法与道德 

16 法制与法治 2 法治的概念、法制与法治的区分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法理学原理》、《法理学研讨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学基本概念、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法与道德、法治 

难点：法概念的争议、法的效力的概念、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法律原则、法律行为、法律推

理的类型、法律解释的方法、法与道德的区别、法治与法制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基本知识讲授。 

2. 围绕重点和难点知识进行课堂讨论。 

3、结合实例和个案深化对于法理学基本知识之重要性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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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手段： 

1.课程内容的 PPT演示。 

2.萃取法理学名家名篇的相关部分加深对相关知识点的把握。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考试占总成绩 10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后，布置与本章知识点相关的文献阅读任务和思考问题，下一次课提问。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法理学导论》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舒国滢主编：《法理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月 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舒国滢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8 第 3版。 

2. 舒国滢主编：《法理学阶梯》，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 9月 第 2版。  

执笔：雷磊  审稿：舒国滢、柯华庆 审定：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3日 

 

法理学原理 
Elements of Jurisprudence 

课程号：30101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开设本课程，主要线索为依照西方法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向学生展现在这一纵向的时间坐标上

依次出现的诸多理论流派及其问题。侧重于展现不同学派与思潮的思想者们对于一些法理学根本问

题的思考。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6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法理学的任务与对象 
参考学时：3学时 
主要问题： 
1、法理学的学科性质是什么？法学学科 vs.哲学学科？ 

2、法哲学、法理论、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教义学、法史学等的关系是什么？ 

3、法理学有什么“用”（案例：洞穴奇案、柏林墙射手案、泸州遗产继承案、同性婚合法化）？ 

4、法理学的分支学科有哪些？（一般法理学与部门法理学；法本体论、法认识论、法伦理学、

法制度论） 

第一部分 历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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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2：法学的起源（古希腊罗马时代） 

参考学时：3学时 

主要问题： 

1、什么是“自然法”？自然法的基本主张是什么？ 

2、自然法理论在学说史中如何界分（古代自然法与近代自然法；希腊-罗马时期自然法、中世

纪自然法、古典自然法理论）？ 

3、柏拉图的二元论自然法与亚里士多德的一元论自然法各自的内容和区别是什么？ 

4、西塞罗自然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5、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主张及其影响。 

知识单元 3： 自然法理论（从中世纪到近代） 

参考学时：3学时 

主要问题： 

1、古代自然法与近代自然法的区别是什么？ 

2、奥古斯丁的自然法理论与阿奎那的自然法理论各自的内容和区别是什么？与古希腊罗马时

代自然法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3、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等人的理论主张及其区别何在？ 

4、小结：不同阶段的自然法学说对于“自然”的理解有何差别？ 

5、小结：然法学说的性质（法律理论？政治理论？伦理理论？）是什么？ 

知识单元 4 法律实证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主要问题：  

1、法律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奥斯丁、凯尔森、哈特）及其学说。 

2、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主张是什么？ 

3、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的对立之处是什么？ 

4、当代自然法学者（如德沃金、菲尼斯、阿列克西）是如何批判法律实证主义的？ 

5、法律实证主义的内部分化。 

知识单元 5 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现实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主要问题：  

1、法律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兰代尔）及其主张。 

2、法律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霍姆斯、弗兰克、卢埃林等）及其主张。 

3、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现实主义的主要分歧点。 

4、斯堪的纳维亚法律现实主义的主要观点。 

5、德国传统中的概念法学及其反对者（利益法学、自由法运动、评价法学）。 

第二部分  专题部分 

知识单元 6 法的概念与效力 

参考学时：3学时 

主要问题： 

1、法概念争议（“法律是什么”）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何在？ 

2、法的定义要素是什么？ 

3、法的效力标准是什么？ 

4、疑难案件（如告密者案、柏林墙射手案等）与法概念争议。 

5、描述性与规范性的法学研究进路区别何在？ 

知识单元 7 法与正义（法的理念与价值）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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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问题： 

1、法的理念和价值包括那些？ 

2、义务论与功利主义正义观的主要内容及其分歧。 

3、法律正义与其他领域（如伦理学）之正义的区别是什么？ 

4、能用法律来为道德保驾护航吗（道德的法律强制）？ 

5、服从法律的义务如何证立？公正的法律是否是守法的前提？ 

知识单元 8 法律规范与法律体系 

参考学时：3学时 

主要问题： 

1、什么是“规范”？ 

2、社会规范与自然规律的区别何在？ 

3、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如道德规范）能否被区分？如何区分？ 

4、法律体系的要素包括哪些？ 

5、法律体系的结构包括哪几种模式？ 

知识单元 9 立法的基本原理 

参考学时：3学时 

主要问题： 

1、立法是一项什么性质的活动？ 

2、立法的实体伦理学原则包括哪些？ 

3、立法的程序伦理学原则包括哪些？ 

4、民主宪政国家中立法与司法的关系（多数人的暴政 vs.反多数难题）。 

知识单元 10 司法的基本原理 

参考学时：3学时 

主要问题： 

1、如何看待法律适用的过程？ 

2、法律论证中的内部证成和外部证成如何区分？ 

3、法律解释和法律续造的基本内容。 

4、逻辑、论题-修辞和体系思维在法律适用中的作用。 

5、司法裁判中客观因素（法律拘束）与主观因素（自由裁量）之间的关系。 

知识单元 11法治理论（作为政治伦理的法治） 

参考学时：2  学时 

主要问题： 

1、法治的含义和类型包括哪些？ 

2、法治为什么对于现代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3、法治的主要历史类型包括哪些？ 

4、法治与治理是一回事吗？ 

5、法治与政党政治 

6、法治中国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法理学的任务与对象 3  

2 法学的起源（古希腊罗马时代） 3  

3 自然法理论（从中世纪到近代） 3  

4 法律实证主义 3  

5 法律形式主义与法律现实主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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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的概念与效力 3  

7 法与正义（法的理念与价值） 3  

8 法律规范与法律体系 3  

9 立法的基本原理 3  

10 司法的基本原理 3  

11 法治理论（作为政治伦理的法治）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理学导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与难点：法学流派、西方法学发展历史、法律规范与法律体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以课堂讲授为主，穿插师生讨论 

教学手段： 

多媒体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统一安排开卷考试，占课程总成绩的 10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 吴越译，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2、[美]比克斯：《法理学：理论与语境》，邱昭继译，法律出版社 2008年版。 

3、《法理学原理》，徐显明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 

（二）推荐参考书 

1、[英]奥斯丁：《法理学的范围》，第 2版，刘星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2、[奥]凯尔森：《纯粹法理论》，张书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年版。 

3、[英]哈特：《法律的概念（第 2版）》，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4、[美]德沃金：《法律帝国》，李常青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年版。 

4、[德]阿列克西：《法概念与法效力》，王鹏翔译，台湾五南图书 2013年版。 

5、[英]拉兹：《实践理性与规范》，李学平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1年版。 

6、[英]拉兹：《法律体系的概念》，吴玉章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3年版。 

7、[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 

8、[意]登特列夫：《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李日章、梁捷、王利译，新星出版社 2008年版。 

9、[美]科斯：《市场、企业与法律》，格致出版社，2013年。 

10、[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执笔：柯华庆  审稿：柯华庆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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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 
Chinese Legal History 

课程号：3010200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1、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刑事、民事、经济、行政、诉讼、监狱等各类律令法

规制度及近代以来的立宪制度，横向学习掌握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的法律制度或法制结构的主要

内容、典型特征及社会作用，纵向研究探讨这些法律制度与法制秩序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源流、

客观规律及其经验教训；2、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重要法制活动的学习，正确对待中国传

统法律文化，提高法学理论素养，完善法学知识结构，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法制建设服务。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课堂讨论，使学生掌握中国法制史基础知识，深化学生对法

律史、法律文化的认识、了解中国传统法学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轨迹，拓宽学生的法学视野，为法学

专业各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中国法的起源与夏商、西周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法的起源：一般原理与特殊路径； 

2、夏、商两朝早期法制的建立与发展； 

3、神权法的弱化与“以德配天”观念的形成； 

4、制礼作刑的立法活动： 

（1）“周礼”的制定：周公“制礼作乐”；“周礼”的内容、性质、分类、功能、原则等。 

（2）刑书的编订：“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吕侯制定《吕刑》；《吕刑》的基本内容。 

5、“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适用对象不同 

6、礼制的基石：亲其所亲，尊其所尊 

7、家长权下的民事制度“ 

（1）宗法分封制；土地王有制；“田里不鬻”。 

（2）西周中期土地交换、交易、赠予、赔偿等现象的出现。 

（3）、契约：质剂、傅别、书契”、“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 

（4）婚姻制度：一夫一妻、多妾制、“六礼”聘娶程序、“同姓不婚”等、“七出三不去” 

8、司法制度的主要内容： 

（1）告诉与受理：“狱”与“讼”的区分；“束矢”与“钧金” 

（2）“五听”审讯方式 

（3）证据制度：口供与“盟诅”、众证定罪 

（4）判决：依法定罪量刑；法无规定适用类推。 

（5）法官责任制度：“五过之疵”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法律发展的一般线索和特殊规律 

2、对中国法律以及法律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有一概括性的认识 

作业：结合法学理论与历史资料阐释中国法的起源的基本途径与主要特点 1、围绕“周礼”了

解礼制的形成和基本性质 

3、了解西周基本的法律制度 

4、了解西周基本的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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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西周“明德慎罚”法律思想的形成及对法律制度的影响。 

2、周礼的内容、作用、原则及礼与刑的关系。 

3、西周的刑事法律内容。 

4、西周的婚姻家庭制度。 

5、西周的司法审判制度。 

知识单元 2：春秋战国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律思想的争鸣 

2、成文法的制定与公布及其争论 

3、魏国李悝的《法经》 

4、秦国商鞅的变法改制 

5、战国时期司法制度的变化： 

（1）国君控制最高司法审判权； 

（2）中央置常设司法机关； 

（3）地方由郡县长官兼理司法审判事务。 

（4）县下建立乡、里、聚、邑等基层组织，兼负司法职责 

学习目标： 

1、 成文法颁布的主要典型事例以及意义 

2、 战国时期儒家、法家等围绕“礼治”、“法制”思想的观点和争论 

作业： 

1、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墨、法各家的法律思想。 

2、春秋时期各国制定、公布成文法的重要活动及其法制意义。 

3、李悝《法经》的内容、特征与地位。 

知识单元 3：秦朝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制指导思想与主要立法活动 

（1）“法”、“术”、“势”相结合的专制国家理论为法制指导思想；  

（2）确立命、令、制、诏的最高法律形式；  

2、云梦睡虎地秦简 

（1）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发现与出土； 

（2）《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效律》、《法律答问》、《封诊式》等的法律内容。 

3、主要法律形式：律；令；程；式；课；法律答问；廷行事。 

4、刑事法律内容： 

（1）刑罚体系：死刑；肉刑；劳役刑；耻辱刑；身份刑；财产刑；流放刑等。 

（2）刑法适用制度：以身高确定刑事责任年龄；区分故意与过失；累犯、共同犯罪、集团犯

罪、教唆未成年人犯罪加重刑罚；自首、消除犯罪后果减免刑罚；诬告反坐；犯罪连坐等。 

（3）主要罪名：危害专制皇权罪；妨害社会秩序罪；破坏经济秩序罪；侵犯官私财产罪；破

坏婚姻家庭罪；官吏失职渎职罪等。 

5、民事法律内容 

6、经济法律内容 

7、行政法律内容： 

8、秦律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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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司法机关体系 

10、诉讼审判制度 

学习目标： 

1、秦朝的法制指导思想与主要法律形式，特别是云梦睡虎地秦简所反映的重要法律内容； 

2、秦政权的刑事法律内容、婚姻制度及秦律的基本特征； 

3、秦朝的行政、司法体系与诉讼审判制度。 

作业： 

1、 云梦睡虎地秦简的法律内容及秦政权的法律形式。 

2、 秦政权的刑事法律内容。 

3、 秦政权的婚姻家庭制度。 

4、 秦朝的行政管理体制。 

5、 秦律的基本特征。 

6、 秦朝的司法机关体系与诉讼审判制度。 

知识单元 4：汉朝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制指导思想 

汉初黄老“无为”与“宽省刑罚”的法制指导思想； 

武帝以后“春秋大一统”和“德主刑辅”的法制指导思想。 

2、主要立法活动 

西汉初期的立法活动：高祖时期的“约法三章”、《九章律》、《傍章》等。 

西汉中期的立法活动：武帝时期的《越宫律》、《朝律》及加强中央集权的立法。 

东汉时期的立法活动：光武帝时期的“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等。 

3、刑事法律内容 

刑罚制度的改革与变化：文帝、景帝时期的刑制改革；刑罚体系的变化。 

刑法适用制度的发展变化：官僚贵族犯罪的上请制度；矜老恤弱的悯囚制度；亲亲得相首匿的

相隐制度；三纲五常的法律化等。 

主要罪名的变化：侵犯皇帝人身、权力及尊严的犯罪；危害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犯罪；官吏失

职渎职的犯罪；危害生命财产安全及社会秩序的犯罪等。 

4、民事法律内容 

民事权利主体与行为能力的规定；所有权的规定；债与契约的规定；婚姻与家庭制度；宗祧继

承实行嫡长子制，财产继承实行诸子均分制。 

5、经济法律内容 

6、行政法律内容 

国家行政机构：中央设三公九卿制；尚书台阁的出现；地方实行郡县两级制；王国与郡并行。 

职官管理制度：官吏的选拔与任用；职官的考核、监督与奖惩；职官的休假与退休等。 

行政监察制度：御史台的职责；十三州部刺史的设立。 

7、司法机关体系 

8、诉讼审判制度 

“告劾”；“鞫狱”与“传复”；“读鞫”与“乞鞫”；“奏报”与“奏谳”；“录囚”。 

9、《春秋》决狱与秋冬行刑 

学习目标： 

1、法制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特别是“德主刑辅”法制指导思想的确立； 

2、重要立法活动与基本法律形式； 

3、文帝、景帝时期的刑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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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汉律的主要内容与儒家化倾向； 

5、春秋决狱与秋冬行刑制度。 

作业 

1、汉朝法制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及其原因。 

2、文景时期刑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 

3、汉朝法律制度开始儒家化的主要表现。 

4、录囚制度及其影响。 

5、春秋决狱评述。 

知识单元 5：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主要立法活动： 

汉末三国立法：曹操《甲子科》；蜀汉《蜀科》；孙吴“科条”、“科令”；曹魏《新律》的立法成就。 

两晋南朝立法：西晋《泰始律》的立法成就；南朝的《永明律》、《梁律》与《陈律》。 

北朝各代立法：北魏《后魏律》；东魏《麟趾格》；西魏《大统式》；北齐《齐律》的立法成就；

北周《大律》。 

2、魏晋北朝的律学成就 

法典编纂技术的成熟完善：形成十二篇体例；创立《名例律》篇目；精简法典律条。 

法律注释取得突出成就：认识并阐释法典总则的性质、内容与地位；了解辨析各种罪名的概念

与区别。 

刑事理论进一步发展：分析犯罪心理与动机，探索犯罪根源；刑罚适用的变通原则；刘颂的“律

法断罪”原则。 

3、刑罚制度的重大变化 

族刑连坐范围逐步缩小；宫刑与斩右趾等肉刑制度最终废止；流刑成为减死之刑；五刑体系不

断变化。 

4、官僚特权的法律化 

“八议”入律；“官当”制度；“九品官人法”；“品官占田制”。 

5、罪刑标准的进一步儒家化 

“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存留养亲”制度；“重罪十条”。 

6、司法制度的新变化 

大理寺与律博士的出现；  

诉讼审判制度的新特点 

学习目标： 

1、各个时期的立法成就及法律形式的发展变化； 

2、律学理论的完善和进步； 

3、法律内容与司法制度的新变化。 

作业： 

1、曹魏《新律》、西晋《泰始律》及北朝《齐律》的立法成就。 

2、魏晋北朝律学发展的主要成就。 

3、三国两晋南北朝刑罚体系与刑法适用制度的发展变化。 

4、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进一步儒家化的表现。 

知识单元 6：隋唐五代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隋朝立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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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律》的制定与修订；《大业律》的制定。 

2、唐代法制指导思想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立法宽简、稳定、划一。 

3、唐代主要立法活动 

高祖时期的“五十三条新格”与《武德律》；太宗时期的《贞观律》；高宗时期《永徽律疏》；

玄宗时期《开元律疏》。 

《唐六典》：“六典”名称的由来；《唐六典》的编纂及其基本内容。 

4、唐律的基本结构 

《唐律疏议》十二篇的体例结构及基本内容。 

5、唐代刑事法律内容 

五刑制度：笞刑五等，杖刑五等，徒刑三等，流刑三等，死刑二等，共二十等。 

刑法适用制度：区分公罪与私罪；官僚贵族适用特权法；老幼废疾减免刑罚；自首减免刑罚；

同居相隐不为罪；共犯区分首从；并合论罪；更犯加重处罚；断罪无正条适用类推；“化外人”案

件处理等。 

主要罪名：“十恶”重罪；危害人身安全与公共安全罪；侵犯官私财产罪；官员违制、擅权、

失职、渎职、贪赃等罪。 

6、唐代民事法律内容 

7、唐代经济法律内容 

8、行政法律内容 

9、唐律的特点、地位与影响 

唐律的主要特点：“一准乎礼”；科条简要；宽简适中；用刑持平。 

唐律的地位与影响 

10、唐朝司法制度 

11、五代法制概况 

学习目标： 

1、隋朝初年确立的法制指导思想与《开皇律》的立法成就及其对唐朝立法的直接影响； 

2、唐朝礼法合一的法制指导思想、重要立法活动及法律形式； 

3、唐律的篇目、内容、特点、地位、影响； 

4、《唐六典》的制定、内容与影响； 

5、唐朝司法审判制度的重要发展。 

作业： 

1、《开皇律》的立法成就及对唐律的影响。 

2、唐律的篇章体例结构及各篇的基本内容。 

3、《唐律疏议·名例》篇的主要内容。 

4、、唐朝婚姻制度的主要变化。 

5、唐朝的行政法律内容。 

6、唐律的特点、地位及影响。 

7、《唐六典》的基本内容及影响。 

8、唐朝司法审判制度的发展变化。 

知识单元 7：宋辽金元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宋朝主要立法活动 

《宋刑统》的刻印颁行；编敕与条法事类；编例与特别法规。 

2、刑事法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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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罚制度的变化：“折杖法”的规定；刺配、凌迟、“决重杖一顿处死”等野蛮酷刑的滥用。 

重典惩治盗贼：“重法地法”；《窝藏重法》；《盗贼重法》；《妻孥编管法》。 

3、民事法律内容 

租佃关系的变化；典卖制度的法律规定；继承制度的发展。 

4、经济法律内容 

禁榷立法；货币立法；市易法；市舶条法；会计审计立法。 

5、行政法律内容 

行政管理体制：中书省；枢密院；三司；路、府、州、县。 

职官管理制度：科举考试制度；官职差遣制度；职官考课制度；行政监察制度。 

6、宋代司法机关体系 

中央司法体制：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法司的职责分工；宋初审刑院的置废。 

地方司法体制：各路提点刑狱司；府、州、县三级行政机关兼理司法。 

7、诉讼审判制度 

8、辽金法制概况 

9、元朝的立法概况 

蒙古国立法活动：“札撒”及《大札撒》；参用金《泰和律》；《新立条格》； 

元朝立法：《至元新格》；《风宪宏纲》；《大元通制》；《元典章》；《至正条格》。 

10、元朝法律内容的主要特点 

学习目标： 

1、宋朝立法活动、法律内容及司法制度的重要变化； 

2、元朝立法活动、法律内容与司法制度的突出特点。 

作业： 

1、《宋刑统》的立法特色。 

2、宋朝的编敕与编例。 

3、宋朝重典惩治盗贼的立法内容。 

4、宋朝租佃契约与典卖制度的基本内容。 

5、宋朝司法制度的主要变化。 

6、以《大元通制》和《元典章》为例，总结元朝的立法特点。 

7、元朝法律内容的突出特点。 

8、元朝司法与监察制度的主要特征。 

知识单元 8：明朝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明初“重典治吏”的法制指导思想 

2、主要立法活动 

《大明律》的制定及律例合编体例的出现；明《大诰》；《问刑条例》；《明会典》。 

3、、刑事法律内容 

刑罚制度的变化：“重其重罪，轻其轻罪”；凌迟、充军、枷号等酷刑的使用。 

重典整饬吏治：严禁奸党交结；严治官吏赃罪；严惩失职渎职；严设廷杖酷刑。 

加强思想文化专制；文字狱。 

4、民事法律内容 

5、经济法律内容 

6、行政法律内容 

7、司法机关体系 

中央司法机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职责分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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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司法体制：省、府（直隶州）、县（州）三级行政机关兼理司法；申明亭制度。 

军户案件的管辖。 

8、会审制度 

三司会审；九卿圆审；朝审；大审；热审。 

三、“厂卫”制度 

锦衣卫；东厂；西厂；内行厂。 

学习目标： 

1、明初确立的法制指导思想与主要立法活动； 

2、明律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3、司法审判制度的发展变化。 

作业： 

1、明初确立的法制指导思想及主要立法活动。 

2、明朝刑事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3、明朝司法体制的变化与会审制度的建立。 

4、明朝“厂卫”干预司法的表现与评价。 

知识单元 9：清朝法律制度（1644—1840年）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制指导思想：“参汉酌金”；“准依明律治罪”；“详绎明律，参以国制”。 

2、主要立法活动：《大清律例》；各部院则例；《大清会典》；少数民族地区单行法规。 

3、刑事法律内容的变化： 

改变五刑制度；增加法外酷刑；调整刑法适用制度；推行重刑高压政策。 

旗人特权的维护：保障满族贵族统治地位；保护旗地旗产等经济利益；维护满人司法特权。 

4、行政法律内容：行政管理体制；职官管理法规。 

5、司法机关体系：中央三法司的设置及职能；地方省、府、县的司法管辖；管辖旗人或少数

民族案件的特殊司法机构。 

6、会审制度：三司会审；九卿会审；秋审；朝审；热审。 

学习目标： 

1、 清朝前期的法制指导思想和重要立法活动； 

2、 清朝法律维护专制集权统治和满族贵族特权的内容特点； 

3、 清朝前期司法体制与会审制度的变化 

作业： 

1、清朝前期的法制指导思想与重要立法活动。 

2、清律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维护满族特权地位的主要内容与立法特点。 

3、清朝的秋审与朝审制度。 

知识单元 11：清朝法律制度（1840—1911年）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预备立宪的背景与准备 

2、 预备立宪的主要活动 

3、 清末修律的原因与宗旨 

4、 清末主要的修律活动：《大清现行刑律》与《钦定大清刑律》；《大清民律草案》；主要商事
立法；法院组织法与诉讼法；《大清监狱律草案》。 

5、 领事裁判权与会审公廨 

6、 近代司法审判体系的建立与相关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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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近代诉讼审判制度的改革 

学习目标： 

1、清末预备立宪运动的背景、原则、内容 

2、清末修律活动的原因、宗旨、目的、内容； 

3、清末司法主权的丧失及司法体制与诉讼审判制度的改革 

作业： 

1、清末预备立宪的背景、内容与评价。 

2、清末修律活动的背景、内容与评价。 

3、清末司法制度的变化。 

知识单元 12：中华民国法律制度（1912—1927年）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2、《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3、革除社会陋习和保障民权的相关法令 

4、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立法特点 

5、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主要宪法性文件 

6、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刑事立法 

7、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商立法 

8、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司法审判机构与诉讼机制 

学习目标： 

1、《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2、南京临时政府的其他政令法规； 

3、民国北京政府的立法特点； 

4、《中华民国约法》与《中华民国宪法》； 

5、民国北京政府的其他法律法规； 

6、民国北京政府的司法制度。 

作业： 

1、 南京临时政府宪法性文件的内容、特点及其评价。 

2、 南京临时政府政令法规的主要内容。 

3、 民国北京政府的立法特点。 

4、 民国北京政府的主要立宪活动。 

5、 民国北京政府刑事立法与民商立法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6、 民国北京政府司法制度的主要特点。 

知识单元 13：中华民国法律制度（1927—1949年）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民国南京政府的立法指导思想： 

从“以党治国”到“一党专政”； 

从“权能分治”到“五权宪法”； 

从“建国三时期”到“训政保姆论”。 

2、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宪法性法律： 

1928年《训政纲领》； 

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主要内容 

1936年《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的基本内容 



 20 

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 

3、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刑法制定 

4、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民商法制定 

5、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司法机关体系 

6、民国南京政府时期的诉讼审判制度 

学习目标： 

1、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思想、法律体系与立法特点； 

2、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宪活动及其本质特征； 

3、南京国民政府的刑事立法与民商事立法； 

4、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制度。 

作业： 

1、 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思想、法律体系与立法特点。 

2、 南京国民政府的“制宪”活动及其本质。 

3、 南京国民政府刑事、民事立法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4、 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体制及诉讼审判制度的特点。 

知识单元 14：革命根据地法律制度（1927—1949年）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革命根据地各个时期的宪法性文件 

2、 革命根据地各个时期的土地立法 

3、 马锡五审判方式 

4、 解放区新民主主义司法原则 

学习目标： 

1、 各个不同时期立宪活动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特点； 

2、 土地立法的基本内容与经验教训； 

3、 司法制度的主要特点； 

4、 人民调解制度 

作业： 

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内容、意义及缺陷。 

2、 《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的制定背景及主要内容。 

3、 革命根据地土地立法的主要内容及经验教训。 

4、 革命根据地审判制度的主要特征。 

5、 革命根据地的人民调解制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中国法的起源与夏商、西周法律制度 4  

2 春秋战国法律制度 4  

3 秦朝法律制度 4  

4 汉朝法律制度 4  

5 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 4  

6 隋唐五代法律制度 4  

7 
隋唐五代法律制度 

宋辽金元法律制度 

4 

（1+3） 
 

8 
明朝法律制度 

清朝法律制度（1644—1840年） 

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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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清朝法律制度（1840—1911年） 4  

10 
清朝法律制度（1840—1911年） 

中华民国法律制度（1912—1927年） 

4 

（1+3） 
 

11 中华民国法律制度（1928—1949年） 4  

12 革命根据地法律制度（1927—1949年）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法学专业各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西周法律制度、秦朝法律制度、汉朝法律制度、三国两晋南北朝法律制度、隋唐五代法

律制度、宋朝法律制度、明朝法律制度、清朝法律制度（1840—1911）、中华民国法律制度 

难点：西周法律制度、汉朝法律制度、隋唐五代法律制度、清朝法律制度（1840—1911）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课堂讨论 

3．课下阅读 

教学手段： 

1．板书 

2．ppt展示 

3．相关视频播放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根据教学进度安排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结合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成绩等综

合考评。 

7、作业要求： 

结合教学进度完成任课教师指定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外国法制史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马志冰主编《中国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尚书》的《吕刑》、《舜典》、《甘誓》、《汤誓》、《盘庚》等篇，《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

局影印本 1980年版； 

2、《左传》昭公六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 1981年版； 

3、《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等篇，中华书局点校本 1959年版； 

4、《汉书·刑法志》，中华书局点校本 1962年版； 

5、[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 1985年版 

6、张晋藩总主编：《中国法制通史》，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7、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8、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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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见《观堂集林》卷十，中华书局 1959年版； 

11、王国维：《释礼》，见《观堂集林》卷六，中华书局 1959年版； 

12、胡留元  冯卓慧：《长安文物与古代法制》，法律出版社 1989年版； 

13、任继愈：《老子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 

14、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年版； 

15、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 1960年版； 

16、王焕镳：《墨子校释》，浙江文艺出版社 1984年版； 

17、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 1999年版； 

18、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 1974年版； 

19、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中华书局 1962年版； 

20、《晋书·刑法志》，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4年版； 

21、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0年版或 1978年版； 

22、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

2001年版； 

23、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 1981年版； 

24、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 2003年版； 

25、旧唐书·刑法志》，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5年版； 

26、《新唐书·刑法志》，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5年版； 

27、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中华书局 1996年版； 

28、[日]仁井田陞著  栗劲等编译：《唐令拾遗》长春出版社 1989年版； 

29、[唐]吴兢：《贞观政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版； 

30、薛梅卿点校：《宋刑统》，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31、《元典章》，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本 1976年版； 

32、郭成伟点校：《大元通制条格》，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33、怀效锋点校：《大明律》，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34、《明大诰》，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35、[清]薛允升著  怀效锋  李鸣点校：《唐明律合编》，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36、田涛  郑秦点校：《大清律例》，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37、《大清法规大全》，清末石印本； 

38、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39、直隶高等审判厅编：《华洋诉讼判决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40、《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全四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 

41、张希坡  韩延龙主编：《中国革命法制史》（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1992

年版 

执笔：李超  审稿：法学院法律史所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宪法案例研习 
Cases Study Constitutional Law 

课程号：3010300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1、巩固宪法学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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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养案件分析能力； 

3、加强规范的实践运用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训练，使学生掌握宪法学、法理学等法学基础知识、

法解释学方法、法应用学方法，为宪法学研讨课、法理学原理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与案

件分析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一：分析 obergefell  v.  hodges案件 

一、参考学时：4学时 

二、研习内容： 

1、案件的基本事实与争议焦点。 

2、该案是如何进行规则适用的？ 

3、肯尼迪大法官是怎么来解释同性恋可以享有婚姻权的？ 

4、评斯卡利亚大法官的反对意见 

5、评罗伯茨大法官的反对意见 

6、从该案尝试分析一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阵营之分。  

三、研习目标： 

1、理解美国宪法案例的规范适用思路 

2、学会案件分析的基本方法 

四、作业：以该主题为中心，做一个主题报告，以 PPT形式 

知识单元二：分析美国 Roe v. Wade 案件 

一、参考学时：4学时 

二、研习内容： 

1、案件的基本事实与争议焦点。 

2、该案是如何进行规则适用的？ 

3、美国宪法隐私权的内容与含义？ 

4、妇女人身健康权与胎儿的生命权出现冲突时如何抉择？ 

5、评怀特大法官的反对意见 

三、研习目标： 

1、以案件为背景分析，使学生掌握宪法解释的基本方法 

2、学会案件分析的基本方法 

四、作业：以该主题为中心，做一个主题报告，以 PPT形式 

知识单元三：分析美国卡洛琳食品公司案件 

一、参考学时：4学时 

二、研习内容： 

1、案件的基本事实与争议焦点。 

2、该案是如何进行规则适用的？ 

3、斯通大法官是怎么来解释卡洛琳可以享有商业自由权的？ 

4、如何看待“司法克制”原则 

5、脚注四的内容及意义。 

6、“双重审查标准”的内容及意义 

三、研习目标： 

1、掌握美国司法对基本权利解释的变迁 

四、作业：以该主题为中心，做一个主题报告，以 PPT形式 

知识单元四：分析德国吕特案件 

一、参考学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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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习内容： 

1、案件的基本事实与争议焦点。 

2、该案是如何进行规则适用的？ 

3、如何看待宪法对民事权利的影响？ 

4、如何看待地方法院对 Harlan做出的败诉判决 

5、理解基本权利的双重属性特征。  

三、研习目标： 

1、全面把握国家限制基本权利应满足的基本条件 

四、作业：以该主题为中心，做一个主题报告，以 PPT形式 

知识单元五：分析我国齐玉苓案件及针对齐玉苓案件批复的废止 

一、参考学时：4学时 

二、研习内容： 

1、案件的基本事实与争议焦点。 

2、该案是如何进行规则适用的？ 

3、如何看待宪法对民事权利的影响？ 

4、齐玉苓被侵犯的是教育权还是姓名权？ 

5、侵犯了教育权是宪法上的权利还是民法上的权利？  

三、研习目标： 

了解宪法司法适用的必要性，及宪法适用的方式和条件 

四、作业：以该主题为中心，做一个主题报告，以 PPT形式 

知识单元六：分析律师依据《律师法》会见当事人遭拒 

一、参考学时：4学时 

二、研习内容：  

1、案件的基本事实与争议焦点。 

2、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是否存在效力差异？ 

3、全国人大与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发生冲突如何适用？ 

三、研习目标： 

1、辨别法律与基本法律的效力 

2、理解宪法规范适用的具体方法 

四、作业：以该主题为中心，做一个主题报告，以 PPT形式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大纲介绍、任务安排与要求 4  

2 欧泊格非案件分析 4  

3 罗伊诉韦德案件分析 4  

4 美国卡洛琳食品公司案件分析 4  

5 德国吕特案件分析 4  

6 我国齐玉苓案件及针对齐玉苓案件批复的废止 4  

7 律师依据《律师法》会见当事人遭拒 4  

8 期末测试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宪法学 

后续课程：宪法学研讨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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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本课程是法学专业学科体系中一门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学科，具有基础课的性质，学

好本课程可以为学好其他法学专业课打下基础。本课程包括对宪法学基本理论、宪法基本规范的运

用，即对法解释学、法运用学的掌握以及对之前所学理论知识的灵活运用 

难点：将已学理论知识灵活运用于实践活动，提升自我法学素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改变“讲听式”的教学模式，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灵活运用启发式教学法、研讨问题教

学法、过程导向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多媒体组合教学法、实例解析法、练习指导法等组织教

学。理论实践并进，“教、学、做”三位一体。注意结合国内外典型案例进行教学，营造良好的职

业氛围和环境，使学生在接受专业课程教育的同时，受到工程实践教育，启迪学生的思维和认识，

激发学生的创造意识。  

结合主题讨论的方法与小组合作的方法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以课堂教学内容为基础的课堂学

习和实践活动 

教学手段： 

积极引进现代教育技术，采用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录相教学等手段。特别是网络与多媒体

技术，加强网络教学资源建设，建立了网络学习辅导与交流互动平台，充分发挥了学生主体和教师

主导作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学校建有先进的校园网，连至教室、机房、图书馆，因此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用于课程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本课程脱离了传统的输入式教学，而采用由学生自主学习、知识输出式学习，即学生通过温故

案例有关理论知识、联系案情实际，在学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而得到提升。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容有：学出勤、课

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50%。 

7、作业要求： 

作业已小组为单位完成，每个小组都要准备一个主题报告并参与对其他小组的评议。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焦洪昌、李树忠等编著《宪法教学案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姚国建 秦奥蕾：《宪法学案例演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焦洪昌等编著《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9月 第 5版 

2、任来东、陈伟、白雪峰等编著《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 25 个司法答案》，中国法制出

版社，2013年 01月 第 3版 

3、 张千帆等编著《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 第 3版 

4、胡锦光主编《宪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执笔：秦奥蕾 审稿：姚国建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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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学 
Study Constitutional Law 

课程号：3010300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选修课程。 

1、学习宪法学基础理论； 

2、培养宪法思维能力； 

3、为其他专业课打下基础。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训练，使学生掌握宪法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培养学

生的宪法思维方式，主要是宪法问题意识，即通过现象发现宪法问题，透过问题提炼观点，运用材

料论证观点；为宪法学研讨课、宪法学案例研习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与案件分析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一：宪法基本理论（上） 

一、参考学时：6学时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  宪法的概念 

一、宪法的界定 

1.实质意义上的宪法：从法律规范的内容来界定，范围较广。 

2.形式意义上的宪法：根据宪法作为法律的形式特征来界定，仅指成文法典。 

二、宪法的特征 

1.形式特征。 

2.实质特征 

三、宪法的渊源 

1.成文宪法典 

2.宪法性法律 

3.宪法判例 

第二节  宪法的分类 

一、宪法的分类的概念   

二、宪法的传统分类 

1.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 

2.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 

3.钦定宪法  民定宪法  协定宪法 

三、新型分类 

1.原生宪法与派生宪法  

2.纲领性宪法、确认性宪法与中立性宪法  

3.政治自由主义宪法、君主立宪主义宪法、社会改良主义宪法与独立民族主义宪法  

4.规范性宪法、名义性宪法与语义性宪法  

5.联邦宪法与州宪法  

四、马克思主义的宪法分类 

1.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宪法分类观点 

2.社会主义类型宪法与资本主义类型宪法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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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宪法的基本原则 

一、宪法基本原则 

1.法律原则与宪法原则 

2.宪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和特点 

3.宪法基本原则种类和内在联系  

二、人民主权原则 

1. 人民主权原则的含义 

2. 人民主权原则的制度体现 

（1）议会至上和议会主权 

（2）在各国宪法中的体现 

三、基本人权原则 

1.人权理论的历史发展   

2.基本人权原则的宪法体现与制度保障 

四、法治原则 

1.法治的含义。 

（1）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 

（2）一切国家机关及官员都必须依法治理国家 

（3）宪法和法律必须符合正义，是良法 

（4）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5）司法独立，只服从于宪法和法律 

2.法治理论的历史发展 

五、 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 

1.权力分立与制衡学说的历史发展 

2.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在各国宪法中的体现 

（1）美国：三权分立，相互制约 

（2）英国：议会至上 

（3）法国：行政权优位 

（4）中国：民主集中制，分工监督 

第四节  宪法与宪政 

一、宪政的概念 

(一)偏重于民主的宪政界定 

1. 代表性观点 

2. 民主国家不一定是宪政国家 

3. 民主政治与宪政有一定关联性，却不能揭示宪政的本质内涵和特征  

(二)不同于民主的宪政认识 

1.宪政的本质特征。宪政的本质特征是限政. 

2.限政的方式 

（1）一是使一切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 

（2）是政治权力内部的分权与制衡和权利对权力的制约。  

（三）宪政和民主的关系 

 1.宪政与民主的不同 

（1）民主在历史时序上先于宪政，但宪政在逻辑上先于民主。 

（2）民主规定谁拥有权力，涉及的是权力的归属，宪政规定取得与运用权力的方式，强调国

家权力的限制和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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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宪政是专制的天敌，民主则未必是，有时可能导致“多数暴政”。  

2.寻求民主与宪政的平衡 

（1）给人民提供了广泛的政治参与、公平的政治交流和结合、定期的自由选举等权利和机会。 

（2）对政府设置了规则化、制度化的限制。 

（3）设立不同形式的两院制，使决策过程更为慎重和受到制约。 

（4）实行司法审查，由法官宣布违宪的法律和政令无效 

二、宪政的要素 

 1.宪法必须是“良法”，具有正当性。 

 2.以宪法和法律为最高权威。 

 3.以人权和人的自由为本位。 

 4.以宪法和法制约束权力为重心。 

 5.以司法审查为保障。  

三、宪政的历史发展 

（一）宪政主义的历史溯源 

（二）现代宪政主义的发展 

1.宪政主义与现代积极意义的自由和积极国家的紧张关系 

2.宪政主义的国际化 

（三）中国宪政的实践状况 

 1.宪法被视为一种国家建设机制 

 2.宪法对国家权力部门之间的关系强调协调而忽略制衡 

 3.宪法的设计使权力机关能够克制公民权利而公民权利无法克制权力机关 

四、宪法与宪政的比较 

（一）宪法与宪政的关系。 

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则是宪法的生命，宪法指导宪政实践，宪政实践完善宪法。 

（二）宪法与依法治国。 

宪法是法治的前提条件和法律依据，良性宪法是依宪治国的基础，实际也就是依法治国的基础。

宪法的产生是近代法治确立的标志，宪法的内容是实现法治的直接法律依据，宪法至上是法律至上

的核心。  

三、学习目标： 

通过对宪法基本理论的介绍，使学生对宪法的概念、分类等基本问题有一初步认识，并对宪政

的价值和精神进行初步的体悟，同时也为以下各章的学习奠定基础。 

四、延伸与思考问题： 

1.为什么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2.宪法的特征是什么？ 

3.试从理论与制度的层面分析人民主权原则在东西方的不同体现。 

4.简述宪法的构成要素。 

5.比较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 

6.简述基本人权原则。 

7.试述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在我国宪法中的体现。 

8.简述宪法与宪政的关系。 

知识单元二：宪法基本理论（下） 

一、参考学时：6学时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  宪法的创制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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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宪法的制定 

（一）制宪权的性质和归属  

（二）、制宪权的限制 

1.自然法层面——受自然条件和自我意识的限制 

2.实在法层面——不受限制  

（三）制宪权行使的程序 

（四）我国 1954年宪法的制定 

二、宪法的修改 

（一）宪法修改的原因分析 

1.客观上的原因 

2.主观上的原因 

（二）宪法修改权的限制 

1.修改内容上的限制                

2.修改时间上的限制 

3.特殊情况下修改宪法的限制        

4.修改程序上的限制 

（三）宪法修改的程序 

第二节  宪法解释与宪法实施 

一、宪法的实施                    

二、宪法的解释  

(一)宪法解释的必要性 

(二)宪法解释模式 

1. 立法机关解释模式 

2. 司法机关解释模式 

3. 专门机关解释模式 

(三)宪法解释的功能 

1. 弥补宪法的缺陷 

2. 使宪法能与时俱进，不断适应社会的变迁  

(四)宪法解释的原则 

1. 统一性原则 

2. 利益衡量原则 

3. 稳定性原则 

三、违宪审查、 

(一)违宪审查的含义 

违宪审查是指在宪法实施过程中，享有违宪审查权的国家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以特定方式审查

和裁决某项立法或某种行为是否合宪的制度。  

(二)违宪审查模式 

1.立法机关审查模式 

2.司法机关审查模式 

3. 专门机关审查模式 

(三)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宪法的实施。 

第三节  宪法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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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宪法惯例的含义 

二、宪法惯例的效力 

三、宪法惯例的作用 

四、我国的宪法惯例 

三、学习目标： 

使学生对从制宪到实施宪法这一完整的过程中涉及到的基本理论问题有一完整的把握。 

四、延伸与思考问题： 

1.制宪权理论对我国宪法的制定有什么启示？ 

2.试述对宪法修改权的限制。 

3.宪法解释在我国应如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4.我国有违宪审查制度吗？如果有，应如何完善? 

5.我国有哪些宪法惯例？ 

知识单元三：宪法的历史 

一、参考学时：3学时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  宪法的产生 

一、宪法的产生 

二、各主要国家宪法的产生与发展 

(一)英国宪法 

1.英国宪法是在不断限制王权的过程中产生的 

2.英国宪法的组成 

3.英国宪法的特点  

(二)美国宪法 

1.美国宪法的诞生 

2.美国宪法的内容 

3.美国宪法的思想渊源 

(三)法国宪法 

1.三级会议 

2.人权宣言 

3.1791年宪法 

第二节  宪法的发展 

一、近代宪法向现代宪法的发展 

1.立宪主义在世界的兴起   

2.社会主义宪法的产生 

二、宪法的发展趋势 

1.各国宪法越来越强调对人权的保障，不断扩大公民权利范围 

2.行政权力的扩大是宪法发展的必然 

3.各国越来越重视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来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 

4.宪法领域从国内法扩展到国际法 

第三节  1949年以前中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一、宪政问题在中国历史上的提出 

二、中国宪政思想的萌芽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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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宪政思想在中国的产生 

2.宪政思想在中国的发展 

三、1949年以前的立宪运动实践 

1. 清朝立宪运动 

2. 从南京临时政府到北京政府时期的立宪运动  

3. 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宪运动 

4. 人民革命根据地的宪法性文件  

第四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和修改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二、1954年宪法 

三、1975年宪法 

四、1978年宪法   

五、982年宪法 

六、对 1982年宪法的修正 

1.1988年对 1982年宪法的修正 

2.1993年对 1982年宪法的修正 

3.1999年对 1982年宪法的修正 

4.2004年对 1982年宪法的修正 

三、学习目标： 

通过对宪法产生与发展的理论以及各主要国家宪法发展的事实的讲授使学生对世界宪法发展

的历史脉络有完整和准确的掌握。 

四、延伸与思考问题：  

1.简述英国宪法形成之特点。 

2.美国建国以及美国宪法产生过程中的历史性文件有哪些？ 

3.法国人权宣言有着怎样的历史地位? 

4.宪法在当今世界有哪些发展趋势？ 

5.宪法从西方传入中国经历了怎样的语境转换？ 

6.我国 1982年宪法经历了哪几次修正？ 

7.对比 1954年宪法与 1982年宪法，谈谈 1982年宪法有哪些新发展。 

知识单元四：国家性质 

一、参考学时：3学时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  阶级性质 

一、国家性质 

(一)国家性质的内涵 

(二)国家性质与宪法 

1.对国家阶级性质的规定是宪法的重要内容  

2.世界各国宪法对国家阶级性质的规定 

二、我国的国家性质 

(一)人民民主专政及其特点 

(二)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结构 

1.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   

2.工农联盟是我国政权的阶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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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知识分子也是国家的依靠力量   

4.爱国统一战线是扩大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 

第二节  经济制度 

一、经济制度的概念 

二、经济制度与宪法 

1.宪法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2.宪法对经济制度的规范 

三、我国宪法确立的经济制度 

1.所有制形式 

2.分配制度 

四、对我国宪法经济规范的评价   

第三节  “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 

一、 “三个文明”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1. 物质文明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物质基础 

2. 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提供制度保障 

3. 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推动三个文明协调发展 

1. 树立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2.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 

3. 推动“三个文明”建设 

三、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 宪法与精神文明 

2. 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  

三、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正确认识我国的国家性质，掌握以公有制为核心的经济制度决定了我国的国

家性质，了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体现并影响我国的国家性质。 

四、延伸与思考问题： 

1.人民民主专政有哪些特点？ 

2.宪法是否应该规定经济制度，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应该规定哪些内容？ 

3.2004年宪法修正案加入了对“政治文明”的规定，有什么进步意义？ 

知识单元五：国家形式 

一、参考学时：6学时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  政权组织形式 

一、政权组织形式的概念 

政权组织形式解决的是同级各类国家机关（尤指中央国家机关）的设置和相互之间的权力划分

关系 

二、政体理论的演进及其实践 

1.古代政体理论及实践 

2.近现代社会政体理论的发展及实践 

英国的洛克——首次提出分权学说。法国的孟德斯鸠——创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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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理论。  

三、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概念和内涵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1.改善党对人大的领导，确立人大对党的监督 

2.充分有效行使人大职权，强化人大监督权 

3.提高人大代表的参政议政能力 

4.加强人大自身建设 

第二节   国家结构形式 

一、国家结构形式概述 

（一）国家结构形式的概念 

国家结构形式是国家采取何种原则和方式来划分国家内部区域，对国家机构体系进行纵向权力

配置并规范其运用的国家形式。 

（二）影响国家结构形式的因素 

二、国家结构形式的类型 

1.单一制。单一制是指由若干个不具有独立性的行政区域单位或自治单位组成的单一主权国家

所采取的国家结构形式。 

2.联邦制。联邦制是指由两个或多个成员国（邦、州、共和国）组成的统一的联盟国家所采取

的国家结构形式。 

三、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 

1.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是我国的必然选择 

2.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特点 

（1）坚持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主动性的原则。 

（2）在普通的行政区域，国家可以在不同地区实行差别政策。 

（3）民族自治地方。 

（4）特别行政区。 

四、我国单一制下的地方分权 

1.我国的行政区划 

（1）行政区划的概念。行政区划是指国家根据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把国家领土划分

为大小不同、层次不等的行政单位，在此基础上设立相应的地方国家机关，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

级管理的制度。 

2.我国行政区域设立、变更的法律制度 

3.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民族区域自治的概念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自治地方，

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使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人民实现当家做主管理本民族内部地方性事

务的权利。 

（2）民族自治地方 

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民族乡不是民族自治地方。 

4.我国的特别行政区制度 

（1）设立特别行政区的依据——一国两制 

（2）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 

特别行政区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 



 34 

（3） 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 

①司法独立 

②行政主导 

③行政与立法既制衡又配合 

（4）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制度 

①基本法和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 

②被采用的原有法律 

③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 

第三节  国家标志 

一、国家标志的含义 

国旗、国徽、国歌、首都等均是国家的标志，是主权国家的象征，也属于国家的外在表现形式。 

二、国旗 

1.国旗的图案及含义 

2.国旗的升挂及使用 

三、国徽 

1.国徽的图案及含义 

2.国徽的悬挂和使用 

四、国歌 

五、首都 

三、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能够理解关于国家形式，即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标志的一

般原理，并能够运用该一般原理分析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以及

我国的国旗、国徽和国歌。 

四、延伸与思考问题： 

1.下列有关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论述正确的是： 

A.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B.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涵之一是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权性的机关 

C.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求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和人民代表大会相互监督 

D.人民代表大会的全权性要求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所有权力 

2.简述议会制的特征 

3.论述如何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试比较单一制和联邦制。 

5.简述设立特别行政区的依据。 

6.说明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 

7.我国行政区域设立和变更的程序 

知识单元六：选举制度 

一、参考学时：3学时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  选举制度一般原理 

一、代议制民主与选举制度 

1.选举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关键一环 

2.民主制度的缺陷和选举程序的补救 

3.选举至上主义的谬误——自由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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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举、选举法、选举制度的概念 

1.选举与竞选 

近现代意义上的选举是指公民根据自己的意志，按照法定的原则和形式，选出一定的公民担任

国家代表机关代表或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竞选是选举的应有之义，非竞争不能选举。 

2.选举法的概念 

选举法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包括宪法中关于公民选举和自由的规定，关于国家机关及其组

成的规定，以及国家立法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就选举有关事项制定的一切规范性文件，有的国家还

包括一些传统习惯等。后者仅指立法机关就选举原则、组织、程序和方式方法制定的法律。 

3.选举制度的概念 

选举制度是关于选举国家代议机关的代表和某些国家公职人员的各项制度的总称。 

三、选民权利的范围 

1.限制选举和普及选举 

就选民的选举资格来说，选举分限制选举和普及选举两种。所谓限制选举，是指除年龄、国籍、

无精神病、未受刑事处分等条件以外，还设有其他的资格限制，因而没有选举权的选举。 

2.平等选权制和复数选权制 

平等选权是指在选举法中规定一切选民的选举权都一律平等。换言之，即一切选民都只能投一

票，且一切选民所投的选举票效力相等。也即一人一票，一票一值，每票同值。复数选权，又称复

值选权，是指对于具有特殊资格的选民，给予投数票之权，而普通选民则仅能投一个票，一些特殊

选民所投选举票的效力大于普通选民的选举票。 

3.地域代表制与职业代表制 

地域代表制是指按选民的居住地区划分选区或以区、县、乡等行政区域为单位，并根据区域人

口比例选举代表（议员）的制度。职业代表制是指按职业团体而不是按地区选举产生一定数额的代

表（议员）的制度。 

第二节  我国的选举制度 

一、我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 

1.选举权的普遍性原则 

指选举权享有主体的普遍性。 

2.选举权的平等性原则  

一个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能在一个地方享有一次投票权。每票等值。 

3.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原则 

县级和乡级人大代表实行直接选举，市级、省级和全国人大代表实行间接选举。 

4.秘密投票原则 

无记名投票原则。 

5.差额选举原则 

二、我国选举制度的组织和程序 

1.选举的组织机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

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

自治县、乡、民族乡、镇设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2.选区划分 

除军人代表采职业代表制外，其他一贯实行地域代表制。选区按地域划分，在具体划分方法上，

规定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也可以按生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 

3.选民登记 

4.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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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票和选举结果的确认 

6.代表的补选和罢免 

三、我国选举权的物质保障和法律保障 

1.物质保障 

2.法律保障 

三、学习目标： 

理解、掌握关于选举制度的一般原理，包括选举、选举法和选举制度的一般理论问题；要求了

解我国选举制度的历史发展、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并掌握我国选举制度的组织和程序，理解我国

的选举权的物质保障和法律保障。 

四、延伸与思考问题： 

1.下列有关我国选举制度基本原则的论述正确的是： 

A.选举权的普遍性原则要求我国公民只要年满 18周岁，都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B.选举权的平等性原则要求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都是相等的 

C.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原则表明并非我国各级人大代表都是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 

D.秘密投票原则要求如果选民是文盲就不能参加投票，因为其如果委托别人代写，就违背了秘

密投票原则 

下列有关我国选举的保障制度的论述正确的是： 

A.我国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 

B.我国选举中的各种争议都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C.利用暴力破坏选举的应承担刑事责任 

D.我国公民选举权只能由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才可以剥夺 

2.简要说明平等选权制与复数选权制。 

3.试比较地域代表制与职业代表制。 

4.试说明我国选举制度中的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并用的原则 

5.试论述我国选举制度的选举程序。 

知识单元七：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上） 

一、参考学时：3学时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    几个重要的相关概念 

一、公民与国民 

二、公民与人民 

三、基本权利与人权 

四、变化中的中国宪法有关规定 

第二节  宪政下的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 

一、宪政与基本权利 

二、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 

第三节  基本权利的保障 

一、政治保障的重要性 

二、立法上的保障 

三、司法的价值 

三、学习目标： 

理解基本权利和义务、公民与国民、公民和人民、基本权利和人权等相关的基本概念，掌握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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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下的基本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基本关系，理解宪法层面的基本权利的保障问题。 

四、延伸与思考问题： 

1.根据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下列哪些人士具有中国国籍？ 

A.张某出生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父亲为意大利人，母亲为中国人 

B.李某出生于美国，其父母是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籍留学生 

C.钱某出生于中国，其父母是无国籍人，定居于中国 

D.赵某出生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其父母是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英国公民 

2.简述基本权利及其特征 

3.试比较公民、国民和人民三个概念 

4.简述 1982年宪法对关于“公民权利”的内容规定的特点。 

知识单元八：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下） 

一、参考学时：6学时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  平等权 

一、平等权的历史渊源      

二、公民平等权的含义与特征       

三、平等权的范围 

平等权的范围是指公民在立法、司法和守法上的平等，还是仅指公民在司法、守法上的平等，

不包括立法的平等范围，这是法学界存有争议的问题。 

四、平等权的相对性 

平等权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相对的概念。平等本身也处于一个发展过程之

中。 

第二节  政治权利 

一、政治权利的概念和范围 

政治权利亦称为参政权。它是指依照宪法规定，公民参加政治生活的民主权利和在政治上享有

的表达个人见解和意愿的自由权。 

二、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1.概念 

选举权是指公民享有选举国家权力（立法）机关的代表和其他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被选举权

是指公民享有被选举为国家权力（立法）机关代表或其他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 

2.选举权的性质 

 宪法学上关于选举权是公民的权利还是公民的职务，主要有三种学说。（1）固有权利说。（2）

社会职务说。（3）二元说。 

三、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指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通过口头、书面及电影、戏剧、音乐、广播、电视等方式发

表自己意见的自由权利。 

四、出版自由 

出版自由是言论自由的扩充表现，是广义的言论自由。它主要是指公民有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

范围内，通过出版物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思想的权利。 

五、集会、游行、示威自由 

集会是指聚集于露天公共场所，发表意见、表示意愿的活动。游行是指在公共道路、露天公共

场所列队行进、表达共同意愿的活动。示威是指在露天公共场所或者公共道路上以集会、游行、静

坐等方式，表达要求、抗议或者支持、声援等共同意思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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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社自由 

公民的结社自由是指公民为了一定的宗旨而依照法律规定的手续组织某种社会团体的自由。结

社可分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结社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结社。  

第三节  宗教信仰自由 

一、宗教信仰自由的含义 

在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个人的权利，信与不信宗教由公民个人选择，任何国家机关、社

会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

民。 

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意义 

三、我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及其保障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正常的宗教活动应当在宗教场所进行。宗教活动不得妨碍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不

得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  

第四节  人身权利 

一、人身权利的含义 

公民的人身权利是指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与人身有关的其他权利和自由受法律保护，不得非法侵

犯的权利。其范围包括：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公民的住宅不受

侵犯和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二、我国公民的人身权利的主要内容及其法律保护      

1.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公民的人身和行动不受任何非法搜查、拘禁、逮捕、剥夺、限制和侵害。 

2.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人格尊严是指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名誉、姓名、肖像等不容侵犯的权利，它是公民作为权利主

体维护其尊严的重要方面。 

3.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犯 

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4.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通信自由是指公民有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进行通信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通信秘密是指公民通

信的内容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非法私拆、毁弃、偷阅他人的信件。公民的通信包括书信、

电话、电报等进行通信的各种手段。 

三、公民人身权限制的条件 

国家机关只有在符合下列三项条件下，才能限制公民的人身权： 

第一，作出限制行为的机关必须是合法的国家机关。 

第二，必须具有法律规定的原因。 

第三，必须遵循合法的程序。 

第五节  监督权 

一、监督权的宪法规定和基本特征 

二、监督权的内容 

(一)批评建议权 

批评权是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缺点和错误，有权提出要求克服改正的意见。建议

权则是指公民对国家机关的工作，有权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建议。 

(二)申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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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权是指公民对国家机关作出的决定不服，可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请求，要求重新处理的权

利。申诉分为诉讼上的申诉和非诉讼的申诉两类。  

(三)控告检举权 

控告检举权是指公民对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提出指控，请求有关机关

对违法失职者给予制裁的权利。 

(四)取得赔偿权 

取得赔偿权是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

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第六节  社会经济权利 

一、社会经济权利的概念与特征 

社会经济权利是指公民依照宪法所享有的经济物质利益方面的权利。它是公民参加国家政治生

活，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保障。 

在我国，根据宪法之规定，我国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主要包括：劳动权、劳动者的休息权、财

产权、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权和物质帮助权。 

二、劳动权       

劳动权是指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有获得工作和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劳动权主要包括劳动

就业权和取得报酬权。 

三、休息权 

休息权是指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权利，它是劳动者获得生存的必要条件。休息权作为劳动者享

有的基本权利，与劳动权形成完整的统一体，没有休息权，劳动权无法得到实现。 

四、财产权 

1.财产权的正当性 

财产权的概念界分了其与其他基本权利的界限，而财产权的正当性论证则是为财产权的基本权

利定位提供价值支撑，可资源、效率和人权三个角度来进行论证 

2.宪法意义上的财产权 

从宪法学角度来审视财产权的时候，必然需要从宪法所特有的国家与公民的维度界定和分析财

产权的效力。 

3.财产权的现代转型 

西方的财产权观念由近代向现代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对于自然权利视界下的财产权概念进行了

适度的修正和整合，体现了财产权社会化的趋势。 

4.财产权的保障模式  

西方国家宪法对于财产权的保障有两种模式： 

一为宪法明确确认财产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并防止公权力的不当侵害。 

一为宪法未明确确认财产权的基本权利地位，但以正当程序或征收补偿等程序性条款实质性控

制公权力的不当侵害。这一点以美国最为典型。 

5.我国的财产权保障。 （1）宪法确认（2）规范保护（3）制度保护:经济制度、政治制度、

宪法救济。 

五、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权 

六、物质帮助权 

物质帮助权是公民享有的物质帮助的权利，指公民在特定情况下，不能以自己的劳动获得物质

生活资料，或以获得的劳动报酬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时，享有由国家和社会给予金钱或实

物帮助的权利。 

第七节  文化教育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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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教育权利的概念与基本特征 

文化教育权利是公民按照宪法规定，在文化与教育领域享有的权利与自由。 

二、受教育权 

受教育权是公民在教育领域享有的重要权利，是公民接受文化、科学等方面教育训练的权利。

从广义上讲，受教育权包括每个人按照其能力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包括要求提供教育机

会的请求权。从狭义上讲，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享有的平等的教育权。 

三、文化权利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公民的文化权利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文艺创

作的权利与从事其他文化活动的权利。 

第八节  特定主体权利的保护 

一、妇女的权利保护 

二、儿童、老人的权利保护 

三、华侨、归侨和侨眷的权利保护      

四、我国境内外国人权利的保护 

第九节  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 

一、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     

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   

四、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    

五、依法纳税   

三、学习目标： 

本章要求掌握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具体形态，主要包括平等权、政治权利、宗教信仰自由、人身

权利、监督权、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特定主体的权利保护等，同时要求了解我国公民的

基本义务的具体形态。 

四、延伸与思考问题： 

1.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下列各项权利是我国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内容的有： 

A.罢工权        

B.生存权 

C.受教育权      

D.劳动者的休息权 

2.以下对有关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论述正确的有： 

A.我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可以信仰或不信仰宗教，但如果信仰了某一宗教，就不可改信其

他宗教 

B.我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意味着公民可以在学校宣传上帝，动员学生信仰天主教 

C.我国公民是社会主义国家，不鼓励公民信仰宗教，但也不强迫信仰宗教的公民放弃宗教 

D.我国的宗教团体与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3.下列有关对我国公民平等权的理解，哪些是正确的？ 

A.我国公民的平等权只包括司法平等和守法平等，但不包括立法上的平等 

B.公民的平等权要求任何人不得享有法律以外的特权 

C.任何公民的合法权益平等地受到国家法律保护 

D.我国法律对妇女和儿童的特殊保护违背了宪法有关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 

4.简述公民平等权的涵义和特征。 

5.试分析公民选举权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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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世界各国对公民的言论自由进行限制的主要方式是什么？ 

7.简述社会经济权利的基本特征。 

8.简述公民受教育权的基本特征。 

9.试分析我国 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公民财产权保护的进步性。 

10.简述宗教信仰自由的主要涵义。 

11.简述人身权利的主要内容。 

12.国家机关限制公民人身权利的条件是什么？ 

13.简述监督权的主要特征。 

知识单元九：国家机构（上） 

一、参考学时：6学时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国家机构概述 

一、国家机构概念 

二、我国国家机构的设置 

三、我国国家机构的活动原则 

1.民主集中制原则 

2.法治原则 

3.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原则 

4.责任制原则 

5.精简、效率的原则 

第二节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一)性质和地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性质上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 

(二)组成和任期 

(三)职权 

1.修改宪法,监督宪法实施。 

2.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 

3.选举、决定和罢免中央国家机关的领导人。 

4.决定国家重大问题。 

5.最高监督权。 

6.其他应当由它行使的职权。  

(四)会议制度和工作程序 

(五)各专门委员会 

(六)全国人大代表 

1.代表的地位和选任 

2.代表的权利 

3.代表的义务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一)性质和地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大闭会期间经常性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

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组成部分，也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  

(二)组成和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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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权 

1.根据宪法规定的范围行使立法权。 

2.宪法和法律解释权。 

3.监督权。  

4.重大事项决定权。 

5.人事任免权。 

6.全国人大授予的其他职权。 

(四)会议制度和工作程序   

第三节  国家元首 

一、国家元首的概念  

二、国家元首的模式  

1.一元首脑制——美国总统 

2.双元首脑制——法国模式 

3.双元首脑制——德国模式 

三、我国国家元首制度的沿革  

四、我国国家主席的选任与补缺 

五、国家主席的职权 

1.公布法律，发布命令权。 

2.人事任免权。 

3.外交权。 

4.荣典权 

第四节  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一、国务院的性质和地位 

（中央人民政府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二、国务院的组成和任期 

（总理 副总理 国务委员 各部部长 各委员会主任 秘书长 审计长  连续任职的限制） 三、

国务院的领导制度（总理负责制  会议制度） 

四、国务院的职权 

1.执行宪法和法律，执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 

2.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措施，发布行政决定和命令。 

3.提出议案权，即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提出议案。 

4.对所属部、委和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的领导权及管理权。 

5.组织、领导和管理全国各项行政工作。   

6.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五、国务院下设机构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组成部门 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 国务院直属机构 国务院办事机构 国务

院直属事业单位 

第五节  最高国家军事机关 

一、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性质和地位 

最高国家军事机关 

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和任期 

主席 副主席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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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权和领导体制 

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主席负责制 

三、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当明确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机构建设制度，把握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如何在国家机构的职权划分中得以体现。 

四、延伸与思考问题： 

1.试述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我国国家机构活动中的体现。 

2.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哪些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为什么？ 

3.我国宪法明确规定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国家领导人员有哪些？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哪些主要职权？ 

5.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哪些主要职权？ 

6.我国国家主席的职权有那些？如何行使？ 

7.国务院总理负责制的基本内容有哪些？ 

8.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权授权国务院对只能制定法律的事

项制定行政法规，但哪些事项除外？为什么？ 

9.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性质和职权是什么？ 

知识单元十：国家机构（下） 

一、参考学时：3学时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一)性质和地位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 

(二)组成和任期 

(三)职权 

1.地方性法规制定权。  

2.重大事务决定权。  

3.监督权。  

4.选举和罢免权。  

5.其他职权。 

(四)会议制度和工作程序 

(五)地方人大专门委员会 

(六)地方人大代表  

二、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一)性质和地位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是在本级人大闭会期间经

常行使地方国家权力的机关，它从属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二)组成和任期 

(三)职权 

1.地方性法规制定权。 

2.重大事务决定权。 

3.监督权。 

4.任免权。 

5.其他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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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会议制度和工作程序 

三、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一)性质和地位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二)组成和任期 

(三)职权 

1.规章制定权 

2.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委会的决议，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执行国民经

济、社会发展计划和预算 

3.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 

4.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事务 

(四)领导制度 

(五)所属工作部门及派出机构 

第二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一、自治机关的性质和地位（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二、自治机关的组成和任期    

三、自治机关的职权（职权的双重性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变通执行和停止执行 

1.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2.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的变通执行和停止执行，但需报经该上级国家机

关批准。  

3.自主管理地方财政。 

4.自主安排和管理地方经济建设事业。 

5.自主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 

6.组织本地方的公安部队。 

7.使用和发展当地通用的一种或几种语言文字。  

第三节  特别行政区的国家机关 

一、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1.性质和地位 

2.任职资格 

3.产生和任期 

4.职权 

二、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 

1.性质和组成 

2.政府主要官员的任免 

3.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职权 

三、特别行政区立法会 

1.性质和地位 

2.产生和任期 

3.职权 

四、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 

1.港澳司法体制的区别 

2.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 

3.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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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国家审判机关和国家检察机关 

一、人民法院 

(一)性质和任务 

(二)组成、任期和领导体制 

(三)组织系统和审级制度 

1.组织系统 

2.审级制度 

(四)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原则 

1.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 

2.依法独立审判原则 

3.公开审判原则 

4.被告有权获得辩护的原则 

5.各民族公民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6.合议制原则 

7.回避原则 

二、人民检察院 

(一)性质和任务 

(二)组成、任期和领导体制 

(三)组织系统和领导体制 

1.组织系统 

2.领导体制 

(四)职权 

1.法纪监督 

2.侦查监督 

3.支持公诉和审判监督 

4.监所监督 

(五)工作原则 

1.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 

2.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原则  

3.实事求是，群众路线，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  

4.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原则 

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相互关系 

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的执行法律 

第五节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一、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概述 

1.含义和特征  

2.同基层政权的关系 

二、居民委员会 

1.设置 

2.任务   

3.组织 

三、村民委员会 

1.设置 

2.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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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织 

三、学习目标： 

本章承接上一章的内容，对我国国家机构中的各种类型的地方国家机关、国家审判机关和国家

检察机关以及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进行了介绍，要求学生能够获得对于我国国家机构的较为完整的

认知。 

四、延伸与思考问题： 

1.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的主要职权有哪些？ 

2.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组成可以分为哪两种情况？ 

3.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哪些派出机关？ 

4.民族自治机关行使哪些自治权？ 

5.简述民族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批准和备案程序。 

6.简述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权限和程序。 

7.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体制有何不同？为什么？ 

8.简述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同基层政权之间的关系。 

知识单元十一：政党制度 

一、参考学时：3学时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   政党制度的一般原理 

一、政党 

1.政党的起源 

最早的政党产生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议会斗争的产物。辉格党（Whig）和托利党（Tory）

是最古老的两个政党。 

近现代意义的政党是代议政治的产物，但是议会制并不是所有类型政党产生的温床。较晚产生

的无产阶级政党、民族主义政党为从根本上改变现存制度、争取民族独立，不经由选举和议会斗争，

而是发动暴力革命和武装抵抗实现目标。 

2.政党的特征 

3.政党的分类 

（1）按照意识形态的标准，分为左、中、右，或左派、中间派、保守派。 

（2）以是否掌握政权，将政党分为执政党、在野党，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参政党。 

（3）根据是否得到法律承认，分为合法政党、非法政党。 

（4）以政党的本质属性即阶级性为标准，将政党划分为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以及

这两者之间的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4.政党的意义和功能 

二、政党制度 

1.政党制度的概念 

政党制度由政党参与政治的全部内容所构成，是有关政党的组织与活动、政党的政治地位、不

同政党之间以及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等法律和惯例的总和。 

2.政党制度的分类 

（1）一党制 

（2）两党制 

（3）多党制 

（4）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三、政党在宪法和法律上的地位 

1.政党法律地位的存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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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国家，对政党的组织、活动和在政治制度中的地位是通过宪法惯例调整的，没有系统、

明文的宪法规定，如在美国有关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在英国内阁的组成方式，以及在社会主义国家

工人阶级政党作为执政党具有领导地位。 

2.政党法律规定的主要内容 

资本主义国家宪法、法律关于政党制度的主要规定有：（1）自由组织政党的权利。（2）政党组

织和活动的限制。（3）政党的政治功能。 

我国及其他一些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宪法中规定共产党的领导地

位，民主党派具有合法地位，与共产党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3.政党与国家机关的关系 

政党的功能之一是组织和控制政府，因此政党与国家机关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但是党政关系在

政党制度和政党状况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点，紧密程度也不同。 

第二节    我国的政党制度 

一、我国政党的概况 

1.1949年以前我国的政党实践 

2.我国的民主党派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我国宪法关于政党制度的规定 

2.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含义 

    3.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内容和方式 

（1）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之间进行合作与协商。 

（2）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发挥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的作用。 

（3）在各级人民政府中共产党员同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合作共事。 

（4）在人民政协中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 

三、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 

四、爱国统一战线与人民政协 

1.爱国统一战线 

2.人民政协 

（1）人民政协的组织和活动 

（2）人民政协的职能 

三、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能够根据政党制度的一般原理，分析和理解我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爱国统一战线与人民政协。 

四、延伸与思考问题： 

1.简述政党的特征。 

2.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和法律关于政党制度规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我国宪法关于政党制度的规定？ 

4.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有哪些？ 

5.简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方式。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2 宪法基本理论（上） 6  

3、4 宪法基本理论（下） 6  

5 宪法的历史 3  

6 国家性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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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国家形式 6  

9 选举制度 3  

10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上） 3  

11、12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下） 6  

13、14 国家机构（上） 6  

15 国家机构（下） 3  

16 政党制度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理学 

后续课程：宪法学研讨课、宪法学案例研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本课程是法学专业学科体系中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学科，具有基础课的性质，学好本课程

可以为学好其他法学专业课打下基础。本课程包括包括四个部分，即宪法基本理论、宪法制度、国

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要求学生理解、应用和掌握三个基本，即有关宪法的基本原理、基本概

念和基本知识。  

难点：将已学理论知识灵活运用于实践活动，提升自我法学素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改变“讲听式”的教学模式，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灵活运用启发式教学法、研讨问题教

学法、过程导向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多媒体组合教学法、实例解析法、练习指导法等组织教

学。理论实践并进，“教、学、做”三位一体。注意结合国内外典型案例进行教学，营造良好的职

业氛围和环境，使学生在接受专业课程教育的同时，受到工程实践教育，启迪学生的思维和认识，

激发学生的创造意识。  

结合主题讨论的方法与小组合作的方法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以课堂教学内容为基础的课堂学

习和实践活动 

教学手段： 

积极引进现代教育技术，采用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录相教学等手段。特别是网络与多媒体

技术，加强网络教学资源建设，建立了网络学习辅导与交流互动平台，充分发挥了学生主体和教师

主导作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学校建有先进的校园网，连至教室、机房、图书馆，因此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用于课程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本课程脱离了传统的输入式教学，而采用由学生自主学习、知识输出式学习，即学生通过温故

案例有关理论知识、联系案情实际，在学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而得到提升。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统一进行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 100%。 

7、作业要求： 

作业已小组为单位完成，每个小组都要准备一个主题报告并参与对其他小组的评议。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能满足不同层次学习需求的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焦洪昌等编著《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9月 第 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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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薛小建：《外国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2.许崇德：《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3.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4.莫纪宏：《宪法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 

5.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6.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7.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01年版。 

8.季卫东：《宪政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9.张学仁、陈宁生：《二十世纪之中国宪政》，2002年版。 

10.王人博：《中国近代的宪政思潮》，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11.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三联书店 1997年版。 

12.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13.[法]狄骥：《宪法学教程》，辽海、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年版。 

14.[荷]亨利·范·马尔赛文等，《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华夏出版社 1994年版。 

15.萨尔沃·马斯泰罗：《欧洲民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 

16.[日]美浓部达吉：《宪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17、胡锦光主编《宪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执笔：秦奥蕾 审稿： 姚国建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2日 

 

行政法案例研习 
The Study on Administrative Law Cases 

课程号：30104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实验班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帮助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的行政法知识，了解现实中正在发生的行政

法现象；2、帮助学生运用有关行政诉讼制度的知识对现实案例进行分析；3、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

中国行政诉讼案件的分析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案例教学的方式，使学生掌握运用行政法基本知识分析现实案例的方法，

知道如何去寻找和提炼争点，掌握行政诉讼案件和其他诉讼案件的不同点，尤其是案件结构和分析

方法上的不同点，以此了解当下中国行政诉讼运作的实际状况，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研讨课》

等后续课程做好必要的知识和方法储备。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飞龙公司诉国家药监局行政确认、行政强制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强制； 

2．成熟原则； 

3．公共警告；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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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政确认、行政强制为重点讲解内容，要求学生掌握内部行政行为；行政指导；行政决定的

送达方式等概念。同时了解成熟原则、公共警告等内容。 

作业： 

1．对于政府作出的“表扬” 需要纳入法制化轨道吗？ 

2．政府可以随意地为某一企业授予“产品质量信得过”的牌匾吗？ 

3．如果可以，是否对其他企业构成不正当竞争？ 

知识单元 2：张某诉民政局请求确认继母婚姻无效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原告资格； 

2．婚姻登记性质； 

3．婚姻登记可诉性； 

学习目标： 

通过本婚姻案件的讲解，重点掌握行政诉权主体，婚姻登记行为的可诉性，婚姻登记的性质。 

作业： 

1．婚姻登记有瑕疵，可否据此撤销婚姻登记？ 

2．婚姻登记是不是一种行政许可？此类案件可否适用《行政许可法》？ 

知识单元 3：田宇诉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建设与环境保护局行政不作为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产与公有公共设施； 

2．行政赔偿中的过错与违法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赔偿的属性； 

2．以行政赔偿与民事赔偿的区别适用为讲解内容，理解侵权之诉、行政公产等概念和特点。 

作业： 

《民法通则》第121 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

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2003 年最高院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 条与36 条声明：法人及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中致人人身损害的，

依照《民法通则》121 条由该法人承担责任。属于《国家赔偿法》事由的，依照《国家赔偿法》处

理。 

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诉司法解释如何理解？按此规定，此类案件将来应当归入行政诉讼？

还是民事诉讼？还是由当事人自己选择？ 

知识单元 4：德宝公司诉湖北对外贸易厅违法清算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强制； 

2．清算行为的性质； 

3．公法与私法的区分； 

学习目标： 

1．掌握行政强制的权力主体； 

2．掌握清算委员会性质等概念范畴，明确行政违法的认定。 

3. 了解区分公法与私法的界限。 

作业： 

原告某起诉民政局，要求撤销第三人的结婚证书，理由是第三人未亲自填写结婚申请表，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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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就为其颁发结婚证书，程序违法。第三人答辩说：我们亲自填写上并交了表格。法庭调查时，民

政局提交给法庭一份申请表。第三人辨认后断定，这绝非他们当初递交的申请表，乃是后来伪造的。

法院认为，被告提交的申请表经鉴定，不是第三人和其配偶亲笔书写，应当认定，第三人当初为提

交亲笔书写的申请表。法院的认定成立吗？ 

知识单元 5：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学位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高校的属性； 

2．行政诉讼被告与行政主体之间的关系； 

3．程序违法的审查 

学习目标： 

分析法院审理学术性质的案件是否合理，如何适用法律法规等具体问题，明确学术自由等法理

含义。 

作业： 

1．宣布考试成绩作废是否属于行政处罚？ 

2．此类纠纷，应否纳入行政诉讼？ 

知识单元 6：汤某诉某公安派出所非法致人死亡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盖然性分析； 

2．价值衡量的方法； 

3．桑本谦公式； 

学习目标： 

1．掌握行政法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需要考虑的因素； 

2．了解桑本谦的举证责任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公式。 

作业： 

1．法官的价值衡量如何获得正当性？  

2．价值衡量方法的引进，确实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避免价值衡量成为执法者的恣意？ 

知识单元 7：刘文修等诉北门乡政府行政合同纠纷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合同的属性； 

2．行政合同的救济方式； 

3. 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关系。 

学习目标： 

1．掌握行政合同的含义与特点； 

2．了解相关法律政策的规定，思考对于行政合同纠纷解决制度的构建。 

作业： 

某工商局筹集资金建造房屋，开办了一个市场，并与经营者签订摊位租赁协议。两年后，该工

商局解除原来的租赁合同，对摊位的出租权进行调整。部分经营户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1．工商局与租赁户签订的合同是行政合同吗？ 

2．识别行政合同的标准是什么？ 

知识单元 8：金迪等三人诉东城区教委行政许可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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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与利害关系。 

2．合法性审查。 

3．争议解决方法。 

学习目标： 

1．明确行政诉讼中起诉主体的要求与条件； 

2．掌握合法性审查的目的与范畴； 

3. 思考起诉标准，行政争议标准的确定问题。 

作业： 

甲厂（乡镇集体企业）于 20 世纪70 年代在集体土地上建造厂房。1988 年该厂职工黄某与他

人合伙创办了乙厂。经乡政府批准，乙厂使用甲厂的部分厂房。2004 年，甲厂因为改制需要拍卖

厂房。乡政府向拍卖行出具公函，称“乙厂现使用的厂房属于甲厂所有”。乙厂不服，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问： 

（1）乡政府的公函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2）乙厂与乡政府的公函有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3）司法应当怎样兼顾原告诉讼请求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 

知识单元 9：陈清原诉Ｙ县房管局房产登记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不动产登记； 

2. 不动产登记制度； 

3. 实质审查主义。 

学习目标： 

1．分析登记行为的可塑性； 

2．明确司法审查的对象和范围。 

作业： 

2003 年，季某和曹某夫妇通过房屋中介机构，以24 万元的价格将自己的未经初始登记的两间

二层房屋出卖给杨某。杨某在签订合同后，即到规划建设部门设法搞到《个人违法建设案件调查处

理表》并交了罚款。随后，杨某凭借处理表和罚款单到房管局申请初始登记。房管局给予办理，并

颁发了房产权证。杨某与季某夫妇在履行价款的过程中发生纠纷。季某夫妇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

认房屋的买卖合同无效。同时，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房管局根据杨某的申请办理的初始登记及

房产权证无效。 

问题： 

（1）季某夫妇提起的行政诉讼，法院是否应当受理？ 

（2）本案中房管局是否已经尽到了实质审查的职责？ 

知识单元 10：林某等 101 人诉平阴镇政府履行职责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村委会与镇政府的关系； 

2．公共行政； 

学习目标： 

1．分析村民委员会的性质、职能、地位；  

2．掌握行政权的授予方式； 

3. 了解公共行政的含义。 

作业： 

请谈谈法律怎样授予行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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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1：高校的自律与他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学生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2．法律保留原则与校规校纪的法律效力； 

3．学生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 

学习目标： 

1．掌握法律的位阶效力，受教育权、隐私权的内容和范围；  

2．了解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含义及理论依据； 

3. 思考宪法的司法化问题。 

作业： 

1．学校调查学生的性隐私本身是否侵权？ 

2．学校通报个人私生活，是否侵犯隐私？ 

知识单元 12：舟山市民诉市政府古城拆迁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国务院规范性文件在诉讼中的适用性； 

2．行政公益诉讼； 

3．原告资格； 

4．行政规划。 

学习目标： 

1．明确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和地位； 

2．重点掌握法律的溯及力，诉讼中的辩论原则的含义与理论依据， 

作业： 

1998 年6 月30 日，为了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济源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了成立创建全国卫生

城市指挥部的决定。01 年7 月11 日，“市创建指挥部”和某街道办事处给居民张某送达拆迁通知

书，落款是旧城改造拆迁工作领导小组，盖章是“市创建指挥部”。通知张某16 日前拆除自己家

的门楼，逾期不拆将强行拆除。22 日下午，在张某家中无人的情况下，街道办事处组织有关人员，

对张某影响村中道路的建筑进行了拆除。张某不服，提起诉讼。 

问： 

（1）本案的被告是谁？ 

（2）法院应当如何判决此案？ 

知识单元 13：南京美亭化工厂诉江宁区政府“立法不作为”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立法不作为的要素。 

2．规范性文件的可审查性。 

学习目标： 

1．掌握立法不作为的涵义、要素即法律效果； 

2．了解规范性文件的特点； 

3．了解法律废止的含义与种类。 

作业： 

1．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化工厂实现权益保障有无有效的途径？  

2．请谈谈司法对行政权的监督。 

知识单元 14：安泰公司诉江油市政府《议事纪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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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信赖保护原则内容及意义； 

2．正当程序规则； 

3．内部行为的界定和限制。 

学习目标： 

1．掌握行政许可的含义特点及法律规定； 

2．明确行政行为分类，重点掌握内部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特点； 

3. 了解行政诉讼的主体适格问题。 

作业： 

2001 年5月，昌化镇人民政府与琼昌公司签订了《开发协议书》约定在棋子湾整体规划出台前，

先由琼昌公司先期开发棋子湾景点。镇政府划出50 亩地，使用时间50 年给其做旅游开发用地。之

后不到一年，琼昌公司的开发使景点知名度大增。2003 年4 月，昌化镇领导两次带人拆除了公司

的旅游设施，中止协议的依据是县政府召开县长办公会议纪要，以及县政府相关《通知》。琼昌公

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县人民政府及昌化镇政府的通知，赔偿经济损失156万元。 

问题： 

（1）镇人民政府中止协议的行为违背了行政法的什么原则？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2）县政府的会议纪要与通知是什么性质的行为？ 

知识单元 15：市民不满“奖励拍摄违章”状告公安局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指导行为合法性的控制； 

2．美国的行政指导及发展。； 

3．日本行政指导的类型； 

4．德国的行政指导近代发展状况。 

学习目标： 

1．掌握行政指导的含义、历史发展； 

2．掌握行政诉讼证据的“三性”，尤其合法性特点。； 

作业： 

2004 年6 月18 日，北京海淀交通支队在海淀区阜永口设置的交通技术监控设施，记录了一辆

灰色捷达违法交通信号灯的行为，并清除记录了车号。根据机动车档案记载，该车所有认为郭某。

7 月27 日，海淀交通支队作出对郭某处以200 元的罚款处罚决定。同日，郭某向公安交通管理局

申请行政复议，公安交通管理局维持了处罚决定。郭某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驳回了其诉讼请

求，郭某上诉。法院审理中，郭某主张他当时并未经过阜永口，而且交通拍摄的照片上的违法车辆

无高位刹车灯，其车有高位刹车灯。海淀交通支队认定违法的主体有误。二审法院认为，监控记录

可以认定郭某当日的违规行为，郭某证据不足，故处罚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问题： 

法院终审判决是否正确？为什么？ 

（二） 实践教学  观摩庭审，共 2学时 

观摩昌平法院庭审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掌握行政诉讼实际程序操作，通过对庭审活动的现实解剖和分析，引导

学生分析庭审各方的成功之处及不足之处，提升学生的实践水平。 

学时分配：2 学时 

复习与思考题目 

本次庭审程序操作中有何程序不足，审判人员控制程序的水平分析。各方当事人辩论技巧。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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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飞龙公司诉国家药监局行政确认、行政强制案 2  

2 张某诉民政局请求确认继母婚姻无效案 2  

3 田宇诉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建设与环境保护局行政不作为案 2  

4 德宝公司诉湖北对外贸易厅违法清算案 2  

5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学位案 2  

6 汤某诉某公安派出所非法致人死亡案 2  

7 刘文修等诉北门乡政府行政合同纠纷案 2  

8 金迪等三人诉东城区教委行政许可案 2  

9 观摩庭审 2  

10 陈清原诉Ｙ县房管局房产登记案 2  

11 林某等 101 人诉平阴镇政府履行职责案 2  

12 高校的自律与他律 2  

13 舟山市民诉市政府古城拆迁案 2  

14 南京美亭化工厂诉江宁区政府“立法不作为”案 2  

15 安泰公司诉江油市政府《议事纪要》案 2  

16 市民不满“奖励拍摄违章”状告公安局案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后续课程：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研讨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司法权的范围、行政诉讼的基本流程、行政案件的争点查找。 

难点：对法条的分析和运用、对《行政诉讼法》的理解以及对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解。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授课教师带领学生展开讨论，学生做主题报告。 

2.师生之间展开小组讨论。 

教学手段： 

1.利用多媒体进行可视化展示。 

2.利用视频播放手段呈现现实事例或案例。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安排 2学时的模拟法庭进行自主学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由任课教师自行掌握。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行政法案例研习》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何兵 主编：《行政法案例研习》，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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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参考书 

1. 张树义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月 第 2版。（公法系列教材） 

2. 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5月 第 4版。（普通高等教育“十

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3. 马怀德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年 9 月 第 1 版。（中国政法大学精

品教材） 

4. 张树义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年 7 月 第 2 版。（中国政法大

学精品教材） 

执笔：何兵  审稿：罗智敏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0日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Administrative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课程号：30104002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行政法知识，了解现实中正在发生的行政法现

象；2、帮助学生对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拥有一个全局性的了解；3、帮助学生掌握使用行政法知识

思考和分析相应法律问题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现实案例的讲授，使学生掌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基础知

识，了解现代行政国家运作的基本原理，掌握现代行政诉讼的运作机制，了解与行政法相关的各类

基础概念，为《行政法案例研习》、《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72学时 

知识单元 1：行政法概述与基本原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行政的分类； 

2．行政法的概念、特点以及作用； 

3．行政法的法律渊源 

4．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概念与功能； 

5. 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内容。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行政的界定、行政法的作用、“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和“服务论”

的各自特征及其本质区别。 

2．学会判断行政法不同类型的法律渊源 

3. 了解“法律优位”和“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和“信赖利益保护”原则 

4. 掌握行政合法的具体要求 

5. 掌握正当程序原则的内涵 

作业： 

1．公共行政的界定与分类。 

2．行政法的概念、特点以及作用是什么？ 

3．行政法的作用，“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和“服务论”的各自特征及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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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 

4. 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功能与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2：行政组织法与公务员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组织的含义； 

2．行政主体的含义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3．行政组织法的概念、性质、地位、功能； 

4．行政组织法的主要内容； 

5．行政组织法体系。 

6. 公务员的概念及其范围划定； 

7. 国家公务员的权利及其救济。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主体的理论意义； 

2．掌握行政权的设定； 

3．掌握行政主体的制度构想； 

4. 掌握“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了解基础与运营关系理论，了解重要性理论。 

作业： 

1．行政主体的含义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2．行政权的涵义、内容 

3. 公务员的概念及其范围划定 

知识单元 3：行政行为概述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2．行政行为的内容与分类； 

3．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别； 

4．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以及合法要件； 

5．行政行为无效的原因。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行为的生效要件； 

2．掌握行政行为的效力内容。 

作业： 

1．行政行为具有哪些特征？ 

2．试述法的安定性与行政行为的效力内容之间的关系？ 

知识单元 4：行政立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立法的概念与特征； 

2．行政立法的分类，尤其是一般授权立法和特别授权立法，执行性立法和创制性立法，中央

行政立法和地方行政立法； 

3．行政立法程序及监督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立法权限划分，尤其是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效力； 

2．掌握不同类型的行政立法程序流程与相应的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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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行政立法的概念与特征； 

2．行政立法程序及监督。 

知识单元 5：行政许可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许可的概念； 

2．行政许可的范围以及分类； 

3．行政许可的救济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位阶法律规范有关行政许可的设定权限； 

2．了解行政许可的撤销、撤回、废止等概念。 

3、掌握行政许可的设定标准以及《行政许可法》对中国行政法发展的意义 

作业： 

1．在哪些情况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 

2．请谈谈行政许可定期评价的重要性？ 

知识单元 6：行政处罚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处罚的特征、种类和设定； 

2．行政处罚的管辖与适用； 

3．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与程序； 

4．行政处罚的裁执分离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位阶法律规范有关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限； 

2．掌握行政处罚的实施程序，区分不同程序的适用情形。 

作业： 

1．请问行政处罚实施过程中，必须采取听证会形式的情形有哪些？ 

2．请问行政处罚中现场处罚的实施应当符合哪些条件？ 

知识单元 7：行政强制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强制的概念及其主要方式； 

2．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条件 

3. 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以及行政强制执行的种类 

4. 行政强制执行的模式和程序 

5. 催告在行政强制执行中的地位和作用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区别； 

2．掌握不同位阶法律规范有关行政强制措施的权限划分。 

3. 掌握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程序 

4. 掌握行政强制执行的实施程序 

作业： 

1．请谈谈不同位阶法律规范有关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权限？ 

2．请谈谈行政强制执行的设定权如何分配，并简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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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8：行政程序与政府信息公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程序的定义。 

2．行政程序与诉讼程序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3．行政程序法的定义和功能。 

4．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 

5．行政公开制度。 

6．听取意见制度和行政听证制度 

7. 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与方式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法系有关行政程序法的不同立场及其背后的原因； 

2．了解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与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之间的关联。 

3. 掌握行政程序的具体表现形式 

4. 了解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制度和程序规则 

作业： 

1．请谈谈行政程序在行政法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2．请谈谈行政程序法在中国立法进展缓慢的原因是什么？ 

3. 试述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价值和可能存在的困境？ 

知识单元 9：行政复议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复议的概念； 

2.行政复议的特征； 

3.行政复议的原则与制度； 

4.行政复议的范围； 

5.行政复议机关的确定； 

6.行政复议参加人； 

7.行政复议决定的类型。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复议机关的确定规则以及行政复议被申请人的确定方式； 

2．熟悉掌握撤销、变更和确认违法决定的适用情形 

作业： 

1．行政复议的行政性与司法性之间是否存在冲突？为什么？。 

2．请根据自己对现实生活中法律实践的观察，对行政复议制度在中国的实践予以评价。 

知识单元 10：行政诉讼概述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诉讼的概念； 

2．行政诉讼的特征； 

3．行政诉讼的基本制度； 

4．被告负举证责任原则； 

5．司法变更权有限原则； 

6．行政诉讼的特有原则； 

7．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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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和当下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作用； 

2．掌握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在行政诉讼中的表现形式。 

作业： 

1．请谈谈什么是行政诉讼中的特有原则？为什么？ 

2．请谈谈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在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知识单元 11：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受案范围的概念； 

2．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原则； 

3．确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技术； 

4．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 

5．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案件。 

6. 行政协议的含义、特征； 

7. 行政指导的概念、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受案范围在行政诉讼制度当中的作用； 

2．掌握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确立的法定参考因素； 

3. 了解行政合同的内涵与外延，把握其特征； 

4. 掌握实施行政指导的条件以及相应的救济方式 

作业： 

1．请谈谈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当中排除出受案范围的情形。 

2．请谈谈国家行为与行政诉讼之间的关系。 

3. 请谈谈行政指导的救济方式有哪些。 

4. 结合行政协议的含义、特征，谈谈它与民事合同的不同。 

知识单元 12：行政诉讼的管辖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管辖的概念及其与主管的区别； 

2．中级人民法院管辖案件的范围；  

3．特殊地域管辖； 

4．裁定管辖 

学习目标： 

1．了解管辖制度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 

2．掌握级别管辖、地域管辖以及裁定管辖的具体运作。 

作业： 

1．请谈谈你对“本辖区内的重大、复杂案件”的理解。 

2．请谈谈移送管辖与管辖权的转移的区别 

知识单元 13：行政诉讼参加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诉讼参加人的概念； 

2．原告的概念与特征； 

3．原告资格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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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特殊情况下原告资格的确定； 

5．被告的概念与特征； 

6．特殊情况下被告资格的确定； 

7．第三人的概念与特征； 

8．共同诉讼的概念与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诉讼当事人、参加人与参与人之间的关系； 

2．掌握特殊情况下原、被告资格的确定； 

3．了解第三人与共同诉讼人的区分； 

4．了解诉讼代表人与诉讼代理人的区分； 

5．了解实践中，第三人与共同诉讼人各自的存在形式。 

作业： 

1．请谈谈行政诉讼中第三人的具体类型。 

2．请谈谈行政诉讼中原告资格的确定标准。 

知识单元 14：行政诉讼证据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诉讼证据的种类及其特性。 

2．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3．行政诉讼的举证规则。 

4．人民法院的有限证据调取权和调查权。 

5．鉴定意见的质证规则。 

6．行政诉讼证据的合法性认定规则。 

7．行政诉讼证据的证明力认定规则。 

学习目标： 

1．了解举证责任的概念及其分配。 

2．了解行政诉讼证据与民事诉讼证据的区分。 

3．掌握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规则 

作业： 

1．请谈谈在行政诉讼中为什么要采用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则？ 

2．请谈谈行政诉讼中特有的证据合法性认定规则 

知识单元 15：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与审理程序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诉讼法律适用的概念与特征； 

2．行政诉讼法律适用的规则； 

3．行政诉讼法律冲突适用规则； 

4．起诉条件； 

5．对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提起方式； 

6．第一审程序； 

7．提起再审程序的条件和流程。 

学习目标： 

1．重点了解规章的参照适用； 

2．熟悉掌握同级冲突适用规则； 

3．了解起诉条件在行政诉讼制度中所处的环节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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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了解立案登记制度的意义； 

5．掌握行政诉讼一审、二审和再审的流程。 

作业： 

1．试述行政诉讼法律适用的概念与特征。 

2．试述行政诉讼法律适用的规则。 

3．试述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的可审查性与审查方式。 

4．试述立案等级制在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发展中的意义与可能存在的困境。 

知识单元 16：行政诉讼的结案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判决的概念及其种类； 

2．撤销判决的适用条件； 

3. 确认违法判决的适用条件 

4．行政诉讼裁定的概念； 

5．行政判决与行政诉讼裁定的区别； 

6. 行政诉讼判决的执行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类型判决的适用情形； 

2．掌握判决种类对行政诉讼类型化的意义。 

作业： 

1．试述确认无效判决的适用条件。 

2．试述滥用职权与明显不当的区别和联系。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模拟法庭为 1个，共 2学时 

一、分组 

十人一组，角色的具体分配由各组成员自行协商确定。角色安排如下： 

1．审判长1 人；审判员2 人；书记员1 人。 

2．原告1 人；诉讼代理人2 人。 

3．被告1 人；诉讼代理人2 人。 

可以结合具体案情进行角色调整，增加原、被告并相应减少其诉讼代理人，或者增设第三人及

其诉讼代理人。但审判长、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必须由本组成员担任，其他角色可以请组外人员

客串。 

二、选题 

各组自行选题，由审判长报老师审查。具体要求如下： 

1．案情不能太简单，争议焦点须在3 个（包括3 个）以上。 

2．最好案件含有重大理论争议，可以展开深度讨论。 

三、准备 

1．各组成员集体讨论确定案件的争议焦点。其它事宜，各成员各负其责，并保持成员间必要

的协调与沟通。 

2．在正式的模拟法庭开庭前，由审判长组织各成员进行2-4 次演练。 

3．在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便于查清案件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可以对现行的审判程序

进行适当的改革。 

4．法庭辩论不要纯粹拘泥于法条，可以结合具体案情进行学理上的探讨，并且辩论时间不得

少于1 小时。 

四、评分 

1．总分100 分。其中，实体、程序各占50 分，二者所得分数之和为各组模拟法庭的最终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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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组成员在评分表上注明本组序号，不得为本组评分。 

3．模拟法庭结束后，评最佳审判长1 人，最佳诉讼代理人2-4 人。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行政法概述与基本原则 4  

2 行政组织法与公务员制度 4  

3 行政行为概述 4  

4 行政立法 4  

5 行政许可 4  

6 行政处罚 4  

7 行政强制 4  

8 行政程序与政府信息公开 4  

9 行政复议 4  

10 行政诉讼概述 4  

11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4  

12 行政诉讼的管辖 4  

13 行政诉讼参加人 4  

14 行政诉讼证据；模拟法庭 4  

15 行政诉讼的法律适用；行政诉讼的审理程序 4  

16 行政诉讼的结案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宪法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 

后续课程：行政法案例研习、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研讨课、国家赔偿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行政法的历史发展、行政诉讼制度的历史沿革、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行为的内涵及

其相关制度、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的当事人、行政诉讼的管辖、行政诉讼的判决种类。 

难点：行政行为的效力内容、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及行政强制的设定权限、行政诉讼不同判决

种类的适用条件。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授课教师讲授为主，穿插部分案例讨论。 

2.利用知识点进行问题导向式教学，配合启发式讨论流程。 

教学手段： 

1.利用多媒体进行可视化展示。 

2.利用视频播放手段呈现现实事例或案例。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安排 2学时的模拟法庭进行自主学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法科学生侧重培养每次仅有一个机会的意识，期末考试成绩占 10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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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树义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月 第 2版。（公法系列教材） 

2. 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5月 第 4版。（普通高等教育“十

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3. 马怀德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年 9 月 第 1 版。（中国政法大学精

品教材） 

4. 张树义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年 7 月 第 2 版。（中国政法大

学精品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年 5 月 第 6

版。 

执笔：刘飞  审稿：罗智敏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0日 

 

法律职业行为规则与法律职业伦理 
Legal Ethics 

课程号：30105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实验班）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掌握法律职业伦理的理论知识； 

2、掌握法律职业行为规则体系； 

3、使学生的法律理论知识、法律执业技能和法律职业伦理协调发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律职业行为规则的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法律职业伦

理的基础知识、加深对法律职业行为规则的理解，使学生在法律知识、执业技能和法律职业伦理三

个方面得到协调发展，从而成为德才兼备的法律人才。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6学时 

知识单元 1：什么是法律职业伦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律职业伦理的涵义。 

2．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律职业道德的联系与区别。 

3．法律职业伦理与其他相关概念的区别。 

4．法律职业伦理的重要性。 

5．怎样学好法律职业伦理。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职业伦理的概念。 

2．掌握法律职业行为规则的基本体系。 

3．认识到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业行为规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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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复习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律职业行为规则的联系和区别。 

2.思考当今中国的法律职业伦理危机 

知识单元 2：法律职业与法律职业伦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律师职业及其从业条件、业务范围、职业使命。 

2．法官职业及其从业条件、职责分工、职业使命。 

3．检察官职业及其从业条件、职责分工、职业使命。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职业的外延。 

2．掌握不同法律职业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3．理解不同法律职业的特殊性及其在法律职业伦理方面的不同要求 

作业： 

1. 律师与法官、检察官各有哪些职业特点？这些职业特点对法律职业伦理有何要求？ 

2．律师与法官、检察官三者之间的分工与合作。 

知识单元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律职业伦理观念。 

2．律师的法律职业伦理观念。 

3．法官的法律职业伦理观念。 

4．检察官的法律职业伦理观念。 

5．律师、法官和检察官在法律职业伦理观念上有哪些共同点和不同点。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职业伦理观念的涵义及其在法律职业伦理中的地位。 

2．掌握不同法律职业者之间在法律职业伦理观念上的的联系和区别。 

作业： 

1. 法官的职业伦理观念与律师、检察官有何不同？ 

2．律师是正义的化身吗？检察官呢？ 

知识单元 4：法律职业伦理关系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律职业伦理关系的涵义。 

2．法律职业伦理在调整法律职业伦理关系方面的功能。 

3．法律职业伦理关系的种类及其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职业伦理关系的概念。 

2．理解法律职业伦理关系的重要性。 

3．理解法律职业伦理的本质及其在调整法律职业伦理关系方面的功能。 

作业： 

1. 为什么说没有法律职业伦理关系就没有法律职业伦理？ 

2．法律职业伦理观念对法律职业伦理关系有何影响？ 

3．法律职业伦理关系与法律职业关系有何不同？ 

知识单元 5：法律职业伦理关系分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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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律师与法官的职业伦理关系。 

2．律师与检察官的职业伦理关系。 

3．律师与检察官的职业伦理关系。 

4．律师同行之间的职业伦理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法律职业者之间的伦理关系。 

2．掌握不同法律职业者之间处理伦理关系的规则。 

作业： 

1. 我国业已制定哪些旨在调整法律职业伦理关系的规范性文件？ 

2．律师与检察官之间的职业伦理关系与律师和法官之间的职业伦理关系有何不同？ 

知识单元 6：律师职业伦理规范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渊源、体系与构架。 

2．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主要内容。 

3．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任务与功能。 

学习目标： 

1．了解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基本体系。 

2．掌握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主要渊源。 

3．理解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重要性。 

作业： 

1. 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可以分为哪些基本类型？ 

2．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对保护客户有何意义，对保护律师本人有何意义？ 

知识单元 7：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分述：律师职业保密规则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律师职业保密规则的立法规定。 

2．律师职业保密规则的主要内容：保密范围、时间、方式。 

3．律师职业保密规则的意义。 

学习目标： 

1．掌握律师保密规则的规范体系。 

2．掌握律师保密规则的主要范围。 

3．理解律师保密规则对律师职业存在的决定意义。 

作业： 

1. 如何理解律师法第 38条的规定？ 

2．如何理解律师保密规则的相对性与绝对性？ 

3．结合自身情况理解保密意识的重要性。 

知识单元 8：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分述：律师的利益冲突规则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利益冲突与利益冲突规则的涵义。 

2．利益冲突的主要类型及相关规则。 

3．利益冲突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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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利益冲突的主要类型。 

2．掌握不同利益冲突类型的处理方式与相关规则。 

3．理解利益冲突豁免及其意义 

作业： 

1. 利益冲突规则的主要渊源有哪些？ 

2．利益冲突规则在保护当事人利益方面有何意义？ 

知识单元 9：律师职业伦理规范分述：职业推介与收费规则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律师的执业推介及其主要类型。 

2．律师的收费规则及其主要方式。 

3．律师的风险代理以及风险代理收费方式。 

4．禁止风险代理的范围。 

学习目标： 

1．了解律师在执业推广方面的主要规范。 

2．了解律师在收费方面的相关规范。 

3．掌握律师在执业推广方面应当注意的问题。 

4．掌握律师在收费方面应当注意的问题。 

作业： 

1. 律师执业推广规则与广告法的关系是什么？ 

2．律师对哪些案件不能进行风险代理收费？ 

知识单元 10：法官职业伦理规范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官职业伦理规范的渊源、体系与构架。 

2．法官职业伦理规范的主要内容。 

3．法官职业伦理规范的任务与功能。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官职业伦理规范的渊源、体系、构架及其特殊性。 

2．理解法官职业伦理规范对司法公正的意义。 

作业： 

1. 法官职业伦理规范与律师职业伦理规范有何联系与区别？ 

2．法官职业伦理规范对于保障司法公正的实现有何意义？ 

知识单元 11：法官职业伦理规范分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官的独立规范及其渊源。 

2．法官的中立规范及其渊源。 

3．法官的公正规范及其渊源。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官独立规范的涵义与相关规则。 

2．了解法官居中规范的涵义与相关规则。 

3．了解法官公正规范的涵义与相关规则 

4．理解法官的职业属性与上述规范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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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法官的居中规范对法官职业有何具体要求？ 

2．法官的独立规范对法官职业有何具体要求？ 

3．法官的公正规范对法官职业有恶化具体要求？ 

知识单元 12：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 

参考学时：2学时 

1. 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的渊源、体系与构架。 

2．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的主要内容。 

3．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的任务与功能。 

学习目标： 

1．了解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的渊源、体系和构架。 

2．理解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的特殊性。 

3．理解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对司法公正的意义。 

作业： 

1．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与法官职业伦理规范、律师职业伦理规范有何联系与区别？ 

2．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对于保障司法公正的实现有何意义？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什么是法律职业伦理 3  

2 法律职业与法律职业伦理 3  

3 法律职业伦理观念 2  

4 法律职业伦理关系概述 2  

5 法律职业伦理关系分述 3  

6 律师职业伦理规范概述 3  

7 律师的职业保密规则 3  

8 律师的利益冲突规则 3  

9 律师的执业推广与收费规则 3  

10 法官职业伦理规范概述 2  

11 法官职业伦理规范分述 3  

12 检察官职业伦理规范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哲学或伦理学 

后续课程：法庭论辩技能、法律诊所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法律职业伦理关系、律师职业伦理规范、法官职业伦理规范、检察

官职业伦理规范。 

难点：法律职业伦理的内涵和外延、职业伦理观念、律师的保密规则、律师的利益冲突规则、

法官的中立规则、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律职业道德的区别。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传统讲授方式与案例分析相结合。 

2.在实践中进行法律职业伦理讲授。 

3.在法律诊所中把法律职业伦理规则化与技能化。 

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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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案例。 

2.相关影视。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期末考试占 8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

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有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没有制定教材。建议学生选用许身健、刘晓兵主编的相关教材。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电影中的《律师职业伦理》作为参考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许身健主编：《法律职业伦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12月版。 

2.许身健、刘晓兵编著《电影中的律师职业伦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 9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李本森著《法律职业伦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1月 第 2。。 

2. 王进喜《法律职业行为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10月 第 1版.  

执笔：刘晓兵  审稿：刘晓兵 审定：法学院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2日 

 

宪法学 
Study Constitutional Law 

课程号：701010020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第二学士学位、体改班的专业选修课程。 

1、学习宪法学基础理论； 

2、培养宪法思维能力； 

3、为其他专业课打下基础。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训练，使学生掌握宪法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培养学

生的宪法思维方式，主要是宪法问题意识，即通过现象发现宪法问题，透过问题提炼观点，运用材

料论证观点；为宪法学研讨课、宪法学案例研习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与案件分析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一：宪法基本理论（上） 

一、参考学时：6学时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  宪法的概念 

一、宪法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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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质意义上的宪法：从法律规范的内容来界定，范围较广。 

2.形式意义上的宪法：根据宪法作为法律的形式特征来界定，仅指成文法典。 

二、宪法的特征 

1.形式特征。 

2.实质特征 

三、宪法的渊源 

1.成文宪法典 

2.宪法性法律 

3.宪法判例 

第二节  宪法的分类 

一、宪法的分类的概念   

二、宪法的传统分类 

1.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 

2.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 

3.钦定宪法  民定宪法  协定宪法 

三、新型分类 

1.原生宪法与派生宪法  

2.纲领性宪法、确认性宪法与中立性宪法  

3.政治自由主义宪法、君主立宪主义宪法、社会改良主义宪法与独立民族主义宪法  

4.规范性宪法、名义性宪法与语义性宪法  

5.联邦宪法与州宪法  

四、马克思主义的宪法分类 

1.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宪法分类观点 

2.社会主义类型宪法与资本主义类型宪法的区别 

第三节  宪法的基本原则 

一、宪法基本原则 

1.法律原则与宪法原则 

2.宪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和特点 

3.宪法基本原则种类和内在联系  

二、人民主权原则 

1. 人民主权原则的含义 

2. 人民主权原则的制度体现 

（1）议会至上和议会主权 

（2）在各国宪法中的体现 

三、基本人权原则 

1.人权理论的历史发展   

2.基本人权原则的宪法体现与制度保障 

四、法治原则 

1.法治的含义。 

（1）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 

（2）一切国家机关及官员都必须依法治理国家 

（3）宪法和法律必须符合正义，是良法 

（4）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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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司法独立，只服从于宪法和法律 

2.法治理论的历史发展 

五、 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 

1.权力分立与制衡学说的历史发展 

2.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在各国宪法中的体现 

（1）美国：三权分立，相互制约 

（2）英国：议会至上 

（3）法国：行政权优位 

（4）中国：民主集中制，分工监督 

第四节  宪法与宪政 

一、宪政的概念 

(一)偏重于民主的宪政界定 

1. 代表性观点 

2. 民主国家不一定是宪政国家 

3. 民主政治与宪政有一定关联性，却不能揭示宪政的本质内涵和特征  

(二)不同于民主的宪政认识 

1.宪政的本质特征。宪政的本质特征是限政. 

2.限政的方式 

（1）一是使一切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 

（2）是政治权力内部的分权与制衡和权利对权力的制约。  

（三）宪政和民主的关系 

 1.宪政与民主的不同 

（1）民主在历史时序上先于宪政，但宪政在逻辑上先于民主。 

（2）民主规定谁拥有权力，涉及的是权力的归属，宪政规定取得与运用权力的方式，强调国

家权力的限制和防范。 

（3）宪政是专制的天敌，民主则未必是，有时可能导致“多数暴政”。  

2.寻求民主与宪政的平衡 

（1）给人民提供了广泛的政治参与、公平的政治交流和结合、定期的自由选举等权利和机会。 

（2）对政府设置了规则化、制度化的限制。 

（3）设立不同形式的两院制，使决策过程更为慎重和受到制约。 

（4）实行司法审查，由法官宣布违宪的法律和政令无效 

二、宪政的要素 

1.宪法必须是“良法”，具有正当性。 

2.以宪法和法律为最高权威。 

3.以人权和人的自由为本位。 

4.以宪法和法制约束权力为重心。 

5.以司法审查为保障。  

三、宪政的历史发展 

（一）宪政主义的历史溯源 

（二）现代宪政主义的发展 

1.宪政主义与现代积极意义的自由和积极国家的紧张关系 

2.宪政主义的国际化 

（三）中国宪政的实践状况 

1.宪法被视为一种国家建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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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宪法对国家权力部门之间的关系强调协调而忽略制衡 

3.宪法的设计使权力机关能够克制公民权利而公民权利无法克制权力机关 

四、宪法与宪政的比较 

（一）宪法与宪政的关系。 

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则是宪法的生命，宪法指导宪政实践，宪政实践完善宪法。 

（二）宪法与依法治国。 

宪法是法治的前提条件和法律依据，良性宪法是依宪治国的基础，实际也就是依法治国的基础。

宪法的产生是近代法治确立的标志，宪法的内容是实现法治的直接法律依据，宪法至上是法律至上

的核心。  

三、学习目标： 

通过对宪法基本理论的介绍，使学生对宪法的概念、分类等基本问题有一初步认识，并对宪政

的价值和精神进行初步的体悟，同时也为以下各章的学习奠定基础。 

四、延伸与思考问题： 

1.为什么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 

2.宪法的特征是什么？ 

3.试从理论与制度的层面分析人民主权原则在东西方的不同体现。 

4.简述宪法的构成要素。 

5.比较刚性宪法与柔性宪法。 

6.简述基本人权原则。 

7.试述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在我国宪法中的体现。 

8.简述宪法与宪政的关系。 

知识单元二：宪法基本理论（下） 

一、参考学时：6学时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  宪法的创制与修改 

一、宪法的制定 

（一）制宪权的性质和归属  

（二）、制宪权的限制 

1.自然法层面——受自然条件和自我意识的限制 

2.实在法层面——不受限制  

（三）制宪权行使的程序 

（四）我国 1954年宪法的制定 

二、宪法的修改 

（一）宪法修改的原因分析 

1.客观上的原因 

2.主观上的原因 

（二）宪法修改权的限制 

1.修改内容上的限制                

2.修改时间上的限制 

3.特殊情况下修改宪法的限制        

4.修改程序上的限制 

（三）宪法修改的程序 

第二节  宪法解释与宪法实施 



 73 

一、宪法的实施                    

二、宪法的解释  

(一)宪法解释的必要性 

(二)宪法解释模式 

1. 立法机关解释模式 

2. 司法机关解释模式 

3. 专门机关解释模式 

(三)宪法解释的功能 

1. 弥补宪法的缺陷 

2. 使宪法能与时俱进，不断适应社会的变迁  

(四)宪法解释的原则 

1. 统一性原则 

2. 利益衡量原则 

3. 稳定性原则 

三、违宪审查、 

(一)违宪审查的含义 

违宪审查是指在宪法实施过程中，享有违宪审查权的国家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以特定方式审查

和裁决某项立法或某种行为是否合宪的制度。  

(二)违宪审查模式 

1.立法机关审查模式 

2.司法机关审查模式 

3. 专门机关审查模式 

(三)我国的违宪审查制度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宪法的实施。 

第三节  宪法惯例 

一、宪法惯例的含义 

二、宪法惯例的效力 

三、宪法惯例的作用 

四、我国的宪法惯例 

三、学习目标： 

使学生对从制宪到实施宪法这一完整的过程中涉及到的基本理论问题有一完整的把握。 

四、延伸与思考问题： 

1.制宪权理论对我国宪法的制定有什么启示？ 

2.试述对宪法修改权的限制。 

3.宪法解释在我国应如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4.我国有违宪审查制度吗？如果有，应如何完善? 

5.我国有哪些宪法惯例？ 

知识单元三：宪法的历史 

一、参考学时：3学时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  宪法的产生 

一、宪法的产生 

二、各主要国家宪法的产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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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国宪法 

1.英国宪法是在不断限制王权的过程中产生的 

2.英国宪法的组成 

3.英国宪法的特点  

(二)美国宪法 

1.美国宪法的诞生 

2.美国宪法的内容 

3.美国宪法的思想渊源 

(三)法国宪法 

1.三级会议 

2.人权宣言 

3.1791年宪法 

第二节  宪法的发展 

一、近代宪法向现代宪法的发展 

1.立宪主义在世界的兴起   

2.社会主义宪法的产生 

二、宪法的发展趋势 

1.各国宪法越来越强调对人权的保障，不断扩大公民权利范围 

2.行政权力的扩大是宪法发展的必然 

3.各国越来越重视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来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 

4.宪法领域从国内法扩展到国际法 

第三节  1949年以前中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一、宪政问题在中国历史上的提出 

二、中国宪政思想的萌芽及发展 

1.宪政思想在中国的产生 

2.宪政思想在中国的发展 

三、1949年以前的立宪运动实践 

1. 清朝立宪运动 

2. 从南京临时政府到北京政府时期的立宪运动  

3. 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宪运动 

4.人民革命根据地的宪法性文件  

第四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和修改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二、1954年宪法 

三、1975年宪法 

四、1978年宪法   

五、982年宪法 

六对 1982年宪法的修正 

1.1988年对 1982年宪法的修正 

2.1993年对 1982年宪法的修正 

3.1999年对 1982年宪法的修正 

4.2004年对 1982年宪法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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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习目标： 

通过对宪法产生与发展的理论以及各主要国家宪法发展的事实的讲授使学生对世界宪法发展

的历史脉络有完整和准确的掌握。 

四、延伸与思考问题：  

1.简述英国宪法形成之特点。 

2.美国建国以及美国宪法产生过程中的历史性文件有哪些？ 

3.法国人权宣言有着怎样的历史地位? 

4.宪法在当今世界有哪些发展趋势？ 

5.宪法从西方传入中国经历了怎样的语境转换？ 

6.我国 1982年宪法经历了哪几次修正？ 

7.对比 1954年宪法与 1982年宪法，谈谈 1982年宪法有哪些新发展。 

知识单元四：国家性质 

一、参考学时：3学时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  阶级性质 

一、国家性质 

(一)国家性质的内涵 

(二)国家性质与宪法 

1.对国家阶级性质的规定是宪法的重要内容  

2.世界各国宪法对国家阶级性质的规定 

二、我国的国家性质 

(一)人民民主专政及其特点 

(二)人民民主专政的阶级结构 

1.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   

2.工农联盟是我国政权的阶级基础  

3. 知识分子也是国家的依靠力量   

4.爱国统一战线是扩大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 

第二节  经济制度 

一、经济制度的概念 

二、经济制度与宪法 

1.宪法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 

2.宪法对经济制度的规范 

三、我国宪法确立的经济制度 

1.所有制形式 

2.分配制度 

四、对我国宪法经济规范的评价   

第三节  “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 

一、 “三个文明”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1. 物质文明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提供物质基础 

2. 政治文明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提供制度保障 

3. 精神文明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推动三个文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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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树立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2.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 

3. 推动“三个文明”建设 

三、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 宪法与精神文明 

2. 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  

三、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正确认识我国的国家性质，掌握以公有制为核心的经济制度决定了我国的国

家性质，了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体现并影响我国的国家性质。 

五、延伸与思考问题： 

1.人民民主专政有哪些特点？ 

2.宪法是否应该规定经济制度，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应该规定哪些内容？ 

3.2004年宪法修正案加入了对“政治文明”的规定，有什么进步意义？ 

知识单元五：国家形式 

一、参考学时：6学时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  政权组织形式 

一、政权组织形式的概念 

政权组织形式解决的是同级各类国家机关（尤指中央国家机关）的设置和相互之间的权力划分

关系 

二、政体理论的演进及其实践 

1.古代政体理论及实践 

2.近现代社会政体理论的发展及实践 

英国的洛克——首次提出分权学说。法国的孟德斯鸠——创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和制

衡的理论。  

三、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概念和内涵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1.改善党对人大的领导，确立人大对党的监督 

2.充分有效行使人大职权，强化人大监督权 

3.提高人大代表的参政议政能力 

4.加强人大自身建设 

第二节   国家结构形式 

一、国家结构形式概述 

（一）国家结构形式的概念 

国家结构形式是国家采取何种原则和方式来划分国家内部区域，对国家机构体系进行纵向权力

配置并规范其运用的国家形式。 

（二）影响国家结构形式的因素 

二、国家结构形式的类型 

1.单一制。单一制是指由若干个不具有独立性的行政区域单位或自治单位组成的单一主权国家

所采取的国家结构形式。 



 77 

2.联邦制。联邦制是指由两个或多个成员国（邦、州、共和国）组成的统一的联盟国家所采取

的国家结构形式。 

三、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 

1.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是我国的必然选择 

2.我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特点 

（1）坚持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主动性的原则。 

（2）在普通的行政区域，国家可以在不同地区实行差别政策。 

（3）民族自治地方。 

（4）特别行政区。 

四、我国单一制下的地方分权 

1.我国的行政区划 

（1）行政区划的概念。行政区划是指国家根据行政管理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把国家领土划分

为大小不同、层次不等的行政单位，在此基础上设立相应的地方国家机关，在中央领导下，实行分

级管理的制度。 

2.我国行政区域设立、变更的法律制度 

3.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民族区域自治的概念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指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相应的自治地方，

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使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人民实现当家做主管理本民族内部地方性事

务的权利。 

（2）民族自治地方 

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民族乡不是民族自治地方。 

4.我国的特别行政区制度 

（1）设立特别行政区的依据——一国两制 

（2）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 

特别行政区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 

（3） 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 

①司法独立 

②行政主导 

③行政与立法既制衡又配合 

（4）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制度 

①基本法和在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 

②被采用的原有法律 

③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 

第三节  国家标志 

一、国家标志的含义 

国旗、国徽、国歌、首都等均是国家的标志，是主权国家的象征，也属于国家的外在表现形式。 

二、国旗 

1.国旗的图案及含义 

2.国旗的升挂及使用 

三、国徽 

1.国徽的图案及含义 

2.国徽的悬挂和使用 

四、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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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首都 

三、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能够理解关于国家形式，即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式和国家标志的一

般原理，并能够运用该一般原理分析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以及

我国的国旗、国徽和国歌。 

四、延伸与思考问题： 

1.下列有关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论述正确的是： 

A.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B.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涵之一是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权性的机关 

C.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求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和人民代表大会相互监督 

D.人民代表大会的全权性要求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所有权力 

2.简述议会制的特征 

3.论述如何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试比较单一制和联邦制。 

5.简述设立特别行政区的依据。 

6.说明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 

7.我国行政区域设立和变更的程序 

知识单元六：选举制度 

一、参考学时：3学时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  选举制度一般原理 

一、代议制民主与选举制度 

1.选举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关键一环 

2.民主制度的缺陷和选举程序的补救 

3.选举至上主义的谬误——自由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分野 

二、选举、选举法、选举制度的概念 

1.选举与竞选 

近现代意义上的选举是指公民根据自己的意志，按照法定的原则和形式，选出一定的公民担任

国家代表机关代表或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竞选是选举的应有之义，非竞争不能选举。 

2.选举法的概念 

选举法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前者包括宪法中关于公民选举和自由的规定，关于国家机关及其组

成的规定，以及国家立法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就选举有关事项制定的一切规范性文件，有的国家还

包括一些传统习惯等。后者仅指立法机关就选举原则、组织、程序和方式方法制定的法律。 

3.选举制度的概念 

选举制度是关于选举国家代议机关的代表和某些国家公职人员的各项制度的总称。 

三、选民权利的范围 

1.限制选举和普及选举 

就选民的选举资格来说，选举分限制选举和普及选举两种。所谓限制选举，是指除年龄、国籍、

无精神病、未受刑事处分等条件以外，还设有其他的资格限制，因而没有选举权的选举。 

2.平等选权制和复数选权制 

平等选权是指在选举法中规定一切选民的选举权都一律平等。换言之，即一切选民都只能投一

票，且一切选民所投的选举票效力相等。也即一人一票，一票一值，每票同值。复数选权，又称复

值选权，是指对于具有特殊资格的选民，给予投数票之权，而普通选民则仅能投一个票，一些特殊

选民所投选举票的效力大于普通选民的选举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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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域代表制与职业代表制 

地域代表制是指按选民的居住地区划分选区或以区、县、乡等行政区域为单位，并根据区域人

口比例选举代表（议员）的制度。职业代表制是指按职业团体而不是按地区选举产生一定数额的代

表（议员）的制度。 

第二节  我国的选举制度 

一、我国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 

1.选举权的普遍性原则 

指选举权享有主体的普遍性。 

2.选举权的平等性原则  

一个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能在一个地方享有一次投票权。每票等值。 

3.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原则 

县级和乡级人大代表实行直接选举，市级、省级和全国人大代表实行间接选举。 

4.秘密投票原则 

无记名投票原则。 

5.差额选举原则 

二、我国选举制度的组织和程序 

1.选举的组织机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

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

自治县、乡、民族乡、镇设立选举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2.选区划分 

除军人代表采职业代表制外，其他一贯实行地域代表制。选区按地域划分，在具体划分方法上，

规定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也可以按生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 

3.选民登记 

4.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5.投票和选举结果的确认 

6.代表的补选和罢免 

三、我国选举权的物质保障和法律保障 

1.物质保障 

2.法律保障 

三、学习目标： 

理解、掌握关于选举制度的一般原理，包括选举、选举法和选举制度的一般理论问题；要求了

解我国选举制度的历史发展、选举制度的基本原则，并掌握我国选举制度的组织和程序，理解我国

的选举权的物质保障和法律保障。 

四、延伸与思考问题： 

1.下列有关我国选举制度基本原则的论述正确的是： 

A.选举权的普遍性原则要求我国公民只要年满 18周岁，都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B.选举权的平等性原则要求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都是相等的 

C.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并用原则表明并非我国各级人大代表都是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 

D.秘密投票原则要求如果选民是文盲就不能参加投票，因为其如果委托别人代写，就违背了秘

密投票原则 

下列有关我国选举的保障制度的论述正确的是： 

A.我国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经费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 

B.我国选举中的各种争议都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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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利用暴力破坏选举的应承担刑事责任 

D.我国公民选举权只能由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才可以剥夺 

2.简要说明平等选权制与复数选权制。 

3.试比较地域代表制与职业代表制。 

4.试说明我国选举制度中的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并用的原则 

5.试论述我国选举制度的选举程序。 

知识单元七：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上） 

一、参考学时：3学时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    几个重要的相关概念 

一、公民与国民 

二、公民与人民 

三、基本权利与人权 

四、变化中的中国宪法有关规定 

第二节  宪政下的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 

一、宪政与基本权利 

二、基本权利与国家权力 

   第三节  基本权利的保障 

一、政治保障的重要性 

二、立法上的保障 

三、司法的价值 

三、学习目标： 

理解基本权利和义务、公民与国民、公民和人民、基本权利和人权等相关的基本概念，掌握宪

政下的基本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基本关系，理解宪法层面的基本权利的保障问题。 

四、延伸与思考问题： 

1.根据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下列哪些人士具有中国国籍？ 

A.张某出生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父亲为意大利人，母亲为中国人 

B.李某出生于美国，其父母是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籍留学生 

C.钱某出生于中国，其父母是无国籍人，定居于中国 

D.赵某出生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其父母是具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英国公民 

2.简述基本权利及其特征 

3.试比较公民、国民和人民三个概念 

4.简述 1982年宪法对关于“公民权利”的内容规定的特点。 

知识单元八：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下） 

一、参考学时：6学时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  平等权 

一、平等权的历史渊源      

二、公民平等权的含义与特征       

三、平等权的范围 

平等权的范围是指公民在立法、司法和守法上的平等，还是仅指公民在司法、守法上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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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立法的平等范围，这是法学界存有争议的问题。 

四、平等权的相对性 

平等权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相对的概念。平等本身也处于一个发展过程之中。 

第二节  政治权利 

一、政治权利的概念和范围 

政治权利亦称为参政权。它是指依照宪法规定，公民参加政治生活的民主权利和在政治上享有

的表达个人见解和意愿的自由权。 

二、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1.概念 

选举权是指公民享有选举国家权力（立法）机关的代表和其他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被选举权

是指公民享有被选举为国家权力（立法）机关代表或其他国家公职人员的权利。 

2.选举权的性质 

宪法学上关于选举权是公民的权利还是公民的职务，主要有三种学说。（1）固有权利说。（2）

社会职务说。（3）二元说。 

三、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指公民享有宪法赋予的通过口头、书面及电影、戏剧、音乐、广播、电视等方式发

表自己意见的自由权利。 

四、出版自由 

出版自由是言论自由的扩充表现，是广义的言论自由。它主要是指公民有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

范围内，通过出版物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思想的权利。 

五、集会、游行、示威自由 

集会是指聚集于露天公共场所，发表意见、表示意愿的活动。游行是指在公共道路、露天公共

场所列队行进、表达共同意愿的活动。示威是指在露天公共场所或者公共道路上以集会、游行、静

坐等方式，表达要求、抗议或者支持、声援等共同意思的活动。 

六、结社自由 

公民的结社自由是指公民为了一定的宗旨而依照法律规定的手续组织某种社会团体的自由。结

社可分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结社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结社。  

第三节  宗教信仰自由 

一、宗教信仰自由的含义 

在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个人的权利，信与不信宗教由公民个人选择，任何国家机关、社会

团体和个人都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意义 

三、我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及其保障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正常的宗教活动应当在宗教场所进行。宗教活动不得妨碍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不

得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学校教育和社会公共教育。  

第四节  人身权利 

一、人身权利的含义 

公民的人身权利是指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与人身有关的其他权利和自由受法律保护，不得非法侵

犯的权利。其范围包括：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公民的住宅不受

侵犯和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二、我国公民的人身权利的主要内容及其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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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公民的人身和行动不受任何非法搜查、拘禁、逮捕、剥夺、限制和侵害。 

2.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 

人格尊严是指与人身有密切联系的名誉、姓名、肖像等不容侵犯的权利，它是公民作为权利主

体维护其尊严的重要方面。 

3.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犯 

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4.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 

通信自由是指公民有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进行通信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通信秘密是指公民通

信的内容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非法私拆、毁弃、偷阅他人的信件。公民的通信包括书信、

电话、电报等进行通信的各种手段。 

三、公民人身权限制的条件 

国家机关只有在符合下列三项条件下，才能限制公民的人身权： 

第一，作出限制行为的机关必须是合法的国家机关。 

第二，必须具有法律规定的原因。 

第三，必须遵循合法的程序。 

第五节  监督权 

一、监督权的宪法规定和基本特征 

二、监督权的内容 

(一)批评建议权 

批评权是公民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缺点和错误，有权提出要求克服改正的意见。建议

权则是指公民对国家机关的工作，有权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建议。 

(二)申诉权 

申诉权是指公民对国家机关作出的决定不服，可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请求，要求重新处理的权

利。申诉分为诉讼上的申诉和非诉讼的申诉两类。  

(三)控告检举权 

控告检举权是指公民对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提出指控，请求有关机关

对违法失职者给予制裁的权利。 

(四)取得赔偿权 

取得赔偿权是指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

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第六节  社会经济权利 

一、社会经济权利的概念与特征 

社会经济权利是指公民依照宪法所享有的经济物质利益方面的权利。它是公民参加国家政治生

活，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保障。 

在我国，根据宪法之规定，我国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主要包括：劳动权、劳动者的休息权、财

产权、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权和物质帮助权。 

二、劳动权       

劳动权是指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有获得工作和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劳动权主要包括劳动

就业权和取得报酬权。 

三、休息权 

休息权是指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权利，它是劳动者获得生存的必要条件。休息权作为劳动者享

有的基本权利，与劳动权形成完整的统一体，没有休息权，劳动权无法得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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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产权 

1.财产权的正当性 

财产权的概念界分了其与其他基本权利的界限，而财产权的正当性论证则是为财产权的基本权

利定位提供价值支撑，可资源、效率和人权三个角度来进行论证 

2.宪法意义上的财产权 

从宪法学角度来审视财产权的时候，必然需要从宪法所特有的国家与公民的维度界定和分析财

产权的效力。 

3.财产权的现代转型 

西方的财产权观念由近代向现代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对于自然权利视界下的财产权概念进行了

适度的修正和整合，体现了财产权社会化的趋势。 

4.财产权的保障模式  

西方国家宪法对于财产权的保障有两种模式： 

一为宪法明确确认财产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并防止公权力的不当侵害。 

一为宪法未明确确认财产权的基本权利地位，但以正当程序或征收补偿等程序性条款实质性控

制公权力的不当侵害。这一点以美国最为典型。 

5.我国的财产权保障。 （1）宪法确认（2）规范保护（3）制度保护:经济制度、政治制度、

宪法救济。 

五、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权 

六、物质帮助权 

物质帮助权是公民享有的物质帮助的权利，指公民在特定情况下，不能以自己的劳动获得物质

生活资料，或以获得的劳动报酬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时，享有由国家和社会给予金钱或实

物帮助的权利。 

第七节  文化教育权利 

一、文化教育权利的概念与基本特征 

文化教育权利是公民按照宪法规定，在文化与教育领域享有的权利与自由。 

二、受教育权 

受教育权是公民在教育领域享有的重要权利，是公民接受文化、科学等方面教育训练的权利。

从广义上讲，受教育权包括每个人按照其能力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包括要求提供教育机

会的请求权。从狭义上讲，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享有的平等的教育权。 

三、文化权利 

根据我国宪法的规定，公民的文化权利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文艺创

作的权利与从事其他文化活动的权利。 

 

第八节  特定主体权利的保护 

一、妇女的权利保护 

二、儿童、老人的权利保护 

三、华侨、归侨和侨眷的权利保护      

四、我国境内外国人权利的保护 

第九节  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 

一、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二、遵守宪法和法律     

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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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法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    

五、依法纳税   

三、学习目标： 

本章要求掌握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具体形态，主要包括平等权、政治权利、宗教信仰自由、人身

权利、监督权、社会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特定主体的权利保护等，同时要求了解我国公民的

基本义务的具体形态。 

四、延伸与思考问题： 

1.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下列各项权利是我国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内容的有： 

A.罢工权        

B.生存权 

C.受教育权      

D.劳动者的休息权 

2.以下对有关我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论述正确的有： 

A.我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可以信仰或不信仰宗教，但如果信仰了某一宗教，就不可改信其

他宗教 

B.我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意味着公民可以在学校宣传上帝，动员学生信仰天主教 

C.我国公民是社会主义国家，不鼓励公民信仰宗教，但也不强迫信仰宗教的公民放弃宗教 

D.我国的宗教团体与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3.下列有关对我国公民平等权的理解，哪些是正确的？ 

A.我国公民的平等权只包括司法平等和守法平等，但不包括立法上的平等 

B.公民的平等权要求任何人不得享有法律以外的特权 

C.任何公民的合法权益平等地受到国家法律保护 

D.我国法律对妇女和儿童的特殊保护违背了宪法有关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规定 

4.简述公民平等权的涵义和特征。 

5.试分析公民选举权的性质。 

6.世界各国对公民的言论自由进行限制的主要方式是什么？ 

7.简述社会经济权利的基本特征。 

8.简述公民受教育权的基本特征。 

9.试分析我国 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公民财产权保护的进步性。 

10.简述宗教信仰自由的主要涵义。 

11.简述人身权利的主要内容。 

12.国家机关限制公民人身权利的条件是什么？ 

13.简述监督权的主要特征。 

知识单元九：国家机构（上） 

一、参考学时：6学时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国家机构概述 

一、国家机构概念 

二、我国国家机构的设置 

三、我国国家机构的活动原则 

1.民主集中制原则 

2.法治原则 

3.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原则 

4.责任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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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精简、效率的原则 

第二节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一)性质和地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性质上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 

(二)组成和任期 

(三)职权 

1.修改宪法,监督宪法实施。 

2.制定和修改基本法律。 

3.选举、决定和罢免中央国家机关的领导人。 

4.决定国家重大问题。 

5.最高监督权。 

6.其他应当由它行使的职权。  

(四)会议制度和工作程序 

(五)各专门委员会 

(六)全国人大代表 

1.代表的地位和选任 

2.代表的权利 

3.代表的义务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一)性质和地位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大闭会期间经常性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

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组成部分，也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  

(二)组成和任期 

(三)职权 

1.根据宪法规定的范围行使立法权。 

2.宪法和法律解释权。 

3.监督权。  

4.重大事项决定权。 

5.人事任免权。 

6.全国人大授予的其他职权。 

(四)会议制度和工作程序   

第三节  国家元首 

一、国家元首的概念  

二、国家元首的模式  

1.一元首脑制——美国总统 

2.双元首脑制——法国模式 

3.双元首脑制——德国模式 

三、我国国家元首制度的沿革  

四、我国国家主席的选任与补缺 

五、国家主席的职权 

1.公布法律，发布命令权。 

2.人事任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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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交权。 

4.荣典权 

第四节  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一、国务院的性质和地位 

（中央人民政府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二、国务院的组成和任期 

（总理 副总理 国务委员 各部部长 各委员会主任 秘书长 审计长  连续任职的限制） 三、

国务院的领导制度（总理负责制  会议制度） 

三、国务院的职权 

1.执行宪法和法律，执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 

2.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措施，发布行政决定和命令。 

3.提出议案权，即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会议提出议案。 

4.对所属部、委和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的领导权及管理权。 

5.组织、领导和管理全国各项行政工作。   

6.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四、国务院下设机构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组成部门 国务院直属特设机构 国务院直属机构 国务院办事机构 国务

院直属事业单位 

第五节  最高国家军事机关 

一、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性质和地位 

最高国家军事机关 

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和任期 

主席 副主席 委员 

三、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权和领导体制 

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主席负责制 

三、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当明确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机构建设制度，把握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如何在国家机构的职权划分中得以体现。 

四、延伸与思考问题： 

1.试述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我国国家机构活动中的体现。 

2.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哪些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为什么？ 

3.我国宪法明确规定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国家领导人员有哪些？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哪些主要职权？ 

5.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哪些主要职权？ 

6.我国国家主席的职权有那些？如何行使？ 

7.国务院总理负责制的基本内容有哪些？ 

8.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权授权国务院对只能制定法律的事

项制定行政法规，但哪些事项除外？为什么？ 

9.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性质和职权是什么？ 

知识单元十：国家机构（下） 

一、参考学时：3学时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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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一)性质和地位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 

(二)组成和任期 

(三)职权 

1.地方性法规制定权。  

2.重大事务决定权。  

3.监督权。  

4.选举和罢免权。  

5.其他职权。 

(四)会议制度和工作程序 

(五)地方人大专门委员会 

(六)地方人大代表  

二、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一)性质和地位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是在本级人大闭会期间经

常行使地方国家权力的机关，它从属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二)组成和任期 

(三)职权 

1.地方性法规制定权。 

2.重大事务决定权。 

3.监督权。 

4.任免权。 

5.其他职权。 

(四)会议制度和工作程序 

三、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一)性质和地位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二)组成和任期 

(三)职权 

1.规章制定权 

2.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委会的决议，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执行国民经

济、社会发展计划和预算 

3.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 

4.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行政事务 

(四)领导制度 

(五)所属工作部门及派出机构 

第二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一、自治机关的性质和地位（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二、自治机关的组成和任期    

三、自治机关的职权（职权的双重性  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变通执行和停止执行 

1.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2.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的变通执行和停止执行，但需报经该上级国家机

关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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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主管理地方财政。 

4.自主安排和管理地方经济建设事业。 

5.自主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 

6.组织本地方的公安部队。 

7.使用和发展当地通用的一种或几种语言文字。  

第三节  特别行政区的国家机关 

一、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1.性质和地位 

2.任职资格 

3.产生和任期 

4.职权 

二、特别行政区行政机关 

1.性质和组成 

2.政府主要官员的任免 

3.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职权 

三、特别行政区立法会 

1.性质和地位 

2.产生和任期 

3.职权 

四、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 

1.港澳司法体制的区别 

2.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 

3.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 

第四节  国家审判机关和国家检察机关 

一、人民法院 

(一)性质和任务 

(二)组成、 任期和领导体制 

(三)组织系统和审级制度 

1.组织系统 

2.审级制度 

(四)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原则 

1.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 

2.依法独立审判原则 

3.公开审判原则 

4.被告有权获得辩护的原则 

5.各民族公民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 

6.合议制原则 

7.回避原则 

二、人民检察院 

(一)性质和任务 

(二)组成、任期和领导体制 

(三)组织系统和领导体制 

1.组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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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导体制 

(四)职权 

1.法纪监督 

2.侦查监督 

3.支持公诉和审判监督 

4.监所监督 

(五)工作原则 

1.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原则 

2.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原则  

3.实事求是，群众路线，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  

4.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原则 

三、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相互关系 

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的执行法律 

第五节  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一、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概述 

1.含义和特征  

2.同基层政权的关系 

二、居民委员会 

1.设置 

2.任务   

3.组织 

三、村民委员会 

1.设置 

2.任务   

3.组织 

三、学习目标： 

本章承接上一章的内容，对我国国家机构中的各种类型的地方国家机关、国家审判机关和国家检

察机关以及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进行了介绍，要求学生能够获得对于我国国家机构的较为完整的认知。 

四、延伸与思考问题： 

1.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的主要职权有哪些？ 

2.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组成可以分为哪两种情况？ 

3.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哪些派出机关？ 

4.民族自治机关行使哪些自治权？ 

5.简述民族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批准和备案程序。 

6.简述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权限和程序。 

7.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体制有何不同？为什么？ 

8.简述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同基层政权之间的关系。 

知识单元十一：政党制度 

一、参考学时：3学时 

二、学习内容： 

第一节   政党制度的一般原理 

一、政党 

1.政党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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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政党产生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议会斗争的产物。辉格党（Whig）和托利党（Tory）

是最古老的两个政党。 

近现代意义的政党是代议政治的产物，但是议会制并不是所有类型政党产生的温床。较晚产生

的无产阶级政党、民族主义政党为从根本上改变现存制度、争取民族独立，不经由选举和议会斗争，

而是发动暴力革命和武装抵抗实现目标。 

2.政党的特征 

3.政党的分类 

（1）按照意识形态的标准，分为左、中、右，或左派、中间派、保守派。 

（2）以是否掌握政权，将政党分为执政党、在野党，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参政党。 

（3）根据是否得到法律承认，分为合法政党、非法政党。 

（4）以政党的本质属性即阶级性为标准，将政党划分为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以及

这两者之间的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4.政党的意义和功能 

二、政党制度 

1.政党制度的概念 

政党制度由政党参与政治的全部内容所构成，是有关政党的组织与活动、政党的政治地位、不

同政党之间以及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则等法律和惯例的总和。 

2.政党制度的分类 

（1）一党制 

（2）两党制 

（3）多党制 

（4）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三、政党在宪法和法律上的地位 

1.政党法律地位的存在形式 

在大多数国家，对政党的组织、活动和在政治制度中的地位是通过宪法惯例调整的，没有系统、

明文的宪法规定，如在美国有关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在英国内阁的组成方式，以及在社会主义国家

工人阶级政党作为执政党具有领导地位。 

2.政党法律规定的主要内容 

资本主义国家宪法、法律关于政党制度的主要规定有：（1）自由组织政党的权利。（2）政党组

织和活动的限制。（3）政党的政治功能。 

我国及其他一些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宪法中规定共产党的领导地

位，民主党派具有合法地位，与共产党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3.政党与国家机关的关系 

政党的功能之一是组织和控制政府，因此政党与国家机关有非常紧密的关系。但是党政关系在

政党制度和政党状况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特点，紧密程度也不同。 

第二节    我国的政党制度 

一、我国政党的概况 

1.1949年以前我国的政党实践 

2.我国的民主党派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1.我国宪法关于政党制度的规定 

2.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含义 

3.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内容和方式 

（1）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之间进行合作与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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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人民代表大会中发挥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的作用。 

（3）在各级人民政府中共产党员同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合作共事。 

（4）在人民政协中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 

三、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 

四、爱国统一战线与人民政协 

1.爱国统一战线 

2.人民政协 

（1）人民政协的组织和活动 

（2）人民政协的职能 

三、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能够根据政党制度的一般原理，分析和理解我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制度、爱国统一战线与人民政协。 

四、延伸与思考问题： 

1.简述政党的特征。 

2.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和法律关于政党制度规定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我国宪法关于政党制度的规定？ 

4.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有哪些？ 

5.简述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方式。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2 宪法基本理论（上） 6  

3、4 宪法基本理论（下） 6  

5 宪法的历史 3  

6 国家性质 3  

7、8 国家形式 6  

9 选举制度 3  

10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上） 3  

11、12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下） 6  

13、14 国家机构（上） 6  

15 国家机构（下） 3  

16 政党制度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理学 

后续课程：宪法学研讨课、宪法学案例研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本课程是法学专业学科体系中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学科，具有基础课的性质，学好本课程

可以为学好其他法学专业课打下基础。本课程包括包括四个部分，即宪法基本理论、宪法制度、国

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要求学生理解、应用和掌握三个基本，即有关宪法的基本原理、基本概

念和基本知识。  

难点：将已学理论知识灵活运用于实践活动，提升自我法学素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改变“讲听式”的教学模式，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灵活运用启发式教学法、研讨问题教

学法、过程导向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多媒体组合教学法、实例解析法、练习指导法等组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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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论实践并进，“教、学、做”三位一体。注意结合国内外典型案例进行教学，营造良好的职

业氛围和环境，使学生在接受专业课程教育的同时，受到工程实践教育，启迪学生的思维和认识，

激发学生的创造意识。  

结合主题讨论的方法与小组合作的方法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以课堂教学内容为基础的课堂学

习和实践活动 

教学手段： 

积极引进现代教育技术，采用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录相教学等手段。特别是网络与多媒体

技术，加强网络教学资源建设，建立了网络学习辅导与交流互动平台，充分发挥了学生主体和教师

主导作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学校建有先进的校园网，连至教室、机房、图书馆，因此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用于课程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本课程脱离了传统的输入式教学，而采用由学生自主学习、知识输出式学习，即学生通过温故

案例有关理论知识、联系案情实际，在学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而得到提升。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统一进行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 100%。 

7、作业要求： 

作业已小组为单位完成，每个小组都要准备一个主题报告并参与对其他小组的评议。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能满足不同层次学习需求的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焦洪昌等编著《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9月 第 5版。 

2、薛小建：《外国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2.许崇德：《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3.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4.莫纪宏：《宪法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 

5.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6.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7.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01年版。 

8.季卫东：《宪政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9.张学仁、陈宁生：《二十世纪之中国宪政》，2002年版。 

10.王人博：《中国近代的宪政思潮》，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11.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三联书店 1997年版。 

12.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13.[法]狄骥：《宪法学教程》，辽海、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年版。 

14.[荷]亨利·范·马尔赛文等，《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华夏出版社 1994年版。 

15.萨尔沃·马斯泰罗：《欧洲民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年版。 

16.[日]美浓部达吉：《宪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17、胡锦光主编《宪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执笔：秦奥蕾 审稿： 姚国建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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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 
Chinese legal history 

课程号： 701020010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对中国法律文明的发展进程有初步的了解，使他们了解： 1、中国

历代刑事、民事、经济、行政、诉讼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概貌，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的重要

活动；2、中国近现代法律制度变革的历程及特征；3、传统法律制度对当代法律制度的影响。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中国法制史的基础知识、中国古

代刑法原理、刑罚原理、行政法原理、经济法原理、诉讼法原理等，了解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中的基

本概念，为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法律史研讨课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5学时 

绪论 

参考学时 1学时 

学习内容 

1.为什么学习中国法制史 

2．中国法制史的研究范围 

3．中国法制史的基本脉络。 

学习目标 

了解中国法制史的研究范围。 

掌握中华法系的基本特点。 

作业 

中华法系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第一章  夏商时期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  2学时 

学习内容 

1、 中国法的源起；2、夏商的法律思想 天讨、天罚的神权法律观；3、民事法律 、婚姻、继

承制度；4、司法制度与神明裁判。 

学习目标 

了解  中国法的起源。  

掌握  中国古代“刑”、“法”、“律”的内涵及演变；夏商法律形式、主要罪名及刑罚制度。 

作业 

夏商刑罚制度的基本内容与主要特点。 

学习难点  中国法的起源的基本途径及主要特点。 

学习重点  1、中国法的起源的基本途径；2、“天讨”、“天罚”的法律思想；3、《禹刑》、《汤

刑》等习惯法及主要法律形式；4、夏商时期的刑名、罪名及刑法适用制度；5、夏商司法制度的特

征。 

第二章  西周时期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  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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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周的法律思想：“以德配天”“明德慎罚”； 

2、西周时期的主要法律形式及礼刑关系； 

3、西周时期的刑法制度及民事、婚姻、继承制度； 

4、西周时期的司法诉讼制度。 

学习目标 

了解  

1、西周“以德配天”、 “明德慎罚”思想的发展及对后世的影响；2、西周时期礼的渊源、

性质及作用。 

掌握  

1、西周时期的法律形式、礼刑关系；2、西周时期的刑法原则、刑罚体系、刑事政策；3、西

周时期的民事法律制度、婚姻、继承制度。 

作业 

1、周礼的内容、原则及作用，礼与刑的关系。 

2、西周的刑法原则的影响。 

3、如何理解西周的婚姻家庭制度 

4、如何理解西周时期的司法审判制度。 

5、西周时期的司法与诉讼制度 

学习难点  西周“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以及礼与刑的关系。 

学习重点  1、“明德慎罚”法律思想的形成；2、周礼、“九刑”、《吕刑》以及礼刑关系；3、

基本刑罚体系与刑法适用制度；4、买卖、借贷契约及婚姻制度；5、司法机关与诉讼审判制度。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 2学时 

学习内容 

1、 春秋时期成文法公布的社会背景，成文法公布活动及影响； 

2、 战国时期社会发展及法律发展  李悝《法经》的主要内容及历史影响 商鞅变法与秦国法

律制度 吴起魏国、楚国的变法。 

学校目标 

了解 1、春秋时期成文法的公布活动及影响；2、战国时期变法的历史背景及主要的变法活动。 

掌握  《法经》的内容及对后世的影响与商鞅法制改革的影响。       

作业 

1、战国时期变法的成因 

2、如何理解《法经》中的“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 

学习难点 春秋战国时期各家法律思想的争论及其对法制变革的影响。 

学习重点 1、春秋时期成文法公布的意义；2、李悝《法经》与商鞅法制改革的内容及影响。 

第四章  秦朝时期的法律制度 

参考课时 2学时 

学习内容 

1、秦朝的主要法律形式，特别是云梦睡虎地秦简所反映的重要法律内容； 

2、秦朝的刑事法律内容、婚姻制度及秦律的基本特征 ； 

3、秦朝的行政、刑事及民事、经济法规； 

4、秦朝的司法体系与诉讼审判制度。 

学习目标 

了解  秦朝法制的指导思想及其对法制的影响，云梦睡虎地秦简的主要法律内容。 



 95 

掌握 

1、 秦朝统一后的主要法律形式； 

2、 秦代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刑事、民事、婚姻、经济及行政法； 

3、 秦代的司法诉讼制度。 

作业 

以《云梦秦简》为例，说明秦朝时期法制的特点 

学习难点  秦朝法制指导思想对秦朝法制的影响。 

学习重点  1、秦代的法律形式；2、秦律中的刑事、民事、行政立法内容及主要特点；3、秦

代的司法体制、诉讼程序与审判制度。 

第五章  汉代时期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  3学时 

学习内容 

1、汉代法律指导思想的变化，特别是“德主刑辅”法制指导思想的确立； 

2、汉代重要的立法活动与基本法律形式； 

3、文帝、景帝时期的刑制改革； 

4、汉代法律的主要内容与儒家化倾向； 

5、汉代的司法制度。  

学习目标 

了解  汉代法制指导思想的变化 从黄老思想到 “独尊儒术“，儒法结合的路径；汉代的司法

诉讼制度：录囚、春秋决狱与秋冬行刑制度。 

掌握  汉代的主要立法与法律形式 汉初的刑罚改革 汉代法律的主要内容与儒家化倾向。  

作业 

1、汉代法律形式的互补关系 

2、如何理解汉代法律的儒家化 

3、汉初刑罚改革的原因及意义 

学习难点  1、法制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及其社会根源；2、儒家伦理道德开始法律化与法律制

度开始儒家化。 

学习重点  1、“德主刑辅”法制指导思想的确立及对法律制度的影响；2、西汉前期的立法活

动及主要法律形式；3、文帝、景帝时期的刑制改革及刑名、罪名、刑法适用制度的变化；4、民事、

经济、行政法律内容；5、春秋决狱与秋冬行刑制度。 

第六章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制度 

参考课时 2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典结构的变化及法律形式的发展变化 

2、律学理论的发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3、法律内容与司法制度的新变化。 

学习目标 

了解 各个时期的立法成就及发展变化；各个时期的司法诉讼制度。 

掌握 1、门阀士族特权的法律化 八议、官当、九品中正制、品官占田；2、魏晋律学及刑罚制

度的发展变化及影响 3、司法机关的变化。 

作业 

1、 这一时期法律儒家化进一步发展的标志是什么？ 

2、 这一时期律学发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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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难点 律学理论的发展和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儒家化； 

学习重点 1、曹魏《新律》、西晋《泰始律》、北齐《齐律》等立法所反映的律学成就；2、律、

令、科、比、格、式的演变；3、刑罚体系的发展变化；4、官僚贵族特权的法律化与罪刑标准的儒

家化；5、大理寺、律博士及中央司法行政机关的出现。 

第七章 隋唐时期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 3学时 

学习内容 

1、隋朝初年确立的法制指导思想与《开皇律》的立法成就及其对唐朝立法的直接影响；2、唐

朝礼法合一的法制指导思想、重要立法活动及法律形式； 

3、唐律的篇目、内容、特点、地位、影响； 

4、《唐六典》的制定、内容与影响； 

5、唐朝司法审判制度的重要发展。 

学习目标 

了解  1、隋朝法律与北朝的因袭关系，《开皇律》、《大业律》的结构、内容及特征及其对唐律

的影响；2、《唐六典》的内容与性质。 

掌握  1、唐律的主要形式、主要内容：《永徽律疏》的特点与唐律的篇章结构，《名例律》的

主要内容  五刑、十恶、 八议等，其他各篇的主要内容；2、唐律的基本原则及基本精神：等级特

权、家族伦理等，中华法系与唐律的地位。 

作业 

1、《开皇律》的主要内容及对唐律的影响 

2、唐律“化外人有犯”规定的基本精神 

3、如何从唐律内容看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完成   

学习难点 通过唐律及唐朝的法制建设，全面了解中国传统法制及中华法系的基本内容与特征。   

学习重点 1、《开皇律》、《唐律疏议》、《唐六典》的体例、内容及影响；2、唐律基本法律原则；

3、唐朝婚姻制度的发展变化；4、司法体制与诉讼审判制度的发展变化。 

第八章  宋辽金元时期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  3学时 

学习内容 

宋辽金元时期是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一时期的法律在继承唐律的基础上出现新的特色与

发展。 

1、宋朝立法活动、法律内容及司法制度的重要变化。 

2、元朝立法活动、法律内容与司法制度的突出特点。  

学习目标 

了解 1、宋代的立法概况；2、辽、金两朝立法及法制特点；3、元代的立法概况。 

掌握  1、《宋刑统》的制定、编敕及例、《条法事类》；2、刑法与刑罚的主要变化；3、民事商

事法规的发展变化；4、司法制度与诉讼制度；5、元代五刑体制的变化；6、元代司法机关的特点

及诉讼代理制度。 

作业 

宋代刑事法律变化的内容与特点 

宋代民事法律发展的体现与特点 

元代法律不平等的体现 

学习难点 相较于唐代法制，宋朝法制的重要变化及原因；元朝法制相对于唐宋法制而言，其

突出特点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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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重点 1、宋代的立法活动；2、宋朝刑法与刑罚制度的变化；3、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及民

事商事法规；4、宋代的司法制度；5、元代法律的多元化； 

第九章   明代的法律制度 

参考课时  3学时 

学习内容 

1、明初的法制指导思想与主要立法活动；2、明律的主要内容及特点；3、明代司法审判制度

的发展变化。 

学习目标 

了解   “重典治国”的法制指导思想与立法活动。 

掌握   1、明律相对于唐律的变化； 2、明代整饬吏治，惩治贪官； 3、明代婚姻继承等方面

的变化；4、明代的特务司法 三法司职掌变化 审判制度的发展。 

作业 

明律相对于唐律，为什么“轻其所轻，重其所重”？ 

明代皇权空前膨胀的法律体现有哪些？ 

明代司法与审判制度的发展变化说明了什么？ 

学习难点  明刑弼教、重典治国的法制指导思想对专制集权的统治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影响。 

学习重点  1、明初的法制指导思想及《大明律》、明《大诰》、《问刑条例》、《明会典》的制定；

2、“重其重罪，轻其轻罪”及重典治民、重典治吏的刑法适用制度；3、婚姻继承法律的发展变化；

4、司法体制的变化及会审制度。 

第十章  清朝前期的法律制度 

参考课时  2学时 

学习内容 

1、 清代的立法概况、主要法典及少数民族法规   

2、 法律的主要内容  

3、 清代法律在满汉中的不平等性 

4、 清朝前期司法体制与会审制度的变化； 

学习目标 

了解  清代的立法概况、主要法典及少数民族法规。   

掌握  1、清代法典体例结构的变化  2、清朝前期对少数民族的法制建设  3、清代司法体制

及会审制度。 

作业 

清代法典体例结构变化说明了什么？ 

清代会审制度说明了什么? 

清代前期司法体制的特点是什么？ 

学习难点 1、清朝前期法制的基本特点。 

学习重点 1、《大清律例》的结构体例变化；2、清代少数民族法制建设 3、清代司法体制与会

审制度。  

第十一章  清末的法律制度 

参考课时  2学时 

学习内容 

1、 清末预备立宪运动的背景、原则、内容等； 

2、 清末修律活动的原因、宗旨、目的、内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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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末司法主权的丧失及司法体制与诉讼审判制度的改革。 

学习目标 

了解 1、清末的立法指导思想 “参考古今，博稽中外”“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 2、不平

等条约对清末改革的影响   

掌握  1、清末预备立宪的背景与原则  2、“预备立宪”及宪法性文件  3、清末修律的主要内

容：《大清现行刑律》与《钦定大清刑律》的结构、内容及影响，  《大清民律草案》及商事法规、

《大清商律草案》的制定， 法院组织法与刑事，刑事、民事诉讼法的制定，《监狱律草案》； 4、

清末司法制度的变化：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影响，司法机构改革，诉讼审判制度改革，“模范监

狱”及狱政改革。 

作业 

清末预备立宪反映了清王朝与近代法制之间存在怎样的问题？ 

《大清现行刑律》、《钦定大清律》与《大清律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大清民律草案》与中国传统民事法律规范相比，有何主要变化？ 

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对清末法律改革的影响是什么？ 

学习难点 全面了解清末政治制度与法制体系的重大变革 

学习重点 1、清末预备立宪的局限；2、修律活动的背景、原则、内容；3、外国在华领事裁判

权制度的影响；3、清末司法体制与诉讼审判制度的改革。 

教学方法  讲授法 案例法 

第十二章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的法律制度 

参考课时 1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2、南京临时政府的其他政令法规；

3、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制度 

学习目标 

了解 孙中山的立法思想 南京临时政法的立法概况 

掌握 1、《临时约法》的进步性；2、南京临时政府的司法制度 

作业 

《临时约法》的进步性体现有哪些？ 

学习难点 正确理解和评价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建设的性质。 

学习重点 南京临时政府与北洋政府的制宪活动。 

第十三章  北洋政府时期的法律制度  

参考课时 2学时 

学习内容 

1、 北洋政府时期的立法概况  制宪过程 其他法律的修订  刑事、民商事、行政诉讼法等的

修订。 

2、 北洋政府时期的司法制度  司法机构 诉讼审判制度 行政诉讼法及行政法院 军事审判。 

学习目标 

了解  1、北洋政府时期的法制与封建法制的回潮；2、北洋政府时期的制宪活动。 

掌握  1、北洋政府时期的制宪过程；2、北洋政府时期的法律修订；3、司法制度的变化。 

作业 

1、 北洋政府时期制宪频繁的原因是什么？ 

2、 北洋政府时期法制中的封建性体现主要有哪些？ 

学习难点  北洋政府立宪活动与法制体系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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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重点  1、北洋政府的立法特点；2、《中华民国约法》与《中华民国宪法》；3、北洋政府

的其他法律法规；4、北洋政府的司法制度。 

第十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  2学时 

学习内容 

1、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思想 

2、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体系与立法特点； 

3、南京国民政府的刑事立法与民商事立法； 

4、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制度。 

学习目标 

了解 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思想与立法阶段。 

掌握 1、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体系与渊源及其立法特点；  

2、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制度：普通法院与特殊法院，普通法院的审判制度及特点，国民党特

务机构及活动。  

作业 

南京国民政府法制中对传统法制的继承主要表现为哪些？ 

从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建构看大陆法系的影响。 

学习难点  南京国民政府的“社会本位”立法。 

学习重点  1、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思想、法律体系与立法特点；2、南京国民政府刑事立法与

民商事立法的内容特点；3、南京国民政府司法制度。 

第十五章  革命根据地的法律制度 

参考课时 2学时 

学习内容 1、根据地的立法概况及指导思想；2、根据地的立宪活动及宪政法规；3、根据地的

刑事立法及特点；4、根据地的土地和民事、劳动立法及其特点；4、根据地的司法制度及其特点。 

学习目标 

了解  根据地的立法指导思想及立法活动 

掌握  1、根据地的宪法法规 2、根据地的刑事、民事、土地、劳动立法的内容及特点；3、根

据地的司法制度：新型司法体制、审判制度、劳动感化院、人民调解制度 

作业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特点与实质是什么？ 

革命根据地的法制与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制间的关系是什么？ 

学习难点  革命根据地立法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及其经验教训； 

学习重点 1、根据地立宪活动的基本内容与特点；2、土地立法的基本内容与经验教训；3、根

据地婚姻法的内容及特点；4、司法制度的主要特点；5、人民调解制度。 

（二）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课 13个  共 13学时 

实验 1 夏商时期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要求：熟悉夏启讨伐有扈氏（《甘誓》） 、商汤讨伐夏桀例等文献，研究夏商时期的 “天

讨”、“天罚”神权思想，以及这一时期的法律形式与罪名、刑罚，掌握法律文献阅读、分析与归纳

方法。 

实验 2  西周时期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西周诉讼审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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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要求： 熟悉 曶限争讼案 牧牛讼师亻朕案以及相关的西周法律文献  研究西周时期的买

卖契约及民事诉讼；掌握文献阅读及案件分析方法。 

实验 3 秦朝时期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秦朝时期诉讼审判制度  

实验要求：熟悉“毛诬讲盗牛案”案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研究秦代的诉讼审判制度 ，掌握

案例分析方法。 

实验 4 汉代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 1学时 

实验内容：汉代司法制度 

实验要求：熟悉“甲母丙改嫁”案及“养子杀人养父为之隐藏” 案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研

究汉代“以经破律”的司法状况，亲亲相匿的适用，春秋决狱，儒家伦理法律化与法律儒家化，掌

握文献阅读及案例分析、法律适用推理方法。 

实验 5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刑事法律原则 

实验要求：熟悉“许允职事犯罪案”、“费羊皮卖女葬母”案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研究三国魏

晋南北时期的刑法原则，八议、准五服以治罪，法律进一步儒家化，掌握案例分析及法律适用推理

方法。 

案例 6 隋唐五代时期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唐代的刑事法律制度实验要求：熟悉“张蕴古泄露机密”案、“长孙无忌带刀入宫”

案以及相关的唐代律文，研究唐代法律在司法实践中的背离与法律“比附类推”原则，掌握法律文

献的比较分析及归纳方法。 

实验 7 宋辽金元时期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 1学时 

实验内容：宋代的刑事法律制度 

实验要求：熟悉阿云之狱以及相关的宋律条文，研究宋代刑事法律原则自首、服制关系（未婚

夫妻）、律与诏旨的效力，掌握法律适用推理与案件分析归纳总结方法。 

实验八 明朝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明代刑事法律及司法制度 

实验要求：熟悉郭桓案以及东林党人杨涟案以及相关的法律规定，研究明代重典治吏、惩治贪

污、特务司法及明代皇权专制集权的空前膨胀及其对国家立法及司法的影响，掌握法律文献综合比

较分析方法。 

实验九 清朝前期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清朝前期的刑事法律制度 

实验要求：熟悉“王氏因夫冒婚杀夫”案的司法档案以及《大清律例》的相关律例规定等，研

究清朝前期的刑法原则、刑罚体系，以及司法运作中的律例关系等，掌握司法文献档案查询利用及

法律适用推理分析方法。 

实验十 清朝末期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 1学时 

实验内容：清末的刑事法律制度 

实验要求：熟悉“天津教案”、“苏报案”文献资料、相关的清朝法律规定以及外国在华特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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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等，研究清代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及会审公廨对晚清司法影响，掌握法律文献综合归纳及

法律推理方法。 

实验十一 北洋政府时期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 1学时 

实验内容：北洋政府时期的司法审判制度 

实验要求：熟悉宋教仁被杀案的档案资料以及北洋时期的相关法律，研究北洋政府时期的司法

改革及审判制度等，掌握法律文献的利用与分析方法。 

实验十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 1学时 

实验内容：南京国民政府的民事法律制度 

实验要求：熟悉孀妇财产继承案件的司法文献及相关的法律规定，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

事继承法律，与传统清代孀妇继承法法律进行比较，国民政府法律中的封建性，掌握司法文献档案

查询及法律比较分析方法。 

实验十三 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根据地的婚姻法律制度、审判制度 

实验要求：熟悉“封彦贵诉张进财”案文献资料以及相关的根据地时期的婚姻法律政策文件以

及国民政府相关的婚姻法律条文，研究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婚姻法律政策，马锡五审判方式，根据地

法律与国民政府法律间的关系，掌握司法文献档案查询及法律比较分析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1  

2 夏商法律制度 3  

3 西周时期的法律制度 4  

4 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制度 2  

5 秦朝时期的法律制度 3  

6 汉朝的法律制度 4  

7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制度 3  

8 隋唐五代时期的法律制度 4  

9 宋辽金元时期的法律制度 4  

10 明代法律制度 4  

11 清代法律制度 3  

12 清末法律制度 3  

13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法律制度 1  

14 北洋政府法律制度 3  

15 南京国民政府法律制度 3  

16 革命根据地法律制度 3  

教学方法  讲授法  案例法  讨论法  

教学手段  多媒体教学 

实践教学环境  多媒体教室 网络 

课外自主学习  课外阅读 专题讨论 

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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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选用 

马志冰编：《中国法制史》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2月第二版。 

推荐参考书 

史料类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0年版。 

程树德：《九朝律考》，中华书局 2003年版。 

《张家山汉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2001年出版。 

《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法律出版社 1999年出版。 

仁井田陞：《唐令拾遗》，栗劲、霍存福等译，长春出版社 1989年出版。 

《宋刑统》，薛梅卿点校，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 

《大元通制条格》，郭成伟点校，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 

《唐明律合编》，怀效锋点校，法律出版社 1997版 

《大清律例》，田涛、郑秦点校，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历代刑法志注译》，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薛允升：《读例存疑点注》，王庆西、胡星桥点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4年。 

《刑案汇览三编》，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4年版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中华书局 1987年

版。 

《历代判例判牍》，杨一凡、徐立志等点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研究类 

刘俊文《唐代法制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 1999年 出版。 

郑显文：《唐代律令制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出版。 

钱大群：《唐律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0年出版。 

富谷至：《秦汉刑罚制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出版。 

戴建国：《宋代刑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出版。 

陈俊强：《皇权的另一面—北朝隋唐恩赦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出版。 

苏基朗：《唐宋法制史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6年出版。 

戴炎辉：《唐律通论》、《唐律各论》，台湾中正书局 1964年出版。 

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杨一凡：《明初重典考》，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陈国平：《明代行政法》，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怀效锋：《明清法制初探》，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尤韶华：《明代司法初考》，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日）滋贺秀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李力译，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童光政：《明代民事判牍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张小也：《官、民与法:明清国家与基层社会》，中华书局 2007年版 

苏亦工：《明清律典与条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文史哲出版社 1982年版。 

那思陆：《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出版。  

张伟仁：《清代法制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83年。   

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年版。 

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年版。 

郑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出版。  

林恩显：《清朝在新疆的汉回隔离政策》，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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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丰培：《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中国藏学出版社 1989年版。  

张晋藩：《清律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2年版。 

魏秀梅：《清代之回避制度》，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2年版。  

刘广安：《清代民族立法立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徐晓光:《清代蒙藏地区法制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6年版。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吴吉远：《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  

郑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英）斯普林克尔：《清代法制导论：从社会学角度加以分析》，张守东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00年版。 

高浣月：《清代刑名幕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美）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年版。 

（美）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年出版。 

李典蓉：《清朝京控制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版 

王志强：《法律多元视角下的清代国家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版。 

李贵连：《沈家本与中国法律现代化》，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年 9版。 

赵晓华：《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中国人民大学 2001年版。 

马作武：《清末法制变革思潮》，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卢静仪：《民初立嗣问题的法律与裁判》，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出版。 

张生：《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出版。 

殷啸虎：《近代中国宪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王人博：《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 

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商务印书馆 1936年 5月版。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展恒举：《中国近代法制史》，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 

蓝全普编：《解放区法规概要》，群众出版社 1982年版。 

张希坡：《马锡五审判方式》，法律出版社 1983年版。 

法制史通论类 

徐朝阳：《中国古代诉讼法》，商务印书馆 1927年版。 

徐朝阳：《中国古代刑法溯源》，商务印书馆 1929年版。 

陈顾远：《中国国际法溯源》，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4年版。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 1981年版。 

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上、下册）》，上海书店 1990年版。 

杨鸿烈：《中国法律在东亚诸国之影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美)布迪·莫里斯：《中华帝国的法律》，朱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杨一凡主编：《中国法制史考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 

蔡枢衡：《中国刑法史》，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年版。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梁治平：《法辩:中国法的过去与未来》，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范忠信：《中西法文化的暗合与差异》，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执笔：郭瑞卿  审稿：崔林林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时间：2015年 10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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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职业行为规则 
Behavioral Rules of Legal Profession 

课程号：70107005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体改班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系统掌握法律职业规则的基本内容；2、了解法律职业规则的理论基

础和实践；3、通过分析经典案例，培养未来法律人自觉遵守法律职业规则的理念。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法律职业行为规则基础知识，了

解法律职业及其行为规则概念，为律师学、法律诊所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法律职业行为规则相关概念（第 1-2周）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律职业基本概念（律师职业，法官与法院组织，检察官与检察院组织，公证员与公证机

构，等等）； 

2．法律职业行为规则基本概念和学习法律职业行为规则的意义。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职业行为和法律职业行为规则基本概念； 

2．掌握律师职业、法官和法院组织、检察官与检察院组织、公证员与公证机构的基本情况，

法律职业行为规则的重要意义。 

作业： 

思考题——学习法律职业行为规则为什么重要？ 

知识单元 2：律师执业行为规则（一）（第 3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律师资格的获得与执业条件（一般条件，特殊条件，限制条件，禁止条件） 

学习目标： 

掌握律师资格的获得和执业条件 

作业： 

思考题——如何看待律师执业一般条件？ 

知识单元 3：律师执业行为规则（二）（第 4-7周） 

参考学时：8学时 

律师与委托人关系规则（律师服务信息传播规则，律师与委托人关系的建立、维持与终止，律

师保密规则，利益冲突规则，律师收费规则，律师财物保管规则，等等）。 

学习目标： 

掌握律师与委托人关系规则，尤其是律师保密规则、利益冲突规则。 

作业： 

思考题—— 

1．我国律师保密规则应当如何完善？ 

2. 试评析律师风险代理。 

知识单元 4：律师执业行为规则（三）（第 8-9周） 

参考学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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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律师与裁判机关关系规则（律师与公正裁判，律师与真实的发现，律师维护裁判庭廉正性义务

的规则，律师审判宣传规则，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规则，律师回避问题，等等）。 

学习目标： 

1. 了解律师维护裁判庭廉正性义务的规则，律师审判宣传规则； 

2. 掌握律师与公正裁判，律师与真实的发现，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规则，律师回避问

题。 

作业： 

思考题——我国律师的会见、阅卷和调查取证权如何获得更好的保障？ 

知识单元 5：律师执业行为规则（四）（第 10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律师与检察官关系规则（回避，会见、阅卷、调查取证，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等）。 

学习目标： 

掌握律师与检察官关系规则。 

作业： 

思考题——试论法庭调查辩论中律师、法官与检察官的关系。 

知识单元 6：律师执业行为规则（五）（第 11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律师与律师关系规则（相互尊重，相互协助，相互竞争，反不正当竞争，等等）。 

学习目标： 

掌握律师与律师关系规则。 

作业：思考题——试论律师同行之间不正当竞争的原因和规制手段。 

知识单元 7：律师执业行为规则（六）（第 12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律师与律师事务所关系规则（律师事务所概述，律师事务所对内部事务的管理职能，律师与律

师事务所的关系，等等）。 

学习目标： 

掌握律师与律师事务所关系规则。 

作业： 

思考题——律师事务所的人事管理职能。 

知识单元 7：律师执业行为规则（七）（第 12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律师与律师协会、司法行政机关关系规则。 

学习目标： 

了解律师与律师协会、司法行政机关关系规则。 

作业： 

思考题——试述律师与律师协会的关系。 

知识单元 8：律师执业行为规则（八）（第 13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执业责任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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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职律师制度与规则。 

学习目标： 

1. 了解公职律师制度与规则； 

2. 掌握律师与律师事务所执业责任规则。 

作业： 

思考题——试论律师事务所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 

知识单元 9：法官职业行为规则（第 14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官的任免（一般条件，特殊条件，限制条件，禁止条件，等等）； 

2. 法官权利义务； 

3. 法官职业道德（法官职业道德的概念、特征和基本内容，等等）； 

4. 法官职业责任（法官承担责任的条件、形式和处理机构，等等）。 

学习目标： 

1. 了解法官职业道德的概念和特征； 

2. 掌握法官任免条件、法官权利义务、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内容、法官职业责任。 

作业： 

思考题—— 

1. 法官与司法公正。 

2. 裁判中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3. 法官的“慎言”与言论自由。 

知识单元 10：检察官职业行为规则（第 15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检察官的任免（一般条件，特殊条件，限制条件，禁止条件，等等）； 

2．检察官权利义务； 

3. 检察官职业道德（检察官职业道德的概念、特征和基本内容，等等）； 

4. 检察官职业责任（检察官的纪律责任和刑事责任，等等）。 

学习目标： 

1． 了解检察官职业道德的概念和特征； 

2． 掌握检察官任免条件、检察官权利义务、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内容、检察官职业责任。 

作业： 

思考题—— 

1. 检察官与法律监督。 

2．检察官职业道德体系的建构。 

知识单元 11：公证员职业行为规则（第 16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公证员职业道德（公证员职业道德的概念、特征与基本内容）； 

2. 公证法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学习目标： 

1. 了解公证员职业道德概念和特征； 

2. 掌握公证员职业道德基本内容和公证法律责任。 

作业： 

思考题——如何思考公证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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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律职业行为规则相关概念 2  

2 法律职业基本情况 2  

3 律师资格的获得与执业条件 2  

4 律师服务信息传播规则，律师与委托人关系的建立、维持与终止 2  

5 律师保密规则 2  

6 利益冲突规则 2  

7 律师收费规则，律师财物保管规则 2  

8 
律师与公正裁判，律师与真实的发现，律师维护裁判庭廉正性义

务的规则 
2  

9 
律师审判宣传规则，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规则，律师回避

问题 
2  

10 律师与检察官关系规则 2  

11 律师与律师关系规则 2  

12 律师与律师协会、司法行政机关关系规则 2  

13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执业责任规则，公职律师制度与规则 2  

14 法官职业行为规则 2  

15 检察官职业行为规则 2  

16 公证员职业行为规则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不限 

后续课程：律师实务、法律诊所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律师执业行为规则、法官职业行为规则、检察官职业行为规则。 

难点：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律师保密规则、律师与裁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关系、律师与律师

事务所的关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对需要学生了解和掌握的基本知识进行讲授； 

2. 案例分析讨论：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讨论，培养学生遵守法律职业行为规则的理念； 

3. 教学片观摩。 

教学手段： 

1. PPT教案； 

2. 公共邮箱分享前沿和热点理论和动态。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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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法律职业行为规则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许身健编著《法律职业伦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2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李本森编著《法律职业伦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8月 第 1版 

2. 高其才编著《司法制度与法律职业道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 1月 第 1版 

3. James Moliterno编著，刘晓兵译《国际法律伦理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第 1版  

执笔：陈宜，董静姝  审稿：刘晓兵 审定：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5日 

 

西方法律思想史 
LEGAL THEORIES IN THE WEST 

课程号：40101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掌握西方法律思想的主要理论；2、使学生理解西方法律思想

与中国法理学原理的主要关系；3、使学生能够掌握必要的思考法理问题的能力；4、使学生理解法

理问题的主要思路；5、使学生理解西方法律思想与西方社会的相互关系。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基本思路，理解其基本逻辑和

主要理论，了解这些思路和理论与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学问的关系，及其与社会背景

的关系，为深入理解法理学原理准备更丰富的思想资源。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古希腊罗马的法律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古希腊的地理环境及民主政治制度 

2．古希腊的思想氛围 

3. 智者、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主要法律思想及其争论 

4. 古罗马的地理环境及帝国发展的特点 

5. 古罗马主要法学家的法学理论及其相互关系 

6. 西塞罗的法律思考 

学习目标： 

1．了解这一时期的主要法律思想的思路、逻辑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法律思想的内容 

3. 理解西方法律思想的源头 

作业： 

1. 阅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著作，并阅读对其作出分析评论的著述 

2. 思考这些法律思想的得失 



 109 

3. 思考法治与人治学说的主要理据 

知识单元 2：希腊化时代、中世纪的法律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希腊化时代的社会背景 

2．基督教的产生及其影响 

3. 圣奥古斯丁的人性恶理论与法律思考 

4. 圣阿奎那的神学自然法思想 

学习目标： 

1．了解希腊化时代及中世纪的主要法律思想的变迁 

2．掌握自然法理论的古典形式 

3. 理解宗教氛围对法律思想的重要影响 

作业： 

1. 阅读阿奎那的主要著作 

2. 分析神学理论与法律思想的相互关系 

知识单元 3：文艺复兴时期及古典自然法学萌芽时期的主要法律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思想背景 

2．注释法学派的主要理论 

3. 后注释法学的主要法律思想 

4. 格老秀斯的法律思想 

5．霍布斯的法律思想 

学习目标： 

1． 理解这一时期法律思想与古希腊罗马思想的历史连续 

2． 理解去神学化的法律思想的主要逻辑 

3． 理解这一时期法律思想与大学出现的关系 

4． 理解这一时期法律思想与社会背景的互动 

5． 理解社会契约论的出现及其与法律制度的关系 

作业： 

1. 阅读霍布斯的主要著作 

2. 分析世俗法律思想与神学法律思想的差异和关系 

3. 分析社会契约论与法律制度思考的关系 

知识单元 4：古典自然法学成熟时期的法律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会契约论的主要思路 

2． 社会契约论与古典宪政理论的关系 

3． 近代法治理论 

4． 洛克的法律思想 

5． 孟德斯鸠的法律思想 

6． 卢梭的法律思想 

7． 康德的法律思想 

8． 休谟对古典自然法学理论的批判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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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掌握近代法治理论的主要思路 

2. 理解近代宪政思想与法治思想的关系 

3. 理解古典自然法理论的主要逻辑 

作业： 

1. 阅读洛克的主要著作 

2. 阅读孟德斯鸠的主要著作 

3. 阅读卢梭的主要著作 

4. 理解近代法治理论的争论点 

5. 理解古典自然法理论的革命性质 

知识单元 5：19世纪德意志及英格兰的主要法律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德意志的当时历史背景 

2．蒂保的自然法思想及法律改革 

3. 萨维尼及历史法学派的主要理论和思路 

4. 潘德克顿的法学理论 

5．边沁的法学理论 

6. 奥斯丁的法学理论 

学习目标： 

1. 理解自然法学理论与历史法学理论争论的主要焦点 

2. 理解潘德克顿与法律职业的关系 

3. 理解法律实证主义的主要思路 

作业： 

1. 阅读萨维尼的主要著作 

2. 阅读奥斯丁的主要著作 

3. 理解自然法学派与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争论焦点 

4. 理解这一时期法学争论与社会背景的关系 

5. 理解法律实证主义的主要逻辑 

知识单元 6：19世纪末 20世纪初法社会学的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耶林的法律目的主义理论 

2．德国利益法学和法国的自由科学研究理论 

3. 美国霍姆斯大法官的“法律经验”理论 

4. 美国卡多佐大法官的自由裁量理论 

5. 埃利希的“活法”理论 

6. 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对法社会学理论的影响 

学习目标： 

1. 法社会学的理论与法律实证主义的关系 

2. 理解法律能动主义的思路 

3. 理解法律能动主义对法律形式主义的批评 

作业： 

1. 分析这一时期法社会学的主要逻辑 

2. 阅读埃利希的主要著作 

3. 阅读霍姆斯的主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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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7：美国法律现实主义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格雷的法律解释理论 

2．卢埃林的法律规则不确定性理论 

3. 弗兰克的法律事实不确定性理论 

4. 法律现实主义与法社会学的关系 

5. 法律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争论 

学习目标： 

1. 理解法律现实主义对传统法学思想的挑战 

2. 理解法律不确定性理论的逻辑和思路 

3. 法律不确定性与法治的关系 

4. 理解法律现实主义与法社会学的关系 

作业： 

1. 分析法律现实主义的主要思路 

2. 分析法律现实主义的得失 

3. 阅读卢埃林的主要法律著作 

4. 阅读弗兰克的主要法律著作 

知识单元 8：哈特与凯尔森的法律实证主义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哈特的规则理论 

2．哈特的内在观点理论 

3. 哈特的承认规则理论 

4. 哈特的法律规则开放结构理论 

5. 哈特对自然法学理论的批评 

6. 哈特对奥斯丁法律实证主义的批评 

7. 凯尔森的纯粹法学 

8. 凯尔森对自然法学的批评 

学习目标： 

1. 理解法律实证主义如何进一步发展的 

2. 理解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理论争论的关键理解哈特如何批评法律现实主义的 

3. 理解哈特的“描述性法学理论”的思想 

4. 理解凯尔森的“纯粹”的理由 

作业： 

1. 阅读哈特和凯尔森的主要法律著作 

2. 理解哈特和凯尔森理论的得失 

知识单元 9：德沃金的法律理论与批判法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一）： 

1．德沃金的理解法律现象的实践参与者观点 

2．德沃金的“理论争论”说 

3. 德沃金的法律解释理论 

4. 德沃金的法律整体性理论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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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解实践参与者观点对法律理论的重要性 

2. 理解德沃金如何看待法律理论的“描述性和规范性” 

3. 理解德沃金整体性法律理论与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关系 

作业： 

1. 阅读德沃金的主要法律著作 

2. 理解法律理论的“描述性”和“规范性”的争论 

3. 理解德沃金法理学研究出发点的独特性 

学习内容（二）： 

1．批判法学的主要观点 

2．批判法学与法律现实主义的关系 

3. 批判法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批判思潮的关系 

4. 批判法学与左翼社会运动的关系 

5. 批判法学对传统法治理论的批评 

6. 批判法学对整体自由主义法律理论的批评 

学习目标： 

1. 理解批判法学的逻辑思路 

2. 理解批判法学的得失 

3. 理解批判法学与法律职业的悖论 

4. 理解批判法学与马克思早期法律理论的关系 

5. 理解批判法学的兴衰 

作业： 

1. 阅读关于批判法学的主要文章 

2. 理解批判法学的法律理论存在意识形态问题的思想 

3. 理解批判法学的哲学背景 

4. 理解批判法学对法学理论的冲击 

知识单元 10：女性主义法学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 

2．法律上的女权运动 

3. 法律女权主义的思路 

4. 早起女权主义法律运动遭遇的问题 

5. 晚近女权主义法律思考 

学习目标： 

1. 理解女权主义法学与批判法学的关系 

2. 理解女权主义法学的内在问题 

3. 女权主义法学的逻辑 

作业： 

1. 阅读关于女权主义法学的文献 

2. 思考女权主义法学与传统法理学的关系 

知识单元 11：法律与文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文学中的法律 

2．作为文学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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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律与修辞学 

4. 法律与文学的政治立场 

5. 法律与文学的兴衰 

学习目标： 

1. 理解法律与文学运动的批判立场 

2. 理解法律与文学交叉研究的意义 

4. 理解法律与文学对法理学问题的启发 

作业： 

1. 阅读关于法律与文学运动的文献 

2. 如何理解“文学中的法律”研究 

3. 法律语言修辞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序言、古希腊古罗马的法律思想 3  

2 希腊化时代、中世纪的法律思想 3  

3 近代初期、中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律思想 3  

4 启蒙时期的古典自然法学思想 3  

5 19世纪德意志、英格兰的法律思想 3  

6 20世纪初期的法律社会学运动 3  

7 美国法律现实主义法学 3  

8 新自然法学派、新分析法学和纯粹法学 3  

9 德沃金的法律理论与批判法学 3  

10 女权主义法学 3  

11 法律与文学、结语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理学、中国法律史、外国法律史、宪法 

后续课程：政治思想史、社会学基本理论、政治哲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学流派思想的相互关联、法学思想的各自逻辑、法律思想发展的历史主线、法律思想

彼此之间如何争论 

难点：西方法律思想的思考出发点、西方法律思想与其他学科思考的关系、现代西方法律思想

的主要逻辑基础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 

2. 课题提问与答复 

教学手段： 

1. PPT图文并茂 

2. 助教协助回答问题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1. 阅读经典文献 

2. 教师课后答疑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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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占 10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西方法律思想导论》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高鸿钧、赵晓力主编《新编西方法律思想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 【爱尔兰】J.M.凯利：《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王笑红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3. 【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李桂林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4. 【德】考夫曼、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理论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2. 何勤华、贺卫方主编《外国法律史》，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执笔：刘星  审稿：刘星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9日 

 

比较法研讨课 
Seminar Course of Comparative Law 

课程号：40101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比较法的基本理论；2、了解各大法系的基本内容；3、初步掌

握比较法的研究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和研讨，使学生掌握比较法的基础知识，了解比较法的研究对

象、范围、作用和方法，比较法学的形成与发展等，并对各主要法系，法的分类，法的渊源，立法

与司法的体制，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法律进行宏观比较，目的

在于为法学专业学生提供了解当代世界法律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引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掌握比较法的含义和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理解比较法的功能与目的，学会区分

比较法与其他相邻法学学科的联系和区别。 

1．比较法的概念和研究对象。 

2．比较法的历史发展。 

3. 比较法的方法论。 

4. 比较法的作用。 

5. 不同法系和不同法律制度的法律。 

学习目标： 

1．了解比较法的方法论，以及比较法发展的历史。 

2．掌握法系的概念，学习不同学术流派划分法系的不同标准和方式，学会独立思考不同法系

划分之间的优劣长短，从而真正理解到比较法的精髓和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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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2：普通法法系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正确把握普通法法系的概念和特征，了解普通法法系的分布范围、历史发展和分类

等内容。 

1．普通法法系的概念和分布范围。 

2．英国法的历史发展。 

3. 美国法的历史发展。 

4. 英美法的法律分类。 

5. 英美法的法律渊源。 

6. 英美法的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 

学习目标： 

1．理解普通法法系的历史发展及其对法系特征形成的影响。 

2．掌握普通法法系国家的法律分类，尤其是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分类意义、标准、方式及相关

学说的优劣。 

3．理解普通法法系国家法律渊源划分的现实状况及复杂性，以及法律规范的含义和在普通法

法系中的特殊重要性。 

4．了解普通法法系国家法律教育及法律职业的现状及特色。 

知识单元 3：民法法系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正确把握民法法系的概念和特征，了解民法法系的分布范围、历史发展和分类等内容。 

1．民法法系的概念和分布范围。 

2．民法法系的历史发展。 

3. 民法法系的法律分类。 

4. 民法法系的法律渊源。 

5. 民法法系的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 

学习目标： 

1．理解民法法系的历史发展及其对法系特征形成的影响。 

2．掌握民法法系国家的法律分类，尤其是公法私法的分类意义、标准、方式及相关学说的优劣。 

3．理解民法法系国家法律渊源划分的现实状况及复杂性，以及法律规范的含义和在民法法系

中的特殊重要性。 

4．了解民法法系国家法律教育及法律职业的现状及特色。 

知识单元 4：当代中国比较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立足本国现状，研究本国法律发展的历史，了解并深刻理解当代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法律的主要体系和内容，以及构成该体系的整个理论框架。 

1．历史发展。 

2．法律的分类。 

3. 法律的渊源。 

4. 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 

5. 内地与香港法律制度的比较。 

学习目标： 

1．了解并深刻理解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的主要体系和内容，以及构成该体系的整

个理论框架。 

2．能够与其他法系的特点和相关制度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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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比较法的概念、历史发展和方法论 3  

2 比较法的作用和法系 3  

3 普通法法系的概念和英国法的历史发展 3  

4 英国革命与英国法 3  

5 美国法的历史发展 3  

6 英国法与美国法的比较 3  

7 民法法系的概念和历史发展 3  

8 古代罗马法、教会法与民法法系 3  

9 罗马法复兴与法国法系 3  

10 日耳曼法、历史法学派与德国法系 3  

11 当代中国比较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理学导论、外国法制史、宪法学、民法学 

后续课程：部门法比较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比较法的概念、民法法系的历史发展、德国法律制度、美国法律制度。 

难点：比较法的方法论、普通法法系的历史发展、当代中国比较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研讨。 

教学手段： 

1.教材。 

2.课件。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相结合。平时成绩含考勤、课堂发言和主题报告，每位学生至

少做一次主题报告，平时成绩占总成绩 40%，期末考试提交一篇不少于 4000 字的比较法论文，占

总成绩 6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沈宗灵著《比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沈宗灵著，《比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勒内·达维德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3．K·茨威格特 H·克茨著，《比较法总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4. [加拿大]帕特里克，《世界法律传统》（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5．[美]John W. Head: Great Legal Traditions: Civil Law, Common Law, and Chinese L

aw in Historical and Operational Perspective. Carolina Academic Press2011. 

6. 高鸿钧等编，《比较法学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 

7. 格伦顿等著，《比较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  

8. 朱景文著，《比较法导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年。 

9. 米健著，《比较法学导论》，商务印书馆 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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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秀清等著，《20世纪比较法学》，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2006年版； 

11. 高鸿钧等主编，《英美法原论》（上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执笔：白晟  审稿：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4日 

 

比较法总论 
General Principle of Comparative Law 

课程号：40101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比较法的基本理论；2、了解各大法系的基本内容；3、初步掌

握比较法的研究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和研讨，使学生掌握比较法的基础知识，了解比较法的研究对

象、范围、作用和方法，比较法学的形成与发展等，并对各主要法系，法的分类，法的渊源，立法

与司法的体制，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法律进行宏观比较，目的

在于为法学专业学生提供了解当代世界法律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引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掌握比较法的含义和研究对象，并在此基础上理解比较法的功能与目的，学会区分

比较法与其他相邻法学学科的联系和区别。 

1．比较法的概念和研究对象。 

2．比较法的历史发展。 

3. 比较法的方法论。 

4. 比较法的作用。 

5. 不同法系和不同法律制度的法律。 

学习目标： 

1．了解比较法的方法论，以及比较法发展的历史。 

2．掌握法系的概念，学习不同学术流派划分法系的不同标准和方式，学会独立思考不同法系

划分之间的优劣长短，从而真正理解到比较法的精髓和价值所在。 

知识单元 2：普通法法系 

参考学时：11学时 

学习内容：正确把握普通法法系的概念和特征，了解普通法法系的分布范围、历史发展和分类

等内容。 

1．普通法法系的概念和分布范围。 

2．英国法的历史发展。 

3. 美国法的历史发展。 

4. 英美法的法律分类。 

5. 英美法的法律渊源。 

6. 英美法的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 

学习目标： 

1．理解普通法法系的历史发展及其对法系特征形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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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普通法法系国家的法律分类，尤其是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分类意义、标准、方式及相关

学说的优劣。 

3．理解普通法法系国家法律渊源划分的现实状况及复杂性，以及法律规范的含义和在普通法

法系中的特殊重要性。 

4．了解普通法法系国家法律教育及法律职业的现状及特色。 

知识单元 3：民法法系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正确把握民法法系的概念和特征，了解民法法系的分布范围、历史发展和分类等内容。 

1．民法法系的概念和分布范围。 

2．民法法系的历史发展。 

3. 民法法系的法律分类。 

4. 民法法系的法律渊源。 

5. 民法法系的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 

学习目标： 

5．理解民法法系的历史发展及其对法系特征形成的影响。 

6．掌握民法法系国家的法律分类，尤其是公法私法的分类意义、标准、方式及相关学说的优劣。 

7．理解民法法系国家法律渊源划分的现实状况及复杂性，以及法律规范的含义和在民法法系

中的特殊重要性。 

8．了解民法法系国家法律教育及法律职业的现状及特色。 

知识单元 4：当代中国法律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立足本国现状，研究本国法律发展的历史，了解并深刻理解当代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法律的主要体系和内容，以及构成该体系的整个理论框架。 

1．历史发展。 

2．法律的分类。 

3. 法律的渊源。 

4. 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 

5. 内地与香港法律制度的比较。 

学习目标： 

1．了解并深刻理解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的主要体系和内容，以及构成该体系的整

个理论框架。 

2．能够与其他法系的特点和相关制度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比较法的概念和历史发展 3  

2 比较法的方法论、作用和法系 3  

3 普通法法系的概念和英国法的历史发展 3  

4 美国法的历史发展 3  

5 英美法的分类、渊源等 3  

6 英国法与美国法的比较 2  

7 民法法系的概念、历史发展 3  

8 民法法系的法律分类、渊源等 3  

9 民法法系的法律教育与法律职业 3  

10 当代中国法的历史发展 3  

11 内地与香港法律制度的比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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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理学导论、外国法制史、宪法学、民法学 

后续课程：部门法比较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比较法的概念、民法法系的历史发展、德国法律制度、美国法律制度。 

难点：比较法的方法论、普通法法系的历史发展、普通法法系的渊源与法律、内地与香港法制

度的比较。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研讨。 

教学手段： 

1.教材。 

2.课件。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相结合。平时成绩含考勤、课堂发言和主题报告，每位学生至

少做一次主题报告，平时成绩占总成绩 40%，期末考试提交一篇不少于 4000 字的比较法论文，占

总成绩 6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沈宗灵著《比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沈宗灵著，《比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2．勒内·达维德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3．K·茨威格特 H·克茨著，《比较法总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4. 朱景文著，《比较法导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年。 

5．高鸿钧等编，《比较法学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 

6．吴大英、徐炳编著，《比较法基础知识》，法律出版社，1987年。 

7．储有德编著，《比较法学基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 

8．格伦顿等著，《比较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  

执笔：白晟  审稿：柯华庆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6日 

 

立法学 
Legislative Science 

课程号：4010100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选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 理解和掌握立法学基本理论；2、

认识和理解国内外立法的基本制度和原则；3、了解和认识中国立法制度和理论原则；4、能够用所

学知识解释现实立法现象并解决一般的立法问题。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立法学基础知识、立法学基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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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立法制度原理，了解立法学的基本概念，为完善法学理论学习，系统和深刻地理解中国法律问

题，为未来中国法制建设奠定必要的学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立法的概念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法概念述论； 

2、立法的起源  

3、立法的本质属性； 

4、立法定义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法与立法的区别，明确立法是有确定目的和目标的活动，并理解中国古

代判例法与英美判例法的本质区别，从而认识中国古代判例法的立法本质。   

作业： 

1、什么是立法？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2、为什么说“不是所有的法都是立法的产物”？你是怎样理解的？ 

3、立法的本质特征是什么？认识它有何意义？ 

知识单元 2：立法的历史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古代立法制度。 

2．中国近代立法制度。 

3.古希腊的立法制度。 

4.古罗马的立法制度。 

5、中世纪欧洲各国的立法制度。 

6、现代西方立法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外立法制度的沿革和发展历史，进一步深化对第一章内容的理解。同时通过对中外

立法制度的比较式的学习，了解认识中外立法的不同传统。 

2．掌握西方制度发展状况，加深对现有制度的理解，以便对我国当代立法制度进行分析总结，

提供借鉴。 

作业： 

1、中国古代立法制度对我国当代立法有何影响？ 

2、中外立法制度有何不同？ 

3、通过本章的学习，你在哪些方面有所感悟或思考？ 

知识单元 3：立法权和立法体制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立法权的概念。 

2．立法体制的概念。 

3. 立法体制的类型。 

4. 西方几个主要国家的立法体制。 

5. 中国当代立法体制及其完善。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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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西方各主要国家的立法权的规定和立法体制状况，……。 

2．掌握有关立法权和立法体制的一般理论。 

3. 认识我国的立法权性质和有关的制度设置 

4. 分析思考我国立法制度改革的可行道路。  

作业： 

1、你认为哪种立法体制类型最合理？为什么？ 

2、你认为哪种立法体制类型最适合中国国情？为什么？ 

3、你认为代表应表达谁的意愿？我国代表事实上代表谁的意志？ 

4、我国的立法制度应否改革？理由是什么？ 

知识单元 4：立法机关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立法机关的概念与类型。 

2．立法机关的产生。 

3. 立法机关的性质和作用。 

4. 立法机关的构成。 

5、立法机关的职权。 

学习目标： 

1．了解世界各国立法机关的发展与演变过程。 

2．了解立法机关的种类。 

3、认识世界各国立法机关成员产生的主要方式及其意义。 

4、理解和掌握民意确定理论。 

作业： 

1、我国的立法机关属于哪种类型？ 

2、我国立法机关成员产生的主要方式有哪些？ 

3、港澳台的立法机关属于哪种类型？是怎么形成的？ 

知识单元 5：立法准备 

参考学时：2学时 

1．立法预测。 

2．立法决策。 

3. 立法规划。 

4、起草法的草案。 

学习目标：了解， 

1．了解立法的准备过程，并理解立法准备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掌握立法准备内容和基本方法。 

3. 为建立科学完整的立法规范提供知识基础。 

作业： 

1、立法预测对科学立法有何积极意义？ 

2、结合我国的立法实际，谈谈立法意识是如何影响立法决策的。 

3、草案起草的目标是什么？如何才能达到？ 

知识单元 6：立法程序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立法程序的概念。 

2．立法程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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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立法程序的内容。 

4. 当代立法的法定程序。 

学习目标： 

1．了解立法程序的内容，并认识西方国家立法程序的意义。 

2．掌握立法程序的概念。 

3. 理解立法程序的独特价值，深刻思考程序规则在现代立法中的作用。 

4. 考虑如何完善我国的立法程序制度。 

作业： 

1、立法程序为什么要由法律规定？ 

2、程序的意义是什么？程序规则在立法中有何特别作用？ 

3、不同的表决原则对立法有何意义？ 

4、如何认识公布法律的性质？我国法律的公布是什么意义的活动？ 

5、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立法程序？ 

知识单元 7：立法的完善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完善立法的概念； 

2．法律解释； 

3. 法律的补充、修改与废止。 

学习目标： 

1．认识法律完善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2．了解完善法律的方式和手段。 

3. 掌握完善法律的基本规则和技术。 

4. 能够理解不同完善方式之间的区别并认识不同完善方式的作用和实践意义。 

作业： 

1、完善立法的方式有哪些？ 

2、法律补充与法律修改有何相同与不同？ 

3、通常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修改法律？ 

知识单元 8：立法技术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立法技术的概念及其分类； 

2．立法的结构技术； 

3. 立法的表述技术； 

4.法的系统化技术。 

学习目标： 

1．了解立法技术的概念与内容。 

2．掌握立法技术要领，为立法实践提供理论依据和理论参考。 

作业： 

1、为什么立法要强调技术规范？ 

2、我国立法在结构技术和表述技术方面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3、为什么法律清理需要作出主体要求？ 

知识单元 9：当代中国立法实践与理论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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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法典编纂及争议。 

2．刑法的修改与发展。 

3. 立法法的修改与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近年来几项重大立法的内容与过程。 

2．分析中国立法实践中的问题。 

3. 找出中国立法中的问题所在，提出理论上的解决办法。 

作业： 

1、目前世界上存在法典化和反法典化两种思潮，这对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有什么启示？ 

2、为什么要制定 97年刑法典？刑法典与改革开放有什么关系？你如何评价 97年刑法典？ 

知识单元 10：立法评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立法评估的概念与意义。 

2．立法评估的原则。 

3. 立法评估的标准。 

4. 立法评估的实践。 

学习目标：对其理论和实践价值进行专业审视。 

1．认识和了解立法评估理论。 

2．掌握立法评估的理论和方法。 

3. 对立法评估理论和实践价值进行专业审视。 

作业： 

1、试述立法评估主体的合理性与实效性。 

2、试述第三方评估的价值和操作方式。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2学时 

实验 1：中国立法体制的特点、问题和借鉴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对中国体制展开具体的分析，勾画出我国立法体制的结构，概括出我国立法体制的

特点，提出其中存在的问题，拿出解决办法。 

实验要求：熟悉我国立法体制的基本框架结构；研究行政机关立法的特征、军事立法的体制依

据、经济特区立法的效力位阶；掌握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2  

2 第一章 立法的概念： 法概念述论；立法的起源  2  

3 第一章 立法的概念：立法的本质属性；立法定义 2  

4 
第二章 立法的历史发展：中国立法制度的沿革；西方立法制度

的沿革 
2  

5 
第三章 立法权和立法体制： 立法权；立法体制的概念；立法体

制的类型 
2  

6 
第三章 立法权和立法体制：西方几个主要国家的立法体制；中

国当代立法体制及其完善 
2  

7 讨论和观察：中国立法体制的特点、问题和借鉴 2  

8 
第四章 立法机关：立法机关的概念与类型；立法机关的性质和

作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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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四章 立法机关：、立法机关的构成；立法机关的职权 2  

10 第五章 立法准备：立法决策、 立法规划、起草法的草案 2  

11 第六章 立法程序： 立法程序的概念；立法程序的价值。 2  

12 讨论和观察：中国立法程序的特点和制度完善 2  

13 
第七章 立法的完善：完善立法的概念；法律解释；法律的补充、

修改与废止。 
2  

14 
第八章 立法技术：立法技术的概念及其分类；立法的结构技术；

立法的表述技术；法的系统化技术。 
2  

15 
第九章 立法评估：立法评估的概念与意义；立法评估的原则；

立法评估的标准；立法评估的实践。 
2  

16 结课考查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理学 

后续课程：中外立法例评析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与立法的区别；立法体制；民意确定理论；程序的本质和立法程序的内涵；程序规则

及其意义； 当代中国重大立法中的立法理论问题；评估理论的核心内容。 

难点：法是发现的产物；立法权和立法行使权的分离；程序规则的内容和意义；表决原则及其民

主意义；立法与其他法律解释的关系；立法技术规则；重大立法困阻的立法学分析；立法评估标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哲学分析方法； 

2.法社会学方法； 

3.系统论方法； 

4、实证研究方法。 

教学手段： 

1. 幻灯片 

2. 录音录像 

3. 小黑板 

4. 多媒体 

5. 实物展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完善校内实践教学基础环境；健全校外实践教学应用性基地；建立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环境空间。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自主学习课时：32；课外实验课时：2。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

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立法学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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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侯淑雯主编：《新编立法学》，中国社科出版社，2010年 03月 第 1版（教材获奖情况） 

（二）推荐参考书 

1.  吴大英、任允正、李林编著《比较立法制度》，群众出版社，1992年 3月 第 1版 

2. 周旺生著《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 11月 第 2版。 

3、张根大等：《立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 1991年第 1版。 

执笔：侯淑雯  审稿：许身健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0日 

 

中国宪政史 
History of Chines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课程号：4010101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通过中西比较，使学生了解宪政在中国的特殊性，了解中国

宪政思想发生和发展历史和脉络，掌握阅读和学习中国宪政史的基本方法，掌握和思考中国宪政史

上的重大事件、重要理论及其历史意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含前言） 

参考学时：5学时 

本章要求掌握中西宪政问题的几个基本概念、中国宪政（思想）发生的特质、以及学习及其阅

读的方法等问题。其重点是相关的概念解释或理解，难点是中国宪政思想发生的机理以及阅读中国

宪政史的方法问题。 

第一节  几个相关概念 

一、中国与西方 

（一）中国的他者化 

（二）西方中心主义的弊端 

（三）中国的主体性 

二、宪法与宪政 

（一）宪法概念的起源 

（二）宪法概念中的歧义 

（三）宪法概念的中国翻译 

（四）社会契约论与宪政概念 

三、宪政与政治 

（一）政治概念的公民要素 

（二）公民社会的规则 

（三）宪政与“选票”的内在关联 

总结：这一节主要从最普通的概念入手讨论中国宪政史的思维方式及其进路问题。“中国”是

我们使用最为普遍的概念，但如何定义“中国”却颇为复杂。近代以后的中国表述主要受西方话语

的宰制，讨论中国宪政史特别是有关中国宪政思想问题，必须从这种“他者化”的表述中摆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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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中国主体性的立场；宪政与宪法这两个概念互相关联，但要说清楚两者的关联方式并非简单，

通过梳理，本节试图从宪法词语的中西两种不同的使用方法以及国人对西语宪法词语的翻译入手，

解释宪法概念的发生问题；同时，对宪法与宪政概念的关联，主要通过“社会契约论”来解释；值

得研究的还有“政治”这个概念与宪政的联系。本节还从古希腊的“公民社会”入手，通过“公民”

与“政治”的考察，说明宪法本质上是政治法，并揭示宪法规则的“交往性”本质。 

第二节  宪政的中国性（语境）问题 

一、中国宪政思想的内在矛盾：民族性与现代性的胶着 

（一）富强的中国价值 

（二）民族身份认同与宪政化 

（三）进化主义与中国宪政的思想基础 

二、西方宪政思想的价值及其局限性 

（一）被反复表述的西方 

（二）宪政的逻辑与经验的界分 

（三）中国与西方：不同的生活法则 

总结：这一节主要回答宪政的中国性问题。中国对宪政的诉求源自于一个国家目标：富强；近代

以来，中国近代宪政思想的发生以及对其价值的诉求主要受制于这样一个目标，这就决定了中国宪政

史的基本式样；当国家的目标被同时设定为宪政的目标时，宪政的民族身份问题肯定会被提出来，换

言之，宪政只能是中国的而不是人类的，中国人只能站在中国的立场发言，这就是为什么宪政思想从

进化主义思想路径引入的原因。这是因为这一点，西方的宪政经验对中国而言是有局限性的。 

第三节  宪政在中国的合法性问题 

一、宪政的原生价值与剩余价值 

（一）西方的自由主义与宪政的关联 

（二）强国主义：中国的宪政价值诉求 

（三）价值冲突中的选择 

二、中国主义：宪政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问题 

（一）余英时的认知方式评价 

（二）激进与保守的相对性 

1、严复与孙中山的个案研究 

2、陈独秀与胡适的意义 

（三）“保守”价值的重估 

三、关键词：中国宪政的合法性 

（一）宪政需要合法性的认知 

（二）宪政与国家目标的不开扯分性 

（三）“小我”在宪政中位置 

总结：这一节实际上是上节的问题延续。由于中国对宪政的诉求有着中国的意义，这就与西方

的宪政价值有了分别，即本课程中所讲的“原生价值”和“剩余价值”。西方的宪政根源于自由主

义，而中国的宪政则来源于进化主义和强国主义。然而，价值无论怎样转移，宪政与人权、自由的

联系是不能完全割舍掉的，在中国宪政史里存在着这种价值冲突：即“小我”与“大我”的无法协

调。由于诉求上的分野，我们就无法对上述问题用西方关于“激进”与“保守”的一个尺度来衡量

中国的思潮、思想、人物、事件。 

第四节  阅读的方法 

一、体制化阅读方式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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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想的个性化 

1、个案 1：康有为为什么要“反革命” 

2、个案 2：孙中山五权宪法的内在混乱 

3、个案 3：胡适宪政思想的价值 

（二）思潮与事件的非意识形态化阅读的重要性 

1、个案 1：慈禧太后：立宪中的矛盾缠绕 

2、个案 2：五四新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 

（三）如何看待“进步”与“历史局限” 

二、注意细节的阅读方法 

（一）思想中的表达方式 

（二）文本的表述结构 

（三）词语的运用 

三、贴近阅读的方法 

（一）“将心比心”：阅读的主体性 

（二）注意文本背景 

（三）常识的运用 

总结：对中国近代史的阅读，的确存在着“体制化”或“意识形态化”的公式。对宪政史的阅

读应该打破这种“脸谱化”的复述方式。一个好的阅读就是注意思想的“个性化”，以及思想文本

以及规则文本的论证方式及其表述方式，特别不能忽略词语运用的语境。要做到这点，就应该“贴

近阅读”，即“将心比心”，同情地理解历史。 

思考题 

1、宪法与宪政的概念如何理解？ 

2、公民与政治概念有何关系？ 

知识单元 2：中国的宪政思想 

参考学时：9学时 

本章要求掌握中国宪政思想发生的背景、宪政思想的基本特质、中国宪政思想与西方之间的关

联方式等。其重点掌握严复所倡导的进化主义与中国问题的处理方案，难点是中国宪政思想中的逻

辑关系。 

第一节  “君民共主”的思想价值 

一、如何因应变故 

（一）魏源的公式 

（二）议院价值的中国发现 

（三）郑观应与王韬的“君民共主”思想解释 

二、中学与西学 

（一）西方思想的中国逻辑 

1、“道器”、“本末”、“体用”概念 

2、西方之“器”、“用”的价值 

（二）体用观：宪政思想的中国性 

三、遗产与资源 

（一）儒家“民本”的记忆 

（二）西方化的“君民关系”的建构 

（三）“舟与水”：民主的中国隐喻 

总结：中国在近代的挫折，迫使中国人向西方寻求医治国殇的良药，这个“寻找”是由浅入深

的：先是看到了西方物质的优越，后则发现西方政制的优良。“君民共主”的思想与主张就是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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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下提出来的。这是中国宪政思想发生的必要准备。这个是对西方政制的初步观察与中国传统的

结合：如：民本思想。而结合的方式则是“体用”、“本末”、“道器”的中国方法。 

第二节  戊戌变法：一个失败的个案 

一、体制与体制之外 

（一）上书：政治改革吁请的中国式表达方式 

（二）主角：“体制外”的康有为的价值 

（三）“体制内”的反映 

二、含混的宪政语义 

（一）“君权”的巩固与立宪的价值 

（二）国家目标与民族认同 

（三）对中央权力扩张的抵抗 

三、思想与行动中的杂音 

（一）一个错误的策略：康有为与他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 

（二）启蒙与改革的两难：严复的冷漠 

（三）变法：一个缺乏思想准备的政治改革的失败尝试 

总结：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试图参照西方政制进行政治改革的尝试，也是中国宪政思

想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这次的政治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理论准备方面的问题，政策

方面的问题，也有策略的失误。其中，对社会及其体制的承载力缺乏理性分析，对宪法和宪政的价

值预设的不当等。重述这个政治改革失败的个案是有意义的。 

第三节  严复的价值 

一、严复的方法：如何想象西方 

（一）中国进化主义的奠基者 

（二）进化主义：中国现代性国家观发生的理论基础 

（三）西方的“优胜”与中国“劣败”的政治观察 

二、自由的两面性 

（一）进化主义：中国自由主义的发生方式 

（二）自由与“力本论” 

（三）严复的妥协：“国群自由”与“小己自由”的区分 

三、严复的绝望 

（一）严复：宪政自由的启蒙失败者 

（二）秩序重要性的重估 

（三）儒家的尴尬胜利 

总结：严复在中国宪政史上的重要地位，从思想方面讲是勿庸置疑的。他通过进化主义的介绍、

消化吸收，奠定了中国人认知西方以及世界的方法。他通过进化主义的路径对西方自由价值、宪政

价值的转述，使中国知识分子真正从理论上找到了宪政与国家富强目标之间的关联。严复对后世中

国宪政价值的认知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思考题 

1、严复是如何接受宪政思想的？ 

2、中国宪政思想是如何发生的？ 

知识单元 3：改革与革命 

参考学时：9学时 

本章要求掌握的重点是，清王朝进行的立宪改革、中国第一部宪法——《宪法大纲》的意义、

共和革命与宪政的关系、临时约法的再认识，重点是两个宪法文本的解释，难点是掌握革命与宪政

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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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求生之道 

一、为何要立宪 

（一）满汉的矛盾缠绕：来自革命党与立宪党的共同压力 

（二）中国的文化传统：“改朝换代”的机制作用 

（三）西方的介入 

二、寻求平衡 

（一）满族政权与特权的交织 

（二）“政权开放”中的忧虑 

（三）汉人与列强双重压力下的可能选择 

三、政治家的见识 

（一）慈禧太后：一个政治权谋的老手与现代政治的新手 

（二）袁世凯：一个不可靠的汉人干才 

（三）面对汉族官僚的压力的反映 

（四）无法满足的革命党人 

总结：对 1906年的立宪改革的叙述一直受制于意识形态化阅读方式的支配。从历史事实出发，

尽量地复原真相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重视历史经验价值的前提。这部分通过各方利益相关者的矛

盾解释，以及满人政权的特性分析，说明中国的立宪为什么“准备”总是不充分。 

第二节  如何借取外国的立宪经验 

一、“宪政考察” 

（一）“部长级”的宪政考察团 

(二)考察团的挫折 

（三）考察团的报告 

二、为何盯上了日本 

（一）别有用心的日本“宪政主义者” 

（二）日本的宪法经验 

（三）对日本立宪经验的某种误读 

总结：这一节主要叙述清楚中国的第一次立宪尝试为什么要借鉴日本。这其中，既有满清政府的

主动选择，也有日本人的鼓动。重要的是借鉴日本立宪经验的方式。实际上，中国人对日本政制的理

解一直存在某种误认，夸大了日本与中国的相似性。能够说清楚这个问题，对宪政史而言是重要的。 

第三节  宪法性文件 

一、最差的宪法 

（一）皮肉之伤的“君上大权” 

（二）未问世的宪法草案及其精神 

（三）如何认识宪法中“总论”与“法理” 

二、用“传统”调和西方 

（一）丢不下的儒家传统 

（二）君主官僚制的影子 

（三）清廷的“宪政”本质 

三、为什么宪政的“预备”总是不充分 

（一）宪政的急躁情绪 

（二）议会问题的焦虑 

（三）分权与制衡的错位 

（四）对“地方自治”的误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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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1908 年的《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宪法性文件。对这个文本的解释是有问题

的。本节主要通过对这个文本细心阅读，以及对文本所关涉的议问题、分权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的

客观分析，试图复原那个政权的真相，唤起对历史的某种尊重。 

第四节  宪政与革命 

一、论战 

（一）“排满”问题：“亡国”的争论 

（二）立宪与共和 

（三）国民资格问题 

（四）论战中的问题：不充分的共和革命的思想准备 

二、革命的再论说 

（一）皇帝与辫子：不适当的革命符号 

（二）队伍与旗帜：不清晰的革命理念 

（三）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的不协调 

三、用心很苦的“临时约法” 

（一）共和主义的期待 

（二）苦涩的妥协 

（三）“约法”中矛盾 

1、代议制与参与制的脱节 

2、回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3、没有规定实施“约法”的专门机构 

总结：这一节包含的内容较多。革命党人与立宪党人关于是革命还是立宪的论战实际上就是共

和革命的思想和理论准备。通过对这场论战的复述，以还原中国共和主义者的思想特质。共和革命

的失败是多方面的，通过对革命本身的分析，以及对《临时约法》的“贴近阅读”，说明革命与宪

政的关系。 

思考题 

1、1906年的立宪改革的意义是什么？ 

2、临时约法为什么是个“用心很苦”的文件？ 

知识单元 4：五四新文化： 民主的中国表达 

参考学时：9学时 

本章要求掌握民主这个概念与西方概念的关系、中国民主语义以及演变、特质等问题。其重点

是民主这个概念从流行到定型化的过程，难点是这个演变过程的把握。 

第一节  中国的古典民主 

一、词语的语义 

（一）“民”的价值的发现方法讨论 

（二）汉语“民主”与西语的差异 

二、被忽略的价值 

（一）“民主”词语对君主概念的限制 

（二）君主的合法性：为民之主的道德条件 

（三）为什么纣王不是“民主” 

第二节  民主与西方的相遇 

一、传教士 

（一）传教士对西方的传播 

（二）中西语境下的传教士有关西方政治法律概念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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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传教士在宪政文化上的双重作用 

二、几个相关的词汇 

（一）“民主”与“共和” 

（二）“民主”与“总统” 

（三）汉语的“民主”与英语的“德谟克拉西”的关系 

三、丁韪良为何如此翻译 

（一）《万国公法》的翻译 

（二）为什么选用汉语“民主”一词 

第三节  五四时期的民主表达 

一、平民主义 

（一）充满歧义的民主概念 

（二）民主与平民主义的相遇 

（三）民主的意识形态化 

二、平民的价值 

（一）“劳工神圣”的语义 

（二）李大钊的民粹主义 

（三）被拔扬的道德主义 

三、农民与人力车夫 

（一）为什么要贬损知识分子 

（二）发现农民的美德 

（三）人力车夫的符号意义 

四、人民的被重新发现 

（一）中国平民知识分子的“无力感” 

（二）歌颂人民但并不欣赏人民 

（三）民主：人民被表述的胜利 

总结：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宪政思想的最高成就。民主价值的信守是五四文化的宝贵遗产。

本节考察了古汉语的民主词汇，近代传教士对西方政治术语的翻译，试图寻找五四新文化有关民主

问题的最早联系。五四思想家从未给民主下过定义，他们主要是通过平民主义的视角认知民主价值

的。民主不单纯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性概念。通过对五四思想家有关“农民”、

“劳工”的关注，解释五四文化的民主与人民民主思想的内在联系。 

思考题 

中国古典的民主语词的含义是什么？ 

如何把握“五四”时代的民主概念？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本课程所涉的几个相关概念 2  

2 宪政的中国性（语境）问题及合法性问题 3  

3 “君民共主”的思想价值 3  

4 戊戌变法：一个失败的个案 3  

5 严复的价值 3  

6 如何借取外国的立宪经验 3  

7 宪法性文件 3  

8 宪政与革命 3  

9 中国的古典民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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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民主与西方的相遇 3  

11 五四时期的民主表达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宪法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已分不同知识单元列出） 

重点： 

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以课堂讲授为主。 

教学手段： 

多媒体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中国宪政史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美]斯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北京，三联书店，有关宪法概念部分。 

2、[英]巴克：《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有关古希腊城

邦的政治与概念部分。 

3.王人博：《中国宪政思潮》，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4.王人博：《宪政的中国之道》，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5. 王人博：《庶民的胜利——中国民主话语考论》，北京，《中国法学》2006年第三期。 

执笔：王人博  审稿：王人博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0日 

 

法理学研讨课 
Seminar Course of Jurisprudence 

课程号：4010101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训练和培养学生发现和解决复杂法律问题的能力；2、深入研讨法学



 133 

本体论；3、深入研讨法学方法论。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课堂研讨，使学生了解法理学的实践特点，掌握法学方法论

的主要内容。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6学时 

知识单元 1：引论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本课程与法理学导论课程的关系及衔接。 

2．了解本课程的学习目的和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本课程与法理学导论的联系与区别。 

2．掌握本课程的学习目的和方法。 

3. 掌握法律方法。 

知识单元 2：法律判断的形成与方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律判断形成的过程。 

2．法律判断形成的基础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如何链接事实与规范。 

2．掌握司法三段论的结构、有效性及局限。 

3. 理解等置模式。 

4. 理解法律判断形成的基础方法。 

知识单元 3：小前提的建构与方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小前提的建构与方法。 

2．理解法律行为的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事实的性质。 

2．确定事实的方法。 

3. 事实与评价。 

4. 理解法律行为。 

知识单元 4：大前提的建构与方法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大前提的建构与方法。 

2．法律原则、一般条款和不确定概念的适用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解释的发生条件。 

2．了解无法律规定的情形对法律方法提出的问题。 

3. 理解原则的冲突、权衡及方法。 

4. 理解法律判断形成的基础方法。 

知识单元 5：作出法律结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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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演绎前的等置。 

2．法律结论由演绎得出。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结论得出的过程。 

2．掌握各种法律方法在方法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理学导论与法律方法阶梯的关系与衔接 2  

2 认识法律方法 3  

3 法律判断形成的过程 3  

4 法律判断形成的基础方法 3  

5 小前提的建构及方法 3  

6 理解法律行为的方法 3  

7 大前提的建构及方法（一） 3  

8 大前提的建构及方法（二） 3  

9 法律原则、一般条款和不确定概念的适用方法 3  

10 作出法律结论的方法 3  

11 案例分析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理学导论、宪法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小前提的建构及方法、大前提的建构及方法。 

难点：前理解、等置、法律行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课堂研讨。 

教学手段： 

1.教材。 

2.课件。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相结合。平时成绩含考勤、课堂发言和主题报告，每位学生至

少做一次主题报告，平时成绩占总成绩 40%，期末考试提交一篇不少于 4000字的法律方法论论文，

占总成绩 6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郑永流著《法律方法阶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第二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

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 2005年版。 

2. 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第 5版），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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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4. 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5. 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6. 英格博格·普佩：《法学思维小学堂：法律人的 6堂思维训练课》，蔡圣伟译，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11年版。 

7.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 1987年版。 

8. 博登海默：《博登海默法理学》，潘汉典译，法律出版社 2015年版。  

执笔：白晟  审稿：柯华庆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2日 

 

世界遗产与世界遗产法 
World Heritage and World Heritage Law 

课程号：4010101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 将世界遗产法的系统知识传授给学生；2. 给学生以当代法学知识结

构中必不可少的内容；3. 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及保护遗产的使命感。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世界遗产法的基础知识、世界遗

产法律保护的原理、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一体的原理，了解公法遗产的概念，提高学生认知、应对和

解决相关问题的理性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学时 

知识单元 1：世界遗产法的理论要点 

参考学时：14学时 

学习内容： 

1．世界遗产的法学原理。 

2．世界遗产法的价值体系。 

3. 世界遗产法的发展脉络。 

学习目标： 

1．了解公法遗产的丰富与宏大。 

2．掌握人类共同遗产的共通法律属性。 

3. 树立正确的世界遗产意识。 

作业： 

熟读《世界遗产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知识单元 2：世界遗产法的执行 

参考学时：14学时 

学习内容： 

1．世界遗产的法定标准。 

2．世界遗产的法定程序。 

3. 世界遗产全方位保护。 

学习目标： 

1．了解世界遗产法律执行的目的及要点。 

2．掌握世界遗产保护的法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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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熟知世界遗产保护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路径。 

作业： 

1. 调查一项世界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写出报告。 

2. 调查和归纳我国相关立法情况。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4学时 

实验 1：国际合作方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制定“小遗产”青年保护活动计划。 

实验要求：熟悉保护原理、价值取向；研究保护对策；掌握应对具体遗产地问题的方法。 

实验 2：立法建议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提出任何一个角度的具体建议。 

实验要求：熟悉国内法的建设机制；研究世界遗产缔约国的责任；掌握世界遗产所在国家全面

保护领土内世界遗产的基本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世界遗产事务发展概况 3  

2 世界遗产组织法 3  

3 世界遗产的法定程序及法定标准 3  

4 世界遗产的范畴与分类 3  

5 物质类文化遗产 3  

6 自然遗产与文化景观遗产 3  

7 非物质文化遗产 3  

8 世界遗产的法律价值观 3  

9 世界遗产的国际法执行 3  

10 世界遗产典型案例及法律优化 3  

11 世界遗产的国内法体系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理学、国际法学、环境法学 

后续课程：行政法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世界遗产的法律框架、世界遗产法执行过程中的典型案例。 

难点：公法遗产理念、国家遗产制度。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教授。 

2. 课堂研讨。 

3. 课下邮件交流及答疑。 

4. “问题链解锁”（即贯穿整学期教学内容的系列问题，以不断提出、适时解析、给出答案的

方法呈现）。 

教学手段： 

1. 数字化手段帮助学生了解和分析世界遗产地的保护。 

2. 多媒体应用。 

3. 在可能的条件下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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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数字化手段。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刘红婴著《世界遗产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09月 第 1版（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刘红婴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体系》，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 03月 第 1版 

2. 刘红婴著《世界遗产精神》，华夏出版社，2006年 01月 第 1版  

执笔：刘红婴  审稿：许身健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5月 22日 

 

女性主义法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Feminist Jurisprudence 

课程号：4010101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女性主义法学的主要内容 2、掌握正确的性别知识；3、了解女

性法学的热点问题、前沿问题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课堂充分交流，使学生掌握女性主义法学的基础知识、原理，

了解性别与社会性别等基本概念，为以后开设的女性主义法学研讨课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

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理论篇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基本的理论知识 

1．基本概念。 

2．基本理论和理论分歧。 

学习目标： 

1．了解女性主义法学的知识框架 

2．掌握基本概念。 

作业：性别如何形成 

知识单元 2：问题篇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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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热点问题 

2．前沿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偏见和知识偏见 

2．掌握：运用女性主义法学知识分析现实问题 

作业：性别不平等的根源与可能的法律应对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什么是性别 3  

2 什么是性别平等 3  

3 女性主义法学的起源与流派 3  

4 自由女性主义法学及其对法律的影响 3  

5 激进女性主义法学及其对法律的影响 3  

6 文化女性主义法学及其对法律的影响 3  

7 婚姻、同性婚姻与多元家庭模式 3  

8 两性法律地位与性别歧视 3  

9 两性社会地位与传统法律文化 3  

10 两性家庭地位与家庭暴力 3  

11 课程总结、随堂考察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理学导论 

后续课程：女性主义法学研讨课（计划开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社会性别、适应性偏好、性别偏见与性别发展。 

难点：本质论与反本质论、性别发展与法律应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式，以课堂教学作为基本知识铺垫 

2.启发式，以社会热点问题引发学生研究兴趣、以前沿问题引发学生深入思考。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开放式教学，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交流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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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Martha Chamallas， Introduction to Feminist Legal Theory ，Third Edition. 

（二）推荐参考书 

1. 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4月第一版 

2. 王新宇：《性别平等与社会公正——一种能力方法的诠释与解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第一版 

执笔：王新宇  审稿：柯华庆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3日 

 

中国法律思想史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egal Thoughts 

课程号：40102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内容、特色与发展轨迹，

领悟中国传统法律观的智慧与缺欠；2、提高学生的国学及法学素养，以便正确地认识中国国情，

为现行法律建设提供历史理论依据。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夏、商、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约前 21世纪——前 770年）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公元前 21 世纪，伴随着夏王朝的建立，作为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以及形而上的法律思想

应运而生。渊源于原始氏族成员对神的膜拜以及原始氏族父系家长制的神权思想和宗法思想，成为

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力量。受此影响，夏、商、西周时期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神权法思

想及以宗法为核心的礼治思想。 

中国在进入文明社会后，王权利用神权并将之作为维护其统治的一个重要精神支柱，与法律联

系起来，形成了神权法和神权法思想。夏、商、西周时期的神权法思想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演变的

过程：形成于夏，极盛于商，动摇于西周。一般认为，中国历史上在全国范围内从未出现过凌驾于

世俗政权之上的教会和教权，中国古代的神权法思想是从属于和服务于王权的，其目的在于神化王

权。这是中国古代神权法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宗法思想是夏、商、西周时代与神权法思想并行的另一维护王权统治的精神支柱。统治者把以

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关系和国家组织直接结合起来，逐级任命和分封自己的亲属担任各级官吏并世袭

下去，形成了以国王为最高统治者的宗法等级制，从而利用族权来巩固政权。相传在周公的主持下，

对以往的宗法传统习惯进行了整理、补充，厘定成一整套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中心的行为规范以及

相应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这就是一般所说的礼或周礼。与这套礼制相适应，西周在法律思想上

奉行以“亲亲”、“尊尊”为基本原则的“礼治”。周公等西周统治者还吸取了殷商重刑而亡国的历

史教训，提倡“明德慎罚”，这一思想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使中国法律

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第一节    从“天命”、“天罚”到“以德配天”的神权法思想 

一、夏、商时期的“天命”、“天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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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权法思想早在夏代即已产生，统治者宣称王权来源于神权，王的法律和命令是神意的体现，

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被视为对神意的亵渎而要受到严厉的制裁。夏启在讨伐有扈氏时就宣称，“天

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神权法思想发展到商代达到顶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殷商文化弥漫着浓厚的迷信鬼神的气息。统治者宣扬“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将祖先神与上帝神

合二为一，从血缘上找到了垄断统治权的借口。他们大搞祭祀和占卜活动，滥用重刑，导致了王朝

的覆灭。 

二、西周时期的“以德配天”思想 

神权法思想在西周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统治者对夏、商的天命观进行修正，提出了“以德

配天”的君权神授说。天命并不固定，只属于有德之人，即“天命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以德配天”说的提出，意味着神权的动摇。统治者必须注重人事，重视民心向背，关心民生疾苦。

这是中国古代“人本”思想与“民本”思想的源头，意义相当深远。 

第二节  礼治与“明德慎罚”思想 

一、西周的宗法“礼治”思想 

西周的“礼治”思想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以“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为

基本原则，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为基本特征。“礼治”成为西周时期立法、司法的重要

指导思想，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二、周初的“明德慎罚”思想 

西周初期修正了殷商一味依仗神权、作威作福的思想，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方针，主张德、

刑并用，反对专用刑罚。这一思想的提出意义非凡，它确立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发展的基本航标，

是后世儒家“德主刑辅”思想的源头。 

学习目标： 

1．了解夏、商、西周时期“天命”、“天罚”思想的内容及神权法思想在西周的变化；西周礼

治和“明德慎罚”的主要内容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2．掌握“以德配天”说；西周礼治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特征；“明德慎罚”思想。 

作业： 

1、简述神权法思想在西周的变化。 

2、简述西周的宗法等级观念。 

3、简述西周礼治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特征。 

4、简评周初的“明德慎罚”思想。 

知识单元 2：先秦诸子的法律思想（前 770——前 220年）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期，也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

大发展时期。在经济领域，“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在政治领域，王权失坠，诸侯

割据争霸。伴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巨大变革，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官学的垄断

局面被打破，私学日益兴盛，促进了思想意识的多元发展。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代表不同利

益集团的思想家们，针对社会变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纷纷发表意见，积极谋求解决之道，即“各

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于是各种学派接踵而起，各种思潮相继涌现，形成了“百家争鸣”

的活跃局面，中国法律思想史也随之步入它的“黄金时代”。 

所谓“先秦诸子”，司马谈认为有阴阳、儒、墨、道、法、名六家；班固认为有儒、道、阴阳、

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其中在法律思想方面论述较多、影响较大的则是儒、墨、

道、法四家。 

第一节   儒家的法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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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及其代表人物 

儒家思想诞生于春秋时期，面对“礼崩乐坏”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不安以及人们行为的失范，一

些赋有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自觉地担当起探索新的治国之道的重任，孔子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怀

着“天下无道”的忧患意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立了儒家学派。儒家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

持续时间最久的一个学派，其发展经历了先秦儒家和秦汉以后作为封建正统学派的儒家这样两个阶

段。先秦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术派别，主要包括春秋时期的孔子之儒、战国中期的孟子之

儒以及战国后期的荀子之儒三大流派。 

（一）孔子及其“仁学” 

孔子所在的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保存着大量的西周文化传统。孔子从小耳濡目染，接

受了周礼的熏陶，成年后便把恢复西周的礼治秩序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孔子对礼的继承不仅停留

在外在仪式上，还进而推寻礼的价值本原，即开始寻找如何能使“礼”的秩序得到自觉遵守的心理

与情感基础，从而使礼治社会的实现拥有长久稳定的保证。这个心理与情感的基础便是“仁”。“仁”

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其法律思想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取向。“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这

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但仁者“爱人”不是绝对的，应该遵循由亲及疏、由近及远的顺序。

孔子“仁学”的创立，标志着中华民族认识史上由神本位过渡到了人本位，从神道发展到了人道。 

（二）孟子及其“仁政”思想 

孟子生活于战国中期，他将孔子所创立的仁学发展成系统的“仁政”学说，并将其仁政学说建

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之上。孟子还首次提出了“民贵君轻”、“暴君放伐”的民本思想。他和子思

所开创的思孟学派一直被后世封建统治者视为孔子死后儒家各派中的正统，其本人也被宋明理学家

奉为“亚圣”。 

（三）荀子及其“礼法论” 

荀子活动于战国末期，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既隆礼又重法，并提出性恶论为论证圣

人创制礼法以制约和矫治人性提供了理论依据。荀子是以儒为主，使儒法合流的先导，他在新的封

建制的基础上以“礼”为主，使礼、法统一起来，从而为秦汉以后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确立奠定了

基础。 

二、儒家法律思想体系 

先秦儒家代表人物的法律思想虽各有特色，但他们的法律思想基本继承和发展了西周的“礼治”

和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维护 “礼治”、 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同时也不否认刑罚的辅助作用。儒家法律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经过汉儒董仲舒的

改造之后，在汉以后近两千年的中国社会占据统治地位，并成为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 

（一） 维护“礼治” 

孔子处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仍提出了“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要求以“礼”作为治

国的指导方针。孟子也认为“无礼义，则上下乱”，荀子则明确提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

也”。儒家要求人们严格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名分，安分守己，不要犯上

作乱。“正名”是“礼”的首要内容，是兴礼乐、中刑罚的前提。为了维护“亲亲”原则，儒家在

犯罪问题上坚持“父子相隐”，反对父子互相告发。儒家还宣扬“礼”乃“承天之道”以“治人之

情”，以论证“礼”的合理性与永恒性。 

（二） 提倡“德治” 

儒家在统治方法上，提倡“为政以德”或“以德服人”的“仁政”，主张“王道”，反对“霸道”，

力求发挥道德感化作用来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儒家重视民心向背，主张“省刑罚、薄税敛”，减轻

人民负担，反对苛政、暴政和严刑峻法，要求使民有“恒产”。儒家认为相对于刑罚而言，道德教

化是一种更积极、更有效、更彻底的治国手段，因此特别重视教化的作用，甚至提倡“有教无类”，

反对“不教而杀”。儒家认为通过教化，使人民懂得礼义廉耻，就会自觉地避免犯罪，从而实现“以

德去刑”及“无讼”的理想。 

（三）重视“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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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认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即政事的兴废取决于统治者个

人是否贤明，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只能寄希望于“道德高尚”的统治者，因此主张“贤人政治”。

孔子特别重视统治者个人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孟子也指出“徒法不能以

自行”，强调法律还得靠人来掌握和贯彻；荀子则从法理学的角度论证了“有治人，无治法”，即治

理好国家的关键是人而不是法。 

第二节    墨家的法律思想 

一、墨子与墨家学派 

墨家是先秦时期以墨子为创始人，反映小生产者利益和要求的学术派别。他们纪律严明，生活

艰苦，但是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富于牺牲精神。墨家初期以墨子倡导的“兼爱”、“非攻”、“尚贤”、

“尚同”、“天志”、“明鬼”、“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等十大主张为主要内容，与儒家进

行了一系列的思想斗争，并成为与儒家并列的“显学”。战国末期，墨家后学克服了墨子学说的宗

教迷信成分，对认识论、逻辑学以至自然科学中的几何学、力学、光学等，都有一定的研究和贡献。

西汉时期，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学渐趋衰微。 

二、墨家的法律思想 

 (一)“兼相爱、交相利”的法律观 

墨家认为，春秋战国是一个贫富不均、贵贱殊异、恃强凌弱的乱世，人民饥寒交迫、痛苦不堪，

其原因就是天下之人互相争夺仇视。所以，墨家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以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

互爱互利的理想社会。墨家的“兼爱”主张普遍、平等地爱一切人，不分厚薄，一视同仁，即“爱

无差等”，并以“交相利”作为基础，认为爱人就是“利人”。这与主张以“亲亲”为基础，爱有亲

疏远近之分即“爱有差等”，并反对言“利”的孔子的“仁者爱人”有明显的区别。 

（二）“以天为法”的自然法思想 

墨家认为，天有爱恶、有意志，称之为“天志”。在人定法之外，还有一种源于“天志”、合乎

自然的自然法。这种自然法具有最高的权威，是指导现实立法的基本原则。 墨家把“兼相爱、交

相利”说成是“天志”，要求人们“以天为法”，将它作为测定是非善恶的客观依据和衡量人们行为

的最高标准。王公大人和庶民百姓都要“敬事鬼神”，顺从天意行事，从而使天下大治。这体现了

墨家思想浓厚的宗教色彩。 

（三）“壹同天下之义”的法律起源论 

墨家认为在国家和法律产生之前，没有统一的法律、道德和是非标准，人人意见不一，互相争

夺，互相亏害。于是人们选择贤者立为天子，并往下设立各级政长。然后由天子“发宪布令于天下

之众”，自上而下地“壹同天下之义”。民众服从各级政长，最后都必须服从天子，这样就能将天下

治理好。墨家的目的在于使“兼相爱、交相利”上升为国策和法律，以便用国家强制力加以贯彻。

这种“尚同”的主张，具有君主集权的倾向，是后来法家中央集权法治理论的思想前奏。 

（四）“利民”的立法原则 

墨家坚决反对那种只为一己一身而损害他人的私利，即“亏人自利”，主张国家及天子应“兴

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他们站在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动民众的立场上，提出了“利民”的发展生

产、创造更多财富和“节用”、“节葬”、“非乐”等限制浪费的经济立法原则，并且主张“杀人者死，

伤人者刑”、“杀盗人，非杀人”，用法律来维护劳动者的生存和财产权利。 

（五）“不党父兄、不偏富贵”的司法主张 

墨家反对世卿世禄的宗法等级制度，反对贵族专政，提出了“尚贤”的主张。即选任“贤者”

参与治理国家，取代旧的“亲亲”原则。选贤不受出身和职业的限制，“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这

是后来法家要求实行非世袭的官僚制的思想先导。在使用刑罚时，墨家提出“不党父兄、不偏富贵”，

反对徇私，要求“赏当贤、罚当暴”，使赏罚发挥出“劝善”、“止暴”的作用。 

第三节  道家的法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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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家及其代表人物 

道家是春秋战国时期以老子和庄子为主要代表的一个学派，因其以“无为而无不为”的“道”

作为万物的本源和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最高主宰而得名。在法律思想上他们崇尚“道法自然”的自

然法，要求统治者也应当像“道”一样，以自然为法，实行“无为而治”。道家反对一切违反自然

的人定法，并把矛头指向当时儒家所维护的“礼”和法家所倡导的“法”，具有法律虚无主义观点。 

（一） 老子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同孔子、释迦牟尼一道被称为古代的东方三圣。而关于老子究竟是谁，

史学界却长期存在争论。现今多数学者认为老子即老聃，姓李名耳，楚国人，曾做过周朝管理图书

的史官，后成隐士。老子建立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道”是永恒绝对的本体，也就

是“先天地生”和“为天下母”的“无”。它是一种脱离物质的超时空、超感觉、“玄之又玄”的精

神或绝对理念。在它的支配下，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因而在道家的思想体系

中包含着比较丰富的朴素辩证法。老子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老子》一书中。 

（二） 庄子 

战国中期的庄周与老子一脉相通，世称老庄。庄子是宋国人，曾拒绝楚威王的重金礼聘，宁愿过

隐居生活。他认为“道”是无限的，“自本自根”、“无所不在”，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他主张齐物我、

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以

及安时处顺、逍遥自得的处世方式，具有相对主义和宿命论的因素。其著作有《庄子》一书。 

二、道家的法律思想 

（一）《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 

《老子》一书奠定了道家学派的思想理论基础，是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依据。书中涉及具体法

律观点之处虽不多，但法律哲学比较丰富。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老子第一个提出了“道法自然”

的自然法观点。人们应该效法“天道”的自然无为，做到“虚静恬淡，寂漠无为”，所以最理想的

治国方法就是“无为”。统治者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切忌过分压榨人民。忠孝仁义之类的道德规

范的出现，是社会病态的反映，“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只有“绝仁弃义”、“绝圣弃智”、

“绝巧弃利”，才能使人们保持淳朴的天性。“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制定法律法令破坏了自然的

和谐，徒劳无功、贻害无穷。统治者只有顺应自然，按自然法则办事，才符合“道”的精神。道家

从权威性、普遍性、公平性等方面论证了自然之道要比人为法优越得多，提出了我国古代最早的自

然主义的法律观念。 

（二）《庄子》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 

庄子对社会现实极端不满，愤世嫉俗，不愿受仁义道德、礼法刑政的羁绊，追求不受任何约束

的绝对自由。他完全否定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和事物之间的差别，认为没有什么可以作为人们言行是

非的客观规范。“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法律、道德之类，对于窃国者不但起不了制裁作用，

反而会成为被他们利用的工具。在庄子看来，只有未经人工改造的自然事物才有价值，而社会文化

的发展都是对自然的破坏。因此，《庄子》的理想已不满足于《老子》的“小国寡民”，而要求回到

人与物无别的“浑沌时代”。 《庄子》提出：“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主张取消道德、

法律、制度、度量衡等所有规范，以及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实质上就是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否定。

从这一意义上讲，可以说庄子是古代历史虚无主义因而也是法律虚无主义的始作俑者。 

第四节    法家的法律思想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以主张“以法

治国”的“法治”著称，并提供了一整套推行“法治”的理论和方法，为建立统一的封建主义中央

集权制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在法理学方面，他们对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

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有独到

的见解，对促进中国古代法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某些论断，直到今天都有参考和借鉴

意义。 



 144 

一、先秦法家代表人物 

法家的代表人物多系当时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或军事家，他们通过直接发动或指导各国的“变

法”运动来实现自己的主张，因而是在政治上最有作为的一个学派。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邓析

是法家的先驱。战国时期的法家主要代表人物一般分为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

有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后期法家的主要代表是韩非。 

（一）春秋时期法家的先驱 

管仲在齐国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第一个取得了霸主地位。他不否认

礼义道德的作用，但更强调赏善罚恶，十分重视法的作用。管仲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的犯罪

预防理论，以及立法必须“令顺民心”的主张。 

子产在郑国执政期间，励精图治进行改革，是当时最负盛名的政治家。他十分注意健全和完善

各种法律制度，在公元前 536 年，“铸刑书于鼎”，开创了公布成文法的先例。子产主张以“宽”、

“猛”两手治民，“宽”即强调道德教化和怀柔，“猛”即主张严刑峻罚和暴力镇压，对儒、法两家

的思想影响很大。 

邓析与子产同时，但比子产晚死二十年。邓析坚决反对“礼治”，主张“事断于法”。荀子曾批

评他“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他不满子产所铸刑书，将自己新订的“刑书”抄于竹简，称为“竹

刑”。邓析还聚众讲学，私家招收门徒，传授法律知识与诉讼方法，并助人诉讼，后来被郑国贵族

所杀。 

（二）战国前期法家 

李悝曾辅佐魏文侯变法，从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最突出的功绩就是

在总结春秋以来各诸侯国所颁布的成文法的基础上，编纂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

——《法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起曾在楚悼王的支持下主持变法。他以“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为原则，逐步废除旧贵族的

“世卿世禄”制度。他坚决主张“明法审令”，要求大家奉公守法。由于遭到楚国贵族的围攻，楚

悼王死后，吴起惨遭射杀并被车裂。 

商鞅在取得秦孝公的信任后，两次变法，内容包括奖励军功，取消世卿世禄制，废除井田制，

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普遍推行县制，改“法”为“律”等，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并为后来秦统

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商鞅不但是先秦法家中变法最有成效的政治家，而且是法家思想体系的奠基者

之一。他以重法著称，自成一派。由于变法遭到旧贵族强烈反对，在秦孝公去世后，商鞅被车裂而

死 

慎到在前期法家中以重“势”著称，他长期在齐国稷下讲学，对法家思想在齐国的传播起过重

大作用。慎到认为君主要想实行“法治”，就必须掌握能使法令得以贯彻执行的权势。但他并非君

权至上论者，而是“尚法”，主张人君在“法”面前也应“事断于法”、“无为而治”。“法”是至高

无上的，其最大作用就在于“立公弃私”，所以他主张臣下“以死守法”和“守职”，而反对忠君。

慎到这种“法”、“势”结合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申不害曾辅佐韩昭侯进行改革，其思想特点是强调君主以“术”去驾驭臣下。在先秦法家中，

他和分别重“势”、重“法”的慎到、商鞅鼎足而立，形成三个不同的流派。申不害主要是从道家

那里吸取了“君人南面之术”，加以改造，用来维护当时法家所主张的封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

以保证“法治”的实施。他认为君主要巩固政权，应运用公开任免、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以及暗

中驾驭臣下的阴谋权术，以防止被臣下蒙蔽和左右。 

（三）战国后期法家 

韩非出身韩国贵族，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和李斯同为荀子的学生。曾多次上书韩王，

建议变法革新，未被采纳。其著作传到秦国，受到秦王的高度赞赏。后出使秦国，遭李斯等陷害，

死于狱中。韩非生当全中国统一的前夕，他在总结前期法家法、势、术三派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

“以法为本”，法、势、术三者结合的完整体系，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先秦法家的法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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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较多，且各具特色，但总的说来，他们在政治法律思想上都坚持“以法治

国”的“法治”。他们的“法治”思想基本包含了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法律观 

先秦法家对“法”的概念、性质、起源、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述，他们将“法”与

“礼”、“刑”加以区别，认为法具有规范性、公平性、公开性等，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能起到“定分止争”、“兴功禁暴”等作用。法家从多方面揭示了“法”的性质和特征，形成了自己

较为独特的法律观。 

（二）“法治”理论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是法家主张“法治”的主要理论依据。正因为人性“好爵禄而恶刑罚”，

所以只能用赏罚的法律手段而不能用什么仁义恩爱来进行统治。法家以此来否定温情脉脉的宗法关

系和儒家的“礼治”、“德治”、“人治”，反映了当时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发展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

为了论证推行“法治”的必要性，法家还提出了反对复古保守的历史观。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

发展的，法律制度也必须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不但不能复古倒退，而且不能固步自封。法家

讽刺主张“法先王”的儒家是守株待兔的蠢人，强调实行“法治”已成历史发展的必然。 

（三） 推行“法治”的方法 

为了使法律成为人们言行的唯一准则和判断是非功过的唯一标准，法家提出了一套推行“法治”

的方法，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法”、“势”、“术”相结合以及赏罚的运用。法家认为行赏施罚是贯彻

法令唯一有效手段，必须坚持“信赏必罚”、“厚赏重罚”、“赏誉同轨，非诛俱行”、刑多赏少与轻

罪重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其“以刑去刑”的目的。 

学习目标： 

1．了解儒家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沿革，孔子、孟子、荀子法律思想的特点及其对后世

的影响；了解墨家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了解《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和《庄子》的

法律虚无主义思想；了解法家的法律观、“法治”理论以及推行“法治”的方法，商鞅、韩非法律

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2．掌握孔子以“仁”为核心的法律思想；孟子以“仁政”为核心的法律思想；荀子的“礼法

论”；儒家的“礼治”、“德治”、“人治”；墨家以“兼相爱、交相利”为核心的法律思想；《老子》

的“道法自然”思想；《庄子》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商鞅的法律思想；韩非的法律思想；先秦法

家的法律观、“法治”理论以及推行“法治”的方法。 

作业： 

1、试论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法律观。 

2、试论荀子的礼法统一观。 

3、试论儒家的“德治”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4、简述墨家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5、试析《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 

6、如何评价《庄子》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想。 

7、为什么说商鞅是法家理论的主要奠基者。 

8、试论韩非“法治”学说的主要内容。 

知识单元 3：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前 221——公元 220年）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汉代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时期。汉初统治集团十分重视总结秦朝速亡的教

训，严厉批判了秦朝“专任刑罚”的法家思想，转而以主张“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黄老学说作

为治国的指导思想，获得了暂时的成功。黄老思想对于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的过渡

性作用。然而，黄老“无为”不免过于“消极”，到西汉中期，已不能适应巩固封建“大一统”和

加强皇权的需要。于是，董仲舒的新儒学应运而生，并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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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新儒学为基本内容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也开始形成，并在此后中国思想界居于主导地位达两千

年之久。 

第一节   秦帝国统治集团的法律思想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创建者，李斯是先秦法家理论在秦的

实践者和秦始皇的主要辅佐者。他们是秦帝国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其法律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事统上法”的指导思想 

法家思想是秦帝国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秦始皇主要遵循法家学说，身体力行法家的“法治”

主张，同时也杂取了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以及其他学派的某些思想作为“事统上法”的理论根

据。秦朝统治者制定了统一的法律颁行全国，使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方面“皆有法式”。 

二、维护极端君主专制的“法治”理论 

以法制维护君权的至高无上和君主的个人专制，是法家学说的一项重要内容，而秦始皇和李斯

将它进一步强调到了极端化的地步。他们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官僚制度，特别强调皇帝要“独

制于天下”。他们在思想领域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定法家学说于一尊，要求“以法为教”、“以吏为

师”。  

三、“深督轻罪”、“专任刑罚”的重刑主义 

尚武恃刑、轻罪重罚是先秦法家的基本主张。秦始皇也把“专任刑罚”视为夺取政权、巩固政

权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刑杀为威”；李斯提出“深督轻罪”说，进一步发展了先秦法家的重刑主

义。秦朝法律素以烦苛和残酷著称，这正是秦统治者坚持实行重刑主义的结果。 

第二节    汉代的法律思想 

秦王朝的短命而亡，对于汉代统治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如何维护和巩固新生政权，防

止再度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就成为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和最重要的任务。汉代的法律思想，就是围

绕这一重要任务的解决而发展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就是在寻找长治久安的统治方法这一过程中逐

步形成的。 

一、汉初黄老学派的法律思想 

汉初将经过一定改造的黄老思想奉为指导思想，主张无为而治，制定并实施了一整套删削烦苛、

与民休息的政策。 

（一）文武并用、德刑相济 

在陆贾的影响下，刘邦认识到文武并用、德刑相济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在人们刚从战乱不

息、苛政烦刑的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当时，尤其应当首先重视德治，道德礼义才是治国的根本。这一

思想被汉初统治者广为接受。 

（二）明具法令、进退循法 

黄老学说虽反对秦的专任刑罚，但并不否认法律自身的重要性。汉初相当重视法制建设，很快

确立起以《九章律》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汉初不仅重视立法和法令的宣达，而且强调统治者的表率

作用，要求君主“进退循法、动作合度”。 

（三）约法省刑、罚不患薄 

汉初统治者以亡秦为鉴，深刻认识到繁法苛刑的危害，主张删繁就简、去苛从宽，积极进行法

律改革。特别是汉文帝下诏废除已实行一千余年的肉刑，使汉初的刑罚措施逐步趋于宽缓和人道，

符合社会的进步要求，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黄老思想的推行，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经济发展，形成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黄老

法律思想兼容儒、道、法三家的主张，带有明显的各家思想融合的特征，是我国封建社会法律思想

由尚法转为崇儒的关键环节，为正统法律思想的确立起到了重要的过渡性作用。 

二、董仲舒的法律思想 

董仲舒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系统地神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全面论证封建制度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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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永恒性的思想家。他一生虽未被重用，但其思想学说在当时的思想界占据重要地位，所以被尊之

为“汉代孔子”。董仲舒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理论奠基者，了解他的法律思想是进一步认识封建

正统法律思想及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 

（一）封建“大一统”思想 

董仲舒适应西汉统治者的政治需求，极力鼓吹封建大一统的理论。他把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和法

家的君主集权思想相结合，力主加强中央集权。董仲舒认为维护大一统局面的关键在于统一思想，

所以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二）三纲五常说 

董仲舒运用“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对“三纲”思想进行了论证。属于“阳”的君、父、

夫永远是属于“阴”的臣、子、妻的绝对统治者。“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种伦理道德也

是上天意志的体现，统治者应不遗余力地进行宣传和说教。“三纲五常”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

是指导封建立法、司法的基本原则。 

（三）德主刑辅论 

董仲舒继承西周“明德慎罚”与先秦儒家“为政以德”的主张，并从天道、人性、历史教训、

社会现实等多个方面进一步论证了德、刑间的关系，得出了“德主刑辅”的结论。“德主刑辅”是

指在治理国家中以教化为主要手段，以法律制裁为辅助措施。它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是后

世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基本方法。 

（四）《春秋》决狱 

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已取得正统地位，而封建法制并不完备。为了调整纲常原则与司法实践之

间的矛盾，董仲舒积极主张以《春秋》决狱，即直接引用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的内容作为

审判案件的依据。《春秋》决狱的基本精神是“原心定罪”，它使得法律从属于儒家经义，退居次要

地位。 

（五）司法时令说 

董仲舒依据“天人感应”理论，提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必然坚持“则天顺时”的原则，

即依据时令季节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统治手段。春夏是万物孕育、生长的季节，此时只能施行仁德；

秋冬是萎缩、收敛的季节，这时始可执行刑罚。反之则会干扰四时的运行而引发灾难。所以，在具

体的司法实践活动中，必须坚持符合阴阳顺逆和四时运行规律的原则。 

在董仲舒的影响下，汉武帝表彰“六经”、尊崇儒学，终于形成了以儒学为指导的统治中国两

千年之久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但是两汉时期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还只是处在初步形成时期，在

内容和形式上均不够成熟，常常受到非正统法律思想的冲击。这在两汉时期的主要表现有：在汉昭

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上，维护正统法律思想的“贤良文学”与其对立面“御史大夫”展开了激

烈的争辩，后者对不同于正统法律思想的一系列思想观点进行了充分的阐发；东汉时期一批唯物主

义思想家，如桓谭、王充、王符、仲长统、崔寔等人，针对当时将今文经学和谶纬迷信结合起来用

以说明立法和司法的神秘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 

学习目标： 

1．了解秦汉之际法律思想的变化；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董仲舒法律思想的历史地位。 

2．掌握汉初黄老学派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地位；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董仲舒的法律思

想及其历史地位。 

作业： 

1、简述秦朝“法治”思想的得与失。 

2、秦汉之际法律思想有什么变化。 

3、试述汉初黄老学派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4、什么是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5、试论董仲舒的法律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6、试述董仲舒的“德主刑辅”论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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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221——580年）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的分裂、经济重心的南移和民族的融合，为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

松的有利环境。原为汉代经学一个分支的律学，在晋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仅涌现出一批律学家，

而且律学成就也十分突出，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注释学，丰富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内容。这

一时期的玄学家则始终围绕着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从哲学的高度论述政治法律问题，他们抨击虚伪

的名教，强调法令贵在简约，使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脱下了神秘烦琐的阴阳谶纬的外衣，在一定程度

上助长了法律虚无主义的思潮。东晋时期的鲍敬言是我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无君、无政府主

张的思想家。他否定“君权神授”论，提出暴力征服说；否定君主设刑是“兴利除害”，批判君主

“屠割天下”的罪恶；主张建立一个“无君无臣”的理想社会，废弃任何国家和法制。 

第一节   玄学家的法律思想 

玄学是随着门阀士族政治地位的巩固以及士风的转变而盛行于魏晋时期的一个哲学学派。玄学

家崇尚老庄，援道入儒，虽然对具体法律问题的论述不多，但其对中国法律思想的影响却不可忽视。 

一、以道家的自然观为名教赋予新的生命 

玄学家不谈天人感应，不讲阴阳灾异，不把对正常的封建秩序的理想建立在虚幻的天神的意旨

之上，而是根据清醒的理性来探讨名教和自然的关系。无论是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还是郭象

的“名教即自然”，即使是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其实质都是以道家的理论来论证纲常

名教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将儒学从谶纬神学及繁杂的经学中剥离出来。 

二、反对虚伪的名教教条和烦法酷刑，主张法令贵简贵无 

玄学家虽不从根本上反对名教，但对传统名教的教条与虚伪进行了猛烈抨击。嵇康明确指出“六

经”是与人性自然背道而驰的，时人诵习“六经”的目的在于猎取荣华富贵。玄学家的理想政治是

“无为而治”，他们认为如果法网繁密，刑罚苛酷，那么不仅事物会丧失其自然本性，黎民百姓也

会被束缚手脚，不知所措，从而导致变乱纷呈。所以对魏晋时期的烦法酷刑进行了抨击，主张法令

贵简贵无。 

第二节   律学家的法律思想 

律学原本是汉代经学的一个分支，其主要内容是以儒家的经义来研究、解释法律，使礼法水乳

交融。晋代律学集汉魏律学之大成，开唐代律疏学之先河，在立法、审判原则等方面都有不少独创

性的见解。 

一、杜预的法律思想 

杜预是西晋著名的律学家，曾参与修定晋《泰始律》，并为其作注解。 

（一）纳礼入律，礼法合一 

“网罗法意，格之以名分”是杜预贯彻于其修律和注律之始终的根本精神。他以名分为标准来

解释法意，将法律纳入名分的规范之中，力图纳礼入律，使礼法结合。 

（二）“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 

杜预认为，立法的一条最根本的原则是“简直”，应当做到：法律文字简明通俗；条例明白，

直截了当；法律形式单纯，概念明确；条文简约，不要繁密。 

（三）区分律、令的界限 

杜预指出律、令的界限是“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律”仅指刑法，“令”指各种规章制

度。这是我国法律史上最早的关于律、令的明确界说。 

二、张斐的法律思想 

张斐是西晋时与杜预齐名的律学家，也曾为晋律作注，后世并称“张杜律”。 

（一） 以礼率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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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斐认为法律的基本精神是礼，晋律的体例结构体现了“礼乐抚于中”的原则，即“礼乐”的

精神贯穿晋律各篇之中，以礼率律，所有律条必须与“礼乐”相符合。 

（二） 《刑名》的性质和作用 

晋律继承曹魏律，将《刑名》置于篇首。对这一改革作出理论说明的首推张斐，他明确指出了

《刑名》的性质和作用在于它是整部法典的“纲领”。 

（三） “理直刑正” 

“理直”即纲常名教大兴，“刑正”即用刑准确无误，张斐强调以儒家的纲常名教作为适用法

律的指导。他以“理直刑正”来注释晋律，明确区分和规定了各种犯罪概念，并提出了一些司法、

三、刘颂的法律思想 

刘颂长期担任西晋王朝的司法重臣，具有丰富的法制实践经验，并且以执法严明、公正刚直而

著称。为了改变汉魏以来刑政法度松弛的局面，主张实行重法。他强调治国必须重视法治；统一律

令，简而不漏；严格依法断案，君主也不能越法行私；从重处罚，恢复肉刑。刘颂还提出了类似于

近代“罪刑法定主义”的司法原则。 

学习目标： 

1．了解玄学家的法律观点以及杜预、张斐、刘颂等律学家的法律观点。 

2．掌握魏晋玄学的法哲学思想，晋代律学的主要成就。 

作业： 

1、什么是“玄学”？ 

2、概述玄学家的法律思想。 

3、什么是“律学”？ 

4、概述律学家的法律思想。 

知识单元 5：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581——907年）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隋唐时期随着封建政治制度的完备、经济的高度发展，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也日趋成熟，礼法结

合基本定局。隋文帝杨坚制定和颁行的《开皇律》，以“以轻代重，化死为生”为原则，体现了他

对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继承。唐初以隋为鉴，确定了“安人宁国”的总方针，形成了“贞观之治”

的盛世局面。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进一步发展，并通过贞观定律及永微作疏而法典化。《唐律疏议》

这部中华法系的代表作明确宣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表明封建正统法律思想

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已稳固地确立起主导地位。“安史之乱”后，为匡救时艰，陆贽、吕温、

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一部分有识之士，对礼刑关系及如何正确运用法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

大大丰富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内容，为拯救时弊发挥了一定作用。 

第一节  《唐律疏议》中的法律思想 

隋唐两代，礼法结合基本定局，统治者努力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贯彻于实际的立法、司法之中。

《唐律疏议》的制定，完成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法典化，标志着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成熟，并对

后世产生重大影响。 

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唐律疏议》总结了历代关于德刑关系的理论，强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形成了完整的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思想体系。 

二、“三纲”思想的法律化 

《唐律疏议》“一准乎礼”，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制度化、法律化。凡是

反对“三纲”者，均被视为触犯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列为“十恶”大罪，是刑罚打击的重点。 

三、等级特权思想 

唐律是一部典型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法。它按照礼的原则，将人分成许多等级，并为每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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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人规定了不同的法律地位，赋予了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这突出地表现在： 

（一） 贵族、官吏有罪无刑 

贵族官吏是唐律优容的对象，当他们触犯国法时，可依照唐律的议、请、减、赎、官当等条款

减免刑罚处分，导致实际上是有罪无刑。 

（二） 良贱异法 

良指良人，即平民；贱指贱民，即具有奴隶身份的人。唐律规定，在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生

活等各方面，贱民的地位均与良人不同唐朝统治者用法律的强制力来保障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制度。 

四、轻刑慎罪思想 

唐初统治集团特别重视儒家的轻刑慎罪思想，不仅在立法方面强调宽简，而且在司法方面注重

慎狱恤刑。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唐律疏议》形成了科条简要、用刑持平的立法特点，成为中国

古代法制文明的巅峰之作。 

第二节  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发展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国势由盛而衰，各种矛盾尖锐对立。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有见识

的士大夫提出了匡救时艰、改革弊政的主张。其代表人物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对礼刑关系以

及正确运用法律等问题的论述，促进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发展。 

一、韩愈对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发展 

韩愈是唐代中叶反对佛教、道教，力主复兴儒学的著名代表人物。他提出“道统论”作为捍卫

儒学正统的基本理论依据，并以儒家“道统”继承人自居，积极弘扬孔孟之道，力图清除佛教、道

教的影响，以维护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巩固封建统治秩序。 

（一）“圣人”立法设刑与“天刑”说 

韩愈认为法律和刑是“道”的体现，是由“圣人”创造和设立的，是稳定社会秩序、推动人类

进步的重要工具。法律同时也是受命于天的产物，天有赏善罚恶的能力，违反“天意”就将受到天

的惩罚。以此说明法律具有无可辩驳的正当性和不容置疑的神圣性。 

（二）“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 

尽管韩愈充分肯定刑罚是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但是在德刑关系问题的认识上，他坚

持传统的德主刑辅观，坚持礼法兼用、德礼为先，特别强调德礼教化的重要，并以此作为指导司法

实践的原则。 

二、白居易对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发展 

白居易同其他同情人民疾苦、关注国家安危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一样，积极主张改革政治，减轻

剥削和压迫，刷新社会风气，以挽救岌岌可危的李唐王朝。 

（一） 刑、礼、道“迭相为用”论 

白居易提出刑、礼、道同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刑者可以禁人之恶”，“礼者可以防人之情”，

“道者可以率人之性”，统治者根据社会治乱的程度，将三者“迭相为用”，就可以实现国泰民安。 

（二）“悬法学为上科”、“升法直为清列” 

白居易建议将法学提升为上等考科，同时提高司法官员的地位，通过慎重考选，让明习法令的

才俊贤良之士来担任司法官，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司法的弊端，树立起仁爱忠恕、廉洁公正的好

风气。 

（三）“贫困思邪而多罪”的犯罪根源论 

针对当时统治者穷奢极欲、横征暴敛，因而人民犯罪增多的情况，白居易明确指出，贫穷是产

生犯罪的根源，而“富其人”则是消弭犯罪的一个根本途径。所以要预防犯罪，就必须使民富足。 

三、柳宗元对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批判 

柳宗元立志改革现实、济世利民，积极参加“永贞革新”，敢于同腐朽势力作斗争，并在思想

文化领域坚持无神论。他对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神学观的批判和否定，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其进

步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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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批判“君权神授”和“圣人”制刑说 

柳宗元认为，君主、法律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君主并非上天的安排，法律也非圣人的创设，它

们起源于“势”，即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君主和法律是在一定条件下为适应社会需要而产生

的，是时势发展的必然产物。 

（二） 批判“天刑”、“天罚”和“司法时令”说 

柳宗元提出“天人不相预”，自然和社会各自有不同的规律。天没有意志，不可能赏功罚祸。

赏罚的目的在于劝善惩恶，其关键在于赏罚及时，“赏务速而后有劝，罚务速而后有惩”，从而批判

了秋冬行刑的司法时令说。 

学习目标： 

1．了解《唐律疏议》的法律思想，以及韩愈、白居易、柳宗元的法律思想。 

2．掌握《唐律疏议》的法律思想；韩愈的“道统论”及其在法律思想上的反映；白居易的刑、

礼、道“迭相为用”思想；柳宗元的法律起源于“势”及赏罚及时说。 

作业： 

1、试述《唐律疏议》所反映的法律思想。 

2、简述“三纲”思想在唐律中的体现。 

3、试述韩愈的“道统论”及其在法律思想上的反映。 

4、白居易的法律思想主要有哪些内容。 

5、试述柳宗元对“司法时令说”的批判。 

知识单元 6：宋明时期的法律思想（960——1644年）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随着北宋政权的建立，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进入后期发展阶段，其政治、经济及社会形势呈现出

新的历史特点，法律思想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一方面，统治阶级注重从思想及精神上加强对人们的

控制与束缚，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应运而生，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因哲理化而获得进一步

发展；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分化，产生了一批政治改革家和理学反对派，他们锐意革新，

倡言功利，提出了自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确立以来最具锋芒的思想。 

第一节   朱熹的法律思想 

“理学”是宋明时期兴起的学术思潮，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意识形态。朱熹是程朱理学

的集大成者。他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吸收佛、道的宇宙构成、万物化生理论和哲学思辨，建立

起比较完备的理学思想体系。朱熹以理学为思想基础，对以往比较粗浅直观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进

行重新加工和深化，完成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哲理化，使其在理论形式上更加缜密、系统，增强

了权威性。 

一、“存天理、灭人欲” 

“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法律思想的核心。他认为“三纲五常”是“天理”最主要的内容。

为匡救危亡时势，朱熹主张变法图强，伸张社会正气。纲常名教是本，法律制度是末，变法的重点

在于改变人心，尽除私欲，确立伦理纲常的地位，而不以功利为急。为此应当限制君权，以正人主

之心，并选拔好的官吏，充分发挥人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 

二、“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 

朱熹对德、礼、政、刑的关系进行了新的阐发，强调它们在治国中同等重要，驳斥了只任教而

不重刑、只能先教而后刑的观点。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朱熹提出了“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的司法

原则，强调司法从严从速，反对一味从宽。 

第二节   丘浚的法律思想 

丘浚是明代中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著有《大学衍义补》。他在广泛汇辑整理前代关于法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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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法律思想的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对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进行了阐发和总结。 

一、德礼政刑“王道之治具”论 

丘浚对德礼政刑进行了综合和归纳，使传统的“德主刑辅”说更为全面和系统。他指出德、礼、

政、刑都是治理天下的方法和工具，四者不可偏废，但是作用不同；德礼尤为重要，刑罚的目的是

为了保障德礼的贯彻实行。 

二、“以公理而灭私情”说 

丘浚认为统治者自己知法犯法、肆行无忌，是造成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法律一经制定，无论

是最高统治者还是一般司法官吏，都应当遵行，而恪守法制的关键则是秉公而去私，“一惟以公理

而灭私情”。他借用董仲舒的“天遣”说，用“天意”、“天理”的绝对权威对君主专断进行抑制，

要求君主严格依法办事。 

三、“应经合义”，顺情便民 

丘浚强调法律必须符合儒家经典中的纲常礼义原则，符合的就是“良法”，否则就是“淫刑”。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立法应当以“顺情”、“便民”为宗旨，这主要表现在：省刑罚，薄税敛；

维护土地私有制，限制兼并；保护工商，反对“与民争利”。 

四、慎刑恤狱的司法原则 

丘浚在司法问题上坚持慎刑恤狱，不枉不滥，刑罚适中。具体包括： 

（一）“原情定罪” 

丘浚认为审理案件单靠有限的法律条文是不够的，还应注意以往的判例，衡量犯罪的情节和行

为人的动机、目的，反对搞“客观归罪”。 

（二）注重证据 

丘浚提出审理案件必须注重证据。汉代路温舒所言“箠楚之下何求不得”一语，切中历代狱刑

冤滥之要害，所以他对刑讯制度持否定态度。 

（三）限制赎刑 

丘浚主张对赎刑严加限制，只可适用于轻罪，而决不可适用于死刑。这样，才能使“富者不以

财而幸免，贫者不以匮而独死”。 

（四）控制复仇 

丘浚肯定复仇，但反对国家法律对复仇行为不加控制。他主张实行有限制的复仇，使得“人知

仇之必报，而不敢相杀；知法之有禁，而不敢专杀矣”。 

（五）慎行赦宥 

丘浚认为赦宥只应施行于社会动乱之时和案情可疑之际。滥赦的结果，非但不能使罪犯感动从

而改过自新，而且还会助长犯罪，所以应当慎行赦宥。 

第三节  王守仁的法律思想 

王守仁是明中叶著名的哲学家、政治家，世称阳明先生。他继承并发展了南宋陆九渊的“心学”

思想，成为“心学”的主要代表。“心学”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派别，王守仁同朱熹一样是封建正

统法律思想的维护者。 

一、因时因地而制宜的立法思想 

因时而制宜体现在王守仁提出了“官商两便”的商税立法主张，国家改一味禁止商贩为依据税

法向商人课税，这样既有利于增加国库收入，又保障了商人的利益。因地而制宜体现在对少数民族

及边远地区的立法，应当考虑到当地的风俗习惯，不能把中原地区的法律简单地移植过去。 

二、“情法得以两尽”的执法思想 

王守仁认为治理国家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风尚，他非常重视赏罚的劝善惩恶作用，强调用

法律措施推行教化，以推动社会风气的改变。在司法活动中应“情法交申”，区别首犯、从犯等不

同情况分别对待，灵活适用法律，使“情法得以两尽”。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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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朱熹、丘浚、王守仁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2．掌握理学及其对封建法律思想的影响；朱熹的法律思想；丘浚对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总结

和发挥；王守仁的法律思想。 

作业： 

1、什么是“理学”？ 

2、朱熹以“存天理，灭人欲”为核心的法律思想的意义。 

3、简论朱熹的执法从严思想。 

4、丘浚对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总结和发挥及其意义。 

5、简述王守仁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知识单元 7：明末清初的法律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明末清初，社会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市民阶层

的兴起，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具有启蒙因素的思想家。他们猛烈地抨击君主专制，要

求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初步将民主与“法治”结合起来，对于后来的资产阶级变法

改良运动有重要的影响。 

第一节    黄宗羲的法律思想 

在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中，最有代表性，理论建树最大的是黄宗羲；在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发展

史中，第一次提出具有近代民权、民主色彩的“法治”主张的，也是黄宗羲。他是当时闻名朝野的

大学者，著作等身，影响深远。 

一、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 

黄宗羲明确反对封建专制的“家天下”制度，认为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一家之法”是世上的

“万恶之源”、“非法之法”，应该以维护天下人的利益、保护天下人的平等权利、体现天下人的意

志之“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 

    二、以“法治”限制“君权”的法治观 

    黄宗羲认为要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必须限制君权，立法充分体现“天下为

主，君为客”的原则，为民“兴利除害”。他主张变君主集权为君臣分权，变君主专制为各地自治，

“学校议政”，儒士参与国是，强调“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任何人都要遵守“天下之法”。 

第二节    王夫之的法律思想 

明清之际，在理论上提出民主主义“法治”基本构思的是黄宗羲，而对于法律问题论述最多、

涉及面最广的则数王夫之。王夫之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从封建士大夫“救世”的

一、“趋时更新”的法律时变观点 

王夫之从新旧制度的更替、“正统”论的虚妄、“有定理而无定法”等方面论证法律“趋时更新”

的规律，预言“天下之公”制度的到来，批判传统的“奉天法古”思想。 

二、具有民主因素的立法思想 

立法“必循天下之公”，去除“一姓之私”；立法应以“保类”、“卫群”为宗旨，维护民族国家

的利益；立法应遵循尊君卑臣、分权分治的原则，反对君主独裁专制。 

三、“任法”“任人”并行，宽与严相结合 

王夫之总结了秦汉以后实施法令方面的主要弊端，强调“任法”与“任人”结合，反对“任人

而废法”，也反对“任法而不任人”。“严以治吏”与“宽以养民”相结合，主张严惩贪官污吏，要

求“法简刑轻”；立法必须从严，司法必须从宽。 

学习目标： 

1．了解黄宗羲的具有民主因素的“法治”思想和王夫之的立法司法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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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黄宗羲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说；王夫之“趋时更新”

的法律思想。 

作业： 

1、试论黄宗羲的法律思想。 

2、试析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说。 

3、概述王夫之的法律思想。 

4、试评启蒙思想家法律思想的历史地位。 

知识单元 8：近代法律思想（1840年——1919年）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中国近代，一般指 1840年至 1919年。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华民族蒙受了空前的灾难，而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入侵面前表现出的觉

醒和顽强又为中国的振兴开辟了道路。在这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烈、社会急剧变革的历史

时期，各个阶级和阶层围绕着反帝反封建这一时代主题，形成各种不同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展开

了激烈的论战与斗争。这种争鸣堪与先秦诸子相媲美，这一时期也因此被视为中国法律思想发展史

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了又一次的转型。 

第一节  地主阶级开明派与洋务派的法律思想 

鸦片战争前后，从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一批开明派思想家，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则徐、魏源、龚

自珍等。他们放眼世界，主张因势变法，“更法改图”，以革新封建制度；他们强调“师夷长技以制

夷”，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抵制外国列强的侵略。洋务运动是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

由部分封建地主官僚发起的，以“自强”、“求富”相号召，旨在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制度，以挽

救封建统治的运动。主张搞洋务运动的人形成了洋务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奕訢、曾国藩、李鸿章、

张之洞等。他们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下，维护纲常名教，主张“采西法以补中法

之不足”。 

一、地主阶级开明派的法律思想 

（一）龚自珍的“更法改图”思想 

龚自珍是中国近代“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家。他对清王朝黑暗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

批判，提出“更法改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他抨击腐朽的科举制度，呼唤“不拘一格降人才”。

他认为宜用重典，以禁绝鸦片。龚自珍的主张在清末思想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二）魏源的“因势变法”理论 

魏源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口号，并赞赏和向往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制度。他认为历史的进化是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

法令制度必须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要实现富国强兵，还要广收天下之

人才，广开言路，实行民主议政。 

二、洋务派的法律思想 

（一）曾国藩“一秉于礼”的法律思想 

曾国藩以儒家道统的继承人自居，极力鼓吹维护纲常名教的礼治。他强调三纲之道是神圣不可

侵犯的教条，而礼治是当时的治世良方。他把强化礼治作为当务之急，提出了“以礼自治”和“以

礼治人”的主张。当太平天国起来造反，危及清王朝生存的时候，曾国藩主张用严刑峻法镇压农民

的反抗斗争。 

（二）张之洞以“中体西用”为核心的法律思想 

张之洞把洋务派“变器不变道”说进一步系统化，发展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他主

张在不违反纲纪伦常的前提下，“采西法以补中法之不足”。在与刘坤一联名所上《江楚会奏变法三

摺》中，张之洞提出了参照西法改革刑狱的九条措施。他们还建议清政府聘请西方著名律师，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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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法律，为中国制定矿律、路律、商律以及交涉刑律。但是，张之洞坚持“法律本原实与经术相

表里”，法律应服从于纲常名教。 

第二节   太平天国农民领袖的法律思想 

1851 年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涌现出一大批农民革

命领袖，其中在法律思想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当推洪秀全和洪仁玕。他们在领导太平天国法制建设的

实践中所提出的法律思想，其内容相当丰富且颇具特色。一方面，它具有农民阶级的平等、平均观

念和比较鲜明的反封建、反侵略的思想，又夹杂着浓厚的皇权主义、宗教迷信的色彩；另一方面，

又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和向西方学习的倾向。 

一、洪秀全反对封建专制的法律思想 

（一）“斩邪留正”，除妖安良 

“斩邪留正”，除妖安良是太平天国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洪秀全把当时社会划分

为两个对立的营垒，视农民为“正”和“良”，视清朝统治者为“邪”和“妖”。太平天国自始至终

依据洪秀全的这一思想进行了《十款天条》、《太平刑律》等一系列立法活动。 

（二）人无私财，“逆者议罪” 

洪秀全主张“人无私财”，“天下为公”，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新世界。他提出

在太平天国实行圣库制度，《天朝田亩制度》就是这种公有思想的具体法律表现。洪秀全主张“逆

者议罪”，以法律手段保证其思想的实现。 

（三）男女平等，婚姻自由 

洪秀全宣称人间的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儿女，男女应当平等。太平天国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妇女的

政策法令，如严禁娼妓、缠足、蓄婢、溺婴等陋习。在婚姻制度上，规定“天下婚姻不论财”，男

女自由结合，反对买卖婚姻。 

（四）严刑峻罚，轻罪重刑 

太平天国一直处于激烈的战争时期，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洪秀全坚持用严刑峻罚对付敌人，

但对人民的轻微犯罪也处重刑，混淆了敌我界限，影响了革命力量的发展。 

二、洪仁玕及其《资政新篇》的法律思想 

（一）“国家以法制为先” 

洪仁玕来到天京时，正值太平天国国势日衰，法纪废弛。他强调“国家以法制为先”，不但要

“立法制”，而且要“立法当”、“立法善”。一切制度应革故鼎新，“因时制宜，度势行法”。他在《资

政新篇》中提出了二十八条改革措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方面，体现出他试图在

农民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张。 

（二）“恩威并济”与“教、法兼行” 

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指出法要“恩威并济”。“威”指“持法严”，就是严肃认真地“奉法、

执法、行法”。官吏必须以身作则，严守法纪；执法必须刚正不阿，不围权贵；严明赏罚，树立法

律的权威。同时还要法外施恩，即“刑外化之以德”，反对不教而诛，主张“教、法兼行”。为了施

行德化，洪仁玕强调要向广大群众进行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实行“罪人不孥”，善待轻犯，废除

酷刑等。 

第三节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法律思想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出现。1894 年甲午战争的惨败激

起了广大民众的爱国救亡热潮，改良主义思想迅速高涨，形成变法维新思潮，并以 1898 年戊戌变

法运动的爆发而达到顶点。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要求自上而

下地用改良的办法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以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取代

封建主义的法律制度。他们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出台了一系列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政治、社会、

文化政策。虽然这场改良运动只进行了一百零三天，但是它在促进中国传统法律观向近代法律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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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康有为的法律思想 

（一） 借“托古改制”论“变法维新” 

康有为主张废除君主专制，实行君主立宪。为了扫除变法维新的思想障碍，他在戊戌变法前，

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否定封建经典，把孔子打扮成“改制立法”的

祖师爷，目的是借“古圣”来论证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康有为提出，只有《公羊春秋》才

是孔子阐发“圣法”的真经。依照“公羊三世说”，变法是天经地义的，只有变法维新，才能使清

王朝的统治摆脱危机，走上自强之路。 

（二） “太平之世不立刑”的“大同”理想 

康有为在其著作《大同书》中表达了他对理想社会的一种构想以及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改革方案。

他把大同之世描绘成一个“极乐世界”，其中杂糅了中国古代《礼运》中的“小康”、“大同”，佛教

的“慈悲”、“平等”，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及空想社会主义的许多成分。康

有为提出了“太平之世不立刑”、大同世界“治至刑措”的思想，并且把君主立宪作为实行“大同”

的前提。 

二、梁启超的法律思想 

（一）以“变法维新”求“救亡图存” 

梁启超认为“变法维新”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他大声疾呼：“法者，天下之公器也；

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只有早变、自变，才可以保国、保种、保教。为推行变法，梁启超积极宣

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约论和人性论，提出法律起源于人的“良知”和契约。他认为对于当时的中国，

君主立宪是最好的政体。他提出了“三权之体皆筦于君主”的三权分立说以及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

政体的方案。 

（三） “法治”与“人治”不可偏废 

梁启超重视“人治”，他指出“人能制法，非法制人”，“徒法不能自行”，所以变法“必先变人”，

“必兴民权”。他把“兴学校”、“变科举”、“变官制”列为变法中的重要问题，强调开发民智，“能

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但是梁启超反对只要“人治”，指出“荀卿有治人无治法一言，误尽天

下”，强调“法治”与“人治”不可偏废，法律与道德应当“相须为用”。 

三、谭嗣同的法律思想 

（一）批判封建君主专制 

谭嗣同大胆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指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他呐喊着要“冲决一切封建网罗”，进而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废君统，倡民主，变不等为平等”。他

的著作《仁学》通篇讲“仁”，并以“平等”作为“仁”的第一或最主要的标准。作为维新志士中

的激进派，谭嗣同反对专制，赞扬法国大革命，甚至认为中国的变法，只有走法国流血革命的道路。 

（二） 抨击封建纲常名教 

谭嗣同认为纲常名教是箝制人们行动与思想的绳索，是封建帝王制定各种法律的依据，是一切

酷律之源。他既继承了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的民本主义，又接受了西方近代民权学说，将纲常名教

视为统治者压迫人民的手段，大声疾呼要冲决一切纲常名教的“网罗”，主张用自由、平等等资产

阶级道德原则来代替封建的伦理道德。 

第四节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法律思想 

戊戌变法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基本结束。顺乎历史潮流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

派从改良派中分离出来。他们聚集在孙中山先生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下，决心用暴力推翻清王朝，

建立民主共和国。经过艰苦奋斗，1911 年的辛亥革命终于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帝制专制时代，

迎来了中华民国的诞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法律思想是以移植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为主体，在一定

程度上以中国固有思想中的部分内容为补充综合而形成的，其传播激发了近代中国民众的民主革命

意识，有力地遏制了袁世凯等人的复辟企图，大大推进了中国法律的近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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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孙中山的法律思想 

（一）三民主义的立法指导思想 

三民主义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总称，是孙中山为了解决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民

族解放、民主革命、社会改革三大历史任务而提出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也是其法律思想的

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孙中山曾将他的“三民主义”的“一贯之精神”概括为“自由、平等、博爱”。

他借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口号，深刻揭露和批判清朝的封建专制法制，主张建设资产阶级的

法治国家，以争取祖国的独立和富强。 

（二）五权宪法的宪政思想 

孙中山秉承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政治理念，力求在近代中国实现分权自治的政治体制。五权宪

法思想就是他继承西方三权分立的思想，又借鉴我国传统治国经验的产物。其核心是把政权和治权

分开，由人民掌握“政权”，具体包括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由政府实施“治权”，即立法、

司法、行政、监察、考试五权。“治权”相对于“政权”称作“能”，故称“权能分治”。五权宪法

是近代具有中国特色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的宪法学说，孙中山试图通过它来保证人民主权和直

接民权，以克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弊端。 

二、章太炎的法律思想 

（一）“专以法律为治”的民主共和思想 

章太炎是“中华民国”一词的发明者和解释者，他赞成民主共和制，坚决反对封建君主专制。

但是他怀疑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否定资产阶级代议制，主张直接民权，设计了一个独特的“分四权”、

“置四法”的共和国方案。章太炎不但反对人治，也反对人、法兼治，而主张“专以法律为治”。

但是他在强调以法治国的同时，也非常重视道德的作用。 

（二）“损上益下”的法律观 

章太炎同情下层民众，要求法律保护下层群众的权益。他反封建专制特权法之道而行之，主张

在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后，法律必须体现“抑官伸民”、“抑强辅微”、“抑富振贫”的精神，概括起来

就是“损上益下”，以维护人民权利平等，避免贫富过于悬殊。 

第五节    清末礼法之争与沈家本的法律思想 

随着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的爆发，民族灾难进一步加剧，人民的反抗如火如荼，清王朝

的统治岌岌可危。为了挽救封建统治，1902年至 1911年，清政府最高统治集团，在厉行“新政”

和“仿行立宪”的招牌下，进行了一次变法修律活动。其间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与西方近代的法律

观念相互冲突和碰撞，爆发了礼教派和法理派的尖锐斗争，在近代法律史上被称为“礼法之争”。

法理派的首领沈家本是我国近代法律史上重要的法学家，他融会中西法律，在几十年的法律研究和

法律实践中，提出了系统的法律思想，对中国近代法律的改革和发展，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 

一、清末的礼法之争 

所谓礼法之争，是清王朝内部就《刑事民事诉讼法》，特别是《大清新刑律》的立法指导思想，

实质上也是清末整个修律的指导思想的一次大争论。主张修律应维持中国传统礼教的一派，以张之

洞、劳乃宣为代表，被称为礼教派、家族主义派、国情派；而以沈家本、杨度为代表的一派坚持资

产阶级法律的原理原则，被称为法理派、国家主义派、反国情派。这场争论爆发在中国传统法律向

近代转型时期，其争论的核心在于：鉴于当时中国的国情，应以资产阶级法律的原理原则为主要指

导思想，还是应以封建礼教为主要指导思想？新法的精神应该是国家主义还是家族主义？礼法之争

最后以礼教派的胜利而告终，反映了维护纲常礼教的封建法律思想的根深蒂固。 

二、沈家本的法律思想 

（一）“以法治国”的法治主义思想 

沈家本是一个忧国忧民，具有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的封建开明官僚。他希望通过对旧法制的改

造，实行西方的法治主义，使国家由弱变强。也就是说，沈家本走的是法律救国或法律治国的道路。

他极其重视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提出“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律者，民命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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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也”，强调治理国家必须有法律，而且要有法必善，有法必行。沈家本提出了“参考古今，博稽

中外”的修律宗旨，希望结合古今中外法律中的精华，制定出适合于中国需要的法律。 

（二）儒家“仁政”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法律观 

沈家本继承儒家“仁政”思想，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以之

评判历代法制和指导修律。他提出“先王之道在德教而不在刑政”，反对把刑罚当作治国的唯一手

段，认为只有做到情法两尽，才能充分发挥法律的作用。特别是在修律过程中，他主张废除酷刑、

删除比附、罪刑法定、禁止买卖人口、规定陪审制与律师辩护制及公开审判制度、破除司法与行政

不分及刑讯逼供等陋规，充分反映了其理论和实践的思想核心就是儒家仁政和西方资产阶级的人道

主义。 

（三）“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 

    沈家本认为有了好的法律，还要有公正贤良的执法者。他重视法律，更重视法律人才的培

养。他主张国家官吏“皆宜知法”，司法官吏应具有专门学识。为此，沈家本主张开展法律教育，

设置律学博士教授法学。1906 年，他奏请设立了中国近代第一所法律大学堂——京师法律学堂，

还帮助成立北京法学会，设立研究所，出版杂志等等。 

（四）法学盛衰说 

沈家本是我国近代法律思想史上第一个大力倡导法学或律学的法律学家。他对中国传统律学做

了大量研究，成为晚清著名的律学大师，并且超越了传统律学的研究范围，将考证比较的对象延伸

到西方法学，为修律提供理论支持。沈家本认为法学理论对于立法、司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可

是由于轻视法律和法学，中国的法学理论并不发达。他对国人的这种态度给予了严厉批评，指出“法

学之盛衰，与政之治忽，实息息相通”，法学盛而政治未必盛，法学衰而政治必定衰。 

学习目标： 

1．了解地主阶级开明派“更法改图”以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了解洋务派“一秉于

礼”以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了解太平天国领袖反对封建专制以及试图在农民革命的

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张；了解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法维新的理论以及“冲决一切封建网罗”

的思想；了解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以及章太炎的维护人民权利平等的法律观；了解清末礼法之争

的实质以及沈家本法律思想的历史地位。 

2．掌握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张之洞以“中体西用”为核心的法律思想；洪秀全

法律思想的进步性与落后性；洪仁玕及其《资政新篇》的法律思想；康有为的“变法维新”理论；

梁启超的变法图存思想；谭嗣同“冲决一切封建网罗”的法律思想；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理论；章太

炎法律思想的特点；清末修律中礼法之争的实质和影响；沈家本法律思想的历史地位。 

作业： 

1、简述地主阶级开明派的法律思想。 

2、试论张之洞以“中体西用”为核心的法律思想。 

3、简述太平天国农民领袖的法律思想。 

4、试论康有为借“托古改制”论“变法维新”的思想。 

5、简述康有为“太平之世不立刑”的“大同”理想。 

6、概述梁启超的变法图存思想。 

7、简述谭嗣同“冲决一切封建网罗”的法律思想。 

8、试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理论。 

9、概述章太炎的法律思想。 

10、试论沈家本法律思想的历史地位。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夏、商、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 2  

2 夏、商、西周时期的法律思想 2  



 159 

3 先秦诸子的法律思想 2  

4 先秦诸子的法律思想 2  

5 先秦诸子的法律思想 2  

6 先秦诸子的法律思想 2  

7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 2  

8 秦汉时期的法律思想 2  

9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法律思想 2  

10 隋唐时期的法律思想 2  

11 宋明时期的法律思想 2  

12 宋明时期的法律思想 2  

13 明末清初的法律思想 2  

14 近代法律思想 2  

15 近代法律思想 2  

16 近代法律思想 2  

四、说明  

1、课程的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 

1.常规教学方法，如讲授、问答、启发、讨论等。 

2.多媒体辅助教学。 

2、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

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3、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4、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中国法律思想史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崔永东等编著《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6月 第 1版 

2．马小红、姜晓敏《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 10月第三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张国华编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3月 第 1版 

2. 杨鸿烈著《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4月 第 1版  

执笔：姜晓敏  审稿：法律史所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5年 10月 24日 

 

外国法制史 
Foreign Legal History 

课程号：4010200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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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除了中国以外，世界各个地区、各种类型法律发展变迁的历史

及其一般规律；2、掌握西方主要国家及主要部门法发展变迁的历史及其特点；3；理解法律与社会

的历史互动关系。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课堂讨论，使学生掌握外国法制史基础知识，深化学生对法

学基本原理的认识、了解西方法学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轨迹，拓宽学生的法学视野，为法学专业各后

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外国法制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和体系 

2．世界各国法律产生和发展的一般概况  

学习目标： 

1． 了解世界法律发展的一般线索。 

2．掌握外国法制史课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作业： 

阅读并熟悉教材体系 

知识单元 2：两河流域法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两河流域法的产生和演变 

2． 《汉谟拉比法典》 

学习目标： 

1． 了解两河流域法作为古代东方法的一般特点。 

2． 掌握《汉谟拉比法典》的基本特点和历史影响。 

作业： 

阅读《汉谟拉比法典》 

知识单元 3：古代印度法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古代印度法的产生和演变 

2． 古代印度法的基本渊源 

3． 《摩奴法典》 

学习目标： 

1． 了解古代印度法的宗教法性质 

2． 掌握印度法系的基本特点 

作业： 

阅读《摩奴法典》 

知识单元 4：古希腊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古希腊法的产生和演变 

2． 雅典“宪法”与古代民主 

学习目标： 

1． 了解古希腊法的一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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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雅典“宪法”。 

作业： 

思考如何评价雅典“宪法” 

知识单元 5：古罗马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古罗马法的产生和演变 

2．古罗马法的体系和基本内容 

3．古罗马法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学习目标： 

1． 了解古罗马法的基本内容和特点。 

2． 掌握古罗马法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作业： 

阅读《法学总论》并撰写一篇相关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6：日耳曼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日耳曼法的产生和演变 

2．日耳曼法的一般特点 

3．日耳曼法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学习目标： 

1． 了解日耳曼民族历史与日耳曼法的特定关系。 

2． 掌握日耳曼法的特点和历史影响。 

作业： 

阅读《撒利克法典》 

知识单元 7：教会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教会法的产生和演变 

2．教会法渊源 

3．教会法的特点和影响 

学习目标： 

1． 了解教会法的一般特点。 

2． 掌握教会法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 

作业： 

阅读《圣经》 

知识单元 8：城市法和商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城市法的产生、演变及其特点 

2．商法的产生、演变及其特点 

学习目标： 

1． 了解城市法和商法的基本特点 

2． 掌握西欧中世纪法的一般概况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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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西欧中世纪法的特点及其成因 

知识单元 9：伊斯兰法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伊斯兰法的产生和演变 

2．伊斯兰法的基本渊源及其特点 

3．伊斯兰法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学习目标： 

1． 了解伊斯兰法的宗教法性质。 

2． 掌握伊斯兰法的历史影响。 

作业： 

阅读《古兰经》 

知识单元 10：英国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英国法渊源 

2．英国宪法 

3．英国其他主要部门法 

4．英国司法制度 

5．英美法系的历史形成和特点 

学习目标： 

1． 了解英国法渊源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英国宪法的一般原则和特点 

2． 掌握英美法系的历史形成和特点 

作业： 

思考英美法系的特点及其成因 

知识单元 11：美国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美国法的形成、演变和特点 

2． 美国宪法 

3． 美国其他主要部门法 

4． 美国司法制度 

学习目标： 

1． 了解美国法的历史演变、美国法与英国法的继承关系及其差异 

2． 掌握美国宪法的历史形成、主要制度及其影响 

作业： 

阅读美国宪法、《联邦党人文集》并撰写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12：法国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国法的历史变迁 
2．法国宪法 
3．法国民法 
4．法国刑法 
5．法国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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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法国司法制度 
7．大陆法系的历史形成及其特点 

    学习目标： 
1． 了解法国大革命与法国宪法的特定关系、大陆法系的历史形成和特点 
2． 掌握 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特点及其历史影响 
作业： 

    阅读 1804年及现行《法国民法典》 
知识单元 13：德国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德国法的历史变迁 
2．德国宪法 
3．德国民法 
4．德国刑法 
5．德国经济法 
6．德国司法制度 

    学习目标： 
1． 了解德国法的历史变迁、大陆法系的现代发展 
2． 掌握 1900年《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特点及其历史影响 
作业： 

    阅读 1900年《德国民法典》，并将其与 1804年《法国民法典》比较 
知识单元 14：日本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日本法的历史变迁 
2．日本宪法 
3．日本民法 
4．日本刑法 
5．日本司法制度 

    学习目标： 
1． 了解日本法发展变迁的历史 
2． 掌握日本法律移植的历史过程及其重要成就 
作业： 

    阅读日本和平宪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1  

2 两河流域法 1  

3 古代印度法 1  

4 古希腊法 3  

5 古罗马法（一） 3  

6 古罗马法（二） 3  

7 日耳曼法 3  

8 教会法 3  

9 城市法、商法、伊斯兰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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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英国法（一） 3  

11 英国法（二） 3  

12 美国法（一） 3  

13 美国法（二） 3  

14 法国法（一） 3  

15 法国法（二） 3  

16 德国法（一） 3  

17 德国法（二） 3  

18 日本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理学基础 

后续课程：法学专业各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罗马法、英国法、美国法、法国法、德国法 

难点：罗马法、英国法、美国法、法国法、德国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课堂讨论 

3．课下阅读 

教学手段： 

1．板书 

2．ppt展示 

3．相关视频播放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根据教学进度安排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结合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成绩等综

合考评。 

6、作业要求： 

结合教学进度完成任课教师指定作业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外国法制史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崔林林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英）梅因著 沈景一译 ：《古代法》 商务印书馆 1959年。 

2．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之《汉谟拉比法典》 法律出版社 2000年。 

3．世界著名法典汉译丛书之《摩奴法典》  法律出版社 2000年。 

4．王云霞 何戍中著：《东方法概述》 法律出版社 1993年。 

5．顾准著：《希腊城邦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年。 

6．（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著 日知 力野译：《雅典政制》 商务印书馆 195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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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周枏著：《罗马法原论》（上、下）  商务印书馆 1994年。 

8．（古罗马）优士丁尼著 张企泰译：《法学总论》  商务印书馆 1989年。 

9．（意）彼德罗·彭梵德著 黄风译：《罗马法教科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年。 

10．（意）朱塞佩·格罗索著 黄凤译：《罗马法史》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年。 

11．（美）孟罗·斯密著 姚梅镇译：《欧陆法律发达史》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 

12．由嵘著：《日耳曼法简介》  法律出版社 1987年。 

13．李宜琛著：《日耳曼法概说》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 

14．（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 贺卫芳等译：《法律与革命》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 

15．彭小瑜著：《教会法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03年。 

16．（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 梁治平译：《法律与宗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 

17．（）泰格 利维著 纪琨译：《法律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学林出版社 1996年。 

18．（英）R.C. 范·卡内冈著 李红海译：《英国普通法的诞生》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 

19．（法）勒内·达维著 潘华仿等译：《英国法与法国法》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年。 

20．（英）沃尔特·白哲特著 保罗·史密斯编 李国庆译：《英国宪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21．（英）P. S. 阿狄亚著 赵旭东等译：《合同法导论》 法律出版社 2002年。 

22．（美）伯纳德·施瓦茨著 王军译：《美国法律史》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9年。 

23．（美）彼得·哈伊著 沈宗灵译：《美国法律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24．（美）布鲁斯·阿克曼著 孙文恺译：《我们人民：宪法变革的原动力》法律出版社 2003年 

25．宋冰编：《读本：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程序》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26．李浩培等译：《拿破仑法典》 商务印书馆 1996年。 

27．（美）艾伦·沃森著 李静冰 姚新华译：《民法法系的演变与形成》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 

28．（法）卢梭著 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 1984年。 

29．王名扬著：《法国行政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8年。  

30．（德）罗伯特·霍恩等著 楚建译：《德国民商法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年。 

31．（德）拉德布鲁赫著 米健 朱林译：《法学导论》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年。 

32．（德）罗尔夫·克尼佩尔著 朱岩译：《法律与历史》 法律出版社 2003年。 

33．（日）宫泽俊义著 董璠舆译：《日本宪法精解》，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3年。 

34．邓曾甲著：《日本民法概论》，法律出版社 1995年。 

35．肖闲富主编：《现代日本法论》，法律出版社 1998年。 

执笔：崔林林  审稿：法学院法律史所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法律经济学 
Legal Economics  

课程号：40102008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法律经济学课程共分为九章，共计 32 个课时。分别为：法律经济学概述、法律经济学的思维

方式、博弈论初步、价格理论、福利经济学与风险决策、财产权的经济理论、合同法的经济分析、

侵权法的经济分析、刑法的经济理论和程序法的经济分析。 

作为一门选修课，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立足于向法学各专业的学生介绍法律经济学的基本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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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树立经济学的思考模型，为更好的理解法学的相关问题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法律经济学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律经济学的历史演进，以及法律经济学在国外和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及趋势，理解经济学能够用来分析法律的原因。 

复习与思考题： 

1.法律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2.经济学何以能够用来分析法律？ 

知识单元 2：法律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参考学时：4学时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对实用主义内涵的界定，树立成本意识和效率下的正义观念，从而

形成法律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即从整体的角度，用发展的眼光和相互性的思维模式着眼于法律的未

来效果，是理论思维与经验思维的结合。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实用主义，它的内涵是什么？ 

2.阐述效率下的正义。 

3.科斯为什么提出“问题的相互性”，是举一例予以说明。 

知识单元 3：博弈论初步 

参考学时：4学时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对博弈论的初步分析，构建博弈模型，并将之运用到立法和司法领

域，使立法目标和实施的结果相一致。 

复习与思考题： 

1.指出“囚徒困境”中的帕累托效率与卡尔多-希克斯效率。 

2.谈谈重复博弈和信用的关系，并举一例予以说明。 

3.谈谈讨价还价理论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 

知识单元 4：财产权的经济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一个假想的实验揭示出财产法的起源，将科斯定理引入以构建财产

法，并讨论怎样保护产权。 

复习与思考题： 

1.阐述财产法的起源。 

2.阐述科斯定理的内容和交易成本的含义。 

3．如何保护产权。 

知识单元 5：合同法的经济理论 

参考学时：5学时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对合同法的经济分析，着重解决合同法的基本问题，即什么样的承

诺应该履行和违背可履行的承诺应给予什么补偿。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有效违约? 

2.简述合同法的作用。 

3.试举一例说明格式合同的利弊。 

知识单元 6：侵权法的经济分析  

参考学时：4学时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对侵权法的经济分析，解决利益冲突的问题，即法律应该怎样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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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达到社会最优的结果，以及熟练运用汉德公式进行相关的分析。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汉德公式。  

2.简述交通事故的经济分析。 

知识单元 7：刑法的经济分析 

参考学时：4学时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对刑法的经济分析，解决刑法的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什么行为应

当受到惩罚？第二，惩罚的程度应该是多少？什么时候达到最优？ 

复习与思考题： 

1.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刑罚为什么存在？ 

2.阐述最优刑法理论。 

知识单元 8：程序法的经济分析 

参考学时：4学时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对程序法的经济分析，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阐释应从那些方面进行

改进，使之达到社会最优的状态。 

复习与思考题： 

1.谈谈欧洲诉讼费规则和美国诉讼费规则对诉讼影响的差异。 

2.从经济学角度试述诉讼中的信息披漏。 

3.谈谈对无效法律的挑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法律经济学概述 3  

2 第二章 法律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4  

3 第三章 博弈论初步 4  

4 第五章 财产权的经济理论 4  

5 第六讲 合同法的经济理论 5  

6 第七章 侵权法的经济分析 4  

7 第八章 刑法的经济分析 4  

8 第九章 程序法的经济分析 4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财产权的经济理论、合同法的经济理论、侵权法的经济分析 

难点：博弈论初步 

2、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占 10%；期末考试占 9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第 1版。 

2.斯蒂文·萨维尔著《法律的经济分析》，柯华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60年。 

2.Cooter, Ulen. Law and Economics, fourth edition, Addison-Wesley, 2003.  

执笔：柯华庆 审稿：柯华庆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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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法制 
Legal Systems of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课程号：401030012 

一．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有以下几个： 

1． 了解港澳基本法的制定过程，对“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的法律化的过程有所了解，对“一
国两制”的基本法律涵义有所了解和掌握，理解掌握“一国”和“两制”的相互关系。 

2． 了解特别行政区的居民的权利义务，了解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相互关系，更具体地理解体
会“一国”与“两制”的相互关系。 

3． 了解掌握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了解特别行政区的经济、社会制度。理解掌握特别行政
区政治体制的内涵：司法独立，行政与立法相互制衡、相互配合。并结合实践理解在前述基础上的

“行政主导”的内涵。 

4． 了解掌握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修改和解释制度，尤其是基本法的解释制度。基本法的解释
制度在实践中得到丰富和规范，需要仔细理解体会掌握。 

开设本课程，主要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掌握港澳基本法的基础知识、“一国两制”的基本原

理、司法独立，行政与立法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的基本原理、“行政主导”的基本原理、港澳居民

的分类的原理、港澳居民基本权利的保护的原理，了解中央与港澳特别行政区相互关系的概念等等。 

二．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一）：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港澳问题的由来。 

2． 港澳问题的解决：中英谈判；中葡谈判。 

3． 中英联合声明和中葡联合声明的签署和公布。 

4． 港澳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成立和港澳基本法的起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和公布港澳基
本法。 

5． 港澳基本法制定过程中遇到的基本理论问题及其解决。 

学习目标： 

1． 了解港澳基本法制定的背景和过程，中英和中葡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和性质。                           

2． 掌握港澳基本法制定中遇到的基本理论问题，尤其是基本法的地位与效力，与宪法的关系。 
作业： 

1． 思考基本法的地位与效力？ 

2． 思考基本法与宪法的相互关系？ 

知识单元（二）“一国两制”的基本法律涵义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一国两制”的概述。 

2．“一国”的法律涵义。 

3．“两制”的法律涵义。 

学习目标： 

1． 了解港澳基本法关于“一国两制”的微小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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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一国”的法律涵义，尤其是特别行政区是我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3． 了解“两制”的法律涵义，包括：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特别行政区原有法律基本
不变；私有财产权依法受保护，保障特别行政区居民和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等等。 

4． 掌握“一国”和“两制”的相互关系。 

作业： 

1． 思考“一国”和“两制”的关系？ 

2． 思考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性质？ 

知识单元（三）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概述。 

2． 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使的权力。 

3． 特别行政区享有的权力。 

学习目的： 

1． 了解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实质，处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的基本原则。 

2． 了解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使的权力事项，包括管理外交、防务；基本法的修改权和解释权；
人事任免权等等。 

3． 了解特别行政区享有的权力事项，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4． 掌握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使的权力和特别行政区享有的权力的性质及其划分的标准。 

作业： 

1． 思考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使的权力的性质？ 

2． 思考特别行政区享有的权力的性质？ 

3． 思考划分以上二者的依据或标准？ 

知识单元（四）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香港、澳门居民的概念和类别。 

2． 香港、澳门回归前的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3．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基本权利 

4． 香港、澳门少数人群体的传统合法权利。 

5． 香港、澳门居民的基本义务。 

学习目标： 

1．了解港澳特别行政区居民的概念和类别，掌握港澳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的概念和具体内容。 

2．了解港澳特别行政区居民回归前的居民的基本权利。 

3．掌握港澳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基本权利的主要内容。 

4．了解港澳特别行政区少数人的基本权利。 

5．了解港澳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基本义务。 

作业： 

1． 思考港澳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的概念和主要内容？ 

2． 思考港澳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基本权利的主要内容？ 

3． 思考港澳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国籍及其相关问题？ 

知识单元（五）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概述，包括：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概念和建立原则；特别行政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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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之前的政治体制；特别行政区设立后政治体制的变化和特点。 

2． 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与行政机关。 

3． 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包括：立法会的法律地位；立法会的职权；立法会的会议程序等等。 
4． 特别行政区的司法机关，包括法院制度、检察制度、律师制度等。 

学习目的： 

1． 了解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的概念和建立原则，了解特别行政区设立之前和设立之后的政
治体制的不同和变化。 

2． 掌握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行政机关的有关法律问题。 

3． 掌握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有关法律问题。 

4． 掌握特别行政区司法制度的有关问题，尤其是司法独立的问题。 

作业： 

1． 思考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制度？ 

2． 思考特别行政区的立法制度？ 

3． 思考特别行政区的司法制度，尤其是司法独立制度？ 

知识单元（六）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修改与解释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修改，包括：基本法修改的一般原理；修改的程序及其限制。 

2．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解释，包括：解释模式和解释的实践。 

学习目标： 

1． 掌握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修改的程序及其限制，了解基本法修改的一般原理。 

2． 掌握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解释的基本制度的主要内容，尤其要结合解释的实践理解掌握解释
制度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论。 

作业： 

1．  思考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修改的程序及其限制? 

2.   思考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解释制度的主要内容及其实践？ 

知识单元（七）特别行政区的经济、社会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特别行政区的经济制度， 包括：财税制度、货币金融制度、贸易制度、产业政策、土地

契约、航运管理等等。 

2． 特别行政区的社会制度， 包括：教育制度与政策、专业资格制度、劳动与社会福利制度

等等。 

学习目标； 

1． 了解特别行政区的经济制度，包括自由港、联系汇率、低税率等等。 

2． 了解特别行政区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福利制度、工会制度、教育制度、专业资格制度等等。 
作业： 

1． 思考特别行政区的联系汇率制度和土地制度？ 

2． 思考特别行政区的社会福利制度？ 

三． 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 2  

2 “一国两制”的基本法律涵义 3  

3 
“一国两制”的基本法律涵义 

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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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 3  

5 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3  

6 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3  

7 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 3  

8 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 3  

9 
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 

基本法的修改与解释 
3  

10 基本法的修改与解释 4  

11 特别行政区的经济、社会制度 2  

四． 说明： 

1． 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先修课程：宪法学 

2． 课程教学的难点与重点： 

难点： 

（1）“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和主要内容 

（2）“一国”和“两制”的相互关系 

（3）高度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4）“行政主导”与行政长官的法律地位、职权的关系 

（5）司法独立与独立的司法权与终审权的关系 

（6）特别行政区法院的管辖权范围 

（7）立法会对行政机关的监督 

（8）基本法的解释权的归属 

（9）居民的投票权、表达自由的保护 

（10）特别行政区的土地制度的演变及展望 

重点： 

（1）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及其相关基本理论问题 

（2） 特别行政区与中央政府的相互关系 

（3） 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及其性质 

（4） 特别行政区的土地制度及私有财产保护制度 

（5） 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内涵及其权利保护 

（6） 特别行政区行政与立法的关系 

（7） 特别行政区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独立 

（8） 基本法的修改与解释制度 

（9） 特别行政区的经济、社会制度 

（10） 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与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及其修改 

3．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采用多媒体手段，以课堂讲授为主，加入与学生互动的环节。 

4． 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性考试的、注重全过程的理念。 

考核内容：学生出勤、学生课堂表现、学生作业情况。期末总评时，考试成绩占八成，平时成

绩占二成。 

5． 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时都要布置作业。 

五.  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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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用教材 

焦洪昌主编：《港澳基本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9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肖蔚云：《一国两制与香港基本法律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5月第一版。 

肖蔚云：《论香港基本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3月第 1版。 

王振民：《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关系-------一种法治结构的解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12

月第 1版。 

执笔人：罗晓军 审稿：姚国建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0日 

 

外国宪法 
Foreign constitution   

课程号：40103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宪法学是学习和研究法律的必修课程。学习与研究宪法不仅应掌握本国宪法的历史、规范和运

行等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而且也应了解其他国家的宪法渊源和宪法的发展等问题。宪法学的学习

与研究方法，有系统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等，通过对其他国家宪法的学习，有助于学

生从历史与比较的角度，对本国与外国的宪法有了全面而系统的了解，从而完整自己的宪法学知识

结构，提高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  英国宪法 

1、参考学时：2学时 

2、学习内容： 

第一节  英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一 、英国概况 

二 、 英国宪法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 

（一）1215年《自由大宪章》和 1628年《权利请愿书》 

（二） 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和君主立宪制的建立 

（三） 20世纪以来的立法 

（四） “人权法案”与欧洲宪法对英国宪法的影响 

第二节   英国宪法的特点 

一 、英国宪法只有法律实质上根本法的意义，而没有法律形式上根本法的意义 

二 、英国宪法在表现形式上的特点—不成文宪法 

三 、宪法效力和修改程序上的特点—柔性宪法 

第三节 英国宪法的原则 

一 、议会至上  

二 、法治原则  

3、学习目标： 

英国宪法是近代宪法的起源。而且英国宪法的产生、发展和宪法的形式、原则等与其他国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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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不同。作为近代以来最早实行宪政的国家，其宪法对其他国家的宪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

因此，学生应对英国历史有所了解，对英国宪法产生的历史有所了解，并掌握英国宪法的特点和基

本原则。 

4、作业： 

（1）、如何理解英国宪法的产生与发展？ 

（2）、英国宪法的主要特点？ 

（3）、如何理解英国宪法的原则？  

知识单元 2： 美国宪法 

1、参考学时：4学时 

2、学习内容： 

第一节  美国宪法的产生与发展 

一 、美国概况 

二 、美国宪法的产生与发展 

（一） 独立战争之前的美国宪法性文件 

（二） 《独立宣言》 

（三） 《邦联条例》 

（四）《美国宪法》的制定与修改 

第二节 美国宪法的特点 

一 、美国宪法确立了有限政府的原则 

二 、美国宪法确立了权力制衡的原则 

三、 美国宪法实现了“司法化”的过程 

四 、美国宪法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3、学习目标： 

美国宪法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成文宪法。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对美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有所了

解，对其产生过程中的历史文件，如《独立宣言》的历史意义和主要内容应掌握。应了解美国现行

宪法的基本结构，掌握美国宪法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4、作业： 

（1）、如何理解《独立宣言》的意义？ 

（2）、如何理解美国宪法中有限政府理论？ 

（3）、如何理解美国宪法的“司法化”？ 

知识单元 3：   法国宪法 

1、参考学时：2学时 

2、学习内容： 

第一节 法国宪法的历史演变过程 

一 、不变的立法激情与多变的宪法 

（一）原则性的宪政理论 

（二） 制宪过程的曲折反复 

二、 现行宪法的制定与新政体的产生 

（一）三种政体的失败与戴高乐的宪政思想 

（二） 新宪法的制定 

第二节 法国现行政治体制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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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以总统为“拱顶石”的新型宪政体制 

二 、行政权的二元化体制 

三 、大革命传统与司法权的分离 

四 、悠久的人权传统与独特的人权保障体制 

3、学习目标： 

法国是欧洲第一部成文宪法的产生地。而且，其宪法的实践也创立了许多宪法原理。在世界宪

法史中有着重要意义。通过本章的学习，应了解法国宪法多变的历史概况，掌握《人权宣言》的宪

法理论和历史意义。并能理解法国现行宪法的制宪思想。掌握现行政治体制的特点，深刻领会其宪

法中总统与议会政府间不同的权力关系构成的“半总统”的基本特点，领会其悠久的人权传统与保

障体制。 

4、作业： 

（1）、《人权宣言》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2）、如何理解第五共和国宪法的制定背景和主要特点？ 

知识单元 4： 德国宪法 

1、参考学时：4学时 

2、学习内容： 

第一节 德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 

一、 德国概况 

二、 德国宪法的产生与发展 

（一）德意志帝国成立前的立宪活动 

（二） 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 

（三）魏玛宪法 

（四）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 

（五）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 

第二节 两德统一后宪法的发展状况 

一、 两德统一后宪法的适用 

二、 两德统一后宪法的修改 

第三节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的特色 

一 、肯定了自然法是人权的源头，从内容和制度上切实保护人权和公民的基本权利。 

二 、设立了宪法法院，创立了具有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 

三、 实行了联邦制中的议会内阁政体，创立了议会“建设性不信任案”制度，把政党活动制

度纳入法治轨道。 

四、 具有鲜明的和平宪法色彩 

3、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德国宪法的产生与历史，对德国 19 世纪前后的立宪活动有一个概括的

了解。从而理解 20 世纪以来德国宪法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特别对德国历史上《魏玛宪法》

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应予掌握，理解其在世界宪法史上的地位。掌握德国 1945 年基本法的基本

结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了解两德统一后的宪法的适用和修改的基本问题。 

4、作业： 

（1）、德国《魏玛宪法》的历史意义  

（2）、德国基本法的主要内容？ 

（3）、 如何理解德国基本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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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5： 日本宪法 

1、参考学时：2学时 

2、学习内容： 

第一节  日本制宪史略 

一 、明治宪法 

（一）明治宪法制定背景及模式选择的成因 

（二） 明治宪法的基本内容 

二 、1946年日本国宪法 

（一）1946年宪法的制定 

（二） 1946年《日本国宪法》的主要内容 

（三） 日本宪法的修改程序 

第二节  日本现行宪法的基本原则 

一 、和平主义原则及其演变 

（一）和平主义原则的主要体现 

（二） 日本和平主义原则的演变 

二、 国民主权原则 

三、 三权分立与行政主导 

四 、保障人权原则 

3、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日本历史上明治宪法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等问题。了解对日本现行宪

法的制定、内容和主要特点。掌握日本宪法中的基本原则，理解基本原则在宪法中的体现和其在实

践中的演变。 

4、作业： 

（1）、明治宪法的历史意义 

（2）、分析 1946年宪法的制定背景 

（3）、1946年日本宪法的和平主义特征 

5、参考书目： 

（1）、韩大元主编：《外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2）、赵宝云：《西方五国宪法通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 

（3）、许崇德、韩大元主编，《宪法学》（外国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知识单元 6： 公民基本权利 

1、参考学时：4学时 

2、学习内容： 

第一节  基本权利的分类 

一、基本权利分类的意义 

二、公民基本权利的分类——依据、方法与内容 

第二节  平等权 

一、平等权的价值 

二、平等权的内涵与原则  

第三节  个人性基本权利与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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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教信仰自由 

二、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三、人格尊严 

四、住宅不受侵犯 

五、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第四节  政治权利与自由 

一、 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二、言论自由 

三、监督权 

第五节  社会性权利 

一、 财产权 

二、劳动权 

三、休息权 

四、社会保障权 

五、受教育权 

六、科学研究、文学创作及其他活动的自由  

3、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理解基本权利分类的意义，基本权利分类的依据、方法及主要的基本权利

分类的内容。理解西方宪法中的平等权、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通

信自由与秘密、选举权、言论自由、监督权及其社会性权利等权利的宪法内涵，比较各国对各类权

利的宪法规定内容，领会宪法对基本权利规定的意义及价值。 

4、作业： 

（1）、分析基本权利分类的意义。 

（2）、自由权与社会权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3）、简述平等权的宪法价值与内涵。 

（4）、宗教信仰自由有没有限制，表现在哪些方面？ 

（5）、分析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主体。 

（6）、言论自由宪法保护的特征包括哪些内容？ 

（7）、论财产权的历史演变 

知识单元 7： 议会 

1、 参考学时：2学时 

2、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西方议会概述 

一、 议会的产生和发展 

二、 议会的结构与内部组织 

三 、议会的主要职权 

四、 议会的会议、解散和议事规则 

第二节 西方主要国家之议会制 

一 、英国的议会制 

二 、美国的国会制度 

三 、法国的议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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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德国的议会制度 

3、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议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掌握议会的结构、职权和会议等基本制度，特

别应对英、美、法、日、德各国议会基本制度进行比较，从中掌握各国议会制度的不同之处与不同

的特点。 

4、作业： 

（1）、英、美、法、日、德各国议会的主要职权？ 

（2）、分析英国议会上下两院权力的异同 

知识单元 8： 政府制度 

1、 参考学时：2学时 

2、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政府制度概述 

一、政府制度的基本形式 

二、政府与议会的关系 

三、文官制度 

四、政府的发展趋势 

第二节 国家元首 

一、 国家元首的概念、性质、地位与类型 

二、国家元首的职权 

第三节 内阁制政府 

一、 内阁制政府的组成 以英国为例： 

第四节 总统制政府 

一、 总统制政府的组成 以美国为例： 

二、总统制政府的职权 

3、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了解政府制度的基本概念、分类、任期等基本问题。理解政府与议会在不

同的政治体制下相互关系的特点。了解文官制度等问题以及国家元首的不同形式和权力。掌握内阁

制政府和总统制政府中政府制度的宪法内容。 

4、 作业 

（1）、国家元首职权的比较？ 

（2）、内阁制政府与总统制政府的组成和职权之比较？ 

知识单元 9： 法院 

1、 参考学时：2学时 

2、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 、法院在三权分立的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及司法权意义 

二 、法院的职权 

三 、法院的特征 司法独立的价值 司法的自我抑制 

第二节 英美法系国家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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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英国 

（一）英国法院的等级 

（二）法院的分类 

（三）法官制度 

二 、美国 

（一）联邦法院与州法院的关系 

（二）联邦法院体系 

（三）法官制度 

3、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能够理解司法权在国家权力中的意义和地位，对法院的职权有所了解。能够

领会法院的特征及司法独立的价值、司法的自我抑制等问题。对不同国家的法院体系与法官制度有

所了解。 

4、 作业 

（1）、如何理解法院的职权？ 

（2）、如何理解各国法院法官的任职资格？ 

知识单元 10： 违宪审查制度 

1、参考学时：4学时 

2、学习内容 

第一节 违宪审查制度的概述 

一、 违宪审查制度及其相关概念 

（一）违宪审查 

（二）违宪与违宪审查权 

二 、违宪审查的对象与原则 

（一）违宪审查的对象 

（二）违宪审查的原则 

第二节 违宪审查制度的起源 

一、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起源 

（一）司法审查制度建立的渊源。 

（二）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二、 欧洲大陆违宪审查制度的起源 

三、 英国宪法监督制度的起源 

 第三节 违宪审查机关 

一 、美国最高法院 

二 、德国宪法法院 

三 、法国宪法委员会 

3、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对违宪审查制度的起源发展有所了解，掌握违宪审查制度的基本概念及其相

关概念。同时掌握违宪审查制度的不同模式的具体内容，从而理解违宪审查制度在宪法中的地位和

意义。 

4、作业 

（1）如何理解违宪审查制度的原则？ 

（2）、如何理解法国宪法委员会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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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历史意义？ 

（4）、德国宪法法院的违宪审查权限？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大纲介绍、任务安排与要求 2  

2 第一章 英国宪法 2  

3 第二章 美国宪法 2  

4 第二章 美国宪法 2  

5 第三章 法国宪法 2  

6 第四章 德国基本法 2  

7 第四章 德国基本法 2  

8 第五章 法国宪法 2  

9 第六章 基本权利 2  

10 第六章 基本权利 2  

11 第七章 政府制度 2  

12 第八章 议会 2  

13 第九章 法院 2  

14 第十章 违宪审查制度 2  

15 第十章 违宪审查制度 2  

16 期末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宪法学 

后续课程：宪法案例研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本课程是法学专业学科体系中一门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学科，具有基础课的性质，学

好本课程可以为学好其他法学专业课打下基础。本课程包括对宪法学基本理论、宪法基本规范的运

用，即对法解释学、法运用学的掌握以及对之前所学理论知识的灵活运用 

难点：将已学理论知识灵活运用于实践活动，提升自我法学素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改变“讲听式”的教学模式，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灵活运用启发式教学法、研讨问题教

学法、过程导向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多媒体组合教学法、实例解析法、练习指导法等组织教

学。理论实践并进，“教、学、做”三位一体。注意结合国内外典型案例进行教学，营造良好的职

业氛围和环境，使学生在接受专业课程教育的同时，受到工程实践教育，启迪学生的思维和认识，

激发学生的创造意识。  

结合主题讨论的方法与小组合作的方法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以课堂教学内容为基础的课堂学

习和实践活动 

教学手段： 

积极引进现代教育技术，采用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录相教学等手段。特别是网络与多媒体

技术，加强网络教学资源建设，建立了网络学习辅导与交流互动平台，充分发挥了学生主体和教师

主导作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学校建有先进的校园网，连至教室、机房、图书馆，因此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用于课程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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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脱离了传统的输入式教学，而采用由学生自主学习、知识输出式学习，即学生通过温故

案例有关理论知识、联系案情实际，在学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而得到提升。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出勤、课

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作业已小组为单位完成，每个小组都要准备一个主题报告并参与对其他小组的评议。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薛小建主编：《外国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2、焦洪昌、李树忠等编著《宪法教学案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胡锦光主编：《外国宪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 

4、韩大元主编：《外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曾广载 ：《西方国家宪法和政府》，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2. 许崇德、韩大元主编，《宪法学》（外国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3．张千帆：《宪法宪政体系》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执笔：秦奥蕾 审稿：姚国建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2日 

 

特殊群体人权研究 
Research on Human Rights of Special Groups 

课程号：40103006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通过讲授本课，使学生对我国特殊群体的范围有清晰的界定，对特殊群体人权的现状及保

护特殊群体人权的意义有充分的认知，培养学生树立以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权益为己任的意识。 

2、熟悉特殊群体人权保护的相关理论、内容、特点，知晓特殊群体人权保护在中国存在的问

题及其原因，探讨目前法律规范的现状、问题及其完善，即掌握国内法律中关于保护特殊群体合法

权益的具体规定，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法律手段维护特殊群体权益的能力。 

3、以比较法的研究视野，了解并熟悉其他国家及国际社会为保护特殊群体人权而制定的法律

与国际公约，思考不同国别间的立法理念与法律规范的特点。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6学时 

知识单元 1：人权基本理论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人权的概念、起源 

2．人权的主要内容、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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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权的实现方式 

4. 人权实现的保障 

学习目标： 

1．了解对人权概念的不同表述及内涵；了解对人权起源产生的不同流派、学说。 

2．掌握人权的主要内容、特征。 

3. 掌握人权的实现方式及人权实现的保障制度。 

4．了解一般人权概念与特殊群体人权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作业： 

1. 如何理解人权的概念？人权的主要内容包括哪些？人权与法律权利的主要区别？ 

2. 现代国家人权保障制度的主要模式有哪些？ 

3. 保护弱势群体是否与平等原则相冲突 

4. 保护弱势群体权益的重要国际公约有哪些？ 

知识单元 2：妇女人权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妇女人权的概念和主要内容 

2．妇女人权的产生、相关理论、西方主要国家的女权运动。。 

3.  联合国与妇女人权 

4.  中国妇女人权状况：问题、原因与解决 

学习目标： 

1．了解妇女人权的历史、相关理论的形成与确立。 

2．掌握联合国人权组织制定的国际人权公约的主要内容。 

3.  认识中国妇女人权现实状况，学习以法律及权利保障的思维分析现实问题。 

作业： 

1．建立性别意识对制定公平法律的重要性。 

2. 评价经济发展后妇女社会地位、法律地位的变化。 

3. 试析妇女权利保护中性骚扰、家庭暴力现象的性质及其后果。 

知识单元 3：老年人、儿童与残疾人的人权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我国老年人的现状分析. 

2.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及老年人的特殊权益 

3．老年人权益保护的基本原则 

4. 未成年人保护的基本理论 

5．国际法倡导的未成年人保护原则 

6．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现状、原因及对策 

7. 残疾人的概念、范围 

8. 残疾人的重要权利及其保护 

学习目标： 

1. 了解我国老年人权益保护的现状及法律规定，探寻完善保障体系的积极对策 

2. 了解我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现状及法律规定，探寻完善保障体系的积极对策 

3. 了解我国残疾人权益保护的现状及法律规定，探寻完善保障体系的积极对策 

作业： 

1. 家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2. 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享受哪些司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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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建立良好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 

4. 什么是残疾人的按比例就业？如何保护残疾人的人格尊严？ 

知识单元 4：犯罪嫌疑人及服刑人员的人权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犯罪嫌疑人及其诉讼权利 

2. 犯罪嫌疑人权利遭受侵害的主要表现和原因分析 

3. 服刑人员人权的相关理论 

4. 西方国家对囚犯权利保护的制度及经验—-以美国为例 

5. 我国服刑人员权利的保护及分析 

学习目标： 

1. 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服刑人员的特点，知晓在不同阶段各类人员的相关权利及法律
规定。 

2. 了解犯罪嫌疑人权利屡受侵害的原因 

3. 了解西方国家对囚徒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分析域外的经验及教训 

4. 了解我国犯罪嫌疑人及服刑人员的权利内容、法律规定及实施状况，从人权法的视角研究

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及服刑人员的人权。 

作业： 

1. 为什么要保护犯罪嫌疑人、服刑人员的权利？他们各自有哪些权利？ 

2. 美国宪法在保护囚犯的权利方面有何特点？ 

3. 我国在保护犯罪嫌疑人、服刑人员的权利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思路？ 

知识单元 5：艾滋病患者的人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状况---比患病更可怕的是歧视 

2. 国际社会关于艾滋病患者反歧视的经验 

3. 中国法律规范中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之检讨 

学习目标： 

1. 了解中国艾滋病患者的生存状况 

2. 以法律视角分析当下有关法律在反歧视方面存在的问题 

3. 提出完善我国艾滋病患者权利保障的建议 

作业： 

如何构建法律、社会消除对艾滋病患者歧视的制度性体系？ 

知识单元 6：同性恋者的人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同性恋者为何争取结婚权----人的尊严和基于尊严而产生的其他相关权利 

2. 欧美各国确认和保护同性恋者权利的立法及典型案例分析 

3. 中国同性恋者现状及其权利实现的障碍 

学习目标： 

1. 正确认识同性恋是社会的一个客观存在，是来源于人类本性 

2. 基于权利平等保障之法理依据应消除对同性恋的各种偏见 

3. 人权保障普遍化国际化下不应将同性恋者边缘化，更不应对其以歧视 

作业： 

1. 同性恋者权利保护的法理依据及其权利内容、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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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同性恋者生存现状及其权利保护的展望 

（二）课堂讨论课 

共两次 4学时 

讨论内容：相关案例或事例 

讨论要求：熟悉有关基础理论、法律制度；讨论并分析案例或事例的法律问题；给出意见或结

论。 

（三）结课 

考试（查）2课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人权基本理论 3  

2 人权基本理论、妇女人权 3  

3 妇女人权 3  

4 未成年人的人权 3  

5 老年人与残疾人的人权 3  

6 犯罪嫌疑人、服刑人员的人权 3  

7 犯罪嫌疑人、服刑人员的人权 3  

8 艾滋病患者的人权 3  

9 同性恋者的人权 3  

10 课堂讨论 3  

11 结课与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理学、宪法、民法、刑法、劳动法、诉讼法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1. 妇女权利保护中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及就业歧视问题 

2 社会保障制度与老年人、残疾人权利实现的关系 

3. 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 

4. 我国发生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原因及严重后果  

5. 艾滋病患者遭受歧视带来的道德困惑 

6. 同性恋者获得平等与尊严的艰难之道 

难点： 

1. 在对特殊群体人权的保护问题上,如何考虑各国不同的文化、经济与法律制度 。 

2. 在完善我国对特殊群体人权保护的立法及制度构建时，怎样结合中国的现实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教学法：对重要的理论知识采用讲授的教学方法，直接让学生掌握，为学生学好

本课程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 

2. 课堂讨论教学法：引导学生探讨研究，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能力与表达能力 

3. 案例或问题切入教学法：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引起学生的关注与思考。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技术运用 ：制作多媒体课件，延伸课堂教学信息量，增加知识的直观性。 

2. 网络技术运用：利用网络平台，开展交互环节，方便师生交流、在线提问与答疑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184 

课程考核方法：本课程为考查课，考试形式为开卷笔试。 

考核说明：本课程成绩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考试占 70%；平时成绩分为作业、课堂讨论

及案例分析、学生考勤三部分，每部分各 10分。 期末考试占 70分。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留有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主编齐延平，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弱势群体权益保护论纲》：王兴运著，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人权概念起源》：夏勇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 《普遍人权的理论与实践》：（美）杰克.唐纳利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 《民主的细节》：刘瑜著，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 

4. 《性别与法律》：周安平著，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5. 《女权辩护》：（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6. 《妇女人权的理论与实践》：李明舜、林建军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7. 《儿童权利论》：王雪梅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8. 《社会性别与法律》：刘明辉、张荣丽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9. 《儿童权利的国际法律保护》：李双元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出版） 

10. 《罪犯权利保障论》：赵运恒著，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11. 《弱者的权利》：余少祥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12. 《社会保障救济模式的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薛小建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 

13. 《同性恋亚文化》：李银河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4. 《艾滋病与人权》：李楯著，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 

15. 《艾滋病与人权保护》：蔡高强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 

16. 《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莫纪宏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制（修）订者：田 瑶  审定者：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2日 

 

宪法学研讨课 
Constitutional research 

课程号：401030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1.巩固宪法学的基本理论，理解宪法的基本精神和价值； 

2.培养案件分析能力； 

3.加强规范的实践运用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训练，使学生掌握宪法学、法理学等法学基础知识、

法解释学方法、法应用学方法，为宪法学案例研习、法理学原理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与

案件分析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一、良性违宪与恶性违宪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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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考学时：4学时 

二、论争内容 

1.郝铁川：《论良性违宪》，载于 《法学研究》（18卷），第 4期 

2.童之伟：《良性违宪不宜肯定——对郝铁川同志有关观点的不同看法》，载于《法学研究》（18

卷），第 6期 

3.郝铁川：《社会变革与成文法的局限性——再论良性违宪兼答童之伟先生》，载于《法学研究》

（18卷），第 6期 

4.郝铁川：《温柔的抵抗——关于良性违宪的几点说明》，载于《法学》，1997年第 5期 

5.童之伟：《宪法实施灵活性的底线——再与郝铁川先生商榷》，载于《法学》，1997年第 5期 

三、其他导读资料 

1.韩大元：《社会变革与宪法的社会适应性——评郝、童两先生关于良性违宪的争论》，载于《法

学论坛》，1997年第 5期 

2.林来梵：《规范宪法的条件和宪法规范的变动》 

3.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 2期 

四、思考问题 

1.什么是违宪？ 

2.如何评价良性违宪与恶性违宪以及这场争论？ 

3.如何化解社会变化与宪法既有规定之间的冲突？ 

4.社会现实中有哪些违宪（行为）？如何认识？ 

五、学习目标 

1.理解宪法在中国的实然状态，并探讨其应然状态。 

六、作业：以该主题为中心，做一个主题报告，以 PPT形式 

知识单元二、齐玉苓案件与最高人民法院针对齐玉苓批复之废止 

一、参考学时：4学时 

二、论争内容 

1.“齐玉苓案”案件内容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 2007年底以前发布的有关司法解释（第七批）的决定  

三、其他导读资料 

1.黄松有：宪法司法化及其意义——从最高人民法院今天的一个《批复》谈起，载于《人民法

院报》，2001年 8月 13日第 B01版。 

2.许崇德、郑贤君：《“宪法司法化”是宪法学的理论误区》 

3.王磊:《宪法司法化的几个问题》,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 2期。 

4.童之伟:《宪法司法适用中的几个问题》,载于《法学》，2002年第 11期。 

5.蔡定剑:《中国宪法实施的私法化之路》,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 2期。 

6.翟小波：《代议机关至上，还是司法化？》 

7.梁慧星:《最高法院关于侵犯受教育权案的法释[2001]25号批复评析》，载于中国民商法网。 

8.郑贤君：《“停止适用” 齐玉玲案“批复”之正面解析》 

9.胡锦光：《齐案“批复”并非解释宪法最高法院不应废止》 

10.张千帆：《我国法院是否可以解释宪法》 

11.陈弘毅：《齐案“批复”的废止与“宪法司法化”和法院援引宪法问题》 

12.韩大元:《以<宪法>第 126条为基础寻求宪法适用的共识》 

13.童之伟：《宪法适用应依循宪法本身规定的路径》 

四、思考问题 

1.宪法司法适用性、宪法私法化、宪法司法化概念辨析 

2.“齐玉苓”一案是否形成了宪法案件？该案及批复内容的意义如何？对“批复的废止”如何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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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评价和看待中国“宪法的司法适用”之途？你认为，中国宪法适用的出口是什么？ 

五、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宪法司法化适用的现状     

2.学会案件分析的基本方法 

六、作业：以该主题为中心，做一个主题报告，以 PPT形式 

知识单元三、合宪性解释的研究 

一、参考学时：4学时 

二、论争内容 

1.广东法院判决企业违宪事件 

三、其他导读资料 

1.张翔：《两种宪法案件——从合宪性解释看宪法对司法可能的影响》，载于《中国法学》，2008

第 3期。 

2.周刚志：《论合宪性解释》，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 1期。 

3.谢维雁：《论合宪性解释不是宪法的司法适用方式》，载于《中国法学》，2009年第 6期。 

4.张红：《民事裁判中的宪法适用：从裁判法理、法释义学和法政策学角度考证》，载于《比较

法研究》，2008年第 4期。 

四、思考问题 

1.什么是合宪性解释？其与宪法解释与法律解释的关系。 

2.合宪性解释能否在中国得到运用？其法律依据为何？ 

3.进行合宪性解释，有何注意事项？ 

五、学习目标 

1.了解合宪性解释及其在法律依据 

2.学会案件分析的基本方法 

六、作业：以该主题为中心，做一个主题报告，以 PPT形式 

知识单元四、王春立事件与梁广镇事件检视我国人大代表选举中的问题 

一、参考学时：4学时 

二、论争内容 

1.王春立案件与梁广镇事件 

2.现行选举法的修改 

三、思考问题 

1.王春立案件与梁广镇事件反映出了现行选举法存在哪些问题？2010 年《选举法》修改是否

解决了这些问题？ 

2.如何看待选举法未来的实施与修改？ 

四、学习目标 

1.了解现行选举制度及其存在的问题 

五、作业：以该主题为中心，做一个主题报告，以 PPT形式 

知识单元五、《立法法》修改检讨与研究 

一、参考学时：4学时 

二、论争内容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 

2.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三、思考问题   

请根据《立法法》修改，并依据《立法法》第 72条、73条中有关设区市立法权的规定，回答

如下问题： 

1.宪法中有否设区市立法权规定？《立法法》关于设区市立法权的规定是否违反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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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省级人大常委会对地方立法进行合法性审，审查的内容、程序是什么？结果怎么处理？ 

3.何谓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及上级地方性法规的不抵触原则 ？ 

4.如何理解设区市立法权限于城市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物保护三事务？ 

5.设区市立法权逐步推开的方式和程序如何设计？标准是什么？ 

6.《立法法》修改所表现出的改革主义法律倾向表现在什么地方？如何评价？  

四、学习目标 

1.理解《立法法》修改的内容及意义 

五、作业：以该主题为中心，做一个主题报告，以 PPT形式 

知识单元六、同性恋申请婚姻登记遭拒 

一、参考学时：4学时 

二、论争内容： 

1.同性恋是否属于宪法规定的婚姻自由 

2.婚姻登记机关的拒绝行为是否合宪 

3.婚姻自由的限度 

三、思考问题 

1.宪法司法适用的必要性及条件。 

四、学习目标 

1.以案件为背景分析，使学生掌握宪法解释的基本方法    

2.学会案件分析的基本方法 

五、作业：以该主题为中心，做一个主题报告，以 PPT形式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大纲介绍、任务安排与要求 4  

2 良性违宪与恶性违宪之争 4  

3 齐玉苓案件与最高人民法院针对齐玉苓批复之废止 4  

4 合宪性解释的研究 4  

5 王春立事件与梁广镇事件检视我国人大代表选举中的问题 4  

6 《立法法》修改检讨与研究 4  

7 同性恋申请婚姻登记遭拒 4  

8 期末考试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宪法学 

后续课程：立法学、港澳基本法、比较宪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本课程是法学专业学科体系中一门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学科，具有基础课的性质，学

好本课程可以为学好其他法学专业课打下基础。本课程包括对宪法学基本理论、宪法基本规范的运

用，即对法解释学、法运用学的掌握以及对之前所学理论知识的灵活运用 

难点：将已学理论知识灵活运用于实践活动，提升自我法学素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改变“讲听式”的教学模式，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灵活运用启发式教学法、研讨问题教学法、

过程导向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多媒体组合教学法、实例解析法、练习指导法等组织教学。理论实

践并进，“教、学、做”三位一体。注意结合国内外典型案例进行教学，营造良好的职业氛围和环境，使

学生在接受专业课程教育的同时，受到工程实践教育，启迪学生的思维和认识，激发学生的创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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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主题讨论的方法与小组合作的方法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以课堂教学内容为基础的课堂学

习和实践活动 

教学手段： 

积极引进现代教育技术，采用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录相教学等手段。特别是网络与多媒体技术，

加强网络教学资源建设，建立了网络学习辅导与交流互动平台，充分发挥了学生主体和教师主导作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学校建有先进的校园网，连至教室、机房、图书馆，因此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用于课程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本课程脱离了传统的输入式教学，而采用由学生自主学习、知识输出式学习，即学生通过温故

案例有关理论知识、联系案情实际，在学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而得到提升。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容有：学出勤、课

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50%。 

7、作业要求： 

作业已小组为单位完成，每个小组都要准备一个主题报告并参与对其他小组的评议。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本学科的教学特点，本课程选用的教材需要既能阐述基本的理论

制度，又能表达学术观点，以此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焦洪昌等编著《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9月 第 5版。 

2、焦洪昌、李树忠等编著：《宪法教学案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姚国建 秦奥蕾：《宪法学案例研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胡锦光主编《宪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林来梵等编著《宪法学讲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 4月 第 2版。 

3、任来东、陈伟、白雪峰等编著《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 25 个司法答案》，中国法制出

版社，2013年 01月 第 3版 

4、 张千帆等编著《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 第 3版 

执笔：秦奥蕾  审稿：姚国建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5日 

 

宪法学案例研习 
Cases Study Constitutional Law 

课程号：4010300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1、巩固宪法学基础理论； 

2、培养案件分析能力； 

3、加强规范的实践运用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应用训练，使学生掌握宪法学、法理学等法学基础知识、

法解释学方法、法应用学方法，为宪法学研讨课、法理学原理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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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分析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一：分析 obergefell  v.  hodges案件 

一、参考学时：4学时 

二、研习内容： 

1、案件的基本事实与争议焦点。 

2、该案是如何进行规则适用的？ 

3、肯尼迪大法官是怎么来解释同性恋可以享有婚姻权的？ 

4、评斯卡利亚大法官的反对意见 

5、评罗伯茨大法官的反对意见 

6、从该案尝试分析一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阵营之分。  

三、研习目标： 

1、理解美国宪法案例的规范适用思路 

2、学会案件分析的基本方法 

四、作业：以该主题为中心，做一个主题报告，以 PPT形式 

知识单元二：分析美国 Roe v. Wade 案件 

一、参考学时：4学时 

二、研习内容： 

1、案件的基本事实与争议焦点。 

2、该案是如何进行规则适用的？ 

3、美国宪法隐私权的内容与含义？ 

4、妇女人身健康权与胎儿的生命权出现冲突时如何抉择？ 

5、评怀特大法官的反对意见 

三、研习目标： 

1、以案件为背景分析，使学生掌握宪法解释的基本方法 

2、学会案件分析的基本方法 

四、作业：以该主题为中心，做一个主题报告，以 PPT形式 

知识单元三：分析美国卡洛琳食品公司案件 

一、参考学时：4学时 

二、研习内容： 

1、案件的基本事实与争议焦点。 

2、该案是如何进行规则适用的？ 

3、斯通大法官是怎么来解释卡洛琳可以享有商业自由权的？ 

4、如何看待“司法克制”原则 

5、脚注四的内容及意义。 

6、“双重审查标准”的内容及意义 

三、研习目标： 

1、掌握美国司法对基本权利解释的变迁 

四、作业：以该主题为中心，做一个主题报告，以 PPT形式 

知识单元四：分析德国吕特案件 

一、参考学时：4学时 

二、研习内容： 

1、案件的基本事实与争议焦点。 

2、该案是如何进行规则适用的？ 

3、如何看待宪法对民事权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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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何看待地方法院对 Harlan做出的败诉判决 

5、理解基本权利的双重属性特征。  

三、研习目标： 

1、全面把握国家限制基本权利应满足的基本条件 

四、作业：以该主题为中心，做一个主题报告，以 PPT形式 

知识单元五：分析我国齐玉苓案件及针对齐玉苓案件批复的废止 

一、参考学时：4学时 

二、研习内容： 

1、案件的基本事实与争议焦点。 

2、该案是如何进行规则适用的？ 

3、如何看待宪法对民事权利的影响？ 

4、齐玉苓被侵犯的是教育权还是姓名权？ 

5、侵犯了教育权是宪法上的权利还是民法上的权利？  

三、研习目标： 

了解宪法司法适用的必要性，及宪法适用的方式和条件 

四、作业：以该主题为中心，做一个主题报告，以 PPT形式 

知识单元六：分析律师依据《律师法》会见当事人遭拒 

一、参考学时：4学时 

二、研习内容：  

1、案件的基本事实与争议焦点。 

2、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是否存在效力差异？ 

3、全国人大与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发生冲突如何适用？ 

三、研习目标： 

1、辨别法律与基本法律的效力 

2、理解宪法规范适用的具体方法 

四、作业：以该主题为中心，做一个主题报告，以 PPT形式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大纲介绍、任务安排与要求 4  

2 欧泊格非案件分析 4  

3 罗伊诉韦德案件分析 4  

4 美国卡洛琳食品公司案件分析 4  

5 德国吕特案件分析 4  

6 我国齐玉苓案件及针对齐玉苓案件批复的废止 4  

7 律师依据《律师法》会见当事人遭拒 4  

8 期末测试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宪法学 

后续课程：宪法学研讨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本课程是法学专业学科体系中一门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学科，具有基础课的性质，学

好本课程可以为学好其他法学专业课打下基础。本课程包括对宪法学基本理论、宪法基本规范的运

用，即对法解释学、法运用学的掌握以及对之前所学理论知识的灵活运用 

难点：将已学理论知识灵活运用于实践活动，提升自我法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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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改变“讲听式”的教学模式，根据课程内容和学生特点，灵活运用启发式教学法、研讨问题教

学法、过程导向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多媒体组合教学法、实例解析法、练习指导法等组织教

学。理论实践并进，“教、学、做”三位一体。注意结合国内外典型案例进行教学，营造良好的职

业氛围和环境，使学生在接受专业课程教育的同时，受到工程实践教育，启迪学生的思维和认识，

激发学生的创造意识。  

结合主题讨论的方法与小组合作的方法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以课堂教学内容为基础的课堂学

习和实践活动 

教学手段： 

积极引进现代教育技术，采用多媒体教学、网络教学、录相教学等手段。特别是网络与多媒体

技术，加强网络教学资源建设，建立了网络学习辅导与交流互动平台，充分发挥了学生主体和教师

主导作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学校建有先进的校园网，连至教室、机房、图书馆，因此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用于课程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本课程脱离了传统的输入式教学，而采用由学生自主学习、知识输出式学习，即学生通过温故

案例有关理论知识、联系案情实际，在学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而得到提升。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容有：学出勤、课

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50%。 

7、作业要求： 

作业已小组为单位完成，每个小组都要准备一个主题报告并参与对其他小组的评议。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焦洪昌、李树忠等编著《宪法教学案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姚国建 秦奥蕾：《宪法学案例演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焦洪昌等编著《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9月 第 5版 

2、任来东、陈伟、白雪峰等编著《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 25 个司法答案》，中国法制出

版社，2013年 01月 第 3版 

3、 张千帆等编著《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 第 3版 

4、胡锦光主编《宪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执笔：秦奥蕾 审稿：姚国建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2日 

 

行政法案例研习 
The Study on Administrative Law Cases 

课程号：401040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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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帮助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的行政法知识，了解现实中正在发生的行政

法现象；2、帮助学生运用有关行政诉讼制度的知识对现实案例进行分析；3、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

中国行政诉讼案件的分析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案例教学的方式，使学生掌握运用行政法基本知识分析现实案例的方法，

知道如何去寻找和提炼争点，掌握行政诉讼案件和其他诉讼案件的不同点，尤其是案件结构和分析

方法上的不同点，以此了解当下中国行政诉讼运作的实际状况，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研讨课》

等后续课程做好必要的知识和方法储备。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飞龙公司诉国家药监局行政确认、行政强制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强制； 

2．成熟原则； 

3．公共警告； 

学习目标： 

以行政确认、行政强制为重点讲解内容，要求学生掌握内部行政行为；行政指导；行政决定的

送达方式等概念。同时了解成熟原则、公共警告等内容。 

作业： 

1．对于政府作出的“表扬” 需要纳入法制化轨道吗？ 

2．政府可以随意地为某一企业授予“产品质量信得过”的牌匾吗？ 

3．如果可以，是否对其他企业构成不正当竞争？ 

知识单元 2：张某诉民政局请求确认继母婚姻无效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原告资格； 

2．婚姻登记性质； 

3．婚姻登记可诉性； 

学习目标： 

通过本婚姻案件的讲解，重点掌握行政诉权主体，婚姻登记行为的可诉性，婚姻登记的性质。 

作业： 

1．婚姻登记有瑕疵，可否据此撤销婚姻登记？ 

2．婚姻登记是不是一种行政许可？此类案件可否适用《行政许可法》？ 

知识单元 3：田宇诉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建设与环境保护局行政不作为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产与公有公共设施； 

2．行政赔偿中的过错与违法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赔偿的属性； 

2．以行政赔偿与民事赔偿的区别适用为讲解内容，理解侵权之诉、行政公产等概念和特点。 

作业： 

《民法通则》第121 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

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2003 年最高院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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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 条与36 条声明：法人及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中致人人身损害的，依

照《民法通则》121 条由该法人承担责任。属于《国家赔偿法》事由的，依照《国家赔偿法》处理。 

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诉司法解释如何理解？按此规定，此类案件将来应当归入行政诉讼？

还是民事诉讼？还是由当事人自己选择？ 

知识单元 4：德宝公司诉湖北对外贸易厅违法清算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强制； 

2．清算行为的性质； 

3．公法与私法的区分； 

学习目标： 

1．掌握行政强制的权力主体； 

2．掌握清算委员会性质等概念范畴，明确行政违法的认定。 

3. 了解区分公法与私法的界限。 

作业： 

原告某起诉民政局，要求撤销第三人的结婚证书，理由是第三人未亲自填写结婚申请表，民政

局就为其颁发结婚证书，程序违法。第三人答辩说：我们亲自填写上并交了表格。法庭调查时，民

政局提交给法庭一份申请表。第三人辨认后断定，这绝非他们当初递交的申请表，乃是后来伪造的。

法院认为，被告提交的申请表经鉴定，不是第三人和其配偶亲笔书写，应当认定，第三人当初为提

交亲笔书写的申请表。法院的认定成立吗？ 

知识单元 5：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学位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高校的属性； 

2．行政诉讼被告与行政主体之间的关系； 

3．程序违法的审查 

学习目标： 

分析法院审理学术性质的案件是否合理，如何适用法律法规等具体问题，明确学术自由等法理

含义。 

作业： 

1．宣布考试成绩作废是否属于行政处罚？ 

2．此类纠纷，应否纳入行政诉讼？ 

知识单元 6：汤某诉某公安派出所非法致人死亡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盖然性分析； 

2．价值衡量的方法； 

3．桑本谦公式； 

学习目标： 

1．掌握行政法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需要考虑的因素； 

2．了解桑本谦的举证责任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公式。 

作业： 

1．法官的价值衡量如何获得正当性？  

2．价值衡量方法的引进，确实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避免价值衡量成为执法者的恣意？ 

知识单元 7：刘文修等诉北门乡政府行政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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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合同的属性； 

2．行政合同的救济方式； 

3. 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关系。 

学习目标： 

1．掌握行政合同的含义与特点； 

2．了解相关法律政策的规定，思考对于行政合同纠纷解决制度的构建。 

作业： 

某工商局筹集资金建造房屋，开办了一个市场，并与经营者签订摊位租赁协议。两年后，该工

商局解除原来的租赁合同，对摊位的出租权进行调整。部分经营户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1．工商局与租赁户签订的合同是行政合同吗？ 

2．识别行政合同的标准是什么？ 

知识单元 8：金迪等三人诉东城区教委行政许可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与利害关系。 

2．合法性审查。 

3．争议解决方法。 

学习目标： 

1．明确行政诉讼中起诉主体的要求与条件； 

2．掌握合法性审查的目的与范畴； 

3. 思考起诉标准，行政争议标准的确定问题。 

作业： 

甲厂（乡镇集体企业）于 20 世纪70 年代在集体土地上建造厂房。1988 年该厂职工黄某与他

人合伙创办了乙厂。经乡政府批准，乙厂使用甲厂的部分厂房。2004 年，甲厂因为改制需要拍卖

厂房。乡政府向拍卖行出具公函，称“乙厂现使用的厂房属于甲厂所有”。乙厂不服，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问： 

（1）乡政府的公函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2）乙厂与乡政府的公函有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3）司法应当怎样兼顾原告诉讼请求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 

知识单元 9：陈清原诉Ｙ县房管局房产登记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不动产登记； 

2. 不动产登记制度； 

3. 实质审查主义。 

学习目标： 

1．分析登记行为的可塑性； 

2．明确司法审查的对象和范围。 

作业： 

2003 年，季某和曹某夫妇通过房屋中介机构，以24 万元的价格将自己的未经初始登记的两间二

层房屋出卖给杨某。杨某在签订合同后，即到规划建设部门设法搞到《个人违法建设案件调查处理表》

并交了罚款。随后，杨某凭借处理表和罚款单到房管局申请初始登记。房管局给予办理，并颁发了房

产权证。杨某与季某夫妇在履行价款的过程中发生纠纷。季某夫妇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认房屋的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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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合同无效。同时，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房管局根据杨某的申请办理的初始登记及房产权证无效。 

问题： 

（1）季某夫妇提起的行政诉讼，法院是否应当受理？ 

（2）本案中房管局是否已经尽到了实质审查的职责？ 

知识单元 10：林某等 101 人诉平阴镇政府履行职责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村委会与镇政府的关系； 

2．公共行政； 

学习目标： 

1．分析村民委员会的性质、职能、地位；  

2．掌握行政权的授予方式； 

3. 了解公共行政的含义。 

作业： 

请谈谈法律怎样授予行政权？ 

知识单元 11：高校的自律与他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学生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2．法律保留原则与校规校纪的法律效力； 

3．学生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 

学习目标： 

1．掌握法律的位阶效力，受教育权、隐私权的内容和范围；  

2．了解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含义及理论依据； 

3. 思考宪法的司法化问题。 

作业： 

1．学校调查学生的性隐私本身是否侵权？ 

2．学校通报个人私生活，是否侵犯隐私？ 

知识单元 12：舟山市民诉市政府古城拆迁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国务院规范性文件在诉讼中的适用性； 

2．行政公益诉讼； 

3．原告资格； 

4．行政规划。 

学习目标： 

1．明确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和地位； 

2．重点掌握法律的溯及力，诉讼中的辩论原则的含义与理论依据， 

作业： 

1998 年6 月30 日，为了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济源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了成立创建全国卫生

城市指挥部的决定。01 年7 月11 日，“市创建指挥部”和某街道办事处给居民张某送达拆迁通知

书，落款是旧城改造拆迁工作领导小组，盖章是“市创建指挥部”。通知张某16 日前拆除自己家

的门楼，逾期不拆将强行拆除。22 日下午，在张某家中无人的情况下，街道办事处组织有关人员，

对张某影响村中道路的建筑进行了拆除。张某不服，提起诉讼。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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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案的被告是谁？ 

（2）法院应当如何判决此案？ 

知识单元 13：南京美亭化工厂诉江宁区政府“立法不作为”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立法不作为的要素。 

2．规范性文件的可审查性。 

学习目标： 

1．掌握立法不作为的涵义、要素即法律效果； 

2．了解规范性文件的特点； 

3．了解法律废止的含义与种类。 

作业： 

1．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化工厂实现权益保障有无有效的途径？  

2．请谈谈司法对行政权的监督。 

知识单元 14：安泰公司诉江油市政府《议事纪要》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信赖保护原则内容及意义； 

2．正当程序规则； 

3．内部行为的界定和限制。 

学习目标： 

1．掌握行政许可的含义特点及法律规定； 

2．明确行政行为分类，重点掌握内部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特点； 

3. 了解行政诉讼的主体适格问题。 

作业： 

2001 年5月，昌化镇人民政府与琼昌公司签订了《开发协议书》约定在棋子湾整体规划出台前，

先由琼昌公司先期开发棋子湾景点。镇政府划出50 亩地，使用时间50 年给其做旅游开发用地。之

后不到一年，琼昌公司的开发使景点知名度大增。2003 年4 月，昌化镇领导两次带人拆除了公司

的旅游设施，中止协议的依据是县政府召开县长办公会议纪要，以及县政府相关《通知》。琼昌公

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县人民政府及昌化镇政府的通知，赔偿经济损失156万元。 

问题： 

（1）镇人民政府中止协议的行为违背了行政法的什么原则？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2）县政府的会议纪要与通知是什么性质的行为？ 

知识单元 15：市民不满“奖励拍摄违章”状告公安局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指导行为合法性的控制； 

2．美国的行政指导及发展。； 

3．日本行政指导的类型； 

4．德国的行政指导近代发展状况。 

学习目标： 

1．掌握行政指导的含义、历史发展； 

2．掌握行政诉讼证据的“三性”，尤其合法性特点。； 

作业： 

2004 年6 月18 日，北京海淀交通支队在海淀区阜永口设置的交通技术监控设施，记录了一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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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捷达违法交通信号灯的行为，并清除记录了车号。根据机动车档案记载，该车所有认为郭某。

7 月27 日，海淀交通支队作出对郭某处以200 元的罚款处罚决定。同日，郭某向公安交通管理局

申请行政复议，公安交通管理局维持了处罚决定。郭某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驳回了其诉讼请

求，郭某上诉。法院审理中，郭某主张他当时并未经过阜永口，而且交通拍摄的照片上的违法车辆

无高位刹车灯，其车有高位刹车灯。海淀交通支队认定违法的主体有误。二审法院认为，监控记录

可以认定郭某当日的违规行为，郭某证据不足，故处罚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问题： 

法院终审判决是否正确？为什么？ 

（二） 实践教学  观摩庭审，共 2学时 

观摩昌平法院庭审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掌握行政诉讼实际程序操作，通过对庭审活动的现实解剖和分析，引导

学生分析庭审各方的成功之处及不足之处，提升学生的实践水平。 

学时分配：2 学时 

复习与思考题目 

本次庭审程序操作中有何程序不足，审判人员控制程序的水平分析。各方当事人辩论技巧。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飞龙公司诉国家药监局行政确认、行政强制案 2  

2 张某诉民政局请求确认继母婚姻无效案 2  

3 
田宇诉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建设与环境保护局行政

不作为案 
2  

4 德宝公司诉湖北对外贸易厅违法清算案 2  

5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学位案 2  

6 汤某诉某公安派出所非法致人死亡案 2  

7 刘文修等诉北门乡政府行政合同纠纷案 2  

8 金迪等三人诉东城区教委行政许可案 2  

9 观摩庭审 2  

10 陈清原诉Ｙ县房管局房产登记案 2  

11 林某等 101 人诉平阴镇政府履行职责案 2  

12 高校的自律与他律 2  

13 舟山市民诉市政府古城拆迁案 2  

14 南京美亭化工厂诉江宁区政府“立法不作为”案 2  

15 安泰公司诉江油市政府《议事纪要》案 2  

16 市民不满“奖励拍摄违章”状告公安局案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后续课程：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研讨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司法权的范围、行政诉讼的基本流程、行政案件的争点查找。 

难点：对法条的分析和运用、对《行政诉讼法》的理解以及对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解。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授课教师带领学生展开讨论，学生做主题报告。 

2.师生之间展开小组讨论。 

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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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多媒体进行可视化展示。 

2.利用视频播放手段呈现现实事例或案例。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安排 2学时的模拟法庭进行自主学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由任课教师自行掌握。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行政法案例研习》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何兵 主编：《行政法案例研习》，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张树义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月 第 2版。（公法系列教材） 

2. 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5月 第 4版。（普通高等教育“十

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3. 马怀德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年 9 月 第 1 版。（中国政法大学精

品教材） 

4. 张树义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年 7 月 第 2 版。（中国政法大

学精品教材） 

执笔：何兵  审稿：罗智敏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0日 

 

非诉讼律师实务 
Non-litigation Practice 

课程号：4010401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本课程是针对法学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律师实务系列课程之一，

同时也是综合性较强的课程； 

2、本课程是弥补高等学校法科学生知识与实践之间“断链”的专门课程； 

3、本课程作为法学专业选修课，旨在培养适应社会要求并为社会所急需的应用性法律人才。 

4、本课程关注律师实务过程中基本技能，通过讲授、演练、讨论等实践教学方式，让学生学

会并掌握律师在非诉讼业务过程中的需要最基本的技能。 

开设本课程，紧密围绕律师主要业务之一——非诉讼律师实务，就如何运用有关法律解决实际

问题作系统阐述，并对律师的工作方法及一些具体操作办法作示范说明。本课程具有较强的应用性，

因此要在教学中要强化实践环节：要求教员系统、全面、准确掌握律师实务现状，不脱离中国的实

际；教员应重点搞好案例教学，以案说法，进行案例评析，有针对性地解决各章节中的难点、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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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布置作业时以综合练习和案例操作为主，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本门

课程的讲授，使学生在对律师制度初步认知的基础上，能运用所学知识处理有关法律事务，掌握处

理相关律师业务的技能。开设本门课程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对今后工作单位中存

在的常见法律问题能够独立承办，并为学生今后参加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6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１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授课目的。 

2．了解授课内容。 

学习目标： 

1．了解课程基本信息。 

作业：无 

知识单元２：律师制度 

参考学时：２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律师的性质 

2．掌握律师的业务范围。 

3. 了解律师事务所组成形式 

4. 了解律师行业实际状况 

学习目标： 

1．熟悉律师基本制度 

作业：无 

知识单元３：非诉讼律师实务概述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非诉讼律师实务的概念和特征 

2．了解非诉讼律师实务的范围 

3. 掌握非诉讼律师实务的基本方法 

学习目标： 

1．熟悉非诉讼律师制度的基本内容 

作业：无 

知识单元４：担任法律顾问 

参考学时：６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法律顾问的范围 

2．掌握合同审核的基本技巧 

学习目标： 

1．掌握合同审核的基本技巧 

作业：合同审核训练 

知识单元５：法律意见书 

参考学时：６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法律意见书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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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法律意见书的制作方法 

学习目标： 

1．掌握法律意见书制度的技巧 

作业：法律意见书制作训练 

知识单元６：尽职调查 

参考学时：６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尽职调查的方法和内容 

2．掌握尽职调查的实施内容 

3. 掌握尽职调查报告的制作技巧 

学习目标： 

1．熟悉尽职调查调查的基本内容 

作业：无 

知识单元７：律师代书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律师代书的概念和范围 

2．掌握律师代书的基本方法 

学习目标： 

1．掌握律师代书的基本方法 

作业：无 

知识单元 8：律师见证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律师见证的效力和范围 

2．了解律师见证的程序 

3.  掌握律师见证的技巧 

学习目标： 

1．熟悉律师见证的基本技巧 

作业：无 

知识单元９：授权委托书 

参考学时：１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授权委托书的概念 

2．掌握授权委托书的制作技巧 

学习目标： 

1．熟悉授权委托书的制作技巧 

作业：无 

知识单元 10：结语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总结非诉讼律师业务的基本技巧 

学习目标： 

1．熟悉非诉讼律师业务的技巧 

作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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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6学时 

实验 1：合同审核技能训练 

参考学时：３学时 

实验内容：在讲授合同审核之前由学生自行对合同进行审核 

实验要求：掌握合同审核的方法 

实验 2：法律意见书制作技能训练 

参考学时：３学时 

实验内容：提供素材由学生制作法律意见书 

实验要求：掌握法律意见书的制作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律师制度 3  

2 非诉讼律师实务概述 担任法律顾问（一） 3  

3 担任法律顾问（二） 3  

4 实验：合同审核训练 3  

5 法律意见书（一） 3  

6 法律意见书（二） 3  

7 实验：制作法律意见书 3  

8 尽职调查（一） 3  

9 尽职调查（二） 3  

10 律师代书与律师见证 3  

11 授权委托书 结语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合同审核技能、法律意见书写作、尽职调查 

难点：律师角色与作用、律师的职业伦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教师讲授 

2. 大脑风暴 

3. 分组讨论 

4. 模拟角色 

教学手段： 

1. 视频播放 

2. 数据分析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演示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建议学生在选修课程同时或者之后，在律师事务所进行专业实习，不纳入课程要求。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考察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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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结合实验内容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本课程不选用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无 

（二）推荐参考书 

1.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编《律师执业基本技能（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4月 第 3版 

2. 高云著《思维的笔迹》（上）（下），法律出版社，2013年 2月 第 1版 

3. 吴江水著《完美的合同：合同的基本原理及审查与修改（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月 第 1版 

4. 君合律师事务所著《律师之道：新律师的必修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5月 第 1版 

5. 君合律师事务所著《律师之道：资深律师的 11堂业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0月 第

1版 

 执笔：袁钢  审稿：许身健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0日 

 

律师学 
Science of Lawyer system 

课程号：40105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系统掌握律师制度和律师实务的基本内容；2、了解律师制度和律师

实务的理论基础和实践；3、通过课堂讲授和实际案例，培养学生对律师制度的正确认识并使之掌

握初步的律师实务技能。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律师制度和律师实务的基础知识，

了解律师制度和律师实务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技能，为法庭论辩技能、法律职业行为规则、法律诊所

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6学时 

知识单元 1：律师学概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律师学的概念； 

2．律师学的内容和构架； 

3．律师学研究的特征和意义。 

学习目标： 

1．了解律师制度和律师实务的基本概念； 

2．掌握律师制度的主要内容以及研究律师制度的重要意义。 

作业： 

1．律师职业在国家司法制度中有何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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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律师学与相关法律部门及学科的关系是什么？ 

知识单元 2：律师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律师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2. 旧中国律师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3．新中国律师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律师制度和律师职业的发展历史。 

2．掌握律师制度和律师职业在我国历史上的曲折发展。 

3．中国和英美法系国家在律师制度的历史发展中的比较价值。 

作业： 

1．在 1949年以后，我国的律师制度的发展有何特点？ 

2. 试评律师制度与国家法治建设的关系。 

知识单元 3：律师的职业属性及定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律师的职业属性； 

2．我国律师性质的立法变迁 

3．律师职业定位； 

4. 律师的任务 

学习目标： 

1. 了解律师的职业属性以及我国律师职业的性质变迁； 

2. 关于律师职业定位的几种主要观点； 

3．如何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和维护国家法律正确实施的关系。 

作业： 

1. 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军队律师的区别是什么？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对律师职业的界定与律师职业属性的关系是什么？ 

知识单元 4：律师执业基本要求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律师的称职性； 

2．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历史回顾； 

3. 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条件、程序； 

4. 律师执业的限制性规定。 

学习目标： 

1.了解律师称职性的概念和特征； 

2.了解取得律师资格或法律职业资格的途径； 

3. 掌握律师执业的限制性规定。 

作业： 

1. 律师执业证书的管理规定主要有哪些？ 

2．律师职业的称职性对当事人有何重要意义？ 

知识单元 5：律师的业务素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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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 

2.丰富的社会知识占有能力； 

3. 律师要有一定的文学修养； 

4. 律师要有善辩的口才； 

5. 律师要有一定的应变能力； 

6. 律师要有科学的思维方式 

学习目标： 

3. 了解律师业务素质的构成； 

4. 掌握律师提高业务素质的主要方面。 

作业： 

1.律师业务素质的提升主要有哪些途径？ 

2.律师业务素质是否应当包含职业伦理的内容？ 

知识单元 6：律师的权利和义务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律师的权利； 

2. 律师的义务； 

3. 律师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律师权利的构成； 

2.掌握律师义务的主要方面。 

作业： 

1.律师阅卷权在法律保障方面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2. 律师为何不得私自接受委托、收取钱物的义务？ 

知识单元 7：律师事务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律师事务所的概念和职能； 

2.律师事务所的权利和义务； 

3. 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 

4. 律师事务所的设立、变更与终止； 

5. 律师事务所的内部管理； 

6. 律师事务所发展趋势。 

学习目标： 

1.了解律师的组织形式和主要的权力、义务； 

2.掌握律师事务所在设立、变更和终止方面的程序； 

3.了解律师事务所的发展趋势。 

作业： 

1.如何健全律师事务所的内部管理制度？ 

2.不同组织形式的律师事务所在权利和义务上有何不同？ 

知识单元 8：律师管理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律师管理体制； 

2. 我国律师管理体制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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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律师法》对律师管理体制的规定及完善； 

4. 律师协会与律师行业自治制度； 

5. 律师协会的设置与职责； 

学习目标： 

1.了解律师管理制度的体系； 

2.掌握律师行业自治制度的主要内容； 

3.掌握律师行政管理机关与律师行业自治机构之间的关系。 

作业： 

1.新旧《律师法》在律师管理制度建设方面有何异同？ 

2.律师行业自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9：律师收费规则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外律师收费制度比较； 

2.律师收费制度的主要内容； 

3.律师收费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4.律师风险收费的范围； 

5.律师收费的主要类型； 

6.律师的法律援助及公益活动。 

学习目标： 

1.了解律师收费规则的主要内容； 

2.掌握律师收费制定应考虑的因素； 

3. 掌握律师收费争议的解决机制。 

作业： 

1.律师的职业属性与律师收费规则的关系是什么？ 

2.律师在一般代理中的收费方式与风险代理收费方式有何不同？ 

知识单元 10：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执业行为规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律师职业道德的概念和特征； 

2. 我国律师职业道德建设的历史发展； 

3. 我国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和律师执业纪律规范的关系； 

4. 律师的执业行为规范； 

5. 律师执业纪律规范的具体内容； 

学习目标： 

1.了解律师职业道德的概念、特征和主要内容； 

2.掌握律师的执业行为规范的主要内容。 

作业： 

1. 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和律师执业纪律规范之间是何关系？ 

2.律师的职业道德与执业技能之间是何关系？ 

知识单元 11：律师的法律责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律师的行政责任； 

2. 律师应受行政处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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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律师的民事责任以及责任赔偿制度； 

4. 律师的刑事责任； 

5. 对非律师人员从事法律服务的制裁； 

学习目标： 

1.了解对律师的行政处罚的种类及行使处罚权的机关； 

2.了解律师承担刑事责任范围； 

3.了解律师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 

作业： 

1. 怎样对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或者辩护业务进行制裁？ 

2. 如何完善律师责任赔偿制度的配套措施？ 

知识单元 12： 律师的业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辩护业务； 

2. 行政诉讼中的律师代理； 

3. 律师的民事诉讼代理； 

4. 律师的非诉讼业务。 

学习目标： 

1.了解律师业务素质的构成； 

2.掌握律师提高业务素质的主要方面。 

作业： 

1.律师的非诉讼业务包含哪些内容？ 

2.部分律师拒斥刑事诉讼业务的原因何在？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律师学概论 2  

2 律师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2  

3 律师的职业属性及定位 3  

4 律师执业的基本要求 3  

5 律师的业务素质 2  

6 律师的权利和义务 3  

7 律师管理制度 3  

8 律师的收费规则 3  

9 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执业行为规范 3  

10 律师事务所 2  

11 律师的法律责任 3  

12 律师的业务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不限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律师的职业属性、律师的管理制度、律师的收费规则、律师制度的历史发展、律师的法

律责任、律师的业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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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律师的职业属性与社会责任、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律师的行业自治制度与现行行政管

理体制之间的协调、律师与律师事务所的关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对需要学生了解和掌握的基本知识进行讲授； 

2. 案例分析讨论：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讨论，促进学生深入了解律师学的基本内容、以及

法律责任； 

3. 教学片观摩。 

教学手段： 

1. PPT教案； 

2. 多媒体教室。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察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期末考

察占 8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律师学的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陈卫东著：《中国律师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12月 第 3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进喜主编《律师与公证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1月 第 2版 

2. 陈  宜主编《律师公证制度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 9月 第 2版  

执笔：刘晓兵  审稿：刘晓兵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2日 

 

律师实务 
Legal Practice 

课程号：4010500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本课程是针对法学专业高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律师实务系列课程之一，

同时也是综合性较强的课程； 

2、本课程是弥补高等学校法科学生知识与实践之间“断链”的专门课程； 

3、本课程作为法学专业选修课，旨在培养适应社会要求并为社会所急需的应用性法律人才。 

4、本课程关注律师实务过程中基本技能，通过讲授、演练、讨论等实践教学方式，让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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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并掌握律师业务过程中的需要最基本的技能。 

开设本课程，紧密围绕律师业务的基本技能，就如何运用有关法律解决实际问题作系统阐述，

并对律师的工作方法及一些具体操作办法作示范说明。本课程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因此要在教学中

要强化实践环节：要求教员系统、全面、准确掌握律师实务现状，不脱离中国的实际；教员应重点

搞好案例教学，以案说法，进行案例评析，有针对性地解决各章节中的难点、热点问题；布置作业

时以综合练习和案例操作为主，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通过本门课程的讲授，使

学生在对律师制度初步认知的基础上，能运用所学知识处理有关法律事务，掌握处理相关律师业务

的技能。开设本门课程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对今后工作单位中存在的常见法律问

题能够独立承办，并为学生今后参加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6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１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授课目的。 

2．了解授课内容。 

学习目标： 

1．了解课程基本信息。 

作业：无 

知识单元２：律师制度 

参考学时：２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律师的性质 

2．掌握律师的业务范围。 

3. 了解律师事务所组成形式 

4. 了解律师行业实际状况 

学习目标： 

1．熟悉律师基本制度 

作业：无 

知识单元３：律师实务概述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律师实务的概念和特征 

2．了解律师实务的范围 

3. 掌握律师实务的基本方法 

学习目标： 

1．熟悉律师制度的基本内容 

作业：无 

知识单元４：法律调研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法律调研的范围 

2．掌握法律检索的基本技巧 

学习目标： 

1．掌握法律检索的基本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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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法律检索训练 

知识单元５：访谈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访谈的目的 

2．了解访谈的阶段和技巧 

3.  掌握访谈的控制 

学习目标： 

1．掌握访谈的技巧 

作业：访谈训练 

知识单元６：谈判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谈判的方法和内容 

2．掌握谈判的操作和技巧 

学习目标： 

1．熟悉谈判技巧的基本内容 

作业：无 

知识单元７：资料文件和卷宗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了解资料的收集和管理 

2． 掌握文件的制作和管理 

3．了解业务档案的整理 

学习目标： 

1．掌握文件的制作管理技巧 

作业：无 

知识单元９：律师工作中的关系 

参考学时：１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律师工作中各种角色 

2．掌握客户开拓技巧 

学习目标： 

1．掌握律师开拓技巧 

作业：无 

知识单元 10：结语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总结律师业务的基本技巧 

学习目标： 

1．熟悉律师业务的技巧 

作业：无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6学时 

实验 1：法律检索训练 

参考学时：３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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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针对案件在分析基础上，由学生进行法律检索 

实验要求：掌握法律检索的方法 

实验 2：访谈训练 

参考学时：３学时 

实验内容：采用模拟的方式，模拟当事人进行访谈（会见） 

实验要求：掌握访谈技巧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律师制度 3  

2 律师实务概述 法律检索（一） 3  

3 法律检索（二） 3  

4 实验：法律检索训练 3  

5 访谈（一） 3  

6 访谈（二） 3  

7 实验：访谈训练 3  

8 谈判（一） 3  

9 谈判（二） 3  

10 资料文件与卷宗 3  

11 律师工作中的关系 结语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律检索、访谈、谈判、文件整理 

难点：法律检索技能的培养、文件整理技巧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5. 教师讲授 

6. 大脑风暴 

7. 分组讨论 

8. 模拟角色 

教学手段： 

3. 视频播放 

4. 数据分析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演示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建议学生在选修课程同时或者之后，在律师事务所进行专业实习，不纳入课程要求。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考察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结合实验内容布置相应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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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本课程不选用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无 

（二）推荐参考书 

1.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编《律师执业基本技能（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4月 第 3版 

2. 徐家力、宋宇博编著《律师实务》（第八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 8月 第 7版 

3. 薛晓蔚著《实习律师指南》，法律出版社，2013年 12月 第 1版 

 执笔：袁钢  审稿：许身健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0日 

 

法庭论辩技能 
Trial Advocacy 

课程号：401050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初步掌握法庭论辩的基本知识； 

2、提高学生的法庭论辩技能； 

3、使学生能够把相关诉讼法的理论知识用于模拟的庭审实践。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法庭论辩技能的基础知识、基本

技能，为今后从事相关法律职业打下初步的实战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4学时 

知识单元 1：法庭论辩的基本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庭论辩的涵义与特征、意义。 

2．法庭论辩的历史发展。 

3. 法庭论辩的仪态 

4. 法庭论辩的语言表达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庭论辩的涵义与特征、意义。 

2．了解法庭论辩的历史发展状况。 

2．掌握法庭论辩的仪态与语言表达要领。 

作业： 

1.课后对镜练习法庭论辩的基本仪态。 

2.试述法庭论辩与大中专辩论赛有何不同。 

知识单元 2：开庭陈述的论辩技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开庭陈述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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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件理论的作用及其形成 

3. 法庭陈述的种类、技巧 

学习目标： 

1. 了解开庭陈述的基本技能 

2. 掌握开庭陈述的主要技能 

3. 具体运用开庭陈述的各种技能 

4. 为今后从事相关实际工作进行必要的演练 

作业： 

1.结合相关案例准备开庭陈述 

2.小组演练开庭陈述 

知识单元 3：质证技能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庭质证的基础知识 

2.法庭质证的一般流程 

3.法庭质证的一般技能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庭质证的基本知识和一般流程 

2.掌握法庭质证的基本技能 

作业： 

1.试述刑事诉讼质证与民事、行政诉讼质证的异同 

2.结合相关案例准备质证要点 

知识单元 4：质证技能分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物证的质证技能 

2.书证的质证技能 

3.视听资料的质证技能 

学习目标： 

1.掌握各种证据形式的质证技能 

2.重点掌握物证、书证和视听资料的质证技能 

作业： 

1.试述物证与书证的质证技能的异同 

2.小组讨论相关案例的证据如何质证 

知识单元 5：直接询问的论辩技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直接询问的基本理论 

2.直接询问的具体技巧 

学习目标： 

1.了解直接询问的基本知识 

2.重点掌握直接询问的具体技能 

作业： 

1.试述直接询问在国外的发展 

2.小组演练直接询问 

知识单元 6：交叉询问的论辩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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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交叉询问的基本理论 

2.交叉询问的具体技巧 

学习目标： 

1.了解交叉询问的基本知识 

2.重点掌握交叉询问的具体技能 

3.结合法庭审理实际进行演练 

作业： 

1.试述交叉询问在国外的发展 

2.小组演练交叉询问 

知识单元 7：攻防意见发表技能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战略性技能的主要方面 

2.战术性技能的主要方面 

学习目标： 

1.掌握法庭论辩过程中自由辩论的战略性技能 

2.掌握法庭论辩过程中自由论辩的战术性技能 

作业： 

1.试述战略性技能与战术性技能的区别 

2.小组演练自由辩论 

知识单元 8：总结陈词的论辩技能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总结陈词的基本理论 

2.总结陈词的具体技巧 

学习目标： 

1.了解总结陈词的基本知识 

2.重点掌握总结陈词的具体技能 

3.结合实际进行模拟 

作业： 

1.试述总结陈词在国外的发展 

2.小组演练总结陈词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4个，共 12学时 

实验 1：开庭陈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模拟演练开庭陈述 

实验要求：熟悉开庭陈述的基本理论；研究案件理论的形成方法；掌握开庭陈述的主要技巧。 

实验 2：直接询问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模拟演练直接询问 

实验要求：熟悉直接询问的基本理论；研究直接询问的基本流程；掌握直接询问的主要技能。 

实验 3：交叉询问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模拟演练交叉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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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要求：熟悉交叉询问的基本理论；研究案例的争点所在；掌握交叉询问的主要技能。 

实验 4：总结陈词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模拟演练总结陈词 

实验要求：熟悉总结陈词的基本理论；研究总结陈词的主要方式；掌握总结陈词的基本技能。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庭论辩的基本理论 2  

2 开庭陈述的论辩技能 3  

3 模拟演练开庭陈述 3  

4 质证技能概述 2  

5 质证技能分述 3  

6 直接询问的论辩技能 3  

7 模拟演练直接询问 3  

8 交叉询问的论辩技能 3  

9 模拟演练交叉询问 3  

10 攻防意见发表技能 2  

11 总结陈词额论辩技能 3  

12 模拟演练总结陈词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后续课程：证据法、律师制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案件理论、开庭陈述、质证概述、直接询问。 

难点：质证分述、交叉询问、攻防意见发表技能。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演示法 

3.案例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电影、电视。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模拟法庭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12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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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美国法庭论辩制度》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

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刘晓兵编著《美国法庭论辩制度：影像与现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顾永忠主编：《法律论辩(第二版)》(全国高等法律职业教育系列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 2007年版。 

2.斯蒂芬·克里格、理查德·诺伊曼：《律师执业基本技能：会见、咨询服务、谈判、有说服

力的事实分析》，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 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  

执笔：刘晓兵 审稿：刘晓兵 审定：法学院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2日 

 

法律写作 
legal writing 

课程号：4010500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在掌握法律写作的基本要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法律分析和法律推理等多方面的实

务能力。 

本课程不同于其他法学课程，其特点表现为：首先，本课程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课程，更是法

律方法与法律技巧课程。其次，本课程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即综合了实体法和程序法，因此，在本

课程学习之前，学生最好已经学习了法学的主要科目。最后，法律写作绝不仅仅关注书面形式，而

是更为关注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法律写作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律写作与法律思维； 

2．法律写作的特点； 

3、法律写作的语言。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写作都包含哪些内容； 

2．了解法律写作的意义。 

3. 了解法律写作的语言特征。 

作业： 

阅读经典文书。 

知识单元 2：法律摘要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律摘要的概念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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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制作法律摘要。 

3. 如何制作案例摘要。 

学习目标： 

1．通过学习法律摘要培养学生的综合和归纳的能力； 

2．通过学习案例摘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作业： 

根据所给的案情材料，写法律摘要及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3：法律论文的写作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论文的选题； 

2．论文的搜索； 

3. 论文的结构； 

4. 论文的内容； 

5、论文的引注。 

学习目标： 

1．通过论文的写作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 

2．通过论文的写作培养学生论证的能力。 

作业： 

根据学生的兴趣，写论文大纲。 

知识单元 4：律师的诉状类文书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起诉状的制作（包括民事起诉状、行政起诉状、刑事自诉状）。 

2．上诉状与申诉状的写作。 

3. 答辩状与反诉状的写作。 

…… 

学习目标： 

1．学习诉状类文书的同时，培养学生的证据的思维、程序的思维等； 

2．在掌握诉状类文书写作的同时，培养学生在本案中如何抓住案件的重点，找到案件的关键

性的问题等法律技能。 

作业： 

根据所给的案情材料，写起诉状、答辩状或者上诉状。 

知识单元 5：法庭演说词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代理词的写作； 

3. 辩护词的写作； 

4. 公诉词的写作。 

学习目标： 

1．通过学习法庭演说词，培养学生的正反双向的思维； 

2．在掌握代理词、辩护词以及公诉词的写法的同时，培养学生的论辩的能力。 

作业： 

根据所给的案情材料，写一份代理词、或者辩护词和公诉词。 

知识单元 6：人民法院的主要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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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人民法院一审民事判决书的写作。 

2. 人民法院一审刑事判决书的写作。 

学习目标： 

1．学习法院判决书制作的同时，培养学生说服的能力； 

3. 掌握法院判决书的同时，培养学生推理和论证的能力。 

作业： 

根据案情材料写一篇民事判决书或刑事判决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律写作概述 4  

2 法律摘要的写作 2  

3 法律论文的写作 4  

4 诉状类文书的写作 8  

5 法庭演说词的写作 8  

6 法院判决书的写作 6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刑法、婚姻法、继承法、民事诉诉讼、刑事诉讼法 

同时开设的课程：证据法、合同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对学生法律思维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和推理、论证能力的培养。 

难点：更费时、不容易把握学生的进展、更具挑战性。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本课程更注重实际的操作，不是概念的灌输，也不是简单格式的介绍，重在法律思维的培养和

法律技能的掌握，因此在教学方法上采用案例教学，让学生融入案例之中，在案例中角色的担任，

发挥学生积极主动的作用。 

教学手段： 

PPT。 

4、实践教学环境 

本课程主要是在大三开设，开设期间有的学生也选择了法律诊所课程，这为法律写作课提供了

实践的基地。 

为学生今后的实习，模拟法庭打下基础。 

5、课程自主学习 

每次课后布置一些经典的文书以及案情材料，让学生课后阅读并进行写作训练。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常做四到六次作业，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

堂检测情况；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的写作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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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用教材 

高云著：《思维的笔记》，法律出版社，2013年 2月 第二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法律推理与法律文书写作技巧，影印本，中信出版社 

2、法律写作，托马斯，影印本，法律出版社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 
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课程号：4010600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宪法、行政法专业司法制度学方向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理论教学目标是： 

1、掌握纠纷解决方式的历史发展和基础理论； 

2、掌握纠纷解决方式的概念、内容、功能，分类和特征； 

3、熟悉纠纷解决方式的体系及程序； 

4、熟悉纠纷解决方式的创新实践及立法发展。 

本课程的实践教学目标是： 

1、掌握不同纠纷解决方式的基本规律与技巧； 

2、能够结合具体纠纷，遵循相应的纠纷解决理念，灵活安排适宜的纠纷解决方式。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9学时 

知识单元 1：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纠纷 

2．纠纷的解决 

3．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学习目标： 

1．了解纠纷的成因、特点与类型。 

2．掌握纠纷解决的过程、机制。 

3．了解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产生背景和制度设计。 

作业： 

1、请从以诉讼为中心的纠纷解决机制的不足着眼，谈谈 ADR与诉讼的关系？ 

2、当前我国纠纷解决渠道有哪些？纠纷解决制度的构建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知识单元 2：ADR的法学源流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法学思潮与 ADR 

2．中国 ADR的源流 

3．美国 ADR运动简介及评价 

4．当代 ADR运动的全球化趋势 

学习目标： 

1．了解 ADR的历史发展及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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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 ADR的理论基础。 

作业： 

1．简述 ADR的发展对利用司法（Access to justice）运动的影响？ 

2．简述恢复性司法对刑事诉讼的影响。 

3．请试用波斯纳的经济分析方法分析纠纷解决的成本问题。 

4．请评价美国 ADR运动的作用和意义。 

知识单元 3：ADR的基本理论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ADR的内容 

2．ADR的特征 

3．ADR的功能 

4．ADR的分类及体系 

5．ADR的程序与机制 

学习目标： 

1．掌握 ADR的基本理论。 

2．掌握 ADR的基本程序。 

作业： 

1． 简述 ADR的特征。 

2． 简述 ADR的体系。 

3．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问题。 

知识单元 4：专门性 ADR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ADR在不同纠纷解决领域的具体应用 

2．专门性 ADR的现存问题与发展趋势 

学习目标： 

1．熟悉 ADR的基本理论在不同纠纷解决领域的应用。 

2．掌握专门性 ADR的特有规律与相应技巧。 

作业： 

1．简述 ADR在我国消费纠纷解决中的应用与发展。 

2．简述 ADR在医患纠纷解决中的应用与发展。 

3．简述 ODR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知识单元 5： ADR的发展与保障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ADR的发展、突破与创新 

2．ADR的制度保障 

学习目标： 

1．熟悉 ADR的创新实践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2．掌握 ADR在我国的制度化设计与立法发展。 

作业： 

1．简述 ADR成为司法改革目标的缘由？ 

2．简述近年来 ADR在我国立法中的突破。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3个，共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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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1：谈判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谈判解决纠纷 

实验要求：熟悉谈判的规律；研究谈判解决纠纷的技巧；掌握谈判解决纠纷的方法。 

实验 2：调解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调解解决纠纷 

实验要求：熟悉调解的类型；研究大调解的框架与具体运用；掌握调解的技巧与方法。 

实验 3：仲裁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调解解决纠纷 

实验要求：熟悉调解的类型；研究大调解的框架与具体运用；掌握调解的技巧与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ADR概述 2  

2 西方法学思潮和 ADR 1.5  

3 我国 ADR的源流 1.5  

4 美国的 ADR运动 2  

5 ADR运动的全球化趋势 1.5  

6 ADR的概念、内容 1.5  

7 ADR的分类、体系 2  

8 ADR的特征、功能 2  

9 ADR的程序、机制 2  

10 谈判实验+调解实验 2  

11 专门性 ADR（1）+仲裁实验 2  

12 专门性 ADR（2） 2  

13 专门性 ADR（3） 2  

14 专门性 ADR（3） 2  

15 专门性 ADR（5） 2  

16 ADR的的发展、突破与创新 1  

17 ADR的制度保障 2  

18 随堂考查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宪法、法理、法制史、刑法、民法、行政法、国际法及三大诉讼法等 

后续课程：仲裁法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纠纷解决方式的内容、功能、分类、特征、体系及程序，ADR 与诉讼的关系，ADR 与法

治的关系，ADR 的创新与实践及 ADR的制度化等内容。 

难点：西方法学思潮与 ADR的交互作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理论讲授。 

2.案例分析。 

3.教学实验。 



 221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电脑、投影仪。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0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注重课堂答问，注重所学理论在相关案例、资料中的分析运用，淡化期末死记硬背

式考查。 

考核内容：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随堂检测、课内实验。期末总评中，平时成

绩占 20%，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非诉讼程序的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

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范愉著《非诉讼程序（ADR）教程》，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6月版（21世纪法学系列教

材） 

（二）推荐参考书 

范愉、李浩著：《纠纷解决——理论、制度与技能，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版。  

高见泽磨著、何勤华等译，：《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斯蒂芬.B.戈尔德堡 等著，蔡彦敏等译：《纠纷解决——谈判、调解和其他机制》，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 2004版。  

徐昕著：《论私力救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版。  

沈恒斌主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原理与实务》，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张树义 著：《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强世功主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  

范愉、史长青、邱星美：《调解制度与调解人行为规范——比较与借鉴》，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8月版 。 

…… 

执笔：赵燕   审稿：刘晓兵  审定：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016年 6月 20日 

 

法律检索 
Legal Research 

课程号：4010600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在当今数字化时代，作为将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知识与检索知识相

结合的一门复合型课程，本课程的开设，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比较系统、比较实际

地介绍一些最基本的学术信息资源的种类及获取知识和技能，提升学生专业学习和研究的层次和水

平，明确法律检索遵循的理念和标准，也为今后的法律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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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18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律检索与法律文献。 

2．法律检索课与法律检索技能。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检索的含义、法律检索与法律文献的关系。 

2．掌握法律检索技能可让我们在日后的研究和实务中执简驭繁，高效地处理法律问题。 

作业： 

1.法律职业技能包括法律检索能力、法律论辩能力、法律谈判能力、法律文书写作能力、法律

文件起草能力、法律调解能力等，而法律检索能力是上述能力的基础为什么？ 

2.什么是原始法律文献？什么是二次法律文献？ 

知识单元 2：法律检索步骤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法律检索的步骤即法律检索所遵循的程序，有效的法律检索分为三个阶段：检索计

划的制定，检索计划的实施，检索结果报告的撰写。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检索三个阶段内容。 

2．掌握为完成一项检索任务，应当具备的能力和必须掌握的能力有哪些? 

作业： 

思考题：法律知识与法律检索技能的关系。 

知识单元 3：检索计划的制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检索计划的必要性 

2.检索计划制定的步骤 

3.小结 

学习目标：做检索计划没有固定程式。这里结束一系列方法供你单独或综合使用，以帮助进行

检索计划。可以照章使用，也可以有所改造。最后应当形成自己做检索计划的方法。 

作业： 

收集一个案例（有代表性、典型性、最好是成熟的案件），依据检索计划样本尝试做出一份完

整的检索计划。 

知识单元 4：法律图书资料检索方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馆藏资源检索 

2.联机资源检索 

学习目标：熟练掌握图书馆资源并学会善用图书馆。 

作业： 

1.利用 OPAC检索练习。 

2.在“法大图书馆”主页的“服务”项目里了解什么是“馆际互借”？什么是“文献传递”？

思考“Calis联合目录”等能给你的学习带来哪些帮助。 

知识单元 5：法律报刊资料检索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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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报刊资源 

2.中文报刊资源检索与获取路径 

学习目标：熟悉报刊资源的特点及评价标准；掌握报刊资源的检索工具及查找方法。 

作业： 

1. 中外核心期刊评选标准有哪些可供参考？什么是期刊的同行评价和影响因子？ 

2. 如何搜索报载资料？ 

知识单元 6：国内法律法规案例的检索与适用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查找法律法规案例的电子出版物 

学习目标： 

1.北大法宝 

2.北大法意 

作业： 

1.练习查找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2.练习查找案例 

知识单元 7：Westlaw数据库检索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Westlaw背景知识介绍。 

2．Westlaw检索方法举要。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外法律数据库结构及基本功能。 

2．掌握 Westlaw快速检索法、常规检索法、特殊检索法。 

作业： 

1.使用词典及百科检索外文法律术语概念。 

2.解释 citation含义。 

3.说明 connectors及 field的使用方法。 

4.说明 Key-number和 Keycite使用方法。 

知识单元 8：Lexisnexis数据库检索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了解 Lexisnexis数据库界面、结构、常用栏目及检索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 Lexisnexis基本概貌。 

2．掌握 Lexisnexis基本使用方法。 

作业： 

1.浏览某本期刊某一期的全部文章，该如何操作？ 

2.如何查找 WTO争端解决机构处理的某个反倾销案件的专家小组报告。 

3.如何查找法律法规－－ 课堂使用复印专著是否违反知识产权为例。 

知识单元 9：检索结果报告撰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检索报告前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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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索结果报告的书写结构、形式和规则。 

学习目标： 

1．了解撰写检索报告的缘由。 

2．掌握检索报告的基本要求。 

作业：  

简述撰写检索报告的目的、结构、格式和技巧。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6个，共 12学时 

实验 1：实施检索计划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 

1.给出一个真实案例，练习如何提炼该案例关键词； 

2.根据已知案例，尝试做一份检索计划。 

实验要求：体会关键词的提炼与选择的重要性；深入分析研究案例或课题，结合数据库资源掌

握关键词提取方法；依据检索计划样本，完成一份检索计划的制定。  

实验 2：电子图书检索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超星、方正、读秀数据库 

实验要求：熟悉超星、方正、读秀的操作步骤，比如图书的检索、借阅、下载、标注、书签、

复制、粘贴等功能；掌握电子图书检索和运用方法。 

实验 3：电子报刊检索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中国知网、人大报刊资料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和 CSSCI 

实验要求：熟悉这几大数据库资源的检索路径和功能；探知他们的优势和局限；研究如何利用

他们来完成课题和案例检索。 

实验 4：法律法规及判例检索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中国知网、人大报刊资料数据库、万方数据库和 CSSCI 

实验要求：熟悉这几大数据库资源的检索路径和功能；探知他们的优势和局限；研究如何利用

他们来完成课题和案例检索。 

实验 5：Westlaw检索题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原始法律文献查找方法；二次法律文献查找方法。 

实验要求：熟悉 Westlaw数据资源内容；研究 Westlaw快速检索法、常规检索法和特殊检索法。 

实验 6： LexisNexis检索题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原始法律文献查找方法；二次法律文献查找方法 

实验要求：熟悉 Lexisnexis数据资源内容；研究和掌握 Lexisnexis常用检索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检索计划的制定 2  

3 检索计划练习 2  

4 法律图书资源检索 2  

5 法律图书数据库资源举要 2  

6 法律期刊资源检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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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法律期刊资源检索举要 2  

8 中文法律法规检索及数据库资源检索 2  

9 Westlaw数据资源检索 2  

10 Westlaw检索方法实例举要 2  

11 Westlaw课堂练习 4  

12 LexisNexis数据库检索 2  

13 LexisNexis课堂练习 1  

14 检索结果报告(search statement)的撰写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学理论课 

后续课程：法律实务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各类可供利用的文献资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忽视图书馆资源，那里是专业信息

集中的地方。数据库和万维网资源是专业检索的潮流和趋势，要熟练掌握并随时跟进。但要说明的

是，在信息社会，这些检索资源和工具的发展和变化是很快的，需要日常关注和留意变化动态，才

能更好地利用这些工具。 

难点：检索是一门科学，因为检索有其特定的规律；检索也是一门艺术，其灵活多变，常有柳

暗花明的收获；检索更是一门技术，需要掌握并熟练检索的技术和方法，而法律检索技巧是在实践

中形成的，在实践中体验，才能培养出有效的法律检索技能。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提问法。 

2. 讨论法、实验法。 

教学手段： 

1.教师联机演示、黑板板书。 

2.学生使用多媒体演练。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教学楼机房上课。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堂内所讲解数据库全部要求课前预习，课后练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期中作业占 40%；期末考试占 40％。 

7、作业要求： 

1.当堂完成的作业要求当堂结束时上交； 

2.书面作业要求字迹工整，写清步骤。 

3.事先布置的作业要求当堂演示，并举实例说明。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优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英】大卫·斯托特编著《法律检索之道》，法律出版社，2006年 9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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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莫里斯.L.科恩（Morris Cohen），奥尔森（Kent Olson）编著《法律检索》，法律出

版社，2004年 1月 第 8版。 

2.许身健，袁钢主编《法律诊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2月第 1版，北京：出版社。  

执笔：朱亚峰  审稿：   审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法律职业行为规则 
Behavioral Rules of Legal Profession 

课程号：4010700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系统掌握法律职业规则的基本内容；2、了解法律职业规则的理论基

础和实践；3、通过分析经典案例，培养未来法律人自觉遵守法律职业规则的理念。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法律职业行为规则基础知识，了

解法律职业及其行为规则概念，为律师学、法律诊所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法律职业行为规则相关概念（第 1-2周）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律职业基本概念（律师职业，法官与法院组织，检察官与检察院组织，公证员与公证机

构，等等）； 

2．法律职业行为规则基本概念和学习法律职业行为规则的意义。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职业行为和法律职业行为规则基本概念； 

2．掌握律师职业、法官和法院组织、检察官与检察院组织、公证员与公证机构的基本情况，

法律职业行为规则的重要意义。 

作业： 

思考题——学习法律职业行为规则为什么重要？ 

知识单元 2：律师执业行为规则（一）（第 3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律师资格的获得与执业条件（一般条件，特殊条件，限制条件，禁止条件） 

学习目标： 

掌握律师资格的获得和执业条件 

作业： 

思考题——如何看待律师执业一般条件？ 

知识单元 3：律师执业行为规则（二）（第 4-7周） 

参考学时：8学时 

律师与委托人关系规则（律师服务信息传播规则，律师与委托人关系的建立、维持与终止，律

师保密规则，利益冲突规则，律师收费规则，律师财物保管规则，等等）。 

学习目标： 

掌握律师与委托人关系规则，尤其是律师保密规则、利益冲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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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思考题—— 

1．我国律师保密规则应当如何完善？ 

2. 试评析律师风险代理。 

知识单元 4：律师执业行为规则（三）（第 8-9周）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律师与裁判机关关系规则（律师与公正裁判，律师与真实的发现，律师维护裁判庭廉正性义务

的规则，律师审判宣传规则，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规则，律师回避问题，等等）。 

学习目标： 

1. 了解律师维护裁判庭廉正性义务的规则，律师审判宣传规则； 

2. 掌握律师与公正裁判，律师与真实的发现，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规则，律师回避问

题。 

作业： 

思考题——我国律师的会见、阅卷和调查取证权如何获得更好的保障？ 

知识单元 5：律师执业行为规则（四）（第 10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律师与检察官关系规则（回避，会见、阅卷、调查取证，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等）。 

学习目标： 

掌握律师与检察官关系规则。 

作业： 

思考题——试论法庭调查辩论中律师、法官与检察官的关系。 

知识单元 6：律师执业行为规则（五）（第 11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律师与律师关系规则（相互尊重，相互协助，相互竞争，反不正当竞争，等等）。 

学习目标： 

掌握律师与律师关系规则。 

作业：思考题——试论律师同行之间不正当竞争的原因和规制手段。 

知识单元 7：律师执业行为规则（六）（第 12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律师与律师事务所关系规则（律师事务所概述，律师事务所对内部事务的管理职能，律师与律

师事务所的关系，等等）。 

学习目标： 

掌握律师与律师事务所关系规则。 

作业： 

思考题——律师事务所的人事管理职能。 

知识单元 7：律师执业行为规则（七）（第 12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律师与律师协会、司法行政机关关系规则。 

学习目标： 

了解律师与律师协会、司法行政机关关系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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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思考题——试述律师与律师协会的关系。 

知识单元 8：律师执业行为规则（八）（第 13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执业责任规则； 

2. 公职律师制度与规则。 

学习目标： 

3. 了解公职律师制度与规则； 

4. 掌握律师与律师事务所执业责任规则。 

作业： 

思考题——试论律师事务所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 

知识单元 9：法官职业行为规则（第 14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官的任免（一般条件，特殊条件，限制条件，禁止条件，等等）； 

2. 法官权利义务； 

3. 法官职业道德（法官职业道德的概念、特征和基本内容，等等）； 

4. 法官职业责任（法官承担责任的条件、形式和处理机构，等等）。 

学习目标： 

1. 了解法官职业道德的概念和特征； 

2. 掌握法官任免条件、法官权利义务、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内容、法官职业责任。 

作业： 

思考题—— 

1. 法官与司法公正。 

2. 裁判中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 

3. 法官的“慎言”与言论自由。 

知识单元 10：检察官职业行为规则（第 15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检察官的任免（一般条件，特殊条件，限制条件，禁止条件，等等）； 

2．检察官权利义务； 

3. 检察官职业道德（检察官职业道德的概念、特征和基本内容，等等）； 

4.检察官职业责任（检察官的纪律责任和刑事责任，等等）。 

学习目标： 

1． 了解检察官职业道德的概念和特征； 

2． 掌握检察官任免条件、检察官权利义务、检察官职业道德基本内容、检察官职业责任。 

作业： 

思考题—— 

1. 检察官与法律监督。 

2．检察官职业道德体系的建构。 

知识单元 11：公证员职业行为规则（第 16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公证员职业道德（公证员职业道德的概念、特征与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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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证法律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学习目标： 

1. 了解公证员职业道德概念和特征； 

2. 掌握公证员职业道德基本内容和公证法律责任。 

作业： 

思考题——如何思考公证法律责任？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律职业行为规则相关概念 2  

2 法律职业基本情况 2  

3 律师资格的获得与执业条件 2  

4 
律师服务信息传播规则，律师与委托人关系的建

立、维持与终止 
2  

5 律师保密规则 2  

6 利益冲突规则 2  

7 律师收费规则，律师财物保管规则 2  

8 
律师与公正裁判，律师与真实的发现，律师维护裁

判庭廉正性义务的规则 
2  

9 
律师审判宣传规则，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规

则，律师回避问题 
2  

10 律师与检察官关系规则 2  

11 律师与律师关系规则 2  

12 律师与律师协会、司法行政机关关系规则 2  

13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执业责任规则，公职律师制度与

规则 
2  

14 法官职业行为规则 2  

15 检察官职业行为规则 2  

16 公证员职业行为规则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不限 

后续课程：律师实务、法律诊所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律师执业行为规则、法官职业行为规则、检察官职业行为规则。 

难点：律师与委托人的关系、律师保密义务、律师与裁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关系、律师与律师

事务所的关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对需要学生了解和掌握的基本知识进行讲授； 

2. 案例分析讨论：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讨论，培养学生遵守法律职业行为规则的理念； 

3. 教学片观摩。 

教学手段： 

1. PPT教案； 

2. 公共邮箱分享前沿和热点理论和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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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法律职业行为规则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许身健编著《法律职业伦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2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李本森编著《法律职业伦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8月 第 1版 

2. 高其才编著《司法制度与法律职业道德》，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 1月 第 1版 

3. James Moliterno编著，刘晓兵译《国际法律伦理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第 1版  

执笔：陈宜，董静姝  审稿：刘晓兵 审定：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5日 

 

罗马公法 
roman public law 

课程号：4150000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了解罗马公法的基本知识；2、使能够学会用历史观察与比较

的方法分析法的作用与意义，深化对某些问题的研究，独立思考，独立探索，能够提出自己的想法

与认识，促进理论的深化和思维能力的提高； 

开设本课程，能够弥补高等学校法科学生对罗马公法认识的不足，了解罗马公法的基本知识，

认识罗马公法蕴含宪政精神对西方宪政制度发展的深刻影响。丰富本科生的知识结构，培养具备法

学理论素养要求的法律人才。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罗马公法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古罗马法学家对公私法划分的标准……。 

2．现代罗马法学家对罗马法中的公法私法的界定……。 

3. 罗马公法的时期划分…… 

学习目标： 

1．了解古罗马法学家对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标准及罗马法中公法的范围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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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罗马公法的分期。 

作业： 

1. 罗马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标准是什么？ 

2. 现代法中公法与私法划分标准。 

知识单元 2：罗马王政时期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罗马国家的起源 

2.罗马王权时期王的地位与特征 

3.平民的起源与赛尔维乌斯的改革 

学习目标： 

1. 了解罗马王政时期王的地位与特征 

2. 了解平民的起源与地位 

3. 掌握塞尔维乌斯改革的意义了解……。 

作业： 

1、罗马王政时期王的地位？ 

2、塞尔维乌斯改革有何意义？ 

知识单元 3：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宪政制度 

参考学时：18学时 

学习内容： 

1.从王权向共和国的过渡 

2.共和国官职的一般特征 

3.执政官 

4.独裁官与骑兵队长 

5.裁判官  

6.监察官 

7.营造司 

8.财务官 

9.保民官  

10.其他官职 

    11.元老院的产生与构成、职权与功能 

    12.各种民众大会产生、职能、开会程序 

    13.各种宗教团体 

    14.平民及其组织 

    15.共和国时期的意大利与行省管理 

    16.罗马共和国的衰落 

学习目标： 

    1．了解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时间划分 

    2．掌握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官职的分类及特征 

    3．掌握各种不同执法官的产生及职责 

    4．了解罗马共和国时期的元老院的职能 

    5．掌握民众会议的种类及其功能 

6．了解罗马共和国时期的行省制度 

作业： 

    1．共和国的官职都包括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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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罗马的执政官是如何产生的？ 

    3．什么是治权？享有治权的执法官都有哪些？ 

    4．元老院的职权都有哪些？ 

    5．民众大会都有哪些？主要职能是什么？ 

    6．罗马民众大会、元老院和执法官之间是如何制衡的？ 

    7．罗马是如何对行省进行管理的 

知识单元 4：罗马帝国时期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奥古斯杜元首制的建立及特点 

2．帝国前期的政治组织 

3．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危机 

4．戴克里先的绝对君主制的建立及改革 

5．君士坦丁的统治 

6．帝国世纪早期机构的残余 

7．优士丁尼的立法活动 

学习目标： 

1.了解罗马帝国的分期 

2．了解奥古斯杜元首制的产生特征 

3．了解戴克里先的君主宪政 

4．掌握罗马帝国的官职与共和国时期的区别 

作业： 

1．罗马帝国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 

2．什么是元首制？ 

3．帝国前期人民大会与元老院的权力有哪些变化？ 

知识单元 5：罗马刑法与刑事诉讼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早期罗马刑法的特征 

2．罗马有关公诉的主要法律 

3．帝国时期罗马刑法的特征 

4．罗马的刑事诉讼法的主要特征 

5．罗马刑事诉讼法的主要形式 

学习目标： 

1．了解罗马刑法的特点 

2．了解罗马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过程 

作业： 

1．罗马刑法在帝国时期有何特征？ 

2．罗马刑事诉讼法有哪几种形式？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罗马公法概述   

2 第一节 罗马法中公法与私法的划分 1  

3 第二节 罗马公法的时期划分 1  

4 第二章 罗马王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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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一节 罗马王政时期的王权 2  

6 第二节 平民的起源与赛尔维乌斯的改革 2  

7 第三章  罗马共和国时期   

8 第一节 从王权向共和国的过渡 2  

9 第二节 共和国官职的一般特征 2  

10 第三节 共和国时期各种官职 4  

11 第四节 元老院 2  

12 第五节 民众会议 2  

13 第六节 宗教团体 1  

14 第七节 平民及其组织 1  

15 第八节 共和国时期的意大利与行省管理 2  

16 第九节 罗马共和国的衰落 2  

17 第四章 罗马帝国时期   

18 第一节  帝国前期的元首制 2  

19 第二节 帝国后期的君主制 2  

20 第五章 罗马刑法与刑事诉讼法   

21 第一节 罗马刑法 2  

22 第二节 罗马的刑事诉讼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外国法制史 

后续课程：外国宪法史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罗马不同历史时期宪政制度的特点、不同国家机构之间的制衡关系、罗马刑法与刑事诉

讼法的特征。 

难点：本课程具有较强的知识性，因此要在教学中要求教员能够系统、全面掌握罗马的宪政历

史，将罗马公法内容与历史实际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针对性地解决各章节中的难点、

热点问题，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式 

2.讨论式。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视频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任课老师自行安排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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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修订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古罗马]优士丁尼：《学说汇纂》（第一卷），罗智敏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 

2．[意]德·马尔蒂诺:《罗马政制史》（第一卷）,薛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3．[意]德·马尔蒂诺:《罗马政制史》（第二卷）,薛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4．陈可风：《罗马共和宪政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  

执笔：罗智敏  审稿：罗智敏 审定：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5日 

 

反歧视研究 
anti-discrimination law 

课程号：60101008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通过反歧视法课程，使学生了解我国存在的主要歧视的类型及基本状况，掌握歧视的概念

和分类、认定标准及不认定为歧视的情形 

2、了解国际公约中的反歧视规定，海外反歧视立法经验及我国反歧视立法状况及不足 

3、培养学生平等观念和宽容精神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14学时 

知识单元 1：反歧视法概述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歧视的概念、构成要素和分类 

2. 歧视的产生原因 

3. 反歧视的社会意义 

4. 反歧视法的渊源、特点、基本原则 

学习目标： 

1．了解有关歧视及反歧视法的基本概念和基础知识 

2．掌握认定歧视的标准和不认定歧视的情形 

作业：案例分析  

知识单元 2： 禁止歧视的事由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性别歧视 

2. 残障歧视 

3. 健康歧视 

4. 民族种族歧视 

5. 户籍歧视 

6. 其他种类的歧视 

学习目标： 

1． 了解中国存在的主要歧视类型以及现有法律禁止歧视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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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目前我国反歧视方面的主要法律制度 

作业： 参照国际公约和海外立法经验，我国反歧视立法存在哪些不足？ 

知识单元 3： 反歧视机构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外反歧视专门机构的概况与职能 

2． 反歧视专门机构与司法机关及其他机构相比在反歧视方面的优势 

3． 建立我国反歧视机构的设想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外反歧视机构的职能 

2． 了解我国现有反歧视机制的不足及建立反歧视机构的必要性 

作业：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专门的反歧视机构？  

知识单元 4： 反歧视的法律救济与法律责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歧视的救济机制概说 

2．主要国家和地区针对歧视的救济制度 

3．歧视的法律责任形式 

学习目标： 

1． 了解反歧视的举证责任及救济途径与传统民事诉讼的区别 

2． 掌握反歧视的法律救济途径与法律责任 

作业：就业歧视案件为什么应该采用举证责任转移？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反歧视法概述（一） 2  

2 反歧视法概述（二） 2  

3 性别歧视 2  

4 残障歧视 2  

5 健康歧视 2  

6 反歧视机构 2  

7 反歧视的法律救济和法律责任 2  

8 考查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法学基础理论和宪法学将有助于本课程的理解和掌握，但并非必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歧视的概念和认定、我国现有法律中的歧视性规定、各种类型的歧视及状况、歧视的救

济途径。 

难点：歧视的认定。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小组讨论和辩论。 

教学手段： 

利用多媒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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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5、作业要求： 

课后安排思考题和延伸阅读。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刘小楠主编《反歧视法》，法律出版社，2016年 8月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蔡定剑、刘小楠编：《反歧视法专家建议稿及海外经验》，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0年版。 

2. 李薇薇著：《反歧视法原理》，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  

执笔：刘小楠  审稿：许身健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0日 

 

性别与法律 
gender and law 

课程号：6010100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通过性别与法课程，使当代大学生认识和了解国际国内有关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研究等前

沿性研究成果及方法，并通过观察和讨论，学会批判、鉴别和评价各种理论流派。 

2、 学会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分析和解释法律活动中的不平等现象以及法律对性别不平等的
构建，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审视现行法律，发现其中的社会性别盲点，挖掘其原因并探讨对策。  

3、 向男女大学生提供正确的性别观念和知识，以改变在沿袭已久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偏
见；培养大学生们对性别议题的关怀心、敏感度以及有关两性平等、相互尊重的知识和技能。    

4、 了解法律对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划分的构建，以及对性别模式的强化，使未来从事法律职
业的法学院校学生掌握正确的性别知识、形成性别公平的法律理念，从而影响我国的立法、执法、

司法活动，保证男女两性的全面、平等和健康的发展。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社会性别与法律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概念 

2. 性别特征与性别角色 

3．性别刻板印象 

4．性别形成的各种理论 

5．性别的影响因素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文化对性别的构建。 

2．掌握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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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思考为什么性别研究的核心内容就是对已往的知识做系统的批判性反思？ 

知识单元 2：法律与性别歧视、性别平等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介绍社会性别的法律起源 

2． 性别歧视与性别平等的概念 

3． 以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现行法律，介绍法律与社会性别的建构、法律对实现性别平等的意
义以及性别平等法律的实现途径。 

学习目标： 

1．了解无论是性别中立的立法还是性别区分的立法都有可能存在性别歧视，以及对法律和政

策进行性别影响评估的重要性。 

2．学会用社会性别视角审视我国现行法律的进步和缺陷，并为构建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法律、

实现性别平等提出创见。 

作业：思考题：如何防止在法律中出现性别歧视条款？.国家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应采取哪些

措施？ 

知识单元 3：女权主义法学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本章介绍女性主义法学产生的背景、研究对象、主要流派及其核心观点，以及女性主义法学对

西方立法和司法的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女权主义法学产生的背景、发展进程以及主要的流派。 

2．掌握女权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 

作业：思考题： 

1.应当如何看待男女之间的平等和差异？你赞同哪种学派的观点？ 

2．中国的现行法律中是否存在一些看似性别中立，但是却隐含着性别歧视的规定？请运用女

性主义的观点进行评述。 

知识单元 4： 妇女的参政权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本单元介绍妇女参政的概念、妇女参政学说的四个流派，赋权与性别平等参政指标。 

学习目标：对比国内外妇女参政的数据和法律及政策，以社会性别视角分析我国妇女参政比例

较低的根源，并提出对策。 

作业：查阅各省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厅）网、民政局（厅）中有关妇女参政的规定并加

以比较，写出完善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相关建议，并阐述理由。 

知识单元 5： 教育领域中的性别歧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教育领域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状况及我国禁止教育性别歧视的法律规定 

2. 世界范围内女性进入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的艰难历程及发展现状，以及当今法学教育和法

律职业中的存在的性别歧视与偏见。 

学习目标： 

1.了解教育领域中存在的性别歧视和性别偏见 

2. 掌握我国现有法律中对于性别平等的规定 

3. 尝试用性别视角来观察自己身处的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发现一些原来没有关注到的问题。 

作业： 思考题：有人认为，法律职业是比较男性化的职业，男性更适合从事法律工作，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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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这样的观点吗？ 

知识单元 6： 就业性别歧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介绍就业性别歧视的概念、分类和构成要件，就业性别歧视的现象及其法律根源，我国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中存在的制度性歧视以及修改建议。 

学习目标： 

学会甄别就业性别歧视的方法，并能用社会性别视角审视我国现行相关法律的进步和缺陷，提

出完善建议。 

作业：案例分析  

知识单元 7： 性骚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介绍性骚扰的概念和种类、构成要件和雇主责任等知识，对性骚扰问题进行性别分析。 

学习目标：识别性骚扰，了解在性骚扰立法及司法方面，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差距，认识

到雇主责任对防治性骚扰的重要作用。 

作业： 性骚扰的类型和表现有哪些？ 

知识单元 8： 家庭暴力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介绍关于家庭暴力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2．分析相关法律规定及其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学习目标： 

1． 了解家庭暴力的性质、家庭暴力发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2． 掌握现行法律存在的性别盲点、学习涉家庭暴力案件的法律适用等情况。 

作业：思考家庭暴力和家庭纠纷的异同。 

知识单元 9： 性别认同与性倾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介绍性倾向歧视的相关概念和消除性倾向歧视的重要性，同性恋非罪化、去病理化历程

以及婚姻合法化的倡导及趋势。 

学习目标：了解性别认同、性别表达、性倾向等概念；掌握世界范围内对于性倾向问题的立法

发展状况。 

作业：性倾向歧视立法进路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2 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 2  

3 传统法律对性别歧视的构建 2  

4 法律对性别平等的保障和促进 2  

5 西方女权主义法学概述 2  

6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法学 2  

7 文化和激进女权主义法学 2  

8 后现代女权主义法学 2  

9 妇女与参政 2  



 239 

10 教育领域中的性别歧视 2  

11 性别视角下的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 2  

12 就业性别歧视 2  

13 性骚扰 2  

14 家庭暴力 2  

15 性别认同与性倾向 2  

16 考查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法学基础理论课程有助于本课程的理解和掌握。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社会性别的概念、用性别视角审视法律制度、女权主义法学的主要流派和理论、性别歧

视、家庭暴力。 

难点：社会性别与多元性别的概念、性别分析方法的理解和运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小组讨论和辩论。 

教学手段： 

利用多媒体教学。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5、作业要求： 

课后安排思考题和延伸阅读。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刘明辉、刘小楠、张荣丽编《社会性别与法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8月 第 1版（北

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第三届中国妇女研究优秀成果奖） 

（二）推荐参考书 

1. 李秀华等著《性别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 9月 第 1版 

2. 周安平著《性别与法律》，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执笔：刘小楠  审稿：许身健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0日 

 

行政法案例研习 
The Study on Administrative Law Cases 

课程号：701040020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实验班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帮助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的行政法知识，了解现实中正在发生的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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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现象；2、帮助学生运用有关行政诉讼制度的知识对现实案例进行分析；3、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

中国行政诉讼案件的分析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案例教学的方式，使学生掌握运用行政法基本知识分析现实案例的方法，

知道如何去寻找和提炼争点，掌握行政诉讼案件和其他诉讼案件的不同点，尤其是案件结构和分析

方法上的不同点，以此了解当下中国行政诉讼运作的实际状况，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研讨课》

等后续课程做好必要的知识和方法储备。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飞龙公司诉国家药监局行政确认、行政强制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强制； 

2．成熟原则； 

3．公共警告； 

学习目标： 

以行政确认、行政强制为重点讲解内容，要求学生掌握内部行政行为；行政指导；行政决定的

送达方式等概念。同时了解成熟原则、公共警告等内容。 

作业： 

1．对于政府作出的“表扬” 需要纳入法制化轨道吗？ 

2．政府可以随意地为某一企业授予“产品质量信得过”的牌匾吗？ 

3．如果可以，是否对其他企业构成不正当竞争？ 

知识单元 2：张某诉民政局请求确认继母婚姻无效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原告资格； 

2．婚姻登记性质； 

3．婚姻登记可诉性； 

学习目标： 

通过本婚姻案件的讲解，重点掌握行政诉权主体，婚姻登记行为的可诉性，婚姻登记的性质。 

作业： 

1．婚姻登记有瑕疵，可否据此撤销婚姻登记？ 

2．婚姻登记是不是一种行政许可？此类案件可否适用《行政许可法》？ 

知识单元 3：田宇诉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建设与环境保护局行政不作为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产与公有公共设施； 

2．行政赔偿中的过错与违法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赔偿的属性； 

2．以行政赔偿与民事赔偿的区别适用为讲解内容，理解侵权之诉、行政公产等概念和特点。 

作业： 

《民法通则》第121 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

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2003 年最高院公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 条与36 条声明：法人及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中致人人身损害的，依

照《民法通则》121 条由该法人承担责任。属于《国家赔偿法》事由的，依照《国家赔偿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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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诉司法解释如何理解？按此规定，此类案件将来应当归入行政诉讼？

还是民事诉讼？还是由当事人自己选择？ 

知识单元 4：德宝公司诉湖北对外贸易厅违法清算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强制； 

2．清算行为的性质； 

3．公法与私法的区分； 

学习目标： 

1．掌握行政强制的权力主体； 

2．掌握清算委员会性质等概念范畴，明确行政违法的认定。 

3. 了解区分公法与私法的界限。 

作业： 

原告某起诉民政局，要求撤销第三人的结婚证书，理由是第三人未亲自填写结婚申请表，民政

局就为其颁发结婚证书，程序违法。第三人答辩说：我们亲自填写上并交了表格。法庭调查时，民

政局提交给法庭一份申请表。第三人辨认后断定，这绝非他们当初递交的申请表，乃是后来伪造的。

法院认为，被告提交的申请表经鉴定，不是第三人和其配偶亲笔书写，应当认定，第三人当初为提

交亲笔书写的申请表。法院的认定成立吗？ 

知识单元 5：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学位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高校的属性； 

2．行政诉讼被告与行政主体之间的关系； 

3．程序违法的审查 

学习目标： 

分析法院审理学术性质的案件是否合理，如何适用法律法规等具体问题，明确学术自由等法理

含义。 

作业： 

1．宣布考试成绩作废是否属于行政处罚？ 

2．此类纠纷，应否纳入行政诉讼？ 

知识单元 6：汤某诉某公安派出所非法致人死亡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盖然性分析； 

2．价值衡量的方法； 

3．桑本谦公式； 

学习目标： 

1．掌握行政法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需要考虑的因素； 

2．了解桑本谦的举证责任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公式。 

作业： 

1．法官的价值衡量如何获得正当性？  

2．价值衡量方法的引进，确实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避免价值衡量成为执法者的恣意？ 

知识单元 7：刘文修等诉北门乡政府行政合同纠纷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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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合同的属性； 

2．行政合同的救济方式； 

3. 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关系。 

学习目标： 

1．掌握行政合同的含义与特点； 

2．了解相关法律政策的规定，思考对于行政合同纠纷解决制度的构建。 

作业： 

某工商局筹集资金建造房屋，开办了一个市场，并与经营者签订摊位租赁协议。两年后，该工

商局解除原来的租赁合同，对摊位的出租权进行调整。部分经营户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1．工商局与租赁户签订的合同是行政合同吗？ 

2．识别行政合同的标准是什么？ 

知识单元 8：金迪等三人诉东城区教委行政许可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与利害关系。 

2．合法性审查。 

3．争议解决方法。 

学习目标： 

1．明确行政诉讼中起诉主体的要求与条件； 

2．掌握合法性审查的目的与范畴； 

3. 思考起诉标准，行政争议标准的确定问题。 

作业： 

甲厂（乡镇集体企业）于 20 世纪70 年代在集体土地上建造厂房。1988 年该厂职工黄某与他

人合伙创办了乙厂。经乡政府批准，乙厂使用甲厂的部分厂房。2004 年，甲厂因为改制需要拍卖

厂房。乡政府向拍卖行出具公函，称“乙厂现使用的厂房属于甲厂所有”。乙厂不服，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问： 

（1）乡政府的公函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 

（2）乙厂与乡政府的公函有无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3）司法应当怎样兼顾原告诉讼请求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 

知识单元 9：陈清原诉Ｙ县房管局房产登记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不动产登记； 

2. 不动产登记制度； 

3. 实质审查主义。 

学习目标： 

1．分析登记行为的可塑性； 

2．明确司法审查的对象和范围。 

作业： 

2003 年，季某和曹某夫妇通过房屋中介机构，以24 万元的价格将自己的未经初始登记的两间

二层房屋出卖给杨某。杨某在签订合同后，即到规划建设部门设法搞到《个人违法建设案件调查处

理表》并交了罚款。随后，杨某凭借处理表和罚款单到房管局申请初始登记。房管局给予办理，并

颁发了房产权证。杨某与季某夫妇在履行价款的过程中发生纠纷。季某夫妇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确

认房屋的买卖合同无效。同时，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确认房管局根据杨某的申请办理的初始登记及

房产权证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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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季某夫妇提起的行政诉讼，法院是否应当受理？ 

（2）本案中房管局是否已经尽到了实质审查的职责？ 

知识单元 10：林某等 101 人诉平阴镇政府履行职责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村委会与镇政府的关系； 

2．公共行政； 

学习目标： 

1．分析村民委员会的性质、职能、地位；  

2．掌握行政权的授予方式； 

3. 了解公共行政的含义。 

作业： 

请谈谈法律怎样授予行政权？ 

知识单元 11：高校的自律与他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学生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2．法律保留原则与校规校纪的法律效力； 

3．学生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 

学习目标： 

1．掌握法律的位阶效力，受教育权、隐私权的内容和范围；  

2．了解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含义及理论依据； 

3. 思考宪法的司法化问题。 

作业： 

1．学校调查学生的性隐私本身是否侵权？ 

2．学校通报个人私生活，是否侵犯隐私？ 

知识单元 12：舟山市民诉市政府古城拆迁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国务院规范性文件在诉讼中的适用性； 

2．行政公益诉讼； 

3．原告资格； 

4．行政规划。 

学习目标： 

1．明确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和地位； 

2．重点掌握法律的溯及力，诉讼中的辩论原则的含义与理论依据， 

作业： 

1998 年6 月30 日，为了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济源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了成立创建全国卫生

城市指挥部的决定。01 年7 月11 日，“市创建指挥部”和某街道办事处给居民张某送达拆迁通知

书，落款是旧城改造拆迁工作领导小组，盖章是“市创建指挥部”。通知张某16 日前拆除自己家

的门楼，逾期不拆将强行拆除。22 日下午，在张某家中无人的情况下，街道办事处组织有关人员，

对张某影响村中道路的建筑进行了拆除。张某不服，提起诉讼。 

问：（1）本案的被告是谁？（2）法院应当如何判决此案？ 

知识单元 13：南京美亭化工厂诉江宁区政府“立法不作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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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立法不作为的要素。 

2．规范性文件的可审查性。 

学习目标： 

1．掌握立法不作为的涵义、要素即法律效果； 

2．了解规范性文件的特点； 

3．了解法律废止的含义与种类。 

作业： 

1．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化工厂实现权益保障有无有效的途径？  

2．请谈谈司法对行政权的监督。 

知识单元 14：安泰公司诉江油市政府《议事纪要》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信赖保护原则内容及意义； 

2．正当程序规则； 

3．内部行为的界定和限制。 

学习目标： 

1．掌握行政许可的含义特点及法律规定； 

2．明确行政行为分类，重点掌握内部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的特点； 

3. 了解行政诉讼的主体适格问题。 

作业： 

2001 年5月，昌化镇人民政府与琼昌公司签订了《开发协议书》约定在棋子湾整体规划出台前，

先由琼昌公司先期开发棋子湾景点。镇政府划出50 亩地，使用时间50 年给其做旅游开发用地。之

后不到一年，琼昌公司的开发使景点知名度大增。2003 年4 月，昌化镇领导两次带人拆除了公司

的旅游设施，中止协议的依据是县政府召开县长办公会议纪要，以及县政府相关《通知》。琼昌公

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县人民政府及昌化镇政府的通知，赔偿经济损失156万元。 

问题： 

（1）镇人民政府中止协议的行为违背了行政法的什么原则？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2）县政府的会议纪要与通知是什么性质的行为？ 

知识单元 15：市民不满“奖励拍摄伟长”状告公安局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指导行为合法性的控制； 

2．美国的行政指导及发展。； 

3．日本行政指导的类型； 

4．德国的行政指导近代发展状况。 

学习目标： 

1．掌握行政指导的含义、历史发展； 

2．掌握行政诉讼证据的“三性”，尤其合法性特点。； 

作业： 

2004 年6 月18 日，北京海淀交通支队在海淀区阜永口设置的交通技术监控设施，记录了一辆

灰色捷达违法交通信号灯的行为，并清除记录了车号。根据机动车档案记载，该车所有认为郭某。

7 月27 日，海淀交通支队作出对郭某处以200 元的罚款处罚决定。同日，郭某向公安交通管理局

申请行政复议，公安交通管理局维持了处罚决定。郭某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驳回了其诉讼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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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郭某上诉。法院审理中，郭某主张他当时并未经过阜永口，而且交通拍摄的照片上的违法车辆

无高位刹车灯，其车有高位刹车灯。海淀交通支队认定违法的主体有误。二审法院认为，监控记录

可以认定郭某当日的违规行为，郭某证据不足，故处罚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问题： 

法院终审判决是否正确？为什么？ 

（二） 实践教学  观摩庭审，共 2学时 

观摩昌平法院庭审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掌握行政诉讼实际程序操作，通过对庭审活动的现实解剖和分析，引导

学生分析庭审各方的成功之处及不足之处，提升学生的实践水平。 

学时分配：2 学时 

复习与思考题目 

本次庭审程序操作中有何程序不足，审判人员控制程序的水平分析。各方当事人辩论技巧。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飞龙公司诉国家药监局行政确认、行政强制案 2  

2 张某诉民政局请求确认继母婚姻无效案 2  

3 
田宇诉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建设与环境保护局行政

不作为案 
2  

4 德宝公司诉湖北对外贸易厅违法清算案 2  

5 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绝颁发博士学位案 2  

6 汤某诉某公安派出所非法致人死亡案 2  

7 刘文修等诉北门乡政府行政合同纠纷案 2  

8 金迪等三人诉东城区教委行政许可案 2  

9 观摩庭审 2  

10 陈清原诉Ｙ县房管局房产登记案 2  

11 林某等 101 人诉平阴镇政府履行职责案 2  

12 高校的自律与他律 2  

13 舟山市民诉市政府古城拆迁案 2  

14 南京美亭化工厂诉江宁区政府“立法不作为”案 2  

15 安泰公司诉江油市政府《议事纪要》案 2  

16 市民不满“奖励拍摄违章”状告公安局案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后续课程：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研讨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司法权的范围、行政诉讼的基本流程、行政案件的争点查找。 

难点：对法条的分析和运用、对《行政诉讼法》的理解以及对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解。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授课教师带领学生展开讨论，学生做主题报告。 

2.师生之间展开小组讨论。 

教学手段： 

1.利用多媒体进行可视化展示。 

2.利用视频播放手段呈现现实事例或案例。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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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安排 2学时的模拟法庭进行自主学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由任课教师自行掌握。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行政法案例研习》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何兵 主编：《行政法案例研习》，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张树义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月 第 2版。（公法系列教材） 

2. 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5月 第 4版。（普通高等教育“十

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3. 马怀德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年 9 月 第 1 版。（中国政法大学精

品教材） 

4. 张树义主编《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年 7 月 第 2 版。（中国政法大

学精品教材） 

执笔：何兵  审稿：罗智敏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0日 

 

日本宪法（日语双语） 
The Constitution of Japan 

课程号：501010232 

一、学习目标： 

1 本讲义属于比较法学的范畴。总体来讲，了解他国法律，完善本国制度--比较法的学习是世

界各国法学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其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为完善本国法治建设的一个基本的路径。本

讲义也希望同学通过对日本宪法的根本制度的学习能学会运用比较（法）的方法对我国的法律制度

等有更加明确，清晰的认识，从而为加强我国法治建设添砖加瓦。2 本讲义的内容是日本国宪法的

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权力的构成与运作的基本原理和原则为中心进行讲解。3 本讲义将尽可能的

还原日本大学里的讲义，为学生将来的学习提供一定的帮助。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日本宪法的展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日本宪法的历史展开 

2．日本宪法的基本理念 

知识单元 2：国民的基本人权保障 

参考学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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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3．基本人权总论 

4．包括的基本权 

5，人权各论 

知识单元 3：国民主权与政治制度 

参考学时：10 

学习内容： 

6．国民主权 

7．国会与内阁 

8. 财政 

9. 地方自治 

知识单元 4：法的支配与司法制度 

参考学时：8 

学习内容： 

10．裁判所与司法权 

11．宪法诉讼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6 日本宪法的历史与基本观念 2  

7 人权总论 2  

8 包括的基本权 2  

9 消极的权利.积极的权利.能动的权利 6  

10 国民主权的含义与空间 2  

11 国会与议院内阁制 4  

12 财政 2  

13 地方自治 2  

14 法的支配 2  

15 裁判所与司法权 6  

16 宪法诉讼 2  

四、说明  

1、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五、参考书 

（一）参考书 

1. 佐藤幸治著《日本国宪法》，成文堂出版社，2011年 4月 第 1版 

执笔：张连凯  审稿：许身健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5年 10月 20日 

 

宪法诉讼（日语双语） 
constitution litigation 

课程号：5010301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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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义属于比较法学的范畴。总体来讲，了解他国法律，完善本国制度--比较法的学习是世界

各国法学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其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为完善本国法治建设的一个基本的路径。本讲

义也希望同学通过对日本宪法的根本制度的学习能学会运用比较（法）的方法对我国的法律制度等

有更加明确，清晰的认识，从而为加强我国法治建设添砖加瓦。2 本讲义的内容是日本国宪诉讼的

原理，制度，程序，与判断等实体问题。3 本讲义将尽可能的还原日本大学里的讲义，为学生将来

的学习提供一定的帮助。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宪法诉讼之制度论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总说-司法权与裁判所 

2．司法审查制  

知识单元 2：宪法诉讼之程序论 

参考学时：8 

学习内容： 

3．诉讼提起的要件 

4．诉讼提起的方法 

知识单元 3：宪法诉讼之实体论 

参考学时：12 

学习内容： 

5．宪法判断的方法 

6．司法审查的基准 

7．宪法裁判的方法 

知识单元 4：宪法诉讼之机能论 

参考学时：4 

学习内容： 

8．宪法裁判的效果 

9.司法的积极主义与消极主义 

10.司法的政策形成功能 

11.最高裁判所的作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6 宪法诉讼与宪法诉讼论 2  

7 司法权与裁判所 3  

8 司法审查制 3  

9 诉讼提起的要件 2  

10 裁判过程的要件 3  

11 宪法诉讼提起的方法 3  

12 宪法判断的方法 4  

13 司法审查的基准 4  

14 宪法裁判的方法 3  

15 司法的积极主义与消极主义 3  

16 司法的政策形成功能 2  

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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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五、参考书 

（一）参考书 

1. 户松秀典著《宪法诉讼（第二版）》，有斐阁出版社，2007年 12月。 

执笔：张连凯  审稿：许身健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5年 10月 20日 

 

法律与金融监管 
Law and Finance 

课程号：5010402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使学生深刻理解金融系统的重要

性和复杂性，熟练掌握货币金融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能够熟练运用金融监管的基本理论，应

用于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监管实践，重点掌握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等相关金融法中

涉及监管的核心内容。本课程将重点放在基础理论的学习、案例分析，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创

造性。 

金融作为当代经济的核心，重要性与日俱增。金融安全事关国家安全，对金融体系的监管也逐

步成为一国政治、经济领域的重要环节，特别在近几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G20首脑会议中国际

金融监管的合作也成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金融逐步成为一国经济体系中最敏感、最复杂的部分，

其运行和发展也开始呈现更为复杂的态势，对一国经济、社会、法律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课程任务：本课程主要分为两大知识单元：第一单元主要使学生能够掌握金融学领域的基础知

识，以及国际学界的最新金融理论发展。第二单元使学生了解并掌握有关金融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的监管法律，明确金融法律监管的对象。培养学生成为既懂金融学基本

理论、又懂金融监管法律的复合型人才。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合计 32学时 

知识单元 1：金融经济学基本理论 

参考学时：14学时 

学习内容： 

1．金融市场，主要介绍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异同。 

2．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主要介绍金融市场的主体----银行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货币创

造过程。 

3. 财政与货币政策理论，主要介绍宏观经济理论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用机理。 

4. 国际金融理论，主要介绍汇率理论和购买力平价理论，以及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5. 法律金融理论，主要介绍 1997年以来 LLSV法律起源与金融发展假说，以及其他相关学者

对该假说的补充和质疑。 

学习目标： 

1．了解金融市场中不同的融资方式塑造不同的金融结构，理解货币需求的动机，了解货币创

造的过程和货币乘数。通过对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政府采购、进出口等因素的分析，了解

财政政策的作用机理；通过对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分析，了解货

币政策作用机理。通过对汇率、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分析，了解国际金融对一国金融体系的影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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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通过对法律起源假说及其补充和质疑的文献，使学生了解投资者和债

权人法律保护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构建法律与金融分析的基本框架。 

2．掌握不同国家金融结构的特点：英美等国的直接融资与德日中等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区别

与联系，理解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与完善的方向。掌握货币需求的基本理论，能够熟练分析货币创造

的过程。掌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异同和协调，理解宏观经济政策中金融体系的重要性。掌握国

际金融中一国独立的货币政策、资本自由流动、汇率自由浮动三者的“不可能三角”，理解国际金

融危机传播的机理。掌握法律金融理论的基本假设，能够运用于法律和金融监管的实践。 

作业： 

1、房屋抵押贷款月度定额还款法的计算，以巩固“净现值”的概念； 

2、LLSV《法律与金融》读书报告，让学生深入理解该理论假说。 

知识单元 2：金融法与监管 

参考学时：18学时 

学习内容： 

1． 根据国际上法律与金融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分析我国金融领域的法律监管问题。 

2． 我国人民银行法的立法和未来修法的重点：宏观审慎监管、逆周期操作等问题；我国社会
融资规模的概念和内涵。 

3． 商业银行市场准入、运营、退出的全过程监管法律体系。 

4． 基于证券投资理论，理解资本市场的法律监管核心：强制性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投资者保
护法律制度。 

5． 了解保险理论中的最大诚信原则、保险利益原则、近因原则、损失补偿原则；保险监管的
方式和主要内容。 

6． 信托法律制度的起源；信托中受托人的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 

7． 国际金融业综合经营、综合监管的趋势及我国的实践。 

8． 互联网金融的相关理论与监管。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人民银行的法律地位以及在金融体系中重要作用；了解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市场

风险、操作性风险、流动性风险；了解保险理论和保险监管中如何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了解

信托法与我国大陆法系之间的契合问题；了解我国金融业综合经营、综合监管的市场要求与实践发

展。 

2．掌握货币政策与人民银行法、宏观审慎监管之间的关系。掌握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以

及它在防范商业银行各类风险中的重要作用。掌握商业银行与一般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区别。掌握保

险的基本原则和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概念。掌握信托中受托人义务以及信托法对其履行义务的规

制。掌握金融业综合经营、综合监管的理论和中国相关金融法的立法与修法。 

作业： 

完成与金融学、金融监管相关的学期论文，以完成本科生论文写作的基础训练。 

随堂考试： 

开卷，以简答和论述为主，考察学生对全学期知识的掌握情况。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律与金融监管导论：信息不对称 2  

2 金融市场理论 2  

3 货币需求与供给理论 2  

4 货币政策与中央银行理论 2  

5 国际金融理论 2  

6 法律金融理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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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金融法中的监管：总论 2  

8 中国人民银行法 2  

9 商业银行法 1：准入与退出 2  

10 商业银行法 2：经营与风险防范 2  

11 证券法：证券市场监管与投资者保护 2  

12 保险理论与保险法 2  

13 信托法 2  

14 金融综合经营、综合监管 2  

15 金融创新与互联网金融立法 2  

16 随堂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经济学、法和经济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货币创造过程、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重要性、商业银行资产

负债表、商业银行的准入监管、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及其表现形式、信托法中受托人义务、金融业

综合经营的监管不足和监管过度问题。 

难点：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式、逆周期操作与宏观

审慎监管、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的计算方式、信托法中受托人所承担忠实义务的法律责任、金

融业综合监管的协调机制。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金融数学方法的应用，如货币需求中平方根定理的推导、利率的敏感性分析、资本充足率的

计算。 

2.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如经济学理论对金融监管相关法律的推断。 

教学手段： 

1. EXCEL软件在金融理论中的应用。 

2.经济学基本理论在金融法，特别是金融监管中的应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通过 EXCEL软件进行利率敏感性分析、平方根定理图形展示。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通过住房抵押贷款等额还款法的作业，使学生掌握净现值（NPV）的计算，理解利率在整个金

融体系的重要性；通过金融学、金融监管论文的选题、论证和写作，对本科生进行规范的学术训练。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其中作

业 10%，学期论文 30%；考核内容有：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和论文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期末开卷考试占 60％。 

7、作业要求： 

根据课程内容布置相应作业，并完成学期学术论文。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正在自主编写《法律与金融》教材，择机出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米什金：《货币金融学》，第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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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参考书 

1. 徐孟洲等著：《金融监管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2. 卞志村：《金融监管学》，人民出版社，2011. 

3. 弗里德曼：《美国货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执笔：胡继晔  审稿：席涛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5日 

 

宪政经典著作选读 
Readings in Constitutional Classics 

课程号：5010402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学会阅读宪政经典著作；2、掌握宪政基础知识。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在课堂上精读和研讨宪政经典著作，使学生初步了解宪政的概念，领会

宪政的基本原理，为进一步学习宪政理论与法治思想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宪政概念辨析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宪政的意涵、起源及其与民主、法治等概念之间的关系。 

1．如何理解宪政。 

2．宪政的起源与历史。 

3、宪政与民主、法治之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宪政的含义。 

2．掌握宪政的起源及其与民主、法治之间的关系。 

作业：阅读探讨宪政含义的经典文献。 

知识单元 2：宪政的制度基础  

参考学时：18学时 

学习内容：宪政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安排。 

1．横向的分权制衡：基本原理。 

2．纵向的分权制衡：基本原理。 

学习目标： 

1．了解双重分权制衡的宪政价值。 

2．掌握双重分权制衡的制度安排。 

作业：阅读研究分权制衡的经典文献。 

知识单元 3：宪政的民情基础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宪政需要什么样的民情支撑。 

1．民情的含义与形成条件。 

2．何种民情有利于宪政的确立和维持。 

学习目标： 

1．了解民情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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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宪政的民情基础。 

作业：阅读分析民情的经典文献。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宪政的含义和起源 33  

2 宪政与民主、法治之间的关系 33  

3 横向分权制衡：起源与原理 33  

4 立法权：性质与制度安排 33  

5 行政权：性质与制度安排 33  

6 司法权：性质与制度安排 33  

7 纵向分权制衡：起源与原理 33  

8 联邦主义与多中心秩序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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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二）推荐参考书 
1.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47. 
2. F. A.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72.  

执笔：王建勋  审稿：王建勋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9日 

 

宪政理论与制度变迁 
Constitutional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课程号：5010402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宪政经济学的基本知识；2、掌握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对宪政经济学、公共选择、制度经济学等领域基础知识的学习，使学生

掌握从宪政经济学角度分析制度变迁的逻辑和原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制度与制度变迁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制度的含义。 

2．制度变迁的逻辑。 

学习目标： 

1．了解制度的内涵。 

2．掌握制度变迁的动力。 

作业： 

阅读研究制度的经典文献。 

知识单元 2：宪政经济学的假设与知识论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宪政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2．宪政经济学的知识论。 

3. 市场的性质和逻辑。 

4. 自发秩序与宪政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宪政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2．掌握宪政经济学的知识论。 

作业： 

阅读宪政经济学的基础性文献。 

知识单元 3：交易成本与寻租理论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交易成本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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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易成本与制度安排。 

3. 寻租理论与宪政架构。 

4. 管制与垄断的宪政经济学分析。 

5. 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交易成本、寻租、垄断等概念。 

2．掌握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 

作业： 

阅读介绍交易成本、寻租、垄断的基础性文献。 

知识单元 4：集体行动与制度变迁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集体行动的逻辑。 

2．公共物品的自发提供。 

学习目标： 

1．了解集体行动的理论。 

2．掌握公共物品自发提供的原理。 

作业： 

阅读研究集体行动和公共物品自发提供的基本文献。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制度与制度变迁 3  

2 宪政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3  

3 宪政经济学的知识论 3  

4 市场的性质和逻辑 3  

5 自发秩序与宪政理论 3  

6 交易成本的概念 3  

7 交易成本与制度安排 3  

8 寻租理论与宪政架构 3  

9 管制与垄断的宪政经济学分析 3  

10 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 3  

11 集体行动与公共物品的提供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制度变迁与宪政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难点：交易成本与寻租理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苏格拉底式教学法：老师提问、学生回答。。 

2. 课堂讨论。 

……………… 

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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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求学生对阅读内容进行概要讲解并提出问题。。 

2. 分组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提前阅读课程材料。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严格按照学术规范撰写一篇学术论文。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

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期末论文占 80%。  

7、作业要求： 

提前阅读课堂讨论材料；在期中时考虑好论文选题，阅读相关研究文献。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英文原版文献作为课程阅读材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James M. 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The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2. 

2. Douglas North.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二）推荐参考书 
1. 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执笔：王建勋  审稿：姚国建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0日 

 

古典小说中的传统法律 
Traditional laws in classic novels 

课程号：50105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发现中国古典小说中隐含的各种传统法律问题； 

2、对传统法律问题，展开比较法研究； 

3、对法制建设中的本土资源有所了解，提升民族自信心。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课堂教学与自主阅读，使学生掌握观察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法律文化、

法律现象的新视角，从古典小说中发现活生生的中国法，如民间契约、诉讼文书、花判、律例，深

入思考中华法系对当下国人法律意识的深层影响。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6学时 

知识单元 1：古典小说概论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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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 何谓小说？ 

2. 中国古典小说发微 

3. 法律与文学研究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兴起。 

2．掌握研究古典小说相关法律问题的认识论与方法论 

作业： 

阅读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波斯纳 《法律与文学》 

朱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素材》 

知识单元 2：三国演义中的法律问题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三国演义中的军事法 

2．三国演义中的国际法 

3. 连环计中的刑法问题——谁是正犯？ 

4. 割发代首中的髡刑问题  

5. 诸葛亮缘何挥泪斩马谡？ 

6. 杨修案与华佗案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古代军事法、军事法的演变。 

2．思考三国演义中的刑事案件 

作业： 

阅读 《三国演义》 

知识单元 3：水浒传中的法律问题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三国演义中的官吏役 

2.从度牒看政教关系 

3.从林冲休妻看古代休书 

4.从丹书铁券看古代赦免 

5.从楼台亭阁看《营造法式》 

6.男儿脸刻黄金印——刺配 

7.从李师师看古代娼妓问题 

8.从宋江家书谈通信法规 

9.从火烧翠云楼谈古代消防法规 

10.王婆遭凌迟——古代酷刑 

11.好汉爱吃牛——古代保护耕牛 

12.从宋江反诗谈古代文字狱 

学习目标： 

1.了解水浒传中法律问题之背景 

2.思考相关法律问题的古今对比 

作业： 

阅读《水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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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4：西游记中法律问题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游记中的佛法 

2.西游记中的大明律条文 

3.庸医杀人罪 

4.西游记中的法律推理 

5.强占良家妇女罪 

6.反坐 

7.孙悟空写诉状 

学习目标： 

1.了解佛教中戒律的基本内容 

2.思考西游记中涉及大明律的相关案例 

3.了解我国古代诉状写作的种种技巧 

阅读 《大明律》《西游记》 

知识单元 5：红楼梦中的法律问题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贾府谁是家长？ 

2.从宝玉挨打看家法森严 

3.犯奸处罚 

4.林黛玉继承权之谜 

5.王熙凤如何干预司法？ 

6.薛蟠杀人缘何轻判？ 

7.贾府缘何遭抄家？ 

8.从秦可卿建议多置祖产谈法律规避 

9.宝黛钗三角恋看古代姑表婚 

10.从袭人晴雯谈古代奴仆地位 

学习目标： 

1. 了解古代家族法规的主要内容 

2. 了解古代司法腐败的各种表现形式 

阅读：《红楼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古典小说概论 3  

2    三国演义中军事法与国际法 3  

3    三国演义中刑事案件知多少 3  

4     水浒传之法律问题一 3  

5     水浒传之法律问题二 3  

6     水浒传之法律问题三 3  

7     西游记之佛法无边 3  

8     西游记之大明律条 3  

9     红楼梦之法律问题一 3  

10     红楼梦之法律问题二 3  

11 红楼梦之法律问题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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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法制史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四大名著的法律问题 

难点：直接阅读古代法典、判牍条文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案例教学法 

3.情景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四大名著电视剧片段选播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阅读四大名著、古代法典原文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 

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占 30%；期末论文占 7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无 

（二）推荐参考书 

1. 苏力 《法律与文学》三联书店 2006年第一版 

执笔：俞飞  审稿：许身健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0日 

 

经济学 
Economics 

课程号：5010500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供给、需求与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2、消费者决策的基本理论。3、

企业的成本和决策理论。4、市场效率、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5、国民收入核算基本理论。6、总

需求－总供给模型。7、经济增长与发展。8、通货膨胀与失业。9、经济政策和实践。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经济学基础知识、市场运行的基

本原理（需求定律、供给定律、市场均衡）、个体决策的基本原理（边际成本、边际收益）、总体经

济运行规律（生产率理论、短期经济波动理论），了解供给、需求、机会成本、市场失灵、GDP、生

产率、通胀等概念，为民法、商法、法律经济学、法律的金融分析、监管理论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

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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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经济学框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经济学。 

2．经济学的核心概念。稀缺、机会成本。 

3．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权衡理论、机会成本、边际决策、激励机制、交易理论、市场配置资

源、政府干预、生产率理论、通胀理论、通胀与增长的权衡。 

4．经济学的分支：微观、宏观。实证、规范。 

学习目标： 

1．了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2．掌握经济学的主要方法和总体框架。 

作业： 

1．你正计划用星期六去从事业余工作，但一个朋友请你去滑雪。去滑雪的真实成本是什么？

现在假设你已计划这天在图书馆学习，这种情况下去滑雪的成本是什么？请解释之。 

2．为什么篮球明星科比·布莱恩特选择不上大学？为什么周末滑雪场的价格是平时的 2倍？ 

3．解释市场失灵的两个主要原因，并各举出一个例子。 

知识单元 2：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需求曲线及其影响因素。 

2．供给曲线及其影响因素。 

3．市场均衡及其变动。 

4．弹性及其对收入、均衡数量和均衡价格的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影响需求和供给的主要因素。 

2．掌握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 

3．掌握均衡概念，理解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4．理解弹性的概念。 

作业： 

1．用供求图分别解释以下表述： 

(1)当寒流袭击佛罗里达时，全国超市中橘子汁的价格上升。 

(2)当每年夏天新英格兰地区天气变暖时，加勒比地区旅馆房间的价格直线下跌。 

(3)当中东爆发战争时，汽油价格上升，而二手凯迪拉克车的价格下降。 

2．找出以下分析的漏洞：“如果更多的美国人进行低糖饮食，对面包的需求将会下降。面包的

需求下降将引起面包的价格下降。然而，价格下降又将使需求量增加。最后，在新的均衡，美国人

所消费的面包数量可能比最初还多。” 

3．考虑以下事件：（1）科学家发现，多吃橘子可以降低患糖尿病的风险；（2）同时农民用了

新的肥料，提高了橘子的产量。画出橘子的供求图，说明并解释这些变化对橘子的均衡价格和均衡

量有什么影响。 

4．研究表明，香烟的需求价格弹性是 0.4。如果现在每盒香烟为 2美元，政府想减少 20%，价

格应该提高多少? 

知识单元 3：供给、需求与政府政策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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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什么是价格上限（price ceilings天花板）和价格下限（price floors地板）  

2．价格上限和价格下限是如何影响市场结果的   

3．税收是怎么影响市场结果的 

4．税收的影响是否依赖于征税的对象 

5．什么是税收归宿（incidence of a tax），什么决定了税收的归宿 

学习目标： 

1．了解政府干预对市场的的影响。 

2．掌握均衡、短缺、过剩的概念。 

3．掌握税收的分摊、转移逻辑。 

作业： 

1．政府确信奶酪自由市场的价格太低了。 

(1)假设政府对奶酪市场实行限制性价格下限。用供求图说明，这种政策对奶酪价格和奶酪销

售量的影响。 

(2)农民抱怨价格下限减少了他们的总收益。这种情况可能吗？解释原因。 

(3)针对农民的抱怨，政府同意以价格下限购买全部过剩奶酪。与基本的价格下限政策相比，

谁从这种新政策中获益？谁受损失。 

2．假设联邦政府要求喝啤酒者每购买一箱啤酒支付 2 美元税收。 (实际上，联邦政府和州政

府都对啤酒征收某种税。) 

(1)画出没有税收时啤酒市场的供求图。说明消费者支付的价格、生产者得到的价格，以及啤

酒销售量。 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和生产者得到的价格之间的差额是多少 

(2)现在画出有税收时啤酒市场的供求图。说明消费者支付的价格、生产者得到的价格，以及

啤酒销售量。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和生产者得到的价格之间的差额是多少？啤酒的销售量增加了还是

减少了。 

知识单元 4：消费者决策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2．替代效应、收入效应。 

3．消费者的最优决策 

4．消费者决策与需求曲线 

学习目标： 

1．了解效用和边际效用的基本概念。 

2．掌握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 

3．理解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4．理解需求定律的理论基础。 

作业： 

1．水是生活必需的。一杯水的边际收益是大还是小呢？ 

2．假设汤姆对糖果的评价（效用）为：MU=8.5-Q，其中 MU表示边际效用，Q表示糖果的数量。 

(1)当糖果的价格为 4元/斤时，汤姆愿意购买几斤糖果？ 

(2)当价格为 2元/斤时，汤姆愿意购买几斤糖果？ 

(3)汤姆的对糖果的需求函数与边际效用函数有什么关系？ 

3．一个学生每学期有 200美元的娱乐预算，用于购买 40美元一张的音乐会票和 10美元一张

的电影票。 

(1)用横轴表示电影票，试画出预算约束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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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假设电影票价格下降，第一次下降到 5美元，第二次下降到 2美元。试画出预算约束线。 

(3)电影票价格的下降，对于学生的购买决策有什么影响？ 

知识单元 5：生产成本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生产函数？什么是边际产出？ 

2．有哪些种类的成本（固定、可变、平均、边际）？成本与产出又有什么关系？ 

3．短期成本与长期成本之间有什么不同？ 

4．什么是规模经济？ 

学习目标： 

1．了解显性成本、隐性成本、会计利润、经济利润的概念。 

2．了解边际产出、边际成本的概念。并理解边际成本递增规律。 

3．了解边际成本曲线和平均成本曲线之间的关系。 

4．理解平均总成本曲线为什么是 U字型的，以及有效规模的含义。 

5．了解长期成本的推导逻辑，掌握规模经济的概念。 

作业： 

1、考虑以下关于比萨饼的成本信息： 

数量（个） 0 1 2 3 4 5 6 7 

总成本（美元） 200 250 290 320 370 440 530 640 

(1)比萨饼的固定成本是多少 

(2)计算比萨饼的边际成本、平均固定成本、平均可变成本、平均总成本。 

(3)画出边际成本和平均可变成本曲线。 

(4)阐述边际成本和平均可变成本之间的关系。 

(5)阐述平均总成本、平均可变成本、平均固定成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平均总成本呈现 U字型？ 

(6)比萨饼生产的有效规模是多少？ 

知识单元 6：竞争市场中的企业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完全竞争市场？   

2．什么是边际收益？它和总收益与平均收益有什么关系？ 

3．竞争企业如何决定利润最大化的产量？ 

4．短期内，竞争企业何时会选择停业？长期内，竞争企业何时会选择退出市场？ 

5．短期的市场供给曲线是什么形状？ 

6．长期均衡时，竞争企业的利润决定机制。 

学习目标： 

1．了解完全竞争市场的概念。 

2．理解边际收益、边际成本的含义，掌握企业利润最大化决策的机制。 

3．理解停止营业点和退出市场点的含义。 

4．理解边际成本曲线和短期供给曲线的关系。 

作业： 

1．鲍伯的草坪剪草中心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竞争企业。他每年剪 1万块草坪。总成本是 28万

美元，其中 3万美元是固定成本（比如剪草机的成本）。鲍伯每剪一块草坪赚 27美元。他应该怎么

决策？当前停止营业，还是下一年退出该行业，或者下一年保持在该行业里？ 

2．考虑下表中给出的总成本和总收益： 

产量 0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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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成本 4 5 7 10 14 19 25 32 

总收益 0 5 10 15 20 25 30 35 

(1)计算每种产量时的利润。企业为了使利润最大化应该生产多少？ 

(2)算每种产量时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画出它们的图形。根据图形阐述利润最大化的产量

应该是多少？ 

(3)这个企业是否处于竞争行业？如果是，并且该行业的企业成本都是相同的，那么该行业是

否处于长期均衡？ 

知识单元 7：市场结构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四种市场结构 

2．垄断者边际收益曲线与需求曲线的关系 

3．垄断者如何决定它们的价格与数量？ 

4．垄断对社会的福利有何影响？ 

5．政府能对垄断做什么？ 

6．什么是价格歧视？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市场结构的差别。 

2．具有定价能力企业的边际收益与价格的关系。 

3．理解无谓损失的概念。 

4．掌握价格加成和勒纳指数的概念。 

5．了解三种价格歧视的形式，及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作业： 

1．据市场研究，一家唱片公司获得了以下有关其新 CD的需求和生产成本的信息： 

价格=1000-10Q 

总收益=1000Q-10Q
2
 

边际收益=1000-20Q 

边际成本=100+10Q 

其中，Q表示可以售出的 CD数量，而 P是用美分表示的价格。 

(1)找出使公司利润最大化的价格和数量。 

(2)找出能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价格和数量. 

(3)计算垄断带来的无谓损失。 

(4)计算衡量该企业垄断势力的勒纳指数。 

知识单元 8：消费者、生产者与市场效率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及其和需求曲线的关系。 

2．生产者剩余（producer surplus）及其和供给曲线的关系。 

3．市场机制与社会福利。 

学习目标： 

1．了解支付意愿、生产剩余、消费者剩余等概念。 

2．掌握市场运行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 

3．理解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 

作业： 

1．这是一个热天，Bert口干舌燥。下面是他对一瓶水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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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一瓶评价 7美元 

对第二瓶评价 5美元 

对第三瓶评价 3美元 

对第四瓶评价 1美元 

(1)根据以上信息推导出 Bert的需求表。画出他对瓶装水的需求曲线。 

(2)如果一瓶水的价格是 4 美元， Bert 会买多少瓶水？ Bert 从他的购买中得到了多少消费

者剩余？在你的图形中标出 Bert 的消费者剩余。 

(3)如果价格下降到 2美元，需求量会有何变化？Bert的消费者剩余会有何变化？用你的图形

说明这些变化。 

2．花椰菜的供求如下式所述：供给：QS=4P-80，需求：QD=100-2P。Q 的单位是蒲式耳，P 的

单位是美元/蒲式耳。 

(1)画出供给曲线的需求曲线。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是多少 

(2)计算均衡时的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和总剩余。 

(3)对消费者征收 10元的消费税，则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变为多少？社会总剩余如何变化？ 

(4)消费者和生产者各承担了多少税收？ 

(5)如果是向生产者征收 10元的税收，结果会如何变化？ 

知识单元 9：外部性与市场失灵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外部性（externality） 

2．外部性为什么会损害市场效率 

3．解决外部性有哪些方法：公共政策和私人解决方法 

4．什么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和公共资源（common resources）? 

5．当存在公共物品或公共资源时，政府可以如何改进市场结果? 

学习目标： 

1．了解外部性、竞争性、排他性、公共物品、公共资源的基本概念。 

2．了解外部性对市场机制的影响。 

3．理解庇古税、数量控制、可交易的污染权、科斯定理对外部性和市场失灵的纠正机制。 

作业： 

1．考虑化肥市场。需求曲线：Qd=100-2P，供给曲线：Qs=2P。 

(1)计算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市场均衡时的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和总剩余。 

(2)每生产 1单位化肥将排出 10单位的污染物，而且每单位的污染物给社会带来的成本是 1美元。

计算当化肥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时的总污染成本。考虑到污染的成本后，这个市场的总剩余是多少？ 

(3)禁止生产化肥会增加还是减少福利？ 

(4)假设政府把污染量限定为 200 单位。画出有这个限制条件时的化肥市场。找出新的均衡价

格和均衡数量，并在图中标明。计算这个政策会如何影响消费者剰余、生产者剩余和污染成本。你

会推荐这个政策嘛，为什么？ 

(5)假设政府不是对污染进行限制，而是对生产者征收每单位化肥 10美元的税收。计算新的均

衡价格和均衡数量，以及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税收收入和污染的成本。现在总剩余是多少？

你会推荐这个政策吗？为什么？ 

2．村里有 10个村民。村民们可以通过编篮子或者钓鱼来获得收入。由于湖里的鱼是有限的，

钓鱼的村民越多，每个人钓到的鱼就越少。具体而言，如果有 n个家庭在湖里钓鱼，那么每个家庭

能够获得的钓鱼收入是：I=12-2n。家庭通过编篮子得到的收入是每天 2美元。 

(1)假设每个家庭都独立做出是在湖里钓鱼还是编篮子的决策。你预计每天有多少家庭会钓

鱼？你预计有多少家庭会编篮子？（提示：考虑机会成本。）计算在这种均衡时全村的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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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明当三个居民在湖里钓鱼时，全村的总收入大于你在(1)中所算出的总收入。当他们独立

行事时，什么阻止了这种可带来更高收入的资源配置的实现？ 

(3)如果村民都决定实现(2)中的资源配置，他们可以制定什么规则？ 

(4)钓鱼属于哪一类物品？什么特征使它成为这一类物品？ 

知识单元 10：博弈论基本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博弈论的基本构成要素。 

2．博弈的四种主要类型。 

3．纳什均衡的概念及构建。 

学习目标： 

1．了解博弈论的基本知识。 

2．掌握纳什均衡的概念和基本计算方法。 

作业： 

1．纳什均衡与竞争市场的均衡有什么区别？ 

2．纳什均衡一定是有效的吗？ 

3．用博弈论模型解释“公地悲剧”。 

知识单元 11：博弈论与寡头市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寡头市场决策机制与其他市场结构的区别。 

2．寡头市场的可能结果。 

3．寡头的合作机制和背叛机制，及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4．反托拉斯法可以如何用来增加寡头之间的竞争。 

学习目标： 

1．了解卡特尔的基本概念。 

2．了解基本的寡头决策机制：古诺模型。 

3．掌握寡头合作和背叛的基本机制。 

作业： 

1．全世界大部分的钻石供给来自俄罗斯和南非。假设采集每块钻石的边际成本是 1000 

美元，而且，钻石的需求如下表所述： 

价格(美元) 数量(块) 

8000 5000 

7000 6000 

6000 7000 

5000 8000 

4000 9000 

3000 10000 

2000 11000 

1000 12000 

(1)如果有许多钻石供给者，价格和数量会是多少？ 

(2)如果只有一个钻石供给者，价格和数量会是多 

(3)如果俄罗斯和南非形成一个卡特尔，价格和数量会是多少？如果这两个国家平分市场，南

非的产量和利润会是多少？如果南非产量增加 1 000块，而俄罗斯遵守卡特尔协议，南非的利润会

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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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你对(3)的答案，解释为什么卡特尔协议往往是不成功的。 

知识单元 12：宏观经济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国内生产总值（GDP）？ 

2．GDP与一国的总收入与总支出有什么联系？ 

3．GDP由哪几部分组成？ 

4．什么是消费物价指数 (CPI)？ 

5．CPI与 GDP平减指数有何区别?   

学习目标： 

1．了解 GDP的基本构成。 

2．掌握物价指数的计算方法。 

3．理解名义 GDP和实际 GDP的含义。 

作业： 

1．下列每种交易会影响 CDP的哪一部分(如果有影响的话)？解释之。 

(1)家庭购买了一台新冰箱。 

(2)Jane姑妈买了一所新房子。 

(3)福特汽车公司从其存货中出售了一部雷鸟牌汽车。 

(4)你买了一个比萨饼。 

(5)加利福尼亚重新铺设了 101号高速公路。 

(6)你的父母购买了一瓶法国红酒。 

(7)本田公司扩大其在俄亥俄州马利斯维尔的工厂。 

2．假设素食国的居民把他们的全部收入用于花椰菜、球花甘蓝和胡萝卜。在 2008年，他们用

200美元买了 100个花椰菜、75美元买了 50个球花甘蓝以及 50美元买了 500个胡萝卜。2009年，

他们用 225美元买了 75个花椰菜，120美元买了 80个球花甘蓝，以及 100美元买了 500个胡萝卜。 

(1)计算每年每种蔬菜的价格。 

(2)把 2008年作为基年，计算每年的 CPI。 

(3)2009年的通货膨胀率是多少? 

知识单元 13：经济增长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世界各国生活水平和经济增长率。 

2．为什么生产率对于生活水平如此重要？ 

3．什么决定生产率及其增长?   

4．公共政策怎样影响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 

学习目标： 

1．了解生产率的定义。 

2．掌握影响生产率的因素：储蓄与投资、教育、科技、产权。 

作业： 

1．假定社会决定减少消费并增加投资。 

(1)这种变化会如何影响经济增长? 

(2)哪些社会群体会从这种变化中获益？哪些群体会受到损害? 

2．社会选择把多少资源用于消费和把多少资源用于投资。这些决策中的一部分涉及私人支出；

另一些涉及政府支出。 

(1)说明代表消费的一些私人支出形式，以及代表投资的一些私人支出形式。国民收入账户把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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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消费支出的一部分。按你的看法，把资源用于教育是一种消费的形式，还是一种投资的形式。 

(2)说明代表消费的一些政府支出形式，以及代表投资的一些政府支出形式。按你的看法，我

们应该把政府用于医疗计划的支出作为一种消费的形式，还是投资的形式？青年人医疗计划和老年

人医疗计划的性质是否有区别？ 

知识单元 14：开放经济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物品与资本国际流动的基本机制。 

2．真实汇率与名义汇率。 

3．什么是 “购买力平价” ？它又是如何解释名义汇率的？ 

4．在开放经济中，真实利率由什么决定？真实汇率呢？   

5．可贷资金市场与外汇市场是怎么联系起来的？   

6．政府预算赤字如何影响汇率和贸易余额？  

7．其他政策或事件如何影响利率、汇率和贸易余额？ 

学习目标： 

1．了解汇率的基本概念。 

2．掌握汇率对贸易余额的影响机制。 

3．掌握政府预算赤字等基本公共政策对利率、汇率和贸易余额的影响机制。 

作业： 

1．在下列每一种情况下，美元的真实汇率会发生什么变动？解释之。 

(1)美元的名义汇率未变，但美国的物价上升快于国外。 

(2)美元的名义汇率未变，但国外的物价上升快于美国。 

(3)美元的名义汇率下降了，但美国和国外的物价都没有变。 

(4)美元的名义汇率下降了，并且国外物价的上升快于美国。 

2．《今日美国》上的一篇文章(2004年 12月 16日)的开头是：“布什总统周三说，白宫将通过

努力消减创纪录的预算和贸易赤字来使美元更坚挺。” 

(1)根据本章的模型，预算赤字的减少会减少贸易赤字吗？这能提高美元的价值吗？解释之。 

(2)假设预算赤字的减少使国际投资者对美国经济更有信心。这种信心增强如何影响美元的价

值？它会如何影响贸易赤字？ 

知识单元 15：总需求与总供给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经济波动及其特点 

2．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如何解释经济波动？ 

3．为什么总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什么使总需求曲线移动？ 

4．短期总供给曲线的斜率是多少？长期的呢？什么使总供给曲线移动？ 

学习目标： 

1．了解经济波动、总供给、总需求的概念。 

2．理解总需求曲线向下倾斜、总供给曲线向上倾斜的作用机制。 

3．掌握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对经济波动的解释。 

作业： 

1．列出并解释总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的三个原因。 

2．在 1939年，因为美国经济没有完全从大萧条中复苏，所以罗斯福总统宣布感恩节将比通常

提前一周，以便在圣诞节前的销售期得以延长。解释罗斯福总统可能试图得到什么，并用总需求与

总供给模型解释这个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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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假设经济现在处于衰退中。如果决策者没有采取行动，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会如何变动？

用文字和总需求与总供给图进行解释。 

知识单元 16：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基本概念。 

2．利率效应如何帮助我们解释总需求曲线的斜率？ 

3．中央银行如何使用货币政策来移动总需求曲线？ 

4．财政政策通过哪两条途径来影响总需求？ 

5．支持和反对使用政策来稳定经济的理由分别是什么？ 

学习目标： 

1．了解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基本概念、流动性偏好理论。 

2．掌握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影响总需求的机制。 

3、掌握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基本概念。 

作业： 

1．什么是流动偏好理论？这种理论如何有助于解释总需求曲线的向右下方倾斜? 

2．解释下面每一种情况会如何影响货币供给、货币需求和利率。用图形说明你的答案。 

(1)美联储的债券交易商在公开市场操作中购买债券。 

(2)信用卡可获得性的提高减少了人们持有的现金。 

(3)联邦储备降低了法定准备金。 

(4)家庭决定把更多钱用于节日购物。 

(5)乐观主义情绪刺激了企业投资，扩大了总需求。 

3．假设经济学家观察到，政府支出增加 100亿美元使物品与劳务的总需求增加了 300亿美元。 

(1)如果这些经济学家不考虑挤出效应的可能性，他们估算的边际消费倾向(MPC)是多少? 

(2)现在假设经济学家考虑挤出效应。对 MPC新的估算大于还是小于原来的估算?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经济学框架 3  

2 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 3  

3 供给、需求与政府政策 3  

4 消费者决策理论 3  

5 生产成本 3  

6 竞争市场中的企业 3  

7 市场结构 3  

8 消费者、生产者与市场效率 3  

9 外部性与市场失灵 3  

10 博弈论基本理论 3  

11 博弈论与寡头市场 3  

12 宏观经济概述 3  

13 经济增长理论 3  

14 开放经济理论 3  

15 总需求与总供给 3  

16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3  

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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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法律经济学、法律的金融分析、监管理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市场运行理论、消费者决策、厂商决策、市场效率、市场失灵、GDP 核算、总供给-总

需求模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 

难点：机会成本、弹性、边际收益、外部性、总供给-总需求模型、菲利普斯曲线。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理论加案例分析。 

2.基本概念加课堂和课后习题。 

教学手段： 

1.PPT加板书。 

2.影像资料。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阅读相关的财经杂志，关注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国际主流的经济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美国）N.格里高利·曼昆（N.Gregory Mankiw）著《经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5月 第 6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等著《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月 第 4版 

2. 高鸿业等编著《西方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7月 第 6版  

执笔：×××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3日 

 

中西传统法律文化比较 
The comparison of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between china and west 

课程号：51500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270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西方与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比较，使学生从根源

上认识中西传统法律制度与法律观念的根本差异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社会成因，从而加深对现行法

学理论和制度规则的认识和理解，从全人类历史的角度认识法律发展的现状与未来。尤其是有助于

解决近代以来中国一直都在解决移植西方法律制度水土不服的难题。 

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何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本质如何？中国为何遭遇移植西方法律

制度水土不服的难题？是否存在普世价值？法治社会未来发展的前景如何？具体将涉及西方传统

法律文化的内涵、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制度基础、人治与法治、王法与民法、权力与权利、法律与革

命、法律与宗教、影响法律传统形成的其他因素、秩序与正义、法律的价值及价值标准、普世价值

与特殊价值、法律与人的本质和终极目标、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唯一性及普遍性等，这些问题都将

在课堂进行讲授和研讨。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宏观比较，使学生了解东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究竟存

在哪些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法律制度发展的影响，并通过分析这些差异和影响，探讨中国与世界法

律制度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在未来人类法律文明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自由与专制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自由 

从人类历史的实践来看，一个社会有自由就是有一百条路，可能有一条路通向军事基地，关系

到国家安全，一般人不能走，其他九十九条都可以自由通行。而不自由，则是只有一条路通向劳动

的工地，可以走，其他的路都不可以走。从法律角度言之，则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凡法律不禁

止的，什么都可以做。而不自由的社会，则是凡法律没有规定的，什么都不能去做。 

自由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任何一个人都应服从公平正义的法律，接受

法律的“光荣的束缚”（卢梭语）。正如西塞罗的一段名言所说：“我们都是法律的奴隶。正因为如

此，我们才是自由的。如果没有法律所强加的限制，每一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结果必然是因此而

造成的自由毁灭。” 

由此可见，自由是人和人类社会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目标，并且是实现其他各项权利的基础

和保证。从这一点上来说，怎样强调自由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在现今最文明的国家中，人们视言论自由是理所当然的，似乎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我们正习以

为常，以致把言论自由视为天赋权利。但是这种权利是晚近才获得的，为争取到这一权利的道路血

流成河。历经多少世纪才使那些最开通的人们相信，发表个人意见和讨论各种问题的自由是一件好

事而不是坏事。过去人类社会（有几个显著例外的情况）一向都是反对思想自由的，换句话说，是

反对新观念的，其原因值得我们探讨分析。 

一般人的头脑天生地懒于转动，并且倾向于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普通人的精神世界由一些他

毫无怀疑地接受下来且坚信不疑的信仰组成。对于任何会打乱这个熟悉的世界的既定秩序的东西，

他都本能地敌视。一种与他所持的某些信仰不相容的新观念，意味着需要重新调整他的思想；而这

一过程是很费力的，需要耗费脑力，令人麻烦。对既定的信仰和制度提出怀疑的新观念和意见，在

他和构成社会上大多数的同辈们看来是有害的，因为不合他们的意思。 

无论在任何时候，真正关注理性的人总是很少的少数人，在今后长时期里可能也会是这样。理

性唯一的武器一向是论争。权威则使用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暴力、法律上的高压手段和煽动社会不满

等武器。 

2．专制 

专制（autocracy）是一个人或少数人对多数人意志的强制，包括思想精神和财富肉体的强制，

是多数人独立意志的丧失。专制主义（Despotism）指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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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制度下，统治者拥有绝对权力或支配力。专制主义多指政治专制，但有时也指经济专制、文化

专制等其他方面。政治专制包含君主专制、政党专制等多种形式。 

我国早期的国家政治制度是随着夏朝——古代中国的第一个国家政权的建立而开始出现；商周

时期，经过了从方国联盟到天下共主的转变；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度对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

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同时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斗争也长期延续，但整个趋势是专制皇权日益加强。 

商代的内服外服制度和西周的分封制、宗法制；二是秦的统一和“皇帝制”“三公九卿制”和

郡县制；三是汉朝七国之乱和汉武帝的集权措施、唐朝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宋初加强

中央集权的措施；四是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和宋元时期的演变，明清君主专制制度日益强化，清

朝达到了顶峰。标志是雍正时期军机处的设置。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对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国体

与政体，官僚政治与行政管理，以至文化教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自由与专制作为一种制度和传统在东西方的不同理解和表现。西方历史上专制制度也

曾产生与发展，但均未形成传统，而对自由的追求则自古有之。其他区域文化则无，中国尤甚。自

由是一切权利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和个人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且人类的最终目标也是自由。在人

类文明发展中，自由有着最高的价值。 

2．掌握自由与专制在东西方的理论与实践，理论与实践所体现的不同以及这种不同的历史文

化成因。 

知识单元 2：平等与身份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平等 

在世界历史上，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不平等现象曾经长期存在。在西方，中世纪以前为奴隶

制社会，奴隶被视为主人的财产，没有独立的人格，不能拥有财产，而自身为所有权的标的。中世

纪社会实行农奴制，农奴虽较奴隶地位相对提高，但仍处于领主的奴役之下，人身和财产自由都受

到一定的限制。直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自由、平等原则才逐渐确立。在这里，身份平等具有

重要意义。梅因断言：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有自

由和平等地位，才会成为签订契约的一方，而身份社会则以人的不平等为基础。因此，自由和平等

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即尽管西方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极为不平等的奴隶制和农奴制，但在思想

理论上，平等的思想一直存在。发源于古希腊（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理论，即认为一切人都应该

是平等的，奴隶制违反自然法原则。古罗马和中世纪的自然法理论，与此一脉相承，认为平等符合

自然法和神的意志。 

基督教的平等教义也有助于西方人平等观念的发展。根据基督教教义，在上帝面前每个人都是

平等的。世人都一样，只有上帝高高在上。而上帝是仁慈的和公正的。人间虽贵为帝王，在上帝面

前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 

另外，西方历史上独特的专偶制婚姻形式――一夫一妻制传统的形成，也是追求平等观念在制

度上的一种体现。这一点对于男女平等乃至整个社会成员的平等，都具有深远的重要意义。 

自然法的平等理论、基督教教义和一夫一妻制等，这些西方社会历史上所存在的理论和制度，

都为近代以来的奴隶和农奴解放、消除种族隔离、男女平等运动奠定了理论和制度基础。 

2．等级身份制度（不平等） 

当然，到今天为止，哪怕是在发达的西方，真正的平等仍然没有完全实现。“确立完全的平等

乃是一种幻想；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减少不平等。” 但从另一个不那么绝对的角度也可以说，平等是

基本实现了的。因为，平等指的是人格、身份、机会的平等，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并非绝对的平等。

不平等的是人的德行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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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提倡不平等，主张身份等级，三纲五常，纲常伦理规则，君臣、父子、夫妻、

长幼、贵贱，从理论到实践，处处体现身份等级。现实生活中，平等现象或许存在，问题的关键是，

儒家思想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而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平等乃是不正常的现象，应

该尽力消除之。不平等的提倡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在不平等的诸现象中，男女的不平等尤为显著，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和危害也最深。中国古代社

会长期停滞与此有关。 

学习目标： 

1．了解东西方平等与身份制度的历史发展；西方古代的奴隶制度是人类最不平等的人奴役人

的制度；中国古代没有传统社会那种典型的奴隶制度，但也从未消除奴隶现象，类似奴隶身份的奴

役一直存在，直到清末民初，如家仆、妾等。现代中国社会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与古代传统有关，如

城乡差别，户籍制度等。 

2．掌握平等与不平等不能机械地理解。现实中表现的都是不平等，平等的是人格、机会，法

律面前的平等。人类未来社会只有职业的不同，分工的不同，而逐渐消除高低贵贱之分。观念上消

除不平等，也是一种现实的追求，或许也是实现真正平等的现实目标。 

知识单元 3：民主与法治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民主 

民主是指人民主权，主权在民，包括公共权力在内的一切权力都来自于民众。这在西方法律传

统中都能找到根源。 

立法权来自于人民。这体现在重要的立法需要民众同意，否则无效。古希腊、罗马的公民大会

决议就是法律，民众直接行使立法权。今日的全民公决可以视为人民行使直接立法权的典型，如俄

罗斯 1991 年对新宪法的全民公决。但更多的是通过民众选举议员，实行代议制议会立法，民众间

接行使立法权。 

在行政权方面，主要体现为民选政府，民众享有国家主要行政官员的选举权，甚至罢免权。政

府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英国法学家狄骥主张使用公务概念代替管理概念，官员改称公

务员，政府真正成为人民政府。 

有一种最根本的无可避免的缺点，使得国君制政府永远不如共和制政府，那就是：在后者之中

差不多唯有英明能干的人，公共舆论才会把他们提升到首要的职位上来，而他们也会光荣地履行职

务的；反之，在国君制之下，走运的人则每每不过是些卑鄙的诽谤者、卑鄙的骗子和卑鄙的阴谋家；

使他们能在朝廷里爬上高位的那点小聪明，当他们一旦爬上去之后，就只能向公众暴露他们的不称

职。人民在这种选择方面要比君主会更少犯错误；而且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而能出任阁臣的，几乎

就像一个傻瓜而能出任共和政府的首脑一要，是同样罕见的事。 

人们在国王治下所享受的和平比起空位时期的混乱来还更要坏得多。一个人上升到可以号令别

人的时候，一切就都来竞相剥夺他的正义感和理性了。 

据说人们曾煞费苦心地要把统治的艺术教给年轻的君主们；但是看来这种教育并没有使他们受

益。确切说来，根本就没有单一的政府。一个独一无二的首领也必须有下级的行政官；一个人民政

府也必须有一个首领。混合政府。少数和多数区别。 

2．法治 

法治就是法律至上，没有谁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或不受法律的约束。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对法治有过精辟的阐述：“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

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也就是良法与守法。法律

有正义与不正义之分，并非所有的法律都合乎正义，良好的法律应当具有正当性。但问题是：如何

才能制定出良法或符合正义的法律？或者说，制定良法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在这方面，罗马法的实

践会给我们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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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中国是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法治的本质在于人们对法的信仰，而不是完全寄希

望于人的治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道轮回、王朝更替普遍认同的观念。德的重要意义。假道

学，假德以成名。为政在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徒法不足以自行。权尊于法，鼓吹“权者君之

所独制也。” 

学习目标： 

1．了解民主在西方的产生、发展与作用以及对世界其他文化区域的影响和发展；民主的价值；

民主制度和理论在中国的命运；民主的表现有时不是令人满意的，但不民主的文化和制度更糟。民

主的对立面是君主。因此，不民主意味着集权专制，而专制一定是一个人。所以，民主是与专制君

主相对应的。只要不是一个人，就不会形成专制，就会走向民主。这是历史的经验。 

2．掌握法治社会法律至上，没有人超出法律之外，没有法律之外的特权，真正体现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法治的实质是良法与守法。恶法非法。良法的标准和制定良法的方式。只有民主立法、

科学立法才能保证所定之法为良法。 

知识单元 4：民法与王法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民法 

西方传统法律制度基础是罗马私法或称民法。在现在流传下来的罗马法材料中，主要是私法即

民法规范，公法的内容微乎其微。就是公元前 5 世纪制定颁行的《十二铜表法》，其内容也是以私

法为主。《国法大全》包括四个部分的内容：《查士丁尼法典》、《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学说汇

纂》和《新律》，基本为民法规范。以《法学总论――法学阶梯》为例，作为当时的法学教材，四

卷之中，前三卷为人法、物法、债法，按照现代部门法划分标准，均为无可争议的民法内容。而第

四卷，有关纯粹诉讼的部分也非常之少，多为侵权之债的规定，主要内容可以归结为侵权行为法。

最后一篇（第十八篇）“公诉”只是简略地提及各种犯罪及处刑标准。 

2．王法 

所谓“王法”，以维护王（君）权统治为价值取向，注重秩序和稳定；民法则追求社会公平公正，

强调对多数人权利和利益的保护。在中国传统法律意识中，国法等同于“王法”，即所有的法，都是君

王制定颁行的，而“民”则只有遵守的义务，是法律所规范的对象，与罗马法主要保护民事权利正相

对立。在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这种东西方两种传统制度与价值精神的不同，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

发展进程影响巨大。而对唐律和罗马法进行分析比较，则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西方法律文化和中国乃至

非西方法律文化差异的认识和理解，也会有助于消除阻碍中国法治发展进程的各种消极因素。 

学习目标： 

1．了解唐律与罗马法均为东西方古代历史上瑧于完备的发达法律制度的典型代表。但罗马法

的基本内容为民法或私法，通常被称为罗马私法，《国法大全》也称为《民法大全》。而唐律则为刑

法，传统上被称为刑律，以后各朝各代，直到《大清律例》，均无改变，即便涉及到个人私权利方

面的日常纠纷，也一律以刑事处罚方式解决之，与现代部门法意义上的刑法无异。从这个角度来说，

两者的差异自然可以概括为公法与私法的不同，而基于中国传统法律观念，也完全可以将两者的差

异概括为“王法”与“民法”的对立。“王法”以维护王权统治为价值取向，注重秩序和稳定；民

法则追求社会公平公正，强调对多数人权利和利益的保护。在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这种东西方

两种传统制度与价值精神的差异，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影响巨大。 

2．掌握罗马法与唐律法律性质上，一为私法，一为公法；一个为民法，一为刑法；或者一为

“民法”，一为“王法”。民法的立法权主体相对广泛，罗马全体公民均享有一定的立法权，这一点

决定了罗马法保护民事权利的法律属性。而唐律，只有皇帝一人乾纲独断，一人独享立法权，其立

法以维护皇权统治为核心目标，社会稳定即为其所追求的价值。认识到这一点，对于中国法治现代

化建设至关重要。在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权力与权利的博弈还正在进行中。我们的目标应该

定位在：公共权力以保护私人权利为依归，而不是以公共权力之名而侵害个人权利。没有私人权利



 274 

为基础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 

知识单元 5：法律与革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历史上的革命 

美国法学家哈罗德•伯尔曼断言：西方法律传统在其历史过程中已经由六次伟大的革命加以改

变，这些革命包括俄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6 世纪的新教革命以及

教皇革命。实际上，在西方的历史中，并不仅仅是伯尔曼所指出的上述六次重大革命促进了西方社

会的进步，期间的数次不那么激烈的影响不那样大的革命或变革同样不可忽视。而且，革命对西方

法律文化传统的形成也绝不仅限于中世纪即将结束之后的 11世纪（他所说的教皇革命）。在其他文

明中，我们看不到这种革命的发生和作用。中国历史上的“汤武革命”，虽名为革命，但对社会的

实质并没有改变。秦始皇废除封建制而改行郡县制，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影响巨大，但它实际上加强

了君主的专制权力，使得以改革社会为目标的革命的发生变得更为不可能。发生于公元 7世纪的伊

斯兰教也未脱离这一窠臼。历史上的各种文明，不管在其鼎盛时期创造了怎样的辉煌，但我们最后

所看到的都是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不能保持持续的不断上升和进步。虽然不乏激烈的动荡和暴力

流血冲突，但并不具有革命意义，有的只是改朝换代，新的政权代替了旧的政权，而政权的性质并

不发生变化。旧的政权由于衰弱或者实行暴政而被推翻和抛弃，但新的政权也许实行仁政，使治下

的民众松一口气，也许较旧的政权更为残暴。动荡虽有发生，但整个社会依然故我，并没有前进，

更多的时候是退步。 

2．革命与法律的关系 

革命促进了法律制度的改善。革命给英国的法律体系带来了一次根本而持久的转型。法官们不

再根据君主的意志而去留，而是获得了独立和终身任职。都铎王朝所确立的所谓特权法院――其中

尤其是星室法院和宗教事务高等法院臭名昭著――被废除了，普通法法院取得了超越衡平法院和海

事法院的最高地位。陪审团审判也进行了改革：陪审团不再由法官主导，并确立了证据上的证人证

据和规则。美国革命奠定了宪政制度的基础。革命或许造成了破坏，但更多时是制度的改善。不公

正的法律制度引发革命。革命的目标往往是推翻旧的法律制度，建立新的法律制度。革命的根本目

标往往不能完全实现，但每次革命的部分成果都由法律固定下来。革命不同于改革，但不成功的改

革引发革命。革命需要许多条件：社会不公平现象；革命组织条件；偶发事件等等。 

学习目标： 

1．了解革命是西方的独有传统，西方社会的进步都由革命或改革促成。但按照梅因的观念和

考察，人类历史正常情况下都是停滞的，而进步往往是例外。因此，西方社会的是特殊的，虽然西

方学者倡导西方的普世价值观。 

2．掌握中国历史上直到清末未曾发生革命，每隔一段时期的周期性社会动荡造成了破坏和流

血，民族与社会付出沉重代价，但并未从中受益。避免发生革命的方法只能寄希望于改革。法律大

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爆发都起因于改革的不彻底或不成功。 

知识单元 6：法律与宗教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宗教的产生与发展 

西方基督教社会分裂为两个实体：即罗马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这一分裂足足持续了三个多世

纪才告完成，从 8世纪的圣像破坏运动开始，至 1054年因神学问题最终分裂为止。此间，这个急

剧分化的社会的教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政治特征。西部的天主教统一在中世纪教皇的独立神权之

下，而东正教会却成了拜占廷国家的一个俯首帖耳的部门。而在天主教社会，教皇的胜利部分应该

归因于疆界不断扩大的基督教共和国的组织形式。它激励友爱和信赖而不是鼓励敌意和对抗。它的

基础是教会的中央集权、一致性与政治的多样性、授权制的结合。正是由于它的首要原则是强调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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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力量高于世俗的力量，因此突出了统一性的主导地位，而又没有抛弃处于成长期的西方社会成

长所必须的自由和富有弹性的要素。即使在 12 世纪教皇拥有世俗和宗教权威的意大利中部地区，

它同样鼓励城邦的自治。12世纪和 13世纪之交，意大利城市自治运动在整个意大利蓬勃发展起来，

教皇的权威此时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也达到了顶峰。而当时人们并不怀疑教皇具有插手世俗权力的企

图。而在新教改革之后，西欧逐渐形成了政教分离的格局。这在世界其他区域是不存在的，包括同

属于基督教的东正教世界。 

2．宗教与法律关系 

法律被看成是用以解决纷争以及通过权利、义务的分配创造合作纽带的程序，宗教则被界定为对

于生活之终极意义和目的的集体关切和献身。它们代表了人类生活中两个基本的方面，法律意味着秩

序，宗教意味着信仰。人类随时随地都要面对未知的未来，为此，他需要相信超越他自身的真理，否

则，社会将式微，将衰朽，将永劫不返。同样，人类处处、永远面对着社会冲突，为此，他需要法律

制度，否则，社会将解体，将分崩离析。宗教因法律而具有社会性，法律因宗教而获得神圣性。没有

信仰的法律将退化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在美国，宗教只管宗教方面的

事情，宗教事务与政治事务完全分离，所以人们可以容易改变旧的法制而不触动旧的信仰。 

学习目标： 

1．了解在中世纪，西方社会宗教与法律紧密联系，教会介入世俗社会并控制实际的政治权力

与审判权力，形成与世俗政权争夺权力之态势，而世俗政权需要经过一定的宗教仪式才能拥有正当

性。因此，宗教在中世纪控制了社会生活的诸多重要方面，并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律合二为一。而权

力天然趋向膨胀并作恶是一个近乎永恒的规律，无论它是戴上了宗教的面具或者披着政府的外壳，

它最终由人来行使，不可能自动运作，而人类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必然希望自己的权力无所阻拦，

正如孟德斯鸠所言，权力只有在遇到边界的地方才会停止。而宗教与法律的结合在中世纪造就了无

边的压迫性权力。当时欧洲的民众无不是教徒，教会的权力由此超越了世俗君主或者领主的地域范

围，领主或者君主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依靠教会行使自己的统治权。而宗教与法律的结合实际上使得

宗教在一定程度既控制了物质力量又控制了精神世界，因此在某些时段成为绝对的权力。如此便造

成了宗教对世俗社会的过分压抑，或者说，宗教与法律不分的局面实际上压制了社会生活的空间。

沉重的宗教由此变成了人类生活的枷锁。同时，宗教还进一步限制人们的思想，运用暴力打击那些

持有不同意见的科学家，抑制科学的进步。直到路德与加尔文新教改革之后，宗教才逐渐摆脱原有

的僵化，逐渐退出世俗社会，为后世的一系列革命准备了条件。 

2．掌握宗教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发展：从自然崇拜到多神教和一神教；宗教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印度早期宗教；世界重要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伊斯兰教、佛教；天

主教与东正教的不同；宗教改革；政教合一与政教分离；中国古代的宗教、佛教的传入与发展；佛

教对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影响。 

知识单元 7：法律的价值及其未来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社会法律的价值 

西方社会传统法律价值可以归结为秩序、正义和个人自由；这三个基本价值必须作为一个整体

加以考虑，其中三个基本价值都不能缺少，三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有无顺序？ 

人们都希望法律能够保障社会秩序，但人们同时还希望能够促进公平正义；在贯彻正义精神保

障社会秩序的同时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以保障个人自由。 

维持社会和平是实现其他法律价值的先决条件；实证分析法学（奥斯丁）：法律是主权者的命

令；霍布斯：主权者（立法者）不受法律约束；博丹《国家论》：主权的本质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的

限制。不论主权者如何专制，相对于自然状态来说，他的统治都是极大的进步，因为它能够保障人

们的安全；秩序是法律的最基本价值。 

法律的正义价值：分配的正义和矫正的正义（亚里士多德）；正义观念内涵的不断扩大：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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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社会；限制自由成为一种无法忍受的恶。 

法律对个人自由的保障：我愿意自由地生活，自由地死去；也就是说，我要这样地服从法律：

不论是我或任何人都不能摆脱法律的光荣的束缚（卢梭）；为争取自由的斗争：不自由，勿宁死；

宪法权利和国际人权公约：消极人权（天赋人权）与积极人权（社会与经济权利）。 

2．传统社会的法律转型及其未来 

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价值在于强调秩序价值；忽视正义价值；没有自由价值；法律工具论：维

护权力（君权）；传统与习惯的养成：实践经验的缺失。这样的观念，至今在中国并未完全消除，

因此而有启蒙的必要。现代中国社会或整个非西方社会法律正处于转型时期或已经转型成功。西方

法律文化的发展历程艰难曲折；它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西方文明社会之所以能完成于

它实际完成之时，乃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结果，并不具有必然性；而幸运的是，全世界各民族在近

代以后均受其惠，让整个人类得以前瞻一个与自己的传统过去不一样的未来。西方文明两个独一无

二的特征。一是西方人广泛征服了自然界，二是这种征服带来的不断加速的社会变革。没有一定程

度的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人类的社会生活就无从谈起。个人自由是任何人类成就――姑且不论这

种成就是善是恶――的必备条件，社会正义则是人类交往的最高准则。放纵个人自由势必将导致弱

肉强良，若要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正义，就必须限制作为人性创造力源泉的自由。所有已知的社会

体制都是经调和这两个极端为根基的。 

学习目标： 

1．了解其他非西方传统文化区域的革命（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为革命旗帜）；对西方法

律制度的主动接受（日本）：黑船来航：1853年 7月美国东印度洋舰队司令佩里登陆日本，次年签

约开放口岸通商，现代日本对佩里的态度；明治维新：1868 年 1 月 3 日日本天皇发布“王政复古

大号令”，倒幕运动开始；对西方法律制度的被动接受：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强制）；对西方传统法

律文化的排斥（中国）。 

2．掌握在未来社会，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

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换言之，以前的统治形态有最后不得不崩溃的重大缺陷和非理性，自

由民主也许没有这种基本的内在矛盾。与其他非西方法律文化一样，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在其原生

地中国文化区域可能长久保留，但会逐渐淡化，其理性因素会融入以西方法律文化为主色调的全球

一体化背景下的人类共同文化之中。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自由与专制 3  

2 自由与专制 3  

3 平等与身份 3  

4 平等与身份 3  

5 民主与法治 3  

6 民主与法治 3  

7 民法与王法 3  

8 民法与王法 3  

9 法律与革命 3  

10 法律与宗教 3  

11 法律的价值及其未来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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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西方的概念、范围、界定标准；中国与西方比较的非西方意义；传统法律文化的范围；

文化比较的意义；对说明的冲突与融合的理解；传统法律文化在东西方的历史表现；自由与专制的

传统文化基础；民主与集权专制的价值对立；法治与人治的精神内涵；平等的价值；法律的价值；

对西方法律精神和原则的接受与排斥；东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制度基础；法律与革命的关系；法律

与宗教的关系；影响法律文化传统形成的其他因素；法治的未来；普世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国在未来人类法治文明进程中的作用。 

难点：东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同异及其历史成因；西方法律价值观的普世性和特殊性；非西方

法律传统的现代意义；中国特色法律文化传统的历史成因；中国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文化障碍。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教学讲授，共 29学时。 

2.学生讨论，共 3学时。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 6个学时作为一小节，根据讲课内容布置作业，作为下次上课时抽查回答问题。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9年 1月版。 

（二）推荐参考书 

1.［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著《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郑成思校，中国法制

出版社 2004年版。 

2.［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

铭、夏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版。 

3．［法］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 1992年版。 

4．[法] 佩雷菲特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 2007年 7月版。 

执笔：王志华  审稿：许身健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28日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导读 
Introduce to Discipline ＆ Punish：The Birth of Prison 

课程号：59000023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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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大致了解“规训”、“权力—知识”、“物理权力学”等术语的涵义；2、

大致了解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系谱学的研究方法；3、理解现代社会中“人”的存在问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基础介绍教学：4学时 

知识单元 1：介绍阅读本书需理解的关键词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关键词 1．话语；2．表象（能指和所指）；3.启蒙运动；4、理性与理性主义；5、自由；6、

后现代 

学习目标： 

1．了解从现代哲学到后现代哲学的转折过程。 

2．掌握上述关键词的基本学术涵义，理解福柯研究的学术背景。 

知识单元 2：介绍福柯的研究方法：考古学与谱系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知识考古学的基本特点与运用 

2．谱系学的基本特点与运用 

学习目标： 

1． 了解福柯的写作思路和特点 

（二） 研讨教学：12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部分：酷刑 

第一章：犯人的肉体 

问题 1:18到 19世纪新刑罚体系实施以来，司法运作是如何吸收超司法的因素和人员的？  

问题 2：如何理解 P24-25所说的 4个基本原则？  

问题 3：如何理解“权力-知识关系”？  

问题 4：P33——“如果这意味着从现在的角度来写一部关于过去的历史，那不是我的兴趣所

在，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 元芳，对这句话，你怎么看？ 

第二章：断头台的场面 

问题 1：请结合福柯的论述谈你对刑讯逼供的认识？  

问题 2：公开处决为什么也是一种政治仪式？  

问题 3：：为什么不以“残暴”为耻的惩罚会被力求“人道”的惩罚所取代？  

问题 4：P62 ——这种权力无须说明它为什么要推行贯彻法律……这种权力正是通过将自己展

示为“至上权力”的仪式而获得新的能量。元芳，对这段话，你怎么看？  

知识单元 2：第二部分：惩罚 

第一章：普遍的惩罚 

问题 1：刑罚为什么要改革？  

问题 2：“经济”理性如何渗透进刑罚改革的原则？  

问题 3：福柯是如何批评社会契约原则的？  

第二章：惩罚的温和方式 

问题 1：18世纪末改革派提出的惩罚改革方案包括哪些原则，其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  

问题 2：改革者为什么反对将监禁作为最一般的惩罚形式？ 

问题 3：英国和美国的范例与改革者提出的惩罚改革方案有什么不同？ 

知识单元 3：第三部分：规训 

第一章：驯顺的肉体 

问题 1：普通人如何变身为合格的士兵？请简要叙述其过程和方法？  

第三部分第二章：规训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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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这是一种更微妙的“物理”权力，因此似乎是不那么“肉体性”的权力。（P200.）你

怎么理解这句话？  

问题 2：规范化与司法惩罚有什么不同？  

问题 3：检查的运作形式和功能是什么？  

问题 4：“个人无疑是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 表象中的虚构的原子。但是他也是我称之为‘规

训’的特殊权力技术所制作的一种实体。”（P218）如何理解。 

知识单元 4：第四部分：监狱 

第一章 彻底而严厉的制度 

问题：犯罪学是如何诞生的 

第二章  非法活动与过失犯罪 

问题 1：监狱并未明显遏制犯罪，为什么得到保留？ 

问题 2：围绕犯罪的话语为什么是一场政治斗争？ 

第三章  “监狱” 

问题：监狱群岛或监狱网络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讲授关键词 2  

2 介绍知识考古学、谱系学 2  

3 讨论第一部分：酷刑 3  

4 讨论第二部分：惩罚 3  

5 讨论第三部分：规训 3  

6 讨论第四部分：监狱 3  

四、说明  

1、本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理解规训是现代社会形成秩序的方式，也是权力运行的方式和造就“人”的方式。 

难点：理解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福柯的系谱学研究方法。 

2、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研讨发言情况；期末考试以提交论文的形式，占 50％。 

3、作业要求： 

每次课后布置阅读相关章节，并提供问题供下次课堂讨论。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刘北成、杨远缨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7

年版（以后有多次重印）。 

（二）推荐参考文献 

1. 刘北成：《福柯思想肖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4月 第 1版 

2. 【美】加里·古廷：《福柯·牛津通识读本》，译林出版社出版社，2013年 6月 第 1版 

3、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4月 第 1版 

4、福柯：《声名狼藉者的生活》，载汪民安编：《声名狼藉者的生活：福柯文选 Ⅰ》，第 287-379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1月 第 1版 

5、汪民安：《如何塑造主体》，载汪民安编：《声名狼藉者的生活：福柯文选 Ⅰ》，“编者前言”，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1月 第 1版  

执笔：邓建新  审稿：许身健  审定：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5年 10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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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法 
Copyright Law 

课程号：3020600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培班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著作权法基础理论知识、掌握我国著作权法律制

度基本内容，熟悉运用我国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了解国际著作权立法和我国与国际著作权保护发展

趋势。配合经典案例研讨，使学生掌握运用法律和法理对著作权一般案例进行分析的方法。在部门

法的学习中，进行法律思维的训练。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著作权法律制度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著作权 

第二节：著作权法 

第三节：著作权法的历史 

第四节：著作权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学习目标： 

1．了解著作权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和现状，世界主要国家著作权法律制度概况，著作权在

现代社会经济中的作用。 

2．掌握著作权的法律概念 

知识单元 2：著作权的客体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作品的概念 

第二节：作品的种类 

第三节：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学习目标： 

1．了解作品类型 

2．掌握作品的概念，作品的“思想表达二分法”及独创性条件及其运用 

知识单元 3：著作权主体和著作权归属 

学习内容： 

第一节：著作权主体 

第二节:  著作权的归属 

学习目标： 

1. 了解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相关立法和实践，著作权归属的考量因素 

2. 掌握各类作品著作权的归属及权利行使，并在具体案例中能够进行基本分析。 

知识单元 4：著作权的内容 

学习内容： 

第一节：著作人身权 

第二节：著作财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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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了解作者权体系和版权体系在著作权构造上的区别，我国的构造模式 

2. 掌握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种类，在并在具体案例中能够进行基
本分析。 

知识单元 5：邻接权 

学习内容： 

第一节：邻接权的概述 

第二节: 表演者权 

第三节：录制者权 

第四节：广播组织者权 

第五节：出版者权 

第六节：邻接权的保护期限 

学习目标： 

1. 了解邻接权产生背景及邻接权在著作权中的地位 

2. 掌握邻接权的属性及各项邻接权的主体、客体和权利内容。 

知识单元 6：著作权的限制 

学习内容： 

第一节：著作权限制概述 

第二节：正当使用 

第三节：法定许可 

学习目标： 

1. 了解著作权限制法理基础 

2. 掌握著作权的几种主要限制制度及其法律适用 

知识单元 7：著作权的利用和集体管理 

学习内容： 

第一节：著作权的许可 

第二节：著作权的转移 

第三节：著作权集体管理 

学习目标： 

1. 了解著作权利用的基本方式和意义；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必要性 

2. 掌握著作权许可与转移的区别及形式；著作权集体管理的运行机制 

知识单元 8：著作权的侵权与救济 

学习内容： 

第一节：侵害著作权的行为 

第二节：互联网上侵害著作权的行为 

学习目标 

1. 了解著作权侵权的特点及救济的几种途径、方式 

2. 掌握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表现形式，互联网上侵权是新形式；著作权侵权民事救济的具体措
施与适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著作权法律制度概述 2  

2 著作权的客体 2  

3 著作权的客体 2  

4 著作权的客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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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著作权的主体和著作权归属 2  

6 著作权的主体和著作权归属 2  

7 著作权内容 2  

8 著作权的内容 2  

9 邻接权 2  

10 邻接权 2  

11 著作权的限制 2  

12 著作权的限制 2  

13 著作权的利用和集体管理 2  

14 著作权的利用和集体管理 2  

15 著作权的侵权与救济 2  

16 著作权的侵权与救济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学、民事诉讼法、知识产权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著作权客体、著作权的归属、著作权的内容、邻接权、著作权侵权与救济。 

难点：著作权各客体分析、著作权归属分析、邻接权权利内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教师讲授 

2. 研讨法：课堂问题与案例讨论 

3．自学与研究结合法：学生课后自查资料，撰写小论文 

教学手段： 

多媒体运用（ppt课件）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需计算机网络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 

课前学生预习与课后复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闭卷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本校教师编写的优质新颖性和内容体量合适的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今编著《著作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8 月 第 1 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二

五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迁编著《著作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15年 3月 版 

2. 《法律法规案例注释版系列》编写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案例注释版》，中国法

制出版社，2010年 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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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杜颖、张启晨译《美国著作权法》，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 1月版 

4. 范长军译《德国著作权法》，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 1月版 

执笔：陈丽苹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0日 

 

民法学原理一·民法总论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1） 

课程号：302000103 

编写说明 

本大纲主要是为了配合《民法学原理一·总论》的教学而编写。大纲由刘家安教授主编，编写

人员为刘家安、刘智慧、刘心稳、姚新华和寇广萍。中国政法大学民法研究所的全体教师参与了民

法教学大纲的讨论。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必修课，实行闭卷考试。 

通过本课程的讲解和学生的学习，要实现下列目的： 

1．能够让学生领会民法的精神，比较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的民法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较为

系统地了解民法的基本原理、具体的各项法律制度及其相应的规范。 

2．能够理解各种基本民事权利的得、丧、变更，具备在具体社会关系中识别各种民事法律关

系的能力，并力求准确地表述基本民事权利义务的内容。 

3．具备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自己所学过的民法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法律问题

的能力。 

该课程以讲授民法总论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为核心内容，讲求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结合，既体

现民法学本身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逻辑性，又密切联系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来阐明民法的一系列

问题。在学习过程中，需要明确学习民法学应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并运用经济学、社

会学、法哲学、伦理学、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民事法律制度和民事法律现象。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 
10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一章  民法的意义 

一、民法与民法学 

（一）民法的定义 

民法是调整平等的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过程中发生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 

1．民法的语源 

2．民法的文化源 

3．民法的含义 

（二）民法的调整对象 

1.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 

财产关系是人们在社会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形成的以经济利益为内容的社会关系，

主要包括静态财产关系和动态财产关系。社会生活中的财产关系并不都是由民法调整。民法所调整

的财产关系具有主体地位平等的特点。民法所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是民事主体在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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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以财产归属和财产流转为主要内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2.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 

人身关系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具有人身属性、与主体的人身不可分离、不是以经济利益而是

以特定精神利益为内容的社会关系，包括人格权关系和身份权关系。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会发生的人

身关系多种多样，但并非所有人身关系均由民法调整。民法也仅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民

法所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是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以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为内容的权利

义务关系。 

（三）实质意义上的民法与形式意义上的民法 

1.实质意义上的民法 

实质意义上的民法是指作为实体部门法的民法，是调整私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2.形式意义上的民法 

形式意义上的民法是指命名为民法典的特定制定法。民法典是按照一定的科学体例把涉及私人

之间关系的规范和制度体系化地编纂在一起的立法文件。 

二、民法的体系 

（一）民法的体系逻辑 

了解民法总则和民法分则的关系。 

把握民法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民法总论、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继承权和民事责

任制度。 

由于知识产权和继承权分别在《知识产权法》和《亲属法与继承法》课程中讲授，故在本门课

程中不做专门讲解。此外，鉴于另有《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两门课程单开，所以本课程中对

相关部分只从体系结构角度予以讲解，具体内容在相应课程中讲解。 

（二）民法的历史沿革 

1.西方民法的历史沿革 

2.中国民法的历史沿革 

了解新中国民事立法是与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文明同时进行的；新中国的民事立法正

在走向系统化、法典化、科学化。 

三、民法的本质、地位和作用 

（一）民法的本质 

1.公法和私法的划分 

2.公法与私法的融合 

（二）民法与其它法的关系 

1.民法与商法 

2.民法与经济法 

3.民法与行政法 

4.民法与刑法 

5.民法与劳动法 

四、民法的渊源 

（一）民法的渊源的概念 

在不同的法系，民法规范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二）民法的渊源的种类 

1.制定法 

【讨论问题】宪法是否可以作为民法渊源？ 

2.非制定法 

【讨论问题】法理、习惯及判例等是否可以作为我国民法的渊源？ 

五、民法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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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上的适用范围 

由于实在法的时间性问题，民法的效力也要受到时间的限制。 

（二）空间上的适用范围 

民法的效力会受到空间的限制，或者说是受到地域范围的限制。 

（三）对人的适用范围 

对于一国法律的效力适用于哪些范围的人，各国或者地区的立法采两大主义：属人主义和属地

主义。属人主义是指凡一国国籍的人不问其在何处，均适用国籍国法律；属地主义是指凡居住或置

身于该国领域内，即不问其国籍如何均受该国法律调整。多数国家或地区基于国际交往的实际，一

般都在坚持一个标准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变通。 

第二章  民法的基本原则 

在讲授本章时，首先要他们了解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及其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其次要让让学

生知道有那些基本原则以及它们各自的内容和价值。 

一、概念、演变及作用 

民法基本原则是指在价值观上支撑民法基本理念，在体系上贯穿民法全体，在内在逻辑上相互

支撑，以至构建起民法核心内容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些基本原则是立法者为了实现法律的目的而积

极追求的信条。 

在大陆法系民法里，作为柔化立法的刚性、补充成文法局限性的工具，基本原则是一项必不可

少的设计。在立法技术上，基本原则就成为法律体系中的必备设置，它以一些原则、抽象，甚至是

模糊的概念（如公平）作为法律的直接规定，并以其巨大的包容面和解释上的弹性，给案件的处理

以方法和依据。 

二、内容 

应领会各项基本原则的意义、内容、表现等。 

【讨论】下列原则哪些可以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私权神圣原则 

旨在突出民事权利“非依法律规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刚性特征，而且有些人身权任何

情况下不能被剥夺，如名誉、尊严、肖像等，以此隐指私权的基本人权属性。 

（二）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意愿设定、变更、消灭民事

法律关系。该原则从本质上看就是传统民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三）平等原则 

是对传统民法中“人格平等原则”的宣示。 

（四）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指从社会正义的角度，以社会公认的价值观、是非观为基础，以利益均衡作为价

值判断标准来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确定其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 

（五）诚实信用原则 

该原则民法中具有“帝王条款”的地位。 

（六）禁止滥用权利的原则 

（七）公序良俗原则 
作业 
1.什么是民法？民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 

2.民法与其它部门法的关系如何？ 

3.民法的渊源有哪些？ 

4.什么是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 

5.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意义如何？ 

6.了解民法的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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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民法的适用范围如何？ 

8.什么是民法的基本原则？ 

9.民法基本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和功能如何？ 

10.民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各原则有哪些主要表现？ 
学习目标： 
通过对绪论的学习，要掌握民法的概念和本质，掌握民法的渊源，理解民法的适用与解释方法，

明确民法的体系和学习方法，理解民法的调整对象、适用范围，了解民法的历史沿革，知悉新中国

的民事立法，把握民法的基本原则的概念和内涵。注意领会公法和私法的划分。 

本部分不仅要让学生掌握民法体系逻辑、特点、沿革以及体系的具体架构等，而且需要特别向

学生说明分学期教学中民法课程之间的关系。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具体的知识点，而

且要使学生能够体会民法学是从“一般到具体”的，“一般”从何而来？“具体”又如何？ 

知识单元 2：民事权利 

参考学时： 
9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三章  民事法律关系 

第一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与特征 

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法所调整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 

（一）是受民法调整的法律关系 

（二）是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三）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法律关系 

（四）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理解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范围和不同种类。明确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的多样性和性质的统一

性。把握民事法律关系内容的构成。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参与民事法律关系、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人。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与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相对应，是指民事主体之间得以形成民事法律关系

内容的目标性事物。 

（三）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三、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终止 

认识民事法律事实对民事法律关系的重要意义。了解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终止的原

因，既包括事件和行为，还有赖于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存在。 

第二节  民事权利的概念及分类 

本节是本章的重点内容。要着重领会各种类型的划分标准、意义及适用。 

一、民事权利的概念 

民事权利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依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根据自己的意愿实现一定利益的

可能性。 

二、民事权利的分类 

（一）财产权与人身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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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是以财产利益为内容或直接体现为财产利益的民事权利。人身权是指以权利主体的人身

利益为客体的民事权利。 

（二）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与抗辩权 

1.支配权 

支配权是指权利主体对于作为权利客体的事物进行直接支配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 

2.请求权 

请求权是指能够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的权利。 

3.形成权 

形成权是指权利人完全凭借单方的意思表示就能使既存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动（包括发生、变更

和消灭）的权利。 

4.抗辩权 

抗辩权是指权利人用以能够对抗请求权效力的权利，是对抗请求权的一种拒绝权。 

（三）绝对权与相对权 

1.绝对权 

绝对权也称对世权，可以相对于每一个人产生效力，即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尊重此项权利。 

2.相对权 

相对权又称对人权，是指能够请求特定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四）主权利与从权利 

这是依权利是否能独立存在或依相互关联的几项民事权利的地位为标准进行的划分。 

主权利是指相互关联的几项民事权利中不依赖其他权利而独立存在的权利；从权利是指须以主

权利存在为前提的权利。二者为主导和从属的关系。 

（五）原权利与救济权 

这是依权利效力目的为标准进行的划分。救济权是因基础权利受到侵害或者有被侵害的危险时

产生的援助基础权利的权利。基础权利即属于原权。 

（六）既得权与期待权 

这是依是否已经完全具备权利的成立要件为标准进行的划分。 

既得权是指已经具备权利取得的全部要件，从而被当事人实际享有的权利。期待权是指仅具备

权利取得的部分要件，须等到其余要件具备时才能实际发生的权利。 

三、民事权利的行使与保护 

（一）民事权利的行使 

民事权利的行使，是指权利的享有者为实现自己的权利而依照权利的内容和范围实施的一定行

为。 

（二）民事权利的保护 

1.公力救济 

公力救济是指当义务主体不履行义务或者侵犯他人权利时，权利主体依法请求国家机关强制义

务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程序。 

2.私力救济 

自力救济是指权利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强制他人，从而捍卫受到侵犯的权利的保护程序。 

（1）自卫行为 

自卫行为是指当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或存在受到侵害的现实危险时，权利人为防止损害的发生或

扩大而采取必要的措施。 

（2）自助行为 

自助行为是指民事主体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来不及请求公力救济时采取的对他人的人身自

由予以拘束或对他人的财产予以扣押或毁损的行为。 

四、民事权利的得丧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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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与分类 

民事法律事实的种类多种多样，理论上根据其是否与民事主体的意志有关而将其分为自然事实

和人的行为。 

1.自然事实 

自然事实是指与民事主体的意志无关的、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客观现象，包括状态和

事件。 

2.人的行为 

人的行为是指通过人的作为或不作为而造成的事实状态，是与人的意志有关的客观现象。 

（二）民事法律事实的构成 

民事法律事实构成，是指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几个客观现象的总和。 

第三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要求结合各类民事法律关系的特点，加深对民事权利客体的认识和理解。 

二、本章主要内容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物、行为、人格利益和智力成果在不同民事法律关系中对民事主体实现

民事权利的作用与影响，了解物、行为、人格利益和智力成果的基本类型。 

（一）物 

作为民事权利客体的物是指除人身以外的独立存在并能为民事主体所支配的有体物。 

（二）行为 

给付的性质是以交付标的物为内容的行为。 

（三）人格利益 

人格利益是形成人格权的客体。 

（四）智力成果 

智力成果的性质是民事主体在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领域创造出的劳动成果。 

第四章  时效 

第一节  时效概述 

应着重理解时效的概念、理解时效的分类和基本法律特征。 

一、时效的概念 

从法律事实的角度看，时效是指能够引起相应法律后果的事实状态的存续期间。从法律制度的

层面看，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经过一定的期间即发生一定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 

二、时效的类型 

（一）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不行使权利持续达到一定时间，即消灭其请求法院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

法律制度。 

（二）取得时效 

取得时效是指无权利人以行使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利的意思公然、和平地继续占有他人的动产

或不动产，持续达到一定时间，即可取得对该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法律制度。 

三、时效的制度价值 

第二节  取得时效 

应理解取得时效的概念、了解取得时效的法律特征和适用范围。 

第三节  诉讼时效 

明确诉讼时效的概念和特征。了解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掌握法律对普通诉讼时效、特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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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和最长诉讼时效的基本规定。把握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和诉讼时效期间中止、中断、延长的法

律规则。理解除斥期间的性质是法律规定的某种民事权利存在的不变期间，权利人在此期间内不行

使相应的民事权利将导致该项民事权利削灭。了解除斥期间的法律特征和适用范围。  

一、诉讼时效的意义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不行使权利持续达到一定时间，即消灭其请求法院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

法律制度。 

二、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 

（一）法律后果不同 

（二）法院是否可主要进行援用不同 

（三）计算方式不同 

（四）起算点不同 

（五）制度价值不同 

（六）权利客体不同 

（七）强制性程度不同 

三、诉讼时效的类型 

（一）普通诉讼时效 

普通诉讼时效是指由民事基本法统一规定，普遍适用于法律没有作特殊规定时效规定的各种民

事法律关系的诉讼时效。 

（二）特殊诉讼时效 

特殊诉讼时效是指法律规定仅适用于某些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诉讼时效。 

（三）最长容忍时效 

最长容忍时效是指法律规定最长诉讼时效。 

四、诉讼时效的计算 

（一）诉讼时效的起算 

1．一般标准 

2．特别标准 

（二）诉讼时效的中止 

在诉讼时效的最后 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诉讼

时效期间中止后，暂时停止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以前经过的诉讼时效期间继续有效，等到妨碍当事

人行使请求权的法定原因消除后，再继续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三）诉讼时效的中断 

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

期间重新计算。 

（四）诉讼时效的延长 

诉讼时效的延长是指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同意在法定的诉讼时效

期间外，另外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五、诉讼时效完成的效力 

第四节  期间和期日 

认识期间和期日在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终止方面的作用。掌握法律关于期间和期日的不

同计算方法的基本规则。 

作业 
1.什么是民事法律关系？其构成要素有哪些？ 

2.什么是民事权利？可以作何分类？ 

3.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关系如何？ 

4.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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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什么诉讼时效？其制度价值如何？ 

6．了解诉讼时效的客体及适用范围。 

7．简述诉讼时效和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 

8．诉讼时效的中止和诉讼时效的中断的区别如何？ 

9．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的关系如何 
学习目标： 
1．要求结合民法的调整对象和民事法律关系的特点，深刻理解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理论。 

2．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认识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特征和本质，明确民事法律关系的三要

素，掌握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终止的原因，掌握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分类及构成。要理解

民事权利的概念及分类、民事权利的保护方法。要了解民事义务的概念。了解民事权利的客体。 

3．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结合民事权利的保护方法，加深对时效制度特殊作用的理解，通

晓时效制度的基本法律规则。 

4．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和理解时效制度的概念、本质和法律特征，明确取得时效的效力

和适用范围，掌握诉讼时效的特征、适用和基本分类，了解诉讼时效的起算以及中止、中断和延长

的规定，把握除斥期间以及期间和期日的法律规定，理解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 

知识单元 3：民事主体 

参考学时： 
14课时 

学习内容： 

第五章  自然人 

第一节  自然人的概念 

应区别公民与自然人；明确自然人在民法上的地位。要求着重掌握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的基本理论，深刻理解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与个人合伙的民事责任承担。 

一、自然人的概念 

公民是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按照该国法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自然人。自然人做

为法律上的概念，与法人的概念相对称。 

在承认公法和私法划分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中，自然人属于私法范畴，而公民被认为是属于公

法范畴。 

二、自然人的住所 

明确自然人的住所在民法上有重要意义。住所与住址、籍贯、居所等概念不同。 

第二节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应认识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掌握法律关于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和

终止的基本法律规定。掌握宣告死亡制度。 

一、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与特征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指自然人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自然人的民事权

利能力与自然人的具体民事权利不同。 

（一）民事权利能力具有平等性 

这里平等内涵是指机会平等，即自然人有同样的参与民事活动的机会。 

（二）自然人只能在法律赋予其能够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范围内进行民事活动，否

则不能获得其预期的法律后果 

（三）民事权利能力作为一种法律资格，原则上既不能转让和放弃，也不能被剥夺 

二、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与终止 

（一）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 



291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规定为始于出生。 

（二）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因死亡而终止。死亡因其方式不同可分为自然死亡、宣告死亡和确认死亡。 

三、宣告死亡 

理解宣告死亡与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关系。掌握法律关于宣告死亡的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的

基本规定。明确宣告死亡所引起的直接法律后果。掌握撤销死亡宣告的各项法律要求。 

（一）宣告死亡的条件 

宣告死亡又称推定死亡，是指自然人失踪达一定期间后，由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宣告该自然

人死亡，以便结束以其生前住所地为中心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制度。 

1.自然人须处于持续下落不明状态并达到一定期间 

2.必须由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申请 

3.法院发出公告 

4.法院作出宣告 

（二）宣告死亡的法律后果 

被宣告死亡的自然人，在其原来的住所地、居所地等活动范围内于民事领域与自然死亡产生同

样的法律后果。 

（三）死亡宣告的撤销 

被宣告死亡的自然人重新出现，就证明了宣告死亡这种推定是不能成立的，因此应撤销死亡宣

告。由于自然人被宣告死亡后，在被宣告死亡人的人身及财产关系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

撤销死亡宣告后的问题需要妥善处理。 

四、确认死亡 

确认死亡方式存在于我国实践中，发生和自然死亡相同的法律后果。 

第三节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了解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明确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的不同类型及其内容。掌

握关于公民民事行为能力变动的法律宣告规则。掌握宣告失踪制度。 

一、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与特征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

能力。 

二、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类型 

（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律赋予达到一定年龄和精神状态正常的自然人以自己的独立行为进

行民事活动，从而取得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和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 

（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律赋予达到一定年龄但尚未成年或虽已成年但精神有疾病，不能完全

辨认自己的行为及后果的自然人从事与自己的年龄、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的资格。 

（三）无民事行为能力 

无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律没有赋予自然人以自己的行为来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

格。 

三、宣告失踪 

理解宣告失踪与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关系。掌握法律关于宣告失踪的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的

基本规定。明确宣告失踪所引起的直接法律后果。掌握撤销失踪宣告的各项法律要求。比较宣告失

踪与宣告死亡。 

（一）宣告失踪的条件 

宣告失踪，是指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依法宣告下落不明满一定期限的自然人为失踪人，

以确定其财产关系的一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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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必须处于持续下落不明的状态 

2.下落不明必须达到一定期限 

3.须由该自然人的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 

4.须经法院依法宣告 

（二）宣告失踪的法律后果 

自然人被宣告失踪后，直接发生失踪人的财产被代管及民事权利义务被代为履行的法律后果。 

（三）失踪宣告的撤销 

宣告失踪是对自然人失踪事实的确认，一旦被宣告失踪的自然人重新出现或者有人知道了其确切

下落，则说明法院对失踪事实的推定已经被新的事实推翻。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上继续认定其失踪就

丧失了事实根据。所以，法院应当根据利害关系人或者被宣告失踪人的申请撤销对他的失踪宣告。 

第四节  监护 

理解监护的概念和特殊的社会功能。明确设定监护人的法律规定和监护人的法定职责。掌握监

护关系终止的法律要求。 

一、监护的概念 

监护是指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的

法律制度。承担监护职责的人称为监护人，被监护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称为

被监护人。 

二、监护的设立 

（一）法定监护 

法定监护是指法律直接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不问其是否愿

意，都应依法律规定履行监护职责。 

（二）指定监护 

指定监护是指在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情形下，法院或有关单位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指定监护人的制度。 

（三）委任监护 

三、监护人 

（一）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二）精神病人的监护人 

四、监护人的职责 

监护人的职责包括监护人依法承担的监护义务以及因不履行义务而承担的责任。 

第五节  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 

应明确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掌握法律关于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

经营户的民事责任承担的基本规则。 

第六节  个人合伙 

应理解个人合伙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明确关于个人合伙的成立、入伙和退伙的法律规定。掌握

法律对个人合伙的内部财产关系、个人合伙的经营以及个人合伙的对外财产关系的基本规定。 

一、个人合伙的概念与特征 

个人合伙是指以两个以上自然人之间的协议为基础，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营利，共担风

险而组成的合伙。 

二、入伙与退伙 

入伙与退伙是合伙组织在经营过程中常出现的合伙人变更的情况。入伙是指在合伙组织成立

后，非合伙人申请加入合伙并被合伙人接纳的行为。退伙是指已经取得合伙人身份的人退出合伙关

系，从而丧失合伙人资格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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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合伙的债务承担 

个人合伙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第六章  人身权 

鉴于《侵权行为法》课程会讲授侵害人身权的类型及赔偿，所以本章中只需掌握人格权和身份

权的法律特征和类型。 

第一节  人身权概述 

应着重领会了解人身权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掌握人身权的基本类型。 

一、人身权的概念与特征 

人身权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与其人身有着密切联系的没有直接财产内容的法定民事权利。 

二、人身权的分类 

（一）人格权 

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为维护自身独立人格所必备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权利。 

（二）身份权 

第二节  人格权的种类 

应全面掌握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和人身自由

权的基本内容；把握对人格权进行法律保护的基本规则。 

一、生命健康权 

生命权是指自然人维持生命和维护生命安全利益的权利。健康权是指自然人保持身体机能正常

和维护健康利益的权利。 

二、身体权 

身体权是指自然人保持其身体组织完整并支配其肢体、器官和其他身体组织的权利。 

三、姓名权（名称权） 

姓名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决定、变更和使用其姓名的权利。 

三、肖像权 

肖像权是指自然人对自己的肖像享有再现、使用并排斥他人侵害的权利。 

四、名誉权 

名誉权是指民事主体就自己获得的社会评价受有利益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 

五、隐私权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生活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受他人侵扰、知悉、

使用和公开的权利。 

六、自由权 

自由权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的维护其行动和思想自主，并不受他人或者其他组织非法剥夺、限制

的权利。 

第三节  身份权的种类 

了解亲属权、配偶权、荣誉权的法律特征，掌握法律对身份权的基本内容的规定，把握对身份

权给予法律保护的基本方法。 

第七章  法人 

第一节  法人的概念 

应着重领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

的社会组织。明确法人的法律特征和法人的基本分类。 

一、法人的概念、特征及本质 



294 

（一）法人的起源及发展 

（二）法人的概念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社会组织。 

（三）法人的本质 

要讲解关于法人本质的各种学说。 

二、法人的分类 

（一）我国现行立法对法人的分类 

（二）学理上对法人的分类 

1．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 

这是根据法人成立的基础为标准对法人所作的划分。 

社团法人是以人的集合为成立基础，由两个以上的成员组成，根据法律取得独立的人格。 

财团法人是以捐赠财产为成立基础，是为一定的目的而存在的财产集合体。 

2．公法人与私法人 

这是以法人设立的法律依据为标准对法人所作的划分。 

正如公法和私法的区分标准一样，关于公法人和私法人的区分标准也存在各种学说。 

3．公益法人与营利法人 

这是根据法人活动的目的为标准对法人所作的划分。 

营利法人设立的宗旨是为了从事商业活动、取得利润且将利润在成员中进行分配。 

公益法人也称非营利法人，是指为公益、慈善、教育等目的而组建的法人，任何情况下都不得

将利益在成员中进行分配。 

三、法人的成立条件 

应了解不同类型法人的不同设立程序。 

（一）法人的设立 

（二）法人成立的实体条件 

（三）法人成立的程序条件 

四、法人的机关与住所 

法人的机关也称法人的组织机构，是对内管理法人事务、对外代表法人进行活动的机构。 

法人的住所在法律上具有重要意义，如决定债务履行地、决定登记管辖、决定诉讼管辖，决定

法律文书送达的处所，决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准据法等。 

第二节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应对比法人与自然人在民事权利能力方面的差异，把握法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法律特征。 

一、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法人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 

二、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内容 

对于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内容，我国民法学界在阐述中多将之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相比较。 

第三节  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应对比法人与公民在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差异，把握法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特点。应明确法人民

事行为能力方面所受的限制。 

一、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 

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

务的资格。 

二、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内容 

与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相比，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具有独特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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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法人的变更和终止 

应把握法律关于法人成立、变更和终止的基本法律规定。掌握法人在民事活动中应当承担的独

立民事责任。 

一、法人的变更 

法人的变更是指法人在其存续期间和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组织机构、活动宗旨以及业务范围等

方面的变化。 

（一）组织机构的变更 

（二）其他重大事项的变更 

二、法人的终止 

法人的终止是指法人资格的消灭，即法人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丧失，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不复存在。 

（一）依法被撤销 

（二）法人自行解散 

（三）依法被宣告破产 

（四）其他原因 

三、法人的民事责任 

（一）含义 

（二）法人格否认 
作业 
1.什么是自然人？与公民的区别如何？ 

2.试比较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 

3.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的关系如何？ 

4.什么是宣告死亡？其法定构成要件是什么？撤销死亡宣告的后果如何？ 

5.比较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的区别。 

6.什么是监护？其制度价值如何？ 

7.简述合伙组织成立的条件。 

8.个人合伙的责任承担方式如何？ 

9.什么是人身权？ 

10.人格权和身份权的法律特征有哪些？ 

11．什么是法人？法律特征如何？ 

12．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有哪些特点？与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关系如何？ 

13．比较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和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14．比较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 

15．企业法人的成立条件有哪些？ 

16．法人终止的程序如何？ 
学习目标： 
1.讲授民事主体部分时，要向学生交代人法的来历、人法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人”在民法

中的位置等。 

2.讲授民事主体部分时，要向学生讲解人格的概念，区分权利主体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生命体意

义上的人的区别，以及作为主体资格意义上的人格与天赋人权意义上的人格，进而明确自然人人格

与法人人格的区别。 

3.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自然人的民事法律地位，了解自然人的概念与住所。掌握自然人民

事权利能力的概念与特征、开始与终止。掌握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特征及类型。了解宣告

失踪的条件与法律后果，掌握宣告死亡的条件与法律后果。掌握监护的概念与设立、监护人及其职

责。了解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法律特征及其财产责任的承担规则。掌握个人合伙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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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入伙与退伙以及个人合伙的债务承担。 

4.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和理解人身权的性质和法律特征，掌握人格权的主要类型和不同人

格权的基本内容。 

5.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法人的民事法律地位，掌握法人的概念、特征及成立条件了解身

份权的法律要求，结合社会生活实际加深对法人的民事法律地位的认识，把握法律关于法人的成立、

变更和终止的基本规则。理解我国现行立法和学理对法人的分类。明确法人与自然人在民事权利能

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差别，理解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掌握法人成立、变更和终止的基本法律

规则。 

知识单元 4：法律行为 

参考学时： 
15课时 

学习内容： 

第八章  法律行为 

第一节  法律行为概述 

应领会法律行为的概念、认识法律行为的法律特征、理解法律行为的类型。 

一、法律行为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法律行为是指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并因意思表示而发生私法效果的行为。 

（一）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以达到一定民事法律效果为目的的行为 

（二）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 

（三）法律行为是具有不同价值判断的行为 

二、法律行为的形式 

法律行为的形式，实际上是指作为法律行为核心要素的意思表示的形式。 

三、法律行为的分类 

关键在于掌握不同类型的意义，如成立、生效、效果等方面的不同。 

（一）单方行为、双方行为和多方行为 

这是依法律行为是以当事人一方还是多方的意思表示构成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区分的意义主要

在于认识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构成特点。 

1．单方行为 

2．双方行为 

3．多方行为 

（二）要式行为和不要式行为 

这是依法律行为的成立是否应依法律规定具备一定的方式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区分的意义主要

在于认识要式法律行为的要求及作用。 

1．要式行为 

2．不要式行为 

（三）有偿行为和无偿行为 

这是依当事人之间是否进行对等给付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区分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债法中：法律

对于无偿法律行为的义务人负有的谨慎义务要求较低。 

1．有偿行为 

2．无偿行为 

（四）诺成行为和实践行为 

这是依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不同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区分的意义主要在于认识践成法律行为成

立的复杂性。 

1．诺成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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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践行为 

（五）主行为和从行为 

这是依法律行为之间的相互依从关系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区分的意义主要在于：除非法律另有

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从法律行为随着主法律行为的成立和无效而成立或无效。 

1．主行为 

2．从行为 

（六）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 

1．负担行为 

2．处分行为 

（七）有因行为和无因行为 

1．有因行为 

2．无因行为 

第二节  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 

掌握法律行为的有效实质条件是行为人合格、意思表示真实、行为内容合法。把握法律行为的

形式条件对要式行为与不要式行为的不同的法律要求。了解法律对附条件的法律行为所附条件的未

来性、或然性、意定性、合法性和特定目的性的要求。把握延续条件、解除条件、肯定条件和否定

条件的具体内容，明确法律对附期限的法律行为所附期限的未来性、意定性和特定目的性的要求。

了解始期和终期、确定期限和不确定期限的基本内容。 

一、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 

（一）一般成立要件 

1．行为主体 

法律行为的成立须具备行为主体。 

2．行为标的 

法律行为必须具备行为标的。 

3．意思表示 

（1）意思表示的构成 

（2）意思表示的解释 

（二）特殊成立要件 

二、法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 

（一）主体合格 

（二）内容合法、妥当、确定、可能 

（三）意思表示无瑕疵 

三、法律行为的特别生效要件 

（一）附条件法律行为 

1．附条件法律行为的概念 

当事人以将来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事实作为法律行为生效与否的附款，该附款就叫条件。 

2．所附条件的特征 

3．所附条件的类型 

（二）附期限法律行为 

1．附期限法律行为的概念 

附期限法律行为是指当事人约定将某一特定期限的到来作为决定该法律行为效力的附款。 

2．所附期限的特征 

3．所附期限的类型 

（三）其他特别生效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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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无效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行为 

掌握无效法律行为其本质是因欠缺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而不产生法律效力的行为。理解无效法

律行为的特点和无效法律行为的发生情形。了解可变更、可撤销行为其本质是欠缺法律行为的某些

要件而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依法变更或撤销的行为。理解可变更、可撤销行为发生情形。把握无效

法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 

一、无效法律行为 

（一）无效法律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无效法律行为是指已经成立，但缺少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致使行为人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

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从成立时起就不能产生预期法律后果的法律行为。 

（二）无效法律行为的情形 

1、行为人不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所实施的法律行为 

2、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法律行为 

3、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行为 

二、可撤销法律行为 

（一）可撤销法律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又称“相对无效的法律行为”，是指由于意思表示有瑕疵，依照法律的规定，可由当事人请求

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撤销的法律行为。这种法律行为从表面上看具备了法律行为的有效要

件，但由于意思表示有瑕疵，所以赋予一方当事人撤销权，可以自主决定是否使该法律行为的效力

归于无效。 

（二）可撤销法律行为的情形 

1．基于重大误解所实施的法律行为 

2．法律行为发生时显失公平 

3．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未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 

4．乘人之危订立的合同 

三、法律行为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后果 

第五节  效力未定法律行为 

应掌握效力未定法律行为的本质、理解效力未定法律行为的特点和发生情形。 

（一）效力未定法律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是指法律行为虽已成立，但是否生效尚不确定，有待享有形成权的第三人

作出追认或拒绝的意思表示来使之有效或无效的法律行为。 

（二）效力未定行为的情形 

1．当事人行为能力有欠缺的法律行为 

2．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处分他人财产的法律行为 

3．无权代理人以他人名义从事的法律行为 

第九章  代理 

第一节  代理概述 

应理解代理的概念、认识代理行为的法律特征、了解代理的类型。 

一、代理的概念与特征 

代理是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在代理权限内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其法律后果直接由被代

理人承受的民事法律制度。 

（一）须在代理权限内进行 

（二）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 

（三）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为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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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代理权限内的代理行为后果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 

二、代理的类型 

（一）委托代理、法定代理与指定代理 

1．委托代理 

2．法定代理 

3．指定代理 

（二）显名代理与隐名代理 

1．显名代理 

2．隐名代理 

（三）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 

1．直接代理 

2．间接代理 

（四）单独代理和共同代理 

1．单独代理 

2．共同代理 

三、代理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第二节  代理权的行使 

应理解代理权的本质和作用、掌握法定代理权的基本法律要求、明确行使代理权的法律规则、

了解滥用代理权的法律后果。 

一、代理权的行使 

代理权的行使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依被代理人的名义独立、依法有效地实施法律行

为，以达到被代理人所希望的或者客观上符合被代理人利益的法律效果。 

（一）代理人的义务 

（二）代理权行使的限制 

二、复代理 

（一）复代理的概念 

复代理与本代理相对而言。 

本代理是基于委托人的直接授权或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的代理，又称原代理。复代理又称再

代理、转代理或转委托，是指委托代理人为完成代理行为，将代理事项一部分或全部转托给他人代

理的法律行为。 

（二）复代理的特征 

1．复代理是以原代理关系的存在为前提，且原代理人不因复代理人的产生而消灭 

2．复代理人是被代理人的代理人，而不是原代理人的代理人 

3．除非被代理人有明确授权，原代理人只能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选任复代

理人，同时，原代理人对复代理人有监督及解除委托权。 

4．复代理权不得超过原代理权的范围。 

第三节  无权代理 

应明确无权代理是在没有代理权的情况下以他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行为、了解无权代理发生原

因、掌握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掌握表见代理制度。 

一、狭义无权代理 

（一）无权代理的概念 

无权代理是指代理行为具备代理的形式要件，但缺乏代理权又不足以使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

的一种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 

（二）狭义无权代理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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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为人自始就没有代理权 

2．行为人超越代理权 

3．狭义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 

（三）无权代理中的追认权、催告权和撤销权 

（四）无权代理法律后果 

二、表见代理 

（一）表见代理的概念 

表现代理是指行为人虽无代理权，但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理由相信其具有代理权而与其为法律

行为，该法律行为的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 

（二）表见代理的成立要件 

1．须代理人不具有代理权而以本人的名义为代理行为 

2．客观上存在使第三人相信表现代理人有代理权的事实 

3．相对人（第三人）善意、无过失 

4．除不具备代理权要件外，需具备代理法律行为的其他有效要件 

（三）表见代理的参见类型 

1．授权表示型表现代理 

2．权限逾越型表现代理 

3．权限延续型表现代理 

（四）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 

1．第三人有权以表现代理要求被代理人承受行为的后果 

2．第三人也可以主张狭义无权代理 

第四节  代理关系的消灭 

应把握委托代理终止的原因、明确法定代理和法定代理终止的法律规则、理解代理关系消灭的

法律后果。 

一、委托代理关系消灭的原因 

二、法定代理、指定代理关系终止的原因 

三、代理关系消灭的法律后果 
作业 
1．什么是法律行为？其法律特征如何？可以作何分类？ 

2．试述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 

3．简述附条件法律行为所附条件的特点。 

4．比较可撤销行为、无效行为和效力未定行为。 

5．比较诺成性法律行为与实践性法律行为。 

6．什么是代理？代理的制度价值如何？ 

7．委托合同与委托授权的关系如何？ 

8．比较无权代理与表现代理。 

9．引起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消灭的原因有哪些？ 

10．什么是复代理？其法律效力如何？ 

11．无权代理与滥用代理权的关系如何？ 
学习目标： 
1.要求结合社会生活实际和法律调整的特点，加深理解法律行为的基本理论。 

2.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和理解法律行为概念、特征和本质，明确法律行为的的形式和成立、

生效条件，掌握法律行为的分类。了解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法律行为，掌握无效行为和可变更、可撤

销行为的概念、特征和法律后果。 

3.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结合社会生活实际，加深认识代理制度的作用，通晓调整代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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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规范。 

4.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和理解代理的概念、本质和法律特征，掌握代理的类型。掌握法

律上对代理权的设定和代理权行使的法律限制。理解复代理的概念与特征。明确狭义无权代理的概

念、发生原因及其法律后果，掌握表见代理的概念、成立要件及法律后果。把握代理关系消灭的法

律规则。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介绍民法课程 4  

2 绪论·民法的意义 3  

3 绪论·民法的基本原则 3  

4 民事权利·民事法律关系 3  

5 民事权利·类型 3  

6 民事权利·保护期间 3  

7 民事主体·概述 3  

8 民事主体·自然人 3  

9 民事主体·人身权 3  

10 民事主体·法人 3  

11 民事主体·其它组织 2  

12 法律行为·概述 3  

13 法律行为·成立与生效 3  

14 法律行为·效力类型 3  

15 法律行为·代理 3  

16 法律行为·代理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理学、宪法学 

后续课程：《民法学原理（二）·债法》、《民法学原理（三）·物权法》、《民法学原理（四）·亲

属法与继承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各单元均为重点 

难点：法律行为单元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明确学习民法学应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并运用经济学、社会学、法哲学、伦理学、

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民事法律制度和民事法律现象。 

教学手段：1.讲授 2.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5．作业要求 
每单元结束由任课老师根据需要布置练习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自主编写出版《民法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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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参考书 
由任课老师自行推荐参考资料 

执笔：刘智慧  审稿：刘家安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6日 

 

民事诉讼法学 
CivilProcedureLaw 

课程号：30201001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民事诉讼法学是法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必修/主干）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

本诉讼技能，正确理解民事诉讼各种程序的规定，熟悉各种民事诉讼规范，提高运用所学民事诉讼

法学知识解决、处理民事纠纷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篇 

通过本编的教学，掌握民事诉讼法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民事诉讼法学的内容和体系，把握民

事诉讼法的性质与任务，理解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熟悉诉权和诉的种类，为学习民事诉讼法学理论

打下基础。 

第一章  民事诉讼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计划讲授 1学时。 

了解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民事诉讼法目的、价值、模式学说的基础上，应重点掌握民事纠纷

的概念和特征、民事诉讼的概念和特征、民事诉讼目的的主要学说、民事诉讼价值体系、民事诉讼

模式类型。 

第一节  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 

一、民事纠纷 

（一）民事纠纷的概念和特征 

民事纠纷，又称民事冲突、民事争议，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

会纠纷。民事纠纷与其他纠纷相比较，具有下列主要特征：1、纠纷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具有平等

性；2、纠纷的权利义务内容具有民事性；3、纠纷的解决具有可处分性。 

（二）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所谓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就是在一定社会中实行的，解决和消除民事纠纷的一整套制度和方式。

纠纷虽然是社会的常态，但纠纷发生后必须尽快解决，以维护社会的稳定，防止纠纷主体之间利益

状态持续对抗而致矛盾激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分为私力救济、公力救济和社会型救济。 

二、民事诉讼 

（一）民事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1、概念：民事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在审理民事诉

讼案件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诉讼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各种诉讼法律关系的总和。 

2、特征：民事诉讼与其他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相比，具有自身特殊之处，其具有以下特征：（1）

民事诉讼具有国家公权性；（2）民事诉讼具有程序性；（3）民事诉讼具有纠纷解决的强制性、终局

性和权威性。 

（二）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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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诉讼体制包括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大诉讼，三者之间有共通之处，但由

于性质不同，因此也存在诸多差异：1、当事人双方诉讼地位不同；2、诉讼对象不同；3、当事人

处分权不同；4、结案方式不同。 

第二节  民事诉讼目的 

一、民事诉讼目的概述 

所谓民事诉讼目的，是以观念形态表达的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或结果。民

事诉讼目的的实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理解： 

（一）民事诉讼目的的选择主体是国家 

（二）民事诉讼目的是一种观念形态 

（三）民事诉讼目的是国家期望通过进行民事诉讼所达到的一种理想状态 

（四）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 

（五）民事诉讼目的属于动态范畴 

二、民事诉讼目的主要学说 

（一）国外有关民事诉讼目的的主要学说 

权利保护说、私法秩序维持说、纠纷解决说、权利保障说、程序保障说、多元说、搁置说。 

（二）我国关于民事诉讼目的的主要学说 

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学说主要有：维护社会秩序说、平衡说、利益保障说。 

三、民事诉讼目的的意义 

研究民事诉讼目的，对于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设置以及完善，不仅具有立法、司法的意义，同

时也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一）民事诉讼目的与其他相关民事诉讼理论有着紧密联系 

（二）民事诉讼目的能够为民事诉讼法解释提供依据 

第三节  民事诉讼价值 

一、民事诉讼价值概述 

（一）价值概述 

（二）民事诉讼价值的概念 

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内容可以分为：①程序自身的属性和功能——程序的内在价值；②满足程

序价值主体诉讼需求的价值——程序的外在价值；③程序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发生冲突时如何进

行评价——程序价值评价。 

（三）研究民事诉讼价值的实践意义 

二、民事诉讼的目的性价值 

在我国法学界，目的性价值又被称为内在价值，其包括公正、效率及自由等具体形式。 

三、民事诉讼的工具性价值 

所谓工具性价值，就是诉讼程序满足主体某些需要所形成的内在价值，在局部看来它是主体诉

讼活动的内在目的本身，然而从更大范围来看，其又是用以实现某一外在目的之手段。 

四、民事诉讼程序价值协调及其在我国的实现 

（一）协调程序公正与诉讼效益的关系 

（二）协调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 

（三）民事诉讼价值在我国的实现 

第四节  民事诉讼模式 

一、民事诉讼模式概述 

（一）民事诉讼模式的概念界定 

民事诉讼模式是指以一定的国情为背景，在一定的民事诉讼价值观的支配下，为实现一定的民

事诉讼目的，通过法院和当事人之间分配诉讼权利与义务而形成的法院与当事人之间不同的诉讼地

位和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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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事诉讼模式是一个宏观概念。 

2、民事诉讼模式的内容表现为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关系。 

3、民事诉讼模式受民事诉讼目的和民事诉讼价值观的支配。 

（二）民事诉讼模式研究的意义 

民事诉讼模式研究是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民事诉讼模式研究对于廓

清我国民事诉讼基础理论、架构我国民事诉讼体制以及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制度、推进我国民事

审判方式改革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民事诉讼模式类型 

（一）两种民事诉讼模式类型 

当前，民事诉讼法学界多数学者认为民事诉讼模式包括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两种类型。 

对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划分，依据的标准主要是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在民事诉讼中的权限配

置。 

（二）各国民事诉讼模式的类型 

1、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模式 

多数学者认为英美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属于当事人主义模式，它是指在民事纠纷解决中，诉讼

请求的确定、诉讼资料和证据的收集和证明主要由当事人负责。 

2、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模式 

学多学者认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模式属于职权主义模式，它是指法院在民事诉讼程序中

拥有主导权，程序的进行以及诉讼资料、证据的收集等由法院为之。该原则可分为职权进行主义和

职权探知主义。 

3、前苏联东欧国家民事诉讼模式 

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在民事诉讼立法中，

特别强调法院的权力，而淡化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出现比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主义更浓的超职权主

义模式。 

（三）民事诉讼模式的成因分析 

民事诉讼模式的构建，要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政治和经济体制、法律传统和文

化传统、诉讼观念、诉讼环境等。正因如此，各国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诉讼模式。 

三、我国民事诉讼模式 

（一）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发展 

（二）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完善 

练习： 

1、如何判断纠纷是否属于民事纠纷？ 

2、民事诉讼与其他民事纠纷解决方式有哪些不同？ 

3、何谓民事诉讼目的？ 

4、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目的有哪些主要学说？ 

5、何谓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6、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完善方向是什么？ 

第二章   民事诉讼法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计划讲授 2学时。 

了解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理解和掌握民事诉讼的概念、特征以及其与相邻法律部分的关系，

熟悉民事诉讼法的制定根据、任务与效力范围。 

第一节   民事诉讼法概述 

一、民事诉讼法的概念 

民事诉讼法，是指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调整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和相互关系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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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总和。 

二、民事诉讼法的性质 

1、民事诉讼法是基本法 

2、民事诉讼法是公法 

3、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 

第二节   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 

一、新中国之前的民事诉讼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三节   民事诉讼法与相邻部门法的关系 

    一、民事诉讼法与民法等民事实体法的关系 

（一）民事实体法与民事诉讼法的联系 

1  民事实体法与民事诉讼法在目的、原则等方面有重合之处。 

2  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相互为用。 

3  民事诉讼法具有补充、丰富、发展民事实体法内容的功能。 

（二）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相互独立，并呈现出分离态势。 

1  民事诉讼法具有独立的价值。 

2  民事诉讼当事人与民事主体是可以分离的。 

3  诉权与民事实体权利的分离。 

二、民事诉讼法与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关系 

（一）三大诉讼的任务不同 

（二）某些诉讼原则不同 

（三）提起诉讼的主体不同 

（四）举证责任不同 

三、民事诉讼法与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关系 

四、民事诉讼法与其他民事程序法的关系 

（一）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的关系 

（二）民事诉讼法与人民调解制度的关系 

第四节   民事诉讼法的任务与适用范围 

    一、民事诉讼法的任务 

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

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 

    二、民事诉讼法的适用范围 

（一）民事诉讼法的对人效力 

民事诉讼法对人的效力范围，即民事诉讼法对哪些人适用。 

（二）民事诉讼法的对事效力 

民事诉讼法对事的效力，即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审理民事案件的范围。 

（三）民事诉讼法的时间效力 

民事诉讼法的时间效力，即民事诉讼法发生法律约束力的时间。 

（四）民事诉讼法的空间效力 

民事诉讼法的空间效力，是指民事诉讼法适用的空间范围。 

第五节    民事诉讼法学 

一、民事诉讼法学的概念 

民事诉讼法学是分析研究民事诉讼法的产生、发展及其实施规律和它与邻近法律相联系和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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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规律的科学。 

二、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 

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分析民事诉讼法产生、发展和实施的运动形式及其与邻近法律相

联系和相区别的运动形式。 

三、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方法 

（一）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 

（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三）程序法与实体法相联系的方法 

（四）比较的方法 

（五）原则性规定与具体条款规定相结合的方法 

练习： 

1、如何理解民事诉讼法与民事程序法的关系？ 

2、如何理解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实体法实现的保障作用？ 

3、如何理解民事诉讼法对人的适用范围。       

第三章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计划讲授 1学时。 

掌握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概念、特征及其构成要素，理解民事诉讼上的法律事实。 

第一节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概述 

一、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概念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就是民事诉讼法律规范在指引民事诉讼活动、调整民事诉讼参与者各种关系

的过程中形成的参与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联系。 

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意义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民事诉讼的“显示器”，是民事诉讼实践的“指示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这一分析工具具有下列意义： 

（一）检视与指引立法活动 

（二）指引民事审判活动有序进行 

（三）指引当事人有效进行民事诉讼活动 

三、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学说的演变 

从认识论视角观之，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学说的演变经历了由“重点论”到“整体论”的嬗变。 

（一）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重点论” 

（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整体论” 

（三）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系统论”  

第二节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一、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依照民事诉讼法律规范，参与到民事诉讼活动中的自然人、法人

或其他组织。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可以分解为争讼法律关系、审判法律关系、诉讼协助法律关系、法

律监督法律关系。不同法律关系中有不同的主体。 

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内容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的诉讼义

务。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有如下内容： 

（一）争讼法律关系中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 

（二）审判权与责任 

（三）法律监督权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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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诉讼协助权利与义务 

三、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之间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所指向的对象。 

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不同结构层次的子法律关系的客体不尽相同。 

（一）审判法律关系的客体 

（二）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 

（三）检察监督法律关系的客体 

（四）诉讼协助法律关系的客体 

第三节  民事诉讼中的法律事实 

一、民事诉讼法律事件 

民事诉讼法律事件，是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能够引起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

的客观情况。 

二、民事诉讼行为 

民事诉讼行为就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有目的进行的具有民事诉讼法律意义或能够引起民

事诉讼法律效果的活动。民事诉讼行为是引起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主要原因。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诉讼行为主要有以下四类：（一）审判行为；（二）当事人诉讼行为；

（三）检察监督行为；（四）诉讼协助行为。 

练习： 

1、论述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2、试分析民事诉讼行为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产生、发展过程的影响。 

第四章  诉与诉权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计划讲授 2学时。 

理解诉权的含义，掌握诉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从诉权与诉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把握诉

权与诉的理论；熟悉反诉的构成。 

第一节  诉 

一、诉的含义与特征 

“诉”从民事诉讼的角度来讲，是指民事争议发生时一方当事人针对纠纷的另一方当事人向人

民法院提出的关于解决争议的请求。 

民事诉讼中的“诉”具有以下特征：1、诉的主体是当事人；2；诉的内容是当事人请求人民法

院解决的民事权益争议；3、诉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请求。 

二、诉的构成要素 

诉的要素，即构成一个诉必须具备的因素。按照我国学界通说的观点，一个完整的诉是由诉的

主体（当事人）、诉讼标的和诉的理由构成的。 

（一）诉的主体 

诉的主体，就是指诉讼当事人，包括原告和被告。 

（二）诉的标的 

诉的标的即诉讼标的，是指当事人与人民法院之间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所指向的客观对象，

即当事人之间争议并由人民法院裁判的对象。注意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标的物的界限。理解诉讼

标的的识别标准。 

（三）诉的理由 

诉的理由，又称事实理由，是指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审判保护和进行诉讼的根据。 

三、诉的种类 

（一）给付之诉 

给付之诉，是指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对方当事人履行一定民事义务之诉。给付之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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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求履行的义务是否到期为标准，分为现在给付之诉和将来给付之诉。以给付的内容为标准，分为

物的给付之诉与行为的给付之诉；物的给付之诉又分为特定物给付之诉与种类物给付之诉。 

（二）确认之诉 

确认之诉，是指一方当事人请求法人民院确认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或者不存某种的民事法

律关系的诉。确认之诉有肯定确认之诉和否定确认之诉之分。 

（三）变更之诉 

变更之诉，是指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通过判决，改变或者消灭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现存的

某种民事法律关系之诉。变更之诉有实体法上的变更之诉与程序法上的变更之诉之分。 

第二节  诉权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中，通说认为，所谓诉权，是指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对其民事财产权和人

身权进行司法保护的权利。诉权是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的基本权利，当事人有了诉权，才能向人民

法院提出保护其民事权益的请求，才能有诉。 

诉权有双重含义，即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理论界基于这一观点认为诉权有

双重含义，一般将其称为“二元诉权说”。 

一、程序意义上的诉权 

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是指当事人在程序上向人民法院请求行使审判权，以保护自己合法民事权

益的一种权利。 

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 

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是指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通过审判强制实现其民事实体权益的权利。 

三、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与实体意义上的诉权的关系 

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同程序意义上的诉和实体意义上的诉一样，既是互相关

联的，又是各自独立的。 

练习： 

1、诉有哪些分类？ 

2、诉由哪些要素构成？ 

3、简述程序意义的诉权与实体意义的诉权的关系？ 

4、列举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在诉权保护方面的不足？ 

第五章   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计划讲授 2学时。 

掌握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含义，理解民事诉讼各项特有原则的含义、内容，明确各项基本原则

确立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概述 

一、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是指在民事诉讼的全过程或者在民事诉讼的重要阶段，起指导作用的行

为准则。它集中体现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精神实质和立法思想，并为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和诉讼参

与人的诉讼活动指明了方向。 

二、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特征 

（一）基础性 

（二）概括性 

（三）至上性 

（四）法域性 

三、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框架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章的标题是“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这是确定我国民事诉讼

法基本原则框架的文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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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中共规定了九项基本原则。它们是：①同等原则和对等原则（第 5 条）；②当

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第 8条）；③审判独立原则（第 6条）；④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

则（第 7条）；⑤法院调解原则（第 9条）；⑥辩论原则（第 12条）；⑦处分原则（第 13条）；⑧民

族语言文字原则（第 11条）;⑨民事检察监督原则（第 14条）。 

第二节  各诉讼法共通原则 

一、审判独立原则 

（一）审判独立原则的内涵 

审判独立是审判公正的前提；司法权威与法律信仰是法治国家的基石。通过独立的审判，可以

树立司法权威，进而不断增强国民的法律信仰。 

审判权独立原则包含两个要素：排他性和自主性。排他性即民事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任何

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个人都不能行使审判权；自主性即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国家机

关、社会团体、个人以及舆论的不当干预。 

（二）我国审判独立原则的特征 

1、我国的审判独立原则不包含违宪审查权。 

2、我国的审判独立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审判独立。 

3、我国的审判独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审判独立。 

（三）审判独立原则贯彻中的问题 

1、行政干预仍然存在。 

2、独立审判与媒体监督存在紧张关系。 

3、独立审判与科层制法院权力结构存在一定冲突。 

4、法官的人格独立尚待时日。 

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一）“以事实为根据”的内涵 

以事实为根据，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审判主体要在查明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作出判决或裁定。 

（二）“以法律为准绳”的内涵 

以法律为准绳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审判主体要严格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程序性规定受理、审理

和裁判，同时严格依据民事实体法来确定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与责任。事实判断是合法性判断

的基础，法律是合法性判断的依据。 

三、检察监督原则 

（一）检察监督原则的内涵 

检察监督原则是指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 

（二）检察监督的方式 

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检察院进行检察监督的方式是提起民事抗诉与提出检察建议。 

（三）检察监督原则的局限 

从理论分析、探讨的视角出发，检察监督原则有其局限性： 

1、检察监督原则与“两审终审制”存在冲突。 

2、检察监督原则与诉讼经济性的价值取向有冲突。 

3、检察监督原则与审判独立原则有冲突。 

4、检察监督原则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冲突。 

检察监督原则在贯彻实施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并不能完全抹煞其价值。针对其现实存

在的局限性，检察监督原则在贯彻实施中有必要在检察监督的启动时间、针对的案件类型、人民法

院对检察院抗诉的立案审查权、启动机制中对当事人意思的探明与尊重等方面给予全面考虑。 

四、民族语言文字原则 

第三节  民事诉讼法特有原则 

一、同等原则与对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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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等原则，是指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我国人民法院起诉和应诉时，与

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同等的诉讼权利义务。 

（二）对等原则，是指外国法院对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加以限制的，我

国人民法院对该国公民、企业和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加以同样的限制。 

二、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指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平等地享有诉讼权利、平等地履行诉讼义务。 

三、法院调解原则 

法院调解，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在平等协

商基础上，对他们之间民事权益争议进行合意解决的诉讼活动和方式。 

关于法院调解原则的构成应注意以下三点： 

（一）法院调解的自愿性 

（二）法院调解的合法性 

（三）法院调解的真实性 

四、辩论原则 

辩论原则，是指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有权对他们之间的争议相互进行答辩和反驳，

陈述各自的主张和事实根据，以维护各自的合法权益。当事人的辩论对法官的裁判具有约束力。 

关于辩论原则的内涵要理解和把握四个方面： 

（一）辩论的全程性 

（二）辩论的全面性 

（三）辩论的全方位性 

（四）辩论的约束性 

五、处分原则 

处分原则又称为处分权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指当事人可以自主决定行使

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方式和内容。民事诉讼法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实现民事实体法的立法宗旨，民

事诉讼法中的处分权原则是民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和延伸。 

六、诚实信用原则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 

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是指要求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实施诉讼行为时不罔言、不欺诈、

守承诺的基本准则。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外延 

大陆法系国家，基于诚信的视角，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设定了相应义务，可视为诚信原则外延

的基本要素。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诚信原则还包含其他诉讼参与人（如证人、鉴定人）不罔言、不

欺诈的要素。 

（三）诚信原则的适用 

一方面，在诚信原则的适用中，首先需要注意完善、充实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的配套制度。另

一方面，在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中，也要避免诚实信用原则与处分原则的冲突与矛盾。 

练习： 

1、试析法院调解原则的内涵。 

2、试析辩论原则的内涵。 

3、试析处分原则的内涵。 

4、如何理解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与处分原则的关系。 

第六章 民事诉讼基本制度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计划讲授 2学时。 

了解民事审判各项基本制度的含义及内容，明确基本制度在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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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开审判制度 

一、公开审判制度的概念与功能 

（一）公开审判制度的概念 

公开审判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审判民事案件过程中，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向社会和群众公

开进行的制度。 

（二）公开审判的功能 

1、恣意限制功能。 

2、审判结果正当化功能。 

3、舆论监督功能。 

二、公开审判的例外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不公开审判的情形分为两种，一种是应当不公开审理的情形，一种是可以

不公开审理的情形。 

（一）应当不公开审理的情形 

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属于应当不公开审理的情形。 

（二）可以不公开审理的情形 

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和离婚案件属于经当事人申请可以不公开审理的案件。 

三、公开审判的程序要求 

（一）公告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在开庭 3日前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公开审理案件

应当在开庭 3日以前公告。公告应当包括案由、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开庭时间和地点。 

（二）事实认定 

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过庭审辩论、质证。 

（三）宣判 

人民法院审理的所有案件应当一律公开宣告判决。 

（四）法律后果 

应该公开审理而未公开审理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典型事由。 

四、公开审判的场所要求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庭审活动应当在审判法庭进行。 

第二节   两审终审制度 

一、两审终审制度的概念 

两审终审，就是指一个民事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后，即告终结的制度。 

二、我国两审终审制的沿革 

三、民事审级制度的概念与功能 

（一）民事审级制度的概念 

通常意义上，民事审级制度是指一个案件经过几个不同级别的法院审理，裁判就产生法律约束

力的制度，这自然涉及一国法院系统纵向的层级设置。民事审级制度两个层次的内涵可以概括为法

院职能内涵与裁判效力内涵。 

（二）民事审级制度的功能 

1、民事权利补救功能 

2、裁判效力确定功能 

3、法律适用统一功能。 

四、我国民事审级制度的改革 

第三节   合议制度 

一、合议制度的概念 

合议制度，是指由 3名以上单数的审判员、陪审员组成或者由 3名以上单数的审判员组成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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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庭，代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并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与作出裁判的制度。 

二、合议庭的适用范围 

（一）第一审合议庭：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 

（二）第二审合议庭：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 

（三）再审的合议庭：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原来是第一审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

议庭；原来是第二审的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 

三、合议庭的职责 

（一）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作出财产保全、证据保全、先予执行等裁

定；（二）确定案件委托评估、委托鉴定等事项；（三）依法开庭审理第一审、第二审和再审案件；

（四）评议案件；（五）提请院长决定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六）按照权限对案件及其

有关程序性事项作出裁判或者提出裁判意见；（七）制作裁判文书；（八）执行审判委员会决定；（九）

办理有关审判的其他事项。 

四、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关系 

第四节   陪审制度 

一、陪审制度的概念 

陪审制度，是指国家的审判机关吸收非职业法官参加案件审判的司法制度。 

二、人民陪审员的权利与义务 

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 

三、人民陪审员的任命与资格 

四、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案件的范围 

五、人民陪审员履行职责的保障 

第五节   回避制度 

一、回避制度的概念 

回避制度，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审判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遇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可能影响案件

的公正审理的，退出对某一具体案件的审判活动的制度。 

二、回避主体与事由 

（一）回避主体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44条规定，在民事诉讼中，需要回避的主体有：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 

（二）回避事由 

三、回避方式与程序 

（一）回避方式 

1、自行回避，又称为积极回避。是指回避主体在民事诉讼中遇有法定的应当回避情形时，自

动提出回避申请，要求退出案件的审理活动或者诉讼程序。 

2、申请回避，又称为消极回避。是指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认为回

避主体具有法律规定的回避情形，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申请回避主体退出本案的审理活动或者诉

讼程序。 

（二）回避程序 

1、回避申请的提出 

2、回避申请的处理 

练习： 

1、在审判实践中，多数公开审判的民事案件无人旁听，也无新闻媒体采访报道。即使有人旁

听，除法学专业的学生外，大多也是当事人的“亲友团”或者利害关系人。新闻媒体只对极少数具

有新闻价值或者具有社会轰动效应的案件有采访、报道的兴趣。结合审判实际情况，你认为怎样做

才能充分发挥公开审判制度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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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民事诉讼实行两审终审制有何利弊？ 

3、如何改革审判委员会与合议庭之间的关系？ 

4、如何评价我国人民陪审制度？ 

5、怎样理解回避事由？ 

第七章  当事人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计划讲授 8学时（包括课堂讨论 2学时）。 

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当事人适格、共同诉讼、诉讼中第三人的种类，是本

章重点所在。 

第一节  当事人概述 

一、当事人的概念与特征 

民事诉讼当事人，是因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诉讼，与案件的审

理结果有直接或者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受人民法院裁判约束的人。当事人具有以下特征：1、民

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2、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或者应诉，实施诉讼行为。3、与案件审理结果有

直接或者法律上的利害关系。4、接受人民法院裁判的约束。 

注意非实体权利义务主体成为当事人的情形。 

二、当事人适格 

当事人适格，又称正当当事人，是当事人就特定的案件有资格起诉或者应诉，成为原告或者被

告，并受人民法院裁判约束的当事人。 

三、诉讼权利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 

诉讼权利能力，又称当事人能力，是指依法能够享有民事诉讼权利和承担民事诉讼义务的能力，

即可以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能力或资格。 

诉讼行为能力，又称为诉讼能力，是指当事人能够自己实施诉讼行为、行使诉讼权利和履行诉

讼义务的资格。 

四、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 

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维护自己民事权益的手段，当事人在享有诉讼权利

的同时应承担一定的诉讼义务。 

五、当事人的变更 

当事人的变更，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根据法律的规定或基于当事人的意思，原诉讼的当事人被

变更或变动为新的当事人的一种诉讼现象。当事人的变更包括任意的当事人变更和法定的当事人变

更 

第二节  共同诉讼人 

一、共同诉讼人概念与特征 

共同诉讼人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

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一同在人民法院进行诉讼的人。 

共同诉讼人具有以下特征：1、诉讼主体人数二人以上。2、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同一种类。 

二、必要的共同诉讼 

(一) 必要共同诉讼的概念 

必要的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人民法院合并

审理并作出同一判决的诉讼形式。 

(二) 必要共同诉讼的特征分类 

必要共同诉讼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和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必要共同诉讼是

指按照法律规定，必须数人一同起诉或应诉，才是适格的当事人，法院对于争诉的法律关系应当做

出合一判决。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是指数人就诉讼标的，不必一同起诉或应诉，有选择单独诉讼或

共同诉讼的权利，但是如果数人共同起诉或共同应诉，法院必须并案审理，合一确定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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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必要共同诉讼的情形 

能够引起必要共同诉讼的具体情形有：1、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

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2、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上登

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3、未依法登记

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为共同诉讼人；4、企业法人分立的，因分立前的民事活动

发生的纠纷，以分立后的企业法人为共同诉讼人；5、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

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6、在继承遗产的诉讼中，部分继承人

起诉的，人民法院应通知其他继承人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被通知的继承人不愿意参加诉讼又未

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人民法院仍应把其列为共同原告；7、原告起诉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要

求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为共同被告；8、共有财产权受到他人侵害，部分共有权人

起诉的，其他共有权人为共同诉讼人 9、在因连带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中，债权人向保证人和

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保证合同约定为一般

保证，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债权人仅起诉

被保证人的，可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 10、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

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其监护人为共同被告；11、因劳务派遣引起的纠纷，

以接受劳务派遣的一方为被告；当事人要求劳务派遣单位承担责任的，作为共同被告。12、共同危

险行为致人损害的，实施共同危险行为的人为共同诉讼人；1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2001年 4月 16

日颁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

合同的劳动者，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将新的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列为共同被告。 

(四)必要共同诉讼人之间的关系 

我国民事诉讼法以承认原则来处理必要共同诉讼人的内部关系，即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

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生效

力。 

(五)必要的共同诉讼人的追加 

  在必要共同诉讼中追加当事人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依职权追加；二是依申请追加。对当事人提

出追加当事人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申请无理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理的，书面通知被

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人民法院追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时，应当通知其他当事人。应当追加的原

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追加;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仍应追

加为共同原告，其不参加诉讼，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依法作出判决。 

 三、普通的共同诉讼人 

（一）普通的共同诉讼人的概念 

普通的共同诉讼人，是指当事人的一方或双方是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人民法院

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而一同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应诉的当事人。 

（二）普通共同诉讼的特征 

普通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属于同一种类。普通共同诉讼是一种可分之诉，各共同诉讼人的诉讼

行为具有独立性。 

（三）普通的共同诉讼人之间的关系 

在普通的共同诉讼中，每一个共同诉讼人都是独立的诉讼主体，每一个共同诉讼人的诉讼行为，

对其他共同诉讼人都没有约束力。 

（四）普通共同诉讼与必要共同诉讼之间的区别 

普通共同诉讼与必要共同诉讼都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人民法院在同一诉讼程序中

合并处理多数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这是两者的相同之处。但是二者在以下几个方面还存在明显

的区别：1、在诉讼标的的性质方面，普通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属于同一种类；必要共同诉讼的诉

讼标的是同一的；2、在诉的特征方面，普通的共同诉讼属于可分之诉；而固有的必要的共同诉讼

属于不可分之诉；3、在法院的审理和裁判方式方面，普通的共同诉讼可以共同起诉或应诉，也可

以分别起诉或应诉，法院可合并，也可分开审理，合并审理时，也须分别判决；固有的必要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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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则要求一同起诉或应诉，法院必须合并审理、合一判决。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如果多数方当

事人一同参加诉讼，则法院也必须合并审理、合一判决；4、在内部关系方面，普通共同诉讼人一

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每个共同诉讼人的诉讼行为只对自己发生效力；

必要共同诉讼人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全体承认后，对全体共同诉讼人发生法律效力。 

第三节  诉讼代表人 

一、诉讼代表人概述 

（一）诉讼代表人的概念和特征 

诉讼代表人，是指当事人众多的一方，推选出代表，由其为维护本方当事人利益而进行诉讼活

动的人。 

代表人诉讼制度具有以下特征：1、诉讼主体人数众多；2、诉讼主体的代表性；3、承担法律

后果的伸展性。 

（二）确立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意义 

确立代表人诉讼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诉讼主体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扩

大了司法解决纠纷的功能。 

二、诉讼代表人的类型 

（一）人数确定的诉讼代表人 

人数确定的诉讼代表人，是指共同诉讼的一方人数众多，由其成员推选并授权代表人代为实施

诉讼行为的人。 

（二）人数不确定的诉讼代表人 

人数不确定的诉讼代表人，是指起诉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人

数尚未确定，由向人民法院登记的权利人推选或由人民法院与其商定，并代表被代表人进行诉讼的

人。 

三、诉讼代表人的产生及权限 

（一）诉讼代表人的产生 

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其诉讼代表人可以由全体当事人共同推选产生，也可以由部分当事人

推选自己的代表人参加诉讼。推选不出代表人的当事人，在必要的共同诉讼中可以自己参加诉讼，

在普通的共同诉讼中可以另行起诉。 

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其诉讼代表人从向人民法院登记的权利人中产生。 

（二）诉讼代表人的权限 

在多数人诉讼中，诉讼代表人的权限相当于未被授予处分实体权利的诉讼代理人。 

第四节  第三人 

一、第三人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的请求权，或者虽无独立的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

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参加到原告、被告已经开始的诉讼中进行诉讼的人。 

第三人具有以下特征：1、对他人争议的诉讼标的认为有独立请求权或者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

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参加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自己的权益。3、他人的诉讼已经开始、审理终

结前参加诉讼。 

二、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一）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概念与特征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之间正在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的请求权，参加到原告和被

告已经开始的诉讼中进行诉讼的人。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具有以下特征：1、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认为有全部或者部分独立的

请求权。2、将本诉的原告、被告作为被告提起诉讼而参加诉讼。3、在诉讼中处于原告的诉讼地位；

4、在本诉审理的过程中参加诉讼。 

（二）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诉讼地位与权利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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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实际上处于参加之诉的原告地位。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

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

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 6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必要共同诉讼人的区别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必要的共同诉讼人的区别主要体现为：1、诉讼标的数量不同；2、

是否可以分开审理上不同；3、对立关系上不同；4、诉讼地位不同；5、参加时间不同。 

三、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一）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概念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是案件处理结果同他

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维护自己利益而参加到原告与被告已经开始的诉讼中进行诉讼的人。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具有以下特征：1、参加诉讼的根据是案件处理结果可能与他有法律上

的利害关系。2、参加到当事人一方进行诉讼。3、在诉讼中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 

（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及权利救济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不是完全独立的诉讼当事人，不具有与当事人完全相同的诉讼地位。在诉

讼进行过程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权对案件提出管辖权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

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判决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享有上诉权与对调解的同意与签

收权。 

如果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

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

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 6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

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

讼请求。 

（三）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区别 

1、参加诉讼的根据不同；2、诉讼地位不同；3、享有的权利不同；4、参加诉讼的方式不同。 

（四）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具体情形 

具体情形有代位权诉讼中的第三人、撤销权诉讼中的第三人、合同转让情形下的第三人和劳动

争议案件中的第三人。 

（五）不得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具体情形 

具体情形有：1、原、被告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无直接牵连和不负有返还或赔偿义务的人；2、

与原、被告约定仲裁或约定管辖的案外人，或专属管辖案件的一方当事人；3、产品质量纠纷案件

中原、被告法律关系之外的一些人员；4、已经履行其义务，或依法取得了一方当事人的财产，并

支付了相应的对价的原、被告之间法律关系以外的人。 

练习： 

1、举例说明非实体法律关系主体成为当事人的情形。 

2、怎样理解民事诉讼权利能力与诉讼行为能力的区别？ 

3、简述普通共同诉讼与必要共同诉讼之间的不同点。 

4、如何理解诉讼代表人的权限范围？ 

5、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的审理程序怎样进行？ 

6、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之间有何区别？ 

7、简述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必要共同诉讼人的区别。 

第八章  法院与管辖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计划讲授 8学时（包括课堂讨论 2学时）。 

了解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审判一定范围内民事纠纷的权限，掌握管辖的概念、种类及其适用，

结合理论与实践把握管辖的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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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法院的组织及职权 

我国人民法院的组织体系由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组成。 

一、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理各类案件，制定司法解释，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

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依照

法律确定的职责范围，管理全国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其职权有审判工作、司法解释工作和司法行

政管理工作。 

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一）高级人民法院 

（二）中级人民法院 

（三）基层人民法院 

（四）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法官的任免 

三、专门人民法院 

各专门人民法院包括军事法院、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和知识产权法院等。 

第二节  主管 

一、主管的概念 

民事案件的主管，是指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和解决一定范围内民事纠纷的权限，也即明确人民法

院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之间解决民事纠纷的分工，其实质是确定人民法院行使民事审判权的

范围和权限。 

二、主管的意义 

明确人民法院的主管，有利于人民法院正确地行使民事审判权，有利于消除人民法院越权受理

案件或者推诿主管的弊端，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主管的范围 

人民法院主管的民事案件主要有以下几类：1、由民法调整的平等权利主体之间因财产关系和

人身关系发生纠纷而引起的案件；2、由婚姻法调整的平等权利主体之间因婚姻家庭关系发生纠纷

而引起的案件；3、由经济法调整的平等权利主体之间因经济关系发生纠纷而引起的案件；4、由劳

动法调整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因劳动关系发生纠纷而引起的案件；5、由其他法律调整的社会

关系发生争议，法律明确规定依照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 

四、法院主管和其他组织主管民事纠纷的关系 

（一）法院主管与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进行工

作。 

（二）法院主管与仲裁机构仲裁 

仲裁是一种解决民商事纠纷的重要方式。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仲裁主要有民商事争议仲裁、

劳动争议仲裁、人事争议仲裁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等。 

（三）法院主管与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 

行政调解或裁决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之一，但不是最终的方式，当事人不服的还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节  管辖概述 

一、管辖的概念和意义 

民事案件的管辖，是指确定各级人民法院之间和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

和权限。 

 正确划分管辖，对人民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保护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具有重要意义。 

二、确定管辖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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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确定管辖遵循了以下几条原则：1、便利当事人进行诉讼和便利人民法院行使审判

权。2、均衡各级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3、原则规定与灵活规定相结合。4、维护国家主权。5、管

辖恒定原则。 

三、管辖的分类 

以民事诉讼法的体例为标准，管辖可以分为：级别管辖、地域管辖、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 

根据民事诉讼的理论，管辖可以分为：法定管辖和裁定管辖；专属管辖和协议管辖；共同管辖、

选择管辖与合并管辖。 

第四节  级别管辖 

一、级别管辖的概念 

级别管辖，是指划分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 

二、确定级别管辖的依据 

确定不同级别的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的主要依据是：案件的性质、案件影响的大小、

诉讼标的额的大小。 

三、各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1、除民事诉讼法规定以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 

2、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四类民事案件：重大涉外案件，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最高人民

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案件。 

3、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4、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有：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认为应当由本院审理

的案件。 

第五节  地域管辖 

一、地域管辖的概念 

地域管辖，是指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在各自的辖区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 

地域管辖与级别管辖不同。级别管辖从纵向划分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

权限和分工，而地域管辖从横向划分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权限和分工。二者之

间的联系表现为，级别管辖是地域管辖的基础，而地域管辖是落实级别管辖具体规定的。 

二、地域管辖的种类 

（一）一般地域管辖及其例外规定 

 一般地域管辖，是指以当事人所在地与人民法院辖区的关系来确定管辖法院。 

一般地域管辖的原则是“原告就被告”，即民事诉讼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是，在特

殊情况下，适用“被告就原告”，即由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二）特殊地域管辖 

特殊地域管辖，是指以诉讼标的、诉讼标的物所在地，或者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

法律事实所在地为标准所确定的管辖。特殊地域管辖是相对于一般地域管辖而言的，是法律针对特

别类型案件的诉讼管辖作出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 23条至第 32条，规定了特殊地域管辖的十

一种情形。 

（三）专属管辖 

专属管辖，是指对某些特定类型的案件，法律强制规定只能由特定的人民法院行使管辖权，其

他人民法院无管辖权，当事人也不得协议变更管辖法院。《民事诉讼法》第 33条规定不动产纠纷、

港口作业纠纷与继承纠纷为专属管辖案件。 

（四）共同管辖与选择管辖 

同一诉讼，依照法律规定两个以上法院都有管辖权的，称为共同管辖。选择管辖，是指两个或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对同一案件都有管辖权时，当事人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向其提起诉讼。 

（五）协议管辖 

协议管辖，又称合意管辖或者约定管辖，是指双方当事人在纠纷发生之前或纠纷发生之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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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合意方式约定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管辖法院。 

协议管辖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1、仅限于第一审合同纠纷案件。2、即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案

件既包括合同纠纷，也包括其他财产权益纠纷。3、协议管辖必须以书面协议的形式选择管辖。4、

协议管辖的时间既可以是在纠纷发生之前，也可以在纠纷发生之后诉讼之前。5、在选择管辖法院

的范围上，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必须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6、协议管辖不得违反

民事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第六节  裁定管辖 

根据人民法院的裁定确定管辖法院的，称为裁定管辖。裁定管辖是法定管辖的必要补充。我国

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指定管辖、移送管辖、移转管辖均属于裁定管辖。 

一、移送管辖 

移送管辖，是指已经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因发现本法院对该案件没有管辖权，而将案件移送

给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移送管辖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案件；第二，

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对该案件无管辖权；第三、受移送的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具有管辖权。 

二、指定管辖 

指定管辖，是指上级人民法院根据法律规定，以裁定的方式，指定其辖区内的下级人民法院对

某一民事案件行使管辖权。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下列两种情况需要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1.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2.人民法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

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报请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三、移转管辖 

移转管辖，是指由上级人民法院将确有必要并报请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的某个案件的管辖权转

移给下级人民法院，或者经上级人民法院的同意或决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某个案件的管辖权转移给

上级人民法院的，它是级别管辖的一种变通措施。 

第七节  管辖权异议与管辖恒定 

一、管辖权异议 

管辖权异议，是指法院受理民事案件以后，当事人依法提出该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的意见

或者主张。 

（一）管辖权异议的主体 

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主体必须是本案的当事人。 

（二）提起管辖权异议的客体 

所谓管辖权异议的客体，是指管辖权异议的主体有权对哪些类型的民事诉讼管辖主张管辖权异

议。管辖异议客体的范围因管辖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三）提起管辖权异议的时间 

必须在法定的答辩期限内提出，逾期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审议。 

（四）管辖权异议的处理 

受诉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进行审查。经过审查，认为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

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的异议。 

二、管辖恒定 

（一）管辖恒定的含义和意义 

管辖恒定，是指确定法院对某个案件是否享有管辖权，以起诉时为标准，起诉时对案件享有管

辖权的法院，不因据以确定管辖的事实在诉讼过程中发生变化而受影响。 

管辖恒定是出于对程序安定的考虑，同时，管辖恒定体现了诉讼效率的原则，反映了诉讼经济

的要求，符合两便原则。它既可以避免管辖频繁变动造成诉讼管辖的不确定性导致司法资源不必要

的浪费，又可以减少当事人的讼累，从而保证案件的及时处理，防止诉讼的延误。 

（二）管辖恒定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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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辖恒定包括级别管辖恒定、地域管辖恒定和反诉管辖恒定。 

练习： 

1、什么是主管？如何确定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 

2、什么是管辖？确定管辖的原则是什么？ 

3、如何完善我国的管辖制度？ 

4、如何评价我国当前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实际效果？ 

5、对于跨地区的民商事案件如何确定管辖法院？ 

第九章   民事诉讼证据与证明 

说明：该章成为我校一门独立的限选课程，教学大纲单独编写。 

第十章  诉讼调解与和解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计划讲授 2学时。 

理解法院调解的概念及其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法院调解与审判的关系，掌握

法院调解的原则以及法律效力。 

第一节  诉讼调解概述 

一、诉讼调解的概念与特征 

诉讼调解，是指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他们之间发生的民事权益争议，通过

自愿、平等地协商，互谅互让，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和结案方式。 

诉讼调解主要具有以下特征：1、诉讼调解是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当事人相互协商解决

纠纷的诉讼活动；2、诉讼调解贯穿于民事诉讼程序的全过程；3、诉讼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

件，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结案方式；4、诉讼调解是法院行使审判权与当事人行使诉权相结合的产

物。 

二、诉讼调解制度的意义 

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确保司法公正；有利于彻底解决民事权益争议，促进案结事了；

有利于弥补法律规定不足和填补法律漏洞；有利于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有利于

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有利于降低诉讼的对抗性，维护社会稳定。 

三、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与调解阶段 

（一）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 

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包括可适用调解的案件范围和适用调解的程序范围。 

（二）诉讼调解阶段 

调解阶段包括诉前、立案、庭前、庭中、再审、回访等环节。 

第二节  诉讼调解的原则 

    一、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即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调解的前提必须是双方当事人自愿。

可以从两方面理解：1、调解的提出与进行必须是双方当事人自愿。2、调解达成的协议内容必须反

映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二、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即人民法院和双方当事人的调解活动及其协议内容，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 

三、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 

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对民商事案件进行调解应当以案件事实的清楚和是非责

任的分清为前提和基础。 

第三节  诉讼调解的程序 

一、调解程序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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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调解主要依当事人申请而开始，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进行调解。 

二、调解的进行 

（一）调解的期限 

（二）调解的审判组织 

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由审判员一人主持，也可以由合议庭主持。 

（三）调解的地点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应尽可能就地进行。 

（四）调解的传唤方式 

可以使用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 

（五）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 

人民法院调解案件时，当事人不能出庭的，经其特别授权，可由其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达成

的调解协议，可由委托代理人签名。 

（六）协助调解与委托调解 

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人民法院

进行调解。 

（七）调解的方式 

诉讼调解可以公开进行，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不公开进行。 

（八）调解的客体范围 

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九）部分诉讼请求的先行调解 

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可以全部调解后达成调解协议，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部分调解后，

就这一部分达成调解协议。 

三、调解的结束 

双方当事人经过协商，达成协议而结束调解程序或者因双方当事人未达成协议而结束调解程

序。 

第四节  调解协议、调解书及其效力 

一、调解协议与调解书 

调解协议是指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当事人双方针对其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通过协商达成的

诉讼契约。调解书既是对双方当事人协商结果的记载，又是对人民法院确认当事人调解协议的证明。 

二、调解协议的督促条款和担保履行条款 

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时，为保障调解书的履行，可以约定违反调解协议方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 

三、调解协议内容可否转换为判决 

对于当事人自行和解或者调解达成协议后，请求人民法院按照和解协议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制

作判决书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案件，由其法定代理人进行诉讼。

法定代理人与对方达成协议要求发给判决书的，可根据协议内容制作判决书。 

四、调解书的制作与例外 

在通常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调解协议的内容制作调解书。在下列情况下，当事人达成调

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1、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2、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

3、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 

五、调解书、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人民法院制作的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不必制

作调解书的，法院将调解协议记入笔录，调解协议经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盖章后，也

产生与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调解书和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调解协议具有羁束力、确定力、形成力、

执行力。  

六、调解协议或调解书的生效方式 

（一）法定生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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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对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调解协议，法院记入调

解笔录或者法庭笔录，由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在笔录上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二）约定生效方式 

在适用简易程序时，当事人还可以协商确定调解协议的生效时间，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不

必等制作调解书送达双方当事人以后生效，当事人可以共同约定在调解协议上签字生效。                     

第五节  诉讼和解 

一、诉讼和解的概念 

诉讼和解，是指当事人双方在诉讼过程中，自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行为。 

二、诉讼和解的程序 

1、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可以申请法院确认并制作调解书。 

2、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庭外和解，诉讼程序暂停，和解所花费的时间不计入法院的审限。 

3、当事人和解，可以申请法院予以协调。 

三、诉讼和解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和解后可以选择撤诉，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确认并制作调解书。 

练习： 

1、诉讼调解应当掌握哪些原则？ 

2、简述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3、在民事诉讼中如何正确处理诉讼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4、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诉讼和解制度？ 

第十一章  民事诉讼保障制度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计划讲授 4学时。 

通过本章的学习，在基本了解民事诉讼保障制度体系的基础上，应重点掌握：财产保全和先予

执行的条件、期间的计算、送达的方式、代理权限范围和诉讼费用的分配原则等。 

第一节  保全与先予执行 

一、民事诉讼保全制度 

民事诉讼保全是指人民法院采取法定措施，对财产、证据、行为等特定事物的法律特性和法律

价值予以保存和保护，其分为财产保全、行为保全和证据保全三类。财产保全是指人民法院在利害

关系人起诉前或者当事人起诉后，为保障将来的生效判决能够得到执行或避免财产遭受损失，根据

利害关系人、当事人的申请或必要时依职权，对当事人的财产、争议的标的物或与本案有关的财产，

采取限制处分的强制措施。行为保全是指一方当事人申请法院责令另一方当事人为一定行为或禁止

为一定行为的临时性救济措施。 

（一）财产保全 

1、适用情形 

财产保全的适用情形有诉前财产保全和诉讼财产保全。 

2、财产保全的措施及适用 

财产保全可以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人民法院对季节性商品、鲜活、

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采取保全措施时，可以责令当事人及时处理，由人民法院

保存价款；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予以变卖，保存价款。 

3、财产保全的适用程序 

财产保全的适用程序有申请、提供担保、审查、裁定与执行和解除。 

4、财产保全的救济程序 

当事人对保全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因申请错误造成被申请人遭受损失的，申请人应予以赔偿；因人民法院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错误造

成损失的，应由人民法院依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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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为保全 

1、申请 

申请行为保全有三个条件：1、申请人必须具备申请行为保全的正当理由；1、行为保全应向有

管辖权的法院申请；3、必须是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在诉讼进行的过程中，人民法院也

可以依职权采取行为保全措施。 

2、管辖 

对于诉前申请行为保全的，应当向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诉讼中申请行为保全的，

则应当由受诉法院管辖。 

3、担保 

诉前申请行为保全的，利害关系人应当提供担保。诉讼过程中申请行为保全，由法院依个案的

具体情况判断是否需要提供担保。 

4、审查与复议 

法院的审查包括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对准予采取行为保全的，应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如停

止侵害、排除妨碍、限制活动等。  

申请人或被申请人对裁定不服的，可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5、行为保全的撤销及错误的救济 

被申请人对行为保全措施提出复议，经法院审查复议理由成立，或者被申请人提供担保，或者

作出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认为保全的条件不再具备的，可以撤销行为保全裁定。申请人由于错误申

请导致被申请人损失的，申请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申请人可以据此提出赔偿要求。 

二、先予执行 

（一）先予执行的概念和特征 

先予执行，即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裁定一方当事人预先履行一定义务的

法律制度。 

（二）先予执行的适用范围 

1、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案件。2、追索劳动报酬的案件。3、

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案件。 

（三）先予执行的适用条件 

先予执行应符合下列条件：1、当事人之间所争之诉必须是给付之诉。2、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

明确。3、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或者生产经营。4、被申请人有履行义务能力。 

（四）先予执行的适用程序 

先予执行必须由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为避免因先予执行错误而使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受到损害，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先予执行的权利人提供担保。对于符合条件的先予执行申请，人

民法院应以书面形式作出裁定并立即执行。当事人对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裁定的人

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但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五）先予执行错误的补救 

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后，经审理判决申请人败诉的，或者虽未败诉但判决给付的数额小于先

予执行的数额，申请人因先予执行取得的利益应返还被申请人。人民法院应当依据生效判决，裁定

申请人返还因先予执行所取得的全部或部分利益，如申请人拒不返还，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果

被申请人因先予执行遭受损失，申请人还应赔偿其损失。 

第二节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一、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概述 

（一）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概念和性质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是指在民事诉讼中，为排除干扰，维护正常的诉讼秩序，对有妨

害民事诉讼秩序行为的行为人，所采取的具有制裁性质的强制手段。 

设立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目的是为了保障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从性质上讲，它

是一种排除妨害的强制性手段，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手段，而不是惩罚手段，不同于刑事制裁、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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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和行政制裁方法。 

（二）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意义 

有利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行使诉讼权利，有利于人民法院正常行使审判权，教育诉讼参

与人及其他公民自觉遵守法律。 

二、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构成要件和种类 

（一）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构成要件 

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行为主体故意扰乱正常的诉讼秩序，妨碍诉讼活

动正常进行的行为。 

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构成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行为人实施了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2、行

为人主观上是故意的。3、行为人具有行为能力。4、行为人实施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发生在诉讼过

程中。5、是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 

（二）妨碍民事诉讼行为的种类 

1、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2、违反法庭规则，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 

3、恶意诉讼的行为以及被执行人恶意逃避履行债务的行为。 

4、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害人民法院审理案件。 

5、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 

6、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护的财产，转移

已被冻结的财产。 

7、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与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行的人，进行

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 

8、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 

9、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已生效的裁判。 

10、有义务协助调查、执行的单位拒绝或者妨碍调查、执行。 

11、采取非法拘禁他人或者非法私自扣押他人财产方式追索债务。 

三、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种类及适用程序 

（一）拘传 

拘传是人民法院采用强制性方法，强制被告到庭参加诉讼活动的一种措施。 

对于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时，经院长批准方可适用拘传。 

（二）训诫 

训诫是人民法院对妨害民事诉讼秩序行为较轻的人，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其改正的一种强制措

施。 

适用训诫措施，由合议庭或者独任制审判员以口头方式决定即可。训诫的内容应当记入庭审笔

录。 

（三）责令退出法庭 

责令退出法庭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强制其离开法庭的措施。 

适用责令退出法庭，由合议庭或者独任审判员口头决定，被责令退出法庭者的违法事实应当记

入庭审笔录。 

（四）罚款 

罚款是人民法院对实施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情节比较严重的人，责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交纳一

定数额金钱的措施。适用罚款措施时，先由合议庭或者独任审判员提出意见，经院长批准后，制作

罚款决定书。 

（五）拘留 

拘留是人民法院对实施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情节严重的人，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强制

措施。 

适用拘留措施，由合议庭或者独任审判员提出处理意见，报请院长批准后制作拘留决定书，由

司法警察将被拘留人送交当地公安机关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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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期间与送达 

一、期间 

（一）期间的概念与特征 

期间，是指人民法院、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各自完成某项诉讼行为的一段时限。 

（二）期间的分类 

以期间设定后是否可以变更为标准，可以把期间分为不变期间和可变期间。以法律规定、法院

指定还是当事人约定为标准，可以把期间分为法定期间、指定期间和约定期间。 

1、法定期间 

法定期间，是指法律规定的期间，具有不可变更性。 

2、指定期间 

指定期间，是指人民法院指定完成某种诉讼行为的期限。 

3、约定期间 

约定期间，是指根据法律或司法解释所确立的约定机制，由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受诉法

院认可的诉讼期间。 

（三）期间的计算 

期间以时、日、月、年计算。期间开始的时和日不计算在期间内。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是节假

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间届满的日期。期间不包括在途时间。 

（四）期间的补救 

期间的补救，是指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因故不能在法定或指定的期间内完成应为的诉讼行为时，

依法采取的顺延措施。 

（五）期日 

期日，是指人民法院与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会合进行诉讼行为的日期 

二、送达 

（一）送达的概念与特征 

送达，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将诉讼文书送交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

的行为。 

送达具有以下特征：1、送达的主体是人民法院。2、送达的对象是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

3、送达的内容是各种诉讼文书。4、送达必须按法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 

（二）送达的方式 

送达的方式有以下七种：直接送达、留置送达、电子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转交送达、

公告送达。 

（三）送达的效力 

送达的效力是指人民法院将诉讼文书送达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主要表现在程序上的效力和实

体上的效力。 

第四节  民事诉讼代理制度 

一、民事诉讼代理制度概述 

（一）民事诉讼代理制度的概念和意义 

民事诉讼代理制度，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民事权益，依据法律直接规定或者经

授权委托，借助他人帮助获得司法保护的一种诉讼制度。 

其保证了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有利于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人民法院正确及时

地处理诉讼。 

（二）诉讼代理人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诉讼代理人，即以当事人的名义，在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授权的范围内，代理当事人一方进行

诉讼活动的人。 

诉讼代理人具有以下特征：1、诉讼代理人始终是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诉讼活动。2、诉讼代理

人必须具有诉讼行为能力和一定的诉讼基本知识。3、诉讼代理人必须在诉讼代理权限范围内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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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行为。4、诉讼代理人进行诉讼活动的终极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5、在同一案件中只能代理一

方当事人进行诉讼。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诉讼代理人分为法定代理人和委托代理人。 

 二、法定诉讼代理人 

（一）法定诉讼代理人的概念和特征 

法定诉讼代理人，是指依照法律规定代理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的人。法定诉

讼代理人的范围和代理权限均由法律直接规定。法定诉讼代理人具有以下特征：1、代理权的产生

基于法律规定；2、法定诉讼代理人代理对象仅限于无诉讼行为能力人；3、法定诉讼代理人的范围

仅限于被代理人的监护人。 

（二）法定诉讼代理人的范围 

民事诉讼中的法定代理人必须是被代理人的监护人，监护人的范围即是法定诉讼代理人的范

围，包括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精神病人的监护人。 

（三）法定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和诉讼地位 

监护人作为法定诉讼代理人进行诉讼，为维护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应该让其享有被代理人所

享有的全部诉讼权利，包括与对方当事人和解，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提起反诉或者上诉的

权利。其法律地位相当于被代理的当事人。 

（四）法定诉讼代理权限的取得和消灭 

法定诉讼代理人的诉讼代理权依据法律的规定而取得，其消灭也与监护权的丧失同步。 

三、委托诉讼代理人 

（一）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概念和特征 

委托诉讼代理人是根据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委托代为进行诉讼活动的人。其特征为：1、诉讼

代理的权限、范围和事项基于委托人的授权；2、诉讼代理事项和代理权限，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一般由委托人自行决定；3、诉讼代理人和被代理人均有诉讼行为能力。 

（二）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范围和人数 

被委托担任诉讼代理人的范围是：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当事人所在单

位推荐的人、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委托代理人人数以 2人为限。 

（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和诉讼地位 

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取决于委托人的授权，分为一般委托代理和特别委托代理。诉讼代

理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必须有特别授权。 

（四）委托代理权限的取得和消灭 

委托诉讼代理权基于当事人、法定代理人的授权委托而产生。授权委托必须以书面方式进行。

委托诉讼代理关系成立后，诉讼代理权在诉讼过程中可能发生变更。 

委托诉讼代理权可以因诉讼结束、代理人死亡或者丧失诉讼行为能力、被代理人死亡、被代理

人解除委托或者代理人辞去委托而消灭。 

第五节  诉讼费用 

一、诉讼费用概述 

诉讼费用，是指当事人在人民法院进行民事诉讼时，依法向人民法院交纳和支付的费用。征收

诉讼费用有以下意义：1、有利于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2、有利于防止和减少当事人滥用诉权；3、

有利于加强公民的法制观念 4、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 

二、诉讼费用交纳范围 

诉讼费用的种类包括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及证人等出庭发生的费用。 

（一）案件受理费的交纳范围和不交纳案件受理费的案件范围 

案件受理费，是指人民法院决定受理起诉时，按规定向当事人征收的费用。 

案件受理费分为财产案件的受理费和非财产案件的受理费。前者按照比例征收，后者按件征收。 

（二）申请费的交纳范围 

申请费是指以申请方式而并非以起诉方式提起的程序需要交纳的诉讼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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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证人等出庭发生费用的交纳范围 

（四）当事人负担的诉讼实际支出费用范围 

三、诉讼费用缴纳标准 

（一）案件受理费交纳标准 

根据案件性质，将民事案件分为财产案件、非财产案件、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劳动争议案件、

管辖权异议案件，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征收标准。 

（二）申请费交纳标准 

四、诉讼费用的交纳和退还 

（一）诉讼费用的预交 

案件受理费、申请费、执行费均由起诉人、申请人预先向人民法院缴纳，在案件审结或者执行

完毕后，依照法律规定最终确定诉讼费用的负担比例及负担人。 

（二）诉讼请求数额的确定及变更情况下案件受理费的处理 

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数额的，按照增加后的诉讼请求数额计算补交；当事人在法庭调查终结前

提出减少诉讼请求数额的，按照减少后的诉讼请求数额计算退还。 

（三）交纳诉讼费用的期限及未按期交纳诉讼费用的法律后果 

原告无正当理由未按期足额补交的，按撤诉处理，已经收取的诉讼费用退还一半。 

（四）诉讼费用的移交和退还 

移送管辖、移转管辖权的案件，原受理人民法院应当将当事人预交的诉讼费用随案移交接收案

件的人民法院。 

五、诉讼费用的负担 

（一）败诉人负担。 

（二）原告或者上诉人负担。 

（三）申请人负担。 

（四）当事人协商负担或法院决定负担。 

（五）自行负担。 

六、诉讼费用负担的复核和更正 

当事人单独对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院长申请复

核。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决定诉讼费用的计算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请求复核。计算

确有错误的，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更正。 

七、司法救助——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 

诉讼费用的缓、减、免，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交纳的诉讼费用的当事人，因经济上确有困难，

无力负担或者暂时无力交付时，经当事人申请，由人民法院决定缓交、减交或者免交的制度。 

（一）司法救助的适用情形 

有免交诉讼费用、减交诉讼费用缓交诉讼费用的适用情形。 

（二）申请司法救助的程序 

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应当在起诉或者上诉时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人民法院对当事

人的司法救助应当进行审查，申请不予批准的，应当向当事人书面说明理由。当事人申请缓交诉讼

费用经审查符合规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决定立案之前作出准予缓交的决定。 

八、诉讼费用的管理和监督 

诉讼费用的交纳和收取制度应当公示。人民法院收取诉讼费用按照其财务隶属关系使用国务院

财政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印制的财政票据。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全额上缴财政，纳入预

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练习： 

1、财产保全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2、先予执行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3、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必须具备哪些构成要件？ 

4、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主要包含哪几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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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民事诉讼期间的计算应当遵循哪些规则？ 

6、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方式主要有哪些？ 

7、简述委托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和诉讼地位。 

8、简述委托代理权限的取得条件。 

9、诉讼费用主要包括哪几类费用？ 

10、诉讼费用的负担原则有哪些？ 

民事审判程序编 

本编是关于民事诉讼审判程序的“操作规程”，是人民法院和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民

事审判活动的行为准则。通过本编的学习，对全面掌握民事诉讼程序整个框架及内容具有重要意义。 

第十二章  第一审普通程序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计划讲授 8学时（包括课堂讨论 2学时）。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了解普通程序在整个民事审判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理解普通程序的含

义、特点和各个阶段的任务；掌握起诉制度、审理前准备的相关规定、开庭审理程序、撤诉与缺席

判决的具体适用。 

第一节  第一审普通程序概述 

一、第一审普通程序的概念 

第一审普通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通常适用的基础程序。根据我国民事诉讼

法的规定，第一审程序包括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 

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除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层人民法院及派出法庭审理事实清楚、

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外，其他均适用普通程序。由此可见，

普通程序是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 

通常适用的一种基础性审判程序。 

二、第一审普通程序的特点 

（一）完整性与系统性 

（二）普适性 

第二节  起诉与受理 

一、起诉 

（一）起诉的概念与条件 

1、起诉的概念 

起诉，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自己所享有的或者依法由自己管理、支配的民事权

益受到他人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争议时，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

审判，以解决权利义务关系争议的诉讼行为。 

2、起诉的条件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19条的规定，起诉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原告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2)有明确的被告； 

(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二) 起诉的方式 

《民事诉讼法》第 120条规定：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并告知对方当事人。可见，在第一

审普通程序中，当事人起诉以书面形式为原则，以口头形式为例外。 

二、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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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理的概念 

受理，是指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起诉进行审查后，认为起诉符合法定条件，决定立案审理的职权

行为。 

（二）人民法院审查起诉和立案登记 

1、人民法院审查起诉的内容 

人民法院收到原告的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后，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以决

定是否立案。审查起诉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起诉条件的审查。人民法院收到原告的起诉状后，应当对原告的起诉是否符合《民事诉

讼法》第 119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以及是否具有《民事诉讼法》第 124条规定的特殊情形进行审查。 

（2）起诉方式的审查。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起诉，除了进行起诉条件的审查外，还应当对起诉

方式是否符合法定要求，以及起诉的手续是否完备进行审查。 

2、立案登记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23条和 2015年《民诉解释》第 20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当

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起诉权利。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对符合民事诉讼法

第 119条的规定，且不属于第 124条规定情形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

件的，应当接收起诉材料，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需要补充必要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

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在补齐相关材料后，应当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

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 124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告对该裁定不服的，可以提出上诉。  

（三）审查起诉时的特殊处理 

人民法院在对起诉进行审查时，除对起诉的条件与方式进行审查外，还应当对起诉的内容进行

实质审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2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 

(1)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告知原告提起行政诉讼； 

(2)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

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3)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 

(4)对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5)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

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 

(6)依照法律规定，在一定期限内不得起诉的案件，在不得起诉的期限内起诉的，不予受理； 

(7)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

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 

2015年《民诉解释》对人民法院审查起诉的处理也作了进一步规定，具体内容如下： 

（1）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诉至人民法院，只要求离婚，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

死亡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 

（2）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案件，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因新情况、新理由，一方当事人

再行起诉要求增加或减少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新案受理。 

（3）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

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4）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

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是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是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是后诉

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

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受理的法律后果 

1、受诉人民法院取得对案件的管辖权 

2、明确了各主体的诉讼地位 

3、阻止本案当事人重复起诉 

第三节  审理前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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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理前准备的概念 

审理前准备，是指人民法院受理原告起诉后至开庭审理前，由案件承办人员依法进行的一系列

准备工作的总称。 

审理前准备阶段设置的目的，是为庭审做好准备，保证庭审顺利进行，以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

诉讼权，保障人民法院公正行使审判权。 

二、审理前的准备工作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25条—第 133条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审理前准备阶段需要做好以

下几项工作： 

（一）送达诉讼文书和提出答辩状 

（二）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及合议庭组成人员 

（三）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 

（四）追加当事人 

（五）处理管辖权异议 

（六）召集庭前会议 

（七）受理后的处理 

（八）其他工作 

第四节  开庭审理 

一、开庭审理的概念、形式和内容 

（一）开庭审理的概念 

开庭审理，是指人民法院在完成审理前准备阶段的各项工作后，在双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

人的参加下，于确定的期日在法庭上依照法定的形式与程序，对争议案件进行审理的诉讼活动。 

（二）开庭审理的形式 

开庭审理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要求进行： 

1、法庭审理 

开庭审理必须采取法庭审理的方式，即开庭审理必须由审判人员组成的合议庭，在当事人及其

他诉讼参与人均到庭的情况下，在人民法院设立的专用、固定的法庭或特设的临时法庭对案件进行

审理。 

2、直接言词审理 

开庭审理须采取直接言词审理的形式，即合议庭行使职权的行为和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

行使诉讼权利的一切诉讼行为，均需要以言词的方式进行。 

3、公开审理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3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

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

可以不公开审理。由此可见，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定开庭审理方式以公开开庭审理为原则，

以不公开开庭审理为例外。 

（三）开庭审理的内容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28 条规定：法庭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争议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

等焦点问题进行。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围绕当事人争议的焦点进行，有利于提高庭审效率。 

为了解决庭审时当事人对在审理前准备阶段认可的事实和证据予以否认的现象，2015 年《民

诉解释》第 229条增加了关于“禁反言原则”的规定，即当事人在庭审中对其在审理前准备阶段认

可的事实和证据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必要时，可以责令其提供相应证

据。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审查。理由成立的，可以列

入争议焦点进行审理。 

二、开庭审理的程序 

开庭审理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开庭审理的基本程序，依顺序

分为开庭准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评议和宣判几个诉讼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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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庭准备 

开庭准备是开庭审理的预备阶段，是指在确定的开庭日期到来时，在正式进入实体审理之前，

为保证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而进行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开庭准备的具体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告知开庭日期并发布庭审公告 

2、由书记员查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到庭情况 

3、宣布法庭纪律 

4、书记员报告相关人员出庭情况 

5、审判长宣布并告知 

（二）法庭调查 

法庭调查是开庭审理的核心环节，也是对案件进行实体性审理的重要环节。法庭调查的主要任

务是围绕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通过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以及审判人员审查核实证据，查明争议

案件事实，为下一步的法庭辩论奠定基础。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38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法庭调查的顺序是： 

1、当事人陈述 

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陈述应当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1)原告口头陈述起诉的请求和理由，或者宣读起诉状； 

(2)被告针对原告起诉作出承认或者否定的答辩，或者宣读答辩状；对双方确认的事实，应当

记入笔录，法庭无须再作调查； 

(3)第三人陈述或者答辩。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应当陈述其诉讼请求及理由，无独立请求权

的第三人应当针对原、被告的陈述提出承认或否定的答辩意见。 

案件有多个诉讼请求或多个独立存在的事实时，可以按照每个诉讼请求、每段事实争议的问题

由当事人依次陈述、核对证据。 

2、告知证人的权利义务，证人作证，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 

3、出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 

4、宣读鉴定意见 

5、宣读勘验笔录 

（三）法庭辩论 

法庭辩论，是指在合议庭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根据法庭调查已经基本查明的案件事实和证据

材料，各自阐明自己的观点，论述自己的意见，反驳对方当事人的主张，相互进行言词辩论的诉讼

活动。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41条的规定，法庭辩论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1)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 

(2)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答辩； 

(3)第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或者答辩； 

(4)互相辩论。 

法庭辩论终结，由审判长按照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先后顺序征询各方最后意见。 

（四）评议和宣告判决 

合议庭评议，是指合议庭就案件的性质、认定的事实、适用的法律、是非责任和处理结果等作

出结论。 

合议庭评议案件后，应当由审判长宣布继续开庭并宣读裁判。宣判时，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

旁听人员均应起立。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4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

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当庭宣判的，应当在 10日内发送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

给判决书。宣告判决时，必须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法院。宣告离婚判决，必须告

知当事人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前不得另行结婚。 

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送达难”问题，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53 条增加规定：当庭宣判

的案件，除当事人当庭要求邮寄发送裁判文书的外，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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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文书的时间和地点以及逾期不领取的法律后果。上述情况，应当记入笔录。 

三、法庭笔录 

法庭笔录，是指在开庭审理阶段，由书记员制作的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法庭审理全部活动与

过程的书面记录。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47条的规定，书记员应当将法庭审理的全部活动记入笔录，由审判人

员和书记员签名。法庭笔录应当当庭宣读，也可以告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当庭或者在五日内

阅读。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认为对自己的陈述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的，有权申请补正。如果不

予补正，应当将申请记录在案。法庭笔录由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签名或者盖章。拒绝签名盖章

的，记明情况附卷。 

四、审理期限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49条的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

6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 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

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43 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 149 条规定的审限，是指从立案之日起至

裁判宣告、调解书送达之日止的期间，但公告期间、鉴定期间、双方当事人和解期间、审理当事人

提出的管辖异议以及处理人民法院之间的管辖争议期间不应计算在内。  

第五节  撤诉与缺席判决 

一、撤诉 

（一）撤诉的概念 

撤诉，是指人民法院立案后宣判前，当事人将已经成立之诉撤销。 

撤诉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诉讼行为，诉经依法撤销后，人民法院即停止对诉的审理，业已开

始的诉讼程序即告结束。 

从狭义上讲，撤诉通常是指原告撤回起诉。具体分为申请撤诉和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 

（一）原告申请撤诉 

原告申请撤诉，是指人民法院立案后宣判之前，原告将其起诉撤回的行为。 

原告申请撤诉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原告应当向受诉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或者口头的撤诉申请 

2、原告申请撤诉的意思表示应当真实 

3、原告申请撤诉的目的必须正当、合法 

2015年《民诉解释》第 238条第 1款规定：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者依法可以按撤诉处理的案件，

如果当事人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依法处理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准许撤诉或者不按撤诉处理。  

4、原告申请撤诉应当在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判决宣告之前提出 

为了保护被告的合法利益，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38 条第 2 款规定：法庭辩论终结后原告

申请撤诉，被告不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予准许。 

（二）按撤诉处理 

按撤诉处理，是指原告虽未主动申请撤诉，但其怠于参与开庭审理的行为已表明其不愿意继续

进行诉讼，人民法院即依法按撤诉处理的制度。 

按撤诉处理是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实施的行为作出的法律上的推断，由于按撤诉处理产生与申

请撤诉完全相同的法律后果，因此，只有出现下列法定情形时，人民法院才可以裁定按撤诉处理： 

1、原告应当预交而未预交案件受理费，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预交，通知后仍不预交或者申请

减、缓、免未获批准仍不预交的。 

2、原告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 

3、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

的。 

4、无行为能力的原告的法定代理人，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 

二、缺席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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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判决，是指人民法院仅在一方当事人参与陈述与辩论，并对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的书面材料

进行审查的基础上，对争议案件作出的判决。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只有出现以下法定情形时才能作出缺席判决： 

1、原告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被告反诉的。 

2、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 

3、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被告的法定代理人，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 

4、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 

5、人民法院裁定不准撤诉的，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6、在借贷纠纷案件中，债权人起诉时，债务人下落不明的，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可以公告送

达并传唤债务人应诉。公告期限届满，债务人仍然不应诉，借贷关系明确的，经审理后可以作出缺

席判决。在审理中债务人出走，下落不明，借贷关系明确的，可以缺席判决。 

作业： 

1、简述第一审普通程序的概念和特征。 

2、起诉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3、如何理解立案登记制？ 

4、简述审前准备阶段的功能。 

5、开庭审理分为哪几个阶段，各阶段的任务是什么？ 

6、什么是撤诉？什么是缺席判决？应当如何处理？ 

第十三章  简易程序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计划讲授 2学时。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了解简易程序的概念和意义；理解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关系；掌握简

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特点、具体适用的法律规定以及小额诉讼案件审理的特别规定。 

第一节  简易程序概述 

一、简易程序的概念 

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以及非简单之民事案件的当

事人基于程序选择权所适用的简便易行的诉讼程序。 

二、简易程序的意义 

（一）有利于实现审判程序的多元化 

（二）有利于当事人诉讼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 

第二节  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一、适用简易程序的人民法院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57条的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

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时，适用简易程序。 

二、适用简易程序的审级 

由于简易程序是与普通程序相并列的独立的第一审程序，因此，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适

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只能是第一审民事案件，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上诉案件，以及依照审判监督程

序审理的再审案件均不得适用简易程序。 

三、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一）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定案件 

《民事诉讼法》第 157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

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 

为了增强法律的适用性，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民事诉讼法》第 157条的规定作出了进一步

的解释说明。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56 条规定：“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

本一致，并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查明事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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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能明确区分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

责任承担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无原则分歧。 

为了防止简易程序的扩大适用，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57 条对简易程序的限制适用也作出

了规定，即下列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  

（1）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  

（2）发回重审的；  

（3）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  

（4）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  

（5）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6）第三人起诉请求改变或者撤销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  

（7）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二）适用简易程序的约定案件 

《民事诉讼法》第 157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

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前款规定以外

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也可以约定适用简易程序。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当事人约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约定的时间等问题，进一步作出

了明确的规定。2015 年《民诉法司法解释》第 264条规定：当事人双方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57 条

第 2款规定约定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在开庭前提出。口头提出的，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

或者捺印确认。本解释第 257条规定的案件，当事人约定适用简易程序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第三节  简易程序的特点 

一、立案程序简便 

二、实行独任制 

三、 传唤方式简便 

四、审理前准备简化 

五、赋予当事人程序异议权 

六、开庭审理的程序简便 

七、审理期限较短 

第四节  简易程序的适用 

一、起诉与答辩 

（一）起诉的方式 

根据 2015年《民诉解释》第 265条的规定，原告口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当事人的姓名、

性别、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等准确记入笔录，由原告核

对无误后签名或者捺印。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 

（二）传唤与送达 

传唤，是指人民法院依职权通过某种告知方式，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到庭参加诉讼的

行为。 

根据 2015年《民诉解释》第 261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捎口信、

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传唤双方当事人、通知证人和送达裁判文书以外的诉讼文

书。以简便方式送达的开庭通知，未经当事人确认或者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已经收到的，人民

法院不得缺席判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由审判员独任审判，书记员担任记录。 

送达，是指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与方式将诉讼文书送交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 

根据《简易程序规定》第 5条第 1款的规定，当事人应当在起诉或者答辩时向人民法院提供自

己准确的送达地址、收件人、电话号码等其他联系方式，并签名或者捺印确认。 

（三）被告答辩 

在简易程序中，被告既可以口头答辩，也可以采取书面形式答辩。在原告、被告双方同时到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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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下，被告同意口头答辩的，人民法院可以当即开庭审理；如果被告要求书面答辩的，人民法

院应当将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开庭的具体日期告知各方当事人，并向当事人说明逾期举证以及拒不

到庭的法律后果，由各方当事人在笔录和开庭传票的送达回证上签名或者捺印。 

二、审理前准备 

（一）举证期限的特点 

根据 2015年《民诉解释》第 266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举证期限由人民法院确定，

也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准许，但不得超过 15 日。被告要求书面答辩的，人民法院

可以在征得其同意的基础上，合理确定答辩期间。人民法院应当将举证期限和开庭日期告知双方当

事人，并向当事人说明逾期举证以及拒不到庭的法律后果，由双方当事人在笔录和开庭传票的送达

回证上签名或者捺印。当事人双方均表示不需要举证期限、答辩期间的，人民法院可以立即开庭审

理或者确定开庭日期。 

（二）对当事人就简易程序适用异议的处理 

根据 2015年《民诉解释》第 269条的规定，当事人就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人民法院

经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异议不成立的，口头告知当事人，并记入笔录。转为普

通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合议庭组成人员及相关事项以书面形式通知双方当事人。转为普通程序

前，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事实，可以不再进行举证、质证。 

三、开庭审理 

（一）开庭方式的确定 

根据 2015年《民诉解释》第 259条的规定，当事人双方可就开庭方式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准许。经当事人双方同意，可以采用视听传输技术等方式开庭。 

（二）先行调解的适用范围 

根据《简易程序规定》第 14条的规定，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 

1、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 

2、劳务合同纠纷； 

3、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 

4、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 

5、合伙协议纠纷； 

6、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 

（三）诉讼权利义务的告知 

根据 2015年《民诉解释》第 268条的规定，对没有委托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诉讼

的当事人，人民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可以对回避、自认、举证证明责任等相关内容向其作必要的解释

或者说明，并在庭审过程中适当提示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指导当事人进行正

常的诉讼活动。 

（四）争点的确定 

根据《简易程序规定》第 21 条的规定，开庭时，审判人员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答辩

意见归纳出争议焦点，经当事人确认后，由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举证、质证和辩论。当事人对案件

事实无争议的，审判人员可以在听取当事人就适用法律方面的辩论意见后迳行判决、裁定。 

（五）庭审次数 

根据《简易程序规定》第 23 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应当一次开庭审结，

但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再次开庭的除外。 

（六）庭审小结与庭审笔录 

庭审小结，是指审判人员对案件庭审情况进行的概括性总结。根据《简易程序规定》第 25 条

的规定，庭审结束时，审判人员可以根据案件的审理情况对争议焦点和当事人各方举证、质证和辩

论的情况进行简要总结，并就是否同意调解征询当事人的意见。 

庭审笔录，既是客观反映庭审实况的记录，也是人民法院的裁判依据。因此，庭审笔录是一项

重要的诉讼文件。 

根据《简易程序规定》第 24 条的规定，书记员应当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全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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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入笔录。对于下列事项，应当详细记载： 

(1)审判人员关于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告知、争议焦点的概括、证据的认定和裁判的宣告等

重大事项； 

(2)当事人申请回避、自认、撤诉、和解等重大事项； 

(3)当事人当庭陈述的与其诉讼权利直接相关的其他事项。 

四、宣判与送达 

（一）当庭宣判与送达 

当庭宣判的案件，除当事人当庭要求邮寄送达的以外，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

人领取裁判文书的期间和地点以及逾期不领取的法律后果。 

（二）定期宣判与送达 

定期宣判的案件，定期宣判之日即为送达之日，当事人的上诉期自定期宣判的次日起开始计算。

当事人在定期宣判的日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不影响该裁判上诉期间的计算。 

五、裁判文书的简化 

根据 2015年《民诉解释》第 270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人民法院在制作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时对认定事实或者裁判理由部分可以适当简化： 

(1)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 

(2)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承认对方全部诉讼请求或者部分诉讼请求的； 

(3)涉及个人隐私或者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一方要求简化裁判文书中的相关内容，人民法

院认为理由正当的； 

(4)当事人双方同意简化裁判文书的。 

第五节   简易程序中的小额诉讼 

一、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 

（一）小额诉讼案件的标的额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62条规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30%以下。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72 条对此进一步作出规定，即民事诉讼法第 162 条规定的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指已经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就业人

员年平均工资。在上一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公布前，以已经公布的最近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

资为准。 

(二)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范围 

1、海事、海商小额诉讼案件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73 条规定：海事法院可以审理海事、海商小额诉讼案件。案件标的

额应当以实际受理案件的海事法院或者其派出法庭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

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为限。 

2、简单的小额金钱给付案件 

2015年《民诉解释》第 274条规定，下列金钱给付的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 

（1）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纠纷； 

（2）身份关系清楚，仅在给付的数额、时间、方式上存在争议的赡养费、抚育费、扶育费纠

纷； 

（3）责任明确，仅在给付的数额、时间、方式上存在争议的交通损害赔偿和其他人身损害赔

偿纠纷； 

（4）供用水、电、气、热力合同纠纷； 

（5）银行卡纠纷； 

（6）劳动关系清楚，仅在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给付数额、时间、

方式上存在争议的劳动合同纠纷； 

（7）劳务关系清楚，仅在劳务报酬给付数额、时间、方式上存在争议的劳务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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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物业、电信等服务合同纠纷； 

（9）其他金钱给付纠纷。 

3、不得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范围 

2015年《民诉解释》第 275条规定，下列案件，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 

（1）人身关系、财产确权纠纷； 

（2）涉外民事纠纷； 

（3）知识产权纠纷； 

（4）需要评估、鉴定或者对诉前评估、鉴定结果有异议的纠纷； 

（5）其他不宜适用一审终审的纠纷。 

二、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殊规定 

(一)管辖权异议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78 条规定：当事人对小额诉讼案件提出管辖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

作出裁定。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  

(二)当事人对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异议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81 条规定：当事人对按照小额诉讼案件审理有异议的，应当在开庭

前提出。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规定审理；异议不成立的，告知当事

人，并记入笔录。  

(三)小额诉讼程序中的告知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76 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小额诉讼案件，应当向当事人告知该类案

件的审判组织、一审终审、审理期限、诉讼费用交纳标准等相关事项。 

（四）举证期限与答辩期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77 条规定：小额诉讼案件的举证期限由人民法院确定，也可以由当

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准许，但一般不超过 7日。被告要求书面答辩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征得

其同意的基础上合理确定答辩期间，但最长不得超过 15日。 当事人到庭后表示不需要举证期限和

答辩期间的，人民法院可立即开庭审理。 

（五）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之间的关系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80 条规定：因当事人申请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提出反诉、追加

当事人等，致使案件不符合小额诉讼案件条件的，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规定审理。前款规定案

件，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六）小额案件裁判文书的简化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82 条规定：小额诉讼案件的裁判文书可以简化，主要记载当事人基

本信息、诉讼请求、裁判文书等内容。 

练习： 

1、简述简易程序的概念和意义。 

2、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相比有哪些特点？ 

3、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哪些？ 

4、如何理解当事人对简易程序的选择适用权？ 

5、评析小额诉讼案件审理的特别规定。 

第十四章  第二审程序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计划讲授 4学时。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了解第二审程序的概念、性质和意义；明确第二审程序发生的基础；掌

握第二审程序与第一审程序的关系、提起上诉的条件、上 

诉案件的审理范围与审理方式、上诉案件的调解及裁判等。 

第一节  第二审程序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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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审程序的概念和意义 

第二审程序，是指第一审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针对一审允许上诉的判决、裁定所

提出的上诉请求，对上诉案件进行审理所适用的程序。 

我国民事诉讼法设置第二审程序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落实两审终审制度 

2、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 

二、第二审程序与第一审程序的关系 

（一）第二审程序与第一审程序的联系 

第一审程序是第二审程序的前提和基础；第二审程序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和发展。 

（二）第二审程序与第一审程序的区别 

1、审级不同 

2、审判程序启动的具体原因不同 

3、审理组织不同 

4、审理的对象不同 

5、审理的方式不同 

6、审理案件所适用的具体程序不同 

7、所作裁判的效力不同 

三、第二审程序的性质 

我国第二审程序属于续审制，第二审程序实际上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 

第二节  上诉的提起与受理 

一、上诉的提起 

（一）上诉的概念 

上诉，是指当事人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所作的尚未生效的裁判，在法定期间内请求上一级人民

法院适用第二审程序对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并要求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诉讼行为。 

上诉与起诉，都是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通过审理和裁判，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诉讼行为，但两

者之间存在以下区别： 

1、提起诉讼的原因不同 

2、提起诉讼的时间要求不同 

3、提起诉讼的效果不同 

4、提起诉讼的形式要求不同 

（二）上诉的条件 

上诉的条件，是指当事人提出上诉应当具备的法定条件。 

上诉的条件，可以分为实质条件和形式条件两种。 

1、上诉的实质条件 

上诉的实质条件，是指当事人提出上诉只能针对法律规定允许上诉的判决与裁定。 

2、上诉的形式条件 

上诉的形式条件，是指当事人上诉应具备的法定程序条件。 

上诉的形式条件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提起上诉的主体应当合法； 

（2）当事人必须在法定期间内提出上诉； 

上诉期间，是指法律规定允许当事人针对一审尚未生效的裁判提出上诉的期限。根据《民事诉

讼法》第 164条的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

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3）当事人上诉必须提交上诉状。 

上诉状是当事人对第一审未生效裁判表示不服，并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第一审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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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的诉讼文书。《民事诉讼法》第 165 条规定，上诉应当递交上诉状。一审宣判时或者判决书、裁

定书送达时，当事人口头表示上诉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必须在法定上诉期内提出上诉状。未在法

定上诉期间内递交上诉状的，视为未提出上诉。 

（三）提起上诉的程序 

当事人提起上诉，除应具备法定的上诉条件以外，还应当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根据《民事诉

讼法》第 166条规定，上诉状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出，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当事人直接向第二审人民法院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 5日内将上诉状移交原审人

民法院。 

二、上诉的受理 

上诉的受理，是指人民法院通过法定程序对当事人所提起的上诉经过审查后，对符合法定条件

的上诉予以接受的诉讼行为。 

三、第二审程序中的撤诉 

（一）第二审程序中撤回上诉 

上诉的撤回，是指上诉人在提出上诉之后，第二审判决宣告之前，向第二审人民法院申请撤回

上诉的诉讼行为。 

《民事诉讼法》第 173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的，是否准

许，由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 

（二）第二审程序中撤回起诉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38 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申请撤回起诉，经其他当事

人同意，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准许撤诉的，

应当一并裁定撤销一审裁判。原审原告在第二审程序中撤回起诉后重复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三节  上诉案件的审理 

一、开庭审理前的准备工作 

第二审人民法院收到第一审人民法院报送的上诉案件全部案卷及上诉材料后，在开庭审理之

前，通常应当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1、依法组成合议庭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40 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

合议庭的组成人数必须是单数。 

2、确定上诉案件的审理方式 

第二审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后，应当及时审阅案卷与调查，并询问当事人，在此基础上确定上

诉案件的审理方式。如果认为案件事实已经清楚，无须开庭审理的，即可采取不开庭审理的方式；

否则，应开庭审理。 

二、上诉案件的审理范围 

《民事诉讼法》第 168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

查。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23 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

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 

三、上诉案件的审理方式和审理地点 

（一）上诉案件的审理方式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69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有两种方式，即开庭审理

与不开庭审理。 

1、开庭审理 

2、不开庭审理 

《民事诉讼法》第 169条 1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

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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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诉案件的审理地点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69条第 2款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既可以在本院进

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 

四、上诉案件的审理期限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76条和 2015年《民诉解释》第 341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对判决

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 3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人民法院审理对裁定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终审裁定。有特殊情况需

要延长审限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第四节  上诉案件的处理 

一、对一审上诉案件的裁判 

(一)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案件的裁判 

1、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

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34 条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

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2、依法改判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70条的规定，依法改判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 

（2）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 

2015年《民诉解释》第 335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 170条第 1款第 3项规定的基本事实，是指

用以确定当事人主体资格、案件性质、民事权利义务等对原判决、裁定的结果有实质性影响的事实。  

3、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 

《民事诉讼法》第 170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后，裁定撤销原判决，发

回重审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况： 

（1）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 

（2）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

审人民法院重审。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25 条规定：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 170 条第 1 款第 4

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1）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  

（2）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  

（3）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  

（4）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4、裁定撤销原判决，驳回起诉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30 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

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判决，驳回起诉。 

5、裁定撤销原判决，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31 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第一审人民法

院受理案件违反专属管辖规定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决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二) 对一审裁定提起上诉案件的裁定 

1、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认为原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裁定

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34 条规定：原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定结果正

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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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裁定撤销或者变更原裁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人民法院原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裁

定撤销或者变更原裁定。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32 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

定有错误的，应当在裁定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

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 

二、对上诉案件的调解 

(一) 调解成功时的处理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书，因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制作调

解书不仅解决了民事权利义务争议案件，而且还直接影响到原一审判决的效力。调解书由审判人员、

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调解书送达后，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即视为撤销。 

（二）调解未成时的处理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通常应当及时裁判。 

为了维护当事人的上诉权，2015年《民诉解释》第 326—329条对二审调解又进一步作出了如

下规定： 

1、对遗漏诉讼请求的处理 

对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已经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审人民法院未作审理、判决的，第二审人民法

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 

2、对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处理 

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

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 

3、对当事人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反诉的处理 

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

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

诉。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 

4、对离婚案件的处理 

一审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上诉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判决离婚的，可以根据当事人自

愿的原则，与子女抚养、财产问题一并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

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 

此外，在第二审程序中，作为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立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将分立后

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列为共同诉讼人；合并的，将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列为当事人，而不必

将案件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当事人在第二审程序中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双方达成的和解

协议进行审查并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

予准许。 

三、第二审裁判的法律效力 

1、当事人不得再行上诉 

2、不得重复起诉 

3、具有给付内容的裁判，依法产生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 

练习 

1、如何理解第一审程序与第二审程序的关系？ 

2、简述我国第二审程序的性质。 

3、什么是上诉？上诉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4、如何理解二审法院对上诉案件的审理范围及方式？ 

5、简述二审法院对上诉案件的调解。 

6、简述二审法院对上诉案件的裁判。 

7、评析发回重审的法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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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审判监督程序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计划讲授 4学时。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了解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性质和意义；理解审判监督程序与第二审程

序的区别、我国再审程序的渠道及相互关系；掌握审判监督程序的特点、启动主体、当事人申请再

审和检察机关启动再审的条件与程序、人民法院对再审案件的处理等。 

第一节  审判监督程序概述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与特征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是指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出现法定再审事由时，由人民法

院对案件再次进行审理所适用的程序。 

（二）审判监督程序的特征 

审判监督程序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1、审判监督程序是一种非正常的审判程序 

2、审判监督程序是一种事后救济程序 

3、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主体与方式特殊 

4、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理由特殊 

5、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期限特殊 

6、审理再审案件的法院特殊 

7、适用的程序与作出裁判的效力特殊 

 二、审判监督程序的意义 

（一）审判监督程序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有效手段     

（二）审判监督程序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 

第二节 人民法院提起的审判监督程序 

一、人民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条件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98条规定，人民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提起再审须具备以下条

件： 

1、提起再审的主体必须是依法享有审判监督权的法定机关，即作出生效裁判的本法院、上级

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 

2、提起再审的客体必须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 

二、人民法院行使审判监督权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 

（一）本法院自行提起再审的程序 

《民事诉讼法》第 198条第 1款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

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二）最高人民法院与上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的程序 

《民事诉讼法》第 198条第 2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裁定、调解书，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

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第三节  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提起的审判监督程序 

一、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引起的审判监督程序 

（一）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概念 

人民检察院抗诉，是指享有法律监督权的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

定、调解书，认为具有法定抗诉事由的，依法提请人民法院对案件再次进行审理的一种诉讼行为。 

（二）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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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抗诉的主体是依法享有抗诉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 

（1）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08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发现具有《民事诉讼法》第 200条规定的法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 

（2）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08条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发现具有《民事诉讼法》第 200条规定的法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 

（3）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08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裁定，发现具有《民事诉讼法》第 200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2、抗诉的客体须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与调解书 

根据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

程序、破产程序以及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裁定等不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判决、裁定不得提出抗诉。 

3、提出抗诉须具有法定的事实和理由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0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发现有《民事诉讼法》第 200条规定的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定程序提出抗诉： 

(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2)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3)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4)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5)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

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6)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7)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8)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

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9)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10)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11)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12)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13)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三）当事人申请人民检察院抗诉 

《民事诉讼法》第 209 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

或者抗诉： 

(1)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 

(2)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 

(3)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 

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作出提出或者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

诉的决定。当事人不得再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民事诉讼法》第 2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

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民事诉讼法》第 21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出抗诉的，

应当制作抗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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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抗诉案件的受理及审理 

1、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案件的受理 

根据 2015年《民诉解释》的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下列抗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1）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

提出抗诉的； 

（2）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以及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依法提出抗诉的； 

（3）人民检察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209条第 1款第 3项规定对有明显错误的再审判决、裁定

提出抗诉的。 

2、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案件裁定再审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1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当事人的申请对生效判决、裁定提出抗诉，

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 30日内裁定再审：  

（1）抗诉书和原审当事人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已经提交；  

（2）抗诉对象为依照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可以进行再审的判决、裁定；  

（3）抗诉书列明该判决、裁定有民事诉讼法第 208条第 1款规定情形；  

（4）符合民事诉讼法第 209条第 1款第 1项、第 2项规定情形。  

不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予以补正或者撤回；不予补正或者撤回的，

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不予受理。  

3、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抗诉案件的再审 

《民事诉讼法》第 211 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

到抗诉书之日起 30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有本法第 200条第 1项至第 5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

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但经该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的除外 

《民事诉讼法》第 21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

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 

二、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引起的审判监督程序 

（一）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的概念 

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是指享有法律监督权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认为具有法定再审事由的，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对案件再次进

行审理的检察建议。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是一种诉讼行为。 

(二)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08条第 2款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 200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

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民事诉讼法》第 209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

者抗诉： 

(1)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 

(2)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 

(3)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 

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作出提出或者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

诉的决定。当事人不得再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三)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的受理与处理 

1、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的受理 

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下列再审检察建议应当受理： 

（1）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

经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的； 

（2）人民检察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209条第 1款第 3项规定，对有明显错误的再审判决、裁

定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的； 

（3）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依当事人的申请对生效判决、裁定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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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符合下列条件的，应予受理： 

第一、再审检察建议书和原审当事人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已经提交； 

第二、建议再审的对象为依照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可以进行再审的判决、裁定； 

第三、再审检察建议书列明该判决、裁定有民事诉讼法第 208条第 2款规定情形； 

第四、符合民事诉讼法第 209条第 1款第 1项、第 2项规定情形； 

第五、再审检察建议经该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不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予以补正或者撤回；不予补正或者撤回的，

应当函告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 

2、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再审检察建议的处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19 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再审检察建议后，应当组成合议庭，在 3

个月内进行审查，发现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确有错误，需要再审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198条规

定裁定再审，并通知当事人；经审查，决定不予再审的，应当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20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因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者检察建议裁定再审

的案件，不受此前已经作出的驳回当事人再审申请裁定的影响。 

第四节  当事人申请再审 

一、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概念 

当事人申请再审，是指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认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或

者认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违反自愿原则或者内容违法，依法提请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

人民法院对该案件再行审理的行为。 

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与范围 

（一）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申请再审的主体须合法 

2、申请再审的对象须合法 

3、申请再审须符合法定期限要求 

4、申请再审须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 

5、申请再审须符合法定情形 

（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形式 

2015年《民诉解释》第 377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再审申请书，并按照被申请人和原审其他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  

（2）再审申请人是自然人的，应当提交身份证明；再审申请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

提交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

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  

（3）原审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  

（4）反映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及其他材料。  

前款第 2项、第 3项、第 4项规定的材料可以是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 

2015年《民诉解释》第 378条规定：再审申请书应当记明下列事项：  

（1）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的基本信息；  

（2）原审人民法院的名称，原审裁判文书案号；  

（3）具体的再审请求；  

（4）申请再审的法定情形及具体事实、理由。  

再审申请书应当明确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并由再审申请人签名、捺印或者盖章。  

（三）当事人申请再审范围的限制性规定 

(1)当事人认为发生法律效力的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错误的，可以申请再审。 

(2)《民事诉讼法》第 202 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调解

书，不得申请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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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82 条规定：当事人就离婚案件中的财产分割问题申请再审，如涉及

判决中已分割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200条的规定进行审查，符合再审条件的，

应当裁定再审；如涉及判决中未作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 

（3）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程序等非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不

得申请再审。 

三、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的受理、审查与处理 

（一）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的受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85 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符合条件的再审申请书等材料之日

起五日内向再审申请人发送受理通知书，并向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发送应诉通知书、再审申

请书副本等材料。 

2015年《民诉解释》第 383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1）再审申请被驳回后再次提出申请的；  

（2）对再审判决、裁定提出申请的；  

（3）在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不予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决定后又提出申请的。  

前款第 1项、第 2项规定情形，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再审检察建议

或者抗诉，但因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而再审作出的判决、裁定除外。  

（二）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的审查 

《民事诉讼法》第 204条第 1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

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

院长批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86 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再审案件后，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200条、第 201条、第 204条等规定，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97 条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审查案件的需要决定是否询问当事人。新

的证据可能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询问当事人。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98 条规定：审查再审申请期间，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依法提

出再审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列为再审申请人，对其再审事由一并审查，审查期限重新计算。

经审查，其中一方再审申请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的，应当裁定再审。各方再审申请人主张的再审

事由均不成立的，一并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三）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的处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95 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

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

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

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四）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的特殊处理 

1、裁定准许撤回再审申请或者按撤回再审申请处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00 条和第 401 条规定，审查再审申请期间，再审申请人撤回再审申

请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申请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询问的，可以按

撤回再审申请处理。  

人民法院准许撤回再审申请或者按撤回再审申请处理后，再审申请人再次申请再审的，不予受

理，但有民事诉讼法第 200条第 1项、第 3项、第 12项、第 13项规定情形，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除外。 

2、终结审查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02条规定：再审申请审查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终结审查：  

（1）再审申请人死亡或者终止，无权利义务承继者或者权利义务承继者声明放弃再审申请的；  

（2）在给付之诉中，负有给付义务的被申请人死亡或者终止，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也没有应

当承担义务的人的；  

（3）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的，但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声明不放弃申请再审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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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外；  

（4）他人未经授权以当事人名义申请再审的；  

（5）原审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再审的。  

（6）有本解释第 383条第 1款规定情形的。 

四、申请再审案件的审理法院 

《民事诉讼法》第 204条第 2款规定：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

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 199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

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

院再审。 

《民事诉讼法》第 199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

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

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第五节  再审案件的审判 

一、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与审理方式 

（一）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05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

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被

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在庭审辩论结束前提出的再审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第 205条规定的，人

民法院应当一并审理。人民法院经再审，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

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应当一并审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52 条规定：再审裁定撤销原判决、裁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申

请变更、增加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1）原审未合法传唤缺席判决，影响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  

（2）追加新的诉讼当事人的；  

（3）诉讼标的物灭失或者发生变化致使原诉讼请求无法实现的；  

（4）当事人申请变更、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提出的反诉，无法通过另诉解决的。 

（二）再审案件的审理方式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03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但按

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有特殊情况或者双方当事人已经通过其他方式充分表达意见，且书面同意不开

庭审理的除外。符合缺席判决条件的，可以缺席判决。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04条规定：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再审案件，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进行：  

（1）因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先由再审申请人陈述再审请求及理由，后由被申请人答辩、其他

原审当事人发表意见；  

（2）因抗诉再审的，先由抗诉机关宣读抗诉书，再由申请抗诉的当事人陈述，后由被申请人

答辩、其他原审当事人发表意见；  

（3）人民法院依职权再审，有申诉人的，先由申诉人陈述再审请求及理由，后由被申诉人答

辩、其他原审当事人发表意见；  

（4）人民法院依职权再审，没有申诉人的，先由原审原告或者原审上诉人陈述，后由原审其

他当事人发表意见。  

对前款第 1项至第 3项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当事人明确其再审请求。  

二、再审案件的审理程序 

（一）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 

《民事诉讼法》第 206条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

调解书的执行，但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案件，可以不中

止执行。 

（二）合议庭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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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40条第 3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实行合议制，原来是第

一审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原来是第二审的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按照第二

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无论是适用第一审程序组成合议庭，还是适用第二审程序组成合议庭，原

合议庭成员或者独任审判员均不得参加新组成的合议庭。 

（三）再审案件的程序适用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0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

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

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三、再审案件的处理 

1、维持原判、裁定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07 条第 1 款规定：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

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

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2、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07 条第 2 款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

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11 条规定：当事人提交新的证据致使再审改判，因再审申请人或者

申请检察监督当事人的过错未能在原审程序中及时举证，被申请人等当事人请求补偿其增加的交

通、住宿、就餐、误工等必要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 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再审案件，发现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一

般应当通过庭审认定事实后依法作出判决。但原审人民法院未对基本事实进行过审理的，可以裁定

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上级人民法院不得以基本事实不清为由裁定发回

重审。 

4、裁定驳回起诉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08 条规定：按照第二审程序再审的案件，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不符

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或者符合民事诉讼法第 124 条规定不予受理情形的，应当裁定撤销

一、二审判决，驳回起诉。 

（二）人民法院对调解书裁定再审案件的处理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0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调解书裁定再审后，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1）当事人提出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事由不成立，且调解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的，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2）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所主张的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理由不成立

的，裁定终结再审程序。  

前款规定情形，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的调解书需要继续执行的，自动恢复执行。  

（三）人民法院对小额诉讼案件裁定再审的处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26 条规定：对小额诉讼案件的判决、裁定，当事人以民事诉讼法第

200条规定的事由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申请再审事由成立的，应当裁

定再审，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的再审判决、裁定，当事人不得上诉。当事人以不应按小额诉

讼案件审理为由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理由成立的，应当裁定再审，组

成合议庭审理。作出的再审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  

四、再审案件的调解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12 条规定：部分当事人到庭并达成调解协议，其他当事人未作出书

面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中对该事实作出表述；调解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且不损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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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可以在判决主文中予以确认。 

五、 再审程序中的特殊处理 

（一）裁定终结再审程序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06 条规定：再审审理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裁定终结再审

程序：  

（1）再审申请人在再审期间撤回再审请求，人民法院准许的；  

（2）再审申请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按撤回

再审请求处理的；  

（3）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的；  

（4）有本解释第 402条第 1项至第 4项规定情形的。  

因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裁定再审的案件，申请抗诉的当事人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且不损害国家

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再审程序。再审程序终结后，人

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的原生效判决自动恢复执行。 

（二）对一审原告申请撤回起诉的处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10 条规定：一审原告在再审审理程序中申请撤回起诉，经其他当事

人同意，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裁定准许撤诉

的，应当一并撤销原判决。一审原告在再审审理程序中撤回起诉后重复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六、案外人申请再审及其处理 

(一)对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处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22 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

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00条第 8项规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

日起 6个月内申请再审，但符合本解释第 423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人民法院因前款规定的当事人申请而裁定再审，按照第一审程序再审的，应当追加其为当事人，

作出新的判决、裁定；按照第二审程序再审，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发

回重审，重审时应追加其为当事人。  

(二)对被裁定驳回执行异议案外人申请再审的处理 

《民事诉讼法》第 227 条规定： 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

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 15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

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

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23 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27 条规定，案外人对驳回其执行异

议的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

之日起 6个月内，向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24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27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再审后，案外

人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的，依照本解释第 422条第 2款规定处理。案外人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

当事人的，人民法院仅审理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对其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内容。经审理，再审请求

成立的，撤销或者改变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再审请求不成立的，维持原判决、裁定、调解书。 

练习： 

1、简述再审程序的概念和特点。 

2、如何理解审判监督程序的非正常属性？ 

3、简述引起再审程序的主体、方式及条件。 

4、简述再审案件的审理程序。 

第十六章  审判程序中的特殊情形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计划讲授 2学时。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了解案件审理中的各种特殊情形；理解诉的合并、诉的分离；掌握反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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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特征、条件、反诉与反驳的区别，诉的变更与追 

加，延期审理、诉讼中止和诉讼终结的概念及适用情形。 

第一节  反诉 

一、反诉的概念与特征 

反诉，是指在诉讼进行过程中，本诉的被告以原告为被告，向受理本诉的人民法院提出与本诉

具有牵连关系的，目的在于抵销或者吞并本诉原告诉讼请求的独立的反请求。 

反诉是被告享有的一项特殊的诉讼权利，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1、反诉主体具有特定性 

2、反诉目的具有对抗性 

3、反诉请求具有独立性   

4、反诉时间具有特定性 

二、反诉的条件 

被告提出反诉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反诉是本诉的被告通过人民法院向本诉的原告提出的反请求 

2、反诉只能在本诉进行中向受理本诉的人民法院提出 

3、反诉应当与本诉具有牵连性 

4、反诉与本诉适用同一程序 

三、反诉与反驳 

反驳，是指一方当事人针对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主张，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事实、理由，以此

否定对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的一项诉讼权利。 

反诉与反驳主要存在以下区别： 

1、两者的性质不同 

2、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不同 

3、提出的前提不同 

4、提出的主体不同 

第二节  诉的合并、分离、变更与追加 

一、诉的合并 

（一）诉的合并的理解 

诉的合并，是指人民法院将两个以上分别提起的诉合并在一个诉讼程序中进行审理和裁判的诉

讼制度。 

1、诉的主体合并 

诉的主体合并，也称为诉的主观的合并，即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两人以上所形成的诉的合并。 

2、诉的客体合并  

诉的客体的合并，也称为诉的客观的合并，是指人民法院将同一原告向同一被告提出的两个以

上的诉讼请求合并审理所形成的诉的合并。 

3、诉的混合合并 

诉的混合合并，是指案件和当事人的合并，即人民法院把两个以上独立而彼此有联系的案件以

及多个当事人合并于同一诉讼程序中进行审理所形成的诉的合并。 

（二）诉的合并的法律规定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21 条规定：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

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二、诉的分离 

诉的分离是诉的合并的对称，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将一个诉或者几个诉从一个案件中分

离出来，作为若干个独立的案件分别进行审理和裁判。 

三、诉的变更 



351 

诉的变更，通常是指诉讼请求的变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诉的变更是指诉讼请求的变

动，包括诉讼请求的增加；狭义的诉的变更仅指已经提出的诉讼请求的变动。 

四、诉的追加 

诉的追加，是指在诉讼中，原告在原有诉讼请求的基础上，又提出新的诉讼请求。 

《民事诉讼法》第 140条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的，可以合并审理。 

第三节  延期审理、诉讼中止与诉讼终结 

一、延期审理 

延期审理，是指人民法院确定开庭审理期日后或者在进行开庭审理的过程中，由于发生某种特

殊情况，使开庭审理无法按期或者继续进行，从而将开庭审理推延到下一期日的诉讼制度。 

《民事诉讼法》第 1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开庭审理： 

(1)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的； 

(2)当事人临时提出回避申请的； 

(3)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 

(4)其他应当延期的情形。 

二、诉讼中止 

诉讼中止，是指在诉讼进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一些法定特殊原因，使诉讼程序暂时难以继续进

行时，人民法院裁定暂停诉讼程序，等特殊原因消失以后再行恢复诉讼程序的法律制度。 

《民事诉讼法》第 15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 

(1)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 

(2)一方当事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 

(3)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4)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 

(5)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 

(6)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 

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 

三、诉讼终结 

诉讼终结，是指在诉讼进行过程中，因发生某种法定的特殊原因，使诉讼程序无法继续进行或

者继续进行已无必要时，由人民法院裁定终结诉讼程序的法律制度。 

《民事诉讼法》第 15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结诉讼： 

(1)原告死亡，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诉讼权利的； 

(2)被告死亡，没有遗产，也没有应当承担义务的人的； 

(3)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死亡的； 

(4)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以及解除收养关系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死亡的。 

作业： 

1、简述反诉的概念和特征。 

2、反诉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3、简述反诉与反驳的区别。 

4、如何理解反诉与本诉的牵连性？ 

5、什么是诉的合并？什么是诉的分离？ 

6、试析诉的变更与诉的追加？ 

7、什么是延期审理？延期审理适用哪些情形？ 

8、什么是诉讼中止？什么是诉讼终结？分别适用哪些情形？ 

9、怎样理解延期审理与诉讼中止的区别？ 

第十七章  法院裁判 

教学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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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计划讲授 2学时。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了解裁判的各种形式；理解判决、裁定、决定的概念和特点；掌握判决、

裁定、决定的适用范围和效力。 

第一节  法院裁判概述 

一、法院裁判的概念与特征 

在民事诉讼中，法院裁判，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终结之前，人民法院对所审理案件的实体争议、

程序争议或者其他特定问题作出判定的民事诉讼行为。 

法院裁判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1、国家意志性 

2、是非明断性 

3、高度程序保障性 

4、终结性 

二、民事诉讼中裁判的分类 

（一）不同审判阶段的裁判 

以审判阶段作为标准，裁判可以分为一审裁判、二审裁判与再审裁判。 

（二）不同审级的裁判 

以审级制度为标准，裁判可以分为初审裁判、复审裁判与终审裁判。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只有

初审裁判与终审裁判。 

（三）不同当事人出庭情况的裁判 

以当事人出庭的不同情况为标准，裁判可分为对席裁判、按撤诉处理裁判与缺席裁判。 

（四）不同效力的裁判 

以裁判的效力为标准，裁判可以分为终局裁定与中间裁定。 

（五）不同审判对象的裁判 

以审判对象作为标准，裁判可以分为全部裁判、部分裁判与追加裁判。 

三、法院裁判的功能 

（一）权利确认功能 

（二）争议解决功能 

（三）法制宣教功能 

第二节  判决与判决书 

一、民事判决的概念及特点 

民事判决，是指人民法院经过对案件审理，就当事人之间的实体争议所作出的评判。 

民事判决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民事判决是人民法院最基本的结案方式 

2、民事判决是严格适用实体法的结果 

3、民事判决以法院和法官（或人民陪审员）的双重权威作为其公信力的保障 

二、民事判决的法律效力 

民事判决的法律效力，是指民事判决所产生的约束力与法律上的强制力。 

民事判决的法律效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作出判决的法院的效力 

（二）对审判对象的效力 

（三）对当事人的效力 

三、民事判决书的内容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判决书应当写明以下内容： 

1、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 

2、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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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判决结果和诉讼费用的负担 

4、上诉期间和上诉的法院 

5、判决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第三节  裁定与裁定书 

一、民事裁定的概念和特点 

民事裁定，是指人民法院对程序问题进行处理时所作的判定。 

民事裁定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民事裁定既可以是人民法院的一种结案方式，也可以是解决诉讼过程中阶段性程序问题的
一种方式。 

2、裁定的适用阶段具有全程性。 

3、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救济途径具有灵活性。 

4、对于允许上诉的裁定，上诉期间短于对判决的上诉期间。 

二、民事裁定的适用范围与效力 

（一）民事裁定的适用范围 

《民事诉讼法》第 154条第 1款、第 2款规定： 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1、不予受理； 

2、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3、驳回起诉； 

4、保全和先予执行； 

5、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6、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7、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 

8、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9、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10、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11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 

（二）民事裁定的效力 

民事裁定同民事判决一样，对法院、裁定事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 

三、裁定书的内容 

民事裁定书主要应当写明以下内容： 

1、案由、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的基本情况。 

2、认定的事实、理由、法律依据。 

3、裁定的内容。 

4、救济途径。 

5、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标明作出裁定的日期。 

四、判决、裁定的说理性与公众查阅权 

《民事诉讼法》第 152 条规定： 判决书应当写明判决结果和作出该判决的理由。判决书内容

包括： 

 (一)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 

 (二)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适用的法律和理由； 

 (三)判决结果和诉讼费用的负担； 

 (四)上诉期间和上诉的法院。 

判决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民事诉讼法》第 154条第 3款规定：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

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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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第 156条规定：公众可以查阅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但涉及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除外。 

第四节  决定与决定书 

一、民事决定的概念 

民事决定，是指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对某些特殊事项依法作出的裁断。 

二、民事决定的适用范围及效力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下述情形适用民事决定： 

1、决定是否回避； 

2、决定是否准许顺延期限； 

3、决定是否就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采取强制措施及采取哪种强制措施； 

4、决定是否缓交、减交、免交诉讼费用； 

5、决定是否再审。 

解决特殊事项的民事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民事决定书的内容 

民事决定可以采取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民事决定书是民事决定的书面表达形式。 

因解决特定事项的差异，决定书的内容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不过，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 

1、首部 

应当写明作出决定的法院名称、决定书标题和编号、案由、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2、正文 

应当写明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和决定内容。 

3、尾部 

应当有作出决定的法院的印章、作出决定的审判人员的签名，记明是否准许申请复议，并写明

作出决定的时间。 

作业： 

1、如何理解判决的效力？ 

2、简述裁定的适用范围。 

3、简述决定的适用范围。 

第十八章  特别程序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计划讲授 2学时。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了解特别程序的概念、性质；理解特别程序与通常诉讼程序的区别；掌

握特别程序的适用范围、各类不同案件的审判和救济程序等。 

第一节  特别程序概述 

一、特别程序的概念 

特别程序，是指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理和解决某些特殊类型案件适用的审

判程序的总称。 

二、特别程序的特征 

（一）特别程序是几类不同审判程序的总称 

（二）特别程序以非讼法理为基础进行程序设计 

（三）特别程序的审理结构特殊 

三、特别程序的适用范围 

（一）选民资格案件 

（二）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 

(三)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案件 

（四）认定财产无主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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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确认调解协议案件 

（六）实现担保物权案件 

第二节  选民资格案件 

一、选民资格案件的概念 

选民资格案件，是指公民对选举委员会公布的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向选举委员会申诉后，对

选举委员会就其申诉所作的处理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 

人民法院处理选民资格案件的审判程序，就是选民资格案件程序。 

二、选民资格案件程序的特点 

（一）选民资格案件程序是特殊类型的诉讼程序 

（二）选民资格案件以选举委员会对选民资格的申诉处理作为前置程序 

（三）选民资格案件程序仅解决选民资格问题 

（四）选民资格案件的起诉和裁判均有期间限制 

三、选民资格案件的审判程序 

（一）起诉与受理 

1、管辖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81条的规定，选民资格案件由选区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2、起诉人 

选民资格案件起诉人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也可以是与本案

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 

3、诉讼参加人 

选民资格案件的诉讼参加人包括起诉人、选举委员会的代表和有关公民。 

（二）审理与判决 

1、审判组织 

选民资格案件必须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与裁判，不得由一名审判员独任审理。 

2、判决 

人民法院对选民资格案件开庭审理后，认为起诉人的起诉理由成立的，应当判决撤销选举委员

会对申诉所作的处理决定；认为起诉人的起诉理由不成立的，应当判决驳回起诉人的起诉。 

3、判决书的送达与效力 

人民法院对选民资格案件作出的判决，应当在选举日前送达选举委员会和起诉人，并通知有关

公民。 

人民法院对选民资格案件实行一审终审，所作的判决一经送达就立即发生法 

律效力，当事人不得提起上诉。 

第三节  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 

一、宣告失踪案件 

（一）宣告失踪案件的概念 

宣告失踪案件，是指公民离开自己的住所地下落不明，经过法律规定的期限仍无音讯，经利害

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宣告该公民为失踪人的案件。 

人民法院处理宣告失踪案件的审判程序，称为宣告失踪案件程序。 

（二）宣告失踪案件的审理程序 

1、申请和受理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宣告公民失踪，应当由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 

申请宣告公民失踪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必须有公民下落不明满 2年的事实； 

(2)必须是与下落不明的公民有利害关系的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3)必须采用书面形式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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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 

2、审理和判决。 

(1)发布寻找下落不明人公告； 

 (2) 清理下落不明人财产； 

（3）作出判决。 

（三）宣告失踪的法律后果 

1、财产由代管人代管 

公民被宣告失踪后，人民法院应当为失踪人指定财产代管人。 

2、身份关系不发生变化 

公民被宣告失踪以后，其民事权利能力并不因此而消灭。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在被宣告失

踪期间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与失踪人人身有关的民事法律关系（如婚姻、收养关系等），也

不发生变化。 

（四）失踪人重新出现的处理 

失踪人重新出现时，经该公民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查证属实后，应当作出新判

决、撤销原判决。 

宣告失踪的判决撤销后，代管人丧失管理该公民财产的权利，并应当负责返还财产及其收益。

代管人所支出的必要费用，有权要求该公民偿付。 

二、宣告死亡案件 

（一）宣告死亡案件的概念 

宣告死亡案件，是指公民离开自己的住所或居所，下落不明已满法定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利害

关系人的申请，依法宣告该公民死亡的案件。 

人民法院处理申请宣告死亡案件的审判程序，称为宣告死亡案件程序。 

（二）宣告死亡案件的审理程序 

1、申请和受理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宣告公民死亡，应当由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 

申请宣告公民死亡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必须有公民离开自己的最后住所或居所下落不明的事实； 

（2）公民下落不明的状态达到法定期限； 

（3）由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 

（4）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2、审理和判决。 

(1)发布寻找下落不明人公告； 

(2)清理下落不明人财产； 

(3)作出判决。 

（三）宣告死亡的法律后果 

公民被宣告死亡与自然死亡的后果基本相同。主要表现为：宣告死亡结束了该公民以自己的住

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活动中心所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该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因宣告死亡而终止，

与其人身有关的民事权利义务随之终结，如婚姻关系自然终止，继承因宣告死亡而开始。但是，如

果被宣告死亡的公民在异地生存，仍然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其民事行为仍然有效。 

（四）宣告死亡人重新出现的处理 

失踪人重新出现时，经该公民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查证属实后，应当作出新判

决、撤销原判决。 

新判决生效后，被宣告死亡的公民的民事权利随之恢复。被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的公民，有权请

求返还财物，原物存在的应返还原物；原物不存在或受损的，应给予适用的补偿。 

该公民因宣告死亡而消灭的人身关系，有条件恢复的，可以恢复；原配偶在该公民被宣告死亡

期间，尚未再婚的，夫妻关系从撤销宣告死亡判决之日起自行恢复；原配偶再婚，或者再婚后又离

婚，或再婚后配偶又死亡的，其夫妻关系不能自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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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宣告死亡公民的子女被他人收养的，宣告死亡的判决被撤销后，该公民不得单方面解除收养

关系，但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以此为由同意解除收养关系的，不在此限。 

第四节  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 

一、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的概念 

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是指人民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对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或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人，按照法定程序，认定并宣告该公民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案件。 

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的程序，分别称为认定公民无

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程序和认定公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程序。 

二、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的审理程序 

（一）申请 

1、申请的条件 

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应当由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申请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具有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定事由； 

(2)申请人为利害关系人； 

(3)受申请的人民法院享有管辖权。 

2、申请的形式 

利害关系人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必须采取书面形式。 

（二）鉴定或者诊断 

人民法院受理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后，必要时应当对被申请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的公民进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或者医学诊断、鉴定，以取得科学依据。 

申请人已提供鉴定意见的，应当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对鉴定意见有怀疑的，可以重新鉴定。 

（三）审理和判决 

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案件，应当由该公民的近亲属作

代理人，但申请人除外。 

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申请成立的，应当作出判决，认定该公

民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为其指定监护人；认为申请人的申请没有根据或

根据不足的，应当作出判决，驳回申请人的申请。 

（四）判决的撤销 

判决原因消除后，人民法院根据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或者他的监护人的申

请，应当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恢复该公民行为能力。 

第五节 认定财产无主案件 

一、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的概念 

认定财产无主案件，是指人民法院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查明属

实后作出判决，将归属不明的有形财产认定为无主财产，并将其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案件。 

人民法院处理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的程序，称为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程序或者认定财产无主程序。 

二、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的条件 

（一）需要认定的财产必须是有形财产 

（二）财产失去所有人或者所有人不明 

（三）失去所有人或者所有人不明已满法定期间 

（四）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 

（五）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三、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的审理程序 

（一）申请和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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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由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财产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申请

书应写明财产的种类、数量以及要求认定财产无主的根据。 

（二）发出财产认领公告 

人民法院受理认定财产无主的申请后，经审查核实，应当发出财产认领公告，寻找该财产的所

有权人，公告期为 1年。 

（三）判决 

公告期满 1年无人认领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认定财产无主，并将财产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

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一经送达，立即生效，任何人不得提起上诉；公告期间有人对财产提出请求

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特别程序，告知申请人另行起诉，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 

四、认定财产无主判决的撤销 

认定财产无主的判决生效后，原财产所有人或者继承人出现，在诉讼时效期间可以对财产提出

请求。人民法院审查属实后，应当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原判决撤销后，已被国家或集体取得

的财产，应将其返还原主。原财产尚在的，应返还原财产；原财产不存在的，可以返还同类财产，

或者按照原财产的实际价值折价返还。 

第六节  确认调解协议案件 

一、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的概念 

确认调解协议案件，是指人民法院根据调解协议当事人的申请，对调解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进行审查，并作出调解协议是否有效的裁定的案件。 

人民法院受理、审查和裁定调解协议法律效力的案件的程序，称为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程序，也

称为司法确认程序。 

二、申请确认调解协议的条件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94条的规定，申请确认调解协议，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法律明确规定此类调解协议可由人民法院进行司法确认的，当事人才能提出司法确认申请；法

律没有明确规定可以申请司法确认的，当事人不得提出司法确认申请。 

（二）在法定期间内提出申请 

当事人应当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提出司法确认申请，逾期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裁

定驳回申请。 

（三）协议当事人共同提出申请 

申请确认调解协议，应当由协议的各方当事人共同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而不能由一方当事人

单独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四）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 

申请确认调解协议，应当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础人民法院提出。 

三、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的审查程序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的审查程序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申请 

当事人提出申请是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的必经程序。没有当事人提出申请，人民法院不得依职权

确认调解协议，调解组织也无权主动申请人民法院确认调解协议。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55 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可以采用书面形式或者

口头形式。当事人口头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入笔录，并由当事人签名、捺印或者盖章。  

（二）受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57 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

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1）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的；  

（2）不属于收到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的；  

（3）申请确认婚姻关系、亲子关系、收养关系等身份关系无效、有效或者解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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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涉及适用其他特别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程序审理的；  

（5）调解协议内容涉及物权、知识产权确权的。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发现有上述不予受理情形的，应当裁定驳回当事人的申请。  

（三）审查 

人民法院受理确认调解协议申请后，应当依法进行审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78条的规定，

确认调解协议案件一般由审判员独任审理，重大、疑难的案件 

也可能组成合议庭进行合议。 

2015年《民诉解释》第 358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相关情况时，应 

当通知双方当事人共同到场对案件进行核实。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的陈述或者提供的

证明材料不充分、不完备或者有疑义的，可以要求当事人限期补充陈述或者补充证明材料。必要时，

人民法院可以向调解组织核实有关情况。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59 条规定：确认调解协议的裁定作出前，当事人撤回申请的，人民

法院可以裁定准许。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在限期内补充陈述、补充证明材料或者拒不接受询问的，

人民法院可以按撤回申请处理。 

（四）裁定 

审查结束，人民法院应当作出审查结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裁定的

方式作出审查结论：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调解协议有效；不 

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60 条规定：经审查，调解协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

定驳回申请：  

（1）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  

（2）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  

（3）违背公序良俗的；  

（4）违反自愿原则的；  

（5）内容不明确的；  

（6）其他不能进行司法确认的情形。 

四、确认调解协议的法律后果 

《民事诉讼法》第 195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

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裁定驳回申请的，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解方式变更原

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节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 

一、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概念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是指在设定了担保物权的债权债务关系中，担保物权人或者其他有权请求

实现担保物权的人，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案件。 

人民法院审理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案件的程序，称为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程序。 

二、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条件 

（一）存在担保物权 

当事人申请实现担保物权，必须以担保物权的存在为前提。担保物权的存在又以有担保的债权

债务关系的存在为基础。因此，存在有担保的债权债务关系， 

是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基本条件。 

（二）具有法定的申请事由 

当事人申请实现担保物权，其实质就是当事人不经诉讼程序直接请求由人 

民法院拍卖、变卖担保财产。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可以不经诉讼程序而直接由人民法院拍卖、变卖财产的情形包括三种，

因此，申请实现担保物权应当具备下列三种事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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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 

2、经出质人请求，质权人不在债务履行期间届满后及时行使质权 

3、经债务人请求，留置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间届满后不行使留置权 

（三）申请人依法具有申请资格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涉及的担保物权不同，申请人的资格不同：涉及抵押权的，抵押权人

和抵押人具有申请资格；涉及质权的，质权人和出质人具有申请资格；涉及留置权的，留置权人、

财产被留置的债务人或者所有权人具有申请资格。 

（四）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由担保财产所在地或者担保物权登记地基层人

民法院管辖。 

三、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审理程序 

（一）申请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只有经当事人申请才能启动，人民法院不得依职权进行。 

2015年《民诉解释》第 367条规定： 申请实现担保物权，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记明申请人、被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具

体的请求和事实、理由；  

（2）证明担保物权存在的材料，包括主合同、担保合同、抵押登记证明或者他项权利证书，

权利质权的权利凭证或者质权出质登记证明等；  

（3）证明实现担保物权条件成就的材料；  

（4）担保财产现状的说明；  

（5）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二）受理 

只要当事人的申请符合形式要求，即提交了必要的文件和材料，且受申请的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68 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在 5 日内向被申请人送达申

请书副本、异议权利告知书等文书。 被申请人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通知后的 5 日内向

人民法院提出，同时说明理由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 

（三）审查 

人民法院受理实现担保物权申请后，应当立案审查。 

根据 2015年《民诉解释》第 369条、第 370条、第 371条的规定，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可以由

审判员一人独任审查。担保财产标的额超过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范围的，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  

人民法院审查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可以询问申请人、被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必要时可以依职

权调查相关事实。 

人民法院应当就主合同的效力、期限、履行情况，担保物权是否有效设立、担保财产的范围、

被担保的债权范围、被担保的债权是否已届清偿期等担保物权实现的条件，以及是否损害他人合法

权益等内容进行审查。  

被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审查。 

（四）裁定 

2015年《民诉解释》第 37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后，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1）当事人对实现担保物权无实质性争议且实现担保物权条件成就的，裁定准许拍卖、变卖

担保财产；  

（2）当事人对实现担保物权有部分实质性争议的，可以就无争议部分裁定准许拍卖、变卖担

保财产；  

（3）当事人对实现担保物权有实质性争议的，裁定驳回申请，并告知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74 条规定：适用特别程序作出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

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作出该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或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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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立的，作出新的判决、裁定撤销或者改变原判决、裁定；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对人民法院作出的确认调解协议、准许实现担保物权的裁定，当事人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裁

定之日起 15 日内提出；利害关系人有异议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 6

个月内提出。 

作业： 

1、简述特别程序的概念、特征和适用范围。 

2、特别程序与通常诉讼程序之间有哪些区别？ 

3、选民资格案件的性质是什么？其审理程序有何特点？ 

4、申请宣告公民失踪、宣告公民死亡的条件分别是什么？ 

5、法院判决宣告公民失踪、宣告公民死亡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6、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的程序具有哪些特点？ 

7、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程序有何现实意义？ 

8、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程序有何现实意义？ 

9、如何看待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程序的性质？ 

第十九章  督促程序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计划讲授 3学时。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了解督促程序的概念和特点；理解督促程序的适用范围；掌握支付令的

申请条件和效力，债务人对支付令的异议，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等。 

第一节  督促程序概述 

一、督促程序的概念 

督促程序，是指债权人请求人民法院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督促债务人履行给付金钱或者有价

证券义务的特殊审判程序。 

二、督促程序的特点 

（一）适用范围的特定性 

督促程序只能适用于请求给付金钱和有价证券的案件，并以债权人与债务人没有其他债务纠纷

和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为条件。 

（二）审查过程的简捷性 

人民法院受理债权人的申请后，仅就债权人提供的事实、证据进行审查，无须传唤债务人，更

不需开庭审理，不需要对债权债务的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 

（三）程序适用的选择性 

督促程序并非处理以给付金钱或者有价证券为内容的债权债务关系案件的必经程序或者唯一

程序，当出现可以适用督促程序的情形时，债权人是依督促程序还是依通常诉讼程序来主张债权，

由债权人选择。 

第二节  支付令的申请与受理 

一、支付令的申请 

（一）申请支付令的条件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14条和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29条的规定，债权人申请支付令，

符合下列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在收到支付令申请书后 5日内通知债权人：  

1、请求给付金钱或者汇票、本票、支票、股票、债券、国库券、可转让的存款单等有价证券；  

2、请求给付的金钱或者有价证券已到期且数额确定，并写明了请求所根据的事实、证据；  

3、债权人没有对待给付义务；  

4、债务人在我国境内且未下落不明；  

5、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  

6、收到申请书的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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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债权人未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  

不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支付令申请书后 5日内通知债权人不予受理。基层人

民法院受理申请支付令案件，不受债权金额的限制。 

（二）支付令申请的管辖法院 

债权人的支付令申请应当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27 条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债权人可以向其中一

个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债权人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的，由最先立

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三）申请支付令的方式 

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应当提交申请书，并附债权文书。 

二、支付令的受理 

对于债权人提出的支付令申请，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受理。 

《民事诉讼法》第 215条规定： 债权人提出申请后，人民法院应当在 5日内通知债权人是否

受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28 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收到债权人的支付令申请书后，认为申请书

不符合要求的，可以通知债权人限期补正。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 5日内通知债权人

是否受理。  

第三节  支付令的签发与效力 

一、督促程序的审判组织 

督促程序适用独任制审理。人民法院受理支付令申请后，应当指定 1名审判员对案件进行独任

审查，并决定是否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 

二、支付令的签发 

《民事诉讼法》第 216条第 1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债权人提供的事实、证据，

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 15 日内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申请不成立的，

裁定予以驳回。 

三、支付令的送达 

支付令应当实际送达债务人，即以能够确定债务人本人实际收到支付令的方式送达。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31 条规定：向债务人本人送达支付令，债务人拒绝接收的，人民法

院可以留置送达。 

四、支付令的效力 

（一）督促债务人清偿债务的效力 

《民事诉讼法》第 216条第 2款规定：债务人应当自收到支付令之日起 15日内清偿债务，或

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二）强制执行的效力 

《民事诉讼法》第 216条第 3款规定：债务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间不提出异议又不履行支付令的，

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五、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受理支付令申请后，经审查认为支付令申请不能成立的，如债权人提供的事实和证据

不充分、申请不符合其他条件等，应当在 15日内裁定驳回申请。 

第四节  债务人异议与督促程序终结 

一、债务人异议 

（一）债务人异议的概念 

债务人向签发支付令的人民法院提出的，不服支付令确定的给付义务的法律意见，称为债务人

异议。 

（二）债务人异议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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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债务人的异议必须是针对支付令所确定的债务本身提出 

债务人应当针对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存在、合法，数额是否属实，偿还期限是否己届满，是否存

在其他债务纠纷等问题，提出书面异议。 

2、债务人的异议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出 

债务人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发出的支付令的次日起 15日内提出异议。 

3、债务人异议必须向发出支付令的人民法院提出 

债务人向其他机关或者其他人民法院提出的不同意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属于债务

人异议，不影响支付令的效力。 

4、异议必须以书面的形式提出 

口头提出的异议无效，不影响支付令的效力。 

 (三)债务人异议的审查 

《民事诉讼法》第 217条第 1款规定： 人民法院收到债务人提出的书面异议后，经审查，异

议成立的，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支付令自行失效。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37规定： 经形式审查，债务人提出的书面异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异议成立，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支付令自行失效：  

（1）本解释规定的不予受理申请情形的；  

（2）本解释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情形的；  

（3）本解释规定的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情形的；  

（4）人民法院对是否符合发出支付令条件产生合理怀疑的。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38 规定：债务人对债务本身没有异议，只是提出缺乏清偿能力、延

缓债务清偿期限、变更债务清偿方式等异议的，不影响支付令的效力。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异议不

成立的，裁定驳回。 

(四)债务人异议的效力 

1、督促程序终结 

债务人提出的异议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相关程序不再继续。 

2、支付令失效 

《民事诉讼法》第 217条第 1款规定： 人民法院收到债务人提出的书面异议后，经审查，异

议成立的，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支付令自行失效。 

3、转入诉讼程序，但申请支付令的一方当事人不同意提起诉讼的除外。 

《民事诉讼法》第 217条第 2款规定：支付令失效的，转入诉讼程序，但申请支付令的一方当

事人不同意提起诉讼的除外。 

二、督促程序的终结 

（一）自然终结 

督促程序的自然终结，即督促程序的正常结束，是指债务人履行了支付令要求的清偿义务，或

者债务人虽未清偿债务，但在法定期间内没有对支付令提出异议，从而使支付令发生法律效力，终

结督促程序。 

（二）裁定终结 

督促程序裁定终结，即督促程序的非正常结束。 

1、债务人异议成立 

2、人民法院发出支付令之日起 30日内无法送达债务人 

3、人民法院受理支付令申请后，债权人就同一债权债务关系又提起诉讼 

4、债务人收到支付令前，债权人撤回申请的 

三、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40 条规定：支付令失效后，申请支付令的一方当事人不同意提起诉

讼的，应当自收到终结督促程序裁定之日起 7日内向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支付令的一方

当事人不同意提起诉讼的，不影响其向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41条规定： 支付令失效后，申请支付令的一方当事人自收到终结督



364 

促程序裁定之日起 7日内未向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表明不同意提起诉讼的，视为向受理申请的人民

法院起诉。债权人提出支付令申请的时间，即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时间。 

四、生效支付令错误的救济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43 条规定：人民法院院长发现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支付令确有

错误，认为需要撤销的，应当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裁定撤销支付令，驳回债权人的申

请。  

作业： 

1、简述督促程序的概念和特点。 

2、申请支付令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3、简述支付令的效力。 

4、如何理解支付令的异议？ 

5、简述督促程序终结的情形。 

6、简述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 

第二十章 公示催告程序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计划讲授 3学时。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了解了解公示催告程序的特点和适用范围；掌握提起公示催告程序的条

件和公示催告审理程序的规定等。 

第一节  公示催告程序概述 

一、公示催告程序的概念 

公示催告程序，是指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以公告的方法，告知并催促不明确的利害关

系人在一定期限内申报权利，到期无人申报权利的，根据申 

请人的申请依法作出除权判决的程序。 

二、公示催告程序的特征 

公示催告程序是一种独立的、特殊的审判程序，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一）程序非讼性 

1、公示催告程序不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只是确认失票人的 

权利。 

2、在公示催告程序中只有申请人一方，没有双方当事人。 

3、公示催告程序实行一审终审，且不适用再审程序。 

（二）适用范围的限定性 

公示催告程序仅适用于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遗失、灭失或者被盗以及法律规 

定可以公示催告的其他事项。 

（三）程序制度的独特性   

1、公示催告程序由公示催告和除权判决两个阶段组成 

2、公示催告程序的两个阶段均由申请人申请而启动 

3、公示催告程序的两个阶段分别由两个不同组成方式的审判组织审理 

4、公示催告程序的两个阶段分别发布两个公告 

三、公示催告程序的适用范围 

（一）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遗失、灭失或被盗 

（二）依法可以公示催告的其他事项 

第二节  公示催告案件的审理程序 

一、公示催告的申请 

（一）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示催告程序的申请人应当是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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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律规定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其他事项的持有人。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44条规定： 民事诉讼法第 218条规定的票据持有人，是指票据被盗、

遗失或者灭失前的最后持有人。 

（二）公示催告案件的管辖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申请公示催告，由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三）申请公示催告的方式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18条第 2款规定，申请公示催告应当采取书面方式，即申请人应当向

人民法院递交申请书。 

(四)公示催告的撤回 

在人民法院发出公示催告之前，公示催告申请人可以撤回申请。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55 条规定：公示催告申请人撤回申请，应在公示催告前提出；公示

催告期间申请撤回的，人民法院可以径行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 

二、审查与受理 

人民法院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应当立即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受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45 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公示催告的申请后，应当立即审查，并决

定是否受理。经审查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通知予以受理，并同时通知支付人停止支付；认为不符

合受理条件的，7日内裁定驳回申请。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46 条规定：因票据丧失，申请公示催告的，人民法院应结合票据存

根、丧失票据的复印件、出票人关于签发票据的证明、申请人合法取得票据的证明、银行挂失止付

通知书、报案证明等证据，决定是否受理。 

三、确定审判组织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54条规定：适用公示催告程序审理案件，可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判决宣告票据无效的，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 

四、发出停止支付通知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19 条的规定， 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申请，应当同时通知支付人停止支

付。 

《民事诉讼法》第 220条的规定：支付人收到人民法院停止支付的通知，应当停止支付，至公

示催告程序终结。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56条规定：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220条规定通知支付人停止

支付，应当符合有关财产保全的规定。支付人收到停止支付通知后拒不止付的，除可依照民事诉讼

法第 111条、第 114四条规定采取强制措施外，在判决后，支付人仍应承担付款义务。 

五、发出公示催告的公告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19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申请，应当同时通知支付人停止支付，

并在 3日内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公示催告的期间，由人民法院根据情况决定，但

不得少于 60日。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48 条规定：  公告应当在有关报纸或者其他媒体上刊登，并于同日

公布于人民法院公告栏内。人民法院所在地有证券交易所的，还应当同日在该交易所公布。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49条规定：公告期间不得少于 60日，且公示催告期间届满日不得早

于票据付款日后 15日。  

六、申报权利 

（一）申报权利的主体 

申报权利的主体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申报人必须是公示催告的利害关系人；二是申报

人必须持有受公示催告的票据或者其他事项的权利凭证。 

（二）申报的地点与期间 

利害关系人应当向发出公示催告公告的人民法院申报权利，并且利害关系人应在公示催告期间

内或除权判决前申报权利。 

（三）申报的形式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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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即提交票据权利申报书。申报书应当写

明申报权利请求、理由和事实等事项，并应当向人民法院出示票据正本或者法律规定的证据。 

（四）申报权利的法律后果 

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向法院出示票据，并通知公示催告申请人在指定的

期间查看该票据。公示催告申请人申请公示催告的票据与利害关系人出示的票据不一致的，应当裁

定驳回利害关系人的申报；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成立的，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并通知申请

人和支付人。 

第三节  除权判决 

一、除权判决的概念 

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后，无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或者申报依法被驳回的，人民法院应根据申请

人的申请，作出宣告票据无效的判决。这种判决被称为除权判决。 

二、除权判决的程序 

（一）申请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52 条规定：在申报权利的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或者申报被驳回的，

申请人应当自公示催告期间届满之日起 1个月内申请作出判决。逾期不申请判决的，终结公示催告

程序。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和支付人。 

（二）合议庭合议 

申请人在法定期间内申请除权判决的，人民法院应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查和评议。 

（三）判决与公告 

合议庭经审查和评议，确信除申请人外没有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应当判决原票据无效。 

除权判决应当公告，并通知支付人。除权判决一旦作出并公告，票据权利即与票据权利发生分

离。 

（四）判决效力 

1、票据失去效力。 

2、丧失票据的权利人（即公示催告申请人）虽不持有票据，却取得了票据上记载的权利。 

3、票据债务人与不持有票据的权利人之间产生了债权债务关系。 

4、公示催告程序终结。 

三、对未申报权利的利害关系人的救济 

(一)救济方式——起诉 

《民事诉讼法》第 223 条规定： 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 1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 

(二)利害关系人起诉的条件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利害关系人起诉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利害关系人在判决前没有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 

2、利害关系人没有申报权利有正当理由 

3、利害关系人必须在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 1年内起诉请求撤销除权判决 

4、利害关系人必须向作出除权判决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利害关系人起诉的审理与裁判 

根据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59条、第 460条、第 461条的规定： 

1、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按票据纠纷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2、民事诉讼法第 223条规定的正当理由，包括：  

（1）因发生意外事件或者不可抗力致使利害关系人无法知道公告事实的；  

（2）利害关系人因被限制人身自由而无法知道公告事实，或者虽然知道公告事实，但无法自

己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申报权利的；  

（3）不属于法定申请公示催告情形的；  

（4）未予公告或者未按法定方式公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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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导致利害关系人在判决作出前未能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的客观事由。  

3、利害关系人请求人民法院撤销除权判决的，应当将申请人列为被告。 

4、利害关系人仅诉请确认其为合法持票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写明，确认利害关

系人为票据权利人的判决作出后，除权判决即被撤销。 

练习： 

1、简述公示催告程序的概念和特点。 

2、公示催告程序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3、申请公示催告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4、什么是除权判决？其效力如何？ 

民事执行程序编 

说明：民事执行法学已经成为我校一门独立的限选课程，教学大纲单独编写。因此，执行程序

编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七章的内容，见民事执行法学课程教学大纲。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编 

本编是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基本问题的论述。学习本编，有助于了解和掌握涉外民事诉讼程

序的基本理论，理解有关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并对涉外民事诉讼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第二十八章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概述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计划讲授 0、5学时。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了解涉外民事诉讼的概念和特点；理解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掌握涉外民

事诉讼程序应遵循的一般原则。 

第一节  涉外民事诉讼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 

一、涉外民事诉讼的概念与特征 

（一）涉外民事诉讼的概念 

涉外民事诉讼是指具有涉外因素的民事诉讼。具体而言，是指人民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和其他诉

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审理和解决涉外民事案件的活动。 

2015年《民诉解释》第 52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案件：  

（1）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的；  

（2）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  

（3）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  

（4）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  

（5）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案件的其他情形。 

（二）涉外民事诉讼的特征 

与国内民事诉讼相比较，涉外民事诉讼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1、涉外民事诉讼涉及国家主权问题 

2、涉外民事诉讼在具体制度上具有其特殊性 

3、涉外民事诉讼涉及不同国家法院之间的配合与协助 

二、涉外民事诉讼程序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受理、审判和执行涉外民事案件，以及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

所遵循的法定程序。 

第二节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一般原则 

一、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 259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适用本编规定。

本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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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适用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 260条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民事诉讼法有不同规定的，适

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三、司法豁免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 261条规定：对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外国组织或者国际组织提起

的民事诉讼，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

办理。 

四、使用我国通用语言文字的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 26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应当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的

语言、文字。当事人要求提供翻译的，可以提供，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五、委托我国律师代理诉讼的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 263条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人民法院起诉、应诉，

需要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必须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律师。 

练习： 

1、简述涉外民事诉讼的概念和特点。 

2、简述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应遵循的一般原则。 

第二十九章  涉外民事诉讼管辖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计划讲授 0、5学时。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了解涉外民事诉讼管辖的概念；掌握涉外民事诉讼管辖的确定原则、涉

外民事诉讼管辖的种类和涉外民事诉讼管辖的特殊处理。 

第一节  涉外民事诉讼管辖的概念和原则 

一、涉外民事诉讼管辖的概念 

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是指我国人民法院对具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案件享有的审判权限以及人民法

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涉外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 

二、我国确定涉外民事诉讼管辖的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确定涉外民事诉讼的管辖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诉讼与法院所在地实际联系的原则 

（二）尊重当事人的原则 

（三）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 

第二节  涉外民事诉讼管辖的种类及特殊处理 

一、涉外民事诉讼管辖的种类 

（一）牵连管辖 

牵连管辖，是指根据涉外民事诉讼与法院所在地之间存在的一定牵连关系所确定的管辖。 

《民事诉讼法》第 265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

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二）专属管辖 

专属管辖，是指特定的涉外民事案件只能由我国法院管辖，其他外国法院无权管辖。 

《民事诉讼法》第 266 条规定：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

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 

（三）协议管辖 

协议管辖是当事人在争议发生之前或者争议发生之后以书面形式选择管辖法院的一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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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第 34 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

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

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531 条规定：涉外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

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侵权行为地等与争议

有实际联系地点的外国法院管辖。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33条和第 266条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院专属管辖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协议选择外国法院管辖，但协议选择仲裁的除外。  

（四）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的相关规定 

二、涉外民事诉讼管辖的特殊处理 

（一）不方便法院管辖原则 

不方便法院管辖原则，是指当一国法院对其享有管辖权的案件，因为行使管辖权审理案件存在

一定的困难，而由外国法院行使管辖权更加方便时，可以告知原告向更方便的外国法院提起诉讼。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532 条规定：涉外民事案件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

驳回原告的起诉，告知其向更方便的外国法院提起诉讼：  

（1）被告提出案件应由更方便外国法院管辖的请求，或者提出管辖异议；  

（2）当事人之间不存在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管辖的协议；  

（3）案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专属管辖；  

（4）案件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  

（5）案件争议的主要事实不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且案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  

（6）外国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且审理该案件更加方便。 

（二）管辖权的积极冲突 

管辖权的积极冲突，是指我国法院和外国法院对同一涉外民事争议均享有管辖权，从而产生管

辖权的积极冲突。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533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一

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起诉，而另一方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

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者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不

予准许；但双方共同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外国法院判决、裁定已经被人民法

院承认，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练习： 
1、简述涉外民事诉讼管辖的概念和确立涉外民事诉讼管辖遵循的原则。 
2、什么是牵连管辖？ 
3、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专属管辖的案件有哪些？ 
4、什么是不方便法院管辖原则？ 
5、什么是管辖权的积极冲突？管辖权的积极冲突如何解决？ 
第三十章  涉外送达与期间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计划讲授 0、5学时。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了解涉外民事诉讼送达的方式；掌握涉外民事诉讼期间的特点及特殊规定。 

第一节  涉外送达 

一、依照条约规定的方式送达 

二、通过外交途径送达 

三、委托我国驻外使领馆代为送达 

四、向受送达人的诉讼代理人送达  

五、向受送达人在我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 

六、邮寄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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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受送达人收悉的方式送达 

八、公告送达 

第二节  涉外期间 

一、涉外期间的特殊规定 

在涉外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在我国领域内有住所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七章第一节关于期

间的一般规定。当事人在我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四编第二十五章有关期间

的特别规定。 

（一）被告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期 

《民事诉讼法》第 268条规定：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起

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并通知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 30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申请延期的，是否

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民事诉讼法》第 269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不服第一审人民

法院判决、裁定的，有权在判决书、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提起上诉。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状

副本后，应当在 30 日内提出答辩状。当事人不能在法定期间提起上诉或者提出答辩状，申请延期

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二）上诉期间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538 条规定：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上诉期，对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领域内有住所的当事人，适用民事诉讼法第 164条规定的期限；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适用民事诉讼法第 269条规定的期限。当事人的上诉期均已届满没有上诉的，

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审限 

《民事诉讼法》第 27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期间，不受本法第 149条、176

条规定的限制。 

二、涉外特别期间的特点 

涉外特别期间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一）涉外特别期间较长 

（二）答辩期与上诉期可以延长，且适用特殊 

（三）对第一审判决与裁定的上诉期相同 

（四）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无审限限制 

练习： 

1、涉外民事诉讼的期间是如何规定的？ 

2、涉外民事诉讼的送达方式有哪些？ 

3、涉外民事诉讼期间具有哪些特点？ 

第三十一章  司法协助 

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计划讲授 0、5学时。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了解司法协助的概念和种类；掌握一般司法协助和特殊司法协助的含义、

内容、途径和程序。 

第一节  司法协助概述 

一、司法协助的概念 

司法协助，是指不同国家的法院之间，根据本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

互相协助代为一定诉讼行为的制度。 

二、司法协助的种类 

司法协助包括两种，即一般司法协助与特殊司法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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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一般司法协助 

一、一般司法协助的概念 

一般司法协助，也可以称为普通司法协助，是指不同国家的法院之间按照条约关系或者互惠原

则互相请求，代为送达文书、调查取证和其他诉讼行为的制度。这里的其他诉讼行为，通常是指代

为提供有关法律资料的行为。 

一般司法协助的内容包括三方面：代为送达文书、代为调查取证、代为提供有关法律资料。 

二、一般司法协助的途径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76条的规定，我国人民法院与外国法院之间进行一般司法协助，通常

有以下三种途径： 

（一）条约途径 

（二）外交途径 

（三）本国使领馆途径 

三、一般司法协助的程序 

（一）公约成员国之间的司法协助程序 

（二）订有司法协助协定国家之间司法协助的程序 

（三）仅有外交关系国家之间司法协助的程序 

第三节  特殊司法协助 

一、特殊司法协助的概念 

特殊司法协助，是指两国法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承认并执行对方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裁判和仲

裁机构仲裁裁决的制度。 

特殊司法协助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对外国法院裁判和仲裁机构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我国

法院的裁判和仲裁机构的裁决在国外的承认与执行。 

二、特殊司法协助的内容 

（一）对外国法院裁判和仲裁机构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1、对外国法院裁判的承认与执行 

（1）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裁判的前提； 

（2）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裁判的条件； 

（3）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裁判的程序。 

2、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1）承认与执行《纽约公约》缔约国作出的仲裁裁决； 

（2）承认与执行与我国有双边条约的国家作出的仲裁裁决； 

（3）承认与执行与我国没有有关条约关系的其他国家作出的仲裁裁决。 

（二）我国法院的裁判和仲裁机构的裁决在国外的承认与执行 

《民事诉讼法》第 280 条规定： 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被执行人

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

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 约的规定，

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如果被执

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

执行。 

练习： 

1、什么是司法协助？司法协助的根据是什么？ 

2、简述一般司法协助的内容和途径。 

3、特殊司法协助的内容是什么？ 

三、课程进度表 



372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民事诉讼 

第二章  民事诉讼法 
3  

2 
第三章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第四章  诉与诉权 
3  

3 第五章  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 2  

4 第六章  民事诉讼基本制度 2  

5 第七章  当事人 8  

6 第八章  法院和管辖 8 

第九章民事诉讼证据与证明，由于民

事证据已经成为我校独立的限选课

程，教学大纲单独编写。 

7 第十章  诉讼调解与和解 2  

8 第十一章  民事诉讼保障制度 4  

9 第十二章  第一审普通程序 8  

10 第十三章  简易程序 2  

11 第十四章  第二审程序 4  

12 第十五章  审判监督程序 4  

13 
第十六章  审判程序中的特殊情形； 

第十七章  法院裁判 
4  

14 第十八章  特别程序 2  

15 
第十九章  督促程序； 

第二十章  公示催告程序 
6 

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七章民事执行

编，由于民事执行已经成为我校独立

的限选课程，教学大纲单独编写。 

16 第二十八至第三十一章  涉外程序编 2  

四、说明 

1、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以课堂教学为主，课堂讨论和诉讼实践教学活动为辅，并有教师课外辅导答疑，也可以

采用网上辅导答疑方式，但不计入教学总学时之内。为强化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中采

用多媒体教学方式。 

2、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闭卷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考试百分制。 

3、作业要求： 

授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酌情布置相应作业。  

执笔：杨秀清、刘金华  审稿：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20日 

 

民法总论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课程号：302000153 

编写说明 

本大纲主要是为了配合《民法总论》的教学而编写。大纲由刘家安教授主编，编写人员为刘家

安、刘智慧、刘心稳、姚新华和寇广萍。中国政法大学民法研究所的全体教师参与了民法教学大纲

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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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必修课，实行闭卷考试。 

通过本课程的讲解和学生的学习，要实现下列目的： 

1．能够让学生领会民法的精神，比较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的民法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较为

系统地了解民法的基本原理、具体的各项法律制度及其相应的规范。 

2．能够理解各种基本民事权利的得、丧、变更，具备在具体社会关系中识别各种民事法律关

系的能力，并力求准确地表述基本民事权利义务的内容。 

3．具备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自己所学过的民法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法律问题

的能力。 

该课程以讲授民法总论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为核心内容，讲求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结合，既体

现民法学本身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逻辑性，又密切联系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来阐明民法的一系列

问题。在学习过程中，需要明确学习民法学应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并运用经济学、社

会学、法哲学、伦理学、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民事法律制度和民事法律现象。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 
10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一章  民法的意义 

一、民法与民法学 

（一）民法的定义 

民法是调整平等的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过程中发生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 

1．民法的语源 

2．民法的文化源 

3．民法的含义 

（二）民法的调整对象 

1.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 

财产关系是人们在社会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形成的以经济利益为内容的社会关系，

主要包括静态财产关系和动态财产关系。社会生活中的财产关系并不都是由民法调整。民法所调整

的财产关系具有主体地位平等的特点。民法所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是民事主体在从事

民事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以财产归属和财产流转为主要内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2.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 

人身关系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具有人身属性、与主体的人身不可分离、不是以经济利益而是

以特定精神利益为内容的社会关系，包括人格权关系和身份权关系。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会发生的人

身关系多种多样，但并非所有人身关系均由民法调整。民法也仅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民

法所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是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以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为内容的权利

义务关系。 

（三）实质意义上的民法与形式意义上的民法 

1.实质意义上的民法 

实质意义上的民法是指作为实体部门法的民法，是调整私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2.形式意义上的民法 

形式意义上的民法是指命名为民法典的特定制定法。民法典是按照一定的科学体例把涉及私人

之间关系的规范和制度体系化地编纂在一起的立法文件。 

二、民法的体系 

（一）民法的体系逻辑 

了解民法总则和民法分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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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民法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民法总论、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继承权和民事责

任制度。 

由于知识产权和继承权分别在《知识产权法》和《亲属法与继承法》课程中讲授，故在本门课

程中不做专门讲解。此外，鉴于另有《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两门课程单开，所以本课程中对

相关部分只从体系结构角度予以讲解，具体内容在相应课程中讲解。 

（二）民法的历史沿革 

1.西方民法的历史沿革 

2.中国民法的历史沿革 

了解新中国民事立法是与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文明同时进行的；新中国的民事立法正

在走向系统化、法典化、科学化。 

三、民法的本质、地位和作用 

（一）民法的本质 

1.公法和私法的划分 

2.公法与私法的融合 

（二）民法与其它法的关系 

1.民法与商法 

2.民法与经济法 

3.民法与行政法 

4.民法与刑法 

5.民法与劳动法 

四、民法的渊源 

（一）民法的渊源的概念 

在不同的法系，民法规范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二）民法的渊源的种类 

1.制定法 

【讨论问题】宪法是否可以作为民法渊源？ 

2.非制定法 

【讨论问题】法理、习惯及判例等是否可以作为我国民法的渊源？ 

五、民法的适用范围 

（一）时间上的适用范围 

由于实在法的时间性问题，民法的效力也要受到时间的限制。 

（二）空间上的适用范围 

民法的效力会受到空间的限制，或者说是受到地域范围的限制。 

（三）对人的适用范围 

对于一国法律的效力适用于哪些范围的人，各国或者地区的立法采两大主义：属人主义和属地

主义。属人主义是指凡一国国籍的人不问其在何处，均适用国籍国法律；属地主义是指凡居住或置

身于该国领域内，即不问其国籍如何均受该国法律调整。多数国家或地区基于国际交往的实际，一

般都在坚持一个标准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变通。 

第二章  民法的基本原则 

在讲授本章时，首先要他们了解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及其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其次要让让学

生知道有那些基本原则以及它们各自的内容和价值。 

一、概念、演变及作用 

民法基本原则是指在价值观上支撑民法基本理念，在体系上贯穿民法全体，在内在逻辑上相互

支撑，以至构建起民法核心内容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些基本原则是立法者为了实现法律的目的而积

极追求的信条。 

在大陆法系民法里，作为柔化立法的刚性、补充成文法局限性的工具，基本原则是一项必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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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设计。在立法技术上，基本原则就成为法律体系中的必备设置，它以一些原则、抽象，甚至是

模糊的概念（如公平）作为法律的直接规定，并以其巨大的包容面和解释上的弹性，给案件的处理

以方法和依据。 

二、内容 

应领会各项基本原则的意义、内容、表现等。 

【讨论】下列原则哪些可以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私权神圣原则 

旨在突出民事权利“非依法律规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刚性特征，而且有些人身权任何

情况下不能被剥夺，如名誉、尊严、肖像等，以此隐指私权的基本人权属性。 

（二）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意愿设定、变更、消灭民事

法律关系。该原则从本质上看就是传统民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三）平等原则 

是对传统民法中“人格平等原则”的宣示。 

（四）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指从社会正义的角度，以社会公认的价值观、是非观为基础，以利益均衡作为价

值判断标准来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确定其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 

（五）诚实信用原则 

该原则民法中具有“帝王条款”的地位。 

（六）禁止滥用权利的原则 

（七）公序良俗原则 
作业 
1.什么是民法？民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 

2.民法与其它部门法的关系如何？ 

3.民法的渊源有哪些？ 

4.什么是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 

5.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意义如何？ 

6.了解民法的历史沿革。 

7.民法的适用范围如何？ 

8.什么是民法的基本原则？ 

9.民法基本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和功能如何？ 

10.民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各原则有哪些主要表现？ 
学习目标： 
通过对绪论的学习，要掌握民法的概念和本质，掌握民法的渊源，理解民法的适用与解释方法，

明确民法的体系和学习方法，理解民法的调整对象、适用范围，了解民法的历史沿革，知悉新中国

的民事立法，把握民法的基本原则的概念和内涵。注意领会公法和私法的划分。 

本部分不仅要让学生掌握民法体系逻辑、特点、沿革以及体系的具体架构等，而且需要特别向

学生说明分学期教学中民法课程之间的关系。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具体的知识点，而

且要使学生能够体会民法学是从“一般到具体”的，“一般”从何而来？“具体”又如何？ 

知识单元 2：民事权利 

参考学时： 
9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三章  民事法律关系 

第一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与特征 



376 

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法所调整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 

（一）是受民法调整的法律关系 

（二）是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三）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法律关系 

（四）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理解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范围和不同种类。明确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的多样性和性质的统一

性。把握民事法律关系内容的构成。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参与民事法律关系、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人。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与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相对应，是指民事主体之间得以形成民事法律关系

内容的目标性事物。 

（三）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三、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终止 

认识民事法律事实对民事法律关系的重要意义。了解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终止的原

因，既包括事件和行为，还有赖于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存在。 

第二节  民事权利的概念及分类 

本节是本章的重点内容。要着重领会各种类型的划分标准、意义及适用。 

一、民事权利的概念 

民事权利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依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根据自己的意愿实现一定利益的

可能性。 

二、民事权利的分类 

（一）财产权与人身权 

财产权是以财产利益为内容或直接体现为财产利益的民事权利。人身权是指以权利主体的人身

利益为客体的民事权利。 

（二）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与抗辩权 

1.支配权 

支配权是指权利主体对于作为权利客体的事物进行直接支配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 

2.请求权 

请求权是指能够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的权利。 

3.形成权 

形成权是指权利人完全凭借单方的意思表示就能使既存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动（包括发生、变更

和消灭）的权利。 

4.抗辩权 

抗辩权是指权利人用以能够对抗请求权效力的权利，是对抗请求权的一种拒绝权。 

（三）绝对权与相对权 

1.绝对权 

绝对权也称对世权，可以相对于每一个人产生效力，即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尊重此项权利。 

2.相对权 

相对权又称对人权，是指能够请求特定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四）主权利与从权利 

这是依权利是否能独立存在或依相互关联的几项民事权利的地位为标准进行的划分。 

主权利是指相互关联的几项民事权利中不依赖其他权利而独立存在的权利；从权利是指须以主

权利存在为前提的权利。二者为主导和从属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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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权利与救济权 

这是依权利效力目的为标准进行的划分。救济权是因基础权利受到侵害或者有被侵害的危险时

产生的援助基础权利的权利。基础权利即属于原权。 

（六）既得权与期待权 

这是依是否已经完全具备权利的成立要件为标准进行的划分。 

既得权是指已经具备权利取得的全部要件，从而被当事人实际享有的权利。期待权是指仅具备

权利取得的部分要件，须等到其余要件具备时才能实际发生的权利。 

三、民事权利的行使与保护 

（一）民事权利的行使 

民事权利的行使，是指权利的享有者为实现自己的权利而依照权利的内容和范围实施的一定行为。 

（二）民事权利的保护 

1.公力救济 

公力救济是指当义务主体不履行义务或者侵犯他人权利时，权利主体依法请求国家机关强制义

务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程序。 

2.私力救济 

自力救济是指权利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强制他人，从而捍卫受到侵犯的权利的保护程序。 

（1）自卫行为 

自卫行为是指当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或存在受到侵害的现实危险时，权利人为防止损害的发生或

扩大而采取必要的措施。 

（2）自助行为 

自助行为是指民事主体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来不及请求公力救济时采取的对他人的人身自

由予以拘束或对他人的财产予以扣押或毁损的行为。 

四、民事权利的得丧变更 

（一）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与分类 

民事法律事实的种类多种多样，理论上根据其是否与民事主体的意志有关而将其分为自然事实

和人的行为。 

1.自然事实 

自然事实是指与民事主体的意志无关的、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客观现象，包括状态和

事件。 

2.人的行为 

人的行为是指通过人的作为或不作为而造成的事实状态，是与人的意志有关的客观现象。 

（二）民事法律事实的构成 

民事法律事实构成，是指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几个客观现象的总和。 

第三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要求结合各类民事法律关系的特点，加深对民事权利客体的认识和理解。 

二、本章主要内容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物、行为、人格利益和智力成果在不同民事法律关系中对民事主体实现

民事权利的作用与影响，了解物、行为、人格利益和智力成果的基本类型。 

（一）物 

作为民事权利客体的物是指除人身以外的独立存在并能为民事主体所支配的有体物。 

（二）行为 

给付的性质是以交付标的物为内容的行为。 

（三）人格利益 

人格利益是形成人格权的客体。 

（四）智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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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成果的性质是民事主体在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领域创造出的劳动成果。 

第四章  时效 

第一节  时效概述 

应着重理解时效的概念、理解时效的分类和基本法律特征。 

一、时效的概念 

从法律事实的角度看，时效是指能够引起相应法律后果的事实状态的存续期间。从法律制度的

层面看，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经过一定的期间即发生一定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 

二、时效的类型 

（一）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不行使权利持续达到一定时间，即消灭其请求法院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

法律制度。 

（二）取得时效 

取得时效是指无权利人以行使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利的意思公然、和平地继续占有他人的动产

或不动产，持续达到一定时间，即可取得对该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法律制度。 

三、时效的制度价值 

第二节  取得时效 

应理解取得时效的概念、了解取得时效的法律特征和适用范围。 

第三节  诉讼时效 

明确诉讼时效的概念和特征。了解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掌握法律对普通诉讼时效、特殊诉讼

时效和最长诉讼时效的基本规定。把握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和诉讼时效期间中止、中断、延长的法

律规则。理解除斥期间的性质是法律规定的某种民事权利存在的不变期间，权利人在此期间内不行

使相应的民事权利将导致该项民事权利削灭。了解除斥期间的法律特征和适用范围。  

一、诉讼时效的意义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不行使权利持续达到一定时间，即消灭其请求法院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

法律制度。 

二、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 

（一）法律后果不同 

（二）法院是否可主要进行援用不同 

（三）计算方式不同 

（四）起算点不同 

（五）制度价值不同 

（六）权利客体不同 

（七）强制性程度不同 

三、诉讼时效的类型 

（一）普通诉讼时效 

普通诉讼时效是指由民事基本法统一规定，普遍适用于法律没有作特殊规定时效规定的各种民

事法律关系的诉讼时效。 

（二）特殊诉讼时效 

特殊诉讼时效是指法律规定仅适用于某些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诉讼时效。 

（三）最长容忍时效 

最长容忍时效是指法律规定最长诉讼时效。 

四、诉讼时效的计算 

（一）诉讼时效的起算 

1．一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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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别标准 

（二）诉讼时效的中止 

在诉讼时效的最后 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诉讼

时效期间中止后，暂时停止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以前经过的诉讼时效期间继续有效，等到妨碍当事

人行使请求权的法定原因消除后，再继续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三）诉讼时效的中断 

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

期间重新计算。 

（四）诉讼时效的延长 

诉讼时效的延长是指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同意在法定的诉讼时效

期间外，另外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五、诉讼时效完成的效力 

第四节  期间和期日 

认识期间和期日在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终止方面的作用。掌握法律关于期间和期日的不

同计算方法的基本规则。 
作业 
1.什么是民事法律关系？其构成要素有哪些？ 

2.什么是民事权利？可以作何分类？ 

3.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关系如何？ 

4.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有哪些？ 

5．什么诉讼时效？其制度价值如何？ 

6．了解诉讼时效的客体及适用范围。 

7．简述诉讼时效和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 

8．诉讼时效的中止和诉讼时效的中断的区别如何？ 

9．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的关系如何？ 
学习目标： 
1．要求结合民法的调整对象和民事法律关系的特点，深刻理解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理论。 

2．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认识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特征和本质，明确民事法律关系的三要

素，掌握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终止的原因，掌握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分类及构成。要理解

民事权利的概念及分类、民事权利的保护方法。要了解民事义务的概念。了解民事权利的客体。 

3．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结合民事权利的保护方法，加深对时效制度特殊作用的理解，通

晓时效制度的基本法律规则。 

4．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和理解时效制度的概念、本质和法律特征，明确取得时效的效力

和适用范围，掌握诉讼时效的特征、适用和基本分类，了解诉讼时效的起算以及中止、中断和延长

的规定，把握除斥期间以及期间和期日的法律规定，理解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 

知识单元 3：民事主体 

参考学时： 
14课时 

学习内容： 

第五章  自然人 

第一节  自然人的概念 

应区别公民与自然人；明确自然人在民法上的地位。要求着重掌握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的基本理论，深刻理解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与个人合伙的民事责任承担。 

一、自然人的概念 

公民是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按照该国法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自然人。自然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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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法律上的概念，与法人的概念相对称。 

在承认公法和私法划分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中，自然人属于私法范畴，而公民被认为是属于公

法范畴。 

二、自然人的住所 

明确自然人的住所在民法上有重要意义。住所与住址、籍贯、居所等概念不同。 

第二节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应认识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掌握法律关于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和

终止的基本法律规定。掌握宣告死亡制度。 

一、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与特征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指自然人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自然人的民事权

利能力与自然人的具体民事权利不同。 

（一）民事权利能力具有平等性 

这里平等内涵是指机会平等，即自然人有同样的参与民事活动的机会。 

（二）自然人只能在法律赋予其能够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范围内进行民事活动，否

则不能获得其预期的法律后果 

（三）民事权利能力作为一种法律资格，原则上既不能转让和放弃，也不能被剥夺 

二、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与终止 

（一）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规定为始于出生。 

（二）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因死亡而终止。死亡因其方式不同可分为自然死亡、宣告死亡和确认死亡。 

三、宣告死亡 

理解宣告死亡与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关系。掌握法律关于宣告死亡的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的

基本规定。明确宣告死亡所引起的直接法律后果。掌握撤销死亡宣告的各项法律要求。 

（一）宣告死亡的条件 

宣告死亡又称推定死亡，是指自然人失踪达一定期间后，由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宣告该自然

人死亡，以便结束以其生前住所地为中心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制度。 

1.自然人须处于持续下落不明状态并达到一定期间 

2.必须由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申请 

3.法院发出公告 

4.法院作出宣告 

（二）宣告死亡的法律后果 

被宣告死亡的自然人，在其原来的住所地、居所地等活动范围内于民事领域与自然死亡产生同

样的法律后果。 

（三）死亡宣告的撤销 

被宣告死亡的自然人重新出现，就证明了宣告死亡这种推定是不能成立的，因此应撤销死亡宣

告。由于自然人被宣告死亡后，在被宣告死亡人的人身及财产关系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

撤销死亡宣告后的问题需要妥善处理。 

四、确认死亡 

确认死亡方式存在于我国实践中，发生和自然死亡相同的法律后果。 

第三节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了解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明确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的不同类型及其内容。掌

握关于公民民事行为能力变动的法律宣告规则。掌握宣告失踪制度。 

一、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与特征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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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二、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类型 

（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律赋予达到一定年龄和精神状态正常的自然人以自己的独立行为进

行民事活动，从而取得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和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 

（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律赋予达到一定年龄但尚未成年或虽已成年但精神有疾病，不能完全

辨认自己的行为及后果的自然人从事与自己的年龄、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的资格。 

（三）无民事行为能力 

无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律没有赋予自然人以自己的行为来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

格。 

三、宣告失踪 

理解宣告失踪与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关系。掌握法律关于宣告失踪的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的

基本规定。明确宣告失踪所引起的直接法律后果。掌握撤销失踪宣告的各项法律要求。比较宣告失

踪与宣告死亡。 

（一）宣告失踪的条件 

宣告失踪，是指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依法宣告下落不明满一定期限的自然人为失踪人，

以确定其财产关系的一种制度。 

1.必须处于持续下落不明的状态 

2.下落不明必须达到一定期限 

3.须由该自然人的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 

4.须经法院依法宣告 

（二）宣告失踪的法律后果 

自然人被宣告失踪后，直接发生失踪人的财产被代管及民事权利义务被代为履行的法律后果。 

（三）失踪宣告的撤销 

宣告失踪是对自然人失踪事实的确认，一旦被宣告失踪的自然人重新出现或者有人知道了其确切

下落，则说明法院对失踪事实的推定已经被新的事实推翻。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上继续认定其失踪就

丧失了事实根据。所以，法院应当根据利害关系人或者被宣告失踪人的申请撤销对他的失踪宣告。 

第四节  监护 

理解监护的概念和特殊的社会功能。明确设定监护人的法律规定和监护人的法定职责。掌握监

护关系终止的法律要求。 

一、监护的概念 

监护是指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的

法律制度。承担监护职责的人称为监护人，被监护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称为

被监护人。 

二、监护的设立 

（一）法定监护 

法定监护是指法律直接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不问其是否愿

意，都应依法律规定履行监护职责。 

（二）指定监护 

指定监护是指在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情形下，法院或有关单位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指定监护人的制度。 

（三）委任监护 

三、监护人 

（一）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二）精神病人的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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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监护人的职责 

监护人的职责包括监护人依法承担的监护义务以及因不履行义务而承担的责任。 

第五节  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 

应明确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掌握法律关于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

经营户的民事责任承担的基本规则。 

第六节  个人合伙 

应理解个人合伙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明确关于个人合伙的成立、入伙和退伙的法律规定。掌握

法律对个人合伙的内部财产关系、个人合伙的经营以及个人合伙的对外财产关系的基本规定。 

一、个人合伙的概念与特征 

个人合伙是指以两个以上自然人之间的协议为基础，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营利，共担风

险而组成的合伙。 

二、入伙与退伙 

入伙与退伙是合伙组织在经营过程中常出现的合伙人变更的情况。入伙是指在合伙组织成立

后，非合伙人申请加入合伙并被合伙人接纳的行为。退伙是指已经取得合伙人身份的人退出合伙关

系，从而丧失合伙人资格的行为。 

三、个人合伙的债务承担 

个人合伙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第六章  人身权 

鉴于《侵权行为法》课程会讲授侵害人身权的类型及赔偿，所以本章中只需掌握人格权和身份

权的法律特征和类型。 

第一节  人身权概述 

应着重领会了解人身权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掌握人身权的基本类型。 

一、人身权的概念与特征 

人身权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与其人身有着密切联系的没有直接财产内容的法定民事权利。 

二、人身权的分类 

（一）人格权 

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为维护自身独立人格所必备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权利。 

（二）身份权 

第二节  人格权的种类 

应全面掌握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和人身自由

权的基本内容；把握对人格权进行法律保护的基本规则。 

一、生命健康权 

生命权是指自然人维持生命和维护生命安全利益的权利。健康权是指自然人保持身体机能正常

和维护健康利益的权利。 

二、身体权 

身体权是指自然人保持其身体组织完整并支配其肢体、器官和其他身体组织的权利。 

三、姓名权（名称权） 

姓名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决定、变更和使用其姓名的权利。 

三、肖像权 

肖像权是指自然人对自己的肖像享有再现、使用并排斥他人侵害的权利。 

四、名誉权 

名誉权是指民事主体就自己获得的社会评价受有利益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 

五、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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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生活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受他人侵扰、知悉、

使用和公开的权利。 

六、自由权 

自由权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的维护其行动和思想自主，并不受他人或者其他组织非法剥夺、限制

的权利。 

第三节  身份权的种类 

了解亲属权、配偶权、荣誉权的法律特征，掌握法律对身份权的基本内容的规定，把握对身份

权给予法律保护的基本方法。 

第七章  法人 

第一节  法人的概念 

应着重领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

的社会组织。明确法人的法律特征和法人的基本分类。 

一、法人的概念、特征及本质 

（一）法人的起源及发展 

（二）法人的概念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社会组织。 

（三）法人的本质 

要讲解关于法人本质的各种学说。 

二、法人的分类 

（一）我国现行立法对法人的分类 

（二）学理上对法人的分类 

1．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 

这是根据法人成立的基础为标准对法人所作的划分。 

社团法人是以人的集合为成立基础，由两个以上的成员组成，根据法律取得独立的人格。 

财团法人是以捐赠财产为成立基础，是为一定的目的而存在的财产集合体。 

2．公法人与私法人 

这是以法人设立的法律依据为标准对法人所作的划分。 

正如公法和私法的区分标准一样，关于公法人和私法人的区分标准也存在各种学说。 

3．公益法人与营利法人 

这是根据法人活动的目的为标准对法人所作的划分。 

营利法人设立的宗旨是为了从事商业活动、取得利润且将利润在成员中进行分配。 

公益法人也称非营利法人，是指为公益、慈善、教育等目的而组建的法人，任何情况下都不得

将利益在成员中进行分配。 

三、法人的成立条件 

应了解不同类型法人的不同设立程序。 

（一）法人的设立 

（二）法人成立的实体条件 

（三）法人成立的程序条件 

四、法人的机关与住所 

法人的机关也称法人的组织机构，是对内管理法人事务、对外代表法人进行活动的机构。 

法人的住所在法律上具有重要意义，如决定债务履行地、决定登记管辖、决定诉讼管辖，决定

法律文书送达的处所，决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准据法等。 

第二节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应对比法人与自然人在民事权利能力方面的差异，把握法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法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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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法人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 

二、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内容 

对于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内容，我国民法学界在阐述中多将之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相比较。 

第三节  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应对比法人与公民在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差异，把握法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特点。应明确法人民

事行为能力方面所受的限制。 

一、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 

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

务的资格。 

二、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内容 

与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相比，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具有独特特点。 

第四节  法人的变更和终止 

应把握法律关于法人成立、变更和终止的基本法律规定。掌握法人在民事活动中应当承担的独

立民事责任。 

一、法人的变更 

法人的变更是指法人在其存续期间和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组织机构、活动宗旨以及业务范围等

方面的变化。 

（一）组织机构的变更 

（二）其他重大事项的变更 

二、法人的终止 

法人的终止是指法人资格的消灭，即法人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丧失，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不复存在。 

（一）依法被撤销 

（二）法人自行解散 

（三）依法被宣告破产 

（四）其他原因 

三、法人的民事责任 

（一）含义 

（二）法人格否认 

作业 
1.什么是自然人？与公民的区别如何？ 

2.试比较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 

3.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的关系如何？ 

4.什么是宣告死亡？其法定构成要件是什么？撤销死亡宣告的后果如何？ 

5.比较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的区别。 

6.什么是监护？其制度价值如何？ 

7.简述合伙组织成立的条件。 

8.个人合伙的责任承担方式如何？ 

9.什么是人身权？ 

10.人格权和身份权的法律特征有哪些？ 

11．什么是法人？法律特征如何？ 

12．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有哪些特点？与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关系如何？ 

13．比较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和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14．比较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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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企业法人的成立条件有哪些？ 

16．法人终止的程序如何？ 

学习目标： 
1.讲授民事主体部分时，要向学生交代人法的来历、人法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人”在民法

中的位置等。 

2.讲授民事主体部分时，要向学生讲解人格的概念，区分权利主体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生命体意

义上的人的区别，以及作为主体资格意义上的人格与天赋人权意义上的人格，进而明确自然人人格

与法人人格的区别。 

3.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自然人的民事法律地位，了解自然人的概念与住所。掌握自然人民

事权利能力的概念与特征、开始与终止。掌握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特征及类型。了解宣告

失踪的条件与法律后果，掌握宣告死亡的条件与法律后果。掌握监护的概念与设立、监护人及其职

责。了解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法律特征及其财产责任的承担规则。掌握个人合伙的概念、

特征、入伙与退伙以及个人合伙的债务承担。 

4.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和理解人身权的性质和法律特征，掌握人格权的主要类型和不同人

格权的基本内容。 

5.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法人的民事法律地位，掌握法人的概念、特征及成立条件了解身

份权的法律要求，结合社会生活实际加深对法人的民事法律地位的认识，把握法律关于法人的成立、

变更和终止的基本规则。理解我国现行立法和学理对法人的分类。明确法人与自然人在民事权利能

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差别，理解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掌握法人成立、变更和终止的基本法律

规则。 

知识单元 4：法律行为 

参考学时： 
15课时 

学习内容： 

第八章  法律行为 

第一节  法律行为概述 

应领会法律行为的概念、认识法律行为的法律特征、理解法律行为的类型。 

一、法律行为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法律行为是指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并因意思表示而发生私法效果的行为。 

（一）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以达到一定民事法律效果为目的的行为 

（二）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 

（三）法律行为是具有不同价值判断的行为 

二、法律行为的形式 

法律行为的形式，实际上是指作为法律行为核心要素的意思表示的形式。 

三、法律行为的分类 

关键在于掌握不同类型的意义，如成立、生效、效果等方面的不同。 

（一）单方行为、双方行为和多方行为 

这是依法律行为是以当事人一方还是多方的意思表示构成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区分的意义主要

在于认识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构成特点。 

1．单方行为 

2．双方行为 

3．多方行为 

（二）要式行为和不要式行为 

这是依法律行为的成立是否应依法律规定具备一定的方式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区分的意义主要

在于认识要式法律行为的要求及作用。 

1．要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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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要式行为 

（三）有偿行为和无偿行为 

这是依当事人之间是否进行对等给付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区分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债法中：法律

对于无偿法律行为的义务人负有的谨慎义务要求较低。 

1．有偿行为 

2．无偿行为 

（四）诺成行为和实践行为 

这是依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不同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区分的意义主要在于认识践成法律行为成

立的复杂性。 

1．诺成行为 

2．实践行为 

（五）主行为和从行为 

这是依法律行为之间的相互依从关系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区分的意义主要在于：除非法律另有

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从法律行为随着主法律行为的成立和无效而成立或无效。 

1．主行为 

2．从行为 

（六）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 

1．负担行为 

2．处分行为 

（七）有因行为和无因行为 

1．有因行为 

2．无因行为 

第二节  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 

掌握法律行为的有效实质条件是行为人合格、意思表示真实、行为内容合法。把握法律行为的

形式条件对要式行为与不要式行为的不同的法律要求。了解法律对附条件的法律行为所附条件的未

来性、或然性、意定性、合法性和特定目的性的要求。把握延续条件、解除条件、肯定条件和否定

条件的具体内容，明确法律对附期限的法律行为所附期限的未来性、意定性和特定目的性的要求。

了解始期和终期、确定期限和不确定期限的基本内容。 

一、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 

（一）一般成立要件 

1．行为主体 

法律行为的成立须具备行为主体。 

2．行为标的 

法律行为必须具备行为标的。 

3．意思表示 

（1）意思表示的构成 

（2）意思表示的解释 

（二）特殊成立要件 

二、法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 

（一）主体合格 

（二）内容合法、妥当、确定、可能 

（三）意思表示无瑕疵 

三、法律行为的特别生效要件 

（一）附条件法律行为 

1．附条件法律行为的概念 

当事人以将来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事实作为法律行为生效与否的附款，该附款就叫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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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附条件的特征 

3．所附条件的类型 

（二）附期限法律行为 

1．附期限法律行为的概念 

附期限法律行为是指当事人约定将某一特定期限的到来作为决定该法律行为效力的附款。 

2．所附期限的特征 

3．所附期限的类型 

（三）其他特别生效要件 

第四节  无效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行为 

掌握无效法律行为其本质是因欠缺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而不产生法律效力的行为。理解无效法

律行为的特点和无效法律行为的发生情形。了解可变更、可撤销行为其本质是欠缺法律行为的某些

要件而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依法变更或撤销的行为。理解可变更、可撤销行为发生情形。把握无效

法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 

一、无效法律行为 

（一）无效法律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无效法律行为是指已经成立，但缺少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致使行为人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

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从成立时起就不能产生预期法律后果的法律行为。 

（二）无效法律行为的情形 

1、行为人不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所实施的法律行为 

2、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法律行为 

3、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行为 

二、可撤销法律行为 

（一）可撤销法律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又称“相对无效的法律行为”，是指由于意思表示有瑕疵，依照法律的规定，可由当事人请求

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撤销的法律行为。这种法律行为从表面上看具备了法律行为的有效要

件，但由于意思表示有瑕疵，所以赋予一方当事人撤销权，可以自主决定是否使该法律行为的效力

归于无效。 

（二）可撤销法律行为的情形 

1．基于重大误解所实施的法律行为 

2．法律行为发生时显失公平 

3．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未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 

4．乘人之危订立的合同 

三、法律行为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后果 

第五节  效力未定法律行为 

应掌握效力未定法律行为的本质、理解效力未定法律行为的特点和发生情形。 

（一）效力未定法律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是指法律行为虽已成立，但是否生效尚不确定，有待享有形成权的第三人

作出追认或拒绝的意思表示来使之有效或无效的法律行为。 

（二）效力未定行为的情形 

1．当事人行为能力有欠缺的法律行为 

2．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处分他人财产的法律行为 

3．无权代理人以他人名义从事的法律行为 

第九章  代理 

第一节  代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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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理解代理的概念、认识代理行为的法律特征、了解代理的类型。 

一、代理的概念与特征 

代理是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在代理权限内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其法律后果直接由被代

理人承受的民事法律制度。 

（一）须在代理权限内进行 

（二）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 

（三）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为法律行为 

（四）在代理权限内的代理行为后果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 

二、代理的类型 

（一）委托代理、法定代理与指定代理 

1．委托代理 

2．法定代理 

3．指定代理 

（二）显名代理与隐名代理 

1．显名代理 

2．隐名代理 

（三）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 

1．直接代理 

2．间接代理 

（四）单独代理和共同代理 

1．单独代理 

2．共同代理 

三、代理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第二节  代理权的行使 

应理解代理权的本质和作用、掌握法定代理权的基本法律要求、明确行使代理权的法律规则、

了解滥用代理权的法律后果。 

一、代理权的行使 

代理权的行使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依被代理人的名义独立、依法有效地实施法律行

为，以达到被代理人所希望的或者客观上符合被代理人利益的法律效果。 

（一）代理人的义务 

（二）代理权行使的限制 

二、复代理 

（一）复代理的概念 

复代理与本代理相对而言。 

本代理是基于委托人的直接授权或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的代理，又称原代理。复代理又称再

代理、转代理或转委托，是指委托代理人为完成代理行为，将代理事项一部分或全部转托给他人代

理的法律行为。 

（二）复代理的特征 

1．复代理是以原代理关系的存在为前提，且原代理人不因复代理人的产生而消灭 

2．复代理人是被代理人的代理人，而不是原代理人的代理人 

3．除非被代理人有明确授权，原代理人只能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选任复代

理人，同时，原代理人对复代理人有监督及解除委托权。 

4．复代理权不得超过原代理权的范围。 

第三节  无权代理 

应明确无权代理是在没有代理权的情况下以他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行为、了解无权代理发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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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掌握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掌握表见代理制度。 

一、狭义无权代理 

（一）无权代理的概念 

无权代理是指代理行为具备代理的形式要件，但缺乏代理权又不足以使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

的一种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 

（二）狭义无权代理的情形 

1．行为人自始就没有代理权 

2．行为人超越代理权 

3．狭义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 

（三）无权代理中的追认权、催告权和撤销权 

（四）无权代理法律后果 

二、表见代理 

（一）表见代理的概念 

表现代理是指行为人虽无代理权，但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理由相信其具有代理权而与其为法律

行为，该法律行为的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 

（二）表见代理的成立要件 

1．须代理人不具有代理权而以本人的名义为代理行为 

2．客观上存在使第三人相信表现代理人有代理权的事实 

3．相对人（第三人）善意、无过失 

4．除不具备代理权要件外，需具备代理法律行为的其他有效要件 

（三）表见代理的参见类型 

1．授权表示型表现代理 

2．权限逾越型表现代理 

3．权限延续型表现代理 

（四）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 

1．第三人有权以表现代理要求被代理人承受行为的后果 

2．第三人也可以主张狭义无权代理 

第四节  代理关系的消灭 

应把握委托代理终止的原因、明确法定代理和法定代理终止的法律规则、理解代理关系消灭的

法律后果。 

一、委托代理关系消灭的原因 

二、法定代理、指定代理关系终止的原因 

三、代理关系消灭的法律后果 

作业 
1．什么是法律行为？其法律特征如何？可以作何分类？ 

2．试述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 

3．简述附条件法律行为所附条件的特点。 

4．比较可撤销行为、无效行为和效力未定行为。 

5．比较诺成性法律行为与实践性法律行为。 

6．什么是代理？代理的制度价值如何？ 

7．委托合同与委托授权的关系如何？ 

8．比较无权代理与表现代理。 

9．引起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消灭的原因有哪些？ 

10．什么是复代理？其法律效力如何？ 

11．无权代理与滥用代理权的关系如何？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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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求结合社会生活实际和法律调整的特点，加深理解法律行为的基本理论。 

2.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和理解法律行为概念、特征和本质，明确法律行为的的形式和成立、

生效条件，掌握法律行为的分类。了解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法律行为，掌握无效行为和可变更、可撤

销行为的概念、特征和法律后果。 

3.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结合社会生活实际，加深认识代理制度的作用，通晓调整代理关系

的法律规范。 

4.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和理解代理的概念、本质和法律特征，掌握代理的类型。掌握法

律上对代理权的设定和代理权行使的法律限制。理解复代理的概念与特征。明确狭义无权代理的概

念、发生原因及其法律后果，掌握表见代理的概念、成立要件及法律后果。把握代理关系消灭的法

律规则。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介绍民法课程 4  

2 绪论·民法的意义 3  

3 绪论·民法的基本原则 3  

4 民事权利·民事法律关系 3  

5 民事权利·类型 3  

6 民事权利·保护期间 3  

7 民事主体·概述 3  

8 民事主体·自然人 3  

9 民事主体·人身权 3  

10 民事主体·法人 3  

11 民事主体·其它组织 2  

12 法律行为·概述 3  

13 法律行为·成立与生效 3  

14 法律行为·效力类型 3  

15 法律行为·代理 3  

16 法律行为·代理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理学、宪法学 

后续课程：《债法》、《物权法》、《民法学原理（四）·亲属法与继承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各单元均为重点 

难点：法律行为单元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明确学习民法学应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并运用经济学、社会学、法哲学、伦理学、

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民事法律制度和民事法律现象。 

教学手段： 

1.讲授 

2.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5．作业要求 
每单元结束由任课老师根据需要布置练习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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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自主编写出版《民法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由任课老师自行推荐参考资料 

执笔：刘智慧  审稿：刘家安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6日 

 

民法总则案例研习 
Case Study of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课程号：302010062 

编写说明 

本大纲主要是为了配合《民法总则案例研习》的教学而编写。大纲由刘智慧教授主编，编写人

员为刘智慧、田士永、尹志强、陈汉和寇广萍。 

一、课程教学目标 

《民法总则案例研习》是 6年制法学实验班的专业必修课，是专门为法学实验班开设的一门通

过对真实典型案例的研习综合复习民法总论基础知识、训练法律思维、提高法律实践能力的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在对所选案例进行研习过程中达到从适用法律的角度巩固民法总论相关

课程所学基础理论知识，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培养学生从事法律职业的基本要求，提高学生

运用法学理论适用法律的能力，提高学生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和整理信息的能力，提高学生书写的

能力和公开场合表达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课程概述 

参考学时： 
2课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为本课程的概论。 

主要通过课堂讨论与教师讲授等方式，说明法律人应当具有的基本素质、能力，介绍民法案例

研习的基本方法，尤其是以请求权规范基础为核心的案例分析法，介绍案例研习报告的基本格式（见

附二），同时完成本课程案例研讨的基本安排。 
作业 
为配合本教学，安排学生阅读以下阅读书目及文章： 

1.何美欢著：《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 5月第 1版 

2.王利明：《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探讨》，载《政法论坛》，第 22卷第 2期，2004年 3月，

第 118页至第 128页 

3.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7 月
第 1版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本课程的目的是将民法理论中的基础概念具体化，通过案例的

研习使得学生深刻理解民法适用的范畴；掌握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内容及价值。 

知识单元 2：课程具体研习内容 

参考学时： 



392 

28课时 
学习内容： 
主要通过课堂案例报告和课堂讨论，使学生通过完成基本涉及民法请求权规范基础各部分的案

例，使学生学会分析撰写案例研习报告并能熟练进行公开讨论。 

1.关于案例研习报告。案例分析报告有不同格式，本课程主要训练学生从专家意见的角度做出

分析。通过教师讲授与学生练习，使学生掌握该报告的基本格式、文献的收集和使用、注释等基本

规范，训练学生的书写能力。 

2.关于案件事实。本课程在案例研习中并不训练学生如何调查取证，因为案例研习中的事实被

假设为真实且无争论性，调查取证的训练应当实践中逐渐练习，且属证据法范畴。民法案例研习中

的事实，属于不可改变的事实，但需要做出合理的推论和解释。本课程在案例研习中训练学生采用

诸如图示法等具体办法对既有材料进行事实归纳，训练学生对既有材料的概括能力和基本分析能

力。 

3.涉及到的民法实体内容是中国民法的请求权规范基础体系。请求权是要求特定人为一定行为

权利的权利。请求权规范基础，是指可提供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法律规范。中国民法

上的请求权规范基础体现在《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等不同法律之中。民法总则案例研

习主要是训练学生从请求权规范基础进行思考相关问题。 

中国民法上的请求权可以分为不同种类：就其内容而言，主要包括： 

（1）合同请求权：分为原合同请求权和次合同请求权，前者是指合同所产生的请求权，后者

是指原合同债务不履行而发生的请求权。学生应掌握在《合同法》等法律中寻找相关的请求权规范，

分析各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2）无因管理请求权：是指没有法定义务或者约定义务管理他人事务而发生的请求权，包括

管理人的请求权和本人的请求权。学生应掌握在《民法通则》等法律中寻找相关请求权规范，分析

各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3）物权请求权：基于物权而享有的请求权，包括原物返还请求权、消除危险或者排除方还

请求权、修理、重作、更换或者恢复原状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与物权请求权相关的是基于

占有请求权。学生应掌握在《物权法》等法律中寻找相关请求权规范，分析各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

与法律效果。 

（4）不当得利请求权：对于欠缺保有基础的得利的返还请求权。学生应掌握在《民法通则》

等法律中寻找相关请求权规范，分析各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5）侵权行为请求权：基于侵权行为而发生的请求权，包括损害赔偿请求权等。学生应掌握

在《民法通则》等法律中寻找请求权规范，分析各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6）其他请求权。 

抗辩权影响到请求权的行使效果，案例分析中训练学生对于抗辩和抗辩权的区分，学生应当学

会寻找抗辩权的规范基础。 

同一法律事实可能具备不同法律规范的要件，从而发生不同请求权，应当区分法条竞合、选择

性竞合、请求权聚合以及请求权竞合等不同情形进行分析。 
作业 
1.结合教学内容设置安排民法案例研习的案例研习的报告每周一次。 
2.阅读以下书目 

（1）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3）谢怀栻：《外国民商法精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4）江平主编：《法人制度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5）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6）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7）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 2版 

（8）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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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10）（德）拉伦茨：《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1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8），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2）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13）卡尔拉仑兹：《法学方法论》，台湾五南出版社， 

（14）王利明：《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15）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 

（16）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17）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18）王利明：《民法疑难案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19）李显冬：《民法总则案例重述》、《民法物权法案例重述》、《民法债权法案例重述》、《婚

姻法案例重述》、《继承法案例重述》、《人身权法案例重述》、《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案例重述》、《侵

权责任法案例重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 

（20）邵建东：《德国民法总则编典型判例 17则评析》，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1月第 1版。 

（21）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2）王利明：“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探讨”，载《政法论坛》，第 22卷第 2期，2004年 3

月，第 118页至第 128页。 

（23）杨与龄主编：《民法总则实例问题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 10月第 1版。 

（24）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第 1 辑起，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2年起出版。 
学习目标： 
提高学生对案例研习方法的掌握程度和对民法知识进行应用的水平 

知识单元 3：课程考核 

参考学时： 
2课时 
考核内容和目标： 
学生对案例研习方法的掌握程度以及对民法知识应用的水平。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概述+民法的基本原则 2 

2 民事权利性质认定纠纷 2 

3 自然人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问题纠纷 3 

4 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纠纷 3 

5 住所纠纷 3 

6 人身权类型认定纠纷 3 

7 法人能力纠纷 3 

8 法律行为类型认定纠纷 3 

9 法律行为效力纠纷 3 

10 代理纠纷 3 

11 民事权利的保护期间 2 

12 课程考核 2 

 

四、说明  

（一）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学原理（一）·总论》 

后续课程：、《民法学原理（二）·债法》、《民法学原理（三）·物权》、《民法学研讨课》 
（二）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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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民法总论知识的适用 

难点：掌握法学思维方法 

（三）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真实“案例”作为教学素材，由授课教师从我国司法审判的真实案例中遴选出的典型

作为教学素材，故本课程没有指定教材。授课所用的案例既要保证案例的经典性又要与时俱进，每

节课通过 PPT形式将其展示出来。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案例教学法、研讨教学法、合作教学法、互动教学法、启发教学法、

对话教学法等。 

1．案例教学法 

本课程教学内容的学习，主要通过分析案例实现。通过在案例分析过程中梳理案件中的法律关

系、确定案件的关键问题、发现问题的解决途径、评析审理结果等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提高学生运

用法学理论适用法律的能力，提高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2．研讨教学法 

本课程的课堂学习以研讨方式进行，借鉴研讨课（Seminar）的教学方式，报告人提前准备书

面案例研习报告，课上就案例分析做口头报告，其他同学进行评论或者提问，教师对书面报告进行

修改，对课上讨论适当引导，并分析案例研习与讨论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撰写研习报告、口头报告

以及课堂讨论，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和整合信息的能力、提高学生的书写能力和表达能力。 

3．合作教学法 

本课程中撰写报告和课堂研讨都将学生分为不同小组，每一案例由自由组合而成的不同小组负

责主要报告。小组成员在分组完成相关学习任务的同时，能够在合作学习中训练沟通能力、协调能

力和组织能力。 

4．互动教学法 

本课程的案例分析报告和课堂研讨注重互动，包括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

注重学生在学习中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互动式学习，不断引导学生学习，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

促进学生形成独立思考的人格与学术风格。 

5．启发教学法 

本课程进行案例分析，具有复习民法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功能，但目的却在于通过案例训练

学生的基本能力，在教学中注意启发学生主动发现问题，通过教师示范性研究分析为学生启发学生

进行相关研究分析提供示范启发学生，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 

教学手段： 

讨论兼讲授 

（四）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本课程的考核方式，可以由期末考察成绩构成，也可以由期末考察成绩与平时成绩相结合。 

期末考察采取开卷案例分析形式。平时成绩可以由教师根据学生平时案例分析和课堂讨论中的

表现确定。  
（五）作业要求 
每次讨论结束由任课老师根据需要布置练习作业。 
（六）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由任课老师安排自主选择案例。 

所讨论的案例可以有不同来源，但以真实案例为宜，可以是实际发生的案例，也可以在实际案

例基础上将不同案例组合成新案例，由教师根据具体教学需要调整其具体内容，遵循法律处理具体

案件中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一般可以选择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法院的判决理由和当事人的主张

与判决评析，可以为我们研习法律提供各种不同的法律论证资料），也可以适当结合热点案例进行

讨论。 

附一：本课程推荐案例 

1. 李传宝诉成同贵迁移在其施工的宅基地内的祖坟案 



395 

2. 疏于照顾义务而致幼儿落井身亡案 

3. 村民诉村委会执行村规民约打死其饲养的猪赔偿案 

4. 丈夫诉大夫应其妻请求为其妻行终止妊娠手术侵犯生育权赔偿案 

5. 恶意利用客房电话频繁拨打信息咨询台损害赔偿案 

6. 纪实性小说虚构历史事实侵害死者名誉权案 

7. 冒名顶替就读中专学校侵犯姓名权、受教育的权利损害赔偿案 

8. 养子诉养母重婚不能继承养父遗产纠纷案 

9. 黎某诉谢某解除未明确夫妻名义的同居关系案 

10. 离婚后双方书面同意的人工受精所生子女抚养纠纷案 

11. 侵犯精神病人通信自由案 

12. 未成年人要求撤诉与其法定代理人代为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一致案 

13. 孩子成年后上学期间无收入而要求增加抚育费案 

14. 隐瞒病史的精神病人婚后病发杀妻应由其监护人赔偿案 

15. 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偿还初中时写下的欠条的欠款案 

16. 未明确具体项目的死亡赔偿金应按遗产继承案 

17. 疏于照顾义务而至幼儿罗京身亡案 

18. 残疾人失火要同住的侄子承担赔偿案 

19. 宣告死亡并非死亡 

20. 在校大学生出走被宣告死亡损害赔偿纠纷案 

21. 申请宣告在意外事故中下落不明并被证明不可能生存的人死亡案 

22. 合伙采石中一合伙人被炸伤要求其他合伙人赔偿案 

23. 徐某诉市工商局变更法定代表人案 

24. 集体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纠纷案 

25.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签订合同案 

26. 隐名代理购买股票所有权纠纷案 

27. 山东公司房地产公司表见代理中是否存在代理权案 

28. 购销合同究竟存在不存在表见代理案 

附二：本课程案例报告写作格式 

【封面】 

案例分析报告 

课程名称：                             

项目组长            学号               

专    业             班级              

名    称                           

地    点                               

指导教师                               

开课学期            至            学期 

日期与节次      年   月   日第   节 

案例分析报告 

一、案例分析小组学生名单： 

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实验分工 

    

    

    

    

    

二、案例名称及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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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例名称 

 

 

 

2．案例来源 

 

 

 

三、案情介绍: 

 

 

 

四、法律争议与适用： 

 

 

 

五、评析与结论： 

 

 

 

六、指导教师评语及成绩： 

1、评语： 

 

 

 

2、成绩： 

 

 

                 指导教师签名： 

                 批阅日期： 

 

债法 
Law of Obligation 

课程号：302010074 

编写说明 

本大纲主要是为了配合《债法》的教学而编写。本大纲系在原教学大纲基础上改变而成，原参

编人员包括李永军、姚新华、隋彭生、刘家安、易军、戴孟勇、尹志强、刘新熙、胡安潮等。改编

工作由刘家安完成。中国政法大学民法研究所的全体教师参与了债法教学大纲的讨论。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必修课，实行闭卷考试。 

通过本课程的讲解和学生的学习，要实现下列目的： 

1．能够让学生领会债法的精神，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的债法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系统地了

解债法的基本原理。 

2．能够理解债法的体系，尤其是债法总论的设置，理解债法总则阐明的是各种债之关系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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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适用的一般规则。能够掌握债法总论的基本内容，包括债的类型、效力、担保与保全、移转、消

灭等内容。 

3．能够理解债法分论乃根据不同的债的发生原因而设置，并具体掌握合同之债、侵权行为之

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等各种债之关系的基本规则。 

4．能够将债法理论与现行债法规范相结合，具备法律解释与适用的能力，熟悉《合同法》、《侵

权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渊源。 

5．具备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所学习的债法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具体法律

问题的能力。 

该课程以讲授债法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为核心内容，讲求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结合，既体现债法

本身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逻辑性，又密切联系民法总论、物权法等内容，从整个民法体系出发来阐

明债法的原理与规则。在学习过程中，需要从逻辑和价值两个层面掌握债法制度的具体规则及应用

情况。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债法总论  

参考学时： 
26课时 

学习内容： 

导论 

“债”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术语，指的是特定人间可以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对整个债法

的学习，需要建立在对“债”之概念和特性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本章旨在介绍债的基本法律意义，

突出强调“债”之概念是一种抽象思维的产物。在阐释债的概念时，本章还将探讨债权、债务的基

本属性，主要围绕着债权的相对性等特性，比较其与物权这种绝对权的差异。本章还将从债的发生

角度讲解债的各种具体表现形态，并进而论证在法律技术上建构“债”这个抽象概念的必要性。此

外，本章还将对债法的法律渊源以及债法的特点做出简介。 

第一节  债的意义 

一、债的概念与特征  

（一）债的概念 

《民法通则第 84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

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

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 

学理定义：债是特定人间可以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  

（二）债的特征 

1.债为特定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结合关系） 

主体特定：债权人、债务人。 

2.债为特定人得请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  

客体：给付（行为：作为、不作为） 

3.内容：债权与债务  

二、债权 

（一）债权是财产权 

给付具有财产价值或可给予经济评价 

债权在财产法上的优越地位（从归属到利用） 

（二）债权是请求权 

1．债权的实现须依赖于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行为。债权的效力主要就表现在可以请求债务人实

施特定行为以满足债权  

2．债权的非支配性：债权非为对债务人的支配 ；债权非为对债务人行为的支配；债权非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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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的关系所涉及之标的物的支配。  

3.“债权”与“请求权”的关系：债权的效力主要表现为请求权；请求权不限于债权，还存在

物权请求权等；债权的效力也不限于请求，还包括抗辩、形成、处分等 

（三）债权是对人权，具有相对性 

1.原则上，债权人仅能向特定债务人请求给付，而不能向第三人提出权利主张或以其债权对抗

第三人。 

2.债权具有相对性（物权具有绝对性） 

（四）债权具有非排他性  

多个债权即便以同一给付为标的，它们之间也不会发生权利上的冲突。 

【问题讨论】  

一物数卖，合同的效力如何？ 

【解读】 

《合同法解释（二）》第 15条 

（五）债权的平等性 

多个债权，无论其成立时间先后，均具有同等的效力。 

（六）债权类型的任意性 

合同、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只是“典型”之债的发生原因。 

三、债务 

（一） 债务的意义 

债务：特定人（债务人）对他特定人（债权人）为特定行为的义务。是法律所课以的必须作为

或不作为的拘束。  

债务的内容包括积极的作为与消极的不作为。  

（二）债务与责任 

我国民法上“责任”一词的多义性。 

考察“债”的概念在法律史上的流变，可以发现，在孕育“债”这一术语的古代罗马法上，由

于普遍存在对人身的强制执行，伦理上“当为”的“债务”观念与债务人之人身直接暴露在债权人

的强制之下的“责任”观念可谓泾渭分明。  

正是因为后世法律经历了对人执行向财产执行的转化，“债”与“责任”之间的界限才开始变

得模糊不清。  

债务人一旦承担债务，即应以其全部财产作为其债务的总担保（对物执行）。 

责任是实现债务的担保，常与债务相伴随。 

有限责任、无限责任。 

第二节  债的发生 

一、概述 

债的发生原因并非一个封闭的体系，除“典型”原因外，还有众多非典型原因。 

债的发生，或者基于当事人的意思（典型地表现为“合同之债”），或者系由法律直接规定（侵

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均为“法定之债”）。 

各种债的发生原因在事实构成、社会功能与价值判断不同，但其法律效果在形式上相同，即均

在特定人之间产生给付关系。 

二、合同 

【讨论问题】 

单方允诺是否为我国法律上债的发生原因？ 

三、侵权行为 

四、无因管理 

五、不当得利 

六、缔约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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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发生原因 

【讨论问题】 

何为债的非典型发生原因？ 

第三节  债法 

一、债法的意义  

（一）形式意义债法 

指关于债权债务关系的专门立法或民法典中的“债编”  

我国目前不存在形式意义上的债法  

（二）实质意义债法 

指以债之关系为规范对象的所有法律规范的总称： 《民法通则》，尤其是其中的“债权”与“民

事责任”章节；《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担保法》、《保险法》、《票据法》等单行立法；行政法

规中包含的债法规范；具有实际法律效力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如关于民法通则、合同法、

担保法等的司法解释；习惯法 

二、债法的特点 

（一）债法是财产法 

债之关系，无论其发生原因为何，均在当事人间制造了一种指向将来之财产变动的紧张关系。

这一紧张关系的消除正需借助债务的履行：随着债务的履行，债之关系归于消灭，同时其所负担的

财产变动功能也随之实现。 

债法所规范调整的正是这一动态的财产关系  

（二）债法是任意法  

债的效力仅局限于特定当事人之间，其对他人利益及公共利益的影响相当有限。  

债法对于债的发生及其内容采自由主义，承认契约自由的原则，允许当事人通过契约任意设置

债的类型与内容。 

债法，尤其是关于合同之债的法律规范，是典型的任意性规范，其意义在于对当事人的意思加

以解释与补充。 

（三）债法具有一定的国际化趋向  

三、债法的体系构成 

应坚持总、分结构，设置债法总则。 

无论是合同之债，侵权行为之债，还是无因管理之债等典型或非典型的债之关系，它们在债务

的履行规则、债的担保与保全、债的移转、债的消灭等许多方面都适用相同的规则。 

第二章  债的类型 

第一节  债的分类 

一、依债的发生原因分类 

（一）意定之债 

（二）法定之债 

二、依债之标的分类 

所谓给付标的，即债权债务关系指向的具体对象及内容。 

（一）实物之债 

1.特定物之债 

标的物在债成立时即已确定，具有不可替代性；债务人只有履行该特定的给付才能构成债务的

清偿；特定物毁损、灭失的，债之关系陷于“给付不能”。 

2.种类物之债 

依种类而对给付标的加以确定的债之关系。 

种类物品质的确定问题（种类之债的特定化）。 

灭失的情形与种类物有很大差异，一般不会造成履行不能（“种类物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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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之债（金钱之债） 

（三）劳务之债 

三、依债的标的可否选择 

（一）简单之债 

（二）选择之债 

1.指在数宗给付中，得选定其一而为给付之债的关系 

2.成立：两宗以上内容相异的给付存在 

3.选择之债的发生原因 

4.选择之债的特定：选择权的行使；给付不能的影响 

（三）任意之债 

1.指债权人或债务人可以用原定给付以外的另一给付来替代原定给付的债 

2.替代权 

四、依债的给付方法分类 

（一）一时性之债 

（二）持续性之债 

【讨论问题】 

应否区分“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 

五、依债的执行力区分 

（一）有执行力之债（完全债权） 

（二）自然之债（不完全之债） 

虽为法律认可的债的类型，但其执行不受法律之保护。 

实际法律效果：可以作为财产取得的正当原因，从而不构成不当得利。 

【讨论问题】 

我国现行法上是否存在自然之债？ 

第二节  多数人之债 

一、概述 

民法单独规范“多数人之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民法以债权人、债务人各为一人的情形作为债之关系的原型，但各种债的关系都可能存在一方

或双方为多数人的情形。 

需要解决的三个层次的问题：（1）对外效力；对内效力；对当事人之一所生事项，对其他人的

影响如何。 

可分为三个类型：按份之债、连带之债、不可分之债。 

二、按份之债 

（一）概念 

以同一可分给付为标的，各债权人或各债务人按各自的份额分享债权或分担债务的多数人之

债。 

（二）按份之债的成立 

（三）效力 

1.对外效力：按份主张债权或承担债务 

2.对一人发生的事项原则上对他人不发生影响 

3.对内效力取决于当事人内部的约定 

三、连带之债 

（一）概说 

1．概念：以同一可分给付为标的，各债权人或债务人间具有连带关系的多数人之债。 

2．连带关系：连带债权中各债权人均有权就全部的给付要求债务人履行（代其他债权人受领

给付），而连带债务的各债务人均有义务履行全部给付（代负他债务人应负担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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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连带债务对债权人具有担保的价值，而连带债权徒增其他债权人求偿之困难，所以存在的

价值不大。 

（二）连带债务 

1．连带债务的发生原因 

2．法律效力 

（1）对外效力（债权人的权利） 

债权人可以对债务人中的一人或数人，就给付的全部或一部分，提出请求；债务人的内部份额

对债权人不具对抗力。 

（2）就债务人之一所生事项的效力 

绝对效力、相对效力。 

（3）对内效力：求偿权 

四、不可分之债 

指同一不可分给付为标的的多数人之债。 

（一）不可分债权 

各债权人仅可请求债务人向债权人全体为给付，而债务人也仅可向债权人全体为给付  

（二）不可分债务 

准用连带之债的规定。 

第三章  债的效力 

第一节  债权的效力 

一、债权的请求力 

债权人依其债权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效力。   

二、债权的执行力 

债务人不履行时，债权人可诉请法院强制执行或请求损害赔偿。  

不完全债权欠缺强制执行力。  

三、债权的受领保持力 

债权人有依其债权保持所受给付的效力（以赠与为例）。债权构成法律上的原因，所受给付不

构成不当得利，例如，受领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之债务履行的效力。  

四、债权的处分效力 

抛弃、转让等 

五、债权人受领迟延 

1.债权人因迟延受领债务人提出的给付，而使债权效力发生的障碍。迟延一般不使债权消灭，

只是使其效力受损 

2.债权人迟延的构成：给付须债权人受领；债务人有给付行为；债权人未及时受领 

3.效力： 产生债务人提存的条件；在买卖合同中，标的物的风险责任转移给买受人；依法理

（我国法律未规定），债权人受领迟延期间，债务人仅对故意和重大过失负责。  

第二节  债务的效力——给付义务群 

一、概说 

1.债务关系，其核心在于给付。民通 84条：“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

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 。 

2.广义的债务关系并非一个单一的给付关系。 “广义的债务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架构，而

这一复杂的架构主要由众多的债权或者义务（狭义的债务关系）组成。这也正是人们将它称作‘架

构’、‘有机组织’的原因。在这里，后两个称谓除表示复杂性之外，还应当表示广义债务关系所具

有的另外一个特征，即它不是静态地僵固于一个一成不变的状态之中，而是随时间变化不断地以多

种形态发生变动：它在‘有机组合’这一形象化称谓中出生，并且可以成长、衰老，直至最后死亡。” 

——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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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给付义务群 

（1）此部分虽属债法总则的内容，且其他债务关系的确也存在多层次义务的问题，但是，作

为所谓“有机组合”的义务群主要系针对合同之债而言.  

（2）此义务群的诸多方面均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其基础，认识到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在我

国，“附随义务”、“合同后义务”等在立法上均无直接的规范，若法院需要通过司法造法的方式承

认其为合同上的责任，可依托《民法通则》第 4 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

及《合同法》第 60条第 2款（“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

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所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进行.  

二、给付义务 

（一）给付行为与给付效果 

给付的双重含义：给付行为或给付效果。  

给付以满足债权为宗旨，故给付的内容必须与特定的债权目的相关联 

1.给付行为 

只要债务人以恰当的方式作出了给付行为，则无论债权人方面主观的目的是否得以实现，债务

人都因清偿而消灭了债务。 如律师接受委托，为诉讼当事人服务。 

2.给付效果 

不仅债务人需要作出特定的给付行为，而且该给付行为还必须实现特定的给付效果。如果给付

行为未达到所要求的给付效果，则债务人之行为仍将构成债务不履行。如承揽合同。 

3.如何确定：（1）依债的类型；（2）依当事人的意思；（3）依交易的习惯。 

（二）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付义务 

1．主给付义务  

是指债的关系所固有、必备，并用以决定债的关系（尤其是合同）类型的基本义务 

【讨论问题】 

何为“买卖合同”、“租赁合同”？ 

确立主给付义务的意义：（1）依主给付义务确立（合同之）债的类型，并将具体案件“涵摄”

到相关法律规范之下；（2）主给付义务的不履行，可导致合同解除权的产生（不履行从给付义务原

则上不引起解除权）；（3）就《合同法》第 66、67条所确立的双务合同的同时履行抗辩权与不安抗

辩权而言，构成抗辩权行使基础的应为所谓“对待给付”，而主给付义务当然构成对待给付（从给

付义务则未必）。   

【案例讨论】 

李杏英诉上海大润发超市存包损害赔偿案 

2．从给付义务   

自功能方面观察，从给付义务有辅助主给付义务的作用，从而确保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更大的满

足。  

从给付义务的发生原因：（1）法律规定，如承运人为旅客运送行李、受托人的报告义务； 

（2）基于当事人的约定，例如雇佣合同所附加的不得兼职的约定；（3）基于诚实信用原则。 

从给付义务不具独立的意义，仅具辅助主给付义务的功能，其存在目的不在于决定债的关系的

类型，而在于确保债权人利益能得到最大的满足。 

从给付义务可以独立以诉请求之。 

是否构成双务合同上的对待给付义务，应视对合同目的之达成是否必要而定。 

【案例讨论】 

张某诉某电气公司购销合同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深宝法

民二初字第 3068号】 

（三）原给付义务与次给付义务 

1.原给付义务：也称第一次义务，是指债的关系上原有的义务。 

2.次给付义务：也称第二次义务，是指原给付义务在履行过程中因发生特定事由演变而成的义

务：（1）因原给付义务的不履行而发生的损害赔偿义务，例如，出卖人人因过失导致买卖标的物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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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而对买受人负金钱赔偿义务；（2）因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所发生的回复原状义务。 

三、附随义务（保护性义务） 

《合同法》第 60条第 2款：“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

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关于此类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的性质，学理上通常将其界定为“附随义务” 、“保护性义

务” 

附随义务是债务人于给付义务（包括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付义务）之外所承受的行为义务。 

附随义务并非给付义务，故债权人往往无法要求债务人履行附随义务，更谈不上就附随义务独

立诉请履行 （与从给付义务的区别）。 

附随义务的不履行，应可归入债务不履行的范畴，从而适用债务不履行的法律后果。  

四、先合同义务与后合同义务 

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保护义务并不局限于合同成立且待履行这一时段。 

（一）先合同义务 

为缔结合同之目的，当事人可能发生接触、准备或进行具体磋商。在合同成立之前，此类缔约

接触并非不具有法律意义。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在缔约阶段上，当事人就应对缔约对方的人身及财

产尽特别的注意，从而履行说明、告知、保密及保护等具体义务。 

先合同义务的确立，旨在确保进行缔约接触的当事人不遭受不公正的损失。对这一义务的违反，

将导致一项法定的损害赔偿之债即缔约过失责任的发生。  

规范基础：《合同法》第 42条、43条。 

（二）后合同义务 

合同之债，因清偿、抵销等原因而发生消灭，同时债权人的给付利益也得到了实现。但是，给

付的效果要得以维持，时常需要使当事人继续负有一定的作为及不作为义务。例如，合同关系终了

后，对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所知晓的商业秘密，当事人仍负有保密的义务  

后合同义务也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发展出来的法定义务。《合同法》第 92条：“合同的权利义

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对于后合同义务，债权人也可以请求履行，如住院病人在治愈出院后可请求医院出具医疗证明。

债务人违反后合同义务的，应视同为对合同义务的不履行，从而应依违约责任的有关规定负其责任。 

五、不真正义务 

对于不真正义务，相对人不能要求履行，而且该义务的违反也不产生损害赔偿问题。 

与给付义务、附随义务当然系债务人之义务不同，负担不真正义务者恰恰是债之关系的权利人，

即债权人。  

不真正义务的效力具体表现在：对该义务的违反，将导致负担该义务者的权利减损或丧失。例

如，《合同法》第 119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

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又如，买受人的检验与通知“义务”（《合

同法》158条）。   

第三节  债务不履行及其效力 

一、概说 

债务不履行：债务人未依债务的内容给付以满足债权的状态。 

不履行债务与违约责任。我国迄今未有完整的债法总则设计，欠缺一般意义上“债务不履行”

或“给付障碍”的概念，仅对契约之债设有“违约责任”。 

有类型化之必要。 

二、给付不能 

（一）概念  

实际给付的内容不可能得到履行：债务人纵然想提供却不能提供给付；债务人即使经努力，仍

然不能依债之本旨履行义务之状态。  

我国《合同法》未对给付不能做出详细规定，但第 110条有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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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付不能的类型 

1.事实不能与法律不能 

2.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 

3.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  

4.全部不能与部分不能  

（三）给付不能的效力 

给付不能构成履行障碍，该履行障碍并不一定使债因此而消灭（原给付义务确定消灭），而可

能只是将其带入一个新阶段（次给付义务）。 

不可归责于债务人时，免除债务人的给付义务，同时不发生损害赔偿替代给付问题。 

可归责于债务人时：（1）给付为全部不能，债务人负损害赔偿之责（履行利益）；（2）部分不

能的，履行剩余部分，对不能部分负损害赔偿之责；但如果部分履行对债权人无利益的，债权人可

以拒绝部分履行而请求全部不履行之损害赔偿。 

三、给付迟延 

（一）意义 

对履行期已满而能给付的债务，由于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未为给付所发生的迟延。  

（二）给付迟延的构成  

1.因在规定的给付时间内（至迟给付日）未为给付所致的迟延。  

2.经催告仍不为给付而所致的迟延。  

3.因拒绝给付所致的迟延。 

（三）效力 

1.债权人可诉请强制执行。 

2.在诉请强制执行之后，仍得就迟延请求损害赔偿（例如利息损失、窝工损失等）。 

3.迟延后的履行对债权人无利益的（例如季节性产品的买卖），得拒绝受领履行，请求替代给

付的损害赔偿。 

4.迟延后，即使对于不可抗力所致的履行不能，债务人亦应负责。 

5.在合同之债，给付迟延系法定合同解除权的发生原因。 

四、不完全给付 

（一）意义 

债务人未完全按给付的内容所为的给付。 

有给付行为，但不完全 

（二）类型 

1.瑕疵给付：债权人未获满足（不充分状态） 

2.加害给付：导致债权人固有利益（人身、财产）受损 

（三）效力 

1.不完全给付可补正的，债务人有补正的义务，因此而造成给付迟延的，负迟延之责；补正对

于债权人无利益的，债权人得拒绝受领，而为损害赔偿的请求 

2.不可补正的，债务人负赔偿责任。 

第四章  债的担保与保全 

第一节  债的担保 

一、概述 

本节仅涉及人的担保方式，包括保证与定金。 

规范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1995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0年）。 

【讨论问题】 

“合同担保”，还是“债的担保”？ 

参考《担保法》第 2条及《担保法解释》第 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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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证 

（一）保证的意义 

指由保证人向债权人承诺，当主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由其代负履行责任或承担连带责任的人

的担保方式。  

保证是人的担保方式；保证是第三人担保；保证债务具有从属性，并以主债务的不履行为发生

条件。 

（二）保证的设立 

1.保证人 

《担保法》第 7条规定的积极要件无意义。消极要件须满足。 

2.保证合同的订立 

须以书面合同缔结保证合同（注意《担保法解释》第 22条）。 

（三）保证范围 

保证范围由当事人约定。 

当事人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应推定保证范围及于全部债务，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担保法》第 21条）。  

（四）保证类型 

《民法通则》未明确区分保证合同的类型，所有保证均为所谓“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法》区

分了“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 

1.一般保证 

也称“补充保证 ”，是指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的保证方式 

《担保法》第 17条第 1款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

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

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保证人享有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权。 

2.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法》第 18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

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

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人不享有先诉抗辩权 。 

3.保证类型的确定 

保证究为一般保证，抑或是连带责任保证，这一点关乎保证人是否享有先诉抗辩权，对保证人

和债权人的利益影响甚大，因此，首先应遵循契约自治的精神，由债权人和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对

保证的类型加以确定。 

如当事人对保证的类型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根据《担保法》第 19 条的规定，保证的类型为

连带责任保证。 

【案例讨论】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哈尔滨办事处与哈尔滨日用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借款保证合同纠纷

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民二终字第 214号】 

（五）共同保证与最高额保证 

1.共同保证 

《担保法》第 12条、《担保法解释》第 20条 

2.最高额保证 

（六）保证期间 

1.概念：是债权人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债务的有效期间。在约定或法定的保证期间内，如

果债权人不向保证人主张保证债权或依法采取相关法律行动，则保证人于保证期间届满时免除保证

责任。 

2.保证期间由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未约定或者虽然约定但早于或等于主债务履行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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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无约定），则保证期间适用法定期间，即自债权清偿期届满之日起的 6个月内为保证期间。  

3．效力：（1）在一般保证中，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保证

期间届满，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担保法》第 25 条）；（2）在连带保证中，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

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届满，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担保法》第 26条）。 

（六）保证的效力 

1．在保证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效力 

（1）债权人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债务的请求权 ；（2）保证人可主张债务人的抗辩（ 《担保

法》第 20条第 1款规定：“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

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 

2．在保证人和主债务人之间的效力 

保证人履行债务后，取得对主债务人的代位求偿权  

（七）保证的消灭 

1.主债务消灭 

2.主债务承担 

因免责的债务承担而发生主债务人更换的，如未征得保证人的同意，保证人原先承担的保证责

任消灭（《担保法》第 23条）。   

3.保证期间届满  

三、定金 

（一）定金的意义 

指合同当事人一方，为确保合同的履行之目的而预先向他方给付的金钱或其他替代物。 

（二）定金的成立 

1.须当事人之间达成定金的合意，订立定金合同。  

《担保法解释》第 118 条规定：“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

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定金应实际支付。 

《担保法》第 90条：“定金合同自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 ” 

3.主合同须有效。 

（三）定金的种类 

1.违约定金 

以定金作为不履行主合同义务的损害赔偿，即给付定金的一方如不履行债务时，接受定金的一

方得没收定金，而接受定金一方不履行时，须双倍返还其受领的定金。 

2.立约定金  

是为了确保在当事人间未来订立合同而交付的定金。立约定金，实际上是当事人在形成预约后，

就本约的订立而设的担保 

《担保法解释》第 115 条：“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给付定金的一方

拒绝订立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讨论问题】 

《担保法解释》第 115条规定了立约定金，这条规定在术语使用上有无问题？ 

3.成约定金 

以定金的交付作为主合同特别成立要件。  

《担保法解释》第 116 条：“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主合同成立或者生效要件的，给付定

金的一方未支付定金，但主合同已经履行或者已经履行主要部分的，不影响主合同的成立或者生

效”。  

4.解约定金  

以定金的丧失或双倍赔偿作为代价，使主合同当事人获得了自由解除合同的权利。 

《担保法解释》第 117 条规定：“定金交付后，交付定金的一方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以丧失定

金为代价而解除主合同，收受定金的一方可以双倍返还定金为代价而解除主合同。对解除主合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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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    

（四）定金的效力 

1. 充抵价金和返还效力（主债务履行 ）  

2.定金罚则  

《担保法》第 89：“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

不履行约定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 

3.替代赔偿效力  

如果适用定金罚则能够填补债权人所受的损害，则债权人不得再另行主张损害赔偿。 

如果债权人的实际损失不能完全被定金罚则所填补，则债权人还可就差额另行向债务人主张赔

偿。  

第二节  债的保全 

一、概述  

保全，是债权人为了确保债权获得清偿而防止债务人责任财产减少的手段。 

根据债的相对性原理，债权人只能向债务人请求履行，债权的效力原则上不及于第三人。但是，

当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危及债权人利益时，法律允许债权人对债务人与第三人的关系进行一

定程度的干预，确保责任财产的完整，以排除对其债权的危害。因此，债的保全属于债的对外效力，

是债的相对性的例外  

二、债权人代位权 

（一）债权人代位权的意义 

指债权人为了保全其债权，以自己的名义，代债务人行使权利的权利。 

《合同法》第 73条：“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

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   

（二）代位权的性质 

1.代位权属于债权的对外效力 

债权效力“穿透”相对关系而及于第三人，属于债权的对外效力。  

2.代位权是债权人的固有权利  

3.代位权属于实体法上的权利  

（三）代位权的构成要件 

1.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有效  

2.债务人怠于行使债权 

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 13 条的规定，“怠于行使”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

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或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

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 

3.有保全债权的必要 

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的结果，有使债权人的债权发生不获清偿的可能 （合同法“对债权造成

损害的”）。 

4.债权已届履行期 

5.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四）代位权的行使 

1.权利行使的范围  

《合同法解释（一）》第 21 条：“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请求数额超过债务人

所负债务额或者超过次债务人对债务人所负债务额的，对超出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代位权行使方法 

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并须以诉讼的方式行使代位权。 

我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之所以将“代位权”规定为“代位之诉”，主要是因为它将代位

权行使的结果确立为次债务人对债权人的直接清偿，如此，为增强清偿的确定性，须依赖司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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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行。   

3.次债务人的抗辩 

《合同法解释（一）》第 18 条规定：“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

权人主张”。  

如果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成立，则可以有效地阻却代位权的效力，法院应判决驳回原告的

诉讼请求。  

（五）代位权的效力 

我国《合同法》73条对代位权的效力未作出明确规定。《合同法解释（一）》弥补了这一缺陷，

但其对代位权效力的规定与大陆法系各国民法的规定有很大差异。 

代位诉讼成立的，法院判决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直接履行清偿义务。对此，（1）赞成者认为，

这一规则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有利于解决我国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三角债”问题，有助于解

决我国司法实践中执行难的问题。（2）反对者认为，这一规则将使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实际上获得

了“优先受偿权”。这样的效果设置固然可以节约诉讼环节和成本，但它有违债权平等的原则，可

能会损害未行使代位权的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合同法解释（一）》

第 20条）。     

三、债权人撤销权 

（一）撤销权意义 

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损害债权的行为，有请求法院撤销该行为的权利。  

（二）撤销权的性质 

1.形成权说 

2.请求权说 

3．折衷说 

我国学者多支持形成权说或折衷说  

（二）撤销权构成要件 

1．客观要件 

（1）债务人方面有减少责任财产的行为  

《合同法》将债务人减少责任财产的行为区分为无偿行为与有偿行为两种情形： 

（2）债务人的诈害行为损害债权 

债务人的诈害行为必须危及债权的实现，才有保全责任财产的必要  

（3）债务人的诈害行为必须发生在债权成立后  

2．主观要件 

我国《合同法》区分无偿行为与有偿行为而设有不同的主观要件. 

对于无偿行为，受让人（受益人）的主观因素无关紧要，其对于债务人的诈害行为是否知晓并

不影响债权人的撤销权。 

若债务人实施的是有偿行为，即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

财产，则依据《合同法》第 74 条的规定，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尚需具备主观要件，即“受让人知

道”债务人之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债权。 

（三）撤销权的行使 

1.行使方式  

债权人之撤销权，仅在以诉的方式行使时，始能发生撤销的法律效果。  

2.行使对象  

行使对象，也即撤销之诉的被告。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 24条的规定，当债务人的行为

是双方行为时，应以债务人为被告，如法院认为有必要，可追加受益人或受让人为诉讼第三人 

3.行使期间    

债权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 1年内行使撤销权；自债务人行为发生起 5年内不行使的，

撤销权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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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撤销权的效力 

1.对债务人的效力 

债务人的诈害行为被视为自始无效。  

2.对第三人的效力  

因作为财产取得依据的法律行为被撤销，第三人因债务人的行为所取得的财产，应返还于债务

人。  

3.对债权人的效力  

因撤销权之行使，债务人所实施的单方行为或双方行为无效，债务人（而非债权人）可以向财

产的占有人或受让人、受益人主张返还，从而使其责任财产恢复到正常状态。 

第五章  债的移转 

【讨论问题】 

银行借记卡（储蓄卡）、贷记卡（信用卡）的法律原理是什么？ 

第一节  概述 

一、债的移转的意义 

债的移转，指债的关系在保持同一性的情况下，而发生主体的变更 

 所谓债的同一性的保持，指债的效力依旧不变，包括原有的利益（如时效利益）、各种抗辩、

从属的权利等 

二、移转的原因与内容 

（一）发生原因  

1.基于法律行为的移转 

2.基于法律之规定的移转 

3.裁判上的移转 

（二）移转内容 

1.概括承受 

指债权和债务作为财产的整体而移转，如因继承或法人合并而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移转。 

2.特定承受 

指特定债权或债务的单独移转，如后文所讨论的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  

第二节  债权让与 

一、债权让与的意义  

（一）债权让与的概念 

是指不改变债的内容，而原债权人（让与人）以合同将债权移转于新债权人（受让人）。 

（二）债权让与的性质 

1.债权让与为不要式合同  

2.债权让与为处分行为  

3.债权让与为无因行为 

【问题讨论】 

债权让与为无因行为，这一说法意味着什么？ 

二、债权的可让与性 

（一）债权让与自由原则 

对于债权人而言，债权是其所享有的一项财产。对该财产，债权人应可像对物权等其他财产那

样自由处分。  

（二）债权让与的限制 

《合同法》第 79条之规定。 

三、债权让与的效力 

（一）对内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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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让与的效力，发生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为债权让与的对内效力。  

1.债权由让与人移转于受让人。让与合同一旦成立，债权随即移转。  

2.债权的从权利随同移转。  

3.证明文件的交付和必要情形的告知。 

（二）对外效力 

债权让与的对外效力，主要指对债务人的效力，这是由债之关系的相对性决定的  

1.对债务人生效的要件：让与通知  

债权让与合同因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合意而发生债权移转的效果，无须征得债务人的同意。

但是，对此让与事实，债务人未必知晓。为了避免债务人错误清偿，法律设有保护债务人之规定 

《合同法》第 80条第 1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

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问题讨论】 

《合同法》第 80条第 1款之规定有何意义？ 

2.对债务人效力的内容  

（1）债务人一经获得通知，债权让与即对其生效。 

（2）债务人一切得对抗原债权人的抗辩事由，均可对抗新债权人. 

《合同法》第 82 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

让人主张”。 

（3）债务人可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合同法》第 83 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

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第三节  债务承担 

一、债务承担的意义  

（一）债务承担的概念 

债务承担，是指不改变债务的同一性，而依合同将债务移转于他人承受  

债务承担可分为免责的债务承担和并存的债务承担。 

二、免责的债务承担 

（一）债务的可移转性 

（二）债务承担合同 

债务承担可由债权人、债务人和承担人三方达成合意，也可以以下方式缔结债务承担合同 

1.债权人与第三人订立债务承担合同 

此类合同虽然没有债务人的参与，但其效果却可免除债务人的债务，是使其纯粹获得利益的合

同。因此，此类合同应当有效，并可直接发生债务承担的效果。  

2.债务人与第三人订立债务承担合同 

债务承担系由新债务人代替旧债务人，新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和信用等因素会影响到债权人债权

的实现。债务承担关系债权甚切，实际上是对债权的处分，故必须由债权人的参与。 

未经债权人同意，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订立的债务承担合同尚不能发生效力，可将其视为效力

待定合同的一个类型。  

（三）效果 

1.对债务本体以及从权利、从义务的效力 

《合同法》第 86 条：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应当承担与主债务有关的从债务，但该从

债务专属于原债务人自身的除外 

2.对债权人的效力  

《合同法》第 85条：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 

3.对原债务人的关系  

原债务人即从债之关系中摆脱出来，不再承担任何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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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债权债务的概括移转 

一、意义  

债权债务的概括移转，是指债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将其权利义务一并移转给第三人，而由该

第三人承担其地位。 

二、合同承受 

（一）构成要件 

1.合同地位的可让与性 

2.让与合同  

（二）效果 

1.合同承受的，一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的债权债务全部移转给承受方。 

根据《合同法》第 89 条的规定，涉及合同权利转让的部分，适用有关债权让与的规定，涉及

合同义务转移的，则适用债务承担的有关规定。所以，有关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之法律效果的规定，

如从属权利和从属义务的随同移转等，也适用于合同承受  

2.发生合同承受的，一方当事人完全退出合同关系，承受方成为合同关系的当事人。由此，附

着于债之关系的形成权，如解除权、撤销权等，也移转于承受人。  

三、法定的概括移转 

（一）法人的合并和分立 

《合同法》第 90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合并的，由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合同权利，

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分立的，除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由分立的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对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  

（二）其他的法定概括移转 

法定概括移转，除发生在法人合并或分立之情形外，还典型地由法定继承引起。债之关系一方

当事人死亡的，其在该债之关系中所享有的债权及所承担的义务一并移转于其法定继承人。不过，

《继承法》第 33条确立了限定继承的规则，继承人对于超出遗产实际价值的债务不负清偿之责。 

《合同法》第 229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据

此，租赁物的受让人在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后，仍须承受原来的租赁合同关系。该承受是基于法律规

定，属于债权债务的法定移转。   

第六章  债的消灭 

第一节   清偿 

一、意义 

清偿，指产生消灭债权效果的给付。 

债务人依债之本旨履行债务（适时、适所、完全并以恰当的方式）。 

二、清偿人与清偿受领人 

（一）清偿人 

1.债务人 

2.债务人的代理人 

3.第三人 

（二）清偿受领人 

1.债权人  

2.债权人的代理人  

3.受领证书持有人等  

三、清偿客体 

（一）部分清偿 

《合同法》第 72 条：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但部分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

除外。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给债权人增加的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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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物清偿 

以他种给付代替原定给付的清偿。代物清偿欲达清偿之效果，须债权人同意。   

代物清偿与清偿具有同样的效力。 

四、清偿地、清偿期、清偿费用 

《合同法》第 62条。 

（一）清偿地 

（二）清偿期 

（三）清偿费用 

五、清偿的抵充 

《合同法解释（二）》第 20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

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

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

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

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 

六、清偿的效力 

1.债之关系的消灭 

2.受领证书（收据）给予请求权 

3．债权证书返还请求权 

第二节  提存 

一、意义 

提存是债务人将难以清偿的标的物交提存部门保存以消灭债的行为。——代替清偿 

提存的必要性：债权人受领迟延等并不使债务人免除给付义务，为避免债务人长期受债务困扰，

而设此项制度。 

二、提存的原因 

债务人提出清偿，但由于债权人方面的原因不能实现清偿的目的，具体包括：债权人无正当理

由拒绝受领；受领人不明（如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 ）；债权

人下落不明。 

三、提存的主体和客体 

（一）主体 

提存人（债务人或其代理人） 

提存机关（多为法院，我国目前仅有公证提存）。 

（二）客体 

动产，金钱及其他适于保管的物 

不适于提存或费用过高的，债务人变卖后将价款提存 

四、提存的效力 

（一）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 

1.债的关系消灭。 

2.提存物的风险移转至债权人（孳息也归债权人享有）。  

3.债务人的通知义务。 

（二）债权人与提存机关之间 

债权人有请求交付提存物的权利。 

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提存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提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

所有（《合同法》104条第 2款）。  

第三节  抵销 

一、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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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销是当事人就互负种类相同的给付，按对等数额使其相互消灭的意思表示。 

涉及两个债的关系全部消灭或部分消灭。 

有对价，实际效果同清偿，构成债的消灭原因。  

二、抵销的类型 

（一）法律上的抵销和合意抵销 

1.法律上的抵销（单独抵销） 

符合法律规定时，产生抵销权；抵销为单方行为，抵销权为形成权，抵销以向对方为意思表示

（通知）的方式实现。 

2.合意抵销：当事人经由合意而产生的抵销 

（二） 民法上的抵销和破产法上的抵销 

破产法上的抵销条件更宽松，如未到期的债权亦可作为主动债权 

三、抵销的要件 

1.双方债权的存在        

债权在对待的当事人之间存在（互负债务） 

2.均届清偿期 

3.同种类给付（通常为金钱之债） 

【问题讨论】 

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权利人可否抵销的问题。 

四、抵销的效力 

双方债权（对等数额）的消灭。 

第四节  免除 

一、意义 

免除，债权人以债之消灭为目的而抛弃债权的意思表示。 

二、免除的性质 

1.契约说：德国民法典  “债权人依契约免除……”。  

2.单独行为说：日本民法、台湾地区民法。 

单独行为说较为合理。为尊重债务人之人格，可设类似如下之规定：债务人表示不欲享受免除

之利益者，视为自始未有免除之表示。 

第五节  混同 

一、意义 

债权债务归于一人的法律事实。 

两个利益主体的存在是债的关系存在的前提。 

二、混同的原因 

继承 

法人合并 

债权转让、债务承担 

三、混同的效力 

1.通常情况下，导致债的消灭。 

2.在法律另有规定或债权属于他人权利标的时，债权不消灭。前者如，未到期票据，鼓励债权
的流通性。后者如，债权为他人质权标的。 
作业 
1．“债”的法律内涵是什么？为什么民法需要使用这样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 

2．一物两卖，前后两个合同都可以有效，其道理何在？ 

3．债的发生原因是否限于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缔约过失这几种？ 

4．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如何安排债法体系？ 



414 

5．为什么要使用“给付义务群”的观念描述债务的构成？ 

6．从给付义务与附随义务有何不同？  

7．为什么需要使用“不真正义务”这一概念来描述债权人的受领义务等义务？ 

8．选择之债具有何种功能？ 

9．民法为什么需要对多数人之债问题单独作出规范？ 

10．在连带债务中，何为“对债务人之一所生事项的效力”问题？民法为什么需要就此问题做

出相关规范？ 

11．保证如何发挥强化债权实现的功能？  

12．先诉抗辩权如何能够保护保证人的利益？ 

13．法律为什么要通过规定债权人撤销权来保全债权？ 

14．为什么债权让与无须征得债务人的同意？  

15．法律规定，债权让与自通知债务人时起对债务人生效，这一规定的立法目的何在？ 

16．债务承担为什么需要征得债权人的同意？ 

17．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的无因性指的是什么？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充分理解债法总则设置的必要性，并能够认识到债法总论应包括的

内容。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理解债的基本概念以及债权的基本特征和属性，并对债法的特征有清

晰的认识。学生应从分类或标的方面认识债的各种类型以及多数人之债的基本规则。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重点掌握债之关系的效力，包括债权的效力、债务的效力以及债务

不履行的效力。学生尤其应该认识到债务构成的复杂性（给付义务群），并掌握其具体意义。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能对有助于债权的实现的担保与保全制度有完整的认识，并掌握其规

则。学生应能够从债权的财产权属性出发，认识到债的可移转性，并掌握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的基

本规则。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意识到债权具有“因消灭而实现”的特点，并能够熟练掌握清偿、

提存、抵销、免除和混同的基本规则。 

知识单元 2：合同总论 

参考学时： 
13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七章  合同概述 

第一节  合同的概念 

一、立法定义 

《民法通则》第 85条 

《合同法》第 2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

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二、学理定义 

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狭义的合同仅指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的债权合同；广义的合同还包括产生

其他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双方法律行为。 

【讨论问题】 

“合同”是否专属于债法的范畴？ 

第二节  合同法的性质与理念 

一、合同的性质 

既属法律事实（法律行为），又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 

合同不仅约束双方当事人（当事人间的行为规范），而且也应约束法官（裁判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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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同法规范的性质 

【讨论问题】 

既然“契约自由”，为什么又需要合同法？其基本功能为何？立法的准据为何？ 

任意法，而非强行法。 

规范的任意性，其根源在于对“契约自由”理念的尊重；该理念越是薄弱，合同法中的强行性

要素就越多。 

合同立法的准据：正常的交易当事人最可能约定的交易条件。 

三、合同法的理念 

（一）契约自由 

契约自由的哲学、伦理学乃至经济学的解释。 

契约自由的具体体现。 

（二）契约正义 

契约自由本身不包括对契约结果的衡量，原则上不讨论结果的公正性问题。因此，契约内容应

得到尊重，不能任意调整。 

然而，该规则具有若干前提（假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当事人拥有相同的经济地位和信

息资源，拥有同等的交易经验，从而能够做出真正符合自己利益的契约安排。然而，这种理想主义

的假设并不符合生活事实：契约当事人的经济地位往往有很大的不同——“强制的自由”（强者假

契约自由之名限制弱者的自由缔约权）——契约自由的滥用。  

契约正义的观念要求对契约法的规则进行调整，如：强制缔约义务；定型化合同的调整；劳动

者、消费者的倾向性保护等。 

契约法在一定程度上应起到扶贫济困的功能，但是这不可能成为契约法的主要使命，该功能应

由税法等来加以实现。 

契约法仍仅应在例外条件下考虑结果公平的问题。如果契约法以公平正义之名任意更改当事人

的意思，那么当事人对于将来契约的履行将无法预见，法律的安定性，交易的安全将受严重破坏。 

第三节  合同的分类 

一、有名合同（典型合同）与无名合同（非典型合同） 

分类标准：有无专门的法律规范——法律是否对某种合同类型作出规定。 

1.有名合同：法律规定其内容并赋予一定名称的合同。 

2. 无名合同：法律未规定其内容与名称的合同。 

区分的意义：合同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其内容由当事人自行确定（合同自由），但当事

人未必事无巨细均加以明确约定。在当事人对一些事项未作出约定时，有名合同可直接适用法律的

任意性规定（范式）——主要的问题是从个案法律事实中识别契约的类型（主给付义务）；无名合

同的法律适用问题相当复杂（适用民法总则、债法总则、合同总则，并参照最相类似的典型合同）。 

二、诺成合同、要物合同 

分类标准：合同在合意外，是否尚须标的物的交付而成立。 

1．诺成合同：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的合同。诺成性是合同的一般属性。  

2．除意思表示外，还需要标的物的交付方可成立的合同。 

【讨论问题】 

要物合同在民法上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三、单务合同、双务合同 

分类标准：当事人双方是否负互义务。 

1.单务合同：仅有一方当事人负有义务，他方不负义务的合同，如赠与合同，借用合同，无偿

的保管合同。 

2.双务合同：双方互负债务的合同   买卖、租赁、承揽等   债务的对待性——两个债的关系

具有法律上的关联 

区分意义：双务合同具有特殊效力（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合同解除权通常发生在双



416 

务合同之中）。 

四、有偿合同、无偿合同 

分类标准：当事人取得合同权利是否须支付代价，或负担义务是否受有代价。 

1.无偿合同：当事人一方只为给付（负担义务）而无报偿的合同  如赠与、借用合同。 

2。。有偿合同：当事人各因给付而取得报偿的合同，如买卖、租赁、承揽； 

区分意义：当事人所负注意义务不同，进而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时的归责性以及债不履行的后

果产生影响 

法律对无偿合同的债务人宽大处理（任意撤销、要物性设计、责任减轻） 

五、要式合同与不要式合同 

分类标准：合同是否需要具备特定形式。 

形式自由系合同自由的一个方面，所以合同以不要式为原则。证据方面的考虑不应使合同必须

具有特定形式。 

要式：书面、公证等形式。其目的在于促请当事人认清有关行为经济意义或固有的风险，敦促

他们认真考虑并尽量表达得准确。如赠与合同通常需要以公证的方式设立。 

区分意义：要式合同不具备法律要求的特定形式的，无效（德国民法典 125条）或不成立。 

形式瑕疵的补正。《合同法》第 36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

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六、一时性合同与继续性合同 

分类标准：时间因素对确定给付的内容和范围是否发生影响 

1．一时性合同：一次给付便使合同内容得以实现的合同。 

2.继续性合同：债务须经持续的给付才能履行完毕的合同。 

区分意义：一时性合同适用解除，具有溯及力；继续性合同适用终止，对未来发生效力，不具

有溯及力。  

七、束己合同与涉他合同 

分类标准：合同的效力是否涉及第三人。 

1.合同原则上仅能约束参与缔约的当事人（法谚云：不得为他人缔约），故合同原则上均为束

己合同。 

2.涉他合同包括“由第三人给付的合同”（第三人负担合同）和“向第三人给付的合同”（利他

合同）。 

《合同法》第 64、65条。 

八、预约与本约 

分类标准：两个合同相互间是否具有手段和目的的关系。 

1.预约：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合同的合同。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2条：当事人签订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

合同，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

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本约：履行该预约而成立的合同 

九、确定合同与射倖合同 

分类标准：给付的内容和范围在合同成立时是否确定。 

射幸合同：以未来不确定事件（偶然机会）而决定是否给付的合同。 

类型：保险合同、搏彩合同等。 

第八章  合同的订立 

第一节  概述 

一、合同的成立要件 

合同属于法律行为，所以首先需要具有法律行为的一般成立要件：当事人、标的与意思表示。 

二、 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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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因当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但合意如何认定？ 

将错综复杂的缔约磋商进行分解，建立一个模型：要约（提出缔约建议）——承诺（无条件的

同意）。 

第二节  要约 

一、要约的概念 

要约，是指一方当事人向对方提出合同条件，希望对方接受，以便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二、要约的构成要件 

1．要约必须是希望订立合同的人向相对人发出的意思表示。 

2．要约必须以订立合同为目的。 

3．要约的内容应当具体、确定。 

4．要约应当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三、要约邀请 

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 

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 

四、要约的法律效力 

要约的法律效力，是指要约的生效以及要约对于要约人和受要约人所产生的效力。 

1．要约生效的时间。 

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 

2．要约对要约人的拘束力。 

3．要约对受要约人的拘束力。 

4．要约的存续期限。 

五、要约的撤回与撤销 

1．要约的撤回。 

要约可以撤回。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 

2．要约的撤销。 

要约可以撤销。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但是，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1）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2）

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 

六、要约的失效 

1．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 

2．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 

3．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 

4．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 

第三节  承诺 

一、承诺的概念 

承诺，是受要约人向要约人作出的同意接受要约的意思表示。 

二、承诺的构成要件 

1．承诺必须由受要约人向要约人作出。 

2．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 

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 

3．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 

4．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三、承诺的撤回 

承诺可以撤回。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要约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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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诺的生效 

1．承诺生效的时间。 

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

为时生效。 

2．承诺生效的效果。 

五、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 

1．合同成立的时间。 

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

认书时合同成立。 

2．合同成立的地点。 

承诺生效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

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第四节  订立合同的特殊方式 

一、招标投标方式 

二、拍卖方式 

三、交错要约 

交错要约，是指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发出要约，对方也向其发出同一内容的要约，且双方均不知

对方已向自己发出要约的现象。 

四、意思实现 

意思实现，是指依习惯、事件性质或要约人为要约时的预先声明，承诺无须通知，在相当时期

内有可认为承诺的事实时，合同即告成立的现象。 

五、强制缔约 

第五节  悬赏广告 

一、概念 

以广告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予报酬的，为悬赏广告 

悬赏广告有广泛的用途如征集奥运会会徽，悬赏捉拿犯罪嫌疑人，悬赏寻找失物或走失之人，

软件开发者悬赏发现漏洞等。 

悬赏广告与委托合同的区别。 

二、悬赏广告的性质 

1.契约说 

2.单方行为说 

单独行为说似较为合理 

三、效力——报酬给付请求权 

以在设定期限内完成一定行为作为请求报酬的前提。 

数人先后完成该行为的，由最先完成该行为之人，取得报酬请求权。 

优等悬赏广告：对于完成指定行为的数人，仅对被评定为优等者给付报酬的悬赏广告。 

第六节  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 

【讨论问题】 

某洗衣店在店内张贴告示，称“送洗衣物如有灭失，赔偿价格不得超过洗衣价格的 10倍”，此

告示效力如何？ 

一、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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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条款：也称格式合同、定型化条款、一般交易条件等，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

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无论是被纳入到书面合同文件中，还是构成一个单独的部分，只要不存在个别协商的可能，即

可视为格式条款。 

最典型的格式合同为发生在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消费合同。 

二、对格式条款的法律控制 

（一）立法、司法、行政的多重控制手段 

（二）《合同法》的规范 

1．将格式条款纳入合同的前提——使用者的揭示义务。  

格式条款使用者应以显著方式提请对方当事人注意格式条款。 

使用人未尽此揭示义务的，相对人可以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  

2．格式条款的解释 

《合同法》第 41条：有疑义时，作不利于格式条款使用人的解释（强行规范）。 

3．内容的控制 

格式条款的无效（合同法第 40条） 

格式条款使用人违反诚信原则，造成对相对方的明显不公平——不恰当的免责、排除对方主要

权利、加重对方责任等。 

无效的效果：原则上，仅使该格式条款发生无效，不影响整个合同的效力（部分无效不影响整

体的有效）；对于无效条款所涉及的问题，适用法律的任意性规范（视为未约定）。 

第七节  缔约过失责任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概念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缔约人故意或过失地违反先合同义务，致使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

时，依法应向对方承担的赔偿其损失的责任。 

二、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 

1．缔约人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 

2．对方当事人遭受损失。 

3．缔约人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与对方当事人遭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4．违反先合同义务的一方有过错。 

三、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 

《合同法》第 42条、第 43条 

四、缔约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计算 

信赖利益的赔偿。 

第八节  合同的解释 

一、合同的解释概述 

合同的解释，是指由受理合同纠纷的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为合理确定合同的内容，依法对合同

及相关资料的含义所作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分析和说明。 

合同解释无所不在。 

二、合同解释的规则 

（一）文义解释 

1.主观解释 

2.客观解释 

（二）整体解释 

以合同的各个条款相互解释，以确定各个条款在整个合同中所应具有的真正意思。 

（三）目的解释 

如果合同内容的解释存在歧义时，应选择最合乎合同目的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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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惯例的解释 

交易惯例：存在于交易中的行为习惯或语言习俗。 

交易参与人通常都了解和实行这些习惯或习俗。 

（五）诚信解释 

诚信是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 

合同条款有歧义时，应作符合诚信原则的解释。 

第九章  合同之债的特殊效力 

一、概述 

合同作为债的发生原因。 

债法总则“债的效力”乃以合同之债为原型而设计，因此前述关于“债权效力”、“债务效力”、

“债务不履行之效力”均适用于合同之债。 

本章阐明合同所具有的特殊的债的效力：合同的解除；双务合同之履行抗辩权。 

二、合同的解除 

（一）合同解除的类型 

1.双方合意解除 

《合同法》第 93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合意解除本身是一个新的合同，其效力如何由解除合同确定。 

2.单方解除 

通过单方面行使合同解除权，使合同之效力溯及地发生消灭的意思表示。 

合同必须严守：若无法律上或合同上的解除权，不得单方废止合同。 

（二）解除权的发生原因 

1.依当事人之约定——约定解除权 

《合同法》第 93条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

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与附解除条件合同的区别：合同并不因该条件成就自动失去效力；而是产生当事人的解除权。 

2. 法定解除权（《合同法》第 94条） 

（三）解除权的行使 

1.行使的方法 

向对方当事人以意思表示为之，属于有相对人的单方意思表示。 

《合同法》96 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

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解释二》第 34 条：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

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行使期间 

《合同法》第 95 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

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

使的，该权利消灭。 

（四）解除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 97 条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

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1.原给付义务消灭：双方均消灭。 

2.回复原状：向对方返还给付利益。 

3.损害赔偿：包括所受损害与所失利益（如系因对方根本违约而产生合同解除权，赔偿应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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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违约损害赔偿） 

三、双务合同的特殊效力 

（一）同时履行抗辩权  

合同法第 66 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

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 

1.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双务合同的当事人之一方于他方当事人未为对待给付前，得拒绝自己给

付的权利。无任何情事而强使当事人一方先为给付，有失公平——先给付一方将承担对方不为对待

给付的风险。 

2.性质：一时性（阻碍性）的抗辩权 

3.成立要件：双方因同一合同互负债务——对待给付；行使抗辩权之人无先行给付义务；相对

人未为给付 

4.同时履行抗辩权行使的效力：一时地阻止请求权的效力；抗辩权只有经抗辩权人行使才发生

阻却请求权的效力，若在相对人提出给付请求时，债务人未援引该抗辩，而为给付，则事后不得主

张给付的返还。 

（二）不安抗辩权 

《合同法》第 68、69条 

1.不安抗辩权指双务合同中有先为给付义务的当事人一方，因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显著减少或经

营状况恶化而难为对待给付，在对方未为对待给付或未提供担保前，有拒绝自己给付的抗辩权。如

果不赋予此项抗辩权，将使负有先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不能得到对待给付的特别风险（超出了当

事人能够预测的范围）。 

2.不安抗辩权的成立要件 

（1）援引该抗辩权之当事人有先行给付的义务——否则可援引同时履行抗辩权。 

（2）对方当事人（后给付方）存在难为对待给付的情形——合同法 68条列举四种具体情形。 

3.效力 

（1）享有此项抗辩权之人，在相对人未为对待给付或提出担保前，得拒绝自己的给付。 

（2）该项抗辩权因对方的给付或担保的提出而消灭。 

（3）对于相对人难为给付的主张，主张抗辩权之人应负举证责任。 

（4）我国合同法进一步规定了行使抗辩权之人的合同解除权。 

【讨论问题】 

《合同法》第 67条规定的“顺序履行抗辩权”是否有必要？ 

第十章  违约责任 

第一节  违约责任概述 

一、违约责任的概念 

违约责任，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法定或约定的条件

时，依法应向对方承担的民事责任。 

二、违约行为的形态 

1．不能履行 

2．拒绝履行 

3．迟延履行 

4．不完全履行 

三、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1．过错责任原则 

2．严格责任原则 

【讨论问题】 

我国《合同法》到底确立了何种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四、免责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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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免责条件 

免责条件，是指法律明文规定的当事人对其不履行合同不必承担违约责任的条件。 

1.一般法定免责条件：不可抗力。 

2．特别法定免责条件。 

（二）免责条款 

免责条款，是当事人事先以协议免除或限制其将来可能产生的责任的合同条款。 

免责条款的解释。 

免责条款的无效。 

第二节  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 

一、强制履行 

（一）强制履行的概念 

强制履行，是指债务人违约后，如债务履行仍有可能时，债权人可请求法院强制债务人继续履

行合同债务。 

（二）强制履行的构成要件。 

1．一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债务。 

2．守约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 

3．违约方能够继续履行。 

4．强制履行不违背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的性质。 

（三）强制履行与其他违约救济方式的关系 

1．强制履行与赔偿损失。 

2．强制履行与违约金。 

3．强制履行与合同解除。 

二、赔偿损失 

1．完全赔偿原则 

2．合理预见规则 

3．与有过失规则 

4．减轻损失规则 

5．损益相抵规则 

三、支付违约金 

（一）违约金的概念 

违约金，是指当事人依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在一方违约时应向对方支付的一定数额的金钱或

其他代替物。 

（二）违约金数额的增减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

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三）违约金与其他违约救济方式的关系 

1．违约金与赔偿损失。 

2.违约金与定金。 

3.违约金与合同解除。 

第三节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一、责任竞合概述 

1．法律规范竞合 

法律规范竞合，是指同一事实符合数个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致使这些法律规范都可适用。 

2．民事责任聚合 

民事责任聚合，是指受害人就同一事实可请求行为人承担多种民事责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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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事责任竞合 

民事责任竞合，是指同一违法行为虽然符合多种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可成立多种民事责任，

但受害人只能择一请求。 

二、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区别 

1．归责原则不尽相同。 

2．构成要件不尽相同。 

3．举证内容不尽相同。 

4．赔偿范围不尽相同。 

5．诉讼时效不尽相同。 

6．责任方式不尽相同。 

7．免责事由不尽相同。 

8．诉讼管辖不同。 

三、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处理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合同法》要

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作业 
1．如何理解“合同”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 

2．试述单务合同与双务合同、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的区分标准及其意义。 

3．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两种理念之间有何关系？ 

4．如何区别要约与要约邀请？ 

5．要约的撤销与撤回有何区别？我国《合同法》对于要约的撤销是如何规定的？ 

6．有效的承诺应具备哪些条件？ 

7．我国《合同法》对格式条款有何限制？为何要设立这些限制？ 

8.悬赏广告属于单方允诺，还是契约？这一问题本身有何意义？ 

9．何谓“缔约过失责任”？ 

10.试述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条件及其功能。 

11．试述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及其效力。 

12.解除权应如何行使？ 

13．我国《合同法》规定了哪些类型的违约行为？ 

14．试述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主要区别。 

15．试述我国《合同法》关于赔偿损失责任的规定。 

16．试述赔偿损失与违约金之间的关系。 

17．试述赔偿损失与强制履行之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首先深入理解“合同”这一概念，并准确理解“契约自由”与“契约

正义”的合同法理念。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结合《合同法》第二章的内容，详细掌握合同订立的相关规则，并

掌握缔约过失责任、格式合同规制的相关规范和理论。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能够在债法总则有关债的效力的基础上，理解合同之债做具有的特殊

效力，即双务合同履行抗辩权的效力与合同解除效力。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意识到违约责任在合同法中的核心地位，并结合《合同法》的具体规

定，掌握有关违约样态、违约责任承担方式等规则。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具备以合同法一般理论和规则分析合同纠纷案件的基本能力。 

知识单元 3：合同分论 

参考学时： 
7课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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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 

第一节  买卖合同 

一、买卖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买卖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合同。 

二、出卖人的义务 

1．交付标的物。 

2．移转标的物所有权。 

3．瑕疵担保责任。 

（1）权利瑕疵担保责任。 

（2）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4．交付有关单证资料。 

三、买受人的义务 

1．支付价款。 

2．检验及通知义务。 

四、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 

1．风险原则上随标的物的交付而转移给买受人承担。 

2．在途货物的风险自合同成立时转移给买受人承担。 

3．标的物因交付给第一承运人而移转。 

4．买受人迟延受领时风险的移转。 

5．因标的物质量不合要求导致买受人解除合同时，风险归出卖人承担。 

6．买受人承担风险的，不影响其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五、特种买卖合同 

1．保留所有权的买卖合同。 

2．样品买卖合同。 

3．试用买卖合同。 

第二节  赠与合同 

一、赠与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赠与合同为诺成、单务、无偿、不要式合同。 

二、赠与人的义务 

1．交付赠与物并移转相应的权利。 

2．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财产毁损、灭失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瑕疵担保责任。《合同法》第 191条。 

三、赠与人对赠与的任意撤销权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

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除外。 

【讨论问题】 

为什么在赠与合同中会出现所谓“任意撤销权”？ 

四、赠与人或其继承人、法定代理人对赠与的法定撤销权 

1．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 

2．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的法定撤销权。 

五、赠与人不再履行赠与义务的例外情形 

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 

第三节  借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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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借款合同的概念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约定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 

1.实践性合同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2.不要式合同 

3.关于利息 

未约定利息的，视为无息；约定利息的，不得为“高利贷”（高于法定基准利率 4倍）。 

三、非自然人之间的借款 

主要指至少一方为金融机构的借款。 

要式合同：需具备书面形式 

诺成合同：订立时成立，贷款人有义务依约定向借款人提供贷款。 

存在利率管制。 

第十一章  转移财产使用权的合同 

第一节  租赁合同 

一、租赁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租赁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合同。 

二、出租人的义务 

1．交付租赁物，保持租赁物的适用性。 

2．维修租赁物。 

3．瑕疵担保责任。 

（1）权利瑕疵担保责任。 

（2）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三、承租人的义务 

1．按期支付租金。 

2．按照约定的方法和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 

3．妥善保管租赁物。 

4．租赁期间届满后返还租赁物。 

四、租赁期间租赁物的转让 

1．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2．买卖不破租赁 

【讨论问题】 

《合同法》第 229条规定的实际效力和意义何在？ 

五、转租的效力 

《合同法》第 224条 

第二节  融资租赁合同 

一、融资租赁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

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融资租赁合同为诺成、要式、有偿合同。 

二、出租人的权利义务 

1．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 

2．原则上不对租赁物的适用性负责。 

3．不承担租赁物侵害第三人权利的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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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证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 

5．不得擅自变更买卖合同中与承租人有关的内容。 

三、承租人的权利义务 

1．出卖人应向承租人交付标的物，承租人享有与受领标的物有关的买受人的权利。 

2．承租人根据约定可以向出卖人行使索赔的权利。 

3．出租人依法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的时，承租人对超额价值享有返还请求权。 

4．依约支付租金的义务。 

5．妥善保管、使用租赁物，并负有维修义务。 

第十二章  完成工作成果的合同 

第一节  承揽合同 

一、承揽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 

承揽合同是诺成、双务、有偿、不要式合同。 

二、承揽人的义务 

1．原则上应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 

2．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并提交必要的技术资料和有关质量证明。 

3．对定作人提供的材料进行检验的义务。 

4．发现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不符合约定、定作人提供的图纸或者技术要求不合理时，负有通知

义务。 

5．保管定作人提供的材料和完成的工作成果的义务。 

6．接受定作人的检验、监督。 

7．保密义务。 

8．共同承揽人对定作人承担连带责任。 

三、定作人的义务 

1．支付报酬。 

2．协助义务。 

3．中途变更承揽要求时的损害赔偿责任。 

4．随时解除承揽合同时的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节  建设工程合同 

一、建设工程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

同。 

建设工程合同是诺成、双务、有偿、要式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是特殊类型的承揽合同。 

二、承包人的权利义务 

1．接受发包人检查的义务。 

2．在隐蔽工程隐蔽以前通知发包人检查的义务。 

3．对于建设工程价款，就建设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 

三、发包人的权利义务 

1．及时验收的义务。 

2．依约支付价款并接收建设工程的义务。 

3．因承包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发包人享有要求

承包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权利。 

第十三章  提供劳务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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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运输合同 

一、运输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

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 

运输合同通常是双务、有偿、诺成合同。 

二、运输合同的类型 

1．旅客运输合同和货物运输合同。 

2．单一运输合同和联合运输合同。 

3．同一方式联运合同和多式联运合同。 

三、承运人的义务 

1．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 

2．按照约定的运输路线安全运输的义务。 

3．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义务。 

（1）告知有关运输的重要事项的义务。 

（2）依约运输旅客的义务。 

（3）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旅客的义务。 

（4）对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5）对旅客自带物品的毁损灭失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4．货运合同中承运人的义务。 

（1）及时通知收货人提货的义务。 

（2）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承受货物因不可抗力灭失时的运费风险。 

四、托运人的权利义务 

1．托运人享有任意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 

2．如实申报与运输货物有关的事项的义务。 

3．妥善包装货物的义务。 

第二节  保管合同 

一、保管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 

保管合同是实践、无偿、不要式合同。 

二、保管人的义务 

1．给付保管凭证。 

2．妥善保管义务。 

3．亲自保管义务。 

4．不得使用或许可第三人使用保管物。 

5．第三人对保管物主张权利时的及时通知义务。 

6．返还保管物及其孳息的义务。 

三、寄存人的义务 

1．依约支付保管费及其他费用。 

2．保管物有瑕疵或者保管物需要采取特殊保管措施时，保管人负有告知义务。 

3．寄存货币、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贵重物品时，应向保管人声明。 

第三节  仓储合同 

一、仓储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仓储合同，是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 

仓储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不要式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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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管人的义务 

1．验收仓储物。 

2．向存货人给付仓单。 

3．妥善保管义务。 

4．入库仓储物变质或损坏时的及时通知义务。 

5．根据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的要求，同意其检查仓储物或者提取样品的义务。 

6．保管不善时的损害赔偿责任。 

三、存货人的义务 

1．支付仓储费。 

2．储存危险物品或易变质物品时的说明义务。 

2．及时提取仓储物的义务。 

第四节  委托合同 

一、委托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委托合同是无偿、诺成、不要式合同。 

二、受托人的义务 

1．按照委托人的指示，亲自处理委托事务。 

2．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及委托事务的结果。 

3．财产转交义务。 

4．因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时的赔偿义务。 

三、委托人的义务 

1．支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 

2．有偿委托中支付报酬的义务。 

3．赔偿受托人的损失。 

四、间接代理 

1．委托人的自动介入。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

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

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2．委托人的介入权。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

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时，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

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

外。 

3．第三人的选择权。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

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五、委托合同终止的特殊事由 

1．委托人和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 

2．委托人或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破产。  

第五节  行纪合同 

一、行纪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行纪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不要式合同。 

二、行纪人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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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负担行纪费用。 

2．妥善保管委托物。 

3．合理处分有瑕疵或者容易腐烂、变质的委托物。 

4．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事务。 

三、行纪人的介入权 

行纪人卖出或者买入具有市场定价的商品，除委托人有相反的意思表示外，行纪人自己可以作

为买受人或者出卖人。于此情形，行纪人仍然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报酬。 

四、委托人的义务 

1．支付报酬。 

2．及时受领或取回委托物。 

第六节  居间合同 

一、居间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

报酬的合同。 

居间合同是有偿、诺成、不要式合同。 

二、居间人的义务 

1．向委托人如实报告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 

2．促成合同成立的，由居间人负担居间活动的费用。 

三、委托人的义务 

1．支付报酬。 

2．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有义务支付居间人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 

第十四章  技术合同 

第一节  技术开发合同 

一、技术开发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技术开发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就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所

订立的合同。技术开发合同包括委托开发合同和合作开发合同。 

技术开发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要式合同。 

二、委托开发合同 

1．委托人的义务。 

2．开发人的义务。 

3．成果归属 

三、合作开发合同 

1．当事人的义务 

2．成果归属 

第二节  技术转让合同 

一、技术转让合同概述 

技术转让合同包括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技术秘密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技术转让合同是有偿、双务、诺成、要式合同。 

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1．让与人的义务 

2．受让人的义务 

三、技术秘密转让合同 

1．让与人的义务 

2．受让人的义务 



430 

第三节  技术咨询合同 

一、技术咨询合同概述 

技术咨询合同包括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

等合同。 

二、委托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阐明咨询的问题，提供技术背景材料及有关技术资料、数据。 

2．接受受托人的工作成果，支付报酬。 

三、受托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的期限完成咨询报告或者解答问题。 

2．提出的咨询报告应当达到约定的要求。  

第四节  技术服务合同 

一、技术服务合同概述 

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不包括建

设工程合同和承揽合同。 

二、委托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提供工作条件，完成配合事项。 

2．接受工作成果并支付报酬。 

三、受托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完成服务项目，解决技术问题，保证工作质量。 

2．传授解决技术问题的知识。 

四、新技术成果的归属  
作业 
1．试述买卖合同中出卖人和买受人的义务。 

2．我国《合同法》对买卖合同中标的物意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是如何规定的？ 

3．赠与合同中的赠与人负有哪些义务？ 

4．赠与人对赠与的法定撤销权与任意撤销权有何区别？ 

5．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有哪些权利义务？ 

6．试述租赁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的区别。 

7．承揽合同中的承揽人负有哪些义务？ 

8．试析建设工程合同中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的性质及其行使条件。 

9．旅客运输合同中的承运人负有那些义务？ 

10．试述保管合同与仓储合同之间的区别。 

11．试述我国《合同法》关于间接代理制度的规定。 

12．试述委托合同与行纪合同的异同。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重点掌握买卖合同、赠与合同、租赁合同、承揽合同、委托合同、行

纪合同等几种合同类型，并熟悉和了解《合同法》分则部分的其他合同类型。由于教学时数的限制，

课堂教学也应以讲授前述重点合同类型，尤其是买卖合同、赠与合同、租赁合同等几种类型为主，

其他合同类型从略。 

知识单元 4：法定之债 

参考学时： 
18课时 
学习内容： 

第十五章  侵权行为之债 

第一节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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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侵权行为的概念及特征 

（一）侵权行为的概念 

行为人基于过错（或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不问有无过错），不法侵害他人民事权益，依法应当

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 

（二）侵权行为的特征 

侵权行为是一种损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 

侵权行为主要是行为人基于过错而实施的行为。 

侵权行为是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 

（三）侵权行为与相关行为的区别 

1．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 

2．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 

3．侵权行为与无因管理； 

    4。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 

二、 侵权行为的类型 

（一）以归责原则为分类标准 

1．一般侵权行为 

2．特殊侵权行为 

（二）以行为人与责任人是否同一为分类标准 

1．自己行为责任 

2．替代责任或转承责任 

（三）以违反义务的方式为分类标准 

1．作为方式的侵权行为 

2．不作为方式的侵权行为 

（四）以侵权行为人数目为分类标准 

1．单独侵权责任 

2．数人侵权责任 

三、侵权责任法的功能 

侵权法不仅是“权利救济”之法，也是保障“行为自由”之法。 

四、 我国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权益范围 

（一）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2条规定的解读 

（二）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合法利益 

（三）对权利与利益的区别保护 

五、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 

（一）一般条款的定义 

1．一般条款的概念 

2．一般条款的功能 

（二）我国《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的模式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2条与第 6条之相互关系分析。 

第二节  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一、 归责原则概述 

（一）归责原则的含义及功能 

1．归责原则的概念（归责的含义、归责与责任） 

2．归责原则的功能 

（二）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体系 

1．多元归责体系 

2．各归责原则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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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过错责任原则 

（一）过错责任原则的含义 

过错责任原则的概念 

（二）过错责任原则的理论基础及其功能 

1．理论基础（或理论依据） 

2．过错责任原则的功能； 

（三）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 

1．过错责任原则与一般条款的适用范围 

2．过错责任原则的举证责任 

（四）过错推定责任 

1．过错推定的含义 

2．过错推定的适用范围 

3．过错推定的适用方法 

4．过错推定与过错责任原则的关系 

三、无过错责任原则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含义 

1．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概念 

2．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特点 

（二）无过错责任的归责依据与功能 

1．归责依据；（行为或物的危险性） 

2．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功能（分配正义、合理分配风险、预防损害发生） 

（三）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 

四、公平责任 

（一）公平责任的含义 

（二）公平责任在归责原则体系中的地位 

（三）公平责任的适用 

第三节  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一、 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概述 

（一）构成要件的含义 

（二）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体系 

1．“三要件说”与“四要件说”的分野； 

2．我国司法实践的立场； 

3．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与归责原则的关系； 

二、 违法性 

（一）行为违法性概述 

（二）违法性的判断标准 

三、 损害事实 

（一）损害的含义 

损害的概念 

（二）损害的类型 

1．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 

2．现实财产的减少与可得利益的丧失； 

3．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 

4．本人损害与反射性损害； 

（三）损害的证明与推定 

1．损害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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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损害的推定 

（四）关于纯粹经济损失 

四、 因果关系 

（一）因果关系概述 

 (二)侵权法上的几种主要的因果关系理论及其分析 

1．必然因果关系 

2．必要条件理论 

3．相当因果关系 

4．法规目的说 

 (三)因果关系的证明与推定 

 (四)对我国侵权法上因果关系规则的认识 

1．区分事实上因果关系与法律上因果关系； 

2．我国侵权法上判断法律上原因的基本规则； 

3．多因现象下侵权责任的承担； 

五、 过错 

（一）过错的概念 

（二）过错的形式 

1．过错形式的划分标准及其意义 

2．故意 

3．过失 

（三）过错的判断标准 

1．主观过错标准； 

2．客观过错标准； 

（四）过失判断客观标准的多元化及相关因素 

1．过失判断的一般标准：理性人标准 

2．过失判断的特殊标准：法定标准 

3．判断过失时应予考虑的主观因素； 

4．过失判断标准的适用方法； 

第四节  共同侵权行为 

一、共同加害行为 

（一）共同加害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1.共同加害行为的概念 

2.共同加害行为的特征； 

（二）共同加害行为的构成要件 

1．加害主体的复数性 

2．主观过错的共同性或各加害行为原因力的足够性 

3．损害结果的同一性 

二、 教唆人和帮助人的侵权责任 

（一）教唆人的侵权责任 

（二）帮助人的侵权责任 

三、共同危险行为 

（一）共同危险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1．共同危险行为的概念 

2．共同危险行为的特征 

（二）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件 

1．数人均实施了具有危险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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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人行为在客观上具有共同危险性 

3．不能确定实施加害人 

（三）共同危险行为人的责任承担 

1．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法理依据 

2．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对内、对外责任的具体规则 

四、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责任 

（一）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概念及特征 

1．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概念； 

2．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特征； 

（二）聚合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 

1．聚合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的概念 

2．聚合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的特征 

3．聚合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的责任承担 

（三）多因一果的数人侵权 

1．多因一果数人侵权的概念 

2．多因一果数人侵权的特征 

3．多因一果数人侵权责任承担 

第五节  免除责任和减轻责任的事由 

一、概述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抗辩事由较少，如自甘冒险、受害人同意以及意外事件等都没有规

定。在类型上看，抗辩事由主要有两类：违法阻却和因果关系欠缺。 

二、违法阻却 

违法阻却本质上是对侵害行为违法性要件的抗辩，也就是对侵害行为正当性的证明。《侵权责

任法》明确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行为，没有规定自助行为，而对于依法行为也是散见于其他

法律中的，如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行为，正当的新闻报道行为等。 

（一）正当防卫 

（二）紧急避险 

（三）自助行为 

（四）适法的无因管理 

（五）正当行使公、私权利 

（六）受害人允诺 

三、因果关系欠缺 

（一）受害人原因 

在受害人故意或在法律有明确规定情况下的重大过失都是免除行为人责任的抗辩事由；对于造

成的损害，受害人有过失的情况下，可以减轻加害人的责任。受害人过失也称“与有过失”，在损

害赔偿法中被称为“过失相抵”，另外，这里要注意解释“与有过失”与“比较过失”。 

（二）第三人原因 

损害是第三人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要注意第三人独立承担责任的情形和他人承担补充

责任的情形。 

（三）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能

力和控制能力不是同步的，所以，不可抗力的本质不在于“不能预见”，而在于“不能避免和克服”。 

第六节  不作为方式的侵权责任 

一、概述 

不作为方式的侵权责任是行为人违反作为义务而致他人合法权益损害所应承担的责任。该类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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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责任因与行为自由关系紧密。 

我国《侵权责任法》主要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和

教育机构不作为导致学生人身损害的侵权责任三类。 

【讨论问题】 

不作为何以构成侵权？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概念 

网络技术提供者、内容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而应承担的侵权责任。网络服务

提供者的侵权责任属于一般侵权责任，其责任基础在于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类型 

1．积极作为的侵权 

2．拒绝“取下”的侵权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权利人发出的侵权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或者断开链接等措

施，阻止他人访问侵权信息的规则。拒绝“取下”造成的损害，网络服务提供者应承担不作为侵权

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知道”的含义及判断标准。 

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一）安全保障义务的含义 

安全保障义务，是指特定场所的管理人或活动的组织者对于进入该场所获参与该活动的人所负

有的合理注意和保护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在性质上属于什么义务，理论界有不同观点。 

（二）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发展 

1．大陆法国家的违约责任向侵权责任的演变 

2．英美法中的邻居规则（Neighbor Principle）和“注意义务” 

（三）我国法中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 

1．归责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2．责任主体与赔偿权利主体的确定 

3．“补充责任”的属性 

四、教育机构对学生人身损害的侵权责任  

（一）概念 

教育机构在教学活动或其管理的设施中未尽教育管理职责，致使学生遭受损害或学生致他人损

害时，所承担的与其过错相应的侵权责任。 

（二）归责原则 

1．无行为能力学生受到损害时适用过错推定 

2．限制行为能力学生受到损害时适用过错责任 

3．在校人员对学生的人身伤害，教育机构承担的补充责任。 

第七节  替代责任 

一、替代责任概述 

替代责任，是指在法律明确规定情况下，对他人的不法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的侵权责任。 

为防止“株连”，替代责任的范围须有一定的限制，一般责任人与致害人之间具有隶属、雇佣

或监护等特定的关系。 

二、监护人责任 

（一）监护人责任概述 

指被监护人致他人损害，而由其监护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侵权责任。 

（二）监护人责任的归责原则 

（三）监护人责任的构成要件 

1．被监护人的行为构成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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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护人无免责事由 

3．被监护人无足够的财产 

三、用人单位责任 

（一）用人单位责任的概念 

用人单位的责任，指用人单位工作人员因工作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对受害人承担的侵

权责任，也称雇主责任。 

对用人单位要做广义理解，包括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个体经济组

织。对于临时帮工造成的损害则适用最高人们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适用

侵权责任法第 35条规定。 

（二）用人单位责任的归责原则 

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用的是无过错责任 

（三）用人单位责任的构成要件 

1．须为用人单位工作人员 

2．须为执行用人单位工作任务 

（四）劳务派遣中产生的侵权责任 

1．用工单位承担的责任 

2．劳务派遣单位的补充责任 

第八节  产品责任 

一、产品责任概述 

（一）产品责任概念 

产品责任，是指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等所应承担的侵权责任。 

（二）产品的含义 

所谓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物品。产品的范围正在逐渐扩大，为保护农民的

利益，传统理论将初级农产品排除在产品之外，但现代社会取消了这种优惠。从我国侵权法的规定

看，血液也属于产品。 

（三）产品责任的归责标准 

1．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无过错责任 

2．产品的运输者、仓储者承担过错责任 

二、产品责任的构成 

（一）产品存在缺陷 

缺陷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对于产品的安全保障有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不合理危险”应以社会一般人通常的预见能力为判断标准。 

（二）缺陷产品造成受害人人身或财产损害 

该损害应是产品之外的损害，单纯的缺陷产品损害，应依据合同法规定，要求承担违约责任。 

（三）受害人的损害与产品的缺陷有因果关系 

三、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 

（一）生产者的责任 

（二）销售者的责任 

（三）运输者、仓储者的责任 

四、产品责任的抗辩事由 

（一）未将产品投入流通 

（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 

（三）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尚不能发现缺陷存在 

第九节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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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概念 

机动车交通事故，指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当事人的过错或者意外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

件。 

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 

《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的原则：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适用过错责任；机动车与非机

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适用过错推定责任。 

强制保险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有重大影响。 

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构成 

（一）须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二）交通事故须造成损害结果 

（三）事故与受害人因接触机动车所致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 

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主体 

（一）责任主体确认的标准 

机动车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作为判断责任主体的标准。 

（二）我国责任主体的确定 

1．一般情况下机动车所有人为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人。 

2．在保留所有权的分期付款买卖情况下，责任人应为买受方。 

3．在出租、出借情况下的责任主体一般是承租人和借用人，在所有人有过错时，应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4．在实际车辆所有人与名义所有人不同时的责任主体是车辆的实际所有人。 

5．被盗窃或被抢的车辆造成他人损害时的责任主体是盗窃人、抢劫人或抢夺人。 

6．转让拼装车或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时，责任人是转让人和受

让人。 

第十节  医疗损害责任 

一、  医疗损害责任概述 

（一）医疗损害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医疗损害责任是指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因过失、或依无过错责任造成患者人身及

其他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 

（二）医疗损害责任的构成 

1．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实施了医疗行为； 

2．患者遭受非正常损失； 

3．医疗机构存在过错； 

4．医疗机构的过错行为与患者之间遭受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 

（三）医疗损害的归责原则 

医疗损害在我国一般采取的是过错归责原则。 

二、  医疗损害的具体类型 

（一）诊疗行为损害责任 

（二）违反医疗伦理损害责任 

（三）医疗产品损害责任 

三、 医疗损害责任的减免规则 

（一）医疗损害责任的减免责事由 

受害人的过错；医疗机构在紧急情况下已尽了合理诊疗义务；限于当时医疗水平难以诊疗。 

（二）医疗损害责任减免规则的适用 

第十一节  环境污染责任 

一、  环境污染责任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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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 

环境污染责任是指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二）归责原则 

环境污染采取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 

二、 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存在环境污染行为 

（二）发生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事实 

（三）污染环境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三、 环境污染责任的减免责事由及诉讼时效 

（一）环境污染而减免责事由 

环境污染的减免责事由包括：不可抗力；受害人过错；第三人过错；其他免责事由。 

（二）诉讼时效 

法律对环境污染侵权中诉讼时效有特殊规定，《环境保护法》第 42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
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 3年。     

第十二节  高度危险责任 

一、高度危险责任概述 

高度危险责任是指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

有高度危险的作业对他人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 

二、高度危险责任构成要件 

（一）责任人从事高度危险作业 

（二）造成他人损害结果发生 

（三）危险作业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三、高度危险责任的特殊类型及减免责事由 

（一）民用核设施致害责任 

（二）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 

（三）高度危险物致害责任 

（四）高度危险活动致害责任 

四、高度危险责任的限额赔偿 

（一）限额赔偿理论介绍 

（二）限额赔偿的法律规则适用 

第十三节  饲养动物致害责任 

一、概述 

（一）饲养动物的含义 

（二）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概念 

饲养动物致害责任是指饲养的或者豢养的动物致人损害，该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

民事责任。 

（三）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归责原则 

无过错责任 

二、 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一般规则 

（一）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构成要件 

1．须为饲养的动物 

2．须为动物本身特性造成的损害 

（二）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承担主体 

动物的饲养人；管理人； 

（三）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减免责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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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侵权人故意或重大过失 

2．第三人过错 

三、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特殊类型 

（一）未对饲养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害责任 

（二）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致害责任 

（三）动物园的动物致害责任 

（四）遗弃或逃逸动物致害责任 

（五）因第三人过错导致动物致害责任 

第十四节  物件损害责任 

一、物件损害责任概述 

（一）概念 

物件损害责任是指管领物件的人未尽注意义务，致使物件造成他人的损害。 

物件主要包括：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也延伸至堆放物、在公共

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物等。 

（二）物件致害责任的构成要件 

1．存在物脱落或坠落的事实； 

2．有损害的发生； 

3．物坠落或脱落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4．物件的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 

（三）物件致害责任的归责原则 

 过错推定原则。 

二、 物件损害责任的具体类型 

（一）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致害责任 

（二）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致害责任 

（三）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物品致害责任 

（四）堆放物倒塌致害责任 

（五）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致害责任 

（六）林木折断致害责任 

（七）地面、地下施工致害责任 

第十六章  不当得利之债与无因管理之债 

第一节  不当得利之债 

一、概说 

（一）功能 

因他人受损而使自己受益，乃常有之事。一些财产上的变动应予认可（如基于有效的赠与引起

的财产变动），而一些财产变动不应认可而应还原（无法律上原因，如错债清偿、添附引起的所有

权取得）。 

不当得利制度的功能就在于就此不应保留的利得，给与受损害之他方债法上的请求权。 

（二）不当得利请求权与侵权请求权 

侵权请求权在于填补受害人因他人的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不当得利制度与利得人行为的可

责性、违法性无关，仅以无法律上的原因获得利益作为判断标准。 

（三）不当得利制度之体系 

具体个案模式：罗马法规定若干不当得利性质的诉权； 

概括式：无法律上原因。过于概括，有类型化、具体化之必要：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

当得利 

二、不当得利的一般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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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取得财产上之利益    

积极增加与消极增加（如债务消灭） 

2. 致他人受损失 

3. 受损与得利有因果关系 

4. 无法律上原因 

民法通则所谓“没有合法根据” 

三、不当得利的类型 

“无法律上原因”不易把握，因此有类型化的必要。 

（一）给付型不当得利 

1．无法律上原因，因他人的给付而有所取得者，应负返还的义务。     

给付原因：履行法定义务或因法律行为所生的义务       

给付有法律上原因的，给付受领人有权保有给付利益 （存在有效之债的关系） 

2．特点：他人所取得并因此应归还的，系有请求权者所作的给付（给付有意增加他人的财产） 

3．无法律上原因：欠缺有效的债的发生原因（不存在、未成立、无效、被撤销） 

4．给付型不当得利的排除 

（1）履行道德义务之给付  

（2）明知无债务而为给付（视为赠与） 

（3）清偿期前之给付——期限利益视为自愿抛弃 

（4）基于不法原因的给付 

（二）非给付的不当得利 

1．因给付以外的事由（行为、自然事实等）而发生的不当得利     

2．有进一步类型化的必要，如 

 （1）因自然原因引起的不当得利 

 （2）侵害他人权益之不当得利     

强占车位且拒付停车费 

与侵权行为的区别：构成要件上不以行为人之行为有过失及违法性为要件；在不当得利，行为

人直接受有利益，而侵权人未必。 

四、效力 

成立不当得利之债（以利益返还为标的） 

（一）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客体 

得利：权利的取得、负担的免除、费用的减免等。 

1．原物及孳息的返还     

所谓原物返还请求权并非物上请求权（所有权已在先前发生移转，从而构成利得，此请求权行

使的目的在于使所有权回转）。 

2．偿还价额      

所获利益的客观价值（在原物返还不可能时） 

 所获利益为金钱的，直接返还金钱。 

（二）返还范围 

1．善意受领人（不知无法律上原因者）仅负现有利益返还之责；利益不存在的，免负返还之

责。 

2．恶意受领人（知道无法律上原因仍然受领者）负加重责任，即返还所有利益及其孳息，包

括返还前使用的利益。 

第二节  无因管理之债 

一、概说 

管理人未受委托，并无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如受委托，则以委任合同调整当事人间之关系。 

制度价值：旨在保障协助他人者之利益，同时又要保护每个人就自身事务不受不请自来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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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适法的无因管理、不适法的无因管理。 

二、适法的无因管理 

（一）构成要件 

1．须系管理事务 

管理事务：任何事实上或法律上的作为。 

只需要有管理行为，不要求特定效果，如在火灾中救人或抢救他人财物未果，受伤。 

2．须为“他人”事务 

管理他人事务，并且知道系他人事务。如有为自己管理的意思，则可能构成“不真正无因管理”。 

3． 管理人在法律上没有管理的义务 

未受委托，且没有法定义务 

4．须依本人（被管理人）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作为 

“可推知的意思”：本人之真实意思无法判明时，依客观标准判断。 

（二）法律效果 

1．系违法阻却事由——排除本人之侵权行为请求权。 

2．管理人的义务：（1）依本人之意思，必要时以有利于本人之方式进行管理；（2）通知义务。

开始管理时，如能通知，应立即通知本人；（3）管理人的其他义务，准用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报

告、金钱物品及孳息交付。 

3．本人的义务：（1）费用的偿还；（2）债务的清偿；（3）赔偿发生的损害。 

三、不适法的无因管理 

【讨论问题】 

甲出国，委托乙看管其高档装修之房屋，并特别嘱咐妥善看管；乙感到房屋空置甚为可惜，遂

为甲之利益将房屋出租于丙。房屋因丙之使用，发生损害。乙的行为是否构成无因管理？其法律效

果如何？ 

（一）构成要件 

管理事务违反本人明示的或可推知的意思，或违反本人之利益。 

足可认定本人根本不愿他人管理事务，或对管理人的管理方式及范围，根本不同意。 

（二）法律效果 

1. 管理人的责任 

管理行为无违法性阻却，其与本人的关系，原则上适用侵权行为法。 

2. 本人的权利、义务 

（1）如管理活动对本人无收益，则对于管理人的费用，本人无偿还的义务； 

（2）对于管理人因管理所得的利益，仍可要求享有；在所得利益的范围内，本人对管理人承

担费用返还等义务。 

四、关于“不真正无因管理” 

［例］甲出国 1年，委托乙照看自己的房屋；乙为自己获取租金，将房屋出租于丙，并获得了

2万元租金。问：甲能否要求乙支付 2万元，甲以何为依据提出此项请求？ 

为“自己利益”而管理他人事务 

为特别保护被管理人的利益，准用无因管理之规范。 
作业 
1．简述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的区别 

2．简述侵权行为法的功能 

3．如何理解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一般条款？ 

4．归责原则的功能是什么？ 

5．简述过错推定的适用范围与适用方法 

6．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在侵权法上具有什么意义？ 

7．违法性的判断标准如何掌握？ 

8．如何理解行为共同性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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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教唆人、帮助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具体规则？ 

10．共同危险行为的责任构成要件及免责事由？ 

11．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 

12．简述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认定标准 

13．如何理解安全保障义务违反者的“补充责任”含义？ 

14．简述替代责任的理论基础 

15．简述不作为侵权的理论基础与基本类型 

16．简述产品责任的构成要件。 

17．简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 

18．为什么高度危险责任可以采取限额赔偿？ 

19．物件致害责任采取怎样的归责原则？ 

20．你对《侵权责任法》第 87条的规则有何看法？ 

21.为什么要区分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 

22.无因管理的制度价值是什么？ 

23.为什么需要区分适法的无因管理与不适法的无因管理？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首先应了解法定之债的内容构成，知晓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与不当得

利均为典型的法定之债。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能理解和领会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功能，并结合我国《侵权责任法》的

规定，掌握有关归责原则、构成要件、免责事由、多数人侵权、替代责任和不作为侵权责任等侵权

法的一般问题，并熟悉各种特殊侵权行为的基本规范。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理解不当得利制度的基本功能，并能从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

当得利的区分中认识“无法律上原因”，并进而对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有准确的认识。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理解无因管理制度的基本功能，并能够区分适法无因管理与不适法

无因管理，分别从构成和法律效果上掌握两类无因管理制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债的类型 3  

3 债的效力 1 3  

4 债的效力 2 3  

5 债的担保 6  

6 债的保全 4  

7 债的移转 2  

8 债的消灭 2  

9 合同概述 2  

10 合同的订立 3  

11 合同之债特殊效力 4  

12 违约责任 4  

13 合同分论 1 4  

14 合同分论 2 3  

15 侵权行为 1 5  

16 侵权行为 2 5  

17 侵权行为 3 4  

18 侵权行为（4）、无因管理、不当得利 4  

四、说明  



443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总论》、 

后续课程：《物权法》、《亲属法与继承法》及相关实务类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债法总则、合同总则与侵权法一般理论 

难点：债的效力、违约责任、侵权责任构成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从债法的理论体系出发，围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债法渊源的解释

适用展开。倡导问题意识，依“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评价问题”的思路引导学生进行法

律思维。注重理论联系实践，结合司法案例阐明法律规范与理论。 

教学手段： 

1.讲授 

2.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5．作业要求 
每单元结束由任课老师根据本大纲中的“作业”和其他需要布置练习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自主编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李永军：《合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柳经纬：《当代中国债权立法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3．张广兴主编：《债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版。 

4．刘心稳：《债权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5．刘家安等：《债法：一般原理与合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版。 

6．崔建远主编：《合同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7．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8．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9. 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10．【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杜景林、卢谌译：《德国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执笔：刘家安  审稿：刘智慧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债法案例研习 

Case Study of Obligation Law 

课程号：302010082 

编写说明 

本大纲主要是为了配合《民法学案例研习》的教学而编写。大纲由刘智慧教授主编，编写人员

为刘智慧、田士永和陈汉。 
一、课程教学目标 

《债法案例研习》是 6年制法学实验班的专业选修课，是专门为 6年制法学实验班开设的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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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真实典型案例的研习综合复习债法基础知识、训练法律思维、提高法律实践能力的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在对所选案例进行研习过程中达到从适用法律的角度巩固债法相关课程

所学基础理论知识，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培养学生从事法律职业的基本要求，提高学生运用

债法法学理论适用法律的能力，提高学生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和整理信息的能力，提高学生书写的

能力和公开场合表达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课程概述 

参考学时： 
2课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为本课程的概论。 

主要通过课堂讨论与教师讲授等方式，说明法律人应当具有的基本素质、能力，介绍债法案例

研习的基本方法，尤其是以请求权规范基础为核心的案例分析法，介绍案例研习报告的基本格式，

同时完成本课程案例研讨的基本安排。 
作业 
为配合本教学，安排学生阅读以下阅读书目及文章： 

1.何美欢著：《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 5月第 1版 

2.王利明：《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探讨》，载《政法论坛》，第 22卷第 2期，2004年 3月，

第 118页至第 128页 

3.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7 月
第 1版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本课程的目的是将债法理论中的基础概念具体化，通过案例的

研习使得学生深刻理解债法适用的范畴；掌握债法基本理念的意义、内容及价值。 

知识单元 2：课程具体研习内容 

参考学时： 
28课时 
学习内容： 
主要通过课堂案例报告和课堂讨论，使学生通过完成基本涉及民法债权请求权规范基础各部分

的案例，使学生学会分析撰写案例研习报告并能熟练进行公开讨论。 

1.关于案例研习报告。案例分析报告有不同格式，本课程主要训练学生从专家意见的角度做出

分析。通过教师讲授与学生练习，使学生掌握该报告的基本格式、文献的收集和使用、注释等基本

规范，训练学生的书写能力。 

2.关于案件事实。本课程在案例研习中并不训练学生如何调查取证，因为案例研习中的事实被

假设为真实且无争论性，调查取证的训练应当实践中逐渐练习，且属证据法范畴。债法案例研习中

的事实，属于不可改变的事实，但需要做出合理的推论和解释。本课程在案例研习中训练学生采用

诸如图示法等具体办法对既有材料进行事实归纳，训练学生对既有材料的概括能力和基本分析能

力。 

3.涉及到的债法实体内容是中国债法的债权请求权规范基础体系。请求权是要求特定人为一定

行为权利的权利。请求权规范基础，是指可提供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法律规范。中国

民法上的请求权规范基础体现在《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等不同法律之中。债法学案例

研习主要是训练学生从债权请求权规范基础进行思考相关问题。 

中国民法上的请求权可以分为不同种类：就其内容而言，主要包括： 

（1）合同请求权：分为原合同请求权和次合同请求权，前者是指合同所产生的请求权，后者

是指原合同债务不履行而发生的请求权。学生应掌握在《合同法》等法律中寻找相关的请求权规范，

分析各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2）无因管理请求权：是指没有法定义务或者约定义务管理他人事务而发生的请求权，包括



445 

管理人的请求权和本人的请求权。学生应掌握在《民法通则》等法律中寻找相关请求权规范，分析

各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3）物权请求权：基于物权而享有的请求权，包括原物返还请求权、消除危险或者排除方还

请求权、修理、重作、更换或者恢复原状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与物权请求权相关的是基于

占有请求权。学生应掌握在《物权法》等法律中寻找相关请求权规范，分析各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

与法律效果。 

（4）不当得利请求权：对于欠缺保有基础的得利的返还请求权。学生应掌握在《民法通则》

等法律中寻找相关请求权规范，分析各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5）侵权行为请求权：基于侵权行为而发生的请求权，包括损害赔偿请求权等。学生应掌握

在《民法通则》等法律中寻找请求权规范，分析各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6）其他请求权。 

抗辩权影响到请求权的行使效果，案例分析中训练学生对于抗辩和抗辩权的区分，学生应当学

会寻找抗辩权的规范基础。 

同一法律事实可能具备不同法律规范的要件，从而发生不同请求权，应当区分法条竞合、选择

性竞合、请求权聚合以及请求权竞合等不同情形进行分析。 
作业 
1.结合教学内容设置安排债法案例研习的案例研习的报告每周一次。 

2.阅读以下书目 

（1）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3）谢怀栻：《外国民商法精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4）江平主编：《法人制度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5）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6）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7）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 2版 

（8）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9）（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10）（德）拉伦茨：《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1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8），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2）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13）卡尔拉仑兹：《法学方法论》，台湾五南出版社， 

（14）王利明：《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15）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 

（16）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17）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18）王利明：《民法疑难案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19）李显冬：《民法债权法案例重述》、《侵权责任法案例重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 

（20）邵建东：《德国民法总则编典型判例 17则评析》，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1月第 1版。 

（21）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 

（22）王利明：“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探讨”，载《政法论坛》，第 22卷第 2期，2004年 3

月，第 118页至第 128页。 

（23）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第 1 辑起，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2年起出版。 
学习目标： 
提高学生对案例研习方法的掌握程度和对债法知识进行应用的水平 

知识单元 3：课程考核 

参考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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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时 
考核内容和目标： 
学生对案例研习方法的掌握程度以及对债法知识应用的水平。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概述+债法的基本理念 2 

2 合同订立纠纷 3 

3 悬赏广告纠纷 2 

4 合同效力纠纷 3 

5 债的保全纠纷 3 

6 合同担保纠纷 3 

7 合同移转纠纷 3 

8 违约责任纠纷 3 

9 一般侵权纠纷 3 

10 特殊侵权纠纷 3 

11 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纠纷 2 

12 课程考核 2 

 

四、说明  

（一）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总论》、《债法》 

后续课程：《物权法》、《民法学研讨课》 

（二）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债法知识的适用重点 

难点：掌握法学思维方法 

（三）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真实“案例”作为教学素材，由授课教师从我国司法审判的真实案例中遴选出的典型

作为教学素材，故本课程没有指定教材。授课所用的案例既要保证案例的经典性又要与时俱进，每

节课通过 PPT形式将其展示出来。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案例教学法、研讨教学法、合作教学法、互动教学法、启发教学法、

对话教学法等。 

1．案例教学法 

本课程教学内容的学习，主要通过分析案例实现。通过在案例分析过程中梳理案件中的法律关

系、确定案件的关键问题、发现问题的解决途径、评析审理结果等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提高学生运

用法学理论适用法律的能力，提高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2．研讨教学法 

本课程的课堂学习以研讨方式进行，借鉴研讨课（Seminar）的教学方式，报告人提前准备书

面案例研习报告，课上就案例分析做口头报告，其他同学进行评论或者提问，教师对书面报告进行

修改，对课上讨论适当引导，并分析案例研习与讨论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撰写研习报告、口头报告

以及课堂讨论，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和整合信息的能力、提高学生的书写能力和表达能力。 

3．合作教学法 

本课程中撰写报告和课堂研讨都将学生分为不同小组，每一案例由自由组合而成的不同小组负

责主要报告。小组成员在分组完成相关学习任务的同时，能够在合作学习中训练沟通能力、协调能

力和组织能力。 

4．互动教学法 

本课程的案例分析报告和课堂研讨注重互动，包括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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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学生在学习中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互动式学习，不断引导学生学习，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

促进学生形成独立思考的人格与学术风格。 

5．启发教学法 

本课程进行案例分析，具有复习民法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功能，但目的却在于通过案例训练

学生的基本能力，在教学中注意启发学生主动发现问题，通过教师示范性研究分析为学生启发学生

进行相关研究分析提供示范启发学生，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 

教学手段： 

讨论兼讲授 

（四）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本课程的考核方式，可以由期末考察成绩构成，也可以由期末考察成绩与平时成绩相结合。 

期末考察采取开卷案例分析形式。平时成绩可以由教师根据学生平时案例分析和课堂讨论中的

表现确定。  

（五）作业要求 
每次讨论结束由任课老师根据需要布置练习作业。 

（六）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由任课老师安排自主选择案例。 

所讨论的案例可以有不同来源，但以真实案例为宜，可以是实际发生的案例，也可以在实际案

例基础上将不同案例组合成新案例，由教师根据具体教学需要调整其具体内容，遵循法律处理具体

案件中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一般可以选择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法院的判决理由和当事人的主张

与判决评析，可以为我们研习法律提供各种不同的法律论证资料），也可以适当结合热点案例进行

讨论。 

附一：本课程推荐案例 

1. 凤群因其夫在国外旅游时不幸身亡诉办理旅游护照单位额尔吉古纳市国际旅行社未同时
办旅游意外保险要求给付此项保险金案 

2. 李贤蔺撬掘坟墓毁损尸骨赔偿案 

3. 摄制婚纱相册其上英文用语不当损害赔偿案 

4. 观众诉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中插播大量广告使其不能正常收视损害赔偿案 

5. 疏于照顾义务而致幼儿落井身亡案 

6. 煤气表装配线和煤气表散装购销合同情事变更案 

7. 丈夫诉大夫应其妻请求为其妻行终止妊娠手术侵犯生育权赔偿案 

8. 公交公司的车辆与出租公司车籍、车主的车厢相撞造成人身损害赔偿案 

9. 利用业余时间为村办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所获取的报酬是否违法案 

10. 恶意利用客房电话频繁拨打信息咨询台损害赔偿案 

11. 纪实性小说虚构历史事实侵害死者名誉权案 

12. 冒名顶替就读中专学校侵犯姓名权、受教育的权利损害赔偿案 

13. 杨某诉李某应按不可撤销的赠与合同给付打赌所得车辆案 

14. 因其子在登山时突遇恶劣天气遇难诉登山队领队未采取适当措施救助赔偿案 

15. 侵犯精神病人通信自由案 

16. 张甲诉乙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保管合同纠纷案 

17. 附赠品的购销合同欠款偿还纠纷案 

18. 保证人被要求对未偿还到期借款而提前要偿还全部借款的被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 

19. 实物奖品与有奖储蓄公告不符兑奖纠纷案 

20. 因隐瞒出卖的马鹿有病事实构成欺诈买卖协议无效案 

21. 在火车上打人强索钱财案 

22. 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案 

23. 洪水之中非法商家敲诈纠纷案 

24. 房屋买卖合同何时生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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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印刷公司诉出版社因第三人未完全代为履行印刷合同付款义务请求给付余款案 

26. 附期限的供货合同案 

27.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签订合同案 

28. 名为代销债券实为抵押借款合同纠纷案 

29. 重大误解而签订的可撤销的旧船购销合同案 

30. 寻呼台单方提高寻呼费导致服务合同解除案 

31. 服装厂诉商厦重大误解撤销服装购销合同案 

32. 某城市信用社超过法定保证期限诉连带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案 

33. 谢圣庚诉李梅元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34. 甘长清诉甘立霞等不当得利纠纷案 

35. 桂慧英等诉贵溪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36. 罗兵华诉周珠根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 

37. 曾小燕诉南昌塑料五厂借款合同纠纷案 

38. 赖咸萍诉萍乡烟草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39. 陈义水诉陈义好人身赔偿损害案 

40. 乐珊珊诉封磊房屋侵权纠纷案 

41. 黎梅红诉黎梅林等企业买卖纠纷案件 

42. 潘安诉李祖国购销地砖合同贷款纠纷案 

43. 董桂萍诉李淑兰不当得利纠纷案 

44. 华保林诉洪明泽买卖合同纠纷案 

45. 永丰县粮食局诉金全根等撤销权纠纷案 

46. 廖宝根诉中国农业银行新干县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 

47. 抚州市临川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九江市华丰物资有限公司买卖合同案 

48. 江西省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与江西省儿童医院拖欠工程款纠纷案 

49. 南昌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与江西众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50. 中国农业银行南城县支行诉吴胜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城支公司借款及保
证合同纠纷案 

附二：本课程案例报告写作格式 

【封面】 

案例分析报告 

课程名称：                             

项目组长            学号               

专    业             班级              

名    称                           

地    点                               

指导教师                               

开课学期            至            学期 

日期与节次      年   月   日第   节 

案例分析报告 

一、案例分析小组学生名单： 

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实验分工 

    

    

    

    

    

二、案例名称及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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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例名称 

 

 

 

2．案例来源 

 

 

 

三、案情介绍: 

 

 

 

四、法律争议与适用： 

 

 

 

五、评析与结论： 

 

 

 

五、指导教师评语及成绩： 

1、评语： 

 

2、成绩： 

 

 

                 指导教师签名： 

                 批阅日期： 

 

物权法 
Property Law 

课程号：302010092 

编写说明 

本大纲主要是为了配合《民法学原理三·物权法》的教学而编写。大纲由刘家安教授主编，编

写人员为刘家安、刘智慧、刘心稳、鄢一美、靳文静和寇广萍。中国政法大学民法研究所的全体教

师参与了物权法教学大纲的讨论。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为 6年制法学实验班的专业必修课，实行闭卷考试。 

通过本课程的讲解和学生的学习，要实现下列目的： 

1．能够让学生领会物权法的精神，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的物权法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系统

地了解物权法的基本原理。 

2．能够理解和掌握以物权变动为中心的物权法总则内容，并对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

及占有等分则内容有充分的了解。 

3．具备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所学习的物权法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法律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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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该课程以讲授物权法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为核心内容，讲求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结合，既体现物

权法本身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逻辑性，又密切联系民法总论、债权法等内容，从整个民法体系出发

来阐明物权法的原理与规则。在学习过程中，需要从逻辑和价值两个层面掌握各项物权制度的具体

规则及应用情况。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绪论及物权的客体 

参考学时： 

4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一章  绪论 

一、物权法的意义与性质 

（一）物权法的意义 

物权，指的是人对物的权利，即将特定之物归属于某特定主体，由其直接支配，并享受利益。

所谓物权法，即指以物权关系为规范对象的法律。 

物权法，有形式意义上的物权法与实质意义上的物权法之分。在我国，形式意义上的物权法，

指于 2007年 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实质意义上的物权法，除《物权法》外，还包

括以物权关系为规范对象的其他法律渊源。 

（二）物权法的性质 

1. 物权法的私法属性 

物权法属于民法的一个部分，故其性质应与民法的一般属性相同，也就是说，物权法应属于私

法。作为私法规范，物权法总体上体现了意思自治的精神。物权人在其权利范围内可以根据其自由

意志行使对物的支配权，他人包括公权力都不得进行不当干预。尽管如此，与民法的其他部分尤其

是债权规范相比，物权法规范具有较多的强行性规范的色彩。 

2. 物权法是财产法 

物权具有明显的财产权的属性，其权利内容表现为对物的支配，而各种形式的对物支配都具有

一定的经济价值。物权法的基本功能在于定分止争，其首要的使命在于明确物在法律上的归属以及

不同物权人各自在物上所享有的权利，因此，与作为调整动态财产流转关系的债权法不同，物权法

主要调整的是静态的财产关系。 

二、物权法的体系及其法律渊源 

（一）《物权法》的制定及其体系 

1. 《物权法》的制定 

2. 《物权法》的立法特点 

3. 《物权法》的体系 

（二）物权法的法律渊源 

1. 《宪法》 

2．《民法通则》 

3．《土地管理法》 

4．《农村土地承包法》 

5．《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6．有关不动产登记方面的法律规范 

 三、我国物权法的基本理念 

（一）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的一体保护 

【讨论问题】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权应平等保护，还是做差别对待？ 

（二）从归属到利用 

（三）自由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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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所有权的社会义务与所有权保护的强化 

第二章  物权的客体——物 

物权的客体原则上是物，因此，探讨物权，首先须了解法律上的物。本章讨论“物”的概念、

特征、物的构成和分类等问题。 

一、物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一）物权的客体 

物权的客体为“物”。特殊情况下，物权也以一项权利为客体，如权利质权。 

物权的客体原则上为“物”，而且须为特定之物。也就是说，物权的客体须为特定的一物，学

理上将此称为“物权客体特定原则”，并将其作为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 物的概念 

物，指除人的身体外，能够为人力所支配，并能满足人类社会生活需要的有体物和自然力 

（三）物的法律特征 

1. 有体性 

将“物”分为“有体物”和“无体物”，这是古代罗马法的传统。随着“物权”概念的提出，

有必要在逻辑层面上清晰地区分作为物权客体的物与其他“无体物”（权利）。 

2. 可支配性 

3. 可利用性 

4．伦理性 

【讨论问题】 

动物是否物权法意义上的“物”？人的器官、遗体、冷冻胚胎又如何？ 

二、物的构成及分类 

【讨论问题】 

物权成立于特定物之上，然而究竟何为“一物”？一辆汽车由众多零部件组合而成，那么，究

竟是在整辆汽车上有一个所有权，还是在每一个零部件上都分别有一个所有权？ 

【讨论问题】 

甲在建房时，窃取了邻居乙的一根木料作为房屋的栋梁，房屋建成后，乙发现木料失窃的事实，

则其是否有权要求甲返还？如系甲窃取乙的轮胎后安装于自己的汽车上，则后者能否要求前者返还？ 

（一）物的成分 

物的成分，是指物的构成部分。根据物与其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可将物的成分区分为重要成

分与非重要成分。 

1.重要成分 

物的重要成分，是指非经毁损不能分离，或分离将耗费过高成本之物的构成成分。物的重要成

分不得单独成为物权的客体，确立这一规则是为了维护物的经济价值，避免因强行对物加以分割而

带来的损害。 

2.非重要成分 

物的非重要成分，是指可由物中分离出来而独立存在的部分。物的构成成分中，凡不属于重要

成分者，即为非重要成分。物的非重要成分在分离后可以单独地成为物权的客体。 

（二）主物与从物 

在主物与从物的关系中，主物，指的是起主导地位并可独立发挥功能的物；从物，则指不构成

主物的成分，但经常性地辅助主物发挥效用的物。 

确立某物系另一物的从物，其所具有的实际法律意义在于为以下规则的适用奠定基础：主物之

处分，及于从物。 

（三）孳息 

孳息，是指由物所产生的收益，可分为天然孳息与法定孳息。 

1.天然孳息 

天然孳息，是指依物的自然属性或使用方法而产生的收获物、出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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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定孳息 

法定孳息，是指原物依一定的法律关系而产生的收益。 

（四）单一物、合成物与集合物 

1.单一物     

单一物，是指形态上自成一体且其构成部分已失去其个性的物。 

2. 合成物 

合成物，是指由数个单一物结合成一体的物。 

3. 集合物 

集合物，也称聚合物，是指多个单一物或合成物为共同的目的集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聚合体。集

合物可进一步分为事实上的集合物和法律上的集合物。 

（五）不动产与动产 

以物是否能够移动并且是否因移动而损害其价值为标准，可以将物分为不动产和动产。在性质

上不能移动或者移动通常会严重损害其价值的物，为不动产。不动产以外的有体物，均为动产，它

们在性质上具有可移动性。 

作业 

1.如何认识物权法的性质？与债法相比，物权法具有什么特点？ 

2.物权法的法律渊源有哪些？  

3．如何区分物的成分与从物？ 

4．何为集合物？ 

5．天然孳息应归属于谁？ 

6．区分动产与不动产在物权法上具有什么意义？ 

学习目标： 

通过对本部分的学习，学生应了解物权法的体系及其反映的理念，理解物权法的私法属性，同

时又能认识到其具有较多强行规范的特点。 

通过对物权客体即物的学习，学生应首先掌握物的“有体性”特征，并从具有物权法基本原则

地位的“物权客体特定原则”出发，掌握物的“重要成分”与“一般成分”，并理解其所具有的法

律意义。关于物的分类，学生应着重把握动产与不动产、主物与从物、原物与孳息等基本类型，并

理解分类的法律意义。 

知识单元 2：物权通论 

参考学时： 

9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三章  物权通论 

第一节  物权的概念与特性 

一、物权的概念 

“物权”是大陆法系民法中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具有鲜明的大陆法系特征，在英美法中不存

在相对应的概念。可以将物权定义为：物权是直接支配特定物，而享受其利益的权利。 

二、物权的特性 

（一）支配性 

物权是支配权。物权的支配性表现在：物权人可以自主地对物加以支配，无须向他人作出请求

或事先征得他人同意，物权人即可以实现其对物之利益。 

（二）绝对性 

物权是绝对权。物权是对物的支配权，物权人通过对物的支配而与不特定的民事主体发生关联，

因此，可以说，物权首先表现为人对物的关系，而非物权人与某特定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物权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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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权法定主义 

（一）意义与内容 

物权法定主义，是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是指物权的类型和内容应以法律规定为限，不允

许当事人任意创设。 

该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项： 

1．物权类型法定。 

2．物权内容法定。 

（二）物权法定的理由 

物权法定主义是由物权的绝对性所决定的。物权法定主义便于物权的公示，从而有助于确保交

易的安全与迅捷。物权法定主义有助于构建合理的物权体系，从而提高物的利用效率。在特定历史

背景之下，物权法定主义有反封建的作用。 

（三）违反物权法定主义的效果 

对于当事人违反物权法定主义的创设行为，法律设有特别的效果规定时，从其规定。当事人的

物权设定行为部分违反内容强制的规定，但如果除去该部分，其他部分仍可成立的，则仅违反禁止

规定的部分无效，法律行为仍发生物权设定的效果。对于违反物权法的物权设定行为，法律无特别

规定时，则此法律行为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不能发生预期的物权设定效果。物权设定行

为虽因违反物权法定主义而无效，但如果当事人的行为具备其他法律行为的要件，则该行为仍可发

生该其他法律行为的效力。 

（四）对物权法定主义的检讨 

物权法毕竟是私法，私法给当事人留下的广大的意思自治空间本来应该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而

物权法定主义恰恰严重制约了当事人的自治。为避免物权法定主义过于僵化而限制社会的发展，学

者们提出了物权法定无视说、习惯法包含说、习惯法物权有限承认说、物权法定缓和说等。 

二、物权的分类 

（一）完全物权与定限物权 

完全物权即所有权，它是对物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为全面支配的物权。定限物权是指在特定

范围内对其标的物加以支配的物权，所有权以外的物权均为定限物权。 

（二）动产物权、不动产物权与权利物权 

以动产为标的物的物权为动产物权，如动产所有权、动产质权、留置权等。以不动产为标的物

的物权为不动产物权，如不动产所有权、地上权、地役权、不动产抵押权等。物权原则上以有体物

为其标的物，但物权法也承认某些权利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以权利为标的物的物权即为权利物权，

如权利质权与权利抵押权。 

（三）主物权与从物权 

以物权是否具有独立性为标准，可以将物权区分为主物权与从物权。可以独立存在，而无须从

属于其他权利者，为主物权。不具有独立性，而须从属于其他权利而存在者，为从物权 

（四）意定物权与法定物权 

意定物权是指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而发生的物权，凡由当事人依法律行为而设定的物权都属于意

定物权。法定物权是指不问当事人之意思，直接由法律规定其发生的物权，如留置权、法定抵押权

等。 

（五）登记物权与非登记物权 

物权变动须经登记的，为登记物权；反之，则为非登记物权。 

（六）有期限物权与无期限物权 

有存续期间之限制的物权，为有期限物权，如典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其存续期间无

限制，且能永久存续的物权，称为无期限物权，如所有权、永佃权。 

（七）本权与占有 

占有本身并非物权，而对占有的事实而言，其所依托之权利即构成本权，如所有权、用益物权、

质权等，租赁权等债权也可以构成占有的本权。 

第三节  物权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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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他效力 

物权的排他效力，是指在同一标的物上不能同时成立两个或两个以上内容互不相容的物权。物

权的排他效力表现在：在同一标的物上，不能同时成立两个以上的所有权；定限物权是在特定范围

内对他人之物进行支配的物权，由于不同的权利类型有不同的支配范围，因此，只要物权内容并非

不相容，一物之上可以存在数个不同的定限物权。 

【讨论问题】 

甲企业向乙银行贷款 100万元，以其价值 200万元的厂房 A为乙设立抵押权，并办理了抵押登

记；后甲又向丙银行贷款 80万元，问：甲还能否以厂房 A为丙设立抵押权？ 

二、优先效力 

（一）物权相互之间的优先效力 

总体而言，物权相互间的优先效力遵循“时间在先，效力优先”的规则。 

（二）物权对债权的优先效力 

当物权和债权可能发生权利冲突时，无论成立之先后顺序如何，物权原则上具有优先于债权的

效力。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效力也有个别例外。出于某种立法政策上的考虑，法律赋予某些债权以特

殊的效力，使其在某些方面甚至优先于物权。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买卖不破租赁”规则。 

三、追及效力 

物权的追及效力，是指物权一经成立，其标的物无论辗转于何人之手，物权人均可以追及物的

所在，而直接支配其物的效力。 

四、物上请求权效力 

（一）物上请求权的概念 

物上请求权，是指物权人于其物被侵害或有被侵害之危险时，可以请求回复物权圆满状态或防

止侵害的权利。 

（二）物上请求权的内容 

物上请求权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占有返还请求权。 

排除妨害请求权。 

妨害预防请求权。 

第四节  物权变动 

一、物权变动的意义 

物权的变动，是指物权的发生、变更与消灭。 

（一）物权的发生 

物权的发生，是指物权与特定主体的结合。物权的发生，自特定的物权人方面观察，为物权的

取得。物权的取得，可分为原始取得与继受取得。 

（二）物权的变更 

一般所谓物权变更系指狭义上的物权变更，即物权的客体变更和内容变更。 

（三）物权的消灭 

物权的消灭，是指物权与主体的分离，就物权人方面而言，为物权的丧失。物权的丧失可分为

绝对丧失与相对丧失。 

二、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 

物权法律关系的变动也系由一定的法律事实引起，其中包括法律行为与法律行为以外的事实。 

（一）法律行为 

在因法律行为而发生的物权变动中，当事人有意识地追求特定物权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法律效

果，并将此效果意思表示出来，法律即依其意思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 

（二）法律行为以外的事实 

所谓法律行为以外的事实，既包括人的行为中的事实行为，也包括行为以外的法律事实，如事

件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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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 

基于物权的绝对性，近现代物权法为维护交易的安全，将“公示原则”与“公信原则”确立为

物权变动的两项基本原则。 

（一）公示原则的必要性 

物权的绝对效力，要求其具有外在的可识别性，因此物权的变动必须具有恰当的公示方法。 

（二）确定公示方法的标准 

因动产与不动产的物理属性上的差异，可以分别针对二者采取不同的公示方法，即不动产以登

记为其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而动产则以交付为其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 

（三）不动产登记 

1．登记机构。 

2．登记生效时间。 

3．登记簿与权属证书。 

4．登记资料的查询。 

5．更正登记。 

6．异议登记。 

7．预告登记。 

【讨论问题】 

预告登记有何意义？ 

（四）动产交付 

交付通常指的是现实交付，即出让人将对物的管领支配现实地移交于受让人。 

在现实交付之外，《物权法》遵循民法传统，也承认简易交付、返还请求权让与及占有改定等

三类“观念交付”。 

（五）物权公示的效力 

关于物权公示的效力，存在两种立法例：公示生效主义；公示对抗主义。 

《物权法》原则上确立了公示生效主义。不过，该法也广泛地承认了公示对抗主义的公示效力。 

四、物权变动的公信原则 

（一）公信原则的意义 

以占有或登记等公示方法所表现的物权，即使不存在或者与真实的权利状态有所差异，但对于

信赖此项公示方法所表现的物权，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交易的人而言，法律仍承认其具有与真实物权

存在相同的法律效果，此原则即为物权变动的公信原则。 

（二）实行公信原则的理由 

公信原则的确立，赋予了公示的物权表征以公信力，重新分配了交易风险，使当事人可以放心

地利用简便易得的公示信息，并确保以此为基础的交易得到预期的法律效果。显然，公信原则对于

维护交易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公信原则的体现及效力范围 

我国《物权法》针对动产与不动产设置了统一的善意取得制度。应该说，善意取得制度背后的

立法理由主要就是承认公示方法所具有的公信力。 

五、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 

【讨论问题】 

甲将 A物出售给乙，问：①从时间点上考虑，A物所有权何时发生移转？②从效力来源上看，

所有权因何发生转移——因买卖合同，还是因在履行环节上的其他意思表示抑或是事实行为？③如

果买卖合同无效，那么所有权变动的结果是否一概不发生？ 

就各国立法例加以分析，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主要有意思主义、物权形式主义与折衷主义三种。 

（一）意思主义 

意思主义，是指仅须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即足以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而无须以登记或交

付为其成立要件或生效要件的立法主义。 

（二）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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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形式主义，是指物权因法律行为而变动时，须另有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并履行登记或者

交付之法定形式的立法主义。 

（三）折衷主义 

折衷主义，也称“债权形式主义”，它将登记或者交付的法定形式设置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同时，折衷主义或者不承认有独立的物权行为之存在，从而规定由债权行为与登记或者交付的法定

形式相结合共同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或者至少不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而将债权行为的有效作

为物权行为发生效力的要件。 

（四）我国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 

各国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虽有为法律明确规定者，但也有许多物权变动的基本规范是经过长期

学术争论和司法活动才得到较为确定的解释。形式主义立法例尽管更为抽象，但它对于若干具体规

则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第五节  物权行为 

一、物权行为的意义  

物权行为是以物权的得丧变更为直接内容的法律行为。物权行为是由物权的意思表示与外部的

变动特征（交付或者登记）相互结合而成的法律行为。 

二、物权行为的类型 

（一）单方物权行为与双方物权行为 

单方物权行为，是指由行为人一方的意思表示构成的物权行为，其最典型者为物权的抛弃。 

双方物权行为，又称物权合同，是指通过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构成的物权行为。 

（二）不动产物权行为与动产物权行为 

不动产物权行为，是指以变动不动产物权为目的的法律行为。不动产物权行为系以物权变动的

意思表示与登记相结合的法律行为。 

动产物权行为，是指以变动动产物权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动产物权行为同样要求处分人具有处

分权，而且还须以标的物的交付作为特别生效要件。 

三、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理论 

（一）理论渊源 

（二）物权行为的独立性 

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也称分离原则，是指物权的变动须有一个独立于买卖、赠与等债权行为以

外，而以物权变动为内容的法律行为，从而在体系上，物权行为独立于债权行为而存在。 

（三）物权行为的无因性 

【讨论问题】 

买受人甲以欺诈的手段与出卖人乙订立 A物的买卖合同，为履行该合同，乙将该物交付给甲；

事后，乙得知甲欺诈之情事，遂撤销了买卖契约。问：A 物所有权的移转情形如何？乙能否要求 A

物的返还？其可依何种请求权请求 A物的返还？ 

所谓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是指物权行为的效力不受其原因行为（债权行为）的影响，债权行为

即使不成立、被撤销或者无效，物权行为也并不因此而受影响，仍能独立地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

果。 

作业 

1．物权具有哪些法律特性？其与债权之间存在哪些差异？ 

2．什么是物权法定主义？物权法为什么需要确立物权法定主义原则？ 

3．辨析物上请求权与物权的保护。 

4．简述物权的公示与公信原则。 

5．分析并评价我国《物权法》所确立的物权变动模式。 

6．什么是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 

7.甲与房地产开发企业乙签订期房买卖合同，并支付了全部款项；双方约定，乙于订立合同之

日起的 1年内确保建成、交付房屋，并为甲办理所有权登记。甲担心，乙可能会将已出售于己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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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再次出售给他人，并为他人办理过户。试问：（1）甲有没有办法确保自己最终获得自己所购买之

房屋的所有权？什么是预告登记？其功能为何？（2）如果在作了预告登记后，乙又将该房屋出售

给丙，则丙能否获得房屋的所有权？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掌握物权总则的相关知识，并认识到它们对于各种具体物权的意义。 

学生应理解物权的排他性、优先性等特性，并有能力将其与债权的特性相比较。学生应能够充

分理解物权法定原则的意义，并能对其作出评价。在物权变动方面，要熟悉我国《物权法》的相关

规范，并能理解包括物权行为理论在内的物权变动模式问题。 

知识单元 3：所有权 
参考学时： 

7课时 

学习内容： 

第四章  所有权 

第一节  概述 

一、所有权的意义 

所有权是在法律限制的范围内，对物为全面支配的权利。 

二、所有权的特性 

（一）全面性 

所有权是对物的全面的支配。所有权人可以自由地运用自己的意志，对物进行其所希望的各种

利用和处置。 

（二）整体性 

所有权的整体性，是指所有权是一个浑然一体的权利，它并不是由数种权能简单相加而得出的

一种权利 

（三）弹力性 

所有权的弹力性，也称为所有权的回归力，它描述的是所有权所具有的这样一种属性：所有权

具有整体性，因此其内容可自由伸缩。 

（四）恒久性 

所有权属于典型的无期限物权，其法律属性决定了其不得被附加存续期限。 

三、所有权的类型 

（一）不动产所有权与动产所有权 

（二）单一所有权与多数人所有权 

（三）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 

第二节  所有权的权能与限制 

一、所有权的权能 

（一）占有 

（二）使用 

（三）收益 

（四）处分 

（五）排除他人干预 

二、对所有权的限制 

（一）所有权的社会化与权利限制 

在社会化的背景之下，所有权受到了来自公法、私法等各方面的限制。 

（二）对所有权限制的限制 

体现权利人意志的所有权自由无论如何都应该处于所有权观念的核心地位，对所有权的限制仅

仅是从消极的方面划定所有权自由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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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征收、征用问题 

第三节  所有权的取得 

一、概述 

本节所述及的所有权取得方式仅限于原始取得方式，包括先占、拾得遗失物、添附、善意取得、

孳息收取和时效取得等。实际上，《物权法》第 9 章“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就是对所有权原始

取得的几种方式的规定。 

二、先占 

（一）先占的意义和性质 

先占，指的是以据为己有的意思，占有无主的动产，而取得该动产所有权的法律事实。先占属

于一种事实行为。 

（二）先占的要件 

须为无主动产；须有据为己有的意思；无法律上禁止性规定或者他人享有先占权的情形。 

（三）法律效果 

先占人取得其先占之无主物的所有权。该所有权取得的效果系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非基于

他人既存的权利，故为原始取得。 

三、拾得遗失物 

（一）拾得遗失物的认定 

拾得遗失物，是指发现他人遗失之物并对其加以占有的事实。 

（二）拾得遗失物的效力 

1．拾得人的义务。 

2．有关部门的义务。 

3．拾得人的权利。 

（三）遗失物规则对漂流物、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准用 

四、添附 

（一）概述 

添附，系对附合、混合及加工的总称。 

法律之所以需要对添附的所有权归属加以确立，乃是基于特定公共政策上的考虑。 

对于因添附而取得所有权之人而言，其所有权的取得为原始取得，而非继受取得。 

（二）附合 

所谓附合，指的是两个以上的物相互结合，而形成社会经济观念上一个“新物”的法律事实。 

1．动产对不动产的附合。 

2．动产与动产的附合。 

（三）混合 

所谓混合，指的是属于不同人所有的两个以上的动产相互混合，以至于不能识别或者识别需花

费过巨的法律事实。对于混合可准用动产附合的规定 

（四）加工 

所谓加工，是指在他人动产上劳作，使其成为新物的法律事实。 

关于加工物的所有权归属，有两种主要的立法例：材料主义与生产主义。 

五、善意取得 

（一）概念 

善意取得，是指出让人与受让人间，以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为目的而为不动产的移转登记或者动

产的交付，即便出让人无转移所有权的权利，在受让人为善意时仍可由其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制度。 

（二）所有权保护与交易安全的立法权衡 

（三）构成要件 

标的物为动产或者不动产；出让人须为动产的占有人或者不动产的名义权利人；须出让人与受

让人有转移所有权的合意；出让人须是无处分权人；所有权移转需要登记的，已完成登记，无须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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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的，受让人已取得占有；受让人须为善意；受让人须以合理的价格有偿受让。 

（四）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 

受让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受让人善意取得所有权的，标的物上原有的权利负担原则上也应发

生消灭。因受让人的善意取得而丧失权利的原所有人可以向出让人主张权利。 

六、时效取得 

对他人之物的持续占有是时效取得的基础。时效取得须具备相应的要件。 

第四节   共有 

一、共有的意义 

共有，指两个以上的法律主体共同享有一物所有权的状态。 

二、按份共有 

（一）按份共有的意义 

所谓按份共有，也称分别共有，指的是数人依其份额享有所有权的形态。 

（二）共有份额 

1．份额的意义。 

2. 份额的确定。 

3．份额的处分。 

（三）按份共有的内部效力 

各共有人依其享有的份额对共有物加以使用和收益；共有物的处分及重大修缮；共有物的费用

分担。 

（四）按份共有的对外效力 

1．对第三人的物上请求权。 

2.对第三人的债权或者债务。 

（五）共有物的分割 

民法对按份共有采分割自由的原则，即各共有人均有权随时要求终止共有关系，并分割共有物。 

三、共同共有 

（一）共同共有的意义与特征 

共同共有，是指数人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一物所有权的共有形态。 

（二）共同共有的类型 

夫妻共同共有；家庭共同共有；遗产的共同共有；合伙共同共有。 

（三）共同共有的效力 

除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外，对共有物的处分须经全体共有人的同意。由于不存在独立的份额，

因此各共有人不得向他人转让共有权，更不存在其他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问题。在共有关系结束前，

各共有人不得要求分割共有物。因共同关系消灭而须分割共有物的，可依关于按份共有物分割的规

定处理。 

第五节  相邻关系 

一、相邻关系的概念与规范方式 

所谓不动产相邻关系，指的是法律为调和相邻不动产的利用，而在其所有人或者其他权利人之

间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为达到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并充分发挥物的效用，民法以多种方式予以介入，

从而形成了法定的不动产相邻关系。 

二、相邻关系的法律性质与原则 

（一）法律性质 

所谓相邻权其实并非一种独立的权利，相邻关系中所包含的权利内容只是不动产权利的必要限

制或者扩张。 

（二）相邻关系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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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第 84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

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三、相邻关系的类型 

（一）邻地的利用 

（二）排水及用水关系 

（三）建筑相邻关系 

（四）固体污染物、气响等侵入的防止 

（五）邻地损害的防免 

第六节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一、概述 

（一）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意义 

建筑物区分所有，是指数人区分一建筑物而各有其一部分的情形。 

（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内容 

1．对专有部分的所有权。 

2．对共有部分的共有。 

3．基于区分所有权人之间共有关系的共同体。 

二、专有部分 

专有部分可为所有权人直接支配并享有其利益，因此须在结构上和使用上均具有独立性。 

三、共有部分 

（一）共有部分的范围 

（二）共有的性质 

四、管理组织 
作业 
1．所有权在物权法体系中具有何种重要地位？ 

2．如何从所有权保护的角度看征收、征用制度？ 

3．简述先占取得的构成要件。 

4．试析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的关系。 

5．简述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6．《物权法》如何规范拾得遗失物的法律后果？ 

7．根据民法的添附规则，动产与不动产附合的，无论导致附合的原因为何，均由不动产所有

人取得添附物的所有权，这一规则的合理性基础何在？ 

8．如何识别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 

9．《物权法》对哪些相邻关系的类型作出了规范？ 

10．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包含哪几个层面的法律关系？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精确地理解所有权的概念，了解其在物权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通

过权能的学习，掌握其具体内容。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掌握先占、添附等所有权原始取得的各种方式，尤其是需要对善意

取得制度有准确的理解。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准确理解我国现行土地制度的基本框架，并掌握不动产相邻关系和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相关知识。 

知识单元 4：用益物权 

参考学时： 
3课时 
学习内容： 

第五章  用益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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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用益物权概述 

【讨论问题】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土地只能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那么，私主体应如何对公有的土地加以

利用？ 

一、用益物权的意义 

用益物权，指的是在他人之物上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等权能的物权。 

用益物权具有两项主要的社会功能：增进物尽其用的经济效用；使物的利用关系物权化，巩固

利用人的法律地位。 

二、用益物权的种类与特征 

（一）用益物权的种类 

在物权法定主义之下，我国《物权法》确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

权和地役权四种权利。 

（二）用益物权的特征 

就《物权法》规定的四种用益物权而言，其标的物仅以不动产为限。用益物权以物的利用为内

容，原则上同一标的物上不能同时设定多个用益物权。用益物权的设定、移转等通常都需要登记。

用益物权的设定有的为无偿，有的为有偿。 

三、用益物权的得丧变更 

第二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意义与法律规范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与特征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农业经营者通过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在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国家所有的农用

地上享有的进行耕作、养殖或者放牧等利用并获得收益的权利。 

（二）法律规范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 

（一）承包经营合同的订立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 

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终止 

第三节  建设用地所有权 

一、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建设用地使用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在国有土地上建造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客体原则上为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内容为根据设定的用途利用土地

营造建筑物，并依法享有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原则上须为有偿，但国家机

关用地、军事用地等也可通过无偿划拨的方式取得。有期限性。 

二、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 

（一）出让与划拨 

（二）登记 

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内容 

1．利用土地从事建筑的权利。 

2．获得所营造之建筑物的所有权。 

3．处分权。 

四、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消灭 

【讨论问题】 

建设用地所有权到期后，地上建筑物归属于谁？ 

第四节  宅基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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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宅基地使用权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宅基地使用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得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 

宅基地使用权的客体为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宅基地使

用权依分配的方式为权利人所获取。宅基地使用权的内容是为依法建造、保有私人住宅之目的而对

土地加以占有和使用。 

二、宅基地使用权的设立 

三、宅基地使用权的内容 

1．为建造住宅的目的而使用宅基地。 

2．保有所建造住宅的所有权。 

3．有限处分权。 

【讨论问题】 

在我国现行法上，农村房屋转让受限的原因是什么？ 

四、宅基地使用权的终止 

第五节  地役权 

本节为本章的重点。 

一、地役权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一）地役权的发展历史 

（二）地役权的概念 

地役权，指的是为自己土地之利益而使用他人土地的权利。 

（三）地役权的法律特征 

1．从属性。 

2．不可分性。 

二、地役权的功能 

三、地役权的分类 

（一）积极地役权与消极地役权 

（二）继续地役权与非继续地役权 

（三）表见地役权与非表见地役权 

四、地役权的设立 

（一）地役权合同的当事人 

1．供役地权利人。 

2．需役地权利人。 

（二）地役权合同的内容 

（三）地役权登记 

关于地役权的设立，物权法采用的是登记对抗主义。 

五、地役权的效力 

（一）地役权人的权利     

地役权人有权依地役权设立的目的及范围使用供役地。地役权人有权实施附随的必要行为。地

役权人的物上请求权。 

（二）地役权人的义务 

地役权之取得为有偿的，地役权人有义务向供役地权利人支付费用。地役权人有义务维护其在

供役地上设置的设施。 

六、地役权的消灭 

（一）地役权的消灭原因 

（二）地役权消灭的效果 
作业 
1．简述我国土地公有制条件之下用益物权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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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益物权与债权性的使用权有何差异？ 

3．我国《物权法》规定了哪几种用益物权？ 

4．试析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其上建筑物所有权之间的关系。 

5．比较地役权与相邻关系的异同。 

6．如何理解地役权的从属性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深入理解土地公有制背景下我国用益物权制度的特点，一方面能够依

托传统民法理论认识各种用益物权，另一方面又能看清我国用益物权制度受公有制影响的情况。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掌握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建设用地所有权以及地役权的

基本知识，尤其应从权利客体、权利内容及权利创设等角度认识这些用益物权类型。 

知识单元 5：担保物权 

参考学时： 
8课时 
学习内容： 

第六章  担保物权 

第一节  担保物权概述 

一、担保物权的意义 

担保物权，是指以确保债务清偿为目的，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所有之物或者权利上所设定的以

变价权和优先受偿权为内容的定限物权。 

担保物权以确保债务之清偿为其目的。 

担保物权系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之物或者权利上所成立的权利。 

二、担保物权的特性 

（一）从属性 

（二）不可分性 

（三）权利行使的附条件性 

（四）物上代位性 

三、担保物权的类型 

（一）意定担保物权与法定担保物权 

（二）留置性担保物权与优先受偿性担保物权 

（三）不动产担保物权、动产担保物权与权利担保物权 

（四）占有担保物权与非占有担保物权 

第二节  抵押权 

一、抵押权的意义 

抵押权，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物的占有而向债权人提供一定财产以担保债务的履行，

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得就抵押物折价或者就其卖得的价金优先受偿的权利。 

二、抵押权的特性 

（一）从属性 

（二）不可分性 

三、抵押权的取得 

抵押权，除因继承等原因可依法律行为以外的原因取得外，原则上应基于法律行为而取得。 

（一）抵押合同 

1．抵押合同的当事人。 

2．标的物。 

（二）抵押登记 

1．登记生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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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物权法》第 187条的规定，凡以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招标等

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 

2．登记对抗主义 

根据《物权法》第 188条之规定，凡以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交通运输工具以及

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但是，抵押权未经登记的，不得

对抗善意第三人。 

四、抵押权的效力 

（一）抵押权担保债权的范围 

（二）抵押权标的物的范围 

（三）抵押权人的权利 

1．变价处分权。 

2．优先受偿权。 

3．顺位权。 

4．保全权 

（四）抵押人的权利 

1．抵押物的用益权。 

2．设定多个抵押权的权利。 

3．在抵押物上为他人设定用益物权的权利 

4．关于出让抵押物的权利 

（五）抵押权与承租权 

五、抵押权的变更与消灭 

（一）抵押权的变更 

（二）抵押权的消灭 

六、特殊抵押 

（一）最高额抵押 

最高额抵押，是指抵押人与抵押权人约定，在一最高债权限额内，以抵押物的价值对一定期间

内连续发生的债权作担保而设立抵押。 

（二）浮动抵押 

所谓浮动抵押，指的是作为抵押人的经营者与抵押权人约定，以其现有的和将有的所有经营性

动产作为一个集合客体并在其上设立抵押权，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有权对实现抵押

权时的动产行使变价和优先受偿的权利。 

第三节  质权 

一、质权的意义     

质权，是指债权人为担保债权，而占有由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移交的动产或者可转让的财产权，

在债权届清偿期而未受清偿时，能够就该动产或者权利折价或者以其卖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 

二、动产质权 

（一）动产质权的意义     

动产质权，是指债权人因担保其债权，占有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移交的动产，而于债务人不履行

到期债务时，可以以该动产折价或者以其卖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 

（二）动产质权的取得 

1．质权合同的订立。 

2．质物的交付 

3．质权的善意取得 

（三）动产质权的效力 

1．质权人的权利 

可以留置质物；质物孳息的收取权；经出质人同意，可将质物转质于他人；保全质权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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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上请求权；变价权和优先受偿权。 

2．质权人的义务 

妥善保管质物；返还质物 

（四）动产质权的消灭 

三、权利质权 

（一）权利质权的意义 

权利质权，是指以可转让的财产权为客体而设立的质权。 

（二）权利质权的取得 

权利质权也属于意定物权，其设立须经出质人与质权人的合意。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无论

以何种权利作为标的物设立权利质权，均须当事人订立书面质权合同。 

质权人取得权利质权，除须与有处分权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订立质权合同外，还需践行一定的

权利公示方法。 

（三）权利质权的法律适用 

第四节  留置权 

一、留置权的意义 

留置权，是指债权人占有其债务人的动产而具备法定条件的，在其债权未受清偿前，得留置该

动产的法定担保物权。 

二、留置权的构成要件 

1．须债权人占有属于债务人的动产。 

2．须债权的发生与留置物具有牵连关系。 

3．须债权已届清偿期，且债务人不履行债务。 

4．不存在不得留置的情形。 

三、留置权的效力 

（一）留置权人的权利 

留置标的物；收取留置物的孳息；变价处分权和优先受偿权。 

（二）留置权人的义务 

妥善保管留置物的义务；留置物的返还义务。 

四、留置权的消灭 
作业 
1．担保物权如何能够发挥担保债权实现的功能？担保物权的担保功能对其法律属性有何影响？ 

2．以动产为客体的抵押权在公示方面面临怎样的问题？ 

3．试评价《物权法》关于抵押物转让的规则。 

4．动产质权能否善意取得，为什么？ 

5．权利质权以权利而非物为其客体，那么，它还能被称为“物权”吗？ 

6．什么是留置权成立要件中的“牵连关系”？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 学生应理解担保物权发挥担保功效的基本原理，并掌握其从属性、物上

代位性等特性。 

学生应掌握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这三种担保物权的内容和设立方法或构成要件。对于抵押权，

既要从抵押财产的角度认识一般意义上的抵押权，也要对最高额抵押、浮动抵押这两种特殊抵押权

有所了解。对于质权，应分别掌握动产质权和权利质权的原理。对于留置权，则应从其法定物权的

性质出发，理解和掌握其构成要件和效力。 

知识单元 5：占有 

参考学时： 
2课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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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占有 

第一节  占有概述 

一、占有的意义与功能 

（一）占有的意义 

占有，是指人对物的事实上的管领与控制。 

（二）占有的构成 

（三）占有的功能 

【讨论问题】 

小偷能否因事实占有盗窃物而取得权利？小偷对盗窃物的事实控制是否构成民法上的“占

有”？《物权法》将“占有”一编与“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并列，这是否意味着

“占有”即为“占有权”？（二）权利质权的取得 

二、占有的分类 

（一）有权占有与无权占有 

（二）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 

（三）和平占有与强暴占有 

（四）公然占有与隐秘占有 

（五）自主占有与他主占有 

（六）直接占有与间接占有 

第二节  占有的取得、变更与消灭 

一、占有的取得     

（一）占有的原始取得 

（二）占有的继受取得 

二、占有的变更 

（一）他主占有变更为自主占有 

（二）善意占有变更为恶意占有 

三、占有的消灭 

第三节  占有的效力 

一、占有的保护效力 

（一）占有人的自力救济权 

（二）占有人的物上请求权 

二、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 

三、占有的权利取得效力 

四、占有人与回复请求权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一）占有物的使用收益 

（二）对占有物所支出费用的偿还 

（三）占有物毁损灭失的赔偿责任 
作业 
1．物权法为什么要对“占有”单独作出规范？ 

2．如何理解“占有的性质是法律事实，而非权利”？ 

3．占有的保护效力体现在哪几方面？ 

4．占有人与回复请求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 学生首先应理解占有作为物权法上独立制度的价值，理解“占有是法律

事实，而非权利”这一判断的法律意义。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熟练掌握占有的各种类型，并了解这些分类的意义。学生应能理解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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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得丧变更，知道其构成占有效力判断的基础。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着重掌握占有的效力，包括占有的保护效力、权利推定效力、权利取得

效力等。另外，学生还应能够结合《物权法》的规定，理解和能够评价所谓“占有人与回复请求权

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1  

2 物权客体 2  

3 物权通论·物权的概念与特性 1 
如果教学周改为 16周，物权通论部分

减少 3课时 

4 物权通论·物权的类型 1  

5 物权通论·物权的效力 1 2  

6 物权通论·物权效力 2 2  

7 物权通论·物权变动 2  

8 物权通论·物权行为 1  

9 所有权·概述及权能 2 
如果教学周改为 16周，所有权部分减

少 1课时 

10 所有权·所有权取得 2  

11 所有权·共有 2  

12 所有权·相邻关系、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1  

13 用益物权·概述、土地承包经营权 2  

14 用益物权·建设用地所有权、地役权 1  

15 担保物权·概述、抵押权 1 3  

16 担保物权·抵押权 3  

17 担保物权·质权、留置权 2  

18 占有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总论》、《债法》 

后续课程：《亲属法与继承法》及相关实务类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各单元均为重点 

难点：物权变动、占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从物权法的理论体系出发，并始终围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解释适用展开。倡导问

题意识，依“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评价问题”的思路引导学生进行法律思维。注重理论

联系实践，结合司法案例阐明法律规范与理论。 

教学手段： 

1.讲授 

2.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5．作业要求 

每单元结束由任课老师根据需要布置练习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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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编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刘家安:《物权法论》（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费安玲，刘智慧，高富平：《物权法》，知识产权出版社 

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  

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清华大学出版社 

王泽鉴：《民法物权》，北京大学出版社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任课老师自行推荐的其他参考资料 

执笔：刘家安  审稿：刘智慧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物权法案例研习 
Case Study of Property Law 

课程号：302010102 

编写说明 

本大纲主要是为了配合《物权法案例研习》的教学而编写。大纲由刘智慧教授主编，编写人员

为刘智慧、田士永、陈汉和寇广萍。 

一、课程教学目标 

《物权法案例研习》是 6年制法学实验班的专业选修课，是专门为 6年制法学实验班开设的一

门通过对真实典型案例的研习综合复习物权法基础知识、训练法律思维、提高法律实践能力的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在对所选案例进行研习过程中达到从适用法律的角度巩固物权法相关课

程所学基础理论知识，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培养学生从事法律职业的基本要求，提高学生运

用物权法学理论适用法律的能力，提高学生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和整理信息的能力，提高学生书写

的能力和公开场合表达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课程概述 

参考学时： 

2课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为本课程的概论。 

主要通过课堂讨论与教师讲授等方式，说明法律人应当具有的基本素质、能力，介绍物权法案

例研习的基本方法，尤其是以请求权规范基础为核心的案例分析法，介绍案例研习报告的基本格式，

同时完成本课程案例研讨的基本安排。 
作业 
为配合本教学，安排学生阅读以下阅读书目及文章： 

1.何美欢著：《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 5月第 1版 

2.王利明：《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探讨》，载《政法论坛》，第 22卷第 2期，2004年 3月，

第 118页至第 128页 

3.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7 月
第 1版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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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本课程的目的是将物权法理论中的基础概念具体化，通过案例

的研习使得学生深刻理解物权法适用的范畴；掌握物权法基本原则的意义、内容及价值。 

知识单元 2：课程具体研习内容 

参考学时： 
28课时 
学习内容： 
主要通过课堂案例报告和课堂讨论，使学生通过完成基本涉及物权法物权请求权规范基础各部

分的案例，使学生学会分析撰写案例研习报告并能熟练进行公开讨论。 

1.关于案例研习报告。案例分析报告有不同格式，本课程主要训练学生从专家意见的角度做出

分析。通过教师讲授与学生练习，使学生掌握该报告的基本格式、文献的收集和使用、注释等基本

规范，训练学生的书写能力。 

2.关于案件事实。本课程在案例研习中并不训练学生如何调查取证，因为案例研习中的事实被

假设为真实且无争论性，调查取证的训练应当实践中逐渐练习，且属证据法范畴。民法案例研习中

的事实，属于不可改变的事实，但需要做出合理的推论和解释。本课程在案例研习中训练学生采用

诸如图示法等具体办法对既有材料进行事实归纳，训练学生对既有材料的概括能力和基本分析能

力。 

3.涉及到的民法实体内容是中国民法的请求权规范基础体系。请求权是要求特定人为一定行为

权利的权利。请求权规范基础，是指可提供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法律规范。中国民法

上的请求权规范基础体现在《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等不同法律之中。物权法案例研习

主要是训练学生从请求权规范基础进行思考相关问题。 

中国民法上的请求权可以分为不同种类：就其内容而言，主要包括： 

（1）合同请求权：分为原合同请求权和次合同请求权，前者是指合同所产生的请求权，后者

是指原合同债务不履行而发生的请求权。学生应掌握在《合同法》等法律中寻找相关的请求权规范，

分析各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2）无因管理请求权：是指没有法定义务或者约定义务管理他人事务而发生的请求权，包括

管理人的请求权和本人的请求权。学生应掌握在《民法通则》等法律中寻找相关请求权规范，分析

各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3）物权请求权：基于物权而享有的请求权，包括原物返还请求权、消除危险或者排除方还

请求权、修理、重作、更换或者恢复原状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与物权请求权相关的是基于

占有请求权。学生应掌握在《物权法》等法律中寻找相关请求权规范，分析各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

与法律效果。 

（4）不当得利请求权：对于欠缺保有基础的得利的返还请求权。学生应掌握在《民法通则》

等法律中寻找相关请求权规范，分析各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5）侵权行为请求权：基于侵权行为而发生的请求权，包括损害赔偿请求权等。学生应掌握

在《民法通则》等法律中寻找请求权规范，分析各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6）其他请求权。 

抗辩权影响到请求权的行使效果，案例分析中训练学生对于抗辩和抗辩权的区分，学生应当学

会寻找抗辩权的规范基础。 

同一法律事实可能具备不同法律规范的要件，从而发生不同请求权，应当区分法条竞合、选择

性竞合、请求权聚合以及请求权竞合等不同情形进行分析。 
作业 
1.结合教学内容设置安排物权法案例研习的案例研习的报告每周一次。 

2.阅读以下书目 

（1）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3）谢怀栻：《外国民商法精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4）江平主编：《法人制度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470 

（5）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6）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7）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 2版 

（8）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9）（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10）（德）拉伦茨：《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1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8），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2）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13）卡尔拉仑兹：《法学方法论》，台湾五南出版社， 

（14）王利明：《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15）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 

（16）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17）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18）王利明：《民法疑难案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19）李显冬：《民法物权法案例重述》、《侵权责任法案例重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 

（20）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1）苏永钦：《民法物权实例问题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 4月第 1版。 

（22）王利明：“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探讨”，载《政法论坛》，第 22卷第 2期，2004年 3

月，第 118页至第 128页。 

（23）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第 1 辑起，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2年起出版。 
学习目标： 
提高学生对案例研习方法的掌握程度和对物权法知识进行应用的水平 

知识单元 3：课程考核 

参考学时： 
2课时 
考核内容和目标： 
学生对案例研习方法的掌握程度以及对物权法知识应用的水平。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概述+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2 

2 物的性质认定纠纷 3 

3 共有纠纷 3 

4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 3 

5 善意取得所有权纠纷 3 

6 地役权保护纠纷 3 

7 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 2 

8 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 2 

9 抵押权保护纠纷 3 

10 留置权保护纠纷 3 

11 占有纠纷 3 

12 课程考核 2 

 

四、说明  

（一）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学原理（一）·总论》、《民法学原理（二）·债法》、《民法学原理（三）·物权》 

后续课程：《民法学研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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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物权法知识的适用重点 

难点：掌握法学思维方法 

（三）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真实“案例”作为教学素材，由授课教师从我国司法审判的真实案例中遴选出的典型

作为教学素材，故本课程没有指定教材。授课所用的案例既要保证案例的经典性又要与时俱进，每

节课通过 PPT形式将其展示出来。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案例教学法、研讨教学法、合作教学法、互动教学法、启发教学法、

对话教学法等。 

1．案例教学法 

本课程教学内容的学习，主要通过分析案例实现。通过在案例分析过程中梳理案件中的法律关

系、确定案件的关键问题、发现问题的解决途径、评析审理结果等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提高学生运

用法学理论适用法律的能力，提高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2．研讨教学法 

本课程的课堂学习以研讨方式进行，借鉴研讨课（Seminar）的教学方式，报告人提前准备书

面案例研习报告，课上就案例分析做口头报告，其他同学进行评论或者提问，教师对书面报告进行

修改，对课上讨论适当引导，并分析案例研习与讨论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撰写研习报告、口头报告

以及课堂讨论，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和整合信息的能力、提高学生的书写能力和表达能力。 

3．合作教学法 

本课程中撰写报告和课堂研讨都将学生分为不同小组，每一案例由自由组合而成的不同小组负

责主要报告。小组成员在分组完成相关学习任务的同时，能够在合作学习中训练沟通能力、协调能

力和组织能力。 

4．互动教学法 

本课程的案例分析报告和课堂研讨注重互动，包括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

注重学生在学习中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互动式学习，不断引导学生学习，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

促进学生形成独立思考的人格与学术风格。 

5．启发教学法 

本课程进行案例分析，具有复习民法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功能，但目的却在于通过案例训练

学生的基本能力，在教学中注意启发学生主动发现问题，通过教师示范性研究分析为学生启发学生

进行相关研究分析提供示范启发学生，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 

教学手段： 

讨论兼讲授 

（四）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本课程的考核方式，可以由期末考察成绩构成，也可以由期末考察成绩与平时成绩相结合。 

期末考察采取开卷案例分析形式。平时成绩可以由教师根据学生平时案例分析和课堂讨论中的

表现确定。  

（五）作业要求 

每次讨论结束由任课老师根据需要布置练习作业。 

（六）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由任课老师安排自主选择案例。 

所讨论的案例可以有不同来源，但以真实案例为宜，可以是实际发生的案例，也可以在实际案

例基础上将不同案例组合成新案例，由教师根据具体教学需要调整其具体内容，遵循法律处理具体

案件中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一般可以选择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法院的判决理由和当事人的主张

与判决评析，可以为我们研习法律提供各种不同的法律论证资料），也可以适当结合热点案例进行

讨论。 

附一：本课程推荐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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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传宝诉成同贵迁移在其施工的宅基地内的祖坟案 

2. 小区业主管理委员会诉联通分公司在其物业上设置的通讯站电磁辐射损害居民健康案 

3. 所购车辆不能办理过户而要求退车还款并赔偿损失案 

4. 在饮食店就餐时遭第三人伤害诉业主等人身损害赔偿案 

5. 村委会强行终止其与村民小组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侵权案 

6. 未达一定开发程度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案 

7. 一房二卖案 

8. 转让挂靠车辆经营权与所有权纠纷案 

9. 相邻通行损害引起的房屋产权争议案 

10. 乐珊珊诉封磊房屋侵权纠纷案 

11. 潭城乡村委会诉曾群生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 

12. 瑞昌民爆公司诉张毅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附二：本课程案例报告写作格式 

【封面】 

案例分析报告 

课程名称：                             

项目组长            学号               

专    业             班级              

名    称                           

地    点                               

指导教师                               

开课学期            至            学期 

日期与节次      年   月   日第   节 

案例分析报告 

一、案例分析小组学生名单： 

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实验分工 

    

    

    

    

    

二、案例名称及来源： 

1．案例名称 

 

 

 

2．案例来源 

 

 

 

三、案情介绍: 

 

 

 

四、法律争议与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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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析与结论： 

 

 

 

六、指导教师评语及成绩： 

1、评语： 

 

 

 

2、成绩： 

 

 

                 指导教师签名： 

                 批阅日期： 

 

民法学原理二·债法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2）：Law of Obligation 

课程号：302010115 

编写说明 

本大纲主要是为了配合《民法学原理二·债法》的教学而编写。本大纲系在原教学大纲基础上改

变而成，原参编人员包括李永军、姚新华、隋彭生、刘家安、易军、戴孟勇、尹志强、刘新熙、胡安

潮等。改编工作由刘家安完成。中国政法大学民法研究所的全体教师参与了债法教学大纲的讨论。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必修课，实行闭卷考试。 

通过本课程的讲解和学生的学习，要实现下列目的： 

1．能够让学生领会债法的精神，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的债法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系统地了

解债法的基本原理。 

2．能够理解债法的体系，尤其是债法总论的设置，理解债法总则阐明的是各种债之关系所共

同适用的一般规则。能够掌握债法总论的基本内容，包括债的类型、效力、担保与保全、移转、消

灭等内容。 

3．能够理解债法分论乃根据不同的债的发生原因而设置，并具体掌握合同之债、侵权行为之

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等各种债之关系的基本规则。 

4．能够将债法理论与现行债法规范相结合，具备法律解释与适用的能力，熟悉《合同法》、《侵

权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渊源。 

5．具备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所学习的债法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具体法律

问题的能力。 

该课程以讲授债法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为核心内容，讲求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结合，既体现债法

本身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逻辑性，又密切联系民法总论、物权法等内容，从整个民法体系出发来阐

明债法的原理与规则。在学习过程中，需要从逻辑和价值两个层面掌握债法制度的具体规则及应用

情况。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债法总论  

参考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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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课时 

学习内容： 

导论 

“债”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术语，指的是特定人间可以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对整个债法

的学习，需要建立在对“债”之概念和特性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本章旨在介绍债的基本法律意义，

突出强调“债”之概念是一种抽象思维的产物。在阐释债的概念时，本章还将探讨债权、债务的基

本属性，主要围绕着债权的相对性等特性，比较其与物权这种绝对权的差异。本章还将从债的发生

角度讲解债的各种具体表现形态，并进而论证在法律技术上建构“债”这个抽象概念的必要性。此

外，本章还将对债法的法律渊源以及债法的特点做出简介。 

第一节  债的意义 

一、债的概念与特征  

（一）债的概念 

《民法通则第 84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

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

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 

学理定义：债是特定人间可以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  

（二）债的特征 

1.债为特定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结合关系） 

主体特定：债权人、债务人。 

2.债为特定人得请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  

客体：给付（行为：作为、不作为） 

3.内容：债权与债务  

二、债权 

（一）债权是财产权 

给付具有财产价值或可给予经济评价 

债权在财产法上的优越地位（从归属到利用） 

（二）债权是请求权 

1．债权的实现须依赖于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行为。债权的效力主要就表现在可以请求债务人实

施特定行为以满足债权  

2．债权的非支配性：债权非为对债务人的支配 ；债权非为对债务人行为的支配；债权非为对

债的关系所涉及之标的物的支配。  

3.“债权”与“请求权”的关系：债权的效力主要表现为请求权；请求权不限于债权，还存在

物权请求权等；债权的效力也不限于请求，还包括抗辩、形成、处分等 

（三）债权是对人权，具有相对性 

1.原则上，债权人仅能向特定债务人请求给付，而不能向第三人提出权利主张或以其债权对抗

第三人。 

2.债权具有相对性（物权具有绝对性） 

（四）债权具有非排他性  

多个债权即便以同一给付为标的，它们之间也不会发生权利上的冲突。 

【问题讨论】  

一物数卖，合同的效力如何？ 

【解读】 

《合同法解释（二）》第 15条 

（五）债权的平等性 

多个债权，无论其成立时间先后，均具有同等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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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债权类型的任意性 

合同、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只是“典型”之债的发生原因。 

三、债务 

（二） 债务的意义 

债务：特定人（债务人）对他特定人（债权人）为特定行为的义务。是法律所课以的必须作为

或不作为的拘束。  

债务的内容包括积极的作为与消极的不作为。  

（二）债务与责任 

我国民法上“责任”一词的多义性。 

考察“债”的概念在法律史上的流变，可以发现，在孕育“债”这一术语的古代罗马法上，由

于普遍存在对人身的强制执行，伦理上“当为”的“债务”观念与债务人之人身直接暴露在债权人

的强制之下的“责任”观念可谓泾渭分明。  

正是因为后世法律经历了对人执行向财产执行的转化，“债”与“责任”之间的界限才开始变

得模糊不清。  

债务人一旦承担债务，即应以其全部财产作为其债务的总担保（对物执行）。 

责任是实现债务的担保，常与债务相伴随。 

有限责任、无限责任。 

第二节  债的发生 

一、概述 

债的发生原因并非一个封闭的体系，除“典型”原因外，还有众多非典型原因。 

债的发生，或者基于当事人的意思（典型地表现为“合同之债”），或者系由法律直接规定（侵

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均为“法定之债”）。 

各种债的发生原因在事实构成、社会功能与价值判断不同，但其法律效果在形式上相同，即均

在特定人之间产生给付关系。 

二、合同 

【讨论问题】 

单方允诺是否为我国法律上债的发生原因？ 

三、侵权行为 

四、无因管理 

五、不当得利 

六、缔约过失 

七、其他发生原因 

【讨论问题】 

何为债的非典型发生原因？ 

第三节  债法 

一、债法的意义  

（一）形式意义债法 

指关于债权债务关系的专门立法或民法典中的“债编”  

我国目前不存在形式意义上的债法  

（二）实质意义债法 

指以债之关系为规范对象的所有法律规范的总称： 《民法通则》，尤其是其中的“债权”与“民

事责任”章节；《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担保法》、《保险法》、《票据法》等单行立法；行政法

规中包含的债法规范；具有实际法律效力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如关于民法通则、合同法、

担保法等的司法解释；习惯法 

二、债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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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法是财产法 

债之关系，无论其发生原因为何，均在当事人间制造了一种指向将来之财产变动的紧张关系。

这一紧张关系的消除正需借助债务的履行：随着债务的履行，债之关系归于消灭，同时其所负担的

财产变动功能也随之实现。 

债法所规范调整的正是这一动态的财产关系  

（二）债法是任意法  

债的效力仅局限于特定当事人之间，其对他人利益及公共利益的影响相当有限。  

债法对于债的发生及其内容采自由主义，承认契约自由的原则，允许当事人通过契约任意设置

债的类型与内容。 

债法，尤其是关于合同之债的法律规范，是典型的任意性规范，其意义在于对当事人的意思加

以解释与补充。 

（三）债法具有一定的国际化趋向  

三、债法的体系构成 

应坚持总、分结构，设置债法总则。 

无论是合同之债，侵权行为之债，还是无因管理之债等典型或非典型的债之关系，它们在债务

的履行规则、债的担保与保全、债的移转、债的消灭等许多方面都适用相同的规则。 

第二章  债的类型 

第一节  债的分类 

一、依债的发生原因分类 

（一）意定之债 

（二）法定之债 

二、依债之标的分类 

所谓给付标的，即债权债务关系指向的具体对象及内容。 

（一）实物之债 

1.特定物之债 

标的物在债成立时即已确定，具有不可替代性；债务人只有履行该特定的给付才能构成债务的

清偿；特定物毁损、灭失的，债之关系陷于“给付不能”。 

2.种类物之债 

依种类而对给付标的加以确定的债之关系。 

种类物品质的确定问题（种类之债的特定化）。 

灭失的情形与种类物有很大差异，一般不会造成履行不能（“种类物不灭”）。 

（二）货币之债（金钱之债） 

（三）劳务之债 

三、依债的标的可否选择 

（一）简单之债 

（二）选择之债 

1.指在数宗给付中，得选定其一而为给付之债的关系 

2.成立：两宗以上内容相异的给付存在 

3.选择之债的发生原因 

4.选择之债的特定：选择权的行使；给付不能的影响 

（三）任意之债 

1.指债权人或债务人可以用原定给付以外的另一给付来替代原定给付的债 

2.替代权 

四、依债的给付方法分类 

（一）一时性之债 

（二）持续性之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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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问题】 

应否区分“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 

五、依债的执行力区分 

（一）有执行力之债（完全债权） 

（二）自然之债（不完全之债） 

虽为法律认可的债的类型，但其执行不受法律之保护。 

实际法律效果：可以作为财产取得的正当原因，从而不构成不当得利。 

【讨论问题】 

我国现行法上是否存在自然之债？ 

第二节  多数人之债 

一、概述 

民法单独规范“多数人之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民法以债权人、债务人各为一人的情形作为债之关系的原型，但各种债的关系都可能存在一方

或双方为多数人的情形。 

需要解决的三个层次的问题：（1）对外效力；对内效力；对当事人之一所生事项，对其他人的

影响如何。 

可分为三个类型：按份之债、连带之债、不可分之债。 

二、按份之债 

（一）概念 

以同一可分给付为标的，各债权人或各债务人按各自的份额分享债权或分担债务的多数人之

债。 

（二）按份之债的成立 

（三）效力 

1.对外效力：按份主张债权或承担债务 

2.对一人发生的事项原则上对他人不发生影响 

3.对内效力取决于当事人内部的约定 

三、连带之债 

（一）概说 

1．概念：以同一可分给付为标的，各债权人或债务人间具有连带关系的多数人之债。 

2．连带关系：连带债权中各债权人均有权就全部的给付要求债务人履行（代其他债权人受领

给付），而连带债务的各债务人均有义务履行全部给付（代负他债务人应负担的份额） 

3．连带债务对债权人具有担保的价值，而连带债权徒增其他债权人求偿之困难，所以存在的

价值不大。 

（二）连带债务 

1．连带债务的发生原因 

2．法律效力 

（1）对外效力（债权人的权利） 

债权人可以对债务人中的一人或数人，就给付的全部或一部分，提出请求；债务人的内部份额

对债权人不具对抗力。 

（2）就债务人之一所生事项的效力 

绝对效力、相对效力。 

（3）对内效力：求偿权 

四、不可分之债 

指同一不可分给付为标的的多数人之债。 

（一）不可分债权 

各债权人仅可请求债务人向债权人全体为给付，而债务人也仅可向债权人全体为给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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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可分债务 

准用连带之债的规定。 

第三章  债的效力 

第一节  债权的效力 

一、债权的请求力 

债权人依其债权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效力。   

二、债权的执行力 

债务人不履行时，债权人可诉请法院强制执行或请求损害赔偿。  

不完全债权欠缺强制执行力。  

三、债权的受领保持力 

债权人有依其债权保持所受给付的效力（以赠与为例）。债权构成法律上的原因，所受给付不

构成不当得利，例如，受领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之债务履行的效力。  

四、债权的处分效力 

抛弃、转让等 

五、债权人受领迟延 

1.债权人因迟延受领债务人提出的给付，而使债权效力发生的障碍。迟延一般不使债权消灭，

只是使其效力受损 

2.债权人迟延的构成：给付须债权人受领；债务人有给付行为；债权人未及时受领 

3.效力： 产生债务人提存的条件；在买卖合同中，标的物的风险责任转移给买受人；依法理

（我国法律未规定），债权人受领迟延期间，债务人仅对故意和重大过失负责。  

第二节  债务的效力——给付义务群 

一、概说 

1.债务关系，其核心在于给付。民通 84条：“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

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 。 

2.广义的债务关系并非一个单一的给付关系。 “广义的债务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架构，而

这一复杂的架构主要由众多的债权或者义务（狭义的债务关系）组成。这也正是人们将它称作‘架

构’、‘有机组织’的原因。在这里，后两个称谓除表示复杂性之外，还应当表示广义债务关系所具

有的另外一个特征，即它不是静态地僵固于一个一成不变的状态之中，而是随时间变化不断地以多

种形态发生变动：它在‘有机组合’这一形象化称谓中出生，并且可以成长、衰老，直至最后死亡。” 

——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 

3.给付义务群 

（1）此部分虽属债法总则的内容，且其他债务关系的确也存在多层次义务的问题，但是，作

为所谓“有机组合”的义务群主要系针对合同之债而言.  

（2）此义务群的诸多方面均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其基础，认识到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在我

国，“附随义务”、“合同后义务”等在立法上均无直接的规范，若法院需要通过司法造法的方式承

认其为合同上的责任，可依托《民法通则》第 4 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

及《合同法》第 60条第 2款（“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

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所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进行.  

二、给付义务 

（一）给付行为与给付效果 

给付的双重含义：给付行为或给付效果。  

给付以满足债权为宗旨，故给付的内容必须与特定的债权目的相关联 

1.给付行为 

只要债务人以恰当的方式作出了给付行为，则无论债权人方面主观的目的是否得以实现，债务

人都因清偿而消灭了债务。 如律师接受委托，为诉讼当事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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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给付效果 

不仅债务人需要作出特定的给付行为，而且该给付行为还必须实现特定的给付效果。如果给付

行为未达到所要求的给付效果，则债务人之行为仍将构成债务不履行。如承揽合同。 

3.如何确定：（1）依债的类型；（2）依当事人的意思；（3）依交易的习惯。 

（二）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付义务 

1．主给付义务  

是指债的关系所固有、必备，并用以决定债的关系（尤其是合同）类型的基本义务 

【讨论问题】 

何为“买卖合同”、“租赁合同”？ 

确立主给付义务的意义：（1）依主给付义务确立（合同之）债的类型，并将具体案件“涵摄”

到相关法律规范之下；（2）主给付义务的不履行，可导致合同解除权的产生（不履行从给付义务原

则上不引起解除权）；（3）就《合同法》第 66、67条所确立的双务合同的同时履行抗辩权与不安抗

辩权而言，构成抗辩权行使基础的应为所谓“对待给付”，而主给付义务当然构成对待给付（从给

付义务则未必）。   

【案例讨论】 

李杏英诉上海大润发超市存包损害赔偿案 

2．从给付义务   

自功能方面观察，从给付义务有辅助主给付义务的作用，从而确保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更大的满

足。  

从给付义务的发生原因：（1）法律规定，如承运人为旅客运送行李、受托人的报告义务； 

（2）基于当事人的约定，例如雇佣合同所附加的不得兼职的约定；（3）基于诚实信用原则。 

从给付义务不具独立的意义，仅具辅助主给付义务的功能，其存在目的不在于决定债的关系的

类型，而在于确保债权人利益能得到最大的满足。 

从给付义务可以独立以诉请求之。 

是否构成双务合同上的对待给付义务，应视对合同目的之达成是否必要而定。 

【案例讨论】 

张某诉某电气公司购销合同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深宝法

民二初字第 3068号】 

（三）原给付义务与次给付义务 

1.原给付义务：也称第一次义务，是指债的关系上原有的义务。 

2.次给付义务：也称第二次义务，是指原给付义务在履行过程中因发生特定事由演变而成的义

务：（1）因原给付义务的不履行而发生的损害赔偿义务，例如，出卖人人因过失导致买卖标的物毁

损，而对买受人负金钱赔偿义务；（2）因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所发生的回复原状义务。 

三、附随义务（保护性义务） 

《合同法》第 60条第 2款：“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

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关于此类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的性质，学理上通常将其界定为“附随义务” 、“保护性义

务” 

附随义务是债务人于给付义务（包括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付义务）之外所承受的行为义务。 

附随义务并非给付义务，故债权人往往无法要求债务人履行附随义务，更谈不上就附随义务独

立诉请履行 （与从给付义务的区别）。 

附随义务的不履行，应可归入债务不履行的范畴，从而适用债务不履行的法律后果。  

四、先合同义务与后合同义务 

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保护义务并不局限于合同成立且待履行这一时段。 

（一）先合同义务 

为缔结合同之目的，当事人可能发生接触、准备或进行具体磋商。在合同成立之前，此类缔约

接触并非不具有法律意义。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在缔约阶段上，当事人就应对缔约对方的人身及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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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尽特别的注意，从而履行说明、告知、保密及保护等具体义务。 

先合同义务的确立，旨在确保进行缔约接触的当事人不遭受不公正的损失。对这一义务的违反，

将导致一项法定的损害赔偿之债即缔约过失责任的发生。  

规范基础：《合同法》第 42条、43条。 

（二）后合同义务 

合同之债，因清偿、抵销等原因而发生消灭，同时债权人的给付利益也得到了实现。但是，给

付的效果要得以维持，时常需要使当事人继续负有一定的作为及不作为义务。例如，合同关系终了

后，对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所知晓的商业秘密，当事人仍负有保密的义务  

后合同义务也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发展出来的法定义务。《合同法》第 92条：“合同的权利义

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对于后合同义务，债权人也可以请求履行，如住院病人在治愈出院后可请求医院出具医疗证明。

债务人违反后合同义务的，应视同为对合同义务的不履行，从而应依违约责任的有关规定负其责任。 

五、不真正义务 

对于不真正义务，相对人不能要求履行，而且该义务的违反也不产生损害赔偿问题。 

与给付义务、附随义务当然系债务人之义务不同，负担不真正义务者恰恰是债之关系的权利人，

即债权人。  

不真正义务的效力具体表现在：对该义务的违反，将导致负担该义务者的权利减损或丧失。例

如，《合同法》第 119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

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又如，买受人的检验与通知“义务”（《合

同法》158条）。   

第三节  债务不履行及其效力 

一、概说 

债务不履行：债务人未依债务的内容给付以满足债权的状态。 

不履行债务与违约责任。我国迄今未有完整的债法总则设计，欠缺一般意义上“债务不履行”

或“给付障碍”的概念，仅对契约之债设有“违约责任”。 

有类型化之必要。 

二、给付不能 

（一）概念  

实际给付的内容不可能得到履行：债务人纵然想提供却不能提供给付；债务人即使经努力，仍

然不能依债之本旨履行义务之状态。  

我国《合同法》未对给付不能做出详细规定，但第 110条有所涉及。 

（二）给付不能的类型 

1.事实不能与法律不能 

2.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 

3.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  

4.全部不能与部分不能  

（三）给付不能的效力 

给付不能构成履行障碍，该履行障碍并不一定使债因此而消灭（原给付义务确定消灭），而可

能只是将其带入一个新阶段（次给付义务）。 

不可归责于债务人时，免除债务人的给付义务，同时不发生损害赔偿替代给付问题。 

可归责于债务人时：（1）给付为全部不能，债务人负损害赔偿之责（履行利益）；（2）部分不

能的，履行剩余部分，对不能部分负损害赔偿之责；但如果部分履行对债权人无利益的，债权人可

以拒绝部分履行而请求全部不履行之损害赔偿。 

三、给付迟延 

（一）意义 

对履行期已满而能给付的债务，由于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未为给付所发生的迟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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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付迟延的构成  

1.因在规定的给付时间内（至迟给付日）未为给付所致的迟延。  

2.经催告仍不为给付而所致的迟延。  

3.因拒绝给付所致的迟延。 

（三）效力 

1.债权人可诉请强制执行。 

2.在诉请强制执行之后，仍得就迟延请求损害赔偿（例如利息损失、窝工损失等）。 

3.迟延后的履行对债权人无利益的（例如季节性产品的买卖），得拒绝受领履行，请求替代给

付的损害赔偿。 

4.迟延后，即使对于不可抗力所致的履行不能，债务人亦应负责。 

5.在合同之债，给付迟延系法定合同解除权的发生原因。 

四、不完全给付 

（一）意义 

债务人未完全按给付的内容所为的给付。 

有给付行为，但不完全 

（二）类型 

1.瑕疵给付：债权人未获满足（不充分状态） 

2.加害给付：导致债权人固有利益（人身、财产）受损 

（三）效力 

1.不完全给付可补正的，债务人有补正的义务，因此而造成给付迟延的，负迟延之责；补正对

于债权人无利益的，债权人得拒绝受领，而为损害赔偿的请求 

2.不可补正的，债务人负赔偿责任。 

第四章  债的担保与保全 

第一节  债的担保 

一、概述 

本节仅涉及人的担保方式，包括保证与定金。 

规范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1995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0年）。 

【讨论问题】 

“合同担保”，还是“债的担保”？ 

参考《担保法》第 2条及《担保法解释》第 1条。 

二、保证 

（一）保证的意义 

指由保证人向债权人承诺，当主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由其代负履行责任或承担连带责任的人

的担保方式。  

保证是人的担保方式；保证是第三人担保；保证债务具有从属性，并以主债务的不履行为发生

条件。 

（二）保证的设立 

1.保证人 

《担保法》第 7条规定的积极要件无意义。消极要件须满足。 

2.保证合同的订立 

须以书面合同缔结保证合同（注意《担保法解释》第 22条）。 

（三）保证范围 

保证范围由当事人约定。 

当事人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应推定保证范围及于全部债务，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担保法》第 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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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证类型 

《民法通则》未明确区分保证合同的类型，所有保证均为所谓“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法》区

分了“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 

1.一般保证 

也称“补充保证 ”，是指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的保证方式 

《担保法》第 17条第 1款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

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

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保证人享有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权。 

2.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法》第 18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

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

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人不享有先诉抗辩权 。 

3.保证类型的确定 

保证究为一般保证，抑或是连带责任保证，这一点关乎保证人是否享有先诉抗辩权，对保证人

和债权人的利益影响甚大，因此，首先应遵循契约自治的精神，由债权人和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对

保证的类型加以确定。 

如当事人对保证的类型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根据《担保法》第 19 条的规定，保证的类型为

连带责任保证。 

【案例讨论】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哈尔滨办事处与哈尔滨日用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借款保证合同纠纷

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民二终字第 214号】 

（五）共同保证与最高额保证 

1.共同保证 

《担保法》第 12条、《担保法解释》第 20条 

2.最高额保证 

（六）保证期间 

1.概念：是债权人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债务的有效期间。在约定或法定的保证期间内，如

果债权人不向保证人主张保证债权或依法采取相关法律行动，则保证人于保证期间届满时免除保证

责任。 

2.保证期间由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未约定或者虽然约定但早于或等于主债务履行期的

（等于无约定），则保证期间适用法定期间，即自债权清偿期届满之日起的 6个月内为保证期间。  

3．效力：（1）在一般保证中，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保证

期间届满，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担保法》第 25 条）；（2）在连带保证中，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

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届满，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担保法》第 26条）。 

（六）保证的效力 

1．在保证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效力 

（1）债权人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债务的请求权 ；（2）保证人可主张债务人的抗辩（ 《担保

法》第 20条第 1款规定：“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

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 

2．在保证人和主债务人之间的效力 

保证人履行债务后，取得对主债务人的代位求偿权  

（七）保证的消灭 

1.主债务消灭 

2.主债务承担 

因免责的债务承担而发生主债务人更换的，如未征得保证人的同意，保证人原先承担的保证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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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消灭（《担保法》第 23条）。   

3.保证期间届满  

三、定金 

（一）定金的意义 

指合同当事人一方，为确保合同的履行之目的而预先向他方给付的金钱或其他替代物。 

（二）定金的成立 

1.须当事人之间达成定金的合意，订立定金合同。  

《担保法解释》第 118 条规定：“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

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定金应实际支付。 

《担保法》第 90条：“定金合同自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 ” 

3.主合同须有效。 

（三）定金的种类 

1.违约定金 

以定金作为不履行主合同义务的损害赔偿，即给付定金的一方如不履行债务时，接受定金的一

方得没收定金，而接受定金一方不履行时，须双倍返还其受领的定金。 

2.立约定金  

是为了确保在当事人间未来订立合同而交付的定金。立约定金，实际上是当事人在形成预约后，

就本约的订立而设的担保 

《担保法解释》第 115 条：“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给付定金的一方

拒绝订立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讨论问题】 

《担保法解释》第 115条规定了立约定金，这条规定在术语使用上有无问题？ 

3.成约定金 

以定金的交付作为主合同特别成立要件。  

《担保法解释》第 116 条：“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主合同成立或者生效要件的，给付定

金的一方未支付定金，但主合同已经履行或者已经履行主要部分的，不影响主合同的成立或者生

效”。  

4.解约定金  

以定金的丧失或双倍赔偿作为代价，使主合同当事人获得了自由解除合同的权利。 

《担保法解释》第 117 条规定：“定金交付后，交付定金的一方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以丧失定

金为代价而解除主合同，收受定金的一方可以双倍返还定金为代价而解除主合同。对解除主合同后

责任的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    

（四）定金的效力 

1. 充抵价金和返还效力（主债务履行 ）  

2.定金罚则  

《担保法》第 89：“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

不履行约定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 

3.替代赔偿效力  

如果适用定金罚则能够填补债权人所受的损害，则债权人不得再另行主张损害赔偿。 

如果债权人的实际损失不能完全被定金罚则所填补，则债权人还可就差额另行向债务人主张赔

偿。  

第二节  债的保全 

一、概述  

保全，是债权人为了确保债权获得清偿而防止债务人责任财产减少的手段。 

根据债的相对性原理，债权人只能向债务人请求履行，债权的效力原则上不及于第三人。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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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危及债权人利益时，法律允许债权人对债务人与第三人的关系进行一

定程度的干预，确保责任财产的完整，以排除对其债权的危害。因此，债的保全属于债的对外效力，

是债的相对性的例外  

二、债权人代位权 

（一）债权人代位权的意义 

指债权人为了保全其债权，以自己的名义，代债务人行使权利的权利。 

《合同法》第 73条：“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

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   

（二）代位权的性质 

1.代位权属于债权的对外效力 

债权效力“穿透”相对关系而及于第三人，属于债权的对外效力。  

2.代位权是债权人的固有权利  

3.代位权属于实体法上的权利  

（三）代位权的构成要件 

1.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有效  

2.债务人怠于行使债权 

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 13 条的规定，“怠于行使”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

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或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

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 

3.有保全债权的必要 

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的结果，有使债权人的债权发生不获清偿的可能 （合同法“对债权造成

损害的”）。 

4.债权已届履行期 

5.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四）代位权的行使 

1.权利行使的范围  

《合同法解释（一）》第 21 条：“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请求数额超过债务人

所负债务额或者超过次债务人对债务人所负债务额的，对超出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代位权行使方法 

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并须以诉讼的方式行使代位权。 

我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之所以将“代位权”规定为“代位之诉”，主要是因为它将代位

权行使的结果确立为次债务人对债权人的直接清偿，如此，为增强清偿的确定性，须依赖司法程序

的进行。   

3.次债务人的抗辩 

《合同法解释（一）》第 18 条规定：“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

权人主张”。  

如果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成立，则可以有效地阻却代位权的效力，法院应判决驳回原告的

诉讼请求。  

（五）代位权的效力 

我国《合同法》73条对代位权的效力未作出明确规定。《合同法解释（一）》弥补了这一缺陷，

但其对代位权效力的规定与大陆法系各国民法的规定有很大差异。 

代位诉讼成立的，法院判决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直接履行清偿义务。对此，（1）赞成者认为，

这一规则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有利于解决我国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三角债”问题，有助于解

决我国司法实践中执行难的问题。（2）反对者认为，这一规则将使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实际上获得

了“优先受偿权”。这样的效果设置固然可以节约诉讼环节和成本，但它有违债权平等的原则，可

能会损害未行使代位权的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合同法解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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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条）。     

三、债权人撤销权 

（一）撤销权意义 

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损害债权的行为，有请求法院撤销该行为的权利。  

（二）撤销权的性质 

1.形成权说 

2.请求权说 

3．折衷说 

我国学者多支持形成权说或折衷说  

（二）撤销权构成要件 

1．客观要件 

（1）债务人方面有减少责任财产的行为  

《合同法》将债务人减少责任财产的行为区分为无偿行为与有偿行为两种情形： 

（2）债务人的诈害行为损害债权 

债务人的诈害行为必须危及债权的实现，才有保全责任财产的必要  

（3）债务人的诈害行为必须发生在债权成立后  

2．主观要件 

我国《合同法》区分无偿行为与有偿行为而设有不同的主观要件. 

对于无偿行为，受让人（受益人）的主观因素无关紧要，其对于债务人的诈害行为是否知晓并

不影响债权人的撤销权。 

若债务人实施的是有偿行为，即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

财产，则依据《合同法》第 74 条的规定，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尚需具备主观要件，即“受让人知

道”债务人之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债权。 

（三）撤销权的行使 

1.行使方式  

债权人之撤销权，仅在以诉的方式行使时，始能发生撤销的法律效果。  

2.行使对象  

行使对象，也即撤销之诉的被告。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 24条的规定，当债务人的行为

是双方行为时，应以债务人为被告，如法院认为有必要，可追加受益人或受让人为诉讼第三人 

3.行使期间    

债权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 1年内行使撤销权；自债务人行为发生起 5年内不行使的，

撤销权消灭。  

（四）撤销权的效力 

1.对债务人的效力 

债务人的诈害行为被视为自始无效。  

2.对第三人的效力  

因作为财产取得依据的法律行为被撤销，第三人因债务人的行为所取得的财产，应返还于债务

人。  

3.对债权人的效力  

因撤销权之行使，债务人所实施的单方行为或双方行为无效，债务人（而非债权人）可以向财

产的占有人或受让人、受益人主张返还，从而使其责任财产恢复到正常状态。 

第五章  债的移转 

【讨论问题】 

银行借记卡（储蓄卡）、贷记卡（信用卡）的法律原理是什么？ 

第一节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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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的移转的意义 

债的移转，指债的关系在保持同一性的情况下，而发生主体的变更 

 所谓债的同一性的保持，指债的效力依旧不变，包括原有的利益（如时效利益）、各种抗辩、

从属的权利等 

二、移转的原因与内容 

（一）发生原因  

1.基于法律行为的移转 

2.基于法律之规定的移转 

3.裁判上的移转 

（二）移转内容 

1.概括承受 

指债权和债务作为财产的整体而移转，如因继承或法人合并而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移转。 

2.特定承受 

指特定债权或债务的单独移转，如后文所讨论的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  

第二节  债权让与 

一、债权让与的意义  

（一）债权让与的概念 

是指不改变债的内容，而原债权人（让与人）以合同将债权移转于新债权人（受让人）。 

（二）债权让与的性质 

1.债权让与为不要式合同  

2.债权让与为处分行为  

3.债权让与为无因行为 

【问题讨论】 

债权让与为无因行为，这一说法意味着什么？ 

二、债权的可让与性 

（一）债权让与自由原则 

对于债权人而言，债权是其所享有的一项财产。对该财产，债权人应可像对物权等其他财产那

样自由处分。  

（二）债权让与的限制 

《合同法》第 79条之规定。 

三、债权让与的效力 

（一）对内效力  

债权让与的效力，发生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为债权让与的对内效力。  

1.债权由让与人移转于受让人。让与合同一旦成立，债权随即移转。  

2.债权的从权利随同移转。  

3.证明文件的交付和必要情形的告知。 

（二）对外效力 

债权让与的对外效力，主要指对债务人的效力，这是由债之关系的相对性决定的  

1.对债务人生效的要件：让与通知  

债权让与合同因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合意而发生债权移转的效果，无须征得债务人的同意。

但是，对此让与事实，债务人未必知晓。为了避免债务人错误清偿，法律设有保护债务人之规定 

《合同法》第 80条第 1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

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问题讨论】 

《合同法》第 80条第 1款之规定有何意义？ 

2.对债务人效力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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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债务人一经获得通知，债权让与即对其生效。 

（2）债务人一切得对抗原债权人的抗辩事由，均可对抗新债权人. 

《合同法》第 82 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

让人主张”。 

（3）债务人可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合同法》第 83 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

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第三节  债务承担 

一、债务承担的意义  

（一）债务承担的概念 

债务承担，是指不改变债务的同一性，而依合同将债务移转于他人承受  

债务承担可分为免责的债务承担和并存的债务承担。 

二、免责的债务承担 

（一）债务的可移转性 

（二）债务承担合同 

债务承担可由债权人、债务人和承担人三方达成合意，也可以以下方式缔结债务承担合同 

1.债权人与第三人订立债务承担合同 

此类合同虽然没有债务人的参与，但其效果却可免除债务人的债务，是使其纯粹获得利益的合

同。因此，此类合同应当有效，并可直接发生债务承担的效果。  

2.债务人与第三人订立债务承担合同 

债务承担系由新债务人代替旧债务人，新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和信用等因素会影响到债权人债权

的实现。债务承担关系债权甚切，实际上是对债权的处分，故必须由债权人的参与。 

未经债权人同意，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订立的债务承担合同尚不能发生效力，可将其视为效力

待定合同的一个类型。  

（三）效果 

1.对债务本体以及从权利、从义务的效力 

《合同法》第 86 条：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应当承担与主债务有关的从债务，但该从

债务专属于原债务人自身的除外 

2.对债权人的效力  

《合同法》第 85条：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 

3.对原债务人的关系  

原债务人即从债之关系中摆脱出来，不再承担任何债务。  

第四节  债权债务的概括移转 

一、意义  

债权债务的概括移转，是指债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将其权利义务一并移转给第三人，而由该

第三人承担其地位。 

二、合同承受 

（一）构成要件 

1.合同地位的可让与性 

2.让与合同  

（二）效果 

1.合同承受的，一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的债权债务全部移转给承受方。 

根据《合同法》第 89 条的规定，涉及合同权利转让的部分，适用有关债权让与的规定，涉及

合同义务转移的，则适用债务承担的有关规定。所以，有关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之法律效果的规定，

如从属权利和从属义务的随同移转等，也适用于合同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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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生合同承受的，一方当事人完全退出合同关系，承受方成为合同关系的当事人。由此，附

着于债之关系的形成权，如解除权、撤销权等，也移转于承受人。  

三、法定的概括移转 

（一）法人的合并和分立 

《合同法》第 90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合并的，由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合同权利，

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分立的，除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由分立的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对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  

（二）其他的法定概括移转 

法定概括移转，除发生在法人合并或分立之情形外，还典型地由法定继承引起。债之关系一方

当事人死亡的，其在该债之关系中所享有的债权及所承担的义务一并移转于其法定继承人。不过，

《继承法》第 33条确立了限定继承的规则，继承人对于超出遗产实际价值的债务不负清偿之责。 

《合同法》第 229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据

此，租赁物的受让人在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后，仍须承受原来的租赁合同关系。该承受是基于法律规

定，属于债权债务的法定移转。   

第六章  债的消灭 

第一节  清偿 

一、意义 

清偿，指产生消灭债权效果的给付。 

债务人依债之本旨履行债务（适时、适所、完全并以恰当的方式）。 

二、清偿人与清偿受领人 

（一）清偿人 

1.债务人 

2.债务人的代理人 

3.第三人 

（二）清偿受领人 

1.债权人  

2.债权人的代理人  

3.受领证书持有人等  

三、清偿客体 

（一）部分清偿 

《合同法》第 72 条：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但部分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

除外。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给债权人增加的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二）代物清偿 

以他种给付代替原定给付的清偿。代物清偿欲达清偿之效果，须债权人同意。   

代物清偿与清偿具有同样的效力。 

四、清偿地、清偿期、清偿费用 

《合同法》第 62条。 

（一）清偿地 

（二）清偿期 

（三）清偿费用 

五、清偿的抵充 

《合同法解释（二）》第 20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

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

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

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

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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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清偿的效力 

1.债之关系的消灭 

2.受领证书（收据）给予请求权 

3．债权证书返还请求权 

第二节  提存 

一、意义 

提存是债务人将难以清偿的标的物交提存部门保存以消灭债的行为。——代替清偿 

提存的必要性：债权人受领迟延等并不使债务人免除给付义务，为避免债务人长期受债务困扰，

而设此项制度。 

二、提存的原因 

债务人提出清偿，但由于债权人方面的原因不能实现清偿的目的，具体包括：债权人无正当理

由拒绝受领；受领人不明（如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 ）；债权

人下落不明。 

三、提存的主体和客体 

（一）主体 

提存人（债务人或其代理人） 

提存机关（多为法院，我国目前仅有公证提存）。 

（二）客体 

动产，金钱及其他适于保管的物 

不适于提存或费用过高的，债务人变卖后将价款提存 

四、提存的效力 

（一）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 

1.债的关系消灭。 

2.提存物的风险移转至债权人（孳息也归债权人享有）。  

3.债务人的通知义务。 

（二）债权人与提存机关之间 

债权人有请求交付提存物的权利。 

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提存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提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

所有（《合同法》104条第 2款）。  

第三节  抵销 

一、意义 

抵销是当事人就互负种类相同的给付，按对等数额使其相互消灭的意思表示。 

涉及两个债的关系全部消灭或部分消灭。 

有对价，实际效果同清偿，构成债的消灭原因。  

二、抵销的类型 

（一）法律上的抵销和合意抵销 

1.法律上的抵销（单独抵销） 

符合法律规定时，产生抵销权；抵销为单方行为，抵销权为形成权，抵销以向对方为意思表示

（通知）的方式实现。 

2.合意抵销：当事人经由合意而产生的抵销 

（二） 民法上的抵销和破产法上的抵销 

破产法上的抵销条件更宽松，如未到期的债权亦可作为主动债权 

三、抵销的要件 

1.双方债权的存在        

债权在对待的当事人之间存在（互负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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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均届清偿期 

3.同种类给付（通常为金钱之债） 

【问题讨论】 

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权利人可否抵销的问题。 

四、抵销的效力 

双方债权（对等数额）的消灭。 

第四节  免除 

一、意义 

免除，债权人以债之消灭为目的而抛弃债权的意思表示。 

二、免除的性质 

1.契约说：德国民法典  “债权人依契约免除……”。  

2.单独行为说：日本民法、台湾地区民法。 

单独行为说较为合理。为尊重债务人之人格，可设类似如下之规定：债务人表示不欲享受免除

之利益者，视为自始未有免除之表示。 

 

第五节   混同 

一、意义 

债权债务归于一人的法律事实。 

两个利益主体的存在是债的关系存在的前提。 

二、混同的原因 

继承 

法人合并 

债权转让、债务承担 

三、混同的效力 

1.通常情况下，导致债的消灭。 

2.在法律另有规定或债权属于他人权利标的时，债权不消灭。前者如，未到期票据，鼓励债权
的流通性。后者如，债权为他人质权标的。 
作业 
1．“债”的法律内涵是什么？为什么民法需要使用这样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 

2．一物两卖，前后两个合同都可以有效，其道理何在？ 

3．债的发生原因是否限于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缔约过失这几种？ 

4．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如何安排债法体系？ 

5．为什么要使用“给付义务群”的观念描述债务的构成？ 

6．从给付义务与附随义务有何不同？  

7．为什么需要使用“不真正义务”这一概念来描述债权人的受领义务等义务？ 

8．选择之债具有何种功能？ 

9．民法为什么需要对多数人之债问题单独作出规范？ 

10．在连带债务中，何为“对债务人之一所生事项的效力”问题？民法为什么需要就此问题做

出相关规范？ 

11．保证如何发挥强化债权实现的功能？  

12．先诉抗辩权如何能够保护保证人的利益？ 

13．法律为什么要通过规定债权人撤销权来保全债权？ 

14．为什么债权让与无须征得债务人的同意？  

15．法律规定，债权让与自通知债务人时起对债务人生效，这一规定的立法目的何在？ 

16．债务承担为什么需要征得债权人的同意？ 

17．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的无因性指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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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充分理解债法总则设置的必要性，并能够认识到债法总论应包括的

内容。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理解债的基本概念以及债权的基本特征和属性，并对债法的特征有清

晰的认识。学生应从分类或标的方面认识债的各种类型以及多数人之债的基本规则。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重点掌握债之关系的效力，包括债权的效力、债务的效力以及债务

不履行的效力。学生尤其应该认识到债务构成的复杂性（给付义务群），并掌握其具体意义。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能对有助于债权的实现的担保与保全制度有完整的认识，并掌握其规

则。学生应能够从债权的财产权属性出发，认识到债的可移转性，并掌握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的基

本规则。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意识到债权具有“因消灭而实现”的特点，并能够熟练掌握清偿、

提存、抵销、免除和混同的基本规则。 

知识单元 2：合同总论 

参考学时： 

15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七章  合同概述 

第一节  合同的概念 

一、立法定义 

《民法通则》第 85条 

《合同法》第 2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

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二、学理定义 

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狭义的合同仅指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的债权合同；广义的合同还包括产生

其他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双方法律行为。 

【讨论问题】 

“合同”是否专属于债法的范畴？ 

第二节  合同法的性质与理念 

一、合同的性质 

既属法律事实（法律行为），又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 

合同不仅约束双方当事人（当事人间的行为规范），而且也应约束法官（裁判规范）。 

二、合同法规范的性质 

【讨论问题】 

既然“契约自由”，为什么又需要合同法？其基本功能为何？立法的准据为何？ 

任意法，而非强行法。 

规范的任意性，其根源在于对“契约自由”理念的尊重；该理念越是薄弱，合同法中的强行性

要素就越多。 

合同立法的准据：正常的交易当事人最可能约定的交易条件。 

三、合同法的理念 

（一）契约自由 

契约自由的哲学、伦理学乃至经济学的解释。 

契约自由的具体体现。 

（二）契约正义 

契约自由本身不包括对契约结果的衡量，原则上不讨论结果的公正性问题。因此，契约内容应

得到尊重，不能任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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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该规则具有若干前提（假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当事人拥有相同的经济地位和信

息资源，拥有同等的交易经验，从而能够做出真正符合自己利益的契约安排。然而，这种理想主义

的假设并不符合生活事实：契约当事人的经济地位往往有很大的不同——“强制的自由”（强者假

契约自由之名限制弱者的自由缔约权）——契约自由的滥用。  

契约正义的观念要求对契约法的规则进行调整，如：强制缔约义务；定型化合同的调整；劳动

者、消费者的倾向性保护等。 

契约法在一定程度上应起到扶贫济困的功能，但是这不可能成为契约法的主要使命，该功能应

由税法等来加以实现。 

契约法仍仅应在例外条件下考虑结果公平的问题。如果契约法以公平正义之名任意更改当事人

的意思，那么当事人对于将来契约的履行将无法预见，法律的安定性，交易的安全将受严重破坏。 

第三节  合同的分类 

一、有名合同（典型合同）与无名合同（非典型合同） 

分类标准：有无专门的法律规范——法律是否对某种合同类型作出规定。 

1.有名合同：法律规定其内容并赋予一定名称的合同。 

2. 无名合同：法律未规定其内容与名称的合同。 

区分的意义：合同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其内容由当事人自行确定（合同自由），但当事

人未必事无巨细均加以明确约定。在当事人对一些事项未作出约定时，有名合同可直接适用法律的

任意性规定（范式）——主要的问题是从个案法律事实中识别契约的类型（主给付义务）；无名合

同的法律适用问题相当复杂（适用民法总则、债法总则、合同总则，并参照最相类似的典型合同）。 

二、诺成合同、要物合同 

分类标准：合同在合意外，是否尚须标的物的交付而成立。 

1．诺成合同：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的合同。诺成性是合同的一般属性。  

2．除意思表示外，还需要标的物的交付方可成立的合同。 

【讨论问题】 

要物合同在民法上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三、单务合同、双务合同 

分类标准：当事人双方是否负互义务。 

1.单务合同：仅有一方当事人负有义务，他方不负义务的合同，如赠与合同，借用合同，无偿

的保管合同。 

2.双务合同：双方互负债务的合同   买卖、租赁、承揽等   债务的对待性——两个债的关系

具有法律上的关联 

区分意义：双务合同具有特殊效力（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合同解除权通常发生在双

务合同之中）。 

四、有偿合同、无偿合同 

分类标准：当事人取得合同权利是否须支付代价，或负担义务是否受有代价。 

1.无偿合同：当事人一方只为给付（负担义务）而无报偿的合同  如赠与、借用合同。 

2。。有偿合同：当事人各因给付而取得报偿的合同，如买卖、租赁、承揽； 

区分意义：当事人所负注意义务不同，进而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时的归责性以及债不履行的后

果产生影响 

法律对无偿合同的债务人宽大处理（任意撤销、要物性设计、责任减轻） 

五、要式合同与不要式合同 

分类标准：合同是否需要具备特定形式。 

形式自由系合同自由的一个方面，所以合同以不要式为原则。证据方面的考虑不应使合同必须

具有特定形式。 

要式：书面、公证等形式。其目的在于促请当事人认清有关行为经济意义或固有的风险，敦促

他们认真考虑并尽量表达得准确。如赠与合同通常需要以公证的方式设立。 



493 

区分意义：要式合同不具备法律要求的特定形式的，无效（德国民法典 125条）或不成立。 

形式瑕疵的补正。《合同法》第 36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

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六、一时性合同与继续性合同 

分类标准：时间因素对确定给付的内容和范围是否发生影响 

1．一时性合同：一次给付便使合同内容得以实现的合同。 

2.继续性合同：债务须经持续的给付才能履行完毕的合同。 

区分意义：一时性合同适用解除，具有溯及力；继续性合同适用终止，对未来发生效力，不具

有溯及力。  

七、束己合同与涉他合同 

分类标准：合同的效力是否涉及第三人。 

1.合同原则上仅能约束参与缔约的当事人（法谚云：不得为他人缔约），故合同原则上均为束

己合同。 

2.涉他合同包括“由第三人给付的合同”（第三人负担合同）和“向第三人给付的合同”（利他

合同）。 

《合同法》第 64、65条。 

八、预约与本约 

分类标准：两个合同相互间是否具有手段和目的的关系。 

1.预约：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合同的合同。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2条：当事人签订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

合同，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

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本约：履行该预约而成立的合同 

九、确定合同与射倖合同 

分类标准：给付的内容和范围在合同成立时是否确定。 

射幸合同：以未来不确定事件（偶然机会）而决定是否给付的合同。 

类型：保险合同、搏彩合同等。 

第八章  合同的订立 

第一节  概述 

一、合同的成立要件 

合同属于法律行为，所以首先需要具有法律行为的一般成立要件：当事人、标的与意思表示。 

二、 合意 

合同因当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但合意如何认定？ 

将错综复杂的缔约磋商进行分解，建立一个模型：要约（提出缔约建议）——承诺（无条件的

同意）。 

第二节  要约 

一、要约的概念 

要约，是指一方当事人向对方提出合同条件，希望对方接受，以便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二、要约的构成要件 

1．要约必须是希望订立合同的人向相对人发出的意思表示。 

2．要约必须以订立合同为目的。 

3．要约的内容应当具体、确定。 

4．要约应当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三、要约邀请 

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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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 

四、要约的法律效力 

要约的法律效力，是指要约的生效以及要约对于要约人和受要约人所产生的效力。 

1．要约生效的时间。 

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 

2．要约对要约人的拘束力。 

3．要约对受要约人的拘束力。 

4．要约的存续期限。 

五、要约的撤回与撤销 

1．要约的撤回。 

要约可以撤回。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 

2．要约的撤销。 

要约可以撤销。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但是，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1）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2）

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 

六、要约的失效 

1．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 

2．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 

3．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 

4．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 

第三节  承诺 

一、承诺的概念 

承诺，是受要约人向要约人作出的同意接受要约的意思表示。 

二、承诺的构成要件 

1．承诺必须由受要约人向要约人作出。 

2．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 

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 

3．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 

4．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三、承诺的撤回 

承诺可以撤回。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要约人。 

四、承诺的生效 

1．承诺生效的时间。 

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

为时生效。 

2．承诺生效的效果。 

五、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 

1．合同成立的时间。 

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

认书时合同成立。 

2．合同成立的地点。 

承诺生效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

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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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第四节  订立合同的特殊方式 

一、招标投标方式 

二、拍卖方式 

三、交错要约 

交错要约，是指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发出要约，对方也向其发出同一内容的要约，且双方均不知

对方已向自己发出要约的现象。 

四、意思实现 

意思实现，是指依习惯、事件性质或要约人为要约时的预先声明，承诺无须通知，在相当时期

内有可认为承诺的事实时，合同即告成立的现象。 

五、强制缔约 

第五节  悬赏广告 

一、概念 

以广告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予报酬的，为悬赏广告 

悬赏广告有广泛的用途如征集奥运会会徽，悬赏捉拿犯罪嫌疑人，悬赏寻找失物或走失之人，

软件开发者悬赏发现漏洞等。 

悬赏广告与委托合同的区别。 

二、悬赏广告的性质 

1.契约说 

2.单方行为说 

单独行为说似较为合理 

三、效力——报酬给付请求权 

以在设定期限内完成一定行为作为请求报酬的前提。 

数人先后完成该行为的，由最先完成该行为之人，取得报酬请求权。 

优等悬赏广告：对于完成指定行为的数人，仅对被评定为优等者给付报酬的悬赏广告。 

第六节  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 

【讨论问题】 

某洗衣店在店内张贴告示，称“送洗衣物如有灭失，赔偿价格不得超过洗衣价格的 10倍”，此

告示效力如何？ 

一、意义 

格式条款：也称格式合同、定型化条款、一般交易条件等，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

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无论是被纳入到书面合同文件中，还是构成一个单独的部分，只要不存在个别协商的可能，即

可视为格式条款。 

最典型的格式合同为发生在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消费合同。 

二、对格式条款的法律控制 

（一）立法、司法、行政的多重控制手段 

（二）《合同法》的规范 

1．将格式条款纳入合同的前提——使用者的揭示义务。  

格式条款使用者应以显著方式提请对方当事人注意格式条款。 

使用人未尽此揭示义务的，相对人可以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  

2．格式条款的解释 

《合同法》第 41条：有疑义时，作不利于格式条款使用人的解释（强行规范）。 

3．内容的控制 

格式条款的无效（合同法第 4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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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条款使用人违反诚信原则，造成对相对方的明显不公平——不恰当的免责、排除对方主要

权利、加重对方责任等。 

无效的效果：原则上，仅使该格式条款发生无效，不影响整个合同的效力（部分无效不影响整

体的有效）；对于无效条款所涉及的问题，适用法律的任意性规范（视为未约定）。 

第七节  缔约过失责任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概念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缔约人故意或过失地违反先合同义务，致使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

时，依法应向对方承担的赔偿其损失的责任。 

二、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 

1．缔约人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 

2．对方当事人遭受损失。 

3．缔约人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与对方当事人遭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4．违反先合同义务的一方有过错。 

三、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 

《合同法》第 42条、第 43条 

四、缔约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计算 

信赖利益的赔偿。 

第八节  合同的解释 

一、合同的解释概述 

合同的解释，是指由受理合同纠纷的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为合理确定合同的内容，依法对合同

及相关资料的含义所作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分析和说明。 

合同解释无所不在。 

二、合同解释的规则 

（一）文义解释 

1.主观解释 

2.客观解释 

（二）整体解释 

以合同的各个条款相互解释，以确定各个条款在整个合同中所应具有的真正意思。 

（三）目的解释 

如果合同内容的解释存在歧义时，应选择最合乎合同目的的解释。 

（四）交易惯例的解释 

交易惯例：存在于交易中的行为习惯或语言习俗。 

交易参与人通常都了解和实行这些习惯或习俗。 

（五）诚信解释 

诚信是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 

合同条款有歧义时，应作符合诚信原则的解释。 

第九章  合同之债的特殊效力 

一、概述 

合同作为债的发生原因。 

债法总则“债的效力”乃以合同之债为原型而设计，因此前述关于“债权效力”、“债务效力”、

“债务不履行之效力”均适用于合同之债。 

本章阐明合同所具有的特殊的债的效力：合同的解除；双务合同之履行抗辩权。 

二、合同的解除 

（一）合同解除的类型 

1.双方合意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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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第 93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合意解除本身是一个新的合同，其效力如何由解除合同确定。 

2.单方解除 

通过单方面行使合同解除权，使合同之效力溯及地发生消灭的意思表示。 

合同必须严守：若无法律上或合同上的解除权，不得单方废止合同。 

（二）解除权的发生原因 

1.依当事人之约定——约定解除权 

《合同法》第 93条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

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与附解除条件合同的区别：合同并不因该条件成就自动失去效力；而是产生当事人的解除权。 

2. 法定解除权（《合同法》第 94条） 

（三）解除权的行使 

1.行使的方法 

向对方当事人以意思表示为之，属于有相对人的单方意思表示。 

《合同法》96 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

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解释二》第 34 条：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

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行使期间 

《合同法》第 95 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

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

使的，该权利消灭。 

（四）解除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 97 条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

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1.原给付义务消灭：双方均消灭。 

2.回复原状：向对方返还给付利益。 

3.损害赔偿：包括所受损害与所失利益（如系因对方根本违约而产生合同解除权，赔偿应相当

于违约损害赔偿） 

三、双务合同的特殊效力 

（一）同时履行抗辩权  

合同法第 66 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

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 

1.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双务合同的当事人之一方于他方当事人未为对待给付前，得拒绝自己给

付的权利。无任何情事而强使当事人一方先为给付，有失公平——先给付一方将承担对方不为对待

给付的风险。 

2.性质：一时性（阻碍性）的抗辩权 

3.成立要件：双方因同一合同互负债务——对待给付；行使抗辩权之人无先行给付义务；相对

人未为给付 

4.同时履行抗辩权行使的效力：一时地阻止请求权的效力；抗辩权只有经抗辩权人行使才发生

阻却请求权的效力，若在相对人提出给付请求时，债务人未援引该抗辩，而为给付，则事后不得主

张给付的返还。 

（二）不安抗辩权 

《合同法》第 68、6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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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安抗辩权指双务合同中有先为给付义务的当事人一方，因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显著减少或经

营状况恶化而难为对待给付，在对方未为对待给付或未提供担保前，有拒绝自己给付的抗辩权。如

果不赋予此项抗辩权，将使负有先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不能得到对待给付的特别风险（超出了当

事人能够预测的范围）。 

2.不安抗辩权的成立要件 

 （1）援引该抗辩权之当事人有先行给付的义务——否则可援引同时履行抗辩权。 

 （2）对方当事人（后给付方）存在难为对待给付的情形——合同法 68条列举四种具体情形。 

3.效力 

（1）享有此项抗辩权之人，在相对人未为对待给付或提出担保前，得拒绝自己的给付。 

（2）该项抗辩权因对方的给付或担保的提出而消灭。 

（3）对于相对人难为给付的主张，主张抗辩权之人应负举证责任。 

（4）我国合同法进一步规定了行使抗辩权之人的合同解除权。 

【讨论问题】 

《合同法》第 67条规定的“顺序履行抗辩权”是否有必要？ 

第十章  违约责任 

第一节  违约责任概述 

一、违约责任的概念 

违约责任，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法定或约定的条件

时，依法应向对方承担的民事责任。 

二、违约行为的形态 

1．不能履行 

2．拒绝履行 

3．迟延履行 

4．不完全履行 

三、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1．过错责任原则 

2．严格责任原则 

【讨论问题】 

我国《合同法》到底确立了何种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四、免责事由 

（一）免责条件 

免责条件，是指法律明文规定的当事人对其不履行合同不必承担违约责任的条件。 

1.一般法定免责条件：不可抗力。 

2．特别法定免责条件。 

（二）免责条款 

免责条款，是当事人事先以协议免除或限制其将来可能产生的责任的合同条款。 

免责条款的解释。 

免责条款的无效。 

第二节  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 

一、强制履行 

（一）强制履行的概念 

强制履行，是指债务人违约后，如债务履行仍有可能时，债权人可请求法院强制债务人继续履

行合同债务。 

（二）强制履行的构成要件。 

1．一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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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守约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 

3．违约方能够继续履行。 

4．强制履行不违背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的性质。 

（三）强制履行与其他违约救济方式的关系 

1．强制履行与赔偿损失。 

2．强制履行与违约金。 

3．强制履行与合同解除。 

二、赔偿损失 

1．完全赔偿原则 

2．合理预见规则 

3．与有过失规则 

4．减轻损失规则 

5．损益相抵规则 

三、支付违约金 

（一）违约金的概念 

违约金，是指当事人依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在一方违约时应向对方支付的一定数额的金钱或

其他代替物。 

（二）违约金数额的增减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

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三）违约金与其他违约救济方式的关系 

1．违约金与赔偿损失。 

2.违约金与定金。 

3.违约金与合同解除。 

第三节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一、责任竞合概述 

1．法律规范竞合 

法律规范竞合，是指同一事实符合数个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致使这些法律规范都可适用。 

2．民事责任聚合 

民事责任聚合，是指受害人就同一事实可请求行为人承担多种民事责任形式。 

3．民事责任竞合 

民事责任竞合，是指同一违法行为虽然符合多种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可成立多种民事责任，

但受害人只能择一请求。 

二、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区别 

1．归责原则不尽相同。 

2．构成要件不尽相同。 

3．举证内容不尽相同。 

4．赔偿范围不尽相同。 

5．诉讼时效不尽相同。 

6．责任方式不尽相同。 

7．免责事由不尽相同。 

8．诉讼管辖不同。 

三、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处理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合同法》要

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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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理解“合同”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 

2．试述单务合同与双务合同、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的区分标准及其意义。 

3．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两种理念之间有何关系？ 

4．如何区别要约与要约邀请？ 

5．要约的撤销与撤回有何区别？我国《合同法》对于要约的撤销是如何规定的？ 

6．有效的承诺应具备哪些条件？ 

7．我国《合同法》对格式条款有何限制？为何要设立这些限制？ 

8.悬赏广告属于单方允诺，还是契约？这一问题本身有何意义？ 

9．何谓“缔约过失责任”？ 

10.试述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条件及其功能。 

11．试述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及其效力。 

12.解除权应如何行使？ 

13．我国《合同法》规定了哪些类型的违约行为？ 

14．试述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主要区别。 

15．试述我国《合同法》关于赔偿损失责任的规定。 

16．试述赔偿损失与违约金之间的关系。 

17．试述赔偿损失与强制履行之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首先深入理解“合同”这一概念，并准确理解“契约自由”与“契约

正义”的合同法理念。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结合《合同法》第二章的内容，详细掌握合同订立的相关规则，并

掌握缔约过失责任、格式合同规制的相关规范和理论。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能够在债法总则有关债的效力的基础上，理解合同之债做具有的特殊

效力，即双务合同履行抗辩权的效力与合同解除效力。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意识到违约责任在合同法中的核心地位，并结合《合同法》的具体规

定，掌握有关违约样态、违约责任承担方式等规则。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具备以合同法一般理论和规则分析合同纠纷案件的基本能力。 

知识单元 3：合同分论 

参考学时： 

10课时 

学习内容： 

第十一章  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 

第一节  买卖合同 

一、买卖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买卖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合同。 

二、出卖人的义务 

1．交付标的物。 

2．移转标的物所有权。 

3．瑕疵担保责任。 

（1）权利瑕疵担保责任。 

（2）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4．交付有关单证资料。 

三、买受人的义务 

1．支付价款。 

2．检验及通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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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 

1．风险原则上随标的物的交付而转移给买受人承担。 

2．在途货物的风险自合同成立时转移给买受人承担。 

3．标的物因交付给第一承运人而移转。 

4．买受人迟延受领时风险的移转。 

5．因标的物质量不合要求导致买受人解除合同时，风险归出卖人承担。 

6．买受人承担风险的，不影响其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五、特种买卖合同 

1．保留所有权的买卖合同。 

2．样品买卖合同。 

3．试用买卖合同。 

第二节  赠与合同 

一、赠与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赠与合同为诺成、单务、无偿、不要式合同。 

二、赠与人的义务 

1．交付赠与物并移转相应的权利。 

2．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财产毁损、灭失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瑕疵担保责任。《合同法》第 191条。 

三、赠与人对赠与的任意撤销权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

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除外。 

【讨论问题】 

为什么在赠与合同中会出现所谓“任意撤销权”？ 

四、赠与人或其继承人、法定代理人对赠与的法定撤销权 

1．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 

2．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的法定撤销权。 

五、赠与人不再履行赠与义务的例外情形 

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 

第三节  借款合同  

一、借款合同的概念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约定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 

1.实践性合同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2.不要式合同 

3.关于利息 

未约定利息的，视为无息；约定利息的，不得为“高利贷”（高于法定基准利率 4倍）。 

三、非自然人之间的借款 

主要指至少一方为金融机构的借款。 

要式合同：需具备书面形式 

诺成合同：订立时成立，贷款人有义务依约定向借款人提供贷款。 

存在利率管制。 

第十一章  转移财产使用权的合同 

第一节  租赁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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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租赁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租赁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合同。 

二、出租人的义务 

1．交付租赁物，保持租赁物的适用性。 

2．维修租赁物。 

3．瑕疵担保责任。 

（1）权利瑕疵担保责任。 

（2）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三、承租人的义务 

1．按期支付租金。 

2．按照约定的方法和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 

3．妥善保管租赁物。 

4．租赁期间届满后返还租赁物。 

四、租赁期间租赁物的转让 

1．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2．买卖不破租赁 

【讨论问题】 

《合同法》第 229条规定的实际效力和意义何在？ 

五、转租的效力 

《合同法》第 224条 

第二节  融资租赁合同 

一、融资租赁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

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融资租赁合同为诺成、要式、有偿合同。 

二、出租人的权利义务 

1．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 

2．原则上不对租赁物的适用性负责。 

3．不承担租赁物侵害第三人权利的侵权责任。 

4．保证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 

5．不得擅自变更买卖合同中与承租人有关的内容。 

三、承租人的权利义务 

1．出卖人应向承租人交付标的物，承租人享有与受领标的物有关的买受人的权利。 

2．承租人根据约定可以向出卖人行使索赔的权利。 

3．出租人依法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的时，承租人对超额价值享有返还请求权。 

4．依约支付租金的义务。 

5．妥善保管、使用租赁物，并负有维修义务。 

第十二章  完成工作成果的合同 

第一节  承揽合同 

一、承揽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 

承揽合同是诺成、双务、有偿、不要式合同。 

二、承揽人的义务 

1．原则上应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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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并提交必要的技术资料和有关质量证明。 

3．对定作人提供的材料进行检验的义务。 

4．发现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不符合约定、定作人提供的图纸或者技术要求不合理时，负有通知

义务。 

5．保管定作人提供的材料和完成的工作成果的义务。 

6．接受定作人的检验、监督。 

7．保密义务。 

8．共同承揽人对定作人承担连带责任。 

三、定作人的义务 

1．支付报酬。 

2．协助义务。 

3．中途变更承揽要求时的损害赔偿责任。 

4．随时解除承揽合同时的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节  建设工程合同 

一、建设工程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

同。 

建设工程合同是诺成、双务、有偿、要式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是特殊类型的承揽合同。 

二、承包人的权利义务 

1．接受发包人检查的义务。 

2．在隐蔽工程隐蔽以前通知发包人检查的义务。 

3．对于建设工程价款，就建设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 

三、发包人的权利义务 

1．及时验收的义务。 

2．依约支付价款并接收建设工程的义务。 

3．因承包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发包人享有要求

承包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权利。 

第十三章  提供劳务的合同 

第一节  运输合同 

一、运输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

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 

运输合同通常是双务、有偿、诺成合同。 

二、运输合同的类型 

1．旅客运输合同和货物运输合同。 

2．单一运输合同和联合运输合同。 

3．同一方式联运合同和多式联运合同。 

三、承运人的义务 

1．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 

2．按照约定的运输路线安全运输的义务。 

3．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义务。 

（1）告知有关运输的重要事项的义务。 

（2）依约运输旅客的义务。 

（3）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旅客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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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5）对旅客自带物品的毁损灭失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4．货运合同中承运人的义务。 

（1）及时通知收货人提货的义务。 

（2）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承受货物因不可抗力灭失时的运费风险。 

四、托运人的权利义务 

1．托运人享有任意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 

2．如实申报与运输货物有关的事项的义务。 

3．妥善包装货物的义务。   

第二节  保管合同 

一、保管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 

保管合同是实践、无偿、不要式合同。 

二、保管人的义务 

1．给付保管凭证。 

2．妥善保管义务。 

3．亲自保管义务。 

4．不得使用或许可第三人使用保管物。 

5．第三人对保管物主张权利时的及时通知义务。 

6．返还保管物及其孳息的义务。 

三、寄存人的义务 

1．依约支付保管费及其他费用。 

2．保管物有瑕疵或者保管物需要采取特殊保管措施时，保管人负有告知义务。 

3．寄存货币、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贵重物品时，应向保管人声明。 

第三节  仓储合同 

一、仓储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仓储合同，是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 

仓储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不要式合同。 

二、保管人的义务 

1．验收仓储物。 

2．向存货人给付仓单。 

3．妥善保管义务。 

4．入库仓储物变质或损坏时的及时通知义务。 

5．根据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的要求，同意其检查仓储物或者提取样品的义务。 

6．保管不善时的损害赔偿责任。 

三、存货人的义务 

1．支付仓储费。 

2．储存危险物品或易变质物品时的说明义务。 

2．及时提取仓储物的义务。 

第三节  债法 

一、委托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委托合同是无偿、诺成、不要式合同。 

二、受托人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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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委托人的指示，亲自处理委托事务。 

2．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及委托事务的结果。 

3．财产转交义务。 

4．因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时的赔偿义务。 

三、委托人的义务 

1．支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 

2．有偿委托中支付报酬的义务。 

3．赔偿受托人的损失。 

四、间接代理 

1．委托人的自动介入。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

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

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2．委托人的介入权。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

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时，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

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

外。 

3．第三人的选择权。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

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五、委托合同终止的特殊事由 

1．委托人和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 

2．委托人或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破产。 

第五节  行纪合同 

一、行纪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行纪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不要式合同。 

二、行纪人的义务 

1．负担行纪费用。 

2．妥善保管委托物。 

3．合理处分有瑕疵或者容易腐烂、变质的委托物。 

4．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事务。 

三、行纪人的介入权 

行纪人卖出或者买入具有市场定价的商品，除委托人有相反的意思表示外，行纪人自己可以作

为买受人或者出卖人。于此情形，行纪人仍然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报酬。 

四、委托人的义务 

1．支付报酬。 

2．及时受领或取回委托物。 

第六节  居间合同 

一、居间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

报酬的合同。 

居间合同是有偿、诺成、不要式合同。 

二、居间人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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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向委托人如实报告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 

2．促成合同成立的，由居间人负担居间活动的费用。 

三、委托人的义务 

1．支付报酬。 

2．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有义务支付居间人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 

第十四章  技术合同 

第一节  技术开发合同 

一、技术开发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技术开发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就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所

订立的合同。技术开发合同包括委托开发合同和合作开发合同。 

技术开发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要式合同。 

二、委托开发合同 

1．委托人的义务。 

2．开发人的义务。 

3．成果归属 

三、合作开发合同 

1．当事人的义务 

2．成果归属 

第二节  技术转让合同 

一、技术转让合同概述 

技术转让合同包括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技术秘密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技术转让合同是有偿、双务、诺成、要式合同。 

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1．让与人的义务 

2．受让人的义务 

三、技术秘密转让合同 

1．让与人的义务 

2．受让人的义务 

第三节  技术咨询合同 

一、技术咨询合同概述 

技术咨询合同包括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

等合同。 

二、委托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阐明咨询的问题，提供技术背景材料及有关技术资料、数据。 

2．接受受托人的工作成果，支付报酬。 

三、受托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的期限完成咨询报告或者解答问题。 

2．提出的咨询报告应当达到约定的要求。  

第四节  技术服务合同 

一、技术服务合同概述 

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不包括建

设工程合同和承揽合同。 

二、委托人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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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约定提供工作条件，完成配合事项。 

2．接受工作成果并支付报酬。 

三、受托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完成服务项目，解决技术问题，保证工作质量。 

2．传授解决技术问题的知识。 

四、新技术成果的归属  
作业 
1．试述买卖合同中出卖人和买受人的义务。 

2．我国《合同法》对买卖合同中标的物意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是如何规定的？ 

3．赠与合同中的赠与人负有哪些义务？ 

4．赠与人对赠与的法定撤销权与任意撤销权有何区别？ 

5．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有哪些权利义务？ 

6．试述租赁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的区别。 

7．承揽合同中的承揽人负有哪些义务？ 

8．试析建设工程合同中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的性质及其行使条件。 

9．旅客运输合同中的承运人负有那些义务？ 

10．试述保管合同与仓储合同之间的区别。 

11．试述我国《合同法》关于间接代理制度的规定。 

12．试述委托合同与行纪合同的异同。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重点掌握买卖合同、赠与合同、租赁合同、承揽合同、委托合同、行

纪合同等几种合同类型，并熟悉和了解《合同法》分则部分的其他合同类型。由于教学时数的限制，

课堂教学也应以讲授前述重点合同类型，尤其是买卖合同、赠与合同、租赁合同等几种类型为主，

其他合同类型从略。 

知识单元 4：法定之债 

参考学时： 
15课时 
学习内容： 

第十五章  侵权行为之债 

第一节  概述 

一、侵权行为的概念及特征 

（一）侵权行为的概念 

行为人基于过错（或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不问有无过错），不法侵害他人民事权益，依法应当

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 

（二）侵权行为的特征 

侵权行为是一种损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 

侵权行为主要是行为人基于过错而实施的行为。 

侵权行为是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 

（三）侵权行为与相关行为的区别 

1．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 

2．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 

3．侵权行为与无因管理； 

    4。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 

二、 侵权行为的类型 

（一）以归责原则为分类标准 

1．一般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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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殊侵权行为 

（二）以行为人与责任人是否同一为分类标准 

1．自己行为责任 

2．替代责任或转承责任 

（三）以违反义务的方式为分类标准 

1．作为方式的侵权行为 

2．不作为方式的侵权行为 

（四）以侵权行为人数目为分类标准 

1．单独侵权责任 

2．数人侵权责任 

三、侵权责任法的功能 

侵权法不仅是“权利救济”之法，也是保障“行为自由”之法。 

四、 我国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权益范围 

（一）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2条规定的解读 

（二）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合法利益 

（三）对权利与利益的区别保护 

五、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 

（一）一般条款的定义 

1．一般条款的概念 

2．一般条款的功能 

（二）我国《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的模式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2条与第 6条之相互关系分析。 

第二节  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一、 归责原则概述 

（一）归责原则的含义及功能 

1．归责原则的概念（归责的含义、归责与责任） 

2．归责原则的功能 

（二）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体系 

1．多元归责体系 

2．各归责原则的地位 

二、 过错责任原则 

（一）过错责任原则的含义 

过错责任原则的概念 

（二）过错责任原则的理论基础及其功能 

1．理论基础（或理论依据） 

2．过错责任原则的功能； 

（三）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 

1．过错责任原则与一般条款的适用范围 

2．过错责任原则的举证责任 

（四）过错推定责任 

1．过错推定的含义 

2．过错推定的适用范围 

3．过错推定的适用方法 

4．过错推定与过错责任原则的关系 

三、无过错责任原则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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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概念 

2．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特点 

（二）无过错责任的归责依据与功能 

1．归责依据；（行为或物的危险性） 

2．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功能（分配正义、合理分配风险、预防损害发生） 

（三）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 

四、公平责任 

（一）公平责任的含义 

（二）公平责任在归责原则体系中的地位 

（三）公平责任的适用 

第三节  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一、 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概述 

（一）构成要件的含义 

（二）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体系 

1．“三要件说”与“四要件说”的分野； 

2．我国司法实践的立场； 

3．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与归责原则的关系； 

二、 违法性 

（一）行为违法性概述 

（二）违法性的判断标准 

三、 损害事实 

（一）损害的含义 

损害的概念 

（二）损害的类型 

1．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 

2．现实财产的减少与可得利益的丧失； 

3．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 

4．本人损害与反射性损害； 

（三）损害的证明与推定 

1．损害的证明 

2．损害的推定 

（四）关于纯粹经济损失 

四、 因果关系 

（一）因果关系概述 

 (二)侵权法上的几种主要的因果关系理论及其分析 

1．必然因果关系 

2．必要条件理论 

3．相当因果关系 

4．法规目的说 

 (三)因果关系的证明与推定 

 (四)对我国侵权法上因果关系规则的认识 

1．区分事实上因果关系与法律上因果关系； 

2．我国侵权法上判断法律上原因的基本规则； 

3．多因现象下侵权责任的承担； 

五、 过错 

（一）过错的概念 



510 

（二）过错的形式 

1．过错形式的划分标准及其意义 

2．故意 

3．过失 

（三）过错的判断标准 

1．主观过错标准； 

2．客观过错标准； 

（四）过失判断客观标准的多元化及相关因素 

1．过失判断的一般标准：理性人标准 

2．过失判断的特殊标准：法定标准 

3．判断过失时应予考虑的主观因素； 

4．过失判断标准的适用方法； 

第四节  共同侵权行为 

一、共同加害行为 

（一）共同加害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1.共同加害行为的概念 

2.共同加害行为的特征； 

（二）共同加害行为的构成要件 

1．加害主体的复数性 

2．主观过错的共同性或各加害行为原因力的足够性 

3．损害结果的同一性 

二、 教唆人和帮助人的侵权责任 

（一）教唆人的侵权责任 

（二）帮助人的侵权责任 

三、共同危险行为 

（一）共同危险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1．共同危险行为的概念 

2．共同危险行为的特征 

（二）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件 

1．数人均实施了具有危险性的行为 

2．数人行为在客观上具有共同危险性 

3．不能确定实施加害人 

（三）共同危险行为人的责任承担 

1．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法理依据 

2．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对内、对外责任的具体规则 

四、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责任 

（一）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概念及特征 

1．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概念； 

2．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特征； 

（二）聚合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 

1．聚合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的概念 

2．聚合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的特征 

3．聚合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的责任承担 

（三）多因一果的数人侵权 

1．多因一果数人侵权的概念 

2．多因一果数人侵权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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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因一果数人侵权责任承担 

第五节  免除责任和减轻责任的事由 

一、概述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抗辩事由较少，如自甘冒险、受害人同意以及意外事件等都没有规

定。在类型上看，抗辩事由主要有两类：违法阻却和因果关系欠缺。 

二、违法阻却 

违法阻却本质上是对侵害行为违法性要件的抗辩，也就是对侵害行为正当性的证明。《侵权责

任法》明确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行为，没有规定自助行为，而对于依法行为也是散见于其他

法律中的，如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行为，正当的新闻报道行为等。 

（一）正当防卫 

（二）紧急避险 

（三）自助行为 

（四）适法的无因管理 

（五）正当行使公、私权利 

（六）受害人允诺 

三、因果关系欠缺 

（一）受害人原因 

在受害人故意或在法律有明确规定情况下的重大过失都是免除行为人责任的抗辩事由；对于造

成的损害，受害人有过失的情况下，可以减轻加害人的责任。受害人过失也称“与有过失”，在损

害赔偿法中被称为“过失相抵”，另外，这里要注意解释“与有过失”与“比较过失”。 

（二）第三人原因 

损害是第三人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要注意第三人独立承担责任的情形和他人承担补充

责任的情形。 

（三）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能

力和控制能力不是同步的，所以，不可抗力的本质不在于“不能预见”，而在于“不能避免和克服”。 

第六节  不作为方式的侵权责任 

一、概述 

不作为方式的侵权责任是行为人违反作为义务而致他人合法权益损害所应承担的责任。该类侵

权责任因与行为自由关系紧密。 

我国《侵权责任法》主要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和

教育机构不作为导致学生人身损害的侵权责任三类。 

【讨论问题】 

不作为何以构成侵权？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概念 

网络技术提供者、内容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而应承担的侵权责任。网络服务

提供者的侵权责任属于一般侵权责任，其责任基础在于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类型 

1．积极作为的侵权 

2．拒绝“取下”的侵权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权利人发出的侵权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或者断开链接等措

施，阻止他人访问侵权信息的规则。拒绝“取下”造成的损害，网络服务提供者应承担不作为侵权

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知道”的含义及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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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一）安全保障义务的含义 

安全保障义务，是指特定场所的管理人或活动的组织者对于进入该场所获参与该活动的人所负

有的合理注意和保护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在性质上属于什么义务，理论界有不同观点。 

（二）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发展 

1．大陆法国家的违约责任向侵权责任的演变 

2．英美法中的邻居规则（Neighbor Principle）和“注意义务” 

（三）我国法中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 

1．归责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2．责任主体与赔偿权利主体的确定 

3．“补充责任”的属性 

四、教育机构对学生人身损害的侵权责任  

（一）概念 

教育机构在教学活动或其管理的设施中未尽教育管理职责，致使学生遭受损害或学生致他人损

害时，所承担的与其过错相应的侵权责任。 

（二）归责原则 

1．无行为能力学生受到损害时适用过错推定 

2．限制行为能力学生受到损害时适用过错责任 

3．在校人员对学生的人身伤害，教育机构承担的补充责任。 

第七节  替代责任 

一、替代责任概述 

替代责任，是指在法律明确规定情况下，对他人的不法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的侵权责任。 

为防止“株连”，替代责任的范围须有一定的限制，一般责任人与致害人之间具有隶属、雇佣

或监护等特定的关系。 

二、监护人责任 

（一）监护人责任概述 

指被监护人致他人损害，而由其监护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侵权责任。 

（二）监护人责任的归责原则 

（三）监护人责任的构成要件 

1．被监护人的行为构成侵权 

2．监护人无免责事由 

3．被监护人无足够的财产 

三、用人单位责任 

（一）用人单位责任的概念 

用人单位的责任，指用人单位工作人员因工作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对受害人承担的侵

权责任，也称雇主责任。 

对用人单位要做广义理解，包括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个体经济组

织。对于临时帮工造成的损害则适用最高人们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适用

侵权责任法第 35条规定。 

（二）用人单位责任的归责原则 

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用的是无过错责任 

（三）用人单位责任的构成要件 

1．须为用人单位工作人员 

2．须为执行用人单位工作任务 

（四）劳务派遣中产生的侵权责任 

1．用工单位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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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务派遣单位的补充责任 

第八节  产品责任 

一、产品责任概述 

（一）产品责任概念 

产品责任，是指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等所应承担的侵权责任。 

（二）产品的含义 

所谓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物品。产品的范围正在逐渐扩大，为保护农民的

利益，传统理论将初级农产品排除在产品之外，但现代社会取消了这种优惠。从我国侵权法的规定

看，血液也属于产品。 

（三）产品责任的归责标准 

1．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无过错责任 

2．产品的运输者、仓储者承担过错责任 

二、产品责任的构成 

（一）产品存在缺陷 

缺陷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对于产品的安全保障有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不合理危险”应以社会一般人通常的预见能力为判断标准。 

（二）缺陷产品造成受害人人身或财产损害 

该损害应是产品之外的损害，单纯的缺陷产品损害，应依据合同法规定，要求承担违约责任。 

（三）受害人的损害与产品的缺陷有因果关系 

三、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 

（一）生产者的责任 

（二）销售者的责任 

（三）运输者、仓储者的责任 

四、产品责任的抗辩事由 

（一）未将产品投入流通 

（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 

（三）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尚不能发现缺陷存在 

第九节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概述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概念 

机动车交通事故，指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当事人的过错或者意外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

件。 

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 

《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的原则：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适用过错责任；机动车与非机

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适用过错推定责任。 

强制保险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有重大影响。 

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构成 

（一）须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二）交通事故须造成损害结果 

（三）事故与受害人因接触机动车所致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 

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主体 

（一）责任主体确认的标准 

机动车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作为判断责任主体的标准。 

（二）我国责任主体的确定 

1．一般情况下机动车所有人为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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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保留所有权的分期付款买卖情况下，责任人应为买受方。 

3．在出租、出借情况下的责任主体一般是承租人和借用人，在所有人有过错时，应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4．在实际车辆所有人与名义所有人不同时的责任主体是车辆的实际所有人。 

5．被盗窃或被抢的车辆造成他人损害时的责任主体是盗窃人、抢劫人或抢夺人。 

6．转让拼装车或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时，责任人是转让人和受

让人。 

第十节  医疗损害责任 

一、  医疗损害责任概述 

（一）医疗损害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医疗损害责任是指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因过失、或依无过错责任造成患者人身及

其他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 

（二）医疗损害责任的构成 

1．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实施了医疗行为； 

2．患者遭受非正常损失； 

3．医疗机构存在过错； 

4．医疗机构的过错行为与患者之间遭受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 

（三）医疗损害的归责原则 

医疗损害在我国一般采取的是过错归责原则。 

二、  医疗损害的具体类型 

（一）诊疗行为损害责任 

（二）违反医疗伦理损害责任 

（三）医疗产品损害责任 

三、 医疗损害责任的减免规则 

（一）医疗损害责任的减免责事由 

受害人的过错；医疗机构在紧急情况下已尽了合理诊疗义务；限于当时医疗水平难以诊疗。 

（二）医疗损害责任减免规则的适用 

第十一节  环境污染责任 

一、  环境污染责任概述 

（一）概念 

环境污染责任是指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二）归责原则 

环境污染采取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 

二、 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存在环境污染行为 

（二）发生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事实 

（三）污染环境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三、 环境污染责任的减免责事由及诉讼时效 

（一）环境污染而减免责事由 

环境污染的减免责事由包括：不可抗力；受害人过错；第三人过错；其他免责事由。 

（二）诉讼时效 

法律对环境污染侵权中诉讼时效有特殊规定，《环境保护法》第 42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

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 3年。 

第十二节  高度危险责任 

一、高度危险责任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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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危险责任是指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

有高度危险的作业对他人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 

二、  高度危险责任构成要件 

（一）责任人从事高度危险作业 

（二）造成他人损害结果发生 

（三）危险作业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三、  高度危险责任的特殊类型及减免责事由 

（一）民用核设施致害责任 

（二）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 

（三）高度危险物致害责任 

（四）高度危险活动致害责任 

四、  高度危险责任的限额赔偿 

（一）限额赔偿理论介绍 

（二）限额赔偿的法律规则适用 

第十三节  饲养动物致害责任 

一、概述 

（一）饲养动物的含义 

（二）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概念 

饲养动物致害责任是指饲养的或者豢养的动物致人损害，该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

民事责任。 

（三）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归责原则 

无过错责任 

二、 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一般规则 

（一）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构成要件 

1．须为饲养的动物 

2．须为动物本身特性造成的损害 

（二）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承担主体 

动物的饲养人；管理人； 

（三）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减免责事由 

1．被侵权人故意或重大过失 

2．第三人过错 

三、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特殊类型 

（一）未对饲养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害责任 

（二）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致害责任 

（三）动物园的动物致害责任 

（四）遗弃或逃逸动物致害责任 

（五）因第三人过错导致动物致害责任 

第十四节   物件损害责任 

一、物件损害责任概述 

（一）概念 

物件损害责任是指管领物件的人未尽注意义务，致使物件造成他人的损害。 

物件主要包括：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也延伸至堆放物、在公共

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物等。 

（二）物件致害责任的构成要件 

1．存在物脱落或坠落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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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损害的发生； 

3．物坠落或脱落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4．物件的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 

（三）物件致害责任的归责原则 

 过错推定原则。 

二、 物件损害责任的具体类型 

（一）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致害责任 

（二）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致害责任 

（三）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物品致害责任 

（四）堆放物倒塌致害责任 

（五）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致害责任 

（六）林木折断致害责任 

（七）地面、地下施工致害责任 

第十六章  不当得利之债与无因管理之债 

第一节  不当得利之债 

一、概说 

（一）功能 

因他人受损而使自己受益，乃常有之事。一些财产上的变动应予认可（如基于有效的赠与引起

的财产变动），而一些财产变动不应认可而应还原（无法律上原因，如错债清偿、添附引起的所有

权取得）。 

不当得利制度的功能就在于就此不应保留的利得，给与受损害之他方债法上的请求权。 

（二）不当得利请求权与侵权请求权 

侵权请求权在于填补受害人因他人的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不当得利制度与利得人行为的可

责性、违法性无关，仅以无法律上的原因获得利益作为判断标准。 

（三）不当得利制度之体系 

具体个案模式：罗马法规定若干不当得利性质的诉权； 

概括式：无法律上原因。过于概括，有类型化、具体化之必要：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

当得利 

二、不当得利的一般构成要件 

1. 取得财产上之利益    

积极增加与消极增加（如债务消灭） 

2. 致他人受损失 

3. 受损与得利有因果关系 

4. 无法律上原因 

民法通则所谓“没有合法根据” 

三、不当得利的类型 

“无法律上原因”不易把握，因此有类型化的必要。 

（一）给付型不当得利 

1．无法律上原因，因他人的给付而有所取得者，应负返还的义务。     

给付原因：履行法定义务或因法律行为所生的义务       

给付有法律上原因的，给付受领人有权保有给付利益 （存在有效之债的关系） 

2．特点：他人所取得并因此应归还的，系有请求权者所作的给付（给付有意增加他人的财产） 

3．无法律上原因：欠缺有效的债的发生原因（不存在、未成立、无效、被撤销） 

4．给付型不当得利的排除 

（1）履行道德义务之给付  

（2）明知无债务而为给付（视为赠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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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清偿期前之给付——期限利益视为自愿抛弃 

（4）基于不法原因的给付 

（二）非给付的不当得利 

1．因给付以外的事由（行为、自然事实等）而发生的不当得利     

2．有进一步类型化的必要，如 

（1）因自然原因引起的不当得利 

（2）侵害他人权益之不当得利     

强占车位且拒付停车费 

与侵权行为的区别：构成要件上不以行为人之行为有过失及违法性为要件；在不当得利，行为

人直接受有利益，而侵权人未必。 

四、效力 

成立不当得利之债（以利益返还为标的） 

（一）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客体 

得利：权利的取得、负担的免除、费用的减免等。 

1．原物及孳息的返还     

所谓原物返还请求权并非物上请求权（所有权已在先前发生移转，从而构成利得，此请求权行

使的目的在于使所有权回转）。 

2．偿还价额      

所获利益的客观价值（在原物返还不可能时） 

所获利益为金钱的，直接返还金钱。 

（二）返还范围 

1．善意受领人（不知无法律上原因者）仅负现有利益返还之责；利益不存在的，免负返还之责。 

2．恶意受领人（知道无法律上原因仍然受领者）负加重责任，即返还所有利益及其孳息，包

括返还前使用的利益。 

第二节  无因管理之债 

一、概说 

管理人未受委托，并无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如受委托，则以委任合同调整当事人间之关系。 

制度价值：旨在保障协助他人者之利益，同时又要保护每个人就自身事务不受不请自来的干预。 

类型：适法的无因管理、不适法的无因管理。 

二、适法的无因管理 

（一）构成要件 

1．须系管理事务 

管理事务：任何事实上或法律上的作为。 

只需要有管理行为，不要求特定效果，如在火灾中救人或抢救他人财物未果，受伤。 

2．须为“他人”事务 

管理他人事务，并且知道系他人事务。如有为自己管理的意思，则可能构成“不真正无因管理”。 

3． 管理人在法律上没有管理的义务 

未受委托，且没有法定义务 

4．须依本人（被管理人）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作为 

“可推知的意思”：本人之真实意思无法判明时，依客观标准判断。 

（二）法律效果 

1．系违法阻却事由——排除本人之侵权行为请求权。 

2．管理人的义务：（1）依本人之意思，必要时以有利于本人之方式进行管理；（2）通知义务。

开始管理时，如能通知，应立即通知本人；（3）管理人的其他义务，准用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报

告、金钱物品及孳息交付。 

3．本人的义务：（1）费用的偿还；（2）债务的清偿；（3）赔偿发生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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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适法的无因管理 

【讨论问题】 

甲出国，委托乙看管其高档装修之房屋，并特别嘱咐妥善看管；乙感到房屋空置甚为可惜，遂

为甲之利益将房屋出租于丙。房屋因丙之使用，发生损害。乙的行为是否构成无因管理？其法律效

果如何？ 

（一）构成要件 

管理事务违反本人明示的或可推知的意思，或违反本人之利益。 

足可认定本人根本不愿他人管理事务，或对管理人的管理方式及范围，根本不同意。 

（二）法律效果 

1. 管理人的责任 

管理行为无违法性阻却，其与本人的关系，原则上适用侵权行为法。 

2. 本人的权利、义务 

（1）如管理活动对本人无收益，则对于管理人的费用，本人无偿还的义务； 

（2）对于管理人因管理所得的利益，仍可要求享有；在所得利益的范围内，本人对管理人承

担费用返还等义务。 

四、关于“不真正无因管理” 

［例］甲出国 1年，委托乙照看自己的房屋；乙为自己获取租金，将房屋出租于丙，并获得了

2万元租金。问：甲能否要求乙支付 2万元，甲以何为依据提出此项请求？ 

为“自己利益”而管理他人事务 

为特别保护被管理人的利益，准用无因管理之规范。 
作业 
1．简述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的区别 

2．简述侵权行为法的功能 

3．如何理解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一般条款？ 

4．归责原则的功能是什么？ 

5．简述过错推定的适用范围与适用方法 

6．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在侵权法上具有什么意义？ 

7．违法性的判断标准如何掌握？ 

8．如何理解行为共同性的判断标准？ 

9．教唆人、帮助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具体规则？ 

10．共同危险行为的责任构成要件及免责事由？ 

11．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 

12．简述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认定标准 

13．如何理解安全保障义务违反者的“补充责任”含义？ 

14．简述替代责任的理论基础 

15．简述不作为侵权的理论基础与基本类型 

16．简述产品责任的构成要件。 

17．简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 

18．为什么高度危险责任可以采取限额赔偿？ 

19．物件致害责任采取怎样的归责原则？ 

20．你对《侵权责任法》第 87条的规则有何看法？ 

21.为什么要区分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 

22.无因管理的制度价值是什么？ 

23.为什么需要区分适法的无因管理与不适法的无因管理？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首先应了解法定之债的内容构成，知晓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与不当得

利均为典型的法定之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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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能理解和领会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功能，并结合我国《侵权责任法》的

规定，掌握有关归责原则、构成要件、免责事由、多数人侵权、替代责任和不作为侵权责任等侵权

法的一般问题，并熟悉各种特殊侵权行为的基本规范。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理解不当得利制度的基本功能，并能从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

当得利的区分中认识“无法律上原因”，并进而对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有准确的认识。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理解无因管理制度的基本功能，并能够区分适法无因管理与不适法

无因管理，分别从构成和法律效果上掌握两类无因管理制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5  

2 债的类型 5  

3 债的效力 1 5  

4 债的效力 2 5  

5 债的担保 5  

6 债的保全 5  

7 债的移转 5  

8 债的消灭 5  

9 合同概述、合同的订立 3  

10 合同的订立 4  

11 合同之债特殊效力 4  

12 违约责任 4  

13 合同分论 1 5  

14 合同分论 2 5  

15 侵权行为 1 5  

16 侵权行为 2 5  

17 侵权行为 3 3  

18 无因管理、不当得利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学原理（一）·总论》、 

后续课程：《民法学原理（三）·物权法》、《民法学原理（四）·亲属法与继承法》及相关实务

类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债法总则、合同总则与侵权法一般理论 

难点：债的效力、违约责任、侵权责任构成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从债法的理论体系出发，围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债法渊源的解释

适用展开。倡导问题意识，依“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评价问题”的思路引导学生进行法

律思维。注重理论联系实践，结合司法案例阐明法律规范与理论。 

教学手段： 

1.讲授 

2.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5．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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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单元结束由任课老师根据本大纲中的“作业”和其他需要布置练习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自主编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李永军：《合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柳经纬：《当代中国债权立法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3．张广兴主编：《债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版。 

4．刘心稳：《债权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5．刘家安等：《债法：一般原理与合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版。 

6．崔建远主编：《合同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7．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8．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9. 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10．【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杜景林、卢谌译：《德国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执笔：刘家安  审稿：刘智慧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8日 

 

民法学原理三·物权法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3）：Property Law 

课程号：302010123 

编写说明 

本大纲主要是为了配合《民法学原理三·物权法》的教学而编写。大纲由刘家安教授主编，编

写人员为刘家安、刘心稳、鄢一美、靳文静和寇广萍。中国政法大学民法研究所的全体教师参与了

物权法教学大纲的讨论。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必修课，实行闭卷考试。 

通过本课程的讲解和学生的学习，要实现下列目的： 

1．能够让学生领会物权法的精神，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的物权法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系统

地了解物权法的基本原理。 

2．能够理解和掌握以物权变动为中心的物权法总则内容，并对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

及占有等分则内容有充分的了解。 

3．具备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所学习的物权法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法律问题的

能力。 

该课程以讲授物权法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为核心内容，讲求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结合，既体现物

权法本身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逻辑性，又密切联系民法总论、债权法等内容，从整个民法体系出发

来阐明物权法的原理与规则。在学习过程中，需要从逻辑和价值两个层面掌握各项物权制度的具体

规则及应用情况。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绪论及物权的客体 

参考学时： 
5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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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第一章  绪论 

一、物权法的意义与性质 

（一）物权法的意义 

物权，指的是人对物的权利，即将特定之物归属于某特定主体，由其直接支配，并享受利益。

所谓物权法，即指以物权关系为规范对象的法律。 

物权法，有形式意义上的物权法与实质意义上的物权法之分。在我国，形式意义上的物权法，

指于 2007年 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实质意义上的物权法，除《物权法》外，还包

括以物权关系为规范对象的其他法律渊源。 

（二）物权法的性质 

1. 物权法的私法属性 

物权法属于民法的一个部分，故其性质应与民法的一般属性相同，也就是说，物权法应属于私

法。作为私法规范，物权法总体上体现了意思自治的精神。物权人在其权利范围内可以根据其自由

意志行使对物的支配权，他人包括公权力都不得进行不当干预。尽管如此，与民法的其他部分尤其

是债权规范相比，物权法规范具有较多的强行性规范的色彩。 

2. 物权法是财产法 

物权具有明显的财产权的属性，其权利内容表现为对物的支配，而各种形式的对物支配都具有

一定的经济价值。物权法的基本功能在于定分止争，其首要的使命在于明确物在法律上的归属以及

不同物权人各自在物上所享有的权利，因此，与作为调整动态财产流转关系的债权法不同，物权法

主要调整的是静态的财产关系。 

二、物权法的体系及其法律渊源 

（一）《物权法》的制定及其体系 

1. 《物权法》的制定 

2. 《物权法》的立法特点 

3. 《物权法》的体系 

（二）物权法的法律渊源 

1. 《宪法》 

2．《民法通则》 

3．《土地管理法》 

4．《农村土地承包法》 

5．《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6．有关不动产登记方面的法律规范 

 三、我国物权法的基本理念 

（一）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的一体保护 

【讨论问题】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权应平等保护，还是做差别对待？ 

（二）从归属到利用 

（三）自由与效率 

（四）所有权的社会义务与所有权保护的强化 

第二章  物权的客体——物 

物权的客体原则上是物，因此，探讨物权，首先须了解法律上的物。本章讨论“物”的概念、

特征、物的构成和分类等问题。 

一、物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一）物权的客体 

物权的客体为“物”。特殊情况下，物权也以一项权利为客体，如权利质权。 

物权的客体原则上为“物”，而且须为特定之物。也就是说，物权的客体须为特定的一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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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将此称为“物权客体特定原则”，并将其作为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 物的概念 

物，指除人的身体外，能够为人力所支配，并能满足人类社会生活需要的有体物和自然力 

（三）物的法律特征 

1. 有体性 

将“物”分为“有体物”和“无体物”，这是古代罗马法的传统。随着“物权”概念的提出，

有必要在逻辑层面上清晰地区分作为物权客体的物与其他“无体物”（权利）。 

2. 可支配性 

3. 可利用性 

4．伦理性 

【讨论问题】 

动物是否物权法意义上的“物”？人的器官、遗体、冷冻胚胎又如何？ 

二、物的构成及分类 

【讨论问题】 

物权成立于特定物之上，然而究竟何为“一物”？一辆汽车由众多零部件组合而成，那么，究

竟是在整辆汽车上有一个所有权，还是在每一个零部件上都分别有一个所有权？ 

【讨论问题】 

甲在建房时，窃取了邻居乙的一根木料作为房屋的栋梁，房屋建成后，乙发现木料失窃的事实，

则其是否有权要求甲返还？如系甲窃取乙的轮胎后安装于自己的汽车上，则后者能否要求前者返

还？ 

（一）物的成分 

物的成分，是指物的构成部分。根据物与其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可将物的成分区分为重要成

分与非重要成分。 

1.重要成分 

物的重要成分，是指非经毁损不能分离，或分离将耗费过高成本之物的构成成分。物的重要成

分不得单独成为物权的客体，确立这一规则是为了维护物的经济价值，避免因强行对物加以分割而

带来的损害。 

2.非重要成分 

物的非重要成分，是指可由物中分离出来而独立存在的部分。物的构成成分中，凡不属于重要

成分者，即为非重要成分。物的非重要成分在分离后可以单独地成为物权的客体。 

（二）主物与从物 

在主物与从物的关系中，主物，指的是起主导地位并可独立发挥功能的物；从物，则指不构成

主物的成分，但经常性地辅助主物发挥效用的物。 

确立某物系另一物的从物，其所具有的实际法律意义在于为以下规则的适用奠定基础：主物之

处分，及于从物。 

（三）孳息 

孳息，是指由物所产生的收益，可分为天然孳息与法定孳息。 

1.天然孳息 

天然孳息，是指依物的自然属性或使用方法而产生的收获物、出产物。 

2. 法定孳息 

法定孳息，是指原物依一定的法律关系而产生的收益。 

（四）单一物、合成物与集合物 

1.单一物     

单一物，是指形态上自成一体且其构成部分已失去其个性的物。 

2. 合成物 

合成物，是指由数个单一物结合成一体的物。 

3. 集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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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物，也称聚合物，是指多个单一物或合成物为共同的目的集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聚合体。集

合物可进一步分为事实上的集合物和法律上的集合物。 

（五）不动产与动产 

以物是否能够移动并且是否因移动而损害其价值为标准，可以将物分为不动产和动产。在性质

上不能移动或者移动通常会严重损害其价值的物，为不动产。不动产以外的有体物，均为动产，它

们在性质上具有可移动性。 

作业 

1.如何认识物权法的性质？与债法相比，物权法具有什么特点？ 

2.物权法的法律渊源有哪些？  

3．如何区分物的成分与从物？ 

4．何为集合物？ 

5．天然孳息应归属于谁？ 

6．区分动产与不动产在物权法上具有什么意义？ 

学习目标： 

通过对本部分的学习，学生应了解物权法的体系及其反映的理念，理解物权法的私法属性，同

时又能认识到其具有较多强行规范的特点。 

通过对物权客体即物的学习，学生应首先掌握物的“有体性”特征，并从具有物权法基本原则

地位的“物权客体特定原则”出发，掌握物的“重要成分”与“一般成分”，并理解其所具有的法

律意义。关于物的分类，学生应着重把握动产与不动产、主物与从物、原物与孳息等基本类型，并

理解分类的法律意义。 

知识单元 2：物权通论 

参考学时： 
16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三章  物权通论 

第一节  物权的概念与特性 

一、物权的概念 

“物权”是大陆法系民法中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具有鲜明的大陆法系特征，在英美法中不存

在相对应的概念。可以将物权定义为：物权是直接支配特定物，而享受其利益的权利。 

二、物权的特性 

（一）支配性 

物权是支配权。物权的支配性表现在：物权人可以自主地对物加以支配，无须向他人作出请求

或事先征得他人同意，物权人即可以实现其对物之利益。 

（二）绝对性 

物权是绝对权。物权是对物的支配权，物权人通过对物的支配而与不特定的民事主体发生关联，

因此，可以说，物权首先表现为人对物的关系，而非物权人与某特定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物权的类型 

一、物权法定主义 

（一）意义与内容 

物权法定主义，是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是指物权的类型和内容应以法律规定为限，不允

许当事人任意创设。 

该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项： 

1．物权类型法定。 

2．物权内容法定。 

（二）物权法定的理由 



524 

物权法定主义是由物权的绝对性所决定的。物权法定主义便于物权的公示，从而有助于确保交

易的安全与迅捷。物权法定主义有助于构建合理的物权体系，从而提高物的利用效率。在特定历史

背景之下，物权法定主义有反封建的作用。 

（三）违反物权法定主义的效果 

对于当事人违反物权法定主义的创设行为，法律设有特别的效果规定时，从其规定。当事人的

物权设定行为部分违反内容强制的规定，但如果除去该部分，其他部分仍可成立的，则仅违反禁止

规定的部分无效，法律行为仍发生物权设定的效果。对于违反物权法的物权设定行为，法律无特别

规定时，则此法律行为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不能发生预期的物权设定效果。物权设定行

为虽因违反物权法定主义而无效，但如果当事人的行为具备其他法律行为的要件，则该行为仍可发

生该其他法律行为的效力。 

（四）对物权法定主义的检讨 

物权法毕竟是私法，私法给当事人留下的广大的意思自治空间本来应该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而

物权法定主义恰恰严重制约了当事人的自治。为避免物权法定主义过于僵化而限制社会的发展，学

者们提出了物权法定无视说、习惯法包含说、习惯法物权有限承认说、物权法定缓和说等。 

二、物权的分类 

（一）完全物权与定限物权 

完全物权即所有权，它是对物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为全面支配的物权。定限物权是指在特定

范围内对其标的物加以支配的物权，所有权以外的物权均为定限物权。 

（二）动产物权、不动产物权与权利物权 

以动产为标的物的物权为动产物权，如动产所有权、动产质权、留置权等。以不动产为标的物

的物权为不动产物权，如不动产所有权、地上权、地役权、不动产抵押权等。物权原则上以有体物

为其标的物，但物权法也承认某些权利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以权利为标的物的物权即为权利物权，

如权利质权与权利抵押权。 

（三）主物权与从物权 

以物权是否具有独立性为标准，可以将物权区分为主物权与从物权。可以独立存在，而无须从

属于其他权利者，为主物权。不具有独立性，而须从属于其他权利而存在者，为从物权 

（四）意定物权与法定物权 

意定物权是指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而发生的物权，凡由当事人依法律行为而设定的物权都属于意

定物权。法定物权是指不问当事人之意思，直接由法律规定其发生的物权，如留置权、法定抵押权

等。 

（五）登记物权与非登记物权 

物权变动须经登记的，为登记物权；反之，则为非登记物权。 

（六）有期限物权与无期限物权 

有存续期间之限制的物权，为有期限物权，如典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其存续期间无

限制，且能永久存续的物权，称为无期限物权，如所有权、永佃权。 

（七）本权与占有 

占有本身并非物权，而对占有的事实而言，其所依托之权利即构成本权，如所有权、用益物权、

质权等，租赁权等债权也可以构成占有的本权。 

第三节  物权的效力 

一、排他效力 

物权的排他效力，是指在同一标的物上不能同时成立两个或两个以上内容互不相容的物权。物

权的排他效力表现在：在同一标的物上，不能同时成立两个以上的所有权；定限物权是在特定范围

内对他人之物进行支配的物权，由于不同的权利类型有不同的支配范围，因此，只要物权内容并非

不相容，一物之上可以存在数个不同的定限物权。 

【讨论问题】 

甲企业向乙银行贷款 100万元，以其价值 200万元的厂房 A为乙设立抵押权，并办理了抵押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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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后甲又向丙银行贷款 80万元，问：甲还能否以厂房 A为丙设立抵押权？ 

二、优先效力 

（一）物权相互之间的优先效力 

总体而言，物权相互间的优先效力遵循“时间在先，效力优先”的规则。 

（二）物权对债权的优先效力 

当物权和债权可能发生权利冲突时，无论成立之先后顺序如何，物权原则上具有优先于债权的

效力。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效力也有个别例外。出于某种立法政策上的考虑，法律赋予某些债权以特

殊的效力，使其在某些方面甚至优先于物权。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买卖不破租赁”规则。 

三、追及效力 

物权的追及效力，是指物权一经成立，其标的物无论辗转于何人之手，物权人均可以追及物的

所在，而直接支配其物的效力。 

四、物上请求权效力 

（一）物上请求权的概念 

物上请求权，是指物权人于其物被侵害或有被侵害之危险时，可以请求回复物权圆满状态或防

止侵害的权利。 

（二）物上请求权的内容 

物上请求权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占有返还请求权。 

排除妨害请求权。 

妨害预防请求权。 

第四节  物权变动 

一、物权变动的意义 

物权的变动，是指物权的发生、变更与消灭。 

（一）物权的发生 

物权的发生，是指物权与特定主体的结合。物权的发生，自特定的物权人方面观察，为物权的

取得。物权的取得，可分为原始取得与继受取得。 

（二）物权的变更 

一般所谓物权变更系指狭义上的物权变更，即物权的客体变更和内容变更。 

（三）物权的消灭 

物权的消灭，是指物权与主体的分离，就物权人方面而言，为物权的丧失。物权的丧失可分为

绝对丧失与相对丧失。 

二、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 

物权法律关系的变动也系由一定的法律事实引起，其中包括法律行为与法律行为以外的事实。 

（一）法律行为 

在因法律行为而发生的物权变动中，当事人有意识地追求特定物权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法律效

果，并将此效果意思表示出来，法律即依其意思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 

（二）法律行为以外的事实 

所谓法律行为以外的事实，既包括人的行为中的事实行为，也包括行为以外的法律事实，如事

件和状态。 

三、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 

基于物权的绝对性，近现代物权法为维护交易的安全，将“公示原则”与“公信原则”确立为

物权变动的两项基本原则。 

（一）公示原则的必要性 

物权的绝对效力，要求其具有外在的可识别性，因此物权的变动必须具有恰当的公示方法。 

（二）确定公示方法的标准 

因动产与不动产的物理属性上的差异，可以分别针对二者采取不同的公示方法，即不动产以登



526 

记为其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而动产则以交付为其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 

（三）不动产登记 

1．登记机构。 

2．登记生效时间。 

3．登记簿与权属证书。 

4．登记资料的查询。 

5．更正登记。 

6．异议登记。 

7．预告登记。 

【讨论问题】 

预告登记有何意义？ 

（四）动产交付 

交付通常指的是现实交付，即出让人将对物的管领支配现实地移交于受让人。 

在现实交付之外，《物权法》遵循民法传统，也承认简易交付、返还请求权让与及占有改定等

三类“观念交付”。 

（五）物权公示的效力 

关于物权公示的效力，存在两种立法例：公示生效主义；公示对抗主义。 

《物权法》原则上确立了公示生效主义。不过，该法也广泛地承认了公示对抗主义的公示效力。 

四、物权变动的公信原则 

（一）公信原则的意义 

以占有或登记等公示方法所表现的物权，即使不存在或者与真实的权利状态有所差异，但对于

信赖此项公示方法所表现的物权，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交易的人而言，法律仍承认其具有与真实物权

存在相同的法律效果，此原则即为物权变动的公信原则。 

（二）实行公信原则的理由 

公信原则的确立，赋予了公示的物权表征以公信力，重新分配了交易风险，使当事人可以放心

地利用简便易得的公示信息，并确保以此为基础的交易得到预期的法律效果。显然，公信原则对于

维护交易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公信原则的体现及效力范围 

我国《物权法》针对动产与不动产设置了统一的善意取得制度。应该说，善意取得制度背后的

立法理由主要就是承认公示方法所具有的公信力。 

五、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 

【讨论问题】 

甲将 A物出售给乙，问：①从时间点上考虑，A物所有权何时发生移转？②从效力来源上看，

所有权因何发生转移——因买卖合同，还是因在履行环节上的其他意思表示抑或是事实行为？③如

果买卖合同无效，那么所有权变动的结果是否一概不发生？ 

就各国立法例加以分析，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主要有意思主义、物权形式主义与折衷主义三种。 

（一）意思主义 

意思主义，是指仅须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即足以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而无须以登记或交

付为其成立要件或生效要件的立法主义。 

（二）形式主义 

所谓形式主义，是指物权因法律行为而变动时，须另有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并履行登记或者

交付之法定形式的立法主义。 

（三）折衷主义 

折衷主义，也称“债权形式主义”，它将登记或者交付的法定形式设置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同时，折衷主义或者不承认有独立的物权行为之存在，从而规定由债权行为与登记或者交付的法定

形式相结合共同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或者至少不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而将债权行为的有效作

为物权行为发生效力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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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 

各国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虽有为法律明确规定者，但也有许多物权变动的基本规范是经过长期

学术争论和司法活动才得到较为确定的解释。形式主义立法例尽管更为抽象，但它对于若干具体规

则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第五节  物权行为 

一、物权行为的意义  

物权行为是以物权的得丧变更为直接内容的法律行为。物权行为是由物权的意思表示与外部的

变动特征（交付或者登记）相互结合而成的法律行为。 

二、物权行为的类型 

（一）单方物权行为与双方物权行为 

单方物权行为，是指由行为人一方的意思表示构成的物权行为，其最典型者为物权的抛弃。 

双方物权行为，又称物权合同，是指通过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构成的物权行为。 

（二）不动产物权行为与动产物权行为 

不动产物权行为，是指以变动不动产物权为目的的法律行为。不动产物权行为系以物权变动的

意思表示与登记相结合的法律行为。 

动产物权行为，是指以变动动产物权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动产物权行为同样要求处分人具有处

分权，而且还须以标的物的交付作为特别生效要件。 

三、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理论 

（一）理论渊源 

（二）物权行为的独立性 

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也称分离原则，是指物权的变动须有一个独立于买卖、赠与等债权行为以

外，而以物权变动为内容的法律行为，从而在体系上，物权行为独立于债权行为而存在。 

（三）物权行为的无因性 

【讨论问题】 

买受人甲以欺诈的手段与出卖人乙订立 A物的买卖合同，为履行该合同，乙将该物交付给甲；

事后，乙得知甲欺诈之情事，遂撤销了买卖契约。问：A 物所有权的移转情形如何？乙能否要求 A

物的返还？其可依何种请求权请求 A物的返还？ 

所谓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是指物权行为的效力不受其原因行为（债权行为）的影响，债权行为即

使不成立、被撤销或者无效，物权行为也并不因此而受影响，仍能独立地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 

作业 

1．物权具有哪些法律特性？其与债权之间存在哪些差异？ 

2．什么是物权法定主义？物权法为什么需要确立物权法定主义原则？ 

3．辨析物上请求权与物权的保护。 

4．简述物权的公示与公信原则。 

5．分析并评价我国《物权法》所确立的物权变动模式。 

6．什么是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 

7.甲与房地产开发企业乙签订期房买卖合同，并支付了全部款项；双方约定，乙于订立合同之

日起的 1年内确保建成、交付房屋，并为甲办理所有权登记。甲担心，乙可能会将已出售于己的房

屋再次出售给他人，并为他人办理过户。试问：（1）甲有没有办法确保自己最终获得自己所购买之

房屋的所有权？什么是预告登记？其功能为何？（2）如果在作了预告登记后，乙又将该房屋出售

给丙，则丙能否获得房屋的所有权？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掌握物权总则的相关知识，并认识到它们对于各种具体物权的意义。 

学生应理解物权的排他性、优先性等特性，并有能力将其与债权的特性相比较。学生应能够充

分理解物权法定原则的意义，并能对其作出评价。在物权变动方面，要熟悉我国《物权法》的相关

规范，并能理解包括物权行为理论在内的物权变动模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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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3：所有权 

参考学时： 
10课时 

学习内容： 

第四章  所有权 

第一节  概述 

一、所有权的意义 

所有权是在法律限制的范围内，对物为全面支配的权利。 

二、所有权的特性 

（一）全面性 

所有权是对物的全面的支配。所有权人可以自由地运用自己的意志，对物进行其所希望的各种

利用和处置。 

（二）整体性 

所有权的整体性，是指所有权是一个浑然一体的权利，它并不是由数种权能简单相加而得出的

一种权利 

（三）弹力性 

所有权的弹力性，也称为所有权的回归力，它描述的是所有权所具有的这样一种属性：所有权

具有整体性，因此其内容可自由伸缩。 

（四）恒久性 

所有权属于典型的无期限物权，其法律属性决定了其不得被附加存续期限。 

三、所有权的类型 

（一）不动产所有权与动产所有权 

（二）单一所有权与多数人所有权 

（三）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 

第二节  所有权的权能与限制 

一、所有权的权能 

（一）占有 

（二）使用 

（三）收益 

（四）处分 

（五）排除他人干预 

二、对所有权的限制 

（一）所有权的社会化与权利限制 

在社会化的背景之下，所有权受到了来自公法、私法等各方面的限制。 

（二）对所有权限制的限制 

体现权利人意志的所有权自由无论如何都应该处于所有权观念的核心地位，对所有权的限制仅

仅是从消极的方面划定所有权自由的边界。 

（三）征收、征用问题 

第三节  所有权的取得 

一、概述 

本节所述及的所有权取得方式仅限于原始取得方式，包括先占、拾得遗失物、添附、善意取得、

孳息收取和时效取得等。实际上，《物权法》第 9 章“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就是对所有权原始

取得的几种方式的规定。 

二、先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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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占的意义和性质 

先占，指的是以据为己有的意思，占有无主的动产，而取得该动产所有权的法律事实。先占属

于一种事实行为。 

（二）先占的要件 

须为无主动产；须有据为己有的意思；无法律上禁止性规定或者他人享有先占权的情形。 

（三）法律效果 

先占人取得其先占之无主物的所有权。该所有权取得的效果系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非基于

他人既存的权利，故为原始取得。 

三、拾得遗失物 

（一）拾得遗失物的认定 

拾得遗失物，是指发现他人遗失之物并对其加以占有的事实。 

（二）拾得遗失物的效力 

1．拾得人的义务。 

2．有关部门的义务。 

3．拾得人的权利。 

（三）遗失物规则对漂流物、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准用 

四、添附 

（一）概述 

添附，系对附合、混合及加工的总称。 

法律之所以需要对添附的所有权归属加以确立，乃是基于特定公共政策上的考虑。 

对于因添附而取得所有权之人而言，其所有权的取得为原始取得，而非继受取得。 

（二）附合 

所谓附合，指的是两个以上的物相互结合，而形成社会经济观念上一个“新物”的法律事实。 

1．动产对不动产的附合。 

2．动产与动产的附合。 

（三）混合 

所谓混合，指的是属于不同人所有的两个以上的动产相互混合，以至于不能识别或者识别需花

费过巨的法律事实。对于混合可准用动产附合的规定 

（四）加工 

所谓加工，是指在他人动产上劳作，使其成为新物的法律事实。 

关于加工物的所有权归属，有两种主要的立法例：材料主义与生产主义。 

五、善意取得 

（一）概念 

善意取得，是指出让人与受让人间，以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为目的而为不动产的移转登记或者动

产的交付，即便出让人无转移所有权的权利，在受让人为善意时仍可由其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制度。 

（二）所有权保护与交易安全的立法权衡 

（三）构成要件 

标的物为动产或者不动产；出让人须为动产的占有人或者不动产的名义权利人；须出让人与受

让人有转移所有权的合意；出让人须是无处分权人；所有权移转需要登记的，已完成登记，无须登

记的，受让人已取得占有；受让人须为善意；受让人须以合理的价格有偿受让。 

（四）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 

受让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受让人善意取得所有权的，标的物上原有的权利负担原则上也应发

生消灭。因受让人的善意取得而丧失权利的原所有人可以向出让人主张权利。 

六、时效取得 

对他人之物的持续占有是时效取得的基础。时效取得须具备相应的要件。 

第四节  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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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有的意义 

共有，指两个以上的法律主体共同享有一物所有权的状态。 

二、按份共有 

（一）按份共有的意义 

所谓按份共有，也称分别共有，指的是数人依其份额享有所有权的形态。 

（二）共有份额 

1．份额的意义。 

2. 份额的确定。 

3．份额的处分。 

（三）按份共有的内部效力 

各共有人依其享有的份额对共有物加以使用和收益；共有物的处分及重大修缮；共有物的费用

分担。 

（四）按份共有的对外效力 

1．对第三人的物上请求权。 

2.对第三人的债权或者债务。 

（五）共有物的分割 

民法对按份共有采分割自由的原则，即各共有人均有权随时要求终止共有关系，并分割共有物。 

三、共同共有 

（一）共同共有的意义与特征 

共同共有，是指数人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一物所有权的共有形态。 

（二）共同共有的类型 

夫妻共同共有；家庭共同共有；遗产的共同共有；合伙共同共有。 

（三）共同共有的效力 

除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外，对共有物的处分须经全体共有人的同意。由于不存在独立的份额，

因此各共有人不得向他人转让共有权，更不存在其他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问题。在共有关系结束前，

各共有人不得要求分割共有物。因共同关系消灭而须分割共有物的，可依关于按份共有物分割的规

定处理。 

第五节  相邻关系 

一、相邻关系的概念与规范方式 

所谓不动产相邻关系，指的是法律为调和相邻不动产的利用，而在其所有人或者其他权利人之

间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为达到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并充分发挥物的效用，民法以多种方式予以介入，

从而形成了法定的不动产相邻关系。 

二、相邻关系的法律性质与原则 

（一）法律性质 

所谓相邻权其实并非一种独立的权利，相邻关系中所包含的权利内容只是不动产权利的必要限

制或者扩张。 

（二）相邻关系的原则 

《物权法》第 84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

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三、相邻关系的类型 

（一）邻地的利用 

（二）排水及用水关系 

（三）建筑相邻关系 

（四）固体污染物、气响等侵入的防止 

（五）邻地损害的防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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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一、概述 

（一）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意义 

建筑物区分所有，是指数人区分一建筑物而各有其一部分的情形。 

（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内容 

1．对专有部分的所有权。 

2．对共有部分的共有。 

3．基于区分所有权人之间共有关系的共同体。 

二、专有部分 

专有部分可为所有权人直接支配并享有其利益，因此须在结构上和使用上均具有独立性。 

三、共有部分 

（一）共有部分的范围 

（二）共有的性质 

四、管理组织 

作业 
1．所有权在物权法体系中具有何种重要地位？ 

2．如何从所有权保护的角度看征收、征用制度？ 

3．简述先占取得的构成要件。 

4．试析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的关系。 

5．简述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6．《物权法》如何规范拾得遗失物的法律后果？ 

7．根据民法的添附规则，动产与不动产附合的，无论导致附合的原因为何，均由不动产所有

人取得添附物的所有权，这一规则的合理性基础何在？ 

8．如何识别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 

9．《物权法》对哪些相邻关系的类型作出了规范？ 

10．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包含哪几个层面的法律关系？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精确地理解所有权的概念，了解其在物权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通

过权能的学习，掌握其具体内容。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掌握先占、添附等所有权原始取得的各种方式，尤其是需要对善意

取得制度有准确的理解。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准确理解我国现行土地制度的基本框架，并掌握不动产相邻关系和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相关知识。 

知识单元 4：用益物权 

参考学时： 
5课时 

学习内容： 

第五章  用益物权 

第一节  用益物权概述 

【讨论问题】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土地只能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那么，私主体应如何对公有的土地加以

利用？ 

一、用益物权的意义 

用益物权，指的是在他人之物上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等权能的物权。 

用益物权具有两项主要的社会功能：增进物尽其用的经济效用；使物的利用关系物权化，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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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人的法律地位。 

二、用益物权的种类与特征 

（一）用益物权的种类 

在物权法定主义之下，我国《物权法》确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

权和地役权四种权利。 

（二）用益物权的特征 

就《物权法》规定的四种用益物权而言，其标的物仅以不动产为限。用益物权以物的利用为内

容，原则上同一标的物上不能同时设定多个用益物权。用益物权的设定、移转等通常都需要登记。

用益物权的设定有的为无偿，有的为有偿。 

三、用益物权的得丧变更 

第二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意义与法律规范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与特征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农业经营者通过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在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国家所有的农用

地上享有的进行耕作、养殖或者放牧等利用并获得收益的权利。 

（二）法律规范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 

（一）承包经营合同的订立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 

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终止 

第三节  建设用地所有权 

一、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建设用地使用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在国有土地上建造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客体原则上为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内容为根据设定的用途利用土地

营造建筑物，并依法享有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原则上须为有偿，但国家机

关用地、军事用地等也可通过无偿划拨的方式取得。有期限性。 

二、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 

（一）出让与划拨 

（二）登记 

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内容 

1．利用土地从事建筑的权利。 

2．获得所营造之建筑物的所有权。 

3．处分权。 

四、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消灭 

【讨论问题】 

建设用地所有权到期后，地上建筑物归属于谁？ 

第四节  宅基地使用权 

一、宅基地使用权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宅基地使用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得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 

宅基地使用权的客体为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宅基地使

用权依分配的方式为权利人所获取。宅基地使用权的内容是为依法建造、保有私人住宅之目的而对

土地加以占有和使用。 

二、宅基地使用权的设立 

三、宅基地使用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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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建造住宅的目的而使用宅基地。 

2．保有所建造住宅的所有权。 

3．有限处分权。 

【讨论问题】 

在我国现行法上，农村房屋转让受限的原因是什么？ 

四、宅基地使用权的终止 

第五节  地役权 

本节为本章的重点。 

一、地役权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一）地役权的发展历史 

（二）地役权的概念 

地役权，指的是为自己土地之利益而使用他人土地的权利。 

（三）地役权的法律特征 

1．从属性。 

2．不可分性。 

二、地役权的功能 

三、地役权的分类 

（一）积极地役权与消极地役权 

（二）继续地役权与非继续地役权 

（三）表见地役权与非表见地役权 

四、地役权的设立 

（一）地役权合同的当事人 

1．供役地权利人。 

2．需役地权利人。 

（二）地役权合同的内容 

（三）地役权登记 

关于地役权的设立，物权法采用的是登记对抗主义。 

五、地役权的效力 

（一）地役权人的权利     

地役权人有权依地役权设立的目的及范围使用供役地。地役权人有权实施附随的必要行为。地

役权人的物上请求权。 

（二）地役权人的义务 

地役权之取得为有偿的，地役权人有义务向供役地权利人支付费用。地役权人有义务维护其在

供役地上设置的设施。 

六、地役权的消灭 

（一）地役权的消灭原因 

（二）地役权消灭的效果 

作业 
1．简述我国土地公有制条件之下用益物权的特点。 

2．用益物权与债权性的使用权有何差异？ 

3．我国《物权法》规定了哪几种用益物权？ 

4．试析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其上建筑物所有权之间的关系。 

5．比较地役权与相邻关系的异同。 

6．如何理解地役权的从属性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深入理解土地公有制背景下我国用益物权制度的特点，一方面能够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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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传统民法理论认识各种用益物权，另一方面又能看清我国用益物权制度受公有制影响的情况。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掌握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建设用地所有权以及地役权的

基本知识，尤其应从权利客体、权利内容及权利创设等角度认识这些用益物权类型。 

知识单元 5：担保物权 

参考学时： 
10课时 

学习内容： 

第六章  担保物权 

第一节  担保物权概述 

一、担保物权的意义 

担保物权，是指以确保债务清偿为目的，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所有之物或者权利上所设定的以

变价权和优先受偿权为内容的定限物权。 

担保物权以确保债务之清偿为其目的。 

担保物权系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之物或者权利上所成立的权利。 

二、担保物权的特性 

（一）从属性 

（二）不可分性 

（三）权利行使的附条件性 

（四）物上代位性 

三、担保物权的类型 

（一）意定担保物权与法定担保物权 

（二）留置性担保物权与优先受偿性担保物权 

（三）不动产担保物权、动产担保物权与权利担保物权 

（四）占有担保物权与非占有担保物权 

第二节  抵押权 

一、抵押权的意义 

抵押权，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物的占有而向债权人提供一定财产以担保债务的履行，

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得就抵押物折价或者就其卖得的价金优先受偿的权利。 

二、抵押权的特性 

（一）从属性 

（二）不可分性 

三、抵押权的取得 

抵押权，除因继承等原因可依法律行为以外的原因取得外，原则上应基于法律行为而取得。 

（一）抵押合同 

1．抵押合同的当事人。 

2．标的物。 

（二）抵押登记 

1．登记生效主义 

根据《物权法》第 187条的规定，凡以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招标等

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 

2．登记对抗主义 

根据《物权法》第 188条之规定，凡以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交通运输工具以及

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但是，抵押权未经登记的，不得

对抗善意第三人。 

四、抵押权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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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抵押权担保债权的范围 

（二）抵押权标的物的范围 

（三）抵押权人的权利 

1．变价处分权。 

2．优先受偿权。 

3．顺位权。 

4．保全权 

（四）抵押人的权利 

1．抵押物的用益权。 

2．设定多个抵押权的权利。 

3．在抵押物上为他人设定用益物权的权利 

4．关于出让抵押物的权利 

（五）抵押权与承租权 

五、抵押权的变更与消灭 

（一）抵押权的变更 

（二）抵押权的消灭 

六、特殊抵押 

（一）最高额抵押 

最高额抵押，是指抵押人与抵押权人约定，在一最高债权限额内，以抵押物的价值对一定期间

内连续发生的债权作担保而设立抵押。 

（二）浮动抵押 

所谓浮动抵押，指的是作为抵押人的经营者与抵押权人约定，以其现有的和将有的所有经营性

动产作为一个集合客体并在其上设立抵押权，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有权对实现抵押

权时的动产行使变价和优先受偿的权利。 

第三节  质权 

一、质权的意义     

质权，是指债权人为担保债权，而占有由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移交的动产或者可转让的财产权，

在债权届清偿期而未受清偿时，能够就该动产或者权利折价或者以其卖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 

二、动产质权 

（一）动产质权的意义     

动产质权，是指债权人因担保其债权，占有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移交的动产，而于债务人不履行

到期债务时，可以以该动产折价或者以其卖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 

（二）动产质权的取得 

1．质权合同的订立。 

2．质物的交付 

3．质权的善意取得 

（三）动产质权的效力 

1．质权人的权利 

可以留置质物；质物孳息的收取权；经出质人同意，可将质物转质于他人；保全质权的权利；

物上请求权；变价权和优先受偿权。 

2．质权人的义务 

妥善保管质物；返还质物 

（四）动产质权的消灭 

三、权利质权 

（一）权利质权的意义 

权利质权，是指以可转让的财产权为客体而设立的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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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利质权的取得 

权利质权也属于意定物权，其设立须经出质人与质权人的合意。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无论

以何种权利作为标的物设立权利质权，均须当事人订立书面质权合同。 

质权人取得权利质权，除须与有处分权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订立质权合同外，还需践行一定的

权利公示方法。 

（三）权利质权的法律适用 

第四节  留置权 

一、留置权的意义 

留置权，是指债权人占有其债务人的动产而具备法定条件的，在其债权未受清偿前，得留置该

动产的法定担保物权。 

二、留置权的构成要件 

1．须债权人占有属于债务人的动产。 

2．须债权的发生与留置物具有牵连关系。 

3．须债权已届清偿期，且债务人不履行债务。 

4．不存在不得留置的情形。 

三、留置权的效力 

（一）留置权人的权利 

留置标的物；收取留置物的孳息；变价处分权和优先受偿权。 

（二）留置权人的义务 

妥善保管留置物的义务；留置物的返还义务。 

四、留置权的消灭 

作业 
1．担保物权如何能够发挥担保债权实现的功能？担保物权的担保功能对其法律属性有何影

响？ 

2．以动产为客体的抵押权在公示方面面临怎样的问题？ 

3．试评价《物权法》关于抵押物转让的规则。 

4．动产质权能否善意取得，为什么？ 

5．权利质权以权利而非物为其客体，那么，它还能被称为“物权”吗？ 

6．什么是留置权成立要件中的“牵连关系”？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 学生应理解担保物权发挥担保功效的基本原理，并掌握其从属性、物上

代位性等特性。 

学生应掌握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这三种担保物权的内容和设立方法或构成要件。对于抵押权，

既要从抵押财产的角度认识一般意义上的抵押权，也要对最高额抵押、浮动抵押这两种特殊抵押权

有所了解。对于质权，应分别掌握动产质权和权利质权的原理。对于留置权，则应从其法定物权的

性质出发，理解和掌握其构成要件和效力。 

知识单元 5：占有 

参考学时： 
2课时 

学习内容： 

第六章  占有 

第一节  占有概述 

一、占有的意义与功能 

（一）占有的意义 

占有，是指人对物的事实上的管领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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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占有的构成 

（三）占有的功能 

【讨论问题】 

小偷能否因事实占有盗窃物而取得权利？小偷对盗窃物的事实控制是否构成民法上的“占

有”？《物权法》将“占有”一编与“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并列，这是否意味着

“占有”即为“占有权”？（二）权利质权的取得 

二、占有的分类 

（一）有权占有与无权占有 

（二）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 

（三）和平占有与强暴占有 

（四）公然占有与隐秘占有 

（五）自主占有与他主占有 

（六）直接占有与间接占有 

第二节  占有的取得、变更与消灭 

一、占有的取得     

（一）占有的原始取得 

（二）占有的继受取得 

二、占有的变更 

（一）他主占有变更为自主占有 

（二）善意占有变更为恶意占有 

三、占有的消灭 

第三节  占有的效力 

一、占有的保护效力 

（一）占有人的自力救济权 

（二）占有人的物上请求权 

二、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 

三、占有的权利取得效力 

四、占有人与回复请求权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一）占有物的使用收益 

（二）对占有物所支出费用的偿还 

（三）占有物毁损灭失的赔偿责任 

作业 
1．物权法为什么要对“占有”单独作出规范？ 

2．如何理解“占有的性质是法律事实，而非权利”？ 

3．占有的保护效力体现在哪几方面？ 

4．占有人与回复请求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 学生首先应理解占有作为物权法上独立制度的价值，理解“占有是法律

事实，而非权利”这一判断的法律意义。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熟练掌握占有的各种类型，并了解这些分类的意义。学生应能理解占有

的得丧变更，知道其构成占有效力判断的基础。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着重掌握占有的效力，包括占有的保护效力、权利推定效力、权利取得

效力等。另外，学生还应能够结合《物权法》的规定，理解和能够评价所谓“占有人与回复请求权

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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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2  

2 物权客体 3  

3 物权通论·物权的概念与特性 3  

4 物权通论·物权的类型 3  

5 物权通论·物权的效力 1 3  

6 物权通论·物权效力 2 3  

7 物权通论·物权变动 2  

8 物权通论·物权行为 2  

9 所有权·概述及权能 3  

10 所有权·所有权取得 3  

11 所有权·共有 2  

12 所有权·相邻关系、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2  

13 用益物权·概述、土地承包经营权 3  

14 用益物权·建设用地所有权、地役权 2  

15 担保物权·概述、抵押权 1 3  

16 担保物权·抵押权 3  

17 担保物权·质权、留置权 4  

18 占有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学原理（一）·总论》、《民法学原理（二）·债法》 

后续课程：《民法学原理（四）·亲属法与继承法》及相关实务类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各单元均为重点 

难点：物权变动、占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从物权法的理论体系出发，并始终围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解释适用展开。倡导问

题意识，依“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评价问题”的思路引导学生进行法律思维。注重理论

联系实践，结合司法案例阐明法律规范与理论。 

教学手段： 

1.讲授 

2.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5．作业要求 
每单元结束由任课老师根据需要布置练习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自主编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刘家安:《物权法论》（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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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建远：《物权：规范与学说》，清华大学出版社 

王泽鉴：《民法物权》，北京大学出版社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任课老师自行推荐的其他参考资料 

执笔：刘家安  审稿：刘智慧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8日 

 

经济法案例研习 
Case Study of Economic Law 

课程号：30202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院法学实验班的专业必修（选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培养学生经

济法的思维模式；2、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学生对经济法案例的分析能力；3、锻炼学生的自主

学习、合作学习。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案例解析。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调动学生的主动性，自学阅读相关

资料。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前提下，普遍地开展案例讨论、分析，使学生不仅能学到知识，而且获得

学习知识的方法和运用所学知识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经济法总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路收费权的性质及行使的限制（公路收费权及其限制的经济法理论分析） 

2.权力介入经济关系是否适当以及权力介入经济关系的合理性基础（商品房出售后又重新规划

收回土地的经济法分析） 

3.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及其本质、公益诉讼具体制度设想和实施障碍（公益诉讼案、拓展案例

三——某国企改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案） 

4.产业政策法的性质（拓展案例二） 

学习目标:  

1．了解经济法总论思维视角，强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本 

2．掌握经济法总论的主要内容和思维视角，从法律责任、法益保障等视角来观察分析经济法

制度。 

知识单元 2：竞争法 

参考学时：14学时 

学习内容： 

一、反垄断法 

1.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韩国三星、LG，我国台湾地区奇美等六家国际大型液晶面板厂价格卡

特尔案） 

2.垄断行为的类型 

垄断协议 （旅游业协会组织实施协议垄断案、茅台、五粮液实施限制转售价格案）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奇虎 360诉腾讯限定交易案） 

经营者集中的类型、对本国的相关产业的影响、排除限制竞争效果、采取何种救济措施（嘉能

可收购斯特拉塔经营者集中结构性救济案、辉瑞公司收购美国惠氏公司经营者集中行为救济案） 

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政府以抽象行政行为从事的行政垄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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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宽免政策产生的原因和对象以及适用条件（维他命国际卡特尔宽免政策适用案、拓展案例十

宽免政策实施中的减轻或免除处罚） 

4.私人反垄断诉讼的条件和证据归责原则（深圳惠尔迅科技有限公司诉深圳市有害生物防治协

会反垄断私人诉讼案） 

5.国际卡特尔的管辖权（拓展案例一） 

6.联合限制数量构成一种独立的卡特尔类型以及规制数量卡特尔适用的原则（拓展案例三——

预拌混凝土行业订立行业自律条款案） 

7.互联网相关市场认定的难点（拓展案例六——人人公司诉百度公司案） 

8.对达到支配地位的经营者集中，附条件许可的主要手段以及审查决定时附加限制性条件的关

注点是什么（拓展案例七、八） 

二、反不正当竞争法 

1.认定假冒他人注册商标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理基础、商标侵权行为和注册商标不正当竞争

行为的关系以及商标侵权行为和注册商标不正当竞争行为竞合的条件（“步步高”商标侵权及不正

当竞争案） 

2.被告注册、使用争议域名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原告商标权的侵犯以及是否构成对原告的不正当

竞争（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王麒计算机网络域名纠纷案） 

3.专利失效的外观设计是否可以获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晨光”笔装潢不正当竞争

案） 

4.冒名行为不正当竞争（假冒刀郎姓名不正当竞争案） 

5.商业贿赂的界定标准和分类（酒楼收取啤酒经销商的“专场费”、“进场费”是否构成商业贿

赂案） 

6.没有上市的产品是否构成虚假宣传，区分虚假宣传和虚假标示（天然植物制品公司不服长沙

工商行政管理局虚假宣传认定处罚案） 

7.商业秘密“秘密性”的认定以及保密措施的“合理标准”（订货会上展出服装款式是否丧失

了商业秘密的秘密性） 

8.不正当有奖销售中的欺骗性有奖销售和超标有奖销售（集美化妆品公司经“批准”进行有奖

销售但被认定为不正当案） 

9.商业诋毁的认定要件（利用歧义语从事商业诋毁案） 

学习目标： 

1．了解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制度目标和行为规范，以及相关的程序规则和法律责任。 

2．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对法律制度的要求以及在维护竞争秩序中政府的职能和作用。熟悉并

能够运用：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识别标准与规制措施。 

知识单元 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范围 

1．消费者的概念和界定（以旧车冒充新车欺诈消费者案 1996）（拓展：案例一单位消费） 

2．消法调整的法律关系，农业生产资料购买适用消法（马铃薯种子质量赔偿纠纷案） 

3．消法调整的范围，医疗纠纷、医疗美容纠纷是否适用消法（医疗美容纠纷案、医疗纠纷案）

（拓展：案例三医疗服务合同的性质） 

二、消费者的权利 

1．消费者权利与消费者利益的概念，消费者保护的边界（“衣冠不整者禁止入内”案，涉及

如何平衡消费者权益保护与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问题） 

2．消费者安全权和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超市地面存水渍摔伤消费者案） 

3．消费者的知情权和经营者欺诈的判断（虚构原产地欺诈消费者案） 

4．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自主选择权与经营者的经营自主权（强行收取开瓶费案） 

5．消费者的求偿权（安马桶戳坏防水层，消费者诉经销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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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格尊严和民族风俗习惯受尊重权（消费者人格尊严受侵害案） 

7．消费者的监督权（韩某因行使监督权而反诉未获赔偿案） 

三、经营者的义务 

1．经营者出具购物凭证或服务单据的义务（电信服务纠纷案） 

2．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及其义务范围、归责原则（培训学员被摔伤案、客运公司未尽安全

保障义务致乘客伤亡案、旅行社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致游客财产损失案） 

3．经营者霸王条款，消法 24条（预付卡余额不退案） 

4．经营者欺诈的认定，消法 35条（“金丝小枣”虚假宣传案） 

四、侵害消费者利益的损害赔偿 

1．惩罚性赔偿中对经营者是否存在欺诈行为的举证问题（电器公司冰箱欺诈案） 

2．疑假买假能否获得惩罚性赔偿（此“马”非彼“马”案） 

3．欺诈行为的界定及赔偿（电脑销售公司欺诈消费者案） 

4．消费者的人格尊严权被侵犯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消费者获精神损害赔偿案、婚礼摄像效

果差，消费者获赔案） 

学习目标： 

1. 明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包括消费者的主体概念、法律关系、范围等 

2. 掌握消费者的各项基本权利及经营者的义务范围。 

3. 熟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形及掌握损害赔偿的请求。 

知识单元 4：产品质量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产品质量法的调整对象与立法宗旨。（建筑材料不合格案） 

2．产品质量责任的含义、种类、构成要件。（产品质量损害赔偿追偿案） 

3．产品质量监督体制。（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案） 

4．生产者的四类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销售者的四项产品质量责任与义务。（化妆品使用期限

标注案） 

5．产品缺陷的含义、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烟花燃爆致人损伤案） 

学习目标： 

1．了解产品质量法和食品安全法的制度目标，以及相关的权利保障机制、争议解决机制和质

量监督机制。 

2．掌握各类市场主体（生产者、销售者、运输者等）的产品质量责任与义务，以及产品责任

的归责原则。 

3．归纳缺陷产品的认定规则，明确产品缺陷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 

知识单元 5：食品安全法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和适用范围。（保健食品冒用批准文号案） 

2．食品安全标准的内容及要求。（酒中违规添加中药案） 

3．食品生产经营者责任。（拓展案例一） 

学习目标： 

1．了解食品安全的概念，以及《食品安全法》的主要制度（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食品

安全标准制度等）。 

2．明确《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和适用范围。 

3．掌握食品经营者的违法情形与责任承担。 

知识单元 6：宏观调控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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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价格波动和国家价格储备制度（蔗糖价格上涨，国家动用储备平抑物价） 

2、中国人民银行的性质、职责、法律地位（王某、苏某涉黑洗钱案；张某、叶某非法集资洗

钱案） 

3、税法（沪首例海外代购商品偷逃税款案；我国首例滥用商誉避税案；北京首例虚开发票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经济法总论 2 
第一次课讲案例研习课

程的总要求。2课时 

2 垄断协议 2  

3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2  

4 经营者集中 1  

5 行政垄断 2  

6 假冒他人注册商标与广告法的竞合适用 2  

7 商业贿赂 不正当有经销商 2  

8 虚假宣传、商业诋毁 2  

9 侵犯商业秘密 1  

1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 1  

11 消费者的权利 4  

12 经营者义务 4  

13 食品安全法 1  

14 产品质量法 2  

15 金融法税法 2  

16 价格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经济法总论。 

后续课程：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难点：反垄断法：垄断行为的四种类型、宽免政策的适用、相关市场的认定。 

反不正当竞争法：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类型、各类型的界定标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适用范围、消费者的基本权利、经营者的义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法。 

2.小组展示教学法。 

教学手段： 

1.课堂展示。 

2.学生互评。 

3.教师讲解。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由对应小组负责完成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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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法学实验班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经济法案例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刘继峰、刘丹编著《经济法案例研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 1月 第一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徐孟洲、王利明著《经济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3月 第二

版 

2. 王萍、赵霞等编著《经济法案例精选精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7月 第一版  

执笔：刘继峰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5日 

 

商法一：商法总论与公司法 
Commercial Law 1：Principles of Commercial Law and Corporation Law 

课程号：302020054/302020014/702020010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 使学生对商法总论和商事组织法有概括的了解和认识； 

2. 使学生对商法及商个体、商合伙、公司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有清晰的掌握； 

3. 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初步解决理论和实务中的商法基本问题和商事组织法问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4学时 

知识单元 1：商法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商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2．商法的性质与特点 

3. 商法的地位 

4. 商法的基本原则 

5. 商法的历史与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商法的概念与范围、商法的地位与历史和各国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和发展

趋势。 

2. 掌握商法的性质、特点、商法的基本原则。。 

作业： 

1. 试述商事关系的特点。 

2. 如何认识商法的私法性质及其与公法的融合。 

3. 商法具有那些特点？ 

4. 分析民法与商法的相互关系并对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作出评述。 

5. 简论商事主体法定原则。 

6. 商法如何体现保护营利和促进交易简便快捷原则？ 

7. 保护交易安全原则在商法中是如何体现的？ 

知识单元 2：商事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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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商事主体的概念与特征。 

2. 商事主体的类型与分类。 

3. 商事能力 

学习目标： 

1．了解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商事能力与民事能力的联系与区别。 

2．掌握商事主体分类和商事能力。 

作业： 

1. 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有何区别？ 

2. 简述商事主体商事能力的涵义与特点。 

3. 商法如何限制某些主体的商事能力？其限制的理论根据如何？ 

知识单元 3：商事行为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商事行为的概念、特征和规制方式。 

2．商事行为的分类。 

3. 一般商事行为。 

4. 特殊商事行为。 

学习目标： 

1．了解商事行为的概念、特征和规制方式。 

2．掌握商事行为的分类、商事行为和民事行为的关系，进而掌握商事行为法律制度。 

作业： 

1. 简述商事行为的特征及其与民事行为的区别。 

2. 商法上的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又什么特殊性？ 

知识单元 4：商事登记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商事登记的概念、特征、意义、法律规范。 

2．商事登记原则。 

3. 商事登记对象与登记管理机关。 

4. 商事登记的种类和程序。 

5. 商事登记的效力。 

学习目标： 

1．了解商事登记的概念和特征、法律意义、原则和商事登记对象及管理机关。 

2．掌握商事登记的种类、程序和法律效力。 

作业： 

1. 简述商事行为的特征及其与民事行为的区别。 

2. 商法上的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又什么特殊性？ 

知识单元 5：商事名称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商业名称概念、法律特征、商业名称与商号、商标的关系。 

2．商业名称的构成、选定和取得。 

3. 商业名称权及其保护。 

学习目标： 

1．了解商事名称的概念、特征、选定原则、商业名称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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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商业名称的构成、商业名称权与商号、商标的关系。 

作业： 

1. 简述商业名称与商号、商标之间的相互关系。 

2. 商业名称登记具有何种法律效力？ 

3. 商业名称的权能与法律保护。 

知识单元 6：营业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营业的概念。 

2．营业活动。 

3. 营业组织。 

学习目标： 

1．了解营业的概念。 

2．掌握营业自由原则、营业转让、营业担保、营业所、营业租赁和委托经营等制度，深入掌

握营业转让与企业合并的关系。 

作业： 

1. 如何理解客观意义上的营业或营业财产？ 

2. 简述营业自由与营业限制。 

3. 比较营业转让与企业合并的异同。 

4. 试述营业转让的法律效力。 

知识单元 7：商业代理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商事代理的概念、特征。 

2．代理商。 

3. 商事代理法律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商事代理的概念和特征、代理商及其类型。 

2．掌握商事代理与民事代理的联系、深刻理解商事代理的制度内涵。 

作业： 

1. 如何理解商事代理的独立性。 

2. 居间商、行纪商、与雇员处于何种不同法律地位。 

3. 商事代理中的代理商的主要义务和权利是什么？ 

知识单元 8：商业账簿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商事账簿的概念、设置商事账簿的原则。 

2．商事账簿的种类。 

学习目标： 

1．了解商事账簿的概念、设置原则、商事账簿的法律效力及法律对商事账簿保管的要求。 

2．掌握不同种类商事账簿之间的区别。 

作业： 

1. 各国商事账簿设置的立法原则有何不同？ 

2. 简析商事账簿的法律意义与法律效力。 

3. 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与会计报表的相互关系与不同作用。 

知识单元 9：商事公告 

参考学时：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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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商事公告的概念、特征、制度价值。 

2．商事公告的种类。 

3. 商事公告的效力。 

学习目标： 

1．了解商事公告的概念和特征。 

2．掌握商事公告的种类、法律效力，理解商事公告制度的制度价值。 

作业： 

1. 商事公告的基本要求与制度价值。 

2. 商事公告具有什么法律效力。 

知识单元 10：个人独资企业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个人独资企业概述。 

2．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 

3. 个人独资企业的权利义务。 

4. 个人独资企业的解散与清算。 

5. 个人独资企业的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 

1．了解个人独资企业的概念、特征以及与个体工商户的比较。 

2．掌握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权利义务、个人独资企业的清算程序和清偿程序、个人独资企

业的责任承担问题。 

作业： 

1. 什么是个人独资企业？其与个体工商户和合伙企业的主要区别有哪些？ 

2. 简述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条件。 

3. 简述个人独资企业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4. 个人独资企业的法律责任。 

5. 简述个人独资企业的法律责任。 

知识单元 11：合伙企业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合伙企业法概述（合伙的概念及类型、合伙企业的法律特征、合伙企业的法律地位）。 

2．普通合伙企业（设立、事务执行、入伙与退伙和特征的普通合伙企业）。 

3. 有限合伙企业（设立、事务执行、入伙与退伙）。 

4. 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 

5. 合伙企业的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 

1．了解合伙企业的概念、特征和类型。 

2．掌握合伙企业的设立条件、入伙、退伙、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和管理、合伙企业的解散和

清算，合伙企业的法律责任，能够运用合伙企业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法律制度解决合伙企业在设立和

运营中的实务问题。 

作业： 

1. 什么是合伙企业？简述普通合伙企业与有限合伙企业的异同。 

2. 你如何理解合伙企业的法律地位？ 

3. 简述合伙企业的设立条件。 

4. 简述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 

5. 简述合伙企业与第三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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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什么是入伙？入伙应具备哪些条件？ 

7. 什么是退伙？引起退伙的事由主要有哪些？ 

8. 引起合伙企业解散的事由有哪些？ 

9. 合伙企业应如何清算？清算中合伙企业的法律地位如何？ 

10. 你如何理解合伙企业的法律责任？ 

知识单元 12：公司与公司法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的概念和特征。 

2．公司的沿革和作用。 

3. 公司法概述。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公司法的基本概念。 

2．掌握公司的概念和特征、公司法的性质和地位。能够运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否认理论对实

践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 

作业： 

1．简述公司独立财产的性质和意义。 

2．如何理解公司财产责任的独立性？ 

3．如何理解公司的社团性与对一人公司的承认？ 

4．简述公司发的强制性与任意性的关系。 

5．简述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否认的法理根据和适用要件。 

知识单元 13：公司的类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的分类。 

2．有限责任公司。 

3. 股份有限公司。 

4. 一人公司。 

5. 国有独资公司。 

6. 上市公司。 

7. 外商投资企业（公司）。 

8. 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的类型。 

2．掌握各种公司的特点及不同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关系，对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异

同点以及我国对一人公司的特别法律规制有全面、透彻的掌握，对国有独资公司的特征、公司申请

上市的条件和程序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定类型和法律性质有清晰明确的理解和把握。 

作业： 

1．简述母公司与子公司的之间的法律关系。 

2．子公司与分公司的法律地位和内部法律关系有何不同？ 

3．分析关联公司与公司集团的法律地位。 

4．人合公司与资合公司划分的立法意义与理论意义。 

5．比较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异同。 

6．股份有限公司的作用与公司上市的意义是什么？ 

7．简述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制 

8．国有独资公司与一般有限公司有何不同？ 

9．简析外商投资公司的法定类型及各自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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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4：公司的设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设立概述。 

2．公司的设立登记。 

3. 公司设立的效力。 

4. 公司设立的条件。 

5. 公司设立的程序。 

6. 公司的名称和住所。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设立登记、名称和住所。 

2．掌握公司设立的效力和条件、公司设立的原则、方式、效力、条件、公司设立行为的性质、

设立中公司的法律地位和发起人的法律责任。 

作业： 

1．公司的设立和成立有何区别？ 

2．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与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有何区别？ 

3．试述公司设立登记的概念和效力。 

4．依我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5．依我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具备哪些条件？ 

6．如何理解发起人的法律地位？ 

7．依我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创立大会的作用有哪些？ 

8．什么是公司名称？其构成要素有什么？ 

9．确定公司住所的法律意义主要有哪些？ 

知识单元 15：公司章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章程的概念和特征。 

2．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 

3. 公司章程的效力。 

4. 公司设立的条件。 

5. 公司设立的程序。 

6. 公司的名称和住所。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章程的概念、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 

2．掌握公司章程的特征、性质、内容和效力。 

作业： 

1．公司章程的主要法律特征是什么？ 

2．比较设立协议与公司章程的异同。 

3．简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制定。 

4．试述公司法与公司章程：两种不同但应协调配合的治理机制。 

5．简述公司章程的生效时间。 

6．分析设立公司过程中的章程约束力及其保障机制。 

7．章程对公司的效力是什么？ 

8．简述公司章程对股东的效力。 

知识单元 16：公司的能力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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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的权利能力。 

2．公司的行为能力。 

3. 公司的侵权行为能力。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能力制度概况。 

2．掌握公司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概念、功能、限制，法定代表人代表行为的构成要件和法律

后果，以及公司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和法律责任；能够运用公司能力理论分析公司担保行为的效力

和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的效力等问题，并能够准确区分代表行为、非代表行为、公司侵权行为

及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作业： 

1．公司的权利能力存在那些方面的限制？ 

2．公司是否享有名誉权和荣誉权？为什么？ 

3．公司可否向合伙企业投资？为什么？ 

4．公司的借贷行为应受哪些限制？ 

5．公司的赠与行为应受哪些限制？ 

6．简述公司董事长代表行为的构成要件。 

7．简述公司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知识单元 17：公司资本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资本的概念和意义。 

2．公司资本原则与资本形成制度。 

3. 公司资本募集与股份发行。 

4. 增资与减资。 

5.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资本及其相关法律概念、资本募集方式、股份发行的分类、原则、公开发行的条件。 

2．掌握公司资本原则、资本形成制度、增资减资制度。 

作业： 

1．简述公司资本的法律意义。 

2．简述资本、资产与净资产的区别及各自的法律意义。 

3．简述公司法上的资本确定原则 

4．资本维持原则的要求及其在公司法制度中的体现。 

5．试述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的比较与取舍。 

6．试述我国公司法上的出资分期缴纳制度及其法律意义。 

7．股份公开发行的特点、作用与条件是什么？ 

8．试述资本变动中的股东保护与债权人保护。 

知识单元 18：股东出资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股东出资概述。 

2．股东出资的形式。 

3. 股东出资的法定要求。  

学习目标： 

1．了解股东出资的法律意义及其与之相关的法律概念。 

2．掌握股东出资责任的法律性质和内容、出资比例结构和履行方式。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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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述股东出资的法律意义。 

2．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表现形式及其法律后果是什么？ 

3．股东违反出资义务应承担何种民事法律责任？ 

4．简述出资违约责任的性质和内容。 

5．股东出资形式为何法定？其法定根据如何？ 

6．股东是否可用借贷资金出资？ 

7．简述工业产权出资的法律意义和特殊要求？ 

8．现有法定出资形式之外的其他出资形式应否得到法律的承认？为什么？ 

9．非货币出资履行有什么特殊的法律要求？ 

知识单元 19：股东与股权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股东的概念、资格的取得与丧失、股东的法律地位、股东的权利与义务。 

2．股权的类型、股权的法律性质、股权的委托行使、股权的救济。 

3.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 

4.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股份。  

学习目标： 

1．掌握股东的概念、股东资格的取得与丧失、股东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 

2. 掌握股权的概念、股权的法律性质与转让相关制度、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方式和现值

以及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的原则。 

3. 掌握并运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作业： 

1．公司的股东与公司的发起人的关系如何？ 

2．如何理解股东的法律地位和股东平等原则？ 

3．股东的主要权利义务有哪些？ 

4．股权可以作哪些分类？各种分类的意义是什么？ 

5．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有何区别？ 

6．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证明书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有何区别？ 

7．试述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规定。 

8．对股份或股票可以作哪些分类？各种分类的区别有哪些？ 

9．试述公司法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的规定。 

10．试述公司法限制公司回购自身股份的原因。 

知识单元 20：公司组织机构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组织机构概述。 

2．股东会。 

3. 董事会。 

4. 监事会。 

5. 独立董事制度。 

6. 经理。 

7. 国有独资公司的组织机构。 

8. 董事、监事、经理的义务与民事责任。 

9.   

学习目标： 

1．了解国有独资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置。 

2. 掌握公司组织机构设置的基本原则和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四种公司基本组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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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职权和职责，掌握董事的忠诚义务和善管义务以及独立董事的地位和职权。能够运用公司组织

机构设置的基本原则分析公司组织机构权责及产生的相关问题。 

作业： 

1．简述股东会会议的种类。 

2．简述股东会的职权。 

3．简述股东会决议的程序要件。 

4．简述董事会的职权。 

5．简述监事会的职权。 

6．简述董事、监事、经理的任职资格。 

7．简述董事、监事、经理的忠实义务。 

8．简述董事、监事、经理的的善管义务。 

9．公司法关于公司组织机构的规定是如何体现权力制衡原则的？ 

知识单元 21：公司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债概述。 

2．公司债的主要种类。 

3. 公司债的发行。 

4. 公司债转让、偿还与转换制度。 

5. 公司债持有人保护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债的概念、特征。 

2. 掌握公司债发行、转让、偿还以及转换制度，公司债持有人保护制度，能够运用公司债持

有人保护理论对实践中发生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 

作业： 

1．比较公司债券与股票、公司债券持有人与股东之间区别。 

2．比较公司法有关公司债发行条件与股票发行条件的比较 

3．比较可转换公司债券与普通公司债券的差异。 

4．可转换公司债的发行主体和发行条件的特殊性。 

5．简述公司债券转让制度的价值。 

6．比较公司法有关公司债券和股票暂停及终止上市的规定。 

7．简述保障公司债券持有人整体利益的必要性及制度比较与借鉴。 

8．简述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债券持有人的保护。 

知识单元 22：公司财务会计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财务会计制度概述。 

2．公司财务报告。 

3. 公司税后利润的分配。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财务会计制度的相关概念、立法意义、财务会计报告的主要内容、编制和验证。 

2. 掌握财务会计报告的公示必要性和公司税后利润的分配制度，能够运用相关知识分析股利

分配中的利益冲突与中小股东保护等问题。 

作业： 

1．公司法规定公司财务会计制度法律意义何在？ 

2．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3．如何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进行编制、审查验证与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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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的税后利润如何进行分配？ 

5．简述我国公积金的分类。 

6．公积金有何用途？ 

7．股利的分配方式有哪些？ 

8．试论述在股利分配政策中如何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知识单元 23：公司的合并、分立与组织变更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的合并。 

2．公司的分立。 

3. 公司的组织变更。 

学习目标： 

1．掌握公司合并、分立和组织变更的意义和法律效力，理解公司合并、分立和组织变更制度

的内在机理和本质。 

作业： 

1．比较公司合并与资产收购的区别。 

2．比较公司合并与股权收购的区别。 

3．简述公司吸收合并的四种方式。 

4．简述公司合并无效的法律后果。 

5．比较公司派生分立与公司转投资的区别。 

6．公司在分立前所产生的债务在公司分立后应如何承担？ 

7．简述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条件与程序。 

知识单元 24：公司的终止与清算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的终止。 

2．公司的清算。 

学习目标： 

1．掌握公司终止、破产、解散、清算等相关概念的含义、特征与区别，并对不同类型的公司清

算程序进行一般性地介绍，使学生能够准确把握公司终止、破产、解散、清算等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作业： 

1．简述公司终止的特征。 

2．简述破产案件受理的法律意义。 

3．简述破产案件对债权人清偿的顺序。 

4．简述公司解散的原因。 

5．简述公司僵局与司法解散的关系。 

6．简述清算的法律意义。 

7．简述清算组织的职权。 

知识单元 25：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外国公司分支机构概述。 

2．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设立。 

3. 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4. 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撤销和清算。 

学习目标： 

1．了解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概念、设立、撤销和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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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性质、特征、权利义务和法律地位，能够明确外国公司分支机构

和我国公司的差异性。 

作业： 

1．什么是外国公司的承认，其意义如何？ 

2．试论我国加入 WTO后外国公司的国民待遇问题。 

3．依我国香港、澳门、台湾三个地区的公司法注册的公司是属于本国公司还是外国公司？为

什么？ 

4．什么是外国公司分支机构？其法律特征主要有哪些？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与一般的分公司

（指由本国公司设立的分公司）有何异同？ 

5．简述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6．试述外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的条件和程序。 

7．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解散与清算中，如何保护其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商法概论、商事主体 4  

2 
商事行为、商事登记、商事名称、营业、商事代理、

商事账簿、商事公告 
4  

3 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4  

4 合伙企业（续） 4  

5 公司与公司法概述 4  

6 公司的类型 4  

7 公司的设立 4  

8 公司的章程、公司的能力 4  

9 公司资本制度 4  

10 股东出资制度、股东与股权 4  

11 股东与股权（续） 4  

12 公司组织机构 4  

13 公司组织机构（续） 4  

14 公司债、公司财务会计制度 4  

15 公司的合并、分立与组织变更 4  

16 公司的终止与清算、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总论、民法债权 

后续课程：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信托法、公司法（双语）、外国商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商法的性质和特点、商法的基本原则、商事主体的特征、商事主体的商事能力、商事登

记的特征、意义、原则和法律效力、商业名称的特征与构成、商业名称权的权能、商业的概念、营

业自由、营业转让、营业担保、商事代理的概念和特征、代理商的种类、商事账簿设置的立法原则、

商事账簿的意义、商事公告的特征、制度价值、法律效力、个人独资企业的概念与特征、个人独资

企业的设立条件、个人独资企业及其投资人各自的权利义务、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分支机构和管

理人员的责任承担、合伙企业的类型、合伙企业的设立条件和设立程序、合伙企业的清算程序、合

伙人入伙、退伙的条件、程序和法律效力、合伙企业中各类主体的民事责任、公司的法律特征及其

与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形态的联系与区别、公司法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公司设立的原

则、方式、公司设立的效力、公司设立的条件、公司章程的特征和性质、公司章程的内容、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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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效力、公司权利能力的含义和功能、公司权利能力在法律上和目的上的限制、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制度、代表行为的构成要件以及代表行为和非代表行为的法律后果、公司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和

法律责任、公司资本与相关法律概念的关系、公司资本原则与资本形成制度、最低资本额制度、股

份发行的分类及公开发行的条件、增资与减资的条件和程序、股东出资与相关法律概念的关系、股

东出资的法律责任、股东出资的形式和法定要求、股东资格的取得和限制、股东的法律地位和权利

义务、股东代表诉讼、股权的分类和法律性质、股权的救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方式和限制、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份转让的原则、公司组织机构设置的基本原则、股东会的职权与决议、董事会

的职权与决议、监事会的职权、经理的职权以及董事、监事、经理的忠实、善管义务与民事责任、

公司债的概念、特征和种类、公司债的发行、转让、偿还以及转换制度、公司债持有人保护制度、

公司财务会计制度的公示意义、公司税后利润的分配原则和分配方式、公司合并、分立的基本概念

与方式、公司合并、分立后的债务承担、公司终止、破产、解散、清算的概念与区别、外国公司分

支机构的性质、特征和法律地位。 

难点：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对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分析与评价、商事能力与民事能力的区别、

商事登记性质和法律效力、商业名称与商号、商标的关系、营业转让与企业合并的关系、营业转让

的法律效力、商事代理与民事代理的区别、商事代理法律关系的内容、各种商事账簿的内容及相互

区别、商事公告与商事登记的关系、商事公告的法律效力、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等其他企业形

态的区别、有限合伙企业与普通合伙企业的关系、合伙企业与其他企业形态的区别、合伙人入伙、

退伙的条件、程序和法律效力、合伙企业的法律责任、公司财产权的性质、对公司社团性的理解、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以及公司法的强制性和任意性、公司设立与成立的区别、公司设立行为的性

质及设立中公司的法律地位、发起人的法律责任、公司章程与设立协议的区别、公司章程的制定和

效力、公司法与公司章程在公司治理中的协调、公司权利能力及其范围的理论含义、公司权利能力

的法律限制和目的限制、公司担保行为的效力和超越经营范围所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区分代表行为

和非代表行为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公司侵权行为及其法律责任的认定、资本、资产、净资产与股东

权益的含义和区别、我国公司法的认缴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的区分、公司增资中的股东利益冲突及

保护、股东出资责任的法律性质和内容、出资的形式、出资的履行原则和履行方式、股东与公司发

起人的关系、股东代表诉讼、异议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和申请司法解散权、股权的法律性质、有限

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方式及限制、股权转让的效力、具体运用公司组织机构设置的基本原则分析各

国公司组织机构的种类、权责及运作，分析各种公司组织机构如何在激励与约束中达到权力制衡、

公司债的转换、债券持有人保护制度、股利分配中的利益冲突与中小股东的保护、不同种类的公司

之间合并的限制、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限制、公司终止、破产、解散、清算等具体

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法律地位、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外国公司的组织形式是

否应受限制的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 

2. 讨论法。 

3. 案例分析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手段。 

2.案例教学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程自主学习时间为 128学时，学生应自主学习教师所列的参考书目、参考文献与案例资料。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核+考试 

考核要求：课堂表现、平时作业  占 30-40% 

          期末考试            占 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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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可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已自主编写出版商法学理论教学教材《商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 9月，第 2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赵旭东等编著《商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9月 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商法总论 

1. 王保树，《商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2. 范健、王建文，《商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 

3. [德]卡纳里斯，《德国商法》，杨继译，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4. [法]伊夫•居荣，《法国商法》第 1卷，罗结珍、赵海峰译，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国内公司法教科书 

1. 赵旭东，《公司法》第三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2. 李建伟，《公司法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3. 王军，《中国公司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4. 施天涛，《公司法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14年版；  

5. 刘俊海，《现代公司法》，法律出版社 2008年版；  

港台和外国公司法的相关书籍 

1. 何美欢，《公众公司及其股权证券》，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2. 柯芳枝，《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 

3. [英]丹尼斯•吉南，《公司法》，朱羿锟译，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4. [美]罗伯特•汉密尔顿：《美国公司法》，齐东祥译，法律出版社 2008年版； 

5. 朱伟一，《美国公司法判例解析》，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 

6. 李莘，《美国公司融资法案例选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7. [德]托马斯•莱塞尔、吕迪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高旭军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8. [日]上村达男，《公司法改革》，陈景善译，法律出版社 2015年版； 

9. [日]前田庸，《公司法入门》，王作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10. [韩]李哲松，《韩国公司法》，吴日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版； 

11. 阿德里安•德瑞斯丹等，《欧洲公司法》，费煊译，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 

12. 马德斯•安登斯、弗兰克•伍尔德里奇，《欧洲比较公司法》，汪丽丽、汪晨、胡曦彦译，法
律出版社 2014年版； 

13. 乔纳森·查卡姆：《公司长青：英美法日德公司治理的比较》，郑江淮等译，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06年版； 

公司法理论相关书籍 

1. [美]伯利、米恩斯，《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甘华鸣、罗锐韧、蔡如海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 

2. [美]亨利•汉斯曼，《企业所有权论》，于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3. [美]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丹尼尔•费希尔：《公司法的经济结构》，张建伟、罗培新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4. [加]柴芬斯，《公司法：理论、结构和运作》，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5. [日]志村治美，《现物出资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6. 郁光华：《公司法的本质——从代理理论的角度观察》，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执笔：李建伟  审稿：×××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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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总论/经济法原理 
Survey of Economic Law/Principles of Economic Law 

课程号：30203003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经济法的基础理论和思维方法；2、了解和掌握经济法的基本原

理和基本制度；3、掌握经济法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生活问题的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经济法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了解经济法的基本

概念和基本范畴，为进一步深入学习竞争法、消费者法、劳动法、自然资源法、环境法、财政法、

税法、金融法、房地产法、审计法和会计法等后续选修课程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经济法基础理论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导论 

（1）经济法学研究对象 

（2）经济法学科特点 

（3）经济法学科体系 

（4）经济法课程体系 

（5）经济法总论课程内容 

（6）学习经济法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学习方法 

2．经济法的概念和特征 

（1）经济法的词源 

（2）经济法的内涵：西方学者对经济法的界定；中国学者对经济法的界定 

（3）经济法的内容和体系：经济法的内容；经济法的体系 

（4）经济法的特征 

3．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1）经济法在西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2）经济法产生和发展根源：经济根源；社会根源；法律根源；理论根源 

（3）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及原因：产生和发展过程；产生和发展原因 

4．经济法的理念和原则 

（1）经济法理念：社会本位；实质正义 

（2）经济法基本原则：社会公共利益；国家适度干预 

5．经济法与相邻部门法的关系 

（1）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 

（2）经济法与商法的关系 

（3）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6．经济法律关系 

（1）经济法律关系概述：特点；分类 

（2）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类型；特点 

（3）经济法律关系客体：类型；特点 

（4）经济法律关系内容：权利；义务；权力 

7．经济法责任 

（1）经济法责任形式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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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法责任特点 

8．经济法实施 

（1）实施方式：守法（市场主体守法、政府守法）；行政实施；司法实施 

（2）行政实施：实施主体；实施程序 

（3）司法实施：私人诉讼；公益诉讼；集团诉讼 

学习目标： 

1．通过本单元教学，使学生了解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学科特点、学科体系、课程体系、学

习研究方法以及总论课程的内容和意义；了解经济法一词的来源，国内外学者关于经济法的界

定；了解经济法的内涵和外延及体系；了解中外经济法产生和发展过程；了解经济法的理念

和原则，经济法与民商法及行政法的区别和联系；理解经济法律关系构成以及经济法责任形

式、种类及特点；了解经济法的实施机制。 

2．通过本单元教学，使学生掌握经济法学的研究范围和学科构成、经济法学在法学学科中的

地位、与其他二级学科的关系以及与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掌握学习和研究经济法的基本方法；

掌握经济法的定义、特征、内容构成和体系；掌握经济法产生的根源；掌握社会本位、实质正义、

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适度干预等基本范畴；掌握经济法与民法及行政法的区别和联系；掌握经济法

主体、客体、权利、义务和权力及特征；掌握经济法责任的形式和特征；掌握经济法行政实施和司

法实施。 

作业： 

1. 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有哪些特点？ 

2. 经济法学由哪些分支学科构成？各自研究的对象有何区别和联系？ 

3. 经济法学包括哪些课程？经济法总论包括哪些内容？ 

4. 学习经济法有哪些意义？如何学习和研究经济法？ 

5. 简述经济法一词的来源与西方和中国学者关于经济法的界定。 

6. 什么是经济法？它有哪些特征？ 

7.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 

8. 简述经济法的内容和体系结构。 

9. 简述经济法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比较其异同。 

10. 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根源和法律根源是什么？ 

11. 简述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过程。经济法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有何特殊性？ 

12. 试述社会本位的含义、特征以及在经济法中的表现。 

13. 试述实质正义的含义、特征以及在经济法中的表现。 

14. 试述社会公共利益的含义、特征以及在经济法中的表现。 

15. 试述国家干预的含义、特征以及在经济法中的表现。 

16. 试述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和联系。 

17. 试述经济法与商法的联系和区别。 

18. 试述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和联系。 

19. 简述经济法律关系的含义、特点和类型。 

20. 简述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特点和类型。 

21. 简述经济法律关系客体的特点和类型。 

22. 简述经济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和权力及其特征。为什么说经济法是权利本位法？ 

23. 经济法责任有哪些形式，有何特点？ 

24. 为什么说经济法责任是一种社会责任？ 

25. 经济法有哪些实施方式？守法主体有哪些？ 

26. 试述经济法行政实施的主体和程序。 

27. 试述经济法司法实施的特点。何为公益诉讼和集团诉讼？它们与经济法是何关系？ 

知识单元 2：经济法主体 

参考学时：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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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经济法主体概述 

（1）经济法主体含义、特征和意义 

（2）经济法主体种类 

2．市场主体 

（1）经营者、消费者和劳动者的概念和特征 

（2）市场准入制度和经营者资格取得 

（3）企业的概念、特点和分类；企业法律制度 

（4）国有企业：概念、特征、分类、职能、地位和改革 

3．市场监管主体 

（1）市场监管概念、特征、种类和意义 

（2）市场监管体制：监管机构；监管职能 

4．市场调控主体 

（1）市场调控概念、特征、种类和意义 

（2）市场调控体制：调控机构；调控职能 

5．社会团体 

（1）行业协会 

（2）消费者组织 

（3）劳动者组织 

学习目标： 

1．通过本单元教学，使学生了解经济法主体的含义、特征、意义和种类，了解市场主体、市

场监管和调控主体，了解国有企业及其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殊性和改革。 

2．通过本单元教学，使学生掌握经济法主体的特殊性以及各自在市场经济中的身份和地位；

掌握经营者、消费者和劳动者等市场主体以及相对应的社会组织的基本概念和特征；掌握市场准入

制度和经营者资格的关系以及企业法律制度；掌握市场监管和市场调控、市场监管机构和市场调控

机构等基本知识；掌握国有企业的特点、种类、职能以及地位。 

作业： 

1. 简述经济法主体含义和特征。 

2. 经济法主体包括哪些种类？它们与民商事主体有何区别和联系？ 

3. 什么是经营者？如何划分经营者？ 

4. 如何取得经营者资格？试述我国的市场准入制度。 

5. 什么是消费者？消费者在法律中处于何种角色？ 

6. 什么是劳动者？劳动者和消费者是何种关系？ 

7. 行业协会是何种性质的组织？它在市场中处于何种地位？ 

8. 简述市场监管的概念、特征、种类和意义。 

9. 简述我国的市场监管体制。 

10. 简述市场调控的概念、特征、种类和意义。 

11. 试述我国的市场调控体制。 

12. 简述国有企业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13. 国有企业应当承担哪些职能？它与政府是何种关系？ 

14. 如何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 

知识单元 3：竞争法原理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竞争法一般理论 

（1）竞争的含义、特征、种类、作用；竞争与经济的关系 

（2）竞争法产生和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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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竞争法体系 

2．反垄断法 

（1）垄断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2）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基本原则和内容 

（3）垄断行为：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行政垄断 

（4）反垄断方法（法律责任） 

（5）反垄断机制：反垄断机构及职权、调查和处理程序；反垄断诉讼 

3. 反不正当竞争法 

（1）不正当竞争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2）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目的、基本原则和内容 

（3）不正当竞争行为：混淆行为、商业贿赂行为、虚假宣传行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低价

倾销行为、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诋毁商誉行为 

（4）法律责任 

（5）反不正当竞争机制：反不正当竞争机构及职权 

学习目标： 

1．通过本单元学习，使学生了解竞争的一般知识，包括竞争的概念、特征、类型、作用以及

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了解竞争法演变历史、内容和作用；了解竞争法体系以及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2．通过本单元学习，使学生掌握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内容和执法机制，

掌握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行为表现、构成要件和法律责任。 

作业： 

1. 试述竞争的含义、特征、种类、作用。 

2. 试述竞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3. 试述竞争法产生和发展历史。 

4. 竞争法由哪些法律组成？ 

5. 简述垄断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6. 试述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基本原则和内容。 

7. 什么是垄断协议？它有哪些表现形式？哪些垄断协议可以豁免？ 

8. 什么是横向垄断协议？什么是纵向垄断协议？ 

9. 什么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它有哪些表现形式？ 

10. 什么是相关市场和市场结构？ 

11. 什么是经营者集中？为什么要对经营者集中进行规制？ 

12. 应从哪些方面审查经营者集中行为？简述经营者集中申报程序。 

13. 什么是滥用行政权力实施垄断？它有哪些具体表现？如何规制行政垄断？ 

14. 如何规制垄断行为？违反反垄断法有哪些法律责任？ 

15. 试述反垄断机构及职权、调查和处理程序。 

16. 简述不正当竞争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17. 什么是不正当竞争？它和垄断有何区别？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哪些不正当竞争行
为？哪些行为属于限制竞争行为？ 

18. 简述商业混同及其法律责任。 

19. 简述商业贿赂及其法律责任。 

20. 简述虚假宣传行为及其法律责任。 

21. 简述侵犯商业秘密及其法律责任。 

22. 简述商业诽谤及其法律责任。 

23. 简述不正当有奖销售及其法律责任。 

24. 简述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机关。 

知识单元 4：消费者法原理 

参考学时：9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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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消费者法概述 

（1）消费和消费者的含义 

（2）消费者法产生和发展：国外消费者法产生及原因；中国消费者法产生和发展 

（3）消费者法体系：基本法、特别法 

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目的、地位和适用对象 

（2）消费者的权利 

（3）经营者的义务 

（4）消费者保护：国家保护（立法、行政和司法保护）；消费者组织 

（5）消费者争议解决 

（6）法律责任 

3．产品质量法 

（1）产品的含义、特征和种类；产品质量的含义和内容 

（2）产品质量法的立法目的、适用范围；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3）产品质量管理制度：产品许可证制度、标准化制度、企业质量体系认证制度、产品质量

认证制度、产品质量检验制度产品、产品监督抽查制度 

（4）产品质量义务：生产者的义务；销售者的义务；其他主体（服务商、运输商、仓储商保

管商等）的义务 

（5）产品质量责任：概念和种类；产品损害赔偿责任、归责原则、请求权与诉讼时效；产品

瑕疵责任和缺陷产品责任；生产者、消费者和其他主体的法律责任。 

3. 食品安全法 

（1）食品、食品安全的含义 

（2）食品安全法：概念和立法目的、内容；食品安全法的适用范围、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

关系 

（3）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 

（4）食品安全标准制度 

（5）食品安全控制制度（一般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过程控制；食品标签、说明书和广告规定；

特殊食品规定） 

（6）食品检验制度 

（7）食品进出口制度 

（8）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机制 

（9）政府监管机构及其职权 

（10）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 

1．通过本单元教学，使学生了解消费者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消费与经济的关系，了解

我国消费者法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当前立法状况。 

2．通过本单元教学，使学生掌握消费者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以及立法体系和结构，

掌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和食品安全法的基本制度，能熟练运用法律法规分析、

判断和处理消费者案件。 

作业： 

1. 什么是消费者？它和民法中的自然人是什么关系？如何判断哪些自然人属于消费者？ 

2. 什么是消费者保护法？它由哪些法律构成？ 

3. 简述消费者法产生的历史原因和过程。 

4.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请分别阐述这些权利的内容。 

5. 经营者有哪些义务？请分别阐述这些义务的内容。 

6. 请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权利和义务结构进行法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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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家应当如何保护消费者？ 

8. 消费者协会是何种性质的社会组织？它有哪些职能？它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中有哪些作
用？ 

9. 消费者有哪些维权途径？请简述各种途径的优缺点。 

10. 如何确定生产者和销售者、柜台出租人和销售者、展销会举办者和销售者、服务提供者和
产品生产者以及营业执照持有人和借用人之间的法律责任？ 

11.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有哪些民事责任？ 

12.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哪些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13. 什么是产品和产品质量？ 

14. 什么是产品质量法？它包括哪些具体法律？ 

15. 我国对产品质量有哪些监管措施？ 

16. 简述生产者和销售者的产品质量义务。 

17. 简述产品责任的性质、归责原则。 

18. 简述产品缺陷责任和产品瑕疵责任。 

19. 什么是食品和食品添加剂？ 

20. 简述《食品安全法》的立法宗旨和适用对象。 

21. 简述我国《食品安全法》的基本制度。 

22. 简述我国《食品安全法》的监督管理体制和措施。 

23. 简述违反《食品安全法》的法律责任。 

知识单元 5：财税法原理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财政法 

（1）财政的概念和特征；财政的功能；财政管理体制 

（2）财政法的概念和性质 

（3）财政法的内容：财政收入法（税法、国债法）；财政支出法（政府采购法、转移支付法）；

国有资产管理法；财政监督法（审计法） 

2．预算法律制度 

（1）预算的含义；预算法立法宗旨和内容 

（2）预算管理权限 

（3）预算收支范围；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4）预算的编制、审查批准、执行、调整和决算的概念及原则；政府举债的控制制度 

（5）法律责任 

3．税法 

（1）税收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2）税法体系（增值税法、消费税法、营业税法、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税法基本

原则 

（3）税法的构成要素 

（4）税收征收权限和体制（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 

4．国有资产管理法 

（1）国有资产：基本概念、类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2）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 

（3）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 

（4）资源性国有资产管理 

学习目标： 

1．通过本单元教学，使学生了解财政的一般知识和财税法的基本概念，了解财税法在经济法

中的地位以及立法状况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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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本单元教学，使学生掌握财政法和税法的基本理论和原理，能熟练运用现有法律分析

和解决财税案件和财税问题。 

作业： 

1. 什么是财政？财政有哪些功能？ 

2. 简述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 

3. 简述财政法的概念、性质和作用。 

4. 试述财政法的体系。 

5. 什么是预算？预算包括哪些种类？ 

6. 简述我国的预算管理体制。 

7. 什么是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预算应
遵循什么原则？ 

8. 什么是税收？它有哪些特点？ 

9. 简述税收的种类和各自的特点。 

10. 简述我国的税法体系。税收立法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11. 简述税法构成要素。 

12. 简述我国的税收权限划分和税收征管体制。 

13. 什么是国有资产？它有哪些种类？各有何特点？ 

14. 简述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 

知识单元 6：金融法原理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金融法基本理论 

（1）金融、金融业务、金融市场的含义和特征 

（2）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金融调控的含义和特征 

（3）金融法：含义；产生和发展；内容体系 

2．金融监管法原理 

（1）银行业监管法律制度 

（2）证券业监管法律制度 

（3）保险业监管法律制度 

（4）其他金融业监管法律制度 

3．金融调控法原理 

（1）金融调控的含义和手段；货币和货币政策；金融调控机构 

（2）中央银行：产生、发展、性质、地位和职能 

（3）中国人民银行：性质、地位、组织机构；职责范围 

（4）政策性银行：概念、特征、地位、种类和职能 

学习目标： 

1．通过本单元教学，使学生了解金融和金融法的基本知识和金融立法现状，了解我国金融业

的基本制度。 

2．通过本单元教学，使学生掌握金融法的基本理论以及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法的基本原理，

能运用金融法相关原理分析、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 

作业： 

1. 什么是金融、金融业和金融市场？ 

2. 简述我国的金融机构体系。 

3. 简述金融法的立法体系。 

4. 简述我国的金融监管和调控体制。 

5. 简述中央银行的产生和演变。 

6. 简述中央银行的性质、地位和职能。 



563 

7. 什么是货币？什么是货币政策工具？ 

8. 简述货币政策目标。 

9. 简述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 

10. 什么是政策性银行？它有哪些作用？ 

11. 简述我国的政策性银行及其职能。 

（二）实践教学 
本课程可选择在监管机构或调控机构、人民法院、律师事务所或企业实习作为实践教学，也可

以选择法律诊所作为实践教学活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经济法概念和特征、产生和发展 3  

2 经济法的理念、原则以及与 3  

3 相邻部门法的关系；经济法律关系 3  

4 经济法责任、经济法的实施 3  

5 经济法主体概述、市场主体 3  

6 市场监管和调控主体 3  

7 竞争法一般原理 3  

8 反垄断法 3  

9 反不正当竞争法 3  

10 消费者法概述 3  

1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3  

12 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 3  

13 财政法一般原理、预算法 3  

14 税法、国有资产管理法 3  

15 金融法基本原理；金融监管法原理 3  

16 金融调控法原理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原理、商法总论、行政法。 

后续课程：竞争法、消费者法、财政法、税法、金融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自然资源法、环

境法、房地产法、会计与审计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经济法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制度。 

难点：经济法基本理论。 

3、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 

2. 课堂提问和讨论 

3. 案例和实例分析 

4．阅读文献 

5．问题研究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资料 

2. 录像录音资料 

3. 网络信息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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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方法：考核+考试 

考核要求：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平时考核成绩占 30％，考核内容包括：出勤、

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数量和质量；期末笔试成绩占 70％。 

5、作业要求： 

每单元教学结束，教师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授课教师推荐，学生选用。 

（二）推荐参考书 

1. 李曙光主编：《经济法学》（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2. 王卫国、李东方主编：《经济法学》（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3. 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年 12月版。 

4. 杨紫烜主编：《经济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5. 张守文主编：《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6. 刘文华主编：《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2014年版。 

7. 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版。 

8. 史际春主编：《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9. 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10. 顾功耘主编：《经济法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11. 刘少军、王一鹤著：《经济法学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12. 刘继峰、何国华著：《经济法总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9年出版。 

13. 薛克鹏著：《经济法基本范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14. 赵红梅著：《私法与社会法——第三法域之社会法基本理论范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年出版。 

15. [德]沃尔夫冈·费肯杰著：《经济法》，张世明、袁剑、梁君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0

年版。 

16. [日]金泽良雄著：《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年版。 

17. [日]丹宗昭信、厚谷襄儿著：《现代经济法入门》，谢次昌译，群众出版社 1985年版。 

18. [日]丹宗昭信、伊从宽著：《经济法总论》，吉田庆子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年版。 

19. [法]阿莱克西·雅克曼、居伊·施朗斯：《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版。 

20. [韩]权五乘著：《韩国经济法》，崔吉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执笔：薛克鹏  审稿：赵红梅、张钦昱、张东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7日 

 

民事诉讼法案例研习 
Case Study of Civil Procedural 

课程号：30204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研究民事诉讼案例； 

2、深化民诉法学理论学习； 

3、研究讨论案例中体现的立法、司法解释即司法实务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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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具体案例结合，使学生进一步掌握民事诉讼法学基础知识，

深入理解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了解民商事诉讼实务情况状况。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教学内容 

1．12周课，32课时，通常需要用 20个案例。另外，还有许多好的案例，可以发给学生自己

阅读，有问题通过微信等方式与老师讨论。 

2．通过阅读、研究这么多案例，可以使学生： 

第一，使学生进一步理解民事诉讼法学中的理论难点。 

第二，通过研读老师提供的有问题探讨价值的案例，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的能力、解

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使学生了解我国民商事诉讼实务状况。 

第四，融会贯通民商事程序法与实体法关联知识。 

（二）学习目标： 

1．学习运用民事诉讼法学理论分析问题 

2．进一步掌握民事诉讼法学、民事证据法学、强制执行法学原理 

3. 理论与实务结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我国法院主管案件问题案例研习 3 

2 法院立案问题案例研习 3 

3 
是否重复诉讼、是否可以分割诉讼及诉的

分离案例研习 
3 

4 民事诉讼主体认定问题案例研习 3 

5 诉的合并问题案例研习 3 

6 法院管辖异议问题案例研习 3 

7 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例研习 3 

8 一审程序中的问题案例研习 3 

9 上诉程序中的问题案例研习 3 

10 再审程序案例研习 3 

11 强制执行救济案例研习 2 

（周次：或者 12周，每周 3节

课，或者 9周，每周 4节课）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合同法、商法、婚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实体法。 

后续课程：法律诊所或者实习（建议，不是必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院主管与管辖、当事人、诉讼程序、民事诉讼证据、强制执行。 

难点：立法、司法解释的学理解释、理解与审判实务解释的差异，实务问题批判，理论研究检

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选取具有代表性、新型特点的案例研习 

（2）以课堂讨论为主 

（3）实务问题与立法、司法解释、民诉理论相结合问题研究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课堂讨论记录作为参考。 

5、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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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课前告诉学生下次课研讨的案例是那部分内容，请学生提前复习理论知识。 

6、没有教材。 

这种课程不适宜编写教材。因为，我国法律、法治、法学处于发展过程中；司法改革不断变化，

许多案例不宜固定，否则可能后落后。 

但是，需要理论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一般高校使用的民事诉讼法学教材。 

2.肖建国主编：《民事执行法》（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3.日本、德国、法国、我国台湾的民事诉讼法学教材，不限定那一本。 

（二）推荐参考书 

1.我国台湾的民事诉讼法学、强制执行法学教材，不限定那一本。 

2.谭秋桂著：《民事执行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3.〔德〕汉斯.普维庭：《著现代证明责任问题》，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4.李浩著：《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5.〔日〕新堂辛司著：《新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 2008年版。 

6.〔德〕罗森贝克著：《德国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年版。  

执笔：邱星美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1月 19日 

 

知识产权法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课程号：302060013 

一、 课程性质、目的与任务 

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紧密相关，并由于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法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及其在当代科

技、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现已从民法中分离出来并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知识产权

法一课的教学成为法学专业的必修课。 

本课程是法以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以及其他知识产权法律知识为

基本教学内容，涉及知识产权法的基础理论知识、我国现行的以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为核心

的诸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法律规范，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基本制度，以及知识产权创造、运营、保

护、管理的基本制度和代表性案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现状，理解和领会我国知识产权法律

制度的实质，掌握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并了解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概况，

具备一般的运用知识产权基本制度和原理解决相关实践问题的能力。本课程构成《知识产权法专题

研习》、《知识产权法案例研讨》、《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等研讨课和实践课的基础课程。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第一部分   知识产权法总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章  知识产权概述 （1.5学时） 

第一节  知识产权的概念、范围 

主要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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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产权的概念  

2.知识产权的范围，以及以专利权、商标权为核心的工业产权和著作权的关系 

延伸理解： 

知识产权与相关民事权利的关系 

第二节  知识产权的法律性质和特征 

主要把握： 

1.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地域性、时间性特点及其内涵。 

2.知识产权无形财产权的本质属性 

3.知识产权与物权和其他权利的关系 

延伸理解： 

1.知识产权各特征在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中的不同特点 

2.知识产权法定性、社会性等特点 

3.知识产权属性决定的市场属性 

第三节  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财产权利 

主要把握： 

知识产权的无形财产权的本质及其与物权和其他权利的关系 

延伸理解： 

知识产权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第二章  知识产权法概述 （1学时） 

第一节  知识产权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主要把握： 

1. 知识产权法的概念 

2. 知识产权法的特征 

3. 知识产权法的调整对象 

延伸理解： 

知识产权法的狭义范围和广义范围 

第二节  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主要把握： 

我国以知识产权专门法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及其相互关系 

延伸理解： 

1.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国内知识产权法中的地位 

2.知识产权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关系 

第三节  知识产权法的历史沿革 

主要把握： 

1.知识产权法产生与演变的科技、经济与法律文化背景 

2.知识产权法的历史概况 

3.我国知识产权法的历程 

延伸理解 

1.我国知识产权法特殊发展历史导致的适用中的特殊问题 

2.知识产权法的制度价值  

第三章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 （0.5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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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把握： 

1.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产生背景 

2.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基本原则 

3.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国内保护的关系 

4.主要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组织、机制与条约 

5.WIPO、TRIPS、伯尔尼公约、巴黎公约的产生背景与主要内容 

延伸理解 

1.专利合作条约、马德里协定、互联网条约等的产生背景与主要内容 

2.美国与欧盟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情况 

第二部分  著作权法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第四章  著作权与著作权法概述（2学时） 

第一节  著作权和著作权法的概念和特征 

主要把握： 

1.著作权的概念 

2.著作权法及其内容体系 

3.著作权法的特征 

延伸理解： 

著作权与版权的关系及历史内涵 

第二节  著作权与专利权、商标权的联系和区别 

主要把握： 

1.著作权与专利权、商标权的区别 

2.著作权与专利权、商标权的联系 

延伸理解： 

特殊对象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保护的冲突与协调 

第三节  著作权法的历史沿革 

主要把握： 

1.世界范围内著作权法的历史 

2.我国著作权法的历史 

延伸理解： 

1.当代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制度的特点 

2.当代著作权国际保护的趋势 

第五章 著作权的主体（2学时） 

第一节  著作权主体概述 

主要把握： 

1.著作权主体的含义 

2.著作权主体的种类 

3.作者的法律意义 

4.作者、创作与独创性的界定 

延伸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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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著作权主体的关系 

第二节  不同作品的著作权归属 

主要把握： 

1. 演绎作品及其著作权归属 

2.职务作品及其著作权归属 

3.合作作品及其著作权归属 

4.视听作品及其著作权归属 

5.汇编作品及其著作权归属 

延伸理解： 

作品著作权归属的一般原则和依据 

第六章  著作权的客体－－作品（2学时） 

第一节  作品概述 

主要把握： 

1.作品的含义 

2.独创性的认定  

延伸理解： 

不同作品独创性判断的区别  

第二节  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主要把握： 

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的不同形式的作品的内涵 

延伸理解： 

不同形式作品的独创性的判定 

第三节  不适用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主要把握： 

著作权法第五条规定三类不适用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 

延伸理解： 

1.不适用著作权保护对象的确定理由 

2.域外对不适用著作权法保护对象的规定 

第七章 著作权的内容（2学时） 

第一节 著作权内容概述 

主要把握： 

著作权权利内容的确定依据 

著作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关系 

延伸理解： 

1.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于著作权内容上的不同 

2.当代著作权内容制度的特点 

3.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内容制度的现趋势 

第二节  著作人身权 

主要把握： 

1.著作人身权的保护依据 

2.发表权的内涵 



570 

3.署名权的内涵及实质 

3.修改权的内涵 

4.保护作品完整权 

延伸理解： 

1.发表权与其他著作人身权的关系 

2.发表权与著作财产权的关系 

3.著作人身权的侵权表现 

4.侵犯著作人身权的经典案例 

第三节  著作财产权 

主要把握： 

1.确认和保护著作财产权的依据 

2.著作财产权的主要内容 

延伸理解： 

1.著作权法列举的著作财产权的彼此关系 

2.著作财产权制度的演进特点 

3.诸著作财产权的分类 

第八章  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邻接权（2学时） 

第一节  邻接权概述 

主要把握： 

1.邻接权保护的依据 

2.邻接权的基本内容 

3.邻接权与著作权的关系 

延伸理解： 

国际上邻接权制度的发展历史 

第二节  出版者权 

主要把握： 

1.出版者权的基本含义 

2.出版者权的主要内容 

延伸理解： 

3.我国著作权法上出版者权的特点 

第三节  表演者权 

主要把握： 

1.表演者权的基本含义 

2.表演者权的主要内容 

3．表演者权与表演权的关系 

4.表演者权与相关主体权利的关系 

延伸理解： 

表演者权的产生背景与当代特点 

第四节  录音录像制品制作者权 

主要把握： 

1.录音制作者权的基本含义 

2.录音制作者权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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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录音制作者权与相关主体的权利的关系 

延伸理解： 

录像制作者的著作权定位 

第五节  广播电视组织权 

主要把握： 

1.广播电视组织权的基本含义 

2.广播电视组织权的主要内容 

3.广播电视组织权与相关主体权利的关系 

延伸理解： 

网络服务商的邻接权地位 

第九章 著作权的利用与限制（2学时） 

第一节  著作权的利用 

主要把握： 

1.著作权利用的含义 

2.著作权利用的基本形式 

3.著作权许可合同 

4.著作权转让合同 

延伸理解： 

1.著作权许可与转让的关系 

2.著作权许可与转让与一般民事权利许可转让的区别与联系 

3.著作权利用的特殊形式 

第二节 著作权的限制 

主要把握： 

1.著作权限制的含义与依据 

2.著作权限制的内容 

3.合理使用的含义、判定依据与主要表现 

4.法定许可的含义与主要形式 

延伸理解： 

著作权限制的理论阐释 

第十章 著作权集体管理（1学时） 

第一节 著作权集体管理概述 

主要把握： 

1.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含义 

2.著作权集体管理的价值  

3.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性质 

4.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内容 

延伸理解： 

1.著作权法集体管理的产生历史 

2.主要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第二节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主要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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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规定的主要内容 

延伸理解：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特点与完善  

第十一章著作权的法律保护（2学时） 

第一节  著作权法律保护期限 

主要把握： 

1.著作权期限制度的基本内容 

2.著作人身权与财产权保护期 

延伸理解： 

各国著作权保护期制度的基本情况  

第二节 著作权侵权行为 

主要把握： 

1.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含义 

2.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认定 

3.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权侵权行为  

延伸理解： 

著作权法第 47、48条规定侵权行为的区别 

第三节 侵犯著作权的法律责任 

主要把握： 

1.侵犯著作权的法律责任及产生依据 

2.侵犯著作权的民事责任 

3.侵犯著作权的行政责任 

4.侵犯著作权刑事责任 

延伸理解： 

侵犯著作权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理论依据 

第四节 著作权诉讼 

主要把握： 

1.著作权诉讼的主体 

2.著作权诉讼管辖 

3.著作权诉前停止侵权 

4.证据保全 

5．财产保全 

延伸理解： 

著作权诉讼与一般民事诉讼的关系 

第三部分  专利法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第十二章  专利法律制度概述 （2学时） 

第一节 专利、专利权、专利制度与专利法的概念 

主要把握： 

1.专利、专利权、专利制度与专利法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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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利制度的功能 

延伸理解： 

1.专利制度与科技管理制度的关系 

2.专利制度与国家创新政策的关系 

3.专利法的主要学说 

第二节 专利制度的起源与发展主要把握： 

主要把握： 

1.欧洲专利制度产生的背景 

2.主要国家专利制度的发展历程 

延伸理解： 

1.专利制度与经济科技的关系 

2.当代各国专利制度发展的特点 

第三节 我国专利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主要把握： 

1.我国当代专利制度伴随改革开放发展的一般情况 

2.我国专利法制定与修订沿革 

延伸理解： 

1.中国古代未能够出现专利制度原因 

2.中国现代专利法伴随域外力量进入的专利制度发展特点 

第十三章  专利权主体 （1学时） 

第一节  专利权主体概述 

主要把握： 

1.专利权主体的含义 

2.专利申请权与专利权的含义与相互关系 

3.发明人与专利权人的关系 

延伸理解： 

著作权主体与专利权主体的区别 

第二节  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主要把握： 

1.发明人的含义 

2.设计人的含义 

延伸理解： 

专利法上的发明人与通常语境下的发明人区别 

第三节  外国人 

主要把握： 

1.外国人在中国获得专利保护的理由 

2.外国人在中国获得专利保护的条件 

延伸理解： 

专利域外保护与专利权地域性特点的关系 

第十四章  专利权的客体－－发明创造 （3学时） 

第一节  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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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把握： 

1.发明的概念 

2发明的种类 

延伸理解： 

发明在专利法上的地位 

第二节  实用新型 

主要把握： 

1.实用新型的概念 

2.实用新型与发明的关系 

延伸理解： 

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国际状况 

第三节  外观设计 

主要把握： 

1.外观设计的概念与内涵 

2.外观设计专利保护重点 

3.外观设计专利与发明实用新型专利的区别 

延伸理解： 

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国际状况 

第四节  不受专利法保护的客体 

主要把握： 

1.不受专利保护对象的确定依据 

2.我国专利法上不受专利保护的主要对象 

延伸理解： 

域外不受专利保护对象的一般情况 

第十五章  专利权的取得和终止 （3学时） 

第一节  取得专利权的条件 

主要把握： 

1.专利权取得条件的内容：实质条件与形式条件 

2.专利的新颖性条件 

3.专利的创造性条件 

4.专利的实用性条件 

延伸理解： 

专利权取得条件与著作权取得条件的区别 

第二节  取得专利的申请和授予专利权的程序 

主要把握： 

1.专利申请制度：注册制与审查制 

2.专利申请原则：书面原则、先申请原则、优先权、单一性、禁止重复授权 

3.专利申请文件的种类及要求 

4.专利申请的提出 

5.专利审批与授权的一般程序 

延伸理解： 

域外专利申请制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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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专利权的撤销、无效和终止 

主要把握： 

1. 专利权无效的含义与适用情形 

2. 专利权撤销的含义与适用情形 

3.专利权终止的含义与适用情形 

延伸理解： 

1.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工作性质与职能 

2.专利无效与复审的程序与性质 

第四节  涉外专利的申请 

主要把握： 

1.专利国际申请的产生背景与依据 

2.专利合作条约 

延伸理解： 

1. PCT专利申请与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区别 

2.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 PCT申请 

第十六章  专利权的内容和限制 （3学时） 

第一节  专利权人的权利 

主要把握： 

1.专利权人权利的特点 

2.产品专利的权利内容 

3.方法专利的权利内容 

4.外观设计的专利权利内容 

延伸理解： 

专利权的性质——专利的实施权与禁止权 

专利权与著作权的在知识产权法上的相同与不同 

第二节  专利权人的义务 

主要把握： 

1.专利权人义务的产生依据 

2.专利费用制度 

延伸理解： 

专利的实施——专利权人的权利或义务 

标记的性质：专利权人的权利或义务？ 

第三节  专利权的限制 

主要把握： 

1.专利权限制的理由 

2.专利权限制的内容 

3.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情况 

4.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延伸理解： 

专利权限制与侵权抗辩 

第十七章  专利权的利用和专利权的保护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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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专利权的利用 

主要把握： 

1.专利权利用的含义与作用 

2.专利权许可的含义、种类与专利许可合同 

3.专利权的转让 

延伸理解： 

1.专利权的质押、融资等其他利用 

2.专利的管理 

第二节  专利权的保护期限 

主要把握： 

1.发明专利保护期 

2.实用新型专利保护期 

3.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期 

延伸理解： 

1.专利保护期较短的理由 

2.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期不同的理由 

第三节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主要把握： 

1.专利侵权行为的含义及其种类 

2.专利侵权行为的判定 

3.专利侵权的法律责任 

4.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依据 

5.专利权侵权诉讼的主要问题 

延伸理解： 

一般侵权构成要件在专利侵权判定中的适应性 

第四部分  商标法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第十九章  商标法概述 （2学时） 

第一节 商标和商标法概念、特点与作用 

主要把握： 

1.商标的概念、种类 

2.产品商标、服务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及其他商标概念的含义 

3.商标与商号、域名等商业标识的关系 

4.商标法的性质 

5.商标法的内容 

延伸理解： 

1.商标的经济价值与保护依据 

2.商标法的私权调整法与市场规范法融合特点 

第二节 商标法律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主要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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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商标制度发展的基本情况 

延伸理解： 

商标法与专利法历史发展的不同特点 

第三节 我国商标法律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主要把握： 

1.我国历史上的商标制度 

2.我国现代商标法律制度 

3.建国初期我国商标制度的特点 

4.我国当代商标制度的基本情况 

5.商标法的制定与历次修订的基本情况 

延伸理解： 

我国商标法历程的特点及其成因 

第二十章  商标权的主体、客体与内容  （4学时） 

第一节  商标权的主体（1学时） 

主要把握： 

1.商标权主体的含义 

2.商标权人 

延伸理解： 

商标权主体和专利权、著作权主体的不同特点及其缘由 

第二节 商标权的客体（2学时） 

主要把握： 

1.商标权客体的构成要件 

2.商标的显著性 

3.商标的构成要素 

4.立体商标、声音商标等新型商标的显著性 

5.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标志 

6.不得作为商标注册的标志 

延伸理解： 

商标的显著性的理论解说与比较法研究 

第三节 商标权的内容（1学时） 

主要把握： 

1.商标权的基本内容 

2.商标权与注册商标专用权 

3.商标权人的禁止权 

4.商标权人的其他权利 

延伸理解： 

1.商标专用权与禁止权的关系 

2.商标权与著作权、专利权内容的不同特点及其理论解说 

第二十一章  商标权的取得和灭失制度 （3学时） 

第一节 商标权取得制度 

主要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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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标权取得制度 

2.商标权的使用取得与注册取得 

3.我国的取得商标权的条件 

延伸理解： 

商标权取得与著作权、专利权取得的不同及其理论解说 

第二节 商标注册的原则 

主要把握： 

1.商标注册的含义、原则与要求 

2.自愿注册与强制注册 

延伸理解： 

商标注册的核转制与我国计划经济时的商标注册制度 

第三节 商标注册的申请 

主要把握： 

1.商标注册的文件 

2.商标注册的程序 

3.商标的电子申请 

延伸理解： 

1.商标注册申请与专利申请的程序比较 

2.商标国际分类 

第四节 商标注册的审查与核准注册 

主要把握： 

1.商标注册申请的审查 

2.商标注册申请的基本程序 

延伸理解： 

商标注册信息的查询与检索 

第五节 注册商标的异议、无效、注销和撤销 

主要把握： 

1.注册商标的异议 

2.注册商标的无效  

3.注册商标的撤销 

4.注册商标的注销 

延伸理解： 

商标注册不当与使用不当的法律后果的区别 

第六节 商标的国际申请 

主要把握： 

1.商标国际申请的背景与依据 

2.马德里协定 

延伸理解： 

商标国际申请与专利国际申请程序的区别 

第二十二章  商标权的管理 （1学时） 

第一节 商标管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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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把握： 

1.商标管理的含义、性质与作用 

2.商标事务的行政管理 

延伸理解： 

1.商标管理与商标权的私权保护   

2.商标事务的微观管理——企业商标管理 

第二节 注册商标的管理 

主要把握： 

1.注册商标管理的内容 

2.可注册标识的规范 

3.注册商标的使用管理  

4. 商品商标的市场管理 

5.强制注册商标的商品 

延伸理解： 

商标注册不当与使用不当  

第三节 未注册商标的管理 

主要把握： 

1.未注册商标的含义及其法律（弱）保护  

2.未注册商标的使用管理 

延伸理解： 

未注册驰名商标 

第四节 商标印制管理 

一般把握： 

商标印制管理的含义与主要依据 

商标印制管理的内容 

第二十三章 商标权的法律保护 （2学时） 

第一节  商标权的保护期及续展 

主要把握： 

1.商标权保护期的一般规定 

2.商标权续展的含义、程序 

延伸理解： 

商标权保护期与著作权、专利权保护期区别的理论分析  

第二节  商标权的保护范围 

主要把握： 

1.确定商标权保护范围的依据  

2.商标的专用权与禁止权的区别 

延伸理解： 

商标权保护范围与著作权、专利权保护范围区别的理论分析  

第三节  商标侵权行为的概念和构成要件 

主要把握： 

1.商标侵权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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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标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延伸理解： 

1. 商标侵权的性质：商标承载的商誉的不法利用与破坏） 

2. 一般民事侵权构成要件在商标侵权构成上的适应  

第五节 商标侵权的种类和法律责任 

主要把握： 

1.商标侵权的种类  

2.商标侵权的民事责任 

3.商标侵权的行政责任 

4.商标侵权的刑事责任  

延伸理解： 

商标权侵权法律责任与著作权、专利权侵权责任的区别 

商标侵权涉及的公共利益  

第六节 驰名商标的特别保护 

主要把握： 

1.驰名商标的含义 

2.驰名商标的认定（认定原则、条件与机构） 

3.驰名商标的扩大保护  

延伸理解： 

我国驰名商标保护中的特殊问题  

第五部分  其他知识产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二十四章  制止不正当竞争权 （1学时） 

第一节 不正当竞争的概念和特征 

主要把握： 

1.不正当竞争的含义  

2.不正当竞争的特征 

延伸理解：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历史  

第二节 反不正当竞争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 

主要把握： 

1.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历史渊源  

2.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联系 

3.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的补充保护 

4.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的兜底保护 

延伸理解： 

当今国际贸易规则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化  

第三节 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及法律责任 

主要把握： 

1.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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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 

延伸把握; 

网络环境下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点 

第二十五章 商业秘密权 （1学时） 

第一节 商业秘密的概念和构成条件 

主要把握： 

1.商业秘密的含义与主要内容 

2.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  

延伸理解： 

商业秘密与专利的关系 

第二节 商业秘密权的性质及特点 

主要把握： 

1.商业秘密权的性质 

2.商业秘密权的特点 

延伸理解： 

1.商业秘密与商业秘密权 

2.保护商业秘密权的依据  

第三节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主要把握： 

1.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认定 

2.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表现 

延伸理解： 

侵犯商业秘密与侵犯其他知识产权行为的区别   

第四节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法律责任 

主要把握： 

1.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民事责任 

2.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刑事责任 

3.侵犯商业秘密的行政责任 

延伸理解： 

域外商业秘密侵权的法律责任制度 

第二十六章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本章做一般了解，供选择学习） 

一般把握： 

1.集成电路知识产权立法保护的必要性 

2.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客体、主体和归属 

3.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的内容、限制及保护 

第二十七章  植物新品种权（本章做一般了解，供选择学习） 

一般把握： 

1.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概述 

2.植物新品种权的取得 

3.植物新品种权的内容及限制 

4.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和审批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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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植物新品种权的法律保护 

第二十八章 域名权 （与第二十六、二十七章合计 1学时） 

本章主要把握： 

1.域名的法律性质及特性 

2.域名与商标的区别与联系 

3.域名纠纷的解决机制 

课程说明  

一、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法理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法学、经济法学、行政法学 

后续课程： 

知识产权法专题研讨，知识产权法案例研习，知识产权法律诊所 

二、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本课程各部分的重点 

第一部分：知识产权的含义、内涵、特征与属性，知识产权的与物权等民事权利的关系，知识

产权法的内容，知识产权法的产生与发展历史，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历史脉络，主要知识产权国际

组织与公约，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原则； 

第二部分：著作权的含义，著作权制度 的产生发展历史，作者在著作权法中的意义，著作权

主体的含义与种类，演绎作品、合作作品、职务作品、视听作品等著作权归属；作品的含义，独创

性在著作权法中的意义，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及其独创性判定，著作权法不予保护的对象，著作权内

容的特点，著作人身权与财产权的内涵及其相关关系，邻接权的保护依据，邻接权的种类及各种邻

接权与相邻权利的关系；著作权利用的方式，著作权限制的含义及种类，合理使用的含义、构成与

主要形式，法定许可的含义、内容，著作权侵权认定与表现，著作权侵权责任，著作权集体管理的

性质与内容 

第三部分：专利、专利权、专利法、专利制度的含义，专利制度的产生发展历史，发明、实用

新型、外观设计的含义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含义，不予专利的主题及

其理由；专利权主体发明人和设计人的判定，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创造的含义，专利权的归属，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专利权的取得和期限，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含义及内容，专利侵权行为的判定，

专利侵权的法律责任。 

第四部分：商标制度的产生发展历史，商标与其他商业标识的关系，商标制度的价值，商标的

注册条件，商标的显著性，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保护的价值，立体商标、声音商标的注册与保护条

件及实践中的特殊问题，驰名商标的认定与保护，商标侵权认定及其表现，商标侵权责任，商标侵

权损害赔偿额的计算，商标侵权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承担依据。 

第五部分：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商业秘密的认定与保护。 

本课程的难点问题： 

第一部分：知识产权的无形财产权属性及其与其他民事权利的关系，知识产权范围随科技经济

发展而不断扩张的特点，知识产权时间线、地域性、专有性在新技术条件下的挑战；知识产权法的

以调整私权为基础，兼及公共利益、产业政策的复合型特点；当代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化及其与国际

贸易的关系，知识产权法的产业政策特点。 

第二部分：著作权与版权的概念渊源及对相关制度的影响；著作权与邻接权的关系；合理使用

的制度价值与新技术条件下的挑战；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主体、客体、权利内容及其邻接权、侵权认

定与侵权责任的深刻影响；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及其在我国的现实问题； 

第三部分：专利制度的学理基础；专利法伴随科技经济发展的特点，专利的申请与利用策略，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专利与商标、著作权保护的冲突与重叠，职务发明权利归属及其与职

务作品权利归属差别的理由；专利权的限制与侵权例外，专利许可的产业价值；专利强制许可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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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表现与制度价值，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方式及其合理性 

第四部分：商标制度的功能，商标显著性及其与商标权保护力度的关系，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的

价值，我国驰名商标制度的产生发展特点；商标法上禁止注册与禁止使用的商标标识的理由；商标

专用权与禁止权的范围，商标的无效与撤销；商标权的保护期及其与著作权、专利权保护期限制度

的区别及其理由；商标管理制度的内涵及其理由 

第五部分：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实践中许多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往往同时构成

不正当竞争纠纷的缘由；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与侵权表现。 

三、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系统讲授与体系解读方法 

2.比较研究方法 

3.问题导向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课堂讨论 

四、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考查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

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五、作业要求： 

对现行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进行法条级标引，以掌握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制度内容；每章

均设置延伸思考问题  

六、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涉及的现实背景、学习要求等 

知识产权的概念、内容、特征、属性； 

知识产权法的含义、内容与特点，知识产权法的产

生、发展历史；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历史与主要条约 

3  

2 
 著作权、著作权法的含义、内容与沿革 

著作权主体：作者及其种类 
3  

3 

著作权主体：不同作品权利归属 

著作权客体：作品的含义与构成要素 

我国著作权法下诸作品的内涵 

不予著作权保护的对象 

3  

4 
著作权内容概述与著作人身权分析 

著作财产权分析 

邻接权的含义、保护依据与主要内容 

3  

5 
著作权利用概述，著作权许可使用与转让；著作权

限制概况，合理使用，法定许可 
3  

6 

著作权侵权构成与认定 

著作权侵权表现 

著作权侵权的法律责任 

著作权集体管理 

3  

7 
专利法概述 

专利权的主体制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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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著作权的客体：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不受

专利法保护的对象 
3   

9 专利权的取得与终止：专利的申请、审查与无效 3  

10 
专利权的内容； 

专利权的限制：不予专利的主题，不视为侵权的情

形，强制许可 

3  

11 
专利权的利用 

专利权的保护：专利侵权判定、责任、救济 
3  

12 商标法概述、商标权的主体 3  

13 商标权的对象、商标权的内容 3  

14 商标的注册、审查与无效；商标国际申请 3  

15 商标的管理，商标权的法律保护 3  

16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其他知识产权 3  

七、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知识产权法》（第三版），冯晓青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出版。 

2.《知识产权法教程》（第三版），来小鹏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2015年出版。 

3.《知识产权法》（第五版），刘春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4年出版。 

4.《知识产权法》（第四版），王迁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5.《知识产权法》（第五版），吴汉东，法律出版社，2015年 

（二）推荐参考书 

1.《知识产权制度基础理论研究》，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 

2.《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研究》，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 

3.《知识产权利益平衡理论》，冯晓青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国家知识产权局网  www.sipo.gov.cn、中国商标网等涉及知识产权确认与行政管理的官方

网站 

5.《知识产权》等研究知识产权问题的专门刊物 

执笔：杨利华  审稿：李玉香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7月 1日 

 

知识产权法案例研习 
The case stud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课程号：302060022/4020600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知识产权法的诉讼知识和诉讼技巧；2、提高学生深层次研究分

析实际案件的能力；3、提高学生口头表达以及团组合作研究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在案例分析过程中梳理案件中的法律关系、确定案件的关键问题、发现

问题的解决途径、评析审理结果结果等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提高学生运用法学理论适用法律的能力，

提高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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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讲为本课程的概论，主要通过教师讲授的方式，说明法律人应当具有的基本素质、能力，介

绍研习知识产权法案例的基本方法，介绍案例研习报告的基本格式，同时完成本课程案例研讨的基

本安排。 

教学目的为通过讲授本课程的概述，使学生了解本课程的目的是将知识产权法理论中的基础概

念具体化，通过真实案例的研习使学生提高分析知识产权法理论问题和解决知识产权法实践问题的

能力。 

（二）实践教学  共 32学时 
从第二讲至第十六讲是本课程实质内容，主要通过学生自助组成的研习小组制作课堂案例报告

和课堂讨论，老师总结的形式，使学生学会撰写案例研习报告并能熟练组织课堂进行公开讨论。 

本课程在案例研习中并不训练学生如何调查取证，因为案例研习中的事实被假设为真实且无争论

性，本课程在案例研习中主要训练学生采用诸如图示法等具体办法对既有材料进行事实归纳和概括。 

案例研习报告有 PPT和文字两种形式，。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老师讲授 2  

2 学生讲演、分析，老师总结   

3 学生讲演、分析，老师总结   

4 学生讲演、分析，老师总结   

5 学生讲演、分析，老师总结   

6 学生讲演、分析，老师总结   

7 学生讲演、分析，老师总结   

8 学生讲演、分析，老师总结   

9 学生讲演、分析，老师总结   

10 学生讲演、分析，老师总结   

11 学生讲演、分析，老师总结   

12 学生讲演、分析，老师总结   

13 学生讲演、分析，老师总结   

14 学生讲演、分析，老师总结   

15 学生讲演、分析，老师总结   

16 当堂考核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学原理》、、《民事诉讼法》、《知识产权法》、《竞争法》、《行政诉讼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撰写研习报告、课堂演示研习报告 

难点：对每一个案例的定性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研习占 60%，期末考核占 40%。 

4、作业要求： 

每次演讲后将演讲内容形成报告。 

五、推荐参考书 
推荐书目： 

1．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2．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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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冯晓青主编：《知识产权权属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年第 1版 

4.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知识产权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 1版 

5. 徐家力著：《知识产权在网络及电子商务中的保护》，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第 1版 

6. 张璟平著：《知识产权制度的经济绩效》，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 1版 

7. 张燕强著：《知识产权法原理与实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 1版 

8. 刘银良著：《知识产权法新经典案例评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 1版 

9. 张志成著：《知识产权战略研究》，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 1版 

10. 周家贵著：《商标侵权原理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 1版 

11. 曹新明, 梅术文著：《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 1版 

12. 冯晓青主编：《专利侵权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年第 1版 

13. 马海生著：《专利许可的原则：公平、合理、无歧视许可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 1版 

14. 来小鹏主编：《专利合同理论与实务研究:前沿·实例·对策》，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 1版 

15. 周家贵著：《商标侵权原理与事务》，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 1版 

16. 文学著：《商标使用与商标保护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 1版 

17. 李伟编著：《商标纠纷新型典型案例与专题指导》，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 1版 

18. 邵兴全, 顾金焰著：《商标权的法律保护与运用》，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 1版 

19. 邓宏光著：《商标法的理论基础:以商标显著性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 1 版 

20、来小鹏、李玉香著：知识产权法案例研习（中国政法大学案例研习系列教材，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 2013年 8月出版。       

执笔：李玉香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年 10月 25日 

         

知识产权法总论和专利法 
General Provision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and Patent Law 

课程号： 3020600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知识产权法双培专业的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首先使学生学习和掌握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知识，了解知识

产权国际保护的现状及发展趋势等内容，为进一步学习知识产权各个部门法奠定基础；其次使学生

学习和了解专利法基础理论知识，掌握我国专利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并熟练运用专利法律解决实

践中出现的问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知识产权概述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和范围 

二、知识产权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三、知识产权的属性和特征 

学习目标： 

1．掌握知识产权的概念和范围 

2．理解知识产权的属性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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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2： 知识产权法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2、知识产权法的概念、调整对象 

3、知识产权法的地位及渊源 

4、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学习目标： 

1.掌握知识产权法的概念、调整对象 

2.理解知识产权法的地位 

3.了解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知识单元 3：知识产权侵权与法律救济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及其界定 

二、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法律救济 

学习目标： 

掌握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及其法律救济的特殊性 

知识单元 4：知识产权国际保护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一．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基本含义 

二．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产生与发展 

三． 主要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条约 

学习目标： 

1．学习和了解重要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条约 

2．掌握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对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影响 

知识单元 5：专利和专利制度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专利、专利权、专利制度与专利法的含义 

二．专利制度的起源、发展及其作用 

三、我国专利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学习目标： 

1.学习和理解专利、专利权等的基本含义 

2.掌握我国专利制度的现状 

知识单元 6：专利权客体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发明 

二、实用新型 

三、外观设计 

四、不受专利法保护的客体 

学习目标 

1.学习和了解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定义 

2.掌握专利法对专利权客体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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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7：专利权主体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专利权主体概述 

二、发明人或设计人 

三、外国人 

四、专利权的归属 

学习目标 

1. 掌握发明人或设计人的认定标准 

2. 掌握职务发明创造和非职务发明创造的权利归属 

知识单元 8：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一、发明和实用新型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二、外观设计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学习目标 

1.掌握和理解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的含义 

2.理解现有技术的含义 

知识单元 9：专利权的取得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专利申请 

二、专利申请的审查和批准 

三、专利国际申请 

学习目标 

1. 掌握专利申请的原则、对申请文件的要求 

2. 掌握专利复审、无效程序 

3. 了解专利国际申请的程序 

知识单元 10：专利权的内容和限制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专利权人的权利 

二、专利权人的义务 

三、专利权的期限 

四、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行为 

五、专利强制许可 

学习目标 

1. 掌握专利权人的权利与义务 

2. 掌握专利侵权例外的情形 

3. 理解和掌握专利强制许可的情形 

知识单元 11：专利权的法律保护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2、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3、专利侵权行为及其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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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专利权的法律保护 

学习目标 

1. 掌握和理解专利权保护范围的解释原则 

2. 掌握和理解专利侵权行为的判定原则 

3. 掌握专利侵权的法律责任 

说明  

一、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 

后续课程：商标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二、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总论：知识产权的含义，知识产权的范围和特征，知识产权法的调整对象和作用。知识产权的

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含义，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产生和发展，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

保护公约。 

专利法：专利和专利制度的基本含义，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基本含义及相互之间的关

系，专利法对专利权客体的限制，专利权主体发明人和设计人的判定，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创造

的含义，专利权的归属，授予专利权的条件，专利权的取得和期限，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含义及内

容，专利侵权行为的判定。 

难点： 

总论：知识产权基本属性，知识产权法的地位，知识产权侵权的构成要件及归责原则，知识产

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发展趋势。 

专利法：对职务发明创造专利归属的理解、新颖性和创造性的理解，专利权限制的理解，专利

权范围的界定，专利侵权赔偿标准的理解。 

三、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案例研究方法 

2.比较研究方法 

3.体系研究方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课堂案例讨论 

四、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五、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六、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知识产权概念和范围 3  

2 
知识产权与相关概念的关系、知识产权的属性和特

征 
3  

3 
知识产权法概念、知识产权法调整的对象、知识产

权的地位、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2  

4 知识产权侵权及其界定、法律责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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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含义、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产

生和发展 
2  

6 主要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条约 2  

7 
专利、专利权、专利制度含义、专利法律制度的产

生和发展、我国的专利法律制度 
2  

8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含义、不受专利法保

护的客体 
3  

9 
发明人、设计人的含义及其认定标准、外国人成为

专利权主体的条件 
6 共 6学时 

10 专利权的归属   

11 发明、实用新型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5 共 5学时 

12 外观设计授予专利权的条件   

13 专利申请 2  

14 专利审查和批准、专利国际申请 3  

15 专利权人的权利与义务、专利权的期限 3  

16 不视为侵权专利权的行为、专利强制许可 3  

17 专利侵权行为及其判定 3  

18 专利侵权的法律责任 3  

七、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知识产权法教程》（第三版），来小鹏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出版。 

2. 《知识产权法》（第三版），冯晓青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年出版。 

3. 《知识产权法》，郑成思著，法律出版社 2004年 3月出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知识产权制度基础理论研究》，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年版。 

2.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研究》，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7年版。 

3. 《知识产权论》，郑成思著，法律出版色 2003年版。 

执笔：周长玲 审稿：李玉香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30日 

 

商标法 
trademark law 

课程号：30206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商标、商标权的基本概念，掌握我国商标的注册、

使用、管理、保护及国际保护的基本知识，了解商标法及相关国际公约的基本内容。在本课程的基

础上，进一步学习专利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知识产权法课程。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商标与商标法概述  

参考学时：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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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一、商标概述 

1．商标的概念 

2．商标的功能 

二、商标法概述 

1、商标法的产生和发展 

2、商标法的法律渊源 

学习目标： 

1．了解商标的定义 

2．掌握商标所起的主要作用 

3.了解我国商标法的发展和立法现状 

作业： 

1、 什么是商标？ 

2、 商标有哪些基本功能？ 

知识单元 2：商标权的客体——商标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商标的构成要素 

1．商标标志 

2．商品与服务 

二、商标的种类 

1、从商标构成要素分：视觉商标、听觉商标等；视觉商标又分为平面商标和立体商标； 

2、从商标的使用对象分：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 

3、从商标是否注册分：注册商标和未注册商标； 

4、从商标的功能分：证明商标和集体商标；联合商标和防御商标；等级商标和从属商标 

三、商标与相邻标志：商号、商品装潢、商务标语、地理标志与特殊标志 

学习目标： 

1.掌握构成我国商标标志的要素 

2.了解商品和服务分类的基本情况 

3．掌握商标的基本分类及意义 

4、了解商标与相邻标志的关系 

作业： 

名词解释：可视性商标、立体商标、听觉商标、证明商标、集体商标、联合商标、防御商标、

地理标志 

知识单元 3：商标权的主体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商标注册主体 

2、 商标共有人 

3、 外国人 

学习目标： 

了解我国对商标注册主体的规定和要求 

作业： 

什么人可以注册商标？ 

知识单元 4：商标权的取得 

参考学时：5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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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一． 商标权取得的基本原则 

1、 注册原则 

2、 自愿原则 

3、 先申请原则 

4、 优先权原则 

二． 商标注册的条件 

1、 显著性 

2、 合法性 

3、 在先性 

三．商标注册的程序 

1、商标注册的申请 

2、商标注册申请的受理和审查 

3、商标注册申请的核准 

学习目标： 

1．了解商标注册的基本原则、条件和相关程序 

2．掌握商标注册所适用的注册原则、自愿原则和先申请原则的内涵；掌握商标注册应当满足

的显著性、合法性和在先性条件的基本内容。 

作业： 

1、 商标权取得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2、 什么是先申请原则？同日申请如何处理？ 

3、 什么是商标的显著性？如何理解固有显著性和获得显著性？ 

4、 商标注册的合法性条件包括哪些内容？ 

5、 商标注册的申请日是如何确定的？有何意义？ 

知识单元 5：商标权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商标权的概念 

二．商标权的内容 

1、积极权：独占使用权 

2、消极权：禁止权 

3、许可权 

4、转让权 

三．商标权的期限与续展 

1、商标权的期限 

2、商标权的续展 

四、商标权的限制 

1、正当使用：叙述性使用、指示性使用与比较广告 

2、在先使用 

3、商标权穷竭 

4、非商业性使用：新闻报道与评论；滑稽模仿 

五．商标权的消灭 

1、商标注销 

2、商标注册撤销 

3、商标权无效：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商标权无效的程序；商标权无效的后果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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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商标权的定义和内容 

2．掌握商标权的限制理论 

3．掌握商标权无效的概念、理由和法律后果 

4. 了解商标权的期限和续展 

5．了解商标权注销和撤销的原因和后果 

作业： 

1、 什么是商标权？其内容如何？ 

2、 什么是商标使用？商标使用权和禁止权的范围如何划定？ 

3、 什么是商标权穷竭？什么是商标的正当使用？ 

4、 什么是在先使用？构成要件如何？ 

5、 商标权无效的原因及后果如何？ 

知识单元 6：商标权的利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 商标权的许可 

1. 商标权许可的概念及意义 

2. 商标权许可的种类 

二． 商标权的转让 

1. 商标权转让的概念及意义 

2. 商标权转让的限制 

三．商标权的继承与继受 

四．商标权的质押 

五．商标权的投资 

学习目标： 

1．了解商标权的继承、继受、质押和投资的基本知识 

2．掌握商标权许可的概念和种类 

3. 掌握商标权转让的概念和限制 

作业： 

1、 什么是商标权的许可？有哪几种许可方式？ 

2、 什么是商标权的转让？应当履行什么法律程序？ 

知识单元 7：商标权的保护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一． 商标权的保护范围 

1. 混淆的概念和种类 

2. 混淆的认定：主体标准；商标的相同与近似；商品的相同与类似；认定的方法 

二． 商标侵权行为 

1．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 

2.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上

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 

3.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 

4.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 

5.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 

6.故意为侵犯他人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利条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权行为的； 

7.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 

三、商标侵权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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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事责任 

１、停止侵害 

2、损害赔偿：赔偿额的计算；善意销售 

3、消除影响 

(二)、行政责任 

(三)、刑事责任 

学习目标： 

1． 掌握商标混淆的概念和种类 

2． 掌握认定商标混淆的主体标准；什么是商标的相同与近似？什么是商品的相同与类似？认
定商标混淆的方法是什么？ 

3． 掌握商标侵权行为的种类 

4． 了解商标侵权的民事责任，尤其是损害赔偿额的计算； 

5、了解商标侵权要承担什么行政与刑事责任 

作业： 

1、 名词解释：反向假冒、善意销售 

2、 商标混淆的种类有哪些？ 

3、 商标侵权行为有哪些？ 

4、 有几种计算损害赔偿额的方法？ 

知识单元 8：驰名商标的保护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驰名商标的概念及意义 

二、驰名商标的认定： 

1.认定机关 

2.认定标准 

3.认定的效力 

三、驰名商标的保护： 

1．对未注册的驰名商标的保护 

2.对注册的驰名商标的保护：反淡化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驰名商标的认定标准、认定机关和认定的效力 

2．掌握驰名商标的概念 

3. 掌握法律对驰名商标给予哪些特殊保护？ 

作业： 

1、 什么是驰名商标？认定驰名商标的效力如何？ 

2、 什么是反淡化理论？ 

知识单元 9：商标管理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未注册商标的管理 

2．商标印制管理 

3. 商标代理管理 

4. 商品质量管理 

学习目标： 

了解商标行政管理包括对未注册商标的管理、商标印制的管理、商标代理的管理以及与商标有

关的商品质量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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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我国对未注册商标的使用有何要求？ 

2、 如何保证涉及商标许可与转让的商品质量？ 

知识单元 10：商标的国际注册与保护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商标国际注册的基本程序 

2．有关商标注册与保护的国际公约 

学习目标： 

1．了解商标注册的基本程序 

2．了解关于商标有哪些国际公约 

作业： 

1、有关商标的国际公约有哪些？ 

说明  

一、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知识产权法总论、著作权法 

后续课程：专利法、反不当竞争法 

二、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1、 商标的概念与功能 

2、 商标标志的构成要素 

3、 商标权的概念与内容 

4、 先申请原则 

5、 商标的显著性、合法性与在先性 

6、 商标权的限制 

7、 商标权的保护范围：使用权的范围与禁止权的范围 

8、 商标混淆的概念和种类 

9、 有哪些商标侵权行为？ 

10、 驰名商标的概念、认定、效力及保护？什么是商标的淡化？  

难点： 

1、 商标显著性的判断 

2、 合法性条件当中的违反公序良俗的判断 

3、 商标混淆的判断？何谓商标的近似？商品的类似? 

4、 驰名商标的保护与认定 

5、 商标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 

三、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案例研究方法 

2.比较研究方法 

3．体系研究方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课堂案例讨论 

四、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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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五、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六、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商标与商标法概述; 商标权的客体 2 概述 1; 客体 1 

2 商标权的客体 2  

3 商标权的主体; 商标权的取得 2 主体 1;取得 1 

4 商标权的取得 2  

5 商标权的取得 2  

6 商标权：商标权的概念；商标权的内容 2  

7 商标权：商标权的期限与续展；商标权的消灭 2  

8 商标权：商标权的限制 2  

9 商标权的应用 2  

10 商标权的保护 2  

11 商标权的保护 2  

12 商标权的保护 2  

13 商标权的保护 2  

14 驰名商标的保护 2  

15 驰名商标的保护；商标管理； 2 
驰名商标的保护 1；商标

管理 1 

16 商标的国际注册与保护 2  

七、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冯晓青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 2月第 3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张玉敏、张今等编著《知识产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6月第 1版 

2. 来小鹏著《知识产权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 2月第 2版 

3、黄辉著《商标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 9月第 1版 

4、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5、曾陈明汝《商标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冯晓清主编《商标侵权专题判解与学理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年版 

7、全国人大法工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 

执笔：崔平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30日 

 

财税金融法 
Tax and Financial Law 

课程号：70207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 使学生掌握公共财政下的财政法基本制度；2、通过分析有关宪法性、

程序性和诉讼性的原则和法律制度，使学生掌握我国税法的一般体制；3、使学生掌握我国税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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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中若干重要税种法，所得税法与增值税税法；4、银行、证券与金融信托法律基本知识与理论。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财税金融法律基础知识、公共财

政法基本原理、课税原理等，并掌握政府间关系法、预算法和重要税种法等基本内容，为税法实务、

税法案例、欧洲税法与比较税法、国际税法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财税法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财政法总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财政法的概念和特征 

一、财政法的概念 

财政法是为了保障国家提供具有公共性的物品和服务、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职

能的实现为目标，而调整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管理活动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

称。 

二、财政法的调整对象 

财政关系是指在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管理等活动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它主要包括： 

（一）财政收支关系包括财政收入关系（如税收征收关系、资产收益关系、国债发行关系、费

用征收关系等）、财政支出关系（如公共拨款关系、政府采购关系、政府投资关系、转移支付关系

等）。 

（二）财政管理关系 

包括财政预算关系、国库管理关系、财政监督关系。 

（三）财政权限关系 

是财政体制关系、财政权力分配关系，是上述两种关系产生的权力根源和前提。 

三、财政法的特征 

（一）在性质上，财政法是宪政性的公法，具有权力性 

（二）在目的上，财政法是以保障实现国家公共职能、增进社会福利和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的

法律，具有公共性 

1、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实现国家公共职能。 

2、增进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公平。 

3、促进经济发展。 

（三）在内容上，财政法是调整财政关系的法律，具有经济性 

1．财政法作用的领域是政府经济领域（公共经济活动），它是与私人经济相对应的一种公共

经济。 

2．财政法作用的政府经济领域以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财政管理为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政

府经济活动的基础，是为政府经济行为提供财力保障。 

（四）在手段上，财政法是以法律化的财政手段为主要调整方法的法律，具有财政性在技术手

段上，财政法的调整手段是运用法律化的财政手段（主要是税收、公债、公共支出、 

政府投资、财政补贴、预算等财政工具）对财政关系进行专门法律调整。 

（五）在方法上，财政法是运用多种法律调整方法进行综合性调整的法律，具有综合性在调整

方法上，财政法运用宪法、行政法、经济法、民商法、刑法、诉讼法等多种部门法律的调整方法，

对财政关系进行综合性的法律调整，以保证法律调整的实效和满足财政实践的需要。 

2.财政法的体系与法源 

一、财政法的体系 

（一）财政法体系的概念 

（二）财政法体系的构成 

1、从财政法规范的内容上进行分类 

（1）财政基本法。主要涉及财政法的一些基本制度，如财政法的原则、财政权力的分配、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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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间的财政关系，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形式，重要的财政收支制度、预算制度、监督制度等。 

（2）财政体制法。主要涉及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又可称为财政收支划分法，在很多国家都规

定在财政法典中，有些国家采取财政收支划分法的形式规定。 

（3）财政管理法。主要是财政预算法、国库管理法、公共支出绩效管理法、税收征管法、财

务管理法、会计管理法、注会管理法。 

（4）财政支出法。主要包括财政拨款法、财政转移支付法、政府采购法、政府投资法、财政

贷款法、财政补贴法。 

（5）财政收入法。主要包括税法、国债法和收费法，除此之外还包括一些特别的财产收益法。 

（6）财政监督法。是专门规范和保障财政监督机关依法行使财政监督权，其内容涉及财政监

督机关的设立、财政监督机关的职权、财政监督的途径与程序等。 

（7）财政责任法。包括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民事责任、违宪责任、政治责任等。 

（8）财政争讼法。包括财政行政复议、财政行政诉讼、财政刑事诉讼、财政国家赔偿、财政

违宪审查和财政宪法诉讼等。 

2、从财政法规范的性质上进行分类 

（1）财政宪法。主要调整财政税收领域的一些根本性事项，如财政法的基本原则、财政权力

的分配、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等，很多国家的宪法都花费较大的篇幅规范财政行为，如德国1949

年《联邦基本法》专辟第十章规定财政。 

（2）财政行政法。财政法中的基础法律规范很多仍然属于行政法，从而使财政行政法在财政

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3）财政经济法。财政政策是重要的宏观调控的手段，作为经济法的财政法关心的是财政法

律规范背后的政策取向问题，以及法律施行之后的经济效果。 

（4）财政社会法。特别是社会保障法，从社会保障资金的筹集、管理，到资金的依法支出，

始终在财政机关的监督控制之下，这其实就是政府财政活动的全过程。随着行政国家向福利国家的

转型，财政社会法发展潜力十分巨大。 

（5）财政私法。财政私法主要是指财政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平等、自愿、有偿）参与经济生

活的相关法律规定，如发行国债、对外担保、政府投资、政府采购等。这些行为虽然有政府公权力

的性质，但是它们采取了非权力的形式，在法学理论上符合私法的要求。 

（6）财政刑法。财政刑法规范和调整的是财政税收领域的犯罪行为及其惩处，如贪污罪、挪

用公款罪、偷税罪、抗税罪等。对财政收支关系适用适度的刑罚调整有助于强化财政法律意识，提

高人们遵从财政法的自觉程度。 

（7）财政诉讼法。是专门用于解决财政纠纷的法律程序，随着法治进程的深入，司法解决财

政纠纷必然成为一种重要形式。 

二、财政法的法源 

（一）宪法 

（二）法律 

（三）行政法规 

（四）地方性法规 

（五）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六）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 

（七）特别行政区法律 

（八）国际条约 

3.财政法基本原则 

一、财政法基本原则概述 

财政法基本原则是指贯穿于财政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为财政法律关系主体必须遵循的基本

行为准则。这些基本原则贯穿于财政权力运行过程的始终，对财政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财政

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具有根本性，直接体现了财政活动的价值追求，对财政权力民主公正行使和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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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保护具有宏观上的保障作用。财政法基本原则的效力具有普遍性，对财政活动的进行具有普遍

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不同于适用于某一方面或环节的具体原则。财政法基本原则的实现具有间接性，

虽然有时其起到规则同样的法律效力，但它与财政法具体规则（制度）的作用也不同。财政法基本

原则的作用表现在：对财政立法行为的适用效力、对财政行政行为的适用效力、对财政司法行为的

适用效力。我国财政法基本原则体系应由下列基本原则构成：财政民主原则、财政法定原则、财政

公共原则、财政公平原则、财政调控原则、财政比例原则、财政健全原则、财政效率原则。 

二、财政民主原则 

财政民主原则所要求的是，人民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方式，行使对重大财政事项的决定权。其直

接的要求是，一国的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或由议会制定法律予以规范）才能付诸实

施，否则即属于违法。一般情况下，财政民主主义主要表现为财政议会主义，即重大财政事项必须

经过议会审批，其具体表现就是议会审批年度财政预算。除此之外，财政民主原则还要求赋予人民

对财政事项的广泛监督权。财政民主是现代财政法关注的核心，也是整个财政法的立法基础。财政

民主原则的实施，对确立财政法的发展方向，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财政混乱，树立中国财政法治的形

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财政法定原则 

财政法定原则是法治精神在财政领域的体现，由于财政活动关系到国家财政权与国民财产权等

宪法层面的关系，应当依法进行。我国《立法法》第8 条规定，财政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立法。财政法定原则是财政民主主义的重要实现形式，它强调财政运行的稳定

性、规范性和可预测性，对我国财政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财政法定原则一般表现在：①财政

权力（利）法定。既包括立法机关的财政立法权，也包括政府及其所属各部门就财政事项所享有的

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等；既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政权力，也包括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

的财政权利；既包括政府作为整体对财政相对人所享有的命令权、禁止权，也包括财政相对人对政

府依法享有的监督权、请求权等。②财政义务法定。法律应当对财政义务的种类、构成要件、具体

内容、衡量标准等作出明确规定。③财政程序法定。其目的在于保障财政权力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

有效运作，保障财政行为的透明度、公正性和规范性，为财政民主奠定良好的法治基础，包括财政

立法程序、财政行政程序、财政监督程序和财政司法救济程序。④财政责任法定。 

四、财政公平原则 

财政公平包含着对正义的价值追求，它既包括财政收入方面义务人的平等牺牲，也包括财政开

支方面权利人的平等受益，还包括在财政程序方面的同等条件同等处理。例如，在政治程序方面，

人民享有平等的参与权；在税收课征方面，应当根据纳税人税负能力的大小设计税制；在费用征收

方面，公平主要体现在受益的关联度上；在地区间财政关系方面，财政法应该保证最低限度的财政

均衡；在最低人权的保护方面，财政应当保障每一个公民的生存权、受教育权等基本人权，为社会

弱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救济等。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对财政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学科体系、历史沿革、应用领域

和功能作用等有基本的了解 

2. 掌握财政法的调整对象、财政法的基本原则、财政法的特征等基本内容。 

作业：复习与思考题 

1．财政法的概念和特征是什么。 

2．如何认识财政法的调整对象。 

3．如何认识财政法的体系。 

4．什么是财政民主原则。 

5．我国财政法律体系建立的内容和思路。 

知识单元 2：财政体制法（政府间财政关系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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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财政体制法概述 

一、财政体制的概念 

财政体制，是指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划分财政收支范围和财政职

权的根本制度，它的核心内容是划分财政收支范围，实质是对财政权力的分配。财政体制是国家财

政活动的根本制度，是整个财政活动的基础和前提。财政体制的内容包括财政体制主体和级次的设

定、财政收支范围的划分、财政职权的划分、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制度。 

二、财政体制的模式 

根据在财政收支划分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权限的对比关系而归纳出的相对稳定的标准

形式或样式。大体可以概括为三种： 

（一）集权型财政体制 

其特点是绝大部分财政权限、财政收入划归中央，绝大部分财政支出由中央政府承担。从财政

上看，地方政府实质上是中央政府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历史上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时期、我国计划经

济的统收统支时代、西欧封建社会末期的财政体制属于这种类型。 

（二）分散型财政体制 

其特点是地方政府俨然成了与中央政府平起平坐的政治实体，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彼此独立，

“中央”只是名义上的，形同虚设。如中国夏、商、周“封诸侯，建藩卫”；中世纪的欧洲等的财

政体制属于这种类型。 

（三）分权型财政体制 

其特点是根据国情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在此基础上，划分财权，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

都有各自的收支范围，彼此相互独立，但中央与地方并不是绝对不相往来，而是通过转移支付制度

来平衡相互间的财政收支。绝大部分国家都实行这种模式。 

三、西方财政分权——财政联邦主义的理论观点 

所谓财政分权，就是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并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

其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够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

会管理，其结果便是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财政分权的精髓在于地方政府拥有合适与

合意的自主权进行决策。 

（一）施蒂格勒的分权“菜单”（“Menu”）理论 

（二）奥茨的分权定理 

（三）布坎南的分权“俱乐部”理论 

（四）特里西的“偏好误识”理论 

（五）蒂布特的“以足投票”理论 

（六）马斯格雷夫等人的“新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七）财政联邦制评析 

1、各级财政主要对相应级别的议会负责。 

2、按照公共产品受益范围的大小程度确定各级政府的职责和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 

3、各级政府均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税收收入。 

4、在财政体制中，保证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主导地位。 

四、财政体制法的概念、地位和体系 

（一）财政体制法的概念 

财政体制法是财政体制的法律化，它是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在

划分财政收支范围和财政职权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实质是财政职权分配

法或划分法，主要表现为对财政权限的确定和财政收支范围的划分。我国至今尚无完善的财政体制

法，有关财政体制的规定主要是1993 年12 月15 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的决定》。 

（二）财政体制法的地位 

（三）财政体制法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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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级次（主体）设立制度；（财政权限划分制度）；财政支出划分制度；财政收入划分制度；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分级财政预算制度。 

五、财政体制法的原则 

（一）适度分权原则 

（二）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 

（三）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 

（四）法治原则 

2.财政体制基本法律制度 

一、财政级次设立制度 

（一）概述 

财政级次设立制度是关于一国是否设立多级财政级次、设立几级财政级次以及如何设置各级财

政级次的制度。财政级次划分制度是由一国的政权结构所决定的，基本原则是“一级政权，一级财

政”。 

（二）我国现行财政级次设立制度 

我国《预算法》第5 条规定：“国家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从而在法律上确立了一级政府

一级预算的原则，由此，我国财政级次分为五级：（1）中央财政；（2）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

（3）设区的市、自治州财政；（4）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财政；（5）乡、民族乡、

镇财政。 

二、政府事权与财政支出划分制度 

（一）政府间事权划分制度 

1、政府间事权划分的理论依据 

（1）公共产品的层次性——经济标准公共产品的层次性、外溢性、政府行为目标的差异。（2）

集权与分权的关系——政治标准历史表明，各国始终是以集权为轴心，分权是围绕集权进行调整。

一般而言，联邦制国家侧重分权，单一制国家侧重集权。 

2、政府间事权划分的一般规则 

中央政府所应履行的职责一般包括：提供国防安全、外交以及全国性的维持社会秩序服务；实

现全国范围内资源的有效配置，弥补市场缺陷；实现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实现全国经济的稳定

和增长。地方政府所承担的职能一般包括：提供本地区内的社会秩序服务；提供本地区内的基础设

施和公共事业服务；在本地区内有效配置资源，实现地区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3、我国政府间的事权划分 

中央政府的事权：中央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

调地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职责。地方政府的事权：地方主要承担

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职责。 

（二）财政支出划分制度 

1、支出划分的原则 

英国学者巴斯特布尔（C·F·Bastable）提出了三项原则：受益原则、行动原则、技术原则。 

2、我国现行财政支出划分制度 

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国家安全、外交和中央国家机关运转所需经费，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协调地

区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支出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具体包括：国防经费，

武警经费、外交和援外支出，中央级行政管理费，中央统管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央直属企业的技术

改造和新产品试制费，地质勘探费，由中央财政安排的支农支出，由中央负担的国内外债务的还本

付息支出，以及中央本级负担的公检法支出和文化、教育、卫生、科学等各项事业费支出。地方财

政主要承担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所需支出以及本地区经济、事业发展所需支出。具体包括：地方行

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部分武警经费，民兵事业费，地方统筹的基本建设投资，地方企业的技术

改造和新产品试制经费，支农支出，城市维护和建设经费，地方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费，

价格补贴支出以及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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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政收入划分制度 

（一）概述 

1、收入划分的原则 

马斯格雷夫的七原则： 

（1）以收入再分配为目标的累进税应划归中央，因为对收入的再分配应该由中央政府在全国

范围内进行调节，实现公平目标应该以全国为疆界。 

（2）作为稳定经济手段的税收应划归中央，而具有周期性稳定特征，收入起伏不大的税收应

划归地方。 

（3）地区间收入分布不均的税源划归中央，否则会引起地区间税收收入的不平衡。 

（4）课征于流动性生产要素的税收最好划归中央，否则会引起资源在地区间的不合理流动，

扭曲资源在地区间的合理配置。 

（5）依附于居住地的税收（销售税和消费税）较适合划归地方。 

（6）课征于非流动性生产要素的税收最好划归地方，这不会引起资源在地区间的流动。 

（7）受益性税收及收费对各级政府都适用。 

2、收入划分的方法 

（1）税额分割法。 

（2）税率分割法。 

（3）税种分割法。 

（4）税权分割法。 

（二）我国现行财政收入划分制度 

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规定，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的原则，采用税

种分割法，按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

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

并充实地方税税种，增加地方税收入。其他印花税收入归地方。 

四、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 

五、分级财政预算制度 

3.中国财政体制法的历史发展与完善 

一、中国财政体制法的历史发展 

（一）中国财政体制法的演进 

1、统收统支体制（1950－1952 年） 

2、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体制（简称分成体制，1953－1979 年） 

3、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简称财政包干体制，1980－1993 年） 

4、分税制体制（1994 年至今） 

分税制是指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以划分各级政府事权为基础，

以税收划分为核心，相应明确各级财政支出范围和权限的一种分级财政体制。它是市场经济国家普

遍推行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模式。1994 年1 月1 日，我国开始实行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主要

规范性文件为1993 年12 月15 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 

（二）中国财政体制法的主要问题 

1、立法层次低、法律体系不健全 

2、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清，财政支出范围混乱 

3、财政收入权划分不合理 

4、省以下财政体制（基层财政体制）不明确 

5、预算外收入没有纳入到分税制财政体制体系中 

二、中国财政体制法的完善 

（一）推进财政立宪，在宪法上确立财政分权框架 

（二）科学界定政府职能，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和支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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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动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减少政府财政级次 

（四）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权 

（五）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六）完善分级预算制度 

（七）制定财政法并完善相关配套法律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财政体制的模式、关于财政分权的理论学说、财政体制法的体系和原则、财政级次设

立制度、财政支出划分制度、财政收入划分制度。 

2. 掌握财政联邦主义、财政支出划分的原则、税收收入划分的原则、我国现行分税制财政体

制的问题与完善。 

作业：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财政体制。 

2．试述西方财政分权的理论观点。 

3．试述划分事权和财权的关系。 

4．税收收入划分的方法有哪些。 

5．试述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内容及其完善 

知识单元 3：预算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预算法概述 

一、预算的概念 

（一）预算的词源 

（二）预算的定义 

预算，又称政府预算或公共预算，是经立法机关审批的政府年度财政收支计划。从形式（技术）

上看，政府预算就是按一定标准将财政收入和支出分门别类地列入特定的表格，称为财政活动的数

字估算表，成为反映政府财政活动的一面镜子。从内容（实质）上看，政府预算的编制是政府对财

政收支的计划安排，是对一个财政年度内政府岁入岁出的预测、算定，预算的执行是财政收入的筹

措和财政支出的使用过程，决算则是政府预算执行情况的总结。所以，政府预算反映政府活动的范

围、方向和政策。从性质（形式）上看，由于政府预算要经过权力机关的审批才能生效，因此它又

是一种立法文件（法律性文件），体现权力机关和全体公民对政府活动的制约与监督。 

（三）预算的法律性质 

1、预算行政说。 

2、预算法规范说（“特殊国法形式说”）。 

3、预算法律说。 

（四）预算的特征 

1、技术性。 

2、计划性。 

3、统一性。 

4、公开性。 

5、法律性。 

6、政治性。 

二、预算的功能 

1、政治功能。 

2、财政功能。 

3、财务统制功能。 

4、经济政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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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计划功能。 

三、预算的分类 

（一）预算的基本分类 

1、单式预算和复式预算 

这是以预算编制形式差别为依据进行的分类。单式预算，指政府全部财政收支汇编在一个统一

的预算表格中的预算制度。复式预算，指政府财政收支按其性质分别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表格来

反映的预算制度。复式预算是在单式预算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的，它以特定的预算收入来源保证

特定的预算支出，并使两者具有相对稳定的对应关系。一般分为经常预算和资本预算。 

2、增量预算和零基预算 

这是以预算内容（编制方法）上的差别为依据进行的分类。增量预算，指新的财政年度的收支

计划指标以上年度指标执行数为基础，并考虑本年度的实际情况之后进行调整确定的预算。零基预

算，是指财政收支计划指标的确定，只以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为依据，不考虑以前的财政收支

状况 

（二）其他预算分类 

1、政府预算和单位预算 

2、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 

3、项目预算与绩效预算 

4、年度预算与中长期预算 

5、概算、预算案、法定预算和分配预算 

四、预算体系 

所谓预算体系，是依据国家的政权结构形成的国家预算的协调统一的整体。以预算的级次为标

准，可分为中央预算与地方预算。中央预算由中央各部门（含直属单位）的预算组成，地方预算由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预算组成。 

五、预算的原则 

1、完整原则。 

2、统一原则。 

3、真实原则。 

4、年度原则。 

5、事前原则。 

6、公开原则。 

六、预算的产生 

七、预算法的概念 

八、预算法的基本原则 

（一）预算民主原则 

（二）预算法定原则 

（三）预算公开原则 

九、预算法的地位 

2. 预算管理职权 

一、预算管理体制 

预算管理体制，简称预算体制，是指规定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上下级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同

级的国家机关之间划分预算收支范围和预算管理职权的根本预算制度。所谓预算收支范围，是指国

家财力在中央和与地方之间进行分配的具体形式。所谓预算管理职权，简称预算权，是指国家机关

有关预算管理方面的职权，如预算的编制权、审批权、执行权、调整权、决算权、监督权等。分税

制预算体制是我国现行的预算管理体制。 

二、预算管理职权 

（一）预算管理职权的含义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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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算管理职权的内容 

1、各级权力机关的预算权 

全国人大的预算权：审查权、批准权、变更撤销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预算权：监督权、审批权、撤销权。 

2、各级政府的预算权 

国务院的预算权：编制权、报告权、执行权、决定权、监督权、变更撤销权。 

3、各级财政部门的预算权 

4、各部门、各单位的预算权 

三、预算收支范围 

（一）预算收入 

预算收入的种类：中央预算收入、地方预算收入、中央和地方预算共享收入。 

预算收入的形式：税收收入、国有资产收益、专项收入、其他收入。 

（二）预算支出 

经济建设支出、事业发展支出、国家管理支出、国防支出、补贴支出、其他支出。 

3. 预算管理程序 

一、预算的编制 

预算编制，是指制定筹集和分配预算资金的年度计划的活动。预算编制是预算管理程序的首要

环节和起点，是一种基础性的程序活动。 

（一）预算编制的原则 

1、复式预算原则 

2、不列赤字原则 

3、真实性原则 

4、节约统筹原则 

（二）预算编制的依据 

（三）预算编制的内容 

（四）预算编制的方法 

（五）预算编制的时序 

二、预算的审查和批准 

预算的审批，是指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对同级政府所提出的预算草案进行审查和批准的活动。预

算的审批是使预算草案转变为正式预算的关键阶段，只有经过审批的预算才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相

关的预算主体必须遵守的正式预算。 

（一）预算草案的初审 

（二）预算审批的一般程序 

（三）预算的批复 

（四）预算的备案 

三、预算的执行和调整 

（一）预算的执行 

1、预算执行的主体 

2、预算执行的依据 

3、预算收入的组织执行 

4、预算支出的组织执行 

5、国家金库制度 

6、预算预备费和预算周转金的使用和管理 

7、各类预算主体在预算执行方面的义务 

（二）预算的调整 

预算调整是因特殊情况而在预算执行中对原来收支平衡的预算作部分调整和变更。我国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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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预算调整，是指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中央预算和经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本级

预算，在执行中因特殊情况需要增加支出或者减少收入，使原批准的收支平衡的预算的总支出超过

总收入，或者使原批准的预算中举借债务的数额增加的部分变更。 

四、决算 

决算，在形式上是对年度预算收支执行结果的会计报告，在实质上则是对年度预算执行结果的

总结。 

（一）决算草案的编制 

（二）决算草案的审查和批准 

4. 预算监督 

一、预算监督的概念和种类 

二、我国的预算监督制度 

（一）立法机关的监督 

（二）政府的监督 

（三）各级政府专门机构的监督 

（四）其他监督 

5. 违反预算法的法律责任 

6. 我国预算法的修改和完善 

一、现行《预算法》的主要问题 

1、《预算法》滞后于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实践 

2、复式预算制度没有真正建立 

3、预算外资金的规定过于原则，预算缺乏完整统一性 

4、预算法的某些规定与实际不符，难以操作 

5、初审机构的法律地位规定不明确 

6、审议下级地方总预算，造成制度性资源的浪费 

7、预算调整的规定不明确 

8、预算监督职责名义上规定比较明晰，实际上难以操作 

9、法律责任的规定范围较窄，处罚较轻，不利于树立法律权威 

二、我国《预算法》的修改和完善思路 

1、明确规定预算法的基本原则 

2、预算编制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3、预算审批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4、预算执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5、完善预算法律责任制度，保证预算审批监督权威性 

学习目标： 

1．了解预算的法律性质、预算的分类、预算的编制等。 

2. 掌握预算的概念、分类、预算体系、预算管理职权、预算管理程序、我国预算法的完善。 

作业：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预算，如何认识预算的法律性质。 

2．预算有哪些类型。 

3．试述我国的预算收支范围。 

4．试述预算编制的方法。 

5．试述我国预算审批的程序。 

6．如何完善我国的预算法。 

知识单元 4：税法与税法渊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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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税法的概念 

一、税收的概念 

税收是人们为了从国家获取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付出的代价。 

二、税法的概念 

税法的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税法是指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制定的关于调整和确认征

税主体与纳税人在税务活动中形成的税务关系的法律性文件的总称。广义上的税法是指国家立法机

构制定的关于调整和确认征税主体与纳税人之间在税务活动中形成的税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这里的“法律规范”包括 WTO原则、国际税收协议或者协定、宪法中有关税法方面的条款、税收法

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税收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及税法解释。本书中的“税法”

是指广义上的税法。 

三、税收与税法的关系 

税收与税法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税收属于经济范畴，税法属于法律范畴。但他们之间存在着

不可分割的关系：税收是内容，税法是形式。没有税收，就没有税法；没有税法，税收也无从实现。 

四、税法的调整对象 

税法的调整对象，是指在税务活动中征税主体与纳税人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简称为税务关系。

税务关系包含：一是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间形成的税收经济分配关系；二是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

之间形成的税收程序关系。 

2. 税法渊源 

税法渊源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包括税法在内的所有法的基本渊源。 

二、税收法律 

税收法律，是指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针对某特定的税务关系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三、税收行政法规 

税收行政法规，是指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依据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授权，制定的关于税收方面的

各种法规的总称。在我国，税法渊源中的大部分来自税收行政法规。 

四、税收部门规章 

税收部门规章，是指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决定或命

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发布的关于税收方面规范性决定或命令的总称。税收部门规章构成我

国税法渊源。 

五、地方性税收法规、规章及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地方性税收法规，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

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的适用于本地区的税收规范性文

件的总称。 

地方性税收规章，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适用于本地区的税收

规范性文件的总称。 

地方性税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指民族自治地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的关于税收方面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地方性税收法规、规章及税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也构成我国的税法渊源。 

六、税法解释 

法律解释，是指享有法律解释权的机构在法律规范的适用中，对于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法律规定，或是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时所做出的解释。这种解释称为

有权解释。有权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地方解释。这些解释具有规范性，是法

的补充渊源。税法解释，是指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税法作出的

解释。它也构成我国税法的渊源之一。 

七、税法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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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法上，虽然没有将税法法理作为税法的渊源，但在税法实践中，税法法理发挥着重要的指

导作用。如税法的实质征税原则、忠诚推定原则等，作为税法原则或法理，在解释适用税法时，也

构成税法渊源。 

八、国际税收协议或者协定 

国际税收协议或者协定，是指我国与相关主权国家签订的双边或多边关于税收方面的书面协议

或协定。从严格意义上讲，国际税收协议或者协定属于国际税法范畴，但根据“条约必须遵守”的

国际惯例，国际税收协议或者协定对各缔约国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税收协

议或者协定属于我国国内税法渊源。 

学习目标： 

1. 了解税收、税法的概念。 

2. 掌握税法的法律渊源及税法的调整对象。 

作业：思考与应用 

1. 考察税收的用途，列举几个在你身上发生的税收例子，并从国家和你个人的角度谈谈对税

收的看法。 

2. 考察中西方国家的税收、税法环境，分析其各自的成因。 

知识单元 5：税法原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税法原则概述   

一、税法原则的概念 

税法原则是指导税法活动的准则。包括税法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基本原则是指能够贯穿税法

活动始终、融化于税法内在精髓的准则。具体原则是指某一税法活动应遵循的原则。 

二、税法原则的地位及意义 

税法原则属于税法法理的构成部分。研究税法的原则，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其理论意

义在于，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税法的本质等基础理论问题；其实践意义在于对建设和实施税法

的过程具有指导作用。 

2. 税法基本原则各论 

一、税收法定原则 

税法定原则，又称税收法定主义、租税法律主义，是指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国

民也不得被要求缴纳税款。该原则包括税收立法法定，税收执法法定和税收司法法定。在西方国家

一般作为宪法性原则。 

二、税法公平原则或量能课税原则 

税法公平原则是指税法活动始终遵循社会公平。 

量能课税原则可以被视为是法律公平原则在税法中的具体化，指税负按照公民负税能力的大小

在公民之间进行分摊。 

在西方国家一般是作为宪法性原则。 

三、税法效益原则 

税法效益原则是指税法活动始终遵循社会效益。 

3. 税法的具体原则各论 

一、社会政策原则 

社会政策原则，是指国家通过税法工具实现国家在环境保护、资源配置、财富分配、经济和社

会管理等方面的政策目标。 

二、适度税收原则 

适度税收原则，也称税收中性原则，是指国家制定税法时应做到尽量不妨碍纳税人正常的生产

与生活。 

三、税法简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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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简化原则，是指国家在制定税法时应立足于易于征税主体和纳税人理解，使征纳双方的征

税成本和纳税成本达到最小化。 

四、实质征税原则 

实质征税原则，是指征税主体在征税时必须注重纳税人的实质，而非其表面形式。 

学习目标： 

1. 了解税法的基本原则的概念与地位、社会效力原则、社会政策原则、适度原则和税法简化

原则。 

2. 掌握税收法定主义、税法公平原则或量能课税原则和实质课税原则。 

作业：思考与应用 

1．请比较税法基本原则与税收基本原则的区别 

2．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你认为我国哪些税收法律、法规应该进一步完善？ 

3. 你认为税收公平原则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如何理解量能课税原则是法律公平原则在税法中

的具体化。 

4．以史料来论证违背税收公平原则给国家和纳税人带来什么不良后果。 

5．假设你是政府立法部门智囊团的成员之一，国家在制定税法时，你我应该如何更好地处理

税收公平与税收效率之间的关系？并以书面形式予以表达。 

知识单元 6：所得税税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税法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 

一、改革开放前的税法（1950年至 1978年） 

（一）1950年新中国税法的建立 

（二）1953年工商税法制度的修正 

（三）1958年工商税法制度的改革和国家农业税法制度的统一 

（四）1973年工商税法制度的改革 

二、改革开放后的税法（1978年至今） 

（一）1978年至 1982年我国税法制度的恢复与建立 

（二）1983年至 1993年“利改税”与工商税制全面改革 

（三）我国现行税法的形成与改革（1993年至今） 

2. 个人所得税法 

一、个人所得税法概述 

（一）个人所得税的概念 

个人所得税，是指以个人的纯所得为课税对象的一种税 

（二）个人所得税法的概念 

个人所得税法，是指国家制定的调整和确认在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

间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个人所得税法制度的内容 

（一）纳税人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除自然人外，还包括个体工商户、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与承租者、合伙

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从法律地位上讲，这些纳税人分为两种：居民与非居民。     

（二）征税对象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征税对象包括：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

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个人独资企业取得的所得；合伙企业取得的所得；劳务报酬所得；

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

和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 

（三）计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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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行的是分项所得税制。各项所得的计税依据分别规定如下：工资、薪金所得，为每月收

入额减除费用 1600 元后的余额；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为每一

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个人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

营所得，为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必要的费用后的余额；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

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计税依据分为两个档次：每次收入不超过 4000 元的，为每次收入

减除费用 800 元后的余额；每次收入超过 4000 元的，为每次收入扣除其 20%费用后的余额；财产

转让所得，为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偶然所得、利息、股息、红利

所得和其他所得为每次收入额。 

（四）税率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采用超额累进税率与比例税率。工资、薪金按月合并计税，税率为

5%-45%的 9级超额累进税率。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

得、个人独资企业所得和合伙企业所得适用 5%-35%的 5级超额累进税率。其余项目均适用 20%的比

例税率。其中，稿酬所得，减征应纳税额的 30%；劳务报酬畸高的，实行加成征收。 

（五）申报核定与缴纳 

个人所得税的申报一般分为两种情况：自行申报和源泉扣缴。 

（六）免税 

下列各项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各省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以

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国

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

保险赔款；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按照国家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安家费、退职费、退休工资、

离休工资、离休生活补助费；依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应予免税的各国驻华使馆、领事馆的外交代表、

领事官员和其他人员的所得；中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公约、签订的协议中规定免税的所得；经国务院

财政部门批准免税的所得。 

三、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 

（一）分类所得税制 

分类所得课税模式是指归属于一个纳税人的各类所得或各部分所得，每一类都要按照单独的税

制规定纳税。 

（二）综合所得税制 

综合制是指基于申报对于纳税人的各类所得，不论其来源均视为一个所得整体，汇总计算后适

用统一的宽免和扣除规定，按照统一的累进税率计算应纳税额的课税模式。 

（三）分类综合所得税制 

分类综合所得税制以综合所得税为基础，同时融入分类所得税源泉扣缴的优点：先将各类所得

按性质分类（小综合），按照标准税率实行源泉扣缴，然后通过申报再综合年度不同类别所得，适

用累进税率计征。对已扣缴的税款，准予冲抵。  

3. 企业所得税法 

一、企业所得税法概述 

（一）企业所得税的概念  

企业所得税，是指以企业的纯所得为课税对象的一种税。 

（二）企业所得税法的概念 

企业所得税法，是指国家制定的调整和确认在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

间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企业所得税法的基本内容 

（一）纳税人 

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统称为企业），

但不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 

企业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居民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



611 

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非居民企业，是指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且实际

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但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但

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企业。 

（二）征税对象 

企业所得税的征税对象因纳税人的法律地位不同而不同： 

1、居民企业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2、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应当就其所设机构、场所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

内的所得，以及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非居

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

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计税依据 

1、居民企业的计税依据 

居民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为纳税人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

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用公式表示为： 

应纳税所得额=年总收入—不征税收入—各项扣除—亏损 

（1）收入总额 

收入总额是指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包括：销售货物收入；提

供劳务收入；转让财产收入；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特许权使用费

收入；接受捐赠收入；其他收入。 

（2）不征税收入 

不征税收入包括：财政拨款；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务

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 

（3）扣除项目及其限制 

允许扣除项目是指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

损失和其他支出。 

其中，相关成本、费用等项目的扣除限制为： 

固定资产折旧准予扣除，但下列固定资产不得计算折旧扣除：包括房屋、建筑物以外未投入使

用的固定资产；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出的固定资产；已足额提取折

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与经营活动无关的固定资产；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其他

不得计算折旧扣除的固定资产。 

企业发生的下列支出作为长期待摊费用，按照规定摊销的，准予扣除：已足额提取折旧的固定

资产的改建支出；租入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固定资产的大修理支出；其他应当作为长期待摊费用

的支出。 

无形资产摊销费用准予扣除，但下列无形资产不得计算摊销费用扣除：包括自行开发的支出已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无形资产；自创商誉；与经营活动无关的无形资产；其他不得计算摊

销费用扣除的无形资产。 

企业转让资产，该项资产净值准予扣除。 

企业使用或者销售存货，按照规定计算的存货成本，准予扣除。 

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

除。 

（4）不允许扣除项目 

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项目不得扣除： 

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项；企业所得税税款；税收滞纳金；罚金、罚

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赞助支出；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支出。 

企业对外投资期间，投资资产的成本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 

（5）亏损的税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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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汇总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其境外营业机构的亏损不得抵减境内营业机构的盈利。 

企业纳税年度发生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但结转年限最长不

得超过五年。 

2、非居民企业的计税依据 

非居民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为：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和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为收入全额；转让财产所得，为收入全额减除财产净值后的余额；其他所得，参照前两项规定的方

法计算。 

（四）资产的税务处理    

（五）税率 

1、居民企业取得的所得与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应当就其所设机构、场

所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以及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

适用税率为 25%。 

税率确定为 25%，主要考虑是：一是对内资企业要减轻税负，对外资企业也尽可能少增加税负；

二是财政可以承受的范围；三是国际上尤其是周边国家（地区）的税率水平。全世界 159个实行企

业所得税的国家（地区）平均税率为 28.6%，我国周边 18个国家（地区）的平均税率为 26.7%。 

2、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

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适用税率为 20%。 

3、小型微利企业，减按 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4、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六）税收优惠 

1、企业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 

（1）国债利息收入； 

（2）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3）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

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4）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 

2、企业的下列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 

（1）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 

（2）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 

（3）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 

（4）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 

3、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对本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

部分，可以决定减征或者免征。自治州、自治县决定减征或者免征的，须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批准。 

4、企业的下列支出，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 

（1）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 

（2）安置残疾人员及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所支付的工资。 

（3）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可以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

应纳税所得额。 

（4）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

速折旧的方法。 

（七）征收管理 

1、源泉扣缴 

对非居民企业取得实行源泉扣缴，以支付人为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人未依法扣缴或者无法履

行扣缴义务的，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纳税人未依法缴纳的，税务机关可以从该纳税人在中

国境内其他收入项目的支付人应付的款项中，追缴该纳税人的应纳税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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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别纳税调整 

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企业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收入或

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 

企业与其关联方共同开发、受让无形资产，或者共同提供、接受劳务发生的成本，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应当按照独立交易原则进行分摊。 

企业可以向税务机关提出与其关联方之间业务往来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税务机关与企业协

商、确认后，达成预约定价安排。 

企业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时，应当就其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附送

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 

税务机关在进行关联业务调查时，企业及其关联方，以及与关联业务调查有关的其他企业，应

当按照规定提供相关资料。 

3、纳税期限与申报期限 

企业所得税期限为一年，即按年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分月或分季预缴。清算企业的纳税期限

为清算期间。纳税人应当在月份或者季度终了后 15天内，向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会计报表

和预缴所得税申报表；年度终了后 5 个 月内，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并汇

算清缴，结清应缴应退税款。 企业在年度中间终止经营活动的，应当自实际经营终止之日起 60天

内，向税务机关办理当期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企业应当在办理注销登记前，就其清算所得向税务

机关申报并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 

学习目标： 

1. 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税法改革的进程。 

2. 掌握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的基本内容。 

作业：思考与应用 

1. 从我国税法发展的历程中，你得到的启迪是什么？ 

2. 解释政府对收入高的人实行高个人所得税率的动机？ 

3. 设想你是一个立法者，决定更好地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你在了解社会收入分配不

公的基础上，准备如何改革相关的税法制度？ 

4. 考察我国政府 1999年 11月决定开始对个人银行储蓄存款利息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动机及其

结果，并阐明你个人对政府此举的看法。 

5. 你认为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完善的建议。 

知识单元 6：增值税法与营业税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增值税法 

一、增值税法概念 

（一）增值税的概念 

增值税是指以商品和劳务的增值额为征税对象所征收的一种税。 

（二）增值税的特征 

增值税具有以下特征： 

克服了重复征税；税负公平；多环节课征；税率档次少；税收转嫁性。 

（三）增值税法的概念 

增值税法，是指国家制定的调整和确认在增值税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间形成的税

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增值税法的基本内容 

（一）纳税人 

增值税的纳税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

物的单位和个人。增值税的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 



614 

（二）征税范围 

从征税范围角度看，各国的增值税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全面的增值税，即指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包括所有商品和劳务；二是非全面的增值税，即指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仅限于部分商品和部分劳务，

或全部商品和部分劳务。 

我国的增值税属于非全面增值税。我国增值税法的征税范围包括五类：销售货物；提供加工、

修理修配劳务；进口货物；混合销售行为和兼营非应税劳务。 

（三）税率 

综观世界各国，增值税的税率分为四个档次：重税率、基本税率、低税率和零税率。我国增值

税税率包括三个档次：基本税率、低税率和零税率。   

 （四）计税原理 

1、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其中：销项税额=销售额×税率 

销售额是指销售方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不包括向购买方收取的小项税额。 

2、小规模纳税人应纳税额计算 

应纳税额=销售额×征收率 

3、进口货物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税率   

组成计税价=关税完税价+关税 

或：=（关税完税价+关税）/（1-消费税税率） 

（五）征收管理 

1、税收优惠 

（1）免税 

根据增值税法的规定，增值税的免税范围主要有：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业产品；来料加工

复出口的货物；避孕药品和用具；古旧图书和销售的自己使用过的物品等等。 

（2）出口退税 

出口退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已报送离境的出口货物退还或免征其在出口前生产或流通各环

节已经缴纳的间接税。 

出口退税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免、抵、退和先征后退。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

步推进出口货物实行免抵退税办法的通知》（财税〔2002〕7号）的规定：“免、抵、退”主要适用

于自营或者委托出口自产货物的生产企业。其中，“免”税是指对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外贸企

业代理出口的自产货物，免征本企业生产销售环节的增值税，即销项税额为零。“抵”税是指企业

自营出口或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的自产货物应退还所耗用原材料、零部件等已纳的增值税税款，

首先抵顶内销货物应纳的增值税税款，即企业既有出口货物又有内销货物，出口货物需要退税，内

销货物需要交税，按照税法规定两者可以相互抵顶。“退”税是指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外贸企

业代理出口自产货物，因应抵顶的税额大于应纳税额而未抵顶完时，经主管出口退税税务机关批

准，对未抵顶完的税额部分子以退税。 

“先征后退”主要适用外贸企业收购货物出口或外贸企业代理出口货物。出口企业将出口货物

单独设帐核算的，就可以依据出口企业购进出口货物的收购成本和出口退税率计算其应退税额。 

2、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纳税期限及纳税申报期限 

（1）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 

纳税人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其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为收讫销售款或取得销售款凭据的

当天。 

（2）纳税期限 

增值税的纳税期限，由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为 1日、3日、5日、

10日、15日或 1个月。纳税人不能按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照每次取得的销售收入计算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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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纳税申报期限 

纳税人以一个月为一期缴纳增值税的，应当从期满之日起 10日内申报纳税；以 1日、3日、5

日、10日和 15日为一期纳税的，应当从期满之日起 5日内预缴税款，于次月 1 日起 10日内  以

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上月应纳税额。 

3、纳税地点 

（1）固定业户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增值税；固定业户到外县（市）销售

货物的，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向其向其机构所在地的

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增值税。未持有其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核发的上述证明到外县（市）销售货物

或应税劳务的，应当向销售地的税务机关申报，并且按照 4%的征收率缴纳增值税；没有向销售地

的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的，由其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补征税款。 

（2）非固定业户应当向销售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3）进口货物应当由进口人或其代理人向报关地海关申报缴纳增值税。 

2. 营业税法 

一、营业税法概述 

（一） 营业税的概念 

营业税，是指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

人就其营业额征收的一种税。 

（二） 营业税法的概念 

营业税法，是指国家制定的调整和确认在营业税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间形成的税

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营业税法的基本内容 

（一）纳税人  

营业税的纳税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

单位和个人。 

（二）征税范围 

现行营业税的征税范围，主要集中在大部分第三产业和部分特殊货物销售方面。根据营业税法

的规定，营业税的征税范围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

产。 

（三）税率   

营业税税率实行行业差别比例税率。共设置了 3挡，分别为 20%，5%和 3%。 

（四）计算原理 

应纳税额=营业额（销售额）×税率 

（五）征收管理 

1、免税 

根据营业税法的规定，营业税的免税主要包括提供社会公益事业服务；残疾人个人提供的服务；

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等等。 

2、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纳税期限及纳税申报期限 

基本原理与增值税法规定相同，这里不再赘述。 

3、纳税地点 

纳税人提供劳务应当向应税劳务发生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纳税人从事运输业务应当向其机

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纳税人转让土地使用权，应当向土地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纳税人转让其他无形资产，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纳税人不动产，应当向不动

产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学习目标： 

1. 了解营业税法的主要内容。 

2. 掌握增值税法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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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思考与应用 

1. 考察我国增值税法制度实施效果。 

2. 举例说明增值税与营业税之间的关系。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财政法总论 2  

2 财政体制法 2  

3 预算法（一） 2  

4 预算法（二） 2  

5 税法与税法渊源 2  

6 税法原则 2  

7 个人所得税法 2  

8 企业所得税法（一） 2  

9 企业所得税法（一） 2  

10 增值税法与营业税法 2  

11 中央银行法 2  

12 商业银行法 2  

13 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 2  

14 证券法（证券交易）   

15 金融信托法   

16 期末考试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后续课程：税法实务、税法案例、欧洲税法与比较税法、国际税法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财政法基础理论、政府间关系法、预算法、宪法性基本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和课税公平

原则或量能课税原则）、税法渊源、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增值税法…… 

难点：财政法基础理论、课税公平原则或量能课税原则、企业所得税法、增值税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与演示。 

2．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投影演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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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刘剑文主编：《财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2. 张守文著：《税法原理》（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3. 施正文著：《税法要论》，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7年版。 

4. 杨萍、魏敬淼著：《税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年第 2版 

执笔：翁武耀  贺绍奇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民法学原理一·含总论、物权法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1）：General Principles and Property Law 

课程号：700201015 

编写说明 

本大纲主要是为了配合《民法学原理一·总论》的教学而编写。大纲由刘家安教授主编，编写

人员为刘智慧、刘家安和寇广萍。中国政法大学民法研究所的全体教师参与了民法教学大纲的讨论。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必修课，实行闭卷考试。 

通过本课程的讲解和学生的学习，要实现下列目的： 

1．能够让学生领会民法的精神，比较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的民法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较为

系统地了解民法的基本原理、具体的各项法律制度及其相应的规范。 

2．能够理解各种基本民事权利的得、丧、变更，具备在具体社会关系中识别各种民事法律关

系的能力，并力求准确地表述基本民事权利义务的内容。 

3．具备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自己所学过的民法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法律问题

的能力。 

4．能够让学生领会物权法的精神，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的物权法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系统

地了解物权法的基本原理。 

5．能够理解和掌握以物权变动为中心的物权法总则内容，并对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

及占有等分则内容有充分的了解。 

6．具备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所学习的物权法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法律问题的

能力。 

该课程以讲授民法总论和物权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为核心内容，讲求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结

合，既体现民法学本身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逻辑性，又密切联系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来阐明民法

的一系列问题。在学习过程中，需要明确学习民法学应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并运用经

济学、社会学、法哲学、伦理学、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民事法律制度和民事法律现象。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 

10课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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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民法的意义 

一、民法与民法学 

（一）民法的定义 

民法是调整平等的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过程中发生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 

1．民法的语源 

2．民法的文化源 

3．民法的含义 

（二）民法的调整对象 

1.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 

财产关系是人们在社会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形成的以经济利益为内容的社会关系，

主要包括静态财产关系和动态财产关系。社会生活中的财产关系并不都是由民法调整。民法所调整

的财产关系具有主体地位平等的特点。民法所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是民事主体在从事

民事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以财产归属和财产流转为主要内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2.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 

人身关系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具有人身属性、与主体的人身不可分离、不是以经济利益而是

以特定精神利益为内容的社会关系，包括人格权关系和身份权关系。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会发生的人

身关系多种多样，但并非所有人身关系均由民法调整。民法也仅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民

法所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是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以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为内容的权利

义务关系。 

（三）实质意义上的民法与形式意义上的民法 

1.实质意义上的民法 

实质意义上的民法是指作为实体部门法的民法，是调整私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2.形式意义上的民法 

形式意义上的民法是指命名为民法典的特定制定法。民法典是按照一定的科学体例把涉及私人

之间关系的规范和制度体系化地编纂在一起的立法文件。 

二、民法的体系 

（一）民法的体系逻辑 

了解民法总则和民法分则的关系。 

把握民法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民法总论、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继承权和民事责

任制度。 

由于知识产权和继承权分别在《知识产权法》和《亲属法与继承法》课程中讲授，故在本门课

程中不做专门讲解。此外，鉴于另有《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两门课程单开，所以本课程中对

相关部分只从体系结构角度予以讲解，具体内容在相应课程中讲解。 

（二）民法的历史沿革 

1.西方民法的历史沿革 

2.中国民法的历史沿革 

了解新中国民事立法是与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文明同时进行的；新中国的民事立法正

在走向系统化、法典化、科学化。 

三、民法的本质、地位和作用 

（一）民法的本质 

1.公法和私法的划分 

2.公法与私法的融合 

（二）民法与其它法的关系 

1.民法与商法 

2.民法与经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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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法与行政法 

4.民法与刑法 

5.民法与劳动法 

四、民法的渊源 

（一）民法的渊源的概念 

在不同的法系，民法规范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二）民法的渊源的种类 

1.制定法 

【讨论问题】宪法是否可以作为民法渊源？ 

2.非制定法 

【讨论问题】法理、习惯及判例等是否可以作为我国民法的渊源？ 

五、民法的适用范围 

（一）时间上的适用范围 

由于实在法的时间性问题，民法的效力也要受到时间的限制。 

（二）空间上的适用范围 

民法的效力会受到空间的限制，或者说是受到地域范围的限制。 

（三）对人的适用范围 

对于一国法律的效力适用于哪些范围的人，各国或者地区的立法采两大主义：属人主义和属地

主义。属人主义是指凡一国国籍的人不问其在何处，均适用国籍国法律；属地主义是指凡居住或置

身于该国领域内，即不问其国籍如何均受该国法律调整。多数国家或地区基于国际交往的实际，一

般都在坚持一个标准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变通。 

第二章  民法的基本原则 

在讲授本章时，首先要他们了解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及其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其次要让让学

生知道有那些基本原则以及它们各自的内容和价值。 

一、概念、演变及作用 

民法基本原则是指在价值观上支撑民法基本理念，在体系上贯穿民法全体，在内在逻辑上相互

支撑，以至构建起民法核心内容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些基本原则是立法者为了实现法律的目的而积

极追求的信条。 

在大陆法系民法里，作为柔化立法的刚性、补充成文法局限性的工具，基本原则是一项必不可

少的设计。在立法技术上，基本原则就成为法律体系中的必备设置，它以一些原则、抽象，甚至是

模糊的概念（如公平）作为法律的直接规定，并以其巨大的包容面和解释上的弹性，给案件的处理

以方法和依据。 

二、内容 

应领会各项基本原则的意义、内容、表现等。 

【讨论】下列原则哪些可以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私权神圣原则 

旨在突出民事权利“非依法律规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刚性特征，而且有些人身权任何

情况下不能被剥夺，如名誉、尊严、肖像等，以此隐指私权的基本人权属性。 

（二）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意愿设定、变更、消灭民事

法律关系。该原则从本质上看就是传统民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三）平等原则 

是对传统民法中“人格平等原则”的宣示。 

（四）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指从社会正义的角度，以社会公认的价值观、是非观为基础，以利益均衡作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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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判断标准来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确定其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 

（五）诚实信用原则 

该原则民法中具有“帝王条款”的地位。 

（六）禁止滥用权利的原则 

（七）公序良俗原则 
作业 
1.什么是民法？民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 

2.民法与其它部门法的关系如何？ 

3.民法的渊源有哪些？ 

4.什么是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 

5.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意义如何？ 

6.了解民法的历史沿革。 

7.民法的适用范围如何？ 

8.什么是民法的基本原则？ 

9.民法基本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和功能如何？ 

10.民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各原则有哪些主要表现？ 
学习目标： 
通过对绪论的学习，要掌握民法的概念和本质，掌握民法的渊源，理解民法的适用与解释方法，

明确民法的体系和学习方法，理解民法的调整对象、适用范围，了解民法的历史沿革，知悉新中国

的民事立法，把握民法的基本原则的概念和内涵。注意领会公法和私法的划分。 

本部分不仅要让学生掌握民法体系逻辑、特点、沿革以及体系的具体架构等，而且需要特别向

学生说明分学期教学中民法课程之间的关系。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具体的知识点，而

且要使学生能够体会民法学是从“一般到具体”的，“一般”从何而来？“具体”又如何？ 

知识单元 2：民事权利 

参考学时： 
8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三章  民事法律关系 

第一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与特征 

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法所调整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 

（一）是受民法调整的法律关系 

（二）是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三）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法律关系 

（四）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理解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范围和不同种类。明确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的多样性和性质的统一

性。把握民事法律关系内容的构成。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参与民事法律关系、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人。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与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相对应，是指民事主体之间得以形成民事法律关系

内容的目标性事物。 

（三）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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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终止 

认识民事法律事实对民事法律关系的重要意义。了解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终止的原

因，既包括事件和行为，还有赖于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存在。 

第二节  民事权利的概念及分类 

本节是本章的重点内容。要着重领会各种类型的划分标准、意义及适用。 

一、民事权利的概念 

民事权利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依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根据自己的意愿实现一定利益的

可能性。 

二、民事权利的分类 

（一）财产权与人身权 

财产权是以财产利益为内容或直接体现为财产利益的民事权利。人身权是指以权利主体的人身

利益为客体的民事权利。 

（二）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与抗辩权 

1.支配权 

支配权是指权利主体对于作为权利客体的事物进行直接支配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 

2.请求权 

请求权是指能够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的权利。 

3.形成权 

形成权是指权利人完全凭借单方的意思表示就能使既存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动（包括发生、变更

和消灭）的权利。 

4.抗辩权 

抗辩权是指权利人用以能够对抗请求权效力的权利，是对抗请求权的一种拒绝权。 

（三）绝对权与相对权 

1.绝对权 

绝对权也称对世权，可以相对于每一个人产生效力，即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尊重此项权利。 

2.相对权 

相对权又称对人权，是指能够请求特定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四）主权利与从权利 

这是依权利是否能独立存在或依相互关联的几项民事权利的地位为标准进行的划分。 

主权利是指相互关联的几项民事权利中不依赖其他权利而独立存在的权利；从权利是指须以主

权利存在为前提的权利。二者为主导和从属的关系。 

（五）原权利与救济权 

这是依权利效力目的为标准进行的划分。救济权是因基础权利受到侵害或者有被侵害的危险时

产生的援助基础权利的权利。基础权利即属于原权。 

（六）既得权与期待权 

这是依是否已经完全具备权利的成立要件为标准进行的划分。 

既得权是指已经具备权利取得的全部要件，从而被当事人实际享有的权利。期待权是指仅具备

权利取得的部分要件，须等到其余要件具备时才能实际发生的权利。 

三、民事权利的行使与保护 

（一）民事权利的行使 

民事权利的行使，是指权利的享有者为实现自己的权利而依照权利的内容和范围实施的一定行

为。 

（二）民事权利的保护 

1.公力救济 

公力救济是指当义务主体不履行义务或者侵犯他人权利时，权利主体依法请求国家机关强制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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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程序。 

2.私力救济 

自力救济是指权利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强制他人，从而捍卫受到侵犯的权利的保护程序。 

（1）自卫行为 

自卫行为是指当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或存在受到侵害的现实危险时，权利人为防止损害的发生或

扩大而采取必要的措施。 

（2）自助行为 

自助行为是指民事主体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来不及请求公力救济时采取的对他人的人身自

由予以拘束或对他人的财产予以扣押或毁损的行为。 

四、民事权利的得丧变更 

（一）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与分类 

民事法律事实的种类多种多样，理论上根据其是否与民事主体的意志有关而将其分为自然事实

和人的行为。 

1.自然事实 

自然事实是指与民事主体的意志无关的、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客观现象，包括状态和

事件。 

2.人的行为 

人的行为是指通过人的作为或不作为而造成的事实状态，是与人的意志有关的客观现象。 

（二）民事法律事实的构成 

民事法律事实构成，是指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几个客观现象的总和。 

第三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要求结合各类民事法律关系的特点，加深对民事权利客体的认识和理解。 

二、本章主要内容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物、行为、人格利益和智力成果在不同民事法律关系中对民事主体实现

民事权利的作用与影响，了解物、行为、人格利益和智力成果的基本类型。 

（一）物 

作为民事权利客体的物是指除人身以外的独立存在并能为民事主体所支配的有体物。 

（二）行为 

给付的性质是以交付标的物为内容的行为。 

（三）人格利益 

人格利益是形成人格权的客体。 

（四）智力成果 

智力成果的性质是民事主体在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领域创造出的劳动成果。 

第四章  时效 

第一节  时效概述 

应着重理解时效的概念、理解时效的分类和基本法律特征。 

一、时效的概念 

从法律事实的角度看，时效是指能够引起相应法律后果的事实状态的存续期间。从法律制度的

层面看，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经过一定的期间即发生一定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 

二、时效的类型 

（一）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不行使权利持续达到一定时间，即消灭其请求法院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

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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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得时效 

取得时效是指无权利人以行使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利的意思公然、和平地继续占有他人的动产

或不动产，持续达到一定时间，即可取得对该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法律制度。 

三、时效的制度价值 

第二节  取得时效 

应理解取得时效的概念、了解取得时效的法律特征和适用范围。 

第三节  诉讼时效 

明确诉讼时效的概念和特征。了解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掌握法律对普通诉讼时效、特殊诉讼

时效和最长诉讼时效的基本规定。把握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和诉讼时效期间中止、中断、延长的法

律规则。理解除斥期间的性质是法律规定的某种民事权利存在的不变期间，权利人在此期间内不行

使相应的民事权利将导致该项民事权利削灭。了解除斥期间的法律特征和适用范围。  

一、诉讼时效的意义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不行使权利持续达到一定时间，即消灭其请求法院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

法律制度。 

二、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 

（一）法律后果不同 

（二）法院是否可主要进行援用不同 

（三）计算方式不同 

（四）起算点不同 

（五）制度价值不同 

（六）权利客体不同 

（七）强制性程度不同 

三、诉讼时效的类型 

（一）普通诉讼时效 

普通诉讼时效是指由民事基本法统一规定，普遍适用于法律没有作特殊规定时效规定的各种民

事法律关系的诉讼时效。 

（二）特殊诉讼时效 

特殊诉讼时效是指法律规定仅适用于某些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诉讼时效。 

（三）最长容忍时效 

最长容忍时效是指法律规定最长诉讼时效。 

四、诉讼时效的计算 

（一）诉讼时效的起算 

1．一般标准 

2．特别标准 

（二）诉讼时效的中止 

在诉讼时效的最后 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诉讼

时效期间中止后，暂时停止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以前经过的诉讼时效期间继续有效，等到妨碍当事

人行使请求权的法定原因消除后，再继续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三）诉讼时效的中断 

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

期间重新计算。 

（四）诉讼时效的延长 

诉讼时效的延长是指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同意在法定的诉讼时效

期间外，另外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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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诉讼时效完成的效力 

第四节  期间和期日 

认识期间和期日在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终止方面的作用。掌握法律关于期间和期日的不

同计算方法的基本规则。 
作业 
1.什么是民事法律关系？其构成要素有哪些？ 

2.什么是民事权利？可以作何分类？ 

3.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关系如何？ 

4.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有哪些？ 

5．什么诉讼时效？其制度价值如何？ 

6．了解诉讼时效的客体及适用范围。 

7．简述诉讼时效和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 

8．诉讼时效的中止和诉讼时效的中断的区别如何？ 

9．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的关系如何 
学习目标： 
1．要求结合民法的调整对象和民事法律关系的特点，深刻理解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理论。 

2．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认识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特征和本质，明确民事法律关系的三要

素，掌握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终止的原因，掌握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分类及构成。要理解

民事权利的概念及分类、民事权利的保护方法。要了解民事义务的概念。了解民事权利的客体。 

3．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结合民事权利的保护方法，加深对时效制度特殊作用的理解，通

晓时效制度的基本法律规则。 

4．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和理解时效制度的概念、本质和法律特征，明确取得时效的效力

和适用范围，掌握诉讼时效的特征、适用和基本分类，了解诉讼时效的起算以及中止、中断和延长

的规定，把握除斥期间以及期间和期日的法律规定，理解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 

知识单元 3：民事主体 

参考学时： 

12课时 

学习内容： 

第五章  自然人 

第一节  自然人的概念 

 应区别公民与自然人；明确自然人在民法上的地位。要求着重掌握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

民事行为能力的基本理论，深刻理解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与个人合伙的民事责任承担。 

一、自然人的概念 

公民是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按照该国法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自然人。自然人做

为法律上的概念，与法人的概念相对称。 

在承认公法和私法划分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中，自然人属于私法范畴，而公民被认为是属于公

法范畴。 

二、自然人的住所 

明确自然人的住所在民法上有重要意义。住所与住址、籍贯、居所等概念不同。 

第二节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应认识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掌握法律关于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和

终止的基本法律规定。掌握宣告死亡制度。 

一、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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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指自然人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自然人的民事权

利能力与自然人的具体民事权利不同。 

（一）民事权利能力具有平等性 

这里平等内涵是指机会平等，即自然人有同样的参与民事活动的机会。 

（二）自然人只能在法律赋予其能够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范围内进行民事活动，否

则不能获得其预期的法律后果 

（三）民事权利能力作为一种法律资格，原则上既不能转让和放弃，也不能被剥夺 

二、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与终止 

（一）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规定为始于出生。 

（二）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因死亡而终止。死亡因其方式不同可分为自然死亡、宣告死亡和确认死亡。 

三、宣告死亡 

理解宣告死亡与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关系。掌握法律关于宣告死亡的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的

基本规定。明确宣告死亡所引起的直接法律后果。掌握撤销死亡宣告的各项法律要求。 

（一）宣告死亡的条件 

宣告死亡又称推定死亡，是指自然人失踪达一定期间后，由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宣告该自然

人死亡，以便结束以其生前住所地为中心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制度。 

1.自然人须处于持续下落不明状态并达到一定期间 

2.必须由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申请 

3.法院发出公告 

4.法院作出宣告 

（二）宣告死亡的法律后果 

被宣告死亡的自然人，在其原来的住所地、居所地等活动范围内于民事领域与自然死亡产生同

样的法律后果。 

（三）死亡宣告的撤销 

被宣告死亡的自然人重新出现，就证明了宣告死亡这种推定是不能成立的，因此应撤销死亡宣

告。由于自然人被宣告死亡后，在被宣告死亡人的人身及财产关系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

撤销死亡宣告后的问题需要妥善处理。 

四、确认死亡 

确认死亡方式存在于我国实践中，发生和自然死亡相同的法律后果。 

第三节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了解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明确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的不同类型及其内容。掌

握关于公民民事行为能力变动的法律宣告规则。掌握宣告失踪制度。 

一、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与特征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

能力。 

二、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类型 

（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律赋予达到一定年龄和精神状态正常的自然人以自己的独立行为进

行民事活动，从而取得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和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 

（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律赋予达到一定年龄但尚未成年或虽已成年但精神有疾病，不能完全

辨认自己的行为及后果的自然人从事与自己的年龄、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的资格。 

（三）无民事行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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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律没有赋予自然人以自己的行为来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

格。 

三、宣告失踪 

理解宣告失踪与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关系。掌握法律关于宣告失踪的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的

基本规定。明确宣告失踪所引起的直接法律后果。掌握撤销失踪宣告的各项法律要求。比较宣告失

踪与宣告死亡。 

（一）宣告失踪的条件 

宣告失踪，是指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依法宣告下落不明满一定期限的自然人为失踪人，

以确定其财产关系的一种制度。 

1.必须处于持续下落不明的状态 

2.下落不明必须达到一定期限 

3.须由该自然人的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 

4.须经法院依法宣告 

（二）宣告失踪的法律后果 

自然人被宣告失踪后，直接发生失踪人的财产被代管及民事权利义务被代为履行的法律后果。 

（三）失踪宣告的撤销 

宣告失踪是对自然人失踪事实的确认，一旦被宣告失踪的自然人重新出现或者有人知道了其确

切下落，则说明法院对失踪事实的推定已经被新的事实推翻。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上继续认定其失

踪就丧失了事实根据。所以，法院应当根据利害关系人或者被宣告失踪人的申请撤销对他的失踪宣

告。 

第四节  监护 

理解监护的概念和特殊的社会功能。明确设定监护人的法律规定和监护人的法定职责。掌握监

护关系终止的法律要求。 

一、监护的概念 

监护是指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的

法律制度。承担监护职责的人称为监护人，被监护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称为

被监护人。 

二、监护的设立 

（一）法定监护 

法定监护是指法律直接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不问其是否愿

意，都应依法律规定履行监护职责。 

（二）指定监护 

指定监护是指在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情形下，法院或有关单位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指定监护人的制度。 

（三）委任监护 

三、监护人 

（一）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二）精神病人的监护人 

四、监护人的职责 

监护人的职责包括监护人依法承担的监护义务以及因不履行义务而承担的责任。 

第五节  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 

应明确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掌握法律关于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

经营户的民事责任承担的基本规则。 

第六节  个人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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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理解个人合伙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明确关于个人合伙的成立、入伙和退伙的法律规定。掌握

法律对个人合伙的内部财产关系、个人合伙的经营以及个人合伙的对外财产关系的基本规定。 

一、个人合伙的概念与特征 

个人合伙是指以两个以上自然人之间的协议为基础，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营利，共担风

险而组成的合伙。 

二、入伙与退伙 

入伙与退伙是合伙组织在经营过程中常出现的合伙人变更的情况。入伙是指在合伙组织成立

后，非合伙人申请加入合伙并被合伙人接纳的行为。退伙是指已经取得合伙人身份的人退出合伙关

系，从而丧失合伙人资格的行为。 

三、个人合伙的债务承担 

个人合伙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第六章  人身权 

鉴于《侵权行为法》课程会讲授侵害人身权的类型及赔偿，所以本章中只需掌握人格权和身份

权的法律特征和类型。 

第一节  人身权概述 

应着重领会了解人身权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掌握人身权的基本类型。 

一、人身权的概念与特征 

人身权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与其人身有着密切联系的没有直接财产内容的法定民事权利。 

二、人身权的分类 

（一）人格权 

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为维护自身独立人格所必备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权利。 

（二）身份权 

第二节  人格权的种类 

应全面掌握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和人身自由

权的基本内容；把握对人格权进行法律保护的基本规则。 

一、生命健康权 

生命权是指自然人维持生命和维护生命安全利益的权利。健康权是指自然人保持身体机能正常

和维护健康利益的权利。 

二、身体权 

身体权是指自然人保持其身体组织完整并支配其肢体、器官和其他身体组织的权利。 

三、姓名权（名称权） 

姓名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决定、变更和使用其姓名的权利。 

三、肖像权 

肖像权是指自然人对自己的肖像享有再现、使用并排斥他人侵害的权利。 

四、名誉权 

名誉权是指民事主体就自己获得的社会评价受有利益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 

五、隐私权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生活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受他人侵扰、知悉、

使用和公开的权利。 

六、自由权 

自由权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的维护其行动和思想自主，并不受他人或者其他组织非法剥夺、限制

的权利。 

第三节  身份权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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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亲属权、配偶权、荣誉权的法律特征，掌握法律对身份权的基本内容的规定，把握对身份

权给予法律保护的基本方法。 

第七章  法人 

第一节  法人的概念 

应着重领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

的社会组织。明确法人的法律特征和法人的基本分类。 

一、法人的概念、特征及本质 

（一）法人的起源及发展 

（二）法人的概念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社会组

织。 

（三）法人的本质 

要讲解关于法人本质的各种学说。 

二、法人的分类 

（一）我国现行立法对法人的分类 

（二）学理上对法人的分类 

1．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 

这是根据法人成立的基础为标准对法人所作的划分。 

社团法人是以人的集合为成立基础，由两个以上的成员组成，根据法律取得独立的人格。 

财团法人是以捐赠财产为成立基础，是为一定的目的而存在的财产集合体。 

2．公法人与私法人 

这是以法人设立的法律依据为标准对法人所作的划分。 

正如公法和私法的区分标准一样，关于公法人和私法人的区分标准也存在各种学说。 

3．公益法人与营利法人 

这是根据法人活动的目的为标准对法人所作的划分。 

营利法人设立的宗旨是为了从事商业活动、取得利润且将利润在成员中进行分配。 

公益法人也称非营利法人，是指为公益、慈善、教育等目的而组建的法人，任何情况下都不得

将利益在成员中进行分配。 

三、法人的成立条件 

应了解不同类型法人的不同设立程序。 

（一）法人的设立 

（二）法人成立的实体条件 

（三）法人成立的程序条件 

四、法人的机关与住所 

法人的机关也称法人的组织机构，是对内管理法人事务、对外代表法人进行活动的机构。 

法人的住所在法律上具有重要意义，如决定债务履行地、决定登记管辖、决定诉讼管辖，决定

法律文书送达的处所，决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准据法等。 

第二节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应对比法人与自然人在民事权利能力方面的差异，把握法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法律特征。 

一、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法人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 

二、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内容 

对于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内容，我国民法学界在阐述中多将之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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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应对比法人与公民在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差异，把握法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特点。应明确法人民

事行为能力方面所受的限制。 

一、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 

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

务的资格。 

二、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内容 

与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相比，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具有独特特点。 

第四节  法人的变更和终止 

应把握法律关于法人成立、变更和终止的基本法律规定。掌握法人在民事活动中应当承担的独

立民事责任。 

一、法人的变更 

法人的变更是指法人在其存续期间和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组织机构、活动宗旨以及业务范围等

方面的变化。 

（一）组织机构的变更 

（二）其他重大事项的变更 

二、法人的终止 

法人的终止是指法人资格的消灭，即法人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丧失，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不复存在。 

（一）依法被撤销 

（二）法人自行解散 

（三）依法被宣告破产 

（四）其他原因 

三、法人的民事责任 

（一）含义 

（二）法人格否认 
作业 
1.什么是自然人？与公民的区别如何？ 

2.试比较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 

3.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的关系如何？ 

4.什么是宣告死亡？其法定构成要件是什么？撤销死亡宣告的后果如何？ 

5.比较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的区别。 

6.什么是监护？其制度价值如何？ 

7.简述合伙组织成立的条件。 

8.个人合伙的责任承担方式如何？ 

9.什么是人身权？ 

10.人格权和身份权的法律特征有哪些？ 

11．什么是法人？法律特征如何？ 

12．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有哪些特点？与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关系如何？ 

13．比较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和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14．比较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 

15．企业法人的成立条件有哪些？ 

16．法人终止的程序如何？ 
学习目标： 
1.讲授民事主体部分时，要向学生交代人法的来历、人法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人”在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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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位置等。 

2.讲授民事主体部分时，要向学生讲解人格的概念，区分权利主体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生命体意

义上的人的区别，以及作为主体资格意义上的人格与天赋人权意义上的人格，进而明确自然人人格

与法人人格的区别。 

3.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自然人的民事法律地位，了解自然人的概念与住所。掌握自然人民

事权利能力的概念与特征、开始与终止。掌握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特征及类型。了解宣告

失踪的条件与法律后果，掌握宣告死亡的条件与法律后果。掌握监护的概念与设立、监护人及其职

责。了解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法律特征及其财产责任的承担规则。掌握个人合伙的概念、

特征、入伙与退伙以及个人合伙的债务承担。 

4.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和理解人身权的性质和法律特征，掌握人格权的主要类型和不同人

格权的基本内容。 

5.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法人的民事法律地位，掌握法人的概念、特征及成立条件了解身

份权的法律要求，结合社会生活实际加深对法人的民事法律地位的认识，把握法律关于法人的成立、

变更和终止的基本规则。理解我国现行立法和学理对法人的分类。明确法人与自然人在民事权利能

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差别，理解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掌握法人成立、变更和终止的基本法律

规则。 

知识单元 4：法律行为 

参考学时： 

16课时 

学习内容： 

第八章  法律行为 

第一节  法律行为概述 

应领会法律行为的概念、认识法律行为的法律特征、理解法律行为的类型。 

一、法律行为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法律行为是指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并因意思表示而发生私法效果的行为。 

（一）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以达到一定民事法律效果为目的的行为 

（二）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 

（三）法律行为是具有不同价值判断的行为 

二、法律行为的形式 

法律行为的形式，实际上是指作为法律行为核心要素的意思表示的形式。 

三、法律行为的分类 

关键在于掌握不同类型的意义，如成立、生效、效果等方面的不同。 

（一）单方行为、双方行为和多方行为 

这是依法律行为是以当事人一方还是多方的意思表示构成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区分的意义主要

在于认识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构成特点。 

1．单方行为 

2．双方行为 

3．多方行为 

（二）要式行为和不要式行为 

这是依法律行为的成立是否应依法律规定具备一定的方式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区分的意义主要

在于认识要式法律行为的要求及作用。 

1．要式行为 

2．不要式行为 

（三）有偿行为和无偿行为 

这是依当事人之间是否进行对等给付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区分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债法中：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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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无偿法律行为的义务人负有的谨慎义务要求较低。 

1．有偿行为 

2．无偿行为 

（四）诺成行为和实践行为 

这是依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不同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区分的意义主要在于认识践成法律行为成

立的复杂性。 

1．诺成行为 

2．实践行为 

（五）主行为和从行为 

这是依法律行为之间的相互依从关系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区分的意义主要在于：除非法律另有

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从法律行为随着主法律行为的成立和无效而成立或无效。 

1．主行为 

2．从行为 

（六）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 

1．负担行为 

2．处分行为 

（七）有因行为和无因行为 

1．有因行为 

2．无因行为 

第二节  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 

掌握法律行为的有效实质条件是行为人合格、意思表示真实、行为内容合法。把握法律行为的

形式条件对要式行为与不要式行为的不同的法律要求。了解法律对附条件的法律行为所附条件的未

来性、或然性、意定性、合法性和特定目的性的要求。把握延续条件、解除条件、肯定条件和否定

条件的具体内容，明确法律对附期限的法律行为所附期限的未来性、意定性和特定目的性的要求。

了解始期和终期、确定期限和不确定期限的基本内容。 

一、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 

（一）一般成立要件 

1．行为主体 

法律行为的成立须具备行为主体。 

2．行为标的 

法律行为必须具备行为标的。 

3．意思表示 

（1）意思表示的构成 

（2）意思表示的解释 

（二）特殊成立要件 

二、法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 

（一）主体合格 

（二）内容合法、妥当、确定、可能 

（三）意思表示无瑕疵 

三、法律行为的特别生效要件 

（一）附条件法律行为 

1．附条件法律行为的概念 

当事人以将来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事实作为法律行为生效与否的附款，该附款就叫条件。 

2．所附条件的特征 

3．所附条件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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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期限法律行为 

1．附期限法律行为的概念 

附期限法律行为是指当事人约定将某一特定期限的到来作为决定该法律行为效力的附款。 

2．所附期限的特征 

3．所附期限的类型 

（三）其他特别生效要件 

第四节  无效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行为 

掌握无效法律行为其本质是因欠缺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而不产生法律效力的行为。理解无效法

律行为的特点和无效法律行为的发生情形。了解可变更、可撤销行为其本质是欠缺法律行为的某些

要件而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依法变更或撤销的行为。理解可变更、可撤销行为发生情形。把握无效

法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 

一、无效法律行为 

（一）无效法律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无效法律行为是指已经成立，但缺少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致使行为人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

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从成立时起就不能产生预期法律后果的法律行为。 

（二）无效法律行为的情形 

1、行为人不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所实施的法律行为 

2、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法律行为 

3、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行为 

二、可撤销法律行为 

（一）可撤销法律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又称“相对无效的法律行为”，是指由于意思表示有瑕疵，依照法律的规定，可由当事人请求

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撤销的法律行为。这种法律行为从表面上看具备了法律行为的有效要

件，但由于意思表示有瑕疵，所以赋予一方当事人撤销权，可以自主决定是否使该法律行为的效力

归于无效。 

（二）可撤销法律行为的情形 

1．基于重大误解所实施的法律行为 

2．法律行为发生时显失公平 

3．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未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 

4．乘人之危订立的合同 

三、法律行为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后果 

第五节  效力未定法律行为 

应掌握效力未定法律行为的本质、理解效力未定法律行为的特点和发生情形。 

（一）效力未定法律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是指法律行为虽已成立，但是否生效尚不确定，有待享有形成权的第三人

作出追认或拒绝的意思表示来使之有效或无效的法律行为。 

（二）效力未定行为的情形 

1．当事人行为能力有欠缺的法律行为 

2．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处分他人财产的法律行为 

3．无权代理人以他人名义从事的法律行为 

第九章  代理 

第一节  代理概述 

应理解代理的概念、认识代理行为的法律特征、了解代理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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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理的概念与特征 

代理是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在代理权限内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其法律后果直接由被代

理人承受的民事法律制度。 

（一）须在代理权限内进行 

（二）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 

（三）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为法律行为 

（四）在代理权限内的代理行为后果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 

二、代理的类型 

（一）委托代理、法定代理与指定代理 

1．委托代理 

2．法定代理 

3．指定代理 

（二）显名代理与隐名代理 

1．显名代理 

2．隐名代理 

（三）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 

1．直接代理 

2．间接代理 

（四）单独代理和共同代理 

1．单独代理 

2．共同代理 

三、代理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第二节  代理权的行使 

应理解代理权的本质和作用、掌握法定代理权的基本法律要求、明确行使代理权的法律规则、

了解滥用代理权的法律后果。 

一、代理权的行使 

代理权的行使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依被代理人的名义独立、依法有效地实施法律行

为，以达到被代理人所希望的或者客观上符合被代理人利益的法律效果。 

（一）代理人的义务 

（二）代理权行使的限制 

二、复代理 

（一）复代理的概念 

复代理与本代理相对而言。 

本代理是基于委托人的直接授权或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的代理，又称原代理。复代理又称再

代理、转代理或转委托，是指委托代理人为完成代理行为，将代理事项一部分或全部转托给他人代

理的法律行为。 

（二）复代理的特征 

1．复代理是以原代理关系的存在为前提，且原代理人不因复代理人的产生而消灭 

2．复代理人是被代理人的代理人，而不是原代理人的代理人 

3．除非被代理人有明确授权，原代理人只能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选任复代

理人，同时，原代理人对复代理人有监督及解除委托权。 

4．复代理权不得超过原代理权的范围。 

第三节  无权代理 

应明确无权代理是在没有代理权的情况下以他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行为、了解无权代理发生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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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掌握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掌握表见代理制度。 

一、狭义无权代理 

（一）无权代理的概念 

无权代理是指代理行为具备代理的形式要件，但缺乏代理权又不足以使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

的一种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 

（二）狭义无权代理的情形 

1．行为人自始就没有代理权 

2．行为人超越代理权 

3．狭义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 

（三）无权代理中的追认权、催告权和撤销权 

（四）无权代理法律后果 

二、表见代理 

（一）表见代理的概念 

表现代理是指行为人虽无代理权，但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理由相信其具有代理权而与其为法律

行为，该法律行为的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 

（二）表见代理的成立要件 

1．须代理人不具有代理权而以本人的名义为代理行为 

2．客观上存在使第三人相信表现代理人有代理权的事实 

3．相对人（第三人）善意、无过失 

4．除不具备代理权要件外，需具备代理法律行为的其他有效要件 

（三）表见代理的参见类型 

1．授权表示型表现代理 

2．权限逾越型表现代理 

3．权限延续型表现代理 

（四）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 

1．第三人有权以表现代理要求被代理人承受行为的后果 

2．第三人也可以主张狭义无权代理 

第四节  代理关系的消灭 

应把握委托代理终止的原因、明确法定代理和法定代理终止的法律规则、理解代理关系消灭的

法律后果。 

一、委托代理关系消灭的原因 

二、法定代理、指定代理关系终止的原因 

三、代理关系消灭的法律后果 
作业 
1．什么是法律行为？其法律特征如何？可以作何分类？ 

2．试述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 

3．简述附条件法律行为所附条件的特点。 

4．比较可撤销行为、无效行为和效力未定行为。 

5．比较诺成性法律行为与实践性法律行为。 

6．什么是代理？代理的制度价值如何？ 

7．委托合同与委托授权的关系如何？ 

8．比较无权代理与表现代理。 

9．引起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消灭的原因有哪些？ 

10．什么是复代理？其法律效力如何？ 

11．无权代理与滥用代理权的关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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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要求结合社会生活实际和法律调整的特点，加深理解法律行为的基本理论。 

2.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和理解法律行为概念、特征和本质，明确法律行为的的形式和成立、

生效条件，掌握法律行为的分类。了解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法律行为，掌握无效行为和可变更、可撤

销行为的概念、特征和法律后果。 

3.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结合社会生活实际，加深认识代理制度的作用，通晓调整代理关系

的法律规范。 

4.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和理解代理的概念、本质和法律特征，掌握代理的类型。掌握法

律上对代理权的设定和代理权行使的法律限制。理解复代理的概念与特征。明确狭义无权代理的概

念、发生原因及其法律后果，掌握表见代理的概念、成立要件及法律后果。把握代理关系消灭的法

律规则。 

知识单元 5：绪论及物权的客体 

参考学时： 

6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一章  绪论 

一、物权法的意义与性质 

（一）物权法的意义 

物权，指的是人对物的权利，即将特定之物归属于某特定主体，由其直接支配，并享受利益。

所谓物权法，即指以物权关系为规范对象的法律。 

物权法，有形式意义上的物权法与实质意义上的物权法之分。在我国，形式意义上的物权法，

指于 2007年 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实质意义上的物权法，除《物权法》外，还包

括以物权关系为规范对象的其他法律渊源。 

（二）物权法的性质 

1. 物权法的私法属性 

物权法属于民法的一个部分，故其性质应与民法的一般属性相同，也就是说，物权法应属于私

法。作为私法规范，物权法总体上体现了意思自治的精神。物权人在其权利范围内可以根据其自由

意志行使对物的支配权，他人包括公权力都不得进行不当干预。尽管如此，与民法的其他部分尤其

是债权规范相比，物权法规范具有较多的强行性规范的色彩。 

2. 物权法是财产法 

物权具有明显的财产权的属性，其权利内容表现为对物的支配，而各种形式的对物支配都具有

一定的经济价值。物权法的基本功能在于定分止争，其首要的使命在于明确物在法律上的归属以及

不同物权人各自在物上所享有的权利，因此，与作为调整动态财产流转关系的债权法不同，物权法

主要调整的是静态的财产关系。 

二、物权法的体系及其法律渊源 

（一）《物权法》的制定及其体系 

1. 《物权法》的制定 

2. 《物权法》的立法特点 

3. 《物权法》的体系 

（二）物权法的法律渊源 

1. 《宪法》 

2．《民法通则》 

3．《土地管理法》 

4．《农村土地承包法》 

5．《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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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有关不动产登记方面的法律规范 

 三、我国物权法的基本理念 

（一）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的一体保护 

【讨论问题】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权应平等保护，还是做差别对待？ 

（二）从归属到利用 

（三）自由与效率 

（四）所有权的社会义务与所有权保护的强化 

第二章  物权的客体——物 

物权的客体原则上是物，因此，探讨物权，首先须了解法律上的物。本章讨论“物”的概念、

特征、物的构成和分类等问题。 

一、物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一）物权的客体 

物权的客体为“物”。特殊情况下，物权也以一项权利为客体，如权利质权。 

物权的客体原则上为“物”，而且须为特定之物。也就是说，物权的客体须为特定的一物，学

理上将此称为“物权客体特定原则”，并将其作为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 物的概念 

物，指除人的身体外，能够为人力所支配，并能满足人类社会生活需要的有体物和自然力 

（三）物的法律特征 

1. 有体性 

将“物”分为“有体物”和“无体物”，这是古代罗马法的传统。随着“物权”概念的提出，

有必要在逻辑层面上清晰地区分作为物权客体的物与其他“无体物”（权利）。 

2. 可支配性 

3. 可利用性 

4．伦理性 

【讨论问题】 

动物是否物权法意义上的“物”？人的器官、遗体、冷冻胚胎又如何？ 

二、物的构成及分类 

【讨论问题】 

物权成立于特定物之上，然而究竟何为“一物”？一辆汽车由众多零部件组合而成，那么，究

竟是在整辆汽车上有一个所有权，还是在每一个零部件上都分别有一个所有权？ 

【讨论问题】 

甲在建房时，窃取了邻居乙的一根木料作为房屋的栋梁，房屋建成后，乙发现木料失窃的事实，

则其是否有权要求甲返还？如系甲窃取乙的轮胎后安装于自己的汽车上，则后者能否要求前者返

还？ 

（一）物的成分 

物的成分，是指物的构成部分。根据物与其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可将物的成分区分为重要成

分与非重要成分。 

1.重要成分 

物的重要成分，是指非经毁损不能分离，或分离将耗费过高成本之物的构成成分。物的重要成

分不得单独成为物权的客体，确立这一规则是为了维护物的经济价值，避免因强行对物加以分割而

带来的损害。 

2.非重要成分 

物的非重要成分，是指可由物中分离出来而独立存在的部分。物的构成成分中，凡不属于重要

成分者，即为非重要成分。物的非重要成分在分离后可以单独地成为物权的客体。 

（二）主物与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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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物与从物的关系中，主物，指的是起主导地位并可独立发挥功能的物；从物，则指不构成

主物的成分，但经常性地辅助主物发挥效用的物。 

确立某物系另一物的从物，其所具有的实际法律意义在于为以下规则的适用奠定基础：主物之

处分，及于从物。 

（三）孳息 

孳息，是指由物所产生的收益，可分为天然孳息与法定孳息。 

1.天然孳息 

天然孳息，是指依物的自然属性或使用方法而产生的收获物、出产物。 

2. 法定孳息 

法定孳息，是指原物依一定的法律关系而产生的收益。 

（四）单一物、合成物与集合物 

1.单一物     

单一物，是指形态上自成一体且其构成部分已失去其个性的物。 

2. 合成物 

合成物，是指由数个单一物结合成一体的物。 

3. 集合物 

集合物，也称聚合物，是指多个单一物或合成物为共同的目的集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聚合体。集

合物可进一步分为事实上的集合物和法律上的集合物。 

（五）不动产与动产 

以物是否能够移动并且是否因移动而损害其价值为标准，可以将物分为不动产和动产。在性质

上不能移动或者移动通常会严重损害其价值的物，为不动产。不动产以外的有体物，均为动产，它

们在性质上具有可移动性。 

作业 

1.如何认识物权法的性质？与债法相比，物权法具有什么特点？ 

2.物权法的法律渊源有哪些？  

3．如何区分物的成分与从物？ 

4．何为集合物？ 

5．天然孳息应归属于谁？ 

6．区分动产与不动产在物权法上具有什么意义？ 

学习目标： 

通过对本部分的学习，学生应了解物权法的体系及其反映的理念，理解物权法的私法属性，同

时又能认识到其具有较多强行规范的特点。 

通过对物权客体即物的学习，学生应首先掌握物的“有体性”特征，并从具有物权法基本原则

地位的“物权客体特定原则”出发，掌握物的“重要成分”与“一般成分”，并理解其所具有的法

律意义。关于物的分类，学生应着重把握动产与不动产、主物与从物、原物与孳息等基本类型，并

理解分类的法律意义。 

知识单元 6：物权通论 

参考学时： 

8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三章  物权通论 

第一节  物权的概念与特性 

一、物权的概念 

“物权”是大陆法系民法中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具有鲜明的大陆法系特征，在英美法中不存

在相对应的概念。可以将物权定义为：物权是直接支配特定物，而享受其利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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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权的特性 

（一）支配性 

物权是支配权。物权的支配性表现在：物权人可以自主地对物加以支配，无须向他人作出请求

或事先征得他人同意，物权人即可以实现其对物之利益。 

（二）绝对性 

物权是绝对权。物权是对物的支配权，物权人通过对物的支配而与不特定的民事主体发生关联，

因此，可以说，物权首先表现为人对物的关系，而非物权人与某特定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物权的类型 

一、物权法定主义 

（一）意义与内容 

物权法定主义，是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是指物权的类型和内容应以法律规定为限，不允

许当事人任意创设。 

该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项： 

1．物权类型法定。 

2．物权内容法定。 

（二）物权法定的理由 

物权法定主义是由物权的绝对性所决定的。物权法定主义便于物权的公示，从而有助于确保交

易的安全与迅捷。物权法定主义有助于构建合理的物权体系，从而提高物的利用效率。在特定历史

背景之下，物权法定主义有反封建的作用。 

（三）违反物权法定主义的效果 

对于当事人违反物权法定主义的创设行为，法律设有特别的效果规定时，从其规定。当事人的

物权设定行为部分违反内容强制的规定，但如果除去该部分，其他部分仍可成立的，则仅违反禁止

规定的部分无效，法律行为仍发生物权设定的效果。对于违反物权法的物权设定行为，法律无特别

规定时，则此法律行为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不能发生预期的物权设定效果。物权设定行

为虽因违反物权法定主义而无效，但如果当事人的行为具备其他法律行为的要件，则该行为仍可发

生该其他法律行为的效力。 

（四）对物权法定主义的检讨 

物权法毕竟是私法，私法给当事人留下的广大的意思自治空间本来应该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而

物权法定主义恰恰严重制约了当事人的自治。为避免物权法定主义过于僵化而限制社会的发展，学

者们提出了物权法定无视说、习惯法包含说、习惯法物权有限承认说、物权法定缓和说等。 

二、物权的分类 

（一）完全物权与定限物权 

完全物权即所有权，它是对物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为全面支配的物权。定限物权是指在特定

范围内对其标的物加以支配的物权，所有权以外的物权均为定限物权。 

（二）动产物权、不动产物权与权利物权 

以动产为标的物的物权为动产物权，如动产所有权、动产质权、留置权等。以不动产为标的物

的物权为不动产物权，如不动产所有权、地上权、地役权、不动产抵押权等。物权原则上以有体物

为其标的物，但物权法也承认某些权利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以权利为标的物的物权即为权利物权，

如权利质权与权利抵押权。 

（三）主物权与从物权 

以物权是否具有独立性为标准，可以将物权区分为主物权与从物权。可以独立存在，而无须从

属于其他权利者，为主物权。不具有独立性，而须从属于其他权利而存在者，为从物权 

（四）意定物权与法定物权 

意定物权是指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而发生的物权，凡由当事人依法律行为而设定的物权都属于意

定物权。法定物权是指不问当事人之意思，直接由法律规定其发生的物权，如留置权、法定抵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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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五）登记物权与非登记物权 

物权变动须经登记的，为登记物权；反之，则为非登记物权。 

（六）有期限物权与无期限物权 

有存续期间之限制的物权，为有期限物权，如典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其存续期间无

限制，且能永久存续的物权，称为无期限物权，如所有权、永佃权。 

（七）本权与占有 

占有本身并非物权，而对占有的事实而言，其所依托之权利即构成本权，如所有权、用益物权、

质权等，租赁权等债权也可以构成占有的本权。 

第三节  物权的效力 

一、排他效力 

物权的排他效力，是指在同一标的物上不能同时成立两个或两个以上内容互不相容的物权。物

权的排他效力表现在：在同一标的物上，不能同时成立两个以上的所有权；定限物权是在特定范围

内对他人之物进行支配的物权，由于不同的权利类型有不同的支配范围，因此，只要物权内容并非

不相容，一物之上可以存在数个不同的定限物权。 

【讨论问题】 

甲企业向乙银行贷款 100万元，以其价值 200万元的厂房 A为乙设立抵押权，并办理了抵押登

记；后甲又向丙银行贷款 80万元，问：甲还能否以厂房 A为丙设立抵押权？ 

二、优先效力 

（一）物权相互之间的优先效力 

总体而言，物权相互间的优先效力遵循“时间在先，效力优先”的规则。 

（二）物权对债权的优先效力 

当物权和债权可能发生权利冲突时，无论成立之先后顺序如何，物权原则上具有优先于债权的

效力。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效力也有个别例外。出于某种立法政策上的考虑，法律赋予某些债权以特

殊的效力，使其在某些方面甚至优先于物权。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买卖不破租赁”规则。 

三、追及效力 

物权的追及效力，是指物权一经成立，其标的物无论辗转于何人之手，物权人均可以追及物的

所在，而直接支配其物的效力。 

四、物上请求权效力 

（一）物上请求权的概念 

物上请求权，是指物权人于其物被侵害或有被侵害之危险时，可以请求回复物权圆满状态或防

止侵害的权利。 

（二）物上请求权的内容 

物上请求权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占有返还请求权。 

排除妨害请求权。 

妨害预防请求权。 

第四节  物权变动 

一、物权变动的意义 

物权的变动，是指物权的发生、变更与消灭。 

（一）物权的发生 

物权的发生，是指物权与特定主体的结合。物权的发生，自特定的物权人方面观察，为物权的

取得。物权的取得，可分为原始取得与继受取得。 

（二）物权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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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所谓物权变更系指狭义上的物权变更，即物权的客体变更和内容变更。 

（三）物权的消灭 

物权的消灭，是指物权与主体的分离，就物权人方面而言，为物权的丧失。物权的丧失可分为

绝对丧失与相对丧失。 

二、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 

物权法律关系的变动也系由一定的法律事实引起，其中包括法律行为与法律行为以外的事实。 

（一）法律行为 

在因法律行为而发生的物权变动中，当事人有意识地追求特定物权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法律效

果，并将此效果意思表示出来，法律即依其意思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 

（二）法律行为以外的事实 

所谓法律行为以外的事实，既包括人的行为中的事实行为，也包括行为以外的法律事实，如事

件和状态。 

三、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 

基于物权的绝对性，近现代物权法为维护交易的安全，将“公示原则”与“公信原则”确立为

物权变动的两项基本原则。 

（一）公示原则的必要性 

物权的绝对效力，要求其具有外在的可识别性，因此物权的变动必须具有恰当的公示方法。 

（二）确定公示方法的标准 

因动产与不动产的物理属性上的差异，可以分别针对二者采取不同的公示方法，即不动产以登

记为其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而动产则以交付为其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 

（三）不动产登记 

1．登记机构。 

2．登记生效时间。 

3．登记簿与权属证书。 

4．登记资料的查询。 

5．更正登记。 

6．异议登记。 

7．预告登记。 

【讨论问题】 

预告登记有何意义？ 

（四）动产交付 

交付通常指的是现实交付，即出让人将对物的管领支配现实地移交于受让人。 

在现实交付之外，《物权法》遵循民法传统，也承认简易交付、返还请求权让与及占有改定等

三类“观念交付”。 

（五）物权公示的效力 

关于物权公示的效力，存在两种立法例：公示生效主义；公示对抗主义。 

《物权法》原则上确立了公示生效主义。不过，该法也广泛地承认了公示对抗主义的公示效力。 

四、物权变动的公信原则 

（一）公信原则的意义 

以占有或登记等公示方法所表现的物权，即使不存在或者与真实的权利状态有所差异，但对于

信赖此项公示方法所表现的物权，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交易的人而言，法律仍承认其具有与真实物权

存在相同的法律效果，此原则即为物权变动的公信原则。 

（二）实行公信原则的理由 

公信原则的确立，赋予了公示的物权表征以公信力，重新分配了交易风险，使当事人可以放心

地利用简便易得的公示信息，并确保以此为基础的交易得到预期的法律效果。显然，公信原则对于

维护交易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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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信原则的体现及效力范围 

我国《物权法》针对动产与不动产设置了统一的善意取得制度。应该说，善意取得制度背后的

立法理由主要就是承认公示方法所具有的公信力。 

五、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 

【讨论问题】 

甲将 A物出售给乙，问：①从时间点上考虑，A物所有权何时发生移转？②从效力来源上看，

所有权因何发生转移——因买卖合同，还是因在履行环节上的其他意思表示抑或是事实行为？③如

果买卖合同无效，那么所有权变动的结果是否一概不发生？ 

就各国立法例加以分析，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主要有意思主义、物权形式主义与折衷主义三种。 

（一）意思主义 

意思主义，是指仅须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即足以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而无须以登记或交

付为其成立要件或生效要件的立法主义。 

（二）形式主义 

所谓形式主义，是指物权因法律行为而变动时，须另有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并履行登记或者

交付之法定形式的立法主义。 

（三）折衷主义 

折衷主义，也称“债权形式主义”，它将登记或者交付的法定形式设置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同时，折衷主义或者不承认有独立的物权行为之存在，从而规定由债权行为与登记或者交付的法定

形式相结合共同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或者至少不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而将债权行为的有效作

为物权行为发生效力的要件。 

（四）我国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 

各国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虽有为法律明确规定者，但也有许多物权变动的基本规范是经过长期

学术争论和司法活动才得到较为确定的解释。形式主义立法例尽管更为抽象，但它对于若干具体规

则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第五节  物权行为 

一、物权行为的意义  

物权行为是以物权的得丧变更为直接内容的法律行为。物权行为是由物权的意思表示与外部的

变动特征（交付或者登记）相互结合而成的法律行为。 

二、物权行为的类型 

（一）单方物权行为与双方物权行为 

单方物权行为，是指由行为人一方的意思表示构成的物权行为，其最典型者为物权的抛弃。 

双方物权行为，又称物权合同，是指通过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构成的物权行为。 

（二）不动产物权行为与动产物权行为 

不动产物权行为，是指以变动不动产物权为目的的法律行为。不动产物权行为系以物权变动的

意思表示与登记相结合的法律行为。 

动产物权行为，是指以变动动产物权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动产物权行为同样要求处分人具有处

分权，而且还须以标的物的交付作为特别生效要件。 

三、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理论 

（一）理论渊源 

（二）物权行为的独立性 

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也称分离原则，是指物权的变动须有一个独立于买卖、赠与等债权行为以

外，而以物权变动为内容的法律行为，从而在体系上，物权行为独立于债权行为而存在。 

（三）物权行为的无因性 

【讨论问题】 

买受人甲以欺诈的手段与出卖人乙订立 A物的买卖合同，为履行该合同，乙将该物交付给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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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乙得知甲欺诈之情事，遂撤销了买卖契约。问：A 物所有权的移转情形如何？乙能否要求 A

物的返还？其可依何种请求权请求 A物的返还？ 

所谓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是指物权行为的效力不受其原因行为（债权行为）的影响，债权行为即

使不成立、被撤销或者无效，物权行为也并不因此而受影响，仍能独立地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 

作业 

1．物权具有哪些法律特性？其与债权之间存在哪些差异？ 

2．什么是物权法定主义？物权法为什么需要确立物权法定主义原则？ 

3．辨析物上请求权与物权的保护。 

4．简述物权的公示与公信原则。 

5．分析并评价我国《物权法》所确立的物权变动模式。 

6．什么是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 

7.甲与房地产开发企业乙签订期房买卖合同，并支付了全部款项；双方约定，乙于订立合同之

日起的 1年内确保建成、交付房屋，并为甲办理所有权登记。甲担心，乙可能会将已出售于己的房

屋再次出售给他人，并为他人办理过户。试问：（1）甲有没有办法确保自己最终获得自己所购买之

房屋的所有权？什么是预告登记？其功能为何？（2）如果在作了预告登记后，乙又将该房屋出售

给丙，则丙能否获得房屋的所有权？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掌握物权总则的相关知识，并认识到它们对于各种具体物权的意义。 

学生应理解物权的排他性、优先性等特性，并有能力将其与债权的特性相比较。学生应能够充

分理解物权法定原则的意义，并能对其作出评价。在物权变动方面，要熟悉我国《物权法》的相关

规范，并能理解包括物权行为理论在内的物权变动模式问题。 

知识单元 7：所有权 

参考学时： 

6课时 

学习内容： 

第四章  所有权 

第一节  概述 

一、所有权的意义 

所有权是在法律限制的范围内，对物为全面支配的权利。 

二、所有权的特性 

（一）全面性 

所有权是对物的全面的支配。所有权人可以自由地运用自己的意志，对物进行其所希望的各种

利用和处置。 

（二）整体性 

所有权的整体性，是指所有权是一个浑然一体的权利，它并不是由数种权能简单相加而得出的

一种权利 

（三）弹力性 

所有权的弹力性，也称为所有权的回归力，它描述的是所有权所具有的这样一种属性：所有权

具有整体性，因此其内容可自由伸缩。 

（四）恒久性 

所有权属于典型的无期限物权，其法律属性决定了其不得被附加存续期限。 

三、所有权的类型 

（一）不动产所有权与动产所有权 

（二）单一所有权与多数人所有权 

（三）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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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所有权的权能与限制 

一、所有权的权能 

（一）占有 

（二）使用 

（三）收益 

（四）处分 

（五）排除他人干预 

二、对所有权的限制 

（一）所有权的社会化与权利限制 

在社会化的背景之下，所有权受到了来自公法、私法等各方面的限制。 

（二）对所有权限制的限制 

体现权利人意志的所有权自由无论如何都应该处于所有权观念的核心地位，对所有权的限制仅

仅是从消极的方面划定所有权自由的边界。 

（三）征收、征用问题 

第三节  所有权的取得 

一、概述 

本节所述及的所有权取得方式仅限于原始取得方式，包括先占、拾得遗失物、添附、善意取得、

孳息收取和时效取得等。实际上，《物权法》第 9 章“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就是对所有权原始

取得的几种方式的规定。 

二、先占 

（一）先占的意义和性质 

先占，指的是以据为己有的意思，占有无主的动产，而取得该动产所有权的法律事实。先占属

于一种事实行为。 

（二）先占的要件 

须为无主动产；须有据为己有的意思；无法律上禁止性规定或者他人享有先占权的情形。 

（三）法律效果 

先占人取得其先占之无主物的所有权。该所有权取得的效果系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非基于

他人既存的权利，故为原始取得。 

三、拾得遗失物 

（一）拾得遗失物的认定 

拾得遗失物，是指发现他人遗失之物并对其加以占有的事实。 

（二）拾得遗失物的效力 

1．拾得人的义务。 

2．有关部门的义务。 

3．拾得人的权利。 

（三）遗失物规则对漂流物、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准用 

四、添附 

（一）概述 

添附，系对附合、混合及加工的总称。 

法律之所以需要对添附的所有权归属加以确立，乃是基于特定公共政策上的考虑。 

对于因添附而取得所有权之人而言，其所有权的取得为原始取得，而非继受取得。 

（二）附合 

所谓附合，指的是两个以上的物相互结合，而形成社会经济观念上一个“新物”的法律事实。 

1．动产对不动产的附合。 

2．动产与动产的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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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混合 

所谓混合，指的是属于不同人所有的两个以上的动产相互混合，以至于不能识别或者识别需花

费过巨的法律事实。对于混合可准用动产附合的规定 

（四）加工 

所谓加工，是指在他人动产上劳作，使其成为新物的法律事实。 

关于加工物的所有权归属，有两种主要的立法例：材料主义与生产主义。 

五、善意取得 

（一）概念 

善意取得，是指出让人与受让人间，以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为目的而为不动产的移转登记或者动

产的交付，即便出让人无转移所有权的权利，在受让人为善意时仍可由其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制度。 

（二）所有权保护与交易安全的立法权衡 

（三）构成要件 

标的物为动产或者不动产；出让人须为动产的占有人或者不动产的名义权利人；须出让人与受

让人有转移所有权的合意；出让人须是无处分权人；所有权移转需要登记的，已完成登记，无须登

记的，受让人已取得占有；受让人须为善意；受让人须以合理的价格有偿受让。 

（四）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 

受让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受让人善意取得所有权的，标的物上原有的权利负担原则上也应发

生消灭。因受让人的善意取得而丧失权利的原所有人可以向出让人主张权利。 

六、时效取得 

对他人之物的持续占有是时效取得的基础。时效取得须具备相应的要件。 

第四节   共有 

一、共有的意义 

共有，指两个以上的法律主体共同享有一物所有权的状态。 

二、按份共有 

（一）按份共有的意义 

所谓按份共有，也称分别共有，指的是数人依其份额享有所有权的形态。 

（二）共有份额 

1．份额的意义。 

2. 份额的确定。 

3．份额的处分。 

（三）按份共有的内部效力 

各共有人依其享有的份额对共有物加以使用和收益；共有物的处分及重大修缮；共有物的费用

分担。 

（四）按份共有的对外效力 

1．对第三人的物上请求权。 

2.对第三人的债权或者债务。 

（五）共有物的分割 

民法对按份共有采分割自由的原则，即各共有人均有权随时要求终止共有关系，并分割共有物。 

三、共同共有 

（一）共同共有的意义与特征 

共同共有，是指数人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一物所有权的共有形态。 

（二）共同共有的类型 

夫妻共同共有；家庭共同共有；遗产的共同共有；合伙共同共有。 

（三）共同共有的效力 

除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外，对共有物的处分须经全体共有人的同意。由于不存在独立的份额，



645 

因此各共有人不得向他人转让共有权，更不存在其他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问题。在共有关系结束前，

各共有人不得要求分割共有物。因共同关系消灭而须分割共有物的，可依关于按份共有物分割的规

定处理。 

第五节  相邻关系 

一、相邻关系的概念与规范方式 

所谓不动产相邻关系，指的是法律为调和相邻不动产的利用，而在其所有人或者其他权利人之

间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为达到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并充分发挥物的效用，民法以多种方式予以介入，

从而形成了法定的不动产相邻关系。 

二、相邻关系的法律性质与原则 

（一）法律性质 

所谓相邻权其实并非一种独立的权利，相邻关系中所包含的权利内容只是不动产权利的必要限

制或者扩张。 

（二）相邻关系的原则 

《物权法》第 84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

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三、相邻关系的类型 

（一）邻地的利用 

（二）排水及用水关系 

（三）建筑相邻关系 

（四）固体污染物、气响等侵入的防止 

（五）邻地损害的防免 

第六节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一、概述 

（一）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意义 

建筑物区分所有，是指数人区分一建筑物而各有其一部分的情形。 

（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内容 

1．对专有部分的所有权。 

2．对共有部分的共有。 

3．基于区分所有权人之间共有关系的共同体。 

二、专有部分 

专有部分可为所有权人直接支配并享有其利益，因此须在结构上和使用上均具有独立性。 

三、共有部分 

（一）共有部分的范围 

（二）共有的性质 

四、管理组织 
作业 
1．所有权在物权法体系中具有何种重要地位？ 

2．如何从所有权保护的角度看征收、征用制度？ 

3．简述先占取得的构成要件。 

4．试析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的关系。 

5．简述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6．《物权法》如何规范拾得遗失物的法律后果？ 

7．根据民法的添附规则，动产与不动产附合的，无论导致附合的原因为何，均由不动产所有



646 

人取得添附物的所有权，这一规则的合理性基础何在？ 

8．如何识别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 

9．《物权法》对哪些相邻关系的类型作出了规范？ 

10．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包含哪几个层面的法律关系？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精确地理解所有权的概念，了解其在物权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通

过权能的学习，掌握其具体内容。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掌握先占、添附等所有权原始取得的各种方式，尤其是需要对善意

取得制度有准确的理解。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准确理解我国现行土地制度的基本框架，并掌握不动产相邻关系和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相关知识。 

知识单元 8：用益物权 

参考学时： 

4课时 

学习内容： 

第五章  用益物权 

第一节  用益物权概述 

【讨论问题】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土地只能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那么，私主体应如何对公有的土地加以

利用？ 

一、用益物权的意义 

用益物权，指的是在他人之物上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等权能的物权。 

用益物权具有两项主要的社会功能：增进物尽其用的经济效用；使物的利用关系物权化，巩固

利用人的法律地位。 

二、用益物权的种类与特征 

（一）用益物权的种类 

在物权法定主义之下，我国《物权法》确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

权和地役权四种权利。 

（二）用益物权的特征 

就《物权法》规定的四种用益物权而言，其标的物仅以不动产为限。用益物权以物的利用为内

容，原则上同一标的物上不能同时设定多个用益物权。用益物权的设定、移转等通常都需要登记。

用益物权的设定有的为无偿，有的为有偿。 

三、用益物权的得丧变更 

第二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意义与法律规范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与特征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农业经营者通过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在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国家所有的农用

地上享有的进行耕作、养殖或者放牧等利用并获得收益的权利。 

（二）法律规范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 

（一）承包经营合同的订立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 

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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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建设用地所有权 

一、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建设用地使用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在国有土地上建造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客体原则上为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内容为根据设定的用途利用土地

营造建筑物，并依法享有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原则上须为有偿，但国家机

关用地、军事用地等也可通过无偿划拨的方式取得。有期限性。 

二、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 

（一）出让与划拨 

（二）登记 

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内容 

1．利用土地从事建筑的权利。 

2．获得所营造之建筑物的所有权。 

3．处分权。 

四、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消灭 

【讨论问题】 

建设用地所有权到期后，地上建筑物归属于谁？ 

第四节  宅基地使用权 

一、宅基地使用权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宅基地使用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得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 

宅基地使用权的客体为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宅基地使

用权依分配的方式为权利人所获取。宅基地使用权的内容是为依法建造、保有私人住宅之目的而对

土地加以占有和使用。 

二、宅基地使用权的设立 

三、宅基地使用权的内容 

1．为建造住宅的目的而使用宅基地。 

2．保有所建造住宅的所有权。 

3．有限处分权。 

【讨论问题】 

在我国现行法上，农村房屋转让受限的原因是什么？ 

四、宅基地使用权的终止 

第五节  地役权 

本节为本章的重点。 

一、地役权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一）地役权的发展历史 

（二）地役权的概念 

地役权，指的是为自己土地之利益而使用他人土地的权利。 

（三）地役权的法律特征 

1．从属性。 

2．不可分性。 

二、地役权的功能 

三、地役权的分类 

（一）积极地役权与消极地役权 

（二）继续地役权与非继续地役权 

（三）表见地役权与非表见地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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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役权的设立 

（一）地役权合同的当事人 

1．供役地权利人。 

2．需役地权利人。 

（二）地役权合同的内容 

（三）地役权登记 

关于地役权的设立，物权法采用的是登记对抗主义。 

五、地役权的效力 

（一）地役权人的权利     

地役权人有权依地役权设立的目的及范围使用供役地。地役权人有权实施附随的必要行为。地

役权人的物上请求权。 

（二）地役权人的义务 

地役权之取得为有偿的，地役权人有义务向供役地权利人支付费用。地役权人有义务维护其在

供役地上设置的设施。 

六、地役权的消灭 

（一）地役权的消灭原因 

（二）地役权消灭的效果 
作业 
1．简述我国土地公有制条件之下用益物权的特点。 

2．用益物权与债权性的使用权有何差异？ 

3．我国《物权法》规定了哪几种用益物权？ 

4．试析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其上建筑物所有权之间的关系。 

5．比较地役权与相邻关系的异同。 

6．如何理解地役权的从属性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深入理解土地公有制背景下我国用益物权制度的特点，一方面能够依

托传统民法理论认识各种用益物权，另一方面又能看清我国用益物权制度受公有制影响的情况。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掌握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建设用地所有权以及地役权的

基本知识，尤其应从权利客体、权利内容及权利创设等角度认识这些用益物权类型。 

知识单元 9：担保物权 

参考学时： 
8课时 
学习内容： 

第六章  担保物权 

第一节  担保物权概述 

一、担保物权的意义 

担保物权，是指以确保债务清偿为目的，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所有之物或者权利上所设定的以

变价权和优先受偿权为内容的定限物权。 

担保物权以确保债务之清偿为其目的。 

担保物权系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之物或者权利上所成立的权利。 

二、担保物权的特性 

（一）从属性 

（二）不可分性 

（三）权利行使的附条件性 

（四）物上代位性 



649 

三、担保物权的类型 

（一）意定担保物权与法定担保物权 

（二）留置性担保物权与优先受偿性担保物权 

（三）不动产担保物权、动产担保物权与权利担保物权 

（四）占有担保物权与非占有担保物权 

第二节  抵押权 

一、抵押权的意义 

抵押权，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物的占有而向债权人提供一定财产以担保债务的履行，

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得就抵押物折价或者就其卖得的价金优先受偿的权利。 

二、抵押权的特性 

（一）从属性 

（二）不可分性 

三、抵押权的取得 

抵押权，除因继承等原因可依法律行为以外的原因取得外，原则上应基于法律行为而取得。 

（一）抵押合同 

1．抵押合同的当事人。 

2．标的物。 

（二）抵押登记 

1．登记生效主义 

根据《物权法》第 187条的规定，凡以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招标等

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 

2．登记对抗主义 

根据《物权法》第 188条之规定，凡以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交通运输工具以及

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但是，抵押权未经登记的，不得

对抗善意第三人。 

四、抵押权的效力 

（一）抵押权担保债权的范围 

（二）抵押权标的物的范围 

（三）抵押权人的权利 

1．变价处分权。 

2．优先受偿权。 

3．顺位权。 

4．保全权 

（四）抵押人的权利 

1．抵押物的用益权。 

2．设定多个抵押权的权利。 

3．在抵押物上为他人设定用益物权的权利 

4．关于出让抵押物的权利 

（五）抵押权与承租权 

五、抵押权的变更与消灭 

（一）抵押权的变更 

（二）抵押权的消灭 

六、特殊抵押 

（一）最高额抵押 

最高额抵押，是指抵押人与抵押权人约定，在一最高债权限额内，以抵押物的价值对一定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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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连续发生的债权作担保而设立抵押。 

（二）浮动抵押 

所谓浮动抵押，指的是作为抵押人的经营者与抵押权人约定，以其现有的和将有的所有经营性

动产作为一个集合客体并在其上设立抵押权，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有权对实现抵押

权时的动产行使变价和优先受偿的权利。 

第三节  质权 

一、质权的意义     

质权，是指债权人为担保债权，而占有由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移交的动产或者可转让的财产权，

在债权届清偿期而未受清偿时，能够就该动产或者权利折价或者以其卖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 

二、动产质权 

（一）动产质权的意义     

动产质权，是指债权人因担保其债权，占有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移交的动产，而于债务人不履行

到期债务时，可以以该动产折价或者以其卖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 

（二）动产质权的取得 

1．质权合同的订立。 

2．质物的交付 

3．质权的善意取得 

（三）动产质权的效力 

1．质权人的权利 

可以留置质物；质物孳息的收取权；经出质人同意，可将质物转质于他人；保全质权的权利；

物上请求权；变价权和优先受偿权。 

2．质权人的义务 

妥善保管质物；返还质物 

（四）动产质权的消灭 

三、权利质权 

（一）权利质权的意义 

权利质权，是指以可转让的财产权为客体而设立的质权。 

（二）权利质权的取得 

权利质权也属于意定物权，其设立须经出质人与质权人的合意。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无论

以何种权利作为标的物设立权利质权，均须当事人订立书面质权合同。 

质权人取得权利质权，除须与有处分权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订立质权合同外，还需践行一定的

权利公示方法。 

（三）权利质权的法律适用 

第四节  留置权 

一、留置权的意义 

留置权，是指债权人占有其债务人的动产而具备法定条件的，在其债权未受清偿前，得留置该

动产的法定担保物权。 

二、留置权的构成要件 

1．须债权人占有属于债务人的动产。 

2．须债权的发生与留置物具有牵连关系。 

3．须债权已届清偿期，且债务人不履行债务。 

4．不存在不得留置的情形。 

三、留置权的效力 

（一）留置权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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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标的物；收取留置物的孳息；变价处分权和优先受偿权。 

（二）留置权人的义务 

妥善保管留置物的义务；留置物的返还义务。 

四、留置权的消灭 
作业 
1．担保物权如何能够发挥担保债权实现的功能？担保物权的担保功能对其法律属性有何影

响？ 

2．以动产为客体的抵押权在公示方面面临怎样的问题？ 

3．试评价《物权法》关于抵押物转让的规则。 

4．动产质权能否善意取得，为什么？ 

5．权利质权以权利而非物为其客体，那么，它还能被称为“物权”吗？ 

6．什么是留置权成立要件中的“牵连关系”？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 学生应理解担保物权发挥担保功效的基本原理，并掌握其从属性、物上

代位性等特性。 

学生应掌握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这三种担保物权的内容和设立方法或构成要件。对于抵押权，

既要从抵押财产的角度认识一般意义上的抵押权，也要对最高额抵押、浮动抵押这两种特殊抵押权

有所了解。对于质权，应分别掌握动产质权和权利质权的原理。对于留置权，则应从其法定物权的

性质出发，理解和掌握其构成要件和效力。 

知识单元 10：占有 

参考学时： 
2课时 
学习内容： 

第六章  占有 

第一节  占有概述 

一、占有的意义与功能 

 （一）占有的意义 

占有，是指人对物的事实上的管领与控制。 

（二）占有的构成 

（三）占有的功能 

【讨论问题】 

小偷能否因事实占有盗窃物而取得权利？小偷对盗窃物的事实控制是否构成民法上的“占

有”？《物权法》将“占有”一编与“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并列，这是否意味着

“占有”即为“占有权”？（二）权利质权的取得 

二、占有的分类 

（一）有权占有与无权占有 

（二）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 

（三）和平占有与强暴占有 

（四）公然占有与隐秘占有 

（五）自主占有与他主占有 

（六）直接占有与间接占有 

第二节  占有的取得、变更与消灭 

 一、占有的取得     

（一）占有的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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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占有的继受取得 

二、占有的变更 

（一）他主占有变更为自主占有 

（二）善意占有变更为恶意占有 

三、占有的消灭 

第三节  占有的效力 

一、占有的保护效力 

（一）占有人的自力救济权 

（二）占有人的物上请求权 

二、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 

三、占有的权利取得效力 

四、占有人与回复请求权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一）占有物的使用收益 

（二）对占有物所支出费用的偿还 

（三）占有物毁损灭失的赔偿责任 
作业 
1．物权法为什么要对“占有”单独作出规范？ 

2．如何理解“占有的性质是法律事实，而非权利”？ 

3．占有的保护效力体现在哪几方面？ 

4．占有人与回复请求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 学生首先应理解占有作为物权法上独立制度的价值，理解“占有是法律

事实，而非权利”这一判断的法律意义。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熟练掌握占有的各种类型，并了解这些分类的意义。学生应能理解占有

的得丧变更，知道其构成占有效力判断的基础。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着重掌握占有的效力，包括占有的保护效力、权利推定效力、权利取得

效力等。另外，学生还应能够结合《物权法》的规定，理解和能够评价所谓“占有人与回复请求权

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1）·介绍民法课程+民法的意义 4  

2 绪论（2）·民法的基本原则+民事法律关系 4  

3 民事权利·类型+保护期间 4  

4 民事主体·概述+自然人 4  

5 民事主体·人身权+法人 4  

6 民事主体·其它组织 4  

7 法律行为·概述+成立与生效（1） 4  

8 法律行为·成立与生效（2） 4  

9 法律行为·效力类型（1） 4  

10 法律行为·效力类型（2）+法律行为·代理（1） 4  

11 法律行为·代理（2）+物权绪论（1） 5  

12 绪论（2）+物权通论（1） 5  

13 物权通论（2） 5  

14 物权通论（3）+所有权（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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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所有权（2） 5  

16 所有权（3）+用益物权 5  

17 担保物权（1） 5  

18 担保物权（2）+占有 5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理学、宪法学 

后续课程：《民法学原理（二）·含债法+亲属继承法》及相关实务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各单元均为重点 

难点：法律行为单元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明确学习民法学应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并运用经济学、社会学、法哲学、伦理学、

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民事法律制度和民事法律现象。 

教学手段： 

1.讲授 

2.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5．作业要求 
每单元结束由任课老师根据需要布置练习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自主编写出版《民法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由任课老师自行推荐参考资料 

执笔：刘智慧  审稿：刘家安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4日 

 

民法学原理二·含债法、亲属继承法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2）：Law of Obligation and Family law and 

Inheritance Law 

课程号：700201024 

编写说明 
本大纲主要是为了配合《民法学原理二·含债法+亲属继承法》的教学而编写。大纲由刘家安

教授主编，编写人员为刘家安、陈汉、刘智慧和寇广萍。中国政法大学民法研究所的全体教师参与

了民法教学大纲的讨论。 

A．债法部分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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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为法学体改双学位班的专业必修课，与后 B亲属法与继承法结合属于一门课程《民法学

原理》（二）。实行闭卷考试。 

通过本课程的讲解和学生的学习，要实现下列目的： 

1．能够让学生领会债法的精神，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的债法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系统地了

解债法的基本原理。 

2．能够理解债法的体系，尤其是债法总论的设置，理解债法总则阐明的是各种债之关系所共

同适用的一般规则。能够掌握债法总论的基本内容，包括债的类型、效力、担保与保全、移转、消

灭等内容。 

3．能够理解债法分论乃根据不同的债的发生原因而设置，并具体掌握合同之债、侵权行为之

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等各种债之关系的基本规则。 

4．能够将债法理论与现行债法规范相结合，具备法律解释与适用的能力，熟悉《合同法》、《侵

权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渊源。 

5．具备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所学习的债法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具体法律

问题的能力。 

该课程以讲授债法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为核心内容，讲求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结合，既体现债法

本身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逻辑性，又密切联系民法总论、物权法等内容，从整个民法体系出发来阐

明债法的原理与规则。在学习过程中，需要从逻辑和价值两个层面掌握债法制度的具体规则及应用

情况。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债法总论  

参考学时： 
16课时 

学习内容： 

导论 

“债”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术语，指的是特定人间可以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对整个债法

的学习，需要建立在对“债”之概念和特性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本章旨在介绍债的基本法律意义，

突出强调“债”之概念是一种抽象思维的产物。在阐释债的概念时，本章还将探讨债权、债务的基

本属性，主要围绕着债权的相对性等特性，比较其与物权这种绝对权的差异。本章还将从债的发生

角度讲解债的各种具体表现形态，并进而论证在法律技术上建构“债”这个抽象概念的必要性。此

外，本章还将对债法的法律渊源以及债法的特点做出简介。 

第一节  债的意义 

一、债的概念与特征  

（一）债的概念 

《民法通则第 84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

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

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 

学理定义：债是特定人间可以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  

（二）债的特征 

1.债为特定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结合关系） 

主体特定：债权人、债务人。 

2.债为特定人得请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  

客体：给付（行为：作为、不作为） 

3.内容：债权与债务  

二、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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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权是财产权 

给付具有财产价值或可给予经济评价 

债权在财产法上的优越地位（从归属到利用） 

（二）债权是请求权 

1．债权的实现须依赖于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行为。债权的效力主要就表现在可以请求债务人实

施特定行为以满足债权  

2．债权的非支配性：债权非为对债务人的支配 ；债权非为对债务人行为的支配；债权非为对

债的关系所涉及之标的物的支配。  

3.“债权”与“请求权”的关系：债权的效力主要表现为请求权；请求权不限于债权，还存在

物权请求权等；债权的效力也不限于请求，还包括抗辩、形成、处分等 

（三）债权是对人权，具有相对性 

1.原则上，债权人仅能向特定债务人请求给付，而不能向第三人提出权利主张或以其债权对抗

第三人。 

2.债权具有相对性（物权具有绝对性） 

（四）债权具有非排他性  

多个债权即便以同一给付为标的，它们之间也不会发生权利上的冲突。 

【问题讨论】  

一物数卖，合同的效力如何？ 

【解读】 

《合同法解释（二）》第 15条 

（五）债权的平等性 

多个债权，无论其成立时间先后，均具有同等的效力。 

（六）债权类型的任意性 

合同、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只是“典型”之债的发生原因。 

三、债务 

（三） 债务的意义 

债务：特定人（债务人）对他特定人（债权人）为特定行为的义务。是法律所课以的必须作为

或不作为的拘束。  

债务的内容包括积极的作为与消极的不作为。  

（二）债务与责任 

我国民法上“责任”一词的多义性。 

考察“债”的概念在法律史上的流变，可以发现，在孕育“债”这一术语的古代罗马法上，由

于普遍存在对人身的强制执行，伦理上“当为”的“债务”观念与债务人之人身直接暴露在债权人

的强制之下的“责任”观念可谓泾渭分明。  

正是因为后世法律经历了对人执行向财产执行的转化，“债”与“责任”之间的界限才开始变

得模糊不清。  

债务人一旦承担债务，即应以其全部财产作为其债务的总担保（对物执行）。 

责任是实现债务的担保，常与债务相伴随。 

有限责任、无限责任。 

第二节  债的发生 

一、概述 

债的发生原因并非一个封闭的体系，除“典型”原因外，还有众多非典型原因。 

债的发生，或者基于当事人的意思（典型地表现为“合同之债”），或者系由法律直接规定（侵

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均为“法定之债”）。 

各种债的发生原因在事实构成、社会功能与价值判断不同，但其法律效果在形式上相同，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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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人之间产生给付关系。 

二、合同 

【讨论问题】 

单方允诺是否为我国法律上债的发生原因？ 

三、侵权行为 

四、无因管理 

五、不当得利 

六、缔约过失 

七、其他发生原因 

【讨论问题】 

何为债的非典型发生原因？ 

第三节  债法 

一、债法的意义  

（一）形式意义债法 

指关于债权债务关系的专门立法或民法典中的“债编”  

我国目前不存在形式意义上的债法  

（二）实质意义债法 

指以债之关系为规范对象的所有法律规范的总称： 《民法通则》，尤其是其中的“债权”与“民

事责任”章节；《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担保法》、《保险法》、《票据法》等单行立法；行政法

规中包含的债法规范；具有实际法律效力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如关于民法通则、合同法、

担保法等的司法解释；习惯法 

二、债法的特点 

（一）债法是财产法 

债之关系，无论其发生原因为何，均在当事人间制造了一种指向将来之财产变动的紧张关系。

这一紧张关系的消除正需借助债务的履行：随着债务的履行，债之关系归于消灭，同时其所负担的

财产变动功能也随之实现。 

债法所规范调整的正是这一动态的财产关系  

（二）债法是任意法  

债的效力仅局限于特定当事人之间，其对他人利益及公共利益的影响相当有限。  

债法对于债的发生及其内容采自由主义，承认契约自由的原则，允许当事人通过契约任意设置

债的类型与内容。 

债法，尤其是关于合同之债的法律规范，是典型的任意性规范，其意义在于对当事人的意思加

以解释与补充。 

（三）债法具有一定的国际化趋向  

三、债法的体系构成 

应坚持总、分结构，设置债法总则。 

无论是合同之债，侵权行为之债，还是无因管理之债等典型或非典型的债之关系，它们在债务

的履行规则、债的担保与保全、债的移转、债的消灭等许多方面都适用相同的规则。 

第二章  债的类型 

第一节  债的分类 

一、依债的发生原因分类 

（一）意定之债 

（二）法定之债 

二、依债之标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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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给付标的，即债权债务关系指向的具体对象及内容。 

（一）实物之债 

1.特定物之债 

标的物在债成立时即已确定，具有不可替代性；债务人只有履行该特定的给付才能构成债务的

清偿；特定物毁损、灭失的，债之关系陷于“给付不能”。 

2.种类物之债 

依种类而对给付标的加以确定的债之关系。 

种类物品质的确定问题（种类之债的特定化）。 

灭失的情形与种类物有很大差异，一般不会造成履行不能（“种类物不灭”）。 

（二）货币之债（金钱之债） 

（三）劳务之债 

三、依债的标的可否选择 

（一）简单之债 

（二）选择之债 

1.指在数宗给付中，得选定其一而为给付之债的关系 

2.成立：两宗以上内容相异的给付存在 

3.选择之债的发生原因 

4.选择之债的特定：选择权的行使；给付不能的影响 

（三）任意之债 

1.指债权人或债务人可以用原定给付以外的另一给付来替代原定给付的债 

2.替代权 

四、依债的给付方法分类 

（一）一时性之债 

（二）持续性之债 

【讨论问题】 

应否区分“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 

五、依债的执行力区分 

（一）有执行力之债（完全债权） 

（二）自然之债（不完全之债） 

虽为法律认可的债的类型，但其执行不受法律之保护。 

实际法律效果：可以作为财产取得的正当原因，从而不构成不当得利。 

【讨论问题】 

我国现行法上是否存在自然之债？ 

第二节  多数人之债 

一、概述 

民法单独规范“多数人之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民法以债权人、债务人各为一人的情形作为债之关系的原型，但各种债的关系都可能存在一方

或双方为多数人的情形。 

需要解决的三个层次的问题：（1）对外效力；对内效力；对当事人之一所生事项，对其他人的

影响如何。 

可分为三个类型：按份之债、连带之债、不可分之债。 

二、按份之债 

（一）概念 

以同一可分给付为标的，各债权人或各债务人按各自的份额分享债权或分担债务的多数人之

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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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份之债的成立 

（三）效力 

1.对外效力：按份主张债权或承担债务 

2.对一人发生的事项原则上对他人不发生影响 

3.对内效力取决于当事人内部的约定 

三、连带之债 

（一）概说 

1．概念：以同一可分给付为标的，各债权人或债务人间具有连带关系的多数人之债。 

2．连带关系：连带债权中各债权人均有权就全部的给付要求债务人履行（代其他债权人受领

给付），而连带债务的各债务人均有义务履行全部给付（代负他债务人应负担的份额） 

3．连带债务对债权人具有担保的价值，而连带债权徒增其他债权人求偿之困难，所以存在的

价值不大。 

（二）连带债务 

1．连带债务的发生原因 

2．法律效力 

（1）对外效力（债权人的权利） 

债权人可以对债务人中的一人或数人，就给付的全部或一部分，提出请求；债务人的内部份额

对债权人不具对抗力。 

（2）就债务人之一所生事项的效力 

绝对效力、相对效力。 

（3）对内效力：求偿权 

四、不可分之债 

指同一不可分给付为标的的多数人之债。 

（一）不可分债权 

各债权人仅可请求债务人向债权人全体为给付，而债务人也仅可向债权人全体为给付  

（二）不可分债务 

准用连带之债的规定。 

第三章  债的效力 

第一节  债权的效力 

一、债权的请求力 

债权人依其债权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效力。   

二、债权的执行力 

债务人不履行时，债权人可诉请法院强制执行或请求损害赔偿。  

不完全债权欠缺强制执行力。  

三、债权的受领保持力 

债权人有依其债权保持所受给付的效力（以赠与为例）。债权构成法律上的原因，所受给付不

构成不当得利，例如，受领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之债务履行的效力。  

四、债权的处分效力 

抛弃、转让等 

五、债权人受领迟延 

1.债权人因迟延受领债务人提出的给付，而使债权效力发生的障碍。迟延一般不使债权消灭，

只是使其效力受损 

2.债权人迟延的构成：给付须债权人受领；债务人有给付行为；债权人未及时受领 

3.效力： 产生债务人提存的条件；在买卖合同中，标的物的风险责任转移给买受人；依法理

（我国法律未规定），债权人受领迟延期间，债务人仅对故意和重大过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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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债务的效力——给付义务群 

一、概说 

1.债务关系，其核心在于给付。民通 84条：“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

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 。 

2.广义的债务关系并非一个单一的给付关系。 “广义的债务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架构，而

这一复杂的架构主要由众多的债权或者义务（狭义的债务关系）组成。这也正是人们将它称作‘架

构’、‘有机组织’的原因。在这里，后两个称谓除表示复杂性之外，还应当表示广义债务关系所具

有的另外一个特征，即它不是静态地僵固于一个一成不变的状态之中，而是随时间变化不断地以多

种形态发生变动：它在‘有机组合’这一形象化称谓中出生，并且可以成长、衰老，直至最后死亡。” 

——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 

3.给付义务群 

（1）此部分虽属债法总则的内容，且其他债务关系的确也存在多层次义务的问题，但是，作

为所谓“有机组合”的义务群主要系针对合同之债而言.  

（2）此义务群的诸多方面均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其基础，认识到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在我

国，“附随义务”、“合同后义务”等在立法上均无直接的规范，若法院需要通过司法造法的方式承

认其为合同上的责任，可依托《民法通则》第 4 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

及《合同法》第 60条第 2款（“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

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所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进行.  

二、给付义务 

（一）给付行为与给付效果 

给付的双重含义：给付行为或给付效果。  

给付以满足债权为宗旨，故给付的内容必须与特定的债权目的相关联 

1.给付行为 

只要债务人以恰当的方式作出了给付行为，则无论债权人方面主观的目的是否得以实现，债务

人都因清偿而消灭了债务。 如律师接受委托，为诉讼当事人服务。 

2.给付效果 

不仅债务人需要作出特定的给付行为，而且该给付行为还必须实现特定的给付效果。如果给付

行为未达到所要求的给付效果，则债务人之行为仍将构成债务不履行。如承揽合同。 

3.如何确定：（1）依债的类型；（2）依当事人的意思；（3）依交易的习惯。 

（二）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付义务 

1．主给付义务  

是指债的关系所固有、必备，并用以决定债的关系（尤其是合同）类型的基本义务 

【讨论问题】 

何为“买卖合同”、“租赁合同”？ 

确立主给付义务的意义：（1）依主给付义务确立（合同之）债的类型，并将具体案件“涵摄”

到相关法律规范之下；（2）主给付义务的不履行，可导致合同解除权的产生（不履行从给付义务原

则上不引起解除权）；（3）就《合同法》第 66、67条所确立的双务合同的同时履行抗辩权与不安抗

辩权而言，构成抗辩权行使基础的应为所谓“对待给付”，而主给付义务当然构成对待给付（从给

付义务则未必）。   

【案例讨论】 

李杏英诉上海大润发超市存包损害赔偿案 

2．从给付义务   

自功能方面观察，从给付义务有辅助主给付义务的作用，从而确保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更大的满足。  

从给付义务的发生原因：（1）法律规定，如承运人为旅客运送行李、受托人的报告义务； 

（2）基于当事人的约定，例如雇佣合同所附加的不得兼职的约定；（3）基于诚实信用原则。 



660 

从给付义务不具独立的意义，仅具辅助主给付义务的功能，其存在目的不在于决定债的关系的

类型，而在于确保债权人利益能得到最大的满足。 

从给付义务可以独立以诉请求之。 

是否构成双务合同上的对待给付义务，应视对合同目的之达成是否必要而定。 

【案例讨论】 

张某诉某电气公司购销合同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深宝法

民二初字第 3068号】 

（三）原给付义务与次给付义务 

1.原给付义务：也称第一次义务，是指债的关系上原有的义务。 

2.次给付义务：也称第二次义务，是指原给付义务在履行过程中因发生特定事由演变而成的义

务：（1）因原给付义务的不履行而发生的损害赔偿义务，例如，出卖人人因过失导致买卖标的物毁

损，而对买受人负金钱赔偿义务；（2）因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所发生的回复原状义务。 

三、附随义务（保护性义务） 

《合同法》第 60条第 2款：“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

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关于此类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的性质，学理上通常将其界定为“附随义务” 、“保护性义

务” 

附随义务是债务人于给付义务（包括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付义务）之外所承受的行为义务。 

附随义务并非给付义务，故债权人往往无法要求债务人履行附随义务，更谈不上就附随义务独

立诉请履行 （与从给付义务的区别）。 

附随义务的不履行，应可归入债务不履行的范畴，从而适用债务不履行的法律后果。  

四、先合同义务与后合同义务 

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保护义务并不局限于合同成立且待履行这一时段。 

（一）先合同义务 

为缔结合同之目的，当事人可能发生接触、准备或进行具体磋商。在合同成立之前，此类缔约

接触并非不具有法律意义。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在缔约阶段上，当事人就应对缔约对方的人身及财

产尽特别的注意，从而履行说明、告知、保密及保护等具体义务。 

先合同义务的确立，旨在确保进行缔约接触的当事人不遭受不公正的损失。对这一义务的违反，

将导致一项法定的损害赔偿之债即缔约过失责任的发生。  

规范基础：《合同法》第 42条、43条。 

（二）后合同义务 

合同之债，因清偿、抵销等原因而发生消灭，同时债权人的给付利益也得到了实现。但是，给

付的效果要得以维持，时常需要使当事人继续负有一定的作为及不作为义务。例如，合同关系终了

后，对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所知晓的商业秘密，当事人仍负有保密的义务  

后合同义务也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发展出来的法定义务。《合同法》第 92条：“合同的权利义

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对于后合同义务，债权人也可以请求履行，如住院病人在治愈出院后可请求医院出具医疗证明。

债务人违反后合同义务的，应视同为对合同义务的不履行，从而应依违约责任的有关规定负其责任。 

五、不真正义务 

对于不真正义务，相对人不能要求履行，而且该义务的违反也不产生损害赔偿问题。 

与给付义务、附随义务当然系债务人之义务不同，负担不真正义务者恰恰是债之关系的权利人，

即债权人。  

不真正义务的效力具体表现在：对该义务的违反，将导致负担该义务者的权利减损或丧失。例

如，《合同法》第 119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

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又如，买受人的检验与通知“义务”（《合

同法》15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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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债务不履行及其效力 

一、概说 

债务不履行：债务人未依债务的内容给付以满足债权的状态。 

不履行债务与违约责任。我国迄今未有完整的债法总则设计，欠缺一般意义上“债务不履行”

或“给付障碍”的概念，仅对契约之债设有“违约责任”。 

有类型化之必要。 

二、给付不能 

（一）概念  

实际给付的内容不可能得到履行：债务人纵然想提供却不能提供给付；债务人即使经努力，仍

然不能依债之本旨履行义务之状态。  

我国《合同法》未对给付不能做出详细规定，但第 110条有所涉及。 

（二）给付不能的类型 

1.事实不能与法律不能 

2.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 

3.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  

4.全部不能与部分不能  

（三）给付不能的效力 

给付不能构成履行障碍，该履行障碍并不一定使债因此而消灭（原给付义务确定消灭），而可

能只是将其带入一个新阶段（次给付义务）。 

不可归责于债务人时，免除债务人的给付义务，同时不发生损害赔偿替代给付问题。 

可归责于债务人时：（1）给付为全部不能，债务人负损害赔偿之责（履行利益）；（2）部分不

能的，履行剩余部分，对不能部分负损害赔偿之责；但如果部分履行对债权人无利益的，债权人可

以拒绝部分履行而请求全部不履行之损害赔偿。 

三、给付迟延 

（一）意义 

对履行期已满而能给付的债务，由于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未为给付所发生的迟延。  

（二）给付迟延的构成  

1.因在规定的给付时间内（至迟给付日）未为给付所致的迟延。  

2.经催告仍不为给付而所致的迟延。  

3.因拒绝给付所致的迟延。 

（三）效力 

1.债权人可诉请强制执行。 

2.在诉请强制执行之后，仍得就迟延请求损害赔偿（例如利息损失、窝工损失等）。 

3.迟延后的履行对债权人无利益的（例如季节性产品的买卖），得拒绝受领履行，请求替代给

付的损害赔偿。 

4.迟延后，即使对于不可抗力所致的履行不能，债务人亦应负责。 

5.在合同之债，给付迟延系法定合同解除权的发生原因。 

四、不完全给付 

（一）意义 

债务人未完全按给付的内容所为的给付。 

有给付行为，但不完全 

（二）类型 

1.瑕疵给付：债权人未获满足（不充分状态） 

2.加害给付：导致债权人固有利益（人身、财产）受损 

（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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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完全给付可补正的，债务人有补正的义务，因此而造成给付迟延的，负迟延之责；补正对

于债权人无利益的，债权人得拒绝受领，而为损害赔偿的请求 

2.不可补正的，债务人负赔偿责任。 

第四章  债的担保与保全 

第一节  债的担保 

一、概述 

本节仅涉及人的担保方式，包括保证与定金。 

规范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1995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0年）。 

【讨论问题】 

“合同担保”，还是“债的担保”？ 

参考《担保法》第 2条及《担保法解释》第 1条。 

二、保证 

（一）保证的意义 

指由保证人向债权人承诺，当主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由其代负履行责任或承担连带责任的人

的担保方式。  

保证是人的担保方式；保证是第三人担保；保证债务具有从属性，并以主债务的不履行为发生

条件。 

（二）保证的设立 

1.保证人 

《担保法》第 7条规定的积极要件无意义。消极要件须满足。 

2.保证合同的订立 

须以书面合同缔结保证合同（注意《担保法解释》第 22条）。 

（三）保证范围 

保证范围由当事人约定。 

当事人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应推定保证范围及于全部债务，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担保法》第 21条）。  

（四）保证类型 

《民法通则》未明确区分保证合同的类型，所有保证均为所谓“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法》区

分了“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 

1.一般保证 

也称“补充保证 ”，是指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的保证方式 

《担保法》第 17条第 1款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

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

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保证人享有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权。 

2.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法》第 18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

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

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人不享有先诉抗辩权 。 

3.保证类型的确定 

保证究为一般保证，抑或是连带责任保证，这一点关乎保证人是否享有先诉抗辩权，对保证人

和债权人的利益影响甚大，因此，首先应遵循契约自治的精神，由债权人和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对

保证的类型加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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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当事人对保证的类型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根据《担保法》第 19 条的规定，保证的类型为

连带责任保证。 

【案例讨论】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哈尔滨办事处与哈尔滨日用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借款保证合同纠纷

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民二终字第 214号】 

（五）共同保证与最高额保证 

1.共同保证 

《担保法》第 12条、《担保法解释》第 20条 

2.最高额保证 

（六）保证期间 

1.概念：是债权人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债务的有效期间。在约定或法定的保证期间内，如

果债权人不向保证人主张保证债权或依法采取相关法律行动，则保证人于保证期间届满时免除保证

责任。 

2.保证期间由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未约定或者虽然约定但早于或等于主债务履行期的

（等于无约定），则保证期间适用法定期间，即自债权清偿期届满之日起的 6个月内为保证期间。  

3．效力：（1）在一般保证中，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保证

期间届满，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担保法》第 25 条）；（2）在连带保证中，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

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届满，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担保法》第 26条）。 

（六）保证的效力 

1．在保证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效力 

（1）债权人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债务的请求权 ；（2）保证人可主张债务人的抗辩（ 《担保

法》第 20条第 1款规定：“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

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 

2．在保证人和主债务人之间的效力 

保证人履行债务后，取得对主债务人的代位求偿权  

（七）保证的消灭 

1.主债务消灭 

2.主债务承担 

因免责的债务承担而发生主债务人更换的，如未征得保证人的同意，保证人原先承担的保证责

任消灭（《担保法》第 23条）。   

3.保证期间届满  

三、定金 

（一）定金的意义 

指合同当事人一方，为确保合同的履行之目的而预先向他方给付的金钱或其他替代物。 

（二）定金的成立 

1.须当事人之间达成定金的合意，订立定金合同。  

《担保法解释》第 118 条规定：“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

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定金应实际支付。 

《担保法》第 90条：“定金合同自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 ” 

3.主合同须有效。 

（三）定金的种类 

1.违约定金 

以定金作为不履行主合同义务的损害赔偿，即给付定金的一方如不履行债务时，接受定金的一

方得没收定金，而接受定金一方不履行时，须双倍返还其受领的定金。 

2.立约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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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确保在当事人间未来订立合同而交付的定金。立约定金，实际上是当事人在形成预约后，

就本约的订立而设的担保 

《担保法解释》第 115 条：“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给付定金的一方

拒绝订立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讨论问题】 

《担保法解释》第 115条规定了立约定金，这条规定在术语使用上有无问题？ 

3.成约定金 

以定金的交付作为主合同特别成立要件。  

《担保法解释》第 116 条：“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主合同成立或者生效要件的，给付定

金的一方未支付定金，但主合同已经履行或者已经履行主要部分的，不影响主合同的成立或者生

效”。  

4.解约定金  

以定金的丧失或双倍赔偿作为代价，使主合同当事人获得了自由解除合同的权利。 

《担保法解释》第 117 条规定：“定金交付后，交付定金的一方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以丧失定

金为代价而解除主合同，收受定金的一方可以双倍返还定金为代价而解除主合同。对解除主合同后

责任的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    

（四）定金的效力 

1. 充抵价金和返还效力（主债务履行 ）  

2.定金罚则  

《担保法》第 89：“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

不履行约定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 

3.替代赔偿效力  

如果适用定金罚则能够填补债权人所受的损害，则债权人不得再另行主张损害赔偿。 

如果债权人的实际损失不能完全被定金罚则所填补，则债权人还可就差额另行向债务人主张赔

偿。  

第二节  债的保全 

一、概述  

保全，是债权人为了确保债权获得清偿而防止债务人责任财产减少的手段。 

根据债的相对性原理，债权人只能向债务人请求履行，债权的效力原则上不及于第三人。但是，

当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危及债权人利益时，法律允许债权人对债务人与第三人的关系进行一

定程度的干预，确保责任财产的完整，以排除对其债权的危害。因此，债的保全属于债的对外效力，

是债的相对性的例外  

二、债权人代位权 

（一）债权人代位权的意义 

指债权人为了保全其债权，以自己的名义，代债务人行使权利的权利。 

《合同法》第 73条：“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

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   

（二）代位权的性质 

1.代位权属于债权的对外效力 

债权效力“穿透”相对关系而及于第三人，属于债权的对外效力。  

2.代位权是债权人的固有权利  

3.代位权属于实体法上的权利  

（三）代位权的构成要件 

1.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有效  

2.债务人怠于行使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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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 13 条的规定，“怠于行使”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

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或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

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 

3.有保全债权的必要 

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的结果，有使债权人的债权发生不获清偿的可能 （合同法“对债权造成

损害的”）。 

4.债权已届履行期 

5.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四）代位权的行使 

1.权利行使的范围  

《合同法解释（一）》第 21 条：“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请求数额超过债务人

所负债务额或者超过次债务人对债务人所负债务额的，对超出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代位权行使方法 

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并须以诉讼的方式行使代位权。 

我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之所以将“代位权”规定为“代位之诉”，主要是因为它将代位

权行使的结果确立为次债务人对债权人的直接清偿，如此，为增强清偿的确定性，须依赖司法程序

的进行。   

3.次债务人的抗辩 

《合同法解释（一）》第 18 条规定：“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

权人主张”。  

如果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成立，则可以有效地阻却代位权的效力，法院应判决驳回原告的

诉讼请求。  

（五）代位权的效力 

我国《合同法》73条对代位权的效力未作出明确规定。《合同法解释（一）》弥补了这一缺陷，

但其对代位权效力的规定与大陆法系各国民法的规定有很大差异。 

代位诉讼成立的，法院判决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直接履行清偿义务。对此，（1）赞成者认为，

这一规则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有利于解决我国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三角债”问题，有助于解

决我国司法实践中执行难的问题。（2）反对者认为，这一规则将使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实际上获得

了“优先受偿权”。这样的效果设置固然可以节约诉讼环节和成本，但它有违债权平等的原则，可

能会损害未行使代位权的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合同法解释（一）》

第 20条）。     

三、债权人撤销权 

（一）撤销权意义 

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损害债权的行为，有请求法院撤销该行为的权利。  

（二）撤销权的性质 

1.形成权说 

2.请求权说 

3．折衷说 

我国学者多支持形成权说或折衷说  

（二）撤销权构成要件 

1．客观要件 

（1）债务人方面有减少责任财产的行为  

《合同法》将债务人减少责任财产的行为区分为无偿行为与有偿行为两种情形： 

（2）债务人的诈害行为损害债权 

债务人的诈害行为必须危及债权的实现，才有保全责任财产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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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债务人的诈害行为必须发生在债权成立后  

2．主观要件 

我国《合同法》区分无偿行为与有偿行为而设有不同的主观要件. 

对于无偿行为，受让人（受益人）的主观因素无关紧要，其对于债务人的诈害行为是否知晓并

不影响债权人的撤销权。 

若债务人实施的是有偿行为，即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

财产，则依据《合同法》第 74 条的规定，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尚需具备主观要件，即“受让人知

道”债务人之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债权。 

（三）撤销权的行使 

1.行使方式  

债权人之撤销权，仅在以诉的方式行使时，始能发生撤销的法律效果。  

2.行使对象  

行使对象，也即撤销之诉的被告。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 24条的规定，当债务人的行为

是双方行为时，应以债务人为被告，如法院认为有必要，可追加受益人或受让人为诉讼第三人 

3.行使期间    

债权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 1年内行使撤销权；自债务人行为发生起 5年内不行使的，

撤销权消灭。  

（四）撤销权的效力 

1.对债务人的效力 

债务人的诈害行为被视为自始无效。  

2.对第三人的效力  

因作为财产取得依据的法律行为被撤销，第三人因债务人的行为所取得的财产，应返还于债务

人。  

3.对债权人的效力  

因撤销权之行使，债务人所实施的单方行为或双方行为无效，债务人（而非债权人）可以向财

产的占有人或受让人、受益人主张返还，从而使其责任财产恢复到正常状态。 

第五章  债的移转 

【讨论问题】 

银行借记卡（储蓄卡）、贷记卡（信用卡）的法律原理是什么？ 

第一节  概述 

一、债的移转的意义 

债的移转，指债的关系在保持同一性的情况下，而发生主体的变更 

 所谓债的同一性的保持，指债的效力依旧不变，包括原有的利益（如时效利益）、各种抗辩、

从属的权利等 

二、移转的原因与内容 

（一）发生原因  

1.基于法律行为的移转 

2.基于法律之规定的移转 

3.裁判上的移转 

（二）移转内容 

1.概括承受 

指债权和债务作为财产的整体而移转，如因继承或法人合并而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移转。 

2.特定承受 

指特定债权或债务的单独移转，如后文所讨论的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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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债权让与 

一、债权让与的意义  

（一）债权让与的概念 

是指不改变债的内容，而原债权人（让与人）以合同将债权移转于新债权人（受让人）。 

（二）债权让与的性质 

1.债权让与为不要式合同  

2.债权让与为处分行为  

3.债权让与为无因行为 

【问题讨论】 

债权让与为无因行为，这一说法意味着什么？ 

二、债权的可让与性 

（一）债权让与自由原则 

对于债权人而言，债权是其所享有的一项财产。对该财产，债权人应可像对物权等其他财产那

样自由处分。  

（二）债权让与的限制 

《合同法》第 79条之规定。 

三、债权让与的效力 

（一）对内效力  

债权让与的效力，发生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为债权让与的对内效力。  

1.债权由让与人移转于受让人。让与合同一旦成立，债权随即移转。  

2.债权的从权利随同移转。  

3.证明文件的交付和必要情形的告知。 

（二）对外效力 

债权让与的对外效力，主要指对债务人的效力，这是由债之关系的相对性决定的  

1.对债务人生效的要件：让与通知  

债权让与合同因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合意而发生债权移转的效果，无须征得债务人的同意。

但是，对此让与事实，债务人未必知晓。为了避免债务人错误清偿，法律设有保护债务人之规定 

《合同法》第 80条第 1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

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问题讨论】 

《合同法》第 80条第 1款之规定有何意义？ 

2.对债务人效力的内容  

（1）债务人一经获得通知，债权让与即对其生效。 

（2）债务人一切得对抗原债权人的抗辩事由，均可对抗新债权人. 

《合同法》第 82 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

让人主张”。 

（3）债务人可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合同法》第 83 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

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第三节  债务承担 

一、债务承担的意义  

（一）债务承担的概念 

债务承担，是指不改变债务的同一性，而依合同将债务移转于他人承受  

债务承担可分为免责的债务承担和并存的债务承担。 

二、免责的债务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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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务的可移转性 

（二）债务承担合同 

债务承担可由债权人、债务人和承担人三方达成合意，也可以以下方式缔结债务承担合同 

1.债权人与第三人订立债务承担合同 

此类合同虽然没有债务人的参与，但其效果却可免除债务人的债务，是使其纯粹获得利益的合

同。因此，此类合同应当有效，并可直接发生债务承担的效果。  

2.债务人与第三人订立债务承担合同 

债务承担系由新债务人代替旧债务人，新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和信用等因素会影响到债权人债权

的实现。债务承担关系债权甚切，实际上是对债权的处分，故必须由债权人的参与。 

未经债权人同意，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订立的债务承担合同尚不能发生效力，可将其视为效力

待定合同的一个类型。  

（三）效果 

1.对债务本体以及从权利、从义务的效力 

《合同法》第 86 条：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应当承担与主债务有关的从债务，但该从

债务专属于原债务人自身的除外 

2.对债权人的效力  

《合同法》第 85条：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 

3.对原债务人的关系  

原债务人即从债之关系中摆脱出来，不再承担任何债务。  

第四节  债权债务的概括移转 

一、意义  

债权债务的概括移转，是指债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将其权利义务一并移转给第三人，而由该

第三人承担其地位。 

二、合同承受 

（一）构成要件 

1.合同地位的可让与性 

2.让与合同  

（二）效果 

1.合同承受的，一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的债权债务全部移转给承受方。 

根据《合同法》第 89 条的规定，涉及合同权利转让的部分，适用有关债权让与的规定，涉及

合同义务转移的，则适用债务承担的有关规定。所以，有关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之法律效果的规定，

如从属权利和从属义务的随同移转等，也适用于合同承受  

2.发生合同承受的，一方当事人完全退出合同关系，承受方成为合同关系的当事人。由此，附

着于债之关系的形成权，如解除权、撤销权等，也移转于承受人。  

三、法定的概括移转 

（一）法人的合并和分立 

《合同法》第 90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合并的，由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合同权利，

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分立的，除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由分立的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对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  

（二）其他的法定概括移转 

法定概括移转，除发生在法人合并或分立之情形外，还典型地由法定继承引起。债之关系一方

当事人死亡的，其在该债之关系中所享有的债权及所承担的义务一并移转于其法定继承人。不过，

《继承法》第 33条确立了限定继承的规则，继承人对于超出遗产实际价值的债务不负清偿之责。 

《合同法》第 229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据

此，租赁物的受让人在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后，仍须承受原来的租赁合同关系。该承受是基于法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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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属于债权债务的法定移转。   

第六章  债的消灭 

第一节  清偿 

一、意义 

清偿，指产生消灭债权效果的给付。 

债务人依债之本旨履行债务（适时、适所、完全并以恰当的方式）。 

二、清偿人与清偿受领人 

（一）清偿人 

1.债务人 

2.债务人的代理人 

3.第三人 

（二）清偿受领人 

1.债权人  

2.债权人的代理人  

3.受领证书持有人等  

三、清偿客体 

（一）部分清偿 

《合同法》第 72 条：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但部分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

除外。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给债权人增加的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二）代物清偿 

以他种给付代替原定给付的清偿。代物清偿欲达清偿之效果，须债权人同意。   

代物清偿与清偿具有同样的效力。 

四、清偿地、清偿期、清偿费用 

《合同法》第 62条。 

（一）清偿地 

（二）清偿期 

（三）清偿费用 

五、清偿的抵充 

《合同法解释（二）》第 20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

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

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

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

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 

六、清偿的效力 

1.债之关系的消灭 

2.受领证书（收据）给予请求权 

3．债权证书返还请求权 

第二节  提存 

一、意义 

提存是债务人将难以清偿的标的物交提存部门保存以消灭债的行为。——代替清偿 

提存的必要性：债权人受领迟延等并不使债务人免除给付义务，为避免债务人长期受债务困扰，

而设此项制度。 

二、提存的原因 

债务人提出清偿，但由于债权人方面的原因不能实现清偿的目的，具体包括：债权人无正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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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拒绝受领；受领人不明（如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 ）；债权

人下落不明。 

三、提存的主体和客体 

（一）主体 

提存人（债务人或其代理人） 

提存机关（多为法院，我国目前仅有公证提存）。 

（二）客体 

动产，金钱及其他适于保管的物 

不适于提存或费用过高的，债务人变卖后将价款提存 

四、提存的效力 

（一）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 

1.债的关系消灭。 

2.提存物的风险移转至债权人（孳息也归债权人享有）。  

3.债务人的通知义务。 

（二）债权人与提存机关之间 

债权人有请求交付提存物的权利。 

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提存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提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

所有（《合同法》104条第 2款）。  

第三节  抵销 

一、意义 

抵销是当事人就互负种类相同的给付，按对等数额使其相互消灭的意思表示。 

涉及两个债的关系全部消灭或部分消灭。 

有对价，实际效果同清偿，构成债的消灭原因。  

二、抵销的类型 

（一）法律上的抵销和合意抵销 

1.法律上的抵销（单独抵销） 

符合法律规定时，产生抵销权；抵销为单方行为，抵销权为形成权，抵销以向对方为意思表示

（通知）的方式实现。 

2.合意抵销：当事人经由合意而产生的抵销 

（二） 民法上的抵销和破产法上的抵销 

破产法上的抵销条件更宽松，如未到期的债权亦可作为主动债权 

三、抵销的要件 

1.双方债权的存在        

债权在对待的当事人之间存在（互负债务） 

2.均届清偿期 

3.同种类给付（通常为金钱之债） 

【问题讨论】 

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权利人可否抵销的问题。 

四、抵销的效力 

双方债权（对等数额）的消灭。 

第四节  免除 

一、意义 

免除，债权人以债之消灭为目的而抛弃债权的意思表示。 

二、免除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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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契约说：德国民法典  “债权人依契约免除……”。  

2.单独行为说：日本民法、台湾地区民法。 

单独行为说较为合理。为尊重债务人之人格，可设类似如下之规定：债务人表示不欲享受免除

之利益者，视为自始未有免除之表示。 

第五节  混同 

一、意义 

债权债务归于一人的法律事实。 

两个利益主体的存在是债的关系存在的前提。 

二、混同的原因 

继承 

法人合并 

债权转让、债务承担 

三、混同的效力 

1.通常情况下，导致债的消灭。 

2.在法律另有规定或债权属于他人权利标的时，债权不消灭。前者如，未到期票据，鼓励债权

的流通性。后者如，债权为他人质权标的。 

作业 
1．“债”的法律内涵是什么？为什么民法需要使用这样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 

2．一物两卖，前后两个合同都可以有效，其道理何在？ 

3．债的发生原因是否限于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缔约过失这几种？ 

4．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如何安排债法体系？ 

5．为什么要使用“给付义务群”的观念描述债务的构成？ 

6．从给付义务与附随义务有何不同？  

7．为什么需要使用“不真正义务”这一概念来描述债权人的受领义务等义务？ 

8．选择之债具有何种功能？ 

9．民法为什么需要对多数人之债问题单独作出规范？ 

10．在连带债务中，何为“对债务人之一所生事项的效力”问题？民法为什么需要就此问题做

出相关规范？ 

11．保证如何发挥强化债权实现的功能？  

12．先诉抗辩权如何能够保护保证人的利益？ 

13．法律为什么要通过规定债权人撤销权来保全债权？ 

14．为什么债权让与无须征得债务人的同意？  

15．法律规定，债权让与自通知债务人时起对债务人生效，这一规定的立法目的何在？ 

16．债务承担为什么需要征得债权人的同意？ 

17．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的无因性指的是什么？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充分理解债法总则设置的必要性，并能够认识到债法总论应包括的

内容。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理解债的基本概念以及债权的基本特征和属性，并对债法的特征有清

晰的认识。学生应从分类或标的方面认识债的各种类型以及多数人之债的基本规则。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重点掌握债之关系的效力，包括债权的效力、债务的效力以及债务

不履行的效力。学生尤其应该认识到债务构成的复杂性（给付义务群），并掌握其具体意义。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能对有助于债权的实现的担保与保全制度有完整的认识，并掌握其规

则。学生应能够从债权的财产权属性出发，认识到债的可移转性，并掌握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的基

本规则。 



672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意识到债权具有“因消灭而实现”的特点，并能够熟练掌握清偿、

提存、抵销、免除和混同的基本规则。 

知识单元 2：合同总论 

参考学时： 
8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七章  合同概述 

第一节  合同的概念 

一、立法定义 

《民法通则》第 85条 

《合同法》第 2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

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二、学理定义 

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狭义的合同仅指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的债权合同；广义的合同还包括产生

其他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双方法律行为。 

【讨论问题】 

“合同”是否专属于债法的范畴？ 

第二节  合同法的性质与理念 

一、合同的性质 

既属法律事实（法律行为），又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 

合同不仅约束双方当事人（当事人间的行为规范），而且也应约束法官（裁判规范）。 

二、合同法规范的性质 

【讨论问题】 

既然“契约自由”，为什么又需要合同法？其基本功能为何？立法的准据为何？ 

任意法，而非强行法。 

规范的任意性，其根源在于对“契约自由”理念的尊重；该理念越是薄弱，合同法中的强行性

要素就越多。 

合同立法的准据：正常的交易当事人最可能约定的交易条件。 

三、合同法的理念 

（一）契约自由 

契约自由的哲学、伦理学乃至经济学的解释。 

契约自由的具体体现。 

（二）契约正义 

契约自由本身不包括对契约结果的衡量，原则上不讨论结果的公正性问题。因此，契约内容应

得到尊重，不能任意调整。 

然而，该规则具有若干前提（假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当事人拥有相同的经济地位和信

息资源，拥有同等的交易经验，从而能够做出真正符合自己利益的契约安排。然而，这种理想主义

的假设并不符合生活事实：契约当事人的经济地位往往有很大的不同——“强制的自由”（强者假

契约自由之名限制弱者的自由缔约权）——契约自由的滥用。  

契约正义的观念要求对契约法的规则进行调整，如：强制缔约义务；定型化合同的调整；劳动

者、消费者的倾向性保护等。 

契约法在一定程度上应起到扶贫济困的功能，但是这不可能成为契约法的主要使命，该功能应

由税法等来加以实现。 

契约法仍仅应在例外条件下考虑结果公平的问题。如果契约法以公平正义之名任意更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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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那么当事人对于将来契约的履行将无法预见，法律的安定性，交易的安全将受严重破坏。 

第三节  合同的分类 

一、有名合同（典型合同）与无名合同（非典型合同） 

分类标准：有无专门的法律规范——法律是否对某种合同类型作出规定。 

1.有名合同：法律规定其内容并赋予一定名称的合同。 

2. 无名合同：法律未规定其内容与名称的合同。 

区分的意义：合同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其内容由当事人自行确定（合同自由），但当事

人未必事无巨细均加以明确约定。在当事人对一些事项未作出约定时，有名合同可直接适用法律的

任意性规定（范式）——主要的问题是从个案法律事实中识别契约的类型（主给付义务）；无名合

同的法律适用问题相当复杂（适用民法总则、债法总则、合同总则，并参照最相类似的典型合同）。 

二、诺成合同、要物合同 

分类标准：合同在合意外，是否尚须标的物的交付而成立。 

1．诺成合同：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的合同。诺成性是合同的一般属性。  

2．除意思表示外，还需要标的物的交付方可成立的合同。 

【讨论问题】 

要物合同在民法上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三、单务合同、双务合同 

分类标准：当事人双方是否负互义务。 

1.单务合同：仅有一方当事人负有义务，他方不负义务的合同，如赠与合同，借用合同，无偿

的保管合同。 

2.双务合同：双方互负债务的合同   买卖、租赁、承揽等   债务的对待性——两个债的关系

具有法律上的关联 

区分意义：双务合同具有特殊效力（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合同解除权通常发生在双

务合同之中）。 

四、有偿合同、无偿合同 

分类标准：当事人取得合同权利是否须支付代价，或负担义务是否受有代价。 

1.无偿合同：当事人一方只为给付（负担义务）而无报偿的合同  如赠与、借用合同。 

2。。有偿合同：当事人各因给付而取得报偿的合同，如买卖、租赁、承揽； 

区分意义：当事人所负注意义务不同，进而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时的归责性以及债不履行的后

果产生影响 

法律对无偿合同的债务人宽大处理（任意撤销、要物性设计、责任减轻） 

五、要式合同与不要式合同 

分类标准：合同是否需要具备特定形式。 

形式自由系合同自由的一个方面，所以合同以不要式为原则。证据方面的考虑不应使合同必须

具有特定形式。 

要式：书面、公证等形式。其目的在于促请当事人认清有关行为经济意义或固有的风险，敦促

他们认真考虑并尽量表达得准确。如赠与合同通常需要以公证的方式设立。 

区分意义：要式合同不具备法律要求的特定形式的，无效（德国民法典 125条）或不成立。 

形式瑕疵的补正。《合同法》第 36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

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六、一时性合同与继续性合同 

分类标准：时间因素对确定给付的内容和范围是否发生影响 

1．一时性合同：一次给付便使合同内容得以实现的合同。 

2.继续性合同：债务须经持续的给付才能履行完毕的合同。 

区分意义：一时性合同适用解除，具有溯及力；继续性合同适用终止，对未来发生效力，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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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溯及力。  

七、束己合同与涉他合同 

分类标准：合同的效力是否涉及第三人。 

1.合同原则上仅能约束参与缔约的当事人（法谚云：不得为他人缔约），故合同原则上均为束

己合同。 

2.涉他合同包括“由第三人给付的合同”（第三人负担合同）和“向第三人给付的合同”（利他

合同）。 

《合同法》第 64、65条。 

八、预约与本约 

分类标准：两个合同相互间是否具有手段和目的的关系。 

1.预约：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合同的合同。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2条：当事人签订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

合同，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

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本约：履行该预约而成立的合同 

九、确定合同与射倖合同 

分类标准：给付的内容和范围在合同成立时是否确定。 

射幸合同：以未来不确定事件（偶然机会）而决定是否给付的合同。 

类型：保险合同、搏彩合同等。 

第八章  合同的订立 

第一节  概述 

一、合同的成立要件 

合同属于法律行为，所以首先需要具有法律行为的一般成立要件：当事人、标的与意思表示。 

二、 合意 

合同因当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但合意如何认定？ 

将错综复杂的缔约磋商进行分解，建立一个模型：要约（提出缔约建议）——承诺（无条件的

同意）。 

第二节  要约 

一、要约的概念 

要约，是指一方当事人向对方提出合同条件，希望对方接受，以便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二、要约的构成要件 

1．要约必须是希望订立合同的人向相对人发出的意思表示。 

2．要约必须以订立合同为目的。 

3．要约的内容应当具体、确定。 

4．要约应当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三、要约邀请 

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 

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 

四、要约的法律效力 

要约的法律效力，是指要约的生效以及要约对于要约人和受要约人所产生的效力。 

1．要约生效的时间。 

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 

2．要约对要约人的拘束力。 

3．要约对受要约人的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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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约的存续期限。 

五、要约的撤回与撤销 

1．要约的撤回。 

要约可以撤回。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 

2．要约的撤销。 

要约可以撤销。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但是，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1）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2）

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 

六、要约的失效 

1．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 

2．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 

3．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 

4．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 

第三节  承诺 

一、承诺的概念 

承诺，是受要约人向要约人作出的同意接受要约的意思表示。 

二、承诺的构成要件 

1．承诺必须由受要约人向要约人作出。 

2．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 

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 

3．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 

4．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三、承诺的撤回 

承诺可以撤回。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要约

人。 

四、承诺的生效 

1．承诺生效的时间。 

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

为时生效。 

2．承诺生效的效果。 

五、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 

1．合同成立的时间。 

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

认书时合同成立。 

2．合同成立的地点。 

承诺生效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

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第四节  订立合同的特殊方式 

一、招标投标方式 

二、拍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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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错要约 

交错要约，是指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发出要约，对方也向其发出同一内容的要约，且双方均不知

对方已向自己发出要约的现象。 

四、意思实现 

意思实现，是指依习惯、事件性质或要约人为要约时的预先声明，承诺无须通知，在相当时期

内有可认为承诺的事实时，合同即告成立的现象。 

五、强制缔约 

第五节  悬赏广告 

一、概念 

以广告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予报酬的，为悬赏广告 

悬赏广告有广泛的用途如征集奥运会会徽，悬赏捉拿犯罪嫌疑人，悬赏寻找失物或走失之人，

软件开发者悬赏发现漏洞等。 

悬赏广告与委托合同的区别。 

二、悬赏广告的性质 

1.契约说 

2.单方行为说 

单独行为说似较为合理 

三、效力——报酬给付请求权 

以在设定期限内完成一定行为作为请求报酬的前提。 

数人先后完成该行为的，由最先完成该行为之人，取得报酬请求权。 

优等悬赏广告：对于完成指定行为的数人，仅对被评定为优等者给付报酬的悬赏广告。 

第六节  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 

【讨论问题】 

某洗衣店在店内张贴告示，称“送洗衣物如有灭失，赔偿价格不得超过洗衣价格的 10倍”，此

告示效力如何？ 

一、意义 

格式条款：也称格式合同、定型化条款、一般交易条件等，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

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无论是被纳入到书面合同文件中，还是构成一个单独的部分，只要不存在个别协商的可能，即

可视为格式条款。 

最典型的格式合同为发生在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消费合同。 

二、对格式条款的法律控制 

（一）立法、司法、行政的多重控制手段 

（二）《合同法》的规范 

1．将格式条款纳入合同的前提——使用者的揭示义务。  

格式条款使用者应以显著方式提请对方当事人注意格式条款。 

使用人未尽此揭示义务的，相对人可以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  

2．格式条款的解释 

《合同法》第 41条：有疑义时，作不利于格式条款使用人的解释（强行规范）。 

3．内容的控制 

格式条款的无效（合同法第 40条） 

格式条款使用人违反诚信原则，造成对相对方的明显不公平——不恰当的免责、排除对方主要

权利、加重对方责任等。 

无效的效果：原则上，仅使该格式条款发生无效，不影响整个合同的效力（部分无效不影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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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有效）；对于无效条款所涉及的问题，适用法律的任意性规范（视为未约定）。 

第七节  缔约过失责任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概念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缔约人故意或过失地违反先合同义务，致使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

时，依法应向对方承担的赔偿其损失的责任。 

二、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 

1．缔约人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 

2．对方当事人遭受损失。 

3．缔约人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与对方当事人遭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4．违反先合同义务的一方有过错。 

三、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 

《合同法》第 42条、第 43条 

四、缔约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计算 

信赖利益的赔偿。 

第八节  合同的解释 

一、合同的解释概述 

合同的解释，是指由受理合同纠纷的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为合理确定合同的内容，依法对合同

及相关资料的含义所作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分析和说明。 

合同解释无所不在。 

二、合同解释的规则 

（一）文义解释 

1.主观解释 

2.客观解释 

（二）整体解释 

以合同的各个条款相互解释，以确定各个条款在整个合同中所应具有的真正意思。 

（三）目的解释 

如果合同内容的解释存在歧义时，应选择最合乎合同目的的解释。 

（四）交易惯例的解释 

交易惯例：存在于交易中的行为习惯或语言习俗。 

交易参与人通常都了解和实行这些习惯或习俗。 

（五）诚信解释 

诚信是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 

合同条款有歧义时，应作符合诚信原则的解释。 

第九章  合同之债的特殊效力 

一、概述 

合同作为债的发生原因。 

债法总则“债的效力”乃以合同之债为原型而设计，因此前述关于“债权效力”、“债务效力”、

“债务不履行之效力”均适用于合同之债。 

本章阐明合同所具有的特殊的债的效力：合同的解除；双务合同之履行抗辩权。 

二、合同的解除 

（一）合同解除的类型 

1.双方合意解除 

《合同法》第 93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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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意解除本身是一个新的合同，其效力如何由解除合同确定。 

2.单方解除 

通过单方面行使合同解除权，使合同之效力溯及地发生消灭的意思表示。 

合同必须严守：若无法律上或合同上的解除权，不得单方废止合同。 

（二）解除权的发生原因 

1.依当事人之约定——约定解除权 

《合同法》第 93条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

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与附解除条件合同的区别：合同并不因该条件成就自动失去效力；而是产生当事人的解除权。 

2. 法定解除权（《合同法》第 94条） 

（三）解除权的行使 

1.行使的方法 

向对方当事人以意思表示为之，属于有相对人的单方意思表示。 

《合同法》96 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

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解释二》第 34 条：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

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行使期间 

《合同法》第 95 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

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

使的，该权利消灭。 

（四）解除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 97 条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

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1.原给付义务消灭：双方均消灭。 

2.回复原状：向对方返还给付利益。 

3.损害赔偿：包括所受损害与所失利益（如系因对方根本违约而产生合同解除权，赔偿应相当

于违约损害赔偿） 

三、双务合同的特殊效力 

（一）同时履行抗辩权  

合同法第 66 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

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 

1.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双务合同的当事人之一方于他方当事人未为对待给付前，得拒绝自己给

付的权利。无任何情事而强使当事人一方先为给付，有失公平——先给付一方将承担对方不为对待

给付的风险。 

2.性质：一时性（阻碍性）的抗辩权 

3.成立要件：双方因同一合同互负债务——对待给付；行使抗辩权之人无先行给付义务；相对

人未为给付 

4.同时履行抗辩权行使的效力：一时地阻止请求权的效力；抗辩权只有经抗辩权人行使才发生

阻却请求权的效力，若在相对人提出给付请求时，债务人未援引该抗辩，而为给付，则事后不得主

张给付的返还。 

（二）不安抗辩权 

《合同法》第 68、6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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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安抗辩权指双务合同中有先为给付义务的当事人一方，因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显著减少或经

营状况恶化而难为对待给付，在对方未为对待给付或未提供担保前，有拒绝自己给付的抗辩权。如

果不赋予此项抗辩权，将使负有先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不能得到对待给付的特别风险（超出了当

事人能够预测的范围）。 

2.不安抗辩权的成立要件 

 （1）援引该抗辩权之当事人有先行给付的义务——否则可援引同时履行抗辩权。 

 （2）对方当事人（后给付方）存在难为对待给付的情形——合同法 68条列举四种具体情形。 

3.效力 

（1）享有此项抗辩权之人，在相对人未为对待给付或提出担保前，得拒绝自己的给付。 

（2）该项抗辩权因对方的给付或担保的提出而消灭。 

（3）对于相对人难为给付的主张，主张抗辩权之人应负举证责任。 

（4）我国合同法进一步规定了行使抗辩权之人的合同解除权。 

【讨论问题】 

《合同法》第 67条规定的“顺序履行抗辩权”是否有必要？ 

第十章  违约责任 

第一节  违约责任概述 

一、违约责任的概念 

违约责任，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法定或约定的条件

时，依法应向对方承担的民事责任。 

二、违约行为的形态 

1．不能履行 

2．拒绝履行 

3．迟延履行 

4．不完全履行 

三、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1．过错责任原则 

2．严格责任原则 

【讨论问题】 

我国《合同法》到底确立了何种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四、免责事由 

（一）免责条件 

免责条件，是指法律明文规定的当事人对其不履行合同不必承担违约责任的条件。 

1.一般法定免责条件：不可抗力。 

2．特别法定免责条件。 

（二）免责条款 

免责条款，是当事人事先以协议免除或限制其将来可能产生的责任的合同条款。 

免责条款的解释。 

免责条款的无效。 

第二节  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 

一、强制履行 

（一）强制履行的概念 

强制履行，是指债务人违约后，如债务履行仍有可能时，债权人可请求法院强制债务人继续履

行合同债务。 

（二）强制履行的构成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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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债务。 

2．守约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 

3．违约方能够继续履行。 

4．强制履行不违背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的性质。 

（三）强制履行与其他违约救济方式的关系 

1．强制履行与赔偿损失。 

2．强制履行与违约金。 

3．强制履行与合同解除。 

二、赔偿损失 

1．完全赔偿原则 

2．合理预见规则 

3．与有过失规则 

4．减轻损失规则 

5．损益相抵规则 

三、支付违约金 

（一）违约金的概念 

违约金，是指当事人依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在一方违约时应向对方支付的一定数额的金钱或

其他代替物。 

（二）违约金数额的增减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

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三）违约金与其他违约救济方式的关系 

1．违约金与赔偿损失。 

2.违约金与定金。 

3.违约金与合同解除。 

第三节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一、责任竞合概述 

1．法律规范竞合 

法律规范竞合，是指同一事实符合数个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致使这些法律规范都可适用。 

2．民事责任聚合 

民事责任聚合，是指受害人就同一事实可请求行为人承担多种民事责任形式。 

3．民事责任竞合 

民事责任竞合，是指同一违法行为虽然符合多种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可成立多种民事责任，

但受害人只能择一请求。 

二、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区别 

1．归责原则不尽相同。 

2．构成要件不尽相同。 

3．举证内容不尽相同。 

4．赔偿范围不尽相同。 

5．诉讼时效不尽相同。 

6．责任方式不尽相同。 

7．免责事由不尽相同。 

8．诉讼管辖不同。 

三、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处理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合同法》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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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作业 
1．如何理解“合同”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 

2．试述单务合同与双务合同、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的区分标准及其意义。 

3．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两种理念之间有何关系？ 

4．如何区别要约与要约邀请？ 

5．要约的撤销与撤回有何区别？我国《合同法》对于要约的撤销是如何规定的？ 

6．有效的承诺应具备哪些条件？ 

7．我国《合同法》对格式条款有何限制？为何要设立这些限制？ 

8.悬赏广告属于单方允诺，还是契约？这一问题本身有何意义？ 

9．何谓“缔约过失责任”？ 

10.试述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条件及其功能。 

11．试述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及其效力。 

12.解除权应如何行使？ 

13．我国《合同法》规定了哪些类型的违约行为？ 

14．试述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主要区别。 

15．试述我国《合同法》关于赔偿损失责任的规定。 

16．试述赔偿损失与违约金之间的关系。 

17．试述赔偿损失与强制履行之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首先深入理解“合同”这一概念，并准确理解“契约自由”与“契约

正义”的合同法理念。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结合《合同法》第二章的内容，详细掌握合同订立的相关规则，并

掌握缔约过失责任、格式合同规制的相关规范和理论。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能够在债法总则有关债的效力的基础上，理解合同之债做具有的特殊

效力，即双务合同履行抗辩权的效力与合同解除效力。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意识到违约责任在合同法中的核心地位，并结合《合同法》的具体规

定，掌握有关违约样态、违约责任承担方式等规则。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具备以合同法一般理论和规则分析合同纠纷案件的基本能力。 

知识单元 3：合同分论 

参考学时： 

6课时 

学习内容： 

第十一章  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 

第一节  买卖合同 

一、买卖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买卖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合同。 

二、出卖人的义务 

1．交付标的物。 

2．移转标的物所有权。 

3．瑕疵担保责任。 

（1）权利瑕疵担保责任。 

（2）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4．交付有关单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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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买受人的义务 

1．支付价款。 

2．检验及通知义务。 

四、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 

1．风险原则上随标的物的交付而转移给买受人承担。 

2．在途货物的风险自合同成立时转移给买受人承担。 

3．标的物因交付给第一承运人而移转。 

4．买受人迟延受领时风险的移转。 

5．因标的物质量不合要求导致买受人解除合同时，风险归出卖人承担。 

6．买受人承担风险的，不影响其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五、特种买卖合同 

1．保留所有权的买卖合同。 

2．样品买卖合同。 

3．试用买卖合同。 

第二节  赠与合同 

一、赠与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赠与合同为诺成、单务、无偿、不要式合同。 

二、赠与人的义务 

1．交付赠与物并移转相应的权利。 

2．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财产毁损、灭失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瑕疵担保责任。《合同法》第 191条。 

三、赠与人对赠与的任意撤销权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

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除外。 

【讨论问题】 

为什么在赠与合同中会出现所谓“任意撤销权”？ 

四、赠与人或其继承人、法定代理人对赠与的法定撤销权 

1．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 

2．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的法定撤销权。 

五、赠与人不再履行赠与义务的例外情形 

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 

第三节  借款合同  

一、借款合同的概念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约定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 

1.实践性合同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2.不要式合同 

3.关于利息 

未约定利息的，视为无息；约定利息的，不得为“高利贷”（高于法定基准利率 4倍）。 

三、非自然人之间的借款 

主要指至少一方为金融机构的借款。 

要式合同：需具备书面形式 



683 

诺成合同：订立时成立，贷款人有义务依约定向借款人提供贷款。 

存在利率管制。 

第十一章  转移财产使用权的合同 

第一节  租赁合同 

一、租赁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租赁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合同。 

二、出租人的义务 

1．交付租赁物，保持租赁物的适用性。 

2．维修租赁物。 

3．瑕疵担保责任。 

（1）权利瑕疵担保责任。 

（2）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三、承租人的义务 

1．按期支付租金。 

2．按照约定的方法和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 

3．妥善保管租赁物。 

4．租赁期间届满后返还租赁物。 

四、租赁期间租赁物的转让 

1．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2．买卖不破租赁 

【讨论问题】 

《合同法》第 229条规定的实际效力和意义何在？ 

五、转租的效力 

《合同法》第 224条 

第二节  融资租赁合同 

一、融资租赁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

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融资租赁合同为诺成、要式、有偿合同。 

二、出租人的权利义务 

1．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 

2．原则上不对租赁物的适用性负责。 

3．不承担租赁物侵害第三人权利的侵权责任。 

4．保证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 

5．不得擅自变更买卖合同中与承租人有关的内容。 

三、承租人的权利义务 

1．出卖人应向承租人交付标的物，承租人享有与受领标的物有关的买受人的权利。 

2．承租人根据约定可以向出卖人行使索赔的权利。 

3．出租人依法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的时，承租人对超额价值享有返还请求权。 

4．依约支付租金的义务。 

5．妥善保管、使用租赁物，并负有维修义务。 

第十二章  完成工作成果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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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承揽合同 

一、承揽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 

承揽合同是诺成、双务、有偿、不要式合同。 

二、承揽人的义务 

1．原则上应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 

2．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并提交必要的技术资料和有关质量证明。 

3．对定作人提供的材料进行检验的义务。 

4．发现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不符合约定、定作人提供的图纸或者技术要求不合理时，负有通知

义务。 

5．保管定作人提供的材料和完成的工作成果的义务。 

6．接受定作人的检验、监督。 

7．保密义务。 

8．共同承揽人对定作人承担连带责任。 

三、定作人的义务 

1．支付报酬。 

2．协助义务。 

3．中途变更承揽要求时的损害赔偿责任。 

4．随时解除承揽合同时的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节  建设工程合同 

一、建设工程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

同。 

建设工程合同是诺成、双务、有偿、要式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是特殊类型的承揽合同。 

二、承包人的权利义务 

1．接受发包人检查的义务。 

2．在隐蔽工程隐蔽以前通知发包人检查的义务。 

3．对于建设工程价款，就建设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 

三、发包人的权利义务 

1．及时验收的义务。 

2．依约支付价款并接收建设工程的义务。 

3．因承包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发包人享有要求

承包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权利。  

第十三章  提供劳务的合同 

第一节  运输合同 

一、运输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

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 

运输合同通常是双务、有偿、诺成合同。 

二、运输合同的类型 

1．旅客运输合同和货物运输合同。 

2．单一运输合同和联合运输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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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一方式联运合同和多式联运合同。 

三、承运人的义务 

1．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 

2．按照约定的运输路线安全运输的义务。 

3．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义务。 

（1）告知有关运输的重要事项的义务。 

（2）依约运输旅客的义务。 

（3）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旅客的义务。 

（4）对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5）对旅客自带物品的毁损灭失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4．货运合同中承运人的义务。 

（1）及时通知收货人提货的义务。 

（2）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承受货物因不可抗力灭失时的运费风险。 

四、托运人的权利义务 

1．托运人享有任意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 

2．如实申报与运输货物有关的事项的义务。 

3．妥善包装货物的义务。 

第二节  保管合同 

一、保管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 

保管合同是实践、无偿、不要式合同。 

二、保管人的义务 

1．给付保管凭证。 

2．妥善保管义务。 

3．亲自保管义务。 

4．不得使用或许可第三人使用保管物。 

5．第三人对保管物主张权利时的及时通知义务。 

6．返还保管物及其孳息的义务。 

三、寄存人的义务 

1．依约支付保管费及其他费用。 

2．保管物有瑕疵或者保管物需要采取特殊保管措施时，保管人负有告知义务。 

3．寄存货币、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贵重物品时，应向保管人声明。 

第三节  仓储合同 

一、仓储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仓储合同，是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 

仓储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不要式合同。 

二、保管人的义务 

1．验收仓储物。 

2．向存货人给付仓单。 

3．妥善保管义务。 

4．入库仓储物变质或损坏时的及时通知义务。 

5．根据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的要求，同意其检查仓储物或者提取样品的义务。 

6．保管不善时的损害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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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货人的义务 

1．支付仓储费。 

2．储存危险物品或易变质物品时的说明义务。 

2．及时提取仓储物的义务。 

第四节  委托合同 

一、委托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委托合同是无偿、诺成、不要式合同。 

二、受托人的义务 

1．按照委托人的指示，亲自处理委托事务。 

2．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及委托事务的结果。 

3．财产转交义务。 

4．因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时的赔偿义务。 

三、委托人的义务 

1．支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 

2．有偿委托中支付报酬的义务。 

3．赔偿受托人的损失。 

四、间接代理 

1．委托人的自动介入。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

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

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2．委托人的介入权。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

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时，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

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

外。 

3．第三人的选择权。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

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五、委托合同终止的特殊事由 

1．委托人和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 

2．委托人或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破产。 

第五节  行纪合同 

一、行纪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行纪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不要式合同。 

二、行纪人的义务 

1．负担行纪费用。 

2．妥善保管委托物。 

3．合理处分有瑕疵或者容易腐烂、变质的委托物。 

4．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事务。 

三、行纪人的介入权 

行纪人卖出或者买入具有市场定价的商品，除委托人有相反的意思表示外，行纪人自己可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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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买受人或者出卖人。于此情形，行纪人仍然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报酬。 

四、委托人的义务 

1．支付报酬。 

2．及时受领或取回委托物。 

第六节  居间合同 

一、居间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

报酬的合同。 

居间合同是有偿、诺成、不要式合同。 

二、居间人的义务 

1．向委托人如实报告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 

2．促成合同成立的，由居间人负担居间活动的费用。 

三、委托人的义务 

1．支付报酬。 

2．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有义务支付居间人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 

第十四章  技术合同 

第一节  技术开发合同 

一、技术开发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技术开发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就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所

订立的合同。技术开发合同包括委托开发合同和合作开发合同。 

技术开发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要式合同。 

二、委托开发合同 

1．委托人的义务。 

2．开发人的义务。 

3．成果归属 

三、合作开发合同 

1．当事人的义务 

2．成果归属 

第二节  技术转让合同 

一、技术转让合同概述 

技术转让合同包括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技术秘密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技术转让合同是有偿、双务、诺成、要式合同。 

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1．让与人的义务 

2．受让人的义务 

三、技术秘密转让合同 

1．让与人的义务 

2．受让人的义务 

第三节  技术咨询合同 

一、技术咨询合同概述 

技术咨询合同包括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

等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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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委托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阐明咨询的问题，提供技术背景材料及有关技术资料、数据。 

2．接受受托人的工作成果，支付报酬。 

三、受托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的期限完成咨询报告或者解答问题。 

2．提出的咨询报告应当达到约定的要求。 

第四节  技术服务合同 

一、技术服务合同概述 

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不包括建

设工程合同和承揽合同。 

二、委托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提供工作条件，完成配合事项。 

2．接受工作成果并支付报酬。 

三、受托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完成服务项目，解决技术问题，保证工作质量。 

2．传授解决技术问题的知识。 

四、新技术成果的归属  
作业 
1．试述买卖合同中出卖人和买受人的义务。 

2．我国《合同法》对买卖合同中标的物意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是如何规定的？ 

3．赠与合同中的赠与人负有哪些义务？ 

4．赠与人对赠与的法定撤销权与任意撤销权有何区别？ 

5．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有哪些权利义务？ 

6．试述租赁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的区别。 

7．承揽合同中的承揽人负有哪些义务？ 

8．试析建设工程合同中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的性质及其行使条件。 

9．旅客运输合同中的承运人负有那些义务？ 

10．试述保管合同与仓储合同之间的区别。 

11．试述我国《合同法》关于间接代理制度的规定。 

12．试述委托合同与行纪合同的异同。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重点掌握买卖合同、赠与合同、租赁合同、承揽合同、委托合同、行

纪合同等几种合同类型，并熟悉和了解《合同法》分则部分的其他合同类型。由于教学时数的限制，

课堂教学也应以讲授前述重点合同类型，尤其是买卖合同、赠与合同、租赁合同等几种类型为主，

其他合同类型从略。 

知识单元 4：法定之债 

参考学时： 
16课时 
学习内容： 

第十五章  侵权行为之债 

第一节  概述 

 一、侵权行为的概念及特征 

（一）侵权行为的概念 

行为人基于过错（或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不问有无过错），不法侵害他人民事权益，依法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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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 

（二）侵权行为的特征 

侵权行为是一种损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 

侵权行为主要是行为人基于过错而实施的行为。 

侵权行为是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 

（三）侵权行为与相关行为的区别 

1．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 

2．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 

3．侵权行为与无因管理； 

    4。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 

二、 侵权行为的类型 

（一）以归责原则为分类标准 

1．一般侵权行为 

2．特殊侵权行为 

（二）以行为人与责任人是否同一为分类标准 

1．自己行为责任 

2．替代责任或转承责任 

（三）以违反义务的方式为分类标准 

1．作为方式的侵权行为 

2．不作为方式的侵权行为 

（四）以侵权行为人数目为分类标准 

1．单独侵权责任 

2．数人侵权责任 

三、侵权责任法的功能 

侵权法不仅是“权利救济”之法，也是保障“行为自由”之法。 

四、 我国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权益范围 

（一）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2条规定的解读 

（二）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合法利益 

（三）对权利与利益的区别保护 

五、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 

（一）一般条款的定义 

1．一般条款的概念 

2．一般条款的功能 

（二）我国《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的模式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2条与第 6条之相互关系分析。 

第二节  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一、 归责原则概述 

（一）归责原则的含义及功能 

1．归责原则的概念（归责的含义、归责与责任） 

2．归责原则的功能 

（二）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体系 

1．多元归责体系 

2．各归责原则的地位 

二、 过错责任原则 

（一）过错责任原则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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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错责任原则的概念 

（二）过错责任原则的理论基础及其功能 

1．理论基础（或理论依据） 

2．过错责任原则的功能； 

（三）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 

1．过错责任原则与一般条款的适用范围 

2．过错责任原则的举证责任 

（四）过错推定责任 

1．过错推定的含义 

2．过错推定的适用范围 

3．过错推定的适用方法 

4．过错推定与过错责任原则的关系 

三、无过错责任原则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含义 

1．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概念 

2．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特点 

（二）无过错责任的归责依据与功能 

1．归责依据；（行为或物的危险性） 

2．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功能（分配正义、合理分配风险、预防损害发生） 

（三）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 

四、公平责任 

（一）公平责任的含义 

（二）公平责任在归责原则体系中的地位 

（三）公平责任的适用 

第三节  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一、 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概述 

（一）构成要件的含义 

（二）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体系 

1．“三要件说”与“四要件说”的分野； 

2．我国司法实践的立场； 

3．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与归责原则的关系； 

二、 违法性 

（一）行为违法性概述 

（二）违法性的判断标准 

三、 损害事实 

（一）损害的含义 

损害的概念 

（二）损害的类型 

1．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 

2．现实财产的减少与可得利益的丧失； 

3．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 

4．本人损害与反射性损害； 

（三）损害的证明与推定 

1．损害的证明 

2．损害的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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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纯粹经济损失 

四、 因果关系 

（一）因果关系概述 

 (二)侵权法上的几种主要的因果关系理论及其分析 

1．必然因果关系 

2．必要条件理论 

3．相当因果关系 

4．法规目的说 

 (三)因果关系的证明与推定 

 (四)对我国侵权法上因果关系规则的认识 

1．区分事实上因果关系与法律上因果关系； 

2．我国侵权法上判断法律上原因的基本规则； 

3．多因现象下侵权责任的承担； 

五、 过错 

（一）过错的概念 

（二）过错的形式 

1．过错形式的划分标准及其意义 

2．故意 

3．过失 

（三）过错的判断标准 

1．主观过错标准； 

2．客观过错标准； 

（四）过失判断客观标准的多元化及相关因素 

1．过失判断的一般标准：理性人标准 

2．过失判断的特殊标准：法定标准 

3．判断过失时应予考虑的主观因素； 

4．过失判断标准的适用方法； 

第四节  共同侵权行为 

一、共同加害行为 

（一）共同加害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1.共同加害行为的概念 

2.共同加害行为的特征； 

（二）共同加害行为的构成要件 

1．加害主体的复数性 

2．主观过错的共同性或各加害行为原因力的足够性 

3．损害结果的同一性 

二、 教唆人和帮助人的侵权责任 

（一）教唆人的侵权责任 

（二）帮助人的侵权责任 

三、共同危险行为 

（一）共同危险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1．共同危险行为的概念 

2．共同危险行为的特征 

（二）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件 

1．数人均实施了具有危险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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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人行为在客观上具有共同危险性 

3．不能确定实施加害人 

（三）共同危险行为人的责任承担 

1．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法理依据 

2．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对内、对外责任的具体规则 

四、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责任 

（一）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概念及特征 

1．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概念； 

2．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特征； 

（二）聚合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 

1．聚合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的概念 

2．聚合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的特征 

3．聚合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的责任承担 

（三）多因一果的数人侵权 

1．多因一果数人侵权的概念 

2．多因一果数人侵权的特征 

3．多因一果数人侵权责任承担 

第五节  免除责任和减轻责任的事由 

一、概述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抗辩事由较少，如自甘冒险、受害人同意以及意外事件等都没有规

定。在类型上看，抗辩事由主要有两类：违法阻却和因果关系欠缺。 

二、违法阻却 

违法阻却本质上是对侵害行为违法性要件的抗辩，也就是对侵害行为正当性的证明。《侵权责

任法》明确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行为，没有规定自助行为，而对于依法行为也是散见于其他

法律中的，如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行为，正当的新闻报道行为等。 

（一）正当防卫 

（二）紧急避险 

（三）自助行为 

（四）适法的无因管理 

（五）正当行使公、私权利 

（六）受害人允诺 

三、因果关系欠缺 

（一）受害人原因 

在受害人故意或在法律有明确规定情况下的重大过失都是免除行为人责任的抗辩事由；对于造

成的损害，受害人有过失的情况下，可以减轻加害人的责任。受害人过失也称“与有过失”，在损

害赔偿法中被称为“过失相抵”，另外，这里要注意解释“与有过失”与“比较过失”。 

（二）第三人原因 

损害是第三人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要注意第三人独立承担责任的情形和他人承担补充

责任的情形。 

（三）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能

力和控制能力不是同步的，所以，不可抗力的本质不在于“不能预见”，而在于“不能避免和克服”。 

第六节  不作为方式的侵权责任 

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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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方式的侵权责任是行为人违反作为义务而致他人合法权益损害所应承担的责任。该类侵

权责任因与行为自由关系紧密。 

我国《侵权责任法》主要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和

教育机构不作为导致学生人身损害的侵权责任三类。 

【讨论问题】 

不作为何以构成侵权？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概念 

网络技术提供者、内容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而应承担的侵权责任。网络服务

提供者的侵权责任属于一般侵权责任，其责任基础在于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类型 

1．积极作为的侵权 

2．拒绝“取下”的侵权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权利人发出的侵权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或者断开链接等措

施，阻止他人访问侵权信息的规则。拒绝“取下”造成的损害，网络服务提供者应承担不作为侵权

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知道”的含义及判断标准。 

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一）安全保障义务的含义 

安全保障义务，是指特定场所的管理人或活动的组织者对于进入该场所获参与该活动的人所负

有的合理注意和保护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在性质上属于什么义务，理论界有不同观点。 

（二）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发展 

1．大陆法国家的违约责任向侵权责任的演变 

2．英美法中的邻居规则（Neighbor Principle）和“注意义务” 

（三）我国法中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 

1．归责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2．责任主体与赔偿权利主体的确定 

3．“补充责任”的属性 

四、教育机构对学生人身损害的侵权责任  

（一）概念 

教育机构在教学活动或其管理的设施中未尽教育管理职责，致使学生遭受损害或学生致他人损

害时，所承担的与其过错相应的侵权责任。 

（二）归责原则 

1．无行为能力学生受到损害时适用过错推定 

2．限制行为能力学生受到损害时适用过错责任 

3．在校人员对学生的人身伤害，教育机构承担的补充责任。 

第七节  替代责任 

一、替代责任概述 

替代责任，是指在法律明确规定情况下，对他人的不法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的侵权责任。 

为防止“株连”，替代责任的范围须有一定的限制，一般责任人与致害人之间具有隶属、雇佣

或监护等特定的关系。 

二、监护人责任 

（一）监护人责任概述 

指被监护人致他人损害，而由其监护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侵权责任。 

（二）监护人责任的归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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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护人责任的构成要件 

1．被监护人的行为构成侵权 

2．监护人无免责事由 

3．被监护人无足够的财产 

三、用人单位责任 

（一）用人单位责任的概念 

用人单位的责任，指用人单位工作人员因工作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对受害人承担的侵

权责任，也称雇主责任。 

对用人单位要做广义理解，包括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个体经济组

织。对于临时帮工造成的损害则适用最高人们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适用

侵权责任法第 35条规定。 

（二）用人单位责任的归责原则 

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用的是无过错责任 

（三）用人单位责任的构成要件 

1．须为用人单位工作人员 

2．须为执行用人单位工作任务 

（四）劳务派遣中产生的侵权责任 

1．用工单位承担的责任 

2．劳务派遣单位的补充责任 

第八节  产品责任 

一、产品责任概述 

（一）产品责任概念 

产品责任，是指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等所应承担的侵权责任。 

（二）产品的含义 

所谓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物品。产品的范围正在逐渐扩大，为保护农民的

利益，传统理论将初级农产品排除在产品之外，但现代社会取消了这种优惠。从我国侵权法的规定

看，血液也属于产品。 

（三）产品责任的归责标准 

1．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无过错责任 

2．产品的运输者、仓储者承担过错责任 

二、产品责任的构成 

（一）产品存在缺陷 

缺陷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对于产品的安全保障有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不合理危险”应以社会一般人通常的预见能力为判断标准。 

（二）缺陷产品造成受害人人身或财产损害 

该损害应是产品之外的损害，单纯的缺陷产品损害，应依据合同法规定，要求承担违约责任。 

（三）受害人的损害与产品的缺陷有因果关系 

三、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 

（一）生产者的责任 

（二）销售者的责任 

（三）运输者、仓储者的责任 

四、产品责任的抗辩事由 

（一）未将产品投入流通 

（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 

（三）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尚不能发现缺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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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概述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概念 

机动车交通事故，指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当事人的过错或者意外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

件。 

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 

《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的原则：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适用过错责任；机动车与非机

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适用过错推定责任。 

强制保险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有重大影响。 

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构成 

（一）须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二）交通事故须造成损害结果 

（三）事故与受害人因接触机动车所致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 

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主体 

（一）责任主体确认的标准 

机动车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作为判断责任主体的标准。 

（二）我国责任主体的确定 

1．一般情况下机动车所有人为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人。 

2．在保留所有权的分期付款买卖情况下，责任人应为买受方。 

3．在出租、出借情况下的责任主体一般是承租人和借用人，在所有人有过错时，应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4．在实际车辆所有人与名义所有人不同时的责任主体是车辆的实际所有人。 

5．被盗窃或被抢的车辆造成他人损害时的责任主体是盗窃人、抢劫人或抢夺人。 

6．转让拼装车或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时，责任人是转让人和受

让人。 

第十节  医疗损害责任 

一、医疗损害责任概述 

（一）医疗损害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医疗损害责任是指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因过失、或依无过错责任造成患者人身及

其他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 

（二）医疗损害责任的构成 

1．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实施了医疗行为； 

2．患者遭受非正常损失； 

3．医疗机构存在过错； 

4．医疗机构的过错行为与患者之间遭受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 

（三）医疗损害的归责原则 

医疗损害在我国一般采取的是过错归责原则。 

二、医疗损害的具体类型 

（一）诊疗行为损害责任 

（二）违反医疗伦理损害责任 

（三）医疗产品损害责任 

三、医疗损害责任的减免规则 

（一）医疗损害责任的减免责事由 

受害人的过错；医疗机构在紧急情况下已尽了合理诊疗义务；限于当时医疗水平难以诊疗。 

（二）医疗损害责任减免规则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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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环境污染责任 

一、环境污染责任概述 

（一）概念 

环境污染责任是指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二）归责原则 

环境污染采取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 

二、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存在环境污染行为 

（二）发生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事实 

（三）污染环境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三、环境污染责任的减免责事由及诉讼时效 

（一）环境污染而减免责事由 

环境污染的减免责事由包括：不可抗力；受害人过错；第三人过错；其他免责事由。 

（二）诉讼时效 

法律对环境污染侵权中诉讼时效有特殊规定，《环境保护法》第 42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

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 3年。 

第十二节  高度危险责任 

一、高度危险责任概述 

高度危险责任是指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

有高度危险的作业对他人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 

二、高度危险责任构成要件 

（一）责任人从事高度危险作业 

（二）造成他人损害结果发生 

（三）危险作业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三、高度危险责任的特殊类型及减免责事由 

（一）民用核设施致害责任 

（二）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 

（三）高度危险物致害责任 

（四）高度危险活动致害责任 

四、高度危险责任的限额赔偿 

（一）限额赔偿理论介绍 

（二）限额赔偿的法律规则适用 

第十三节  饲养动物致害责任 

一、概述 

（一）饲养动物的含义 

（二）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概念 

饲养动物致害责任是指饲养的或者豢养的动物致人损害，该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

民事责任。 

（三）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归责原则 

无过错责任 

二、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一般规则 

（一）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构成要件 

1．须为饲养的动物 

2．须为动物本身特性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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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承担主体 

动物的饲养人；管理人； 

（三）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减免责事由 

1．被侵权人故意或重大过失 

2．第三人过错 

三、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特殊类型 

（一）未对饲养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害责任 

（二）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致害责任 

（三）动物园的动物致害责任 

（四）遗弃或逃逸动物致害责任 

（五）因第三人过错导致动物致害责任 

第十四节  物件损害责任 

一、物件损害责任概述 

（一）概念 

物件损害责任是指管领物件的人未尽注意义务，致使物件造成他人的损害。 

物件主要包括：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也延伸至堆放物、在公共

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物等。 

（二）物件致害责任的构成要件 

1．存在物脱落或坠落的事实； 

2．有损害的发生； 

3．物坠落或脱落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4．物件的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 

（三）物件致害责任的归责原则 

 过错推定原则。 

二、 物件损害责任的具体类型 

（一）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致害责任 

（二）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致害责任 

（三）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物品致害责任 

（四）堆放物倒塌致害责任 

（五）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致害责任 

（六）林木折断致害责任 

（七）地面、地下施工致害责任 

第十六章  不当得利之债与无因管理之债 

第一节  不当得利之债 

一、概说 

（一）功能 

因他人受损而使自己受益，乃常有之事。一些财产上的变动应予认可（如基于有效的赠与引起

的财产变动），而一些财产变动不应认可而应还原（无法律上原因，如错债清偿、添附引起的所有

权取得）。 

不当得利制度的功能就在于就此不应保留的利得，给与受损害之他方债法上的请求权。 

（二）不当得利请求权与侵权请求权 

侵权请求权在于填补受害人因他人的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不当得利制度与利得人行为的可

责性、违法性无关，仅以无法律上的原因获得利益作为判断标准。 

（三）不当得利制度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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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个案模式：罗马法规定若干不当得利性质的诉权； 

概括式：无法律上原因。过于概括，有类型化、具体化之必要：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

当得利 

二、不当得利的一般构成要件 

1. 取得财产上之利益    

积极增加与消极增加（如债务消灭） 

2. 致他人受损失 

3. 受损与得利有因果关系 

4. 无法律上原因 

民法通则所谓“没有合法根据” 

三、不当得利的类型 

“无法律上原因”不易把握，因此有类型化的必要。 

（一）给付型不当得利 

1．无法律上原因，因他人的给付而有所取得者，应负返还的义务。     

给付原因：履行法定义务或因法律行为所生的义务       

给付有法律上原因的，给付受领人有权保有给付利益 （存在有效之债的关系） 

2．特点：他人所取得并因此应归还的，系有请求权者所作的给付（给付有意增加他人的财产） 

3．无法律上原因：欠缺有效的债的发生原因（不存在、未成立、无效、被撤销） 

4．给付型不当得利的排除 

（1）履行道德义务之给付  

（2）明知无债务而为给付（视为赠与） 

（3）清偿期前之给付——期限利益视为自愿抛弃 

（4）基于不法原因的给付 

（二）非给付的不当得利 

1．因给付以外的事由（行为、自然事实等）而发生的不当得利     

2．有进一步类型化的必要，如 

（1）因自然原因引起的不当得利 

（2）侵害他人权益之不当得利     

强占车位且拒付停车费 

与侵权行为的区别：构成要件上不以行为人之行为有过失及违法性为要件；在不当得利，行为

人直接受有利益，而侵权人未必。 

四、效力 

成立不当得利之债（以利益返还为标的） 

（一）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客体 

得利：权利的取得、负担的免除、费用的减免等。 

1．原物及孳息的返还     

所谓原物返还请求权并非物上请求权（所有权已在先前发生移转，从而构成利得，此请求权行

使的目的在于使所有权回转）。 

2．偿还价额      

所获利益的客观价值（在原物返还不可能时） 

所获利益为金钱的，直接返还金钱。 

（二）返还范围 

1．善意受领人（不知无法律上原因者）仅负现有利益返还之责；利益不存在的，免负返还之

责。 

2．恶意受领人（知道无法律上原因仍然受领者）负加重责任，即返还所有利益及其孳息，包

括返还前使用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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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无因管理之债 

一、概说 

管理人未受委托，并无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如受委托，则以委任合同调整当事人间之关

系。 

制度价值：旨在保障协助他人者之利益，同时又要保护每个人就自身事务不受不请自来的干预。 

类型：适法的无因管理、不适法的无因管理。 

二、适法的无因管理 

（一）构成要件 

1．须系管理事务 

管理事务：任何事实上或法律上的作为。 

只需要有管理行为，不要求特定效果，如在火灾中救人或抢救他人财物未果，受伤。 

2．须为“他人”事务 

管理他人事务，并且知道系他人事务。如有为自己管理的意思，则可能构成“不真正无因管理”。 

3． 管理人在法律上没有管理的义务 

未受委托，且没有法定义务 

4．须依本人（被管理人）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作为 

“可推知的意思”：本人之真实意思无法判明时，依客观标准判断。 

（二）法律效果 

1．系违法阻却事由——排除本人之侵权行为请求权。 

2．管理人的义务：（1）依本人之意思，必要时以有利于本人之方式进行管理；（2）通知义务。

开始管理时，如能通知，应立即通知本人；（3）管理人的其他义务，准用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报

告、金钱物品及孳息交付。 

3．本人的义务：（1）费用的偿还；（2）债务的清偿；（3）赔偿发生的损害。 

三、不适法的无因管理 

【讨论问题】 

甲出国，委托乙看管其高档装修之房屋，并特别嘱咐妥善看管；乙感到房屋空置甚为可惜，遂

为甲之利益将房屋出租于丙。房屋因丙之使用，发生损害。乙的行为是否构成无因管理？其法律效

果如何？ 

（一）构成要件 

管理事务违反本人明示的或可推知的意思，或违反本人之利益。 

足可认定本人根本不愿他人管理事务，或对管理人的管理方式及范围，根本不同意。 

（二）法律效果 

1. 管理人的责任 

管理行为无违法性阻却，其与本人的关系，原则上适用侵权行为法。 

2. 本人的权利、义务 

（1）如管理活动对本人无收益，则对于管理人的费用，本人无偿还的义务； 

（2）对于管理人因管理所得的利益，仍可要求享有；在所得利益的范围内，本人对管理人承

担费用返还等义务。 

四、关于“不真正无因管理” 

［例］甲出国 1年，委托乙照看自己的房屋；乙为自己获取租金，将房屋出租于丙，并获得了

2万元租金。问：甲能否要求乙支付 2万元，甲以何为依据提出此项请求？ 

为“自己利益”而管理他人事务 

为特别保护被管理人的利益，准用无因管理之规范。 
作业 
1．简述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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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述侵权行为法的功能 

3．如何理解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一般条款？ 

4．归责原则的功能是什么？ 

5．简述过错推定的适用范围与适用方法 

6．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在侵权法上具有什么意义？ 

7．违法性的判断标准如何掌握？ 

8．如何理解行为共同性的判断标准？ 

9．教唆人、帮助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具体规则？ 

10．共同危险行为的责任构成要件及免责事由？ 

11．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 

12．简述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认定标准 

13．如何理解安全保障义务违反者的“补充责任”含义？ 

14．简述替代责任的理论基础 

15．简述不作为侵权的理论基础与基本类型 

16．简述产品责任的构成要件。 

17．简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 

18．为什么高度危险责任可以采取限额赔偿？ 

19．物件致害责任采取怎样的归责原则？ 

20．你对《侵权责任法》第 87条的规则有何看法？ 

21.为什么要区分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 

22.无因管理的制度价值是什么？ 

23.为什么需要区分适法的无因管理与不适法的无因管理？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首先应了解法定之债的内容构成，知晓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与不当得

利均为典型的法定之债。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能理解和领会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功能，并结合我国《侵权责任法》的

规定，掌握有关归责原则、构成要件、免责事由、多数人侵权、替代责任和不作为侵权责任等侵权

法的一般问题，并熟悉各种特殊侵权行为的基本规范。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理解不当得利制度的基本功能，并能从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

当得利的区分中认识“无法律上原因”，并进而对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有准确的认识。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理解无因管理制度的基本功能，并能够区分适法无因管理与不适法

无因管理，分别从构成和法律效果上掌握两类无因管理制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债的类型 3  

2 债的效力 1 3  

3 债的效力 2 3  

4 债的担保 1 3  

5 债的担保 2 2  

6 债的保全+移转+消灭 3  

7 合同概述、合同的订立 3  

8 合同之债特殊效力 3  

9 违约责任（1） 3  

10 违约责任（2） 2  

11 合同分论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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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合同分论 2 3  

13 侵权行为 1 2  

14 侵权行为 2 2  

15 侵权行为 3 2  

16 侵权行为 4 2  

17 侵权行为 5 2  

18 无因管理、不当得利 2  

四、说明  

1．本部分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学原理（一）·含民法总论+物权法》 

后续课程：相关实务类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债法总则、合同总则与侵权法一般理论 

难点：债的效力、违约责任、侵权责任构成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从债法的理论体系出发，围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债法渊源的解释

适用展开。倡导问题意识，依“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评价问题”的思路引导学生进行法

律思维。注重理论联系实践，结合司法案例阐明法律规范与理论。 

教学手段： 

1.讲授 

2.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5．作业要求 
每单元结束由任课老师根据本大纲中的“作业”和其他需要布置练习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自主编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李永军：《合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柳经纬：《当代中国债权立法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3．张广兴主编：《债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版。 

4．刘心稳：《债权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5．刘家安等：《债法：一般原理与合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版。 

6．崔建远主编：《合同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7．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8．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9. 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10．【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杜景林、卢谌译：《德国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B．亲属法和继承法部分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体改双学位班的专业必修课程。与前 A 债法结合属于一门课程《民法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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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婚姻家庭法和继承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是以婚姻家庭和继承法律制度、法律关系及与此相关

的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作为民法学的分枝学科，婚姻家庭继承法既与民法学的其他学科密不可

分，同时又具有其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这是由婚姻家庭法的自然属性、身份属性和伦理属性所决

定的。而以亲属身份关系为继承发生依据的继承法也必然与一般的财产法相区别。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婚姻家庭学说的理念和发展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婚姻家庭的理念及属性 

一、婚姻、家庭理念 

1、婚姻的概念 

婚姻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的结合。该结合具有夫妻的身份，受法律的保护。 

2、婚姻的性质 

契约说，婚姻伦理说，信托关系说，制度说，身份关系说。 

3、家庭的概念 

家庭是由一定范围的亲属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单位。它具有同财共居的特点，由一定范围内的亲

属所构成。 

4、家庭职能 

婚姻家庭是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家庭的社会职能主要包括经济职能与生活

职能。生活职能又可分为生育职能、教育职能与扶养职能。 

二、婚姻家庭关系的属性 

1、 婚姻家庭关系的自然属性 

男女两性基于性本能和繁衍后代的需要，而形成的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团体，是婚姻家庭赖以形

成的自然因素。这些因素是与生俱来、客观存在、难以改变的。 

2、婚姻家庭关系的社会属性 

婚姻家庭以人为主体，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性是人类婚姻家庭从低级向高级发

展的根本动因。婚姻家庭是一定社会物质社会关系和思想社会关系的统一。 

自然属性是婚姻家庭的特点与形成的前提条件，社会属性是婚姻家庭的本质属性，它决定着婚

姻家庭演进的发展方向。 

第二节  婚姻家庭制度及其历史类型 

一、婚姻家庭制度 

婚姻家庭制度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婚姻家庭形态在上层建筑领域的集中反映，并以行为

规范的形式对其予以确认和保护。经济基础决定婚姻家庭制度，但婚姻家庭制度对经济基础又有反

作用力。婚姻家庭的发展与演变又受到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化与风俗习惯等上层建筑诸领

域的影响与制约。 

二、原始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 

摩尔根对婚姻家庭制度历史类型的分析。 

群婚制的各种主要形式。血缘家庭和亚血缘家庭。 

对偶婚制的出现及其作用。 

三、一夫一妻制的确立和婚姻制度的发展 

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剥削制度之上的一夫一妻制婚姻，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 

一夫一妻制形成的社会条件。 

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及其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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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婚姻家庭的基本理念及属性。 

2、掌握婚姻家庭的概念和基本职能。 

3、了解婚姻家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特点以及其作为一种特定的法律制度与经济基础和其他

相关上层建筑的关系，为今后学习婚姻家庭法律作好理论准备。 

作业： 

1．试述婚姻的概念及其含义。 

2．从家庭结构的变化看家庭职能的发展演变。 

3．为什么说自然属性是婚姻家庭的固有属性。 

4．试析婚姻家庭制度与婚姻家庭关系的联系与区别。 

5．试述婚姻家庭制度的历史类型。 

6．违反法律规定的性结合能否称之为婚姻，为什么？ 

7．一对夫妻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是否就意味着他们之间缔结了一种身份契约，一方要求离婚

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 

8．一夫一妻制是人类社会的自主选择吗？它的根本动因是什么？ 

9．举例说明上层建筑对婚姻家庭的影响。 

10．采取人工生殖技术生育的子女可能有两个以上的母亲或父亲，如何解释自然属性与社会属

性在其中的作用。 

11．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价值取向及其现实意义。 

知识单元 2：婚姻家庭法的性质与变革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婚姻家庭法概述 

一、婚姻家庭法的概念及特征 

我国婚姻家庭法的概念和特征。 

婚姻家庭法是规定和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调整的对象是婚姻家庭关系。婚姻

家庭法具有普遍性、身份性、伦理性和强制性特征。 

二、婚姻家庭法律关系 

婚姻家庭法律关系是指婚姻家庭法所调整的婚姻家庭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关系已经不是纯

粹意义上的社会关系，而是已经纳入到了法律的调整之中，其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 

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依法享有婚姻法规定的权利和承担其相应义务的人，婚姻家庭法

律关系的主体范围是具有婚姻、血缘或法律拟制血亲关系的自然人。 

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主体依法享有的婚姻家庭权利和承担的相应的婚姻家庭义务。根

据婚姻家庭权利的性质，可将其权利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两大类。 

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婚姻家庭权利与义务所指向的对象。表现为利益、行为和物。 

三、婚姻家庭法的渊源 

1、宪法和法律。 

2、国务院和所属有关部门制定或发布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 

3、地方性法规和民族自治地方的有关规定。 

4、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5、我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条约。 

四、婚姻家庭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1、婚姻家庭法与宪法。 

2、婚姻家庭法和《民法通则》。 

3、婚姻家庭法和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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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婚姻家庭法和刑法。 

5、婚姻家庭法和民事诉讼法。 

五、婚姻家庭法的效力 

1、婚姻家庭法的时间效力 

婚姻家庭法的时间效力，是指婚姻家庭法的生效时间、失效时间、及有无追溯力问题。 

我国婚姻法的生效和失效时间，一般由法律明确。我国现行的婚姻家庭法的规定不溯及既往。 

2、婚姻家庭法的空间效力 

婚姻家庭法的空间效力是指婚姻家庭法发生效力的地域范围，全国性的婚姻家庭立法适用于国

家主权领域的一切地区；地方各级政权机关根据各自的权限颁布的婚姻家庭法规，只在各该政权机

关管辖区域内发生效力。 

3、婚姻家庭法对人的效力 

婚姻家庭法对人的效力是指婚姻家庭法律规范对于哪些人适用。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

中国公民之间的结婚、离婚、收养等婚姻家庭事宜，都适用我国婚姻家庭法。 

第二节  我国婚姻家庭立法沿革 

一、中国古代婚姻家庭立法的发展 

奴隶社会婚姻家庭制度的本质是宗法制度的组成部分。 

封建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的特征：包办强迫、买卖婚姻，没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多妾制；男

尊女卑，夫权统治；家长专制，漠视子女利益；男子享有“休妻”的离婚特权。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婚姻家庭立法 

婚姻家庭立法一方面保留大量的封建社会的法律内容，另一方面又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条

文，从而使婚姻家庭法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和特点。 

清末婚姻家庭立法。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婚姻家庭立法。 

国民党政府婚姻家庭立法。 

三、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婚姻家庭立法 

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立法 

1931年 12月 1日公布施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和 1934年 4月颁布实施的《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确定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原则，

对结婚、离婚的条件和程序以及离婚后的子女和财产问题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上述法律和条例为

我国新的婚姻家庭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2、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地区性的婚姻条例 

各革命根据地的婚姻条例的特点和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概况。 

民主革命时期改革婚姻家庭制度的基本经验。 

四、建国后的婚姻家庭立法 

1、1950《婚姻法》 

1950年婚姻法的基本内容。 

1950年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和意义。 

2、1980年《婚姻法》 

1980年婚姻法是在 195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依据婚姻家庭领域的实践经验和新情况作出的修

改和补充。 

修改补充的基本内容。 

3、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 

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是进入 21世纪后，总结婚姻法的实施经验，针对存在的问题，为完善婚

姻家庭立法对婚姻法作出了新的修改和补充。 

修改和增加的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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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法修正案的意义和作用。 

学习目标： 

1掌握婚姻家庭法的概念和特征。 

2、理解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主要内容。 

3、了解婚姻家庭法的渊源及其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 

4、了解中国婚姻家庭立法的进程和概念。 

作业： 

1．婚姻家庭法的概念和特征。 

2．婚姻家庭法的调整对象。 

3．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内容。 

4．1980年婚姻法对 1950年婚姻的发展。 

5．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对 1980年婚姻法修改增补的主要内容。 

6．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价值是什么？ 

7．婚姻家庭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特点是什么？ 

8．如何理解身份权？其受到侵害时应如何保护及救济？ 

知识单元 3：亲属制度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亲属的概念和种类 

一、亲属的概念 

亲属有广义和狭义的概念。狭义的亲属是指具有婚姻、血缘或拟制血亲关系的，同时彼此具有

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亲属。 

亲属的特征。以婚姻和血缘为纽带，有固定的身份和称谓，体现为权利义务关系。 

亲属和家长、家属、家庭成员的区别。 

二、亲属的种类 

1、我国古代亲属分类 

宗亲、外亲、妻亲的概念及范围。 

2、现代亲属的分类 

配偶。男女双方因结婚而形成的亲属关系；是血亲的源泉，姻亲的基础。 

血亲。指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依据血缘来源不同分为自然血亲和法律拟制血亲；依据血缘联系

不同分为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依据辈分不同分为长辈亲、晚辈亲、同辈亲。 

姻亲。指以婚姻关系为中介而产生的亲属。 

三、法定近亲属范围 

法律对于亲属关系的调整须规定特定的范围。关于亲属范围的限定，一般有两种法例：一是总

体概括性限定法；二是个别实用性限定法。我国法律就是采用个别适用性限定法。 

第二节  亲属关系远近计算法 

    一、罗马法亲等计算法 

    1、直系血亲计算法 

    从自己往上数，每经一代为一亲等；从自己往下数，每经一代也是一亲等。 

    2、旁系血亲计算法 

    从自己往上数至双方共同的直系血亲即同源人，每经一代为一亲等；再往下数至要计算的人，

也是每经一代为一亲等，所有数字相加即得出亲等数。 

    二、寺院法亲等计算法 

 寺院法亲等计算法是中世纪教会法计算亲属关系远近的的单位，目前为少数国家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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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国的亲属关系计算法 

    1、我国古代的丧服制计算法 

    2、我国婚姻法的亲属计算法 

第三节  亲属关系的发生、终止和法律效力 

    一、亲属关系的发生和终止 

    自然血亲因出生而发生，因死亡而终止。 

    拟制血亲因一定的法律行为而发生，因死亡或一定的法律行为而终止。 

    配偶关系因结婚而发生，因配偶的死亡或离婚而结束。 

    姻亲关系以婚姻为中介而发生。婚姻成立时姻亲关系成立，一般依离婚或一方的死亡而终止。 

    二、亲属的法律效力 

    亲属关系一经法律调整，就会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即为亲属的法律效力。 

    亲属关系在家庭法上的效力。如禁婚亲、抚养、扶养和赡养、继承权等。 

    亲属关系在民法上的效力。如监护、法定代理等。 

    亲属关系在刑法上的效力。如重婚罪、遗弃罪的犯罪主体等。 

    亲属关系在诉讼法上的效力。如回避、辩护、诉讼的法定代理人等。 

    亲属关系在国籍法上的效力。如依据一定的亲属关系才能取得国籍。 

学习目标： 

1、理解亲属的概念、亲属关系的产生及终止。 

2、掌握亲属的主要分类及其亲等的概念，能够熟练地运用罗马法亲等计算方法计算亲属关系

的亲疏远近。 

3、认识亲属关系的法律意义，特别是亲属在婚姻家庭法方面的法律效力。 

作业： 

1．试述亲属概念和亲属关系的特点。 

2．亲属的种类。 

3．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的区别。 

4．亲等的概念。 

5．罗马法与寺院法亲等制计算亲属关系远近的方法。 

6．亲属关系发生和终止的原因。 

7．亲属关系在婚姻家庭法和其他民事法律上的效力。 

8．传统亲属制度对我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有何影响？ 

知识单元 4：婚姻法基本原则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婚姻自由 

    一、婚姻自由的意义 

    1、婚姻自由的概念 

    婚姻自由，是指婚姻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照自己的意志决定其婚姻问题所享有的权

利，对此，任何人不得强制或干涉。 

    2、婚姻自由的由来 

    在古代社会，没有自由婚姻，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实行包办强迫婚姻。婚姻的目的是实现家族的

利益。婚姻自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过程中提出来的，作为“民主、自由、平等”的口

号的一部分，婚姻自由也被宣布为“天赋人权”。从资产阶级革命到现在的数百年间，婚姻自由已

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普遍认同的一项法律原则。 

    由于实现婚姻自由的前提尚未完全实现，私有制和男女地位的不平等，真正的婚姻自由还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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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全实现。 

    二、婚姻自由的内容 

    1、结婚自由 

    结婚自由，是指婚姻当事人有依法缔结婚姻关系的自由。自愿是实现婚姻自由的前提，双方意

思表示一致是其法律基础。 

    2、离婚自由 

    离婚自由，是指夫妻有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自由。离婚制度为那些已无法共同生活的夫妻，提

供了救济办法。 

    3、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的关系 

    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共同构成婚姻自由的完整内涵，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 

    婚姻法有关结婚法定条件和离婚法定条件的法律意义。 

婚姻自由原则的现实意义。 

三、保障婚姻自由原则贯彻实施的禁止性规定 

1、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包办婚姻，是指第三者（包括父母）违背婚姻自由的原则，无视婚姻当事人的意志，强迫他人

缔结的婚姻。 

买卖婚姻，是指第三者（包括父母）以索取大量财物为目的，包办强迫他人缔结的婚姻。 

包办婚姻与买卖婚姻的联系与区别。 

包办、买卖婚姻以外的违反婚姻自由原则的行为及其表现形式。 

对各种违反婚姻法行为应区分情况分别处理，课以相应的民事、行政及刑事责任。 

2、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借婚姻索取财物，是指当事人自愿结婚但以索取一定财物作为结婚必要条件的行为。 

划清买卖婚姻和一般借婚索取财物的界限。 

我国婚姻法对于彩礼等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具体处理办法。 

第二节  一夫一妻 

一、一夫一妻制的意义 

一夫一妻制，是指一男一女结为夫妻的婚姻制度。 

一夫一妻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经济根源。 

社会主义当代一夫一妻制的基本特征和意义。 

一夫一妻制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婚姻法律制度。它符合婚姻的本质。 

二、保障一夫一妻制原则贯彻实施的禁止性规定 

（一）禁止重婚 

重婚，是指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结婚的行为。 

法律重婚与事实重婚的概念及区别。 

重婚的法律后果：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界定。 

（二）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指男女一方或双方有配偶，而又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

共同生活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与事实重婚的相同点与区别。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行为的性质与法律责任。 

其他破坏一夫一妻制的行为，如通奸等行为的界定及其在实践中的处理方法。 

第三节  男女平等 

一、男女平等的意义 

男女平等，是指男女两性在婚姻家庭关系中，享有同等的权利，负担同等的义务。 



708 

男女平等是我国《宪法》规定的重要原则。 

男女平等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男女平等为解放妇女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男女平等的内容 

在婚姻关系方面权利义务平等。 

在家庭关系方面地位平等，不同性别的家庭成员权利和义务平等。 

从法律上的平等过渡到实际生活中的平等，是婚姻、家庭中两性关系的重要目标。 

第四节  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 

一、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1、意义 

对妇女权益进行保护的必要性。 

新中国法律对妇女权益保护的发展进程。 

保护妇女权益的原则是对男女平等原则的重要补充。 

2、保护妇女权益的规定 

在离婚程序方面。 

在离婚分割财产效力方面。 

《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妇女的各项权利有针对性地作出了更加全面、具体、系统地保障性规定。 

二、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 

1、意义 

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儿童的法律地位有很大差别。中国把保护儿童权益列入宪法。 

2、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的规定 

保护儿童的具体规定。禁止溺婴、弃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并明确规定了父母对子女的抚

养教育的义务。规定了不同情况的子女地位平等。 

《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我国儿童的保护作出了更为具体和全面的规定。 

三、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意义 

尊重、赡养和爱护老年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加强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社会的要求，同时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2、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规定 

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包括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两个方面。 

子女对父母有赡养义务。 

禁止遗弃和虐待老人。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全面具体地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作出了明确规定。 

四、保障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原则贯彻实施的禁止性规定 

1、禁止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的概念和内容。 

家庭暴力是全球性的问题，制止家庭暴力的必要性和意义。 

我国婚姻法增设的关于禁止家庭暴力的相关规定。 

家庭暴力的救助手段：社会救助，行政处罚，民事救济，刑事责任。 

2、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虐待、遗弃的概念。 

家庭暴力、虐待行为、虐待罪三者的区别及其在处理上的差异。 

对虐待、遗弃行为的处理：社会救助，行政处罚，民事救济，刑事责任。 

第五节  计划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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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行计划生育的意义 

计划生育的概念。我国计划生育是指节制生育，降低人口发展速度。 

实行计划生育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口再生产的客观要求，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计划生育有利于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提高人口素质 

二、计划生育的内容 

提倡和奖励生育一胎。 

合理安排和严格控制生育二胎。 

禁止计划外生育和生育多胎。 

第六节  对夫妻关系和家庭成员关系的倡导性规定 

一、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相互尊重 

夫妻之间相互忠实、相互尊重的内容、意义以及伦理价值。 

夫妻之间相互忠诚的义务在各国民法中的体现和具体规定。 

二、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 

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是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建立平等、和

睦、文明的现代家庭的内涵。 

尊老爱幼，敬老爱幼的现实意义及其在我国法律中的体现和价值 

学习目标： 

1、掌握我国婚姻法的各项基本原则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为依据理解我国现行婚姻法的价值取

向。 

2、了解婚姻法为保障各项基本原则的贯彻实施所做的禁止性规定，及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作业： 

1．试析婚姻自由原则的含义。 

2．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区别何在。 

3．试述重婚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异同。 

4．禁止家庭暴力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到 20世纪 90年代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 

5．家庭暴力与虐待、遗弃有何异同？ 

6．计划生育原则的含义及基本内容是什么？如何认识与对待计划生育的利弊得失。 

7．如何理解《婚姻法》第四条的立法精神和规范意义。 

8．在婚姻法中设立基本原则的意义何在？ 

9．真正实现婚姻自由的前提与基础是什么？ 

10．在婚姻法中如何体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11．如何理解一夫一妻制是人类文明时代的标志？为什么至今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仍然存在着

重婚、通奸和卖淫现象？ 

知识单元 5：婚姻的成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结婚制度概述 

    一、结婚的概念 

    结婚是指男女双方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建立夫妻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 

    结婚行为的特征。 

    二、结婚制度的沿革 

    结婚制度始于个体婚制，是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的产物。 

    结婚制度的发展阶段：掠夺婚、有偿婚、聘娶婚、宗教婚、合意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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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结婚要件 

    一、结婚的必备条件 

    必备条件，又称结婚的积极要件，指当事人结婚时必须具备的法定条件。 

    1、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这是婚姻自由原则在结婚制度中的具体体现。 

    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的三层含义。 

    违反自愿原则的法律后果。 

    2、必须达到法定婚龄 

    法定婚龄是指法律规定的最低的结婚年龄，即结婚当事人在此年龄以上始得结婚，在此以下不

许结婚。这是婚姻关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要求。 

    我国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龄为男子达到 22周岁，女子达到 20周岁。提倡晚婚晚育。 

    未达法定婚龄缔结婚姻的法律后果。 

    3、必须符合一夫一妻 

    有配偶者不得重婚。有配偶者只有在离婚或另一方死亡后方可再结婚。 

    违反一夫一妻制的后果。 

    二、结婚的禁止条件 

    结婚的禁止条件又称消极条件，或婚姻的障碍，是法律不允许结婚的情况。 

    1、禁止结婚的血亲关系 

    禁婚亲是指禁止结婚的亲属。 

    确定禁婚亲范围的依据。 

    我国婚姻法关于禁婚亲的具体规定。 

    2、禁止患一定疾病的人结婚 

    外国法关于禁止结婚疾病的规定。 

我国婚姻法及相关的规定中对禁止结婚疾病的具体规定及举例说明。 

患有禁止结婚的疾病而结婚的婚姻的法律后果。 

第三节  结婚程序 

    一、结婚程序的概念及其类型 

    结婚的程序又称结婚的形式要件，指法律规定结婚必须采取的方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当事

人，只有履行法定的结婚程序，其婚姻关系才被国家和社会承认，产生法律效力。 

    世界各国结婚的程序主要有登记制、仪式制、登记与仪式结合制。 

    二、我国结婚登记制度 

    1、结婚登记的目的和意义 

    2、结婚登记的机关和程序 

    城市和农村的结婚登记的机关。 

    登记的程序：申请、审查、登记。 

第四节 无效婚姻 

    一、概说 

    无效婚姻，是指违反婚姻成立要件的违法婚姻，由于欠缺婚姻成立的有效要件，因而不具有婚

姻的法律效力。 

    无效婚姻制度的起源。 

    外国法中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 

    我国《婚姻法》（修正案）增设无效婚姻制度的具体规定。 

    二、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主体和宣告机关 

    无效婚姻的请求权主体，是指有权向人民法院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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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我国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 

    利害关系人范围。 

    我国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是人民法院。经审查确属无效婚姻的，法院依法作出宣告婚姻无效的

判决。 

    婚姻撤销请求权人，既可以依行政程序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宣告婚姻撤销，也可以依诉讼程序

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撤销。 

    关于无效婚姻的宣告程序及时间限制的具体规定。 

    三、我国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异同 

    1、两者的共同点 

    2、两者的区别 

    四、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 

    世界各国无效婚姻的三种法律后果。 

    我国采用的是有追溯力的法律制度，宣告婚姻无效或撤销导致的法律后果： 

    1、人身关系 

    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均视为婚姻未成立，即该婚姻从一开始就不受法律保护，自始无效。 

    2、财产关系 

    婚姻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同居前属于个人的财产，应归各自所有。同居前一方自愿赠给对

方的财物，可按照赠与关系处理。同居期间双方共同创造的财产和经营权，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

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除外。当事人对共有财产应当协商分割，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

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 

    3、子女方面 

    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所生的子女作为非婚生子女，仍享有婚姻法规定的关于子

女的各项权利。 

第五节  与结婚制度相关的规定 

    一、婚约 

    婚约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 

    婚约的沿革。古代的婚约和近代、现代的婚约。两者的区别及不同的法律效力。 

    外国法中有关婚约的相关规定。 

    我国婚姻法对婚约的态度和处理原则。 

    二、事实婚姻 

    广义事实婚姻和狭义事实婚姻的概念。 

    事实婚姻的特征。 

    世界各国对事实婚姻的法律态度：不承认主义，承认主义和相对承认主义。 

    事实婚姻的危害。 

    我国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关于事实婚姻的具体规定。 

学习目标： 

1、了解结婚的概念和结婚制度的历史沿革。 

2、掌握婚姻成立的必备要件和禁止要件。 

3、了解结婚的程序。 

4、掌握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的具体内容及法律后果。 

5、理解婚约、事实婚姻等司法实践中与结婚制度相关的具体规定。 

作业： 

1．结婚的必备条件和禁止条件。 

2．确定法定婚龄的依据。 

3．结婚登记的程序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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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区别。 

5．处理因解除婚约引起的人身和财产纠纷的政策。 

6．婚前赠与财产的法律性质是什么？ 

7．法律关于禁止结婚的条款如何实现？ 

8．无效婚姻的立法价值是什么？ 

知识单元 6：婚姻的效力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婚姻效力概述 

    一、婚姻效力概说 

    婚姻的效力是婚姻成立所导致的法律后果。 

    广义的婚姻效力和狭义的婚姻效力的具体内容。 

    婚姻效力就其性质而言，分为夫妻人身关系和夫妻财产关系。 

    二、夫妻关系演进 

    1、夫妻一体主义 

    夫妻一体主义是指男女因结婚而合为一体，夫妻的人格互相吸收。依据法律和伦理规定， 实

际上是妻子的人格被丈夫所吸收，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夫妻一体主义下夫妻关系在人身和财产上的特点。 

    2、夫妻别体主义 

    夫妻别体主义又称夫妻异体主义，指男女婚后各保持独立的人格，相互之间有权利义务关系，

有独立的财产权，在法律地位上平等。 

    夫妻别体主义的历史渊源、实质和意义。 

    3、我国婚姻法关于夫妻家庭地位平等的规定 

    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具体要求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平等，这一规定有助于建立新型平等的夫妻

关系，促进家庭成员的幸福和睦。 

第二节  夫妻人身关系 

    夫妻人身关系是与夫妻的人格和身份有关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一、 夫妻姓名权 

    姓名权是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利。公民无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

就是没有独立人格的标志。 

    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是男女平等的具体体现，也是夫妻在

家庭中地位平等的体现。 

    婚姻法赋予当事人选择权，允许双方就姓名问题达成自愿合法的协议。 

    姓名权还表现在子女的姓氏的确定上，我国婚姻法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 

    二、夫妻人身自由权 

    《婚姻法》（修正案）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

得对他方加以限制和干涉”。 

    保障夫妻人身自由权的意义和立法目的。保障妇女婚后享有的人身自由权利，特别是已婚妇女

的职业选择权和社会活动参与权是宪法保障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生活等

方面的同男子平等权利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妇女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础。 

    三、夫妻住所选定权 

    住所选定权是指选择确定夫妻婚后共同居住场所的权利。其立法目的在于破除男婚女嫁、妻从

夫居的传统观念，提倡男到女家落户，有助于改变旧的婚姻习俗，倡导男女平等。同时，有利于解

决有女无儿户的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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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夫妻计划生育义务 

    我国《婚姻法》对夫妻计划生育义务的具体规定及基本精神。 

    婚姻法中的计划生育制度与公民生育权的关系。 

    世界各国的亲属法关于夫妻同居义务、夫妻忠实义务和家事代理权等的相关规定。 

第三节  夫妻财产关系 

    一、夫妻财产制 

    1、概念和种类 

    夫妻财产制又称婚姻财产制，是有关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使用、管理、收益、

处分以及债务清偿、离婚时的财产清算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夫妻财产制的发展阶段： 

    封建法的夫妻财产制。夫妻财产制在古代社会与夫妻一体主义的立法思想相适应，具有男女不

平等的特点。形式主要有吸收财产制、统一财产制和联合财产制。 

    市民法的夫妻财产制——分别财产制。分别财产制的内容，起源以及产生的意义。 

    社会法的夫妻财产制——共同财产制。共同财产制指除特有财产外，夫妻任何一方或双方的财

产归双方共同所有，双方享有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共同财产又分为一般共同制

和婚后所得共同制。 

    2、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 

    1）夫妻共同财产制 

    夫妻共同财产制是我国的法定财产制。 

    夫妻共同财产的概念。夫妻共同财产指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 

    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我国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 

    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平等的处理权是指夫妻在对共同财产行使处分权时，应平等

协商，取得一致意见。 

    2）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 

    婚姻法特殊规定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为夫妻个人特有财产。 

    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 

    3）夫妻约定财产制 

    夫妻约定财产制概念。夫妻约定财产制是规范夫妻对其婚前财产、婚后财产的占有、使用、管

理、收益、处分协议的法律制度。 

    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条件。夫妻必须双方自愿；约定的内容必须合法；约定的财产包括夫妻婚前

财产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约定的时间可以是婚前也可以是婚后，约定订立之后可以变更废

止；约定应以书面形式，最好经过公证。 

    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效力。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可以同时并用，但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效力高

于法定财产制，有约定的从约定，无约定或约定无效的从法定。 

为维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的利益，对夫妻财产进行约定的，在与第三人进行财产交易时有告知义务。 

    二、夫妻相互扶养义务 

    1、扶养的概念和特征 

    扶养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亲属间相互供养和扶助的行为。 

    扶养的特征： 扶养发生在法律规定的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 扶养关系的主体双方具有身份

关系；扶养是一种法律行为；扶养义务以义务人有扶养能力和权利人需要扶养为条件； 扶养是一

种双方法律行为，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是相一致的。 

    2、夫妻相互之间的扶养 

    夫妻是共同生活的伴侣，夫妻之间的扶养有以下特征：夫妻之间的扶养关系是基于夫妻人身关

系产生的；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是对等的，任何一方既是权利人，也是义务人；夫妻之间的扶养义

务具有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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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夫妻相互继承权 

    夫妻相互继承权是由夫妻身份关系决定的。 

    在司法实践中，处理夫妻间的继承案件应注意的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婚姻效力的概念及夫妻关系的演进，学习和掌握夫妻双方在人身关系方面的权利和义

务。 

2、理解和运用夫妻财产关系的各项规定，特别是有关夫妻财产制度的各项规定及其立法意图。 

作业： 

1．婚姻的效力。 

2．我国婚姻法关于夫妻间人身和财产方面权利义务的规定。 

2．如何理解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分析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个人特有财产。 

3．我国约定财产制的内容。 

4．什么是夫妻间扶养义务。 

5．如何理解夫妻家事代理权。 

6．夫妻共同财产制与夫妻分别财产制的立法价值何在？ 

7．夫妻共同财产制除因离婚终止外，可否因其他原因终止？ 

8．夫妻间发生人身和财产侵权行为，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其依据是什么？如何承担法律责

任？ 

9．什么是配偶权？应否从法律上规定配偶权？ 

10．如何完善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 

知识单元 7：婚姻终止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婚姻终止概述 

    一、婚姻终止的概念 

    婚姻的终止,是指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因发生一定的法律事实而消灭。 

    二、婚姻终止的原因 

    1、婚姻因配偶一方死亡而终止，因配偶宣告死亡而终止婚姻关系的特殊规定。 

    2、婚姻因离婚而终止 

    离婚，是婚姻关系当事人在生存期间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行为，是终止婚姻关系的另一种

形式。 

    三、离婚制度的历史沿革 

    1、关于离婚的立法主义 

    禁止离婚主义，是指婚姻关系在夫妻生存期间不可离异的立法思想。它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教

会法的原则，现代已经基本不采用。 

    许可离婚主义。主要有专权离婚、限制离婚。专权离婚是指丈夫、或者夫家单方面享有或享有

较多离婚的权利，而妻子没有离婚的权利或者离婚权利受到严格限制；限制离婚主义，是指法律虽

许可夫妻离婚，但必须具有法律规定理由的立法主张，也称之为过错离婚主义或有责离婚主义。 

    破绽离婚主义。指只要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供一定的证据，说明婚姻关系已不可挽救的破裂即

可获准离婚的立法思想。也称为自由主义或者无责主义。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大都实行破绽离婚主义，

但各国在实行破绽离婚主义的同时，为平衡夫妻双方的利益、维护子女的利益、稳定婚姻关系，对

婚姻关系当事人的权利进行了一定限制。 

    2、我国离婚制度的发展 

    我国古代的离婚制度与宗法家族制度相适应，实行男尊女卑，男子有离婚特权的制度，   包

括“七出”、“和离”、“义绝”以及呈诉离婚四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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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时期离婚制度：两愿离婚和判决离婚的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的离婚制度： 1950年婚姻法中的离婚制度、1980年婚姻法中的离婚制度和修正

后的 2001年婚姻法中的离婚制度。 

第二节  行政离婚 

一、行政离婚概说 

行政离婚是指婚姻当事人自愿离婚，并就离婚的有关事宜达成协议，通过有关部门认可即可解

除婚姻关系。 

二、行政离婚的条件 

1．婚姻当事人已经登记结婚。当事人没有登记结婚的，婚姻自始不存在，也就不存在离婚的

问题。 

2．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这要求双方当事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登记离婚不得代理，

须当事人亲自完成。 

3．双方对子女和财产等问题已有协议，未达成协议的，应通过诉讼程序解除婚姻关系。 

三、行政离婚的程序 

1．申请——凡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必须双方亲自携带有关的证件与材料到一方常住户口所

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 

2．审查——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的离婚申请，必须进行严格审查。 

3．批准——婚姻登记机关对符合离婚登记条件的，发给离婚证，注销结婚证。当事人自取得

离婚证起，解除婚姻关系。离婚当事人一方不按照离婚协议履行应尽义务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对不符合离婚登记法定条件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  

第三节  诉讼离婚 

    一、诉讼离婚概说 

    现代意义上的诉讼离婚的起源及发展历程。  

    各国诉讼离婚制度概况。 

    我国《婚姻法》（修正案）的具体规定。 

    二、诉讼外调解 

    1、诉讼外调解的含义与作用 

    诉讼外调解，是指法院以外的有关部门，包括当事人所在单位、妇联、基层调解组织和行政主

管部门的调解。 

    诉讼外调解必须遵循自愿、合法原则，不得对婚姻当事人进行强迫调解。诉讼外调解不具有法

律效力。 

    诉讼外调解的意义。 

    2、诉讼外调解的结果 

    双方和好；双方达成离婚协议；调解无效，由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三、诉讼程序 

1、管辖 

离婚诉讼属于民事诉讼案件。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2、调解 

调解是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 

调解的意义及所应遵循的原则。 

调解的三种结果。 

3、审理与判决 

诉讼离婚案件，当事人除不能表达意志的以外，均应出庭。 

对于调解无效的离婚案件，人民法院应依据具体情况及时作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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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判决离婚法定理由 

    1、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是判决离婚法定理由 

    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如果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二是如果夫妻感情没有破

裂或没有完全破裂，即使调解无效也不准予离婚。 

    2、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例示性规定 

    凡具有婚姻法（修正案）第 32 条规定所列举的五种具体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夫妻感情确已

破裂，经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

成员的；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因感情不和分居满 2年的；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

形。 

    各项例示性规定的法律意义。 

    公告离婚。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 

    3、认定感情确已破裂的方法 

    认定夫妻感情破裂根据我国长期的司法实践经验应从婚姻关系的四个层面来进行分析评判，即

看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的现状及有无和好可能性。 

    相关司法解释中所列举的可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可以作为具体审理案件的参考。 

    关于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的两种立法例：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 

    五、诉讼离婚的两项特别规定 

    1、对军人婚姻的特殊保护 

    对军人婚姻的保护方法：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除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须得军人同意。 

    保护军婚的意义。 

    适用保护军婚时应当注意的各项问题。 

    2、诉讼离婚中对女方的特殊保护 

    保护的方法是在一定条件下限制男方的离婚诉权。 

    我国《婚姻法》的具体规定。 

    对女方特殊保护的意义。 

    适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婚姻终止的概念和原因。 

2、认识离婚制度的历史沿革及我国离婚制度的发展。 

3、熟悉行政离婚和诉讼离婚的程序。 

4、掌握和运用离婚的法定条件，以及对军婚和女方权益保护的特殊规定。 

作业： 

1．在我国适用行政离婚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2．我国诉讼离婚有哪些特点？ 

3．我国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是什么？ 

4．我国诉讼离婚两项特别规定的内容是什么？ 

5．为什么对判决不准离婚或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当事人再次起诉离婚的时间进行限制？ 

6．试分析我国裁判离婚法定理由的特点？ 

7．简述离婚制度的两大立法主义 

8．评述我国 2001年诉讼离婚法定理由立法的变化。 

知识单元 8：离婚效力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离婚对当事人身份上的效力 

一、夫妻身份、称谓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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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为婚姻关系的终止，双方不再互为配偶，当事人的夫妻身份、称谓终止。 

我国法律未对姻亲关系进行明确的规定。 

二、当事人均享有再婚的权利 

双方在离婚生效后，取得再婚自由权。 

注意行政离婚与诉讼离婚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 

三、夫妻间扶养义务终止 

夫妻离婚后，夫妻身份消灭，夫妻间的相互扶养义务终止。 

我国婚姻法虽未对夫妻同居义务作明文规定，当婚姻关系因离婚终止时，双方当事人共同生活

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共同管理家务、生活上互相帮助以及同居关系自然终止。 

四、夫妻间继承权消灭 

夫妻离婚后，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消灭。 

第二节  离婚对当事人财产上的效力 

一、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1、分割的原则与方法 

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当事人可以自由协商，协商不成，由法院按照坚持男女平等，保护女

方、子女权益，照顾无过错方，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判决。 

分割的方法：实物分割、价金分割、价格补偿等。 

2、财产性质的认定与归属 

确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首先要区分夫妻共同财产与夫妻个人财产、约定财产、家庭财产的

界限。 

在一些特殊情形下，对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界定的具体规定。 

3、离婚时住房问题的处理 

司法解释处理离婚后住房的具体规定。 

4、侵占共同财产的责任 

离婚时，一方因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

侵占方应分别情况承担责任：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少分或不分；如果离婚后，才发现对方有隐藏、转移、变

卖、毁损的夫妻共同财产，或一方伪造债务的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

共同财产。 

二、债务的清偿 

1、共同债务的清偿 

共同债务的含义。共同债务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维持夫妻共同生活、经营活动，或为履

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的债务。 

共同债务的范围。 

对共同债务，夫妻负连带责任。 

2、个人债务 

个人债务是与夫妻共同生活无关的债务。 

个人债务的范围。 

个人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 

第三节  离婚对子女的效力 

一、离婚后的父母子女关系 

父母子女关系基于出生这一法律事实而发生，不因夫妻离婚而解除。 

无论生父母离婚后的父母子女关系，养父母离婚后的养父母子女关系，继父（母）与生（父）

母离婚后与已经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均适用这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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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离婚后子女抚养问题 

1、直接抚养方的确定 

离婚后子女由何方直接抚养，父母可以进行协商。如双方协商不成，由人民法院从有利于子女

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判决。 

司法解释的相关具体规定。 

2、离婚后子女抚养关系的变更 

因父母抚养条件的变化或者子女一方的要求均可以变更抚养关系。具体变更方式，可先由父母

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人民法院应根据子女的利益和父母双方的具体情况进行判决。 

3、离婚后子女抚育费的负担与变更 

离婚后子女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司法解释的相关具体规定。 

抚养费给付的期限与方式：抚育费的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十八周岁；抚养费原则上应定期给付。 

抚养费的变更：在父母或子女情况发生变化时，男女双方及子女都可以要求依法予以变更。变

更的方式，可以先由父母双方协议，如协议不成，由人民法院判决。 

4、离婚后的子女探望权问题 

婚姻法对探望权的规定。 

合理行使探望权的意义。 

探望权的行使方式。双方在离婚时应对探望方法、时间、地点等进行协商。不能达成协议的，

由人民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时一并判决。间接扶养方在行使探望权时，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协助

的义务。 

探望权的中止与恢复。由法院根据法定的中止事由作出判决，中止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间接

抚养方的探望权利。 

第四节  离婚时的救济方式 

一、离婚时的家务补偿 

1、家务补偿的概念和作用 

家务补偿是对实行分别财产制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方配偶离婚时的补偿。 

确立家务补偿制度的立法价值和实际意义。 

2、适用家务补偿的条件 

夫妻对于婚后所得财产进行了分别所有的约定。 

夫妻一方付出了较多义务。 

在离婚时行使。 

3、数额 

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同时考虑一方在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方面尽

义务的状况、时间的长短、另一方的受益情况和目前经济状况等因素确定。 

二、离婚时对生活困难方的经济帮助 

1、经济帮助的含义与性质 

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 

对离婚时生活困难方实施经济帮助，不是夫妻相互抚养义务在离婚后的延伸，而是对生活困难

一方的救助。 

2、实施经济帮助的条件 

生活困难在离婚时已经存在。 

提供帮助的一方必须有负担能力。 

3、经济帮助的方式 

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双方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可以短期或一次性帮助；或多方面、长期性帮助；帮助方应以个人财产实施经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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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经济帮助的终止 

困难方另行结婚，或者其经济收入足以维持其生活的，应当终止。 

三、离婚时的损害赔偿 

1、离婚时损害赔偿的概念和作用 

离婚时的损害赔偿，是指因夫妻一方的法定过错导致离婚的，他方可请求损害赔偿。 

离婚时损害赔偿具有填补损害、精神慰抚、制裁、预防违法行为的功能。 

2、损害赔偿发生的原因 

法定的四种情形：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3、赔偿义务人、赔偿范围 承担离婚时损害赔偿责任的义务人为有特定过错的配偶。 

赔偿范围，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司法解释的相关具体规定。 

4、离婚时损害赔偿的提起 

无过错方为原告在离婚诉讼中提出损害赔偿的情况。 

无过错方为被告如何在离婚诉讼中提起损害赔偿的情况。 

登记离婚如何提起损害赔偿。 

其他国家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概况。 

学习目标： 

1、熟悉婚姻法中有关离婚后夫妻双方在身份、财产以及子女抚养问题上的处理规定。 

2、掌握离婚后的几种救济方法的具体使用条件和实施的意义，结合实际，领会这些制度所体

现的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照顾弱势群体利益的立法精神。 

作业： 

1．试述离婚的法律后果。 

2．试述共同债务的范围与清偿方法。 

3．我国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的适用条件是什么？ 

4．我国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成立的条件是什么？如何行使？ 

5．试述我国离婚时经济帮助的适用情形。 

6．试述我国离婚时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如何确定。 

7．评述我国法律对离婚时一方隐匿、毁损共同财产，扩大债务的罚则。 

8．评述探望权及其适用。 

9．试述我国判决离婚时对财产性质的认定与归属。 

知识单元 9：父母子女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父母子女关系概述 

    一、父母子女关系的概念和种类 

    1、父母子女关系概念 

    父母子女关系法律上是指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父母子女关系法，是亲属法的重

要内容之一。 

    2、父母子女关系的种类 

    自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是基于子女出生的法律事实而发生的。 

    拟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是基于收养法律行为或再婚后事实上形成抚养关系，由法律认可而

人为设定的。 

    古代亲子分类法有远近、亲疏之别，不同称谓者在法律地位上也不相同。 

    二、父母子女法律地位 

    1、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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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抚养的内容和期限：抚养，指父母从物质上、经济上对子女的养育和照料。期限为自子  女出

生时起，至子女能够独立生活时为止。 

    司法解释的相关具体规定。 

    对于不履行抚养义务者的强制措施。 

    禁止通过任何手段危害婴儿的生命。 

    2、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保护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保护和教育的含义及其必要性。 

    在未成年子女对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时，父母有承担民事责任的义务。 

    3、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赡养扶助的内容：赡养指子女在物质上、经济上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费用和条件，扶助指给

予父母精神上的安慰和生活上的照料。 

    对拒不履行赡养义务者的强制措施。 

    4、父母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第二节  监护 

    一、监护的概念 

    监护制度是一种对缺乏自我保护和自我生活能力的人的一种监督或照顾的制度，它交织在民事

主体制度、民事权利制度和亲属制度三个民事法律制度之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二、监护的功能和特征 

    1、监护的功能 

    弥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能力瑕疵。 

    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 

    提供替代社会保障的功能。 

    2、监护的特征 

    监护法律关系的内容具有法定性。 

    设立监护制度具有明确的目的性。 现代监护制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 

    监护关系的主体具有特定性。被监护人、监护人、监护监督人以及处理和解决监护问题的国家

公力机构特定。我国现行法律只做到了被监护人和监护人的特定化，对其他主体未做规定。 

    三、监护的设定 

    1、对未成年人设定监护人 

    《民法通则》对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和指定监护人的规定。 

    2、对成年精神病人设定监护人 

    《民法通则》对精神病人的法定监护人和指定监护人的规定。 

    四、监护人法律地位的界定 

    1、监护权说。 

    2、监护义务说。 

    3、监护人权利义务一体说。 

第三节  亲权 

    一、亲权的概念与特征 

    1、亲权的概念 

    亲权是父母基于其身份，依法享有对未成年子女人身上养育管教和财产上保护管理的权利义务

的总和。它既是一种民事权利同时又是父母的法定义务。 

    学术著作中对亲权概念界定的代表性观点。 

    2、亲权的法律特征 



721 

    亲权制度来源于罗马法的家父权和日耳曼法的保护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亲权是基于父母身份对未成年子女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即为一种身份权； 

    亲权具有权利义务双重性； 

    亲权是绝对权、支配权、专属权。 

    3、亲权与监护法律关系的差异 

    监护通常是指对不在亲权下的未成年人和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人身及财产权益的

监督和保护。 

    亲权与未成年人的监护存在着重大的区别： 

    性质不同：亲权具有权利义务双重性，监护则是一种纯粹的义务性职责。  

    权利的行使限制程度不同：亲权的行使法律限制多采宽松态度，监护权的行使则受到法律种种

限制。 

    是否可索取报酬的规则不同：亲权人不得索要报酬，监护人有请求从被监护人财产中取得自己

应得报酬的权利。 

    主体不同：亲权产生的基础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监护的义务主体则较为广泛，可以是

父母、其他亲属、朋友或监护机构 

    我国《民法通则》监护制度存在的缺陷。 

    二、亲权的主体、客体及内容 

    1、亲权人及受亲权保护的子女 

    亲权人，即行使亲权的权利义务主体。 

    各国法律对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以及继子女的亲权人的具体规定。 

    受亲权保护的子女，各国民法都仅指未成年子女而言。 

    2、亲权的客体 

    有关身份权客体的几种学说及评价：特定人说，利益说，身份说。 

    亲权的客体可分为两部分：亲权的人身照护权的客体为受亲权保护的未成年子女的人身；财产

照护权中亲权人对其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管理权、使用权、处分权的客体为未成年子女的财产。 

    3、亲权的内容 

    父母对子女人身上的权利义务：管教和保护权；法定代理权和同意权；子女交还请求权；必要

范围内的惩戒权；职业许可权；居所指定权。 

    父母对子女财产上的权利和义务：财产管理权；使用收益权；处分权。 

    三、亲权的中止、停止和消灭 

    1、亲权的中止 

    亲权人因事实上原因或法律上原因不能行使亲权时，依法宣告其亲权中止，当中止亲权事由消

失时，仍恢复其亲权的制度。 

    2、亲权的停止 

    分为自动停止或宣告停止。自动停止和宣告停止的原因。 

    3、亲权的消灭 

    分为绝对消灭和相对消灭，绝对消灭和相对消灭的原因。 

    我国在制定民法典亲属编时建立亲权制度的必要性。 

第四节  婚生子女 

    一、婚生子女的概念及其法律地位 

    1、婚生子女的概念 

    婚生子女是指婚姻关系成立后，妻受胎所生的子女。婚生子女应具备的要件。 

    2、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保护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子女对父母有

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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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外国亲属法关于受胎期及婚生子女的推定，即凡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妻子受胎所生的子

女，可推定为婚生子女的法律制度。 

    4、外国亲属法关于婚生子女否认的规定 

    否认婚生子女的原因：丈夫在妻子受胎期间未与之同居，或者能证明妻非与夫受胎。 

    否认婚生子女之诉的时效：各国规定的时效长短不一。 

    二、人工授精与婚生子女 

    1、人工授精技术 

    人工授精，是指采用人工方法取出精子或卵子，然后用人工方法将精子或授精卵胚胎注入妇女

子宫内，使其受孕的一种新生殖技术。一般可分为同质人工授精（AIH）和异质人工授精（AID）。 

    2、人工授精子女的法律地位 

    一般而言，同质人工授精方式而出生的子女，属父母的直系血亲并为婚生子女。异质人工授精

子女的法律身份的确认，则涉及较复杂的问题，夫妻双方的共同意向是十分重要的。 

    我国的相关规定。 

    3、外国亲属法关于人工授精子女法律地位的规定 

    在立法上，发达国家倾向于保护 AIH，但允许有限制地使用 AID。 

    各国的具体规定。 

第五节  非婚生子女 

    一、非婚生子女的概念及法律地位 

    1、非婚生子女的概念 

    非婚生子女，指没有婚姻关系的男女所生之子女。分为“准婚生子女”和事实上的非婚生子女。 

    2、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从否定歧视、消极的肯定发展到今天的积极肯定、平等对待。 

    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相同的法律地位，并给予的必要保护。  

    二、非婚生子女的准正和认领 

    1、非婚生子女的准正是指已出生的非婚生子女因生父母结婚或司法宣告而取得婚生子女资格

的制度。 

    准正的形式：因生父母结婚而准正和因法官宣告而准正。 

    准正的要件：血统上的非婚生父母子女关系；生父母的婚姻或司法宣告；准正为法律事件，是

结婚的附随效力。 

    准正的效力：使非婚生子女取得婚生子女资格。 

    2、非婚生子女的认领是指通过法定程序使非婚生子女实现婚生化的法律行为。 

    认领的特征：生父承认的单独的意思表示；有形成权的性质；双方之间以生理上的父子血缘联

系为前提。 

    认领的形式：分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任意认领与强制认领。 

    认领的否认：非婚生子女或生母对于生父的认领有否认权，可提起否认之诉。 

第六节  继子女 

    一、继父母子女的概念及类型 

    1、 继父母子女的概念 

    通常指配偶一方对他方与前配偶所生的子女，称为继子女；子女对母亲或父亲的后婚配偶，称

继父或继母。 

     2、继父母子女关系的类型：名分型，共同生活型和收养型。 

    二、继父母子女法律地位 

    形成抚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完全等同于生父母与子女间的权利义务。相互间不

得虐待或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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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继父母子女关系的终止及效力 

    关于已形成抚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能否解除的问题，现行婚姻法未作明文规

定。 

    司法解释及相关规定。 

第七节  养子女 

（见知识单元 10收养关系） 

学习目标： 

1、掌握父母子女关系的概念、种类以及法律地位。 

2、理解监护制度的概念、功能与特征。 

3、了解关于监护制度性质的不同法律学说，了解亲权的概念、特征和内容并理解其与监护制

度的异同。 

4、掌握我国法律对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继子女、养子女的概念、法律地位的规定，结合

实践认识科技的发展对传统的父母子女关系的挑战。 

作业： 

1．试述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 

2．剖析监护的涵义。 

3．简述亲权的内容及其法律特征。 

4．继子女的类型及其法律地位。 

5．监护和亲权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6．你认为应如何完善我国的人工生育立法？  

7．我国是否应当建立亲权制度？为什么？ 

8．我国是否应确立婚生子女受胎期推定制度？ 

9．我国有制定非婚生子女的准正与认领制度的必要性吗？ 

10．在我国，继子女的法律地位应当淡化还是强化？ 

知识单元 10：收养关系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收养制度概述 

一、收养的概念及特征 

1、收养的概念 

收养，是指收养人、被收养人依照收养法的规定成立拟制父母子女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 

2、收养的特征：收养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收养是要式法律行为；收养是变更亲属身 

份和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收养只能发生在非直系血亲关系的长辈对晚辈之间；收养形成一

种拟制血亲关系，可以依法设立及依法解除。 

二、我国收养制度的历史沿革 

设立收养制度的目的，依时代、国家而不同，先后大约经历了“为家的收养”、“为亲的收养”

和“为子女的收养”三个阶段。 

1、我国古代与近代社会的收养制度 

在我国古代宗法制度下，以男性为中心的宗祧制度下收养分为“立嗣”和“乞养”两类。 

由于封建思想影响深远，1930 年的国民党政府民法亲属编，在法律形式上实现了收养制度的

近代化。但是，在有关规定中仍有歧视养子女的内容。 

2、我国现代社会的收养制度 

我国建国后，以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为其基本目的和职能的收养制度， 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和

完善，已经日趋成熟，在政府的监督和干预下，收养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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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养制度的基本原则及意义 

一、收养制度的基本原则 

1、有利于被收养的未成年人的抚养、成长，充分保障其利益的原则 

收养关系建立后，应为未成年人可以提供一个良好健康的生活环境，收养法的很多规定都体现

了这一原则，例如对收养人抚育能力的要求，收养年满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要征得其本人同意等

等。 

2、保障收养人的合法权益的原则 

保障收养人通过养育儿童，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使丧失劳动能力的养父母得到养子女在

生活上的照料，很好地安度晚年。 

3、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 

收养是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应当遵循平等自愿的民事活动原则。 

4、不得违背社会公德的原则 

5、收养不得违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原则 

二、收养的意义 

收养制度是社会亲属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收养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 

第三节  收养的成立 

根据收养法（修正案）的规定，收养关系依法成立时，须同时具备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收养

才具有法律效力。 

一、收养成立的实质要件 

1、收养成立的一般实质要件 

被收养人的条件。 

送养人的条件。 

收养人的条件。 

2、收养成立的特殊实质要件 

在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一般公民或华侨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继父（或继母）

收养继子女，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者社会福利院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这些特

殊情况下，收养法对收养的条件作出了放宽或限制性的规定。 

二、收养成立的形式要件 

1、由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是收养成立的必经程序。 

申请——收养未成年子女，应当由收养人、被收养人和送养人（含社会福利院的负责人），携

带相关的材料和证件共同到民政部门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收养登记。 

审查——收养登记机关收到收养登记申请书及有关材料后，应当自次日起 30日内进行审查。 

登记——经审查，对证件齐全有效、符合收养法条件的，为当事人办理收养登记，办理相应手

续后发给《收养登记证》。 

2、允许当事人订立书面收养协议 

3、允许依当事人的要求办理收养公证 

收养公证属于可选择性的、非必经的程序。 

三、收养成立的效力 

1、养父母与养子女间产生拟制直系血亲关系 

养子女取得与婚生子女完全相同的法律地位。 

2、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形成拟制直系或旁系血亲关系 

3、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消除 

但要注意养子女与原有自然血亲间的血缘关系并不消除。 

四、收养关系的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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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养无效的条件 

违反了《民法通则》第 55条规定时，收养行为无法律效力。 

违反了《收养法》（修正案）规定的某些收养实质要件或未遵循收养的形式要件时，收养行为

无法律效力。 

2、确认收养无效的机关及其法律后果 

诉讼程序——由人民法院确认某一收养行为无效。 

行政程序——由办理收养登记的机关确认某一收养行为无效。 

五、与收养有关的几个问题 

1、保守收养秘密 

收养人、送养人要求保守收养秘密的，其他人应当尊重其意愿，不得泄露。这一规定有助于稳

定收养关系。 

2、被收养子女户口的迁移 

收养关系成立后，需要为被收养人办理户口登记或者迁移手续的，由收养人持收养登记证到户

口登记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节  收养的终止 

一、收养终止的条件 

1、收养人、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收养关系 

收养法这一规定，是基于“有利于未成年人抚养成长”和“平等自愿”的基本原则而制定的，

以便防止发生因收养人、送养人相互推卸抚育责任而侵害未成年被收养人权益的现象。 

2、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有虐待、遗弃等侵害未成年养子女合法权益行为的 

送养人在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有虐待、遗弃等侵害未成年养子女合法权益行为时，有权要

求解除收养关系。 

3、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关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 

养父母或者成年养子女中的任一方，都可以要求解除收养关系。 

二、收养终止的程序 

1、行政程序解除收养 

收养当事人双方已自愿达成解除收养关系的协议，对财产和生活无争议，且解除收养关系的协

议不违反《民法通则》第 55 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的条件的，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解除

收养关系的登记。” 

2、诉讼程序解除收养 

收养双方当事人不能自愿达成解除收养关系的协议，或者虽然双方同意解除收养关系，但对财

产或生活有争议的，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起诉解除收养关系。 

三、收养终止的效力 

收养关系终止的效力分为直接后果和间接后果。 

收养终止的直接后果。 

收养终止的间接后果。 

学习目标： 

1、了解收养的概念，特征及历史沿革，明确收养制度的立法原则和现实意义。 

2、掌握收养关系成立必须具备的实质要件，形式要件，以及收养成立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3、熟悉收养关系中止的条件，程序及法律效力，从而理解收养制度作为亲属制度的重要组成

部分的现实意义。 

作业： 

1．结合收养法的条文，谈收养法基本原则的内容。 

2．简述收养的概念和特征。 

3．试析收养成立的实质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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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试析收养成立的形式要件。 

5．简述收养的拟制效力和解销效力。 

6．简述无效收养行为。 

7．分析收养解除应遵循的法定条件和程序。 

8．收养解除后的法律后果。 

9．试采用比较收养法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今后我国有无必要建立“不完全收养制度”。 

10．有些国家法律规定了在正式收养之前，需经过“试收养阶段”，你认为中国有无设立的必

要？ 

知识单元 11：其他家庭成员关系 

参考学时：0.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祖孙关系 

一、（外）祖父母抚养（外）孙子女需具备的条件 

1、抚养人有负担能力； 

2、被抚养人的父母已经双亡或一方死亡、另一方确无能力抚养；或者父母均丧失抚养能力； 

3、被抚养人必须为未成年人。 

二、（外）孙子女赡养（外）祖父母需具备的条件 

1、赡养人为有负担能力的成年人； 

2、被赡养人的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确无力赡养； 

3、被赡养人必须是需要赡养的人。 

第二节  兄弟姐妹关系 

一、兄、姐扶养弟、妹需具备的条件 

1、扶养人有负担能力； 

2、被扶养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 

3、被扶养人必须是未成年人。 

二、弟、妹扶养兄、姐需具备的条件 

1、扶养人有负担能力； 

2、被扶养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 

3、被扶养人必须是未成年人。 

学习目标： 

1、掌握祖孙、兄弟姐妹之间扶养关系的适用条件及法律性质。 

2、理解在家庭成员之间设立扶养制度的立法精神与现实作用。 

作业： 

1．简述我国现行扶养制度的主要内容及其瑕疵。 

2．（外）祖父母抚养（外）孙子女需具备的条件是什么？ 

3．（外）孙子女赡养（外）祖父母需具备的条件是什么？ 

4．试析兄、姐扶养弟、妹需具备的条件。 

5．试析弟、妹扶养兄、姐需具备的条件。 

6．针对我国目前的婚姻法（修正案）关于扶养关系的规定，谈我国扶养制度的完善。 

7．试采用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世界各国关于“扶养义务人、权利人的顺序”规定，其

中“概括主义、列举主义和回避主义”的立法模式，哪种更值得我国亲属立法借鉴？ 

知识单元 12：婚姻法附论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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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民族婚姻 

一、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婚姻法变通规定的情况 

由于生产条件、生活方式、文化宗教传统、风俗习惯的差异，各民族之间的婚姻风俗习惯很不

相同，为尊重少数民族，我国婚姻法许可民族自治地方根据本民族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规定。 

二、民族自治地方对婚姻法的变通、补充规定的内容 

1、对法定婚龄的变通 

2、对旁系血亲禁止结婚的变通 3、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变通 

4、对民族通婚问题的补充 

5、对禁止宗教干涉婚姻家庭的补充 

第二节  涉外与涉及华侨、港澳台同胞的婚姻 

一、我国法律对涉外婚姻的限制与法律适用 

对涉外婚姻主体的限制。法律对一些特定身份的人员作出限制性规定，不准与外国人结婚。 

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二、涉外与涉及华侨、港澳台同胞的结婚 

1、登记机关——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其确定的登记机关。 

2、申请结婚登记双方所应持有的证件与证明材料。  

3、申请离婚登记双方所应持有的证件与证明材料。   

三、涉外与涉及华侨、港澳台同胞的诉讼离婚 

诉讼离婚的条件按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处理。 

第三节  涉外与涉及华侨、港澳台同胞的收养 

一、涉外收养 

1、涉外收养的含义与法律适用 

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在我国境内收养中国公民的子女，应当符合中国有关收养法律的规定，并应

当符合收养人所在国有关收养法。 

2、涉外收养的条件与程序 

二、华侨、港澳台同胞收养子女的条件 

1、华侨回国收养子女的条件 

华侨在国内的收养较一般公民收养子女要宽松，更多的尊重了我国传统收养习惯。 

2、港澳台同胞回内地收养子女的条件 

属于国内公民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收养法未作特殊规定。 

三、华侨、港澳台同胞收养子女的程序 

收养登记机关。 

办理收养登记时当事人应持有的证件与证明材料。 

第四节  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一、救助措施 

    1、救助措施概述 

    概念。是指有救助义务的机关依据遭受家庭成员非法侵害受害人的请求或者在加害人的行为构

成犯罪时而为受害人所提供救援和帮助的各种措施的总称。 

    救助措施的必要性。 

    2、我国救助措施的特征 

    选择性。设立非诉性救助措施供受害人选择。 

    和解性。救助措施的主要目的是促成和解、制止犯罪。 

    维护稳定性。救助措施是维护家庭关系稳定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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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救助措施的适用  

    救助的条件——当事人的申请。 

    救助机关——包括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所在单位及公安机关。 

    救助措施——劝阻、调解、制止、予以行为人行政处罚和追究其民事、刑事责任。 

    救助措施适用的情形——婚姻法的具体规定。 

    二、违反婚姻法的法律责任 

    1、行政处分 

    行政处分也属于广义上的法律制裁，是违法者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对违法者作出的处分。 

    2、法律制裁 

    民事制裁、刑事制裁和行政制裁。 

学习目标： 

1、了解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婚姻法变通规定的情况。 

2、熟悉我国关于涉外、涉华侨、港澳台同胞的婚姻和收养的具体规定。 

3、掌握婚姻法规定的救助措施以及违反婚姻法的法律责任，维护婚姻法的严肃性，保护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作业： 

1．我国民族自治地区一般对婚姻法做了哪些变通规定？ 

2．在我国哪些人不得与外国人结婚？ 

3．对华侨在国内收养有哪些例外规定？ 

4．在我国当违反婚姻法的行为尚为构成犯罪的，如何实施救助措施？ 

5．我国为什么对外国人在我国登记离婚做出了限制？ 

6．简述允许民族自治地区对婚姻法做变通规定的意义。 

7．如何能够有效的制止家庭暴力？ 

知识单元 13：继承法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继承概述 

一、继承理念和种类 

1、继承理念，有广、狭之分。广义的继承，包括财产继承和身份继承。狭义的继承，专指财

产继承。当代法学中的继承一词，是在狭义上使用的。 

2、继承种类 

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均等份额继承和不均等份额继承，限定继承

和不限定继承，共同继承和单独继承，有限继承和无限继承。 

二、财产继承的法律特征 

1、财产所有人死亡是继承开始的法定原因。 

2、被继承人死亡时，必须要有遗产。 

3、必须要有合法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 

4、继承遗产和有限清偿死者的债务相统一。 

第二节  继承制度的沿革 

一、继承法的概念 

当代继承法的概念，是指调整因人的死亡而发生的财产继承关系，确定遗产归属的法律规范的

总称。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的继承法、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上的继承法、纯粹和非纯粹的继承法。 

二、继承法的特征 

1、 继承法是与亲属身份相联系的财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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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继承法属于私法范畴。 

3、继承法是普通法，适用于一切中国公民。 

4、继承法是强行法，继承法中大多数规范是强行性的。 

三、中国继承立法的发展 

1、中国古代的继承制度 

在“父死子继、嫡庶有别”的宗法继承原则下，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宗祧继承是由封建社会的

经济基础决定的。 

2、中国近代的继承制度 

国民党民法继承编的规定。 

3、中国现代的继承制度 

从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继承权这一宪法原则出发，继承法律制度不断地发展和完

善。1985年 4月 10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四、继承制度的本质 

1、继承制度的本质 

在西方法学界的不同学说，具体有意思说，死后扶养说，家庭协同说，死者权利延伸说，无主

财产之归属说，崇拜祖先说和公益说。 

马克思主义关于继承本质的学说。 

2、我国设立继承制度的必要性 

第三节  我国继承法基本原则 

一、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原则 

1、凡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人都可以依法继承。 

2、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方式都力求反映财产所有人处分其死后财产的意志，尊重被继承人生

前的意愿。 

3、继承人的继承权不得被非法剥夺。 

4、继承人享有继承权不受有无民事行为能力的限制。 

5、公民的继承权受到他人的不法侵害时，有权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给予

法律保护。 

二、继承权男女平等原则 

1、男女公民财产继承权相同。不论女子已婚未婚，也不论其是参加社会工作，还是从事家务

劳动，均享有与男子同等的继承权。 

2、在确定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时，是以亲等来划分的，而非依性别来划分的。 

3、同一顺序的男女法定继承人的应继份额相等。 

4、代位继承权和转继承权男女平等。 

5、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女婿，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均可作为第一

顺序的法定继承人。 

6、寡妇有权带产改嫁。 

三、养老育幼、照顾病残原则 

1、在遗产分配上，体现了照顾生活有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的精神。 

2、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3、允许公民生前与扶养人或者集体所有制组织订立遗赠扶养协议。 

4、在确定继承人的范围和法定继承顺序上，是从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相互扶助的法律关系

出发的。 

5、明文鼓励养老育幼。 

6、规定保留胎儿的应继份额。 

四、互谅互让、团结和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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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可以由继承人协商确定，待期限到来时按协议进行分割。 

2、分配遗产的均等原则，受到了“以互谅互让、团结和睦为基础分配遗产”精神的制衡。 

3、如果继承人严重地违反社会公德，则依法丧失继承权。 

4、允许公民在不违法的前提下，通过遗赠的方式，将个人财产遗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

承人以外的人。 

5、明文鼓励社会成员之间发扬互助友爱的风格。 

第四节  继承权 

一、继承法律关系与继承权 

1、继承法律关系概述 

继承法律关系的概念，继承法律关系是由继承法规范所调整的、基于公民死亡而发生的继承人

之间、继承人与其他公民（受遗赠人、继承参与人等）之间的财产权利义务关系。 

继承法律关系的特征。 

2、继承权的概述 

继承权的概念，继承权是指民事权利主体，依照法律规定或被继承人生前所立下的合法有效遗

嘱，承受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 

    继承权可以分为客观意义和主观意义上的继承权两种。 

    继承权的法律特征：继承权是财产权、绝对权，发生根据是法律的直接规定或合法有效的遗嘱，

是以一定的法律事实的出现为前提的，继承权的接受和放弃，取决于继承人的主观意志。 

    二、继承权的内容 

    1、接受或放弃继承遗产的权利。 

    2、取得遗产的权利。 

    3、继承权受到侵害时的回复请求权。 

    三、继承权的取得和行使 

    1、继承权的取得 

    法律根据，事实根据和身份根据。 

    2、继承权的行使 

    继承的行为能力意味着公民能够使自己的继承行为发生法律效力并对其后果承担责任，这就要

求其必须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继承权由其法定代理人本着维护被代

理人的合法权益的原则行使代理权。 

    四、继承权的放弃与丧失 

    1、继承权的放弃 

    放弃继承权的性质。继承权的放弃，是继承人于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所作出的放弃其继承

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的意思表示。放弃继承权是对既得财产权利的自愿抛弃，因此不能附加条件。 

    放弃继承权的效力溯及自继承开始之时。 

    2、继承权的丧失 

    继承权丧失的概念，是指继承人因对被继承人或其他继承人犯有某种罪行或者有其他违法、不

正当行为而被依法剥夺其继承资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性质上不同于继承权的放弃。 

    继承权丧失的法定事由。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遗弃被继承

人或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伪造、篡改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 

    继承权丧失的效力，分为绝对丧失和相对丧失两种。 

第五节  遗产的概念、特征及其范围 

一、遗产的概念与特征  

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具有特定的时间性、财产性、专属性、权利和义务的

统一体，以及限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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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遗产的范围 

1、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 

2、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部分财产权。 

3、公民的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 

4、公民的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债务。 

5、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 

第六节  继承权的诉讼时效 

一、继承权回复请求权 

继承权回复请求权的概念。指继承人在其继承权受到不法侵害时，通过诉讼程序请求人民法院

予以确认、保护并加以恢复的权利。是由法律赋予的特别独立的请求权。 

二、继承权回复请求权的诉讼时效 

1、一般诉讼时效 2年 

从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继承人在 2年之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

民法院应当受理。 

2、长期诉讼时效 20年 

在继承人不知道或无法知道其权利被侵犯的情况下，继承人有权在自继承开始之日起 20年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保护其继承权的诉讼。 

学习目标： 

1、理解继承的概念、种类和财产继承的法律特征。 

2、了解继承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3、理解继承制度的本质。 

4、了解我国继承法的基本原则。 

5、掌握继承法律关系的特征和继承权的相关内容。 

6、理解遗产的概念、特征及范围。 

作业： 

1．简述继承的含义和法律特征。 

2．试述继承制度的本质。 

3．分析我国继承法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 

4．简述继承法律关系的三要素。 

5．继承权的特征和内容是什么？ 

6．分析继承权与物权、债权之间的区别。 

7．简析继承人缺格与继承人废除的区别。 

8．分析继承权的丧失与放弃的区别。 

9、简述遗产的范围。 

10．“权利与义务相一致”是否可作为我国继承法的基本原则？ 

11．被继承人生前的股权与合伙权益可否作为遗产继承？保险赔偿金、人身损害赔偿金能否作

为遗产继承？ 

知识单元 14：法定继承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法定继承的概念和适用范围 

一、法定继承的概念和特征 

法定继承的概念，是指按照法律直接规定的继承人范围、继承顺序、遗产分配原则等进行财产

继承的一种继承制度。法定继承人的范围、继承顺序和遗产分配原则等各方面的内容，都是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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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是以一定的人身关系为前提的。 

二、法定继承的适用范围 

《继承法》的有关具体规定。 

第二节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继承顺序 

一、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世界各国的法定继承一般以血缘远近和婚姻关系来划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 

我国《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 

1、配偶：夫妻基于婚姻关系而产生相互继承权。配偶继承将涉及的一些相关问题。 

2、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和养子女。子女继承父母遗产时

涉及的问题。 

3、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4、兄弟姐妹。 

5、祖父母、外祖父母。 

6、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与丧偶女婿。 

司法解释的相关具体规定。 

二、法定继承人的继承顺序 

我国继承法按照血缘和婚姻的亲疏远近关系排列继承顺序。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对公婆、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女婿，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第三节  继承人之外的遗产取得人 

一、继承人之外的遗产取得人 

主要包括依靠被继承人生前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和对被继承人生前扶养

较多的人。以上两类人都不享有继承权，仅是“可以酌分遗产人”。 

二、继承人之外的遗产取得人获得遗产的份额 

法院根据具体情况可以作出多于或少于继承人份额的判决。 

三、继承人之外的遗产取得人对遗产的独立权利 

在其依法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受到侵犯时，遗产取得权人有权以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向法

院提起诉讼。 

第四节  代位继承与转继承 

一、代位继承 

1、代位继承的概念及其法律特征 

所谓代位继承，是指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时，由被继承人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

代替其父母的继承顺序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法律制度。 

代位继承的法律特征。 

2、代位继承的性质和意义 

关于代位继承权的性质，在法学理论上有不同的学说：继承权转移说，法律推定意志说，固有

权利说，代表权利说。 

二、转继承 

1、转继承的概念 

转继承，又称为再继承、连续继承，它是指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死亡，其应继承

的遗产转由他的合法继承人来继承的制度。 

转继承在本质上是两个先后相继的继承，转移的应当是遗产所有权而非继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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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转继承与代位继承的区别 

适用的条件与时间不同，适用继承的范围不同，适用的主体不同，客体不同，继承权利与义务

不同，应继份额的归属不同。 

第五节  法定继承人之间的遗产分配 

一、遗产分配原则 

1、同一顺序继承人，一般应当均等分配遗产的原则。 

2、考虑继承人和被继承人生前扶养关系的原则。 

3、特殊照顾的原则。 

4、经继承人协商同意，也可以不均等原则。 

二、遗产份额的确定 

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由继承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近现代外国继承立法中关于法定继承方式中的遗产分配原则与方法。 

在对待配偶的应继份上，世界各国的继承立法的五种立法例。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定继承的概念和适用范围，熟悉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继承顺序。 

2、了解继承人之外遗产取得人可以分得遗产的条件、份额。 

3、理解代位继承和转继承制度。 

4、掌握法定继承人之间遗产份额的确定以及遗产的分配原则。 

作业： 

1．试述法定继承的概念和特征。 

2．简述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的关系。 

3．试析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继承顺序及其原因。 

4．试述代位继承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5．试析代位继承和转继承的区别。 

6．简述法定继承的遗产分配原则。 

7．简述继承人之外的遗产取得人的概念和特征。 

8．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的确定是否符合继承的目的与宗旨？ 

知识单元 15：遗嘱继承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遗嘱继承概述 

一、遗嘱继承的概念与特征 

1、遗嘱继承的概念 

遗嘱继承，是指继承人按照被继承人合法有效的遗嘱继承遗嘱人遗产的法律制度。 

2、遗嘱继承的特征 

发生遗嘱继承的法律事实不是单一的，它直接体现着遗嘱人的意愿，效力高于法定继承。 

二、遗嘱继承的历史发展 

遗嘱继承的起源及其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 

我国古代也存在遗嘱继承。 

现代社会对遗嘱自由制度的规定及其对遗嘱自由的限制。我国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第二节  遗 嘱 

一、遗嘱的概念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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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遗嘱的概念 

遗嘱，是指公民生前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自己的财产及有关事务并于其死亡后发生效力的

单方法律行为。 

2、遗嘱的特征 

遗嘱是单方的法律行为，是要式法律行为，是在遗嘱人死后发生法律效力，内容必须符合法律

规定，必须由本人实施的法律行为，遗嘱继承人的法律地位不能被替代。 

二、遗嘱能力 

1、遗嘱能力的概念 

遗嘱能力，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设立遗嘱，依法自由处分自己财产的资格，亦即遗嘱人的行为

能力。只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才有遗嘱能力。 

2、确定遗嘱能力的时间 

确定遗嘱人的遗嘱能力以立遗嘱时遗嘱人的状态为标准。 

三、遗嘱的形式 

遗嘱是要式法律行为，法律对遗嘱的形式作出明确规定。我国继承法规定，遗嘱的法定形式有

以下五种：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 

每种遗嘱形式的具体要求。 

四、遗嘱的内容 

1、继承人、受遗赠人的指定 

2、有关遗产的分配方法和数额 

3、关于继承人、受遗赠人的附加义务 

4、其他事项 

五、遗嘱的无效 

下列遗嘱无效： 

1、无遗嘱能力的人所立的遗嘱 

2、遗嘱的形式不合法 

3、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 

4、伪造的、被篡改的遗嘱 

5、遗嘱对必继份进行处分的部分 

6、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不属于自己的财产 

7、遗嘱继承人有丧失继承权的情形 

第三节  遗嘱的变更、撤销和执行 

一、遗嘱的变更和撤销 

1、遗嘱的变更和撤销的概念 

遗嘱的变更是指遗嘱人在遗嘱设立后对遗嘱内容的部分修改。 

遗嘱的撤销是指遗嘱人在设立遗嘱后又取消原来所立的遗嘱。 

2、遗嘱的变更和撤销的条件 

遗嘱变更、撤销时遗嘱人须具有遗嘱能力 

遗嘱的变更、撤销须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遗嘱的变更、撤销须由遗嘱人亲自依法定的方式而为 

3、遗嘱变更、撤销的效力 

遗嘱的变更、撤销的效力在于使原遗嘱的内容不能发生效力，变更、撤销后的新遗嘱发生效力。 

二、遗嘱的执行 

1、遗嘱执行的含义 

遗嘱的执行，是指于遗嘱生效后为实现遗嘱的内容所必要的程序。遗嘱的执行是实现遗嘱内容，

实现被继承人的遗愿，保护继承人与利害关系人利益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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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遗嘱的目的，是为了实现遗嘱人在遗嘱中所表述的意思。 

2、遗嘱执行人的确定 

遗嘱执行人应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司法实践中确定遗嘱执行人的三种情况。 

3、遗嘱执行人的职责 

查明遗嘱是否合法真实，清理遗产，管理遗产，召集全体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照遗嘱内

容将遗产最终转移给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 

学习目标： 

1、了解遗嘱继承的概念和特征及其历史发展，熟悉遗嘱的概念。 

2、掌握遗嘱的能力、形式、内容、效力以及遗嘱的变更、撤销和执行的具体规定。 

3、理解遗嘱继承制度的本质和意义。 

作业： 

1．试述遗嘱无效的情形。 

2．试析我国五种遗嘱形式的区别。 

3．试述我国继承法第 19条有关必继份的内容 

4．怎样变更、撤销遗嘱？ 

5．我国的必继份与外国的特留份有何不同？ 

6．你认为在我国是否应当承认共同遗嘱的效力？原因何在？ 

7．哪些人不得作为遗嘱的见证人？ 

8．对遗嘱自由是否应当限制，应如何限制？ 

知识单元 16：遗赠和遗赠抚养协议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遗赠 

一、遗赠的概念 

遗赠，是指公民以遗嘱的方式将其所拥有的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公

民，而于其死亡后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行为。 

二、遗赠的法律特征 

遗赠的法律特征与遗嘱有共同之处，只是受遗赠人与遗嘱继承人范围不同，受遗赠人为法定继

承人以外的人。 

三、受遗赠权的接受、放弃与丧失 

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

弃受遗赠。 

四、遗赠的执行 

受遗赠人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向遗嘱执行人作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的，即享有请求遗

嘱执行人依遗嘱将遗赠物交付其所有的请求权。 

第二节  遗赠扶养协议 

一、遗赠抚养协议的概念 

遗赠扶养协议是受扶养人与扶养人签订的关于扶养人承担受扶养人生养死葬的义务，受扶养人

将自己的财产于死后赠与扶养人的协议。扶养人可以是公民也可以是集体经济组织。 

遗赠扶养协议的当事人之间是平等、有偿、互利的民事法律关系。带有明显的互助性质，是我

国特有的一种继承制度。 

二、遗赠扶养协议的法律特征 

1、遗赠扶养协议是双方法律行为 

2、遗赠扶养协议是诺成性的要式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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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遗赠扶养协议是一种双务法律行为 

4、遗赠扶养协议是有偿法律行为 

5、遗赠扶养协议是公民生前对自己死亡后遗留财产的一种处置方式 

三、遗赠扶养协议的意义 

1、遗赠扶养协议有利于解决农村“五保户”问题 

2、遗赠扶养协议制度有利于保护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3、遗赠扶养协议制度有利于减轻国家和社会的负担 

四、遗赠扶养协议的内容 

1、遗赠抚养协议的主体 

受扶养人也就是遗赠人，只能是公民；扶养方，可以是公民，也可以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 

2、扶养人的主要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 

3、受扶养人的主要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 

学习目标： 

1、了解遗赠的概念、法律特征、受遗赠权的接受、放弃与丧失以及遗赠的执行等相关规定。 

2、掌握遗赠扶养协议的概念、法律特征和内容。 

3、理解遗赠抚养协议的现实意义。 

作业： 

1．试析受遗赠人与遗嘱继承人的区别。 

2．遗赠抚养协议的效力为何高于遗嘱？ 

3．遗赠抚养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有哪些权利义务？ 

4．我国遗赠抚养协议与外国的继承契约有何区别？ 

5．遗赠与遗嘱继承、遗赠抚养协议的区别是什么？ 

知识单元 17：遗产的处理 

参考学时：0.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继承的开始 

一、继承开始的时间和地点 

1、继承开始时间的确定 

被继承人死亡的时间就是继承开始的时间。 

自然死亡和宣告死亡的确定方法。 

互有继承权的继承人在同一事故中死亡时间的确定。 

2、继承开始时间的法律意义 

确定继承人的范围，确定遗产的范围，确定遗产所有权的转移，确定继承人的应继份，确定放

弃继承权的溯及力，确定遗嘱生效时间，确定 20年最长时效的起算点。 

3、继承开始的地点的确定 

我国继承法没有明确规定继承开始的地点。我国司法实践采取的是以被继承人的生前最后住所

地或主要遗产所在地为继承开始的地点。 

4、确定继承开始地点的法律意义 

继承开始的地点往往也就是遗产的集中地。这有利于调查及确定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数额等

情况，也有利于法院查清案件事实。 

二、继承开始的通知与遗产管理 

1、继承开始的通知 

继承开始后，应将被继承人死亡的事实通知继承人或遗嘱执行人，以便继承人、遗嘱执行人及

时地处理有关继承问题。 

对负有继承开始通知义务者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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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遗产的保管 

遗产保管人的确定及遗产保管人的义务。 

第二节  遗产的分割与债务清偿 

一、遗产的分割 

1、遗产分割的概念 

遗产分割是指继承开始后，依法在数个继承人之间分配遗产，而使遗产实际归转各继承人所有

的法律行为。 

2、遗产分割的时间 

继承开始后的任何时间内，任何一个继承人都有权要求分割遗产，除非遗嘱规定在一段时间内

禁止分割或者未清偿债务就要求分割遗产，或者继承人达成限制分割的协议。 

3、遗产分割的原则 

遗产分割自由原则；保留胎儿继承份额原则；互谅互让、协商分割原则；物尽其用原则。 

4、遗产范围的确定 

遗产分割前要注意将遗产从夫妻共同财产、家庭共同财产、以及其他形式的共同财产中区分出来。 

5、遗产分割的方式 

可以采取实物分割、折价、适当补偿或共有等方法处理。 

二、遗产债务的清偿 

1、遗产债务的概念 

遗产债务是指被继承人生前个人所欠的债务，包括应当缴纳的税款。 

2、遗产债务的清偿原则 

全部继承原则，限定继承原则，保留必留份原则，清偿债务优先于执行遗赠原则。 

3、遗产债务的清偿方法 

司法实践中一般采用以下两种方法：先清偿债务后分割遗产，先分割遗产后清偿债务。4、遗

产债务的清偿时间 

我国继承法上没有关于遗产债务清偿时间的规定。根据司法实践的一般作法，继承开始后，继

承人或遗产保管人在清点完遗产之后，应当及时通知债权人声明债权，以便于继承人清偿债务。 

第三节  无人继承遗产的处理 

一、无人继承遗产的概念和成因 

无人继承遗产是指没有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承受的遗产。 

无人继承遗产的主要情况。 

二、无人继承遗产的处理 

我国继承法的特殊规定：按死者的身份来确定无人继承遗产归属。 

处理无人继承的遗产时应当注意的问题：债务的清偿；非继承人可以取得遗产的情况。 

学习目标： 

1、知晓继承开始的时间和地点及其法律意义。 

2、掌握遗产分割和债务清偿的原则和方法。 

3、了解无人继承的遗产如何处理。 

作业： 

1．试述继承开始的法律意义。 

2．无人继承的遗产如何处理？ 

3．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继承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死亡时间不能确定时如何推定？ 

4．我国法律目前如何避免无人继承遗产的情况出现？ 

5．为什么有遗产分割自由的原则？遗嘱人是否可以限制分割自由？ 

知识单元 18：继承法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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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0.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涉外继承 

一、涉外继承的含义 

涉外继承是指在继承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中有一个或者几个涉外因素，如继承人或被继承人为

外国人，遗产的一部分或全部在国外，与继承有关的法律事实在国外等等。 

世界上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原则：同一制与区别制。 

二、我国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 

我国《继承法》的具体规定以及我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协定的具体规定。 

第二节  涉侨、港澳台同胞继承 

一、涉及华侨、归侨和侨眷的继承 

华侨回国继承遗产和归侨、侨眷继承境外遗产的具体规定。 

二、港澳台同胞的继承 

目前涉港澳台继承仍然参照涉外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为保护去台人员和台胞的合法权益，考虑到历史的特殊性，对涉台继承案件的诉讼时效作了特

殊规定。 

学习目标： 

了解涉外继承和涉港澳台同胞继承的相关规定，理解其中的特殊性。 

作业： 

1．涉外继承中动产与不动产的法律适用有何区别？ 

2．对涉台继承我国法律有什么特殊规定？ 

1．将涉外继承中动产与不动产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在实务中有何弊端？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知识单元 1 1  

2 知识单元 2+知识单元 3（1） 2  

3 知识单元 3（2）+知识单元 4（1） 1  

4 知识单元 4（2） 2  

5 知识单元 5 2  

6 知识单元 6（1） 2  

7 知识单元 6（1）+知识单元 7（1） 2  

8 知识单元 6（1）+知识单元 8（1） 2  

9 知识单元 8（2） 2  

9 知识单元 9（1） 2  

10 知识单元 9（2） 2  

11 知识单元 10、11 2  

12 知识单元 12+知识单元 13（1） 2  

13 知识单元 13（2） 2  

14 知识单元 14（1） 2  

15 知识单元 14（2）+知识单元 15 2  

16 知识单元 16 2  

17 知识单元 17 2  

18 知识单元 1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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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学原理（一）：含民法总论和物权法 

后续课程：相关实务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夫妻之间的人身关系、父母的监护责任、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共有财产、共同债务）；

家庭暴力的认定及其救济；离婚损害救济；遗产的范围、遗嘱的效力、遗产债务； 

难点：监护人侵权、夫妻之间侵权、共有财产的认定；多个继承人之间的共有关系；遗产债务

的共同承担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授课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考试占 10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夏吟兰 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 

2． 瞿同祖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 1981年版。 

3． 陈顾远著：《中国婚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 

4． 史尚宽著：《亲属法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5． 史尚宽著：《继承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6． 胡长清著：《中国民法亲属论》，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8年版。 

7． 巫昌祯主编：《婚姻家庭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8． 巫昌祯主编：《婚姻与继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9． 杨大文主编：《婚姻家庭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10．杨大文主编：《婚姻家庭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11．李志敏主编：《比较家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12．夏吟兰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13．王洪著：《婚姻家庭法》，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14．郭明瑞、房绍坤著：《继承法》，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15．林秀雄著：《夫妻财产制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16．林秀雄著：《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  

17．陶毅、明欣著：《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史》，东方出版社 1994年版。 

18．龙翼飞著：《香港家庭法》，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19．林荫茂著：《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澳门基金会 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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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夏吟兰著：《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 

21．陈小君主编：《海峡两岸亲属法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 

22．张玉敏著：《继承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23．巫昌祯、杨大文主编：《走向 21世纪的中国婚姻家庭》，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24．李银河、马忆南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9年版。 

25．夏吟兰、蒋月、薛宁兰著：《21世纪婚姻家庭新规制》，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  

26．陈苇著：《中国婚姻家庭立法专论》，群众出版社 2000年版。 

27．王歌雅著：《中国现代婚姻家庭立法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28．曹诗权著：《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9．李霞著：《监护制度比较研究》，山东大学出版 2004年版。 

30．王丽萍著：《亲子法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31．张学军著：《论离婚后的扶养立法》，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32．陈苇主编：《外国婚姻家庭比较法研究》，群众出版社 2005年版。 

33．杨立新著：《亲属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34．田岚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教学案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35．张贤钰主编：《外国婚姻家庭法资料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36．王叔文等主编《最新香港民商法律》（婚姻家庭法上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7年版 

37．刘素萍主编：《婚姻法学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38．法学教材编辑部：《婚姻立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 1982年版。 

39．王胜明、孙礼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改立法资料选〉，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40．李忠芳主编：《外国婚姻家庭法汇编》，群众出版社 2000年版。 

41. 何俊萍，郑小川，陈汉 著：《亲属法与继承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第一版。 

42. 金眉著：《中国亲属法的近现代转型》，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执笔：刘家安+陈汉  审稿：刘智慧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5日 

 

民法学案例研习 
Case Study of Civil Law 

课程号：700201032 

编写说明 

本大纲主要是为了配合《民法学案例研习》（体制改革双学位班）的教学而编写。大纲由刘智

慧教授主编，编写人员为刘智慧、田士永、陈汉和寇广萍。 

一、课程教学目标 

《民法学案例研习》是法学专业体制改革班的专业必修课，是专门为法学专业体制改革双学位

班开设的一门通过对真实典型案例的研习综合复习民法基础知识、训练法律思维、提高法律实践能

力的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在对所选案例进行研习过程中达到从适用法律的角度巩固民法相关课程

所学基础理论知识，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培养学生从事法律职业的基本要求，提高学生运用

法学理论适用法律的能力，提高学生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和整理信息的能力，提高学生书写的能力

和公开场合表达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课程概述 

参考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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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为本课程的概论。 

主要通过课堂讨论与教师讲授等方式，说明法律人应当具有的基本素质、能力，介绍民法案例

研习的基本方法，尤其是以请求权规范基础为核心的案例分析法，介绍案例研习报告的基本格式，

同时完成本课程案例研讨的基本安排。 
作业 
为配合本教学，安排学生阅读以下阅读书目及文章： 

1.何美欢著：《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 5月第 1版 

2.王利明：《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探讨》，载《政法论坛》，第 22卷第 2期，2004年 3月，

第 118页至第 128页 

3.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7 月
第 1版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本课程的目的是将民法理论中的基础概念具体化，通过案例的

研习使得学生深刻理解民法适用的范畴；掌握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内容及价值。 

知识单元 2：课程具体研习内容 

参考学时： 
28课时 

学习内容： 
主要通过课堂案例报告和课堂讨论，使学生通过完成基本涉及民法请求权规范基础各部分的案

例，使学生学会分析撰写案例研习报告并能熟练进行公开讨论。 

1.关于案例研习报告。案例分析报告有不同格式，本课程主要训练学生从专家意见的角度做出

分析。通过教师讲授与学生练习，使学生掌握该报告的基本格式、文献的收集和使用、注释等基本

规范，训练学生的书写能力。 

2.关于案件事实。本课程在案例研习中并不训练学生如何调查取证，因为案例研习中的事实被

假设为真实且无争论性，调查取证的训练应当实践中逐渐练习，且属证据法范畴。民法案例研习中

的事实，属于不可改变的事实，但需要做出合理的推论和解释。本课程在案例研习中训练学生采用

诸如图示法等具体办法对既有材料进行事实归纳，训练学生对既有材料的概括能力和基本分析能

力。 

3.涉及到的民法实体内容是中国民法的请求权规范基础体系。请求权是要求特定人为一定行为

权利的权利。请求权规范基础，是指可提供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法律规范。中国民法

上的请求权规范基础体现在《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等不同法律之中。民法学案例研习

主要是训练学生从请求权规范基础进行思考相关问题。 

中国民法上的请求权可以分为不同种类：就其内容而言，主要包括： 

（1）合同请求权：分为原合同请求权和次合同请求权，前者是指合同所产生的请求权，后者

是指原合同债务不履行而发生的请求权。学生应掌握在《合同法》等法律中寻找相关的请求权规范，

分析各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2）无因管理请求权：是指没有法定义务或者约定义务管理他人事务而发生的请求权，包括

管理人的请求权和本人的请求权。学生应掌握在《民法通则》等法律中寻找相关请求权规范，分析

各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3）物权请求权：基于物权而享有的请求权，包括原物返还请求权、消除危险或者排除方还

请求权、修理、重作、更换或者恢复原状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与物权请求权相关的是基于

占有请求权。学生应掌握在《物权法》等法律中寻找相关请求权规范，分析各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

与法律效果。 

（4）不当得利请求权：对于欠缺保有基础的得利的返还请求权。学生应掌握在《民法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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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中寻找相关请求权规范，分析各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5）侵权行为请求权：基于侵权行为而发生的请求权，包括损害赔偿请求权等。学生应掌握

在《民法通则》等法律中寻找请求权规范，分析各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6）其他请求权。 

抗辩权影响到请求权的行使效果，案例分析中训练学生对于抗辩和抗辩权的区分，学生应当学

会寻找抗辩权的规范基础。 

同一法律事实可能具备不同法律规范的要件，从而发生不同请求权，应当区分法条竞合、选择

性竞合、请求权聚合以及请求权竞合等不同情形进行分析。 

作业 
1.结合教学内容设置安排民法案例研习的案例研习的报告每周一次。 

2.阅读以下书目 

（1）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3）谢怀栻：《外国民商法精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4）江平主编：《法人制度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5）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6）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7）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 2版 

（8）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9）（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10）（德）拉伦茨：《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1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8），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2）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13）卡尔拉仑兹：《法学方法论》，台湾五南出版社， 

（14）王利明：《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15）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 

（16）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17）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18）王利明：《民法疑难案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19）李显冬：《民法总则案例重述》、《民法物权法案例重述》、《民法债权法案例重述》、《婚

姻法案例重述》、《继承法案例重述》、《人身权法案例重述》、《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案例重述》、《侵

权责任法案例重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 

（20）邵建东：《德国民法总则编典型判例 17则评析》，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1月第 1版。 

（21）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2）苏永钦：《民法物权实例问题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 4月第 1版。 

（23）王利明：“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探讨”，载《政法论坛》，第 22卷第 2期，2004年 3

月，第 118页至第 128页。 

（24）杨与龄主编：《民法总则实例问题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 10月第 1版。 

（25）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第 1 辑起，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2年起出版。 

学习目标： 
提高学生对案例研习方法的掌握程度和对民法知识进行应用的水平 

知识单元 3：课程考核 

参考学时： 
2课时 

考核内容和目标： 



743 

学生对案例研习方法的掌握程度以及对民法知识应用的水平。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概述+民法的基本原则 2 

2 民事主体纠纷 3 

3 民事权利的保护期间 2 

4 人身权保护纠纷 2 

5 所有权保护纠纷 3 

6 担保物权保护纠纷 3 

7 合同效力纠纷 3 

8 违约责任纠纷 3 

9 侵权纠纷 3 

10 亲属法纠纷 3 

11 继承法纠纷 3 

12 课程考核 2 

 

四、说明  

（一）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学原理（一）·含总论和物权》、《民法学原理（二）·含债法和亲属继承》 

后续课程：《民法学研讨课》 

（二）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民法知识的适用重点 

难点：掌握法学思维方法 

（三）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真实“案例”作为教学素材，由授课教师从我国司法审判的真实案例中遴选出的典型

作为教学素材，故本课程没有指定教材。授课所用的案例既要保证案例的经典性又要与时俱进，每

节课通过 PPT形式将其展示出来。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案例教学法、研讨教学法、合作教学法、互动教学法、启发教学法、

对话教学法等。 

1．案例教学法 

本课程教学内容的学习，主要通过分析案例实现。通过在案例分析过程中梳理案件中的法律关

系、确定案件的关键问题、发现问题的解决途径、评析审理结果结果等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提高学

生运用法学理论适用法律的能力，提高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2．研讨教学法 

本课程的课堂学习以研讨方式进行，借鉴研讨课（Seminar）的教学方式，报告人提前准备书

面案例研习报告，课上就案例分析做口头报告，其他同学进行评论或者提问，教师对书面报告进行

修改，对课上讨论适当引导，并分析案例研习与讨论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撰写研习报告、口头报告

以及课堂讨论，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和整合信息的能力、提高学生的书写能力和表达能力。 

3．合作教学法 

本课程中撰写报告和课堂研讨都将学生分为不同小组，每一案例由自由组合而成的不同小组负

责主要报告。小组成员在分组完成相关学习任务的同时，能够在合作学习中训练沟通能力、协调能

力和组织能力。 

4．互动教学法 

本课程的案例分析报告和课堂研讨注重互动，包括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

注重学生在学习中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互动式学习，不断引导学生学习，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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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学生形成独立思考的人格与学术风格。 

5．启发教学法 

本课程进行案例分析，具有复习民法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功能，但目的却在于通过案例训练

学生的基本能力，在教学中注意启发学生主动发现问题，通过教师示范性研究分析为学生启发学生

进行相关研究分析提供示范启发学生，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 

教学手段： 

讨论兼讲授 

（四）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本课程的考核方式，可以由期末考察成绩构成，也可以由期末考察成绩与平时成绩相结合。 

期末考察采取开卷案例分析形式。平时成绩可以由教师根据学生平时案例分析和课堂讨论中的

表现确定。  

（五）作业要求 
每次讨论结束由任课老师根据需要布置练习作业。 

（六）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由任课老师安排自主选择案例。 

所讨论的案例可以有不同来源，但以真实案例为宜，可以是实际发生的案例，也可以在实际案

例基础上将不同案例组合成新案例，由教师根据具体教学需要调整其具体内容，遵循法律处理具体

案件中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一般可以选择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法院的判决理由和当事人的主张

与判决评析，可以为我们研习法律提供各种不同的法律论证资料），也可以适当结合热点案例进行

讨论。 

附一：本课程推荐案例 

1. 凤群因其夫在国外旅游时不幸身亡诉办理旅游护照单位额尔吉古纳市国际旅行社未同时办
旅游意外保险要求给付此项保险金案 

2. 李贤蔺撬掘坟墓毁损尸骨赔偿案 

3. 李传宝诉成同贵迁移在其施工的宅基地内的祖坟案 

4. 摄制婚纱相册其上英文用语不当损害赔偿案 

5. 观众诉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中插播大量广告使其不能正常收视损害赔偿案 

6. 股东大会冻结应得股息和红利要求发还案 

7. 疏于照顾义务而致幼儿落井身亡案 

8. 煤气表装配线和煤气表散装购销合同情事变更案 

9. 村民诉村委会执行村规民约打死其饲养的猪赔偿案 

10. 丈夫诉大夫应其妻请求为其妻行终止妊娠手术侵犯生育权赔偿案 

11. 公交公司的车辆与出租公司车籍、车主的车厢相撞造成人身损害赔偿案 

12. 利用业余时间为村办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所获取的报酬是否违法案 

13. 恶意利用客房电话频繁拨打信息咨询台损害赔偿案 

14. 纪实性小说虚构历史事实侵害死者名誉权案 

15. 冒名顶替就读中专学校侵犯姓名权、受教育的权利损害赔偿案 

16. 养子诉养母重婚不能继承养父遗产纠纷案 

17. 股东诉公司应依章程向其分配优先股股权案 

18. 下班后参加斗殴致死按非因公死亡给付救济纠纷案 

19. 保险公司以保险事故发生在境外为由拒赔纠纷案 

20. 杨某诉李某应按不可撤销的赠与合同给付打赌所得车辆案 

21. 黎某诉谢某解除未明确夫妻名义的同居关系案 

22. 李某诉刘某分割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亲属赔偿款案 

23. 小区业主管理委员会诉联通分公司在其物业上设置的通讯站电磁辐射损害居民健康案 

24. 单位要求出国不归自动离职人的亲属腾退住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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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李某侵犯商业秘密案 

26. 所购车辆不能办理过户而要求退车还款并赔偿损失案 

27. 因其子在登山时突遇恶劣天气遇难诉登山队领队未采取适当措施救助赔偿案 

28. 矿泉水饮料有限公司不服水利厅水磨沟流域管理处以其开采矿泉水未经许可和交费为由
对其作出处罚决定案 

29. 保证人在被诉确定负保证责任未向债权人履行前诉债务人的继承人偿还该债务案 

30. 离婚后双方书面同意的人工受精所生子女抚养纠纷案 

31. 侵犯精神病人通信自由案 

32. 吴女退休后犯罪刑满释放诉市政工程管理所恢复退休金待遇案 

33. 同一事件中死亡的夫妻二人的遗产继承纠纷案 

34. 交通事故及死者遗腹子抚养费赔偿案 

35. 未征得父母同意让未成年人开车发生车祸分担赔偿案 

36. 未成年人要求撤诉与其法定代理人代为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一致案 

37. 孩子成年后上学期间无收入而要求增加抚育费案 

38. 隐瞒病史的精神病人婚后病发杀妻应由其监护人赔偿案 

39. 以是台湾居民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案 

40. 香港居民离婚案在港法院受理后又向内地法院起诉被驳回案 

41. 长途电信局诉工程贸易公司拖欠电话费诉讼管辖权异议案 

42. 依被告所写欠条向自己所在地法院提起还欠诉讼管辖权异议案 

43. 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偿还初中时写下的欠条的欠款案 

44. 未明确具体项目的死亡赔偿金应按遗产继承案 

45. 疏于照顾义务而至幼儿罗京身亡案 

46. 残疾人失火要同住的侄子承担赔偿案 

47. 宣告死亡并非死亡 

48. 在校大学生出走被宣告死亡损害赔偿纠纷案 

49. 申请宣告在意外事故中下落不明并被证明不可能生存的人死亡案 

50. 在饮食店就餐时遭第三人伤害诉业主等人身损害赔偿案 

51. 村委会强行终止其与村民小组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侵权案 

52. 王某等人私分个人合伙企业收入不构成贪污罪案 

53. 要求给付代理自己父亲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期间劳动报酬案 

54. 合伙做生意中合伙执行人收取的货款丢失责任分担纠纷案 

55. 合伙人诉合伙执行人应依其出具的欠条给付合伙企业解散后尚未清算分割的合伙财产中
自己应得的财产案 

56. 合伙采石中一合伙人被炸伤要求其他合伙人赔偿案 

57. 合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后要求确认合资合同无效并收回出资 

58. 交付资金使用部分水泥是否共同参与经营案 

59. 交付资金使用部分水泥是否共同参与经营案 

60. 将有债务关系的下属企业资产作为在合资企业中的投资侵害债权赔偿案 

61. 龙华加油站诉南京长途汽车客运八分公司租赁给刘乙经营的汽车加油欠付油款案 

62. 刘女诉嘉信乒乓球俱乐部等以初诊但后被法医鉴定否定的结论为依据决定其离队影响其
运动生涯赔偿案 

63. 股东元利源公司代为诉股东新达利公司挪用公司专项贷款侵权赔偿案 

64. 客运公司诉民政局侵害企业自主权案 

65. 徐某诉市工商局变更法定代表人案 

66. 蒋某等诉事磷肥厂非法查封其劳动服务企业侵占财产侵权损害赔偿案 

67. 医院不服工商局以反不正当竞争为由对其予以行政处罚决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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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职工诉开发区管委会企业产权性质认定案 

69. 无合法的证券交易主体资格进行国债回购纠纷案 

70. 信用社揽储人以法人名义出具的存单兑付案 

71. 宝丽板厂签订购销三合板的合同被认定无效案 

72. 小学生放学后在校内为教师个人打开水被他人撞翻烫伤赔偿案 

73. 法人雇佣精神病人造成他人损害承担转承赔偿责任案 

74. 集体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纠纷案 

75. 董事长不执行董事会议纠纷案 

76. 未达一定开发程度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案 

77. 设立企业时出资不到位虽企业自筹足注册资金仍应承担投资不到位的责任案 

78. 信托投资公司诉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被兼并企业的债务纠纷案 

79. 企业整体出售并非解散 

80. 试点城市国有企业申请破产案 

81. 不服县民政局宣布婚姻关系有效处理决定案 

82. 临时代为保管钱财被骗损害赔偿案 

83.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案 

84. 立有遗赠抚养协议的事实上的养女能否继承全部遗产 

85. 遗赠与遗嘱二者谁有效 

86. 邮政局代收费发生错误顾客要求按乱收费的承诺给付奖金案 

87. 帮忙调试彩电摔坏显像管损害赔偿案 

88. 张甲诉乙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保管合同纠纷案 

89. 以个人名义购买以公司名义投保且未付清保险费的车辆丢失赔付案 

90. 承诺设立助学基金履行一年后停止请求继续履行案 

91. 无股东签名的股东会议决议无效案 

92. 附赠品的购销合同欠款偿还纠纷案 

93. 保证人被要求对未偿还到期借款而提前要偿还全部借款的被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 

94. 被申请执行人因无其他财产以劳务抵偿案 

95. 律师因当事人中途终止委托合同要求承担违约责任案 

96. 为应付检查贷款划账冲抵第三人贷款后诉名义借款人还贷案 

97. 借用身份证认购股票认购权纠纷案 

98. 一房二卖案 

99. 转让挂靠车辆经营权与所有权纠纷案 

100. 虚构的购买彩电货款返还案 

101. 受遗赠人诉应依双方签订的遗产分配协议取得遗产案 

102. 银行接受债务转以后应偿还债务案 

103. 单方私自填写的结婚证能否构成重婚 

104. 银行接受债务转移后应偿还债务案 

105. 未立遗嘱的财产应推定所有的继承人共有 

106. 实物奖品与有奖储蓄公告不符兑奖纠纷案 

107. 虚构的收据要求撤销案 

108. 根据异地存款电脑登折的数额要求银行给付存款案 

109. 将仿制品当作古董出售重大误解要求退货案 

110. 因隐瞒出卖的马鹿有病事实构成欺诈买卖协议无效案 

111. 因隐瞒出卖的马鹿有病事实构成欺诈买卖协议无效案 

112. 职业打假人盯上“松下”电池 

113. 被烧毁邮票折价赔偿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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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在火车上打人强索钱财案 

115. 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案 

116. 洪水之中非法商家敲诈纠纷案 

117. 房屋买卖合同何时生效案 

118. 印刷公司诉出版社因第三人未完全代为履行印刷合同付款义务请求给付余款案 

119. 财政局代表国有小型企业签订资产转让合同主体不合格合同无效案 

120. 骗卖备用铁路大桥案 

121. 利用人行道护栏发布广告违反法律规定致合同无效案 

122. 有奖贺年片中奖纠纷案 

123. 拍卖公司丢失在低于双方认可的底价时业已拍回的拍品要求以底价赔偿纠纷案 

124. 附期限的供货合同案 

125. 肖女因结婚证对方姓名错误要求宣告婚姻无效案 

126. 所购车辆不能办理过户要求退车还款并赔偿损失案 

127.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签订合同案 

128. 名为代销债券实为抵押借款合同纠纷案 

129. 承包合同载明的承包费与实际约定的承包费不一致而应按实际约定清欠余款案 

130. 贱卖的古碗能否要回案 

131. 重大误解而签订的可撤销的旧船购销合同案 

132. 寻呼台单方提高寻呼费导致寻呼服务合同解除案 

133. 重大误解而签订的可撤销的旧船购销合同案 

134. 寻呼台单方提高寻呼费导致服务合同解除案 

135. 服装厂诉商厦重大误解撤销服装购销合同案 

136. 丈夫以妻子的名义签订的购房合同能否以未经同意而否认其效力要求返还已交定金案 

137. 隐名代理购买股票所有权纠纷案 

138. 超越版权交易代理委托权限侵权案 

139. 利用在职便利为自己参与的第三人签订合同纠纷案 

140. 进出口公司诉被代理人未完成外贸代理合同组织货源义务纠纷案 

141. 国际航空货运转委托代理运费案 

142. 山东公司房地产公司表见代理中是否存在代理权案 

143. 接受交付后拍品未按收条上的估价拍出要求损害赔偿案 

144. 外贸代理的竹筷购销欠款偿付案 

145. 合作出版商的代理人擅自加印油画挂历损害赔偿案 

146. 赖某诉证券公司越权代理案 

147. 向收货的买方收取部分货款后诉车站未依特别约定交付货物案 

148. 香港某公司诉某市开发经营部买卖合同纠纷案 

149. 无权代理顾客买卖股票引起的股票保证金纠纷案 

150. 法人承担其承包人以其银行转账支票购物欠款纠纷案 

151. 借用人员逾期不报到违约赔偿案 

152. 购销合同究竟存在不存在表见代理案 

153. 银行工作人员犯集资诈骗罪当事人要求返还本息案 

154. 车站向持有委托收货介绍信和领货凭证的人交货纠纷案 

155. 离开单位的原合同经办人出具的欠条能否中断时效纠纷案 

156. 出租人诉县供销社无产权房屋租赁纠纷案 

157. 相邻通行损害引起的房屋产权争议案 

158. 某城市信用社超过法定保证期限诉连带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案 

159. 陈甲诉其姐夫应依保证书承担岳父母的丧葬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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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保证期间届满后在保证逾期催收函上盖章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纠纷案 

161. 签发记名指示提单凭指示人银行保函无单放货损害赔偿案 

162. 不服公安局上缴被扣汽车应从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是起算 

163. 存款人死亡后持存单诉信用社向其兑付存单本息案 

164. 债务人讨债出走债务人拿走其财产的行为能否中断时效 

165. 张某等引起亲属在乘旅客列车时发生结论为不属于他杀或自杀的死亡诉某铁路分局赔偿案 

166. 姚治平诉会昌县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 

167. 敖桂如诉付强等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案 

168. 钟志成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上诉案 

169. 裴云彩诉赣州市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 

170. 建设银行景德镇分行营业部诉寿康信用社证券回购合同案 

171. 李曾林诉杜长峰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172. 黄冬香等诉江西杰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上诉案 

173. 刘青诉欧阳秋桂等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174. 谢圣庚诉李梅元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175. 甘长清诉甘立霞等不当得利纠纷案 

176. 桂慧英等诉贵溪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177. 罗兵华诉周珠根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 

178. 杨兰英、程茂桐离婚纠纷案 

179. 吴江山诉危旭华等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180. 万正华诉桂秀金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181. 黄学花、熊庆星离婚纠纷案 

182. 官秋花等诉余江县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183. 蔡万成诉付相宏等人身损害赔偿案 

184. 九江市麒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广东大三通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安装服务合同纠纷案 

185. 徐可发诉严开寿人身损害赔偿案 

186. 曾小燕诉南昌塑料五厂借款合同纠纷案 

187. 赖咸萍诉萍乡烟草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188. 陈义水诉陈义好人身赔偿损害案 

189. 九江市五里建筑工程公司诉九江民政局拖欠工程款案 

190. 黄佑来诉徐文兵人身损害赔偿案  

191. 刘莉等诉杨菌借贷合同纠纷案 

192. 谭惠林等诉谭艳萍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193. 济民可信药业有限公司诉安达净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194. 宝通公司诉联谊钨矿借款合同纠纷案 

195. 乐珊珊诉封磊房屋侵权纠纷案 

196. 黎梅红诉黎梅林等企业买卖纠纷案件 

197. 潘安诉李祖国购销地砖合同贷款纠纷案 

198. 余昌华诉朱克正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 

199. 胡著风诉南昌供电公司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200. 龙岩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诉华盛运输有限公司交通损害赔偿案 

201. 杨德胜诉宁海英人身损害赔偿案 

202. 黄玉峰诉洲上砖厂赔偿案 

203. 苏灵华等诉永丰县蔬菜发展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204. 曾常惠诉张金礼等人身损害赔偿案 

205. 潭城乡村委会诉曾群生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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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 瑞昌民爆公司诉张毅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207. 张安生诉罗喜珠人身损害赔偿案 

208. 刘德华诉铁元小学人身损害赔偿案 

209. 严桂生等诉高禄怀人身损害赔偿案 

210. 张花荣、李雄明离婚纠纷案 

211. 鹰潭市糖酒饮料批发部等诉许振景等侵权纠纷案件 

212. 张震邦诉刘五根等劳务合同纠纷案 

213. 李铭诉陈先华借贷合同纠纷案 

214. 董桂萍诉李淑兰不当得利纠纷案 

215. 华保林诉洪明泽买卖合同纠纷案 

216. 黄付西诉乐平市供电有限责任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罪 

217. 万鹏诉南昌塑料厂人身损害赔偿案 

218. 黄黑仔诉彭刚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 

219. 永丰县三友服饰诉永丰县神龙服饰租赁合同纠纷案 

220. 永丰县粮食局诉金全根等撤销权纠纷案 

221. 廖宝根诉中国农业银行新干县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 

222. 抚州市临川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九江市华丰物资有限公司买卖合同案 

223. 黄德义等一九江市公交巴士有限责任公司交通损害赔偿纠纷案 

224. 刘海涛诉江西气体压缩机厂工伤损害赔偿纠纷案 

225. 四川省第十二建筑工程公司诉成都托普华侨高科技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建筑工程承包纠
纷案 

226. 长城公司诉瑞士安德利公司、南昌安新油公司合同侵权纠纷案 

227. 陈瑞华等诉吉安平安保险支公司保险合同案 

228. 袁显萍诉浦发鞋业有限公司会计帐簿查阅案 

229. 陈建新诉刘旭东等撤销合股协议书案 

230. 金发权道路行政确认案 

231. 太平洋保险诉江中花保险合同纠纷案 

232. 云天股份会计年终报表造假案 

233. 新盛稀土股权纠纷案件 

234. 龙湾创新皮鞋厂股权纠纷案 

235. 江西省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与江西省儿童医院拖欠工程款纠纷案 

236. 南昌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与江西众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37. 徐强与南昌针织内衣二厂租赁合同纠纷案 

238. 陈育平与江西省莲花县民政局合作合同纠纷案 

239. 中国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与江西北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上） 

240. 中国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与江西北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中） 

241. 中国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与江西北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下） 

242. 马俊诉邹国富合伙纠纷案 

243. 徐以平诉奉新县建设局、奉新县城北开发区有限责任公司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244. 杨庆湖、李瑞兰诉瑞金供电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245. 宁波中心站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上诉案 

246.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河南省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产品质量责任
纠纷案 

247. 卢毅诉钟华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248. 宣春市袁州区建筑工程公司诉宣春市哥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249. 长城资产公司诉化工厂、常熟市经委等借款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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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高航利诉程许香民间借贷纠纷案 

251. 萍乡市新区建筑安装总公司硖古石分公司诉萍乡市城北房地产有限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上诉案 

252. 刘光友、刘福平等诉魏毛女、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于都支公司道路交通事

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253. 赣南果业公司诉深圳生溢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254. 赖国文与袁燕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255. 曾庆德、周军风诉江西新东方烹饪学院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256. 肖允明诉陈文勇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257. 中国农业银行南城县支行诉吴胜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城支公司借款及
保证合同纠纷案 

258. 邓小憨诉广州市顺通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案 

259. 陈菁诉周伟芳民间借贷纠纷案 

260. 翁红军、邵桃枝诉张邦有、吴雪华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261. 黄付雨、叶银爱诉乐平市供电有限责任公司、叶乐才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262. 江西金羊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诉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昌锆制品厂买卖合同纠纷案 

263. 江西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诉中国农业银行南昌市叠山路支行、江西金牛企业集团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案 

264. 雷义根诉丰城市秀市黄家护村煤矿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案 

265. 永修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诉袁某某供电合同纠纷一案 

266. 时某喜诉时真丽抚养关系纠纷案 

267. 江西朕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线缆分公司诉资阳市兴盛农村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资阳市广播电视局买卖合同纠纷案 

268. 周春秀诉周水牙离婚纠纷案 

269. 贵溪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诉桂慧英、许金碧房屋买卖纠纷案 

270. 利木林诉温晓玲离婚纠纷案 

271. 鹰潭市顺通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诉核工业华东建设工程集团公司买卖合同欠款纠纷案 

272. 江西丰电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诉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合同纠纷案 

273. 中国四冶物业公司诉许金碧租赁合同纠纷案 

274. 深圳市火王燃器具公司诉深圳市火王卫厨有限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竟争纠纷案 

275. 应树德诉陈海林股权转让纠纷案 

276. 刘斌、曾凡光诉李才夫股权转让侵权纠纷案 

277. 江西中麒塑料企业有限公司诉南昌市商业银行、江西中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等代位权纠
纷案 

278. 王志刚诉王与智、王与胜等人股资转让纠纷案 

279. 曾新民、新红萍诉范喜孙、黄春香股权转让纠纷案 

附二：本课程案例报告写作格式 

【封面】 

 

案例分析报告 

课程名称：                             

项目组长            学号               

专    业             班级              

名    称                           

地    点                               

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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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课学期            至            学期 

日期与节次      年   月   日第   节 

案例分析报告 

案例分析报告 

一、案例分析小组学生名单： 

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实验分工 

    

    

    

    

    

二、案例名称及来源： 

1．案例名称 

 

 

 

2．案例来源 

 

 

 

三、案情介绍: 

 

 

 

四、法律争议与适用： 

 

 

 

五、评析与结论： 

 

 

 

六、指导教师评语及成绩： 

1、评语： 

 

 

 

2、成绩： 

 

 

                 指导教师签名： 

                 批阅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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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学原理（含婚姻、继承）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课程号：702010010 

编写说明 
本大纲主要是为了配合《民法学原理》的教学而编写。大纲由刘家安教授主编，编写人员为刘

智慧、刘家安、陈汉和寇广萍。中国政法大学民法研究所的全体教师参与了合同法教学大纲的讨论。 

A．民法总论和物权法部分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双学位班的专业必修课程。与后 B债法、C亲属法与继承法结合属于一门课程《民

法学原理》。实行闭卷考试。 

通过本课程的讲解和学生的学习，要实现下列目的： 

1．能够让学生领会民法的精神，比较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的民法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较为

系统地了解民法的基本原理、具体的各项法律制度及其相应的规范。 

2．能够理解各种基本民事权利的得、丧、变更，具备在具体社会关系中识别各种民事法律关

系的能力，并力求准确地表述基本民事权利义务的内容。 

3．具备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自己所学过的民法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法律问题

的能力。 

4．能够让学生领会物权法的精神，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的物权法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系统

地了解物权法的基本原理。 

5．能够理解和掌握以物权变动为中心的物权法总则内容，并对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

及占有等分则内容有充分的了解。 

6．具备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所学习的物权法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法律问题的

能力。 

该课程以讲授民法总论和物权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为核心内容，讲求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结

合，既体现民法学本身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逻辑性，又密切联系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来阐明民法

的一系列问题。在学习过程中，需要明确学习民法学应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并运用经

济学、社会学、法哲学、伦理学、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民事法律制度和民事法律现象。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参考学时： 
32课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学习内容： 

第一章  民法的意义 

一、民法与民法学 

（一）民法的定义 

民法是调整平等的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过程中发生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 

1．民法的语源 

2．民法的文化源 

3．民法的含义 

（二）民法的调整对象 

1.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 

财产关系是人们在社会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形成的以经济利益为内容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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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静态财产关系和动态财产关系。社会生活中的财产关系并不都是由民法调整。民法所调整

的财产关系具有主体地位平等的特点。民法所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是民事主体在从事

民事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以财产归属和财产流转为主要内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2.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 

人身关系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具有人身属性、与主体的人身不可分离、不是以经济利益而是

以特定精神利益为内容的社会关系，包括人格权关系和身份权关系。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会发生的人

身关系多种多样，但并非所有人身关系均由民法调整。民法也仅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民

法所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是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以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为内容的权利

义务关系。 

（三）实质意义上的民法与形式意义上的民法 

1.实质意义上的民法 

实质意义上的民法是指作为实体部门法的民法，是调整私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2.形式意义上的民法 

形式意义上的民法是指命名为民法典的特定制定法。民法典是按照一定的科学体例把涉及私人

之间关系的规范和制度体系化地编纂在一起的立法文件。 

二、民法的体系 

（一）民法的体系逻辑 

了解民法总则和民法分则的关系。 

把握民法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民法总论、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继承权和民事责

任制度。 

由于知识产权和继承权分别在《知识产权法》和《亲属法与继承法》课程中讲授，故在本门课

程中不做专门讲解。此外，鉴于另有《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两门课程单开，所以本课程中对

相关部分只从体系结构角度予以讲解，具体内容在相应课程中讲解。 

（二）民法的历史沿革 

1.西方民法的历史沿革 

2.中国民法的历史沿革 

了解新中国民事立法是与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文明同时进行的；新中国的民事立法正

在走向系统化、法典化、科学化。 

三、民法的本质、地位和作用 

（一）民法的本质 

1.公法和私法的划分 

2.公法与私法的融合 

（二）民法与其它法的关系 

1.民法与商法 

2.民法与经济法 

3.民法与行政法 

4.民法与刑法 

5.民法与劳动法 

四、民法的渊源 

（一）民法的渊源的概念 

在不同的法系，民法规范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二）民法的渊源的种类 

1.制定法 

【讨论问题】宪法是否可以作为民法渊源？ 

2.非制定法 

【讨论问题】法理、习惯及判例等是否可以作为我国民法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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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法的适用范围 

（一）时间上的适用范围 

由于实在法的时间性问题，民法的效力也要受到时间的限制。 

（二）空间上的适用范围 

民法的效力会受到空间的限制，或者说是受到地域范围的限制。 

（三）对人的适用范围 

对于一国法律的效力适用于哪些范围的人，各国或者地区的立法采两大主义：属人主义和属地

主义。属人主义是指凡一国国籍的人不问其在何处，均适用国籍国法律；属地主义是指凡居住或置

身于该国领域内，即不问其国籍如何均受该国法律调整。多数国家或地区基于国际交往的实际，一

般都在坚持一个标准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变通。 

第二章  民法的基本原则 

在讲授本章时，首先要他们了解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及其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其次要让让学

生知道有那些基本原则以及它们各自的内容和价值。 

一、概念、演变及作用 

民法基本原则是指在价值观上支撑民法基本理念，在体系上贯穿民法全体，在内在逻辑上相互

支撑，以至构建起民法核心内容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些基本原则是立法者为了实现法律的目的而积

极追求的信条。 

在大陆法系民法里，作为柔化立法的刚性、补充成文法局限性的工具，基本原则是一项必不可

少的设计。在立法技术上，基本原则就成为法律体系中的必备设置，它以一些原则、抽象，甚至是

模糊的概念（如公平）作为法律的直接规定，并以其巨大的包容面和解释上的弹性，给案件的处理

以方法和依据。 

二、内容 

应领会各项基本原则的意义、内容、表现等。 

【讨论】下列原则哪些可以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私权神圣原则 

旨在突出民事权利“非依法律规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刚性特征，而且有些人身权任何

情况下不能被剥夺，如名誉、尊严、肖像等，以此隐指私权的基本人权属性。 

（二）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意愿设定、变更、消灭民事

法律关系。该原则从本质上看就是传统民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三）平等原则 

是对传统民法中“人格平等原则”的宣示。 

（四）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指从社会正义的角度，以社会公认的价值观、是非观为基础，以利益均衡作为价

值判断标准来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确定其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 

（五）诚实信用原则 

该原则民法中具有“帝王条款”的地位。 

（六）禁止滥用权利的原则 

（七）公序良俗原则 
作业 
1.什么是民法？民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 

2.民法与其它部门法的关系如何？ 

3.民法的渊源有哪些？ 

4.什么是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 

5.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意义如何？ 



755 

6.了解民法的历史沿革。 

7.民法的适用范围如何？ 

8.什么是民法的基本原则？ 

9.民法基本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和功能如何？ 

10.民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各原则有哪些主要表现？ 
学习目标： 
通过对绪论的学习，要掌握民法的概念和本质，掌握民法的渊源，理解民法的适用与解释方法，

明确民法的体系和学习方法，理解民法的调整对象、适用范围，了解民法的历史沿革，知悉新中国

的民事立法，把握民法的基本原则的概念和内涵。注意领会公法和私法的划分。 

本部分不仅要让学生掌握民法体系逻辑、特点、沿革以及体系的具体架构等，而且需要特别向

学生说明分学期教学中民法课程之间的关系。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具体的知识点，而

且要使学生能够体会民法学是从“一般到具体”的，“一般”从何而来？“具体”又如何？ 

知识单元 2：民事权利 

学习内容： 

第三章  民事法律关系 

第一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与特征 

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法所调整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 

（一）是受民法调整的法律关系 

（二）是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三）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法律关系 

（四）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理解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范围和不同种类。明确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的多样性和性质的统一

性。把握民事法律关系内容的构成。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参与民事法律关系、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人。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与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相对应，是指民事主体之间得以形成民事法律关系

内容的目标性事物。 

（三）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三、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终止 

认识民事法律事实对民事法律关系的重要意义。了解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终止的原

因，既包括事件和行为，还有赖于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存在。 

第二节  民事权利的概念及分类 

本节是本章的重点内容。要着重领会各种类型的划分标准、意义及适用。 

一、民事权利的概念 

民事权利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依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根据自己的意愿实现一定利益的

可能性。 

二、民事权利的分类 

（一）财产权与人身权 

财产权是以财产利益为内容或直接体现为财产利益的民事权利。人身权是指以权利主体的人身

利益为客体的民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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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与抗辩权 

1.支配权 

支配权是指权利主体对于作为权利客体的事物进行直接支配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 

2.请求权 

请求权是指能够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的权利。 

3.形成权 

形成权是指权利人完全凭借单方的意思表示就能使既存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动（包括发生、变更

和消灭）的权利。 

4.抗辩权 

抗辩权是指权利人用以能够对抗请求权效力的权利，是对抗请求权的一种拒绝权。 

（三）绝对权与相对权 

1.绝对权 

绝对权也称对世权，可以相对于每一个人产生效力，即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尊重此项权利。 

2.相对权 

相对权又称对人权，是指能够请求特定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四）主权利与从权利 

这是依权利是否能独立存在或依相互关联的几项民事权利的地位为标准进行的划分。 

主权利是指相互关联的几项民事权利中不依赖其他权利而独立存在的权利；从权利是指须以主

权利存在为前提的权利。二者为主导和从属的关系。 

（五）原权利与救济权 

这是依权利效力目的为标准进行的划分。救济权是因基础权利受到侵害或者有被侵害的危险时

产生的援助基础权利的权利。基础权利即属于原权。 

（六）既得权与期待权 

这是依是否已经完全具备权利的成立要件为标准进行的划分。 

既得权是指已经具备权利取得的全部要件，从而被当事人实际享有的权利。期待权是指仅具备

权利取得的部分要件，须等到其余要件具备时才能实际发生的权利。 

三、民事权利的行使与保护 

（一）民事权利的行使 

民事权利的行使，是指权利的享有者为实现自己的权利而依照权利的内容和范围实施的一定行

为。 

（二）民事权利的保护 

1.公力救济 

公力救济是指当义务主体不履行义务或者侵犯他人权利时，权利主体依法请求国家机关强制义

务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程序。 

2.私力救济 

自力救济是指权利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强制他人，从而捍卫受到侵犯的权利的保护程序。 

（1）自卫行为 

自卫行为是指当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或存在受到侵害的现实危险时，权利人为防止损害的发生或

扩大而采取必要的措施。 

（2）自助行为 

自助行为是指民事主体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来不及请求公力救济时采取的对他人的人身自

由予以拘束或对他人的财产予以扣押或毁损的行为。 

四、民事权利的得丧变更 

（一）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与分类 

民事法律事实的种类多种多样，理论上根据其是否与民事主体的意志有关而将其分为自然事实

和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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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事实 

自然事实是指与民事主体的意志无关的、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客观现象，包括状态和

事件。 

2.人的行为 

人的行为是指通过人的作为或不作为而造成的事实状态，是与人的意志有关的客观现象。 

（二）民事法律事实的构成 

民事法律事实构成，是指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几个客观现象的总和。 

第三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要求结合各类民事法律关系的特点，加深对民事权利客体的认识和理解。 

二、本章主要内容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物、行为、人格利益和智力成果在不同民事法律关系中对民事主体实现

民事权利的作用与影响，了解物、行为、人格利益和智力成果的基本类型。 

（一）物 

作为民事权利客体的物是指除人身以外的独立存在并能为民事主体所支配的有体物。 

（二）行为 

给付的性质是以交付标的物为内容的行为。 

（三）人格利益 

人格利益是形成人格权的客体。 

（四）智力成果 

智力成果的性质是民事主体在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领域创造出的劳动成果。 

第四章  时效 

第一节  时效概述 

应着重理解时效的概念、理解时效的分类和基本法律特征。 

一、时效的概念 

从法律事实的角度看，时效是指能够引起相应法律后果的事实状态的存续期间。从法律制度的

层面看，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经过一定的期间即发生一定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 

二、时效的类型 

（一）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不行使权利持续达到一定时间，即消灭其请求法院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

法律制度。 

（二）取得时效 

取得时效是指无权利人以行使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利的意思公然、和平地继续占有他人的动产

或不动产，持续达到一定时间，即可取得对该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法律制度。 

三、时效的制度价值 

第二节  取得时效 

应理解取得时效的概念、了解取得时效的法律特征和适用范围。 

第三节  诉讼时效 

明确诉讼时效的概念和特征。了解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掌握法律对普通诉讼时效、特殊诉讼

时效和最长诉讼时效的基本规定。把握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和诉讼时效期间中止、中断、延长的法

律规则。理解除斥期间的性质是法律规定的某种民事权利存在的不变期间，权利人在此期间内不行

使相应的民事权利将导致该项民事权利削灭。了解除斥期间的法律特征和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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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诉讼时效的意义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不行使权利持续达到一定时间，即消灭其请求法院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

法律制度。 

二、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 

（一）法律后果不同 

（二）法院是否可主要进行援用不同 

（三）计算方式不同 

（四）起算点不同 

（五）制度价值不同 

（六）权利客体不同 

（七）强制性程度不同 

三、诉讼时效的类型 

（一）普通诉讼时效 

普通诉讼时效是指由民事基本法统一规定，普遍适用于法律没有作特殊规定时效规定的各种民

事法律关系的诉讼时效。 

（二）特殊诉讼时效 

特殊诉讼时效是指法律规定仅适用于某些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诉讼时效。 

（三）最长容忍时效 

最长容忍时效是指法律规定最长诉讼时效。 

四、诉讼时效的计算 

（一）诉讼时效的起算 

1．一般标准 

2．特别标准 

（二）诉讼时效的中止 

在诉讼时效的最后 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诉讼

时效期间中止后，暂时停止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以前经过的诉讼时效期间继续有效，等到妨碍当事

人行使请求权的法定原因消除后，再继续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三）诉讼时效的中断 

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

期间重新计算。 

（四）诉讼时效的延长 

诉讼时效的延长是指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同意在法定的诉讼时效

期间外，另外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五、诉讼时效完成的效力 

第四节    期间和期日 

认识期间和期日在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终止方面的作用。掌握法律关于期间和期日的不

同计算方法的基本规则。 
作业 
1.什么是民事法律关系？其构成要素有哪些？ 

2.什么是民事权利？可以作何分类？ 

3.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关系如何？ 

4.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有哪些？ 

5．什么诉讼时效？其制度价值如何？ 

6．了解诉讼时效的客体及适用范围。 

7．简述诉讼时效和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 

8．诉讼时效的中止和诉讼时效的中断的区别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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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的关系如何 
学习目标： 
1．要求结合民法的调整对象和民事法律关系的特点，深刻理解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理论。 

2．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认识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特征和本质，明确民事法律关系的三要

素，掌握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终止的原因，掌握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分类及构成。要理解

民事权利的概念及分类、民事权利的保护方法。要了解民事义务的概念。了解民事权利的客体。 

3．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结合民事权利的保护方法，加深对时效制度特殊作用的理解，通

晓时效制度的基本法律规则。 

4．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和理解时效制度的概念、本质和法律特征，明确取得时效的效力

和适用范围，掌握诉讼时效的特征、适用和基本分类，了解诉讼时效的起算以及中止、中断和延长

的规定，把握除斥期间以及期间和期日的法律规定，理解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 

知识单元 3：民事主体 

学习内容： 

第五章  自然人 

第一节  自然人的概念 

应区别公民与自然人；明确自然人在民法上的地位。要求着重掌握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的基本理论，深刻理解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与个人合伙的民事责任承担。 

一、自然人的概念 

公民是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按照该国法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自然人。自然人做

为法律上的概念，与法人的概念相对称。 

在承认公法和私法划分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中，自然人属于私法范畴，而公民被认为是属于公

法范畴。 

二、自然人的住所 

明确自然人的住所在民法上有重要意义。住所与住址、籍贯、居所等概念不同。 

第二节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应认识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掌握法律关于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和

终止的基本法律规定。掌握宣告死亡制度。 

一、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与特征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指自然人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自然人的民事权

利能力与自然人的具体民事权利不同。 

（一）民事权利能力具有平等性 

这里平等内涵是指机会平等，即自然人有同样的参与民事活动的机会。 

（二）自然人只能在法律赋予其能够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范围内进行民事活动，否

则不能获得其预期的法律后果 

（三）民事权利能力作为一种法律资格，原则上既不能转让和放弃，也不能被剥夺 

二、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与终止 

（一）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规定为始于出生。 

（二）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因死亡而终止。死亡因其方式不同可分为自然死亡、宣告死亡和确认死亡。 

三、宣告死亡 

理解宣告死亡与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关系。掌握法律关于宣告死亡的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的

基本规定。明确宣告死亡所引起的直接法律后果。掌握撤销死亡宣告的各项法律要求。 

（一）宣告死亡的条件 

宣告死亡又称推定死亡，是指自然人失踪达一定期间后，由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宣告该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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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亡，以便结束以其生前住所地为中心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制度。 

1.自然人须处于持续下落不明状态并达到一定期间 

2.必须由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申请 

3.法院发出公告 

4.法院作出宣告 

（二）宣告死亡的法律后果 

被宣告死亡的自然人，在其原来的住所地、居所地等活动范围内于民事领域与自然死亡产生同

样的法律后果。 

（三）死亡宣告的撤销 

被宣告死亡的自然人重新出现，就证明了宣告死亡这种推定是不能成立的，因此应撤销死亡宣

告。由于自然人被宣告死亡后，在被宣告死亡人的人身及财产关系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

撤销死亡宣告后的问题需要妥善处理。 

四、确认死亡 

确认死亡方式存在于我国实践中，发生和自然死亡相同的法律后果。 

第三节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了解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明确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的不同类型及其内容。掌

握关于公民民事行为能力变动的法律宣告规则。掌握宣告失踪制度。 

一、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与特征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

能力。 

二、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类型 

（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律赋予达到一定年龄和精神状态正常的自然人以自己的独立行为进

行民事活动，从而取得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和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 

（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律赋予达到一定年龄但尚未成年或虽已成年但精神有疾病，不能完全

辨认自己的行为及后果的自然人从事与自己的年龄、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的资格。 

（三）无民事行为能力 

无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律没有赋予自然人以自己的行为来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

格。 

三、宣告失踪 

理解宣告失踪与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关系。掌握法律关于宣告失踪的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的

基本规定。明确宣告失踪所引起的直接法律后果。掌握撤销失踪宣告的各项法律要求。比较宣告失

踪与宣告死亡。 

（一）宣告失踪的条件 

宣告失踪，是指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依法宣告下落不明满一定期限的自然人为失踪人，

以确定其财产关系的一种制度。 

1.必须处于持续下落不明的状态 

2.下落不明必须达到一定期限 

3.须由该自然人的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 

4.须经法院依法宣告 

（二）宣告失踪的法律后果 

自然人被宣告失踪后，直接发生失踪人的财产被代管及民事权利义务被代为履行的法律后果。 

（三）失踪宣告的撤销 

宣告失踪是对自然人失踪事实的确认，一旦被宣告失踪的自然人重新出现或者有人知道了其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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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下落，则说明法院对失踪事实的推定已经被新的事实推翻。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上继续认定其失

踪就丧失了事实根据。所以，法院应当根据利害关系人或者被宣告失踪人的申请撤销对他的失踪宣

告。 

第四节  监护 

理解监护的概念和特殊的社会功能。明确设定监护人的法律规定和监护人的法定职责。掌握监

护关系终止的法律要求。 

一、监护的概念 

监护是指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的

法律制度。承担监护职责的人称为监护人，被监护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称为

被监护人。 

二、监护的设立 

（一）法定监护 

法定监护是指法律直接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不问其是否愿

意，都应依法律规定履行监护职责。 

（二）指定监护 

指定监护是指在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情形下，法院或有关单位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指定监护人的制度。 

（三）委任监护 

三、监护人 

（一）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二）精神病人的监护人 

四、监护人的职责 

监护人的职责包括监护人依法承担的监护义务以及因不履行义务而承担的责任。 

第五节  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 

应明确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掌握法律关于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

经营户的民事责任承担的基本规则。 

第六节  个人合伙 

应理解个人合伙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明确关于个人合伙的成立、入伙和退伙的法律规定。掌握

法律对个人合伙的内部财产关系、个人合伙的经营以及个人合伙的对外财产关系的基本规定。 

一、个人合伙的概念与特征 

个人合伙是指以两个以上自然人之间的协议为基础，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营利，共担风

险而组成的合伙。 

二、入伙与退伙 

入伙与退伙是合伙组织在经营过程中常出现的合伙人变更的情况。入伙是指在合伙组织成立

后，非合伙人申请加入合伙并被合伙人接纳的行为。退伙是指已经取得合伙人身份的人退出合伙关

系，从而丧失合伙人资格的行为。 

三、个人合伙的债务承担 

个人合伙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第六章  人身权 

鉴于《侵权行为法》课程会讲授侵害人身权的类型及赔偿，所以本章中只需掌握人格权和身份

权的法律特征和类型。 

第一节   身权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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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着重领会了解人身权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掌握人身权的基本类型。 

一、人身权的概念与特征 

人身权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与其人身有着密切联系的没有直接财产内容的法定民事权利。 

二、人身权的分类 

（一）人格权 

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为维护自身独立人格所必备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权利。 

（二）身份权 

第二节  人格权的种类 

应全面掌握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和人身自由

权的基本内容；把握对人格权进行法律保护的基本规则。 

一、生命健康权 

生命权是指自然人维持生命和维护生命安全利益的权利。健康权是指自然人保持身体机能正常

和维护健康利益的权利。 

二、身体权 

身体权是指自然人保持其身体组织完整并支配其肢体、器官和其他身体组织的权利。 

三、姓名权（名称权） 

姓名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决定、变更和使用其姓名的权利。 

三、肖像权 

肖像权是指自然人对自己的肖像享有再现、使用并排斥他人侵害的权利。 

四、名誉权 

名誉权是指民事主体就自己获得的社会评价受有利益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 

五、隐私权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生活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受他人侵扰、知悉、

使用和公开的权利。 

六、自由权 

自由权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的维护其行动和思想自主，并不受他人或者其他组织非法剥夺、限制

的权利。 

第三节  身份权的种类 

了解亲属权、配偶权、荣誉权的法律特征，掌握法律对身份权的基本内容的规定，把握对身份

权给予法律保护的基本方法。 

第七章  法人 

第一节  法人的概念 

应着重领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

的社会组织。明确法人的法律特征和法人的基本分类。 

一、法人的概念、特征及本质 

（一）法人的起源及发展 

（二）法人的概念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社会组

织。 

（三）法人的本质 

要讲解关于法人本质的各种学说。 

二、法人的分类 

（一）我国现行立法对法人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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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理上对法人的分类 

1．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 

这是根据法人成立的基础为标准对法人所作的划分。 

社团法人是以人的集合为成立基础，由两个以上的成员组成，根据法律取得独立的人格。 

财团法人是以捐赠财产为成立基础，是为一定的目的而存在的财产集合体。 

2．公法人与私法人 

这是以法人设立的法律依据为标准对法人所作的划分。 

正如公法和私法的区分标准一样，关于公法人和私法人的区分标准也存在各种学说。 

3．公益法人与营利法人 

这是根据法人活动的目的为标准对法人所作的划分。 

营利法人设立的宗旨是为了从事商业活动、取得利润且将利润在成员中进行分配。 

公益法人也称非营利法人，是指为公益、慈善、教育等目的而组建的法人，任何情况下都不得

将利益在成员中进行分配。 

三、法人的成立条件 

应了解不同类型法人的不同设立程序。 

（一）法人的设立 

（二）法人成立的实体条件 

（三）法人成立的程序条件 

四、法人的机关与住所 

法人的机关也称法人的组织机构，是对内管理法人事务、对外代表法人进行活动的机构。 

法人的住所在法律上具有重要意义，如决定债务履行地、决定登记管辖、决定诉讼管辖，决定

法律文书送达的处所，决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准据法等。 

第二节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应对比法人与自然人在民事权利能力方面的差异，把握法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法律特征。 

一、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法人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 

二、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内容 

对于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内容，我国民法学界在阐述中多将之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相比较。 

第三节  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应对比法人与公民在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差异，把握法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特点。应明确法人民

事行为能力方面所受的限制。 

一、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 

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

务的资格。 

二、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内容 

与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相比，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具有独特特点。 

第四节  法人的变更和终止 

应把握法律关于法人成立、变更和终止的基本法律规定。掌握法人在民事活动中应当承担的独

立民事责任。 

一、法人的变更 

法人的变更是指法人在其存续期间和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组织机构、活动宗旨以及业务范围等

方面的变化。 

（一）组织机构的变更 



764 

（二）其他重大事项的变更 

二、法人的终止 

法人的终止是指法人资格的消灭，即法人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丧失，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不复存在。 

（一）依法被撤销 

（二）法人自行解散 

（三）依法被宣告破产 

（四）其他原因 

三、法人的民事责任 

（一）含义 

（二）法人格否认 
作业 
1.什么是自然人？与公民的区别如何？ 

2.试比较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 

3.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的关系如何？ 

4.什么是宣告死亡？其法定构成要件是什么？撤销死亡宣告的后果如何？ 

5.比较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的区别。 

6.什么是监护？其制度价值如何？ 

7.简述合伙组织成立的条件。 

8.个人合伙的责任承担方式如何？ 

9.什么是人身权？ 

10.人格权和身份权的法律特征有哪些？ 

11．什么是法人？法律特征如何？ 

12．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有哪些特点？与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关系如何？ 

13．比较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和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14．比较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 

15．企业法人的成立条件有哪些？ 

16．法人终止的程序如何？ 
学习目标： 
1.讲授民事主体部分时，要向学生交代人法的来历、人法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人”在民法

中的位置等。 

2.讲授民事主体部分时，要向学生讲解人格的概念，区分权利主体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生命体意

义上的人的区别，以及作为主体资格意义上的人格与天赋人权意义上的人格，进而明确自然人人格

与法人人格的区别。 

3.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自然人的民事法律地位，了解自然人的概念与住所。掌握自然人民

事权利能力的概念与特征、开始与终止。掌握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特征及类型。了解宣告

失踪的条件与法律后果，掌握宣告死亡的条件与法律后果。掌握监护的概念与设立、监护人及其职

责。了解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法律特征及其财产责任的承担规则。掌握个人合伙的概念、

特征、入伙与退伙以及个人合伙的债务承担。 

4.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和理解人身权的性质和法律特征，掌握人格权的主要类型和不同人

格权的基本内容。 

5.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法人的民事法律地位，掌握法人的概念、特征及成立条件了解身

份权的法律要求，结合社会生活实际加深对法人的民事法律地位的认识，把握法律关于法人的成立、

变更和终止的基本规则。理解我国现行立法和学理对法人的分类。明确法人与自然人在民事权利能

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差别，理解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掌握法人成立、变更和终止的基本法律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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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4：法律行为 

学习内容： 

第八章  法律行为 

第一节  法律行为概述 

应领会法律行为的概念、认识法律行为的法律特征、理解法律行为的类型。 

一、法律行为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法律行为是指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并因意思表示而发生私法效果的行为。 

（一）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以达到一定民事法律效果为目的的行为 

（二）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 

（三）法律行为是具有不同价值判断的行为 

二、法律行为的形式 

法律行为的形式，实际上是指作为法律行为核心要素的意思表示的形式。 

三、法律行为的分类 

关键在于掌握不同类型的意义，如成立、生效、效果等方面的不同。 

（一）单方行为、双方行为和多方行为 

这是依法律行为是以当事人一方还是多方的意思表示构成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区分的意义主要

在于认识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构成特点。 

1．单方行为 

2．双方行为 

3．多方行为 

（二）要式行为和不要式行为 

这是依法律行为的成立是否应依法律规定具备一定的方式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区分的意义主要

在于认识要式法律行为的要求及作用。 

1．要式行为 

2．不要式行为 

（三）有偿行为和无偿行为 

这是依当事人之间是否进行对等给付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区分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债法中：法律

对于无偿法律行为的义务人负有的谨慎义务要求较低。 

1．有偿行为 

2．无偿行为 

（四）诺成行为和实践行为 

这是依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不同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区分的意义主要在于认识践成法律行为成

立的复杂性。 

1．诺成行为 

2．实践行为 

（五）主行为和从行为 

这是依法律行为之间的相互依从关系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区分的意义主要在于：除非法律另有

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从法律行为随着主法律行为的成立和无效而成立或无效。 

1．主行为 

2．从行为 

（六）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 

1．负担行为 

2．处分行为 

（七）有因行为和无因行为 

1．有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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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因行为 

第二节  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 

掌握法律行为的有效实质条件是行为人合格、意思表示真实、行为内容合法。把握法律行为的

形式条件对要式行为与不要式行为的不同的法律要求。了解法律对附条件的法律行为所附条件的未

来性、或然性、意定性、合法性和特定目的性的要求。把握延续条件、解除条件、肯定条件和否定

条件的具体内容，明确法律对附期限的法律行为所附期限的未来性、意定性和特定目的性的要求。

了解始期和终期、确定期限和不确定期限的基本内容。 

一、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 

（一）一般成立要件 

1．行为主体 

法律行为的成立须具备行为主体。 

2．行为标的 

法律行为必须具备行为标的。 

3．意思表示 

（1）意思表示的构成 

（2）意思表示的解释 

（二）特殊成立要件 

二、法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 

（一）主体合格 

（二）内容合法、妥当、确定、可能 

（三）意思表示无瑕疵 

三、法律行为的特别生效要件 

（一）附条件法律行为 

1．附条件法律行为的概念 

当事人以将来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事实作为法律行为生效与否的附款，该附款就叫条件。 

2．所附条件的特征 

3．所附条件的类型 

（二）附期限法律行为 

1．附期限法律行为的概念 

附期限法律行为是指当事人约定将某一特定期限的到来作为决定该法律行为效力的附款。 

2．所附期限的特征 

3．所附期限的类型 

（三）其他特别生效要件 

第四节  无效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行为 

掌握无效法律行为其本质是因欠缺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而不产生法律效力的行为。理解无效法

律行为的特点和无效法律行为的发生情形。了解可变更、可撤销行为其本质是欠缺法律行为的某些

要件而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依法变更或撤销的行为。理解可变更、可撤销行为发生情形。把握无效

法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 

一、无效法律行为 

（一）无效法律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无效法律行为是指已经成立，但缺少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致使行为人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

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从成立时起就不能产生预期法律后果的法律行为。 

（二）无效法律行为的情形 

1、行为人不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所实施的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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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法律行为 

3、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行为 

二、可撤销法律行为 

（一）可撤销法律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又称“相对无效的法律行为”，是指由于意思表示有瑕疵，依照法律的规定，可由当事人请求

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撤销的法律行为。这种法律行为从表面上看具备了法律行为的有效要

件，但由于意思表示有瑕疵，所以赋予一方当事人撤销权，可以自主决定是否使该法律行为的效力

归于无效。 

（二）可撤销法律行为的情形 

1．基于重大误解所实施的法律行为 

2．法律行为发生时显失公平 

3．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未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 

4．乘人之危订立的合同 

三、法律行为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后果 

第五节  效力未定法律行为 

应掌握效力未定法律行为的本质、理解效力未定法律行为的特点和发生情形。 

（一）效力未定法律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是指法律行为虽已成立，但是否生效尚不确定，有待享有形成权的第三人

作出追认或拒绝的意思表示来使之有效或无效的法律行为。 

（二）效力未定行为的情形 

1．当事人行为能力有欠缺的法律行为 

2．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处分他人财产的法律行为 

3．无权代理人以他人名义从事的法律行为 

第九章  代理 

第一节  代理概述 

应理解代理的概念、认识代理行为的法律特征、了解代理的类型。 

一、代理的概念与特征 

代理是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在代理权限内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其法律后果直接由被代

理人承受的民事法律制度。 

（一）须在代理权限内进行 

（二）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 

（三）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为法律行为 

（四）在代理权限内的代理行为后果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 

二、代理的类型 

（一）委托代理、法定代理与指定代理 

1．委托代理 

2．法定代理 

3．指定代理 

（二）显名代理与隐名代理 

1．显名代理 

2．隐名代理 

（三）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 

1．直接代理 

2．间接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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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单独代理和共同代理 

1．单独代理 

2．共同代理 

三、代理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第二节  代理权的行使 

应理解代理权的本质和作用、掌握法定代理权的基本法律要求、明确行使代理权的法律规则、

了解滥用代理权的法律后果。 

一、代理权的行使 

代理权的行使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依被代理人的名义独立、依法有效地实施法律行

为，以达到被代理人所希望的或者客观上符合被代理人利益的法律效果。 

（一）代理人的义务 

（二）代理权行使的限制 

二、复代理 

（一）复代理的概念 

复代理与本代理相对而言。 

本代理是基于委托人的直接授权或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的代理，又称原代理。复代理又称再

代理、转代理或转委托，是指委托代理人为完成代理行为，将代理事项一部分或全部转托给他人代

理的法律行为。 

（二）复代理的特征 

1．复代理是以原代理关系的存在为前提，且原代理人不因复代理人的产生而消灭 

2．复代理人是被代理人的代理人，而不是原代理人的代理人 

3．除非被代理人有明确授权，原代理人只能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选任复代

理人，同时，原代理人对复代理人有监督及解除委托权。 

4．复代理权不得超过原代理权的范围。 

第三节  无权代理 

应明确无权代理是在没有代理权的情况下以他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行为、了解无权代理发生原

因、掌握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掌握表见代理制度。 

一、狭义无权代理 

（一）无权代理的概念 

无权代理是指代理行为具备代理的形式要件，但缺乏代理权又不足以使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

的一种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 

（二）狭义无权代理的情形 

1．行为人自始就没有代理权 

2．行为人超越代理权 

3．狭义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 

（三）无权代理中的追认权、催告权和撤销权 

（四）无权代理法律后果 

二、表见代理 

（一）表见代理的概念 

表现代理是指行为人虽无代理权，但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理由相信其具有代理权而与其为法律

行为，该法律行为的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 

（二）表见代理的成立要件 

1．须代理人不具有代理权而以本人的名义为代理行为 

2．客观上存在使第三人相信表现代理人有代理权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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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对人（第三人）善意、无过失 

4．除不具备代理权要件外，需具备代理法律行为的其他有效要件 

（三）表见代理的参见类型 

1．授权表示型表现代理 

2．权限逾越型表现代理 

3．权限延续型表现代理 

（四）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 

1．第三人有权以表现代理要求被代理人承受行为的后果 

2．第三人也可以主张狭义无权代理 

第四节  代理关系的消灭 

应把握委托代理终止的原因、明确法定代理和法定代理终止的法律规则、理解代理关系消灭的

法律后果。 

一、委托代理关系消灭的原因 

二、法定代理、指定代理关系终止的原因 

三、代理关系消灭的法律后果 
作业 
1．什么是法律行为？其法律特征如何？可以作何分类？ 

2．试述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 

3．简述附条件法律行为所附条件的特点。 

4．比较可撤销行为、无效行为和效力未定行为。 

5．比较诺成性法律行为与实践性法律行为。 

6．什么是代理？代理的制度价值如何？ 

7．委托合同与委托授权的关系如何？ 

8．比较无权代理与表现代理。 

9．引起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消灭的原因有哪些？ 

10．什么是复代理？其法律效力如何？ 

11．无权代理与滥用代理权的关系如何？ 
学习目标： 
1.要求结合社会生活实际和法律调整的特点，加深理解法律行为的基本理论。 

2.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和理解法律行为概念、特征和本质，明确法律行为的的形式和成立、

生效条件，掌握法律行为的分类。了解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法律行为，掌握无效行为和可变更、可撤

销行为的概念、特征和法律后果。 

3.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结合社会生活实际，加深认识代理制度的作用，通晓调整代理关系

的法律规范。 

4.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和理解代理的概念、本质和法律特征，掌握代理的类型。掌握法

律上对代理权的设定和代理权行使的法律限制。理解复代理的概念与特征。明确狭义无权代理的概

念、发生原因及其法律后果，掌握表见代理的概念、成立要件及法律后果。把握代理关系消灭的法

律规则。 

知识单元 5：绪论及物权的客体 

学习内容： 

第一章  绪论 

一、物权法的意义与性质 

（一）物权法的意义 

物权，指的是人对物的权利，即将特定之物归属于某特定主体，由其直接支配，并享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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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物权法，即指以物权关系为规范对象的法律。 

物权法，有形式意义上的物权法与实质意义上的物权法之分。在我国，形式意义上的物权法，

指于 2007年 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实质意义上的物权法，除《物权法》外，还包

括以物权关系为规范对象的其他法律渊源。 

（二）物权法的性质 

1. 物权法的私法属性 

物权法属于民法的一个部分，故其性质应与民法的一般属性相同，也就是说，物权法应属于私

法。作为私法规范，物权法总体上体现了意思自治的精神。物权人在其权利范围内可以根据其自由

意志行使对物的支配权，他人包括公权力都不得进行不当干预。尽管如此，与民法的其他部分尤其

是债权规范相比，物权法规范具有较多的强行性规范的色彩。 

2. 物权法是财产法 

物权具有明显的财产权的属性，其权利内容表现为对物的支配，而各种形式的对物支配都具有

一定的经济价值。物权法的基本功能在于定分止争，其首要的使命在于明确物在法律上的归属以及

不同物权人各自在物上所享有的权利，因此，与作为调整动态财产流转关系的债权法不同，物权法

主要调整的是静态的财产关系。 

二、物权法的体系及其法律渊源 

（一）《物权法》的制定及其体系 

1. 《物权法》的制定 

2. 《物权法》的立法特点 

3. 《物权法》的体系 

（二）物权法的法律渊源 

1. 《宪法》 

2．《民法通则》 

3．《土地管理法》 

4．《农村土地承包法》 

5．《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6．有关不动产登记方面的法律规范 

 三、我国物权法的基本理念 

（一）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的一体保护 

【讨论问题】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权应平等保护，还是做差别对待？ 

（二）从归属到利用 

（三）自由与效率 

（四）所有权的社会义务与所有权保护的强化 

第二章  物权的客体——物 

物权的客体原则上是物，因此，探讨物权，首先须了解法律上的物。本章讨论“物”的概念、

特征、物的构成和分类等问题。 

一、物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一）物权的客体 

物权的客体为“物”。特殊情况下，物权也以一项权利为客体，如权利质权。 

物权的客体原则上为“物”，而且须为特定之物。也就是说，物权的客体须为特定的一物，学

理上将此称为“物权客体特定原则”，并将其作为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 物的概念 

物，指除人的身体外，能够为人力所支配，并能满足人类社会生活需要的有体物和自然力 

（三）物的法律特征 

1. 有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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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物”分为“有体物”和“无体物”，这是古代罗马法的传统。随着“物权”概念的提出，

有必要在逻辑层面上清晰地区分作为物权客体的物与其他“无体物”（权利）。 

2. 可支配性 

3. 可利用性 

4．伦理性 

【讨论问题】 

动物是否物权法意义上的“物”？人的器官、遗体、冷冻胚胎又如何？ 

二、物的构成及分类 

【讨论问题】 

物权成立于特定物之上，然而究竟何为“一物”？一辆汽车由众多零部件组合而成，那么，究

竟是在整辆汽车上有一个所有权，还是在每一个零部件上都分别有一个所有权？ 

【讨论问题】 

甲在建房时，窃取了邻居乙的一根木料作为房屋的栋梁，房屋建成后，乙发现木料失窃的事实，

则其是否有权要求甲返还？如系甲窃取乙的轮胎后安装于自己的汽车上，则后者能否要求前者返

还？ 

（一）物的成分 

物的成分，是指物的构成部分。根据物与其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可将物的成分区分为重要成

分与非重要成分。 

1.重要成分 

物的重要成分，是指非经毁损不能分离，或分离将耗费过高成本之物的构成成分。物的重要成

分不得单独成为物权的客体，确立这一规则是为了维护物的经济价值，避免因强行对物加以分割而

带来的损害。 

2.非重要成分 

物的非重要成分，是指可由物中分离出来而独立存在的部分。物的构成成分中，凡不属于重要

成分者，即为非重要成分。物的非重要成分在分离后可以单独地成为物权的客体。 

（二）主物与从物 

在主物与从物的关系中，主物，指的是起主导地位并可独立发挥功能的物；从物，则指不构成

主物的成分，但经常性地辅助主物发挥效用的物。 

确立某物系另一物的从物，其所具有的实际法律意义在于为以下规则的适用奠定基础：主物之

处分，及于从物。 

（三）孳息 

孳息，是指由物所产生的收益，可分为天然孳息与法定孳息。 

1.天然孳息 

天然孳息，是指依物的自然属性或使用方法而产生的收获物、出产物。 

2. 法定孳息 

法定孳息，是指原物依一定的法律关系而产生的收益。 

（四）单一物、合成物与集合物 

1.单一物     

单一物，是指形态上自成一体且其构成部分已失去其个性的物。 

2. 合成物 

合成物，是指由数个单一物结合成一体的物。 

3. 集合物 

集合物，也称聚合物，是指多个单一物或合成物为共同的目的集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聚合体。集

合物可进一步分为事实上的集合物和法律上的集合物。 

（五）不动产与动产 

以物是否能够移动并且是否因移动而损害其价值为标准，可以将物分为不动产和动产。在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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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能移动或者移动通常会严重损害其价值的物，为不动产。不动产以外的有体物，均为动产，它

们在性质上具有可移动性。 

作业 

1.如何认识物权法的性质？与债法相比，物权法具有什么特点？ 

2.物权法的法律渊源有哪些？  

3．如何区分物的成分与从物？ 

4．何为集合物？ 

5．天然孳息应归属于谁？ 

6．区分动产与不动产在物权法上具有什么意义？ 

学习目标： 

通过对本部分的学习，学生应了解物权法的体系及其反映的理念，理解物权法的私法属性，同

时又能认识到其具有较多强行规范的特点。 

通过对物权客体即物的学习，学生应首先掌握物的“有体性”特征，并从具有物权法基本原则

地位的“物权客体特定原则”出发，掌握物的“重要成分”与“一般成分”，并理解其所具有的法

律意义。关于物的分类，学生应着重把握动产与不动产、主物与从物、原物与孳息等基本类型，并

理解分类的法律意义。 

知识单元 6：物权通论 

学习内容： 

第三章  物权通论 

第一节  物权的概念与特性 

一、物权的概念 

“物权”是大陆法系民法中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具有鲜明的大陆法系特征，在英美法中不存

在相对应的概念。可以将物权定义为：物权是直接支配特定物，而享受其利益的权利。 

二、物权的特性 

（一）支配性 

物权是支配权。物权的支配性表现在：物权人可以自主地对物加以支配，无须向他人作出请求

或事先征得他人同意，物权人即可以实现其对物之利益。 

（二）绝对性 

物权是绝对权。物权是对物的支配权，物权人通过对物的支配而与不特定的民事主体发生关联，

因此，可以说，物权首先表现为人对物的关系，而非物权人与某特定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物权的类型 

一、物权法定主义 

（一）意义与内容 

物权法定主义，是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是指物权的类型和内容应以法律规定为限，不允

许当事人任意创设。 

该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项： 

1．物权类型法定。 

2．物权内容法定。 

（二）物权法定的理由 

物权法定主义是由物权的绝对性所决定的。物权法定主义便于物权的公示，从而有助于确保交

易的安全与迅捷。物权法定主义有助于构建合理的物权体系，从而提高物的利用效率。在特定历史

背景之下，物权法定主义有反封建的作用。 

（三）违反物权法定主义的效果 

对于当事人违反物权法定主义的创设行为，法律设有特别的效果规定时，从其规定。当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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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设定行为部分违反内容强制的规定，但如果除去该部分，其他部分仍可成立的，则仅违反禁止

规定的部分无效，法律行为仍发生物权设定的效果。对于违反物权法的物权设定行为，法律无特别

规定时，则此法律行为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不能发生预期的物权设定效果。物权设定行

为虽因违反物权法定主义而无效，但如果当事人的行为具备其他法律行为的要件，则该行为仍可发

生该其他法律行为的效力。 

（四）对物权法定主义的检讨 

物权法毕竟是私法，私法给当事人留下的广大的意思自治空间本来应该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而

物权法定主义恰恰严重制约了当事人的自治。为避免物权法定主义过于僵化而限制社会的发展，学

者们提出了物权法定无视说、习惯法包含说、习惯法物权有限承认说、物权法定缓和说等。 

二、物权的分类 

（一）完全物权与定限物权 

完全物权即所有权，它是对物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为全面支配的物权。定限物权是指在特定

范围内对其标的物加以支配的物权，所有权以外的物权均为定限物权。 

（二）动产物权、不动产物权与权利物权 

以动产为标的物的物权为动产物权，如动产所有权、动产质权、留置权等。以不动产为标的物

的物权为不动产物权，如不动产所有权、地上权、地役权、不动产抵押权等。物权原则上以有体物

为其标的物，但物权法也承认某些权利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以权利为标的物的物权即为权利物权，

如权利质权与权利抵押权。 

（三）主物权与从物权 

以物权是否具有独立性为标准，可以将物权区分为主物权与从物权。可以独立存在，而无须从

属于其他权利者，为主物权。不具有独立性，而须从属于其他权利而存在者，为从物权 

（四）意定物权与法定物权 

意定物权是指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而发生的物权，凡由当事人依法律行为而设定的物权都属于意

定物权。法定物权是指不问当事人之意思，直接由法律规定其发生的物权，如留置权、法定抵押权

等。 

（五）登记物权与非登记物权 

物权变动须经登记的，为登记物权；反之，则为非登记物权。 

（六）有期限物权与无期限物权 

有存续期间之限制的物权，为有期限物权，如典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其存续期间无

限制，且能永久存续的物权，称为无期限物权，如所有权、永佃权。 

（七）本权与占有 

占有本身并非物权，而对占有的事实而言，其所依托之权利即构成本权，如所有权、用益物权、

质权等，租赁权等债权也可以构成占有的本权。 

第三节  物权的效力 

一、排他效力 

物权的排他效力，是指在同一标的物上不能同时成立两个或两个以上内容互不相容的物权。物

权的排他效力表现在：在同一标的物上，不能同时成立两个以上的所有权；定限物权是在特定范围

内对他人之物进行支配的物权，由于不同的权利类型有不同的支配范围，因此，只要物权内容并非

不相容，一物之上可以存在数个不同的定限物权。 

【讨论问题】 

甲企业向乙银行贷款 100万元，以其价值 200万元的厂房 A为乙设立抵押权，并办理了抵押登

记；后甲又向丙银行贷款 80万元，问：甲还能否以厂房 A为丙设立抵押权？ 

二、优先效力 

（一）物权相互之间的优先效力 

总体而言，物权相互间的优先效力遵循“时间在先，效力优先”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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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权对债权的优先效力 

当物权和债权可能发生权利冲突时，无论成立之先后顺序如何，物权原则上具有优先于债权的

效力。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效力也有个别例外。出于某种立法政策上的考虑，法律赋予某些债权以特

殊的效力，使其在某些方面甚至优先于物权。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买卖不破租赁”规则。 

三、追及效力 

物权的追及效力，是指物权一经成立，其标的物无论辗转于何人之手，物权人均可以追及物的

所在，而直接支配其物的效力。 

四、物上请求权效力 

（一）物上请求权的概念 

物上请求权，是指物权人于其物被侵害或有被侵害之危险时，可以请求回复物权圆满状态或防

止侵害的权利。 

（二）物上请求权的内容 

物上请求权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占有返还请求权。 

排除妨害请求权。 

妨害预防请求权。 

第四节  物权变动 

一、物权变动的意义 

物权的变动，是指物权的发生、变更与消灭。 

（一）物权的发生 

物权的发生，是指物权与特定主体的结合。物权的发生，自特定的物权人方面观察，为物权的

取得。物权的取得，可分为原始取得与继受取得。 

（二）物权的变更 

一般所谓物权变更系指狭义上的物权变更，即物权的客体变更和内容变更。 

（三）物权的消灭 

物权的消灭，是指物权与主体的分离，就物权人方面而言，为物权的丧失。物权的丧失可分为

绝对丧失与相对丧失。 

二、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 

物权法律关系的变动也系由一定的法律事实引起，其中包括法律行为与法律行为以外的事实。 

（一）法律行为 

在因法律行为而发生的物权变动中，当事人有意识地追求特定物权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法律效

果，并将此效果意思表示出来，法律即依其意思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 

（二）法律行为以外的事实 

所谓法律行为以外的事实，既包括人的行为中的事实行为，也包括行为以外的法律事实，如事

件和状态。 

三、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 

基于物权的绝对性，近现代物权法为维护交易的安全，将“公示原则”与“公信原则”确立为

物权变动的两项基本原则。 

（一）公示原则的必要性 

物权的绝对效力，要求其具有外在的可识别性，因此物权的变动必须具有恰当的公示方法。 

（二）确定公示方法的标准 

因动产与不动产的物理属性上的差异，可以分别针对二者采取不同的公示方法，即不动产以登

记为其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而动产则以交付为其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 

（三）不动产登记 

1．登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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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记生效时间。 

3．登记簿与权属证书。 

4．登记资料的查询。 

5．更正登记。 

6．异议登记。 

7．预告登记。 

【讨论问题】 

预告登记有何意义？ 

（四）动产交付 

交付通常指的是现实交付，即出让人将对物的管领支配现实地移交于受让人。 

在现实交付之外，《物权法》遵循民法传统，也承认简易交付、返还请求权让与及占有改定等

三类“观念交付”。 

（五）物权公示的效力 

关于物权公示的效力，存在两种立法例：公示生效主义；公示对抗主义。 

《物权法》原则上确立了公示生效主义。不过，该法也广泛地承认了公示对抗主义的公示效力。 

四、物权变动的公信原则 

（一）公信原则的意义 

以占有或登记等公示方法所表现的物权，即使不存在或者与真实的权利状态有所差异，但对于

信赖此项公示方法所表现的物权，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交易的人而言，法律仍承认其具有与真实物权

存在相同的法律效果，此原则即为物权变动的公信原则。 

（二）实行公信原则的理由 

公信原则的确立，赋予了公示的物权表征以公信力，重新分配了交易风险，使当事人可以放心

地利用简便易得的公示信息，并确保以此为基础的交易得到预期的法律效果。显然，公信原则对于

维护交易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公信原则的体现及效力范围 

我国《物权法》针对动产与不动产设置了统一的善意取得制度。应该说，善意取得制度背后的

立法理由主要就是承认公示方法所具有的公信力。 

五、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 

【讨论问题】 

甲将 A物出售给乙，问：①从时间点上考虑，A物所有权何时发生移转？②从效力来源上看，

所有权因何发生转移——因买卖合同，还是因在履行环节上的其他意思表示抑或是事实行为？③如

果买卖合同无效，那么所有权变动的结果是否一概不发生？ 

就各国立法例加以分析，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主要有意思主义、物权形式主义与折衷主义三种。 

（一）意思主义 

意思主义，是指仅须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即足以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而无须以登记或交

付为其成立要件或生效要件的立法主义。 

（二）形式主义 

所谓形式主义，是指物权因法律行为而变动时，须另有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并履行登记或者

交付之法定形式的立法主义。 

（三）折衷主义 

折衷主义，也称“债权形式主义”，它将登记或者交付的法定形式设置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同时，折衷主义或者不承认有独立的物权行为之存在，从而规定由债权行为与登记或者交付的法定

形式相结合共同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或者至少不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而将债权行为的有效作

为物权行为发生效力的要件。 

（四）我国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 

各国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虽有为法律明确规定者，但也有许多物权变动的基本规范是经过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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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争论和司法活动才得到较为确定的解释。形式主义立法例尽管更为抽象，但它对于若干具体规

则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第五节  物权行为 

一、物权行为的意义  

物权行为是以物权的得丧变更为直接内容的法律行为。物权行为是由物权的意思表示与外部的

变动特征（交付或者登记）相互结合而成的法律行为。 

二、物权行为的类型 

（一）单方物权行为与双方物权行为 

单方物权行为，是指由行为人一方的意思表示构成的物权行为，其最典型者为物权的抛弃。 

双方物权行为，又称物权合同，是指通过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构成的物权行为。 

（二）不动产物权行为与动产物权行为 

不动产物权行为，是指以变动不动产物权为目的的法律行为。不动产物权行为系以物权变动的

意思表示与登记相结合的法律行为。 

动产物权行为，是指以变动动产物权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动产物权行为同样要求处分人具有处

分权，而且还须以标的物的交付作为特别生效要件。 

三、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理论 

（一）理论渊源 

（二）物权行为的独立性 

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也称分离原则，是指物权的变动须有一个独立于买卖、赠与等债权行为以

外，而以物权变动为内容的法律行为，从而在体系上，物权行为独立于债权行为而存在。 

（三）物权行为的无因性 

【讨论问题】 

买受人甲以欺诈的手段与出卖人乙订立 A物的买卖合同，为履行该合同，乙将该物交付给甲；

事后，乙得知甲欺诈之情事，遂撤销了买卖契约。问：A 物所有权的移转情形如何？乙能否要求 A

物的返还？其可依何种请求权请求 A物的返还？ 

所谓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是指物权行为的效力不受其原因行为（债权行为）的影响，债权行为

即使不成立、被撤销或者无效，物权行为也并不因此而受影响，仍能独立地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

果。 

作业 

1．物权具有哪些法律特性？其与债权之间存在哪些差异？ 

2．什么是物权法定主义？物权法为什么需要确立物权法定主义原则？ 

3．辨析物上请求权与物权的保护。 

4．简述物权的公示与公信原则。 

5．分析并评价我国《物权法》所确立的物权变动模式。 

6．什么是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 

7.甲与房地产开发企业乙签订期房买卖合同，并支付了全部款项；双方约定，乙于订立合同之

日起的 1年内确保建成、交付房屋，并为甲办理所有权登记。甲担心，乙可能会将已出售于己的房

屋再次出售给他人，并为他人办理过户。试问：（1）甲有没有办法确保自己最终获得自己所购买之

房屋的所有权？什么是预告登记？其功能为何？（2）如果在作了预告登记后，乙又将该房屋出售

给丙，则丙能否获得房屋的所有权？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掌握物权总则的相关知识，并认识到它们对于各种具体物权的意义。 

学生应理解物权的排他性、优先性等特性，并有能力将其与债权的特性相比较。学生应能够充

分理解物权法定原则的意义，并能对其作出评价。在物权变动方面，要熟悉我国《物权法》的相关

规范，并能理解包括物权行为理论在内的物权变动模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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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7：所有权 

学习内容： 

第四章  所有权 

第一节  概述 

一、所有权的意义 

所有权是在法律限制的范围内，对物为全面支配的权利。 

二、所有权的特性 

（一）全面性 

所有权是对物的全面的支配。所有权人可以自由地运用自己的意志，对物进行其所希望的各种

利用和处置。 

（二）整体性 

所有权的整体性，是指所有权是一个浑然一体的权利，它并不是由数种权能简单相加而得出的

一种权利 

（三）弹力性 

所有权的弹力性，也称为所有权的回归力，它描述的是所有权所具有的这样一种属性：所有权

具有整体性，因此其内容可自由伸缩。 

（四）恒久性 

所有权属于典型的无期限物权，其法律属性决定了其不得被附加存续期限。 

三、所有权的类型 

（一）不动产所有权与动产所有权 

（二）单一所有权与多数人所有权 

（三）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 

第二节  所有权的权能与限制 

一、所有权的权能 

（一）占有 

（二）使用 

（三）收益 

（四）处分 

（五）排除他人干预 

二、对所有权的限制 

（一）所有权的社会化与权利限制 

在社会化的背景之下，所有权受到了来自公法、私法等各方面的限制。 

（二）对所有权限制的限制 

体现权利人意志的所有权自由无论如何都应该处于所有权观念的核心地位，对所有权的限制仅

仅是从消极的方面划定所有权自由的边界。 

（三）征收、征用问题 

第三节  所有权的取得 

一、概述 

本节所述及的所有权取得方式仅限于原始取得方式，包括先占、拾得遗失物、添附、善意取得、

孳息收取和时效取得等。实际上，《物权法》第 9 章“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就是对所有权原始

取得的几种方式的规定。 

二、先占 

（一）先占的意义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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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占，指的是以据为己有的意思，占有无主的动产，而取得该动产所有权的法律事实。先占属

于一种事实行为。 

（二）先占的要件 

须为无主动产；须有据为己有的意思；无法律上禁止性规定或者他人享有先占权的情形。 

（三）法律效果 

先占人取得其先占之无主物的所有权。该所有权取得的效果系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非基于

他人既存的权利，故为原始取得。 

三、拾得遗失物 

（一）拾得遗失物的认定 

拾得遗失物，是指发现他人遗失之物并对其加以占有的事实。 

（二）拾得遗失物的效力 

1．拾得人的义务。 

2．有关部门的义务。 

3．拾得人的权利。 

（三）遗失物规则对漂流物、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准用 

四、添附 

（一）概述 

添附，系对附合、混合及加工的总称。 

法律之所以需要对添附的所有权归属加以确立，乃是基于特定公共政策上的考虑。 

对于因添附而取得所有权之人而言，其所有权的取得为原始取得，而非继受取得。 

（二）附合 

所谓附合，指的是两个以上的物相互结合，而形成社会经济观念上一个“新物”的法律事实。 

1．动产对不动产的附合。 

2．动产与动产的附合。 

（三）混合 

所谓混合，指的是属于不同人所有的两个以上的动产相互混合，以至于不能识别或者识别需花

费过巨的法律事实。对于混合可准用动产附合的规定 

（四）加工 

所谓加工，是指在他人动产上劳作，使其成为新物的法律事实。 

关于加工物的所有权归属，有两种主要的立法例：材料主义与生产主义。 

五、善意取得 

（一）概念 

善意取得，是指出让人与受让人间，以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为目的而为不动产的移转登记或者动

产的交付，即便出让人无转移所有权的权利，在受让人为善意时仍可由其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制度。 

（二）所有权保护与交易安全的立法权衡 

（三）构成要件 

标的物为动产或者不动产；出让人须为动产的占有人或者不动产的名义权利人；须出让人与受

让人有转移所有权的合意；出让人须是无处分权人；所有权移转需要登记的，已完成登记，无须登

记的，受让人已取得占有；受让人须为善意；受让人须以合理的价格有偿受让。 

（四）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 

受让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受让人善意取得所有权的，标的物上原有的权利负担原则上也应发

生消灭。因受让人的善意取得而丧失权利的原所有人可以向出让人主张权利。 

六、时效取得 

对他人之物的持续占有是时效取得的基础。时效取得须具备相应的要件。 

第四节  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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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有的意义 

共有，指两个以上的法律主体共同享有一物所有权的状态。 

二、按份共有 

（一）按份共有的意义 

所谓按份共有，也称分别共有，指的是数人依其份额享有所有权的形态。 

（二）共有份额 

1．份额的意义。 

2. 份额的确定。 

3．份额的处分。 

（三）按份共有的内部效力 

各共有人依其享有的份额对共有物加以使用和收益；共有物的处分及重大修缮；共有物的费用

分担。 

（四）按份共有的对外效力 

1．对第三人的物上请求权。 

2.对第三人的债权或者债务。 

（五）共有物的分割 

民法对按份共有采分割自由的原则，即各共有人均有权随时要求终止共有关系，并分割共有物。 

三、共同共有 

（一）共同共有的意义与特征 

共同共有，是指数人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一物所有权的共有形态。 

（二）共同共有的类型 

夫妻共同共有；家庭共同共有；遗产的共同共有；合伙共同共有。 

（三）共同共有的效力 

除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外，对共有物的处分须经全体共有人的同意。由于不存在独立的份额，

因此各共有人不得向他人转让共有权，更不存在其他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问题。在共有关系结束前，

各共有人不得要求分割共有物。因共同关系消灭而须分割共有物的，可依关于按份共有物分割的规

定处理。 

第五节  相邻关系 

一、相邻关系的概念与规范方式 

所谓不动产相邻关系，指的是法律为调和相邻不动产的利用，而在其所有人或者其他权利人之

间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为达到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并充分发挥物的效用，民法以多种方式予以介入，

从而形成了法定的不动产相邻关系。 

二、相邻关系的法律性质与原则 

（一）法律性质 

所谓相邻权其实并非一种独立的权利，相邻关系中所包含的权利内容只是不动产权利的必要限

制或者扩张。 

（二）相邻关系的原则 

《物权法》第 84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

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三、相邻关系的类型 

（一）邻地的利用 

（二）排水及用水关系 

（三）建筑相邻关系 

（四）固体污染物、气响等侵入的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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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邻地损害的防免 

第六节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一、概述 

（一）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意义 

建筑物区分所有，是指数人区分一建筑物而各有其一部分的情形。 

（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内容 

1．对专有部分的所有权。 

2．对共有部分的共有。 

3．基于区分所有权人之间共有关系的共同体。 

二、专有部分 

专有部分可为所有权人直接支配并享有其利益，因此须在结构上和使用上均具有独立性。 

三、共有部分 

（一）共有部分的范围 

（二）共有的性质 

四、管理组织 
作业 
1．所有权在物权法体系中具有何种重要地位？ 

2．如何从所有权保护的角度看征收、征用制度？ 

3．简述先占取得的构成要件。 

4．试析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的关系。 

5．简述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6．《物权法》如何规范拾得遗失物的法律后果？ 

7．根据民法的添附规则，动产与不动产附合的，无论导致附合的原因为何，均由不动产所有

人取得添附物的所有权，这一规则的合理性基础何在？ 

8．如何识别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 

9．《物权法》对哪些相邻关系的类型作出了规范？ 

10．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包含哪几个层面的法律关系？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精确地理解所有权的概念，了解其在物权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通

过权能的学习，掌握其具体内容。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掌握先占、添附等所有权原始取得的各种方式，尤其是需要对善意

取得制度有准确的理解。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准确理解我国现行土地制度的基本框架，并掌握不动产相邻关系和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相关知识。 

知识单元 8：用益物权 

学习内容： 

第五章  用益物权 

第一节  用益物权概述 

【讨论问题】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土地只能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那么，私主体应如何对公有的土地加以

利用？ 

一、用益物权的意义 

用益物权，指的是在他人之物上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等权能的物权。 

用益物权具有两项主要的社会功能：增进物尽其用的经济效用；使物的利用关系物权化，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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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人的法律地位。 

二、用益物权的种类与特征 

（一）用益物权的种类 

在物权法定主义之下，我国《物权法》确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

权和地役权四种权利。 

（二）用益物权的特征 

就《物权法》规定的四种用益物权而言，其标的物仅以不动产为限。用益物权以物的利用为内

容，原则上同一标的物上不能同时设定多个用益物权。用益物权的设定、移转等通常都需要登记。

用益物权的设定有的为无偿，有的为有偿。 

三、用益物权的得丧变更 

第二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意义与法律规范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与特征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农业经营者通过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在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国家所有的农用

地上享有的进行耕作、养殖或者放牧等利用并获得收益的权利。 

（二）法律规范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 

（一）承包经营合同的订立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 

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终止 

第三节  建设用地所有权 

一、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建设用地使用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在国有土地上建造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客体原则上为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内容为根据设定的用途利用土地

营造建筑物，并依法享有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原则上须为有偿，但国家机

关用地、军事用地等也可通过无偿划拨的方式取得。有期限性。 

二、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 

（一）出让与划拨 

（二）登记 

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内容 

1．利用土地从事建筑的权利。 

2．获得所营造之建筑物的所有权。 

3．处分权。 

四、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消灭 

【讨论问题】 

建设用地所有权到期后，地上建筑物归属于谁？ 

第四节  宅基地使用权 

一、宅基地使用权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宅基地使用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得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 

宅基地使用权的客体为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宅基地使

用权依分配的方式为权利人所获取。宅基地使用权的内容是为依法建造、保有私人住宅之目的而对

土地加以占有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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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宅基地使用权的设立 

三、宅基地使用权的内容 

1．为建造住宅的目的而使用宅基地。 

2．保有所建造住宅的所有权。 

3．有限处分权。 

【讨论问题】 

在我国现行法上，农村房屋转让受限的原因是什么？ 

四、宅基地使用权的终止 

第五节  地役权 

本节为本章的重点。 

一、地役权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一）地役权的发展历史 

（二）地役权的概念 

地役权，指的是为自己土地之利益而使用他人土地的权利。 

（三）地役权的法律特征 

1．从属性。 

2．不可分性。 

二、地役权的功能 

三、地役权的分类 

（一）积极地役权与消极地役权 

（二）继续地役权与非继续地役权 

（三）表见地役权与非表见地役权 

四、地役权的设立 

（一）地役权合同的当事人 

1．供役地权利人。 

2．需役地权利人。 

（二）地役权合同的内容 

（三）地役权登记 

关于地役权的设立，物权法采用的是登记对抗主义。 

五、地役权的效力 

（一）地役权人的权利     

地役权人有权依地役权设立的目的及范围使用供役地。地役权人有权实施附随的必要行为。地

役权人的物上请求权。 

（二）地役权人的义务 

地役权之取得为有偿的，地役权人有义务向供役地权利人支付费用。地役权人有义务维护其在

供役地上设置的设施。 

六、地役权的消灭 

（一）地役权的消灭原因 

（二）地役权消灭的效果 
作业 
1．简述我国土地公有制条件之下用益物权的特点。 

2．用益物权与债权性的使用权有何差异？ 

3．我国《物权法》规定了哪几种用益物权？ 

4．试析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其上建筑物所有权之间的关系。 

5．比较地役权与相邻关系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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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何理解地役权的从属性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深入理解土地公有制背景下我国用益物权制度的特点，一方面能够依

托传统民法理论认识各种用益物权，另一方面又能看清我国用益物权制度受公有制影响的情况。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掌握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建设用地所有权以及地役权的

基本知识，尤其应从权利客体、权利内容及权利创设等角度认识这些用益物权类型。 

知识单元 9：担保物权 

学习内容： 

第六章  担保物权 

第一节  担保物权概述 

一、担保物权的意义 

担保物权，是指以确保债务清偿为目的，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所有之物或者权利上所设定的以

变价权和优先受偿权为内容的定限物权。 

担保物权以确保债务之清偿为其目的。 

担保物权系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之物或者权利上所成立的权利。 

二、担保物权的特性 

（一）从属性 

（二）不可分性 

（三）权利行使的附条件性 

（四）物上代位性 

三、担保物权的类型 

（一）意定担保物权与法定担保物权 

（二）留置性担保物权与优先受偿性担保物权 

（三）不动产担保物权、动产担保物权与权利担保物权 

（四）占有担保物权与非占有担保物权 

第二节  抵押权 

一、抵押权的意义 

抵押权，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物的占有而向债权人提供一定财产以担保债务的履行，

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得就抵押物折价或者就其卖得的价金优先受偿的权利。 

二、抵押权的特性 

（一）从属性 

（二）不可分性 

三、抵押权的取得 

抵押权，除因继承等原因可依法律行为以外的原因取得外，原则上应基于法律行为而取得。 

（一）抵押合同 

1．抵押合同的当事人。 

2．标的物。 

（二）抵押登记 

1．登记生效主义 

根据《物权法》第 187条的规定，凡以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招标等

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 

2．登记对抗主义 

根据《物权法》第 188条之规定，凡以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交通运输工具以及

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但是，抵押权未经登记的，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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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善意第三人。 

四、抵押权的效力 

（一）抵押权担保债权的范围 

（二）抵押权标的物的范围 

（三）抵押权人的权利 

1．变价处分权。 

2．优先受偿权。 

3．顺位权。 

4．保全权 

（四）抵押人的权利 

1．抵押物的用益权。 

2．设定多个抵押权的权利。 

3．在抵押物上为他人设定用益物权的权利 

4．关于出让抵押物的权利 

（五）抵押权与承租权 

五、抵押权的变更与消灭 

（一）抵押权的变更 

（二）抵押权的消灭 

六、特殊抵押 

（一）最高额抵押 

最高额抵押，是指抵押人与抵押权人约定，在一最高债权限额内，以抵押物的价值对一定期间

内连续发生的债权作担保而设立抵押。 

（二）浮动抵押 

所谓浮动抵押，指的是作为抵押人的经营者与抵押权人约定，以其现有的和将有的所有经营性

动产作为一个集合客体并在其上设立抵押权，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有权对实现抵押

权时的动产行使变价和优先受偿的权利。 

第三节  质权 

一、质权的意义     

质权，是指债权人为担保债权，而占有由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移交的动产或者可转让的财产权，

在债权届清偿期而未受清偿时，能够就该动产或者权利折价或者以其卖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 

二、动产质权 

（一）动产质权的意义     

动产质权，是指债权人因担保其债权，占有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移交的动产，而于债务人不履行

到期债务时，可以以该动产折价或者以其卖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 

（二）动产质权的取得 

1．质权合同的订立。 

2．质物的交付 

3．质权的善意取得 

（三）动产质权的效力 

1．质权人的权利 

可以留置质物；质物孳息的收取权；经出质人同意，可将质物转质于他人；保全质权的权利；

物上请求权；变价权和优先受偿权。 

2．质权人的义务 

妥善保管质物；返还质物 

（四）动产质权的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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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利质权 

（一）权利质权的意义 

权利质权，是指以可转让的财产权为客体而设立的质权。 

（二）权利质权的取得 

权利质权也属于意定物权，其设立须经出质人与质权人的合意。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无论

以何种权利作为标的物设立权利质权，均须当事人订立书面质权合同。 

质权人取得权利质权，除须与有处分权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订立质权合同外，还需践行一定的

权利公示方法。 

（三）权利质权的法律适用 

第四节  留置权 

一、留置权的意义 

留置权，是指债权人占有其债务人的动产而具备法定条件的，在其债权未受清偿前，得留置该

动产的法定担保物权。 

二、留置权的构成要件 

1．须债权人占有属于债务人的动产。 

2．须债权的发生与留置物具有牵连关系。 

3．须债权已届清偿期，且债务人不履行债务。 

4．不存在不得留置的情形。 

三、留置权的效力 

（一）留置权人的权利 

留置标的物；收取留置物的孳息；变价处分权和优先受偿权。 

（二）留置权人的义务 

妥善保管留置物的义务；留置物的返还义务。 

四、留置权的消灭 
作业 
1．担保物权如何能够发挥担保债权实现的功能？担保物权的担保功能对其法律属性有何影响？ 

2．以动产为客体的抵押权在公示方面面临怎样的问题？ 

3．试评价《物权法》关于抵押物转让的规则。 

4．动产质权能否善意取得，为什么？ 

5．权利质权以权利而非物为其客体，那么，它还能被称为“物权”吗？ 

6．什么是留置权成立要件中的“牵连关系”？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 学生应理解担保物权发挥担保功效的基本原理，并掌握其从属性、物上

代位性等特性。 

学生应掌握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这三种担保物权的内容和设立方法或构成要件。对于抵押权，

既要从抵押财产的角度认识一般意义上的抵押权，也要对最高额抵押、浮动抵押这两种特殊抵押权

有所了解。对于质权，应分别掌握动产质权和权利质权的原理。对于留置权，则应从其法定物权的

性质出发，理解和掌握其构成要件和效力。 

知识单元 10：占有 

学习内容： 

第六章  占有 

第一节  占有概述 

一、占有的意义与功能 

（一）占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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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是指人对物的事实上的管领与控制。 

（二）占有的构成 

（三）占有的功能 

【讨论问题】 

小偷能否因事实占有盗窃物而取得权利？小偷对盗窃物的事实控制是否构成民法上的“占

有”？《物权法》将“占有”一编与“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并列，这是否意味着

“占有”即为“占有权”？（二）权利质权的取得 

二、占有的分类 

（一）有权占有与无权占有 

（二）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 

（三）和平占有与强暴占有 

（四）公然占有与隐秘占有 

（五）自主占有与他主占有 

（六）直接占有与间接占有 

第二节  占有的取得、变更与消灭 

一、占有的取得     

（一）占有的原始取得 

（二）占有的继受取得 

二、占有的变更 

（一）他主占有变更为自主占有 

（二）善意占有变更为恶意占有 

三、占有的消灭 

第三节  占有的效力 

一、占有的保护效力 

（一）占有人的自力救济权 

（二）占有人的物上请求权 

二、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 

三、占有的权利取得效力 

四、占有人与回复请求权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一）占有物的使用收益 

（二）对占有物所支出费用的偿还 

（三）占有物毁损灭失的赔偿责任 
作业 
1．物权法为什么要对“占有”单独作出规范？ 

2．如何理解“占有的性质是法律事实，而非权利”？ 

3．占有的保护效力体现在哪几方面？ 

4．占有人与回复请求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 学生首先应理解占有作为物权法上独立制度的价值，理解“占有是法律

事实，而非权利”这一判断的法律意义。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熟练掌握占有的各种类型，并了解这些分类的意义。学生应能理解占有

的得丧变更，知道其构成占有效力判断的基础。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着重掌握占有的效力，包括占有的保护效力、权利推定效力、权利取得

效力等。另外，学生还应能够结合《物权法》的规定，理解和能够评价所谓“占有人与回复请求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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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民事权利 6  

2 民事主体 5  

3 法律行为 5  

4 物权绪论+物权通论 5  

5 所有权+用益物权 5  

6 担保物权 6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理学、宪法学 

后续课程：相关实务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各单元均为重点 

难点：法律行为单元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明确学习民法学应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并运用经济学、社会学、法哲学、伦理学、

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民事法律制度和民事法律现象。 

教学手段： 

1.讲授 

2.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5．作业要求 
每单元结束由任课老师根据需要布置练习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自主编写出版《民法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由任课老师自行推荐参考资料 

B．债法部分 

参考学时： 
32课时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双学位班的专业必修课程。与后 B债法、C亲属法与继承法结合属于一门课程《民

法学原理》。实行闭卷考试。 

通过本课程的讲解和学生的学习，要实现下列目的： 

1．能够让学生领会债法的精神，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的债法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系统地了

解债法的基本原理。 

2．能够理解债法的体系，尤其是债法总论的设置，理解债法总则阐明的是各种债之关系所共

同适用的一般规则。能够掌握债法总论的基本内容，包括债的类型、效力、担保与保全、移转、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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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等内容。 

3．能够理解债法分论乃根据不同的债的发生原因而设置，并具体掌握合同之债、侵权行为之

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等各种债之关系的基本规则。 

4．能够将债法理论与现行债法规范相结合，具备法律解释与适用的能力，熟悉《合同法》、《侵

权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渊源。 

5．具备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所学习的债法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具体法律

问题的能力。 

该课程以讲授债法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为核心内容，讲求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结合，既体现债法

本身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逻辑性，又密切联系民法总论、物权法等内容，从整个民法体系出发来阐

明债法的原理与规则。在学习过程中，需要从逻辑和价值两个层面掌握债法制度的具体规则及应用

情况。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债法总论  

学习内容： 

导论 

“债”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术语，指的是特定人间可以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对整个债法

的学习，需要建立在对“债”之概念和特性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本章旨在介绍债的基本法律意义，

突出强调“债”之概念是一种抽象思维的产物。在阐释债的概念时，本章还将探讨债权、债务的基

本属性，主要围绕着债权的相对性等特性，比较其与物权这种绝对权的差异。本章还将从债的发生

角度讲解债的各种具体表现形态，并进而论证在法律技术上建构“债”这个抽象概念的必要性。此

外，本章还将对债法的法律渊源以及债法的特点做出简介。 

第一节  债的意义 

一、债的概念与特征  

（一）债的概念 

《民法通则第 84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

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

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 

学理定义：债是特定人间可以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  

（二）债的特征 

1.债为特定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结合关系） 

主体特定：债权人、债务人。 

2.债为特定人得请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  

客体：给付（行为：作为、不作为） 

3.内容：债权与债务  

二、债权 

（一）债权是财产权 

给付具有财产价值或可给予经济评价 

债权在财产法上的优越地位（从归属到利用） 

（二）债权是请求权 

1．债权的实现须依赖于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行为。债权的效力主要就表现在可以请求债务人实

施特定行为以满足债权  

2．债权的非支配性：债权非为对债务人的支配 ；债权非为对债务人行为的支配；债权非为对

债的关系所涉及之标的物的支配。  

3.“债权”与“请求权”的关系：债权的效力主要表现为请求权；请求权不限于债权，还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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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请求权等；债权的效力也不限于请求，还包括抗辩、形成、处分等 

（三）债权是对人权，具有相对性 

1.原则上，债权人仅能向特定债务人请求给付，而不能向第三人提出权利主张或以其债权对抗

第三人。 

2.债权具有相对性（物权具有绝对性） 

（四）债权具有非排他性  

多个债权即便以同一给付为标的，它们之间也不会发生权利上的冲突。 

【问题讨论】  

一物数卖，合同的效力如何？ 

【解读】 

《合同法解释（二）》第 15条 

（五）债权的平等性 

多个债权，无论其成立时间先后，均具有同等的效力。 

（六）债权类型的任意性 

合同、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只是“典型”之债的发生原因。 

三、债务 

（一） 债务的意义 

债务：特定人（债务人）对他特定人（债权人）为特定行为的义务。是法律所课以的必须作为

或不作为的拘束。  

债务的内容包括积极的作为与消极的不作为。  

（二）债务与责任 

我国民法上“责任”一词的多义性。 

考察“债”的概念在法律史上的流变，可以发现，在孕育“债”这一术语的古代罗马法上，由

于普遍存在对人身的强制执行，伦理上“当为”的“债务”观念与债务人之人身直接暴露在债权人

的强制之下的“责任”观念可谓泾渭分明。  

正是因为后世法律经历了对人执行向财产执行的转化，“债”与“责任”之间的界限才开始变

得模糊不清。  

债务人一旦承担债务，即应以其全部财产作为其债务的总担保（对物执行）。 

责任是实现债务的担保，常与债务相伴随。 

有限责任、无限责任。 

第二节  债的发生 

一、概述 

债的发生原因并非一个封闭的体系，除“典型”原因外，还有众多非典型原因。 

债的发生，或者基于当事人的意思（典型地表现为“合同之债”），或者系由法律直接规定（侵

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均为“法定之债”）。 

各种债的发生原因在事实构成、社会功能与价值判断不同，但其法律效果在形式上相同，即均

在特定人之间产生给付关系。 

二、合同 

【讨论问题】 

单方允诺是否为我国法律上债的发生原因？ 

三、侵权行为 

四、无因管理 

五、不当得利 

六、缔约过失 

七、其他发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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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问题】 

何为债的非典型发生原因？ 

第三节  债法 

一、债法的意义  

（一）形式意义债法 

指关于债权债务关系的专门立法或民法典中的“债编”  

我国目前不存在形式意义上的债法  

（二）实质意义债法 

指以债之关系为规范对象的所有法律规范的总称： 《民法通则》，尤其是其中的“债权”与“民

事责任”章节；《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担保法》、《保险法》、《票据法》等单行立法；行政法

规中包含的债法规范；具有实际法律效力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如关于民法通则、合同法、

担保法等的司法解释；习惯法 

二、债法的特点 

（一）债法是财产法 

债之关系，无论其发生原因为何，均在当事人间制造了一种指向将来之财产变动的紧张关系。

这一紧张关系的消除正需借助债务的履行：随着债务的履行，债之关系归于消灭，同时其所负担的

财产变动功能也随之实现。 

债法所规范调整的正是这一动态的财产关系  

（二）债法是任意法  

债的效力仅局限于特定当事人之间，其对他人利益及公共利益的影响相当有限。  

债法对于债的发生及其内容采自由主义，承认契约自由的原则，允许当事人通过契约任意设置

债的类型与内容。 

债法，尤其是关于合同之债的法律规范，是典型的任意性规范，其意义在于对当事人的意思加

以解释与补充。 

（三）债法具有一定的国际化趋向  

三、债法的体系构成 

应坚持总、分结构，设置债法总则。 

无论是合同之债，侵权行为之债，还是无因管理之债等典型或非典型的债之关系，它们在债务

的履行规则、债的担保与保全、债的移转、债的消灭等许多方面都适用相同的规则。 

第二章  债的类型 

第一节  债的分类 

一、依债的发生原因分类 

（一）意定之债 

（二）法定之债 

二、依债之标的分类 

所谓给付标的，即债权债务关系指向的具体对象及内容。 

（一）实物之债 

1.特定物之债 

标的物在债成立时即已确定，具有不可替代性；债务人只有履行该特定的给付才能构成债务的

清偿；特定物毁损、灭失的，债之关系陷于“给付不能”。 

2.种类物之债 

依种类而对给付标的加以确定的债之关系。 

种类物品质的确定问题（种类之债的特定化）。 

灭失的情形与种类物有很大差异，一般不会造成履行不能（“种类物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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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之债（金钱之债） 

（三）劳务之债 

三、依债的标的可否选择 

（一）简单之债 

（二）选择之债 

1.指在数宗给付中，得选定其一而为给付之债的关系 

2.成立：两宗以上内容相异的给付存在 

3.选择之债的发生原因 

4.选择之债的特定：选择权的行使；给付不能的影响 

（三）任意之债 

1.指债权人或债务人可以用原定给付以外的另一给付来替代原定给付的债 

2.替代权 

四、依债的给付方法分类 

（一）一时性之债 

（二）持续性之债 

【讨论问题】 

应否区分“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 

五、依债的执行力区分 

（一）有执行力之债（完全债权） 

（二）自然之债（不完全之债） 

虽为法律认可的债的类型，但其执行不受法律之保护。 

实际法律效果：可以作为财产取得的正当原因，从而不构成不当得利。 

【讨论问题】 

我国现行法上是否存在自然之债？ 

第二节  多数人之债 

一、概述 

民法单独规范“多数人之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民法以债权人、债务人各为一人的情形作为债之关系的原型，但各种债的关系都可能存在一方

或双方为多数人的情形。 

需要解决的三个层次的问题：（1）对外效力；对内效力；对当事人之一所生事项，对其他人的

影响如何。 

可分为三个类型：按份之债、连带之债、不可分之债。 

二、按份之债 

（一）概念 

以同一可分给付为标的，各债权人或各债务人按各自的份额分享债权或分担债务的多数人之

债。 

（二）按份之债的成立 

（三）效力 

1.对外效力：按份主张债权或承担债务 

2.对一人发生的事项原则上对他人不发生影响 

3.对内效力取决于当事人内部的约定 

三、连带之债 

（一）概说 

1．概念：以同一可分给付为标的，各债权人或债务人间具有连带关系的多数人之债。 

2．连带关系：连带债权中各债权人均有权就全部的给付要求债务人履行（代其他债权人受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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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付），而连带债务的各债务人均有义务履行全部给付（代负他债务人应负担的份额） 

3．连带债务对债权人具有担保的价值，而连带债权徒增其他债权人求偿之困难，所以存在的

价值不大。 

（二）连带债务 

1．连带债务的发生原因 

2．法律效力 

（1）对外效力（债权人的权利） 

债权人可以对债务人中的一人或数人，就给付的全部或一部分，提出请求；债务人的内部份额

对债权人不具对抗力。 

（2）就债务人之一所生事项的效力 

绝对效力、相对效力。 

（3）对内效力：求偿权 

四、不可分之债 

指同一不可分给付为标的的多数人之债。 

（一）不可分债权 

各债权人仅可请求债务人向债权人全体为给付，而债务人也仅可向债权人全体为给付  

（二）不可分债务 

准用连带之债的规定。 

第三章  债的效力 

第一节  债权的效力 

一、债权的请求力 

债权人依其债权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效力。   

二、债权的执行力 

债务人不履行时，债权人可诉请法院强制执行或请求损害赔偿。  

不完全债权欠缺强制执行力。  

三、债权的受领保持力 

债权人有依其债权保持所受给付的效力（以赠与为例）。债权构成法律上的原因，所受给付不

构成不当得利，例如，受领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之债务履行的效力。  

四、债权的处分效力 

抛弃、转让等 

五、债权人受领迟延 

1.债权人因迟延受领债务人提出的给付，而使债权效力发生的障碍。迟延一般不使债权消灭，

只是使其效力受损 

2.债权人迟延的构成：给付须债权人受领；债务人有给付行为；债权人未及时受领 

3.效力： 产生债务人提存的条件；在买卖合同中，标的物的风险责任转移给买受人；依法理

（我国法律未规定），债权人受领迟延期间，债务人仅对故意和重大过失负责。  

第二节  债务的效力——给付义务群 

一、概说 

1.债务关系，其核心在于给付。民通 84条：“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

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 。 

2.广义的债务关系并非一个单一的给付关系。 “广义的债务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架构，而

这一复杂的架构主要由众多的债权或者义务（狭义的债务关系）组成。这也正是人们将它称作‘架

构’、‘有机组织’的原因。在这里，后两个称谓除表示复杂性之外，还应当表示广义债务关系所具

有的另外一个特征，即它不是静态地僵固于一个一成不变的状态之中，而是随时间变化不断地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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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态发生变动：它在‘有机组合’这一形象化称谓中出生，并且可以成长、衰老，直至最后死亡。” 

——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 

3.给付义务群 

（1）此部分虽属债法总则的内容，且其他债务关系的确也存在多层次义务的问题，但是，作

为所谓“有机组合”的义务群主要系针对合同之债而言.  

（2）此义务群的诸多方面均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其基础，认识到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在我

国，“附随义务”、“合同后义务”等在立法上均无直接的规范，若法院需要通过司法造法的方式承

认其为合同上的责任，可依托《民法通则》第 4 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

及《合同法》第 60条第 2款（“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

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所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进行.  

二、给付义务 

（一）给付行为与给付效果 

给付的双重含义：给付行为或给付效果。  

给付以满足债权为宗旨，故给付的内容必须与特定的债权目的相关联 

1.给付行为 

只要债务人以恰当的方式作出了给付行为，则无论债权人方面主观的目的是否得以实现，债务

人都因清偿而消灭了债务。 如律师接受委托，为诉讼当事人服务。 

2.给付效果 

不仅债务人需要作出特定的给付行为，而且该给付行为还必须实现特定的给付效果。如果给付

行为未达到所要求的给付效果，则债务人之行为仍将构成债务不履行。如承揽合同。 

3.如何确定：（1）依债的类型；（2）依当事人的意思；（3）依交易的习惯。 

（二）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付义务 

1．主给付义务  

是指债的关系所固有、必备，并用以决定债的关系（尤其是合同）类型的基本义务 

【讨论问题】 

何为“买卖合同”、“租赁合同”？ 

确立主给付义务的意义：（1）依主给付义务确立（合同之）债的类型，并将具体案件“涵摄”

到相关法律规范之下；（2）主给付义务的不履行，可导致合同解除权的产生（不履行从给付义务原

则上不引起解除权）；（3）就《合同法》第 66、67条所确立的双务合同的同时履行抗辩权与不安抗

辩权而言，构成抗辩权行使基础的应为所谓“对待给付”，而主给付义务当然构成对待给付（从给

付义务则未必）。   

【案例讨论】 

李杏英诉上海大润发超市存包损害赔偿案 

2．从给付义务   

自功能方面观察，从给付义务有辅助主给付义务的作用，从而确保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更大的满

足。  

从给付义务的发生原因：（1）法律规定，如承运人为旅客运送行李、受托人的报告义务； 

（2）基于当事人的约定，例如雇佣合同所附加的不得兼职的约定；（3）基于诚实信用原则。 

从给付义务不具独立的意义，仅具辅助主给付义务的功能，其存在目的不在于决定债的关系的

类型，而在于确保债权人利益能得到最大的满足。 

从给付义务可以独立以诉请求之。 

是否构成双务合同上的对待给付义务，应视对合同目的之达成是否必要而定。 

【案例讨论】 

张某诉某电气公司购销合同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深宝法

民二初字第 3068号】 

（三）原给付义务与次给付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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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给付义务：也称第一次义务，是指债的关系上原有的义务。 

2.次给付义务：也称第二次义务，是指原给付义务在履行过程中因发生特定事由演变而成的义

务：（1）因原给付义务的不履行而发生的损害赔偿义务，例如，出卖人人因过失导致买卖标的物毁

损，而对买受人负金钱赔偿义务；（2）因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所发生的回复原状义务。 

三、附随义务（保护性义务） 

《合同法》第 60条第 2款：“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

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关于此类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的性质，学理上通常将其界定为“附随义务” 、“保护性义

务” 

附随义务是债务人于给付义务（包括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付义务）之外所承受的行为义务。 

附随义务并非给付义务，故债权人往往无法要求债务人履行附随义务，更谈不上就附随义务独

立诉请履行 （与从给付义务的区别）。 

附随义务的不履行，应可归入债务不履行的范畴，从而适用债务不履行的法律后果。  

四、先合同义务与后合同义务 

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保护义务并不局限于合同成立且待履行这一时段。 

（一）先合同义务 

为缔结合同之目的，当事人可能发生接触、准备或进行具体磋商。在合同成立之前，此类缔约

接触并非不具有法律意义。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在缔约阶段上，当事人就应对缔约对方的人身及财

产尽特别的注意，从而履行说明、告知、保密及保护等具体义务。 

先合同义务的确立，旨在确保进行缔约接触的当事人不遭受不公正的损失。对这一义务的违反，

将导致一项法定的损害赔偿之债即缔约过失责任的发生。  

规范基础：《合同法》第 42条、43条。 

（二）后合同义务 

合同之债，因清偿、抵销等原因而发生消灭，同时债权人的给付利益也得到了实现。但是，给

付的效果要得以维持，时常需要使当事人继续负有一定的作为及不作为义务。例如，合同关系终了

后，对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所知晓的商业秘密，当事人仍负有保密的义务  

后合同义务也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发展出来的法定义务。《合同法》第 92条：“合同的权利义

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对于后合同义务，债权人也可以请求履行，如住院病人在治愈出院后可请求医院出具医疗证明。

债务人违反后合同义务的，应视同为对合同义务的不履行，从而应依违约责任的有关规定负其责任。 

五、不真正义务 

对于不真正义务，相对人不能要求履行，而且该义务的违反也不产生损害赔偿问题。 

与给付义务、附随义务当然系债务人之义务不同，负担不真正义务者恰恰是债之关系的权利人，

即债权人。  

不真正义务的效力具体表现在：对该义务的违反，将导致负担该义务者的权利减损或丧失。例

如，《合同法》第 119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

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又如，买受人的检验与通知“义务”（《合

同法》158条）。   

第三节  债务不履行及其效力 

一、概说 

债务不履行：债务人未依债务的内容给付以满足债权的状态。 

不履行债务与违约责任。我国迄今未有完整的债法总则设计，欠缺一般意义上“债务不履行”

或“给付障碍”的概念，仅对契约之债设有“违约责任”。 

有类型化之必要。 

二、给付不能 



795 

（一）概念  

实际给付的内容不可能得到履行：债务人纵然想提供却不能提供给付；债务人即使经努力，仍

然不能依债之本旨履行义务之状态。  

我国《合同法》未对给付不能做出详细规定，但第 110条有所涉及。 

（二）给付不能的类型 

1.事实不能与法律不能 

2.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 

3.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  

4.全部不能与部分不能  

（三）给付不能的效力 

给付不能构成履行障碍，该履行障碍并不一定使债因此而消灭（原给付义务确定消灭），而可

能只是将其带入一个新阶段（次给付义务）。 

不可归责于债务人时，免除债务人的给付义务，同时不发生损害赔偿替代给付问题。 

可归责于债务人时：（1）给付为全部不能，债务人负损害赔偿之责（履行利益）；（2）部分不

能的，履行剩余部分，对不能部分负损害赔偿之责；但如果部分履行对债权人无利益的，债权人可

以拒绝部分履行而请求全部不履行之损害赔偿。 

三、给付迟延 

（一）意义 

对履行期已满而能给付的债务，由于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未为给付所发生的迟延。  

（二）给付迟延的构成  

1.因在规定的给付时间内（至迟给付日）未为给付所致的迟延。  

2.经催告仍不为给付而所致的迟延。  

3.因拒绝给付所致的迟延。 

（三）效力 

1.债权人可诉请强制执行。 

2.在诉请强制执行之后，仍得就迟延请求损害赔偿（例如利息损失、窝工损失等）。 

3.迟延后的履行对债权人无利益的（例如季节性产品的买卖），得拒绝受领履行，请求替代给

付的损害赔偿。 

4.迟延后，即使对于不可抗力所致的履行不能，债务人亦应负责。 

5.在合同之债，给付迟延系法定合同解除权的发生原因。 

四、不完全给付 

（一）意义 

债务人未完全按给付的内容所为的给付。 

有给付行为，但不完全 

（二）类型 

1.瑕疵给付：债权人未获满足（不充分状态） 

2.加害给付：导致债权人固有利益（人身、财产）受损 

（三）效力 

1.不完全给付可补正的，债务人有补正的义务，因此而造成给付迟延的，负迟延之责；补正对

于债权人无利益的，债权人得拒绝受领，而为损害赔偿的请求 

2.不可补正的，债务人负赔偿责任。 

第四章  债的担保与保全 

第一节  债的担保 

一、概述 

本节仅涉及人的担保方式，包括保证与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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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1995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0年）。 

【讨论问题】 

“合同担保”，还是“债的担保”？ 

参考《担保法》第 2条及《担保法解释》第 1条。 

二、保证 

（一）保证的意义 

指由保证人向债权人承诺，当主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由其代负履行责任或承担连带责任的人

的担保方式。  

保证是人的担保方式；保证是第三人担保；保证债务具有从属性，并以主债务的不履行为发生

条件。 

（二）保证的设立 

1.保证人 

《担保法》第 7条规定的积极要件无意义。消极要件须满足。 

2.保证合同的订立 

须以书面合同缔结保证合同（注意《担保法解释》第 22条）。 

（三）保证范围 

保证范围由当事人约定。 

当事人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应推定保证范围及于全部债务，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担保法》第 21条）。  

（四）保证类型 

《民法通则》未明确区分保证合同的类型，所有保证均为所谓“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法》区

分了“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 

1.一般保证 

也称“补充保证 ”，是指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的保证方式 

《担保法》第 17条第 1款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

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

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保证人享有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权。 

2.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法》第 18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

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

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人不享有先诉抗辩权 。 

3.保证类型的确定 

保证究为一般保证，抑或是连带责任保证，这一点关乎保证人是否享有先诉抗辩权，对保证人

和债权人的利益影响甚大，因此，首先应遵循契约自治的精神，由债权人和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对

保证的类型加以确定。 

如当事人对保证的类型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根据《担保法》第 19 条的规定，保证的类型为

连带责任保证。 

【案例讨论】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哈尔滨办事处与哈尔滨日用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借款保证合同纠纷

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民二终字第 214号】 

（五）共同保证与最高额保证 

1.共同保证 

《担保法》第 12条、《担保法解释》第 2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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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高额保证 

（六）保证期间 

1.概念：是债权人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债务的有效期间。在约定或法定的保证期间内，如

果债权人不向保证人主张保证债权或依法采取相关法律行动，则保证人于保证期间届满时免除保证

责任。 

2.保证期间由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未约定或者虽然约定但早于或等于主债务履行期的

（等于无约定），则保证期间适用法定期间，即自债权清偿期届满之日起的 6个月内为保证期间。  

3．效力：（1）在一般保证中，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保证

期间届满，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担保法》第 25 条）；（2）在连带保证中，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

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届满，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担保法》第 26条）。 

（六）保证的效力 

1．在保证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效力 

（1）债权人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债务的请求权 ；（2）保证人可主张债务人的抗辩（ 《担保

法》第 20条第 1款规定：“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

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 

2．在保证人和主债务人之间的效力 

保证人履行债务后，取得对主债务人的代位求偿权  

（七）保证的消灭 

1.主债务消灭 

2.主债务承担 

因免责的债务承担而发生主债务人更换的，如未征得保证人的同意，保证人原先承担的保证责

任消灭（《担保法》第 23条）。   

3.保证期间届满  

三、定金 

（一）定金的意义 

指合同当事人一方，为确保合同的履行之目的而预先向他方给付的金钱或其他替代物。 

（二）定金的成立 

1.须当事人之间达成定金的合意，订立定金合同。  

《担保法解释》第 118 条规定：“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

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定金应实际支付。 

《担保法》第 90条：“定金合同自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 ” 

3.主合同须有效。 

（三）定金的种类 

1.违约定金 

以定金作为不履行主合同义务的损害赔偿，即给付定金的一方如不履行债务时，接受定金的一

方得没收定金，而接受定金一方不履行时，须双倍返还其受领的定金。 

2.立约定金  

是为了确保在当事人间未来订立合同而交付的定金。立约定金，实际上是当事人在形成预约后，

就本约的订立而设的担保 

《担保法解释》第 115 条：“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给付定金的一方

拒绝订立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讨论问题】 

《担保法解释》第 115条规定了立约定金，这条规定在术语使用上有无问题？ 

3.成约定金 

以定金的交付作为主合同特别成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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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法解释》第 116 条：“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主合同成立或者生效要件的，给付定

金的一方未支付定金，但主合同已经履行或者已经履行主要部分的，不影响主合同的成立或者生

效”。  

4.解约定金  

以定金的丧失或双倍赔偿作为代价，使主合同当事人获得了自由解除合同的权利。 

《担保法解释》第 117 条规定：“定金交付后，交付定金的一方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以丧失定

金为代价而解除主合同，收受定金的一方可以双倍返还定金为代价而解除主合同。对解除主合同后

责任的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    

（四）定金的效力 

1. 充抵价金和返还效力（主债务履行 ）  

2.定金罚则  

《担保法》第 89：“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

不履行约定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 

3.替代赔偿效力  

如果适用定金罚则能够填补债权人所受的损害，则债权人不得再另行主张损害赔偿。 

如果债权人的实际损失不能完全被定金罚则所填补，则债权人还可就差额另行向债务人主张赔

偿。  

第二节  债的保全 

一、概述  

保全，是债权人为了确保债权获得清偿而防止债务人责任财产减少的手段。 

根据债的相对性原理，债权人只能向债务人请求履行，债权的效力原则上不及于第三人。但是，

当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危及债权人利益时，法律允许债权人对债务人与第三人的关系进行一

定程度的干预，确保责任财产的完整，以排除对其债权的危害。因此，债的保全属于债的对外效力，

是债的相对性的例外  

二、债权人代位权 

（一）债权人代位权的意义 

指债权人为了保全其债权，以自己的名义，代债务人行使权利的权利。 

《合同法》第 73条：“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

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   

（二）代位权的性质 

1.代位权属于债权的对外效力 

债权效力“穿透”相对关系而及于第三人，属于债权的对外效力。  

2.代位权是债权人的固有权利  

3.代位权属于实体法上的权利  

（三）代位权的构成要件 

1.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有效  

2.债务人怠于行使债权 

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 13 条的规定，“怠于行使”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

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或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

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 

3.有保全债权的必要 

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的结果，有使债权人的债权发生不获清偿的可能 （合同法“对债权造成

损害的”）。 

4.债权已届履行期 

5.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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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代位权的行使 

1.权利行使的范围  

《合同法解释（一）》第 21 条：“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请求数额超过债务人

所负债务额或者超过次债务人对债务人所负债务额的，对超出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代位权行使方法 

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并须以诉讼的方式行使代位权。 

我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之所以将“代位权”规定为“代位之诉”，主要是因为它将代位

权行使的结果确立为次债务人对债权人的直接清偿，如此，为增强清偿的确定性，须依赖司法程序

的进行。   

3.次债务人的抗辩 

《合同法解释（一）》第 18 条规定：“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

权人主张”。  

如果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成立，则可以有效地阻却代位权的效力，法院应判决驳回原告的

诉讼请求。  

（五）代位权的效力 

我国《合同法》73条对代位权的效力未作出明确规定。《合同法解释（一）》弥补了这一缺陷，

但其对代位权效力的规定与大陆法系各国民法的规定有很大差异。 

代位诉讼成立的，法院判决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直接履行清偿义务。对此，（1）赞成者认为，

这一规则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有利于解决我国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三角债”问题，有助于解

决我国司法实践中执行难的问题。（2）反对者认为，这一规则将使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实际上获得

了“优先受偿权”。这样的效果设置固然可以节约诉讼环节和成本，但它有违债权平等的原则，可

能会损害未行使代位权的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合同法解释（一）》

第 20条）。     

三、债权人撤销权 

（一）撤销权意义 

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损害债权的行为，有请求法院撤销该行为的权利。  

（二）撤销权的性质 

1.形成权说 

2.请求权说 

3．折衷说 

我国学者多支持形成权说或折衷说  

（二）撤销权构成要件 

1．客观要件 

（1）债务人方面有减少责任财产的行为  

《合同法》将债务人减少责任财产的行为区分为无偿行为与有偿行为两种情形： 

（2）债务人的诈害行为损害债权 

债务人的诈害行为必须危及债权的实现，才有保全责任财产的必要  

（3）债务人的诈害行为必须发生在债权成立后  

2．主观要件 

我国《合同法》区分无偿行为与有偿行为而设有不同的主观要件. 

对于无偿行为，受让人（受益人）的主观因素无关紧要，其对于债务人的诈害行为是否知晓并

不影响债权人的撤销权。 

若债务人实施的是有偿行为，即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

财产，则依据《合同法》第 74 条的规定，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尚需具备主观要件，即“受让人知

道”债务人之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债权。 



800 

（三）撤销权的行使 

1.行使方式  

债权人之撤销权，仅在以诉的方式行使时，始能发生撤销的法律效果。  

2.行使对象  

行使对象，也即撤销之诉的被告。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 24条的规定，当债务人的行为

是双方行为时，应以债务人为被告，如法院认为有必要，可追加受益人或受让人为诉讼第三人 

3.行使期间    

债权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 1年内行使撤销权；自债务人行为发生起 5年内不行使的，

撤销权消灭。  

（四）撤销权的效力 

1.对债务人的效力 

债务人的诈害行为被视为自始无效。  

2.对第三人的效力  

因作为财产取得依据的法律行为被撤销，第三人因债务人的行为所取得的财产，应返还于债务

人。  

3.对债权人的效力  

因撤销权之行使，债务人所实施的单方行为或双方行为无效，债务人（而非债权人）可以向财

产的占有人或受让人、受益人主张返还，从而使其责任财产恢复到正常状态。 

第五章  债的移转 

【讨论问题】 

银行借记卡（储蓄卡）、贷记卡（信用卡）的法律原理是什么？ 

第一节  概述 

一、债的移转的意义 

债的移转，指债的关系在保持同一性的情况下，而发生主体的变更 

所谓债的同一性的保持，指债的效力依旧不变，包括原有的利益（如时效利益）、各种抗辩、

从属的权利等 

二、移转的原因与内容 

（一）发生原因  

1.基于法律行为的移转 

2.基于法律之规定的移转 

3.裁判上的移转 

（二）移转内容 

1.概括承受 

指债权和债务作为财产的整体而移转，如因继承或法人合并而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移转。 

2.特定承受 

指特定债权或债务的单独移转，如后文所讨论的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  

第二节  债权让与 

一、债权让与的意义  

（一）债权让与的概念 

是指不改变债的内容，而原债权人（让与人）以合同将债权移转于新债权人（受让人）。 

（二）债权让与的性质 

1.债权让与为不要式合同  

2.债权让与为处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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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债权让与为无因行为 

【问题讨论】 

债权让与为无因行为，这一说法意味着什么？ 

二、债权的可让与性 

（一）债权让与自由原则 

对于债权人而言，债权是其所享有的一项财产。对该财产，债权人应可像对物权等其他财产那

样自由处分。  

（二）债权让与的限制 

《合同法》第 79条之规定。 

三、债权让与的效力 

（一）对内效力  

债权让与的效力，发生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为债权让与的对内效力。  

1.债权由让与人移转于受让人。让与合同一旦成立，债权随即移转。  

2.债权的从权利随同移转。  

3.证明文件的交付和必要情形的告知。 

（二）对外效力 

债权让与的对外效力，主要指对债务人的效力，这是由债之关系的相对性决定的  

1.对债务人生效的要件：让与通知  

债权让与合同因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合意而发生债权移转的效果，无须征得债务人的同意。

但是，对此让与事实，债务人未必知晓。为了避免债务人错误清偿，法律设有保护债务人之规定 

《合同法》第 80条第 1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

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问题讨论】 

《合同法》第 80条第 1款之规定有何意义？ 

2.对债务人效力的内容  

（1）债务人一经获得通知，债权让与即对其生效。 

（2）债务人一切得对抗原债权人的抗辩事由，均可对抗新债权人. 

《合同法》第 82 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

让人主张”。 

（3）债务人可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合同法》第 83 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

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第三节  债务承担 

一、债务承担的意义  

（一）债务承担的概念 

债务承担，是指不改变债务的同一性，而依合同将债务移转于他人承受  

债务承担可分为免责的债务承担和并存的债务承担。 

二、免责的债务承担 

（一）债务的可移转性 

（二）债务承担合同 

债务承担可由债权人、债务人和承担人三方达成合意，也可以以下方式缔结债务承担合同 

1.债权人与第三人订立债务承担合同 

此类合同虽然没有债务人的参与，但其效果却可免除债务人的债务，是使其纯粹获得利益的合

同。因此，此类合同应当有效，并可直接发生债务承担的效果。  

2.债务人与第三人订立债务承担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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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承担系由新债务人代替旧债务人，新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和信用等因素会影响到债权人债权

的实现。债务承担关系债权甚切，实际上是对债权的处分，故必须由债权人的参与。 

未经债权人同意，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订立的债务承担合同尚不能发生效力，可将其视为效力

待定合同的一个类型。  

（三）效果 

1.对债务本体以及从权利、从义务的效力 

《合同法》第 86 条：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应当承担与主债务有关的从债务，但该从

债务专属于原债务人自身的除外 

2.对债权人的效力  

《合同法》第 85条：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 

3.对原债务人的关系  

原债务人即从债之关系中摆脱出来，不再承担任何债务。  

第四节  债权债务的概括移转 

一、意义  

债权债务的概括移转，是指债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将其权利义务一并移转给第三人，而由该

第三人承担其地位。 

二、合同承受 

（一）构成要件 

1.合同地位的可让与性 

2.让与合同  

（二）效果 

1.合同承受的，一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的债权债务全部移转给承受方。 

根据《合同法》第 89 条的规定，涉及合同权利转让的部分，适用有关债权让与的规定，涉及

合同义务转移的，则适用债务承担的有关规定。所以，有关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之法律效果的规定，

如从属权利和从属义务的随同移转等，也适用于合同承受  

2.发生合同承受的，一方当事人完全退出合同关系，承受方成为合同关系的当事人。由此，附

着于债之关系的形成权，如解除权、撤销权等，也移转于承受人。  

三、法定的概括移转 

（一）法人的合并和分立 

《合同法》第 90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合并的，由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合同权利，

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分立的，除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由分立的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对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  

（二）其他的法定概括移转 

法定概括移转，除发生在法人合并或分立之情形外，还典型地由法定继承引起。债之关系一方

当事人死亡的，其在该债之关系中所享有的债权及所承担的义务一并移转于其法定继承人。不过，

《继承法》第 33条确立了限定继承的规则，继承人对于超出遗产实际价值的债务不负清偿之责。 

《合同法》第 229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据

此，租赁物的受让人在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后，仍须承受原来的租赁合同关系。该承受是基于法律规

定，属于债权债务的法定移转。   

第六章  债的消灭 

第一节  清偿 

一、意义 

清偿，指产生消灭债权效果的给付。 

债务人依债之本旨履行债务（适时、适所、完全并以恰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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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偿人与清偿受领人 

（一）清偿人 

1.债务人 

2.债务人的代理人 

3.第三人 

（二）清偿受领人 

1.债权人  

2.债权人的代理人  

3.受领证书持有人等  

三、清偿客体 

（一）部分清偿 

《合同法》第 72 条：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但部分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

除外。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给债权人增加的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二）代物清偿 

以他种给付代替原定给付的清偿。代物清偿欲达清偿之效果，须债权人同意。   

代物清偿与清偿具有同样的效力。 

四、清偿地、清偿期、清偿费用 

《合同法》第 62条。 

（一）清偿地 

（二）清偿期 

（三）清偿费用 

五、清偿的抵充 

《合同法解释（二）》第 20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

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

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

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

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 

六、清偿的效力 

1.债之关系的消灭 

2.受领证书（收据）给予请求权 

3．债权证书返还请求权 

第二节  提存 

一、意义 

提存是债务人将难以清偿的标的物交提存部门保存以消灭债的行为。——代替清偿 

提存的必要性：债权人受领迟延等并不使债务人免除给付义务，为避免债务人长期受债务困扰，

而设此项制度。 

二、提存的原因 

债务人提出清偿，但由于债权人方面的原因不能实现清偿的目的，具体包括：债权人无正当理

由拒绝受领；受领人不明（如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 ）；债权

人下落不明。 

三、提存的主体和客体 

（一）主体 

提存人（债务人或其代理人） 

提存机关（多为法院，我国目前仅有公证提存）。 

（二）客体 



804 

动产，金钱及其他适于保管的物 

不适于提存或费用过高的，债务人变卖后将价款提存 

四、提存的效力 

（一）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 

1.债的关系消灭。 

2.提存物的风险移转至债权人（孳息也归债权人享有）。  

3.债务人的通知义务。 

（二）债权人与提存机关之间 

债权人有请求交付提存物的权利。 

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提存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提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

所有（《合同法》104条第 2款）。  

第三节  抵销 

一、意义 

抵销是当事人就互负种类相同的给付，按对等数额使其相互消灭的意思表示。 

涉及两个债的关系全部消灭或部分消灭。 

有对价，实际效果同清偿，构成债的消灭原因。  

二、抵销的类型 

（一）法律上的抵销和合意抵销 

1.法律上的抵销（单独抵销） 

符合法律规定时，产生抵销权；抵销为单方行为，抵销权为形成权，抵销以向对方为意思表示

（通知）的方式实现。 

2.合意抵销：当事人经由合意而产生的抵销 

（二） 民法上的抵销和破产法上的抵销 

破产法上的抵销条件更宽松，如未到期的债权亦可作为主动债权 

三、抵销的要件 

1.双方债权的存在        

债权在对待的当事人之间存在（互负债务） 

2.均届清偿期 

3.同种类给付（通常为金钱之债） 

【问题讨论】 

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权利人可否抵销的问题。 

四、抵销的效力 

双方债权（对等数额）的消灭。 

第四节  免除 

一、意义 

免除，债权人以债之消灭为目的而抛弃债权的意思表示。 

二、免除的性质 

1.契约说：德国民法典  “债权人依契约免除……”。  

2.单独行为说：日本民法、台湾地区民法。 

单独行为说较为合理。为尊重债务人之人格，可设类似如下之规定：债务人表示不欲享受免除

之利益者，视为自始未有免除之表示。 

第五节  混同 

一、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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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债务归于一人的法律事实。 

两个利益主体的存在是债的关系存在的前提。 

二、混同的原因 

继承 

法人合并 

债权转让、债务承担 

三、混同的效力 

1.通常情况下，导致债的消灭。 

2.在法律另有规定或债权属于他人权利标的时，债权不消灭。前者如，未到期票据，鼓励债权
的流通性。后者如，债权为他人质权标的。 
作业 
1．“债”的法律内涵是什么？为什么民法需要使用这样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 

2．一物两卖，前后两个合同都可以有效，其道理何在？ 

3．债的发生原因是否限于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缔约过失这几种？ 

4．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如何安排债法体系？ 

5．为什么要使用“给付义务群”的观念描述债务的构成？ 

6．从给付义务与附随义务有何不同？  

7．为什么需要使用“不真正义务”这一概念来描述债权人的受领义务等义务？ 

8．选择之债具有何种功能？ 

9．民法为什么需要对多数人之债问题单独作出规范？ 

10．在连带债务中，何为“对债务人之一所生事项的效力”问题？民法为什么需要就此问题做

出相关规范？ 

11．保证如何发挥强化债权实现的功能？  

12．先诉抗辩权如何能够保护保证人的利益？ 

13．法律为什么要通过规定债权人撤销权来保全债权？ 

14．为什么债权让与无须征得债务人的同意？  

15．法律规定，债权让与自通知债务人时起对债务人生效，这一规定的立法目的何在？ 

16．债务承担为什么需要征得债权人的同意？ 

17．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的无因性指的是什么？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充分理解债法总则设置的必要性，并能够认识到债法总论应包括的

内容。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理解债的基本概念以及债权的基本特征和属性，并对债法的特征有清

晰的认识。学生应从分类或标的方面认识债的各种类型以及多数人之债的基本规则。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重点掌握债之关系的效力，包括债权的效力、债务的效力以及债务

不履行的效力。学生尤其应该认识到债务构成的复杂性（给付义务群），并掌握其具体意义。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能对有助于债权的实现的担保与保全制度有完整的认识，并掌握其规

则。学生应能够从债权的财产权属性出发，认识到债的可移转性，并掌握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的基

本规则。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意识到债权具有“因消灭而实现”的特点，并能够熟练掌握清偿、

提存、抵销、免除和混同的基本规则。 

知识单元 2：合同总论 

学习内容： 

第七章  合同概述 

第一节  合同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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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定义 

《民法通则》第 85条 

《合同法》第 2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

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二、学理定义 

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狭义的合同仅指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的债权合同；广义的合同还包括产生

其他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双方法律行为。 

【讨论问题】 

“合同”是否专属于债法的范畴？ 

第二节  合同法的性质与理念 

一、合同的性质 

既属法律事实（法律行为），又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 

合同不仅约束双方当事人（当事人间的行为规范），而且也应约束法官（裁判规范）。 

二、合同法规范的性质 

【讨论问题】 

既然“契约自由”，为什么又需要合同法？其基本功能为何？立法的准据为何？ 

任意法，而非强行法。 

规范的任意性，其根源在于对“契约自由”理念的尊重；该理念越是薄弱，合同法中的强行性

要素就越多。 

合同立法的准据：正常的交易当事人最可能约定的交易条件。 

三、合同法的理念 

（一）契约自由 

契约自由的哲学、伦理学乃至经济学的解释。 

契约自由的具体体现。 

（二）契约正义 

契约自由本身不包括对契约结果的衡量，原则上不讨论结果的公正性问题。因此，契约内容应

得到尊重，不能任意调整。 

然而，该规则具有若干前提（假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当事人拥有相同的经济地位和信

息资源，拥有同等的交易经验，从而能够做出真正符合自己利益的契约安排。然而，这种理想主义

的假设并不符合生活事实：契约当事人的经济地位往往有很大的不同——“强制的自由”（强者假

契约自由之名限制弱者的自由缔约权）——契约自由的滥用。  

契约正义的观念要求对契约法的规则进行调整，如：强制缔约义务；定型化合同的调整；劳动

者、消费者的倾向性保护等。 

契约法在一定程度上应起到扶贫济困的功能，但是这不可能成为契约法的主要使命，该功能应

由税法等来加以实现。 

契约法仍仅应在例外条件下考虑结果公平的问题。如果契约法以公平正义之名任意更改当事人

的意思，那么当事人对于将来契约的履行将无法预见，法律的安定性，交易的安全将受严重破坏。 

第三节  合同的分类 

一、有名合同（典型合同）与无名合同（非典型合同） 

分类标准：有无专门的法律规范——法律是否对某种合同类型作出规定。 

1.有名合同：法律规定其内容并赋予一定名称的合同。 

2. 无名合同：法律未规定其内容与名称的合同。 

区分的意义：合同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其内容由当事人自行确定（合同自由），但当事

人未必事无巨细均加以明确约定。在当事人对一些事项未作出约定时，有名合同可直接适用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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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性规定（范式）——主要的问题是从个案法律事实中识别契约的类型（主给付义务）；无名合

同的法律适用问题相当复杂（适用民法总则、债法总则、合同总则，并参照最相类似的典型合同）。 

二、诺成合同、要物合同 

分类标准：合同在合意外，是否尚须标的物的交付而成立。 

1．诺成合同：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的合同。诺成性是合同的一般属性。  

2．除意思表示外，还需要标的物的交付方可成立的合同。 

【讨论问题】 

要物合同在民法上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三、单务合同、双务合同 

分类标准：当事人双方是否负互义务。 

1.单务合同：仅有一方当事人负有义务，他方不负义务的合同，如赠与合同，借用合同，无偿

的保管合同。 

2.双务合同：双方互负债务的合同   买卖、租赁、承揽等   债务的对待性——两个债的关系

具有法律上的关联 

区分意义：双务合同具有特殊效力（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合同解除权通常发生在双

务合同之中）。 

四、有偿合同、无偿合同 

分类标准：当事人取得合同权利是否须支付代价，或负担义务是否受有代价。 

1.无偿合同：当事人一方只为给付（负担义务）而无报偿的合同  如赠与、借用合同。 

2。。有偿合同：当事人各因给付而取得报偿的合同，如买卖、租赁、承揽； 

区分意义：当事人所负注意义务不同，进而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时的归责性以及债不履行的后

果产生影响 

法律对无偿合同的债务人宽大处理（任意撤销、要物性设计、责任减轻） 

五、要式合同与不要式合同 

分类标准：合同是否需要具备特定形式。 

形式自由系合同自由的一个方面，所以合同以不要式为原则。证据方面的考虑不应使合同必须

具有特定形式。 

要式：书面、公证等形式。其目的在于促请当事人认清有关行为经济意义或固有的风险，敦促

他们认真考虑并尽量表达得准确。如赠与合同通常需要以公证的方式设立。 

区分意义：要式合同不具备法律要求的特定形式的，无效（德国民法典 125条）或不成立。 

形式瑕疵的补正。《合同法》第 36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

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六、一时性合同与继续性合同 

分类标准：时间因素对确定给付的内容和范围是否发生影响 

1．一时性合同：一次给付便使合同内容得以实现的合同。 

2.继续性合同：债务须经持续的给付才能履行完毕的合同。 

区分意义：一时性合同适用解除，具有溯及力；继续性合同适用终止，对未来发生效力，不具

有溯及力。  

七、束己合同与涉他合同 

分类标准：合同的效力是否涉及第三人。 

1.合同原则上仅能约束参与缔约的当事人（法谚云：不得为他人缔约），故合同原则上均为束

己合同。 

2.涉他合同包括“由第三人给付的合同”（第三人负担合同）和“向第三人给付的合同”（利他

合同）。 

《合同法》第 64、65条。 

八、预约与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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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标准：两个合同相互间是否具有手段和目的的关系。 

1.预约：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合同的合同。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2条：当事人签订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

合同，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

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本约：履行该预约而成立的合同 

九、确定合同与射倖合同 

分类标准：给付的内容和范围在合同成立时是否确定。 

射幸合同：以未来不确定事件（偶然机会）而决定是否给付的合同。 

类型：保险合同、搏彩合同等。 

第八章  合同的订立 

第一节  概述 

一、合同的成立要件 

合同属于法律行为，所以首先需要具有法律行为的一般成立要件：当事人、标的与意思表示。 

二、 合意 

合同因当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但合意如何认定？ 

将错综复杂的缔约磋商进行分解，建立一个模型：要约（提出缔约建议）——承诺（无条件的

同意）。 

第二节  要约 

一、要约的概念 

要约，是指一方当事人向对方提出合同条件，希望对方接受，以便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二、要约的构成要件 

1．要约必须是希望订立合同的人向相对人发出的意思表示。 

2．要约必须以订立合同为目的。 

3．要约的内容应当具体、确定。 

4．要约应当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三、要约邀请 

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 

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 

四、要约的法律效力 

要约的法律效力，是指要约的生效以及要约对于要约人和受要约人所产生的效力。 

1．要约生效的时间。 

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 

2．要约对要约人的拘束力。 

3．要约对受要约人的拘束力。 

4．要约的存续期限。 

五、要约的撤回与撤销 

1．要约的撤回。 

要约可以撤回。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 

2．要约的撤销。 

要约可以撤销。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但是，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1）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2）

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 

六、要约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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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 

2．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 

3．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 

4．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 

第三节  承诺 

一、承诺的概念 

承诺，是受要约人向要约人作出的同意接受要约的意思表示。 

二、承诺的构成要件 

1．承诺必须由受要约人向要约人作出。 

2．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 

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 

3．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 

4．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三、承诺的撤回 

承诺可以撤回。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要约

人。 

四、承诺的生效 

1．承诺生效的时间。 

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

为时生效。 

2．承诺生效的效果。 

五、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 

1．合同成立的时间。 

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

认书时合同成立。 

2．合同成立的地点。 

承诺生效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

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第四节  订立合同的特殊方式 

一、招标投标方式 

二、拍卖方式 

三、交错要约 

交错要约，是指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发出要约，对方也向其发出同一内容的要约，且双方均不知

对方已向自己发出要约的现象。 

四、意思实现 

意思实现，是指依习惯、事件性质或要约人为要约时的预先声明，承诺无须通知，在相当时期

内有可认为承诺的事实时，合同即告成立的现象。 

五、强制缔约 

第五节  悬赏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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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 

以广告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予报酬的，为悬赏广告 

悬赏广告有广泛的用途如征集奥运会会徽，悬赏捉拿犯罪嫌疑人，悬赏寻找失物或走失之人，

软件开发者悬赏发现漏洞等。 

悬赏广告与委托合同的区别。 

二、悬赏广告的性质 

1.契约说 

2.单方行为说 

单独行为说似较为合理 

三、效力——报酬给付请求权 

以在设定期限内完成一定行为作为请求报酬的前提。 

数人先后完成该行为的，由最先完成该行为之人，取得报酬请求权。 

优等悬赏广告：对于完成指定行为的数人，仅对被评定为优等者给付报酬的悬赏广告。 

第六节  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 

【讨论问题】 

某洗衣店在店内张贴告示，称“送洗衣物如有灭失，赔偿价格不得超过洗衣价格的 10倍”，此

告示效力如何？ 

一、意义 

格式条款：也称格式合同、定型化条款、一般交易条件等，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

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无论是被纳入到书面合同文件中，还是构成一个单独的部分，只要不存在个别协商的可能，即

可视为格式条款。 

最典型的格式合同为发生在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消费合同。 

二、对格式条款的法律控制 

（一）立法、司法、行政的多重控制手段 

（二）《合同法》的规范 

1．将格式条款纳入合同的前提——使用者的揭示义务。  

格式条款使用者应以显著方式提请对方当事人注意格式条款。 

使用人未尽此揭示义务的，相对人可以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  

2．格式条款的解释 

《合同法》第 41条：有疑义时，作不利于格式条款使用人的解释（强行规范）。 

3．内容的控制 

格式条款的无效（合同法第 40条） 

格式条款使用人违反诚信原则，造成对相对方的明显不公平——不恰当的免责、排除对方主要

权利、加重对方责任等。 

无效的效果：原则上，仅使该格式条款发生无效，不影响整个合同的效力（部分无效不影响整

体的有效）；对于无效条款所涉及的问题，适用法律的任意性规范（视为未约定）。 

第七节  缔约过失责任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概念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缔约人故意或过失地违反先合同义务，致使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

时，依法应向对方承担的赔偿其损失的责任。 

二、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 

1．缔约人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 

2．对方当事人遭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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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缔约人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与对方当事人遭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4．违反先合同义务的一方有过错。 

三、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 

《合同法》第 42条、第 43条 

四、缔约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计算 

信赖利益的赔偿。 

第八节  合同的解释 

一、合同的解释概述 

合同的解释，是指由受理合同纠纷的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为合理确定合同的内容，依法对合同

及相关资料的含义所作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分析和说明。 

合同解释无所不在。 

二、合同解释的规则 

（一）文义解释 

1.主观解释 

2.客观解释 

（二）整体解释 

以合同的各个条款相互解释，以确定各个条款在整个合同中所应具有的真正意思。 

（三）目的解释 

如果合同内容的解释存在歧义时，应选择最合乎合同目的的解释。 

（四）交易惯例的解释 

交易惯例：存在于交易中的行为习惯或语言习俗。 

交易参与人通常都了解和实行这些习惯或习俗。 

（五）诚信解释 

诚信是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 

合同条款有歧义时，应作符合诚信原则的解释。 

第九章  合同之债的特殊效力 

一、概述 

合同作为债的发生原因。 

债法总则“债的效力”乃以合同之债为原型而设计，因此前述关于“债权效力”、“债务效力”、

“债务不履行之效力”均适用于合同之债。 

本章阐明合同所具有的特殊的债的效力：合同的解除；双务合同之履行抗辩权。 

二、合同的解除 

（一）合同解除的类型 

1.双方合意解除 

《合同法》第 93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合意解除本身是一个新的合同，其效力如何由解除合同确定。 

2.单方解除 

通过单方面行使合同解除权，使合同之效力溯及地发生消灭的意思表示。 

合同必须严守：若无法律上或合同上的解除权，不得单方废止合同。 

（二）解除权的发生原因 

1.依当事人之约定——约定解除权 

《合同法》第 93条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

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与附解除条件合同的区别：合同并不因该条件成就自动失去效力；而是产生当事人的解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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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定解除权（《合同法》第 94条） 

（三）解除权的行使 

1.行使的方法 

向对方当事人以意思表示为之，属于有相对人的单方意思表示。 

《合同法》96 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

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解释二》第 34 条：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

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行使期间 

《合同法》第 95 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

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

使的，该权利消灭。 

（四）解除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 97 条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

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1.原给付义务消灭：双方均消灭。 

2.回复原状：向对方返还给付利益。 

3.损害赔偿：包括所受损害与所失利益（如系因对方根本违约而产生合同解除权，赔偿应相当

于违约损害赔偿） 

三、双务合同的特殊效力 

（一）同时履行抗辩权  

合同法第 66 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

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 

1.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双务合同的当事人之一方于他方当事人未为对待给付前，得拒绝自己给

付的权利。无任何情事而强使当事人一方先为给付，有失公平——先给付一方将承担对方不为对待

给付的风险。 

2.性质：一时性（阻碍性）的抗辩权 

3.成立要件：双方因同一合同互负债务——对待给付；行使抗辩权之人无先行给付义务；相对

人未为给付 

4.同时履行抗辩权行使的效力：一时地阻止请求权的效力；抗辩权只有经抗辩权人行使才发生

阻却请求权的效力，若在相对人提出给付请求时，债务人未援引该抗辩，而为给付，则事后不得主

张给付的返还。 

（二）不安抗辩权 

《合同法》第 68、69条 

1.不安抗辩权指双务合同中有先为给付义务的当事人一方，因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显著减少或经

营状况恶化而难为对待给付，在对方未为对待给付或未提供担保前，有拒绝自己给付的抗辩权。如

果不赋予此项抗辩权，将使负有先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不能得到对待给付的特别风险（超出了当

事人能够预测的范围）。 

2.不安抗辩权的成立要件 

（1）援引该抗辩权之当事人有先行给付的义务——否则可援引同时履行抗辩权。 

（2）对方当事人（后给付方）存在难为对待给付的情形——合同法 68条列举四种具体情形。 

3.效力 

（1）享有此项抗辩权之人，在相对人未为对待给付或提出担保前，得拒绝自己的给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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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该项抗辩权因对方的给付或担保的提出而消灭。 

（3）对于相对人难为给付的主张，主张抗辩权之人应负举证责任。 

（4）我国合同法进一步规定了行使抗辩权之人的合同解除权。 

【讨论问题】 

《合同法》第 67条规定的“顺序履行抗辩权”是否有必要？ 

第十章  违约责任 

第一节  违约责任概述 

一、违约责任的概念 

违约责任，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法定或约定的条件

时，依法应向对方承担的民事责任。 

二、违约行为的形态 

1．不能履行 

2．拒绝履行 

3．迟延履行 

4．不完全履行 

三、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1．过错责任原则 

2．严格责任原则 

【讨论问题】 

我国《合同法》到底确立了何种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四、免责事由 

（一）免责条件 

免责条件，是指法律明文规定的当事人对其不履行合同不必承担违约责任的条件。 

1.一般法定免责条件：不可抗力。 

2．特别法定免责条件。 

（二）免责条款 

免责条款，是当事人事先以协议免除或限制其将来可能产生的责任的合同条款。 

免责条款的解释。 

免责条款的无效。 

第二节  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 

一、强制履行 

（一）强制履行的概念 

强制履行，是指债务人违约后，如债务履行仍有可能时，债权人可请求法院强制债务人继续履

行合同债务。 

（二）强制履行的构成要件。 

1．一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债务。 

2．守约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 

3．违约方能够继续履行。 

4．强制履行不违背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的性质。 

（三）强制履行与其他违约救济方式的关系 

1．强制履行与赔偿损失。 

2．强制履行与违约金。 

3．强制履行与合同解除。 

二、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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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全赔偿原则 

2．合理预见规则 

3．与有过失规则 

4．减轻损失规则 

5．损益相抵规则 

三、支付违约金 

（一）违约金的概念 

违约金，是指当事人依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在一方违约时应向对方支付的一定数额的金钱或

其他代替物。 

（二）违约金数额的增减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

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三）违约金与其他违约救济方式的关系 

1．违约金与赔偿损失。 

2.违约金与定金。 

3.违约金与合同解除。 

第三节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一、责任竞合概述 

1．法律规范竞合 

法律规范竞合，是指同一事实符合数个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致使这些法律规范都可适用。 

2．民事责任聚合 

民事责任聚合，是指受害人就同一事实可请求行为人承担多种民事责任形式。 

3．民事责任竞合 

民事责任竞合，是指同一违法行为虽然符合多种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可成立多种民事责任，

但受害人只能择一请求。 

二、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区别 

1．归责原则不尽相同。 

2．构成要件不尽相同。 

3．举证内容不尽相同。 

4．赔偿范围不尽相同。 

5．诉讼时效不尽相同。 

6．责任方式不尽相同。 

7．免责事由不尽相同。 

8．诉讼管辖不同。 

三、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处理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合同法》要

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作业 
1．如何理解“合同”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 

2．试述单务合同与双务合同、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的区分标准及其意义。 

3．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两种理念之间有何关系？ 

4．如何区别要约与要约邀请？ 

5．要约的撤销与撤回有何区别？我国《合同法》对于要约的撤销是如何规定的？ 

6．有效的承诺应具备哪些条件？ 

7．我国《合同法》对格式条款有何限制？为何要设立这些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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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悬赏广告属于单方允诺，还是契约？这一问题本身有何意义？ 

9．何谓“缔约过失责任”？ 

10.试述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条件及其功能。 

11．试述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及其效力。 

12.解除权应如何行使？ 

13．我国《合同法》规定了哪些类型的违约行为？ 

14．试述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主要区别。 

15．试述我国《合同法》关于赔偿损失责任的规定。 

16．试述赔偿损失与违约金之间的关系。 

17．试述赔偿损失与强制履行之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首先深入理解“合同”这一概念，并准确理解“契约自由”与“契约

正义”的合同法理念。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结合《合同法》第二章的内容，详细掌握合同订立的相关规则，并

掌握缔约过失责任、格式合同规制的相关规范和理论。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能够在债法总则有关债的效力的基础上，理解合同之债做具有的特殊

效力，即双务合同履行抗辩权的效力与合同解除效力。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意识到违约责任在合同法中的核心地位，并结合《合同法》的具体规

定，掌握有关违约样态、违约责任承担方式等规则。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具备以合同法一般理论和规则分析合同纠纷案件的基本能力。 

知识单元 3：合同分论 

学习内容： 

第十一章  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 

第一节  买卖合同 

一、买卖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买卖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合同。 

二、出卖人的义务 

1．交付标的物。 

2．移转标的物所有权。 

3．瑕疵担保责任。 

（1）权利瑕疵担保责任。 

（2）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4．交付有关单证资料。 

三、买受人的义务 

1．支付价款。 

2．检验及通知义务。 

四、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 

1．风险原则上随标的物的交付而转移给买受人承担。 

2．在途货物的风险自合同成立时转移给买受人承担。 

3．标的物因交付给第一承运人而移转。 

4．买受人迟延受领时风险的移转。 

5．因标的物质量不合要求导致买受人解除合同时，风险归出卖人承担。 

6．买受人承担风险的，不影响其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五、特种买卖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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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留所有权的买卖合同。 

2．样品买卖合同。 

3．试用买卖合同。 

第二节  赠与合同 

一、赠与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赠与合同为诺成、单务、无偿、不要式合同。 

二、赠与人的义务 

1．交付赠与物并移转相应的权利。 

2．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财产毁损、灭失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瑕疵担保责任。《合同法》第 191条。 

三、赠与人对赠与的任意撤销权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

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除外。 

【讨论问题】 

为什么在赠与合同中会出现所谓“任意撤销权”？ 

四、赠与人或其继承人、法定代理人对赠与的法定撤销权 

1．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 

2．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的法定撤销权。 

五、赠与人不再履行赠与义务的例外情形 

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 

 

第三节  借款合同 

一、借款合同的概念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约定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 

1.实践性合同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2.不要式合同 

3.关于利息 

未约定利息的，视为无息；约定利息的，不得为“高利贷”（高于法定基准利率 4倍）。 

三、非自然人之间的借款 

主要指至少一方为金融机构的借款。 

要式合同：需具备书面形式 

诺成合同：订立时成立，贷款人有义务依约定向借款人提供贷款。 

存在利率管制。 

第十一章  转移财产使用权的合同 

第一节  租赁合同 

一、租赁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租赁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合同。 

二、出租人的义务 

1．交付租赁物，保持租赁物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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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维修租赁物。 

3．瑕疵担保责任。 

（1）权利瑕疵担保责任。 

（2）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三、承租人的义务 

1．按期支付租金。 

2．按照约定的方法和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 

3．妥善保管租赁物。 

4．租赁期间届满后返还租赁物。 

四、租赁期间租赁物的转让 

1．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2．买卖不破租赁 

【讨论问题】 

《合同法》第 229条规定的实际效力和意义何在？ 

五、转租的效力 

《合同法》第 224条 

第二节  融资租赁合同 

一、融资租赁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

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融资租赁合同为诺成、要式、有偿合同。 

二、出租人的权利义务 

1．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 

2．原则上不对租赁物的适用性负责。 

3．不承担租赁物侵害第三人权利的侵权责任。 

4．保证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 

5．不得擅自变更买卖合同中与承租人有关的内容。 

三、承租人的权利义务 

1．出卖人应向承租人交付标的物，承租人享有与受领标的物有关的买受人的权利。 

2．承租人根据约定可以向出卖人行使索赔的权利。 

3．出租人依法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的时，承租人对超额价值享有返还请求权。 

4．依约支付租金的义务。 

5．妥善保管、使用租赁物，并负有维修义务。 

第十二章  完成工作成果的合同 

第一节  承揽合同 

一、承揽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 

承揽合同是诺成、双务、有偿、不要式合同。 

二、承揽人的义务 

1．原则上应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 

2．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并提交必要的技术资料和有关质量证明。 

3．对定作人提供的材料进行检验的义务。 

4．发现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不符合约定、定作人提供的图纸或者技术要求不合理时，负有通知

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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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管定作人提供的材料和完成的工作成果的义务。 

6．接受定作人的检验、监督。 

7．保密义务。 

8．共同承揽人对定作人承担连带责任。 

三、定作人的义务 

1．支付报酬。 

2．协助义务。 

3．中途变更承揽要求时的损害赔偿责任。 

4．随时解除承揽合同时的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节  建设工程合同 

一、建设工程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

同。 

建设工程合同是诺成、双务、有偿、要式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是特殊类型的承揽合同。 

二、承包人的权利义务 

1．接受发包人检查的义务。 

2．在隐蔽工程隐蔽以前通知发包人检查的义务。 

3．对于建设工程价款，就建设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 

三、发包人的权利义务 

1．及时验收的义务。 

2．依约支付价款并接收建设工程的义务。 

3．因承包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发包人享有要求

承包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权利。 

第十三章  提供劳务的合同 

第一节  运输合同 

一、运输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

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 

运输合同通常是双务、有偿、诺成合同。 

二、运输合同的类型 

1．旅客运输合同和货物运输合同。 

2．单一运输合同和联合运输合同。 

3．同一方式联运合同和多式联运合同。 

三、承运人的义务 

1．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 

2．按照约定的运输路线安全运输的义务。 

3．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义务。 

（1）告知有关运输的重要事项的义务。 

（2）依约运输旅客的义务。 

（3）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旅客的义务。 

（4）对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5）对旅客自带物品的毁损灭失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4．货运合同中承运人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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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及时通知收货人提货的义务。 

（2）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承受货物因不可抗力灭失时的运费风险。 

四、托运人的权利义务 

1．托运人享有任意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 

2．如实申报与运输货物有关的事项的义务。 

3．妥善包装货物的义务。 

第二节  保管合同 

一、保管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 

保管合同是实践、无偿、不要式合同。 

二、保管人的义务 

1．给付保管凭证。 

2．妥善保管义务。 

3．亲自保管义务。 

4．不得使用或许可第三人使用保管物。 

5．第三人对保管物主张权利时的及时通知义务。 

6．返还保管物及其孳息的义务。 

三、寄存人的义务 

1．依约支付保管费及其他费用。 

2．保管物有瑕疵或者保管物需要采取特殊保管措施时，保管人负有告知义务。 

3．寄存货币、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贵重物品时，应向保管人声明。 

第三节  仓储合同 

一、仓储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仓储合同，是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 

仓储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不要式合同。 

二、保管人的义务 

1．验收仓储物。 

2．向存货人给付仓单。 

3．妥善保管义务。 

4．入库仓储物变质或损坏时的及时通知义务。 

5．根据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的要求，同意其检查仓储物或者提取样品的义务。 

6．保管不善时的损害赔偿责任。 

三、存货人的义务 

1．支付仓储费。 

2．储存危险物品或易变质物品时的说明义务。 

2．及时提取仓储物的义务。 

 

第四节  委托合同 

一、委托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委托合同是无偿、诺成、不要式合同。 

二、受托人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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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委托人的指示，亲自处理委托事务。 

2．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及委托事务的结果。 

3．财产转交义务。 

4．因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时的赔偿义务。 

三、委托人的义务 

1．支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 

2．有偿委托中支付报酬的义务。 

3．赔偿受托人的损失。 

四、间接代理 

1．委托人的自动介入。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

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

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2．委托人的介入权。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

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时，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

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

外。 

3．第三人的选择权。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

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五、委托合同终止的特殊事由 

1．委托人和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 

2．委托人或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破产。 

第五节  行纪合同 

一、行纪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行纪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不要式合同。 

二、行纪人的义务 

1．负担行纪费用。 

2．妥善保管委托物。 

3．合理处分有瑕疵或者容易腐烂、变质的委托物。 

4．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事务。 

三、行纪人的介入权 

行纪人卖出或者买入具有市场定价的商品，除委托人有相反的意思表示外，行纪人自己可以作

为买受人或者出卖人。于此情形，行纪人仍然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报酬。 

四、委托人的义务 

1．支付报酬。 

2．及时受领或取回委托物。 

第六节  居间合同 

一、居间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

报酬的合同。 

居间合同是有偿、诺成、不要式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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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间人的义务 

1．向委托人如实报告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 

2．促成合同成立的，由居间人负担居间活动的费用。 

三、委托人的义务 

1．支付报酬。 

2．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有义务支付居间人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 

第十四章  技术合同 

第一节  技术开发合同 

一、技术开发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技术开发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就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所

订立的合同。技术开发合同包括委托开发合同和合作开发合同。 

技术开发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要式合同。 

二、委托开发合同 

1．委托人的义务。 

2．开发人的义务。 

3．成果归属 

三、合作开发合同 

1．当事人的义务 

2．成果归属 

第二节  技术转让合同 

一、技术转让合同概述 

技术转让合同包括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技术秘密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技术转让合同是有偿、双务、诺成、要式合同。 

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1．让与人的义务 

2．受让人的义务 

三、技术秘密转让合同 

1．让与人的义务 

2．受让人的义务 

第三节  技术咨询合同 

一、技术咨询合同概述 

技术咨询合同包括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

等合同。 

二、委托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阐明咨询的问题，提供技术背景材料及有关技术资料、数据。 

2．接受受托人的工作成果，支付报酬。 

三、受托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的期限完成咨询报告或者解答问题。 

2．提出的咨询报告应当达到约定的要求。 

第四节  技术服务合同 

一、技术服务合同概述 

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不包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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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工程合同和承揽合同。 

二、委托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提供工作条件，完成配合事项。 

2．接受工作成果并支付报酬。 

三、受托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完成服务项目，解决技术问题，保证工作质量。 

2．传授解决技术问题的知识。 

四、新技术成果的归属  
作业 
1．试述买卖合同中出卖人和买受人的义务。 

2．我国《合同法》对买卖合同中标的物意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是如何规定的？ 

3．赠与合同中的赠与人负有哪些义务？ 

4．赠与人对赠与的法定撤销权与任意撤销权有何区别？ 

5．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有哪些权利义务？ 

6．试述租赁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的区别。 

7．承揽合同中的承揽人负有哪些义务？ 

8．试析建设工程合同中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的性质及其行使条件。 

9．旅客运输合同中的承运人负有那些义务？ 

10．试述保管合同与仓储合同之间的区别。 

11．试述我国《合同法》关于间接代理制度的规定。 

12．试述委托合同与行纪合同的异同。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重点掌握买卖合同、赠与合同、租赁合同、承揽合同、委托合同、行

纪合同等几种合同类型，并熟悉和了解《合同法》分则部分的其他合同类型。由于教学时数的限制，

课堂教学也应以讲授前述重点合同类型，尤其是买卖合同、赠与合同、租赁合同等几种类型为主，

其他合同类型从略。 

知识单元 4：法定之债 

学习内容： 

第十五章  侵权行为之债 

第一节  概述 

一、侵权行为的概念及特征 

（一）侵权行为的概念 

行为人基于过错（或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不问有无过错），不法侵害他人民事权益，依法应当

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 

（二）侵权行为的特征 

侵权行为是一种损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 

侵权行为主要是行为人基于过错而实施的行为。 

侵权行为是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 

（三）侵权行为与相关行为的区别 

1．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 

2．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 

3．侵权行为与无因管理； 

    4。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 

二、侵权行为的类型 

（一）以归责原则为分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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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侵权行为 

2．特殊侵权行为 

（二）以行为人与责任人是否同一为分类标准 

1．自己行为责任 

2．替代责任或转承责任 

（三）以违反义务的方式为分类标准 

1．作为方式的侵权行为 

2．不作为方式的侵权行为 

（四）以侵权行为人数目为分类标准 

1．单独侵权责任 

2．数人侵权责任 

三、侵权责任法的功能 

侵权法不仅是“权利救济”之法，也是保障“行为自由”之法。 

四、 我国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权益范围 

（一）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2条规定的解读 

（二）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合法利益 

（三）对权利与利益的区别保护 

五、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 

（一）一般条款的定义 

1．一般条款的概念 

2．一般条款的功能 

（二）我国《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的模式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2条与第 6条之相互关系分析。 

第二节  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一、 归责原则概述 

（一）归责原则的含义及功能 

1．归责原则的概念（归责的含义、归责与责任） 

2．归责原则的功能 

（二）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体系 

1．多元归责体系 

2．各归责原则的地位 

二、 过错责任原则 

（一）过错责任原则的含义 

过错责任原则的概念 

（二）过错责任原则的理论基础及其功能 

1．理论基础（或理论依据） 

2．过错责任原则的功能； 

（三）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 

1．过错责任原则与一般条款的适用范围 

2．过错责任原则的举证责任 

（四）过错推定责任 

1．过错推定的含义 

2．过错推定的适用范围 

3．过错推定的适用方法 

4．过错推定与过错责任原则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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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过错责任原则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含义 

1．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概念 

2．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特点 

（二）无过错责任的归责依据与功能 

1．归责依据；（行为或物的危险性） 

2．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功能（分配正义、合理分配风险、预防损害发生） 

（三）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 

四、公平责任 

（一）公平责任的含义 

（二）公平责任在归责原则体系中的地位 

（三）公平责任的适用 

第三节  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一、 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概述 

（一）构成要件的含义 

（二）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体系 

1．“三要件说”与“四要件说”的分野； 

2．我国司法实践的立场； 

3．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与归责原则的关系； 

二、 违法性 

（一）行为违法性概述 

（二）违法性的判断标准 

三、 损害事实 

（一）损害的含义 

损害的概念 

（二）损害的类型 

1．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 

2．现实财产的减少与可得利益的丧失； 

3．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 

4．本人损害与反射性损害； 

（三）损害的证明与推定 

1．损害的证明 

2．损害的推定 

（四）关于纯粹经济损失 

四、 因果关系 

(一)因果关系概述 

(二)侵权法上的几种主要的因果关系理论及其分析 

1．必然因果关系 

2．必要条件理论 

3．相当因果关系 

4．法规目的说 

(三)因果关系的证明与推定 

(四)对我国侵权法上因果关系规则的认识 

1．区分事实上因果关系与法律上因果关系； 

2．我国侵权法上判断法律上原因的基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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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因现象下侵权责任的承担； 

五、 过错 

（一）过错的概念 

（二）过错的形式 

1．过错形式的划分标准及其意义 

2．故意 

3．过失 

（三）过错的判断标准 

1．主观过错标准； 

2．客观过错标准； 

（四）过失判断客观标准的多元化及相关因素 

1．过失判断的一般标准：理性人标准 

2．过失判断的特殊标准：法定标准 

3．判断过失时应予考虑的主观因素； 

4．过失判断标准的适用方法； 

第四节  共同侵权行为 

一、共同加害行为 

（一）共同加害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1.共同加害行为的概念 

2.共同加害行为的特征； 

（二）共同加害行为的构成要件 

1．加害主体的复数性 

2．主观过错的共同性或各加害行为原因力的足够性 

3．损害结果的同一性 

二、 教唆人和帮助人的侵权责任 

（一）教唆人的侵权责任 

（二）帮助人的侵权责任 

三、共同危险行为 

（一）共同危险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1．共同危险行为的概念 

2．共同危险行为的特征 

（二）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件 

1．数人均实施了具有危险性的行为 

2．数人行为在客观上具有共同危险性 

3．不能确定实施加害人 

（三）共同危险行为人的责任承担 

1．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法理依据 

2．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对内、对外责任的具体规则 

四、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责任 

（一）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概念及特征 

1．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概念； 

2．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特征； 

（二）聚合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 

1．聚合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的概念 

2．聚合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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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聚合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的责任承担 

（三）多因一果的数人侵权 

1．多因一果数人侵权的概念 

2．多因一果数人侵权的特征 

3．多因一果数人侵权责任承担 

第五节  免除责任和减轻责任的事由 

一、概述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抗辩事由较少，如自甘冒险、受害人同意以及意外事件等都没有规

定。在类型上看，抗辩事由主要有两类：违法阻却和因果关系欠缺。 

二、违法阻却 

违法阻却本质上是对侵害行为违法性要件的抗辩，也就是对侵害行为正当性的证明。《侵权责

任法》明确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行为，没有规定自助行为，而对于依法行为也是散见于其他

法律中的，如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行为，正当的新闻报道行为等。 

（一）正当防卫 

（二）紧急避险 

（三）自助行为 

（四）适法的无因管理 

（五）正当行使公、私权利 

（六）受害人允诺 

三、因果关系欠缺 

（一）受害人原因 

在受害人故意或在法律有明确规定情况下的重大过失都是免除行为人责任的抗辩事由；对于造

成的损害，受害人有过失的情况下，可以减轻加害人的责任。受害人过失也称“与有过失”，在损

害赔偿法中被称为“过失相抵”，另外，这里要注意解释“与有过失”与“比较过失”。 

（二）第三人原因 

损害是第三人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要注意第三人独立承担责任的情形和他人承担补充

责任的情形。 

（三）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能

力和控制能力不是同步的，所以，不可抗力的本质不在于“不能预见”，而在于“不能避免和克服”。 

第六节  不作为方式的侵权责任 

一、概述 

不作为方式的侵权责任是行为人违反作为义务而致他人合法权益损害所应承担的责任。该类侵

权责任因与行为自由关系紧密。 

我国《侵权责任法》主要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和

教育机构不作为导致学生人身损害的侵权责任三类。 

【讨论问题】 

不作为何以构成侵权？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概念 

网络技术提供者、内容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而应承担的侵权责任。网络服务

提供者的侵权责任属于一般侵权责任，其责任基础在于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类型 

1．积极作为的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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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拒绝“取下”的侵权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权利人发出的侵权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或者断开链接等措

施，阻止他人访问侵权信息的规则。拒绝“取下”造成的损害，网络服务提供者应承担不作为侵权

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知道”的含义及判断标准。 

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一）安全保障义务的含义 

安全保障义务，是指特定场所的管理人或活动的组织者对于进入该场所获参与该活动的人所负

有的合理注意和保护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在性质上属于什么义务，理论界有不同观点。 

（二）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发展 

1．大陆法国家的违约责任向侵权责任的演变 

2．英美法中的邻居规则（Neighbor Principle）和“注意义务” 

（三）我国法中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 

1．归责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2．责任主体与赔偿权利主体的确定 

3．“补充责任”的属性 

四、教育机构对学生人身损害的侵权责任  

（一）概念 

教育机构在教学活动或其管理的设施中未尽教育管理职责，致使学生遭受损害或学生致他人损

害时，所承担的与其过错相应的侵权责任。 

（二）归责原则 

1．无行为能力学生受到损害时适用过错推定 

2．限制行为能力学生受到损害时适用过错责任 

3．在校人员对学生的人身伤害，教育机构承担的补充责任。 

第七节  替代责任 

一、替代责任概述 

替代责任，是指在法律明确规定情况下，对他人的不法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的侵权责任。 

为防止“株连”，替代责任的范围须有一定的限制，一般责任人与致害人之间具有隶属、雇佣

或监护等特定的关系。 

二、监护人责任 

（一）监护人责任概述 

指被监护人致他人损害，而由其监护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侵权责任。 

（二）监护人责任的归责原则 

（三）监护人责任的构成要件 

1．被监护人的行为构成侵权 

2．监护人无免责事由 

3．被监护人无足够的财产 

三、用人单位责任 

（一）用人单位责任的概念 

用人单位的责任，指用人单位工作人员因工作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对受害人承担的侵

权责任，也称雇主责任。 

对用人单位要做广义理解，包括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个体经济组

织。对于临时帮工造成的损害则适用最高人们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适用

侵权责任法第 35条规定。 



828 

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用的是无过错责任 

（三）用人单位责任的构成要件 

1．须为用人单位工作人员 

2．须为执行用人单位工作任务 

（四）劳务派遣中产生的侵权责任 

1．用工单位承担的责任 

2．劳务派遣单位的补充责任 

第八节  产品责任 

一、产品责任概述 

（一）产品责任概念 

产品责任，是指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等所应承担的侵权责任。 

（二）产品的含义 

所谓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物品。产品的范围正在逐渐扩大，为保护农民的

利益，传统理论将初级农产品排除在产品之外，但现代社会取消了这种优惠。从我国侵权法的规定

看，血液也属于产品。 

（三）产品责任的归责标准 

1．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无过错责任 

2．产品的运输者、仓储者承担过错责任 

二、产品责任的构成 

（一）产品存在缺陷 

缺陷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对于产品的安全保障有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不合理危险”应以社会一般人通常的预见能力为判断标准。 

（二）缺陷产品造成受害人人身或财产损害 

该损害应是产品之外的损害，单纯的缺陷产品损害，应依据合同法规定，要求承担违约责任。 

（三）受害人的损害与产品的缺陷有因果关系 

三、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 

（一）生产者的责任 

（二）销售者的责任 

（三）运输者、仓储者的责任 

四、产品责任的抗辩事由 

（一）未将产品投入流通 

（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 

（三）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尚不能发现缺陷存在 

第九节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概述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概念 

机动车交通事故，指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当事人的过错或者意外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

件。 

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 

《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的原则：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适用过错责任；机动车与非机

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适用过错推定责任。 

强制保险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有重大影响。 

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构成 

（一）须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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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通事故须造成损害结果 

（三）事故与受害人因接触机动车所致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 

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主体 

（一）责任主体确认的标准 

机动车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作为判断责任主体的标准。 

（二）我国责任主体的确定 

1．一般情况下机动车所有人为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人。 

2．在保留所有权的分期付款买卖情况下，责任人应为买受方。 

3．在出租、出借情况下的责任主体一般是承租人和借用人，在所有人有过错时，应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4．在实际车辆所有人与名义所有人不同时的责任主体是车辆的实际所有人。 

5．被盗窃或被抢的车辆造成他人损害时的责任主体是盗窃人、抢劫人或抢夺人。 

6．转让拼装车或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时，责任人是转让人和受

让人。 

第十节  医疗损害责任 

一、医疗损害责任概述 

（一）医疗损害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医疗损害责任是指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因过失、或依无过错责任造成患者人身及

其他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 

（二）医疗损害责任的构成 

1．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实施了医疗行为； 

2．患者遭受非正常损失； 

3．医疗机构存在过错； 

4．医疗机构的过错行为与患者之间遭受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 

（三）医疗损害的归责原则 

医疗损害在我国一般采取的是过错归责原则。 

二、医疗损害的具体类型 

（一）诊疗行为损害责任 

（二）违反医疗伦理损害责任 

（三）医疗产品损害责任 

三、医疗损害责任的减免规则 

（一）医疗损害责任的减免责事由 

受害人的过错；医疗机构在紧急情况下已尽了合理诊疗义务；限于当时医疗水平难以诊疗。 

（二）医疗损害责任减免规则的适用 

第十一节  环境污染责任 

一、环境污染责任概述 

（一）概念 

环境污染责任是指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二）归责原则 

环境污染采取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 

二、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存在环境污染行为 

（二）发生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事实 

（三）污染环境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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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污染责任的减免责事由及诉讼时效 

（一）环境污染而减免责事由 

环境污染的减免责事由包括：不可抗力；受害人过错；第三人过错；其他免责事由。 

（二）诉讼时效 

法律对环境污染侵权中诉讼时效有特殊规定，《环境保护法》第 42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

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 3年。 

第十二节  高度危险责任 

一、高度危险责任概述 

高度危险责任是指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

有高度危险的作业对他人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 

二、高度危险责任构成要件 

（一）责任人从事高度危险作业 

（二）造成他人损害结果发生 

（三）危险作业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三、高度危险责任的特殊类型及减免责事由 

（一）民用核设施致害责任 

（二）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 

（三）高度危险物致害责任 

（四）高度危险活动致害责任 

四、高度危险责任的限额赔偿 

（一）限额赔偿理论介绍 

（二）限额赔偿的法律规则适用 

第十三节  饲养动物致害责任 

一、概述 

（一）饲养动物的含义 

（二）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概念 

饲养动物致害责任是指饲养的或者豢养的动物致人损害，该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

民事责任。 

（三）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归责原则 

无过错责任 

二、 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一般规则 

（一）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构成要件 

1．须为饲养的动物 

2．须为动物本身特性造成的损害 

（二）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承担主体 

动物的饲养人；管理人； 

（三）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减免责事由 

1．被侵权人故意或重大过失 

2．第三人过错 

三、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特殊类型 

（一）未对饲养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害责任 

（二）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致害责任 

（三）动物园的动物致害责任 

（四）遗弃或逃逸动物致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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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因第三人过错导致动物致害责任 

第十四节  物件损害责任 

一、物件损害责任概述 

（一）概念 

物件损害责任是指管领物件的人未尽注意义务，致使物件造成他人的损害。 

物件主要包括：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也延伸至堆放物、在公共

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物等。 

（二）物件致害责任的构成要件 

1．存在物脱落或坠落的事实； 

2．有损害的发生； 

3．物坠落或脱落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4．物件的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 

（三）物件致害责任的归责原则 

 过错推定原则。 

二、 物件损害责任的具体类型 

（一）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致害责任 

（二）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致害责任 

（三）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物品致害责任 

（四）堆放物倒塌致害责任 

（五）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致害责任 

（六）林木折断致害责任 

（七）地面、地下施工致害责任 

第十六章  不当得利之债与无因管理之债 

第一节  不当得利之债 

一、概说 

（一）功能 

因他人受损而使自己受益，乃常有之事。一些财产上的变动应予认可（如基于有效的赠与引起

的财产变动），而一些财产变动不应认可而应还原（无法律上原因，如错债清偿、添附引起的所有

权取得）。 

不当得利制度的功能就在于就此不应保留的利得，给与受损害之他方债法上的请求权。 

（二）不当得利请求权与侵权请求权 

侵权请求权在于填补受害人因他人的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不当得利制度与利得人行为的可

责性、违法性无关，仅以无法律上的原因获得利益作为判断标准。 

（三）不当得利制度之体系 

具体个案模式：罗马法规定若干不当得利性质的诉权； 

概括式：无法律上原因。过于概括，有类型化、具体化之必要：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

当得利 

二、不当得利的一般构成要件 

1. 取得财产上之利益    

积极增加与消极增加（如债务消灭） 

2. 致他人受损失 

3. 受损与得利有因果关系 

4. 无法律上原因 

民法通则所谓“没有合法根据” 



832 

三、不当得利的类型 

“无法律上原因”不易把握，因此有类型化的必要。 

（一）给付型不当得利 

1．无法律上原因，因他人的给付而有所取得者，应负返还的义务。     

给付原因：履行法定义务或因法律行为所生的义务       

给付有法律上原因的，给付受领人有权保有给付利益 （存在有效之债的关系） 

2．特点：他人所取得并因此应归还的，系有请求权者所作的给付（给付有意增加他人的财产） 

3．无法律上原因：欠缺有效的债的发生原因（不存在、未成立、无效、被撤销） 

4．给付型不当得利的排除 

（1）履行道德义务之给付  

（2）明知无债务而为给付（视为赠与） 

（3）清偿期前之给付——期限利益视为自愿抛弃 

（4）基于不法原因的给付 

（二）非给付的不当得利 

1．因给付以外的事由（行为、自然事实等）而发生的不当得利     

2．有进一步类型化的必要，如 

（1）因自然原因引起的不当得利 

（2）侵害他人权益之不当得利     

强占车位且拒付停车费 

与侵权行为的区别：构成要件上不以行为人之行为有过失及违法性为要件；在不当得利，行为

人直接受有利益，而侵权人未必。 

四、效力 

成立不当得利之债（以利益返还为标的） 

（一）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客体 

得利：权利的取得、负担的免除、费用的减免等。 

1．原物及孳息的返还     

所谓原物返还请求权并非物上请求权（所有权已在先前发生移转，从而构成利得，此请求权行

使的目的在于使所有权回转）。 

2．偿还价额      

所获利益的客观价值（在原物返还不可能时） 

 所获利益为金钱的，直接返还金钱。 

（二）返还范围 

1．善意受领人（不知无法律上原因者）仅负现有利益返还之责；利益不存在的，免负返还之

责。 

2．恶意受领人（知道无法律上原因仍然受领者）负加重责任，即返还所有利益及其孳息，包

括返还前使用的利益。 

第二节  无因管理之债 

一、概说 

管理人未受委托，并无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如受委托，则以委任合同调整当事人间之关

系。 

制度价值：旨在保障协助他人者之利益，同时又要保护每个人就自身事务不受不请自来的干预。 

类型：适法的无因管理、不适法的无因管理。 

二、适法的无因管理 

（一）构成要件 

1．须系管理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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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事务：任何事实上或法律上的作为。 

只需要有管理行为，不要求特定效果，如在火灾中救人或抢救他人财物未果，受伤。 

2．须为“他人”事务 

管理他人事务，并且知道系他人事务。如有为自己管理的意思，则可能构成“不真正无因管理”。 

3． 管理人在法律上没有管理的义务 

未受委托，且没有法定义务 

4．须依本人（被管理人）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作为 

“可推知的意思”：本人之真实意思无法判明时，依客观标准判断。 

（二）法律效果 

1．系违法阻却事由——排除本人之侵权行为请求权。 

2．管理人的义务：（1）依本人之意思，必要时以有利于本人之方式进行管理；（2）通知义务。

开始管理时，如能通知，应立即通知本人；（3）管理人的其他义务，准用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报

告、金钱物品及孳息交付。 

3．本人的义务：（1）费用的偿还；（2）债务的清偿；（3）赔偿发生的损害。 

三、不适法的无因管理 

【讨论问题】 

甲出国，委托乙看管其高档装修之房屋，并特别嘱咐妥善看管；乙感到房屋空置甚为可惜，遂

为甲之利益将房屋出租于丙。房屋因丙之使用，发生损害。乙的行为是否构成无因管理？其法律效

果如何？ 

（一）构成要件 

管理事务违反本人明示的或可推知的意思，或违反本人之利益。 

足可认定本人根本不愿他人管理事务，或对管理人的管理方式及范围，根本不同意。 

（二）法律效果 

1. 管理人的责任 

管理行为无违法性阻却，其与本人的关系，原则上适用侵权行为法。 

2. 本人的权利、义务 

（1）如管理活动对本人无收益，则对于管理人的费用，本人无偿还的义务； 

（2）对于管理人因管理所得的利益，仍可要求享有；在所得利益的范围内，本人对管理人承

担费用返还等义务。 

四、关于“不真正无因管理” 

［例］甲出国 1年，委托乙照看自己的房屋；乙为自己获取租金，将房屋出租于丙，并获得了

2万元租金。问：甲能否要求乙支付 2万元，甲以何为依据提出此项请求？ 

为“自己利益”而管理他人事务 

为特别保护被管理人的利益，准用无因管理之规范。 
作业 
1．简述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的区别 

2．简述侵权行为法的功能 

3．如何理解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一般条款？ 

4．归责原则的功能是什么？ 

5．简述过错推定的适用范围与适用方法 

6．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在侵权法上具有什么意义？ 

7．违法性的判断标准如何掌握？ 

8．如何理解行为共同性的判断标准？ 

9．教唆人、帮助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具体规则？ 

10．共同危险行为的责任构成要件及免责事由？ 

11．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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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简述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认定标准 

13．如何理解安全保障义务违反者的“补充责任”含义？ 

14．简述替代责任的理论基础 

15．简述不作为侵权的理论基础与基本类型 

16．简述产品责任的构成要件。 

17．简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 

18．为什么高度危险责任可以采取限额赔偿？ 

19．物件致害责任采取怎样的归责原则？ 

20．你对《侵权责任法》第 87条的规则有何看法？ 

21.为什么要区分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 

22.无因管理的制度价值是什么？ 

23.为什么需要区分适法的无因管理与不适法的无因管理？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首先应了解法定之债的内容构成，知晓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与不当得

利均为典型的法定之债。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能理解和领会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功能，并结合我国《侵权责任法》的

规定，掌握有关归责原则、构成要件、免责事由、多数人侵权、替代责任和不作为侵权责任等侵权

法的一般问题，并熟悉各种特殊侵权行为的基本规范。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理解不当得利制度的基本功能，并能从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

当得利的区分中认识“无法律上原因”，并进而对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有准确的认识。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理解无因管理制度的基本功能，并能够区分适法无因管理与不适法

无因管理，分别从构成和法律效果上掌握两类无因管理制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债的类型+债的效力 6  

2 债的担保+债的保全+移转 6  

3 合同概述+合同的订立+合同之债特殊效力 5  

4 合同的解除+违约责任 5  

5 合同分论 5  

6 侵权行为 5  

四、说明  

1．本部分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学原理（一）·含民法总论+物权法》 

后续课程：相关实务类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债法总则、合同总则与侵权法一般理论 

难点：债的效力、违约责任、侵权责任构成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从债法的理论体系出发，围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债法渊源的解释

适用展开。倡导问题意识，依“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评价问题”的思路引导学生进行法

律思维。注重理论联系实践，结合司法案例阐明法律规范与理论。 

教学手段： 

1.讲授 

2.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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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5．作业要求 
每单元结束由任课老师根据本大纲中的“作业”和其他需要布置练习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自主编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李永军：《合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柳经纬：《当代中国债权立法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3．张广兴主编：《债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版。 

4．刘心稳：《债权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5．刘家安等：《债法：一般原理与合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版。 

6．崔建远主编：《合同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7．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8．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9. 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10．【德】迪特尔·梅迪库斯著、杜景林、卢谌译：《德国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C．亲属法和继承法部分 

参考学时：32学时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双学位班的专业必修课程。与前 A民法总论和物权法、B债法结合属于一门课程

《民法学原理》。 

婚姻家庭法和继承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是以婚姻家庭和继承法律制度、法律关系及与此相关

的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作为民法学的分枝学科，婚姻家庭继承法既与民法学的其他学科密不可

分，同时又具有其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这是由婚姻家庭法的自然属性、身份属性和伦理属性所决

定的。而以亲属身份关系为继承发生依据的继承法也必然与一般的财产法相区别。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婚姻家庭学说的理念和发展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婚姻家庭的理念及属性 

一、婚姻、家庭理念 

1、婚姻的概念 

婚姻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的结合。该结合具有夫妻的身份，受法律的保护。 

2、婚姻的性质 

契约说，婚姻伦理说，信托关系说，制度说，身份关系说。 

3、家庭的概念 

家庭是由一定范围的亲属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单位。它具有同财共居的特点，由一定范围内的亲

属所构成。 

4、家庭职能 

婚姻家庭是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家庭的社会职能主要包括经济职能与生活

职能。生活职能又可分为生育职能、教育职能与扶养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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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婚姻家庭关系的属性 

1、 婚姻家庭关系的自然属性 

男女两性基于性本能和繁衍后代的需要，而形成的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团体，是婚姻家庭赖以形

成的自然因素。这些因素是与生俱来、客观存在、难以改变的。 

2、婚姻家庭关系的社会属性 

婚姻家庭以人为主体，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性是人类婚姻家庭从低级向高级发

展的根本动因。婚姻家庭是一定社会物质社会关系和思想社会关系的统一。 

自然属性是婚姻家庭的特点与形成的前提条件，社会属性是婚姻家庭的本质属性，它决定着婚

姻家庭演进的发展方向。 

第二节  婚姻家庭制度及其历史类型 

一、婚姻家庭制度 

婚姻家庭制度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婚姻家庭形态在上层建筑领域的集中反映，并以行为

规范的形式对其予以确认和保护。经济基础决定婚姻家庭制度，但婚姻家庭制度对经济基础又有反

作用力。婚姻家庭的发展与演变又受到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化与风俗习惯等上层建筑诸领

域的影响与制约。 

二、原始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 

摩尔根对婚姻家庭制度历史类型的分析。 

群婚制的各种主要形式。血缘家庭和亚血缘家庭。 

对偶婚制的出现及其作用。 

三、一夫一妻制的确立和婚姻制度的发展 

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剥削制度之上的一夫一妻制婚姻，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

一。 

一夫一妻制形成的社会条件。 

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及其主要特点。 

学习目标： 

1、了解婚姻家庭的基本理念及属性。 

2、掌握婚姻家庭的概念和基本职能。 

3、了解婚姻家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特点以及其作为一种特定的法律制度与经济基础和其他

相关上层建筑的关系，为今后学习婚姻家庭法律作好理论准备。 

作业： 

1．试述婚姻的概念及其含义。 

2．从家庭结构的变化看家庭职能的发展演变。 

3．为什么说自然属性是婚姻家庭的固有属性。 

4．试析婚姻家庭制度与婚姻家庭关系的联系与区别。 

5．试述婚姻家庭制度的历史类型。 

6．违反法律规定的性结合能否称之为婚姻，为什么？ 

7．一对夫妻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是否就意味着他们之间缔结了一种身份契约，一方要求离婚

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 

8．一夫一妻制是人类社会的自主选择吗？它的根本动因是什么？ 

9．举例说明上层建筑对婚姻家庭的影响。 

10．采取人工生殖技术生育的子女可能有两个以上的母亲或父亲，如何解释自然属性与社会属

性在其中的作用。 

11．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价值取向及其现实意义。 

知识单元 2：婚姻家庭法的性质与变革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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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婚姻家庭法概述 

一、婚姻家庭法的概念及特征 

我国婚姻家庭法的概念和特征。 

婚姻家庭法是规定和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调整的对象是婚姻家庭关系。婚姻

家庭法具有普遍性、身份性、伦理性和强制性特征。 

二、婚姻家庭法律关系 

婚姻家庭法律关系是指婚姻家庭法所调整的婚姻家庭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关系已经不是纯

粹意义上的社会关系，而是已经纳入到了法律的调整之中，其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 

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依法享有婚姻法规定的权利和承担其相应义务的人，婚姻家庭法

律关系的主体范围是具有婚姻、血缘或法律拟制血亲关系的自然人。 

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主体依法享有的婚姻家庭权利和承担的相应的婚姻家庭义务。根

据婚姻家庭权利的性质，可将其权利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两大类。 

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婚姻家庭权利与义务所指向的对象。表现为利益、行为和物。 

三、婚姻家庭法的渊源 

1、宪法和法律。 

2、国务院和所属有关部门制定或发布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 

3、地方性法规和民族自治地方的有关规定。 

4、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5、我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条约。 

四、婚姻家庭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1、婚姻家庭法与宪法。 

2、婚姻家庭法和《民法通则》。 

3、婚姻家庭法和行政法。 

4、婚姻家庭法和刑法。 

5、婚姻家庭法和民事诉讼法。 

五、婚姻家庭法的效力 

1、婚姻家庭法的时间效力 

婚姻家庭法的时间效力，是指婚姻家庭法的生效时间、失效时间、及有无追溯力问题。 

我国婚姻法的生效和失效时间，一般由法律明确。我国现行的婚姻家庭法的规定不溯及既往。 

2、婚姻家庭法的空间效力 

婚姻家庭法的空间效力是指婚姻家庭法发生效力的地域范围，全国性的婚姻家庭立法适用于国

家主权领域的一切地区；地方各级政权机关根据各自的权限颁布的婚姻家庭法规，只在各该政权机

关管辖区域内发生效力。 

3、婚姻家庭法对人的效力 

婚姻家庭法对人的效力是指婚姻家庭法律规范对于哪些人适用。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

中国公民之间的结婚、离婚、收养等婚姻家庭事宜，都适用我国婚姻家庭法。 

第二节  我国婚姻家庭立法沿革 

一、中国古代婚姻家庭立法的发展 

奴隶社会婚姻家庭制度的本质是宗法制度的组成部分。 

封建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的特征：包办强迫、买卖婚姻，没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多妾制；男

尊女卑，夫权统治；家长专制，漠视子女利益；男子享有“休妻”的离婚特权。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婚姻家庭立法 

婚姻家庭立法一方面保留大量的封建社会的法律内容，另一方面又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条

文，从而使婚姻家庭法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和特点。 

清末婚姻家庭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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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婚姻家庭立法。 

国民党政府婚姻家庭立法。 

三、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婚姻家庭立法 

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立法 

1931年 12月 1日公布施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和 1934年 4月颁布实施的《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确定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原则，

对结婚、离婚的条件和程序以及离婚后的子女和财产问题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上述法律和条例为

我国新的婚姻家庭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2、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地区性的婚姻条例 

各革命根据地的婚姻条例的特点和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概况。 

民主革命时期改革婚姻家庭制度的基本经验。 

四、建国后的婚姻家庭立法 

1、1950《婚姻法》 

1950年婚姻法的基本内容。 

1950年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和意义。 

2、1980年《婚姻法》 

1980年婚姻法是在 195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依据婚姻家庭领域的实践经验和新情况作出的修

改和补充。 

修改补充的基本内容。 

3、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 

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是进入 21世纪后，总结婚姻法的实施经验，针对存在的问题，为完善婚

姻家庭立法对婚姻法作出了新的修改和补充。 

修改和增加的具体内容。 

婚姻法修正案的意义和作用。 

学习目标： 

1、掌握婚姻家庭法的概念和特征。 

2、理解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主要内容。 

2、了解婚姻家庭法的渊源及其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 

3、了解中国婚姻家庭立法的进程和概念。 

作业： 

1．婚姻家庭法的概念和特征。 

2．婚姻家庭法的调整对象。 

3．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内容。 

4．1980年婚姻法对 1950年婚姻的发展。 

5．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对 1980年婚姻法修改增补的主要内容。 

6．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价值是什么？ 

7．婚姻家庭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特点是什么？ 

8．如何理解身份权？其受到侵害时应如何保护及救济？ 

知识单元 3：亲属制度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亲属的概念和种类 

    一、亲属的概念 

    亲属有广义和狭义的概念。狭义的亲属是指具有婚姻、血缘或拟制血亲关系的，同时彼此具有

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亲属。 

亲属的特征。以婚姻和血缘为纽带，有固定的身份和称谓，体现为权利义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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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和家长、家属、家庭成员的区别。 

    二、亲属的种类 

    1、我国古代亲属分类 

    宗亲、外亲、妻亲的概念及范围。 

    2、现代亲属的分类 

    配偶。男女双方因结婚而形成的亲属关系；是血亲的源泉，姻亲的基础。 

    血亲。指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依据血缘来源不同分为自然血亲和法律拟制血亲；依据血缘联系

不同分为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依据辈分不同分为长辈亲、晚辈亲、同辈亲。 

    姻亲。指以婚姻关系为中介而产生的亲属。 

    三、法定近亲属范围 

    法律对于亲属关系的调整须规定特定的范围。关于亲属范围的限定，一般有两种法例：一是总

体概括性限定法；二是个别实用性限定法。我国法律就是采用个别适用性限定法。 

第二节  亲属关系远近计算法 

    一、罗马法亲等计算法 

    1、直系血亲计算法 

    从自己往上数，每经一代为一亲等；从自己往下数，每经一代也是一亲等。 

    2、旁系血亲计算法 

    从自己往上数至双方共同的直系血亲即同源人，每经一代为一亲等；再往下数至要计算的人，

也是每经一代为一亲等，所有数字相加即得出亲等数。 

    二、寺院法亲等计算法 

 寺院法亲等计算法是中世纪教会法计算亲属关系远近的的单位，目前为少数国家所采用。 

    三、我国的亲属关系计算法 

    1、我国古代的丧服制计算法 

    2、我国婚姻法的亲属计算法 

第三节  亲属关系的发生、终止和法律效力 

    一、亲属关系的发生和终止 

    自然血亲因出生而发生，因死亡而终止。 

    拟制血亲因一定的法律行为而发生，因死亡或一定的法律行为而终止。 

    配偶关系因结婚而发生，因配偶的死亡或离婚而结束。 

    姻亲关系以婚姻为中介而发生。婚姻成立时姻亲关系成立，一般依离婚或一方的死亡而终止。 

    二、亲属的法律效力 

    亲属关系一经法律调整，就会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即为亲属的法律效力。 

    亲属关系在家庭法上的效力。如禁婚亲、抚养、扶养和赡养、继承权等。 

    亲属关系在民法上的效力。如监护、法定代理等。 

    亲属关系在刑法上的效力。如重婚罪、遗弃罪的犯罪主体等。 

    亲属关系在诉讼法上的效力。如回避、辩护、诉讼的法定代理人等。 

    亲属关系在国籍法上的效力。如依据一定的亲属关系才能取得国籍。 

学习目标： 

1、理解亲属的概念、亲属关系的产生及终止。 

2、掌握亲属的主要分类及其亲等的概念，能够熟练地运用罗马法亲等计算方法计算亲属关系

的亲疏远近。 

3、认识亲属关系的法律意义，特别是亲属在婚姻家庭法方面的法律效力。 

作业： 

1．试述亲属概念和亲属关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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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亲属的种类。 

3．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的区别。 

4．亲等的概念。 

5．罗马法与寺院法亲等制计算亲属关系远近的方法。 

6．亲属关系发生和终止的原因。 

7．亲属关系在婚姻家庭法和其他民事法律上的效力。 

8．传统亲属制度对我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有何影响？ 

知识单元 4：婚姻法基本原则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婚姻自由 

    一、婚姻自由的意义 

    1、婚姻自由的概念 

    婚姻自由，是指婚姻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照自己的意志决定其婚姻问题所享有的权

利，对此，任何人不得强制或干涉。 

    2、婚姻自由的由来 

    在古代社会，没有自由婚姻，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实行包办强迫婚姻。婚姻的目的是实现家族的

利益。婚姻自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过程中提出来的，作为“民主、自由、平等”的口

号的一部分，婚姻自由也被宣布为“天赋人权”。从资产阶级革命到现在的数百年间，婚姻自由已

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普遍认同的一项法律原则。 

    由于实现婚姻自由的前提尚未完全实现，私有制和男女地位的不平等，真正的婚姻自由还不可

能完全实现。 

    二、婚姻自由的内容 

    1、结婚自由 

    结婚自由，是指婚姻当事人有依法缔结婚姻关系的自由。自愿是实现婚姻自由的前提，双方意

思表示一致是其法律基础。 

    2、离婚自由 

    离婚自由，是指夫妻有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自由。离婚制度为那些已无法共同生活的夫妻，提

供了救济办法。 

    3、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的关系 

    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共同构成婚姻自由的完整内涵，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 

    婚姻法有关结婚法定条件和离婚法定条件的法律意义。 

婚姻自由原则的现实意义。 

三、保障婚姻自由原则贯彻实施的禁止性规定 

1、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包办婚姻，是指第三者（包括父母）违背婚姻自由的原则，无视婚姻当事人的意志，强迫他人

缔结的婚姻。 

买卖婚姻，是指第三者（包括父母）以索取大量财物为目的，包办强迫他人缔结的婚姻。 

包办婚姻与买卖婚姻的联系与区别。 

包办、买卖婚姻以外的违反婚姻自由原则的行为及其表现形式。 

对各种违反婚姻法行为应区分情况分别处理，课以相应的民事、行政及刑事责任。 

2、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借婚姻索取财物，是指当事人自愿结婚但以索取一定财物作为结婚必要条件的行为。 

划清买卖婚姻和一般借婚索取财物的界限。 

我国婚姻法对于彩礼等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具体处理办法。 

第二节  一夫一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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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夫一妻制的意义 

一夫一妻制，是指一男一女结为夫妻的婚姻制度。 

一夫一妻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经济根源。 

社会主义当代一夫一妻制的基本特征和意义。 

一夫一妻制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婚姻法律制度。它符合婚姻的本质。 

二、保障一夫一妻制原则贯彻实施的禁止性规定 

（一）禁止重婚 

重婚，是指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结婚的行为。 

法律重婚与事实重婚的概念及区别。 

重婚的法律后果：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界定。 

（二）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指男女一方或双方有配偶，而又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

共同生活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与事实重婚的相同点与区别。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行为的性质与法律责任。 

其他破坏一夫一妻制的行为，如通奸等行为的界定及其在实践中的处理方法。 

第三节  男女平等 

一、男女平等的意义 

男女平等，是指男女两性在婚姻家庭关系中，享有同等的权利，负担同等的义务。 

男女平等是我国《宪法》规定的重要原则。 

男女平等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男女平等为解放妇女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男女平等的内容 

在婚姻关系方面权利义务平等。 

在家庭关系方面地位平等，不同性别的家庭成员权利和义务平等。 

从法律上的平等过渡到实际生活中的平等，是婚姻、家庭中两性关系的重要目标。 

第四节  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 

一、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1、意义 

对妇女权益进行保护的必要性。 

新中国法律对妇女权益保护的发展进程。 

保护妇女权益的原则是对男女平等原则的重要补充。 

2、保护妇女权益的规定 

在离婚程序方面。 

在离婚分割财产效力方面。 

《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妇女的各项权利有针对性地作出了更加全面、具体、系统地保障性规定。 

二、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 

1、意义 

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儿童的法律地位有很大差别。中国把保护儿童权益列入宪法。 

2、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的规定 

保护儿童的具体规定。禁止溺婴、弃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并明确规定了父母对子女的抚

养教育的义务。规定了不同情况的子女地位平等。 

《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我国儿童的保护作出了更为具体和全面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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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意义 

尊重、赡养和爱护老年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加强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社会的要求，同时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2、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规定 

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包括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两个方面。 

子女对父母有赡养义务。 

禁止遗弃和虐待老人。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全面具体地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作出了明确规定。 

四、保障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原则贯彻实施的禁止性规定 

1、禁止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的概念和内容。 

家庭暴力是全球性的问题，制止家庭暴力的必要性和意义。 

我国婚姻法增设的关于禁止家庭暴力的相关规定。 

家庭暴力的救助手段：社会救助，行政处罚，民事救济，刑事责任。 

2、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虐待、遗弃的概念。 

家庭暴力、虐待行为、虐待罪三者的区别及其在处理上的差异。 

对虐待、遗弃行为的处理：社会救助，行政处罚，民事救济，刑事责任。 

第五节  计划生育 

一、实行计划生育的意义 

计划生育的概念。我国计划生育是指节制生育，降低人口发展速度。 

实行计划生育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口再生产的客观要求，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计划生育有利于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提高人口素质 

二、计划生育的内容 

提倡和奖励生育一胎。 

合理安排和严格控制生育二胎。 

禁止计划外生育和生育多胎。 

第六节  对夫妻关系和家庭成员关系的倡导性规定 

一、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相互尊重 

夫妻之间相互忠实、相互尊重的内容、意义以及伦理价值。 

夫妻之间相互忠诚的义务在各国民法中的体现和具体规定。 

二、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 

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是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建立平等、和

睦、文明的现代家庭的内涵。 

尊老爱幼，敬老爱幼的现实意义及其在我国法律中的体现和价值 

学习目标： 

1、掌握我国婚姻法的各项基本原则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为依据理解我国现行婚姻法的价值取

向。 

2、了解婚姻法为保障各项基本原则的贯彻实施所做的禁止性规定，及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作业： 

1．试析婚姻自由原则的含义。 

2．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区别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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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述重婚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异同。 

4．禁止家庭暴力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到 20世纪 90年代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 

5．家庭暴力与虐待、遗弃有何异同？ 

6．计划生育原则的含义及基本内容是什么？如何认识与对待计划生育的利弊得失。 

7．如何理解《婚姻法》第四条的立法精神和规范意义。 

8．在婚姻法中设立基本原则的意义何在？ 

9．真正实现婚姻自由的前提与基础是什么？ 

10．在婚姻法中如何体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11．如何理解一夫一妻制是人类文明时代的标志？为什么至今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仍然存在着

重婚、通奸和卖淫现象？ 

知识单元 5：婚姻的成立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结婚制度概述 

    一、结婚的概念 

    结婚是指男女双方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建立夫妻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 

    结婚行为的特征。 

    二、结婚制度的沿革 

    结婚制度始于个体婚制，是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的产物。 

    结婚制度的发展阶段：掠夺婚、有偿婚、聘娶婚、宗教婚、合意婚。 

第二节  结婚要件 

    一、结婚的必备条件 

    必备条件，又称结婚的积极要件，指当事人结婚时必须具备的法定条件。 

    1、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这是婚姻自由原则在结婚制度中的具体体现。 

    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的三层含义。 

    违反自愿原则的法律后果。 

    2、必须达到法定婚龄 

    法定婚龄是指法律规定的最低的结婚年龄，即结婚当事人在此年龄以上始得结婚，在此以下不

许结婚。这是婚姻关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要求。 

    我国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龄为男子达到 22周岁，女子达到 20周岁。提倡晚婚晚育。 

    未达法定婚龄缔结婚姻的法律后果。 

    3、必须符合一夫一妻 

    有配偶者不得重婚。有配偶者只有在离婚或另一方死亡后方可再结婚。 

    违反一夫一妻制的后果。 

    二、结婚的禁止条件 

    结婚的禁止条件又称消极条件，或婚姻的障碍，是法律不允许结婚的情况。 

    1、禁止结婚的血亲关系 

    禁婚亲是指禁止结婚的亲属。 

    确定禁婚亲范围的依据。 

    我国婚姻法关于禁婚亲的具体规定。 

    2、禁止患一定疾病的人结婚 

    外国法关于禁止结婚疾病的规定。 

    我国婚姻法及相关的规定中对禁止结婚疾病的具体规定及举例说明。。 

患有禁止结婚的疾病而结婚的婚姻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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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结婚程序 

    一、结婚程序的概念及其类型 

    结婚的程序又称结婚的形式要件，指法律规定结婚必须采取的方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当事

人，只有履行法定的结婚程序，其婚姻关系才被国家和社会承认，产生法律效力。 

    世界各国结婚的程序主要有登记制、仪式制、登记与仪式结合制。 

    二、我国结婚登记制度 

    1、结婚登记的目的和意义 

    2、结婚登记的机关和程序 

    城市和农村的结婚登记的机关。 

    登记的程序：申请、审查、登记。 

第四节 无效婚姻 

    一、概说 

    无效婚姻，是指违反婚姻成立要件的违法婚姻，由于欠缺婚姻成立的有效要件，因而不具有婚

姻的法律效力。 

    无效婚姻制度的起源。 

    外国法中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 

    我国《婚姻法》（修正案）增设无效婚姻制度的具体规定。 

    二、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主体和宣告机关 

    无效婚姻的请求权主体，是指有权向人民法院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主

体，我国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 

    利害关系人范围。 

    我国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是人民法院。经审查确属无效婚姻的，法院依法作出宣告婚姻无效的

判决。 

    婚姻撤销请求权人，既可以依行政程序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宣告婚姻撤销，也可以依诉讼程序

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撤销。 

    关于无效婚姻的宣告程序及时间限制的具体规定。 

    三、我国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异同 

    1、两者的共同点 

    2、两者的区别 

    四、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 

    世界各国无效婚姻的三种法律后果。 

    我国采用的是有追溯力的法律制度，宣告婚姻无效或撤销导致的法律后果： 

    1、人身关系 

    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均视为婚姻未成立，即该婚姻从一开始就不受法律保护，自始无效。 

    2、财产关系 

    婚姻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同居前属于个人的财产，应归各自所有。同居前一方自愿赠给对

方的财物，可按照赠与关系处理。同居期间双方共同创造的财产和经营权，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

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除外。当事人对共有财产应当协商分割，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

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 

    3、子女方面 

    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所生的子女作为非婚生子女，仍享有婚姻法规定的关于子

女的各项权利。 

第五节  与结婚制度相关的规定 

    一、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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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约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 

    婚约的沿革。古代的婚约和近代、现代的婚约。两者的区别及不同的法律效力。 

    外国法中有关婚约的相关规定。 

    我国婚姻法对婚约的态度和处理原则。 

    二、事实婚姻 

    广义事实婚姻和狭义事实婚姻的概念。 

    事实婚姻的特征。 

    世界各国对事实婚姻的法律态度：不承认主义，承认主义和相对承认主义。 

    事实婚姻的危害。 

    我国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关于事实婚姻的具体规定。 

学习目标： 

1、了解结婚的概念和结婚制度的历史沿革。 

2、掌握婚姻成立的必备要件和禁止要件。 

3、了解结婚的程序。 

4、掌握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的具体内容及法律后果。 

5、理解婚约、事实婚姻等司法实践中与结婚制度相关的具体规定。 

作业： 

1．结婚的必备条件和禁止条件。 

2．确定法定婚龄的依据。 

3．结婚登记的程序及意义。 

4．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区别。 

5．处理因解除婚约引起的人身和财产纠纷的政策。 

6．婚前赠与财产的法律性质是什么？ 

7．法律关于禁止结婚的条款如何实现？ 

8．无效婚姻的立法价值是什么？ 

知识单元 6：婚姻的效力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婚姻效力概述 

    一、婚姻效力概说 

    婚姻的效力是婚姻成立所导致的法律后果。 

    广义的婚姻效力和狭义的婚姻效力的具体内容。 

    婚姻效力就其性质而言，分为夫妻人身关系和夫妻财产关系。 

    二、夫妻关系演进 

    1、夫妻一体主义 

    夫妻一体主义是指男女因结婚而合为一体，夫妻的人格互相吸收。依据法律和伦理规定， 实

际上是妻子的人格被丈夫所吸收，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夫妻一体主义下夫妻关系在人身和财产上的特点。 

    2、夫妻别体主义 

    夫妻别体主义又称夫妻异体主义，指男女婚后各保持独立的人格，相互之间有权利义务关系，

有独立的财产权，在法律地位上平等。 

    夫妻别体主义的历史渊源、实质和意义。 

    3、我国婚姻法关于夫妻家庭地位平等的规定 

    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具体要求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平等，这一规定有助于建立新型平等的夫妻

关系，促进家庭成员的幸福和睦。 

第二节  夫妻人身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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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人身关系是与夫妻的人格和身份有关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一、 夫妻姓名权 

    姓名权是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利。公民无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

就是没有独立人格的标志。 

    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是男女平等的具体体现，也是夫妻在

家庭中地位平等的体现。 

    婚姻法赋予当事人选择权，允许双方就姓名问题达成自愿合法的协议。 

    姓名权还表现在子女的姓氏的确定上，我国婚姻法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 

    二、夫妻人身自由权 

    《婚姻法》（修正案）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

得对他方加以限制和干涉”。 

    保障夫妻人身自由权的意义和立法目的。保障妇女婚后享有的人身自由权利，特别是已婚妇女

的职业选择权和社会活动参与权是宪法保障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生活等

方面的同男子平等权利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妇女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础。 

    三、夫妻住所选定权 

    住所选定权是指选择确定夫妻婚后共同居住场所的权利。其立法目的在于破除男婚女嫁、妻从

夫居的传统观念，提倡男到女家落户，有助于改变旧的婚姻习俗，倡导男女平等。同时，有利于解

决有女无儿户的实际困难。 

    四、夫妻计划生育义务 

    我国《婚姻法》对夫妻计划生育义务的具体规定及基本精神。 

    婚姻法中的计划生育制度与公民生育权的关系。 

    世界各国的亲属法关于夫妻同居义务、夫妻忠实义务和家事代理权等的相关规定。 

第三节  夫妻财产关系 

    一、夫妻财产制 

    1、概念和种类 

    夫妻财产制又称婚姻财产制，是有关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使用、管理、收益、

处分以及债务清偿、离婚时的财产清算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夫妻财产制的发展阶段： 

    封建法的夫妻财产制。夫妻财产制在古代社会与夫妻一体主义的立法思想相适应，具有男女不

平等的特点。形式主要有吸收财产制、统一财产制和联合财产制。 

    市民法的夫妻财产制——分别财产制。分别财产制的内容，起源以及产生的意义。 

    社会法的夫妻财产制——共同财产制。共同财产制指除特有财产外，夫妻任何一方或双方的财

产归双方共同所有，双方享有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共同财产又分为一般共同制

和婚后所得共同制。 

    2、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 

    1）夫妻共同财产制 

    夫妻共同财产制是我国的法定财产制。 

    夫妻共同财产的概念。夫妻共同财产指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 

    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我国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 

    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平等的处理权是指夫妻在对共同财产行使处分权时，应平等

协商，取得一致意见。 

    2）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 

    婚姻法特殊规定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为夫妻个人特有财产。 

    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 

    3）夫妻约定财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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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约定财产制概念。夫妻约定财产制是规范夫妻对其婚前财产、婚后财产的占有、使用、管

理、收益、处分协议的法律制度。 

    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条件。夫妻必须双方自愿；约定的内容必须合法；约定的财产包括夫妻婚前

财产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约定的时间可以是婚前也可以是婚后，约定订立之后可以变更废

止；约定应以书面形式，最好经过公证。 

    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效力。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可以同时并用，但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效力高

于法定财产制，有约定的从约定，无约定或约定无效的从法定。 

为维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的利益，对夫妻财产进行约定的，在与第三人进行财产交易时有告知义务。 

    二、夫妻相互扶养义务 

    1、扶养的概念和特征 

    扶养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亲属间相互供养和扶助的行为。 

    扶养的特征： 扶养发生在法律规定的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 扶养关系的主体双方具有身份

关系；扶养是一种法律行为；扶养义务以义务人有扶养能力和权利人需要扶养为条件； 扶养是一

种双方法律行为，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是相一致的。 

    2、夫妻相互之间的扶养 

    夫妻是共同生活的伴侣，夫妻之间的扶养有以下特征：夫妻之间的扶养关系是基于夫妻人身关

系产生的；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是对等的，任何一方既是权利人，也是义务人；夫妻之间的扶养义

务具有强制性。 

    三、夫妻相互继承权 

    夫妻相互继承权是由夫妻身份关系决定的。 

    在司法实践中，处理夫妻间的继承案件应注意的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婚姻效力的概念及夫妻关系的演进，学习和掌握夫妻双方在人身关系方面的权利和义

务。 

2、理解和运用夫妻财产关系的各项规定，特别是有关夫妻财产制度的各项规定及其立法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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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婚姻因离婚而终止 

    离婚，是婚姻关系当事人在生存期间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行为，是终止婚姻关系的另一种

形式。 

    三、离婚制度的历史沿革 

    1、关于离婚的立法主义 

    禁止离婚主义，是指婚姻关系在夫妻生存期间不可离异的立法思想。它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教

会法的原则，现代已经基本不采用。 

    许可离婚主义。主要有专权离婚、限制离婚。专权离婚是指丈夫、或者夫家单方面享有或享有

较多离婚的权利，而妻子没有离婚的权利或者离婚权利受到严格限制；限制离婚主义，是指法律虽

许可夫妻离婚，但必须具有法律规定理由的立法主张，也称之为过错离婚主义或有责离婚主义。 

    破绽离婚主义。指只要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供一定的证据，说明婚姻关系已不可挽救的破裂即

可获准离婚的立法思想。也称为自由主义或者无责主义。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大都实行破绽离婚主义，

但各国在实行破绽离婚主义的同时，为平衡夫妻双方的利益、维护子女的利益、稳定婚姻关系，对

婚姻关系当事人的权利进行了一定限制。 

    2、我国离婚制度的发展 

    我国古代的离婚制度与宗法家族制度相适应，实行男尊女卑，男子有离婚特权的制度，   包

括“七出”、“和离”、“义绝”以及呈诉离婚四种形式。 

    国民党时期离婚制度：两愿离婚和判决离婚的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的离婚制度： 1950年婚姻法中的离婚制度、1980年婚姻法中的离婚制度和修正

后的 2001年婚姻法中的离婚制度。 

第二节  行政离婚 

一、行政离婚概说 

行政离婚是指婚姻当事人自愿离婚，并就离婚的有关事宜达成协议，通过有关部门认可即可解

除婚姻关系。 

二、行政离婚的条件 

1．婚姻当事人已经登记结婚。当事人没有登记结婚的，婚姻自始不存在，也就不存在离婚的

问题。 

2．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这要求双方当事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登记离婚不得代理，

须当事人亲自完成。 

3．双方对子女和财产等问题已有协议，未达成协议的，应通过诉讼程序解除婚姻关系。 

三、行政离婚的程序 

1．申请——凡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必须双方亲自携带有关的证件与材料到一方常住户口所

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 

2．审查——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的离婚申请，必须进行严格审查。 

3．批准——婚姻登记机关对符合离婚登记条件的，发给离婚证，注销结婚证。当事人自取得

离婚证起，解除婚姻关系。离婚当事人一方不按照离婚协议履行应尽义务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对不符合离婚登记法定条件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  

第三节  诉讼离婚 

    一、诉讼离婚概说 

    现代意义上的诉讼离婚的起源及发展历程。  

    各国诉讼离婚制度概况。 

    我国《婚姻法》（修正案）的具体规定。 

    二、诉讼外调解 

    1、诉讼外调解的含义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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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诉讼外调解，是指法院以外的有关部门，包括当事人所在单位、妇联、基层调解组织和行政主

管部门的调解。 

    诉讼外调解必须遵循自愿、合法原则，不得对婚姻当事人进行强迫调解。诉讼外调解不具有法

律效力。 

    诉讼外调解的意义。 

    2、诉讼外调解的结果 

双方和好；双方达成离婚协议；调解无效，由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三、诉讼程序 

1、管辖 

离婚诉讼属于民事诉讼案件。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2、调解 

调解是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 

调解的意义及所应遵循的原则。 

调解的三种结果。 

3、审理与判决 

诉讼离婚案件，当事人除不能表达意志的以外，均应出庭。 

对于调解无效的离婚案件，人民法院应依据具体情况及时作出判决。 

    四、判决离婚法定理由 

    1、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是判决离婚法定理由 

    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如果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二是如果夫妻感情没有破

裂或没有完全破裂，即使调解无效也不准予离婚。 

    2、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例示性规定 

    凡具有婚姻法（修正案）第 32 条规定所列举的五种具体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夫妻感情确已

破裂，经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

成员的；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因感情不和分居满 2年的；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

形。 

    各项例示性规定的法律意义。 

    公告离婚。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 

    3、认定感情确已破裂的方法 

    认定夫妻感情破裂根据我国长期的司法实践经验应从婚姻关系的四个层面来进行分析评判，即

看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的现状及有无和好可能性。 

    相关司法解释中所列举的可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可以作为具体审理案件的参考。 

    关于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的两种立法例：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 

    五、诉讼离婚的两项特别规定 

    1、对军人婚姻的特殊保护 

    对军人婚姻的保护方法：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除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须得军人同意。 

    保护军婚的意义。 

    适用保护军婚时应当注意的各项问题。 

    2、诉讼离婚中对女方的特殊保护 

    保护的方法是在一定条件下限制男方的离婚诉权。 

    我国《婚姻法》的具体规定。 

    对女方特殊保护的意义。 

    适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学习目标： 

5、了解婚姻终止的概念和原因。 

6、认识离婚制度的历史沿革及我国离婚制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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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熟悉行政离婚和诉讼离婚的程序。 

8、掌握和运用离婚的法定条件，以及对军婚和女方权益保护的特殊规定。 

作业： 

1．在我国适用行政离婚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2．我国诉讼离婚有哪些特点？ 

3．我国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是什么？ 

4．我国诉讼离婚两项特别规定的内容是什么？ 

5．为什么对判决不准离婚或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当事人再次起诉离婚的时间进行限制？ 

6．试分析我国裁判离婚法定理由的特点？ 

7．简述离婚制度的两大立法主义 

8．评述我国 2001年诉讼离婚法定理由立法的变化。 

知识单元 8：离婚效力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离婚对当事人身份上的效力 

一、夫妻身份、称谓终止 

离婚为婚姻关系的终止，双方不再互为配偶，当事人的夫妻身份、称谓终止。 

我国法律未对姻亲关系进行明确的规定。 

二、当事人均享有再婚的权利 

双方在离婚生效后，取得再婚自由权。 

注意行政离婚与诉讼离婚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 

三、夫妻间扶养义务终止 

夫妻离婚后，夫妻身份消灭，夫妻间的相互扶养义务终止。 

我国婚姻法虽未对夫妻同居义务作明文规定，当婚姻关系因离婚终止时，双方当事人共同生活

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共同管理家务、生活上互相帮助以及同居关系自然终止。 

四、夫妻间继承权消灭 

夫妻离婚后，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消灭。 

第二节  离婚对当事人财产上的效力 

一、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1、分割的原则与方法 

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当事人可以自由协商，协商不成，由法院按照坚持男女平等，保护女

方、子女权益，照顾无过错方，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判决。 

分割的方法：实物分割、价金分割、价格补偿等。 

2、财产性质的认定与归属 

确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首先要区分夫妻共同财产与夫妻个人财产、约定财产、家庭财产的

界限。 

在一些特殊情形下，对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界定的具体规定。 

3、离婚时住房问题的处理 

司法解释处理离婚后住房的具体规定。 

4、侵占共同财产的责任 

离婚时，一方因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

侵占方应分别情况承担责任：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少分或不分；如果离婚后，才发现对方有隐藏、转移、变

卖、毁损的夫妻共同财产，或一方伪造债务的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

共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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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债务的清偿 

1、共同债务的清偿 

共同债务的含义。共同债务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维持夫妻共同生活、经营活动，或为履

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的债务。 

共同债务的范围。 

对共同债务，夫妻负连带责任。 

2、个人债务 

个人债务是与夫妻共同生活无关的债务。 

个人债务的范围。 

个人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 

第三节  离婚对子女的效力 

一、离婚后的父母子女关系 

父母子女关系基于出生这一法律事实而发生，不因夫妻离婚而解除。 

无论生父母离婚后的父母子女关系，养父母离婚后的养父母子女关系，继父（母）与生（父）

母离婚后与已经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均适用这一规定。 

二、离婚后子女抚养问题 

1、直接抚养方的确定 

离婚后子女由何方直接抚养，父母可以进行协商。如双方协商不成，由人民法院从有利于子女

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判决。 

司法解释的相关具体规定。 

2、离婚后子女抚养关系的变更 

因父母抚养条件的变化或者子女一方的要求均可以变更抚养关系。具体变更方式，可先由父母

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人民法院应根据子女的利益和父母双方的具体情况进行判决。 

3、离婚后子女抚育费的负担与变更 

离婚后子女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司法解释的相关具体规定。 

抚养费给付的期限与方式：抚育费的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十八周岁；抚养费原则上应定期给付。 

抚养费的变更：在父母或子女情况发生变化时，男女双方及子女都可以要求依法予以变更。变

更的方式，可以先由父母双方协议，如协议不成，由人民法院判决。 

4、离婚后的子女探望权问题 

婚姻法对探望权的规定。 

合理行使探望权的意义。 

探望权的行使方式。双方在离婚时应对探望方法、时间、地点等进行协商。不能达成协议的，

由人民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时一并判决。间接扶养方在行使探望权时，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协助

的义务。 

探望权的中止与恢复。由法院根据法定的中止事由作出判决，中止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间接

抚养方的探望权利。 

第四节  离婚时的救济方式 

一、离婚时的家务补偿 

1、家务补偿的概念和作用 

家务补偿是对实行分别财产制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方配偶离婚时的补偿。 

确立家务补偿制度的立法价值和实际意义。 

2、适用家务补偿的条件 

夫妻对于婚后所得财产进行了分别所有的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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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一方付出了较多义务。 

在离婚时行使。 

3、数额 

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同时考虑一方在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方面尽

义务的状况、时间的长短、另一方的受益情况和目前经济状况等因素确定。 

二、离婚时对生活困难方的经济帮助 

1、经济帮助的含义与性质 

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 

对离婚时生活困难方实施经济帮助，不是夫妻相互抚养义务在离婚后的延伸，而是对生活困难

一方的救助。 

2、实施经济帮助的条件 

生活困难在离婚时已经存在。 

提供帮助的一方必须有负担能力。 

3、经济帮助的方式 

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双方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可以短期或一次性帮助；或多方面、长期性帮助；帮助方应以个人财产实施经济帮助。 

4、经济帮助的终止 

困难方另行结婚，或者其经济收入足以维持其生活的，应当终止。 

三、离婚时的损害赔偿 

1、离婚时损害赔偿的概念和作用 

离婚时的损害赔偿，是指因夫妻一方的法定过错导致离婚的，他方可请求损害赔偿。 

离婚时损害赔偿具有填补损害、精神慰抚、制裁、预防违法行为的功能。 

2、损害赔偿发生的原因 

法定的四种情形：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3、赔偿义务人、赔偿范围 承担离婚时损害赔偿责任的义务人为有特定过错的配偶。 

赔偿范围，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司法解释的相关具体规定。 

4、离婚时损害赔偿的提起 

无过错方为原告在离婚诉讼中提出损害赔偿的情况。 

无过错方为被告如何在离婚诉讼中提起损害赔偿的情况。 

登记离婚如何提起损害赔偿。 

其他国家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概况。 

学习目标： 

3、熟悉婚姻法中有关离婚后夫妻双方在身份、财产以及子女抚养问题上的处理规定。 

4、掌握离婚后的几种救济方法的具体使用条件和实施的意义，结合实际，领会这些制度所体

现的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照顾弱势群体利益的立法精神。 

作业： 

1．试述离婚的法律后果。 

2．试述共同债务的范围与清偿方法。 

3．我国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的适用条件是什么？ 

4．我国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成立的条件是什么？如何行使？ 

5．试述我国离婚时经济帮助的适用情形。 

6．试述我国离婚时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如何确定。 

7．评述我国法律对离婚时一方隐匿、毁损共同财产，扩大债务的罚则。 

8．评述探望权及其适用。 

9．试述我国判决离婚时对财产性质的认定与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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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9：父母子女关系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父母子女关系概述 

    一、父母子女关系的概念和种类 

    1、父母子女关系概念 

    父母子女关系法律上是指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父母子女关系法，是亲属法的重

要内容之一。 

    2、父母子女关系的种类 

    自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是基于子女出生的法律事实而发生的。 

    拟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是基于收养法律行为或再婚后事实上形成抚养关系，由法律认可而

人为设定的。 

    古代亲子分类法有远近、亲疏之别，不同称谓者在法律地位上也不相同。 

    二、父母子女法律地位 

    1、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 

    抚养的内容和期限：抚养，指父母从物质上、经济上对子女的养育和照料。期限为自子  女出

生时起，至子女能够独立生活时为止。 

    司法解释的相关具体规定。 

    对于不履行抚养义务者的强制措施。 

    禁止通过任何手段危害婴儿的生命。 

    2、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保护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保护和教育的含义及其必要性。 

    在未成年子女对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时，父母有承担民事责任的义务。 

    3、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赡养扶助的内容：赡养指子女在物质上、经济上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费用和条件，扶助指给

予父母精神上的安慰和生活上的照料。 

    对拒不履行赡养义务者的强制措施。 

    4、父母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第二节  监护 

    一、监护的概念 

    监护制度是一种对缺乏自我保护和自我生活能力的人的一种监督或照顾的制度，它交织在民事

主体制度、民事权利制度和亲属制度三个民事法律制度之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二、监护的功能和特征 

    1、监护的功能 

    弥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能力瑕疵。 

    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 

    提供替代社会保障的功能。 

    2、监护的特征 

    监护法律关系的内容具有法定性。 

    设立监护制度具有明确的目的性。 现代监护制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 

    监护关系的主体具有特定性。被监护人、监护人、监护监督人以及处理和解决监护问题的国家

公力机构特定。我国现行法律只做到了被监护人和监护人的特定化，对其他主体未做规定。 

    三、监护的设定 

    1、对未成年人设定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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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法通则》对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和指定监护人的规定。 

    2、对成年精神病人设定监护人 

    《民法通则》对精神病人的法定监护人和指定监护人的规定。 

    四、监护人法律地位的界定 

    1、监护权说。 

    2、监护义务说。 

    3、监护人权利义务一体说。 

第三节  亲权 

    一、亲权的概念与特征 

    1、亲权的概念 

    亲权是父母基于其身份，依法享有对未成年子女人身上养育管教和财产上保护管理的权利义务

的总和。它既是一种民事权利同时又是父母的法定义务。 

    学术著作中对亲权概念界定的代表性观点。 

    2、亲权的法律特征 

    亲权制度来源于罗马法的家父权和日耳曼法的保护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亲权是基于父母身份对未成年子女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即为一种身份权； 

    亲权具有权利义务双重性； 

    亲权是绝对权、支配权、专属权。 

    3、亲权与监护法律关系的差异 

    监护通常是指对不在亲权下的未成年人和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人身及财产权益的

监督和保护。 

    亲权与未成年人的监护存在着重大的区别： 

    性质不同：亲权具有权利义务双重性，监护则是一种纯粹的义务性职责。  

    权利的行使限制程度不同：亲权的行使法律限制多采宽松态度，监护权的行使则受到法律种种

限制。 

    是否可索取报酬的规则不同：亲权人不得索要报酬，监护人有请求从被监护人财产中取得自己

应得报酬的权利。 

    主体不同：亲权产生的基础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监护的义务主体则较为广泛，可以是

父母、其他亲属、朋友或监护机构 

    我国《民法通则》监护制度存在的缺陷。 

    二、亲权的主体、客体及内容 

    1、亲权人及受亲权保护的子女 

    亲权人，即行使亲权的权利义务主体。 

    各国法律对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以及继子女的亲权人的具体规定。 

    受亲权保护的子女，各国民法都仅指未成年子女而言。 

    2、亲权的客体 

    有关身份权客体的几种学说及评价：特定人说，利益说，身份说。 

    亲权的客体可分为两部分：亲权的人身照护权的客体为受亲权保护的未成年子女的人身；财产

照护权中亲权人对其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管理权、使用权、处分权的客体为未成年子女的财产。 

    3、亲权的内容 

    父母对子女人身上的权利义务：管教和保护权；法定代理权和同意权；子女交还请求权；必要

范围内的惩戒权；职业许可权；居所指定权。 

    父母对子女财产上的权利和义务：财产管理权；使用收益权；处分权。 

    三、亲权的中止、停止和消灭 

    1、亲权的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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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权人因事实上原因或法律上原因不能行使亲权时，依法宣告其亲权中止，当中止亲权事由消

失时，仍恢复其亲权的制度。 

    2、亲权的停止 

    分为自动停止或宣告停止。自动停止和宣告停止的原因。 

    3、亲权的消灭 

    分为绝对消灭和相对消灭，绝对消灭和相对消灭的原因。 

    我国在制定民法典亲属编时建立亲权制度的必要性。 

第四节  婚生子女 

    一、婚生子女的概念及其法律地位 

    1、婚生子女的概念 

    婚生子女是指婚姻关系成立后，妻受胎所生的子女。婚生子女应具备的要件。 

    2、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保护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子女对父母有

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3、外国亲属法关于受胎期及婚生子女的推定，即凡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妻子受胎所生的子

女，可推定为婚生子女的法律制度。 

    4、外国亲属法关于婚生子女否认的规定 

    否认婚生子女的原因：丈夫在妻子受胎期间未与之同居，或者能证明妻非与夫受胎。 

    否认婚生子女之诉的时效：各国规定的时效长短不一。 

    二、人工授精与婚生子女 

    1、人工授精技术 

    人工授精，是指采用人工方法取出精子或卵子，然后用人工方法将精子或授精卵胚胎注入妇女

子宫内，使其受孕的一种新生殖技术。一般可分为同质人工授精（AIH）和异质人工授精（AID）。 

    2、人工授精子女的法律地位 

    一般而言，同质人工授精方式而出生的子女，属父母的直系血亲并为婚生子女。异质人工授精

子女的法律身份的确认，则涉及较复杂的问题，夫妻双方的共同意向是十分重要的。 

    我国的相关规定。 

    3、外国亲属法关于人工授精子女法律地位的规定 

    在立法上，发达国家倾向于保护 AIH，但允许有限制地使用 AID。 

    各国的具体规定。 

第五节  非婚生子女 

    一、非婚生子女的概念及法律地位 

    1、非婚生子女的概念 

    非婚生子女，指没有婚姻关系的男女所生之子女。分为“准婚生子女”和事实上的非婚生子女。 

    2、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从否定歧视、消极的肯定发展到今天的积极肯定、平等对待。 

    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相同的法律地位，并给予的必要保护。  

    二、非婚生子女的准正和认领 

    1、非婚生子女的准正是指已出生的非婚生子女因生父母结婚或司法宣告而取得婚生子女资格

的制度。 

    准正的形式：因生父母结婚而准正和因法官宣告而准正。 

    准正的要件：血统上的非婚生父母子女关系；生父母的婚姻或司法宣告；准正为法律事件，是

结婚的附随效力。 

    准正的效力：使非婚生子女取得婚生子女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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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非婚生子女的认领是指通过法定程序使非婚生子女实现婚生化的法律行为。 

    认领的特征：生父承认的单独的意思表示；有形成权的性质；双方之间以生理上的父子血缘联

系为前提。 

    认领的形式：分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任意认领与强制认领。 

    认领的否认：非婚生子女或生母对于生父的认领有否认权，可提起否认之诉。 

第六节  继子女 

    一、继父母子女的概念及类型 

    1、 继父母子女的概念 

    通常指配偶一方对他方与前配偶所生的子女，称为继子女；子女对母亲或父亲的后婚配偶，称

继父或继母。 

     2、继父母子女关系的类型：名分型，共同生活型和收养型。 

    二、继父母子女法律地位 

    形成抚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完全等同于生父母与子女间的权利义务。相互间不

得虐待或歧视。 

    三、继父母子女关系的终止及效力 

    关于已形成抚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能否解除的问题，现行婚姻法未作明文规

定。 

    司法解释及相关规定。 

第七节  养子女 

   （见知识单元 10收养关系） 

学习目标： 

1、掌握父母子女关系的概念、种类以及法律地位。 

2、理解监护制度的概念、功能与特征。 

3、了解关于监护制度性质的不同法律学说，了解亲权的概念、特征和内容并理解其与监护制

度的异同。 

4、掌握我国法律对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继子女、养子女的概念、法律地位的规定，结合

实践认识科技的发展对传统的父母子女关系的挑战。 

作业： 

1．试述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 

2．剖析监护的涵义。 

3．简述亲权的内容及其法律特征。 

4．继子女的类型及其法律地位。 

5．监护和亲权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6．你认为应如何完善我国的人工生育立法？  

7．我国是否应当建立亲权制度？为什么？ 

8．我国是否应确立婚生子女受胎期推定制度？ 

9．我国有制定非婚生子女的准正与认领制度的必要性吗？ 

10．在我国，继子女的法律地位应当淡化还是强化？ 

知识单元 10：收养关系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收养制度概述 

一、收养的概念及特征 

1、收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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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养，是指收养人、被收养人依照收养法的规定成立拟制父母子女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 

2、收养的特征：收养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收养是要式法律行为；收养是变更亲属身 

份和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收养只能发生在非直系血亲关系的长辈对晚辈之间；收养形成一

种拟制血亲关系，可以依法设立及依法解除。 

二、我国收养制度的历史沿革 

设立收养制度的目的，依时代、国家而不同，先后大约经历了“为家的收养”、“为亲的收养”

和“为子女的收养”三个阶段。 

1、我国古代与近代社会的收养制度 

在我国古代宗法制度下，以男性为中心的宗祧制度下收养分为“立嗣”和“乞养”两类。 

由于封建思想影响深远，1930 年的国民党政府民法亲属编，在法律形式上实现了收养制度的

近代化。但是，在有关规定中仍有歧视养子女的内容。 

2、我国现代社会的收养制度 

我国建国后，以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为其基本目的和职能的收养制度， 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和

完善，已经日趋成熟，在政府的监督和干预下，收养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文关怀。 

第二节  收养制度的基本原则及意义 

一、收养制度的基本原则 

1、有利于被收养的未成年人的抚养、成长，充分保障其利益的原则 

    收养关系建立后，应为未成年人可以提供一个良好健康的生活环境，收养法的很多规定都

体现了这一原则，例如对收养人抚育能力的要求，收养年满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要征得其本人同

意等等。 

2、保障收养人的合法权益的原则 

保障收养人通过养育儿童，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使丧失劳动能力的养父母得到养子女在

生活上的照料，很好地安度晚年。 

3、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 

收养是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应当遵循平等自愿的民事活动原则。 

4、不得违背社会公德的原则 

5、收养不得违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原则 

二、收养的意义 

收养制度是社会亲属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收养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 

第三节  收养的成立 

根据收养法（修正案）的规定，收养关系依法成立时，须同时具备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收养

才具有法律效力。 

一、收养成立的实质要件 

1、收养成立的一般实质要件 

被收养人的条件。 

送养人的条件。 

收养人的条件。 

2、收养成立的特殊实质要件 

在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一般公民或华侨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继父（或继母）

收养继子女，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者社会福利院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这些特

殊情况下，收养法对收养的条件作出了放宽或限制性的规定。 

二、收养成立的形式要件 

1、由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是收养成立的必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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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收养未成年子女，应当由收养人、被收养人和送养人（含社会福利院的负责人），携

带相关的材料和证件共同到民政部门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收养登记。 

审查——收养登记机关收到收养登记申请书及有关材料后，应当自次日起 30日内进行审查。 

登记——经审查，对证件齐全有效、符合收养法条件的，为当事人办理收养登记，办理相应手

续后发给《收养登记证》。 

2、允许当事人订立书面收养协议 

3、允许依当事人的要求办理收养公证 

收养公证属于可选择性的、非必经的程序。 

三、收养成立的效力 

1、养父母与养子女间产生拟制直系血亲关系 

养子女取得与婚生子女完全相同的法律地位。 

2、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形成拟制直系或旁系血亲关系 

3、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消除 

但要注意养子女与原有自然血亲间的血缘关系并不消除。 

四、收养关系的无效 

1、收养无效的条件 

违反了《民法通则》第 55条规定时，收养行为无法律效力。 

违反了《收养法》（修正案）规定的某些收养实质要件或未遵循收养的形式要件时，收养行为

无法律效力。 

2、确认收养无效的机关及其法律后果 

诉讼程序——由人民法院确认某一收养行为无效。 

行政程序——由办理收养登记的机关确认某一收养行为无效。 

五、与收养有关的几个问题 

1、保守收养秘密 

收养人、送养人要求保守收养秘密的，其他人应当尊重其意愿，不得泄露。这一规定有助于稳

定收养关系。 

2、被收养子女户口的迁移 

收养关系成立后，需要为被收养人办理户口登记或者迁移手续的，由收养人持收养登记证到户

口登记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节  收养的终止 

一、收养终止的条件 

1、收养人、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收养关系 

收养法这一规定，是基于“有利于未成年人抚养成长”和“平等自愿”的基本原则而制定的，

以便防止发生因收养人、送养人相互推卸抚育责任而侵害未成年被收养人权益的现象。 

2、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有虐待、遗弃等侵害未成年养子女合法权益行为的 

送养人在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有虐待、遗弃等侵害未成年养子女合法权益行为时，有权要

求解除收养关系。 

3、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关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 

养父母或者成年养子女中的任一方，都可以要求解除收养关系。 

二、收养终止的程序 

1、行政程序解除收养 

收养当事人双方已自愿达成解除收养关系的协议，对财产和生活无争议，且解除收养关系的协

议不违反《民法通则》第 55 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的条件的，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解除

收养关系的登记。” 

2、诉讼程序解除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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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养双方当事人不能自愿达成解除收养关系的协议，或者虽然双方同意解除收养关系，但对财

产或生活有争议的，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起诉解除收养关系。 

三、收养终止的效力 

收养关系终止的效力分为直接后果和间接后果。 

收养终止的直接后果。 

收养终止的间接后果。 

学习目标： 

1、了解收养的概念，特征及历史沿革，明确收养制度的立法原则和现实意义。 

2、掌握收养关系成立必须具备的实质要件，形式要件，以及收养成立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3、熟悉收养关系中止的条件，程序及法律效力，从而理解收养制度作为亲属制度的重要组成

部分的现实意义。 

作业： 

1．结合收养法的条文，谈收养法基本原则的内容。 

2．简述收养的概念和特征。 

3．试析收养成立的实质要件。 

4．试析收养成立的形式要件。 

5．简述收养的拟制效力和解销效力。 

6．简述无效收养行为。 

7．分析收养解除应遵循的法定条件和程序。 

8．收养解除后的法律后果。 

9．试采用比较收养法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今后我国有无必要建立“不完全收养制度”。 

10．有些国家法律规定了在正式收养之前，需经过“试收养阶段”，你认为中国有无设立的必

要？ 

知识单元 11：其他家庭成员关系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祖孙关系 

一、（外）祖父母抚养（外）孙子女需具备的条件 

1、抚养人有负担能力； 

2、被抚养人的父母已经双亡或一方死亡、另一方确无能力抚养；或者父母均丧失抚养能力； 

3、被抚养人必须为未成年人。 

二、（外）孙子女赡养（外）祖父母需具备的条件 

1、赡养人为有负担能力的成年人； 

2、被赡养人的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确无力赡养； 

3、被赡养人必须是需要赡养的人。 

第二节  兄弟姐妹关系 

一、兄、姐扶养弟、妹需具备的条件 

1、扶养人有负担能力； 

2、被扶养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 

3、被扶养人必须是未成年人。 

二、弟、妹扶养兄、姐需具备的条件 

1、扶养人有负担能力； 

2、被扶养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 

3、被扶养人必须是未成年人。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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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祖孙、兄弟姐妹之间扶养关系的适用条件及法律性质。 

2、理解在家庭成员之间设立扶养制度的立法精神与现实作用。 

作业： 

1．简述我国现行扶养制度的主要内容及其瑕疵。 

2．（外）祖父母抚养（外）孙子女需具备的条件是什么？ 

3．（外）孙子女赡养（外）祖父母需具备的条件是什么？ 

4．试析兄、姐扶养弟、妹需具备的条件。 

5．试析弟、妹扶养兄、姐需具备的条件。 

6．针对我国目前的婚姻法（修正案）关于扶养关系的规定，谈我国扶养制度的完善。 

7．试采用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世界各国关于“扶养义务人、权利人的顺序”规定，其

中“概括主义、列举主义和回避主义”的立法模式，哪种更值得我国亲属立法借鉴？ 

知识单元 12：婚姻法附论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民族婚姻 

一、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婚姻法变通规定的情况 

由于生产条件、生活方式、文化宗教传统、风俗习惯的差异，各民族之间的婚姻风俗习惯很不

相同，为尊重少数民族，我国婚姻法许可民族自治地方根据本民族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规定。 

二、民族自治地方对婚姻法的变通、补充规定的内容 

1、对法定婚龄的变通 

2、对旁系血亲禁止结婚的变通 3、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变通 

4、对民族通婚问题的补充 

5、对禁止宗教干涉婚姻家庭的补充 

第二节  涉外与涉及华侨、港澳台同胞的婚姻 

一、我国法律对涉外婚姻的限制与法律适用 

对涉外婚姻主体的限制。法律对一些特定身份的人员作出限制性规定，不准与外国人结婚。 

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二、涉外与涉及华侨、港澳台同胞的结婚 

1、登记机关——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其确定的登记机关。 

2、申请结婚登记双方所应持有的证件与证明材料。  

3、申请离婚登记双方所应持有的证件与证明材料。   

三、涉外与涉及华侨、港澳台同胞的诉讼离婚 

诉讼离婚的条件按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处理。 

第三节  涉外与涉及华侨、港澳台同胞的收养 

一、涉外收养 

1、涉外收养的含义与法律适用 

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在我国境内收养中国公民的子女，应当符合中国有关收养法律的规定，并应

当符合收养人所在国有关收养法。 

2、涉外收养的条件与程序 

二、华侨、港澳台同胞收养子女的条件 

1、华侨回国收养子女的条件 

华侨在国内的收养较一般公民收养子女要宽松，更多的尊重了我国传统收养习惯。 

2、港澳台同胞回内地收养子女的条件 

属于国内公民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收养法未作特殊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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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华侨、港澳台同胞收养子女的程序 

收养登记机关。 

办理收养登记时当事人应持有的证件与证明材料。 

第四节  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一、救助措施 

    1、救助措施概述 

    概念。是指有救助义务的机关依据遭受家庭成员非法侵害受害人的请求或者在加害人的行为构

成犯罪时而为受害人所提供救援和帮助的各种措施的总称。 

    救助措施的必要性。 

    2、我国救助措施的特征 

    选择性。设立非诉性救助措施供受害人选择。 

    和解性。救助措施的主要目的是促成和解、制止犯罪。 

    维护稳定性。救助措施是维护家庭关系稳定的手段。 

    3、救助措施的适用  

    救助的条件——当事人的申请。 

    救助机关——包括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所在单位及公安机关。 

    救助措施——劝阻、调解、制止、予以行为人行政处罚和追究其民事、刑事责任。 

    救助措施适用的情形——婚姻法的具体规定。 

    二、违反婚姻法的法律责任 

    1、行政处分 

    行政处分也属于广义上的法律制裁，是违法者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对违法者作出的处分。 

    2、法律制裁 

    民事制裁、刑事制裁和行政制裁。 

学习目标： 

1、了解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婚姻法变通规定的情况。 

2、熟悉我国关于涉外、涉华侨、港澳台同胞的婚姻和收养的具体规定。 

3、掌握婚姻法规定的救助措施以及违反婚姻法的法律责任，维护婚姻法的严肃性，保护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作业： 

1．我国民族自治地区一般对婚姻法做了哪些变通规定？ 

2．在我国哪些人不得与外国人结婚？ 

3．对华侨在国内收养有哪些例外规定？ 

4．在我国当违反婚姻法的行为尚为构成犯罪的，如何实施救助措施？ 

5．我国为什么对外国人在我国登记离婚做出了限制？ 

6．简述允许民族自治地区对婚姻法做变通规定的意义。 

7．如何能够有效的制止家庭暴力？ 

知识单元 13：继承法概述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继承概述 

一、继承理念和种类 

1、继承理念，有广、狭之分。广义的继承，包括财产继承和身份继承。狭义的继承，专指财

产继承。当代法学中的继承一词，是在狭义上使用的。 

2、继承种类 

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均等份额继承和不均等份额继承，限定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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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限定继承，共同继承和单独继承，有限继承和无限继承。 

二、财产继承的法律特征 

1、财产所有人死亡是继承开始的法定原因。 

2、被继承人死亡时，必须要有遗产。 

3、必须要有合法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 

4、继承遗产和有限清偿死者的债务相统一。 

第二节  继承制度的沿革 

一、继承法的概念 

当代继承法的概念，是指调整因人的死亡而发生的财产继承关系，确定遗产归属的法律规范的

总称。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的继承法、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上的继承法、纯粹和非纯粹的继承法。 

二、继承法的特征 

1、 继承法是与亲属身份相联系的财产法。 

2、继承法属于私法范畴。 

3、继承法是普通法，适用于一切中国公民。 

4、继承法是强行法，继承法中大多数规范是强行性的。 

三、中国继承立法的发展 

1、中国古代的继承制度 

在“父死子继、嫡庶有别”的宗法继承原则下，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宗祧继承是由封建社会的

经济基础决定的。 

2、中国近代的继承制度 

国民党民法继承编的规定。 

3、中国现代的继承制度 

从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继承权这一宪法原则出发，继承法律制度不断地发展和完

善。1985年 4月 10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四、继承制度的本质 

1、继承制度的本质 

在西方法学界的不同学说，具体有意思说，死后扶养说，家庭协同说，死者权利延伸说，无主

财产之归属说，崇拜祖先说和公益说。 

马克思主义关于继承本质的学说。 

2、我国设立继承制度的必要性 

第三节  我国继承法基本原则 

一、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原则 

1、凡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人都可以依法继承。 

2、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方式都力求反映财产所有人处分其死后财产的意志，尊重被继承人生

前的意愿。 

3、继承人的继承权不得被非法剥夺。 

4、继承人享有继承权不受有无民事行为能力的限制。 

5、公民的继承权受到他人的不法侵害时，有权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给予

法律保护。 

二、继承权男女平等原则 

1、男女公民财产继承权相同。不论女子已婚未婚，也不论其是参加社会工作，还是从事家务

劳动，均享有与男子同等的继承权。 

2、在确定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时，是以亲等来划分的，而非依性别来划分的。 

3、同一顺序的男女法定继承人的应继份额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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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代位继承权和转继承权男女平等。 

5、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女婿，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均可作为第一

顺序的法定继承人。 

6、寡妇有权带产改嫁。 

三、养老育幼、照顾病残原则 

1、在遗产分配上，体现了照顾生活有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的精神。 

2、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3、允许公民生前与扶养人或者集体所有制组织订立遗赠扶养协议。 

4、在确定继承人的范围和法定继承顺序上，是从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相互扶助的法律关系

出发的。 

5、明文鼓励养老育幼。 

6、规定保留胎儿的应继份额。 

四、互谅互让、团结和睦原则 

1、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可以由继承人协商确定，待期限到来时按协议进行分割。 

2、分配遗产的均等原则，受到了“以互谅互让、团结和睦为基础分配遗产”精神的制衡。 

3、如果继承人严重地违反社会公德，则依法丧失继承权。 

4、允许公民在不违法的前提下，通过遗赠的方式，将个人财产遗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

承人以外的人。 

5、明文鼓励社会成员之间发扬互助友爱的风格。 

第四节  继承权 

一、继承法律关系与继承权 

1、继承法律关系概述 

继承法律关系的概念，继承法律关系是由继承法规范所调整的、基于公民死亡而发生的继承人

之间、继承人与其他公民（受遗赠人、继承参与人等）之间的财产权利义务关系。 

继承法律关系的特征。 

    2、继承权的概述 

    继承权的概念，继承权是指民事权利主体，依照法律规定或被继承人生前所立下的合法有效遗

嘱，承受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 

    继承权可以分为客观意义和主观意义上的继承权两种。 

    继承权的法律特征：继承权是财产权、绝对权，发生根据是法律的直接规定或合法有效的遗嘱，

是以一定的法律事实的出现为前提的，继承权的接受和放弃，取决于继承人的主观意志。 

    二、继承权的内容 

    1、接受或放弃继承遗产的权利。 

    2、取得遗产的权利。 

    3、继承权受到侵害时的回复请求权。 

    三、继承权的取得和行使 

    1、继承权的取得 

    法律根据，事实根据和身份根据。 

    2、继承权的行使 

    继承的行为能力意味着公民能够使自己的继承行为发生法律效力并对其后果承担责任，这就要

求其必须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继承权由其法定代理人本着维护被代

理人的合法权益的原则行使代理权。 

    四、继承权的放弃与丧失 

    1、继承权的放弃 

    放弃继承权的性质。继承权的放弃，是继承人于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所作出的放弃其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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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的意思表示。放弃继承权是对既得财产权利的自愿抛弃，因此不能附加条件。 

    放弃继承权的效力溯及自继承开始之时。 

    2、继承权的丧失 

    继承权丧失的概念，是指继承人因对被继承人或其他继承人犯有某种罪行或者有其他违法、不

正当行为而被依法剥夺其继承资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性质上不同于继承权的放弃。 

    继承权丧失的法定事由。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遗弃被继承

人或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伪造、篡改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 

    继承权丧失的效力，分为绝对丧失和相对丧失两种。 

第五节  遗产的概念、特征及其范围 

    一、遗产的概念与特征  

    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具有特定的时间性、财产性、专属性、权利和义务的

统一体，以及限定性。 

二、遗产的范围 

1、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 

2、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部分财产权。 

3、公民的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 

4、公民的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债务。 

5、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 

第六节  继承权的诉讼时效 

一、继承权回复请求权 

继承权回复请求权的概念。指继承人在其继承权受到不法侵害时，通过诉讼程序请求人民法院

予以确认、保护并加以恢复的权利。是由法律赋予的特别独立的请求权。 

二、继承权回复请求权的诉讼时效 

1、一般诉讼时效 2年 

从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继承人在 2年之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

民法院应当受理。 

2、长期诉讼时效 20年 

在继承人不知道或无法知道其权利被侵犯的情况下，继承人有权在自继承开始之日起 20年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保护其继承权的诉讼。 

学习目标： 

1、理解继承的概念、种类和财产继承的法律特征。 

2、了解继承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3、理解继承制度的本质。 

4、了解我国继承法的基本原则。 

5、掌握继承法律关系的特征和继承权的相关内容。 

6、理解遗产的概念、特征及范围。 

作业： 

1．简述继承的含义和法律特征。 

2．试述继承制度的本质。 

3．分析我国继承法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 

4．简述继承法律关系的三要素。 

5．继承权的特征和内容是什么？ 

6．分析继承权与物权、债权之间的区别。 

7．简析继承人缺格与继承人废除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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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分析继承权的丧失与放弃的区别。 

9、简述遗产的范围。 

10．“权利与义务相一致”是否可作为我国继承法的基本原则？ 

11．被继承人生前的股权与合伙权益可否作为遗产继承？保险赔偿金、人身损害赔偿金能否作

为遗产继承？ 

知识单元 14：法定继承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法定继承的概念和适用范围 

一、法定继承的概念和特征 

法定继承的概念，是指按照法律直接规定的继承人范围、继承顺序、遗产分配原则等进行财产

继承的一种继承制度。法定继承人的范围、继承顺序和遗产分配原则等各方面的内容，都是强制性

规范，是以一定的人身关系为前提的。 

二、法定继承的适用范围 

《继承法》的有关具体规定。 

第二节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继承顺序 

一、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世界各国的法定继承一般以血缘远近和婚姻关系来划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 

我国《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 

1、配偶：夫妻基于婚姻关系而产生相互继承权。配偶继承将涉及的一些相关问题。 

2、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和养子女。子女继承父母遗产时

涉及的问题。 

3、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4、兄弟姐妹。 

5、祖父母、外祖父母。 

6、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与丧偶女婿。 

司法解释的相关具体规定。 

二、法定继承人的继承顺序 

我国继承法按照血缘和婚姻的亲疏远近关系排列继承顺序。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对公婆、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女婿，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第三节  继承人之外的遗产取得人 

一、继承人之外的遗产取得人 

主要包括依靠被继承人生前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和对被继承人生前扶养

较多的人。以上两类人都不享有继承权，仅是“可以酌分遗产人”。 

二、继承人之外的遗产取得人获得遗产的份额 

法院根据具体情况可以作出多于或少于继承人份额的判决。 

三、继承人之外的遗产取得人对遗产的独立权利 

在其依法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受到侵犯时，遗产取得权人有权以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向法

院提起诉讼。 

第四节  代位继承与转继承 

一、代位继承 

1、代位继承的概念及其法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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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代位继承，是指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时，由被继承人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

代替其父母的继承顺序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法律制度。 

代位继承的法律特征。 

2、代位继承的性质和意义 

关于代位继承权的性质，在法学理论上有不同的学说：继承权转移说，法律推定意志说，固有

权利说，代表权利说。 

二、转继承 

1、转继承的概念 

转继承，又称为再继承、连续继承，它是指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死亡，其应继承

的遗产转由他的合法继承人来继承的制度。 

转继承在本质上是两个先后相继的继承，转移的应当是遗产所有权而非继承权。 

2、转继承与代位继承的区别 

适用的条件与时间不同，适用继承的范围不同，适用的主体不同，客体不同，继承权利与义务

不同，应继份额的归属不同。 

第五节  法定继承人之间的遗产分配 

一、遗产分配原则 

1、同一顺序继承人，一般应当均等分配遗产的原则。 

2、考虑继承人和被继承人生前扶养关系的原则。 

3、特殊照顾的原则。 

4、经继承人协商同意，也可以不均等原则。 

二、遗产份额的确定 

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由继承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近现代外国继承立法中关于法定继承方式中的遗产分配原则与方法。 

在对待配偶的应继份上，世界各国的继承立法的五种立法例。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定继承的概念和适用范围，熟悉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继承顺序。 

2、了解继承人之外遗产取得人可以分得遗产的条件、份额。 

3、理解代位继承和转继承制度。 

4、掌握法定继承人之间遗产份额的确定以及遗产的分配原则。 

作业： 

1．试述法定继承的概念和特征。 

2．简述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的关系。 

3．试析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继承顺序及其原因。 

4．试述代位继承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5．试析代位继承和转继承的区别。 

6．简述法定继承的遗产分配原则。 

7．简述继承人之外的遗产取得人的概念和特征。 

8．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的确定是否符合继承的目的与宗旨？ 

知识单元 15：遗嘱继承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遗嘱继承概述 

一、遗嘱继承的概念与特征 

1、遗嘱继承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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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继承，是指继承人按照被继承人合法有效的遗嘱继承遗嘱人遗产的法律制度。 

2、遗嘱继承的特征 

发生遗嘱继承的法律事实不是单一的，它直接体现着遗嘱人的意愿，效力高于法定继承。 

二、遗嘱继承的历史发展 

遗嘱继承的起源及其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 

我国古代也存在遗嘱继承。 

现代社会对遗嘱自由制度的规定及其对遗嘱自由的限制。我国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第二节  遗 嘱 

一、遗嘱的概念与特征 

1、遗嘱的概念 

遗嘱，是指公民生前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自己的财产及有关事务并于其死亡后发生效力的

单方法律行为。 

2、遗嘱的特征 

遗嘱是单方的法律行为，是要式法律行为，是在遗嘱人死后发生法律效力，内容必须符合法律

规定，必须由本人实施的法律行为，遗嘱继承人的法律地位不能被替代。 

二、遗嘱能力 

1、遗嘱能力的概念 

遗嘱能力，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设立遗嘱，依法自由处分自己财产的资格，亦即遗嘱人的行为

能力。只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才有遗嘱能力。 

2、确定遗嘱能力的时间 

确定遗嘱人的遗嘱能力以立遗嘱时遗嘱人的状态为标准。 

三、遗嘱的形式 

遗嘱是要式法律行为，法律对遗嘱的形式作出明确规定。我国继承法规定，遗嘱的法定形式有

以下五种：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 

每种遗嘱形式的具体要求。 

四、遗嘱的内容 

1、继承人、受遗赠人的指定 

2、有关遗产的分配方法和数额 

3、关于继承人、受遗赠人的附加义务 

4、其他事项 

五、遗嘱的无效 

下列遗嘱无效： 

1、无遗嘱能力的人所立的遗嘱 

2、遗嘱的形式不合法 

3、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 

4、伪造的、被篡改的遗嘱 

5、遗嘱对必继份进行处分的部分 

6、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不属于自己的财产 

7、遗嘱继承人有丧失继承权的情形 

第三节  遗嘱的变更、撤销和执行 

一、遗嘱的变更和撤销 

1、遗嘱的变更和撤销的概念 

遗嘱的变更是指遗嘱人在遗嘱设立后对遗嘱内容的部分修改。 

遗嘱的撤销是指遗嘱人在设立遗嘱后又取消原来所立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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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遗嘱的变更和撤销的条件 

遗嘱变更、撤销时遗嘱人须具有遗嘱能力 

遗嘱的变更、撤销须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遗嘱的变更、撤销须由遗嘱人亲自依法定的方式而为 

3、遗嘱变更、撤销的效力 

遗嘱的变更、撤销的效力在于使原遗嘱的内容不能发生效力，变更、撤销后的新遗嘱发生效力。 

二、遗嘱的执行 

1、遗嘱执行的含义 

遗嘱的执行，是指于遗嘱生效后为实现遗嘱的内容所必要的程序。遗嘱的执行是实现遗嘱内容，

实现被继承人的遗愿，保护继承人与利害关系人利益的重要环节。 

执行遗嘱的目的，是为了实现遗嘱人在遗嘱中所表述的意思。 

2、遗嘱执行人的确定 

遗嘱执行人应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司法实践中确定遗嘱执行人的三种情况。 

3、遗嘱执行人的职责 

查明遗嘱是否合法真实，清理遗产，管理遗产，召集全体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照遗嘱内

容将遗产最终转移给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 

学习目标： 

1、了解遗嘱继承的概念和特征及其历史发展，熟悉遗嘱的概念。 

2、掌握遗嘱的能力、形式、内容、效力以及遗嘱的变更、撤销和执行的具体规定。 

3、理解遗嘱继承制度的本质和意义。 

作业： 

1．试述遗嘱无效的情形。 

2．试析我国五种遗嘱形式的区别。 

3．试述我国继承法第 19条有关必继份的内容 

4．怎样变更、撤销遗嘱？ 

5．我国的必继份与外国的特留份有何不同？ 

6．你认为在我国是否应当承认共同遗嘱的效力？原因何在？ 

7．哪些人不得作为遗嘱的见证人？ 

8．对遗嘱自由是否应当限制，应如何限制？ 

知识单元 16：遗赠和遗赠抚养协议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遗赠 

一、遗赠的概念 

遗赠，是指公民以遗嘱的方式将其所拥有的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公

民，而于其死亡后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行为。 

二、遗赠的法律特征 

遗赠的法律特征与遗嘱有共同之处，只是受遗赠人与遗嘱继承人范围不同，受遗赠人为法定继

承人以外的人。 

三、受遗赠权的接受、放弃与丧失 

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

弃受遗赠。 

四、遗赠的执行 

受遗赠人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向遗嘱执行人作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的，即享有请求遗

嘱执行人依遗嘱将遗赠物交付其所有的请求权。 

第二节  遗赠扶养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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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遗赠抚养协议的概念 

遗赠扶养协议是受扶养人与扶养人签订的关于扶养人承担受扶养人生养死葬的义务，受扶养人

将自己的财产于死后赠与扶养人的协议。扶养人可以是公民也可以是集体经济组织。 

遗赠扶养协议的当事人之间是平等、有偿、互利的民事法律关系。带有明显的互助性质，是我

国特有的一种继承制度。 

二、遗赠扶养协议的法律特征 

1、遗赠扶养协议是双方法律行为 

2、遗赠扶养协议是诺成性的要式法律行为 

3、遗赠扶养协议是一种双务法律行为 

4、遗赠扶养协议是有偿法律行为 

5、遗赠扶养协议是公民生前对自己死亡后遗留财产的一种处置方式 

三、遗赠扶养协议的意义 

1、遗赠扶养协议有利于解决农村“五保户”问题 

2、遗赠扶养协议制度有利于保护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3、遗赠扶养协议制度有利于减轻国家和社会的负担 

四、遗赠扶养协议的内容 

1、遗赠抚养协议的主体 

受扶养人也就是遗赠人，只能是公民；扶养方，可以是公民，也可以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 

2、扶养人的主要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 

3、受扶养人的主要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 

学习目标： 

1、了解遗赠的概念、法律特征、受遗赠权的接受、放弃与丧失以及遗赠的执行等相关规定。 

2、掌握遗赠扶养协议的概念、法律特征和内容。 

3、理解遗赠抚养协议的现实意义。 

作业： 

1．试析受遗赠人与遗嘱继承人的区别。 

2．遗赠抚养协议的效力为何高于遗嘱？ 

3．遗赠抚养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有哪些权利义务？ 

4．我国遗赠抚养协议与外国的继承契约有何区别？ 

5．遗赠与遗嘱继承、遗赠抚养协议的区别是什么？ 

知识单元 17：遗产的处理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继承的开始 

一、继承开始的时间和地点 

1、继承开始时间的确定 

被继承人死亡的时间就是继承开始的时间。 

自然死亡和宣告死亡的确定方法。 

互有继承权的继承人在同一事故中死亡时间的确定。 

2、继承开始时间的法律意义 

确定继承人的范围，确定遗产的范围，确定遗产所有权的转移，确定继承人的应继份，确定放

弃继承权的溯及力，确定遗嘱生效时间，确定 20年最长时效的起算点。 

3、继承开始的地点的确定 

我国继承法没有明确规定继承开始的地点。我国司法实践采取的是以被继承人的生前最后住所

地或主要遗产所在地为继承开始的地点。 

4、确定继承开始地点的法律意义 



870 

继承开始的地点往往也就是遗产的集中地。这有利于调查及确定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数额等

情况，也有利于法院查清案件事实。 

二、继承开始的通知与遗产管理 

1、继承开始的通知 

继承开始后，应将被继承人死亡的事实通知继承人或遗嘱执行人，以便继承人、遗嘱执行人及

时地处理有关继承问题。 

对负有继承开始通知义务者的规定。 

2、遗产的保管 

遗产保管人的确定及遗产保管人的义务。 

第二节  遗产的分割与债务清偿 

一、遗产的分割 

1、遗产分割的概念 

遗产分割是指继承开始后，依法在数个继承人之间分配遗产，而使遗产实际归转各继承人所有

的法律行为。 

2、遗产分割的时间 

继承开始后的任何时间内，任何一个继承人都有权要求分割遗产，除非遗嘱规定在一段时间内

禁止分割或者未清偿债务就要求分割遗产，或者继承人达成限制分割的协议。 

3、遗产分割的原则 

遗产分割自由原则；保留胎儿继承份额原则；互谅互让、协商分割原则；物尽其用原则。 

4、遗产范围的确定 

遗产分割前要注意将遗产从夫妻共同财产、家庭共同财产、以及其他形式的共同财产中区分出

来。 

5、遗产分割的方式 

可以采取实物分割、折价、适当补偿或共有等方法处理。 

二、遗产债务的清偿 

1、遗产债务的概念 

遗产债务是指被继承人生前个人所欠的债务，包括应当缴纳的税款。 

2、遗产债务的清偿原则 

全部继承原则，限定继承原则，保留必留份原则，清偿债务优先于执行遗赠原则。 

3、遗产债务的清偿方法 

司法实践中一般采用以下两种方法：先清偿债务后分割遗产，先分割遗产后清偿债务。4、遗

产债务的清偿时间 

我国继承法上没有关于遗产债务清偿时间的规定。根据司法实践的一般作法，继承开始后，继

承人或遗产保管人在清点完遗产之后，应当及时通知债权人声明债权，以便于继承人清偿债务。 

第三节  无人继承遗产的处理 

一、无人继承遗产的概念和成因 

无人继承遗产是指没有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承受的遗产。 

无人继承遗产的主要情况。 

二、无人继承遗产的处理 

我国继承法的特殊规定：按死者的身份来确定无人继承遗产归属。 

处理无人继承的遗产时应当注意的问题：债务的清偿；非继承人可以取得遗产的情况。 

学习目标： 

1、知晓继承开始的时间和地点及其法律意义。 

2、掌握遗产分割和债务清偿的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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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无人继承的遗产如何处理。 

作业： 

1．试述继承开始的法律意义。 

2．无人继承的遗产如何处理？ 

3．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继承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死亡时间不能确定时如何推定？ 

4．我国法律目前如何避免无人继承遗产的情况出现？ 

5．为什么有遗产分割自由的原则？遗嘱人是否可以限制分割自由？ 

知识单元 18：继承法附论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涉外继承 

一、涉外继承的含义 

涉外继承是指在继承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中有一个或者几个涉外因素，如继承人或被继承人为

外国人，遗产的一部分或全部在国外，与继承有关的法律事实在国外等等。 

世界上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原则：同一制与区别制。 

二、我国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 

我国《继承法》的具体规定以及我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协定的具体规定。 

第二节  涉侨、港澳台同胞继承 

一、涉及华侨、归侨和侨眷的继承 

华侨回国继承遗产和归侨、侨眷继承境外遗产的具体规定。 

二、港澳台同胞的继承 

目前涉港澳台继承仍然参照涉外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为保护去台人员和台胞的合法权益，考虑到历史的特殊性，对涉台继承案件的诉讼时效作了特

殊规定。 

学习目标： 

了解涉外继承和涉港澳台同胞继承的相关规定，理解其中的特殊性。 

作业： 

1．涉外继承中动产与不动产的法律适用有何区别？ 

2．对涉台继承我国法律有什么特殊规定？ 

1．将涉外继承中动产与不动产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在实务中有何弊端？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知识单元 1-知识单元 3 6  

2 知识单元 4+-知识单元 6 6  

3 知识单元 7）+知识单元 9 6  

4 知识单元 10+知识单元 12 6  

5 知识单元 13-知识单元 15 4  

6 知识单元 16+知识单元 18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宪法、法理学 

后续课程：相关实务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夫妻之间的人身关系、父母的监护责任、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共有财产、共同债务）；

家庭暴力的认定及其救济；离婚损害救济；遗产的范围、遗嘱的效力、遗产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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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监护人侵权、夫妻之间侵权、共有财产的认定；多个继承人之间的共有关系；遗产债务

的共同承担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授课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考试占 10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夏吟兰 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 

2． 瞿同祖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 1981年版。 

3． 陈顾远著：《中国婚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 

4． 史尚宽著：《亲属法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5． 史尚宽著：《继承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6． 胡长清著：《中国民法亲属论》，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8年版。 

7． 巫昌祯主编：《婚姻家庭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8． 巫昌祯主编：《婚姻与继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9． 杨大文主编：《婚姻家庭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10．杨大文主编：《婚姻家庭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11．李志敏主编：《比较家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12．夏吟兰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13．王洪著：《婚姻家庭法》，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14．郭明瑞、房绍坤著：《继承法》，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15．林秀雄著：《夫妻财产制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16．林秀雄著：《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  

17．陶毅、明欣著：《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史》，东方出版社 1994年版。 

18．龙翼飞著：《香港家庭法》，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19．林荫茂著：《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澳门基金会 1997年版。 

20．夏吟兰著：《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 

21．陈小君主编：《海峡两岸亲属法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 

22．张玉敏著：《继承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23．巫昌祯、杨大文主编：《走向 21世纪的中国婚姻家庭》，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24．李银河、马忆南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9年版。 

25．夏吟兰、蒋月、薛宁兰著：《21世纪婚姻家庭新规制》，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  

26．陈苇著：《中国婚姻家庭立法专论》，群众出版社 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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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王歌雅著：《中国现代婚姻家庭立法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28．曹诗权著：《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9．李霞著：《监护制度比较研究》，山东大学出版 2004年版。 

30．王丽萍著：《亲子法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31．张学军著：《论离婚后的扶养立法》，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32．陈苇主编：《外国婚姻家庭比较法研究》，群众出版社 2005年版。 

33．杨立新著：《亲属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34．田岚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教学案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35．张贤钰主编：《外国婚姻家庭法资料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36．王叔文等主编《最新香港民商法律》（婚姻家庭法上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7年版 

37．刘素萍主编：《婚姻法学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38．法学教材编辑部：《婚姻立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 1982年版。 

39．王胜明、孙礼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改立法资料选〉，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40．李忠芳主编：《外国婚姻家庭法汇编》，群众出版社 2000年版。 

41. 何俊萍，郑小川，陈汉 著：《亲属法与继承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第一版。 

42. 金眉著：《中国亲属法的近现代转型》，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执笔：刘智慧+刘家安+陈汉  审稿：刘家安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6日 

 

合同法 
Contract Law 
课程号：702020011 

编写说明 

本大纲主要是为了配合《合同法》的教学而编写。大纲由刘家安教授主编，编写人员为刘家安、

刘智慧和戴孟勇。中国政法大学民法研究所的全体教师参与了合同法教学大纲的讨论。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为法学双学位的专业选修课，实行闭卷考试。 

通过本课程的讲解和学生的学习，要实现下列目的： 

1．能够让学生领会合同法的精神，比较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的合同法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较为系统地了解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具体的各项法律制度及其相应的规范。 

2具备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自己所学过的合同法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法律问题

的能力。 

该课程以讲授合同法总论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为核心内容，讲求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结合，既

体现合同法学本身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逻辑性，又密切联系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来阐明合同法的

一系列问题。在学习过程中，需要明确学习合同法学应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并运用经

济学、社会学、法哲学、伦理学、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合同法律制度。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合同法总论 

参考学时： 
22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一章  合同与合同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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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合同概述 

一、合同的定义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不适用《合同法》。 

二、合同的法律性质 

1．合同是以意思表示为要素的法律行为。 

2．合同是两方以上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 

3．合同是以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内容的法律行为。 

三、合同与契约 

四、合同的相对性 

1．主体的相对性。 

2．内容的相对性。 

3．责任的相对性。 

第二节  合同的分类 

一、典型合同与非典型合同 

1．区分标准：以法律对合同关系是否设有规范并赋予一个特定的名称为标准。 

典型合同，也称有名合同，是指法律对其设有规范并赋予一定名称的合同。 

非典型合同，又称无名合同，是指法律未设特别规定，也未赋予一定名称的合同。 

2．区分意义 

对于典型合同，应直接适用《合同法》分则或其他相关法律关于该类合同的具体规定。 

对于非典型合同，应参照《合同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 

二、双务合同与单务合同 

1．区分标准：以双方当事人是否互负对待给付义务为标准。 

双务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互负对待给付义务的合同。 

单务合同，是指仅一方当事人负担给付义务的合同。 

2．区分意义 

（1）合同法主要以双务合同为规范对象。 

（2）双务合同适用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规则，例如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单务合同

则否。 

（3）双务合同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原因而不能履行时，会发生风险负担的分配问题。

在单务合同，合同不能履行的风险，由债务人予以负担。 

三、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 

1．区分标准：以当事人取得权益时是否须付出对价为标准。 

有偿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享有合同规定的权益时，必须向对方支付对价的合同。 

无偿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享有合同规定的权益时，不必向对方支付对价的合同。 

2．区分意义 

（1）有助于确定某些合同的性质。 

（2）对主体资格的要求不尽相同。 

（3）债务人的注意义务及责任轻重不同。 

（4）对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要件的影响不同。 

四、诺成合同与实践合同 

1．区分标准：以合同的成立是否须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给付为标准。 

诺成合同，是指因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的合同。 

实践合同，又称要物合同，是指除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以外，尚须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

他给付才能成立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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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分意义 

（1）二者成立与生效的时间标准不同。 

（2）交付标的物或完成其他给付的法律意义不同。 

五、要式合同与不要式合同 

1．区分标准：以合同的成立是否须采用法律规定的形式为标准。 

要式合同，是指法律要求必须具备一定形式的合同。 

不要式合同，是指法律不要求必须具备一定形式的合同。 

2．区分意义 

要式合同如未具备法律规定的形式，可能会对合同的效力及内容产生影响。 

六、一时的合同与继续性合同 

1．区分标准：以时间因素对确定给付的内容和范围是否发生影响为标准。 

一时的合同，指时间因素对给付的内容和范围并无影响，合同目的因一次给付即可实现的合同。 

继续性合同，是指给付的内容和范围因时间的经过而有变化，使得合同目的须经持续的给付才

能实现的合同。 

2．区分意义 

（1）在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被解除时，其效力是否溯及既往方面，存在着区别。 

（2）继续性合同的期限届满时，当事人可采用默示的方式延长合同期限。 

七、主合同与从合同 

1．区分标准：以两个有牵连关系的合同之间的主从关系为标准。 

主合同，是指不以其他合同的存在为前提，可以独立存在的合同。 

从合同，是指以其他合同的存在为前提，自身不能独立存在的合同。 

2．区分意义 

从合同的效力依赖于主合同。 

八、束己合同与涉他合同 

1．区分标准：以是否贯彻合同的相对性，或者合同效力是否及于第三人为标准。 

束己合同，是指严格遵循合同的相对性，合同中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仅限于当事人之间享有和

承担，而不能及于第三人的合同。 

涉他合同，是指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为第三人设定了权利或义务的合同。

涉他合同包括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和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 

2．区分意义 

（1）缔约目的不同。 

（2）合同的效力范围不同。 

九、确定合同与射倖合同 

1．区分标准：以给付的内容和范围在合同成立时是否确定为标准。 

确定合同，是指给付的内容和范围在合同成立时就已经确定的合同。 

射倖合同，是指给付的内容和范围在合同成立时并不确定，而是要取决于合同成立后是否发生

偶然事故的合同。 

2．区分意义 

确定合同一般要求等价有偿，不能显失公平，射倖合同则否。 

十、本约与预约 

1．区分标准：以两个合同相互间是否具有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为标准。 

预约，指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合同的合同；因履行预约而订立的合同为本约。预约以订立本约为

其给付内容。 

2．区分意义 

预约具有一定程度的担保功能。 

十一、合同的其他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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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合同、技术合同、涉外经济合同。 

2．计划合同与非计划合同。 

3．物权合同、债权合同、身份合同。 

4．民事合同、商事合同、行政合同。 

5．强制合同与非强制合同。 

6．附合合同与非附合合同。 

第三节  合同法概述 

一、合同法的定义 

在我国，广义的合同法是有关合同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的合同法仅指 1999年 3月 15

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二、合同法的立法例 

1．大陆法系。 

2．英美法系。 

3．我国。 

三、合同法的历史发展 

1．古代合同法。 

2．近代合同法。 

3．现代合同法。 

四、我国合同法的历史发展 

五、我国《合同法》的内容和特色 

第四节  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一、平等原则 

二、合同自由原则 

1．合同自由原则的基本含义。 

2．合同自由原则确立的基础。 

3．合同自由原则的表现。 

4．合同自由原则的法律限制。 

三、公平原则 

四、诚实信用原则。 

五、公序良俗原则。 

第二章  合同的订立 

第一节  概述 

一、合同的订立 

合同的订立，是指缔约人为缔结合同而作出意思表示并达成合意的过程。 

二、合同的成立 

合同的成立应具备如下要件： 

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缔约人。 

2．意思表示一致。 

 

第二节  要约 

一、要约的概念 

要约，是指一方当事人向对方提出合同条件，希望对方接受，以便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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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约的构成要件 

1．要约必须是希望订立合同的人向相对人发出的意思表示。 

2．要约必须以订立合同为目的。 

3．要约的内容应当具体、确定。 

4．要约应当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三、要约邀请 

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 

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 

四、要约的法律效力 

要约的法律效力，是指要约的生效以及要约对于要约人和受要约人所产生的效力。 

1．要约生效的时间。 

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 

2．要约对要约人的拘束力。 

3．要约对受要约人的拘束力。 

4．要约的存续期限。 

五、要约的撤回与撤销 

1．要约的撤回。 

要约可以撤回。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 

    2．要约的撤销。 

要约可以撤销。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但是，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1）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2）

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 

六、要约的失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失效： 

1．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 

2．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 

3．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 

4．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 

第三节  承诺 

一、承诺的概念 

承诺，是受要约人向要约人作出的同意接受要约的意思表示。 

二、承诺的构成要件 

1．承诺必须由受要约人向要约人作出。 

2．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 

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 

3．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 

4．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三、承诺的撤回 

承诺可以撤回。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要约

人。 

四、承诺的生效 

1．承诺生效的时间。 

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

为时生效。 

2．承诺生效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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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 

1．合同成立的时间。 

2．合同成立的地点。 

第四节  订立合同的特殊方式 

一、招标投标方式 

二、拍卖方式 

三、交错要约 

交错要约，是指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发出要约，对方也向其发出同一内容的要约，且双方均不知

对方已向自己发出要约的现象。 

四、意思实现 

意思实现，是指依习惯、事件性质或要约人为要约时的预先声明，承诺无须通知，在相当时期

内有可认为承诺的事实时，合同即告成立的现象。 

五、强制缔约 

第五节  合同的内容与形式 

一、提示性的合同条款 

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标的；数量；

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解决争议的方法。 

二、合同的主要条款与普通条款 

三、合同的明示条款与默示条款 

四、格式条款 

1．格式条款的定义。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订，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2．格式条款的特征。 

3．《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限制。 

（1）格式条款的内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 

（2）格式条款使用人对免责条款负有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 

（3）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格式条款无效。 

（4）非格式条款优先于格式条款。 

（5）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合理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五、合同权利 

合同权利具有请求力、执行力、保持力和处分权能。 

六、合同义务 

1．给付义务。   

（1）主给付义务。 

主给付义务，是合同关系所固有、必备，并决定合同类型的基本义务。 

（2）从给付义务。 

从给付义务，是指不具有独立意义，仅辅助主给付义务而发挥作用的义务。 

2．附随义务。 

附随义务，是指并非自始确定，而是在合同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发生的、旨

在更好地实现当事人利益的义务。 

3．不真正义务。 

不真正义务，是指对方不得请求履行，违反它仅使义务人承受权利减损或丧失的不利益的义务。 

4．先合同义务与后合同义务。 

七、合同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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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口头形式。 

2．书面形式。 

（1）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的合同。 

（2）合同欠缺书面形式的法律后果。 

3．其他形式。 

第三章  合同的效力 

第一节    有效合同 

一、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 

1．合同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2．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真实。 

3．合同的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 

二、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 

1．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 

2．附生效条件的合同。 

3．附生效期限的合同。 

第二节  无效合同 

一、合同不成立与合同无效 

二、合同无效的原因 

1．一方当事人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2．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4．合同的内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5．合同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三、免责条款的无效 

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 

1．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 

2．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 

第三节  可变更、可撤销合同 

一、可变更、可撤销合同的类型 

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 

2．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 

3．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合同。 

二、撤销权的行使 

1．撤销权的性质。 

2．撤销权的归属。 

3．撤销权的行使方式。 

对于可撤销的合同，撤销权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4．撤销权行使的效果。 

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 

三、撤销权的消灭 

1．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2．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知道撤销事由后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放弃撤销权。 

第四节  效力待定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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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效力待定的合同与无效合同、可撤销合同的异同 

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 

1．法定代理人的追认权。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 

2．相对人的催告权。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在此期限内未作表示的，视为拒

绝追认。  

3．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 

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三、无权代理人订立的合同 

1．被代理人的追认权。  

2．相对人的催告权。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在此期限内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

认。 

3．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 

合同被追认之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4．因表见代理而订立的合同有效。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

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5．法定代表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原则上有效。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

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 

四、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 

1．权利人的追认权。 

2．相对人的催告权。 

3．善意相对人的撤销权。 

第五节   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不被追认的法律后果 

一、自始无效 

二、全部无效或部分无效 

三、解决争议条款的独立性 

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 

四、返还财产或折价补偿 

五、恶意串通人的返还责任 

六、赔偿损失——缔约过失责任 

1．缔约过失责任的概念。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缔约人故意或过失地违反先合同义务，致使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

时，依法应向对方承担的赔偿其损失的责任。 

2．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 

（1）缔约人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 

（2）对方当事人遭受损失。 

（3）缔约人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与对方当事人遭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4）违反先合同义务的一方有过错。 

3．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 

第四章  合同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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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合同履行的原则 

一、履行、给付与清偿 

二、全面履行原则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三、协作履行原则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

务。 

四、情事变更原则 

1．情事变更原则的概念。 

情事变更原则，是指合同依法成立后、履行完毕前，因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事由，致使作

为合同关系基础的客观情事发生异常变化，若继续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因此根据诚

实信用原则，允许当事人请求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原则。 

2．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要件。 

（1）须有不可预见的情事变更。 

（2）情事变更须发生于合同成立后和履行完毕前的期间内。 

（3）情事变更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 

（4）须情事变更的结果使维持原有合同效力显失公平。 

3．情事变更原则的法律效果。 

（1）再交涉义务。 

（2）合同的变更。 

（3）合同的解除。 

4．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商业风险的区别。 

第二节  合同履行的具体规则 

一、履行主体 

二、履行标的 

三、履行地点 

四、履行期限 

五、履行方式 

六、履行费用的负担 

第三节  双务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 

一、同时履行抗辩权 

1．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概念。 

同时履行抗辩权，是指在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双务合同中，当事人一方享有的在对方未履行债

务或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得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请求的权利。 

2．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条件。 

（1）双方当事人因同一双务合同而互负对待给付义务。 

（2）双方的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 

（3）双方互负的债务均已届清偿期。 

（4）对方未履行债务或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 

（5）对方的对待给付是可能履行的。 

二、先履行抗辩权 

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

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 

三、不安抗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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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安抗辩权的概念。 

不安抗辩权，是指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在合同成立后发生了

法定的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情形时，可以暂时中止履行其债务的权利。 

2．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 

（1）双方当事人因同一双务合同而互负对待给付义务。 

（2）后履行的一方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

务；丧失商业信誉；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 

（3）后履行的一方没有提供适当的担保。 

3．不安抗辩权的效力 

（1）先履行一方的举证义务和通知义务。 

（2）先履行一方的中止履行权。 

（3）先履行一方恢复履行的义务。 

（4）先履行一方解除合同的权利。 

第五章  合同的保全 

第一节  债权人代位权 

一、债权人代位权的概念和性质 

债权人代位权，是指当债务人怠于行使对第三人享有的权利而害及债权人的债权时，债权人可

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对第三人之权利的权利。 

债权人代位权，性质上属于债权的法定权能。 

二、债权人代位权的构成要件。 

1．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 

2．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3．债务人对次债务人享有的债权已到期。 

4．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三、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 

1．行使方式。 

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  

2．行使范围。 

代位权行使的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 

3．行使费用。 

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4．债权人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1）对债权人的效力。 

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

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归于消灭。 

（2）对债务人的效力。 

债务人受代位权诉讼判决的拘束。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3）对次债务人的效力。 

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 

第二节  债权人撤销权 

一、债权人撤销权的概念和性质 

债权人撤销权，是指当债务人处分其财产的行为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时，债权人享有的依法请求

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的权利。 

债权人撤销权的性质，有请求权说、形成权说、折衷说、责任说等观点。 



883 

二、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要件 

1．在债务人处分其财产的行为属于无偿行为的情况下，债权人撤销权需具备如下构成要件： 

（1）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 

（2）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2．在债务人处分其财产的行为属于有偿行为的情况下，债权人撤销权需具备如下构成要件： 

（1）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 

（2）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3）受让人知道该情形。 

三、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 

1．行使方式。 

撤销权由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在诉讼上行使。 

2．行使范围。 

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 

3．行使期限。 

撤销权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自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五

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该撤销权消灭。 

4．行使费用的负担。 

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5．行使效果。 

债务人处分其财产的行为一经撤销，即自始归于无效，受益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

原物或折价补偿。 

第六章  合同的担保 

第一节 合同的担保概述 

一、合同的担保的含义 

二、合同的担保的种类 

1．人的担保。 

2．物的担保。 

3．金钱担保。 

三、担保合同的性质 

四、反担保 

五、担保制度的立法模式 

六、我国《担保法》的适用范围 

七、诉讼中的担保和诉讼外的担保 

第二节    保证 

一、保证的概念 

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

担责任的行为。 

二、保证人 

1．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保证人。 

2．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

的除外。 

3．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保证人。 

4．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

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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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证合同 

1．保证合同的性质。 

保证合同是单务、无偿、诺成、要式合同以及从合同。 

2．保证合同的成立。 

3．保证合同的内容。 

（1）被保证的主债权种类、数额。 

（2）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3）保证的方式。 

（4）保证担保的范围。 

（5）保证的期间。 

（6）双方认为需要约定的其他事项。 

四、保证方式 

1．一般保证。 

一般保证，即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

保证方式。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 

2．连带责任保证。 

连带责任保证，即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由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保证方

式。 

3．共同保证。 

共同保证，是指数个保证人就同一债务提供的保证。可分为： 

（1）按份共同保证。 

（2）连带共同保证。 

4．最高额保证 

最高额保证，是指保证人与债权人协议在最高债权额限度内，就一定期间连续发生的借款合同

或者某项商品交易合同中的债权所提供的保证。 

五、保证责任 

1．保证担保的范围。 

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

定的，按照约定。 

2．债权让与不影响保证责任的承担。 

3．债务承担对保证责任的影响。 

4．主合同变更对保证责任的影响。 

5．主合同解除对保证责任的影响。 

6．保证责任与物的担保的关系。 

7．债权人怠于对债务人的财产进行强制执行时对保证责任的影响。 

六、保证期间 

1．一般保证的保证期间。 

2．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期间。 

3．最高额保证的保证期间。 

4．保证期间的其他问题。 

5．保证债务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 

七、保证人的抗辩权 

1．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 

2．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 

3．保证人享有作为一般债务人的抗辩权。 

八、保证人的追偿权和代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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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证人的追偿权 

保证人的追偿权，是指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享有的请求债务人予以偿还的权利。 

2．保证人的预先追偿权。 

保证人的预先追偿权，是指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后，债权人未申报债权时，保证人享有以

自己将来可得享有的追偿权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权利。 

3．保证人的代位权。 

保证人的代位权，是指保证人向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后，于其范围内得取代债权人的地位而行

使其债权的权利。 

九、保证合同无效时保证人的责任 

1．保证合同因主体不合格而无效时，保证人负缔约过失责任。 

2．保证合同因保证人意思表示不真实而无效时，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3．因主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导致保证合同无效时，无过错的保证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节    定金 

一、定金的概念 

定金，是指为证明合同的成立或者担保合同的履行等目的，由一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前预先向

对方给付的一定数量的金钱或其他替代物。 

二、定金的种类 

1．成约定金，以定金的交付作为主合同的成立要件或者生效要件。 

2．证约定金，为证明合同的成立而交付的定金。 

3．违约定金，以定金的丧失或双倍返还作为对违约方的制裁的定金。 

4．解约定金，以定金作为保留合同解除权的代价。 

5．立约定金，为保证正式订立合同而交付的定金。 

三、定金合同 

1．定金合同是从合同、要式合同、实践合同。 

2．定金合同须以主合同的有效存在为前提。 

3．违约定金的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百分之二十。 

四、定金与押金、预付款 

第七章    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第一节    合同的变更 

一、合同的变更概述 

二、合同协议变更的条件 

1．原已存在有效的合同关系。 

2．合同的内容发生变化。 

3．合同内容的变化须基于双方当事人的协议。 

4．合同的变更须遵守法定的方式和手续。 

三、合同协议变更的效力 

1．合同的内容发生改变，为债的履行提供新的根据。 

2．合同的变更原则上仅向将来发生效力。 

3．合同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要求赔偿损失的权利。 

第二节    债权让与 

一、债权让与的概念 

债权让与，是指不改变债的内容，由债权人与第三人订立让与合同，将债权移转于第三人。 

二、债权让与的有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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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须有被让与的债权存在。 

2．被让与的债权须具有可转让性。 

以下合同债权不得转让： 

（1）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 

（2）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 

（3）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 

3．让与人和受让人须达成债权让与合意。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债权让与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须办理相应的批准、登记手

续。 

5．债权让与须通知债务人，才对债务人发生效力。 

三、债权让与的效力 

1．债权让与的内部效力。 

（1）所让与的债权及其从权利移转给受让人。 

（2）让与人的义务。 

（3）让与人的权利瑕疵担保责任。 

2．债权让与的外部效力。 

（1）在让与人与债务人之间，因债权让与的通知，让与人与债务人脱离债的关系。 

（2）在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因债权让与而产生债务人的抗辩权、抵销权、诉讼时效中断等

效力。 

第三节  债务承担 

一、债务承担的概念 

债务承担，是指不改变债的内容，由债务人或债权人与第三人订立承担合同，将债务人负担的

债务移转于第三人，债权人得向第三人主张债权。 

二、免责的债务承担 

免责的债务承担，是指第三人取代债务人的地位而承担其债务，原债务人于其承担的范围内获

得免责。 

1．免责的债务承担的成立方式。 

（1）第三人与债务人订立承担合同。 

（2）第三人与债权人订立承担合同。 

2．免责的债务承担的法律效果。 

（1）承担人成为新债务人，原债务人脱离债的关系。 

（2）承担人得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 

（3）与主债务有关的从债务一并移转给承担人。 

三、并存的债务承担 

  并存的债务承担，是指债务人不脱离债的关系，由第三人加入债的关系，与债务人共同承担

债务。 

1．并存的债务承担的成立方式。 

（1）债务人与承担人订立承担合同。 

（2）债权人与承担人订立承担合同。 

2．并存的债务承担的效力。 

第四节    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移转 

一、合同承受 

合同承受，也称合同移转或合同承担，是指合同的当事人一方与第三人订立合同，将其在合同

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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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合并 

企业合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合并为一个企业。 

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合并的，由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合同权利，履行合同义务。 

三、企业分立 

企业分立，是指一个企业分割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 

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分立的，除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由分立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对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 

第八章  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 

第一节  合同的解除 

一、合同解除概述 

合同解除，是指依法成立的合同在履行完毕之前，于具备解除事由时，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

意思表示而使合同关系消灭的行为。 

二、合同解除的类型 

1．单方解除和协议解除。 

2．在单方解除中，又可分为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 

3．在法定解除中，又可分为一般法定解除和特别法定解除。 

三、一般法定解除的条件 

1．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2．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 

3．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 

4．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四、解除权及其行使 

1．解除权的概念和性质。 

解除权，是指于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条件出现时，合同当事人一方可依其单方意思表示而将合同

解除的权利。 

解除权性质上属于形成权。 

2．解除权的行使。 

当事人一方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

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3．解除权的移转性。 

4．解除权的消灭 

（1）法定或约定的解除权行使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解除权的，该权利消灭。 

（2）法律未规定或者当事人未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

解除权消灭。 

五、合同解除的法律后果 

1．合同解除的溯及力。 

2．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3．损害赔偿。 

4．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准用。 

5．结算和清理条款的独立性。   

第二节  清偿 

一、清偿的概念 

清偿，是按合同约定的内容使债权得到实现的给付行为。 

二、清偿受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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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人代为清偿 

有效的代为清偿应具备以下要件： 

1．依合同性质可以由第三人代为清偿。 

2．当事人之间无禁止第三人代为清偿的特约。 

3．债权人没有拒绝代为清偿的理由，债务人也无提出异议的正当理由。 

4．第三人须有为债务人清偿的意思。 

四、代物清偿 

有效的代物清偿应具备如下要件： 

1．须有原债务存在。 

2．须以他种标的代替原定标的。 

3．须有清偿人与清偿受领人之间的合意。 

4．须清偿受领人现实地受领他种标的。 

五、清偿抵充 

1．约定抵充。 

2．指定抵充。 

3．法定抵充。 

第三节  抵销 

一、抵销的概念 

抵销，是指二人互负债务时，各以其债权充当债务的清偿，使双方的债务在对等额内归于消灭。 

二、抵销的种类 

1．法定抵销。 

2．合意抵销。 

三、法定抵销的构成要件 

1．双方当事人互享债权、互负债务。 

2．双方所负债务之标的物种类、品质应相同。 

3．主动债权已届清偿期。 

4．依法律规定和债的性质适于抵销。 

四、抵销权的行使 

当事人主张抵销的，应当通知对方。通知自到达对方时生效。抵销不得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五、抵销的效力 

第四节  提存 

一、提存的概念 

广义的提存，是指某人为特定目的而将标的物提交于提存机关。 

作为债的消灭原因的提存，是指因债权人的原因而难以向其交付标的物时，由债务人将标的物

提交给提存机关以消灭其债务的制度。  

二、提存原因 

1．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 

2．债权人下落不明。 

3．债权人死亡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继承人或监护人。 

4．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提存标的 

下列标的物可以提存： 

1．货币。 

2．有价证券、票据、提单、权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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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贵重物品。 

4．担保物（金）或其代替物。 

5．其他适宜提存的标的物。 

6．标的物不适于提存或者提存费用过高的，债务人依法可以拍卖或者变卖标的物，提存所得

的价款。 

四、提存的效力 

1．提存在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效力。 

（1）债务人的通知义务。 

（2）债务人的债务因提存而消灭。 

（3）与标的物有关的风险、利益及负担转归债权人。 

2．提存在提存人与提存机关之间的效力。 

3．提存在债权人与提存机关之间的效力。 

债权人可以随时领取提存物，但债权人对债务人负有到期债务的，在债权人未履行债务或者提

供担保之前，提存部门根据债务人的要求应当拒绝其领取提存物。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提

存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提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有。 

第五节  免除 

一、免除的概念 

免除，是指债权人以抛弃债权为目的，向债务人所作的消灭债务的单方意思表示。 

二、免除的性质 

免除为单方行为、非要式行为、处分行为。 

三、免除的方法 

免除应由债权人向债务人以意思表示为之。免除的意思表示不得撤销。 

四、免除的效力 

免除使被免除的债务及从债务归于消灭，但免除不得损害第三人的利益。 

第六节  混同 

一、混同的概念 

广义的混同，是指没有必要并存的两种法律关系同归于一人的事实，包括物权之间的混同、债

权与债务的混同、主债务与保证债务的混同。 

狭义的混同，是指因债权和债务同归一人，致使债的关系消灭的法律事实。 

二、混同的成立 

1．概括承受。 

2．特定承受。 

三、混同的效力 

债权和债务同归于一人的，债的关系消灭，但涉及第三人利益的除外。 

第九章   违约责任 

第一节    违约责任概述 

一、违约责任概述 

违约责任，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法定或约定的条件

时，依法应向对方承担的民事责任。 

二、违约行为的形态 

1．拒绝履行。 

拒绝履行，是指债务人能够履行但却明示或默示地向债权人表示不履行合同义务。 

2．不能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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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履行，是指债务人在客观上丧失了履行能力，或者法律禁止债务的履行。不能履行在理论

上可以区分为以下不同的类型： 

（1）自始不能履行与嗣后不能履行。 

（2）永久不能履行与一时不能履行。 

（3）全部不能履行与部分不能履行。 

（4）事实上不能履行与法律上不能履行。 

3．迟延履行 

迟延履行，是指债务人能够履行，但在履行期届满时却未履行债务。 

4．不完全履行 

不完全履行，是指债务人的履行行为不完全符合法定或者约定的条件。不完全履行又可以区分

为以下两种类型： 

（1）瑕疵履行，是指单纯造成履行利益受损害的不完全履行行为。 

（2）加害给付，是指给债权人的人身或合同标的物之外的其他财产造成损害的不完全履行行

为。 

5．受领迟延 

受领迟延，是指债权人无正当理由而拒绝接受债务人提出的给付。 

三、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1．过错责任原则。 

2．严格责任原则。 

四、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 

1．违约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 

2．违约责任的特殊构成要件。 

第二节    免责事由 

一、免责条件 

1．免责条件的概念。 

免责条件，是指法律明文规定的当事人对其不履行合同不必承担违约责任的条件。 

2．免责条件的类型。 

（1）一般法定免责条件。 

（2）特别法定免责条件。 

二、免责条款 

1．免责条款的概念。 

免责条款，是当事人事先以协议免除或限制其将来可能产生的责任的合同条款。 

2．免责条款的解释。 

3．免责条款的无效。 

第三节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一、责任竞合概述 

1．法律规范竞合 

法律规范竞合，是指同一事实符合数个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致使这些法律规范都可适用。 

2．民事责任聚合 

民事责任聚合，是指受害人就同一事实可请求行为人承担多种民事责任形式。 

3．民事责任竞合 

民事责任竞合，是指同一违法行为虽然符合多种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可成立多种民事责任，

但受害人只能择一请求。 

二、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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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归责原则不尽相同。 

2．构成要件不尽相同。 

3．举证内容不尽相同。 

4．赔偿范围不尽相同。 

5．诉讼时效不尽相同。 

6．责任方式不尽相同。 

7．免责事由不尽相同。 

8．诉讼管辖不同。 

三、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处理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合同法》要

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第四节    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 

一、赔偿损失 

1．完全赔偿原则。 

2．合理预见规则。 

（1）合理预见的主体。 

（2）合理预见的时间。 

（3）合理预见的内容。 

（4）合理预见的标准。 

3．与有过失规则。 

4．减轻损失规则。 

5．损益相抵规则。 

二、支付违约金 

1．违约金的概念。 

违约金，是指当事人依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在一方违约时应向对方支付的一定数额的金钱或

其他代替物。 

2．违约金数额的增减。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

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3.违约金与其他违约救济方式的关系。 

（1）违约金与赔偿损失。 

（2）违约金与定金。 

（3）违约金与合同解除。 

三、强制履行 

1．强制履行的概念。 

强制履行，是指债务人违约后，如债务履行仍有可能时，债权人可请求法院强制债务人继续履

行合同债务。 

2．强制履行的构成要件。 

（1）一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债务。 

（2）守约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 

（3）违约方能够继续履行。 

（4）强制履行不违背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的性质。 

3．强制履行与其他违约救济方式的关系。 

（1）强制履行与赔偿损失。 

（2）强制履行与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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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强制履行与合同解除。 

四、价格制裁 

价格制裁，是指对于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合同，当事人在迟延履行期间遇到政府调整

价格时，应当在原价格和调整后的价格之间选择对违约方不利的价格的违约责任方式。 

第十章    合同的解释与合同法的适用 

第一节    合同的解释 

一、合同的解释概述 

合同的解释，是指由受理合同纠纷的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为合理确定合同的内容，依法对合同

及相关资料的含义所作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分析和说明。 

二、合同解释的原则和规则 

1．客观解释原则。 

（1）无特殊商业背景时，按普通字面含义解释。 

（2）通常的专业术语应依其专业含义来解释。 

（3）明示其一即排斥其他规则。 

（4）同样种类规则。 

2．体系解释原则。 

（1）特定性、具体性条款优先于一般性、概括性条款。 

（2）单独协商条款优先于格式条款。 

（3）手写条款优先于打印条款。 

（4）打印条款优先于印刷条款。 

（5）大写数字优先于小写数字，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6）合同条款中使用的术语与对该术语的具体描述不一致时，应按照具体的描述来解释。 

3．习惯解释原则。 

4．诚信解释原则。 

5．目的解释原则。 

（1）如合同条款可作有效和无效两种解释时，应采纳使之有效的解释。 

（2）在合同条款有多种解释时，应采取最适合于合同目的的解释。 

（3）如不同语言的合同文本所用词句不一致，应根据合同目的予以解释。 

（4）合同名称与内容不一致时，应按照合同的内容来解释。 

6．不利解释原则。 

对合同的条款有两种以上合理解释的，应当采用不利于该条款制作人的解释。 

第二节    合同法的适用 

一、非典型合同的法律适用 

   《合同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并可以

参照《合同法》分则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的规定。 

二、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 

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

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在我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

源合同，适用我国法律。 

三、特殊时效 

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期限为四年，自当事人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之日起计算。 

四、合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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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试述单务合同与双务合同、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的区分标准及其意义。 

2．近代合同法与现代合同法有哪些主要区别？  

3．我国《合同法》规定了哪些基本原则？ 

4．如何区别要约与要约邀请？ 

5．要约的撤销与撤回有何区别？我国《合同法》对于要约的撤销是如何规定的？ 

6．有效的承诺应具备哪些条件？ 

7．我国《合同法》对格式条款有何限制？为何要设立这些限制？ 

8．试述合同关系中的义务群。 

9．我国《合同法》规定了哪些类型的无效合同？这些规定有无需要完善之处？ 

10．可撤销合同与效力待定的合同有何区别？ 

11．如何理解《合同法》第 51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 

12．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不被追认后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 

13．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可以适用情事变更原则？ 

14．试述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条件及其功能。 

15．试述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及其效力。 

16．我国《合同法》及司法解释对债权人代位权的构成要件是怎样规定的？这些规定有无需要

完善之处？ 

17．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行使债权人撤销权？ 

18．试分析债权人撤销权与可撤销合同中的撤销权的异同。 

19．我国现行法对保证人的资格有何规定？ 

20．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有何区别？  

21．按份共同保证与连带共同保证有何区别？ 

22．试述保证合同无效时保证人的责任承担问题。 

23．试述保证期间的确定及其与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的关系。 

24．我国现行法规定了哪些类型的定金？ 

25．简述债权让与的有效条件。 

26．债权让与对让与人、受让人、债务人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27．免责的债务承担与并存的债务承担有何区别？ 

28．合同权利义务概括移转的方式有哪些？    

29．我国《合同法》规定了哪些合同的一般法定解除条件？ 

30．试述解除权的行使以及合同被解除的法律后果。 

31．试述抵销的构成要件以及抵销权的行使方式。 

32．简述提存的效力。 

33．我国《合同法》规定了哪些类型的违约行为？ 

34．试述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主要区别。 

35．试述我国《合同法》关于赔偿损失责任的规定。 

36．试述赔偿损失与违约金之间的关系。 

37．试述赔偿损失与强制履行之间的关系。 

38．试述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释的规定。 

39．简述解释合同时应当遵循的基本规则。 

学习目标： 
1.掌握要约与要约邀请的主要区别，要约的撤回与撤销，承诺的构成要件，以及我国《合同法》

对格式条款的限制规定；熟悉合同订立的基本程序，合同关系中的各种义务；了解要约的失效原因，

招标投标等订立合同的特殊程序，以及合同欠缺书面形式的法律后果。 

2. 掌握合同的定义，《合同法》的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熟悉各种合同的分类标准及区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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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了解合同法的历史发展过程和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内容。 

3.掌握合同无效的原因，可撤销合同和效力待定合同的类型，缔约过失责任的概念和构成要件；

熟悉可撤销合同中撤销权的性质及其消灭原因，合同无效、被撤销或不被追认的法律后果；了解可

撤销合同与无效合同以及效力待定合同的基本区别。 

4.掌握情事变更原则的概念和构成要件，同时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熟悉合同

履行的各种具体规则；了解合同履行的原则及其与合同法基本原则的关系，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和

商业风险的区别。 

5.掌握债权人代位权的构成要件及其行使方式，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要件及其行使方式；熟悉

行使债权人代位权和债权人撤销权的法律效果；了解债权人代位权和债权人撤销权的性质。 

6.掌握保证人的资格，各种保证方式的具体内涵，保证期间的确定，保证合同无效时保证人的

责任，以及我国现行法上规定的定金类型；熟悉保证合同的性质，主合同的变更对保证责任的影响，

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的区别，最高额保证的内涵，违约定金的性质；了解我国《担保法》的适

用范围，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合同和定金合同的性质。 

7.掌握债权让与的有效条件及其效力，债务承担的类型及其法律后果；熟悉免责的债务承担与

并存的债务承担的区别；了解合同协议变更的法律效力，合同权利义务概括移转的方式。 

8.掌握我国《合同法》对合同解除条件的规定，法定抵销的构成要件；熟悉合同解除的法律后

果，清偿、提存、混同、免除的概念，以及提存的效力；了解合同解除的类型，代为清偿与代物清

偿，以及提存的原因。 

9.掌握违约行为的基本形态，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主要区别，赔偿损失的范围，强制履行的

构成要件；熟悉我国《合同法》对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的规定，免责条件与免责条款的区别，赔偿

损失、违约金、强制履行三者之间的关系；了解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我国《合同法》关于免责条

件和免责条款的规定。 

10.掌握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释的原则；熟悉解释合同时经常适用的各种规则；了解

《合同法》关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以及特殊诉讼时效的规定。 

知识单元 2：合同法分论 

参考学时： 
10课时 

学习内容： 

第十一章    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 

第一节    买卖合同 

一、买卖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买卖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合同。 

二、出卖人的义务 

1．交付标的物。 

（1）交付时间的确定。 

（2）交付地点的确定。 

（3）多交标的物的处理。 

2．移转标的物所有权。 

3．瑕疵担保责任。 

（1）权利瑕疵担保责任。 

（2）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4．交付有关单证资料。 

二、买受人的义务 

1．支付价款。 



895 

（1）付款地点的确定。 

（2）付款时间的确定。 

2．检验及通知义务。 

三、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 

1．风险原则上随标的物的交付而转移给买受人承担。 

2．在途货物的风险自合同成立时转移给买受人承担。 

3．标的物因交付给第一承运人而移转。 

4．买受人迟延受领时风险的移转。 

5．因标的物质量不合要求导致买受人解除合同时，风险归出卖人承担。 

6．买受人承担风险的，不影响其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四、买卖合同的解除 

1．主物或从物不符合要求时对合同解除的影响。 

2．数物中的一物不符合约定时对合同解除的影响。 

3．数批货物中的一批不符合约定时对合同解除的影响。 

4．分期付款买卖中出卖人的解除权。 

五、特种买卖合同 

1．保留所有权的买卖合同。 

2．样品买卖合同。 

3．试用买卖合同。 

4．商品房买卖合同。 

六、有偿合同和互易合同的参照适用 

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合同法》对买卖合同的有关

规定。 

当事人约定易货交易，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的，参照《合同法》对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 

第二节    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  

一、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概述 

二、供用电合同的概念 

供用电合同，是供电人向用电人供电，用电人支付电费的合同。 

三、供电人的义务 

1．安全供电。 

2．中断供电前的事先通知义务。 

3．因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断电时应及时抢修。 

四、用电人的义务 

1．及时交付电费。 

2．安全用电义务。 

第三节    赠与合同 

一、赠与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赠与合同为诺成、单务、无偿、不要式合同。 

二、赠与人的义务 

1．交付赠与物并移转相应的权利。 

2．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财产毁损、灭失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瑕疵担保责任。 

三、赠与人对赠与的任意撤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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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

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除外。 

四、赠与人或其继承人、法定代理人对赠与的法定撤销权 

1．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 

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 

（1）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2）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3）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2．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的法定撤销权。 

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

人可以撤销赠与。 

五、赠与人不再履行赠与义务的例外情形 

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 

第四节    借款合同  

一、借款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约定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借款合同原则上为诺成、有偿、要式合同，但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实践、无偿、不要式合

同。 

二、借款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收取借款。 

2．按照约定的借款用途使用借款。 

3．按期返还借款本金和利息。 

第十二章    转移财产使用权的合同 

第一节    租赁合同 

一、租赁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租赁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合同。 

二、出租人的义务 

1．交付租赁物，保持租赁物的适用性。 

2．维修租赁物。 

3．瑕疵担保责任。 

（1）权利瑕疵担保责任。 

（2）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三、承租人的义务 

1．按期支付租金。 

2．按照约定的方法和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 

3．妥善保管租赁物。 

4．租赁期间届满后返还租赁物。 

四、承租人的权利 

1．占有、使用租赁物并获取收益的权利。 

2．经出租人同意改善租赁物的权利。 

3．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权利。 

4．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5．特殊情况下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解除合同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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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租赁合同的特别效力 

1．租赁物所有权的变动不击破租赁关系。 

2．租赁权的法定移转。 

3．租赁合同的默示延长。 

第二节    融资租赁合同 

一、融资租赁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

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融资租赁合同为诺成、要式、有偿合同。 

二、出租人的权利义务 

1．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 

2．原则上不对租赁物的适用性负责。 

3．不承担租赁物侵害第三人权利的侵权责任。 

4．保证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 

5．不得擅自变更买卖合同中与承租人有关的内容。 

三、承租人的权利义务 

1．出卖人应向承租人交付标的物，承租人享有与受领标的物有关的买受人的权利。 

2．承租人根据约定可以向出卖人行使索赔的权利。 

3．出租人依法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的时，承租人对超额价值享有返还请求权。 

4．依约支付租金的义务。 

5．妥善保管、使用租赁物，并负有维修义务。 

第十三章    完成工作成果的合同 

第一节    承揽合同 

一、承揽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 

承揽合同是诺成、双务、有偿、不要式合同。 

二、承揽人的义务 

1．原则上应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 

2．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并提交必要的技术资料和有关质量证明。 

3．对定作人提供的材料进行检验的义务。 

4．发现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不符合约定、定作人提供的图纸或者技术要求不合理时，负有通知

义务。 

5．保管定作人提供的材料和完成的工作成果的义务。 

6．接受定作人的检验、监督。 

7．保密义务。 

8．共同承揽人对定作人承担连带责任。 

三、定作人的义务 

1．支付报酬。 

2．协助义务。 

3．中途变更承揽要求时的损害赔偿责任。 

4．随时解除承揽合同时的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节    建设工程合同 

一、建设工程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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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

同。 

建设工程合同是诺成、双务、有偿、要式合同。 

二、建设工程合同与承揽合同的关系 

三、承包人的权利义务 

1．接受发包人检查的义务。 

2．在隐蔽工程隐蔽以前通知发包人检查的义务。 

3．对于建设工程价款，就建设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 

四、发包人的权利义务 

1．及时验收的义务。 

2．依约支付价款并接收建设工程的义务。 

3．因承包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发包人享有要求

承包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权利。 

第十四章    提供劳务的合同 

第一节    运输合同 

一、运输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

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 

运输合同通常是双务、有偿、诺成合同。 

二、运输合同的类型 

1．旅客运输合同和货物运输合同。 

2．单一运输合同和联合运输合同。 

3．同一方式联运合同和多式联运合同。 

三、承运人的义务 

1．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 

2．按照约定的运输路线安全运输的义务。 

3．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义务。 

（1）告知有关运输的重要事项的义务。 

（2）依约运输旅客的义务。 

（3）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旅客的义务。 

（4）对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5）对旅客自带物品的毁损灭失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4．货运合同中承运人的义务。 

（1）及时通知收货人提货的义务。 

（2）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承受货物因不可抗力灭失时的运费风险。 

四、托运人的权利义务 

1．托运人享有任意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 

2．如实申报与运输货物有关的事项的义务。 

3．妥善包装货物的义务。 

第二节    保管合同 

一、保管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 

保管合同是实践、无偿、不要式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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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管人的义务 

1．给付保管凭证。 

2．妥善保管义务。 

3．亲自保管义务。 

4．不得使用或许可第三人使用保管物。 

5．第三人对保管物主张权利时的及时通知义务。 

6．返还保管物及其孳息的义务。 

三、寄存人的义务 

1．依约支付保管费及其他费用。 

2．保管物有瑕疵或者保管物需要采取特殊保管措施时，保管人负有告知义务。 

3．寄存货币、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贵重物品时，应向保管人声明。 

第三节    仓储合同 

一、仓储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仓储合同，是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 

仓储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不要式合同。 

二、保管人的义务 

1．验收仓储物。 

2．向存货人给付仓单。 

3．妥善保管义务。 

4．入库仓储物变质或损坏时的及时通知义务。 

5．根据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的要求，同意其检查仓储物或者提取样品的义务。 

6．保管不善时的损害赔偿责任。 

三、存货人的义务 

1．支付仓储费。 

2．储存危险物品或易变质物品时的说明义务。 

2．及时提取仓储物的义务。 

第四节    委托合同 

一、委托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委托合同是无偿、诺成、不要式合同。 

二、受托人的义务 

1．按照委托人的指示，亲自处理委托事务。 

2．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及委托事务的结果。 

3．财产转交义务。 

4．因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时的赔偿义务。 

三、委托人的义务 

1．支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 

2．有偿委托中支付报酬的义务。 

3．赔偿受托人的损失。 

四、间接代理 

1．委托人的自动介入。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

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

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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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托人的介入权。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

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时，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

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

外。 

3．第三人的选择权。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

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五、委托合同终止的特殊事由 

1．委托人和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 

2．委托人或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破产。 

第五节    行纪合同 

一、行纪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行纪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不要式合同。 

二、行纪人的义务 

1．负担行纪费用。 

2．妥善保管委托物。 

3．合理处分有瑕疵或者容易腐烂、变质的委托物。 

4．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事务。 

三、行纪人的介入权 

行纪人卖出或者买入具有市场定价的商品，除委托人有相反的意思表示外，行纪人自己可以作

为买受人或者出卖人。于此情形，行纪人仍然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报酬。 

四、委托人的义务 

1．支付报酬。 

2．及时受领或取回委托物。 

第六节    居间合同 

一、居间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

报酬的合同。 

居间合同是有偿、诺成、不要式合同。 

二、居间人的义务 

1．向委托人如实报告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 

2．促成合同成立的，由居间人负担居间活动的费用。 

三、委托人的义务 

1．支付报酬。 

2．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有义务支付居间人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 

第十五章    技术合同 

第一节  技术开发合同 

一、技术开发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技术开发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就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所

订立的合同。技术开发合同包括委托开发合同和合作开发合同。 

技术开发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要式合同。 



901 

二、委托开发合同 

1．委托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支付研究开发经费和报酬。 

（2）提供技术资料、原始数据。 

（3）完成协作事项。 

（4）接受研究开发成果。 

2．开发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制定和实施研究开发计划。 

（2）合理使用研究开发经费。 

（3）按期完成研究开发工作，交付研究开发成果，提供有关的技术资料和必要的技术指导，

帮助委托人掌握研究开发成果。 

3．成果归属 

三、合作开发合同 

1．当事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进行投资，包括以技术进行投资。 

（2）分工参与研究开发工作。 

（3）协作配合研究开发工作。 

2．成果归属 

四、当事人的法定解除权 

因作为技术开发合同标的的技术已经由他人公开，致使技术开发合同的履行没有意义的，当事

人可以解除合同。 

五、研究开发失败的风险负担 

第二节    技术转让合同 

一、技术转让合同概述 

技术转让合同包括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技术秘密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技术转让合同是有偿、双务、诺成、要式合同。 

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1．让与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许可受让人实施专利。 

（2）交付与实施专利有关的技术资料。 

（3）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 

2．受让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实施专利，不得许可约定以外的第三人实施该专利。 

（2）按照约定支付使用费。 

三、技术秘密转让合同 

1．让与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提供技术资料，进行技术指导。 

（2）保证技术的实用性、可靠性。 

（3）保密义务。 

2．受让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使用技术。 

（2）支付使用费。 

（3）保密义务。 

第三节    技术咨询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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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咨询合同概述 

技术咨询合同包括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

等合同。 

二、委托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阐明咨询的问题，提供技术背景材料及有关技术资料、数据。 

2．接受受托人的工作成果，支付报酬。 

三、受托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的期限完成咨询报告或者解答问题。 

2．提出的咨询报告应当达到约定的要求。 

第四节    技术服务合同 

一、技术服务合同概述 

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不包括建

设工程合同和承揽合同。 

二、委托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提供工作条件，完成配合事项。 

2．接受工作成果并支付报酬。 

三、受托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完成服务项目，解决技术问题，保证工作质量。 

2．传授解决技术问题的知识。 

四、新技术成果的归属 

作业 
1．试述买卖合同中出卖人和买受人的义务。 

2．我国《合同法》对买卖合同中标的物意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是如何规定的？ 

3．赠与合同中的赠与人负有哪些义务？ 

4．赠与人对赠与的法定撤销权与任意撤销权有何区别？ 

5．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有哪些权利义务？ 

6．试述租赁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的区别。 

7．承揽合同中的承揽人负有哪些义务？ 

8．承揽合同中的定作人享有哪些权利、负有哪些义务？ 

9．试析建设工程合同中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的性质及其行使条件。 

10．旅客运输合同中的承运人负有那些义务？ 

11．试述保管合同与仓储合同之间的区别。 

12．试述我国《合同法》关于间接代理制度的规定。 

13．试述委托合同与行纪合同的异同。 

14．我国《合同法》对技术开发合同中研究开发成果的归属是如何规定的？ 

15．专利实施许可合同中让与人和受让人各自负有哪些义务？ 

学习目标： 
1.掌握买卖合同中出卖人和买受人的基本义务，买卖合同标的物意外毁损灭失时的风险负担规

则，以及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的撤销权；熟悉《合同法》对解除买卖合同的特殊规定，几种特殊类型

的买卖合同，赠与合同的性质和赠与人的义务，以及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与非自然人之间的借款

合同的异同；了解瑕疵担保责任与违约责任的关系，现行法关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特殊规定，以及

供用电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基本义务。 

2.掌握租赁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的区别，《合同法》关于保护承租人的特别规定；熟悉融资租

赁合同中出租人和承租人的主要权利义务；了解租赁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的性质。 

3．掌握承揽合同中承揽人的主要义务，建设工程合同中承包人的主要义务及其享有的优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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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权；熟悉承揽合同中定作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建设工程合同中发包人的权利义务；了解承揽合同与

建设工程合同的基本性质，以及这两种合同之间的关系。 

4.掌握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主要义务，保管合同及仓储合同中保管人的主要义务，委托合同中

受托人的主要义务，以及间接代理制度；熟悉运输合同、保管合同和委托合同的性质，保管合同中

的寄存人和仓储合同中的存货人的主要义务，行纪合同中行纪人的主要义务和行纪人的介入权；了

解运输合同的类型，保管合同与仓储合同的区别，委托合同与行纪合同、居间合同之间的关系，以

及居间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义务。 

5.掌握《合同法》规定的技术合同的类型，技术开发合同中研究开发成果的归属；熟悉技术开

发合同和技术转让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义务；了解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中双方当事人

的主要义务。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合同与合同法概述 2  

2 第二章 合同的订立 2  

3 第三章 合同的效力(1) 2  

4 第三章 合同的效力(2) 2  

5 第四章 合同的履行 2  

6 第五章 合同的保全 2  

7 第六章 合同的担保(1) 2  

8 第六章 合同的担保(2) 1  

9 第七章 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1  

10 第八章 合同权利义务的终止 2  

11 第九章 违约责任(1) 2  

12 第九章 违约责任(1) 1  

13 第十章 合同的解释与合同法的适用 1  

14 第十一章 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1) 2  

15 第十一章 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2) 2  

16 第十二章 转移财产使用权的合同 2  

17 第十三章 完成工作成果的合同 2  

18 第十四章 提供劳务的合同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学原理》 

后续课程：民法实务类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各单元均为重点 

难点：法律行为单元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明确学习合同法学应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并运用经济学、社会学、法哲学、伦理

学、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分析合同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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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5．作业要求 
每单元结束由任课老师根据需要布置练习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任课老师自行推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崔建远主编：《合同法（第五版）》，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2．崔建远主编：《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上、下），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4．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6．江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精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7．李永军：《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8．由任课老师自行推荐的参考资料 

执笔：刘智慧  审稿：刘家安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6日 

 

公司法 
Corporation Law 

课程号：70202002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 使学生对公司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有清晰的掌握； 

2. 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初步解决理论和实务中的公司法基本问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公司与公司法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的概念和特征。 

2．公司的沿革和作用。 

3. 公司法概述。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公司法的基本概念。 

2．掌握公司的概念和特征、公司法的性质和地位。能够运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否认理论对实

践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 

作业： 

1．简述公司独立财产的性质和意义。 

2．如何理解公司财产责任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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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理解公司的社团性与对一人公司的承认？ 

4．简述公司发的强制性与任意性的关系。 

5．简述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否认的法理根据和适用要件。 

知识单元 2：公司的类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的分类。 

2．有限责任公司。 

3. 股份有限公司。 

4. 一人公司。 

5. 国有独资公司。 

6. 上市公司。 

7. 外商投资企业（公司）。 

8. 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的类型。 

2．掌握各种公司的特点及不同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关系，对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异

同点以及我国对一人公司的特别法律规制有全面、透彻的掌握，对国有独资公司的特征、公司申请

上市的条件和程序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定类型和法律性质有清晰明确的理解和把握。 

作业： 

1．简述母公司与子公司的之间的法律关系。 

2．子公司与分公司的法律地位和内部法律关系有何不同？ 

3．分析关联公司与公司集团的法律地位。 

4．人合公司与资合公司划分的立法意义与理论意义。 

5．比较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异同。 

知识单元 3：公司的设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设立概述。 

2．公司的设立登记。 

3. 公司设立的效力。 

4. 公司设立的条件。 

5. 公司设立的程序。 

6. 公司的名称和住所。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设立登记、名称和住所。 

2．掌握公司设立的效力和条件、公司设立的原则、方式、效力、条件、公司设立行为的性质、

设立中公司的法律地位和发起人的法律责任。 

作业： 

1．公司的设立和成立有何区别？ 

2．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与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有何区别？ 

3．试述公司设立登记的概念和效力。 

4．依我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5．依我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具备哪些条件？ 

知识单元 4：公司章程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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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公司章程的概念和特征。 

2．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 

3. 公司章程的效力。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章程的概念、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 

2．掌握公司章程的特征、性质、内容和效力。 

作业： 

1．公司章程的主要法律特征是什么？ 

2．比较设立协议与公司章程的异同。 

3．简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制定。 

4．试述公司法与公司章程：两种不同但应协调配合的治理机制。 

5．简述公司章程的生效时间。 

7．章程对公司的效力是什么？ 

8．简述公司章程对股东的效力。 

知识单元 5：公司的能力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的权利能力。 

2．公司的行为能力。 

3. 公司的侵权行为能力。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能力制度概况。 

2．掌握公司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概念、功能、限制，法定代表人代表行为的构成要件和法律

后果，以及公司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和法律责任；能够运用公司能力理论分析公司担保行为的效力

和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的效力等问题，并能够准确区分代表行为、非代表行为、公司侵权行为

及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作业： 

1．公司的权利能力存在那些方面的限制？ 

2．公司是否享有名誉权和荣誉权？为什么？ 

3．公司可否向合伙企业投资？为什么？ 

4．公司的借贷行为应受哪些限制？ 

5．公司的赠与行为应受哪些限制？ 

知识单元 6：公司资本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资本的概念和意义。 

2．公司资本原则与资本形成制度。 

3. 公司资本募集与股份发行。 

4. 增资与减资。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资本及其相关法律概念、资本募集方式、股份发行的分类、原则、公开发行的条件。 

2．掌握公司资本原则、资本形成制度、增资减资制度。 

作业： 

1．简述公司资本的法律意义。 

2．简述资本、资产与净资产的区别及各自的法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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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简述公司法上的资本确定原则 

4．资本维持原则的要求及其在公司法制度中的体现。 

7．股份公开发行的特点、作用与条件是什么？ 

8．试述资本变动中的股东保护与债权人保护。 

知识单元 7：股东出资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股东出资概述。 

2．股东出资的形式。 

3. 股东出资的法定要求。  

学习目标： 

1．了解股东出资的法律意义及其与之相关的法律概念。 

2．掌握股东出资责任的法律性质和内容、出资比例结构和履行方式。 

作业： 

1．简述股东出资的法律意义。 

2．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表现形式及其法律后果是什么？ 

3．股东违反出资义务应承担何种民事法律责任？ 

5．股东出资形式为何法定？其法定根据如何？ 

7．简述工业产权出资的法律意义和特殊要求？ 

8．现有法定出资形式之外的其他出资形式应否得到法律的承认？为什么？ 

9．非货币出资履行有什么特殊的法律要求？ 

知识单元 8：股东与股权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股东的概念、资格的取得与丧失、股东的法律地位、股东的权利与义务。 

2．股权的类型、股权的法律性质、股权的委托行使、股权的救济。 

3.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 

4.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股份。  

学习目标： 

1．掌握股东的概念、股东资格的取得与丧失、股东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 

2. 掌握股权的概念、股权的法律性质与转让相关制度、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方式和现值

以及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的原则。 

3. 掌握并运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作业： 

1．公司的股东与公司的发起人的关系如何？ 

2．如何理解股东的法律地位和股东平等原则？ 

3．股东的主要权利义务有哪些？ 

4．股权可以作哪些分类？各种分类的意义是什么？ 

5．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有何区别？ 

6．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证明书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有何区别？ 

7．试述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规定。 

8．对股份或股票可以作哪些分类？各种分类的区别有哪些？ 

9．试述公司法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的规定。 

10．试述公司法限制公司回购自身股份的原因。 

知识单元 9：公司组织机构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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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公司组织机构概述。 

2．股东会。 

3. 董事会。 

4. 监事会。 

5. 独立董事制度。 

6. 经理。 

7. 国有独资公司的组织机构。 

8. 董事、监事、经理的义务与民事责任。 

9.   

学习目标： 

1．了解国有独资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置。 

2. 掌握公司组织机构设置的基本原则和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四种公司基本组织机

构的职权和职责，掌握董事的忠诚义务和善管义务以及独立董事的地位和职权。能够运用公司组织

机构设置的基本原则分析公司组织机构权责及产生的相关问题。 

作业： 

1．简述股东会会议的种类。 

2．简述股东会的职权。 

3．简述股东会决议的程序要件。 

4．简述董事会的职权。 

5．简述监事会的职权。 

6．简述董事、监事、经理的任职资格。 

7．简述董事、监事、经理的忠实义务。 

8．简述董事、监事、经理的的善管义务。 

知识单元 10：公司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债概述。 

2．公司债的主要种类。 

3. 公司债的发行。 

4. 公司债转让、偿还与转换制度。 

5. 公司债持有人保护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债的概念、特征。 

2. 掌握公司债发行、转让、偿还以及转换制度，公司债持有人保护制度，能够运用公司债持

有人保护理论对实践中发生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 

作业： 

1．比较公司债券与股票、公司债券持有人与股东之间区别。 

2．比较公司法有关公司债发行条件与股票发行条件的比较 

3．比较可转换公司债券与普通公司债券的差异。 

4．可转换公司债的发行主体和发行条件的特殊性。 

5．简述公司债券转让制度的价值。 

7．简述保障公司债券持有人整体利益的必要性及制度比较与借鉴。 

8．简述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债券持有人的保护。 

知识单元 11：公司财务会计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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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公司财务会计制度概述。 

2．公司财务报告。 

3. 公司税后利润的分配。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财务会计制度的相关概念、立法意义、财务会计报告的主要内容、编制和验证。 

2. 掌握财务会计报告的公示必要性和公司税后利润的分配制度，能够运用相关知识分析股利

分配中的利益冲突与中小股东保护等问题。 

作业： 

1．公司法规定公司财务会计制度法律意义何在？ 

2．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3．如何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进行编制、审查验证与公示？ 

4．公司的税后利润如何进行分配？ 

5．简述我国公积金的分类。 

6．公积金有何用途？ 

7．股利的分配方式有哪些？ 

知识单元 12：公司的合并、分立与组织变更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的合并。 

2．公司的分立。 

3. 公司的组织变更。 

学习目标： 

1．掌握公司合并、分立和组织变更的意义和法律效力，理解公司合并、分立和组织变更制度

的内在机理和本质。 

作业： 

1．比较公司合并与资产收购的区别。 

2．比较公司合并与股权收购的区别。 

4．简述公司合并无效的法律后果。 

5．比较公司派生分立与公司转投资的区别。 

6．公司在分立前所产生的债务在公司分立后应如何承担？ 

7．简述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条件与程序。 

知识单元 13：公司的终止与清算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的终止。 

2．公司的清算。 

学习目标： 

1．掌握公司终止、破产、解散、清算等相关概念的含义、特征与区别，并对不同类型的公司清算

程序进行一般性地介绍，使学生能够准确把握公司终止、破产、解散、清算等概念的联系与区别。 

作业： 

1．简述公司终止的特征。 

2．简述破产案件受理的法律意义。 

3．简述破产案件对债权人清偿的顺序。 

4．简述公司解散的原因。 

5．简述公司僵局与司法解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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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简述清算组织的职权。 

知识单元 14：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外国公司分支机构概述。 

2．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设立。 

3. 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4. 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撤销和清算。 

学习目标： 

1．了解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概念、设立、撤销和清算。 

2. 掌握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性质、特征、权利义务和法律地位，能够明确外国公司分支机构

和我国公司的差异性。 

作业： 

1．什么是外国公司的承认，其意义如何？ 

2．试论我国加入 WTO后外国公司的国民待遇问题。 

3．依我国香港、澳门、台湾三个地区的公司法注册的公司是属于本国公司还是外国公司？为

什么？ 

4．什么是外国公司分支机构？其法律特征主要有哪些？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与一般的分公司

（指由本国公司设立的分公司）有何异同？ 

5．简述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6．试述外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的条件和程序。 

7．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解散与清算中，如何保护其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公司与公司法概述 2  

2 公司的类型 2  

3 公司的设立 2  

4 公司的章程 2  

5 公司的能力 2  

6 公司资本制度 2  

7 股东出资制度 2  

8 股东与股权 2  

9 股东与股权 2  

10 公司组织机构 2  

11 公司管理者的义务和责任 2  

12 公司债 2  

13 公司财务会计制度 2  

14 公司的合并 2  

15 公司分立与组织变更 2  

16 公司的终止与清算、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总论、民法债权 

后续课程：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信托法、公司法（双语）、外国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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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公司的法律特征及其与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形态的联系与区别、公司法法

人人格否认制度、公司设立的原则、方式、公司设立的效力、公司设立的条件、公司章程的特征和

性质、公司章程的内容、公司章程的效力、公司权利能力的含义和功能、公司权利能力在法律上和

目的上的限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制度、代表行为的构成要件以及代表行为和非代表行为的法律后

果、公司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和法律责任、公司资本与相关法律概念的关系、公司资本原则与资本

形成制度、最低资本额制度、股份发行的分类及公开发行的条件、增资与减资的条件和程序、股东

出资与相关法律概念的关系、股东出资的法律责任、股东出资的形式和法定要求、股东资格的取得

和限制、股东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股东代表诉讼、股权的分类和法律性质、股权的救济、有限

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方式和限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份转让的原则、公司组织机构设置的基本原

则、股东会的职权与决议、董事会的职权与决议、监事会的职权、经理的职权以及董事、监事、经

理的忠实、善管义务与民事责任、公司债的概念、特征和种类、公司债的发行、转让、偿还以及转

换制度、公司债持有人保护制度、公司财务会计制度的公示意义、公司税后利润的分配原则和分配

方式、公司合并、分立的基本概念与方式、公司合并、分立后的债务承担、公司终止、破产、解散、

清算的概念与区别、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性质、特征和法律地位。 

难点：公司财产权的性质、对公司社团性的理解、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以及公司法的强制性

和任意性、公司设立与成立的区别、公司设立行为的性质及设立中公司的法律地位、发起人的法律

责任、公司章程与设立协议的区别、公司章程的制定和效力、公司法与公司章程在公司治理中的协

调、公司权利能力及其范围的理论含义、公司权利能力的法律限制和目的限制、公司担保行为的效

力和超越经营范围所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区分代表行为和非代表行为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公司侵权

行为及其法律责任的认定、资本、资产、净资产与股东权益的含义和区别、我国公司法的认缴资本

制与授权资本制的区分、公司增资中的股东利益冲突及保护、股东出资责任的法律性质和内容、出

资的形式、出资的履行原则和履行方式、股东与公司发起人的关系、股东代表诉讼、异议股东股份

收买请求权和申请司法解散权、股权的法律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方式及限制、股权转让

的效力、具体运用公司组织机构设置的基本原则分析各国公司组织机构的种类、权责及运作，分析

各种公司组织机构如何在激励与约束中达到权力制衡、公司债的转换、债券持有人保护制度、股利

分配中的利益冲突与中小股东的保护、不同种类的公司之间合并的限制、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

责任公司的限制、公司终止、破产、解散、清算等具体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法

律地位、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外国公司的组织形式是否应受限制的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 

2. 讨论法。 

3. 案例分析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手段。 

2.案例教学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程自主学习时间为 64学时，学生应自主学习教师所列的参考书目、参考文献与案例资料。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核+考试 

考核要求：课堂表现、平时作业  占 30-40% 

          期末考试            占 60-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可布置相应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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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适用已自主编写出版公司法学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赵旭东，《公司法》第三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国内公司法教科书 

1. 李建伟，《公司法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2. 王军，《中国公司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港台和外国公司法的相关书籍 

1. 何美欢，《公众公司及其股权证券》，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2. 柯芳枝，《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 

3. [英]丹尼斯•吉南，《公司法》，朱羿锟译，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4. [美]罗伯特•汉密尔顿：《美国公司法》，齐东祥译，法律出版社 2008年版； 

5. 朱伟一，《美国公司法判例解析》，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 

6. 李莘，《美国公司融资法案例选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7. [德]托马斯•莱塞尔、吕迪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高旭军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8. [日]上村达男，《公司法改革》，陈景善译，法律出版社 2015年版； 

9. [日]前田庸，《公司法入门》，王作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10. [韩]李哲松，《韩国公司法》，吴日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版； 

11. 阿德里安•德瑞斯丹等，《欧洲公司法》，费煊译，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 

12. 马德斯•安登斯、弗兰克•伍尔德里奇，《欧洲比较公司法》，汪丽丽、汪晨、胡曦彦译，法
律出版社 2014年版； 

13. 乔纳森·查卡姆：《公司长青：英美法日德公司治理的比较》，郑江淮等译，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06年版； 

公司法理论相关书籍 

1. [美]伯利、米恩斯，《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甘华鸣、罗锐韧、蔡如海译，商务印书馆

2005年版； 

2. [美]亨利•汉斯曼，《企业所有权论》，于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3. [美]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丹尼尔•费希尔：《公司法的经济结构》，张建伟、罗培新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4. [加]柴芬斯，《公司法：理论、结构和运作》，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5. [日]志村治美，《现物出资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6. 郁光华：《公司法的本质——从代理理论的角度观察》，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执笔：李建伟  审稿：×××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经济法原理；经济法总论 
Principles of Economic Law /Survey of Economic Law 

课程号：702030010；7002030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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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经济法的基础理论和思维方法；2、了解和掌握经济法的基本原

理和基本制度；3、掌握经济法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生活问题的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经济法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了解经济法的基本

概念和基本范畴，为进一步深入学习竞争法、消费者法、劳动法、自然资源法、环境法、财政法、

税法、金融法、房地产法、审计法和会计法等后续选修课程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经济法基础理论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导论 

（1）经济法学研究对象 

（2）经济法学科特点 

（3）经济法学科体系 

（4）经济法课程体系 

（5）经济法总论课程内容 

（6）学习经济法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学习方法 

2．经济法的概念和特征 

（1）经济法的词源 

（2）经济法的内涵：西方学者对经济法的界定；中国学者对经济法的界定 

（3）经济法的内容和体系：经济法的内容；经济法的体系 

（4）经济法的特征 

3．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1）经济法在西方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2）经济法产生和发展根源：经济根源；社会根源；法律根源；理论根源 

（3）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及原因：产生和发展过程；产生和发展原因 

4．经济法的理念和原则 

（1）经济法理念：社会本位；实质正义 

（2）经济法基本原则：社会公共利益；国家适度干预 

5．经济法与相邻部门法的关系 

（1）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 

（2）经济法与商法的关系 

（3）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6．经济法律关系 

（1）经济法律关系概述：特点；分类 

（2）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类型；特点 

（3）经济法律关系客体：类型；特点 

（4）经济法律关系内容：权利；义务；权力 

7．经济法责任 

（1）经济法责任形式和种类 

（2）经济法责任特点 

8．经济法实施 

（1）实施方式：守法（市场主体守法、政府守法）；行政实施；司法实施 

（2）行政实施：实施主体；实施程序 

（3）司法实施：私人诉讼；公益诉讼；集团诉讼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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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本单元教学，使学生了解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学科特点、学科体系、课程体系、学

习研究方法以及总论课程的内容和意义；了解经济法一词的来源，国内外学者关于经济法的界

定；了解经济法的内涵和外延及体系；了解中外经济法产生和发展过程；了解经济法的理念

和原则，经济法与民商法及行政法的区别和联系；理解经济法律关系构成以及经济法责任形

式、种类及特点；了解经济法的实施机制。 

2．通过本单元教学，使学生掌握经济法学的研究范围和学科构成、经济法学在法学学科中的

地位、与其他二级学科的关系以及与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掌握学习和研究经济法的基本方法；

掌握经济法的定义、特征、内容构成和体系；掌握经济法产生的根源；掌握社会本位、实质正义、

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适度干预等基本范畴；掌握经济法与民法及行政法的区别和联系；掌握经济法

主体、客体、权利、义务和权力及特征；掌握经济法责任的形式和特征；掌握经济法行政实施和司

法实施。 

作业： 
1. 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有哪些特点？ 

2. 经济法学由哪些分支学科构成？各自研究的对象有何区别和联系？ 

3. 经济法学包括哪些课程？经济法总论包括哪些内容？ 

4. 学习经济法有哪些意义？如何学习和研究经济法？ 

5. 简述经济法一词的来源与西方和中国学者关于经济法的界定。 

6. 什么是经济法？它有哪些特征？ 

7. 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 

8. 简述经济法的内容和体系结构。 

9. 简述经济法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并比较其异同。 

10. 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根源和法律根源是什么？ 

11. 简述中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过程。经济法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原因有何特殊性？ 

12. 试述社会本位的含义、特征以及在经济法中的表现。 

13. 试述实质正义的含义、特征以及在经济法中的表现。 

14. 试述社会公共利益的含义、特征以及在经济法中的表现。 

15. 试述国家干预的含义、特征以及在经济法中的表现。 

16. 试述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和联系。 

17. 试述经济法与商法的联系和区别。 

18. 试述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区别和联系。 

19. 简述经济法律关系的含义、特点和类型。 

20. 简述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特点和类型。 

21. 简述经济法律关系客体的特点和类型。 

22. 简述经济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和权力及其特征。为什么说经济法是权利本位法？ 

23. 经济法责任有哪些形式，有何特点？ 

24. 为什么说经济法责任是一种社会责任？ 

25. 经济法有哪些实施方式？守法主体有哪些？ 

26. 试述经济法行政实施的主体和程序。 

27. 试述经济法司法实施的特点。何为公益诉讼和集团诉讼？它们与经济法是何关系？ 

知识单元 2：经济法主体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经济法主体概述 

（1）经济法主体含义、特征和意义 

（2）经济法主体种类 

2．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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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营者、消费者和劳动者的概念和特征 

（2）市场准入制度和经营者资格取得 

（3）企业的概念、特点和分类；企业法律制度 

（4）国有企业：概念、特征、分类、职能、地位和改革 

3．市场监管主体 

（1）市场监管概念、特征、种类和意义 

（2）市场监管体制：监管机构；监管职能 

4．市场调控主体 

（1）市场调控概念、特征、种类和意义 

（2）市场调控体制：调控机构；调控职能 

5．社会团体 

（1）行业协会 

（2）消费者组织 

（3）劳动者组织 

学习目标： 
1．通过本单元教学，使学生了解经济法主体的含义、特征、意义和种类，了解市场主体、市

场监管和调控主体，了解国有企业及其在市场经济中的特殊性和改革。 
2．通过本单元教学，使学生掌握经济法主体的特殊性以及各自在市场经济中的身份和地位；

掌握经营者、消费者和劳动者等市场主体以及相对应的社会组织的基本概念和特征；掌握市场准入

制度和经营者资格的关系以及企业法律制度；掌握市场监管和市场调控、市场监管机构和市场调控

机构等基本知识；掌握国有企业的特点、种类、职能以及地位。 
作业： 
1. 简述经济法主体含义和特征。 

2. 经济法主体包括哪些种类？它们与民商事主体有何区别和联系？ 

3. 什么是经营者？如何划分经营者？ 

4. 如何取得经营者资格？试述我国的市场准入制度。 

5. 什么是消费者？消费者在法律中处于何种角色？ 

6. 什么是劳动者？劳动者和消费者是何种关系？ 

7. 行业协会是何种性质的组织？它在市场中处于何种地位？ 

8. 简述市场监管的概念、特征、种类和意义。 

9. 简述我国的市场监管体制。 

10. 简述市场调控的概念、特征、种类和意义。 

11. 试述我国的市场调控体制。 

12. 简述国有企业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13. 国有企业应当承担哪些职能？它与政府是何种关系？ 

14. 如何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 

知识单元 3：竞争法原理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竞争法一般理论 

（1）竞争的含义、特征、种类、作用；竞争与经济的关系 

（2）竞争法产生和发展历史 

（3）竞争法体系 

2．反垄断法 

（1）垄断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2）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基本原则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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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垄断行为：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行政垄断 

（4）反垄断方法（法律责任） 

（5）反垄断机制：反垄断机构及职权、调查和处理程序；反垄断诉讼 

3. 反不正当竞争法 

（1）不正当竞争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2）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目的、基本原则和内容 

（3）不正当竞争行为：混淆行为、商业贿赂行为、虚假宣传行为、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低价

倾销行为、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诋毁商誉行为 

（4）法律责任 

（5）反不正当竞争机制：反不正当竞争机构及职权 

学习目标： 
1．通过本单元学习，使学生了解竞争的一般知识，包括竞争的概念、特征、类型、作用以及

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了解竞争法演变历史、内容和作用；了解竞争法体系以及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2．通过本单元学习，使学生掌握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内容和执法机制，

掌握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行为表现、构成要件和法律责任。 
作业： 
试述竞争的含义、特征、种类、作用。 
1. 试述竞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2. 试述竞争法产生和发展历史。 

3. 竞争法由哪些法律组成？ 

4. 简述垄断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5. 试述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基本原则和内容。 

6. 什么是垄断协议？它有哪些表现形式？哪些垄断协议可以豁免？ 

7. 什么是横向垄断协议？什么是纵向垄断协议？ 

8. 什么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它有哪些表现形式？ 

9. 什么是相关市场和市场结构？ 

10. 什么是经营者集中？为什么要对经营者集中进行规制？ 

11. 应从哪些方面审查经营者集中行为？简述经营者集中申报程序。 

12. 什么是滥用行政权力实施垄断？它有哪些具体表现？如何规制行政垄断？ 

13. 如何规制垄断行为？违反反垄断法有哪些法律责任？ 

14. 试述反垄断机构及职权、调查和处理程序。 

15. 简述不正当竞争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16. 什么是不正当竞争？它和垄断有何区别？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了哪些不正当竞争行
为？哪些行为属于限制竞争行为？ 

17. 简述商业混同及其法律责任。 

18. 简述商业贿赂及其法律责任。 

19. 简述虚假宣传行为及其法律责任。 

20. 简述侵犯商业秘密及其法律责任。 

21. 简述商业诽谤及其法律责任。 

22. 简述不正当有奖销售及其法律责任。 

23. 简述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机关。 

知识单元 4：消费者法原理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消费者法概述 
（1）消费和消费者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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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费者法产生和发展：国外消费者法产生及原因；中国消费者法产生和发展 

（3）消费者法体系：基本法、特别法 

2．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目的、地位和适用对象 

（2）消费者的权利 

（3）经营者的义务 

（4）消费者保护：国家保护（立法、行政和司法保护）；消费者组织 

（5）消费者争议解决 

（6）法律责任 

3．产品质量法 

（1）产品的含义、特征和种类；产品质量的含义和内容 

（2）产品质量法的立法目的、适用范围；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3）产品质量管理制度：产品许可证制度、标准化制度、企业质量体系认证制度、产品质量

认证制度、产品质量检验制度产品、产品监督抽查制度 

（4）产品质量义务：生产者的义务；销售者的义务；其他主体（服务商、运输商、仓储商保

管商等）的义务 

（5）产品质量责任：概念和种类；产品损害赔偿责任、归责原则、请求权与诉讼时效；产品

瑕疵责任和缺陷产品责任；生产者、消费者和其他主体的法律责任。 

3. 食品安全法 

（1）食品、食品安全的含义 

（2）食品安全法：概念和立法目的、内容；食品安全法的适用范围、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

关系 

（3）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 

（4）食品安全标准制度 

（5）食品安全控制制度（一般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过程控制；食品标签、说明书和广告规定；

特殊食品规定） 

（6）食品检验制度 

（7）食品进出口制度 

（8）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机制 

（9）政府监管机构及其职权 

（10）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 
1．通过本单元教学，使学生了解消费者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消费与经济的关系，了解

我国消费者法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当前立法状况。 
2．通过本单元教学，使学生掌握消费者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以及立法体系和结构，

掌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和食品安全法的基本制度，能熟练运用法律法规分析、

判断和处理消费者案件。  
作业： 
1. 什么是消费者？它和民法中的自然人是什么关系？如何判断哪些自然人属于消费者？ 

2. 什么是消费者保护法？它由哪些法律构成？ 

3. 简述消费者法产生的历史原因和过程。 

4. 消费者有哪些权利？请分别阐述这些权利的内容。 

5. 经营者有哪些义务？请分别阐述这些义务的内容。 

6. 请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权利和义务结构进行法理分析。 

7. 国家应当如何保护消费者？ 

8. 消费者协会是何种性质的社会组织？它有哪些职能？它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中有哪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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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9. 消费者有哪些维权途径？请简述各种途径的优缺点。 

10. 如何确定生产者和销售者、柜台出租人和销售者、展销会举办者和销售者、服务提供者和
产品生产者以及营业执照持有人和借用人之间的法律责任？ 

11.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有哪些民事责任？ 

12.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哪些行为应当承担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13. 什么是产品和产品质量？ 

14. 什么是产品质量法？它包括哪些具体法律？ 

15. 我国对产品质量有哪些监管措施？ 

16. 简述生产者和销售者的产品质量义务。 

17. 简述产品责任的性质、归责原则。 

18. 简述产品缺陷责任和产品瑕疵责任。 

19. 什么是食品和食品添加剂？ 

20. 简述《食品安全法》的立法宗旨和适用对象。 

21. 简述我国《食品安全法》的基本制度。 

22. 简述我国《食品安全法》的监督管理体制和措施。 

23. 简述违反《食品安全法》的法律责任。 

知识单元 5：劳动法原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基本概念：劳动；劳动者；劳动关系 
2．劳动法的含义、特征、产生和发展、体系和适用范围 

3．劳动基准制度 

（1）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制度 

（2）加班制度 

（3）工资制度 

（4）职业安全卫生制度 

（5）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 

（6）职业培训 

（7）社会保险和福利 

4．劳动合同 

（1）劳动合同的概念、特征种类 

（2）劳动合同的订立、内容、效力、期限 

（3）试用期制度 

（4）培训费、保密、竞业限制、违约金 

（5）劳动合同的履行 

（6）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7）集体劳动合同 

（8）劳务派遣 

6．劳动争议处理 

（1）调解 

（2）仲裁 

（3）诉讼 

学习目标： 

1．通过本单元教学，使学生了解劳动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以及劳动者保护法体系，了解
劳动法在经济法中的地位和我国当前劳动关系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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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本单元教学，使学生掌握劳动法的基本理论和原理，掌握现行法律关于处理保护劳动
者的基本法律规定，能熟练运用现行规定分析和处理劳动案件。 
作业： 
什么是劳动和劳动者？ 
1． 简述劳动法产生的历史背景。 

2． 简述劳动法的立法宗旨。 

3． 简述劳动法的内容和体系。 

4． 简述我国劳动法的适用范围。 

5． 劳动合同和民事合同有哪些区别和联系？ 

6． 简述劳动合同订立方面的特殊规定。《劳动合同法》从哪些方面对劳动者进行保护？ 

7． 《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期限和试用期有哪些特殊规定？ 

8． 我国法律对工作时间和休息有哪些规定？关于休假有何规定？ 

9． 我国法律对加班有何规定？ 

10． 我国法律对工资有哪些规定？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可否自由协商工资数额？ 

11． 劳动者哪些情况下属于工伤？ 

12． 劳动争议调解有哪些特殊规定？ 

13． 劳动争议仲裁和商事仲裁有哪些不同？ 

14． 劳动者诉讼和普通民事诉讼有何不同？ 

知识单元 6：自然资源和环境法原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自然资源法律制度 
（1）自然资源的含义、特征和分类；自然资源法的概念、立法原则、内容和体系 

（2）土地管理法律制度 

（3）矿产资源法律制度 

（4）水资源法律制度 

（5）森林资源法律制度 

（6）草原、渔业、野生动植物资源法律制度 

（7）能源法律制度 

2．环境法律制度 

（1）环境和环境问题 

（2）环境保护法的概念、特点、基本原则、体系 

（3）基本制度：环境规划制度、清洁生产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

费制度、总量控制制度、环境保护许可证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标准制度 

环境法律责任制度 

（4）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 

（5）环境执法和环境诉讼 

学习目标： 

1．通过本单元教学，使学生了解我国和世界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现状，了解自然资源法和环境

保护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立法目的，了解二者与经济以及经济法的关系。 

2．通过本单元教学，使学生掌握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基本理论和原理，掌握自然

资源和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以及运用现行法律规定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作业： 

1. 什么是自然资源？它有哪些特点？ 

2. 什么是自然资源法？它的立法宗旨和原则是什么？ 

3. 试述我国自然资源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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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什么是能源？它和自然资源有何联系和区别？ 

5. 简述能源法的作用。 

6. 简述我国能源法的内容 

7. 什么是环境？它包括哪些要素？ 

8. 什么是环境问题？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它和经济活动是何种关系？ 

9. 简述环境保护法的概念、特点和基本原则？ 

10. 试述我国环境保护法的体系。 

11. 环境保护法包括哪些具体制度？这些制度各有何作用？ 

12. 简述环境纠纷处理程序。 

13. 公众在环境保护中有哪些知情权和参与权？如何通过诉讼保护环境？ 

知识单元 7：财税法原理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财政法 
（1）财政的概念和特征；财政的功能；财政管理体制 

（2）财政法的概念和性质 

（3）财政法的内容：财政收入法（税法、国债法）；财政支出法（政府采购法、转移支付法）；

国有资产管理法；财政监督法（审计法） 

2．预算法律制度 

（1）预算的含义；预算法立法宗旨和内容 

（2）预算管理权限 

（3）预算收支范围；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4）预算的编制、审查批准、执行、调整和决算的概念及原则；政府举债的控制制度 

（5）法律责任 

3．税法 

（1）税收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2）税法体系（增值税法、消费税法、营业税法、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税法基本

原则 

（3）税法的构成要素 

（4）税收征收权限和体制（中央税、地方税、中央和地方共享税） 

4．国有资产管理法 

（1）国有资产：基本概念、类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2）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 

（3）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 

（4）资源性国有资产管理 

学习目标： 
1．通过本单元教学，使学生了解财政的一般知识和财税法的基本概念，了解财税法在经济法

中的地位以及立法状况和体系。 
2．通过本单元教学，使学生掌握财政法和税法的基本理论和原理，能熟练运用现有法律分析

和解决财税案件和财税问题。 
作业： 
15. 什么是财政？财政有哪些功能？ 

16. 简述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 

17. 简述财政法的概念、性质和作用。 

18. 试述财政法的体系。 

19. 什么是预算？预算包括哪些种类？ 



921 

20. 简述我国的预算管理体制。 

21. 什么是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预算应
遵循什么原则？ 

22. 什么是税收？它有哪些特点？ 

23. 简述税收的种类和各自的特点。 

24. 简述我国的税法体系。税收立法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25. 简述税法构成要素。 

26. 简述我国的税收权限划分和税收征管体制。 

27. 什么是国有资产？它有哪些种类？各有何特点？ 

28. 简述我国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 

知识单元 8：金融法原理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金融法基本理论 

（1）金融、金融业务、金融市场的含义和特征 

（2）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金融调控的含义和特征 

（3）金融法：含义；产生和发展；内容体系 

2．金融监管法原理 

（1）银行业监管法律制度 

（2）证券业监管法律制度 

（3）保险业监管法律制度 

（4）其他金融业监管法律制度 

3．金融调控法原理 

（1）金融调控的含义和手段；货币和货币政策；金融调控机构 

（2）中央银行：产生、发展、性质、地位和职能 

（3）中国人民银行：性质、地位、组织机构；职责范围 

（4）政策性银行：概念、特征、地位、种类和职能 

学习目标： 

1．通过本单元教学，使学生了解金融和金融法的基本知识和金融立法现状，了解我国金融业

的基本制度。 

2．通过本单元教学，使学生掌握金融法的基本理论以及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法的基本原理，

能运用金融法相关原理分析、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 

作业： 

1. 什么是金融、金融业和金融市场？ 

2. 简述我国的金融机构体系。 

3. 简述金融法的立法体系。 

4. 简述我国的金融监管和调控体制。 

5. 简述中央银行的产生和演变。 

6. 简述中央银行的性质、地位和职能。 

7. 什么是货币？什么是货币政策工具？ 

8. 简述货币政策目标。 

9. 简述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 

10. 什么是政策性银行？它有哪些作用？ 

11. 简述我国的政策性银行及其职能。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可选择在监管机构或调控机构、人民法院、律师事务所或企业实习作为实践教学，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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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选择法律诊所作为实践教学活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经济法的概念和特征、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 3  

2 经济法的理念、原则以及与相邻部门法的关系 3  

3 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责任、经济法的实施 3  

4 经济法主体、市场主体、市场监管和调控主体 3  

5 竞争法一般原理 3  

6 反垄断法 3  

7 反不正当竞争法 3  

8 消费者法概述 3  

9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3  

10 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 3  

11 劳动法原理 3  

12 自然资源和环境法原理 3  

13 财政法一般原理、预算法 3  

14 税法、国有资产管理法 3  

15 金融法基本原理；金融监管法原理 3  

16 金融调控法原理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原理、商法总论、行政法。 

后续课程：竞争法、消费者法、财政法、税法、金融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自然资源法、环

境法、房地产法、会计与审计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经济法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制度。 

难点：经济法基本理论。 

3、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 

2. 课堂提问和讨论 

3. 案例和实例分析 

4．阅读文献 

5．问题研究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资料 

2. 录像录音资料 

3. 网络信息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核+考试 

考核要求：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平时考核成绩占 30％，考核内容包括：出勤、

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数量和质量；期末笔试成绩占 70％。 

5、作业要求： 

每单元教学结束，教师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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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用教材 

授课教师推荐，学生选用。 

（二）推荐参考书 

21. 李曙光主编：《经济法学》（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22. 王卫国、李东方主编：《经济法学》（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23. 李昌麒主编：《经济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年 12月版。 

24. 杨紫烜主编：《经济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25. 张守文主编：《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26. 刘文华主编：《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2014年版。 

27. 王保树主编：《经济法原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版。 

28. 史际春主编：《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29. 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30. 顾功耘主编：《经济法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31. 刘少军、王一鹤著：《经济法学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32. 刘继峰、何国华著：《经济法总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9年出版。 

33. 薛克鹏著：《经济法基本范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34. 赵红梅著：《私法与社会法——第三法域之社会法基本理论范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年出版。 

35. [德]沃尔夫冈·费肯杰著：《经济法》，张世明、袁剑、梁君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10

年版。 

36. [日]金泽良雄著：《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年版。 

37. [日]丹宗昭信、厚谷襄儿著：《现代经济法入门》，谢次昌译，群众出版社 1985年版。 

38. [日]丹宗昭信、伊从宽著：《经济法总论》，吉田庆子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年版。 

39. [法]阿莱克西·雅克曼、居伊·施朗斯：《经济法》，宇泉译，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 

40. [韩]权五乘著：《韩国经济法》，崔吉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执笔：薛克鹏 赵红梅、张钦昱、张东 审稿：张钦昱、张东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7日 

 

民事诉讼法(含仲裁) 
CivilProcedureLaw and Commercial arbitration law 

课程号：702040010 

课程教学目标 

民事诉讼法学(含仲裁)是法学双学士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

本诉讼技能，正确理解民事诉讼各种程序的规定，熟悉各种民事诉讼规范，提高运用所学民事诉讼

法学知识解决、处理民事纠纷的能力。同时, 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系统的了

解和掌握商事仲裁制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正确理解商事仲裁的程序规则以及其与民事诉讼程

序的关系，提高运用仲裁法以及仲裁规则进行仲裁，解决民商事就纠纷的能力。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篇 

通过本编的教学，掌握民事诉讼法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民事诉讼法学的内容和体系，把握民

事诉讼法的性质与任务，理解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熟悉诉权和诉的种类，为学习民事诉讼法学理论

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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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民事诉讼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 

一、民事纠纷 

（一）民事纠纷的概念和特征 

民事纠纷，又称民事冲突、民事争议，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

会纠纷。民事纠纷与其他纠纷相比较，具有下列主要特征：1、纠纷主体之间的法律地位具有平等

性；2、纠纷的权利义务内容具有民事性；3、纠纷的解决具有可处分性。 

（二）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所谓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就是在一定社会中实行的，解决和消除民事纠纷的一整套制度和方式。

纠纷虽然是社会的常态，但纠纷发生后必须尽快解决，以维护社会的稳定，防止纠纷主体之间利益

状态持续对抗而致矛盾激化。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可以分为私力救济、公力救济和社会型救济。 

二、民事诉讼 

（一）民事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1、概念：民事诉讼，是指人民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在审理民事诉

讼案件的过程中所进行的各种诉讼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各种诉讼法律关系的总和。 

2、特征：民事诉讼与其他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相比，具有自身特殊之处，其具有以下特征：（1）

民事诉讼具有国家公权性；（2）民事诉讼具有程序性；（3）民事诉讼具有纠纷解决的强制性、终局

性和权威性。 

（二）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关系 

我国现行诉讼体制包括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大诉讼，三者之间有共通之处，但由

于性质不同，因此也存在诸多差异：1、当事人双方诉讼地位不同；2、诉讼对象不同；3、当事人

处分权不同；4、结案方式不同。 

第二节  民事诉讼目的 

一、民事诉讼目的概述 

所谓民事诉讼目的，是以观念形态表达的国家设立民事诉讼制度所期望达到的目标或结果。民

事诉讼目的的实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理解： 

（一）民事诉讼目的的选择主体是国家 

（二）民事诉讼目的是一种观念形态 

（三）民事诉讼目的是国家期望通过进行民事诉讼所达到的一种理想状态 

（四）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 

（五）民事诉讼目的属于动态范畴 

二、民事诉讼目的主要学说 

（一）国外有关民事诉讼目的的主要学说 

权利保护说、私法秩序维持说、纠纷解决说、权利保障说、程序保障说、多元说、搁置说。 

（二）我国关于民事诉讼目的的主要学说 

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学说主要有：维护社会秩序说、平衡说、利益保障说。 

三、民事诉讼目的的意义 

研究民事诉讼目的，对于民事诉讼程序制度的设置以及完善，不仅具有立法、司法的意义，同

时也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一）民事诉讼目的与其他相关民事诉讼理论有着紧密联系 

（二）民事诉讼目的能够为民事诉讼法解释提供依据 

第三节  民事诉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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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事诉讼价值概述 

（一）价值概述 

（二）民事诉讼价值的概念 

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内容可以分为：①程序自身的属性和功能——程序的内在价值；②满足程

序价值主体诉讼需求的价值——程序的外在价值；③程序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发生冲突时如何进

行评价——程序价值评价。 

（三）研究民事诉讼价值的实践意义 

二、民事诉讼的目的性价值 

在我国法学界，目的性价值又被称为内在价值，其包括公正、效率及自由等具体形式。 

三、民事诉讼的工具性价值 

所谓工具性价值，就是诉讼程序满足主体某些需要所形成的内在价值，在局部看来它是主体诉

讼活动的内在目的本身，然而从更大范围来看，其又是用以实现某一外在目的之手段。 

四、民事诉讼程序价值协调及其在我国的实现 

（一）协调程序公正与诉讼效益的关系 

（二）协调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 

（三）民事诉讼价值在我国的实现 

第四节  民事诉讼模式 

一、民事诉讼模式概述 

（一）民事诉讼模式的概念界定 

民事诉讼模式是指以一定的国情为背景，在一定的民事诉讼价值观的支配下，为实现一定的民

事诉讼目的，通过法院和当事人之间分配诉讼权利与义务而形成的法院与当事人之间不同的诉讼地

位和相互关系。 

1、民事诉讼模式是一个宏观概念。 

2、民事诉讼模式的内容表现为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关系。 

3、民事诉讼模式受民事诉讼目的和民事诉讼价值观的支配。 

（二）民事诉讼模式研究的意义 

民事诉讼模式研究是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民事诉讼模式研究对于廓

清我国民事诉讼基础理论、架构我国民事诉讼体制以及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程序制度、推进我国民事

审判方式改革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民事诉讼模式类型 

（一）两种民事诉讼模式类型 

当前，民事诉讼法学界多数学者认为民事诉讼模式包括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两种类型。 

对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划分，依据的标准主要是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在民事诉讼中的权限配

置。 

（二）各国民事诉讼模式的类型 

1、英美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模式 

多数学者认为英美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属于当事人主义模式，它是指在民事纠纷解决中，诉讼

请求的确定、诉讼资料和证据的收集和证明主要由当事人负责。 

2、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模式 

学多学者认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模式属于职权主义模式，它是指法院在民事诉讼程序中

拥有主导权，程序的进行以及诉讼资料、证据的收集等由法院为之。该原则可分为职权进行主义和

职权探知主义。 

3、前苏联东欧国家民事诉讼模式 

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在民事诉讼立法中，

特别强调法院的权力，而淡化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出现比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主义更浓的超职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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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模式。 

（三）民事诉讼模式的成因分析 

民事诉讼模式的构建，要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政治和经济体制、法律传统和文

化传统、诉讼观念、诉讼环境等。正因如此，各国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诉讼模式。 

三、我国民事诉讼模式 

（一）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发展 

（二）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完善 

学习目标：了解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民事诉讼法目的、价值、模式学说的基础上，应重点掌

握民事纠纷的概念和特征、民事诉讼的概念和特征、民事诉讼目的的主要学说、民事诉讼价值体系、

民事诉讼模式类型。 

作业： 

1、如何判断纠纷是否属于民事纠纷？ 

2、民事诉讼与其他民事纠纷解决方式有哪些不同？ 

3、何谓民事诉讼目的？ 

4、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目的有哪些主要学说？ 

5、何谓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6、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完善方向是什么？ 

知识单元 2：  民事诉讼法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民事诉讼法概述 

一、民事诉讼法的概念 

民事诉讼法，是指国家制定或者认可的，调整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和相互关系的法律

规范的总和。 

二、民事诉讼法的性质 

1、民事诉讼法是基本法 

2、民事诉讼法是公法 

3、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 

第二节   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 

一、新中国之前的民事诉讼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三节   民事诉讼法与相邻部门法的关系 

一、民事诉讼法与民法等民事实体法的关系 

（一）民事实体法与民事诉讼法的联系 

1  民事实体法与民事诉讼法在目的、原则等方面有重合之处。 

2  民事诉讼法和民事实体法相互为用。 

3  民事诉讼法具有补充、丰富、发展民事实体法内容的功能。 

（二）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相互独立，并呈现出分离态势。 

1  民事诉讼法具有独立的价值。 

2  民事诉讼当事人与民事主体是可以分离的。 

3  诉权与民事实体权利的分离。 

二、民事诉讼法与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关系 

（一）三大诉讼的任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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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某些诉讼原则不同 

（三）提起诉讼的主体不同 

（四）举证责任不同 

三、民事诉讼法与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关系 

四、民事诉讼法与其他民事程序法的关系 

（一）民事诉讼法与仲裁法的关系 

（二）民事诉讼法与人民调解制度的关系 

第四节   民事诉讼法的任务与适用范围 

一、民事诉讼法的任务 

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

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 

二、民事诉讼法的适用范围 

（一）民事诉讼法的对人效力 

民事诉讼法对人的效力范围，即民事诉讼法对哪些人适用。 

（二）民事诉讼法的对事效力 

民事诉讼法对事的效力，即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审理民事案件的范围。 

（三）民事诉讼法的时间效力 

民事诉讼法的时间效力，即民事诉讼法发生法律约束力的时间。 

（四）民事诉讼法的空间效力 

民事诉讼法的空间效力，是指民事诉讼法适用的空间范围。 

第五节    民事诉讼法学 

一、民事诉讼法学的概念 

民事诉讼法学是分析研究民事诉讼法的产生、发展及其实施规律和它与邻近法律相联系和相区

别的规律的科学。 

二、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 

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分析民事诉讼法产生、发展和实施的运动形式及其与邻近法律相

联系和相区别的运动形式。 

三、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方法 

（一）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 

（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三）程序法与实体法相联系的方法 

（四）比较的方法 

（五）原则性规定与具体条款规定相结合的方法 

学习目标：了解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理解和掌握民事诉讼的概念、特征以及其与相邻法律

部分的关系，熟悉民事诉讼法的制定根据、任务与效力范围。 

作业： 

1、如何理解民事诉讼法与民事程序法的关系？ 

2、如何理解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实体法实现的保障作用？ 

3、如何理解民事诉讼法对人的适用范围。       

知识单元 3：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参考学时： 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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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概念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就是民事诉讼法律规范在指引民事诉讼活动、调整民事诉讼参与者各种关系

的过程中形成的参与者之间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联系。 

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意义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民事诉讼的“显示器”，是民事诉讼实践的“指示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这一分析工具具有下列意义： 

（一）检视与指引立法活动 

（二）指引民事审判活动有序进行 

（三）指引当事人有效进行民事诉讼活动 

三、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学说的演变 

从认识论视角观之，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学说的演变经历了由“重点论”到“整体论”的嬗变。 

（一）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重点论” 

（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整体论” 

（三）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系统论”  

第二节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一、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是依照民事诉讼法律规范，参与到民事诉讼活动中的自然人、法人

或其他组织。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可以分解为争讼法律关系、审判法律关系、诉讼协助法律关系、法

律监督法律关系。不同法律关系中有不同的主体。 

二、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内容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的诉讼义

务。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有如下内容： 

（一）争讼法律关系中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 

（二）审判权与责任 

（三）法律监督权和责任 

（四）诉讼协助权利与义务 

三、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之间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所指向的对

象。 

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不同结构层次的子法律关系的客体不尽相同。 

（一）审判法律关系的客体 

（二）争讼法律关系的客体 

（三）检察监督法律关系的客体 

（四）诉讼协助法律关系的客体 

第三节    民事诉讼中的法律事实 

一、民事诉讼法律事件 

民事诉讼法律事件，是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能够引起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

的客观情况。 

二、民事诉讼行为 

民事诉讼行为就是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有目的进行的具有民事诉讼法律意义或能够引起民

事诉讼法律效果的活动。民事诉讼行为是引起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主要原因。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诉讼行为主要有以下四类：（一）审判行为；（二）当事人诉讼行为；

（三）检察监督行为；（四）诉讼协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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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掌握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概念、特征及其构成要素，理解民事诉讼上的法律事实。 

作业： 

1、论述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2、试分析民事诉讼行为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产生、发展过程的影响。 

知识单元 4：诉与诉权 

教学目的和要求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诉 

一、诉的含义与特征 

“诉”从民事诉讼的角度来讲，是指民事争议发生时一方当事人针对纠纷的另一方当事人向人

民法院提出的关于解决争议的请求。 

民事诉讼中的“诉”具有以下特征：1、诉的主体是当事人；2；诉的内容是当事人请求人民法

院解决的民事权益争议；3、诉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的请求。 

二、诉的构成要素 

诉的要素，即构成一个诉必须具备的因素。按照我国学界通说的观点，一个完整的诉是由诉的

主体（当事人）、诉讼标的和诉的理由构成的。 

（一）诉的主体 

诉的主体，就是指诉讼当事人，包括原告和被告。 

（二）诉的标的 

诉的标的即诉讼标的，是指当事人与人民法院之间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所指向的客观对象，

即当事人之间争议并由人民法院裁判的对象。注意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标的物的界限。理解诉讼

标的的识别标准。 

（三）诉的理由 

诉的理由，又称事实理由，是指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请求审判保护和进行诉讼的根据。 

三、诉的种类 

（一）给付之诉 

给付之诉，是指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对方当事人履行一定民事义务之诉。给付之诉以

请求履行的义务是否到期为标准，分为现在给付之诉和将来给付之诉。以给付的内容为标准，分为

物的给付之诉与行为的给付之诉；物的给付之诉又分为特定物给付之诉与种类物给付之诉。 

（二）确认之诉 

确认之诉，是指一方当事人请求法人民院确认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或者不存某种的民事法

律关系的诉。确认之诉有肯定确认之诉和否定确认之诉之分。 

（三）变更之诉 

变更之诉，是指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通过判决，改变或者消灭其与对方当事人之间现存的

某种民事法律关系之诉。变更之诉有实体法上的变更之诉与程序法上的变更之诉之分。 

第二节 诉权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中，通说认为，所谓诉权，是指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对其民事财产权和人

身权进行司法保护的权利。诉权是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的基本权利，当事人有了诉权，才能向人民

法院提出保护其民事权益的请求，才能有诉。 

诉权有双重含义，即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理论界基于这一观点认为诉权有

双重含义，一般将其称为“二元诉权说”。 

一、程序意义上的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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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是指当事人在程序上向人民法院请求行使审判权，以保护自己合法民事权

益的一种权利。 

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 

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是指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通过审判强制实现其民事实体权益的权利。 

三、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与实体意义上的诉权的关系 

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同程序意义上的诉和实体意义上的诉一样，既是互相关

联的，又是各自独立的。 

学习目标： 
理解诉权的含义，掌握诉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从诉权与诉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把握诉

权与诉的理论；熟悉反诉的构成。 
作业： 
1、诉有哪些分类？ 

2、诉由哪些要素构成？ 

3、简述程序意义的诉权与实体意义的诉权的关系？ 

4、列举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在诉权保护方面的不足？ 

知识单元 5：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概述 

一、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概念 

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是指在民事诉讼的全过程或者在民事诉讼的重要阶段，起指导作用的行

为准则。它集中体现了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精神实质和立法思想，并为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和诉讼参

与人的诉讼活动指明了方向。 

二、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特征 

（一）基础性 

（二）概括性 

（三）至上性 

（四）法域性 

三、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框架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章的标题是“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这是确定我国民事诉讼

法基本原则框架的文本依据。 

《民事诉讼法》中共规定了九项基本原则。它们是：①同等原则和对等原则（第 5 条）；②当

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第 8条）；③审判独立原则（第 6条）；④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

则（第 7条）；⑤法院调解原则（第 9条）；⑥辩论原则（第 12条）；⑦处分原则（第 13条）；⑧民

族语言文字原则（第 11条）;⑨民事检察监督原则（第 14条）。 

第二节    各诉讼法共通原则 

一、审判独立原则 

（一）审判独立原则的内涵 

审判独立是审判公正的前提；司法权威与法律信仰是法治国家的基石。通过独立的审判，可以

树立司法权威，进而不断增强国民的法律信仰。 

审判权独立原则包含两个要素：排他性和自主性。排他性即民事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任何

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个人都不能行使审判权；自主性即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国家机

关、社会团体、个人以及舆论的不当干预。 

（二）我国审判独立原则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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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的审判独立原则不包含违宪审查权。 

2、我国的审判独立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审判独立。 

3、我国的审判独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审判独立。 

（三）审判独立原则贯彻中的问题 

1、行政干预仍然存在。 

2、独立审判与媒体监督存在紧张关系。 

3、独立审判与科层制法院权力结构存在一定冲突。 

4、法官的人格独立尚待时日。 

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一）“以事实为根据”的内涵 

以事实为根据，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审判主体要在查明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作出判决或裁定。 

（二）“以法律为准绳”的内涵 

以法律为准绳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审判主体要严格依据民事诉讼法的程序性规定受理、审理

和裁判，同时严格依据民事实体法来确定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与责任。事实判断是合法性判断

的基础，法律是合法性判断的依据。 

三、检察监督原则 

（一）检察监督原则的内涵 

检察监督原则是指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 

（二）检察监督的方式 

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检察院进行检察监督的方式是提起民事抗诉与提出检察建议。 

（三）检察监督原则的局限 

从理论分析、探讨的视角出发，检察监督原则有其局限性： 

1、检察监督原则与“两审终审制”存在冲突。 

2、检察监督原则与诉讼经济性的价值取向有冲突。 

3、检察监督原则与审判独立原则有冲突。 

4、检察监督原则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有冲突。 

检察监督原则在贯彻实施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并不能完全抹煞其价值。针对其现实存

在的局限性，检察监督原则在贯彻实施中有必要在检察监督的启动时间、针对的案件类型、人民法

院对检察院抗诉的立案审查权、启动机制中对当事人意思的探明与尊重等方面给予全面考虑。 

四、民族语言文字原则 

第三节    民事诉讼法特有原则 

一、同等原则与对等原则 

（一）同等原则，是指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我国人民法院起诉和应诉时，与

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同等的诉讼权利义务。 

（二）对等原则，是指外国法院对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加以限制的，我

国人民法院对该国公民、企业和组织的民事诉讼权利加以同样的限制。 

二、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指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平等地享有诉讼权利、平等地履行诉讼义务。 

三、法院调解原则 

法院调解，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在平等协

商基础上，对他们之间民事权益争议进行合意解决的诉讼活动和方式。 

关于法院调解原则的构成应注意以下三点： 

（一）法院调解的自愿性 

（二）法院调解的合法性 

（三）法院调解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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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辩论原则 

辩论原则，是指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有权对他们之间的争议相互进行答辩和反驳，

陈述各自的主张和事实根据，以维护各自的合法权益。当事人的辩论对法官的裁判具有约束力。 

关于辩论原则的内涵要理解和把握四个方面： 

（一）辩论的全程性 

（二）辩论的全面性 

（三）辩论的全方位性 

（四）辩论的约束性 

五、处分原则 

处分原则又称为处分权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指当事人可以自主决定行使

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的方式和内容。民事诉讼法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实现民事实体法的立法宗旨，民

事诉讼法中的处分权原则是民法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和延伸。 

六、诚实信用原则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 

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是指要求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实施诉讼行为时不罔言、不欺诈、

守承诺的基本准则。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外延 

大陆法系国家，基于诚信的视角，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设定了相应义务，可视为诚信原则外延

的基本要素。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诚信原则还包含其他诉讼参与人（如证人、鉴定人）不罔言、不

欺诈的要素。 

（三）诚信原则的适用 

一方面，在诚信原则的适用中，首先需要注意完善、充实诚实信用原则的具体的配套制度。另

一方面，在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中，也要避免诚实信用原则与处分原则的冲突与矛盾。 

学习目标： 

掌握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含义，理解民事诉讼各项特有原则的含义、内容，明确各项基本原则

确立的理论基础。 

作业： 

1、试析法院调解原则的内涵。 

2、试析辩论原则的内涵。 

3、试析处分原则的内涵。 

4、如何理解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与处分原则的关系。 

知识单元 6： 民事诉讼基本制度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公开审判制度 

一、公开审判制度的概念与功能 

（一）公开审判制度的概念 

公开审判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审判民事案件过程中，除法律规定的情形外，向社会和群众公

开进行的制度。 

（二）公开审判的功能 

1、恣意限制功能。 

2、审判结果正当化功能。 

3、舆论监督功能。 

二、公开审判的例外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不公开审判的情形分为两种，一种是应当不公开审理的情形，一种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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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开审理的情形。 

（一）应当不公开审理的情形 

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属于应当不公开审理的情形。 

（二）可以不公开审理的情形 

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和离婚案件属于经当事人申请可以不公开审理的案件。 

三、公开审判的程序要求 

（一）公告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在开庭 3日前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公开审理案件

应当在开庭 3日以前公告。公告应当包括案由、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开庭时间和地点。 

（二）事实认定 

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过庭审辩论、质证。 

（三）宣判 

人民法院审理的所有案件应当一律公开宣告判决。 

（四）法律后果 

应该公开审理而未公开审理属于违反法定程序的典型事由。 

四、公开审判的场所要求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庭审活动应当在审判法庭进行。 

第二节   两审终审制度 

一、两审终审制度的概念 

两审终审，就是指一个民事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后，即告终结的制度。 

二、我国两审终审制的沿革 

三、民事审级制度的概念与功能 

（一）民事审级制度的概念 

通常意义上，民事审级制度是指一个案件经过几个不同级别的法院审理，裁判就产生法律约束

力的制度，这自然涉及一国法院系统纵向的层级设置。民事审级制度两个层次的内涵可以概括为法

院职能内涵与裁判效力内涵。 

（二）民事审级制度的功能 

1、民事权利补救功能 

2、裁判效力确定功能 

3、法律适用统一功能。 

四、我国民事审级制度的改革 

第三节   合议制度 

一、合议制度的概念 

合议制度，是指由 3名以上单数的审判员、陪审员组成或者由 3名以上单数的审判员组成的审

判庭，代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并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与作出裁判的制度。 

二、合议庭的适用范围 

（一）第一审合议庭：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 

（二）第二审合议庭：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 

（三）再审的合议庭：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原来是第一审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

议庭；原来是第二审的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 

三、合议庭的职责 

（一）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案件的具体情况，可以作出财产保全、证据保全、先予执行等裁

定；（二）确定案件委托评估、委托鉴定等事项；（三）依法开庭审理第一审、第二审和再审案件；

（四）评议案件；（五）提请院长决定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六）按照权限对案件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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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程序性事项作出裁判或者提出裁判意见；（七）制作裁判文书；（八）执行审判委员会决定；（九）

办理有关审判的其他事项。 

四、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关系 

第四节   陪审制度 

一、陪审制度的概念 

陪审制度，是指国家的审判机关吸收非职业法官参加案件审判的司法制度。 

二、人民陪审员的权利与义务 

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 

三、人民陪审员的任命与资格 

四、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案件的范围 

五、人民陪审员履行职责的保障 

第五节   回避制度 

一、回避制度的概念 

回避制度，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审判人员及其他有关人员遇有法律规定的情形，可能影响案件

的公正审理的，退出对某一具体案件的审判活动的制度。 

二、回避主体与事由 

（一）回避主体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44条规定，在民事诉讼中，需要回避的主体有：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书记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 

（二）回避事由 

三、回避方式与程序 

（一）回避方式 

1、自行回避，又称为积极回避。是指回避主体在民事诉讼中遇有法定的应当回避情形时，自

动提出回避申请，要求退出案件的审理活动或者诉讼程序。 

2、申请回避，又称为消极回避。是指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认为回

避主体具有法律规定的回避情形，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申请回避主体退出本案的审理活动或者诉

讼程序。 

（二）回避程序 

1、回避申请的提出 

2、回避申请的处理 

学习目标： 

了解民事审判各项基本制度的含义及内容，明确基本制度在民事诉讼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重要

作用。 

作业： 

1、在审判实践中，多数公开审判的民事案件无人旁听，也无新闻媒体采访报道。即使有人旁

听，除法学专业的学生外，大多也是当事人的“亲友团”或者利害关系人。新闻媒体只对极少数具

有新闻价值或者具有社会轰动效应的案件有采访、报道的兴趣。结合审判实际情况，你认为怎样做

才能充分发挥公开审判制度的功能？ 

2、我国民事诉讼实行两审终审制有何利弊？ 

3、如何改革审判委员会与合议庭之间的关系？ 

4、如何评价我国人民陪审制度？ 

5、怎样理解回避事由？ 

知识单元 7：当事人 

参考学时：6学时（包括课堂讨论 2学时）。 



935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当事人概述 

    一、当事人的概念与特征 

民事诉讼当事人，是因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事诉讼，与案件的审

理结果有直接或者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受人民法院裁判约束的人。当事人具有以下特征：1、民

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2、以自己的名义起诉或者应诉，实施诉讼行为。3、与案件审理结果有

直接或者法律上的利害关系。4、接受人民法院裁判的约束。 

注意非实体权利义务主体成为当事人的情形。 

二、当事人适格 

当事人适格，又称正当当事人，是当事人就特定的案件有资格起诉或者应诉，成为原告或者被

告，并受人民法院裁判约束的当事人。 

三、诉讼权利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 

诉讼权利能力，又称当事人能力，是指依法能够享有民事诉讼权利和承担民事诉讼义务的能力，

即可以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能力或资格。 

诉讼行为能力，又称为诉讼能力，是指当事人能够自己实施诉讼行为、行使诉讼权利和履行诉

讼义务的资格。 

四、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 

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维护自己民事权益的手段，当事人在享有诉讼权利

的同时应承担一定的诉讼义务。 

五、当事人的变更 

当事人的变更，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根据法律的规定或基于当事人的意思，原诉讼的当事人被

变更或变动为新的当事人的一种诉讼现象。当事人的变更包括任意的当事人变更和法定的当事人变

更 

第二节   共同诉讼人 

一、共同诉讼人概念与特征 

共同诉讼人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

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一同在人民法院进行诉讼的人。 

共同诉讼人具有以下特征：1、诉讼主体人数二人以上。2、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同一种类。 

二、必要的共同诉讼 

 (一) 必要共同诉讼的概念 

必要的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人民法院合并

审理并作出同一判决的诉讼形式。 

 (二) 必要共同诉讼的特征分类 

必要共同诉讼可以进一步区分为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和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必要共同诉讼是

指按照法律规定，必须数人一同起诉或应诉，才是适格的当事人，法院对于争诉的法律关系应当做

出合一判决。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是指数人就诉讼标的，不必一同起诉或应诉，有选择单独诉讼或

共同诉讼的权利，但是如果数人共同起诉或共同应诉，法院必须并案审理，合一确定的诉讼。 

 (三) 必要共同诉讼的情形 

能够引起必要共同诉讼的具体情形有：1、以挂靠形式从事民事活动，当事人请求由挂靠人和

被挂靠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的，该挂靠人和被挂靠人为共同诉讼人；2、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上登

记的经营者与实际经营者不一致的，以登记的经营者和实际经营者为共同诉讼人；3、未依法登记

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为共同诉讼人；4、企业法人分立的，因分立前的民事活动

发生的纠纷，以分立后的企业法人为共同诉讼人；5、借用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盖章的空白

合同书或者银行账户的，出借单位和借用人为共同诉讼人；6、在继承遗产的诉讼中，部分继承人

起诉的，人民法院应通知其他继承人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被通知的继承人不愿意参加诉讼又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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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人民法院仍应把其列为共同原告；7、原告起诉被代理人和代理人，要

求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为共同被告；8、共有财产权受到他人侵害，部分共有权人

起诉的，其他共有权人为共同诉讼人 9、在因连带保证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中，债权人向保证人和

被保证人一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证人和被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保证合同约定为一般

保证，债权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被保证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债权人仅起诉

被保证人的，可只列被保证人为被告 10、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

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其监护人为共同被告；11、因劳务派遣引起的纠纷，

以接受劳务派遣的一方为被告；当事人要求劳务派遣单位承担责任的，作为共同被告。12、共同危

险行为致人损害的，实施共同危险行为的人为共同诉讼人；1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2001年 4月 16

日颁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尚未解除劳动

合同的劳动者，原用人单位以新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将新的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列为共同被告。 

 (四)必要共同诉讼人之间的关系 

我国民事诉讼法以承认原则来处理必要共同诉讼人的内部关系，即共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对诉

讼标的有共同权利义务的，其中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其他共同诉讼人承认，对其他共同诉讼人发生效

力。 

 (五)必要的共同诉讼人的追加 

  在必要共同诉讼中追加当事人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依职权追加；二是依申请追加。对当事人提

出追加当事人的申请，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申请无理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理的，书面通知被

追加的当事人参加诉讼。人民法院追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时，应当通知其他当事人。应当追加的原

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追加;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仍应追

加为共同原告，其不参加诉讼，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依法作出判决。 

 三、普通的共同诉讼人 

（一）普通的共同诉讼人的概念 

普通的共同诉讼人，是指当事人的一方或双方是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为同一种类，人民法院

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而一同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应诉的当事人。 

（二）普通共同诉讼的特征 

普通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属于同一种类。普通共同诉讼是一种可分之诉，各共同诉讼人的诉讼

行为具有独立性。 

（三）普通的共同诉讼人之间的关系 

在普通的共同诉讼中，每一个共同诉讼人都是独立的诉讼主体，每一个共同诉讼人的诉讼行为，

对其他共同诉讼人都没有约束力。 

（四）普通共同诉讼与必要共同诉讼之间的区别 

普通共同诉讼与必要共同诉讼都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人民法院在同一诉讼程序中

合并处理多数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这是两者的相同之处。但是二者在以下几个方面还存在明显

的区别：1、在诉讼标的的性质方面，普通共同诉讼的诉讼标的属于同一种类；必要共同诉讼的诉

讼标的是同一的；2、在诉的特征方面，普通的共同诉讼属于可分之诉；而固有的必要的共同诉讼

属于不可分之诉；3、在法院的审理和裁判方式方面，普通的共同诉讼可以共同起诉或应诉，也可

以分别起诉或应诉，法院可合并，也可分开审理，合并审理时，也须分别判决；固有的必要的共同

诉讼则要求一同起诉或应诉，法院必须合并审理、合一判决。类似的必要共同诉讼，如果多数方当

事人一同参加诉讼，则法院也必须合并审理、合一判决；4、在内部关系方面，普通共同诉讼人一

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不发生法律效力，每个共同诉讼人的诉讼行为只对自己发生效力；

必要共同诉讼人一人的诉讼行为经全体承认后，对全体共同诉讼人发生法律效力。 

第三节  诉讼代表人 

一、诉讼代表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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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诉讼代表人的概念和特征 

诉讼代表人，是指当事人众多的一方，推选出代表，由其为维护本方当事人利益而进行诉讼活

动的人。 

代表人诉讼制度具有以下特征：1、诉讼主体人数众多；2、诉讼主体的代表性；3、承担法律

后果的伸展性。 

（二）确立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意义 

确立代表人诉讼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诉讼主体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扩

大了司法解决纠纷的功能。 

二、诉讼代表人的类型 

（一）人数确定的诉讼代表人 

人数确定的诉讼代表人，是指共同诉讼的一方人数众多，由其成员推选并授权代表人代为实施

诉讼行为的人。 

（二）人数不确定的诉讼代表人 

人数不确定的诉讼代表人，是指起诉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人

数尚未确定，由向人民法院登记的权利人推选或由人民法院与其商定，并代表被代表人进行诉讼的

人。 

三、诉讼代表人的产生及权限 

（一）诉讼代表人的产生 

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其诉讼代表人可以由全体当事人共同推选产生，也可以由部分当事人

推选自己的代表人参加诉讼。推选不出代表人的当事人，在必要的共同诉讼中可以自己参加诉讼，

在普通的共同诉讼中可以另行起诉。 

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其诉讼代表人从向人民法院登记的权利人中产生。 

（二）诉讼代表人的权限 

在多数人诉讼中，诉讼代表人的权限相当于未被授予处分实体权利的诉讼代理人。 

第四节   第三人 

一、第三人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的请求权，或者虽无独立的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

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参加到原告、被告已经开始的诉讼中进行诉讼的人。 

第三人具有以下特征：1、对他人争议的诉讼标的认为有独立请求权或者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

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参加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自己的权益。3、他人的诉讼已经开始、审理终

结前参加诉讼。 

二、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一）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概念与特征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之间正在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的请求权，参加到原告和被

告已经开始的诉讼中进行诉讼的人。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具有以下特征：1、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认为有全部或者部分独立的

请求权。2、将本诉的原告、被告作为被告提起诉讼而参加诉讼。3、在诉讼中处于原告的诉讼地位；

4、在本诉审理的过程中参加诉讼。 

（二）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诉讼地位与权利救济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实际上处于参加之诉的原告地位。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

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

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 6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必要共同诉讼人的区别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必要的共同诉讼人的区别主要体现为：1、诉讼标的数量不同；2、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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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可以分开审理上不同；3、对立关系上不同；4、诉讼地位不同；5、参加时间不同。 

三、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一）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概念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是案件处理结果同他

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维护自己利益而参加到原告与被告已经开始的诉讼中进行诉讼的人。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具有以下特征：1、参加诉讼的根据是案件处理结果可能与他有法律上

的利害关系。2、参加到当事人一方进行诉讼。3、在诉讼中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 

（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及权利救济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不是完全独立的诉讼当事人，不具有与当事人完全相同的诉讼地位。在诉

讼进行过程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权对案件提出管辖权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者

申请撤诉。人民法院判决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享有上诉权与对调解的同意与签

收权。 

如果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

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

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 6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

经审理，诉讼请求成立的，应当改变或者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诉讼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

讼请求。 

（三）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区别 

1、参加诉讼的根据不同；2、诉讼地位不同；3、享有的权利不同；4、参加诉讼的方式不同。 

（四）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具体情形 

具体情形有代位权诉讼中的第三人、撤销权诉讼中的第三人、合同转让情形下的第三人和劳动

争议案件中的第三人。 

（五）不得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具体情形 

具体情形有：1、原、被告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无直接牵连和不负有返还或赔偿义务的人；2、

与原、被告约定仲裁或约定管辖的案外人，或专属管辖案件的一方当事人；3、产品质量纠纷案件

中原、被告法律关系之外的一些人员；4、已经履行其义务，或依法取得了一方当事人的财产，并

支付了相应的对价的原、被告之间法律关系以外的人。 

学习目标： 

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能力和诉讼行为能力、当事人适格、共同诉讼、诉讼中第三人的种类，是本

章重点所在。 

作业： 

1、举例说明非实体法律关系主体成为当事人的情形。 

2、怎样理解民事诉讼权利能力与诉讼行为能力的区别？ 

3、简述普通共同诉讼与必要共同诉讼之间的不同点。 

4、如何理解诉讼代表人的权限范围？ 

5、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的审理程序怎样进行？ 

6、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之间有何区别？ 

7、简述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必要共同诉讼人的区别。 

知识单元 8：  法院与管辖 

参考学时：6学时（包括课堂讨论 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法院的组织及职权 

我国人民法院的组织体系由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组成。 

一、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最高审判机关，负责审理各类案件，制定司法解释，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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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依照

法律确定的职责范围，管理全国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其职权有审判工作、司法解释工作和司法行

政管理工作。 

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 

（一）高级人民法院 

（二）中级人民法院 

（三）基层人民法院 

（四）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法官的任免 

三、专门人民法院 

各专门人民法院包括军事法院、海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和知识产权法院等。 

第二节  主管 

一、主管的概念 

民事案件的主管，是指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和解决一定范围内民事纠纷的权限，也即明确人民法

院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之间解决民事纠纷的分工，其实质是确定人民法院行使民事审判权的

范围和权限。 

二、主管的意义 

明确人民法院的主管，有利于人民法院正确地行使民事审判权，有利于消除人民法院越权受理

案件或者推诿主管的弊端，保障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主管的范围 

人民法院主管的民事案件主要有以下几类：1、由民法调整的平等权利主体之间因财产关系和

人身关系发生纠纷而引起的案件；2、由婚姻法调整的平等权利主体之间因婚姻家庭关系发生纠纷

而引起的案件；3、由经济法调整的平等权利主体之间因经济关系发生纠纷而引起的案件；4、由劳

动法调整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因劳动关系发生纠纷而引起的案件；5、由其他法律调整的社会

关系发生争议，法律明确规定依照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 

四、法院主管和其他组织主管民事纠纷的关系 

（一）法院主管与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进行工

作。 

（二）法院主管与仲裁机构仲裁 

仲裁是一种解决民商事纠纷的重要方式。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仲裁主要有民商事争议仲裁、

劳动争议仲裁、人事争议仲裁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等。 

（三）法院主管与行政机关解决民事纠纷 

行政调解或裁决是解决民事纠纷的方式之一，但不是最终的方式，当事人不服的还可以向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节   管辖概述 

一、管辖的概念和意义 

民事案件的管辖，是指确定各级人民法院之间和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

和权限。 

 正确划分管辖，对人民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保护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具有重要意义。 

二、确定管辖的原则 

民事诉讼法确定管辖遵循了以下几条原则：1、便利当事人进行诉讼和便利人民法院行使审判

权。2、均衡各级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3、原则规定与灵活规定相结合。4、维护国家主权。5、管

辖恒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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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辖的分类 

以民事诉讼法的体例为标准，管辖可以分为：级别管辖、地域管辖、移送管辖和指定管辖。 

根据民事诉讼的理论，管辖可以分为：法定管辖和裁定管辖；专属管辖和协议管辖；共同管辖、

选择管辖与合并管辖。 

第四节   级别管辖 

一、级别管辖的概念 

级别管辖，是指划分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 

二、确定级别管辖的依据 

确定不同级别的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的主要依据是：案件的性质、案件影响的大小、

诉讼标的额的大小。 

三、各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1、除民事诉讼法规定以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事案件。 

2、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四类民事案件：重大涉外案件，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最高人民

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和其他法律规定的案件。 

3、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的第一审民事案件。 

4、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民事案件有：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认为应当由本院审理

的案件。 

第五节  地域管辖 

一、地域管辖的概念 

地域管辖，是指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在各自的辖区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 

地域管辖与级别管辖不同。级别管辖从纵向划分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

权限和分工，而地域管辖从横向划分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权限和分工。二者之

间的联系表现为，级别管辖是地域管辖的基础，而地域管辖是落实级别管辖具体规定的。 

二、地域管辖的种类 

（一）一般地域管辖及其例外规定 

一般地域管辖，是指以当事人所在地与人民法院辖区的关系来确定管辖法院。 

一般地域管辖的原则是“原告就被告”，即民事诉讼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是，在特

殊情况下，适用“被告就原告”，即由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二）特殊地域管辖 

特殊地域管辖，是指以诉讼标的、诉讼标的物所在地，或者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

法律事实所在地为标准所确定的管辖。特殊地域管辖是相对于一般地域管辖而言的，是法律针对特

别类型案件的诉讼管辖作出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 23条至第 32条，规定了特殊地域管辖的十

一种情形。 

（三）专属管辖 

专属管辖，是指对某些特定类型的案件，法律强制规定只能由特定的人民法院行使管辖权，其

他人民法院无管辖权，当事人也不得协议变更管辖法院。《民事诉讼法》第 33条规定不动产纠纷、

港口作业纠纷与继承纠纷为专属管辖案件。 

（四）共同管辖与选择管辖 

同一诉讼，依照法律规定两个以上法院都有管辖权的，称为共同管辖。选择管辖，是指两个或

两个以上人民法院对同一案件都有管辖权时，当事人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向其提起诉讼。 

（五）协议管辖 

协议管辖，又称合意管辖或者约定管辖，是指双方当事人在纠纷发生之前或纠纷发生之后，以

书面合意方式约定解决他们之间纠纷的管辖法院。 

协议管辖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1、仅限于第一审合同纠纷案件。2、即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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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既包括合同纠纷，也包括其他财产权益纠纷。3、协议管辖必须以书面协议的形式选择管辖。4、

协议管辖的时间既可以是在纠纷发生之前，也可以在纠纷发生之后诉讼之前。5、在选择管辖法院

的范围上，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必须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6、协议管辖不得违反

民事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第六节  裁定管辖 

根据人民法院的裁定确定管辖法院的，称为裁定管辖。裁定管辖是法定管辖的必要补充。我国

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指定管辖、移送管辖、移转管辖均属于裁定管辖。 

一、移送管辖 

移送管辖，是指已经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因发现本法院对该案件没有管辖权，而将案件移送

给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移送管辖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案件；第二，

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对该案件无管辖权；第三、受移送的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具有管辖权。 

二、指定管辖 

指定管辖，是指上级人民法院根据法律规定，以裁定的方式，指定其辖区内的下级人民法院对

某一民事案件行使管辖权。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下列两种情况需要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1.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2.人民法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争

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报请它们的共同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三、移转管辖 

移转管辖，是指由上级人民法院将确有必要并报请其上级人民法院批准的某个案件的管辖权转

移给下级人民法院，或者经上级人民法院的同意或决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某个案件的管辖权转移给

上级人民法院的，它是级别管辖的一种变通措施。 

第七节  管辖权异议与管辖恒定 

一、管辖权异议 

管辖权异议，是指法院受理民事案件以后，当事人依法提出该人民法院对本案无管辖权的意见

或者主张。 

（一）管辖权异议的主体 

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主体必须是本案的当事人。 

（二）提起管辖权异议的客体 

所谓管辖权异议的客体，是指管辖权异议的主体有权对哪些类型的民事诉讼管辖主张管辖权异

议。管辖异议客体的范围因管辖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三）提起管辖权异议的时间 

必须在法定的答辩期限内提出，逾期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审议。 

（四）管辖权异议的处理 

受诉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出的异议应当进行审查。经过审查，认为异议成立的，裁定将案件移

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的异议。 

二、管辖恒定 

（一）管辖恒定的含义和意义 

管辖恒定，是指确定法院对某个案件是否享有管辖权，以起诉时为标准，起诉时对案件享有管

辖权的法院，不因据以确定管辖的事实在诉讼过程中发生变化而受影响。 

管辖恒定是出于对程序安定的考虑，同时，管辖恒定体现了诉讼效率的原则，反映了诉讼经济

的要求，符合两便原则。它既可以避免管辖频繁变动造成诉讼管辖的不确定性导致司法资源不必要

的浪费，又可以减少当事人的讼累，从而保证案件的及时处理，防止诉讼的延误。 

（二）管辖恒定的种类 

管辖恒定包括级别管辖恒定、地域管辖恒定和反诉管辖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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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了解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审判一定范围内民事纠纷的权限，掌握管辖的概念、种类及其适用，

结合理论与实践把握管辖的具体规定。 

作业： 

1、什么是主管？如何确定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 

2、什么是管辖？确定管辖的原则是什么？ 

3、如何完善我国的管辖制度？ 

4、如何评价我国当前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实际效果？ 

5、对于跨地区的民商事案件如何确定管辖法院？ 

知识单元 9：民事诉讼证据与证明 

说明：该章成为我校一门独立的限选课程，教学大纲单独编写。 

知识单元 9：第十章  诉讼调解与和解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诉讼调解概述 

一、诉讼调解的概念与特征 

诉讼调解，是指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他们之间发生的民事权益争议，通过

自愿、平等地协商，互谅互让，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和结案方式。 

诉讼调解主要具有以下特征：1、诉讼调解是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当事人相互协商解决

纠纷的诉讼活动；2、诉讼调解贯穿于民事诉讼程序的全过程；3、诉讼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

件，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结案方式；4、诉讼调解是法院行使审判权与当事人行使诉权相结合的产

物。 

二、诉讼调解制度的意义 

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确保司法公正；有利于彻底解决民事权益争议，促进案结事了；

有利于弥补法律规定不足和填补法律漏洞；有利于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有利于

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有利于降低诉讼的对抗性，维护社会稳定。 

三、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与调解阶段 

（一）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 

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包括可适用调解的案件范围和适用调解的程序范围。 

（二）诉讼调解阶段 

调解阶段包括诉前、立案、庭前、庭中、再审、回访等环节。 

第二节  诉讼调解的原则 

一、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即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调解的前提必须是双方当事人自愿。

可以从两方面理解：1、调解的提出与进行必须是双方当事人自愿。2、调解达成的协议内容必须反

映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二、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即人民法院和双方当事人的调解活动及其协议内容，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 

三、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 

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对民商事案件进行调解应当以案件事实的清楚和是非责

任的分清为前提和基础。 

第三节  诉讼调解的程序 

一、调解程序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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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调解主要依当事人申请而开始，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进行调解。 

二、调解的进行 

（一）调解的期限 

（二）调解的审判组织 

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由审判员一人主持，也可以由合议庭主持。 

（三）调解的地点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应尽可能就地进行。 

（四）调解的传唤方式 

可以使用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 

（五）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 

人民法院调解案件时，当事人不能出庭的，经其特别授权，可由其委托代理人参加调解，达成

的调解协议，可由委托代理人签名。 

（六）协助调解与委托调解 

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人民法院

进行调解。 

（七）调解的方式 

诉讼调解可以公开进行，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不公开进行。 

（八）调解的客体范围 

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九）部分诉讼请求的先行调解 

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可以全部调解后达成调解协议，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部分调解后，

就这一部分达成调解协议。 

三、调解的结束 

双方当事人经过协商，达成协议而结束调解程序或者因双方当事人未达成协议而结束调解程

序。 

第四节  调解协议、调解书及其效力 

一、调解协议与调解书 

调解协议是指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当事人双方针对其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通过协商达成的

诉讼契约。调解书既是对双方当事人协商结果的记载，又是对人民法院确认当事人调解协议的证明。 

二、调解协议的督促条款和担保履行条款 

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时，为保障调解书的履行，可以约定违反调解协议方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 

三、调解协议内容可否转换为判决 

对于当事人自行和解或者调解达成协议后，请求人民法院按照和解协议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制

作判决书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但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案件，由其法定代理人进行诉讼。

法定代理人与对方达成协议要求发给判决书的，可根据协议内容制作判决书。 

四、调解书的制作与例外 

在通常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调解协议的内容制作调解书。在下列情况下，当事人达成调

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1、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2、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

3、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其他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 

五、调解书、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人民法院制作的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不必制

作调解书的，法院将调解协议记入笔录，调解协议经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盖章后，也

产生与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调解书和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调解协议具有羁束力、确定力、形成力、

执行力。  

六、调解协议或调解书的生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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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定生效方式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对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调解协议，法院记入调

解笔录或者法庭笔录，由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在笔录上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二）约定生效方式 

在适用简易程序时，当事人还可以协商确定调解协议的生效时间，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不

必等制作调解书送达双方当事人以后生效，当事人可以共同约定在调解协议上签字生效。                     

第五节  诉讼和解 

一、诉讼和解的概念 

诉讼和解，是指当事人双方在诉讼过程中，自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行为。 

二、诉讼和解的程序 

1、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可以申请法院确认并制作调解书。 

2、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庭外和解，诉讼程序暂停，和解所花费的时间不计入法院的审限。 

3、当事人和解，可以申请法院予以协调。 

三、诉讼和解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和解后可以选择撤诉，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确认并制作调解书。 

学习目标： 

理解法院调解的概念及其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法院调解与审判的关系，掌握

法院调解的原则以及法律效力。 

作业： 

1、诉讼调解应当掌握哪些原则？ 

2、简述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3、在民事诉讼中如何正确处理诉讼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4、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诉讼和解制度？ 

知识单元 10：民事诉讼保障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保全与先予执行 

 一、民事诉讼保全制度 

民事诉讼保全是指人民法院采取法定措施，对财产、证据、行为等特定事物的法律特性和法律

价值予以保存和保护，其分为财产保全、行为保全和证据保全三类。财产保全是指人民法院在利害

关系人起诉前或者当事人起诉后，为保障将来的生效判决能够得到执行或避免财产遭受损失，根据

利害关系人、当事人的申请或必要时依职权，对当事人的财产、争议的标的物或与本案有关的财产，

采取限制处分的强制措施。行为保全是指一方当事人申请法院责令另一方当事人为一定行为或禁止

为一定行为的临时性救济措施。 

（一）财产保全 

1、适用情形 

财产保全的适用情形有诉前财产保全和诉讼财产保全。 

2、财产保全的措施及适用 

财产保全可以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人民法院对季节性商品、鲜活、

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采取保全措施时，可以责令当事人及时处理，由人民法院

保存价款；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予以变卖，保存价款。 

3、财产保全的适用程序 

财产保全的适用程序有申请、提供担保、审查、裁定与执行和解除。 

4、财产保全的救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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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对保全裁定不服的，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五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因申请错误造成被申请人遭受损失的，申请人应予以赔偿；因人民法院依职权采取保全措施错误造

成损失的，应由人民法院依国家赔偿法予以赔偿。 

（二）行为保全 

1、申请 

申请行为保全有三个条件：1、申请人必须具备申请行为保全的正当理由；1、行为保全应向有

管辖权的法院申请；3、必须是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在诉讼进行的过程中，人民法院也

可以依职权采取行为保全措施。 

2、管辖 

对于诉前申请行为保全的，应当向对案件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诉讼中申请行为保全的，

则应当由受诉法院管辖。 

3、担保 

诉前申请行为保全的，利害关系人应当提供担保。诉讼过程中申请行为保全，由法院依个案的

具体情况判断是否需要提供担保。 

4、审查与复议 

法院的审查包括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对准予采取行为保全的，应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如停

止侵害、排除妨碍、限制活动等。  

申请人或被申请人对裁定不服的，可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5、行为保全的撤销及错误的救济 

被申请人对行为保全措施提出复议，经法院审查复议理由成立，或者被申请人提供担保，或者

作出保全裁定的人民法院认为保全的条件不再具备的，可以撤销行为保全裁定。申请人由于错误申

请导致被申请人损失的，申请人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被申请人可以据此提出赔偿要求。 

二、先予执行 

（一）先予执行的概念和特征 

先予执行，即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裁定一方当事人预先履行一定义务的

法律制度。 

（二）先予执行的适用范围 

1、追索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案件。2、追索劳动报酬的案件。3、

因情况紧急需要先予执行的案件。 

（三）先予执行的适用条件 

先予执行应符合下列条件：1、当事人之间所争之诉必须是给付之诉。2、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

明确。3、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或者生产经营。4、被申请人有履行义务能力。 

（四）先予执行的适用程序 

先予执行必须由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为避免因先予执行错误而使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受到损害，人民法院可以责令申请先予执行的权利人提供担保。对于符合条件的先予执行申请，人

民法院应以书面形式作出裁定并立即执行。当事人对先予执行的裁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裁定的人

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但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五）先予执行错误的补救 

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后，经审理判决申请人败诉的，或者虽未败诉但判决给付的数额小于先

予执行的数额，申请人因先予执行取得的利益应返还被申请人。人民法院应当依据生效判决，裁定

申请人返还因先予执行所取得的全部或部分利益，如申请人拒不返还，由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如果

被申请人因先予执行遭受损失，申请人还应赔偿其损失。 

第二节  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一、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概述 

（一）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概念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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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是指在民事诉讼中，为排除干扰，维护正常的诉讼秩序，对有妨

害民事诉讼秩序行为的行为人，所采取的具有制裁性质的强制手段。 

设立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目的是为了保障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从性质上讲，它

是一种排除妨害的强制性手段，是一种强制性教育手段，而不是惩罚手段，不同于刑事制裁、民事

制裁和行政制裁方法。 

（二）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意义 

有利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行使诉讼权利，有利于人民法院正常行使审判权，教育诉讼参

与人及其他公民自觉遵守法律。 

二、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构成要件和种类 

（一）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构成要件 

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行为主体故意扰乱正常的诉讼秩序，妨碍诉讼活

动正常进行的行为。 

妨害民事诉讼行为的构成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行为人实施了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2、行

为人主观上是故意的。3、行为人具有行为能力。4、行为人实施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发生在诉讼过

程中。5、是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 

（二）妨碍民事诉讼行为的种类 

1、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2、违反法庭规则，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 

3、恶意诉讼的行为以及被执行人恶意逃避履行债务的行为。 

4、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害人民法院审理案件。 

5、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 

6、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护的财产，转移

已被冻结的财产。 

7、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参与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人、协助执行的人，进行

侮辱、诽谤、诬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 

8、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执行职务。 

9、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已生效的裁判。 

10、有义务协助调查、执行的单位拒绝或者妨碍调查、执行。 

11、采取非法拘禁他人或者非法私自扣押他人财产方式追索债务。 

三、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种类及适用程序 

（一）拘传 

拘传是人民法院采用强制性方法，强制被告到庭参加诉讼活动的一种措施。 

对于必须到庭的被告，经两次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时，经院长批准方可适用拘传。 

（二）训诫 

训诫是人民法院对妨害民事诉讼秩序行为较轻的人，进行批评教育并责令其改正的一种强制措

施。 

适用训诫措施，由合议庭或者独任制审判员以口头方式决定即可。训诫的内容应当记入庭审笔

录。 

（三）责令退出法庭 

责令退出法庭是指人民法院对于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强制其离开法庭的措施。 

适用责令退出法庭，由合议庭或者独任审判员口头决定，被责令退出法庭者的违法事实应当记

入庭审笔录。 

（四）罚款 

罚款是人民法院对实施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情节比较严重的人，责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交纳一

定数额金钱的措施。适用罚款措施时，先由合议庭或者独任审判员提出意见，经院长批准后，制作

罚款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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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拘留 

拘留是人民法院对实施妨害民事诉讼行为情节严重的人，在一定期限内限制其人身自由的强制

措施。 

适用拘留措施，由合议庭或者独任审判员提出处理意见，报请院长批准后制作拘留决定书，由

司法警察将被拘留人送交当地公安机关看管。 

第三节   期间与送达 

一、期间 

（一）期间的概念与特征 

期间，是指人民法院、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各自完成某项诉讼行为的一段时限。 

（二）期间的分类 

以期间设定后是否可以变更为标准，可以把期间分为不变期间和可变期间。以法律规定、法院

指定还是当事人约定为标准，可以把期间分为法定期间、指定期间和约定期间。 

1、法定期间 

法定期间，是指法律规定的期间，具有不可变更性。 

2、指定期间 

指定期间，是指人民法院指定完成某种诉讼行为的期限。 

3、约定期间 

约定期间，是指根据法律或司法解释所确立的约定机制，由各方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受诉法

院认可的诉讼期间。 

（三）期间的计算 

期间以时、日、月、年计算。期间开始的时和日不计算在期间内。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是节假

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间届满的日期。期间不包括在途时间。 

（四）期间的补救 

期间的补救，是指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因故不能在法定或指定的期间内完成应为的诉讼行为时，

依法采取的顺延措施。 

（五）期日 

期日，是指人民法院与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会合进行诉讼行为的日期 

二、送达 

（一）送达的概念与特征 

送达，是指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将诉讼文书送交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

的行为。 

送达具有以下特征：1、送达的主体是人民法院。2、送达的对象是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

3、送达的内容是各种诉讼文书。4、送达必须按法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 

（二）送达的方式 

送达的方式有以下七种：直接送达、留置送达、电子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转交送达、

公告送达。 

（三）送达的效力 

送达的效力是指人民法院将诉讼文书送达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主要表现在程序上的效力和实

体上的效力。 

第四节  民事诉讼代理制度 

一、民事诉讼代理制度概述 

（一）民事诉讼代理制度的概念和意义 

民事诉讼代理制度，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民事权益，依据法律直接规定或者经

授权委托，借助他人帮助获得司法保护的一种诉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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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保证了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有利于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人民法院正确及时

地处理诉讼。 

（二）诉讼代理人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诉讼代理人，即以当事人的名义，在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授权的范围内，代理当事人一方进行

诉讼活动的人。 

诉讼代理人具有以下特征：1、诉讼代理人始终是以被代理人名义进行诉讼活动。2、诉讼代理

人必须具有诉讼行为能力和一定的诉讼基本知识。3、诉讼代理人必须在诉讼代理权限范围内实施

诉讼行为。4、诉讼代理人进行诉讼活动的终极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5、在同一案件中只能代理一

方当事人进行诉讼。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诉讼代理人分为法定代理人和委托代理人。 

二、法定诉讼代理人 

（一）法定诉讼代理人的概念和特征 

法定诉讼代理人，是指依照法律规定代理无诉讼行为能力的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的人。法定诉

讼代理人的范围和代理权限均由法律直接规定。法定诉讼代理人具有以下特征：1、代理权的产生

基于法律规定；2、法定诉讼代理人代理对象仅限于无诉讼行为能力人；3、法定诉讼代理人的范围

仅限于被代理人的监护人。 

（二）法定诉讼代理人的范围 

民事诉讼中的法定代理人必须是被代理人的监护人，监护人的范围即是法定诉讼代理人的范

围，包括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精神病人的监护人。 

（三）法定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和诉讼地位 

监护人作为法定诉讼代理人进行诉讼，为维护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应该让其享有被代理人所

享有的全部诉讼权利，包括与对方当事人和解，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提起反诉或者上诉的

权利。其法律地位相当于被代理的当事人。 

（四）法定诉讼代理权限的取得和消灭 

法定诉讼代理人的诉讼代理权依据法律的规定而取得，其消灭也与监护权的丧失同步。 

三、委托诉讼代理人 

（一）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概念和特征 

委托诉讼代理人是根据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委托代为进行诉讼活动的人。其特征为：1、诉讼

代理的权限、范围和事项基于委托人的授权；2、诉讼代理事项和代理权限，除法律另有规定外，

一般由委托人自行决定；3、诉讼代理人和被代理人均有诉讼行为能力。 

（二）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范围和人数 

被委托担任诉讼代理人的范围是：律师、当事人的近亲属、有关的社会团体或者当事人所在单

位推荐的人、经人民法院许可的其他公民。委托代理人人数以 2人为限。 

（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和诉讼地位 

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取决于委托人的授权，分为一般委托代理和特别委托代理。诉讼代

理人代为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进行和解，提起反诉或者上诉，必须有特别授权。 

（四）委托代理权限的取得和消灭 

      委托诉讼代理权基于当事人、法定代理人的授权委托而产生。授权委托必须以书面方式进行。

委托诉讼代理关系成立后，诉讼代理权在诉讼过程中可能发生变更。 

委托诉讼代理权可以因诉讼结束、代理人死亡或者丧失诉讼行为能力、被代理人死亡、被代理

人解除委托或者代理人辞去委托而消灭。 

第五节  诉讼费用 

一、诉讼费用概述 

诉讼费用，是指当事人在人民法院进行民事诉讼时，依法向人民法院交纳和支付的费用。征收

诉讼费用有以下意义：1、有利于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2、有利于防止和减少当事人滥用诉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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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加强公民的法制观念 4、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 

二、诉讼费用交纳范围 

诉讼费用的种类包括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及证人等出庭发生的费用。 

（一）案件受理费的交纳范围和不交纳案件受理费的案件范围 

案件受理费，是指人民法院决定受理起诉时，按规定向当事人征收的费用。 

案件受理费分为财产案件的受理费和非财产案件的受理费。前者按照比例征收，后者按件征收。 

（二）申请费的交纳范围 

申请费是指以申请方式而并非以起诉方式提起的程序需要交纳的诉讼费用。 

（三）证人等出庭发生费用的交纳范围 

（四）当事人负担的诉讼实际支出费用范围 

三、诉讼费用缴纳标准 

（一）案件受理费交纳标准 

根据案件性质，将民事案件分为财产案件、非财产案件、知识产权民事案件、劳动争议案件、

管辖权异议案件，分别规定了不同的征收标准。 

（二）申请费交纳标准 

四、诉讼费用的交纳和退还 

（一）诉讼费用的预交 

案件受理费、申请费、执行费均由起诉人、申请人预先向人民法院缴纳，在案件审结或者执行

完毕后，依照法律规定最终确定诉讼费用的负担比例及负担人。 

（二）诉讼请求数额的确定及变更情况下案件受理费的处理 

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数额的，按照增加后的诉讼请求数额计算补交；当事人在法庭调查终结前

提出减少诉讼请求数额的，按照减少后的诉讼请求数额计算退还。 

（三）交纳诉讼费用的期限及未按期交纳诉讼费用的法律后果 

原告无正当理由未按期足额补交的，按撤诉处理，已经收取的诉讼费用退还一半。 

（四）诉讼费用的移交和退还 

移送管辖、移转管辖权的案件，原受理人民法院应当将当事人预交的诉讼费用随案移交接收案

件的人民法院。 

五、诉讼费用的负担 

（一）败诉人负担。 

（二）原告或者上诉人负担。 

（三）申请人负担。 

（四）当事人协商负担或法院决定负担。 

（五）自行负担。 

六、诉讼费用负担的复核和更正 

当事人单独对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院长申请复

核。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决定诉讼费用的计算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请求复核。计算

确有错误的，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更正。 

七、司法救助——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 

诉讼费用的缓、减、免，是指依照法律规定应当交纳的诉讼费用的当事人，因经济上确有困难，

无力负担或者暂时无力交付时，经当事人申请，由人民法院决定缓交、减交或者免交的制度。 

（一）司法救助的适用情形 

有免交诉讼费用、减交诉讼费用缓交诉讼费用的适用情形。 

（二）申请司法救助的程序 

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应当在起诉或者上诉时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证明材料。人民法院对当事

人的司法救助应当进行审查，申请不予批准的，应当向当事人书面说明理由。当事人申请缓交诉讼

费用经审查符合规定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决定立案之前作出准予缓交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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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诉讼费用的管理和监督 

诉讼费用的交纳和收取制度应当公示。人民法院收取诉讼费用按照其财务隶属关系使用国务院

财政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印制的财政票据。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全额上缴财政，纳入预

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在基本了解民事诉讼保障制度体系的基础上，应重点掌握：财产保全和先予

执行的条件、期间的计算、送达的方式、代理权限范围和诉讼费用的分配原则等。 

作业： 

1、财产保全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2、先予执行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3、妨害民事诉讼行为必须具备哪些构成要件？ 

4、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主要包含哪几类？ 

5、民事诉讼期间的计算应当遵循哪些规则？ 

6、民事诉讼法规定的送达方式主要有哪些？ 

7、简述委托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和诉讼地位。 

8、简述委托代理权限的取得条件。 

9、诉讼费用主要包括哪几类费用？ 

10、诉讼费用的负担原则有哪些？ 

民事审判程序编 

本编是关于民事诉讼审判程序的“操作规程”，是人民法院和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民

事审判活动的行为准则。通过本编的学习，对全面掌握民事诉讼程序整个框架及内容具有重要意义。 

知识单元 11： 第一审普通程序 

参考学时：8学时（包括课堂讨论 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第一审普通程序概述 

一、第一审普通程序的概念 

第一审普通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通常适用的基础程序。根据我国民事诉讼

法的规定，第一审程序包括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 

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除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层人民法院及派出法庭审理事实清楚、

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外，其他均适用普通程序。由此可见，

普通程序是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通常适用的一种基础性审判程序。 

二、第一审普通程序的特点 

（一）完整性与系统性 

（二）普适性 

第二节  起诉与受理 

一、起诉 

（一）起诉的概念与条件 

1、起诉的概念 

起诉，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自己所享有的或者依法由自己管理、支配的民事权

益受到他人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争议时，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

审判，以解决权利义务关系争议的诉讼行为。 

2、起诉的条件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19条的规定，起诉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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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告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2)有明确的被告； 

(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4)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二) 起诉的方式 

《民事诉讼法》第 120条规定：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并告知对方当事人。可见，在第一

审普通程序中，当事人起诉以书面形式为原则，以口头形式为例外。 

二、受理 

（一）受理的概念 

受理，是指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起诉进行审查后，认为起诉符合法定条件，决定立案审理的职权

行为。 

（二）人民法院审查起诉和立案登记 

1、人民法院审查起诉的内容 

人民法院收到原告的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后，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审查，以决

定是否立案。审查起诉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起诉条件的审查。人民法院收到原告的起诉状后，应当对原告的起诉是否符合《民事诉

讼法》第 119条规定的起诉条件，以及是否具有《民事诉讼法》第 124条规定的特殊情形进行审查。 

（2）起诉方式的审查。人民法院对原告的起诉，除了进行起诉条件的审查外，还应当对起诉

方式是否符合法定要求，以及起诉的手续是否完备进行审查。 

2、立案登记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23条和 2015年《民诉解释》第 20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当

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起诉权利。人民法院接到当事人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时，对符合民事诉讼法

第 119条的规定，且不属于第 124条规定情形的，应当登记立案；对当场不能判定是否符合起诉条

件的，应当接收起诉材料，并出具注明收到日期的书面凭证。需要补充必要相关材料的，人民法院

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在补齐相关材料后，应当在七日内决定是否立案。立案后发现不符合起诉条

件或者属于民事诉讼法第 124条规定情形的，裁定驳回起诉。原告对该裁定不服的，可以提出上诉。  

（三）审查起诉时的特殊处理 

人民法院在对起诉进行审查时，除对起诉的条件与方式进行审查外，还应当对起诉的内容进行

实质审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2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下列起诉，分别情形，予以处理： 

(1)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告知原告提起行政诉讼； 

(2)依照法律规定，双方当事人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不得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告知原

告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3)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其他机关处理的争议，告知原告向有关机关申请解决； 

(4)对不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告知原告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5)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

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 

(6)依照法律规定，在一定期限内不得起诉的案件，在不得起诉的期限内起诉的，不予受理； 

(7)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

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 

2015年《民诉解释》对人民法院审查起诉的处理也作了进一步规定，具体内容如下： 

（1）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诉至人民法院，只要求离婚，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

死亡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 

（2）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案件，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因新情况、新理由，一方当事人

再行起诉要求增加或减少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新案受理。 

（3）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对方当事人提出诉讼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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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辩，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抗辩事由成立的，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4）当事人就已经提起诉讼的事项在诉讼过程中或者裁判生效后再次起诉，同时符合下列条

件的，构成重复起诉：一是后诉与前诉的当事人相同；二是后诉与前诉的诉讼标的相同；三是后诉

与前诉的诉讼请求相同，或者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上否定前诉的裁判结果。当事人重复起诉的，裁

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受理的法律后果 

1、受诉人民法院取得对案件的管辖权 

2、明确了各主体的诉讼地位 

3、阻止本案当事人重复起诉 

第三节  审理前的准备 

一、审理前准备的概念 

审理前准备，是指人民法院受理原告起诉后至开庭审理前，由案件承办人员依法进行的一系列

准备工作的总称。 

审理前准备阶段设置的目的，是为庭审做好准备，保证庭审顺利进行，以保障当事人充分行使

诉讼权，保障人民法院公正行使审判权。 

二、审理前的准备工作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25条—第 133条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审理前准备阶段需要做好以

下几项工作： 

（一）送达诉讼文书和提出答辩状 

（二）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及合议庭组成人员 

（三）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 

（四）追加当事人 

（五）处理管辖权异议 

（六）召集庭前会议 

（七）受理后的处理 

（八）其他工作 

第四节  开庭审理 

一、开庭审理的概念、形式和内容 

（一）开庭审理的概念 

开庭审理，是指人民法院在完成审理前准备阶段的各项工作后，在双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

人的参加下，于确定的期日在法庭上依照法定的形式与程序，对争议案件进行审理的诉讼活动。 

（二）开庭审理的形式 

开庭审理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要求进行： 

1、法庭审理 

开庭审理必须采取法庭审理的方式，即开庭审理必须由审判人员组成的合议庭，在当事人及其

他诉讼参与人均到庭的情况下，在人民法院设立的专用、固定的法庭或特设的临时法庭对案件进行

审理。 

2、直接言词审理 

开庭审理须采取直接言词审理的形式，即合议庭行使职权的行为和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

行使诉讼权利的一切诉讼行为，均需要以言词的方式进行。 

3、公开审理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3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

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

可以不公开审理。由此可见，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定开庭审理方式以公开开庭审理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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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不公开开庭审理为例外。 

（三）开庭审理的内容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28 条规定：法庭审理应当围绕当事人争议的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

等焦点问题进行。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围绕当事人争议的焦点进行，有利于提高庭审效率。 

为了解决庭审时当事人对在审理前准备阶段认可的事实和证据予以否认的现象，2015 年《民

诉解释》第 229条增加了关于“禁反言原则”的规定，即当事人在庭审中对其在审理前准备阶段认

可的事实和证据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必要时，可以责令其提供相应证

据。人民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审查。理由成立的，可以列

入争议焦点进行审理。 

二、开庭审理的程序 

开庭审理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开庭审理的基本程序，依顺序

分为开庭准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评议和宣判几个诉讼阶段。 

（一）开庭准备 

开庭准备是开庭审理的预备阶段，是指在确定的开庭日期到来时，在正式进入实体审理之前，

为保证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而进行的一系列准备工作。 

根据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开庭准备的具体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告知开庭日期并发布庭审公告 

2、由书记员查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到庭情况 

3、宣布法庭纪律 

4、书记员报告相关人员出庭情况 

5、审判长宣布并告知 

（二）法庭调查 

法庭调查是开庭审理的核心环节，也是对案件进行实体性审理的重要环节。法庭调查的主要任

务是围绕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事实，通过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以及审判人员审查核实证据，查明争议

案件事实，为下一步的法庭辩论奠定基础。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38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法庭调查的顺序是： 

1、当事人陈述 

根据法律规定，当事人陈述应当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1)原告口头陈述起诉的请求和理由，或者宣读起诉状； 

(2)被告针对原告起诉作出承认或者否定的答辩，或者宣读答辩状；对双方确认的事实，应当

记入笔录，法庭无须再作调查； 

(3)第三人陈述或者答辩。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应当陈述其诉讼请求及理由，无独立请求权

的第三人应当针对原、被告的陈述提出承认或否定的答辩意见。 

案件有多个诉讼请求或多个独立存在的事实时，可以按照每个诉讼请求、每段事实争议的问题

由当事人依次陈述、核对证据。 

2、告知证人的权利义务，证人作证，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 

3、出示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 

4、宣读鉴定意见 

5、宣读勘验笔录 

（三）法庭辩论 

法庭辩论，是指在合议庭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根据法庭调查已经基本查明的案件事实和证据

材料，各自阐明自己的观点，论述自己的意见，反驳对方当事人的主张，相互进行言词辩论的诉讼

活动。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41条的规定，法庭辩论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1)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 

(2)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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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或者答辩； 

(4)互相辩论。 

法庭辩论终结，由审判长按照原告、被告、第三人的先后顺序征询各方最后意见。 

（四）评议和宣告判决 

合议庭评议，是指合议庭就案件的性质、认定的事实、适用的法律、是非责任和处理结果等作

出结论。 

合议庭评议案件后，应当由审判长宣布继续开庭并宣读裁判。宣判时，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

旁听人员均应起立。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4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公开审理或者不公开审理的

案件，一律公开宣告判决。当庭宣判的，应当在 10日内发送判决书；定期宣判的，宣判后立即发

给判决书。宣告判决时，必须告知当事人上诉权利、上诉期限和上诉法院。宣告离婚判决，必须告

知当事人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前不得另行结婚。 

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送达难”问题，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53 条增加规定：当庭宣判

的案件，除当事人当庭要求邮寄发送裁判文书的外，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领取

裁判文书的时间和地点以及逾期不领取的法律后果。上述情况，应当记入笔录。 

三、法庭笔录 

法庭笔录，是指在开庭审理阶段，由书记员制作的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法庭审理全部活动与

过程的书面记录。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47条的规定，书记员应当将法庭审理的全部活动记入笔录，由审判人

员和书记员签名。法庭笔录应当当庭宣读，也可以告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当庭或者在五日内

阅读。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认为对自己的陈述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的，有权申请补正。如果不

予补正，应当将申请记录在案。法庭笔录由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签名或者盖章。拒绝签名盖章

的，记明情况附卷。 

四、审理期限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49条的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

6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 6个月；还需要延长的，报请

上级人民法院批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43 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 149 条规定的审限，是指从立案之日起至

裁判宣告、调解书送达之日止的期间，但公告期间、鉴定期间、双方当事人和解期间、审理当事人

提出的管辖异议以及处理人民法院之间的管辖争议期间不应计算在内。  

第五节  撤诉与缺席判决 

一、撤诉 

（一）撤诉的概念 

撤诉，是指人民法院立案后宣判前，当事人将已经成立之诉撤销。 

撤诉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诉讼行为，诉经依法撤销后，人民法院即停止对诉的审理，业已开

始的诉讼程序即告结束。 

从狭义上讲，撤诉通常是指原告撤回起诉。具体分为申请撤诉和人民法院按撤诉处理。 

（一）原告申请撤诉 

原告申请撤诉，是指人民法院立案后宣判之前，原告将其起诉撤回的行为。 

原告申请撤诉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原告应当向受诉人民法院提出书面或者口头的撤诉申请 

2、原告申请撤诉的意思表示应当真实 

3、原告申请撤诉的目的必须正当、合法 

2015年《民诉解释》第 238条第 1款规定：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者依法可以按撤诉处理的案件，

如果当事人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依法处理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准许撤诉或者不按撤诉处理。  

4、原告申请撤诉应当在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后判决宣告之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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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被告的合法利益，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38 条第 2 款规定：法庭辩论终结后原告

申请撤诉，被告不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不予准许。 

（二）按撤诉处理 

按撤诉处理，是指原告虽未主动申请撤诉，但其怠于参与开庭审理的行为已表明其不愿意继续

进行诉讼，人民法院即依法按撤诉处理的制度。 

按撤诉处理是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实施的行为作出的法律上的推断，由于按撤诉处理产生与申

请撤诉完全相同的法律后果，因此，只有出现下列法定情形时，人民法院才可以裁定按撤诉处理： 

1、原告应当预交而未预交案件受理费，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预交，通知后仍不预交或者申请

减、缓、免未获批准仍不预交的。 

2、原告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 

3、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

的。 

4、无行为能力的原告的法定代理人，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 

二、缺席判决 

缺席判决，是指人民法院仅在一方当事人参与陈述与辩论，并对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的书面材料

进行审查的基础上，对争议案件作出的判决。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只有出现以下法定情形时才能作出缺席判决： 

1、原告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被告反诉的。 

2、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 

3、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被告的法定代理人，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 

4、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

的。 

5、人民法院裁定不准撤诉的，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 

6、在借贷纠纷案件中，债权人起诉时，债务人下落不明的，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可以公告送

达并传唤债务人应诉。公告期限届满，债务人仍然不应诉，借贷关系明确的，经审理后可以作出缺

席判决。在审理中债务人出走，下落不明，借贷关系明确的，可以缺席判决。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了解普通程序在整个民事审判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理解普通程序的含

义、特点和各个阶段的任务；掌握起诉制度、审理前准备的相关规定、开庭审理程序、撤诉与缺席

判决的具体适用。 

作业： 

1、简述第一审普通程序的概念和特征。 

2、起诉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3、如何理解立案登记制？ 

4、简述审前准备阶段的功能。 

5、开庭审理分为哪几个阶段，各阶段的任务是什么？ 

6、什么是撤诉？什么是缺席判决？应当如何处理？ 

知识单元 12：  简易程序 

参考学时： 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简易程序概述 

一、简易程序的概念 

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审理简单的民事案件，以及非简单之民事案件的当

事人基于程序选择权所适用的简便易行的诉讼程序。 

二、简易程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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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利于实现审判程序的多元化 

（二）有利于当事人诉讼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 

第二节  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一、适用简易程序的人民法院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57条的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

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时，适用简易程序。 

二、适用简易程序的审级 

由于简易程序是与普通程序相并列的独立的第一审程序，因此，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适

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只能是第一审民事案件，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上诉案件，以及依照审判监督程

序审理的再审案件均不得适用简易程序。 

三、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一）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定案件 

《民事诉讼法》第 157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

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简易程序。 

为了增强法律的适用性，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民事诉讼法》第 157条的规定作出了进一步

的解释说明。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56 条规定：“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对争议的事实陈述基

本一致，并能提供相应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查明事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

是指能明确区分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

责任承担以及诉讼标的争执无原则分歧。 

为了防止简易程序的扩大适用，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57 条对简易程序的限制适用也作出

了规定，即下列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  

（1）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  

（2）发回重审的；  

（3）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  

（4）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  

（5）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  

（6）第三人起诉请求改变或者撤销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  

（7）其他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  

（二）适用简易程序的约定案件 

《民事诉讼法》第 157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

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民事案件，适用本章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审理前款规定以外

的民事案件，当事人双方也可以约定适用简易程序。 

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对当事人约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约定的时间等问题，进一步作出

了明确的规定。2015 年《民诉法司法解释》第 264条规定：当事人双方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57 条

第 2款规定约定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在开庭前提出。口头提出的，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

或者捺印确认。本解释第 257条规定的案件，当事人约定适用简易程序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第三节  简易程序的特点 

一、立案程序简便 

二、实行独任制 

三、 传唤方式简便 

四、审理前准备简化 

五、赋予当事人程序异议权 

六、开庭审理的程序简便 

七、审理期限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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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简易程序的适用 

一、起诉与答辩 

（一）起诉的方式 

根据 2015年《民诉解释》第 265条的规定，原告口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当事人的姓名、

性别、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诉讼请求，事实及理由等准确记入笔录，由原告核

对无误后签名或者捺印。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 

（二）传唤与送达 

传唤，是指人民法院依职权通过某种告知方式，通知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到庭参加诉讼的

行为。 

根据 2015年《民诉解释》第 261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捎口信、

电话、短信、传真、电子邮件等简便方式传唤双方当事人、通知证人和送达裁判文书以外的诉讼文

书。以简便方式送达的开庭通知，未经当事人确认或者没有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已经收到的，人民

法院不得缺席判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由审判员独任审判，书记员担任记录。 

送达，是指人民法院依法定程序与方式将诉讼文书送交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 

根据《简易程序规定》第 5条第 1款的规定，当事人应当在起诉或者答辩时向人民法院提供自

己准确的送达地址、收件人、电话号码等其他联系方式，并签名或者捺印确认。 

（三）被告答辩 

在简易程序中，被告既可以口头答辩，也可以采取书面形式答辩。在原告、被告双方同时到庭

的情形下，被告同意口头答辩的，人民法院可以当即开庭审理；如果被告要求书面答辩的，人民法

院应当将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开庭的具体日期告知各方当事人，并向当事人说明逾期举证以及拒不

到庭的法律后果，由各方当事人在笔录和开庭传票的送达回证上签名或者捺印。 

二、审理前准备 

（一）举证期限的特点 

根据 2015年《民诉解释》第 266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举证期限由人民法院确定，

也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准许，但不得超过 15 日。被告要求书面答辩的，人民法院

可以在征得其同意的基础上，合理确定答辩期间。人民法院应当将举证期限和开庭日期告知双方当

事人，并向当事人说明逾期举证以及拒不到庭的法律后果，由双方当事人在笔录和开庭传票的送达

回证上签名或者捺印。当事人双方均表示不需要举证期限、答辩期间的，人民法院可以立即开庭审

理或者确定开庭日期。 

（二）对当事人就简易程序适用异议的处理 

根据 2015年《民诉解释》第 269条的规定，当事人就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提出异议，人民法院

经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异议不成立的，口头告知当事人，并记入笔录。转为普

通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合议庭组成人员及相关事项以书面形式通知双方当事人。转为普通程序

前，双方当事人已确认的事实，可以不再进行举证、质证。 

三、开庭审理 

（一）开庭方式的确定 

根据 2015年《民诉解释》第 259条的规定，当事人双方可就开庭方式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人民法院决定是否准许。经当事人双方同意，可以采用视听传输技术等方式开庭。 

（二）先行调解的适用范围 

根据《简易程序规定》第 14条的规定，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 

1、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 

2、劳务合同纠纷； 

3、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 

4、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 

5、合伙协议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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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 

（三）诉讼权利义务的告知 

根据 2015年《民诉解释》第 268条的规定，对没有委托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诉讼

的当事人，人民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可以对回避、自认、举证证明责任等相关内容向其作必要的解释

或者说明，并在庭审过程中适当提示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指导当事人进行正

常的诉讼活动。 

（四）争点的确定 

根据《简易程序规定》第 21 条的规定，开庭时，审判人员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答辩

意见归纳出争议焦点，经当事人确认后，由当事人围绕争议焦点举证、质证和辩论。当事人对案件

事实无争议的，审判人员可以在听取当事人就适用法律方面的辩论意见后迳行判决、裁定。 

（五）庭审次数 

根据《简易程序规定》第 23 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应当一次开庭审结，

但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再次开庭的除外。 

（六）庭审小结与庭审笔录 

庭审小结，是指审判人员对案件庭审情况进行的概括性总结。根据《简易程序规定》第 25 条

的规定，庭审结束时，审判人员可以根据案件的审理情况对争议焦点和当事人各方举证、质证和辩

论的情况进行简要总结，并就是否同意调解征询当事人的意见。 

庭审笔录，既是客观反映庭审实况的记录，也是人民法院的裁判依据。因此，庭审笔录是一项

重要的诉讼文件。 

根据《简易程序规定》第 24 条的规定，书记员应当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全部活动

记入笔录。对于下列事项，应当详细记载： 

(1)审判人员关于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告知、争议焦点的概括、证据的认定和裁判的宣告等

重大事项； 

(2)当事人申请回避、自认、撤诉、和解等重大事项； 

(3)当事人当庭陈述的与其诉讼权利直接相关的其他事项。 

四、宣判与送达 

（一）当庭宣判与送达 

当庭宣判的案件，除当事人当庭要求邮寄送达的以外，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

人领取裁判文书的期间和地点以及逾期不领取的法律后果。 

（二）定期宣判与送达 

定期宣判的案件，定期宣判之日即为送达之日，当事人的上诉期自定期宣判的次日起开始计算。

当事人在定期宣判的日期无正当理由未到庭的，不影响该裁判上诉期间的计算。 

五、裁判文书的简化 

根据 2015年《民诉解释》第 270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人民法院在制作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时对认定事实或者裁判理由部分可以适当简化： 

(1)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 

(2)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承认对方全部诉讼请求或者部分诉讼请求的； 

(3)涉及个人隐私或者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一方要求简化裁判文书中的相关内容，人民法

院认为理由正当的； 

(4)当事人双方同意简化裁判文书的。 

第五节   简易程序中的小额诉讼 

一、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范围 

（一）小额诉讼案件的标的额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62条规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标的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3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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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72 条对此进一步作出规定，即民事诉讼法第 162 条规定的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指已经公布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一年度就业人

员年平均工资。在上一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公布前，以已经公布的最近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

资为准。 

(二)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范围 

1、海事、海商小额诉讼案件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73 条规定：海事法院可以审理海事、海商小额诉讼案件。案件标的

额应当以实际受理案件的海事法院或者其派出法庭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

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为限。 

2、简单的小额金钱给付案件 

2015年《民诉解释》第 274条规定，下列金钱给付的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 

（1）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纠纷； 

（2）身份关系清楚，仅在给付的数额、时间、方式上存在争议的赡养费、抚育费、扶育费纠

纷； 

（3）责任明确，仅在给付的数额、时间、方式上存在争议的交通损害赔偿和其他人身损害赔

偿纠纷； 

（4）供用水、电、气、热力合同纠纷； 

（5）银行卡纠纷； 

（6）劳动关系清楚，仅在劳动报酬、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金或者赔偿金给付数额、时间、

方式上存在争议的劳动合同纠纷； 

（7）劳务关系清楚，仅在劳务报酬给付数额、时间、方式上存在争议的劳务合同纠纷； 

（8）物业、电信等服务合同纠纷； 

（9）其他金钱给付纠纷。 

3、不得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范围 

2015年《民诉解释》第 275条规定，下列案件，不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 

（1）人身关系、财产确权纠纷； 

（2）涉外民事纠纷； 

（3）知识产权纠纷； 

（4）需要评估、鉴定或者对诉前评估、鉴定结果有异议的纠纷； 

（5）其他不宜适用一审终审的纠纷。 

二、小额诉讼程序的特殊规定 

(一)管辖权异议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78 条规定：当事人对小额诉讼案件提出管辖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

作出裁定。裁定一经作出即生效。  

(二)当事人对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异议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81 条规定：当事人对按照小额诉讼案件审理有异议的，应当在开庭

前提出。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的，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规定审理；异议不成立的，告知当事

人，并记入笔录。  

(三)小额诉讼程序中的告知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76 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小额诉讼案件，应当向当事人告知该类案

件的审判组织、一审终审、审理期限、诉讼费用交纳标准等相关事项。 

（四）举证期限与答辩期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77 条规定：小额诉讼案件的举证期限由人民法院确定，也可以由当

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准许，但一般不超过 7日。被告要求书面答辩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征得

其同意的基础上合理确定答辩期间，但最长不得超过 15日。 当事人到庭后表示不需要举证期限和

答辩期间的，人民法院可立即开庭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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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之间的关系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80 条规定：因当事人申请增加或者变更诉讼请求、提出反诉、追加

当事人等，致使案件不符合小额诉讼案件条件的，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规定审理。前款规定案

件，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六）小额案件裁判文书的简化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82 条规定：小额诉讼案件的裁判文书可以简化，主要记载当事人基

本信息、诉讼请求、裁判文书等内容。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了解简易程序的概念和意义；理解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关系；掌握简

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特点、具体适用的法律规定以及小额诉讼案件审理的特别规定。 

作业： 

1、简述简易程序的概念和意义。 

2、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相比有哪些特点？ 

3、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有哪些？ 

4、如何理解当事人对简易程序的选择适用权？ 

5、评析小额诉讼案件审理的特别规定。 

知识单元 13：  第二审程序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第二审程序概述 

一、第二审程序的概念和意义 

第二审程序，是指第一审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针对一审允许上诉的判决、裁定所

提出的上诉请求，对上诉案件进行审理所适用的程序。 

我国民事诉讼法设置第二审程序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落实两审终审制度 

2、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 

二、第二审程序与第一审程序的关系 

（一）第二审程序与第一审程序的联系 

第一审程序是第二审程序的前提和基础；第二审程序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和发展。 

（二）第二审程序与第一审程序的区别 

1、审级不同 

2、审判程序启动的具体原因不同 

3、审理组织不同 

4、审理的对象不同 

5、审理的方式不同 

6、审理案件所适用的具体程序不同 

7、所作裁判的效力不同 

三、第二审程序的性质 

我国第二审程序属于续审制，第二审程序实际上是第一审程序的继续。 

第二节  上诉的提起与受理 

一、上诉的提起 

（一）上诉的概念 

上诉，是指当事人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所作的尚未生效的裁判，在法定期间内请求上一级人民

法院适用第二审程序对上诉请求进行审理，并要求撤销或者变更一审裁判的诉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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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与起诉，都是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通过审理和裁判，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诉讼行为，但两

者之间存在以下区别： 

1、提起诉讼的原因不同 

2、提起诉讼的时间要求不同 

3、提起诉讼的效果不同 

4、提起诉讼的形式要求不同 

（二）上诉的条件 

上诉的条件，是指当事人提出上诉应当具备的法定条件。 

上诉的条件，可以分为实质条件和形式条件两种。 

1、上诉的实质条件 

上诉的实质条件，是指当事人提出上诉只能针对法律规定允许上诉的判决与裁定。 

2、上诉的形式条件 

上诉的形式条件，是指当事人上诉应具备的法定程序条件。 

上诉的形式条件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1）提起上诉的主体应当合法； 

（2) 当事人必须在法定期间内提出上诉； 

上诉期间，是指法律规定允许当事人针对一审尚未生效的裁判提出上诉的期限。根据《民事诉

讼法》第 164条的规定，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的，有权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

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当事人不服地方人民法院第一审裁定的，有权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3）当事人上诉必须提交上诉状。 

上诉状是当事人对第一审未生效裁判表示不服，并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第一审裁

判的诉讼文书。《民事诉讼法》第 165 条规定，上诉应当递交上诉状。一审宣判时或者判决书、裁

定书送达时，当事人口头表示上诉的，人民法院应告知其必须在法定上诉期内提出上诉状。未在法

定上诉期间内递交上诉状的，视为未提出上诉。 

（三）提起上诉的程序 

当事人提起上诉，除应具备法定的上诉条件以外，还应当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根据《民事诉

讼法》第 166条规定，上诉状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出，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当事人直接向第二审人民法院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 5日内将上诉状移交原审人

民法院。 

二、上诉的受理 

上诉的受理，是指人民法院通过法定程序对当事人所提起的上诉经过审查后，对符合法定条件

的上诉予以接受的诉讼行为。 

三、第二审程序中的撤诉 

（一）第二审程序中撤回上诉 

上诉的撤回，是指上诉人在提出上诉之后，第二审判决宣告之前，向第二审人民法院申请撤回

上诉的诉讼行为。 

《民事诉讼法》第 173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的，是否准

许，由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 

（二）第二审程序中撤回起诉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38 条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申请撤回起诉，经其他当事

人同意，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准许撤诉的，

应当一并裁定撤销一审裁判。原审原告在第二审程序中撤回起诉后重复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第三节  上诉案件的审理 

一、开庭审理前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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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审人民法院收到第一审人民法院报送的上诉案件全部案卷及上诉材料后，在开庭审理之

前，通常应当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1、依法组成合议庭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40 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

合议庭的组成人数必须是单数。 

2、确定上诉案件的审理方式 

第二审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后，应当及时审阅案卷与调查，并询问当事人，在此基础上确定上

诉案件的审理方式。如果认为案件事实已经清楚，无须开庭审理的，即可采取不开庭审理的方式；

否则，应开庭审理。 

二、上诉案件的审理范围 

《民事诉讼法》第 168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

查。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23 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的，不予审理，但一审判决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

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除外。 

三、上诉案件的审理方式和审理地点 

（一）上诉案件的审理方式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69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有两种方式，即开庭审理

与不开庭审理。 

1、开庭审理 

2、不开庭审理 

《民事诉讼法》第 169条 1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经过阅卷、调查和询问当

事人，对没有提出新的事实、证据或者理由，合议庭认为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可以不开庭审理。 

（二）上诉案件的审理地点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69条第 2款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上诉案件，既可以在本院进

行，也可以到案件发生地或者原审人民法院所在地进行。 

四、上诉案件的审理期限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76条和 2015年《民诉解释》第 341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对判决

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 3个月内审结。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人民法院审理对裁定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 30 日内作出终审裁定。有特殊情况需

要延长审限的，由本院院长批准。 

第四节  上诉案件的处理 

一、对一审上诉案件的裁判 

(一)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案件的裁判 

1、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判决

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34 条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

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判决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2、依法改判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70条的规定，依法改判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依法改判。 

（2）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可以查清事实后改判。 

2015年《民诉解释》第 335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 170条第 1款第 3项规定的基本事实，是

指用以确定当事人主体资格、案件性质、民事权利义务等对原判决、裁定的结果有实质性影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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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3、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 

《民事诉讼法》第 170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后，裁定撤销原判决，发

回重审适用于以下两种情况： 

（1）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 

（2）原判决遗漏当事人或者违法缺席判决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

审人民法院重审。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25 条规定：下列情形，可以认定为民事诉讼法第 170 条第 1 款第 4

项规定的严重违反法定程序：  

（1）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  

（2）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未回避的；  

（3）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的；  

（4）违法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4、裁定撤销原判决，驳回起诉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30 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依法不应由人

民法院受理的，可以由第二审人民法院直接裁定撤销原判决，驳回起诉。 

5、裁定撤销原判决，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31 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认为第一审人民法

院受理案件违反专属管辖规定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决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二) 对一审裁定提起上诉案件的裁定 

1、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认为原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以裁定

方式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34 条规定：原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定结果正

确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2、裁定撤销或者变更原裁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过审理，人民法院原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裁

定撤销或者变更原裁定。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32 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不予受理裁

定有错误的，应当在裁定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立案受理；查明第一审人民法院

作出的驳回起诉裁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撤销原裁定的同时，指令第一审人民法院审理。 

二、对上诉案件的调解 

(一) 调解成功时的处理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调解达成协议的，应当制作调解书，因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制作调

解书不仅解决了民事权利义务争议案件，而且还直接影响到原一审判决的效力。调解书由审判人员、

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调解书送达后，原审人民法院的判决即视为撤销。 

（二）调解未成时的处理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通常应当及时裁判。 

为了维护当事人的上诉权，2015年《民诉解释》第 326—329条对二审调解又进一步作出了如

下规定： 

1、对遗漏诉讼请求的处理 

对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已经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审人民法院未作审理、判决的，第二审人民法

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 

2、对遗漏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处理 

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或者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一审程序中未参加诉讼，第二审人民法院

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予以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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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当事人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反诉的处理 

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

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

诉。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 

4、对离婚案件的处理 

一审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上诉后，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应当判决离婚的，可以根据当事人自

愿的原则，与子女抚养、财产问题一并调解；调解不成的，发回重审。双方当事人同意由第二审人

民法院一并审理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一并裁判。 

此外，在第二审程序中，作为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分立的，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将分立后

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列为共同诉讼人；合并的，将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列为当事人，而不必

将案件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 

当事人在第二审程序中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双方达成的和解

协议进行审查并制作调解书送达当事人；因和解而申请撤诉，经审查符合撤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

予准许。 

三、第二审裁判的法律效力 

1、当事人不得再行上诉 

2、不得重复起诉 

3、具有给付内容的裁判，依法产生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了解第二审程序的概念、性质和意义；明确第二审程序发生的基础；掌

握第二审程序与第一审程序的关系、提起上诉的条件、上 

诉案件的审理范围与审理方式、上诉案件的调解及裁判等。 

作业： 

1、如何理解第一审程序与第二审程序的关系？ 

2、简述我国第二审程序的性质。 

3、什么是上诉？上诉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4、如何理解二审法院对上诉案件的审理范围及方式？ 

5、简述二审法院对上诉案件的调解。 

6、简述二审法院对上诉案件的裁判。 

7、评析发回重审的法定情形。 

知识单元 14：  审判监督程序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审判监督程序概述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与特征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是指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出现法定再审事由时，由人民法

院对案件再次进行审理所适用的程序。 

（二）审判监督程序的特征 

审判监督程序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1、审判监督程序是一种非正常的审判程序 

2、审判监督程序是一种事后救济程序 

3、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主体与方式特殊 

4、审判监督程序提起的理由特殊 

5、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期限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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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审理再审案件的法院特殊 

7、适用的程序与作出裁判的效力特殊 

二、审判监督程序的意义 

（一）审判监督程序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有效手段     

（二）审判监督程序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 

第二节 人民法院提起的审判监督程序 

一、人民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条件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98条规定，人民法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提起再审须具备以下条

件： 

1、提起再审的主体必须是依法享有审判监督权的法定机关，即作出生效裁判的本法院、上级

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 

2、提起再审的客体必须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 

二、人民法院行使审判监督权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 

（一）本法院自行提起再审的程序 

《民事诉讼法》第 198条第 1款规定：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

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二）最高人民法院与上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的程序 

《民事诉讼法》第 198条第 2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裁定、调解书，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发

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第三节  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提起的审判监督程序 

一、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引起的审判监督程序 

（一）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概念 

人民检察院抗诉，是指享有法律监督权的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

定、调解书，认为具有法定抗诉事由的，依法提请人民法院对案件再次进行审理的一种诉讼行为。 

（二）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条件 

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抗诉的主体是依法享有抗诉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 

（1）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08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发现具有《民事诉讼法》第 200条规定的法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 

（2）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08条规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发现具有《民事诉讼法》第 200条规定的法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 

（3）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08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裁定，发现具有《民事诉讼法》第 200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2、抗诉的客体须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与调解书 

根据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

程序、破产程序以及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裁定等不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判决、裁定不得提出抗诉。 

3、提出抗诉须具有法定的事实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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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0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发现有《民事诉讼法》第 200条规定的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定程序提出抗诉： 

(1)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 

(2)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3)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 

(4)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未经质证的； 

(5)对审理案件需要的主要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

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 

(6)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7)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或者依法应当回避的审判人员没有回避的； 

(8)无诉讼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或者应当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

人或者其诉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 

(9)违反法律规定，剥夺当事人辩论权利的； 

(10)未经传票传唤，缺席判决的； 

(11)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 

(12)据以作出原判决、裁定的法律文书被撤销或者变更的； 

(13)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三）当事人申请人民检察院抗诉 

《民事诉讼法》第 209 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

或者抗诉： 

(1)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 

(2)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 

(3)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 

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作出提出或者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

诉的决定。当事人不得再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民事诉讼法》第 2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

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民事诉讼法》第 21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调解书提出抗诉的，

应当制作抗诉书。 

（四）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抗诉案件的受理及审理 

1、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案件的受理 

根据 2015年《民诉解释》的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下列抗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1）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

提出抗诉的； 

（2）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以及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依法提出抗诉的； 

（3）人民检察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209条第 1款第 3项规定对有明显错误的再审判决、裁定

提出抗诉的。 

2、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案件裁定再审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1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当事人的申请对生效判决、裁定提出抗诉，

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 30日内裁定再审：  

（1）抗诉书和原审当事人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已经提交；  

（2）抗诉对象为依照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可以进行再审的判决、裁定；  

（3）抗诉书列明该判决、裁定有民事诉讼法第 208条第 1款规定情形；  

（4）符合民事诉讼法第 209条第 1款第 1项、第 2项规定情形。  

不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予以补正或者撤回；不予补正或者撤回的，

人民法院可以裁定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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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抗诉案件的再审 

《民事诉讼法》第 211 条规定：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

到抗诉书之日起 30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有本法第 200条第 1项至第 5项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

交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但经该下一级人民法院再审的除外 

《民事诉讼法》第 21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

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 

二、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引起的审判监督程序 

（一）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的概念 

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是指享有法律监督权的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

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认为具有法定再审事由的，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对案件再次进

行审理的检察建议。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是一种诉讼行为。 

(二)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08条第 2款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 200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

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民事诉讼法》第 209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

者抗诉： 

(1)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 

(2)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 

(3)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 

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作出提出或者不予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

诉的决定。当事人不得再次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 

(三)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的受理与处理 

1、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的受理 

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的下列再审检察建议应当受理： 

（1）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

经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的； 

（2）人民检察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209条第 1款第 3项规定，对有明显错误的再审判决、裁

定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的； 

（3）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依当事人的申请对生效判决、裁定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

议，符合下列条件的，应予受理： 

第一、再审检察建议书和原审当事人申请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已经提交； 

第二、建议再审的对象为依照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可以进行再审的判决、裁定； 

第三、再审检察建议书列明该判决、裁定有民事诉讼法第 208条第 2款规定情形； 

第四、符合民事诉讼法第 209条第 1款第 1项、第 2项规定情形； 

第五、再审检察建议经该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不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建议人民检察院予以补正或者撤回；不予补正或者撤回的，

应当函告人民检察院不予受理。 

2、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再审检察建议的处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19 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再审检察建议后，应当组成合议庭，在 3

个月内进行审查，发现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确有错误，需要再审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198条规

定裁定再审，并通知当事人；经审查，决定不予再审的，应当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20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因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者检察建议裁定再审

的案件，不受此前已经作出的驳回当事人再审申请裁定的影响。 

第四节  当事人申请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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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概念 

当事人申请再审，是指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认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或

者认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违反自愿原则或者内容违法，依法提请原审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

人民法院对该案件再行审理的行为。 

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与范围 

（一）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申请再审的主体须合法 

2、申请再审的对象须合法 

3、申请再审须符合法定期限要求 

4、申请再审须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 

5、申请再审须符合法定情形 

（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形式 

2015年《民诉解释》第 377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再审申请书，并按照被申请人和原审其他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  

（2）再审申请人是自然人的，应当提交身份证明；再审申请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

提交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

应当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身份证明；  

（3）原审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  

（4）反映案件基本事实的主要证据及其他材料。  

前款第 2项、第 3项、第 4项规定的材料可以是与原件核对无异的复印件。 

2015年《民诉解释》第 378条规定：再审申请书应当记明下列事项：  

（1）再审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的基本信息；  

（2）原审人民法院的名称，原审裁判文书案号；  

（3）具体的再审请求；  

（4）申请再审的法定情形及具体事实、理由。  

再审申请书应当明确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并由再审申请人签名、捺印或者盖章。  

（三）当事人申请再审范围的限制性规定 

(1)当事人认为发生法律效力的不予受理、驳回起诉的裁定错误的，可以申请再审。 

(2)《民事诉讼法》第 202 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调解

书，不得申请再审。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82 条规定：当事人就离婚案件中的财产分割问题申请再审，如涉及

判决中已分割的财产，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200条的规定进行审查，符合再审条件的，

应当裁定再审；如涉及判决中未作处理的夫妻共同财产，应当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 

（3）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程序等非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不

得申请再审。 

三、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的受理、审查与处理 

（一）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的受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85 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符合条件的再审申请书等材料之日

起五日内向再审申请人发送受理通知书，并向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发送应诉通知书、再审申

请书副本等材料。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83 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受

理：  

（1）再审申请被驳回后再次提出申请的；  

（2）对再审判决、裁定提出申请的；  

（3）在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的申请作出不予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决定后又提出申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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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款第 1项、第 2项规定情形，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再审检察建议

或者抗诉，但因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而再审作出的判决、裁定除外。  

（二）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的审查 

《民事诉讼法》第 204条第 1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再审申请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审查，

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再审；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由本院

院长批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86 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再审案件后，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200条、第 201条、第 204条等规定，对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97 条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审查案件的需要决定是否询问当事人。新

的证据可能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询问当事人。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98 条规定：审查再审申请期间，被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依法提

出再审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列为再审申请人，对其再审事由一并审查，审查期限重新计算。

经审查，其中一方再审申请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的，应当裁定再审。各方再审申请人主张的再审

事由均不成立的，一并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三）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的处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95 条规定：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成立，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

释规定的申请再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再审。当事人主张的再审事由不成立，或者当事人申

请再审超过法定申请再审期限、超出法定再审事由范围等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和本解释规定的申请再

审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四）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的特殊处理 

1、裁定准许撤回再审申请或者按撤回再审申请处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00 条和第 401 条规定，审查再审申请期间，再审申请人撤回再审申

请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申请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询问的，可以按

撤回再审申请处理。  

人民法院准许撤回再审申请或者按撤回再审申请处理后，再审申请人再次申请再审的，不予受

理，但有民事诉讼法第 200条第 1项、第 3项、第 12项、第 13项规定情形，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的除外。 

2、终结审查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02条规定：再审申请审查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终结审查：  

（1）再审申请人死亡或者终止，无权利义务承继者或者权利义务承继者声明放弃再审申请的；  

（2）在给付之诉中，负有给付义务的被申请人死亡或者终止，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也没有应

当承担义务的人的；  

（3）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的，但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中声明不放弃申请再审权利

的除外；  

（4）他人未经授权以当事人名义申请再审的；  

（5）原审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再审的。  

（6）有本解释第 383条第 1款规定情形的。 

四、申请再审案件的审理法院 

《民事诉讼法》第 204条第 2款规定： 因当事人申请裁定再审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以上的

人民法院审理，但当事人依照本法第 199条的规定选择向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除外。最高人民

法院、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再审的案件，由本院再审或者交其他人民法院再审，也可以交原审人民法

院再审。 

《民事诉讼法》第 199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认为有错误的，可

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或者当事人双方为公民的案件，也可以向原审

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不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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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再审案件的审判 

一、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与审理方式 

（一）再审案件的审理范围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05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请求进行。当事人

的再审请求超出原审诉讼请求的，不予审理；符合另案诉讼条件的，告知当事人可以另行起诉。被

申请人及原审其他当事人在庭审辩论结束前提出的再审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第 205条规定的，人

民法院应当一并审理。人民法院经再审，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

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应当一并审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52 条规定：再审裁定撤销原判决、裁定发回重审的案件，当事人申

请变更、增加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1）原审未合法传唤缺席判决，影响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  

（2）追加新的诉讼当事人的；  

（3）诉讼标的物灭失或者发生变化致使原诉讼请求无法实现的；  

（4）当事人申请变更、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提出的反诉，无法通过另诉解决的。 

（二）再审案件的审理方式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03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但按

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有特殊情况或者双方当事人已经通过其他方式充分表达意见，且书面同意不开

庭审理的除外。符合缺席判决条件的，可以缺席判决。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04 条规定：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再审案件，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进

行：  

（1）因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先由再审申请人陈述再审请求及理由，后由被申请人答辩、其他

原审当事人发表意见；  

（2）因抗诉再审的，先由抗诉机关宣读抗诉书，再由申请抗诉的当事人陈述，后由被申请人

答辩、其他原审当事人发表意见；  

（3）人民法院依职权再审，有申诉人的，先由申诉人陈述再审请求及理由，后由被申诉人答

辩、其他原审当事人发表意见；  

（4）人民法院依职权再审，没有申诉人的，先由原审原告或者原审上诉人陈述，后由原审其

他当事人发表意见。  

对前款第 1项至第 3项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当事人明确其再审请求。  

二、再审案件的审理程序 

（一）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 

《民事诉讼法》第 206条规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案件，裁定中止原判决、裁定、

调解书的执行，但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劳动报酬等案件，可以不中

止执行。 

（二）合议庭的组成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40条第 3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再审案件，实行合议制，原来是第

一审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原来是第二审的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按照第二

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无论是适用第一审程序组成合议庭，还是适用第二审程序组成合议庭，原

合议庭成员或者独任审判员均不得参加新组成的合议庭。 

（三）再审案件的程序适用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0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的案件，发生法律效力

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一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是由第二审法院作出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的判决、裁定，是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的，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所作

的判决、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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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再审案件的处理 

1、维持原判、裁定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07 条第 1 款规定：人民法院经再审审理认为，原判决、裁定认定事

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应予维持；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虽有瑕疵，但裁判结果正

确的，应当在再审判决、裁定中纠正瑕疵后予以维持。 

2、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07 条第 2 款规定：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导致裁

判结果错误的，应当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11 条规定：当事人提交新的证据致使再审改判，因再审申请人或者

申请检察监督当事人的过错未能在原审程序中及时举证，被申请人等当事人请求补偿其增加的交

通、住宿、就餐、误工等必要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3、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监督程序严格依法适用指令再审和发回重审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 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再审案件，发现原判决认定基本事实不清的，一

般应当通过庭审认定事实后依法作出判决。但原审人民法院未对基本事实进行过审理的，可以裁定

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的，上级人民法院不得以基本事实不清为由裁定发回

重审。 

4、裁定驳回起诉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08 条规定：按照第二审程序再审的案件，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不符

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或者符合民事诉讼法第 124 条规定不予受理情形的，应当裁定撤销

一、二审判决，驳回起诉。 

（二）人民法院对调解书裁定再审案件的处理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0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调解书裁定再审后，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1）当事人提出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的事由不成立，且调解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的，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2）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所主张的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理由不成立

的，裁定终结再审程序。  

前款规定情形，人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的调解书需要继续执行的，自动恢复执行。  

（三）人民法院对小额诉讼案件裁定再审的处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26 条规定：对小额诉讼案件的判决、裁定，当事人以民事诉讼法第

200条规定的事由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申请再审事由成立的，应当裁

定再审，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作出的再审判决、裁定，当事人不得上诉。当事人以不应按小额诉

讼案件审理为由向原审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理由成立的，应当裁定再审，组

成合议庭审理。作出的再审判决、裁定，当事人可以上诉。  

四、再审案件的调解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12 条规定：部分当事人到庭并达成调解协议，其他当事人未作出书

面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判决中对该事实作出表述；调解协议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且不损害其

他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可以在判决主文中予以确认。 

五、 再审程序中的特殊处理 

（一）裁定终结再审程序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06 条规定：再审审理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裁定终结再审

程序：  

（1）再审申请人在再审期间撤回再审请求，人民法院准许的；  

（2）再审申请人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按撤回

再审请求处理的；  

（3）人民检察院撤回抗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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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本解释第 402条第 1项至第 4项规定情形的。  

因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裁定再审的案件，申请抗诉的当事人有前款规定的情形，且不损害国家

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再审程序。再审程序终结后，人

民法院裁定中止执行的原生效判决自动恢复执行。 

（二）对一审原告申请撤回起诉的处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10 条规定：一审原告在再审审理程序中申请撤回起诉，经其他当事

人同意，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裁定准许撤诉

的，应当一并撤销原判决。一审原告在再审审理程序中撤回起诉后重复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六、案外人申请再审及其处理 

(一)对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处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22 条规定：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或者其诉

讼代理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的，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00条第 8项规定，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之

日起 6个月内申请再审，但符合本解释第 423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人民法院因前款规定的当事人申请而裁定再审，按照第一审程序再审的，应当追加其为当事人，

作出新的判决、裁定；按照第二审程序再审，经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发

回重审，重审时应追加其为当事人。  

(二)对被裁定驳回执行异议案外人申请再审的处理 

《民事诉讼法》第 227 条规定： 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

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 15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

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

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23 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27 条规定，案外人对驳回其执行异

议的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可以自执行异议裁定送达

之日起 6个月内，向作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24 条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27 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再审后，

案外人属于必要的共同诉讼当事人的，依照本解释第 422条第 2款规定处理。案外人不是必要的共

同诉讼当事人的，人民法院仅审理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对其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内容。经审理，

再审请求成立的，撤销或者改变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再审请求不成立的，维持原判决、裁定、

调解书。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了解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性质和意义；理解审判监督程序与第二审程

序的区别、我国再审程序的渠道及相互关系；掌握审判监督程序的特点、启动主体、当事人申请再

审和检察机关启动再审的条件与程序、人民法院对再审案件的处理等。 

作业： 

1、简述再审程序的概念和特点。 

2、如何理解审判监督程序的非正常属性？ 

3、简述引起再审程序的主体、方式及条件。 

4、简述再审案件的审理程序。 

知识单元 15：审判程序中的特殊情形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反诉 

一、反诉的概念与特征 

反诉，是指在诉讼进行过程中，本诉的被告以原告为被告，向受理本诉的人民法院提出与本诉

具有牵连关系的，目的在于抵销或者吞并本诉原告诉讼请求的独立的反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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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诉是被告享有的一项特殊的诉讼权利，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1、反诉主体具有特定性 

2、反诉目的具有对抗性 

3、反诉请求具有独立性   

4、反诉时间具有特定性 

二、反诉的条件 

被告提出反诉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反诉是本诉的被告通过人民法院向本诉的原告提出的反请求 

2、反诉只能在本诉进行中向受理本诉的人民法院提出 

3、反诉应当与本诉具有牵连性 

4、反诉与本诉适用同一程序 

三、反诉与反驳 

反驳，是指一方当事人针对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主张，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事实、理由，以此

否定对方当事人的诉讼主张的一项诉讼权利。 

反诉与反驳主要存在以下区别： 

1、两者的性质不同 

2、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不同 

3、提出的前提不同 

4、提出的主体不同 

第二节  诉的合并、分离、变更与追加 

一、诉的合并 

（一）诉的合并的理解 

诉的合并，是指人民法院将两个以上分别提起的诉合并在一个诉讼程序中进行审理和裁判的诉

讼制度。 

1、诉的主体合并 

诉的主体合并，也称为诉的主观的合并，即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两人以上所形成的诉的合并。 

2、诉的客体合并  

诉的客体的合并，也称为诉的客观的合并，是指人民法院将同一原告向同一被告提出的两个以

上的诉讼请求合并审理所形成的诉的合并。 

3、诉的混合合并 

诉的混合合并，是指案件和当事人的合并，即人民法院把两个以上独立而彼此有联系的案件以

及多个当事人合并于同一诉讼程序中进行审理所形成的诉的合并。 

（二）诉的合并的法律规定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221 条规定：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分别向同一人民法院

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二、诉的分离 

诉的分离是诉的合并的对称，是指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将一个诉或者几个诉从一个案件中分

离出来，作为若干个独立的案件分别进行审理和裁判。 

三、诉的变更 

诉的变更，通常是指诉讼请求的变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诉的变更是指诉讼请求的变

动，包括诉讼请求的增加；狭义的诉的变更仅指已经提出的诉讼请求的变动。 

四、诉的追加 

诉的追加，是指在诉讼中，原告在原有诉讼请求的基础上，又提出新的诉讼请求。 

《民事诉讼法》第 140条规定：原告增加诉讼请求的，可以合并审理。 

第三节  延期审理、诉讼中止与诉讼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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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延期审理 

延期审理，是指人民法院确定开庭审理期日后或者在进行开庭审理的过程中，由于发生某种特

殊情况，使开庭审理无法按期或者继续进行，从而将开庭审理推延到下一期日的诉讼制度。 

《民事诉讼法》第 1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开庭审理： 

(1)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的； 

(2)当事人临时提出回避申请的； 

(3)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 

(4)其他应当延期的情形。 

二、诉讼中止 

诉讼中止，是指在诉讼进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一些法定特殊原因，使诉讼程序暂时难以继续进

行时，人民法院裁定暂停诉讼程序，等特殊原因消失以后再行恢复诉讼程序的法律制度。 

《民事诉讼法》第 15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诉讼： 

(1)一方当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讼的； 

(2)一方当事人丧失诉讼行为能力，尚未确定法定代理人的； 

(3)作为一方当事人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尚未确定权利义务承受人的； 

(4)一方当事人因不可抗拒的事由，不能参加诉讼的； 

(5)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 

(6)其他应当中止诉讼的情形。 

中止诉讼的原因消除后，恢复诉讼。 

三、诉讼终结 

诉讼终结，是指在诉讼进行过程中，因发生某种法定的特殊原因，使诉讼程序无法继续进行或

者继续进行已无必要时，由人民法院裁定终结诉讼程序的法律制度。 

《民事诉讼法》第 15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结诉讼： 

(1)原告死亡，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诉讼权利的； 

(2)被告死亡，没有遗产，也没有应当承担义务的人的； 

(3)离婚案件一方当事人死亡的； 

(4)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以及解除收养关系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死亡的。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了解案件审理中的各种特殊情形；理解诉的合并、诉的分离；掌握反诉

的概念、特征、条件、反诉与反驳的区别，诉的变更与追加，延期审理、诉讼中止和诉讼终结的概

念及适用情形。 

作业： 

1、简述反诉的概念和特征。 

2、反诉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3、简述反诉与反驳的区别。 

4、如何理解反诉与本诉的牵连性？ 

5、什么是诉的合并？什么是诉的分离？ 

6、试析诉的变更与诉的追加？ 

7、什么是延期审理？延期审理适用哪些情形？ 

8、什么是诉讼中止？什么是诉讼终结？分别适用哪些情形？ 

9、怎样理解延期审理与诉讼中止的区别？ 

知识单元 16：  法院裁判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法院裁判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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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院裁判的概念与特征 

在民事诉讼中，法院裁判，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终结之前，人民法院对所审理案件的实体争议、

程序争议或者其他特定问题作出判定的民事诉讼行为。 

法院裁判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1、国家意志性 

2、是非明断性 

3、高度程序保障性 

4、终结性 

二、民事诉讼中裁判的分类 

（一）不同审判阶段的裁判 

以审判阶段作为标准，裁判可以分为一审裁判、二审裁判与再审裁判。 

（二）不同审级的裁判 

以审级制度为标准，裁判可以分为初审裁判、复审裁判与终审裁判。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只有

初审裁判与终审裁判。 

（三）不同当事人出庭情况的裁判 

以当事人出庭的不同情况为标准，裁判可分为对席裁判、按撤诉处理裁判与缺席裁判。 

（四）不同效力的裁判 

以裁判的效力为标准，裁判可以分为终局裁定与中间裁定。 

（五）不同审判对象的裁判 

以审判对象作为标准，裁判可以分为全部裁判、部分裁判与追加裁判。 

三、法院裁判的功能 

（一）权利确认功能 

（二）争议解决功能 

（三）法制宣教功能 

第二节  判决与判决书 

一、民事判决的概念及特点 

民事判决，是指人民法院经过对案件审理，就当事人之间的实体争议所作出的评判。 

民事判决主要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民事判决是人民法院最基本的结案方式 

2、民事判决是严格适用实体法的结果 

3、民事判决以法院和法官（或人民陪审员）的双重权威作为其公信力的保障 

二、民事判决的法律效力 

民事判决的法律效力，是指民事判决所产生的约束力与法律上的强制力。 

民事判决的法律效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作出判决的法院的效力 

（二）对审判对象的效力 

（三）对当事人的效力 

三、民事判决书的内容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判决书应当写明以下内容： 

1、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 

2、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 

3、判决结果和诉讼费用的负担 

4、上诉期间和上诉的法院 

5、判决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第三节  裁定与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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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事裁定的概念和特点 

民事裁定，是指人民法院对程序问题进行处理时所作的判定。 

民事裁定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民事裁定既可以是人民法院的一种结案方式，也可以是解决诉讼过程中阶段性程序问题的
一种方式。 

2、裁定的适用阶段具有全程性。 

3、当事人对裁定不服的救济途径具有灵活性。 

4、对于允许上诉的裁定，上诉期间短于对判决的上诉期间。 

二、民事裁定的适用范围与效力 

（一）民事裁定的适用范围 

《民事诉讼法》第 154条第 1款、第 2款规定： 裁定适用于下列范围： 

1、不予受理； 

2、对管辖权有异议的； 

3、驳回起诉； 

4、保全和先予执行； 

5、准许或者不准许撤诉； 

6、中止或者终结诉讼； 

7、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 

8、中止或者终结执行； 

9、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10、不予执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11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 

对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裁定，可以上诉。 

（二）民事裁定的效力 

民事裁定同民事判决一样，对法院、裁定事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 

三、裁定书的内容 

民事裁定书主要应当写明以下内容： 

1、案由、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的基本情况。 

2、认定的事实、理由、法律依据。 

3、裁定的内容。 

4、救济途径。 

5、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标明作出裁定的日期。 

四、判决、裁定的说理性与公众查阅权 

《民事诉讼法》第 152 条规定： 判决书应当写明判决结果和作出该判决的理由。判决书内容

包括： 

(一)案由、诉讼请求、争议的事实和理由； 

(二)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适用的法律和理由； 

(三)判决结果和诉讼费用的负担； 

(四)上诉期间和上诉的法院。 

判决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 

《民事诉讼法》第 154条第 3款规定：裁定书应当写明裁定结果和作出该裁定的理由。裁定书

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口头裁定的，记入笔录。 

《民事诉讼法》第 156条规定：公众可以查阅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但涉及国家秘

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内容除外。 

第四节  决定与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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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事决定的概念 

民事决定，是指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对某些特殊事项依法作出的裁断。 

二、民事决定的适用范围及效力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下述情形适用民事决定： 

1、决定是否回避； 

2、决定是否准许顺延期限； 

3、决定是否就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采取强制措施及采取哪种强制措施； 

4、决定是否缓交、减交、免交诉讼费用； 

5、决定是否再审。 

解决特殊事项的民事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民事决定书的内容 

民事决定可以采取口头或者书面的形式，民事决定书是民事决定的书面表达形式。 

因解决特定事项的差异，决定书的内容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不过，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 

1、首部 

应当写明作出决定的法院名称、决定书标题和编号、案由、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2、正文 

应当写明作出决定的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和决定内容。 

3、尾部 

应当有作出决定的法院的印章、作出决定的审判人员的签名，记明是否准许申请复议，并写明

作出决定的时间。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了解裁判的各种形式；理解判决、裁定、决定的概念和特点；掌握判决、

裁定、决定的适用范围和效力。 

作业： 

1、如何理解判决的效力？ 

2、简述裁定的适用范围。 

3、简述决定的适用范围。 

知识单元 17：  特别程序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特别程序概述 

一、特别程序的概念 

特别程序，是指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理和解决某些特殊类型案件适用的审

判程序的总称。 

二、特别程序的特征 

（一）特别程序是几类不同审判程序的总称 

（二）特别程序以非讼法理为基础进行程序设计 

（三）特别程序的审理结构特殊 

三、特别程序的适用范围 

（一）选民资格案件 

（二）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 

（三) 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案件 

（四）认定财产无主案件 

（五）确认调解协议案件 

（六）实现担保物权案件 



978 

第二节  选民资格案件 

一、选民资格案件的概念 

选民资格案件，是指公民对选举委员会公布的选民名单有不同意见，向选举委员会申诉后，对

选举委员会就其申诉所作的处理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 

人民法院处理选民资格案件的审判程序，就是选民资格案件程序。 

二、选民资格案件程序的特点 

（一）选民资格案件程序是特殊类型的诉讼程序 

（二）选民资格案件以选举委员会对选民资格的申诉处理作为前置程序 

（三）选民资格案件程序仅解决选民资格问题 

（四）选民资格案件的起诉和裁判均有期间限制 

三、选民资格案件的审判程序 

（一）起诉与受理 

1、管辖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81条的规定，选民资格案件由选区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2、起诉人 

选民资格案件起诉人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也可以是与本案

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 

3、诉讼参加人 

选民资格案件的诉讼参加人包括起诉人、选举委员会的代表和有关公民。 

（二）审理与判决 

1、审判组织 

选民资格案件必须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与裁判，不得由一名审判员独任审理。 

2、判决 

人民法院对选民资格案件开庭审理后，认为起诉人的起诉理由成立的，应当判决撤销选举委员

会对申诉所作的处理决定；认为起诉人的起诉理由不成立的，应当判决驳回起诉人的起诉。 

3、判决书的送达与效力 

人民法院对选民资格案件作出的判决，应当在选举日前送达选举委员会和起诉人，并通知有关

公民。 

人民法院对选民资格案件实行一审终审，所作的判决一经送达就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

得提起上诉。 

第三节  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 

一、宣告失踪案件 

（一）宣告失踪案件的概念 

宣告失踪案件，是指公民离开自己的住所地下落不明，经过法律规定的期限仍无音讯，经利害

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宣告该公民为失踪人的案件。 

人民法院处理宣告失踪案件的审判程序，称为宣告失踪案件程序。 

（二）宣告失踪案件的审理程序 

1、申请和受理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宣告公民失踪，应当由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 

申请宣告公民失踪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 必须有公民下落不明满 2年的事实； 

(2) 必须是与下落不明的公民有利害关系的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3) 必须采用书面形式提出申请； 

(4) 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 

2、审理和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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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布寻找下落不明人公告； 

(2) 清理下落不明人财产； 

(3）作出判决。 

（三）宣告失踪的法律后果 

1、财产由代管人代管 

公民被宣告失踪后，人民法院应当为失踪人指定财产代管人。 

2、身份关系不发生变化 

公民被宣告失踪以后，其民事权利能力并不因此而消灭。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在被宣告失

踪期间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与失踪人人身有关的民事法律关系（如婚姻、收养关系等），也

不发生变化。 

（四）失踪人重新出现的处理 

失踪人重新出现时，经该公民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查证属实后，应当作出新判

决、撤销原判决。 

宣告失踪的判决撤销后，代管人丧失管理该公民财产的权利，并应当负责返还财产及其收益。

代管人所支出的必要费用，有权要求该公民偿付。 

二、宣告死亡案件 

（一）宣告死亡案件的概念 

宣告死亡案件，是指公民离开自己的住所或居所，下落不明已满法定期限，人民法院根据利害

关系人的申请，依法宣告该公民死亡的案件。 

人民法院处理申请宣告死亡案件的审判程序，称为宣告死亡案件程序。 

（二）宣告死亡案件的审理程序 

1、申请和受理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宣告公民死亡，应当由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 

申请宣告公民死亡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必须有公民离开自己的最后住所或居所下落不明的事实； 

（2）公民下落不明的状态达到法定期限； 

（3）由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 

（4）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2、审理和判决。 

(1) 发布寻找下落不明人公告； 

(2) 清理下落不明人财产； 

(3) 作出判决。 

（三）宣告死亡的法律后果 

公民被宣告死亡与自然死亡的后果基本相同。主要表现为：宣告死亡结束了该公民以自己的住

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活动中心所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该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因宣告死亡而终止，

与其人身有关的民事权利义务随之终结，如婚姻关系自然终止，继承因宣告死亡而开始。但是，如

果被宣告死亡的公民在异地生存，仍然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其民事行为仍然有效。 

（四）宣告死亡人重新出现的处理 

失踪人重新出现时，经该公民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查证属实后，应当作出新判

决、撤销原判决。 

新判决生效后，被宣告死亡的公民的民事权利随之恢复。被撤销宣告死亡判决的公民，有权请

求返还财物，原物存在的应返还原物；原物不存在或受损的，应给予适用的补偿。 

该公民因宣告死亡而消灭的人身关系，有条件恢复的，可以恢复；原配偶在该公民被宣告死亡

期间，尚未再婚的，夫妻关系从撤销宣告死亡判决之日起自行恢复；原配偶再婚，或者再婚后又离

婚，或再婚后配偶又死亡的，其夫妻关系不能自行恢复。 

被宣告死亡公民的子女被他人收养的，宣告死亡的判决被撤销后，该公民不得单方面解除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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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但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以此为由同意解除收养关系的，不在此限。 

第四节  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 

一、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的概念 

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是指人民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对

不能辨认自己行为或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人，按照法定程序，认定并宣告该公民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案件。 

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的程序，分别称为认定公民无

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程序和认定公民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程序。 

二、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的审理程序 

（一）申请 

1、申请的条件 

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应当由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申请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具有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法定事由； 

(2)申请人为利害关系人； 

(3)受申请的人民法院享有管辖权。 

2、申请的形式 

利害关系人申请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必须采取书面形式。 

（二）鉴定或者诊断 

人民法院受理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后，必要时应当对被申请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的公民进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或者医学诊断、鉴定，以取得科学依据。 

申请人已提供鉴定意见的，应当对鉴定意见进行审查，对鉴定意见有怀疑的，可以重新鉴定。 

（三）审理和判决 

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案件，应当由该公民的近亲属作

代理人，但申请人除外。 

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申请成立的，应当作出判决，认定该公

民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为其指定监护人；认为申请人的申请没有根据或

根据不足的，应当作出判决，驳回申请人的申请。 

（四）判决的撤销 

判决原因消除后，人民法院根据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或者他的监护人的申

请，应当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恢复该公民行为能力。 

第五节 认定财产无主案件 

一、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的概念 

认定财产无主案件，是指人民法院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查明属

实后作出判决，将归属不明的有形财产认定为无主财产，并将其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的案件。 

人民法院处理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的程序，称为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程序或者认定财产无主程序。 

二、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的条件 

（一）需要认定的财产必须是有形财产 

（二）财产失去所有人或者所有人不明 

（三）失去所有人或者所有人不明已满法定期间 

（四）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 

（五）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三、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的审理程序 

（一）申请和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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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认定财产无主，由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向财产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申请

书应写明财产的种类、数量以及要求认定财产无主的根据。 

（二）发出财产认领公告 

人民法院受理认定财产无主的申请后，经审查核实，应当发出财产认领公告，寻找该财产的所

有权人，公告期为 1年。 

（三）判决 

公告期满 1年无人认领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认定财产无主，并将财产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

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一经送达，立即生效，任何人不得提起上诉；公告期间有人对财产提出请求

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特别程序，告知申请人另行起诉，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 

四、认定财产无主判决的撤销 

认定财产无主的判决生效后，原财产所有人或者继承人出现，在诉讼时效期间可以对财产提出

请求。人民法院审查属实后，应当作出新判决，撤销原判决。原判决撤销后，已被国家或集体取得

的财产，应将其返还原主。原财产尚在的，应返还原财产；原财产不存在的，可以返还同类财产，

或者按照原财产的实际价值折价返还。 

第六节  确认调解协议案件 

一、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的概念 

确认调解协议案件，是指人民法院根据调解协议当事人的申请，对调解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进行审查，并作出调解协议是否有效的裁定的案件。 

人民法院受理、审查和裁定调解协议法律效力的案件的程序，称为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程序，也

称为司法确认程序。 

二、申请确认调解协议的条件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94条的规定，申请确认调解协议，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法律明确规定此类调解协议可由人民法院进行司法确认的，当事人才能提出司法确认申请；法

律没有明确规定可以申请司法确认的，当事人不得提出司法确认申请。 

（二）在法定期间内提出申请 

当事人应当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提出司法确认申请，逾期提出的，人民法院应当裁

定驳回申请。 

（三）协议当事人共同提出申请 

申请确认调解协议，应当由协议的各方当事人共同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而不能由一方当事人

单独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四）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 

申请确认调解协议，应当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础人民法院提出。 

三、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的审查程序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的审查程序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申请 

当事人提出申请是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的必经程序。没有当事人提出申请，人民法院不得依职权

确认调解协议，调解组织也无权主动申请人民法院确认调解协议。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55 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可以采用书面形式或者

口头形式。当事人口头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入笔录，并由当事人签名、捺印或者盖章。  

（二）受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57 条规定：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

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  

（1）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的；  

（2）不属于收到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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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请确认婚姻关系、亲子关系、收养关系等身份关系无效、有效或者解除的；  

（4）涉及适用其他特别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程序审理的；  

（5）调解协议内容涉及物权、知识产权确权的。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发现有上述不予受理情形的，应当裁定驳回当事人的申请。  

（三）审查 

人民法院受理确认调解协议申请后，应当依法进行审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178条的规定，

确认调解协议案件一般由审判员独任审理，重大、疑难的案件也可能组成合议庭进行合议。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58 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相关情况时，应当通知双方当事人共同到

场对案件进行核实。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的陈述或者提供的证明材料不充分、不完备或者

有疑义的，可以要求当事人限期补充陈述或者补充证明材料。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向调解组织核

实有关情况。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59 条规定：确认调解协议的裁定作出前，当事人撤回申请的，人民

法院可以裁定准许。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在限期内补充陈述、补充证明材料或者拒不接受询问的，

人民法院可以按撤回申请处理。 

（四）裁定 

审查结束，人民法院应当作出审查结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裁定的

方式作出审查结论：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调解协议有效；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60 条规定：经审查，调解协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

定驳回申请：  

（1）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  

（2）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的；  

（3）违背公序良俗的；  

（4）违反自愿原则的；  

（5）内容不明确的；  

（6）其他不能进行司法确认的情形。 

四、确认调解协议的法律后果 

《民事诉讼法》第 195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

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裁定驳回申请的，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解方式变更原

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七节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 

一、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概念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是指在设定了担保物权的债权债务关系中，担保物权人或者其他有权请求

实现担保物权的人，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案件。 

人民法院审理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案件的程序，称为实现担保物权案件

程序。 

二、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条件 

（一）存在担保物权 

当事人申请实现担保物权，必须以担保物权的存在为前提。担保物权的存在又以有担保的债权

债务关系的存在为基础。因此，存在有担保的债权债务关系，是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基本条件。 

（二）具有法定的申请事由 

当事人申请实现担保物权，其实质就是当事人不经诉讼程序直接请求由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担

保财产。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可以不经诉讼程序而直接由人民法院拍卖、变卖财产的情形包括三种，

因此，申请实现担保物权应当具备下列三种事由之一： 

1、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 



983 

2、经出质人请求，质权人不在债务履行期间届满后及时行使质权 

3、经债务人请求，留置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间届满后不行使留置权 

（三）申请人依法具有申请资格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涉及的担保物权不同，申请人的资格不同：涉及抵押权的，抵押权人

和抵押人具有申请资格；涉及质权的，质权人和出质人具有申请资格；涉及留置权的，留置权人、

财产被留置的债务人或者所有权人具有申请资格。 

（四）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具有管辖权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由担保财产所在地或者担保物权登记地基层人

民法院管辖。 

三、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审理程序 

（一）申请 

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只有经当事人申请才能启动，人民法院不得依职权进行。 

2015年《民诉解释》第 367条规定： 申请实现担保物权，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记明申请人、被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具

体的请求和事实、理由；  

（2）证明担保物权存在的材料，包括主合同、担保合同、抵押登记证明或者他项权利证书，

权利质权的权利凭证或者质权出质登记证明等；  

（3）证明实现担保物权条件成就的材料；  

（4）担保财产现状的说明；  

（5）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二）受理 

只要当事人的申请符合形式要求，即提交了必要的文件和材料，且受申请的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68 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应当在 5 日内向被申请人送达申

请书副本、异议权利告知书等文书。 被申请人有异议的，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通知后的 5 日内向

人民法院提出，同时说明理由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 

（三）审查 

人民法院受理实现担保物权申请后，应当立案审查。 

根据 2015年《民诉解释》第 369条、第 370条、第 371条的规定，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可以由

审判员一人独任审查。担保财产标的额超过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范围的，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  

人民法院审查实现担保物权案件，可以询问申请人、被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必要时可以依职

权调查相关事实。 

人民法院应当就主合同的效力、期限、履行情况，担保物权是否有效设立、担保财产的范围、

被担保的债权范围、被担保的债权是否已届清偿期等担保物权实现的条件，以及是否损害他人合法

权益等内容进行审查。  

被申请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一并审查。 

（四）裁定 

2015年《民诉解释》第 37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后，按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1）当事人对实现担保物权无实质性争议且实现担保物权条件成就的，裁定准许拍卖、变卖

担保财产；  

（2）当事人对实现担保物权有部分实质性争议的，可以就无争议部分裁定准许拍卖、变卖担

保财产；  

（3）当事人对实现担保物权有实质性争议的，裁定驳回申请，并告知申请人向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374 条规定：适用特别程序作出的判决、裁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

认为有错误的，可以向作出该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提出异议。人民法院经审查，异议成立或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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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立的，作出新的判决、裁定撤销或者改变原判决、裁定；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  

对人民法院作出的确认调解协议、准许实现担保物权的裁定，当事人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裁

定之日起 15 日内提出；利害关系人有异议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侵害之日起 6

个月内提出。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了解特别程序的概念、性质；理解特别程序与通常诉讼程序的区别；掌

握特别程序的适用范围、各类不同案件的审判和救济程序等。 

作业： 

1、简述特别程序的概念、特征和适用范围。 

2、特别程序与通常诉讼程序之间有哪些区别？ 

3、选民资格案件的性质是什么？其审理程序有何特点？ 

4、申请宣告公民失踪、宣告公民死亡的条件分别是什么？ 

5、法院判决宣告公民失踪、宣告公民死亡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6、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的程序具有哪些特点？ 

7、认定财产无主案件程序有何现实意义？ 

8、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程序有何现实意义？ 

9、如何看待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程序的性质？ 

知识单元 18：督促程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督促程序概述 

一、督促程序的概念 

督促程序，是指债权人请求人民法院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督促债务人履行给付金钱或者有价

证券义务的特殊审判程序。 

二、督促程序的特点 

（一）适用范围的特定性 

督促程序只能适用于请求给付金钱和有价证券的案件，并以债权人与债务人没有其他债务纠纷

和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为条件。 

（二）审查过程的简捷性 

人民法院受理债权人的申请后，仅就债权人提供的事实、证据进行审查，无须传唤债务人，更

不需开庭审理，不需要对债权债务的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 

（三）程序适用的选择性 

督促程序并非处理以给付金钱或者有价证券为内容的债权债务关系案件的必经程序或者唯一

程序，当出现可以适用督促程序的情形时，债权人是依督促程序还是依通常诉讼程序来主张债权，

由债权人选择。 

第二节  支付令的申请与受理 

一、支付令的申请 

（一）申请支付令的条件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14条和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29条的规定，债权人申请支付令，

符合下列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在收到支付令申请书后 5日内通知债权人：  

1、请求给付金钱或者汇票、本票、支票、股票、债券、国库券、可转让的存款单等有价证券；  

2、请求给付的金钱或者有价证券已到期且数额确定，并写明了请求所根据的事实、证据；  

3、债权人没有对待给付义务；  

4、债务人在我国境内且未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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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支付令能够送达债务人；  

6、收到申请书的人民法院有管辖权；  

7、债权人未向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  

不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支付令申请书后 5日内通知债权人不予受理。基层人

民法院受理申请支付令案件，不受债权金额的限制。 

（二）支付令申请的管辖法院 

债权人的支付令申请应当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27 条规定：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债权人可以向其中一

个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债权人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的，由最先立

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三）申请支付令的方式 

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应当提交申请书，并附债权文书。 

二、支付令的受理 

对于债权人提出的支付令申请，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受理。 

《民事诉讼法》第 215条规定： 债权人提出申请后，人民法院应当在 5日内通知债权人是否

受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28 条的规定：人民法院收到债权人的支付令申请书后，认为申请书

不符合要求的，可以通知债权人限期补正。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补正材料之日起 5日内通知债权人

是否受理。  

第三节  支付令的签发与效力 

一、督促程序的审判组织 

督促程序适用独任制审理。人民法院受理支付令申请后，应当指定 1名审判员对案件进行独任

审查，并决定是否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 

二、支付令的签发 

《民事诉讼法》第 216条第 1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债权人提供的事实、证据，

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合法的，应当在受理之日起 15 日内向债务人发出支付令；申请不成立的，

裁定予以驳回。 

三、支付令的送达 

支付令应当实际送达债务人，即以能够确定债务人本人实际收到支付令的方式送达。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31 条规定：向债务人本人送达支付令，债务人拒绝接收的，人民法

院可以留置送达。 

四、支付令的效力 

（一）督促债务人清偿债务的效力 

《民事诉讼法》第 216条第 2款规定：债务人应当自收到支付令之日起 15日内清偿债务，或

者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 

（二）强制执行的效力 

《民事诉讼法》第 216条第 3款规定：债务人在法律规定的期间不提出异议又不履行支付令的，

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五、驳回申请 

人民法院受理支付令申请后，经审查认为支付令申请不能成立的，如债权人提供的事实和证据

不充分、申请不符合其他条件等，应当在 15日内裁定驳回申请。 

第四节  债务人异议与督促程序终结 

一、债务人异议 

（一）债务人异议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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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向签发支付令的人民法院提出的，不服支付令确定的给付义务的法律意见，称为债务人

异议。 

（二）债务人异议的条件 

1、债务人的异议必须是针对支付令所确定的债务本身提出 

债务人应当针对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存在、合法，数额是否属实，偿还期限是否己届满，是否存

在其他债务纠纷等问题，提出书面异议。 

2、债务人的异议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出 

债务人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发出的支付令的次日起 15日内提出异议。 

3、债务人异议必须向发出支付令的人民法院提出 

债务人向其他机关或者其他人民法院提出的不同意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不属于债务

人异议，不影响支付令的效力。 

4、异议必须以书面的形式提出 

口头提出的异议无效，不影响支付令的效力。 

(三)债务人异议的审查 

《民事诉讼法》第 217条第 1款规定： 人民法院收到债务人提出的书面异议后，经审查，异

议成立的，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支付令自行失效。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37规定： 经形式审查，债务人提出的书面异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异议成立，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支付令自行失效：  

（1）本解释规定的不予受理申请情形的；  

（2）本解释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情形的；  

（3）本解释规定的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情形的；  

（4）人民法院对是否符合发出支付令条件产生合理怀疑的。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38 规定：债务人对债务本身没有异议，只是提出缺乏清偿能力、延

缓债务清偿期限、变更债务清偿方式等异议的，不影响支付令的效力。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异议不

成立的，裁定驳回。 

(四)债务人异议的效力 

1、督促程序终结 

债务人提出的异议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相关程序不再继续。 

2、支付令失效 

《民事诉讼法》第 217条第 1款规定： 人民法院收到债务人提出的书面异议后，经审查，异

议成立的，应当裁定终结督促程序，支付令自行失效。 

3、转入诉讼程序，但申请支付令的一方当事人不同意提起诉讼的除外。 

《民事诉讼法》第 217条第 2款规定：支付令失效的，转入诉讼程序，但申请支付令的一方当

事人不同意提起诉讼的除外。 

二、督促程序的终结 

（一）自然终结 

督促程序的自然终结，即督促程序的正常结束，是指债务人履行了支付令要求的清偿义务，或

者债务人虽未清偿债务，但在法定期间内没有对支付令提出异议，从而使支付令发生法律效力，终

结督促程序。 

（二）裁定终结 

督促程序裁定终结，即督促程序的非正常结束。 

1、债务人异议成立 

2、人民法院发出支付令之日起 30日内无法送达债务人 

3、人民法院受理支付令申请后，债权人就同一债权债务关系又提起诉讼 

4、债务人收到支付令前，债权人撤回申请的 

三、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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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40 条规定：支付令失效后，申请支付令的一方当事人不同意提起诉

讼的，应当自收到终结督促程序裁定之日起 7日内向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支付令的一方

当事人不同意提起诉讼的，不影响其向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41条规定： 支付令失效后，申请支付令的一方当事人自收到终结督

促程序裁定之日起 7日内未向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表明不同意提起诉讼的，视为向受理申请的人民

法院起诉。债权人提出支付令申请的时间，即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时间。 

四、生效支付令错误的救济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43 条规定：人民法院院长发现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支付令确有

错误，认为需要撤销的，应当提交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裁定撤销支付令，驳回债权人的申

请。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了解督促程序的概念和特点；理解督促程序的适用范围；掌握支付令的

申请条件和效力，债务人对支付令的异议，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等。 

作业： 

1、简述督促程序的概念和特点。 

2、申请支付令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3、简述支付令的效力。 

4、如何理解支付令的异议？ 

5、简述督促程序终结的情形。 

6、简述督促程序与诉讼程序的衔接。 

知识单元 19：公示催告程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公示催告程序概述 

一、公示催告程序的概念 

     公示催告程序，是指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以公告的方法，告知并催促不明确的

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期限内申报权利，到期无人申报权利的，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依法作出除权判决的

程序。 

二、公示催告程序的特征 

公示催告程序是一种独立的、特殊的审判程序，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一）程序非讼性 

1、公示催告程序不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纠纷，只是确认失票人的权利。 

2、在公示催告程序中只有申请人一方，没有双方当事人。 

3、公示催告程序实行一审终审，且不适用再审程序。 

（二）适用范围的限定性 

公示催告程序仅适用于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遗失、灭失或者被盗以及法律规定可以公示催告的

其他事项。 

（三）程序制度的独特性   

1、公示催告程序由公示催告和除权判决两个阶段组成 

2、公示催告程序的两个阶段均由申请人申请而启动 

3、公示催告程序的两个阶段分别由两个不同组成方式的审判组织审理 

4、公示催告程序的两个阶段分别发布两个公告 

三、公示催告程序的适用范围 

（一）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遗失、灭失或被盗 

（二）依法可以公示催告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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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示催告案件的审理程序 

一、公示催告的申请 

（一）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示催告程序的申请人应当是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或者

是法律规定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其他事项的持有人。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44条规定： 民事诉讼法第 218条规定的票据持有人，是指票据被盗、

遗失或者灭失前的最后持有人。 

（二）公示催告案件的管辖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申请公示催告，由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三）申请公示催告的方式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18条第 2款规定，申请公示催告应当采取书面方式，即申请人应当向

人民法院递交申请书。 

(四)公示催告的撤回 

在人民法院发出公示催告之前，公示催告申请人可以撤回申请。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55 条规定：公示催告申请人撤回申请，应在公示催告前提出；公示

催告期间申请撤回的，人民法院可以径行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 

二、审查与受理 

人民法院对申请人提出的申请，应当立即进行审查并决定是否受理。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45 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公示催告的申请后，应当立即审查，并决

定是否受理。经审查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通知予以受理，并同时通知支付人停止支付；认为不符

合受理条件的，7日内裁定驳回申请。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46 条规定：因票据丧失，申请公示催告的，人民法院应结合票据存

根、丧失票据的复印件、出票人关于签发票据的证明、申请人合法取得票据的证明、银行挂失止付

通知书、报案证明等证据，决定是否受理。 

三、确定审判组织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54条规定：适用公示催告程序审理案件，可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

判决宣告票据无效的，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 

四、发出停止支付通知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19 条的规定， 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申请，应当同时通知支付人停止支

付。 

《民事诉讼法》第 220条的规定：支付人收到人民法院停止支付的通知，应当停止支付，至公

示催告程序终结。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56条规定：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220条规定通知支付人停止

支付，应当符合有关财产保全的规定。支付人收到停止支付通知后拒不止付的，除可依照民事诉讼

法第 111条、第 114四条规定采取强制措施外，在判决后，支付人仍应承担付款义务。 

五、发出公示催告的公告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19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申请，应当同时通知支付人停止支付，

并在 3日内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公示催告的期间，由人民法院根据情况决定，但

不得少于 60日。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48 条规定：  公告应当在有关报纸或者其他媒体上刊登，并于同日

公布于人民法院公告栏内。人民法院所在地有证券交易所的，还应当同日在该交易所公布。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49条规定：公告期间不得少于 60日，且公示催告期间届满日不得早

于票据付款日后 15日。  

六、申报权利 

（一）申报权利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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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权利的主体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申报人必须是公示催告的利害关系人；二是申报

人必须持有受公示催告的票据或者其他事项的权利凭证。 

（二）申报的地点与期间 

利害关系人应当向发出公示催告公告的人民法院申报权利，并且利害关系人应在公示催告期间

内或除权判决前申报权利。 

（三）申报的形式与内容 

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即提交票据权利申报书。申报书应当写

明申报权利请求、理由和事实等事项，并应当向人民法院出示票据正本或者法律规定的证据。 

（四）申报权利的法律后果 

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向法院出示票据，并通知公示催告申请人在指定的

期间查看该票据。公示催告申请人申请公示催告的票据与利害关系人出示的票据不一致的，应当裁

定驳回利害关系人的申报；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成立的，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并通知申请

人和支付人。 

第三节  除权判决 

一、除权判决的概念 

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后，无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或者申报依法被驳回的，人民法院应根据申请

人的申请，作出宣告票据无效的判决。这种判决被称为除权判决。 

二、除权判决的程序 

（一）申请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452 条规定：在申报权利的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或者申报被驳回的，

申请人应当自公示催告期间届满之日起 1个月内申请作出判决。逾期不申请判决的，终结公示催告

程序。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的，应当通知申请人和支付人。 

（二）合议庭合议 

申请人在法定期间内申请除权判决的，人民法院应组成合议庭对案件进行审查和评议。 

（三）判决与公告 

合议庭经审查和评议，确信除申请人外没有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应当判决原票据无效。 

除权判决应当公告，并通知支付人。除权判决一旦作出并公告，票据权利即与票据权利发生分离。 

（四）判决效力 

1、票据失去效力。 

2、丧失票据的权利人（即公示催告申请人）虽不持有票据，却取得了票据上记载的权利。 

3、票据债务人与不持有票据的权利人之间产生了债权债务关系。 

4、公示催告程序终结。 

三、对未申报权利的利害关系人的救济 

(一)救济方式——起诉 

《民事诉讼法》第 223 条规定： 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 1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 

(二)利害关系人起诉的条件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利害关系人起诉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利害关系人在判决前没有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 

2、利害关系人没有申报权利有正当理由 

3、利害关系人必须在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 1年内起诉请求撤销除权判决 

4、利害关系人必须向作出除权判决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利害关系人起诉的审理与裁判 

根据 2015年《民诉解释》第 459条、第 460条、第 461条的规定： 

1、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按票据纠纷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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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事诉讼法第 223条规定的正当理由，包括：  

（1）因发生意外事件或者不可抗力致使利害关系人无法知道公告事实的；  

（2）利害关系人因被限制人身自由而无法知道公告事实，或者虽然知道公告事实，但无法自

己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申报权利的；  

（3）不属于法定申请公示催告情形的；  

（4）未予公告或者未按法定方式公告的；  

（5）其他导致利害关系人在判决作出前未能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的客观事由。  

3、利害关系人请求人民法院撤销除权判决的，应当将申请人列为被告。 

4、利害关系人仅诉请确认其为合法持票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写明，确认利害关

系人为票据权利人的判决作出后，除权判决即被撤销。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了解了解公示催告程序的特点和适用范围；掌握提起公示催告程序的条

件和公示催告审理程序的规定等。 

作业： 

1、简述公示催告程序的概念和特点。 

2、公示催告程序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3、申请公示催告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4、什么是除权判决？其效力如何？ 

民事执行程序编 

说明：民事执行法学已经成为我校一门独立的限选课程，教学大纲单独编写。因此，执行程序

编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七章的内容，见民事执行法学课程教学大纲。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编 

本编是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基本问题的论述。学习本编，有助于了解和掌握涉外民事诉讼程

序的基本理论，理解有关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并对涉外民事诉讼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知识单元 20：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概述 

参考学时：0、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涉外民事诉讼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 

一、涉外民事诉讼的概念与特征 

（一）涉外民事诉讼的概念 

涉外民事诉讼是指具有涉外因素的民事诉讼。具体而言，是指人民法院在双方当事人和其他诉

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审理和解决涉外民事案件的活动。 

2015年《民诉解释》第 52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案件：  

（1）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的；  

（2）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  

（3）标的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  

（4）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  

（5）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案件的其他情形。 

（二）涉外民事诉讼的特征 

与国内民事诉讼相比较，涉外民事诉讼主要具有以下特征： 

1、涉外民事诉讼涉及国家主权问题 

2、涉外民事诉讼在具体制度上具有其特殊性 

3、涉外民事诉讼涉及不同国家法院之间的配合与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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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涉外民事诉讼程序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受理、审判和执行涉外民事案件，以及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

所遵循的法定程序。 

第二节  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一般原则 

一、适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 259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涉外民事诉讼，适用本编规定。

本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 

二、适用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 260条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民事诉讼法有不同规定的，适

用该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 

三、司法豁免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 261条规定：对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外国组织或者国际组织提起

的民事诉讼，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

办理。 

四、使用我国通用语言文字的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 26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应当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的

语言、文字。当事人要求提供翻译的，可以提供，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五、委托我国律师代理诉讼的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 263条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和组织在人民法院起诉、应诉，

需要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必须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律师。 

练习： 

1、简述涉外民事诉讼的概念和特点。 

2、简述涉外民事诉讼程序应遵循的一般原则。 

知识单元 21：  涉外民事诉讼管辖 

参考学时：0、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涉外民事诉讼管辖的概念和原则 

一、涉外民事诉讼管辖的概念 

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是指我国人民法院对具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案件享有的审判权限以及人民法

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涉外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权限。 

二、我国确定涉外民事诉讼管辖的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法在确定涉外民事诉讼的管辖时，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诉讼与法院所在地实际联系的原则 

（二）尊重当事人的原则 

（三）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 

第二节  涉外民事诉讼管辖的种类及特殊处理 

一、涉外民事诉讼管辖的种类 

（一）牵连管辖 

牵连管辖，是指根据涉外民事诉讼与法院所在地之间存在的一定牵连关系所确定的管辖。 

《民事诉讼法》第 265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内没有住所的被告提起的诉讼，如果合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签订或者履行，或者诉讼标的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或者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或者被告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有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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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二）专属管辖 

专属管辖，是指特定的涉外民事案件只能由我国法院管辖，其他外国法院无权管辖。 

《民事诉讼法》第 266 条规定：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

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管辖。 

（三）协议管辖 

协议管辖是当事人在争议发生之前或者争议发生之后以书面形式选择管辖法院的一种制度。 

《民事诉讼法》第 34 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

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

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531 条规定：涉外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

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侵权行为地等与争议

有实际联系地点的外国法院管辖。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33条和第 266条规定，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院专属管辖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协议选择外国法院管辖，但协议选择仲裁的除外。  

（四）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的相关规定 

二、涉外民事诉讼管辖的特殊处理 

（一）不方便法院管辖原则 

不方便法院管辖原则，是指当一国法院对其享有管辖权的案件，因为行使管辖权审理案件存在

一定的困难，而由外国法院行使管辖权更加方便时，可以告知原告向更方便的外国法院提起诉讼。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532 条规定：涉外民事案件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

驳回原告的起诉，告知其向更方便的外国法院提起诉讼：  

（1）被告提出案件应由更方便外国法院管辖的请求，或者提出管辖异议；  

（2）当事人之间不存在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管辖的协议；  

（3）案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专属管辖；  

（4）案件不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  

（5）案件争议的主要事实不是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且案件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  

（6）外国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且审理该案件更加方便。 

（二）管辖权的积极冲突 

管辖权的积极冲突，是指我国法院和外国法院对同一涉外民事争议均享有管辖权，从而产生管

辖权的积极冲突。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533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一

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起诉，而另一方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

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者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不

予准许；但双方共同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外国法院判决、裁定已经被人民法

院承认，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了解涉外民事诉讼管辖的概念；掌握涉外民事诉讼管辖的确定原则、涉

外民事诉讼管辖的种类和涉外民事诉讼管辖的特殊处理。 

练习： 

1、简述涉外民事诉讼管辖的概念和确立涉外民事诉讼管辖遵循的原则。 

2、什么是牵连管辖？ 

3、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适用专属管辖的案件有哪些？ 

4、什么是不方便法院管辖原则？ 

5、什么是管辖权的积极冲突？管辖权的积极冲突如何解决？ 

知识单元 22： 涉外送达与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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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0、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涉外送达 

一、依照条约规定的方式送达 

二、通过外交途径送达 

三、委托我国驻外使领馆代为送达 

四、向受送达人的诉讼代理人送达  

五、向受送达人在我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或者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 

六、邮寄送达 

七、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受送达人收悉的方式送达 

八、公告送达 

第二节  涉外期间 

一、涉外期间的特殊规定 

在涉外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在我国领域内有住所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七章第一节关于期

间的一般规定。当事人在我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四编第二十五章有关期间

的特别规定。 

（一）被告和被上诉人的答辩期 

《民事诉讼法》第 268条规定：被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起

诉状副本送达被告，并通知被告在收到起诉状副本后 30日内提出答辩状。被告申请延期的，是否

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民事诉讼法》第 269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不服第一审人民

法院判决、裁定的，有权在判决书、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30 日内提起上诉。被上诉人在收到上诉状

副本后，应当在 30 日内提出答辩状。当事人不能在法定期间提起上诉或者提出答辩状，申请延期

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决定。 

（二）上诉期间 

2015 年《民诉解释》第 538 条规定：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上诉期，对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领域内有住所的当事人，适用民事诉讼法第 164条规定的期限；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

内没有住所的当事人，适用民事诉讼法第 269条规定的期限。当事人的上诉期均已届满没有上诉的，

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审限 

《民事诉讼法》第 27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期间，不受本法第 149条、176

条规定的限制。 

二、涉外特别期间的特点 

涉外特别期间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一）涉外特别期间较长 

（二）答辩期与上诉期可以延长，且适用特殊 

（三）对第一审判决与裁定的上诉期相同 

（四）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无审限限制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了解涉外民事诉讼送达的方式；掌握涉外民事诉讼期间的特点及特殊规定。 

作业： 

1、涉外民事诉讼的期间是如何规定的？ 

2、涉外民事诉讼的送达方式有哪些？ 

3、涉外民事诉讼期间具有哪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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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23：  司法协助 

参考学时：0、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司法协助概述 

一、司法协助的概念 

司法协助，是指不同国家的法院之间，根据本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

互相协助代为一定诉讼行为的制度。 

二、司法协助的种类 

司法协助包括两种，即一般司法协助与特殊司法协助。 

第二节  一般司法协助 

一、一般司法协助的概念 

一般司法协助，也可以称为普通司法协助，是指不同国家的法院之间按照条约关系或者互惠原

则互相请求，代为送达文书、调查取证和其他诉讼行为的制度。这里的其他诉讼行为，通常是指代

为提供有关法律资料的行为。 

一般司法协助的内容包括三方面：代为送达文书、代为调查取证、代为提供有关法律资料。 

二、一般司法协助的途径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76条的规定，我国人民法院与外国法院之间进行一般司法协助，通常

有以下三种途径： 

（一）条约途径 

（二）外交途径 

（三）本国使领馆途径 

三、一般司法协助的程序 

（一）公约成员国之间的司法协助程序 

（二）订有司法协助协定国家之间司法协助的程序 

（三）仅有外交关系国家之间司法协助的程序 

第三节  特殊司法协助 

一、特殊司法协助的概念 

特殊司法协助，是指两国法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承认并执行对方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裁判和仲

裁机构仲裁裁决的制度。 

特殊司法协助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对外国法院裁判和仲裁机构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我国

法院的裁判和仲裁机构的裁决在国外的承认与执行。 

二、特殊司法协助的内容 

（一）对外国法院裁判和仲裁机构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1、对外国法院裁判的承认与执行 

（1）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裁判的前提； 

（2）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裁判的条件； 

（3）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裁判的程序。 

2、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外国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1）承认与执行《纽约公约》缔约国作出的仲裁裁决； 

（2）承认与执行与我国有双边条约的国家作出的仲裁裁决； 

（3）承认与执行与我国没有有关条约关系的其他国家作出的仲裁裁决。 

（二）我国法院的裁判和仲裁机构的裁决在国外的承认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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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法》第 280 条规定： 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被执行人

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

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 约的规定，

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如果被执

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

执行。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当了解司法协助的概念和种类；掌握一般司法协助和特殊司法协助的含义、

内容、途径和程序。 

作业： 

1、什么是司法协助？司法协助的根据是什么？ 

2、简述一般司法协助的内容和途径。 

3、特殊司法协助的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24：仲裁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仲裁的概念、特征与法律性质 

一、仲裁的概念 

仲裁是指纠纷当事人通过合意，自愿将有关争议提交非司法机构的第三者审理，由其依据法律

或依公平原则作出对争议双方均有约束力的裁决的一种纠纷解决制度、方法或方式。 

二、仲裁的特点 

仲裁的特点：自愿性、灵活性、专业性、保密性、快捷性与经济性、国际性。 

三、仲裁的性质 

关于仲裁的法律性质，国际社会主要有四种理论：司法权理论、契约理论、混 

合理论、自治理论；我国关于仲裁性质的理论主要有：准司法权理论、非行政性理论、民间性

理论、综合性理论。 

第二节  仲裁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 

一、基本原则 

1.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指当事人之间订立仲裁协议将其争议提交仲裁解决以及提起仲裁程序并在仲裁程

序中实施各种行为，都必须出自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受有关机关、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它

也称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2.独立公正仲裁原则 

独立性是公正仲裁的前提，独立性体现为仲裁机构的独立性和仲裁员的独立性；而公正性主要

是要求仲裁员公正地行使仲裁权。 

3.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解决纠纷的原则 

该原则是说，在法律没有规定或法律规定不完备的情况下，仲裁庭可以按照公平合理的一般原

则来解决经济纠纷。 

二、基本制度 

1、协议仲裁制度 

协议仲裁制度是指当事人是否通过仲裁解决争议，仲裁机构、仲裁员的选定，仲裁程序的确定

等均有当事人通过协议的方式进行，它是自愿原则的体现。 

2、或裁或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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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裁或审制度是指当事人发生争议后，在仲裁和诉讼两种裁判方式中选择一种进行。如果选择

仲裁，则有效的仲裁协议排除司法管辖权。 

3、一裁终局制度  

一裁终局原则是指仲裁裁决书一经作出，即具终局效力，对当事人产生既判力和约束力。 

第三节   仲裁机构与仲裁员 

一、仲裁机构 

（一）仲裁机构的概念与特征 

仲裁机构是指由商事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通过仲裁协议自主选择的，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当事

人之间仲裁协议约定事项所发生争议的民间性机构。 

仲裁机构通常具有以下特征：民间性、管理性、服务性。 

（二）仲裁机构的设置 

在一国之内设立的仲裁组织是国别性仲裁机构；由国际性组织设立的仲裁机构为超国家性仲裁

机构。 

（三）仲裁委员会 

第一，仲裁委员会设立的条件：有自己的名称、住所和章程；有必要的财产；由该委员会的组

成人员；有聘任的仲裁员。 

第二，仲裁委员会设立程序：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登记 

第三，仲裁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及性质：中国仲裁委员会应该是一种特殊的事业单位法人。（其

特殊性表现为：民间性、发展的阶段性以及非司法性） 

第四，仲裁委员会的内部组织：委员会会议（管理机构）、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专家咨询

委员会（专家咨询机构）、其他机构。 

二、仲裁庭 

（一）仲裁庭的概念与特征 

概念：仲裁庭是指由当事人选定或者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的仲裁员组成的，对当事人依据仲裁

协议提请仲裁的争议案件按照仲裁程序进行审理并作出仲裁裁决的仲裁组织。 

仲裁庭（相比于仲裁委员），具有以下特征：仲裁庭是仲裁权的行使主体；具有临时性；形式

具有灵活性。 

（二）仲裁庭的权利与义务 

第一，仲裁庭的权利：一类是指挥、引导整个仲裁程序顺利进行的权利；另一类是对具体争议

案件的审理和裁决权。 

第二，仲裁庭的义务：及时、公平合理地审理并裁决争议案件；依法制作调解书或者裁决书。 

三、仲裁员 

（一）仲裁员的任职资格 

（1）国籍条件 

我国《仲裁法》没有明确规定仲裁员的国籍问题，根据仲裁法、仲裁规则的相关规定，可以受

理涉外案件的仲裁委员会可以聘任外籍人士作仲裁员 

（2）品德条件：公道正派 

（3）专业条件 

①．从事仲裁工作满八年的； 

②．从事律师工作满八年的； 

③．曾任审判员满八年的； 

④．从事法律研究、教学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的 

⑤．具有法律知识、从事经济贸易等专业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 

（二）仲裁员的行为 

（1）仲裁员的行为特点：民间性、独立性、公正性。 



997 

（2）仲裁员的行为规范： 

①独立公正地仲裁争议案件 

② 不得私自接触当事人及其代理人 

③ 自觉披露可能有损独立公正审理的任何情况并回避 

④ 勤勉审慎履行其职责 

⑤ 严格保守仲裁保密 

⑥依法获得报酬 

⑦熟悉仲裁业务，提高仲裁水平  

（三）仲裁员的回避 

（1）仲裁员回避的概念：指承办案件的仲裁员在具有法定情形，可能影响对案件的公正审理

与裁决时，退出该案仲裁活动的制度。 

（2）仲裁员回避的法定情形： 

我国仲裁法第 34 条的规定，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

请：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

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代理人的请客送礼

的。 

（3）回避的方式 

第一，仲裁员自行回避；第二，当事人申请回避（《仲裁法》第 35条）. 

(4)回避的处理及后果 

第一，回避的处理：我国《仲裁法》第 36 条的规定，仲裁员是否回避，由仲裁委员会主任决

定；仲裁委员会主任担任仲裁员时，由仲裁委员会集体决定。 

第二，回避的后果：仲裁员因回避不能履行其职责的，当事人应当按照仲裁法的规定重新选定

仲裁员或者由仲裁委员会主任重新指定仲裁员，因回避而重新选定或者指定仲裁员后，当事人可以

请求已进行的仲裁程序重新进行，是否准许，由仲裁庭决定；仲裁庭也可以自行决定已进行的仲裁

程序重新进行。 

（四）仲裁员的责任 

（1）有关仲裁员责任的理论：仲裁员责任论、仲裁豁免论、仲裁员责任有限豁免论。 

（2）我国的仲裁员责任制度 

第一，我国仲裁员责任制度的必要性 

第二，我国仲裁员责任制度的现状：我国《仲裁法》目前对仲裁员的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够完整

和明确。对于仲裁员的法律责任仅第３８条作了规定，并且没有明确是何种法律责任。一般认为，

该条涉及的法律责任主要是刑事责任。刑法规定了枉法仲裁罪。至于仲裁员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

《仲裁法》则没有明确。 

第四节  仲裁协议 

一、仲裁协议概述 

（一）仲裁协议的概念：它是指当事人自愿把他们之间业已发生或将来可能发生的特定争议提

交仲裁解决的共同的意思表示。 

（二）仲裁协议的特性：间接性、广延性、独立性、书面性、条件性、客体的同等性、内容的

同一性。 

（三）我国仲裁协议的形式 

①仲裁条款 

仲裁条款是指各方当事人于所签订的合同中，在自愿的基础上订立的将有关的法律争议提交仲

裁解决的条款。 

②仲裁协议书 

仲裁协议书，或称仲裁协定书，是指在争议发生之前或之后，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订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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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意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书面协议。 

③其他文件中的商事仲裁协议 

其他文件中的仲裁协议是指在双方当事人针对有关民商事合同关系而相互往来的信函、电传、

电报、传真和其他书面材料（如经确认的电话记录、数据电文等）中所包含的仲裁协议。 

二、仲裁协议的内容 

（一）我国仲裁协议的法定内容：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二）仲裁协议的约定内容：仲裁地点、仲裁规则。 

（三）内容瑕疵仲裁协议及其补救 

1.瑕疵仲裁协议的类型 

(1)对仲裁机构名称表述有瑕疵的仲裁协议 

《仲裁法解释》第 3条明确规定，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不准确，但能够确定具体的仲

裁机构的，应当认定选定了仲裁机构。 

(2)仅约定仲裁规则而未约定仲裁机构的瑕疵仲裁协议 

《仲裁法解释》第 4条明确规定，仲裁协议仅约定纠纷适用的仲裁规则的，视为未约定仲裁机

构，但当事人达成补充协议或者按照约定的仲裁规则能够确定仲裁机构的除外。 

(3)选择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浮动仲裁协议 

(4)约定地点有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瑕疵仲裁协议 

2、内容瑕疵仲裁协议的补救 

（1）当事人自行补救：达成补充协议 

（2）仲裁机构或者法院予以补救的方式，即当事人对瑕疵仲裁协议的解释出现歧义而请求仲

裁机构或者法院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予以认定时，仲裁机构或者法院辅助当事人自行协商以完善仲裁

协议或者直接根据仲裁法的规定对瑕疵仲裁协议予以补救的方式。 

3、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 

（1）仲裁协议的有效要件：当事人具有订立仲裁协议的民事行为能力（订立仲裁协议的当事

人需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之间有提交仲裁的真实一致的意思表示、仲裁协议约定的

争议事项具有可仲裁性、仲裁协议的内容与形式需合法。 

（2）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机构 

第一，法院：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享有管辖权，已得到各国仲裁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普遍

认可。 

第二，仲裁庭或者仲裁员 

第三，仲裁机构：  

4.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 

（1）仲裁协议法律效力的体现 

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即有效成立的仲裁协议对双方当事人、仲裁机构以及法院所应当具有的

相应约束力。 

第一，对当事人的效力 

仲裁协议有效成立后，就仲裁协议约定事项所发生的争议，当事人应当依据仲裁协议向仲裁机

构申请仲裁，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违背其对仲裁协议所承担的就约定争议事项提请仲裁，不应向法

院起诉的义务，而擅自向法院起诉，对方当事人有权以存在有效仲裁协议为由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

抗辩。 

第二，对法院的效力 

仲裁协议有效成立后，对于法院而言，就产生了以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排除法院司法管辖权的效力。 

第三，对仲裁机构（仲裁庭）的效力 

1、授权效力。 

仲裁协议是仲裁庭取得仲裁管辖权的依据 

2、仲裁协议是仲裁庭正确行使仲裁权的依据，即限制仲裁权行使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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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仲裁程序 

一、仲裁申请 

（1）仲裁申请的概念：仲裁申请是指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就他们之间发生的合

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之间自愿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协议中选定的仲

裁委员会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行为。 

（2）仲裁申请的条件 

二、仲裁受理 

（1）仲裁受理的概念：仲裁受理是指仲裁机构对当事人提出的仲裁申请经过审查，认为符合

法律规定的申请仲裁条件，从而决定立案审理的行为。 

（2）对于仲裁申请的审查 

（3）受理后的准备工作 

三.仲裁答辩与反请求 

（1）仲裁答辩的概念 

（2）仲裁反请求 

四.仲裁庭的组成 

（1）仲裁庭的组成形式 

我国《仲裁法》第 30条也明确规定，仲裁庭可以由 3名仲裁员或者 1名仲裁员组成。由 3名

仲裁员组成的，设首席仲裁员。 

（2）仲裁员的确定 

五.仲裁管辖权异议 

（1）仲裁管辖权的概念：指仲裁庭对当事人依据仲裁协议提请仲裁解决的争议案件进行审理

并作出裁决的权限。 

（2）仲裁庭自裁管辖原则 

（3）我国关于仲裁庭管辖权异议的处理 

六.仲裁审理 

（1）仲裁审理的概念：仲裁审理是仲裁庭按照仲裁规则规定的方式和程序，或依照当事人约

定的程序和方式，收集和审查证据，询问证人、鉴定人，并对整个争议事项的实质问题进行全面审

查的仲裁活动。 

（2）仲裁审理的原则：不公开原则；开庭审理与书面审理相结合原则。 

（3）审理的方式 

（4）仲裁审理中特殊情形的处理 

第一，撤回仲裁申请 

撤回仲裁可以包括两种情形： 

①申请撤回，即仲裁机构受理仲裁申请后，仲裁申请人主动撤回仲裁申请的情形； 

②按撤回仲裁申请处理，即仲裁机构受理仲裁申请后，基于仲裁申请人的某种消极行为，仲裁

庭推定其有撤回仲裁申请的意思，从而视为撤回仲裁申请的情形。 

第二，缺席判决 

缺席判决的概念：缺席裁决是指由于出现法律规定的情况，仲裁庭仅就到庭的一方当事人进行

调查、审查核实证据，听取意见，并对未到庭的当事人提供的书面资料进行审查后，做出仲裁裁决

的仲裁活动。 

第三，延期开庭 

延期开庭的概念：延期开庭是指仲裁庭确定审理的日期之后或者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由于出

现法定事由，导致仲裁审理程序无法按期进行时，仲裁庭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将仲裁审理推延到另

一日期的行为。 

七.仲裁的调解与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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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仲裁的调解 

（2）仲裁中的和解 

八.仲裁裁决 

1.仲裁裁决概述 

第一，仲裁裁决的概念 

第二，仲裁裁决的特征 

①裁决的依据不同。 

②裁决做出的方式不同。 

③签名不同。 

④公开程度不同。 

第三，仲裁裁决的类型 

2.仲裁裁决的作出 

（1）作出裁决的时限、地点与方式 

（2）裁决书的形式和内容要求 

（3）裁决书的补正 

我国《仲裁法》仅规定了“补正裁决”。该法第 56 条规定：“对于裁决书的文字、计算错误或

者仲裁庭已经裁决但在裁决书中遗漏的事项，仲裁庭应当补正。” 

（4）仲裁裁决书与民事判决书的差异 

3.仲裁裁决的效力 

（1）仲裁裁决的终局性 

（2）仲裁裁决的执行性（一方面，作为履行根据的效力；另一方面，作为强制执行根据的效力） 

第六节 仲裁裁决的撤销与不予执行 

一.仲裁裁决的撤销 

1.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概述 

（1）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概念 

（2）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条件 

（3）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情形 

2.审理撤销仲裁裁决的程序 

（1）审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程序的启动——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 

（2）审理撤销仲裁裁决的程序（受理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依法组庭、审理） 

（3）对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处理 

①裁定撤销该仲裁裁决 

②驳回申请 

③重新仲裁：对于国内仲裁裁决，仅在具有下列两种情形之一时，人民法院才可通知仲裁庭在

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第一，仲裁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第二，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

公正裁决的证据。 

3.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律后果 

二、仲裁裁决的不予执行 

（一）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概念 

（二) 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条件 

（三）申请不予执执行仲裁裁决的法定情形 

（四）审理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的程序 

（五）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决定的法律效力 

学习目标： 

教学目的和要求：系统的了解和掌握商事仲裁制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正确理解商事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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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规则以及其与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提高运用仲裁法以及仲裁规则进行仲裁，解决民商事就

纠纷的能力。 

作业： 

1、简述自愿仲裁原则 

2、简述仲裁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异同 

3、简述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 

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民事诉讼 

第二章  民事诉讼法 
2  

1 
第五章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第六章  诉与诉权 
2  

2 第五章  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 2  

2 第六章  民事诉讼基本制度 2   

3-4 第七章  当事人 6  

4-5 第八章  法院和管辖 4 

第九章民事诉讼证据与证明，由于民

事证据已经成为我校独立的限选课

程，教学大纲单独编写。 

5 第十章  诉讼调解与和解 2  

6 第十一章  民事诉讼保障制度 4  

7-8 第十二章  第一审普通程序 6  

8-9 第十三章  简易程序 4  

9-10 第十四章  第二审程序 4  

10-11 第十五章  审判监督程序 4  

11-12 
第十六章  审判程序中的特殊情形； 

第十七章  法院裁判 
6  

13 第十八章  特别程序 4  

14 
第十九章  督促程序； 

第二十章  公示催告程序 
4 

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七章民事执行

编，由于民事执行已经成为我校独立

的限选课程，教学大纲单独编写。 

15 第二十八至第三十一章  涉外程序编 2  

15-16 第三十二章   仲裁法 6  

说  明 

1、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以课堂教学为主，课堂讨论和诉讼实践教学活动为辅，并有教师课外辅导答疑，也可以

采用网上辅导答疑方式，但不计入教学总学时之内。为强化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在教学中采

用多媒体教学方式。 

2、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闭卷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考试百分制。 

3、作业要求： 

授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酌情布置相应作业。 

4。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1）选用教材 
1、宋朝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 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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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朝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 8月版。 

3. 宋朝武主编《仲裁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11月 第 1版 

（2）推荐参考书 
1. 黄进、宋连斌、徐前权著《仲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 3月 第 1版 

2. 杨秀清、史飚合著《仲裁法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 8月 第 1版 

执笔：纪格非 审稿：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20日 

 

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Labor law and Social Securities Law 

课程号：70204001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全校学生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的基本历程、国内外发展及国际发展趋势；2、

了解和掌握中国劳动基准法体系；3、了解和掌握中国劳动合同法体系；4、了解和掌握中国就业促

进法体系；5、了解和掌握中国劳动安全卫生法体系；6、了解和掌握中国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及职

工民主治理法体系；7、了解和掌握中国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险法体系；8、了解和掌握中国劳动监

察法体系；9、了解和掌握中国劳动争议解决法体系；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基本原理及

制度，了解劳动、个体劳动关系、集体劳动关系、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险等概念，为社会保障法等

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学时  
知识单元 1：劳动法的产生与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劳动法产生的社会背景 

（1） 产业社会与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 

（2） 产业雇佣劳动与工厂法 

2． 劳动法产生的法律基础 

（1） 普通法系国家中的劳动法 

（2） 大陆法系国家中劳动法与传统私法之分离 

（3） 劳动法与公法私法融合——国家公共权力对劳动关系的干预 

3. 国外劳动法的发展与现状 

（1） 20世纪国外劳动法的发展 

（2） 国外当代劳动法 

① 劳资关系相对缓和 

② 劳资关系的法律调整向社会保障领域拓展 

③ 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当代劳动法形成的挑战 

④ 产业升级及经济转型对劳动法产生的影响 

4. 中国劳动法的产生与发展  

（1）民国初期劳动立法活动 

（2）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劳动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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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区、边区、解放区劳动法规与改革开放前的劳动立法 

（4）新中国成立后的大陆劳动立法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外劳动法的产生与发展 

2．掌握劳动法产生的历史阶段 

作业：劳动法产生的社会历史阶段有何特点 

知识单元 2：劳动法学原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劳动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1） 劳动法的概念 

（2） 劳动法的调整对象 

① 劳动法的调整对象属于雇佣关系 

② 劳动法调整的雇佣关系是产业雇佣关系 

③ 劳动法调整的雇佣关系是国家公力干预之后的私法关系 

④ 我国劳动法调整的产业雇佣关系主体一方必须是单位，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发生的雇佣

关系才属于劳动法的调整对象。 

⑤ 除产业雇佣关系之外，附属于产业雇佣关系的社会关系包括：工会组织关系、工会监督关

系、社会保险关系、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关系、劳动监督检查所产生的社会关系。 

2． 劳动法的体系和特征 

（1） 劳动法律关系 

（2） 劳动法的特征：公私法兼容、倾斜性、规范的多样性、调整社会关系的特定性 

（3） 劳动法律渊源 

① 宪法中有关劳动者基本权利义务的规定 

② 劳动法律及其他相关法律中的劳动法律规范 

③ 劳动行政法规 

④ 地方劳动法规 

⑤ 劳动行政规章 

⑥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 

⑦ 全国总工会发布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⑧ 我国批准生效的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劳动公约和建议书 

（4） 劳动法的地位  

① 劳动法与民法的关系 

② 劳动法与社会法的关系 

③ 劳动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④ 劳动法与刑法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劳动法学基本原理。 

2．掌握劳动力的概念、劳动法的体系、劳动法的法律渊源、劳动法与民法、与行政法、与社

会保障法的关系。 

作业： 

劳动法的渊源  

劳动法的独立性如何体现 

知识单元 3：劳动法律关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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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动法律关系概述 

（1） 劳动法律关系的概念和特点 

劳动法律关系是指劳动法律规范在调整劳动关系过程中形成的法律上的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

关系。 

① 劳动法律关系与劳动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② 劳动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在性质上、产生的法律依据和前提条件以及内容上均不相同； 

③ 在我国，只有合法的劳动关系才受到法律的保护，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劳动关系，不得

具有劳动法律关系的形式。 

（2） 劳动法律关系的种类 

①  按照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不同划分 

②  根据劳动法律关系当事人是否具有涉外因素划分 

③  根据劳动者的人数来划分 

④  按照劳动者的户籍类型不同划分 

⑤  按照劳动者是否兼职划分 

2. 劳动法律关系的要素  

（1） 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 

① 劳动者的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 

第一、劳动者的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的概念。法律赋予自然人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

力是基于以下两个条件：达到法定年龄和具有劳动能力。 

第二、劳动者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特点：迟于民事权利能力、早于民事行为能力；劳动权

利能力与劳动行为能力同时产生同时消灭；劳动者的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是统一而不可分割

的，只能由本人实施，不能由他人替代；劳动者的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的行使要受到其劳

动能力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因素差别的限制；一个全日制劳动者在行使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

时，一般不允许同时存在双重或多重劳动法律关系。 

② 用人单位的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 

第一、用人单位的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的概念 

第二、用人单位的劳动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特点：用人单位的劳动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通

常迟于其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产生的时间、并受到较多的国家制约、可以通过法定代表人

或代理人来实现，但是产生的后果与用人单位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不同。 

（2） 劳动法律关系的内容 

① 劳动法律关系主体一方——劳动者的权利与义务 

第一、劳动者的权利： 

依法与用人单位签订、变更、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权利；  

通过工会或职工推举的代表同用人单位签订、变更或终止集体合同的权利； 

取得劳动报酬权； 

休息休假权； 

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权； 

女职工和未成年工获得特殊劳动保护的权利 

接受职业培训的权利； 

享有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 

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 

享有法律规定的其他劳动权利，如企业民主管理权、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的权利、依法才

加工会和组织工会的权利； 

第二、劳动者的义务 

积极按时完成劳动任务的义务； 

提高劳动技能的义务； 



1005 

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的义务 

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的义务 

依法保守用人单位秘密的义务； 

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 

② 劳动法律关系主体另一方——用人单位的权利与义务   

第一、 用人单位的基本劳动权利： 

要求劳动者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劳动任务的权利； 

要求劳动者努力提高自己的职业技能，以适应生产需要的权利； 

要求劳动者认真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的权利； 

要求劳动者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的权利。 

第二、 用人单位承担的劳动义务： 

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变更、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或集体劳动合同的义务； 

支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义务； 

保证劳动者享有休息休假的义务； 

为劳动者提供劳动安全卫生和劳动保护的义务； 

为女职工和未成年工提供劳动保护的义务； 

为劳动者提供职业培训的义务； 

为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险和福利的义务； 

配合解决劳动争议的义务； 

保证劳动者实现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的义务； 

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规制，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 

（3） 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 

劳动法律关系基本客体是劳动行为，或者叫劳动活动。劳动法律关系的辅助客体是劳动待遇和

劳动条件。还有观点认为，劳动法律关系的客体是劳动力。 

3. 劳动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 

（1） 劳动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概念 

（2） 劳动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法律事实 

① 劳动法中的法律事实，是指劳动法规定的能够引起劳动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一切

客观情况。包括行为和事件。 

行为，包括劳动法律行为、劳动行政管理行为、劳动仲裁行为和劳动司法行为。 

事件，是指不以行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 

② 劳动法律事实的特点：产生劳动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只能是双方当事人一致的合法意思

表示的劳动法律行为，即合法行为。而且仅是合法行为中采取签订劳动合同形式的劳动法律行为。

产生劳动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也不同于引起、变更、消灭劳动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 

4. 附随劳动法律关系 

（1） 附随劳动法律关系的概念 

（2） 附随劳动法律关系的种类 

劳动行政法律关系 

劳动服务法律关系 

工会活动方面的法律关系 

学习目标： 

1．掌握劳动法法律关系。 

2．掌握劳动法律关系主体、要素产生、变更和消灭以及附随劳动法律关系。 

作业：劳动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的区别和差异？ 

知识单元 4：劳动基本权、具体劳动权利义务与国际劳工立法的产生和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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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 劳动基本权利及其演变 

（1） 劳动基本权利的概念和理念 

（2） 基本权利的演变 

2. 劳动基本权利 

（1） 国外关于劳动基本权的规定 

① 工作权或劳动权 

② 结社权与劳动团结权 

③ 生存权和社会安全权 

④ 经济参与权 

⑤ 团体交涉权和争议权 

（2） 我国劳动基本权的种类 

① 劳动权 

② 休息权 

③ 获得物质帮助权 

④ 女性劳动者的平等权 

⑤ 劳动者的结社权 

3. 劳动法规定的具体权利义务 

（1） 平等就业权和选择职业权 

（2） 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3） 休息休假的权利 

（4） 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 

（5） 接受职业培训的权利 

（6） 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权利 

（7） 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 

（8） 劳动者义务：完成劳动任务、提高职业技能、执行劳动安全卫生规程、遵守劳动纪律和

职业道德。 

4. 国际劳动组织 

（1） 国际劳工组织的发展历史 

（2） 国际劳工组织的宗旨、目标和基本原则 

① 宗旨 

国际劳工组织的宗旨，是国际劳工组织制定国际劳动标准、以及开展一切活动的根本依据。一

切国内、国际政策和措施，特别是具有经济和财政性质的措施，均应以此观点加以衡量。 

② 目标 

国际劳工组织的目标，是国际劳工组织根据其宗旨所制定的具体的工作重点和努力方向。《费

城宣言》第三部分规定的国际劳工组织要努力达到十项目标。 

③ 原则 

国际劳工组织的原则，是国际劳工组织在各项活动中必须遵守的主要依据。1919 年《国际劳

工组织宪章》规定了国际劳工组织的 9项原则，在 1944年通过的《费城宣言》第一部分中，又重

新对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原则做了规定，包括四项新的基本原则。 

（3） 国际劳工组织的主要机构 

内部组织形式及职责：国际劳工大会、理事会、国际劳工局 

5. 国际劳工立法 

（1） 国际劳工立法的概念和形式 

国际劳工立法又称国际劳工标准，是指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与劳动者权益有关的国际最低标准。 

（2） 国际劳工公约的类型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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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动公约可以分为基本国际劳工公约、优先国际劳工公约与一般国际劳工公约三大类。最

重要的是基本劳工公约。 

6. 国际劳动立法与中国 

国际劳工标准可以分为政治性标准和技术型标准两大类。所谓政治性标准，即基本人权公约部

分，包括八个基本劳工公约，其他公约和建议书则属于技术性标准。 

我国批准和加入国际劳工公约的情况。 

7. WTO 立法与劳动立法 

（1） WTO中“社会条款”争议的由来 

“社会条款”，是指在 WTO 协议中写入关于保护劳动权的条款，缔约方如果违反该条款，其他

缔约方可以予以贸易制裁。其目的在于通过贸易制裁来保证有关社会基本权利的实现。相对于保护

环境的“绿色条款”而言，社会条款有时也被称为“蓝色条款”。 

（2） 核心劳动标准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核心劳动标准的内容对国际贸易产生的制约。 

完善我国劳动标准 

学习目标： 

1．了解劳动基本权的产生。 

2．掌握劳动基本权的内容、掌握我国劳动具体权利义务内容 

3. 了解国际劳工组织。 

4. 了解国际劳工标准对中国劳动立法的挑战 

作业：集体劳动权与个体劳动权的差异？中国劳动法与国际劳工标准存在多大差异？ 

知识单元 5：劳动合同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个体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 

（1）个体劳动关系，是指单个个体劳动者本人与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合同而确立的相互之间的

社会经济关系。 

（2）主要有三种立法模式：在劳动法典或其他劳动基本法中将劳动合同单列为一章或一篇；

制定劳动合同法的专门法律；把劳动合同法作为民法特别法。 

2. 劳动合同的概念、特征和作用 

（1） 劳动合同的概念 

（2） 劳动合同的特征 

① 主体特定性； 

② 劳动者地位特殊性； 

③ 劳动合同内容特殊性； 

④ 属继续性合同； 

⑤ 特定条件下涉及与劳动者有关的第三人的物质利益关系 

⑥ 以劳动过程实现劳动合同目的 

⑦ 程序法定 

⑧ 诺诚、双务有偿合同、要式合同 

（3） 劳动合同的作用 

① 实现劳动权的法律途径 

② 维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法律手段 

③ 实现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法律形式 

④ 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 

⑤ 减少和防止劳动争议的重要措施 

3. 劳动合同的性质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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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动合同的性质 

观点：身份契约说、租赁契约说、劳动加工说、特种契约说 

我们同意第四种观点即特种契约说 

（2） 劳动合同的种类 

① 按照用工形式划分：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农民轮换工劳动合同、临时工、季节工劳动合同 

② 按照生产资料所有制划分  

③ 按照劳动者特定身份划分：按国籍划分、按户籍划分、按劳动者在劳动中的身份划分 

④ 按照合同目的为标准划分：录用合同、聘用合同、聘任合同、借调合同、停薪留职合同、

学徒培训合同 

⑤ 按劳动合同期限为标准划分：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以完成一定工作

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⑥ 按照劳动者一方人数为标准划分：个体劳动合同、集体劳动合同 

4. 劳动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形式 

（1） 劳动合同的主要内容 

① 必备条款 

劳动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劳动报酬 

② 协商约定条款 

法定的协商约定条款：试用期条款、服务器条款、竞业禁止条款 

补充的协商约定条款 

③ 禁止性条款 

（2）劳动合同的形式 

5.  劳动合同的订立 

（1） 劳动合同订立的概念和原则 

  概念： 

原则：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原则，合法原则 

（2） 劳动合同订立的程序 

① 提出签订劳动合同的建议（要约） 

② 接受提议（承诺） 

（3） 劳动合同的续订 

① 劳动合同的续订的涵义； 

② 劳动合同的续订的法律效果； 

6. 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  

（1） 劳动合同的有效——劳动合同有效的要件一般包括： 

① 合同主体必须合格 

② 合同内容合格  

③ 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 

④ 合同形式和程序合法 

（2） 无效劳动合同 

① 无效劳动合同的概念 

② 无效劳动合同的认定（种类）： 

第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劳动合同：订立劳动合同主体不合格；内容不合法；形式和程序

不合法； 

第二、采取欺诈、威胁等手段订立的劳动合同。 

③ 无效劳动合同的处理   

第一、劳动合同的全部无效和部分无效； 

第二、无效劳动合同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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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无效劳动合同的确认机关：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人民法院。 

7. 劳动合同的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 

（1） 劳动合同的履行  

① 劳动合同履行的概念 

② 劳动合同履行的要求 

③ 劳动合同履行的原则：亲自履行原则、全面履行原则、协作履行原则、权利义务一致原则 

（2） 劳动合同的变更 

① 劳动合同变更的概念和条件 

第一、劳动合同经双方当事人同意而变更 

第二、不得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 

第三、劳动合同变更事由法定 

第四、劳动合同的变更应遵循相应的程序 

② 劳动合同变更的程序 

（3） 劳动合同的解除  

① 劳动合同解除的概念和分类 

② 双方当事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双方当事人协商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是：双方自愿、 平等协商、不得损害对方的利益 

③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第一、 过失性辞退：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和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 

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二、 非过失性辞退： 

劳动者非因公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的； 

劳动合同订立时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 

第三、 经济性裁员： 

用人单位濒临破产整顿期间、 

用人单位发生严重经营困难、 

裁员的法定程序。 

第四、 用人单位不得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④ 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第一、劳动者预通知解除劳动合同 

第二、劳动者随时解除劳动合同 

⑤ 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第一、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解决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根据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年

限，每满一年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最多不超过 12个月。 

工作时间不满 1年的按一年发给经济补偿金； 

第二、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公负伤情况下的经济补偿金； 

第三、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调整工作岗位后仍不能胜任的 ，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按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的经济补偿金计划，最多不得超过 12个月； 

第三、劳动合同订立时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的经济补偿金； 

第四、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或者生产经营情况发生严重困难，必须裁减人员时

的经济补偿金。 

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后，未按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除足额发给经济补偿外，还须按



1010 

照经济补偿金额的 50%支付额外经济补偿，上述经济补偿金的工资计算标准是按企业正常生产情况

下劳动者解除合同之前 12个月的月平均工资来支付。 

（4） 劳动合同的终止                    

① 劳动合同期限届满 

② 当事人约定的终止劳动合同的条件出现 

③ 事实劳动关系 

第一、事实劳动关系的概念和类型 

第二、 事实劳动关系的处理 

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形成的事实劳动关系的处理 

无效劳动合同而引起的事实劳动关系的处理 

学习目标： 

1. 了解个体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 

2. 掌握劳动合同关系、事实劳动关系； 

3. 掌握劳动合同订立、法律效力、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的内容； 

作业：中国劳动合同执法的现状与问题  

知识单元 6：集体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集体谈判制度 

2. 工会及工会法及团体协约制度 

（1） 工会制度 

（2） 工会法 

（3） 团体协约制度 

① 团体协约主体 

② 团体协约的订立 

③ 团体协约的内容 

④ 团体协约的终止 

3. 产业行为 

（1） 罢工制度 

① 罢工的概念和意义 

② 罢工的分类 

③ 罢工的条件 

（2） 闭厂 

① 合法的目的和期限 

② 闭厂行为不得达到摧毁对手的程度 

③ 闭厂须以和平方式进行，不得以暴力方式实行闭厂 

④ 闭厂行为结束后，集体谈判双反应尽快恢复生产和工作秩序 

4. 中国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 

（1） 集体协商制度 

（2） 集体合同制度 

学习目标： 

1. 了解集体谈判制度；了解劳动者及工会与产业行为的关系 

2. 掌握工会制度、团体协约制度 

3. 掌握集体合同制度 

作业：1. 集体劳动关系与个体劳动关系的差异？ 

2. 集体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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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集体劳动立法的问题与完善  

知识单元 7：劳资合作与劳动者民主参与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产业民主制与劳资合作 

（1） 劳资合作的社会意义 

（2） 劳资合作的路径 

（3） 劳资合作的社会经济基础——产业民主 

2. 中国职工民主管理与改革 

（1） 法律渊源 

（2） 经济基础和法理基础 

（3） 我国职工民主管理制度存在的不足和现阶段法律制度的缺失 

3. 我国产业民主制与职工民主参与制度改革 

（1） 产业民主问题包括：资本权利问题、企业治理问题 

（2） 产业民主与职工民主管理的关系 

学习目标： 

1. 了解产业民主制与劳动合作的重要性 

作业：中国产业民主和劳资合作的问题与完善？ 

知识单元 8：就业促进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就业促进法与就业保障政策 

（1） 劳动就业的概念和内容 

（2） 我国劳动就业立法概况 

（3） 劳动就业方针 

2. 劳动力市场、职业教育与就业服务 

（1） 劳动力市场的概念 

（2） 就业准入制度 

（3） 职业技能鉴定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4） 职业教育 

（5） 就业服务 

3. 我国就业促进法的法律规定 

（1） 平等就业的“反歧视立法” 

① 就业歧视的概念和含义 

② 就业歧视的类型 

③ 我国《就业促进法》对反就业歧视的规定 

④ 我国《就业促进法》的完善 

（2） 特殊群体的就业保障 

① 妇女就业保障 

② 残疾人就业保障 

③ 少数民族就业保障 

④ 退伍现役军人的就业保障 

4. 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规范与管理 

学习目标： 

1. 了解就业促进法与就业政策 

2. 掌握《就业促进法》的反歧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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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掌握特殊群体的就业保障 

4. 了解外国人在华就业政策 

作业：中国就业促进法及就业政策应如何完善？ 

知识单元 9：工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工资概述 

（1） 工作的概念和特征 

（2） 工资分配的基本原则 

（3） 我国现行的基本工资制度 

① 企业基本工资制 

② 国家机关的基本工资制 

③ 事业单位的基本工资制 

（4） 工资形式 

① 基本工资形式 

② 工资的辅助形式 

③ 工资的特殊形式 

2. 最低工资法 

（1） 最低工资的概念 

（2） 最低工资的组成 

最低工资由国家规定的报酬项目组成。包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等。 

下列劳动收入不列入最低工资的范畴：延长工作时间工资，加班及高温等津贴，法律、法规规

定福利待遇、其他补助、非经常性奖金。 

（3） 最低工资的适用范围： 

① 经济组织用工单位与劳动者 

② 不适用最低工资的领域包括：公务员和公益团体人员，租赁经营企业和承包经营企业租赁

人或承包人，学徒、勤工助学学生、身体残疾的人等。 

③ 最低工资适用的时间范围 

④ 最低工资的劳动种类的适用范围 

（4） 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和调整 

① 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 

② 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 

（5） 最低工资保障与监督 

3. 特殊情况下的工资支付 

（1） 概念 

（2） 特殊情况下工资的种类及制度 

① 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的工资支付 

② 法定休假日期间的工资支付 

③ 婚丧假期间的工资支付 

④ 探亲假期间的工资支付 

⑤ 加班加点工资支付 

⑥ 企业依法破产时的工资支付 

⑦ 停工期间的工资支付 

⑧ 关于特殊人员的工资支付问题 

4. 工资的法律保障 

（1） 工资支付的保障：用人单位支付工资的方式、不得克扣工资、不得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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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资支付的监督 

学习目标： 

1. 了解工资法律制度 

2. 掌握最低工资制度 

3. 了解工资的法律保障 

作业：中国最低工资制度的设计是否合理、如何改进？ 

知识单元 10：职业安全卫生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职业安全卫生标准制度 

（1） 工业风险与职业安全卫生 

（2） 安全生产保障制度 

（3） 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 

第一、 职业病防治法 

第二、 职业病目录 

第三、 职业病防治法存在的问题 

2. 职业安全卫生责任制度 

（1） 生产经营单位的责任 

（2）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3） 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的责任  

3. 伤亡事故处理制度 

（1） 伤亡事故报告制度 

（2） 伤亡事故的救助制度 

（3）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  

4. 女职工与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 

（1） 女职工的劳动保护：禁忌劳动范围、四期保护、解雇保护 

（2） 工作场所中的性骚扰问题 

（3） 最低就业年龄与禁止使用童工 

（4） 对未成年工的特别劳动保护 

学习目标： 

1. 了解职业安全卫生标准与责任制度 

2. 了解中国职业病防治法的缺陷 

3. 了解中国职业安全制度漏洞 

作业：中国职业病防治法应如何完善？ 

中国职业安全漏洞应如何通过立法予以完善？ 

知识单元 11：社会保障法概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会保障法概述 

（1） 社会保险的概念 

（2） 社会保险的特征 

（3） 社会保险与相关制度的关系 

（4） 社会保险法的作用 

2. 社会保险法原理 

（1） 社会保险法的原则 

（2） 社会保险法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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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保险的层次结构 

（4） 社会保险费的征缴  

① 社会保险费的征缴范围 

② 社会保险费的征收 

③ 社会保险费的征缴管理 

3. 社会救助法原理   

（1） 社会救助法的概念和特点 

（2） 社会救助法的意义和原则 

（3） 社会救助法的具体制度 

（4） 我国社会救助法现存的问题 

4. 职工福利 

（1） 职工福利的概念和特点 

（2） 职工福利的作用 

（3） 职工福利的立法概况 

（4） 职工福利的内容 

学习目标： 

1. 了解社会保障法原理 

2. 掌握社会保险法原理  

3. 了解社会救助法原理 

4. 了解职工福利制度 

作业：1. 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 

2.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如何解决？ 

知识单元 12. 社会保险法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养老保险法 

（1） 养老保险的概念和特点 

（2） 养老保险的基本制度 

① 养老保险的适用范围 

② 享受养老保险的条件 

③ 多层次养老保险结构 

④ 养老保险缴费制度 

⑤ 养老保险的类型  

⑥ 基本养老保险的转移接续 

（3） 养老保险法立法概况 

（4） 养老保险基金 

养老保险基金的来源、管理与支付 

2. 医疗保险法 

（1）医疗保险的概念和特点 

（2）医疗保险的基本制度 

①  医疗保险的适用范围 

② 享受医疗保险的条件 

③ 多层次医疗保险结构 

④ 医疗保险缴费制度 

⑤ 医疗保险的类型 

⑥ 基本医疗保险的转移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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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医疗保险金的管理、使用和监督机制 

3. 失业保险法 

（1）失业保险的概念和特点 

（2）失业保险基本制度 

① 失业保险的适用范围 

② 失业保险缴费 

③ 失业保险基金的领取 

④ 失业保险金的领取期限 

⑤ 失业保险待遇范围 

⑥ 失业保险待遇的停止 

⑦ 违反失业保险规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3）失业保险立法 

（4）失业保险基金的来源及管理 

4. 工伤保险法 

（1）工伤保险的概念和特点 

（2）工伤保险法基本制度 

（3）工伤保险立法概况 

（4）工伤的概念和范围 

（5）工伤的认定程序 

（6）劳动鉴定和工伤评残 

（7）工伤保险基金的筹集 

（8）工伤保险待遇 

5. 生育保险法   

（1）生育保险的概念和特点 

（2）生育保险立法 

（3）生育保险基金的筹集、支付、管理 

（4）生育保险待遇 

学习目标： 

1. 掌握中国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法 

2. 了解中国社会保险法的执法  

作业：中国社会保险执法不力问题的制度根源和现实根源？ 

知识单元 13：劳动监督检查与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劳动监督检查概述 

（1） 劳动监督检查制度的演变与发展 

（2） 劳动监督检查的性质和意义 

2. 劳动监督检查机构、人员及相关权限 

（1）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专门机构的设置和权限 

（2） 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对劳动法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3） 工会对劳动法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4） 群众性组织和个人对劳动法执行情况的监督 

3. 劳动监督检查的工作程序  

（1） 一般劳动监察的监察程序 

（2） 特别劳动监察程序 

4. 劳动争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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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劳动争议的概念和种类 

（2） 劳动争议的界定 

（3） 劳动争议的主要类型 

5.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概述 

（1）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概念 

（2）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制度价值 

（3）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原则 

（4） 世界主要国家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主要方法 

（5） 我国现行有关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立法 

6. 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1） 劳动争议处理机构 

（2） 劳动争议处理的方式及相互关系 

（3） 劳动争议处理的原则  

7. 我国劳动争议的具体规定 

（1） 劳动争议调解 

（2） 劳动争议仲裁 

① 劳动争议仲裁的性质和原则 

② 劳动争议仲裁参见人 

③ 劳动争议仲裁的步骤 

④ 仲裁申请时效 

（3） 人民法院审理  

学习目标： 

1. 了解劳动监督检查制度 

2. 学习劳动监督检查程序 

3.  掌握我国一裁两审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4.  掌握劳动争议处理的基本程序 

作业：我国劳动监督检查制度的现实作用？中国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冗长需要如何解决？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4学时 
实验 1. 如何解决事实劳动争议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提出近 3年内事实劳动关系的案例，请同学在课程作业中判断和解决事实劳动关系

如何通过劳动合同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险法等解决？ 

实验要求：熟悉事实劳动关系；研究事实劳动关系的成因与危害；掌握劳动法解决问题的基本

思路和方法。 

实验 2. 如何通过社会保险法解决劳动者的社会保险争议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提出近 3年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案例，请同学

在课程作业中判断和解决社会保险的基本类型，通过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和其他社会

保障法律制度，解决社会保险的基本问题。 

实验要求：熟悉社会保险基本问题；研究社会保险法的应用；掌握社会保险法适用的基本思路

和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劳动法的产生和发展 2  

2 劳动法学原理 2  

3 劳动法律关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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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劳动基本权、具体劳动权利义务与国际劳工立法的

产生和发展 
2  

5 劳动合同法 4 包含 2个“实验课”学时 

6 集体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 2  

7 劳资合作与劳动者民主参与 2  

8 就业促进法律制度 2  

9 工资法律制度 2  

10 职业安全卫生法律制度  2  

11 社会保障法概论 2  

12 社会保险法分论 4  

13 劳动监督检查与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法 4 包含 2个实验课学时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合同法 

后续课程：社会保障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劳动法基本原理、劳动合同法、集体劳动关系、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险法、劳动争议处理 

难点：劳动合同法、集体劳动关系、社会保险法、劳动争议处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法律释义 

2. 案例 

3. 实验课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课堂及课后作业。 

3. 课堂学生展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实验课时 4课时，学生以作业或调查报告的方式完成。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及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课外实验课时完成情况学生出勤、

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节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王全兴著《劳动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 7月第 3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贾俊玲等编著《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2年 2月第 2版 

执笔：×××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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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课程号：702060010 

一、 课程性质、目的与任务 

性质：知识产权是私权，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紧密相关。但由于知识产权法的特点及其在当代科

技、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现已从民法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本课程成

为法学专业的必修课。 

目的：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知识产权法的基础理论与知识，全面了解我国现行的知

识产权法的基本规范，理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基本制度，初步掌握知识产权创造、运营、保护、

管理的相关知识与制度。  

任务：掌握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核心内容，并了解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概况，

具备一般的运用知识产权基本制度和原理解决相关实践问题的能力。基于本课程开课对象的本科基

础和跨学科特点，强调学生融合相关学科知识与知识产权的实践能力，要求学生通过学习能够结合

相关学科专业特点，分析处理所涉具体领域的知识产权问题。 

本课程构成《知识产权法专题研习》、《知识产权法案例研讨》、《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等研

讨课和实践课的基础课程。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第一部分   知识产权法总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章  知识产权概述 （1.5学时） 

第一节  知识产权的概念、范围 

主要把握： 

1.知识产权的概念  

2.知识产权的范围，工业产权和著作权的关系，知识产权与物权的关系 

延伸理解： 

知识产权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第二节   知识产权的法律性质和特征 

主要把握： 

1.知识产权的专有性、地域性、时间性特点及其内涵。 

2.知识产权无形财产权的本质属性 

3.知识产权与物权和其他权利的关系 

延伸理解： 

1.知识产权各特征在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中的不同特点 

2.知识产权法定性、社会性等特点 

3.知识产权属性决定的市场属性 

第三节  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财产权利 

主要把握： 

知识产权的无形财产权的本质及其与物权和其他权利的关系 

延伸理解： 



1019 

知识产权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第二章  知识产权法概述 （1学时） 

第一节  知识产权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主要把握： 

4. 知识产权法的概念 

5. 知识产权法的特征 

6. 知识产权法的调整对象 

延伸理解： 

知识产权法的狭义范围和广义范围 

第二节  知识产权法律体系 

主要把握： 

我国以知识产权专门法为核心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及其相互关系 

延伸理解： 

1.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国内知识产权法中的地位 

2.知识产权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关系 

第三节  知识产权法的历史沿革 

主要把握： 

1.知识产权法产生与演变的科技、经济与法律文化背景 

2.知识产权法的历史概况 

3.我国知识产权法的历程 

延伸理解 

1.我国知识产权法特殊发展历史导致的适用中的特殊问题 

2.知识产权法的制度价值  

第三章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 （0.5学时） 

主要把握： 

1.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产生背景 

2.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基本原则 

3.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与国内保护的关系 

4.主要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组织、机制与条约 

5.WIPO、TRIPS、伯尔尼公约、巴黎公约的产生背景与主要内容 

延伸理解 

1.专利合作条约、马德里协定、互联网条约等的产生背景与主要内容 

2.美国与欧盟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情况 

第二部分  著作权法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第四章  著作权与著作权法概述（2学时） 

第一节  著作权和著作权法的概念和特征 

主要把握： 

1.著作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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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著作权法及其内容体系 

3.著作权法的特征 

延伸理解： 

著作权与版权的关系及历史内涵 

第二节  著作权与专利权、商标权的联系和区别 

主要把握： 

1.著作权与专利权、商标权的区别 

2.著作权与专利权、商标权的联系 

延伸理解： 

特殊对象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保护的冲突与协调 

第三节  著作权法的历史沿革 

主要把握： 

1.世界范围内著作权法的历史 

2.我国著作权法的历史 

延伸理解： 

1.当代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制度的特点 

2.当代著作权国际保护的趋势 

著作权的主体（2学时） 

第一节  著作权主体概述 

主要把握： 

1.著作权主体的含义 

2.著作权主体的种类 

3.作者的法律意义 

4.作者、创作与独创性的界定 

延伸理解： 

作者与著作权主体的关系 

第二节 不同作品的著作权归属 

主要把握： 

1. 演绎作品及其著作权归属 

2.职务作品及其著作权归属 

3.合作作品及其著作权归属 

4.视听作品及其著作权归属 

5.汇编作品及其著作权归属 

延伸理解： 

作品著作权归属的一般原则和依据 

第六章  著作权的客体－－作品（2学时） 

第一节  作品概述 

主要把握： 

1.作品的含义 

2.独创性的认定  

延伸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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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作品独创性判断的区别  

第二节  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主要把握： 

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的不同形式的作品的内涵 

延伸理解： 

不同形式作品的独创性的判定 

第三节  不适用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主要把握： 
著作权法第五条规定三类不适用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 

延伸理解： 

1.不适用著作权保护对象的确定理由 

2.域外对不适用著作权法保护对象的规定 

第七章 著作权的内容（2学时） 

第一节 著作权内容概述 

主要把握： 

著作权权利内容的确定依据 

著作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关系 

延伸理解： 

1.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于著作权内容上的不同 

2.当代著作权内容制度的特点 

3.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内容制度的现趋势 

第二节  著作人身权 

主要把握： 

1.著作人身权的保护依据 

2.发表权的内涵 

3.署名权的内涵及实质 

3.修改权的内涵 

4.保护作品完整权 

延伸理解： 

1.发表权与其他著作人身权的关系 

2.发表权与著作财产权的关系 

3.著作人身权的侵权表现 

4.侵犯著作人身权的经典案例 

第三节  著作财产权 

主要把握： 

1.确认和保护著作财产权的依据 

2.著作财产权的主要内容 

延伸理解： 

1.著作权法列举的著作财产权的彼此关系 

2.著作财产权制度的演进特点 

3.诸著作财产权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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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邻接权（2学时） 

第一节  邻接权概述 

主要把握： 

1.邻接权保护的依据 

2.邻接权的基本内容 

3.邻接权与著作权的关系 

延伸理解： 

国际上邻接权制度的发展历史 

第二节  出版者权 

主要把握： 

1.出版者权的基本含义 

2.出版者权的主要内容 

延伸理解： 

3.我国著作权法上出版者权的特点 

第三节  表演者权 

主要把握： 

1.表演者权的基本含义 

2.表演者权的主要内容 

3．表演者权与表演权的关系 

4.表演者权与相关主体权利的关系 

延伸理解： 

表演者权的产生背景与当代特点 

第四节  录音录像制品制作者权 

主要把握： 

1.录音制作者权的基本含义 

2.录音制作者权的主要内容 

3.录音制作者权与相关主体的权利的关系 

延伸理解： 

录像制作者的著作权定位 

第五节  广播电视组织权 

主要把握： 

1.广播电视组织权的基本含义 

2.广播电视组织权的主要内容 

3.广播电视组织权与相关主体权利的关系 

延伸理解： 

网络服务商的邻接权地位 

第九章 著作权的利用与限制（2学时） 

第一节  著作权的利用 

主要把握： 

1.著作权利用的含义 

2.著作权利用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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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著作权许可合同 

4.著作权转让合同 

延伸理解： 

1.著作权许可与转让的关系 

2.著作权许可与转让与一般民事权利许可转让的区别与联系 

3.著作权利用的特殊形式 

第二节 著作权的限制 

主要把握： 

1.著作权限制的含义与依据 

2.著作权限制的内容 

3.合理使用的含义、判定依据与主要表现 

4.法定许可的含义与主要形式 

延伸理解： 

著作权限制的理论阐释 

第十章 著作权集体管理（1学时） 

第一节 著作权集体管理概述 

主要把握： 

1.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含义 

2.著作权集体管理的价值  

3.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性质 

4.著作权集体管理的内容 

延伸理解： 

1.著作权法集体管理的产生历史 

2.主要的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第二节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主要把握：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规定的主要内容 

延伸理解： 

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特点与完善  

第十一章  著作权的法律保护（2学时） 

第一节  著作权法律保护期限   

主要把握： 

1.著作权期限制度的基本内容 

2.著作人身权与财产权保护期 

延伸理解： 

第二节 著作权侵权行为 

各国著作权保护期制度的基本情况  

主要把握： 

1.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含义 

2.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认定 

3.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著作权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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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理解： 

著作权法第 47、48条规定侵权行为的区别 

第三节 侵犯著作权的法律责任 

主要把握： 

1.侵犯著作权的法律责任及产生依据 

2.侵犯著作权的民事责任 

3.侵犯著作权的行政责任 

4.侵犯著作权刑事责任 

延伸理解： 

侵犯著作权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理论依据 

第四节 著作权诉讼 

主要把握： 

1.著作权诉讼的主体 

2.著作权诉讼管辖 

3.著作权诉前停止侵权 

4.证据保全 

5．财产保全 

延伸理解： 

著作权诉讼与一般民事诉讼的关系 

第三部分  专利法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第十二章  专利法律制度概述 （2学时） 

第一节 专利、专利权、专利制度与专利法的概念 

主要把握： 

1.专利、专利权、专利制度与专利法的含义 

2.专利制度的功能 

延伸理解： 

1.专利制度与科技管理制度的关系 

2.专利制度与国家创新政策的关系 

3.专利法的主要学说 

第二节 专利制度的起源与发展主要把握： 

主要把握： 

1.欧洲专利制度产生的背景 

2.主要国家专利制度的发展历程 

延伸理解： 

1.专利制度与经济科技的关系 

2.当代各国专利制度发展的特点 

第三节 我国专利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主要把握： 

1.我国当代专利制度伴随改革开放发展的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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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专利法制定与修订沿革 

延伸理解： 

1.中国古代未能够出现专利制度原因 

2.中国现代专利法伴随域外力量进入的专利制度发展特点 

第十三章  专利权主体 （1学时） 

第一节  专利权主体概述 

主要把握： 

1.专利权主体的含义 

2.专利申请权与专利权的含义与相互关系 

3.发明人与专利权人的关系 

延伸理解： 

著作权主体与专利权主体的区别 

第二节  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主要把握： 

1.发明人的含义 

2.设计人的含义 

延伸理解： 

专利法上的发明人与通常语境下的发明人区别 

第三节  外国人 

主要把握： 

1.外国人在中国获得专利保护的理由 

2.外国人在中国获得专利保护的条件 

延伸理解： 

专利域外保护与专利权地域性特点的关系 

第十四章  专利权的客体－－发明创造 （3学时） 

第一节  发明 

主要把握： 

1.发明的概念 

2发明的种类 

延伸理解： 

发明在专利法上的地位 

第二节  实用新型 

主要把握： 

1.实用新型的概念 

2.实用新型与发明的关系 

延伸理解： 

实用新型专利保护的国际状况 

第三节  外观设计 

主要把握： 

1.外观设计的概念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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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观设计专利保护重点 

3.外观设计专利与发明实用新型专利的区别 

延伸理解： 

外观设计专利保护的国际状况 

第四节  不受专利法保护的客体 

主要把握： 

1.不受专利保护对象的确定依据 

2.我国专利法上不受专利保护的主要对象 

延伸理解： 

域外不受专利保护对象的一般情况 

第十五章  专利权的取得和终止 （3学时） 

第一节  取得专利权的条件 

主要把握： 

1.专利权取得条件的内容：实质条件与形式条件 

2.专利的新颖性条件 

3.专利的创造性条件 

4.专利的实用性条件 

延伸理解： 

专利权取得条件与著作权取得条件的区别 

第二节  取得专利的申请和授予专利权的程序 

主要把握： 

1.专利申请制度：注册制与审查制 

2.专利申请原则：书面原则、先申请原则、优先权、单一性、禁止重复授权 

3.专利申请文件的种类及要求 

4.专利申请的提出 

5.专利审批与授权的一般程序 

延伸理解： 

域外专利申请制度的情况 

第三节  专利权的撤销、无效和终止 

主要把握： 

1. 专利权无效的含义与适用情形 

2. 专利权撤销的含义与适用情形 

3.专利权终止的含义与适用情形 

延伸理解： 

1.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工作性质与职能 

2.专利无效与复审的程序与性质 

第四节  涉外专利的申请 

主要把握： 

1.专利国际申请的产生背景与依据 

2.专利合作条约 

延伸理解： 

2. PCT专利申请与向外国申请专利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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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 PCT申请 

第十六章  专利权的内容和限制 （3学时） 

第一节  专利权人的权利 

主要把握： 

1.专利权人权利的特点 

2.产品专利的权利内容 

3.方法专利的权利内容 

4.外观设计的专利权利内容 

延伸理解： 

专利权的性质——专利的实施权与禁止权 

专利权与著作权的在知识产权法上的相同与不同 

第二节  专利权人的义务 

主要把握： 

1.专利权人义务的产生依据 

2.专利费用制度 

延伸理解： 

专利的实施——专利权人的权利或义务 

标记的性质：专利权人的权利或义务？ 

第三节  专利权的限制 

主要把握： 

1.专利权限制的理由 

2.专利权限制的内容 

3.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情况 

4.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延伸理解： 

专利权限制与侵权抗辩 

第十七章  专利权的利用和专利权的保护 （3学时） 

第一节  专利权的利用 

主要把握： 

1.专利权利用的含义与作用 

2.专利权许可的含义、种类与专利许可合同 

3.专利权的转让 

延伸理解： 

1.专利权的质押、融资等其他利用 

2.专利的管理 

第二节  专利权的保护期限 

主要把握： 

1.发明专利保护期 

2.实用新型专利保护期 

3.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期 

延伸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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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专利保护期较短的理由 

2.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保护期不同的理由 

第三节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主要把握： 

1.专利侵权行为的含义及其种类 

2.专利侵权行为的判定 

3.专利侵权的法律责任 

4.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依据 

5.专利权侵权诉讼的主要问题 

延伸理解： 

一般侵权构成要件在专利侵权判定中的适应性 

第四部分  商标法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第十九章  商标法概述 （2学时） 

第一节 商标和商标法概念、特点与作用 

主要把握： 

1.商标的概念、种类 

2.产品商标、服务商标、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及其他商标概念的含义 

3.商标与商号、域名等商业标识的关系 

4.商标法的性质 

5.商标法的内容 

延伸理解： 

1.商标的经济价值与保护依据 

2.商标法的私权调整法与市场规范法融合特点 

第二节 商标法律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主要把握： 

西方国家商标制度发展的基本情况 

延伸理解： 

商标法与专利法历史发展的不同特点 

第三节 我国商标法律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主要把握： 

1.我国历史上的商标制度 

2.我国现代商标法律制度 

3.建国初期我国商标制度的特点 

4.我国当代商标制度的基本情况 

5.商标法的制定与历次修订的基本情况 

延伸理解： 

我国商标法历程的特点及其成因 

第二十章  商标权的主体、客体与内容  （4学时） 

第一节  商标权的主体（1学时） 



1029 

主要把握： 

1.商标权主体的含义 

2.商标权人 

延伸理解： 

商标权主体和专利权、著作权主体的不同特点及其缘由 

第二节 商标权的客体（2学时） 

主要把握： 

1.商标权客体的构成要件 

2.商标的显著性 

3.商标的构成要素 

4.立体商标、声音商标等新型商标的显著性 

5.不得作为商标使用的标志 

6.不得作为商标注册的标志 

延伸理解： 

商标的显著性的理论解说与比较法研究 

第三节 商标权的内容（1学时） 

主要把握： 

1.商标权的基本内容 

2.商标权与注册商标专用权 

3.商标权人的禁止权 

4.商标权人的其他权利 

延伸理解： 

1.商标专用权与禁止权的关系 

2.商标权与著作权、专利权内容的不同特点及其理论解说 

第二十一章  商标权的取得和灭失制度 （3学时） 

第一节 商标权取得制度 

主要把握： 

1.商标权取得制度 

2.商标权的使用取得与注册取得 

3.我国的取得商标权的条件 

延伸理解： 

商标权取得与著作权、专利权取得的不同及其理论解说 

第二节 商标注册的原则 

主要把握： 

1.商标注册的含义、原则与要求 

2.自愿注册与强制注册 

延伸理解： 

商标注册的核转制与我国计划经济时的商标注册制度 

第三节 商标注册的申请 

主要把握： 

1.商标注册的文件 

2.商标注册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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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标的电子申请 

延伸理解： 

1.商标注册申请与专利申请的程序比较 

2.商标国际分类 

第四节 商标注册的审查与核准注册 

主要把握： 

1.商标注册申请的审查 

2.商标注册申请的基本程序 

延伸理解： 

商标注册信息的查询与检索 

第五节 注册商标的异议、无效、注销和撤销 

主要把握： 

1.注册商标的异议 

2.注册商标的无效  

3.注册商标的撤销 

4.注册商标的注销 

延伸理解： 

商标注册不当与使用不当的法律后果的区别 

第六节 商标的国际申请 

主要把握： 

1.商标国际申请的背景与依据 

2.马德里协定 

延伸理解： 

商标国际申请与专利国际申请程序的区别 

第二十二章  商标权的管理 （1学时） 

第一节 商标管理概述 

主要把握： 

1.商标管理的含义、性质与作用 

2.商标事务的行政管理 

延伸理解： 

1.商标管理与商标权的私权保护   

2.商标事务的微观管理——企业商标管理 

第二节 注册商标的管理 

主要把握： 

1.注册商标管理的内容 

2.可注册标识的规范 

3.注册商标的使用管理  

4. 商品商标的市场管理 

5.强制注册商标的商品 

延伸理解： 

商标注册不当与使用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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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未注册商标的管理 

主要把握： 

1.未注册商标的含义及其法律（弱）保护  

2.未注册商标的使用管理 

延伸理解： 

未注册驰名商标 

第四节 商标印制管理 

一般把握： 

商标印制管理的含义与主要依据 

商标印制管理的内容 

第二十三章 商标权的法律保护 （2学时） 

第一节  商标权的保护期及续展 

主要把握： 

1.商标权保护期的一般规定 

2.商标权续展的含义、程序 

延伸理解： 

商标权保护期与著作权、专利权保护期区别的理论分析  

第二节  商标权的保护范围 

主要把握： 

1.确定商标权保护范围的依据  

2.商标的专用权与禁止权的区别 

延伸理解： 

商标权保护范围与著作权、专利权保护范围区别的理论分析  

第三节  商标侵权行为的概念和构成要件 

主要把握： 

1.商标侵权的含义 

2.商标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延伸理解： 

3. 商标侵权的性质：商标承载的商誉的不法利用与破坏） 

4. 一般民事侵权构成要件在商标侵权构成上的适应  

第五节 商标侵权的种类和法律责任 

主要把握： 

1.商标侵权的种类  

2.商标侵权的民事责任 

3.商标侵权的行政责任 

4.商标侵权的刑事责任  

延伸理解： 

商标权侵权法律责任与著作权、专利权侵权责任的区别 

商标侵权涉及的公共利益  

第六节 驰名商标的特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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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把握： 

1.驰名商标的含义 

2.驰名商标的认定（认定原则、条件与机构） 

3.驰名商标的扩大保护  

延伸理解： 

我国驰名商标保护中的特殊问题  

第五部分  其他知识产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二十四章  制止不正当竞争权 （1学时） 

第一节 不正当竞争的概念和特征 

主要把握： 

1.不正当竞争的含义  

2.不正当竞争的特征 

延伸理解：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历史  

第二节 反不正当竞争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 

主要把握： 

1.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历史渊源  

2.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联系 

3.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的补充保护 

4.反不正当竞争法对知识产权的兜底保护 

延伸理解： 

当今国际贸易规则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化  

第三节 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及法律责任 

主要把握： 

1.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 

2.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 

延伸把握; 

网络环境下与知识产权有关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特点 

第二十五章  商业秘密权 （1学时） 

第一节  商业秘密的概念和构成条件 

主要把握： 

1.商业秘密的含义与主要内容 

2.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  

延伸理解： 

商业秘密与专利的关系 

第二节  商业秘密权的性质及特点 

主要把握： 

1.商业秘密权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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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业秘密权的特点 

延伸理解： 

1.商业秘密与商业秘密权 

2.保护商业秘密权的依据  

第三节  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主要把握： 

1.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认定 

2.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表现 

延伸理解： 

侵犯商业秘密与侵犯其他知识产权行为的区别   

第四节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法律责任 

主要把握： 

1.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民事责任 

2.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刑事责任 

3.侵犯商业秘密的行政责任 

延伸理解： 

域外商业秘密侵权的法律责任制度 

第二十六章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本章做一般了解，供选择学习） 

一般把握： 

1.集成电路知识产权立法保护的必要性 

2.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客体、主体和归属 

3.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的内容、限制及保护 

第二十七章  植物新品种权（本章做一般了解，供选择学习） 

一般把握： 

1.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保护概述 

2.植物新品种权的取得 

3.植物新品种权的内容及限制 

4.植物新品种权的申请和审批和终止 

5.植物新品种权的法律保护 

第二十八章 域名权 （与第二十六、二十七章合计 1学时） 

本章主要把握： 

1.域名的法律性质及特性 

2.域名与商标的区别与联系 

3.域名纠纷的解决机制 

课程说明  

一、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法理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法学、经济法学、行政法学 

后续课程： 

知识产权法专题研讨，知识产权法案例研习，知识产权法律诊所 

二、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本课程各部分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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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知识产权的含义、内涵、特征与属性，知识产权的与物权等民事权利的关系，知识

产权法的内容，知识产权法的产生与发展历史，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历史脉络，主要知识产权国际

组织与公约，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原则； 

第二部分：著作权的含义，著作权制度 的产生发展历史，作者在著作权法中的意义，著作权

主体的含义与种类，演绎作品、合作作品、职务作品、视听作品等著作权归属；作品的含义，独创

性在著作权法中的意义，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及其独创性判定，著作权法不予保护的对象，著作权内

容的特点，著作人身权与财产权的内涵及其相关关系，邻接权的保护依据，邻接权的种类及各种邻

接权与相邻权利的关系；著作权利用的方式，著作权限制的含义及种类，合理使用的含义、构成与

主要形式，法定许可的含义、内容，著作权侵权认定与表现，著作权侵权责任，著作权集体管理的

性质与内容 

第三部分：专利、专利权、专利法、专利制度的含义，专利制度的产生发展历史，发明、实用

新型、外观设计的含义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含义，不予专利的主题及

其理由；专利权主体发明人和设计人的判定，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创造的含义，专利权的归属，

授予专利权的条件，专利权的取得和期限，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含义及内容，专利侵权行为的判定，

专利侵权的法律责任。 

第四部分：商标制度的产生发展历史，商标与其他商业标识的关系，商标制度的价值，商标的

注册条件，商标的显著性，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保护的价值，立体商标、声音商标的注册与保护条

件及实践中的特殊问题，驰名商标的认定与保护，商标侵权认定及其表现，商标侵权责任，商标侵

权损害赔偿额的计算，商标侵权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承担依据。 

第五部分：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商业秘密的认定与保护。 

本课程的难点问题： 

第一部分：知识产权的无形财产权属性及其与其他民事权利的关系，知识产权范围随科技经济

发展而不断扩张的特点，知识产权时间线、地域性、专有性在新技术条件下的挑战；知识产权法的

以调整私权为基础，兼及公共利益、产业政策的复合型特点；当代知识产权法的国际化及其与国际

贸易的关系，知识产权法的产业政策特点。 

第二部分：著作权与版权的概念渊源及对相关制度的影响；著作权与邻接权的关系；合理使用

的制度价值与新技术条件下的挑战；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主体、客体、权利内容及其邻接权、侵权认

定与侵权责任的深刻影响；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及其在我国的现实问题； 

第三部分：专利制度的学理基础；专利法伴随科技经济发展的特点，专利的申请与利用策略，

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的专利与商标、著作权保护的冲突与重叠，职务发明权利归属及其与职

务作品权利归属差别的理由；专利权的限制与侵权例外，专利许可的产业价值；专利强制许可的含

义、表现与制度价值，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方式及其合理性 

第四部分：商标制度的功能，商标显著性及其与商标权保护力度的关系，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的

价值，我国驰名商标制度的产生发展特点；商标法上禁止注册与禁止使用的商标标识的理由；商标

专用权与禁止权的范围，商标的无效与撤销；商标权的保护期及其与著作权、专利权保护期限制度

的区别及其理由；商标管理制度的内涵及其理由 

第五部分：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实践中许多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往往同时构成

不正当竞争纠纷的缘由；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与侵权表现。 

三、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系统讲授与体系解读方法 

2.比较研究方法 

3.问题导向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课堂讨论 



1035 

四、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考查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

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五、作业要求： 

对现行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进行法条级标引，以掌握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制度内容；每章

均设置延伸思考问题  

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涉及的现实背景、学习要求等 

知识产权的概念、内容、特征、属性； 

知识产权法的含义、内容与特点，知识产权法的产生、发展

历史； 

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历史与主要条约 

3  

2 
 著作权、著作权法的含义、内容与沿革 

著作权主体：作者及其种类 
3  

3 

著作权主体：不同作品权利归属 

著作权客体：作品的含义与构成要素 

我国著作权法下诸作品的内涵 

不予著作权保护的对象 

3  

4 
著作权内容概述与著作人身权分析 

著作财产权分析 

邻接权的含义、保护依据与主要内容 

3  

5 
著作权利用概述，著作权许可使用与转让；著作权限制概况，

合理使用，法定许可 
3  

6 

著作权侵权构成与认定 

著作权侵权表现 

著作权侵权的法律责任 

著作权集体管理 

3  

7 
专利法概述 

专利权的主体制度 
3  

8 
著作权的客体：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不受专利法保

护的对象 
3 

9 专利权的取得与终止：专利的申请、审查与无效 3 

必要时，可以结

合相关案例，打

通内容学习。 

10 
 专利权的内容； 

专利权的限制：不予专利的主题，不视为侵权的情形，强制

许可 

3  

11 
专利权的利用 

专利权的保护：专利侵权判定、责任、救济 
3  

12 商标法概述、商标权的主体 3  

13 商标权的对象、商标权的内容 3  

14 商标的注册、审查与无效；商标国际申请 3  

15 商标的管理，商标权的法律保护 3  

16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其他知识产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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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知识产权法》（第三版），冯晓青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出版。 

2.《知识产权法教程》（第三版），来小鹏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2015年出版。 

3. 《知识产权法》（第五版），刘春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4年出版。 

4.《知识产权法》（第四版），王迁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5.《知识产权法》（第五版），吴汉东，法律出版社，2015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知识产权制度基础理论研究》，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9年版。 

2.《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研究》，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7年版。 

3.《知识产权利益平衡理论》，冯晓青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国家知识产权局网  www.sipo.gov.cn、中国商标网等涉及知识产权确认与行政管理的官方

网站 

5.《知识产权》、《中国版权》、《电子知识产权》、《中国专利与商标》专门刊物 

执笔：杨利华  审稿：李玉香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7月 1日 

 

法与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课程号：4060200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深入理解法与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与理论知识体系；2、学会用法

与经济学的思路分析与完善经济法等相关部门法的评价与途径；3、掌握法与经济学解决法学问题

及其制度完善的基本定理与原理。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经济学与法学的交叉化边缘化渗透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法律制度实然与

应然效果的多层级原因分析，为以经济法为核心的相关部门法的制度完善、理论依据与时偕行，提

供多元化的理论研究分析与实证考察定理范式。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32学时 
知识单元 1：法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 中、西方法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背景原因与特点分析 

2．西方法经济学发展中的代表性理论与市场主体特征 

3、西方法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分析 

4、西方法律供求的市场理论体系分析 

5、西方法律成本与效用的市场理论体系分析 

学习目标： 

1．深入了解并感悟中西方法与经济学产生发展的核心源动力及其依存背景的差异性 

2．理解法经济学的基本涵义与特征、理念与基本定理及原理，通过以法经济学的定理与原理

对各类法律关系的考察分析，达成为以经济法为核心的相关部门法制度的完善与理论体系化提供多

元化的研究范式，最终实现社会治理中法律制度体系方式的成本最小、经济效果最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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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以具体的理论学说与代表人物分析说明西方法与经济学产生发展背景原因的差异性？ 

2．以具体的实例或制度分析有关中国法经济学依存背景及其内容与功能特殊性 

3、以具体的制度或实例论证法经济学的涵义与特征及定理 

4、以具体的实例分析说明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市场主体的特征有哪些？ 

5、归纳总结法经济学产生发展的历史，对有关经济立法、司法、执法、守法、责任制度的影响 

6、以实例说明中西方法经济学产生发展的核心源动力的异同？ 

7、以法经济学的基本定理，分析说明其对不同部门法制度的立法与司法的影响 

8、简述商品供求市场与法律供求市场的异同。 

9、简述西方法律成本与效用的市场理论体系。 

知识单元 2：各部门法的法经济学分析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法经济学对民法制度体系的影响 

2．法经济学对商法制度体系的影响 

3、法经济学对经济法制度体系的影响 

4、法经济学对行政法制度体系的影响 

5、法经济学对宪法制度体系的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法经济学研究方法与基本定理与原理对以经济法为核心的相关部门的影响因素，学会

运用法经济学的思维对经济法为核心的部门法的特殊功能与作用及解析。 

2．掌握法经济学作为完善以经济法为核心的相关部门法的特殊分析研究与实证考评范式，结

合具体的案例与事例，通过分析研讨现实中的具体事件或案例与事例，实现对以经济法为核心的相

关部门法的理论与制度的完善建议。 

作业： 

1、 以法经济学的基本定理与原理，解析民法公共利益原则、无过错归责原则。 

2、 以法经济学的基本定理与原理，解析商法维护交易安全与效率原则公共利益原则。 

3、 以法经济学的基本定理与原理，解析经济法维护公平竞争原则、社会本位的理念。 

4、 以法经济学的基本定理与原理，解析行政法依法行政与效果均衡原则。 

5、 以法经济学的基本定理与原理，解析宪法有关国体、政体公权力保障的原理。 

6、 以法经济学的基本定理与原理，解析民法公共利益原则、无过错归责原则。 

7、法经济学原理解析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财税法》宏观调控的制度及其领域的变化及其效果。 

8、结合具体的实例，以行为金融学原理解析互联网金融、大数据、分享经济中的具体风险防

范原理与制度特点 

9、结合具体的案例或事例，以汉德公式说明互联网金融前提下的市场介入（监管）法原理及

其制度的变迁。 

10、结合具体的行业事例或案例，以卡尔对希克斯效力原则分析在互联网+与加互联网、大数

据、分享经济下的具体制度或实例，分析说明《反垄断法》基本原理与制度的变迁。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中、西方法经济法产生的背景原因与特点分析 2  

2 中、西方法经济法发展的背景原因与特点分析 2  

3 西方法经济学发展中的代表性理论 2  

4 西方法经济学发展中的市场主体特征 2  

5 西方法经济学的斯密与霍布斯定理分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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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西方法经济学的科斯与波斯纳基本定理分 2  

7 法律供求与成本效用的市场理论体系分析 2  

8 
立法、司法、执法、守法、法律效果的市场供求与成本

效用特殊性分析 
2  

9 法经济学对财产法制度体系的影响 2  

10 法经济学对合同法制度体系的影响 2  

11 法经济学对商主体组织制度的影响 2  

12 法经济学对反垄断法制度体系的影响 2  

13 法经济学对宏观调控法制度体系的影响 2  

14 法经济学对公共风险防范制度的影响 2  

15 法经济学对刑事犯罪理论的影响 2  

16 法经济学对宪法基本制度体系的解析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商法、刑法、经济法总论 

后续课程：信托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经济法的基本涵义与研究方法的特征，基本的定理原、理念、主体的特殊性，法经济

学研究范式对以经济法律关系为核心的相关法律关系的调整中，立法、司法、执法、守法、效果考

评分析的实证方法与理论构建的影响。 

难点：社会本位整体利益与个体（团体）本位物质利益融合、物质与精神需要兼顾、行为与观

念同时考量、预防化解与惩罚引导同时并举、应然概然与实然或然并重。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根据内容的不同可以选择 

1.教师为主的互动式教学方法：教师讲授、学生提问的双向互动 

2.学生为主的互动式教学方法：同学讲述、教师评析的多向互动 

教学手段：根据研讨的内容具体选择 

1.视频、模拟法庭、小品展示与各界人士共同评议 

2.新闻发布会、专家论证、市场听证会、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模拟法庭、教室能上网 

电子邮件或微信群联络、预习指导、沟通交流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与考查相结合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写作能力、随

堂检测；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单元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建议自主编写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法经济学》冯玉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6月版。 

（二）推荐参考书 
1、《黑天鹅》作者:[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著,万丹译,中信出版社，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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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脆弱》作者:[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著, 中信出版社，第 1版。 
3、《随机生存的智慧》作者:[美]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著, 中信出版社，第 1版。 
4、《大数据时代》，作者：[英]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2013年 1月 1日浙江人民出版社，第

1版。 
5、《价值观的力量》，作者(美)梅格·惠特曼，琼·汉密尔顿，机械工业出版社，第 1版。 

6、《零边际成本社会》，作者：杰里米·里夫金 2014年 10月中信出版社，第 1版。  
  执笔：郑俊果 审稿：薛克鹏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0日 

 

罗马法 
Roman Law 

课程号：402010012 

编写说明 

本大纲主要是为了配合《罗马法》的教学而编写。大纲由刘家安教授主编，编写人员为翟远见

和刘家安。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罗马法的基本制度框架；2.探究罗马法对大陆法系各国私法制度

的影响；3.在初步掌握罗马法知识的基础上，学会运用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罗马法的基础知识，特别是罗马法的法源、诉讼

程序、人法制度、物权法制度、债法制度和继承法制度。本课程通过介绍各项制度的产生、发展和

消失，力图揭示法律与社会之间的深层关系，培养学生运用历史方法分析问题的能力，为学生进一

步研究私法制度奠定必要的法制史和比较法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罗马法及其法源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罗马法及其法源的一般概念； 

2．罗马法的历史演进阶段； 

3．“市民法”与祭司对法的“解释”； 

4. “市民法”与“制定法”； 

5. “市民法”、“万民法”与“自然法”； 

6. “市民法”、“荣誉法”与“裁判官法”； 

7. “市民法”、“新法”与“非常法”； 

8. “法”与法学家的“解释”； 

9. 法学家； 

10. 后古典时期的罗马法； 

11. 先优士丁尼时期对“法律”和“法学”的编纂； 

12．优士丁尼的立法； 

13. 优士丁尼立法在东罗马帝国的命运； 

14. 优士丁尼立法在西罗马帝国的命运； 

15. 当代对罗马私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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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罗马法的历史时期划分，以及不同阶段的法源体系。 

2．掌握法律解释的基本方法，即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比较法解释、立法目的解

释等。 

作业 

试述优士丁尼皇帝组织编纂《市民法大全》的意义。 

知识单元 2：罗马民事诉讼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民事诉讼的一般概念； 

2．法律诉讼的一般概念； 

3. 法律诉讼的程序； 

4. 程式诉讼的一般概念； 

5. 程式诉讼：程式的结构； 

6. 程式诉讼：诉讼与抗辩； 

7. 程式诉讼：诉讼当事人； 

8. 程式诉讼：传唤； 

9. 程式诉讼：法律审阶段； 

10. 程式诉讼：争讼程序； 

11. 程式诉讼：裁判审阶段； 

12. 程式诉讼：执行； 

13. 程式诉讼：特别程序； 

14. 非常审判的一般概念； 

15. 非常审判的程序。 

学习目标 

1．了解罗马法中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罗马民事诉讼的不同发展阶段； 

2．掌握法律诉讼、程式诉讼和非常审判的程序。 

作业 

试述程式诉讼的不同种类。 

知识单元 3：罗马法中的人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人及其能力的一般概念； 

2．出生与死亡； 

3. 辨识能力； 

4. 自由人身份与奴隶身份的一般概念； 

5. 形成奴隶身份的原因； 

6. 奴隶的法律地位； 

7. 解放奴隶的方式； 

8. 自由人的地位； 

9. 市民籍； 

10. 其他影响人的能力的因素； 

11. 法人。 

学习目标 

1．了解罗马法中“权利能力”的要件；取得自由人身份的方式； 

2．掌握团体、基金会、尚未继承的财产在罗马法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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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试述罗马法中人格变更的种类与效果。 

知识单元 4：罗马法中的物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物的一般概念； 

2．根据物的法律地位对物作的分类； 

3. 根据物的特征对物作的分类。 

学习目标 

1．了解物或 res的概念，物这一概念的历史形成，罗马法中物的分类； 

2．掌握财产物与非财产物、交易物与非交易物、神法物（神圣物、神息物、神护物）、人法物

（私有物、公有物、团体物）、共用物、要式物与略式物的含义；掌握动产与不动产、消耗物与非

消耗物、可替代物与不可替代物、可分物与不可分物、单一物、合成物及集合物、物的构成部分及

从物、原物与孳息、天然孳息与法定孳息划分的标准与意义。 

作业 

试论罗马法中 res的含义及其对现代法的启示。 

知识单元 5：法律事实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律事实及其效力的一般概念； 

2．法律行为的一般概念； 

3. 法律行为：类型与形式主义； 

4. 法律行为：文件与公示； 

5. 法律行为：意思与解释； 

6. 法律行为：意思与表示的不一致； 

7. 法律行为：有瑕疵的意思； 

8. 法律行为：偶素的内容与要件； 

9. 法律行为：主体与代理； 

10. 法律行为：不生效 

11. 非法行为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事实的分类；法律行为的一般理论； 

2．掌握欺诈、胁迫、错误的含义及其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 

作业 

试述罗马法中意思瑕疵的种类及其含义。 

知识单元 6：罗马家庭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家庭与亲属的一般概念； 

2．婚姻的一般概念； 

3. 婚姻当事人； 

4. 婚姻的前提； 

5. 婚姻的要件； 

6. 婚姻的效力； 

7. 婚姻的解除； 

8. 姘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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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嫁资的一般概念； 

10. 嫁资的设定； 

11. 婚姻期间的嫁资； 

12. 嫁资的返还； 

13. 妻子在嫁资以外的财产及结婚赠与； 

14. 家父权的一般概念； 

15. 家父权的取得； 

16. 有关人的家父权； 

17. 有关财产的家父权； 

18. 家父权的丧失； 

19. “处于被奴役状态”的人； 

20. 家父权以外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21. 监护与保佐的一般概念； 

22. 妇女监护； 

23. 未适婚人监护； 

24. 未适婚人监护人的职能； 

25. 监护人对未适婚人应当承担的责任； 

26. 保佐； 

学习目标 

1．了解罗马家庭的实质和历史起源，罗马家庭对家子的接纳，家父权的内容； 

2．掌握婚姻的要件和障碍，婚姻的效力，婚姻的解除，嫁资的概念及其历史发展，监护和保

佐的实质及其历史起源，妇女监护，未适婚人监护的种类，未适婚人监护人的权力，未适婚人监护

的承担、能力、豁免和期限，对精神病人、浪费人和未成年人的保佐制度。 

作业 

试论罗马法中保佐制度的内容与意义。 

知识单元 7：罗马物权法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 物权的基础概念； 

2． 所有权：基础概念； 

3． 所有权的不同种类； 

4． 所有权的取得方式：基础概念； 

5． 要式买卖； 

6． 拟诉弃权； 

7． 让渡； 

8． 取得时效； 

9． 先占和取得埋藏物； 

10. 取得孳息； 

11. 附合； 

12. 混合与混杂； 

13. 加工； 

14. 取得所有权的其他方式； 

15. 所有权的内容与限制； 

16. 所有权的保护； 

17. 所有权的丧失； 

18. 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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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地役权； 

20. 用益权与类似权利； 

21. 税赋田权与永佃权； 

22. 地上权； 

23. 质权； 

24. 占有：概念和类型； 

25. 占有：取得、保持和丧失； 

26. 占有：保护； 

27. 准占有。 

学习目标 

1．了解物权的含义：通过施加给权利人之外的世人一个纯粹消极的义务，即不加干涉的义务，

以确保权利人或多或少地利用某物的权利。理解物权之具体类型由法律强制规定的原因。了解所有

权保障权利人全面地利用某物，权利之具体内容不受限定，而其他一切人均负有对此不实施干涉之

义务；罗马法上限制物权，根据权利人是可以对某物部分地用益，还是在某物所担保的债权没有得

到清偿时，拥有以此物来满足自己的债权之可能，区分为用益物权（地役权、用益权与类似权利、

永佃权、地上权）和担保物权（质权和抵押权）。 

2．掌握物权概念的确立、物权体系的形成，是罗马法经过数个世纪的历史演进而带来的产物。

所有权的概念最先诞生，在古罗马早期，其初始的含义是家父（pater familias）对属于他的物或

人——包括自由人和奴隶——的统一支配。在共和时期，一些限制物权制度被确立了起来，先是地

役权，后来是用益权和使用权。与这些市民法（ius civile）上的物权一道，在先古典法和古典法

时期，还有一些物权只被荣誉法（ius honorarium）承认，它们是质权和税赋田权（ius in agro 

vectigali）。在后古典法时期，产生了永佃权和地上权。最后，在优士丁尼法中，居住权和对奴隶

和他人牲畜的劳作权构成了独立的限制物权类型，它们与用益权和使用权一起被归入与地役权相对

的人役权范畴。 

作业 

试论述罗马法如何通过确立一个与“对人之诉”（actio in personam）相对立的概念，即“对

物之诉”（actio in rem），从诉讼的视角对物权现象进行规定。 

知识单元 8：罗马债法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分单元 

1．债的一般概念； 

2．债的渊源类别； 

3. 契约之债的一般概念； 

4. 消费借贷； 

5. 信托契约； 

6. 寄存契约； 

7. 借用契约； 

8. 质押契约 

9. 要式口约； 

10. “嫁资声言”与“被解放人承诺”； 

11. 文字契约； 

12. 买卖； 

13. 租赁； 

14. 合伙； 

15. 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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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无名契约； 

17. 简约； 

18. “债务协议”与“承保”； 

19. “允诺”与“誓愿” 

20. “事务经营”； 

21. 监护、共有与遗赠契约； 

22. 契约外请求返还之诉、非债清偿、不当得利 

23. “因物之债”； 

24. 受领责任； 

25. 生活费之债； 

26. 因非法行为产生的债：一般概念； 

27. 盗窃； 

28. 抢劫； 

29. 侵辱； 

30. 非法损害； 

31. 其他产生债的非法行为； 

32. 损害投偿责任。 

第二分单元 

1. 债的主体； 

2. 债权转让； 

3. 多数人之债； 

4. 担保之债； 

5. 给付的内容与要求； 

6. 选择之债与种类之债； 

7. 可分之债与不可分之债； 

8. 给付利息的义务； 

9. 债的消灭的一般概念； 

10. 相反合意与单方撤销； 

11. 死亡与人格减等； 

12. 混同； 

13. 嗣后履行不能； 

14. 原因竞合； 

15. 免除； 

16. 抵销； 

17. 更新； 

18. 争讼程序； 

19. 清偿； 

20. 债的不履行：责任标准； 

21. 不履行的方式及债权人迟延； 

22. 损害赔偿及惩罚协议； 

23. 自然之债。 

第三分单元 

1. 赠与的一般概念； 

2. 赠与禁止； 

3. 赠与形式； 

4. 赠与的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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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死因赠与。 

学习目标 

1．了解债的起源，盖尤斯《法学阶梯》中的债，优士丁尼《市民法大全》中的债，给付内容

的要求，债的种类，债的渊源，要物契约，口头契约，文字契约，诺成契约，私犯与准私犯之债，

准私犯的含义与类型。 

2．掌握买卖的法律结构，私犯的构成要件，《阿奎利亚法》的保护范围。 

作业 

1．从罗马债法看制定债法总则的必要性； 

2．分析下述片段的含义： 

D.9,2,8,1盖尤斯《论行省告示》第 7卷：“一般认为，如果骡夫由于没有经验而不能驾驭骡

子，结果踏死他人奴隶，那么他即因有过错而负责。同样，如果是因其力弱而未能控制住骡子，那

么将力弱视为过错并无不公；因为任何人都不应该从事他明知或必然知道由于他的力弱将会给他人

带来危险的工作。同样的法律原则亦适用于某人骑马但由于其不谙骑术或体力不济而不能勒住马的

情况。” 

知识单元 9：罗马继承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继承的一般概念； 

2．遗产继承的市民法与裁判官法体系； 

3. 继承指命的一般概念； 

4. 无遗嘱的继承指命：早期的市民法制度； 

5. 无遗嘱的继承指命：古典法时期的改革； 

6. 无遗嘱的继承指命：优士丁尼法的制度； 

7. 遗嘱：具体类型； 

8. 遗嘱的内容：继承人的设立于更换； 

9. 遗嘱能力与遗嘱继承能力； 

10. 遗嘱的撤销； 

11. 遗嘱的启封； 

12. 遗嘱自由的限制：废除继承人的限制 

13. 遗嘱自由的限制：遗嘱的逆伦 

14. 继承开始前的遗产； 

15. 无能力接受继承； 

16. 遗产的取得与放弃； 

17. 增加分割的遗产； 

18. 取得遗产的效力； 

19. 继承权的保护； 

20. 共同继承； 

21. 非常继承与继承人的不在； 

22. 遗嘱附书； 

23. 遗赠； 

24. 遗产信托。 

学习目标 

1．了解罗马继承法的主要原则及其演变：由身份继承变为财产继承，有概括继承发展为限定

继承，以遗嘱继承为主、法定继承为辅，两种法定继承并存，罗马法的法定继承人分当然继承人、

必然继承人和任意继承人，法定继承为均分继承，一为继承人、永为继承人，罗马法适用代位继承。 

2．掌握遗嘱继承的意义，罗马法中遗嘱的方式，遗嘱能力，继承人的指定，指定的补充，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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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自由的限制，遗嘱的无效，法定继承的基本原则，继承的效力与继承的拒绝，遗赠的要素，遗赠

的取得，遗赠的无效，遗产信托中受托人与受益人的法律地位。 

作业 

1. 试论罗马法中遗嘱自由受到哪些限制； 

2. 试论遗产信托与遗赠的区别。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罗马法及其法源，罗马民事诉讼 2  

2 罗马民事诉讼，罗马法中的人 2  

3 罗马法中的物，法律事实 2  

4 法律事实，罗马家庭法 2  

5 罗马家庭法 2  

6 罗马物权法 2  

7 罗马物权法 2  

8 罗马物权法 2  

9 罗马物权法 2  

10 罗马物权法，罗马债法 2  

11 罗马债法 2  

12 罗马债法 2  

13 罗马债法 2  

14 罗马债法 2  

15 罗马继承法 2  

16 罗马继承法 2  

四、说明  

（一）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学原理一·总论 

后续课程：民法学原理二·债法，民法学原理三·物权法，民法学原理四·婚姻继承法 

（二）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罗马物权法、罗马债法。 

难点：罗马民事诉讼法。 

（三）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案例教学法； 

2. 历史分析法； 

3. 比较分析法； 

4. 原始文献分析法（Esegesi） 

教学手段： 

1. 讲解； 

2. 影像； 

3. 讨论。 

（四）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需要投影仪等影像设备。 

（五）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布置课外阅读资料，如蒙森《罗马史》等。 

（六）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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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七）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八）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罗马法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费安玲主编：《罗马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 6月第 1版； 

2. 【意】彼得罗•彭梵得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年 9 月

修订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江平、米健著《罗马法基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8月修订本第 3版； 

2. 周枏著《罗马法原理》，商务印书馆，1994年 4第 1版； 

3. [意] 格罗索：《罗马法史》，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年 8月修订版。 

执笔：翟远见  审稿：刘家安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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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制度 
Commercial arbitration law 

课程号：40204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商事仲裁制度的基础理论；2、掌握仲裁协议的有

效要件、效力并能实际判断仲裁协议效力异议的问题；3、明了商事仲裁的审理程序以及程序规则；

4.掌握司法对商事仲裁的支持与监督方式和内容；5.明了商事仲裁与民事诉讼的关系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系统的了解和掌握商事仲裁制度的基

础理论、基本知识；正确理解商事仲裁的程序规则以及其与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提高运用仲裁法

以及仲裁规则进行仲裁，解决民商事就纠纷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仲裁法学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仲裁的概念、特征与法律性质 

仲裁是指纠纷当事人通过合意，自愿将有关争议提交非司法机构的第三者审理，由其依据法律

或依公平原则作出对争议双方均有约束力的裁决的一种纠纷解决制度、方法或方式。 

仲裁的特点：自愿性、灵活性、专业性、保密性、快捷性与经济性、国际性。 

关于仲裁的法律性质，国际社会主要有四种理论：司法权理论、契约理论、混 

合理论、自治理论；我国关于仲裁性质的理论主要有：准司法权理论、非行政性理论、民间性

理论、综合性理论。 

2.仲裁的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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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作为解决民商事纠纷的方式，起源于原始社会氏族部落首长对内部纠纷的居中公断，但其

作为一项制度最早为政治国家所接纳的是古希腊和古罗马。而仲裁制度确立于中世纪的欧洲，19

世纪中期以后，各国以及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了仲裁是解决民商事争议的一种常用方法，并且赋予其

法律上的意义，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仲裁制度得到了发展，各国纷纷制定仲裁法。进入 20 世

纪中后期，西方各国都根据其社会发展的需要，多次修改，或者重新制定了其各自的商事仲裁法制，

同时，也加快了商事仲裁的国际立法工作。 

现代意义上的仲裁制度在中国产生于 20 世纪初，新中国的仲裁制度始于新民主革命时期的革

命根据地，当时仲裁的方式仅适用于解决劳动争议，真正建立和发展应当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

国分别建立了国内仲裁制度和涉外仲裁制度，两种制度有着不同的发展过程。我国在涉外仲裁领域，

一开始就确立起了现代意义上的仲裁制度；国内仲裁制度的发展比较复杂，从一开始就受到国家权

力强大的干预，直至 1995年仲裁法确立了民间性仲裁。 

3.仲裁制度的理论基础 

仲裁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市民社会；仲裁制度的理念基础是契约理论中的意思自愿与契约自由 

4.仲裁的基本分类 

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根据所处理的纠纷是否具有涉外因素，仲裁可分为国内仲裁和涉外仲裁。 

机构仲裁与临时仲裁：根据仲裁组织产生和存续的状态，仲裁可分为机构仲裁与临时仲裁。 

依法仲裁与友好仲裁：根据仲裁裁决的依据，仲裁可分为依法仲裁与友好仲裁。 

传统仲裁与网上仲裁：根据仲裁的审理模式不同，仲裁可分为传统仲裁与网上仲裁。 

5.仲裁制度与民事诉讼制度的关系 

仲裁与民事诉讼的相同之处包括：属性相同；一些原则和制度相同；当事人的一些程序权利相

同；某些程序性规则相同；裁决与判决的法律效力相同 

仲裁与民事诉讼的区别主要体现为：性质不同；受理案件的基础不同；一些具体程序规则不同；

裁决与判决的作出不同。 

仲裁与民事诉讼的联系表现为：（1）立法上的借鉴和互相补充。（2）司法上的支持与监督。 

学习目标： 

1．了解商事仲裁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以及我国商事仲裁制度的发展历史；商事仲裁的法律性

质 

2．掌握商事仲裁的概念、特征和基本分类；商事仲裁的理论基础；商事仲裁与民事诉讼比较

的关系。 

作业： 

1． 简述仲裁的概念、特征和基本分类。 

2． 如何理解仲裁的法律性质？ 

3． 仲裁的理论基础包括哪些？ 

4． 如何理解仲裁与民事诉讼的关系？ 

知识单元 2：仲裁法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仲裁法的概念 

仲裁法，是规定仲裁的范围和基本原则、仲裁机构的地位和设立、仲裁员、仲裁庭的组成和仲

裁程序进行、仲裁参与人和仲裁机构或仲裁员在仲裁程序中的权利与义务、仲裁裁决的效力以及调

整由此而引起的其他仲裁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广义的仲裁法，是指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关于仲裁的一切法律规定；狭义的仲裁法，专指仲裁

法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后简称《仲裁法》）。 

2．仲裁范围 

仲裁范围是指可仲裁的事项或争议的范围。 

我国《仲裁法》第 2条规定了可仲裁事项的范围为：平等主体之间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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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 

《仲裁法》第 3条规定了不可仲裁的事项范围，包括：（1）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

纷；（2）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 

《仲裁法》第 77条规定了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问题。

即可以仲裁，但不适用《仲裁法》。 

3. 仲裁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 

（1）基本原则 

①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指当事人之间订立仲裁协议将其争议提交仲裁解决以及提起仲裁程序并在仲裁程

序中实施各种行为，都必须出自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受有关机关、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它

也称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②独立公正仲裁原则 

独立性是公正仲裁的前提，独立性体现为仲裁机构的独立性和仲裁员的独立性；而公正性主要

是要求仲裁员公正地行使仲裁权。 

③根据事实、符合法律规定、公平合理解决纠纷的原则 

该原则是说，在法律没有规定或法律规定不完备的情况下，仲裁庭可以按照公平合理的一般原

则来解决经济纠纷。 

（2）基本制度 

①协议仲裁制度 

协议仲裁制度是指当事人是否通过仲裁解决争议，仲裁机构、仲裁员的选定，仲裁程序的确定

等均有当事人通过协议的方式进行，它是自愿原则的体现。 

②或裁或审制度 

或裁或审制度是指当事人发生争议后，在仲裁和诉讼两种裁判方式中选择一种进行。如果选择

仲裁，则有效的仲裁协议排除司法管辖权。 

③一裁终局制度  

一裁终局原则是指仲裁裁决书一经作出，即具终局效力，对当事人产生既判力和约束力。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仲裁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内涵 

2．掌握仲裁法的含义和仲裁法上的仲裁范围 

作业： 

1．什么是仲裁法？ 

2．什么是仲裁范围？我国仲裁法上的仲裁范围包括什么？ 

3．如何理解仲裁中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4. 如何理解协议仲裁制度与或裁或审制度。 

知识单元 3：仲裁规则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仲裁规则的概述 

（1）仲裁规则的概念 

仲裁规则，是指规范仲裁进行的具体程序及此程序中相应的仲裁法律关系的程序规则。 

（2）仲裁规则的特点 

与仲裁法相比较，仲裁规则具有强制性、有局限性、契约性等特点。 

（3）仲裁规则的制定 

一般而言，仲裁规则由各仲裁机构自己制定；但是，在临时仲裁的情况下，由于无固定仲裁机

构制定的仲裁规则，故此时仲裁规则可以由当事人根据仲裁争议案件的需要而制定。 

2.仲裁规则的内容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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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仲裁规则的内容 

仲裁规则一般应该包括如下内容：仲裁管辖、仲裁组织、仲裁申请、答辩与反请求的程序、送

达、仲裁庭的组成及权力、审理程序、裁决程序等等；在前述程序中，仲裁机构、仲裁员和当事人

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以及商事仲裁应该使用的语言、法律适用、翻译、仲裁费用、仲裁地点等方面

的内容。 

（2）仲裁规则的作用 

第一，它为当事人、仲裁机构和仲裁庭提供了一套科学、系统而又完备的程序规则。 

第二，它为当事人和仲裁机构、仲裁员提供了程序上的权利义务规范。 

第三，它为法院对仲裁的支持和监督提供了依据。 

3.仲裁规则的确定 

（1）由当事人确定仲裁规则 

（2）仲裁机构确定仲裁规则 

（3）由仲裁庭确定仲裁规则 

4.仲裁规则与仲裁法的关系 

（1）仲裁规则与仲裁法的联系 

①仲裁法是制定仲裁规则的依据。 

②仲裁法是仲裁规则适用时的补充。 

③仲裁规则与仲裁法均具有规范作用。 

（2）仲裁规则与仲裁法的区别 

①两者的性质不同。 

②两者规范的内容侧重点不同。 

③两者的效力不同。 

④两者对法院的约束力不同。 

学习目标： 

1.了解仲裁规则与仲裁法的关系 

2.掌握仲裁规则的概念、特征以及一般包括的内容；掌握仲裁规则的制定与确定。 

作业： 

1.简述仲裁规则的制定依据以及制定主体。 

2.仲裁规则的特征是什么？ 

3.如何理解仲裁规则与仲裁法的关系？ 

知识单元 4：仲裁组织 

参考学时：2课时 

学习内容： 

1.仲裁协会 

（1）仲裁协会概述 

仲裁协会是仲裁行业协会的简称，是以仲裁机构和仲裁员为其成员的自律性行业管理组织。 

（2）中国仲裁协会 

仲裁法第 15条明确规定：“中国仲裁协会是社会团体法人。仲裁委员会是中国仲裁协会的会员。

中国仲裁协会的章程由全国会员大会制定。中国仲裁协会是仲裁委员会的自律性组织，根据章程对

仲裁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仲裁员的违纪行为进行监督。中国仲裁协会依照本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

关规定制定仲裁规则。” 

（3）中国仲裁协会的法律地位 

第一，中国仲裁协会的性质：中国仲裁协会是仲裁委员会的自律性组织，是一个社会团体法人 

第二，中国仲裁协会的组成：中国仲裁协会实行会员制。各仲裁委员会是中国仲裁协会当然会

员，中国仲裁协会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吸收个人会员。 

第三，中国仲裁协会的职能：根据章程对各仲裁委员会及其组成人员、仲裁员的违纪行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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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依照《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制定全国统一适用的仲裁规则。 

2.仲裁机构 

（1）仲裁机构的概念与特征 

仲裁机构是指由商事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人通过仲裁协议自主选择的，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当事

人之间仲裁协议约定事项所发生争议的民间性机构。 

仲裁机构通常具有以下特征：民间性、管理性、服务性。 

（2）仲裁机构的设置 

在一国之内设立的仲裁组织是国别性仲裁机构；由国际性组织设立的仲裁机构为超国家性仲裁

机构。 

仲裁机构的设置有以下几种模式： 

① 仲裁机构设在商会内，如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 

②单独设立仲裁机构； 

③既设立单独的仲裁机构，又在行业协会里设置仲裁机构，如英国设有伦敦国际仲裁院，还有

40多个专业机构内设有行业性仲裁机构； 

④设立多个仲裁机构，但“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机构互不隶属。 

（3）仲裁委员会 

第一，仲裁委员会设立的条件：有自己的名称、住所和章程；有必要的财产；由该委员会的组

成人员；有聘任的仲裁员。 

第二，仲裁委员会设立程序：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登记 

第三，仲裁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及性质：中国仲裁委员会应该是一种特殊的事业单位法人。（其

特殊性表现为：民间性、发展的阶段性以及非司法性） 

第四，仲裁委员会的内部组织：委员会会议（管理机构）、仲裁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专家咨询

委员会（专家咨询机构）、其他机构。 

3.仲裁庭 

（1）仲裁庭的概念与特征 

概念：仲裁庭是指由当事人选定或者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的仲裁员组成的，对当事人依据仲裁

协议提请仲裁的争议案件按照仲裁程序进行审理并作出仲裁裁决的仲裁组织。 

仲裁庭（相比于仲裁委员），具有以下特征：仲裁庭是仲裁权的行使主体；具有临时性；形式

具有灵活性。 

（2）仲裁庭的权利与义务 

第一，仲裁庭的权利：一类是指挥、引导整个仲裁程序顺利进行的权利；另一类是对具体争议

案件的审理和裁决权。 

第二，仲裁庭的义务：及时、公平合理地审理并裁决争议案件；依法制作调解书或者裁决书。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仲裁协会的性质、组成以及其职能；了解仲裁机构的性质以及各国对仲裁机构的设

置。 

2.正确理解仲裁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及性质。 

3.掌握我国仲裁委员会设立的条件和程序；掌握仲裁庭的概念和职能。 

作业： 

1． 中国仲裁协会的法律地位、性质、组成以及职能分别是什么？ 

2． 简述仲裁委员会的设立条件和程序。 

3． 简述仲裁庭的概念与特征。 

知识单元 5：仲裁员 

参考学时：2课时 

学习内容： 

1.仲裁员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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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籍条件 

我国《仲裁法》没有明确规定仲裁员的国籍问题，根据仲裁法、仲裁规则的相关规定，可以受

理涉外案件的仲裁委员会可以聘任外籍人士作仲裁员 

（2）品德条件：公道正派 

（3）专业条件 

①．从事仲裁工作满八年的； 

②．从事律师工作满八年的； 

③．曾任审判员满八年的； 

④．从事法律研究、教学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的 

⑤．具有法律知识、从事经济贸易等专业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具有同等专业水平的。 

2.仲裁员的行为 

（1）仲裁员的行为特点：民间性、独立性、公正性。 

（2）仲裁员的行为规范： 

①独立公正地仲裁争议案件 

② 不得私自接触当事人及其代理人 

③ 自觉披露可能有损独立公正审理的任何情况并回避 

④ 勤勉审慎履行其职责 

⑤ 严格保守仲裁保密 

⑥依法获得报酬 

⑦熟悉仲裁业务，提高仲裁水平  

3.仲裁员的回避 

(1）仲裁员回避的概念：指承办案件的仲裁员在具有法定情形，可能影响对案件的公正审理与

裁决时，退出该案仲裁活动的制度。 

(2）仲裁员回避的法定情形： 

我国仲裁法第 34 条的规定，仲裁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

请：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代理人的近亲属；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与本案当事人、代理人有

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仲裁的；私自会见当事人、代理人，或者接受当事人、代理人的请客送礼

的。 

(3）回避的方式 

第一，仲裁员自行回避；第二，当事人申请回避（《仲裁法》第 35条）. 

(4)回避的处理及后果 

第一，回避的处理：我国《仲裁法》第 36 条的规定，仲裁员是否回避，由仲裁委员会主任决

定；仲裁委员会主任担任仲裁员时，由仲裁委员会集体决定。 

第二，回避的后果：仲裁员因回避不能履行其职责的，当事人应当按照仲裁法的规定重新选定

仲裁员或者由仲裁委员会主任重新指定仲裁员，因回避而重新选定或者指定仲裁员后，当事人可以

请求已进行的仲裁程序重新进行，是否准许，由仲裁庭决定；仲裁庭也可以自行决定已进行的仲裁

程序重新进行。 

4.仲裁员的责任 

（1）有关仲裁员责任的理论：仲裁员责任论、仲裁豁免论、仲裁员责任有限豁免论。 

（2）我国的仲裁员责任制度 

第一，我国仲裁员责任制度的必要性 

第二，我国仲裁员责任制度的现状：我国《仲裁法》目前对仲裁员的责任问题规定得不够完整

和明确。对于仲裁员的法律责任仅第３８条作了规定，并且没有明确是何种法律责任。一般认为，

该条涉及的法律责任主要是刑事责任。刑法规定了枉法仲裁罪。至于仲裁员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

《仲裁法》则没有明确。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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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仲裁员的聘任程序和指定程序、仲裁员行为的性质及规范、我国仲裁员责任制度的现状。

了解仲裁员的责任的有关理论，明确仲裁员责任的目的。 

2.对完善我国的仲裁员责任制度做出探讨。 

3.掌握我国仲裁员的资格条件；掌握仲裁员回避的法定情形、回避的方式以及回避的处理。 

作业： 

1． 仲裁员的任职条件包括哪些？ 

2． 简述仲裁员的行为性质与行为规范？ 

3． 简述仲裁员回避的法定情形以及法律后果。 

4． 如何完善我国的仲裁员民事责任制度。 

知识单元 6：仲裁协议 

参考学时：4课时 

学习内容： 

1.仲裁协议概述 

（1）仲裁协议的概念：它是指当事人自愿把他们之间业已发生或将来可能发生的特定争议提

交仲裁解决的共同的意思表示。 

（2）仲裁协议的特性：间接性、广延性、独立性、书面性、条件性、客体的同等性、内容的

同一性。 

（3）仲裁协议的法律性质 

①诉讼法上的契约说，该学说认为，仲裁协议不同于以规范实体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的契约，

它以诉讼法上的权利义务为内容，其功能主要在于通过授权仲裁机构和仲裁庭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

争议。由于仲裁协议主要是由诉讼法加以规定，因此，属于诉讼法上的契约。 

②实体法上契约说，实体法上的契约说以仲裁协议在诉讼外、诉讼前依据契约自治原则缔结并

以西方国家的“私法行为说”理论为依托，将仲裁视为一般的私法行为，并据此认为仲裁协议本质

上是与一般民商事契约相同的实体法上的契约。 

③混合契约说，该学说认为，仲裁协议不是单纯的诉讼法或者实体法上的契约，而是兼具诉讼

法上的契约与实体法上的契约的双重性质的一种契约。从仲裁协议的职能，即双方当事人约定解决

争议的终局方式的角度来看，仲裁协议具有诉讼法上契约的性质；而从仲裁协议的成立基础，即双

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侧面来考察，仲裁协议又具有实体法上契约的性质。 

④独立类型契约说，该学说认为，对仲裁协议的解释和适用不能简单套用实体法和诉讼法的基

本原则和规范，而应当适用一种新的法律体系。独立类型契约说实际上是与仲裁自治理论相适应的

一种学说。 

2.仲裁协议的形式 

（1）仲裁协议形式的一般要求：必须采取书面形式 

（2）国际立法中的书面仲裁协议 

①《纽约公约》关于书面形式之规定 

②《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关于仲裁协议书面形式之规定 

（3）我国仲裁协议的形式 

①仲裁条款 

仲裁条款是指各方当事人于所签订的合同中，在自愿的基础上订立的将有关的法律争议提交仲

裁解决的条款。 

②仲裁协议书 

仲裁协议书，或称仲裁协定书，是指在争议发生之前或之后，双方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订立

的、同意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书面协议。 

③其他文件中的商事仲裁协议 

其他文件中的仲裁协议是指在双方当事人针对有关民商事合同关系而相互往来的信函、电传、

电报、传真和其他书面材料（如经确认的电话记录、数据电文等）中所包含的仲裁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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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仲裁协议的内容 

（1）我国仲裁协议的法定内容：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2）仲裁协议的约定内容：仲裁地点、仲裁规则。 

（3）内容瑕疵仲裁协议及其补救 

第一，所谓瑕疵仲裁协议，即当事人在争议发生之前或者争议发生之后订立的因内容存在缺陷

而不能使得仲裁程序顺利启动的仲裁协议。 

第二，瑕疵仲裁协议的类型 

①.对仲裁机构名称表述有瑕疵的仲裁协议 

《仲裁法解释》第 3条明确规定，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不准确，但能够确定具体的仲

裁机构的，应当认定选定了仲裁机构。 

②.仅约定仲裁规则而未约定仲裁机构的瑕疵仲裁协议 

《仲裁法解释》第 4条明确规定，仲裁协议仅约定纠纷适用的仲裁规则的，视为未约定仲裁机

构，但当事人达成补充协议或者按照约定的仲裁规则能够确定仲裁机构的除外。 

③.选择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浮动仲裁协议 

《仲裁法解释》第 5条却又明确规定，仲裁协议约定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

择其中的一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无效。 

④.约定地点有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瑕疵仲裁协议 

《仲裁法解释》第 6条明确规定，仲裁协议约定由某地的仲裁机构仲裁且该地仅有一个仲裁机

构的，该仲裁机构视为约定的仲裁机构。该地有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中的

一个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当事人不能就仲裁机构选择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无效。 

第三，内容瑕疵仲裁协议的补救 

①.当事人自行补救：达成补充协议 

②.仲裁机构或者法院予以补救的方式，即当事人对瑕疵仲裁协议的解释出现歧义而请求仲裁

机构或者法院对仲裁协议的效力予以认定时，仲裁机构或者法院辅助当事人自行协商以完善仲裁协

议或者直接根据仲裁法的规定对瑕疵仲裁协议予以补救的方式。 

（4）示范仲裁条款 

4.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 

（1）仲裁协议的有效要件：当事人具有订立仲裁协议的民事行为能力（订立仲裁协议的当事

人需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之间有提交仲裁的真实一致的意思表示、仲裁协议约定的

争议事项具有可仲裁性、仲裁协议的内容与形式需合法。 

（2）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机构 

第一，法院：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享有管辖权，已得到各国仲裁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普遍

认可。 

第二，仲裁庭或者仲裁员 

第三，仲裁机构：我国仲裁法第 20 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

委员会作出决定。可见，我国仲裁法规定对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不是由仲裁庭或者仲裁员决定，而

是由仲裁机构决定，这种做法在现代仲裁中是极为少见的。 

（3）仲裁协议效力认定的法律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仲裁地国法或裁决作出地国法、

密切联系地的法律。 

5.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 

（1）仲裁协议法律效力的体现 

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即有效成立的仲裁协议对双方当事人、仲裁机构以及法院所应当具有的

相应约束力。 

第一，对当事人的效力 

仲裁协议有效成立后，就仲裁协议约定事项所发生的争议，当事人应当依据仲裁协议向仲裁机

构申请仲裁，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违背其对仲裁协议所承担的就约定争议事项提请仲裁，不应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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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起诉的义务，而擅自向法院起诉，对方当事人有权以存在有效仲裁协议为由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

抗辩。 

第二，对法院的效力 

仲裁协议有效成立后，对于法院而言，就产生了以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排除法院司法管辖权的效

力。 

第三，对仲裁机构（仲裁庭）的效力 

1、授权效力。 

仲裁协议是仲裁庭取得仲裁管辖权的依据 

2、仲裁协议是仲裁庭正确行使仲裁权的依据，即限制仲裁权行使的范围 

（2）仲裁协议效力的扩张 

第一，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概念：指仲裁协议有效成立后，基于未签字第三方与仲裁协议所依

附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之一方当事人之间的特定关系，赋予仲裁协议在某种特定情形之下对未签字

第三方有效的制度。 

第二，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适用 

根据我国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仲裁协议的效力在下列情形下可以向未签字第三方扩张： 

① 当事人的法定继受人。 

具体包括两种情形：（1）法人合并或者分立后的新法人。（2）自然人死亡后的合法继承人。 

② 债权债务转让后的受让人 

债权债务转让实质上是在不改变债权债务内容的前提下，一方当事人将其债权债务全部或者部

分转让给第三人受让的法律行为。此时，如果原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存在仲裁协议，该仲裁协议理

应随债权债务的转让而对受让人有效。当然，当事人另有约定、在受让债权债务时受让人明确反对

或者不知有单独仲裁协议的除外。 

（3）仲裁协议的无效与失效 

第一，仲裁协议的无效 

仲裁协议的无效，是指仲裁协议因不具备法定有效要件而自始未产生法律效力的状态。 

① 仲裁协议无效的法定情形：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仲裁协议；一方采取协迫手段，迫使对方订立仲裁协议的。 

② 实践中常见的无效仲裁协议：无法实现的仲裁协议；仲裁终局性不确定的仲裁协议。 

第二，仲裁协议的失效 

仲裁协议的失效是指一项仲裁协议有效成立后，因特定事由的发生而使原本有效的仲裁协议丧

失其原有法律效力的状态。 

仲裁协议失效的情形：仲裁协议因基于仲裁协议作出的终局裁决得以履行或者执行而失效；仲

裁协议因当事人协议放弃而失效；附期限的仲裁协议因期限届满而失效；仲裁协议因基于仲裁协议

作出的仲裁裁决被人民法院裁定撤销或者裁定不予执行而失效。 

6.仲裁条款的独立性 

（1）仲裁协议的独立性理论 

第一，仲裁协议与基础合同关系的传统理论 

传统理论认为，仲裁协议是包该仲裁协议的合同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合同的效力应当及于

该仲裁协议，即合同的无效、失效、不存在、变更、解除、终止决定了仲裁协议也具有同样的效果。

如果当事人对合同的有效性提出异议，仲裁协议的有效性须提交法院确定。 

第二，仲裁协议独立性理论的产生 

第三，仲裁协议的独立性理论的内容 

仲裁协议的独立性理论（doctrine  of  independence  of  arbitration  agreement）,又

称为仲裁协议的可分离性、可分割性理论，是指仲裁协议在与包含它或者与它相关的基础合同的关

系问题上的独立或者相互分离。其基本内容为：仲裁协议与主合同或合同条款是各自独立的契约，

其效力不受主合同效力的影响。即仲裁协议的效力不因主合同不成立、不存在、无效、失效或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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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而受任何影响；当事人对主合同存在与否、有效与否的异议，应当由仲裁庭、而不是法院来解

决。 

（2）我国仲裁协议独立性的立法及实践 

我国《仲裁法》第 19 条规定，仲裁协议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

响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庭有权确认合同的效力。 

学习目标： 

1.了解仲裁协议的类型和有效形式、瑕疵仲裁协议的类型和补救方式、数据电文中的仲裁协议

形式的认定、仲裁协议的失效的情形、仲裁协议的独立性理论以及在实践中的运用。 

2.掌握仲裁协议的概念和特性、对仲裁协议书面形式的认定、仲裁协议的内容、仲裁协议效力

的确认机构以及仲裁协议的效力表现、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含义和意义、仲裁协议的无效情形。 

作业： 

1.什么是仲裁协议？有何特征？ 

2.仲裁协议有哪些类型？ 

3.瑕疵仲裁协议包括哪些类型？如何补救？ 

4.仲裁协议的书面形式如何认定？ 

5.哪些机构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认定权？有效的仲裁协议有什么法律效力? 

6.仲裁协议的独立性是指什么？ 

7.仲裁协议无效的情形有哪些？ 

知识单元 7：仲裁程序的启动 

参考学时：2课时 

学习内容： 

1.仲裁参加人 

（1）仲裁当事人 

第一，仲裁当事人的概念：指因仲裁协议约定事项发生争议，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基于仲

裁协议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提起或者参加仲裁程序，并接受仲裁裁决约束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 

第二，仲裁当事人的特征：必须是仲裁协议的当事人；以自己的名义参加仲裁程序；当事人之

间必须发生了仲裁协议所约定事项的争议；当事人之间必须发生了仲裁协议所约定事项的争议。 

第三，仲裁当事人的种类： 

① 仲裁申请人与仲裁被申请人 

仲裁申请人，是指依据仲裁协议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的人；仲裁被申请人，是指仲裁申

请人在仲裁申请书中主张与其发生权利义务争议的对方当事人。 

（仲裁当事人不同于仲裁参加人和仲裁参与人。仲裁参加人，除仲裁当事人以外，还包括仲裁

代理人。仲裁参与人，除包括仲裁参加人以外，还包括参与仲裁程序的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等） 

② 仲裁第三人的争议 

对于仲裁第三人的争议，指的是“仲裁程序中是否存在类似于民事诉讼程序中的那种第三人”

的问题。 

对于第三人能否参加仲裁程序的问题，理论上存在着肯定与否定两种观点。 

就仲裁立法与实践来看，绝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均未设立仲裁第三人制

度，我国的仲裁立法与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也是如此。 

仲裁立法与实践中，作为少数例外，确实存在仲裁中的第三人。 

第四，仲裁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 

① 仲裁当事人的权利 

根据我国《仲裁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在仲裁中享有以下权利：仲裁申请权与答辩权；委托

代理人参加仲裁的权利；选择仲裁员的权利；申请回避的权利；辩论权；收集、提供证据的权利；

申请财产保全与证据保全的权利；协商选择审理方式的权利；自行和解和请求调解的权利；请求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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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裁决书的权利等。 

② 仲裁当事人的义务 

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应承担以下义务：正当行使其权利的义务；遵守仲裁秩序的义务；履行发

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以及仲裁调解书的义务；缴纳仲裁费用的义务。 

（2）仲裁代理人 

 第一，仲裁代理人的概念：指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法定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以被代理

人的名义，为维护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代理一方当事人进行仲裁活动的人。 

第二，仲裁代理人的特征：仲裁代理人必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仲裁活动；仲裁代理人代为

进行仲裁活动的目的是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仲裁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进行代理活动所产生的

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在同一案件的仲裁程序中，代理人只能代理当事人一方进行仲裁活动。 

第三，仲裁代理人的种类 

① 法定代理人 

法定代理人是根据法律规定行使代理权的人，其代理权限与被代理的当事人的权利是一致的。 

在仲裁程序中，出现下列情形时，法定代理人的代理权限即消灭：被代理人取得或者恢复了行

为能力；法定代理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法定代理人失去对被代理人的亲权或者监护权。 

②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是基于当事人、法定代理人的授权委托并在授权范围内，代为进行仲裁活动的人。

委托律师和其他代理人进行仲裁活动的，应当向仲裁委员会提交授权委托书。 

根据委托授权的不同，可以把委托代理分为一般委托代理和特别委托代理。 

委托代理权基于被代理当事人的授权而产生，也可以基于被代理当事人的授权而予以变更。 

委托代理权产生以后，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委托代理权即归于消灭：仲裁程序终结；委托代

理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委托人解除委托或者代理人辞去委托。 

2.仲裁申请 

（1）仲裁申请的概念：仲裁申请是指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就他们之间发生的合

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根据双方当事人之间自愿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协议中选定的仲

裁委员会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争议的行为。 

（2）仲裁申请的条件 

第一，实质条件：有仲裁协议；有具体的仲裁请求和事实、理由；属于仲裁委员会的受理范围。 

第二，形式条件：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仲裁请求及事实和理由；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

住所。 

此外，仲裁申请书还应当写明仲裁委员会的名称、提交申请书的日期，并由仲裁申请人签名或

者盖章。 

3.仲裁受理 

（1）仲裁受理的概念：仲裁受理是指仲裁机构对当事人提出的仲裁申请经过审查，认为符合

法律规定的申请仲裁条件，从而决定立案审理的行为。 

（2）对于仲裁申请的审查 

第一，形式审查：即主要对申请人提供的仲裁申请书的格式及副本数量、仲裁申请书是否经合

法签字或者盖章等形式内容进行审查。 

第二，实质审查：即仲裁委员会对当事人提出的仲裁申请在法定期间内进行实质条件的审查。

（主要审查以下几方面：①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②有无具体的仲裁请求和事实、

理由；③是否属于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 

第三，审查的结果：审查后，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受理，并通知当事人；认为不符合受

理条件的，应当书面通知当事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3）受理后的准备工作 

4.仲裁答辩与反请求 

（1）仲裁答辩的概念：指在仲裁程序中，被申请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针对申请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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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申请书中所提出的仲裁请求和该仲裁请求所依据的事实、理由进行答复与抗辩的行为。 

根据《仲裁法》第 25条第 2款的规定，被申请人收到仲裁申请书副本后，应当在仲裁规则规

定的期限内向仲裁委员会提交答辩书。 

（2）仲裁反请求 

第一，仲裁反请求的概念：指在已经开始的仲裁程序中，被申请人以申请人为被申请人，向仲

裁委员会提出的与原仲裁请求在事实和法律上有牵连的，目的在于抵销或者吞并申请人的仲裁请求

的独立的反请求。（《仲裁法》第 27 条明确规定，被申请人可以承认或者反驳仲裁请求，有权提出

反请求） 

第二，仲裁反请求的特征：当事人地位的特定性与双重性；反请求的独立性；反请求目的的对

抗性；反请求时间的限定性；反请求事实理由的牵连性。 

第三，反请求的提出：提出反请求，应当向受理原仲裁请求的仲裁委员会提出，并且应当在仲

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后，仲裁庭对争议案件作出仲裁裁决之前提出。 

第四，反请求的审理 

5.仲裁庭的组成 

（1）仲裁庭的组成形式 

仲裁庭，是指由当事人选定或者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的仲裁员组成的，对当事人提请仲裁的争

议案件按照仲裁程序进行审理并作出仲裁裁决的仲裁组织 

从各国仲裁立法和仲裁规则的规定来看，仲裁庭通常有两种形式，即合议制仲裁庭和独任制仲

裁庭。 

合议制仲裁庭，是指由 3名以上的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对当事人提请仲裁的争议案件进行集体

审理和评议的组织形式。合议制仲裁庭设首席仲裁员 1名。 

我国《仲裁法》第 30条也明确规定，仲裁庭可以由 3名仲裁员或者 1名仲裁员组成。由 3名

仲裁员组成的，设首席仲裁员。 

（2）仲裁员的确定 

第一，合议制仲裁员的确定，结合我国《仲裁法》合议制仲裁员的确定具体分为两步： 

第一步，确定 2名普通仲裁员（具体有三种方式） 

第二步，确定首席仲裁员（具体有三种方式）。 

此外，对于首席仲裁员的确定，有些仲裁规则采取由仲裁员共同指定的方式。 

第二，独任制仲裁员的确定，结合《仲裁法》第 32条的规定，独任制仲裁员的确定方式有以

下三种： 

第一种，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 1名仲裁员 

第二种，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 1名仲裁员 

第三种，双方当事人没有在仲裁规则规定的期限内选定仲裁员的，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

员。 

6.仲裁管辖权异议 

（1）仲裁管辖权的概念：指仲裁庭对当事人依据仲裁协议提请仲裁解决的争议案件进行审理

并作出裁决的权限。 

（2）仲裁庭自裁管辖原则 

第一，仲裁庭自裁管辖原则的概念：仲裁庭有权调查对其自身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并对该问题

作出决定。 

第二，仲裁庭自裁管辖原则的确立：自 20世纪 80年代以后，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迅速得到

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接受和采纳，构成了现代商事仲裁管辖权理论的主要内容，并已作为现代国际社

会仲裁法律制度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原则，为目前许多国家的仲裁立法、仲裁实践以及司法实践所

广泛接受和采用。 

第三，仲裁庭自裁管辖原则的内容：仲裁庭有权调查对其管辖权提出的异议，并对该异议予以

处理。同时，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均拒绝或者排除法院在处理仲裁庭管辖权方面的权力。法院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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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情况下对仲裁庭管辖权争议的直接管辖，以及法院对仲裁庭管辖权决定进行必要的司法监督，同

样也是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的重要内容，它们与赋予仲裁庭决定其自身管辖权的权力共同构成仲

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完整的内容体系。 

第四，确立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的意义：①有利于扩大仲裁庭的权限，保证仲裁程序连续而

顺利地进行②并未完全否定法院对仲裁庭管辖权争议的最终决定权，而是允许法院在必要的时候介

入仲裁，直接受理当事人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对仲裁进行支持和协助而不是直接的干预，以加快仲

裁的程序，实现仲裁所具有的快速、经济的优势③使法院对仲裁进行干预的时间被推迟，从而降低

法院对仲裁干预的可能性，更有利于保证仲裁的独立性。 

（3）我国关于仲裁庭管辖权异议的处理： 

目前在我国，除了 1992 年批准加入的《关于解决各国和其他国家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第

41 条中有关于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的规定以外，仲裁庭自裁管辖权原则在我国内地并未被普遍

接受和认可。 

我国《仲裁法》和各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中均没有规定仲裁庭有权裁定其自身的管辖权，而是

将这一权力交给了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 

学习目标： 

1.了解仲裁当事人的种类、仲裁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仲裁代理人的种类、仲裁申请的条件、

对仲裁受理的审查方式、仲裁庭的组成形式、仲裁管辖权的概念。 

2.掌握仲裁当事人的概念和特征、仲裁代理人的概念与特征、仲裁反请求的概念与特征、仲裁

员的确定方式、仲裁庭自裁管辖原则的内容与意义。 

作业： 

1.仲裁当事人的概念、特征、种类 

2.仲裁庭的组成形式 

3.仲裁员的确定方式 

4.仲裁管辖权的概念 

5.仲裁庭自裁管辖原则的内容与意义 

知识单元 8：仲裁的审理程序 

参考学时：4课时 

学习内容： 

1.仲裁审理概述 

（1）仲裁审理的概念：仲裁审理是仲裁庭按照仲裁规则规定的方式和程序，或依照当事人约

定的程序和方式，收集和审查证据，询问证人、鉴定人，并对整个争议事项的实质问题进行全面审

查的仲裁活动。 

（2）仲裁审理的原则：不公开原则；开庭审理与书面审理相结合原则。 

2.审理的方式 

（1）开庭审理（口头审理） 

所谓开庭审理，是指在仲裁庭的主持下，在双方当事人和其他仲裁参与人的参加下，按照法定

程序或当事人约定的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并做出裁决的方式。 

根据我国《仲裁法》第 39条的规定，开庭审理是仲裁审理的主要方式。 

开庭审理的主要步骤包括：庭审前的准备；开庭审理；庭审调查；庭审辩论；仲裁庭评议；裁

决。 

仲裁庭开庭审理，依国际通行的做法，除双方当事人同意公开审理外，仲裁审理应当不公开进

行。这主要是因为仲裁案件较多地涉及商事业务，甚至是商业秘密的缘故。 

（2）不开庭审理（书面审理） 

所谓不开庭审理，即书面审理，是指在双方当事人以及其他仲裁参与人无需到庭参加审理，由

仲裁庭根据当事人提供的仲裁申请书、答辩书以及其他书面证据材料，对案件的事实情况进行审理

的一种仲裁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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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仲裁法》第 39条规定：“仲裁应当开庭进行。当事人协议不开庭的，仲裁庭可以根据仲

裁申请书、答辩书以及其他材料做出裁决。” 

在商事仲裁实践中，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仲裁庭可以决定只进行书面审理。对于那些争议不大、

案情相对简单的案件，书面审理显然更为符合仲裁制度的“经济性”理念，可以有效地节省时间和

费用。在进行书面审理时，当事人各方必须在仲裁庭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书面审理所必须的文件。如

需延长期限，当事人可以向仲裁庭提出申请。 

3.仲裁审理中特殊情形的处理 

（1）撤回仲裁申请 

撤回仲裁申请的概念：撤回仲裁申请，是指仲裁机构受理当事人的仲裁申请后，在仲裁庭做出

仲裁裁决之前，仲裁申请人撤回自己的仲裁申请，不再要求仲裁庭审理争议案件从而结束仲裁程序

的行为。 

同时，撤回仲裁可以包括两种情形： 

①申请撤回，即仲裁机构受理仲裁申请后，仲裁申请人主动撤回仲裁申请的情形； 

申请撤回的条件：主体条件——撤回仲裁申请必须由有权提出的人员提出；形式条件——撤回

仲裁申请须采取书面形式；时间条件——撤回仲裁申请的时间，须在仲裁机构受理争议案件后、仲

裁庭尚未做出仲裁裁决或调解书之前。 

②按撤回仲裁申请处理，即仲裁机构受理仲裁申请后，基于仲裁申请人的某种消极行为，仲裁

庭推定其有撤回仲裁申请的意思，从而视为撤回仲裁申请的情形。 

按撤回仲裁申请处理的情况：申请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申请人未经仲裁庭许可

中途退庭的；此外，根据仲裁实践的情况，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

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仲裁庭也可以视为撤回仲裁申请。。 

（2）缺席判决 

缺席判决的概念：缺席裁决是指由于出现法律规定的情况，仲裁庭仅就到庭的一方当事人进行

调查、审查核实证据，听取意见，并对未到庭的当事人提供的书面资料进行审查后，做出仲裁裁决

的仲裁活动。 

仲裁庭可以做出缺席判决的情况： 

①被申请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 

②被申请人未经仲裁庭许可而中途退庭 

③申请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被申请人提出反请求

的 

④被申请人的法定代理人经书面通知，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许可中途退庭。 

此外，仲裁审理除开庭审理方式外，还存在书面审理的方式，而在书面审理时出现被申请人“不

应诉”，即不提交答辩和相应的证据材料时，仲裁庭是否能根据一方当事人提供的书面材料做出裁

决，《仲裁法》未对此做出规定。 

（3）延期开庭 

延期开庭的概念：延期开庭是指仲裁庭确定审理的日期之后或者在开庭审理的过程中，由于出

现法定事由，导致仲裁审理程序无法按期进行时，仲裁庭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将仲裁审理推延到另

一日期的行为。 

当事人可以请求延期开庭的情况： 

①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到庭。 

②当事人在仲裁审理过程中临时提出回避申请的。 

③需要调取新的证据或者需要重新鉴定、勘验的。 

4.仲裁的调解与和解 

（1）仲裁的调解 

第一，仲裁中的调解的概念：仲裁中的调解，是指在仲裁程序中，根据双方当事人的申请或者

仲裁庭自行决定，在仲裁庭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自愿协商，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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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双方争议的一种方式。 

第二，仲裁中调解的特征： 

①调解不是一个独立的程序，也不是作出裁决的必经程序。 

②调解是在双方当事人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以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争议的活动。 

③仲裁庭主持调解要符合法律的规定。 

④调解协议必须是当事人各方经过协商达成的一致意见。 

⑤调解是一种解决争议案件的方式，调解成功，达成调解协议，当事人可以申请仲裁庭依据该

调解协议做出调解书或者裁决书而终结仲裁程序；调解不成，仲裁庭应当及时做出裁决。 

⑥作为争议解决方式，调解与仲裁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第三，仲裁调解的意义： 

①有利于争议的迅速、友好解决。 

②有利于当事人自愿履行调解书。 

③有利于增强当事人的发展观念，减少争议的发生。 

第四，仲裁调解的程序 

①调解的开始。 

开始的方式之一：仲裁庭自行开始调解。 

开始的方式之二：仲裁庭根据当事人的自愿开始调解。 

②调解的进行 

③调解的结束 

调解结束的情形之一：调解因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而结束。 

调解结束的情形之二：调解因双方当事人未达成调解协议而结束。 

第五，仲裁调解书 

①仲裁调解书的概念：仲裁调解书，是仲裁庭制作的、记载双方当事人之间就争议的实体权利

义务关系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的法律文书。 

②仲裁调解书的制作：《仲裁法》第 52 条规定：“调解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和当事人协议的结

果。调解书由仲裁员签名，加盖仲裁委员会印章，送达双方当事人。”（仲裁调解书一般应包括以下

内容：首部、正文、尾部） 

③仲裁调解书的法律效力：仲裁庭依据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调解协议制作调解书后，该调解书与

生效的仲裁裁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效力之一：对双方当事人之间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具有终局的确认效力。 

效力之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2）仲裁中的和解 

第一，仲裁中的和解的概念：仲裁中的和解是指在仲裁委员会受理争议案件后，仲裁庭做出仲裁

裁决之前，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平等协商，达成调解协议，以解决争议案件，终结仲裁程序的活动。 

第二，仲裁中的和解的特征： 

①和解是双方当事人的自愿行为，不需要任何第三方的参与。 

②和解作为当事人自行解决争议案件的活动，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③和解的时间，须在仲裁委员会受理争议案件后，仲裁庭做出裁决之前。。 

第三，和解的处理及效力 

处理方式之一:请求仲裁庭根据和解协议做出裁决. 

其效力： 

①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案件做出了终局的确定，基于同一事实与理由的案件，当事人既不得再

行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外，对该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书，非经

法院撤销程序，任何机构都不得改变其内容； 

②具有强制执行力，即如果义务人不履行该裁决书中确定的实体义务，权利人可以该裁决书为

依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从而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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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方式之二：撤回仲裁申请。 

其效力：采取撤回仲裁申请的方式与请求仲裁庭做出裁决的方式不同，此时对当事人双方而言，

只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的形式在双方之间解决了争议，重新确定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

务关系；但是，这种确定并未获得法律效力，即义务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所确定的实体义务

时，权利人不能依据该和解协议，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是当事人撤回仲裁申请

后反悔的，根据《仲裁法》第 50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根据仲裁协议申请仲裁。 

5.仲裁审理程序与民事诉讼审理程序的比较 

（1）仲裁审理与民事诉讼审理的共性 

①证据运用的基本规则相同。 

②主要程序阶段相同。 

③结案方式基本相同。 

（2）仲裁审理与诉讼审理的差异 

①审判原则不同。公开审理与不公开审理。 

②审判方式不同。仲裁是以开庭审理，即口头审理为原则，以书面审理为例外；而民事诉讼一

审程序中，所有案件的审理必须开庭，二审程序中有些案件可以径行判决，但并非纯粹的书面审理，

而是在书面审查的基础上，通过对当事人及相关人员的询问后，才可以做出判决； 

③审级制度不同。 

学习目标： 

1.了解仲裁审理的方式、缺席裁决的条件、延期开庭的条件、仲裁调解的意义与程序、仲裁和

解的概念以及对于仲裁和解的处理、仲裁审理程序与民事诉讼审理程序的比较。 

2.掌握仲裁审理的原则、撤回仲裁申请的条件、仲裁调解的特征、仲裁和解的特征、仲裁审理

程序与民事诉讼审理程序的比较。 

作业： 

1.仲裁审理的方式？ 

2.撤回仲裁申请的条件、缺席裁决的条件、延期开庭的条件？ 

3.仲裁审理程序与民事诉讼审理程序的比较？ 

知识单元 9：仲裁裁决 

参考学时：2课时 

学习内容： 

1.仲裁裁决概述 

第一，仲裁裁决的概念：仲裁裁决是仲裁庭依法对提交仲裁的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或审理后，在

认定证据、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照所应使用的法律，对当事人提出的仲裁请求或反请求以及与前

述请求相关事项做出的书面决定。 

（做出仲裁裁决仅为仲裁程序终结的情形之一。在以下情形下，仲裁程序也可终结：仲裁委员

会认为仲裁协议无效并做出决定的，或人民法院裁定仲裁协议无效的；申请人撤回仲裁申请；仲裁

委员会或仲裁庭认为仲裁程序已无必要或不可能继续进行，并为此做出决定的） 

第二，仲裁裁决的特征：（与法院判决相比较） 

①裁决的依据不同。 

②裁决做出的方式不同。 

③签名不同。 

④公开程度不同。 

第三，仲裁裁决的类型（依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 

①中间裁决、部分裁决和最终裁决（以裁决的内容和作出裁决的时间为标准分类） 

中间裁决：又称临时裁决，是指在商事仲裁程序进行过程中仲裁庭对某些方面的问题所作出的

临时性裁决。在性质上，中间裁决不具有终局性，不能被法院强制执行。 

国际商会国际仲裁委员会工作组曾考察了国际商会仲裁院所做的临时裁决和中间裁决，将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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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归类为“非终局性”决定：有关管辖权、法律适用、临时财产保全措施、程序性裁定及针对有

关实体问题所做的临时决定。 

从中国国际商事仲裁的实践来看，中间裁决主要决定如下事项：其一，要求当事人合作或采取

措施，保存或出售容易腐烂、变质、贬值的货物，以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其二，要求当事人合作

或采取措施，为仲裁庭亲自或委派专家监督设备调试和试产提供保障条件。其三，要求当事人合作

或采取措施，组织清算委员会对合资企业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为责任划分和损害赔偿的确定打

下基础。 

部分裁决：指仲裁庭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如果认为案件的部分事实已经查明，并且有必要先行

做出裁决的，就该部分事实所作出的裁决。 

我国《仲裁法》第 55条规定：“仲裁庭仲裁纠纷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

先行裁决。”此处的先行判决即是部分裁决。 

部分裁决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部分裁决是对整个争议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的问题所作出的实质性裁决； 

其二，部分裁决也是终审性质的裁决，部分裁决一经作出即对双方当事人发生效力，它具有终

审裁决的一般属性； 

其三，部分裁决具有强制执行力。 

部分裁决与中间裁决的主要区别在于：中间裁决通常是指对有关程序问题和证据问题所作出的

裁决，中间裁决一般不涉及实体争议的判定；而部分裁决则通常是对整个争议的部分实体问题所作

出的判定，具有实体性的特点。 

终局裁决：指仲裁庭审理终结仲裁案件后，对当事人的所有仲裁请求（包括本请求和反请求）

或部分裁决后存留下来的其他请求所做出的最后裁决。 

终局裁决的特征：终结性；强制性；排除性。 

部分裁决和最终裁决都属于实体性决断，但两种裁决做出的时间不同，部分裁决是在仲裁审理

过程中做出的，最终裁决则是在审理全部结束后才做出。此外，最终裁决应与先行做出的部分裁决

相衔接，以免出现矛盾或重复。 

②合意裁决与非合意裁决（以仲裁裁决是否反映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作为划分依据） 

合意裁决：仲裁庭根据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和解协议或者调解协议所做出的裁决，其表现形式除

裁决书外，还包括调解书。 

非合意裁决：除合意裁决以外的其他裁决均为非合意裁决。 

划分合意裁决与非合意裁决的意义在于，合意裁决可以鼓励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化

解纠纷，最大限度地缓和双方当事人的冲突与对立情绪，有利于裁决的自觉履行。 

③对席裁决与缺席裁决（以被申请人和被反请求申请人及其代理人是否依法到庭行使辩论权为

划分标准） 

对席裁决：指仲裁庭在双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均依法出庭行使辩论权的基础上做出的裁决。 

缺席裁决：指一方当事人经合法通知而又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情况下，或在采用书面审理方式

时，被申请人拒不提交答辩和相关材料的情况下，仲裁庭在仲裁过程中或者审理终结后做出的仲裁

裁决。 

为克服缺席裁决中容易产生的问题，应该特别注意以下两方面：其一，程序上是否已尽到通知

义务；其二，认定事实所依据的主要证据是否真实、充分。 

④裁明事实和理由的裁决与不裁明事实和理由的裁决（以裁决内容是否写明事实和理由为划分

标准） 

裁明事实和理由的裁决：仲裁裁决中写明案件受理情况、仲裁请求、争议事项、裁决理由、裁

决结果、仲裁费用的负担和裁决日期的，为裁明事实和理由的裁决。 

不裁明事实和理由的裁决：我国《仲裁法》第 54 条对不裁明事实和理由的裁决做了规定，此

类裁决仅限于在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采用。 

⑤补充裁决和被补充裁决（以仲裁裁决之间存在补充和被补充关系为划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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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庭应对存在错误的裁决书予以补充或改正。补充、改正错误的裁决书，制作新的完备的裁

决书的行为即为补正裁决，该份新生效的裁决书即视为补正裁决书。 

我国《仲裁法》第 56条对于补正裁决做了详细规定：“对裁决书中的文字、计算错误或者仲裁

庭已经裁决但在裁决书中遗漏的事项，仲裁庭应当补正；当事人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 30 日内，可

以请求仲裁庭补正。” 

在补正裁决中，“漏裁”是值得仲裁庭注意的问题。 

2.仲裁裁决的作出 

（1）作出裁决的时限、地点与方式 

裁决时限：指仲裁案件从仲裁庭组成到仲裁庭做出最终裁决的整个期间。我国《仲裁法》对于

裁决时限未做出具体规定，因此关于裁决做出的时限问题，应以各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为依据。 

裁决做出地：裁决做出地也称仲裁地，是指做出裁决的仲裁机构所在地。值得注意的是，裁决

做出地并不必然地等同于裁决签署地、裁决做出地也有别于开庭审理地。 

裁决做出的方式： 

在独任仲裁庭仲裁的情况下，由于裁决是由一名仲裁员做出的，因此不存在任何分歧，裁决结

果应以该仲裁员意见为准。 

在三人仲裁庭仲裁的情况下，做出裁决的方式有以下三种： 

①一致意见做出。 

②一致意见无法达成时，多数国家仲裁法和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

原则做出裁决。 

③仲裁庭多数意见无法达成时，依首席仲裁员意见做出裁决。 

（2）裁决书的形式和内容要求 

形式要求：我国仲裁机构所做出的仲裁裁决形式方面的要求有三，其一，应为书面形式；其二，

应经参与裁决的仲裁员签署（持不同意见的仲裁员可不签名）；其三，以仲裁委员会的名义做出。

但是在国际商事仲裁中，通常仅要求仲裁裁决应为书面并经仲裁员签署。有些国家还要求裁决书特

别是临时裁决书，必须经公证登记或在管辖法院存档备案。 

内容要求：仲裁请求；争议事实；裁决理由；裁决结果；仲裁费用的负担；裁决日期（其中，

“争议事实”和“裁决理由”两项，《仲裁法》允许当事人协商同意后不必在裁决书中写明）；仲裁

机构的名称、“裁决书”字样及编号；双方当事人的详细情况；仲裁代理人的情况；关于仲裁程序

的说明。 

（3）裁决书的补正 

我国《仲裁法》仅规定了“补正裁决”。该法第 56 条规定：“对于裁决书的文字、计算错误或

者仲裁庭已经裁决但在裁决书中遗漏的事项，仲裁庭应当补正。” 

（4）仲裁裁决书与民事判决书的差异 

①作出的依据不同。 

②作出的规则不同。 

③作出后参审人员是否签名不同。 

④是否可以裁明争议事实和裁判理由不同。 

3.仲裁裁决的效力 

（1）仲裁裁决的终局性 

（2）仲裁裁决的执行性（一方面，作为履行根据的效力；另一方面，作为强制执行根据的效

力） 

学习目标： 

1.了解仲裁裁决的类型及分类方式、仲裁裁决做出的方式、裁决书的内容和形式要求、仲裁裁

决的效力、仲裁裁决的执行性。 

2.掌握仲裁裁决的概念与特征、中间裁决与部分裁决的区别、仲裁裁决书与民事判决书的差异、

仲裁裁决的执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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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仲裁裁决的类型及分类方式为？ 

2.中间裁决与部分裁决的区别是？ 

3.仲裁裁决书与民事判决书的差异是？ 

4.简述对于仲裁的执行性的理解 

知识单元 10：仲裁司法支持与监督概述 

参考学时：1课时 

学习内容： 

1.仲裁司法支持与监督的含义与必要性 

（1）仲裁司法支持与监督的含义：仲裁的司法支持与监督，主要是指利用司法审判权从外部

制约、监督仲裁权，并对合法的仲裁行为予以保障和支持，是仲裁程序获得正当性的必然要求。（本

书对司法监督采狭义解释，仅指司法对仲裁的审查和控制，将司法对仲裁的支持单独界定） 

（2）仲裁司法支持与监督的必要性： 

①商事仲裁的性质决定了司法支持与监督的必要性（我们基本赞同混合理论的观点，认为商事

仲裁具有契约性和司法性的双重性质。其中，契约性是仲裁的本质属性）。 

②商事仲裁的价值目标决定了司法支持与监督的必要性（首要价值目标：公正；第二价值目标：

效益） 

③商事仲裁的特点决定了司法支持与监督的必要性 

④法院的职能决定了司法支持与监督的必要性 

2.仲裁司法支持与监督的范围 

（1）仲裁司法支持的范围 

①对仲裁庭组成的支持与协助 

第一，协助当事人制定仲裁员和组成仲裁庭 

第二，协助处理当事人对仲裁的异议 

②法院协助取证 

第一，命令证人作证 

第二，证据保全 

③法院协助采取财产保全的措施 

④法院协助强制执行仲裁裁决 

（2）仲裁司法监督的范围 

①公共秩序审查 

②对仲裁裁决的不可仲裁性的审查 

③对仲裁裁决实体问题的审查 

④对仲裁裁决程序性问题的审查（对仲裁管辖权的审查、对仲裁程序的审查、对仲裁员行为的

审查） 

3.仲裁司法监督的法律后果 

（1）法院撤销仲裁裁决 

（2）变更或撤销仲裁裁决 

（3）法院发回重裁（重新仲裁） 

（4）不予执行仲裁裁决 

学习目标： 

1.了解仲裁司法支持的范围、仲裁司法监督的范围、仲裁庭欠缺管辖权的表现、仲裁司法监督

的法律后果。 

2.掌握仲裁司法支持与监督的含义、仲裁司法支持与监督的必要性、仲裁的性质、仲裁的缺陷、

仲裁司法监督的法律后果。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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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仲裁司法支持与监督的含义及必要性？ 

2.中国仲裁监督体制包括哪些具体的监督制度？ 

3.你认为应当在哪些方面对中国的仲裁监督体制进行完善。 

4.仲裁的缺陷? 

5.仲裁司法监督的法律后果? 

知识单元 11：仲裁保全 

参考学时：1课时 

学习内容： 

1.仲裁财产保全 

（1）仲裁财产保全的概念与条件 

①仲裁财产保全的概念：仲裁庭对当事人依据仲裁协议提请仲裁的争议案件作出仲裁裁决之

前，因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仲裁裁决不能执行或者难以执行的，经一方当事人

申请，对有关当事人的财产所采取的临时性强制措施。 

②仲裁财产保全的条件： 

第一，申请财产保全的争议案件应当具有财产给付内容。 

第二，申请财产保全须具有法定的事实和理由。 

（2）仲裁财产保全的程序 

①当事人向仲裁委员会提出财产保全申请。 

②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人民法院。 

③人民法院裁定。 

④执行与复议。 

（3）仲裁财产保全的决定机构 

①国外关于仲裁财产保全决定权的立法例 

②我国关于仲裁财产保全决定机构的发展与现状 

（4）仲裁前的财产保全（我国在海事仲裁领域已经率先确立了仲裁前的财产保全制度） 

（5）错误申请的赔偿 

（6）仲裁财产保全与诉讼财产保全的区别 

①财产保全的种类不同。 

②是否有实施财产保全的权利不同。 

③启动财产保全的主体不同。 

2.仲裁证据保全 

（1）仲裁证据保全的概念与条件 

概念：指在仲裁程序进行过程中，仲裁庭收集证据之前，遇有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

的情况时，由当事人提出申请，并由仲裁委员会将该申请提交法院作出裁定，对证据及时采取保护

性措施，以保存证据证明力的活动。 

条件： 

①证据必须存在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可能性。 

②被保全的证据具有证明性，即被保全的证据对争议案件事实具有证明作用。 

（2）仲裁中证据保全的程序 

①当事人向仲裁委员会提出财产保全申请。 

②仲裁委员会应当将当事人的申请提交证据所在地有关人民法院。 

③人民法院裁定。 

（3）证据保全的决定机构 

（4）证据保全的措施及效力 

（5）仲裁证据保全与诉讼证据保全的区别 

①是否有实施证据保全的权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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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证据保全的开始不同。 

学习目标： 

1.了解仲裁保全的程序。 

2.掌握仲裁保全的概念与条件、仲裁财产保全与诉讼财产保全的区别、仲裁证据保全的概念与

条件、仲裁证据保全与诉讼证据保全的区别。 

作业： 

1.仲裁财产保全与诉讼财产保全的区别？ 

2.仲裁证据保全与诉讼证据保全的区别? 

3. 我国仲裁前的财产保全的现状？如何改变这一现状？ 

知识单元 12：仲裁裁决的执行 

参考学时：3课时 

学习内容： 

仲裁裁决的执行，是指一个国家的强制执行机关，在仲裁庭作出仲裁裁决后，基于仲裁中胜诉

一方当事人的请求，运用国家的强制力，迫使败诉一方当事人履行仲裁裁决中所规定的有关义务的

行为。 

1.我国仲裁机构的国内仲裁裁决在中国大陆的执行 

（1）我国仲裁机构的国内仲裁裁决在中国内地的执行 

①国内仲裁裁决执行的法律依据 

②国内仲裁裁决在内地执行的期限和管辖法院 

③国内仲裁裁决执行的条件 

（2）我国仲裁机构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在中国内地的执行 

①中国内地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认定（含有国际因素的中国内地仲裁裁决；具体指由中国内地

的商事仲裁机构所作出的含有国际因素的商事仲裁裁决） 

②中国内地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在中国内地执行的法律依据 

③中国内地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在中国内地执行的期限和管辖法院 

④中国内地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在中国内地执行的条件 

2.仲裁裁决在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之间的协助执行 

（1）仲裁裁决在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的协助执行 

①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相互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法律依据：香港回归之前，内地依据《承认

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规定承认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香港回归之后，内地依据 1999 年 6

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正式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商

事仲裁裁决的安排》承认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 

②仲裁裁决在中国内地或香港之间申请执行的期限和管辖法院 

③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相互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条件 

④其他规定 

（2）仲裁裁决在中国内地与澳门之间的协助执行 

澳门回归之前，中国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间尚无相互承认与执行商事仲裁裁决的先例。澳

门回归之后，一方面，中国政府将《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在互惠保留的前提下扩展适用

于澳门特区。另一方面，中国内地与澳门之间作出一个有关相互执行商事仲裁裁决的安排，在安排

出台之前，对澳门所作出的仲裁裁决，如向内地请求承认或执行，只可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

第 269条的一般制度处理。 

（3）仲裁裁决在中国内地与台湾之间的协助执行 

台湾地区的仲裁裁决在内地得到承认和执行的依据是 1998年 5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

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该规定不仅允许内地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

的民事判决，同样也适用于在内地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台湾地区仲裁机构在台湾所作出的仲裁裁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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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国际司法协助 

（1）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大陆的承认与执行 

①中国大陆执行外国商事仲裁裁决的法律依据 

②中国大陆承认和执行《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公约》缔约国仲裁裁决的具体制度 

其一，中国大陆承认和执行公约裁决的范围 

其二，中国大陆承认和执行公约裁决的程序 

其三，申请承认和执行公约裁决的期限及管辖法院 

其四，承认和执行公约裁决的条件 

（2）中国大陆仲裁裁决在域外的承认与执行 

4.仲裁裁决的不予执行 

（1）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概念：指仲裁被申请执行人，在仲裁申请执行人请求有管辖权

的法院执行仲裁裁决内容时所享有的抗辩执行的权利。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是被申请执行人享有

的一项权利，是对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权的抗辩权。 

(2)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条件： 

①提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的主体只能是被申请执行人。 

②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必须在执行程序过程中提出。 

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必须向已受理执行申请的法院提出。 

④被申请执行人必须有证据证明仲裁裁决具有应予不予执行的法定情形。 

（3）申请不予执执行仲裁裁决的法定情形 

①申请不予执行国内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 

其一，被申请执行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具有的法定事由，法院裁定不予执行； 

其二，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 

②申请不予执行涉外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 

其一，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具有的法定事由，法院裁定不予执行 

其二，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 

③申请拒绝承认和执行香港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 

其一，被申请人接到通知后，提出证据证明有法定情形的，经审查核实，有关法院可裁定不予

执行 

其二，如果有关法院发现根据执行地法律有关争议事项不能通过仲裁方式处理，该有关法院可

以拒绝执行商事仲裁裁决 

其三，执行商事仲裁裁决的有关内地法院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如认为商事仲裁裁决的执行

与其公共利益相违背，也可以拒绝执行商事仲裁裁决。 

④申请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法定事由 

其一，被申请执行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具有的法定事由（具有《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第 5条第 1款所列的情形）。 

其二，法院依职权认定不予执行的法定事由（按照我国的法律，裁决中的争议事项不适合以仲

裁方式处理；或者执行裁决有违我国的公共秩序）。 

（4）审理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的程序 

被申请执行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执行法院提出不予执行的申请、依法组庭、审理、对不予执行仲

裁裁决的申请进行处理（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或者驳回被执行人的这项申请）。 

（5）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决定的法律效力 

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是对仲裁裁决执行力的否定，而不是对仲裁裁决效力的全部否定。

即某一个法院裁定仲裁裁决不予执行时，该裁定对其它有管辖权的法院并无排斥力，其它法院仍然

可以独立决定是否执行仲裁裁决。 

国内仲裁裁决的效力在事实上已被法院不予执行的裁定所全部否决，其后果与撤销仲裁裁决的

后果一样，即当事人可以根据双方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重新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从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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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有效，事实上无效”的局面。 

对于涉外仲裁裁决和外国仲裁裁决，如果被我国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予执行后，仲裁裁决的权

利人仍然可以向其他有关国家的法院申请执行仲裁裁决。如果他国法院认定该仲裁裁决符合本国仲

裁立法中执行的条件，可以予以执行。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在中国大陆执行的法律依据；了解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相互

执行仲裁裁决的发展过程以及现状；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大陆的承认与执行的法律依据、具体制度

和条件；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概念、条件、法定情形；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的处理；不予

执行仲裁裁决裁定的法律效力 

2.掌握：我国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以及我国仲裁机构的国际商事裁决在中国大陆执行的条件；

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概念、条件、法定情形 

作业： 

1.申请执行仲裁裁决的条件有哪些？ 

2.仲裁裁决的不予执行的理由是什么？ 

3.简述仲裁裁决不予执行与撤销仲裁裁决的区别 

知识单元 13：撤销仲裁裁决 

参考学时：3课时 

学习内容： 

1.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概述 

（1）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概念：指有管辖权的法院，根据一方当事人的申请，依据特定的事

由，依法裁定否决仲裁裁决效力的司法监督活动。 

撤销仲裁裁决程序有四个规制性特征：第一，撤销仲裁裁决是人民法院行使司法监督权的行为；

第二，人民法院行使司法监督权具有被动性；第三，人民法院只有在仲裁裁决具备法定的撤销情形

下才能撤销仲裁裁决；第四，人民法院必须组成合议庭对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审查核实，才能作出是

否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 

（2）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条件 

①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主体只能是当事人 

②当事人必须在法定的期限内提出申请 

③当事人必须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④当事人必须有证据证明仲裁裁决具有应予撤销的法定情形 

（3）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定情形 

申请撤销国内仲裁裁决的法定情形： 

①没有仲裁协议的 

②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 

③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 

④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⑤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 

⑥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 

此外，仲裁法还规定，如果人民法院认定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决撤销。 

申请撤销涉外仲裁裁决的法定情形： 

①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 

②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它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

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 

③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 

④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此外，按照《仲裁法》第 65 条规定的精神，人民法院在认定涉外仲裁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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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也可以依职权裁定撤销该涉外仲裁裁决。 

2.审理撤销仲裁裁决的程序 

（1）审理撤销仲裁裁决案件程序的启动——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 

（2）审理撤销仲裁裁决的程序（受理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依法组庭、审理） 

（3）对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处理 

①裁定撤销该仲裁裁决 

②驳回申请 

③重新仲裁：对于国内仲裁裁决，仅在具有下列两种情形之一时，人民法院才可通知仲裁庭在

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第一，仲裁裁决所依据的证据是伪造的；第二，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

公正裁决的证据。 

3.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律后果 

4.现行撤销仲裁裁决制度的缺陷以及完善 

缺陷：目前我国立法上仅将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视为当事人的一种请求，并没有上升到诉的高度。 

完善： 

①在我国建立“撤销仲裁裁决之诉”制度，将撤销仲裁裁决确立为“诉”。 

②明确撤销仲裁裁决之诉的主体是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即仲裁裁决中的双方当事人。 

③缩短当事人提出撤销裁决之诉的期限，并严格限制法院做出裁定的期限。 

④应调整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 

⑤对重新仲裁的完善：明确规定可以适用重新仲裁的情形；对重新仲裁的主体作出规定；明晰

重新仲裁中仲裁庭的审理范围。 

5.撤销仲裁裁决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关系 

（1）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两种制度的相同点 

①两者均属法院对仲裁的司法监督活动； 

②仲裁裁决的撤销和不予执行均需要由当事人提出请求，并提出证据证明存在相应的法定理

由，法院仅在援用社会公共利益和可仲裁性问题上可以依职权裁定； 

③法律为防止法院滥用司法监督权，都明确规定了有限的可援用的理由； 

④撤销仲裁裁决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都是对裁决的否定，只是两者否定的内容和程度不同而

已。 

（2）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两种制度的不同点 

①提出请求的当事人不同。 

②提出请求的期限不同 

③管辖法院不同 

④法定的理由不同。 

⑤法律后果不同 

（3）撤销仲裁裁决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之间存在的冲突及其解决办法 

冲突之一：两种制度之间没有科学的衔接，造成审级上的混乱，权限上的倒置。 

解决办法：2006 年 9 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 29 条规定，当事人申请执行仲裁裁决案件，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的

中级人民法院管辖。通过提高仲裁裁决的执行法院级别，来克服审级上混乱。 

冲突之二：对仲裁裁决实行重复监督，造成资源浪费。 

解决办法：2006年 9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 26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被驳回后，又在执行程序中以相同理由提

出不予执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通过限制当事人权利的行使来避免重复监督。 

学习目标： 

1.了解：对于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处理方式；法院要求仲裁机构重新仲裁的条件。 

2.掌握：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概念、条件、法定情形；现行撤销仲裁裁决制度的缺陷以及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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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销仲裁裁决的法律后果；撤销仲裁裁决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关系 

作业： 

1.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概念、条件、法定情形 

2.现行撤销仲裁裁决制度的缺陷以及完善 

3.撤销仲裁裁决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关系 

4.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后果有哪些？ 

5. 对于撤销仲裁裁决申请的处理方式？ 

知识单元 14：国际商事仲裁导论 

参考学时：2课时 

学习内容： 

1.国际商事仲裁概述 

（1）国际商事仲裁的概念：国际商事仲裁是指商事活动中的当事人通过合意，自愿将将他们

之间的具有国际性质的商事争议提交非司法机构的第三者，即仲裁员或公断人审理，由其依据法律

或依公平原则作出对争议双方均有约束力的裁决的一种纠纷解决制度。（对“国际”、“商事”的认

定） 

（2）国际商事仲裁的特点 

①国际商事仲裁不同于国际仲裁 

第一，仲裁当事人的性质不同、其仲裁裁决可否强制执行不同。 

第二，国际商事仲裁具有一定的商业性质、国际仲裁制度却兼具法律性和政治性。 

②国际商事仲裁不同于国内仲裁 

第一，国际商事仲裁是适用于解决具有国际性因素的商事争议的仲裁制度、国内仲裁适用于解

决国内当事人之间不具有国际性因素的商事争议的仲裁制度，一般只涉及国内经济贸易方面的争

议。 

第二，国际商事仲裁较国内仲裁而言，其双方当事人具有更强的自主性，其仲裁裁决往往需要

得到外国的承认和执行；而国内仲裁的仲裁裁决却都是在内国境内执行。 

2.国际上的主要商事仲裁机构 

（1）国际商事仲裁机构 

国际商会仲裁院（ICA） 

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SID） 

（2）主要的国家性商事仲裁机构 

伦敦国际仲裁院 

瑞士苏黎世商会仲裁院 

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 

美国仲裁协会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 

3.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法律适用 

（1）国际商事仲裁中程序法的适用 

①当事人选择的仲裁程序法 

②仲裁地法的适用 

③“非当地化”理论与仲裁程序的法律适用 

（2）国际商事仲裁中实体法的适用 

①当事人通过协议选择仲裁实体法 

②根据冲突法规则确定仲裁的实体法 

第一，适用仲裁地国的冲突规则 

第二，适用仲裁员本国的冲突规则 

第三，适用裁决执行国的冲突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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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适用裁决执行国的冲突规则 

（3）直接适用国内法的实体规则 

（4）非国内法规则的适用 

①国际法 

②一般法律原则 

③商事习惯法 

④统一商事法 

⑤友好仲裁：指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庭基于当事人的授权，可以作为友好调解人基于公平

善意原则对实体争议作出裁决；授权仲裁员基于“公平善意”原则作出裁决，无疑就授予了仲裁员

十分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为了防止其滥用权利和专断裁决，以保证裁决的有效性，许多国家在立法

上对仲裁员行使权利施加必要限制。虽然友好仲裁在法律适用上有相当的灵活性，但由于公平善意

原则是一个主观、抽象的标准，在实践中完全取决于仲裁员的判断，难以避免仲裁裁决的主现任意

性，因此，许多国家对采用这种仲裁做法十分谨慎。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上的主要商事仲裁机构；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友好仲裁的概念与限制方式 

2.掌握：国际商事仲裁的概念、特点；国际商事仲裁与国际仲裁的区别；国际商事仲裁与国内

仲裁的区别 

作业： 

1.国际商事仲裁的概念、特点？ 

2.国际商事仲裁与国际仲裁的区别？ 

3.国际商事仲裁与国内仲裁的区别？ 

4.友好仲裁的概念与限制方式？ 

5. 国际商事仲裁中，对于“国际”和“商事”的认定标准？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仲裁法学导论 2  

2 仲裁法学导论、仲裁法 2  

3 仲裁法、仲裁规则 2  

4 仲裁组织 2  

5 仲裁员 2  

6 仲裁协议 2  

7 仲裁协议 2  

8 仲裁程序的启动 2  

9 仲裁的审理程序 2  

10 仲裁的审理程序 2  

11 仲裁裁决 2  

12 仲裁司法支持与监督、仲裁保全 2  

13 仲裁裁决的执行 2  

14 仲裁裁决的执行、撤销仲裁裁决 2  

15 撤销仲裁裁决 2  

16 国际商事仲裁导论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事诉讼法学、民法学总论 

后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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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仲裁制度的理论基础；仲裁法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仲裁法与仲裁规则的关系；仲裁

组织内部之间的关系；仲裁员的任职条件、行为和责任；仲裁协议的有效要件、有效性认定、仲裁

协议的效力以及仲裁协议的独立性；仲裁程序启动中仲裁庭的组成、仲裁管辖权异议；仲裁裁决；

仲裁保全；仲裁裁决的执行与不予执行；撤销仲裁裁决。 

难点：仲裁制度的理论基础；仲裁员的任职条件、行为和责任；仲裁协议的有效要件、有效性

认定、仲裁协议的效力以及仲裁协议的独立性；仲裁管辖权异议；仲裁保全；仲裁裁决的执行与不

予执行；撤销仲裁裁决；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法律适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理论讲解与实践案例相结合。 

2.理论讲解的横向联系和比较。 

3.历史研究方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 

………………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个只是单元均有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杨秀清、史飚合著《仲裁法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 8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黄进、宋连斌、徐前权著《仲裁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 3月 第 1版 

2. 宋朝武主编《仲裁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11月 第 1版  

执笔：史飚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日 

 

民法学原理 
General Principles of Civil Law 

课程号：402010043 

编写说明 
本大纲主要是为了配合《民法学原理》的教学而编写。大纲由刘家安教授主编，编写人员为刘

智慧、刘家安、陈汉和寇广萍。中国政法大学民法研究所的全体教师参与了合同法教学大纲的讨论。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数理实验班的专业选修课程。实行闭卷考试。 

通过本课程的讲解和学生的学习，要实现下列目的： 

1．能够让学生领会民法的精神，比较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的民法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较为

系统地了解民法的基本原理、具体的各项法律制度及其相应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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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够理解各种基本民事权利的得、丧、变更，具备在具体社会关系中识别各种民事法律关

系的能力，并力求准确地表述基本民事权利义务的内容。 

3．具备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自己所学过的民法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法律问题

的能力。 

4．能够让学生领会物权法的精神，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的物权法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系统

地了解物权法的基本原理。 

5．能够理解和掌握以物权变动为中心的物权法总则内容，并对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

及占有等分则内容有充分的了解。 

6．具备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所学习的物权法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法律问题的

能力。 

7．能够让学生领会债法的精神，准确地理解和掌握的债法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系统地了

解债法的基本原理。 

8．能够理解债法的体系，尤其是债法总论的设置，理解债法总则阐明的是各种债之关系所共

同适用的一般规则。能够掌握债法总论的基本内容，包括债的类型、效力、担保与保全、移转、消

灭等内容。 

9．能够理解债法分论乃根据不同的债的发生原因而设置，并具体掌握合同之债、侵权行为之

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等各种债之关系的基本规则。 

10．能够将债法理论与现行债法规范相结合，具备法律解释与适用的能力，熟悉《合同法》、

《侵权法》、《担保法》等相关法律渊源。 

11．具备在实践中灵活地运用所学习的债法理论来分析和解决现实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具体法律

问题的能力。 

该课程以讲授民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为核心内容，讲求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结合，既体现民

法学本身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逻辑性，又密切联系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来阐明民法的一系列问题。

在学习过程中，需要明确学习民法学应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并运用经济学、社会学、

法哲学、伦理学、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民事法律制度和民事法律现象。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参考学时： 
64课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学习内容： 

第一章   民法的意义 

一、民法与民法学 

（一）民法的定义 

民法是调整平等的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过程中发生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 

1．民法的语源 

2．民法的文化源 

3．民法的含义 

（二）民法的调整对象 

1.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 

财产关系是人们在社会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形成的以经济利益为内容的社会关系，

主要包括静态财产关系和动态财产关系。社会生活中的财产关系并不都是由民法调整。民法所调整

的财产关系具有主体地位平等的特点。民法所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是民事主体在从事

民事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以财产归属和财产流转为主要内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2.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 

人身关系是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具有人身属性、与主体的人身不可分离、不是以经济利益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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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定精神利益为内容的社会关系，包括人格权关系和身份权关系。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会发生的人

身关系多种多样，但并非所有人身关系均由民法调整。民法也仅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民

法所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是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以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为内容的权利

义务关系。 

（三）实质意义上的民法与形式意义上的民法 

1.实质意义上的民法 

实质意义上的民法是指作为实体部门法的民法，是调整私人之间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2.形式意义上的民法 

形式意义上的民法是指命名为民法典的特定制定法。民法典是按照一定的科学体例把涉及私人

之间关系的规范和制度体系化地编纂在一起的立法文件。 

二、民法的体系 

（一）民法的体系逻辑 

了解民法总则和民法分则的关系。 

把握民法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民法总论、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人身权、继承权和民事责

任制度。 

由于知识产权和继承权分别在《知识产权法》和《亲属法与继承法》课程中讲授，故在本门课

程中不做专门讲解。此外，鉴于另有《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两门课程单开，所以本课程中对

相关部分只从体系结构角度予以讲解，具体内容在相应课程中讲解。 

（二）民法的历史沿革 

1.西方民法的历史沿革 

2.中国民法的历史沿革 

了解新中国民事立法是与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社会文明同时进行的；新中国的民事立法正

在走向系统化、法典化、科学化。 

三、民法的本质、地位和作用 

（一）民法的本质 

1.公法和私法的划分 

2.公法与私法的融合 

（二）民法与其它法的关系 

1.民法与商法 

2.民法与经济法 

3.民法与行政法 

4.民法与刑法 

5.民法与劳动法 

四、民法的渊源 

（一）民法的渊源的概念 

在不同的法系，民法规范的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二）民法的渊源的种类 

1.制定法 

【讨论问题】宪法是否可以作为民法渊源？ 

2.非制定法 

【讨论问题】法理、习惯及判例等是否可以作为我国民法的渊源？ 

五、民法的适用范围 

（一）时间上的适用范围 

由于实在法的时间性问题，民法的效力也要受到时间的限制。 

（二）空间上的适用范围 

民法的效力会受到空间的限制，或者说是受到地域范围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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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人的适用范围 

对于一国法律的效力适用于哪些范围的人，各国或者地区的立法采两大主义：属人主义和属地

主义。属人主义是指凡一国国籍的人不问其在何处，均适用国籍国法律；属地主义是指凡居住或置

身于该国领域内，即不问其国籍如何均受该国法律调整。多数国家或地区基于国际交往的实际，一

般都在坚持一个标准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变通。 

第二章   民法的基本原则 

在讲授本章时，首先要他们了解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及其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其次要让让学

生知道有那些基本原则以及它们各自的内容和价值。 

一、概念、演变及作用 

民法基本原则是指在价值观上支撑民法基本理念，在体系上贯穿民法全体，在内在逻辑上相互

支撑，以至构建起民法核心内容的一个有机整体。这些基本原则是立法者为了实现法律的目的而积

极追求的信条。 

在大陆法系民法里，作为柔化立法的刚性、补充成文法局限性的工具，基本原则是一项必不可

少的设计。在立法技术上，基本原则就成为法律体系中的必备设置，它以一些原则、抽象，甚至是

模糊的概念（如公平）作为法律的直接规定，并以其巨大的包容面和解释上的弹性，给案件的处理

以方法和依据。 

二、内容 

应领会各项基本原则的意义、内容、表现等。 

【讨论】下列原则哪些可以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 

（一）私权神圣原则 

旨在突出民事权利“非依法律规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刚性特征，而且有些人身权任何

情况下不能被剥夺，如名誉、尊严、肖像等，以此隐指私权的基本人权属性。 

（二）意思自治原则 

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意愿设定、变更、消灭民事

法律关系。该原则从本质上看就是传统民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三）平等原则 

是对传统民法中“人格平等原则”的宣示。 

（四）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指从社会正义的角度，以社会公认的价值观、是非观为基础，以利益均衡作为价

值判断标准来调整民事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确定其民事权利和民事责任。 

（五）诚实信用原则 

该原则民法中具有“帝王条款”的地位。 

（六）禁止滥用权利的原则 

（七）公序良俗原则 

作业 
1.什么是民法？民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 

2.民法与其它部门法的关系如何？ 

3.民法的渊源有哪些？ 

4.什么是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 

5.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意义如何？ 

6.了解民法的历史沿革。 

7.民法的适用范围如何？ 

8.什么是民法的基本原则？ 

9.民法基本原则在民法中的地位和功能如何？ 

10.民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各原则有哪些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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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通过对绪论的学习，要掌握民法的概念和本质，掌握民法的渊源，理解民法的适用与解释方法，

明确民法的体系和学习方法，理解民法的调整对象、适用范围，了解民法的历史沿革，知悉新中国

的民事立法，把握民法的基本原则的概念和内涵。注意领会公法和私法的划分。 

本部分不仅要让学生掌握民法体系逻辑、特点、沿革以及体系的具体架构等，而且需要特别向

学生说明分学期教学中民法课程之间的关系。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让学生掌握具体的知识点，而

且要使学生能够体会民法学是从“一般到具体”的，“一般”从何而来？“具体”又如何？ 
知识单元 2：民事权利 

学习内容： 

第三章    民事法律关系 

第一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与特征 

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法所调整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 

（一）是受民法调整的法律关系 

（二）是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三）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法律关系 

（四）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 

理解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范围和不同种类。明确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的多样性和性质的统一

性。把握民事法律关系内容的构成。 

（一）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参与民事法律关系、享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人。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与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相对应，是指民事主体之间得以形成民事法律关系

内容的目标性事物。 

（三）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三、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终止 

认识民事法律事实对民事法律关系的重要意义。了解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终止的原

因，既包括事件和行为，还有赖于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存在。 

第二节    民事权利的概念及分类 

本节是本章的重点内容。要着重领会各种类型的划分标准、意义及适用。 

一、民事权利的概念 

民事权利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依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根据自己的意愿实现一定利益的

可能性。 

二、民事权利的分类 

（一）财产权与人身权 

财产权是以财产利益为内容或直接体现为财产利益的民事权利。人身权是指以权利主体的人身

利益为客体的民事权利。 

（二）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与抗辩权 

1.支配权 

支配权是指权利主体对于作为权利客体的事物进行直接支配并享受其利益的权利。 

2.请求权 

请求权是指能够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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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形成权 

形成权是指权利人完全凭借单方的意思表示就能使既存的法律关系发生变动（包括发生、变更

和消灭）的权利。 

4.抗辩权 

抗辩权是指权利人用以能够对抗请求权效力的权利，是对抗请求权的一种拒绝权。 

（三）绝对权与相对权 

1.绝对权 

绝对权也称对世权，可以相对于每一个人产生效力，即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尊重此项权利。 

2.相对权 

相对权又称对人权，是指能够请求特定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 

（四）主权利与从权利 

这是依权利是否能独立存在或依相互关联的几项民事权利的地位为标准进行的划分。 

主权利是指相互关联的几项民事权利中不依赖其他权利而独立存在的权利；从权利是指须以主

权利存在为前提的权利。二者为主导和从属的关系。 

（五）原权利与救济权 

这是依权利效力目的为标准进行的划分。救济权是因基础权利受到侵害或者有被侵害的危险时

产生的援助基础权利的权利。基础权利即属于原权。 

（六）既得权与期待权 

这是依是否已经完全具备权利的成立要件为标准进行的划分。 

既得权是指已经具备权利取得的全部要件，从而被当事人实际享有的权利。期待权是指仅具备

权利取得的部分要件，须等到其余要件具备时才能实际发生的权利。 

三、民事权利的行使与保护 

（一）民事权利的行使 

民事权利的行使，是指权利的享有者为实现自己的权利而依照权利的内容和范围实施的一定行

为。 

（二）民事权利的保护 

1.公力救济 

公力救济是指当义务主体不履行义务或者侵犯他人权利时，权利主体依法请求国家机关强制义

务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程序。 

2.私力救济 

自力救济是指权利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强制他人，从而捍卫受到侵犯的权利的保护程序。 

（1）自卫行为 

自卫行为是指当民事权利受到侵害或存在受到侵害的现实危险时，权利人为防止损害的发生或

扩大而采取必要的措施。 

（2）自助行为 

自助行为是指民事主体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来不及请求公力救济时采取的对他人的人身自

由予以拘束或对他人的财产予以扣押或毁损的行为。 

四、民事权利的得丧变更 

（一）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与分类 

民事法律事实的种类多种多样，理论上根据其是否与民事主体的意志有关而将其分为自然事实

和人的行为。 

1.自然事实 

自然事实是指与民事主体的意志无关的、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客观现象，包括状态和

事件。 

2.人的行为 

人的行为是指通过人的作为或不作为而造成的事实状态，是与人的意志有关的客观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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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事法律事实的构成 

民事法律事实构成，是指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几个客观现象的总和。 

第三节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一、学习目的和要求 

要求结合各类民事法律关系的特点，加深对民事权利客体的认识和理解。 

二、本章主要内容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物、行为、人格利益和智力成果在不同民事法律关系中对民事主体实现

民事权利的作用与影响，了解物、行为、人格利益和智力成果的基本类型。 

（一）物 

作为民事权利客体的物是指除人身以外的独立存在并能为民事主体所支配的有体物。 

（二）行为 

给付的性质是以交付标的物为内容的行为。 

（三）人格利益 

人格利益是形成人格权的客体。 

（四）智力成果 

智力成果的性质是民事主体在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领域创造出的劳动成果。 

第四章    时效 

第一节    时效概述 

应着重理解时效的概念、理解时效的分类和基本法律特征。 

一、时效的概念 

从法律事实的角度看，时效是指能够引起相应法律后果的事实状态的存续期间。从法律制度的

层面看，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经过一定的期间即发生一定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 

二、时效的类型 

（一）诉讼时效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不行使权利持续达到一定时间，即消灭其请求法院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

法律制度。 

（二）取得时效 

取得时效是指无权利人以行使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利的意思公然、和平地继续占有他人的动产

或不动产，持续达到一定时间，即可取得对该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法律制度。 

三、时效的制度价值 

第二节    取得时效 

应理解取得时效的概念、了解取得时效的法律特征和适用范围。 

第三节    诉讼时效 

明确诉讼时效的概念和特征。了解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掌握法律对普通诉讼时效、特殊诉讼

时效和最长诉讼时效的基本规定。把握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和诉讼时效期间中止、中断、延长的法

律规则。理解除斥期间的性质是法律规定的某种民事权利存在的不变期间，权利人在此期间内不行

使相应的民事权利将导致该项民事权利削灭。了解除斥期间的法律特征和适用范围。  

一、诉讼时效的意义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不行使权利持续达到一定时间，即消灭其请求法院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

法律制度。 

二、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 

（一）法律后果不同 

（二）法院是否可主要进行援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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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计算方式不同 

（四）起算点不同 

（五）制度价值不同 

（六）权利客体不同 

（七）强制性程度不同 

三、诉讼时效的类型 

（一）普通诉讼时效 

普通诉讼时效是指由民事基本法统一规定，普遍适用于法律没有作特殊规定时效规定的各种民

事法律关系的诉讼时效。 

（二）特殊诉讼时效 

特殊诉讼时效是指法律规定仅适用于某些特定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诉讼时效。 

（三）最长容忍时效 

最长容忍时效是指法律规定最长诉讼时效。 

四、诉讼时效的计算 

（一）诉讼时效的起算 

1．一般标准 

2．特别标准 

（二）诉讼时效的中止 

在诉讼时效的最后 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诉讼

时效期间中止后，暂时停止计算诉讼时效期间，以前经过的诉讼时效期间继续有效，等到妨碍当事

人行使请求权的法定原因消除后，再继续计算诉讼时效期间。 

（三）诉讼时效的中断 

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而中断。从中断时起，诉讼时效

期间重新计算。 

（四）诉讼时效的延长 

诉讼时效的延长是指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后，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同意在法定的诉讼时效

期间外，另外延长诉讼时效期间。 

五、诉讼时效完成的效力 

第四节    期间和期日 

认识期间和期日在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终止方面的作用。掌握法律关于期间和期日的不

同计算方法的基本规则。 

作业 
1.什么是民事法律关系？其构成要素有哪些？ 

2.什么是民事权利？可以作何分类？ 

3.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关系如何？ 

4.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有哪些？ 

5．什么诉讼时效？其制度价值如何？ 

6．了解诉讼时效的客体及适用范围。 

7．简述诉讼时效和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 

8．诉讼时效的中止和诉讼时效的中断的区别如何？ 

9．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的关系如何 

学习目标： 
1．要求结合民法的调整对象和民事法律关系的特点，深刻理解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理论。 

2．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认识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特征和本质，明确民事法律关系的三要

素，掌握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终止的原因，掌握民事法律事实的概念、分类及构成。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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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权利的概念及分类、民事权利的保护方法。要了解民事义务的概念。了解民事权利的客体。 

3．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结合民事权利的保护方法，加深对时效制度特殊作用的理解，通

晓时效制度的基本法律规则。 

4．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和理解时效制度的概念、本质和法律特征，明确取得时效的效力

和适用范围，掌握诉讼时效的特征、适用和基本分类，了解诉讼时效的起算以及中止、中断和延长

的规定，把握除斥期间以及期间和期日的法律规定，理解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别。 

知识单元 3：民事主体 

学习内容： 

第五章    自然人 

第一节    自然人的概念 

应区别公民与自然人；明确自然人在民法上的地位。要求着重掌握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的基本理论，深刻理解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与个人合伙的民事责任承担。 

一、自然人的概念 

公民是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按照该国法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自然人。自然人做

为法律上的概念，与法人的概念相对称。 

在承认公法和私法划分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中，自然人属于私法范畴，而公民被认为是属于公

法范畴。 

二、自然人的住所 

明确自然人的住所在民法上有重要意义。住所与住址、籍贯、居所等概念不同。 

第二节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应认识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掌握法律关于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和

终止的基本法律规定。掌握宣告死亡制度。 

一、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与特征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指自然人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自然人的民事权

利能力与自然人的具体民事权利不同。 

（一）民事权利能力具有平等性 

这里平等内涵是指机会平等，即自然人有同样的参与民事活动的机会。 

（二）自然人只能在法律赋予其能够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范围内进行民事活动，否

则不能获得其预期的法律后果 

（三）民事权利能力作为一种法律资格，原则上既不能转让和放弃，也不能被剥夺 

二、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与终止 

（一）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开始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规定为始于出生。 

（二）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终止 

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因死亡而终止。死亡因其方式不同可分为自然死亡、宣告死亡和确认死亡。 

三、宣告死亡 

理解宣告死亡与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关系。掌握法律关于宣告死亡的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的

基本规定。明确宣告死亡所引起的直接法律后果。掌握撤销死亡宣告的各项法律要求。 

（一）宣告死亡的条件 

宣告死亡又称推定死亡，是指自然人失踪达一定期间后，由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宣告该自然

人死亡，以便结束以其生前住所地为中心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制度。 

1.自然人须处于持续下落不明状态并达到一定期间 

2.必须由利害关系人向法院提出申请 

3.法院发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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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院作出宣告 

（二）宣告死亡的法律后果 

被宣告死亡的自然人，在其原来的住所地、居所地等活动范围内于民事领域与自然死亡产生同

样的法律后果。 

（三）死亡宣告的撤销 

被宣告死亡的自然人重新出现，就证明了宣告死亡这种推定是不能成立的，因此应撤销死亡宣

告。由于自然人被宣告死亡后，在被宣告死亡人的人身及财产关系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

撤销死亡宣告后的问题需要妥善处理。 

四、确认死亡 

确认死亡方式存在于我国实践中，发生和自然死亡相同的法律后果。 

第三节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了解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明确公民民事行为能力的不同类型及其内容。掌

握关于公民民事行为能力变动的法律宣告规则。掌握宣告失踪制度。 

一、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与特征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

能力。 

二、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类型 

（一）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律赋予达到一定年龄和精神状态正常的自然人以自己的独立行为进

行民事活动，从而取得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和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 

（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律赋予达到一定年龄但尚未成年或虽已成年但精神有疾病，不能完全

辨认自己的行为及后果的自然人从事与自己的年龄、精神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的资格。 

（三）无民事行为能力 

无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律没有赋予自然人以自己的行为来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

格。 

三、宣告失踪 

理解宣告失踪与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关系。掌握法律关于宣告失踪的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的

基本规定。明确宣告失踪所引起的直接法律后果。掌握撤销失踪宣告的各项法律要求。比较宣告失

踪与宣告死亡。 

（一）宣告失踪的条件 

宣告失踪，是指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依法宣告下落不明满一定期限的自然人为失踪人，

以确定其财产关系的一种制度。 

1.必须处于持续下落不明的状态 

2.下落不明必须达到一定期限 

3.须由该自然人的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 

4.须经法院依法宣告 

（二）宣告失踪的法律后果 

自然人被宣告失踪后，直接发生失踪人的财产被代管及民事权利义务被代为履行的法律后果。 

（三）失踪宣告的撤销 

宣告失踪是对自然人失踪事实的确认，一旦被宣告失踪的自然人重新出现或者有人知道了其确

切下落，则说明法院对失踪事实的推定已经被新的事实推翻。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上继续认定其失

踪就丧失了事实根据。所以，法院应当根据利害关系人或者被宣告失踪人的申请撤销对他的失踪宣

告。 

第四节    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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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监护的概念和特殊的社会功能。明确设定监护人的法律规定和监护人的法定职责。掌握监

护关系终止的法律要求。 

一、监护的概念 

监护是指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的

法律制度。承担监护职责的人称为监护人，被监护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称为

被监护人。 

二、监护的设立 

（一）法定监护 

法定监护是指法律直接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不问其是否愿

意，都应依法律规定履行监护职责。 

（二）指定监护 

指定监护是指在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情形下，法院或有关单位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指定监护人的制度。 

（三）委任监护 

三、监护人 

（一）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二）精神病人的监护人 

四、监护人的职责 

监护人的职责包括监护人依法承担的监护义务以及因不履行义务而承担的责任。 

第五节    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 

应明确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掌握法律关于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

经营户的民事责任承担的基本规则。 

第六节    个人合伙 

应理解个人合伙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明确关于个人合伙的成立、入伙和退伙的法律规定。掌握

法律对个人合伙的内部财产关系、个人合伙的经营以及个人合伙的对外财产关系的基本规定。 

一、个人合伙的概念与特征 

个人合伙是指以两个以上自然人之间的协议为基础，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营利，共担风

险而组成的合伙。 

二、入伙与退伙 

入伙与退伙是合伙组织在经营过程中常出现的合伙人变更的情况。入伙是指在合伙组织成立

后，非合伙人申请加入合伙并被合伙人接纳的行为。退伙是指已经取得合伙人身份的人退出合伙关

系，从而丧失合伙人资格的行为。 

三、个人合伙的债务承担 

个人合伙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第六章    人身权 

鉴于《侵权行为法》课程会讲授侵害人身权的类型及赔偿，所以本章中只需掌握人格权和身份

权的法律特征和类型。 

第一节    人身权概述 

应着重领会了解人身权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掌握人身权的基本类型。 

一、人身权的概念与特征 

人身权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与其人身有着密切联系的没有直接财产内容的法定民事权利。 

二、人身权的分类 

（一）人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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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为维护自身独立人格所必备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权利。 

（二）身份权 

第二节    人格权的种类 

应全面掌握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和人身自由

权的基本内容；把握对人格权进行法律保护的基本规则。 

一、生命健康权 

生命权是指自然人维持生命和维护生命安全利益的权利。健康权是指自然人保持身体机能正常

和维护健康利益的权利。 

二、身体权 

身体权是指自然人保持其身体组织完整并支配其肢体、器官和其他身体组织的权利。 

三、姓名权（名称权） 

姓名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决定、变更和使用其姓名的权利。 

三、肖像权 

肖像权是指自然人对自己的肖像享有再现、使用并排斥他人侵害的权利。 

四、名誉权 

名誉权是指民事主体就自己获得的社会评价受有利益并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 

五、隐私权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生活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受他人侵扰、知悉、

使用和公开的权利。 

六、自由权 

自由权是指民事主体享有的维护其行动和思想自主，并不受他人或者其他组织非法剥夺、限制

的权利。 

第三节    身份权的种类 

了解亲属权、配偶权、荣誉权的法律特征，掌握法律对身份权的基本内容的规定，把握对身份

权给予法律保护的基本方法。 

第七章    法人 

第一节    法人的概念 

应着重领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

的社会组织。明确法人的法律特征和法人的基本分类。 

一、法人的概念、特征及本质 

（一）法人的起源及发展 

（二）法人的概念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社会组

织。 

（三）法人的本质 

要讲解关于法人本质的各种学说。 

二、法人的分类 

（一）我国现行立法对法人的分类 

（二）学理上对法人的分类 

1．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 

这是根据法人成立的基础为标准对法人所作的划分。 

社团法人是以人的集合为成立基础，由两个以上的成员组成，根据法律取得独立的人格。 

财团法人是以捐赠财产为成立基础，是为一定的目的而存在的财产集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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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法人与私法人 

这是以法人设立的法律依据为标准对法人所作的划分。 

正如公法和私法的区分标准一样，关于公法人和私法人的区分标准也存在各种学说。 

3．公益法人与营利法人 

这是根据法人活动的目的为标准对法人所作的划分。 

营利法人设立的宗旨是为了从事商业活动、取得利润且将利润在成员中进行分配。 

公益法人也称非营利法人，是指为公益、慈善、教育等目的而组建的法人，任何情况下都不得

将利益在成员中进行分配。 

三、法人的成立条件 

应了解不同类型法人的不同设立程序。 

（一）法人的设立 

（二）法人成立的实体条件 

（三）法人成立的程序条件 

四、法人的机关与住所 

法人的机关也称法人的组织机构，是对内管理法人事务、对外代表法人进行活动的机构。 

法人的住所在法律上具有重要意义，如决定债务履行地、决定登记管辖、决定诉讼管辖，决定

法律文书送达的处所，决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准据法等。 

第二节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 

应对比法人与自然人在民事权利能力方面的差异，把握法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法律特征。 

一、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概念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法人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 

二、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内容 

对于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的内容，我国民法学界在阐述中多将之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相比较。 

第三节    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应对比法人与公民在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差异，把握法人民事行为能力的特点。应明确法人民

事行为能力方面所受的限制。 

一、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 

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

务的资格。 

二、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的内容 

与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相比，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具有独特特点。 

第四节    法人的变更和终止 

应把握法律关于法人成立、变更和终止的基本法律规定。掌握法人在民事活动中应当承担的独

立民事责任。 

一、法人的变更 

法人的变更是指法人在其存续期间和活动过程中所发生的组织机构、活动宗旨以及业务范围等

方面的变化。 

（一）组织机构的变更 

（二）其他重大事项的变更 

二、法人的终止 

法人的终止是指法人资格的消灭，即法人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丧失，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不复存在。 

（一）依法被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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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人自行解散 

（三）依法被宣告破产 

（四）其他原因 

三、法人的民事责任 

（一）含义 

（二）法人格否认 

作业 
1.什么是自然人？与公民的区别如何？ 

2.试比较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 

3.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的关系如何？ 

4.什么是宣告死亡？其法定构成要件是什么？撤销死亡宣告的后果如何？ 

5.比较自然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的区别。 

6.什么是监护？其制度价值如何？ 

7.简述合伙组织成立的条件。 

8.个人合伙的责任承担方式如何？ 

9.什么是人身权？ 

10.人格权和身份权的法律特征有哪些？ 

11．什么是法人？法律特征如何？ 

12．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有哪些特点？与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关系如何？ 

13．比较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和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14．比较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 

15．企业法人的成立条件有哪些？ 

16．法人终止的程序如何？ 

学习目标： 
1.讲授民事主体部分时，要向学生交代人法的来历、人法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人”在民法

中的位置等。 

2.讲授民事主体部分时，要向学生讲解人格的概念，区分权利主体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生命体意

义上的人的区别，以及作为主体资格意义上的人格与天赋人权意义上的人格，进而明确自然人人格

与法人人格的区别。 

3.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自然人的民事法律地位，了解自然人的概念与住所。掌握自然人民

事权利能力的概念与特征、开始与终止。掌握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特征及类型。了解宣告

失踪的条件与法律后果，掌握宣告死亡的条件与法律后果。掌握监护的概念与设立、监护人及其职

责。了解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法律特征及其财产责任的承担规则。掌握个人合伙的概念、

特征、入伙与退伙以及个人合伙的债务承担。 

4.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和理解人身权的性质和法律特征，掌握人格权的主要类型和不同人

格权的基本内容。 

5.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法人的民事法律地位，掌握法人的概念、特征及成立条件了解身

份权的法律要求，结合社会生活实际加深对法人的民事法律地位的认识，把握法律关于法人的成立、

变更和终止的基本规则。理解我国现行立法和学理对法人的分类。明确法人与自然人在民事权利能

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方面的差别，理解法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掌握法人成立、变更和终止的基本法律

规则。 

知识单元 4：法律行为 

学习内容： 

第八章    法律行为 

第一节    法律行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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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领会法律行为的概念、认识法律行为的法律特征、理解法律行为的类型。 

一、法律行为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法律行为是指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并因意思表示而发生私法效果的行为。 

（一）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以达到一定民事法律效果为目的的行为 

（二）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 

（三）法律行为是具有不同价值判断的行为 

二、法律行为的形式 

法律行为的形式，实际上是指作为法律行为核心要素的意思表示的形式。 

三、法律行为的分类 

关键在于掌握不同类型的意义，如成立、生效、效果等方面的不同。 

（一）单方行为、双方行为和多方行为 

这是依法律行为是以当事人一方还是多方的意思表示构成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区分的意义主要

在于认识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构成特点。 

1．单方行为 

2．双方行为 

3．多方行为 

（二）要式行为和不要式行为 

这是依法律行为的成立是否应依法律规定具备一定的方式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区分的意义主要

在于认识要式法律行为的要求及作用。 

1．要式行为 

2．不要式行为 

（三）有偿行为和无偿行为 

这是依当事人之间是否进行对等给付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区分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债法中：法律

对于无偿法律行为的义务人负有的谨慎义务要求较低。 

1．有偿行为 

2．无偿行为 

（四）诺成行为和实践行为 

这是依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不同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区分的意义主要在于认识践成法律行为成

立的复杂性。 

1．诺成行为 

2．实践行为 

（五）主行为和从行为 

这是依法律行为之间的相互依从关系为标准进行的划分。区分的意义主要在于：除非法律另有

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从法律行为随着主法律行为的成立和无效而成立或无效。 

1．主行为 

2．从行为 

（六）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 

1．负担行为 

2．处分行为 

（七）有因行为和无因行为 

1．有因行为 

2．无因行为 

第二节    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 

掌握法律行为的有效实质条件是行为人合格、意思表示真实、行为内容合法。把握法律行为的

形式条件对要式行为与不要式行为的不同的法律要求。了解法律对附条件的法律行为所附条件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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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性、或然性、意定性、合法性和特定目的性的要求。把握延续条件、解除条件、肯定条件和否定

条件的具体内容，明确法律对附期限的法律行为所附期限的未来性、意定性和特定目的性的要求。

了解始期和终期、确定期限和不确定期限的基本内容。 

一、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 

（一）一般成立要件 

1．行为主体 

法律行为的成立须具备行为主体。 

2．行为标的 

法律行为必须具备行为标的。 

3．意思表示 

（1）意思表示的构成 

（2）意思表示的解释 

（二）特殊成立要件 

二、法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 

（一）主体合格 

（二）内容合法、妥当、确定、可能 

（三）意思表示无瑕疵 

三、法律行为的特别生效要件 

（一）附条件法律行为 

1．附条件法律行为的概念 

当事人以将来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的事实作为法律行为生效与否的附款，该附款就叫条件。 

2．所附条件的特征 

3．所附条件的类型 

（二）附期限法律行为 

1．附期限法律行为的概念 

附期限法律行为是指当事人约定将某一特定期限的到来作为决定该法律行为效力的附款。 

2．所附期限的特征 

3．所附期限的类型 

（三）其他特别生效要件 

第四节    无效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行为 

掌握无效法律行为其本质是因欠缺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而不产生法律效力的行为。理解无效法

律行为的特点和无效法律行为的发生情形。了解可变更、可撤销行为其本质是欠缺法律行为的某些

要件而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依法变更或撤销的行为。理解可变更、可撤销行为发生情形。把握无效

法律行为和可变更、可撤销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 

一、无效法律行为 

（一）无效法律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无效法律行为是指已经成立，但缺少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致使行为人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

法律关系的意思表示从成立时起就不能产生预期法律后果的法律行为。 

（二）无效法律行为的情形 

1、行为人不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所实施的法律行为 

2、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法律行为 

3、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行为 

二、可撤销法律行为 

（一）可撤销法律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又称“相对无效的法律行为”，是指由于意思表示有瑕疵，依照法律的规定，可由当事人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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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撤销的法律行为。这种法律行为从表面上看具备了法律行为的有效要

件，但由于意思表示有瑕疵，所以赋予一方当事人撤销权，可以自主决定是否使该法律行为的效力

归于无效。 

（二）可撤销法律行为的情形 

1．基于重大误解所实施的法律行为 

2．法律行为发生时显失公平 

3．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未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 

4．乘人之危订立的合同 

三、法律行为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的法律后果 

第五节    效力未定法律行为 

应掌握效力未定法律行为的本质、理解效力未定法律行为的特点和发生情形。 

（一）效力未定法律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是指法律行为虽已成立，但是否生效尚不确定，有待享有形成权的第三人

作出追认或拒绝的意思表示来使之有效或无效的法律行为。 

（二）效力未定行为的情形 

1．当事人行为能力有欠缺的法律行为 

2．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处分他人财产的法律行为 

3．无权代理人以他人名义从事的法律行为 

第九章    代理 

第一节    代理概述 

应理解代理的概念、认识代理行为的法律特征、了解代理的类型。 

一、代理的概念与特征 

代理是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在代理权限内与第三人为法律行为，其法律后果直接由被代

理人承受的民事法律制度。 

（一）须在代理权限内进行 

（二）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进行 

（三）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为法律行为 

（四）在代理权限内的代理行为后果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 

二、代理的类型 

（一）委托代理、法定代理与指定代理 

1．委托代理 

2．法定代理 

3．指定代理 

（二）显名代理与隐名代理 

1．显名代理 

2．隐名代理 

（三）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 

1．直接代理 

2．间接代理 

（四）单独代理和共同代理 

1．单独代理 

2．共同代理 

三、代理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第二节    代理权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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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理解代理权的本质和作用、掌握法定代理权的基本法律要求、明确行使代理权的法律规则、

了解滥用代理权的法律后果。 

一、代理权的行使 

代理权的行使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依被代理人的名义独立、依法有效地实施法律行

为，以达到被代理人所希望的或者客观上符合被代理人利益的法律效果。 

（一）代理人的义务 

（二）代理权行使的限制 

二、复代理 

（一）复代理的概念 

复代理与本代理相对而言。 

本代理是基于委托人的直接授权或法律的直接规定而产生的代理，又称原代理。复代理又称再

代理、转代理或转委托，是指委托代理人为完成代理行为，将代理事项一部分或全部转托给他人代

理的法律行为。 

（二）复代理的特征 

1．复代理是以原代理关系的存在为前提，且原代理人不因复代理人的产生而消灭 

2．复代理人是被代理人的代理人，而不是原代理人的代理人 

3．除非被代理人有明确授权，原代理人只能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选任复代

理人，同时，原代理人对复代理人有监督及解除委托权。 

4．复代理权不得超过原代理权的范围。 

第三节    无权代理 

应明确无权代理是在没有代理权的情况下以他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行为、了解无权代理发生原

因、掌握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掌握表见代理制度。 

一、狭义无权代理 

（一）无权代理的概念 

无权代理是指代理行为具备代理的形式要件，但缺乏代理权又不足以使第三人相信其有代理权

的一种效力未定的法律行为。 

（二）狭义无权代理的情形 

1．行为人自始就没有代理权 

2．行为人超越代理权 

3．狭义无权代理的法律后果 

（三）无权代理中的追认权、催告权和撤销权 

（四）无权代理法律后果 

二、表见代理 

（一）表见代理的概念 

表现代理是指行为人虽无代理权，但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理由相信其具有代理权而与其为法律

行为，该法律行为的后果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 

（二）表见代理的成立要件 

1．须代理人不具有代理权而以本人的名义为代理行为 

2．客观上存在使第三人相信表现代理人有代理权的事实 

3．相对人（第三人）善意、无过失 

4．除不具备代理权要件外，需具备代理法律行为的其他有效要件 

（三）表见代理的参见类型 

1．授权表示型表现代理 

2．权限逾越型表现代理 

3．权限延续型表现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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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表见代理的法律后果 

1．第三人有权以表现代理要求被代理人承受行为的后果 

2．第三人也可以主张狭义无权代理 

第四节    代理关系的消灭 

应把握委托代理终止的原因、明确法定代理和法定代理终止的法律规则、理解代理关系消灭的

法律后果。 

一、委托代理关系消灭的原因 

二、法定代理、指定代理关系终止的原因 

三、代理关系消灭的法律后果 

作业 
1．什么是法律行为？其法律特征如何？可以作何分类？ 

2．试述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 

3．简述附条件法律行为所附条件的特点。 

4．比较可撤销行为、无效行为和效力未定行为。 

5．比较诺成性法律行为与实践性法律行为。 

6．什么是代理？代理的制度价值如何？ 

7．委托合同与委托授权的关系如何？ 

8．比较无权代理与表现代理。 

9．引起委托代理、法定代理和指定代理消灭的原因有哪些？ 

10．什么是复代理？其法律效力如何？ 

11．无权代理与滥用代理权的关系如何？ 

学习目标： 
1.要求结合社会生活实际和法律调整的特点，加深理解法律行为的基本理论。 

2.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和理解法律行为概念、特征和本质，明确法律行为的的形式和成立、

生效条件，掌握法律行为的分类。了解附条件和附期限的法律行为，掌握无效行为和可变更、可撤

销行为的概念、特征和法律后果。 

3.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要求结合社会生活实际，加深认识代理制度的作用，通晓调整代理关系

的法律规范。 

4.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认识和理解代理的概念、本质和法律特征，掌握代理的类型。掌握法

律上对代理权的设定和代理权行使的法律限制。理解复代理的概念与特征。明确狭义无权代理的概

念、发生原因及其法律后果，掌握表见代理的概念、成立要件及法律后果。把握代理关系消灭的法

律规则。 

知识单元 5：绪论及物权的客体 

学习内容： 

第一章    绪论 

一、物权法的意义与性质 

（一）物权法的意义 

物权，指的是人对物的权利，即将特定之物归属于某特定主体，由其直接支配，并享受利益。

所谓物权法，即指以物权关系为规范对象的法律。 

物权法，有形式意义上的物权法与实质意义上的物权法之分。在我国，形式意义上的物权法，

指于 2007年 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实质意义上的物权法，除《物权法》外，还包

括以物权关系为规范对象的其他法律渊源。 

（二）物权法的性质 

1. 物权法的私法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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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属于民法的一个部分，故其性质应与民法的一般属性相同，也就是说，物权法应属于私

法。作为私法规范，物权法总体上体现了意思自治的精神。物权人在其权利范围内可以根据其自由

意志行使对物的支配权，他人包括公权力都不得进行不当干预。尽管如此，与民法的其他部分尤其

是债权规范相比，物权法规范具有较多的强行性规范的色彩。 

2. 物权法是财产法 

物权具有明显的财产权的属性，其权利内容表现为对物的支配，而各种形式的对物支配都具有

一定的经济价值。物权法的基本功能在于定分止争，其首要的使命在于明确物在法律上的归属以及

不同物权人各自在物上所享有的权利，因此，与作为调整动态财产流转关系的债权法不同，物权法

主要调整的是静态的财产关系。 

二、物权法的体系及其法律渊源 

（一）《物权法》的制定及其体系 

1. 《物权法》的制定 

2. 《物权法》的立法特点 

3. 《物权法》的体系 

（二）物权法的法律渊源 

1. 《宪法》 

2．《民法通则》 

3．《土地管理法》 

4．《农村土地承包法》 

5．《担保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6．有关不动产登记方面的法律规范 

 三、我国物权法的基本理念 

（一）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的一体保护 

【讨论问题】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权应平等保护，还是做差别对待？ 

（二）从归属到利用 

（三）自由与效率 

（四）所有权的社会义务与所有权保护的强化 

第二章    物权的客体——物 

物权的客体原则上是物，因此，探讨物权，首先须了解法律上的物。本章讨论“物”的概念、

特征、物的构成和分类等问题。 

一、物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一）物权的客体 

物权的客体为“物”。特殊情况下，物权也以一项权利为客体，如权利质权。 

物权的客体原则上为“物”，而且须为特定之物。也就是说，物权的客体须为特定的一物，学

理上将此称为“物权客体特定原则”，并将其作为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 物的概念 

物，指除人的身体外，能够为人力所支配，并能满足人类社会生活需要的有体物和自然力 

（三）物的法律特征 

1. 有体性 

将“物”分为“有体物”和“无体物”，这是古代罗马法的传统。随着“物权”概念的提出，

有必要在逻辑层面上清晰地区分作为物权客体的物与其他“无体物”（权利）。 

2. 可支配性 

3. 可利用性 

4．伦理性 

【讨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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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是否物权法意义上的“物”？人的器官、遗体、冷冻胚胎又如何？ 

二、物的构成及分类 

【讨论问题】 

物权成立于特定物之上，然而究竟何为“一物”？一辆汽车由众多零部件组合而成，那么，究

竟是在整辆汽车上有一个所有权，还是在每一个零部件上都分别有一个所有权？ 

【讨论问题】 

甲在建房时，窃取了邻居乙的一根木料作为房屋的栋梁，房屋建成后，乙发现木料失窃的事实，

则其是否有权要求甲返还？如系甲窃取乙的轮胎后安装于自己的汽车上，则后者能否要求前者返

还？ 

（一）物的成分 

物的成分，是指物的构成部分。根据物与其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可将物的成分区分为重要成

分与非重要成分。 

1.重要成分 

物的重要成分，是指非经毁损不能分离，或分离将耗费过高成本之物的构成成分。物的重要成

分不得单独成为物权的客体，确立这一规则是为了维护物的经济价值，避免因强行对物加以分割而

带来的损害。 

2.非重要成分 

物的非重要成分，是指可由物中分离出来而独立存在的部分。物的构成成分中，凡不属于重要

成分者，即为非重要成分。物的非重要成分在分离后可以单独地成为物权的客体。 

（二）主物与从物 

在主物与从物的关系中，主物，指的是起主导地位并可独立发挥功能的物；从物，则指不构成

主物的成分，但经常性地辅助主物发挥效用的物。 

确立某物系另一物的从物，其所具有的实际法律意义在于为以下规则的适用奠定基础：主物之

处分，及于从物。 

（三）孳息 

孳息，是指由物所产生的收益，可分为天然孳息与法定孳息。 

1.天然孳息 

天然孳息，是指依物的自然属性或使用方法而产生的收获物、出产物。 

2. 法定孳息 

法定孳息，是指原物依一定的法律关系而产生的收益。 

（四）单一物、合成物与集合物 

1.单一物     

单一物，是指形态上自成一体且其构成部分已失去其个性的物。 

2. 合成物 

合成物，是指由数个单一物结合成一体的物。 

3. 集合物 

集合物，也称聚合物，是指多个单一物或合成物为共同的目的集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聚合体。集

合物可进一步分为事实上的集合物和法律上的集合物。 

（五）不动产与动产 

以物是否能够移动并且是否因移动而损害其价值为标准，可以将物分为不动产和动产。在性质

上不能移动或者移动通常会严重损害其价值的物，为不动产。不动产以外的有体物，均为动产，它

们在性质上具有可移动性。 

作业 

1.如何认识物权法的性质？与债法相比，物权法具有什么特点？ 

2.物权法的法律渊源有哪些？  

3．如何区分物的成分与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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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何为集合物？ 

5．天然孳息应归属于谁？ 

6．区分动产与不动产在物权法上具有什么意义？ 

学习目标： 

通过对本部分的学习，学生应了解物权法的体系及其反映的理念，理解物权法的私法属性，同

时又能认识到其具有较多强行规范的特点。 

通过对物权客体即物的学习，学生应首先掌握物的“有体性”特征，并从具有物权法基本原则

地位的“物权客体特定原则”出发，掌握物的“重要成分”与“一般成分”，并理解其所具有的法

律意义。关于物的分类，学生应着重把握动产与不动产、主物与从物、原物与孳息等基本类型，并

理解分类的法律意义。 

知识单元 6：物权通论 

学习内容： 

第三章    物权通论 

第一节    物权的概念与特性 

一、物权的概念 

“物权”是大陆法系民法中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具有鲜明的大陆法系特征，在英美法中不存

在相对应的概念。可以将物权定义为：物权是直接支配特定物，而享受其利益的权利。 

二、物权的特性 

（一）支配性 

物权是支配权。物权的支配性表现在：物权人可以自主地对物加以支配，无须向他人作出请求

或事先征得他人同意，物权人即可以实现其对物之利益。 

（二）绝对性 

物权是绝对权。物权是对物的支配权，物权人通过对物的支配而与不特定的民事主体发生关联，

因此，可以说，物权首先表现为人对物的关系，而非物权人与某特定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物权的类型 

一、物权法定主义 

（一）意义与内容 

物权法定主义，是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是指物权的类型和内容应以法律规定为限，不允

许当事人任意创设。 

该原则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项： 

1．物权类型法定。 

2．物权内容法定。 

（二）物权法定的理由 

物权法定主义是由物权的绝对性所决定的。物权法定主义便于物权的公示，从而有助于确保交

易的安全与迅捷。物权法定主义有助于构建合理的物权体系，从而提高物的利用效率。在特定历史

背景之下，物权法定主义有反封建的作用。 

（三）违反物权法定主义的效果 

对于当事人违反物权法定主义的创设行为，法律设有特别的效果规定时，从其规定。当事人的

物权设定行为部分违反内容强制的规定，但如果除去该部分，其他部分仍可成立的，则仅违反禁止

规定的部分无效，法律行为仍发生物权设定的效果。对于违反物权法的物权设定行为，法律无特别

规定时，则此法律行为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不能发生预期的物权设定效果。物权设定行

为虽因违反物权法定主义而无效，但如果当事人的行为具备其他法律行为的要件，则该行为仍可发

生该其他法律行为的效力。 

（四）对物权法定主义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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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毕竟是私法，私法给当事人留下的广大的意思自治空间本来应该能够解决这一问题，而

物权法定主义恰恰严重制约了当事人的自治。为避免物权法定主义过于僵化而限制社会的发展，学

者们提出了物权法定无视说、习惯法包含说、习惯法物权有限承认说、物权法定缓和说等。 

二、物权的分类 

（一）完全物权与定限物权 

完全物权即所有权，它是对物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为全面支配的物权。定限物权是指在特定

范围内对其标的物加以支配的物权，所有权以外的物权均为定限物权。 

（二）动产物权、不动产物权与权利物权 

以动产为标的物的物权为动产物权，如动产所有权、动产质权、留置权等。以不动产为标的物

的物权为不动产物权，如不动产所有权、地上权、地役权、不动产抵押权等。物权原则上以有体物

为其标的物，但物权法也承认某些权利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以权利为标的物的物权即为权利物权，

如权利质权与权利抵押权。 

（三）主物权与从物权 

以物权是否具有独立性为标准，可以将物权区分为主物权与从物权。可以独立存在，而无须从

属于其他权利者，为主物权。不具有独立性，而须从属于其他权利而存在者，为从物权 

（四）意定物权与法定物权 

意定物权是指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而发生的物权，凡由当事人依法律行为而设定的物权都属于意定

物权。法定物权是指不问当事人之意思，直接由法律规定其发生的物权，如留置权、法定抵押权等。 

（五）登记物权与非登记物权 

物权变动须经登记的，为登记物权；反之，则为非登记物权。 

（六）有期限物权与无期限物权 

有存续期间之限制的物权，为有期限物权，如典权、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其存续期间无

限制，且能永久存续的物权，称为无期限物权，如所有权、永佃权。 

（七）本权与占有 

占有本身并非物权，而对占有的事实而言，其所依托之权利即构成本权，如所有权、用益物权、

质权等，租赁权等债权也可以构成占有的本权。 

第三节    物权的效力 

一、排他效力 

物权的排他效力，是指在同一标的物上不能同时成立两个或两个以上内容互不相容的物权。物

权的排他效力表现在：在同一标的物上，不能同时成立两个以上的所有权；定限物权是在特定范围

内对他人之物进行支配的物权，由于不同的权利类型有不同的支配范围，因此，只要物权内容并非

不相容，一物之上可以存在数个不同的定限物权。 

【讨论问题】 

甲企业向乙银行贷款 100万元，以其价值 200万元的厂房 A为乙设立抵押权，并办理了抵押登

记；后甲又向丙银行贷款 80万元，问：甲还能否以厂房 A为丙设立抵押权？ 

二、优先效力 

（一）物权相互之间的优先效力 

总体而言，物权相互间的优先效力遵循“时间在先，效力优先”的规则。 

（二）物权对债权的优先效力 

当物权和债权可能发生权利冲突时，无论成立之先后顺序如何，物权原则上具有优先于债权的

效力。物权优先于债权的效力也有个别例外。出于某种立法政策上的考虑，法律赋予某些债权以特

殊的效力，使其在某些方面甚至优先于物权。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买卖不破租赁”规则。 

三、追及效力 

物权的追及效力，是指物权一经成立，其标的物无论辗转于何人之手，物权人均可以追及物的

所在，而直接支配其物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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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上请求权效力 

（一）物上请求权的概念 

物上请求权，是指物权人于其物被侵害或有被侵害之危险时，可以请求回复物权圆满状态或防

止侵害的权利。 

（二）物上请求权的内容 

物上请求权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占有返还请求权。 

排除妨害请求权。 

妨害预防请求权。 

第四节    物权变动 

一、物权变动的意义 

物权的变动，是指物权的发生、变更与消灭。 

（一）物权的发生 

物权的发生，是指物权与特定主体的结合。物权的发生，自特定的物权人方面观察，为物权的

取得。物权的取得，可分为原始取得与继受取得。 

（二）物权的变更 

一般所谓物权变更系指狭义上的物权变更，即物权的客体变更和内容变更。 

（三）物权的消灭 

物权的消灭，是指物权与主体的分离，就物权人方面而言，为物权的丧失。物权的丧失可分为

绝对丧失与相对丧失。 

二、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 

物权法律关系的变动也系由一定的法律事实引起，其中包括法律行为与法律行为以外的事实。 

（一）法律行为 

在因法律行为而发生的物权变动中，当事人有意识地追求特定物权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法律效

果，并将此效果意思表示出来，法律即依其意思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 

（二）法律行为以外的事实 

所谓法律行为以外的事实，既包括人的行为中的事实行为，也包括行为以外的法律事实，如事

件和状态。 

三、物权变动的公示原则 

基于物权的绝对性，近现代物权法为维护交易的安全，将“公示原则”与“公信原则”确立为

物权变动的两项基本原则。 

（一）公示原则的必要性 

物权的绝对效力，要求其具有外在的可识别性，因此物权的变动必须具有恰当的公示方法。 

（二）确定公示方法的标准 

因动产与不动产的物理属性上的差异，可以分别针对二者采取不同的公示方法，即不动产以登

记为其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而动产则以交付为其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 

（三）不动产登记 

1．登记机构。 

2．登记生效时间。 

3．登记簿与权属证书。 

4．登记资料的查询。 

5．更正登记。 

6．异议登记。 

7．预告登记。 

【讨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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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告登记有何意义？ 

（四）动产交付 

交付通常指的是现实交付，即出让人将对物的管领支配现实地移交于受让人。 

在现实交付之外，《物权法》遵循民法传统，也承认简易交付、返还请求权让与及占有改定等

三类“观念交付”。 

（五）物权公示的效力 

关于物权公示的效力，存在两种立法例：公示生效主义；公示对抗主义。 

《物权法》原则上确立了公示生效主义。不过，该法也广泛地承认了公示对抗主义的公示效力。 

四、物权变动的公信原则 

（一）公信原则的意义 

以占有或登记等公示方法所表现的物权，即使不存在或者与真实的权利状态有所差异，但对于

信赖此项公示方法所表现的物权，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交易的人而言，法律仍承认其具有与真实物权

存在相同的法律效果，此原则即为物权变动的公信原则。 

（二）实行公信原则的理由 

公信原则的确立，赋予了公示的物权表征以公信力，重新分配了交易风险，使当事人可以放心

地利用简便易得的公示信息，并确保以此为基础的交易得到预期的法律效果。显然，公信原则对于

维护交易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公信原则的体现及效力范围 

我国《物权法》针对动产与不动产设置了统一的善意取得制度。应该说，善意取得制度背后的

立法理由主要就是承认公示方法所具有的公信力。 

五、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 

【讨论问题】 

甲将 A物出售给乙，问：①从时间点上考虑，A物所有权何时发生移转？②从效力来源上看，

所有权因何发生转移——因买卖合同，还是因在履行环节上的其他意思表示抑或是事实行为？③如

果买卖合同无效，那么所有权变动的结果是否一概不发生？ 

就各国立法例加以分析，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主要有意思主义、物权形式主义与折衷主义三种。 

（一）意思主义 

意思主义，是指仅须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即足以产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力，而无须以登记或交

付为其成立要件或生效要件的立法主义。 

（二）形式主义 

所谓形式主义，是指物权因法律行为而变动时，须另有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并履行登记或者

交付之法定形式的立法主义。 

（三）折衷主义 

折衷主义，也称“债权形式主义”，它将登记或者交付的法定形式设置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同时，折衷主义或者不承认有独立的物权行为之存在，从而规定由债权行为与登记或者交付的法定

形式相结合共同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或者至少不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而将债权行为的有效作

为物权行为发生效力的要件。 

（四）我国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 

各国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虽有为法律明确规定者，但也有许多物权变动的基本规范是经过长期

学术争论和司法活动才得到较为确定的解释。形式主义立法例尽管更为抽象，但它对于若干具体规

则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第五节    物权行为 

一、物权行为的意义  

物权行为是以物权的得丧变更为直接内容的法律行为。物权行为是由物权的意思表示与外部的

变动特征（交付或者登记）相互结合而成的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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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权行为的类型 

（一）单方物权行为与双方物权行为 

单方物权行为，是指由行为人一方的意思表示构成的物权行为，其最典型者为物权的抛弃。 

双方物权行为，又称物权合同，是指通过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构成的物权行为。 

（二）不动产物权行为与动产物权行为 

不动产物权行为，是指以变动不动产物权为目的的法律行为。不动产物权行为系以物权变动的

意思表示与登记相结合的法律行为。 

动产物权行为，是指以变动动产物权为目的的法律行为。动产物权行为同样要求处分人具有处

分权，而且还须以标的物的交付作为特别生效要件。 

三、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理论 

（一）理论渊源 

（二）物权行为的独立性 

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也称分离原则，是指物权的变动须有一个独立于买卖、赠与等债权行为以

外，而以物权变动为内容的法律行为，从而在体系上，物权行为独立于债权行为而存在。 

（三）物权行为的无因性 

【讨论问题】 

买受人甲以欺诈的手段与出卖人乙订立 A物的买卖合同，为履行该合同，乙将该物交付给甲；

事后，乙得知甲欺诈之情事，遂撤销了买卖契约。问：A 物所有权的移转情形如何？乙能否要求 A

物的返还？其可依何种请求权请求 A物的返还？ 

所谓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是指物权行为的效力不受其原因行为（债权行为）的影响，债权行为

即使不成立、被撤销或者无效，物权行为也并不因此而受影响，仍能独立地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

果。 

作业 

1．物权具有哪些法律特性？其与债权之间存在哪些差异？ 

2．什么是物权法定主义？物权法为什么需要确立物权法定主义原则？ 

3．辨析物上请求权与物权的保护。 

4．简述物权的公示与公信原则。 

5．分析并评价我国《物权法》所确立的物权变动模式。 

6．什么是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 

7.甲与房地产开发企业乙签订期房买卖合同，并支付了全部款项；双方约定，乙于订立合同之

日起的 1年内确保建成、交付房屋，并为甲办理所有权登记。甲担心，乙可能会将已出售于己的房

屋再次出售给他人，并为他人办理过户。试问：（1）甲有没有办法确保自己最终获得自己所购买之

房屋的所有权？什么是预告登记？其功能为何？（2）如果在作了预告登记后，乙又将该房屋出售

给丙，则丙能否获得房屋的所有权？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掌握物权总则的相关知识，并认识到它们对于各种具体物权的意义。 

学生应理解物权的排他性、优先性等特性，并有能力将其与债权的特性相比较。学生应能够充

分理解物权法定原则的意义，并能对其作出评价。在物权变动方面，要熟悉我国《物权法》的相关

规范，并能理解包括物权行为理论在内的物权变动模式问题。 

知识单元 7：所有权 

学习内容： 

第四章    所有权 

第一节    概述 

一、所有权的意义 

所有权是在法律限制的范围内，对物为全面支配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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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有权的特性 

（一）全面性 

所有权是对物的全面的支配。所有权人可以自由地运用自己的意志，对物进行其所希望的各种

利用和处置。 

（二）整体性 

所有权的整体性，是指所有权是一个浑然一体的权利，它并不是由数种权能简单相加而得出的

一种权利 

（三）弹力性 

所有权的弹力性，也称为所有权的回归力，它描述的是所有权所具有的这样一种属性：所有权

具有整体性，因此其内容可自由伸缩。 

（四）恒久性 

所有权属于典型的无期限物权，其法律属性决定了其不得被附加存续期限。 

三、所有权的类型 

（一）不动产所有权与动产所有权 

（二）单一所有权与多数人所有权 

（三）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 

第二节    所有权的权能与限制 

一、所有权的权能 

（一）占有 

（二）使用 

（三）收益 

（四）处分 

（五）排除他人干预 

二、对所有权的限制 

（一）所有权的社会化与权利限制 

在社会化的背景之下，所有权受到了来自公法、私法等各方面的限制。 

（二）对所有权限制的限制 

体现权利人意志的所有权自由无论如何都应该处于所有权观念的核心地位，对所有权的限制仅

仅是从消极的方面划定所有权自由的边界。 

（三）征收、征用问题 

第三节    所有权的取得 

一、概述 

本节所述及的所有权取得方式仅限于原始取得方式，包括先占、拾得遗失物、添附、善意取得、

孳息收取和时效取得等。实际上，《物权法》第 9 章“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就是对所有权原始

取得的几种方式的规定。 

二、先占 

（一）先占的意义和性质 

先占，指的是以据为己有的意思，占有无主的动产，而取得该动产所有权的法律事实。先占属

于一种事实行为。 

（二）先占的要件 

须为无主动产；须有据为己有的意思；无法律上禁止性规定或者他人享有先占权的情形。 

（三）法律效果 

先占人取得其先占之无主物的所有权。该所有权取得的效果系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非基于

他人既存的权利，故为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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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拾得遗失物 

（一）拾得遗失物的认定 

拾得遗失物，是指发现他人遗失之物并对其加以占有的事实。 

（二）拾得遗失物的效力 

1．拾得人的义务。 

2．有关部门的义务。 

3．拾得人的权利。 

（三）遗失物规则对漂流物、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准用 

四、添附 

（一）概述 

添附，系对附合、混合及加工的总称。 

法律之所以需要对添附的所有权归属加以确立，乃是基于特定公共政策上的考虑。 

对于因添附而取得所有权之人而言，其所有权的取得为原始取得，而非继受取得。 

（二）附合 

所谓附合，指的是两个以上的物相互结合，而形成社会经济观念上一个“新物”的法律事实。 

1．动产对不动产的附合。 

2．动产与动产的附合。 

（三）混合 

所谓混合，指的是属于不同人所有的两个以上的动产相互混合，以至于不能识别或者识别需花

费过巨的法律事实。对于混合可准用动产附合的规定 

（四）加工 

所谓加工，是指在他人动产上劳作，使其成为新物的法律事实。 

关于加工物的所有权归属，有两种主要的立法例：材料主义与生产主义。 

五、善意取得 

（一）概念 

善意取得，是指出让人与受让人间，以转移标的物所有权为目的而为不动产的移转登记或者动

产的交付，即便出让人无转移所有权的权利，在受让人为善意时仍可由其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制度。 

（二）所有权保护与交易安全的立法权衡 

（三）构成要件 

标的物为动产或者不动产；出让人须为动产的占有人或者不动产的名义权利人；须出让人与受

让人有转移所有权的合意；出让人须是无处分权人；所有权移转需要登记的，已完成登记，无须登

记的，受让人已取得占有；受让人须为善意；受让人须以合理的价格有偿受让。 

（四）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 

受让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受让人善意取得所有权的，标的物上原有的权利负担原则上也应发

生消灭。因受让人的善意取得而丧失权利的原所有人可以向出让人主张权利。 

六、时效取得 

对他人之物的持续占有是时效取得的基础。时效取得须具备相应的要件。 

第四节   共有 

一、共有的意义 

共有，指两个以上的法律主体共同享有一物所有权的状态。 

二、按份共有 

（一）按份共有的意义 

所谓按份共有，也称分别共有，指的是数人依其份额享有所有权的形态。 

（二）共有份额 

1．份额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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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份额的确定。 

3．份额的处分。 

（三）按份共有的内部效力 

各共有人依其享有的份额对共有物加以使用和收益；共有物的处分及重大修缮；共有物的费用

分担。 

（四）按份共有的对外效力 

1．对第三人的物上请求权。 

2.对第三人的债权或者债务。 

（五）共有物的分割 

民法对按份共有采分割自由的原则，即各共有人均有权随时要求终止共有关系，并分割共有物。 

三、共同共有 

（一）共同共有的意义与特征 

共同共有，是指数人不分份额地共同享有一物所有权的共有形态。 

（二）共同共有的类型 

夫妻共同共有；家庭共同共有；遗产的共同共有；合伙共同共有。 

（三）共同共有的效力 

除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外，对共有物的处分须经全体共有人的同意。由于不存在独立的份额，

因此各共有人不得向他人转让共有权，更不存在其他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问题。在共有关系结束前，

各共有人不得要求分割共有物。因共同关系消灭而须分割共有物的，可依关于按份共有物分割的规

定处理。 

第五节   相邻关系 

一、相邻关系的概念与规范方式 

所谓不动产相邻关系，指的是法律为调和相邻不动产的利用，而在其所有人或者其他权利人之

间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为达到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并充分发挥物的效用，民法以多种方式予以介入，

从而形成了法定的不动产相邻关系。 

二、相邻关系的法律性质与原则 

（一）法律性质 

所谓相邻权其实并非一种独立的权利，相邻关系中所包含的权利内容只是不动产权利的必要限

制或者扩张。 

（二）相邻关系的原则 

《物权法》第 84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

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三、相邻关系的类型 

（一）邻地的利用 

（二）排水及用水关系 

（三）建筑相邻关系 

（四）固体污染物、气响等侵入的防止 

（五）邻地损害的防免 

第六节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一、概述 

（一）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意义 

建筑物区分所有，是指数人区分一建筑物而各有其一部分的情形。 

（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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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专有部分的所有权。 

2．对共有部分的共有。 

3．基于区分所有权人之间共有关系的共同体。 

二、专有部分 

专有部分可为所有权人直接支配并享有其利益，因此须在结构上和使用上均具有独立性。 

三、共有部分 

（一）共有部分的范围 

（二）共有的性质 

四、管理组织 
作业 
1．所有权在物权法体系中具有何种重要地位？ 

2．如何从所有权保护的角度看征收、征用制度？ 

3．简述先占取得的构成要件。 

4．试析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的关系。 

5．简述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6．《物权法》如何规范拾得遗失物的法律后果？ 

7．根据民法的添附规则，动产与不动产附合的，无论导致附合的原因为何，均由不动产所有

人取得添附物的所有权，这一规则的合理性基础何在？ 

8．如何识别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 

9．《物权法》对哪些相邻关系的类型作出了规范？ 

10．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包含哪几个层面的法律关系？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精确地理解所有权的概念，了解其在物权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并通

过权能的学习，掌握其具体内容。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掌握先占、添附等所有权原始取得的各种方式，尤其是需要对善意

取得制度有准确的理解。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准确理解我国现行土地制度的基本框架，并掌握不动产相邻关系和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相关知识。 

知识单元 8：用益物权 

学习内容： 

第五章    用益物权 

第一节    用益物权概述 

【讨论问题】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土地只能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那么，私主体应如何对公有的土地加以

利用？ 

一、用益物权的意义 

用益物权，指的是在他人之物上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等权能的物权。 

用益物权具有两项主要的社会功能：增进物尽其用的经济效用；使物的利用关系物权化，巩固

利用人的法律地位。 

二、用益物权的种类与特征 

（一）用益物权的种类 

在物权法定主义之下，我国《物权法》确立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

权和地役权四种权利。 

（二）用益物权的特征 

就《物权法》规定的四种用益物权而言，其标的物仅以不动产为限。用益物权以物的利用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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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原则上同一标的物上不能同时设定多个用益物权。用益物权的设定、移转等通常都需要登记。

用益物权的设定有的为无偿，有的为有偿。 

三、用益物权的得丧变更 

第二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意义与法律规范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与特征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农业经营者通过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在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国家所有的农用

地上享有的进行耕作、养殖或者放牧等利用并获得收益的权利。 

（二）法律规范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 

（一）承包经营合同的订立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 

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终止 

第三节    建设用地所有权 

一、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建设用地使用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在国有土地上建造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客体原则上为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内容为根据设定的用途利用土地

营造建筑物，并依法享有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原则上须为有偿，但国家机

关用地、军事用地等也可通过无偿划拨的方式取得。有期限性。 

二、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 

（一）出让与划拨 

（二）登记 

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内容 

1．利用土地从事建筑的权利。 

2．获得所营造之建筑物的所有权。 

3．处分权。 

四、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消灭 

【讨论问题】 

建设用地所有权到期后，地上建筑物归属于谁？ 

第四节    宅基地使用权 

一、宅基地使用权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宅基地使用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得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 

宅基地使用权的客体为集体土地。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宅基地使

用权依分配的方式为权利人所获取。宅基地使用权的内容是为依法建造、保有私人住宅之目的而对

土地加以占有和使用。 

二、宅基地使用权的设立 

三、宅基地使用权的内容 

1．为建造住宅的目的而使用宅基地。 

2．保有所建造住宅的所有权。 

3．有限处分权。 

【讨论问题】 

在我国现行法上，农村房屋转让受限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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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宅基地使用权的终止 

第五节    地役权 

本节为本章的重点。 

一、地役权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一）地役权的发展历史 

（二）地役权的概念 

地役权，指的是为自己土地之利益而使用他人土地的权利。 

（三）地役权的法律特征 

1．从属性。 

2．不可分性。 

二、地役权的功能 

三、地役权的分类 

（一）积极地役权与消极地役权 

（二）继续地役权与非继续地役权 

（三）表见地役权与非表见地役权 

四、地役权的设立 

（一）地役权合同的当事人 

1．供役地权利人。 

2．需役地权利人。 

（二）地役权合同的内容 

（三）地役权登记 

关于地役权的设立，物权法采用的是登记对抗主义。 

五、地役权的效力 

（一）地役权人的权利     

地役权人有权依地役权设立的目的及范围使用供役地。地役权人有权实施附随的必要行为。地

役权人的物上请求权。 

（二）地役权人的义务 

地役权之取得为有偿的，地役权人有义务向供役地权利人支付费用。地役权人有义务维护其在

供役地上设置的设施。 

六、地役权的消灭 

（一）地役权的消灭原因 

（二）地役权消灭的效果 
作业 
1．简述我国土地公有制条件之下用益物权的特点。 

2．用益物权与债权性的使用权有何差异？ 

3．我国《物权法》规定了哪几种用益物权？ 

4．试析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其上建筑物所有权之间的关系。 

5．比较地役权与相邻关系的异同。 

6．如何理解地役权的从属性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深入理解土地公有制背景下我国用益物权制度的特点，一方面能够依

托传统民法理论认识各种用益物权，另一方面又能看清我国用益物权制度受公有制影响的情况。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掌握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建设用地所有权以及地役权的

基本知识，尤其应从权利客体、权利内容及权利创设等角度认识这些用益物权类型。 

知识单元 9：担保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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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第六章    担保物权 

第一节    担保物权概述 

一、担保物权的意义 

担保物权，是指以确保债务清偿为目的，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所有之物或者权利上所设定的以

变价权和优先受偿权为内容的定限物权。 

担保物权以确保债务之清偿为其目的。 

担保物权系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之物或者权利上所成立的权利。 

二、担保物权的特性 

（一）从属性 

（二）不可分性 

（三）权利行使的附条件性 

（四）物上代位性 

三、担保物权的类型 

（一）意定担保物权与法定担保物权 

（二）留置性担保物权与优先受偿性担保物权 

（三）不动产担保物权、动产担保物权与权利担保物权 

（四）占有担保物权与非占有担保物权 

第二节    抵押权 

一、抵押权的意义 

抵押权，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物的占有而向债权人提供一定财产以担保债务的履行，

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得就抵押物折价或者就其卖得的价金优先受偿的权利。 

二、抵押权的特性 

（一）从属性 

（二）不可分性 

三、抵押权的取得 

抵押权，除因继承等原因可依法律行为以外的原因取得外，原则上应基于法律行为而取得。 

（一）抵押合同 

1．抵押合同的当事人。 

2．标的物。 

（二）抵押登记 

1．登记生效主义 

根据《物权法》第 187条的规定，凡以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建设用地使用权、以招标等

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 

2．登记对抗主义 

根据《物权法》第 188条之规定，凡以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交通运输工具以及

正在建造的船舶、航空器抵押的，抵押权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但是，抵押权未经登记的，不得

对抗善意第三人。 

四、抵押权的效力 

（一）抵押权担保债权的范围 

（二）抵押权标的物的范围 

（三）抵押权人的权利 

1．变价处分权。 

2．优先受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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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顺位权。 

4．保全权 

（四）抵押人的权利 

1．抵押物的用益权。 

2．设定多个抵押权的权利。 

3．在抵押物上为他人设定用益物权的权利 

4．关于出让抵押物的权利 

（五）抵押权与承租权 

五、抵押权的变更与消灭 

（一）抵押权的变更 

（二）抵押权的消灭 

六、特殊抵押 

（一）最高额抵押 

最高额抵押，是指抵押人与抵押权人约定，在一最高债权限额内，以抵押物的价值对一定期间

内连续发生的债权作担保而设立抵押。 

（二）浮动抵押 

所谓浮动抵押，指的是作为抵押人的经营者与抵押权人约定，以其现有的和将有的所有经营性

动产作为一个集合客体并在其上设立抵押权，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有权对实现抵押

权时的动产行使变价和优先受偿的权利。 

第三节    质权 

一、质权的意义     

质权，是指债权人为担保债权，而占有由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移交的动产或者可转让的财产权，

在债权届清偿期而未受清偿时，能够就该动产或者权利折价或者以其卖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 

二、动产质权 

（一）动产质权的意义     

动产质权，是指债权人因担保其债权，占有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移交的动产，而于债务人不履行

到期债务时，可以以该动产折价或者以其卖得的价款优先受偿的权利。 

（二）动产质权的取得 

1．质权合同的订立。 

2．质物的交付 

3．质权的善意取得 

（三）动产质权的效力 

1．质权人的权利 

可以留置质物；质物孳息的收取权；经出质人同意，可将质物转质于他人；保全质权的权利；

物上请求权；变价权和优先受偿权。 

2．质权人的义务 

妥善保管质物；返还质物 

（四）动产质权的消灭 

三、权利质权 

（一）权利质权的意义 

权利质权，是指以可转让的财产权为客体而设立的质权。 

（二）权利质权的取得 

权利质权也属于意定物权，其设立须经出质人与质权人的合意。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无论

以何种权利作为标的物设立权利质权，均须当事人订立书面质权合同。 

质权人取得权利质权，除须与有处分权的债务人或者第三人订立质权合同外，还需践行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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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公示方法。 

（三）权利质权的法律适用 

第四节    留置权 

一、留置权的意义 

留置权，是指债权人占有其债务人的动产而具备法定条件的，在其债权未受清偿前，得留置该

动产的法定担保物权。 

二、留置权的构成要件 

1．须债权人占有属于债务人的动产。 

2．须债权的发生与留置物具有牵连关系。 

3．须债权已届清偿期，且债务人不履行债务。 

4．不存在不得留置的情形。 

三、留置权的效力 

（一）留置权人的权利 

留置标的物；收取留置物的孳息；变价处分权和优先受偿权。 

（二）留置权人的义务 

妥善保管留置物的义务；留置物的返还义务。 

四、留置权的消灭 

作业 
1．担保物权如何能够发挥担保债权实现的功能？担保物权的担保功能对其法律属性有何影

响？ 

2．以动产为客体的抵押权在公示方面面临怎样的问题？ 

3．试评价《物权法》关于抵押物转让的规则。 

4．动产质权能否善意取得，为什么？ 

5．权利质权以权利而非物为其客体，那么，它还能被称为“物权”吗？ 

6．什么是留置权成立要件中的“牵连关系”？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 学生应理解担保物权发挥担保功效的基本原理，并掌握其从属性、物上

代位性等特性。 

学生应掌握抵押权、质权、留置权这三种担保物权的内容和设立方法或构成要件。对于抵押权，

既要从抵押财产的角度认识一般意义上的抵押权，也要对最高额抵押、浮动抵押这两种特殊抵押权

有所了解。对于质权，应分别掌握动产质权和权利质权的原理。对于留置权，则应从其法定物权的

性质出发，理解和掌握其构成要件和效力。 

知识单元 10：占有 

学习内容： 

第六章    占有 

第一节    占有概述 

一、占有的意义与功能 

（一）占有的意义 

占有，是指人对物的事实上的管领与控制。 

（二）占有的构成 

（三）占有的功能 

【讨论问题】 

小偷能否因事实占有盗窃物而取得权利？小偷对盗窃物的事实控制是否构成民法上的“占

有”？《物权法》将“占有”一编与“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并列，这是否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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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即为“占有权”？（二）权利质权的取得 

二、占有的分类 

（一）有权占有与无权占有 

（二）善意占有与恶意占有 

（三）和平占有与强暴占有 

（四）公然占有与隐秘占有 

（五）自主占有与他主占有 

（六）直接占有与间接占有 

第二节    占有的取得、变更与消灭 

一、占有的取得     

（一）占有的原始取得 

（二）占有的继受取得 

二、占有的变更 

（一）他主占有变更为自主占有 

（二）善意占有变更为恶意占有 

三、占有的消灭 

第三节    占有的效力 

一、占有的保护效力 

（一）占有人的自力救济权 

（二）占有人的物上请求权 

二、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 

三、占有的权利取得效力 

四、占有人与回复请求权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一）占有物的使用收益 

（二）对占有物所支出费用的偿还 

（三）占有物毁损灭失的赔偿责任 

作业 
1．物权法为什么要对“占有”单独作出规范？ 

2．如何理解“占有的性质是法律事实，而非权利”？ 

3．占有的保护效力体现在哪几方面？ 

4．占有人与回复请求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 学生首先应理解占有作为物权法上独立制度的价值，理解“占有是法律

事实，而非权利”这一判断的法律意义。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熟练掌握占有的各种类型，并了解这些分类的意义。学生应能理解占有

的得丧变更，知道其构成占有效力判断的基础。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应着重掌握占有的效力，包括占有的保护效力、权利推定效力、权利取得

效力等。另外，学生还应能够结合《物权法》的规定，理解和能够评价所谓“占有人与回复请求权

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知识单元 11：债法总论  

学习内容： 

导论 

“债”是一个抽象的法律术语，指的是特定人间可以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对整个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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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需要建立在对“债”之概念和特性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本章旨在介绍债的基本法律意义，

突出强调“债”之概念是一种抽象思维的产物。在阐释债的概念时，本章还将探讨债权、债务的基

本属性，主要围绕着债权的相对性等特性，比较其与物权这种绝对权的差异。本章还将从债的发生

角度讲解债的各种具体表现形态，并进而论证在法律技术上建构“债”这个抽象概念的必要性。此

外，本章还将对债法的法律渊源以及债法的特点做出简介。 

第一节    债的意义 

一、债的概念与特征  

（一）债的概念 

《民法通则第 84条：“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

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

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 

学理定义：债是特定人间可以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  

（二）债的特征 

1.债为特定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结合关系） 

主体特定：债权人、债务人。 

2.债为特定人得请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  

客体：给付（行为：作为、不作为） 

3.内容：债权与债务  

二、债权 

（一）债权是财产权 

给付具有财产价值或可给予经济评价 

债权在财产法上的优越地位（从归属到利用） 

（二）债权是请求权 

1．债权的实现须依赖于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行为。债权的效力主要就表现在可以请求债务人实

施特定行为以满足债权  

2．债权的非支配性：债权非为对债务人的支配 ；债权非为对债务人行为的支配；债权非为对

债的关系所涉及之标的物的支配。  

3.“债权”与“请求权”的关系：债权的效力主要表现为请求权；请求权不限于债权，还存在

物权请求权等；债权的效力也不限于请求，还包括抗辩、形成、处分等 

（三）债权是对人权，具有相对性 

1.原则上，债权人仅能向特定债务人请求给付，而不能向第三人提出权利主张或以其债权对抗

第三人。 

2.债权具有相对性（物权具有绝对性） 

（四）债权具有非排他性  

多个债权即便以同一给付为标的，它们之间也不会发生权利上的冲突。 

【问题讨论】  

一物数卖，合同的效力如何？ 

【解读】 

《合同法解释（二）》第 15条 

（五）债权的平等性 

多个债权，无论其成立时间先后，均具有同等的效力。 

（六）债权类型的任意性 

合同、侵权、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只是“典型”之债的发生原因。 

三、债务 

（一） 债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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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特定人（债务人）对他特定人（债权人）为特定行为的义务。是法律所课以的必须作为

或不作为的拘束。  

债务的内容包括积极的作为与消极的不作为。  

（二）债务与责任 

我国民法上“责任”一词的多义性。 

考察“债”的概念在法律史上的流变，可以发现，在孕育“债”这一术语的古代罗马法上，由

于普遍存在对人身的强制执行，伦理上“当为”的“债务”观念与债务人之人身直接暴露在债权人

的强制之下的“责任”观念可谓泾渭分明。  

正是因为后世法律经历了对人执行向财产执行的转化，“债”与“责任”之间的界限才开始变

得模糊不清。  

债务人一旦承担债务，即应以其全部财产作为其债务的总担保（对物执行）。 

责任是实现债务的担保，常与债务相伴随。 

有限责任、无限责任。 

第二节    债的发生 

一、概述 

债的发生原因并非一个封闭的体系，除“典型”原因外，还有众多非典型原因。 

债的发生，或者基于当事人的意思（典型地表现为“合同之债”），或者系由法律直接规定（侵

权行为、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均为“法定之债”）。 

各种债的发生原因在事实构成、社会功能与价值判断不同，但其法律效果在形式上相同，即均

在特定人之间产生给付关系。 

二、合同 

【讨论问题】 

单方允诺是否为我国法律上债的发生原因？ 

三、侵权行为 

四、无因管理 

五、不当得利 

六、缔约过失 

七、其他发生原因 

【讨论问题】 

何为债的非典型发生原因？ 

第三节    债法 

一、债法的意义  

（一）形式意义债法 

指关于债权债务关系的专门立法或民法典中的“债编”  

我国目前不存在形式意义上的债法  

（二）实质意义债法 

指以债之关系为规范对象的所有法律规范的总称： 《民法通则》，尤其是其中的“债权”与“民

事责任”章节；《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担保法》、《保险法》、《票据法》等单行立法；行政法

规中包含的债法规范；具有实际法律效力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如关于民法通则、合同法、

担保法等的司法解释；习惯法 

二、债法的特点 

（一）债法是财产法 

债之关系，无论其发生原因为何，均在当事人间制造了一种指向将来之财产变动的紧张关系。

这一紧张关系的消除正需借助债务的履行：随着债务的履行，债之关系归于消灭，同时其所负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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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变动功能也随之实现。 

债法所规范调整的正是这一动态的财产关系  

（二）债法是任意法  

债的效力仅局限于特定当事人之间，其对他人利益及公共利益的影响相当有限。  

债法对于债的发生及其内容采自由主义，承认契约自由的原则，允许当事人通过契约任意设置

债的类型与内容。 

债法，尤其是关于合同之债的法律规范，是典型的任意性规范，其意义在于对当事人的意思加

以解释与补充。 

（三）债法具有一定的国际化趋向  

三、债法的体系构成 

应坚持总、分结构，设置债法总则。 

无论是合同之债，侵权行为之债，还是无因管理之债等典型或非典型的债之关系，它们在债务

的履行规则、债的担保与保全、债的移转、债的消灭等许多方面都适用相同的规则。 

第二章    债的类型 

第一节    债的分类 

一、依债的发生原因分类 

（一）意定之债 

（二）法定之债 

二、依债之标的分类 

所谓给付标的，即债权债务关系指向的具体对象及内容。 

（一）实物之债 

1.特定物之债 

标的物在债成立时即已确定，具有不可替代性；债务人只有履行该特定的给付才能构成债务的

清偿；特定物毁损、灭失的，债之关系陷于“给付不能”。 

2.种类物之债 

依种类而对给付标的加以确定的债之关系。 

种类物品质的确定问题（种类之债的特定化）。 

灭失的情形与种类物有很大差异，一般不会造成履行不能（“种类物不灭”）。 

（二）货币之债（金钱之债） 

（三）劳务之债 

三、依债的标的可否选择 

（一）简单之债 

（二）选择之债 

1.指在数宗给付中，得选定其一而为给付之债的关系 

2.成立：两宗以上内容相异的给付存在 

3.选择之债的发生原因 

4.选择之债的特定：选择权的行使；给付不能的影响 

（三）任意之债 

1.指债权人或债务人可以用原定给付以外的另一给付来替代原定给付的债 

2.替代权 

四、依债的给付方法分类 

（一）一时性之债 

（二）持续性之债 

【讨论问题】 

应否区分“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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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债的执行力区分 

（一）有执行力之债（完全债权） 

（二）自然之债（不完全之债） 

虽为法律认可的债的类型，但其执行不受法律之保护。 

实际法律效果：可以作为财产取得的正当原因，从而不构成不当得利。 

【讨论问题】 

我国现行法上是否存在自然之债？ 

第二节    多数人之债 

一、概述 

民法单独规范“多数人之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民法以债权人、债务人各为一人的情形作为债之关系的原型，但各种债的关系都可能存在一方

或双方为多数人的情形。 

需要解决的三个层次的问题：（1）对外效力；对内效力；对当事人之一所生事项，对其他人的

影响如何。 

可分为三个类型：按份之债、连带之债、不可分之债。 

二、按份之债 

（一）概念 

以同一可分给付为标的，各债权人或各债务人按各自的份额分享债权或分担债务的多数人之

债。 

（二）按份之债的成立 

（三）效力 

1.对外效力：按份主张债权或承担债务 

2.对一人发生的事项原则上对他人不发生影响 

3.对内效力取决于当事人内部的约定 

三、连带之债 

（一）概说 

1．概念：以同一可分给付为标的，各债权人或债务人间具有连带关系的多数人之债。 

2．连带关系：连带债权中各债权人均有权就全部的给付要求债务人履行（代其他债权人受领

给付），而连带债务的各债务人均有义务履行全部给付（代负他债务人应负担的份额） 

3．连带债务对债权人具有担保的价值，而连带债权徒增其他债权人求偿之困难，所以存在的

价值不大。 

（二）连带债务 

1．连带债务的发生原因 

2．法律效力 

（1）对外效力（债权人的权利） 

债权人可以对债务人中的一人或数人，就给付的全部或一部分，提出请求；债务人的内部份额

对债权人不具对抗力。 

（2）就债务人之一所生事项的效力 

绝对效力、相对效力。 

（3）对内效力：求偿权 

四、不可分之债 

指同一不可分给付为标的的多数人之债。 

（一）不可分债权 

各债权人仅可请求债务人向债权人全体为给付，而债务人也仅可向债权人全体为给付  

（二）不可分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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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用连带之债的规定。 

第三章    债的效力 

第一节    债权的效力 

一、债权的请求力 

债权人依其债权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效力。   

二、债权的执行力 

债务人不履行时，债权人可诉请法院强制执行或请求损害赔偿。  

不完全债权欠缺强制执行力。  

三、债权的受领保持力 

债权人有依其债权保持所受给付的效力（以赠与为例）。债权构成法律上的原因，所受给付不

构成不当得利，例如，受领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之债务履行的效力。  

四、债权的处分效力 

抛弃、转让等 

五、债权人受领迟延 

1.债权人因迟延受领债务人提出的给付，而使债权效力发生的障碍。迟延一般不使债权消灭，

只是使其效力受损 

2.债权人迟延的构成：给付须债权人受领；债务人有给付行为；债权人未及时受领 

3.效力： 产生债务人提存的条件；在买卖合同中，标的物的风险责任转移给买受人；依法理

（我国法律未规定），债权人受领迟延期间，债务人仅对故意和重大过失负责。  

第二节    债务的效力——给付义务群 

一、概说 

1.债务关系，其核心在于给付。民通 84条：“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

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 。 

2.广义的债务关系并非一个单一的给付关系。 “广义的债务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架构，而

这一复杂的架构主要由众多的债权或者义务（狭义的债务关系）组成。这也正是人们将它称作‘架

构’、‘有机组织’的原因。在这里，后两个称谓除表示复杂性之外，还应当表示广义债务关系所具

有的另外一个特征，即它不是静态地僵固于一个一成不变的状态之中，而是随时间变化不断地以多

种形态发生变动：它在‘有机组合’这一形象化称谓中出生，并且可以成长、衰老，直至最后死亡。” 

——梅迪库斯：《德国债法总论》 

3.给付义务群 

（1）此部分虽属债法总则的内容，且其他债务关系的确也存在多层次义务的问题，但是，作

为所谓“有机组合”的义务群主要系针对合同之债而言.  

（2）此义务群的诸多方面均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其基础，认识到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在我

国，“附随义务”、“合同后义务”等在立法上均无直接的规范，若法院需要通过司法造法的方式承

认其为合同上的责任，可依托《民法通则》第 4 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

及《合同法》第 60条第 2款（“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

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所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进行.  

二、给付义务 

（一）给付行为与给付效果 

给付的双重含义：给付行为或给付效果。  

给付以满足债权为宗旨，故给付的内容必须与特定的债权目的相关联 

1.给付行为 

只要债务人以恰当的方式作出了给付行为，则无论债权人方面主观的目的是否得以实现，债务

人都因清偿而消灭了债务。 如律师接受委托，为诉讼当事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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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给付效果 

不仅债务人需要作出特定的给付行为，而且该给付行为还必须实现特定的给付效果。如果给付

行为未达到所要求的给付效果，则债务人之行为仍将构成债务不履行。如承揽合同。 

3.如何确定：（1）依债的类型；（2）依当事人的意思；（3）依交易的习惯。 

（二）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付义务 

1．主给付义务  

是指债的关系所固有、必备，并用以决定债的关系（尤其是合同）类型的基本义务 

【讨论问题】 

何为“买卖合同”、“租赁合同”？ 

确立主给付义务的意义：（1）依主给付义务确立（合同之）债的类型，并将具体案件“涵摄”

到相关法律规范之下；（2）主给付义务的不履行，可导致合同解除权的产生（不履行从给付义务原

则上不引起解除权）；（3）就《合同法》第 66、67条所确立的双务合同的同时履行抗辩权与不安抗

辩权而言，构成抗辩权行使基础的应为所谓“对待给付”，而主给付义务当然构成对待给付（从给

付义务则未必）。   

【案例讨论】 

李杏英诉上海大润发超市存包损害赔偿案 

2．从给付义务   

自功能方面观察，从给付义务有辅助主给付义务的作用，从而确保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更大的满

足。  

从给付义务的发生原因：（1）法律规定，如承运人为旅客运送行李、受托人的报告义务； 

（2）基于当事人的约定，例如雇佣合同所附加的不得兼职的约定；（3）基于诚实信用原则。 

从给付义务不具独立的意义，仅具辅助主给付义务的功能，其存在目的不在于决定债的关系的

类型，而在于确保债权人利益能得到最大的满足。 

从给付义务可以独立以诉请求之。 

是否构成双务合同上的对待给付义务，应视对合同目的之达成是否必要而定。 

【案例讨论】 

张某诉某电气公司购销合同纠纷案【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深宝法

民二初字第 3068号】 

（三）原给付义务与次给付义务 

1.原给付义务：也称第一次义务，是指债的关系上原有的义务。 

2.次给付义务：也称第二次义务，是指原给付义务在履行过程中因发生特定事由演变而成的义

务：（1）因原给付义务的不履行而发生的损害赔偿义务，例如，出卖人人因过失导致买卖标的物毁

损，而对买受人负金钱赔偿义务；（2）因当事人行使合同解除权所发生的回复原状义务。 

三、附随义务（保护性义务） 

《合同法》第 60条第 2款：“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

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关于此类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的性质，学理上通常将其界定为“附随义务” 、“保护性义

务” 

附随义务是债务人于给付义务（包括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付义务）之外所承受的行为义务。 

附随义务并非给付义务，故债权人往往无法要求债务人履行附随义务，更谈不上就附随义务独

立诉请履行 （与从给付义务的区别）。 

附随义务的不履行，应可归入债务不履行的范畴，从而适用债务不履行的法律后果。  

四、先合同义务与后合同义务 

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保护义务并不局限于合同成立且待履行这一时段。 

（一）先合同义务 

为缔结合同之目的，当事人可能发生接触、准备或进行具体磋商。在合同成立之前，此类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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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并非不具有法律意义。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在缔约阶段上，当事人就应对缔约对方的人身及财

产尽特别的注意，从而履行说明、告知、保密及保护等具体义务。 

先合同义务的确立，旨在确保进行缔约接触的当事人不遭受不公正的损失。对这一义务的违反，

将导致一项法定的损害赔偿之债即缔约过失责任的发生。  

规范基础：《合同法》第 42条、43条。 

（二）后合同义务 

合同之债，因清偿、抵销等原因而发生消灭，同时债权人的给付利益也得到了实现。但是，给

付的效果要得以维持，时常需要使当事人继续负有一定的作为及不作为义务。例如，合同关系终了

后，对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所知晓的商业秘密，当事人仍负有保密的义务  

后合同义务也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发展出来的法定义务。《合同法》第 92条：“合同的权利义

务终止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  

对于后合同义务，债权人也可以请求履行，如住院病人在治愈出院后可请求医院出具医疗证明。

债务人违反后合同义务的，应视同为对合同义务的不履行，从而应依违约责任的有关规定负其责任。 

五、不真正义务 

对于不真正义务，相对人不能要求履行，而且该义务的违反也不产生损害赔偿问题。 

与给付义务、附随义务当然系债务人之义务不同，负担不真正义务者恰恰是债之关系的权利人，

即债权人。  

不真正义务的效力具体表现在：对该义务的违反，将导致负担该义务者的权利减损或丧失。例

如，《合同法》第 119条：“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

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又如，买受人的检验与通知“义务”（《合

同法》158条）。   

第三节    债务不履行及其效力 

一、概说 

债务不履行：债务人未依债务的内容给付以满足债权的状态。 

不履行债务与违约责任。我国迄今未有完整的债法总则设计，欠缺一般意义上“债务不履行”

或“给付障碍”的概念，仅对契约之债设有“违约责任”。 

有类型化之必要。 

二、给付不能 

（一）概念  

实际给付的内容不可能得到履行：债务人纵然想提供却不能提供给付；债务人即使经努力，仍

然不能依债之本旨履行义务之状态。  

我国《合同法》未对给付不能做出详细规定，但第 110条有所涉及。 

（二）给付不能的类型 

1.事实不能与法律不能 

2.自始不能与嗣后不能 

3.客观不能与主观不能  

4.全部不能与部分不能  

（三）给付不能的效力 

给付不能构成履行障碍，该履行障碍并不一定使债因此而消灭（原给付义务确定消灭），而可

能只是将其带入一个新阶段（次给付义务）。 

不可归责于债务人时，免除债务人的给付义务，同时不发生损害赔偿替代给付问题。 

可归责于债务人时：（1）给付为全部不能，债务人负损害赔偿之责（履行利益）；（2）部分不

能的，履行剩余部分，对不能部分负损害赔偿之责；但如果部分履行对债权人无利益的，债权人可

以拒绝部分履行而请求全部不履行之损害赔偿。 

三、给付迟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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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义 

对履行期已满而能给付的债务，由于可归责于债务人的事由未为给付所发生的迟延。  

（二）给付迟延的构成  

1.因在规定的给付时间内（至迟给付日）未为给付所致的迟延。  

2.经催告仍不为给付而所致的迟延。  

3.因拒绝给付所致的迟延。 

（三）效力 

1.债权人可诉请强制执行。 

2.在诉请强制执行之后，仍得就迟延请求损害赔偿（例如利息损失、窝工损失等）。 

3.迟延后的履行对债权人无利益的（例如季节性产品的买卖），得拒绝受领履行，请求替代给

付的损害赔偿。 

4.迟延后，即使对于不可抗力所致的履行不能，债务人亦应负责。 

5.在合同之债，给付迟延系法定合同解除权的发生原因。 

四、不完全给付 

（一）意义 

债务人未完全按给付的内容所为的给付。 

有给付行为，但不完全 

（二）类型 

1.瑕疵给付：债权人未获满足（不充分状态） 

2.加害给付：导致债权人固有利益（人身、财产）受损 

（三）效力 

1.不完全给付可补正的，债务人有补正的义务，因此而造成给付迟延的，负迟延之责；补正对

于债权人无利益的，债权人得拒绝受领，而为损害赔偿的请求 

2.不可补正的，债务人负赔偿责任。 

第四章    债的担保与保全 

第一节    债的担保 

一、概述 

本节仅涉及人的担保方式，包括保证与定金。 

规范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1995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0年）。 

【讨论问题】 

“合同担保”，还是“债的担保”？ 

参考《担保法》第 2条及《担保法解释》第 1条。 

二、保证 

（一）保证的意义 

指由保证人向债权人承诺，当主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由其代负履行责任或承担连带责任的人

的担保方式。  

保证是人的担保方式；保证是第三人担保；保证债务具有从属性，并以主债务的不履行为发生

条件。 

（二）保证的设立 

1.保证人 

《担保法》第 7条规定的积极要件无意义。消极要件须满足。 

2.保证合同的订立 

须以书面合同缔结保证合同（注意《担保法解释》第 22条）。 

（三）保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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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范围由当事人约定。 

当事人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应推定保证范围及于全部债务，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担保法》第 21条）。  

（四）保证类型 

《民法通则》未明确区分保证合同的类型，所有保证均为所谓“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法》区

分了“一般保证”与“连带责任保证” 

1.一般保证 

也称“补充保证 ”，是指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的保证方式 

《担保法》第 17条第 1款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

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一般保证。 

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

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保证人享有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权。 

2.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法》第 18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

为连带责任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

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人不享有先诉抗辩权 。 

3.保证类型的确定 

保证究为一般保证，抑或是连带责任保证，这一点关乎保证人是否享有先诉抗辩权，对保证人

和债权人的利益影响甚大，因此，首先应遵循契约自治的精神，由债权人和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对

保证的类型加以确定。 

如当事人对保证的类型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根据《担保法》第 19 条的规定，保证的类型为

连带责任保证。 

【案例讨论】 

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哈尔滨办事处与哈尔滨日用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借款保证合同纠纷

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民二终字第 214号】 

（五）共同保证与最高额保证 

1.共同保证 

《担保法》第 12条、《担保法解释》第 20条 

2.最高额保证 

（六）保证期间 

1.概念：是债权人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债务的有效期间。在约定或法定的保证期间内，如

果债权人不向保证人主张保证债权或依法采取相关法律行动，则保证人于保证期间届满时免除保证

责任。 

2.保证期间由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未约定或者虽然约定但早于或等于主债务履行期的

（等于无约定），则保证期间适用法定期间，即自债权清偿期届满之日起的 6个月内为保证期间。  

3．效力：（1）在一般保证中，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的，保证

期间届满，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担保法》第 25 条）；（2）在连带保证中，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

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届满，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担保法》第 26条）。 

（六）保证的效力 

1．在保证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效力 

（1）债权人要求保证人履行保证债务的请求权 ；（2）保证人可主张债务人的抗辩（ 《担保

法》第 20条第 1款规定：“一般保证和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享有债务人的抗辩权。债务人放弃对

债务的抗辩权的，保证人仍有权抗辩”。） 

2．在保证人和主债务人之间的效力 

保证人履行债务后，取得对主债务人的代位求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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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证的消灭 

1.主债务消灭 

2.主债务承担 

因免责的债务承担而发生主债务人更换的，如未征得保证人的同意，保证人原先承担的保证责

任消灭（《担保法》第 23条）。   

3.保证期间届满  

三、定金 

（一）定金的意义 

指合同当事人一方，为确保合同的履行之目的而预先向他方给付的金钱或其他替代物。 

（二）定金的成立 

1.须当事人之间达成定金的合意，订立定金合同。  

《担保法解释》第 118 条规定：“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

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定金应实际支付。 

《担保法》第 90条：“定金合同自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 ” 

3.主合同须有效。 

（三）定金的种类 

1.违约定金 

以定金作为不履行主合同义务的损害赔偿，即给付定金的一方如不履行债务时，接受定金的一

方得没收定金，而接受定金一方不履行时，须双倍返还其受领的定金。 

2.立约定金  

是为了确保在当事人间未来订立合同而交付的定金。立约定金，实际上是当事人在形成预约后，

就本约的订立而设的担保 

《担保法解释》第 115 条：“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给付定金的一方

拒绝订立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讨论问题】 

《担保法解释》第 115条规定了立约定金，这条规定在术语使用上有无问题？ 

3.成约定金 

以定金的交付作为主合同特别成立要件。  

《担保法解释》第 116 条：“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主合同成立或者生效要件的，给付定

金的一方未支付定金，但主合同已经履行或者已经履行主要部分的，不影响主合同的成立或者生

效”。  

4.解约定金  

以定金的丧失或双倍赔偿作为代价，使主合同当事人获得了自由解除合同的权利。 

《担保法解释》第 117 条规定：“定金交付后，交付定金的一方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以丧失定

金为代价而解除主合同，收受定金的一方可以双倍返还定金为代价而解除主合同。对解除主合同后

责任的处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    

（四）定金的效力 

1. 充抵价金和返还效力（主债务履行 ）  

2.定金罚则  

《担保法》第 89：“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

不履行约定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 

3.替代赔偿效力  

如果适用定金罚则能够填补债权人所受的损害，则债权人不得再另行主张损害赔偿。 

如果债权人的实际损失不能完全被定金罚则所填补，则债权人还可就差额另行向债务人主张赔

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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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债的保全 

一、概述  

保全，是债权人为了确保债权获得清偿而防止债务人责任财产减少的手段。 

根据债的相对性原理，债权人只能向债务人请求履行，债权的效力原则上不及于第三人。但是，

当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危及债权人利益时，法律允许债权人对债务人与第三人的关系进行一

定程度的干预，确保责任财产的完整，以排除对其债权的危害。因此，债的保全属于债的对外效力，

是债的相对性的例外  

二、债权人代位权 

（一）债权人代位权的意义 

指债权人为了保全其债权，以自己的名义，代债务人行使权利的权利。 

《合同法》第 73条：“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

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   

（二）代位权的性质 

1.代位权属于债权的对外效力 

债权效力“穿透”相对关系而及于第三人，属于债权的对外效力。  

2.代位权是债权人的固有权利  

3.代位权属于实体法上的权利  

（三）代位权的构成要件 

1.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有效  

2.债务人怠于行使债权 

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 13 条的规定，“怠于行使”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

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或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

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 

3.有保全债权的必要 

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的结果，有使债权人的债权发生不获清偿的可能 （合同法“对债权造成

损害的”）。 

4.债权已届履行期 

5.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四）代位权的行使 

1.权利行使的范围  

《合同法解释（一）》第 21 条：“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请求数额超过债务人

所负债务额或者超过次债务人对债务人所负债务额的，对超出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代位权行使方法 

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债权人以自己的名义，并须以诉讼的方式行使代位权。 

我国《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之所以将“代位权”规定为“代位之诉”，主要是因为它将代位

权行使的结果确立为次债务人对债权人的直接清偿，如此，为增强清偿的确定性，须依赖司法程序

的进行。   

3.次债务人的抗辩 

《合同法解释（一）》第 18 条规定：“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

权人主张”。  

如果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成立，则可以有效地阻却代位权的效力，法院应判决驳回原告的

诉讼请求。  

（五）代位权的效力 

我国《合同法》73条对代位权的效力未作出明确规定。《合同法解释（一）》弥补了这一缺陷，

但其对代位权效力的规定与大陆法系各国民法的规定有很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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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位诉讼成立的，法院判决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直接履行清偿义务。对此，（1）赞成者认为，

这一规则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有利于解决我国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三角债”问题，有助于解

决我国司法实践中执行难的问题。（2）反对者认为，这一规则将使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实际上获得

了“优先受偿权”。这样的效果设置固然可以节约诉讼环节和成本，但它有违债权平等的原则，可

能会损害未行使代位权的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合同法解释（一）》

第 20条）。     

三、债权人撤销权 

（一）撤销权意义 

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损害债权的行为，有请求法院撤销该行为的权利。  

（二）撤销权的性质 

1.形成权说 

2.请求权说 

3．折衷说 

我国学者多支持形成权说或折衷说  

（二）撤销权构成要件 

1．客观要件 

（1）债务人方面有减少责任财产的行为  

《合同法》将债务人减少责任财产的行为区分为无偿行为与有偿行为两种情形： 

（2）债务人的诈害行为损害债权 

债务人的诈害行为必须危及债权的实现，才有保全责任财产的必要  

（3）债务人的诈害行为必须发生在债权成立后  

2．主观要件 

我国《合同法》区分无偿行为与有偿行为而设有不同的主观要件. 

对于无偿行为，受让人（受益人）的主观因素无关紧要，其对于债务人的诈害行为是否知晓并

不影响债权人的撤销权。 

若债务人实施的是有偿行为，即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他人

财产，则依据《合同法》第 74 条的规定，债权人撤销权的构成尚需具备主观要件，即“受让人知

道”债务人之行为损害了债权人的债权。 

（三）撤销权的行使 

1.行使方式  

债权人之撤销权，仅在以诉的方式行使时，始能发生撤销的法律效果。  

2.行使对象  

行使对象，也即撤销之诉的被告。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 24条的规定，当债务人的行为

是双方行为时，应以债务人为被告，如法院认为有必要，可追加受益人或受让人为诉讼第三人 

3.行使期间    

债权人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 1年内行使撤销权；自债务人行为发生起 5年内不行使的，

撤销权消灭。  

（四）撤销权的效力 

1.对债务人的效力 

债务人的诈害行为被视为自始无效。  

2.对第三人的效力  

因作为财产取得依据的法律行为被撤销，第三人因债务人的行为所取得的财产，应返还于债务

人。  

3.对债权人的效力  

因撤销权之行使，债务人所实施的单方行为或双方行为无效，债务人（而非债权人）可以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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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占有人或受让人、受益人主张返还，从而使其责任财产恢复到正常状态。 

第五章    债的移转 

【讨论问题】 

银行借记卡（储蓄卡）、贷记卡（信用卡）的法律原理是什么？ 

第一节    概述 

一、债的移转的意义 

债的移转，指债的关系在保持同一性的情况下，而发生主体的变更 

 所谓债的同一性的保持，指债的效力依旧不变，包括原有的利益（如时效利益）、各种抗辩、

从属的权利等 

二、移转的原因与内容 

（一）发生原因  

1.基于法律行为的移转 

2.基于法律之规定的移转 

3.裁判上的移转 

（二）移转内容 

1.概括承受 

指债权和债务作为财产的整体而移转，如因继承或法人合并而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的移转。 

2.特定承受 

指特定债权或债务的单独移转，如后文所讨论的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  

第二节    债权让与 

一、债权让与的意义  

（一）债权让与的概念 

是指不改变债的内容，而原债权人（让与人）以合同将债权移转于新债权人（受让人）。 

（二）债权让与的性质 

1.债权让与为不要式合同  

2.债权让与为处分行为  

3.债权让与为无因行为 

【问题讨论】 

债权让与为无因行为，这一说法意味着什么？ 

二、债权的可让与性 

（一）债权让与自由原则 

对于债权人而言，债权是其所享有的一项财产。对该财产，债权人应可像对物权等其他财产那

样自由处分。  

（二）债权让与的限制 

《合同法》第 79条之规定。 

三、债权让与的效力 

（一）对内效力  

债权让与的效力，发生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为债权让与的对内效力。  

1.债权由让与人移转于受让人。让与合同一旦成立，债权随即移转。  

2.债权的从权利随同移转。  

3.证明文件的交付和必要情形的告知。 

（二）对外效力 

债权让与的对外效力，主要指对债务人的效力，这是由债之关系的相对性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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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债务人生效的要件：让与通知  

债权让与合同因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合意而发生债权移转的效果，无须征得债务人的同意。

但是，对此让与事实，债务人未必知晓。为了避免债务人错误清偿，法律设有保护债务人之规定 

《合同法》第 80条第 1款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

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问题讨论】 

《合同法》第 80条第 1款之规定有何意义？ 

2.对债务人效力的内容  

（1）债务人一经获得通知，债权让与即对其生效。 

（2）债务人一切得对抗原债权人的抗辩事由，均可对抗新债权人. 

《合同法》第 82 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

让人主张”。 

（3）债务人可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合同法》第 83 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时，债务人对让与人享有债权，并且债

务人的债权先于转让的债权到期或者同时到期的，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抵销”。  

第三节    债务承担 

一、债务承担的意义  

（一）债务承担的概念 

债务承担，是指不改变债务的同一性，而依合同将债务移转于他人承受  

债务承担可分为免责的债务承担和并存的债务承担。 

二、免责的债务承担 

（一）债务的可移转性 

（二）债务承担合同 

债务承担可由债权人、债务人和承担人三方达成合意，也可以以下方式缔结债务承担合同 

1.债权人与第三人订立债务承担合同 

此类合同虽然没有债务人的参与，但其效果却可免除债务人的债务，是使其纯粹获得利益的合

同。因此，此类合同应当有效，并可直接发生债务承担的效果。  

2.债务人与第三人订立债务承担合同 

债务承担系由新债务人代替旧债务人，新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和信用等因素会影响到债权人债权

的实现。债务承担关系债权甚切，实际上是对债权的处分，故必须由债权人的参与。 

未经债权人同意，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订立的债务承担合同尚不能发生效力，可将其视为效力

待定合同的一个类型。  

（三）效果 

1.对债务本体以及从权利、从义务的效力 

《合同法》第 86 条：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应当承担与主债务有关的从债务，但该从

债务专属于原债务人自身的除外 

2.对债权人的效力  

《合同法》第 85条：债务人转移义务的，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 

3.对原债务人的关系  

原债务人即从债之关系中摆脱出来，不再承担任何债务。  

第四节    债权债务的概括移转 

一、意义  

债权债务的概括移转，是指债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将其权利义务一并移转给第三人，而由该

第三人承担其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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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同承受 

（一）构成要件 

1.合同地位的可让与性 

2.让与合同  

（二）效果 

1.合同承受的，一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的债权债务全部移转给承受方。 

根据《合同法》第 89 条的规定，涉及合同权利转让的部分，适用有关债权让与的规定，涉及

合同义务转移的，则适用债务承担的有关规定。所以，有关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之法律效果的规定，

如从属权利和从属义务的随同移转等，也适用于合同承受  

2.发生合同承受的，一方当事人完全退出合同关系，承受方成为合同关系的当事人。由此，附

着于债之关系的形成权，如解除权、撤销权等，也移转于承受人。  

三、法定的概括移转 

（一）法人的合并和分立 

《合同法》第 90条：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合并的，由合并后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合同权利，

履行合同义务。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分立的，除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由分立的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对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  

（二）其他的法定概括移转 

法定概括移转，除发生在法人合并或分立之情形外，还典型地由法定继承引起。债之关系一方

当事人死亡的，其在该债之关系中所享有的债权及所承担的义务一并移转于其法定继承人。不过，

《继承法》第 33条确立了限定继承的规则，继承人对于超出遗产实际价值的债务不负清偿之责。 

《合同法》第 229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据

此，租赁物的受让人在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后，仍须承受原来的租赁合同关系。该承受是基于法律规

定，属于债权债务的法定移转。   

第六章    债的消灭 

第一节   清偿 

一、意义 

清偿，指产生消灭债权效果的给付。 

债务人依债之本旨履行债务（适时、适所、完全并以恰当的方式）。 

二、清偿人与清偿受领人 

（一）清偿人 

1.债务人 

2.债务人的代理人 

3.第三人 

（二）清偿受领人 

1.债权人  

2.债权人的代理人  

3.受领证书持有人等  

三、清偿客体 

（一）部分清偿 

《合同法》第 72 条：债权人可以拒绝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但部分履行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

除外。债务人部分履行债务给债权人增加的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二）代物清偿 

以他种给付代替原定给付的清偿。代物清偿欲达清偿之效果，须债权人同意。   

代物清偿与清偿具有同样的效力。 

四、清偿地、清偿期、清偿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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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第 62条。 

（一）清偿地 

（二）清偿期 

（三）清偿费用 

五、清偿的抵充 

《合同法解释（二）》第 20条：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

的全部债务，应当优先抵充已到期的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优先抵充对债权人缺乏担保或者担

保数额最少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负担相同的，按照债务到期

的先后顺序抵充；到期时间相同的，按比例抵充。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对清偿的债务或者清偿抵

充顺序有约定的除外。 

六、清偿的效力 

1.债之关系的消灭 

2.受领证书（收据）给予请求权 

3．债权证书返还请求权 

第二节   提存 

一、意义 

提存是债务人将难以清偿的标的物交提存部门保存以消灭债的行为。——代替清偿 

提存的必要性：债权人受领迟延等并不使债务人免除给付义务，为避免债务人长期受债务困扰，

而设此项制度。 

二、提存的原因 

债务人提出清偿，但由于债权人方面的原因不能实现清偿的目的，具体包括：债权人无正当理

由拒绝受领；受领人不明（如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 ）；债权

人下落不明。 

三、提存的主体和客体 

（一）主体 

提存人（债务人或其代理人） 

提存机关（多为法院，我国目前仅有公证提存）。 

（二）客体 

动产，金钱及其他适于保管的物 

不适于提存或费用过高的，债务人变卖后将价款提存 

四、提存的效力 

（一）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 

1.债的关系消灭。 

2.提存物的风险移转至债权人（孳息也归债权人享有）。  

3.债务人的通知义务。 

（二）债权人与提存机关之间 

债权人有请求交付提存物的权利。 

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提存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提存物扣除提存费用后归国家

所有（《合同法》104条第 2款）。  

第三节   抵销 

一、意义 

抵销是当事人就互负种类相同的给付，按对等数额使其相互消灭的意思表示。 

涉及两个债的关系全部消灭或部分消灭。 

有对价，实际效果同清偿，构成债的消灭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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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抵销的类型 

（一）法律上的抵销和合意抵销 

1.法律上的抵销（单独抵销） 

符合法律规定时，产生抵销权；抵销为单方行为，抵销权为形成权，抵销以向对方为意思表示

（通知）的方式实现。 

2.合意抵销：当事人经由合意而产生的抵销 

（二） 民法上的抵销和破产法上的抵销 

破产法上的抵销条件更宽松，如未到期的债权亦可作为主动债权 

三、抵销的要件 

1.双方债权的存在        

债权在对待的当事人之间存在（互负债务） 

2.均届清偿期 

3.同种类给付（通常为金钱之债） 

【问题讨论】 

债权诉讼时效届满的，权利人可否抵销的问题。 

四、抵销的效力 

双方债权（对等数额）的消灭。 

第四节   免除 

一、意义 

免除，债权人以债之消灭为目的而抛弃债权的意思表示。 

二、免除的性质 

1.契约说：德国民法典  “债权人依契约免除……”。  

2.单独行为说：日本民法、台湾地区民法。 

单独行为说较为合理。为尊重债务人之人格，可设类似如下之规定：债务人表示不欲享受免除

之利益者，视为自始未有免除之表示。 

第五节   混同 

一、意义 

债权债务归于一人的法律事实。 

两个利益主体的存在是债的关系存在的前提。 

二、混同的原因 

继承 

法人合并 

债权转让、债务承担 

三、混同的效力 

1.通常情况下，导致债的消灭。 

2.在法律另有规定或债权属于他人权利标的时，债权不消灭。前者如，未到期票据，鼓励债权
的流通性。后者如，债权为他人质权标的。 
作业 
1．“债”的法律内涵是什么？为什么民法需要使用这样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 

2．一物两卖，前后两个合同都可以有效，其道理何在？ 

3．债的发生原因是否限于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缔约过失这几种？ 

4．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如何安排债法体系？ 

5．为什么要使用“给付义务群”的观念描述债务的构成？ 

6．从给付义务与附随义务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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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为什么需要使用“不真正义务”这一概念来描述债权人的受领义务等义务？ 

8．选择之债具有何种功能？ 

9．民法为什么需要对多数人之债问题单独作出规范？ 

10．在连带债务中，何为“对债务人之一所生事项的效力”问题？民法为什么需要就此问题做

出相关规范？ 

11．保证如何发挥强化债权实现的功能？  

12．先诉抗辩权如何能够保护保证人的利益？ 

13．法律为什么要通过规定债权人撤销权来保全债权？ 

14．为什么债权让与无须征得债务人的同意？  

15．法律规定，债权让与自通知债务人时起对债务人生效，这一规定的立法目的何在？ 

16．债务承担为什么需要征得债权人的同意？ 

17．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的无因性指的是什么？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充分理解债法总则设置的必要性，并能够认识到债法总论应包括的

内容。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理解债的基本概念以及债权的基本特征和属性，并对债法的特征有清

晰的认识。学生应从分类或标的方面认识债的各种类型以及多数人之债的基本规则。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重点掌握债之关系的效力，包括债权的效力、债务的效力以及债务

不履行的效力。学生尤其应该认识到债务构成的复杂性（给付义务群），并掌握其具体意义。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能对有助于债权的实现的担保与保全制度有完整的认识，并掌握其规

则。学生应能够从债权的财产权属性出发，认识到债的可移转性，并掌握债权让与和债务承担的基

本规则。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意识到债权具有“因消灭而实现”的特点，并能够熟练掌握清偿、

提存、抵销、免除和混同的基本规则。 

知识单元 12：合同总论 

学习内容： 

第七章    合同概述 

第一节    合同的概念 

一、立法定义 

《民法通则》第 85条 

《合同法》第 2条：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

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二、学理定义 

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狭义的合同仅指产生债权债务关系的债权合同；广义的合同还包括产生

其他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双方法律行为。 

【讨论问题】 

“合同”是否专属于债法的范畴？ 

第二节    合同法的性质与理念 

一、合同的性质 

既属法律事实（法律行为），又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 

合同不仅约束双方当事人（当事人间的行为规范），而且也应约束法官（裁判规范）。 

二、合同法规范的性质 

【讨论问题】 

既然“契约自由”，为什么又需要合同法？其基本功能为何？立法的准据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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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法，而非强行法。 

规范的任意性，其根源在于对“契约自由”理念的尊重；该理念越是薄弱，合同法中的强行性

要素就越多。 

合同立法的准据：正常的交易当事人最可能约定的交易条件。 

三、合同法的理念 

（一）契约自由 

契约自由的哲学、伦理学乃至经济学的解释。 

契约自由的具体体现。 

（二）契约正义 

契约自由本身不包括对契约结果的衡量，原则上不讨论结果的公正性问题。因此，契约内容应

得到尊重，不能任意调整。 

然而，该规则具有若干前提（假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当事人拥有相同的经济地位和信

息资源，拥有同等的交易经验，从而能够做出真正符合自己利益的契约安排。然而，这种理想主义

的假设并不符合生活事实：契约当事人的经济地位往往有很大的不同——“强制的自由”（强者假

契约自由之名限制弱者的自由缔约权）——契约自由的滥用。  

契约正义的观念要求对契约法的规则进行调整，如：强制缔约义务；定型化合同的调整；劳动

者、消费者的倾向性保护等。 

契约法在一定程度上应起到扶贫济困的功能，但是这不可能成为契约法的主要使命，该功能应

由税法等来加以实现。 

契约法仍仅应在例外条件下考虑结果公平的问题。如果契约法以公平正义之名任意更改当事人

的意思，那么当事人对于将来契约的履行将无法预见，法律的安定性，交易的安全将受严重破坏。 

第三节    合同的分类 

一、有名合同（典型合同）与无名合同（非典型合同） 

分类标准：有无专门的法律规范——法律是否对某种合同类型作出规定。 

1.有名合同：法律规定其内容并赋予一定名称的合同。 

2. 无名合同：法律未规定其内容与名称的合同。 

区分的意义：合同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其内容由当事人自行确定（合同自由），但当事

人未必事无巨细均加以明确约定。在当事人对一些事项未作出约定时，有名合同可直接适用法律的

任意性规定（范式）——主要的问题是从个案法律事实中识别契约的类型（主给付义务）；无名合

同的法律适用问题相当复杂（适用民法总则、债法总则、合同总则，并参照最相类似的典型合同）。 

二、诺成合同、要物合同 

分类标准：合同在合意外，是否尚须标的物的交付而成立。 

1．诺成合同：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即可成立的合同。诺成性是合同的一般属性。  

2．除意思表示外，还需要标的物的交付方可成立的合同。 

【讨论问题】 

要物合同在民法上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三、单务合同、双务合同 

分类标准：当事人双方是否负互义务。 

1.单务合同：仅有一方当事人负有义务，他方不负义务的合同，如赠与合同，借用合同，无偿

的保管合同。 

2.双务合同：双方互负债务的合同   买卖、租赁、承揽等   债务的对待性——两个债的关系

具有法律上的关联 

区分意义：双务合同具有特殊效力（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合同解除权通常发生在双

务合同之中）。 

四、有偿合同、无偿合同 



1128 

分类标准：当事人取得合同权利是否须支付代价，或负担义务是否受有代价。 

1.无偿合同：当事人一方只为给付（负担义务）而无报偿的合同  如赠与、借用合同。 

2。。有偿合同：当事人各因给付而取得报偿的合同，如买卖、租赁、承揽； 

区分意义：当事人所负注意义务不同，进而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时的归责性以及债不履行的后

果产生影响 

法律对无偿合同的债务人宽大处理（任意撤销、要物性设计、责任减轻） 

五、要式合同与不要式合同 

分类标准：合同是否需要具备特定形式。 

形式自由系合同自由的一个方面，所以合同以不要式为原则。证据方面的考虑不应使合同必须

具有特定形式。 

要式：书面、公证等形式。其目的在于促请当事人认清有关行为经济意义或固有的风险，敦促

他们认真考虑并尽量表达得准确。如赠与合同通常需要以公证的方式设立。 

区分意义：要式合同不具备法律要求的特定形式的，无效（德国民法典 125条）或不成立。 

形式瑕疵的补正。《合同法》第 36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

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 

六、一时性合同与继续性合同 

分类标准：时间因素对确定给付的内容和范围是否发生影响 

1．一时性合同：一次给付便使合同内容得以实现的合同。 

2.继续性合同：债务须经持续的给付才能履行完毕的合同。 

区分意义：一时性合同适用解除，具有溯及力；继续性合同适用终止，对未来发生效力，不具

有溯及力。  

七、束己合同与涉他合同 

分类标准：合同的效力是否涉及第三人。 

1.合同原则上仅能约束参与缔约的当事人（法谚云：不得为他人缔约），故合同原则上均为束

己合同。 

2.涉他合同包括“由第三人给付的合同”（第三人负担合同）和“向第三人给付的合同”（利他

合同）。 

《合同法》第 64、65条。 

八、预约与本约 

分类标准：两个合同相互间是否具有手段和目的的关系。 

1.预约：约定将来订立一定合同的合同。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2条：当事人签订认购书、订购书、预订书、意向书、备忘录等预约

合同，约定在将来一定期限内订立买卖合同，一方不履行订立买卖合同的义务，对方请求其承担预

约合同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预约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本约：履行该预约而成立的合同 

九、确定合同与射倖合同 

分类标准：给付的内容和范围在合同成立时是否确定。 

射幸合同：以未来不确定事件（偶然机会）而决定是否给付的合同。 

类型：保险合同、搏彩合同等。 

第八章    合同的订立 

第一节    概述 

一、合同的成立要件 

合同属于法律行为，所以首先需要具有法律行为的一般成立要件：当事人、标的与意思表示。 

二、 合意 

合同因当事人互相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但合意如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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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错综复杂的缔约磋商进行分解，建立一个模型：要约（提出缔约建议）——承诺（无条件的

同意）。 

第二节    要约 

一、要约的概念 

要约，是指一方当事人向对方提出合同条件，希望对方接受，以便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二、要约的构成要件 

1．要约必须是希望订立合同的人向相对人发出的意思表示。 

2．要约必须以订立合同为目的。 

3．要约的内容应当具体、确定。 

4．要约应当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三、要约邀请 

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 

寄送的价目表、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 

四、要约的法律效力 

要约的法律效力，是指要约的生效以及要约对于要约人和受要约人所产生的效力。 

1．要约生效的时间。 

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 

2．要约对要约人的拘束力。 

3．要约对受要约人的拘束力。 

4．要约的存续期限。 

五、要约的撤回与撤销 

1．要约的撤回。 

要约可以撤回。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 

2．要约的撤销。 

要约可以撤销。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要约人。但是，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1）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2）

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准备工作。 

六、要约的失效 

1．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 

2．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 

3．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作出承诺。 

4．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 

第三节    承诺 

一、承诺的概念 

承诺，是受要约人向要约人作出的同意接受要约的意思表示。 

二、承诺的构成要件 

1．承诺必须由受要约人向要约人作出。 

2．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 

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 

3．承诺应当在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 

4．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三、承诺的撤回 

承诺可以撤回。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要约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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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诺的生效 

1．承诺生效的时间。 

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

为时生效。 

2．承诺生效的效果。 

五、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 

1．合同成立的时间。 

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 

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

认书时合同成立。 

2．合同成立的地点。 

承诺生效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

常居住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第四节    订立合同的特殊方式 

一、招标投标方式 

二、拍卖方式 

三、交错要约 

交错要约，是指当事人一方向对方发出要约，对方也向其发出同一内容的要约，且双方均不知

对方已向自己发出要约的现象。 

四、意思实现 

意思实现，是指依习惯、事件性质或要约人为要约时的预先声明，承诺无须通知，在相当时期

内有可认为承诺的事实时，合同即告成立的现象。 

五、强制缔约 

第五节    悬赏广告 

一、概念 

以广告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予报酬的，为悬赏广告 

悬赏广告有广泛的用途如征集奥运会会徽，悬赏捉拿犯罪嫌疑人，悬赏寻找失物或走失之人，

软件开发者悬赏发现漏洞等。 

悬赏广告与委托合同的区别。 

二、悬赏广告的性质 

1.契约说 

2.单方行为说 

单独行为说似较为合理 

三、效力——报酬给付请求权 

以在设定期限内完成一定行为作为请求报酬的前提。 

数人先后完成该行为的，由最先完成该行为之人，取得报酬请求权。 

优等悬赏广告：对于完成指定行为的数人，仅对被评定为优等者给付报酬的悬赏广告。 

第六节    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制 

【讨论问题】 

某洗衣店在店内张贴告示，称“送洗衣物如有灭失，赔偿价格不得超过洗衣价格的 10倍”，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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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示效力如何？ 

一、意义 

格式条款：也称格式合同、定型化条款、一般交易条件等，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

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无论是被纳入到书面合同文件中，还是构成一个单独的部分，只要不存在个别协商的可能，即

可视为格式条款。 

最典型的格式合同为发生在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消费合同。 

二、对格式条款的法律控制 

（一）立法、司法、行政的多重控制手段 

（二）《合同法》的规范 

1．将格式条款纳入合同的前提——使用者的揭示义务。  

格式条款使用者应以显著方式提请对方当事人注意格式条款。 

使用人未尽此揭示义务的，相对人可以申请撤销该格式条款。  

2．格式条款的解释 

《合同法》第 41条：有疑义时，作不利于格式条款使用人的解释（强行规范）。 

3．内容的控制 

格式条款的无效（合同法第 40条） 

格式条款使用人违反诚信原则，造成对相对方的明显不公平——不恰当的免责、排除对方主要

权利、加重对方责任等。 

无效的效果：原则上，仅使该格式条款发生无效，不影响整个合同的效力（部分无效不影响整

体的有效）；对于无效条款所涉及的问题，适用法律的任意性规范（视为未约定）。 

第七节    缔约过失责任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概念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缔约人故意或过失地违反先合同义务，致使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

时，依法应向对方承担的赔偿其损失的责任。 

二、缔约过失责任的构成要件 

1．缔约人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 

2．对方当事人遭受损失。 

3．缔约人一方违反先合同义务与对方当事人遭受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4．违反先合同义务的一方有过错。 

三、缔约过失责任的类型 

《合同法》第 42条、第 43条 

四、缔约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计算 

信赖利益的赔偿。 

第八节    合同的解释 

一、合同的解释概述 

合同的解释，是指由受理合同纠纷的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为合理确定合同的内容，依法对合同

及相关资料的含义所作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分析和说明。 

合同解释无所不在。 

二、合同解释的规则 

（一）文义解释 

1.主观解释 

2.客观解释 

（二）整体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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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同的各个条款相互解释，以确定各个条款在整个合同中所应具有的真正意思。 

（三）目的解释 

如果合同内容的解释存在歧义时，应选择最合乎合同目的的解释。 

（四）交易惯例的解释 

交易惯例：存在于交易中的行为习惯或语言习俗。 

交易参与人通常都了解和实行这些习惯或习俗。 

（五）诚信解释 

诚信是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 

合同条款有歧义时，应作符合诚信原则的解释。 

第九章    合同之债的特殊效力 

一、概述 

合同作为债的发生原因。 

债法总则“债的效力”乃以合同之债为原型而设计，因此前述关于“债权效力”、“债务效力”、

“债务不履行之效力”均适用于合同之债。 

本章阐明合同所具有的特殊的债的效力：合同的解除；双务合同之履行抗辩权。 

二、合同的解除 

（一）合同解除的类型 

1.双方合意解除 

《合同法》第 93条：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合意解除本身是一个新的合同，其效力如何由解除合同确定。 

2.单方解除 

通过单方面行使合同解除权，使合同之效力溯及地发生消灭的意思表示。 

合同必须严守：若无法律上或合同上的解除权，不得单方废止合同。 

（二）解除权的发生原因 

1.依当事人之约定——约定解除权 

《合同法》第 93条 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

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 

与附解除条件合同的区别：合同并不因该条件成就自动失去效力；而是产生当事人的解除权。 

2. 法定解除权（《合同法》第 94条） 

（三）解除权的行使 

1.行使的方法 

向对方当事人以意思表示为之，属于有相对人的单方意思表示。 

《合同法》96 条：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

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

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解释二》第 34 条：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

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

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行使期间 

《合同法》第 95 条：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

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

使的，该权利消灭。 

（四）解除合同的效力 

《合同法》第 97 条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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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 

1.原给付义务消灭：双方均消灭。 

2.回复原状：向对方返还给付利益。 

3.损害赔偿：包括所受损害与所失利益（如系因对方根本违约而产生合同解除权，赔偿应相当

于违约损害赔偿） 

三、双务合同的特殊效力 

（一）同时履行抗辩权  

合同法第 66 条：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

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 

1.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双务合同的当事人之一方于他方当事人未为对待给付前，得拒绝自己给

付的权利。无任何情事而强使当事人一方先为给付，有失公平——先给付一方将承担对方不为对待

给付的风险。 

2.性质：一时性（阻碍性）的抗辩权 

3.成立要件：双方因同一合同互负债务——对待给付；行使抗辩权之人无先行给付义务；相对

人未为给付 

4.同时履行抗辩权行使的效力：一时地阻止请求权的效力；抗辩权只有经抗辩权人行使才发生

阻却请求权的效力，若在相对人提出给付请求时，债务人未援引该抗辩，而为给付，则事后不得主

张给付的返还。 

（二）不安抗辩权 

《合同法》第 68、69条 

1.不安抗辩权指双务合同中有先为给付义务的当事人一方，因对方当事人的财产显著减少或经

营状况恶化而难为对待给付，在对方未为对待给付或未提供担保前，有拒绝自己给付的抗辩权。如

果不赋予此项抗辩权，将使负有先给付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不能得到对待给付的特别风险（超出了当

事人能够预测的范围）。 

2.不安抗辩权的成立要件 

（1）援引该抗辩权之当事人有先行给付的义务——否则可援引同时履行抗辩权。 

（2）对方当事人（后给付方）存在难为对待给付的情形——合同法 68条列举四种具体情形。 

3.效力 

（1）享有此项抗辩权之人，在相对人未为对待给付或提出担保前，得拒绝自己的给付。 

（2）该项抗辩权因对方的给付或担保的提出而消灭。 

（3）对于相对人难为给付的主张，主张抗辩权之人应负举证责任。 

（4）我国合同法进一步规定了行使抗辩权之人的合同解除权。 

【讨论问题】 

《合同法》第 67条规定的“顺序履行抗辩权”是否有必要？ 

第十章    违约责任 

第一节    违约责任概述 

一、违约责任的概念 

违约责任，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法定或约定的条件

时，依法应向对方承担的民事责任。 

二、违约行为的形态 

1．不能履行 

2．拒绝履行 

3．迟延履行 

4．不完全履行 

三、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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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过错责任原则 

2．严格责任原则 

【讨论问题】 

我国《合同法》到底确立了何种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 

四、免责事由 

（一）免责条件 

免责条件，是指法律明文规定的当事人对其不履行合同不必承担违约责任的条件。 

1.一般法定免责条件：不可抗力。 

2．特别法定免责条件。 

（二）免责条款 

免责条款，是当事人事先以协议免除或限制其将来可能产生的责任的合同条款。 

免责条款的解释。 

免责条款的无效。 

第二节  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 

一、强制履行 

（一）强制履行的概念 

强制履行，是指债务人违约后，如债务履行仍有可能时，债权人可请求法院强制债务人继续履

行合同债务。 

（二）强制履行的构成要件。 

1．一方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债务。 

2．守约方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 

3．违约方能够继续履行。 

4．强制履行不违背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的性质。 

（三）强制履行与其他违约救济方式的关系 

1．强制履行与赔偿损失。 

2．强制履行与违约金。 

3．强制履行与合同解除。 

二、赔偿损失 

1．完全赔偿原则 

2．合理预见规则 

3．与有过失规则 

4．减轻损失规则 

5．损益相抵规则 

三、支付违约金 

（一）违约金的概念 

违约金，是指当事人依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在一方违约时应向对方支付的一定数额的金钱或

其他代替物。 

（二）违约金数额的增减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

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三）违约金与其他违约救济方式的关系 

1．违约金与赔偿损失。 

2.违约金与定金。 

3.违约金与合同解除。 

第三节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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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责任竞合概述 

1．法律规范竞合 

法律规范竞合，是指同一事实符合数个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致使这些法律规范都可适用。 

2．民事责任聚合 

民事责任聚合，是指受害人就同一事实可请求行为人承担多种民事责任形式。 

3．民事责任竞合 

民事责任竞合，是指同一违法行为虽然符合多种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可成立多种民事责任，

但受害人只能择一请求。 

二、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区别 

1．归责原则不尽相同。 

2．构成要件不尽相同。 

3．举证内容不尽相同。 

4．赔偿范围不尽相同。 

5．诉讼时效不尽相同。 

6．责任方式不尽相同。 

7．免责事由不尽相同。 

8．诉讼管辖不同。 

三、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处理 

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合同法》要

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作业 
1．如何理解“合同”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 

2．试述单务合同与双务合同、有偿合同与无偿合同的区分标准及其意义。 

3．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两种理念之间有何关系？ 

4．如何区别要约与要约邀请？ 

5．要约的撤销与撤回有何区别？我国《合同法》对于要约的撤销是如何规定的？ 

6．有效的承诺应具备哪些条件？ 

7．我国《合同法》对格式条款有何限制？为何要设立这些限制？ 

8.悬赏广告属于单方允诺，还是契约？这一问题本身有何意义？ 

9．何谓“缔约过失责任”？ 

10.试述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条件及其功能。 

11．试述不安抗辩权的适用条件及其效力。 

12.解除权应如何行使？ 

13．我国《合同法》规定了哪些类型的违约行为？ 

14．试述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主要区别。 

15．试述我国《合同法》关于赔偿损失责任的规定。 

16．试述赔偿损失与违约金之间的关系。 

17．试述赔偿损失与强制履行之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首先深入理解“合同”这一概念，并准确理解“契约自由”与“契约

正义”的合同法理念。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结合《合同法》第二章的内容，详细掌握合同订立的相关规则，并

掌握缔约过失责任、格式合同规制的相关规范和理论。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能够在债法总则有关债的效力的基础上，理解合同之债做具有的特殊

效力，即双务合同履行抗辩权的效力与合同解除效力。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意识到违约责任在合同法中的核心地位，并结合《合同法》的具体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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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掌握有关违约样态、违约责任承担方式等规则。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具备以合同法一般理论和规则分析合同纠纷案件的基本能力。 

知识单元 13：合同分论 

学习内容： 

第十一章    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 

第一节    买卖合同 

一、买卖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 

买卖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合同。 

二、出卖人的义务 

1．交付标的物。 

2．移转标的物所有权。 

3．瑕疵担保责任。 

（1）权利瑕疵担保责任。 

（2）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4．交付有关单证资料。 

三、买受人的义务 

1．支付价款。 

2．检验及通知义务。 

四、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 

1．风险原则上随标的物的交付而转移给买受人承担。 

2．在途货物的风险自合同成立时转移给买受人承担。 

3．标的物因交付给第一承运人而移转。 

4．买受人迟延受领时风险的移转。 

5．因标的物质量不合要求导致买受人解除合同时，风险归出卖人承担。 

6．买受人承担风险的，不影响其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的权利。 

五、特种买卖合同 
1．保留所有权的买卖合同。 

2．样品买卖合同。 

3．试用买卖合同。 

第二节    赠与合同 

一、赠与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赠与合同，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赠与合同为诺成、单务、无偿、不要式合同。 

二、赠与人的义务 

1．交付赠与物并移转相应的权利。 

2．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赠与财产毁损、灭失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瑕疵担保责任。《合同法》第 191条。 

三、赠与人对赠与的任意撤销权 

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

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除外。 

【讨论问题】 

为什么在赠与合同中会出现所谓“任意撤销权”？ 

四、赠与人或其继承人、法定代理人对赠与的法定撤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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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 

2．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的法定撤销权。 

五、赠与人不再履行赠与义务的例外情形 

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 

第三节    借款合同  

一、借款合同的概念 

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约定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 

二、自然人之间的借款 

1.实践性合同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  

2.不要式合同 

3.关于利息 

未约定利息的，视为无息；约定利息的，不得为“高利贷”（高于法定基准利率 4倍）。 

三、非自然人之间的借款 

主要指至少一方为金融机构的借款。 

要式合同：需具备书面形式 

诺成合同：订立时成立，贷款人有义务依约定向借款人提供贷款。 

存在利率管制。 

第十一章    转移财产使用权的合同 

第一节    租赁合同 

一、租赁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租赁合同是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租赁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合同。 

二、出租人的义务 

1．交付租赁物，保持租赁物的适用性。 

2．维修租赁物。 

3．瑕疵担保责任。 

（1）权利瑕疵担保责任。 

（2）物的瑕疵担保责任。 

三、承租人的义务 

1．按期支付租金。 

2．按照约定的方法和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 

3．妥善保管租赁物。 

4．租赁期间届满后返还租赁物。 

四、租赁期间租赁物的转让 

1．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 

2．买卖不破租赁 

【讨论问题】 

《合同法》第 229条规定的实际效力和意义何在？ 

五、转租的效力 

《合同法》第 224条 

第二节    融资租赁合同 

一、融资租赁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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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

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融资租赁合同为诺成、要式、有偿合同。 

二、出租人的权利义务 

1．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 

2．原则上不对租赁物的适用性负责。 

3．不承担租赁物侵害第三人权利的侵权责任。 

4．保证承租人对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 

5．不得擅自变更买卖合同中与承租人有关的内容。 

三、承租人的权利义务 

1．出卖人应向承租人交付标的物，承租人享有与受领标的物有关的买受人的权利。 

2．承租人根据约定可以向出卖人行使索赔的权利。 

3．出租人依法解除合同并收回租赁物的时，承租人对超额价值享有返还请求权。 

4．依约支付租金的义务。 

5．妥善保管、使用租赁物，并负有维修义务。 

第十二章    完成工作成果的合同 

第一节    承揽合同 

一、承揽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 

承揽合同是诺成、双务、有偿、不要式合同。 

二、承揽人的义务 

1．原则上应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完成主要工作。 

2．向定作人交付工作成果，并提交必要的技术资料和有关质量证明。 

3．对定作人提供的材料进行检验的义务。 

4．发现定作人提供的材料不符合约定、定作人提供的图纸或者技术要求不合理时，负有通知

义务。 

5．保管定作人提供的材料和完成的工作成果的义务。 

6．接受定作人的检验、监督。 

7．保密义务。 

8．共同承揽人对定作人承担连带责任。 

三、定作人的义务 

1．支付报酬。 

2．协助义务。 

3．中途变更承揽要求时的损害赔偿责任。 

4．随时解除承揽合同时的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节    建设工程合同 

一、建设工程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建设工程合同是承包人进行工程建设，发包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包括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合

同。 

建设工程合同是诺成、双务、有偿、要式合同。 

建设工程合同是特殊类型的承揽合同。 

二、承包人的权利义务 

1．接受发包人检查的义务。 

2．在隐蔽工程隐蔽以前通知发包人检查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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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建设工程价款，就建设工程享有优先受偿权。 

三、发包人的权利义务 

1．及时验收的义务。 

2．依约支付价款并接收建设工程的义务。 

3．因承包人的原因致使建设工程在合理使用期限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的，发包人享有要求

承包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权利。 

第十三章    提供劳务的合同 

第一节    运输合同 

一、运输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地点运输到约定地点，旅客、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

付票款或者运输费用的合同。 

运输合同通常是双务、有偿、诺成合同。 

二、运输合同的类型 

1．旅客运输合同和货物运输合同。 

2．单一运输合同和联合运输合同。 

3．同一方式联运合同和多式联运合同。 

三、承运人的义务 

1．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 

2．按照约定的运输路线安全运输的义务。 

3．客运合同中承运人的义务。 

（1）告知有关运输的重要事项的义务。 

（2）依约运输旅客的义务。 

（3）尽力救助患有急病、分娩、遇险旅客的义务。 

（4）对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5）对旅客自带物品的毁损灭失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4．货运合同中承运人的义务。 

（1）及时通知收货人提货的义务。 

（2）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承受货物因不可抗力灭失时的运费风险。 

四、托运人的权利义务 

1．托运人享有任意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 

2．如实申报与运输货物有关的事项的义务。 

3．妥善包装货物的义务。 

第二节    保管合同 

一、保管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 

保管合同是实践、无偿、不要式合同。 

二、保管人的义务 

1．给付保管凭证。 

2．妥善保管义务。 

3．亲自保管义务。 

4．不得使用或许可第三人使用保管物。 

5．第三人对保管物主张权利时的及时通知义务。 

6．返还保管物及其孳息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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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寄存人的义务 

1．依约支付保管费及其他费用。 

2．保管物有瑕疵或者保管物需要采取特殊保管措施时，保管人负有告知义务。 

3．寄存货币、有价证券或者其他贵重物品时，应向保管人声明。 

第三节    仓储合同 

一、仓储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仓储合同，是保管人储存存货人交付的仓储物，存货人支付仓储费的合同。 

仓储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不要式合同。 

二、保管人的义务 

1．验收仓储物。 

2．向存货人给付仓单。 

3．妥善保管义务。 

4．入库仓储物变质或损坏时的及时通知义务。 

5．根据存货人或者仓单持有人的要求，同意其检查仓储物或者提取样品的义务。 

6．保管不善时的损害赔偿责任。 

三、存货人的义务 

1．支付仓储费。 

2．储存危险物品或易变质物品时的说明义务。 

2．及时提取仓储物的义务。 

第四节    委托合同 

一、委托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委托合同是无偿、诺成、不要式合同。 

二、受托人的义务 

1．按照委托人的指示，亲自处理委托事务。 

2．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及委托事务的结果。 

3．财产转交义务。 

4．因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时的赔偿义务。 

三、委托人的义务 

1．支付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 

2．有偿委托中支付报酬的义务。 

3．赔偿受托人的损失。 

四、间接代理 

1．委托人的自动介入。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

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

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 

2．委托人的介入权。 

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时，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

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对委托人不履行义务时，受托人应当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

行使受托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第三人与受托人订立合同时如果知道该委托人就不会订立合同的除

外。 

3．第三人的选择权。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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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 

五、委托合同终止的特殊事由 

1．委托人和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 

2．委托人或受托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破产。 

第五节    行纪合同 

一、行纪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行纪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不要式合同。 

二、行纪人的义务 

1．负担行纪费用。 

2．妥善保管委托物。 

3．合理处分有瑕疵或者容易腐烂、变质的委托物。 

4．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事务。 

三、行纪人的介入权 

行纪人卖出或者买入具有市场定价的商品，除委托人有相反的意思表示外，行纪人自己可以作

为买受人或者出卖人。于此情形，行纪人仍然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报酬。 

四、委托人的义务 

1．支付报酬。 

2．及时受领或取回委托物。 

第六节    居间合同 

一、居间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

报酬的合同。 

居间合同是有偿、诺成、不要式合同。 

二、居间人的义务 

1．向委托人如实报告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 

2．促成合同成立的，由居间人负担居间活动的费用。 

三、委托人的义务 

1．支付报酬。 

2．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委托人有义务支付居间人从事居间活动支出的必要费用。 

第十四章    技术合同 

第一节  技术开发合同 

一、技术开发合同的概念和性质 

技术开发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就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所

订立的合同。技术开发合同包括委托开发合同和合作开发合同。 

技术开发合同是双务、有偿、诺成、要式合同。 

二、委托开发合同 

1．委托人的义务。 

2．开发人的义务。 

3．成果归属 

三、合作开发合同 

1．当事人的义务 

2．成果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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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技术转让合同 

一、技术转让合同概述 

技术转让合同包括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技术秘密转让、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技术转让合同是有偿、双务、诺成、要式合同。 

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 

1．让与人的义务 

2．受让人的义务 

三、技术秘密转让合同 

1．让与人的义务 

2．受让人的义务 

第三节    技术咨询合同 

一、技术咨询合同概述 

技术咨询合同包括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析评价报告

等合同。 

二、委托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阐明咨询的问题，提供技术背景材料及有关技术资料、数据。 

2．接受受托人的工作成果，支付报酬。 

三、受托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的期限完成咨询报告或者解答问题。 

2．提出的咨询报告应当达到约定的要求。 

第四节    技术服务合同 

一、技术服务合同概述 

技术服务合同是指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另一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不包括建

设工程合同和承揽合同。 

二、委托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提供工作条件，完成配合事项。 

2．接受工作成果并支付报酬。 

三、受托人的义务 

1．按照约定完成服务项目，解决技术问题，保证工作质量。 

2．传授解决技术问题的知识。 

四、新技术成果的归属 
作业 
1．试述买卖合同中出卖人和买受人的义务。 

2．我国《合同法》对买卖合同中标的物意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负担是如何规定的？ 

3．赠与合同中的赠与人负有哪些义务？ 

4．赠与人对赠与的法定撤销权与任意撤销权有何区别？ 

5．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有哪些权利义务？ 

6．试述租赁合同与融资租赁合同的区别。 

7．承揽合同中的承揽人负有哪些义务？ 

8．试析建设工程合同中承包人的优先受偿权的性质及其行使条件。 

9．旅客运输合同中的承运人负有那些义务？ 

10．试述保管合同与仓储合同之间的区别。 

11．试述我国《合同法》关于间接代理制度的规定。 

12．试述委托合同与行纪合同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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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重点掌握买卖合同、赠与合同、租赁合同、承揽合同、委托合同、行

纪合同等几种合同类型，并熟悉和了解《合同法》分则部分的其他合同类型。由于教学时数的限制，

课堂教学也应以讲授前述重点合同类型，尤其是买卖合同、赠与合同、租赁合同等几种类型为主，

其他合同类型从略。 

知识单元 14：法定之债 

学习内容： 

第十五章    侵权行为之债 

第一节    概述 

一、侵权行为的概念及特征 

（一）侵权行为的概念 

行为人基于过错（或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不问有无过错），不法侵害他人民事权益，依法应当

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 

（二）侵权行为的特征 

侵权行为是一种损害他人民事权益的行为。 

侵权行为主要是行为人基于过错而实施的行为。 

侵权行为是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行为。 

（三）侵权行为与相关行为的区别 

1．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 

2．侵权行为与犯罪行为； 

3．侵权行为与无因管理； 

    4。侵权行为与不当得利； 

二、 侵权行为的类型 

（一）以归责原则为分类标准 

1．一般侵权行为 

2．特殊侵权行为 

（二）以行为人与责任人是否同一为分类标准 

1．自己行为责任 

2．替代责任或转承责任 

（三）以违反义务的方式为分类标准 

1．作为方式的侵权行为 

2．不作为方式的侵权行为 

（四）以侵权行为人数目为分类标准 

1．单独侵权责任 

2．数人侵权责任 

三、侵权责任法的功能 

侵权法不仅是“权利救济”之法，也是保障“行为自由”之法。 

四、 我国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权益范围 

（一）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2条规定的解读 

（二）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合法利益 

（三）对权利与利益的区别保护 

五、侵权责任法的一般条款 

（一）一般条款的定义 

1．一般条款的概念 

2．一般条款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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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的模式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2条与第 6条之相互关系分析。 

第二节    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一、 归责原则概述 

（一）归责原则的含义及功能 

1．归责原则的概念（归责的含义、归责与责任） 

2．归责原则的功能 

（二）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归责原则体系 

1．多元归责体系 

2．各归责原则的地位 

二、 过错责任原则 

（一）过错责任原则的含义 

过错责任原则的概念 

（二）过错责任原则的理论基础及其功能 

1．理论基础（或理论依据） 

2．过错责任原则的功能； 

（三）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 

1．过错责任原则与一般条款的适用范围 

2．过错责任原则的举证责任 

（四）过错推定责任 

1．过错推定的含义 

2．过错推定的适用范围 

3．过错推定的适用方法 

4．过错推定与过错责任原则的关系 

三、无过错责任原则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含义 

1．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概念 

2．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特点 

（二）无过错责任的归责依据与功能 

1．归责依据；（行为或物的危险性） 

2．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功能（分配正义、合理分配风险、预防损害发生） 

（三）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 

四、公平责任 

（一）公平责任的含义 

（二）公平责任在归责原则体系中的地位 

（三）公平责任的适用 

第三节     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一、 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概述 

（一）构成要件的含义 

（二）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的体系 

1．“三要件说”与“四要件说”的分野； 

2．我国司法实践的立场； 

3．侵权责任构成要件与归责原则的关系； 

二、 违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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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为违法性概述 

（二）违法性的判断标准 

三、 损害事实 

（一）损害的含义 

损害的概念 

（二）损害的类型 

1．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 

2．现实财产的减少与可得利益的丧失； 

3．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 

4．本人损害与反射性损害； 

（三）损害的证明与推定 

1．损害的证明 

2．损害的推定 

（四）关于纯粹经济损失 

四、 因果关系 

（一）因果关系概述 

 (二)侵权法上的几种主要的因果关系理论及其分析 

1．必然因果关系 

2．必要条件理论 

3．相当因果关系 

4．法规目的说 

 (三)因果关系的证明与推定 

 (四)对我国侵权法上因果关系规则的认识 

1．区分事实上因果关系与法律上因果关系； 

2．我国侵权法上判断法律上原因的基本规则； 

3．多因现象下侵权责任的承担； 

五、 过错 

（一）过错的概念 

（二）过错的形式 

1．过错形式的划分标准及其意义 

2．故意 

3．过失 

（三）过错的判断标准 

1．主观过错标准； 

2．客观过错标准； 

（四）过失判断客观标准的多元化及相关因素 

1．过失判断的一般标准：理性人标准 

2．过失判断的特殊标准：法定标准 

3．判断过失时应予考虑的主观因素； 

4．过失判断标准的适用方法； 

第四节    共同侵权行为 

一、共同加害行为 

（一）共同加害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1.共同加害行为的概念 

2.共同加害行为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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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同加害行为的构成要件 

1．加害主体的复数性 

2．主观过错的共同性或各加害行为原因力的足够性 

3．损害结果的同一性 

二、 教唆人和帮助人的侵权责任 

（一）教唆人的侵权责任 

（二）帮助人的侵权责任 

三、共同危险行为 

（一）共同危险行为的概念与特征 

1．共同危险行为的概念 

2．共同危险行为的特征 

（二）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件 

1．数人均实施了具有危险性的行为 

2．数人行为在客观上具有共同危险性 

3．不能确定实施加害人 

（三）共同危险行为人的责任承担 

1．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法理依据 

2．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对内、对外责任的具体规则 

四、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责任 

（一）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概念及特征 

1．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概念； 

2．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的特征； 

（二）聚合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 

1．聚合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的概念 

2．聚合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的特征 

3．聚合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的责任承担 

（三）多因一果的数人侵权 

1．多因一果数人侵权的概念 

2．多因一果数人侵权的特征 

3．多因一果数人侵权责任承担 

第五节    免除责任和减轻责任的事由 

一、概述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抗辩事由较少，如自甘冒险、受害人同意以及意外事件等都没有规

定。在类型上看，抗辩事由主要有两类：违法阻却和因果关系欠缺。 

二、违法阻却 

违法阻却本质上是对侵害行为违法性要件的抗辩，也就是对侵害行为正当性的证明。《侵权责

任法》明确规定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行为，没有规定自助行为，而对于依法行为也是散见于其他

法律中的，如父母对子女的教育行为，正当的新闻报道行为等。 

（一）正当防卫 

（二）紧急避险 

（三）自助行为 

（四）适法的无因管理 

（五）正当行使公、私权利 

（六）受害人允诺 

三、因果关系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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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害人原因 

在受害人故意或在法律有明确规定情况下的重大过失都是免除行为人责任的抗辩事由；对于造

成的损害，受害人有过失的情况下，可以减轻加害人的责任。受害人过失也称“与有过失”，在损

害赔偿法中被称为“过失相抵”，另外，这里要注意解释“与有过失”与“比较过失”。 

（二）第三人原因 

损害是第三人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要注意第三人独立承担责任的情形和他人承担补充

责任的情形。 

（三）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能

力和控制能力不是同步的，所以，不可抗力的本质不在于“不能预见”，而在于“不能避免和克服”。 

第六节   不作为方式的侵权责任 

一、概述 

不作为方式的侵权责任是行为人违反作为义务而致他人合法权益损害所应承担的责任。该类侵

权责任因与行为自由关系紧密。 

我国《侵权责任法》主要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和

教育机构不作为导致学生人身损害的侵权责任三类。 

【讨论问题】 

不作为何以构成侵权？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概念 

网络技术提供者、内容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而应承担的侵权责任。网络服务

提供者的侵权责任属于一般侵权责任，其责任基础在于行为人主观上存在过错。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类型 

1．积极作为的侵权 

2．拒绝“取下”的侵权 

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权利人发出的侵权通知后，应当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或者断开链接等措

施，阻止他人访问侵权信息的规则。拒绝“取下”造成的损害，网络服务提供者应承担不作为侵权

责任。 

我国《侵权责任法》中“知道”的含义及判断标准。 

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 

（一）安全保障义务的含义 

安全保障义务，是指特定场所的管理人或活动的组织者对于进入该场所获参与该活动的人所负

有的合理注意和保护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在性质上属于什么义务，理论界有不同观点。 

（二）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发展 

1．大陆法国家的违约责任向侵权责任的演变 

2．英美法中的邻居规则（Neighbor Principle）和“注意义务” 

（三）我国法中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 

1．归责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2．责任主体与赔偿权利主体的确定 

3．“补充责任”的属性 

四、教育机构对学生人身损害的侵权责任  

（一）概念 

教育机构在教学活动或其管理的设施中未尽教育管理职责，致使学生遭受损害或学生致他人损

害时，所承担的与其过错相应的侵权责任。 

（二）归责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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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行为能力学生受到损害时适用过错推定 

2．限制行为能力学生受到损害时适用过错责任 

3．在校人员对学生的人身伤害，教育机构承担的补充责任。 

第七节   替代责任 

一、替代责任概述 

替代责任，是指在法律明确规定情况下，对他人的不法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的侵权责任。 

为防止“株连”，替代责任的范围须有一定的限制，一般责任人与致害人之间具有隶属、雇佣

或监护等特定的关系。 

二、监护人责任 

（一）监护人责任概述 

指被监护人致他人损害，而由其监护人承担相应法律后果的侵权责任。 

（二）监护人责任的归责原则 

（三）监护人责任的构成要件 

1．被监护人的行为构成侵权 

2．监护人无免责事由 

3．被监护人无足够的财产 

三、用人单位责任 

（一）用人单位责任的概念 

用人单位的责任，指用人单位工作人员因工作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对受害人承担的侵

权责任，也称雇主责任。 

对用人单位要做广义理解，包括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以及个体经济组

织。对于临时帮工造成的损害则适用最高人们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适用

侵权责任法第 35条规定。 

（二）用人单位责任的归责原则 

我国《侵权责任法》采用的是无过错责任 

（三）用人单位责任的构成要件 

1．须为用人单位工作人员 

2．须为执行用人单位工作任务 

（四）劳务派遣中产生的侵权责任 

1．用工单位承担的责任 

2．劳务派遣单位的补充责任 

第八节   产品责任 

一、产品责任概述 

（一）产品责任概念 

产品责任，是指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等所应承担的侵权责任。 

（二）产品的含义 

所谓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物品。产品的范围正在逐渐扩大，为保护农民的

利益，传统理论将初级农产品排除在产品之外，但现代社会取消了这种优惠。从我国侵权法的规定

看，血液也属于产品。 

（三）产品责任的归责标准 

1．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无过错责任 

2．产品的运输者、仓储者承担过错责任 

二、产品责任的构成 

（一）产品存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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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对于产品的安全保障有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不合理危险”应以社会一般人通常的预见能力为判断标准。 

（二）缺陷产品造成受害人人身或财产损害 

该损害应是产品之外的损害，单纯的缺陷产品损害，应依据合同法规定，要求承担违约责任。 

（三）受害人的损害与产品的缺陷有因果关系 

三、产品责任的责任主体 

（一）生产者的责任 

（二）销售者的责任 

（三）运输者、仓储者的责任 

四、产品责任的抗辩事由 

（一）未将产品投入流通 

（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 

（三）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尚不能发现缺陷存在 

第九节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概述 

（一）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概念 

机动车交通事故，指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当事人的过错或者意外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

件。 

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 

《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的原则：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适用过错责任；机动车与非机

动车、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适用过错推定责任。 

强制保险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有重大影响。 

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构成 

（一）须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二）交通事故须造成损害结果 

（三）事故与受害人因接触机动车所致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 

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主体 

（一）责任主体确认的标准 

机动车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作为判断责任主体的标准。 

（二）我国责任主体的确定 

1．一般情况下机动车所有人为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人。 

2．在保留所有权的分期付款买卖情况下，责任人应为买受方。 

3．在出租、出借情况下的责任主体一般是承租人和借用人，在所有人有过错时，应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4．在实际车辆所有人与名义所有人不同时的责任主体是车辆的实际所有人。 

5．被盗窃或被抢的车辆造成他人损害时的责任主体是盗窃人、抢劫人或抢夺人。 

6．转让拼装车或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时，责任人是转让人和受

让人。 

第十节 医疗损害责任 

一、医疗损害责任概述 

（一）医疗损害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医疗损害责任是指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因过失、或依无过错责任造成患者人身及

其他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 

（二）医疗损害责任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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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实施了医疗行为； 

2．患者遭受非正常损失； 

3．医疗机构存在过错； 

4．医疗机构的过错行为与患者之间遭受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 

（三）医疗损害的归责原则 

医疗损害在我国一般采取的是过错归责原则。 

二、医疗损害的具体类型 

（一）诊疗行为损害责任 

（二）违反医疗伦理损害责任 

（三）医疗产品损害责任 

三、医疗损害责任的减免规则 

（一）医疗损害责任的减免责事由 

受害人的过错；医疗机构在紧急情况下已尽了合理诊疗义务；限于当时医疗水平难以诊疗。 

（二）医疗损害责任减免规则的适用 

第十一节   环境污染责任 

一、环境污染责任概述 

（一）概念 

环境污染责任是指实施污染环境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二）归责原则 

环境污染采取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 

二、 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存在环境污染行为 

（二）发生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事实 

（三）污染环境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三、 环境污染责任的减免责事由及诉讼时效 

（一）环境污染而减免责事由 

环境污染的减免责事由包括：不可抗力；受害人过错；第三人过错；其他免责事由。 

（二）诉讼时效 

法律对环境污染侵权中诉讼时效有特殊规定，《环境保护法》第 42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

偿提起诉讼的时效期间为 3年。 

第十二节    高度危险责任 

一、高度危险责任概述 

高度危险责任是指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

有高度危险的作业对他人造成损害的民事责任。 

二、  高度危险责任构成要件 

（一）责任人从事高度危险作业 

（二）造成他人损害结果发生 

（三）危险作业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三、  高度危险责任的特殊类型及减免责事由 

（一）民用核设施致害责任 

（二）民用航空器致害责任 

（三）高度危险物致害责任 

（四）高度危险活动致害责任 

四、  高度危险责任的限额赔偿 



1151 

（一）限额赔偿理论介绍 

（二）限额赔偿的法律规则适用 

第十三节   饲养动物致害责任 

一、概述 

（一）饲养动物的含义 

（二）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概念 

饲养动物致害责任是指饲养的或者豢养的动物致人损害，该动物的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

民事责任。 

（三）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归责原则 

无过错责任 

二、 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一般规则 

（一）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构成要件 

1．须为饲养的动物 

2．须为动物本身特性造成的损害 

（二）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承担主体 

动物的饲养人；管理人； 

（三）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的减免责事由 

1．被侵权人故意或重大过失 

2．第三人过错 

三、饲养动物致害责任特殊类型 

（一）未对饲养动物采取安全措施致害责任 

（二）禁止饲养的危险动物致害责任 

（三）动物园的动物致害责任 

（四）遗弃或逃逸动物致害责任 

（五）因第三人过错导致动物致害责任 

第十四节   物件损害责任 

一、物件损害责任概述 

（一）概念 

物件损害责任是指管领物件的人未尽注意义务，致使物件造成他人的损害。 

物件主要包括：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也延伸至堆放物、在公共

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物等。 

（二）物件致害责任的构成要件 

1．存在物脱落或坠落的事实； 

2．有损害的发生； 

3．物坠落或脱落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4．物件的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 

（三）物件致害责任的归责原则 

 过错推定原则。 

二、 物件损害责任的具体类型 

（一）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致害责任 

（二）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致害责任 

（三）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物品致害责任 

（四）堆放物倒塌致害责任 

（五）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致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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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林木折断致害责任 

（七）地面、地下施工致害责任 

第十六章    不当得利之债与无因管理之债 

第一节    不当得利之债 

一、概说 

（一）功能 

因他人受损而使自己受益，乃常有之事。一些财产上的变动应予认可（如基于有效的赠与引起

的财产变动），而一些财产变动不应认可而应还原（无法律上原因，如错债清偿、添附引起的所有

权取得）。 

不当得利制度的功能就在于就此不应保留的利得，给与受损害之他方债法上的请求权。 

（二）不当得利请求权与侵权请求权 

侵权请求权在于填补受害人因他人的不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不当得利制度与利得人行为的可

责性、违法性无关，仅以无法律上的原因获得利益作为判断标准。 

（三）不当得利制度之体系 

具体个案模式：罗马法规定若干不当得利性质的诉权； 

概括式：无法律上原因。过于概括，有类型化、具体化之必要：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

当得利 

二、不当得利的一般构成要件 

1. 取得财产上之利益    

积极增加与消极增加（如债务消灭） 

2. 致他人受损失 

3. 受损与得利有因果关系 

4. 无法律上原因 

民法通则所谓“没有合法根据” 

三、不当得利的类型 

“无法律上原因”不易把握，因此有类型化的必要。 

（一）给付型不当得利 

1．无法律上原因，因他人的给付而有所取得者，应负返还的义务。     

给付原因：履行法定义务或因法律行为所生的义务       

给付有法律上原因的，给付受领人有权保有给付利益 （存在有效之债的关系） 

2．特点：他人所取得并因此应归还的，系有请求权者所作的给付（给付有意增加他人的财产） 

3．无法律上原因：欠缺有效的债的发生原因（不存在、未成立、无效、被撤销） 

4．给付型不当得利的排除 

（1）履行道德义务之给付  

（2）明知无债务而为给付（视为赠与） 

（3）清偿期前之给付——期限利益视为自愿抛弃 

（4）基于不法原因的给付 

（二）非给付的不当得利 

1．因给付以外的事由（行为、自然事实等）而发生的不当得利     

2．有进一步类型化的必要，如 

（1）因自然原因引起的不当得利 

（2）侵害他人权益之不当得利     

强占车位且拒付停车费 

与侵权行为的区别：构成要件上不以行为人之行为有过失及违法性为要件；在不当得利，行为

人直接受有利益，而侵权人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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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效力 

成立不当得利之债（以利益返还为标的） 

（一）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客体 

得利：权利的取得、负担的免除、费用的减免等。 

1．原物及孳息的返还     

所谓原物返还请求权并非物上请求权（所有权已在先前发生移转，从而构成利得，此请求权行

使的目的在于使所有权回转）。 

2．偿还价额      

所获利益的客观价值（在原物返还不可能时） 

 所获利益为金钱的，直接返还金钱。 

（二）返还范围 

1．善意受领人（不知无法律上原因者）仅负现有利益返还之责；利益不存在的，免负返还之

责。 

2．恶意受领人（知道无法律上原因仍然受领者）负加重责任，即返还所有利益及其孳息，包

括返还前使用的利益。 

第二节  无因管理之债 

一、概说 

管理人未受委托，并无义务，而为他人管理事务。如受委托，则以委任合同调整当事人间之关

系。 

制度价值：旨在保障协助他人者之利益，同时又要保护每个人就自身事务不受不请自来的干预。 

类型：适法的无因管理、不适法的无因管理。 

二、适法的无因管理 

（一）构成要件 

1．须系管理事务 

管理事务：任何事实上或法律上的作为。 

只需要有管理行为，不要求特定效果，如在火灾中救人或抢救他人财物未果，受伤。 

2．须为“他人”事务 

管理他人事务，并且知道系他人事务。如有为自己管理的意思，则可能构成“不真正无因管理”。 

3． 管理人在法律上没有管理的义务 

未受委托，且没有法定义务 

4．须依本人（被管理人）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作为 

“可推知的意思”：本人之真实意思无法判明时，依客观标准判断。 

（二）法律效果 

1．系违法阻却事由——排除本人之侵权行为请求权。 

2．管理人的义务：（1）依本人之意思，必要时以有利于本人之方式进行管理；（2）通知义务。

开始管理时，如能通知，应立即通知本人；（3）管理人的其他义务，准用有关委托合同的规定：报

告、金钱物品及孳息交付。 

3．本人的义务：（1）费用的偿还；（2）债务的清偿；（3）赔偿发生的损害。 

三、不适法的无因管理 

【讨论问题】 

甲出国，委托乙看管其高档装修之房屋，并特别嘱咐妥善看管；乙感到房屋空置甚为可惜，遂

为甲之利益将房屋出租于丙。房屋因丙之使用，发生损害。乙的行为是否构成无因管理？其法律效

果如何？ 

（一）构成要件 

管理事务违反本人明示的或可推知的意思，或违反本人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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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可认定本人根本不愿他人管理事务，或对管理人的管理方式及范围，根本不同意。 

（二）法律效果 

1. 管理人的责任 

管理行为无违法性阻却，其与本人的关系，原则上适用侵权行为法。 

2. 本人的权利、义务 

（1）如管理活动对本人无收益，则对于管理人的费用，本人无偿还的义务； 

（2）对于管理人因管理所得的利益，仍可要求享有；在所得利益的范围内，本人对管理人承

担费用返还等义务。 

四、关于“不真正无因管理” 

［例］甲出国 1年，委托乙照看自己的房屋；乙为自己获取租金，将房屋出租于丙，并获得了

2万元租金。问：甲能否要求乙支付 2万元，甲以何为依据提出此项请求？ 

为“自己利益”而管理他人事务 

为特别保护被管理人的利益，准用无因管理之规范。 
作业 
1．简述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的区别 

2．简述侵权行为法的功能 

3．如何理解我国侵权责任法上的一般条款？ 

4．归责原则的功能是什么？ 

5．简述过错推定的适用范围与适用方法 

6．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在侵权法上具有什么意义？ 

7．违法性的判断标准如何掌握？ 

8．如何理解行为共同性的判断标准？ 

9．教唆人、帮助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具体规则？ 

10．共同危险行为的责任构成要件及免责事由？ 

11．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条件？ 

12．简述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认定标准 

13．如何理解安全保障义务违反者的“补充责任”含义？ 

14．简述替代责任的理论基础 

15．简述不作为侵权的理论基础与基本类型 

16．简述产品责任的构成要件。 

17．简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 

18．为什么高度危险责任可以采取限额赔偿？ 

19．物件致害责任采取怎样的归责原则？ 

20．你对《侵权责任法》第 87条的规则有何看法？ 

21.为什么要区分给付型不当得利与非给付型不当得利？ 

22.无因管理的制度价值是什么？ 

23.为什么需要区分适法的无因管理与不适法的无因管理？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首先应了解法定之债的内容构成，知晓侵权行为、无因管理与不当得

利均为典型的法定之债。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能理解和领会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功能，并结合我国《侵权责任法》的

规定，掌握有关归责原则、构成要件、免责事由、多数人侵权、替代责任和不作为侵权责任等侵权

法的一般问题，并熟悉各种特殊侵权行为的基本规范。 

通过本单元学习，学生应理解不当得利制度的基本功能，并能从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

当得利的区分中认识“无法律上原因”，并进而对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有准确的认识。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应理解无因管理制度的基本功能，并能够区分适法无因管理与不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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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因管理，分别从构成和法律效果上掌握两类无因管理制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民事权利 5  

2 民事主体 5  

3 法律行为 6  

4 物权绪论+物权通论 5  

5 所有权+用益物权 6  

6 担保物权 6  

7 导论+债的类型+债的效力 6  

8 债的担保+债的保全+移转 6  

9 合同概述+合同的订立+合同之债特殊效力 5  

10 合同的解除+违约责任 5  

11 合同分论 5  

12 侵权行为 4  

四、说明  

1．本部分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宪法、法理学 

后续课程：相关实务类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各单元均为重点 

难点：法律行为单元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从民法的理论体系出发，围绕着民法的解释适用展开。倡导问题意识，依“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评价问题”的思路引导学生进行法律思维。注重理论联系实践，结合司法案例阐明法

律规范与理论。 

教学手段： 

1.讲授 

2.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5．作业要求 
每单元结束由任课老师根据本大纲中的“作业”和其他需要布置练习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自主编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由任课老师自行推荐参考资料 

执笔：刘智慧+刘家安 审稿：刘家安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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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实务 
Practice of Civil Law 

课程号：402010052 

编写说明 

本大纲主要是为了配合《民法实务》的教学而编写。大纲由刘家安教授主编，编写人员为刘智

慧和胡安潮。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为法学专业本科阶段的专业选修课，实行开卷考试。 

《民法实务》课程建立在学生已经学习和掌握了民法基础理论的基础上，是民法教学的继续和

深入，教学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分析、解决民法疑难问题的能力，具备“明白法理、熟悉法律、会

运用民法理论和法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素质。 

《民法实务》课程的教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宗旨和灵活的教学方法，注意发现学生理解分

析民法理论问题上的缺陷和不足，通过对案例的解析、讨论帮助学生解决过去学习民法理论上存在

的问题，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通过在课堂上对民法实际案例的讲解、分析、组织学生讨论，进行方法论方面的教授和训练，

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已学过的民法理论的理解，初步形成民法的思维方式，能够自觉、较好地运用

民法理论和民事法律分析、解决民事疑难问题，达到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要求学生做到： 

1．了解我国民法实务中对民法主要问题的认识，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重点在于将民法

理论的内容感性化，并提高在实际运用中理解和适用法律的能力。 

2．了解民法基础理论在民法实践中的作用；进一步加深对已学民法理论的认识，巩固以前的

的学习成果；通过对实践案例的分析，掌握体系化学习运用民法的能力。 

3．学会在实际运用中适用民事法律、熟悉民法实务。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分为民法基本理论教练、民法实务教练两部分。 

民法基本理论教练，围绕民法核心制度的基本原理，对运用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分析和解决疑

难问题的一般方法和具体方法，进行重点讲授、撰写学习体会、组织讨论、交流心得等教学和训练。 

民法实务部分注重运用民法理论和法律制度，进行实践方面的操作，就运用有关法律和法理解

决民事疑难问题，作比较系统的教授和训练，对具有典型性、现实性、特殊性、交叉性的高难度民

事法律问题，采取示范性教学和训练。 

知识单元 1：民法实务的基本理论 

参考学时： 
10课时 

学习内容： 
1．民事法律关系的一般方法论（2学时） 

掌握民事法律关系与其他法律关系在实务中的不同，能使学生分清案件中的不同法律关系之间

的边界划分。对法律关系分析认识的混乱是学生容易产生的错误的根源。因此教师应当通过教学是

学生具备分析该问题的能力。法律关系认识错误也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形成一些错案形成的主要原因

之一，对此应当有具体案例帮助学生认识理解该问题的重要性，应当详细讲解。 

2．民事法律法规的适用（2学时） 

学习民法应当注意法律的适用。围绕民法的法源有很多种，法律法规之间的冲突和价位关系是

需要学生了解和掌握的。实务中有许多案件的争议点是由此产生的。应当让学生在接触实际案件的

同时，形成正确的认识，这对于学生认识理解民事法律，提高他们依法分析和讨论案件，打下扎实

的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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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民法实务的方法论（2学时） 

在这部分的教学中主要由教师向学生介绍民法实务的学习方法和民法实务中的存在问题以及

帮助学生掌握用民法理论解析实例的思路及技巧。 

介绍一些法学分析方法，应当使学生真正认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教师应当以自己参与

立法或司法实践的切身体会使学生感受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和实践对理论的检验作用。 

4．民法实务中的证据问题（2学时） 

证据问题常常被学生简单的理解为程序问题。在讲授本内容时，应当让学生感受到证据问题并

非只在程序上存在，需要学生理解证据在实务中的实体法上的意义。 

5．民法总论中的其他问题在实务中的表现（4学时） 

这部分的教学教师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自行安排教学内容。 

学习目标： 
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向学生介绍有关民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突出这些问题的普

遍性。这部分的内容学习可以在本课程讲述的前段做专门的讲述，有些内容的讲述应当贯串于整个

课程中。目的是使学生掌握民法实务分析的基本方法，并能运用到实例分析中。实例分析是民法实

务课程的主要内容，教师应当在整个课程中，选取部分案例作实例分析，基本体系可以采用民法理

论的结构体系作相应的安排，也可以用一些综合性的案例来作讲授。讲授的重点应当是让学生对法

律关系的有正确的判断，每次案例教学应当讲明几个基本理论上的问题。在讲述中，应当教会学生

应对案例中的条件变化，切忌机械的教学方法。 

知识单元 2：课堂讨论 

参考学时： 
16课时 

学习内容： 
1．案例选取 

选取一定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讨论。案例应当反映这样几个特点： 

（1）案例的代表性。代表性主要是反映案例能够主要围绕民法分论中某一个类型的案件进行，

比如物权、债权、侵权等。 

（2）案例的综合性。综合性的特征是要改变一般民法学教学中案例教学的单一观点说明的特

点，而是要显出《民法实务》案例分析讨论的特点，即案例涉及诸多民法问题的复杂性特征（有些

可能涉及民法与其他法律的交叉）。 

（3）案例可讨论性。可讨论性主要是选取的案例不能是过于简单或答案简单。《民法实务》课

程的案例选取应当教会学生在讨论时的多角度思考的学习认识方法，其中应当有可以给予学生创

新、发挥想象的空间余地。 

2．讨论课的主持 

应当注意对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教育培养，使学生分清什么是法律问题，什么是法律以外的问题。 

3．学生讨论 

学生讨论案例经常容易发生的问题是，讨论的概念不一；观点缺少论据；逻辑向欠缺等。教师

应当注意这些问题，使讨论围绕中心问题，节约讨论时间，举一反三的帮助学生解决一些普遍存在

的问题。 

4．教师的评析 

（1）民法实务的解题思路及技巧 

向学生介绍实例分析的基本出发点，教会学生掌握解题思路。民法实务课程应当重视学生的解

题思路的指导，学生往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较窄的认识思路，因此，教师应当起到帮助扩展学生的

思路的作用。 

（2）教会学生正确理解民法实务与综合分析能力的关系。 

实务问题往往是综合性问题，学习民法实务可以检验学生综合知识水平和综合问题的分析能

力，因此，在学习中首先应当让学生看到自己在这方面的欠缺和不足，其次，应当教会学生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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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化的分析某个案件。 

民法实务课程是需要学生参与互动的课程，因此，课堂上应当尽可能的采用讨论的方式，讨论

可以使学生深入案件本身，也可以提高学生的参与兴趣，讨论后，教师应当作讲解，但不一定给出

完全的答案，以利于学生可以为此进一步思考。 

学习目标： 
1．学习讨论主要目的。检验学生学习民法理论后，对一些基本概念、法律关系、规制等方面

的知识掌握情况。 

2．针对民法分论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要求学生参与其中开展讨论，通过讨论提高学生在学习

民法过程中的灵活性、逻辑性、思辨能力的提高。 

原则上课堂讨论应当结合理论讲学，形式可以灵活，也可以穿插在讲学之中，或在整个学时的

阶段中分别进行。 

本部分的学习目的是通过实例分析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发现自己学习民法理论中还存在的问题

和缺陷，便于他们在以后的学习中进行有针对性问题的进一步学习，同时，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

理解，提高学生综合、全面理解问题的能力。 

对学生要求：要求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在讨论中可以采取多样灵活的讨论方式，使学生主观能

动性得以充分的发挥。 

知识单元 3：实践教学 

参考学时： 
6课时 

学习内容： 
（一）学习形式 

该教学内容的形式可以包括：组织学生搞模拟法庭、旁听法院的开庭、实践调查、辩论赛等。 

模拟法庭应当避免形式主义。教师对模拟法庭的组织应当重在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搞包

办。允许学生因承担模拟法庭的角色不同而有不同的辩论思路。 

旁听法院开庭、实践调查也可以作为教学的方法之一，但是教师应当作讲评核指导。 

辩论赛可以针对一些实践中的突出问题，组织学生参加辩论。 

实践教学部分的内容应当在课程中组织一次。开展前，教师应当作充分的准备。 

（二）模拟法庭的组织 

实施模拟法庭的目的在于使学生能系统运用、掌握民法学理论知识和技能，为其在今后社会实

践运用找到初步的感性认识，是进行本科的民法学实践性教学环节阶段的操作训练。 

模拟法庭应当选取一宗民事案件的审判进行模拟法庭的操作训练，也可以采取民商事仲裁案件

搞仲裁庭的模拟。但是，在课堂教学的条件下，采取模拟法庭比模拟仲裁庭更好一些。 

模拟法庭的材料，应当采用原始的案件材料为宜，因为，这样做可以给学生真实、客观的感觉。

同时也可以以将实践中一些客观存在的问题直接暴露给学生，更可以使学生接触真实、灵活思辨。 

教师应当在组织模拟法庭中给予具体指导，但是切忌包办、走过场等干涉性的教学。应当尽可

能的发挥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民法实务》课程的模拟法庭的内容，重点应当放在法庭事实调查过程中的举证责任和证据质

证和认定、法庭审理中辩论。 

模拟法庭的一般作为本课程结束前进行，在此之前可以进行证据交换等形式。组织模拟法庭，

教师应当要求学生完成与模拟法庭有关的相应法律文书的写作，这类写作可以作为课堂练习要求作

为每一位学生的作业布置。 

学习目标： 
该部分的内容教学主要目的是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参与对民法理论有实在的感性化认识，巩固学

生所学的民法理论知识，并学会灵活的运用。学习该部分的内容时，教室应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教室应当及时发现学生学习中暴露出的学习上的问题，及时予以解决。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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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知识单元 1：理论训练 10  

2 知识单元 2：分析解决典型、疑难案件方面的训练 12  

3 知识单元 3：学生写作和组织模拟法庭、观摩人民法院开庭或社会调研 10  

四、说明  

（一）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学原理（一）·总论》、《民法学原理（二）·债法》、《民法学原理（三）·物权

法》、《民法学原理（四）·亲属法与继承法》 

后续课程：无 

（二）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各单元均为重点 

难点： 

1．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2．对不同法律关系的认识 

3．对实务中，案件中变化的条件的分析、把握和应对 

（三）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教学条件 

教学管理方面应该提供一定的条件。 

（1）采用 20人至 30人小班教学，使用小教室，不宜大班教学。 

（2）学生分小组进行学习和训练，3 至 5 人为一小组。每小组由学生轮流担任小组长；班有

学习召集人，由同学轮流担当。 

（3）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4）向学生分发教学、训练活页资料。 

（5）教师的部分教案，适当印发给或者用网络方式发给学生。 

（6）设计适当次数的课堂训练和课外作业。既有学生个人单独训练项目，又有小组合作或者

自由组合训练项目。训练和作业计算平时成绩。 

（7）学校须提供模拟法庭场所和相关设施。 

（8）学生观摩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计算教学时间。 

2.教学进程 

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理论讲授、基本方法论的学习和训练阶段； 

二是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进行典型实际案例的分析、讨论和处理阶段； 

三是学生观摩社会实践和模拟实际进行操作训练阶段。 

3.教师的知识储备、能力结构和学生先修课程的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要求教师具备比较全面的民法理论和经验，具备民事诉讼法及其他部门法的相

关知识和经验，使得学生能够通过教师的教学理清不同法律关系之间的差别，在运用实体法的同时

了解一些程序法上的情况。还需要教师掌握国内外的最新理论和实务上的一些前沿问题的知识。 

《民法实务》课程的教学方法，主要采用课堂讲授、解决实务问题的方法，对典型民法实例进

行课堂讨论的方法，学生亲历实践（实践的方法可以采用模拟法庭、旁听法院的开庭、实践调查、

辩论赛等）的方法等，因此，要求教师须有一定的法律实务能力。 

学习本课程的学生，应当先修过实体法、程序法等课程，尤其是民法与民事诉讼法、刑法与刑

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等课程。 

（四）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五）作业要求 
每单元学习过程中由任课老师根据需要布置练习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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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由任课老师提供学习资料或者提供检索资料方法。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由任课老师自行推荐参考资料 

执笔：刘智慧+胡安潮  审稿：刘家安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民法学研讨课 
Seminar on Civil Law 

课程号：402010062 

编写说明 

本大纲主要是为了配合《民法学研讨课》的教学而编写。大纲由刘智慧教授主编，编写人员为

刘家安、刘智慧和陈汉。 

一、课程教学目标 

《民法学研讨课》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是专门为法学本科生开设的一门通过对前沿理论

和实务问题的研讨而综合运用民法基础知识、训练法律思维、提高法律理论研究和实务能力的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在对所选研究主题进行研讨过程中达到从适用法律的角度巩固民法相关

课程所学基础理论知识，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培养学生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律职业的基本要求，

提高学生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和整理信息的能力，提高学生书写的能力和公开场合表达的能力，提

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民法总论 

参考学时： 
16课时（可以选择其中的 4个主题研讨） 

学习内容： 
一、民法典编纂问题 
【可研讨主要内容】 

我国正在走向民法典，如何在既有单行法的基础上形成一部科学理性的法典，是一个值得研究

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研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方面： 

（一）民法典的意义 

为何要编纂民法典？民法典具有何种功能？民事立法者又以何种方式、秉承何种理念来编纂民

法典？ 

（二）民商分立抑或民商合一 

法国民法典确立民商分立的现代立法模式，瑞士民法典则首开民商合一之先河。支撑这两种立

法模式的社会背景、制度理念何在？中国民事立法应如何取舍？ 

（三）民法典的编制体例 

法典编制体例各有其异，典型者如法国三编制、德国五编制等，中国未来民法典的编制体例应

如何安排？ 

（四）民法典的语言风格 

立法者应选择何种语言风格表述民事规范？法国式的通俗易懂，抑或德国式的精确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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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根据教学情形可以单独研讨，也可以综合研讨。 

【拓展参考文献】 
1．江平：制订民法典的几点宏观思考，载《政法论坛》，1997年第 3期。 

2．江平：制订一部开放型的民法典，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 1期。 

3．梁慧星：当前关于民法典编纂的三条思路，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 1期。 

4．梁慧星：松散式、汇编式的民法典不适合中国国情，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 1期。 

5．苏永钦：民法的积累、选择与创新，载《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 2期。 

6．苏永钦：民法典的时代意义，载氏著《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7．王利明：试论我国民法典体系，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 1期。 

8．王胜明：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几个问题，载《政

法论坛》，2003年第 1期。 

9．谢怀栻：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研究，载《谢怀栻法学文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10．徐国栋：民法典草案的基本结构——以民法的调整对象理论为中心，载《法学研究》，2000

年第 1期。 

11．朱庆育：民法典编纂中的两个观念问题，载《北大法律评论》，第 4卷（2001）第 2辑。 

12．朱庆育：法典理性与民法总则，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 4期。 

13.其它由任课老师提供和同学自己检索的文献 

二、人格理论 
【可研讨主要内容】 

人格的尊重是现代法律文明的标志之一，问题在于，法律应当以何种方式表达这种尊重？在教

学过程中，研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方面： 

（一）人格权的立法体例 

人格权是否应该独立成编？如何处理人格权与民事主体制度之间的关系？ 

（二）人格权的保护立场 

人格权是否应当奉行法定主义？未为法律所规定的人权利益是否值得法律保护？如何保护？

具体人格权与一般人格权是何种关系？ 

（三）人格权的保护方式 

侵权法是否足以为人格权提供充分的保护？如何判断人格权之受到侵害？ 

以上内容根据教学情形可以单独研讨，也可以综合研讨。 

【拓展参考文献】 

1．陈现杰：《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

司法》，2001年第 4期。 

2．葛云松：死者生前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载《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 4期。 

3．汉斯·哈腾鲍尔（孙宪忠译）：民法上的人，载《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冬季号。 

4．李永军：论我国人格权的立法模式，载《当代法学》，2005年第 6期。 

5．梁慧星：松散式、汇编式的民法典不适合中国国情，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 1期。 

6．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 38条的解释方案，载《浙江社会科学》，

2008年第 3期。 

7．王利明：人格权制度在中国民法典中的地位，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 2期。 

8．王泽鉴：人格权保护的课题与展望——人格权的性质及构造：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保护，

载《人大法律评论》2009年卷。 

9．谢哲胜：中国人格权法独立成编及其基本内容的立法建议，载《人大法律评论》，2009 年

卷。 

10．薛军：揭开一般人格权的面纱——兼论比较法研究中的体系意识，载《比较法研究》，2008

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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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尹田：论人格权的本质——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载《法学研究》，2003

年第 4期。 

三、法人理论 
【可研讨主要内容】 

法人与自然人并足而立，共同撑起了民法上主体制度的大厦。在教学过程中，研讨内容包括但

不限于下列方面： 

（一）法人的本质 

对法人本质的不同认识，将影响到具体法律制度的不同建构。法律史上，法人曾有拟制说、实

在说等不同学说，我国法律制度如何塑造法人？ 

（二）法人的能力 

法人的权利能力如何获得？范围如何？法人是否拥有行为能力？如果拥有，范围如何？法人权

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之间的关系如何？ 

（三）法人的类型 

什么是社团法人、财团法人？区分意义何在？什么是公法人、私法人，区分意义何在？我国实

证法上的法人制度依何种标准而构建？ 

以上内容根据教学情形可以单独研讨，也可以综合研讨。 

【拓展参考文献】 

1．福尔克·博伊庭（邵建东译）：德国公司法中的代表理论，载《民商法论丛》第 13 卷，法

律出版社，2000年版。 

2．方流芳：从法律视角看中国事业单位改革——“事业单位”法人化批判，载《比较法研究》，

2007年第 3期。 

3．方流芳：关于公司行为能力的几个法律问题，载《比较法研究》，1994年第 3-4期。 

4．葛云松：中国的财团法人制度展望，载《北大法律评论》，第 5卷（2002）第 1辑。 

5．葛云松：法人与行政主体理论的再探讨——以公法人概念为重点，载《中国法学》，2007

年第 3期。 

6．江平/龙卫球：法人本质及其基本构造研究——为拟制说辩护，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

3期。 

7．托马斯·莱塞尔（张双根译）：德国民法中的法人制度，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 1期。 

8．马俊驹：法人制度的基本理论和立法问题之探讨（上、中、下），载《法学评论》，2004年

第 4—6期。 

9．薛军：法人人格权的基本理论问题探析，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 1期。 

10．钟瑞栋：“法人人格权”之否认——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关于“法人人格权”的规定，

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第 7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四、法律行为概念 
【可研讨主要内容】 

法律行为是民法总则的核心概念，亦是实现私法自治的工具。在教学过程中，研讨内容包括但

不限于下列方面： 

（一）法律行为概念的缘起 

法律行为概念如何出现于法学文献中？当中经历了什么样的语词变迁？ 

（二）法律行为概念的功能 

法学家创造法律行为之概念，是为了体现什么样的理念？法律行为被赋予何种功能？ 

（三）法律行为与邻近概念 

法律行为与情谊行为，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法律行为与民事行为，法

律行为与公法行为。 

（四）民事法律行为与法律行为 

《民法通则》使用的是民事法律行为概念，民事法律行为与法律行为是何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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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根据教学情形可以单独研讨，也可以综合研讨。 

【拓展参考文献】 
1．汉斯·哈腾保尔（孙宪忠译）：法律行为的概念——产生以及发展，载《民商法前沿（第 1、

2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黄金荣：法理学中的“法律行为”，载《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总第 10期）》，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7年版。 

3．米健：“民事法律行为”命名的谬误，载《人民法院报》，2003年 10月 10日，第 3版。 

4．平井宜雄（柯伟才译）：法律行为论在日本的形成，载《比较法研究》，2007年第 6期。 

5．薛军：法律行为合法性迷局之破解，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 2期。 

6．易军：私人自治与法律行为，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 3期。 

7．余军：行政处分与民事法律行为之关系——作为规定功能的法概念，载《法学》，2007 年

第 7期。 

8．朱庆育：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 1期。 

9．朱庆育：法律行为概念疏证，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 3期。 

五、行为能力 
【可研讨主要内容】 
行为能力制度是“理性人”在实证法上的反映。在教学过程中，研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方

面： 

（一）行为能力的分级 

法国将行为能力分为两级，德国则分为三级，各自依据何在？具有何种意义？ 

（二）行为能力对于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 

限制行为能力人如何实施法律行为？无行为能力人如何实施法律行为？无行为能力人实施的

法律行为效力如何？ 

（三）行为能力区分标准 

依据何种标准对行为能力作出区分？因年龄而导致行为能力欠缺与因精神疾病而导致行为能

力欠缺有何区别？ 

以上内容根据教学情形可以单独研讨，也可以综合研讨。 

【拓展参考文献】 

1．茨威格特/克茨（孙宪忠译）：行为能力比较研究，载《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 3期。 

2．马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效力之研究，载《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 2期。 

3．王俊杰等：精神障碍者民事行为能力两分法的理论依据，载《法律与医学杂志》，2002 年

第 4期。 

4．王泽鉴：纯获法律上之利益，载氏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 4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5．邢学毅等：81 例民事行为能力司法精神医学鉴定分析，载《临床精神医学杂志》，2006 年

第 5期。 

6．徐国栋：从身份到理性——现代民法中的行为能力制度沿革考，载《法律科学》，2006 年

第 4期。 

7．张驰：自然人行为能力新思考，载《法学》，2009年第 2期。 

8．张钦廷等：论精神障碍者民事行为能力评定分级，载《中国司法鉴定》，2008年第 1期。 

六、法律行为错误 
【可研讨主要内容】 

错误是影响法律行为效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亦典型表现了私法自治的民法意义。在教学过程中，

研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方面： 

（一）错误的概念 

如何界定错误？何种错误具有民法意义？错误与重大误解之间的关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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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错误的效力 

错误对于法律行为效力有何影响？无效抑或可撤销有何区别？如何理解变更权？如何确定因

错误而产生的损害赔偿问题？ 

（三）错误的形态 

何谓表示错误？何谓内容错误？存在哪些特殊的错误类型？ 

以上内容根据教学情形可以单独研讨，也可以综合研讨。 

【拓展参考文献】 

1．陈自强：意思表示错误之基本问题，载《政大法律评论》，第 52期（1994年 12月）。 

2．马尔特·迪塞尔荷斯特（邵建东译）：合同缔结中的错误，载《中德法学论坛（2003）》。 

3．李永军：合同法上的错误及其法律救济，载《山东审判》，2003年第 3期。 

4．梅伟：试论意思表示错误制度，载《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第 3期。 

5．孙鹏：民法动机错误论考——从类型轮到要件论之嬗变，载《现代法学》，2005年第 4期。 

6．唐晓晴：意思表示错误的理论与制度渊源，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8年第 2期。 

7．唐莹：论意思表示错误——中德民法比较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 1期。 

8．张驰：论意思表示错误的认定及其效力，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 2期。 

知识单元 2：物权法和债法 

参考学时： 
16课时（可以选择其中的 4个主题研讨） 

学习内容： 
七、物权的客体 
【可研讨主要内容】 

物权客体的确定是物权法的基础问题。在教学过程中，研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方面： 

（一）物的概念 

（二）作为物权客体的物的范围的确定 

以上内容根据教学情形可以单独研讨，也可以综合研讨。 

【拓展参考文献】 

1.薛军：“物”的概念的反思与中国民法典的编纂 ——一个评论性的脚注 

2.尹田：“物权与债权的区分价值：批判与思考”，载于《人大法律评论》2001年卷第 2辑 

3.苏永钦：物权法定主义松动下的民事财产权体系—再探大陆民法典的可能性，载《厦门大学

法律评论》第 8辑。 

八、无权处分 
【可研讨主要内容】 

无权处分在理解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在教学过程中，研讨内容包括但

不限于下列方面： 

（一）无权处分的概念 

在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区分的背景下，如何理解无权处分的概念？在我国实证法背景下，如何

理解无权处分的概念？  

（二）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 

《合同法》第 51条所规定的效力待定之“合同”，指的是哪个合同？ 

（三）无权处分与出卖他人之物 

无权处分与出卖他人之物的关系如何？当中存在几个法律关系？ 

以上内容根据教学情形可以单独研讨，也可以综合研讨。 

【拓展参考文献】 

1．崔建远：无权处分辨——合同法第 51条规定的解释与适用，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 1

期。 

2．丁文联：无权处分与合同效力——合同法第 51条的理解与适用，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



1165 

1999年秋季号。 

3．梁慧星：如何理解合同法第 51条，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 1月 8日。 

4．田士永：出卖人处分权问题研究，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 6期。 

5．王闯：试论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兼释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二条与第五十一条之间的

关系，载《人民司法》，2000年第 11期。 

6．王利明：论无权处分，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 3期。 

7．王泽鉴：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载氏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 4 册）》，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9年版。 

8．王泽鉴：再论“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 ，载氏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 4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9．王泽鉴：三论“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载氏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 5 册）》，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0．叶金强：无权处分行为效力模式论，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5年秋季号。 

九、共有 
【可研讨主要内容】 

在教学过程中，研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方面： 

（一）共有的类型 

（二）共有人对共有物的处分 

（三）共有物的分割 

（四）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的共有的定性 

以上内容根据教学情形可以单独研讨，也可以综合研讨。 

【拓展参考文献】 

1. 张礼洪：《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之实现——<物权法>第 101条的法解释和适用》，《法学》

2009年第 5期 

2. 黄文煌：《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之适用——<物权法>第 101条的解释与完善》，《法律

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 6期 

3. 郑永宽：《论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法律属性》，《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8

年第 2期 

4. 周缘求：《论共有人优先购买权与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之竞合》，《法学论坛》 

5. 戴孟勇：《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解释适用及其存废》，《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 3期 

6. 陈光，张德华：《论利益衡量视角下的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

2010年 4月第 2期 

7. 戴俊勇：《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理论与实务探析》，载《民事程序法研究》第 4辑 

8. 潘庆林，王明中：《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分析——以民政诉信达、泰兴隆案为例》，

载《攀枝花学院学报》2004年 2月第 21卷第 1期 

十、担保物权 
【可研讨主要内容】 

担保物权是物权法和债权法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研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方面： 

（一）权利质权客体的范围 

主要探讨债权是否算是权利质权的客体？ 

（二）权利质权的设立问题 

担保法解释中规定票据的背书不写明名字则无效力，而物权法规定交付后即生效，两者矛盾如

何处理？ 

（三）质权和留置权的善意取得 

（四）质权人和留置权人的保管义务，质权和留置权关系下产生的损害赔偿纠纷如何救济？ 

（五）转质的效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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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根据教学情形可以单独研讨，也可以综合研讨。 

【拓展参考文献】 

1.郭嗣彦：《一般债权质押程序问题探析》，载《求索》2008年第 7期 

2.唐勇：《债权质权:物债二分体系下的“骑墙者”》，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 6期 

3.陈小君、曹诗权：《质权的若干问题及其适用》，载《法商研究》1996年第 5期 

4.董翠香：《票据质权法律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以<物权法>与<票据法>的冲突与协调为视

角》，载《法学论坛》2008年第 5期 

5.于莹：《论票据质押的设立与效力》，载《法学评论》2009年第 1期 

6.熊丙万：《论票据质押背书的效力——<票据法>与<物权法>之间立法冲突的协调》，载《当代

法学》2009年第 4期 

7.刘保玉：《留置权成立要件规定中的三个争议问题解析》，载《法学》2009年第 5期 

8.熊丙万：《论商事留置权》，载《法学家》2011年第 4期 

9.常鹏翱：《留置权善意取得的解释论》，载《法商研究》2014年第 6期 

10.尹田：《留置权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 5期 

十一、添附 
【可研讨主要内容】 

添附制度涉及是物权法上的归属确定和债权法上债的关系的处理问题。在教学过程中，研讨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方面： 

（一）善意和恶意附合的法律后果差异 

（二）加工物所有权归属的规则 

（三）债法上的添附效力问题 

（四）添附制度与侵权责任的关系 

（五）能否以不当得利行使添附求偿权 

以上内容根据教学情形可以单独研讨，也可以综合研讨。 

【拓展参考文献】 

1.王利明：《添附制度若干问题探讨》-----《法学评论》 

2.李富成：《添附制度体系之比较、反思与重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05)  

3.岑华春,徐婷姿：《添附制度与侵权责任的关系》，《人民司法》 2009(04)  

4.曹竞雄,朱志刚：《试析我国现行添附制度》，《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10)  

5.蒋文玉:《我国民法应增设添附制度之法理探究》，《延边党校学报》 2010(06)  

6.陈小奇,李湘云：《“秀水街”纠纷可否另辟蹊径——补偿法则与添附制度的引入》，《中华商

标》2005(12)  

十二、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 
【可研讨主要内容】 

在教学过程中，研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方面： 

（一）《物权法》24条与《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10条的冲突问题 

（二）善意取得在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中的特殊性 

（三）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中善意第三人的确定 

（四）特殊动产一物数卖的问题 

（五）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中交付和登记的效力关系问题 

以上内容根据教学情形可以单独研讨，也可以综合研讨。 

【拓展参考文献】 

1.郑蕾：《船舶所有权变动效力立法模式之反思》，《中国海商法研究》2013年第 4期 

2.崔建远：《再论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法学家》2015年第 5期 

3.杨代雄：《准不动产的物权变动要件---<物权法>第 24 条及相关条款的解释与完善》，《法律

科学》2010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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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啸：《论动产多重买卖中标的物所有权归属的确定标准---评最高法院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

9、10条》，《清华法学》2012年第 6期 

5.刘俊、刘融斌：《完善我国特殊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若干思考》，《法学论坛》2007年 1月第

q期 

十三、隐私权侵权 
【可研讨主要内容】 

隐私权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地位特殊。在教学过程中，研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方面： 

（一）隐私权的法律地位 

隐私权在民法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它与言论自由等权利的关系如何？ 

（二）隐私权的保护 

法律如何对隐私权提供保护？如何判断隐私权受到侵害？在我国法律未明确规定隐私权的情

况下，如何保护隐私权？ 

以上内容根据教学情形可以单独研讨，也可以综合研讨。 

【拓展参考文献】 

1．陈现杰：《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

司法》，2001年第 4期。 

2．马特：侵犯隐私权的构成及类型化研究，载《北方法学》，2007年第 4期。 

3．王利明：隐私权的内容探讨，载《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 3期。 

4．王利明：隐私权的新发展，载《人大法律评论》，2009年卷。 

5．王泽鉴：人格权的具体化及其保护范围·隐私权篇（上、中、下），载《比较法研究》，2008

年第 6期、2009年第 1期、2009年第 2期。 

6．张新宝：言论表述和新闻出版自由与隐私权保护，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 2

期。 

7．张新宝：我国隐私权保护法律制度的发展，载《法学研究》，第 18卷第 6期。 

十四、代理理论 
【可研讨主要内容】 

代理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行为，有助于帮助本人扩展参与法律关系的机会。在教学过程中，研讨

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方面： 

（一）代理的概念 

如何理解代理？代理有哪些类型？需要具备哪些要件？ 

（二）代理权授予行为 

代理权授予行为与其基础行为的关系？如何理解代理权授予行为的无因性？ 

（三）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 

如何理解直接代理与间接代理？《合同法》第 402条、403条如何适用？ 

（四）无权代理与表见代理 

无权代理的法律效果是什么？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法律效果分别是什么？ 

以上内容根据教学情形可以单独研讨，也可以综合研讨。 

【拓展参考文献】 

1．福·博伊庭（邵建东译）：论《德国民法典》中的代理理论，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8

年秋季号。 

2．陈自强：民事代理权范围之确定与限制，载氏著《代理权与经理权之间之间：民商合一与

民商分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陈自强：代理权授予行为无因性之检讨，载氏著《代理权与经理权之间之间：民商合一与

民商分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杜颖：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402条和第 403条，载《中外法学》，2007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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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方新军：对我国合同法第 402、403条的评说——关于两大法系代理理论差异的再思考，载

《北大法律评论》，第 4卷（2001）第 2辑。 

6．葛云松：委托代理授权不明问题研究——评民法通则第 65条第 3款，载《法学》，2001年

第 12期。 

7．王泽鉴：无权代理人之责任，载氏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 6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8．叶金强：论代理权授予行为的有因构造，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 1期。 

十五、诉讼时效 
【可研讨主要内容】 

诉讼时效是请求权行使的时间限制。在教学过程中，研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方面： 

（一）诉讼时效的效力 

诉讼时效产生何种效力？消灭请求权、消灭诉权、消灭胜诉权、抑或产生抗辩权？ 

（二）诉讼时效的功能 

为何要通过诉讼时效制度来对请求权的行使作出时间上的限制？ 

（三）诉讼时效的适用对象 

债权原则上适用诉讼时效，此乃各国皆然。物权请求权能否适用诉讼时效？基于人身的请求权

又如何？ 

（四）诉讼时效的障碍 

何种事由可以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止？何种事由可以导致其中断？延长诉讼时效的正当性何

在？ 

以上内容根据教学情形可以单独研讨，也可以综合研讨。 

【拓展参考文献】 

1．柳经纬：关于时效制度的若干理论问题，载《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 5期。 

2．宋晓明/刘竹梅/张雪楳：《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载《人民司法·应用》，2008年第 21期。 

3．汪渊智：我国民法诉讼时效制度之构想，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 3期。 

4．王胜明：物权法制定过程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载《法学杂志》，2006年第 1期。 

5．王轶：诉讼时效制度三论，载《法律适用》，2008年第 11期。 

6．王轶：物权请求权与诉讼时效制度的适用，载《当代法学》，2006年第 1期。 

7．朱岩：消灭时效制度中的基本问题——比较法上的分析兼评我国时效立法，载《中外法学》，

2005年第 2期。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介绍本课程并进行分组等事宜 2  

2 知识单元 1：民法总论 14 可以选择 3-5个主题进行研讨 

3 知识单元 2：物权法和债法 16 可以选择 5-7个主题进行研讨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学原理一：总论》、《民法学原理二：债法》、《民法学原理三：物权法》、《民

法学原理四：亲属法与继承法》 

后续课程：《民法实务》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及难点：各单元均为重点和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运用经济学、社会学、法哲学、伦理学、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分析民事法律制度和民事法律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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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教学手段：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课堂讨论及期末考查 

5．作业要求 
每单元结束由任课老师根据需要布置练习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任课老师自行确定研讨资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任课老师自行确定研习资料 

（二）推荐参考书 
由任课老师自行推荐参考资料 

执笔：刘智慧  审稿：刘家安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6日 

 

民法学案例研习 
Case Study of Civil Law 

课程号：402010142 

编写说明 

本大纲主要是为了配合《民法学案例研习》的教学而编写。大纲由刘智慧教授主编，编写人员

为刘智慧、田士永、陈汉和寇广萍。 

一、课程教学目标 

《民法学案例研习》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是专门为法学本科生开设的一门通过对真实典

型案例的研习综合复习民法基础知识、训练法律思维、提高法律实践能力的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在对所选案例进行研习过程中达到从适用法律的角度巩固民法相关课程

所学基础理论知识，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培养学生从事法律职业的基本要求，提高学生运用

法学理论适用法律的能力，提高学生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和整理信息的能力，提高学生书写的能力

和公开场合表达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课程概述 

参考学时： 
2课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为本课程的概论。 

主要通过课堂讨论与教师讲授等方式，说明法律人应当具有的基本素质、能力，介绍民法案例

研习的基本方法，尤其是以请求权规范基础为核心的案例分析法，介绍案例研习报告的基本格式，

同时完成本课程案例研讨的基本安排。 

作业 
为配合本教学，安排学生阅读以下阅读书目及文章： 

1.何美欢著：《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 5月第 1版 

2.王利明：《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探讨》，载《政法论坛》，第 22卷第 2期，2004年 3月，

第 118页至第 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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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 7月

第 1版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本课程的目的是将民法理论中的基础概念具体化，通过案例的

研习使得学生深刻理解民法适用的范畴；掌握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内容及价值。 

知识单元 2：课程具体研习内容 

参考学时： 
28课时 

学习内容： 
主要通过课堂案例报告和课堂讨论，使学生通过完成基本涉及民法请求权规范基础各部分的案

例，使学生学会分析撰写案例研习报告并能熟练进行公开讨论。 

1.关于案例研习报告。案例分析报告有不同格式，本课程主要训练学生从专家意见的角度做出

分析。通过教师讲授与学生练习，使学生掌握该报告的基本格式、文献的收集和使用、注释等基本

规范，训练学生的书写能力。 

2.关于案件事实。本课程在案例研习中并不训练学生如何调查取证，因为案例研习中的事实被

假设为真实且无争论性，调查取证的训练应当实践中逐渐练习，且属证据法范畴。民法案例研习中

的事实，属于不可改变的事实，但需要做出合理的推论和解释。本课程在案例研习中训练学生采用

诸如图示法等具体办法对既有材料进行事实归纳，训练学生对既有材料的概括能力和基本分析能

力。 

3.涉及到的民法实体内容是中国民法的请求权规范基础体系。请求权是要求特定人为一定行为

权利的权利。请求权规范基础，是指可提供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法律规范。中国民法

上的请求权规范基础体现在《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等不同法律之中。民法学案例研习

主要是训练学生从请求权规范基础进行思考相关问题。 

中国民法上的请求权可以分为不同种类：就其内容而言，主要包括： 

（1）合同请求权：分为原合同请求权和次合同请求权，前者是指合同所产生的请求权，后者

是指原合同债务不履行而发生的请求权。学生应掌握在《合同法》等法律中寻找相关的请求权规范，

分析各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2）无因管理请求权：是指没有法定义务或者约定义务管理他人事务而发生的请求权，包括

管理人的请求权和本人的请求权。学生应掌握在《民法通则》等法律中寻找相关请求权规范，分析

各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3）物权请求权：基于物权而享有的请求权，包括原物返还请求权、消除危险或者排除方还

请求权、修理、重作、更换或者恢复原状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与物权请求权相关的是基于

占有请求权。学生应掌握在《物权法》等法律中寻找相关请求权规范，分析各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

与法律效果。 

（4）不当得利请求权：对于欠缺保有基础的得利的返还请求权。学生应掌握在《民法通则》

等法律中寻找相关请求权规范，分析各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5）侵权行为请求权：基于侵权行为而发生的请求权，包括损害赔偿请求权等。学生应掌握

在《民法通则》等法律中寻找请求权规范，分析各项请求权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6）其他请求权。 

抗辩权影响到请求权的行使效果，案例分析中训练学生对于抗辩和抗辩权的区分，学生应当学

会寻找抗辩权的规范基础。 

同一法律事实可能具备不同法律规范的要件，从而发生不同请求权，应当区分法条竞合、选择

性竞合、请求权聚合以及请求权竞合等不同情形进行分析。 

作业 
1.结合教学内容设置安排民法案例研习的案例研习的报告每周一次。 

2.阅读以下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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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3）谢怀栻：《外国民商法精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4）江平主编：《法人制度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5）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6）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7）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 2版 

（8）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9）（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10）（德）拉伦茨：《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1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8），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2）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13）卡尔拉仑兹：《法学方法论》，台湾五南出版社， 

（14）王利明：《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15）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 

（16）何美欢：《论当代中国的普通法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17）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 

（18）王利明：《民法疑难案例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 

（19）李显冬：《民法总则案例重述》、《民法物权法案例重述》、《民法债权法案例重述》、《婚

姻法案例重述》、《继承法案例重述》、《人身权法案例重述》、《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案例重述》、《侵

权责任法案例重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 

（20）邵建东：《德国民法总则编典型判例 17则评析》，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1月第 1版。 

（21）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2）苏永钦：《民法物权实例问题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 4月第 1版。 

（23）王利明：“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探讨”，载《政法论坛》，第 22卷第 2期，2004年 3

月，第 118页至第 128页。 

（24）杨与龄主编：《民法总则实例问题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 10月第 1版。 

（25）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第 1 辑起，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2年起出版。 

学习目标： 
提高学生对案例研习方法的掌握程度和对民法知识进行应用的水平 

知识单元 3：课程考核 

参考学时： 
2课时 

考核内容和目标： 
学生对案例研习方法的掌握程度以及对民法知识应用的水平。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概述+民法的基本原则 2 

2 民事主体纠纷 2 

3 民事权利的保护期间 2 

4 人身权保护纠纷 3 

5 所有权保护纠纷 3 

6 担保物权保护纠纷 3 

7 合同效力纠纷（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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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合同效力纠纷（2） 3 

9 违约责任纠纷 3 

10 一般侵权纠纷 3 

11 特殊侵权纠纷 3 

12 课程考核 2 

四、说明  

（一）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学原理（一）·总论》、《民法学原理（二）·债法》、《民法学原理（三）·物权》 

后续课程：《民法学研讨课》 

（二）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民法知识的适用重点 

难点：掌握法学思维方法 

（三）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真实“案例”作为教学素材，由授课教师从我国司法审判的真实案例中遴选出的典型

作为教学素材，故本课程没有指定教材。授课所用的案例既要保证案例的经典性又要与时俱进，每

节课通过 PPT形式将其展示出来。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案例教学法、研讨教学法、合作教学法、互动教学法、启发教学法、

对话教学法等。 

1．案例教学法 

本课程教学内容的学习，主要通过分析案例实现。通过在案例分析过程中梳理案件中的法律关

系、确定案件的关键问题、发现问题的解决途径、评析审理结果结果等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提高学

生运用法学理论适用法律的能力，提高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2．研讨教学法 

本课程的课堂学习以研讨方式进行，借鉴研讨课（Seminar）的教学方式，报告人提前准备书

面案例研习报告，课上就案例分析做口头报告，其他同学进行评论或者提问，教师对书面报告进行

修改，对课上讨论适当引导，并分析案例研习与讨论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撰写研习报告、口头报告

以及课堂讨论，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和整合信息的能力、提高学生的书写能力和表达能力。 

3．合作教学法 

本课程中撰写报告和课堂研讨都将学生分为不同小组，每一案例由自由组合而成的不同小组负

责主要报告。小组成员在分组完成相关学习任务的同时，能够在合作学习中训练沟通能力、协调能

力和组织能力。 

4．互动教学法 

本课程的案例分析报告和课堂研讨注重互动，包括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

注重学生在学习中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互动式学习，不断引导学生学习，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

促进学生形成独立思考的人格与学术风格。 

5．启发教学法 

本课程进行案例分析，具有复习民法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功能，但目的却在于通过案例训练

学生的基本能力，在教学中注意启发学生主动发现问题，通过教师示范性研究分析为学生启发学生

进行相关研究分析提供示范启发学生，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 

教学手段： 

讨论兼讲授 

（四）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本课程的考核方式，可以由期末考察成绩构成，也可以由期末考察成绩与平时成绩相结合。 

期末考察采取开卷案例分析形式。平时成绩可以由教师根据学生平时案例分析和课堂讨论中的

表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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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业要求 
每次讨论结束由任课老师根据需要布置练习作业。 

（六）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由任课老师安排自主选择案例。 

所讨论的案例可以有不同来源，但以真实案例为宜，可以是实际发生的案例，也可以在实际案

例基础上将不同案例组合成新案例，由教师根据具体教学需要调整其具体内容，遵循法律处理具体

案件中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一般可以选择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法院的判决理由和当事人的主张

与判决评析，可以为我们研习法律提供各种不同的法律论证资料），也可以适当结合热点案例进行

讨论。 

附一：本课程推荐案例 

1. 凤群因其夫在国外旅游时不幸身亡诉办理旅游护照单位额尔吉古纳市国际旅行社未同时办
旅游意外保险要求给付此项保险金案 

2. 李贤蔺撬掘坟墓毁损尸骨赔偿案 

3. 李传宝诉成同贵迁移在其施工的宅基地内的祖坟案 

4. 摄制婚纱相册其上英文用语不当损害赔偿案 

5. 观众诉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中插播大量广告使其不能正常收视损害赔偿案 

6. 股东大会冻结应得股息和红利要求发还案 

7. 疏于照顾义务而致幼儿落井身亡案 

8. 煤气表装配线和煤气表散装购销合同情事变更案 

9. 村民诉村委会执行村规民约打死其饲养的猪赔偿案 

10. 丈夫诉大夫应其妻请求为其妻行终止妊娠手术侵犯生育权赔偿案 

11. 公交公司的车辆与出租公司车籍、车主的车厢相撞造成人身损害赔偿案 

12. 利用业余时间为村办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所获取的报酬是否违法案 

13. 恶意利用客房电话频繁拨打信息咨询台损害赔偿案 

14. 纪实性小说虚构历史事实侵害死者名誉权案 

15. 冒名顶替就读中专学校侵犯姓名权、受教育的权利损害赔偿案 

16. 养子诉养母重婚不能继承养父遗产纠纷案 

17. 股东诉公司应依章程向其分配优先股股权案 

18. 下班后参加斗殴致死按非因公死亡给付救济纠纷案 

19. 保险公司以保险事故发生在境外为由拒赔纠纷案 

20. 杨某诉李某应按不可撤销的赠与合同给付打赌所得车辆案 

21. 黎某诉谢某解除未明确夫妻名义的同居关系案 

22. 李某诉刘某分割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的亲属赔偿款案 

23. 小区业主管理委员会诉联通分公司在其物业上设置的通讯站电磁辐射损害居民健康案 

24. 单位要求出国不归自动离职人的亲属腾退住房案 

25. 李某侵犯商业秘密案 

26. 所购车辆不能办理过户而要求退车还款并赔偿损失案 

27. 因其子在登山时突遇恶劣天气遇难诉登山队领队未采取适当措施救助赔偿案 

28. 矿泉水饮料有限公司不服水利厅水磨沟流域管理处以其开采矿泉水未经许可和交费为由
对其作出处罚决定案 

29. 保证人在被诉确定负保证责任未向债权人履行前诉债务人的继承人偿还该债务案 

30. 离婚后双方书面同意的人工受精所生子女抚养纠纷案 

31. 侵犯精神病人通信自由案 

32. 吴女退休后犯罪刑满释放诉市政工程管理所恢复退休金待遇案 

33. 同一事件中死亡的夫妻二人的遗产继承纠纷案 

34. 交通事故及死者遗腹子抚养费赔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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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未征得父母同意让未成年人开车发生车祸分担赔偿案 

36. 未成年人要求撤诉与其法定代理人代为提出的诉讼请求不一致案 

37. 孩子成年后上学期间无收入而要求增加抚育费案 

38. 隐瞒病史的精神病人婚后病发杀妻应由其监护人赔偿案 

39. 以是台湾居民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案 

40. 香港居民离婚案在港法院受理后又向内地法院起诉被驳回案 

41. 长途电信局诉工程贸易公司拖欠电话费诉讼管辖权异议案 

42. 依被告所写欠条向自己所在地法院提起还欠诉讼管辖权异议案 

43. 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偿还初中时写下的欠条的欠款案 

44. 未明确具体项目的死亡赔偿金应按遗产继承案 

45. 疏于照顾义务而至幼儿罗京身亡案 

46. 残疾人失火要同住的侄子承担赔偿案 

47. 宣告死亡并非死亡 

48. 在校大学生出走被宣告死亡损害赔偿纠纷案 

49. 申请宣告在意外事故中下落不明并被证明不可能生存的人死亡案 

50. 在饮食店就餐时遭第三人伤害诉业主等人身损害赔偿案 

51. 村委会强行终止其与村民小组签订的承包经营合同侵权案 

52. 王某等人私分个人合伙企业收入不构成贪污罪案 

53. 要求给付代理自己父亲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期间劳动报酬案 

54. 合伙做生意中合伙执行人收取的货款丢失责任分担纠纷案 

55. 合伙人诉合伙执行人应依其出具的欠条给付合伙企业解散后尚未清算分割的合伙财产中
自己应得的财产案 

56. 合伙采石中一合伙人被炸伤要求其他合伙人赔偿案 

57. 合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后要求确认合资合同无效并收回出资 

58. 交付资金使用部分水泥是否共同参与经营案 

59. 交付资金使用部分水泥是否共同参与经营案 

60. 将有债务关系的下属企业资产作为在合资企业中的投资侵害债权赔偿案 

61. 龙华加油站诉南京长途汽车客运八分公司租赁给刘乙经营的汽车加油欠付油款案 

62. 刘女诉嘉信乒乓球俱乐部等以初诊但后被法医鉴定否定的结论为依据决定其离队影响其
运动生涯赔偿案 

63. 股东元利源公司代为诉股东新达利公司挪用公司专项贷款侵权赔偿案 

64. 客运公司诉民政局侵害企业自主权案 

65. 徐某诉市工商局变更法定代表人案 

66. 蒋某等诉事磷肥厂非法查封其劳动服务企业侵占财产侵权损害赔偿案 

67. 医院不服工商局以反不正当竞争为由对其予以行政处罚决定案 

68. 职工诉开发区管委会企业产权性质认定案 

69. 无合法的证券交易主体资格进行国债回购纠纷案 

70. 信用社揽储人以法人名义出具的存单兑付案 

71. 宝丽板厂签订购销三合板的合同被认定无效案 

72. 小学生放学后在校内为教师个人打开水被他人撞翻烫伤赔偿案 

73. 法人雇佣精神病人造成他人损害承担转承赔偿责任案 

74. 集体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纠纷案 

75. 董事长不执行董事会议纠纷案 

76. 未达一定开发程度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无效案 

77. 设立企业时出资不到位虽企业自筹足注册资金仍应承担投资不到位的责任案 

78. 信托投资公司诉金属回收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被兼并企业的债务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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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企业整体出售并非解散 

80. 试点城市国有企业申请破产案 

81. 不服县民政局宣布婚姻关系有效处理决定案 

82. 临时代为保管钱财被骗损害赔偿案 

83.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案 

84. 立有遗赠抚养协议的事实上的养女能否继承全部遗产 

85. 遗赠与遗嘱二者谁有效 

86. 邮政局代收费发生错误顾客要求按乱收费的承诺给付奖金案 

87. 帮忙调试彩电摔坏显像管损害赔偿案 

88. 张甲诉乙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保管合同纠纷案 

89. 以个人名义购买以公司名义投保且未付清保险费的车辆丢失赔付案 

90. 承诺设立助学基金履行一年后停止请求继续履行案 

91. 无股东签名的股东会议决议无效案 

92. 附赠品的购销合同欠款偿还纠纷案 

93. 保证人被要求对未偿还到期借款而提前要偿还全部借款的被保证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 

94. 被申请执行人因无其他财产以劳务抵偿案 

95. 律师因当事人中途终止委托合同要求承担违约责任案 

96. 为应付检查贷款划账冲抵第三人贷款后诉名义借款人还贷案 

97. 借用身份证认购股票认购权纠纷案 

98. 一房二卖案 

99. 转让挂靠车辆经营权与所有权纠纷案 

100. 虚构的购买彩电货款返还案 

101. 受遗赠人诉应依双方签订的遗产分配协议取得遗产案 

102. 银行接受债务转以后应偿还债务案 

103. 单方私自填写的结婚证能否构成重婚 

104. 银行接受债务转移后应偿还债务案 

105. 未立遗嘱的财产应推定所有的继承人共有 

106. 实物奖品与有奖储蓄公告不符兑奖纠纷案 

107. 虚构的收据要求撤销案 

108. 根据异地存款电脑登折的数额要求银行给付存款案 

109. 将仿制品当作古董出售重大误解要求退货案 

110. 因隐瞒出卖的马鹿有病事实构成欺诈买卖协议无效案 

111. 因隐瞒出卖的马鹿有病事实构成欺诈买卖协议无效案 

112. 职业打假人盯上“松下”电池 

113. 被烧毁邮票折价赔偿纠纷案 

114. 在火车上打人强索钱财案 

115. 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案 

116. 洪水之中非法商家敲诈纠纷案 

117. 房屋买卖合同何时生效案 

118. 印刷公司诉出版社因第三人未完全代为履行印刷合同付款义务请求给付余款案 

119. 财政局代表国有小型企业签订资产转让合同主体不合格合同无效案 

120. 骗卖备用铁路大桥案 

121. 利用人行道护栏发布广告违反法律规定致合同无效案 

122. 有奖贺年片中奖纠纷案 

123. 拍卖公司丢失在低于双方认可的底价时业已拍回的拍品要求以底价赔偿纠纷案 

124. 附期限的供货合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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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肖女因结婚证对方姓名错误要求宣告婚姻无效案 

126. 所购车辆不能办理过户要求退车还款并赔偿损失案 

127.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签订合同案 

128. 名为代销债券实为抵押借款合同纠纷案 

129. 承包合同载明的承包费与实际约定的承包费不一致而应按实际约定清欠余款案 

130. 贱卖的古碗能否要回案 

131. 重大误解而签订的可撤销的旧船购销合同案 

132. 寻呼台单方提高寻呼费导致寻呼服务合同解除案 

133. 重大误解而签订的可撤销的旧船购销合同案 

134. 寻呼台单方提高寻呼费导致服务合同解除案 

135. 服装厂诉商厦重大误解撤销服装购销合同案 

136. 丈夫以妻子的名义签订的购房合同能否以未经同意而否认其效力要求返还已交定金案 

137. 隐名代理购买股票所有权纠纷案 

138. 超越版权交易代理委托权限侵权案 

139. 利用在职便利为自己参与的第三人签订合同纠纷案 

140. 进出口公司诉被代理人未完成外贸代理合同组织货源义务纠纷案 

141. 国际航空货运转委托代理运费案 

142. 山东公司房地产公司表见代理中是否存在代理权案 

143. 接受交付后拍品未按收条上的估价拍出要求损害赔偿案 

144. 外贸代理的竹筷购销欠款偿付案 

145. 合作出版商的代理人擅自加印油画挂历损害赔偿案 

146. 赖某诉证券公司越权代理案 

147. 向收货的买方收取部分货款后诉车站未依特别约定交付货物案 

148. 香港某公司诉某市开发经营部买卖合同纠纷案 

149. 无权代理顾客买卖股票引起的股票保证金纠纷案 

150. 法人承担其承包人以其银行转账支票购物欠款纠纷案 

151. 借用人员逾期不报到违约赔偿案 

152. 购销合同究竟存在不存在表见代理案 

153. 银行工作人员犯集资诈骗罪当事人要求返还本息案 

154. 车站向持有委托收货介绍信和领货凭证的人交货纠纷案 

155. 离开单位的原合同经办人出具的欠条能否中断时效纠纷案 

156. 出租人诉县供销社无产权房屋租赁纠纷案 

157. 相邻通行损害引起的房屋产权争议案 

158. 某城市信用社超过法定保证期限诉连带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案 

159. 陈甲诉其姐夫应依保证书承担岳父母的丧葬费案 

160. 保证期间届满后在保证逾期催收函上盖章是否应承担保证责任纠纷案 

161. 签发记名指示提单凭指示人银行保函无单放货损害赔偿案 

162. 不服公安局上缴被扣汽车应从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是起算 

163. 存款人死亡后持存单诉信用社向其兑付存单本息案 

164. 债务人讨债出走债务人拿走其财产的行为能否中断时效 

165. 张某等引起亲属在乘旅客列车时发生结论为不属于他杀或自杀的死亡诉某铁路分局赔偿案 

166. 姚治平诉会昌县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 

167. 敖桂如诉付强等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案 

168. 钟志成确认合同效力纠纷上诉案 

169. 裴云彩诉赣州市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 

170. 建设银行景德镇分行营业部诉寿康信用社证券回购合同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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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李曾林诉杜长峰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172. 黄冬香等诉江西杰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上诉案 

173. 刘青诉欧阳秋桂等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174. 谢圣庚诉李梅元等买卖合同纠纷案 

175. 甘长清诉甘立霞等不当得利纠纷案 

176. 桂慧英等诉贵溪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社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 

177. 罗兵华诉周珠根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 

178. 杨兰英、程茂桐离婚纠纷案 

179. 吴江山诉危旭华等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180. 万正华诉桂秀金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181. 黄学花、熊庆星离婚纠纷案 

182. 官秋花等诉余江县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183. 蔡万成诉付相宏等人身损害赔偿案 

184. 九江市麒麟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广东大三通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安装服务合同纠纷案 

185. 徐可发诉严开寿人身损害赔偿案 

186. 曾小燕诉南昌塑料五厂借款合同纠纷案 

187. 赖咸萍诉萍乡烟草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 

188. 陈义水诉陈义好人身赔偿损害案 

189. 九江市五里建筑工程公司诉九江民政局拖欠工程款案 

190. 黄佑来诉徐文兵人身损害赔偿案  

191. 刘莉等诉杨菌借贷合同纠纷案 

192. 谭惠林等诉谭艳萍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193. 济民可信药业有限公司诉安达净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案 

194. 宝通公司诉联谊钨矿借款合同纠纷案 

195. 乐珊珊诉封磊房屋侵权纠纷案 

196. 黎梅红诉黎梅林等企业买卖纠纷案件 

197. 潘安诉李祖国购销地砖合同贷款纠纷案 

198. 余昌华诉朱克正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 

199. 胡著风诉南昌供电公司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200. 龙岩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诉华盛运输有限公司交通损害赔偿案 

201. 杨德胜诉宁海英人身损害赔偿案 

202. 黄玉峰诉洲上砖厂赔偿案 

203. 苏灵华等诉永丰县蔬菜发展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204. 曾常惠诉张金礼等人身损害赔偿案 

205. 潭城乡村委会诉曾群生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 

206. 瑞昌民爆公司诉张毅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207. 张安生诉罗喜珠人身损害赔偿案 

208. 刘德华诉铁元小学人身损害赔偿案 

209. 严桂生等诉高禄怀人身损害赔偿案 

210. 张花荣、李雄明离婚纠纷案 

211. 鹰潭市糖酒饮料批发部等诉许振景等侵权纠纷案件 

212. 张震邦诉刘五根等劳务合同纠纷案 

213. 李铭诉陈先华借贷合同纠纷案 

214. 董桂萍诉李淑兰不当得利纠纷案 

215. 华保林诉洪明泽买卖合同纠纷案 

216. 黄付西诉乐平市供电有限责任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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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万鹏诉南昌塑料厂人身损害赔偿案 

218. 黄黑仔诉彭刚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 

219. 永丰县三友服饰诉永丰县神龙服饰租赁合同纠纷案 

220. 永丰县粮食局诉金全根等撤销权纠纷案 

221. 廖宝根诉中国农业银行新干县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 

222. 抚州市临川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九江市华丰物资有限公司买卖合同案 

223. 黄德义等一九江市公交巴士有限责任公司交通损害赔偿纠纷案 

224. 刘海涛诉江西气体压缩机厂工伤损害赔偿纠纷案 

225. 四川省第十二建筑工程公司诉成都托普华侨高科技产业园股份有限公司建筑工程承包纠
纷案 

226. 长城公司诉瑞士安德利公司、南昌安新油公司合同侵权纠纷案 

227. 陈瑞华等诉吉安平安保险支公司保险合同案 

228. 袁显萍诉浦发鞋业有限公司会计帐簿查阅案 

229. 陈建新诉刘旭东等撤销合股协议书案 

230. 金发权道路行政确认案 

231. 太平洋保险诉江中花保险合同纠纷案 

232. 云天股份会计年终报表造假案 

233. 新盛稀土股权纠纷案件 

234. 龙湾创新皮鞋厂股权纠纷案 

235. 江西省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与江西省儿童医院拖欠工程款纠纷案 

236. 南昌市第六建筑工程公司与江西众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237. 徐强与南昌针织内衣二厂租赁合同纠纷案 

238. 陈育平与江西省莲花县民政局合作合同纠纷案 

239. 中国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与江西北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上） 

240. 中国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与江西北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中） 

241. 中国水利水电第二工程局与江西北大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下） 

242. 马俊诉邹国富合伙纠纷案 

243. 徐以平诉奉新县建设局、奉新县城北开发区有限责任公司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244. 杨庆湖、李瑞兰诉瑞金供电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245. 宁波中心站公路旅客运输合同纠纷上诉案 

246.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诉河南省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产品质量责任
纠纷案 

247. 卢毅诉钟华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248. 宣春市袁州区建筑工程公司诉宣春市哥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249. 长城资产公司诉化工厂、常熟市经委等借款合同纠纷案 

250. 高航利诉程许香民间借贷纠纷案 

251. 萍乡市新区建筑安装总公司硖古石分公司诉萍乡市城北房地产有限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
同纠纷上诉案 

252. 刘光友、刘福平等诉魏毛女、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于都支公司道路交通事

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253. 赣南果业公司诉深圳生溢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254. 赖国文与袁燕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255. 曾庆德、周军风诉江西新东方烹饪学院一般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256. 肖允明诉陈文勇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257. 中国农业银行南城县支行诉吴胜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城支公司借款及
保证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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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邓小憨诉广州市顺通运输服务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案 

259. 陈菁诉周伟芳民间借贷纠纷案 

260. 翁红军、邵桃枝诉张邦有、吴雪华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261. 黄付雨、叶银爱诉乐平市供电有限责任公司、叶乐才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262. 江西金羊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诉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昌锆制品厂买卖合同纠纷案 

263. 江西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诉中国农业银行南昌市叠山路支行、江西金牛企业集团公司
借款合同纠纷案 

264. 雷义根诉丰城市秀市黄家护村煤矿雇员受害赔偿纠纷案 

265. 永修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诉袁某某供电合同纠纷一案 

266. 时某喜诉时真丽抚养关系纠纷案 

267. 江西朕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线缆分公司诉资阳市兴盛农村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
资阳市广播电视局买卖合同纠纷案 

268. 周春秀诉周水牙离婚纠纷案 

269. 贵溪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诉桂慧英、许金碧房屋买卖纠纷案 

270. 利木林诉温晓玲离婚纠纷案 

271. 鹰潭市顺通物资贸易有限公司诉核工业华东建设工程集团公司买卖合同欠款纠纷案 

272. 江西丰电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诉重庆齿轮箱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合同纠纷案 

273. 中国四冶物业公司诉许金碧租赁合同纠纷案 

274. 深圳市火王燃器具公司诉深圳市火王卫厨有限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竟争纠纷案 

275. 应树德诉陈海林股权转让纠纷案 

276. 刘斌、曾凡光诉李才夫股权转让侵权纠纷案 

277. 江西中麒塑料企业有限公司诉南昌市商业银行、江西中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等代位权纠
纷案 

278. 王志刚诉王与智、王与胜等人股资转让纠纷案 

279. 曾新民、新红萍诉范喜孙、黄春香股权转让纠纷案 

附二：本课程案例报告写作格式 

【封面】 

案例分析报告 

课程名称：                             

项目组长            学号               

专    业             班级              

名    称                           

地    点                               

指导教师                               

开课学期            至            学期 

日期与节次      年   月   日第   节 

案例分析报告 

一、案例分析小组学生名单： 

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 实验分工 

    

    

    

    

    

二、案例名称及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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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例名称 

 

 

 

2．案例来源 

 

 

 

三、案情介绍: 

 

 

 

四、法律争议与适用： 

 

 

 

五、评析与结论： 

 

 

 

六、指导教师评语及成绩： 

1、评语： 

 

 

 

2、成绩： 

 

 

                 指导教师签名： 

                 批阅日期： 

 

民法学原理四·亲属法和继承法 
Principles of Civil Law4：Family law and Inheritance Law 

课程号：402010162 

编写说明 

本大纲主要是为了配合《民法学原理四·亲属法与继承法》的教学而编写。大纲由夏吟兰教授

主编，编写人员为陈汉、夏吟兰、何俊平和金眉。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必修（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必修/

主干）课程。 

婚姻家庭法和继承法是民法的组成部分，是以婚姻家庭和继承法律制度、法律关系及与此相关

的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作为民法学的分枝学科，婚姻家庭继承法既与民法学的其他学科密不可

分，同时又具有其特殊性和相对独立性。这是由婚姻家庭法的自然属性、身份属性和伦理属性所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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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而以亲属身份关系为继承发生依据的继承法也必然与一般的财产法相区别。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婚姻家庭学说的理念和发展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婚姻家庭的理念及属性 

一、婚姻、家庭理念 

1、婚姻的概念 

婚姻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的结合。该结合具有夫妻的身份，受法律的保护。 

2、婚姻的性质 

契约说，婚姻伦理说，信托关系说，制度说，身份关系说。 

3、家庭的概念 

家庭是由一定范围的亲属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单位。它具有同财共居的特点，由一定范围内的亲

属所构成。 

4、家庭职能 

婚姻家庭是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家庭的社会职能主要包括经济职能与生活

职能。生活职能又可分为生育职能、教育职能与扶养职能。 

二、婚姻家庭关系的属性 

1、 婚姻家庭关系的自然属性 

男女两性基于性本能和繁衍后代的需要，而形成的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团体，是婚姻家庭赖以形

成的自然因素。这些因素是与生俱来、客观存在、难以改变的。 

2、婚姻家庭关系的社会属性 

婚姻家庭以人为主体，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性是人类婚姻家庭从低级向高级发

展的根本动因。婚姻家庭是一定社会物质社会关系和思想社会关系的统一。 

自然属性是婚姻家庭的特点与形成的前提条件，社会属性是婚姻家庭的本质属性，它决定着婚

姻家庭演进的发展方向。 

第二节  婚姻家庭制度及其历史类型 

一、婚姻家庭制度 

婚姻家庭制度是一定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婚姻家庭形态在上层建筑领域的集中反映，并以行为

规范的形式对其予以确认和保护。经济基础决定婚姻家庭制度，但婚姻家庭制度对经济基础又有反

作用力。婚姻家庭的发展与演变又受到政治、法律、道德、宗教、文化与风俗习惯等上层建筑诸领

域的影响与制约。 

二、原始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 

摩尔根对婚姻家庭制度历史类型的分析。 

群婚制的各种主要形式。血缘家庭和亚血缘家庭。 

对偶婚制的出现及其作用。 

三、一夫一妻制的确立和婚姻制度的发展 

建立在私有制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剥削制度之上的一夫一妻制婚姻，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

一。 

一夫一妻制形成的社会条件。 

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及其主要特点。 

学习目标： 

1、了解婚姻家庭的基本理念及属性。 

2、掌握婚姻家庭的概念和基本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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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婚姻家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特点以及其作为一种特定的法律制度与经济基础和其他

相关上层建筑的关系，为今后学习婚姻家庭法律作好理论准备。 

作业： 

1．试述婚姻的概念及其含义。 

2．从家庭结构的变化看家庭职能的发展演变。 

3．为什么说自然属性是婚姻家庭的固有属性。 

4．试析婚姻家庭制度与婚姻家庭关系的联系与区别。 

5．试述婚姻家庭制度的历史类型。 

6．违反法律规定的性结合能否称之为婚姻，为什么？ 

7．一对夫妻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是否就意味着他们之间缔结了一种身份契约，一方要求离婚

是否应承担违约责任？ 

8．一夫一妻制是人类社会的自主选择吗？它的根本动因是什么？ 

9．举例说明上层建筑对婚姻家庭的影响。 

10．采取人工生殖技术生育的子女可能有两个以上的母亲或父亲，如何解释自然属性与社会属

性在其中的作用。 

11．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价值取向及其现实意义。 

知识单元 2：婚姻家庭法的性质与变革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婚姻家庭法概述 

一、婚姻家庭法的概念及特征 

我国婚姻家庭法的概念和特征。 

婚姻家庭法是规定和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调整的对象是婚姻家庭关系。婚姻

家庭法具有普遍性、身份性、伦理性和强制性特征。 

二、婚姻家庭法律关系 

婚姻家庭法律关系是指婚姻家庭法所调整的婚姻家庭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关系已经不是纯

粹意义上的社会关系，而是已经纳入到了法律的调整之中，其权利受到法律的保护。 

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依法享有婚姻法规定的权利和承担其相应义务的人，婚姻家庭法

律关系的主体范围是具有婚姻、血缘或法律拟制血亲关系的自然人。 

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主体依法享有的婚姻家庭权利和承担的相应的婚姻家庭义务。根

据婚姻家庭权利的性质，可将其权利分为人身权和财产权两大类。 

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婚姻家庭权利与义务所指向的对象。表现为利益、行为和物。 

三、婚姻家庭法的渊源 

1、宪法和法律。 

2、国务院和所属有关部门制定或发布的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 

3、地方性法规和民族自治地方的有关规定。 

4、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5、我国缔结和参加的国际条约。 

四、婚姻家庭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1、婚姻家庭法与宪法。 

2、婚姻家庭法和《民法通则》。 

3、婚姻家庭法和行政法。 

4、婚姻家庭法和刑法。 

5、婚姻家庭法和民事诉讼法。 

五、婚姻家庭法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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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婚姻家庭法的时间效力 

婚姻家庭法的时间效力，是指婚姻家庭法的生效时间、失效时间、及有无追溯力问题。 

我国婚姻法的生效和失效时间，一般由法律明确。我国现行的婚姻家庭法的规定不溯及既往。 

2、婚姻家庭法的空间效力 

婚姻家庭法的空间效力是指婚姻家庭法发生效力的地域范围，全国性的婚姻家庭立法适用于国

家主权领域的一切地区；地方各级政权机关根据各自的权限颁布的婚姻家庭法规，只在各该政权机

关管辖区域内发生效力。 

3、婚姻家庭法对人的效力 

婚姻家庭法对人的效力是指婚姻家庭法律规范对于哪些人适用。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

中国公民之间的结婚、离婚、收养等婚姻家庭事宜，都适用我国婚姻家庭法。 

第二节  我国婚姻家庭立法沿革 

一、中国古代婚姻家庭立法的发展 

奴隶社会婚姻家庭制度的本质是宗法制度的组成部分。 

封建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的特征：包办强迫、买卖婚姻，没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多妾制；男

尊女卑，夫权统治；家长专制，漠视子女利益；男子享有“休妻”的离婚特权。 

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婚姻家庭立法 

婚姻家庭立法一方面保留大量的封建社会的法律内容，另一方面又仿效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条

文，从而使婚姻家庭法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和特点。 

清末婚姻家庭立法。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婚姻家庭立法。 

国民党政府婚姻家庭立法。 

三、建国前革命根据地的婚姻家庭立法 

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立法 

1931年 12月 1日公布施行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和 1934年 4月颁布实施的《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确定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保护妇女和子女利益的原则，

对结婚、离婚的条件和程序以及离婚后的子女和财产问题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上述法律和条例为

我国新的婚姻家庭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2、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地区性的婚姻条例 

各革命根据地的婚姻条例的特点和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概况。 

民主革命时期改革婚姻家庭制度的基本经验。 

四、建国后的婚姻家庭立法 

1、1950《婚姻法》 

1950年婚姻法的基本内容。 

1950年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和意义。 

2、1980年《婚姻法》 

1980年婚姻法是在 195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依据婚姻家庭领域的实践经验和新情况作出的修

改和补充。 

修改补充的基本内容。 

3、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 

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是进入 21世纪后，总结婚姻法的实施经验，针对存在的问题，为完善婚

姻家庭立法对婚姻法作出了新的修改和补充。 

修改和增加的具体内容。 

婚姻法修正案的意义和作用。 

学习目标： 

3、掌握婚姻家庭法的概念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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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解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主体、客体和主要内容。 

2、了解婚姻家庭法的渊源及其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 

3、了解中国婚姻家庭立法的进程和概念。 

作业： 

1．婚姻家庭法的概念和特征。 

2．婚姻家庭法的调整对象。 

3．婚姻家庭法律关系的内容。 

4．1980年婚姻法对 1950年婚姻的发展。 

5．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对 1980年婚姻法修改增补的主要内容。 

6．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价值是什么？ 

7．婚姻家庭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特点是什么？ 

8．如何理解身份权？其受到侵害时应如何保护及救济？ 

知识单元 3：亲属制度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亲属的概念和种类 

    一、亲属的概念 

    亲属有广义和狭义的概念。狭义的亲属是指具有婚姻、血缘或拟制血亲关系的，同时彼此具有

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亲属。 

亲属的特征。以婚姻和血缘为纽带，有固定的身份和称谓，体现为权利义务关系。 

亲属和家长、家属、家庭成员的区别。 

    二、亲属的种类 

    1、我国古代亲属分类 

    宗亲、外亲、妻亲的概念及范围。 

    2、现代亲属的分类 

    配偶。男女双方因结婚而形成的亲属关系；是血亲的源泉，姻亲的基础。 

    血亲。指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依据血缘来源不同分为自然血亲和法律拟制血亲；依据血缘联系

不同分为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依据辈分不同分为长辈亲、晚辈亲、同辈亲。 

    姻亲。指以婚姻关系为中介而产生的亲属。 

    三、法定近亲属范围 

    法律对于亲属关系的调整须规定特定的范围。关于亲属范围的限定，一般有两种法例：一是总

体概括性限定法；二是个别实用性限定法。我国法律就是采用个别适用性限定法。 

第二节  亲属关系远近计算法 

    一、罗马法亲等计算法 

    1、直系血亲计算法 

    从自己往上数，每经一代为一亲等；从自己往下数，每经一代也是一亲等。 

    2、旁系血亲计算法 

    从自己往上数至双方共同的直系血亲即同源人，每经一代为一亲等；再往下数至要计算的人，

也是每经一代为一亲等，所有数字相加即得出亲等数。 

    二、寺院法亲等计算法 

 寺院法亲等计算法是中世纪教会法计算亲属关系远近的的单位，目前为少数国家所采用。 

    三、我国的亲属关系计算法 

    1、我国古代的丧服制计算法 

    2、我国婚姻法的亲属计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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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亲属关系的发生、终止和法律效力 

    一、亲属关系的发生和终止 

    自然血亲因出生而发生，因死亡而终止。 

    拟制血亲因一定的法律行为而发生，因死亡或一定的法律行为而终止。 

    配偶关系因结婚而发生，因配偶的死亡或离婚而结束。 

    姻亲关系以婚姻为中介而发生。婚姻成立时姻亲关系成立，一般依离婚或一方的死亡而终止。 

    二、亲属的法律效力 

    亲属关系一经法律调整，就会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即为亲属的法律效力。 

    亲属关系在家庭法上的效力。如禁婚亲、抚养、扶养和赡养、继承权等。 

    亲属关系在民法上的效力。如监护、法定代理等。 

    亲属关系在刑法上的效力。如重婚罪、遗弃罪的犯罪主体等。 

    亲属关系在诉讼法上的效力。如回避、辩护、诉讼的法定代理人等。 

    亲属关系在国籍法上的效力。如依据一定的亲属关系才能取得国籍。 

学习目标： 

1、理解亲属的概念、亲属关系的产生及终止。 

2、掌握亲属的主要分类及其亲等的概念，能够熟练地运用罗马法亲等计算方法计算亲属关系

的亲疏远近。 

3、认识亲属关系的法律意义，特别是亲属在婚姻家庭法方面的法律效力。 

作业： 

1．试述亲属概念和亲属关系的特点。 

2．亲属的种类。 

3．直系血亲和旁系血亲的区别。 

4．亲等的概念。 

5．罗马法与寺院法亲等制计算亲属关系远近的方法。 

6．亲属关系发生和终止的原因。 

7．亲属关系在婚姻家庭法和其他民事法律上的效力。 

8．传统亲属制度对我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有何影响？ 

知识单元 4：婚姻法基本原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婚姻自由 

    一、婚姻自由的意义 

    1、婚姻自由的概念 

    婚姻自由，是指婚姻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照自己的意志决定其婚姻问题所享有的权

利，对此，任何人不得强制或干涉。 

    2、婚姻自由的由来 

    在古代社会，没有自由婚姻，几乎在所有国家都实行包办强迫婚姻。婚姻的目的是实现家族的

利益。婚姻自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过程中提出来的，作为“民主、自由、平等”的口

号的一部分，婚姻自由也被宣布为“天赋人权”。从资产阶级革命到现在的数百年间，婚姻自由已

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普遍认同的一项法律原则。 

    由于实现婚姻自由的前提尚未完全实现，私有制和男女地位的不平等，真正的婚姻自由还不可

能完全实现。 

    二、婚姻自由的内容 

    1、结婚自由 

    结婚自由，是指婚姻当事人有依法缔结婚姻关系的自由。自愿是实现婚姻自由的前提，双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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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表示一致是其法律基础。 

    2、离婚自由 

    离婚自由，是指夫妻有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自由。离婚制度为那些已无法共同生活的夫妻，提

供了救济办法。 

    3、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的关系 

    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共同构成婚姻自由的完整内涵，二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 

    婚姻法有关结婚法定条件和离婚法定条件的法律意义。 

婚姻自由原则的现实意义。 

三、保障婚姻自由原则贯彻实施的禁止性规定 

1、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包办婚姻，是指第三者（包括父母）违背婚姻自由的原则，无视婚姻当事人的意志，强迫他人

缔结的婚姻。 

买卖婚姻，是指第三者（包括父母）以索取大量财物为目的，包办强迫他人缔结的婚姻。 

包办婚姻与买卖婚姻的联系与区别。 

包办、买卖婚姻以外的违反婚姻自由原则的行为及其表现形式。 

对各种违反婚姻法行为应区分情况分别处理，课以相应的民事、行政及刑事责任。 

2、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借婚姻索取财物，是指当事人自愿结婚但以索取一定财物作为结婚必要条件的行为。 

划清买卖婚姻和一般借婚索取财物的界限。 

我国婚姻法对于彩礼等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具体处理办法。 

第二节  一夫一妻 

一、一夫一妻制的意义 

一夫一妻制，是指一男一女结为夫妻的婚姻制度。 

一夫一妻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经济根源。 

社会主义当代一夫一妻制的基本特征和意义。 

一夫一妻制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婚姻法律制度。它符合婚姻的本质。 

二、保障一夫一妻制原则贯彻实施的禁止性规定 

（一）禁止重婚 

重婚，是指有配偶者又与他人结婚的行为。 

法律重婚与事实重婚的概念及区别。 

重婚的法律后果：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界定。 

（二）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是指男女一方或双方有配偶，而又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

共同生活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与事实重婚的相同点与区别。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行为的性质与法律责任。 

其他破坏一夫一妻制的行为，如通奸等行为的界定及其在实践中的处理方法。 

第三节  男女平等 

一、男女平等的意义 

男女平等，是指男女两性在婚姻家庭关系中，享有同等的权利，负担同等的义务。 

男女平等是我国《宪法》规定的重要原则。 

男女平等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男女平等为解放妇女开辟了广阔的天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男女平等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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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婚姻关系方面权利义务平等。 

在家庭关系方面地位平等，不同性别的家庭成员权利和义务平等。 

从法律上的平等过渡到实际生活中的平等，是婚姻、家庭中两性关系的重要目标。 

第四节  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 

一、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1、意义 

对妇女权益进行保护的必要性。 

新中国法律对妇女权益保护的发展进程。 

保护妇女权益的原则是对男女平等原则的重要补充。 

2、保护妇女权益的规定 

在离婚程序方面。 

在离婚分割财产效力方面。 

《妇女权益保障法》对妇女的各项权利有针对性地作出了更加全面、具体、系统地保障性规定。 

二、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 

1、意义 

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儿童的法律地位有很大差别。中国把保护儿童权益列入宪法。 

2、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的规定 

保护儿童的具体规定。禁止溺婴、弃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并明确规定了父母对子女的抚

养教育的义务。规定了不同情况的子女地位平等。 

《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我国儿童的保护作出了更为具体和全面的规定。 

三、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1、意义 

尊重、赡养和爱护老年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加强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是社会的要求，同时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2、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规定 

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包括人身权利与财产权利两个方面。 

子女对父母有赡养义务。 

禁止遗弃和虐待老人。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全面具体地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作出了明确规定。 

四、保障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原则贯彻实施的禁止性规定 

1、禁止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的概念和内容。 

家庭暴力是全球性的问题，制止家庭暴力的必要性和意义。 

我国婚姻法增设的关于禁止家庭暴力的相关规定。 

家庭暴力的救助手段：社会救助，行政处罚，民事救济，刑事责任。 

2、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虐待、遗弃的概念。 

家庭暴力、虐待行为、虐待罪三者的区别及其在处理上的差异。 

对虐待、遗弃行为的处理：社会救助，行政处罚，民事救济，刑事责任。 

第五节  计划生育 

一、实行计划生育的意义 

计划生育的概念。我国计划生育是指节制生育，降低人口发展速度。 

实行计划生育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口再生产的客观要求，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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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计划生育有利于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提高人口素质 

二、计划生育的内容 

提倡和奖励生育一胎。 

合理安排和严格控制生育二胎。 

禁止计划外生育和生育多胎。 

第六节  对夫妻关系和家庭成员关系的倡导性规定 

一、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相互尊重 

夫妻之间相互忠实、相互尊重的内容、意义以及伦理价值。 

夫妻之间相互忠诚的义务在各国民法中的体现和具体规定。 

二、家庭成员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 

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是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建立平等、和

睦、文明的现代家庭的内涵。 

尊老爱幼，敬老爱幼的现实意义及其在我国法律中的体现和价值 

学习目标： 

1、掌握我国婚姻法的各项基本原则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为依据理解我国现行婚姻法的价值取

向。 

2、了解婚姻法为保障各项基本原则的贯彻实施所做的禁止性规定，及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作业： 

1．试析婚姻自由原则的含义。 

2．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借婚姻索取财物的区别何在。 

3．试述重婚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异同。 

4．禁止家庭暴力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到 20世纪 90年代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 

5．家庭暴力与虐待、遗弃有何异同？ 

6．计划生育原则的含义及基本内容是什么？如何认识与对待计划生育的利弊得失。 

7．如何理解《婚姻法》第四条的立法精神和规范意义。 

8．在婚姻法中设立基本原则的意义何在？ 

9．真正实现婚姻自由的前提与基础是什么？ 

10．在婚姻法中如何体现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11．如何理解一夫一妻制是人类文明时代的标志？为什么至今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仍然存在着

重婚、通奸和卖淫现象？ 

知识单元 5：婚姻的成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结婚制度概述 

    一、结婚的概念 

    结婚是指男女双方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建立夫妻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 

    结婚行为的特征。 

    二、结婚制度的沿革 

    结婚制度始于个体婚制，是原始社会末期私有制的产物。 

    结婚制度的发展阶段：掠夺婚、有偿婚、聘娶婚、宗教婚、合意婚。 

第二节  结婚要件 

    一、结婚的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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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备条件，又称结婚的积极要件，指当事人结婚时必须具备的法定条件。 

    1、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这是婚姻自由原则在结婚制度中的具体体现。 

    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的三层含义。 

    违反自愿原则的法律后果。 

    2、必须达到法定婚龄 

    法定婚龄是指法律规定的最低的结婚年龄，即结婚当事人在此年龄以上始得结婚，在此以下不

许结婚。这是婚姻关系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要求。 

    我国婚姻法规定的法定婚龄为男子达到 22周岁，女子达到 20周岁。提倡晚婚晚育。 

    未达法定婚龄缔结婚姻的法律后果。 

    3、必须符合一夫一妻 

    有配偶者不得重婚。有配偶者只有在离婚或另一方死亡后方可再结婚。 

    违反一夫一妻制的后果。 

    二、结婚的禁止条件 

    结婚的禁止条件又称消极条件，或婚姻的障碍，是法律不允许结婚的情况。 

    1、禁止结婚的血亲关系 

    禁婚亲是指禁止结婚的亲属。 

    确定禁婚亲范围的依据。 

    我国婚姻法关于禁婚亲的具体规定。 

    2、禁止患一定疾病的人结婚 

    外国法关于禁止结婚疾病的规定。 

    我国婚姻法及相关的规定中对禁止结婚疾病的具体规定及举例说明。。 

患有禁止结婚的疾病而结婚的婚姻的法律后果。 

第三节  结婚程序 

    一、结婚程序的概念及其类型 

    结婚的程序又称结婚的形式要件，指法律规定结婚必须采取的方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当事

人，只有履行法定的结婚程序，其婚姻关系才被国家和社会承认，产生法律效力。 

    世界各国结婚的程序主要有登记制、仪式制、登记与仪式结合制。 

    二、我国结婚登记制度 

    1、结婚登记的目的和意义 

    2、结婚登记的机关和程序 

    城市和农村的结婚登记的机关。 

    登记的程序：申请、审查、登记。 

第四节 无效婚姻 

    一、概说 

    无效婚姻，是指违反婚姻成立要件的违法婚姻，由于欠缺婚姻成立的有效要件，因而不具有婚

姻的法律效力。 

    无效婚姻制度的起源。 

    外国法中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 

    我国《婚姻法》（修正案）增设无效婚姻制度的具体规定。 

    二、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主体和宣告机关 

    无效婚姻的请求权主体，是指有权向人民法院就已办理结婚登记的婚姻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主

体，我国包括婚姻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 

    利害关系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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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是人民法院。经审查确属无效婚姻的，法院依法作出宣告婚姻无效的

判决。 

    婚姻撤销请求权人，既可以依行政程序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宣告婚姻撤销，也可以依诉讼程序

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撤销。 

    关于无效婚姻的宣告程序及时间限制的具体规定。 

    三、我国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异同 

    1、两者的共同点 

    2、两者的区别 

    四、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 

    世界各国无效婚姻的三种法律后果。 

    我国采用的是有追溯力的法律制度，宣告婚姻无效或撤销导致的法律后果： 

    1、人身关系 

    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均视为婚姻未成立，即该婚姻从一开始就不受法律保护，自始无效。 

    2、财产关系 

    婚姻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同居前属于个人的财产，应归各自所有。同居前一方自愿赠给对

方的财物，可按照赠与关系处理。同居期间双方共同创造的财产和经营权，按共同共有处理，但有

证据证明为当事人一方所有的除外。当事人对共有财产应当协商分割，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

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 

    3、子女方面 

    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后，当事人所生的子女作为非婚生子女，仍享有婚姻法规定的关于子

女的各项权利。 

第五节  与结婚制度相关的规定 

    一、婚约 

    婚约是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 

    婚约的沿革。古代的婚约和近代、现代的婚约。两者的区别及不同的法律效力。 

    外国法中有关婚约的相关规定。 

    我国婚姻法对婚约的态度和处理原则。 

    二、事实婚姻 

    广义事实婚姻和狭义事实婚姻的概念。 

    事实婚姻的特征。 

    世界各国对事实婚姻的法律态度：不承认主义，承认主义和相对承认主义。 

    事实婚姻的危害。 

    我国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关于事实婚姻的具体规定。 

学习目标： 

1、了解结婚的概念和结婚制度的历史沿革。 

2、掌握婚姻成立的必备要件和禁止要件。 

3、了解结婚的程序。 

4、掌握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的具体内容及法律后果。 

5、理解婚约、事实婚姻等司法实践中与结婚制度相关的具体规定。 

作业： 

1．结婚的必备条件和禁止条件。 

2．确定法定婚龄的依据。 

3．结婚登记的程序及意义。 

4．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区别。 

5．处理因解除婚约引起的人身和财产纠纷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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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婚前赠与财产的法律性质是什么？ 

7．法律关于禁止结婚的条款如何实现？ 

8．无效婚姻的立法价值是什么？ 

知识单元 6：婚姻的效力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婚姻效力概述 

    一、婚姻效力概说 

    婚姻的效力是婚姻成立所导致的法律后果。 

    广义的婚姻效力和狭义的婚姻效力的具体内容。 

    婚姻效力就其性质而言，分为夫妻人身关系和夫妻财产关系。 

    二、夫妻关系演进 

    1、夫妻一体主义 

    夫妻一体主义是指男女因结婚而合为一体，夫妻的人格互相吸收。依据法律和伦理规定， 实

际上是妻子的人格被丈夫所吸收，丧失了独立的人格。 

    夫妻一体主义下夫妻关系在人身和财产上的特点。 

    2、夫妻别体主义 

    夫妻别体主义又称夫妻异体主义，指男女婚后各保持独立的人格，相互之间有权利义务关系，

有独立的财产权，在法律地位上平等。 

    夫妻别体主义的历史渊源、实质和意义。 

    3、我国婚姻法关于夫妻家庭地位平等的规定 

    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具体要求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平等，这一规定有助于建立新型平等的夫妻

关系，促进家庭成员的幸福和睦。 

第二节  夫妻人身关系 

    夫妻人身关系是与夫妻的人格和身份有关的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一、 夫妻姓名权 

    姓名权是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利。公民无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

就是没有独立人格的标志。 

    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各用自己姓名的权利”，是男女平等的具体体现，也是夫妻在

家庭中地位平等的体现。 

    婚姻法赋予当事人选择权，允许双方就姓名问题达成自愿合法的协议。 

    姓名权还表现在子女的姓氏的确定上，我国婚姻法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 

    二、夫妻人身自由权 

    《婚姻法》（修正案）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

得对他方加以限制和干涉”。 

    保障夫妻人身自由权的意义和立法目的。保障妇女婚后享有的人身自由权利，特别是已婚妇女

的职业选择权和社会活动参与权是宪法保障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生活等

方面的同男子平等权利的具体体现，也是实现妇女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础。 

    三、夫妻住所选定权 

    住所选定权是指选择确定夫妻婚后共同居住场所的权利。其立法目的在于破除男婚女嫁、妻从

夫居的传统观念，提倡男到女家落户，有助于改变旧的婚姻习俗，倡导男女平等。同时，有利于解

决有女无儿户的实际困难。 

    四、夫妻计划生育义务 

    我国《婚姻法》对夫妻计划生育义务的具体规定及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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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法中的计划生育制度与公民生育权的关系。 

    世界各国的亲属法关于夫妻同居义务、夫妻忠实义务和家事代理权等的相关规定。 

第三节  夫妻财产关系 

    一、夫妻财产制 

    1、概念和种类 

    夫妻财产制又称婚姻财产制，是有关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使用、管理、收益、

处分以及债务清偿、离婚时的财产清算等方面的法律制度。 

    夫妻财产制的发展阶段： 

    封建法的夫妻财产制。夫妻财产制在古代社会与夫妻一体主义的立法思想相适应，具有男女不

平等的特点。形式主要有吸收财产制、统一财产制和联合财产制。 

    市民法的夫妻财产制——分别财产制。分别财产制的内容，起源以及产生的意义。 

    社会法的夫妻财产制——共同财产制。共同财产制指除特有财产外，夫妻任何一方或双方的财

产归双方共同所有，双方享有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共同财产又分为一般共同制

和婚后所得共同制。 

    2、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 

    1）夫妻共同财产制 

    夫妻共同财产制是我国的法定财产制。 

    夫妻共同财产的概念。夫妻共同财产指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 

    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我国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 

    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平等的处理权是指夫妻在对共同财产行使处分权时，应平等

协商，取得一致意见。 

    2）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 

    婚姻法特殊规定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为夫妻个人特有财产。 

    婚姻法及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 

    3）夫妻约定财产制 

    夫妻约定财产制概念。夫妻约定财产制是规范夫妻对其婚前财产、婚后财产的占有、使用、管

理、收益、处分协议的法律制度。 

    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条件。夫妻必须双方自愿；约定的内容必须合法；约定的财产包括夫妻婚前

财产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约定的时间可以是婚前也可以是婚后，约定订立之后可以变更废

止；约定应以书面形式，最好经过公证。 

    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效力。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可以同时并用，但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效力高

于法定财产制，有约定的从约定，无约定或约定无效的从法定。 

为维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的利益，对夫妻财产进行约定的，在与第三人进行财产交易时有告知义务。 

    二、夫妻相互扶养义务 

    1、扶养的概念和特征 

    扶养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亲属间相互供养和扶助的行为。 

    扶养的特征： 扶养发生在法律规定的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 扶养关系的主体双方具有身份

关系；扶养是一种法律行为；扶养义务以义务人有扶养能力和权利人需要扶养为条件； 扶养是一

种双方法律行为，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是相一致的。 

    2、夫妻相互之间的扶养 

    夫妻是共同生活的伴侣，夫妻之间的扶养有以下特征：夫妻之间的扶养关系是基于夫妻人身关

系产生的；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是对等的，任何一方既是权利人，也是义务人；夫妻之间的扶养义

务具有强制性。 

    三、夫妻相互继承权 

    夫妻相互继承权是由夫妻身份关系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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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司法实践中，处理夫妻间的继承案件应注意的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婚姻效力的概念及夫妻关系的演进，学习和掌握夫妻双方在人身关系方面的权利和义

务。 

2、理解和运用夫妻财产关系的各项规定，特别是有关夫妻财产制度的各项规定及其立法意图。 

作业： 

1．婚姻的效力。 

2．我国婚姻法关于夫妻间人身和财产方面权利义务的规定。 

2．如何理解我国法定夫妻财产制。分析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个人特有财产。 

3．我国约定财产制的内容。 

4．什么是夫妻间扶养义务。 

5．如何理解夫妻家事代理权。 

6．夫妻共同财产制与夫妻分别财产制的立法价值何在？ 

7．夫妻共同财产制除因离婚终止外，可否因其他原因终止？ 

8．夫妻间发生人身和财产侵权行为，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其依据是什么？如何承担法律责

任？ 

9．什么是配偶权？应否从法律上规定配偶权？ 

10．如何完善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 

知识单元 7：婚姻终止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婚姻终止概述 

    一、婚姻终止的概念 

    婚姻的终止,是指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因发生一定的法律事实而消灭。 

    二、婚姻终止的原因 

    1、婚姻因配偶一方死亡而终止，因配偶宣告死亡而终止婚姻关系的特殊规定。 

    2、婚姻因离婚而终止 

    离婚，是婚姻关系当事人在生存期间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行为，是终止婚姻关系的另一种

形式。 

    三、离婚制度的历史沿革 

    1、关于离婚的立法主义 

    禁止离婚主义，是指婚姻关系在夫妻生存期间不可离异的立法思想。它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教

会法的原则，现代已经基本不采用。 

    许可离婚主义。主要有专权离婚、限制离婚。专权离婚是指丈夫、或者夫家单方面享有或享有

较多离婚的权利，而妻子没有离婚的权利或者离婚权利受到严格限制；限制离婚主义，是指法律虽

许可夫妻离婚，但必须具有法律规定理由的立法主张，也称之为过错离婚主义或有责离婚主义。 

    破绽离婚主义。指只要一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供一定的证据，说明婚姻关系已不可挽救的破裂即

可获准离婚的立法思想。也称为自由主义或者无责主义。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大都实行破绽离婚主义，

但各国在实行破绽离婚主义的同时，为平衡夫妻双方的利益、维护子女的利益、稳定婚姻关系，对

婚姻关系当事人的权利进行了一定限制。 

    2、我国离婚制度的发展 

    我国古代的离婚制度与宗法家族制度相适应，实行男尊女卑，男子有离婚特权的制度，   包

括“七出”、“和离”、“义绝”以及呈诉离婚四种形式。 

    国民党时期离婚制度：两愿离婚和判决离婚的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的离婚制度： 1950年婚姻法中的离婚制度、1980年婚姻法中的离婚制度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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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 2001年婚姻法中的离婚制度。 

第二节  行政离婚 

一、行政离婚概说 

行政离婚是指婚姻当事人自愿离婚，并就离婚的有关事宜达成协议，通过有关部门认可即可解

除婚姻关系。 

二、行政离婚的条件 

1．婚姻当事人已经登记结婚。当事人没有登记结婚的，婚姻自始不存在，也就不存在离婚的

问题。 

2．双方当事人自愿离婚。这要求双方当事人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登记离婚不得代理，

须当事人亲自完成。 

3．双方对子女和财产等问题已有协议，未达成协议的，应通过诉讼程序解除婚姻关系。 

三、行政离婚的程序 

1．申请——凡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必须双方亲自携带有关的证件与材料到一方常住户口所

在地的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 

2．审查——婚姻登记机关对当事人的离婚申请，必须进行严格审查。 

3．批准——婚姻登记机关对符合离婚登记条件的，发给离婚证，注销结婚证。当事人自取得

离婚证起，解除婚姻关系。离婚当事人一方不按照离婚协议履行应尽义务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起民事诉讼。对不符合离婚登记法定条件的，婚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  

第三节  诉讼离婚 

    一、诉讼离婚概说 

    现代意义上的诉讼离婚的起源及发展历程。  

    各国诉讼离婚制度概况。 

    我国《婚姻法》（修正案）的具体规定。 

    二、诉讼外调解 

    1、诉讼外调解的含义与作用 

    诉讼外调解，是指法院以外的有关部门，包括当事人所在单位、妇联、基层调解组织和行政主

管部门的调解。 

    诉讼外调解必须遵循自愿、合法原则，不得对婚姻当事人进行强迫调解。诉讼外调解不具有法

律效力。 

    诉讼外调解的意义。 

    2、诉讼外调解的结果 

    双方和好；双方达成离婚协议；调解无效，由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三、诉讼程序 

1、管辖 

离婚诉讼属于民事诉讼案件。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2、调解 

调解是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 

调解的意义及所应遵循的原则。 

调解的三种结果。 

3、审理与判决 

诉讼离婚案件，当事人除不能表达意志的以外，均应出庭。 

对于调解无效的离婚案件，人民法院应依据具体情况及时作出判决。 

    四、判决离婚法定理由 

    1、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是判决离婚法定理由 



1195 

    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如果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二是如果夫妻感情没有破

裂或没有完全破裂，即使调解无效也不准予离婚。 

    2、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例示性规定 

    凡具有婚姻法（修正案）第 32 条规定所列举的五种具体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夫妻感情确已

破裂，经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

成员的；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因感情不和分居满 2年的；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

形。 

    各项例示性规定的法律意义。 

    公告离婚。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 

    3、认定感情确已破裂的方法 

    认定夫妻感情破裂根据我国长期的司法实践经验应从婚姻关系的四个层面来进行分析评判，即

看婚姻基础、婚后感情、离婚原因、夫妻关系的现状及有无和好可能性。 

    相关司法解释中所列举的可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可以作为具体审理案件的参考。 

    关于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的两种立法例：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 

    五、诉讼离婚的两项特别规定 

    1、对军人婚姻的特殊保护 

    对军人婚姻的保护方法：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除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须得军人同意。 

    保护军婚的意义。 

    适用保护军婚时应当注意的各项问题。 

    2、诉讼离婚中对女方的特殊保护 

    保护的方法是在一定条件下限制男方的离婚诉权。 

    我国《婚姻法》的具体规定。 

    对女方特殊保护的意义。 

    适用时应注意的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婚姻终止的概念和原因。 

2、认识离婚制度的历史沿革及我国离婚制度的发展。 

3、熟悉行政离婚和诉讼离婚的程序。 

4、掌握和运用离婚的法定条件，以及对军婚和女方权益保护的特殊规定。 

作业： 

1．在我国适用行政离婚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2．我国诉讼离婚有哪些特点？ 

3．我国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是什么？ 

4．我国诉讼离婚两项特别规定的内容是什么？ 

5．为什么对判决不准离婚或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当事人再次起诉离婚的时间进行限制？ 

6．试分析我国裁判离婚法定理由的特点？ 

7．简述离婚制度的两大立法主义 

8．评述我国 2001年诉讼离婚法定理由立法的变化。 

知识单元 8：离婚效力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离婚对当事人身份上的效力 

一、夫妻身份、称谓终止 

离婚为婚姻关系的终止，双方不再互为配偶，当事人的夫妻身份、称谓终止。 

我国法律未对姻亲关系进行明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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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事人均享有再婚的权利 

双方在离婚生效后，取得再婚自由权。 

注意行政离婚与诉讼离婚发生法律效力的时间。 

三、夫妻间扶养义务终止 

夫妻离婚后，夫妻身份消灭，夫妻间的相互扶养义务终止。 

我国婚姻法虽未对夫妻同居义务作明文规定，当婚姻关系因离婚终止时，双方当事人共同生活

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共同管理家务、生活上互相帮助以及同居关系自然终止。 

四、夫妻间继承权消灭 

夫妻离婚后，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消灭。 

第二节  离婚对当事人财产上的效力 

一、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1、分割的原则与方法 

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当事人可以自由协商，协商不成，由法院按照坚持男女平等，保护女

方、子女权益，照顾无过错方，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判决。 

分割的方法：实物分割、价金分割、价格补偿等。 

2、财产性质的认定与归属 

确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首先要区分夫妻共同财产与夫妻个人财产、约定财产、家庭财产的

界限。 

在一些特殊情形下，对夫妻共同财产范围界定的具体规定。 

3、离婚时住房问题的处理 

司法解释处理离婚后住房的具体规定。 

4、侵占共同财产的责任 

离婚时，一方因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

侵占方应分别情况承担责任：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人民法院可以少分或不分；如果离婚后，才发现对方有隐藏、转移、变

卖、毁损的夫妻共同财产，或一方伪造债务的行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

共同财产。 

二、债务的清偿 

1、共同债务的清偿 

共同债务的含义。共同债务是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维持夫妻共同生活、经营活动，或为履

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的债务。 

共同债务的范围。 

对共同债务，夫妻负连带责任。 

2、个人债务 

个人债务是与夫妻共同生活无关的债务。 

个人债务的范围。 

个人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 

第三节  离婚对子女的效力 

一、离婚后的父母子女关系 

父母子女关系基于出生这一法律事实而发生，不因夫妻离婚而解除。 

无论生父母离婚后的父母子女关系，养父母离婚后的养父母子女关系，继父（母）与生（父）

母离婚后与已经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均适用这一规定。 

二、离婚后子女抚养问题 

1、直接抚养方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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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后子女由何方直接抚养，父母可以进行协商。如双方协商不成，由人民法院从有利于子女

身心健康、保障子女的合法权益出发，结合父母双方的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等具体情况判决。 

司法解释的相关具体规定。 

2、离婚后子女抚养关系的变更 

因父母抚养条件的变化或者子女一方的要求均可以变更抚养关系。具体变更方式，可先由父母

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人民法院应根据子女的利益和父母双方的具体情况进行判决。 

3、离婚后子女抚育费的负担与变更 

离婚后子女抚养费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司法解释的相关具体规定。 

抚养费给付的期限与方式：抚育费的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十八周岁；抚养费原则上应定期给付。 

抚养费的变更：在父母或子女情况发生变化时，男女双方及子女都可以要求依法予以变更。变

更的方式，可以先由父母双方协议，如协议不成，由人民法院判决。 

4、离婚后的子女探望权问题 

婚姻法对探望权的规定。 

合理行使探望权的意义。 

探望权的行使方式。双方在离婚时应对探望方法、时间、地点等进行协商。不能达成协议的，

由人民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时一并判决。间接扶养方在行使探望权时，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协助

的义务。 

探望权的中止与恢复。由法院根据法定的中止事由作出判决，中止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间接

抚养方的探望权利。 

第四节  离婚时的救济方式 

一、离婚时的家务补偿 

1、家务补偿的概念和作用 

家务补偿是对实行分别财产制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方配偶离婚时的补偿。 

确立家务补偿制度的立法价值和实际意义。 

2、适用家务补偿的条件 

夫妻对于婚后所得财产进行了分别所有的约定。 

夫妻一方付出了较多义务。 

在离婚时行使。 

3、数额 

根据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同时考虑一方在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方面尽

义务的状况、时间的长短、另一方的受益情况和目前经济状况等因素确定。 

二、离婚时对生活困难方的经济帮助 

1、经济帮助的含义与性质 

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 

对离婚时生活困难方实施经济帮助，不是夫妻相互抚养义务在离婚后的延伸，而是对生活困难

一方的救助。 

2、实施经济帮助的条件 

生活困难在离婚时已经存在。 

提供帮助的一方必须有负担能力。 

3、经济帮助的方式 

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双方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 

可以短期或一次性帮助；或多方面、长期性帮助；帮助方应以个人财产实施经济帮助。 

4、经济帮助的终止 

困难方另行结婚，或者其经济收入足以维持其生活的，应当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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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离婚时的损害赔偿 

1、离婚时损害赔偿的概念和作用 

离婚时的损害赔偿，是指因夫妻一方的法定过错导致离婚的，他方可请求损害赔偿。 

离婚时损害赔偿具有填补损害、精神慰抚、制裁、预防违法行为的功能。 

2、损害赔偿发生的原因 

法定的四种情形：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3、赔偿义务人、赔偿范围 承担离婚时损害赔偿责任的义务人为有特定过错的配偶。 

赔偿范围，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司法解释的相关具体规定。 

4、离婚时损害赔偿的提起 

无过错方为原告在离婚诉讼中提出损害赔偿的情况。 

无过错方为被告如何在离婚诉讼中提起损害赔偿的情况。 

登记离婚如何提起损害赔偿。 

其他国家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概况。 

学习目标： 

1、熟悉婚姻法中有关离婚后夫妻双方在身份、财产以及子女抚养问题上的处理规定。 

2、掌握离婚后的几种救济方法的具体使用条件和实施的意义，结合实际，领会这些制度所体

现的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照顾弱势群体利益的立法精神。 

作业： 

1．试述离婚的法律后果。 

2．试述共同债务的范围与清偿方法。 

3．我国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的适用条件是什么？ 

4．我国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成立的条件是什么？如何行使？ 

5．试述我国离婚时经济帮助的适用情形。 

6．试述我国离婚时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如何确定。 

7．评述我国法律对离婚时一方隐匿、毁损共同财产，扩大债务的罚则。 

8．评述探望权及其适用。 

9．试述我国判决离婚时对财产性质的认定与归属。 

知识单元 9：父母子女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父母子女关系概述 

    一、父母子女关系的概念和种类 

    1、父母子女关系概念 

    父母子女关系法律上是指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父母子女关系法，是亲属法的重

要内容之一。 

    2、父母子女关系的种类 

    自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是基于子女出生的法律事实而发生的。 

    拟制血亲的父母子女关系：是基于收养法律行为或再婚后事实上形成抚养关系，由法律认可而

人为设定的。 

    古代亲子分类法有远近、亲疏之别，不同称谓者在法律地位上也不相同。 

    二、父母子女法律地位 

    1、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 

    抚养的内容和期限：抚养，指父母从物质上、经济上对子女的养育和照料。期限为自子  女出

生时起，至子女能够独立生活时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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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解释的相关具体规定。 

    对于不履行抚养义务者的强制措施。 

    禁止通过任何手段危害婴儿的生命。 

    2、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保护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保护和教育的含义及其必要性。 

    在未成年子女对国家、集体或他人造成损害时，父母有承担民事责任的义务。 

    3、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 

    赡养扶助的内容：赡养指子女在物质上、经济上为父母提供必要的生活费用和条件，扶助指给

予父母精神上的安慰和生活上的照料。 

    对拒不履行赡养义务者的强制措施。 

    4、父母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第二节  监护 

    一、监护的概念 

    监护制度是一种对缺乏自我保护和自我生活能力的人的一种监督或照顾的制度，它交织在民事

主体制度、民事权利制度和亲属制度三个民事法律制度之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二、监护的功能和特征 

    1、监护的功能 

    弥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能力瑕疵。 

    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 

    提供替代社会保障的功能。 

    2、监护的特征 

    监护法律关系的内容具有法定性。 

    设立监护制度具有明确的目的性。 现代监护制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 

    监护关系的主体具有特定性。被监护人、监护人、监护监督人以及处理和解决监护问题的国家

公力机构特定。我国现行法律只做到了被监护人和监护人的特定化，对其他主体未做规定。 

    三、监护的设定 

    1、对未成年人设定监护人 

    《民法通则》对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和指定监护人的规定。 

    2、对成年精神病人设定监护人 

    《民法通则》对精神病人的法定监护人和指定监护人的规定。 

    四、监护人法律地位的界定 

    1、监护权说。 

    2、监护义务说。 

    3、监护人权利义务一体说。 

第三节  亲权 

    一、亲权的概念与特征 

    1、亲权的概念 

    亲权是父母基于其身份，依法享有对未成年子女人身上养育管教和财产上保护管理的权利义务

的总和。它既是一种民事权利同时又是父母的法定义务。 

    学术著作中对亲权概念界定的代表性观点。 

    2、亲权的法律特征 

    亲权制度来源于罗马法的家父权和日耳曼法的保护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亲权是基于父母身份对未成年子女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即为一种身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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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权具有权利义务双重性； 

    亲权是绝对权、支配权、专属权。 

    3、亲权与监护法律关系的差异 

    监护通常是指对不在亲权下的未成年人和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人身及财产权益的

监督和保护。 

    亲权与未成年人的监护存在着重大的区别： 

    性质不同：亲权具有权利义务双重性，监护则是一种纯粹的义务性职责。  

    权利的行使限制程度不同：亲权的行使法律限制多采宽松态度，监护权的行使则受到法律种种

限制。 

    是否可索取报酬的规则不同：亲权人不得索要报酬，监护人有请求从被监护人财产中取得自己

应得报酬的权利。 

    主体不同：亲权产生的基础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监护的义务主体则较为广泛，可以是

父母、其他亲属、朋友或监护机构 

    我国《民法通则》监护制度存在的缺陷。 

    二、亲权的主体、客体及内容 

    1、亲权人及受亲权保护的子女 

    亲权人，即行使亲权的权利义务主体。 

    各国法律对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以及继子女的亲权人的具体规定。 

    受亲权保护的子女，各国民法都仅指未成年子女而言。 

    2、亲权的客体 

    有关身份权客体的几种学说及评价：特定人说，利益说，身份说。 

    亲权的客体可分为两部分：亲权的人身照护权的客体为受亲权保护的未成年子女的人身；财产

照护权中亲权人对其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管理权、使用权、处分权的客体为未成年子女的财产。 

    3、亲权的内容 

    父母对子女人身上的权利义务：管教和保护权；法定代理权和同意权；子女交还请求权；必要

范围内的惩戒权；职业许可权；居所指定权。 

    父母对子女财产上的权利和义务：财产管理权；使用收益权；处分权。 

    三、亲权的中止、停止和消灭 

    1、亲权的中止 

    亲权人因事实上原因或法律上原因不能行使亲权时，依法宣告其亲权中止，当中止亲权事由消

失时，仍恢复其亲权的制度。 

    2、亲权的停止 

    分为自动停止或宣告停止。自动停止和宣告停止的原因。 

    3、亲权的消灭 

    分为绝对消灭和相对消灭，绝对消灭和相对消灭的原因。 

    我国在制定民法典亲属编时建立亲权制度的必要性。 

第四节  婚生子女 

    一、婚生子女的概念及其法律地位 

    1、婚生子女的概念 

    婚生子女是指婚姻关系成立后，妻受胎所生的子女。婚生子女应具备的要件。 

    2、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保护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子女对父母有

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和子女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3、外国亲属法关于受胎期及婚生子女的推定，即凡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妻子受胎所生的子

女，可推定为婚生子女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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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外国亲属法关于婚生子女否认的规定 

    否认婚生子女的原因：丈夫在妻子受胎期间未与之同居，或者能证明妻非与夫受胎。 

    否认婚生子女之诉的时效：各国规定的时效长短不一。 

    二、人工授精与婚生子女 

    1、人工授精技术 

    人工授精，是指采用人工方法取出精子或卵子，然后用人工方法将精子或授精卵胚胎注入妇女

子宫内，使其受孕的一种新生殖技术。一般可分为同质人工授精（AIH）和异质人工授精（AID）。 

    2、人工授精子女的法律地位 

    一般而言，同质人工授精方式而出生的子女，属父母的直系血亲并为婚生子女。异质人工授精

子女的法律身份的确认，则涉及较复杂的问题，夫妻双方的共同意向是十分重要的。 

    我国的相关规定。 

    3、外国亲属法关于人工授精子女法律地位的规定 

    在立法上，发达国家倾向于保护 AIH，但允许有限制地使用 AID。 

    各国的具体规定。 

第五节  非婚生子女 

    一、非婚生子女的概念及法律地位 

    1、非婚生子女的概念 

    非婚生子女，指没有婚姻关系的男女所生之子女。分为“准婚生子女”和事实上的非婚生子女。 

    2、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 

    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从否定歧视、消极的肯定发展到今天的积极肯定、平等对待。 

    我国婚姻法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相同的法律地位，并给予的必要保护。  

    二、非婚生子女的准正和认领 

    1、非婚生子女的准正是指已出生的非婚生子女因生父母结婚或司法宣告而取得婚生子女资格

的制度。 

    准正的形式：因生父母结婚而准正和因法官宣告而准正。 

    准正的要件：血统上的非婚生父母子女关系；生父母的婚姻或司法宣告；准正为法律事件，是

结婚的附随效力。 

    准正的效力：使非婚生子女取得婚生子女资格。 

    2、非婚生子女的认领是指通过法定程序使非婚生子女实现婚生化的法律行为。 

    认领的特征：生父承认的单独的意思表示；有形成权的性质；双方之间以生理上的父子血缘联

系为前提。 

    认领的形式：分为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任意认领与强制认领。 

    认领的否认：非婚生子女或生母对于生父的认领有否认权，可提起否认之诉。 

第六节  继子女 

    一、继父母子女的概念及类型 

    1、 继父母子女的概念 

    通常指配偶一方对他方与前配偶所生的子女，称为继子女；子女对母亲或父亲的后婚配偶，称

继父或继母。 

    2、继父母子女关系的类型：名分型，共同生活型和收养型。 

    二、继父母子女法律地位 

    形成抚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完全等同于生父母与子女间的权利义务。相互间不

得虐待或歧视。 

    三、继父母子女关系的终止及效力 

    关于已形成抚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能否解除的问题，现行婚姻法未作明文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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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司法解释及相关规定。 

第七节  养子女 

   （见知识单元 10收养关系） 

学习目标： 

1、掌握父母子女关系的概念、种类以及法律地位。 

2、理解监护制度的概念、功能与特征。 

3、了解关于监护制度性质的不同法律学说，了解亲权的概念、特征和内容并理解其与监护制

度的异同。 

4、掌握我国法律对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继子女、养子女的概念、法律地位的规定，结合

实践认识科技的发展对传统的父母子女关系的挑战。 

作业： 

1．试述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 

2．剖析监护的涵义。 

3．简述亲权的内容及其法律特征。 

4．继子女的类型及其法律地位。 

5．监护和亲权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6．你认为应如何完善我国的人工生育立法？  

7．我国是否应当建立亲权制度？为什么？ 

8．我国是否应确立婚生子女受胎期推定制度？ 

9．我国有制定非婚生子女的准正与认领制度的必要性吗？ 

10．在我国，继子女的法律地位应当淡化还是强化？ 

知识单元 10：收养关系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收养制度概述 

一、收养的概念及特征 

1、收养的概念 

收养，是指收养人、被收养人依照收养法的规定成立拟制父母子女关系的民事法律行为。 

2、收养的特征：收养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收养是要式法律行为；收养是变更亲属身份和权

利、义务关系的行为；收养只能发生在非直系血亲关系的长辈对晚辈之间；收养形成一种拟制血亲

关系，可以依法设立及依法解除。 

二、我国收养制度的历史沿革 

设立收养制度的目的，依时代、国家而不同，先后大约经历了“为家的收养”、“为亲的收养”

和“为子女的收养”三个阶段。 

1、我国古代与近代社会的收养制度 

在我国古代宗法制度下，以男性为中心的宗祧制度下收养分为“立嗣”和“乞养”两类。 

由于封建思想影响深远，1930 年的国民党政府民法亲属编，在法律形式上实现了收养制度的

近代化。但是，在有关规定中仍有歧视养子女的内容。 

2、我国现代社会的收养制度 

我国建国后，以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为其基本目的和职能的收养制度， 经过几个阶段的发展和

完善，已经日趋成熟，在政府的监督和干预下，收养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文关怀。 

第二节  收养制度的基本原则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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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养制度的基本原则 

1、有利于被收养的未成年人的抚养、成长，充分保障其利益的原则 

收养关系建立后，应为未成年人可以提供一个良好健康的生活环境，收养法的很多规定都体现

了这一原则，例如对收养人抚育能力的要求，收养年满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要征得其本人同意等

等。 

2、保障收养人的合法权益的原则 

保障收养人通过养育儿童，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使丧失劳动能力的养父母得到养子女在

生活上的照料，很好地安度晚年。 

3、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 

收养是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应当遵循平等自愿的民事活动原则。 

4、不得违背社会公德的原则 

5、收养不得违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原则 

二、收养的意义 

收养制度是社会亲属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收养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 

第三节  收养的成立 

根据收养法（修正案）的规定，收养关系依法成立时，须同时具备实质要件与形式要件，收养

才具有法律效力。 

一、收养成立的实质要件 

1、收养成立的一般实质要件 

被收养人的条件。 

送养人的条件。 

收养人的条件。 

2、收养成立的特殊实质要件 

在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一般公民或华侨收养三代以内同辈旁系血亲的子女，继父（或继母）

收养继子女，收养孤儿、残疾儿童或者社会福利院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这些特

殊情况下，收养法对收养的条件作出了放宽或限制性的规定。 

二、收养成立的形式要件 

1、由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是收养成立的必经程序。 

申请——收养未成年子女，应当由收养人、被收养人和送养人（含社会福利院的负责人），携

带相关的材料和证件共同到民政部门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收养登记。 

审查——收养登记机关收到收养登记申请书及有关材料后，应当自次日起 30日内进行审查。 

登记——经审查，对证件齐全有效、符合收养法条件的，为当事人办理收养登记，办理相应手

续后发给《收养登记证》。 

2、允许当事人订立书面收养协议 

3、允许依当事人的要求办理收养公证 

收养公证属于可选择性的、非必经的程序。 

三、收养成立的效力 

1、养父母与养子女间产生拟制直系血亲关系 

养子女取得与婚生子女完全相同的法律地位。 

2、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形成拟制直系或旁系血亲关系 

3、养子女与生父母及其他近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消除 

但要注意养子女与原有自然血亲间的血缘关系并不消除。 

四、收养关系的无效 

1、收养无效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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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了《民法通则》第 55条规定时，收养行为无法律效力。 

违反了《收养法》（修正案）规定的某些收养实质要件或未遵循收养的形式要件时，收养行为

无法律效力。 

2、确认收养无效的机关及其法律后果 

诉讼程序——由人民法院确认某一收养行为无效。 

行政程序——由办理收养登记的机关确认某一收养行为无效。 

五、与收养有关的几个问题 

1、保守收养秘密 

收养人、送养人要求保守收养秘密的，其他人应当尊重其意愿，不得泄露。这一规定有助于稳

定收养关系。 

2、被收养子女户口的迁移 

收养关系成立后，需要为被收养人办理户口登记或者迁移手续的，由收养人持收养登记证到户

口登记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节  收养的终止 

一、收养终止的条件 

1、收养人、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收养关系 

收养法这一规定，是基于“有利于未成年人抚养成长”和“平等自愿”的基本原则而制定的，

以便防止发生因收养人、送养人相互推卸抚育责任而侵害未成年被收养人权益的现象。 

2、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有虐待、遗弃等侵害未成年养子女合法权益行为的 

送养人在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有虐待、遗弃等侵害未成年养子女合法权益行为时，有权要

求解除收养关系。 

3、养父母与成年养子女关系恶化，无法共同生活 

养父母或者成年养子女中的任一方，都可以要求解除收养关系。 

二、收养终止的程序 

1、行政程序解除收养 

收养当事人双方已自愿达成解除收养关系的协议，对财产和生活无争议，且解除收养关系的协

议不违反《民法通则》第 55 条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的条件的，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解除

收养关系的登记。” 

2、诉讼程序解除收养 

收养双方当事人不能自愿达成解除收养关系的协议，或者虽然双方同意解除收养关系，但对财

产或生活有争议的，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起诉解除收养关系。 

三、收养终止的效力 

收养关系终止的效力分为直接后果和间接后果。 

收养终止的直接后果。 

收养终止的间接后果。 

学习目标： 

1、了解收养的概念，特征及历史沿革，明确收养制度的立法原则和现实意义。 

2、掌握收养关系成立必须具备的实质要件，形式要件，以及收养成立后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3、熟悉收养关系中止的条件，程序及法律效力，从而理解收养制度作为亲属制度的重要组成

部分的现实意义。 

作业： 

1．结合收养法的条文，谈收养法基本原则的内容。 

2．简述收养的概念和特征。 

3．试析收养成立的实质要件。 

4．试析收养成立的形式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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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简述收养的拟制效力和解销效力。 

6．简述无效收养行为。 

7．分析收养解除应遵循的法定条件和程序。 

8．收养解除后的法律后果。 

9．试采用比较收养法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今后我国有无必要建立“不完全收养制度”。 

10．有些国家法律规定了在正式收养之前，需经过“试收养阶段”，你认为中国有无设立的必

要？ 

知识单元 11：其他家庭成员关系 

参考学时：0.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祖孙关系 

一、（外）祖父母抚养（外）孙子女需具备的条件 

1、抚养人有负担能力； 

2、被抚养人的父母已经双亡或一方死亡、另一方确无能力抚养；或者父母均丧失抚养能力； 

3、被抚养人必须为未成年人。 

二、（外）孙子女赡养（外）祖父母需具备的条件 

1、赡养人为有负担能力的成年人； 

2、被赡养人的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确无力赡养； 

3、被赡养人必须是需要赡养的人。 

第二节  兄弟姐妹关系 

一、兄、姐扶养弟、妹需具备的条件 

1、扶养人有负担能力； 

2、被扶养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 

3、被扶养人必须是未成年人。 

二、弟、妹扶养兄、姐需具备的条件 

1、扶养人有负担能力； 

2、被扶养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 

3、被扶养人必须是未成年人。 

学习目标： 

1、掌握祖孙、兄弟姐妹之间扶养关系的适用条件及法律性质。 

2、理解在家庭成员之间设立扶养制度的立法精神与现实作用。 

作业： 

1．简述我国现行扶养制度的主要内容及其瑕疵。 

2．（外）祖父母抚养（外）孙子女需具备的条件是什么？ 

3．（外）孙子女赡养（外）祖父母需具备的条件是什么？ 

4．试析兄、姐扶养弟、妹需具备的条件。 

5．试析弟、妹扶养兄、姐需具备的条件。 

6．针对我国目前的婚姻法（修正案）关于扶养关系的规定，谈我国扶养制度的完善。 

7．试采用比较法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世界各国关于“扶养义务人、权利人的顺序”规定，其

中“概括主义、列举主义和回避主义”的立法模式，哪种更值得我国亲属立法借鉴？ 

知识单元 12：婚姻法附论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民族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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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婚姻法变通规定的情况 

由于生产条件、生活方式、文化宗教传统、风俗习惯的差异，各民族之间的婚姻风俗习惯很不

相同，为尊重少数民族，我国婚姻法许可民族自治地方根据本民族的具体情况制定变通规定。 

二、民族自治地方对婚姻法的变通、补充规定的内容 

1、对法定婚龄的变通 

2、对旁系血亲禁止结婚的变通 3、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变通 

4、对民族通婚问题的补充 

5、对禁止宗教干涉婚姻家庭的补充 

第二节  涉外与涉及华侨、港澳台同胞的婚姻 

一、我国法律对涉外婚姻的限制与法律适用 

对涉外婚姻主体的限制。法律对一些特定身份的人员作出限制性规定，不准与外国人结婚。 

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二、涉外与涉及华侨、港澳台同胞的结婚 

1、登记机关——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或其确定的登记机关。 

2、申请结婚登记双方所应持有的证件与证明材料。  

3、申请离婚登记双方所应持有的证件与证明材料。   

三、涉外与涉及华侨、港澳台同胞的诉讼离婚 

诉讼离婚的条件按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处理。 

第三节  涉外与涉及华侨、港澳台同胞的收养 

一、涉外收养 

1、涉外收养的含义与法律适用 

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在我国境内收养中国公民的子女，应当符合中国有关收养法律的规定，并应

当符合收养人所在国有关收养法。 

2、涉外收养的条件与程序 

二、华侨、港澳台同胞收养子女的条件 

1、华侨回国收养子女的条件 

华侨在国内的收养较一般公民收养子女要宽松，更多的尊重了我国传统收养习惯。 

2、港澳台同胞回内地收养子女的条件 

属于国内公民之间的民事法律行为，收养法未作特殊规定。 

三、华侨、港澳台同胞收养子女的程序 

收养登记机关。 

办理收养登记时当事人应持有的证件与证明材料。 

第四节  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一、救助措施 

    1、救助措施概述 

    概念。是指有救助义务的机关依据遭受家庭成员非法侵害受害人的请求或者在加害人的行为构

成犯罪时而为受害人所提供救援和帮助的各种措施的总称。 

    救助措施的必要性。 

    2、我国救助措施的特征 

    选择性。设立非诉性救助措施供受害人选择。 

    和解性。救助措施的主要目的是促成和解、制止犯罪。 

    维护稳定性。救助措施是维护家庭关系稳定的手段。 

    3、救助措施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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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助的条件——当事人的申请。 

    救助机关——包括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所在单位及公安机关。 

    救助措施——劝阻、调解、制止、予以行为人行政处罚和追究其民事、刑事责任。 

    救助措施适用的情形——婚姻法的具体规定。 

    二、违反婚姻法的法律责任 

    1、行政处分 

    行政处分也属于广义上的法律制裁，是违法者所在单位或者有关单位对违法者作出的处分。 

    2、法律制裁 

    民事制裁、刑事制裁和行政制裁。 

学习目标： 

1、了解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婚姻法变通规定的情况。 

2、熟悉我国关于涉外、涉华侨、港澳台同胞的婚姻和收养的具体规定。 

3、掌握婚姻法规定的救助措施以及违反婚姻法的法律责任，维护婚姻法的严肃性，保护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作业： 

1．我国民族自治地区一般对婚姻法做了哪些变通规定？ 

2．在我国哪些人不得与外国人结婚？ 

3．对华侨在国内收养有哪些例外规定？ 

4．在我国当违反婚姻法的行为尚为构成犯罪的，如何实施救助措施？ 

5．我国为什么对外国人在我国登记离婚做出了限制？ 

6．简述允许民族自治地区对婚姻法做变通规定的意义。 

7．如何能够有效的制止家庭暴力？ 

知识单元 13：继承法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继承概述 

一、继承理念和种类 

1、继承理念，有广、狭之分。广义的继承，包括财产继承和身份继承。狭义的继承，专指财

产继承。当代法学中的继承一词，是在狭义上使用的。 

2、继承种类 

    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均等份额继承和不均等份额继承，限定

继承和不限定继承，共同继承和单独继承，有限继承和无限继承。 

二、财产继承的法律特征 

1、财产所有人死亡是继承开始的法定原因。 

2、被继承人死亡时，必须要有遗产。 

3、必须要有合法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 

4、继承遗产和有限清偿死者的债务相统一。 

第二节  继承制度的沿革 

一、继承法的概念 

当代继承法的概念，是指调整因人的死亡而发生的财产继承关系，确定遗产归属的法律规范的

总称。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的继承法、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上的继承法、纯粹和非纯粹的继承法。 

二、继承法的特征 

1、 继承法是与亲属身份相联系的财产法。 

2、继承法属于私法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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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继承法是普通法，适用于一切中国公民。 

4、继承法是强行法，继承法中大多数规范是强行性的。 

三、中国继承立法的发展 

1、中国古代的继承制度 

在“父死子继、嫡庶有别”的宗法继承原则下，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宗祧继承是由封建社会的

经济基础决定的。 

2、中国近代的继承制度 

国民党民法继承编的规定。 

3、中国现代的继承制度 

从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继承权这一宪法原则出发，继承法律制度不断地发展和完

善。1985年 4月 10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四、继承制度的本质 

1、继承制度的本质 

在西方法学界的不同学说，具体有意思说，死后扶养说，家庭协同说，死者权利延伸说，无主

财产之归属说，崇拜祖先说和公益说。 

马克思主义关于继承本质的学说。 

2、我国设立继承制度的必要性 

第三节  我国继承法基本原则 

一、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继承权原则 

1、凡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继承人都可以依法继承。 

2、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方式都力求反映财产所有人处分其死后财产的意志，尊重被继承人生

前的意愿。 

3、继承人的继承权不得被非法剥夺。 

4、继承人享有继承权不受有无民事行为能力的限制。 

5、公民的继承权受到他人的不法侵害时，有权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请求人民法院依法给予

法律保护。 

二、继承权男女平等原则 

1、男女公民财产继承权相同。不论女子已婚未婚，也不论其是参加社会工作，还是从事家务

劳动，均享有与男子同等的继承权。 

2、在确定法定继承人范围和顺序时，是以亲等来划分的，而非依性别来划分的。 

3、同一顺序的男女法定继承人的应继份额相等。 

4、代位继承权和转继承权男女平等。 

5、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女婿，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均可作为第一

顺序的法定继承人。 

6、寡妇有权带产改嫁。 

三、养老育幼、照顾病残原则 

1、在遗产分配上，体现了照顾生活有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的精神。 

2、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3、允许公民生前与扶养人或者集体所有制组织订立遗赠扶养协议。 

4、在确定继承人的范围和法定继承顺序上，是从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相互扶助的法律关系

出发的。 

5、明文鼓励养老育幼。 

6、规定保留胎儿的应继份额。 

四、互谅互让、团结和睦原则 

1、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可以由继承人协商确定，待期限到来时按协议进行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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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配遗产的均等原则，受到了“以互谅互让、团结和睦为基础分配遗产”精神的制衡。 

3、如果继承人严重地违反社会公德，则依法丧失继承权。 

4、允许公民在不违法的前提下，通过遗赠的方式，将个人财产遗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

承人以外的人。 

5、明文鼓励社会成员之间发扬互助友爱的风格。 

第四节  继承权 

一、继承法律关系与继承权 

1、继承法律关系概述 

    继承法律关系的概念，继承法律关系是由继承法规范所调整的、基于公民死亡而发生的继承人

之间、继承人与其他公民（受遗赠人、继承参与人等）之间的财产权利义务关系。 

继承法律关系的特征。 

    2、继承权的概述 

    继承权的概念，继承权是指民事权利主体，依照法律规定或被继承人生前所立下的合法有效遗

嘱，承受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 

    继承权可以分为客观意义和主观意义上的继承权两种。 

    继承权的法律特征：继承权是财产权、绝对权，发生根据是法律的直接规定或合法有效的遗嘱，

是以一定的法律事实的出现为前提的，继承权的接受和放弃，取决于继承人的主观意志。 

    二、继承权的内容 

    1、接受或放弃继承遗产的权利。 

    2、取得遗产的权利。 

    3、继承权受到侵害时的回复请求权。 

    三、继承权的取得和行使 

    1、继承权的取得 

    法律根据，事实根据和身份根据。 

    2、继承权的行使 

    继承的行为能力意味着公民能够使自己的继承行为发生法律效力并对其后果承担责任，这就要

求其必须为完全行为能力人。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继承权由其法定代理人本着维护被代

理人的合法权益的原则行使代理权。 

    四、继承权的放弃与丧失 

    1、继承权的放弃 

    放弃继承权的性质。继承权的放弃，是继承人于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所作出的放弃其继承

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的意思表示。放弃继承权是对既得财产权利的自愿抛弃，因此不能附加条件。 

    放弃继承权的效力溯及自继承开始之时。 

    2、继承权的丧失 

    继承权丧失的概念，是指继承人因对被继承人或其他继承人犯有某种罪行或者有其他违法、不

正当行为而被依法剥夺其继承资格。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性质上不同于继承权的放弃。 

    继承权丧失的法定事由。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遗弃被继承

人或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伪造、篡改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 

    继承权丧失的效力，分为绝对丧失和相对丧失两种。 

第五节  遗产的概念、特征及其范围 

    一、遗产的概念与特征  

    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具有特定的时间性、财产性、专属性、权利和义务的

统一体，以及限定性。 

二、遗产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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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 

2、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部分财产权。 

3、公民的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 

4、公民的履行标的为财物的债权、债务。 

5、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 

第六节  继承权的诉讼时效 

一、继承权回复请求权 

继承权回复请求权的概念。指继承人在其继承权受到不法侵害时，通过诉讼程序请求人民法院

予以确认、保护并加以恢复的权利。是由法律赋予的特别独立的请求权。 

二、继承权回复请求权的诉讼时效 

1、一般诉讼时效 2年 

从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继承人在 2年之内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

民法院应当受理。 

2、长期诉讼时效 20年 

在继承人不知道或无法知道其权利被侵犯的情况下，继承人有权在自继承开始之日起 20年内，

向人民法院提起保护其继承权的诉讼。 

学习目标： 

1、理解继承的概念、种类和财产继承的法律特征。 

2、了解继承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情况。 

3、理解继承制度的本质。 

4、了解我国继承法的基本原则。 

5、掌握继承法律关系的特征和继承权的相关内容。 

6、理解遗产的概念、特征及范围。 

作业： 

1．简述继承的含义和法律特征。 

2．试述继承制度的本质。 

3．分析我国继承法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 

4．简述继承法律关系的三要素。 

5．继承权的特征和内容是什么？ 

6．分析继承权与物权、债权之间的区别。 

7．简析继承人缺格与继承人废除的区别。 

8．分析继承权的丧失与放弃的区别。 

9、简述遗产的范围。 

10．“权利与义务相一致”是否可作为我国继承法的基本原则？ 

11．被继承人生前的股权与合伙权益可否作为遗产继承？保险赔偿金、人身损害赔偿金能否作

为遗产继承？ 

知识单元 14：法定继承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法定继承的概念和适用范围 

一、法定继承的概念和特征 

法定继承的概念，是指按照法律直接规定的继承人范围、继承顺序、遗产分配原则等进行财产

继承的一种继承制度。法定继承人的范围、继承顺序和遗产分配原则等各方面的内容，都是强制性

规范，是以一定的人身关系为前提的。 



1211 

二、法定继承的适用范围 

《继承法》的有关具体规定。 

第二节  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继承顺序 

一、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世界各国的法定继承一般以血缘远近和婚姻关系来划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 

我国《继承法》规定的法定继承人： 

1、配偶：夫妻基于婚姻关系而产生相互继承权。配偶继承将涉及的一些相关问题。 

2、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和养子女。子女继承父母遗产时

涉及的问题。 

3、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4、兄弟姐妹。 

5、祖父母、外祖父母。 

6、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与丧偶女婿。 

司法解释的相关具体规定。 

二、法定继承人的继承顺序 

我国继承法按照血缘和婚姻的亲疏远近关系排列继承顺序。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对公婆、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女婿，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第三节  继承人之外的遗产取得人 

一、继承人之外的遗产取得人 

主要包括依靠被继承人生前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和对被继承人生前扶养

较多的人。以上两类人都不享有继承权，仅是“可以酌分遗产人”。 

二、继承人之外的遗产取得人获得遗产的份额 

法院根据具体情况可以作出多于或少于继承人份额的判决。 

三、继承人之外的遗产取得人对遗产的独立权利 

在其依法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受到侵犯时，遗产取得权人有权以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向法

院提起诉讼。 

第四节  代位继承与转继承 

一、代位继承 

1、代位继承的概念及其法律特征 

所谓代位继承，是指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时，由被继承人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

代替其父母的继承顺序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法律制度。 

代位继承的法律特征。 

2、代位继承的性质和意义 

关于代位继承权的性质，在法学理论上有不同的学说：继承权转移说，法律推定意志说，固有

权利说，代表权利说。 

二、转继承 

1、转继承的概念 

转继承，又称为再继承、连续继承，它是指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死亡，其应继承

的遗产转由他的合法继承人来继承的制度。 

转继承在本质上是两个先后相继的继承，转移的应当是遗产所有权而非继承权。 

2、转继承与代位继承的区别 



1212 

适用的条件与时间不同，适用继承的范围不同，适用的主体不同，客体不同，继承权利与义务

不同，应继份额的归属不同。 

第五节  法定继承人之间的遗产分配 

一、遗产分配原则 

1、同一顺序继承人，一般应当均等分配遗产的原则。 

2、考虑继承人和被继承人生前扶养关系的原则。 

3、特殊照顾的原则。 

4、经继承人协商同意，也可以不均等原则。 

二、遗产份额的确定 

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由继承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近现代外国继承立法中关于法定继承方式中的遗产分配原则与方法。 

在对待配偶的应继份上，世界各国的继承立法的五种立法例。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定继承的概念和适用范围，熟悉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继承顺序。 

2、了解继承人之外遗产取得人可以分得遗产的条件、份额。 

3、理解代位继承和转继承制度。 

4、掌握法定继承人之间遗产份额的确定以及遗产的分配原则。 

作业： 

1．试述法定继承的概念和特征。 

2．简述法定继承与遗嘱继承的关系。 

3．试析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继承顺序及其原因。 

4．试述代位继承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5．试析代位继承和转继承的区别。 

6．简述法定继承的遗产分配原则。 

7．简述继承人之外的遗产取得人的概念和特征。 

8．我国法定继承人范围的确定是否符合继承的目的与宗旨？ 

知识单元 15：遗嘱继承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遗嘱继承概述 

一、遗嘱继承的概念与特征 

1、遗嘱继承的概念 

遗嘱继承，是指继承人按照被继承人合法有效的遗嘱继承遗嘱人遗产的法律制度。 

2、遗嘱继承的特征 

发生遗嘱继承的法律事实不是单一的，它直接体现着遗嘱人的意愿，效力高于法定继承。 

二、遗嘱继承的历史发展 

遗嘱继承的起源及其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 

我国古代也存在遗嘱继承。 

现代社会对遗嘱自由制度的规定及其对遗嘱自由的限制。我国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第二节  遗 嘱 

一、遗嘱的概念与特征 

1、遗嘱的概念 



1213 

遗嘱，是指公民生前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处分自己的财产及有关事务并于其死亡后发生效力的

单方法律行为。 

2、遗嘱的特征 

遗嘱是单方的法律行为，是要式法律行为，是在遗嘱人死后发生法律效力，内容必须符合法律

规定，必须由本人实施的法律行为，遗嘱继承人的法律地位不能被替代。 

二、遗嘱能力 

1、遗嘱能力的概念 

遗嘱能力，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设立遗嘱，依法自由处分自己财产的资格，亦即遗嘱人的行为

能力。只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才有遗嘱能力。 

2、确定遗嘱能力的时间 

确定遗嘱人的遗嘱能力以立遗嘱时遗嘱人的状态为标准。 

三、遗嘱的形式 

遗嘱是要式法律行为，法律对遗嘱的形式作出明确规定。我国继承法规定，遗嘱的法定形式有

以下五种：公证遗嘱，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录音遗嘱，口头遗嘱。 

每种遗嘱形式的具体要求。 

四、遗嘱的内容 

1、继承人、受遗赠人的指定 

2、有关遗产的分配方法和数额 

3、关于继承人、受遗赠人的附加义务 

4、其他事项 

五、遗嘱的无效 

下列遗嘱无效： 

1、无遗嘱能力的人所立的遗嘱 

2、遗嘱的形式不合法 

3、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 

4、伪造的、被篡改的遗嘱 

5、遗嘱对必继份进行处分的部分 

6、遗嘱人以遗嘱处分不属于自己的财产 

7、遗嘱继承人有丧失继承权的情形 

第三节  遗嘱的变更、撤销和执行 

一、遗嘱的变更和撤销 

1、遗嘱的变更和撤销的概念 

遗嘱的变更是指遗嘱人在遗嘱设立后对遗嘱内容的部分修改。 

遗嘱的撤销是指遗嘱人在设立遗嘱后又取消原来所立的遗嘱。 

2、遗嘱的变更和撤销的条件 

遗嘱变更、撤销时遗嘱人须具有遗嘱能力 

遗嘱的变更、撤销须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遗嘱的变更、撤销须由遗嘱人亲自依法定的方式而为 

3、遗嘱变更、撤销的效力 

遗嘱的变更、撤销的效力在于使原遗嘱的内容不能发生效力，变更、撤销后的新遗嘱发生效力。 

二、遗嘱的执行 

遗嘱的执行，是指于遗嘱生效后为实现遗嘱的内容所必要的程序。遗嘱的执行是实现遗嘱内容，

实现被继承人的遗愿，保护继承人与利害关系人利益的重要环节。 

执行遗嘱的目的，是为了实现遗嘱人在遗嘱中所表述的意思。 

2、遗嘱执行人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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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嘱执行人应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司法实践中确定遗嘱执行人的三种情况。 

3、遗嘱执行人的职责 

查明遗嘱是否合法真实，清理遗产，管理遗产，召集全体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按照遗嘱内

容将遗产最终转移给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 

学习目标： 

1、了解遗嘱继承的概念和特征及其历史发展，熟悉遗嘱的概念。 

2、掌握遗嘱的能力、形式、内容、效力以及遗嘱的变更、撤销和执行的具体规定。 

3、理解遗嘱继承制度的本质和意义。 

作业： 

1．试述遗嘱无效的情形。 

2．试析我国五种遗嘱形式的区别。 

3．试述我国继承法第 19条有关必继份的内容 

4．怎样变更、撤销遗嘱？ 

5．我国的必继份与外国的特留份有何不同？ 

6．你认为在我国是否应当承认共同遗嘱的效力？原因何在？ 

7．哪些人不得作为遗嘱的见证人？ 

8．对遗嘱自由是否应当限制，应如何限制？ 

知识单元 16：遗赠和遗赠抚养协议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遗赠 

一、遗赠的概念 

遗赠，是指公民以遗嘱的方式将其所拥有的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公

民，而于其死亡后发生法律效力的法律行为。 

二、遗赠的法律特征 

遗赠的法律特征与遗嘱有共同之处，只是受遗赠人与遗嘱继承人范围不同，受遗赠人为法定继

承人以外的人。 

三、受遗赠权的接受、放弃与丧失 

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

弃受遗赠。 

四、遗赠的执行 

受遗赠人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向遗嘱执行人作出接受遗赠的意思表示的，即享有请求遗

嘱执行人依遗嘱将遗赠物交付其所有的请求权。 

第二节  遗赠扶养协议 

一、遗赠抚养协议的概念 

遗赠扶养协议是受扶养人与扶养人签订的关于扶养人承担受扶养人生养死葬的义务，受扶养人

将自己的财产于死后赠与扶养人的协议。扶养人可以是公民也可以是集体经济组织。 

遗赠扶养协议的当事人之间是平等、有偿、互利的民事法律关系。带有明显的互助性质，是我

国特有的一种继承制度。 

二、遗赠扶养协议的法律特征 

1、遗赠扶养协议是双方法律行为 

2、遗赠扶养协议是诺成性的要式法律行为 

3、遗赠扶养协议是一种双务法律行为 

4、遗赠扶养协议是有偿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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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遗赠扶养协议是公民生前对自己死亡后遗留财产的一种处置方式 

三、遗赠扶养协议的意义 

1、遗赠扶养协议有利于解决农村“五保户”问题 

2、遗赠扶养协议制度有利于保护老年人、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3、遗赠扶养协议制度有利于减轻国家和社会的负担 

四、遗赠扶养协议的内容 

1、遗赠抚养协议的主体 

受扶养人也就是遗赠人，只能是公民；扶养方，可以是公民，也可以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 

2、扶养人的主要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 

3、受扶养人的主要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 

学习目标： 

1、了解遗赠的概念、法律特征、受遗赠权的接受、放弃与丧失以及遗赠的执行等相关规定。 

2、掌握遗赠扶养协议的概念、法律特征和内容。 

3、理解遗赠抚养协议的现实意义。 

作业： 

1．试析受遗赠人与遗嘱继承人的区别。 

2．遗赠抚养协议的效力为何高于遗嘱？ 

3．遗赠抚养协议的双方当事人有哪些权利义务？ 

4．我国遗赠抚养协议与外国的继承契约有何区别？ 

5．遗赠与遗嘱继承、遗赠抚养协议的区别是什么？ 

知识单元 17：遗产的处理 

参考学时：0.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继承的开始 

一、继承开始的时间和地点 

1、继承开始时间的确定 

被继承人死亡的时间就是继承开始的时间。 

自然死亡和宣告死亡的确定方法。 

互有继承权的继承人在同一事故中死亡时间的确定。 

2、继承开始时间的法律意义 

确定继承人的范围，确定遗产的范围，确定遗产所有权的转移，确定继承人的应继份，确定放

弃继承权的溯及力，确定遗嘱生效时间，确定 20年最长时效的起算点。 

3、继承开始的地点的确定 

我国继承法没有明确规定继承开始的地点。我国司法实践采取的是以被继承人的生前最后住所

地或主要遗产所在地为继承开始的地点。 

4、确定继承开始地点的法律意义 

继承开始的地点往往也就是遗产的集中地。这有利于调查及确定被继承人的遗产范围、数额等

情况，也有利于法院查清案件事实。 

二、继承开始的通知与遗产管理 

1、继承开始的通知 

继承开始后，应将被继承人死亡的事实通知继承人或遗嘱执行人，以便继承人、遗嘱执行人及

时地处理有关继承问题。 

对负有继承开始通知义务者的规定。 

2、遗产的保管 

遗产保管人的确定及遗产保管人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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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遗产的分割与债务清偿 

一、遗产的分割 

1、遗产分割的概念 

遗产分割是指继承开始后，依法在数个继承人之间分配遗产，而使遗产实际归转各继承人所有

的法律行为。 

2、遗产分割的时间 

继承开始后的任何时间内，任何一个继承人都有权要求分割遗产，除非遗嘱规定在一段时间内

禁止分割或者未清偿债务就要求分割遗产，或者继承人达成限制分割的协议。 

3、遗产分割的原则 

遗产分割自由原则；保留胎儿继承份额原则；互谅互让、协商分割原则；物尽其用原则。 

4、遗产范围的确定 

遗产分割前要注意将遗产从夫妻共同财产、家庭共同财产、以及其他形式的共同财产中区分出来。 

5、遗产分割的方式 

可以采取实物分割、折价、适当补偿或共有等方法处理。 

二、遗产债务的清偿 

1、遗产债务的概念 

遗产债务是指被继承人生前个人所欠的债务，包括应当缴纳的税款。 

2、遗产债务的清偿原则 

全部继承原则，限定继承原则，保留必留份原则，清偿债务优先于执行遗赠原则。 

3、遗产债务的清偿方法 

司法实践中一般采用以下两种方法：先清偿债务后分割遗产，先分割遗产后清偿债务。4、遗

产债务的清偿时间 

我国继承法上没有关于遗产债务清偿时间的规定。根据司法实践的一般作法，继承开始后，继

承人或遗产保管人在清点完遗产之后，应当及时通知债权人声明债权，以便于继承人清偿债务。 

第三节  无人继承遗产的处理 

一、无人继承遗产的概念和成因 

无人继承遗产是指没有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承受的遗产。 

无人继承遗产的主要情况。 

二、无人继承遗产的处理 

我国继承法的特殊规定：按死者的身份来确定无人继承遗产归属。 

处理无人继承的遗产时应当注意的问题：债务的清偿；非继承人可以取得遗产的情况。 

学习目标： 

4、知晓继承开始的时间和地点及其法律意义。 

5、掌握遗产分割和债务清偿的原则和方法。 

6、了解无人继承的遗产如何处理。 

作业： 

1．试述继承开始的法律意义。 

2．无人继承的遗产如何处理？ 

3．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继承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死亡时间不能确定时如何推定？ 

4．我国法律目前如何避免无人继承遗产的情况出现？ 

5．为什么有遗产分割自由的原则？遗嘱人是否可以限制分割自由？ 

知识单元 18：继承法附论 

参考学时：0.5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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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涉外继承 

一、涉外继承的含义 

涉外继承是指在继承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中有一个或者几个涉外因素，如继承人或被继承人为

外国人，遗产的一部分或全部在国外，与继承有关的法律事实在国外等等。 

世界上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原则：同一制与区别制。 

二、我国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 

我国《继承法》的具体规定以及我国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协定的具体规定。 

第二节  涉侨、港澳台同胞继承 

一、涉及华侨、归侨和侨眷的继承 

华侨回国继承遗产和归侨、侨眷继承境外遗产的具体规定。 

二、港澳台同胞的继承 

目前涉港澳台继承仍然参照涉外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为保护去台人员和台胞的合法权益，考虑到历史的特殊性，对涉台继承案件的诉讼时效作了特

殊规定。 

学习目标： 

了解涉外继承和涉港澳台同胞继承的相关规定，理解其中的特殊性。 

作业： 

1．涉外继承中动产与不动产的法律适用有何区别？ 

2．对涉台继承我国法律有什么特殊规定？ 

1．将涉外继承中动产与不动产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在实务中有何弊端？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知识单元 1 1  

2 知识单元 2 1  

3 知识单元 3 1  

4 知识单元 4 1  

5 知识单元 5 1  

6 知识单元 6 3  

7 知识单元 7 2  

8 知识单元 8 3  

9 知识单元 9 3  

10 知识单元 10、11 2  

11 知识单元 12 2  

12 知识单元 13 3  

13 知识单元 14 3  

14 知识单元 15 2  

15 知识单元 16 2  

16 知识单元 17、18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学原理（一）、民法学原理（二）、民法学原理（三）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夫妻之间的人身关系、父母的监护责任、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共有财产、共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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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的认定及其救济；离婚损害救济；遗产的范围、遗嘱的效力、遗产债务； 

难点：监护人侵权、夫妻之间侵权、共有财产的认定；多个继承人之间的共有关系；遗产债务

的共同承担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授课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考试占 10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夏吟兰 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 

（二）推荐参考书 
参考书目 

1． 恩格斯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56年版。 

2． 瞿同祖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 1981年版。 

3． 陈顾远著：《中国婚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 

4． 史尚宽著：《亲属法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5． 史尚宽著：《继承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6． 胡长清著：《中国民法亲属论》，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8年版。 

7． 巫昌祯主编：《婚姻家庭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8． 巫昌祯主编：《婚姻与继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9． 杨大文主编：《婚姻家庭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10．杨大文主编：《婚姻家庭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11．李志敏主编：《比较家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12．夏吟兰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13．王洪著：《婚姻家庭法》，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14．郭明瑞、房绍坤著：《继承法》，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15．林秀雄著：《夫妻财产制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16．林秀雄著：《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  

17．陶毅、明欣著：《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史》，东方出版社 1994年版。 

18．龙翼飞著：《香港家庭法》，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19．林荫茂著：《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澳门基金会 1997年版。 

20．夏吟兰著：《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 

21．陈小君主编：《海峡两岸亲属法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 

22．张玉敏著：《继承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23．巫昌祯、杨大文主编：《走向 21世纪的中国婚姻家庭》，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24．李银河、马忆南主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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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夏吟兰、蒋月、薛宁兰著：《21世纪婚姻家庭新规制》，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  

26．陈苇著：《中国婚姻家庭立法专论》，群众出版社 2000年版。 

27．王歌雅著：《中国现代婚姻家庭立法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28．曹诗权著：《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9．李霞著：《监护制度比较研究》，山东大学出版 2004年版。 

30．王丽萍著：《亲子法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31．张学军著：《论离婚后的扶养立法》，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32．陈苇主编：《外国婚姻家庭比较法研究》，群众出版社 2005年版。 

33．杨立新著：《亲属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34．田岚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教学案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35．张贤钰主编：《外国婚姻家庭法资料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36．王叔文等主编《最新香港民商法律》（婚姻家庭法上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7年版 

37．刘素萍主编：《婚姻法学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38．法学教材编辑部：《婚姻立法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 1982年版。 

39．王胜明、孙礼海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改立法资料选〉，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40．李忠芳主编：《外国婚姻家庭法汇编》，群众出版社 2000年版。 

41. 何俊萍，郑小川，陈汉 著：《亲属法与继承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第一版。 

42. 金眉著：《中国亲属法的近现代转型》，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执笔：陈汉  审稿：夏吟兰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5日 

 

证券法 
Commercial Law 2：Securities Law 

课程号：4020102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民商法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能够掌握证券与证券法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制度；2、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3、通过运用案例教学，提高学生理解法律与适用法律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证券法律专业基础知识，培养专业技能，开拓专业

视野。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证券与证券法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证券与证券市场概述。 

2．证券法概述。 

学习目标： 

要使学生理解并掌握证券与证券法的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尤其是证券法的调整对象与基本原

则，并能结合证券市场中的实际问题进行法律分析，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加强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作业：复习与思考如下问题 

1．什么是证券？证券的特征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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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股票？股票的特征和种类。 

3．什么是债券？债券的特征和种类。   

4．什么是基金？基金的分类。 

5．证券市场的概念、构成与种类。 

6．证券法的概念及特征。 

7．如何理解证券法的基本原则？ 

8．如何理解证券法的地位。 

知识单元 2：证券发行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证券发行概述。 

2．证券发行核准与撤销。 

3. 证券发行条件与程序。 

学习目标： 

使学生了解和掌握证券发行法律制度的构成及其价值取向，了解证券发行的种类与信息公开制

度，领会证券发行注册制和审批制的区别，培养学生对证券发行法律制度的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 

作业：复习与思考如下问题 

1．证券发行与证券募集有无异同？ 

2．简述证券发行的概念和性质。 

3．证券发行的基本分类有哪些？ 

4．证券发行注册制与核准制的比较。 

5．简单评价我国的证券发行审核制度。 

6．原始股票、新股发行的条件和程序。  

7．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条件。 

8．如何完善证券发行核准制度？ 

9．证券发行信息公开的范围。  

10．证券发行中的民事责任 。 

知识单元 3：证券承销和保荐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证券承销制度。 

2．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 

学习目标：使学生理解并掌握证券承销的概念及其分类，掌握证券承销协议，了解证券承销定

价与发行方式，明确证券承销商的权利和义务，熟悉证券发行上市的保荐制度。 

作业：复习与思考如下问题 

1． 证券承销方式的优劣。 

2． 比较证券包销与证券代销。 

3． 证券发行价格的确定方法。 

4． 证券承销商的义务有哪些？ 

5．如何理解从通道制到保荐人制？ 

6．证券发行上市保荐制度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7．如何完善证券发行保荐制度？ 

知识单元 4：证券上市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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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证券上市概述。 

2．证券上市条件。 

3. 证券上市程序。 

4. 证券暂停上市与终止上市。 

学习目标：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和掌握证券上市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价值取向。 

作业：复习与思考如下问题 

1．证券上市的概念与标准。 

2．股票上市的条件与程序。 

3．公司债券上市的条件与程序。 

4．股票上市暂停与终止的情形。 

5．公司债券上市暂停与终止的情形。 

知识单元 5：证券交易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证券集中交易制度。 

2．证券的非集中交易。 

3. 证券交易的强制性规则。 

学习目标：使学生进一步了解和掌握证券交易制度的基本内容，证券主要的交易程序，以及证

券场外交易的特点、了解其形式和方式。 

作业：复习与思考如下问题 

1．证券交易的基本程序。 

2．什么是股指期货交易？ 

3．什么是融资融券交易？ 

4．我国证券法对证券交易作了哪些限制性规定？ 

5．集中竞价制度及其适用范围。 

6．证券融资融券交易存在的问题。 

7．如何完善我国的证券非集中交易制度。 

知识单元 6：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信息披露概述。 

2．初次信息披露。 

3. 持续信息披露。 

学习目标：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信息披露制度的价值理念及其基本内容。 

作业：复习与思考如下问题 

1．信息披露制度的意义有哪些？ 

2．如何理解信息披露的基本要求。 

3．如何理解招股说明书的性质。 

4．是否应当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 

5．信息披露与信息公开有无区别？ 

6．如何完善我国信息披露民事责任制度？ 

知识单元 7：上市公司收购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上市公司收购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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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约收购。 

3. 协议收购。 

学习目标：使学生了解上市公司收购是公司并购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实现公司间兼并控制的

重要手段，从而进一步理解上市公司收购立法的宗旨和价值取向，掌握上市公司收购的收购方式、

收购程序、收购人的义务等内容。 

作业：复习与思考如下问题 

1．上市公司收购的概念及特征。 

2．上市公司收购的分类。 

3．要约收购的性质。 

4．上市公司收购的基本原则。 

5．要约收购的概念及特征。 

6．要约收购的基本程序。 

7．要约收购适用的条件。 

8．收购要约的法律效力。 

9．要约收购的法律后果。 

10．协议收购的概念及特征。 

11．协议收购的基本程序 

12．协议收购的法律后果。 

13．要约收购与协议收购的利弊分析。 

14．《证券法》是如何规定上市公司收购的信息披露制度的？  

15．试就英、美法对规范反收购行为作一比较。  

知识单元 8：证券市场主体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证券交易所。 

2．证券公司。 

3. 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4. 证券服务机构。 

5. 证券业协会。 

学习目标：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各证券市场参与机构的组织和行为规范。 

作业：复习与思考如下问题 

1．证券交易所的法律地位与基本职能。 

2．证券交易所的组织形式。 

3．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性质。 

4．如何加强对证券公司的风险管理？ 

5．谈谈你对证券市场发展与证券市场参与机构诚信制度建设关系的认识。 

6．证券业协会的性质。 

7．证券业协会的职责是什么？ 

8．如何发挥自律机构的自律作用？ 

知识单元 9：证券投资基金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证券投资基金概述。 

2．证券投资基金的当事人。 

3. 基金的募集与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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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督管理。 

学习目标：使学生了解并掌握证券投资基金的基本理论与基本制度，使学生理解并掌握证券投

资基金的运行方式及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 

作业：复习与思考如下问题 

1．什么是证券投资基金？ 

2．证券投资基金有哪些类型？ 

3．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有哪些？ 

4．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中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有哪些？ 

5．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法律性质如何界定？ 

6．封闭式基金如何交易？ 

7．开放式基金如何申购和赎回？ 

8．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如何设定质权？现行法律规定是否合理？ 

知识单元 10：证券监管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证券监管概述。 

2．证券监管机构。 

学习目标：使学生了解并掌握证券监管的基本理论与基本制度。 

作业：复习与思考如下问题 

1. 证券监管的目标是什么？ 

2. 证券监管应遵循哪些原则？ 

3. 我国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 

4. 我国证券监管机构的享有哪些执法权。 

知识单元 11：证券法律责任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证券法律责任制度概述。 

2．虚假陈述及其法律责任。 

3. 内幕交易及其法律责任。 

4. 操纵市场及其法律责任。 

5. 欺诈客户及其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使学生了解并掌握证券违法行为与证券法律责任的体系及其构成要件，培养学生分

析案例与适用法律的能力。 

作业：复习与思考如下问题 

1．简述证券法律责任的特点。 

2．分析虚假陈述的责任认定方式。 

3．我国立法有无必要禁止内幕交易？ 

4．如何认定操纵市场的行为？ 

5．欺诈客户行为的主要类型？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证券与证券法概述 3  

2 证券发行制度 3  

3 证券承销和保荐制度 3  

4 证券上市制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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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证券交易制度 3  

6 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 3  

7 上市公司收购制度 3  

8 证券市场主体制度 3  

9 证券投资基金 3  

10 证券监管制度 3  

11 证券法律责任制度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商法一 

后续课程：商法案例研习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教学重点应放在证券与证券法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制度上，以及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上，运用案例教学，提高学生理解法律与适用法律的能力。 

难点：证券市场，证券法的基本原则；证券发行方式，核准制度，股票、债券发行的信息披露；

证券承销方式的比较；证券上市的条件和程序；证券交易的种类，证券交易强制性规则；信息披露

的标准；上市公司收购与企业竞争的关系，上市公司收购的基本原则，要约收购的程序及其法律后

果；证券市场参与机构的性质与法律地位；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的性质、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

务；我国证券监管机构的性质，统一监管与分业监管；证券民事责任及赔偿范围。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 

2.多媒体教学。 

教学手段： 

1.师生互动。 

2.技术演示。 

4、课程自主学习 

培养学生课前预习的好习惯，每节课结束时告诉学生下节课的讲述内容和学生需要预习的重点。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证券法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李东方等编著《证券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 3月 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彭冰著《中国证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10月 第 2版。 

2. 陈甦等编著《证券法专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7月 第 1版。  

执笔：马更新  审稿：×××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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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学 
Environmental Law 

课程号：40202007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 掌握环境法学的基础知识； 

2. 掌握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并能运用环境法的基本制度解决简单的环境法律问题； 

3. 了解各领域污染防治法的基础知识； 

4. 了解自然资源法的基础知识； 

5. 了解国际环境法的基础知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第一章 导论 

参考学时： 
本章讲授 3学时 
学习内容： 
1. 环境与环境问题的基本概念 
2. 环境法学与环境科学的关系 
学习目标： 
本章学习影响环境法学产生与发展的理论基础，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与环境法学密切相关的生态

学、环境经济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管理等环境科学的基本知识。本章重点讲解环境法与其他环境

科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使学生能够正确理解和把握之。 
思考题： 
1．何为环境问题？世界性的环境问题有哪些？人类面对日益严重化和世界性的环境问题，应

该采取那些有效的对策？ 

2．何为环境保护？为什么说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3．试论环境经济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管理学的产生与发展对环境法学的影响。 

第二章 环境法概述 

参考学时： 
本章讲授 4学时 
学习内容： 
1. 环境法的概念与作用 
2. 环境法的目的与任务 
3. 环境法的产生与发展 
学习目标： 
本章讲述环境法的基本问题，要求学生通过学习了解环境法的概念、特点与产生发展的历史，

明确环境法的目的与任务，掌握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区别与联系。 

思考题： 
1． 何为环境法及其特征？它与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的关系？ 

2． 试论环境法的立法目的与任务？ 

3． 简述外国环境法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立法特点 

4． 结合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思想，试谈传统文化对现代环境保护立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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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环境法律关系与环境法体系 

参考学时： 
本章讲授 4学时，课堂讨论 1学时 
学习内容： 
1. 环境法律关系 
2. 环境法体系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学习明确环境法律关系、环境法体系的概念，重点把握环境法律关系及各构成要素的

特点，对环境法体系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同时，理解和把握宪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环境保护基

本法、环境保护单行法以及环境标准、其他部门法中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规范等。 
课堂讨论： 
在以下三个主题中任选一个，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 
1．环境法律关系的特点 
2．环境法的独立性 
3．环境法体系的完善 
思考题： 
1． 简述环境法律关系的特点 

2． 环境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强调环境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有何意义？ 

3． 试论如何完善我国环境法体系。 

第四章 环境法基本原则 

参考学时： 
本章讲授 3学时 
学习内容： 
1. 环境法基本原则概述 
2. 协调发展原则 
3. 预防原则 
4. 损害担责原则 
5. 公众参与原则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学习，明确环境法各项基本原则的含义及其确立依据，理解和掌握环境法各项基本原

则的内容以及如何贯彻和落实。 
思考题： 
1．何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特点？你认为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简述理由。 

2．何为协调发展原则？该原则与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什么关系？ 

3．为什么要实行预防原则？有何意义？ 

4．如何贯彻落实损害担责原则？ 

5．公众参与原则的法律意义是什么？如何贯彻和落实？ 

第五章 环境法的基本制度 

参考学时： 

本章讲授 6学时 

学习内容： 

1. 概述 

2.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3. “三同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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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排污许可证制度 

5. 排污收费制度 

6. 限期治理制度 

7. 环境应急处理制度 

学习目标： 

本章是环境法学课程中最重要的学习内容。环境法的基本制度是在总结、概括我国现有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规定的基础上，对环境管理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因此，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各项制度

的法律含义、作用和意义，了解各项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与法理基础，准确理解和把握各项制度在

不同的环境污染防治单行法中的具体规定。 

思考题： 

1．环境污染防治基本法律制度与环境法基本原则之间有何关系？ 

2．何为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有何意义？简述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有关程序性规定，谈谈你

对完善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看法。 

3．何为“三同时”制度？该制度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关系如何？ 

4．何为限期治理制度？该制度的作用。 

5．简述排污许可制度的内容，谈谈你对完善排污许可制度的看法。 

6．简述排污收费制度的性质，谈谈你对完善排污收费制度的看法。 

第六章 环境标准和环境监测 

参考学时： 

本章讲授 3学时 

学习内容： 

1. 环境标准 

2. 环境监测 

学习目标： 

本章是环境法学概论的重点内容之一，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各类环境标准的概念与性质、法律意

义，深刻理解和把握各类环境标准的制定依据与法律效力，准确掌握环境标准的运用与各项环境污

染防治法律制度的关系。要求学生了解环境监测的概念及重要性，把握环境监测在我国环境监督管

理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思考题： 

1．何为环境标准、分为哪几类？各类环境标准的法律意义如何？ 

2．环境标准的制定原则是什么？地方级环境标准都有哪几类？制定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3．为什么说环境标准是我国环境法体系中特殊而有重要的组成部分？ 

4．什么是环境监测？环境监测在环境监督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 

第七章 环境行政责任 

参考学时： 

本章讲授 3学时，案例讨论 2学时 

学习内容： 

1. 环境行政责任概述 

2. 环境行政处罚 

3. 环境行政处分 

4. 环境行政纠纷及其解决机制 

学习目标： 

本章重点讲解环境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责任承担方式，掌握与环境行政责任有关的法律法规

规定，能够熟练运用相关法律规定，分析、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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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讨论： 

组织学生在我校出版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案例教学资料汇编》第一编“环境行政监管综合类

案例”中选择一个案例，或者选取最新的社会报道事件，进行课堂讨论。 

思考题： 

1．环境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哪些？ 

2．环境行政处罚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适用各原则有哪些注意事项？ 

3．与一般行政处罚相比，环境行政处罚的种类有哪些特点？ 

4．何为行政处罚的听政程序？其适用范围和意义是什么？ 

5．谈谈你对如何加强中国环境行政执法效果、遏止环境污染恶化状况的看法？ 

6．第三人环境权益因环境行政行为受到损害时，可否通过那些方式解决纠纷？ 

第八章 环境民事责任与环境刑事责任 

参考学时： 

本章讲授 3学时，案例讨论 1学时 

学习内容： 

1. 环境民事责任 

2. 环境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3. 环境刑事责任 

学习目标： 

本章重点学习环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与构成要件，分析把握环境民事纠纷的特点及纠纷解决

方式；学习环境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分析把握各种具体的环境犯罪及构成。要求学生在理解相关

法律原则、掌握相关法律知识的基础上，准确适用有关法律法规，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事件。 

案例讨论： 

选择一个民事、一个刑事的案例，或者选取最新的社会报道事件，进行课堂讨论。 

思考题： 

1. 环境侵权为什么要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有哪些免责事由？ 

2. 环境民事纠纷有哪些特点？有哪些可以适用的纠纷解决方式？ 

3. 环境行政调解与环境民事诉讼的区别与联系？环境行政调解的法律性质是什么？如何完善

我国的行政调解制度。 

4. 破坏环境保护罪的构成要件是什么？ 

5. 环境犯罪的客体比较复杂，在对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分析认定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6. 我国刑法规定的与污染环境有关的具体犯罪形态有几种？与破坏自然资源保护有关的具体

犯罪形态有几种？ 

第九章 环境污染防治法 

参考学时： 

本章讲授 6学时  

学习内容： 

1. 环境污染防治及其立法 

2. 大气污染防治法 

3. 水污染防治法 

4. 海洋环境保护法 

5.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6.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7. 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控制的法律规定 

学习目标： 



1229 

本章要求学生在了解环境污染防治法的一般概念、体系与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学习大气、水、

海洋环境保护单行法的主要内容，理解这些单行立法的过程与基本指导原则，学习固体废物、环境

噪声及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环境的单行法立法及立法沿革，理解和掌握我国关于各类环境污染单行法

的重要监督管理制度和主要的法律规定。 

思考题： 

1. 我国有哪些关于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具体法律制度？简述各制度的主要内容。 

2. 何为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 

3. 简述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主要法律规定。 

4. 何为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制度？我国有哪些污染防治法具体规定了污染物的总量控制制

度？简述其主要内容。 

5. 修订后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对污染受害者维权有哪些有利规定？ 

6. 环境噪声污染的危害是什么？如何完善我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7. 我国有哪些关于控制化学品污染环境的立法？ 

第十章 自然资源保护法概述 

参考学时： 

本章讲授 3学时 

学习内容： 

1. 自然保护法概述 

2. 自然资源保护法概述 

学习目标： 

本章主要介绍自然保护法和自然资源保护法的基本概念、立法体系，使学生了解自然保护法与

自然资源保护法的区别与联系，理解自然保护法、自然资源保护法与环境污染防治法的区别与联系，

为学生今后系统地学习“自然资源法”课程奠定基础。 

思考题： 

1. 自然资源保护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2. 自然保护立法的必要性？ 

3. 简述自然资源的基本法律制度及主要内容。 

第十一章 国际环境法 

参考学时： 

本章讲授 3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际环境保护法概述 

2. 主要领域的国际环境保护法律文件 

学习目标： 

本章重点学习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了解主要的国际环境保护公约及主要内容。为学生今后

系统地学习“国际环境保护法”课程奠定基础。 

思考题： 

1. 论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2. 国际环境问题及对环境保护立法的挑战？ 

3. 简述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公约及主要内容 

4. 简述关于生物保护的国际立法及主要内容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第一章 导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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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 环境法概述 3  

第二章 环境法概述（续） 1  
3 

第三章 环境法律关系与环境法体系 2  

4 第三章 环境法律关系与环境法体系（续） 3  

5 第四章 环境法基本原则 3  

6 第五章 环境法的基本制度 3  

7 第五章 环境法的基本制度（续） 3  

8 第六章 环境标准和环境监测 3  

9 第七章 环境行政责任 3  

第七章 环境行政责任（续） 2  
10 

第八章 环境民事责任与环境刑事责任 1  

11 第八章 环境民事责任与环境刑事责任 3  

12 第九章 环境污染防治法 3  

13 第九章 环境污染防治法（续） 3  

14 第十章 自然资源保护法概述 3  

15 第十一章 国际环境法 3  

16 考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学，行政法学，民事诉讼法学 

后续课程：自然资源法学，环境法律诊所，国际环境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环境法基本原则；环境法的基本制度；环境标准和环境监测；环境民事责任与环境刑事

责任；环境污染防治法 

难点：环境法的基本制度；环境标准和环境监测；环境民事责任与环境刑事责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多媒体教学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 

平时成绩+期末考试 

考核要求： 

（1）平时成绩 30分 

（2）期末成绩 70分 

·期末考试形式：开卷考试 

·期末考试时间：第 18周随堂考试 

·期末试卷题型： 

- 简答（2小题，20分） 

- 论述（1小题，15分） 

- 案例（多小题，35分）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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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劲：《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灿发：《环境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2. 韩德培：《环境保护法教程》，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 

执笔：于文轩  审稿：于文轩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5年 6月 14日 

 

商法研讨课 
Seminar on Commercial Law 

课程号：4020200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通过研讨提升学生对商法基础理论、不同部门法律原理及其运用的认识； 

2、扩展学生对商法理论的知识面，加深对原理和法条规范的理解； 

3、鼓励学生从法律、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等多元视角研讨商法问题。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文献阅读、写作文献综述、课堂研讨等，使学生掌握分析研究商法文献、

案例的基本方法，对商法理论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为深化商法学习，提高理论研究能力，研

究商法问题，写作商法论文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商法内容广泛，包括商法总论、企业组织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信托法等。

一学期的商法研讨课不可能无重点地对商法各个部门进行研讨。因此商法研讨课的内容必须根据教

师确定的本学期研讨重点，设计相应的专题、阅读文献和相应的思考问题。 

以下是以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为重点的某学期商法研讨课内容设计，仅供参考。 

知识单元 1：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改革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研讨材料： 

（1）财经网专题报道：一位私营企业主注册公司垫资全过程——公司注册资本金制度困境一瞥； 

（2）2013年 12月 28日，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对公司法的修订。此次修订围绕资本制度，

作出 12处修改。新规定自 2014年 3月 1日期实施。 

（3）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4〕7号)。 

——研讨问题： 

（1）原公司法的资本制度存在哪些弊端？从财经网的调查，你有什么发现？ 

（2）这次修法解决了什么问题？可能产生哪些效果？每个修改的具体含义你是否理解？ 

（3）资本制度改革后，对公司债权人保护产生什么影响？ 

（4）对股东出资责任（尤其是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则）有什么影响？ 

知识单元 2：公司融资基本原理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参考文献： 

（1）（英）费伦，《公司金融法律原理》，罗培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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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伟一，《美国公司法判例解析》，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 

（3）柯芳枝，《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4）苗壮，《美国公司法制度与判例》，法律出版社； 

（5）李莘，《美国公司融资法案例选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研讨问题：    

（1）公司的融资手段有哪些？在类型上如何区分不同的融资手段？ 

（2）不同的融资手段，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 

（3）不同的融资手段，对股东、公司债权人分别有什么影响？ 

（4）普通股融资和优先股融资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知识单元 3：优先股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研讨文献： 

（1）柯芳枝《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 

（2）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13〕46号） 

（3）李莘《美国公司融资法案例选评》，第三章：优先股。 

——专题与案例： 

（1）优先股的性质、原理、类型（李莘书，第 106页以下） 

案例 12：非累积优先股问题——相比普通股股东，优先股股东为何处于不利地位？ 

案例 13：累积优先股的含义——累积的股息是指发行以来所有年度未分配之股息，还是指公

司已经宣布但未分配之股息的累积？章程如何解释？ 

（2）优先股红利与公司剩余财产分配（李莘书，第 117页）； 

（3）优先股在公司合并重组中的权利（李莘书，第 162页）。 

（4）问题即李莘书中每节案例之后的思考题。 

知识单元 4：公司债券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研讨文献： 

（1）李莘，《美国公司融资法案例选评》，第四章：公司债券。 

（2）柯芳枝，《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专题与案例 

（1）债券持有人的地位和权利保护（李莘书，第 183-233页） 

（2）可转换公司债券（李莘书，第 258-288页） 

（3）中国债市首现违约事件：“11超日债”无法兑付，腾讯财经 2014-3-4。 

知识单元 5：闭锁型公司的融资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研讨文献： 

李莘，《美国公司融资法案例选评》，第五章：封闭公司的融资。 

——专题与案例 

（1）封闭公司的资本（李莘书，第 290页）； 

（2）股份优先认购权（李莘书，第 300页）； 

（3）封闭公司的红利与分配（李莘书，第 309页）； 

知识单元 6：公众型公司的融资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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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文献： 

（1）朱伟一，《美国证券法判例解析》，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年版。 

（2）马其家，《美国证券法案例选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3）彭冰，《中国证券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 

——研讨专题： 

（1）什么是证券？如何区分证券与其他法律关系？ 

（2）基础法律架构和发行披露义务。 

（3）内幕交易的规制原理。 

（4）操纵市场的规制原理。 

（5）证券交易的监管体系。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改革 2  

2 公司融资基本原理（1） 2  

3 公司融资基本原理（2） 2  

4 公司融资基本原理（3） 2  

5 公司融资基本原理（4） 2  

6 优先股（1） 2  

7 优先股（2） 2  

8 公司债券（1） 2  

9 公司债券（2） 2  

10 闭锁型公司的融资（1） 2  

11 闭锁型公司的融资（2） 2  

12 闭锁型公司的融资（3） 2  

13 公众型公司的融资（1） 2  

14 公众型公司的融资（2） 2  

15 公众型公司的融资（3） 2  

16 公众型公司的融资（4）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总论、民法债权、商法一 

后续课程：民法物权、商法二、商法三、商法四、商法五、商法六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应当根据研讨专题设计本学期研讨的重点和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研讨。 

2.案例分析。 

3.研究报告写作。 

教学手段： 

1.案例研讨。 

2.文献研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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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核占 6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可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师的研讨重点，自主编写教学材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教师的研讨重点，自主编写教学材料。 

（二）推荐参考书 
1. [德]卡纳里斯，《德国商法》，杨继译，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2. [法]伊夫•居荣，《法国商法》第 1卷，罗结珍、赵海峰译，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3. [美]伯利、米恩斯，《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甘华鸣、罗锐韧、蔡如海译，商务印书馆

2005年版； 

4. [美]亨利•汉斯曼，《企业所有权论》，于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5. [美]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丹尼尔•费希尔：《公司法的经济结构》，张建伟、罗培新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执笔：王军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外国商法 
Foreign commercial law 

课程号：4020201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商法专业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培养学生的比较法理论分析；2、掌握商法制度的国内外最新动态；

3、学习国内外商法制度的变迁以及理念，结合典型案例讲授。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商法的基础知识、设置专题的原

理、每个制度理念以及判例中的法理，为学年论文写作、毕业论文写作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比较

分析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 
知识单元：设置专题 

参考学时：32学时 

学习内容： 

1．主要是各国公司法制度的比较。 

2．设专题，比较英美以及大陆法系各国的制度。 

…… 

学习目标： 

1．了解制度理念，制度在国外适用中出现的问题。 

2．掌握制度移植与本土化的差异，移植之前需要透彻了解，进而掌握比较分析方法，写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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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切记盲目借鉴。 

…… 

作业：提交本学期搜索的外国商法方面的论文以及书类（译著）的题目，内容不需要。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梳理商法的整体知识点，讲授学习

外国商法的意义 
4 两节课读懂商法 

2 世界各国典型的公司治理模式 2 三大治理模式的优劣比较与最新动态 

3 法人格否认制度比较 2 

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结合典型案

例，探讨为什么其他国家只作为法理在

判例中运用，并未明确规定 

4 企业的社会责任 2 
我国公司法第 5条与其它国家企业社

会责任的制度比较 

5 董事对公司的责任-股东代表诉讼 2 各国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之比较 

6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 2 

我国公司法尚未明确规定，分析探讨董

事第三人责任与债权人保护，董事第三

人责任与法人格否认制度的竞合等 

7 各国股份回购制度 2 
股份放宽与禁止的意义，回购财源，回

购以后的处理，债权人保护等 

8 各国种类股制度 2 

我国公司法框架下的种类股的设计与

国外种类股的种类，种类股制度的意义

等 

9 新股发行与新股发行停止诉讼 2 

法定资本制下的新股发行与股东利益

的救济模式与授权资本制模式下的股

东利益救济以及诉讼制度安排 

10 企业收购与反收购 2 

横跨公司法与证券法的企业收购制度，

从公司法意义上的企业收购涉及到的

知识面，反收购中的董事利益以及董事

责任等 

11 
股份交换，股份转移与双重代表诉

讼 
2 

股份交换和股份转移模式与控股公司

的设立，母子公司制度完善与双重代表

诉讼的意义 

12 
公司分立/合并中的股东保护与债

权人保护 
2 

合并与分立中的股东保护以及债权人

保护措施，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制度，

合并分立无效诉讼等 

13 营业转让 2 

我国目前没有关于营业转让的规定，但

实务中运用得比较多，营业转让的性

质，营业转让中的债权人保护与转让

人，受让人的义务等 

14 股东大会决议瑕疵诉讼 2 
股东大会决议之诉讼的理念以及瑕疵

诉讼种类等 

15 各国商法最新动态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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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与公司法课程有密切联系，但是考虑到这几年选课的学生构造，讲授中会调整，修过公

司法的学生或没有修过的学生均可以选择。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选择了公司法中的主要知识点，这些制度在国外的制定背景以及立法理念，适用中的问题。 

难点：大陆法系制度理念与美国的制度放宽之间差异的理解，各国公司法从大陆法系倒向美国

的宽松模式时，其依据的分析等比较难以理解。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老师讲授与课堂讲座相结合。 

2.基于一些热点问题，随时插入几次研讨。 

教学手段： 

1.投影。 

2.通过让学生搜集资料，使得学生掌握查找比较法资料的方法。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5、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未指定（主要参考以下参考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推荐参考书 
1. [德]卡纳里斯，《德国商法》，杨继译，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2. [法]伊夫•居荣，《法国商法》第 1卷，罗结珍、赵海峰译，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3. [英]丹尼斯•吉南，《公司法》，朱羿锟译，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4. [英]保罗·戴维斯：《英国公司法精要》，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  

5. [美]罗伯特•汉密尔顿：《美国公司法》，齐东祥译，法律出版社 2008年版； 

6. 朱伟一，《美国公司法判例解析》，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 

7. 李莘，《美国公司融资法案例选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8. [德]托马斯•莱塞尔、吕迪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高旭军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9. [日]前田庸，《公司法入门》，王作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10. [韩]李哲松，《韩国公司法》，吴日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版； 

11. 阿德里安•德瑞斯丹等，《欧洲公司法》，费煊译，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 

12. 马德斯•安登斯、弗兰克•伍尔德里奇，《欧洲比较公司法》，汪丽丽、汪晨、胡曦彦译，法
律出版社 2014年版； 

13. 乔纳森·查卡姆：《公司长青：英美法日德公司治理的比较》，郑江淮等译，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06年版； 

14. [日]上村达男，《公司法改革》，陈景善译，法律出版社 2015年； 

执笔：陈景善 审稿：×××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8日 

 

信托法 
Trust Law 

课程号：4020201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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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法学专业和全校第二法学学位学生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信托法基础知识和信托法原理； 

2、了解信托法概念，为学生今后开展信托法律业务奠定必要的信托法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信托与信托法概述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信托的定义和特征。 

2．信托与行纪、代理、赠与。 

3．信托法的概念、调整对象和基本原则 

4．信托法律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信托的定义和特征。 

2．掌握信托法的概念和信托法律关系。 

作业：信托法律关系的内容 

知识单元 2：信托的设立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信托行为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2．信托行为的有效要件。 

3．信托设立的形式 

4．信托的无效 

5．债权人的撤销权 

学习目标： 

1．了解信托行为的概念、特征和分类；。 

2．掌握信托的设立、信托登记的法律意义。 

作业：信托登记的法律性质。 

知识单元 3：信托财产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信托财产和信托财产权的法律性质。 

2．信托财产的范围和种类。 

3．信托财产和信托事务的管理 

4．信托财产的处分 

学习目标： 

1．了解信托财产的范围、信托财产和信托事务的管理。 

2．掌握信托财产权的法律性质。 

作业：如何理解信托财产的独立性？ 

知识单元 4：信托当事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信托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2．信托当事人的资格。 

3．委托人的权利 



1238 

4．受托人的义务 

5．受益人的权利 

6．…… 

学习目标： 

1．了解信托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2．掌握受托人的义务；受益人的权利。 

作业：1、受益权的性质。 

2、多数受益人权利的保护 

知识单元 5：商事信托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商事信托与民事信托之比较。 

2．信托公司的合规要求。 

3．表决权和资产证券化的信托构造 

4．委托理财与信托法的适用 

学习目标： 

1．了解商事信托与民事信托之比较。 

2．掌握信托公司的合规要求；表决权和资产证券化的信托构造。 

作业：表决权信托的性质 

知识单元 6：公益信托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公益信托的范围和成立要件。 

2． 公益信托与私益信托之比较。 

3．公益信托监察人的监管。 

4．公益信托受托人。 

学习目标： 

1．了解公益信托与私益信托之比较。 

2．掌握公益信托监察人的监管。 

作业：公益信托监察人的职责。 

知识单元 7：信托的变更与终止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信托变更的原则与效力。 

2．信托变更的主要情形。 

3．信托终止的原因 

4．信托终止后的法律后果 

学习目标： 

1．了解信托变更的主要情形。 

2．掌握信托终止的原因；信托终止后的法律后果。 

作业：信托终止后的法律后果分析。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信托与信托法概述 2  

2 信托与信托法概述 2  

3 信托与信托法概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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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托的设立 2  

5 信托的设立 2  

6 信托财产 2  

7 信托财产 2  

8 信托当事人 2  

9 信托当事人 2  

10 信托当事人 2  

11 商事信托 2  

12 商事信托 2  

13 商事信托 2  

14 公益信托 2  

15 公益信托 2  

16 信托的变更与终止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总论、商法与公司法,证券法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信托的定义和特征、信托的“双重所有权”、信托登记的法律效力、受托人的义务、受

益人的权利、商事信托与民事信托、表决权信托、多数受益人权利、家族财产信托、公益信托、信

托的终止。 

难点：信托的定义和特征、信托登记的法律效力、受托人的义务、受益人的权利。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教学。 

2.小组讨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案例讨论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

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中国信托业协会编著：《信托法务》，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社，2013年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张淳著，《中国信托法特色论》，法律出版社，2013年 6月 第 1版。 

2. 中国信托业协会编著《信托基础》，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社，2013年 第 1版。 

3、全国人大《信托法》起草工作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释义》，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1年版。 

4、余辉著：《英国信托法：起源、发展及其影响》，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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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向聪著：《信托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版。  

6、王志诚、赖源河著：《现代信托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英）劳森著，施天涛、梅慎实、孔详俊译：《财产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 

8、沈达明编著：《衡平法初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9、（台）方嘉麟著： 《信托法之理论与实务》，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10、朱少平、葛毅：《中国信托法起草资料汇编》，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年版。 

11、周小明著：《信托制度比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12、张天民著： 《失去衡平法的信托——信托观念的扩张与中国（信托法）的机遇和挑战》，

中信出版社， 2004年版。 

13、徐孟洲主编：《信托法学》，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年版。 

14、Gerry W. Beyer,《Wills, Trusts, and Estates》（遗嘱 信托 遗产：案例与解析，影印

本），中信出版社 2003年版。 

15、[英]D.J.海顿著：《信托法》（第 4版中英文本） 周翼/王昊 译， 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16、何宝玉著：《信托法原理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17、何宝玉著：《英国信托法原理与判例》，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18、张淳编著：《信托法原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19、中野正俊、张军建著：《信托法》，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 

20、史尚宽编：《信托法论》，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执笔：梅慎实  审稿：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1日 

     

商法学 
Commercial Law 

课程号：402020173 

先修课程：民法总论、民法债权 

面向对象：法学专业 

开课院/部(室/所)：民商经济法学院/商法研究所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 使学生对商法总论和商事组织法有概括的了解和认识； 

2. 使学生对商法及商个体、商合伙、公司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有清晰的掌握； 

3. 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初步解决理论和实务中的商法基本问题和商事组织法问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商法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商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2．商法的性质与特点 

3. 商法的地位 

4. 商法的基本原则 

5. 商法的历史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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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商法的概念与范围、商法的地位与历史和各国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和发展

趋势。 

2. 掌握商法的性质、特点、商法的基本原则。。 

作业： 

1. 试述商事关系的特点。 

2. 如何认识商法的私法性质及其与公法的融合。 

3. 商法具有那些特点？ 

4. 分析民法与商法的相互关系并对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作出评述。 

5. 简论商事主体法定原则。 

6. 商法如何体现保护营利和促进交易简便快捷原则？ 

7. 保护交易安全原则在商法中是如何体现的？ 

知识单元 2：商事主体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商事主体的概念与特征。 

2. 商事主体的类型与分类。 

3. 商事能力 

学习目标： 

1．了解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商事能力与民事能力的联系与区别。 

2．掌握商事主体分类和商事能力。 

作业： 

1. 商事主体与民事主体有何区别？ 

2. 简述商事主体商事能力的涵义与特点。 

3. 商法如何限制某些主体的商事能力？其限制的理论根据如何？ 

知识单元 3：商事行为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商事行为的概念、特征和规制方式。 

2．商事行为的分类。 

3. 一般商事行为。 

4. 特殊商事行为。 

学习目标： 

1．了解商事行为的概念、特征和规制方式。 

2．掌握商事行为的分类、商事行为和民事行为的关系，进而掌握商事行为法律制度。 

作业： 

1. 简述商事行为的特征及其与民事行为的区别。 

2. 商法上的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又什么特殊性？ 

知识单元 4：商事登记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商事登记的概念、特征、意义、法律规范。 

2．商事登记原则。 

3. 商事登记对象与登记管理机关。 

4. 商事登记的种类和程序。 

5. 商事登记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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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商事登记的概念和特征、法律意义、原则和商事登记对象及管理机关。 

2．掌握商事登记的种类、程序和法律效力。 

作业： 

1. 简述商事行为的特征及其与民事行为的区别。 

2. 商法上的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又什么特殊性？ 

知识单元 5：商事名称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商业名称概念、法律特征、商业名称与商号、商标的关系。 

2．商业名称的构成、选定和取得。 

3. 商业名称权及其保护。 

学习目标： 

1．了解商事名称的概念、特征、选定原则、商业名称的保护。 

2．掌握商业名称的构成、商业名称权与商号、商标的关系。 

作业： 

1. 简述商业名称与商号、商标之间的相互关系。 

2. 商业名称登记具有何种法律效力？ 

3. 商业名称的权能与法律保护。 

知识单元 6：营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营业的概念。 

2．营业活动。 

3. 营业组织。 

学习目标： 

1．了解营业的概念。 

2．掌握营业自由原则、营业转让、营业担保、营业所、营业租赁和委托经营等制度，深入掌

握营业转让与企业合并的关系。 

作业： 

1. 如何理解客观意义上的营业或营业财产？ 

2. 简述营业自由与营业限制。 

3. 比较营业转让与企业合并的异同。 

4. 试述营业转让的法律效力。 

知识单元 7：商业代理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商事代理的概念、特征。 

2．代理商。 

3. 商事代理法律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商事代理的概念和特征、代理商及其类型。 

2．掌握商事代理与民事代理的联系、深刻理解商事代理的制度内涵。 

作业： 

1. 如何理解商事代理的独立性。 

2. 居间商、行纪商、与雇员处于何种不同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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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事代理中的代理商的主要义务和权利是什么？ 

知识单元 8：商业账簿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商事账簿的概念、设置商事账簿的原则。 

2．商事账簿的种类。 

学习目标： 

1．了解商事账簿的概念、设置原则、商事账簿的法律效力及法律对商事账簿保管的要求。 

2．掌握不同种类商事账簿之间的区别。 

作业： 

1. 各国商事账簿设置的立法原则有何不同？ 

2. 简析商事账簿的法律意义与法律效力。 

3. 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与会计报表的相互关系与不同作用。 

知识单元 9：商事公告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商事公告的概念、特征、制度价值。 

2．商事公告的种类。 

3. 商事公告的效力。 

学习目标： 

1．了解商事公告的概念和特征。 

2．掌握商事公告的种类、法律效力，理解商事公告制度的制度价值。 

作业： 

1. 商事公告的基本要求与制度价值。 

2. 商事公告具有什么法律效力。 

知识单元 10：个人独资企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个人独资企业概述。 

2．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 

3. 个人独资企业的权利义务。 

4. 个人独资企业的解散与清算。 

5. 个人独资企业的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 

1．了解个人独资企业的概念、特征以及与个体工商户的比较。 

2．掌握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权利义务、个人独资企业的清算程序和清偿程序、个人独资企

业的责任承担问题。 

作业： 

1. 什么是个人独资企业？其与个体工商户和合伙企业的主要区别有哪些？ 

2. 简述个人独资企业的设立条件。 

3. 简述个人独资企业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4. 个人独资企业的法律责任。 

5. 简述个人独资企业的法律责任。 

知识单元 11：合伙企业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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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伙企业法概述（合伙的概念及类型、合伙企业的法律特征、合伙企业的法律地位）。 

2．普通合伙企业（设立、事务执行、入伙与退伙和特征的普通合伙企业）。 

3. 有限合伙企业（设立、事务执行、入伙与退伙）。 

4. 合伙企业的解散与清算。 

5. 合伙企业的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 

1．了解合伙企业的概念、特征和类型。 

2．掌握合伙企业的设立条件、入伙、退伙、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和管理、合伙企业的解散和

清算，合伙企业的法律责任，能够运用合伙企业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法律制度解决合伙企业在设立和

运营中的实务问题。 

作业： 

1. 什么是合伙企业？简述普通合伙企业与有限合伙企业的异同。 

2. 你如何理解合伙企业的法律地位？ 

3. 简述合伙企业的设立条件。 

4. 简述合伙企业的事务执行。 

5. 简述合伙企业与第三人的关系。 

6. 什么是入伙？入伙应具备哪些条件？ 

7. 什么是退伙？引起退伙的事由主要有哪些？ 

8. 引起合伙企业解散的事由有哪些？ 

9. 合伙企业应如何清算？清算中合伙企业的法律地位如何？ 

10. 你如何理解合伙企业的法律责任？ 

知识单元 12：公司与公司法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的概念和特征。 

2．公司的沿革和作用。 

3. 公司法概述。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公司法的基本概念。 

2．掌握公司的概念和特征、公司法的性质和地位。能够运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否认理论对实

践中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 

作业： 

1．简述公司独立财产的性质和意义。 

2．如何理解公司财产责任的独立性？ 

3．如何理解公司的社团性与对一人公司的承认？ 

4．简述公司发的强制性与任意性的关系。 

5．简述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否认的法理根据和适用要件。 

知识单元 13：公司的类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的分类。 

2．有限责任公司。 

3. 股份有限公司。 

4. 一人公司。 

5. 国有独资公司。 

6. 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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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外商投资企业（公司）。 

8. 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的类型。 

2．掌握各种公司的特点及不同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关系，对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异

同点以及我国对一人公司的特别法律规制有全面、透彻的掌握，对国有独资公司的特征、公司申请

上市的条件和程序以及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定类型和法律性质有清晰明确的理解和把握。 

作业： 

1．简述母公司与子公司的之间的法律关系。 

2．子公司与分公司的法律地位和内部法律关系有何不同？ 

3．分析关联公司与公司集团的法律地位。 

4．人合公司与资合公司划分的立法意义与理论意义。 

5．比较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异同。 

6．股份有限公司的作用与公司上市的意义是什么？ 

7．简述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制 

8．国有独资公司与一般有限公司有何不同？ 

9．简析外商投资公司的法定类型及各自的法律地位。 

知识单元 14：公司的设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设立概述。 

2．公司的设立登记。 

3. 公司设立的效力。 

4. 公司设立的条件。 

5. 公司设立的程序。 

6. 公司的名称和住所。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设立登记、名称和住所。 

2．掌握公司设立的效力和条件、公司设立的原则、方式、效力、条件、公司设立行为的性质、

设立中公司的法律地位和发起人的法律责任。 

作业： 

1．公司的设立和成立有何区别？ 

2．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与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有何区别？ 

3．试述公司设立登记的概念和效力。 

4．依我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5．依我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具备哪些条件？ 

6．如何理解发起人的法律地位？ 

7．依我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创立大会的作用有哪些？ 

8．什么是公司名称？其构成要素有什么？ 

9．确定公司住所的法律意义主要有哪些？ 

知识单元 15：公司章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章程的概念和特征。 

2．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 

3. 公司章程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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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设立的条件。 

5. 公司设立的程序。 

6. 公司的名称和住所。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章程的概念、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 

2．掌握公司章程的特征、性质、内容和效力。 

作业： 

1．公司章程的主要法律特征是什么？ 

2．比较设立协议与公司章程的异同。 

3．简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制定。 

4．试述公司法与公司章程：两种不同但应协调配合的治理机制。 

5．简述公司章程的生效时间。 

6．分析设立公司过程中的章程约束力及其保障机制。 

7．章程对公司的效力是什么？ 

8．简述公司章程对股东的效力。 

知识单元 16：公司的能力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的权利能力。 

2．公司的行为能力。 

3. 公司的侵权行为能力。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能力制度概况。 

2．掌握公司权利能力、行为能力概念、功能、限制，法定代表人代表行为的构成要件和法律

后果，以及公司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和法律责任；能够运用公司能力理论分析公司担保行为的效力

和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的效力等问题，并能够准确区分代表行为、非代表行为、公司侵权行为

及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作业： 

1．公司的权利能力存在那些方面的限制？ 

2．公司是否享有名誉权和荣誉权？为什么？ 

3．公司可否向合伙企业投资？为什么？ 

4．公司的借贷行为应受哪些限制？ 

5．公司的赠与行为应受哪些限制？ 

6．简述公司董事长代表行为的构成要件。 

7．简述公司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知识单元 17：公司资本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资本的概念和意义。 

2．公司资本原则与资本形成制度。 

3. 公司资本募集与股份发行。 

4. 增资与减资。 

5.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资本及其相关法律概念、资本募集方式、股份发行的分类、原则、公开发行的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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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公司资本原则、资本形成制度、增资减资制度。 

作业： 

1．简述公司资本的法律意义。 

2．简述资本、资产与净资产的区别及各自的法律意义。 

3．简述公司法上的资本确定原则 

4．资本维持原则的要求及其在公司法制度中的体现。 

5．试述法定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的比较与取舍。 

6．试述我国公司法上的出资分期缴纳制度及其法律意义。 

7．股份公开发行的特点、作用与条件是什么？ 

8．试述资本变动中的股东保护与债权人保护。 

知识单元 18：股东出资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股东出资概述。 

2．股东出资的形式。 

3. 股东出资的法定要求。  

学习目标： 

1．了解股东出资的法律意义及其与之相关的法律概念。 

2．掌握股东出资责任的法律性质和内容、出资比例结构和履行方式。 

作业： 

1．简述股东出资的法律意义。 

2．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表现形式及其法律后果是什么？ 

3．股东违反出资义务应承担何种民事法律责任？ 

4．简述出资违约责任的性质和内容。 

5．股东出资形式为何法定？其法定根据如何？ 

6．股东是否可用借贷资金出资？ 

7．简述工业产权出资的法律意义和特殊要求？ 

8．现有法定出资形式之外的其他出资形式应否得到法律的承认？为什么？ 

9．非货币出资履行有什么特殊的法律要求？ 

知识单元 19：股东与股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股东的概念、资格的取得与丧失、股东的法律地位、股东的权利与义务。 

2．股权的类型、股权的法律性质、股权的委托行使、股权的救济。 

3.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 

4.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股份。  

学习目标： 

1．掌握股东的概念、股东资格的取得与丧失、股东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 

2. 掌握股权的概念、股权的法律性质与转让相关制度、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方式和现值

以及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的原则。 

3. 掌握并运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作业： 

1．公司的股东与公司的发起人的关系如何？ 

2．如何理解股东的法律地位和股东平等原则？ 

3．股东的主要权利义务有哪些？ 

4．股权可以作哪些分类？各种分类的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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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有何区别？ 

6．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证明书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有何区别？ 

7．试述公司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规定。 

8．对股份或股票可以作哪些分类？各种分类的区别有哪些？ 

9．试述公司法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的规定。 

10．试述公司法限制公司回购自身股份的原因。 

知识单元 20：公司组织机构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组织机构概述。 

2．股东会。 

3. 董事会。 

4. 监事会。 

5. 独立董事制度。 

6. 经理。 

7. 国有独资公司的组织机构。 

8. 董事、监事、经理的义务与民事责任。 

9.   

学习目标： 

1．了解国有独资公司组织机构的设置。 

2. 掌握公司组织机构设置的基本原则和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四种公司基本组织机

构的职权和职责，掌握董事的忠诚义务和善管义务以及独立董事的地位和职权。能够运用公司组织

机构设置的基本原则分析公司组织机构权责及产生的相关问题。 

作业： 

1．简述股东会会议的种类。 

2．简述股东会的职权。 

3．简述股东会决议的程序要件。 

4．简述董事会的职权。 

5．简述监事会的职权。 

6．简述董事、监事、经理的任职资格。 

7．简述董事、监事、经理的忠实义务。 

8．简述董事、监事、经理的的善管义务。 

9．公司法关于公司组织机构的规定是如何体现权力制衡原则的？ 

知识单元 21：公司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债概述。 

2．公司债的主要种类。 

3. 公司债的发行。 

4. 公司债转让、偿还与转换制度。 

5. 公司债持有人保护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债的概念、特征。 

2. 掌握公司债发行、转让、偿还以及转换制度，公司债持有人保护制度，能够运用公司债持

有人保护理论对实践中发生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解决。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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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比较公司债券与股票、公司债券持有人与股东之间区别。 

2．比较公司法有关公司债发行条件与股票发行条件的比较 

3．比较可转换公司债券与普通公司债券的差异。 

4．可转换公司债的发行主体和发行条件的特殊性。 

5．简述公司债券转让制度的价值。 

6．比较公司法有关公司债券和股票暂停及终止上市的规定。 

7．简述保障公司债券持有人整体利益的必要性及制度比较与借鉴。 

8．简述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债券持有人的保护。 

知识单元 22：公司财务会计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财务会计制度概述。 

2．公司财务报告。 

3. 公司税后利润的分配。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财务会计制度的相关概念、立法意义、财务会计报告的主要内容、编制和验证。 

2. 掌握财务会计报告的公示必要性和公司税后利润的分配制度，能够运用相关知识分析股利

分配中的利益冲突与中小股东保护等问题。 

作业： 

1．公司法规定公司财务会计制度法律意义何在？ 

2．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包括哪些主要内容？ 

3．如何对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进行编制、审查验证与公示？ 

4．公司的税后利润如何进行分配？ 

5．简述我国公积金的分类。 

6．公积金有何用途？ 

7．股利的分配方式有哪些？ 

8．试论述在股利分配政策中如何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知识单元 23：公司的合并、分立与组织变更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的合并。 

2．公司的分立。 

3. 公司的组织变更。 

学习目标： 

1．掌握公司合并、分立和组织变更的意义和法律效力，理解公司合并、分立和组织变更制度

的内在机理和本质。 

作业： 

1．比较公司合并与资产收购的区别。 

2．比较公司合并与股权收购的区别。 

3．简述公司吸收合并的四种方式。 

4．简述公司合并无效的法律后果。 

5．比较公司派生分立与公司转投资的区别。 

6．公司在分立前所产生的债务在公司分立后应如何承担？ 

7．简述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条件与程序。 

知识单元 24：公司的终止与清算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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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公司的终止。 

2．公司的清算。 

学习目标： 

1．掌握公司终止、破产、解散、清算等相关概念的含义、特征与区别，并对不同类型的公司

清算程序进行一般性地介绍，使学生能够准确把握公司终止、破产、解散、清算等概念的联系与区

别。 

作业： 

1．简述公司终止的特征。 

2．简述破产案件受理的法律意义。 

3．简述破产案件对债权人清偿的顺序。 

4．简述公司解散的原因。 

5．简述公司僵局与司法解散的关系。 

6．简述清算的法律意义。 

7．简述清算组织的职权。 

知识单元 25：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外国公司分支机构概述。 

2．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设立。 

3. 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4. 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撤销和清算。 

学习目标： 

1．了解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概念、设立、撤销和清算。 

2. 掌握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性质、特征、权利义务和法律地位，能够明确外国公司分支机构

和我国公司的差异性。 

作业： 

1．什么是外国公司的承认，其意义如何？ 

2．试论我国加入 WTO后外国公司的国民待遇问题。 

3．依我国香港、澳门、台湾三个地区的公司法注册的公司是属于本国公司还是外国公司？为

什么？ 

4．什么是外国公司分支机构？其法律特征主要有哪些？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与一般的分公司

（指由本国公司设立的分公司）有何异同？ 

5．简述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权利和义务。 

6．试述外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的条件和程序。 

7．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解散与清算中，如何保护其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商法概论、商事主体 3  

2 商事行为、商事登记、商事名称、营业 3  

3 营业（续）、商事代理、商事账簿、商事公告 3  

4 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3  

5 合伙企业（续） 3  

6 公司与公司法概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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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司的类型 3  

8 公司的设立 3  

9 公司的章程、公司的能力 3  

10 公司资本制度 3  

11 股东出资制度、股东与股权 3  

12 股东与股权（续） 3  

13 公司组织机构 3  

14 公司债、公司财务会计制度 3  

15 公司的合并、分立与组织变更 3  

16 公司的终止与清算、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总论、民法债权 

后续课程：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信托法、公司法（双语）、外国商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商法的性质和特点、商法的基本原则、商事主体的特征、商事主体的商事能力、商事登

记的特征、意义、原则和法律效力、商业名称的特征与构成、商业名称权的权能、商业的概念、营

业自由、营业转让、营业担保、商事代理的概念和特征、代理商的种类、商事账簿设置的立法原则、

商事账簿的意义、商事公告的特征、制度价值、法律效力、个人独资企业的概念与特征、个人独资

企业的设立条件、个人独资企业及其投资人各自的权利义务、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分支机构和管

理人员的责任承担、合伙企业的类型、合伙企业的设立条件和设立程序、合伙企业的清算程序、合

伙人入伙、退伙的条件、程序和法律效力、合伙企业中各类主体的民事责任、公司的法律特征及其

与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形态的联系与区别、公司法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公司设立的原

则、方式、公司设立的效力、公司设立的条件、公司章程的特征和性质、公司章程的内容、公司章

程的效力、公司权利能力的含义和功能、公司权利能力在法律上和目的上的限制、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制度、代表行为的构成要件以及代表行为和非代表行为的法律后果、公司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和

法律责任、公司资本与相关法律概念的关系、公司资本原则与资本形成制度、最低资本额制度、股

份发行的分类及公开发行的条件、增资与减资的条件和程序、股东出资与相关法律概念的关系、股

东出资的法律责任、股东出资的形式和法定要求、股东资格的取得和限制、股东的法律地位和权利

义务、股东代表诉讼、股权的分类和法律性质、股权的救济、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方式和限制、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股份转让的原则、公司组织机构设置的基本原则、股东会的职权与决议、董事会

的职权与决议、监事会的职权、经理的职权以及董事、监事、经理的忠实、善管义务与民事责任、

公司债的概念、特征和种类、公司债的发行、转让、偿还以及转换制度、公司债持有人保护制度、

公司财务会计制度的公示意义、公司税后利润的分配原则和分配方式、公司合并、分立的基本概念

与方式、公司合并、分立后的债务承担、公司终止、破产、解散、清算的概念与区别、外国公司分

支机构的性质、特征和法律地位。 

难点：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对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分析与评价、商事能力与民事能力的区别、

商事登记性质和法律效力、商业名称与商号、商标的关系、营业转让与企业合并的关系、营业转让

的法律效力、商事代理与民事代理的区别、商事代理法律关系的内容、各种商事账簿的内容及相互

区别、商事公告与商事登记的关系、商事公告的法律效力、个人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等其他企业形

态的区别、有限合伙企业与普通合伙企业的关系、合伙企业与其他企业形态的区别、合伙人入伙、

退伙的条件、程序和法律效力、合伙企业的法律责任、公司财产权的性质、对公司社团性的理解、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以及公司法的强制性和任意性、公司设立与成立的区别、公司设立行为的性

质及设立中公司的法律地位、发起人的法律责任、公司章程与设立协议的区别、公司章程的制定和

效力、公司法与公司章程在公司治理中的协调、公司权利能力及其范围的理论含义、公司权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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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限制和目的限制、公司担保行为的效力和超越经营范围所订立的合同的效力、区分代表行为

和非代表行为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公司侵权行为及其法律责任的认定、资本、资产、净资产与股东

权益的含义和区别、我国公司法的认缴资本制与授权资本制的区分、公司增资中的股东利益冲突及

保护、股东出资责任的法律性质和内容、出资的形式、出资的履行原则和履行方式、股东与公司发

起人的关系、股东代表诉讼、异议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和申请司法解散权、股权的法律性质、有限

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的方式及限制、股权转让的效力、具体运用公司组织机构设置的基本原则分析各

国公司组织机构的种类、权责及运作，分析各种公司组织机构如何在激励与约束中达到权力制衡、

公司债的转换、债券持有人保护制度、股利分配中的利益冲突与中小股东的保护、不同种类的公司

之间合并的限制、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限制、公司终止、破产、解散、清算等具体

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法律地位、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外国公司的组织形式是

否应受限制的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 

2. 讨论法。 

3. 案例分析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手段。 

2.案例教学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程自主学习时间为 96学时，学生应自主学习教师所列的参考书目、参考文献与案例资料。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核+考试 

考核要求：课堂表现、平时作业  占 30-40% 

          期末考试            占 60-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可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已自主编写出版商法学理论教学教材《商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 9月，第 2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赵旭东等编著《商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9月 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商法总论 

1. 王保树，《商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2. 范健、王建文，《商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 

3. [德]卡纳里斯，《德国商法》，杨继译，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4. [法]伊夫•居荣，《法国商法》第 1卷，罗结珍、赵海峰译，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国内公司法教科书 

1. 赵旭东，《公司法》第三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2. 李建伟，《公司法学》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3. 王军，《中国公司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4. 施天涛，《公司法论》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14年版；  

5. 刘俊海，《现代公司法》，法律出版社 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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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台和外国公司法的相关书籍 

1. 何美欢，《公众公司及其股权证券》，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2. 柯芳枝，《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 

3. [英]丹尼斯•吉南，《公司法》，朱羿锟译，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4. [美]罗伯特•汉密尔顿：《美国公司法》，齐东祥译，法律出版社 2008年版； 

5. 朱伟一，《美国公司法判例解析》，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 

6. 李莘，《美国公司融资法案例选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7. [德]托马斯•莱塞尔、吕迪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高旭军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8. [日]上村达男，《公司法改革》，陈景善译，法律出版社 2015年版； 

9. [日]前田庸，《公司法入门》，王作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10. [韩]李哲松，《韩国公司法》，吴日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版； 

11. 阿德里安•德瑞斯丹等，《欧洲公司法》，费煊译，法律出版社 2013年版； 

12. 马德斯•安登斯、弗兰克•伍尔德里奇，《欧洲比较公司法》，汪丽丽、汪晨、胡曦彦译，法
律出版社 2014年版； 

13. 乔纳森·查卡姆：《公司长青：英美法日德公司治理的比较》，郑江淮等译，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06年版； 

公司法理论相关书籍 

1. [美]伯利、米恩斯，《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甘华鸣、罗锐韧、蔡如海译，商务印书馆

2005年版； 

2. [美]亨利•汉斯曼，《企业所有权论》，于静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3. [美]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丹尼尔•费希尔：《公司法的经济结构》，张建伟、罗培新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4. [加]柴芬斯，《公司法：理论、结构和运作》，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5. [日]志村治美，《现物出资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6. 郁光华：《公司法的本质——从代理理论的角度观察》，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执笔：李建伟  审稿：×××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商法案例研习 
Cases Study Of Commercial Law 

课程号：402020182/3020200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培养主动学习的能力 

案例课程在培养学生主动学习能力方面，具有特别的意义。首先，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学生

是带着问题去读书，带着问题去找法，本身就是在主动获取信息，而非被动接受信息。其次，在案

例教学过程中，学生有机会参与课堂的活动，让学生参与进来的教学方式，能够激发学生主动学习

的积极性。再次，在案例教学的讨论、评论的过程中，学生也能够不断地检验自己最初的结论，修

正自己的思维逻辑，提高继续进行主动学习的能力。再次，在案例教学中，学生针对案件事实可以

比较自主地组织证据、选择演示模式和不同主体的表现方式，具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从而能够促进

其独立或团队地进行思考。最后，学生们通过观摩其他同学的表现，不断地总结经验，力图在自己

演示时突破之前的同学，会主动进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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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养独立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的能力 

一个案件，无非是有两样东西要搞明白，一是事实，二是法律依据。因而案例课程，最重要的

不是告诉学生何种事实适用何种法律，而是激发他们的兴趣，让他们自己去判断事实，自己去寻找

法律。所以，案例教学教授给学生的，应当是证据采纳和法律寻找的方法，具体解决问题的方案，

应让学生自己提出，教师只是评论者之一。 

首先，必须让同学了解，案件事实并非客观事实，而是通过证据链来证明的事实，这就是实务

课和理论课不同的一个地方。以律师为例，他首先要考虑自己所掌握的证据，能够证明什么样的事

实，对方所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什么样的事实，他所要证明的事实，应当是对自己的代理人有利

的事实。一个案件起诉的基本事实，是要求律师在起诉前就设计好的，要通过他所组织的证据，避

开不利的事实，证明有利的事实。在事实证明的过程中，证据的效力和举证的规则是学生必须了解

的内容，所以，要在课堂试验过程中，尽量把证据选择、举证规则适用的内容融入案例中，引导学

生培养证据意识。 

其次，在法律适用上也需要让学生，对同一事实，究竟适用哪项法律规定，是要经过严谨分析

的。一个事实被确定了，原告认为应当适用 A条，而被告认为应当适用 B条，这就有个究竟应当适

用哪一条的问题。即使原告和被告都认为应当适用 A条，A条究竟是指什么意思，这里面又有个法

律解释的问题。对同一个事实，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释，怎么去解释它，能够自圆其说，又更符

合法理，就决定了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未来。 

3.培养法律执业者的逻辑思维 

逻辑思维并非仅仅在理论研究和学术论文写作过程中需要，在法律实务中也是非常必要的。我

们常常讲，法律职业者要用自己的服务品质去捍卫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只有一样东西可以让我们提

高自己的服务品质，那就是逻辑思维，你有缜密的逻辑思维，你论证、推理出来的结论，就能够说

服别人，让别人认为这是不得不接受的一个方案。你提不出这样的方案，光说自己的理，驳不倒别

人的理，是不够的。 

在案例教学中，应当要求学生分小组对不同的案件设计的办案方案，要求方案做到：清晰、有

条理、能够自圆其说，而且要客观。具体来说，分四个步骤：第一步要抓住案件所争议的主要问题，

有条理、分层次地写出方案。第二步要有推理，即对事实的分析和对法律的选择，都要能进一步说

明为什么。第三步要求观点的一致性和结论的充分性。第四步要求全面考虑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准备好不利因素的回避方法和有效的抗辩理由。只有达到上述四项要求，就是一个完整的、能够说

服法官、甚至对方当事人的方案。 

4.培养找法的能力  

这一点是前面逻辑思维能力的延续。在实行成文法的国家，通常是对于案件事实如何适用法律

实行的三段论的逻辑推理，法律条文是大前提，案件事实是小前提，最后就是结论。但是，我们必

须给学生一个基本认识：由于法律职业者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各自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决定了他找法

思维的差异。在案例教学过程中，要让学生就是要理解作为律师和法官他们找法思路的不同，然后

按照自己的角色，找到最适合本案适用的法律。 

以律师为例，他找法的过程往往是从结论出发逐步寻找的。例如一个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的案

例，律师接到案件，律师潜意识中的结论是：我的当事人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这是律师为当事

人利益考虑的必然的考虑，于是他能通过分析本案的事实，分析他的当事人的行为不构成违约。

如果不成立，他会再考虑合同有没有违约金的约定，如果有约定，他会再分析违约条款是否适用

于本案的事实。如果没有约定，他会去考虑对方当事人有没有损失，如果对方当事人确有损失，

他又会考虑损失中哪些是实际损失，哪些是期待利益的损失。最后对于期待利益的损失，他还会

再考虑是否超出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的预期。因此，从这个假设的事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

看到，律师适用法律的思维完全是从结论到前提，也就是说从最有利于当事人的结论寻找法律的

适用。 

那么，法官应该如何找法呢？法官是中立的第三者，是正义的主持者，是对纠纷进行裁决的第

三者。因此，律师可以从他的当事人利益角度解读法律，但是律师对法律的解读是否正确，法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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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有足够的智慧来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官找法的过程不同于律师的从结论到法律，而是一种

判断，在双方律师之间从事实到法律的推论中判断谁是正确。法官也不能抛弃律师们对于法律的推

论，自行从事实基础上，寻找法律依据，因为这样就剥夺了当事人主张的权利。所以，在民事诉讼

中，更强调当事人举证和辩论，而不是由法官自行去查明事实真相。 

5.培养勇于表现自己、敢于竞争的能力。 

案例课的生动，不仅在于素材的生动，同时，还要体现在教学方式的生动上，这一点后面会详

述，而这种生动的教学，需要学生的参与和表现。在授课前，我会给学生一些建议，让他们懂得，

要学会表现自己，才会被发现，要适应竞争，才能成功地踏入社会。 

在案例教学过程中，要尽可能多地设计学生参与的环节（也可以鼓励学生设计的）：首先，每

一个案例，每个学生必须参与承办一个案件，并表达自己的观点。其次，在每个案例演示过程中，

承办小组将以访问或咨询的方式，引入其他同学发言。每个案例演示完成后，要求有五个以上的同

学就案例以及小组同学的表现发表评论意见。在教师综合评论完成后，再次请学生对教师的发言进

行评论。通过多次表达和讨论，既能让学生亲身体验各种制度和观点，同时又能锻炼学生的口才与

良好的心理素质，当然，教师在综评时适当的鼓励是必要的。 

总之，开设本课程，旨在加强学生分析和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为他们成功地由学生转变为法

律职业者奠定基础。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商法内容广泛，包括商法总论、企业组织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破产法、信托法等。

一学期的商法案例研习课不可能无重点地对商法各个部门进行研讨。因此商法案例研习课的内容必

须根据教师确定的本学期研讨重点，设计相应的专题、阅读文献和相应的思考问题。 

以下是某学期商法案例研习课内容设计，仅供参考。 

第一讲  公司资本制度与股东出资责任 

（一）本讲教学目的 

通过案例对注册资本认缴制、股东出资形式等问题进行分析，重点探讨股东出资义务以及公司

资本制度对股东责任认定的影响。同时引导学生注意股东除名等特殊规则的适用。 

（二）本讲课时分配 

3课时 

前 2课时为主案例解析和评论 

后 1课时为相关案例解析及前沿问题讲授 

（三）本讲教学内容 

1.股东出资纠纷案例 

2.注册资本认缴制的解读 

3.拓展问题 

（四）本讲教学方法与手段 

1.学生演示 

2.讨论、学生评论 

3.教师综评 

4.教师讲授 

（五）本讲拓展阅读书目 

1.李建伟主编：《公司法及配套规定适用与解析》，法律出版社，2013年 8月出版。 

2.江必新、何东宁等著：《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公司卷》，2015年 2

月出版。 

3.宋晓明、刘俊海主编：《人民法院公司法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2014年 1月出版。 

4.时建中主编：《公司法原理精解、案例与运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 8月出版。 

5.虞政平著：《公司法案例教学》，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 5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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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股东资格确认与股权转让制度 

（一）本讲教学目的 

通过实例讲解股东资格的认定问题，分析在资格认定困难或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股权转让行为的

效力以及所引发的后果。 

（二)本讲课时分配 

3课时 

前 2课时为主案例解析和评论 

后 1课时为相关案例解析及前沿问题讲授 

(三)本讲教学内容 

1.股东资格认定的标准 

2.瑕疵出资及隐名出资下的股权转让 

3.拓展问题 

(四)本讲教学方法与手段 

1.学生演示 

2.讨论、学生评论 

3.教师综评 

4.教师讲授 

(五）本讲拓展阅读书目 

1.李建伟主编：《公司法及配套规定适用与解析》，法律出版社，2013年 8月出版。 

2.江必新、何东宁等著：《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公司卷》，2015年 2

月出版。 

3.宋晓明、刘俊海主编：《人民法院公司法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2014年 1月出版。 

4.时建中主编：《公司法原理精解、案例与运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 8月出版。 

5.虞政平著：《公司法案例教学》，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 5月出版。 

第三讲  股东权利的行使与限制 

（一）本讲教学目的 

通过股东行使权利的具体案例，让学习了解股东有哪些具体权利，这些权利的相互关系以及权

利在哪些情况下会有哪些限制，使对股东权利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时注意股东权利受到侵害的救济

规则。 

（二）本讲课时分配 

3课时 

前 2课时为主案例解析和评论 

后 1课时为相关案例解析及前沿问题讲授 

（三）本讲教学内容 

1.股东权利案例 

2.股东权利的内容 

3.股东权利的行使和限制 

4.股东权利受侵害的救济 

（四）本讲教学方法与手段 

1.学生演示 

2.讨论、学生评论 

3.教师综评 

4.教师讲授 

（五）本讲拓展阅读书目 

1.李建伟主编：《公司法及配套规定适用与解析》，法律出版社，2013年 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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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必新、何东宁等著：《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公司卷》，2015年 2

月出版。 

3.宋晓明、刘俊海主编：《人民法院公司法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2014年 1月出版。 

4.时建中主编：《公司法原理精解、案例与运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 8月出版。 

5.虞政平著：《公司法案例教学》，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 5月出版。 

第四讲   公司治理规则 

（一）本讲教学目的 

通过案例解析，使学生了解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内部机构各自决议的效力和关系以及高管责任

等问题。 

（二）本讲课时分配 

3课时 

前 2课时为主案例解析和评论 

后 1课时为相关案例解析及前沿问题讲授 

（三）本讲教学内容 

1.公司内部治理案例 

2.决议的作出、效力和救济 

3.高管责任 

4.拓展与思考 

（四）本讲教学方法与手段 

1.请律师专题讲座治理的法律问题 

2.讨论、学生提问 

3.教师综评与互动 

（五）本讲拓展阅读书目 

1.李建伟主编：《公司法及配套规定适用与解析》，法律出版社，2013年 8月出版。 

2.江必新、何东宁等著：《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公司卷》，2015年 2

月出版。 

3.宋晓明、刘俊海主编：《人民法院公司法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2014年 1月出版。 

4.时建中主编：《公司法原理精解、案例与运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 8月出版。 

5.虞政平著：《公司法案例教学》，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 5月出版。 

第五讲  股东诉讼制度 

（一）本讲教学目的 

通过股东权益受损引发的纠纷，介绍和分析我国的股东诉讼制度，并和学生探讨现有制度的不

足和完善问题，引导学生注意诉讼的成本实效分析以及提起不同诉讼的要件区别。 

二、本讲课时分配 

3课时 

前 2课时为主案例解析和评论 

后 1课时为相关案例解析及前沿问题讲授 

（三）本讲教学内容 

1.股东诉讼案例 

2.股东诉讼基本制度 

3.股东诉讼的不足和完善 

（四）本讲教学方法与手段 

1.学生演示 

2.讨论、学生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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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师综评 

4.教师讲授 

（五）本讲拓展阅读书目 

1.李建伟主编：《公司法及配套规定适用与解析》，法律出版社，2013年 8月出版。 

2.江必新、何东宁等著：《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公司卷》，2015年 2

月出版。 

3.宋晓明、刘俊海主编：《人民法院公司法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2014年 1月出版。 

4.时建中主编：《公司法原理精解、案例与运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 8月出版。 

5.虞政平著：《公司法案例教学》，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 5月出版。 

第六讲 公司终止规则  

（一）本讲教学目的 

通过公司终止案例，阐明公司终止的有关理论和规定，并进一步探讨公司股东退出公司的法律

途径，同时，对公司未经清算即注销的法律后果进行分析评价。同时，引导学生注意不同终止原因

导致的不同法律规则的具体适用。 

（二）本讲课时分配 

3课时 

前 2课时为主案例解析和评论 

后 1课时为相关案例解析及前沿问题讲授 

（三）本讲教学内容 

1.公司终止案例 

2.公司终止的方式和原因 

3.公司清算 

（四）本讲教学方法与手段 

1.学生演示 

2.讨论、学生评论 

3.教师综评 

4.教师讲授 

（五）本讲拓展阅读书目 

1.李建伟主编：《公司法及配套规定适用与解析》，法律出版社，2013年 8月出版。 

2.江必新、何东宁等著：《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公司卷》，2015年 2

月出版。 

3.宋晓明、刘俊海主编：《人民法院公司法指导案例裁判要旨通纂》，2014年 1月出版。 

4.时建中主编：《公司法原理精解、案例与运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 8月出版。 

5.虞政平著：《公司法案例教学》，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 5月出版。 

第七讲 公司融资  

（一）本讲教学目的 

通过具体案例的讲解，使学生了解公司传统的股权融资、债权融资的知识，并且紧跟时代动态，

了解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公司融资的新风险和应对策略。 

（二）本讲课时分配 

6课时 

前 4课时为主案例解析和评论 

后 2课时为相关案例解析及证券法前沿问题讲授 

（三）本讲教学内容 

1.融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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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比较 

3.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的公司融资风险 

（四）本讲教学方法与手段 

1.请专业律师讲解不同模式的融资案例 

2.学生提问与互动 

3.教师综评 

（五）本讲拓展阅读书目 

1.李心愉、郝君富编著：《公司融资案例》，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 7月出版。 

2.邹菁著：《私募股权基金的募集与运作：法律实务与案例》（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12

年 1月出版。 

第八讲  票据法案例研习 

（一）本讲教学目的 

通过票据法案例讲解，熟悉票据法相关制度，重点掌握票据抗辩制度，使学生能够理论联系实

际，解决相关问题。 

（二）本讲课时分配 

3课时 

前 2课时为主案例解析和评论 

后 1课时为相关案例解析及证券法前沿问题讲授 

（三）本讲教学内容 

1.票据纠纷案例 

2.票据的特征、分类 

3.票据行为 

4.票据权利 

（四）本讲教学方法与手段 

1.学生演示 

2.讨论、学生评论 

3.教师综评 

4.教师讲授 

（五）本讲拓展阅读书目 

1.谢怀轼著：《票据法概论》（增订版）， 法律出版社，2006年 10月出版。 

2.金赛波、冯守尊编：《票据法案例精选》，法律出版社，2008年 9月。 

第九讲  保险法案例研习 

（一）本讲教学目的 

通过对保险法案例的详细解析，阐明保险制度的原理，着重讲述保险合同法的三大原则及主要

理论，使学生能够理解保险法的实务适用，理论联系实际，解决更多保险法问题，并能够通过法理

分析，对保险法未明文规定的情形，做出妥当的司法判断。 

（二）本讲课时分配 

5课时 

前 3课时为主案例解析和讨论 

后 2课时为相关案例解析及前沿问题讲授 

（三）本讲教学内容 

1.保险法案例 

2.保险法的三项基本原则 

3.保险法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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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险法前沿问题 

（四）本讲教学方法与手段 

1.学生演示 

2.讨论、学生评论 

3.教师综评 

4.教师讲授 

（五）本讲拓展阅读书目 

1.程兵著：《保险损失补偿原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 8月出版。 

2.樊启荣著：《保险法诸问题与新展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1月。。 

3.高宇著：《保险法》，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2015年 1月出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公司资本制度与股东出资责任 3 无 

2 股东资格确认与股权转让制度 3 无 

3 股东权利的行使与限制 3 无 

4 公司治理规则 3 无 

5 股东诉讼制度 3 无 

6 公司终止规则 3 无 

7 公司融资 3 无 

8 公司融资 3 无 

9 票据法案例研习 3 无 

10 保险法案例研习 3 无 

11 保险法案例研习 2 无 

四、说明  

（一）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商法总论、证券法、票据法、破产法 

后续课程：商法研讨课 

（二）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在巩固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学生分析案例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难点：案情的提炼、法律文书的阅读与写作以及对新兴问题分析和思考的思路。 

（三）教学任务和基本要求 

1.教学任务 

①选择 9个主案例，每周只讨论一个主案例，这个案例一定是附有全部案卷资料的真实的案例，

需要教师详细介绍，由学生参与承办，自主选择以各种方式将案例所涉及的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准

确无误地反映出来，引出问题，深入讨论，教师做全面评论。 

②针对每个主要案件引二至三个类似的案件，训练同学举一反三的能力，学会提炼焦点问题。 

2.基本要求 

案例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主要体现在在教学内容上，要给学生提供适当的案例，当然要具备

典型性、广泛性这些一般原则，同时还须具备以下的特点： 

①案例来源具有确定性 

所谓来源的确定性，是指所选案例应当是真实的案例，最好是代表性的指导案例与公报案例等。

选用上述案例有以下几个优点： 

其一，其能正确地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真实状况，让学生能够投入解决实际问题的氛围中去，

将注意力放在分析的过程，而不是像对待考试那样直接去寻找正确的答案。 

其二，其和编纂的案例不同，真实的案例往往不是只涉及到一个争议焦点，而是在双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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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的过程中，在多个问题上存在着争议，双方都是为自己的利益所做的“趋利避害”的辩论，学

生在判断这些理由能否成立的过程中，实际上对通过基础课所得到的多项知识进行了检验。 

其三，其呈现给大家的不是一个中性的事实，而是包括双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只有研究真

实的案例，学生才能够全面经历从事实认定到法律适用的全过程。 

其四，其往往不仅涉及实体问题，而且涉及程序问题，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案例研习，能够锻

炼他们综合分析的能力。 

②案件事实相对复杂的案例 

所谓案件事实相对复杂，应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事实的认定比较困难，即任何一方所提

供的证据，都不足以证明全部的客观事实，或根据双方所提供的证据无法一目了然地认定事实；二

是一个事实可能涉及多个实体法律关系，需要将事实按照所涉法律关系进行分类，然后予以认定。

在案例教学中提供具有上述特征的案例，可以在两个层面引导学生的实践能力： 

从较低层面来说，它能够令学生产生一个基本认知，即一个案件的解决包括事实的认定和法律

的适用两个方面，而事实的认定是适用法律的基础。如果一个案件事实认定不准确，法律适用当然

很难做到适当。因此，对事实的分析和认定是解决一个纠纷的必不要少的过程。这一点也是和基础

课所讲的案例不同的地方，基础课给学生展示的案例，多是有既定事实的，不需要再去讨论所述事

实成立与否。而案例课所展示的案例，要让学生从证据比较、证据的采纳着手分析事实。 

从较高层面来说，事实上较为复杂的案例，能够使学生通过事实分析，事实归类，理解不同的

证据或事实所代表的是不同的法律关系，而不同的法律关系交错的情况下，辨别真伪，分清主次，

最终解决争议。 

③法律适用具有争议性的案例 

一般而言，我们在教学中提供给学生的案例，往往有准确的判定结果或判定依据，这当然有助

于学生寻找问题的答案，但是结果确定的案例也往往容易禁锢学生的思维，使他们不能充分了解法

律解释和法律适用的重要意义。笔者主张在案例教学中向学生提供法律适用有争议的案例，主要有

两方面的用意： 

一是加深对法律关系的理解。学生可以通过对法律适用争议的审查，认清不同的法律关系之间

关键的区别，加深对法律关系的理解。例如，有两个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两个公司

的合并，同时也包括双方共同投资设立多个子公司。后来双方成立了多个子公司，但是因一方违约，

另一方解除了《合作协议》。可是，根据《合作协议》所设立的子公司，因为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不能因此而解散。通过这个案例，学生们理解了，基于同一事实产生的是不同的法律关系，而不同

的法律关系是要依据不同的法律去处理的。不仅如此，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分析了公司的资本制度、

股东资格认定及权利行使、公司的终止等多项制度，寻找股东在合作基础丧失情况下如何离开公司

的思路。 

二是关注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学生通过法律的解释和法律的适用，可以了解立法的本意、制度

的价值，同时也理解一定的立法技术。 

（四）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教师讲授 

2.学生案例演示 

根据课时安排，将全班同学小组，每个小组单独负责承办一个案件，分小组的目的是让每个人

都能参与。案例演示的时间不超过一小时。 

模式一：模拟法庭 

模式二：法制节目 

模式三：专家研讨会 

模式四：商业谈判 

模式五：主题发言加补充 

3.专业律师专题讲座 

鉴于专业律师丰富的实战经验，邀请其在课堂上将其办案经验与同学们分享，同学们通过倾听



1262 

与交流，一定会受益良多，真正学会学有所用。 

4.讨论和评论 

为了让更多的同学参与案件事实和法律的分析，案例研习过程中有大量的讨论和评论活动：每

个案件由一个小组来承办，其他小组的人旁听，听完以后，对各方的观点提出评论意见，可针对任

何一方。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站在讲台上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是为了锻炼学生的心理素质。

最后全体同学举手表决，选出三位专家评论员，在下次讨论时优先发表评论。每个小组完成演习，

利用下课时间，教师、专家评论员和其他小组的同学，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评分，交给指定同学，

等学期末时根据评分选出最优秀的一组。 

每小组演习完毕，利用下课时间推选两个代表。两个小组之间的所选派的代表进行淘汰赛，陈

述自己是最佳的理由，找出对方的缺陷。由小组外的其他人举手表决，确定最佳人选，再与下一小

组所选代表进行淘汰赛。 

5.教师综合评论 

在同学们完成评论后，教师进行综合评论，综合评论包括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案件承办小组

同学成果和观点的评论。二是对参与评论的同学观点的评论。三是对整个案件所涉问题及解决方案

的分析和结论。四是引入其他相关案例比较分析，举一反三，加深学生的印象。 

6.相关案例介绍和理论分析 

这个环节能够拓展同学的视野，并且夯实理论基础扎实，让学生在将来面对类似问题时知道如

何解决。 

（五）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考查：由于案例课是选修课，考核的方式主要是考查，因此，应结合平时考查和期末考查两种

方式进行。平时考查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学生的参与和表现，而期末考查的目的，是为了检验课程

学习完成后，学生单个人处理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使学生有机会总结其研习心得，考核的依据包括： 

1.参加上述四种实战演习模式课程，提供的书面文件和意见。 

2.参加评论、讨论的表现，及自愿提供的书面意见。 

3.提供新的供讨论的案例。 

4.提供本门课程改进意见。 

5.期末考核以论文方式进行，分析有争议和理论分析价值的真实案例。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1.陈景善、王军、吴日焕编著：《商法案例研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范健、王建文著：《商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3.王保树主编：《实践中的公司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4.叶林著：《公司法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王萍著：《证券交易与监管法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6.于永芹主编：《票据法案例教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7.陈欣著：《保险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王欣新著：《破产法原理与案例教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版。 

执笔：王萍 朱晓娟   审稿：朱晓娟 审定：      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公司法（英语双语） 
Corporate Law：(Bilingual: Chinese & English) 

课程号：4020202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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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限选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 使学生掌握英语环境中的公司法律制度； 

2. 使学生能够掌握公司法中的英语术语、制度与经典案例。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Chapter 1：The Introduction to Corporate Law 

Periods: 6 credit-hours 
Contents： 
1. The Concepts and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Corporates. 
2.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Corporates. 
3.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Law & Economics Concerning With Corporate & Corporate Law 
4. The Theory of Nexus of Contract & the Theory of Agency Problem. 
5.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Corporate Law 
6. More New Theories of Corporate & Corporate Law 
Object： 
1. To understand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corporates. 
2. To understand & comprehend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law & economics 

concerning with the issues of corporate & corporate law. 
3. To understand the economic & other theories of corporate & corporate law.  
Tasks： 
1. To write a review of one of the designated articles.  
* Coase, The Nature of the Firm 
* Michael C. Jensen & William H.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 Oliver E. Williamson,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 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al R. Fischel, The Corporate Contract 
* Jeffrey N. Gordon, The Mandatory Structure of Corporate Law 

Chapter 2：Formation 
Periods: 6 credit-hours 
Contents： 
1. Why to Choose a Form of Corporates? 
2. The Limited Liability Institutions and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3. Transferable Shares 
4. Centralized Management  
5. The Promoters’ Contracts. 
Objects： 
1. To understand the factors in selecting between business forms。 
2. To understand & comprehend the limited liability institutions and to understand the balance of the 

protection of shareholders and creditors.  
3. To understand the institutions of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and denying the corporate personality. 
4. To understand the rules of promoters’ contracts. 
Assignments: 
1. To read the designated pages of textbooks and articles. 
2. To write a review of one of the designated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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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k H. Easterbrook & Daniel R. Fischel, Limited Liability and the Corporation. 
* Susan E. Woodward, Limited Liability in the Theory of the firm 
* Henry Hansmann & Reinier Kraakman, Toward Unlimited Shareholder Liability for Corporate 

Torts 
Chapter 3：Corporate Finance 

Periods: 6 credit-hours 
Contents： 
1. Capital Structure 
2. Varieties of Stocks 
3. Capital Regulation 
  3.1 Financial Statement 
  3.2 Distribution Constraints 
  3.3 Minimum Capital and Capital Maintenance Requirements 
4. Basic Concepts of Valuation 
Objects： 
1．To understand the capital structure of corporates. 
2.  To understand the varieties of stocks and their differences. 
3. To understand and comprehend capital regulation especially the distribution constraints. 
4.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concepts of valuation and DCF approach. 
Assignments: 
1. To read the designated pages of textbooks and articles. 
2. Case Analysis relating with DCF approach. 

Chapter4: Corporate Governance 
Periods: 12 credit-hours 
Contents: 
1. Corporate Governance Models 
2. Shareholders and Proxy Rules 
3. Directors and Officers 
4. Fiduciary Duty: Duty of Loyalty  
5. Fiduciary Duty: Duty of Care 
6. BJR & D&O Insurance 
7. Shareholder Lawsuits 
Objects： 
1.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model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competitions of them 
2. To understand and comprehend the rules of shareholders and proxy rules. 
3. To understand and comprehend the rules of directors and officers and the fiduciary duty. 
4. To understand the business judgement rule and the function of D&O Insurance. 
5. To understand & comprehend the rules of shareholders lawsuits. 
Assignments: 
1. To read the designated pages of textbooks and articles. 
2. To write a review of one of the designated articles: 
* Henry Hansmann. & Reinier Kraakman, The End of Corporate Law 
* Lucian Arye Bebchuk & Mark J. Roe, A Theory of Path Dependenc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Ownership 
* Stephen M. Bainbridge, Director Primacy and Shareholder Disempowerment 
* Lynn A. Stout, The Mythical Benefits of Shareholder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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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ase Summary: Unocal Corp. V. Mesa Pertroleum Co. 
Chapter 5：Transactions of Corporates 

Periods: 4credit-hours 
Contents： 
1．Transactions in Control 
2．Intro to the Issues of M&A 
Objects: 
1．To understand the rules in transactions in control of corporations.  
2．To understand the basic knowledge of M&A 
Assignments: 
1. To read the designated pages of textbooks and articles. 
2. Case Summary: Paramount Communications, Inc. v. Times, Inc.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Chapter 1：The Introduction to Corporate Law (TBC) 2  
2 Chapter 1：The Introduction to Corporate Law (TBC) 2  
3 Chapter 1：The Introduction to Corporate Law 2  
4 Chapter 2：Formation (TBC) 2  
5 Chapter 2：Formation (TBC) 2  
6 Chapter 2：Formation 2  
7 Chapter 3：Corporate Finance (TBC) 2  
8 Chapter 3：Corporate Finance (TBC) 2  
9 Chapter 3：Corporate Finance 2  

10 Chapter4: Corporate Governance (TBC) 2  
11 Chapter4: Corporate Governance (TBC) 2  
12 Chapter4: Corporate Governance (TBC) 2  
13 Chapter4: Corporate Governance 2  
14 Chapter 5：Transactions of Corporates (TBC) 2  
15 Chapter 5：Transactions of Corporates 2  
16 Moot Court or Presentations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商法一 
后续课程：证券法、破产法、外国商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Law & Economics Concerning With Corporate & Corporate 

Law；The Theory of Nexus of Contract & the Theory of Agency Problem；The Limited Liability 
Institutions and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Capital Regulation; Shareholders and Proxy Rules; 
Fiduciary Duty: Duty of Loyalty; Fiduciary Duty: Duty of Care; BJR & D&O Insurance; Shareholder 
Lawsuits; 

难点：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Law & Economics Concerning With Corporate & Corporate 
Law；The Theory of Nexus of Contract & the Theory of Agency Problem;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Corporate Law; Basic Concepts of Valuation; Proxy Rules; BRJ; Transactions in Control; Intro to the 
Issues of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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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 

2. 讨论法。 

3. 读书指导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手段。 

2.案例教学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程自主学习时间为 64学时，学生应自主学习教师所列的参考书目、参考文献与案例资料。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核+考试 

考核要求：课堂表现、平时作业占 30% 

          案例分析          占 30% 

          期末考试          占 40% 

7、作业要求： 

每章作业为读后感或案例分析，每周一次。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 Understanding Corporate Law与 The Law of Corporations in a 
Nutshell。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Arthur R. Pinto, Douglas M. Branson, Understanding Corporate Law, LexisNexis, 4th edition. 
2. Robert W. Hamilton & Richard D. Freer, The Law of Corporations in a Nutshell, 6th, West. 2010.  
（二）推荐参考书 
1. Franklin A. Gevurtz, Corporation Law, ST. PAUL. MIMN. 2000. 
2. Stephen M. Bainbridge, Corporation Law and Economics, Foundation Press, 2002. 

执笔：任启明  审稿：×××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票据法 
Negotiable Instruments Law 

课程号：402020212 

一、 课程教学目标 

票据法是民商经济法学院的研究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形成运

用票据法理和法律解决票据问题的能力。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逐步构建票据法律知识结构，

培养票据法律思维，引导其形成分析和解决具体票据纠纷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进度表 

周次 周学时 课程内容 备注 

第 1周 2 

第一章 票据法总论 

一、票据的概念 

二、票据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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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周 2 三、票据当事人  

第 3周 2 四、票据法律关系  

第 4周 2 五、票据基础关系  

第 5周 

第 6周 
4 六、票据行为  

第 7周 

第 8周 
4 七、票据权利  

第 9周 2 
第二章 本票 

一、本票的意义、特点和种类 
 

第 10周 2 二、出票和见票、出票  

第 11周 2 三、汇票有关规定对本票的适用  

第 12周 

第 13周 
4 四、本票的前沿问题  

第 14周 2 

第三章 支票 

一、支票的意义、特点和种类 

二、出票 

 

第 15周 2 三、支票的转让、付款、保证与追索  

第 16周 2 四、汇票有关规定对支票的适用  

三、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票据法总论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票据概述 

一、票据的概念 

（一）定义 

票据是指由出票人依法签发的，由自己或委托他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有价证券。 

（二）含义 

1、按法定的形式要件签发 

2、以支付一定金额为目的 

3、票据金额的支付不得附加任何条件 

4、有价证券 

5、支付结算的工具 

二、票据的性质 

（一）完全有价证券 

票据权利的发生、行使、转移、消灭均与票据结合而不能分离。 

（二）要式证券 

票据的形式由法律严格规定，不符合法定形式的票据不发生票据法上效力。 

（三）无因证券 

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相分离，票据效力原则上不受票据基础关系效力的影响。 

（四）流通证券 

票据债权转让条件优于普通债权，因此票据债权具有良好的可转让性。 

（五）文义证券 

票据关系的内容完全依票面记载而定。 

（六）金钱债权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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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票据所创设并表彰的权利为金钱债权。 

（七）缴回证券 

票据权利人实现了票据权利取得票据款项时，应将票据交给向自己付款的收款人或被追索人。 

（八）特殊的动产 

票据代表一定的金钱债权，任意移动而无损其价值及用途，属于民法中的动产。但票据仅在所

有权、担保权方面适用物权法，涉及票据权利的发生、行使、移转等，则要适用票据法。 

三、票据的种类 

根据我国《票据法》第 2条第 2款的规定，我国票据法上的票据分为：汇票、本票和支票三种。 

（一）汇票 

由出票人签发、委托付款人于到期日向持票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票据。 

（二）本票 

由出票人签发、承诺自己于到期日向持票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票据。 

（三）支票 

出票人签发、委托银行于见票时向持票人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的票据。 

四、票据的功能 

（一）支付功能 

用票据作为替代现金的支付手段，减少携带和保管现金的费用和风险。 

（二）汇兑功能 

用票据作为异地支付的良好工具。 

（三）结算功能 

可以通过票据交换的方式、以债权债务抵销实现账款的清结。 

（四）信用功能 

票据具有信用工具的作用。无论是当事人间的借贷或买卖当事人间的延期付款，都可以用签发

“远期票据”的方式完成。 

（五）融资功能 

可以通过票据贴现等方式取得筹集资金的效果。 

第二节 票据法概述 

一、票据法的概念 
（一）定义 
票据法是规定票据制度、调整票据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票据法的性质属于私法，是传

统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渊源 

1、广义的票据法 

各种法律中有关票据之规定的总和，既包括专门的票据法律法规，也包括其它法律法规中有关

票据的规范。 

2、狭义的票据法 

仅指作为专门立法的《票据法》以及附属于《票据法》的专项法律规范。 

二、票据法的特点 

（一）票据法具有强制性 

票据的强制性又称票据严格主义。票据法中几乎全部为强行性规范。票据的种类及形式、票据

行为的方式及效率等皆由法定，当事人不得任意创设、制作或行为。 

（二）票据法具有技术性 

票据法中多为纯技术性规范，较少伦理道德色彩。技术性是商法的一个特征，在票据法中体现

最为突出。 

（三）票据法具有国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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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要求更好地发挥票据在跨国支付和结算中的积极作用，因此，票据法发

展呈现国际统一化趋势。 

（四）闭合性 

票据法调整的主要是一种体现在票据上的抽象的金钱支付关系，其规则制度和理论自成一套体

系，与物权法、合同法等调整实质交易关系的法律制度牵连较少。票据业务及票据纠纷的处理，适

用票据法的规则，即使没有相应的具体规则，通常也是从票据法本身原则或条文解释来解决，而不

宜援引其他法律规则来解决。 

三、各国票据法的发展 

（一）票据法的起源 

在欧洲中世纪末期的商人习惯法基础上发展而成，由当时商人团体的规章、惯例及商人裁判所

的判例组成。随中央集权国家的逐渐形成，自习惯法逐步演变为成文法。 

（二）大陆法系票据法的发展 

1、法国票据法：旧法国票据法强调票据的支付功能及异地汇兑结算功能，忽略了票据的信用

功能和融资功能。1935年法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根据《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修订了自

己的票据法。 

2、德国票据法：重视票据的信用功能和融资功能，将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分离，使票据成为

无因证券，有利于票据的迅捷流转，便于流通。 

（三）英美法系票据法的发展 

重视票据的信用和融资功能，强调票据的流通性，与大陆法系国家的票据制度相比具有更为自

由、实用的特点。英美法系票据立法体例的特点是合并主义，即将汇票、本票、支票规定在一部法

律中。 

四、国际票据法统一运动 

（一）背景 

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票据成为国际经济交往中重要的支付结算工具。由于各国票据法存

在差异，因此票据在使用中不可避免地面临法律纠纷和法律冲突。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为协调各国

票据法、建立统一的票据规则提出了召唤，票据法的国际统一化运动由此展开。 

（二）重要成就 

1、海牙统一票据法 

2、日内瓦统一票据法 

3、联合国统一票据法 

五、中国票据法 

（一）旧中国 

1929年颁布第一部单行票据法－《中华民国票据法》。 

（二）新中国 

1、行政法规：1988年颁布《现金管理暂行条例》/《支付结算办法》/1997年《票据实施管理

办法》/2009《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 

2、地方性法规： 

1988年颁布《上海票据暂行规定》 

3、统一立法 

1995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4、司法解释 

2000年 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三节 票据当事人 

一、票据当事人的概念 

（一）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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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当事人是指因特定的票据行为而成为票据关系主体，享有票据权利或承担票据义务的法人

或自然人。 

（二）种类 

基于不同的票据行为，票据当事人包括：出票人、付款人、受款人、背书人、承兑人、保证人

等多种。他们之间存在的以票据行为为纽带的纷繁复杂的票据关系。 

二、票据当事人的分类 

（一）基本当事人与非基本当事人 

根据票据当事人与出票行为关系的不同，可以将他们分为基本当事人和非基本当事人。这是对

于票据当事人最基础、最重要的分类。 

1、基本当事人 

指出票行为有效完成后即已存在的票据当事人。 

2、非基本当事人 

指在出票行为完成后，通过其它各种票据行为加入票据关系之中的票据当事人。 

（二）前手与后手 

根据票据当事人相互之间位置关系的不同，可以将他们分为前手与后手。 

1、前手 

在同一（特定）票据的流转过程中，于一特定当事人之前为票据行为的票据当事人，被称为该

特定票据当事人的前手。 

2、后手 

在同一（特定）票据的流转过程中，于一特定当事人之后为票据行为的票据当事人，被称为该

特定票据当事人的后手。 

（三）持票人与非持票人 

根据是否实际占有物质形态的票据文据本身，票据当事人可以被分为持票人与非持票人。 

1、持票人 

实际持有票据的票据当事人。 

2、非持票人 

未实际占有、控制票据的票据当事人。 

第四节    票据法律关系 

一、票据法律关系的概述 

（一）概念 

由票据法调整、与票据相关的、票据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二）分类 

根据发生原因的不同，票据法律关系分为：票据关系和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两类。 

二、票据关系 

（一）概念 

基于票据行为而发生、受票据法调整、票据当事人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二）种类： 

1、出票关系：基于出票行为而产生的票据关系。 

2、承兑关系：基于承兑行为而产生的票据关系。 

3、保证关系：基于保证行为而产生的票据关系。 

4、背书关系：基于背书行为而产生的票据关系。 

5、付款关系：基于付款行为而产生的票据关系。 

三、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 

（一）概念 

非由票据行为直接产生，而由票据法规定，与票据相关的票据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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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共同特点是，并非体现在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包括票据权利人的付款请求权与追索权，

因而不是票据关系。但这类关系是在票据关系的权利义务产生、行使变更、消灭过程所引发的，为

平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或作为票据使用必要程序的法律关系。主要包括票据返还请求权、利益

偿还请求权、回单签发请求权、票据交付请求权、票据使用损害赔偿关系。 

（二）主要种类： 

1、利益返还关系 

2、票据返还关系 

3、回单签发关系 

4、票据交付关系 

5、票据使用损害赔偿关系 

6、不属于票据法调整的法律关系：委托收款关系、代理付款关系、申请出票关系 

四、票据关系与票据法上非票据关系的区别 

（一）权利产生的原因不同 

票据关系产生于票据行为；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产生于法律的直接规定。 

（二）权利内容不同 

票据关系中的权利内容为金钱债权；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中的权利内容具有多样性。 

（三）权利依据不同 

票据关系的权利依据为持有票据；票据法上的非票据关系的权利依据为票据记载之外的法定原

因。 

第五节   票据基础关系 

一、票据基础关系概述： 

（一）概念 

票据基础关系是作为票据授受行为前提或理由的法律关系。 

（二）性质 

票据基础关系为民事法律关系，受民法调整。但因其为票据关系产生的基础，所以在票据法上

被称为票据基础关系。一旦以此为基础的票据关系成立生效，则二者原则上即相分离而各自独立。 

（三）种类 

票据基础关系一般分为：原因关系、资金关系、票据预约关系三种。 

二、原因关系 

（一）概念 

原因关系是作为票据当事人授受票据原因而存在的票据基础关系。如出票人与收款人之间签发

和接受票据的理由、背书人和被背书人之间转让票据的理由等。 

（二）原因关系与票据关系的关系： 

原因关系与票据关系原则上相互独立、互不影响。原因关系只存在于授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

间，票据一经转让，原因关系对票据效力的影响力即被切断。但在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下，原因关

系与票据关系间存在相互制约关系。 

三、资金关系 

（一）概念 

资金关系是在汇票和支票的出票人与付款人之间，作为委托付款及接受付款请求理由而存在的

票据基础关系。 

（二）资金关系与票据关系的关系： 

一般而言，资金关系的存在或有效与否，不影响票据关系的内容和效力。但在一些特殊情形下，

资金关系与票据关系间也具有一定牵连关系。 

四、票据预约关系 

（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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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预约关系是以授受票据以及票据的有关记载事项为内容的民法上的合同。授受票据的当事

人在原因关系发生之后，出票或背书之前，对票据的种类、金额、期限等事项达成的合意即为票据

预约。 

（二）票据预约关系与票据关系的关系 

票据预约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该合同关系是否有效、得到履行或消灭与票据关系效力无实质

关联。在通常情况下，票据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将依票据预约内容设定。 

第六节    票据行为 

一、票据行为概述 

（一）广义的票据行为 

具备票据法规定的要件，能够产生、变更、消灭票据关系的法律行为或准法律行为的总称。票

据法律行为包括出票、背书、承兑、参加承兑、保证、保付等；准法律行为包括付款、划线、涂销

等。 

包括：法律行为与准法律行为。 

（二）狭义的票据行为 

以负担票据债务为意思表示，发生票据法上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行为。包括出票、背书、承兑、

保证、参加承兑以及支票的保付，共有 6种。 

包括：基础票据行为与附属票据行为。 

二、票据行为的性质 

（一）单方行为说（大陆法系国家多采此说） 

（二）契约行为说（英美国家采取此说） 

三、票据行为的特点 

（一）要式性 

票据行为是要式行为。法律对票据行为的具体方式设有严格的限定，当事人只有依据法律的规

定实施票据行为始生票据法上效果。 

（二）文义性 

票据行为的内容完全由票据上的文字记载所决定，不允许当事人以票据文字之外的证据对文字

记载作任何补充或变更。 

（三）无因性 

票据行为与作为其发生前提的基础关系相分离，票据行为的效力不受基础行为效力的影响。无

因性原则亦有三点例外：其一、如原因关系与票据关系的当事人范围一致，直接前手可用原因关系

对抗票据关系；其二、持票人取得票据时如无对价，则不得优于前手的权利；其三、票据关系与资

金关系的牵连表现在，当出票人成为持票人，并向付款人或承兑人请求付款时，如他与付款人或承

兑人无资金关系，则付款人或承兑人可以以此为由加以拒绝。 

（四）独立性 

同一票据上各种票据行为各自独立发生效力，一个票据行为无效或有暇疵，不影响其它票据行

为的效力。独立性是为了保障票据流通性，目的是为了降低持票人的风险。 

（五）连带性 

同一票据上的各种票据行为人均对票据权利人承担连带责任。 

四、票据行为的要件 

（一）票据行为的实质要件 

1、票据行为能力 

无票据能力而实施的票据行为无效，行为人不承担票据义务。但基于票据行为独立性特征，其

他票据行为效力不受影响。 

2、意思表示 

仅当票据行为本身存在意思表示不真实和不自由的情况时，才发生相应的无效或可撤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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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行为基础关系的缺陷，不影响票据行为效力。出于保障交易安全的考虑，票据行为因意思表示

瑕疵无效或被撤销时，仅可对抗直接当事人。 

（二）票据行为的形式要件 

1、做成书面及依法记载 

2、行为人签章 

3、交付 

五、票据行为的代理 

（一）概念 

票据行为的代理是代理人基于被代理人的授权，在票据上表明代理关系，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

票据行为。 

（二）票据代理的构成要件 

1、记载本人名义 

2、表明代理意旨 

3、代理人签章 

4、存在有效的票据代理关系 

（三）无权代理、越权代理和表见代理 

1、无权代理效力 

没有代理权而以代理人名义在票据上签章的，应当由签章人承担票据责任 

2、越权代理效力 

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的，应当就其超越权限的部分承担票据责任。 

3、表见代理 

表见代理是因本人的行为造成了足以使第三人相信某人有代理权，与该人为法律行为，本人须

对行为后果负授权人责任的代理。 

六、瑕疵票据行为 

（一）、票据更改 

1、概念 

票据更改是票据法规定可以更改的事项，在票据上已经记载后，由有更改权的当事人依照法定

更改方式所进行的变更。 

2、更改规则 

不可更改事项：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 

可更改事项：除法律规定的不可更改事项以外的其它票据记载事项，均为可更改事项。 

更改权人：原记载人对自己所记载的事项享有更改权。 

更改格式：原记载人签章 

3、更改的效力 

更改不可更改事项的：票据无效。 

更改可更改事项的：原记载无效，新记载生效。 

（二）、票据伪造 

1、概念 

票据伪造是冒用他人名义而实施的票据行为。 

2、伪造的票据法上效力 

伪造人未在票据签章不承担票据责任，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其他票据债务人在

票据上签章的，按照票据所记载的事项承担票据责任。 

（三）票据变造 

1、概念 

票据变造是没有更改权而变更票据上除签章以外的记载事项。 

2、变造的票据法上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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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上其他记载事项被变造的，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人，对原记载事项负责；在变造之后签章的

人，对变造之后的记载事项负责；不能辨别是在票据被变造之前或者之后签章的，视同在变造之前

签章。 

（四）票据的涂销 

票据的涂销是涂去票据上记载的事项（包括签名）的行为。我国未规定涂销行为，实务中银行

不允许票据上有涂销现象。 

第七节    票据权利 

一、概述 

（一）、概念 

持票人依据票据文义及法律规定所享有的金钱债权，即请求支付一定票据金额及法定金额的权

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 

（二）性质 

1、证券权利 

票据权利是一种证券权利，是体现在票据上的权利。票据是金钱债权证券。 

2、两次请求权 

票据上第一次请求权是票据上的主要权利，在第一次请求权得不到满足时，权利人才行使第二

次请求权。 

二、票据权利的取得 

票据是一种完全有价证券，必须占有（持票）票据才能享有票据权利。概括而言，票据权利的

取得可分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两种方式。 

（一）原始取得 

原始取得是指持票人不经由其他前手而最初的取得票据权利。 

在原始取得票据权利的场合，持票人可以是从出票人处取得票据，也可以是从无处分权人处取

得票据。因此，票据权利的原始取得包括发行取得和善意取得两种情况。 

（二）继受取得 

继受取得是指持票人由前票据权利人处合法地受让票据权利。 

票据权利的继受取得分为票据法上的继受取得和非票据法上的继受取得两类。 

三、票据权利的行使和保全 

（一）概念 

票据权利行使：票据权利人请求票据义务人履行票据义务的行为。 

票据权利保全：票据权利人为防止票据权利的丧失而实施的一切行为。 

（二）票据权利行使和保全方法 

1、遵期提示 

依据票据法规定的期间，向票据债务人或关系人现实地出示票据，请求其承兑或支付票款。 

2、依法取证 

持票人为了证明自己曾经依法行使票据权利而遭拒绝，或者根本无法行使票据权利，而依法律

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取得相关的书面证据。 

（三）票据行使和保全的时间 

持票人对票据债务人行使票据权利，或者保全票据权利，应当在票据当事人的营业时间内进行。 

（四）票据权利行使和保全的地点 

持票人对票据债务人行使票据权利，或者保全票据权利，应当在票据当事人的营业场所内进行。

票据当事人无营业场所的，应当在其住所进行。 

四、票据权利的消灭 

（一）概念 

因一定法律上的原因使票据权利失去法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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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灭原因： 

1、清偿 

2、其它：免除、混同、抵销、提存 

3、时效届满 

五、票据的丧失和权利救济 

（一）概念 

票据权利人非出于自己的本意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 

（二）挂失止付 

1、概念 

票据丧失后，失票人以止付通知的方式告知付款人票据丧失的情况，并由接受通知的付款人暂

停支付票据款项，从而保全失票人票据权利的一种制度。 

2、效力 

挂失止付为权利保全方法。它是临时性救济措施，仅能在一定时间内防止失票人票据款项被冒

领的风险，无法恢复其票据权利的行使。 

（三）公示催告 

1、概念 

失票人在票据丧失后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票据无效，从而使票据权利与票据相分离而得以独立

行使的一种法律救济程序。 

2、性质 

（1）非诉程序 

（2）申请人特定 

（3）一审终审 

（4）分为公示催告和除权判决两个阶段 

3、效力 

防止权利丧失，恢复权利行使。 

（四）诉讼 

1、概念 

失票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付款人支付票据金额或出票人补发票据的票据丧失

救济方法。 

2、性质 

有权认定 

3、效力 

恢复票据权利 

（五）伪报票据丧失的处理 

1、裁定终结救济程序 

2、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当事人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票据法上的权利－利益返还请求权 

（一）概念 

票据权利因时效届满或手续欠缺而消失时，支付了对价的持票人对票据债务人在其所得利益限

度内有请求偿还的权利。  

（二）性质 

票据法上的非票据权利。 

（三）当事人 

1、权利人 

因时效届满或手续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票据权利人 

2、义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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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受有实际利益的票据债务人 

（四）构成要件 

1、票据权利曾有效存在 

2、票据权利因时效届满或手续欠缺而消灭或丧失 

3、票据债务人因此而受有实际利益 

（五）效力 

1、内容 

对票据债务人所获额外利益的返还请求权 

2、消灭时效 

民事权利时效 

七、票据抗辩及其限制 

（一）概念 

票据债务人得以一定合法事由对抗票据权利人，从而否定权利人的权利主张并合法地拒绝履行

票据债务。 

（二）种类 

1、物的抗辩：指票据行为不合法或者票据权利不存在，票据债务人能够对票据上一切人进行

的抗辩。物的抗辩具有客观性和绝对性。 

2、人的抗辩：指因为票据之外的属于特定票据当事人的原因，票据债务人能够向该当事人进

行的抗辩。因为其由当事人主观上的原因而发生，又叫做“主观的抗辩”；还由于其仅得对特定的

票据当事人进行，亦称“相对的抗辩”。 

（三）票据抗辩限制 

1、概念 

票据抗辩限制又称票据抗辩切断制度，是指票据转让后，票据债务人不得以其与直接当事人间

的抗辩事由对抗善意持票人。 

2、限制 

（1）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 

（2）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持票人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 

（四）例外 

1、非善意：持票人明知票据债务人与出票人或者与自己的前手之间有抗辩事由，仍受取票据

的，因属恶意，对于这种持票人，票据债务人得拒绝其请求而不履行票据债务。 

2、无对价：无对价取得票据者，继受其前手之权利瑕疵，故持票人请求付款时，票据债务人

可以无对价取得为由，行使抗辩权，拒绝其请求。 

【学习目标】 

1.了解票据实践发展及票据功能，体会票据制度价值追求及基本原则。 

2.掌握票据法基础理论及票据法适用方法。 

【作业与思考题】 

1、为什么说票据法是强制性法律规范？ 

2、票据制度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3、如何理解票据无因性原则及其例外？ 

4、票据关系作为金钱债权关系，和一般债权关系有何区别？ 

5、票据行为的要件与一般法律行为的要件有何不同？ 

知识单元 2：本票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本票的意义、特点和种类 



1277 

一、本票的意义 

本票是出票人签发的，承诺自己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持票人的票据。（见我国《票

据法》第 73条） 

明确我国《票据法》中关于本票的概念规定实际是银行本票的定义，说明本票的学理概念。 

从本票的概念出发分析本票的法律要素，说明本票的基本效能。 

本票的法律要素如下： 

（一）本票是一种票据，也属于以无条件支付一定金额为内容的、法定要式不要因的金钱证券 

（二）本票是出票人直接向持票人支付票面金额的票据：以此表明本票与汇票、支票的根本区

别。本票的基本法律关系当事人，仅为出票人与持票人两方，故权利行使相对简便。而汇票与支票

法律关系的当事人都是三方，即出票人、持票人、付款人。 

（三）本票是出票人承诺于见票时无条件付款的票据：本票的出票人就是付款人，因此无需承

兑。 

本票的基本效能，就是用于替代货币进行支付。 

适当从纵向历史角度与横向国别角度比较本票的概念，如《中华民国票据法》、英国《票据法》

中本票的定义。 

二、本票的特点 

（一）本票是自付证券：由出票人承担付款责任，区别于汇票、支票。汇票的付款，由承兑人

为之；不需承兑的汇票，则由付款人支付。支票。则由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充当付款人。 

（二）本票以出票人为当然的主债务人：本票的出票人兑持票人承担无条件付款责任，到期不

付款，持票人可以请求法院强制执行。 

（三）本票为预约支付证券：出票人承诺于到期日由自己无条件支付票据记载金额，是对未来

权利义务的预设，故本票属于“预约支付”的证券。 

（四）本票是无需承兑但有见票的票据：本票无须承兑，但以“见票”为必要程序。我国《票

据法》第 80条规定，本票的持票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提示见票的，丧失对出票人以外的前手的追

索权。日内瓦《统一汇票和本票法》亦有相同规定，设“见票”为本票持票人追索权保全方法。 

（五）本票的出票人仅负付款责任而无承兑担保责任：无需承兑，亦无相应责任。 

（六）本票的背书人负担保付款责任：本票依背书转让时，背书人对被背书人负有担保负款的

责任。 

三、本票的种类 

（一）票据法学上对本系的分类 

1、记名式本票、指示式本票和无记名式本票 

按照本票上是否记载本票权利人名称所作的分类。 

2、见票即付的本票、定日付款的本票、出票后定期付款的本票、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本票 

这种分类的标准与实益，与汇票的同一分类相同。明显差异之处是，见票后定期付款的本票，

适用“见票”制度。 

3、银行本票和商业本票 

这种分类的标准与实益，与汇票的同一分类相同。 

4、国内本票和国外本票 

这是英美票据法上，按照签发和付款地是否本国所作的分类。 

（二）我国票据制度中的本票种类 

按照我国《票据法》第 73条规定，我国票据制度中的本票，必须是“记名式银行本票”，从

而排除了商业本票。 

1、银行本票的意义 

银行本票是申请人将款项交存银行，由银行签发的承诺自己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

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 

2、银行本票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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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法》中并未规定银行本票的种类。从我国以往的金融活动习惯中，可以归纳出定额银行

本票和不定额银行本票两种。说明两种本票在实践中的常见样式。 

此外，银行本票还可以根据用途分为银行转帐本票和银行现金本票。 

同时，还要注意银行本票的签发、使用期限的相关规定。 

四 本票与债券、汇票的比较 

从债务人的角度说明本票与债券的同一性，从发行方法、债券内容、偿还方式等角度说明一些

特别债券与本票的差异性。 

从信用证券的功能角度以及一些准用规则角度说明本票与汇票的相似性，从自付证券与委付证

券的区别角度说明两者的差异性。 

第二节  出票和见票、出票 

一、出票 

本票的出票是指出票人依照票据法的规定作成本票，并将作成的本票交付收款人的行为。 

本票的出票，其性质与汇票的出票相同。 

在我国，由于《银行法》不认可商业本票，除银行外，其他法人以及自然人均不得签发本票。 

（一）出票的效力 

1、持票人取得本票权利，对出票人有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 

付款请求权是附始期的权利，与汇票中持票人的权利不同。 

2、出票人负有直接无条件付款的责任 

付款责任具有“绝对性”、“最终性”。 

（二）出票的记载事项（格式） 

1、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我国《票据法》第 76条规定的六项事项，是本票必须记载的事项。缺少其中任何一项，本票

无效。 

2、相对必要记载事项 

我国《票据法》第 77条规定的两项事项，属于相对必要记载事项。 

3、任意记载事项 

说明担当付款人与一些常见的特别约定、背书文句。 

4、不得记载的事项 

5、本票到期日 

与汇票相同，有定日付款、见票后定期付款与见票即付四种，其中见票后定期付款导致了见票

制度的存在。 

在上述内容中嵌入说明《统一汇票本票法》、《统一商法典》等域外票据法内容以及《上海市票

据暂行规定》、《中华民国票据法》等我国历史或地方上对此问题的规定，简要分析规定的差异性成

因。 

二、见票 

见票是指本票的出票人，因持票人的提示，为确定见票后定期付款本票的到期日，在本票上记

载见票字样及日期，并且签名的行为。 

（一）见票的效力 

1、确定到期日。 

提示见票后到期日的起算与拒绝见票时到期日的起算。 

2、保全追索权。 

保全追索权与作成拒绝见票证书。 

（二）我国《票据法》上见票的意义和效力 

1、见票的意义 

是指本票的出票人，因持票人的提示，为确定见票后定期付款本票的到期日，在本票上记载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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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字样及日期，并且签名的行为。 

2、见票的效力 

（四）见票的程序 

第一步，持票人提示见票，即向出票人提示本票，请求“签见”； 

第二步，出票人验看本票，无误时在本票上记载见票应记载的事项，是为“签见”； 

第三步，出票人将“签见”之本票交还持票人，持票人得以在到期日请求付款。 

第三节  汇票有关规定对本票的适用 

一、汇票有关规定对本票适用的意义 

二、汇票有关规定对本票适用的立法 

三、我国《票据法》对本票准用汇票规范的规定 

（一）我国《票据法》对汇票规范之准用，采用“概括式”和“列举式”相结合的立法方式 

（二）本票的出票，仅得适用本法第 24条一个条文 

（三）本票的背书和保证，完全适用汇票的有关规定 

（四）本票的付款，除本法第 78条、第 73条第 1款的规定外，适用汇票 

款的有关规定 

（五）本票的提示付款，不适用第 53条第 1款第 1项关于见票即付汇票提示付款的规定 

（六）本票追索权的行使，适用第 80条和汇票追索权的有关规定 

第四节 本票的前沿问题 

一、本票质押的相关问题思考 

与一般债权质押的区别、背书瑕疵时质押合同的效力。 

二、商业本票建构的可能性 

三、远期本票的价值 

远期本票与支票的功能交汇探讨。 

四、本票适用范围的扩大化可能 

【学习目标】 

1. 了解本票概念、种类等基本知识，对本票特点、出票及记载事项、见票制度、汇票有关规

定。通过简要的阐释本票的概念及本票的种类，深入地分析和讲解本票的特点、本票出票及记载事

项、本票见票制度、本票与汇票的联系与区别、汇票有关规定对本票的适用，对本票在现实经济生

活中的作用给予一般性的介绍和探讨，使学生对本票的概念和种类有基本的认识。 

2. 掌握本票的特点、出票及记载事项、见票制度、本票与汇票的联系与区别、汇票有关规定

对本票的适用；掌握本票的法律适用规则，能够准确运用本票的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 

【作业与思考题】 

1.请简述汇票与本票在法律性质、付款程序方面的相似与区别，并解释这种区别的原因？ 

2.我国有价证券的体系相对混乱，如何看待债券、本票、汇票、证券类产品在我国有价证券体

系中的各自地位与作用。 

知识单元 3：支票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支票的意义、特点和种类 

一、支票的意义 

支票是出票人签发的，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见票时无条件支付确

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票据。 

（一）支票是一种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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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票是出票人委托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付款的票据 

（三）支票为见票即付的票据 

二、支票的特点 

（一）付款人资格有限制 

（二）支票的出票人与付款人之间须有资金关系 

（三）支票的出票人与付款人之间先有支付委托合同 

（四）支票为见票即付的票据 

（五）支票无需承兑或见票，提示票据就是请求付款 

（六）支票的主债务人是出票人 

（七）支票的出票人负担付款保证责任 

（八）支票无需保证 

（九）支票可为空白授权出票 

（十）支票有无记名式 

（十一）支票有划线制度 

（十二）支票信用作用弱而支付功能强 

（十三）支票仅限一份，不得有复本和誊本 

 三、支票的种类 

（一）记名支票和无记名支票 

记载收款人名称的，是记名支票，不记载收款人名称的，是无记名支票。 

（二）普通支票、现金支票、转账支票 

现金支票是只能用于支取现金的支票。转账支票是只能用于转账，不能支取现金的支票。既可

支取现金，又可转账的，是普通支票。 

（三）一般支票和变式支票 

一般支票，是出票人委托自己的存款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于见票时向持票人无条件支付票面金

额的支票。 

（四）对己支票、指己支票、支付支票。 

与汇票类似，以付款人与收款人的区别而划分。 

变式支票，是指有当事人兼充两种当事人资格的支票。 

（五）保付支票、划线支票、转账支票。 

这是实务中较常见的一些类别的支票。 

保付支票是经付款人保证后由保付人负绝对付款责任的支票。 

划线支票是指付款银行只能向另一银行或本银行客户付款的支票。 

转账支票是不得以现金支付，仅得以记入受款人账户的方式支付的支票。 

四、支票与汇票、本票的比较 

支票主要作为支付工具而非信用扩大工具而存在。 

五、支票的当事人 

（一）付款人的资格限制 

（二）发票人的资格限制 

第二节  出票 

一、出票的意义、条件和效力 

（一）出票的意义 

支票的出票是指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开立支票存款账户的人，依照票据法的规定作成支票

并交付收款人的票据行为。 

（二）出票的条件 

1、出票人须在办理支票存款业务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开立支票存款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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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票人与其委托付款人之间有资金关系 

3、出票人须按照票据法有关规定，作成支票 

（三）出票的效力 

1、对收款人或者说是持票人，发生取得票据权利的效果 

一般付款人为发票人付款，但在委托支票中，可以基于第三人之间的资金关系而发票。 

2、对出票人，发生担保付款责任 

具有“绝对性”、“最终性”，但保付后责任可以免除 

3、对付款人，发生依支票文义付款的权限 

二、支票的记载事项 

（一）绝对必要记载事项 

（二）相对必要记载事项 

（三）可以记载但不生票据上效力的记载事项 

（四）不得记载的事项 

在上述内容中嵌入说明《统一汇票本票法》、《统一商法典》等域外票据法内容以及《上海市票

据暂行规定》、《中华民国票据法》等我国历史或地方上对此问题的规定，简要分析规定的差异性成

因。  

三、空白授权票据的出票 

（一）空白授权票据的意义 

是指出票人签名于票据之上，将票据其他应记载事项的一部或者全部，授权持票人补充的票据。 

（二）空白授权票据的效力 

1、持票人获得补充权 

2、票据债务人不得以票据有补充记载而对抗持票人 

3、未补充完整的票据，不具票据效力 

4、票据债务人对恶意或重大过失取得越权补充的票据的持票人，得行使抗辩权 

四、出票与支票合同 

支票合同与支票的关系，透支合同与支票的关系。 

第三节 支票的转让、付款、保证与追索 

一、支票的转让 

不同类型支票的转让方式与规定 

二、支票的付款 

见票即付与提示期间 

三、支票的保证 

四、支票的追索 

拒绝证书与迟延利息 

第四节  汇票有关规定对支票的适用 

一、关于支票出票准用之汇票规定 

二、关于支票背书准用之汇票规定 

三、关于支票付款准用之汇票规定 

四、关于支票追索权行使使准用之汇票规定 

第五节  支票的前沿问题 

一、支票背书转让的瑕疵 

二、支票法律关系的主体限制 

三、电子支票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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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了解支票概念、种类等基本知识，通过深入地分析和讲解支票的特点、支票出票及记载事

项、空白支票、支票与汇票本票的联系与区别、汇票的有关规定对支票的适用，对支票在现实经济

生活中的作用给予一般性的介绍和探讨，使学生对支票的概念和种类有基本的认识。 
2. 掌握支票的概念及支票的种类，对支票的特点、出票及记载事项、空白支票、支票与汇票

的联系与区别、汇票有关规定对支票的适用有清晰、透彻的掌握，对支票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有基本的了解，培养学生运用支票的基本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作业与思考题】 
1.支票与汇票的区别？ 

2.空头支票的成因与风险防范？ 

3.参考旅行支票、银行支票，你能否根据不同行业的服务与信用特点提出一些特别的支票类型

方案？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 

后续课程：金融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努力学生构建票据法律知识结构、培养票据法律思维。 

难点：引导学生形成运用票据法律和法律规范，分析、解决具体票据纠纷问题的能力。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以讲授、课堂讨论为主， 

4．实践教学环境：多媒体教室。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成绩评定标准：平时成绩（20%）、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10%）、

期末论文（70%）。 

6．作业要求：每章结束后思考题。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票据法》（第二版），刘心稳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年 2月版。 

（二）推荐参考书 

1.《票据法概论》（增订版），谢怀拭著，法律出版社 2006年 12月版； 

2．《票据法案例与评析》高等院校法学专业民商法系列教材（3），张民安主编，中山大学出版

社 2006年版； 

3．《票据法基本理论与应用研究》，胡德胜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 5月版； 

4．《中国票据法原理》，李绍章著，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2年 8月版； 

5．《中国票据法专家建议稿及说明》，郑孟状，郭站红，姜煜洌著，法律出版社 2014年 12月

版； 

6. 《票据法、支票法》，（日）铃木竹雄著，赵新华译，法律出版社 2014年 2月版； 

7.《<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讲解》，国务院法制局财政金融法规司编，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8. 《票据法新论》（修订新版），梁宇贤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2月版； 

9. 《票据法学》，吕来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8月第 1版； 

10.《票据流转中的风险防范》，刘心稳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 7月第 1版； 

11. 《金融法学》管晓峰著，中央电大出版社 2008年第二版。 

执笔：管晓峰 审稿：×××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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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四：保险法 
Commercial Law 4：Insurance Law 

课程号：4020202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保险法是调整商业保险关系的法律规范，是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保险法课程包括保险与保

险法基础知识、保险合同法、保险业法三部分内容，以我国《保险法》为基础，以英美法系和大陆

法系的保险法律制度为参照，系统讲解保险法领域所特有的原则、规则和制度，并采用理论与实务

相结合的方式，运用案例分析、理论研讨等教学手段，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系统掌握保险法

的制度体系和原理，并能解决相关的法律实务问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前言】 

保险法是商法的特别法，它是以民商事的基本原则和规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制度体系，因此，

其概念、性质、内容及适用，均与民商法的一般规则和方法相统一。但保险法又具有其不同于其他

商事法律部门的、独有的特性，其技术性、强制性、和伦理性的特性，并受其社会性的特性所决定

和影响。而保险法之上述特性，又推动保险法在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进一步演变出了独特的基本

原则。保险法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了解和把握保险法律基础知识以及保险法的独有特性。教学重

点应放在保险法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制度上，从而提高学生理解法律与适用法律的能力。 

总学时：32学时（含研讨或模拟法庭） 

第一章  保险制度概述（4学时） 

第二章  保险法概述（4学时） 

第三章  保险合同总论（12学时） 

第四章  财产保险合同（4学时） 

第五章  人身保险合同（4学时） 

第六章  保险业法（4学时） 

第一章   保险制度概述（4学时） 

本章教学重点：保险的概念、要素和特征。 

本章教学难点：保险的种类。 

本章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保险制度的沿革和发展、保险制度的社会功能、原理

和精神。掌握保险的概念和特征，理解保险的分类方法，并能够在实践中分析保险的种类及适用法

律、特别规定等。 

第一节  保险及其制度分析 

一、保险的概念 

（一）概念 

从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看，保险是一种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的经济补偿制度。 

从法律角度看，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

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

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 

（二）保险的要素 

1、必须以存在的不确定的危险为前提 

2、必须以多数人的互助共济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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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必须以对危险事故所致损失进行补偿为目的 

二、保险的特征 

1、保险是一种商事法律行为 

2、保险是一种经济补偿制度 

3、保险关系是一种合同法律关系 

三、保险的分类 

（一）根据保险客体的不同来区分 

1、人身保险 

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客体的保险，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 

2、财产保险 

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客体的保险，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

保证保险等。 

（二）根据保险标的的基本分类来区分 

1、损失补偿性保险合同 

以具体性保险利益为标的订立的保险合同是损失补偿性的保险合同。 

2、定额给付性保险合同 

以抽象性保险利益投保而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赔偿的范围是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的约定，这

种保险被称为定额给付性保险。 

（三）根据保险的实施形式不同来区分 

1、自愿保险 

是投保人与保险人在自愿的原则下，根据保险合同而形成的保险关系。 

2、强制保险 

是以国家颁布法律、法规的形式来实施的。 

（四）根据保险人承担责任的次序不同来区分 

1、原保险 

是指由保险人直接承保业务并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对于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所造成的损

失，承担直接的原始赔偿责任的保险。 

2、再保险 

是指对原保险的保险责任再予以承保的保险。 

（五）根据保险的目的和功能不同来区分 

1、商业保险 

是指保险公司按照商业经营的原则所经营的各种保险。 

2、社会保险 

是国家为实现某种社会政策或保障公民利益而采取的一种经济补偿手段。 

3、政策性保险 

是国家为了体现一定的国家政策，如产业政策、国际贸易等，通常会以国家财政为后盾，举办

一些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保险。 

四、保险的职能和作用 

（一）保险的职能 

1、基本职能 

2、派生职能 

（二）作用 

1、转移风险 

2、均摊损失 

3、实施补偿 

4、抵押贷款和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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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保险制度的发展 

一、保险的起源 

保险最初是人类在与大自然搏斗中产生的防范和减少风险的一种互助活动，之后发展成博弈性

质的转移风险的商事活动和协助安排私人财务和私人投资的活动。 

二、保险业的形成 

三、保险规则的产生 

四、我国近代保险业的兴起 

（一）我国近代保险业的产生 

（二）华商保险公司的兴起 

（三）我国近代的保险立法 

【本章前沿问题】 

关于保险中的道德风险。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保险的特征。 

2、试述保险的要素。 

3、试述保险的职能和作用。 

4、试述保险的基本分类。 

第二章   保险法概述（4学时） 

本章教学重点：保险法的性质、特性等理论基础以及保险法的基本原则。 

本章教学难点：保险法在民商事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保险法的原则。 

本章教学要求：掌握保险法的概念、性质和特性，理解保险法的适用及在民商法体系中的地位，

熟悉保险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注意保险法作为商法特别法与民商法的一般原则、规则制度的联系和

区别。 

第一节  保险法的概念、体系和立法体例 

一、保险法的概念 

（一）概念 

保险法是调整保险关系的一切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调整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受益

人之间因保险合同的订立、变更、转让、履行、解除及承担法律责任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权利义务关

系，规范保险业主体的设立、变更、消灭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以及规范保险业主体内

外组织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权利义务的法律规范。 

（二）保险法的性质 

1、保险法是商法的一部分 

2、保险法是以保险关系为调整对象的商法规范 

3、保险法也是以保险组织为调整对象的商法规范 

（三）保险法的适用 

二、保险法的特性 

（一）社会性 

（二）强制性 

（三）技术性 

（四）伦理性 

三、保险法的体系 

（一）商业保险法和社会保险法 

（二）保险行业法和保险合同法 

四、保险法的立法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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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定单行保险法律 

2、将保险法列入商法典中 

3、将保险法作为民法债编的一章 

第二节   保险法的基本原则 

一、最大诚信原则 

（一）保险合同的特殊性 

（二）诚信原则的一般理解 

它是正义理念在民商法中的具体化，是指在遵循交易道德的基础上，公正地估量当事人利益及

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以求取得这些利益的平衡。 

（三）保险法上的最大诚信原则 

二、保险利益原则 

（一）保险利益的概念 

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1、保险利益为经济上之利益（经济利益说） 

2、保险利益为法律上之利害关系（利害关系说） 

3、保险利益为法律上之利益（适法利益说） 

（二）保险利益的理解 

1、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 

2、人身保险的保险利益 

三、损害补偿原则 

1、概念 

是指当保险事故发生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遭受损失时，保险人必须在责任范围内对投保人或被

保险人所受的实际损失进行补偿。 

2、损失补偿原则的含义 

3、保险损失补偿的范围 

四、近因原则 

（一）概念 

并非指时间上最接近损失的原因，而是指直接促成结果的原因，效果上有支配力或有效的原因。 

（二）近因原则的有效规则 

1、单一原因造成的损失 

2、多种原因造成的损失 

（三）近因原则的意义 

近因原则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克服漫无边际地对保险人滥施责任，另一方面也可有效地避免保

险人推卸责任。 

【本章前沿问题】 

1、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与投保人的告知义务。 

2、保险利益原则的效力。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保险法的概念和特性。 

2、简述保险法的保险利益原则。 

3、简述近因原则的有效规则。 

第三章   保险合同总论（12学时） 

本章教学重点：保险合同的法律特征、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当事人。 

本章教学难点： 保险利益、超额保险和重复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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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要求：学习本章，应掌握保险合同的法律特征，能够分辨保险合同的分类，保险合同

的当事人，理解保险利益、超额保险、重复保险、再保险等特殊的保险制度，并能够在实践中运用

上述理论知识分析保险合同在各种情形下的效力。 

第一节  保险合同概述 

一、保险合同的概念和法律特征 

保险合同是指投保人支付规定的保险费，保险人对于承保标的因保险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在保

险金额范围内承担补偿责任，或者在合同约定期限届满时，承担给付保险金义务的协议。 

（一）保险合同的含义 

（二）保险合同的法律特征 

1、保险合同是双务合同 

2、保险合同是有偿合同 

3、保险合同是诺成合同 

4、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的合同 

5、保险合同是射倖合同 

6、保险合同是附合合同 

二、保险合同的主体 

（一）保险合同的当事人  

1、保险人 

2、投保人 

（二）保险合同的关系人  

1、被保险人 

2、受益人 

（三）保险合同的辅助人 

1、保险代理人 

2、保险经纪人 

3、保险公估人 

三、保险合同的种类 

（一）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 

1、财产保险合同 

2、人身保险合同 

（二）足额保险合同、不足额保险合同和超额保险合同 

1、足额保险合同 

2、不足额保险合同 

3、超额保险合同 

（三）定值保险合同和不定值保险合同 

1、定值保险合同 

2、不定值保险 

（四）原保险合同和再保险合同 

1、原保险合同 

2、再保险合同 

第二节  保险利益 

一、保险利益的定义及要件 

（一）保险利益的定义 

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客体之合法的利益，包括财产利益和人身利益，或从另一角度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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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抽象性保险利益和具体性保险利益。 

（二）保险利益的要件 

1、须为适法性利益 

2、须为确定性利益 

3、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须为经济性利益，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须为法定关系 

二、保险利益的功能 

（一）区分保险与赌博行为 

（二）在损失补偿性保险中，限制赔偿的数额，防止不当得利 

（三）防范道德风险 

（四）确定保险合同的标的 

三、保险利益的种类 

（一） 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种类 

1、积极保险利益 

2、消极保险利益 

（二）人身保险中的保险利益种类 

1、人身上之经济利益 

2、法定关系 

3、被保险人同意 

四、保险利益的移转 

（一）保险利益移转的几种情形 

1、继承 

2、转让 

3、破产 

（二）保险利益移转的原则 

1、保险利益移转，系基于经济上的考量 

2、保险利益移转不应以法定为必要 

第三节  保险合同的订立 

一、保险合同的形式 

（一）投保单 

投保单是投保人向保险人申请订立保险合同的书面要约。 

（二）暂保单 

暂保单是保险人或其代理人在正式保险单签发之前出具给被保险人的临时保险凭证。 

（三）保险单 

保险单是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订立的保险合同的正式书面凭证，由保险人制作、签章并交付给

投保人。 

（四）保险凭证 

保险凭证是保险人出具给被保险人以证明保险合同已有效成立的文件。 

二、保险合同的订立程序 

（一）投保 

（二）承保 

三、保险合同的成立 

（一）保险合同成立的含义 

是指合同因符合一定的要件而客观存在，其具体表现就是将要约人单方面的意思表示转化为双

方一致的意思表示。 

（二）保险合同成立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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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 

其二，保险人同意承保； 

其三，保险人与投保人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 

（三）保险合同成立不需要具备的要件 

1、不应以保险单或保险凭证的交付为要件 

2、不应以保险费的交付为要件、 

四、保险合同的生效 

（一）保险合同生效的含义 

保险合同的生效，指合同条款对当事人双方已发生法律上的效力，要求当事人双方恪守合同，

全面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二）保险合同生效的要件 

保险合同若要有效订立，当事人必须具备相应的缔约能力，并在保险合同内容不违背法律和社

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意思表示真实。 

（三）保险合同的无效 

1、因具备保险法上的无效原因而无效 

2、保险合同因其他的法定无效原因而无效 

3、保险合同因合同当事人约定的原因而无效 

第四节  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保险合同的条款 

（一）保险条款  

1、基本条款 

2、附加条款 

3、法定条款 

4、保证条款 

5、协会条款 

（二）基本条款的主要内容 

1、当事人和关系人的名称和住所 

2、保险标的 

3、保险金额 

4、保险费及其支付方式 

5、保险价值 

6、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 

7、保险期间和保险责任开始的时间 

8、保险金赔偿或者给付方法 

9、违约责任和争议处理 

10、订立合同的年、月、日 

二、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 

（一）文义解释原则 

文义解释原则是指按保险条款的通常含义解释。 

（二）意图解释的原则 

意图解释，是指在保险合同的条款文义不清或者有歧义时，通过判断合同当事人订约时的真实

意图，以阐明保险合同条款的内容。 

（三）有利于被保险人解释的原则 

是指当保险人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对保险合同的内容有争议，应当对保险合同所用的

文字或条款作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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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险合同的履行 

一、保险人的义务 

（一）保险人的主要义务 

1、赔偿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2、及时签单的义务 

3、保密义务 

（二）弃权制度的内容 

1、弃权的的概念 

特指保险人放弃解约权和抗辩权，保险人在对待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投保和履行告知义务方面

有违反保险法规定的行为时，依法可以行使解约权和抗辩权，即解除保险合同或者不承担赔付责任，

但是保险人以明示或者默示的方式放弃解约权和抗辩权，称之为弃权。 

2、弃权的法律性质 

3、弃权的条件 

第一，保险人须有明示或者默示的意思表示； 

第二，保险人在弃权前须明知自己能够行使解约权或者抗辩权。 

4、弃权的主要表现情形 

（1）为维持合同效力而弃权。 

（2）对有抗辩理由的赔付予以赔付。 

（3）受理逾期赔付请求，被保险人逾期提出赔付请求，保险人本可依法拒绝，但是没有拒绝，

反而受理赔付请求。 

二、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义务 

（一）缴纳保险费的义务 

（二）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 

（三）出险通知义务 

（四）出险施救义务 

三、保险人代位权 

（一）保险人代位权的定义和意义 

1、保险人代位权的定义 

是指财产保险当中，由于第三方的过失或错误等导致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

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支付保险赔偿后，可以在其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方请

求赔偿的权利。 

2、保险人代位权的意义 

（二）保险人代位权的立法 

（三）保险人代位权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之冲突规则 

四、保险索赔和理赔 

（一）通知 

（二)理赔 

1、理赔程序 

2、理赔范围 

第六节  保险合同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一、保险合同的变更 

（一）主体变更 

1、投保人的变更 

2、被保险人的变更 

3、受益人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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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的变更 

（三）内容变更 

1、保险费的增加 

2、保险费的减少 

二、保险合同的解除 

（一）解除的含义与条件 

（二）解除的形式 

1、法定解除 

2、意定解除 

三、保险合同的终止 

（一）自然终止 

（二）因履约导致终止 

第七节  重复保险和超额保险 

一、重复保险的定义及要件 

（一）重复保险的定义 

是指投保人就同一保险事故、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期间，向数个保险人分别订立数个保险

契约的行为。 

（二）重复保险的要件 

1、投保人与数个保险人同时订立数个保险合同，被保险人为同一人 

2、同一保险事故 

3、同一保险利益 

4、同一保险期间 

5、数个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 

二、重复保险的适用范围 

三、重复保险的效力 

四、超额保险 

（一）超额保险的定义及分类 

1、超额保险的定义 

是指保险金额高于保险价值的保险。 

2、超额保险的分类 

（二）超额保险的适用范围 

（三）超额保险的效力 

第八节  再保险 

一、再保险的相关概念 

再保险是指保险人为了分散风险而将原承保的全部或部分保险业务转移给另一个保险人的保

险。 

二、再保险的特征 

1、合同当事人不同 

2、保险标的不同 

3、保险合同的性质不同 

4、保险费支付不同 

三、再保险合同的种类  

1、按再保险的方式分为比例再保险合同和非比例再保险合同 

2、按不同的分保安排分为临时再保险合同、合同再保险合同和预约再保险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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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再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 

1、共同利益条款 

2、过失或疏忽条款 

3、双方权利保障条款 

4、其他条款 

【本章前沿问题】 

1、保险合同的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 

2、保险代位权对人身保险合同的适用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保险合同的法律特征。 

2、试述保险合同的种类。 

3、试述保险关系的当事人及其权利义务。 

4、试述保险利益的概念和种类。 

5、试述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6、试述重复保险和超额保险的效力。 

7、简述再保险和原保险的区别。 

第四章   财产保险合同（4学时） 

本章教学重点：财产保险认定、财产保险合同的特征，确定特定的保险合同所归属的类型。 

本章教学难点：本章学习的难点在于如何在多种复杂的具体保险合同当中，找到一些普遍适用

或具有一般意义的共同规则。 

本章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应掌握财产保险合同的特征和主要内容，对各种财产保险合

同有一般了解。 

第一节  财产保险合同概述 

一、财产保险合同的概念 

财产保险合同是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某项财产所享有的保险利益为标的而订立的保险合同。 

二、财产保险合同的特征 

（一）财产保险合同的标的为经济性保险利益 

（二）财产保险合同的标的为具体性保险利益，它的目的是补偿损失 

三、财产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经济性保险利益 

（二）保险金额和保险费 

1、保险金额 

2、保险费 

（三）保险责任与除外责任 

1、保险责任 

2、除外责任 

第二节  几种主要的财产保险合同 

一、企业财产保险合同 

（一）企业财产保险合同的概念 

是指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就企业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和专项资产等，为明确相互权利、义务

关系而订立的协议。 

（二）企业财产保险的内容 

1、保险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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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财产保险的保险责任 

3、企业财产保险的除外责任 

(1)战争、军事行动或暴乱 

(2)核子辐射或污染 

(3)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 

(4)保险单内列明的其他除外责任 

（三）企业财产保险的险种 

1、财产保险基本险 

2、财产保险综合险 

3、机器损坏保险 

4、利润损失保险 

5、其他附加险 

二、家庭财产保险合同 

（一）家庭财产保险合同的概念 

是指投保人以个人的房屋、家庭生活资料等属于自己所有的财产上的保险利益为标的，与保险

人之间达成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二）家庭财产保险合同的内容 

1、保险客体 

2、家庭财产保险的保险责任 

（三）家庭财产保险的险种 

1、普通家财险 

2、家财两全险 

3、团体家财险 

4、附加盗窃险 

5、其他家财险 

三、运输工具保险合同 

（一）机动车保险合同 

1、概念 

是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所订立的，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机动车辆(包括汽车、摩托车、拖拉

机和工程车等特种机动车辆)所享有的保险利益为标的的保险协议。 

2、车辆损失险 

3、第三者责任险 

4、机动车辆保险附加险 

（二）船舶保险 

1、船舶保险的定义 

是指以船舶和水上浮动物体为保险对象，保险人对停泊或行驶中的船舶因发生自然灾害或意外

事故遭受损失时，依约提供经济赔偿的一种保险。 

2、船舶保险的特点 

(1)运输货物保险一般只承保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危险，而船舶保险可以承保从船舶建造下水

开始，直至船舶营运以至停泊和最后报废拆船为止的整个过程的危险。 

(2)船舶保险比运输货物保险的保障范围要广泛得多。它既保船体、机器、设备、燃料、供给

品，还保与船舶有关的利益、费用和责任。 

(3)货主对运输途中的货物安全是无法控制的，而船舶所有人对于船舶无论在航行途中或停泊

期间，始终是在其雇用的经理人员和船长、船员的控制和操纵下，这些雇用人员又是受船东直接支

配和掌握的。 

(4)船舶保险涉及一个危险单位的价值比货物保险相对集中，船舶发生损失往往会出现巨额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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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3、船舶保险的保险责任 

4、船舶保险的除外责任 

（三）飞机保险 

1、飞机机身保险 

2、飞机第三者责任保险 

3、旅客责任保险 

四、货物运输保险合同 

（一）货物运输保险的概念 

是由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以各种运输货物作为保险客体，运输过程中可能遭受各种自然灾害或

意外事故发生的损失由保险人负责赔偿的保险。 

（二）货物运输保险的特点 

1、承保风险的广泛性 

2、承保客体的流动性 

3、承保对象的多变性 

4、承保价值的定值性 

5、承保期限的两重性 

6、业务范围的国际性 

（三）货物运输保险的主要险种 

1、水、陆货物运输保险 

2、海洋运输货物保险 

3、航空运输货物保险 

4、邮包险 

五、责任保险合同 

（一）责任保险概述 

1、责任保险的定义 

指被保险人依法对第三者负赔偿责任时，由保险人承担其赔偿责任的一种保险。 

2、责任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 

（二）几种主要的责任保险 

1、公众责任保险 

2、产品责任险 

（1）保险责任 

（2）除外责任 

3、雇主责任险 

（1）保险责任 

（2）除外责任 

（3）附加责任 

4、职业责任保险 

【本章前沿问题】 

1、订立财产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必须具有保险利益 

2、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的移转问题 

3、货物运输险能否代替承运人的责任险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保险合同的特征和内容。 

2、试述定值保险合同和不定值保险合同在保险金额约定上的区别。 

3、简述财产保险的保险责任和除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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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简述企业财产保险的险种。 

5、简述运输工具保险的种类。 

6、简述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 

第五章   人身保险合同（4学时） 

本章教学重点：对人身保险做一般了解，掌握人身保险合同的特征，做到准确判断某一特定的

保险合同所归属的类型。 

本章教学难点：本章学习的难点在于如何理解人身保险合同中，既有定额给付性保险合同，亦

有损失补偿性保险合同，并分辨不同的人身保险合同所属性质的不同。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的

特殊性。 

本章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应掌握人身保险合同的特征和主要种类，对各种人身保险合

同有一般了解。 

第一节  人身保险合同概述 

一、人身保险合同的概念 

人身保险是以人的生命和身体作为保险客体的，以被保险人的生死、伤害、疾病作为保险事故

的一种保险。 

二、人身保险合同的特征 

（一）大部分人身保险具有定额给付性质，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的金额给

付保险金。 

（二）人身保险的保险金额主要是由双方当事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根据被保险人的经济收入

水平和危险发生后经济补偿的需求协商确定。 

（三）人身保险的期限具有长期性。 

（四）人身保险承保的危险具有稳定性和有规律的变动性。 

（五）人身保险只要求在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有可保利益，但没有金额上的限制，

因而除了其中的损失补偿性保险外，一般不存在超额保险和重复保险问题。 

（六）人身保险不仅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还是一种半强制性的储蓄。三、人身保险合同的种

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人身保险有不同的分类 

1、按保险危险的种类，分为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和疾病（健康）保险 

2、按被保险人的多寡，分为单独保险和团体保险 

3、按保险产生的依据，分为自愿保险和强制保险 

4、按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是否参加保险人经营的利益分配为标准，分为利益分配保险合同和无

利益分配保险合同 

5、按保险金给付方法不同，分为一次给付人身保险合同和分期给付人身保险合同 

四、人身保险的特殊规定 

（一）保险利益 

1、对本人的保险利益 

2、夫妻、父母、子女之间互有保险利益 

3、因扶养、抚养、赡养关系产生的保险利益 

4、因被保险人同意具有保险利益 

（二）以死亡为保险事故的人身保险合同需经被保险人同意方可生效 

（三）以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投保时，投保人的身份限制 

第二节  几种主要的人身保险合同 

一、人寿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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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寿保险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1、概念 

是指以被保险人的生存或者死亡为保险事故，在保险事故发生时，由保险人给付一定保险金额

予受益人或其他应得之人的合同。 

2、特征 

（1）人寿保险具有无价性 

（2）人寿保险合同中也不存在转移代位追偿权的情况，因第三者的原因造成被保险人死亡，

受益人依人寿保险合同获得保险金以后，仍可向该第三者追索 

（3）人寿保险具有储蓄性 

（二）人寿保险合同的种类 

1、以保险事故为标准划分，有死亡保险合同、生存保险合同和生死两全保险合同 

2、依据保险金给付方法划分，有资金人寿保险合同和年金人寿保险合同 

3、以承保的技术和范围划分，有普通人寿保险合同和简易人寿保险合同 

4、以被保险人的人数为划分标准，有单独的人寿保险合同、联合人寿保险合同和团体人寿保

险合同 

（三）几种人寿保险合同 

二、简易人身保险合同 

（一）简易人身保险合同的概念 

（二）简易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及除外责任 

（三）简易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及保险费 

（四）简易人身保险保险金的给付 

三、团体人身保险合同 

（一）团体人身保险合同的概念 

指以集体作为投保人，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因疾病死亡或意外事故伤残、死亡时按

规定给付保险金的一种定期保险合同。 

（二）团体保险的特点 

1、风险选择的对象基于团体而不是个人 

2、使用团体保险单 

3、成本低 

4、保险计划的灵活性 

5、采用经验费率的方法 

（三）团体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责任和除外责任 

除外责任是： 

1、被保险人的自杀或犯罪行为 

2、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故意或诈骗行为 

3、战争或军事行为等所致损失等 

（三）团体人身保险合同保险金额的确定及保险费 

1、保险金额的确定 

2、团体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费 

（四）团体人身保险的保险金给付 

1、给付的申请 

2、给付金额的确定 

四、意外伤害保险合同 

（一）概念 

是指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在被保险人遭受意外伤害并由此致残或者死亡时，由保险人依照约

定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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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外伤害保险合同的性质 

1、意外伤害保险是特定危险的合同 

2、意外伤害保险为短期保险合同 

3、意外伤害保险为定额保险合同 

4、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属于人身保险合同 

（三）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障项目 

1、死亡给付 

2、残废给付 

3、医疗给付 

4、停工给付 

（四）意外伤害保险的可保风险 

1、不可保意外伤害 

2、特约承保意外伤害 

3、一般可保意外伤害 

（五）意外伤害保险的种类 

1、个人意外伤害保险 

2、团体意外伤害保险 

五、健康保险合同 

（一）概念 

以被保险人的疾病、分娩及其所致残废或死亡为保险事件，保险人根据合同的规定，负责给付

保险金的一种保险。 

（二）健康保险的特征 

1、健康保险属于人身保险 

2、健康保险属于损失补偿保险 

3、健康保险合同以一年期为原则 

4、健康保险合同条款设计上往往有核保的考虑 

5、健康保险多属附加保险 

（三）健康保险的种类 

1、按继保条件分类 

2、按给付范围分类 

3、按承保对象分类 

4、按保障范围分类 

【本章前沿问题】 

1、拟制亲属的保险利益问题。 

2、人身保险合同的抵押。 

3、被保险人同意的方式。 

4、以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被保险人的相关问题。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人身保险合同的特征。 

2、试述人身保险合同保险利益的几种情况。 

3、试举例说明人身保险合同当中的损失补偿性保险合同。 

4、简述人寿保险合同的特征。 

第六章   保险业法（4学时） 

本章教学重点：保险公司的设立和终止、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监管以及

几种保险中介人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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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难点：保险经营监管。 

本章教学要求：通过本章学习，应对保险业法的概念、性质、体例、体系以及我国保险监管的

体制和方式有所了解，对上述学习重点问题应熟练掌握并有所思考，对其他问题应理解并一般性掌

握。 

第一节  保险业法与保险监管 

一、保险业法的概念和性质 

（一）保险业法的概念 

保险业法，是调整国家对保险市场及市场主体组织和经营活动进行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

和。 

（二）保险业法的性质 

1、保险业法的本质属性是管理法 

2、保险业法属于保险法范畴 

3、保险业法可归于商法范畴 

二、保险业法的立法宗旨、体例及内容体系 

（一）保险业法的立法宗旨 

1、保证保险人的偿付能力，维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2、维护保险业的公平竞争 

3、促进保险业经营管理的科学化 

4、提高保险业的社会效益 

（二）保险业法的立法体例 

（三）保险业法的内容体系 

三、保险监管的概念、体制及方式 

（一）保险监管的概念 

广义的保险监管是指有法定监管权的政府机、保险行业自律组织、保险企业内部的监管部门以

及社会力量对保险市场及市场主体组织和经营活动的监督或管理。狭义的保险监管一般专指政府保

险监管机构依法对保险市场及保险市场主体组织和经营活动的监督和管理。 

（二）保险监管体制 

（三）保险监管方式 

1、审批 

2、检查 

3、整顿 

4、接管 

第二节  保险组织监管 

一、保险组织形式 

（一）保险组织形式的概念和种类 

是指保险人以怎样的机构来经营保险业务，实为保险人的组织类型。 

1、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相互保险组织 

3、个人保险组织 

4、政府保险组织 

（二）我国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 

1、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国有独资保险公司 

（三）我国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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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及种类 

2、保险公司分支机构的法律地位 

二、保险公司设立 

（一）保险公司设立的条件 

1、有符合保险法和公司法规定的章程 

2、有符合保险法规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 

3、有具备任职专业知识和业务工作经验的高级管理人员 

4、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 

5、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和与业务有关的其他设施 

（二）保险公司设立的程序 

1、设立申请和审批 

2、筹建 

3、开业申请和审批 

4、工商登记 

5、缴存保证金 

（三）保险公司分支机构设立的条件 

（四）保险公司分支机构设立的程序 

1、设立申请 

2、筹建 

3、开业申请 

4、工商登记 

（五）保险许可证及其管理制度 

1、保险许可证的性质和分类 

2、保险许可证的管理 

三、保险公司变更和终止 

（一）保险公司变更 

1、变更的事项 

2、变更的程序 

（二）保险公司终止 

1、保险公司解散 

2、保险公司撤销 

3、保险公司破产 

5、人寿保险合同及准备金的转让问题 

第三节  保险经营监管 

一、保险公司业务范围监管 

保险公司业务范围监管，也称保险公司经营范围，是指由法律规定的对保险公司承保险种的明

确限制和界定。 

（一）保险公司业务范围及种类 

1、财产保险业务 

2、人身保险业务 

3、再保险业务 

（二）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的限定原则 

1、禁止保险兼营原则 

2、禁止保险兼业原则 

3、保险专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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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监管 

（一）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审批和备案 

（二）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修改和停用 

三、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 

（一）保险准备金的监管 

1、未到期责任准备金的提取 

2、未决赔款准备金的提取 

3、保险保障基金的提存 

（二）偿付能力额度监管 

1、偿付能力额度 

2、最低偿付能力额度 

3、对不足最低偿付能力额度的保险公司的监管 

四、保险公司经营风险监管 

（一）自留保险费总额的限制 

（二）单一承保责任的限制 

五、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监管 

（一）保险公司资金运用及监管的意义 

（二）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原则 

1、安全性原则 

2、效益性原则 

3、流动性原则 

4、多样性原则 

（三）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限制 

1、规定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法定许可范围 

2、规定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禁止项目 

3、规定对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结构管理的授权 

六、保险公司市场行为监管 

（一）对保险市场竞争行为的限制 

（二）对保险业务行为的限制 

1、欺骗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2、对投保人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 

3、阻碍投保人履行法定的如实告知义务，或者诱导其不履行法定的如实告知义务 

4、承诺向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予保险合同规定以外的保险费回扣或者其他利益 

5、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骗取保险金 

第四节  保险中介人监管 

一、保险中介人及其监管概述 

保险中介人，也称保险市场辅助人，或保险辅助人，是指与保险合同的订立或履行有一定中介

或辅助关系的人。 

（一）保险代理人 

1、概念 

2、分类 

（二）保险经纪人 

（三）保险公估人 

二、保险中介机构组织监管 

（一）保险中介机构设立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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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险中介机构设立条件 

资本条件 

主体条件 

高级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条件 

组织条件 

其它条件 

2、保险中介机构设立程序 

筹建 

开业 

（二）保险中介机构变更和终止监管 

三、保险中介机构经营监管 

（一）核定保险中介机构的经营范围 

1、核定保险中介机构的经营区域 

2、核定保险中介机构的业务范围 

（二）规定保险中介机构业务规则 

1、缴存法定营业保证金义务 

2、订立书面委托合同义务 

3、对客户明确告知义务 

4、对代收保费独立账户存储并及时解付义务 

5、为当事人保密义务 

6、对从业人员业务培训义务 

7、业务详细记录义务 

8、业务资料妥善保管义务 

9、报告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规定保险中介机构的业务禁止行为 

1、与非法主体业务往来 

2、、超越业务范围经营 

3、超越授权，损害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4、损害同业信誉，不正当竞争 

5、欺诈客户，损害投保方利益 

6、强制、引诱或限制他人订立合同 

7、恶意串通，欺诈保险公司 

8、其他违法行为 

【本章前沿问题】 

1、混业经营的发展对我国保险业的启示。 

2、完善我国保险资金的运用。 

3、保险公司经营范围的扩展。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保险业法的性质和内容体系。 

2、整顿与接管的区别。 

3、我国保险公司设立的条件。 

4、保险公司的清算程序及法律限制。 

5、保险公司业务范围及其限定原则。 

6、我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法律制度的内容。 

7、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原则。 

8、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公估人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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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01 第一章  保险制度概述 2  

02 第一章  保险制度概述 2  

03 第二章  保险法概述 2  

04 第二章  保险法概述 2  

05 第三章  保险合同总论 2  

06 第三章  保险合同总论 2  

07 第三章  保险合同总论 2  

08 第三章  保险合同总论 2  

09 第三章  保险合同总论 2  

10 第三章  保险合同总论 2  

11 第四章  财产保险合同 2  

12 第四章  财产保险合同 2  

13 第五章  人身保险合同 2  

14 第五章  人身保险合同 2  

15 第六章  保险业法 2  

16 第六章  保险业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合同法、公司法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教学重点是保险法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制度，提高学生理解法律与适用法律的

能力。 

难点：对保险经济制度及其社会职能的理解，并以此深刻把握保险法各项制度的价值及功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研讨。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公共信息平台（公邮或微信）。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商法学》理论教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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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赵旭东主编:《商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本。 

（二）推荐参考书 

1.温世扬主编：《保险法》，法律出版社，最新版本。 

2.李玉泉著：《保险法》，法律出版社，最新版本。 

3.覃有土、樊启荣著：《保险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本。  

执笔：郭宏斌  审稿：×××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9日 

 

商法五：破产法 
COMMERCIAL LAW 5：BANKRUPTCY LAW 

课程号：4020202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破产法属于商事法律范畴，它与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保险法等共同构成商法体系的重要

内容。作为一门法律，破产法主要是程序法，是为使债权人获得公平清偿而对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

债务人所进行的一种特别程序的法律。广义上包括再建型程序（和解程序和重整程序）和破产清算

程序。作为一门课程，破产法是一门重要的法律理论和实务课程，也是一门高级课程。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了解有关破产法律制度，特别是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的

基础知识、基本原理与基本原则，理解破产法的立法目的、功能，掌握有关破产清算、破产重整、

破产和解等各种破产程序的基本制度安排，并能够应用破产法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本大纲在每章后列出拓展阅读论文，并在大纲后列出该课程的总参考书目。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该课程内容重点包括：现代破产法的基本理论和发展，破产程序的启动、破产程序中的参与人

（破产管理人制度、破产管理人、债权人会议及债权人委员会）、债务人财产及其保全、破产债权、

破产法律责任等基本制度，以及破产和解、破产重整和破产清算等具体程序制度。 

课程教学内容总目录、各章教学目的、学习目标、教学重点与难点内容见后。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破产与破产法 2  

2 第一章 破产与破产法（续） 2  

3 第二章 破产程序的开始 2  

4 第三章 破产管理人 2  

5 第三章 破产管理人（续） 2  

6 第四章 债务人财产 2  

7 第四章 债务人财产（续） 2  

8 第四章 债务人财产（续） 2  

9 第五章 破产程序中的债权人 2  

10 第六章 破产重整 2  

11 第六章 破产重整（续） 2  

12 第七章 破产和解 2  

13 第八章 破产清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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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八章 破产清算（续） 2  

15 第九章 破产法律责任 2  

16 案例研讨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必须先修课程为民法、商法一：总论与公司法，建议学生先修课程为商法二：证券

法、商法三：票据法及商法四：保险法。 

后续课程：商法研讨课、商法案例研习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破产理论与破产案例分析相结合 

教学手段： 

1.理论讲授。 

2.典型案例材料分析。 

3.学生分组课堂讨论。 

4.学生撰写专题研究论文及案例分析报告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5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讨论表现、作

业完成情况等；期末考查占 70-5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李永军 王欣新 邹海林著：《破产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2. 王新欣著: 《破产法》(第 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目：见各章之后扩展阅读论文及课程总参考书目 

 

各章教学目的、教学要求、教学重点与教学难点： 

第一章 破产与破产法 

本章教学目的：本章是对破产制度的概括介绍。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对破产法的基本问题

和制度框架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并能够理解破产制度在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中的价值。 

本章教学要求： 要求准确阐述破产的概念，解读现代破产的含义，对破产法的性质予以分析，

并引导学生对破产制度在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进行思考。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破产

立法，对破产法的适用范围、程序框架等基本问题予以说明。同时对法庭外债务重组予以一般介绍，

使学生对拯救困境企业的多种机制有整体的了解。 

本章教学重点：破产的含义、破产法的性质、破产法律制度的价值、破产法的立法宗旨、破产

法的适用范围、破产法的程序框架、我国破产立法的发展。 

本章教学难点： 对破产法性质的理解以及对破产法律制度价值的认识。 

第一节 破产与破产法概述 

一、破产的含义 

破产，既是一种事实状态，也是一种法律程序。作为事实状态的破产，是指债务人处于无力偿

债的客观状态。作为法律程序的破产，则是指在债务人无力偿债的事实状态下，运用司法程序解决

债务清偿，以使各债权人获得公平受偿。 

破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破产仅指破产清算程序。广义的破产，一般包括破产清算程序、

和解程序和重整程序。和解程序和重整程序又被称为再建型程序。现代破产程序多指广义上的破产。 

破产法，是处理债务人无力偿债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传统破产法以破产清算主义为核心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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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破产法则转向以再建主义为核心。 

二、破产法的性质和价值 

（一）破产法的性质 

1．破产法是债务清偿法和企业法结合。 

2．破产法是实体法规范和程序法规范的结合。 

3．破产法是私法和公法的结合。 

（二）破产法的价值 

破产法旨在建立债务清偿的秩序。其价值在于： 

1.对债权人来说，通过破产程序，可以使他们的债权请求得到公正的待遇，避免了在缺乏公平

清偿秩序的情况下可能受到的损害。 

2.对债务人企业来说，破产制度可以起到两种作用，一是淘汰落后，二是起死回生。对于破产

自然人，破产制度还为他们提供了重新开始的机会。 

3.对社会来说，破产制度的意义有三。首先，通过规范破产行为，维护正常的债务清偿秩序。

其次，妥善处理破产事件，减少其消极影响，维护社会安定。再次，通过优胜劣汰机制，实现资源

优化组合，促进经济发展。 

第二节 破产法的立法目标 

一、破产法的主要立法体例 

（一）商人破产主义与一般破产主义 

（二）清算主义与再建主义 

（三）惩罚主义与非惩罚主义 

（四）免责主义与不免责主义 

（五）属地主义与普及主义 

二、破产法的立法目标 

破产法是为了解决债务人财务困境的一种法律机制，故其总体目标应是解决债务人的财务困

境。但是，由于破产涉及债权人、债务人、雇员等多方利害关系人，因此现代各国破产法的具体目

标趋向多元化，但侧重点各不相同。 

2004 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提出了确定有效和高效的破产法的 9 个

关键目标。 

三、破产法的历史沿革 

（一）英美法系的破产法 

（二）大陆法系的破产法 

（三）中国的破产法 

1．198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 

2．2006年《企业破产法》 

（四）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破产法改革 

第三节 破产法的适用范围 

破产程序的适用范围，涉及破产能力的问题。 

一、破产能力 

破产能力，即破产的主体资格。它因破产立法采取一般破产主义抑或商人破产主义而不同。在

采一般破产主义立法例下，不区分商人与否，凡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人均有破产能力，均可适用于

破产程序。采商人破产主义立法例下，仅商人具有破产能力，适用于破产程序。 

二、我国现行破产法的适用范围 

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采用有限制的商人破产主义，破产法仅适用于企业法人，而不适用于国家

机关法人和事业单位法人，也不适用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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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实施破产的，国务院可以根据企业破产法和其他有

关法律的规定制定实施办法。 

其它法律规定的企业法人以外的组织的破产清算，可以参照适用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知识拓展：1、我国新破产法起草中有关适用范围的不同主张。 

          2、合伙企业是否具有破产能力？ 

第四节 破产法的程序结构 

    一、破产程序的结构 

现代破产的含义，决定了破产法的基本程序框架，也即破产程序的基本结构。包括：1．破产

清算程序； 2．和解程序； 3．破产重整程序。 

二、我国破产法的程序结构 

我国现行破产法规定了三种破产程序，即破产清算程序、和解程序和重整程序。只要债务人符

合程序开始的条件，当事人可直接申请进入某一程序。同时，在符合一定条件下，允许程序之间进

行转换。但是，我国企业破产法禁止在和解与重整程序之间进行转换。 

第五节 破产法的域外效力 

一、破产法域外效力概述 

关于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存在着两种主张:  

(一) 属地主义主张，域内的破产程序不对债务人位于域外的财产直接发生效力；同样，域外

的破产程序也不对债务人位于域内的财产直接发生效力。 

(二) 普及主义主张，承认域内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和域外破产程序的域内效力，以便使债权

人得到更充分的保护。 

二、我国现行破产法的域外效力 

我国《企业破产法》采有限度的普及主义，即规定依照我国破产法开始的破产程序，对债务人

在我国领域外的财产发生效力。对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破产案件的判决、裁定，涉及债

务人在我国领域内的财产，申请或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人民法院经过审查后，予以承认和

执行。人民法院审查时依照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破产的含义。 

2．如何理解破产法的性质和价值。 

3．简述破产立法的目标。 

本章拓展阅读论文：  

1． 王卫国：《略论新破产法起草的几个目标》，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 3期。 

2． 韩长印：《企业破产立法目标的争论及其评析》，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 5期。 

3． 邹海林：《关于新破产法的适用范围的思考》，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 3期。 

4． 李永军：《重申破产法的精神》，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 3期。 

5． 李永军：《破产法的程序结构与利益平衡机制》，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 1期。 

6． 韩长印：“破产理念的立法演变与破产程序的驱动机制”，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 4期。 

7． 李曙光、贺丹：“破产法立法若干重大问题的国际比较”，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 5期。 

8． 汤维建：“破产概念新说”，载《中外法学》1995年第 3期。 

9． 王欣新：“试论破产法的调整机制与实施问题”，载《中国法学》1991第 6期。 

10． 石静霞：“中国的跨界破产法：现状、问题及发展”，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 1期。 

第二章 破产程序的开始 

本章教学目的：破产案件的申请和受理是破产程序中的重要阶段。在我国，破产程序的开始，

即以破产案件的受理为标志。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理解破产申请条件的准确设定对于保护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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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债务人利益的重要意义。 

本章教学要求：准确阐述破产原因及其内涵，分析破产程序开始的实质要件和程序要件，并全

面介绍破产程序启动后的法律效力。 

本章教学重点：本章重点在于理解和掌握债权人和债务人申请破产的不同条件和程序，以及破

产案件受理的程序及法律效力。 

本章教学难点：破产原因的认定。 

第一节 破产原因 

破产原因，也即破产标准，是适用破产程序所依据的特定法律事实，是破产程序开始的前提，

也是法院进行破产案件受理的实质要件和破产宣告的重要依据。作为破产原因的法律事实，可以是

单一的，也可以是复合的。 

一、一般破产原因 

一般破产原因，是指破产清算程序、和解和重整程序开始的共同原因。我国《企业破产法》对

企业法人的一般破产原因，采用复合规定。 

1．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2．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二、重整原因 

对于破产重整的原因，我国企业破产法采用复合规定与单一规定相结合。 

1．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2．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3．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的可能。 

知识拓展：1.如何判断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2.金融机构的破产标准问题。 

第二节 破产申请 

一、破产申请的概念 

破产申请是指依法享有申请权的当事人请求法院宣告债务人破产的意思表示。是破产程序开始

的形式要件。 

二、破产申请人 

（一）债权人申请破产 

1．债权人申请破产的条件。 

（1）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2）债权人的债权是财产上的请求权。 

（3）债权人的债权应是已到期的债权。 

（4）债权人的债权是没有超过诉讼时效的债权。 

2．债权人申请破产的程序。 

（二）债务人申请破产 

1．债务人提出申请的条件。 

2．债务人申请破产的程序。 

三、破产申请的撤回与驳回。 

由于破产程序系集体受偿程序，关乎多方债权人的利益，故是否准许申请人基于其个人意思请

求撤回申请，由法院依照破产申请的具体情况，自由裁量，以避免当事人滥用破产申请权。 

第三节 破产案件受理 

一、破产案件受理的概念 

破产案件的受理，是指人民法院在收到破产案件申请后，认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而予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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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此开始破产程序的司法行为。 

破产案件的受理具有以下特征： 

1．受理是人民法院收到破产申请后依职权进行的司法行为。 

2．受理是人民法院对破产案件是否符合破产条件进行审查的必经程序。 

3．受理是破产程序开始的标志。 

二、破产案件受理的程序 

（一）审查 

1．形式审查。 

2．实质审查。 

（二）决定 

（三）组成合议庭 

 (四)通知和公告 

三、破产案件受理的法律效力 

（一）对债务人的法律效力 

1．财产保全、说明、提交义务。 

2．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 

（二）对债权人的法律效力 

1．未到期债权视为到期。 

2．不得接受债务人的个别清偿。 

（三）对相关的民事程序的影响 

1．中止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或仲裁案件。 

2．中止对债务人财产的民事执行程序。 

3．以债务人为原告的其他民事纠纷案件，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四）对其他人的效力 

1．债务人的债务人和财产持有人。 

2．对债务人享有权利的人。 

3．对债务人合同的相对人。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我国破产法上的破产原因。 

2．简述破产申请的条件和程序。 

3．简述破产案件受理的程序。 

4．简述破产案件受理的法律效力。 

本章拓展阅读论文： 

1． 李永军：《试论破产原因》，载《政法论坛》1995年第 6期。 

2． 韩长印：《破产原因立法比较研究》，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 3期。 

3． 韩长印：破产界限之于破产程序的法律意义，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 期。 

4． 王欣新：破产原因理论与实务研究，载《天津法学》2010年第 1期。 

5． 费煊：《破产原因概念的廓清——对我国破产原因通行定义的批评》，载《学术界》2010

第 4期。 

6． 王宝发等：《破产案件受理实质要件的掌握》，载《法学杂志》1996年第 6期。 

第三章 破产管理人 

本章教学目的：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破产管理人的概念、发展演变和制度价值；理解破产管

理人的法律地位等理论问题；掌握有关破产管理人的具体制度。 

本章教学要求：要使学生理解并掌握破产管理人概念的不同称谓，破产管理人的资格，破产管

理人的选任和撤换，破产管理人的职责和报酬等。 



1309 

本章教学重点： 本章的教学重点为破产管理人法律地位的理论问题、破产管理人的职责。 

本章教学难点：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 

第一节 破产管理人概述 

一、破产管理人的概念 

（一）破产管理人，是指在破产程序中负责债务人财产的管理、处分和业务经营以及破产方案

拟定和执行的专门机构。这一概念起源于古罗马时代，并不断延续发展至今。 

（二）破产管理人概念的不同称谓： 

1.横向比较：英美法上的破产信托人、大陆法上的破产管理人、日本破产法上的破产管财人。 

2.纵向变化：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中的“破产清算组”、《民事诉讼法》的“清算组织”、

《企业破产法》中的“破产管理人”。 

知识拓展：破产管理人与《企业破产法（试行）》中的清算组的不同。 

二、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 

（一）破产管理人法律地位的学说与立法例 

1.大陆法系学说包括：代理说、职务说、破产财团代表说、管理机构人格说等；英美法系普遍

认为破产管理程序属于信托的范畴。 

2.分析各种学说：相比之下，破产财团代表说较具有合理性。 

（二）破产管理人在我国的法律地位：我国立法基本符合“职务说”。 

三、破产管理人制度的价值和意义 

1．其他法律主体不宜担当管理人：法院、破产人、债权人会议、监察人都不宜担当，需设立

独立的组织——破产管理人。 

2．管理人制度具有保证破产程序公正、效率方面的功能。 

第二节 破产管理人的资格  

一、破产管理人的积极资格 

（一）概念及立法例 

1.积极资格指法律规定担任管理人的必备条件。 

2.各国立法例借鉴： 

（1）《德国破产法》56条； 

（2）我国台湾地区《破产法》第 83条第 1款； 

（3）美国取得破产受托人的资格要件较为完善，其《破产法》第 321 条对此进行了较为完备

的规定。 

（二）我国《企业破产法》对管理人积极资格的规定。 

1.由有关部门、机构的人员组成的清算组； 

2.依法设立的社会中介机构； 

3.具有专业知识和职业资格的个人。 

二、破产管理人的消极资格 

（一）概念：依照法律规定不得担任破产管理人的人员范围。 

（二）我国《企业破产法》的具体规定 

1.《企业破产法》第 24条第 3款规定了四项不得担任破产管理人的情形。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 23 条规定了不得担任破产管

理人的五种情形。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 9条规定了不得担任破产管理

人的其他六种情形。 

三、破产管理人名册制度 

（一）制度的法律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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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企业破产法》作出了关于管理人产生的原则性的规定。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设立了管理人名册制度。 

（二）具体内容 

1． 编制管理人名册的主体：高级人民法院确定由其或者其管辖的中级法院编制管理人名册。 
2． 申请管理人资格的主体范围： 

（1） 符合规定条件的社会中介机构； 

（2） 具备专业知识、取得职业资格的人员。 

3． 程序：申请程序、审定程序及公示、备案。 

第三节 破产管理人的选任和撤换 

一、破产管理人的选任 

（一）选任概述 

1.基本原则：有利于破产案件的公平、公正、高效处理。 

2.具体方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细化了确定管理人的方式，包括：随机方式、

竞争方式、推荐方式。 

（二）选任主体 

1.我国规定由法院指定管理人。 

2.债权人会议认为管理人不能依法、公正执行职务或者有其他不能胜任职务情形的，可以申请

人民法院予以更换。 

（三）选任范围：《企业破产法》规定了三种形式的管理人，即： 

1.清算组。 

2.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3.中介机构中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 

二、破产管理人的更换 

1．《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 33条共规定了五项更换社会中介机构管理人的原因。 

2．《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 34条第 1款规定了七项更换个人管理人的原因。 

3．中介机构中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的更换参照上述规定。 

三、破产管理人的辞职 

1．一般规定： 

（1）管理人无正当理由不得辞去职务，管理人辞去职务应经人民法院许可； 

（2）无正当理由的认定，参照更换管理人的原因。 

2．人民法院决定更换管理人的： 

（1）应将决定书送达相应主体并公告； 

（2）自决定书生效次日，新旧管理人进行交接； 

（3）原管理人随时接受关于其履职期间的相关询问。 

第四节 破产管理人的职责和报酬 

一、破产管理人的职责 

（一）接管破产债务人 

1.管理人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2.非经管理人同意，任何人不得管理和处分破产债务人的财产、账册、文书、资料和印章等。 

（二）管理破产债务人的财产 

1.在清算范围内，继续破产债务人的营业； 

2．对破产债务人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决定继续履行或解除； 

3.参加有关破产债务人的财产的和解、仲裁、诉讼或其他法律程序； 

4.从破产债务人的财产中支付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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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理破产财产 

（四）变价、分配破产财产。这是核心内容，也是分配破产财产是破产程序的最终目的。 

二、破产管理人的报酬 

（一）管理人获得报酬的原因 

1.因付出劳动，而有权获得报酬。 

2.作为激励机制，各国破产法都将其列入破产费用的范畴，依法随时清偿、优先受偿。 

(二)管理人报酬的确定主体 

1.日本、台湾地区由法院确定；英国破产法则规定由债权人会议确定、贸易部确认。 

2.我国《企业破产法》规定，在由人民法院决定报酬的前提下，债权人会议拥有异议权。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 9 条规定了六种确定管

理人报酬的具体因素。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认识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 

2．管理人和清算组有何不同？  

3．简述破产管理人的职责。 

4．管理人执行职务时必须履行哪些职责？  

5．如何对管理人执行职务行为进行监督？ 

本章拓展阅读论文： 

1．王欣新：《论我国破产管理人职责的完善》，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 9期。 
2．王欣新：《论新破产法中管理人制度的设置思路》，载《法学杂志》 2004年第 5期。 
3. 李燕：《论我国破产法中管理人的法律地位》，载《当代法学》2007年第 6期。 
4．邓惠：《再论破产管理人的选任方式》，载《中国商法年刊》2007年。 
5．马存利、宿杰：《破产管理人诚信义务研究及其对我国破产立法的启示》，载《中国商法年

刊》2007年 。 
6. 毛俊伟：《论建立临时破产管理人制度——兼评我国<破产法>第 13条》,载《中国商法年刊》

2007年卷。 
7.李志强：《破产管理人民事责任论》，中国政法大学 2008年博士论文。 

第四章  债务人财产 

本章教学目的：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债务人财产的性质与范围，通过实体权利的解读培养学生深

入理解和把握破产法之通过维护债务人财产稳定进而实现企业拯救或拯救不能时实现破产财产在

全体债权人之间公平清偿的首要目标。 

本章教学要求：要使学生理解并掌握债务人财产与破产财产的关系，债务人财产的范围，与债

务人财产紧密相关的有违破产法公平清偿精神的无效破产行为的要件与样态，破产撤销权、追回权

的要件与行使，破产取回权的样态与行使，破产抵销权的行使与限制以及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范

围等。 

本章教学重点：本章教学重点为债务人财产的范围，破产无效行为与破产撤销权行使的区分，

破产追回权与取回权的适用，破产抵销权的限制，以及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的范围和清偿。 

本章教学难点：破产撤销权的要件与行使，破产取回权的样态与行使。 

第一节  债务人财产的范围 

通过维护债务人财产的稳定与安全以实现企业的拯救，在拯救无望时实现破产财产在全体债权

人之间公平清偿是破产法的首要目标。无论是在再建型程序还是破产清算程序中，维护债务人财产

的稳定都是首要的任务，因此，应准确界定债务人财产的范围。   

一、债务人财产的概念和性质 

（一）债务人财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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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破产法中以债务人财产的概念取代旧破产法中破产财产的概念。“债务人财产”是再建

主义立法理念的体现，而“破产财产”则体现了清算主义的立法理念。在破产宣告以前，债务人的

财产管理都服从于债务清理和企业拯救的目的，只有在破产宣告后，债务人财产才成为以清算分配

为目的的破产财产。两个概念无实质区别，只是对债务人拥有的财产在不同程序阶段的称谓而已。 

（二）债务人财产的性质 

1．客体说：破产财团是权力客体，其所有人为破产人。 

2．主体说：认为应将破产财团作为主体对待，又分为非法人团体说和财团法人说。 

破产财产的性质界定是自然人破产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我国企业破产法的适用范围是各类

企业 

二、债务人财产的范围 

（一）债务人财产范围的立法准则——膨胀主义与固定主义 

1．膨胀主义：破产财产的范围在破产宣告后还可以膨胀。 

2．固定主义：破产财产的范围在破产宣告时即已确定。 

我国企业破产法采取膨胀主义。 

（二）债务人财产的范围 

1．破产申请受理时属于债务人的全部财产。 

2．破产申请受理后至破产程序终结前债务人取得的财产。 

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债务人财产称为破产财产。 

三、债务人财产的保全 

为体现破产法再建主义的立法宗旨，为维护债务人财产的稳定与安全，需要采取债务人财产的

保全措施，包括无效破产行为确认制度、破产撤销权与追回权制度、破产取回权制度以及破产抵销

权制度等。 

第二节  破产撤销权与无效破产行为 

一、破产撤销权 

（一）破产撤销权的概念和立法模式 

破产撤销权是债务人财产的管理人享有的对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的法定期间内进行的欺

诈债权人或损害对全体债权人公平清偿的行为申请法院撤销的权利。日本破产法上称为否决权，台

湾地区“破产法”称为撤销权。 

各国破产法对撤销权有两种立法模式：一是列举主义模式，二是概括加列举主义模式。 

（二）破产撤销权的构成要件 

1．必须有债务人实施的有损债权人利益的行为。 

2．撤销权的行使主体是破产管理人与破产程序终结后的债权人。 

3．撤销权的行使是破产管理人的法定职责。 

4．可撤销的行为一般发生于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前的法定期间内。 

5．撤销权的行使没有固定的除斥期间 

（三）破产撤销权的行使 

1．行使主体：在破产程序中由管理人统一行使撤销权；在破产程序终结后 2 年内，债权人可

请求人民法院对可行使撤销权的财产予以追回。 

2．行使期间：在破产程序中行使撤销权没有时间限制，而在破产程序终结后 2年内才能行使。 

3．行使方式：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权之诉。 

（四）我国立法上破产撤销权的具体情形 

1．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 1年内的下列行为可撤销： 

（1）无偿转让财产；（2）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3）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

财产担保的；（4）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5）放弃债权的。 

2．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 6个月内的下列行为可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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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别债权人清偿并不能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行为。 

知识拓展：破产撤销权与民事撤销权的关系与适用 

二、无效破产行为 

（一）无效破产行为的制度价值 

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对于债务人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而为的处分其财产的行为，因其违反破

产法保护债权人清偿利益的立法宗旨而无效。破产无效行为自始无效绝对无效、当然无效。 

（二）无效破产行为 

1．无效破产行为的特征 

（1）无效破产行为不以具备破产原因为条件，无论发生于何时均无效。 

（2）无效破产行为的绝对性，确认其无效不受时间限制。 

（3）任何人均可主张破产行为无效。 

2．无效破产行为的样态 

（1）为逃避债务而隐匿、转移财产的。 

（2）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受的债务的。 

（三）个别清偿行为的无效 

注意把握企业破产法第 16条和第 32条对个别清偿行为不同的立法对待，二者区别在于个别清

偿行为的发生时间不同。 

知识拓展：破产欺诈行为与破产犯罪行为的边界 

三、管理人的追回权 

由管理人追回本应属于债务人的财产的权利为追回权。该权利存在的价值是当发生无效破产行

为或者可撤销的破产行为时，基于上述行为而取得的债务人的财产，管理人有权追回。同时在债务

人的出资人或高管人员对债务人财产有侵害行为时，管理人也有权追回。 

（一）一般追回权 

管理人的一般追回权实际是破产无效行为被确认和破产撤销权行使的法律后果，即基于对债务

人财产维护的意旨，当有人基于无效的或者可撤销的破产行为而取得债务人的财产时，管理人有权

追回。 

（二）特别追回权 

特别追回权是管理人针对债务人的出资人出资不足时要求其补缴出资的权利，以及债务人的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从企业获取的非正常收入和侵占的企业财产，管理人应当追回的

权利。 

第三节  破产取回权 

破产取回权的行使会影响到债务人财产的范围与确认，故将该节放于债务人财产一节。 

一、一般取回权 

（一）一般取回权的概念和特征 

破产取回权是破产程序开始后，财产权利人取回不属于破产财产但由管理人占有或支配的财产

的权利。其特征如下： 

1．取回权的标的物不属于破产财产。 

2．取回权的行使基础在于民法上的物的返还请求权。 

（二）一般取回权的行使 

1．行使时间：破产财产分配前应当行使。 

2．行使对象：向管理人主张行使。 

3．行使方式：只有存在争议时才需通过诉讼程序。若取回同时存在相应的给付义务，则应履

行该义务。 

4．行使标的：原则只限于原物。 

二、特别取回权——出卖人取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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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人取回权是买受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出卖人取回其已向买受人发运但买受人尚未收到且未

付清全部价款的买卖标的物的权利。其构成要件有三： 

1．买受人在收到买卖标的物前进入破产程序。 

2．出卖人已将买卖标的物发送完毕。 

3．买受人尚未付清货款。 

知识拓展：我国破产法上应否规定代偿取回权和行纪人取回权？ 

第四节  破产抵销权 

一、破产抵销权的概念和特征 

破产抵销权是在破产程序中，债权人针对其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对债务人负有的债务，向管理人

主张抵销的权利。其特征有： 

1．破产抵销权的权利人只能是债权人。 

2．破产债权人可以就不同种类的债权主张抵销。 

3．破产抵销权主要价值在于担保债权的实现。 

二、破产抵销权的行使 

（一）附期限债权的抵销 

（二）附条件债权的抵销 

（三）将来请求权的抵销 

三、破产抵销权的限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抵销： 

（一）债务人的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取得他人对债务人的债权的。 

（二）债权人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对债务人负担债务的；但

是，债权人因为法律规定或者有破产申请一年前所发生的原因而负担债务的除外。 

（三）债务人的债务人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破产申请的事实，对债务人取得债

权的；但是，债务人的债务人因为法律规定或者有破产申请一年前所发生的原因而取得债权的除外。 

第五节  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一、破产费用的概念和范围 

（一）破产费用的概念和特征 

破产费用是指在破产程序进行过程中，为全体破产债权人的共同利益所支出的费用。其特征有： 

1．破产费用发生于破产程序开始后。 

2．破产费用系为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发生。 

3．破产费用以破产企业的全部财产为担保。 

4．破产费用由破产财产随时支付。 

（二）破产费用的范围 

1．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 

2．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 

3．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 

4．如果和解、重整失败而转入破产程序，那么在和解和重整程序中发生的费用，也属于破产

费用。 

二、共益债务的概念和范围 

（一）共益债务的概念和特征 

共益债务是指在破产程序开始后，为全体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对第三人所负担的债务。其特征

有： 

1．共益债务发生于破产程序开始后。 

2．共益债务系为债权人的共同利益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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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共益债务以破产企业的全部财产为担保。 

4．共益债务由破产财产随时支付。 

（二）共益债务的种类 

1．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 

2．债务人财产受无因管理所产生的债务。 

3．因债务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 

4．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债务。 

5．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 

6. 债务人财产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 

三、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清偿 

（一）清偿的原则：从破产财产中随时支付。 

（二）清偿的顺序：若债务人财产充足，则一般是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平等清偿；若债务人财

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破产费用或者共益债务的，按照比例清偿。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债务人财产的范围及不属于债务人财产的情形。 

2．试述破产撤销权的构成要件及其行使。 

3．试述破产撤销行为与无效破产行为的区别与联系。 

4．试述追回权行使的具体情形。 

5．试述破产取回权的具体类型及其行使。 

6．试述破产抵销权的行使及其限制。 

7．试述破产费用、共益债务的范围与清偿。 

本章拓展阅读论文： 

1．蔡人俊：《解读新企业破产法撤销权制度与无效行为制度》，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

年第 6期。 

2．张颖：《破产法撤销权制度和无效行为制度的二元立法模式”，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

12期。 

3．常鹏翱：《论破产撤销权》，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 19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

公司 2001年版。 

4．李曙光、贺丹：《破产法立法若干重大问题的国际比较》，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 5期。 

5．王欣新：《破产撤销权研究》，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 5期。 

6．汪世虎：《试论破产法上的撤销权》，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 3期。 

7．李丽英：《论破产抵销权》，载《商业经济》2004年第 11期。 

8．李曙光：《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载《法制日报》2007年 9月 23日，第 011版。 

9．张艳丽：《破产保全制度的合理设置》，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 1期。 

10．王新：《破产取回权制度研究》，郑州大学 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第五章  破产程序中的债权人 

本章教学目的：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破产法上债权的范围以及代表债权人行使破产程序中相关权

利的机构，通过对债权申报具体情形的解读以及债权确认程序问题，培养学生深入理解和把握破产

法之保护债权人集体利益的精神以及债权行使的具体要求。 

本章教学要求：要使学生理解并掌握破产法上债权的内涵、特征与范围，债权申报的一般规则

与债权申报的具体情形以及债权确认，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的组成、职权、召开、决议等内

容。 

本章教学重点：本章教学重点破产债权的范围，债权申报的特殊情形，债权人会议的组成、召

集、决议及其与债权人委员会的关系等。 

本章教学难点：债权申报的特殊情形，债权人会议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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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破产法上的债权 

一、破产债权的概念和特征 

破产债权，是指因破产程序启动前的原因成立，经依法申报确认，并得由破产财产中获得清偿

的可强制执行的财产请求权。其特征有： 

(一)基于破产程序启动前的原因成立。 

(二)破产债权是财产上的请求权。 

(三)破产债权是可以强制执行的债权。 

(四)须是经依法申报并取得确认之债权。 

二、破产债权的范围 

（一）破产申请受理前发生的有财产担保或无财产担保的债权。 

（二）付款人或承兑人不知出票人进入破产程序的事实而向持票人付款或承兑产生的债权。 

（三）债权人基于合同解除而享有的在弥补实际损失范围内对债务人可用货币计算的法定或约

定债权。 

（四）债务人的受托人在债务人破产后为债务人的利益处理委托事务而发生的债权。 

（五）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以及法定补偿金形成的债权。 

（六）债务人保证人或连带债务人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后形成的债权。 

（七）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的附条件债权，在破产程序终结前所附停止或解除条件未成就的。 

（八）破产申请受理时诉讼、仲裁未决的、在破产程序终结后 2年内确定的债权。 

（九）基于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因侵权、违约而给他人造成财产损失产生的赔偿责任债权。 

第二节  债权申报 

一、债权申报的一般规则 

（一）债权申报期限：通常存在法定主义与法院酌定主义两种期限确定方式。人民法院受理破

产申请后，应当确定债权人申报债权的期限。债权申报期限自人民法院发布受理破产申请公告之日

起计算，最短不得少于三十日，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 

（二）债权申报方式：口头方式与书面方式，我国规定书面方式。 

（三）债权申报形式：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并提交

有关证据。 

（四）债权申报限制：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申报。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

报期限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是，此前已进行的分配，

不再对其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 

二、债权申报的特殊情形 

（一）连带债权的申报 

（二）连带债务人求偿权的申报 

（三）连带债务人破产时的申报 

（四）待履行合同解除之赔偿请求权的申报 

（五）善意受托人请求权的申报 

（六）票据付款人请求权的申报 

三、破产债权的确认 

（一）确认主体：人民法院。 

（二）确认范围：未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确认的债权。 

（三）确认程序：管理人审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法院裁定确认。 

第三节  债权人会议 

一、债权人会议的概念和性质 

（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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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所有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组成的维护全体债权人利益、表达债权人意志、协调债权人行为

的议事机构。 

（二）性质 

1．自治团体说 

2．债权人团体机关说 

3．事实上的集合体说 

二、债权人会议的组成——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 

三、债权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一）债权人会议的召集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由人民法院召集；以后的债权人会议，在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或者管理人、

债权人委员会、占债权总额四分之一以上的债权人向债权人会议主席提议时召开。 

（二）债权人会议的召开 

第一次会议应当自债权申报期限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召开，以后会议有权提议主体向债权人会

议主席提议时召开。 

四、债权人会议的职权 

（一）核查债权。 

（二）申请人民法院更换管理人，审查管理人的费用和报酬。 

（三）监督管理人。 

（四）选任和更换债权人委员会成员。 

（五）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六）通过重整计划。 

（七）通过和解协议。 

（八）通过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方案。 

（九）通过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 

（十）通过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 

（十一）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债权人会议行使的其他职权。 

五、债权人会议的决议 

（一）债权人会议的决议规则——人数和债权额双重比例标准 

1．一般决议事项的表决：债权人会议的决议，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

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 

2．特别决议事项的表决：（1）关于重整计划的表决；（2）关于和解协议的表决。 

（二）债权人的表决权及其限制 

1．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享有表决权。 

2．债权尚未确定的债权人，除人民法院能够为其行使表决权而临时确定债权额的外，不得行

使表决权。 

3．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未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对于特定事项不享有

表决权。 

（三）债权人会议决议的效力和撤销 

1．债权人会议的决议，对于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 

2．债权人认为债权人会议的决议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其利益的，可以自债权人会议作出决议

之日起十五日内，请求人民法院裁定撤销该决议，责令债权人会议依法重新作出决议。 

（四）特殊决议未通过时的救济——由人民法院裁定 

第四节  债权人委员会 

一、债权人委员会的概念及性质 

债权人委员会是保障债权人会议职能的实现、对破产程序和管理人执行情况进行必要监督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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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全体债权人利益的常设机构。其性质有： 

1．债权人会议代表说 

2．破产财团机关说 

3．管财人附随机关说 

二、债权人委员会的组成和解任 

债权人委员会由债权人会议选任的债权人代表和一名债务人的职工代表或者工会代表组成。债

权人委员会成员不得超过九人。债权人委员会成员应当经人民法院书面决定认可。 

三、债权人委员会的职权 

（一）监督债务人财产的管理和处分。 

（二）监督破产财产分配。 

（三）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 

（四）接受管理人实施相关行为的报告。 

（五）债权人会议委托的其他职权。 

四、债权人委员会与管理人的关系 

监督管理人的行为，有权要求其说明；管理人实施法律规定的行为时，应当向债权人委员会报

告。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债权申报的一般程序规则。 

2．试述特殊情形下的债权申报。 

3．试述债权人会议的性质与法律地位。 

4．试述债权人会议的职权。 

5．试述债权人会议的决议规则与效力。 

6．试述债权人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与职权。 

本章拓展阅读论文： 

1．贺丹：《有争议破产债权的确认—兼论我国新《企业破产法》的完善》，载《甘肃政法学院

学报》2008年第 9期。 

2．熊伟：《作为特殊破产债权的欠税请求权》，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 5期。 

3．席晓军：《试论破产管理人对破产债权的申报审核实务》，中国政法大学 2005年硕士学位论

文。 

4．许胜锋：《破产债权确认若干制度研究》，吉林大学 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5．沈建峰：《论劳动债权人的债权人会议参与权》，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9 年第 4

期。 

6．厉俊旭：《试论我国债权人会议制度》，华东政法学院 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第六章 破产重整 

本章教学目的：重整制度是预防企业破产最为积极、有效的措施，自 20世纪 70年代后期以来，

以建立重整制度为重要标志之一的破产法改革运动风靡全球。通过本章的学习，旨在使学生理解重

整制度对于拯救困境企业的价值，并进一步理解现代破产立法的特点。 

本章教学要求： 要使学生理解重整制度的理论根据，掌握重整程序启动的情形，重整期间、

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管理机构及其职权，以及重整计划在程序中的关键作用。 

本章教学重点：重整的意义、重整期间的财产和营业事务管理以及重整计划的制定、通过、批

准和执行。 

本章教学难点：法院强制批准重整计划的条件、重整中各主体的利益平衡。 

第一节 重整制度概述 

重整是指在企业无力偿债的情况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保护企业继续营业，实现债务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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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整理，使之摆脱困境，走向复兴的再建型债务清理制度。 

一、重整制度的产生 

（一）重整制度产生的原因 

（二）重整制度的历史沿革 

二、重整制度的理论根据 

（一）营运价值论 

所谓营运价值，就是企业作为营运实体的财产价值，即企业在持续营业状态下的价值。 

1．营运价值包含了资本组合的成本。 

2．营运价值包含了无形的资产和利益。 

3．企业资产在清算变价中可能存在着价值损耗。 

（二）利益与共论 

（三）社会政策论 

三、重整制度的价值 

四、重整程序与其他破产程序的关系 

第二节 重整程序的启动 

一、程序启动的情形 

（一）企业法人具备破产原因，即企业法人已经处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状态。 

（二）企业法人将要出现破产原因，即企业法人因为经营或者财务发生困难等有明显丧失清偿

能力可能的状态出现。 

二、 申请和受理 

1．重整申请人 

（1）债权人 

（2）债务人 

（3）债务人的出资人，且其出资额占债务人注册资本十分之一以上。 

2．重整申请的审查与裁定 

第三节  重整期间的营业 

一、重整期间 

重整期间，也称重整保护期间，是指重整程序开始后的一个法定期间。各国对于重整期间的规

定不同。我国《企业破产法》规定：自人民法院裁定债务人重整之日起至重整程序终止，为重整期

间。 

二、重整期间的担保物权 

在重整期间，对债务人特定财产享有的担保权的行使进行限制或者冻结，是各国重整立法的普

遍规定。目的在于避免债务人继续营业所必须的财产无法继续使用，而影响企业重整程序的基本目

标。 

我国《企业破产法》规定，在重整期间，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的担保权暂停行使。但是，

在担保物有损坏或者价值明显减少的可能，足以危害担保人权利的，即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

保权的债权缺乏充分保护的，担保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恢复行使担保权。 

三、重整营业机构 

重整期间，债务人的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管理权由谁行使，涉及到重整管理人的确定问题。我国

《企业破产法》对于债务人的财产管理和营业管理，采取了比较谨慎和灵活的两种新的方法：（1）

债务人在破产管理人监督下自行管理。（2）管理人管理，但可以聘任债务人的经营管理人员负责营

业事务。 

四、重整营业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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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的使用和处分权 

（二）资金募集的权利 

（三）待履行合同的处理 

（四）劳动合同的变更或解除权 

第四节 重整计划的制定和批准 

一、重整计划的制定 

（一） 重整计划的概念 

（二） 重整计划的制定者 

（三） 重整计划的制定和提交时间 

（四） 重整计划的内容 

二、重整计划的通过 

（一）分组表决机制 

（二）重整计划的表决 

三、重整计划的批准 

（一）正常批准 

重整计划的正常批准，是指经过关系人会议表决通过的重整计划草案，由债务人或管理人申请，

法院赋予其法律效力的行为。 

重整计划只有经法院批准，才能产生法律约束力。法院批准重整计划的前提条件，是各 

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重整计划草案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裁定批

准重整计划。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应当同时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发布公告。 

（二）强制批准 

强制批准，是指法院依照破产法规定的程序和条件对于未获得部分表决组通过的重整计划草案

予以批准并使之产生法律约束力的司法裁判行为。 

四、重整计划的效力 

（一）对债务人的效力 

（二）对债权人的效力 

（三）对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效力 

（四）程序上的效力 

第五节 重整计划的执行 

一、重整计划的执行权 

（一）不同立法例 

（二）我国破产法的规定 

二、对重整计划执行的监督 

（一）监督主体 

（二）监督主体的职责 

三、重整计划的终止执行 

第六节 重整程序的终止 

一、重整程序终止的情形 

（一）正常终止 

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时，应同时裁定终止重整程序，此为重整程序的正常终止。 

（二）提前终止 

重整程序开始后，因出现法律规定的事由，法院裁定提前终止重整程序，此为重整程 

序的非正常终止。依照我国破产法的规定，在下列情形下，法院应裁定提前终止重整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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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债务人有妨碍重整的行为 

2、未按期提出重整计划草案 

3、全部表决组为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4、法院拒绝批准重整计划 

二、重整程序终止的效力 

（一）正常终止的效力 

（二）提前终止的效力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重整的概念和意义。 

2．如何理解重整制度的理论依据？ 

3．如何理解重整制度的价值？  

4．重整期间债务人继续营业的保护包括哪些方面？ 

5．重整计划的通过和批准需要经过那些程序？ 

6．重整计划的法律效力如何？ 

7．重整程序的终止情形有哪些？ 

本章拓展阅读论文： 

1．王卫国：《论重整制度》，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 1期。 

2．汤维建：《破产重整程序研究》，载《民商法论丛》（第 5卷），北京，法律出版社。 

3．汤维建：《谈破产救济》，载《法律科学》1994年第 6期。 

4．王卫国：《论重整企业的营业授权制度》，载《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 1期。 

5．李永军：《强制和解与重整的制度差异及价值考量》，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2 年第 3

期。 

6．冯果：《公司重整制度与债权人的法律保护》，载《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 5期。 

7．王欣新，蔡文斌：《论关联企业破产之规制》，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 9期。  

8．[台]郑有为、陈漓屏：《从日本〈民事再生法〉的诞生看灿烂辉煌的二十一世纪破产法学》，

载《中原财经法学》第十期（抽印本），中原大学财经法律学系，中华民国九十二年六月出版。 

9.[日]宫川知法：《日本倒产法制的现状与课题》，载《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 2期。 

10.Jackson, Thomas H. and Scott, Robert E., “On the Nature of Bankruptcy: An Essay 

on Bankruptcy Sharing and the Creditors’ Bargain”, in Jagdeep S. Bhandari, and Lawrence 

A. Weiss, ed. Corporate bankruptcy—Economic and Leg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第七章  破产和解 

本章教学目的：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作为再建型程序之一的和解程序的相关知识，通过制度解读

把握和解程序对于企业复兴和拯救的作用。 

本章教学要求：要使学生理解并掌握和解程序的内涵与开始，和解协议的成立、生效与效力范

围，以及和解协议无效与执行终止制度。 

本章教学重点：本章教学重点和解协议的效力状态与执行终止的后果。 

本章教学难点：和解协议的成立与效力，和解协议的执行终止。 

第一节  和解制度概述 

一、和解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一）概念和种类 

和解制度是由债务人提出和解申请并提出和解协议草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法院许可

的为避免债务人破产清算的制度。其种类有： 

1．破产宣告前的和解和破产宣告后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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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破产程序上的和解与程序外和解。 

（二）特征 

1．和解以债务人向法院提出和解申请为前提。 

2．和解协议必须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 

3．和解必须经法院裁定认可才发生效力。 

二、和解申请的提出和受理 

（一）和解申请的提出 

1．申请人：债务人 

2．申请时间：不得在破产宣告后提出和解申请。 

3．申请限制：应同时向法院提交和解计划(和解协议)草案。 

（二）和解申请的受理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和解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裁定和解，予以公告，并召集债权人会议

讨论和解协议草案。 

第二节  和解协议的成立和效力 

一、和解协议的成立与生效 

（一）债权人会议对和解协议草案的决议——成立 

（二）人民法院对和解协议的裁定认可——生效 

（三）和解协议未成立或未生效的法律后果 

和解协议草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未获得通过，或者已经债权人会议通过的和解协议未获得人民

法院认可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和解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二、和解协议的效力 

（一）对债务人的效力 

（二）对债权人的效力 

（三）对保证人、连带债务人的效力 

（四）对其确定的债权的强制执行力  

第三节  和解协议的无效和执行终止 

一、和解协议的无效 

（一）和解协议无效的原因 

 因债务人的欺诈或者其他违法行为而成立的和解协议无效 

（二）和解协议无效的法律后果 

人民法院应当宣告债务人破产。 

二、和解协议的执行终止 

（一）和解协议执行终止的原因 

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和解协议的，和解债权人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时。 

（二）和解协议执行终止的法律后果 

1．人民法院裁定终止和解协议执行的，和解债权人在和解协议中作出的债权调整的承诺失去

效力。和解债权人因执行和解协议所受的清偿仍然有效，和解债权未受清偿的部分作为破产债权。

债权人只有在其他债权人同自己所受的清偿达到同一比例时，才能继续接受分配。 

2．和解协议执行终止，为和解协议执行提供的担保继续有效。 

3．和解协议执行完毕时起，按照和解协议减免的债务，债务人不再承担清偿责任。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我国和解制度的类型及其评价。 

2．试述和解申请与受理的规则。 

3．试述和解协议的成立、生效及其效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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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试述和解协议无效的原因及其执行终止的法律后果。 

本章拓展阅读论文： 

1．赵祺祺：《论破产和解制度》，西南政法大学 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 

2．余艺：《论企业破产和解与重整制度》，载《商场现代化》2006年 12月（下旬刊）总第 48

期。 

3．王雪峰：《试论破产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载《经济与法》，期刊网。 

第八章 破产清算 

本章教学目的：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破产清算的一般原理和相关的具体制度，包括破产清算

的概念、特点和范围；破产宣告的含义、情形、效力；别除权的含义与特征、权利基础、行使的法

律效力、行使的程序与方式；破产财产的清偿顺序；破产清算终结的原因及效力、破产终结后的追

加分配等。 

本章教学要求：要使学生理解破产清算程序在破产程序中的地位，掌握破产宣告的意义，了解

破产财产如何变价、别除权的行使要件、破产财产的清偿顺序以及破产程序的终结及其原因等。 

本章教学重点： 本章的教学重点为别除权的概念及行使要件、破产财产的清偿顺序、破产程

序的终结及其原因。 

本章教学难点：别除权的含义、特征与权利基础；破产清算终结的原因及效力。 

第一节 破产清算概述 

一、破产清算的概念 

1．破产清算，是指人民法院对达到破产宣告界限的债务人依法宣告其破产，由破产管理人将

破产财产进行清理、变价并最终分配给债权人的一种破产程序。 

2．破产清算的意义：意味着破产债务人不可逆转地进入破产的境况。 

二、破产清算的特点 

（一）破产清算是债权实现的特殊形式 

1.破产清算的前提是债务人存在破产原因； 

2.破产清算以债务人的全部财产作为偿债对象； 

3.破产清算的结果往往导致债务人组织体的解散。 

（二）破产清算兼顾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的利益 

（三） 破产清算是特殊的债务清理程序 

三、 破产清算的范围 

（一）破产财产 

（二）破产债权 

1.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的无财产担保的债权； 

2.有财产担保但未能优先受偿的债权； 

3.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等费用； 

4.破产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的求偿权或将来求偿权； 

5.管理人接触未履行合同时，对方当事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6.继续履行受托事务的善意受托人的请求权； 

7.票据付款人的请求权。 

四、 破产清算的性质 

1． 诉讼事件说：破产程序虽与民诉案件有所区别，但目的相同，性质应属诉讼事件。 

2． 非诉讼事件说：主张破产与民诉程序存在根本不同，性质为非讼事件。 

3． 特殊事件说：认为破产程序与诉讼程序有区别又有关联，因此主张特殊事件说以强调破产
程序的特殊性。 

第二节 破产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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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破产宣告的含义 

（一）破产宣告含义 

是指法院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法定职权，对债务人具备破产原因的事实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

认定。 

（二）破产宣告的特点 

1．职权具有专属性。 

2．对象具有特定性。 

3．破产条件具有法定性。 

二、破产宣告的情形 

法院宣告债务人破产的具体情形大致分为三类： 

1．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2．债务人请求和解不成立或和解被废止。 

3．重整程序终止。 

三、破产宣告的裁定 

（一）破产宣告的裁定 

是指法院在认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符合法定的破产宣告情形时，作出的宣告债务人破

产的法定方式。 

（二）生效时间 

破产宣告的裁定，自宣告之日起生效。 

（三）程序 

1.对于破产宣告的裁定，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破产法均允许当事人上诉。 

2.法院宣告债务人破产，应当作出正式的民事裁定书。 

3.法院裁定宣告债务人破产，除进行必要的通知外，还应当发布公告。 

四、破产宣告的效力 

（一）对破产人的效力 

1.破产企业身份出现法定消灭原因，仅在破产清算意义上存在； 

2.破产企业的财产成为破产财产； 

3.破产企业法定代表人承受破产宣告的效力并在个人人身、资格权利等方面受到影响； 

4.破产企业职工与企业订立的劳动合同依法宣告解除，成为失业人员。 

（二）对债权人的效力 

1.不得但单独提起民事执行程序； 

2.不得单独接受破产人清偿； 

3.未到期的债权视为到期。 

（三）对第三人的效力 

1.对破产企业的债务人和财产持有人的效力； 

2.破产宣告的域外效力。 

第三节 别除权 

一、别除权的含义与特征 

（一）别除权（Exemption Right）含义：是指债权人因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物权担保，

而可以不依破产程序而就该担保标的物优先受偿的权利。 

（二）别除权的法律特征 

1.别除权的基础是在破产申请受理以前成立的设立了担保的债权。 

2.别除权的标的物是不属于破产财产的特定财产。 

3.别除权是不依破产清算程序的优先受偿权。 

二、别除权的权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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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陆法系的规定较为宽泛，除包括一般担保物权外，还包括典权、让与担保所有权等；英

美法系的规定则主要是指担保物权。 

2．我国现行破产法的规定与英美法系的规定相似，主要包括抵押权、质权、留置权。 

三、别除权的行使 

（一）别除权行使的程序与方式 

1.别除权人申报债权。 

2.别除权须经有权机关承认。 

3.别除权人依法律规定的程序处分标的物优先清偿。 

4.别除权的行使不受破产清算程序和和解程序的限制。 

（二） 别除权行使的法律效力 

1.别除权人行使别除权后，如果别除权标的物的价款超过所担保的债权数额，超过的部分应纳

入破产财产。 

2.别除权人行使别除权后，如果其有担保的债权数额超过了别除权标的物的价款，未受清偿的

部分不能再行使别除权，而只能作为破产债权，依破产清算程序从破产财产中按比例受偿。 

3.别除权人消极行使别除权，即放弃别除权后，别除权转化为破产债权，依破产清算程序参加

破产分配，别除权的标的物转化为破产财产，用以清偿破产债权。 

第四节 破产变价和分配 

一、破产变价 

（一）破产财产变价的概念和特征 

1.概念：是指管理人为便于清算分配，通过合法方式将非货币的破产财产出让，使之转化为货

币形态的过程。 

2.特征： 

（1）破产财产的变价由管理人负责。 

（2）实现破产财产价值的最大化。 

（二）破产财产变价的程序 

1.破产财产变价方案的拟定。 

2.破产财产变价方案的通过：变价方案的生效途径共有两种，即由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和人民

法院裁定通过。 

3.破产财产变价方案的执行：即破产管理人适时变价出售破产财产。 

（三）破产财产变价的方式和方法 

1.破产财产变价方式，应当通过拍卖进行。 

2.破产财产变价的方法，可以采用整体变价、部分变价和单独变价等方法。 

二、破产分配 

（一）破产分配的概念和特征 

1.概念：破产分配是指管理人依法律规定，将变价后的破产财产在债权人之间进行公平清偿。 

2.特征： 

（1）破产财产分配的实施者为管理人。 

（2）破产财产分配的受偿对象为破产债权人。 

（3）破产财产的分配以现存的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为限。 

（4）破产财产的分配应依照法定的清偿顺序和程序进行。 

（二）破产财产分配的程序 

1.制定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包括： 

（1）可供分配的财产数额、来源和基本状况； 

（2）债权清偿顺序、各顺序的种类和数额； 

（3）破产债权总额和清偿比例；破产分配的方式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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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将来能够追回的财产拟进行追加分配的说明； 

（5）特别说明事项。 

2.通过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3．裁定认可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债权人会议通过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管理人应报请人民

法院裁定。 

4.执行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1）经人民法院裁定的破产分配方案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管理人应当立即执行。 

（2）管理人应公告分配方案，并通知债权人受领分配的时间、地点。 

（3）破产财产分配程序终结后，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 

（三）破产财产分配的顺序 

1.破产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

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2.破产人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破产人所欠税款； 

3.普通破产债权。 

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 

（四）破产财产分配的方式 

1.法律依据：《企业破产法》第 114条。 

2.我国在破产财产的分配以货币分配为原则、以现货分配为例外。 

（五）关于破产财产分配的几个特殊问题 

1.附条件债权分配额的处理。 

2.未受领分配额的处理。 

3.诉讼、仲裁未决债权分配额的处理。 

4.有异议债权分配额的处理。 

第五节 破产清算的终结 

一、破产清算终结的原因及效力 

（一）破产程序终结概念 

是指在破产程序进行过程中发生法律规定的应当终止破产程序的原因时，由法院裁定结束破产

程序。 

（二）破产程序终结的不同原因及效力 

1． 破产程序因破产财产分配完毕而终结。 

（1）债务人企业的法律人格归于消灭； 

（2）对破产的自然人来说，尚未清偿的债务不再清偿。 

2． 因债务人能够执行和解协议而终结破产程序。 

（1）破产人重新获得对自己财产的处分权； 

（2）和解债权人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只能取得和解协议所规定的清偿利益，而不得对破产人

主张和解协议外的利益。 

3． 破产程序因重整计划执行完毕而终结。 

4． 破产程序因破产财产不足支付破产费用而终结。 

（1）债务人企业财产不足而致破产程序终结后，管理人应当办理债务人注销登记等相关法律

手续； 

（2）债务人的法律人格彻底消灭。 

5． 破产程序因全体债权人同意废止而终结。 

（1）破产人恢复对其财产的占有和管理处分权； 

（2）对债权人“不依破产程序不得行使债权”的限制被取消，债权人被允许对破产人个别行

使权利，并可利用破产人未提出异议的债权表的记载作为有执行名义的债权，请求强制执行。 



1327 

（3）破产宣告前开始的强制执行程序程序的中止恢复效力。 

二、破产终结后的追加分配 

（一）概念 

追加分配，是指在最后分配完毕乃至破产程序终结后，又发现了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经法院

许可而进行的分配。 

（二）追加分配的具体制度 

1.追加分配的财产来源： 

（1）破产人实施破产无效行为所转让的财产； 

（2）破产人实施破产可撤销行为所减少的财产。  

（3）破产程序中因纠正错误支出而收回的款项。 

（4）权利被承认而追回的款项。 

（5）债权人放弃的财产。 

（6）破产程序终结后实现的财产权利。 

（7）发现破产人有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的。 

2.追加分配的执行者是人民法院。 

3.追加分配的除斥期间： 

（1）以破产程序终结后二年为限。 

（2）该期间是固定的，自破产终结之日起计算，不得延长或中止。 

4.财产的分配，作为破产分配的一部分，同样应符合法定的程序。 

5.追加分配还应遵守法定的清偿顺序和清偿比例。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破产宣告对债权人与债务人的法律效力。 

2．简述别除权的概念与法律特征。 

3．简述破产债权的清偿顺序。  

4．不同性质的别除权并存时各项权利间的清偿顺序应如何确定？ 

5．简述我国破产法中引起破产程序终结的原因。 

本章拓展阅读论文： 

1. 李永军：《破产法的程序结构与利益平衡机制》，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 1期。 
2．杨振山：《破产程序中的财产管理制度》，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 6期 。 
3．柳经纬：《从新旧破产法比较看对破产债权的保护》载《法治论坛》2008年第 2期。  
4. 刘黎明、田鑫：《美国破产法之偏颇清偿制度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兼论我国新破产法第

32条及相关条款》，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 3期。 
5．胡少华：《美国<破产法>改革的意义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载《上海金融》2009年第 1期。 
6. 史若静：《清算人与清算组关系的探讨》，载《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 34期。 
7. 韩长印：《企业破产立法目标的争论及其评价》，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 5期。 

第九章 破产法律责任 

本章教学目的：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掌握《企业破产法》上的破产违法行为种类，能够以主

体为线索梳理出破产法上不同的主体的破产违法行为，掌握破产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 

本章教学要求：学生应当了解我国《破产法》中关于破产违法行为的规定及违法者所应承担的

各类责任，进而思考我国破产责任制度不足与完善。 

本章教学重点： 本章的教学重点为《企业破产法》上的破产违法行为种类、破产民事责任。 

本章教学难点：《企业破产法》上的破产违法行为种类、破产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 

第一节 破产违法行为 

破产责任的承担，需以破产违法行为为前提。《企业破产法》列举了破产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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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违反说明义务 

1．破产法上的违反说明义务的概念。 

2．我国实定法上的规定：《企业破产法》第 126条、第 131条。 

3．违反说明义务的行为特征：行为的主体身份特定性；主观故意性；客观表现。 

二、违反提交义务 

1．破产法上的违反提交义务的概念。 

2．我国实定法上的规定：《企业破产法》第 127条、第 131条。 

3. 违反提交义务的特征：行为的主体身份特定性；主观故意性；客观表现。 

三、欺诈破产行为 

1．破产法上欺诈破产行为的概念。 

2．我国实定法上的规定：《企业破产法》第 128条、第 131条。 

3. 欺诈破产行为的特征：行为的主体为债务人；主观故意性；客观表现。 

四、违反忠实、勤勉义务 

1．破产法上违反忠实、勤勉义务的概念。 

2．我国实定法上的规定：《企业破产法》第 125条、第 131条。 

3．规定忠实、勤勉义务的意义：针对企业内部人所作出的追责机制。《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对应了新《公司法》、新《证券法》规定的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应尽的忠实义务、勤勉义务以及

《刑法修正案(六)》规定的虚假破产罪。 

五、违反行动限制 

1．破产法上的违反行动限制的概念。 

2．违反行动限制的特征：行为的主体身份特定性；主观故意性；客观表现。 

六、破产渎职行为 

1．破产法上破产渎职行为的概念。 

2．我国实定法上的规定：《企业破产法》第 130条。 

3. 破产渎职行为的特征：行为的主体身份特定性；主观过失性；客观表现。 

课堂讨论：以主体为线索梳理出破产法上不同的主体的破产违法行为。 

第二节 破产法律责任 

一、破产民事责任 

（一）破产民事责任的概念 

（二）破产民事责任内容 

1.赔偿损失： 

（1）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损害赔偿责任； 

（2）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损害赔偿责任； 

（3）管理人的损害赔偿责任。 

2.返还财产： 

（1）《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取回权隐含着相对方的财产返还责任。 

（2）法条规定：《企业破产法》第 34、36条。 

3．民事责任的追究： 

（1）主张权利的主体； 

（2）追究责任的时间； 

（3）追究后的财产归属。 

二、破产行政责任 

（一）原破产法规定的行政处分 

（二）现行法的规定 

1.我国目前《公司法》、《企业破产法》对破产责任人采取的行政处罚为行为罚，对资格限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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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进行了规定。 

2.我国法律的制裁力度相对较轻，导致实践中出现“穷庙富方丈”的现象。 

三、破产刑事责任 

（一）破产犯罪的类型及立法例 

1.破产犯罪类型： 

（1）针对破产财产的犯罪； 

（2）妨碍破产程序进行的犯罪。 

2.主要罪名： 

欺诈破产罪；过怠破产罪；第三人欺诈破产罪；破产贿赂罪；破产义务违反罪。 

3.立法例： 

(1)将破产犯罪的规范规定于刑法典中； 

(2)将破产犯罪的规范规定于破产法中。 

(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破产犯罪及刑事责任： 

虚假破产罪；妨害清算罪；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等。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我国现行破产法律责任的规定，并分析其不足。 

2．试论欺诈破产行为的构成要件及其法律责任。 

3．分析破产程序中各种破产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 

4．我国法律是如何对破产犯罪进行规定的？ 

本章拓展阅读书目：  

1．王利明：《破产立法中的若干疑难问题探讨》，载《法学》2005年第 3期。 
2．李永军：《破产犯罪的比较研究》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 2期。  

3. 潘家永：《虚假破产罪探析——兼论破产犯罪的相关问题》，载《政法论坛》2008年 2期  

4. 甘培忠、赵文贵：《论破产法上债务人高管人员民事责任的追究》，载《政法论坛》2008年

第 2期。 

5. 孙宏友、昝俊敏：《英美董事个人在破产中所担民事责任及对我国完善<破产法>的启迪》，

载《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 3期。 

本课程总参考书目： 

1. 王卫国：《破产法》，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9年版。 

2. 王卫国：《中国证券法破产法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3. 王卫国：《破产法精义》，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 

4. 邹海林：《破产程序和破产实体法实体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5年版。 

5. 沈达明，郑淑君：《比较破产法初论》，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 

6. 李永军：《破产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 

7. 李永军：《破产重整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8. 李永军，王欣新，邹海林著：《破产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9. 付翠英编著：《破产法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10. 王欣新主编：《破产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11. 王欣新：《破产法专题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12. 汪世虎：《公司重整中的债权人利益保护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年版。 

13. 程春华：《破产救济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14. 齐树洁主编：《破产法》，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15. 范健，王建文：《破产法》，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  

16.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破产法立法指南》（中文版），联合国，纽约，2006。 

17. [美]大卫⋅G⋅爱泼斯坦，史蒂夫⋅H⋅尼克勒斯，詹姆斯⋅J⋅怀特著：《美国破产法》，韩长印等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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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韩长印主编：《破产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19. 汤维建：《破产程序和破产立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 

20. 汤维建：《新企业破产法解读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年版。 

21. [台]陈荣宗：《破产法》，（台）三民书局 1986年版。 

22. [日]伊藤真：《破产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 

23. [日]石川明：《日本破产法》，何勤华、周桂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24. 丁昌业译：《英国破产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5. 李飞主编：《当代外国破产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年版。 

26. 周放生主编：《国企债务重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27. 周小川主编：《重建与再生—化解银行不良资产的国际经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年版。 

28. 潘琪：《美国破产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9. [美]斯图尔特C.吉尔森：《企业破产、收购及分拆案例研究—重组企业，创造价值》，沙

飞，范铭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 

30. Jagdeep S.Bhandari, and Lawrence A.Weiss,ed.Corporate Bankruptcy—Economic and Legal 
Perspectiv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31. Thomas H·Jackson,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Bankruptcy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2. James A. Pusateri, Karen S. Kressin, James J. O’malley, Small Business Bankruptcy 

Reorganizations, Beard Books, Washington, D.C. 2005. 
33. Baird & Jacson, Case, Problems, and Materials on Bankruptcy, Little, Brow and Company,1985. 
34. Philip R. Woo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Insolvency”, Sweet & Maxwell, London, 1995. 
35. Douglas G. Baird, Theodore  Eisenberg, Thomas H. Jackson, Commercial and 

Debtor—Creditor Law，NewYork Foundation Press,1998. 
 

中日双语公司法 
Sino Japanese bilingual Company Law 

课程号：4020202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商法专业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培养比较法人才，比较分析的思维；2、与学科的国际化接轨，直接

链接到日本的公司法课，尤其是准备赴日留学的同学需要选修；3、培养双语人才。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公司法基础知识、日本导入的大

陆法系公司法理念与英美判例原理，了解我国公司法与日本公司法中的相关概念，为今后的比较法

研究以及赴日留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入门日语与专业单词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协调日语入门与已有初级以上水准的学生的日语能力。 

2．结合公司法内容与日语 50音图的讲授，挑选相关单词讲授为日后的教学做铺垫。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文化与制度之间的关系。 

2．掌握日语字母，单词，逐渐做到可以阅读资料，并能述说简单日常会话。 

3．插入外籍教师的课，深入了解日本文化与公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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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 

复习每节课的新单词（靠自觉）；每学期推荐一部跟法律有关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课外自  

觉看。 

知识单元 2：公司法专业概念与制度理念（中日法规比较） 

参考学时：28学时 

学习内容： 

1． 扼要介绍从公司设立，运营，解散清算为止的所有制度。 

2． 介绍日本公司法的最新修改。 

3．结合日本与国内案例作比较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的制度变迁，制度移植过程中的问题点，正确的学习法条以及背景。 

2．掌握比较分析方法，避免学生盲目倡导移植国外制度的弊端。掌握日语与公司法知     识

点，可以在本课堂重新复习一遍公司法。无论是考司法考试的同学还是立志写论文的同学，本课堂

对大家而言是一个深入并细化知识点的过程。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日语入门知识，公司与公司法，公司类型等 2 中日文结合，中文说明 

2 日语入门知识， 公司设立 2 中日文结合，中文说明 

3 日语入门知识，法人格否认制度等结合专题 2 中日文结合，中文说明 

4 公司的能力 2 中日比较讲授 

5 
公司资本制度-最低资本金的理念，结合资本三大

原则 
2 

取消最低资本金制度与保

留时的制度差异 

6 公司资本制度-新股发行，增资等 2 
授权资本制模式与法定资

本制模式的不同 

7 公司资本制度-股份回购，减资等 2 
股份回购的放宽与禁止制

度差异 

8 公司资本制度-种类股制度 2 与日本种类股制度比较 

9 公司组织机构-治理结构 2 中日治理结构的异同 

10 股东大会决议瑕疵诉讼 2 中日制度比较 

11 股东代表诉讼-董事责任 2 中日法条比较分析 

12 
公司重组-合并，控股公司模式（股份转移，股份

交换） 
2 

新创设的控股公司模式是

重点，合并无效制度的说明 

13 公司重组-分立 2 
着重说明物的分立与人的

分立的区别 

14 公司重组-事（营）业转让 2 

重点说明营业转让的性质，

营业转让中产生的债权与

债务问题 

15 公司解散 2 中日比较 

 随堂讲座（结合留学内容，根据热点问题决定） 2 随时通知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已修过公司法的学生和未修过公司法的学生均可以选择。从基础知识讲授开始深入到比

较公司法知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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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了解日本公司法的制度，诉讼模式，制度与判例的结合。 

难点：新修改的制度部分是难点。比如：治理结构的多样化；制度理念与现实修改冲突；部分

日语单词。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中文说明，讲授日语知识以及专业单词。 

2.教学助手课下指导的方式结合。 

教学手段： 

1.投影，视频资料的结合。 

2.随堂讲座结合的模式。 

……………… 

4、课程自主学习 

2课时。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6、教材选用 

漫画《公司法（日文）》，供 PDF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赵旭东等编著、陈景善译、《中国公司法（日）》，日本成文堂出版社，基于 2006年第 2版

翻译（国家社科外译项目成果）。参考原著课外学习。因该书日文版价格比较高提供 PDF 版供大家

参考。 

（二）推荐参考书 
1. 上村达男著，陈景善译，《公司法改革》，法律出版社，2015年 1月 。 

2. 前田庸著，王作全译，《公司法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月 第 1版。  

执笔：陈景善  审稿：×××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8日 

 

经济法学研讨课 
Seminaron on Economic law 

课程号：4020300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深入理解经济法总论及分论的知识；2、学会学习经济法总论与分论

的方法；3、掌握经济法总论与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制度选择与原理依据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与现实制度的分析研讨，结合现实中的具体事例或案例分析，使学

生掌握经济法总论与分论的基础知识、特殊的基本原理，为实现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刑法在

现实中调整特殊经济法律关系的分工与协作奠定必要的理论与技能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32学时 
知识单元 1：经济法总论内容的研讨 

参考学时：10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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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内容： 

1．以具体的事例说明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背景原因的差异性 

2．以具体的案例研讨中国经济法依存背景及其内容与功能的特殊性分析 

3、归纳总结经济法的涵义与特征、理念与基本原则 

4、及具体的案例或事例研讨说明经济法法律关系及执法、司法、责任制度的特殊性 

学习目标： 

1．深入了解并感悟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核心源动力及其依存背景的差异性 

2．理解经济法的基本涵义特征、理念与基本原则，通过经济法律关系的特殊性及司法执法责

任制度的特殊性，明析经济法立法的特殊原理与民商行政法的分工协作关系、在具体制度与案例、

事例中的特殊性表现。 

作业： 

1、以事例分析说明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背景原因的差异性？ 

2．以具体实例分析有关中国经济法依存背景及其内容与功能特殊性 

3、以具体的制度论证经济法的涵义与特征、理念与基本原则 

4、归纳总结经济法法律关系及执法、司法、责任制度的特殊性 

5、以实例说明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核心源动力的异同？ 

6、通过相关的制度或案例，解析经济法立法的特殊原理及与民商行政法的分工协作关系。（如

“五月花”爆炸案；“高通”反垄断处罚案） 

知识单元 2：经济法分论内容的研讨 

参考学时：22学时 

学习内容： 

1、宏观调控法的基本法律制度体系 

2．市场介入（监管）法的基本法律制度体系 

3、市场规制法的基本法律制度体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并学会分析经济法特殊依存背景下的特殊功能与作用及与民商行政、刑法等部门法相

辅相成的制度，在解决实践问题中的基本原理与具体的过程与经验。 

2．掌握经济法作为调整特殊经济法律关系时有关制度的基本内容，结合具体的案例与事例，

通过分析研讨现实中的具体事件或案例与事例，实现对既有宏观调控法的风险预防性、市场介入（监

管）法的事中风险化解性、市场规制法的事后纠纷应对性相关理论与制度的完善建议。 

作业： 

1、以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理及其制度特点，解析当下规范国民经济运行的制度原理 

2、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财税法》宏观调控的制度及其领域的变化及其效果分析。 

3、结合具体的实例，分析《预算法》的宏观调控基本原理及其实践后果 

4、通过相关材料的分析，归纳《国有资产法》宏观调控法的制度特点及其外部性。 

5、通过互联网金融、大数据、分享经济中的具体风险归纳，说明以金融货币手段进行宏观调

控的制度特点 

6、以央行的货币政策手段为例，说明《中央银行法》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原理及其制度

特点 

7、以互联网加或加互联网、大数据、分享经济为例，分析《商业银行法》在履行宏观调控职

能中的基本原理及其制度手段措施 

8、结合 21世纪新经济下金融业的改革实例，说明《政策性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的基本原理及

其策略的变迁 

9．以具体的监管制度为例，结合具体的案例或事例分析说明互联网金融前提下的市场介入（监

管）法原理及其制度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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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以具体的行业事例或案例，分析说明“一行三会” 的介入（监管）原理及其制度的特点 

11、以产业或商品市场的实例或案例为例，分析说明市场规制法市场介入（监管）法的介入（监

管）原理及其制度特点 

12、以互联网+与加互联网、大数据、分享经济下的具体制度或实例，分析说明《反不正当竞

争法》基本原理与制度的变迁。 

13、以互联网+与加互联网、大数据、分享经济下的具体制度或实例，分析说明《反垄断法》

基本原理与制度的变迁？ 

14、结合现实中的案例，分析归纳《消法》与《产品质量法》实施中的基本原理与制度特点？

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特殊原理与制度特点及其效果。 

15、结合具体的制度与实施效果，分析说明《产品召回》与《食品安法》的基本原理与制度特点、 

16 以具体的案例或事例，分析说明《价格法》与《广告法》的基本原理与制度特点及现实中

的规制效果。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以事例分析说明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背景原

因的差异性 
2  

2 
以具体的事例分析有关中国经济法依存背景及

其内容与功能特殊性 
2  

3 
以具体的制度论证经济法的涵义与特征、理念

与基本原则 
2  

4 
结合具体的案例或事例归纳总结经济法法律关

系及执法、司法、责任制度的特殊性 
2  

5 
结合实例说明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的核心源

动力的异同？ 
2  

6 
以具体的制度或案例，解析经济法立法的特殊

原理及与民商行政法的分工协作关系。（如“五

月花”爆炸案；“高通”反垄断处罚案） 

2  

7 
通过具体的事例以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理及其

制度特点，解析当下规范国民经济运行的制度

原理 

2  

8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结合相关的材料或事例

分析，《财税法》或《预算法》或《国有资产法》

宏观调控的制度及其领域的变化及其效果分

析。 

2  

9 
以央行的货币政策手段为例，说明《中央银行

法》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原理及其制度特

点 

2  

10 

结合 21世纪新经济下金融业的改革实例，以互

联网加或加互联网、大数据、分享经济为例，

分析说明《商业银行法》或《政策性银行》在

履行宏观调控职能中的基本原理及其制度手段

措施及其策略的变迁。 

2  

11 
以具体的监管制度为例，结合具体的案例或事

例分析说明互联网金融前提下的市场介入（监

管）法原理及其制度的变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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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以互联网+与加互联网、大数据、分享经济下的

具体制度或实例，分析说明《反不正当竞争法》

基本原理与制度的变迁。 

2  

13 
以互联网+与加互联网、大数据、分享经济下的

具体制度或实例，分析说明《反垄断法》基本

原理与制度的变迁？ 

2  

14 

结合现实中的案例，分析归纳《消法》与《产

品质量法》实施中的基本原理与制度特点？金

融消费者保护的特殊原理与制度特点及其效

果。 

2  

15 
结合具体的制度与实施效果，分析说明《产品

召回》与《食品安法》的基本原理与制度特点、 
2  

16 
以具体的案例或事例，分析说明《价格法》与

《广告法》的基本原理与制度特点及现实中的

规制效果。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商法、经济法总论 

后续课程：信托、法与经济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经济法的基本理念与原则、经济法律关系的特属性、经济法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的特殊性。 

难点：矫正与分配正义、二元结构与多元解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团体本位与社会本位，

宏观调控、市场介入、市场规制的特殊性，即经济性、时空性、政策性、综合性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根据内容的不同可以选择 

1.教师为主的互动式教学方法：教师讲授、学生提问的双向互动 

2.学生为主的互动式教学方法：同学讲述、教师评析的多向互动 

教学手段：根据研讨的内容具体选择 

1.视频、模拟法庭、小品展示与各界人士共同评议 

2.新闻发布会、专家论证、市场听证会、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模拟法庭、教室能上网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电子邮件或微信群联络、预习指导、沟通交流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与考查相结合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写作能力、随

堂检测；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建议自主编写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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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参考书 
1、《 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作者：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2、《大数据时代》，作者：[英]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2013年 1月 1日浙江人民出版社 
3、《价值观的力量》，作者(美)梅格·惠特曼，琼·汉密尔顿，机械工业出版社 
4、《零边际成本社会》，作者：杰里米·里夫金 2014年 10月中信出版社 
5、《什么是人智学》：鲁道夫·斯坦纳及其人智学思想《全球教育展望》2007年 第 C00期 | 彭

莉莉   上海市西南工程学校 上海 201100  
  执笔：郑俊果 审稿：薛克鹏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日 

 

社会保障法 
Social Security law 

课程号：4020300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社会保障法的概念、特征、基本原则和法律渊源；2．了解国内

外社会保障法的历史发展和趋势；3．理解和掌握社会保险法律关系的理论与实践；4．了解和掌握

养老保险法的主要内容；5．了解和掌握医疗保险法的主要内容；6．理解和掌握工伤保险法的主要

内容；6．掌握失业保险法的主要内容；7．了解和掌握生育保险法的主要内容；8．了解和掌握社

会保险基金、社会保险经办和监督制度；9．了解和掌握社会福利法的主要内容；10．了解和掌握

社会救助法的主要内容；11．了解和掌握社会优抚法的主要内容；12．了解和掌握社会保障争议处

理机制。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社会保障法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社会保障法基础理论、社会保险法律关

系、社会保障法基本原理和各项具体制度，了解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社会

优抚等基本概念，为劳动法律诊所、社会保障法案例研习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和法律知识基

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社会保障法概述.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保障法的概念和特征； 

2．社会保障法的基本原则（公平和效率相结合的原则、生存保障与发展促进相结合原则、普

遍保障与特殊保障相结合原则、社会责任、国家责任与自己责任相结合原则）； 

3．社会保障法的法律渊源（正式渊源和非正式渊源）； 

4．社会保障权； 

5．社会保障法的功能、体系及地位； 

6．社会保障法的历史发展。 

学习目标： 

1．掌握社会保障法的概念和特征； 

2．掌握社会保障法的基本原则； 

3．掌握社会保障法的法律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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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掌握社会保障权的性质和内容； 

5．了解社会保障法的功能、体系及地位； 

6．了解社会保障法的历史发展。 

作业： 

1．分析社会保障法的渊源及其适用顺序； 

2．分析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关系； 

3．分析社会保障法的社会法属性； 

4．分析当代社会保障法的面临的挑战和发展趋势。 

知识单元 2：社会保险法基础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保险的概念和特征； 

2．社会保险法的概念、特征； 

3．社会保险法的调整对象和内容体系； 

4．社会保险法的基本原则（普遍性原则、生存权保障原则、可持续原则、强制性原则、公平

和效率相结合原则等）； 

5．社会保险法律关系的内容（社会保险费征缴法律关系、社会保险待遇给付法律关系）。 

学习目标： 

1．掌握社会保险的概念和特征； 

2．掌握社会保险法的概念和特征； 

3．了解社会保险法的调整对象和内容体系； 

4．掌握社会保险法的基本原则； 

5．掌握社会保险法律关系。 

作业： 

1．如何理解社会保险法的社会法属性？ 

2．分析社会保险费征缴法律关系和社会保险待遇给付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 

知识单元 3：养老保险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养老保险的概念和特征； 

2．养老保险的制度类型（保险型、福利型、基金积累型）； 

3．养老保险法的历史发展； 

4．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5．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 

6．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学习目标： 

1． 掌握养老保险的概念和特征 

2．了解养老保险的制度类型； 

3．了解养老保险法的历史发展； 

4．掌握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5．掌握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 

6．了解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作业： 

1．分析养老保险不同制度类型的利弊。 

2．如何完善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制度。 

知识单元 4：医疗保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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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医疗保险的概念与特征； 

2．医疗保险的制度类型（自愿保险型、强制储蓄型、社会保险型、全民福利型）； 

3．医疗保险法的历史发展； 

4．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5．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6．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学习目标： 

1．掌握医疗保险的概念与特征； 

2．了解医疗保险的制度类型； 

3．了解医疗保险法的历史发展； 

4．掌握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5．掌握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6．掌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作业： 

1．分析医疗保险不同制度类型的利弊。 

2．如何完善医疗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制度。 

知识单元 5：工伤保险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工伤保险的概念和特征； 

2．工伤保险法的历史发展； 

3．工伤保险基金； 

4．工伤认定； 

5．劳动能力鉴定； 

6．工伤保险待遇（工伤医疗期间待遇、工伤致残待遇、工亡待遇）。 

学习目标： 

1．了解工伤保险的概念和特征； 

2．了解工伤保险法的历史发展； 

3．掌握工伤保险基金； 

4．掌握工伤认定； 

5．掌握劳动能力鉴定。 

6．掌握工伤保险待遇。 

作业： 

1．工伤认定的情形及其排除情形有哪些？ 

2．工伤保险待遇中工伤保险基金支付和用人单位支付的各有哪些？ 

3．分析工伤保险待遇先行支付制度 

4．分析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和工伤保险待遇的关系。 

知识单元 6：失业保险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失业保险的概念和特征； 

2．失业保险法的历史发展； 

3．失业保险法的适用范围； 

4．失业保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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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失业保险待遇（失业保险金等）。  

学习目标： 

1．掌握失业保险的概念和特征； 

2．了解失业保险法的历史发展； 

3．掌握失业保险法的适用范围； 

4．掌握失业保险基金； 

5．掌握失业保险待遇。 

作业： 

1．失业保险法的适用范围包括哪些？ 

2．失业保险待遇的给付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知识单元 7：生育保险法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掌握生育保险的概念和特征； 

2．了解生育保险法的历史发展； 

3．掌握生育保险法的适用范围； 

4．掌握生育保险基金； 

5．掌握生育保险待遇。 

学习目标： 

1．掌握生育保险的概念和特征； 

2．了解生育保险法的历史发展； 

3．掌握生育保险法的适用范围； 

4．掌握生育保险基金； 

5．掌握生育保险待遇（生育休假、生育津贴、医疗护理费）。 

作业： 

1．生育保险待遇的给付需要满足哪些条件？ 

2．生育保险待遇包括哪些内容？ 

知识单元 8：社会保险基金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保险基金的概念； 

2．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方式（现收现付还是完全积累，征费还是征税）； 

3．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机关（社保经办机构、税务机关）； 

4．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程序（登记、申报、缴纳）； 

5．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预算决算管理、收支管理、账户管理、投资管理等）； 

6．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学习目标： 

1．掌握社会保险基金的概念； 

2．了解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方式； 

3．掌握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机关； 

4．掌握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程序； 

5．掌握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 

6．了解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作业： 

1．分析社会保险基金通过税或费方式筹集的利弊。 

2．分析社会保险基金与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关系。 



1340 

知识单元 9：社会保险经办和监督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保险经办的概念； 

2．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职责（办理登记、支付待遇、管理数据、提供服务等）； 

3．社会保险监督的概念； 

4．社会保险监督的体系（含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等）。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保险经办的概念； 

2．掌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职责； 

3．了解社会保险监督的概念； 

4．掌握社会保险监督的体系。 

作业： 

1．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职责有哪些？ 

2．如何完善社会保险监督体系？ 

知识单元 10：社会福利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福利的概念和特征； 

2．社会福利法的历史发展； 

3．公共福利（含教育福利、卫生福利、住房福利、文化体育福利等）； 

4．集体福利（单位福利，含福利设施、福利服务、福利补贴等）； 

5．专门福利（特殊群体福利，含妇女福利、儿童福利、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等）。 

学习目标： 

1．掌握社会福利的概念和特征； 

2．了解社会福利法的历史发展； 

3．掌握公共福利制度； 

4．了解集体福利制度； 

5．掌握专门福利制度。 

作业： 

1．分析社会福利概念的广义和狭义用法。 

2．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的区别是什么？ 

知识单元 11：社会救助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救助的概念和特征； 

2．社会救助法的历史发展； 

3．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

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 

4．特困人员供养（对象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

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以及未满 16 周岁的未

成年人）； 

5．受灾人员救助（对象为基本生活受到自然灾害严重影响的人员）； 

6．专项救助（含医疗救助、教育救助、住房救助、就业救助等）； 

7．临时救助（含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等）。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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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社会救助的概念和特征； 

2．了解社会救助法的历史发展； 

3．掌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4．了解特困人员供养制度； 

5．掌握受灾人员救助制度； 

6．掌握专项救助制度； 

7．掌握临时救助制度。 

作业： 

1．分析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的区别。 

2．分析社会救助的体系。 

知识单元 12：社会优抚法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优抚的概念和特征； 

2．社会优抚法的历史发展； 

3．社会优待（含烈士遗属优待、义务兵优待、家属随军优待、残疾军人优待等）； 

4．社会抚恤（含死亡抚恤、残疾抚恤）； 

5．安置保障（含退役安置、离退休安置）。  

学习目标： 

1．掌握社会优抚的概念和特征； 

2．了解社会优抚法的历史发展； 

3．掌握社会优待制度； 

4．掌握社会抚恤制度； 

5．掌握安置保障制度。 

作业： 

1．社会优抚和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的区别是什么？ 

2．烈士遗属享受哪些抚恤待遇？ 

知识单元 13：社会保障争议处理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保障争议处理的概念和特征； 

2．社会保障争议处理的方式：调解； 

3．社会保障争议处理的方式：民事诉讼； 

4．社会保障争议处理的方式：仲裁、行政裁决、行政监察、行政复议； 

5．社会保障争议处理的方式：行政诉讼。 

学习目标： 

1．掌握社会保障争议处理的概念和特征； 

2．了解社会保障争议处理的调解方式； 

3．掌握社会保障争议处理的民事诉讼方式； 

4．掌握社会保障争议处理的仲裁、行政裁决、行政监察、行政复议方式； 

5．掌握社会保障争议处理的行政诉讼方式。 

作业： 

1．分析社会保障争议处理中公法机制和私法机制的关系。 

2．分析设置社会保障争议专门法院或法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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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社会保障法概述. 6  

2 社会保险法基础理论 6  

3 养老保险法 2  

4 医疗保险法 2  

5 工伤保险法 4  

6 失业保险法 2  

7 生育保险法 1  

8 社会保险基金 1  

9 社会保险管理 2  

10 社会福利法 2  

11 社会救助法 2  

12 社会优抚法 1  

13 社会保障争议处理 1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行政法、劳动法 

后续课程：劳动法律诊所、卫生法、慈善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社会保障法基础知识、社会保险法律关系、养老保险法、医疗保险法、工伤保险法、社

会救助法、社会保障争议处理。 

难点：社会保障法的社会法属性、社会保险法律关系的性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不同制度类

型的利弊、工伤认定标准、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方式、社会保障争议的处理机制。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课堂案例讨论。 

3．布置学生课下阅读学校审判案例卷宗复印本。 

教学手段： 

1．教学 ppt。 

2．相关视频。例如美国纪录片导演迈克尔·摩尔导演、反映医疗保险制度的纪录片《医疗内幕》。 

3．多媒体教学。例如组织学生观摩涉及社会保障法的庭审直播。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审判案例卷宗复印本阅览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作业、调研报告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开卷考试；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

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先选用质量比较好的、有影响教材，待时机成熟自主编写出版社会

保障法教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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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林嘉主编：《社会保障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8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黎建飞主编：《社会保障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8月 第 4版。 

2．张京萍主编：《社会保障法教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5年 1月 第 4版。  

执笔：杨飞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日 

 

劳动法案例研习 
Case Study of Labor Law 

课程号：4020302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巩固、深化对劳动法学理论知识和现行劳动法律知识的理解与认识；

2、培养和提高运用劳动法原理、劳动法律知识分析基本案例、疑难案例、经典案例的能力；3、学

以致用，培养学生法律思维逻辑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劳动法基础知识、劳动法原理、

工伤保险原理；了解劳动法的理念和功能价值，概念，为社会保障法学、劳动法律诊所教育等后续

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与实务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与案例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 劳动法理论以及与民法的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劳动法上的用人单位。 

2．劳动法上的劳动者 

3．劳动关系的确认因素 

4．劳动法的社会法属性 

5．与民商法的关联 

6．与民商法的区别 

学习目标： 

1．了解劳动法的特征 

2．掌握劳动关系的确认因素 

3．掌握劳动法与民法的关联与区别 

作业： 以中关村股份期权第一案讨论分析以劳动关系为基础的股权、股份期权案 

1.对相关案例中当事人双方及法庭/仲裁庭的主要观点进行评析。 

2.针对裁判的主要法律依据进行法理分析。 

3. 对相关案例中当事人双方及法庭/仲裁庭的主要观点进行评析。 

知识单元 2：反就业歧视法律规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就业歧视的构成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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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业歧视的法律救济。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反就业歧视立法的基本知识。 

2．掌握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种类和法律救济。 

作业： 

讨论分析对乙肝病原携带者就业歧视案  

1.对相关案例中当事人双方及法庭/仲裁庭的主要观点进行评析。 

2.针对裁判的主要法律依据进行法理分析。 

知识单元 3：劳务派遣法律规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劳务派遣三性岗位的界定。 

2．劳动法对劳务派遣用工的规范。 

学习目标： 

1．了解劳务派遣关系的法律性质。 

2．掌握劳动法对劳务派遣用工规范的基本内容。 

作业：讨论分析某国有企业劳务派遣工要求同工同酬案例 

1.对相关案例中当事人双方及法庭/仲裁庭的主要观点进行评析。 

2.针对裁判的主要法律依据进行法理分析。 

知识单元 4：劳动合同法基本知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劳动合同的种类。 

2．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签订条件。 

学习目标： 

1．了解劳动合同的种类及分类标准。 

2．掌握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立法价值。 

3. 分析我国劳动合同种类的立法利弊 

作业： 

讨论分析上海某法院判决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案 

1.对相关案例中当事人双方及法庭/仲裁庭的主要观点进行评析。 

2.针对裁判的主要法律依据进行法理分析。 

知识单元 5：竞业限制的劳动法规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竞业限制的构成 

2．劳动法对竞业限制的规范 

学习目标： 

1．了解劳动法规范竞业限制的法理基础。 

2．掌握竞业限制的劳动法规范内容。 

作业：讨论分析淘宝(中国)软件有限公司诉许某竞业限制纠纷案 

1.对相关案例中当事人双方及法庭/仲裁庭的主要观点进行评析。 

2.针对裁判的主要法律依据进行法理分析。 

知识单元 6：解雇保护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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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解雇保护制度的基本框架 

2．我国劳动合同解除与终止的基本知识 

3.  经济补偿金的功能价值 

学习目标： 

1．了解解雇保护制度的法学原理 

2．掌握劳动合同解除的种类 

3. 掌握解雇保护的主要内容 

4、掌握经济补偿金的相关法律规定 

作业： 

讨论分析沃尔玛常德水星楼分店闭店事件引发的经济性裁员纠纷 

1. 对相关案例中当事人双方及法庭/仲裁庭的主要观点进行评析。 

2. 针对裁判的主要法律依据进行学理分析。 

知识单元 7：对企业劳动规章制度的法律规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企业劳动规章制度的法律性质和地位。 

2．企业劳动规章制度制定的实体和程序要求 

3.  因企业劳动规章制度发生争议的法律救济 

学习目标： 

1．了解企业劳动规章制度的内容。 

2．掌握制定企业劳动规章制度的法律要求 

3.  掌握因企业劳动规章制度发生争议的举证责任规定 

作业：讨论分析上海维珍航空公司辞退微博吐槽的空姐案 

1.对相关案例中当事人双方及法庭/仲裁庭的主要观点进行评析。 

2.针对裁判的主要法律依据进行法理分析。 

知识单元 8：劳动基准法规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注：可根据学时选择下列任一内容） 

1．工资中的法律问题。 

2．休假中的法律问题。 

3．我国现行制度中有待完善的法律问题。 

4．劳动基准的复杂性、地域性特点。 

学习目标： 

1．了解劳动基准法的体系。 

2． 掌握劳动基准法的实务应用。 

作业： 

讨论分析某公司“奋斗者协议”要求员工放弃休假权案 

1.对相关案例中协议的性质法律效力进行评析。 

2.针对该案的主要法律依据进行法理分析。 

知识单元 9：工伤保险法律知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工伤保险的归责原则 

2.认定工伤考虑的因素 

3．工伤保险待遇 

4.发生工伤的法律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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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伤保险与民事损害赔偿的竞合 

学习目标： 

1.了解工伤赔偿标准 

2.了解工伤保险与民事损害赔偿的竞合 

3掌握工伤保险的归责原则 

4. 掌握认定工伤考虑的因素 

5. 掌握工伤保险待遇 

6. 掌握工伤保险的法律救济 

作业： 

讨论分析因鱼刺卡喉认定工伤案 

1.对相关案例中当事人双方及法庭的主要观点进行评析。 

2.针对裁判的主要法律依据进行法理分析。 

知识单元 10：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法律问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特殊性。 

2．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的衔接。 

3．劳动争议处理中的相关主体确定。 

4．劳动争议处理中举证责任。 

5．劳动争议处理中的时效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整体框架。 

2．掌握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特殊规定。 

作业： 

讨论分析某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不受理某劳动争议案 

1.对相关案例中当事人双方及仲裁庭的主要观点进行评析。 

2.针对裁判的主要法律依据进行学理分析。 

（二） 观摩交流教学  本课程观摩交流教学为 1个，共 2学时 
网络观摩：劳动争议案件审判 
参考学时：2学时 

观摩内容：劳动争议案件诉讼 

观摩要求：熟悉相关程序；掌握代理方法；研究观摩案例中涉及的法律问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劳动法理论及与民法的关系 3  

2 反就业歧视法律规范 3  

3 劳务派遣法律规制 3  

4 劳动合同法基本知识 3  

5 竞业限制的劳动法规范 3  

6 解雇保护制度 3  

7 对企业劳动规章制度的法律规范 3  

8 劳动基准法规范 3  

9 工伤保险法律知识 3  

10 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法律问题 3  

11 网络观摩：劳动争议案件审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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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网络观摩：劳动争议案件审判 1  

13 课程总结与考核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劳动法学、民事诉讼法学 

后续课程：社会保障法学、劳动法律诊所教育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劳动法的社会法属性、劳动权原理、个别劳动关系与集体劳动关系调整机制、工伤保险

原理、解雇保护制度。 

难点：劳动权原理、工伤归责原理、三方协调机制、解雇保护原理、劳务派遣规制原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案例讨论：分成小组，老师指定或学生选定案例，课堂讨论案例，师生互动。 

2、论辩式：可采用大学生辩论赛式，分正反方辩论，观点交锋 

3.现场或通过教室网络观摩典型案例庭审。 

4.与实务界人士直接交流对话。 

5.点评式，可以老师点评，也可以生生互评，通过点评分享观点 

教学手段： 

1.多媒体应用。 

2.法律数据库。 

3.现代通讯手段运用。 

4.PPT演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网  法院裁判网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包括：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

检测情况 

期末总评，期末试卷占 70％，考核内容有：案例分析与评析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劳动法案例研习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

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选用教材及主要参考书 
1. 郑尚元等编著《劳动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 5月 第 2版（教材获奖情况） 

2．王全兴著《劳动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 7月第 3版。 

3．关怀、林嘉主编《劳动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12月第 4版。 

4．黄越钦著《劳动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4月版。 

执笔：金英杰 陆伟丰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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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法案例 
Financial Law Cases 

课程号:4020302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本科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培养和提升本科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的应用和操作能力。 

2、通过案例研习和探讨，一点带面，加深学生对专业概念、理论学说的理解，培养其融会贯

通，举一反三，探索创新能力。 

3、通过案例研习和探讨，了解相关行业知识，拓展学生知识视野，培养其对金融行业兴趣，

为其择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4、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各学科法律知识解决金融领域有关法律理论与实务问题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金融法的基础知识、金融法原理、

各种金融工具、交易与金融活动基本原理，了解金融法基本概念，为后续实习、专题讨论课奠定必

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 
知识单元 1：金融法调整对象及范围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金融与商业。 

2．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 

3、合法金融与非法金融 

学习目标： 

1．了解金融与非金融行业之间法律界限。 

2．掌握金融法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掌握识别金融活动与非金融商业活动、民间金融与正规

金融及合法金融与非法金融的能力。 

作业： 

1、应给互联网借贷（P2P）设置什么样的底线？ 

2、产融结合给金融监管带来哪些挑战，应如何应对？ 

知识单元 2： 

参考课时：2 

学习内容： 

1、金融行业划分及我国金融体制 

2、金融创新及混业化趋势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现行金融体制以及金融行业业别及界限。 

2、掌握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及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也与信托业等基本概念，金融行业

划分的理论依据。 

作业： 

1、金融创新（包括互联网金融）给我国现行金融体制带来哪些冲击和挑战，如何应对？ 

（二） 实践教学本课程实验为 3个，共 28学时 

知识单元 1：商业银行法 

参考课时：1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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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些内容： 

1、商业银行存款业务 

案例 1：客户存款时与银行就存款金额是否短少发生争议，到底应该由谁承担举证？ 

案例 2：偏远农村储蓄所撤销未公告，导致村民储蓄所前工作人员将村民欲存入信用社的款项

潜逃，谁应承担责任？ 

案例 3：银行违规办理存款导致客户获得高额利息收入，银行是否有权要求客户返还超出存款

基准利率的利息 

2、商业银行贷款业务 

案例 1：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合同外人以公司名义骗取银行贷款，导致贷款本息无法收回，到底

谁应该承担责任？ 

案例 2：借款人以城市享有经营权的地下商业设施设置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该抵押是否有

效？ 

案例 3：国债第三方存款机构违反约定导致提供银行担保的国债被借款人处分，银行无法收回

贷款本息，第三方应承担何种责任？ 

案例 4：回购交易中的证券是否可做为银行贷款的担保？ 

案例 5：委托贷款纠纷案：委托贷款中受托行对委托人负有义务与责任 

3、商业银行中间业务 

案例 1：银行对代销理财产品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金新乳品信托计划违约案 

案例 2：双利存款，到底是存款，还是理财产品？ 

案例 3：银行单方面撤销贷款承诺，给客户造成损失，应承担什么样责任？ 

案例 4：银行违反规定给不具备申领信用卡的待业青年办理信用卡，使其沦为卡奴并最终走上

了犯罪道路，银行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 

案例 5：北流市隆盛镇财政所诉北流市隆盛农村信用合作社银行结算合同案（银行在结算账户

管理上对客户承担何种义务与责任） 

案例 6：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刘南与荷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广场支行委托理财合

同纠纷上诉案 

学习目标： 
1、了解商业银行主要业务涉及到主要法律理论与知识。 

2、掌握商业银行主要业务涉及到法律问题、解决方案。 

作业： 
1、存款合同的订立及合同双方主要权利与义务 

2、贷款合同的订立及合同双方主要权利与义务 

3、银行如何管控客户的信用违约风险 

4、在银行账户管理上银行与客户的法律关系 

5、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创新及涉及到主要法律问题 

6、什么是结构性存款产品，结构性存款产品与普通存款有何区别与联系 

7、项目融资的主要风险 

8、银团贷款涉及到的主要法律问题及其应对 

知识单元 2：证券法 

参考学时：12课时 

学习内容： 

1、私募股权融资与证券公开发行 

案例 1: “对赌”协议的效力：海富投资纠纷案 

案例 2：荷威测试（公开发行与非公开发行区别对待的理论假设） 

案例 3：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诉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证券包销纠纷案 

2、证券经纪商对客户的义务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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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邢光萍诉江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昆明北京路证券营业部侵权案 

案例 2：韩敏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宁夏路证券营业部证券交易合同纠纷上诉案    

案例 3：曲永珍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证券营业部等证券交易所证券欺诈赔偿纠纷

上诉案 

3、上市公司并购 

案例 1：新昌金昌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浙江省仙居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纠纷案 

案例 1：杭萧钢构内幕交易案（内幕信息管理） 

案例 2：光大事件（到底是内幕交易还是市场操纵） 

案例 3：华夏建通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诉严琳赠券短线交易案 

5、融资融券与证券衍生品交易 

案例 1：陈伟诉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广东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交易所权证

交易侵权纠纷案 

案例 2：余银增和证券经纪有限公司融券纠纷上诉案 

6、投资顾问、资产管理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 

案例 1：北京玹银国际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诉胡国强委托合同纠纷案 

案例 2：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与亚洲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案 

学习目标： 

1、了解证券行业实践中产生主要法律纠纷及问题。 

2、掌握应用证券法理论与知识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技能与创造性应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作业： 

1、证券经纪商从事经纪业务与客户形成代理买卖证券关系的性质及经纪商对客户的义务与责任 

2、券商经纪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中券商与客户法律关系比较 

3、内幕交易构成要件及举证责任 

4、融资融券合同中担保安排的法律性质及双方的主要权利与义务 

5、证券衍生品与证券交易的比较 

6、上市公司收购与反收购中投资者的保护 

知识单元 3：金融信托法 

参考学时：2课时 

学习内容： 

1、集合资金信托（房地产信托） 

案例 1：华宝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岩鑫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信托合同纠纷上诉案 

2、资产证券化 

案例 1：国开行开元新贷资产支持证券计划 

学习目标： 

1、了解金融信托主要业务及涉及到主要法律问题 

2、掌握运用金融法和信托法理论与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在金融创新合法运用信

托的能力。 

作业： 

1、集合资金信托与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比较 

2、信托融资与银行贷款与股权融资比较 

3、资产证券化主要法律风险及解决方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金融与商业、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合规金融与非

法金融的界定与区分 
2 知识单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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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金融体制的形成、演变及发展趋势 

金融创新及混业化给现行金融体制带来的冲击与

挑战 

2 知识单元一 

3 
商业银行存款业务 

案例 1、案例 2、案例 3 
2  

4 
商业银行贷款业务 

案例 1、案例 2、案例 3 
2  

5 
商业银行贷款业务 

案例 4、案例 5 
2  

6 
商业银行中间业务 

案例 1、案例 2 
2  

7 
商业银行中间业务 

案例 3、案例 4 
2  

8 
商业银行中间业务 

案例 5、案例 6 
2  

9 
私募股权融资与证券公开发行 

案例 1、案例 2、案例 3 
2  

10 
证券经纪商对客户的义务与责任 

案例 1、案例 2、案例 3 
2  

11 
上市公司收购 

案例 1 
2  

12 
证券违法行为 

案例 1、案例 2、案例 3 
2  

13 
融资融券与证券衍生品交易 

案例 1、案例 2 
2  

14 
投资顾问、资产管理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 

案例 1、案例 2 
2  

15 
金融信托 

案例 1、案例 2 
2  

16 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金融法 证券法  公司法  票据法 

后续课程：实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合法金融与非法金融 金融行业法律上区分  金融服务机构与客户的法律关系。 

难点：金融的法律定性  合法金融与非法金融区分 金融投资者与消费者的保护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案例研讨。 

2、模拟法庭对抗辩论。 

3、课堂交叉追问与互动。 

教学手段： 

1、幻灯片演示。 

2、视频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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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组研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投影仪、互联网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金融法案例教程》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自主编写出版教材《金融法案例教程》（正在进行编写） 

（二）推荐参考书 
应用主编：《金融法治前沿》，法律出版社，2010、2011、2012、2013年卷。 

张德荣主编：《金融法实务前沿》，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唐波主编：《金融法学案例评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张炜主编：《银行业法制年度报告》，中国金融出版社，2012、2013、2014年卷。 

侯春蕾著：《银行卡民事纠纷法律适用:理论.案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 

宋晓明、金赛波主编：《金融担保案例判决书精选》，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张鹏群编著：《银行贷款法律实务：借款合同与担保》，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张德荣、陈翼：《银行新型法律业务》，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黄毅：《最新银行法经典疑难案例判解》，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执笔：贺绍奇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税法案例 
Tax Law Case 

课程号：4020302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在对所选案例进行研习过程中达到从适用法律的角度巩固税法相关课程

所学基础知识，训练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培养学生从事法律职业的基本要求，提高学生运用法学

理论适用法律的能力，提高学生收集信息、分析信息和整理信息的能力。尤其是培养学生分析复杂

税法现象、解决法律纷争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案例研习，使学生掌握在税法基础理论、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

增值税法、营业税法、消费税法、土地增值税法、契税法、房产税法等税种法以及反逃避税、税收

征管和争诉法方面的应用知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课程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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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通过课堂讨论与教师讲授等方式，说明税法案例的类型，介绍税法案例的分析方法，讲解

案例研习报告的基本格式，同时完成本课程案例研讨的基本安排。 

学习目标： 

1．了解本课程的目的，即将税法理论中的基础概念具体化，通过案例的研习使得学生深刻理

解税法适用的范畴，掌握税法的概念、内容及价值。 

作业： 

为配合本教学，安排学生阅读以下阅读书目：施正文著：《税法要论》，中国税务出版社 2007

年版。 

知识单元 2：扎兰屯市电力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及柏庆林逃税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案情相关材料：呼伦贝尔市国家税务局于 2008年 7月 11日和 2008年 8月 22日做出的税

务处理决定书；内蒙古扎兰屯市人民法院于 2009年 3月 25日做出的一审判决书；内蒙古呼伦贝尔

市人民法院于 2009年 10月 14日下达的（2009）呼刑终字第 71号刑事裁决书。 

2. 评析呼伦贝尔市国家税务局税务处理决定书；评析内蒙古法院一审判决书和终审裁决书。  

学习目标： 

1. 了解增值税纳税人、税基、税率的规定。 

2．掌握增值税纳税义务在各种销售方式下的产生时间；刑法关于逃税处罚的初犯免责条款的

应用；企业实施逃税犯罪企业法定代表的责任。 

作业： 

分组撰写案例研习报告 

知识单元 3：浙江源富拍卖公司涉税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案情相关材料：杭州市地税局于 2006年 10月 9日做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税务师事务所

于 2007年 1月 8日出具的纳税审核意见。 

2. 评析税务机关的税务处理决定；评析税务师事务所出具的纳税审核意见；确定其拍卖次数

及其效力；确定拍卖公司收取的佣金及其缴纳的营业税以及确定拍卖公司应当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学习目标： 

1. 了解案情涉及的所有相关税负，包括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契税、印花税、

城市建设维护税和教育费附加。 

2. 掌握国税局与地税局的税收管辖权分配、非法交易和收益的课税问题、税务机关核定应纳

税额权力的实施、反避税理论之分步交易理论的应用、已注销纳税主体就其注销前未纳税款的税务

处理。 

作业： 

分组撰写案例研习报告 

知识单元 4：杨泽春诉海南地税局股权转让税务行政诉讼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案情相关材料：海南省地税局第四稽查局于 2014年 5月 29日做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琼

海市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4]琼海行初字第 7号、第 8号）；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

决书（[2015]海南一中行终字第 25号、第 26号）。 

2. 评析海南省地税局第四稽查局的税务处理决定书；评析琼海市人民法院一审行政判决书；

评析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行政判决书；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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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2]33 号）、《国家税务总局转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

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通知》（国税发[2002]146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未申报税款追缴期限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9]326号）等文件的适用。 

学习目标： 

1. 了解所得税的扣缴制度。 

2. 掌握税收债务代为履行的效力、扣缴义务人书面承诺代纳税人支付税款的意义、《税收征收

管理法》关于税务机关追征税款期限规定的应用。 

作业： 

分组撰写案例研习报告 

知识单元 5：山西东方煤业公司股权转让涉税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案情相关材料：山西省大同县地方税务局于 2013年 12月 17日做出的限期改正通知书。 

2. 理解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1年第 51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资产重组有关营业税问

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年第 6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

管理办法（试行）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转让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

函[2007]第 244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收回转让的股权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

税函[2005]130号）等文件的适用。 

学习目标： 

1. 了解个人所得税的税款计算。 

2. 掌握股权转让和资产转让在营业税等间接税税负方面的差异、税法对股权转让和资产转让

的认定、股权转让个人所得税纳税义务的产生时间、个人所得税扣缴义务人与纳税人对未缴税款的

承担责任。 

作业： 

分组撰写案例研习报告 

知识单元 6：苹果公司避税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案情相关材料：2013年 5月美国国会参议院举行听证会，就“海外避税”问题，对美国苹

果公司的高管们进行质询的报告。 

2. OECD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计划。 

学习目标： 

1. 了解跨国企业集团的避税方案，尤其是苹果公司实施的所谓“爱尔兰荷兰三明治”方案； 

2. 掌握针对企业集团的跨境避税行为，OECD和我国的相应对策，比如在转让定价、实施公平

交易原则和成本分摊协议方面的成果。 

作业： 

分组撰写案例研习报告 

知识单元 7：金湖盛锦铜业有限公司取得虚开增值税发票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案情相关材料：2014 年 1 月 22 日淮安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做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淮安

市清浦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淮安市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书； 

2. 评析淮安市国家税务局税务处理决定书和淮安市（清浦区）人民法院一审、终审判决书；

理解《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善意取得虚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2000]187号）和《关于纳税人对外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39号文）等文件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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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了解增值税专用发票与普通发票的差异。 

2. 掌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定、善意取得虚开增值税发票的认定和后果（能否据以抵扣）

以及是否可以作为所得税成本扣除的凭证。  

作业： 

分组撰写案例研习报告 

知识单元 8：泛美卫星公司涉税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案情相关材料：1999 年 1 月 18 日北京市国税局对外分局稽查局发出的《关于对央视租赁

泛美卫星等外国卫星公司卫星通讯线路支付的租赁费用代扣代缴预提所得税限期入库的通知》、

2000年 6月 30日京国税对外分局第二税务所发出的《关于对中央台与泛美卫星数字传送服务协议

所支付费用代扣代缴所得的征税的通知》、2001年 10月 1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一审判决

和 2002年 12月 26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终审判决。 

2. 评析北京市国税局做出的两份通知、评析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的判决；

理解《合同法》关于租赁合同的规定、《中美税收协议》关于特许权使用费的规定。《税收征收管理

法》第 5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59条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以

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泛美卫星公司从中央电视台取得卫星通讯线路租金征收所得税问题的批复》

（国税函(1999)566号）等文件的适用。 

学习目标： 

1. 了解纳税人不服税务机关决定的事由分类、常设机构的认定等 

2. 掌握税务救济途径务行政复议和税务行政诉讼的关系（复议前置）、启动税务救济程序的前

置条件（先缴纳税款）的适用、税务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分配、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应税所得范

围的差异、特许权使用费和经营所得（消极所得和积极所得）的认定、国际税收协定和内国法在适

用上的关系等。 

作业： 

分组撰写案例研习报告 

知识单元 9：广州德发公司诉广州市地税局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案情相关材料：2009 年广州市地税局稽查局向德发公司做出的穗地税稽一处[2009]66 号

《税务处理决定书》、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做出的(2010)天法行初字第 26号行政判决书、广东省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0）穗中法行终字第 564号行政判决书。 

2. 评析广州市地税局税务处理决定书、（2010）天法行初字第 26 号行政判决书和（2010）穗

中法行终字第 564号行政判决书；理解《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14条及其实施细则第 9条关于税务

机关和稽查局的规定、《税收征收管理法》第 35条关于核定纳税的规定。 

学习目标： 

1. 了解税收估价的法律地位。 

2. 掌握民法与税法的关系（包括二者之间具体价值判断的关系问题）、稽查局税务案件管辖范

围（对“专司”的理解）、税务机关追缴少缴税款时是否应当加收滞纳金、税务机关税收核定权的

边界和纳税人进行经济安排以最小化税收负担的边界等。 

作业： 

分组撰写案例研习报告 

知识单元 10：安徽博皓公司诉黄山市地税局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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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情相关材料：黄山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的黄地税稽处(2014)5 号税务处理决定书、安徽

省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于 2014年 12月 5日做出的(2014)屯行初字第 00021号行政判决书、安徽

省黄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5)黄中法行终字第 00007号行政判决书。 

2. 评析黄山市地方税务局税务处理决定书、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人民法院判决书和安徽省黄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理解《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规范个人投资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

的通知》（财税[2003]158号）的适用。 

学习目标： 

1. 掌握税法反避税解释、实质课税及其在个人投资者从其投资的企业借款长期不还的税务处

理中的应用。 

作业： 

分组撰写案例研习报告 

知识单元 11：沈阳市国家税务局行使税收代位权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案情相关材料：沈阳国税稽查二局于 2013年 12月 9日做出的第二稽查局（2013）70号税

务处理决定书和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第二稽查（2013）42号）、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2014）

皇民三初字第 1221号民事判决书、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沈中民三终字第 125号民

事判决书。 

2. 评析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和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理解《税

收征收管理办法》第 50条和《合同法》第 74条关于行使债权人代位权的规定。 

学习目标： 

1. 掌握税收代位权行使的条件、管辖法院、限制和效力。 

作业： 

分组撰写案例研习报告 

知识单元 12：无锡海宏城投资公司股权转让涉税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案情相关材料：《海宏城项目股权转让协议》。 

2. 在什么情况下，以土地使用权出资形成的股权转让可以认定为土地使用权转让；转让方获

取海宏城投资公司成本发票的方式是否违法、能否为 10亿元包干费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发票、

是否可以全部在缴纳土地增值税前扣除；对于转让方为获取东方林场国有土地使用权，在办理变更

指标、调整规划等事项中发生的 2000 万元的大量公关费用，因未在转让方账面上体现，也没有取

得相关凭证，在缴纳土地增值税时是否可以扣除？ 

学习目标： 

1. 掌握股权转让和土地转让各自产生的税负；土地增值税的计税依据土地增值额，即纳税人

转让房地产所取得的收入减除法定扣除项目金额后的余额，尤其是法定扣除项目的构成（取得土地

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房地产开发成本、房地产开发费用、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其他扣除项

目；掌握实质课税在股权转让交易中的应用。 

作业： 

分组撰写案例研习报告 

知识单元 13：鼓浪屿水族博物馆诉鼓浪屿区地局征税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案情相关材料：福建省厦门市地方税务局于 1996年 11月 25日做出的厦地税复〔1996〕002

号复议决定书、厦门市鼓浪屿人民法院同意鼓浪屿水族博物馆撤回起诉的裁定。 

2. 评析福建省厦门市地方税务局复议决定书；理解《营业税暂行条例》第 6 条第 1 款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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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和《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 26条第(6)项关于免征营业税的规定、《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博

物馆”免税范围界定问题的批复》（国税函发〔1996〕679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行政法规解释

权限和程序问题的通知》（国办发[1999]43 号）、《营业税暂行条例》第 16 条和《营业税暂行条例

实施细则第 35条关于解释权的规定。 

学习目标： 

1. 了解营业税免税规则。 

2. 掌握准予免营业税的博物馆的范围、税务行政解释在我国税法体系的地位、税务行政解释

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税务机关税法解释权权的边界。 

作业： 

分组撰写案例研习报告 

知识单元 14：南阳大众公司增值税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案情相关材料：南阳市国家税务局于 2006年 12月 1日做出的宛国税处（2006）9号税务

处理决定和宛国税罚（2006）9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于 2009年 8月 27日

做出的（2009）宛龙行初字第 39号行政判决书、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09年 11月 16日做出的

终审判决书。 

2. 评析宛国税处（2006）9号税务处理决定和宛国税罚（2006）9号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宛龙

行初字第 39 号行政判决书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书；理解《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虚报

亏损适用税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5]190号）在本案中的适用。 

学习目标： 

1. 掌握增值税纳税义务的产生时间、赠与行为的增值税纳税义务问题、税法中的溯及既往问题。 

作业： 

分组撰写案例研习报告 

知识单元 15：新疆乌鲁木齐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案情相关材料：《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家税务局正确处理滥用税收协

定案例的通知》（国税函［2008］1076号）。 

2. 评析国税函［2008］1076号文。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际税收协定的功能、国际税收情报交换的功能。 

2. 掌握外国企业居民身份的认定、“受益所有人”概念的适用、“一致行动人”理论在税法中

的应用等反滥用税收协定的措施。 

作业： 

分组撰写案例研习报告 

知识单元 16：北京光辉纪元公司逃税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案情相关材料：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于 2008年 12月 9日做出的（2008）石刑初字第

336号刑事判决书、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书。 

2. 评析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判决书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书；理解《刑法修正

案（七）》对《刑法》第 201条关于逃税罪的修改。 

学习目标： 

1. 了解刑法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在涉税犯罪中的适用。 

2. 掌握逃税罪的构成要件、未经申报的银行账户取得收入是否构成逃税罪的客观行为、逃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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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额的认定。 

作业： 

分组撰写案例研习报告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概论 2  

2 扎兰屯市电力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及柏庆林逃税案 2  

3 浙江源富拍卖公司涉税案 2  

4 杨泽春诉海南地税局股权转让税务行政诉讼案 2  

5 山西东方煤业公司股权转让涉税案 2  

6 苹果公司避税案 2  

7 金湖盛锦铜业有限公司取得虚开增值税发票案 2  

8 泛美卫星公司涉税案 2  

9 广州德发公司诉广州市地税局案 2  

10 安徽博皓公司诉黄山市地税局案 2  

11 沈阳市国家税务局行使税收代位权案 2  

12 无锡海宏城投资公司股权转让涉税案 2  

13 鼓浪屿水族博物馆诉鼓浪屿区地局征税案 2  

14 南阳大众公司增值税案 2  

15 新疆乌鲁木齐案 2  

16 北京光辉纪元公司逃税案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税法》、《国际税法》、《民法》、《合同法》、《公司法》、《刑法》、《行政法》或《行

政诉讼法》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增值税纳税义务产生、增值税抵扣权行使、所得税所得性质认定、扣缴制度、核定征收、

逃税处罚、税收救济与纳税人权利保护等。 

难点：税法与民法等私法的关系、税法行政解释、避税与反避税、实质课税应用、税法的溯及

既往适用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法 

2.研讨教学法 

3.互动教学法 

4.启发教学法 

5.合作教学法 

教学手段： 

本课程以真实“案例”作为教学素材，通过研究小组的主讲发言，全班同学进行分析和讨论，

老师进行引导和点评，故本课程没有指定教材。授课所用的案例既要保证案例的经典性又要与时俱

进，每节课通过 PPT或 Word形式将其展示出来。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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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作业，即分组撰写案例研习报告 

五、推荐参考书 

1. 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案例与法理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11月第 1版 2. 杨志

清主编：《税法案例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 7月版。 

3. 陈少英主编：《税法学案例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2月第 2版. 

4. 刘剑文等著：《财税法成案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4月 第 1版 
执笔：翁武耀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消费者法 
CONSUMER LAW 

课程号：4020303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系统讲授消费者保护的基本理论、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体系和消费者

保护的特殊制度；2、拓展消费者个体利益保护与群体利益保护的法学思维；3、培养对消费问题的

观察与实际研究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课堂研讨、案例分析训练，使学生掌握消费者的概念、消费

者保护的基础知识、消费者的权益及其实现、经营者义务及其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责任，了解国

家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消费者组织及其公益职能，熟悉消费者争议的解决、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体

系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特殊制度。对形成经济法的理念与研究思路、方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

打破学科禁锢、拓宽研究思路亦具有重要意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学时 
知识单元 1：消费者保护的基本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消费者的概念；消费者运动。 

2． 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产生与发展；外国及国际消费者保护立法概况；我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立法。 

3．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概念；消费者保护法的基本特征。 

4．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理念；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原则。 

5． 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体系；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概述。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外消费者运动发展的概况及其规律；我国消费者运动的兴起及其特点；消费者立法

产生的背景，发展规律及演进过程，消费者保护立法发展的特点；外国消费者保护立法的发展及演

进，国际消费者保护立法的基本内容。 

2．掌握消费者的概念、特征；消费者运动的概念、兴起的原因、发展规律；消费者保护的理

念；消费者保护的基本原则；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体系。 

作业： 

完成下列思考题 

1． 如何理解消费者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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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费者运动的起因及我国消费者运动产生的背景及其特征。 

3． 简述消费者立法产生的背景及其特点。 

4． 联合国《保护消费者准则》的内容及对各国消费者立法有何指导意义。 

5．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特征。 

6． 如何理解消费者保护法的理念与基本特征？ 

知识单元 2：消费者的权益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消费者权利概述，消费者权益的法律属性。 

2．消费者的安全权，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的选择权，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消费者的损

害救济权，消费者的结社权，消费者的受教育权，消费者的受尊重权，消费者的反悔权，消费者的

个人信息权。 

3. 消费者的责任：消费者责任的含义，消费者责任的内容。 

学习目标： 

1．了解消费者权利提出的背景与演变过程。 

2．掌握消费者权利的法律属性、我国消费者权利的具体内容。 

作业： 

完成下列思考题 

1、 简述消费者权利的法律属性。 

2、 如何理解消费者安全权，侵害消费者安全权的类型及判定标准？ 

3、 论述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的含义、具体内容、三者之间的关系。 

4、 试述消费者受教育权的权利属性、具体内容及义务主体。 

5、 消费者监督权行使的对象。 

6、 试述消费者权利与一般民事权利有何异同？ 

7、 查找侵犯消费者权利的典型案例并加以分析。 

知识单元 3：经营者及其义务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经营者的概念界定，经营者义务的性质，经营者义务的法律规制特征。 

2． 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义务的具体内容 

3． 经营者的自律 

学习目标： 

1. 了解经营者义务的性质和法律规制特征。 

2. 掌握经营者的概念及其构成要件，经营者法定义务的具体内容。 

作业： 

1、 查找经营者违反法定义务的典型案例并加以分析。 

2、 思考并回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何只规定经营者义务而不规定经营者的权利？ 

知识单元 4：国家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家对消费者权益的立法保护，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的制定。 

2． 国家对消费者权利的行政保护，国务院及各级政府行政部门的职责。 

3． 国家对消费者权益的司法保护。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家对消费者权益立法保护的内容和形式。 

2． 掌握国家对消费者权益行政保护的途径，相关的行政机关及其职责，保护的手段；国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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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的具体内容。 

作业： 

完成下列思考题并进行课堂研讨 

1. 国家从哪些方面对消费者合法权益进行立法保护？ 

2. 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如何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需改进与完善的情况。 

3. 技术监督部门在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都有哪些职责 

4.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都有哪些职责？ 

5. 卫生部门从哪些方面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责？ 

6. 农业部从哪些方面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责？ 

7. 人民法院应如何做到方便消费者起诉？ 

知识单元 5：消费者组织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消费者组织的概念及特征，消费者组织的种类 

2． 消费者协会及其职能，消费者组织的禁止性义务 

3． 港澳台消费者组织概况，国际消费者联会及其活动，部分国际消费者联会会员的基本情况
及其活动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消费者组织的种类；香港消费者委员会的组成、任务、职能及内部机构的设置、宗

旨与活动；部分国际消费者联会会员的情况。 

2.掌握消费者组织的概念、特征；消费者组织的职能及其运作；我国消费者协会的职能与禁止

性义务；国际消费者联会的组成、机构设置。 

作业： 

调查与思考 

1、 我国官方消费者组织与民间消费者组织的进一步发展问题。 

2、 中国消费者协会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成就。 

3、 我国地方消费者协会（保护委员会）在消费者维权领域的作用与成就。 

知识单元 6：消费者争议的解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消费者争议的特点，解决消费争议的方法与策略。 

2． 我国现有消费争议解决的途径及其适用；消费者求偿主体的法律规定。 

学习目标： 

1． 了解消费者争议的特点及表现形式。 

2． 掌握消费者争议的解决途径，特殊求偿主体的法律规定。 

作业： 

思考并回答 

1． 消费者求偿主体确定的原则是什么？ 

2．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受理消费者投诉都有哪些规定？ 

3． 消费者协会受理消费者投诉的情形和不受理投诉的情形？ 

4． 消费者公益诉讼在解决消费者争议方面的价值和作用。 

5． 小额诉讼与消费者仲裁的联系与区别？ 

6．网络购物纠纷的特点及争议解决方式的完善。 

知识单元 7：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责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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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民事责任的具体内容。 

2. 侵犯消费者权益承担行政责任的情形；现行法律、法规对经营者侵犯消费者权益行政处罚

的规定；责任竞合与民事责任优先原则。 

3.侵犯消费者权益刑事责任概述；现行法律对侵犯消费者权益刑事责任的规定 

学习目标： 

1． 了解侵犯消费者权益行政责任的规定。 

2． 掌握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民事责任的特点、情形和民事责任的种类；侵犯消费者权益刑事责
任的种类。 

作业： 

思考题 

1、 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有哪些？ 

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民事责任的种类有哪些？ 

3、 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承担刑事责任的罪名有哪些？ 

知识单元 8：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特殊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由来、适用范围、目的与作用；我国惩罚性赔偿的立法与实践；《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旅游法》惩罚性赔偿的不同规定与解析。 

2.“三包”制度；缺陷产品的召回制度。 

学习目标： 

1. 了解“三包”制度的内容、适用范围 

2. 掌握缺陷产品召回制度的程序及其法律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制度背景及其在我国的立法与
实践。 

作业: 

1. 试析“三包”制度和召回制度在价值取向和功能上的异同。 

2. 试述我国惩罚性赔偿的法律规范体系。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4学时 
实验 1：模拟消费者协会调解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由教师组织学生收集当年消费者投诉的热点问题，按照角色分工模拟 12315消费者

投诉的受理和调解。 

实验要求：研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掌握调解的程序及当事人陈述、消协组织居中调节的

技巧等方法。 

实验 2：模拟法庭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由教师给出一个消费者纠纷的典型案例，由学生按照角色分工，模拟消费争议案件

的法庭审理过程。 

实验要求：研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掌握庭审程序及当事人陈述和法官裁判的方法。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消费者的概念、消费者运动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 2  

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概念、基本特征；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的理念；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原则。 
2  

3 
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体系，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概

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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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消费者权利概述、消费者权益的法律属性； 

消费者的安全权；消费者的知情权。 
2  

5 
消费者的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损害救济权、结社

权。 
2  

6 
消费者的受教育权、受尊重权、消费者的反悔权、

个人信息权。 
2  

7 
经营者的概念界定，经营者义务的性质，经营者义

务的法律规制特征。 
2  

8 
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义务的具体

内容（一） 
2  

9 
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义务的具体

内容（二） 
2  

10 国家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2  

11 消费者组织及其职能 2  

12 消费者争议的解决 2  

13 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责任 2  

14 惩罚性赔偿制度 2  

15 “三包”制度；缺陷产品的召回制度。 2  

16 期末考试 2 考查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总论、债法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消费者的概念、消费者保护的基础理论、消费者的权利、经营者的义务、国家对消费者

的保护、消费者组织、消费者争议的解决、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责任。 

难点：消费者的概念、消费者权利的属性、消费者的具体权利、经营者的具体义务、我国消费

者协会的性质及职能、消费者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制度。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教师讲授 

2．小组讨论 

3、课堂提问互动。 

教学手段： 

1. 课堂讲授。 

2. 多媒体展示。 

4、 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模拟法庭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任课教师自行安排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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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在自主编写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理论教学教材出版前，任课老师可自行推荐法律出版社或政

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或司法部、教育部编审的普通高等教育法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李昌麒、许明月编著：《消费者保护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 7月 第四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吴景明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 孙颖著：《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执笔：孙颖  审稿：薛克鹏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5日 

 

外国民事诉讼法 
Foreign Civil Procedure Laws 

课程号：40204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课程教授使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外国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脉络及相

关程序、证据上的规则，了解各国民诉改革发展中的相关。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英国民事诉讼法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目标：从历史角度把握英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路径，了解英国法院体系及其管辖范围，掌

握英国民事诉讼程序从提起到上诉终结所涉及的问题。 

学习内容： 

1.英国民事诉讼法概览 

（1）英国民诉法的发展轨迹（普通法的三个基本制度） 

巡回审判制度、令状制度与严格的诉讼形式以及遵循先例原则 

（2）英国民事诉讼的改革路径 

（3）英国民事诉讼法的法律渊源 

2.英国的法院体系及其管辖 

◎治安法院拥有刑事案件和部分民事案件的初审管辖权； 

◎郡法院是英国民事司法系统的初审法院，并只受理民事案件； 

◎高等法院有对民事案件的初审管辖权，并且其民事案件初审管辖权几乎不受限制； 

◎民事上诉庭不行使刑事管辖权，也没有初审案件管辖权； 

◎上议院的初审管辖权极为有限，通常只对涉及贵族爵位继承争议与侵犯上议院自身议会特权

的案件行使初审管辖权； 

◎枢密院司法委员会(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 

◎欧洲法院(The European Court)； 

3.英国民事诉讼当事人 

（1）追加更换当事人的条件及程序 

（2）诉讼代表人种类 



1365 

◎具有相同利害关系的诉讼代表人； 

◎无法确定身份的利害关系人的诉讼代表人； 

◎死亡人的诉讼代表人； 

◎派生诉讼（derivative  claims）； 

（3）未成年人、精神病人和诉讼辅佐人（诉讼条件及行为限定） 

（4）集团诉讼提起的条件及程序，集团诉讼命令的产生及效力 

4.民事诉讼的提起及答辩程序 

（1）一般程序 

（2）终结诉讼的特殊程序 

◎停止、中止和驳回诉讼； 

◎不应诉判决（Default Judgment）； 

◎诉讼和解（Settlement）； 

◎简易判决（Summary  Judgment）； 

◎替代性程序（Alternative Procedure for Claims）； 

5.案件管理与分配 

（1）案件分配标准及具体程序 

新规则中设计的三种不同的程序，它们分别是：小额诉讼程序（small claim track）、快速程

序（fast track）及多轨程序（multi-track）。 

（2）小额诉讼程序 

◎小额诉讼程序中也分为审前准备阶段与审理阶段； 

◎与其它程序相比，在小额诉讼程序中，上诉被严格限制； 

◎小额诉讼程序鼓励当事人本人诉讼（litigant in person），而不支持律师代理，以节省诉

讼费用； 

（3）快速程序 

（4）多轨程序 

6.审前程序中的各项措施 

（1）书证材料的开示与查阅（开示的两种方式） 

◎新规则规定了两种开示方式：标准开示（standard disclosure）与特别开示（extra 

disclosure）； 

（2）勘验财产、中间救济等其他措施 

◎勘验财产是指法院有权命令勘验作为诉讼标的的财物或勘验一方当事人所占有的财产，并为

此允许进入该当事人的土地或建筑物。 

◎中间救济又称临时性救济。 

7.审理与判决 

（1）相关制度介绍 

◎陪审制度中的特有制度：当事人主义；持续审理；证据法则； 

◎律师制度中的二元制：事务律师（solicitor）、出庭律师（Barrister）； 

◎法律援助制度申请人条件：经济条件；案件条件； 

（2）民诉证据规则 

◎禁反言（estoppel）； 

◎传闻证据规则； 

◎意见证据规则； 

（3）开庭审理程序 

8.上诉审程序 

（1）上诉审法院及其受案范围 

◎向上诉法院民事庭的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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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主事法官和登记官裁决的上诉； 

◎向上议院上诉； 

（2）上诉审程序 

特殊规定：不上诉协议；二次上诉；上诉案件的移送； 

复习思考题： 

1.试分析“令状”制度的基本功能，及其对当代英国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 

2.英国人发展程序法的主要方法是什么？它们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 

3.简述英国民事高等法院和民事上诉法院的关系？ 

知识单元 2：美国民事诉讼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目标：了解美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轨迹，掌握美国法院体系构成及相应诉讼程序规则。 

学习内容： 

1.美国民事诉讼法概览 

（1）美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轨迹 

（2）美国民事诉讼法的法律渊源 

2.美国的法院体系及民事诉讼管辖权 

◎美国法院体系的最大特点是双轨制，即联邦法院体制和州法院体制并行。美国的法院由联邦

法院和州法院组成，并由此构成美国民事诉讼的基础。 

◎民事诉讼管辖权是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的基础，也是法院受理并审理民事案件的前提。包括：

事物管辖权（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对当事人的管辖权；对法院管辖权的异议；审判地； 

3.美国民事诉讼当事人 

（1）当事人诉讼能力 

当事人的诉讼能力是指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所具有的起诉或应诉的能力。 

（2）当事人合并 

当事人的合并是针对一个人对几个人提出共同的诉讼请求，或者几个人对一个人共同提出诉讼

请求的情形设定的。 

（3）第三当事人及诉讼参加 

（4）替代当事人  

◎替代当事人是指在诉讼进行中，当事人因特定情形无法继续参加诉讼时，根据法律的规定，

由原本诉讼外的人替代诉讼中的当事人进行诉讼。 

（5）集团诉讼先决条件及分类 

◎当一方当事人的人数为二人以上时，就会形成多数当事人的共同诉讼。共同诉讼有些是通过

当事人的合并来实现的，但当一方当事人的人数众多，不可能所有当事人一起参加诉讼时，就要通

过集团诉讼的方式来解决。 

（6）撤诉及和解 

4.诉答程序 

（1）概念及演变 

◎诉答程序是诉讼当事人通过诉答文书的交换而进行诉讼的程序。 

◎诉答程序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即普通法时期，法典化时期和现代联邦民事诉讼规则时

期。 

（2）诉答文书种类及内容 

诉答文书包括起诉状、答辩状和特定条件下的再答辩状。 

（3）诉答文书的修改与补充 

◎无需经法院许可的修改是指作为一种权利，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修改诉答文书，而不

需要向法院提出修改的请求。 

◎为使争点与证据相一致而进行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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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诉答程序中的动议书 

◎要求更明确陈述的动议书 

◎删除诉答文书中不当内容的动议书 

◎涉及有关诉讼程序或案件实质问题的动议书 

◎基于诉答文书作出判决的动议书 

5.审前程序 

（1）证据开示概念及范围 

◎证据开示是美国民事诉讼中最具特色的程序，是美国民事诉讼区别于其他国家民事诉讼的显

著标志。 

◎证据开示（Discovery），通常也被译成发现程序，是指双方当事人在审理之前向对方当事人

提供并获取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文件或者其他相关材料的方式和程序。 

◎证据开示的范围包括：与案件的诉讼标的有关联的事项；不属于保密特权范围的事项；关于

律师工作成果豁免（Work –Product Immunity）； 

关于专家证人和证据开示； 

（2）审前会议日程及确定事项 

◎审前会议（Pretrial Conference）是在法庭审理之前，为了加强法院对诉讼的管理，而由

法官召集双方当事人以加快案件的处理，并为法庭审理进行准备为目的的会议。 

◎具体决定以下日程： 

增加当事人和修改诉答文书的期限； 

提出动议书的期限； 

完成证据开示的期限； 

修改出示证据的次数和允许出示的范围； 

审前会议召开的日期，最后一次审前会议的日期和开庭审理的日期； 

与案件情况有关的任何其它事项。 

（3）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即简称的 ADR），也称非诉讼纠

纷解决方式。 

（4）未经庭审对案件作出处理的类型 

◎简易判决（Summary Judgment） 

◎不应诉判决（Default Judgment） 

◎撤销诉讼（Dismissal of Actions） 

6.开庭审理 

（1）美国民事诉讼中的陪审制 

◎陪审制是美国民事诉讼中最具特色的一种制度，由陪审团进行审理是其民事诉讼程序最显著

的特点之一。 

（2）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 

◎证明责任区分为提出证据的责任（Burden of  Production）和说服责任（Burden of 

Persuasion）。 

◎证明标准是指以证据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法律要求的程度。 

7.重新审理及上诉程序 

（1）重新审理的条件及程序 

◎重新审理（New Trial）是指在陪审团的裁决，或者法官的判决作出并登记后，在法定时间

内，经当事人的申请，把有关的事实或法律问题的争点重新提交原审同一法院进行再次审理。 

◎终局判决上诉规则，是指当事人只能对法院作出的终局判决提起上诉，而对终局判决之前作

出的裁决，不能在该裁决作出时立即提出上诉。 

◎中间上诉规则即对中间裁决可以在作出之时立刻提出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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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诉审的范围、规则及程序 

复习思考题： 

1. 据美国法律来看，“根据宪法而产生的法院”和“根据立法而产生的法院”之间有何不同点？      

2. 什么是异籍管辖权？请简述其内容。 

知识单元 3：法国民事诉讼法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目标：整体把握法国民事诉讼法发展轨迹，了解法院体系及审理程序中的具体问题。 

学习内容： 

1.法国民事诉讼法概览 

（1）法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轨迹 

（2）法国法院体系及民事诉讼管辖 

◎法国法院体系的特点：实行双轨并立的体制；实行审判的专业化和法院职能的专门化；由法

院统一行使特定之管辖权； 

◎初审法院（Tribunal d'instance）属于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初级法院。 

◎大审法院（Tribunal de grande instance）也属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初级法院，其与初

审法院无审级差别。 

◎专门法院是为处理社会之专门性事务而设，属于初级法院。专门法院包括商事法院、劳动法

院、社会保障法院和农村租约法院。 

◎上诉法院（Cocr d'appel）共有 33所，除少数直接上诉于最高法院的案件外，其对初审法

院、大审法院及专门法院的一审上诉案件拥有专门的、统一的和排它的管辖权。 

◎最高法院（Cour de cassation）设在巴黎，其是司法类法院系统中的最高司法机关，管辖

针对所有法院之终审判决中的法律问题而提出的申诉。 

2.法国民事诉讼当事人 

3.民事诉讼审理程序 

（1）一般规定 

◎起诉,指当事人主动向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或主张。起诉包括本诉的提起与附带诉讼的提起；

本诉的提起又包括讼争案件的提起与非讼案件的提起。 

◎通常情况下，基于当事人诉讼权利、地位平等的原则，在一方当事人发动诉讼后，应当赋予

另一方当事人以平等的、对等的救济手段。 

◎相较而言，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则侧重于证据在诉讼程序中的运作方式和秩序，诸如证据的

提出、与证据有关之审前预备程序的安排等。 

◎法庭辩论阶段，是民事诉讼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诉讼环节。它通常是民事裁判的“前置”程

序，所以，法庭辩论之效果将直接影响裁判的结果。 

（2）大审法院的诉讼程序 

大审法院的诉讼程序主要包括：解决争讼案件所适用的程序以及解决非讼案件所适用的程序。 

（3）初审法院的诉讼程序 

初审法院的诉讼程序主要包括普通程序、紧急审理程序和依申请裁定程序。 

（4）商事法院的诉讼程序 

4.上诉程序 

（1）普通上诉程序 

◎“普通上诉途径”包括：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和对缺席判决提出异议。 

（2）非常上诉程序 

◎“非常上诉途径”包括：第三人提出取消裁判的异议、再审之诉和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复习思考题： 

1.法国民事诉讼审理程序中的一般规定具体内容。 

2.上诉程序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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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4：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目标：掌握德国民事诉讼法的结构及其改革进程，了解德国法院体系，熟悉审判程序内容。 

学习内容： 

1.德国民事诉讼法概览 

（1）德国民事诉讼法的历史轨迹 

德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进程大体划分为两个阶段：古代和中世纪的德国民事诉讼法；近代和现

代的德国民事诉讼法； 

（2）现行德国民事诉讼法的结构 

德国有一个系统、发达、完善的成文法体系，它以联邦宪法为核心，以民商法典、刑法典和诉

讼法典为骨干，以其他法律和法规为补充，辅之以若干相关的习惯、判例和学说。 

 （3）德国民事诉讼法的改革与发展 

德国民事诉讼的改革是从整个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宏观视角来设计和运作的，主要表现在：注

重法院职权与当事人诉权的相互协调以提高诉讼效率；简化诉讼程序以使有效的司法资源得到合理

配置，大幅降低诉讼成本； 

注意诉讼费用收取方式的导向作用；注重督促程序作用； 

2.德国法院体系及民事诉讼管辖 

（1）普通法院体系 

◎德国习惯上把下列法律列入私法范围：民法典、商法典、婚姻法、保险法、公司法、票据法、

专利法、商标法、禁止不正当竞争法和合伙法。 

◎德国普通法院分四级：初级法院（地方法院、区法院）；州法院；州高等法院；联邦法院（联

邦最高法院）； 

（2）民事法院体系 

3.民事诉讼当事人 

（1）当事人的确定及变更 

◎当事人的确定是指对具体的诉讼事件来说，决定实际上谁为当事人。当事人对确定一般地域

管辖、审判人员的回避、诉讼程序的停止、诉讼的同一性、诉讼能力的有无等有着重要意义；无当

事人则无诉讼。 

◎所谓当事人的变更是指在诉讼过程中由于某种情况，当事人发生变化，既包括当事人的更换

也包括当事人的加入。 

（2）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与诉讼辅佐人 

◎法定代理人是代理无诉讼行为能力人进行诉讼的人，其产生和活动范围除依照民事诉讼法的

规定进行外，还要遵守民法的规定。 

◎德国法对诉讼代理人制度规定的很复杂，除初级法院程序和在受命法官或受托法官前以及在

书记官前进行的诉讼程序不需要律师强制代理外，其他的程序都需要律师进行代理。 

◎辅佐人是指随同当事人、法定代理人或诉讼代理人在期日里一起出庭，进行口头陈述的人。 

（3）共同诉讼 

在诉讼中，原告一方或被告一方有数个主要当事人时即构成共同诉讼，共同诉讼是与一对一的

原告和被告进行单独诉讼相对应的复数诉讼形式。 

（4）第三人 

在德国民事诉讼法中，第三人称为诉讼参加人，主要以主参加、辅助参加和诉讼告知的形式参

与到民事诉讼中来。 

4.第一审程序 

（1）起诉与答辩程序 

◎德国民事诉讼分为必须由律师代理进行的诉讼和当事人自己进行的诉讼。在地区法院

（Landgerichte）和更高级别的法院进行民事诉讼必须由律师代理，在地方法院（Amsgerich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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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民事诉讼不需要由律师代理。 

◎原告起诉后，诉讼案件就进入“诉讼系属”的状态。诉讼系属这一术语，表明诉讼程序已经

开始尚未结束。 

◎受诉法院的审判长或他所指定的法院成员可以给被告规定答辩期间，但该期间至少为二周。 

（2）庭审准备 

（3）庭审程序 

5.上诉程序 

（1）上诉方式、控诉条件及理由 

◎据是对事实和法律一起进行重新审查，还是仅就法律适用进行重新审查，《德国民事诉讼法》

把上诉划分为控诉和上告。 

◎控诉是指对事实和法律都提请高一级别的法院进行裁决。控诉旨在纠正下级法院在事实上和

法律上得出的结论。上告是指仅仅对法律争点提出的上诉。上告的目的是纠正原判决的法律错误而

不是事实的错误。 

◎控诉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控诉人的律师以书面形式提出控诉状。第二阶段是提出更

为详细的控诉理由，说明申请法院改变原判决的哪些裁决以及提出这些申请的理由。 

（2）上告范围及理由 

对于州高等法院在控诉审中所作的终局判决，可以提出抗告。 

（3）抗告范围、形式及效力 

◎抗告可以分为两种： 

简单抗告。简单抗告在裁决作出后任何时候都可以提起，没有特定的期间加以限制； 

立即抗告。抗告必须在裁定向当事人送达之日起两周之内起，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在法庭宣告

判决后提出。 

◎当事人提出抗告后，法院和审判长可以命令停止裁判的执行。 

6.再审程序 

（1）再审种类 

德国再审分为两种类型：取消之诉和恢复原状之诉。 

（2）再审管辖及审查 

一般情况下再审之诉专属于作出第一审判决的法院管辖。在下列情况下再审之诉由控诉法院管

辖：被声明不服的判决，或者数个被声明不服的判决中有一个是州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对于上告审

所作出的判决依照回复原状之诉理由的第一至第三项，第六和第七项而声明不服的。 

（3）对再审判决的上诉 

7.特别程序 

（1）证书诉讼和票据诉讼 

◎所谓的证书诉讼是指以证书作为提出证据的方法的略式诉讼程序，对于给付一定金额或支付

一定数量的他种代替物或有价证券为标的的请求。 

◎在证书诉讼中，依据《票据法》上的票据而提起的请求称之为票据诉讼。 

（2）家庭事件程序 

家庭事件程序又称为人事诉讼，是指关于人的身份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诉讼。 

（3）督促程序 

德国法规定，对以支付一定金额的欧元或马克为标的的请求，可以依申请人的申请，发出督促

决定。 

（4）公示催告程序 

在德国，公示催告程序却与确定私权是否存在联系在一起。 

复习思考题： 

1. 法国民事诉讼法中诉讼代表人、代理人以及辅佐人的区分。 

2. 法国特别程序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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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5：日本民事诉讼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目标：掌握日本法院体系及管辖种类划分，对于日本审判程序有更深程度的了解。 

学习内容： 

1. 日本民事诉讼 

（1）民事诉讼意义及种类 

◎广义的民事诉讼是指法院和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民事审判活动和强制执行活动

的总称。与之相对应的程序是民事审判程序和强制执行程序。 

◎狭义的民事诉讼是指法院和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加人进行的民事审判活动的总称。与之相

对应的程序仅指民事审判程序，而审判程序通常又包括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诉讼程序解决的是诉

讼案件，而非讼程序解决的是非讼案件。 

（2）日本民诉立法轨迹 

（3）民事诉讼法的原则 

◎公正迅速的原则 

◎诚实信用的原则 

2. 法院体系与民事诉讼管辖 

（1）法院体系类别 

法院体系包括 1946年设立的简易法院，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及最高法院和 1948年设立的家庭

法院。 

（2）管辖种类划分 

◎从管辖权发生的根据进行划分，可以将管辖分为法定管辖、指定管辖、合意管辖和应诉管辖。 

◎根据管辖欲实现的不同目的，可以将管辖划分为职能管辖、事物管辖以及土地管辖。 

◎根据管辖的强制性，还可将管辖划分为专属管辖和任意管辖。 

3. 当事人和诉讼中的代理人 

（1）当事人确定的条件 

（2）当事人能力及诉讼能力 

◎当事人能力是指能够成为一般意义上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即原告和被告的诉讼法上的资格。

当事人具有当事人能力，是其能够起诉或应诉的前提。 

◎诉讼能力是指当事人亲自进行诉讼行为所应具备的诉讼法上的资格。当事人具有当事人能力

只是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基础，当事人要想实际地、亲自从事诉讼行为，必须具有诉讼能力。 

（3）代理人的划分 

◎法定代理人是指基于法律的规定产生并行使代理权的人。 

◎诉讼代理人是指基于当事人的授权产生并行使代理权的人。 

4. 诉讼的审理 

5. 证据 

（1）自由心证主义 

（2）证明责任分配 

关于如何进行证明责任的分配，传统上有法律要件分类说:权利根据规定（对权利的发生赋与

根据的规定）；权利障碍规定（决定权利发生障碍的规定）；权利阻止规定（决定阻止一时性的权利

行使的规定）；权利消灭规定（决定已发生的权利消灭的规定）。 

（3）证据推定的效力 

6. 复杂诉讼形态 

（1）复数请求诉讼 

◎诉讼在一个诉讼程序中以同一当事人之间进行，并且审理对象的请求也是一个时，为诉讼的

基本型。 

◎复数请求诉讼的发现形态有诉的合并、诉的变更、反诉、中间确认之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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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数当事人诉讼 

◎民事诉讼在原告和被告这种对立的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是基本类型。但是，也有在一个程序里

多数的当事人共同进行的情形。 

◎共同诉讼一般来说可以划分为普通的共同诉讼和必要的共同诉讼。 

7. 上诉及再审程序 

（1）上诉要件及种类 

上诉可以具体包括控诉、上告和抗告。 

（2）控诉的审理及判决 

控诉是指当事人不服地方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作出的终局判决，或简易法院的终局判决而向作

为事实审的上级法院提起的上诉。 

（3）上告理由及程序要求 

◎上告是指对于终局判决向作为法律审的上级法院提出的上诉。 

◎不论控诉还是上告，都是对终局判决的上诉。 

（4）抗告种类及程序 

抗告是指对判决之外的决定、命令不服而向上级法院提起的上诉。抗告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

为通常抗告和即时抗告；最初的抗告和再抗告。但并不是所有的决定和命令都可以提出抗告。 

（5）再审事由及审理程序 

8. 简易诉讼程序 

（1）简易诉讼程序特点 

◎当事人诉讼行为的简略化 

◎法院诉讼行为的简略化 

（2）督促程序 

◎督促程序作为略式程序，是一种给付诉讼的代用诉讼。 

（3）小额诉讼程序 

◎一期日审理的原则 

◎程序的制约 

◎即日判决的原则 

（4）票据、支票诉讼程序 

复习思考题： 

1. 日本法院体系类别划分。 

2. 管辖权种类。     

知识单元 6：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目标：整体把握俄罗斯联邦法律渊源及民事诉讼法原则，了解其法院体系及管辖范围，注

意对程序上的重点记忆。 

学习内容： 

1. 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概述 

（1）法律渊源 

（2）民事诉讼法原则 

◎合法性原则是民事诉讼法律最重要的原则，是评定民事诉讼质量和效率的主要标准之一。 

◎真实性原则要求法院的审判活动必须建立在确立案件真实情况、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前提

下，合理合法地审理和解决民事案件。 

◎诉讼平等原则，指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当事人不论其身份和社会地位（民族、宗教信仰、教

育程度、职业等）如何，在法律和法院面前一律平等。 

◎辩论原则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利益相互对立的当事人以辩论形式展开诉讼。 

◎直接原则指的是，法官应当独立接受为案件收集的证据，但案件的解决应以在庭审质证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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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为基础。 

◎不间断原则是指，法院庭审在除指定的休息时间外应连续进行，在已开始审理的案件结束之

前或案件审理中止之前，法院无权审理其他案件。 

（3）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2. 俄罗斯联邦法院体系及其主管与管辖 

（1）法院体系 

目前俄罗斯联邦法院体系由联邦法院和联邦主体[ 联邦主体指构成俄罗斯联邦的共和国、边疆

区（州）、直辖市、自治州、自治区。]法院两部分构成。其中联邦法院又分为联邦宪法法院、联邦

普通法院、联邦仲裁法院三个分支,联邦主体法院包括联邦主体的宪法（宪章）法院和拥有联邦主

体普通管辖权的治安法院。 

（2）民事诉讼主管原则及一般规定 

◎对有管辖权的案件的审理必须依法进行。 

◎诉讼双方有权将诉讼请求交由仲裁法院来审理。 

◎如果向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包含几个相互关联的请求，其中一些属于普通法院，另外一些属

于仲裁法院管辖，而各请求又不能分开的，该案件应由普通法院审理和解决。 

（3）民事诉讼管辖类别 

◎级别管辖 

◎地域管辖 

◎裁定管辖（管辖权的转移） 

3. 诉讼参加人 

4. 第一审程序 

（1）起诉概念及不受理情形 

公民和团体、组织请求法院解决法律权益争执的行为被称作起诉。 

（2）诉讼费用 

◎收取诉讼费是一种减少提出无充分理由的申请（诉讼）的诉讼手段，同时也是阻止诉讼双方

或其它诉讼参与人滥用诉讼权利的手段。 

◎对没有履行义务或不适当履行自己义务的人，诉讼费也是一种补充性的法律制裁措施。 

◎诉讼费用是补偿国家的费用，补偿民事诉讼程序得以运行的经济成本。 

（3）命令程序 

◎在审理一些毫无争议的案件时，不合理的运用复杂的民事诉讼形式，既有悖于诉讼经济原则，

也有损于国家财政支出，需要建立法院命令制度。 

◎法院命令是法官在符合法典规定的诉讼中，根据债权人追索金钱或动产的请求而独任做出的

法院裁定。法院命令也是执行文件，应按执行法院判决的程序执行。 

（4）审理准备及开庭准备 

开庭被分为准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评议和判决等几部分。开庭审理遵循直接原则、不间

断原则和言词原则。 

5. 上诉程序及监督审程序 

上诉程序的本质是，案件参加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框架中对尚未产生法律效力的一审判决向上

诉机关提出上诉，重新在本质上审查案件。 

6. 特别诉讼程序和公共权利关系案件诉讼程序 

（1）特别诉讼程序 

特别诉讼程序是法院审理没有实体权利争议的案件时适用的一种特殊程序。 

（2）公共权利关系案件 

公共权利关系案件诉讼程序的实质注定了它在民事诉讼法律系统中的独立性。 

7. 涉外诉讼程序 

（1）外国人在俄罗斯民事诉讼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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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外案件管辖权 

◎如果被告是设立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组织或在俄罗斯联邦境内有住所的公民，则俄罗斯联邦

法院负责审理。 

◎涉外案件的专属管辖。 

（3）外国法院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外国法院的裁判在符合俄罗斯联邦参加的国际条约有双方互相执行对方司法裁决的情况下，在

俄罗斯联邦得到承认和执行。 

复习思考题： 

1. 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律原则。 

2. 特别诉讼程序和公共权利关系案件诉讼程序的区分。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英国民事诉讼法 5  

2 美国民事诉讼法 4  

3 法国民事诉讼法 5  

4 德意志联邦民事诉讼法 4  

5 日本民事诉讼法 4  

6 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 6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民事诉讼法学》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了解外国法律发展历史轨迹及现行制度，尤其是在程序法及证据法方面。 

难点：“遵循先例与逃避先例”、“法律拟制的适用”、“对抗制的本质”、“交叉询问制度的由来

及运用”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理论讲授。 

2.案例分析。 

3.比较法学方法。 

4.社会法学方法。 

5.历史法学方法。 

6.文化法学方法。 

教学手段： 

利用多媒体，进行课堂讲授。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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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年版。 

2.汤维建：《美国民事司法制度与民事诉讼程序》，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年版。 

3,（美）杰佛里 .C .哈泽德，米歇尔 .塔鲁伊：《美国民事诉讼法导论》，张茂 译，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4.徐昕（译）：《英国民事诉讼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年版。 

5.（美）理查德 .A .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徐昕等 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年版。 

6,（美）史蒂文.苏本，马格瑞特.伍：《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蔡彦敏 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7.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 

8.白绿炫、卞建林：《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证据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 

9.（美）杰克.H.佛兰德泰尔 等：《民事诉讼法》，夏登峻 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

版。 

10.（美）约翰.W.斯特龙 等：《麦考密克论证据》，汤维建 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11（美）罗伯特.麦克洛斯基 等：《美国最高法院》，任东来 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12. 范愉：《集团诉讼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13.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上、下册），中信出版社 1991年版。 

14.张建伟：《司法竞技主义---------英美诉讼传统与中国庭审方式》，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15.（英）爱德华 菲利普斯：《证据法简明案例(brief case on the law of evidence)》，第

2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16.（英）特拉西 阿奎诺：《证据法基础（essential evidence）》，第 2 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17.（美）米尔健 R 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18.（美）玛丽 肯 凯恩：《民事程序法（civil procedure in a nut shell）》，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19.（美）迈克尔 H 格莱姆：《联邦证据法（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 

20.何家弘，张卫平 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上、下册），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年版。 

21.（美）大卫 P 柯里：《美国联邦法院管辖权（federal jurisdiction）》，第四版，法律出

版社 2004年版。 

22.张卫平 主编：《外国民事证据制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23.（英）丹宁勋爵：《法律的界碑》，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24.（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未来》，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25.（英）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26.（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27.（英）丹宁勋爵：《最后的篇章》，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28.（英）丹宁勋爵：《家庭故事》，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29.（美）卡尔 N 卢埃林：《普通法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30.（美）哈里 爱德华兹：《爱德华兹集》，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31.何家弘 主编：《外国证据法》，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32.（美）罗斯科 庞德：《普通法的精神》，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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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美）本杰明 N 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年版。 

34．（美）斯蒂芬 C 伊泽尔：《民事诉讼程序（civil procedure）》，中信出版社 2003年版。 

35. 汤维建 等译：《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流程》，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36.（美）张哲瑞联合律师事务所：《美国法律忽悠谈》，中国友谊出版社 2004年版。 

37. 杨良宜，杨大明：《国际商务游戏规则：英美证据法》，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38.（美）托马斯 A 马沃特：《审前程序（pretrial）》，第五版，中信出版社 2003年版。 

39. 托马斯 A 马沃特、沃伦 D 沃尔夫森：《审判证据（trial evidence）》，中信出版社 2003

年版。 

执笔：张弘  审稿：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7月 13日 

 

民事诉讼法实务 
Practice of Civil Procedure Law 

课程号：402040052 

一、课程目标和任务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本科生民事诉讼法学课程。 

民事诉讼法是我国三大诉讼法之一，在法律体系中占据基本法的重要地位，历来是法学专业学

生必须深入研习并全面掌握的重要基本课程。但是，在法学本科阶段的民事诉讼法学基础课程中往

往偏重于立法背景和法学理论的研讨，缺乏对民事诉讼法实务的了解和研习，这就导致法学专业的

学生普遍对民事诉讼实务操作知识的缺乏和民事诉讼实务操作能力的低下。 

民事诉讼案例研习是本课程的重要教学手段，但与民事诉讼法案例课不同。民事诉讼法案例课

是通过典型案例的讲解和分析，帮助学生进一步理解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学会分析案例，初步学会

正确适用民事诉讼法。本课程则进一步帮助学生了解并掌握民事诉讼实务的操作知识，培养学生具

备一定的实务操作能力，而不仅仅停留在案例分析和法条理解上。 

模拟法庭是本课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与模拟法庭课程不同。本课程由民事诉讼实务的细节

入手，通过观摩学习，通过循序渐进的研习过程，尽可能使得每一个学生均能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

进行逼真的模拟。本课程不以模拟法庭为目的，而以模拟法庭为手段，学生通过不同的法庭角色的

实务操作，体验并初步练就民事诉讼的实务操作能力。 

二、课程基本要求 

（一）预先修习课程 

学生选修本课程之前，应当已经修习或者已经自习并掌握了以下课程内的知识：  

1. 法理学或法哲学； 

2. 宪法学；  

3. 民事诉讼法学及相关程序法； 

4. 民法学及相关实体法； 

5. 劳动法学及其它社会法； 

6. 经济法及相关法律制度； 

7. 形式逻辑学或法律逻辑学； 

8. 法律文书及法律文书写作规范。 

（二）学习过程中，应当具体了解、掌握的基本原理、方法和知识（见以下第四部分。因每个

单元要求不同，各个单元内部的要求也各也不同，已分别写入各单元，此处不重复。） 

（三）通过学习，应当具备并达到的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达到民事诉讼实务的基本能力要求，能够直接上手操作民事审判业务、民事律师业务以及民事



1377 

检察业务。 

三、课程内容、教学要求 

本课程三个教学单元的教学内容不同，教学要求和教学方法也各不相同。 

第一单元  起诉、立案与庭前实务（8）--4X5 

第二单元  裁判与法律文书实务（3）--2X5 

第三单元  庭审与庭辩实务（2）--1X5 

第一单元  起诉、立案与庭前实务 

民事诉讼实务中的立案要件几乎涵盖了民事诉讼的基本要素，本单元围绕民事诉讼立案要件展

开，侧重对立案要件的理解与审查。有关起诉、立案、庭审和裁判的实务操作在第三、第四单元展

开。 

本单元采取实务案例引导出实务中的疑难问题，通过对立法的解析探讨，进而研讨法律实务现

象背后的基本法理。不是简单地套用法条（更何况有时难以或无法套用），而是理性地适用法律、

理智地解决实务中的疑难问题。 

本单元按以下 8个专题进行。教学中不限于以下专题，可根据司法实务中的新动向、学生的具

体情况，自行调整。 

（一）人民法院主管案件范围专题 

【法律解读】 

1.《民诉法》第 119条规定中 4项 7个要求，第四项规定：“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

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是否“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的界限如何界定？ 

2.宪法、民法、婚姻法等相关实体法规定的理解 

【原理探讨】 

1. 诉权保障； 

2.司法最终解决原则； 

3.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原则。 

【实务练习】 

教师自选案例组织学生研讨 

【复习与预习】 

教师布置阅读书目和预习案例 

（二）原告提出具体诉讼请求的专题 

【法律解读】 

《民诉法》第 119条第 3项第 1个要求，原告起诉必须要提出“具体的诉讼请求”，如何理解： 

1.原告为什么必须提出诉讼请求？ 

2.原告的诉讼请求具体到什么程度？ 

3.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有法律上的依据？  

4.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有事实上的依据？  

5.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应该恰当？  

【原理探讨】 

1. 诉讼请求与诉讼案由的关系；  

2. 诉讼请求与裁判对象的关系（辩论主义）； 

3. 诉讼请求与民事请求权的关系（区分程序请求权与实体请求权）。 

【实务练习】 

教师自选案例组织学生研讨 

【复习与预习】 

教师布置阅读书目和预习案例 

（三）起诉时的事实与理由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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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读】 

《民诉法》119条第 3项规定，原告起诉必须“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民诉法》

121条第 3项也规定，起诉状应当写明“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 

如何理解“事实与理由”？ 

【原理探讨】 

1.“事实与理由”是同一个要求还是两个不同的要求？  

2. “事实与理由”与“证据”有何关系？为什么在起诉要件与诉的要素中均未出现“证据”

一词？ 

3.诉的三要素中的“理由”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没有提及“事实”？其与起诉要件中的“理由”

是一回事吗？ 

4.诉的成立要件与诉的胜诉要件的区别？ 

【实务练习】 

教师自选案例组织学生研讨 

【复习与预习】 

教师布置阅读书目和预习案例 

（四）原始原告与案件的利害关系专题 

【法律解读】 

《民诉法》第 119条第 1项的要求，“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这项规定有三层含义： 

第一，每个案件都必须要有原告； 

第二，原告可以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三，原告必须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 

以上 “有直接利害关系”规定，在理解与适用中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释，才能适用。 

【原理探讨】 

1.民事诉讼不告不理原则； 

3.原告的资格（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复习； 

4.“直接利害关系”探讨： 

（1）事实上的利害关系与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2）“利害关系”与“法律关系”； 

（3）“利害关系”与“诉的利益”；。 

5. 原告的适格。 

【实务练习】 

教师自选案例组织学生研讨 

【复习与预习】 

教师布置阅读书目和预习案例 

（五）派生原告与案件的利害关系专题 

【法律解读】 

《民诉法》第 119条第 1项，“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但

是，诉讼实务中确实有很多貌似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由法律规定或者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认定，可

以原告身份提起或者参加诉讼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主要有以下规定和情形（包括实体法和程

序法的规定）： 

1.代位权人提起或者参加诉讼 

《合同法》第 73 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

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

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 11条规定：“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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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依照合同法第 73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1）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

合法；（2）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3）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4）

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2.继承人、死者近亲属提起或者参加诉讼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在诉讼中，一方当

事人死亡，有继承人的，裁定中止诉讼。人民法院应及时通知继承人作为当事人承担诉讼，被继承

人已经进行的诉讼行为对承担诉讼的继承人有效。” 

（2）《著作权法》第 20、21条规定，著作权人死后，其署名权、修改权、作品完整权等权利

的保障由其继承人担当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36.

作者死亡后，著作权（版权）中由继承人继承的财产权利在法律规定的保护期限内受到侵犯，继承

人依法要求保护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3 条：“自然

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下列侵权行为遭受精神痛苦，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

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一）以侮辱、诽谤、贬损、丑化或者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

方式，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二）非法披露、利用死者隐私，或者以违反社会公共

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死者隐私；（三）非法利用、损害遗体、遗骨，或者以违反社会公

共利益、社会公德的其他方式侵害遗体、遗骨。 ” 

第 7条：“自然人因侵权行为致死，或者自然人死亡后其人格或者遗体遭受侵害，死者的配偶、

父母和子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列其配偶、父母和子女为原告；没有配偶、父母

和子女的，可以由其他近亲属提起诉讼，列其他近亲属为原告。”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企业法人合并的，因

合并前的民事活动发生的纠纷，以合并后的企业为当事人；企业法人分立的，因分立前的民事活动

发生的纠纷，以分立后的企业为共同诉讼人。     

3.破产企业的管理人、清算组织或者上级单位提起或者参加诉讼 

《企业破产法》第 25条：“管理人履行下列职责：------（7）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

者其他法律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企业法人未经清算即被撤

销，有清算组织的，以该清算组织为当事人；没有清算组织的，以作出撤销决定的机构为当事人。” 

4.遗产及其他财产管理人提起或者参加诉讼 

提存、仓储、托运等保管关系中，保管人依据法定或约定，当被保管物在保管期间受到侵害时，

可以以当事人身份提起或者参加诉讼。 

遗产管理人接受被继承人的委托，管理遗产过程中，因遗产受到侵害或者与他人发生争议时可

以以当事人身份提起或者参加诉讼。 

5.连带责任人参加诉讼（一般以被告身份参加诉讼）。 

6.其他法律规定和法院认定的具有法定利害关系的人。 

例如：《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除此以外，只要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直接规定的，即便在法理和法益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利害关

系，人民法院基本都不会受理。 

【原理探讨】 

1.实体法上请求权与程序法上请求权的关系； 

2.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原则、法益，扩张诉讼主体的可能性问题； 

3.派生原告、诉讼担当，能否概括“有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主体”的含义。 

【实务练习】 

教师自选案例组织学生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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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预习】 

教师布置阅读书目和预习案例 

（六）“明确的被告”的理解与适用专题 

【法律解读】 

《民诉法》第 119条第 2项，要求当事人起诉的时候必须“有明确的被告”。什么是“有明确

的被告”，需要解释。 

王泽鉴先生与许多法学大家都说过同一句话：“法律必须经过解释才能适用”。（关于解释方

法属于法学方法论的内容，最后一讲再研讨） 

首先，从字义上看，必须有被告，没有被告不能成讼； 

其次，这个被告必须是明确的。怎么明确法？需要进一步解释： 

1.具有具体的、特定的对象，不是具体特定的对象，不能成讼； 

2.应该提供详细、准确的个人或者单位信息。 

《民诉法》第 121条第 2项也规定，起诉状应当记明，“被告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

等信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等信息”。  

该条第 1 项对原告的要求，起诉状应当记明， “原告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

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

职务、联系方式”。两项比较，对被告的信息要求已然有所放宽，但同样都是要求“应当”。 

特别需要探讨的是：如果原告确实不能提供准确的被告信息，是不是就一概不能成讼？ 

【原理探讨】 

1.形式当事人； 

2.适格当事人。 

【实务练习】 

教师自选案例组织学生研讨 

【复习与预习】 

教师布置阅读书目和预习案例 

（七）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理解与应用专题 

【法律解读】 

我国没有直接的法律规定，但诉讼界普遍确认存在这样的原则。民事诉讼法相关的条文规定如

下： 

（1）诉讼是否已经系属---禁止重复立案《民事诉讼法》第 35 条“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

辖权的诉讼，原告可以向其中一个人民法院起诉；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由

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 

（2）诉讼是否已经终结---避免重复裁判（既判力）《民事诉讼法》第 124（五）项的规定，

“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 

诉讼界普遍认为，仅仅有这样的规定不足以践行一事不再理原则，更无以识别“一事”。 

【原理探讨】 

1.一事之识别标准探讨： 

（1）“三同”别识标准。实务界比较认同“三同”的标准：a.同一当事人 b.同一事实和理由

c.同一诉讼请求。（也可称为“四同”）。 

（2）“诉讼标的”识别标准。学界比较认同，因为很多人认可“一诉一标的”学说。 

（3）其他识别标准。上述标准均有缺陷，新学说很多。 

2.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基本含义； 

3.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基本内容； 

4. 一事不再理原则与强制合并制度（别诉禁止）； 

诉讼正义理论； 

5.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诉讼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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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练习】 

教师自选案例组织学生研讨 

【复习与预习】 

教师布置阅读书目和预习案例 

（八）法官释明专题 

【法律解读】 

我国是否有释明制度存在争议，类似的规定如下： 

《民诉法》第 126条等条款，及告知、询问、通知、说明的规定。 

《证据规定》第 3条：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

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 

《证据规定》第 33条：告知说明举证事项。 

《证据规定》第 35 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

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定第 34 条的限制（举证与增变反诉期限），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简易程序的规定》第 20 条：对没有委托律师代理诉讼的当事人，审判人员应当对回避、自

认、举证责任等相关内容向其作必要的解释或者说明，并在庭审过程中适当提示当事人正确行使诉

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指导当事人进行正常的诉讼活动。（积极的释明） 

还有，民诉解释等等 

【原理探讨】 

1. 释明的起源与当事人主义的纠偏； 

2. 释明的内容与限度； 

3. 释明在我国的意义及规制。 

【实务练习】 
教师自选案例组织学生研讨 
【复习与预习】 
教师布置阅读书目和预习案例 

第二单元  裁判与法律文书实务 

本单元依据不同教学内容分别采用研讨、练习的方法进行。 

本单元教师课前布置研讨内容、阅读要求和写作内容。 

（一）事实判断方法实务 

1. 事实判断实务疑难问题研讨 

（1）举证责任分配； 

（2）证明对象 

（3）推定； 

（4）证明标准，等。 

2.事实判断实务经典阅读 

（1）宋朝武著《民事证据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 

（2）江伟主编《民事证据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3）毕玉谦著《民事证明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 

（4）[德]莱奥•罗森贝克著《证明责任论》，庄敬华译，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5）吴杰著《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 

（二）法律适用方法实务 

1.法律适用方法实务研讨 

（1）法律逻辑研讨； 

（2）自由裁量及擅断限制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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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律解释一般方法研讨； 

（4）不确定概念的解释研讨； 

（5）法律漏洞弥补研讨； 

（6）价值判断研讨； 

（7）利益衡量研讨； 

（8）法律论证研讨； 

（9）请求权基础法律方法研讨； 

（10）其他法律思维方法研讨。 

2.法律适用方法实务经典阅读 

（1）[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1992六版）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版  

（2）顾祝轩《制造“劳伦茨神话”——德国法学方法论史》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3）[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

版 

（4）郑永流《法律方法阶梯》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5）梁慧星《民法解释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 

（6）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三）法律文书写作方法实务 

1.民事起诉状写作实务； 

2.民事答辩状写作实务； 

3.民事辩论词写作实务； 

4.民事裁定书写作实务； 

5.民事判决书写作实务； 

6.民事调解书写作实务； 

7.民事判决书写作实务； 

8.民事上诉状写作实务； 

9.民事抗诉书写作实务； 

10.司法建议书写作实务。 

第三单元  庭审与庭辩实务 

本单元既是实务操作演练，又是本课程的综合考核。 

（一）庭审与庭辩观摩 

选择适合教学的典型案例和较高水平的庭审与庭辩，视授课期间的条件，以下三种形式取其一： 

1.现场观摩法庭开庭； 

2.远程观摩法庭开庭； 

3.播放法庭开庭视频。 

（二）模拟法庭 

1.选取典型案例，布置模拟法庭； 

2.学生分三组：法庭组、原告组、被告组； 

3.学生人数较多时，可以布置数个模拟法庭； 

4.条件许可时，可以布置数个模拟案例，各组轮换角色； 

5.庭前要求各组开准备会； 

6.庭前草拟各自的文书和开庭提纲； 

7.书记员庭后装订卷宗提交老师； 

8.庭后师生座谈、总结、讲评。 

四、学时分配 

以下列表格的形式，依据每部分课程内容所需将课时做科学、合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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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学时分配表 

课次 内  容 授课学时数 备 注 

第一次 第一单元之 1 4课时  

第二次 第一单元之 2 4课时  

第三次 第一单元之 3 4课时  

第四次 第一单元之 4 4课时  

第五次 第二单元之 1 4课时  

第六次 第二单元之 2 4课时  

第七次 第二单元之 3 4课时  

第八次 第三单元之 1 3课时  

第九次 第三单元之 2 3课时  

总 计 34课时  

编写人签字：刘芝祥 

研究所负责人签字：    审核人（二级单位负责人）签字：     批准人（研究生院）签字： 

编制时间：2015年 10月 28日 

 

民事强制执行程序（民事执行法学） 
Civil Enforcement Proceedings 

课程号：402040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使学生掌握民事执行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以及民事执行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2．使学生熟悉并能灵活运用有关民事执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 

3．使学生了解民事执行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能够独立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

办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民事执行法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

理，熟悉有关民事执行的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了解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完

善民事诉讼法学的知识体系，为将来从事法律职业打好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民事执行法学的背景。 

2．民事执行法学的现状。 

3．民事执行法与相邻部门法的关系。 

4．民事执行法学的研究方法。 

5．民事执行法学的内容体系、教学目标、要求与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民事执行实践和理论研究的背景和现状，认识民事执行难和执行乱的原因，本课程学

习的目标、要求与方法。 

2．熟悉并掌握民事执行法与相信部门法的关系，掌握民事执行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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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试分析民事执行法与相邻部门法的关系。 

2．自己找一个实际案例，分析该案执行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原因。 

知识单元 2：民事执行和民事执行法概述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民事执行的概念与特征； 

2．民事执行的种类； 

3．民事执行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 

4．民事执行法的性质与立法体例。 

学习目标： 

1．了解民事执行的种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 民事执行法的性质等内容。 

2．掌握民事执行的概念、特征，民事执行法的立法体例，我国民事执行立法体例存在的问题。 

作业： 

1．什么是民事执行？其特征是什么？ 

2．民事执行的种类包括哪些？ 

3. 民事执行的内容是否包括解决争议?解决民事执行程序中形成的争议，是否为民事执行权的

权能范围？ 

4．面对债务人缺乏履行能力且财产难找的现实，实践中有一部分人提出，民事执行作为一种

法定程序，并不能保证全面实现债权人的债权。因此，民事执行机关只要采取了法定的执行措施，

即使债权人的债权没有全面实现，也应当对案件作结案处理。如何看待此种观点？ 

5．如何理解民事执行法的性质？ 

6．我国现行民事执行立法体例有何不足？ 

知识单元 3：民事执行的目的、价值与功能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民事执行的目的 

2．民事执行的价值 

3．民事执行的功能与作用 

学习目标： 

1．了解民事执行的目的、价值、功能及其与民事诉讼目的、价值与功能的区别。 

2．掌握民事执行的目的、价值取向与功能定位对民事执行实践工作的影响与要求。 

作业： 

1．民事执行的目的与民事诉讼的目的有何区别？  

2．如何理解民事执行程序中公正与效益的冲突与衡平？民事执行效益优先的价值取向对民事

执行实践工作有何影响？ 

3．民事执行的功能与民事诉讼的功能有何区别？ 

知识单元 4：民事执行法律关系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民事执行法律关系概述 

2．民事执行法律关系的要素 

3．民事执行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与消灭 

学习目标： 

1．了解民事执行法律关系的概念，引起民事执行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原因。 

2．掌握民事执行法律关系与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区别，民事执行法律关系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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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什么是民事执行法律关系？ 

2．民事执行法律关系的要素包括哪些？ 

3．如何理解引起民事执行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法律事实？ 

知识单元 5：民事执行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民事执行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概念。 

2．民事执行的基本原则。 

3. 民事执行的基本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民事执行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概念，民事执行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主要内容，全

面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的主要内容及其要求，重大事项合议决定制度的主要内容。 

2．掌握确立民事执行基本原则的标准，依法执行原则、执行标的有限原则、执行高效原则、

强制与说服教育相结合原则的含义及其对民事执行实践工作的要求，审执分立制度的内容及其依

据，执行通知制度的内容及其依据，程序性事项与实体性事项分开处理制度的内容、法理基础及其

在现行立法中的体现，协助执行制度的内容及其在现行立法中的体现。 

作业： 

1．确立民事执行基本原则的标准是什么？民事执行的基本原则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2．执行高效原则对民事执行程序构建和民事执行实践有何要求？ 

3. 谈谈对“强制执行与说服教育相结合”原则的看法。重点讨论：（1）它是否应当作为民事

执行必须遵守的原则？为什么？（2）如果它是民事执行的基本原则，在民事执行程序中构建中应

当如何贯彻？ 

4. 审执分立制度的法理基础是什么？这一制度对于民事执行实践有哪些具体要求？ 

知识单元 6：民事执行名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民事执行名义的含义及其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的作用。 

2．民事执行名义的构成要件及其各类。 

3. 民事执行名义的法律效力。 

学习目标： 

1．了解民事执行名义的含义，民事执行名义与生效法律文书的关系，民事执行名义在民事执

行程序中的作用，我国民事执行实践中常见的民事执行名义。 

2．掌握民事执行名义的构成要件，民事执行名义的效力体现，民事执行名义的赋予力、约束

力和规范力的主要内容。 

作业： 

1. 民事执行名义的构成要件包括哪些内容？ 

2. 试分析执行机关对执行名义进行审查的理论基础、实践意义及其具体的程序构建。 

3. 民事执行名义的法律效力与生效法律文书的法律效力有何不同？ 

知识单元 7：民事执行机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民事执行机关的概念与职能。 

2．民事执行机关设置的理论基础、世界主要国家民事执行机关设置的情况。 

3. 我国民事执行机关设置的情况及其人员构成。 

4. 民事执行管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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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民事执行的概念与职能，世界主要国家民事执行机关的设置情况，我国现行民事执行

机关设置情况其人员构成。 

2．掌握民事执行机关设置的理论基础，民事执行机关设置与审执分离体制的关系，我国民事

执行管辖制度的具体内容，民事执行管辖异议的处理程序及其与民事诉讼管辖异议处理程序的区

别。 

作业： 

1. 试论我国民事执行机关的设置。重点分析下列内容：（1）民事执行机关与法院的关系；（2）

执行裁判机构与执行实施机构之间的关系；（3）执行人员的身份与地位（与法官的关系）。 

2．民事执行管辖制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 试分析民事执行管辖制度与民事诉讼管辖制度的相似与不同之处。 

知识单元 8：民事执行当事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民事执行当事人的概念、特征、称谓与确定方法。 

2．民事执行当事人的法律资格。 

3. 民事执行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和程序义务。 

4. 民事执行当事人的变化。 

学习目标： 

1．了解民事执行当事人的概念与称谓，民事执行当事人的法律资格，民事执行当事人的程序

权利和程序义务。 

2．掌握民事执行当事人与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区别，民事执行当事人的确定方法，民事执行当

事人变化的概念、范围、程序和效力。 

作业： 

1. 如何正确认识债务人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的地位？ 

2. 如何理解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制度？（1）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变更和追加执行当事人的必要

性，（2）变更或者追加执行当事人的法理基础，（3）如何维护被变更或者追加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民事执行当事人有何特征？它与民事诉讼当事人有何不同？ 

知识单元 9：民事执行标的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民事执行标的概述。 

2．民事执行标的的法律特征。 

3. 民事执行标的的具体内容。 

学习目标： 

1．了解民事执行标的的概念，民事执行标的与实体权利标的的关系，民事执行标的的具体内

容。 

2．掌握民事执行标的与民事诉讼标的、民事执行标的与民事执行标的物的区别，民事执行标

的的法律特征及其对民事执行实践的影响。 

作业： 

1. 民事执行标的的核心特征是什么，它对于民事执行实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2. 为什么人身不能成为民事执行标的？ 

3. 财产和行为作为民事执行标的时必须具备哪些要件？ 

4．哪些财产不得作为民事执行标的？ 

知识单元 10：民事执行程序 

参考学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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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民事执行程序概述。 

2．民事执行程序的启动。 

3. 委托执行。 

4. 民事执行实施。 

5. 民事执行阻却。 

6. 民事执行程序的结束。 

学习目标： 

1．了解民事执行程序的概念、特征、构成，委托执行的概念、条件、程序，民事执行实施中

民事执行机关的职责、民事执行当事人的义务，中止执行和终结执行的法定事由，不予执行概念与

事由，执行撤销的概念与事由，执行完毕的期限。 

2．掌握委托执行中特殊情况的处理，暂缓执行的概念、类型，执行中止与终结执行的区别，

执行和解的程序、效力、执行和解后恢复执行的条件、执行和解与诉讼和解的区别。 

作业： 

1. 申请执行与移送执行有何不同？移送执行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何在？ 

2. 委托执行制度存在的必要性何在？如何克服委托执行难的问题？ 

3．什么是暂缓执行？民事执行机关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暂缓执行？ 

4. 执行和解的性质与效力是什么？不履行和解协议该如何处理？ 

5. 执行中止和执行终结有何区别？ 

知识单元 11：实现金钱债权的执行措施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民事执行措施概说。 

2．控制性执行措施。 

3．处分性执行措施。 

4．代位执行。 

5．参与分配。 

6．民事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衔接机制。 

学习目标： 

1．了解民事执行措施的概念、特征和类型，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执行措施，控制性执行措施

与处分性执行措施的区别，民事执行变卖的条件与程序。 

2．掌握控制性执行措施的类型及其适用范围、实施方法、实施程序，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有

关查封、扣押、冻结期限的规定，轮候查封、扣押、冻结的概念及其效力，处分性执行措施的概念、

类型，民事执行拍卖的概念、性质、程序，民事执行拍卖中特殊情况的处理，代位执行与对到期债

权执行的关系，代位执行的法理基础与实施程序，代位执行的效力，参与分配的概念与适用条件，

现行司法解释关于民事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衔接机制的规定。 

3．熟练应用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执行措施。 

作业： 

1．什么是金钱债权？其执行标的是什么？金钱债权的执行措施有哪些？ 

2．民事执行拍卖的性质与效力有何特点？它与商事拍卖有何区别？ 

3．代位执行的法理基础是什么？我国现行司法解释有关对到期债权执行的规定存在哪些不

足？ 

4．确立民事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衔接机制有何现实意义？ 

知识单元 12：实现非金钱债权的执行措施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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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现非金钱债权的执行措施概述。 

2．实现物的交付请求权的执行措施。 

3．实现行为请求权的执行措施。 

学习目标： 

1．了解实现非金钱债权的执行措施的概念与类型，实现物的交付请求权的执行措施的概念与

构成，实现行为请求权的执行措施的概念、特征与构成。 

2．掌握采取实现物的交付请求权的执行措施时应当注意的问题，实现非金钱债权执行措施与

实现金钱债权执行措施的区别。 

作业： 

1．实现非金钱债权的执行措施与实现金钱债权的执行措施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2．什么是物的交付请求权和行为请求权？实现物的交付请求权和实现行为请求权的执行措施

各包括哪些内容？ 

3．实现物的交付执行过程中，无法执行原物时应当如何处理，为什么？ 

4．标的物为第三人占有时，应当如何执行？ 

5．我国现行司法解释规定的代履行制度的适用范围是什么，它包括哪些内容？ 

知识单元 13：民事执行保障措施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民事执行保障措施概述。 

2．民事执行调查措施。 

3．民事执行威慑措施。 

4．妨害民事执行的强制措施。 

学习目标： 

1．了解民事执行保障措施的概念、特征与构成，查询债务人身份和财产信息的程序，限制出

境措施的适用，在征信系统记录和通过媒体公布不履行义务信息措施的适用。 

2．掌握责令债务人报告财产状况措施的适用，搜查措施的适用，民事执行威慑措施的构成以

及各种威慑措施的适用，迟延履行利息和迟延履行金的性质，限制债务人高消费的适用条件与程序，

妨害民事执行的强制措施的概念与构成要件，妨害民事执行行为的类型，妨害民事执行的强制措施

的种类与适用。 

作业： 

1．保障性执行措施与民事执行措施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2．民事执行威慑措施与妨害民事执行的强制措施的区别是什么？ 

3．迟延履行利息和迟延履行金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知识单元 14：民事执行竞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民事执行竞合概述。 

2．民事执行竞合的类型。 

3．民事执行竞合的解决。 

学习目标： 

1．了解民事执行竞合的概念，构成要件，民事执行竞合的类型。 

2．掌握平等主义与优先主义的理论争议，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有关民事执行竞合解决的

规定。 

作业： 

1．民事执行竞合的构成要件是什么？ 

2．平等主义与优先主义的理论基础有何不同？ 



1389 

3．根据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我国，解决民事执行竞合考虑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知识单元 15：民事执行救济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民事执行救济概述。 

2．程序性执行救济。 

3．实体性执行救济。 

4．完善我国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构想。 

学习目标： 

1．了解民事执行救济的概念、意义与类型，我国现行民事执行救济制度存在的不足及其完善

方向。 

2．掌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异议的概念、适用主体、条件、审查和裁判，案外人异议的概念、

适用主体、条件、审查与裁判，案外人异议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异议的区别，分配方案异议的概

念、条件及其对民事执行程序的影响，执行复议的概念、申请条件、审查和裁判，案外人异议之诉、

许可执行之诉、分配方案异议之诉的概念、起诉条件、审理程序、裁判及其对民事执行程序的影响。 

作业： 

1．如何理解《民事诉讼法》第 225条所谓的“执行行为”？该条与第 227条的关系如何处理？ 

2．如何区分《民事诉讼法》第 225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和第 227条规定的案外人? 

3．程序性执行救济与实体性执行救济有何区别？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程序性执行

救济和实体性执行救济制度各包括哪些内容？ 

4．案外人异议之诉与许可执行之诉有何相同与不同之处？ 

知识单元 16：民事执行监督和民事执行回转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民事执行监督。 

2．民事执行回转。 

学习目标： 

1．了解民事执行监督的概念，监督的类型，民事执行回转的概念与程序。 

2．掌握民事执行内部监督的概念、方式与效力，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概念、法理基础及其效

力，民事执行监督与民事执行救济的关系，民事执行回转的条件与事由。 

作业： 

1．民事执行监督与民事执行救济有何不同？为什么说《民事诉讼法》第 226 条是有关民事执

行监督的规定而不是有关民事执行救济的规定？ 

2．民事执行回转应当具备哪些条件？ 

知识单元 17：民事执行费用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民事执行费用概述。 

2．民事执行费用的交纳与负担。 

学习目标： 

1．了解民事执行费用的概念，民事执行费用的交纳范围、标准与方式。 

2．掌握民事执行费用的作用，民事执行费用的交纳与负担的主体。 

作业： 

1．规定民事执行费用制度有何意义？ 

2．我国民事执行费用的交纳和负担制度有何特点？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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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民事执行和民事执行法概述 2  

2 民事执行的目的、价值与功能、民事执行法律关系 2  

3 民事执行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2  

4 民事执行名义 2  

5 民事执行机关 2  

6 民事执行当事人 2  

7 民事执行标的 2  

8 民事执行程序（一） 2  

9 民事执行程序（二） 2  

10 实现金钱债权的执行措施（一） 2  

11 实现金钱债权的执行措施（二） 2  

12 实现非金钱债权的执行措施、民事执行保障措施 2  

13 民事执行竞合 2  

14 民事执行救济（一） 2  

15 民事执行救济（二） 2  

16 民事执行监督和民事执行回转、民事执行费用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中国司法制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民事执行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民事执行名义，民事执行机关，民事执行当事人，民

事执行标的，暂缓执行，执行担保，执行和解，执行中止和终结，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的衔接，实

现金钱债权的执行措施，民事执行保障措施，民事执行救济，民事执行监督和民事执行回转。 

难点：民事执行的目的、价值与功能，民事执行基本原则的内容，民事执行名义及其构成要件，

民事执行机关设置的理论基础，民事执行当事人与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区别，民事执行当事人变化的

理论基础，民事执行标的，民事执行和解的适用，民事执行拍卖的程序，民事执行威慑机制与妨害

民事执行的强制措施的区别，民事执行救济制度的具体内容及其实施程序。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学生主题发言讨论。 

3．实际案例研讨。 

教学手段： 

多媒体应用。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包括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查占 8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民事执行法学》作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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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秋桂著：《民事执行法学》（第 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 10月。 

（二）推荐参考书 
1. 肖建国主编：《民事执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2. 黄金龙著：《〈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实用解析》，中国法制出版

社 2000年版；  

3. 杨与龄编著：《强制执行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4. 谭秋桂著：《民事执行权配置、制约与监督的法律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5．谭秋桂著：《民事执行原理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执笔：谭秋桂  审稿：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1月 12日 

 

民事证据法 
Civil  Evidence Law  

课程号：402040072 

课程教学目标 

证据法学，是研究关于证据的法律规范和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处理过程中运用证据认定案件

事实或其他法律事实的规律、方法和规则的学科。本课程 2学分，共 32课时，系法学本科生的限

选课程。本课程设置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系统掌握证据法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正确理解证据

法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熟练掌握证据的含义以及各类诉讼证据的特性；熟练掌握司法证明的含

义及其对象、环节和方法；正确理解并掌握司法证明的责任、标准和规则。同时，随时关注证据法

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和前沿动态。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 证据制度的历史发展 

参考学时： 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外国证据制度的历史发展 

一、 证据制度与证据法 

1、证据法律制度 

证据法律制度是一个国家各种法律规范中与证据有关的规定和规则的总称，亦可简称为证据制

度。 

2、证据制度与证据法 

证据制度与证据法之间的关系：（证据法有广狭二义,此处指单独的证据立法） 

一方面，证据法是证据制度法制化成文化的体现，是关于证据问题的规则的载体和集中反映。 

另一方面，不能把证据制度等同于证据法，证据制度不仅仅指证据法，特别不仅仅指证据成文

法或成文法典。 

二、外国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 

1、非理性的阶段 

非理性证明主要存在于奴隶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早期，受制于当时较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

人类对自然界及社会的认识处于低级的原始蒙昧状态。在司法证明方式上以神誓法、神判法和决斗

法为主要特征。 

2、理性阶段                                                  

现代意义的证据制度是随着理性证明方式的出现而出现的。但是理性证明方式对证据制度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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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在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 

（1）英美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是由判例法制度逐渐发展而来，直到 18世纪后

期的时候，英美证据法学的理论还几乎是由互不相干的、分散的、零星的判例法组成。二十世纪后，

英美法系国家纷纷对本国的证据规则进行整理，形成了统一的证据立法。总体而言，英美法系国家

证据制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渐进的趋势。 

（2）大陆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的历史发展经历了法定证据制度时期和自由心

证证据制度两个阶段。 

法定证据制度的特征： 

①各种证据的证据力以及证据收集到何种程度即可认定案件事实，均由法律预先明文做出规

定，法官不得自由评判和取舍。 

②封建等级观念强烈。 

③证据的形式决定了证明力的大小及强弱。 

④刑讯逼供成为获取证据的合法方式。 

第二节  我国证据制度的历史沿革及发展趋势 

一、中国古代及近代的证据制度 

1、 中国古代证据制度的特征： 

（1）神判法消失的比较早 

（2）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没有经历过法定证据制度时期。 

（3）口供主义和刑讯逼供盛行。 

（4）体现宗法家族的统治。 

（5）维护等级特权，实行公开的不平等。 

（6）有重视勘验的传统。 

2、近代的证据制度 

清末随着资产阶级思想的侵入，我国的证据制度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

自由心证、言词辩论原则、禁止刑讯逼供原则。但是由于长年的战乱和国民政府实行法西斯统治，

没有将这些原则贯彻始终。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证据制度及发展趋势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通过《宪法》、《人民法庭组织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

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为新中国证据制度的建设提供了根本依据，确立了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

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等司法证明活动的原则。粉碎四人帮后，我国的证据制度又得到进一步的晚

上和发展，通过《宪法》的修订和三大诉讼法的颁布，我国逐步形成了现有的证据制度。 

学习目标      

掌握证据法的概念；了解国内外证据制度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及各阶段的特征。作业 

1、简述法定证据制度的主要特征。 

2、简述我国古代证据制度的特征。 

知识单元 2：民事证据概述   

参考学时：  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民事证据的概念 

一、证据与证据材料的概念 

所谓“证据材料”是指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或者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各

种资料。“证据”则指人民法院用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正确处理案件的根据。 

二、区分的意义： 

证据材料与证据的区别就在于，证据材料可能存在虚假的可能，因此证据材料必须经过法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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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区分“证据”与“证据材料”两个不同的概念有助于我们了解诉讼程序中的不同阶段证据所具

有的不同特征，解决“事实说”面临的问题。 

第二节  民事证据的特征 

（一）客观性 

所谓客观性是指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是主观臆想的或虚构的主观之

物。证据的客观性表现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 

1、证据内容的客观性指证据的内容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必须反映客观实际。 

2、证据形式的客观性指证据必须能够以某种方式为人所感知。 

（二）关联性 

证据只具有客观性还不一定能对案件事实起到证明作用，证据必须同时具备关联性。民事证据

的关联性又称相关性，是指民事证据必须与待证的案件事实存在客观的联系。证据的关联性具有以

下两层含义： 

1、从形式上看，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必须存在逻辑上的联系，即我们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可

以从已知的证据推导出案件事实。 

2、从内容上看，由于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有直接联系、间接联系、偶然联系、必然联

系，联系的方式不同证据对证明案件事实的帮助也不同。证据的关联性标准要求每一个具体的证据

必须对证明案件事实具有实质性意义，要求证据对证明案件事实有帮助。 

（三）合法性 

证据的合法性是指在诉讼过程中使用的证据必须符合法律对证据的要求，并且以合法的手段和

程序收集、提供。证据的合法性具有以下三层含义： 

1、从形式上看，证据必须具备法定的表现形式。 

2、从取证的方法方面看，证据必须由法定人员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方法收集。无论是当事

人还是人民法院，收集证据的行为必须合法。 

3、从证据使用的程序方面看。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最终成为定案根据必须经过法定的程序。

这一法定程序指证据的质证程序，我国法律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当

事人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第三节  民事证据的作用 

一、民事证据是民事诉讼的基础 

二、证据是正确处理民事案件的前提 

三、证据是彻底解决民事纠纷的保障 

学习目标：       

掌握证据、证据材料的概念、证据与证据材料的关系；掌握证据的构成要件；理解民事证据在

民事诉讼中的作用；了解关于证据的概念和特征在理论上的争议。 

作业 

1、简述证据的概念。 

2、简述证据的特征。 

3、简述证据与证据材料的区别。 

知识单元 3：民事证据的分类   

参考学时：  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民事证据的分类的概念与意义 

一、证据的分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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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的分类是学理上根据证据的某些本质特征或外部形式等，依据特定的标准将证据划分为不

同的类别。 

二、国外关于证据分类的学说 

1、英美法系国家 

英美法系国家偏重于实务，以判例法为主要特色。英国在理论上将证据分为：（1）直接证据与

环境证据；（2）原始证据与传闻证据；（3）最佳证据与次要证据；（4）口头证据、书面证据、实物

证据。美国在学理上将证据划分为四类：实物证据；书面证据；证言，司法认知。 

2、大陆法系国家 

法国民事诉讼中，证据被分为书证、证言、推定、自认以及宣誓五种。德国《民事诉讼法》规

定了六种证据方式，即询问当事人、人证、勘验、鉴定、书证、宣誓与具结。 

三、证据分类的意义 

1、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可以从多个侧面探讨研究对象的本质，分析其特点，发现其规律。 

2、可以指导司法和执法人员明确各种不同种类证据的各自特点、作用和证明力的大小，全面

地收集证据，正确地运用证据。 

（一）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划分的标准与概念 

以证据存在和表现的形式不同为标准，证据可以分为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两类。 

言词证据是以人的陈述为表现形式的证据，也称人证。比如，我国法定证据形式中的当事人陈

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都属于言词证据。实物证据是以实物形态为存在和表现形式的证据。实物

证据又被称为广义的物证，包括物证、书证、音像资料、勘验笔录等。 

（二）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的特点 

1、言词证据的特点 

（1）言词证据具有生动形象的特征，证明作用比较明显。 

（2）言词证据源不易灭失。 

（3）言词证据的真实性易受言词证据的提供者的主、客观因素的影响。 

2、实物证据的特点 

（1）实物证据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案件真实情况。实物证据俗称“哑巴证据”，也就是说实物

证据本身不会说谎，能够如实地反映案件事实，不象言词证据那样容易受到主、客观方面的影响。 

（2）实物证据容易受环境影响而发生物理或化学变化。实物证据可能由于证据本身的化学、

物理性质易受外界条件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从而削弱其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因此，对司法机关

和当事人而言，对实物证据的收集应当及时、迅速，对易腐烂、变质的物证应当及时采取保全措施。 

（3）实物证据关联性不明显，并且只能从静态上证明案件事实。 

二、本证与反证 

（一）本证与反证划分的标准与概念 

根据证据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的证明作用，将证据区分为本证和反证。 

本证是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能够证明待证事实成立的证据。反证则

是指对证明待证事实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能够证明该事实不存在或不真实的证据。 

（二）反证与反驳的区别 

反驳指对于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和理由，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证据加以反对、驳斥的诉讼活动。

在民事诉讼中，反驳与反证是不同的法律概念，不能混同。提出反证的主体是对待证事实不承担举

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反驳的主体可能是双方当事人；反驳的目的在于证明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

不具有客观性、关联性或合法性，或证明价值微弱，因此不能作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反证

的目的在于证明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不存在；当事人在对某一证据进行反驳时无须提出新的事

实或证据，当事人在进行反证时必须提出证据。 

（三）区分本证与反证的意义 

1、有利于调动双方当事人举证的积极性，增强诉讼的对抗性。本证与反证的划分方式强调证

据具有明显的党派性。这种党派性增强了诉讼的对抗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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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律对本证与反证规定了不同的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对本证的要求是，本证必

须使法官确信本证提出方所主张的事实很可能存在，法律对反证则没有这样高的要求，一般而言，

反证只要达到动摇法官对待证事实的确信的程度即可。 

3、有利于法院迅速了解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在双方当事人本证与反证的

交锋中，审判人员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的事实和提供的大量本证、反证，可以迅速了解案件的争

点,并将审理的重心放在当事人有争议的问题上。 

三、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一）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划分的标准与概念 

以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系为标准，证据可以分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直接证据是能够直接、

单独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 

间接证据是单独一个证据不能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必须与其他证据结合才能证明案件主要

事实的证据。 

实践中的直接证据主要有：1、当事人的陈述。2、能够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人证言。比如，

证人能够指明谁实施了犯罪行为或民事亲权行为的证言。3、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书证。4、能够

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音像证据。 

（二）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特点 

直接证据的特点： 

1、简化证明过程、运用便利、省时省力。 

2、数量少，不易收集。 

3、直接证据的缺点：多数直接证据是言词证据，易受当事人主观因素的影响，造成证据失实。 

间接证据的特点： 

1、 证明关系的间接性。 

2、 证明过程的依赖性 

3、 间接证据的数量比较多，易收集。 

间接证据的作用： 

（1） 间接证据可以证明案件的部分事实 

（2） 通过间接证据可以获得直接证据 

（3） 间接证据可以鉴别、验证直接证据的可靠性 

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若干间接证据的综合运用可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 

（三）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运用 

直接证据的运用： 

1、 重视直接证据的收集 

2、严禁以违法手段收集直接证据。比如采用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收集的直接证据是无效的。 

3、直接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在间接证据的使用方面必须注意遵循以下规则：（1）单个间接证据不能单独证明案件事实；（2）

间接证据本身必须真实可靠并且必须具有关联性；（3）各个间接证据之间必须协调一致，相互印证，

不存在矛盾；（4）运用间接证据组成的证据体系进行推理时，所得出的结论应当是肯定的、唯一的。 

 四、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 

（一）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的划分标准与概念 

根据证据来源的不同，可以将证据分为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原始证据是指  直接来源于案件

事实的证据，也称第一手证据。 

区分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的标准是证据的来源，而不是证据的制作方式。不应当笼统地用复印

件或复制品的概念代替传来证据的概念。比如，当事人用先打字再复印的方式制作并签署了两份合

同，虽然第二份合同在技术上称为复制品，但是，由于该复制品是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因此属

于原始证据。 

（二）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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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始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传来证据，证据的收集和提供尽量提供原始证据。 

（二）收集原始证据有困难，应当注意发挥传来证据的作用。 

（三）在运用传闻证据时有注意审查传闻证据的来源、制作和复制的过程中是否存在错误、失

真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学习目标       

掌握民事证据的不同分类方法、分类标准和不同类型证据的特征； 

了解在司法实践中审查判断不同种类的证据应当注意的问题。 

作业： 

2、 述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的分类标准及特征。 

3、 述本证与反证的分类标准及特征。 

4、 述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分类标准及特征。 

4、论述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的分类标准及特征。 

知识单元 4：民事证据法的原则  

参考学时： 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当事人主导原则 

一、当事人主导原则与当事人主义 

当事人主义是民事诉讼的一种基本模式，一般认为，当事人主义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继续依赖于当事人，法官或法院不能依职权启动和推进民事诉讼程序。

其二，法院或者法官裁判所依据的证据资料只能依赖于当事人，法官不能在当事人指明的证据范围

之外，主动收集证据。 

二、当事人主导原则在我国民事证据制度中的表现 

（一）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负举证责任 

（二）当事人与法院在调查收集证据的权限方面的权限与分工 

（三）在质证程序中，当事人是唯一的主体。 

第二节    直接言词原则 

一、直接言词原则的概念 

直接言词原则是直接审理原则与言词原则的合称，直接审理原则是与按他人的审理结果进行裁

判的见解审理原则相对立的，指的是判决只能由直接参加法庭调查、听取法庭辩论的审判人员亲自

作出。 

二、直接言词原则在我国证据制度中的贯彻 

从我国诉讼制度的现实状况来看，直接言词原则的实现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障碍： 

1、对证人出庭作证缺乏有效的保护与制约机制 

2.审判委员会评议案件的作法违背了直接言词原则。 

3.应当建立审判更新制度。 

4.单位作证的规定与直接言词原则。 

第三节  自由心证原则 

一、自由心证原则的含义 

自由心证原则是指法官对证据证明力依据理性和良知原则自由裁断之，不受预先存在之规则的

限制。它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成果，是对法定证据制度的直接否定。 

二、自由心证原则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体现 

《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 64 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

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律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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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从实质上承认了自由心证原则。 

学习目标： 

掌握民事证据的不同分类方法、分类标准和不同类型证据的特征。 

作业： 

1、 阐述当事人主导原则在民事证据制度中的体现。 

2、 简述直接言词原则的含义。 

3、什么是自由心证原则？ 

知识单元 5：民事证据的基本制度  

参考学时： 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五章 民事证据的基本制度 

第一节 举证时限制度 

一、举证时限的含义 

举证时限是指按照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当事人必须在一定的期间内提出证据，否则就会导致

不利的法律后果。之所以要对当事人提出证据的时间加以限定是出于以下的考虑： 

（一）避免当事人恶意拖延诉讼，节约司法资源。 

（二）切实落实举证责任。 

（三）保证双方当事人力量的均衡，实现平等对抗。 

（四）切实落实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审级制度的规定。 

二、关于举证时限制度的具体规定 

（一）举证时限的确定 

（二）举证期间的延长和重新指定 

1、举证时限的延长：指当事人由于客观原因无法在举证时限届满前提交证据，因此向法院提

出申请，经法院审查允许当事人延长举证时限。 

2、举证期限的重新指定是指法院指定举证期限后，因出现了特殊情形，法院为当事人重新指

定举证期限。与举证时限的延长不同，举证时限的重新指定发生在第一次指定的举证期限届满之后。

根据《证据规定》第 36 条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

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做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 

（三）举证时限届满的法律后果 

第二节  证据交换 

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交换是指于诉讼答辩期届满之前，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当事人之间相

互明示其持有的证据的行为和过程。 

（一）证据交换制度的开始方式：当事人申请或法院决定： 

（二）证据交换的主持：由审判人员主持 

（三）证据交换的期间和时间 

1、 证据交换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并经法院认可，也可以由法院指定。 

2、对于证据较多或者重大疑难的案件，证据交换的时间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之前。 

3、当事人在收到对方交换的证据后提出反驳并提出新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在指

定的时间进行交换。 

4、证据交换的次数不能超过两次，但是重大、疑难和案情特别复杂的案件，人民法院认为确

有必要进行证据交换的除外。 

第三节 证人作证制度 

一、证人的资格 



1398 

证人的资格也称证人的适格性，指由法律规定的证人作证应当具备的条件。 

现代关于证人作证资格的限制主要有两个方面，（1）对案件事实有所感知。证人必须知道案件

情况，这是证人作证的首要条件。（2）必须能够正确表达。 

二、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 

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

担。 

三、证人作证的程序 

１、英美法系国家 

英美法系国家是以交叉询问的方式导出证人证言。 

２、大陆法系国家 

大陆法系国家的证人证言的质证方式是以职权主义为特征的，注重发挥法官在质证程序中的作

用。 

3.我国证人证言的质证模式 

我国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之前，在证人的质证方式上与大陆法系国家有很多共同之处。审判方

式改革之后，证人的质证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以法官为主转变为以当事人为主，证据主要由

当事人出示、展示、宣读，减轻了法院的工作负担，加大了当事人参与诉讼程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学习目标       

掌握举证时限制度的概念、意义以及我国民事证据法中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掌握我国民事证

据法中关于证据交换制度的规定。我国民事证据法中关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了解英美法系国家

的证据开示制度。 

作业： 

1、简述举证时限制度的概念与意义及我国民事证据法中关于举证时限的规定。 

2、简述我国的证据交换制度。 

3、简述证人的适格要件。 

知识单元 6： 证明与证明对象 

参考学时： 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证明概述 

一、证明的概念 

（一）概念：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就是当事人运用证据材料阐明系争事实，论证诉讼主张的活动。 

（二）特征： 

主体上的特征：当事人是民事诉讼中的证明主体。 

客体上的特征：民事诉讼证明的客体即证明对象是民事争议所涉及的事实或法律问题。 

证明的程序上的特征：必须按照法定的程序、范围和方法进行。 

二、证明的构成要素 

（一） 证明的主体  当事人， 

（二） 证明对象 

（三）证明程序 

第二节  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 

一、证明对象的概念 

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凡是需要当事人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就是证明对象。 

二、民事诉讼中证明对象的范围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一般理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才能成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 

第一，双方当事人对该事实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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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该事实的证明对于法官正确审理民事案件具有法律上的意义。 

第三，该事实不属于法律明确规定无须当事人证明的事实。 

总体而言，在民事诉讼中，需要当事人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实体法事实 

实体法事实是民事诉讼中最主要的证明对象。众所周知，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就是当事人之间

的关于实体权益的争议。所以，当事人所主张的实体法事实在为对方当事人所争执时，就成为证明

的对象。 

需要由当事人用证据加以证明的实体法事实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关于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化和

消灭的事实以及发生民事争议的事实两个组成部分。 

（二）程序性事实 

作为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事实是指能够引起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事实。程序

性事实虽然不直接涉及当事人之间实体权益的分配，但是却关系到民事诉讼程序的开始、进行和终

止，因此无论对于当事人还是人民法院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证据性事实 

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立法中关于先决事实和附条件关联性的规定，印证了证据事实是可以成为

证明对象的说法。 

（四）外国法律和地方性法规、习惯 

法官应当熟悉本国的法律，因此当案件的审理涉及本国法时，无须当事人证明，法官应当主动

适用之。但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级地方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制定的地方性法规或当地通行的

习惯则不一定为法官所了解，因此为了审理民事案件的需要，地方性法规和习惯应当成为证明对象。 

在审理涉外案件的过程中，如果一方当事人主张援引某一外国法律来解决纠纷，则对该外国法

的内容，应当作为证明对象，由主张方加以证明。 

三、免于证明的事实 

在民事诉讼中，并非所有的存在争议的事实都需要当事人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出于提高诉讼证

明的效率，减轻当事人的证明负担的考虑，许多国家的诉讼法都规定，对特定的事实无需当事人证

明之，而由法院直接予以认定，这类事实就是免于证明的事实。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属于免于证明的事实有以下几类： 

（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 

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是对客观事物的性质或其发展规律的反映，具有科学性。 

 (二)众所周知的事实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为受理案件的法官和一般社会成员所共知的

事实。 

（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 

根据法律规定或者日常生活的经验从已知的事实经过推论推断出的另一事实的思维活动就是

推定。其中现存的事实被称为基础事实，另一事实被称为推定事实。两者基于某种因果上的联系，

可由基础事实推断推定事实存在。 

（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事实上的推定和依据经验法则可以认定的事实属于免证事实的范围。事实上的推定是法官根据

已经知道的事实推论出另一事实。 

（五）已为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由于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和裁定具有既判力，对于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及法律事实的确

认具有终局的效力，因此，对于已生效判决中记载的事实，无须当事人加以证明。法院生效裁判既

包括生效的民事裁判，也包括生效的刑事和行政裁判。 

但是，由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低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因此很可能出现某一刑事案件的被

告人由于控方的证据没有达到“无合理怀疑”的程度，没有被认定为有罪，但是在被害人提起的民

事诉讼中，原告方的证据已经达到了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因而法院判决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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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事诉讼法应当规定刑事生效判决对民事案件的预决作用应当限于刑事有罪判决的范围内，

无罪判决不具有预决力。 

（六）已为仲裁机构生效的裁决确认的事实 

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仲裁机构作出的生效的仲裁裁决与法院的生效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

力。因此，仲裁机构在已经生效的仲裁裁决中确认的事实理应得到当事人和人民法院的尊重。 

（七）已为有效的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公证文书是公证机关依据法定的程序对有关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加以证明的法律文书。公证文

书一经作出就具有法律效力。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67 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

律行为或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是有相反的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

明的除外。 

学习目标：       

掌握民事诉讼证明的概念与特征；民事诉讼证明对象的概念与范围；民事诉讼中免于证明的事

实。 

作业： 

1、 什么是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它具有那些特征？由哪些要素构成？ 

2、 什么是证明对象？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有哪些？ 

3、 我国民事诉讼中免于证明的事实有哪些？ 

4、当事人于诉讼上的自认的构成要件有哪些？ 

知识单元七： 举证责任 

教学时数：  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证明责任的概念 

一、证明责任的概念与法律性质 

（一）举证责任的概念 

举证责任是指诉讼当事人就诉讼上特定的待证事实，根据法律规定提出证据加以证明，并在事

实真伪不明时所应承担的责任。 

对于此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它的含义：（1）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指当事人对自己提

出的主张有提供证据证明的责任；（2）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指当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当事

人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 

应当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1、证明责任总是与“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联系在一起的。 

2、证明责任在诉讼中是由一方当事人承担的风险。 

3、证明责任的主要作用是引导法院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作出裁判。 

（二）证明责任的性质 

（1）权利说，认为证明责任是当事人所享有的一项诉讼权利；（2）义务说，认为证明责任是

当事人应当承担的一项诉讼义务；（3）权利、义务混合说，认为证明责任即是当事人的一项诉讼权

利，也是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应尽的义务；（5）负担说，认为证明责任即非权利也非义务，而是当事

人为了使法院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对其作出有利的判决而不得不负担的一种责任；（4）败诉风险说，

认为证明责任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责任，是在事实真伪不明的情况下，当事人负担的败诉风险。 

我们认为，在以上学说中，败诉风险说正确解释了证明责任的性质，与我们对证明责任的含义

的理解是一致的。 

第二节   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一、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 

（一）民事诉讼法第 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该条被有些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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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为“谁主张，谁举证”原则。 

这一举证规则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 

（2）对同一事实当事人往往可以同时从肯定和否定的角度提出自己的主张 

二、司法解释对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定 

（一）一般原则 

（1）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2）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当事人，应当对该法律关系变更、消灭或

者权利受到妨害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此外，我国《民法通则》第 123条至第 127条，《合同法》第 68条、第 152条，《专利法》第

57条第 2款，《著作权》法第 52条，《海商法》第 5l条、第 52条、第 59条等实体及其特别法中

均有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定。 

（二）《证据规定》第 5条、第 6条对于合同案件、劳动争议案件证明责任分配的具体规定 

《证据规定》第 5条第 1款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

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

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第 2 款规定：“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

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第 3款规定；“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

承担举证责任。” 

《证据规定》第 6 条规定：“在劳动争议纠纷案件中，因用人单位作出开除、除名、辞退、解

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劳动争议的，由用人单位负举证责

任。” 

（三）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司法裁量权 

虽然在绝大多数案件中，依据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以及诉讼法或实体法中对证明责任分配

的具体规定就可以公平合理地分配证明责任。但是，由于立法总是滞后于司法实践的，立法者不可

能预见到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随着法律的发展，总会不断有新的法律关系出现。某些新出现的法

律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无法按照原有的规则分配证明责任。根据这一实际情况，我国《证据规

定》第 7条赋予了法官分配证明责任的司法裁量权，即“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

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

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 

第四节 举证责任的倒置 

所谓证明责任的倒置是指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配证明责任后，对依此分配

结果原本应当由一方当事人负担的证明责任，改由另一方当事人承担。在理解这一 概念时，应当

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证明责任的倒置是以法律要件分类说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标准为前提的，属于对该学

说的局部修正。证明责任的倒置意味着特定要件事实的主张负担、提供证据负担、承担败诉风险负

担从一方当事人转移至另外一方当事人。 

另一方面，证明责任的倒置属于证明责任分配的范畴，因此证明责任倒置的对象是败诉风险，

即结果责任而不是行为责任，这一点与证明责任分配的对象是一致的。 

 应当强调的是，证明责任的倒置只能发生在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法官不能任意对举

证责任加以倒置。《证据规定》针对某些特殊案件中的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做了具体的规定，这些规

定中有一些就属于证明责任的倒置的情况。《证据规定》第 4条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

定承担举证责任：   

（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

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   

（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



1402 

任；   

（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

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四）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

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五）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

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七）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

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

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   

有关法律对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 

在上述规定中，第（一）、（三）、（四）、（七）、（八）项属于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因为在一般

侵权行为引起的诉讼中，被告实施了违法行为，产生了损害事实，被告的违法行为与原告所受损害

有因果关系，以及被告有过错，是产生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要件事实。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本应当

由主张赔偿请求权的原告负证明责任，但是按照《证据规定》第（一）、（三）、（四）、（七）、（八）

项，否认存在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被告须对自己无过失或对原告所受损害与自己的违法行为不存在因

果关系负证明责任，因此属于实行证明责任的倒置。第（二）、（五）项所针对的是两种特殊侵权行

为引起的诉讼，在这类诉讼中，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原告仅须对被告实施了违法行为，产生了损

害事实，以及被告的违法行为与原告所受损害有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作为免责事由的受害人故

意造成损害的事实以及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属于权利妨碍要件，应当由主张妨碍要件

存在的被告承担证明责任。这一证明责任的分配方式与《证据规定》中第（二）、（五）项的内容一

致，因此不属于证明责任的分倒置。 

学习目标： 

掌握证明责任的概念与特征；了解证明责任分配的各种学说；掌握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

配的规则；掌握证明责任倒置的概念与意义以及我国民事诉讼中关于证明责任倒置的规定。 

教学基本内容纲要 

作业： 

1、 简述举证责任的概念与性质。 

2、 简述我国民事诉讼中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 

3、什么是举证责任的倒置？该制度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是怎样体现的？ 

知识单元 8 ：证明标准 

参考学时： 2学时 

学习内容: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应当达到的程度。证明

标准的确立，在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当事人而言，提出的证据是否达到了法律规定的

证明标准，是衡量待证事实是已经得到证明还是依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依据，也是当事人的事实

主张是否能够得到法院支持的依据。对人民法院而言，证明标准对法院的裁判行为起着重要的指导

作用，决定着法院在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达到了何种可信程度才能据以认定案件事实。 

二、证明标准的域外比较 

1.英美法系 

2.大陆法系 

三、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 

《民诉法解释》第 108 条规定， “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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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对一方当事

人为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所主张事实而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

认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应当认定该事实不存在。 

《民诉法解释》第 109 条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

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

事实存在。” 

学习目标：掌握证明标准的概念；掌握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了解关于民事诉

讼证明标准的理论争议。 

作业： 

1、 什么是证明标准？ 

2、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明标准是如何规定的？ 

知识单元 9   民事证据的法定分类 

参考学时： 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当事人陈述 

一、当事人陈述的概念与特征 

1、当事人陈述的概念 

当事人陈述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就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向法院所作的陈述。 

2、当事人陈述的特征 

（1）如果当事人能够客观地陈述案件事实，往往能够对事实的认定起到重要的作用。 

（2）当事人由于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因此在诉讼过程中往往只陈述对自己有利的

事实，不陈述对自己不利的事实。 

二、当事人陈述的效力 

按照当事人陈述内容的不同，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陈述分别产生以下效力： 

1、无需对方当事人证明的效力。《民事证据规定》第 8 条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

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

外。”“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

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 

2、 具有证据效力。当事人所作的对自己有利的陈述，经其他证据证明为真实后，法院可以将

当事人的陈述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之一。 

3 不具有证据效力。《民事证据规定》第 76 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

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 

三、当事人真实陈述的义务 

当事人真实陈述的义务。当事人在诉讼中真实陈述的义务是伴随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而确立

的。按照该原则，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审理民事案件和进行民事诉讼中必须公正、诚实、善

意。作为诚实信用原则的一项具体内容，当事人的真实陈述义务要求当事人不但不得主张其已知部

真实或认为不真实的事实，而且对对方当事人所主张为其所知或认为真实的事实不得争执。我国《民

诉法解释》第 11 条规定，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案件有关事实接

受询问。在询问当事人之前，可以要求其签署保证书。 

保证书应当载明据实陈述、如有虚假陈述愿意接受处罚等内容。当事人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或

者捺印。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拒绝到庭、拒绝接受询问或者拒绝签署保证书，待证事实又欠

缺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对其主张的事实不予认定。 

四、当事人陈述的审查与判断 

在民事诉讼中，对于当事人陈述应当主要审查当事人是否基于不良动机或目的，向法院提供了

虚假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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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案件中的其他证据，审查判断当事人陈述与其他证据有无矛盾之

处，是否可以相互印证。 

第二节 书证 

一、书证的概念与特征 

所谓书证、是指以文字、符号、图形等表达的思想内容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的证据。 

书证具有以下特征： 

1、书证是以材料记载的思想内容来证明待证事实的。 

2、书证的思想内容必须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表现出来。 

3、书证一般能够起到较好的证明效果，往往能够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 

二、书证的分类 

1、以书证记载的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不同为标准 

按照书证的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不同，可以将书证划分为处分性书证与报道性书证两种。 

2、以书证制作主体不同为标准 

按照书证制作主体的不同，可以将书证划分为公文书和非公文书。 

3、以书证的制作是否必须具备特定的形式要求为标准 

以书证的制作是否必须具备特定的形式要求为标准，可以将书证划分为普通形式的书证与特殊

形式的书证两种。 

4、以书证的来源的不同为标准 

按照书证来源的不同，可以把书证分为原本、正本、副本、复印件和节录本。 

三、书证的审查与判断 

1、对书证真实性的审查与判断 

书证真实性的审查应当主要集中于审查书证的制作过程中是否存在伪造和变造的情况。 

对书证的真实性进行审查还应当查清书证记载的思想内容是否反映了案件的真实情况，书证的

制作人在制作书证的过程中有无受到暴力威胁、胁迫、利诱、欺骗的情况。 

2、对书证关联性的审查与判断 

不同的书证由于记载的思想内容不同，因此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也不同。具有使法律关系发生、

变更和消灭作用的书证属于处分性书证，当书证所记载的法律关系的状况成为案件争议的主要事实

时，该书证可以起到直接的证明作用，属于直接证据，其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表现为直接联系，

法院可以根据该证据直接认定案件事实。 

不具有使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作用的书证属于报道性书证。此类书证在多数情况下不能

形成直接证据，只有与其他证据结合使用，才能对案件事实起到证明作用。 

3、对书证合法性的审查与判断 

对于某些特殊形式的书证，必须由法定的主体按照法定的程序制作才具有证明力。 

此外，还应审查书证所记载的内容是否存在错误，是否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抵触。 

三、文书提出义务 

我国《民诉法解释》第 112条规定，书证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

人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 

第三节   物  证 

一、物证的概念与特征 

1、物证的概念 

物证是以其外形、质量、数量、特征等客观存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实体物或痕迹。 

2、物证的特征 

（1）物证是以其外部特征、内在属性以及其存在的位置、状态等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的证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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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证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与稳定性。 

（3）物证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差。 

二、物证的分类 

1、以物证外观形态不同为标准 

以物证的外观形态为标准，可将物证划分为固体物证、液体物证、气体物证和无形物证。 

2、以物证是否具有可以替代性为标准 

以物证是否具有可以替代性为标准，可以将物证划分为种类物证和特定物证。 

3、以人们发现或认识物证所依赖的感官不同为标准 

以人们发现或认识物证所依赖的感官不同，可以将物证划分为视觉物证、触觉物证、味觉物证、

听觉物证。 

三、物证与书证的区别 

1、书证具有一定的思想内容，并以此证明案件事实，物证本身不具有思想内容，而是以其存

在、外型、特征等证明案件事实。 

2、法律对某些书证的形式有特殊的要求，只有符合法律的要求的书证才能起到证明作用，但

是法律对物证的形式则没有特殊的要求。 

3、书证只要保持完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可以起到证明作用。而物证随着时间的推移、

环境的变化有变质、损毁、灭失的可能。 

三、物证的审查与判断 

1、对物证真实性的审查与判断 

首先，应当查明物证是原物还是复制物。其次，应当查明物证是否经过伪造、变造。最后，还

应当审查物证的提取、保存手段是否可能改变了物证的物理、化学特征。 

2、对物证关联性的审查与判断 

对物证关联性的审查就是要查明某一物证的存在是否对审理者认定案件事实具有实质性的帮

助。 

3、物证合法性的审查与判断 

对物证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应当确定物证的来源以及收集的程序是否合法。 

第四节   视听资料 

一、视听资料的概念与特征 

1、视听资料的概念 

视听资料，是指利用录音、录像的数据和资料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种证据。 

2、视听资料的特征 

（1）生动形象。 

（2）储存信息量大，易于保存、携带。 

（3）容易被伪造。 

二、视听资料的分类 

以制作视听资料的手段为标准，视听资料时以划分为录音资料、录像资料。 

三、视听资料与书证、物证的区别 

视听资料与书证虽然都以一定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但是，视听资料是以音响、图像、

数据反映的内容，而不是以文字、符号表达的内容证明案件事实；视听资料可以以动态和静态两种

方式证明案件事实，而书证只能以静态方式证明案件事实。 

视听资料由于离不开一定的物质载体，因此从外观上，视听资料也表现为一定的物质形式。但

是，与物证不同，视听资料是以其记载的图象、声音、色彩等对案件事实起证明作用的，而物证则

是以其外部特征、物理或化学状态对案件起证明作用；视听资料可以以动态和静态两种方式证明案

件事实，而物证只能以静态方式证明案件事实；视听资料往往可以形成直接证据，直接、单独地证

明案件主要事实，而物证一般属于间接证据，只能证明案件事实的一个情节或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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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视听资料的审查与判断 

1、对视听资料真实性的审查与判断 

2、视听资料关联性的审查与判断 

3、视听资料合法性的审查与判断 

第五节  电子数据 

1、电子数据的概念。根据最高院《民诉法解释》电子数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

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

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 

2．电子数据的收集和保全。电子数据的收集，通常采取以下方法和措施：①对与案件有关的

电脑中的数据和资料进行备份，并在备份上进行数字签名；②收集有关电子设备和系统软件的资料，

搜查与扣押电脑等电子设备；③技术鉴定，比如鉴定电子证据的形成过程，以确定电子数据是否被

解密、被删改，鉴定电子信息传递情形和设备运行状况等；④现场勘验，包括勘验单机现场、勘验

网络现场。 

3. 电子数据的质证与判断。电子数据质证与判断的内容，仍然是其关联性、真实性与合法性

之有无及证明力之大小。 

第六节   证人证言 

一、证人证言的概念与特征 

1、证人与证人证言的概念 

证人是指就其感知的案件真实情况向人民法院作证的人。证人证言则指证人就其所感知的情况

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向审判人员所做的陈述。 

2、证人证言的特征 

（1）证人证言具有不可替代性。 

（2）虚假、失实的可能性大。 

（3）具有较好的证明效果。 

二、证人的范围与资格 

1、证人的范围 

在我国，证人包括自然人与单位两类。 

2、证人的资格 

证人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才能作证：（1）对案件事实有所感知。证人必须知道案件情况，这

是证人作证的首要条件。（2）必须能够正确表达。 

三、证人的权利与义务 

1、证人的权利 

（1）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提供证言的权利。 

（2）补充、更正笔录权。 

（3）受到保护权。 

（4）获得补偿权。 

2、证人的义务 

（1）按时出庭作证的义务。 

（2）如实陈述的义务。 

（3）保守秘密的义务。 

四、证人证言的审查与判断 

1、对证人证言真实性的审查与判断 

（1）对证人证言进行审查判断应当首先审查证人是否具备作证的资格。 

（2）对证人证言进行审查判断还应当审查证人证言形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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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证人证言进行审查判断还应当审查证人与当事人或与案件是否有利害关系。 

（4）还应当审查证人是否有受到胁迫、收买而作假证的情况以及证人的品格、操行是否会对

证言的真实性造成影响等等。 

2、对证人证言关联性的审查与判断 

《民事诉讼法》对意见证据的使用没有作出规定。但是，根据《证据规定》第 57 条，出庭作

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证人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的语言。 

3、证人证言合法性的审查与判断 

对证人证言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应当集中审查证人证言在形成的过程中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规定

的情况。 

第七节  鉴定意见 

一、鉴定意见的概念与特征 

1、鉴定意见的概念 

所谓鉴定意见，是指鉴定人运用专门知识，根据案件材料，对案件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

析鉴别后做出的结论。鉴定人则是指对所需要鉴定的问题具有专业知识，受法院指定或当事人聘请

从事鉴定工作，提出鉴定意见的人。 

2、鉴定结论的特征 

（1）科学性、可靠性。 

（2）鉴定结论针对的是事实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 

二、鉴定人与证人及专家辅助人的区别 

1、鉴定人与证人的区别 

（1）是否需要专业知识不同。 

（2）了解案件事实的时间不同。 

（3）能否发生回避问题不同。 

（4）是否具有可以替代性不同。 

（5）向法庭提供的信息不同。 

2、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的区别 

（1）参加诉讼的根据不同。 

（2）在诉讼中发挥的作用不同。 

三、鉴定人的选任 

我国的鉴定人选任制度，综和了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特点，对鉴定人的选任有以下

几种方式： 

1、法院依职权确定。 

2、当事人协商确定。 

四、鉴定人的权利和义务 

1、鉴定人的权利 

（1）有权了解鉴定所需要掌握的材料，必要时可以询问当事人、证人，进行现场勘验。 

（2）有权独立地提出鉴定意见。 

（3）有拒绝鉴定权。 

（4）有权要求给付必要的鉴定费用和劳务报酬。 

2、鉴定人的义务 

（1）客观、公正地进行鉴定的义务。 

（2）提交鉴定结论，出庭接受质证和审查的义务。 

五、鉴定结论的提出、审查及效力 

1、鉴定结论的提出 

鉴定人在接受鉴定任务后应当及时提交鉴定结论，鉴定结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鉴定部门和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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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人应当在鉴定书上签名或者盖章。鉴定人鉴定的，应当由鉴定人所在单位加盖印章，证明鉴定人

身份。 

2、鉴定结论的审查 

法院对鉴定结论的审查应当从鉴定机构和人员的资格、能力，鉴定所依据的知识和技术，鉴定

的程序等方面对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作出判断。 

鉴定人应当亲自出庭接受当事人和法院的询问。 

3、鉴定结论的效力 

经法院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鉴定结论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根据《民事证据规定》第 27 条规定，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

议申请重新鉴定，只有在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才予准许：   

1、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   

2、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   

3、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  

4、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  

对于不属于上述情况的鉴定结论，不予重新鉴定。但是确实存在缺陷的鉴定结论，可以通过补

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 

第八节  勘验笔录 

一、勘验笔录的概念和特征 

1、勘验笔录的概念 

勘验笔录是指法院的审判人员在诉讼过程中对与案件有关的物品或现场进行查验、测量、拍照

后制作的笔录。 

2、勘验笔录的特征 

（1）勘验笔录具有较强的客观性。 

（2）勘验笔录具有综合的证明力。 

二、勘验笔录的制作 

勘验笔录应当由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主持制作。人民法院在进行勘验的过程中可以根据需要邀

请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员协助工作。 

三、勘验笔录的审查与判断 

1、勘验笔录作为一种法定的证据形式，必须经过人民法院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

据。 

2、对勘验笔录的审查与判断首先应当确定实施勘验的主体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 

3、还应当审查勘验的程序是否合法。 

4、还应当审查被勘验的物品和现场是否受到人为的或自然力的破坏。 

学习目标：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分类；各种类型的证据的概念与特征；不同证据的审查与

判断规则。 

作业： 

1、 简述书证的概念与特征。 

2、 什么是物证？物证与书证有何区别？ 

3、 简述证人证言的概念与特征。 

4、 简述当事人陈述的效力。 

5、 简述视听资料的概念与特征。 

6、 简述我国《民事证据规定》中关于重新鉴定问题的规定。 

7、简述勘验笔录的概念与特征。 

知识单元 10：民事证据运用程序 

参考学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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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证据的保全 

一、证据保全的概念 

民事诉讼证据保全，是指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或其他有权采

取保全措施的机关，根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主动采取一定措施对证据加以固

定的调查取证措施。 

二、证据保全的种类 

证据保全在民事诉讼中有诉讼证据保全和诉前的证据保全两种形式。 

1、诉讼中的证据保全，是指在诉讼进行中，证据有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法院

采取的固定和保护证据的制度； 

2、诉前证据保全，是指在起诉之前，人民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对可能灭失或者以后

难以取得的证据予以提取、保存或者封存的制度。  

三、证据保全的程序与方法 

（1）申请  当事人在遇到证据有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以及其

他有权采取保全措施的机关提出证据保全的书面申请。 

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也可以无须当事人申请，依职权主动采取保全措施。 

（2）审查  人民法院在接到当事人的保全申请以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符合证据保全的条

件的，做出准予证据保全的裁定书，认为不符合证据保全条件的，裁定驳回申请。 

（3）证据保全的方法  人民法院在对证据采取保全措施时，应当根据不同种类的证据有针对

性地采取相应的证据保全方法。常见的证据保全方法有笔录、录音、照相、录像、提取实物、查封、

扣押等方法。对证人证言的保全，一般采用录取证言的方法，也可以用录音、录像的方法。 

第二节  质证 

一、质证的概念 

质证是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它是指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法官的主持下，

采用询问、辨认、质疑、辩驳、核实等方式对证据的效力进行质辩的诉讼活动。 

二、质证的主体 

质证主体指有权在质证程序中向法庭出示证据，对证据提出质疑、反驳的行为人。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质证应当在当事人之间进行，而不应当在当事人与法官之间进行，法官在

质证程序中的作用仅体现在组织和保障质证程序有序进行方面。具体而言，有权参加质证的当事人

包括原告、被告、第三人以及诉讼代表人。 

三、质证的客体 

质证的客体是指在质证程序中应当由当事人出示的并允许对方当事人提出质疑、反驳的证据的

范围。具体而言，民事诉讼的质证客体包括双方当事人之间有争议的证据材料和人民法院依申请调

查收集的证据材料。 

四、质证的内容 

《民事证据规定》第 50条规定：“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

针对证据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进行质疑、说明与辩驳。” 

五、质证的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强调当事人在质证程序中的主导地位，用交叉询问的方式进行质证。大陆法系国

家则强调法官在质证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在询问方式上，一般采用以法官询问为主，当事人询问为

辅的方式。 

我国的《民事证据规定》所确立的质证模式是：以当事人为主导，证据主要当事人出示，并且

由当事人进行质证。法院在质证程序中起组织、管理质证程序和引导当事人及律师围绕证据的“三

性”及证明力的有无、大小问题进行质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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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质证的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证据规定》第 51条第 1款对质证的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民事

诉讼中的质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环节： 

1、出示证据。出示证据指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将证据展示给法官和对方当事人的诉讼活动。 

2、辨认证据。一方当事人出示证据后，应当交由另一方当事人进行辨认。经过辨认后如果没

有异议的，可以记录在案，无须做进一步的质证。对当事人有异议的证据，应当允许提出质疑。 

3、质疑和反驳。当事人对证据进行辨认后，可以针对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与合法性提出质

疑。在质疑方提出质疑后还应当允许出示证据的一方当事人对质疑提出反驳意见。 

质证可以采取多种方法进行，既可以一证一质，逐个进行，也可以将多个证据综合起来进行质

证。 

第三节  认证 

一、认证的概念 

认证是指审判人员在当事人双方质证、辩论后，对庭审中出示的证据材料的客观性、关联性、

合法性进行分析判断，从而确认其能否成为案件定案根据的诉讼活动。 

二、认证的对象 

对证据的认定，应当针对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与合法性以及证明力的有无及大小，符合“三

性”要求的证据可以成为法院认定事实的依据。 

三、认证的方法 

1、认证方法的一般原则 

《民事证据规定》第 64 条规定：“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

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

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民事证据规定》第 66 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

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2、最佳证据规则     

《民事证据规定》第 10 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如需

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

或者复制品。作为最佳证据规则的例外，《民事证据规定》第 49条规定：“对书证、物证、视听资

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下列情况之一的除外：  （一）出

示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并经人民法院准许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的；（二）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

在，但有证据证明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或原物一致的。”   

3、单一证据的认证规则 

《民事证据规定》第 65条规定：“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一）

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

（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五）证人或者提供证

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 

《民事证据规定》第 76 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

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 

4、综合认证规则 

《民事证据规定》第 66 条规定：“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

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5、证明力的审查与判断规则 

（1）不同证据的证明力的审查与判断规则 

《民事证据规定》对不同证据的证明力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民事证据规定》第 79条规定：

“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



1411 

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

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三）原始证据的证

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

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 

（2）具有完全证据力的证据 

我国的《民事证据规定》第 70 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下列证据，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

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  

（一）书证原件或者与书证原件核对无误的复印件、照片、副本、节录本； 

（二）物证原物或者与物证原物核对无误的复制件、照片、录像资料等； 

（三）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

制件； 

（四）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制作的对物证或者现场的勘验笔录。”  

《民事证据规定》第 71 条规定：“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当事人没有足以

反驳的相反证据和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   

（3）相反证据的证据力的确认 

《民事证据规定》第 72 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认可或者提出的相

反证据不足以反驳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证明力。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另一方当事人有异议

并提出反驳证据，对方当事人对反驳证据认可的，可以确认反驳证据的证明力。”   

《民事证据规定》第 73条第 1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

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

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 

《民事证据规定》第 73条第 2款规定：“因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导致争议事实难以认定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则作出裁判。”   

6、补强证据规则 

补强证据规则，是指某一证据材料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只有在其他证据材料佐

证补强的情况下，才能作为案件的定案证据。《民事证据规定》第 69条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

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一）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 

（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 

（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 

（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7、证据合法性规则 

《民事证据规定》第 68 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

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此外，按照《民事证据规定》的要求，法官判断和认定证据的心证必须公开．必须公开形成心

证所依据的证据以及证明过程和结果。还应阐明对证据采信或不采信的理由，以供当事人和上级人

民法院进行监督。  

教学重点难点 

证据保全的概念、种类与方法；质证的概念、主体、客体、内容模式和程序；认证的概念、对

象与方法。 

学习目标： 

掌握证据保全的概念、种类与方法；掌握质证的概念、主体、客体、内容模式和程序；掌握认

证的概念、对象与方法。 

作业： 

1、 简述证据保全的概念与种类。 

2、 论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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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简述认证的对象与方法。 

（二） 实践教学  （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证据制度的历史发展 2  

2 民事证据概述 2  

3 民事证据概述 2  

4 民事证据的分类 2  

5 民事证据的分类 2  

6 民事证据法的原则 2  

7 民事证据的基本制度 2  

8 民事证据的基本制度 2  

9 证明与证明对象 2  

10 举证责任 2  

11 举证责任 2  

12 举证责任 2  

13 证明标准 2  

14 民事证据的法定分类 2  

15 民事证据的法定分类 2  

16 民事证据的运用程序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事诉讼法、民法、法理学 

后续课程： 民诉实务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证据的分类、证明标准、免证事实、证明责任、证据规则。 

难点：证明责任、推定、自认。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案例教学。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媒体平台课后互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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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江伟等编著：《民事证据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11月 第 2版。 

2 宋朝武主编：《民事证据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陈光中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 2015 年版。 

2. 毕玉谦著：《民事证据原理与实务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年版； 

3.毕玉谦著：《证据制度的核心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2月版； 

4.毕玉谦著：《民事证据案例实务问题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9年版； 

5. 纪格非著：《民事诉讼中的真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民事诉讼研讨课 
Civil litigation seminar 

课程号：4020400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让学生了解并掌握民事诉讼法学中的基础理论问题；2、明确并掌握

民事诉讼中重要的程序问题；3、了解并探讨民事诉讼中的前沿问题；4.理论研究能够运用于司法

实践。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民事诉讼的基础理论、重要程序

制度，理论前沿和实务中的问题，为民事诉讼实务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课堂学习主要采用“司法实践+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启发引导的模式进行

专题研讨。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法律文化与民事诉讼模式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一．法律文化 

1.法律文化的内涵。佛里得曼在其《法律制度》一书中全面的讨论了法律文化概念, 他认为：

“法律制度是由三块构成的。第一构成要素是法律结构，是指法律中的硬件环境。法律制度的第二

个构成要素是实体。实体内容是立法规范和司法判决，就是直接影响我们当事人以及更广泛的民众

权利和利益的那些规范。第三便是法律文化，即影响法律机制运作的各种“软”因素，例如，人们

对法律的信仰和态度，对法院和其他法律机构的评价，对纠纷解决模式的选择倾向，包括对死刑的

看法，等等”。佛里得曼进一步将“法律文化”分为：“外部法律文化”，即一般民众对法律的认知

态度；和“内部法律文化”，即法律职业共同体内对法律的认知态度。  

2.法律文化对民事诉讼的影响。法律文化的内涵包括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规范、法律制

度等因素。不同的因素对民事诉讼有着不同的影响和作用。例如：不同的“利益观”影响纠纷主体

诉讼的积极性，影响法院对当事人的看法以及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等 

3.我国法律文化的变迁。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礼治，即人们将诉讼同教化相联系， “子不

教”成了“父之过”。打官司成了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 

我国现代的法律文化开始于 20世纪 70年代的改革开放，我国开展了“人治”与“法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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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大讨论，并深入涉及法的概念、法制要求、法律与政策的关系等诸多主题。20

世纪 90年代，以市场经济为主臬的现代法律文化初步建立，21世纪初，以建立“法治国”为目标

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主旨的现代法律文化建立。 

二．民事诉讼模式 
1.民事诉讼模式的含义。对民事诉讼模式的含义界定，有“体制特征概括说”、“行为关系说”

和“基本要素及关系抽象说”，不同的学说的共性，认为民事诉讼模式包括下列内涵：（1）民事诉

讼基本模式是对民事诉讼原则、制度和程序的概括和抽象；（2）民事诉讼模式还是对民事诉讼结构

的构成要素及其各要素之间的基本关系的抽象和概括；（3）民事诉讼基本模式依然表现为一种形式，

是一种理论构架，它应该集中反映民事诉讼制度及程序的主要特征。 

2.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划分及划分的标准。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通常的观点是“英美法系国家

多采用当事人主义，大陆法系国家多采用职权主义；” 还有一种少数派的观点认为”不管是大陆法

系还是英美法系，其民事诉讼基本模式都是当事人主义，而原苏联、东欧各国都可纳入职权主义模

式。  

对民事诉讼基本模式划分的标准有两个：（1）诉讼程序的控制权；（2）审理对象的确定、证据

的收集、提供权。 

3.两大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特征及其成因。当事人主义模式的核心就是辩论主义，其特征体现

为：（1）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处于主导地位，当事人主导着诉讼的启动、推进；（2）当事人决定法

院的审理对象；（3）当事人主张的法律事实所依赖的证据由当事人负责举证。 

当事人主义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成因包括：（1）历史原因：发端于古罗马时代 ；（2） 政治原

因：民主、平等、自由、尊重人权等理论成为当时资产阶级的基本理念；（3） 经济原因：市场主

体在商品交换中地位平等，在意思自治、契约自由等原则下进行自由竞争。  

职权主义模式的特征体现为：（1）法官在民事诉讼中处于主导地位；（2）法官对于审理对象的

确定有决定权，当事人主张的诉讼对象必须经过法官的认可。（3）法官有广泛的调查取证权。 

职权主义民事诉讼基本模式的成因包括：（1）历史原因：发端于罗马末世罗马教会民事诉讼；

（2）政治原因：基于对法律制度阶级性的认识，国家干预原则直接延伸到所有法律领域；（3）经

济原因：计划经济体制在诉讼领域的体现。 

4. 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模式是职权主义模式，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

司法改革的推进，我国民事诉讼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如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事诉讼模式就成为

研究的问题。目前有学者提出了当事人主义模式、协同模式、和谐模式。 

学习目标： 

1．了解并理解民事诉讼法学的土壤——诉讼法律文化及其对民事诉讼制度的影响. 

2．掌握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内涵。 

作业： 

1.思考法律文化如何影响民事诉讼制度。 

2.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中应当主要改变现行模式的哪些内容。 

知识单元 2：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一、基本原则 

1．辩论原则。辩论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指，作为裁判基础的诉讼资料，应当由当事人予以提出，

法院只能以当事人提出的并经过充分辩论的资料为基础进行裁判。 

辩论主义法院或法官的约束，主要有（1）只有当事人提出并加以主张的事实，法院才能予以

认定。（2）对双方当事人都没有争议的事实，法院应当予以认定，也即法院应当受当事人自认之事

实的约束。（3）法院对证据的调查，原则上仅限于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而不允许法院依职权主动调

查证据。 

2．处分原则。处分原则是指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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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处分权的行使，需要法院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时，当事人对其实体权利的处分，约

束法院的审判对象和范围；对程序权利的处分，制约民事程序的启动。……。 

3. 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指法院、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审理民事案件和进

行民事诉讼时必须公正、诚实和善意。它包含行为和实质两个方面。行为意义的诚实信用是指当事

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以及法官在进行诉讼行为或审判行为时主观上应诚实、善意。实质意义的诚实

信用是法院、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在民事诉讼过程中须维持当事人双方利益平衡和当事人利益

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诚实信用原则对于当事人的制约.排除不正当方法形成的利己诉讼形态；禁反言；诉讼上权利

的失效；禁止诉讼权利滥用；禁止虚假陈述。 

对法院或者法官的制约.禁止滥用自由裁量权；禁止实施突袭性裁判。 

4. 直接言词原则。直接言词原则由相互关联的直接审理原则和言词审理原则组成。前者是指
司法判决只能由直接参加审判活动、直接听取当事人辩论的法官或者审判组织亲自作出的诉讼原

则；言词审理原则是指法院在证据调查程序和当事人辩论程序等主要诉讼阶段的诉讼行为，必须以

言词方式进行的原则。 

二、基本制度 

1. 两审终审制度。两审终审，是指一个民事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审理后，即告终结的制度。 

民事审级制度，是指一个案件经过几个不同级别的法院审理，裁判就产生法律约束力的制度。

民事审级制度的功能包括：（1）民事权利补救功能；（2）裁判效力确定功能；（3）法律适用统一功

能。 

我国民事审级制度的改革应该以两审终审制为基础，有条件的一审终审制和三审终审制。 

合议制度。1）基本含义：合议制度作为我国基本的审判组织制度，是指由 3 名以上单数审判

员、陪审员组成或者由 3名以上单数的审判员组成合议庭，代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并对民事案

件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的制度。2）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关系。3）合议制与陪审制的关系。 

陪审制度。陪审制度，是指国家的审判机关吸收非职业法官参加案件审理的司法制度。 

我国陪审制度与西方国家的陪审团制度的区别在于产生的背景和职能不同 

探讨关于人民陪审制度的存废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民事诉讼中辩论原则、处分原则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以及对具体制度的要求。 

2.掌握我国民事诉讼基本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对如何完善进行思考。 

作业： 

1.如何理解和界定基本原则。 

2.辩论原则适用的事实范围。 

3.分析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利弊。 

4.直接言词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和限制。 

知识单元 3：管辖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一． 级别管辖 

1．级别管辖标准问题。我国判定级别管辖的标准为：案件性质、难易程度、影响范围 。 

2．管辖权的转移存在的问题。我国现行民诉法规定管辖权的转移包括：（1）向上转移；和（2）

向下转移。其中，向下转移与级别管辖有冲突。 

二．地域管辖 

1. 地域管辖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途径。无论是一般地域管辖还是特殊地域管辖，法律规定绝

大部分案件中被告住所地均有管辖权，这导致实践中存在片面强调被告住所地的倾向，不利于当事

人权利的保护；同时，实践中也出现了规避地域管辖规定的现象，例如将不是被告的人虚列为被告，

使案件规避真正被告所在地法院的管辖，使得没有法律上关联的法院取得了案件的管辖权，最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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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虚构保证人等；第三，2015 年 2 月的新民事诉讼司法解释中将合同履行地的确定与合同法

中合同履行地的确定相统一，导致实务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 

2. 协议管辖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途径。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将国内协议管辖和涉外协议管

辖相统一，在协议管辖的案件范围、管辖法院范围方面做了扩大，并认可了应诉管辖；2015 年新

民诉司法解释对协议管辖做了进一步解释，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三． 管辖权异议 

1. 管辖权异议的主体。现行法律规定为当事人，第三人不能提管辖权异议 

2. 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时间。现行立法规定为提交答辩状期间，但对于原告增加诉讼请求导致

级别管辖变化的，被告提级别管辖异议不受提交答辩状期间的限制。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确定级别管辖标准存在的问题，以及管辖权转移制度与级别管辖的冲突，思考对

管辖权转移制度的完善。 

2．掌握我国地域管辖以及协议管辖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如何完善进行思考。 

3. 掌握并分析我国现行管辖权异议制度的规范和存在的问题，对管辖权异议制度的价值以及

完善途径进行思考。 

作业： 

1.级别管辖标准如何确定。 

2.管辖权转移制度的价值以及如何解决与级别管辖的冲突。 

3.如何完善我国合同履行地的具体确定。 

4.管辖权异议制度的价值以及完善。 

知识单元 4：当事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一．当事人适格 

1. 当事人适格的界定。当事人适格也称正当当事人，是起诉者就本案的诉讼标的的特定权利

或法律关系可以实施诉讼,并请求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的资格。 

2. 当事人适格的意义在于将当事人适格与当事人问题划分成为两个问题；同时当事人适格还

有排除司法权扩张的功能 

3. 诉讼担当。适格的当事人可以分为保护自己的利益的起诉者和保护他人利益的起诉者,后者

则构成诉讼担当。 

二． 共同诉讼人 

1. 必要共同诉讼的概念及其分类。必要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

讼标的为共同的，人民法院必须合并审理并作出同一判决的诉讼形式。诉讼标的的同一（共同的），

常见于下列情形：（1）基于共同的权利或义务；（2）基于同一事实或法律上的原因。 

在国外的相关立法中，必要共同诉讼被进一步区分为固有的必要必要共同诉讼和类似的必要共

同诉讼。这种划分有利于对当事人诉权的保护。 

2. 必要共同诉讼人之间的关系。必要共同诉讼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牵连性和独立性。 

三． 诉讼代表人 

1. 诉讼代表人的概念。诉讼代表人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人数众多，由当事人中数人作为代
表，代表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的当事人。 

2. 代表人诉讼的分类。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的代表人诉讼有两种类型：1）

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 2）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 

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在存在一些制度上的缺陷，司法实践中缺乏可行性，国外的群体性纠纷

解决机制如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以及日本的选定代表人制度对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有借鉴

意义。 

四． 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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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诉讼 

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概念与条件。《民事诉讼法第》56条 1款规定，对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标

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起的诉讼，除具备民事诉讼法第 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外，还须具备

以下条件：（1）必须在他人的诉讼已开始，但人民法院尚未作出生效判决前提起；（2）必须针对他

人之间的诉讼标的提出独立诉讼请求；（3）必须以本诉讼的原、被告为共同被告；（4）必须向管辖

本诉讼的人民法院提出。 

德日台在共同诉讼中规定了主参加诉讼,“就他人的诉讼,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于第一审或第

二审本诉讼系属中,以其当事人两造为被告,向本诉法院起诉：（1）对诉讼标的全部或部分,为自己

有所请求者；（2）主张因其诉讼之结果,自己的权利将被侵害者。” 

2.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诉讼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原、被告之间的诉讼标的虽然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但是案件最

后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因而参加到诉讼中的诉讼参加人。

参加的方式是义务性的参加,权利性的参加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内在矛盾主要表现为：

（1）“与无独立请求权”与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矛盾；（2）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不独立的诉讼地位。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无“诉”而被诉，与诉的原理相矛盾。诉讼经济和公正司法之间的矛盾 

3. 借鉴与改造 

在国外的民事诉讼制度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又被具体区分为几个类型。例如：日本将第三

人分为独立当事人参加，共同诉讼性质的参加人，辅助参加人和告知参加人。 

五、公益诉讼中的适格原告 

2012 年新民事诉讼法增加公益诉讼的规定，将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界定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

社会组织，个人被排除在外。检察机关能否提起？哪些行政机关可以提起？赋予谁有资格提起公益

诉讼，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当事人适格和当事人分别解决什么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2．掌握必要共同诉讼是诉的主观合并，了解目前我国对必要共同诉讼规范中存在的问题，并

对必要共同诉讼的改革和完善进行思考。 

3.了解我国第三人制度以及国外相关的制度，对第三人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借鉴和完善进

行探讨和思考。 

4.掌握我国公益诉讼的规范。 

作业： 

1.确立当事人适格（正当当事人）的必要性。 

2.如何完善我国的必要共同诉讼制度。 

3.理解第三人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第三人在二审提出请求应否受理? 

4.思考我国第三人制度的改造。 

5.思考我国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完善 

知识单元 5：证据与证明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 证据的种类与分类 

1. 证据的种类。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

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主要探讨证人证言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此外，随着电子

科技的发展，出现了电子证据，对于电子证据的特点、收集以及判断需要进行研究。 

2. 证据的分类。在学理上，根据不同的标准，对证据进行了分类。1）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

以存在和表现的形式不同为划分标准，将证据划分为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言词证据：以人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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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现形式的证据，也称人证。包括：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实物证据：以实物形态

为存在和表现形式的证据。实物证据又被称为广义的物证。包括：物证、书证、勘验笔录、新型的

物证。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各有特点，而且其收集方式与判断规则也不尽相同；2）原始证据与传

来证据：以是否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作为划分标准，将证据划分为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原始证据：

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据。传来证据：不是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据。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划

分的意义在于证据证明力的判断上；3）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以是否能够单一直接证明案件事实

为划分标准，将证据划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直接证据：能够直接单一的证明待证实是的证据。

间接证据：不能够直接单一的证明待证事实，需要有形成证据链条才能证明待证事实的证据；4）

本证和反证：根据证据对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的证明作用，将证据区分为本证和反证。 本证是对

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能够证明待证事实成立的证据。反证则是指对证明待

证事实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能够证明该事实不存在或不真实的证据。  

二．证明对象 

证明对象主要包括：实体法事实、程序法事实、证据事实以及外国法律、地方性法规、习惯。

就证据事实是否为证明对象，学界有不同的观点。 

三．证明责任 

1. 证明责任的内涵。关于证明责任的内涵，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法理论当事人的举证行为与

事实真伪不明时败诉风险的承担的双重角度理解证明责任，包括主管上的证明责任和客观上的证明

责任。英美法系国家学者则从“说服责任”和“提出证据的责任”的角度理解证明责任。我国学者

则从“行为责任”和“结果责任”的角度理解证明责任。 

2. 证明责任的转移。关于证明责任能否转移，存在“可转移说”和“不可转移说”。证明责任

的转移是指主观证明责任的转移，其实质是客观证明责任在具体运作过程中的动态表现过程。 

3. 证明责任的倒置。举证责任倒置指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配举证责任后，

对依此分配结果原本应当由一方当事人对某法律要件事实存在负举证责任，转由另一方当事人就不

存在该事实负举证责任。  

目前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中规定了八类案件的倒置，分析判断各类案件倒置的要件。 

四．证明标准 

1.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证明标准是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应当达到的程

度。在理论界，存在着“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标准的争论。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中和刑事诉

讼中有所不同。 

2. 英美法系国家与大陆法系国家对民事证明标准的规范。 

五． 证明的特殊方法 

1. 自认。自认是一方当事人作出的，认为对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是真实的意思表示。自认的

理论基础是辩论主义，自认根据不同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分类，即诉讼上的自认与诉讼外的自认，

对事实的自认与对诉讼请求的自认，完全的自认与附加限制的自认，明示的自认与默示的自认。自

认的客体仅限于案件的事实。自认的性质决定了自认的法律后果。自认的效力及其限制。自认的撤

回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2. 司法认知。司法认知（judicial notice），亦被译为审判上的知悉，它是指法官在审判过

程中对法律或者事实的认知或者知悉。即凡是某一件事属于法律上规定为司法认知或者审判上知悉

的，法院将断定其存在，而无需当事人举证予以证明。 

司法认知的主体仅限于审判机关，司法认知的对象应当是特定事项，不仅包括案件事实，而且

包括与案件事实相关的法律。 

司法认知的程序：启动→审查→预认事实→预认事实的修正 

3. 推定。作为司法意义上的推定，它是指司法者借助于现存的事实，并据以推断出另一相关

事实存在的思维方式。  

推定包括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法律推定是法律明文确立下来的推定，当出现符合有关法律推

定的规范要件事实（即前提事实）时，就可以直接依据该规范推断出推定事实。事实推定，本质上



1419 

属于推论，是指法院依据经验法则，进行逻辑上的演绎，由已知事实（基础事实）得出待证事实（推

定事实）真伪的结论。  

推定作为一种证明方法，有其条件和效力  

学习目标： 

1．了解证据的学理分类，并就其具体运用加以探讨。 

2．掌握对证明责任的内涵，以及证明责任的转移和证明责任的分配。 

3 了解目前我国证据种类证人证言制度存在的问题，并就其完善进行思考。 

4. 了解证明方法。 

作业： 

1. 证人证言制度的完善。 

2. 不同分类的证据在民事诉讼中如何具体运用。 

3. 证明责任倒置的功能。 

4. 自认和认诺辨析。 

5. 理解司法认知与推定、司法认知与免予证明的事实的区别。 

6. 理解法律推定和事实推定的关系。 

知识单元 6：审判程序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普通程序 

1. 起诉制度的问题以及完善途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19 条规定了起诉的条件，学界一

般认为现行法律对起诉条件规定的比较严格，不利于当事人诉权的保护。如何规范起诉条件，进而

思考需要完善相关的制度。 

2. 审前准备程序的构建。审前准备程序，在国外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程序，具有自身的程序功

能，即固定证据、整理争点、促成和解。我国《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证据规定》规定了审前

准备程序的事项，但没有独立的程序功能。 

在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都规定了审前程序，有共性，也有一些区别，如何在借鉴的

基础上构建我国的审前准备程序，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3. 撤诉制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途径。撤诉制度是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当事人自由

行使其诉讼权利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法院结案的一种方式。该制度的设立旨在对当事人程序主体

地位的维护，对私权的尊重，对法院审判权进行必要的限制，以达到诉权和审判权的平衡。但由于

历史和现实等因素的影响，我民事撤诉制度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制度设计还是实际操作上都存在众

多缺陷。 

在对撤诉制度的价值进行定位后，分析现行撤诉制度存在的问题，在对国外撤诉制度进行比较

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我国撤诉制度的完善途径。 

二．  简易程序与小额诉讼程序 

1. 简易程序的界定。对简易程序外延的不同理解，导致对简易程序的界定不同。了解各国以

及我国学者对简易程序的界定。 

2. 简易程序的基本法理。1）平等接近正义；2）诉讼成本与诉讼收益相适应 

3. 我国简易程序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途径。我国简易程序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简易程序

适用范围的规定不清楚；（2）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相互转化的规定不明确；（3）简易程序不简化，

制约了简易程序的适用；（4）未设置适用简易程序的专门机构。 

在探讨了我国简易程序存在的问题后，思考我国我国简易程序的改革路径。 

4. 小额诉讼程序。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62 条设立小额诉讼程序，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对小额诉讼程序予以专章规定。在对小额案件进行界定以及对小额诉讼程序的程序价值进行研究

后，进而对现行程序规范作出评价并提出完善的建议。 

三．上诉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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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起上诉的条件。就上诉审而言，并非全部案件都有进行重新审理的必要和价值。当事人利

用上诉审制度，应有其必要性，即提起上诉，必须具有上诉利益，行使上诉权应以有上诉利益为前

提。如果对上诉设定的条件过于宽泛，必然会使一些不应上诉的诉讼事件进入上诉审程序，造成诉

讼成本增大，诉讼周期延长。因此，各国均为上诉的提起设定了一定的条件，并且采用上诉许可审

查制度。 

在对上诉审程序设置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后，对国外立法中关于上诉审程序的提起条件进行比

较研究，从而探讨我国上诉审条件的完善途径。 

2. 附带上诉制度。我国上诉制度中没有规范附带上诉制度。附带上诉是大陆法系上诉制度中

普遍存在的制度，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界学者将附带上诉概括为：“被控诉人趁控诉的机会把控诉审

判的范围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扩大，并请求审判其主张的申请叫做附带控诉。”具有保障双方当事

人诉讼地位平等和控制滥诉的功能。 

我国有无建立附带上诉制度必要？在对附带上诉制度的功能、性质、法理基础以及对主要大陆

法系国家的附带上诉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后，对我国建立附带上诉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

进而对我国附带上诉制度的具体构建进行探讨。 

四． 再审程序 

1. 审级制度与再审程序。作为审级制度之外的救济程序，再审程序应当如何和审级制度相协

调，才能发挥其功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2. 再审程序适用的条件。1）启动再审程序主体。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人民法院、上级人

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当事人和案外人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力/权利。民事程序是解决私权争议

的，赋予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力，必然会与当事人处分权产生冲突；案外人启

动再审后诉讼地位如何界定等都存在问题，思考启动再审程序主体的改革。2）再审事由。不同的启

动再审程序主体，其适用的法定再审事由也不尽相同。对人民法院引起再审的事由规定为“确有错

误”，检察院抗诉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完全一致，而案外人申请再审的事由则限于对执行标的物

主张权利并且无法提起新的诉讼。思考这些再审事由规定存在的问题，并就改革完善进行探讨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审判程序各项具体程序制度的功能定位。 

2．掌握我国在审理程序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对国外相关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

我国相关制度的完善进行思考和探讨。 

作业： 

1. 辨析起诉条件、诉讼要件和权利保护要件。 

2. 思考诉的利益。 

3. 诉讼程序结构与审前准备程序建构原则。 

4. 审级制度与上诉审程序的改革。 

5. 如何对再审程序进行改革和完善。 

知识单元 7： 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受到生效判决不利影响的案外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未能参

加原诉讼，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原审法院提起要求撤销或改变原审确定判决的诉讼。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第 55条第 3款增加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2015年新民事诉讼法司

法解释专章规定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条件、受理与审理以及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申请再审

之间的衔接 

一、第三人撤销之诉的提起条件 

《民事诉讼法》第 55条第 3款：前两款规定的第三人，因不能归责于本人的事由未参加诉讼，

但有证据证明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部分或者全部内容错误，损害其民事权益的，

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民事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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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受理与审理 

（一）审查受理 

《民诉司法解释》第 29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和证据材料之日起 5日内送交对

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可以自收到起诉状之日起 10日内提出书面意见。  

人民法院应当对第三人提交的起诉状、证据材料以及对方当事人的书面意见进行审查。必要时，

可以询问双方当事人。  

经审查，符合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三十日内立案。不符合起诉条件

的，应当在收到起诉状之日起三十日内裁定不予受理。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审理和处理 

1.根据《民诉司法解释》第 29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

开庭审理。  

2.根据《民诉司法解释》第 300条的规定，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经过审理，处理如下： 

（1）请求成立且确认其民事权利的主张全部或部分成立的，改变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

的错误部分；  

（2）请求成立，但确认其全部或部分民事权利的主张不成立，或者未提出确认其民事权利请

求的，撤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的错误部分；  

（3）请求不成立的，驳回诉讼请求。 

对前款规定裁判不服的，当事人可以上诉。 

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内容未改变或者未撤销的部分继续有效。 

三、第三人撤销之诉与相关制度之间的衔接 

1.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执行的关系 

《民诉司法解释》第 299条规定：受理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后，原告提供相应担保，请求中止

执行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 

2.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再审的关系 

根据《民诉司法解释》第 301条的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案件审理期间，人民法院对生效判决、

裁定、调解书裁定再审的，受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将第三人的诉讼请求并入再审

程序。但有证据证明原审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先行审理第三

人撤销之诉案件，裁定中止再审诉讼。 

根据《民诉司法解释》第 302条的规定：第三人诉讼请求并入再审程序审理的，按照下列情形

分别处理：  

（1）按照第一审程序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对第三人的诉讼请求一并审理，所作的判决可以

上诉；  

（2）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人民法院可以调解，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决、

裁定、调解书，发回一审法院重审，重审时应当列明第三人。 

3.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执行异议的关系 

根据《民诉司法解释》第 303 条的规定： 第三人提起撤销之诉后，未中止生效判决、裁定、

调解书执行的，执行法院对第三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 227条规定提出的执行异议，应予审查。第三

人不服驳回执行异议裁定，申请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再审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案外人对人民法院驳回其执行异议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调解书内容错误损害其合法

权益的，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227条规定申请再审，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四、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确立第三人撤销之诉比较典型的是法国和台湾，法国单独规定第三人撤销之诉，台湾将其规范

在再审中，我国规定在当事人一章中，且“第三人”的范围界定目前仅包括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并未以“生效裁判”侵害其实体利益为标准。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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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 

2.了解域外关于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的规定以及相关的研究 

作业： 

1. 如何理解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提起的条件与受理制度 

2. 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申请再审之间的关系与衔接。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律文化与民事诉讼模式 2  

2 法律文化与民事诉讼模式 2  

3 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 2  

4 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 2  

5 管辖 2  

6 管辖 2  

7 当事人 2  

8 当事人 2  

9 证据与证明 2  

10 证据与证明 2  

11 证据与证明 2  

12 审判程序 2  

13 审判程序 2  

14 审判程序 2  

15 第三人撤销之诉 2  

16 第三人撤销之诉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事诉讼法、民事证据法学 

后续课程：民事诉讼实务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律文化与民事诉讼模式、辩论原则与诚信原则、协议管辖与裁定管辖、证明、审判程

序中的第一审普通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 

难点：法律文化对我国诉讼模式的影响、辩论原则与诚信原则、协议管辖与裁定管辖、举证时

限与证明责任、审判程序中的第一审普通程序、再审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2.横向比较研究。 

3.历史研究方法 

4.学生讨论与老师点评、讲解相结合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 

………………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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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研讨课因为具有一定的前沿性，每年研讨的具体内容有些差异，不建议用某一本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张卫平编著《民事诉讼：关键词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 唐力编著《民事诉讼构造研究——以当事人与法院作用分担为中心》，法律出版社，2006

年版。 

3. 刘学在编著《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黄川编著《民事诉讼管辖研究——制度案例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5. 孙邦清编著《民事诉讼管辖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 肖建华编著《民事诉讼当事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7. 蒲一苇编著《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 廖中洪编著《民事诉讼改革—热点问题研究综述》，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 1月第一版。 

9. 徐昕编著《英国民事诉讼与民事司法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 肖建华编著《民事证据法理念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11. 宋英辉、汤维建编著《我国证据制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12. 张卫平编著《司法改革论评》（第四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13. 齐树洁编著《民事司法改革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 1月第 3版。 

14. 齐树洁编著《程序正义与司法改革》，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5. 沈达明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16. 江伟主编著《民事诉讼法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7. 江伟、邵明、陈刚编著《民事诉权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18. 汉斯—约阿希姆·穆泽拉克编著，周翠译：《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2005年版 

19. 罗结珍译《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20. 白绿铉编译《日本新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24.台湾陳计男：《民事诉讼法论》（上、下），三民书局，2014.1第六修订版 

25.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下），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5.3 

执笔：史飚 杨秀清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日 

 

外国民事诉讼法（双语教学）教学大纲 
Bilingual Teaching Outlines for the course of Anglo-American civil procedural laws 

课程号：402040112 

前 言 
本课程为法学选修课，2个学分。适用对象为法学本科生。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试图达成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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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目的：（一）使学生对英美法系的民事诉讼程序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二）使学生初步具

备以比较法来研讨民事诉讼问题的能力；（三）为学生进一步的专业学习打下基础；（四）开阔学

生的学术视野。（五）通过双语教学，使学生认知英美法系诉讼程序的专用术语，为其以后进一步

学习原文资料打好基础。由于课时有限，本课程只简介英美法系最典型国家（英国和美国）民事司

法程序的相关内容。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为：简介英美法系民事诉讼程序相关知识。通过本课程的系统学习，学生应

对英美民事诉讼制度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具体而言，通过本编的教学，学生应对英美的民事法院设

置、案件管辖制度、审前证据发现和交换机制、陪审团审理、证据规则，以及法律上诉等内容有一

个初步认识。 
有关证据规则、强制执行程序、集团诉讼、仲裁、和替代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的体系化

知识不属于本课程讲授的范围。 
本课程总上课时间为 16周，每周 2课时（其中前 15周为授课时间，最后 1周为随堂开卷考试

时间）。 
《外国民事诉讼法教学大纲》初次拟定，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和学生提出宝贵意见。 
本教学大纲的编写人：民诉研究所教师杜闻。 

第一章：历史文化背景（Chapter one: History and Culture background） 

通过本章的学习，认知和了解以下知识点：支撑英美民事诉讼具体制度的各种背景性知识（如

民族个性、文化特点、基本理念等）、英国传统民事诉讼制度的成长演变、普通法法诉讼程序的内

容和特点、衡平法诉讼程序的由来和特点、英美近现代民事诉讼的改革与发展、英美民事诉讼的总

体特征等。 
本章计划讲授 5学时。 

第一节 英国人的民族性格特征及英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演变 
(preconditions of Anglo-American legal system: National characters of English) 

一．英美民事诉讼制度必然前提：英国人的民族性格特征(the preconditions of Anglo-American 
civil procedural rules: the basic characters of English) 

1．英国人的感觉和动作迟钝笨重(English are slow in thoughts and reactions)。 
2．英国人重行，世称英人为‘行动之人’（English are Man of Action）。 
3．英国人因为重行，所以在行动时不愿遭受阻碍，所以力争自由(Because English are Man of 

Action, they struggle for freedom of their actions)。 
4．英国人具有坚韧勇敢的特点(English possess the character of persistence and brave)。 
5．重视理性导致英国的法治(emphasizing on reasons leads to the rule of law)。 
6．英国人崇尚 Fair Play原则(English worship the doctrine of Fair Play)。 
7．基于 Fair Play的原则，英国人生发出团体主义(based on the doctrine of Fair Play ,English 

develop the doctrine of teamwork)。 
8．英国人注重经验，主张保守主义(English pay great attention to experience. They worship 

conservatism)。 
9．英国人常以“历史连贯性的神话”来掩盖“历史演化的真相”(English try to cover the truth of 

historic evolution with the myth of ‘historic continuous development’)。 
10．认知英国的事物，必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加以考察。 
11．历史偶然性对英国程序法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contingency shed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evolution of English procedural laws)。 
12．英国人注重实际，轻视理论(English put emphasis on practice, ignoring abstract theories)。 
13．英国人具有“反逻辑”的倾向(English have the character of illogic)。 
14．英国人态度中庸，反对极端(English favors the doctrine of middle course, opposing any 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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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emities)。 
15．英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具有早熟性(English political and legal institutions have a character of 

earliness)。 
二．英国民事诉讼的历史演变(historical evolution of English civil procedures) 
1．古日尔曼法和蛮族的入侵(ancient Germanic laws and the invasions of English isles by 

Barbarians) 
2．诺曼人及其对英国的入侵(Normans and their invasion of British isles) 
3．王室法院的建立和普通法的诞生(the establishment of Royal courts and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Royal Courts). 
“末日审判书”（the Doomsday Book） 
财务庭（Exchequer） 
普通诉愿庭（the Common Pleas） 
王座庭（the King’s Bench/ Coram Rege） 
“有限管辖权法院”(limited jurisdiction)。 
“竞合的管辖权”(concurrent jurisdictions)。 
4．在英国，在非常早的年代就完成了裁判权向国王的统一(in England, the unification of 

jurisdiction under the King was achieved at an very early date)。 
5．由于某些优点，王室法院逐渐取得一种优势地位（due to certain advantages, compared with 

local feudal courts, Royal Courts gradually got a superior status）。 
6．普通法诉讼的基本制度(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ommon law procedure)。 
令状（Writ） 
诉讼形式（the forms of action） 
单一争点（Single Issue） 
陪审团（the verdicts of Jurata/Jury） 
7．衡平法(equity)  : A necessary supplement to common law procedure. 
普通法存在的缺陷(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ommon Law procedure)。 
衡平法缘于所有法律都会变得僵硬这一倾向(Equity procedure was created by the inclination that 

any law will eventually develop into the status of rigidness)。 
枢密大臣(Lord chancellor) 
 “国王的剩余司法正义”(the remaining justice of the King) 
衡平法诉讼的主要原则(main principles of the Equity litigations) 
大法官法庭的诉讼程序的特点(the characters of the Chancery procedure) 
衡平法诉讼程序的不足之处(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hancery procedure) 
7．普通法和衡平法的关系解析(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n law and equity) 
普通法诉讼程序和衡平法诉讼程序的区别(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ommon Law procedures and 

the Chancery procedure) 
普通法诉讼程序和衡平法诉讼程序的联系（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n Law procedures and 

the Chancery procedure） 
在现代英美民事诉讼中，普通法和衡平法已经融为一体(nowadays, Common Law procedures and 

Chancery procedures has been united as one) 

第二节 英国民事诉讼程序的近代改革 
(the reforms of British civil procedures from 19th century until now) 

一．英国普通法诉讼程序的近代改革(the reforms of English Common Law procedures in the 19th 
century) 

1．英国法律（包括程序法）近代改革的方法(the main methods of 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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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32年《统一程序法》的改革内容。  
3．1833年的《不动产时效法》的改革内容。  
4．1833年《民事诉讼法》的改革内容。  
5．1852年《普通法诉讼条例》的改革内容。  
6．1854年的《普通法诉讼条例》的改革内容。 
7．1875年诉讼程序的改革。  
8．19世纪晚期的《最高法院规则》的改革内容。 
二．英国衡平法诉讼程序的近、现代改革(the reforms of English Chancery procedures in the 19th 

century) 
1．1852年的《大法官庭诉讼条例》的改革内容。  
2．1858年的《衡平法修正条例》的改革内容。  
3．议会改革了衡平法庭司法权及司法人员的管理(parliament reformed the managements of 

judicial powers as well as judicial staff in the Chancery Courts)。 
4．《1873年司法制度法》的改革内容。 
三．英国现行民事诉讼规则简介(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modern English civil procedure rules) 
1．在当代英国，诉讼规则不由议会制定(in today’s England and Wales, the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is not enacted by Parliament)。 
1997年民事诉讼法案(the Civil Procedure Act 1997) 
民事诉讼规则委员会(the Civil Procedure Rule committee) 
2．现行《英国民事诉讼规则》(the Civil Procedure Rules 1998) (‘CPR’). 
“诉讼指引”(practice directions) (‘PD’) 
英国现行《英国民事诉讼规则》是一个“开放的体系”(current English CPR is an open system of 

rules) 
四．美国民事诉讼法的历史演变(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civil procedure) 
1．美国的民事诉讼制度实际上主要源于英国(mainly originated)。 
2．美国法院系统的建立(the establishments of American courts’ system)。 
3．1848年《纽约州民事诉讼法典》(civil procedural code of New York,1848) 
4．1938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Federal Civil Procedure Rules of 1938) 
五．英美现代民事诉讼的总体特征(General characters of modern Anglo-American civil procedure) 
1．法律至上(superiority of law)。 
2．诉讼程序背后具有“人性恶、怀疑论”的哲学观念(Anglo-American civil procedural rules are 

founded on the philosophical notions of vicious human nature, scepticism)。 
3．司法经验主义(judicial empiricism)。 
4．既“遵循先例”，又“设法逃避先例”(stare decisis and evading precedents)。 
6强调“形式先于实体”(stress on the forms superior to the substances)。 
重视保障诉讼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focus on litigators’ right of procedural participation)。 
6．审理方式为“对抗制”（Adversary system）。 
7．在传统上，法律以不成文的判例法为主，成文法为辅(traditionally, majority of law are case laws, 

which were supplemented by statutes)。 
8、案件审理采取“两分法”(dichotomy method)。 
9．用庞杂的证据规则来有效限制事实裁判者的自由裁量范围(sophisticated evidential rules are 

installed to limited the scopes of judicial discretions)。 
10．陪审团审理时，裁判文书中不写判决的理由(in Jury trial, the verdicts are delivered without 

reasoning)。 
11．法官终身任职(judges hold them positions for life)。 
12．英美的民事案件是一个广义的概念(in Anglo-American, civil litigation is a broad-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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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ion)。 
13．在美国，对生效裁判的强制执行由行政官员或警察等来管理(in US, the judgments are 

enforced by executive officers)。 
14．判例法具有非逻辑性、非体系性的特点，难以学习(the chaotic and illogical civil procedural 

rules of Anglo-American system is hard to learn)。 
复习思考题： 
1.  试分析“令状”制度的基本功能，及其对当代英国民事诉讼程序的影响。 
2．英国人发展程序法的主要方法是什么？它们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 
3．如何理解Maitland的名言：“我们埋葬了诉讼形式，但它们从坟墓中统治我们”？ 

第二章：英美的民事法院（Chapter two: Anglo—American Civil Courts）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英国和美国各自的民事法院设置情况，以及英国民事司法改革的概况。 
本章计划讲授 4学时。 

第一节 英国的民事法院系统(English civil court system) 

一 英国民事法院的历史溯源和演变情况(the originality of English civil courts)  
1.村镇法庭(community courts)。 
2.百户区法庭(court of hundreds)。 
3.古代的郡法院(ancient county courts)。 
4.贤人会议（witenagemot）。 
5.国王评议会(the King’s Council)。 
 
二．英国民事法院的传统分类(the traditional categories of English civil courts) 
1. 高级法院和低级法院(the superior courts and the lower courts)。 
2. “原始管辖权法院”和“上诉管辖权法院”(the courts with original jurisdictions and the courts with 

appellate jurisdictions)。 
3．“案件记录法院”(courts keeping records)。 
二 英国民事法院的具体组成（the composition of current English civil courts） 
1.上议院(House of Lords)（2009年 10月 1日以前）。 
2．联合王国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Kingdom）(2009年 10月 1日之后) 
3.“枢密院司法委员会”（Judicial Committee of Privy Council）。 
4. 民事上诉法院(Court of Appeal)。 
5. 民事高等法院(High Court)。 
6．郡法院（County court）。 
7. 治安官法院（Magistrates Courts）。 
三．英国的民事诉讼改革(the recent reforms of English civil procedure) 
1.英国传统民事诉讼贯彻“司法竞技理论”（traditionally, English judicial system worshiped the 

sporting theory of justice）。 
2.英国传统民事诉讼程序的主要弊端(the main faults of traditional English civil procedure)。 
3.英国民事司法改革应遵循的主要原则(the main principles for this reform)。 
4.改革的主要内容(substances of this reform)。 
5.改革后，英国民事诉讼的当事人主义模式并未发生本质变化(after the reform, the essential 

characters of adversary system has not been changed)。 

第二节 美国的民事法院系统(American civil courts system) 

一 联邦法院系统(federal courts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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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联邦宪法》第 3条第 1款（Art 3, sec 1 of the US Federal Constitution）。 
2.“根据宪法而产生的法院”和“根据立法而产生的法院”(courts founded by Federal Constitution 

and courts founded by federal statutes)。 
3.“普通的联邦法院”和“特别的联邦法院”(federal courts with general jurisdictions and the federal 

courts with special jurisdictions)。 
4.美国全国共有 54个相对独立的法域（within the US boundaries, there are 54 jurisdictions）。 
5. 联邦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6. 联邦上诉法院(United States Circuit Court of Appeals)。 
7. 联邦地区法院(United States Circuit Court/District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二 州法院系统(state courts system) 
1. 在美国，绝大多数民事案件都由各个地方的州法院专属管辖(in US, major civil cases are 

exclusively tried by various state courts)。 
2. 低级法院的概念和种类（the concep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lower state courts）。 
3. 郡法院的概念和基本特征(the conception and characters of US county courts)。 
4. 中间上诉法院的概念和基本特征(the conception and characters of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s 

of state)。 
5. 州最高法院的概念和基本特征(the conception and characters of the state Supreme Court)。 
复习思考题： 
1.简述英国民事高等法院和民事上诉法院的关系？ 
2.为什么说“英国民事诉讼的改革并未改变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实质”？ 
3．据美国法律来看，“根据宪法而产生的法院”和“根据立法而产生的法院”之间有何不同点？ 

第三章：美国及英国民事案件的管辖 
（Chapter three: American Federal and State civil jurisdiction, as well as English civil jurisdictions） 

掌握支撑美国民事案件管辖制度的宪法分权理念、联邦法院民事管辖权的范围具体种类等知

识。 
本章计划讲授 5学时。 

第一节 美国民事管辖权概说(introduction to US civil jurisdictions) 

一 决定管辖权的宪法性因素(decisive Constitutional factors for jurisdictions) 
1.美国法院管辖权的基础理念(the basic notions of US jurisdictions)。 
2.美国民事案件管辖问题不但是诉讼法问题，也是宪法性问题(the matters of civil jurisdictions 

are not only a procedural issue, but also a Constitutional issue)。 
3.解决管辖权争议的方法(the ways to resolve jurisdictional disputes)。 
4.联邦法院只享有有限管辖权(federal courts only have limited jurisdictions)。 
5．州法院具有一般管辖权(state courts have general jurisdictions)。 
二 管辖权的概念(the conception of jurisidiction) 
1.美国民事诉讼中的“管辖权”概念的特点(the characters of US civil jurisdictions)。 
2.在民事案件管辖上，联邦法院和各州法院的关系(on the matters of jurisdic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deral courts and state courts)。 
3. 具有案件管辖权的必备前提：合法及时的通知和送达(the precondition for jurisdictions: lawful 

and timely notice and service)。 

第二节 美国联邦法院的民事管辖权(civil jurisdictions of the Federal Courts) 

一 联邦事物管辖权(federal subject matters jurisdictions) 
1.定义(con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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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违反事物管辖权的规定，原则上判决无效(without 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 principally, 
the judgment will be considered as invalid)。 

3.《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8条第 3款第（1）项(Rule 8(3)(1) of Federal Civil Procedure Rules)。 
二 联邦问题管辖权(federal question jurisdiction) 
1.联邦问题管辖权的概念(conception of federal question of jurisdiction)。 
2.所谓联邦法律包括：联邦宪法、联邦判例法、联邦制定法，以及美国缔结的国际条约等(federal 

laws include: federal constitution, federal case laws, federal statut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signed by federal government)。 

3.在发生管辖权竞合的情况下，原告在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之间具有起诉的选择权，除非该案件
属于联邦法院专属管辖的范围(for a civil case, when there are concurrent jurisdictions, plaintiff can 
choice one of them to file his/her complaint, unless that case falls into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federal 
court)。 

4.联邦法院专属管辖的民事案件类别(types of cases fall into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federal 
courts)。 
三 异籍管辖权(diversity jurisdiction) 
1. 异籍管辖权的概念(conception)。 
2.制度设置原因：防止地方保护主义(the reasons for this institution: prevention of judicial local 

protectionism)。 
3.适用该种管辖的前提要件(conditions to use diversity jurisdiction)。 
四 移送管辖权、附带管辖权和关联管辖权(removal jurisdiction, ancillary jurisdiction and pendent 

jurisdiction) 
1.移送管辖权的概念(conception of removal jurisdiction)。 
2.对州法院错误受理的“联邦问题”和“异籍民事纠纷”，本案被告都可以适法提出移送申请(as for 

federal question disputes and diversity cases erroneously tried by state courts, defendant can raise the 
motion to remove them to the appropriate federal courts)。 

3.移送管辖权实际上是一种纠正管辖错误的措施 (removal jurisdiction is institution to correct 
jurisdiction errors)。 

4.对不同州居民之间的民事案件申请向联邦法院移送，只有被告不属于诉讼系属法院州的居民
才有申请移送的权利(as for the removal of diversity cases, only can defendant, who is not the resident of 
current venue, can raise the motion)。 

5. 关联管辖权的概念和适用条件(conception and grounds of pendent jurisdiction)。 
6. 附带管辖权的概念和适用条件(conception and grounds for ancillary jurisdiction)。 
7. 附带管辖权能有效扩大联邦法院案件管辖的范围(ancillary jurisdiction can effectively enlarge 

the scope of federal jurisdictions)。 
8. “强制反诉 ”和 “交叉请求 ”的合并管辖问题 (amalgamated jurisdiction of compulsory 

counterclaim and cross-claim)。 
五 对人管辖权(personal jurisdiction) 
1.概念(conception)。 
2.对人管辖权制度主要解决对被告的管辖问题(personal jurisdiction mainly concerns with the 

matters of jurisdiction over defendant)。 
3.对人管辖权既适用于自然人，也适用于法人(that institution can be used for natural person, as 

well as artificial person)。 
4.对人管辖权产生的前提(conditions for personal jurisdiction)。 
5.通过案例确立的相关原则(relevant principles created by case law)。 
6.“最低限度的接触”和“对人管辖权”(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imum contact and personal 

juris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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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对物管辖权和准对物管辖权(jurisdiction in rem and jurisdiction quasi in rem) 
1.对物管辖权的概念( conception of jurisdiction in rem)。 
2.对人及对物管辖权在产生方面的不同点(the differences the initiations of personal jurisdiction 

and jurisdiction in rem)。 
3.州对其领域内的物具有物理支配力是“对物管辖权”产生的基础(the ground for jurisdiction: 

state has physical controlling force over things within its boundaries)。 
4.“对物管辖权”的产生也可能适用“最低限度接触”的原则(jurisdiction can also be related to the 

principle of minimum contact)。 
5.“准对物管辖权”的概念(conception of jurisdiction quasi in rem)。 
6.准对物管辖权和对物管辖权的区别和联系(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risdiction in rem and 

jurisdiction quasi in rem)。 
7.美国判例规定，在适用准对物管辖权时，也要求被扣押的物于法院所在州之间具有“最低程

度的接触”（according to US case law, when utilizing jurisdiction quasi in rem, there should also be a 
minimum contact between attached thing and the venue state）。 

8.具体产生“准对物管辖权”的两种方式：(1)财产扣押；(2)债权扣押 (two methods to produce 
jurisdiction quasi in rem: (1) attachment; (2)debt and garnishment)。 

第三节 审判地及移送(venue and transfer) 

一 决定审判地的原则(the principles deciding venue) 
1. 概念(conception of venue)。 
2.原告一般不可能就“审判地”提出异议(generally, plaintiff can not raise objection against venue)。 
3.“审判地的确定”之本质(nature of ascertaining a venue)。 
4. 诉讼开始后，被告应及早向法院提出审判地异议申请，否则将视为放弃该权利(after the 

commence of the proceeding, defendant should raise venue objec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whereas this 
right will be deemed waived)。 

5. 异籍居民之间的纠纷，法院确认审判地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ascertaining venue in diversity 
cases)。 

6.涉及联邦问题的案件，法院确认审判地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ascertaining venue in federal 
question cases)。 

7.如果外国人不居住在美国，可以以美国任何联邦地区法院作为审判地。但对外国人起诉必须
具备对人管辖权(if a foreign party does not reside in US, he/she can consider any federal district court as 
his/her venue. However, trying a case against foreign defendant, the court must have personal jurisdiction 
over the foreign litigator)。 
二 移送案件或驳回诉讼(transfer or dismiss) 
1.“不方便法院地”原则和移送案件(the principle of forum non convenience and transfer)。 
2.在美国，移送案件完全是法院的职权行为，不需要征询当事人的意见(in US, transfer is within 

courts’ power, which is not affected by parties’ opinions)。 
3.驳回诉讼的概念和适用条件(conception and grounds of dismiss)。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异籍管辖权？请简述其内容。 
2.辨析“不方便法院地”原则和移送案件之间的关系。 

第四节 英国的民事案件管辖制度(English civil jurisdictions) 

一. 英国法上的“地域管辖”(Territorial jurisdictions of England and Wales) 
1．英格兰和威尔士国内民事案件的地域管辖权(domestic regional jurisdiction of England and 

W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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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欧盟范围内，英国法院审理的涉外案件的地域管辖权，以及如何解决相关的“管辖权竞合”
问题( within EU, the English jurisdiction on civil cases with foreign parties, as well as how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of concurrent jurisdictions in the civil litigations with foreign parties)。 

3. 在英国和威尔士司法辖区内向外国人被告送达诉讼文书(service on a foreign defendant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England and Wales) 

4. 境外当事人自动接受英格兰及威尔士法院的管辖(submission to the jurisdiction of England 
and Wales by foreigners) 

5. 一般规则之外的案件管辖权之确定原则(cases outside the general rules)。 
6．依欧盟《司法裁判规范》而产生的管辖权(Jurisdiction under the Judgments Regulation)。 
7．英国法院向“司法规则”、“布鲁塞尔公约”，以及“诺加诺公约”成员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当事

人送达诉讼文书的制度( to serve English proceedings on a defendant living in a country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Jurisdiction Regulation and Brussels and Lugarno Conventions)。 

8．其他注意事项(other things should be noticed)。 
9．方便审判地(forum conveniens)。 
二. 英国法上的“级别管辖”(English Jibie jurisdiction) 
1．现代的一般规则：郡法院与高等法院在绝大多数案件上，管辖权竞合(the general principle: for 

majority of cases, county courts and High Court have concurrent jurisdictions)。 
2．法律规定，由郡法院专属管辖的案件(Cases allocated exclusively to the county court.)。 
3．应当向郡法院起诉的案件(Claims which should be brought in a county court)。 
4．郡法院与高等法院竞合管辖的案件(Concurrent Jurisdiction among the High Court and the 

County courts)。 
5．郡法院管辖权受限制的案件(Cases where there is limited county court jurisdiction)。 
6．专属高等法院管辖的案件(Cases allocated exclusively to the High Court)。 
7．人身侵权案件(Personal injuries cases)。 
三. 案件移送制度(The proceedings of case transferring) 
1．法院能主动地或根据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将诉讼程序移送到高等法院或适当的郡法院(on its 

own initiative or based on a party’s motion, a court can transfer a case to the High Court or a appropriate 
county court)。 

2．高等法院枢密院庭的案件如果需要移送，一般移送到伦敦中区郡法院(if a case of Chancery 
Division of High Court should be transferred, it should be transferred to the county court of London 
Middle District)。 
四. 案件在民事高等法院三大法庭之间的相互移送(cases can be transferred among the three 

Divisons of the High Court) 
1.《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 30.5条的规定（CPR, r 30.5）。 
2．相互移送的法定条件(grounds for this kind of transfer)。 
五. 向错误的法院起诉 (Commencing proceedings in the wrong court) 
1．在无管辖权法院起诉的案件，将会移送到合适的法院，但请求人经常需要支付申请移送的

费用(the case tried by an erroneous court will be transferred to a appropriate court. However, claimant 
often has to pay the transfer costs)。 

2．如果法院能认定请求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找错了法院，法院有命令移送或撤销诉讼程序的自
由裁量权(if the court can ascertain the fact that claimant knew or should know he filed complaint to an 
erroneous court, the court has discretion either to order a transfer or to dismiss the case)。 
六. 英国的管辖权异议(disputing the court’s jurisdiction) 
《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 11.（2）条的规定 (CPR, r 11(2))。 
七. 在欧盟成员国范围内，英国法和欧盟法解决涉外民事案件“一事不两诉”(les pendens/ 

anti-suit injunction)的规定和原则(articles of English and EU laws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s of 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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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dens in cvil litigaions with foreign parties) 
1．凡是一项请求能向一个以上国家的法院提出，就应该考虑向最恰当的国家的法院提出(if a 

complaint can be filed to two or more countries’ courts, the claimant should file it to the most appropriate 
court)。 

2．法院同样关心同一请求不是同时在几个国家进行诉讼 (similarly, courts concern about the fact 
that a same case can not be tried simultaneously in several countries’ courts)。 

3．普通法解决问题的办法为法院有权以‘非方便法院’为理由停止英国的诉讼程序和做出禁制
令限制在外国的诉讼程序(according to common law, the methods to resolve this difficult are: to stay 
English proceedings for the reason of forum non convenience, and to limit foreign proceedings by issuing 
injunctions)。 

4．《布鲁塞尔公约》解决相似的问题的方法(Brussels Convention’s ways to tackle similar 
difficulties)。 
八. 英国法和欧盟法避免涉外关联案件之裁判相互冲突的规定和原则(articles of English and EU 

laws resolving the problems of possible irreconcilable judgments among relevant civil litigations with 
foreign parties)  

1．当关联性诉讼在不同的成员国法院提起时， 除了首先受理本案的法院之外，其他的法院可
停止相应的诉讼程序(where related actions are brought in the courts of different Member States, any 
court other than the court first seised may stay its proceedings)。 

2． 当此类案件正处于一审系属状态时，除了首先受理第一个关联案件的法院之外，在一方当
事人的申请下，如果首先受理案件的法院对其他关联案件也具有管辖权，并可对这些关联案件合并

管辖时，其他法院应放弃对此类关联案件的管辖权(where these actions are pending at first instance, 
any court other than the court first seised may also, on the application of one of the parties, decline 
jurisdiction if the court seised has jurisdiction over the actions in question and its law permits the 
consolidation thereof)。 

3．如果诉讼请求之间有紧密联系，并且出于避免分别诉讼所可能带来的“相互矛盾裁判”的问
题，如果合并审理这些关联请求是恰当的，则依据欧盟法律来看，这些请求就属于“关联性请求”(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rticle, actions are deemed to be related where they are so closely connected that it is 
expedient to hear and determine them together to avoid the risk of irreconcilable judgments resulting from 
separate proceedings)。 
九. 英、美在民事诉讼管辖方面的不同点(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American civil 

jurisdictions) 
复习思考题： 
1．为什么说“美国民事案件管辖问题不但是诉讼法问题，也是宪法性问题”？ 
2．为什么本州法院不能以“公告送达”的方式取得对外州当事人的“对人管辖权”？ 
3．在英国，原告向错误的法院起诉后，如何进行补救？ 

第四章 证据的开示和审前案件管理程序 
 (Chapter four: Discovery and pretrial case management matters) 

通过本章的教学，学生应掌握以下三方面知识：一是美国发现程序的含义和五种常用的证据发

现方法；二是审前会议的功能和作用；三是有关审前庭外和解以及 ADR纠纷解决机制的知识。 
本章计划讲授 4学时。 

第一节 发现程序(the process of disclosure) 

一 出示的义务（duty of initial disclosure） 
1.双方当事人为了制定发现程序的计划日程，有义务召开当事人会议(in order to draft the 

timetable of disclosure, litigators have the duty to organize parties’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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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26条第 1款的规定，当事人负有一系列最初出示义务（according 
to Rule 26(1) of the Federal Civil Procedure Rules, parties have  certain duties of initial disclosure）。 

3.专家作出的鉴定报告也属于出示义务的对象之一。如果不出示，则在法庭上就不得把该报告
作为证据资料使用(the report made by experts is also one of the materials should be disclosed. If it is not 
disclosed during the pretrial stage, the expert report can not be admitted during trial)。 

4. 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 27.5条规定，提出专家证人在小额轨道（samll-claim track）案件
中是不允许的，除非得到法院许可。在快捷轨道（fast-track）案件中，口头的专家证据限于两个专
业领域，每一个专业领域限于一名专家(Under CPR, r 27.5, it is not permitted to produce expert 
evidence in the small-claim track cases, unless the applicant can get the approval of the court. In the 
fast-track cases, oral expert evidence is limited to two expertise fields, which means one expert for each 
field)。 

5.在开庭审理 30 日之前，当事人原则上有义务向对方出示将在法庭上提出的证人名单和文书
目录(30 days before the trial, principally, parties have duty to disclose the lists of witnesses and 
documents)。 

6. 法院作出的证据开示命令(disclosure orders)。 
7. 对开示文件适用范围的限制性规定(collateral use of disclosed documents)。 
8. 庭审中对开示证据的运用(use of disclosed evidence in the trial). 
二 现代美国民事诉讼中常用的五种发现方法(five discovery methods commonly used nowadays) 
1.庭外笔录证言（deposition）； 
2.质问书（Interrogatories）； 
3.要求提供文书和物证（requests for providing documents and real evidence）；  
4.要求自认（request for admission）；  
5.检查身体和精神状态（physical and mental inspection）。 
6．在初步开示后，答复方自动提供“补充答复”的义务(after initial disclosure, the respondent has 

the duty of providing supplementary answers)。 
三 制止滥用发现程序的法律手段(sanctions against abusive disclosure activities) 
1.不准当事人利用发现程序来“折磨”对方当事人(one party must not use disclosure to ‘torture’ the 

other side)。 
2. 请求保护命令的申请人有义务其申请的正当理由(the applicant who filed the motion for 

protection order should prove the reasonable grounds for his/her pertition)。 
2.《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26条第 3款规定了 8种具体的保护措施(Rule 26(3) provided 8 special 

protect measures against abusive disclosures)。 
四 对滥用发现程序的法律制裁（sanctions against abusive disclosures） 
1.只有当事人提出相应的动议后，法院才会斟酌是否采取相应的措施(only after parties raise 

corresponding motions, will courts consider whether to take appropriate measures)。 
2.具体的制裁措施(the details of these measures)。 
3.对上述制裁命令，在法院一审判决未作出前，当事人不得单独不服。但在法院驳回诉讼或作

出缺席判决时，当事人可以立即提出上诉(as for these sanction orders, before the judgments of first 
instance are made, parties can not appeal immediately. However, after courts dismiss the case or make 
default judgments, parties can appeal immediately)。 

第二节 英国法院常用的证据开示命令 
(the common disclosure orders issued by English and Wales courts) 

一． “诺维奇制药厂命令”(Norwich Pharmacal order) 
1． 某些情况下，由于适格被告的身份并不清楚，因此，相应的诉讼不可能被提起(There are 

situations where proceedings cannot be brought because the identity of the true defendant is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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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原告就起诉潜在的被告享有“诉的利益”，法院不会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而作出上述
命令(if the claimant has a real interest in suing the alleged wrongdoer, an order will not be made for the 
mere gratification of curiosity)。  

3． 当原告真诚地对违法者提起诉讼之时，可以认为做出“诺维奇制药厂”命令的条件已经得到
满足(Where the claimant genuinely intends to bring proceedings against the wrongdoer, the condition is 
clearly satisfied)。 

4． “诺维奇制药厂”命令的适用范围并不局限于侵权方面的案件，而是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其
可以被适用于信托案件以及违约的案件(The Norwich Pharmacal jurisdiction is not restricted to claims 
in tort, but is of general application, and applies to claims in breach of confidence and breach of contract)。 
二． 银行业者信托命令(bankers trust orders) 
1． 为了达到辅助证据开示，找出被擅自挪用资金的下落，法院可做出一项命令(an order can be 

made for disclosure in aid of a tracing claim to find what has been done with the misapplied money)。 
2． 银行业者信托命令仅在情况紧急的案件中作出(Bankers Trust orders are granted only in 

urgent cases)。 
3． 做出“银行业者信托命令”的前提条件(the preconditions to the granting of a Bankers Trust 

order)。 
4． “银行业者信托命令”常被包括在法院做出的“诉讼冻结令”中(Bankers Trust orders are often 

included in freezing injunctions)。 
三． 程序启动前进行的证据开示(disclosure before proceedings start) 
1. 就查验相关的财产情况、开示相关的证据，以及查验案外人的财产和开示其文件等问题，

英国法院有权作出相应的“诉前开示命令”(the courts have a number of powers to order pre-action 
inspection of property and disclosure of documents, and also inspection and disclosure against 
non-parties)。 

2. 这些法律条文的立法目的(The purpose of these provisions)。 
3. SCA 1981, s 33(2)的规定。 
4. 在英国法院作出上述命令前，申请者必须满足的五项条件(There are five conditions that 

must be satisfied before an order can be made under this section)。 
四． 由案外人进行的证据开示(disclosure by non-parties) 
1． 制度内容(substances of institution)。 
2． 类似制度的比较分析(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similar institutions)。 
3． 程序性规定(procedural rules of that institution)。 
五． 在程序中查验相关财物状况(inspection of property during proceedings) 
1． 根据《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 25.1 条的规定，就达到此目的而言，法院可做出何种命令

(According to CPR, r 25.1, what kinds of orders can be made by courts for this cause)。 
2． “涉案相关财产”的法律含义(The meaning of ‘relevant property’)。 
3． 此种申请面临的主要法律限制(The main restriction on such applications)。 
六． 对由案外人掌控的财物的查验(inspection of property in the possession of non-parties) 
1. 根据《1981年英国最高法院法案》第 34（3）项，以及《1984年英国郡法院法案》第 53

（3）项的规定，为达此目的，法院有权作出此类命令(Under the SCA 1981, s 34(3) and CCA 1984, s 
53(3), the court has power to make orders for this cause)。 

2. 《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 25.5条的规定了作出本命令的具体程序内容(Under CPR, r 25.5, 
the procedural enactments for this inspection)。 
七． 对数据的法律保护(data protection) 
1. 《1998年数据保护法案》第 7项(the Data Protection Act, 1998, s 7)。 
2. 保护“相互性备案系统”的法定条件(the conditions for protection of a manual filing system)。 
3. 保护个人数据的法定条件(the conditions for protection of person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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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类例外(various exemptions)。 
5. 对数据掌控者提出的法定要求(legal requirements for the data controller)。 
6. 对相应申请的驳回及制裁性规定(refusal and sanctions)。 

第三节 英国法上的轨道分配及相应的审前案件管理制度 
(track allocation and subsequent case managements in England and Wales) 

一. 分配“审理轨道”(track allocation) 
1．诉答后，英国的“审理轨道分配”(after the stage of pleadings, English courts assign a particular 

case to a particular trial track)。 
2．案件分配的调查问卷(questionnaires for case allocation)。 
3．英国立法划分三个案件审理轨道的目的(the legal aims of establishing three case trialing 

tracks)。 
二. 确定案件分配的时间(time when track allocation is decided) 
1．一般性规定(The usual position)。 
2．就某些特殊案件而言，英国法设定的“案件审理轨道分配”的附加性规定(some additional 

provisions dealing with track allocation in special cases)。 
三. 案件审理轨道分配的问题调查表(allocation questionnaires for case track-allocations) 
1．问题调查表的适用范围(the cases in which allocation questionnaires can be used)。 
2．不向法院提交轨道分配表的法律后果(failure to file an allocation questionnaire)。 
四. 对拒绝缴纳案件轨道分配费用的制裁措施(non—payment of the allocation fee) 
法院做出的“驳回诉讼的命令”(The order to struck out)。 
五. 案件轨道分配的庭审程序(allocation hearing) 
1. 如果法院认为必要，则其会就“案件的轨道分配问题”举行一次听证(The court may hold an 

allocation hearing if it thinks it is necessary)。 
2. 根据英国法的规定，法院可将任何其他“中间争点的听证会”视同“案件审理轨道分配的听证

会”(the court may treat any other interim hearing as an allocation hearing)。 
六. 进行审理轨道分配的标准(the standards for track—allocations) 
1.原则性规定(the general provisions)。 
2.法定例外(legal exceptions)。 
七. 小额轨道的分配规定(provisions of the small-claim track allocation) 
1. 适用小额轨道的案件范围及条件(the types of cases suitable for small-claim track and its 

conditions of usage) 
2. 小额轨道不能适用或限制适用的 CPR制度(small-claim track can not be used for, or can not be 

used without restrictions for certain CPR institutions)。 
3. 法院就此可做出的“标准命令”(standard directions)。 
4. 法院几次课做出的“特别命令”(special directions)。 
5. 欧盟法律规定的“小额请求诉讼程序”(European Small Claims Procedure)。 
八. 快捷轨道的分配规定(provisions of the fast track allocation) 
1. 概说(the general introductions)。 
2. 快捷轨道的分配命令(allocation directions)。 
3. 当事人达成协议的法院命令(agreed directions)。 
4. 向法院提交“审前检查表”(filing pre-trial checklists)。 
5. 确定庭审的期日(fixing the date for trial)。 
6. 庭审时间表(trial timetables)。 
7. 为庭审准备的“文件包”及“案情概要”(trial bundles and case summary)。 
九. 多轨道的分配规定(provisions of the multi—track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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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被分配给“多轨道审理程序”的案件类型 (the types of case can be allocated to the 
multi-track)。 

2. 可适用多轨道进行审理的法院(the courts which can use multi-track to try civil litigations)。 
3. 法院就此做出的命令，以及当事人达成协议的相应命令 (court directions and agreed 

directions)。 
十．没有诉讼标的金额的民事纠纷如何进行轨道分配(how to allocate claims with no financial 

value to a specific trial track) 
1.相关的司法命令(Judicial discretion)。 
2. 《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 26.7（3）条规定的因素(the factors of CPR, r 26.7(2))。 
十二. 转换案件审理轨道(changing tracks) 
1. 《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 26.10条的规定(CPR, r 26.10)。 
2. 提出申请的法庭要求(application requirement)。 
3. 就《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 20 部分项下的“附加性诉讼请求”而言，如何转换“审理的轨

道”(tracks changing for an additional claim under Part 20)。 
4. 案件管辖恒定和《英国民事诉讼规则》之“首要目标”之间的关系(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bility of case’s jurisdiction and the overriding objectives of CPR)。 

第三节 审前会议(pretrial conference) 

一 审前会议的性质和目的(the natures and aims of the pre-trial conference) 
1.审前会议制度在传统的普通法上并不知名(pre-trial conference was an unknown thing to the 

traditional Common Law procedure)。 
2.审前会议的概念(conception of pre-trial conference)。 
3.该制度的两个目的(two aims of pre-trial conference)。 
4. 英国法院对案件的“积极管理”(English courts conduct active case management)。 
5．英国民事案件审前会议与美国相应制度的不同点 (the differences of English pre-trial 

conference and its American counterpart)。 
二 审前会议的程序(the procedures of pre-trial conference) 
1.一旦法院召集审前会议，律师必须出席(once courts plan to convene a pre-trial conference, 

advocates must present at the meeting)。 
2.律师应为出席审前会议作好充分的准备(advocates should make sufficient preparation for the 

attending of the pre-trial conference)。 
3.多数法域准许审前会议处理范围较为广泛的问题(in US, most jurisdictions permit pre-trial 

conferences to deal with wide scope issues)。 
4.如果一次会议不能全面解决问题，则法院有权召集几次审前会议(if one pre-trial conference can 

not resolve all the issues, courts have power to organize several pre-trial conferences)。 
5.法律鼓励当事人在审前会议上达成和解并撤诉(laws encourage parties to reach a settlement and 

withdrawing the complaint during the course of pre-trial conference)。 
6.相关的制裁措施(relevant sanctions)。 
7.美国多数法域认为：最好主持审前会议的法官就是主持一审庭审的法官（for most US 

jurisdictions, the ideal judge who presides over pre-trial conference is the judge of the trial）。 
三 审前会议的决议和法官的命令(the decisions of pre-trial conference and judge’s directions) 
1. 审前命令的概念(conception of pre-trial orders)。 
2．作出审前命令的目的：防止诉讼突袭（失权效果）和提高诉讼效率(the aim of the pre-trial orders: 

to prevent ‘litigation surprises’ and improve litigation efficiency)。 
3．审前会议进行过程中作出的“一般性命令(usual directions possibly being made during case 

management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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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审前会议进行过程中作出的“特殊性命令“(unusual directions possibly being made during case 
management conference)。 

5．审前命令的内容(the contents of pre-trial orders)。 
6.  案件管理命令及修改它们的方法(case management directions and the methods to vary them)。 
7．控制性证据(controlling evidence)。 
9．审前问题检查表(pre-trial checklists)。 
10．确定庭审的期日(fixing the date for trial)。 
11．英国的“除非…法院命令“(unless order) 
12.  对“除非…命令”的不服从，以及可能招致的法律制裁(non-complicance with an unless order 

and its possible sanctions)。 
13. 相应的权利救济措施(Setting aside and relief from sanctions)。 

第四节 和解和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settlements and ADRs) 

一．英国和美国的诉前及诉讼中和解制度(Anglo-American pre-trial and proceeding settlements) 
1.和解的概念(conception of settlement)。 
2. 和解的性质 (natures of settlement)。 
3.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后，应向法院书记官提出撤诉申请(after reached a settlement, parties have 

to file a application of withdrawing the complaint to the court recorders)。 
4.和解会议的概念和制度内容(conception of settlement conference and its substances)。 
5.《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68条对判决方案要约的规定（Under Rule 68 of the Federal Civil 

Procedure Rules, the provisions of judgment offer）。 
6.和解契约的内容(the contents of settlements)。 
7．放心和解的“安全阀”：without prejudice communications。 
8．英国法对诉讼中和解的特色规定(special English provisions for settlements in the proceedings)。 
9．英国的诉讼前议定书(pre-action protocols of English laws)。 
10．《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 36部分的“和解要约”(Part 36 Offer of England and Wales)。 
二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s) 
1 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概念和兴起原因(the conception of ADRs and their reasons of 

flourishing)。 
2.附设于美国法院的 ADR（court annexed ADR）（ADRs annexed to US courts）。 
4．英国法规定的 ADR(ADR enacted by England and Wales laws)：(1)仲裁(Arbitration)；(2) 适用

于建筑纠纷的法律裁断(Adjudication in construction disputes)；(3) 民间调停和斡旋(mediation and 
conciliation)；(4) 冤抑及申诉程序(grievance and complaints procedures)；(5) 行政监察专员处理民事
及相关纠纷(civil disputes or other relevant dispute dealt by ombudsmen)。 
复习思考题： 
1. 什么是质问书（Interrogatories）？其主要的功能是什么？ 
2. 审前会议和“集中审理原则”之间有什么联系？ 
3. 根据英国法律的规定，如何转换“案件的审理轨道”？ 
4. “证据发现”(discovery)和“证据开示”(disclosure)之间有何区别？ 

第五章 陪审团的历史和现状(Chapter five: Jury, history and present stipulations) 

通过本章内容的讲授，学生应对陪审团制度的历史渊源，该制度的内容和具体运作方式等问题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 
本章计划讲授 4学时。 

第一节 制度概说(general introd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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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陪审团的概念和历史演变(the conception of jury and its historical evolution) 
1.陪审团的概念(conception of jury)。 
2.11世纪时，编辑《末日审判书》（the doomsday book）的过程是原始陪审团的第一次大规模

运用(during 11th century, in order to compile the doomsday book, the ancient juries were used on a large 
scale)。 

3.近代以前的陪审团的三大特点(the three characters of ancient jury)。 
4.接受陪审团审理是美国宪法认可的一项权利(in US, jury trial is a constitutional right)。 
二 陪审团的价值(the values of jury trial) 
1.政治参与价值：陪审团是国民享有直接性司法民主的体现(the valu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a wide sense: jury trial is the symbol of direct judicial democracy )。 
2.陪审团能有效分散法官所担负的裁判风险(jury trial can effective decentralize the risk burden 

shouldered by presiding judges)。 
3.陪审团裁判制度能有效防止法官的恣意裁判和司法腐败(jury trial can efficiently prevent the 

happenance of judicial corruptions and wanton judicature)。 
4.陪审团和法官的关系体现了西方政治学上的分权制衡原理(the mutual-checking between the 

presiding judge and jury shows the substances of west “tripartite” political notion)。 
5.陪审团制度的适用必然要求诉讼审理集中进行(the jury trial require a centrialized process, 

which is good for efficiency of the judicial activities)。 
6.通过作陪审员，受到法治教育(by acting as a juror, a layman can learn useful legal knowledge 

from his/her experience)。 
7.陪审团审理有助于法庭审理的通俗化(jury trial can improve the secular aspect of the judicial 

procedure)。 
8.了解陪审团制度是认知英美法系其他相关制度的前提(it is a important to familiar with jury trial 

at the first, then, one easily understand other relevant institutions of Anglo-American judicial system)。 
9.陪审团审理使得法院裁判较容易得到执行(the judgments based on jury verdicts are easier to 

enforce than the judgments sole made by judges)。 

第二节 陪审团的制度内容和运作方式 
(the substances of jury trial and its operation mechanism) 

一 法官和陪审团的职责划分(the respective roles of presiding judge and jury in a trial) 
1.在庭审中，陪审团听取双方律师进行的交叉询问(during the trial, jury hear the oral arguments of 

parties and their advocates)。 
2．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the issues of fact and the issues of law)。 
3.在听取法庭辩论的基础上，陪审团负责对案件实体争议作出裁判(after hearing the case,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jury to make verdicts of factual issues)。 
4.法官负责对法律问题的解释和指示，并负责以陪审团裁判为基础制作法律判决(it is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presiding judge to explain the meaning of law, to give instructions, and to make 
judgment based on the verdicts deliberated by jury)。 

5.法官负责处理的一些问题(certain issues should be dealt by presiding judge)。 
二 如何选定陪审员(how to select jurors) 
1.《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48条规定，陪审团成员为 6到 12人(according to Rule 48 of the 

Federal Civil Procedure Rules, jury is composed by 6 to 12 jurors)。 
2．英国法对民事陪审团成员人数的规定(the number of jurors provided by English law)。 
2.作为陪审员候选者的条件(the qualification conditions for juror candidates)。 
3.由法院从陪审团候补名单（jurors’ pool）中任选出 20名陪审团候选人。 
4.美国法律规定的挑选陪审员程序（voir dire）。 



1439 

5. 英国陪审员资格的法律规定(English juror qualification provisions)。 
6．法官和律师向候选人提出的典型问题(typical questions for juror candidates)。 
7.陪审团候选人经过宣誓后要真实回答所有的提问 (after taking oath, juror candidates should 

answer truthfully to all the questions put to them)。 
8．在调查陪审团候选人履历方面，英国和美国的不同观点(on the matters of inquiring juror 

candidates, the different attitudes manifested by England and America) 
9.“附理由的回避”的含义和运用（the meaning of challenge for cause and its operation）。 
10.“无因回避”的含义和运用（the meaning of peremptory challenge and its operation）。 
11．在英国，要求陪审员候选人回避的事由(according to US laws, grounds for juror candidates’ 

challenge)。 
三 陪审团制度在现代英美民事审理中的衰落(decline of jury trial in modern Anglo-American 

civil procedure) 
1.陪审团审理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司法奢侈品”(for common people, jury trial is an unbearable 

‘judicial luxury’)。 
2.在英国，民事案件的陪审团基本上消失了 (In England, jury trial in civil litigation is almost 

disappeared)。 
3.在美国，陪审团审理方式局限在个别民事案件种类上(in US, jury trial is limited to a few types 

of civil litigations)。 
4.但陪审团制度又是难以彻底废除的(jury trial can not be thoroughly abolished) 
复习思考题： 
9. 简述陪审团的制度价值。 
10. 什么是“有因回避”？什么是“无因回避”？ 
11. 如何区分案件审理中的“事实争点”和“法律争点”？ 

第六章 庭审(Chapter six : Trial) 

通过该章内容的讲授，学生应对英美民事一审程序的各个阶段、法院审理裁判的方式，以及各

种针对一审裁判的救济方式有所了解和认识。 
本章计划讲授 5学时。 

第一节 概述(general introduction) 

一 开庭审理的概说(summaries of civil trial) 
1.概念(conception)。 
2.两种方式：陪审团裁判或法官独任审理（two models: trial by jury, or trial by a single judge）。 
3.在英国，目前只有 judge trial。 
4．美国开庭审理的启动方式(the trial commencing way of US)。 
5．英国开庭审理的启动方式(the trial commencing way of England)。 
二 最初陈述（opening statement） 
1.顺序：先原告方，后被告方(sequence: plaintiff/claimant does it first, then the defendant)。 
2.最初陈述的内容 (substances of the opening statements)。 
3.此阶段不得提交证据(parties are not allowed to provide evidence at this stage)。 
三.交叉询问(cross-examination) 
1.交叉询问分为两种：主询问（examination-in-chief）和反询问（cross examination）两种。 
2.主询问/“直接询问”的概念(conception of examination-in-chief)。 
3.主询问的功能(the functions of examination-in-chief)。 
4.律师的主询问，原则上只能问“谁”、“什么”、“何时”、“何地”、“如何”、“为什么”等问题，而

不能提出诱导性的问题(the scope of examination-in-chief are limited to questions such as: who,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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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where, how, why. The advocate conducting examination-in-chief can not ask leading questions)。 
5.例外(exceptions)。 
6.反询问/交叉询问的概念(conception of cross-examination)。 
7.反询问的目的(the aims of cross-examination)。 
8.根据《联邦证据规则》第 611条 b项和 c项的规定，交叉询问的范围限于主询问时的主题和

与证人诚信有关的问题(according to Rule 611,b and c, the scope of cross-examinations is limited the 
contents of examination-in-chief, as well as the matters of credibility of witnesses)。 

9.主询问和反询问顺序进行，直到无新的问题可问，无新的证据或证言可以提供时终结
(examination-in-chief and cross-examination can be conducted in turn, until the time when parties can not 
raise new question, new evidence or new testimony)。 

四 最后辩论（closing argument） 
1.在双方当事人都宣布证明终了后，代理律师可进行最后辩论(after both parties rest their cases, 

advocates can deliver the closing arguments)。 
2.顺序：先原告律师，后被告律师(sequence: plaintiff/claimant’s advocate does it first, then the 

advocate of defendant)。 
3.最后辩论时的禁止性事项(restrictions for conducting closing arguments)。 
 
五．藐视法庭罪(Contempt of court ) 
1．刑事诉讼程序中藐视法庭罪(Criminal Contempt of court)。 
2. 民事诉讼程序中的藐视法庭罪(Civil Contempt of court)。 
3. 藐视法庭罪的表现形式(forms of civil contempt of court)。 
4. 有关藐视法庭罪的程序性规范(procedural rules)。 

第二节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轨道审理方式(Track—trials of England and Wales) 

一. 小额轨道审理程序(the small track claims trial procedure) 
1. 法院在未经庭审的情况下做出判定(determining without a hearing)。 
2. 小额请求案件的听审程序(the trial procedure for small-claims cases)。 
3. 对小额请求案件重新听审(rehearing of small claim cases)。 
4. 小额程序案件的诉讼费用(costs of small claims trial)。 
二. 快捷轨道审理程序(the fast track claims trial procedure) 
1. 审理程序(the trial procedure)。 
2. 快捷轨道审理程序的诉讼费用(costs in fast track cases) 
三. 多轨道审理程序(the multi—track claims trial procedure) 
四．承认“并无案情可以答辩”(submissions of no case to answer) 
1.一般性规定(the general rules)。 
2.例外规定(the exceptional rules)。 
五．不出庭(Non-attendance at trial) 
1. 任何当事人不出庭时，庭审可继续进行(A trial may proceed despite the non-attandance of any 

of the parties)。 
2. 法院命令恢复或搁置特定审判程序的前提条件(the conditions for orders to restore or set aside 

proceedings)。 

第三节 一审案件的裁判方式(the forms of judgments for cases of first instance) 

一 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judge’s instructions for jurors) 
1.定义(conception)。 
2.服从法官的指示是陪审团的法定义务（it is a legal duty for jurors to abide by ju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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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s）。 
3.陪审团违反法官指示的法律后果 (the legal consequences of jurors’ ignorance of judge’s 

instructions)。 
4.通常法官指示的内容先由双方代理律师提出，并经过法官的认可(instructions are initially 

raised by advocates, and get approved by the presiding judge)。 
5.《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51 条的规定，双方的代理律师有权对法官指示内容提出异议

(according to Rule 51 of the Federal Civil Procedure Rules, advocates can raise objections against the 
contents of judge’s instructions)。 

6.法官指示的对象范围(the contents of judge’s instructions)。 
二 陪审团的裁判(the verdicts of jury) 
1.法官作出指示后，陪审团进入评议室(after the judge gives instructions, jurors enter the 

deliberation room)。 
2.评议秘密进行(secret deliberation)。 
3.按照传统，对案件的裁判结论必须全体陪审员一致通过(the doctrine of unanimous verdicts by 

jury trial)。 
4. 美国的陪审员可达成协议，以“多数意见”方式变更“陪审员一致”的原则(party agreement to 

alter that doctrine)。 
5.评议结束后，陪审团回到法庭并宣布裁判结论，然后解散(after deliberation and declaring the 

verdict, jury is dimissed)。 
5.陪审团裁决的种类：概括性裁决(A general verdict)和特别裁决(A special verdict)。 
6.法官根据陪审团裁判之结论（the contents of verdict）适用相应的法律条文，制作判决

（judgment），由书记官在诉讼记录上登记。 
7.英国法和美国法对陪审员补贴的规定。 
三 法官独任审判(trial presiding by a single judge) 
1.法官独任审判的程序进行和陪审团审理的程序进行基本一样(the trial by single judge is similar 

to the trial by jury)。 
2.不同点(the differences)。 
3.在美国联邦法院系统，一审民事案件只以独任法官进行审理，不组成合议庭(in the federal 

court system, the trial of first instance can be tried by a single judge, not a panel)。 
四 对抗法院判决的两种手段(two methods to attack judgments) 
1．间接攻击(Collateral Attack)。 
2．重开庭审(Reopened Judgments)。 

第四节 动议和相应的裁判方式(motions and their respective proceedings) 

一 概说(general introduction) 
1.动议的概念(conception of the motion)。 
2.动议提出的时间(time to raising a motion)。 
3.动议的提出方式(ways to raising a motion)。 
4.提出动议是当事人向法官寻求帮助的重要手段(for parties, raising motions are important ways 

to seek judicial aids)。 
5.所有的动议都必须向审案法院提出(motions have to be filed to the trialing courts)。 
二 答辩前要求撤销案件的动议（pre-answer motion for dismiss） 
1.无人提出异议，则法院不会主动审查起诉状的内容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no motions, no 

reviews of complaints by judge)。 
2.原告起诉后，被告的一种抗辩是提出“答辩前要求撤消案件的动议”(after the complaint is filed, 

for defendant, one of the defense is to raise pre-answer motion for dism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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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12条的规定(the substances of Rule 12, Federal Civil Procedure Rules)。 
4.该动议的典型理由(the typical grounds for this kind of motion)。 
5.法院认可该动议的法律后果(the legal effects of court’s approval for this motion)。 
三 对诉辩状的判决（judgment on the pleadings） 
1.该种动议提出的时间和条件(time and conditions to raise this motion)。 
2.当事人提出该动议的三种法定情形(three grounds to raise this motion)。 
3.法院认可该动议的法律效果(the legal effects of court’s approval for this motion)。 
四 要求即决判决的动议（motion for summary judgment） 
1.提出该动议的主体范围(who can raise this motion)。 
2.时间和条件(time and conditions)。 
3.提出该动议的理由(grounds for raising this motion)。 
4.法院认可该动议的法律效果(the legal effects of court’s approval for this motion)。 
5. 法院驳回该动议的法律效果(the legal effects of court’s overruling for this motion)。 
6.美国法院常用即决判决制度来整理和缩小案件争点的范围(US courts often use this institution 

to manage or reduce the scope of issues in a case)。 
五 作为法律事项的判决：指示判决（as a matter of legal issue: directed judgment） 
1.《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50条的规定(the substances of Rule 50, Federal Civil Procedure Rules)。 
2.提出该动议的理由(the grounds for raising this motion)。 
3.“指示判决”的法律效力(the legal bounding force of directed judgment)。 
4. 特殊事项(special matters)。 
六 作为法律事项的判决：无视裁决的判决（as a matter of legal issue: judgment of NOV） 
1. 概念(conception)。 
2. 法院认可了该动议的法律效果(the legal effects of court’s approval for this motion)。 
3.该动议提出的时间要求(the time to raise this motion)。 
4.提出该动议的必要前提(grounds to raise this motion)。 
5.制度功能(functions of judgment of NOV)。 
七 要求重新审理的动议（motion for a new trial） 
1. 概念(conception)。 
2. 美国司法实践中所常用的一些重新审理的理由(according to US judicial practices, certain 

grounds for this raising this kind of motion)。 
3.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59条第 2款对该动议提出时间的规定(the provided time requirement 

for raising this motion)。 
4. 动议申请的范围(the scope of the motion)。 
5. 当事人提出的该动议获得法院认可的必要前提(the preconditions for court’s leave )。 
6. 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 
7. 法院所作出的关于重新审理的命令在性质上不是终局裁决，而是一种中间命令（interlocutory 

order）。 
8. 当事人不得对该命令提起即时上诉(applicant can not appeal court’s order instantly)。 
八. 对判决的救济（post reliefs against judgment） 
1. 概念(conception)。 
2. 该制度直接来源于衡平法（this institution directly evolved from Equity）。 
3. 美国各法域都规定了某些有限的救济途径(every US jurisdictions provided certain similar 

limited reliefs)。 
3.当事人寻求对判决救济的法定期间(the provided period for post reliefs against judgment)。 
4. 《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60条第 2款对判决救济的法定事由作出规定（the provided grounds 

for post reliefs against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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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动议既可以向作出原判决的法院提出，也可以向其他法院提出. 
6. 对是否准许该动议所请之问题，法院具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 
7. 美国多数法域都承认原审当事人可以“对法院欺诈”（fraud on the court）为理由申请法院撤

消原判，重新审理。 
8.该制度在功能上类似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再审程序”。 
复习思考题： 
1. 为何在“主询问”中不得提出“诱导性问题”？ 
2. 什么是指示判决（directed judgment）？ 
3. 什么是无视裁决的判决（judgment of NOV）？ 
4. 根据英国法的规定，当事人不出庭时，法院应如何处理相应的审理程序？ 

第七章：上诉审程序（Chapter seven: Appellate process） 

通过对该章的学习，学生应对英美民事上诉审理的范围、许可上诉和移送令状、上诉审的程序，

以及向最高级别法院上诉的特则等问题有所了解。 
本章计划讲授 5学时。 

第一节 上诉的审理范围和上诉的种类 
the reviewing scope of appellate courts and the categories of appeals 

一. 上诉制度概说(general introduction) 
1．基本原则：对案件而言，上诉是例外性质的(basic principle: Appeals are always exceptional)。 
2．对现代民事上诉而言，“诉讼效率”问题是一个焦点(The issue of judicial efficiency clearly 

remains an important focus of modern civil appeal)。 
3. 上诉法院不适用陪审团进行审理(the appealed case is not tried by jury)。 
4. 只进行单纯的法律审(during the appeal trial, panel only reconsiders the issues of the law)。 
5.如果当事人未曾在一审中对特定问题及时提出过各种“动议”，并被法院记录在案，则其提出

的上诉会被二审或三审法院驳回。 
6.英美民事上诉审的对象范围和特点。 
7. 上诉审的对象范围的扩大和例外。 
8. 衡平法的案件和由法官独任审理作出一审裁判的案件，在一般情况下，上诉审法院可以对

案件事实进行再次斟酌。 
二．上诉制度的历史沿革(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appealing system) 
1．简介早期英国普通法上诉制度(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ancient Common Law appeal)。 
2．普通法院直到 19世纪才出现现代上诉程序(the modern appealing system of Common Law 

procedure was created in 19th century)。 
3．19 世纪早期，衡平法院才出现现代上诉制度(the modern appealing system of Chancery 

procedure was created in 19th century)。 
三．终局判决上诉规则及其例外(the principle of appeal against final decisions and its exceptions) 
1．判决的终局性（the principle of judgment finality。 
2．关于“判决终局性”的历史背景(Historical Background)。 
3．终局判决的概念（conception of final judgment）。 
4．终局判决的两种法律效力(two legal bounding forces of a final judgment)。 
5．可对非终局判决提出上诉的例外(the exceptions to appeal against interim orders or directions)。 
四．可提出上诉的时间点(when a judicial decision may be appealed) 
1．原则性规定(general rule)。 
2．延长上诉期间(extending time for appealing)。 
3．延长上诉期间所依据的法律原理(principles for granting extensions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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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上诉审诉讼程序(appeal procedures) 

一．可向哪些法院提起民事上诉(what kinds of superior courts can appellant appeal to )？ 
1．提出上诉请求的一方被称为上诉人（appellant），对方当事人叫做被上诉人（appellee）(the 

names of parties in a appeal process: appellant, who initiates the process. Appellee/responsent, who 
replies to the appeal)。 

2．在英国，存在三种民事上诉(in England,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civil appeals)。 
3．英国民事案件的二次上诉(Destination of second appeals) 
4．就《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八部分之请求提出上诉(appeals in Part 8 claims)。 
5．高等法院的上诉中心(appeal centres in High Courts appeals)。 
6．在特殊情况下，将上诉案件移送给上诉法院处理（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transferring the 

case to the Court of Appeal from the normal route）。 
二．许可上诉与移送令状(leave to appeal and certirorari) 
1.“许可上诉制度”的含义(conception of appeal leave)。 
2.“移送令状”（certirorari）。 
3. 上诉审法院对中间裁判进行审理的特别规定(special provisions for appeals against interim 

appeals)。 
4. 美国的“许可上诉制度”(appeal leave of the US courts)。 
5．交叉上诉（cross appeal）。 
三．英国民事上诉的申请程序(English procedure on appealing) 
1．上诉人的通知(appellant’s notice)。 
2．上诉文件材料的内容(appeal bundle)。 
3．概要陈述(skeleton argument)。 
4．下级法院的裁判记录(record of the judgment of the lower court)。 
5．小额案件上诉的文件(documents in small claims appeal)。 
6．将上诉人的有关文件向被上诉人送达(service on the respondent)。 
7．准许上诉后的程序阶段(after the permission stage)。 
8．上诉法院问题调查表(court of appeal questionnaires)。 
9．上诉法院的案件审理排期(court of appeal listing)。 
10．根据(authorities)。 
11．上诉驳回列表(dismissal list)。 
12．最后期限(final deadline)。 
13．对被上诉人进行通知之必要(need for a respondent’s notice)。 
14．被上诉人通知的形式(form of respondent’s notice)。 
15．向法院提交被上诉人通知及其送达(filing and serving a respondent’s notice) 
16．被上诉人的简要陈述(respondent’s skeleton argument)。 
17．上诉审中的各种申请(applications within appeals)。 
四．美国民事案件的上诉理由书(briefs of the US appealing civil cases) 
1.上诉理由书的提交和法院送达(the filing and serving of appealing briefs)。 
2.送达反驳书（serving of the reply brief）。 
3.送达再反驳书(serving of the response to the reply brief)。 
4.上诉审开庭前也要组织双方当事人整理证据和争点，但不再进行证据发现程序(the appeal 

court will also hold pretrial conference to manage evidence and issues. However, the process of disclosure 
can not be processed again)。 
五．美国民事上诉程序的开庭审理及判决(the procedures and trials of US civil trials) 
1.联邦法院上诉审合议庭组成方式(composition of cou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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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诉审口头方式进行(oral trial)。 
3.上诉审中不再询问证人，其他内容参照一审程序进行(as for appeal trials, there is no 

cross-examinations. Other activities are similar to the trial of the first instance)。 
4.双方当事人作最后陈述后，合议庭作出法律判决意见(after the close arguments, the penal will 

deliver their holdings)。 
5.判决意见由法院书记官制作成判决形式并由法官签名，然后进行登记(judgments are drafted by 

judicial clerks, signed by penal members, and are registered)。 
6.上诉审判决作出的时间要求(time requirements for drafting and declaring of appeal judgments)。 
7.二审中的 “重新审理的动议”（motion for a new trial in the appeal proceedings）。 
六．英国上诉法院的上诉审程序（hearing of appeals） 
1．上诉法院的组成(composition of the court)。 
2．最后时刻的纠纷和解(last-minute settlements)。 
3．上诉听审(the hearing)。 
4．上诉程序的再开和复查(rehearing or review)。 
5．准许上诉的理由(grounds for allowing an appeal)。 
6．上诉审中的“事实问题”(questions of fact)。 
7．上诉法院的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 
8．上诉的实质要件之一：errors of law and principle。  
9．上诉的实质要件之二：substantial procedural irregularities。 
10．上诉的实质要件之三：inadequate reasons。 
七．五．上诉复审的权力范围( the boundaries of appellate review) 
1．享有上诉权的主体范围(who has the right to appeal)。 
2．“无意义”原理(The doctrine of mootness)。 
3．惩罚滥用上诉权的主体（who was sanctioned for filing frivolous appeals）。 
4．上诉审中之事实复审的范围(the scope of fact review in an appellate proceeding)。 
八．宪法性上诉（appealing process of constitutional issues in civil actions） 
1．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简介(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Supreme Court of US) 
2．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初审管辖权(original jurisdictions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3．向联邦最高法院移送令状的申请(application for certirorari)。 
4. 上诉的许可(the leave to appeal)。 
5．向联合王国最高法院提起民事上诉（appeal to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Kindom）。 
复习思考题： 
1. 如何理解“民事上诉是例外性质的”一句话的含义？ 
2. 什么是“裁判的终局性”？ 
3. 为什么英美的上诉审均为单纯的法律审？其原因何在？ 
4. 什么是“移送令状”（certirorari）？简述其主要功能。 
5. 根据英国法的规定，小额案件如何上诉？ 
作业：试分析英美人士“既遵循先例，又设法逃避先例拘束”的原因所在（3000字左右，在总成

绩中占 30%）。 
参考书目: 
1. 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年版。 
2. 汤维建：《美国民事司法制度与民事诉讼程序》，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年版。 
3, （美）杰佛里 .C .哈泽德，米歇尔 .塔鲁伊：《美国民事诉讼法导论》，张茂 译，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4. 徐昕（译）：《英国民事诉讼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年版。 
5. （美）理查德 .A .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徐昕等 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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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史蒂文.苏本，马格瑞特.伍：《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蔡彦敏 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 

7.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 
8.白绿炫、卞建林：《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证据规则》，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 
9.（美）杰克.H.佛兰德泰尔 等：《民事诉讼法》，夏登峻 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版。 
10.（美）约翰.W.斯特龙 等：《麦考密克论证据》，汤维建 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11（美）罗伯特.麦克洛斯基 等：《美国最高法院》，任东来 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12. 范愉：《集团诉讼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13.沈达明：《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上、下册），中信出版社 1991年版。 
14.张建伟：《司法竞技主义---------英美诉讼传统与中国庭审方式》，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15.（英）爱德华 菲利普斯：《证据法简明案例(brief case on the law of evidence)》，第 2版，武

汉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16.（英）特拉西 阿奎诺：《证据法基础（essential evidence）》，第 2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17.（美）米尔健 R 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18.（美）玛丽 肯 凯恩：《民事程序法（civil procedure in a nut shell）》，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19.（美）迈克尔 H 格莱姆：《联邦证据法（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20.何家弘，张卫平 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上、下册），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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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法 
Real Estate Law 

课程号：40205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掌握房地产法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主要制度；2、使学生将

物权法、合同法相关制度与房地产专门立法确立的制度加以融合（侧重于房地产专门立法确立的制

度）并学理化，实现民法、经济法理论与房地产专业知识的融合；3、使学生增强以民法、经济法

理论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房地产。 

2．房地产业。 

3．房地产法。 

学习目标： 

1．了解：房地产的概念、别称、特征；我国房地产业的历史沿革、发展过程和未来趋势。 

2．掌握：土地与房屋的基本关系；房地产的分类；房地产法的地位，我国房地产立法的现状。 

作业： 

1．应如何恰当使用房地产的别称？ 

2．房地产有哪些特征？认识房地产特征有何理论与实践意义？ 

3．应如何认识土地与房屋的基本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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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房地产有哪些分类？ 

5．我国 2004-2013年房地产价格飙升的原因是什么？ 

6．我国《土地管理法》经历过几次修订？每次修订的背景各是什么？ 

7．应如何理解我国《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与《物权法》之间的关系？ 

知识单元 2：土地所有与土地使用制度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土地所有制度。 

2．国有土地使用制度。 

3．集体土地使用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境）外各种土地所有制的特征和产生的背景根源，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土地权

利的设置类别及土地权利在立体空间上的分离；对土地权利为何与如何加以限制；我国国家与集体

两种土地所有制下土地权利的基本分类。 

2．掌握：国家与集体两种土地所有权的区别与联系及其各自的制度要点；出让、划拨等各种

国家土地使用权的概念、特征、主体、客体、取得、内容与限制、终止等；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

用权等各种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概念、特征、主体、客体、取得、内容与限制、终止等。  

作业： 

1．土地所有权的社会化有何意义？土地所有权的社会化表现形式如何？ 

2．何谓土地发展权？土地发展权理论的启示意义是什么？ 

3．由谁担当国有土地所有者代表？ 

4．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如何界分？ 

5．集体土地所有权是一项什么性质的权利？ 

6．国家对集体土地权利的限制有哪些表现形态？其是否具有正当合理性？  

7．何谓“小产权房”？“小产权房”是否应予以合法化？ 

8．国有土地出让方式拍卖、招标、挂牌、协议各有哪些利弊？ 

9．国有土地出让年限应如何具体确定？ 

10．国有土地出让使用权证的办理和出让金的缴纳受何限制？ 

11．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的履行和变更受何限制？ 

12．国有土地出让使用权终止的情形有哪些？终止的法律后果是什么？ 

13．国有土地出让使用权与国有土地划拨使用权有哪些区别？ 

14．国有土地划拨使用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15．集体土地使用权与国有土地使用权有何区别？ 

16．土地承包权从有期限性到无期限性说明了什么？ 为何要将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分

离？ 

17．是否应允许宅基地使用权自由流转？  

知识单元 3：房地产征收与房地产开发制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房地产征收制度。 

2．房地产开发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境）外房地产征收的基本理论（征收四要素）；房地产开发的概念、特征、基

本流程，土地征收与房地产开发的关系，房地产开发与房地产交易的关系，房地产开发的操作实务。  

2．掌握：集体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征收主体和被征收主体，征收程序和征收补偿；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征收主体和被征收主体，征收程序，对征收决定不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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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济程序，补偿确定的程序和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处理程序，签订补偿协议的程

序和异议处理及强制执行程序；房地产开发企业规制，城乡建设规划法对房地产开发的规制，房地

产开发施工建设规制，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转让规制，房地产合资合作开发规制，房地产开发资金规

制。 

作业： 

1．何谓国（境）外不动产征收四要素？ 

2．集体土地征收如何界定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目的？ 

3．集体土地征收谁为征收主体和被征收主体？征收后的国有建设用地者在征收中充当什么角

色？ 

4．征收集体土地应当经过什么程序？该程序设计有何缺陷？ 

5．征收集体土地应当如何给予赔偿？该补偿设计有何缺陷？ 

6．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如何界定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目的？ 

7．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谁为征收主体和被征收主体？征收后的国有建设用地者在征收中充当

什么角色？ 

8．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应当经过什么程序？被征收人对征收决定不服如何救济？ 

9．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的补偿应当如何确定？对评估确定的被征收房屋价值有异议的如何处

理？ 

10．征收国有土地上房屋应当如何签订补偿协议？补偿协议订立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

约定的义务的，如何处理？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

协议的，如何处理？ 

11．房地产开发经过哪些流程？分别涉及哪些法律制度的适用？ 

12．为什么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设立较之一般企业的设立严格？ 

13．城乡建设规划法是如何适用于对房地产开发实施规制的？ 

14．为什么令开发商对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承担主要义务与责任？ 

15．勘察、设计者，建筑施工企业，工程监理对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建筑工程质量和安全各承担

哪些义务与责任？ 

16．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竣工验收应符合什么样的法律要求？ 

17．如何规制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转让？应如何防范房地产开发项目转让中的法律风险？ 

18．如何规制房地产合资合作开发？应如何防范房地产合资合作开发中的法律风险？  

19．如何规制房地产开发的资金使用？应如何防范房地产开发中的“烂尾楼”风险？  

知识单元 4：房地产交易制度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房地产转让制度。 

2．房地产按揭与抵押制度。 

3．房地产租赁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房地产交易的一般规则，房地产转让的具体方式以及每种方式各自的特点，二手房

交易中房地产中介的功能定位；商品房预售中倾斜保护购房者权益的理由和措施；商品房预售合同

的法律性质，商品房按揭的概念、特征与基本属性，商品房按揭的风险及其防范；房地产租赁权社

会化的表现形式，房地产租赁管理中倾斜性保护承租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理由和措施。 

2．掌握：商品房预售的条件与程序，商品房预售合同的基本内容，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

的功能，二手房转让的特殊规则；可用于抵押的房地产权利与禁止或限制用于抵押的房地产权利，

商品房按揭的的条件与程序，商品房按揭合同的主要内容；房地产租赁合同登记备案及其功能，出

租划拨土地上的房产应上缴土地收益。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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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理解与贯彻“房产权与地产权一同交易”的房地产交易一般规则？ 

2．如何理解与贯彻“以出让合同为依据、权利义务承接”的房地产交易一般规则？ 

3．房地产转让有哪些方式？每种方式有什么特点？ 

4．国有土地出让使用权转让的限制性条件有哪些？ 

5．为何要为国有土地划拨使用权转让设定严格的条件与程序？ 

6．商品房预售法律关系的属性是什么？ 

7．商品房预售中为何应倾斜保护购房者权益？ 

8．商品房预售的条件与程序包括哪些？ 

9．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法律性质和基本内容是什么？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的功能是什么？ 

10．二手房交易中房地产中介的功能定位是什么？ 

11．哪些房地产权利可用于抵押？哪些房地产权利禁止或限制用于抵押？ 

12．抵押划拨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应注意什么？ 

13．试从商品房按揭的流程分析商品房按揭的基本属性。 

14．如何防范商品房按揭中的风险？ 

15．何谓“假按揭”？“假按揭”的危害是什么？形成“假按揭”的成因是什么？如何预防与

根治“假按揭”？ 

16．房地产租赁合同登记备案的功能是什么？ 

17．房地产租赁权社会化的表现是什么？如何倾斜性保护承租人利益？ 

18．“群租房”的危害是什么？形成“群租房”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预防与根治“群租房”？ 

19．出租划拨土地上的房产应履行哪项法律义务？ 

知识单元 5：物业服务（管理）与不动产登记制度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物业服务（管理）制度。 

2．不动产登记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物业服务（管理）制度的理论基础，物业服务（管理）领域的国家管制、业主自治

和社会自治原理及其如何体现，业主、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管理）企业的概念、特

征及相互关系，前期物业服务（管理）的概念、特征与法律关系；国（境）外三种主要的不动产登

记模式的要点，我国建立统一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原因。 

2．掌握：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管理）企业的法律地位和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发起成立业主大会的前提条件，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议事规则，业主公约、物业服务（管理）

合同的法律性质和具体内容，前期物业服务（管理）的制度要点；不动产登记机关，不动产登记类

别、内容、程序和效力，不动产登记异议处理和错误赔偿。 

作业： 

1．物业服务（管理）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2．物业服务（管理）领域的国家管制、业主自治和社会自治原理是如何体现的？ 

3．业主、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权利与义务有哪些？ 

4．发起成立业主大会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5．如何理解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管理）企业各自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 

6．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议事规则是什么？ 

7．如何理解业主公约、物业服务（管理）合同的法律性质？业主公约、物业服务（管理）合

同通常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8．何谓前期物业服务（管理）？前期物业服务（管理）的制度要点是什么？ 

9．针对业主欠缴物业费和私搭乱建谁有权制止和提起诉讼？ 

10．国（境）外三种主要的不动产登记模式的要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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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我国为什么建立统一不动产登记制度？ 

12．不动产登记机关是如何设置的？ 

13．不动产登记类别有哪些？ 

14．不动产登记内容有哪些？ 

15．不动产登记程序是如何设计的？ 

16．不动产登记效力是如何设计的？ 

17．不动产登记异议处理和错误赔偿是如何设计的？  

（二） 实践教学  ：0-4学时 
本课程可由授课教师根据需要自主安排以下实践教学活动：外请实务界人士于课堂上介绍房地

产法实践操作经验，组织学生集体外出参观观摩国有土地出让拍卖、商品房预售、住宅小区物业服

务（管理）和房地产案件审判等。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土地所有制度 2 含国外土地所有制度 

3 国有土地使用制度 5  

4 集体土地使用制度 2  

5 房地产征收制度 3  

6 房地产开发制度 3 含城乡建设规划法和建筑法 

7 房地产转让制度 5  

8 房地产按揭与抵押制度 3  

9 房地产租赁制度 1  

10 物业服务（管理）制度 3  

11 不动产登记制度 2  

12    

13    

14    

15    

16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总论、物权法、合同法、经济法总论。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房地产征收制度、房地产开发制度、房地产转让制度、房地产按揭

与抵押制度、物业服务（管理）制度。 

难点：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房地产转让制度、房地产按揭与抵押制度、物业服务（管理）制度。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 

2. 课堂讨论。 

3. 指导阅读文献资料（由授课教师根据需要自主安排）。 

4. 外请实务界人士介绍实践操作经验（由授课教师根据需要自主安排）。 

5. 组织学生集体外出参观观摩（由授课教师根据需要自主安排）。 

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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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媒体（由授课教师根据需要自主安排） 

2. 非多媒体（由授课教师根据需要自主安排）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由授课教师根据需要自主安排。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由授课教师根据需要自主安排。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淡化一次考核、注重全过程考核的理念。平时考核成绩占 50％，考核形式包括：

出勤状况、课堂表现、完成作业数量和质量；期末考核成绩占 50％，考核形式如下其一：随堂开

卷、论文、调研报告等。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教师可酌情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今后拟编写出版校内统一使用的《房地产法》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符启林著《房地产法》，法律出版社出版社，2009年 2月 第 4版。 

2. 高富平等著《房地产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9月 第 3版。 

3. 李东方著《房地产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 2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由授课教师根据需要自主推荐。  

执笔：赵红梅  审稿：赵红梅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0日 

 

环境法诊所 
Environmental Legal Clinic 

课程号：402050060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

使学生掌握环境法律实践的基础知识，培养学生的环境法律实践能力、环境法律职业能力和环境法

治意识。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 培养学生将环境法律知识应用于环境法律实践的能力； 

2. 促进学生在环境法律实践中加深对环境法的理解； 

3. 培养学生的环境法律职业能力和环境法治意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2学时 
第一周 诊所式法律教育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讲授环节：环境法诊所教育介绍 

2. 互动环节：师生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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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班委竞选：竞选班干部并分组  

4. 课堂总结 

学习目标： 

了解环境法诊所的基本情况、特点、授课形式等内容。 

课后作业：观看电影“永不妥协”，写观后感 

第二周 电话咨询与首次会见当事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介绍电话咨询的目标、步骤及常见的问题，并组织学生进行电话咨询的模拟训练。 

2．介绍律师首次会见当事人的目标、过程及应注意的问题，并组织学生进行律师首次会见当

事人的模拟训练。 

学习目标： 

1. 了解电话咨询和律师首次会见当事人的目标及其常见问题。 

2. 熟悉电话咨询和律师首次会见当事人的过程。 

3. 掌握在电话咨询和律师首次会见当事人时与当事人沟通的技巧。 

课后作业： 

撰写学习心得 

第三周 案件事实调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案件事实调查概述 

2. 课堂游戏 1：调查案情——KTV噪声污染案件 

3. 课堂游戏 2：针对具体案件列举调查提纲 

4. 课堂总结 

学习目标： 

掌握环境案件事实调查的步骤、技巧与注意事项 

课后作业： 

针对承办案件撰写案件调查提纲，制定调查计划；撰写办案札记 

第四周 环境案件中的证据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证据的种类 

2. 证据的特点 

3. 证据的效力 

4. 原告的证据收集 

5. 被告的证据收集 

6. 收集证据的策略 

7. 证据材料的准备 

学习目标： 

掌握环境案件收集证据的策略、方法和技巧 

课后作业： 

研究本组代理案件的证据 

第五周 法庭观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完整的开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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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诉讼参与人的主要活动 

3. 诉讼技巧 

学习目标： 

通过观摩，实际了解环境案件开庭的过程，为此后的学习做准备 

课后作业： 

撰写观摩心得 

第六周 环境法律实践活动阶段性总结与经验交流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以小组为单位，汇报开课以来的环境法律实践活动，可以包括但不限于：热线电话值班；
会见（走访）当事人；实地调查（取证）；撰写法律文书；协助律师开展的其他工作。 

2. 心得体会，包括收获、困惑等方面的思考。 

3. 目前遇到的困难。 

4. 进一步行动计划。 

5. 其他各组同学与汇报同学进行交流和讨论。 

学习目标： 

1. 运用环境法知识和此前学习的环境法律实践知识，分析和评论环境案件； 

2. 阶段性总结环境法律实践成果。 

作业： 

撰写交流心得 

第七周 律师出庭代理 

参考课时 3学时 

1. 出庭前的准备 

2. 出庭的各个阶段 

3. 课堂模拟 

4. 课堂总结 

学习目标： 

重点掌握出庭代理的环节、工作内容及注意事项 

作业： 

结合承办案件进行出庭准备，撰写案件代理意见；撰写本人参与的环境纠纷案件的办案札记 

第八周 律师职业道德和办理环境案件的策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介绍律师职业道德。 

2．以一个典型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为例，展开关于律师职业道德的讨论。 

3.探讨初当律师应该注意的问题。 

4.办理环境案件的策略，主要是针对前几讲未提及的策略拾漏补缺。 

学习目标： 

1．了解律师职业道德及办理环境案件策略。 

2．掌握初当律师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以及办理环境案件的策略。 

作业： 

撰写学习心得 

第九周 环境司法专门化及相关诉讼策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司法专门化与环境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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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环境法庭的设立及运行 

3. 我国环境法庭面临的挑战  

4. 我国环境法庭的完善对策 

学习目标： 

1. 理解我国环境法庭现状 

2. 思考如何通过环境法庭，更好地维护污染受害者的权益 

课后作业： 

撰写学习心得 

第十周 日本环境诉讼典型案例——兼中日比较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简介日本司法、日本公害环境诉讼的背景知识。 

2．介绍发端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四大公害事件——熊本水俣病事件第一次诉讼案件的始末及

案件的社会影响。 

    3. 介绍跨世纪的影响性案件——东京大气污染诉讼案件的始末及案件的社会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律师团队、医生等专业人士，在帮助公害环境受害者维权、推动国家乃至国际环

境政策与环境法治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2．了解日本律师的公害环境诉讼策略、技巧，学习其敬业、合作的经验。 

课后作业： 

撰写学习心得 

第十一周 12369环境投诉举报热线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我国 12369投诉举报热线基本情况 

2. 环境监察机构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 

3. 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形势及原因 

4. 运用行政处理制度的若干问题 

学习目标： 

1. 理解我国 12369投诉举报热线的情况、环境监察机构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基本情况 

2. 理解如果通过行政手段维护污染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作业： 

撰写学习心得 

第十二周 模拟法庭案件竞选和分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案件竞选：从各组案件中选择一个作为模拟法庭案件 

2. 分工：全班同学分为法官组、原告组、被告组、后勤组等 

学习目标： 

完成模拟法庭的准备工作 

作业： 

完成课堂未完成的模拟法庭准备工作 

第十三周 模拟法庭彩排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基于上周准备，按照正式开庭的程序和要求彩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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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发现问题，更好地准备模拟法庭开庭 

作业： 

案件补充和完善 

第十四周 模拟法庭开庭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模拟法庭正式开庭 

2. 指导律师评议 

3. 教师评议 

学习目标： 

1. 全面实践环境保护案件的审判程序 

2. 基于律师和教师评议，知悉存在的不足 

作业： 

撰写开庭心得 

第十五周 结课准备 

参考学时：0学时 

学习内容： 

1. 学生着手案件交接和总结 

2. 各组收集、审核本组考核报告 

3. 学习目标： 

完成结课和实习所需的所有材料 

作业： 

撰写实习论文，完善考核报告 

第十六周 提交材料并结课 

参考学时：0学时 

学习内容： 

1. 班长提交学生和各组考核报告 

2. 完成与实习机构的案件交接等工作 

学习目标： 

完成本学期的环境法诊所学习 

（二） 实践教学：共 36学时 
参考学时：36学时=4学时/周×9周 

学习内容： 

环境法诊所每天上、下午分别安排一组学生到实习机构值班，让学生亲身参与热线答疑、回复

来信、接待来访、实地调研、收集证据、查阅法律法规、访问技术专家、走访行政机关、代写法律

文书、直至代理诉讼与非讼案件等活动。学生不仅能将课堂上所学的知识用于实践，掌握律师办案

的技巧，还能真实地了解我国环境法的实施现状，为许多污染受害者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也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律师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合作实习机构简介：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又称“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以

下简称“中心”），成立于 1998年 10月，是经中国政法大学批准、司法部备案的环境资源法研究机

构，同时也是自筹资金为社会提供环境法律服务的民间环境保护团体。中心实行主任负责制，下设

法律咨询部、诉讼业务部、培训交流部、研究开发部、纠纷调节部、综合事务部和信息网络部等七

个部门。中心成员由中国政法大学从事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教学的教授、副教授为主，并联合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中热心于环境保护事业的法律专家、技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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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律师和研究生兼职组成，专业领域涵盖环境法、自然资源法、能源法、国际环境法、比较环

境法等各个环境资源法学领域。中心的宗旨是：通过组织热心环境保护事业的法律专家、学者、律

师和环境管理与技术专家对中国环境资源立法及其实施问题开展专题研究、进行国际交流、对环境

执法和司法人员及公众进行环境法知识的培训，普及环境资源法知识，提高公众的环境法律意识和

中国的环境资源立法、执法水平；通过对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帮助的方式，维护污染受害者的环境

权益，促进中国环境资源法的执行和遵守。中心的主要活动领域包括：通过开通免费的染受害者法

律咨询热线电话、接待污染受害者的来信来访，为污染受害者提供无偿法律咨询服务；免费对律师

和法官进行环境法律实务培训，建立全国的环境律师网络；组织举办国际及全国性环境法实施研讨

会，促进环境法实施方面的国际和国内交流；开展环境法律研究，完善中国环境立法。中心的工作

得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

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人民日报》、《法制日报》等 60多家新闻媒体从不同角度对

中心的工作给予了 400多次的报道。美国 New York Times 、Chicago Tribune 、《华盛顿邮报》、

News weekly, 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NHK 电视台、法国《解放报》、加拿大电视台、韩

国电视台、荷兰电视台等国外新闻媒体对中心的工作和影响也做了许多报道。由于中心志愿者的出

色工作，2001年 10月取得了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在中国颁发的环境保护奖的一等奖。中心办理的福

建省屏南县 1721人诉榕屏化工厂案被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法制日报社等评为 2004年十大影响诉讼

之一。中心承办的石梁河水库案被中国水公益环保基金会评选为 2012 年度水环保公益人物评选最

佳提名奖。 

北京环助律师事务所是于 2010年 12月由北京市司法局批准成立的专门从事环境法律业务，并

以提供环境法律援助为主要工作任务的公益性律师事务所。环助律师团队由专职公益律师和兼职志

愿律师共同组成。目前有专职律师 9名，兼职律师 6名。同时由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以

王灿发教授为代表的 9名环境资源法教授、副教授作为顾问团队，中国政法大学的数十名环境资源

法研究生和博士生作为志愿者群体。环助律师事务所的目标是：通过提供环境法律援助、提起环境

公益诉讼、开展以环境案例为基础的环境法研究和环境法治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培养高素质的

专业环境律师，推动和促进中国环境法治的完善，实现环境正义。环助律师事务所的业务范围包括：

提供法律咨询，向国内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环境资源法律咨询；代理环境诉讼案件，受当事人委托

代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破坏的诉讼案件；参与非诉讼环境事务，接受委托、聘请或者主动

参与环境听证、行政复议、调解、仲裁、谈判、合同或文件的审查等；担任常年法律顾问，受聘作

为个人或者单位（不包括非环境友好单位）的常年法律顾问；接受有关机构委托进行环境立法、执

法和司法问题的课题研究或者法规草案的起草；对律师和环境 NGO进行环境法律实务的公益培训。

字成立以来，环助律师事务所已办理诉讼、非诉讼环境、资源、生态类法律业务 190余件，多次到

社区开展“环境法律进社区活动”和“法律服务村居行”活动，免费对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帮助。环

助所对环境 NGO进行环境法律能力建设培训，接纳多名环保 NGO的工作人员和志愿律师来环助所见

习， 并与国内、外专家、学者、教授、官员开展了一系列的交流合作活动。 

环境法诊所以上述两家合作单位为固定场所，合作单位的办公资源与环境法诊所共享。同时，

环境法诊所配备兼职诊所教学助理，该助理与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综合事务部助

理合作，共同为环境法诊所提供后勤支持，使环境法诊所的教学活动顺利进行。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诊所式法律教育介绍；环境法诊所介绍；竞选班长、会计和出纳、分

组并定组长 
3  

2 电话咨询与首次会见当事人 3  

3 案件事实调查 3  

4 环境案件中的证据 3  

5 法庭观摩 3  

6 环境法律实践活动阶段性总结与经验交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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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出庭代理 3  

8 律师职业道德和办理环境案件的策略 3  

9 环境司法专门化及相关诉讼策略 3  

10 日本环境诉讼典型案例——兼中日比较分析 3  

11 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 3  

12 模拟法庭案件竞选和分工 3  

13 模拟法庭彩排 3  

14 模拟法庭开庭 3  

154 学生着手案件交接和总结，各组收集、审核本组考核报告 0  

16 班长提交学生和各组考核报告、案件交接等 0  

四、说明  

1. 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环境法学 

后续课程：无 

2. 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电话咨询与首次会见当事人，案件事实调查，环境案件中的证据，出庭代理，律师职业道

德和办理环境案件的策略，环境司法专门化及相关诉讼策略，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模拟法庭。 

难点：电话咨询与首次会见当事人，案件事实调查，环境案件中的证据，出庭代理，律师职业道

德和办理环境案件的策略，环境司法专门化及相关诉讼策略，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模拟法庭。 

3. 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课堂讨论； 

3.模拟演练； 

4. 实际办案。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教师与律师共同指导。 

4. 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

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实际办案占 80%。 

5. 作业要求： 

按时完成本每次课布置的作业和实践任务。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无 

（二）推荐参考书 
1. 许身健主编：《法律诊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2. 袁博：《传统法律教育与诊所式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3. 波兰法律诊所基金会：《法律诊所：理念、组织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4. 李傲：《法律诊所实训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5. 王立民、牟逍媛：《诊所法律教育的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  

执笔：马燕，庄敬华，杨素娟，于文轩  审稿：于文轩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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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法 
Natural Resources Law 

课程编号：4020500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为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系统讲授自然资源及其法律属性，自然资源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价

值，生态伦理和资源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法律保护的价值和意义；梳理自然资源规划、开发、利

用、保护和管理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和法律需求；2、系统分析我国自然资源法的立法理念、立法模

式和法律体系，阐述自然资源法律的基本原理，介绍域外自然资源立法经验；3、通过系统讲授和

案例分析，阐述自然资源法的主要内容，自然资源法律制度的运行及其执法、司法保障机制；4、

通过系统讲授和案例研讨培养学分析和解决自然资源法律问题的能力。其属于环境与资源保护法的

重要内容。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例研讨，使学生树立科学的自然资源伦理观，掌握自然资

源基础知识和自然资源法学基本原理，掌握自然资源法领域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制度；掌

握我国自然资源所有权制度、自然资源行政管理制度和资源权益保护的法律路径；为自然资源的宏

观管理、执法、司法和自然资源国际法律保护、自然资源的跨国开发利用、应对气候变化法等方面

的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自然资源概述。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的概念、分类及基本属性，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关系，

人类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以及自然资源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我国自然资源的特点、法律

利用和保护现状，法律保护自然资源的意义；人类可持续发展与自然资源法律保护的迫切性和必要

性。 

2．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资源。人类生存和自然资源，人类可持续发展与自然资源，我国可持

续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生态伦理观和自然资源利用中的公平正义。 

3．自然资源开发利用问题及解决对策。自然资源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自

然资源稀缺背景下为调整资源分配和利用行为而产生的一种社会规范。 

4．自然资源与自然资源法。人类历史发展表明运用法律手段约束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是一种必

然选择。自然资源法是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公平配置、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利用的基本保障。 

学习目标： 

1．了解自然资源的基本属性和范畴，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了解我国自然资源的基本情

况和法律保护的目标和必要性。 

2．掌握自然资源形成、分布和开发利用的规律，掌握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应当坚持的生态

伦理观和法律保护的必要性、正当性，掌握自然资源及人类对其进行开发利用的基本规律，掌握自

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问题及其发展趋势，了解预防、应对和解决自然资源问题的基本原则。 

作业： 

1．简述自然资源及其分类。 

2．自然资源有哪些特点？为什么说其具有相对性？ 

3．简析自然资源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影响。 

4．试述我国自然资源的现状及法律保护的意义。 

知识单元 2：自然资源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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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自然资源法的概念、特征、任务和目的。 

2．自然资源法的产生和发展。 

3．自然资源法的作用。 

4．自然资源法的渊源。 

5．自然资源法的体系。 

学习目标： 

1．了解自然资源法的概念和特征，自然资源法的目的、任务、作用、体系和渊源；了解自然

资源法律制度产生和构建的原因和科学性，从宏观上对国内外的自然资源法产生和发展有概括性地

认识。 

2．掌握自然资源法的基本属性、范畴，正确理解自然资源法的调整范围等基本理论问题；掌

握自然资源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分工和协作，掌握国内外自然资源法的基本内容和发展趋势。 

作业： 

1．简述自然资源法概念及其特点。 

2．简述我国自然资源立法的历史及其发展。 

3．简述自然资源法与污染防治法的关系。 

4．简述我国自然资源法的体系。 

知识单元 3：自然资源法的基本原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概述。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的概念、特点；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确立

的依据：法的一般原则、自然资源发展规律、我国基本国情、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自然资源法

基本原则与基本制度的关系。 

2．国家宏观控制原则。国家宏观控制原则的概念、依据和贯彻。 

3．合理规划与利益平衡原则。合理规划与利益平衡原则的概念、依据和贯彻。 

4．多种效益并重原则。多种效益并重原则的概念、依据和贯彻。 

5．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原则。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原则的概念、依据和贯彻。 

6.节约和合理利用原则。节约和合理利用原则的概念、依据和贯彻。 

学习目标： 

1．了解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的概念、特点及其确立的依据，了解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与基本

制度之间的关系，了解自然资源基本原则的运行。 

2．掌握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的体系，各项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及其立法体现，领会各项原则

之间的内在联系。掌握我国自然资源法的基本原则及其确立依据，学习运用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指

导法律实践，弥补法律制度不足的作用，掌握自然资源法律实践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作业： 

1．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概念、基本原则确实的依据。 

2．试述自然资源法基本原则的体系。 

3．简述什么是合理规划与利益平衡原则？ 

4．试述多种效益并重原则及其意义？ 

知识单元 4：自然资源法的基本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自然资源法基本制度概述。自然资源法基本制度的概念和特点，自然资源法基本制度建立

的依据，自然资源法基本制度的体系。 

2．自然资源权属制度。自然资源所有权、取水权、矿业权、捕捞权、狩猎权和采伐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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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然资源规划制度。自然资源规划制度的概念，自然资源规划制度的内容。 

4．自然资源许可使用制度。自然资源许可制度的概念，自然资源许可制度的内容。 

5．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的概念，生态补偿制度的内容。 

6．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概念，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的内容。 

7．生态环境风险押金制度。生态环境风险押金制度的概念。 

学习目标： 

1．通过学习了解我国自然资源所有权及自然资源保护、管理的各项基本法律制度的概念、制

度制定的依据及具体内容。 

2．掌握我国关于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的分配，各项权利的行使以及国家在自然资源行政监督管

理方面的各项法律制度。掌握现行自然资源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和规范目的、价值和意义。掌握运

用法律制度解决现实问题的技巧。 

作业： 

1．简述我国自然资源所有权制度。 

2．简述自然资源规划制度。 

3．简述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4．试述自然资源行政许可制度及其意义。 

5．试述对自然资源所有权人权利的限制。 

知识单元 5：自然资源法管理体制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自然资源国家管理概述。自然资源国家管理的概念、自然资源国家管理的理论依据、自然

资源国家管理的模式。 

2．自然资源国家管理体制。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是指自然资源管理机构的结构及组织方式。自

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中央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地方自然资源管理部门、自然资源协同管理部门。 

3．自然资源管理机构的职责。编制自然资源规划、依法确认自然资源权属、自然资源行政许

可、征收自然资源使用费、监督与检查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行为、调处自然资源权属纠纷、处罚违法

行为等。 

4．自然资源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自然资源国家管理的必要性及各国自然资源管理的模式,了解我国自然资源国家管理的

体制和管理机构的基本职能。 

2．掌握自然资源国家管理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从宏观上清楚自然资源国家监督管理体制

及其运行。 

作业： 

1．简述自然资源的国家管理及其意义。 

2．简答自然资源管理机构及其职责。 

3．简述自然资源费的征收及意义。 

知识单元 6：违反自然资源法的法律责任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违反自然资源法的民事责任。 

2．违反自然资源法的行政责任。 

3．违反自然资源法的刑事责任。 

学习目标： 

1．了解违反自然资源法律责任的种类、体系和责任构成要件，了解不同自然资源法律对于法

律责任的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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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法律责任的具体概念、内涵和责任构成要素。能够运用自然资源法律规范处理各种不

同的自然资源纠纷和法律事务。 

作业： 

1．试述违反自然资源法的法律责任及其种类。 

2．简答违反自然资源法的行政责任。 

3．试述破坏自然资源罪的犯罪构成。 

4．简述惩罚生态破坏和自然资源犯罪的意义。 

知识单元 7：土地资源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土地资源概述。土地资源的概念及特征。土地是指全国各行政区域管辖范围内的全部土地，

包括耕地、林地、草地、荒地、河流、湖泊、滩涂、城镇及农村居民点用地、工矿用地、交通用地、

旅游及国防等特殊用地以及暂时还不能利用的其他用地等。土地资源是由地貌、土壤、岩石、水文、

气候植被等多种自然要素组成的自然综合体，具有固定性、整体性、生产性、有限性、永久性的特

征。我国土地资源的基本状况。 

2．国内外土地资源立法。我国关于土地资源的立法及其沿革。外国关于土地资源的立法。 

3．我国关于土地资源的法律规定。关于土地权属的规定，地用途管理的规定，保护耕地的规

定，控制建设用地的规定。 

学习目标： 

1．了解土地资源属性和我国土地资源的现状、保护土地资源的意义，了解土地资源开发利用

中存在的问题及土地资源保护与管理的各项基本原则、基本制度，明确我国土地资源的监督管理体

制，以及保护土地资源的各项法律措施。 

2．掌握土地资源法的基本原理和我国土地资源法律制度，掌握运用土地资源规划制度、土地

用途管制制度、耕地保护制度等保护土地资源的技能，掌握土地资源监督管理的具体法律规范的内

容和土地资源纠纷调处的法律依据。 

作业： 

1．简述土地资源及其基本功能。 

2．简述我国关于土地权属的法律规定。 

3．简答我国耕地保护红线制度。 

4．试述对土地用途实行管理的意义。 

5．简述我国耕地保护制度的主要内容。 

知识单元 8：水资源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水资源概述。水资源的概念及其特点。水资源是指天然水。《水法》所规定的水资源是指地

表水和地下水，包括江河、湖泊、渠道、水库、冰川等水体和浅层地下水，但不包括海水。水是生

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是人类和其它生物维持生命系统的基本物质，是一切生命的源泉，

是人类环境的基本要素；作为宝贵的自然资源，水资源是世界上开发利用最多的资源，是工业的饮

料、农业的命脉，是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水资源具有多功能性、有限性、分布不

均衡性、不可替代性、循环再生性、公共性等特点。我国水资源的特点。我国水资源利用存在的问

题。 

2．国内外水资源立法。我国水资源立法及其沿革，外国关于水资源保护的立法。 

3．我国关于水资源的法律规定。水资源所有权归属，用水权、取水权、水运权、水能权、渔

业权等用益物权，资源管理体制，水资源流域规划、区域规划制度，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原则，取水

许可制度以及取水权、水权交易制度等。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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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水资源及其法律保护的意义和国内外关于水资源保护的相关立法，掌握我国关于水资

源保护的相关立法和基本法律制度。 

2．掌握我国水资源监督管理的法律制度。要求通过学习树立科学的水资源利用意识，明确我

国关于水资源管理的各项法律原则和制度，掌握水事纠纷的特点及纠纷处理规则，保障水资源的合

理使用和水权的正常流转。 

作业： 

1．简述什么是水资源？具有哪些特点？ 

2．简述什么是水土保持？具有什么意义？ 

3．试述水资源规划制度。 

4．简述水资源配置的法律规定有哪些？有什么不足？ 

5．简述如何解决水事纠纷？ 

6．简述怎样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 

知识单元 9：矿产资源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矿产资源法概述。矿产资源的概念及特征，我国矿产资源状况，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问题。 

2．我国关于矿产资源的立法及其沿革。我国《矿产资源法》，外国关于矿产资源的立法。 

3．我国关于矿产资源的法律规定。矿产资源的所有权、探矿权和采矿权，矿产资源的管理体

制，矿产资源勘察、开发中的保护与管理，矿产资源的登记和审批，矿产资源的勘查管理制度矿产

资源开采的管理措施，矿山地质资料的利用，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责任，即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

事责任。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矿产资源的现状及其法律保护的意义，了解我国矿产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明确

保护和管理矿产资源的法律制度。 

2．掌握我国关于矿产资源保护和管理的法律制度，并能运用相关法律制度分析和解决各种矿

产资源法律问题。 

作业： 

1．简述什么是矿产资源？有哪些特征？ 

2．试述我国矿产资源所有权的规定。 

3．试述我国矿产资源勘察、开发的管理及保护规定。 

4．试述我国矿产资源保护的管理体制。 

知识单元 10：森林和草原资源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森林和草原资源概述。森林、草原的概念、种类及功能，我国森林资源、草原资源的基本

状况。 

2．我国关于森林资源、草原资源的立法。外国关于草原、森林资源的立法。 

3．我国关于森林资源的法律规定。主要包括森林所有权，林业建设方针，植树造林和绿化，

森林保护，森林采伐，违反森林法的责任等方面的规定。其中违反森林法的责任包括行政责任、民

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4．我国关于草原资源的法律规定。草原资源的所有权，草原的使用权，草原保护、建设和利

用，草原资源规划的规定；草原保护与管理制度；关于草原保护的规定，包括基本草原保护、草原

自然保护区、禁止开垦草原、草原防火和草原鼠害防治等；关于草原监督管理体制的规定；违反草

原资源法的责任规定。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草原资源和森林资源及其保护的现状，了解立法保护草原和森林资源的意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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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从整体上把握关于草原资源、森林资源的立法。 

2．掌握森林资源保护的各项法律制度，培养运用草原法、森林法基本法律规范分析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作业： 

1．简述森林资源、草原资源及其特点。 

2．试述我国关于草原、森林权属的法律规定。 

3．简述我国草原、森林保护的法律规定。 

4．试述我国关于植树造林和绿化的法律规定。 

5．简述我国关于森林保护的法律规定有哪些？ 

6．简述什么是草原资源？保护草原资源有何重要意义？ 

7．试述我国关于草原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法律规定。 

8．试述我国保护草原植被、合理利用草原的主要法律规定。 

知识单元 11：课堂讨论 

参考学时：2学时。 

知识单元 12：野生动植物资源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野生动植物资源法概述。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概念及其种类，我国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现状，

关于动植物资源保护的立法，我国加入的与自然资源保护相关的诸多国际条约。 

2．我国关于野生动物资源的法律规定。野生动物所有权。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国家对珍贵、

濒危的野生动物实行重点保护。划定自然保护区，加强保护管理。野生动物的环境监测制度。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经营利用和进出口的规定。野生动物监督管理的规定。野生动物资源档案制度。狩猎

许可证制度。驯养繁殖许可证制度。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责任 

3．关于野生植物资源的法律规定。野生植物所有权。野生植物监督管理体制。野生野生植物

的分类、分级保护。关于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特别规定，野生植物经营利用的规定。违反野生植物

保护法的责任 

4．关于动植物检疫的法律规定。动植物检疫的对象和范围。防止检疫对象传入和检疫不合格

动植物的处理动植物检疫体制。违反动植物检疫法的责任 

5．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遗传资源的法律保护。自然遗迹、人文

遗迹、自然保护名胜区、遗传资源的基本概念、特点及我国对这些自然资源保护的现状和立法概况，

保护上述自然资源的主要法律规范。 

学习目标： 

1．了解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特点及保护现状，熟悉我国关于此类资源的相关立法。通过学习要

求明确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的重要意义，掌握我国关于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与管理的各项法律制

度。 

2．了解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遗传资源的基本概念及这些资源的

基本特点，了解我国该类资源的基本情况和对其进行法律保护的现状，要求通过学习能够了解我国

对上述自然资源立法概况。 

3．掌握保护上述自然资源的基本法律制度，要求掌握自然资源法对其他自然资源保护的各项

具体法律规范。 

作业： 

1．试述我国野生动植物资源状况及保护现状。 

2．试述我国野生动物权属制度的法律规定。 

3．试述我国对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保护的特别法律规定。 

4．试述我国关于野生植物经营利用的主要法律规定。 

5．试述我国有关动植物检疫的主要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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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3：海洋资源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海洋资源概述。海洋是指地球表面广大连续的水体。从生态学的意义上讲，它是一个巨大

的生态系统，包括海水、海洋生物、海底岩石等构成要素，加之阳光、空气作为能源，形成海洋生

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 

2．我国关于海洋资源立法及其沿革。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外国海洋资源立法。 

3．海洋资源保护的法律规定。海洋环境保护的原则。海洋资源保护的法律制度。 

4．海域使用管理法律制度。《海域使用管理法》的立法背景，海域的概念，海域管理法的适用

范围以及我国海域管理体制。 

学习目标： 

1．了解海洋资源的概念、特征及我国关于海洋资源的立法，掌握我国关于海洋资源保护、管

理的各项法律制度。 

2．培养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意识和法制观念，明确依法保护海洋资源的重要性，学会如

何运用相关保护海洋资源的各项法律制度解决实际问题。 

知识单元 14：自然资源的国际法律保护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国家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与自然资源相关的国际公约和应对气候变化下的国际自然资

源利用形势。人类共有自然资源利用的法律问题，自然资源利用的国际、代际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2．自然资源全球配置背景下的国家利益保护和平衡。我国利用海外自然资源的现状、法律依

据和法律风险、法律问题防范，我国自然资源的国际供给，资源地原住民利益保护，相邻国家自然

资源利用的法律问题。 

3．基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自然资源利用和国际法律保护的概况。 

学习目标： 

了解自然资源国际保护的理论依据和法律框架。掌握自然资源保护的国际法律思维和基于可持

续利用的科学的自然资源公平正义观， 

（二）实践教学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2学时 
实验 1：实案分析与讨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分析一个我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发生的资源破坏类案件。 
实验要求：通过案件分析，使学生熟悉自然资源范畴和我国自然资源法律体系，明确我国自然

资源法律及其运行现状；研究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各种利益的博弈和法律平衡，考察我国自然资源

法律制度的结构和价值，了解我国自然资源法律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和特点；掌握自然资源法基

本原理，学会运用自然资源法律解决现实问题的原则和方法。剖析一个我国基于自然资源监管发生

的典型资源行政案件。通过案例分析，使学生熟悉我国自然资源行政监督管理的体制，掌握国家对

于自然资源进行行政管理的必要性和正当性；研究自然资源监督管理制度运行中的轨迹和法律问

题；掌握运用法律进行自然资源管理的原理和技能，学习运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 时 备注 

1 导论 2  

2 第 1章自然资源法概述 2  

3 第 2章自然资源法的基本原则 2  

4 第 3章自然资源法的基本制度 2  

5 第 4章自然资源的国家监督管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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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案例讨论 1 2  

7 第 5章违反自然资源法的法律责任 2  

8 第 6章土地资源法 2  

9 第 7章水资源法 2  

10 第 8章矿产资源法 2  

11 第 9章森林和草原资源法 2  

12 第 10章野生动植物资源法 2  

13 课堂讨论 2  

14 第 11章海洋资源法 2  

15 第 12章自然资源的国际法律保护 2  

16 期末考试 2 开卷考试或撰写论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环境法学（环境法概论）、民法总论、物权法、行政法学、经济法等。 

后续课程：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商法、国际法和国际环境法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通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能够通过了解我国自然资源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树立正确的自

然资源利用和保护的价值观念；从宏观上掌握我国自然资源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从微观上掌

握我国自然资源法的各项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掌握物权法中的自然资源的权属理论，以及经济学

所述自然资源的价值理论。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指导下进行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实行自然资

源产权的合理配置、对开发利用行为进行合理的限制、对权利损害进行公平救济等；掌握综合性的

自然资源立法和单行的自然资源保护法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法律制度，培养学生自然资源全面保护资

源的整体意识。 

难点：自然资源的自然属性和价值的多元化，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自然资源与环境权的法律

保护、自然资源合理应利用与应对气候变化。自然资源税费制度。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主要包括：： 

1.课堂讲授法。 

2.案例教学法。 

3.课堂讨论法。 

4.远程观摩自然资源案件审理。 

教学手段： 

1.互联网信息采集。引导学生充分利用互联网了解各类自然资源的分布、利用情况，了解自然

资源全球供给和配置的信息和相关问题。通过政府网站了解我国自然资源的状况和相关法律的变

化。 

2.信息技术手段。配合课堂教学，可视实际情况组织学生参与远程庭审直播观摩和案件分析。

通过专门微信群进行课后专业交流和问题解答。 

3.电子资料运用。引导学生充分利用我校图书馆的电子数据库。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平时随堂学习和提问的情况；课内案件研讨、观摩等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次课后结合课堂酌情指定课后学习资料和下次课程的课前预习资料。作业检查方式为统一检

查和随堂抽查、提问等。鼓励学生探索新问题、前沿问题。学生必须在认真思考、查阅资料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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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完成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选修课的特点，选择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和一定权威性的教材。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可以

编写或选择教辅材料。指定一本教材，但不限于指定教材，引导学生广泛接受不同的教材、著作和

其他学术成果。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张梓太编著《自然资源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8月版（新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英】阿诺德·汤因比编著，《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9月版。 

2．【美】约翰·罗尔斯编著，《作为公平的正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2月版。 

3.蔡运龙编著，《自然资源学原理》，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4．【德】约阿希姆拉德卡编著《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 4月版。 

5. 江平主编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 3月版。 

6. 马骧聪编著《环境法治：参与与见证》，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 

7.孙佑海、张天柱主编著《循环经济立法框架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 7月版。 

8．曹明德编著《生态法原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9. 肖乾刚、肖国兴编著《自然资源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0.陈德敏编著《自然资源法原理专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 11月版。 

11. 戚道梦编著《自然资源法》，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 7月版。 

12. 崔建远编著《自然资源物权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 8月版。 

13．【澳】彼得·辛格、【美】汤姆·雷根编著《动物权利与人类义务》，曾建平、代峰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4.【美】加里·L·弗兰西恩编著《动物权利导论：孩子与狗之间》，张守东、刘耳译，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执笔：马燕  审稿：于文轩审定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0日 

 

竞争法 
Competition Law 

课程号：40206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对竞争法学基本知识有一定了解；2、能够利

用竞争法学基本原理分析基本案例。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竞争法基础知识、竞争法的一般

原理，了解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概念与内容，为消费者法、金融法、财政法、税法和劳动

法等课程奠定必要的竞争法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学时 
知识单元 1：竞争法的一般原理 

参考学时：1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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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竞争法的基本概念 

（1） 竞争法的定义 

（2） 竞争法的调整对象 

（3） 竞争法的特征 

2． 竞争法的基本原则 

（1） 自由竞争原则 

(对应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第五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等） 

（2） 平等竞争原则 

（对应法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四条第二款，等） 

（3） 公平竞争原则 

 (对应法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一款，

等) 

（4） 诚信竞争原则 

 (对应法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八条第二款、第九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一款、第

十四条 

《反垄断法》第七条第二款，等） 

（5） 适度干预竞争原则 

（《反垄断法》第七条第一款、第八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等） 

3． 竞争法的体系 

(1) 竞争法体系的概念 

(2) 竞争法体系的基本内容 

(3) 竞争法体系的结构 

4． 竞争法的立法模式 

(1) 竞争立法模式类型 

(2) 竞争立法模式的异同比较 

5． 竞争法的地位 

(1) 竞争法属经济法范畴，是经济法的组成部分之一 

(2) 竞争法是经济法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经济法中占有重要地位 

学习目标： 

1．了解竞争法的基本定义，体系；了解竞争立法的类型并分析类型化的原因、各种类型的优

缺点；了解竞争法的特殊性，通过与其他相近学科的比较得出竞争法在经济法学科中的地位。 

2．掌握竞争法调整对象，结合法条掌握竞争法的基本原则。 

作业： 

1. 如何确立竞争法的调整对象？ 

2. 如何实施适度干预竞争原则？ 

知识单元 2：竞争法的产生与发展探源 

参考学时：1时 

学习内容： 

1．竞争法产生的基础和原因 

（1）竞争法产生的基础 

（2）竞争法产生的原因 

2.  竞争法的形成与发展概况 

（1）竞争法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2）竞争法的形成与发展的原因 

3.  竞争法发展与变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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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竞争法的保护对象向多元化发展 

（2）竞争法的调整领域不断扩大 

（3）竞争法的技术性特征日益突出 

（4）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制裁力度不断加大 

（5）对国内垄断的控制趋向温和与宽容 

（6）竞争法的国际化发展呈必然趋势 

学习目标： 

1．了解竞争法产生的基础和原因，了解其发展过程，并对发展和变化的趋势作一定的了解。 

作业： 

1. 竞争法产生与发展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2.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竞争法的发展有什么特点？ 

知识单元 3：竞争法与相关法的关系 

参考学时：2时 

学习内容： 

1. 竞争法与经济法其他相关子部门法的关系 

（1） 竞争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 竞争法与产品质量法 

（3） 竞争法与广告法 

（4） 竞争法与价格法 

（5） 竞争法与宏观调控法 

2．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 

（1）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关系的三个维度 

（2）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 

（3）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关系 

3. 竞争法与民法及相关子部门法的关系 

（1）竞争法与民法 

（2）竞争法与合同法 

（3）竞争法与侵权行为法 

学习目标： 

1． 了解竞争法与其他相关的法律的关系，其中包括与经济法其他相关子部门法的关系，与知
识产权法的关系，以及与民法及相关子部门的关系。 

2． 重点了解竞争法与知识产权法、与公司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关系。 

作业: 

1. 竞争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进行保护的方式相同吗？ 

2. 反垄断法与知识产权法之间的冲突应如何协调? 

知识单元 4：反垄断法概述 

参考学时：1时 

学习内容： 

1．反垄断法的概念 

2．反垄断法的调整对象 

3. 反垄断法的特征 

（1）反垄断法具有竞争法的一般特征 

（2）反垄断法以规制垄断与限制竞争行为为基本内容 

（3）反垄断法具有较强的经济政策性 

（4）反垄断法律规范具有较强的原则性和抽象性 

4.  反垄断法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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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垄断法保障企业自由 

（2）反垄断法维护竞争机制的正常运作 

（3）反垄断法确保一般消费者的利益 

（4）反垄断法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加   

5.  反垄断法的地位 

（1）反垄断法具有经济宪法的地位 

（2）反垄断法之经济宪法地位的确立依据、确立过程 

6. 反垄断法的制度体系 

7. 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制度 

学习目标： 

1．明确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是现代竞争法的核心组成部分，旨在规制市场

中的各种垄断与限制竞争行为，维护竞争所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与私人合法权益，被誉为经济宪法。 

2. 了解反垄断法的基本概念和调整对象，形成基本制度体系框架，掌握反垄断法的特征和地

位。 

3．了解并掌握反垄断域外效力制度的含义与理论依据、反垄断域外效力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冲突与解决。 

作业： 

1.如何从多视角解读反垄断法的概念？ 

2.反垄断法的主要特征有哪些？ 

3.为什么说反垄断法具有经济宪法的地位？ 

4.如何理解反垄断法域外效力中的额“效力原则”？ 

知识单元 5：垄断协议制度 

参考学时：2时 

学习内容： 

1. 垄断协议基本问题 

（1）垄断协议的含义、特征 

（2）垄断协议的表现形式 

（3）垄断协议的分类 

2. 垄断协议的规制原则 

（1）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分析原则含义与适用 

（2）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分析原则的评析 

3. 横向限制的规制 

（1）横向限制的危害 

（2）横向限制的构成要件 

（3）横向限制的表现形式 

（4）横向限制的规制方法 

4.  纵向限制的规制 

（1）纵向限制的竞争政策分析 

（2）纵向限制的表现形式 

（3）纵向限制的构成要件 

（4）纵向限制的规制方法 

5. 反垄断法豁免制度 

（1）反垄断豁免制度的含义、特点 

（2）反垄断豁免制度的立法体例 

（3）反垄断豁免制度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1．明确垄断协议对有效竞争的破坏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特别是横向垄断协议往往被看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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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的三大支柱制度之一。 

2．了解垄断协议的含义、特征、形式、分类、规制原则和规制方法等，掌握横向垄断协议和

纵向垄断协议的区别以及我国对垄断协议的规制。 

3.了解反垄断豁免制度的基本理论和制度。掌握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含义、特征、立法体例、

适用范围、制度模式以及我国《反垄断法》关于豁免制度的规定。 

作业： 

1. 比较横向限制与纵向限制对竞争的不同影响。 

2.评析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分析原则的利弊。 

3.如何理解反垄断豁免制度的理论依据与价值功能 

4.如何界定反垄断法豁免制度所适用的范围 

5.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的豁免情形有哪些 

6.我国《反垄断法》为什么对农业生产者以及农村经济组织的联合与协同行为予以豁免 

知识单元 6：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控制制度 

参考学时：2时 

学习内容： 

1. 市场支配地位基本问题考察 

（1）市场支配地位的含义 

（2）市场支配地位的界定标准 

（3）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方法 

2.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法律透视 

（1）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含义界定 

（2）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特征与分类 

（3）妨碍性滥用及其影响分析 

（4）剥削性滥用及其影响分析 

3.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律控制的制度模式选择  

（1）对市场支配地位的结构主义控制 

（2）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主义控制 

4. 中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规制 

（1）中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立法概况 

（2）中国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控制模式 

（3）中国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依据与推定方法 

（4）中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表现形式 

（5）中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 

1．明确市场支配地位在反垄断法的垄断控制制度中是一个关键因素，对于确定垄断与否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2．了解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法律控制的制度模式选择，掌握市场支配地位的界定标准以及法

律规制。 

作业： 

1.  如何理解我国《反垄断法》关于市场支配地位认定依据的规定？ 

2.  如何界定相关市场？ 

知识单元 7：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控制制度 

参考学时：2时 

学习内容： 

1.  经济力量集中的形式 

（1）经济力量的一般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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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力量的市场集中 

2.  阻止一般集中的企业控股规制 

（1）禁止控股公司 

（2）限制金融公司的股份保有 

（3）限制大规模非金融公司的股份保有 

3.  阻止市场集中的经营者集中规制 

（1）经营者集中对市场竞争的影响 

（2）经营者集中规制的政策选择 

（3）经营者集中规制的法律要件 

（4）经营者集中的申报与核准制度 

（5）经营者集中规制的分析方法 

（6）对反竞争经营者集中的制裁措施 

4.  中国经营者集中的法律规制 

（1）中国经营者集中的立法概况 

（2）中国经营者集中的申报、审查、禁止制度 

（3）中国经营者集中的控制与外资并购安全审查 

（4）中国经营者集中的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 

1．明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力量过度集中会导致垄断，破坏竞争，损害经济民主与经济

自由。对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控制制度对垄断的形成具有独特的预防功能。 

2．了解经济力量集中的形式以及我国对于经营者集中的法律规制，掌握中国对于经营者集中

的申报、审查和禁止制度。 

作业： 

1.  何谓企业控股规制？ 

2.  如何理解经营者集中对竞争的影响？ 

3.  经营者集中规制有哪些分析方法？ 

知识单元 8：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控制制度 

参考学时：2时 

学习内容： 

1. 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基本问题考察 

（1）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概念、特征 

（2）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表现形式 

（3）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成因与危害 

2. 中国控制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理论与实践 

学习目标： 

1．明确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主体特定于行政机关或相关组织，行为方式具有强制性和隐蔽

性，危害后果具有多元性，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危害严重。 

2．了解并掌握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概念、特征、形式、成因与危害，以及我国对于滥用

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法律规制。 

作业： 

1.  分析我国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的形成原因？ 

2.  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特征、表现形式、危害有哪些？ 

3.  我国《反垄断法》禁止哪些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 

知识单元 9：反垄断执法制度 

参考学时：2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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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垄断法执法机关 

（1）反垄断执法机关的类型 

（2）反垄断执法机关的特点 

2、反垄断执法权限 

（1）调查权 

（2）裁决权 

（3）起诉权 

（4）罚款权 

（5）建议权 

（6）制度规制权 

3、反垄断执法程序 

（1）受理 

（2）调查 

（3）审议或审理 

（4）裁决 

（5）执行 

4、中国关于执法的规定 

（1）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模式 

（2）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职责、权限和义务 

（3）中国反垄断调查程序 

（4）中国反垄断执法中的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 

1、反垄断的行政执法在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各国反垄断法都赋予了反

垄断执法机构较高的执法地位和执法权限。 

2、了解并掌握反垄断执法机构的主体、执法权限、执法程序以及我国《反垄断法》关于行政

执法的规定。 

作业： 

1、反垄断执法机关有哪几类？ 

2、如何理解反垄断执法机关的“准司法”问题？ 

3、什么是反垄断调查中的承诺和解程序？ 

知识单元 10：反不正当竞争法概述 

参考学时：1时 

学习内容： 

1、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概念 

2、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宗旨 

3、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体例 

（1）制定专门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2）授用一般法律 

（3）专门法律与一般法律相结合 

4、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 

（1）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有密切联系 

（2）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有重要区别 

学习目标： 

1、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国家为了促进和保护竞争，通过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来调整竞争关系及

与竞争有密切联系的其他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总称。 

2、了解和掌握不正当竞争法的概念、宗旨、立法体例以及与反垄断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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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如何理解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宗旨？ 

2、如何理解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 

知识单元 11：仿冒行为规制制度 

参考学时：2时 

学习内容： 

1、仿冒行为基本问题考察 

（1）仿冒行为的概念 

（2）仿冒行为的特征 

（3）仿冒行为的反竞争性分析 

2、仿冒行为的客体范围 

3、中国仿冒行为的法律规制 

（1）中国仿冒行为的立法概况 

（2）中国仿冒行为的表现形式与认定 

（3）中国仿冒行为的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 

1、仿冒行为是指经营者使用与他人相同或相似的商品标识，致使自己的商品或服务与他人的

商品或服务产生混淆，造成购买者误认误买，减损他人商业标识的市场价值的行为。 

2、了解并掌握混淆行为的概念、特征、客体范围、规制方法以及我国的仿冒行为的法律规制。 

作业： 

1、如何理解仿冒行为的反竞争性？ 

2、如何规制反向仿冒行为？ 

3、如何保护“知名人物形象”？ 

知识单元 12：商业贿赂行为规制制度 

参考学时：2时 

学习内容： 

1. 商业秘密基本问题考察 

（1） 商业贿赂行为的概念 

（2） 商业贿赂行为的特征 

（3） 商业贿赂行为的反竞争性分析 

2. 商业行贿和商业受贿 

（1） 商业行贿 

（2） 商业受贿 

3. 中国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 

（1） 中国商业贿赂行为的立法概况 

（2） 中国商业贿赂行为的认定 

（3） 中国商业贿赂行为的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了解并掌握商业贿赂行为的概念、特征、形式、认定及规制方法，并对我国商业诋

毁贿赂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思考。 

作业： 

1. 如何理解商业贿赂行为的特征？ 

2. 如何理解商业贿赂的反竞争性？ 

3. 比较商业行贿和商业受贿的异同 

4. 如何区别商业贿赂与附赠？ 

知识单元 13：侵犯商业秘密行为规制制度 

参考学时：1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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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 商业秘密基本问题考察 

（1） 商业秘密的概念 

（2） 商业秘密的特征 

2．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表现形式 

（1） 不当获取商业秘密的行为 

（2） 不当披露、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 

（3） 合法获知但违法披露、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 

（4） 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 

4. 中国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法律规制 

（1） 中国商业秘密保护的立法 

（2） 中国侵犯商业秘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 

（3） 中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的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了解并掌握商业秘密念、特征，侵犯商业秘密的规制方法以及我国商业秘密侵权行

为的法律规制。   

作业： 

1. 如何界定商业秘密的概念？ 

2. 如何理解商业秘密的特征？ 

3. 侵犯商业秘密的表现形式有哪些？ 

4. 如何处理员工“跳槽”过程中商业秘密侵权问题？ 

知识单元 14：虚假宣传行为规制制度 

参考学时：2时 

学习内容： 

1. 虚假宣传行为基本问题考察 

（1） 虚假宣传行为的概念 

（2） 虚假宣传行为的特征 

（3） 虚假宣传行为的反竞争性分析 

2. 虚假宣传的形式 

（1） 以广告方式所进行的虚假宣传 

（2） 以广告以外的其他方式所进行的虚假宣传 

3. 虚假宣传的认定原则 

（1） 后果原则 

（2） 普通注意力原则 

（3） 积极宣传与消极宣传兼顾原则 

（4） 整体观察原则 

（5） 产生误导可能性原则 

4. 中国虚假宣传行为的法律规制 

（1） 中国虚假宣传行为的立法概况 

（2） 中国虚假宣传行为的认定 

（3） 中国虚假宣传行为的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了解并掌握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概念、特征、内容、形式、认定原则，并对

我国虚假宣传行为规制方法进行思考。 

作业： 

1. 如何理解虚假宣传行为的反竞争性？ 

2. 虚假宣传的表现形式有哪些？ 

3. 如何理解虚假宣传的认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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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5：商业诋毁行为规制制度 

参考学时：1时 

学习内容： 

1. 商业诋毁行为基本问题考察 

（1） 商业诋毁行为的概念 

（2） 商业诋毁行为的特征 

（3） 商业诋毁行为的反竞争性分析 

2. 商业诋毁行为的表现形式 

（1） 直接在公众中散布谣言 

（2） 通过新闻、广告进行诋毁 

（3） 通过交易相关人进行诋毁 

（4） 通过有关商品或服务的附属资料进行诋毁 

3. 商业诋毁行为的认定 

（1） 关于竞争关系问题 

（2） 关于主观意图和实际损失问题 

（3） 关于陈述内容的真假问题 

4. 中国商业诋毁行为的法律规制 

（1） 中国商业诋毁行为的立法概况 

（2） 中国商业诋毁行为的构成要件 

（3） 中国商业诋毁行为的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了解并掌握商业诋毁行为的概念、特征、形式、认定及规制方法，并对我国商业诋

毁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思考。 

作业： 

1. 如何理解商业诋毁行为的反竞争性？ 

2. 如何理解商业诋毁与虚假宣传的关系？ 

3. 我国商业诋毁行为的构成要件有哪些？ 

知识单元 16：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规制制度 

参考学时：2时 

学习内容： 

1. 有奖销售基本问题考察 

（1） 有奖销售行为的概念 

（2） 有奖销售行为的特征 

（3） 有奖销售行为的利弊 

2. 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 

（1） 巨奖销售 

（2） 欺骗性有奖销售 

3. 中国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的法律规制 

（1） 中国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的立法概况 

（2） 中国不正当有奖销售的认定 

（3） 中国不正当有奖销售的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了解并掌握有奖销售行为的概念、特征以及对经济活动的利与弊，另外如何对

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进行规制。 

作业： 

1. 如何理解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的特征？ 

2. 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有哪几种？ 

3. 如何认定我国有奖销售不正当竞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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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7：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制度 

参考学时：2时 

学习内容： 

1. 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责任概述 

2.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民事责任 

（1） 停止侵害行为 

（2） 排除侵害后果 

（3） 损害赔偿 

3.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行政责任 

（1）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2） 罚款 

4.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刑事责任 

学习目标：了解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作业： 

1. 如何理解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责任制度的形成过程和特点？ 

2. 不正当竞争行为民事责任的形式主要有哪些？ 

3. 如何理解行政责任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地位？ 

4. 哪些不正当竞争行为可能涉及刑事责任？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经验为 2个，共 2学时 
实验 1：案例研讨 （融入到教学中，不单独设置）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实验要求：熟悉基本知识；研究案例中涉及的问题；掌握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 

实验 2：案例研讨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商业仿冒、商业贿赂等 

实验要求：熟悉基本知识；研究案例中涉及的问题；掌握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竞争法的一般原理 

竞争法的产生与发展探源 

竞争法与相关法的关系 

4  

2 反垄断法概述 2  

3 垄断协议制度 2  

4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控制制度 2  

5 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控制制度 2  

6 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控制制度 2  

7 反垄断执法制度 2  

8 反不正当竞争法概述 1  

9 仿冒行为规制制度 2  

10 商业贿赂行为规制制度 2  

11 虚假宣传行为规制制度 2  

12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规制制度 1  

13 不正当有奖销售行为规制制度 2  

14 商业诋毁行为规制制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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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制度 2  

16 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学原理一：总论》、《民法学原理二：债法》、《商法一：商法总论与公司法》、

《经济法总论》 

后续课程：《房地产法》、《金融法》、《消费者法》、《会计学与会计法》、《税法》、《劳动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教师讲解、小组讨论、案例研讨等。 

教学手段： 

（1）尽量多地运用案例教学方法，选择典型和新颖的案例供学生分析、讨论，培养学员理论

联系实际的能力。 

（2）应组织学员进行小组学习，通过小组学习讨论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加深理解。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

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刘继峰主编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竞争法学》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刘继峰著《竞争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种明钊主编：《竞争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11月第 2版 

吕明瑜著：《竞争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6月 第 1版  

执笔：刘继峰 审稿：薛克鹏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0日 

 

网络与电子商务法 
Network and electronic commerce 

课程号： 4020600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民商法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通过全课程的教学,希望能让学生在掌握了一定的电子商务理论的基础上,对当代电子商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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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兴起的法律问题及实务进行系统性介绍,使学生系统地掌握电子商务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懂得如何运用电子商务法律知识管理企业,维护企业

的合法权益.这门课程的主要特点是实践应用性强,但尚处于亟待完善的阶段.主要包含电子商务经

营主体法律,电子商务合同法,电子签名法,电子认证法,电子支付法,网络广告法,以及电子商务环

境下的税收法律,隐私权保护法,网络安全法和纠纷解决法律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网络法主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网站及设立主体 

（一）网站的概念 

（二）网站的设立主体 

二、网站设立法律制度 

（一）公益性网络信息服务备案制度 

（二）特种行业信息服务审批制度 

（三）从事特殊信息服务专项备案制度 

（四）经营性网站设立的条件和程序 

（五）经营性网站设立的程序要件 

三、网站的经营范围及其他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网站设立的标准与条件。 

2．掌握网站的类型以及不同类型网站的设立条件。 

作业： 

1、试述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类型； 

2、试述公益性和经营性网站设立条件的差别。 

知识单元 2：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法律责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网络服务提供商概述 

二、网站经营者作为公共信息服务提供者的义务 

（一）服务行为合法义务 

（二）保证信息内容合法义务 

三、网站经营者与特定用户之间的网络信息服务合同 

（一）网络信息服务合同概述 

（二）网络信息服务合同中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义务 

1．对信息内容的一般义务 

2．中止义务 

四、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侵权责任 

（一）国外立法模式 

1、欧盟 

2、美国 

3、其他国家 

（二）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侵权责任 

学习目标： 

1．了解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类型以及侵权责任的分类，了解网络电子合同的订立流程。 

2．掌握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著作权共同侵权责任、商标共同侵权责任及刑事行政责任等法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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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作业： 

1、试述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著作权共同侵权责任； 

2、试述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商标共同侵权责任。 

知识单元 3：域名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域名的概念 

二、IP地址 

三、域名的结构  

（一）一级域名 

（二）二级域名 

（三）三级域名 

四、域名的特征 

（一）域名的识别性 

（二）域名注册规则 

（三）域名的无地域性、唯一性和表面相似性的特征 

五、域名的管理机构 

（一）国际域名管理机构 

（二）我国域名管理机构 

六、域名注册 

（一）中文域名问题 

（二）域名预留 

八、域名管理 

九、域名争议的解决五、 

（一）商标与域名的冲突 

（二）域名争议解决规则 

学习目标： 

1．了解域名的基本概念、域名的结构，域名注册、管理和争议解决机制。 

2．掌握域名与 IP地址的关系，域名的注册条件与标准、域名争议解决机制。 

作业： 

1、试述域名与商标权的冲突及其解决机制； 

2、试述我国域名注册条件与标准。 

知识单元 4：网络隐私权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网络隐私权概述 

（一）个人资料的概念 

（二）个人资料所有者的权利 

（三）个人资料的不当利用情况 

二、网络隐私权保护的原则 

（一）网络环境下的个人资料的保护的一般原则 

（二）资料收集者和资料提供者的权利义务 

1、资料收集者的义务 

（1）资料合法处理义务。 

（2）安全保管或保存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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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料收集者的告知义务 

2、资料提供者的权利 

（三）网站或在线企业（商店）个人资料收集、利用规则 

1、在线经营者应当事先取得许可 

2、收集和使用个人资料的规则 

（1）目的特定化原则 

（2）公告或告知原则 

（3）当事人事先同意 

（4）合理、合法使用个人数据 

（四）网络环境下特殊资料收集和利用规则 

1、对儿童个人资料收集和利用的规制 

2、个人财信隐私保护 

3、销售记录及其买卖问题 

4、通信信息保密 

学习目标： 

1．了解网络隐私保护的原则、个人数据保护收集和保护方法、网络特殊数据收集和利用规则。 

2．掌握网络隐私保护的基本原则、网络隐私收集和利用的方法、网络数据收集和保护的基本

规则。 

作业： 

1、试述网络隐私的类型； 

2、试述网络隐私收集者和提供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知识单元 5：网络有害信息控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有害信息概述 

（一）有害信息概说 

（二）有害信息的危害  

二、有害信息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政治因素 

（二）经济因素 

（三）文化因素 

（四）技术因素 

（五）法制因素 

三、 国外关于有害信息控制的概况 

（一）英国 

（二）美国 

（三）澳大利亚 

（四）新加坡 

（五）日本 

四、我国对有害信息的控制 

（一）法律手段 

（二）管理手段 

1、许可制度 

2、电子审查制度 

3、信息分级制度 

4、鼓励举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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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德手段 

（四）技术手段 

（五）行业自律 

学习目标： 

1．了解网络有害信息的种类、各国对网络有害信息控制的方法、我国对网络有害信息管控的

方法。 

2．掌握网络有害信息的危害、发生原因，网络有害信息管控的各种方法。 

作业： 

1、试述网络有害信息的种类和产生原因； 

2、试述网络有害信息的管理方法。 

知识单元 6：网络安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网络安全概述 

二、安全网络的要素  

（一）用户安全  

（二）信息安全  

三、网络安全评价标准  

四、网络的安全威胁 

五、网络安全技术 

（一）网络安全体系结构 

（二）相关网络安全技术 

六、网络安全管理 

（一） 安全策略 

（二）网络安全技术管理  

（三）安全行政管理 

七、网络安全法律 

学习目标： 

1．了解网络安全的构成要素、网络安全的评价标准、网络安全的威胁、保障网络安全的技术

措施和网络安全管理策略等。 

2．掌握网络安全的评价标准如何设置、网络安全的威胁来源、保障网络安全的综合措施。 

作业： 

1、 试述网络安全保障的体系结构。 

2、 分析我国网络安全法律体系的缺陷及其完善。 

知识单元 7：网络电子证据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概述 

（一）网络纠纷中的特殊证据问题 

1、证据形式方面  

2、证据调查方面 

3、证据认定方面  

（二）解决途径 

1、立法途径  

2、司法途径  

3、合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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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电子证据的性质 

1、视听资料说  

2、书证说 

3、物证说  

4、鉴定结论说  

5、独立证据说  

三、电子证据的形式 

（一）计算机生成证据、存储证据与混成证据 

（二）数据电文证据、附属信息证据与系统环境证据 

联合国国际贸法会为解决与电子环境中订立合同有关的事项，在《电子商务示范法》 

（三）原生证据与派生证据 

四、网络电子证据的收集与保全 

（一）网络电子证据的收集 

1、网络勘查 

2、网络搜查与扣押 

3、计算机鉴定  

（二）网络电子证据的保全 

1、网络公证保全  

2、电子档案管理  

五、网络电子证据的认定  

（一）非歧视的基本原则  

（二）可采性的认定  

1、合法性标准  

2、真实性标准 

（三）证明力的认定  

1、认定的标准 

2、可靠性的认定  

3、完整性的认定 

学习目标： 

1．了解网络电子证据的种类、收集和保全措施、网络电子证据的认定标准等。 

2．掌握网络电子证据的可采性、真实性认定标准，网络电子证据的种类和形式等。 

作业： 

1、网络电子证据的收集方法有哪些？ 

2、如何对电子网络证据进行认定？ 

知识单元 8：电子政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电子政务的概念与特征  

二、电子政务的核心  

三、发展电子政务的重要意义  

（一）推动经济的发展 

（二）改进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  

（三）促进社会文化的多元发展  

四、电子政务的应用  

（一）电子技术在立法领域的应用  

（二）电子技术在司法领域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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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子技术在行政领域的应用 

五、各国电子政务  

（一）美国的电子政务 

（二）英国的电子政务 

（三）日本的电子政务  

（四）法国的电子政务  

（五）新加坡的电子政务  

六、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的障碍  

（一）电信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  

（二）计算机网络技术水平落后  

（三）缺乏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  

（四）有关电子政务的法制系统不健全  

七、我国电子政务发展的制度保障 

（一）抓好计算机和电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电子政府的运作平台。  

（二）加快科技发展，促进计算机技术和网络安全防御系统的进步。  

（三）加强培养，建设高素质的国家公务人员队伍。  

（四）加快制定政府信息化建设管理的技术规范和相关法律、法规。  

（五）保障政府网络建设的经费开支。  

学习目标： 

1．了解……。 

2．掌握……。 

…… 

作业： 

１、我国目前电子政务存在哪些问题？ 

２、如何促进电子政务在我国的快速发展？ 

知识单元 9：网络犯罪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网络犯罪的概念 

（一）网络犯罪的概念 

（二）网络犯罪的范围 

二、网络犯罪的类型和特点 

三、网络犯罪的类型 

（一）在刑法意义上，网络犯罪可以分为三类： 

1．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2．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3．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传统犯罪 

（二）根据网络在犯罪中的不同角色，可以将网络犯罪分为两类： 

1．网络工具犯罪 

2．网络对象犯罪 

（三）根据网络犯罪侵犯的客体不同，可将其分为下列几种： 

1、妨害互联网运行安全的犯罪 

2、妨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犯罪 

3、妨害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 

4、妨害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 

5、其他网络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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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网络犯罪的特点 

1．高犯罪黑数 

2．传统犯罪的网络化 

3．网络犯罪的跨国化 

4．侦查取证难度大 

5、危害的严重性和不可预计性 

6．犯罪对象的广包容量和相对集中性 

7.网络本身即为促进或阻止犯罪的因素 

五、网络犯罪的表现形态 

1．制造、传播计算机病毒 

2．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 

3．网上诈骗 

4．网上盗窃 

5．网上侵犯个人隐私权 

6．网上侵犯知识产权 

7．网上非法交易 

8．电子洗钱 

9．网上侮辱、诽谤 

10．网上色情 

11．网上窃取、泄漏国家秘密 

12．在线赌博 

13．网上传授犯罪方法 

14．非法占用或控制计算机网络资源 

15．网上毁损商誉 

16．网上组织邪教组织 

六、网络犯罪的立法完善 

七、网络犯罪的预防与控制 

（一）网络犯罪与刑事立法 

（二）网络犯罪与网络伦理 

学习目标： 

1．了解网络犯罪的类型、网络犯罪的成因、网络犯罪的立法规范与预防控制。 

2．掌握网络犯罪的种类，对于网络犯罪的表现形态有深入的理解，掌握网络犯罪的刑事立法

规范，对网络犯罪的预防方法有所了解。 

作业： 

1、试述网络犯罪的深层原因； 

2、试述我国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的具体规范。 

知识单元 10：电子商务法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电子商务的概念 

（一）电子商务的词源 

（二）电子商务的不同概念 

（三）广义的电子商务和狭义的电子商务 

1、广义上的电子商务和狭义上的电子商务：从电子手段的角度来划分 

2、广义上的电子商务和狭义上的电子商务：从商务范围角度划分 

二、电子商务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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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子商务的类型 

（一）贸易型电子商务和服务型电子商务 

（二）企业—消费者电子商务、企业—企业电子商务和企业—政府电子商务 

（三）完全电子商务和简单电子商务 

（四）EDI商务、Internet商务和 Intranet商务 

四、电子商务的历史发展 

五、电子商务的意义 

（一）电子商务的经济效益 

（二）电子商务的社会效益 

六、电子商务法的概念 

1、广义的电子商务法 

2、狭义的电子商务法 

七、电子商务法的调整对象和范围     

（一）调整对象 

（二）狭义电子商务法的适用范围 

八、电子商务法的特征     

（一）程式性 

（二）技术性 

（三）开放性 

（四）复合性 

九、电子商务法的性质和地位     

（一）电子商务法的性质 

（二）电子商务法在商法中的地位 

十、电子商务法的基本原则     

（一）中立原则 

（二）自治原则 

（三）安全原则 

十一、电子商务法的作用     

十二、电子商务立法概况    

(一)国际组织电子商务立法概况 

（二）美洲主要国家的电子商务立法 

（三）欧洲主要国家的电子商务立法 

（四）亚太地区主要国家的电子商务立法 

学习目标： 

1．了解电子商务的种类、电子商务的特征和历史发展、电子商务法的特征、电子商务法的立

法概况。 

2．掌握电子商务的类型、电子商务的社会意义、电子商务法的立法发展状况。 

作业： 

1、试述电子商务的基本类型； 

2、试述电子商务法的法律特征。 

知识单元 11： 在线交易的主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在线交易主体的种类     

1、在线交易当事人 

2、在线交易服务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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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线交易主体认定的基本原则 

（一）主体真实原则 

（二）主体资格法定 

（三）主体公示原则 

三、在线企业的设立法律制度 

（一）在线企业的种类 

（二）在线企业的管理 

1、在线企业的登记管理 

2、网上商店相关法律问题 

3、交易平台网站的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 

1．了解在线交易主体的类型、在线交易主体的设立方法和标准。 

2．掌握在线交易主体的设立原则与设立标准、在线交易主体的管理规范。 

作业： 

1、试述在线交易主体的种类； 

2、试述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设立规则。 

知识单元 12：电子合同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电子合同概述 

（一）电子合同的概念 

（二）电子合同的特征 

二、电子代理人的法律地位 

（一）电子“代理人”的含义 

（二）电子“代理人”的实质 

（三）电子“代理人”缔约能力之分析 

（四）有关电子“代理人”的法律规定 

三、电子合同的意思表示 

四、电子合同的订立 

（一）要约邀请 

（二）要约 

（三）承诺 

五、电子合同的成立 

（一）电子合同成立的时间 

（二）电子合同成立的地点 

六、电子合同的生效 

（一）电子错误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二）电子系统故障问题 

七、点击合同 

（一）点击合同的概念 

（二）点击合同有效的原则 

（三）点选条款的无效 

八、电子合同的履行 

（一）电子合同履行的原则 

（二）电子合同履行的基本模式 

九、电子合同的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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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免责事由 

（二）违约救济的主要方式 

学习目标： 

1．了解电子合同的订立过程、电子合同的有效性、电子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等问题。 

2．掌握电子合同的种类、电子合同的订立过程、电子合同的效力、电子合同的履行与违约责

任。 

作业： 

1、试述点击合同的有效性； 

2、试述电子合同的履行原则。 

知识单元 13：电子支付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电子支付概述 

（一）电子支付的概念 

（二）电子支付工具 

1．信用卡为基础的电子支付 

2．电子支票（E-Check） 

3．电子现金或数字货币（E-Cash or Digital Money） 

（1）智能卡（Smart Card） 

（2）电子钱包(E-Purse) 

二、电子支付的形式 

三、国内外有关电子支付的立法 

（一）国外电子支付立法 

（二）我国电子支付立法 

四、电子资金划拨中当事人及其权利义务 

（一）指令人的权利和义务 

（二）接受银行的权利和义务 

（三）收款人的权利义务 

五、网上银行和电子货币 

（一）网上银行的概念 

（二）电子货币 

1、电子货币的概念 

2、电子货币的特点 

3、电子货币的种类 

4、电子货币的法律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电子支付的工具、电子支付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网上银行和电子货币的相关法律问

题。 

2．掌握电子支付的形式、电子支付中当事人各方权利义务的设置、电子货币的种类和现实意

义、网上银行的类型和法律特征等。 

作业： 

1、试述电子支付的工具种类； 

2、试述电子货币与现实货币的差别。 

知识单元 14：电子签名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494 

一、电子签名的概述 

（一）电子签名的概念 

（二）电子签名的条件 

（三）电子签名与传统签名的差异 

（四）电子签名立法模式简析 

二、电子签名的种类  

（一）广义电子签名 

（二）狭义电子签名 

（三）强化电子签名 

三、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 

（一）电子签名的确定 

（二）电子签名的条件 

（三）电子签名的归属与完整性推定 

（四）电子签名的使用及其效果 

四、电子签名认证 

（一）电子认证的概念 

（二）电子认证的方法 

（三）电子认证的分类 

（四）电子认证的立法概况 

（五）电子认证机构 

1、电子认证机构概述 

2、电子认证机构的结构 

3、电子认证机构的设立及其许可 

4、电子认证机构的管理 

学习目标： 

1．了解电子签名的种类、法律效力、电子签名法的具体规范、电子论证制度。 

2．掌握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作为重点，对于我国电子签名法有深入的学习、对于电子签名论

证制度有所了解。 

作业： 

1、试述电子签名的效力； 

2、试述电子签名真实性的认定标准。 

知识单元 15：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概述 

二、在线商品交易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一）供应商缔约前的义务 

（二）消费者解除合同的权利 

（三）合同的履行中特殊保护 

三、数字化交易之消费者保护的特殊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价值、在线商品交易和数字化交易中的消费者权益

保护方法。 

2．掌握在线商品交易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要措施、在线数字化交易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

要措施。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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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述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价值； 

2、试述在线商品交易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主要措施。 

知识单元 16：电子商务中的争议解决机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概述 

二、各国法律分析 

（一）美国法中的相关实践 

（二）欧洲法中的相关实践 

三、网络管辖权的国际协作  

（一）目的地国(country-of-destination)管辖原则和来源地国(country-of-origin)管辖原

则 

（二）欧盟的《布鲁塞尔规则》 

（三）《海牙草案》 

四、网络纠纷的在线争端解决机制  

（一）ODR的优势主要表现在： 

（二）ODR的主要形式 

学习目标： 

1．了解电子商务纠纷解决的方法、网络纠纷在线解决机制。 

2．掌握电子商务争议解决机制、网络纠纷在线争议解决机制。 

作业： 

1、试述电子纠纷解决的具体措施； 

2、试述网络纠纷在线解决机制的主要形式。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网络法主体 2  

2 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法律责任 2  

3 域名制度 2  

4 网络隐私权 2  

5 网络有害信息控制 2  

6 网络安全 2  

7 网络电子证据 2  

8 电子政务 2  

9 网络犯罪 2  

10 电子商务法导论 2  

11 在线交易主体 2  

12 电子合同 2  

13 电子支付 2  

14 电子签名 2  

15 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2  

16 电子商务争议解决机制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知识产权法 

后续课程： 民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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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网络法主体制度、网络服务提供商的法律责任、域名制度、网络电子证据、电子合同、

电子支付、电子签名、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电子商务争议解决机制 

难点：网络法主体制度中的准入制度、域名与商标权的冲突及其解决、电子支付制度、电子合

同的成立与生效制度、网络电子证据与电子商务争议解决机制等是本课的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以知识产权理论问题作为教学素材，通过研究小组的主讲发言，全班同学进行分析和讨

论，老师进行引导和点评，故本课程没有指定教材。授课所用的案例既要保证案例的经典性又要与

时俱进，每节课通过 PPT 或 Word 形式将其展示出来。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案例教学法、研讨教学法、合作教学法、互动教学法、启发教学法、

对话教学法等。 

（1）案例教学法 

本课程教学内容的学习，主要通过分析案例实现。通过在案例分析过程中梳理案件中的法律关

系、确定案件的关键问题、发现问题的解决途径、评析审理结果结果等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提高学

生运用法学理论适用法律的能力，提高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2）研讨教学法 

本课程的课堂学习以研讨方式进行，借鉴研讨课（Seminar）的教学方式，报告人提前准备书

面案例研习报告，课上由研究小组就案例分析做主讲发言，全班同学进行分析和讨论，教师进行引

导和点评，并分析案例研习与讨论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撰写研习报告、口头报告以及课堂讨论，培

养学生深层次研究分析实际案件、口头表达以及团组合作研究的能力。 

（3）合作教学法 

本课程中撰写报告和课堂研讨都将学生分为不同小组，每一案例由自由组合而成的不同小组负

责主要报告。小组成员在分组完成相关学习任务的同时，能够在合作学习中训练沟通能力、协调能

力和组织能力。 

（4）互动教学法 

本课程的案例分析报告和课堂研讨注重互动，包括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

注重学生在学习中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互动式学习，不断引导学生学习，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

促进学生形成独立思考的人格与学术风格。 

（5）启发教学法 

本课程进行案例分析，具有复习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功能，但目的却在于通过案

例训练学生的基本能力，在教学中注意启发学生主动发现问题，通过教师示范性研究分析和学生间

的互动性分析为学生进行相关研究分析提供示范，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 

本课程的考核方式，可以由期末考察成绩构成，也可以由期末考察成绩与平时成绩相结合。期

末考察采取开卷案例分析形式。平时成绩可以由教师根据学生平时案例分析和课堂讨论中的表现确

定。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吴伟光，《网络与电子商务法》(清华大学法学系列教材)，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 6月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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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参考书 
1、张楚，《电子商务法（第三版）》（21 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9月。 

2、蒋志培主编，《网络与电子商务法》， 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3、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編輯，《電子商務法規》，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版。 

4、财团法人资讯工业策进会，《電子商務法律適用解析》，經濟部商業司，2009 年版。 

5、李晓秋，《电子商务法案例评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6、吳嘉生著，《電子商務法導論》， 学林出版社 ，2003年版。 

执笔：陈健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知识产权法研讨课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Seminar 

课程号： 402060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民商法专业的专业必修（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必

修/主干）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通过组成研讨小组的形式对知识产权法必修课中涉及到的理论问题进行

深入地分析和研讨，通过分析和研讨使学生能够了解接触某一理论问题入手点，引导学生在掌握知

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的前提下对实际生活和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案件从知识产权法学理论的角度和诉

讼技巧、诉讼知识的角度予以关注。以提高学生深层次研究分析实际案件、口头表达以及团组合作

研究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知识产权制度的合理性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 

（一）知识产权概念的历史起源； 

（二）知识产权制度的历史发展； 

二、知识产权、无形财产与民法的关系 

（一）知识产权与无形财产权的关系； 

（二）无形财产与有形财产的异同； 

（三）知识产权与民法的关系； 

三、知识产权制度的合理性 

（一）知识产权制度的利弊观； 

（二）知识产权制度的合理性分析。 

学习目标： 

通过本专题研讨，使学生深入理解知识产权与有形财产制度的区别，掌握知识产权制度设置的

缺欠之处，对于知识产权利益平衡理论有较好的理解。 

作业： 

1、试述知识产权的制度合理性； 

2、试述知识产权法与物权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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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2：知识产权的法律性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知识产权的法定性 

（一）知识产权法定性的历史发展 

（二）知识产权法定性的效力 

二、知识产权的地域性 

（一）知识产权地域性产生原因 

（二）知识产权地域性的克服 

（三）知识产权地域性的效力 

三、知识产权的时间性 

（一）知识产权时间性的产生原因 

（二）知识产权时间性的现代发展 

（三）特殊类型知识产权的时间性 

学习目标： 

通过本专题研讨，使学生对于知识产权的法律性质有系统全面的理解，对知识产权的法定性、

时间性、地域性等理论问题，有深入的理解。。 

作业： 

1、试述知识产权时间性； 

2、试述知识产权的地域性。 

知识单元 3：作品的构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作品的属性 

（一）独创性 

（二）抄袭剽窃与作品的创造 

二、作品的分类 

三、衍生作品、演绎作品与作品的创造 

（一）衍生作品的概念 

（二）演绎作品的概念 

（三）戏仿作品的概念 

（四）作品的创造的构成要件 

学习目标： 

通过本专题研讨，使学生深入理解作品的构成要件，能够区分作品与非作品的差别，同时深入

了解著作权法中关于作品保护的基本原则。。 

作业： 

1、试述戏仿作品的侵权判断标准； 

2、试述衍生作品的侵权判断标准。 

知识单元 4：作者的界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作者的界定 

（一）作者的构成要件 

（二）特殊情况下的作者构成要件 

二、著作权归属与使用规则 

（一）合作作品的归属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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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汇编作品的归属与使用 

（三）演绎作品的归属与使用 

（四）职务作品的归属与使用 

（五）委托作品的归属与使用 

（六）视听作品的归属与使用 

（七）作者身份不明时的归属与使用 

（八）作者死亡后的归属与使用 

学习目标： 

通过本专题研讨，使学生深入理解作者的构成要件，对于若干特殊类型的作品的作者构成加以

区分，对于特殊类型的著作权归属和使用规则有深入的理解。。 

作业： 

1、试述视听作品归属存在的问题； 

2、试述作者的构成条件。 

知识单元 5：著作权的权利内容 

参考学时：×学时 

学习内容： 

一、著作人身权 

（一）发表权 

（二）署名权 

（三）修改权 

（四）保护作品完整权 

二、著作财产权 

（一）复制权 

（二）发行权 

（三）出租权 

（四）展览权 

（五）表演权 

（六）放映权 

（七）广播权 

（八）信息网络传播权 

（九）摄制权 

（十）改编权  

（十一）翻译权 

（十二）汇编权 

（十三）其他著作财产权 

学习目标： 

通过本专题研讨，使学生理解著作权人的权利内容的分类，深入理解著作权的权利内容的立法

不足和有待深化完善之处。 

作业： 

1、试述发表权与隐私权的区别； 

2、试述署名权的内在含义。 

知识单元 6：著作权的限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合理使用制度 

（一）合理使用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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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理使用的范围 

二、法定许可使用制度 

（一）法定许可的标准 

（二）法定许可的来源 

（三）法定许可的范围 

学习目标： 

通过本专题研讨，使学生深入理解著作权的限制理论，包括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制度的来

源、基本原则，对于著作权的权利行使规则有深入的理解。 

作业： 

1、试述合理使用制度存在的问题； 

2、试述法定许可使用的制度完善。 

知识单元 7：邻接权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邻接权的法律特征 

（一）著作权与邻接权的关系 

（二）邻接权的法律特征 

二、出版者权 

三、录制者权 

四、广播组织者权 

五、表演者权 

六、各种邻接权的权利限制 

学习目标： 

通过本专题研讨，使学生更好地理解邻接权制度的起源、发展与制度安排，对于著作权与邻接

权之间的关系有较为深入的理解。 

作业： 

1、试述录制者权的完善； 

2、试述邻接权的法律特征。 

知识单元 8：商标混淆理论与联想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商标混淆理论 

（一）商标混淆的界定 

（二）商标混淆的种类 

（三）商标混淆的认定 

二、商标联想理论 

（一）商标联想理论的形成 

（二）商标联想理论的基本内容 

（三）商标联想的类型 

（四）商标混淆理论与联想理论的异同 

学习目标： 

通过本专题研讨，使学生深入理解商标混淆理论与联想理论的构成要件，对于这两种理论的差

异性有更深入的把握，从而为商标反淡化理论的深入研究打下基础。 

作业： 

1、试述商标混淆理论的判断标准； 

2、试述商标联想理论的侵权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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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9：特种商标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立体商标 

（一）立体商标的类型 

（二）不可注册为立体商标的三维标志 

（三）立体商标与外观设计 

二、颜色商标 

（一）颜色商标的种类 

（二）颜色商标的构成要件 

（三）颜色商标的显著性 

（四）颜色商标的功能性 

三、动画商标 

四、系列商标 

五、地名商标 

（一）地名商标的类型 

（二）地名商标与合理使用 

六、姓氏商标 

（一）姓氏商标的类型 

（二）姓氏商标的注册条件 

七、商务标语商标 

（一）商务标语的概念 

（二）商标标语商标的注册条件 

八、通用名称商标 

（一）通用名称商标的注册条件 

（二）通用名称商标的显著性 

九、地理标志 

（一）地理标志的概念 

（二）各国地理标志的保护制度 

（三）我国地理标志保护制度 

学习目标： 

通过本专题研讨，使学生深入理解各种特殊类型商标的构成要件及其注册条件，扩展对商标可

注册性的理解，加强对商标构成要件的理论深度。 

作业： 

1、试述地理标志的商标保护制度； 

2、试述颜色商标的注册条件。 

知识单元 10：商标的显著性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商标用词与图案的显著性判断标准 

二、第二含义 

（一）如何判断商标用词的第二含义 

（二）第二含义的基本概念 

三、商标显著性的中外判例研讨 

学习目标： 

通过本专题研讨，使学生深入理解商标显著性的判断标准，对于商标的可注册条件有更深入的



1502 

理解。 

作业： 

1、试述商标的第二含义； 

2、试述商标显著性的判定标准。 

知识单元 11：商标权利穷竭与平行进口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商标权利穷竭理论 

（一）商标权利穷竭理论的起源 

（二）商标权利穷竭的类型 

（三）商标权利穷竭理论的作用 

（四）商标权利穷竭理论的效力 

二、商标平行进口 

（一）平行进口的概念 

（二）平行进口的类型 

（三）美国、欧盟关于商标平行进口的做法 

（四）中国商标平行进口的做法 

学习目标： 

通过本专题研讨，使学生深入理解商标权利穷竭理论的来源、作用、效力，对于商标平行进口

的类型、各国处理做法有深入的理解，在此基础上能够分析我国针对平行进口应当采取的做法。 

作业： 

1、试述商标的权利穷竭理论； 

2、试述商标商品平行进口的规制。 

知识单元 12：可专利客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可专利客体的标准 

（一）发明 

（二）实用新型 

（三）外观设计 

（四）可专利客体的认定标准 

二、不受专利法保护的智力成果 

（一）违反法律、社会公告或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 

（二）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 

（三）生物技术与可专利标准 

学习目标： 

通过本专题研讨，使学生深入理解授予专利权的标准与条件，将不可授予专利权的客体与可专

利客体之间的界线，充分认识清楚。对商业方法专利等新型专利，有较为深入的理解。。 

作业： 

1、试述生物技术的可专利性； 

2、试述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 

知识单元 13：职务发明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职务发明的概念 

二、职务发明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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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务发明的构成要件 

三、职务发明的制度完善 

学习目标： 

通过本专题研讨，使学生深入理解职务发明的基本分类、制度效力，对职务发明的完善有深入

的理解。 

作业： 

1、试述职务发明的种类； 

2、试述职务发明的制度完善。 

知识单元 14：专利授权条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新颖性 

（一）新颖性的时间标准 

（二）新颖性的地域标准 

（三）现有技术 

（四）抵触申请 

（五）新颖性豁免 

二、创造性 

（一）创造性的判断标准 

（二）非显而易见性的判断方法 

三、实用性 

学习目标： 

通过本专题研讨，使学生充分认识和理解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的判断标准与原则，对于现

有技术、非显而易见性等判断方法有更好的理解。 

作业： 

1、试述绝对新颖性的判断标准； 

2、试述非显而易见性判断标准。 

知识单元 15：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专利权保护范围及其认定原则 

（一）周边限定原则 

（二）中心限定原则 

（三）主题内容限定原则 

二、发明、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范围 

三、外观设计专利的保护范围 

学习目标： 

通过本专题研讨，使学生深入理解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界定，对于划定专利权保护范围的方法有

较充分的认识。 

作业： 

1、试述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的界定； 

2、试述专利文件的修改对专利保护范围的影响。 

知识单元 16：专利侵权行为认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专利侵权行为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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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利侵权行为的判定原则 

（二）专利侵权行为的判定方法 

二、全面覆盖原则与字面侵权 

三、等同替代原则 

四、禁止反悔原则 

五、公知技术抗辩 

六、专利间接侵权的认定 

七、专利侵权的例外 

学习目标： 

通过本专题研讨，使学生深入理解专利侵权行为的判定原则与判定方法，对各种专利侵权行为

的特殊类型有较好的掌握。 

作业： 

1、试述公知技术抗辩的方法； 

2、试述禁止反悔原则对专利侵权认定的作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知识产权制度的合理性 2  

2 知识产权的法律性质 2  

3 作品的构成 2  

4 作者的界定 2  

5 著作权的权利内容 2  

6 著作权的限制 2  

7 邻接权制度 2  

8 商标混淆理论与联想理论 2  

9 特种商标 2  

10 商标的显著性 2  

11 商标权利穷竭与平行进口 2  

12 可专利客体 2  

13 职务发明 2  

14 专利授权条件 2  

15 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2  

16 专利侵权行为认定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知识产权法 

后续课程：民商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知识产权的法律性质、作品的构成、作者的界定、著作权的限制、邻接权制度、商标混

淆理论与联想理论、商标的显著性、商标权利穷竭与平行进口、职务发明、专利授权条件、专利权

的保护范围、专利侵权行为认定 

难点：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与法律性质、著作权中的限制制度及其应用、邻接权制度、商标混

淆理论与联想理论、专利权的保护范围的划分及专利侵权行为的判断等问题，是本课的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以知识产权理论问题作为教学素材，通过研究小组的主讲发言，全班同学进行分析和讨

论，老师进行引导和点评，故本课程没有指定教材。授课所用的案例既要保证案例的经典性又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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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俱进，每节课通过 PPT 或 Word 形式将其展示出来。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案例教学法、研讨教学法、合作教学法、互动教学法、启发教学法、

对话教学法等。 

（1）案例教学法 

本课程教学内容的学习，主要通过分析案例实现。通过在案例分析过程中梳理案件中的法律关

系、确定案件的关键问题、发现问题的解决途径、评析审理结果结果等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提高学

生运用法学理论适用法律的能力，提高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2）研讨教学法 

本课程的课堂学习以研讨方式进行，借鉴研讨课（Seminar）的教学方式，报告人提前准备书

面案例研习报告，课上由研究小组就案例分析做主讲发言，全班同学进行分析和讨论，教师进行引

导和点评，并分析案例研习与讨论中存在的问题。通过撰写研习报告、口头报告以及课堂讨论，培

养学生深层次研究分析实际案件、口头表达以及团组合作研究的能力。 

（3）合作教学法 

本课程中撰写报告和课堂研讨都将学生分为不同小组，每一案例由自由组合而成的不同小组负

责主要报告。小组成员在分组完成相关学习任务的同时，能够在合作学习中训练沟通能力、协调能

力和组织能力。 

（4）互动教学法 

本课程的案例分析报告和课堂研讨注重互动，包括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

注重学生在学习中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互动式学习，不断引导学生学习，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

促进学生形成独立思考的人格与学术风格。 

（5）启发教学法 

本课程进行案例分析，具有复习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功能，但目的却在于通过案

例训练学生的基本能力，在教学中注意启发学生主动发现问题，通过教师示范性研究分析和学生间

的互动性分析为学生进行相关研究分析提供示范，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 

本课程的考核方式，可以由期末考察成绩构成，也可以由期末考察成绩与平时成绩相结合。期

末考察采取开卷案例分析形式。平时成绩可以由教师根据学生平时案例分析和课堂讨论中的表现确

定。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冯晓青等编著《知识产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 4月 第 3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吴汉东，《科技、经济、法律协调机制中的知识产权法》，载《法学研究》，2001 年第 6 期，

第 128—148页。 

2、胡开忠，《无形财产形态的历史演变及启示》，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3年第 16卷

第 1期，第 61—64页。 

3、吴汉东，《关于知识产权本体、主体与客体的重新认识——以财产所有权为比较研究对象》，

载《法学评论》，2000 年第 5 期，第 3—13页。 

4、吴汉东，《财产权客体制度论——以无形财产权客体为主要研究对象》，载《法 商 研 究》，

2000 年第 4 期，第 45—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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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汉东，《财产的非物质化革命与革命的非物质财产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4 期，第 122—133页。 

6、易继明，《知识产权的观念:类型化及法律适用》，载《法学研究》，2005 年第 3 期，第 111

—125页。 

7、吴汉东，《无形财产权的若干理论问题》，载《法学研究》，第 19 卷第 4 期，第 79—85页。 

8、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 8月第一版。 

9、李扬，《知识产权法定主义及其适用》，载《法学研究》，2 0 0 6 年第 2 期，第 3—16页。 

10、《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Trips协议》。 

11、张玉敏，《知识产权的概念和法律特征》，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 10期，第 103—110

页。 

12、王春燕，《论知识产权地域性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年第

3期，第 61—65页。 

13、吴汉东，《中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评价与反思》，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 1期，第 51

—68页。 

14、（美）希比 著，倪晓宁，王丽 译，《国际知识产权（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 2月第一版。 

15 、 曹 世 华 ，《 论 作 品 独 创 性 之 合 理 规 定 》， 载 《 法 律 科 学 》，                

1996 年 第 6 期，第 34—40页。 

16、姜 颖，《作品独创性判定标准的比较研究》，载《知识产权》，2004 年第 3 期，第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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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律诊所 
IP Law Clinic 

课程号：402060070 

一、课程教学目标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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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在校内是一门重要的法律实践课程，对外是为

社会提供知识产权公益法律服务的平台。教学任务包括课堂教学和基地实践两大模块。本课程总学

时为 80 学时，其中课堂教学 34 学时，基地实践 46 学时，计 5 学分。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课堂教学与基地实践训练，通过接触和处理真实的案件，让法学专业的

学生在校期间进一步掌握和运用所学的知识产权法律专业知识，锻炼学生协同工作的能力和相应的

法律职业基本技能，弥补传统法学课程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脱节，加强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的理解，

为培养应用型卓越法律人才奠定基础。 

本课程的教学要求是： 

了解：诊所法律教育的概念及发展状况；律师职业的基本价值；谈判与调解的一般理论与技巧；

法律文书写作的格式；法院开庭/仲裁的程序。 

理解：诊所法律教育的价值和方法；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性质、特点及管理机制；律师的职业

道德与基本技巧；如何会见当事人；如何开展案件的准备工作；调解与谈判的基本规则及一般策略；

办理知识产权律师业务的流程与项目的策划与开发；法律文书写作的要点；法院开庭/仲裁的注意

事项。 

掌握：律师职业处理一般知识产权案件的基本技能及技巧，包括会见当事人与提供法律咨询的

技巧；事实调查与获取证据的步骤与技巧；谈判与调解的技巧；侵权案件的处理与技巧；行政案件

的处理与技巧；法律文书写作的方法；法院开庭/仲裁的技巧和关键问题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课堂教学：34 学时 

第一部分  理论教学 

知识产权法律课堂理论教学，每学期选择一个正在进行中的知识产权实际案例，围绕该案例待

解决之法律争议，分列专题讲座形式和指导学生参与剖析案例、演练展开教学，全程由学生边学习、

边应用，独立进行事实调查、收集证据、研究法律与法理，制定出解决争议的各种具体方案，最终

达到期末由学生独立完成模拟法庭或仲裁庭的开庭活动，做为衡量教学效果的结课标志。 

知识单元 1：诊所式法律教育导论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概念、背景及发展状况 

2．诊所式法律教育的地位与作用 

3．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方法 

4. 我国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教育状况 

5. 知识产权法诊所的性质及特点 

6. 知识产权法诊所的管理机制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上诊所式法律教育的概况和我国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教育的状况。 

2．掌握知识产权法诊所的教学模式、学习方法。 

作业： 

预览本期公邮公布之案例简介及相关资料。 

知识单元 2：会见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一）课堂理论教学 

1. 法律事务中的会见概述 

2．律师与当事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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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事人的期望与意图 

4．会见计划的制定 

5. 会见当事人的步骤与会见后的跟进 

6.会见之技巧 

（二）演练 

在律师事务所场景下，结合实际案例分配角色，演练律师与当事人的首次会见。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法律事务中的会见。 

2．掌握律师会见当事人的技能与技巧。 

作业： 

准备再次会见的事实材料。 

知识单元 3：事实调查与证据收集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一）课堂理论教学 

1．事实调查与证据收集概述 

2．事实调查与证据收集的范围和步骤 

3. 制订事实调查与证据收集计划 

4．事实调查与证据收集的技巧 

5. 证据的选择与证据目录 

6. 证据规则与证据运用的技巧 

（二）演练 

分原告（申请人）与被告（被申请人）两大阵营角色，以再次会见的形式，演练事实调查，准

备收集证据。 

学习目标： 

1．了解处理法律事务中事实与证据的重要性和事实还原与证据收集的技能。 

2．掌握事实调查与证据收集的规则与技巧。 

作业： 

结合本案事实调查内客和本方主张，形成书面证据目录。 

知识单元 4：法律论证与适用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一）课堂理论教学 

1．法律论证概述 

2．法律论证的目标及影响因素 

3．法律分析的步骤 

4．法律分析的技巧 

5．法律的检索与适用 

（二）演练 

分组应用所学之法律分析的技巧，结合案情讨论、检索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分析与适用的方法与途径，学会利用法律武器支撑己方之主张的技能。 

2．掌握法律检索与适用的技巧。 

作业： 

根据已方所需，检索出解决本案争议可以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列表备用。 

知识单元 5：咨询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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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一）课堂理论教学 

1．咨询与建议概述 

2．咨询计划的制定 

3．咨询的形式选择及步骤 

4. 建议方案的形成与选择 

5．咨询与建议的技巧 

（二）演练 

结合实际案例，分组演练当事人向律师咨询，形成若干备选建议方案。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事务中咨询与建议的内涵，学习答复咨询的建议技能。 

2．掌握提出建议备选方案的技巧。 

作业： 

从讨论案例形成的备选方案中选择出最佳的咨询建议方案。 

知识单元 6：谈判和调解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一）课堂理论教学 

 

1．谈判与调解概述 

2．影响调解与谈判的因素 

3. 谈判与调解的策略及模式 

4. 谈判与调解方案的设定 

5. 谈判与调解的步骤 

6. 谈判与调解的技巧 

（二）演练 

组成模拟法庭或仲裁庭，结合实际案例演练谈判破裂后的当庭调解。 

学习目标： 

1．分别了解谈判与调解在化解法律冲突中的积极作用，学会区别不同情形选择适用谈判或调

解策略及模式的技能。 

2．分别掌握谈判与调解的技巧。 

作业： 

1. 正方准备起诉状（或仲裁申请书） 

2. 反方准备答辨状或反诉状。 

知识单元 7：庭辨与和解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一）课堂理论教学 

1．庭辩与和解概述 

2．庭辩与和解策略的形成 

3．庭辩准备工作与方案制定 

4．庭辩中的预案选择适用 

5. 庭辩与和解的技巧 

（二）演练 

演练模拟法庭或仲裁庭中的庭辩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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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庭辩与和解的重要作用 

2．分別掌握庭辩与和解的技巧 

作业： 

上网自习诉讼或仲裁的程序规则 

知识单元 8：法律人的职业道德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一）课堂理论教学 

1．法律人职业道德概述 

2. 遵守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 

3．不同法律事务中的特殊职业道德约束 

4．法律人应当自律遵循的具体职业道德 

5. 自觉坚守职业道德底线的修养 

（二）演练 

各组模拟法庭或仲裁庭，演练开庭全过程。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庭或仲裁庭开庭全过程的各环节体验。 

2．掌握开庭中的应变技巧及职业道德。 

作业： 

各审判庭或仲裁庭组成人员经合议形成判决书或仲裁裁决书草稿。 

知识单元 9：诉讼与仲裁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一）课堂理论教学 

1．诉讼与仲裁的概述 

2．诉讼与仲裁的前期准备 

3．诉讼与仲裁过程的应变 

4. 诉讼与仲裁的开庭程序 

5．诉讼与仲裁的技巧 

（二）演练 

各组审判庭或仲裁庭选拔出最佳角色，组成合议庭最佳阵容，全程模拟开庭。 

学习目标： 

1．了解体验法院或仲裁机构开庭审判或仲裁过程所需的技能。 

2．掌握诉讼或仲裁过程的细节技巧。 

作业： 

1. 正方检查完善起诉或申请仲裁开庭所需的相关文件和证据资料等。 

2. 反方检查完善应诉或反驳仲裁开庭所需的相关文件和证据资料等。 

3. 法庭或仲裁庭人员准备开庭预案。 

知识单元 10： 模拟庭审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由选拔出的最佳组庭阵容的同学们演示模拟法庭或仲裁庭开庭之全过程。 

1．事实调查 

2．证据质证 

3．当庭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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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持调解 

5．最后陈述 

6．裁决 

学习目标： 

1．了解检测同学们通过学习和演练，所达到的解决处理具体实际案件的技能和水平。 

2．掌握开庭点评总结的技巧。 

作业： 

合议庭做出判决书或仲裁裁决书，交由档案组同学汇总各方起诉书（仲裁申请书）、答辩状、

证据资料等全部法律文件一起装订成卷宗存档。 

第二部分  实务讲座 

参考学时：2 学时 

学习内容： 

1．外请知识产权法律实务部门的专家，针对某一主题进行讲座。 

2．法律诊所教师进行点评。 

3. 专家与学生互动、交流。 

学习目标： 

1．了解知识产权案件处理过程中律师、法官/仲裁员等不同的思维和思路以及需要注意的相关

问题；同时了解讲座、点评、互动的形式。 

2．掌握处理知识产权案件中不同角色需要完成的工作，为期末的模拟庭审做准备。 

作业： 

针对实务讲座中的重点问题，写一篇“随笔”。 

第三部分  反馈、评估与总结 

参考学时：3学时（与“模拟庭审”单元同记3学时） 

内容： 

1．中期反馈与调整 

2. 学生自评、小组互评，教师总评 

3. 期末评估与总结 

目标： 

1．中期反馈情况，发现问题，分析原因，及时纠偏；提出建议，进行相关措施与安排的调整

和完善。 

2．期末评估与总结，结合平时的课堂教学与基地实践两方面的表现、模拟庭审的准备、演练

等进行全面评估，肯定成绩，找出不足，总结经验教训，为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奠定基础。 

作业： 

完成五篇随笔，一篇实习报告。 

（二） 基地实践 

本模块实训为六个，共 46 学时 

实训 1：自我介绍和法律咨询（8 学时） 

参考学时：8 学时 

实训内容： 

在诊所实践基地师生第一次见面，学生进行一分钟的口头自我介绍，随后老师根据“三部曲”

规则给予点评，并要求学生将自我介绍写成 300 文字。 

诊所学生通过电话、现场及书面方式，向符合援助条件的当事人提供义务法律咨询。电话咨询

和现场咨询应制作书面记录。 

实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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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绍要求围绕法律诊所特定的环境，突出自己的特点和优势，点面结合。熟悉咨询所需要

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司法解释及政策；研究咨询所涉及的案件类型、与社会发展和法律制度

的关系、难以解决的疑难法律问题等；掌握法律咨询的技巧及法律文书写作的方法。 

实训 2：现场观摩或案件旁听 

参考学时：8 学时 

实训内容： 

带领学生到法院、海关、法律援助中心、专利代理机构、律师事务所、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

知识产权局等政府管理机关进行现场观摩或案件旁听；在全面体验基础上，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座

谈，对真实案件的审判/审理/处理进行点评式学习和分析。 

实训要求： 

了解、熟悉法院、律师事务所等机构的背景材料、业务范围；研究观摩内容或旁听案件的主要

事实和理由、法律依据及归纳的焦点问题；掌握法律实务的处理程序、规则与方法。 

实训 3：法律文书/文件起草 

参考学时：8 学时 

实训内容： 

法律诊所学生义务帮助符合援助条件的当事人起草起诉书、答辩状、损害赔偿协议、管辖异议

申请书、代理意见书、和解协议、商标许可合同、版权使用合同、专利无效申请等法律文书/文件。 

实训要求： 

熟悉相关法律文书/文件的基本格式；研究各种法律文书/文件的特性和关键条款以及涉及的理

论问题；掌握法律文书/文件的写作方法。 

实训 4：真案代理 

参考学时：8 学时 

实训内容： 

法律诊所学生可以接受当事人的委托，与执业律师合作或以公民身份代理处理案件，与当事人

充分交换意见后，代理当事人参加调解、谈判、出庭等。 

实训要求： 

熟悉案件涉及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在接受当事人委托后，法律诊所学生应以小组为单位，

详细研究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做出办案的初步计划；掌握证据收集、调查、梳理和证据清单制作

的方法。 

实训 5：项目策划与研究 

参考学时：6 学时 

实训内容： 

项目策划与研究是知识产权律师业务开发与拓展的重要方面。法律诊所学生在初次接触当事人

时，应当以敏锐的触觉，搜集广泛的信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政策以及社会与发展状

况，确定主题进行项目策划与研究，从而提出可行的项目运行规范和程序。 

实训要求： 

熟悉项目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政策；研究与分析社会与发展状况对项目的影响及

市场预期；掌握资料搜集、项目策划书/可行性报告撰写的方法。 

实训 6：法律论证与建议 

参考学时：8 学时 

实训内容： 

在教师的指导下，法律诊所学生根据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与信息，确定法律论证的目标及影响因

素，找出相关法律依据，指出案件/项目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以及存在的法律风险，并提出解决问

题的突破口、具体的操作建议以及防范风险的办法与措施。 

实训要求： 

熟悉案件/项目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研究案件/项目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以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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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风险；掌握法律论证与建议的策划、组织及法律意见书撰写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诊所式法律教育导论 3 包括法律诊所整体安排 
2 会见/基地实践 3/4 
3 事实调查与证据收集/基地实践 3/4 
4 法律论证与适用/基地实践 3/4 
5 咨询与建议/基地实践 3/4 
6 外请专家实务讲座/基地实践 2/4 
7 谈判与调解/基地实践 3/4 
8 庭辨与和解/基地实践 3/4 
9 法律人的职业道德/基地实践 3/4 
10 诉讼与仲裁/基地实践 3/4 
11 基地实践 4 
12 基地实践 4 
13 基地实践 4 
14 个人总结 0 

1、基地实践共 14 周（第 2 
—15 周）； 
2、学生每星期 1—4 轮流在 
基地进行实践，每人每周一 
天； 
3、七个实训均在实践基地 
穿插进行。 
 

15 小组评估 0 
16 模拟庭审/评估与总结大会 3 

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管理 
小组进行组织、落实。 

17 诊所式法律教育导论 3 
全体教师（包括学校教学管理人

员、实践兼职指导老师）、学生参

加。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知识产权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仲裁法、证据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2.1 重点： 

学生定位、团队合作、评价反馈、保密工作。 

2.1．1法律诊所教育中学生占主导地位，应当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目标。学习目

标是教师制定教学目标的重要依据。每位学生应该有自己的学习计划。 

2.1.2法律诊所学习过程中学生要提高合作技能，尝试各种提高合作质量的方法，使学生建立

相互信任、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团队精神及合作意识。 

2.1.3无论在课堂教学还是基地实践中，学生讨论各种方案，理解证据、事实和法律之间的关

系，均需进行评价和反馈，而不是依赖老师得到现成的解决问题的答案。 

2.1.4法律诊所教师和学生必须注意案件的保密工作。法律诊所教师应以身作则，从严要求自

己，作学生的表率。法律诊所学生之间，有权分享诊所内其他成员的案件信息资源。诊所外，学生

不能谈论涉及当事人隐私、商业秘密及国家机密的任何信息。 

2.2 难点： 

法律技能与技巧的训练、法律职业责任感的培养、品牌形象的树立。 

2.2．1法律诊所实践中，教师对学生进行基本技能、技巧训练，进行诸如会谈、事实调查、咨

询、法律文书写作、陈述和口头辩论等活动，并给予详细的个人反馈。学生不仅通过课堂模拟练习

这些技能、技巧，而且在真案代理中尝试运用这些技能，并通过反馈进一步理解和提高这些技能、

技巧。 

2.2.2法律诊所学习过程中学生通过与社会的接触而了解社会；要向当事人、律师、法官、政

府官员等学习，扩大知识面，提高判断能力，加强法律职业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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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树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团队自身的独特品牌形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学特点主要是从经验中学习、从实践中学习。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教学方式

概括为互动式、体验式、反馈式三种方式，主要体现在课堂教学和基地实践两个方面。 

课堂教学：教师在课堂上采用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容。课堂的专

题讲座，主要运用角色模拟训练、互动式个案指导、辩论式的提问与回答、讨论式集体头脑风暴和

课堂游戏等是多种教学手段。 

基地实践：学生定位于“律师助理”的角色，开展法律咨询，协助办理当事人委托的真实案件，

在实践中接受专业教师的指导。在法律实务处理过程中培养学生必要的技能，不仅在消化课堂学习

的法学理论知识，而是掌握整个法律实务的流程。 

4、实践教学环境（实训室、设备和软件） 

课堂教学需要能放 DVD、能上网、能放录像的设备，另外需要适合分组讨论的教室，和模拟法

庭/仲裁庭。 

为了便于法律诊所师生完成教学任务，学校与律师事务所等知识产权相关机构合作，设有若干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诊所实践基地”，并开通“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iplawclinic。与北京 12330 合作成立了“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保护

志愿校园服务站”。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平时成绩占 60％（考核内容包括学生出

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模拟法庭占 10%；期末评估占 30％（包括

实习报告、随笔和总结等）。 

根据知识产权法诊所同学的实践基地值班情况（出勤和咨询服务、参与案件的代理等）、完成

作业和课堂讨论情况、学习态度、自我管理与服务等方面，按照《本科生专业实习考核登记表》进

行评定综合专业素质评价、制作专业文书能力、实习报告或论文等成绩。 

6、作业要求 

每次课堂教学结束时均应布置相应作业，每次基地实践中未完成的实务工作须在规定时限内继

续完成。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

环境特点，自主编写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实训操作指导书。 

8、课程特点 

8.1 由于法律诊所只是一门课程，学生的基地实践每周每人轮流一天。上述教学实践的七个方

面的实训也只能根据实践基地的实际情况，非连续性地进行。 

8.2 法律诊所学生应认真填写诊所值班日志，记录法律咨询、或接待事项的当事人名称、电话；

参与办案的具体环节；日常事务等各项实践活动的内容，并随时保留个案的案件资料。 

学期结束归档的卷宗有小组值班日志和个案案卷。在法律诊所课程结束时，每个学生都须完成

书面的实习报告，系统地总结自己的收获、对实践目标的实现情况作出分析和总结，并指出法律诊

所的成功与不足之处。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杨欣欣编著《法学教育与诊所式教学方法》，法律出版社，2002 年出版 

2. 李傲编著《互动教学法——诊所式法律教育》，法律出版社，2004 年出版 

3. 刘瑛等编著《法学传统课程中实践技能训练指南》，法律出版社，2012 年出版 

（二）推荐参考书 

1.甄贞等编著《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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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瑛著《律师的思维与技能》，法律出版社，2006 年出版 

3.王殊著《中国知识产权边境保护》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年出版 

4.朱妙春著《名疑难案代理纪实——朱妙春律师办案辑》，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出版 

5.林正编《雄辩之美--法律、良知与辩才的角力》，新华出版社，2004 年出版 

6.刘文元《律师维权案例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年出版 

7.高云《律师专业思维与写作技能》，法律出版社，2004 年出版 

8．Stefan H. Krieger, Richard K. Neumann, JR./著，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译《律师执业基

本技能—会见、咨询服务、谈判、有说服力的事实分析》法律出版社，2008 年出版 

9．Roger Fisher ￡ William Ury/著，罗竹茜/译《实质利益谈判法——挑脱立场之争》，远

流（香港）出版公司，1995 年出版 

10．王立民、牟逍媛/主编《诊所法律教育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年出版 

11．王立民、牟逍媛/主编《诊所法律教育教育的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09 年出版 

12．（美）布赖恩•兰兹伯格、罗文燕/主编《为当事人抗辩•法律执业技能模拟训练案例集萃》

（王殊、刘瑛参编），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08 年出版 

13．王进喜/著《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则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

版 

14．（美）爱德华•T•赖特/著，卫跃宁等/译《法庭胜诉之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 年出版 

15．（美）史蒂文•鲁贝特/著，王进喜等/译《现代诉辩策略语技巧》，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2005 年出版 

16．胡勇敏《职业规划指南——从法学院学生到专家型法官》，法律出版社，2008 年出版 

执笔：刘瑛、王殊  统稿：刘瑛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 年 6 月 30 日 

 

税法 
Tax Law  

课程号：40207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通过分析有关宪法性、程序性和诉讼性的原则和法律制度，使学生

掌握我国税法的一般体制；2、重点分析我国税法体制中的一些重要税种，比如个人所得税、企业

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契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等，使学生掌握这些具体税

种法的基本内容；3、在学生掌握税法的基本知识和原理的基础上，教导学生如何将这些原理运用

到生活及工作实践中。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税法基础知识、课税原理、重要

税种法、税收征管法和救济法等基本内容，为税法实务、税法案例、欧洲税法与比较税法、国际税

法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税法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税法和税法渊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税法的概念 

一、税收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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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是人们为了从国家获取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付出的代价。 

二、税法的概念 

税法的概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税法是指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制定的关于调整和确认征

税主体与纳税人在税务活动中形成的税务关系的法律性文件的总称。广义上的税法是指国家立法机

构制定的关于调整和确认征税主体与纳税人之间在税务活动中形成的税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这里的“法律规范”包括 WTO原则、国际税收协议或者协定、宪法中有关税法方面的条款、税收法

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地方性税收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及税法解释。本书中的“税法”

是指广义上的税法。 

三、税收与税法的关系 

税收与税法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税收属于经济范畴，税法属于法律范畴。但他们之间存在着

不可分割的关系：税收是内容，税法是形式。没有税收，就没有税法；没有税法，税收也无从实现。 

四、税法的调整对象 

税法的调整对象，是指在税务活动中征税主体与纳税人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简称为税务关系。

税务关系包含：一是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间形成的税收经济分配关系；二是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

之间形成的税收程序关系。 

2. 税法渊源 

税法渊源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包括税法在内的所有法的基本渊源。 

二、税收法律 

税收法律，是指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针对某特定的税务关系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三、税收行政法规 

税收行政法规，是指国家最高行政机关依据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授权，制定的关于税收方面的

各种法规的总称。在我国，税法渊源中的大部分来自税收行政法规。 

四、税收部门规章 

税收部门规章，是指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决定或命

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发布的关于税收方面规范性决定或命令的总称。税收部门规章构成我

国税法渊源。 

五、地方性税收法规、规章及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地方性税收法规，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地区具体情况

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的适用于本地区的税收规范性文

件的总称。 

地方性税收规章，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适用于本地区的税收

规范性文件的总称。 

地方性税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是指民族自治地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

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的关于税收方面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地方性税收法规、规章及税收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也构成我国的税法渊源。 

六、税法解释 

法律解释，是指享有法律解释权的机构在法律规范的适用中，对于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法律规定，或是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时所做出的解释。这种解释称为

有权解释。有权解释包括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和地方解释。这些解释具有规范性，是法

的补充渊源。税法解释，是指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税法作出的

解释。它也构成我国税法的渊源之一。 

七、税法法理 

在立法上，虽然没有将税法法理作为税法的渊源，但在税法实践中，税法法理发挥着重要的指

导作用。如税法的实质征税原则、忠诚推定原则等，作为税法原则或法理，在解释适用税法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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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税法渊源。 

八、国际税收协议或者协定 

国际税收协议或者协定，是指我国与相关主权国家签订的双边或多边关于税收方面的书面协议

或协定。从严格意义上讲，国际税收协议或者协定属于国际税法范畴，但根据“条约必须遵守”的

国际惯例，国际税收协议或者协定对各缔约国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税收协

议或者协定属于我国国内税法渊源。 

学习目标： 

3. 了解税收、税法的概念。 

4. 掌握税法的法律渊源及税法的调整对象。 

作业：思考与应用 

1. 考察税收的用途，列举几个在你身上发生的税收例子，并从国家和你个人的角度谈谈对税

收的看法。 

2. 考察中西方国家的税收、税法环境，分析其各自的成因。 

知识单元 2：税收法律关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税收法律关系概述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概念 

税收法律关系，是指通过税法确认和调整的征税主体与纳税人之间在税法关系中形成的权利义

务关系。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 

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属于债权债务关系。 

三、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 

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是指征税主体与纳税人之间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2. 税收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 

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在税收法律关系中依法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当事人。包括征税主

体和纳税主体 

（一）征税主体 

征税主体，是指法律法规规定的享有权力并承担义务的国家或代表国家履行征税职能的行政机

关。 

（二）纳税主体 

纳税主体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纳税主体，是指法律、法规规定的享有基本权利和具体

权利并承担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狭义上的纳税主体，是指税法规定的享有权利并承担纳税义务

的单位和个人。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 

税收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税收法律关系主体依法应享有的权利（力）和应承担的义务。 

（一） 征税主体的权力与义务 

征税主体的权力与义务有基本权力和基本义务与具体权力和与具体义务之分。 

1．征税主体的基本权力与基本义务 

征税主体的基本权力是征税权；基本义务向人民返还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 

2．征税主体的具体权力（利）与义务 

征税主体的具体权力主要包括：税务管理权，即有权对纳税人的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和账簿、

凭证进行管理；税款征收权，即有权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税款征收方式向纳税人征收应纳税款，且

在征收的过程中，有权采用法律、法规所赋予的征收措施，如税收保全措施、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等；

税务检查权，即有权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检查范围内对纳税人的纳税情况实施前面检查；税务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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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权，即有权对违反税收征收管理法律、法规的纳税人进行处罚等。 

征税主体的具体义务主要包括：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征、停征、多征或者少征税款、

提前征收、延缓征收或者摊派税款；依照法定程序征税及依法确定税收征收管理的有关事项；按照

规定付给扣缴义务人代扣、代收税款的手续费，且不得要求非扣缴义务人代扣、代收税款；征税时，

必须给纳税人开具完税凭证；税务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实施和解除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

措施等。 

（二） 纳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纳税主体包括自然人与非自然人，这两类人的权利与义务是不同的，即自然人除了具体权利与

义务权利外，还有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 

1、纳税主体的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 

纳税主体的基本权利是从国家获取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具体主要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政治自由权、人身自由权、人格自尊权、住宅不受侵犯权、监督权、受教育权、等等。 

纳税主体的基本义务是向国家纳税。 

2、纳税主体的具体权利与具体义务 

纳税主体的具体权利主要包括：税法适用的公正权，即指纳税人有权从税务机关获得税法适用

的平等与公正，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定最低限额纳税权，即指纳税人只应依法缴纳其应缴纳

的税款。获取信息权，即指纳税人有权全面地了解有关税法内容，包括授予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

保护隐私权，即指纳税人有权要求税务机关根据法律允许的目的使用所提供的私人财务信息，有权

知道税务机关掌握有关自己信息的意图、税务机关如何使用这些信息以及如果拒绝提供这些信息可

能产生的后果。非经法律允许，税务机关不得将由纳税人提供的信息向外透漏。忠诚推定权，即指

纳税人有权被认定是诚实的，除非有足够的相反证据给予否定并经法庭判决。享受专业和礼貌服务

的权利，即指当纳税人没有得到专业服务和照顾，甚至受到粗暴对待时，纳税人有权上告，直到获

得满意答复为止。税务行政复议和诉讼权，即指纳税人有权依法对税务机关的税务行政行为提起行

政复议，要求上一级税务机关重新审定下一级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纳税人对复议不服的或者对原

税务机关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等等。 

纳税主体的具体义务主要包括：依法办理、变更或注销税务登记；依法设置账簿、凭证并妥善

对其进行保管；依法进行纳税申报；依法接受征税主体的税务检查和处罚等等。 

三、税收法律关系客体 

税收法律关系客体，是指税收法律关系主体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即税收利益。 

3. 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与终止 

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终止是基于一定的税收法律事实。因此，我们首先介绍税收法律

事实的概念。 

一、税收法律事实的概念 

税收法律事实，是指能够引起税收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终止的事件或行为。事件是指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如天灾人祸、战争等。行为是指人的有意识的活动，包括纳税人的应税

行为和立法机构的立法活动。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与终止  

（一）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 

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是指因税收法律事实的发生使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间产生了税收法律

关系。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变更 

税收法律关系的变更，是指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间已经形成的税收法律关系因一定的税收法

律事实的发生而发生了变化。 

（三）税收法律关系的终止 

税收法律关系的终止，是指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间已经形成的税收法律关系因一定的税收法

律事实的发生而消失。如当纳税人死亡时，就会导致其与征税主体之间已形成的税收法律关系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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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当国家废止《个人所得税法》时，就会使个人与征税主体之间已形成的税收法律关系消灭。 

学习目标： 

1. 了解什么是税收法律关系、税收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终止。 

2. 掌握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本质及其意义，掌握税收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 

作业：思考与应用 

1．如果你是一个立法者，在税收法律关系性质方面，你会以哪一种学说作为你的立法理念，

为什么？ 

2．区分税收法律关系的债权债务关系与民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 

3．考察中西方国家纳税人的法律地位区别。 

4．请亲自考察你所在地区的税务机构的组成，并以图示方式表达出来。 

知识单元 3：税法原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税法原则概述   

一、税法原则的概念 

税法原则是指导税法活动的准则。包括税法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基本原则是指能够贯穿税法

活动始终、融化于税法内在精髓的准则。具体原则是指某一税法活动应遵循的原则。 

二、税法原则的地位及意义 

税法原则属于税法法理的构成部分。研究税法的原则，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其理论意

义在于，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认识税法的本质等基础理论问题；其实践意义在于对建设和实施税法

的过程具有指导作用。 

2. 税法基本原则各论 

一、税收法定原则 

税法定原则，又称税收法定主义、租税法律主义，是指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国

民也不得被要求缴纳税款。该原则包括税收立法法定，税收执法法定和税收司法法定。在西方国家

一般作为宪法性原则。 

二、税法公平原则或量能课税原则 

税法公平原则是指税法活动始终遵循社会公平。 

量能课税原则可以被视为是法律公平原则在税法中的具体化，指税负按照公民负税能力的大小

在公民之间进行分摊。 

在西方国家一般是作为宪法性原则。 

三、税法效益原则 

税法效益原则是指税法活动始终遵循社会效益。 

3. 税法的具体原则各论 

一、社会政策原则 

社会政策原则，是指国家通过税法工具实现国家在环境保护、资源配置、财富分配、经济和社

会管理等方面的政策目标。 

二、适度税收原则 

适度税收原则，也称税收中性原则，是指国家制定税法时应做到尽量不妨碍纳税人正常的生产

与生活。 

三、税法简化原则 

税法简化原则，是指国家在制定税法时应立足于易于征税主体和纳税人理解，使征纳双方的征

税成本和纳税成本达到最小化。 

 四、实质征税原则 

实质征税原则，是指征税主体在征税时必须注重纳税人的实质，而非其表面形式。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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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税法的基本原则的概念与地位、社会效力原则、社会政策原则、适度原则和税法简化

原则。 

2. 掌握税收法定主义、税法公平原则或量能课税原则和实质课税原则。 

作业：思考与应用 

1．请比较税法基本原则与税收基本原则的区别 

2．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你认为我国哪些税收法律、法规应该进一步完善？ 

3. 你认为税收公平原则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如何理解量能课税原则是法律公平原则在税法中

的具体化。 

4．以史料来论证违背税收公平原则给国家和纳税人带来什么不良后果。 

5．假设你是政府立法部门智囊团的成员之一，国家在制定税法时，你我应该如何更好地处理

税收公平与税收效率之间的关系？并以书面形式予以表达。 

知识单元 4：所得税税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税法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 

一、改革开放前的税法（1950年至 1978年） 

（一）1950年新中国税法的建立 

（二）1953年工商税法制度的修正 

（三）1958年工商税法制度的改革和国家农业税法制度的统一 

（四）1973年工商税法制度的改革 

二、改革开放后的税法（1978年至今） 

（一）1978年至 1982年我国税法制度的恢复与建立 

（二）1983年至 1993年“利改税”与工商税制全面改革 

（三）我国现行税法的形成与改革（1993年至今） 

2. 个人所得税法 

一、个人所得税法概述 

（四）个人所得税的概念 

个人所得税，是指以个人的纯所得为课税对象的一种税 

（五）个人所得税法的概念 

个人所得税法，是指国家制定的调整和确认在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

间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个人所得税法制度的内容 

（一）纳税人 

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除自然人外，还包括个体工商户、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与承租者、合伙

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从法律地位上讲，这些纳税人分为两种：居民与非居民。     

（二）征税对象 

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征税对象包括：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

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个人独资企业取得的所得；合伙企业取得的所得；劳务报酬所得；

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

和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 

（三）计税依据 

我国实行的是分项所得税制。各项所得的计税依据分别规定如下：工资、薪金所得，为每月收

入额减除费用 1600 元后的余额；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为每一

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个人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

营所得，为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必要的费用后的余额；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

权使用费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计税依据分为两个档次：每次收入不超过 4000 元的，为每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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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除费用 800 元后的余额；每次收入超过 4000 元的，为每次收入扣除其 20%费用后的余额；财产

转让所得，为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偶然所得、利息、股息、红利

所得和其他所得为每次收入额。 

（四）税率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税率，采用超额累进税率与比例税率。工资、薪金按月合并计税，税率为

5%-45%的 9级超额累进税率。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

得、个人独资企业所得和合伙企业所得适用 5%-35%的 5级超额累进税率。其余项目均适用 20%的比

例税率。其中，稿酬所得，减征应纳税额的 30%；劳务报酬畸高的，实行加成征收。 

（五）申报核定与缴纳 

个人所得税的申报一般分为两种情况：自行申报和源泉扣缴。 

（六）免税 

下列各项所得免征个人所得税：各省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以

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国

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

保险赔款；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按照国家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安家费、退职费、退休工资、

离休工资、离休生活补助费；依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应予免税的各国驻华使馆、领事馆的外交代表、

领事官员和其他人员的所得；中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公约、签订的协议中规定免税的所得；经国务院

财政部门批准免税的所得。 

三、个人所得税征收模式 

（一）分类所得税制 

分类所得课税模式是指归属于一个纳税人的各类所得或各部分所得，每一类都要按照单独的税

制规定纳税。 

（二）综合所得税制 

综合制是指基于申报对于纳税人的各类所得，不论其来源均视为一个所得整体，汇总计算后适

用统一的宽免和扣除规定，按照统一的累进税率计算应纳税额的课税模式。 

（三）分类综合所得税制 

分类综合所得税制以综合所得税为基础，同时融入分类所得税源泉扣缴的优点：先将各类所得

按性质分类（小综合），按照标准税率实行源泉扣缴，然后通过申报再综合年度不同类别所得，适

用累进税率计征。对已扣缴的税款，准予冲抵。  

3. 企业所得税法 

一、企业所得税法概述 

（一）企业所得税的概念  

企业所得税，是指以企业的纯所得为课税对象的一种税。 

（二）企业所得税法的概念 

企业所得税法，是指国家制定的调整和确认在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

间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企业所得税法的基本内容 

（一）纳税人 

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统称为企业），

但不包括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 

企业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居民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

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非居民企业，是指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且实际

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但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但

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企业。 

（二）征税对象 

企业所得税的征税对象因纳税人的法律地位不同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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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居民企业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2、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应当就其所设机构、场所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

内的所得，以及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非居

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

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三）计税依据 

1、居民企业的计税依据 

居民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为纳税人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

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用公式表示为： 

应纳税所得额=年总收入—不征税收入—各项扣除—亏损 

（1）收入总额 

收入总额是指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包括：销售货物收入；提

供劳务收入；转让财产收入；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特许权使用费

收入；接受捐赠收入；其他收入。 

（2）不征税收入 

不征税收入包括：财政拨款；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务

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 

（3）扣除项目及其限制 

允许扣除项目是指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

损失和其他支出。 

其中，相关成本、费用等项目的扣除限制为： 

固定资产折旧准予扣除，但下列固定资产不得计算折旧扣除：包括房屋、建筑物以外未投入使

用的固定资产；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出的固定资产；已足额提取折

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与经营活动无关的固定资产；单独估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的土地；其他

不得计算折旧扣除的固定资产。 

企业发生的下列支出作为长期待摊费用，按照规定摊销的，准予扣除：已足额提取折旧的固定

资产的改建支出；租入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固定资产的大修理支出；其他应当作为长期待摊费用

的支出。 

无形资产摊销费用准予扣除，但下列无形资产不得计算摊销费用扣除：包括自行开发的支出已

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的无形资产；自创商誉；与经营活动无关的无形资产；其他不得计算摊

销费用扣除的无形资产。 

企业转让资产，该项资产净值准予扣除。 

企业使用或者销售存货，按照规定计算的存货成本，准予扣除。 

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

除。 

（4）不允许扣除项目 

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下列项目不得扣除： 

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项；企业所得税税款；税收滞纳金；罚金、罚

款和被没收财物的损失；赞助支出；未经核定的准备金支出；与取得收入无关的其他支出。 

企业对外投资期间，投资资产的成本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 

（5）亏损的税务处理 

企业在汇总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其境外营业机构的亏损不得抵减境内营业机构的盈利。 

企业纳税年度发生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但结转年限最长不

得超过五年。 

2、非居民企业的计税依据 

非居民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为：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和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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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收入全额；转让财产所得，为收入全额减除财产净值后的余额；其他所得，参照前两项规定的方

法计算。 

（四）资产的税务处理    

（五）税率 

1、居民企业取得的所得与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应当就其所设机构、场

所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以及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

适用税率为 25%。 

税率确定为 25%，主要考虑是：一是对内资企业要减轻税负，对外资企业也尽可能少增加税负；

二是财政可以承受的范围；三是国际上尤其是周边国家（地区）的税率水平。全世界 159个实行企

业所得税的国家（地区）平均税率为 28.6%，我国周边 18个国家（地区）的平均税率为 26.7%。 

2、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

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适用税率为 20%。 

3、小型微利企业，减按 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4、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六）税收优惠 

1、企业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 

（1）国债利息收入； 

（2）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3）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

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4）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 

2、企业的下列所得可以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 

（1）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 

（2）从事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经营的所得； 

（3）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所得； 

（4）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所得； 

3、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对本民族自治地方的企业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的

部分，可以决定减征或者免征。自治州、自治县决定减征或者免征的，须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批准。 

4、企业的下列支出，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 

（1）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 

（2）安置残疾人员及国家鼓励安置的其他就业人员所支付的工资。 

（3）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国家需要重点扶持和鼓励的创业投资，可以按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抵扣

应纳税所得额。 

（4）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

速折旧的方法。 

（七）征收管理 

1、源泉扣缴 

对非居民企业取得实行源泉扣缴，以支付人为扣缴义务人。扣缴义务人未依法扣缴或者无法履

行扣缴义务的，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纳税人未依法缴纳的，税务机关可以从该纳税人在中

国境内其他收入项目的支付人应付的款项中，追缴该纳税人的应纳税款。 

2、特别纳税调整 

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企业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收入或

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 

企业与其关联方共同开发、受让无形资产，或者共同提供、接受劳务发生的成本，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应当按照独立交易原则进行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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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以向税务机关提出与其关联方之间业务往来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税务机关与企业协

商、确认后，达成预约定价安排。 

企业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时，应当就其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附送

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 

税务机关在进行关联业务调查时，企业及其关联方，以及与关联业务调查有关的其他企业，应

当按照规定提供相关资料。 

3、纳税期限与申报期限 

企业所得税期限为一年，即按年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分月或分季预缴。清算企业的纳税期限

为清算期间。纳税人应当在月份或者季度终了后 15天内，向其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会计报表

和预缴所得税申报表；年度终了后 5 个 月内，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并汇

算清缴，结清应缴应退税款。 企业在年度中间终止经营活动的，应当自实际经营终止之日起 60天

内，向税务机关办理当期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企业应当在办理注销登记前，就其清算所得向税务

机关申报并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 

学习目标： 

1. 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税法改革的进程。 

2. 掌握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的基本内容。 

作业：思考与应用 

2. 从我国税法发展的历程中，你得到的启迪是什么？ 

2. 解释政府对收入高的人实行高个人所得税率的动机？ 

3. 设想你是一个立法者，决定更好地解决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你在了解社会收入分配不

公的基础上，准备如何改革相关的税法制度？ 

4. 考察我国政府 1999年 11月决定开始对个人银行储蓄存款利息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动机及其

结果，并阐明你个人对政府此举的看法。 

5. 你认为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完善的建议。 

知识单元 5：商品与劳务税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增值税法 

一、增值税法概念 

（一）增值税的概念 

增值税是指以商品和劳务的增值额为征税对象所征收的一种税。 

（二）增值税的特征 

增值税具有以下特征： 

克服了重复征税；税负公平；多环节课征；税率档次少；税收转嫁性。 

（三）增值税法的概念 

增值税法，是指国家制定的调整和确认在增值税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间形成的税

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增值税法的基本内容 

（一）纳税人 

增值税的纳税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服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以及进口

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增值税的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 

（二）征税范围 

从征税范围角度看，各国的增值税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全面的增值税，即指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包括所有商品和劳务；二是非全面的增值税，即指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仅限于部分商品和部分劳务，

或全部商品和部分劳务。营改增以后，我国的增值税也属于全面增值税。 

（三）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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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世界各国，增值税的税率分为四个档次：重税率、基本税率、低税率和零税率。我国目前

增值税税率（包括征收率）包括：（1）一般税率：17%；（2）低税率：13%，11%，6%；（3）零税率：

0%；（4）征收率：3%，5%（2%，1.5%）。   

（四）计税原理 

1、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当期销项税额-当期进项税额 

其中：销项税额=销售额×税率 

销售额是指销售方向购买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不包括向购买方收取的小项税额。 

2、小规模纳税人应纳税额计算 

应纳税额=销售额×征收率 

3、进口货物应纳税额的计算 

应纳税额=组成计税价格×税率   

组成计税价=关税完税价+关税 

或：=（关税完税价+关税）/（1-消费税税率） 

（五）征收管理 

1、税收优惠 

（1）免税 

根据增值税法的规定，增值税的免税范围主要有：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业产品；来料加工

复出口的货物；避孕药品和用具；古旧图书和销售的自己使用过的物品；托儿所、幼儿园提供的保

育和教育服务；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等等。   

（2）出口退税 

出口退税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已报送离境的出口货物退还或免征其在出口前生产或流通各环

节已经缴纳的间接税。 

出口退税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免、抵、退和先征后退。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

步推进出口货物实行免抵退税办法的通知》（财税〔2002〕7号）的规定：“免、抵、退”主要适用

于自营或者委托出口自产货物的生产企业。其中，“免”税是指对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外贸企

业代理出口的自产货物，免征本企业生产销售环节的增值税，即销项税额为零。“抵”税是指企业

自营出口或委托外贸企业代理出口的自产货物应退还所耗用原材料、零部件等已纳的增值税税款，

首先抵顶内销货物应纳的增值税税款，即企业既有出口货物又有内销货物，出口货物需要退税，内

销货物需要交税，按照税法规定两者可以相互抵顶。“退”税是指生产企业自营出口或委托外贸企

业代理出口自产货物，因应抵顶的税额大于应纳税额而未抵顶完时，经主管出口退税税务机关批

准，对未抵顶完的税额部分子以退税。 

“先征后退”主要适用外贸企业收购货物出口或外贸企业代理出口货物。出口企业将出口货物

单独设帐核算的，就可以依据出口企业购进出口货物的收购成本和出口退税率计算其应退税额。 

2、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纳税期限及纳税申报期限 

（1）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 

纳税人销售货物或应税服务，其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为收讫销售款或取得销售款凭据的

当天。 

（2）纳税期限 

增值税的纳税期限，由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大小，分别核定为 1日、3日、5日、

10日、15日或 1个月。纳税人不能按固定期限纳税的，可以按照每次取得的销售收入计算纳税。 

（3）纳税申报期限 

纳税人以一个月为一期缴纳增值税的，应当从期满之日起 10日内申报纳税；以 1日、3日、5

日、10日和 15日为一期纳税的，应当从期满之日起 5日内预缴税款，于次月 1 日起 10日内  以

内申报纳税，并结清上月应纳税额。 

3、纳税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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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固定业户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增值税；固定业户到外县（市）销售

货物的，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向其向其机构所在地的

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增值税。未持有其机构所在地的税务机关核发的上述证明到外县（市）销售货物

或应税劳务的，应当向销售地的税务机关申报；没有向销售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的，由其机构所

在地的税务机关补征税款。 

（2）非固定业户应当向销售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3）进口货物应当由进口人或其代理人向报关地海关申报缴纳增值税。 

2. 消费税法 

一、消费税法概述 

（一）消费税的概念及其特点 

消费税是以消费品或消费行为征税对象的一种税。 

（二）消费税的特征 

消费税具有以下特征：选择性征收；单环节课征；税率的差别性；税收转嫁性。 

（三）消费税的作用 

消费税具有以下作用：调整产业结构；调节消费结构；调节收入，缓解社会分配不公。 

（四）消费税法的概念 

消费税法，是指国家制定的调整和确认在消费税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间形成的税

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消费税法的基本内容  

（一）纳税人 

消费税纳税人，是指生产、销售、进口消费税法规定的应税消费品的所有单位和个人。我国消

费税的纳税人，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委托加工、零售和进口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 

（二）征税范围 

各国消费税课征范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有限型消费税、中间型消费税和延伸型消费税。     

我国消费税属于有限型消费税。根据消费税法的规定，我国消费税的征税范围（1994年制定，

2006年调整）可以分为 14项，归为五大类：过度消费会对人类健康、社会秩序、生态环境等方面

造成危害的消费品，包括烟、酒、鞭炮烟火、一次性木制筷子和实木地板五项；奢侈品和非生活必

须品，包括贵重金银首饰及珠宝玉石、化妆品两项；高能耗及高档消费品，包括小汽车、摩托车、

高尔夫球、高档手表、游艇五项；不能再生和不可替代的石油类消费品，包括成品油一项；具有财

政意义的消费品，包括汽车轮胎一项。 

（三）税率 

实行消费税国家，一般采用比率税率和定额税率两种形式，有些国家采用比率税率、定额税率

和比率税率兼定额税率的复合税率三种形式，如我国。 

（四）计算原理 

消费税的计算方法可以分为三种：从价计征、从量计征和从价计征兼从量计征。 

1、从价计征 

从价计征是指按照应税消费品的价格和规定的税率计算应纳消费税额。 

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销售收入×税率 

2、从量计征 

从量计征是指以应税消费品销售数量和规定固定税额计算应纳消费税额。 

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销售数量×单位税额 

1、 从量计征兼从价计征 

从量计征兼从价计征，是指从量计征与从价计征同时使用。 

计算公式为：应纳税额=销售总量×（单位税额+出厂价/单位征税对象×税率） 

（五）征收管理 

1、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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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鼓励出口，提高本国应税消费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实行消费税国家一般对出口应

税消费品都实行免税。 

2、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纳税期限及纳税申报期限 

基本原理与增值税法规定相同，这里不再赘述。 

3、纳税地点 

纳税人生产销售以及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的，均应在纳税人核算地缴纳消费税；委托加工应税

消费品，由受托者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消费税；进口应税消费品，由进口人或其代理人报关

地海关缴纳消费税。 

4、纳税环节 

实行消费税的国家，大多将消费税纳税环节确定在生产环节或进口环节。有些国家将某些应税

消费品的纳税环节确定在零售环节。我国消费税的纳税环节为：生产环节或进口环节或零售环节。 

3. 关税法 

一、关税法概述 

（一）关税的概念 

关税，是指关税法规定的对进出口国境或关境的货物或物品课征的一种税。 

（二）关税的分类 

关税的分类方法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一是从课征目的看，关税可以分为财政关税和保护关

税；二是从进出口货物的流向看，关税可以分为进口关税、出口关税和过境关税；三是从课征标准

看，关税可以分为从价关税、从量关税、混合关税、选择关税和机动关税；四是从不同国家货物或

货物不同输入情况的差别征税，关税可以分为加重关税和优惠关税。 

（三）关税法的概念 

关税法，是指国家制定的调整和确认在关税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间形成的社会关

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关税法的内容        

（一）纳税人 

关税的纳税人为进口应税货物的收货人或其代理人；出口货物的发货人或其代理人；进出口应

税的行李物品、邮递物品和其它物品的所有人或收件人。 

（二）征税对象 

根据关税法的规定，关税的征税对象是指进出口国境或关境的货物或物品。 

（三）税率 

综合世界各国的关税法律制度，进口税率多采用复式税率。所谓复式税率是指国家为了实施关

税保护政策，对从不同国家进口的同类货物规定高低不同的税率。根据我国关税法的规定，进口关

税设最惠国税率、协定税率、特惠税率和普通税率。进口货物大部分采用比例税率，少量采用定额

税率和复合税率。出口关税税率，一般采用比例税率。 

（四）计税原理 

1、进口关税的计算 

进口关税税额是进口商品的关税完税价格与规定税率计算的。公式为： 

应纳税额＝关税完税价格×税率 

关税完税价包括：货物的货价、货物运抵中国境内输入地点起卸以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及保

险费。 

2、出口关税的计算 

出口关税税额是根据出口商品关税完税价与规定的税率计算的。公式为： 

应纳税额＝关税完税价格×税率 

关税完税价包括：货物的货价、货物运至中国境内输出地点转载以前的运输及其相关费用及保

险费，但其中不包含出口关税。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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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消费税法和关税法的主要内容。 

2. 掌握增值税法的主要内容。 

作业：思考与应用 

1. 考察我国增值税法制度实施效果。 

2. 评价营改增的基本规则。 

3. 举例说明增值税与消费税之间的关系。 

4. 举例说明关税与增值税、消费税之间的关系。 

知识单元 6：财产税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契税法 

一、契税法概述 

（一）契税的概念 

契税是在土地使用权、房屋等所有权转移时，向取得者征收的一种税。 

（一）契税法的概念 

契税法，是指国家制定的调整和确认在契税的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间形成的社会

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契税法的基本内容 

（一）纳税人 

契税的纳税人为土地使用权、房屋等所有权发生转移时的取得者。 

（二）课税范围 

我国契税的征税范围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使用权转让（包括出售、赠与和交换）、

房屋买卖、房屋赠与和房屋交换。 

（三）计税依据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使用权转让、房屋买卖为成交价格；土地使用权赠与、房屋赠与，

由征收机关参照土地使用权转让、房屋买卖的市场价格核定；土地使用权交换、房屋交换，为所交

换的土地使用权、房屋价格的差额。 

（四）税率 

契税的税率一般采用比例税率。我国契税的税率为 3%—5%的幅度税率。 

（五）免税 

政府机关、社会团体、学校等非营利性单位等所用而获得的土地使用权或房产，免征契税。 

（六）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纳税申报时间 

契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签订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的当天，或纳税人取得其他

具有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性质凭证的当天。 

纳税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 10 日内，向土地、房屋所在地的契税征收机关办理纳税申

报，并在契税征收机关核定的期限内缴纳税款。 

2. 房产税法 

一、房产税法概述 

（一）房产税的概念 

房产税是以房产为课税对象的一种税。 

（二）房产税法的概念 

房产税法，是指国家制定的调整和确认在房产税的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形成的社会

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房产税法的基本内容 

（一）纳税人 

房产税的纳税人为房产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或承典人或代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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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税依据 

房产税的计税依据为房产的原值扣除一定的折旧后的余额或房产的租金收入。 

（三）税率 

房产税的税率一般为比例税率。具体讲，以房产余值为计税依据的，税率为 1.2%；以房产的

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的，税率为 12%。 

（四）免税 

房产税法的免税范围一般涉及政府机构使用的房屋、建筑物，外国使馆的办公用房、慈善宗教

机构的房屋、社会公益事业和科研机构的办公用房、国家历史古迹、国家博物馆等。 

3. 城镇土地使用税法 

一、城镇土地使用税法概述 

（一）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概念 

城镇土地使用税，是指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范围内使用土地

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 

（二）城镇土地使用税法的概念 

城镇土地使用税法，是指国家制定的调整和确认在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与纳

税主体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城镇土地使用税法的基本内容 

（一）纳税人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纳税人，为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范围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

单位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和

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军队以及其他单位；个人包括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个人。 

（二）征税范围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税范围包括城市、县城、建制镇、工矿区的属于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土

地。 

（三） 税率 

城镇土地使用税采用的是定额税率，具体为：大城市 1.5元至 30元；中等城市 1.2元至 24元；

小城市 0.9元至 18元；县城、建制镇、工矿区 0.6元至 12元。 

（四）计税原理 

城镇土地使用税以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和按照规定的单位税额计算应纳税额。公式为： 

应纳税额=纳税人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单位税额 

（五）征收管理 

1、免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免税范围主要包括：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土地；由国家财政部

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土地；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土地；市政街道、广场、绿

化地带等公共用地；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经批准开山填海整治的土地和改造的

废弃土地，从使用的月份起免缴城镇土地使用税 5年至 10年；由财政部另行规定免税的能源、交

通、水利设施用地和其他用地。 

2、纳税期限与纳税申报期限 

城镇土地使用税按年计算，分期缴纳。具体缴纳期限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目前，各地一般规定为每个季度缴纳一次或者半年缴纳一次，每次征期 15天或者 1个月。新征用

的土地，依照下列规定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征用的耕地，自批准征用之日起满 1年时开始缴纳城

镇土地使用税；征用的非耕地，自批准征用次月起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3、纳税地点 

城镇土地使用税一般应当向土地所在地土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缴纳。 

4．车船税法 

一、车船税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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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车船税的概念 

车船税，是指对拥有并管理车船的单位和个人而的一种税。 

（二）车船税法的概念                                                                 

车船税法，是指国家制定的调整和确认在车船使用税的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之间形成

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车船使用税法基本内容 

（一）纳税人 

车船使用税的纳税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车辆、船舶（以下简称车船）的所有人或者管理

人。 

（二）征税范围 

征税范围是指依法应当在车船管理部门登记的车船。 

（三）税率 

载客汽车每辆 60元至 660元包括电车载货汽车按自重每吨 16元至 120元包括半挂牵引车、

挂车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按自重每吨 24元至 120元；摩托车每辆 36元至 180元；船舶按净吨位每

吨 3元至 6元拖船和非机动驳船分别按船舶税额的 50%计算注：专项作业车、轮式专用机械车的计

税单位及每年税额由国务院财政部门、税务主管部门参照本表确定 

（四）应纳税额计算公式： 

1、应纳税额=应纳税车辆数量（或者净吨位）×适用税额标准 

2、应纳税额=应纳税船舶净吨位（或者载重吨位）×适用税额标准 

（五）免税 

下列车船免征车船税：非机动车船（不包括非机动驳船）；拖拉机；捕捞、养殖渔船；  军

队、武警专用的车船；警用车船；按照有关规定已经缴纳船舶吨税的船舶；依照我国有关法律和我

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应当予以免税的外国驻华使馆、领事馆和国际组织驻华机构及其

有关人员的车船。 

学习目标： 

1. 了解城镇土地使用税法和车船税法的主要内容。 

2. 掌握契税法和房产税法的主要内容。 

作业：思考与应用 

1. 考察他国财产税的管理制度与我国财产税管理制度的区别？  

2. 举例说明房产税与企业所得税之间的关系。 

3. 调查你附近房产税法的执行情况，提出问题及其解决问题的法律对策。 

4. 从法律角度思考契税为什么要由取得者缴纳？ 

知识单元 7：行为及目的税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资源税法 

一、资源税法概述 

（一）资源税的概念 

资源税，是指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采或生产应税资源单位和个人，就资源及其开发条件

的差异形成的级差收入而征收的一种税。 

（二）资源税法的概念 

资源税法，是指国家制定的调整和确认在资源税的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间形成的

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资源税法基本内容 

（一）纳税人 

资源税的纳税人，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采或生产应税资源的单位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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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征税范围 

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包括：矿产品和盐。 

（三）税率 

资源税采用的是定额税率。具体为：原油每吨 8～30元；天然气每千立方米 2～15元；煤炭每

吨 0.3～5 元；其他非金属矿原矿，每吨或者每立方米 0.5～20 元；黑色金属矿原矿，每吨 2～30

元；有色金属矿原矿，每吨 0.4—30元；固体盐每吨 10～60元；液体盐每吨 2～10元。 

（四）计税原理 

资源税采用从量计征的方法，即资源税的应纳税额，按照应税产品的课税数量和规定的单位税

额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课税数量×单位税额 

（四） 征收管理 

1、免税 

资源税的免税范围包括：原油过程中用于加热、修井等的自用的原油；等等。 

2、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与纳税期限及申报期限 

原理同增值税，这里不再赘述。 

3、纳税环节 

资源税的纳税环节为：纳税人直接对外销售的矿产品和盐，在销售环节纳税；纳税人自产自用

的矿产品和盐，在移送使用环节纳税；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的资源税，在收购未税矿产品的环节纳

税。 

4、纳税地点 

资源税的纳税地点为：纳税人应向应税产品的开采或者生产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缴纳。 

2. 土地增值税法 

一、土地增值税法 

（一）土地增值税的概念 

土地增值税，是指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转让房地产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

税。 

（二）土地增值税法的概念 

土地增值税法，是指国家制定的调整和确认在土地增值税的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

间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土地增值税法的基本内容 

（一）纳税人 

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人，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出售或者以其他方式有偿转让国有土地使用

权、地上建筑物及其附着物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 

（二）计税依据 

土地增值税的计税依据为纳税人转让房地产所取得的增值额。增值额，是指纳税人转让房地产

取得的收入减除规定扣除项目金额之后的余额。 

（三）税率 

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50％的部分，税率为 30％；

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50％、未超过 100％的部分，税率为 40％；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100

％、未超过 200％的部分，税率为 50％；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 200％的部分，税率为 60％。 

（四）计税原理 

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的计算，可以采用下列两种方法： 

1、先计算出增值额所属规定级别税率的不同部分，对不同部分适用相应税率，依次计算各部

分增值额的应纳税额，各部分应纳税额之和为纳税人的全部应纳税额。公式如下： 

应纳税额=∑（增值额×税率） 

2、先计算出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之间的比率，以确定适用的税率；然后用增值额乘以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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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率减去扣除项目金额乘以速算扣除系数的方法，公式如下： 

应纳税额=增值额×税率-扣除项目×速算扣除率 

速算扣除率分别为：0%、5%、15%和 35%。 

（五）征收管理 

1、免税 

土地增值税的免税范围包括：建造普通标准住宅出售，增值额未超过各项规定扣除项目金额

20％的部分；由于城市实施规划、国家建设需要依法征用、收回的房地产；由于城市实施规划、国

家建设需要而搬迁，由纳税人自行转让的房地产；等等。 

2、纳税申报期限和地点 

纳税人应当自转让房地产合同签订之日起 7日内向房地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并提交房屋及建筑物产权、土地使用权证书，土地转让、房产买卖合同，房产评估报告和其他有关

资料。之后，在税务机关核定的期限内缴纳土地增值税。 

3.耕地占用税法 

一、耕地占用税法 

（一）耕地占用税的概述 

耕地占用税，是指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站用耕地建房或从事其他非农业建设用土地的单位

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 

（二）耕地占用税的概念 

耕地占用税法，是指国家制定的调整和确认在耕地占用税的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

间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耕地占用税法的基本内容 

（一）纳税人 

耕地占用税，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占用耕地建房或者从事其他非农业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二）征税范围 

耕地占用税的征税范围，包括属于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耕地。 

（三）税率 

耕地占用税采用定额税率形式，具体为：人均耕地在 1亩以下的地区，每平方米 2～10元；人

均耕地超过 1亩至 2亩的地区，每平方米 1.6～8元；人均耕地超过 2亩至 3亩的地区，每平方米

1.3～6.5元；人均耕地在 3亩以上的地区，每平方米 1～5元。 

（四）计税原理 

应纳税额=纳税人实际占用的耕地面积×单位税额 

（五）免税 

耕地占用税免税范围主要包括：部队军事设施用地；铁路线路、飞机跑道和停机坪用地；炸药

库用地；学校、幼儿园、医院用地；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田水利设施用地；农村居民搬迁，原

宅基地恢复耕种，且新建住宅地不超过原宅基地的；安置水库移民、灾民、难民建房用地及经批准

征用的耕地等。 

（五）纳税期限 

纳税人应当在土地管理部门批准其占地之日起 30日之内缴纳耕地占用税。 

（六）纳税地点 

耕地占用税实行同级批地同级征收办法，即由哪级土地管理部门批地，就由同级征收机关（财

政部门）征收耕地占用税。 

4. 印花税法 

一、印花税法概述 

（一）印花税的概念 

印花税是指对经济活动中书立、领受的凭证征收的一种税。 

（二）印花税法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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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法，是指国家制定的调整和确认在印花税的税收活动中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间形成的

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印花税法的基本内容 

（一）纳税人 

印花税的纳税人为书立、领受应税凭证的单位和个人。 

（二）征税范围 

印花税的征税范围包括合同或合同性质的凭证；产权转移书据；营业账簿；权利、许可证照和

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其他凭证。 

（三）税率 

印花税一般采用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各类经济合同性质的凭证、账簿、产权转移书据等适用

比例税率，分为 5档：千分之一、万分之五、万分之三、万分之零点五和万分之零点三；各种权利、

许可证照等适用定额税率，按照每件 5元的税率征收。 

（五） 征收管理 

1、纳税方法 

印花税采用纳税人自行计算应纳税额，自行购买印花税票，自行完税，自行注销的纳税方法。 

2、免税 

印花税的免税范围主要包括：已经缴纳印花税凭证的副本或抄本；财产所有人将财产赠给政府、

抚养孤老伤残人员的社会福利单位、学校书立的书据；等等。 

学习目标： 

1. 了解印花税法、城镇土地使用税法和耕地占用税法的主要内容。 

2. 掌握资源税法和土地增值税法的主要内容。 

作业：思考与应用 

1. 你认为印花税的法律意义是什么？ 

2. 印花税的征税范围包括营业账簿，现在许多纳税人用电脑记账，你认为对于这种情况应该

如何解决？想一想是否有同样的问题存在于其他的税种之中？深入思考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3. 举例说明资源税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之间的关系 

4. 设想自己是一个立法者，分析我国现行资源税法存在的不足。 

5. 土地增值税与营业税、契税、印花税之间的关系。 

6. 考察土地增值税与我国目前的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 

知识单元 8：税收征收管理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税务管理制度 

税务管理制度包括三大内容：税务登记制度；账簿、凭证的管理制度和纳税申报制度。 

一、税务登记制度 

（一）概念 

税务登记是指纳税人对其开业、变动、歇业等一系列涉税经济活动在规定的时间内向税务机关

办理登记的法定手续。 

（二）税务登记的形式 

税务登记分为：设立税务登记、变更税务登记和注销税务登记。设立税务登记，是指纳税人在

其开业时办理的税务登记。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 30 日内，持有关证

件，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登记。变更税务登记，指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化

时，应依法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变更税务登记。注销税务登记，是指当纳税人发生解散、破

产、撤销及其他依法终止纳税义务的，应当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并应在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前，

向税务机关结清应缴纳的税款、滞纳金和罚款，缴销所有的发票和发票领购簿、缴款书及税务机关

发给的其他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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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账簿、凭证管理制度 

（一）账簿、凭证管理制度的概念及内容 

账簿凭证管理制度，是指国家制定的关于账簿、凭证管理方面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账簿、凭证的管理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除经税务机关

批准可以不设账的外，都必须依法设置、管理账簿；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应按有

关规定妥善保管账簿、凭证；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不得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

控装置。并按照税务机关的规定报送有关的数据和资料。 

（二）发票管理制度 

发票属于上述凭证范畴，考虑其在凭证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我们将发票管理制度专门作为一个

问题来讲述。 

1、发票及其管理制度的概念 

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款或付款

凭证。它是财务收支的法定凭证，是进行会计核算和税务稽查的重要依据。发票管理制度，是指国

家规定关于发票的印制、领购、开具、取得、保管等一系列规范的总称。 

2、发票管理制度的内容 

发票管理制度主要包括：发票的联次、基本内容、印制、领购、使用、保管、检查和法律责任

等。 

三、纳税申报制度 

（一）概念 

纳税申报制度，是指国家制定的纳税人或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有关纳税或扣缴税款

资料方面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纳税申报的时间、方式和内容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确

定的申报期限办理纳税申报，报送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报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纳税

人报送的其他纳税资料，或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扣

缴义务人报送的其他有关资料。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或解缴税款的，税务机

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可以直接到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或者报送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

表，也可以按照规定采取邮寄、数据电文或者其他方式办理上述申报、报送事项。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纳税申报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报告表的主要内容包括：税种，

税目，应纳税项目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项目，适用税率或者单位税额，计税依据，扣除项

目及标准，应纳税额或者应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额，税款所属期限等。 

2. 税款征收制度 

一、税款征收方式 

（一）查账征收 

查账征收，是指纳税人自行计算应纳税额，并按规定期限向税务机关申报，经税务机关审查核

实填写缴款书后，由纳税人向国库或国库经收处缴纳税款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适用于财务会计制

度较健全，能够做到正确计算应纳税额和依法纳税的纳税人。 

（二）查定征收 

查定征收，是指由税务机关查实纳税人的生产经营状况，并据此核定其应纳税额的一种征收方

式。这种征收方式，适用于经营规模较小，财务制度不够健全、凭证不够完备的小型企业。 

（三）查验征收 

查验征收，是指税务机关对某些税源难以控制的征税对象，通过查验证照和实物，据以征税的

一种方式。该方式一般适用于城乡农贸市场、车站、码头、机场、口岸等场所的征税。 

（四）定期定额征收 

定期定额征收，是指税务机关根据纳税人的生产经营情况，核定其应纳税额或征收率，并定期



1539 

进行相关税种合并征收的一种征收方式。这种方式适用于一些经营范围小、账证不健全或无条件进

行记账的个体工商户。 

二、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及相关当事人在税款征收中的权力（利）与义务 

（一）核定税款的权力（利）与义务 

当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依法可以不设置账簿的；依法应

当设置账簿但未设置的；擅自销毁账簿或者拒不提供纳税资料的；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难以

查账的；发生纳税义务，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

报的；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 

税务机关在核定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程序和方法进行核定。 

（二）关联企业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进行正常业务往来时的权力（利）与义务 

关联企业未按照独立企业之间进行正常的业务往来时，税务机关有权力对其进行调整。但税务

机关在调整时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方法进行。 

（三）对未依法办理税务登记和临时从事经营的纳税人征收税款时的权力（利）与义务 

未按照规定办理税务登记的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包括到外县（市）从事生产、经营而未

向营业地税务机关报检登记的纳税人，及临时从事经营的纳税人，由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纳税额，责

令其缴纳；不缴纳的，税务机关可以扣押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扣押后缴纳应纳税

款的，税务机关必须立即解除扣押，并归还所扣押的商品、货物；扣押后仍不缴纳税款的，税务机

关可以依法拍卖或变卖所扣押的商品、货物，以拍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 

（四）实施税收保全措施时的权力（利）与义务 

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

前，责令纳税人限期缴纳应纳税款；在期限内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

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收入的迹象的，税务机关可以责成纳税人提供纳税担保。如果纳税人不

能提供纳税担保，税务机关可以依法采取下列保全措施： 

一是书面通知纳税人的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冻结纳税人的金额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存款； 

二是扣押、查封纳税人的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 

税务机关在实施该措施时必须在执法主体、程序及范围等方面保证其合法性。 

（五）实施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的权力（利）与义务 

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或者解缴税款，纳税担保人未按照规定

的期限缴纳所担保的税款，由有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税务机关依法可以采取

下列强制执行措施： 

一是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 

二是扣押、查封、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

卖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 

税务机关在实施该措施时必须在执法主体、程序及范围等方面保证其合法性。 

（六）实施离境清税措施时的权力（利）与义务 

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或者他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的，应当在出境前向税务机关结清应纳税款、

滞纳金或者提供担保。未结清税款、滞纳金，又未提供担保的，税务机关可以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

止其出境。 

（七）实施税收优先权时的权力（利）与义务 

税务机关征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能够的除外；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

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置权、

留置权执行。纳税人欠缴税款，同时又被行政机关决定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的，税收优先于罚

款、没收违法所得。” 

（八）实施税收代位权与撤销权时的权力（利）与义务 

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

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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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税务机关依法行使代位权、撤销权时，不免除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尚未履

行的纳税义务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三、税款的退还与追征 

（一）税款的退还 

纳税人超过应纳税款多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自发现之日起 10 日内办理退还手续；

纳税人自结清税款之日起 3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机关要求退还多缴的税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

利息，税务机关应当自接到纳税人退还申请之日起 30日内查实并办理退还手续。 

（二）税款的追征 

因税务机关的责任，致使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可以自应纳税款

或结算之日起 3年内要求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补缴税款，但不得加收滞纳金；因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计算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的，税务机关在 3年内可以追征税款、滞纳金；有特殊情况的，即纳

税人或者扣缴义务人因计算错误等失误，未缴或者少缴、未扣或少扣、未收或少收税款累计数额在

10万元以上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 5年。 

对于偷税、抗税、骗税的，税务机关追征其未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或者所骗取的税款，

不受期限的限制。 

3. 税务检查制度 

一、税务检查制度的概念 

税务检查，是指税务机关依据税收法律、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等，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履行

纳税义务和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义务情况进行审查和监督的活动。税务检查制度，是指国家制

定关于税务检查活动方面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税务机关在税务检查中的权力与义务 

（一）检查纳税人的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和有关资料，检查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代收代缴

税款账簿、记账凭证和有关资料。 

（二）到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场所和货物存放地检查纳税人应纳税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

检查扣缴义务人与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经营情况。 

（三）责成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提供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文件、证明材

料和有关资料； 

（四）询问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问题和情况； 

（五）到车站、码头、机场、邮政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检查纳税入托运、邮寄应纳税商品、货物

或者其他财产的有关单据、凭证和有关资料； 

（六）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凭全国统一格式的检查存款账户许可证明，查询从事

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账户。税务机关在调查税收违法

案件时，经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可以查询案件涉嫌人员的储蓄存款。税

务机关查询所获得的资料，不得用于税收以外的用途。 

（七）税务机关对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以前纳税期的纳税情况依法进行税务检查时，纳税

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并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应税收入的迹

象的，可以根据法律所赋予的权限采取税收保全措施或强制执行措施。 

三、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税务检查中的权利与义务 

上述关于税务机关在税务检查中的义务，即法律、法规对税务机关的限制性规定，就构成纳税

人、扣缴义务人的权利，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另外，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权要求税务人员

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税务人员没有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知书的，纳税人、扣缴

义务人有权拒绝检查。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税务检查中的义务是必须接受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税务检查，如实反映

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隐瞒。 

四、有关单位和个人在税务检查中的权利与义务 

税务机关在进行税务检查时，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权要求税务人员出示税务检查证和税务检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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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书；否则，有关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检查。 

有关单位和个人在税务机关调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或代扣代缴、代收代缴情况时，有义

务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和证明材料。 

五、税务稽查制度 

（一）税务稽查制度的概念 

所谓税务检查制度，是指国家制定的关于税务稽查活动方面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税务稽查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我国税务稽查机构为稽查局。稽查组织机构体系可以分为：国家级稽查局；省、自治区、直辖

市级稽查局；市（地）、县（市）级稽查局。在市（地）的全部城区、直辖市的区和县（市）的全

域集中设立稽查局进行的全域集中设立稽查局进行稽查统一稽查。在大城市或城区较大、交通不便

的城市，市稽查局可以适当设立少数分支机构或派出机构。 

稽查局内设选案、检查、审理和执行四个机构，严格分工负责。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和省、自

治区、直辖市稽查局以系统业务管理为主兼具直接办案职能；省以下稽查局以实施稽查、办案为主

兼具系统业务管理职能。稽查局在主管税务局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贯彻落实同级税务局和上级税

务局的工作部署。上级税务局有权监督检查下级税务局的稽查工作。 

（三）税务稽查程序 

我国税务稽查程序主要有以下几个步骤：制定税务稽查计划；税务稽查对象的确定、管辖与立

案；税务稽查的实施；税务稽查的审理；税务处理决定的执行。 

4. 法律责任 

一、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涉及的违反税收征收管理法的行为及其法律责任 

（一）违反税务管理的主要行为及其法律责任 

（二）逃税行为及其法律责任 

逃税，是指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薄、记帐凭证，或者在帐薄上多列支出或者

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同志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手段，不缴或少缴

应纳税款的行为；或者扣缴义务人采取上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的行为。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逃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

少缴的税款 50%以上 5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据刑法，具体处罚为：一是纳税人逃税数额

占应纳税额的 10%以上不满 30%并且逃税数额在 1万元以上不满 10万元的，或者或因逃税被税务机

关给予两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偷税数额 5倍以下的罚金；逃税

数额占应纳税额 30%以上并且逃税数额在 10万元以上的，处 3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逃

税数额 1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金。二是扣缴义务人逃税数额占应纳税额 10%以上并且数额在 1万元

以上的，依照关于纳税人的逃税罪规定进行处罚。 

（三）逃避追缴欠缴税款行为及其法律责任 

（四）抗税行为及其法律责任  

二、税务机关、税务人员涉及的违反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主要行为及其法律责任 

三、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税务人员及其他人涉及的违反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主要行为及其法律

责任 

学习目标： 

1. 了解税收征管法规定的法律责任。 

2. 掌握税务管理制度、税款征收制度、税务检查制度等主要内容。 

作业：思考与应用 

1．比较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税务登记制度，设想自己一个立法者，你会如何借鉴他国的长处来

完善我国目前的税务登记制度。 

2. 结合中外会计法、税法相关知识，谈谈如何使我国的账簿、凭证管理制度从立法环节、执

法环节得以改善？ 

3. 考察国外的纳税申报制度，并将其与我国的纳税申报制度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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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考察我国税款征收方式在实践中的运用情况。 

5. 用你身边的例子说明并分析税收强制执行措施。 

6. 什么是税收优先权？考察税收优先权的理论依据，为什么税收征管法要引进税收优先权？ 

7. 什么是税收代位权、撤消权？考察它们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为什么税收征管法要引进税收

代位权、撤消权？ 

8. 税款的退还和追征背后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以书面形式谈谈你自己的认识。 

9. 比较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税务稽查制度，谈谈你自己对我国税务稽查制度完善的建议。 

10. 总结逃税行为罪与非罪的界限；并谈一谈你对逃税罪量刑规定的看法。 

知识单元 9：税收救济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税收救济法概述 

一、税收救济法的概念 

（一）税务争议的概念 

税务争议，是指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之间在征、纳税过程中关于征纳税、税收行政处罚、税收

行政执行措施等方面而产生的分歧。 

（二）税收救济法的概念 

税收救济法，是国家制定的关于制止和纠正征税主体侵害纳税主体的合法权益的行为，使纳税

主体的合法权益获得补救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税收救济法的意义 

税收救济法的意义在于维护和监督税务机关依法行使税收执法权，防止和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

税务具体行政行为，当纳税人和其他税务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税务具体行政行为受到侵害时对其提

供法律援助和司法救济，以保护其合法权益。 

三、税收救济法的途径 

税收救济法包括行政救济制度和司法救济制度。行政救济制度即指税务行政复议制度；司法救

济制度即指税务行政诉讼制度。税收行政赔偿制度分散于税务行政复议制度和税务行政诉讼制度。

可以说，税收救济法是由税务行政复议制度、税务行政诉讼制度和税收赔偿制度构成的统一体。实

践中，解决税务争议的途径除了上述提到的法律途径外，还可通过非法律途径，如权力机关的监督、

公众舆论的监督、个体的监督、政党监督及专门机构的监督等。 

2. 税务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 

一、税务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的概念 

（一）税务行政复议制度的概念 

税务行政复议制度，是指纳税人、扣缴税款人、纳税担保人以及其他当事人不服税务机关的具

体行政行为，依法向税务行政复议机关提出重新处理申请，税务行政复议机关根据申请人的申请，

对原处理决定重新审议，并依法根据不同情况作出维持、变更或撤消决定的法律制度。 

（二）税务行政复议制度的概念 

税务行政复议制度是指纳税人、扣缴税款人、纳税担保人以及其他当事人认为税务机关具体的

行政行为不当或违法，侵害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人民法院对税务机关

具体行政行为的适当性、合法性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决的司法制度。 

二、税务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的范围 

（一）税务行政复议的范围 

  税务行政复议的范围主要包括税务机关做出下列行为：征税行为，包括税收税款、加收滞纳

金、审批减免税和出口退税、税务机关委托扣缴税款人作出的代扣代收税款行为；责令纳税人提供

纳税担保行为；采取的税收保全措施，包括书面通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暂停支付存款，扣押、

查封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采取的税收强制执行措施；采取的税收强制执行措施，包括书面通

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扣缴税款，拍卖所扣押、查封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抵缴税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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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行政处罚行为，包括罚款、销毁非法印制的发票，没收违法所得，对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非法

提供银行账户、发票、证明或者其他方便，导致未缴、少缴税款或者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的，没收

其非法所得；不予依法办理或答复的行为；取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的行为；通知出境管理机关

阻止出境行为及其法律、法规规定税务机关受理复议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 

（二）税务行政诉讼的范围 

税务行政诉讼范围与税务行政复议的范围相同。 

三、税务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管辖 

（一）税务行政复议管辖 

1、对税务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的复议，由其上一级税务机关管辖 

2、对税务机关设立的派出机构根据税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以自己的名义作出的具体行

政行为不服申请的复议，由设立该派出机构的税务机关管辖。 

3、对扣缴税款人作出的代扣、代收税款行为不服申请的复议，由主管该扣缴税款人的税务机

关的上一级税务机关管辖。 

4、对法律、法规规定需要上级批准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的复议，由最终批准的税务机关

管辖。 

5、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以及国家税务总局直属征收局、海

洋石油税务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派驻各地的进出口税收管理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的复

议，由国家税务总局管辖。 

6、税务行政复议机关发现受理的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复议机关。受移

送的复议机关不得再自行移送。 

7、税务机关因复议管辖发生争议，争议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它们的共同上一

级税务机关指定管辖。 

8、对被撤销的税务机关在其被撤销前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的复议，由继续行使其职

权的税务机关的上一级税务机关管辖。 

（二）税务行政诉讼管辖  

税务行政诉讼管辖，是指在人民法院系统内部受理第一审税务行政案件的分工和权限。税务行

政诉讼管辖可以分为级别管辖、地域管辖和裁定管辖。 

1、级别管辖，是指划分上下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一审行政案件的分工和权限。级别管辖的主

要内容包括：基层人民法院法院管辖一般的行政诉讼案件；中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

区内重大、复杂的行政诉讼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行政诉讼案件。   

2、地域管辖，是指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行政案件的分工和权限。它包括一般地域管

辖、特殊地域管辖、选择管辖和顺序管辖。 

（1）一般地域管辖，是指按照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所在地确定管辖法院。凡是

没有经过税务行政复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税务行政诉讼的；或经过税务行政复议，裁决维持原具

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税务行政诉讼的，均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

关所在地确定管辖法院。 

（2）特殊地域管辖，是指根据特殊行政法律关系或特殊行政法律关系所指的对象确定管辖法

院。主要包括三种情况：一是经过税务行政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可以由

复议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二是在税务行政诉讼案件中，未结清税款，又不提供担保的原告

对税条机关通知出境管理机关阻止其出境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而提起的诉讼，由作出上述行为的税

务机关所在地或原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三是因不动产而提起的税务行政诉讼，由不动产所在

地人民法院管辖。 

（3）选择管辖，是指对两个以上的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税务行政诉讼案件，可由原告选择

的确定管辖法院。 

（4）选择管辖，是指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的税务行政诉讼，由最先收到

的起诉状的人民法院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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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裁定管辖，是指人民法院依法自行裁定的管辖，包括移送管辖、指定管辖和管辖权的转移。 

（1）移送管辖 

移送管辖，是指人民法院发现受理的税务行政案件不属于自己管辖时，应当将其移送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   

（2）指定管辖 

指定管辖，是指有税务行政诉讼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其管辖权的，由其

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人民法院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报其共同

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3）管辖权的转移 

管辖权的转移，是指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税务行政案件，也可以

把自己管辖的第一审税务行政案件移交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下级人民法院对其管辖的第一审税务行

政案件，认为需要由上级人法院审判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决定。 

四、税务行政复议与税务行政诉讼制度的程序 

（一）纳税上争议的解决的程序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法律、行政法

规的规定交纳或解缴税款及滞纳金，然后可以在收到税务机关填发的缴款凭证之日起 60 天内向上

一级税务机关申请复议。上一级税务机关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 60 天内作出复议决定。对复

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处罚决定、强制执行措施或税收保全措施方面争议解决的程序 

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强制执行措施或税收保全措施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

日起或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或税收保全措施之日起 15 天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或采取强制执行

措施或税收保全措施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

日起 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或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税收保全措施之日起 15

天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复议和诉讼期间，强制执行措施和税收保全措施不停止执行。 

当事人对税务机关的处罚决定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的，作出处罚决

定的税务机关可以依法对其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学习目标： 

1. 了解税收救济法的意义。 

2. 掌握税收救济法律途径。 

作业：思考与应用 

1．税务争议解决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2．纳税人上的争议如何解决？ 

3. 税收处罚、税收保全措施和税收强制执行措施上的争议如何解决？ 

4. 考察实践中税务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执行情况，并分析其中的社会根源。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税法与税法渊源 2  

2 税收法律关系 2  

3 税法原则 2  

4 个人所得税法 2  

5 企业所得税法（一） 2  

6 企业所得税法（二） 2  

7 增值税法（一） 2  

8 增值税法（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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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消费税法和关税法 2  

10 契税法、房产税法和车船税法 2  

11 城镇土地使用税法、土地增值税法和耕地占用税法 2  

12 资源税法和印花税法 2  

13 税务管理、纳税评定和税款征收 2  

14 税务检查、稽查、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 2  

15 逃税与相关法律责任追究 2  

16 税务行政复议和诉讼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后续课程：税法实务、税法案例、欧洲税法与比较税法、国际税法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宪法性基本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和课税公平原则或量能课税原则）、税法渊源、税收法

律关系、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增值税法、税款征收制度、税收救济法。 

难点：课税公平原则或量能课税原则、税法解释、实质课税、企业所得税法、增值税法、税款

征收制度。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法（理论与实证法相结合） 

2.互动教学法 

3.启发教学法 

4.比较分析法 

教学手段： 

1. 使用多媒体在内的现代化教学手段 

2. 课后布置思考与应用题，思考题的目的是让学生在学完本节课内容后检验其对本节课内容

的掌握情况，应用题的目的是使学生运用其已学过的原理，学会能够继续研究一些理论问题和解决

一些实际问题。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期末考试占 80％。 

5、作业要求： 

每节课结束布置相关的思考与应用题。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税法学理论教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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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清秀著：《税法总论》，（台湾）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 2001年 10月第 2版。 

6. 施正文著：《税收债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执笔：杨萍、翁武耀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金融法  
Financial Law  

课程号：4020700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 民商经济法 专业的专业 选修 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金融法和域外金融法的发展情况，掌握

银行法、证券法、信托法、保险法和金融监管法等金融法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2、了解课程所

涉及的法学和金融概念，掌握金融法的具体规定及法学内涵，在此基础上，熟练地运用金融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金融法的基础知识、了解金融法

的相关概念，为国际金融法、金融法实务和案例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金融与金融法概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金融的概念、起源与发展。 

2．金融市场与金融工具。 

3. 金融法的概念、法律渊源和调整对象。 

4. 金融法的新近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金融与金融法的相关概念和发展趋势。 

2．掌握当前金融市场与金融法的发展趋势。 

作业： 

知识单元 2：金融部门组织法  

参考学时：30学时 

学习内容：银行、保险、证券、信托、金融衍生产品、互联网金融和中央银行相关法律制度 

1．银行法。 

2．证券法。 

3. 保险法 

4.信托法 

5.互联网金融法律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金融内部组织部门的运行规则和法律制度。 

2．掌握各个金融部门所涉及到的相关法律问题。 

作业： 

知识单元 3：金融监管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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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融监管原则。 

2．金融监管发展趋势。 

学习目标： 

1．了解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 

2．掌握当前国内和国际的金融监管发展趋势。 

作业：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个，共××学时 
实验 1：……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实验 2：……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金融与金融法概论 4  

2 银行法  4  

3 保险法 4  

4 证券法 4  

5 信托法 4  

6 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与规制 4  

7 中央银行相关法律制度 4  

8 金融调控法律制度 4  

9 金融监管法律制度 2  

10 金融监管的国际性规则 2  

11 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 4  

12 互联网金融相关法律制度 4  

13 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和退出制度 4  

14    

15    

16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金融法实务、金融法案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金融相关部门法律制度。 

难点：金融工具的掌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授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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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手段： 

1.讲授。 

2.案例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金融法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刘少军等编著《金融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 7月 第 1版（教材获奖情况） 

（二）推荐参考书 
1.周仲飞等编著《银行法学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 7月 第 1版 

2.吴志攀等编著《金融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月 第 5版 

3. 王卫国等编著《银行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 7月第 1版 

执笔：苏洁澈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7日 

 

会计学与会计法 
Accounting and Accounting Law 

课程号：40207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会计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为未来从事法律工作提供必

要的会计知识储备；2、了解会计法律法规体系的基本内容，从法律角度阐释会计问题，解决相关法

律实施过程中会计问题的处理方法；3、选择部分经典案例提高学生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相结合，使学生掌握会计学原理和会计法原理，并

能从法学角度理解司法实线中与会计活动有关的法律问题。为审计学与审计法、证券法、税法、金

融法、法务会计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会计法学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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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会计的历史沿革 

（1）世界主要国家会计发展的历史 

（2）我国会计发展的历史 

2、 会计的概念、目标及作用 

（1） 会计的概念和特征 

（2） 会计的基本职能及目标 

（3）会计的作用 

3、 会计分类与会计信息化 

（1）会计的分类 

（2）会计的信息化 

学习目标： 

1．了解会计的历史发展。 

2．掌握会计的概念、会计的目标及作用。会计的分类及会计信息化的作用。 

作业： 

1、名词解释 

（1）意大利复式簿记 

（2）会计 

2、简答题 

（1）简述意大利复式簿记的产生。 

（2）简述会计产生的条件是什么？ 

（3）简述会计的目标 

（4）简述会计的分类 

3、思考题 

（1）会计的作用 

（2）会计信息化的意义 

知识单元 2：会计法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会计法的历史发展 

（1）西 1方国家会计法的发展历史 

（2）我国会计法发展历史 

2、会计法的概念、特征及法律地位 

（1）计法的概念 

（2）会计法的特征 

（3）会计法的作用 

（4）会计法的法律地位 

3、会计法律关系 

（1）会计法律关系的概念 

（2）会计法律关系的特点 

（3）会计法律关系要素 

4、会计法的立法宗旨及管理体制 

（1）会计法的立法宗旨 

（2）会计法的适用范围 

（3）会计工作的管理体制 

学习目标： 

1.重点掌握会计法及会计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会计法的立法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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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会计法的特征、作用及会计法律关系的特征 

3.了解会计法的历史发展，会计法的法律地位及会计管理体制 

复习与思考题 

1、名词解释 

（1）会计法 

（2）会计法律关系 

（3）国家统一会计制度 

（4）会计法律关系主体 

（5）会计法律关系客体 

2、简答题 

（1）我国会计法的发展历史 

（2）会计法的特征 

（3）会计法作用 

（4）会计法的适用范围 

（5）会计法上关于“真实性”的规定 

3、思考题 

（1）会计法的法律地位 

（2）会计法立法宗旨的变迁 

知识单元 3：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会计要素与会计信息质量原则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 

（1）会计主体 

（2）持续经营 

（3）会计期间 

（4）会计要素 

2、会计要素 

（1）会计要素概述 

（2）资产、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3）收入、费用及利润 

（4）会计要素之间的关系 

3、会计信息质量原则 

（1）客观性原则 

（2）相关性原则 

（3）明晰性原则 

（4）可比性原则 

（5）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6）重要性原则 

（7）谨慎性原则 

（8）及时性原则 

4、会计核算方法 

（1）设置会计科目和账户 

（2）复式记账 

（3）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 

（4）登记账簿 

（5）成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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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财产清查 

（7）编制会计报表 

学习目标： 

1.重点掌握会计六大要素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2.掌握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及会计信息质量的原则。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 

（1）会计主体 

（2）持续经营 

（3）会计分期 

（4）货币计量 

（5）资产 

（6）负债 

（7）所有者权益 

（8）收入 

（9）费用 

（10）利润 

2、简答题 

（1）会计核算基本前提的法律意义 

（2）会计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 

3、思考题 

（1）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的法律意义 

（2）重要性原则的具体运用 

（3）谨慎性原则在会计上与税法上的具体运 

知识单元 4：复试记账原理与会计循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会计科目与账户 

（1）会计科目 

（2账户 

2、复式记账法 

（1）记账方法的概念 

（2）借贷记账法 

3、总分类账与明细分类账的平行登记 

（1）总分类账与明细分类账的关系 

（2）总分类账与明细分类账的平行登记 

4、会计循环 

（1）会计循环的概念 

（2会计循环的主要步骤 

（3）会计循环案例 

学习目标： 

1.重点掌握借贷记账法及其具体运用。 

2.掌握会计科目、会计账户及平行登记。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 

（1）会计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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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计账户 

（3）记账方法 

（4）借贷记账法 

（5）会计分录 

（6）会计循环 

2、简答题 

（1）会计科目的设置 

（2）总账与明细账的平行登记 

（3）会计循环 

知识单元 5：会计凭证与会计账簿的法律规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会计凭证的法律规定 

（1）会计凭证的概念和种类 

（2会计凭证的填制和审核 

（3）会计凭证的传递和保管 

2、会计账簿的法律规定 

（1）会计账簿的概念 

（2）账簿的种类 

（3）账簿的基本内容 

（4）账簿的格式和登记方法 

（5）登记账簿的规则 

学习目标： 

1.重点掌握会计凭证的填制和审核，会计账簿种类； 

2.掌握会计凭证的概念和种类，凭证的填制和审核； 

3.了解凭证的传递与保管，账簿的格式与登记方法及登记账簿的规则。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 

（1）会计凭证 

（2）原始凭证 

（3）记账凭证 

（4）总分类账 

（5）明细分类账 

（6）账簿 

2、简答题 

（1）原始凭证错误的更正 

（2）会计账簿设置的法律规定 

（3）会计账簿的分类 

（4）会计凭证的保管 

知识单元 6：制造业会计核算制度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采购业务的会计核算制度 

（1）采购业务核算的内容 

（2）采购业务核算应设置和运用的账户 

（3）采购业务核算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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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业务的会计核算制度 

（1）生产业务核算的主要内容 

（2）生产业务核算设置和运用的账户 

（3）生产业务核算举例 

3、销售业务的会计核算制度 

（1）销售过程业务核算的主要内容 

（2）售业务核算设置和运用的账户 

（3）销售过程业务核算举例 

4、财务成果业务的会计核算制度 

（1）财务成果核算的内容 

（2）财务成果核算设置和运用的账户 

（3）财务成果核算举例 

学习目标： 

1.重点掌握会计核算所运用的账户及具体会计核算； 

2.掌握会计核算的内容和主要流程。 

复习思考题： 

某企业为一般纳税人企业，假设该企业材料核算采用计划成本方法进行核算，其实际成本等于

计划成本，该企业某年 11 月份发生以下经济业务： 

一、采购业务核算如下： 

1．、购进甲材料 1000 斤，单价 20 元，即 20000 元，增值税 3400 元，款项全部以银行存款

支付。 

2．购进乙材料一批，发票注明价款 35100 元（含税），款项尚未支付。 

3．以银行存款支付甲、乙两种材料的运输费用计 700 元。 

4．结转甲、乙两种物资的采购成本。 

5．按照合同规定预付供货方物资款 20000 元，通过银行办理结算。 

6、丙公司向丁公司采购材料 6000吨，每吨 10元，所需支付的款项共计 60000元，按照合同

规定向丁公司预付货款的 50%，验收货物后补付货款。 

二、生产过程的核算 

1．通过银行支付职工薪酬 26000元 

2．生产车间领用原材料 200 元，厂部管理部门领用原材料 500 元。 

3．计提本月固定资产折旧费 8000 元，其中：生产一线 4000 元，车间管理部门 3000 元，厂

部管理部门 1000 元。 

4．计提应由本月负担的短期借款利息 1000元。 

5．分配本月工资费用 26000 元，其中：A 产品生产工人工资 12000 元，B 产品生产工人工资

8000元，车间管理人员工资 2000元，厂部管理人员工资 4000元。 

6．用银行存款支付诉讼费 1000元。 

7．采购员刘某借差旅费 600元。 

8．用银行存款 2000元上缴增值税。 

9．结转本月制造费用。 

10．结转本月完工产品制造成本（产品当月全部完工验收入库）。 

三、销售过程的核算 

1．向甲公司销售 A产品 6000件，每件售价 20元，即 120000 元，销项税额为 20400元，货

款及税款已送存银行。 

2．向乙公司销售 B产品 4000 件，每件售价 25 元，即 100000 元，销项税额为 17000 元，货

款及税金均未收到。 

3．以银行存款支付广告公司广告费 14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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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收丙公司购买 A 产品货款 40000 元。 

5．本月应交纳的城建税 1000 元。 

6．结转本月已销产品的实际生产成本（A 产品单位成本 16 元，B 产品单位成本 20 元）。 

7．用银行存款支付销售产品运费 300 元。 

四、财务成果的核算 

1．本月以银行存款支付税收罚款 6000 元。 

2．采购员刘某出差报销差旅费 540 元，退回现金 60 元。 

3．将确实无法支付的应付账款 10000 元，转作营业外收入。 

4．收到前欠货款 26800 元存入银行。 

5．企业购买机器设备一台,价值 100000 元,增值税进项税额 17000 元,款项尚未支付。 

6．结转本月收入。 

7．结转本月费用。 

8．按规定的税率计算企业本月应交纳的所得税。 

9．结转本月所得税。 

10．结转本年利润 

11．按利润净额的 10%提取盈余公积金。 

12．按规定向投资者分配利润 20000 元。 

13．以银行存款向投资者分配利润 20000 元。 

知识单元 7：财务会计报告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财务会计报告的法律规定 

（1）财务会计报告的概念 

（2）财务会计报告的内容 

（3）财务会计报告的法律规定 

2、资产负债表 

（1）资产负债表的概念 

（2）资产负债表作用 

（3）资产负债表的构成 

3、利润表 

（1）利润表的概念 

（2）利润表的作用 

（3）利润表的构成 

4、现金流量表 

（1）现金流量表的概念 

（2）现金流量表的作用 

（3）现金流量表的构成 

学习目标： 

1.重点掌握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的编制； 

2.掌握财务会计报告的概念和内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的概念和作用。 

复习与思考题： 

1、概念 

（1）财务会计报告 

（2）资产负债表 

（3）利润表 

（4）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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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题 

某企业 11 月份简易利润表如下 

简易利润表 

会企 02 表 

编制单位：年月单位：元 

项目本期金额上期金额（1—11 月） 

一、营业收入   300000 

减：营业成本   210000 

营业税金及附加  16500 

销售费用        12000 

管理费用        18000 

财务费用         9000 

二、营业利润    34500 

加：营业外收入   1500 

减：营业外支出   2000 

三、利润总额    34000 

减：所得税费用   9180 

四、净利润       24820 

根据上单元的会计核算题编制某企业 12 月份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3、思考题 

（1）三张报表的作用及它们之间的勾稽关系 

知识单元 8：会计监督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单位内部的会计监督 

（1）内部监督的概念和总体要求 

（2）内部监督的依据  

（3）内部监督的内容  

（4）内部监督应建立健全的会计管理制度 

2、单位外部的会计督  

（1）国家监督 

（2）社会监督 

学习目标： 

1.重点掌握单位内部监督和社会监督； 

2.掌握国家监督。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 

（1）内部监督 

（2）社会监督 

（3）国家监督 

（4）财政监督 

2、简答题 

（1）内部监督的依据 

（2）财政监督的作用 

（3）税务监督作用 

3、论述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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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部监督的意义 

（2）国家监督的作用 

（3）内部监督、国家监督及社会监督之间的关系。 

（4）注册会计师的法律地位 

知识单元 9：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会计结构和会计人员的设置置  

（1）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的设置的原则规定 

（2）会计机构负责人和会计主管人员的条件和任免 

（3）会计人员的资格 

（4）代理记账 

2、会计工作的交接 

（1）会计工作交接的总体要求 

（2）会计工作交接前的准备工作 

（3）移交手续 

（4）移交签章 

（5）临时交接 

3、注册会计师 

（1）注册会计师的考试和注册 

（2）注册会计师的业务范围 

（3）注册会计师的义务 

（4）会计师事务所 

（5）注册会计师协会 

学习目标： 

1.重点掌握会计机构负责人和会计主管人员的任免资格和条件，会计人员的任免资格和条件及

注册会计师的注册及业务范围； 

2.掌握注册会计师的权利与义务 

3.了解会计代理记账及会计工作交接 

复习思考题： 

1、名词解释 

（1）会计人员 

（2）代理记账 

（3）会计机构 

（4）注册会计师 

2、简答题 

（1）会计机构及会计人员的设置原则 

（2）会计人员的资格 

（3）会计工作交接的总体要求 

（4）注册会计师的业务范围 

3、思考题 

（1）注册会计师的权利与义务 

（2）会计人员的法律地位 

（3）会计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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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会计学概述 3  

2 会计法概述 3  

3 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会计要素与会计信息质量原则 3  

4 复试记账原理与会计循环 2  

5 复试记账原理与会计循环 1  

6 会计凭证与会计账簿的法律规定 2  

7 制造业会计核算制度 2  

8 制造业会计核算制度 2  

9 制造业会计核算制度 2  

10 制造业会计核算制度 2  

11 制造业会计核算制度 2  

12 财务会计报告 2  

13 财务会计报告 1  

14 会计监督 2  

15 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 1  

16 考查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公司法 

后续课程：税法、审计学与审计法、证券法、法务会计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了解会计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以及会计处理的方法，了解会计法律法规体系的

基本内容。 

难点：通过将理论与实践训练相结合，掌握会计学原理和会计法原理，并能从法学角度理解司

法实线中与会计活动有关的法律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通过简明、生动的口头语言向学生讲授会计学与会计法的基本知识。 

2.讨论法，学生以全班或小组为单位，围绕本门课程的中心问题，各抒己见。 

3.案例法，选择部分经典案例提高学生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练习法，通过复习题与思考题，巩固课堂内容。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留有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李美云著《会计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海渥（荷兰）著文硕等译：《会计史》中国商业出版社 1991．10 

2．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辅导教材 初级会计资格 初级会计实务  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

中心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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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燕： 《会计法》（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7 

4．贺永生：  《会计法通论》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3．7 

5．《企业会计准则—38个具体准则》 

6．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10 

7、邱海洋：《公司利润分配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8、葛家澍著：《财务会计理论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6年 5月版 

9、魏明海著：《公司高管的会计责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5年 11月版 

10、（美）罗伯特 N。安东尼 大卫 F 霍金斯  肯尼斯 A 麦钱特著《会计学教程与案例》（财务

会计分册）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1年 2月版  

执笔：李美云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5日 

 

审计学与审计法 
The Audit and Audit Law 

课程号：4020700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全面了解审计产生发展的历史；2、了解审计的分类，掌握审计的基

本方法和技术方法，熟悉审计程序；3、了解审计证据，掌握编写审计工作底稿的基本要求；4、全

面了解我国审计组织体系的构成及设置；5、学习并认识审计准则；6、学习审计法的概念与特征、

基本原则和法律渊源，了解审计法律关系的特征和要素以及审计法律责任，掌握审计行政复议和行

政诉讼的基本要点；7、了解审计计划的作用、内容及如何编制，正确理解并运用其重要性，正确

评估审计风险；8、了解内部控制，掌握内部控制的了解、描述、评审的基本方法和程序；9、了解

销售与收款循环、采购与付款循环、生产循环、筹资与投资循环、货币资金的特征，掌握其内部控

制的符合性测试的方法和程序，以及审计的要点；10、了解会计报表审计，掌握主要会计报表审计、

期初余额审计、期后事项审计以及或有损失审计的要点；11、熟悉审计报告的内容、类型及编制。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了解审计学与审计法的基础知识、审计的基本原则，

掌握审计程序、审计证据、审计报告等内容。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审计学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审计的产生与发展。 

（1）我国审计的产生与发展 

（2）西方现代审计的起源与发展 

2．审计的概念与特征。 

3．审计的职能和作用。 

（1）审计的职能 

（2）审计的作用 

学习目标： 

1．全面了解审计产生发展的历史，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审计发展的历程。 

2．掌握审计的基本特征和审计所固有的功能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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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中外各国审计的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 

2．民间审计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3．审计的职能和特征有哪几个方面？ 

知识单元 2：审计的分类、方法和程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审计的分类。 

（1）审计的基本分类 

（2）审计的其他分类 

2．审计的方法。 

（1）审查书面资料的方法 

（2）证实客观事物的方法 

3．审计程序。 

（1）审计程序概述 

（2）政府审计程序 

（3）民间审计程序 

（4）内部审计程序 

学习目标： 

1．了解审计的分类，加深对审计及审计作用的认识，拓展新的审计领域。 

2．掌握审计的基本方法和技术方法。 

3．熟悉审计程序，认识审计程序规范化对审计工作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重要意义。 

作业： 

1．按审计的内容和目的不同，审计可以分为哪几类？ 

2．开展经济责任审计的意义是什么？ 

3．选用审计方法应注意哪些问题?举例对比说明不同审计技术方法的优缺点。 

4．我国法律、法规是如何规范审计程序的？ 

5．政府审计与民间审计在审计程序上有何差异？ 

6．审计业务约定书的作用是什么？ 

知识单元 3：审计证据和审计工作底稿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审计证据的概念、作用、种类及特征。 

（1）审计证据的概念及作用 

（2）审计证据的种类 

（3）审计证据的特征 

2．审计证据的获取、整理与保管。 

（1）审计证据的获取 

（2）审计证据的整理与保管 

3．审计工作底稿的概念及种类。 

（1）审计工作底稿的概念 

（2）审计工作底稿的种类 

4．审计工作底稿的基本内容与基本要求及审计档案管理 

（1）审计工作底稿的基本内容 

（2）审计工作底稿的基本要求 

（3）审计档案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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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什么是审计证据、审计证据的种类及特征。 

2．掌握编写审计工作底稿的基本要求，领会审计工作底稿在整个审计工作中的重要意义。 

作业： 

1．审计证据有哪几种种类？ 

2．如何理解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和可靠性？ 

3．审计工作底稿的作用有哪几方面？ 

知识单元 4：审计的组织形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政府审计机关。 

（1）政府审计组织体制的确立 

（2）政府审计机关的职责和权限 

2．内部审计机构。 

（1）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的设置 

（2）内部审计机构的职责和权限 

（3）内部审计的行业管理 

3．民间审计组织。 

（1）民间审计组织 

（2）民间审计人员 

（3）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督 

4．国际审计组织。 

（1）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 

（2）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 

（3）国际会计师联合会 

学习目标： 

1．全面了解我国审计组织体系的构成，以及政府审计、内部审计、民间审计的机构设置、人

员组成、职责权限和业务范围。 

2．了解国外审计组织的构成及部分重要的国际审计组织。 

作业： 

1．政府审计组织体制有哪几种模式？对我国审计组织体制采用“行政模式”你有何看法？ 

2．我国法律赋予政府审计的职责和权限有哪些？ 

3．如何理解内部审计机构设置的原则？ 

4．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督有什么特点？ 

知识单元 5：审计准则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审计准则概述 

（1）审计准则的产生 

（2）审计准则的结构和内容 

（3）审计准则的作用 

2．我国审计准则的建立。 

（1）民间审计准则 

（2）政府审计准则 

（3）内部审计准则 

3．国际审计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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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审计准则》 

（2）《利马宣言—审计规则指南》（简称《利马宣言》） 

（3）《内部审计准则》 

学习目标： 

1．学习并认识什么是审计准则和审计准则存在的意义。 

2．了解我国政府审计准则、内部审计准则和民间审计准则的结构内容以及一些重要的国际审

计准则。 

作业： 

1．什么是审计准则？审计准则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2．审计准则的结构内容有何特点？ 

3．颁布实施审计准则的意义是什么？ 

4．目前有哪些重要的国际审计准则？ 

知识单元 6：审计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审计法概述 

（1）审计法的概念与特征 

（2）审计法的基本原则 

（3）地方审计机关实行双重领导体制的原则 

（4）审计法的产生和发展 

2．审计法律关系。 

（1）审计法律关系的概念与特征 

（2）审计法律关系的要素 

3．审计法律责任。 

（1）被审计单位违法行为及法律责任 

（2）被审计单位直接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3）审计人员的法律责任 

4．审计行政复议和审计行政诉讼。 

（1）审计行政复议 

（2）审计行政诉讼 

学习目标： 

1．学习了解审计法的概念与特征，掌握审计法的基本原则和法律渊源，知悉新中国审计法的

发展历史。 

2．了解审计法律关系的特征和要素以及审计法律责任。 

3．掌握审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基本要点。 

作业： 

1．如何理解审计法的基本原则？ 

2．审计法律关系有何特征？ 

3．审计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哪些权利？ 

4．什么是审计行政复议？ 

知识单元 7：审计计划、重要性和审计风险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审计计划。 

（1）审计计划的作用 

（2）审计计划的内容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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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计计划的审核 

2．重要性。 

（1）重要性的定义及适用范围 

（2）重要性的适用 

（3）编制审计计划时对重要性的评估 

（4）评价审计结果时对重要性的考虑 

3．审计风险。 

（1）审计风险的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2）评估固有风险应考虑的因素 

（3）控制风险的初步评估 

（4）符合性测试与控制风险的进一步评估 

（5）实质性测试与控制风险的最后评估 

（6）检查风险的评估基础 

（7）检查风险对确定实质性测试性质、时间和范围的影响 

（8）检查风险与审计意见的类型 

学习目标： 

1．了解审计计划的作用、内容及如何编制。 

2．正确理解并运用其重要性；正确评估审计风险。 

作业： 

1．编制审计计划的意义是什么？ 

2．如何理解审计的重要性？ 

3．什么是审计风险？如何评估审计风险？ 

知识单元 8：内部控制系统评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内部控制概述。 

（1）内部控制的概念 

（2）内部控制要素的内容 

（3）内部控制的作用 

2．内部控制的了解与描述。 

（1）内部控制的了解 

（2）内部控制的描述 

3．内部控制的评审。 

（1）评审内部控制系统的健全性 

（2）评审内部控制系统的有效性 

（3）评审控制系统的可信赖程度 

学习目标： 

1．了解内部控制的概念、内容和作用。 

2．掌握内部控制的了解、描述、评审的基本方法和程序。 

作业： 

1．什么是内部控制？内部控制构成要素有哪些？ 

2．什么是符合性测试？ 

3．内部控制评审的意义是什么？ 

知识单元 9：销售与收款循环统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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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销售与收款循环的特征。 

2．销售与收款循环业务的审计测试。 

（1）销售业务内部控制的符合性测试 

（2）销售交易的实质性测试 

（3）收款业务的符合性测试和实质性测试 

3．收入审计。 

（1）收入审计的范围 

（2）主营业务收入审计 

（3）销售退回、销售折扣与折让审计 

（4）其它业务利润审计 

（5）营业外收入审计 

4．应收及预收款项审计。 

（1）应收账款审计 

（2）坏帐准备审计 

（3）应收票据审计 

（4）预收账款审计 

5．其他相关项目审计 

学习目标： 

1．了解销售与收款循环的特征以及审计测试的方法和程序。 

2．了解销售与收款循环的特征以及审计测试的方法和程序。 

作业： 

1．销售与收款循环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2．如何对销售交易进行符合性测试和实质性测试？ 

3．应收账款与应交税金的审计目标是什么？ 

4．试述应收票据实质性测试的程序。 

知识单元 10：购货与付款循环审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购货与付款循环特征。 

2．购货与付款循环业务的审计测试。 

（1）购货业务内部控制的符合性测试 

（2）购货交易的实质性测试 

（3）付款业务的符合性测试及实质性测试 

3．应付账款审计。 

（1）应付账款的审计目标 

（2）应付账款的实质性测试 

4．固定资产审计。 

（1）固定资产审计的范围 

（2）固定资产内部控制的符合性测试 

（3）固定资产实质性测试 

（4）累计折旧审计 

（5）固定资产清理审计 

5．其他相关项目审计。 

学习目标： 

1．了解购货与付款循环的特征。 

2．掌握购货与付款循环业务审计测试方法和程序，以及应付账款审计、固定资产审计和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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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项目审计的要点。 

作业： 

1．如何对购货与付款循环业务进行审计测试？ 

2．应付账款的审计目标是什么？ 

3．固定资产审计的范围有哪些？ 

4．累计折旧的审计目标和程序是什么？ 

知识单元 11：生产循环审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生产循环的特征。 

2．生产循环内部控制的符合性测试。 

（1）生产循环内部控制的调查 

（2）成本核算制度的符合性测试 

（3）工资内部控制的符合性测试 

3．存货审计。 

（1）存货审计的目标 

（2）存货的实质性测试 

（3）存货 

4．工资审计。 

（1）应付工资的审计 

（2）应付福利费的审计 

5．其他相关账户审计。 

学习目标： 

1．了解生产循环的基本特征。 

2．掌握生产循环内部控制符合性测试的方法和程序，以及存货审计、工资审计、其它相关账

户审计的要点。 

作业： 

1．生产循环有哪些主要特征？ 

2．存货审计的重要性有哪些方面？ 

3．存货盘点在审计中的意义？审计人员如何参与存货盘点？ 

4．应付工资审计的目标是什么？ 

5．生产循环中，相关账户的审计涉及哪几个方面？ 

知识单元 12：筹资与投资循环审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筹资与投资的循环特征。 

2．筹资与投资循环内部控制的符合性测试。 

（1）筹资活动内部控制的符合性测试 

（2）投资活动内部控制的符合性测试 

3．借款审计。 

（1）审计目标 

（2）短期借款的实质性测试 

（3）长期借款的实质性测试 

（4）应付债券的实质性测试 

（5）相关项目的审计 

4．所有者权益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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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审计目标 

（2）投入资本的实质性测试 

（3）资本公积的实质性测试 

（4）盈余公积的实质性测试 

（5）未分配利润的实质性测试 

5．投资审计。 

（1）审计目标 

（2）投资的实质性测试 

学习目标： 

1．了解采购与投资循环的特征。 

2．掌握筹资与投资循环内部控制符合式测试的方法和程序，以及借款审计、所有者权益审计、

投资审计的要点。 

作业： 

1．筹资与投资循环的特征是什么？ 

2．借款审计的目标是什么？ 

3．所有制权益审计的目标和特点是什么？ 

4．长期投资的核算方式重点审查哪些内容？ 

知识单元 13：货币资金审计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货币资金与业务循环。 

2．货币资金符合性测试。 

（1）货币资金的内部控制 

（2） 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的符合性测试 

3、库存现金审计。 

（1）审计目标 

（2）库存现金的实质性测试 

4．银行存款审计。 

（1）审计目标 

（2）银行存款的实质性测试 

5．其他货币资金审计。 

（1）审计目标 

（2）其他货币资金的实质性测试 

学习目标： 

1．了解货币资金与业务循环的特征。 

2．掌握货币资金符合性测试的程序和方法，以及现金审计、银行存款审计、其他货币资金审

计的要点。 

作业： 

1．直接与货币资金相关的业务循环有哪些？ 

2．良好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系统应该达到那些要求？ 

3．说明盘点库存现金的步骤与方法。 

4．银行存款审计的目标是什么？ 

知识单元 14：会计报表审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会计报表审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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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计报表审计的意义和目的 

（2）会计报表审计范围 

2．主要会计报表审计。 

3．期初余额审计。 

4．期后事项审计。 

5．或有损失的审计。 

学习目标： 

1．了解会计报表审计的目的、意义和范围。 

2．掌握主要会计报表审计、期初余额审计、期后事项审计以及或有损失审计的要点。 

作业： 

1．会计报表审计的目的和范围是什么？ 

2．如何对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进行审计？ 

3．期初余额审计的意义是什么？ 

知识单元 15：审计报告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审计报告概述。 

（1）审计报告的概念与作用 

（2）审计报告的种类 

2．审计报告的内容与类型。 

（1）审计报告的内容 

（2）审计报告的类型 

3．编制审计报告的要求与步骤。 

（1）审计报告的编制要求 

（2）审计报告编制步骤 

学习目标： 

1．了解审计报告的概念、作用和种类。 

2．熟悉审计报告的内容和类型。 

作业： 

1．什么是审计报告？民间审计报告有哪几种类型？ 

2．审计报告编制的步骤和要求有哪些？ 

3．审计报告的作用是什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审计学概述 2  

2 审计的分类、方法和程序 3  

3 审计证据和审计工作底稿 2  

4 审计的组织形式 3  

5 审计准则 3  

6 审计法 2  

7 审计计划、重要性和审计风险 1  

8 内部控制系统评审 2  

9 销售与收款循环审计 2  

10 购货与付款循环审计 2  

11 生产循环审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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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筹资与投资循环审计 2  

13 货币资金审计 1  

14 会计报表审计 1  

15 审计报告 2  

16 考查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会计学与会计法》、《公司法》、《税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审计准则、审计法的相关内容，熟悉审计程序的性质、主要循环业务的审计过程、

审计报告的基本内容及如何发表审计意见。 

难点：需要掌握主要的审计手段、审计循环过程，以及如何出具恰当审计报告。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通过简明、生动的口头语言向学生讲授审计学与审计法的基本知识。 

2.讨论法，学生以全班或小组为单位，围绕本课程的中心问题，各抒己见。 

3.练习法，通过复习题与思考题，巩固课堂内容。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查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会留有相应思考题。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于庆华主编《审计学与审计法》作为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于庆华编著《审计学与审计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2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李凤民主编 《审计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2．阿尔文.A.阿伦斯、兰德尔.比斯利著 《审计学 一种整合方法》（第 12 版）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10年 6月 

3．刘华著 《审计理论与审计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2年 

4．中国内部审计协会编：《内部审计理论与实务》，中国石化出版社 2004 年版。 

5．刘华：《审计理论与案例》，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6．葛长银：《审计经典案例评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7．来明敏：《财务审计实务——基于会计信息鉴证的视角》，南开大学 2005 年版。 

8．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编撰：《审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年版。 

9．《聚焦审计风暴》，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4 年版。 

10．文建秀：《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中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法律出版社 2003 年版。 

11．石爱中、胡继荣：《审计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12．项俊波：《国家审计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02 年版。 

13．李凤鸣、王会金：《审计技术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14．刘伦伟、黄祥明：《审计法实例说》，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15．贝尔乌德 E·利德斯等著：《十国审计准则介绍与比较》奥林匹克出版社 1996 年版。 

16、阿尔文.A.阿伦斯 兰德尔.J.埃尔德 马克.S.比斯利著 谢胜文译 《审计学一种整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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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 6月版 

17、拉里.F.康里奇著耿建新等译《审计学一项风险分析方法》（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 12月版  

执笔：李美云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5日 

 

财政法 
Public Finance Law 

课程号：4020700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经济法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主干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研习财政法及财政法学的性质与地位，并了解财政法学体系。2、掌

握财政法学基础理论。3、掌握预算法的基础理论、实体与程序法的核心内容。4、掌握国库法的基

础理论、实体与程序法的核心内容。5、掌握公债法的基础理论、实体与程序法的核心内容。6、掌

握政府采购法的基础理论、实体与程序法的核心内容。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财政法的理论与案例教学，使学生掌握财政法的基础知识，掌握财政法

学的普性原理，为税法学、会计学等实务课程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财政法学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财政及财政法学的性质与地位。 

财政法、财政法学在内的各个部门法、部门法学原本就兼具公法与私法、公法学与私法学的属性。 

财政法、财政法学在整个法世界、法学世界中中处于“相对独立”。 

2．财政法学体系。 

财政法学体系由两大部分构成：财政法总论和财政法分论。财政法总论主要包括：财政法的概

念、财政法的调整对象、财政法律关系、财政法的渊源及效力等内容，这些内容贯穿于财政法的各

个部门法之中。财政法分论主要包括：财政管理体制（中央与对方财政关系法）、预算法（国家会

计法）、国库法（国家出纳法）、税法、国债法、其他收入法、政府采购法、转移性支出法、财政收

支平衡法。 

学习目标： 

1．了解财政法及财政法学的性质与地位。 

2．掌握财政法学体系。 

作业： 

1.在《刑法》、《宪法》等部门法中找出关于财政法方面的规定；在《税收征收管法》找出刑法、

宪法等方面的规定。 

知识单元 2：财政与财政职能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财政的概念。 

（1）财政词源 

（2）观念上的财政考察 

国家分配论、公共需要说、公共经济说三种学说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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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实中的财政考察 

奴隶社会的财政、封建社会的财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财政考察。 

（4）本然上的财政 

财政本然自产生开始，就是国家为了满足人们对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需求所进行的资金的筹

集与分配。它不分时代、不分国家、不分制度，即自始至终都不会发生改变。 

2．财政职能。 

财政具有两大职能，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 

财政的经济职能包括：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活动对资源的使用方式产生影

响，实现有限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以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  收入分配职能。财政的收入分配

职能，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活动对各社会成员的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影响，实现收入分配的“公

平”和“理想”目标。经济稳定职能。财政的稳定经济职能，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活动对国民经济总

量的影响。它的目标是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 

但归根结底，财政职能只有一个，即政治职能。 

学习目标： 

1．了解财政与财政职能学说。 

2．掌握财政与财政职能的本然。 

作业： 

讨论财政与财政职能的本然。 

知识单元 3：财政管理的观念与核心内容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财政管理体制的概念。 

财政管理体制，是指国家制定的关于中央和地方之间 在财政收支和财政管理权限方面的一项

基本制度。 

2、财政管理体制的核心内容 

（1）事权与支出的划分 

（2）财政收入的划分 

（3）财政收支再分配                

（4）财政管理权限的划分 

知识单元 4：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财政转移支付的概念及意义 

（1）概念  

广义财政转移支付是指政府对企业、对个人拨款以及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拨款，狭义财政转

移支付是指中央对地方财政拨款  

（2）财政转移支付的意义在于：小地区间财力差距和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财政转移支付分类 

财政转移支付分为：均衡拨款与专项拨款 

学习目标： 

1．了解并掌握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概念与核心内容。 

作业： 

考察我国中央对少数民族省市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知识单元 5：财政管理体制模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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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革开放前的财政管理体制 

（1）1950年统收统支 

（2）1953年的收入分类分成 

（3）1958的以收定支 

（4）60年代较为集中的体制 

2、改革开后的财政管理体制 

（1）1980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 

（2）1985“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 

（3）1988各种“包干” 

（4）分税制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分税制的形成及内容 

知识单元 6：预算法总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预算概念 

预算是指经法律程序批准的政府在财政年度内的财政收支一览表。  

2、预算体系设立原则及其体系 

（1）设立原则： 一级政府 一级预算 

（2）预算体系构成如下：中央预算， 省、自治区、直辖市预算，设区的市、自治州预算，县、

不设区的市、市辖区预算，乡、镇预算。  

3、预算原则 

（1）各级预算应当遵循  

（2）统筹兼顾、勤俭节约  

（3）量力而行、讲求绩效  

（4）收支平衡的原则 

（5）公开 

学习目标： 

1、掌握预算的概念。 

2、了解并掌握预算体系设立的原则及其构成 

作业： 

1、讨论预算年度 

2、讨论预算收支平衡原则 

3、讨论预算公开原则 

知识单元 7：预算实体法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预算管理职权（国家会计管理权分配） 

（1）各级权力机构的职权 

（2）各级行政机构的职权 

（3）各级财政部门的职权 

（4）各部门的职权 

（5）各单位的职权 

2、预算收支范围：各项税收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转移性收入、其他收入。  

（2）预算支出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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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按功能划分可以分为：一般公共事务、外交 公共安全 国防支出、农业、环境保护支出、

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支出、社会保障及就业支出、其他支出。 

支出按经济性质分类，可以分为：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资本性支出、其他支出。  

学习目标： 

1、了解预算管理职权。 

2、了解预算收支范围。 

3、掌握预算支出的分类。 

作业： 

1、考察我国预算管理职权在现实中的执行情况 

知识单元 8：预算程序法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预算的编制 

2、预算审批 

3、预算执行与调整 

4、决算 

5、预算监督 

6、预算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 

1、了解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与调整、决算、监督及法律责任。 

作业： 

1、讨论《天坛宪法草案》中值得借鉴的地方 

2、讨论我国预算程序法存在的问题。 

知识单元 9：国库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国库的概念 

国库是一个存放具体实物、货币和黄金的库房。  

2、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是指对财政资金实行集中收缴和支付的制度。由于其核心是提供国库单一账

户对财政现金进行集中管理，该制度一般也称为国库单一账户制度。  

（1）国库单一账户体系 

 
（2）入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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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方式有直接缴库和集中汇缴两种方式： 

直接缴库——由预算单位或缴款人依法直接将预算收入缴入国库单一账户或预算外资金专户。 

集中汇缴——由征收机关和依法享有征收权的单位按规定将所收取的应缴收入汇总直接缴入

国库单一账户或预算外专户。 

（3）支付方式 

财政直接支付——由财政部门开具支付令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直接将财政资金支付到收款

人（即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账户。 

财政授权支付——预算单位按批复部门预算和资金使用计划向财政国库执行机构申请授权支

付月度用款限额，财政国库支付执行机构将批准后的限额，通知代理银行和预算单位并通知中国人

民银行国库部门，预算单位在月度用款限额内自行开具支付令，通过财政国库支付执行机构转由代

理银行向收人付款并与国库单一账户清算。 

学习目标： 

1、了解并掌握国库集中收付制度。 

2、了解并掌握国库单一账户体系。 

3、了解并掌握集中入库的方式。 

4、了解并掌握集中支付的方式。 

作业： 

1、从国库制度看年终突击花钱的问题。 

知识单元 10：公债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债的概念及特征 

公债是指政府为筹措资金，依据公债法、凭借其信誉，向国内或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借款

而形成的政府债务， 

公债特点具有：安全性高、流通性强、收益稳定、免税待遇的特征。 

2、公债的职能 

（1）弥补赤字 

（2）调剂国库出纳（预算周转金） 

（3）筹措军费  

（4）筹集经济建设资金 （赤字方向）  

（5）宏观调控（赤字方向再选择） 

（6）形成基准利率   

（7）公开市场业务操作 

3、公债发行方法 

（1）摊派发行，主要有强制认购与定向发售两种方法。 

（2）公募法是指由政府或政府委托部门向社会公开募集国债的方法。有直接公募和间接公募

法 。 

（3）承受法（包销法）是指政府发行的公债全部由银行或其它金融机构承受包销再由包销者

自行发销的方法。 

（4）公卖法（市场发达）是指政府委托经纪人在证券交易场所出售公债的方法。  

（5）交付法（以新债换旧债）是指政府在偿还债务或支付其它费用时对债权人或受款人不付

给现金或相应的货币凭证，而是全部或部分以公债券代替的方法。 

（6）招标拍卖方式 

4、公债的偿还     

（1）偿还方式：强制偿还与自由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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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偿还方法：买销偿还法（市场买销偿还法）、比例偿还法（按号码顺序比例偿还）、一次

偿还法（按票面日期 1次性偿还）、抽签偿还法（定期摇号）、以新债替旧债。 

（3）偿还资金来源：基金偿还（预算收入中安排）、预算盈余偿还、公债调换偿还、预算列支

偿还（预算支出中安排）、课税偿还 、发行货币。 

学习目标： 

1、掌握公债观念。 

2、了解公债的特征。 

2、了解公债还款方法。 

作业： 

1、从预算法看我国对非洲的免债一事。 

知识单元 11：政府采购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政府采购法基础理论 

（1）政府采购的概念。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

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2）政府采购原则。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公正、诚实信用、按批准预算执行。 

（3）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及其分类。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是指国家设立或认可的接受采购人委托

以采购人名义在委托范围内从事政府采购事宜的独立法人。政府采购代理机构分为官方采购代理机

构和民间采购代理机构。 

2、政府采购方式公开招标：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采购、

其他采购。 

3、政府采购程序 

（1）公开招标与邀请招标方式的程序：招标、投标、开标、评标、中标。  

（2）竞争性谈判的程序：谈判前的准备、谈判、成交。 

（3）单一来源采购的程序：采购人与供应商应当遵循采购法规定的原则，在保证采购项目质

量和双方商定合理价格的基础上进行采购。 

（4）询价采购程序：成立询价小组、确定被询价的供应商名单、询价、确定成交供应商。 

4、供应商救济 

（1）质疑。质疑是指供应商对政府采购活动事项有疑问的，或者认为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

中标、成交结果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询问、质疑。 

（2）投诉。投诉是指供应商对质疑答复不满意的可以向同级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投诉。  

（3复议与诉讼。复议与诉讼是指供应商对投诉不服或监督管理部门对投诉未作处理的可复议，

也可诉讼。                  

5、政府采购法法律责任。 

（1）采购人及其代理机构违法行为及法律责任。 

（2）采购人、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 

（3）供应商的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 

1、掌握政府采购的观念。 

2、掌握政府采购原则 

3、了解并掌握政府采购方式 

4、掌握政府采购程序 

5、了解供应商救济制度 

作业： 



1574 

1、讨论我国政府采购范围制度 

2、讨论政府采购供应商救济制度 

3、讨论政府采购纠纷是否可以作为民事纠纷起诉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财政法学导论 2  

2 财政法学导论 1  

3 财政管理体制 1  

4 财政管理体制 2  

5 财政管理体制 2  

6 读书报告会 2  

7 预算法 2  

8 预算法 2  

9 预算法 2  

10 国库法 2  

11 国库法 1  

12 公债法 2  

13 公债法 1  

14 政府采购法 2  

15 政府采购法 2  

16 政府采购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2.……。 

……………… 

教学手段： 

1.……。 

2.……。 

………………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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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等编著《××××》，××××出版社，××××年××月 第×版（教材获奖情况） 

（二）推荐参考书 
1、王源扩：《财政政法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回顾与探析》，《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4年第 2期 

2、王国清：《略论财政本质的社会特征》，载《财经科学》2001年第 4期。 

3、陈共：《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4、哈维·S·罗森、特德·盖亚著，郭庆旺、赵志耘译：《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5、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佩吉·B·马斯格雷夫著，邓子基、邓力平译：《财政理论与实践》，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年版。 

6、邓子基主编：《财政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版。 

7、杨之刚：《公共财政学：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8、张馨：《公共财政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 

9、叶振鹏、张馨：《公共财政理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 

《财税法学》课程大纲+杨萍 

一、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名称 财税法学 

所属专业 经济法 

课程类型 专业限选课 

学 分 数 2 

教学时数 32学时，周 4课时，8次课 

课程负责人 杨萍 

课程教学团队 杨萍 翟继光 翁武耀 

二、课程目标和任务(500字) 

“一切事物的部分与整体之间存在着相互全息的关系；每一部分中都包含了其他部分，同时它

又被包含在其他部分中。”（参见王存臻 严春友著：《宇宙全息统一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

版，第 45-46页。）以此会发现，包括财税法及财税法学在内的各个部门法、部门法学的性质，即

包括财税法、财税法学在内的各个部门法、部门法学原本就兼具公法与私法、公法学与私法学的属

性。同时也会发现财税法及财税法学的地位，即财税法、财税法学在整个法世界、法学世界中中处

于“相对独立”。讲其“相对”独立，是基于财政法与其他部门法、财政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之间

的关系。财税法、财税法学与其他部门法、部门法学之间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

存的关系，而不是脱离其它部门法、部门法学完全的、彻底的独立。讲其相对“独立”，是基于财

税法、财税法学与整个法、法学世界之间的关系，即财税法、财税法学本身就是整个法、法学世界。 

以财税法及财税法学性质与地位为学习和研究的起点，并将这样的世界观贯穿于整个财税法与

财税法学领域，重新培养学生的在财税法学方面的研究能力及运用能力。在理论方面，使学生形成

新的世界观：不再受局限和束缚财税法世界观，财税法的研究不再是纠结于或禁锢于财税法在公法

与私法的归属上，而是站在整个法世界的整体之下，研究财税法本身及财税法与其他部门法乃至与

整个法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实践方面，重新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新的财税法与财税法学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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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观下，解决问题的思路也不再受局限或束缚，当问题出现时，如能用私法手段解决，我们不会再

以财税法是人们所认为的公法为由而拒绝私法手段。 

总之，通过研究生对财税法学的学习，要让学生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课程基本要求(1000字) 

（一）应掌握的基本知识与原理 

财税法学体系由两大部分构成：财政法总论和财政法分论。如果将财政法学比作一棵大树，这

棵大树的根部和主干就是财政法总论部分，这棵树的枝干就是财政法分论。财税法总论主要包括：

财政法的概念、财政法的调整对象、财政法律关系、财政法的渊源及效力等内容，这些内容贯穿于

财政法的各个部门法之中。财政法分论主要包括：财政管理体制、预算法、国库法、税法、国债法、

其他收入法、政府采购法、转移性支出法、财政收支平衡法。 

在财税法学总论部分，要求学生具体了解财政法的概念、财政法的调整对象、财政法律关系、

财政法的渊源及效力等内容。在理论研究方面，重点与学生研究财政、财政职能这两个古老但存有

争议的专题；在实践方面，与学生共同探讨财税法溯及力运用中的问题。 

在财税法分论部分，分别研究财政管理体制、预算法、国库法、税法、国债法、政府采购法、

转移性支出法、财政收支平衡法等财税法部门法内容所涉及的基础知识与专题。在财政管理体制方

面，和学生一起学习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知识，并重点研究现行的财政管理体制，分税制存在的问

题。在预算法方面，和学生一起学习预算法的基础知识，并重点研究预算法的立法宗旨、民国时期

的预算法对现代预算法的启示、预算法的编制方法、预算年度制度、预算管理周期、权力机构预算

权等问题。在国库法方面，在于学生共同学习基础知识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与探讨国库集中收付制

度。在税法方面，与学生共同学习与掌握税法基础理论，如税法的调整对象等；重点研究增值税法、

消费税法、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方面的专题。在国债法方面，与学生

共同学习国债法的基础理论，并重点研究国债发行主体、国债发行对象、国债的期限结构、国债等

专题。在政府采购支出法方面，在于学生共同学习与掌握政府采购法的基础上，重点研究政府采购

主体、资金，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制度，政府采购供应商救济制度等专题。财政收支平衡法方面，在

与学生共同学习基础知识的基础上，重点研究财政收支平衡法内涵等专题。 

（二）应具备的相关学科知识 

财税法学是以财政学以及相关的经济学为基础的学科，如税法中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

的计算方面的规定，必须完全遵守经济学原理，因此，在要求学生学习、研究并运用财政法学的同时，

要求其读一些经济学方面的经典著作，如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威廉·配第的《赋税论》等。 

四、课程内容、教学要求 

专题一、将宇宙全息统一论引入法及法学领域的必要性 

（一）理论基础 

1、宇宙全息统一论原理。 

2、宇宙全息统一论文献渊源。 

（1）在儒家学说。 

（2）道家学说。 

（3）佛家学说。 

（二）以宇宙全息统一论原理重新观察法及法学领域 

（三）世界他国与我国法及法学的现状 

1．法学研究困境。在公法与私法关系的研究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主观人被初始的划分

局限了、困住了。我们用各种各样的标准，试图将公法与私法彻底区别开来。岂不知，任何人用任

何手段都无法将公法与私法彻底划分开来。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同体。 

2．立法实践困境。由于在法研究方面存在着主观意识对事实本然认识不清，并且主观意识又

因受这种认识不清的继续影响，要么曲解和偏解新发生的社会现象；要么对新的社会问题不知该如

何解决，即立法实践也陷入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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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一）研究方法 

1、观察法 

2、文献考察法 

（二）参考文献 

1.王存臻、严春友著：《宇宙全息统一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2.何振芳主编：《宇宙全息统一论与人体信息诊疗》，黄河出版社 1989年版。 

3.舒国滢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4.孙国华、朱景文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三）思考与应用 

1、在《刑法》、《宪法》等部门法中找出关于财政法方面的规定；在《税收征收管法》找出刑

法、宪法等方面的规定。 

2、以宇宙全息统一论原理重新考察财税法及财税法学的性质与地位 

3、以宇宙全息统一论重新构建财税法学体系 

专题二、财政是什么 

（一）基础理论 

1、宇宙全息统一论 

2、宇宙全息统一论的相关理论。 

（二）财政词源 

（三）观念上的财政考察 

（1）国家分配论。财政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的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 参与一部分

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2）公共需要说。 

（3）公共经济说。 

（四）现实中的财政考察 

1、奴隶社会的财政。 

2、封建社会的财政。 

3、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财政。 

（五）本然上的财政 

财政本然自产生开始，就是国家为了满足人们对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需求所进行的资金的筹

集与分配。它不分时代、不分国家、不分制度，即自始至终都不会发生改变。 

附： 

（一）研究方法 

1、观察法。 

2、文献考察法。 

（二）参考文献 

1、王源扩：《财政政法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回顾与探析》，《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4年第 2期 

2、王国清：《略论财政本质的社会特征》，载《财经科学》2001年第 4期。 

3、陈共：《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4、哈维·S·罗森、特德·盖亚著，郭庆旺、赵志耘译：《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5、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佩吉·B·马斯格雷夫著，邓子基、邓力平译：《财政理论与实践》，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年版。 

6、邓子基主编：《财政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版。 

7、杨之刚：《公共财政学：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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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馨：《公共财政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 

9、叶振鹏、张馨：《公共财政理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 

专题三、财政的职能  

（一）理论基础 

1、宇宙全息统一论。 

2、宇宙全息统一论的相关理论。 

（二）财政职能的概念 

（二）观念上的财政职能。 

（三）现实中的财政职能。 

（四）本然上的财政职能。 

财政具有两大职能，政治职能和经济职能。财政的经济职能包括： 

1、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活动对资源的使用方式产生影响，实现有限资源

的充分、合理利用，以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 

私营经济本身存在固有问题： 

（1）无法提供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又可称为“ 公共品”、“公共财货”、“公共物品”、“公

共商品” 等等，它是指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的产品和服务。 

（2）外溢性的存在。  

（3）行业自然垄断的存在。对于某些行业来讲,如公共交通、邮电通讯等行 业,天然具有规模

越大平均成本越低、效益越好的特点,自然地形成了在自由竞争 中排斥小企业进入该行业的状态,

即自然垄断。这种垄断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低效性。 

（4）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存在。由于上述四种市场失效状态的存在,才使得社会资源无法得到合

理、有效的配置。 

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无疑只能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承担。 总之，通过政府对

于上述四个方面的干预,全社会的资源才能基本上得以优化配置。       

2、收入分配职能。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活动对各社会成员的收入在总收

入中所占份额的影响，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和“理想”目标。 

3、经济稳定职能。财政的稳定经济职能，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活动对国民经济总量的影响。它

的目标是充分就业和稳定物价。 

但归根结底，财政职能只有一个，即政治职能。 

附： 

（一）研究方法 

1、观察法。 

2、文献考察法。 

（二）参考文献 

1、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佩吉·B·马斯格雷夫著，邓子基、邓力平译：《财政理论与实践》，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年版。 

专题四、分税制专题——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一）基础理论 

1、财政与财政职能理论。 

2、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均衡论。 

（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考察 

1、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 

2、地方之间的转移支付缺乏制度性、长期性与稳定性。没有专门的地方与对方之间的转移支

付制度，只有临时的地方对地方的援助规定，如《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等。 

（三）德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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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 

1、完善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制度 

2、建立规范的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转移支付制度。 

附： 

（一）研究方法 

1、制度考察法。 

2、比较分析法 

（二）参考文献 

1、杨志勇：《比较财政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专题五、地方税收与税源分离的法律研究 

（一）理论基础 

1、地方税收与税源一致性原则 

2、税收来源地管辖权原则 

（二）我国地方税收与税源分离的状况考察 

1、地方贫富悬殊进一步恶化 

2、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均等化遭到破坏 

3、阻碍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我国地方之间税收与税源分离的法律分析 

1、企业所得税法方面 

2、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法方面 

（四）税收与税源关系制度的国际经验 

1、欧盟：税源地原则推进增值税改革。  

2、美国：零售税和企业所得税均税源地原则。 

3、阿根廷：省际多边协议适用税源地原则。 

4、巴西：联邦参议院决议适用税源地原则。 

（五）解决地方之间税收与税源分离的法律措施 

1、企业所得税法方面。 

2、增值税法、消费税法方面。 

附： 

（一）研究方法 

1、比较法。 

2、考察法。 

（二）参考文献 

1、杨志勇：《比较财政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专题六、财政收支平衡原则 

（一）研究状况 

1、他国情况。内涵——时间——理论。 

2、我国情况。从词典——法条 

（二）现实考察 

1、他国情况：很难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以美国、日本和欧盟为例。 

1、我国情况：从建国初期到今天。 

（三）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措施 

1、明确财政收支平衡的内涵 

2、借鉴美国制定专门的财政收支平衡法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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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1、历史考察法。 

2、比较分析法。 

（二）参考文献 

1、杨志勇：《比较财政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2、布坎南、瓦格纳：《赤字中的民主》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年版 

3、陈宝森：《西方财政理论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年版。 

专题七、预算管理周期制度研究 

（一）他国预算管理周期制度 

1、美国预算管理周期制度。 

2、法国预算管理周期制度。 

3、日本预算管理周期制度。 

（二）我国预算管理周期制度 

（三）我国预算管理周期制度的不足及完善 

1、不足 

（1）预算编制时间过短。 

（2）预算审批与预算执行的时间不衔接。 

2、完善 

1、延长预算编制时间 

2、调整预算年度或者调整预算审批时间 

附： 

（一）研究方法 

1、比较法 

（二）参考文献 

1、杨志勇：《比较财政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专题八、以威廉·配第的《赋税论》看税收范围及税收的本质 

（一）威廉配第研究成果介绍 

（二）威廉·配第《赋税论》核心内容 

1、公共开支及相关问题。 

2、应然上的征税对象、税种及征收方法。 

3、实然上的税种。 

（1）各种税收。在各种税收方面，作者列举了关税、人头税、什一税、国内消费税和累积国

内消费税。 

（2）各种财政收入。在各种财政收入方面，作者归纳了彩票、捐献、刑罚和其他几种财政收

入形式。 

（3）其他社会现象。在其他社会现象方面，作者阐释了一般人们认为其与税收并无相关联关

系的垄断与官职、货币升值与贬值。 

（三）从威廉·配第《赋税论》看税收范围及税收本质 

1、对本有定论的税收范围问题有了更新、更深的认识。在作者笔下，真正的税收范围不仅包

括各种税收，而且还包括各种财政收入及其他社会现象。这给我们带来如下启示：任何国家，在考

察国民税收负担时，不能单独考察其名义上的各种税收给人们所带来的税收负担是多少，还要考察

各种财政收入和一些社会现象给人们所带来的税收负担是多少。 

2、再次明确了税收本然。税收在作者看来是人们从国家那里获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所付出

的代价。税收的这种本然不会因国家性质和社会制度的不同而不同，不会因社会时代的变迁和经济

形态的变化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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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一）研究方法 

1、文献考察法 

2、现实考察法 

（二）参考文献 

1、威廉·配第著：邱霞 原磊译：《赋税论》，华夏出版社出版 2006年版。 

专题九、税收本然的再研究 

（一）主要学说介绍 

1、国家分配说。国家分配说认为：“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

定的标准和程序，无偿地、强制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它体现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关系。 

2、交换说。交换说认为，税收就是人们为公共开支而付出的代价或贡献。 

3、价格说。“公需说”认为，税收存在的依据在于纳税人对公共需要和公共福利的要求，国

家的职能是满足公共需要和增进公共福利，这一职能的实现需要税收来提供物质资源。 

（二）学说评价 

1、关于国家分配论学说，笔者认为存在两大缺陷：一是通过强调税收活动的表象来定义税收。

二是从国家本位出发定义税收 

2、交换说揭示了税收的有偿性和国家与纳税人的平等性。与价格说相比，表述中的“代价”，

比“价格”更为准确。 

3、价格说存在两大缺陷：一是将税收表述公共品的“价格”，这样表述不够准确。二是有些

学者还设定了价格说所适用的前提条件，即市场经济。 

（三）结论 

税收本然，是人们从国家那里获得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所付出的代价，它不会因为国家性质和

社会制度的不同而不同，也不会因为社会时代的变迁和经济形态的变化而改变。 

附： 

（一）研究方法 

1、文献考察法。 

2、比较分析法。 

3、现实考察法。 

（二）参考文献法  

1、威廉·配第著：邱霞 原磊译：《赋税论》，华夏出版社出版 2006年版。 

2、胡乐亭主编：《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年版。 

3、陈共：《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4、坂入长太郎著 张淳 马大英译：《欧美财政思想史》，中国财经出版社 1987版。 

5、张馨：《公共财政论纲》，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 

专题十、税法及税法学的性质与地位——以宇宙全息统一论看 

（一）宇宙全息统一论的内涵及其应用情况 

1、宇宙全息统一论的内涵，是指“一切事物的部分与整体之间存在着相互全息的关系；每一

部分中都包含了其他部分，同时它又被包含在其他部分中。” 

2、宇宙全息统一论应用情况 

宇宙全息统一论早在人们对其认知之前，就已经运用在医学、生物学等领域。 

（二）以宇宙全息统一论观察公法与私法、公法学与私法学的关系 

1、以宇宙全息统一论观察法及法学领域。 

我们会看见如此法及法学世界：每个部门法与其他部门法、每个部门法学与其他部门法学之间，

不仅是不可分割的，而且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每个部门法、部门法学即是整个法、法学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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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宇宙全息统一论观察公法与私法、公法学与私法学的关系。 

这样的法及法学世界当中，可以看到，公法与私法、公法学与私法学之间，自始至终是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它们之间不仅不可分割，而且同属于一个本体：法、法学世界。 

（三）以宇宙全息统一论检验公法与私法、公法学与私法学关系认识状况 

由于没有引入宇宙全息统一论导致： 

1、法学研究困境。 

（1）在公法与私法关系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是，主观人被初始的划分局限了、困住了。 

（2）面对法实践出现的一些新现象，人们对公法与私法关系的认知再次深深地陷入误区不能

自拔。 

2、立法实践困境。由于在法学研究方面存在着主观意识对事实本然认识不清，并且主观意识

又因受这种认识不清的继续影响，要么曲解和偏解新发生的社会现象；要么对新的社会问题不知该

如何解决，即立法实践也陷入了困境。 

（四）以宇宙全息统一论看税法与税法学的性质与地位 

1、以宇宙全息统一论看税法与税法学的性质。 

税法、税法学与其他各个部门法、部门法学一样，原本就兼具公法与私法、公法学与私法学的

属性。 

2、以宇宙全息统一论看税法、税法学的地位。 

税法、税法学在整个法世界、法学世界中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 

附： 

（一）研究方法 

1、文献考察法。 

2、现实考察法。 

（二）参考文献： 

1、王存臻、严春友著：《宇宙全息统一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2、何振芳主编：《宇宙全息统一论与人体信息诊疗》，黄河出版社 1989年版。 

3、舒国滢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4、孙国华、朱景文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专题十一、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与本质 

（一）税收法律关系性质与本质的概念及探寻其本然的意义 

1.税收法律关系性质与本质的概念。 

（1）概念。税收法律关系性质是指税收法律关系本身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部门法律关系的

特征。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是指税收法律关系固有的内部联系。 

（2）探寻税收法律关系性质与本质本然的意义。探寻意义在于：①理论方面，可以避免在税

收法律关系性质与本质的研究上偏离其本然。②在法律实践方面，有利于正确界定国家与纳税人在

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及其各自的权利（力）与义务，以保护国家与纳税人的利益。 

（二）观念上税收法律关系性质与本质内涵的考察 

1.权力关系说。该学说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依靠财政权力产生的关系，是以国家或地方公共

团体作为优越权力主体与人民形成的关系，该法律关系具有人民服从此种优越权力的特征。该学说

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国家及其代表税务行政机关是拥有优越性地位并兼

有自力执行权的，纳税人只有服从行政机关查定处分的义务，即国家与纳税人的法律地位是不平等

的。 

2.债务关系说。这种学说认为：“税收法律关系定是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关系，是

一种‘债权请求权’，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是法律上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对应关系。税收法

律关系是一种公法上的债务关系。在税收法律关系本质方面，该说认为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与纳税

者之间在租税法律关系上应具有对等性。债务学说又产生了以下学说：二元论债务学说、一元论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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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学说和分层面关系说。 

（1）二元论学说。日本的金子宏主张区分对待税收法律关系性质，即把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

从二元关系的角度予以把握，在税收实定法上，要具体区分是权力关系，还是债务关系，同时认为

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基本的和中心的关系仍为债务关系。税收法律关系本质上的观点：在税收实体

法律关系中，国家与纳税人的地位是平等的；在税收程序法律关系中，国家与纳税人的地位是不平

等的。 

（2）一元论学说。日本的北野弘久教授认为，应将租税法律关系的性质归结为公法上的债权

债务关系。按照北野弘久的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解释推理，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是，在税收法律关

系中国家与纳税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3）分层面关系说。刘剑文教授认为可以从两个层面对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予以界定。在抽

象层面，将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整体界定为公法上的债务关系，在具体层面，也就是法技术的层面，

将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分别界定为债务关系和权力关系。可以把这种学说归纳为分层面关系说。关

于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问题，刘剑文教授从以下方面论证了在税收法律关系中国家与纳税人的地位

是平等的：一是税收的经济本质。二是按照法的平等的价值目标，政府只能在征得人民的同意后才

能征税表明了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的平等性。三是从税收历史发展史看。 

（三）现实中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与本质的考察 

我们以下面几个历史阶段为例予以阐明。 

1.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 

2.我国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初。 

3.我国经济转轨时期至今。 

（四）本然上税收法律关系性质与本质的探寻 

通过税法调整之后所形成的税收法律关系，主要是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税收法

律关系的本质，可以说，在税收法律关系当中，国家与纳税人互为债权债务人，他们之间的地位是

平等的。 

附： 

（一）研究方法 

1、历史考察法。 

2、文献考察法。 

3、现实考察法。 

（二）参考文献 

1、樊丽明、张斌等：《税收法治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 

3、董险峰、李春晓、乔喆沅：《税收法律关系简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 

4、胡乐亭主编：《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年版。 

5、陈共：《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专题十二、上海市出台《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是否符合税收法

定原则。 

（一）税收法定原则起源及内涵 

（二）上海市出台的《开展对部分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试点的暂行办法》内容及引发的问题。 

1、内容。该《办法》规定，从 2011年 1月 28日起，对上海居民家庭新购第 2套及以上住房

和非上海居民家庭的新购住房征收房产税，税率因房价高低分别暂定为 0.6%和 0.4%。 

2、引发的问题。 

（1）我国地方政府是否拥有税种的开征权？ 

（2）房产税的“开征”问题。 

（3）地方政府是否具有税收减免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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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资料中上海市出台《试点办法》的行为，本不属于上海市地方政府的行为，而是“根据国务

院第 136次常务会议有关精神”作出的，属于国务院的行为，即国务院先行试点，再根据试点效果

来决定房产税法如何改革。总之，资料中的上海市出台《试点办法》的行为是符合税收法定原则的。 

（三）我国税收立法原则的立法检讨 

（四）结论 

1、《立法法》的规定。 

2、《税收征管法》的规定。 

附： 

（一）研究方法 

1、案例分析法。 

2、法律规范分析法 

（二）参考文献 

1、李刚：“税法公平价值论”，载 http://www.tingko.com/Lunwen/80506.html，2008年 5月

16日访问。 

2、王宏军：《税法案例评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专题十三、税收公平与税法公平研究 

（一）税收公平 

1、横向公平。 

2、纵向公平。 

（二）税法公平原则 

税法公平，是指税法活动自始至终应遵循社会公平。 

1、从主体上看。从主体上看，税法公平是指国家以及代表国家的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公平。 

2、从内容上看。从内容上看，税法公平是指包括政治、经济、环境等各个方面在内的社会公平。 

（三）结论 

税收公平与税法公平不同，税法公平包含税收公平，并且远远大于税收公平。 

附： 

（一）研究方法 

1、比较分析法。 

2、文献考察法。 

（二）参考文献 

1、徐孟州主编《税法学》，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专题十三、税收效益与税法效益研究 

（一）税收效益 

1、纳税效益是指纳税人在依法纳税时使其纳税成本达到最小化。 

2、征税效益是指征税主体付出最小的征税成本获得最大的税收收入。 

（二）税法效益原则 

税法效益，是指税法活动始终追求社会效益。这里的税法效益包括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环境保护效益、道德效益等各种社会效益的统一体。 

（三）结论 

税收效益与税法效益不同，税法效益包括税收效益，并且远远大于税收效益。 

附： 

（一）研究方法 

1、比较分析法。 

2、文献考察法。 

（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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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孟州主编《税法学》，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专题十四、关于我国实质征税原则的立法探讨 

（一）我国实质征税原则的立法状况 

1、实体税法方面的规定。 

（1）商品及劳务税法方面。  

（2）财产税法方面。 

（3）行为及目的税法方面。 

（4）所得税法方面。 

（二）程序税法方面的规定 

二、我国实质征税原则执法状况之考察 

1、“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并无正当理由的”执法状况 

（1）文献考察。①国家税务总局的解惑。②个人所得税“计税依据明显偏低”和“正当理由”

的进一步规定。 

2、调查考察。 

2、企业所得税法方面的执法状况。 

（三）我国实质征税原则立法之检讨 

1、内涵不明确。 

2、普适性规定失去作用。 

3、效力层次偏低。 

4、加大了税务机关执法的难度。 

（四）其他国家或地区实质征税原则立法考察 

1、从成文法系国家或地区看 

（1）德国税法。 

（2）韩国税法。 

（3）我国台湾地区“税法”。 

2、从判例法系国家看。 

（1）美国。 

（2）加拿大。 

综上，可以看出，这些国家或地区是从法律上认可实质征税原则的。 

（五）我国实质征税原则立法的完善 

1、在我国将实质征税原则予以法律化。 

2、扩大实质征税原则法律化适用范围。 

从我国大陆现行的税收法律规范的构成看，要将实质征税原则予以法律化，对于 

附： 

（一）研究方法 

1、法律规范分析法。 

2、比较分析法。 

3、文献考察法。 

4、调查法。 

（二）参考文献 

1、汪俊华：《论实质征税的立法确认》，法律教育网 2011-2-13访问。 

2、向景：《避税行为的效力分析》，《外国经济与管理》2001年 11月，第 23卷第 11期。 

3、叶姗：《实质课税主义的理论价值确证》，《学术论坛》2006年第 2期。 

专题十五、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计税依据规定研究 

（一）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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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方面。 

2、宪法方面。 

3、经济能力方面。 

（二）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计税依据规定现状及问题 

1、现状。 

2、问题。 

（三）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计税依据规定的完善建议 

1、实行按年计征制。 

2、实行费用扣除标准指数化。 

附： 

（一）研究方法 

1、文献考察法。 

2、法规分析法。 

（二）参考文献 

1、杨慧芳：“中美个人所得税法比较”，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 

2、李永贵主编：《个人所得税改革与比较》，中国税务出版社，1999年 11版。 

3、梁芬：“中外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比较与借鉴”，《税务研究》2003年第 3期。 

4、王传纶、王平武主编：《中国新税制业务全书》，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1994年版。 

5、安体富、秦泮义：“西方国家税源管理的经验及借鉴”，《税务研究》2002年第 4期。 

6、张进昌：《美英俄三国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比较与启示》，《税务研究》2003年第 10期。 

专题十六、从案例及其点评分析个人所得税法的不足。 

【案例】捐赠款纳税时究竟该如何抵扣？ 

1、案情介绍。 

北京市王先生，2012 年 10 月份从自己的储蓄中拿出 10 万元捐给了青少年基金会，在其缴纳

个人所得税，得知其捐赠款可以从应税所得额中抵扣时，自己却犯了难，产生了两个问题：一个是

他能否选择被扣除所得选项？因为王先生平时既有工资，当月工资为 9500元，又有劳务报酬所得，

当月劳务报酬为 10000元；一个是他能否按照年所得抵扣？就此向律师提出咨询。 

2、法律依据及分析。 

（1）关于王先生的第一个问题，目前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 

（2）于王先生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答案是否定的。 

3、从案例看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不足。 

附： 

（一）研究方法 

1、案例分析法。 

（二）参考文献 

1、房屋交易约定买家承担全部税费，个人所得税该由买方承担吗?  

（见 http://www.110.com/ask/question-1781580.html，2014-3-3访问。） 

专题十七、从适用范围看《税收征管法》 

（一）税收征管法适用范围现状 

（二）税收征管法适用范围规定存在的问题 

（三）税收征管法的完善建议 

附： 

（一）研究方法 

1、现实考察法。 



1587 

2、法规分析法。 

专题十八、税务登记制度 

（一）税务登记制度现状 

（二）税务登记制度存在的问题 

（三）税务登记制度的完善建议 

1、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纳税人登记代码制度来解决。 

2、最大限度地控制现金交易。 

3、建立健全信息管理系统。 

附： 

（一）研究方法 

1、文献考察法。 

2、比较分析法。 

（二）参考文献： 

1、王传纶、王平武主编：《中国新税制业务全书》，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4年版。 

2、安体富、秦泮义：《西方国家税源管理的经验及借鉴》，载《税务研究》2002年第 4期。 

专题十九、关于税法上的“关联企业”研究 

（一）税收征管法与企业所得税法关于“关联企业”的称谓及其认定 

（二）税收征管法与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存在的差异及其后果 

（三）税法上完善“关联企业”方面规定的建议 

附： 

（一）研究方法 

1、法规分析法。 

2、比较分析法。 

专题二十、关于逃税规定的研究 

（一）税法与刑法上关于逃税的规定 

（二）税法与刑法关于逃税规定的差异及其后果 

（三）完善税法上逃税规定的建议 

附： 

（一）研究方法 

1、法规分析法。 

2、比较分析法。 

专题二十、从陈某某律师涉税案看税法与国家赔偿法的关系及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与性质 

（一）案情介绍 

2005年 1月份，陈某某在大连市中山区通过注册登记设立陈某某律师事务所（合伙），在辽宁

省长海县税务局办理税务登记（因为辽宁省长海县税务局对税务方面有优惠政策，陈某某通过驻大

连办事处在该局办理税务登记，以便少缴一些税款）。2009年 1月大连市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对该事

务所进行税务检查时，发现该事务所自成立后一直是在长海县以定期定额的方式纳税，其年均收入

200 多万元，年核定纳税金额却平均只有 3 万元，并未发现其申报调整定额的书面材料。2009 年

12月 5日大连市地税局稽查分局依法对该事务所下达了《税务处理决定书》，并于同年 12月 19日

将案件移送大连市公安局。2010 年 1 月初，大连警方以涉嫌偷税将陈莫某刑事拘留，不久检察机

关批准逮。2010 年 5 月，大连市某区检察院以陈某某事务所及该所主任陈某某涉嫌逃税犯罪对其

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为，被告单位陈某某律师事务所系合伙企业，被告人陈某某系被告单位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均系国家税收法规规定的纳税义务人，但被告单位陈某某律师事务所在被告人陈

莫某担任该所主任期间，不按《大连市税收征收管理条例》的规定，按期申报调整税额，却采用设

立帐外帐、少列收入、不如实申报等手段逃税，自 2005年至 2009年共逃避个人所得税、营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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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税共计人民币 114 万余元，所逃税税款额占应纳税款的 30％以上，已经构成

逃税罪。2010 年 6 月 5 日，该院作出一审判决：大连陈某某律师事务所犯偷税罪，判处罚金 115

人民币万元；陈某某犯逃税罪，判处有期徒刑 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15万元。 

一审法院宣判后，陈某某不服判决，上诉到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大连市中级法院依法组成合

议庭，先后于 2010年 9月 6日、9月 13日、2011年 12月 27日三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根据二

审判决，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称，陈莫某及其律师事务所主观上想通过当地优惠政策少纳税，客观

上也确实少缴了税款，但均是直接与税务人员议定的，且税务人员知情而未提出异议。在税务机关

检查时，陈某某主动交出全部帐目，故认定其主观上有逃税故意的证据不足，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

陈某某及其律师事务所犯有逃税罪不能成立。2012年 1月 24日，大连中级人民法院依照《刑事诉

讼法》第 162条第 3项之规定，终审判决：陈某某及其律师事务所无罪。至此，陈某某律师被控逃

税案终于有了令人满意的结局：被关押 1年多的陈某某重获自由。 

《国家赔偿法》第 6条的规定，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陈某某对自己在

无犯罪事实情况下被错误羁押，其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受到侵害，于 2012年 2月向有关部门递交

了“国家刑事赔偿申请书”和“国家行政赔偿申请书”，要求赔偿义务机关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

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检察院等给予国家赔偿。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依法对陈某某的赔偿申

请进行听证审理，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陈某某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大连市中山区

人民检察院和大连市中山区人民法院应对陈某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羁押每天赔偿金额为 73．3

元（年度职工日均工资），陈某某总计得到赔偿金 39948.5元。 

（二）从该案例看税法与国家赔偿法的关系及税收法律关系的子能够治愈本质 

1、从该案看税法与国家赔偿法的关系。 

2、从该案看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与本质。 

附： 

（一）研究方法 

1、案例分析法。 

2、文献考察法。、 

3、法规分析法。 

（二）参考文献 

1、王存臻、严春友著：《宇宙全息统一论》，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2、何振芳主编：《宇宙全息统一论与人体信息诊疗》，黄河出版社 1989年版。 

3、舒国滢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4、孙国华、朱景文主编：《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5、陈德惠律师事务所偷税案全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5c0a180100ept6.html,2013年 12月 5日访问。 

五、学时分配 

以下列表格的形式，依据每部分课程内容所需将课时做科学、合理安排。 

课堂学时分配表 

课次 内  容 授课学时数 备 注 

1 宇宙全息统一论引入法及法学领域的必

要性 

3  

2 财政与财政职能专题 3  

3 分税制 3  

4 预算法专题 4  

5 国库法专题 3  

6 税法专题 5  

7 国债法专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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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政府采购法专题 4  

9 财政收支平衡法专题 4  

总 计 32  

六、其他和备注 

预修课程指在选修某一课程前必须提前学习的课程。各专业或方向可根据需要自行安排，学校

不做统一要求。 
编写人签字：杨萍  研究所负责人签字： 

审核人（二级单位负责人）签字：       批准人（研究生院）签字：           

编制时间： 

 

法务会计 
Forensic Accounting 

课程号：4020700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1.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也可以面向全校的各专业的本科生开放。 

2.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l 本课程给学生介绍法务会计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与基本知识。 

l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法务会计的基本理论，掌握法务会计的基本概念与基本观
点，了解法务会计当前研究与发展的动态。 

l 掌握公司财务报表的阅读与分析技术与方法，能够阅读与分析企业的财务报表，并学会如
何通过财务报表的分析识别财务欺诈舞弊。 

l 掌握舞弊的基本理论与舞弊审计与调查的技术方法。 

l 掌握计算机辅助审计以及计算机取证的技术手段。 

l 掌握司法会计鉴定及其在我国诉讼案件审理中的运用。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法务会计基础知识、舞弊审计的

基本原理与技术方法，掌握计算机辅助审计与取证的基本技能，为日后作为诉讼活动参与者更好地

完成对经济犯罪案件与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奠定必要的会计学。审计学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法务会计的基本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l 法务会计的定义与特点 

l 法务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l 法务会计的职能 

l 法务会计的目标 

l 法务会计的基本假设 

l 法务会计的原则 

l 法务会计研究的内容 

l 法务会计人员应该具备的素质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务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2．掌握法务会计的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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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阅读外文原版资料 5篇，写出 800字的读后感。 

知识单元 2：公司会计报表的阅读与风险：基于法务会计的视角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l   会计与会计报表概述 

l  会计报表分析概述 

l   资产负债表的阅读与分析 

l  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的阅读与分析 

l   会计报表的比率分析法 

l  审计报告的阅读 

学习目标：  

1． 掌握公司会计报表的阅读与分析的技术与方法。 

2． 掌握审计报告的阅读方法。 

作业：选择一家上市公司最近 5年的会计报表进行分析，指出其中存在的舞弊问题 

知识单元 2：舞弊问题的专题研究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l  舞弊的定义及特征；  

l  舞弊的类型； 

l  舞弊的成因理论——舞弊三角理论； 

l  舞弊的成因理论——“GONE”理论； 

l  舞弊的成因理论—— 三“C”理论； 

l  关于舞弊的实证研究：来自 ACFE的威尔斯报告 

学习目标：  

1、 掌握舞弊及其特征与分类 

2、 掌握舞弊的成因理论 

3、 了解有关舞弊的实证调查 

知识单元 3：司法会计鉴定精要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l  我国司法会计鉴定管理体制 

l  我国现行的司法会计鉴定制度 

l  司法会计鉴定机构设置制度 

l  司法会计鉴定人出庭制度 

l “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制度 

l  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及其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l  司法会计在我国诉讼案审理中被运用情况的调查 

学习目标：  

1、 掌握我国司法会计鉴定管理体制及相关制度 

2、 了解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在我国诉讼活动中的运气情况 

知识单元 4：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及其在法务会计中的运用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概述 

2、 运用 EXCEL作为舞弊审计工具发现舞弊的线索 

3、 运用工具“IDEA”和“ACTIVEDATA FOR e\EXCEL”查找舞弊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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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用奔福德定律（Beford’s Law）在财务数据中发现舞弊线索 

5、 计算机取证技术简介。 

学习目标：  

1、 掌握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及其工具的使用方法 

2、 了解计算机取证技术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务会计的定义与特点 

法务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法务会计的职能 

法务会计的基本假设 

2  

2 

法务会计的目标 

法务会计的原则 

法务会计研究的内容 

法务会计人员应该具备的素质 

2  

3 
会计与会计报表概述 

会计报表分析概述 

资产负债表的阅读与分析 

2  

4 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的阅读与分析 2  

5 现金流量表的阅读与分析 2  

6 
会计报表的比率分析法 

审计报告的阅读 
2  

7 
舞弊的定义及特征； 

舞弊的类型； 
2  

8 
舞弊的成因理论——舞弊三角理论； 

舞弊的成因理论——“GONE”理论； 

舞弊的成因理论—— 三“C”理论； 

2  

9 关于舞弊的实证研究：来自 ACFE的威尔斯报告 2  

10 

我国司法会计鉴定管理体制 

我国现行的司法会计鉴定制度 

 司法会计鉴定机构设置制度 

 司法会计鉴定人出庭制度 

2  

11 
“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制度 

 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及其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司法会计在我国诉讼案审理中被运用情况的调查 

2  

12 
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概述 

运用 EXCEL作为舞弊审计工具发现舞弊的线索 
2  

13 
运用工具“IDEA”和“ACTIVEDATA FOR e\EXCEL”查

找舞弊线索 
2  

14 
运用奔福德定律（Beford’s Law）在财务数据中发

现舞弊线索 
2  

15 计算机取证技术简介 2  

16 考试 2  

 合计 32  

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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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会计学与会计法  会计学原理 

后续课程：法务会计实务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公司会计报表的阅读与分析。 

难点：会计报表的分析、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及其运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方法：。 

2.互动式启发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1.计算机辅助教学工具。 

2.多媒体教学课件。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利用商学院会计实验室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考勤占 10%；期末考试占 77%。 

7、作业要求： 

每章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法务会计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苏彤等编著《法务会计高级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 3月 第 1版（教材获

奖情况） 

（二）推荐参考书 
1. ×××等编著《××××》，××××出版社，××××年××月 第×版 

2. ×××等编著《××××》，××××出版社，××××年××月 第×版  

执笔：张苏彤  审稿：×××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金融法实务 
Financial law Practices  

课程号：4020700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所必备实务操作能力

和技巧的应用课程。2、为学生谋求到这些行业和岗位就业提供基础训练和培训，以提升他们在就

业市场的竞争力和更好适应未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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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本课程，旨在课程以案例分析和讨论作为课程主要内容，要求学生课外准备、课堂参与和

课下补充和完善相结合，尽可能模拟实战场景、扮演具体角色方式进行训练。教师主要职责不是课

堂知识的系统讲授，而是重心放在案例采集、取舍、编撰和教案设计，课堂对案例讨论与分析的主

持与引导，课后作业和联系的评阅与批改，并针对教训中发现学生素质与能力欠缺与薄弱地方有针

对性调整培训内容，在条件下允许情况下，针对个别学生进行特别辅导和强化训练。 

总之，本课程要求学生学习掌握作为一线工作人员进行方案（合约）设计、作为后台工作人员

进行法律把关与管理、作为独立专业人士处理纠纷等操作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学时 
知识单元 1：金融服务业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介绍我国金融服务业发展历史、现状及未来走势。 

学习目标： 

  要求学生对金融服务业过去、现在与未来有一个框架性的掌握和了解，掌握行业基本知识。 

作业：要求阅读近三年各金融监管机构监管年报。 

知识单 2：金融法实务对能力和技能要求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讲授决策、立法、监管、司法以及金融机构运营管理以及提供独立第三方法律专业

服务对法律专业人才需求具体要求。 

学习目标： 

1．了解各个领域对法律专业知识、能力与技能的需求。 

2．掌握法律专业服务的主要领域及服务内容。 

知识单元 3：研习的方法 

参考学时：1课时 

学习内容：阐释学习本课程的学习方法和考核要求。 

学习目的：教给学生正确学习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金融法实务概述：金融服务业发展概述 2  

2 
金融法实务概述：金融法实务对能力与技能要求、

学习方法。 
2  

3 权益性融资法律实务：权益性融资概述、案例分析 2  

4 权益性融资法律实务：模拟实训、评析 2  

5 债务性融资法律实务：债务融资概述 2  

6 债务性融资法律实务：案例分析与讨论 2  

7 债务性融资法律实务：模拟实训及评析 2  

8 投资服务有关法律实务：概述 2  

9 投资服务有关法律实务：案例分析与讨论 2  

10 投资服务有关法律实务：模拟实训与评析 2  

11 合规管理实务：概述 2  

12 合规管理实务：案例分析与讨论 2  

13 合规管理实务：模拟实训与评析 2  

14 金融创新与法律实务：概述 2  

15 典型案例分析与讨论 2  

16 期末考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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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金融法、证券法、公司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权益性融资法律实务、债务性融资法律实务 

难点：金融创新与法律实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案例讨论。 

2.模拟训练。 

教学手段： 

1.幻灯片演示。 

2.视频观摩。 

3、分组研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投影仪 

互联网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讲义。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无 
（二）推荐参考书 
1、项俊波：《现代金融市场知识手册》 

2、吴晓灵：《中国近同体制改革 30年回顾与展望》 

3、邹菁：《私募股权基金的募集与运作：法律实务与案例》，法律出版社 2009 

4、(美) 戴维·格拉斯通, 劳拉·格拉斯通著，《风险投资操作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5、黄毅等著：《合规管理原理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09。  

执笔：贺绍奇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税法实务 
Practice of Tax Law 

课程号：4020701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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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主要纳税申报表的填写；2、掌握基本的纳税筹划方法并能进行

简单纳税筹划方案的设计；3、掌握基本的税务复议和税务诉讼的知识。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税法基础知识、纳税筹划的基本

原理、税务复议和诉讼的基本原理，掌握纳税申报表的填写方法、纳税筹划的基本方法以及税务复

议和诉讼的基本技巧。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个人所得税制度与纳税申报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个人所得税制度。 

2．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填写。 

学习目标： 

1．了解个人所得税的基本制度。 

2．掌握各项个人所得应纳税额的计算。 

3．掌握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填写方法。 

作业： 

填写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知识单元 2：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基本方法。 

2．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基本技巧。 

学习目标： 

1．了解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基本方法。 

2．掌握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基本技巧。 

作业： 

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方案设计。 

知识单元 3：企业所得税制度与纳税申报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企业所得税制度。 

2．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填写。 

学习目标： 

1．了解企业所得税的基本制度。 

2．掌握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的计算。 

3．掌握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的填写方法。 

作业： 

填写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知识单元 4：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基本方法。 

2．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基本技巧。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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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基本方法。 

2．掌握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基本技巧。 

作业： 

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方案设计。 

知识单元 5：税务复议与税务诉讼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税务复议的基本制度与案例分析。 

2．税务诉讼的基本制度与案例分析。 

学习目标： 

1．掌握税务复议的基本制度及其案例分析技巧。 

2．掌握税务诉讼的基本制度及其案例分析技巧。 

作业： 

税务诉讼案例起诉书或答辩状的书写。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个人所得税制度与纳税申报 2  

2 个人所得税制度与纳税申报 2  

3 个人所得税制度与纳税申报 2  

4 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 2  

5 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 2  

6 企业所得税制度与纳税申报 2  

7 企业所得税制度与纳税申报 2  

8 企业所得税制度与纳税申报 2  

9 企业所得税制度与纳税申报 2  

10 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 2  

11 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 2  

12 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 2  

13 税务复议与税务诉讼 2  

14 税务复议与税务诉讼 2  

15 税务复议与税务诉讼 2  

16 税务复议与税务诉讼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税法 

后续课程：税法案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个人所得税制度与纳税申报、企业所得税制度与纳税申报。 

难点：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讲授法。 

2.课堂研讨法。 

教学手段： 

1.实务操作图表演示。 



1597 

2.网络报税操作演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可以上网的电脑以及常用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作业大约占用 8个课时（不占用课堂教学时间）。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不设期末考试，考查全部放在教学过程中。

考查内容有：学生出勤（占 10%）、课堂表现（占 10%）、作业完成情况（占 80%）。 

7、作业要求： 

每个知识单元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共计 5份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本门由于实效性比较强，相关政策变化比较大，不设定教材。由授课教师根据教学实际推荐合

适的参考书。 

五、推荐参考书 

1. 翟继光、刘河英编著：《企业合理节税避税案例讲解》，立信会计出版社，2014年 7月，第

1版； 

2. 翟继光编著：《最新企业所得税业务处理技巧与分类适用指南》，立信会计出版社，2015年

7月，第 1版。  

执笔：翟继光  审稿：×××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31日 

 

会计法实务 
Accounting-law comprehensive simulated training 

课程号：402070112 

一、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建立在学生已经系统学习和掌握了《会计学原理》、《会计学与会计法》、《法学基础理

论》的基础上，从企业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角度对相关知识的继续性学习与深化。通过对制造企业

经济业务流程会计处理的实际仿真操作，旨在提高学生运用会计学与会计法的基本原理分析判断具

体经济业务和会计涉法案例并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进而初步沉淀“深谙简单，化解繁复”的素质。 

在会计实验过程中，以已修的会计理论、方法和会计规范为指导，进行实验操作。一方面将实

际操作的内容与现行的会计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相对照，以巩固理论并加深理解；另一方面，检验

所学会计理论、方法和法律法规与现实的联系程度，从而清晰会计法律法规将进一步改进与完善的

方向和内容。 

二、教学内容 

课程实验为 9个，共 32学时。 

资金结算业务 

筹资业务的会计核算 

供应业务的会计核算 

生产过程的会计核算 

销售业务的会计核算 

财务成果的会计核算 

利润分配业务的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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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退出企业的核算 

会计涉案业务 

三、学习目标 

通过《会计法实务》课程，要求学生做到： 

1、识别和整理原始凭证； 

2、编制记账凭证； 

3、开设并登记明细账和日记账； 

4、开设并登记总分类账； 

5、月末结账； 

6、试算平衡 

7、编制会计报表； 

8、对与会计业务有关的主体、内容、客体等事项，能够运用会计规范，进行合法性判断，并

熟悉相关法律责任。 

实验 1   资金结算业务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资金结算的各种方式。 

实验要求：熟悉即期结算与远期结算，掌握支票、汇票、本票、托收承付、企业承兑汇票、银

行承兑汇票的结算方式及其会计处理。 

实验 2：筹资业务的会计核算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资金进入企业的各种方式以及会计核算。 

实验要求：熟悉所有者投入、债权人投入资金的方式，熟悉相关核算账户以及会计处理方法。 

实验 3：供应业务的会计核算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制造企业采购过程与储备过程的会计核算。 

实验要求：熟悉制造企业的采购业务与储备业务，熟悉相关业务的归集与分摊方法，熟悉相关

核算账户以及会计处理方法。 

实验 4：生产业务的会计核算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制造企业生产过程的会计核算。 

实验要求：熟悉生产过程中各种支出的归属对象，熟悉相关业务的归集与分摊方法,熟悉相关

核算账户以及会计处理方法。 

实验 5： 销售业务的会计核算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制造企业销售业务的会计核算。 

实验要求：熟悉基于权责发生制的收入实现的基本标志及其与流转税的关系；正确区分折扣与

折让对税收的意义；熟悉相关核算账户以及会计处理方法。 

实验 6： 财务成果的会计核算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制造企业财务成果的会计核算。 

实验要求：熟悉期间费用；熟悉主营业务利润、其他业务利润、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

的形成；熟悉企业所得税的相关规范。对以上业务能够运用会计方法与会计规范进行会计处理。 

实验 7： 利润分配业务的核算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企业利润分配的会计核算。 

实验要求：熟悉利润分配各明细科目之间的关系；熟悉“未分配利润”、“利润分配”与其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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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之间的关系；熟悉利润分配的各项法规要求。对以上业务能够运用

会计方法与会计规范进行简单的会计处理。 

实验 8： 资金退出企业的核算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现金流退出企业的会计核算。 

实验要求：熟悉投资者收回投资；支付投资者利润；上缴税金；归还银行借款；对外投资；支

付福利费等业务，掌握上述现金流退出业务的会计处理。 

实验 9： 会计涉案业务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会计法规案例业务。 

实验要求：选取有代表性的案例，通过案例中会计行为以及相应法律责任的分析，进一步帮助

学生熟悉《会计法》条文并领会其精神实质，以提高解决实践中会计涉法问题的能力。 

四、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资金结算业务 2  

2 筹资业务的会计核算 2  

3 供应业务的会计核算 4  

4 生产过程的会计核算 6  

5 销售业务的会计核算 4  

6 财务成果的会计核算 6  

7 利润分配业务的核算 4  

8 资金退出企业的核算 2  

9 会计涉案业务 2  

五、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会计学原理》或《会计学与会计法》。 

后续课程：《审计学与审计法》《法务会计》。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企业经济业务的票据识别；记账凭证的填制；银行日记账、现金日记账、明细分类账、总分类

账的登记；财务会计报表的编制；会计规范的执行；会计法律责任的追究。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小班教学，课堂人数约为 20 人左右。基本原理回顾与实务训练相结合；集中讲解与小组研讨

相结合；小组训练与个别指导相结合。 

采用课堂分组模式，每小组 4—5人为一个研讨单元。一般性问题，小组内同学共同参与讨论，

彼此互动；共同性的问题，可在单元之间进行公开讨论，全班同学参与并形成互动；教师手把手指

导每一位学生进行实际操作，直至其最终完成。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教室桌椅可以自由移动组合。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课堂实验与期末考核相结合。 

考核要求：正确性：60分；规范化：20分；清晰性：10分；实验纪律：10分。 

6、选用教材： 

《会计实习操作》，何日胜 等 编著   立信出版社， 

2014年第 2版。 

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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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计基础实验》，于玉林 等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 6月第 1版。 

2、 《会计学原理实验教程》欧阳歆 等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4年 2月 第 1版。 

3、《会计基础实验教程》秦洪珍 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年 3月第 1版。  

       执笔：陈 铃  审稿：   审定：   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6月 

 

法务会计实务 
Practice of Forensic Accounting   

课程号：4020701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也可以面向全校各专业的本科生开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开设本课程的目的在于引导同学们全面系统地掌握法务会计课程的相关

理论与实务技能，掌握公司会计报表的分析技术，掌握计算机辅助审计的技术方法，了解司法会计

鉴定意见在我国诉讼活动中运用的情况，掌握实证分析的技术方法，学会灵活运用会计分析的技术

方法解决实际问题，使选修过该课程的同学们具有复合的知识结构与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以适应未来职场对法学人才的新要求与新挑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16学时 
知识单元 1：上市公司会计报表的阅读与分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上市公司会计报表的阅读与分析方法； 

2．会计报表的横向分析与纵向分析； 

3. 会计报表的比率分析法 

学习目标： 

1．了解有关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法规。 

2．掌握会计报表的分析方法。。 

…… 

案例研习： 

选择一家被中国证监会处罚过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全面分析该公司最近 5年发布的会计

报表，就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以及是否存在财务舞弊发表自己的意见 

知识单元 2：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在我国诉讼活动中的运用情况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司法会计鉴定的理论与实务； 

2．司法会计鉴定文书； 

3. 对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的审核； 

4. 对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的质证。 

学习目标： 

1．了解司法会计鉴定在我国诉讼活动中的运用； 

2．掌握司法会计鉴定的理论与实务； 



1601 

3. 实证分析的技术方法训练。 

案例研习： 

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在我国诉讼活动中的运用：来自北大法宝的实证调查 

请访问北大法宝案例库，分别就最近 10 年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和民事诉讼

活动中运用的情况作出调查，写出 1000—2000字的调查报告。 

知识单元 3：数值分析技术（Benford’s Law）在法务会计中的运用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数值分析技术的理论与实务技术。 

2．实证分析的技术方法。 

学习目标： 

1． 测试与验证数值分析技术在我国财务数据中的运用。 

2．掌握实证分析的技术方法。 

案例研习： 

就分配给你的数据类型进行有关 benford’s law 的验证性测试，并就数据中是否隐含有舞弊

线索写出分析报告（1000字左右） 

知识单元 4：运用计算机辅助审计软件发现舞弊的线索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方法。 

2．常用的计算机辅助审计工具。 

学习目标： 

1．了解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在法务会计舞弊调查中的运用。 

2．掌握常用的计算机辅助审计工具的使用方法。 

案例研习： 

运用计算机辅助审计工具（Excel/ Active data For Excel / IDEA）发现隐藏在财务数据中

的舞弊线索 

写出不少于 1000字的分析报告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4个，共 16学时，全部安排在商学院会计实验室进行。 
实验 1：上市公司财务报表的分析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掌握财务分析技术方法与分析软件工具的使用 

实验要求： 

熟悉会计报表分析的技术方法与分析工具的使用；研究如何提高财务报表分析发现隐藏在财务

数据中的舞弊线索；掌握财务分析技术方法与分析软件工具的使用。 

实验 2：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在我国诉讼活动中的运用情况的调查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运用实证调查的方法在北大法宝案例库中调查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在我国诉讼活动中

的运用情况 

实验要求：熟悉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的相关理论；研究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在我国诉讼活动中的运

用；掌握实证调查的技术方法。 

实验 3：数值分析技术（Benford’s Law）在法务会计中的运用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测试与验证数值分析技术（benford’s law） 

实验要求：熟悉数值分析技术在舞弊调查中的运用相关理论；研究数值分析技术的在舞弊调查

中运用的方法与技巧；掌握 Benford’s Law方法在法务会计中的应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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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4：运用计算机辅助审计软件发现舞弊的线索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1．学习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方法。2．学习常用的计算机辅助审计工具的运用。 

实验要求：熟悉常用的计算机辅助审计工具；研究如何运用计算机辅助审计工具发现舞弊线索

与证据；掌握常用计算机辅助审计软件工具的使用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上市公司会计报表的分析方法 4 理论课 

2 上市公司会计报表的分析方法 4 实验课 

3 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在我国诉讼活动中的运用情况 4 理论课 

4 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在我国诉讼活动中的运用情况 4 实验课 

5 数值分析技术在舞弊调查中的运用 4 实验课 

6 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及其在法务会计中的运用 4 理论课 

7 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及其在法务会计中的运用 4 实验课 

8 学生汇报陈述考核 4 考核 

合计 3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会计学与会计法、会计学原理、法务会计。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四个案例研习。 

难点：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的运用、上市公司会计报表的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案例研习：引导学生完成四个大型的案例研究，进行探究式教学。 

2. 引导学生与老师多项互动。 

……………… 

教学手段： 

教学过程全程安排在我校商学院实验室进行，学生一人一台计算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需要用到商学院金融与会计实验室（厚德楼 109）。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 

四个案例的分析实验：80% 

课题内交流与陈述情况：20% 

7、作业要求： 

按照每二周一个案例研习的进度完成案例研习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苏彤编著《法务会计高级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月 第×版（教

材获奖情况） 

（二）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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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等编著《××××》，××××出版社，××××年××月 第×版 

2. ×××等编著《××××》，××××出版社，××××年××月 第×版  

执笔：张苏彤  审稿：×××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3日 

 

法务会计(双语课) 
Forensic Accounting 

课程号：4020701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1.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也可以面向全校的各专业的本科生开放。 

2.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l 本课程给学生介绍法务会计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与基本知识。 

l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法务会计的基本理论，掌握法务会计的基本概念与基本观
点，了解法务会计当前研究与发展的动态。 

l 掌握公司财务报表的阅读与分析技术与方法，能够阅读与分析企业的财务报表，并学会如
何通过财务报表的分析识别财务欺诈舞弊。 

l 掌握舞弊的基本理论与舞弊审计与调查的技术方法。 

l 掌握计算机辅助审计以及计算机取证的技术手段。 

l 掌握司法会计鉴定及其在我国诉讼案件审理中的运用。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法务会计基础知识、舞弊审计的

基本原理与技术方法，掌握计算机辅助审计与取证的基本技能，为日后作为诉讼活动参与者更好地

完成对经济犯罪案件与经济纠纷案件的审理奠定必要的会计学。审计学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Theory of Forensic Accounting（法务会计的基本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l 法务会计的定义与特点 

l 法务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l 法务会计的职能 

l 法务会计的目标 

l 法务会计的基本假设 

l 法务会计的原则 

l 法务会计研究的内容 

l 法务会计人员应该具备的素质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务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2．掌握法务会计的基本理论。 

作业：阅读外文原版资料 5篇，写出 800字的读后感。 

知识单元 2：Reading and analysis of accounting statements of the company（公司会计报表

的阅读与分析：基于法务会计的视角）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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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会计与会计报表概述 

l  会计报表分析概述 

l  资产负债表的阅读与分析 

l  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的阅读与分析 

l  会计报表的比率分析法 

l  审计报告的阅读 

学习目标：  

1． 掌握公司会计报表的阅读与分析的技术与方法。 

2． 掌握审计报告的阅读方法。 

作业：选择一家上市公司最近 5年的会计报表进行分析，指出其中存在的舞弊问题 

知识单元 2：Research on corporate fraud（公司舞弊问题研究）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l  舞弊的定义及特征；  

l  舞弊的类型； 

l  舞弊的成因理论——舞弊三角理论； 

l  舞弊的成因理论——“GONE”理论； 

l  舞弊的成因理论—— 三“C”理论； 

l  关于舞弊的实证研究：来自 ACFE的威尔斯报告 

学习目标：  

1、 掌握舞弊及其特征与分类 

2、 掌握舞弊的成因理论 

3、 了解有关舞弊的实证调查 

知识单元 3：Forensic accounting appraisal （司法会计鉴定）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l  我国司法会计鉴定管理体制 

l  我国现行的司法会计鉴定制度 

l  司法会计鉴定机构设置制度 

l  司法会计鉴定人出庭制度 

l “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制度 

l  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及其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l  司法会计在我国诉讼案审理中被运用情况的调查 

学习目标：  

1、 掌握我国司法会计鉴定管理体制及相关制度 

2、 了解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在我国诉讼活动中的运气情况 

知识单元 4：Computer aided audit techniques（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概述 

2、 运用 EXCEL作为舞弊审计工具发现舞弊的线索 

3、 运用工具“IDEA”和“ACTIVEDATA FOR e\EXCEL”查找舞弊线索 

4、 运用奔福德定律（Beford’s Law）在财务数据中发现舞弊线索 

5、 计算机取证技术简介。 

学习目标：  

1、 掌握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及其工具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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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计算机取证技术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务会计的定义与特点 

法务会计的产生与发展 

法务会计的职能 

法务会计的基本假设 

2  

2 

法务会计的目标 

法务会计的原则 

法务会计研究的内容 

法务会计人员应该具备的素质 

2  

3 
会计与会计报表概述 

会计报表分析概述 

资产负债表的阅读与分析 

2  

4 利润表及利润分配表的阅读与分析 2  

5 现金流量表的阅读与分析 2  

6 
会计报表的比率分析法 

审计报告的阅读 
2  

7 
舞弊的定义及特征； 

舞弊的类型； 
2  

8 
舞弊的成因理论——舞弊三角理论； 

舞弊的成因理论——“GONE”理论； 

舞弊的成因理论—— 三“C”理论； 

2  

9 关于舞弊的实证研究：来自 ACFE的威尔斯报告 2  

10 

我国司法会计鉴定管理体制 

我国现行的司法会计鉴定制度 

司法会计鉴定机构设置制度 

司法会计鉴定人出庭制度 

2  

11 

“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制度 

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及其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司法会计在我国诉讼案审理中被运用情况的调查 

 

2  

12 
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概述 

运用 EXCEL作为舞弊审计工具发现舞弊的线索 
2  

13 
运用工具“IDEA”和“ACTIVEDATA FOR e\EXCEL”查

找舞弊线索 
2  

14 
运用奔福德定律（Beford’s Law）在财务数据中发

现舞弊线索 
2  

15 计算机取证技术简介 2  

16 考试 2  

 合计 3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会计学与会计法  会计学原理 

后续课程：法务会计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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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公司会计报表的阅读与分析。 

难点：会计报表的分析、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及其运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方法：。 

2.互动式启发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1.计算机辅助教学工具。 

2.多媒体教学课件。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利用商学院会计实验室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考勤占 10%；期末考试占 77%。 

7、作业要求： 

每章均有相应的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苏彤改编《Forensic Accounting》东北财经出版社 2009年 3月第一版 

2. 张苏彤编著《法务会计高级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 3月 第 1版 

执笔：张苏彤  审稿：×××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3日 

 

欧洲税法与比较税法 
European Tax law and Comparative Tax Law 

课程号：4020701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财税法是我国正在快速发展的新兴法学学科，我校现开设的《税法》、

《财政法》等课程均以国内税法为主要教学内容，随着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发展，国际税法、比

较税法和外国税法问题日益增多。为此，本课程教学目标包括：1、提升我校法学教育国际化水平；
2、增强学生国际视野和解决涉外税收法律问题能力；3、培养学生掌握必要的税收和法律专业英语
知识。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案例分析，使学生掌握欧洲税法与比较税法基础知识，重点

掌握欧盟税法体制、欧洲税法基本价值、欧洲税法影响下的欧盟成员国直接税法与间接税法、欧盟

成员国间的税务行政合作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Introduc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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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ncept of European tax law  
a collection of principles and rules of European law that have an influence or a restrictive effect on 

national taxation by the M. 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uropean tax law and related concepts such as EU tax law and EC tax law: 

mainly lying in the range of law sources: European tax law covers not only the EU Institutions’ legal 
documents, i.e. those issued by European Council,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but also the non EU Institutions’ legal documents, 
such as Judgments of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nd rulings of 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2. Object of study of European tax law  
European tax law systematically surveys the tax implications for national taxations of the EC Treaty 

(now, after amendments, Treaties on European Union and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 and of the EC tax 
harmo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policy, with thorough and critical discussion of the ECJ’s case laws in tax 
matters and of the Community tax rules in force, in the context that the EU policy of aligning national 
taxes & tax policies insofar as is necessary for a common market affects taxation & tax law in all Member 
States.  

3. Community objectives and means to reach these objectives 
a. a harmonious,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ctivities; 
b. a high level of employment and of social protection,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sustainable and non-inflationary growth;  
c. a high degree of competitiveness and convergence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d. a high level of protect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the environment, the raising of the 

standard of living and quality of life,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cohesion and solidarity among Member 
States. 

Means to reach above-mentioned objectives: establishing a common market and 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and implementing common policies or activities to promote throughout the Community  

4. Requirements of single market  
a. abolition of obstacles to the free movement of goods, persons, services and capital;  
b. a system ensuring that competition in the internal market is not distorted;  
c. the approximation of the laws of Member States to the extent required for the functioning of the 

common market 
5. Main fiscal obstacles to the proper functioning of a common market 
a. tax burdens on the emigration of (legal) persons and on the internal border-crossing of goods, 

services, income or capital; 
b. differential tax treatment of domestic and imported goods and services; 
c.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national tax laws, leading to market distortions; 
d. having to comply with 27 different tax administrations, 27 different sets of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tax law, etc.  
e. differential tax treatment of residents and non-residents and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investment or 

income 
f. international double taxation of the same tax base  
6. The ways of integrations  
a. positive way: legislative integration, i.e. integration through regulation at community level, 

harmonization of national tax laws (directives), or at least co-cordination between the M.S.  
Tax measures taken at community level cover custom duties, indirect tax (in particular, VAT), direct 

tax (in specific and separate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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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negative way: judicial integration (case law), i.e. integration through prohibition, the abolition of 
restrictive national tax measures after th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has declared them incompatible with 
the EC treaty (freedoms of movements, discrimination prohibition or state aid prohibition), mainly in the 
direct tax matters.  

7. Related Treaties  
a. Paris Treaty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it was signed in 1951 and came into force on 23 July 1952 
b. Roma Treaty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it was signed in 1957 and came into force in 1958 
c. EC Treaty (Brussels Treaty)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it signed in 1967 and came into force on 1 July 1967 
d. EU Treaty (Maastricht Treaty), aimed at creating 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and 

European political union:  
it signed in 1992 and came into force on 1 November 1993 
e. Lisbon Treaty, amending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t was signed in 2007 and came into force on 1 December 2009 
学习目标： 
1．了解欧盟成立的目的以及欧盟为实现这些目的采取的方法、欧盟相关基础条约的演变。 
2．掌握欧洲税法的概念、学习欧洲税法的目标、欧洲税法与欧洲单一市场的关系、欧盟成员

国税法整合的现状。 
作业： 
1. 课后思考问题： 
a. How to understand the European tax law as an independent branch of tax law for (EU) single 

market?  
b. What is the meaning of,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ositive way and negative way as regards EU 

integra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ir respective application in tax matters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indirect taxes and direct taxes? 

c. Why does the legislative harmonization at community level in indirect tax matters have a greater 
extent than that in direct tax matters does? 

2. 课后阅读相关背景知识的文章： 
a. 翁武耀：“欧盟税制概况”，《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10第 1期 

知识单元 2：EU Tax Legal System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Relat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EU legal system and national legal systems  
A. EU legal system  
“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constitutes a new legal order of international law for the 

benefit of which the states have limited their sovereign rights, albeit within limited fields, and the subjects 
of which comprise not only the member states but also their nationals.” 

a. EU legal system among intergovernmentalism, supranationalism and federalism 
(a) the EU operates through a system of supranational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and 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ed decisions by the member states 
(b) Is there an inevitable move to fed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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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main EU institutions and their functions  
(a) European Council: an institu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It comprises the heads of state or 

government of the EU member states, along with th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uncil.While the European Council has no formal legislative power,it is the 
Union's strategic (and crisis solving) body, acting as the collective presidency of the EU. 

(b)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sometimes just called the Council and sometimes still referred to 
as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the institution in the essentially bicameral legislature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 representing the executives of member states, the other legislative body being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c) European Commission: the executive body of the European Union, responsible for proposing 
legislation, implementing decisions, upholding the Union's treaties and day-to-day running of the EU. 

(d) European Parliament (abbreviated as Europarl or the EP): the directly elected parliamentary 
institu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It shares equal legislative and budgetary powers with the Council. It 
had only advisory and consultative powers. 

(e) European Court of Justice (ECJ) is the highest court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 matters of 
European Union law. As a part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stitution it is tasked with 
interpreting EU law and ensuring its equal application across all EU member states. 

c. democratic deficit and problems of sovereignty of EU institutions  
d. Style of the Community legal system: resemble to civil law/deductive system  
e. Procedure of approval of community rules in tax matters 
(a) Concurring competency of EU and member states in tax matters, with exception of custom duties: 

subsidiary principle 
(b) Economic and Financial Affairs Council decides mainly by qualified majority, in consultation or 

co-decision with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with the exception of fiscal matters which are decided by 
unanimity 

B. relationship (between EU legal system and national legal systems): “dualism” or “monism” 
a. dualism: national courts’ orientation  
inspired by theory of separation of legal systems/internationalist 
b. monism: ECJ’s orientation  
c. differences between dualism and monism 
C. Conflicts (between Community legal system and national legal systems) 
a. Conflicts between general values of community legal system and national constitutional values 

concerning the tax system 
b. manifestations of conflicts  
c. limitation to primacy of EU law compared to national constitutions: the theory of 

contra-limitations  
e. dynamic integration  
2. Law sources of European tax law 
A. Sources of primary law  
Founding Treaties; amending EU Treaties; protocols annexed to the founding Treaties and to the 

amending Treaties; Treaties on new Member States’ accession to the EU. 
B. Sources of secondary law (derived)  
a. Unilateral acts: regulations, directives, decisions/opinions, communic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soft law). 
b. Convention and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signed by the EU and a country or out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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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sation; agreements between Member States; interinstitutional agreements, i.e. agreements between 
the EU institutions. 

C. Sources of supplementary law  
a. case law of the Court of Justice  
b. international law  
c. 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  
3. Role of ECJ’s case laws in Community tax order 
A. Judicial power of ECJ  
a. composition of ECJ 
The Court of Justice consists of 27 Judges who are assisted by 8 Advocates-General. The Judges and 

Advocates-General are appointed by common accord of the governments of the member states and hold 
office for a renewable term of six years.  

The issue worth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into:  
the Function of Advocates-General and the effects of AG’s opinions  
b. function of ECJ  
to interpret EU law and ensuring its equal application across all EU member states 
c. jurisdiction of ECJ 
(a) actions for failure to fulfill obligations (infringement procedure) (M.S.);  
(b) actions for annulment (EU institutions);  
(c) actions for failure to act (EU institutions);  
(d) preliminary ruling  
Preliminary ruling is a decision of the ECJ)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European Union law, made at the 

request of a court of a European Union member state. The name is somewhat of a misnomer in that 
preliminary rulings are not subject to a final determination of the matters in question, but are in fact final 
determinations of the law in question.  

The legal effects of preliminary ruling: general binding effects, not only binding to the national 
judges concerned / in principle, Retroactive (ex tunc), prospective (ex nunc) for purpose of protecting the 
third party acting in good faith (legal certainty and legitimate expectation)  

Importance of preliminary ruling: avoiding national courts’ judgments conditioned by their own legal 
traditions; determining a judi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separated legal systems; producing a centralized 
judgment 

d. role of ECJ’s case laws in (law) sources system of EU law  
To specify the dimension and confine of community law by means of reading and recognition of 

different normative documents of EU institutions  
e. judgments in tax matters 
(a) in area of custom duties: 107 (1995-2012.6.21) 
(b) in area of VAT:461 (1976-2011.12.20) 
(c) in area of excises concerning tobacco and alcohol 44  (1997-2012.1.6) 
(d) in area of direct taxes 290 (1960-2012.7.12) 
B. main orientations of ECJ’s case laws in tax matters  
a. character of ECJ’s case laws in VAT matter: essentially recognitive / marginally creative  
b. casuistic attitude of in matter of excises, custom duties and State aid: 
c. creative case laws of ECJ in direct taxes  
Example: clarification of characters and application field of the principle of prohibition of 

discrimination in tax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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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cognizing the prohibition of direct discrimination (c-270/83, Avoir Fiscal) 
(b) specifying the prohibition of indirect discrimination (c-175/88, Biehl) 
(c) judging if the national rules constitute a discrim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potentiality, not the 

effective results  
(d) shifting the barycenter of examination from real discrimination to restriction of a community 

freedom, free of analyzing the distorting effects produced by a discriminative rule 
(e) anyway, both in the non discrimination and in restriction of a community freedom, similarity of 

legal situations should be examined in advance 
d. summary of role of ECJ’s case laws compared with the community rules (Treaty and its derived 

laws)  
a clear propensity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to reconstruct the tax phenomenon in an essentially 

“negative” dimension  
学习目标： 
1．了解欧盟法律体制的特征、跨政府间体制、超国家体制和联邦体制基本特征、欧盟机构的

组成和各自功能。 
2．掌握欧盟税收法律体制与成员国税收法律体制的关系、欧洲税法的渊源、欧洲法院判决在

涉税领域的角色。 
作业： 
1. 课后思考问题： 
a. How many EU institutions are there in Community legal system? What main function do they 

respectively perform? And how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 of democratic deficit in Community legal 
system?  

b. What are the law sources of European tax law? And what are their respective characters, especially, 
in aspect of (direct or indirect) applicability and effects? 

c.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ECJ’s creative case laws in tax matters? To what extent is the primary 
importance of the ECJ’s case laws to law sources system of community law attributable to ECJ’s creative 
case laws?  

2. 课后阅读相关背景知识的文章： 
a. 弗朗科·加洛（Franco Gallo）：“共同体法律体制、成员国法律体制和税收基本原则”，翁武耀

译。 
知识单元 3：Basic Values of European Tax Law and Domestic Direct Tax Laws  

参考学时：14学时 
学习内容： 
1. EU freedoms of movement  
A. fundamental role of freedoms of movement in community design  
a. freedoms of movement as values founding the Community Legal System  
b. Axiological primacy, among the Basic values of European tax law  
B. freedoms of movement in Treaty on Functioning of EU (TFEU)  
a. art.28: free movement of goods 
“the community shall be based upon a customs union which shall cover all trade in goods and which 

shall involve the prohibition between member states of customs duties on imports and exports and of all 
charges having equivalent effect, and the adoption of a common customs tariff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third 
countries.” 

It requires elimination of custom duties barriers and homogenization of taxation on consumptions: 
mainly in positive harmonizations in indirect ta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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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J’s case law (c-18/84, newspaper publishers): French expenditure deduction rules for purpose of 
income tax law, examined under free movement of goods 

b. art. 56: free movement of servic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provisions set out below, restrictions on freedom to provide services 

within the community shall be prohibited in respect of nationals of member states who are established in a 
state of the community other than that of the person for whom the services are intended.” 

It requires homogenization of taxation on consumptions  
In the area of direct taxes: the taxation rule which dissuades the provider of services from carrying 

out his own activities in a M.S., or the recipient of services from asking or enjoying services 
ECJ’s case law (c-294/97, Eurowings): German trade tax law, examined under free movement of 

services 
c. art. 45 and art. 49: free movement of persons: 
(a) Free movement of (dependent) workers:  
Art. 45: “freedom of movement for workers shall be secured within the Community. Such freedom 

of movement shall entail the abolition of any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nationality between workers of the 
member states as regards employment, remuneration and other conditions of work and employment.” 

The issues worth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into: a value linkable to the principle of not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the nationality or national citizenship provided by art. 12 of EC treaty; right of residence of “EU 
citizens” was introduced in 1993 (art. 20 and art. 21) 

ECJ’s case law (c-169/03, Wallentin): Swedish Law on special income tax for persons resident 
abroad, examined under free movement of workers  

(b) Freedom of establishment: 
Art. 49: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provisions set out below, restrictions on the freedom of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s of a member state in the territory of another member state shall be prohibited. 
such prohibition shall also apply to restrictions on the setting-up of agencies, branches or subsidiaries by 
nationals of any member state established in the territory of any member state.” 

Two categories: freedom of establishment of enterprises and activities of independent work / primary 
freedom of establishment; freedom of establishment of agency (permanent establishment), subsidiary and 
filiale / second freedom of establishment 

ECJ’s case law (c-270/83, Avoir Fiscal): French tax credit rule for economic double taxation relief, 
examined under free movement of establishment 

ECJ’s case law(c-81/87, Daily Mail): UK exit tax rule, examined under free movement of 
establishment 

d. art. 63: free movement of capital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provisions set out in this chapter, all restrictions on the movement of 

capital between member states and between member states and third countries shall be prohibited.” 
Two categories: the freedom of collecting capital for performance of economic activities, from the 

point of collector; the freedom of investing capital for gaining the economic returns, from the point of 
investor.  

The issues worth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into: third State capital movement: the only freedom which 
also extends to third states and free capital movement cannot apply wider in third State positions than it 
applies intra-EC 

ECJ’s case law (c-513 03 van Hilten-van der Heijden): Dutch inheritance tax, examined under free 
movement of capital 

C. principle of not restriction to freedoms of movement for tax purp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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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otectionist or state-controlled tax measures or measures which anyway could obstruct or limit 
freedoms of circulation should excluded 

b.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tection of freedoms of movement and the principle of not 
discrimination: principle of not discrimination is a species of wider genus of freedoms of movement 

2. Prohibition of State aids  
A. art. 107 (1): “any aid granted by a Member State or through State resources in any form 

whatsoever which distorts or threatens to distort competition by favouring certain undertakings or the 
production of certain goods shall, in so far as it affects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be incompatible 
with the internal market.”  

Why prohibited?:  
a. aiding undertaking by allotting public money to them is a flagrant distortion of competition and 

market efficiency 
b. state aid prohibition as promotion of free and fair competition in the common market 
B. state aids in tax matters 
The tax systems in Member States also have to be in line with Community State aid rules: State aid 

rules apply regardless of the form the aid is given in, i.e. any kind of tax relief can constitute State aid if 
the other criteria are fulfilled. 

Tax measures favouring certain undertaking: tax breaks for shipping companies, extention of 
payment without interest, lower tax rates for certain activities or in certain regions  

C. state aids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In principle prohibited, unless it serves certain enumerated purposes of (community) public interest: 

Article 107, paragraphs 2 and 3 of the EC Treaty).  
a. the following shall be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a) aid having a social character, granted to individual consumers, provided that such aid is  
granted without discrimination related to the origin of the products concerned;  
(b) aid to make good the damage caused by natural disasters or exceptional occurrences;  
b. the following may be considered to be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a) aid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reas where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s abnormally low 

or where there is serious underemployment;  
(b) aid to promote the execution of an important project of common European interest or to remedy a 

serious disturbance in the economy of a Member State;  
(c) aid to facilitate the development of certain economic activities or of certain economic areas, 

where such aid does not adversely affect trading conditions to an extent contrary to the common interest;  
(d) aid to promote culture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where such aid does not affect trading 

conditions and competition in the Community to an extent that is contrary to the common interest;  
D. four tests to identify fiscal state aid contained in national tax measures 
Notice on the application of State aid rules to measures relating to direct business taxation in 1998 

explaining how article 87 of EC treaty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company taxation matters  
a. advantage 
The measures must confer on recipients an advantage which relieves them of charges that are 

normally borne from their budgets.  
The advantage may be provided through a reduction in the firm’s tax burden in various ways, 

including:  
(a) a reduction in the tax base (such as special deductions, special or accelerated depreciation 

arrangements or the entering of reserves on the balance 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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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total or partial reduction in the amount of tax (such as exemption or a tax credit);  
(c) deferment, cancellation or even speical rescheduling of tax debt  
b. by the State or through State resources 
The advantage must be granted by the State or through State resources. A loss of tax revenue is 

equivalent to consumption of State resources in the form of fiscal expenditure.      
This criterion also applies to aid granted by regional or local bodies in the Member States.  
State support may be provided just as much through tax provisions of a legislative, regulatory or 

administrative nature as through the practices of the tax authorities  
c. competition and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 affected  
The measure must affect competition and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This criterion presupposes that the beneficiary of the measure exercises an economic activity, 

regardless of the beneficiary’s legal status or means of financing. Under settled case provision, the 
criterion of trade being affected is met if the recipient firm carries on an economic activity involving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The mere fact that the aid strengthens the firm’s position compared with that of other firms which are 
competitors in intra-community trade is enough to allow the conclusion to be drawn that Community trade 
is affected.  

Neither the fact that aid is relatively small in amount, nor indeed the fact that the recipient is 
moderate in size or its share of the Community market very small, nor indeed the fact that the recipient 
does not carry out exports or exports virtually all its production outside the Community do anything to 
alter this conclusione  

d. specific or selective measure 
The measure must be specific or selective in that it favours “certain undertakings or the production of 

certain goods” (or certain territory).  
The selective advantage involved here may derive from an exception to the tax provisions of a 

legislative, regulatory or administrative nature or from a discretionary practice on the part of the tax 
authorities.  

However, the selective nature of a measure may be justified by "the nature or general scheme of the 
system”. If so, the measure is not considered to be aid. For instance, an EC M.S. were to abolish its 
insurance tax or its capital tax, then obviously this would especially benefit a certain sector of the 
economy (the insurance business and the stock exchange business), because M.S. are free to change their 
general (horizontal) tax structure, especially their “tax mix”.  

E. related procedure rules: art. 108  
“1. The Commission shall, in cooperation with Member States, keep under constant review all 

systems of aid existing in those States. It shall propose to the latter any appropriate measures required by 
the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r by the functioning of the common market. 

2. If, after giving notice to the parties concerned to submit their comments, the Commission finds 
that aid granted by a State or through State resources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having 
regard to Article 87, or that such aid is being misused, it shall decide that the State concerned shall abolish 
or alter such aid within a period of time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Commission. 

If the State concerned does not comply with this decision within the prescribed time, the 
Commission or any other interested State may, in derogation from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s 226 and 227, 
refer the matter to the Court of Justice direct.…… 

3. The Commission shall be informed, in sufficient time to enable it to submit its comments, of any 
plans to grant or alter aid. If it considers that any such plan is not compatible with the common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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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ing regard to Article 87, it shall without delay initiate the procedure provided for in paragraph 2. The 
Member State concerned shall not put its proposed measures into effect until this procedure has resulted in 
a final decision.” 

F. EU Commission’s ruling: Spanish tax advantage for certain Spanish professional sport clubs, 
examined under prohibition of state aids 

3. Fight against harmful tax competition 
A. concepts  
a. tax competition:  
consisting of tax measures taken by one Member State that adversely affect the tax revenues of 

another State 
b. (harmful) tax competition: 
The adoption of tax measures by a M.S. that have subversive effects on the tax system of majority of 

other member states, in that they introduce the elements of facilitation or anyway of tax benefit which 
induce the economic operators to excise the activities in the State with favorable measures, where their 
own resources and factors of production are allocated, at the expense of the State of residence. 

B. opinions on the (un)desirability of tax competition usually moving between the following two 
extremes 

a. “Tax competition is necessary to keep national governments on their toes to be tax efficient. It 
helps to bring down unnecessary high tax levels EC-wide. Prohibiting or curbing policy competition at 
EC level or co-ordinating it at intergovernmental level amounts to a protective distortion of sanitary 
interjurisdictional competition; it amounts to interstate cartel-making (a taxers cartel)”  

b.“Tax competition constitutes economically counterproductive sponging on other M.s. budgets; it 
leads to fiscal degradation, overtaxation of labour (unemployment) and/or unacceptable cutbacks in public 
services, subsidizing mobile economic operators who do not need to be looked after, and frustrating 
equitable budgetary policy, in the end making everyone but international capitalist cowboys poorer” 

C. tax competition with the EU single market  
a. high probability with the EU single market 
b. why is harmful?  
Harmful tax competition takes the form of special tax schemes, derogating from the general tax 

system, such as tax holidays, selective base or rate reductions not normally available, which are designed 
solely to undercut competition in a certain sector, usually mobile capital. 

Harmfulness: counterproductive from an internal market point of view / constitutes a threat to the 
principle of free and fair competition and be incompatible with trade in the Common Market 

c. example 
Certain banking secrecy jurisdiction, like Luxembourg, attracted undeclared savings and criminal 

proceeds of nonresident individuals, thus draining other States’ tax revenues, not only through secrecy but 
also by exempting from withholding tax interest paid to non residents.  

D. EU fight against harmful tax competition  
a. legal basis  
The concept of (harmful) tax competition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oncept of fair and free 

competition among companies as referred to in Art. 87 of EC Treaty, but established in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business taxation was set out in the conclusions of the Counci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Ministers (ECOFIN) of 1 December 1997.  

b. by adopting this Code, the Member States have undertaken to:  
(a) roll back existing tax measures that constitute harmful tax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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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efrain from introducing any such measures in the future ("standstill").  
c.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potentially harmful measures 
(a) an effective level of taxation which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general level of taxation in the 

country concerned  
(b) tax benefits reserved for non-residents;  
(c) tax incentives for activities which are isolated from the domestic economy and therefore have no 

impact on the national tax base;  
(d) granting of tax advantages even in the absence of any real economic activity;  
(e) the basis of profit determination for companies in a multinational group departs from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rules, in particular those approved by the OECD;  
(f) lack of transparency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国一般税法典所得税费用扣除规则、德国贸易税法、瑞典个人所得税法非居民纳税

人征税规则、法国税收抵免规则、英国出境税规则、荷兰遗产税法、西班牙企业所得税法税收优惠

规则等。 
2．掌握欧盟商品、服务、人员和资本自由流动基本价值、国家援助禁止基本价值、禁止有害

税收竞争基本价值对成员国直接税法的影响。 
作业： 
1. 课后思考问题： 
a. What are the basic values of European tax law? What are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proper 

functioning of EU single market?  
b. How do you think about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freedoms of movements in community design? 

How many freedoms of movements are provided in EC Treaty?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nciple of not restriction to freedoms of movements and the principle of not discrimination?  

c.What are the main tax implications of free movement of goods within the EU respectively in area 
of indirect taxes and in area of direct taxes? Talk about the implications in latter area by analyzing the 
Newspaper Publishers Case c-18/84. 

d.What are the main tax implications of free movement of services within the EU respectively in area 
of indirect taxes and in area of direct taxes? Talk about the implications in latter area by analyzing the 
Eurowings Case c-294/97. 

e. What is the free movement of capital? What two categories can it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According to the ECJ’s judgment in Baars case c-251/98, is Cross-border shareholding in a company 
covered by freedom of establishment (person) or by freedom of capital? Describe related  

standard.  
f. Which freedom of movement is the only freedom which also extends to third states? Do you think 

that this freedom movement can apply wider or narrower in third State positions than it applies intra-EC? 
Why?  

g. How is the prohibition of State aid provided in EC Treaty applied, taking for references the Notice 
on the application of State aid rules to measures relating to direct business taxation and ECJ’s judgments 
in Cases C-78/08 to C-80/08.  

h. Within the EU or the single market, what kind of tax competition is harmful? Why?  
i. Describe the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potentially harmful measures according to the Code of Conduct 

for business taxation.  
2. 课后阅读相关背景知识的文章： 
a. 阿德里亚诺·迪·比艾特罗（Adriano Di Pietro）：“评欧盟税收制度的协调”（意译中），翁武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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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发表于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 12卷，法律出版社 2012年。 
b. 阿德里亚诺·迪·比艾特罗（Adriano Di Pietro）：“欧盟法对税法的影响——国家课税与欧洲

市场间辩证的 50 年”，翁武耀译，发表于施正文主编《中国税法评论》第 1 卷，中国税务出版社
2012年 3月。 

c. 阿德里亚诺·迪·比艾特罗（Adriano Di Pietro）：“税收整合和欧洲单一市场”，Adriano Di Pietro
教授撰，《国际税收》，2014年 2月第 2期。 

d. 安德列阿·卡里奇（Andrea Carinci）：“欧盟经验中的税收问题——从欧洲宪法到里斯本条约”，
翁武耀译，中国财税法治网。 

e. 阿德里亚诺·迪·比艾特罗（Adriano Di Pietro）：“意大利税收制度与税法职业、教育”，翁武
耀译，发表于费安玲主编《学说汇纂》第 5卷，月旦法律出版公司 2014年 4月。 

f. 翁武耀：“欧盟：在公平理念下考量足球税收优惠”，《中国税务报》2014年 6月 25日。 
知识单元 4：National tax justifications and their balance with the basic values of European tax law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background  
Limitations on the exercise of the fundamental freedoms contained in the TFEU and the grounds on 

which a restrictive or discriminatory national tax measure may be justified as being in the public interest  
2. limitations on the exercise of the fundamental freedoms  
a. limitations contained in the TFEU 
Example: 
(a) art. 36: 
“The provisions of Articles 34 and 35 shall not preclude prohibitions or restrictions on imports, 

exports or goods in transit justified on grounds of public morality, public policy or public security; the 
protection of health and life of humans, animals or plants;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treasures possessing 
artistic, historic or archaeological value; or the protection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property. Such 
prohibitions or restrictions shall not, however, constitute a means of arbitrary discrimination or a 
disguised restriction on trade between Member States.” 

(b) art. 45:  
“1. Freedom of movement for workers shall be secured within the Community. 
…… 
3. It shall entail the right, subject to limitations justified on grounds of public policy, public 
security or public health: 
……” 
(c) case concerning a restrictive rule on food safety in the interest of public health  
b. national tax justifications recognized by ECJ  
Grounds on which a restrictive national tax measure may be justified as being in the public interest  
(a) preservation of fiscal cohesion  
The need to match within the same taxing jurisdiction tax base reduction and corresponding tax base 

increases  
Fiscal territoriality principle 
Balanced allocation of power to impose taxes 
(b) effectiveness of fiscal supervision  
(c) prevention of tax avoidance  
c. national public interest rejected by ECJ 
(a) in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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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 of gambling addiction; 
divorce and suicides; 
administrative difficulties in obtaining information from abroad; 
the de minimis argument  
(b) for restrictive tax measures:  
the potential for loss of tax revenue by a M.S. or erosion of the domestic tax base; 
existence of counterbalancing advantages  
3. rule of reason: unwritten restrictions by ECJ  
a. background  
(a) the rule of reason is a doctrine develop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in its interpretation 

of 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 
(b) ECJ has adopted the concept of rule of reason in its own jurisprudence concerning the free 

movement of goods within the European Internal Market: the rule has arisen in the context of art.28 of EC 
Treaty, which prohibits quantitative restrictions on imports and exports (or measures having equivalent 
effect) in Case Cassis de Dijon (Rewe-Zentral AG v Bundesmonopolverwaltung für Branntwein case 
120/78) for the first time.  

“obstacles to movement within the community resulting from disparities between the national laws 
relating to the marketing of the products in question must be accepted in so far as those provisions may be 
recognized as being necessary in order to satisfy mandatory requirements relating in particular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fiscal supervision ,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health , the fairness of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and the defence of the consumer .” 

b. eight steps of rule of reason test 
(a) access to the treaty (treaty status)  
(b) restrictive effect caused  
(c) has protection of the public interest involved been harmonized at EC level?  
(d) does the restrictive measure distinguish between domestic and cross-border positions? Except 

under art. 30 or another treaty-based escape  
(e) does the legislation of the M.S. of origin provide equivalent protection of the public interest 

served? If so, importing M.S. may not impose……(mutual recognition) in tax matters: VAT still present: 
case Gaston Shul c-15/81 / credit foreign corporation tax as if it were its own. Case lenz and manninem  

(f) is the interest served by the (indiscriminately applicable) restrictive measure an overriding 
(non-economic) public interest? 

Those not listed in treaty: 
consumer protection;  
prevention of unfair competition;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of working conditions; 
product safety; 
the promotion of culture; 
safeguarding of 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three national tax justifications 
(g) is the specific restrictive measure appropriate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ublic interest (effective or 

make sense) 
(h) is the measure proportionate in its restrictive effects in relation to the legitimate aim pursued? Are 

there no equally effective measures to attain the goal pursued that would be less restrictiv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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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community trade? 
学习目标： 
1．了解成员国税法中可以对欧洲基本价值实现进行限制的可能缘由。 
2．掌握欧洲法院通过合理裁决判断成员国税收措施是否违背欧洲税法基本价值的八步骤法。 
作业： 
1. 课后思考问题： 
a. Is absolute the exercise of the fundamental freedoms of movements? Can the national tax measures 

impose limitations on it? If so, what kind of limitations can be imposed? What are the related provisions 
in EC Treaty?  

b. Besides the limitations explicitly contained in EC Treaty, has ECJ elaborated some unwritten 
restrictions as grounds on which a restrictive national tax measure may be justified? What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legislative limitations and unwritten restrictions in aspect of application?  

c. What do the internal nations’ tax justifications exactly refer to? What is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ECJ’s rule of reasons? Describe the eight steps of rule of reason test.  

3. For restrictive tax measures, which interests are served by the restrictive measure an overriding 
(non-economic) public interest in ECJ’s rule of reasons?  

2. 课后阅读相关背景知识的文章： 
a. 翁武耀：“避税概念的法律分析”，《中外法学》2015年第 3期。 

知识单元 5：Positive integration: EU custom duties law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a. legal basis in TFEU 
Art. 28: “The Community shall be based upon a customs union which shall cover all trade in goods 

and which shall involve the prohibition between Member States of customs duties on imports and exports 
and of all charges having equivalent effect, and the adoption of a common customs tariff in their relations 
with third countries.” 

b. concept and function of Customs Union 
The Customs Union is a founda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an essential element i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single market. The single market can only function properly when there is a common 
application of common rules at its external borders.  

This implies that the 28 Customs administrations of the EU must act as though they were one. 
c. scope of Customs Union’s common rules  
The common rules go beyond the Customs Union as such - with its common tariff - and extend to all 

aspects of trade policy, such as preferential trade,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controls, the common 
agricultural and fisheries policies, the protection of our economic interests by non-tariff instruments and 
external relations policy measures.  

d. a few facts on EU customs  
(a) 27 customs administrations of the EU implement a community customs code  
(b) the EU is the largest trading space in the world - population of nearly 500 million  
(c) 183 million customs declarations completed in 2007 - 5.5 every second 
(d) 1,545 million tonnes of sea cargo and 11.7 million tonnes of air cargo checked each year 
e. basic customs legislation  
(a) Community Customs Code: Council Regulation (EEC) No 2913/92)  
(b) 2008 Modernised Customs Code (entered into force on 24 June 2008, but inot yet 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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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ble once its implementing provisions are in force and on 24 June 2013 at the latest). 
2. methods of levying duties 
a. concept of Customs debt 
It means the obligation on a person to pay the amount of the import duties (customs debt on 

importation) or export duties (customs debt on exportation) which apply to specific goods under the 
Community provisions in force. 

Customs debt is incurred typically in case in which the customs declaration requesting release for 
free circulation is accepted 

b. three elements of taxation that provide the basis for assessment of the customs debt 
(a) customs tariff  
The tariff is the name given to the combination of the nomenclature (or classification of goods) and 

the duty rates which apply to each class of goods. 
Combined nomenclature or CN according to which goods must generally be classified when declared 

to customs in the Community.  
The CN is comprised of the Harmonized System (HS) nomenclature with further Community 

subdivisions.  
TARIC Consultation (the online customs tariff database)  
(b) origin/economic nationality of goods  
Goods wholly obtained in a single country are originating in that country and goods whose 

production involved more than one country are deemed to originate in the country where they underwent 
their last, substantial transformation.  

(c) customs value  
Transaction value, that is, the price actually paid or paid or payable for the goods when sold for 

export to the customs territory of the community, with some adjustments. 
c. relief from import duties  
(a) personal property; 
(b) goods of negligible value, non-commercial goods, capital goods and goods contained in 

travellers‘ personal luggage; 
(c) agricultural, biological, chemical, pharmaceutical and medical products; 
(d) others 
3. system of formalities and supervision  
a. Customs-approved treatment or use/form of Customs clearance  
(a) placing of goods under a customs procedure 
(b) entry in a free zone or free warehouse 
(c) re-exportation 
(d) destruction 
(e) abandonment to the exchequer 
b. eight customs procedures  
(a) release for free circulation 
(b) temporary importation 
(c) customs warehousing 
(d) inward processing 
(e) processing under customs control 
(f) transit 
(g) outward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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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portation 
学习目标： 
1．了解欧盟关税法的演变、欧盟海关相关程序。 
2．掌握欧盟海关债及其构成。 
作业： 
1. 课后思考问题： 
a. What are the three elements of taxation that provide the basis for assessment of the customs debt? 

Describe their basic contents according to Community Customs Code.  
2. 课后阅读相关背景知识的文章： 
a. 苏铁：“关税法律制度中欧关税立法内容差异的比较研究——基于欧盟海关立法嬗变之分

析”，《海关法评论》2014年第 4卷。 
知识单元 6：Positive integration: EU VAT law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background knowledge  
a. why is VAT, not turnover tax or sale tax?  
b. characters of EU VAT 
c. Directive 2006/112/EC  
The essential piece of EU VAT legislation since 1 January 2007 
A recast of the Sixth VAT Directive of 1977 (53 articles) as amended over the years  
2. scope of EU VAT application 
a. subjective requirement: taxable person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Art. 9 of Directive 2006: A taxable person is a person who, independently, carries out in any place 

any economic activity, whatever the purpose or results of that activity.  
Characteristics of a taxable person for purpose of VAT: 
(a) generality of taxable person: any persons/registered  
(b) continuity and independence of economic activities  
(c) irrelevance of purpose for which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or the results deriving from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Specific cases dealt with by ECJ: 
(a) playing music on the public  
(b) pure holding company  
(c) admission of a new partner into a partnership  
(d) issuing of shares by a company  
b. objective requirement: taxable transaction  
(a) supply of goods 
The transfer of the right to dispose of tangible property as owner 
Special cases provided in Directive 2006/ 
(b) supply of services  
Any transaction which does not constitute a supply of goods. 
(c) importation of goods  
Importation of goods from outside the EU (a third territory or a non-EU country) 
c. objective requirement: transactions other than taxable transaction 
(a) exempt transaction  
(b) non-taxable 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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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cluded transaction  
(d)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transactions other than taxable transaction above  
d. territorial requirement 
EU territory for purpose of VAT  
3. taxable amount, rates and place of transactions 
a. taxable amount 
The taxable amount includes everything which constitutes consideration obtained by the supplier for 

transactions by the customer.  
This includes subsidies directly linked to the price of these transactions. The amount also includes 

taxes, duties, levies and charges (excluding the VAT itself) and incidental expenses charged by the 
supplier to the customer but excludes certain price reductions, rebates and price discounts and repayments 
of expenses incurred. 

b. rates of VAT  
(a) standard rate 
(b) reduced rate 
(c) zero-rate 
c. place of transactions  
(a) place of a supply of goods  
(b) place of supply of services and services to non-taxable persons  
(c) intra-EU acquisitions (taxation in destination) 
4. right to deduction  
The right to deduct input tax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VAT system and may in principle not be 

limited.  
a. the occurrence of right to deduction:  
(a) VAT deduction system on chargeability of VAT deductible: the principle of immediate deduction  
(b) VAT deduction system on payments  
b. scope of the right to deduct  
(a) general limitation of right to deduct input tax 
The taxable person can not deduct VAT if they use inputs for the purposes of making exempt 

transactions, non-economic activities (excluded transactions)  
(b) ECJ’s approach toward the determination of extent to which inputs (costs) can be attributed to 

taxable transactions (or economic activities): three steps 
(c) proportional deduction 
(d) initial deduction and adjustments 
5. special schemes  
a. flat rate scheme  
(a) concept 
A business that joins (optional) the scheme avoids having to account internally for VAT on all 

purchases and supplies, and instead calculates its net liability by applying a flat rate percentage to the tax 
inclusive turnover.  

(b) small enterprises  
(c) application mechanism  
(d) flat rate turnover  
(e) flat rates in UK 
(f) pros and cons of the Flat Rate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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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margin schemes (artt. 312 -325 of Directive 2006) 
(a) concept  
If there was no VAT on your purchase invoice, you will have to pay the VAT you charged on your 

selling price, but you won't have any VAT to claim back on your purchase price. Margin schemes can 
save you money if you sell certain types of goods on which there was no VAT for you to reclaim. In other 
words, they allow you to pay VAT on the value you added to the goods, rather than on their full selling 
price.  

(b) application condition: art. 314 
(c) benefits of using a margin scheme 
(d) no deduction: art. 323  
c. single stage taxation scheme  
It is applied to sectors of publishing, salts, tobacco and telecommunication in Italy 
学习目标： 
1．了解欧盟增值税指令的演变。 
2．掌握欧盟增值税的基本特征、欧盟增值税实体规则，包括纳税人、应税行为、不征税行为、

免税行为、地域性、税基、税率，重点掌握欧盟增值税抵扣权的产生、范围和行使以及增值税应用

的特殊规则。 
作业： 
1. 课后思考问题： 
a. With regard to scope of VAT application, how is defined the taxable person as a subjective 

requirement? Describe briefl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taxable person for purpose of VAT.  
b. According to ECJ’s case law, do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constitute the economic activities subject 

to VAT provided in EU VAT directive: pure holding company, issuing of shares by a company and playing 
music on the public? If not, why?  

c. With regard to scope of VAT application, how is defined the EU territory for purpose of VAT as 
territorial requirement? Does EU territory for purpose of VAT completely coincide with the EU territory 
or EU customs territory?  

d.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ccurrence of right to deduct and the chargeability of VAT, 
taking in account the principle of immediate deduction? Why has EU reformed the VAT deduction system 
relating to the occurrence of right to deduct? By what system will the current system be replaced?  

e. What is the general limitation of right to deduct input tax? To what extent can the input taxes be 
attributed to taxable transactions in order to deduct against the output taxes? Describe the ECJ’s approach 
of three steps.  

f. Is it necessary to introduce the wording of “right to deduct” in future Chinese VAT legislation as 
the EU directive does? Give reasons for your ans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al study of tax.  

g. What is the flat rate scheme for VAT? How is it applied in UK? Describe its basic application 
mechanism by comparing it with the system of small-scale taxpayer in China. 

h. What is the single stage taxation scheme for VAT? In Italy, in which transactions is applied the 
single stage taxation scheme? What is the common character of these transactions for what the single 
stage taxation scheme is applied?  

2. 课后阅读相关背景知识的文章： 
a. 阿德里亚诺·迪·比艾特罗（Adriano Di Pietro）：“欧洲单一市场中跨境交易的增值税欺诈”，

翁武耀译，《国际税收》2014年 2月第 2期。 
b. 翁武耀：“对金融业应该制定怎样的增值税应用规则？”，《中国税务报》2012年 8月 22日；

“欧盟增值税：追求更简化更稳健更高效”，《中国税务报》2011年 4月 20日；“欧盟增值税指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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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纳税人范围的界定”，《中国税务报》2010年 5月 5日。 
c. 翁武耀：“论增值税抵扣权的行使——基于中欧增值税法的比较研究”，《国际商务——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5年第 5期；“论增值税抵扣权的范围”，《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15年第 3
期；“增值税抵扣权的产生”，《税务研究》，2014年第 12期。 

e. 翁武耀、郭志东：“论欧盟增值税小企业固定比例制度”，《国际税收》，2013年 8月第 2期。 
知识单元 7：Positive integration: EU directives on direct taxes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a. making of a community specific law in tax matters  
b. lack of a homogeneous tendency with regards to the taxation models for different sectors of tax 

law 
2. personal tax on incomes and property tax 
Lack of taxation models 
3. taxation of enterprises 
Taxation models: piecemeal approach  
a. Parent-subsidiary Directive 
(a) application sector 
Taxation of dividends between the groups of companies in the EU 
(b) legal basis 
Directive 2003/123/EC: broadening the scope and improve the operation of the Council Directive 

90/435/EEC on the common system of taxation applicable in the case of parent companies and 
subsidiaries of different Member States. 

(c) taxation measure 
Exemption of dividends from every taxation forms 
(d) application conditions 
b. Merger Directive 
(a) application sector 
Taxation of restructuring operations in the European Union  
(b) legal basis 
Directive 90/434/EEC on a common system of taxation applicable to mergers, divisions, transfers of 

assets and exchanges of shares concerning companies of different Member States (the Merger Directive, 
improved in 2006).  

(c) taxation measure 
Deferral of the taxes 
(d) application conditions 
c. prospect of taxation of enterprises  
4. taxation of capital 
a. taxation of savings and of investments of capital  
(a) legal basis 
Directive 2003/48/EC on taxation of savings income in the form of interest payments 
(b) taxation measure 
Taxation in the M.S. of residence of subject receiving 
(c) exception for Luxembourg, Austria, Belgium 
b. taxation of cross-border interest and royalty pay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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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gal basis 
Directive 2003/49/EC on a common system of taxation applicable to interest and royalty payments 

made between associated companies of different Member States  
(b) taxation measure 
Taxation of these payments in the M.S. of residence of subject receiving 
(c) application conditions 
学习目标： 
1．了解欧盟在直接税领域积极协调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2．掌握欧盟对跨境所得征税的协调，比如《母子公司指令》和《合并指令》，尤其在避免双重

征税、反逃避税领域等。 
作业： 
1. 课后思考问题： 
a. Is there a homogeneous tendency as regards the taxation models for different sectors of tax law at 

Community level? If not, what approach is adopted respectively in indirect taxes and in direct taxes?  
b. How do you think about a Community specific law in (direct) tax matters, prevailing over the 

national tax law with general (application) scope?  
c. In which segments of taxation of enterprises the Community has intervened? What measures are 

adopted due to Community interventions? For what reasons are these measures adopted and what aim do 
there measures pursue?  

d. Do you think that a global approach in the taxation of enterprises will be adopted at Community 
level in future? Is it possible that the definition of common consolidated corporate tax base for different 
Member States and the approach (drawing near) of rates of different Member States will be made?  

2. 课后阅读相关背景知识的文章： 
a. 翁武耀：“BEPS行动计划与税法国际协调的法学解读“,《中国税务报》2015年 10月 21日。  

知识单元 8：Administrative cooperation in the assessment and collection of tax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Mutual assistance in tax assessments 
A. background 
a. cooperation of taxing authoritie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b. special requirements for the administrative cooperation at the community level 
B. evolution of community legislations on mutual assistance 
a. direct taxes:  
Council Directive 77/799/EC of 19 December 1977 concerning mutual assistance by the competent 

authorities of the Member States in the field of direct taxation and taxation of insurance premiums / 
Council Directive 2004/56/EC/ Council Directive 2011/16/EU 

b. VAT:  
Council Regulation 218/92/EC (introduced the VAT Information Exchange System known as VIES) 

/ Council Regulation Nr 1798/2003 (sets up a single legal framework merging the legal apparatus of 
Regulation Nr 218/92 and the provisions of Directive 77/799/EEC on VAT) / Council Regulation (EU) 
N°904/2010  

c. excise:   
Council Regulation 2073/2004 and Council Directive 2004/106  
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in Directive 77/799/EC 
a. solely assessment of tax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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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axes covered  
c. personal scope 
d. content of information  
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aving interest Directive 
f. types of exchanges  
(a) exchange on request  
(b) automatic exchange / VIES (VAT Information Exchange System)  
(c) spontaneous exchange 
g. grounds for refusal of cooperation 
h. nature of obligation of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D. other mechanisms of Community coordination 
a. presence of foreign officials: Art.6  
b. notification of foreign tax decisions: Art. 8(a) amended; national treatment  
c. Simultaneous controls 
E. protection of taxpayer  
a. confidentiality and other limitations on the use of the information 
b. judicial protection of taxpayer relying on the domestic legislations 
c. special case in presence of foreign officials  
2. Mutual assistance in tax collection 
A. general resistance of international law to favor the coordination in tax collection  
B. Community cooperation in tax collection 
a. legal basis  
These arrangements (Council Directive 76/308/EEC), though originally developed to cover 

agricultural levies and customs duties as sources of Community revenue (traditional own resources), were 
later extended to VAT (Council Directive 79/1071/EEC), excise duties (Council Directive 92/108/EEC), 
taxes on income and capital and taxes on insurance premiums (Council Directive 2001/44/EC). 

A codified version of this legislation was adopted on 26 May 2008 (Council Directive 2008/55/EC.  
b.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n request  
c. notification upon request of documents  
d. recovery upon request  
e. ground for refusal 
C. protection of taxpayer in collection of a foreign county’s tax claims 
Judicial protection of taxpayer relying on the domestic legislations 
学习目标： 
1．了解欧盟成员国在纳税评估和税款征收领域的行政合作演变。 
2．掌握欧盟成员国互助合作的主要内容，尤其在信息交换、纳税人权利保护等领域。 
作业： 
1. 课后思考问题： 
a. To what extent does the Saving Interest Directive take priority over the Mutual Assistance 

Directive in direct tax matters?  
b. What is the VIES (VAT Information Exchange System) introduced by the Mutual Assistance 

Directive in VAT matters? 
c. How is going the protection of taxpayer in front of assessment and recovery activities carried out 

jointly by taxing authorities of different Member States?  
2. 课后阅读相关背景知识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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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翁武耀：“海外逃税： 大网下的困兽”，《中国税务报》 2014年 7月 9日。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欧洲税法概述 2  
2 欧盟法律体制与税收法律体制基础 2  
3 商品自由流动与法国所得税费用扣除规则 2  
4 服务自由流动与德国贸易税法 2  

5 
人员（雇员）自由流动与瑞典个人所得税法非居民

纳税人征税规则 
2  

6 人员（企业设立）自由流动与法国税收抵免规则 2 从目的国义务角度 
7 人员（企业设立）自由流动与英国出境税规则 2 从离境国义务角度 
8 资本自由流动与荷兰遗产税法 2  

9 
国家援助禁止与西班牙企业所得税法税收优惠规

则 
2  

10 欧盟成员国有害税收竞争禁止 2  
11 欧盟关税法 2  
12 欧盟增值税法（一） 2  
13 欧盟增值税法（二） 2  
14 欧盟《母子公司指令》 2  
15 欧盟《合并指令》 2  
16 欧盟成员国间的税务行政合作 2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欧盟税法体制、欧洲税法基本价值、欧洲税法影响下的欧盟成员国直接税法与间接税法、

欧盟成员国间的税务行政合作等。 
难点：欧洲税法基本价值与成员国税法基本价值的关系、欧盟成员国在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

得税法、财产税、地方税种法等税法与其他非欧盟国家的差异、现代增值税税法、反逃避下的国家

间税务行政合作。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法 
2.研讨教学法 
3.互动教学法 
4.启发教学法 
教学手段： 
1.除英文教材以外，每一次课的材料还包括体现上课内容的 PPT、与上课内容相关的判例和作

为背景知识的相关文章。其中，为使学生更准确掌握相关英文术语，相关文章为中文，其他材料为

英文，结合阅读和学习。 
2.每一次课的材料在课前 4天左右发给学生，学生以此预习课程内容。PPT投影机演放。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期末考试占 80％。 
4、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以阅读指定材料和准备指定思考题（下堂课回答）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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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指定欧洲税法和比较税法英文经典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Ben J.M. Terra and Peter J. Wattel, European tax law / 6th ed., abridged student ed.,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2. 
2. Victor Thuronyi, Comparative tax law,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3. 
（二）推荐参考书 
1. Nigel Foster, EU law direc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2. F. Burrows, Free movement in European Community law, Clarendon Press ; 1987. 
3. Rita de la Feria, The EU VAT System and the Internal Market, IBFD, 2009.  
4.Kiekebeld, Ben J, Harmful tax competi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 code of conduct, 

countermeasures and EU law, Kluwer, 2004.  
5. Marjaana Helminen, EU tax law : direct taxation, Amsterdam : IBFD, cop. 2011. 

执笔：翁武耀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劳动法学 
Labor  law 

课程号：40208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国内外劳动法的历史发展和趋势；2、掌握劳动法的基本原理；

3、理解和掌握劳动关系规范和协调的理论与实践；4.掌握劳动权利与义务的主要内容；5.掌握劳

动就业法原理及内容；6.理解和掌握劳动合同法的基本原理及内容；6.了解和掌握集体劳动关系法

律调整原理和制度；7.了解和掌握劳动基准法体系及内容；8.了解和掌握职业安全卫生法律制度；

9.了解和掌握社会保险法的基本原理和制度；10.了解和掌握劳动监察法律制度内容；11.了解和掌

握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劳动法学由于其独特的公私法相融合之社会法理念，劳动权优先理论，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

宗旨，以劳动关系、集体关系的两合调整模式、国家制定劳动基准对劳资关系的干预和法律规制，

在化解劳资冲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对契约自由的矫正，追求劳动者权

益保护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原理和实践彰显其在法学学科中的特殊地位。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劳动法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劳动法学基础知识、劳动关系协调与规范原

理、劳动基准法原理，了解劳动法概念、劳动关系、劳动基准等概念，为劳动法、社会保障法案例

研习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和法律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劳动法的历史发展.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劳动法产生的社会背景及法律基础； 

2．外国劳动法的发展和现状及立法模式； 

3. 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劳动立法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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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际劳工立法的产生和发展； 

5. 国际劳工立法的意义； 

6.国际劳工立法内容。 

学习目标：  

1．了解外国劳动法的发展和现状； 

2．掌握劳动法产生的社会背景及法律基础； 

3.  了解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劳动立法的发展； 

4. 了解国际劳工立法的产生和发展； 

5.掌握国际劳工立法的意义； 

6.了解国际劳工立法的内容。 

作业： 

1.分析劳动法产生的社会背景及法律基础； 

2. 分析当代劳动法的面临的挑战和发展趋势。 

知识单元 2：劳动法原理概述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劳动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2．劳动法的特征和内容体系； 

3．劳动法的法律渊源 

4.我国劳动法的适用范围； 

5..劳动法与相邻部门法律的关系。 

学习目标： 

1．掌握劳动法的概念、调整对象； 

2．了解劳动法的体系； 

3. 掌握劳动法的特征和法律渊源； 

4. 掌握劳动法的适用范围； 

5.领会劳动法与其他法律之间的关系等。 

作业：1.如何理解劳动法的社会法属性？ 

      2.分析劳动法与民法不同的功能价值。 

知识单元 3：个别劳动关系的理论及实践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个别劳动关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意义； 

2. 劳动关系的特征； 

3.各国对个别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机制； 

4. 域外和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趋势； 

5. 劳动关系认定的基本理论与实践； 

5.劳务派遣与发承包关系的劳动法规制； 

6.劳动关系与其他关系的辨析。 

学习目标： 

1. 掌握我国劳动关系的本质与法律调整机制； 

2.了解域外和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趋势； 

3.掌握劳动关系认定的基本理论与实践； 

4.掌握劳务派遣法律规制的内容。 

作业:  1.如何认定劳动关系？  

       2.法律如何限制劳务派遣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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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4：劳动法律关系及劳动权利、义务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劳动法律关系的概念与特征； 

2.劳动法律关系与民事、行政法律关系的联系与区别； 

3．劳动法律关系主体及主体资格、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的特征； 

5.个人劳动权利与集体劳动权利； 

6．劳动法律事实的概念和种类。 

学习目标： 

1．了解劳动法律关系与劳动关系的联系与区别； 

2．掌握劳动法律关系的概念，劳动法律关系的特征； 

3. 掌握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的特征； 

4. 掌握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的基本内容； 

5. 集体劳动权利的内容； 

6. 劳动法律事实的概念和种类。 

作业： 

1．劳动法律关系与民事法律关系有哪些联系和区别？ 

2．分析劳动者劳动权利的属性与法理基础。 

3.  集体劳动权利的基本内容。 

知识单元 5：劳动就业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劳动就业、充分就业、就业保障与促进就业的概念和特征； 

2.劳动就业立法的概况； 

2.我国劳动就业方针； 

3.平等就业与反就业歧视立法的基本内容； 

4.促进就业与就业保障制度的基本内容； 

5.就业服务法律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劳动就业立法的概况； 

2．掌握劳动就业、促进就业、平等就业的概念和特征； 

3.了解我国劳动就业方针； 

4.掌握反就业歧视的基本内容； 

4.  掌握就业保障制度的基本内容。 

5.了解就业服务法律制度。 

作业： 

1.什么是就业歧视？反就业歧视的法理基础是什么？ 

2对特殊群体就业保障的意义何在？ 

知识单元 6：劳动合同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劳动合同法的历史发展与立法模式； 

2．劳动合同的概念、特征与近似合同的联系与区别； 

3．劳动合同订立的原则； 

4.劳动合同形式、种类和条款； 

5.竞业限制与商业秘密的法理基础，法律规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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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劳动合同的效力、无效劳动合同及其确认； 

7.劳动合同履行与变更的法律规制； 

8．劳动合同解除与终止的法律规制； 

9.经济补偿金、赔偿金、违约金的概念和法律规定； 

10．违反劳动合同法的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 

1．掌握劳动合同特征，与民事合同的区别； 

2．了解劳动合同的形式，劳动合同的条款； 

3. 掌握竞业限制与商业秘密保护制度设置的异同； 

4. 掌握劳动合同订立的原则； 

5. 掌握劳动合同的效力，掌握无效劳动合同的确认； 

6. 了解劳动合同的履行与变更； 

7. 掌握劳动合同解除与终止的法律规定； 

8. 掌握违约金、经济补偿金、经济补偿金的相关规定； 

9. 掌握违反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 

作业： 

1．分析比较劳动合同与民事合同的联系与不同。 

2.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立法价值与法律规定。 

3.竞业禁止与商业秘密制度内容有何不同？ 

4.就劳动合同解除与终止的法律规定解析我国的解雇制度。 

5．劳动合同解除时用人单位需支付的经济补偿金的性质是什么？ 

知识单元 7：集体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集体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模式； 

2.集体谈判与集体协商； 

3. 我国集体协商的法律制度内容； 

4．集体合同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5．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的联系与区别； 

6．我国集体合同法律制度的内容 

学习目标： 

1．了解集体合同的发展历史，各国集体合同法的不同调整模式 

2．掌握集体合同的法律特征，与劳动合同的区别 

3. 掌握集体协商、集体合同的制度内容  

作业： 

1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制度有何不同？ 

2.分析我国集体合同立法存在问题并提出解决建议。 

知识单元 8：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的法律规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的定义与法律性质； 

2． 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与劳动法、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关系； 

3． 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的法律规制； 

4． 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争议的处理； 

5． 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违法的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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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的法律性质； 

2．掌握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与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关系； 

3. 掌握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制定程序的规定； 

4. 了解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争议的处理； 

5. 了解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违法的法律责任。 

作业： 

1．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的法律性质是什么？ 

2. 如何确认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的法律效力？  

知识单元 9：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工作时间的概念、特点和法律意义； 

2.工作时间立法的历史和立法概况； 

3.工作时间的种类； 

4.休息休假的概念和法律意义； 

5.休息休假立法的历史发展和立法概况； 

6.休息休假的种类； 

7.加班加点的概念和法律规制。 

学习目标： 

1．了解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的立法历史和立法概况； 

 2．掌握工作时间的概念及其特点； 

3. 掌握我国现行工作时间立法的基本内容； 

4. 掌握休息时间的概念及种类； 

5. 掌握加班加点的概念及法律规制内容。 

作业： 

1．综合计算工时与无定时工时有何异同？ 

2．设立年休假制度的法律意义？ 

3．我国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加点应遵循哪些规定？ 

知识单元 10：工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工资的概念、形式及特征； 

2. 工资立法概况； 

3．工资分配原则； 

4. 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4. 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概念、意义及立法概况； 

5. 最低工资概念及确定最低工资标准的因素； 

6.最低工资的适用范围； 

7.最低工资的效力； 

8.特殊情况下的工资支付； 

9工资的法律保障。  

学习目标： 

1．了解工资、最低工资立法概况； 

2．掌握工资的概念及特征； 

3. 掌握工资分配原则； 

4. 了解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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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掌握最低工资的概念及确定因素； 

6. 了解最低工资的适用范围； 

7. 掌握工资的法律保障。 

作业： 

1．如何理解同工同酬原则？ 

2．最低工资制度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知识单元 11：职业安全卫生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职业安全卫生的概念及职业安全卫生立法概况; 

2.职业安全卫生标准制度; 

3.安全生产保障制度； 

4.劳动卫生与职业病防治； 

5.职业安全卫生责任制度； 

6.伤亡事故处理制度； 

7.女职工与未成年工特殊保护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职业安全卫生立法概况； 

2.了解职业安全卫生标准与及安全生产保障制度； 

3.掌握职业病防治法律制度的内容； 

4.了解职业安全卫生责任制度和伤亡事故处理制度； 

5.掌握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制度。 

作业：1.什么是职业病？职业病防治立法应如何完善？ 

2.女职工与未成年工特殊保护制度？ 

知识单元 12：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劳动争议的概念、特点； 

2. 劳动争议的种类； 

3.劳动争议处理立法概况； 

4.世界各国劳动争议处理机制； 

5.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和处理机构及受案范围； 

6.劳动争议处理程序； 

7.劳动争议调解制度； 

8.劳动争议仲裁制度； 

9.劳动争议诉讼制度； 

10.劳动争议案件的举证责任。 

学习目标： 

1．掌握劳动争议的概念、特点；  

2．掌握劳动争议的种类； 

3.了解劳动争议处理立法概况，了解世界各国劳动争议处理机制； 

4.掌握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和处理机构及受案范围； 

5.掌握我国劳动争议调解制度、仲裁制度、诉讼制度； 

6.掌握我国劳动争议案件的举证责任。 

作业： 

1.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有什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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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什么劳动争议案件的举证责任与一般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不同？ 

知识单元 13：法律责任和劳动监督检查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违反劳动法法律责任的概念和特点； 

2.违反劳动法法律责任的种类； 

3.劳动监督检查制度的概念和性质； 

4.我国劳动监察制度的历史发展； 

5.我国劳动监察的机构的设置、权限及监察范围； 

6.我国劳动监察的工作程序； 

7. 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对劳动法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8.工会对劳动法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9.群众性组织和个人对劳动法执行情况的监督 

学习目标： 

1. 掌握违反劳动法法律责任的特点和种类； 

2. 了解劳动监督检查制度 

3. 掌握我国劳动监察机构的设置与监察范围 

4. 了解我国劳动监察的工作程序； 

5.  了解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对劳动法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6.  了解工会、群众性组织和个人对劳动法执行情况的监督。 

作业：1.违反劳动法法律责任的特点？ 

2.我国劳动监察的性质？ 

3.劳动监察与劳动仲裁如何衔接？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劳动法的历史发展. 1  

2 劳动法原理概述 5  

3 个别劳动关系的理论及实践 4  

4 劳动法律关系及劳动权利、义务 4  

5 劳动就业制度 2  

6 劳动合同法 4  

7 集体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 2  

8 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的法律规制 2  

9 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法律制度 1  

10 工资法律制度 2  

11 职业安全卫生法律制度 1  

12 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2  

13 法律责任和劳动监督检查制度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行政法 

后续课程：社会保障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劳动法基本原理、个别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集体劳动关系

的法律调整、劳动基准制度内容、劳动争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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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劳动法基本原理、劳动合同制度、用人单位劳动规章制度的法律调整、解雇保护制度、

劳动争议的仲裁与诉讼。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 法律释义。 

3.课堂案例讨论。 

教学手段： 

1.教学 ppt。 

2.相关视频。 

3.多媒体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作业、调研报告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开卷考试；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

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劳动法学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郑尚元等编著《劳动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 8月 第 2版（教材获奖情况） 

（二）推荐参考书 
1.王全兴著《劳动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 7月第 3版。 

2. 黄越钦编著《劳动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5月 第 1版  

执笔：金英杰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日 

 

劳动法律诊所教育课程 
Labor law clinic education courses 

课程号：402080030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与“专业实习”属同一课程组的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开设劳动法律诊所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相结合，使学生： 

1、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不仅系统地掌握有关方面的法律知识，而且亲身参与法治实践，深入

了解我国法治发展的现状； 

2、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接触并实际处理真实的劳动争议、社会保障争议、工伤争议等类型

的案件，为案件当事人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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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实践中学习并掌握法律执业者应当具备的基本法律实践能力、方法和技巧等基本技能和

素质； 

4、在办理实际劳动争议案件过程中体会并培养法律职业人的良好法律职业道德、事业心、公

益心和使命感； 

5、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学会与当事人、法官、同事和各种诉讼参与人、社会相关机构的沟通

或合作的能力。 

6、为学生将来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6学时 
知识单元 1：劳动法律诊所教育基本知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劳动法诊所教育课程概述 

1、诊所法律教育的产生 

“法律诊所教育”是在案例教学法基础之上发展生成的一种法学教育模式，主要是借鉴了医学

院学生的临床实习手段，出发点是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教会学生能够“像法

律职业者那样去思考问题”（Think like a lawyer）。通过指导法学院学生参与实际的法律应用过

程来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之所以被称为“诊所”，是因为它汲取了医学教育模式的经验,学

生在有律师执业资格的教师的指导下处理真实的案件，“诊断”真实案件中的法律问题，开出解决

案件问题的“处方”，并为处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当事人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服务。 

诊所法律教育不仅应帮助学生学习法律的操作实务，更主要的是培养法律人的职业责任感和社

会责任感。 

2、法律诊所教育的特点 

（1）学生在开放的环境——真实的法律诊所学习； 

（2）课堂是虚拟的诊所；实践是真正的法律诊所； 

（3）注重实用性，实用主义成为诊所法律教育的理论支柱； 

（4）学生是法律诊所的主人，互动式教学，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广泛参与； 

（5）老师是法律诊所的指导者、引导者、辅助者、监督者和评价者。 

（6）诊所法律教育与法律援助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 

（7）通过办理案件学习，在工作状态下学习，不是在学习状态下学习。 

2．劳动法诊所教育课程的教学方法 

1、课堂教学的方式 

课堂讲授法；师生互动，诘问引导法；与校外互动，专家传授法；生生互动；角色扮演；情形

模拟练习；游戏启示法；评估法；观摩评议；个案分析；小组讨论；学期总结。 

2、实践教学的方法 

主要承接劳动争议案件，为弱势群体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 

方法有：带队示范法；当事人参与法；个案指导法；成案反思法；调查研究；实案代理。 

3、 学生成绩的评定——没有考试的考核  

学生成绩评定的考虑因素：值班情况；诊所实习报告及实习论文质量；课堂表现；考勤；发言

情况；制作文书；协作公益；职业能力；综合。  

3.劳动法诊所教学成果的介绍  

4.劳动法诊所的工作要求和工作规范 

工作内容：网上回复；电话答复；来访接待，义务法律咨询；调解 谈判；代理仲裁 诉讼；调

查取证；实习报告。 

管理规则：每课必到，遵守纪律,互相配合，团结协作；记录：考勤记录，值班登记，记录咨

询情况，档案管理，诊所的文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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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在轻松的环境下使学生了解劳动法诊所教育课程的基本内容，理解劳动法诊所教育课程的教学

方法，明确劳动法诊所的工作要求和工作规范，引发其参与的积极性。 

作业： 

1、什么是法律诊所？法律诊所教育有何特征？ 

2、如何理解法律诊所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它与传统教学法的不同之处？ 

3、劳动法律诊所工作的内容有哪些？ 

4、法律诊所课有什么要求？ 

知识单元 2：劳动争议法律适用特点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剖析劳动争议法律适用的重点和难点 

1、结合课前作业让学生们分组提出有关劳动关系的法律规定，以及劳动关系、劳务关系、人

事关系、雇佣关系法律适用的区别。 

（1）如何对劳动关系进行科学定义，界定劳动关系有何现实意义？ 

（2）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区别有哪些识别要点？ 

（3）劳动关系与人事关系的动态交叉轨迹是什么？ 

（4）劳动关系与雇佣关系的区别 

2、介绍劳动关系法律适用的发展及现状，延伸国外及港澳台地区的相关规定作法。 

（1）我国劳动关系的中国特色有何体现？ 

（2）西方雇佣关系对我们有哪些启示？ 

（3）港澳台地区相关规定的优劣判断。 

2． 案例实务讨论 

1、给出典型三件案例实例，分组讨论法律适用的难点。 

（1）包工头现象对法律适用的挑战。 

（2）转包工程现象对现行劳动法的挑战。 

（3）劳务派遣现象对现行劳动法的挑战。 

2、各组代表总结分组讨论情况，教师评析。 

3．师生相互提问，互动教学 

1、师生结合劳动争议法律适用的现存问题进行课堂讨论，提出各自观点方案，相互点评。 

2、从理论层面分析法律适用症结的成因，探讨解决原则及路径。 

学习目标： 

结合劳动争议法律适用的重点和难点，总结劳动争议法律适用的特点，培养学生驾驭法条与理

论知识的能力，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对实践产生的难题进行理论思辨能力。其中抓住

劳动关系辨别困难的现状，针对劳动法和相应法规与规章对劳动关系的认定尚无明确规定客观现实,

深入探讨理论上对劳动关系的认定未达成一致的原因,力求将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人事关系易于

混淆等其他关系区分开。通过本章学习要使学生们全面了解立法于司法实践现状，在此基础上进行

学理思考，以求形成个人一定的理论见解，并能较好应用于社会实践，解决实际问题。 

作业： 

1、什么是劳动关系？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2、法律适用上的难点及对策？ 

知识单元 3：劳动争议案件的电话咨询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咨询的概念 

咨询是律师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独立的律师技能，也是一种独立的法律服务方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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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身的规则和技巧。咨询是双向的、互动的、参与式的。包括电话咨询、来访咨询、来信咨询、

在线咨询等。 

1、电话咨询计划的制定 

2、电话咨询的步骤 

3、电话咨询技巧练习  

4、电话咨询中的职业道德 

5、电话咨询模拟练习 

6、电话咨询模拟后的问题讨论 

2.劳动争议案件电话咨询的技巧 

1、模拟电话咨询后接电话人谈感受？打电话人谈感受？ 
2、电话中的人给你感觉有何不同？为什么？ 
33、、接听电话的人谁更有责任心？谁更让人信任？谁给人的感觉不舒服？ 

3.思考讨论问题 

1、当我第一次接到咨询电话时，如何克服恐惧心理？ 

我是否听不懂他的语音？ 

我是否不能理解他的意思？ 

我根本不能解答他的疑问？ 

2、如何开头和结束咨询类的电话？ 

3、如果回答不了当事人的问题，怎么办？ 

4、如何询问？询问哪些基本信息？ 

5、接听电话应注意搜集哪些信息？记录哪些要点？ 如何记录？如何填写表格？  

66、、如如何何倾倾听听？？接接听听人人员员是是否否能能在在电电话话中中表表现现出出个个人人的的职职业业素素质质？？怎怎样样表表现现的的？？  

7、如何回答？怎样使对方感受到关心、同情和友善？回答哪些基本信息？ 

8、接听电话后如何与老师联系？如果认为有重要情况需要与老师联系，如何与老师联系？时

间已是晚上 11点，怎么办？向老师陈述哪些主要信息？ 

9、接听电话还应注意哪些问题？你正在接听电话，有人来访如何处理？在接电话的同时又有

人打来电话如何处理？正在接待当事人有人电话咨询如何处理？ 

10、通过电话模拟练习，你认为优点在哪？存在哪些不足之处？需要在哪些方面改进？ 

学习目标： 

通过电话咨询练习使学生体会和掌握电话咨询的含义；咨询计划的制定；咨询的技巧；咨询中

的职业道德以及相关问题的处理。 

作业： 

1、什么是咨询？包括哪些内容？ 

2、如何制定电话咨询计划？ 

3、电话咨询的步骤？ 

4、电话咨询需要掌握的技巧 

5、电话咨询中的应具备职业道德 

6、电话咨询模拟准备 

知识单元 4：劳动争议案件的接待来访咨询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接待来访咨询含义 

2.劳动争议案件接待来访咨询的种类 

3.接待来访咨询目标 

1、初步了解案情； 

2、识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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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解当事人的意图； 

4、搜集现有的证据材料； 

5、建立信任关系； 

6、确定合作模式。 

4.制定劳动争议案件来访咨询计划 

1、确定接待来访咨询的内容与步骤； 

2、讨论计划的可行性。 

5.劳动争议案件接待来访咨询的步骤 

1、接待来访的开场白 

2、接待来访的几个阶段 

3、接待来访的跟进步骤 

6.劳动争议案件接待咨询的技巧 

1、提问的技巧 

2、倾听的技巧 

3、记录的技巧 

4、非语言交流的技巧 

5、接待特殊来访咨询的技巧 

7.接待来访咨询中的职业道德 

8.劳动争议案件会见证人的技巧 

9.劳动争议案件接待来访咨询模拟练习的评估和问题讨论 

1、接待来访咨询的分类 

按办案过程可分为：初次接待来访；有过电话或网络联系他人介绍的初次会见；后续会见等。 

2、接待来访如何准备? 

（1）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准备——通过学与思、知与行来培养 

（2）应该作哪些心理准备? 

（3）接待伊始注意什么? 

（4）劳动法诊所服务范围?对于明显的非诊所服务范围内的来访怎么办? 

3、当事人都有哪些类型? 

（1）从文化素质语言表达情况分：文化程度近于 0型；有一定文化型；木讷内向型；善于表

达型；糊里糊涂盲目轻信型；精明精细有头脑型；言谈适当型；滔滔不绝离题万里型。 

（2）从遭际情况和精神状态分：问题并不严重但不肯吃亏型；后果很严重涉及身家性命型；

豁达想得开型；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型；玩世不恭尝试型；钻牛角尖认死理型；逆来顺受迫于无奈型；

不肯吃亏鱼死网破型；平静绵软平和型；暴躁盛怒有暴力倾向型。 

（3）从接人待物情况分：多礼戴高帽型；多疑多虑型；诚实单纯型；世故工于心机型；直率

坦诚型；声东击西狡黠型。 

（4）从来访动机和所掌握法律情况分：毫无法律知识型；有一定法律经历或意识型；法律专

家半瓶醋型；有理寻求帮助型；无理找辙占便宜型；滥用无偿援助为己跑腿型。 

4、对各不同类型的当事人如何接待？ 

5、如何获取信息?  

听取陈述；翻阅当事人的材料；针对性问答；与当事人合议探讨等；记录谈话内容。 

6、当事人会有哪些问题? 

 实体法上问题；程序上问题；证据事实上的问题；人为干扰问题；对法律理解偏差问题等。 

7、如何处理信息?  

（1）对案情进行评价，包括价值判断、法律风险评估、可能性预测等  

（2）代书  

（3）给出法律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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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供适用法律条文和依据 

（5）帮助制订问题解决方案或策略等  

（6）帮助起草和解方案、协议等 

（7）代理（调查、和解谈判、仲裁 、 一审 、 二审诉讼、提起再审、申诉、投诉等） 

8、如何解决法律难题？  

（1）查阅书籍 

（2）查阅网络 

（3）推理研判 

（4）小组讨论 

（5）请教指导老师 

（6）向有关方面咨询求证等 

9、如何登记来访咨询情况?登记的作用? 

（1）形成日志，填写表格  

（2）登记要点有哪些? 

（3）当事人自然情况 

（4）联系方法（便于追踪后续情况） 

（5）对方当事人的情况 

（6）事件内容 

（7）证据材料名称及主要内容 

（8）解决办法 

（9）疑难所在等 

学习目标： 

通过接待来访咨询练习，使学生理解和掌握接待来访人的目标，计划的制定，接待来访咨询的

步骤，接待咨询的技巧，接待咨询中的职业道德，特殊情况的处理等。 

作业： 

1、劳动争议案件接待来访咨询的种类 

2、接待来访咨询目标 

3、制定劳动争议案件来访咨询计划 

4、劳动争议案件接待来访咨询的步骤 

5、提问的技巧 

6、倾听的技巧 

7、记录的技巧 

8、非语言交流的技巧 

9、接待特殊来访咨询的技巧 

10、接待当事人来访模拟准备 

知识单元 5：劳动争议案件的事实调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事实调查的作用 

事实调查，是根据委托人陈述的案情情况，了解、核实、分析案件事实、获取有关案件事实的

证据资料的专业活动。目的是了解案情，对症下葯。 

事实调查的作用： 

1、了解案情，掌握必要案情材料； 

2、获取证据； 

3、为开庭作准备工作； 

4、支持己方的申诉、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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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支持己方的观点； 

6、反驳对方的请求与观点； 

7、确定争议解决方案； 

8、意外收获。 

2.事实调查的模式 

1、根据法律要素展开的事实调查 

2、根据时间先后顺序展开的事实调查 

3、根据案件因果关系展开的事实调查 

3.劳动争议案件事实调查的要求  

1、亮明身份，取得理解； 

2、晓之以理、以情动人； 

3、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真诚质朴； 

4、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5、热情自信而不轻薄傲慢； 

6、不急不躁而非心浮气躁； 

7、锲而不舍而不死缠烂打； 

8、三十六计走为上，安全撤离； 

9、注意礼貌，团队合作； 

10、男女搭配出行。审时度势 

4.劳动争议案件事实调查的技巧 

1、怎样着手调查？ 

2、事实调查计划、方案如何制定？ 

3、可以向哪些人或单位调查？ 

4、到哪里调查？  

5、有哪些调查手段？ 

6、如何制作调查的文书？ 

7、调查有无技巧？ 

5.劳动争议案件事实调查的特点 

6.事实调查效果的评估 

1、是按调查计划进行调查的吗？ 

2、都用了哪些调查方式和方法？还可以采用什么方法？ 

3、调查了哪些单位和人？ 

4、被调查人态度如何？ 

5、作为受托人的同学在调查过程中的语言、行为等表现如何？ 

6、调查过程中是否及时记录？ 

7、所取得的证据是否合法取得？ 

8、有无考虑调查成本？ 

9、调查进展情况如何？顺利吗？达到预期目标了吗？ 

10、如何处理调查中的人际关系？ 

11、是否需要继续调查？哪些事实还需要再调查？要不要做个计划？等等。 

12、是否存在团队合作，每个成员是否都发挥了作用？ 

13、调查结束是否已对案情了然于胸，证据是否形成证据链条？与后续阶段的衔接情况如何、

影响如何？ 

学习目标： 

通过劳动争议案件的事实调查练习，使学生理解和掌握事实调查的作用、目标，事实调查计划

的制定，方法、技巧和实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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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制定调查计划； 

2、依所给背景材料准备模拟调查； 

3、事实调查在办案中的作用； 

4、事实调查的模式和要求 

5、事实调查应注意的问题 

知识单元 6：劳动争议案件的谈判、和解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谈判、和解的含义和作用 

2.劳动争议案件谈判的模式 

1、合作式谈判 

2、对抗式谈判 

3、影响谈判模式选择的因素 

4、两种谈判模式下的谈判策略 

3.劳动争议案件谈判的步骤 

1、谈判的提出 

2、谈判的次序 

3、信息的交流 

4、谋求合意 

5、谈判中的说服术 

6、达成和解协议 

4.劳动争议案件谈判的技巧 

１、投石问路 

２、真生气或假生气 

３、高深莫测，掩盖自己 

４、先开价、开高价或是后开价 

５、开假价  

６、声东击西 

７、渔翁植树 

８、无权托词 

９、走为上 

5.谈判中的职业道德 

6.模拟谈判评估及问题讨论 

1、如何作选择？什么情况下谈？仲裁或诉讼？ 

2、谈判考虑的因素： 

（1）时效问题； 

（2）考虑当事人的利益主张，当事人倾向于谈或仲裁或诉讼； 

（3）证据是否有利； 

（4）考虑对方当事人的态度； 

（5）考虑成本问题。 

3、对谈判计划的评估讨论。 

（1）有无谈判进程表？谈判是否按计划进行 

（2）谈判前做了哪些准备？有无谈不成的替代方案？ 

（3）与合作伙伴的分工计划是否有效？ 

（4）谈判计划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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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谈判进程的评估讨论。 

（1）哪一方先提出实质性问题（开价）？效果如何？ 

（2）本方提出条件对方有何反映？ 

（3）对方提出条件本方如何反映？ 

（4）本方是否运用了谈判技巧？效果？ 

（5）对方是否运用了谈判技巧？本方是如何应对的？ 

（6）谈判是合作式、对抗式，或是混合式？哪一方引导了谈判的模式？ 

（7）谈判气氛如何？ 

（8）对谈判进程是否有效控制？哪一方占主导地位？ 

（9）此次谈判是否推进了问题的解决？ 

5、对谈判协议的评估讨论。 

（1）是否与当事人进行了交流？协议由谁提出？由谁决定的？ 

（2）协议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 

（3）协议是“双赢”的还是一方获利多于另一方？为什么？ 

（4）协议结果是否符合我方开价？底线？还是介于两者之间？ 

（5）协议本身内容是否完备？ 

（6）签订协议时，是否考虑了执行问题？ 

6、这次谈判你的收获是什么？ 

学习目标： 

使学生熟悉和掌握劳动争议案件谈判、和解的作用；谈判的模式；谈判的步骤；谈判的技巧；

谈判中的职业道德；谈判、和解计划的制定；谈判、和解计划的实施；谈判、和解效果等。 

作业： 

1、合作式谈判？对抗式谈判？ 

2、影响谈判模式选择的因素有哪些？ 

3、谈判策略选择？ 

4、劳动争议案件谈判的技巧 

知识单元 7：劳动争议案件办案中的合作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合作的含义 

2.合作的价值 

合作是对学生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包括培养倾听能力，培养理解能力，培养思考能力，培养

表达能力，培养讨论能力，培养集体荣誉感和团队精神。 

3.合作的模式及特点 

参与式合作；平行式合作或分工合作；统一式合作。    

4.合作中的冲突分析与解决 

1、因对法律或事实的认识不同产生冲突 

2、因个体差异产生的冲突 

（1）思维方式的冲突与解决； 

（2）表达方式的冲突与解决； 

（3）讨论方式的冲突与解决； 

（4）交流方式的冲突与解决。 

（5）从游戏中体验。 

游戏的启示是：合作比竞争省力、省资源，合作让人感到愉快，合作是两个人的力量相加而不

是相减。所以合作获利的可能性大。通过游戏，让大家明白了，很多时候，“合作”比“竞争”往

往能给双方都带来好处。但“合作”的前提是双方都能理智的分析问题，互相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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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谈合作体会 

 各小组谈本组办案中是如何合作的？合作中出现了什么问题？是如何解决的？班里同学的合

作情况如何？问题及解决？  

学习目标： 

使学生懂得合作的重要性和价值；为什么需要合作；合作的模式；合作中的冲突与解决。 

作业： 

1、如何理解合作的重要性和价值？ 

2、诊所办案中为什么需要合作？ 

3、合作的模式有哪些？ 

4、合作中的冲突可能会有哪些？如何解决？ 

5、我们是如何合作的？ 

知识单元 8：劳动争议案件开庭前的准备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劳动争议案件庭审的目的 

庭审的过程是对当事人的请求事项进行审理和裁决，划定审理活动的范围，对带进法庭的证据

进行审查、判断，法官通过双方讲述的故事的可信度评估，作出是非曲折的裁决。 

律师需要说服法官采纳己方观点，证明自己诉讼请求的合理 合法性，证明自己的证据优于对

方。 

律师需要向法庭提供：准确的证据；可靠的证人；清晰的理由。 

2.劳动争议案件开庭前的准备 

1、劳动争议案件的受理 

（1）如何办理委托受理手续 

（2）证据的签收和保管 

（3）受理时应注意的事项 

（4）如何办理委托代理手续 

2、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初步审查 

是否是劳动争议,管辖审查 

如何确定仲裁、诉讼请求 

如何确定时效 

仲裁、诉讼风险告知 

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 

3、劳动争议案件开庭前的证据准备 

准备证据的目的是什么？ 

劳动争议案件举证特点 

如何收集、审查和整理证据? 

如何向有关机关提供证据 

证据清单的列举 

证据的交换 

4、劳动争议案件开庭前的事实准备 

熟悉案情有什么作用 

诉讼的功能在于解决事实的争议 

对事实的准备有哪些要求？ 

如何进行事实方面的准备 

如何归纳案件争议焦点 

5、劳动争议案件开庭前的法律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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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法律方面的准备 

劳动法法律渊源的特点 

如何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法律？ 

6、劳动争议案件开庭前的文件准备 

（1）劳动争议案件开庭前应准备哪些法律文件 

（2）如何进行法律文书的准备 

（3）准备时应注意的问题 

7、劳动争议案件开庭前的其他准备 

（1）办案时是否应有分工？ 

（2）如何确定代理计划？ 

（3）其他应准备的事项？ 

（4）与当事人的沟通？ 

（5）心理准备？ 

（6）举手投足？ 

学习目标： 

通过劳动争议案件开庭前的准备练习，使学生理解和掌握开庭前准备的作用、具体内容，开庭

前准备计划的制定，方法、技巧和实施等 

作业： 

1、分析研究将要庭审的案件材料？ 

2、劳动争议案件开庭前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 

3、制定开庭前准备计划 

4、了解开庭前准备的技巧？ 

知识单元 9：劳动争议案件的模拟开庭及评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选材与角色分工、开庭前准备 

该部分在课前完成。选材应选取案情比较复杂，材料比较充分，尚未有审理结果的案例。同学

准备要求从实际出发，不脱离案件当事人实际情况、不回避实际困难。 

2. 模拟庭审 

此部分在课堂进行，要有审理结果。要求追求庭审实景实境实战，严格按法律程序，按照案情

要求进入角色，不走过场，力戒变成舞台演出。要明确角色定位与目标任务；角色素质要求与职业

纪律；当事人的心态与利益诉求认识。 

3. 庭后评价 

各角色事后自评与交流，观察员逐一点评，场内同学提问与提出意见，选出最佳表现者。教师

提出意见和建议。 

学习目标： 

通过让学生们进入法庭或仲裁庭办案的角色，可以对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进行综合训练，让同

学们亲身感受劳动法在社会运用中的复杂性，掌握庭审的基本知识和技巧。庭后的总结与讲评加深

对法律实际运用性的理解，增强学生的自我提高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作业： 

1、你作为一名代理律师应把握哪些开庭要点，掌握哪些重要技巧？ 

2、你作为一名审案人员在开庭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3、你对模拟庭有哪些感想和建议？ 

知识单元 10：实践中劳动争议仲裁或者诉讼中的问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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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民工讨薪问题的思考及对策 

2.劳动关系辨析问题 

3.建筑工程发、承、转包中的劳动关系的认定 

4.劳动争议仲裁中的问题及处理 

5.劳动争议诉讼中的问题及处理 

6.工伤及职业病认定问题及待遇问题 

学习目标： 

通过律师、法官或仲裁员等来自实践中的领导、专家就相关热点、难点问题如何处理的讲解，

使同学们了解实际、深入实践，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了解实际中劳动法律、法规发展动态，了解相

关劳动、社会保障、工伤争议的解决思路和办法，坚定对自己未来所从事的法律工作的信心和自豪

感，对在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当面向来自第一线的相关人员请教并得到解答，以便于更好地把握

案件的处理，更好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 

作业： 

分析案例就其中一个或几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并说明理由。 

知识单元 11：课程总结与评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个人总结 

2.小组总结 

3.班级总结 

4.师生互评 

5.实务评估 

6.教学评估 

学习目标： 

通过课程总结与评估，分析劳动法诊所在培养职业能力、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感方面的作用以

及诊所法律教育的经验和教训。 

作业： 

总结参加劳动法律诊所活动中的得与失，收获、感受、对诊所的建议等。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4个，共约 44学时 
实验 1-----14个 

参考学时：每次 3.1小时共约 44课时。 

实验内容：劳动法诊所值班、接待当事人来访和咨询、代理案件、参加仲裁和诉讼活动、代理

和解谈判、工伤认定、调查取证等。 

实验要求：实践教学要求参加者熟悉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掌握民法、民事诉讼、

行政诉讼等法律法规内容；研究劳动争议案件的特点、难点和疑点；掌握处理案件的方法和技巧。

提高自身法律素质和职业能力。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劳动法律诊所教育基本知识 3  

2 劳动争议法律适用特点 3  

3 劳动争议案件的电话咨询 3  

4 劳动争议案件的接待来访咨询 3  

5 劳动争议案件的事实调查 3  

6 劳动争议案件的谈判、和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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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劳动争议案件办案中的合作 3  

8 劳动争议案件开庭前的准备 6  

9 劳动争议案件的模拟开庭及评估 3  

10 实践中劳动争议仲裁或者诉讼中的问题 3  

11 课程总结与评估 3  

12    

13    

14   1-14周周一至周四上下午诊所实践课 

15    

16   
18周老师综合学生诊所学习各项指标

评定成绩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劳动法学、社会保障法、法理学、宪法学、民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劳动

争议仲裁法 

后续课程：劳动法案例研习、相关法律的实务课程、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劳动法诊所的教学方法和工作规范；劳动关系辨析和法律适用；接待来访咨询计划的制

定，接待咨询的技巧，会见证人的技巧，特殊情况的处理；事实调查计划的制定，事实调查的技巧

和实施；谈判的模式、技巧、谈判和解计划的制定、实施；开庭前准备计划的制定、开庭的程序、

裁决书、判决书的写作；合作的价值、模式；合作中的冲突与解决；总结得与失，交流经验和教训；

劳动争议仲裁或者诉讼中的问题及解决。 

难点：劳动关系与其他相关关系的辨析？劳动争议仲裁或者诉讼实践中的存在的问题及解决？

民事诉讼法修订后学生代理人身份如何解决的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法；师生互动，诘问引导法；与校外互动，专家传授法；生生

互动；角色扮演；情形模拟练习；游戏启示法；评估法；观摩评议；个案分析；小组讨论；学期总

结。 

（2）实践教学方法： 带队示范法；当事人参与法；个案指导法；成案反思法；调查研究；实

案代理。 

教学手段： 

（1）利用多媒体、网络、校内外多种资源，走出去请进来等手段； 

（2）通过与学生“平等对话”指导学生独立“做”； 

（3）通过典型案例指导学生正确地“做”； 

（4）利用疑难案例指导学生“做”的技巧。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符合法律诊所教学的教室（可自由挪动的桌椅），多媒体，模拟法庭、移动话筒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1-14周每周一至周四全天实践课堂，老师、学生在法律诊所轮流值班。约 44课时。实际上大

大超过了这个时数（如：老师每周有一天的值班：上午 8：30—11：30，下午 2：00---4：30）。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劳动法律诊所考核参考多种因素，如：值

班情况；诊所实习报告及实习论文质量；课堂表现；考勤（理论课考勤和实践课考勤）；发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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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文书；协作公益；职业能力；综合。 

7．作业要求： 

劳动法律诊所每次课后都布置下次课的作业，以便学生提早准备，取得好的教学效果；每章结

束后也布置相应作业以便对本章内容消化和理解。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劳动法学》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

特点，自主制作了《劳动法律诊所课程课件》，获中国政法大学生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指导教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李傲著《互动教学法—诊所式法律教育》，法律出版社 2004年 9月版 

2. 郑尚元、金英杰、胡彩霄、喜佳等编著《劳动法学》（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8月版。 

3.许身健主编《法律诊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 2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李傲著《互动教学法—诊所式法律教育》，法律出版社 2004年 9月版 

2.杨欣欣主编《法学教育与诊所式教学方法》，法律出版社 2002年 7月版 

3.甄贞主编《诊所教育在中国》，法律出版社 2002年 8月版 

4.王立民 牟逍媛主编《诊所法律教育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4年 2月版 

5.林嘉主编《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 1月第三版 

6.秦甫著《成功律师的 98种技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 10月第一版。 

7. 马海发·梅隆主编 彭锡华等译《诊所式法律教育》，法律出版社 2002年 7月版。 

8. 霍刚著《资深律师谈出庭经验办案技巧》第三册，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年 9月第一版，第

1—110页 

9.陈枝辉编著《劳动争议疑难案件仲裁审判要点与依据》，法律出版社 2010年 6月第 1版 

10. 王远东、赵学昌主编《劳动争议处理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 7月 1日 

11.董保华编著《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8年 5月 1日 

执笔：胡彩霄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日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概论 
Labour Law and Social Security Law 

课程号：50203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非法学专业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系统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以及各项劳动保障制度的重

要法律规定；2、使学生明确劳动权利和社会保障有关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3、能够运用劳动和

社会保障法的基本原理分析生活中的基本问题。 

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了

解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时、工资、社会保险、劳动争议处理等基本制度，为劳动法、社会保障

法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社会法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学时 
知识单元 1：劳动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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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劳动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2．劳动法的特征、基本原则。 

3. 劳动法的法律渊源、地位和适用范围 

4．劳动法的产生与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劳动法的地位以及与相邻法律部门的联系和区别、劳动法的价值、劳动法的法律渊源、

劳动法学体系。 

2．掌握劳动法的概念、调整对象；劳动关系的概念及其特征；与劳动关系密切联系的社会关

系的确定方法和劳动法的适用范围。 

作业： 

1．劳动关系与承揽关系、雇用关系、委任关系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2．劳动法有哪些法律价值？应如何理解这些价值？ 

知识单元 2：劳动法的产生与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劳动法的产生及其社会基础. 

2．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劳动立法的主要内容。 

3．国际劳工立法的产生和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劳动法产生前对劳动关系调整的法律；国际劳动立法的产生与发展。 

2．掌握劳动法产生的社会基础，国际劳工组织的成立与发展，国际劳工组织的立法原则与内

容。 

作业： 

1、 哪些社会因素决定了劳动法的产生？ 

2、 国际劳工组织的立法原则是什么？ 

知识单元 3：劳动法律关系及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劳动法律关系的概念与特征。劳动法律关系与劳动关系的联系与区别。 

2．劳动法律关系主体及主体资格、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的特征。 

3．劳动法律关系双方的基本劳动权利和基本劳动义务及法律责任。 

4．劳动法律事实的概念和种类。 

学习目标： 

1．了解劳动法律关系与劳动关系的联系与区别。 

2．掌握劳动法律关系的概念，劳动法律关系的特征，劳动法律关系主体及主体资格、劳动权

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的特征，劳资双方的基本劳动权利和基本劳动义务、劳动法律事实的概念和

种类，各类劳动法律事实与劳动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消灭之间的关系。 

作业： 

1．劳动法律关系与劳动关系有哪些联系和区别？ 

2．劳资双方各有哪些基本劳动权利和基本劳动义务？ 

知识单元 4：劳动合同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劳动合同的概念、特征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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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动合同的性质和种类 

3．劳动合同的形式、内容及订立的原则。 

4．劳动合同的效力。 

5．劳动合同变更、终止、解除和终止 

6．违反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 

1．了解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的区别；劳动合同的履行。 

2．掌握劳动合同的概念和特征，劳动合同的形式，劳动合同的内容，劳动合同订立的原则，

无效劳动合同的确认，劳动合同变更、终止、解除的概念，劳动合同变更的条件，劳动合同解除的

事由、程序及经济补偿，劳动合同终止时的特别规定，违反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 

作业： 

1．对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的规定应当如何理解？应如何认定和处理事实劳动关系？ 

2．劳动法为什么要规定不定期劳动合同？ 

3．竞业禁止的约定的正当性基础是什么？如何衡量其合法性？ 

4．劳动合同解除、终止与一般民事合同解除、终止的法律规定相比有何特别？为什么存在这

些特别之处？ 

5．劳动合同解除时用人单位需支付的经济补偿金的性质是什么？在劳动合同终止时用人单位

应否支付经济补偿金？ 

6．劳动合同与一般民事合同相比，有哪些特殊之处 

知识单元 5：集体合同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集体合同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2．集体合同与劳动合同的联系与区别。 

3．平等协商的作用；平等协商代表的确定、义务和保护性法律规定。 

4．集体合同订立的内容和程序。 

学习目标： 

1．了解集体合同产生与发展、集体合同的作用、集体合同的履行、变更、解除与终止。 

2．掌握集体合同的法律特征，集体协商代表的确定、义务和保护性法律规定，集体合同订立

的内容和程序。 

作业： 

1． 在劳动法体系中，平等协商与集体合同有什么重要意义？ 

2． 在平等协商中，协商代表有哪些义务？ 

3． 集体合同制度在我国实现的状况怎样？你认为有何成功与不足？ 

知识单元 6：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6．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的概念、种类 

7． 延长工作时间的概念及其法定条件 

8． 工时形式及休假种类 

学习目标： 

1．了解工作时间立法概况；工作时间法律规范的作用；确定工作时间的依据。 

2．掌握工作时间的概念及其特点；我国现行工作时间立法的基本内容；休息时间的概念及种

类；加班加点的概念及规定。 

作业： 

1．我国规定了哪些非标准工作时间制度？分别适用于哪些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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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法律对劳动者休息制度是如何规定的？ 

3．我国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加点应遵循哪些特别规定？ 

知识单元 7：工资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工资的概念及分配原则。 

2．最低工资的概念及特点。 

3．特殊情况下的工资支付。 

4．工资保障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工资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最低工资立法的产生和发展。 

2．掌握工资的概念及特征，最低工资的适用范围及其计算、支付，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和

工资保障措施。 

作业： 

1．举例说明劳动者常见的劳动所得中哪些属于工资？哪些不属于工资？为什么？ 

2．最低工资制度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举例说明哪些劳动者不适用？为什么？ 

3．按我国现行法律应如何计算加班加点工资？请举例说明。 

4．如何确保劳动者及时、全额地获得工资？ 

知识单元 8：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女职工劳动权的保护 

2．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 

学习目标： 

1．了解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的法律意义及立法概况。 

2．掌握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的主要内容及法律法规规定。 

作业： 

1．为什么要对女职工和未成年人工进行特殊保护？ 

2．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进行特殊保护是否会影响他们就业？ 

3．我国法律关于未成年工特殊保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9：劳动就业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劳动就业的概念和特征。 

2． 政府对劳动就业的职责。 

3． 就业保障。 

4． 就业服务。 

学习目标： 

1．了解劳动力市场的概念和意义；职业介绍服务机构；就业服务的概念和内容。 

2．掌握劳动就业的概念和特征；特殊群体的就业保障和就业服务的概念和内容。 

作业： 

1、 什么是劳动就业？影响劳动就业的因素？ 

2、 政府在劳动就业方面有哪些职责？ 

3、 我国对哪些群体进行特殊就业保障？为什么对他们要予以特殊保障？ 

知识单元 10：社会保障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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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社会保障的概念、性质、特征 

2．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及其结构 

3．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 

2．掌握社会保障的概念和特征；社会保障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区别。 

作业： 

1、 什么是社会保障法？ 

2、 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与社会优抚，有哪些不同之处？ 

知识单元 11：社会保险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会保险的概念、性质、特征。 

2． 社会保险的结构。 

3． 养老保险的概念、待遇；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 

4． 失业保险的概念、享受失业保险待遇的条件、失业保险待遇的内容、标准和支付。 

5． 工伤保险的概念、特征、归责原则；工伤和职业病的认定；工伤保险的待遇。 

6． 医疗保险的概念和特点；城镇医疗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制度。 

7． 生育保险的概念和主要内容。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保险的基本原则；社会保险的立法概况。 

2．掌握社会保险的概念、特征，各项社会保险的给付条件、给付项目和标准。 

作业： 

1．社会保险有哪些特殊的理念和原则？ 

2．认定工伤时应参考哪些因素或标准？ 

3．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4． 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知识单元 12：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2． 劳动争议的概念、范围、处理原则。 

3． 劳动争议处理机构 

4． 劳动争议处理程序 

5． 集体劳动争议的处理 

学习目标： 

1．了解劳动争议产生的原因；集体劳动争议概述 

2．掌握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的范围及处理程序，劳动争议仲裁的特点及程序要求；集体劳动争

议的处理 

作业： 

1、 我国现行劳动争议调解制度有哪些主要的规定？有何特点？ 

2、 我国现行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特点？ 

3、 集体劳动争议与一般劳动争议的处理程序相比，有何特别之处？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劳动法原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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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劳动法的产生与发展 2  

3 劳动法律关系及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3  

4 劳动合同法 4  

5 集体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 2  

6 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制度 2  

7 工资制度 2  

8 女职工和未成年工保护 1  

9 劳动就业制度 2  

10 社会保障制度 4  

11 社会保险 4  

12 劳动争议处理程序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合同法、行政法 

后续课程：社会保障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劳动关系、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劳动争议的处理。 

难点：劳动法基本原则的标准、各项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劳动关系；劳动合同的解除；工伤

保险；劳动争议的仲裁与诉讼。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教学 ppt。 

2.相关视频。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 

5、课程自主学习 

做作业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重点章结束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郭捷主编《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 8月 第 4版 

（二）推荐参考书 
1.王全兴著《劳动法》，法律出版社，2008年 7月第 3版。 

2.黎建飞著《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原来、材料与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3月 第 1版。 

3. 贾俊玲等编著《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2年 2月第 2版。 

4. 徐智华主编《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8月 第 1版。 

5. 张晓红主编《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 8月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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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法原理 
Principle of Financial Law 

课程号：5020402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金融法核心内容的原理；2、能够熟练将金融法知识运用于经济

生活中；3、为将来在公检法、金融机构与一般企业工作的同学应用金融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训练，使学生掌握金融法基础知识、中央银行法原理、货币法

原理、商业银行法原理、政策银行法原理、互联网金融基础知识及金融监管原理，为金融法实务、

金融法案例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金融法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6学时 
知识单元 1：金融与金融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金融概说 

金融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总称。金融活动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如货币的发行、流通与回笼，存款的吸收与提取、贷款的发放与回收、黄金、外汇的买卖等。金融

活动首先是货币与货币流通活动；金融活动的核心是信用活动，即货币融通；金融活动的主导是是

货币流通与信用活动的调节、控制与监督管理。 

货币的产生是金融产生的基础。没有货币，就不会有货币的流通，没有货币的流通就不会有货

币的融通，没有货币的流通与融通最终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调节、控制与监督管理。 

信用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一种价值运动形式。信用不等于金融，信用伴随着商品经济而产生，金

融则出现于商品经济深入发展、货币产生之后。但信用是金融的基础，金融最能体现信用的原则和

特征。在现代社会，信用已与货币流通融为一体，常被混用。实际上，金融只是一种货币信用。 

在法学上，通常按照金融机构是否作为信用中介，将金融分为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实务上，

称作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资金供求双方直接进行交易的，为直接金融，如民间借贷；通过金融机

构的媒介进行的资金融通为间接金融，如银行吸收存款后发放贷款。间接融资是主要的融资方式。 

2．金融法概念与调整对象 

金融法是调整金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金融法的调整对象具体包括以下几类：金融组织关

系、货币流通关系、资金融通关系、金融调控关系、金融监管关系。 

按照金融法的调整对象，金融法由金融组织法、货币流通法、资金融通法、金融调控法、金融

监管法五大部分构成。按照融资的方式，金融法由直接融资法和间接融资法构成。按照立法的格局，

金融法包括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政策性银行法、货币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信托法、

基金法、融资租赁法。 

3、金融法的原则  

金融法的基本原则是：维护金融业稳步发展的原则、稳定货币、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则、保护资

金融通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分业经营、分工监管的原则、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原则。 

4、金融法的渊源 

宪法、法律（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信

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国际惯例与国际条约。 

5、金融法的地位 

有人认为，金融法由两类性质不同的规范构成，金融法中的一些部门法，如保险法、证券法属

于商法；一些部门法，如中央银行法、金融监管法属于行政法。我们认为，在现代社会，金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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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国计民生，影响千家万户，金融立法、执法与司法普遍关注社会整体的利益、追求实质上的公

平与正义，金融法的规范既不同于一般的民商事性质的规范，也不同于一般的行政性质的规范，而

是典型的经济法性质的规范。 

6、金融法律关系 

金融法律关系是由金融法所规范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金融法律关系的主体众多，大体分为三类：金融调控机构与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机构、金融交

易的相对人。 

金融法律关系的内容复杂，在调控关系、监管关系、融资关系中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各不相同。 

金融法律关系的客体包括三大类：货币、证券、行为。 

学习目标：金融与金融法概述是针对金融与金融法的概要介绍，目的在于使学生了解金融及金

融法的基本概念、金融法的体系、金融法的法学地位，为进一步学习金融法的具体内容奠定理论基

础。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 

1、了解金融的概念、金融的分类、金融及货币、金融与信用、金融法的法学地位、金融法的

渊源。 

2、掌握金融法的概念、金融法的调整对象、金融法的原则、金融法的体系、金融法律关系。 

3、深入思考金融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关系，金融法相对独立的理由。 

作业： 

1、金融、货币、信用的概念 

2、金融法的概念与调整对象 

3、金融法的体系 

4、金融法的原则 

5、金融法的渊源 

6、金融法与商法的关系 

7、金融法与经济法的关系 

阅读书目： 

1、金融法学，汪鑫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 2月第四版 

2、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 8月版。  

知识单元 2：中央银行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央银行概述 

中央银行是在一国金融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负责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通过调节和控制货币

流通和信用活动调节国家经济，依法进行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从而为实现金融稳定服

务的特殊的金融机构。 

2．中央银行的体制 

中央银行的体制可以分为：单一制中央银行、复合制中央银行、跨国制中央银行和准中央银行

制。 

3、中央银行的性质 

各国对中央银行性质的规定在文字上不尽相同，但根据各国中央银行的实际运作情况，可以得

出两点结论：中央银行是公法人；中央银行是特殊的银行。 

4、中央银行的地位 

中央银行在各国的金融体系中均居于核心的地位，但在国家机构中中央银行的地位有差异。有

的国家中央银行隶属于财政部；有的国家中央银行隶属于政府，有的国家中央银行隶属于议会。 

我国的中央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隶属于国务院，同时要向人大常委会提交货币政策制定与执

行情况、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情况的工作报告。 

5、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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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的中央银行立法均对注重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体现在： 

明确中央银行不隶属于政府或者财政。 

限制或排除政府对中央银行决策的干扰与影响。 

限制政府或者政府部门向中央银行借款。 

6、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能 

传统上认为中央银行具有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三大基本职能。现代中青年学

者普遍认为中央银行具有货币政策职能（即宏观调控职能）、金融监管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 

7、我国中央银行的职责 

中央银行的职能决定中央银行的具体职责。我国中国人民银行的具体职责是在中国人民银行法

中列举作了规定. 

8、中央银行的组织机构 

在中央银行法中重点规定的组织机构有：领导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和分支机

构。 

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了中央银行的领导机构、咨询议事机构和分支机构。 

9、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或信用量的

方针和措施的总称。货币政策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外汇政策等。 

最终目标是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中国人民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各国中央银行法都确立了一些货币政策工具。一般性工具有：法定存款

准备金制度、再贴现政策、公开市场业务。选择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因各国国情不同而有所差别。 

10、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 

在很多国家，中央银行直接负责金融监管，中央银行进行金融监管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

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拥有监管的职能，但不直接对金融机构进行日常监管，主要进行系统性风险监

管。 

学习目标： 

中央银行在任何国家都是极其重要的金融机构，中央银行法是用来确立中央银行的性质与地

位，规范中央银行的行为与组织机构等内容的法律规范。通本章的教学目的在于使学生全面了解中

央银行的基本制度。 

1．一般了解中央银行的产生与发展趋势、中央银行的体制、中央银行的资本制度，深入思考

我国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 

2．重点掌握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职责权限、组织机构与货币政策职能 

作业： 

1、中央银行的概念 

2、中央银行的法律性质 

3、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 

4、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 

5、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 

6、中央银行的发展趋势 

7、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 

8、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及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根据 

9、你认为中国人民银行法中还有哪些地方有待进一步完善 

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 

2、汪鑫主编：《金融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年 2月版 

知识单元 3：货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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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人民币 

（1）人民币的法律地位。人民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以人民币支付中国境内的一切公共的和

私人的债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2）人民币发行管理。货币发行权属于中央银行，货币发行坚持集中统一的原则、经济发行

的原则。  

（3）人民币流通管理。包括现金管理制度；现钞保护制度残损兑换管理；出入境限额管理。 

2、 外汇 

（1）外汇、汇率、国际收支的概念 

（2）外汇管理。包括外汇收支管理、汇率管理、外汇市场管理、外汇出入境管理。外汇收支

区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分别进行管理，经常项目实行结汇、售汇制度，资本项目管理较为严格。

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学习目标： 

货币法是国家为建立、维护或者改革本国的货币制度而颁布的关于货币发行、流通等的法律规

范的总称。不管哪一个国家，其最早的金融立法都是货币立法。通过本章的学习 

1．一般了解人民币法律地位、人民币发行管理的内容。。 

2．重点掌握人民币流通管理的内容，外汇、汇率与国际收支的概念和外汇管理制度的内容，

深入思考外汇管理制度改革的问题。 

作业： 

1、人民币发行的原则 

2、现金管理制度的内容 

3、外汇、汇率、国际收支的概念 

4、经常项目收支管理的内容 

5、资本项目收支管理的内容 

6、结合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考虑外汇管理制度的改革问题 

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人民币管理条例》《现金管理暂行条例》、《外汇管理条

例》 

2、汪鑫主编：《金融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 3月版 

知识单元 4：商业银行法 

参考学时：8-10学时，其中安排 2课时进行案例研讨 

学习内容： 

1、商业银行概述 

（1）商业银行的概念。商业银行是经营货币商品的一类特殊企业。因具有一定的特质而与其

他金融企业相区别，如以营利为目的而区别于中央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以存贷款、结算为基本业务

而区别于投资银行。 

（2）商业银行的职能。商业银行是一个设计极为精巧的金融机构，具有信用中介、支付中介、

信用创造、资金转化和金融服务几个方面的职能。 

（3）商业银行的体制。商业银行的体制按照是否设立分支机构，可以分为分支行制和单元制；

按照法律确定的经营范围，可以分为业务分离制和全能银行制。我国的商业银行采用分支行制度，

实行业务分离制。 

2、商业银行组织法 

（1）商业银行的设立。商业银行的设立各国均采审批制度。我国商业银行法第 12条列举规定

了商业银行的设立条件。设立商业银行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审批。 

商业银行设立后可以根据业务需要在境内外设立分支机构，分支机构的设立也应办理审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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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经批准设立的商业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由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颁发经营许可证，并凭许

可证办理工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2）商业银行的组织形式。商业银行采用公司的组织形式，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属于分支公

司。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在总行授权范围内开展业务活动，其民事责任由总行承担。但商业银行的分

支机构具有诉讼主体地位。 

（3）商业银行的变更。商业银行设立后一些重大事项的变动需要经过审批。商业银行法第 24

条列举规定了商业银行发生变更须经审批的事项范围。 

（4）商业银行的接管。当商业银行已经或者可能发生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到存款人的利益时

由银行监管机构采取的用来挽救商业银行的措施为接管。 

接管的目的是对被接管的银行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恢复商业银行的正常经

营能力，被接管的商业银行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因接管而变化。接管有期限的限制，我国法律限定为

2年。接管并不是银行破产的前置程序。 

（5）商业银行的终止。商业银行终止分为自愿终止与强行终止。商业银行因合并、分立或者

出现公司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而终止的为自愿终止。这种终止须经监管机构审批并在监管机构的监

督下进行清算事宜。商业银行因被撤销和破产宣告而终止的为强行终止，商业银行因被撤销而终止

的，由监管机构组织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商业银行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同意，由法院依法宣告破产。商业银行破产清算时，在支付清算费用、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

险费用后，应优先支付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 

3、商业银行业务法 

业务法之一：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我国对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进行限制，商业银行法第 3条

规定了商业银行可以经办的业务，并在第 43 条规定了禁止商业银行经营的业务。透过规定可以看

出，我国实行的分业经营制度。具体到一家银行可以经办那些业务，由监管机构进行审批，但商业

银行经营结汇、售汇业务要经中国人民银行审批。 

业务法之二：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 

业务法之三：商业银行的存款业务 

①存款的概念。存款是存款人将款项存入银行并取得相应凭证的行为，通过这种行为，存款人

与银行之间建立一定的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具有以下特征： 

当事人一方是获得经营存款特许资格的金融机构。 

标的物是单一形态的货币。 

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标准性，不能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愿。 

②存款的分类 

按照存款主体的不同，分为单位存款与个人储蓄存款。我国对单位存款与个人储蓄存款分别进

行管理。 

按照存款的期限与提取方式的不同，分为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和定活两便存款。 

按照存款人是否自愿，分为自愿存款和强制存款。我国存在现金管理制度，故单位存款实行强

制。 

按照存款币种的不同，分为本币存款和外汇存款。 

③存款关系的性质。理论界分歧较大，法律上没有明确界定。我们认为存款本质上是一种债，

银行是债务人，存款人是债权人。银行负有保障支付、保守存款秘密、依法计付利息、存款保全等

项义务，享有自主支配所吸收存款的权利。 

④单位存款管理 

单位存款适用强制原则。 

单位支取和使用存款要开户接受银行监督。 

财政性存款纳入中央银行的信贷资金来源。 

单位存款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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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个人储蓄存款管理 

储蓄存款原则。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存款人保密。 

储蓄存款实名制度。 

储蓄存款的提前支取和挂失止付。 

⑥存款的查询、冻结与扣划。对个人储蓄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查询、冻

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但单位存款，商业银行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查询，但法

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冻结、扣划，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⑦商业银行存款业务的监管。商业银行法第 31－33条对商业银行办理存款业务的利率、存款

准备金的交存、备付金的留存、本息的支付提出了要求，商业银行应做到。 

业务法之四：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 

①贷款的概念。从法律关系上讲，贷款是一种债。银行是债权人，享有按照约定收回贷款本金

和利息的权利；借款人是债务人，负有按照约定及时偿还本息的义务。 

②贷款的分类 

按照期限的长短，可以分为短期贷款（1年以内）、中期贷款（1年以上 5年以内）和长期贷款。 

按照有无担保，可以分为信用贷款和担保贷款。 

按照用途，可以分为流动资金贷款和固定资产贷款。 

按照风险承担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自营贷款和委托贷款。 

按照贷款的质量和风险程度，可以分为正常贷款、关注贷款、次级贷款、可疑贷款和损失贷款。 

③贷款的程序。一笔正常的贷款业务，从借款人提出借款申请到收回贷款，一般要经过以下程序： 

借款人申请贷款      银行进行贷前调查      银行审批贷款      签订借款合同并发放贷

款     银行进行贷后检查并在到期前催收贷款 

④贷款管理制度。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实际上行使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力，即配置资金资源，其

发放的情况将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规模与发展速度、改变区域结构与产业结构；商业银行发放贷款

主要的资金来源为存款，其发放的情况还将影响存款人的利益，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为此，对

商业银行的贷款需要从法律上加强管理。 

贷款用途限制制度。商业银行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开展贷

款业务。借款人必须按照借款合同约定的用途使用贷款。 

信用贷款限制制度。银行只对少数资信良好确能偿还贷款的借款人发放信用贷款。 

审贷分离、分级审批制度。 

贷款期限限制制度。商业银行自营贷款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 10年。 

贷款主办行制度。借款人基本帐户的开户银行为贷款的主办，由主办行向借款人核发贷款证。 

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制度。如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 8％，单一贷款比例不得超过 10％。 

关联贷款限制制度。商业银行不得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向关系人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不得

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的条件。 

不良贷款管理制度。不良贷款包括关注贷款、次级贷款和可疑贷款，对不良贷款要进行监测和

考核。 

防范借款人逃废债务的管理制度。对发生借款人兼并与分立、股份制改制、承包经营、租赁经

营、合资合作经营时借款债务的落实具体加以明确。 

业务法之五：商业银行的结算业务 

（1）银行结算帐户 

①结算帐户种类。按存款人的法律地位，银行结算帐户分为单位银行结算帐户和个人银行结算

帐户。 

单位银行结算帐户实行基本帐户管理制度，即一个单位只能选择一家商业银行的营业场所开立

一个办理日常转帐结算和现金收付的基本帐户，不得开立两个以上基本帐户。 

单位银行结算帐户按照帐户的用途分为基本存款帐户、一般存款帐户、专用存款帐户和临时存

款帐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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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结算帐户的开立、使用、变更与撤销。帐户开立有严格的主体资格和程序要求，银行根据当

事人的申请，审查提交文件后，与当事人签订帐户管理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帐户开立

后便在当事人之间产生存款关系与代理关系。 

帐户使用应严格按照规定的用途，如专用帐户不得支取现金，帐户使用的结果将导致存款关系

的内容发生变化。 

当单位名称发生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等发生变化时，开户单位应在 5个工作日内

通知银行并及时办理变更事宜。 

存款人因开户资格或者其他原因终止使用银行帐户时，应到银行办理销户手续。 

③结算帐户的监管。帐户问题关系到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直接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需要进行监管。我国对帐户的开立、使用进行严格的监管，如确立基本帐户管理制度，禁止帐

户出租、出借，可疑支付必须进行报告等内容。 

（2）票据 

①票据的概念与种类。票据是出票人依法签发的，委托付款人或者由自己承诺在见票时或者在

指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的一种有价证券。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三种。 

汇票按照出票人的不同分为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按付款期限的不同分为即期汇票和远期汇

票。其中远期的商业汇票又可根据承兑人的不同分为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 

本票按照出票人的不同分为银行本票和商业本票；按照付款期限的不同可以分为即期本票和远

期本票。我国票据法只承认银行本票、即期本票。 

支票按照使用时能否支付现金，分为现金支票、转帐支票与普通支票；按照付款期限分为即期

支票与远期支票。我国票据法只承认即期支票。 

②票据特征。票据作为一种货币证券，具有如下特征： 

●票据是一种无因证券 

●票据是一种设权证券 

●票据是一种文义证券 

●票据是一种要式证券 

●票据是一种流通证券 

③票据行为。我国的票据法中规定了四种票据行为：出票、背书、承兑、保证。 

●出票。出票是原始创设票据的行为，行为人通过制作票据并交付他人而在出票人与收款人之

间创设一种新的法律关系，即票据债权与债务关系。出票人必须按照票据法的规定记载法定事项于

票据上。 

●背书。背书是在票据背面或者粘单上记载法定事项后将票据交付给受让人的行为。现金支票

不得背书转让。 

●承兑。承兑是由付款人在票据上签章，表示在票据到期时承担票据付款责任的行为。承兑是

远期的商业汇票特有的一种票据行为， 

●保证。保证票据债务人以外的人，以担保特定票据行为人因票据行为所产生的债务为目的而

在票据上进行的行为。保证是汇票与本票共有的行为。 

④票据权利。持票人请求支付票据金额的权利为票据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与追索权。 

（3）银行结算原则 

我国区分国际结算与国内结算。国际结算遵循国际惯例，国内结算坚持三项基本原则：恪守信

用、履约付款的原则；谁的钱进谁的账、由谁支配的原则；银行不垫款原则。 

（4）银行结算工具 

●银行汇票结算。是使用银行汇票这种结算工具进行款项的划拨，了结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

关系。 

●银行承兑汇票结算。是使用银行承兑汇票这种商业汇票结算工具进行款项的划拨，了结当事

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商业承兑汇票结算。是使用商业承兑汇票这种商业汇票结算工具进行款项的划拨，了结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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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银行本票结算。是使用银行本票这种结算工具进行款项的划拨，了结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

关系。 

●支票结算。是使用支票这种结算工具进行款项的划拨，了结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银行卡结算。是使用银行卡这种电子支付工具进行款项的划拨，了结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

关系。银行卡分为信用卡和借记卡，信用卡具有透支功能。目前单位结算中使用银行卡的情况不普

遍。银行卡使用的风险分担规则尚未有效确立。 

（5）银行结算方式 

●汇兑结算。是汇款人委托银行将款项通过银行间资金往来渠道汇给收款人的结算方式。 

●委托收款结算。是收款人向银行提供收款依据，委托银行向付款人收取款项的结算方式。 

（5）商业银行的同业拆借业务 

同业拆借是金融机构之间相互融通短期资金的行为，借贷双方均为金融机构，一般情况下为银

行。同业拆借只能是短期借款，拆借期限受到严格限制。同业拆借必须遵守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

目前，对同业拆借从主体、期限、规模、拆借资金来源、拆借资金用途几个方面进行管理 

学习目标： 

商业银行在很多国家是金融组织体系的主体，配置着绝大多数的资金资源，为此，对商业银行

从组织到具体业务活动都要严加规范。本章将具体介绍商业银行的职能、体制、设立、组织形式、

变更与终止、存款法律制度、贷款法律制度、结算法律制度等内容，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 

1．一般了解商业银行的职能，国际结算方式与工具。深入思考存款关系建立后存款所有权的

归属。 

2．重点掌握：商业银行在设立、变更、终止方面与一般公司的不同；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

存款人的保护制度；贷款的法律规范；同业拆借的特点；帐户管理制度的内容；票据的种类及特征、

票据行为与票据权利；结算的工具与方式及结算的程序。。 

作业： 

1、商业银行的设立 

2、比较单元制银行与分支行制银行 

3、商业银行的接管 

4、商业银行的终止制度 

5、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 

6、比较分业经营体制与混业经营体制 

7、单位存款与个人储蓄存款管理的基本内容 

8、存款关系的法律性质 

9、存单的法律性质 

10、贷款管理制度的内容 

11、银行帐户的分类 

12、银行帐户的开立、使用管理 

13、票据的概念及种类 

14、理解并能应用票据的特征 

15、票据行为有哪些 

16、票据的付款请求权与追索权的取得与行使 

17、银行的结算工具及其业务流程 

18、银行结算方式及其业务流程 

19同业拆借的概念与特点 

20、同业拆借管理的内容 

21、深入思考我国商业银行未来混业经营选择的模式问题 

22、深入思考银行卡使用中的风险分担规则的确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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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储蓄管理条例》、《贷款通则》、

《支付结算办法》等法律文件 

2、汪鑫主编：《金融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 2月版 

3、谢怀栻著：《票据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 2000年 3月印刷 

…………………… 

知识单元 5 政策性银行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政策性银行的概念与特征 

政策性银行是由政府创立、参股或保证的，不以盈利为目的，以贯彻政府的经济政策为目标，

在特定业务领域内直接或者间接的从事政策性融资活动的金融机构。 

政策性银行有以下特征：与政府关系密切；不以盈利为目的；在特定业务领域内或者面向特定

对象开展业务。 

2、政策性银行的职能 

扶持职能、倡导性职能、调控职能。 

3、政策性银行的体制 

按照是否设立分支机构，政策性银行可以分为单元制政策性银行与分支行制政策性银行。 

4、政策性银行的性质与地位 

（1）政策性银行的性质：政策性银行是法人，但不同于商业银行，不追逐利润；也不同于中

央银行，不享有公权利。究竟政策性银行属于哪一类法人，有待于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2）政策性银行的地位：政策性银行具有法人资格，这里的法律地位主要是指政策性银行在

与其他法律主体所结成的关系中所处的位置。 

与政府的关系。同商业银行、中央银行相比与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 

与中央银行的关系。政策性银行没有信用创造的能力，中央银行不直接管理政策性银行，但在

人事上、资金上往往有联系。 

与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关系。政策性银行要接受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 

与商业银行的关系。是一种职能互补、业务协作的关系 

与客户的关系。是投资或者信贷关系。 

5、政策性银行的经营 

政策性银行有自己的资金来源渠道和运用去向，但政策性银行的经营不以营利为目标，只是力

求做到保本经营。 

6、 我国的政策性银行 

（1）国家开发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是由政府出资设立的，负责筹措和引导社会资金，对国家基础设施、基础产业与

支柱产业的大中型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办理政策性金融业务的银行。 

（2）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是由政府出资设立的，负责筹集农业信贷资金、办理国家规定的农业政策

性金融业务、代理财政支农资金拨付的银行。 

（3）中国进出口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是由政府出资设立的，贯彻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对外贸易政策和金融政策，

为扩大我国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推动有比较优势的企业对外投资，促进对外经济技术合

作与交流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的银行。 

学习目标： 

政策性银行是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政策性银行法是对政策性银行的组织、职能、外部关

系等制度的概括和总结。我国尚无政策性银行的立法，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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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政策性银行的体制与经营。 

2．掌握政策性银行的特征、职能、政策性银行的外部关系及我国政策性银行的基本情况。 

3、深入思考政策性银行的法律性质及政策性银行的立法与监管问题。 

作业： 

1、政策性银行的概念与特征 

2、政策性银行的职能 

3、政策性银行法律性质与法律地位 

4、考虑我国政策性银行的设置情况，分析其设置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5、考察我国政策性银行的运行情况，探讨我国政策性银行立法的问题。 

阅读书目： 

汪鑫主编：《金融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年 2月版 

知识单元 6金融监管 

参考学时：4--5学时，最后课堂答疑 1学时  

学习内容： 

1、金融监管的概念与监管理论依据 

狭义上，金融监管是指政府机关为保证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维护公众利益和促进社会经济发

展，对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金融市场等实施的监督与管理。其中重点是银行监管和资本市场的

监管。 

广义上，金融监管包括政府监管机构的监管、行业自律和金融机构的自我控制。通常所讲监管

是狭义层面的。 

2、金融监管的历史沿革、监管理念与价值取向 

金融监管是大危机之后的产物，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 

大危机结束后开始――70年代之前。恪守的监管理念是合规为本，监管的价值取向是安全至上。 

70年代开始――97年。恪守的监管理念是资本为本，监管的价值取向是效率至上。 

97 年至今。恪守的监管理念是风险为本，监管的价值取向是安全与效率并重。2008 年金融危

机后，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受到重视。 

3、金融监管的目的与原则 

金融监管的目的是多重的，银行监管、资本市场监管、保险监管的目的略有差异。综合来看，

主要目的是：保护金融交易相对人和投资者的利益；维持公众或投资者的信心；减少金融犯罪，维

护金融稳定。 

金融监管应恪守以下原则： 

（1）依法监管的原则； 

（2）预防风险为主的监管原则； 

（3）加强被监管者内控机制建设的原则； 

（4）加强行业自律与外部审计的原则； 

（5）加强监管国际合作的原则； 

（6）注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原则； 

（7）系统监管与区别对待相结合的原则。 

4、金融监管模式 

（1）政府为主的监管模式，如美国。 

（2）行业自律为主的监管模式，如英国。 

（3）政府监管为主、行业自律为辅的中间型模式。 

5、金融监管体制 

（1）一元化的监管体制。特点是由一个机构集中行使金融监管的权力，如日本的金融厅。 

（2）一级多头的监管体制。特点是金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在中央设若干个监管机构分工负

责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进行监管。如我国设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保险业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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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机构。 

（3）两极多头的监管体制。特点是在联邦和各州分别设置若干个监管机构，分工进行金融监

管。美国采用这种体制。 

我国采用一级多头的监管体制，银监会负责对银行业、信托业、融资租赁业、其他金融业及其

业务活动进行监管；保监会负责对保险业及保险活动进行监管；证监会负责对证券业、证券市场进

行监管；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对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进行监管，并从宏观层面即金融稳定

的角度对上述三大监管机构监管的对象及活动进行监管。 

6、银行监管 

银行监管以非现场监督为主、现场检查为辅，监管主要是建立三道防线： 

事前的预防性措施。如业务范围的管理、资本金管制等。 

事中的救援性措施。如最后贷款人制度、接管措施。 

事后的补救性措施。如存款保险制度。 

学习目标： 

金融业是国民经济中的特种行业，金融业的安全、秩序与效率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安

全、秩序与效率，因此必须建立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金融监管包括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和金融市场的

监管，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 

1．一般了解金融监管的历史沿革、监管的理念与价值取向的变化，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模式

与监管体制。 

2．重点掌握金融监管的概念、监管目的与原则，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与体制，银行监管的措施。 

3、深入思考我国走向混业经营后，监管体制的调整问题。 

作业： 

1、金融监管的概念 

2、金融监管的目的 

3、金融监管的原则 

4、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 

5、银行监管的措施有哪些 

6、混业经营对金融监管体制的影响 

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管法》 

2、汪鑫：《金融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年 2月版 

3、丁邦开、周仲飞主编：《金融监管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11月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金融概说 2 金融概念、金融分类等 

2 金融概说、金融法概述 2 金融法调整对象、金融法体系、金融法地位 

3 中央银行法 2 中央银行概述、中央银行性质、地位、职能 

4 中央银行法 2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监管 

5 货币法 2 人民币、外汇管理 

6 商业银行法 2 
组织法（设立、组织体制、变更、接管、终

止） 

7 商业银行法 2 业务法（经营体制、经营范围、存款人保护） 

8 商业银行法 2 业务法（贷款、结算、同业拆借等） 

9 商业银行法 2 课堂案例讨论 

10 互联网金融法律治理课堂讨论 2 （第三方支付、P2P等） 

11 互联网金融法律治理课堂讨论 2 （众筹、互联网理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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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政策性银行法 2 特征、性质与地位、职能、经营、监管等 

13 金融监管法 2 监管概念、监管理论依据、目标、原则、 

14 金融监管法 2 体制、模式、银行监管目标与手段 

15 金融监管法、课堂答疑 2 银行监管措施 

16 结课考查 2 随堂进行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 

后续课程：金融法实务、金融法案例研讨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金融市场构成、金融法的体系、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金融监管。 

难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商业银行组织体制、商业银行经营体制、金融监管体制、银行监管

措施。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解 

2、互动式教学 

3、同学分组展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分组组织热点问题的课下学习 

3、设公共邮箱便利同学课下交流 

4、推荐书目写读书报告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

堂检测情况；课堂讨论表现占 20%；期末考试占 7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汪鑫主编《金融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年 2月 第四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朱大旗：《金融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 丁邦开、周仲飞：《金融监管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执笔：魏敬淼  审稿：×××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30日 

 

环境法概论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Law 

课程号：5020404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 掌握环境法学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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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3. 了解各领域污染防治法的基础知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第一章 导论 

参考学时： 

本章讲授 6学时 

学习内容： 

1. 环境与环境问题的基本概念 

2. 环境法学与环境科学的关系 

学习目标： 

本章学习影响环境法学产生与发展的理论基础，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与环境法学密切相关的生态

学、环境经济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管理等环境科学的基本知识。本章重点讲解环境法与其他环境

科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使学生能够正确理解和把握之。 

思考题： 

1．何为环境问题？世界性的环境问题有哪些？人类面对日益严重化和世界性的环境问题，应

该采取那些有效的对策？ 

2．何为环境保护？为什么说环境保护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3．试论环境经济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管理学的产生与发展对环境法学的影响。 

第二章 环境法概述 

参考学时： 

本章讲授 6学时 

学习内容： 

1. 环境法的概念与作用 

2. 环境法的目的与任务 

3. 环境法的产生与发展 

学习目标： 

本章讲述环境法的基本问题，要求学生通过学习了解环境法的概念、特点与产生发展的历史，

明确环境法的目的与任务，掌握环境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区别与联系。 

思考题： 

1． 何为环境法及其特征？它与民法、刑法、行政法、经济法的关系？ 

2． 试论环境法的立法目的与任务？ 

3． 简述外国环境法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立法特点 

4． 结合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思想，试谈传统文化对现代环境保护立法的影响。 

第三章 环境法律关系与环境法体系 

参考学时： 

本章讲授 4学时 

学习内容： 

1. 环境法律关系 

2. 环境法体系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学习明确环境法律关系、环境法体系的概念，重点把握环境法律关系及各构成要素的

特点，对环境法体系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同时，理解和把握宪法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环境保护基

本法、环境保护单行法以及环境标准、其他部门法中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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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简述环境法律关系的特点 

2． 环境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强调环境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有何意义？ 

3． 试论如何完善我国环境法体系。 

第四章 环境法基本原则 

参考学时： 

本章讲授 6学时 

学习内容： 

1. 环境法基本原则概述 

2. 协调发展原则 

3. 预防原则 

4. 损害担责原则 

5. 公众参与原则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学习，明确环境法各项基本原则的含义及其确立依据，理解和掌握环境法各项基本原

则的内容以及如何贯彻和落实。 

思考题： 

1．何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特点？你认为我国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有哪些？简述理由。 

2．何为协调发展原则？该原则与可持续发展原则是什么关系？ 

3．为什么要实行预防原则？有何意义？ 

4．如何贯彻落实损害担责原则？ 

5．公众参与原则的法律意义是什么？如何贯彻和落实？ 

第五章 环境法的基本制度 

参考学时： 

本章讲授 8学时 

学习内容： 

1. 概述 

2.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3. “三同时”制度 

4. 排污许可证制度 

5. 排污收费制度 

6. 限期治理制度 

7. 环境应急处理制度 

学习目标： 

本章是环境法学课程中最重要的学习内容。环境法的基本制度是在总结、概括我国现有环境保

护法律法规规定的基础上，对环境管理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因此，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各项制度

的法律含义、作用和意义，了解各项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与法理基础，准确理解和把握各项制度在

不同的环境污染防治单行法中的具体规定。 

思考题： 

1．环境污染防治基本法律制度与环境法基本原则之间有何关系？ 

2．何为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有何意义？简述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有关程序性规定，谈谈你

对完善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看法。 

3．何为“三同时”制度？该制度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关系如何？ 

4．何为限期治理制度？该制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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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简述排污许可制度的内容，谈谈你对完善排污许可制度的看法。 

6．简述排污收费制度的性质，谈谈你对完善排污收费制度的看法。 

第六章 环境标准和环境监测 

参考学时： 

本章讲授 4学时 

学习内容： 

1. 环境标准 

2. 环境监测 

学习目标： 

本章是环境法学概论的重点内容之一，要求学生熟练掌握各类环境标准的概念与性质、法律意

义，深刻理解和把握各类环境标准的制定依据与法律效力，准确掌握环境标准的运用与各项环境污

染防治法律制度的关系。要求学生了解环境监测的概念及重要性，把握环境监测在我国环境监督管

理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思考题： 

1．何为环境标准、分为哪几类？各类环境标准的法律意义如何？ 

2．环境标准的制定原则是什么？地方级环境标准都有哪几类？制定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3．为什么说环境标准是我国环境法体系中特殊而有重要的组成部分？ 

4．什么是环境监测？环境监测在环境监督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 

第七章 环境行政责任 

参考学时： 

本章讲授 2学时 

学习内容： 

1. 环境行政责任概述 

2. 环境行政处罚 

3. 环境行政处分 

4. 环境行政纠纷及其解决机制 

学习目标： 

本章重点讲解环境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责任承担方式，掌握与环境行政责任有关的法律法规

规定，能够熟练运用相关法律规定，分析、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事件。 

思考题： 

1．环境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哪些？ 

2．环境行政处罚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适用各原则有哪些注意事项？ 

3．与一般行政处罚相比，环境行政处罚的种类有哪些特点？ 

4．何为行政处罚的听政程序？其适用范围和意义是什么？ 

5．谈谈你对如何加强中国环境行政执法效果、遏止环境污染恶化状况的看法？ 

6．第三人环境权益因环境行政行为受到损害时，可否通过那些方式解决纠纷？ 

第八章 环境民事责任与环境刑事责任 

参考学时： 

本章讲授 4学时 

学习内容： 

1. 环境民事责任 

2. 环境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3. 环境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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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本章重点学习环境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与构成要件，分析把握环境民事纠纷的特点及纠纷解决

方式；学习环境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分析把握各种具体的环境犯罪及构成。要求学生在理解相关

法律原则、掌握相关法律知识的基础上，准确适用有关法律法规，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事件。 

思考题： 

1. 环境侵权为什么要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有哪些免责事由？ 

2. 环境民事纠纷有哪些特点？有哪些可以适用的纠纷解决方式？ 

3. 环境行政调解与环境民事诉讼的区别与联系？环境行政调解的法律性质是什么？如何完善

我国的行政调解制度。 

4. 破坏环境保护罪的构成要件是什么？ 

5. 环境犯罪的客体比较复杂，在对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分析认定时，应注意哪些事项。 

6. 我国刑法规定的与污染环境有关的具体犯罪形态有几种？与破坏自然资源保护有关的具体

犯罪形态有几种？ 

第九章 环境污染防治法概述 

参考学时： 

本章讲授 6学时  

学习内容： 

1. 环境污染防治及其立法 

2. 大气污染防治法 

3. 水污染防治法 

4. 海洋环境保护法 

5.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6.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7. 有毒有害物质污染控制的法律规定 

学习目标： 

本章要求学生在了解环境污染防治法的一般概念、体系与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学习大气、水、

海洋环境保护单行法的主要内容，理解这些单行立法的过程与基本指导原则，学习固体废物、环境

噪声及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环境的单行法立法及立法沿革，理解和掌握我国关于各类环境污染单行法

的重要监督管理制度和主要的法律规定。 

思考题： 

1. 我国有哪些关于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具体法律制度？简述各制度的主要内容。 

2. 何为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 

3. 简述关于海洋环境保护的主要法律规定。 

4. 何为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制度？我国有哪些污染防治法具体规定了污染物的总量控制制

度？简述其主要内容。 

5. 修订后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对污染受害者维权有哪些有利规定？ 

6. 环境噪声污染的危害是什么？如何完善我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 

7. 我国有哪些关于控制化学品污染环境的立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第一章 导论 4  

2 第一章 导论（续） 4  

3 第二章 环境法概述 4  

4 第二章 环境法概述（续） 4  

5 第三章 环境法律关系与环境法体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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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四章 环境法基本原则 4  

7 第四章 环境法基本原则（续） 2  

8 第五章 环境法的基本制度 2  

9 第五章 环境法的基本制度（续） 2  

10 第五章 环境法的基本制度（续） 2  

11 第六章 环境标准和环境监测 2  

12 第七章 环境行政责任 2  

13 第八章 环境民事责任与环境刑事责任 2  

14 第八章 环境民事责任与环境刑事责任（续） 2  

15 第九章 环境污染防治法 2  

16 第九章 环境污染防治法（续） 2  

17 第九章 环境污染防治法（续） 2  

18 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学，行政法学 

后续课程：自然资源法学，环境法律诊所，国际环境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环境法基本原则；环境法的基本制度；环境民事责任与环境刑事责任；环境污染防治法 

难点：环境法的基本制度；环境标准和环境监测；环境民事责任与环境刑事责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课堂讲授。 

教学手段： 

多媒体教学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 

平时成绩+期末考试 

考核要求： 

（1）平时成绩 30分 

（2）期末成绩 70分 

� 期末考试形式：开卷考试 

� 期末考试时间：第 18周随堂考试 

� 期末试卷题型： 

- 简答（2小题，20分） 

- 论述（1小题，15分） 

- 案例（多小题，35分）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汪劲：《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灿发：《环境法学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2. 韩德培：《环境保护法教程》，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 

执笔：于文轩审稿：于文轩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6月 14日 



1671 

欧盟经贸法  
EU Economic and Trade Law  

课程号：50205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必修/主干）课

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欧盟经贸法的最新发展状况，并了解中欧经贸关系中

的法律需求和法律问题；扩大学生知识面，开阔眼界。培养了解和熟知欧盟经贸法、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优秀法律专业人才；支撑和丰富我校欧盟法的学科体系，逐渐形成系列欧盟法课程。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务案例分析相结合，使学生了解中欧经贸关系的现状和现

实需要，掌握欧盟共同商业政策、欧盟消费者保护制度、欧盟竞争制度、欧盟反倾销和反补贴制度、

欧盟共同关税政策等欧盟经贸法的基础知识。通过案例分析的方法把欧洲法院的重要判例介绍给学

生，使学生能够了解欧盟经贸法的司法实践，培养学生解决法律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欧盟及欧盟经贸法概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动因与进程； 

2. 欧盟经贸法的形成； 

3．欧盟经贸法的体系框架； 

4. 欧盟经贸法对促进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作用。 

学习目标： 

1．了解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及欧盟的形成。 

2．掌握欧盟经贸法的体系框架。 

作业： 

1. 欧盟经贸法对促进欧洲经济一体化有何作用？ 

2．欧盟经贸法的形成分为几个阶段？各阶段的特点是什么？ 

知识单元 2：欧盟内部市场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欧盟内部市场的发展； 

2．《里斯本条约》对欧盟内部市场的规定； 

3．欧盟四大基本自由的主要规定及其适用； 

4. 欧盟人员自由流动的法律规定； 

5. 欧盟货物自由流动的规定； 

6. 欧盟服务自由流动与开业的规定； 

7．欧盟资本自由流动的规定； 

8. “达松维尔”案和“第戎醋栗酒”案的分析。 

9. 波斯曼诉欧洲足球协会案和理查德·格布哈德诉意大利米兰律师协会案的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欧盟内部市场的形成。 

2．掌握《里斯本条约》对“内部市场”的界定；掌握欧盟四大基本自由的主要规定及其适用。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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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看待欧盟法中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与保障四大基本自由之间的关系？ 

2．为实现劳动者在欧盟内部市场的迁徙自由，欧盟采取了哪些方面的努力？ 

3．相比自然人，企业在欧盟成员国开业自由有哪些特殊之处？ 

4．《欧盟运行条约》保障跨成员国服务贸易自由的规定有哪些？ 

知识单元 3：欧盟消费者保护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欧盟消费者保护政策的形成； 

2．欧盟消费者保护法的内容； 

3．欧盟消费者保护法的最新发展趋势； 

4. 西班牙 El Cort Ingles SA案和法国 Di Pinto案的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欧盟消费者保护政策的形成。 

2．掌握欧盟消费者保护法的内容；掌握欧盟消费者保护法的最新发展趋势。 

作业： 

1．欧盟消费者保护法趋同的必要性是什么？ 

2．欧盟消费者保护法对消费者是如何界定的？ 

3．欧盟消费者保护法的内容有哪些？ 

4．欧盟消费者保护法的理念对完善我国消费者保护法有何启示？ 

知识单元 4：欧盟竞争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欧盟竞争法在欧盟内部市场的作用； 

2．欧盟竞争法的调整对象； 

3．欧盟竞争法的内容； 

4. 欧盟竞争主管机关； 

5. 欧盟竞争政策改革动向。 

6. 谷歌在搜索广告及在线搜索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和西班牙石油公司分销代理协议案的

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欧盟竞争法在欧盟内部市场的作用，了解欧盟竞争政策改革动向。 

2．掌握欧盟竞争法的调整对象；掌握欧盟竞争法的主要规则。 

作业： 

1．欧盟竞争法中对限制竞争协议的规制有哪些？ 

2．欧盟如何认定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 

3．欧盟对企业合并控制的标准是什么？ 

4．在欧盟国家援助监督制度中哪些政府行为属于国家援助？ 

5. 欧盟竞争法对公共企业与享有排他权利或特权企业的适用与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定有何

不同？ 

知识单元 5：欧盟反倾销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欧盟反倾销政策的形成； 

2．欧盟 2009年修改的欧盟反倾销法的内容； 

3．欧盟对中国的反倾销政策的发展及其问题； 

4. 欧盟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及其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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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松香反倾销案和中国诉欧盟紧固件反倾销措施 WT0争端案的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欧盟反倾销政策的形成。 

2．掌握欧盟 2009年修改的欧盟反倾销法的内容；掌握欧欧盟对中国的反倾销政策的演变。 

作业： 

1．根据欧盟反倾销法，如何判定倾销行为的存在？   

2．欧盟对中国反倾销政策有何变化？ 

3．欧盟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政策的有何不合理之处？ 

知识单元 6：欧盟反补贴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欧盟反补贴政策的形成； 

2．欧盟 2004年修改的欧盟反补贴法的内容； 

3．欧盟对中国的反补贴政策的发展及其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欧盟反补贴政策的形成。 

2．掌握欧盟 2004年修改的欧盟反补贴法的主要内容；掌握欧盟对中国的反补贴政策的发展及

其问题。 

作业： 

1．欧盟反补贴法与反倾销法有何联系？ 

2．欧盟反补贴法律制度有哪些特点？ 

3．欧盟反补贴法律制度有哪些内容？ 

4. 从欧盟对中国提起的双反调查案中如何看待欧盟的易保护主义倾向？ 

知识单元 7：欧盟共同关税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欧盟共同关税政策的形成； 

2．欧盟共同关税法的内容； 

3．欧盟共同关税发展趋势。 

4. Brita GmbH诉 Hauptzollamt Hamburg-Hafen案和欧盟关税优惠案的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欧盟共同关税政策的形成。 

2．掌握欧盟共同关税法的主要内容。 

作业： 

1．欧盟共同关税同盟是如何形成的？ 

2．欧盟共同关税的基础性法律依据有哪些？ 

3．欧盟共同关税在欧洲经济一体化中有何作用？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个，共××学时 
实验 1：……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实验 2：……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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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欧盟及欧盟经贸法概述 2  

2 欧盟共同商业法（一） 2  

3 欧盟共同商业法策（二） 2  

4 欧盟消费者保护法（一） 3  

5 欧盟消费者保护法（二） 3  

6 欧盟竞争法（一） 3  

7 欧盟竞争法（二） 3  

8 欧盟反倾销法（一） 3  

9 欧盟反倾销法（二） 3  

10 欧盟反补贴法 3  

11 欧盟关税制度 3  

12 考察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欧盟法概论》、《经济法》等。 

后续课程：《欧盟经典案例分析》、《欧盟税法》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欧盟内市场法、欧盟消费者保护法、欧盟竞争法、欧盟反倾销法。 

难点：欧盟四大市场要素流动的法律规定；欧盟消费者保护法指令的相关的内容；欧盟关于限

制竞争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企业合并控制的规定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案例式教学：通过引入欧盟经贸法经典案例并进行讨论，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 

2. 研讨式教学：对重要问题进行专题式讨论，培养学生独立研究问题的能力、表达的能力和

团队协作的精神，促进师生互动。 

教学手段： 

1. 使用现代教育技术，如 PPT的恰当应用，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提高教学效果。 

2. 使用视频教学手段，扩展学生知识面，增强学生对欧盟的感性认识，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彤等著：《欧盟经贸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年 9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张彤主编：《欧盟法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11月 第 1版。 

2. 程卫东、李靖堃译：《欧洲联盟基础条约—经<里斯本条约>修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 3月第 1版。 

 执笔：张彤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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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的谈判 
Negotiations in the Film 

课程号： 5020500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电影是学习谈判知识的载体。借助电影和谈判知识的学习，不仅使得学

生在技能层面了解谈判的技巧，也促使学生更好的学会与人沟通、与人交流；通过学习，学会负责

任的生活态度及进一步完善人格、充实自我。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第一讲 电影与电影中的谈判 

课时分配：2个课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 

理解学习谈判对个人成才的重要意义；学会利用电影媒体进行谈判学习的基本方法。 

1.1 对谈判的不同理解 

1.2 学习谈判的必要性 

• 谈判与个人生活 

• 谈判与法律职业 

• 谈判与个人人格养成、社交能力培养 

1.3电影作为谈判学习的载体：如何运用？ 

第二讲  谈判过程及其策略 

课时分配：5课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了解谈判从正式开局到达成协议所经历的四个阶段，即开局阶段，报价阶段，

磋商阶段，成交阶段，掌握各个阶段中的关键点、有关的谈判策略和技巧。 

2.1 开局阶段的策略 

2.2 报价阶段的策略 

2.3 磋商阶段的策略 

2.4 成交阶段的策略 

第三讲  谈判的准备 

课时分配：4课时 

教学要求： 要求通过本讲的学习，理解谈判准备对谈判进程和谈判结果的重要影响，掌握各

项准备工作的原则、范围和方法。即能进行具体标的的可行性分析、谈判组织的组成与管理以及谈

判计划的制定、模拟谈判等。 

3.1 谈判可行性分析 

• 谈判的环境分析 

• 谈判对手的科学分析 

• 谈判自身的科学分析 

3.2 谈判计划 

• 谈判目标 

• 谈判议程 

• 谈判地点 

3.3 影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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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谈判类型与谈判策略 

课时分配：5学时 

教学要求：认识谈判策略及其分类的重要意义；了解谈判的基本类型划分；了解在谈判过程中

常用应对策略；根据对谈判具体情况的分析，能比较准确地选择和运用相应的谈判策略，为今后在

工作实践中进一步提高打下基础。 

4.1 谈判策略概述 

4.2 谈判对方作风应对策略与性格应对策略 

4.3 自我中心型策略与双方满意型策略 

第五讲  谈判者心智 

课时分配：6学时 

教学目的与要求：理解谈判者自身的智力结构与心理结构在谈判中的意义；理解个人性格如何

影响谈判进程、沟通、与人际交往。 

5.1 理想的谈判者模型 

5.2 个人性格如何影响谈判？ 

5.3 谈判者的心理、智力等因素在谈判中的意义 

第六讲  谈判的沟通技巧 

课时分配：5课时 

教学要求：理解谈判双方在谈判过程中的信息交流和传递方式，领悟听、问、答、叙、看、辩

及说服等谈判技巧对于信息交流的重要作用，并且掌握这些谈判技巧。 

6.1 谈判沟通的基本原理 

6.2 无声语言的沟通技巧                      

6.3 无声语言的沟通技巧 

6.4 谈判交往空间 

第七讲 跨文化谈判 

课时分配：5课时 

教学要求：了解和熟悉世界各国主要国家商人从事谈判的基本风格，区分中西方客人谈判过程

中存在的主要差异。 

7.1 文化作为影响谈判的重要因素 

7.2 不同民族的谈判风格 

• 日本人的谈判风格 

• 美国人的谈判风格 

• 俄罗斯人的谈判风格 

• 欧洲人的谈判风格 

• 阿拉伯人的谈判风格 

• 拉美人的谈判风格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电影与电影中的谈判 2  

2 谈判过程 5  

3 谈判的准备 4  

4 谈判类型与谈判策略 5  

5 谈判者心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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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谈判与沟通技巧 5  

7 跨文化谈判 5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谈判的过程、谈判的准备、谈判类型与谈判策略、谈判者心智。 

难点：谈判类型与谈判策略、谈判与沟通技巧。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2.……。 

……………… 

教学手段： 

1.利用电影教学。 

2.谈判案例分析与模拟。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电教。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选用教材 
1. 罗杰费谢尔等著《Getting to yes》 

2. Roger Fisher 《Getting past No》 

执笔：侯佳儒  审稿：侯佳儒  审定：民商经济法学院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1月 20日 

 

国际法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课程号：3030100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四大法学院全体学生的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也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

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了解国际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2、使学生具有理解国际

法问题的基本能力；3、使学生掌握研究国际法问题的基础理论；4 使学生掌握分析和解决国际法

问题的初步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国际法的基础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以及国际法学各领域的

国际法制度。 

国际法的内容非常丰富，并且还不断的有新的条约规则和习惯规则产生。因此，对于学生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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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的内容非常丰富，并且还不断的有新的条约规则和习惯规则产生。因此，对于学生来说，

要学好国际法并不是很容易的。这本大纲，一方面可以规范教师讲授国际法课程时的具体教学内容，

明确国际法的考核范围，同时，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概要性大纲，使学生较轻松地进入学习国际法

的状态，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学习效果。当然，在教与学的过程中，不论是

教师，还是学生，都必须放眼于国际社会，及时了解和掌握国际法的发展、变化，以便为中国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为建立和谐国际社会服务。 

国际法是在国际交往过程中通过国际程序形成的、主要调整国家等国际法主体之间关系的法

律。在经济全球化和建立国际和谐社会的今天，学习和掌握国际法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国际法不

仅是国家外交、外事工作人员和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人员必须掌握的知识，也是一切国家工作人

员和国民应当了解的常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果不学习国际法、不掌握国际法，就很

难在对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交往中立于不败之地，很难有效地维护国家的权力和利益。如果

不掌握国际法，就很难从法律上对抗来自任何方面和以任何形式出现的霸权主义，也很难真正地

建立起国际和谐社会。在当今世界，国际法知识的普及程度已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文化水平的标

准之一！ 

教学大纲是规范国际法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考核范围的概要性提纲，是开展国际法教学工作的

基本依据。本教学大纲中共列举了十二章的内容。包括平时国际法和战争法。其中，战争法只有一

章，另外的十一章都属于平时国际法的范畴。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国际法导论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国际法的概念 

一、国际法的定义和特征 

国际法是国家交往过程中通过国际程序形成的调整国家等国际法主体之间关系的具有法律拘

束力的法律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总体。它有三个主要特征： 

（一）主体主要是国家，此外还有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和争取独立的民族。 

国际法调整的对象是以国家为主的国际法主体间的法律关系。 

（二）国际法的创立方式是国际法主体（主要是国家）间的协议。 

（三）国际法强制执行是通过国家采取单独的或集体的强制措施。  

二、国际法的效力根据 

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是指国际法具有法律拘束力或法律效力的依据。对此，权威的法学家们提出

了不同的主张。传统的国际法学家的主张形成了三大派： 

格老秀斯派。 

这派学说的创始人是格老秀斯，他认为国际法的效力根据为自然法和国家的一般同意。国际法

大部分之所以对国家有拘束力，是因其为自然法，是基于理性。而其他部分具有拘束力则是因其得

到各国公认。 

（二）自然法学派。 

这派认为国际法是自然法的一部分，或者说是自然法对国家关系的适用，所以自然法是国际法

效力的唯一根据。 

（三）实在法学派。 

这派认为国际法是实际存在的法律原则和规则。这样的规则之所以有拘束力，是因为国家承认

了它们，表现了国家的同意和意志，这种同意表现为习惯和条约。 

现代国际法学家对国际法的效力根据提出了社会连带说、规范法学说、权力政治说和政策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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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社会连带说认为国际社会的连带关系是国际法的效力根据。规范法学说认为法律规则的效力都

出于上一级的法律，全部法律归于一个体系，其最上级为国际法，国际法之上是最高规范，即人类

的正义感或法律良知。权力政治说认为国际政治中势力的均衡即国家权力的均衡是国际法存在的基

础和国际法有效的根据。政策定向说认为，权力表现为政策，因此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取决于国家对

外政策。 

第二节  国际法的历史发展 

国际法的历史发展大体上分三个时期：萌芽时期、近代国际法的时期、现代国际法发展时期。 

一、国际法的萌芽时期 

国际法的萌芽时期是指近代前的古代和中世纪时期。这个时期由于国家分处于相距甚远的世界

各地，交往不具世界性，只有区域性的很少往来，并且交战连绵不断，因此国际法在当时还停留在

分散的游离状态，比较集中在古希腊、古罗马、中国、埃及等地出现了一些有关战争、结盟、订约、

使节等习惯。到了中世纪，由于罗马教皇和皇帝成了欧洲的至高权威，几乎没有了国家交往，因此

少有国际法规则产生。但到了中世纪后期，在欧洲出现了领事、使馆制度、涉及海洋的规则和领土

取得的规则等。古代和中世纪存在于国家之间交往的一些习惯法原则和规则虽未形成国际法体系，

但它们对近代国际法的形成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近代国际法的形成与发展 

近代国际法也可以说是欧洲国际法，因为它的形成在欧洲，它的发展也主要在欧洲国家间。

标志着近代国际法形成的有两件大事，一件是威斯特伐里亚公会的召开（1643—1648）和《威

斯特伐里亚和约》的签订。威斯特伐里亚公会的召开不仅结束了欧洲三十年战争，而且承认罗

马帝国统治下的许多邦为独立国家，否定了“世界主权”，开创了新型国家关系。公会最后签订

了《威斯特伐里亚和约》，该约以法律形式确认了独立主权国家和欧洲新政治秩序。近代国际法

形成的另一个标志是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的问世。这部巨著系统地论述了国际法的主

要内容，涵盖了当时国际法的一切范围并对国际法学提出了主张。著作中提出的国际法的原则

和规则很快得到欧洲国家重视并不断付诸实践，使国际法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体系。近代国际法

形成之后还不断地发展，如 18世纪形成了海洋自由和领海制度，提出了主权、独立、平等、不

干涉原则、政治犯不引渡原则。19世纪确立了国际河流制度、中立制度并产生了战争法的新规

则，以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规则，当时，国际组织也开始出现，国际法的适用范围打破了欧

洲界限。 

三、现代国际法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进入了现代的发展时期，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国际法主体扩大 

近代国际法的主体是单一的国家，而现代国际法的主体增加了两类：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和争取

独立的民族。因此，国际法律关系从向来为国家间法律关系转为包括国家间、国家与其他主体间，

以及其他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二）调整的对象和范围扩大 

国际法从单一调整国家间的关系改变为以调整国家间关系为主，同时也调整国家与其他主体

间，以及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 

（三）国际法的领域和内容的变化 

国际法不仅产生了许多新领域和新的分支，如空间法、国际组织法、国际人权法、国际经济法、

国际环境法等，而且一些原有的领域也发生了变化，如现代海洋法的兴起，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的

确立，战争法的更加完善和发展以及废除了一些传统的原则和规则，如战争权（指发动侵略战争和

非法使用武力的权力）。 

（四）国际法的全面系统的编纂 

国际法的编纂活动虽然早就存在，但全面系统地进行编纂还是在二战以后，特别是联合国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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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活动使国际法的法典化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对国际法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三节  国际法的渊源 

一、国际法渊源的含义 

对国际法的渊源的含义学者们有不同的解释，不过主要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国际法的渊源是

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另一种主张认为国际法的渊源是指国际法规范由以

形成的方式或程序。前者是历史意义的国际法渊源，后者是法律意义的国际法渊源。 

二、国际法的各种渊源 

凡是能由以形成国际法的方式或程序都是国际法的渊源。一般认为《国际法院规约》第 38 条

的规定是国际法各种渊源存在的权威说明。 

按该条规定，国际法的渊源有： 

（一）国际条约，包括一般性的和特别的国际条约。一般性国际条约通常指其主题事项关涉世

界各国的条约，因此它的缔约国亦为世界的大多数或绝大多数国家。这类条约能产生一般适用的国

际法原则和规则，故被称为造法性条约。特别国际条约是两个或几个国家为特定事项缔结的，只在

它们之间适用，被称为契约性条约。 

（二）国际习惯。国际习惯是指被接受为法律的一般实践或通例。国际习惯的形成有两个因素：

一是有一般的实践或通例存在；二是一般的实践或通例被各国接受为法律，即“法律确信”（可以

理解为国家一般承认一种实践或通例为法律，对其具有法律拘束力）。 

（三）一般法律原则，即指各国法律体系中所共有的原则。它们被用于处理国家间的关系时，

则产生国际法的效力，因此属国际法的一种渊源。 

除上述渊源，还有确立国际法的辅助资料。国际法的辅助资料虽然不是国际法的直接渊源，但

它们对解释说明国际法原则、规则的存在以及对国际法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辅助功能。按《国

际法院规约》的规定，国际法的辅助资料有各国权威最高的公法学家的学说和司法判例。但在实践

中国际组织的决议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辅助资料。 

第四节  国际法的主体 

一、国际法主体的概念 

国际法的主体亦称国际法律人格者，是指能独立从事国际交往和参加国际法律关系，直接承受

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且能进行国际求偿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实体。 

可见，具有国际法主体资格须具备三个条件： 

（一）能独立进行国际交往和参加国际法律关系； 

（二）能直接承受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 

（三）有国际求偿能力。 

二、国际法主体的类型 

现代国际法的主体有三类：国家、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和争取独立的民族。其中国家是国际法的

主要主体，因为国家有国际法上完全的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国家间的关系是国际法的主要调整对

象；国家是国际法的创造者。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和争取独立的民族是次要的主体，因为它们只能在

特定的范围内进行国际交往，交往能力也是有局限性的。 

第五节  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一、基本原则的概念 

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在国际法体系中得到各国公认、具有普遍意义并构成国际法基础的原

则。它们在国际法中代表着有关规则的最高共同标准，或称国际法的最高准则。国际法基本原则的

突出特征是：得到各国公认、具有普遍意义、构成国际法的基础，并具有强行法的性质。 

国际法基本原则是经过了各国的长期实践形成的，这已被一些重要的国际文件规定所证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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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宪章》、1970年《国际法原则宣言》及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其

他大量的国际条约等。 

二、各项基本原则 

根据《联合国宪章》及其他国际文件的规定，国际法基本原则主要有：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不

侵犯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 

（一）主权平等原则是指主权国家在国际法律关系中地位平等，相互无管辖和支配权。它们平

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和国际法律责任。因此，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的任何领域都应尊重别国的

主权、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平等地对待别国，不得以大压小、以强凌弱。 

（二）不侵犯原则是主权平等原则的引伸，也是维护主权平等的关键。这项原则旨在使每个国

家在国际关系上避免为侵害任何国家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之目的的或以联合国宗旨不相符合的方

式使用威胁或武力。特别是禁止侵略战争、破坏世界和平与安全。侵略战争属国际犯罪行为，国家

要承担责任。 

（三）不干涉内政原则是禁止国家以任何理由基于谋取自身的利益或优势干涉在本质上属于别

国的内部管辖事务，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国，迫使别国改变政策或某种情势。 

（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要求国家必须用和平的方法处理在国际交往中产生的各种争端，

不得诉诸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五）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要求各国严格地履行依联合国宪章、国际条约和其他公认的国际

法原则和规则所起之义务。 

第六节  国际法的编纂 

一、国际法编纂的概念和意义 

国际法的编纂是指国际法的法典化，即把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编制成为系统的条文。国

际法的编纂有两方面意义：一方面是把现有的原则、规则和制度订成法典，以便分散的原则、规则

和制度法典化；另一方面是通过签订国际条约，使各国对国际法的某些问题达成协议，以建立新的

原则、规则和制度，促进国际法的建立和发展。 

二、国际法编纂的形式和编纂者 

国际法的编纂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把所有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编纂成一部法典，称全面

编纂。另一种是将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按部门编成法典，称个别编纂。前一种形式目前未采

用，后者已为编纂者所采用。 

国际法的编纂可以由个人或学术团体进行，也可以由官方进行，即由政府合作进行。官方进行

编纂的活动始于 19 世纪。二战后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国际法的编纂活动非常活跃并取得了成功，

尤其是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对国际法的编纂起了重要作用。 

第七节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一、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理论 

19 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在对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理论研究中提出了一元论的国内法优先说的

主张，还提出了二元论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平行说的主张。 

（一）国内法优先说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属同一法律体系，但国内法高于国际法，因为国际法

是国内法的一部分，是国内法中的对外公法，国际法的效力来自于国内法，国家的活动即使在国际

方面也是依国内法而定的。 

（二）国际法优先说也是主张国际法与国内法属同一法律体系，但在法律等级上国际法是高于

国内法的规范，国内法的效力来自于国际法，所以国际法优于国内法。 

（三）国际法与国内法平行说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法律体系，它们的主体、

对象、渊源和效力根据都不同。二者是各自独立，互不隶属，除可以互相参考外是毫无关系的。 

我们认为认识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应该既承认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独立法律体系，又要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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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它们之间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首先表现在国家处理二者的关系上是国内法必须执行国际法规

定，否则要承担国际责任。其次，从客观上，二有互相影响和补充的关系。 

二、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实践 

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实际问题就是国家如何通过国内法执行国际法问题。对此国际法并

无统一要求，国家可以通过国内法规定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以使它在国内得以执行，也可以直接

采纳国际法的规定，保证国内的行政和司法机关执行国际法的规定。 

学习目标： 

本章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国际法的基本理论、以为后边各章的学习打下基础，因此

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国际法的概念、历史发展、渊源、主体、基本原则、编纂、以及国际法与国内

法的关系等基本内容。 

作业: 

1．简述国际法的特征和效力根据。 

2．简述国际法渊源的含义。 

3．如何认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4．简述现代国际法发展的特点。 

5．简述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概念和各项原则的含义。 

6．试述国际法主体应具备的条件及国家的主体地位。 

7．试述国际法编纂的概念和意义。 

8. 试述国际法基本原则与国际强行法的关系。 

知识单元 2：国家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 述 

一、国家的要素 

某一实体要成为国际法意义的国家，必须具备定居的居民、确定的领土、政府和主权等四个要

素。 

二、国家的类型 

国家依其结构形式可分为单一国和复合国，依其行使主权的状况可分为独立国和附属国。永久

中立国是实践中存在的一种处于特殊地位的独立主权国家。 

三、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一）国家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含义 

国家基本权利是国家固有的、不可缺少的、根本性的权利和义务。 

（二）国家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内容 

每一国家均享有独立、平等、自卫和管辖等基本权利，同时负担不非法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

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善意履行国际义务等项基本义务。 

四、国家管辖豁免 

（一）国家管辖豁免的概念和依据 

国家管辖豁免泛指一国不受他国的立法、司法和行政管辖，通常仅指不受他国的司法管辖。国

家主权平等原则是国家管辖豁免的法律根据。 

（二）国家管辖豁免两种不同的主张和实践。《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公约》明确规定了国

家不享有管辖豁免的范围。 

（三）我国关于国家管辖豁免是基于国家主权平等的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原则，在此基础上，可

以对国家管辖豁免的范围做一些例外的规定。 

第二节  国家和政府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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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承认的概念 

国家承认既有国家确认某一实体作为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而存在，并表示愿意与其交往的行

为。 

二、国家承认的条件 

依现代国际法，国家承认有两个条件：一是被承认的“新国家”具备“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

的构成要素；二是该“新国家”的建立符合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三、国家承认的方式 

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分明示和默示承认以及法律上的和事实上的承认。 

四、国家承认的法律效果 

理论上，存在“构成说”和“宣告说”两种不同主张；实践中，国家承认可在承认国和被承认

国之间产生权利义务关系。 

五、政府承认 

政府承认通常指一国确认他国因革命或政变而产生的新政府具有代表其本国的资格，并表示原

意与其交往的行为。 

政府承认的条件，是被承认的新政府在其本国确立了有效统治。 

政府承认可以在承认国家和被承认的政府所代表的国家之间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 

第三节  国家和政府继承 

一、国家继承的概念 

国家继承是指由于领土变更的事实而引起得一国在该领土范围内的所承受的国际法上的权利

义务转移给另一国的法律关系。 

二、国家继承的法律效果 

国家继承的效果主要及于被继承国依其参加的条约所承受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该国的国家财产、

国家债务和国家档案等方面。 

三、政府继承 

政府继承是指由政府更迭引起的一国的旧政府在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转移给新政府所发生

的法律关系。 

五、我国关于政府继承的立场和实践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取代国民党政府，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对于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承受的权利和义务的继承原则是：对条约和债务视其内容和性质而决定继

承或不继承。对财产一律继承。 

第四节  国家责任 

一、国家责任的概念和性质 

国家责任是指国家对其国际不当行为所负担的国际法律责任。它是国家从事国际不当行为所必

然产生的法律后果。 

二、国家责任的构成 

（一）国家责任的构成条件 

在行为国的主观过错及其行为的损害后果是否国家责任的构成要件的问题上，理论和实践中一

直存在着分歧。根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拟定的《国家责任条文草案》的规定，国家责任的构成条

件是一国实施了国际不当行为。 

（二）国际不当行为的确定标准 

根据《国家责任条文草案》的规定，一国国际不当行为有两个构成要素：一是某一行为依国际

法的规定可以“归因于”某一国家；二是该国家行为违背了该国负担的有效国际义务。 

在（权利国）同意、国际不当行为的对抗措施、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危难、紧急状态、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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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情况下，一国实施的行为依国际法可排除其不当性，因而不负国际责任。 

三、国家责任的内容和形式 

国家责任体现为行为国与受害国之间的一种“新的”权利义务关系。根据《国家责任条文草案》

的规定，行为国有义务停止其不当行为，并通过恢复原状、赔款或道歉等方式补偿其行为造成的损

害后果；受害国有权利要求或迫使行为国履行上述义务，也有权利对行为国采取对抗措施或暂停履

行有关义务。 

国际赔偿责任是指国家对其国际法不禁止行为所造成的跨界损害后果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在国家能否负担国际刑事责任的问题上，理论界尚存在明显的分歧意见。 

四、国家责任的执行 

国家责任可由行为国主动执行，也可由受害国要求和迫使行为国执行，还可由第三国或国际组

织协助执行。 

学习目标： 

国家是国际法主要的主体，本章即集中讨论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承认、继承和国家责

任等问题。通过对本章的学习，应了解和掌握国家的构成要素对国家的形成和持续存在的影响、国

家的不同类型、关于国家管辖豁免的不同主张和实践、国家承认的场合和方式、关于国家承认的效

果以及我国关于承认、继承和国家管辖豁免问题的立场与实践；国家责任的概念、构成、内容、形

式执行；并能运用关于国家责任的国际法律规则对国际实践中有关行为的国际法律责任进行准确的

分析和认定。 

作业： 

1．国家有哪些基本权利和义务？ 

2．国家为什么享有管辖豁免？ 

3．如何确定国家管辖豁免的范围？ 

4．国家承认的法律效果是什么？ 

5．国家承认与政府承认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6．为什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是对政府的承认？ 

7．国家继承的一般法律效果是什么？ 

8．政府继承可以产生何种法律效果？ 

9．如何确定和追究一国的国际法律责任？ 

10．试述国家责任的内容和形式。 

知识单元 3：国家领土国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  述 

一、领土的概念和构成 

领土是指国家主权管辖和支配下的地球的特定部分。 

领土由领陆、领水、领空、领路和领水的底土四个部分构成。 

领陆是国家疆界以内的全部陆地，包括大陆和岛屿。领陆是国家领土中最基本的部分。 

领水是国家陆地疆界以内的水域和与陆地疆界邻接的一定宽度的水域。领水分为内水和领海。

内水包括河流、湖泊以及沿岸领海基线向陆地一面称为内水的海域。领海是沿岸领海基线向海一面

处于国家主权支配下的一定宽度的海域。内水和领海都是在国家主权支配下的水域，国家在其领水

享有完全的主权。 

领空是国家领陆和领水之上一定高度的空间，是国家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 

领陆和领水的底土是国家领陆和领水之下的部分，是国家领土的构成部分。 

二、领土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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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其领土内享有最高的和排他的权利，称为国家的领土主权。 

领土主权包含两个意义：一是国家在领土范围内享有属地最高权，即国家对领土范围内的一切

人、物和事件（除享有特权与豁免者外）享有排他性的管辖权；二是国家对领土内的自然资源享有

永久权利，即对其自然资源有永久的拥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国际法保障国家领土完整就是保证

国家领土主权不可侵犯。 

第二节    河流与湖泊 

一、河流 

根据河流的地理特征和法律地位不同，分为国内河流、界河、多国河流、国际河流和运河。 

（一）国内河流。国内河流是指从河源到河口完全位于一国境内的河流。国内河流完全出于所

在国的主权管辖之下，国家对国内河流的利用和管理享有充分的自主权。 

（二）界河。界河是指流经两国之间并分隔两国降解的河流。沿河国对界河中边界线本国一侧

水域享有主权。关于界河的航行、捕鱼及河水利用等问题由有关国家协商解决。 

（三）多国河流。多国河流是指流经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领土的河流。多国河流流经各沿河国

的河段，分别属于各该国的领土，沿河国享有主权。但必须顾及其他沿河国的利益。同一多国河流

各沿岸国的船只均可在整条河上航行。 

（四）国际河流。国际河流是指流经数国并通向海洋，根据国际条约向所有国家开放的河流。

国际河流流经各沿岸国的河段属于各该国的领土，沿岸国对本国境内的河段享有主权。国际河流对

各国开放，所有国家的商船都有权在国际河流上航行。 

（五）运河。运河是指人工开凿的水道。一般运河的法律地位与国内河流相同。沟通海洋构成

国际航行要道的国际运河如：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基尔运河等，一般根据国际条约和所在国

国内法的规定，向所有国家的船舶开放。 

二、湖泊。 

湖泊是被陆地环绕的水域。若湖泊完全被一国陆地所包围，则属于各国领土的一部分。若湖泊

被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陆地所包围，则应属于全体沿岸国。 

若湖泊被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陆地所包围且有狭窄水道通向海洋，其法律地为应由全体沿岸国

的协议或国际公约确定。 

第三节    领土的取得与变更 

一、传统国际法上领土取得与变更的方式 

国家以先占、时效、割让、征服、添附等方式取得新领土，传统国际法理论上称之为“五种取

得领土方式”。 

（一）先占 

先占是指国家通过对无主土地的占有而取得对该土地的主权行为。国际以先占的方式取得领土

已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但在解决国家间领土争端时，有时还应考虑先占作为领土变更的方式所具

有的效果。 

（二）时效 

时效是指对国家占有他国的部分领土经过长期和平的行使管辖权而取得该领土的主权。国际法

的时效与国内法的时效有两点区别：一是不以善意占有为前提；二是没有确定的有时效期限。 

（三）添附 

添附是指国家领土由于新的形成而增加。有自然添附和人工天附两种情况。 

（四）割让 

割让是指一国根据条约将本国的部分领土转移给他国。割让一般分为强制性的割让和非强制性

的割让。 

（五）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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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是指国家以武力对他国领土的全部或一部分进行兼并而取得个领土主权的方式。 

二、现代国际法上领土取得与变更的新方式 

现代国际法除承认先占、添附、自愿割让等传统的领土取得与变更方式的合法性之外，还承认

全民投票和恢复领土主权是领土变更的新方式。  

 （一）全民投票 

全民投票又称全民公决，是指由某一领土上的居民充分自主地参加投票，以决定该领土的归属。 

全民投票的合法性取决于参加投票的居民的意志是否得到充分自由的表达。 

（二）恢复领土主权 

恢复领土主权是指国家收回以前被别国非法占有的领土，恢复本国对有关领土的历史性权利。

由于现代国际法禁止以武力或武力威胁获取别国领土的合法性，因此，国家在适当的情况下恢复其

对以前被强迫放弃的领土的主权是完全合理的。 

第四节  领土主权的限制 

国家虽然对本国领土具有排他的主权，但领土主权并不是绝对的，它应受国际条约法和国际习

惯法规定的限制，包括一般性限制和特别限制 

一、一般性限制 

一般性限制是指国家领土主权要受一般国际法规的限制，受这种限制的国家可以是所有的国家

或所有相关的国家。例如，领海中的无害通过制度、用于国际航行海峡的过境通行制度、群岛水域

的群岛海道通过制度等，都是对国家领土主权的一般限制。 

二、特别限制 

特别限制是指依据国际条约对缔约国的领土主权在某些特定领域或事项所作的限制。特别限制

的情形有： 

共管 

共管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依协议对某一特定领土共同行使主权。 

如果对特定领土实行共管的协议是有关国家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且协议的内容不会损

害该领土上人民的利益，则这种情况是符合现代国际法的。 

租借 

租借是指一国根据条约将其部分领土出租给另一国，在租借期内，承租国将租借地用于条约规

定的目的并行使全部或部分管辖权。出租国仍保持对租借地的主权，租借期满后予以收回。 

在近代历史上，租借大多是根据不平等条约产生的，是帝国主义国家对弱小国家领土主权的非

法限制，违反国家主权平等原则。 

国家之间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通过租借条约进行的领土租借，则是符合现代国际法的。 

国际地役 

国际地役是指一国根据条约承担的对其领土主权的特殊限制，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别国的需要或

者为别国的利益服务。国际地役的主体是国家，客体是国家的领土。 

国际地役可以分为积极的地役和消极的地役。积极的地役是指国家承担义务，允许别国在自己

的领土上从事某种活动。消极的地役是指国家承担义务，在其特定领土上不从事某种活动，为他国

的利益服务。 

第五节    边界与边境 

一、边界的概念与形成 

国家边界是确定国家领土范围的界限。与领土的四个组成部分相适应，可以分为陆地边界、水

域边界、空中边界和地下层边界。 

依国家边界的形成不同分为：历史边界、条约边界、继承边界。 

二、边界的划分 



1687 

（一）划界方法 

国家之间划分边界一般采取三种方法，即几何学划界法、天文学划界法和自然划界法。 

1．几何学划界法。几何学划界法是指采用几何学原理划定边界线的方法。 

2．天文学划界法。天文学划界法是指以天文学的经纬度确定国家边界的方法。 

3．自然划界法。自然划界法是根据边界地区的自然状态或自然屏障确定具体边界线的方法。

一般适用如下规则：（1）以山脉为界。若国家缔结的条约中规定以山脉为界，但具体规定边界线位

于山脉的何处时，根据国际习惯，界限应定在山脉的分水岭。（2）以河流为界。若两国以河流为界，

边界线的位置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是可以航行的河流，两国边界应定在主航道的中心线上；如

果是不可以航行的河流，则应定在河流的中心线上。（3）以湖泊为界。除另有协议规定外，边界线

应通过湖的中心。 

（二）划界程序 

国家之间通过签订边界条约划分边界。根据边界条约划界一般经过定界和标界两个程序。 

1．定界。定界是指有关国家经过谈判签订边界条约，将商定的两国边界的主要位置和基本走

向写入条约中，边界条约还要规定处理各种具体情况的原则和规则，它是确定有关国家边界的基本

法律文件。 

2．标界。边界条约正式签订之后，即进入实际标界阶段。首先，要组成由缔约双方各自任命

的代表参加的划界委员会，委员会根据边界条约规定的边界，实地进行勘查，划定边界线的位置，

树立界碑，作为标志。其次，制定边界议定书并绘制边界地图，详细载明全部边界的具体走向和界

标的精确位置。 

三、边境制度 

边境也称边境地区，是指边界线两侧的一定区域。 

边境制度是保障边境地区安全和规范边境地区活动的法律规章和习惯做法。边境制度主要有两

个方面的来源：第一，国家的国内法律制度。第二，相邻国家之间签订的双边协定。 

边境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边界标志的维护；边界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边境土

地的利用；边境居民的往来；边境事件的处理等。 

四、中国的领土和边界 

（一）中国的领土 

中国领土包括大陆、岛屿以及大陆和岛屿的领海。东海和南海上的许多岛屿（特别是钓鱼岛和

南沙、西沙、中沙和东沙等岛屿）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 

（二）中国边界问题 

中国于 15个国家相邻，陆地疆界长达 15，000多公里，海岸线长约 18，000多公里。中国已

与缅甸、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老挝、俄罗斯等签订了边界条约和确定了边界。并正

在通过努力谈判解决历史上遗留的边界问题。 

第六节    南极和北极地区 

一、南极地区 

（一）南极概况   

 南极地区是指地球南极圈以内的大陆及其附近岛屿。 

 南极地区的地理特点和各国对南极提出的主权要求。《南极条约》的签订与关于南极法律地位

和制度的其他国际条约。 

（二）南极地区的法律地位 

《南极条约》对南极地区的法律地位作出如下规定： 

1．和平利用南极。 

2．南极科学考察自由和国际合作。 

3．冻结各国对南极的领土和权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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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维持南极地区的公海制度。 

二、北极地区 

北极地区是指北极圈以内的地区，除少数国家的部分领土外，北极地区的主要部分是北冰洋。 

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尚不存在专门规定北极地区法律地位的公约。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国际法关于国家领土的基本理论和法律制度。了解领土概念及其

构成，领土的取得与变更方式方式，划界的程序和原则，南极地区的法律制度。理解领土主权的含

义，确定领土边界的重要意义。运用相关知识论证我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及国家之间边界争端应如

何解决。 

作业： 

1．领土主权的含义？对领土主权的限制有哪些？ 

2．传统国际法上的领土取得方式？ 

3．划界的程序和方法？ 

4．南极的法律地位？ 

知识单元 4：海洋法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海洋法的概念和历史发展 

海洋法是规定各个海域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制度并调整各国在其中从事各种活动的原则、规则和

规章制度的总体。掌握海洋自由论和传统海洋法律秩序的基本内容。 

二、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分别于 1958年、1960年和 1973-1982年召开，了解 1982年《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的主要内容和嗣后发展。 

三、中国有关海洋的立法和实践 

了解中国颁布的主要涉海法律和规章。 

第二节  领海和毗连区 

一、领海基线 

领海基线是陆地和海洋的分界线，也是测算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宽度的起算线。

基线有两种：一是正常基线，二是直线基线。中国采用直线基线。沿海国领海基线向陆地—面的水

域称为内水。沿海国对内水享有完全和排它的主权，除遇难外，一切外国船舶非经沿海国许可不得

进入其内水。海湾是内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海湾是海洋深入陆地而形成的明显的水曲，即水曲

的面积应等于或大于横越曲口所划的直线为直径的半圆形面积。对于沿岸属于同一国领土的海湾，

其湾内水域的法律地位通常取决于湾口的宽度。 

二、领海的概念和范围 

领海是沿海国陆地领土及其内水以外邻接其海岸的一带海域，在群岛国的情形下则是群岛水域

以外邻接的一带海域。沿海国或群岛国对领海享有主权。每一国家有权确定其领海宽度，直至从按

照公约确定的基线量起不超过 12海里的界限为止。我国的领海宽度为 12海里。 

三、沿海国的领海主权 

沿海国的领海主权包括领空主权、领海立法权、开发和利用领海内资源的专属权利、沿海航运

及贸易权、属地优越权。但外国军舰和其他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政府船舶享有管辖豁免。 

四、领海无害通过制度 

沿海国对其领海的主权受无害通过这个国际习惯的限制。所有国家的船舶在不损害沿海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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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良好秩序或安全的前提下，均享有自由通过他国领海的权利。掌握有关无害通过的具体要求以

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并对有关军舰无害通过权的争论有所了解。 

五、毗连区 

毗连区是领海以外毗连领海的一个区域，沿海国在这个区域内可以对某些事项行使必要的管

制。毗连区的范围从领海基线量起不得超过 24海里。 

第三节 群岛水域 

一、概说 

群岛国可以划定连接群岛最外缘各岛和各干礁的最外缘各点的群岛直线基线，并从基线量出其

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而基线所包围的水域就是群岛水域。群岛国在划群岛基线时

应受一系列条件的限制。 

二、群岛水域的法律地位和通过制度 

群岛国对群岛水域享有主权。但除内水外，所有国家的船舶均享有无害通过群岛水域的权利。

此外，所有船舶和飞机还享有“群岛海道通过权”。 

第四节 专属经济区 

一、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形成 

该海域位于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其范围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超过 200海里。专属经

济区制度的出现直接来自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 200海里海洋权的斗争，现在已

经成为国际习惯法的组成部分了。 

二、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制度 

专属经济区是一个“自成—类”的海域。沿海国在此区域内享有与资源开发和经济活动有关的

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而其他国家也享有航行、飞越和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等自由。 

三、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专属经济区的划界 

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在达成协

议前，有关各国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的精神，尽一切努力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 

四、中国的专属经济区制度 

掌握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中有关专属经济区的主要内容。 

第五节  大陆架 

一、概说 

一般认为，大陆架法律制度的起点是 1945 年的《杜鲁门公告》。1958 年第—次海洋会议通过

的《大陆架公约》对大陆架的法律制度作了全面规定。1982 年《海洋法公约》给大陆架下了一个

新的定义。如今，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扩展到大陆边外

缘的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 200 海

里，则扩展到 200海里的距离。在大陆边从测量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超过 200海里的情形下，沿海

国应将有关情报提交公约成立的大陆架界限委员会，该委员会可就有关划定大陆架外部界限的事项

向沿海国提出建议。 

二、大陆架的法律制度 

沿海国为勘探大陆架和开发其自然资源的目的对大陆架行使主权权利。这一权利是专属性的，

如果沿海国不勘探大陆架或开发其自然资源，任何人未经沿海国明示同意均不得从事这种活动。并

且，沿海国对大陆架的权利并不决定于有效或象征性的占领或任何明文公告。但沿海国对大陆架的

权利不影响大陆架上覆水域或水域上空的法律地位。 

三、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大陆架的划界 

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协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在达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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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协议以前，有关各国应基于谅解和合作的精神，尽一切努力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 

四、大陆架制度与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关系 

两者都是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域，都是与资源有关的区域，沿海国都享有主权权利，对人工岛

屿、设施和结构的建造、管理、操作和使用都拥有管辖权。在从领海基线量起的 200海里范围内，

两者甚至是一个重叠区域。但两者在范围上、权利的具体内容上，以及是否为沿海国的固有权利方

面存在差异。 

五、中国的大陆架制度与海洋划界问题 

掌握 199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中有关大陆架的主要内容。受地理条

件的限制，中国需要与多个海洋邻国划界。到目前为止，中国只同越南就北部湾的划界达成协议。

中国主张在国际法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界限。 

第六节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一、概说 

关于何为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该海峡连接公海或专属经济区两个部分的地

理位置，以及该海峡的航行相当频繁，且不限于当地国家使用的事实。 

二、过境通行制 

在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和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另一部分之间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中适

用过境通行制，所有船舶和飞机均享有过境通行权，即为继续不停和迅速过境的目的而行使航行和

飞越自由。但船舶和飞机在过境通行时应遵守公约所规定的义务。掌握海峡沿岸国关于过境通行的

权利和义务。 

三、实行其他通过制度的海峡 

掌握这些海峡的特征以及所适用的具体通过制度。 

第七节  公海 

一、公海的含义和法律地位 

公海是指不包括在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领海或内水或群岛国的群岛水域内的全部海域。公海不

属于任何国家管辖和支配，任何国家不得有效地声称将公海的任何部分置于其主权之下。公海对所

有国家开放，不论沿海国或内陆国，都可以在国际法规则规定的条件下行使公海自由。各国在行使

公海自由时应适当顾及其他国家的利益以及公约规定的同“区域”内活动有关的权利。 

二、公海自由 

航行自由、飞越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建造人工岛屿和设施的自由、捕鱼自由和

科学研究的自由。 

三、公海上的管辖权 

船旗国管辖、普遍性管辖和保护性管辖。 

第八节  国际海底区域 

一、概说 

国际海底区域是指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亦即各国大陆架以外的整个海底

区域。 

二、国际海底区域的法律地位和开发制度 

国际海底区域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其开发采用平行开发制。 

三、国际海底管理局 

第九节  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 

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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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海洋环境的最大危害就是污染。按照污染物的来源不同，海洋环境污染可分为陆地源污

染、大气源污染、船舶源污染、倾倒源污染和海底活动开发源污染等五种。 

二、防止陆地源和大气源污染 

陆地来源的污染是指人类将生活垃圾、工业废物、农业化学物质等由河口流入海洋所造成的污

染。大气源污染是指来自大气层或通过大气层的污染。各国应制定法律和规章，以防止、减少和控

制对海洋环境的污染。 

三、防止船舶源污染 

来自船舶的污染包括两种情况：—是在海上航行的船舶蓄意或由于疏忽而向海洋排放油类或其

他有害物质所造成的污染；二是船舶在海上航行中发生事故所造成的污染。掌握相关国际公约的主

要内容。 

四、防止海底开发活动源污染 

海底开发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包括在领海、大陆架等国家管辖范围内的海底活动造成的污染

和在国家管辖范围外的“区域”内活动造成的污染。掌握《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 

五、防止倾倒源污染 

倾倒是指任何从船舶、飞机、平台或其他海上人工结构有意地在海上倾弃废物或其他物质的行

为；任何有意地在海上弃置船舶、飞机、平台及其他海上人工结构的行为。掌握《伦敦倾倒公约》

和《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 

六、海洋环境污染的管辖 

船旗国管辖、港口国管辖、沿海国管辖。 

第十节  国际海洋法法庭 

一、概述 

国际海洋法法庭是《海洋法公约》为解决有关海洋的争端而创设的一个常设性国际司法机构，

1996年成立。 

二、法庭的组织 

法官的资格、选举、任期、权利义务、专案法官、分庭。 

三、法庭的管辖权 

法庭的诉讼当事方、法庭管辖的争端范围、法庭的咨询管辖权。 

四、法庭的程序和裁判 

法庭的诉讼程序包括起诉、书面程序、初步审议和口头程序等几个阶段。法庭应适用公约和其

他与公约不相抵触的国际法规则裁判一切争端和申请。判决应由出庭法官的过半数决定。法庭的判

决具有确定性，争端各方应予以遵守。法庭的附带程序。 

五、海底争端分庭 

组成、管辖权、适用的法律。 

学习目标： 

本章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各个不同海域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制度，理解其中的差别，并了解

有关保护海洋环境的基本制度以及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基本情况。 

作业： 

1．何为领海基线，在确定直线基线时应遵守哪些规则？ 

2．简述领海无害通过制度。 

3．简述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法律制度。 

4．简述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含义及其过境通行制。 

5．何为登临权和紧追权？ 

6．简述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管辖权及所适用的法律。 

知识单元 5：国际航空法和外层空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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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国际航空法 

一、国际航空法概述 

国际航空法是调整各国在从事航空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法律关系的规则和规章制度的总体。 

国际航空法的主要渊源是国际条约。1919 年《巴黎航空公约》是以普遍性条约的形式在国际

航空管理方面作出的一次重要尝试。1944年的《芝加哥国际航空公约》取代了 1919年《巴黎航空

公约》，是目前管理国际民用航空的最重要的多边公约。同年还签订了《国际航空运输协定》和《国

际航班过境协定》，分别给予缔约国定期航班五项自由和两项自由。 

关于航空安全方面的条约有：1963年《东京公约》，1970年《海牙公约》，1971年《蒙特利尔

公约》及其 1988年的议定书，1991年《注标塑性炸药以便探测的公约》 

关于航空私法方面的条约主要是 1929年《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即《华沙公约》，

规定了航空运输的业务范围、运输票证和承运人责任的国际统一规则，该公约经过多次修改，形成

了由 9个文件组成的“华沙体系”。 

二、国际民用航空制度 

（一）空气空间的法律地位 

国家领陆和领水上方的空气空间为领空，国家对其享有完全和排他的主权。公海和不属于国家

管辖的领土上方的空气空间为公空，实行飞越自由的原则。 

（二）国家的领空主权 

１９４４年的《芝加哥国际航空公约》是规定国际民用航空制度的重要国际条约，确认了各国

对其领空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及领空主权的行使，包括外国航空器未经地面国许可，不得飞入

或飞经其领空，对非法入境的航空器有权采取措施，但对民用航空器的拦截不得采用危及其安全的

武力行动。国家有权制定航空法律和规章、保留国内载运权以及设置空中禁区和暂禁飞行。 

（三）航空器的国籍和法律地位 

航空器是大气中任何依靠空气的反作用力而不是靠空气对地（水）面的反作用力取得支撑的任

何器械。 

航空器依登记取得一国国籍并应载有国籍标志和登记标志。航空器受登记国的管辖。 

（四）国际航空运输 

区分定期航班飞行和非定期航班飞行，前者未经许可不得在他国领土上空飞行，后者有权经过

他国领土上空而不降停或做非运输业务性降停。 

三、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 

（一）犯罪的定义 

1．非法劫持航空器：凡在飞行中的航空器内的任何人用暴力或用暴力威胁，或用任何其他恐

吓方式，非法劫持或控制航空器，或这类行为的任何未遂行为，或是从事这类行为或者任何未遂行

为的共犯即是犯有非法劫持航空器的罪行。 

2．非法和故意地实施下述 5种行为即为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罪行：(1)对飞行中的航空器内

的人采取暴力行为而足以危及该航空器安全；(2)破坏使用中的航空器或使其受损坏，以致不能

飞行或足以危及其飞行的安全；(3)用任何方法在使用中的航空器内放置或指使别人放置装置物

质，可能破坏该航空器或使其受损坏以致不能飞行或足以危及其飞行的安全；(4)破坏或损坏航

行设备或妨碍其工作，足以危及其飞行的安全；(5)传送虚假的情报，从而危及飞行中航空器的

安全。 

3．对用于国际民用航空机场的非法暴力行为：任何人使用任何装置、物质或武器，非法地和

故意地（1）对用于国际民用航空的机场内的人实施暴力行为，造成或足以造成重伤或死亡，以致

危及或足以危及该机场的安全；（2）破坏或严重损坏用于国际民用航空的机场的设备，或停在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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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的未在使用中的航空器，或中断机场服务，以至危及或足以危及该机场安全的，即为犯罪。 

（二）管辖权 

对非法劫持航空器的罪行，航空器的登记国、航空器降落地国、航空器承租人的主要营业地或

永久居所所在国、罪犯所在国和根据本国法有管辖权的国家有权对犯罪行使管辖权。对危害民航安

全的非法行为以及对用于国际民用航空机场的非法暴力行为，除上述国家外，罪行发生地国亦有管

辖权。 

（三）这些犯罪都是可引渡的罪行，被请求引渡国可根据引渡条约、《海牙公约》或《蒙特利

尔公约》、或国内法规定引渡犯罪嫌疑人，若犯罪嫌疑人所在国不予引渡，则应将案件提交主管当

局以便起诉。该当局应按照本国法律以对待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 

第二节    外层空间法 

一、外层空间法概述 

空气空间之上的空间为外层空间。外层空间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主权范围。但是迄今空气空间和

外层空间的之间的界限仍没有确定。 

外层空间法主要渊源是五个国际公约，1967年联合国通过了《外空条约》、1968年的《营救协

定》、1972年的《责任公约》、1975年的《登记公约》和 1979年《月球协定》。其他多边和双边国

际协定以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五套原则都可通过实践发展成国际习惯法规则。 

二、外层空间法的基本原则 

196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活动的法律原则宣言》，1967年联合

国通过了《外空条约》，1996年《关于开展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促进所有国家的福利

和利益，并特别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需要的宣言》。这些文件，尤其《外空条约》规定了从事外

空活动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全人类共同利益原则、不得将外层空间和天体据为己有原则、自由探索

和利用外空原则、为和平目的原则、援救宇航员原则、国家责任和赔偿责任原则、对空间物体的管

辖权和所有权原则、空间物体的登记原则、保护空间环境原则和国际合作原则等。 

三、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 

1968 年的《营救协定》规定了援救宇航员和归还外空物体的制度：各国对发生意外、处于灾

难状态、进行紧急或非预定降落的宇航员和返回地球的空间物体有通知发射当局和联合国秘书长、

营救和寻找宇航员、将宇航员和空间物体归还发射当局的三项义务。 

1972 年的《责任公约》规定了外空物体造成损害的责任制度：空间物体造成损害的责任承担

者是发射国。共同发射国对其空间物体造成的损害负共同和个别的责任。空间物体在地球表面、或

给飞行中的飞机造成损害，发射国负绝对责任；空间物体在地球表面以外的地方，对另一发射国的

空间物体，或其所载人员或财产造成损害，发射国负过失责任。可通过国内程序、外交途径或成立

求偿委员会三种途径求偿。 

1975 年的《登记公约》规定了射入外空物体的登记制度：发射到外空的空间物体必须在一个

发射国登记。每一登记国有义务及时地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供其登记入册的每一空间物体的有关情

报。 

1979年联合国通过了《指导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但是只有少数国家参加了

该协定。 

四、指导各国从事外空活动的其他准则 

联合国大会还通过了 1982 年《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国际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

则》、1986 年《关于从外空外层空间遥感地球的原则》和 1992 年《关于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源

的原则》。这些原则是指导各国从事外空活动的准则，并可通过国家对它们的接受，发展成为在接

受国间有拘束力的法律。 

学习目标： 

本章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空气空间与外层空间的概念与法律地位，掌握国际航空的原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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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明确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定义，掌握对其进行管辖、引渡和起诉的国际规则。

了解从事外空活动所应遵循的法律原则和规则。 

作业： 

1．空气空间和外层空间的法律地位有何不同？ 

2．地面国家如何行使领空主权？ 

3．何为非法劫持航空器和危害民航安全的非法行为？ 

4．有关国际公约是如何规定惩治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 

5．各国从事外层空间活动应遵守哪些法律原则？ 

6．简述外空损害责任制度的主要内容。 

知识单元 6：国际法上的居民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国籍 

国际法上的居民是指位于一国境内并受该国法律管辖的所有的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居民是

国家管辖的对象。本节主要涉及自然人的国籍问题。 

一、国籍和国籍法 

国籍是指个人作为某一特定国家的成员而隶属于该国的一种法律资格或身份。国籍的根本作用

是在个人和特定的国家之间建立一种特别而稳固的法律联系，是国家和其国民之间管辖与被管辖、

保护与被保护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 

国籍问题原则上属于各个国家的国内管辖事项，但又具有国际性。 

国籍法是国家制定的关于确定国籍的取得、丧失或变更的法律规范的总体。国籍法属于国内法，

要遵守一人一籍原则和不歧视原则。除国内法外，国际上签订了许多有关国籍问题的国际条约。 

二、国籍的取得 

国籍的取得是指个人取得作为某一国家的成员的资格。 

实践中，各国国籍立法规定的国籍取得方式主要有两种方式：因出生取得和因归化取得。 

（一）因出生而取得 

因出生而取得国籍指一个人因出生而取得一国国籍。因出生而取得的国籍又称原始国籍或生来

国籍。 

1．依血统原则（单系、双系）取得； 

2．依出生地原则取得； 

3．依血统和出生地相结合的混合原则取得。 

（二）因归化而取得国籍 

三、国籍的丧失和恢复 

国籍的丧失是指一个人由于某种原因丧失它所具有的某国国籍。 

（一）自愿丧失，基于当事人的意愿而丧失，如声明放弃或申请解除。 

（二）非自愿丧失，如由于入籍、婚姻、收养剥夺等原因而丧失。 

国籍的恢复是指一个人丧失原来国籍以后重新取得该国国籍。 

四、国籍的冲突 

又称国籍的抵触，是指一个人同时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籍或不具有任何国籍的法律状态。

主要是因为各国的国籍立法对国籍的取得和丧失的规定不同引起的。包括双重国籍和无国籍。 

双重国籍又称国籍的积极冲突，可以通过国内立法、双边条约、国际公约解决；无国籍又称国

籍的消极冲突，可以通过国内立法、国际公约解决。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 

1980 年 9 月 10 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对中国国籍的取得、丧失和恢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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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和程序等问题分别做了规定。其基本原则是民族平等原则、男女平等原则、在赋予原始国籍上

采用血统主义和出生地主义相结合的混合原则；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原则；国籍的加入、

退出和恢复采取自愿申请和审批相结合原则。 

第二节 外国人的法律地位 

一、概述 

广义上泛指一切不具有本国国籍的人，包括狭义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 

狭义上仅指一国境内不具有本国国籍而具有他国国籍的人。 

二、外国人的入境、居留和出境 

（一）外国人的入境 

（二）外国人的居留 

（三）外国人的出境 

三、外国人待遇的原则 

外国人的待遇主要指一国为其境内的外国人，特别是长期和永久居留的外国人，所设定的权利

义务。 

（一）外国人待遇的原则 

关于外国人的待遇问题，国际法上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实践中形成了关于外国人待遇的以下原

则： 

1．国民待遇原则，是指一国对本国境内的外国人在一定事项上给予与本国国民同等的待遇。

主要限定在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方面，不包括政治权利，但外国人也不负有效忠的义务。目的是使

外国人与本国人平等，既不享有特权，也不受到歧视。 

2．最惠国待遇原则，是指一国（施惠国）给予某外国（受惠国）国民的待遇不抵于它现在或

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最惠国）国民的待遇。例外：在边境地区给予邻国的；地区性经济组织成员

相互给予的优惠；普惠制；条约中明确规定不适用最惠国待遇的。目的在于使受惠国国民和第三国

国民相比永远处于不受歧视的地位。 

3．互惠待遇原则，是指一国给予外国国民某种权利、利益或优遇须以该外国给予本国国民同

等的权利、利益或优遇为前提。 

4．差别待遇原则，国家给予外国人不同于本国国民的待遇，或给予不同国籍的外国人不同的

待遇。包括优惠待遇和歧视待遇。但应遵守不歧视原则。 

（二）外国人待遇的标准 

四、外交保护 

外交保护是指一国外交机关对在外国的本国国民的合法权益所进行的保护。 

外交保护的条件主要有： 

（一）本国国民的合法权益遭受所在国的非法侵害 

本国国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所在国国家的不法侵害。 

（二）国籍继续原则 

受害人自受害之日，至抗议或求偿结束之日须持续具有保护国国籍，且不得具有所在国国籍。   

（三）用尽当地救济原则 

正式的抗议或求偿提出之前，受害人本人须用尽所在国的一切司法救济手段。  

五、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地位         

第三节 引渡与庇护 

一、引渡 

引渡是指一国应他国请求，将在本国境内而被他国追诉或判刑的人移交该国审判或处罚的国际

司法协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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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引渡的条件、程度和后果，可由有关国家在其缔结的国际条约或其国内法中作出规定。 

（一）引渡的条件： 

1．“双重归罪”原则或同一原则。 

2．“政治犯不引渡”原则。 

3．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 

（二）请求引渡的主体。 

（三）请求国的义务——“罪刑特定”原则及转引渡的限制。 

（四）引渡的程序 

通常依照有关引渡的国际条约或国内法的规定来进行。     

二、庇护 

庇护指一国对请求避难的外国人给予保护的行为。 

领土庇护：除条约或国际法有特别规定外，国家应在本国领域行使庇护权，不得在驻外的使领

馆及其他享有特权与豁免的机构内庇护外国人。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引渡与庇护的立场和实践 

我国与有关国家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参加了一些含有引渡条款的国际公约，并依据互惠原则

处理引渡问题。 

第四节 难民的法律地位 

一、难民的概念及其身份的确定 

根据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的规定，难民主要是指由于政治原因而畏惧迫害被迫离

开其本国或其经常居住国，且不能或不愿回到上述国家的人。实践中，难民还包括因战争或自然灾

害而产生的战争难民和经济难民。 

关于难民身份的确定，根据 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 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议定书》

的规定，难民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一）主观条件。 

（二）客观条件。 

二、难民的法律地位 

根据有关的国际条约享受国际保护，同时根据所在国的有关国内法承受具体的权利义务。 

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 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议定书》对难民的入境、居留、出

境和待遇等问题分别做了规定。难民的法律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不推回原则。 

（二）国民待遇原则。 

（三）不低于一般外国人待遇原则。 

（四）最惠国待遇原则。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难民的立场和实践 

我国是《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关于难民地位议定书》的当事国。实践中，我国接受并安

置了大量难民。 

学习目标： 

学习本章，理解和掌握国籍的概念以及国籍的意义和作用，了解国籍的取得和丧失以及解决国

籍冲突的原则与规则；掌握外国人法律地位及外国人待遇的一般原则，掌握外交保护的条件；了解

庇护的概念和条件，掌握引渡的规则；了解难民的概念和法律地位。 

作业： 

1． 国籍的概念及国籍取得的方式。 

2． 国籍冲突的解决。 

3． 外国人待遇的一般原则。 

4． 外交保护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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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引渡及其规则。 

6． 庇护及其规则。 

7． 难民的概念和地位。 

知识单元 7：国际人权法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国际人权法概述 

一、国际人权的概念与特征 

人权是指每个人都享有或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人权具有普遍性、特殊性和相对性，各项权利

之间有相互依赖性和不可分割性。 

二、国际人称法的定义及历史发展 

国际人权法是指有关人权国际保护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 

人权的概念是 17世纪、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

由国内法领域进入国际法的调整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规定在一个

普遍的国际组织的文件中，增进并激励对全人类的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成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

它促使国际人权法的形成和迅速发展。 

第二节 联合国一般性的人权宣言和公约 

联合国一般性的人权宣言和公约及其内容：《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三项文件称为《国际人权宪章》。 

第三节    区域性的国际人权公约 

区域性的国际人权公约及其内容：《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非洲人权和民主权宪

章》以及《阿拉伯国家人权宪章》。 

第四节    人权的基本内容 

一、个人的基本人权 

个人的基本人权包括的生命权、免受酷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安全权及被羁押者享有尊重其人

格尊严的待遇的权利、公正审判权、思想、良心、宗教和信仰自由权、主张与发表自由权、和平集

会与结社自由权、工作权、受教育权，享受适当生活水准权。 

二、集体的人权 

集体的人权包括人民/民族自决权和发展权。 

民族自决权主要是指一切处于外国殖民统治、外国占领和外国奴役下的民族，具有自己决定自

己的命运、政治地位和自主地处理其内外事务的权利，并且这种权利应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所有

国家均承担义务，不得以任何方式阻碍、干涉、破坏或剥夺此项权利，否则，就构成国际不法行为，

有关行为国应承担国际责任。 

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

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 

三、国际人权保护的专门领域 

联合国就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废止奴隶制、奴隶贩卖、禁止种族隔离、消除种族歧视和对

妇女的歧视、禁止酷刑和保护儿童权利等问题制定的专门性国际人权公约所保护的人权。 

第五节 国际人权保护的实施制度 

一、国际人权保护的机构 

联合国国际人权保护的机构有：人权理事会、专门负责监督实施特定人权条约的各个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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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人权保护的监督和补助制度 

国际人权保护的监督和补助制度主要有：报告及其审查制度、国家来文及和解制度、个人申诉

制度、联合国 1503程序。 

（一）报告及审查制度是指各缔约国有义务将其履行条约的情况向有关机构提交报告，有关人

权机构对此类报告进行审议，并可就报告的内容发表评论或提出没有法律拘束力建议。 

（二）国家来文和解制度是人权公约的缔约国通过有关国际机构监督其他缔约国履行义务的重

要程序。有关人权机构根据有关条款有权接受和审议一缔约国指控另一缔约国不履行公约来文，进

行斡旋或和解，以求得争议的解决。 

（三）个人申诉制度是有关个人通过国际人权机构维护自身权利，促使有关国家特别是其本国

履行国际义务的制度。对个人申诉制度，一般都是基于条约中的任择条款，且必须是在确认用尽国

内救济办法以后，才能受理个人的来文申诉。有关的人权机构在审查来文及有关缔约国提出的一切

书面材料后，可向有关国家和个人提出没有法律拘束力的意见和建议。 

（四）联合国 1503 程序是联合国经社理事会采取的有关侵犯人权及基本自由的来文的处理程

序。在确认用尽有关国家的国内救济办法后，人权委员会才能受理来文，对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进行秘密审查和处理。 

第六节   中国与人权 

一、中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活动 

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机构的活动 

参与制订国际人权文书 

签定、批准和加入了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 

二、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一）强调人权概念的完整性 

（二）支持联合国实现人权的宗旨和原则 

学习目标： 

本章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了解掌握人权的概念、特征、基本内容和国际人权保护的实施制度。 

作业： 

1．国际人权的概念和特征。 

2．人权与主权的关系。 

3．国际人权的基本内容。 

4．国际人权保护的实施制度。 

知识单元 8：国际组织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国际组织法概述 

一、国际组织的概念与类型 

国际组织是指两个以上国家或其政府、人民、民间团体基于特定目的，根据协议建立的各种常

设性机构。国际法所研究的主要是政府间国际组织。依据不同标准，国际组织可以分为不同类型。 

二、国际组织的历史发展 

国际组织在近代国际法时期开始出现，在现代国际法阶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建立的联合国是当代最重要的政治性组织。 

三、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 

国际组织是现代国际法主体之一，具有独立参加国际关系和享受国际法权利与承担国际法义务

的能力，但是，与主权国家相比，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和行为能力是有限的。 

四、国际组织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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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的成员一般可以分为正式成员和非正式成员两类。国际组织通常设立大会、理事会和

秘书处等三个主要机关。国际组织决议的通过采取全体一致表决、多数表决和协商一致等三种形式。 

第二节  联合国 

一、联合国的建立 

建立联合国的构想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1945年 6月 25日，来自 50个国家的代表在

美国旧金山通过《联合国宪章》。1945年 10月 24日，联合国正式成立。 

二、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 

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间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和构

成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是联合国的四项宗旨；会员国主权平等、善意履行宪章义务、和平解决国际

争端、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集体协助、确保非会员国遵行上述原则和不干涉会员国内政

是联合国的七项原则。 

三、联合国的会员国 

联合国会员国分为创始会员国和非创始会员国两类。联合国有权终止会员国权利或开除会员

国，会员国也可以退出联合国。 

四、联合国的主要机关 

联合国设有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等六

个主要机关。大会是联合国的主要审议机关；安全理事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负有主要

责任；经济和社会理事会负责促进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国际合作与发展；托管理事会是联合国负

责监督托管领土行政管理的机关；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秘书处是联合国的行政

机关。 

第三节  区域性国际组织 

一、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概念和特征 

区域性国际组织是指特定区域的若干国家或其政府、人民、民间团体基于特定目的，根据协议

建立的各种常设性机构。组织成员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是此类组织的显著特征。 

二、主要的区域性国际组织 

欧洲联盟、美洲国家组织、非洲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属于主要的区

域性国际组织。 

第四节  专门性国际组织 

一、专门性国际组织的概念和特征 

专门性国际组织是指若干国家或其政府、人民、民间团体根据协议建立的，主要在某一特定业

务领域从事活动的各种常设性机构。从事活动的专业性是此类组织的显著特征。 

二、联合国专门机构 

联合国专门机构是指根据特别协定与联合国建立关系的或者根据联合国决定设立的政府间专

门性国际组织。联合国专门机构虽然与联合国存在法律联系，但它们具有独立的国际法律人格，并

非联合国的附属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以及其他一些政府间

专门性国际组织属于联合国专门机构。 

学习目标： 

了解国际组织的基本知识及其在现代国际法中的地位；重点掌握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联合国

主要机关的职能和表决制度，以及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特征；同时，对区域性国际组织和专门性国际

组织的情况亦应有所了解。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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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政府间国际组织作为现代国际法主体有何特点？ 

２．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职权有何不同？ 

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表决程序有何特点？ 

４．联合国专门机构和联合国有何关系？ 

知识单元 9：外交和领事关系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外交关系法概述 

一、外交和外交关系  

外交是国家为实现对外政策、处理和调整国际关系的手段和方法。 

外交关系是国家与其他国家、以及与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通过互访、谈判、出席国际会议、参

加国际组织、缔结条约以及互设常驻代表机构等外交手段和方法而形成的交往关系。 

根据现行的外交关系法，外交关系主要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和半外交关系。 

二、外交关系法 

外交关系法是调整国家及其他国际法主体之间的外交关系，规范外交关系机关及人员的组成、

地位、职能及活动方式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总称。外交关系法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

部分。 

现行外交关系法的最重要的条约是 1961年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该公约是目前最重

要的确定外交关系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文件。公约没有明白规定的事项，应继续适用国际

习惯法规则。此外，1969年还通过了《特别使团公约》，1973年通过了《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

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罪行的公约》，1991 年通过了《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

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条款草案》。除上述确立外交关系法的文件外，国际上还签订了一些关于

国际组织的特权与豁免的公约，包括：1946 年《联合国特权与豁免公约》、1947年《联合国专

门机构特权与豁免公约》、1975 年《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

约》。 

三、外交关系机关 

简称外交机关，是由国家设置的、为实现国家对外政策、代表国家同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进行

外交活动的机构和人员的总称。 

外交机关可分为中央外交关系机关和驻外的外交关系机关。 

（一）中央外交关系机关包括国家元首、政府及其首脑和外交部门。 

1．国家元首。 

2．政府和政府首脑。 

3．外交部门。 

（二）驻外外交关系机关 

驻外的外交关系机关主要有驻外使馆、驻国际组织的使团和参加国际会议或出国从事其他外交

活动的特别使团。 

第二节  常设使馆制度 

使馆是国家驻外国的外交使团，也是外交代表机关。 

使馆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使馆的设立、使馆人员的组成、馆长的等级、使馆的职务、使馆人员

的派遣与接受等。 

一、使馆的设立及使馆人员的组成 

（一）使馆的设立 

1961 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2 条规定：“国与国间外交关系及常设使馆之建立,以协议

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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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馆人员的组成 

1．使馆馆长：派遣国委派担任使馆首长职位的人。 

1961 年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使馆馆长分为三级——大使、教廷大使；公使、教廷

公使；代办。 

2．外交职员。在使馆的外交人员中，除馆长外，还包括其他外交职员，这些外交职员包括参

赞、秘书、武官、随员、专员等。 

3．行政技术职员。 

4．服务职员。 

二、使馆人员的派遣和赴任 

由于使馆人员对两国关系往往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派遣国派遣使馆人员，尤其是派遣使馆馆

长时，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 

（一） 征得同意 

在使馆人员的派遣中，使馆馆长和武官都要事先征得接受国的同意。 

（二） 赴任 

使馆人员经同意、正式任命后，即可赴任。按规定，大使、公使赴任时要携带国书。 

（三）不受欢迎的人和不能接受的人 

按 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 1963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规定,接受国得随时

不具解释即通知派遣国宣告使馆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或其他人员不能接受。 

三、使馆的职务 

（一）使馆的职务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30条的规定,使馆的职务主要有以下五项： 

1．代表，即在接受国中代表派遣国。 

2．保护，在国际法许可的范围内，在接受国中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的利益。 

3．交涉，通过谈判与接受国政府办理交涉。 

4．调查，以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的状况及发展情形，向派遣国政府具报。 

5．促进，促进派遣国与接受国间的友好关系，并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与科学关系。 

（二）使馆人员职务的终止 

四、外交团 

各国驻在一国首都的外交代表组成的团体。 

外交团制度是依外交传统和国际惯例而设立的，它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主要在礼仪方面起

作用。外交团不应进行政治性、法律性的活动，更不许向东道国施加压力或干涉东道国的内政。 

第三节 常驻使团和特别使团 

一、常驻使团 

各国派往国际组织的代表其本国的常设代表团。 

二、特别使团 

特别使团是一国经另一国的同意或邀请，派往该另一国进行谈判或完成某项特别外交任务的代

表派遣国的临时使团。 

特别使团的派遣不以双方建立外交关系为前提，但须事先征得对方同意。 

第四节  外交特权与豁免 

一、外交特权与豁免概述 

使馆和使团及其人员在接受国所享受的一定的特殊权利、优惠待遇和一定豁免的总和，称为外

交特权与豁免。 

关于外交特权与豁免的根据，国际法学界有治外法权说、代表说和职务需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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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兼采职务需要说和代表说,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解释外交特

权与豁免的根据。《公约》序言提出：此等特权与豁免之目的不在于给予个人以利益，而在于确保

代表国家之使馆能有效执行职务。” 

二、使馆的特权与豁免   

（一）使馆馆舍不得侵犯 

使馆馆舍是指供使馆使用和供使馆馆长寓邸之用之建筑物或建筑物之各部分，以及其所附之土

地。 

（二）使馆档案及文件不得侵犯。 

使馆档案及文件无论何时，亦无论位于何处都不得侵犯。 

（三）使馆享有通讯自由。 

（四）免纳捐税、关税。 

（五）使用国旗和国徽。 

三、使馆人员的特权与豁免 

（一）外交代表的特权与豁免 

1．人身不可侵犯（第 29条） 

2．寓所、文书、信件、财产不可侵犯。 

3．管辖的豁免（第 31条） 

（1）刑事管辖豁免。 

（2）民事管辖豁免。 

（3）行政管辖豁免。 

（4）无作证义务（第 31条 2款）。 

管辖豁免可以放弃，但放弃必须是分项单独放弃，而且必须是明示的。 

4．免纳捐税。 

5．免除关税和查验。 

6．其他特权和豁免。 

（二）使馆其他人员的特权与豁免 

四、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开始和终止 

五、使馆及使馆人员在接受国的义务 

（一）使馆的义务，使馆馆舍不得用于和使馆职务不相符合的用途。 

（二）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人员的义务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 

1986年 9月颁布，该条例是依照 1961《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参照国际习惯及新的发展并结

合我国具体情况和外交实践，对外交特权与豁免的根据、内容、适用及用语含义都作了明确规定。 

第五节  领事关系和领事制度 

一、概述 

领事是一国根据与他国的协议派驻该国某一城市或地区以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在当地的合法

权益的代表。 

国家间通过协议，互设领事机关和派遣领事官员执行领事职务形成的关系称为领事关系。根据

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国家间领事关系的设立以协议为之。 

二、领事馆及其人员 

（一）概述 

根据 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领事馆是领事执行职务的机关,其类别有总领事

馆、领事馆、副领事馆和领事代理处。 

领馆人员包括领事官员、领事雇员和服务人员。领事官员是指被派任承办领事职务的人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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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领馆馆长在内。馆长分为四个等级，即总领事、领事、副领事和领事代理。 

领事官员分职业的和名誉的 

（二）领馆人员的派遣和接受     

（三）领事的职务 

三、领事特权与豁免 

（一）领馆的特权与豁免 

（二）领事官员的特权与豁免 

（三）名誉领事的特权与豁免 

四、领馆及享有特权与豁免的人员的义务 

与使馆及享有特权与豁免的人员的义务基本相同。 

五、中国关于领事特权与豁免的规定 

1990年 10月 30日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该条例规定的领事特

权与豁免的内容与 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基本一致。 

学习目标： 

学习本章，了解外交和领事关系的有关概念及外交机关体系。掌握使馆的职务、使馆及其人员

的特权与豁免以及他们对接受国的义务。掌握领事的概念、领事的职务及领事的特权与豁免。掌握

外交团、不受欢迎和不能接受的人的概念。理解特别使团和常驻使团的概念和有关制度。 

作业 

1．外交和外交关系机关的种类。 

2．使馆人员的组成及其派遣规则。 

3．使馆的职务。 

4．外交特权与豁免。 

5．使领馆及享有特权与豁免的人员对接受国的义务。 

6．特别是团、常驻使团和外交团的概念。 

7．领事的概念、等级及领事的职务。 

8．领事特权与豁免。 

知识单元 10：条约法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条约的定义、特征 

一般而言，条约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际法主体（主要是国家）之间依据国际法缔结的确定其

相互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协议。在 1969年和 1986年两个不同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其定义

有差异。 

条约的特征可以从主体、依据、内容、形式等方面进行把握。其主体主要是国家，依据以国际

法为准，内容确定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形式主要是书面形式。 

二、条约的种类和名称 

条约的种类根据性质、缔约程序、缔约方数目、缔约方地域、内容等均可做出不同分类。 

条约名称很多，凡符合条约定义者均可以成为条约。条约名称有：公约、条约、宪章、盟约、

组织宪章、规约、专约、协定、议定书、宣言、声明、换文、谅解备忘录等。 

三、条约法的编纂 

目前在联合国体制内负责国际法编纂的机构是国际法委员会。   

第二节 条约成立的实质要件 

一、具有完全的缔约能力和缔约权（capacity to conclude treaties/treaty-making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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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ence to conclude treaties/treaty making power） 

一般而言，缔约能力仅为国际法主体享有，而缔约权则属于代表权。缔结条约的代表须出示全

权证书以表明其缔约的权限范围。 

二、符合自由同意 

缔结条约应当符合缔约主体的自由意志。不符合自由同意的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错误（Error ） 

（二）诈欺（Fraud ） 

（三）贿赂（Corruption of a representative of a State ） 

（四）强迫（Coercion） 

1．强迫国家的代表（Coercion of a representative of a State）； 

2．以威胁或武力强迫国家（Coercion of a State by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 

三、符合强行规则（jus cogens/peremptory norm of general international law (jus 

cogens) ）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定义，强行规则是“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

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即被国际社会成员全体公认必须遵守

而不得损抑的，也不得任意改变的国际法规范。凡条约或行为与之抵触者统归无效。 

第三节  条约的缔结 

一、程序 

条约缔结程序一般经过以下阶段： 

（一）约文的议定 

（二）约文的认证 

1．草签 

2．待核准的签署或暂签 

3．签署 

（三）表示同意受条约的拘束 

1．签署 

2．批准 

3．加入 

4．接受和赞同(核准) 

二、条约的保留（reservation） 

条约的保留是指一国在签署、批准、接受、赞同、加入一个条约时所作的单方面声明，不论措

辞或名称如何，其目的在摒除或更改条约中若干规定对该国适用时之法律效果。  

（一）条约保留的成立 

条约保留与否由国家自行决定，但是以下情况不得保留： 

1．该项保留为条约所禁止者； 

2．条约仅准许特定之保留而有关之保留不在其内者； 

3．该项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者。 

（二）条约保留成立的法律效果 

保留成立的法律效果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在保留国与接受国之间,按保留的范围改变该保留所涉及的一些条约规定；  

2．在保留国与反对保留国之间,若反对保留国并不反对该条约在保留国与所对保留国之间生

效，此项保留所涉及的规定在保留的范围内，对于该两国间不适用；  

3．在非保留国之间,不改变条约的规定, 无论是否接受另一缔约国的保留。 

三、条约的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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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登记主要是为了避免秘密条约。国际联盟盟约曾规定条约不登记即无效，该规定不符合事

实。联合国宪章规定条约不在联合国秘书处登记即不得在联合国机构援引，但不影响条约的法律效

力。 

四、我国的缔结条约程序法 

1990年 12月 28日通过，规定缔约权由国务院行使。  

第四节 条约的效力 

一、条约的生效 

条约可以在不同的情形下生效： 

（一）签署后生效； 

（二）批准后生效； 

（三）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后生效； 

（四）条约规定于一定的日期生效。              

二、条约的效力 

（一）条约的适用 

1、时间范围 

条约原则上没有溯及力。 

2、领土范围 

生效的条约对缔约方的所有领域均有效力，除非条约本身明确限定了适用的空间范围。 

生效的条约在其生效期间一直有效，应予以适用。    

3、条约的冲突 

条约冲突时，遵循以下规则解决： 

对于联合国的会员而言，如果其缔结的条约与联合国宪章义务冲突，则宪章义务优先。 

条约规定了解决冲突的方法，遵循条约规定。 

条约没有规定解决冲突的方法，缔约国相同的，遵循后法优于先法的原则。 

缔约国不同的条约发生冲突，确定对于当事国有效的条约予以适用。 

（二）条约必须遵守原则 

Pacta sunt servanda，条约适用上遵循一个古老的原则，它要求缔约方善意履行有效条约。

该原则已经成为了一个习惯规则，在过去和现在的很多国际性法律文件例如联合国宪章、条约法公

约中都确认了这一原则。当然，在条约无效与情势变迁的情形下，缔约方不必遵守条约。 

（三）条约对第三方的效力 

条约对第三国无益无损，条约非经第三国同意，不为该国创设义务或权利。条约非经第三国明

示书面同意，不为该国创设义务；条约创设权利的，原则上应取得第三国同意，但若无相反表示，

推定同意。 

三、条约的解释（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 ） 

条约的解释是指对于条约的具体规定的真实含义依照一定的规则所进行的说明。 

（一）解释的主体包括： 

1．当事方：对其相互之间的条约有权解释； 

2．国际组织：可依据其职权解释其自身的条约； 

3．国际仲裁或司法机关：可以对提交给自己的条约进行解释。 

（二）解释规则 

依照条约法公约第 31条规定， “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所具有

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其中，上下文包括序言、附件，当事国事先或事后缔结的有关该条约

的协定、文书，适用于当事国之间的任何有关的国际法规则。依据第 32 条规定，还可使用补充资

料，包括准备资料如谈判记录、会议记录、草案以及缔约情况。解释时遵循的文字规则是，规定作

准文字者，以作准文字为准；未规定作准文字者所有缔约国文字同以作准。 

四、条约的修订(revision of trea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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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缔约国参与的修正(amendment of treaties)和个别缔约国参与的修改(modification 

of treaties)。 

第五节 条约的终止和停止施行 

一、条约终止和停止施行（termination of treaties, suspension operation of treaties）

的原因 

条约可因各种原因中止或停止施行，例如条约规定、当事双方的同意、单方解约和退约、履行

完毕、条约被代替而终止、条约履行不可能、条约当事方丧失国际人格、断绝外交关系或领事关系、

战争、一方违约、情势变迁等。 

二、条约终止和暂停施行的程序及后果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规定，一方主张条约无效、终止、退出或停止施行条约，必须通知对方，3

个月未遭反对即可实施其提议的措施；如遭反对，可于 12个月内和平解决争端。 

法律后果是解除各当事国继续履行条约的义务，但不影响各当事国在该条约的终止前由于实施

该条约所产生的任何权利、义务或法律情况。 

学习目标： 

条约是国际法最主要的渊源之一，在国际法主体尤其是国家交往过程中要十分重要的作用，是

国际法课程的关键之一。在学习过程中，要求掌握国际法的定义和特征，将其与非条约的国际性文

件区分开；掌握国际条约成立的实质要件；掌握条约保留的含义和效果；掌握条约的效力范围；掌

握国际条约解释所遵循的规则；掌握条约终止和暂停实行的原因。了解国际条约的名称、缔约程序、

条约登记的作用。 

作业： 

1．条约的概念与特征。 

2．条约成立的实质要件是什么？ 

3．条约的保留及其后果。 

4．条约必须遵守原则。 

5．什么是条约的解释？谁有权进行解释？应遵循什么规则？ 

6．条约终止和暂停实施的原因有哪些？ 

知识单元 11：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国际争端及其种类 

国际争端两个主体间关于法律上或事实上的论点不一致、法律上的见解或利益的矛盾对立。 

根据性质不同，可将国际争端划分为法律性质的争端和政治性质的争端。前者是当事国法律权

利的争端，后者是当事国由于政治利益的冲突而发生的不涉及或不直接涉及法律问题的争端。 

二、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 

解决争端包括强制性和非强制性两类方法。 

（一）强制方法包括： 

1．反报：针对对方不礼貌、不友好的或不公平的行为作出的反应； 

2．报复：针对对方国际不当行为采取的相应措施； 

3．平时封锁：是在和平时期采取的以武力封锁他国港口或海岸的行为； 

4．干涉：是争端当事国以外的国家对争端进行的干预。 

（二）非强制方法包括： 

政治的方法，包括谈判、斡旋、调停、和解、国际调查； 

法律的方法，包括仲裁、司法解决。 

第二节 国际争端的政治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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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谈判与协商 

谈判与协商是双方直接进行国际交涉解决争端的方法，二者本质一致。 

二、斡旋与调停 

是第三方协助解决争端的方法。两者区别在于，调停方式中第三方主持或参与谈判，提出实质

性建议。 

三、调查与和解 

调查是根据协议成立的调查委员会，解决因事实问题引起的争端。调解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

提出争端解决的建议的方法。  

第三节 国际争端的法律解决方法 

一、仲裁 

又称公断，指当国家之间发生争端时,经各当事国同意,将争端交付由它们自行选任的仲裁人处

理，并相互约定服从其裁决。 

常设仲裁院根据《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的规定于 1900年在荷兰海牙成立。 

国际仲裁制度涉及内容有仲裁条约、仲裁协定、仲裁条款，仲裁的目的和审理范围，仲裁法庭

组织，仲裁法庭适用的法律和程序，仲裁裁决及其效力。 

二、司法解决 

国际法领域最重要的司法解决方式曾经是国际常设法院，目前主要是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由 15名法官组成。任职条件。 

国际法院的职权分为诉讼管辖权和咨询管辖权。诉讼管辖权分为自愿管辖、协议管辖和任择性

强制管辖，其当事者是国家。咨询管辖权适用于由联合国机构提起的咨询案，国家无权提出。 

适用的法律是国际法院规约第 38 条规定的国际条约、国际习惯、文明各国承认的一般法律原

则，还可以使用确定法律原则的补充资料包括司法判例和公法学家学说。 

程序包括起诉、书面程序和口述程序、附带程序、分庭程序、判决及其解释与复核等。 

第四节    WTO争端解决机制 

一、机构 

根据 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谅解成立争端解决机构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DSB）。 

除了双方协商或者第三者斡旋或者调停外，争端解决的主要组织形式是临时成立的专家组

（Panel）和常设的上诉机构（Appellate Body, AB）。 

二、程序 

争端解决程序主要包括协商、斡旋、调解、仲裁、专家组程序、上诉程序和执行程序。 

学习目标： 

国家在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由于利益或者法律观点等的不同而产生争端。和平解决争端就

成了维持正常国际交往、维护国家权利的重要途径。在本部分，应当掌握争端解决方法的分类，

区别强制性方法和非强制性方法；掌握政治性解决方法的含义及其特点；掌握法律性解决方法的

种类，尤其应全面掌握国际法院的管辖权。了解国际法院的组成、程序，了解 WTO争端解决的机

构和程序。 

作业： 

1．国际争端的种类。 

2．反报与报复的区别是什么？ 

3．斡旋与调停的区别是什么？ 

4．仲裁协议的形式。 

5．国际法院的诉讼管辖权。 

6．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 

知识单元 12：战争法国家领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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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战争与战争法概述 

一、战争的概念 

战争是指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国家与反政府武装之间或者敌对武装团体相互之间为实现特定

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武装对抗或者通过宣战表达的敌对意图。 

二、战争在国际法上的地位 

在传统国际法时期，战争是解决国家争端的合法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巴黎非战

公约》、《联合国宪章》等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确立了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原则与和平解决

国际争端原则，因此，发动侵略战争或以违反国际法的方式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已为现代国际

法所禁止。 

三、战争法的概念和编纂 

战争法是调整交战各方之间、交战各方与中立国或其他非交战国之间的关系，规范交战行为和

规定保护平民、战斗员与战争受难者以及有关战争责任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国际社会对战

争法的编纂开始于 19世纪，目前，已形成了系统的战争法规。 

四、战争法的基本原则 

战争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遵守国际义务原则，人道主义原则，区别对待原则，遵守中立义务原

则，战争罪犯承担个人责任原则等。 

第二节 战争的法律规则 

一、战争的开始和结束 

战争可能由于一方或双方宣战开始，也可能由于双方实际发生战斗行动开始。战争可以通过双

方缔结和平条约结束，也可以通过双方实际停止敌对行动结束。战争的开始和结束都会产生一定的

法律后果。 

二、对作战手段和方法的限制 

战争中，禁止使用极度残酷的武器，禁止使用有毒、化学和生物武器，禁止使用殃及平民、不

分皂白的作战手段和方法，禁止使用改变环境的作战手段和方法，禁止使用背信弃义的作战手段和

方法。战争法对海战战场，战斗员，军舰和商船，海军轰击，潜艇攻击和水雷及鱼雷的使用等也有

明确的限制。 

三、对平民和战争受难者的保护 

战争中，交战方对处于本方管辖或控制下的敌国平民、伤病员和战俘，应按照人道主义原则提

供适当的待遇和保护。 

四、战时中立 

战时中立是指国家在交战国之间进行的战争中采取的一种不偏不倚的立场。中立国和交战国均

对对方负有自我约束的义务、防止的义务和容忍的义务。战时中立亦影响战时封锁和战时禁制品的

没收。  

第三节 战争犯罪及其责任 

一、战争犯罪的概念 

在传统国际法时期，战争犯罪系指违反公认的战争法规和惯例的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

争犯罪的概念得到了发展，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都属于违反战争法的犯罪。 

二、对战争罪犯的审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分别对德国和日本战争罪犯进行了

审判和处罚。目前，前南国际法庭正在对部分战争罪犯进行审判。 

三、惩治战争罪犯的原则 

惩治战争罪犯的原则主要有个人刑事责任原则，上级命令不免除责任原则，上级责任原则，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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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犯罪非政治化原则，合法性原则，不适用法庭时效原则等。 

学习目标： 

了解战争与战争法的概念以及战争法的编纂；重点掌握对战争手段和方法的限制、对平民和战

争受难者的保护以及战时中立制度的内容；同时，学习战争犯罪的概念和惩治战争犯罪的原则。 

作业： 

1．对作战手段和方法的限制的内容是什么？ 

2．交战国与中立国相互负有哪些义务？ 

3．战俘应享有哪些人道主义待遇？ 

4．战时平民保护的内容是什么？ 

5．惩治战争罪犯的原则有哪些？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2.3 第一章 国际法导论 9  

4.5 第二章 国家 6  

6 第三章 领土 3  

7.8 第四章 海洋法 5  

8.9 第五章 空间法 4  

10.11. 第六章 国际法上的居民 4  

11 第七章 国际人权法 1  

11.12 第八章 国际组织法 3  

12.13 第九章 外交和领事关系法 4  

14.15 第十章 条约法 5  

15.16 第十一章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3  

16 第十二章 战争法 1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要以法学基础理论、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学科作

为基础，但同时，国际法又是国际私法、国际贸易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环境法、国际海洋法、国

际能源法等各种“国”字头的法律学科的基础学科。可以说，没有良好的、扎实的国际法学功底，

而要想学好其他“国”字头的法律学科是非常困难的！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国际法学不仅理论性强，实践性也很强。因此，在教学中，不仅要注意研究有关的国际条约、

国际习惯等规则，还必须关注国际法院（包括其他国际法庭）和国际仲裁机构的司法实践。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主要是教师讲授和学生课后作业。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必须课闭卷考试 

5、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案例教学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国际法》，马呈元主编，高等院校法学系列基础教材，2012年 7月，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国际法》，周忠海主编，2008年 3月第 1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3.《国际公法》，梁淑英主编，高等政法院校系列教材，2003年 8月，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1. 《条约法概论》，李浩培著，法律出版社，1987年 12月第一版。 

2．《中国国际法年刊》，中国国际法学会主编，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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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奥本海国际法》，外国法律文库，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英文版） 

4.《国际法案例》，陈致中，法律出版社，1998年 10月版。 

5．王铁崖主编：《国际法》 法律出版社 1995年版。 

6.《国际法教学案例》，梁淑英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 7月版。 

执笔：郭红岩  审稿：国际公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5日 

 

《国际法》（英文） 
International Law 

课程号：30301003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院实验班法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掌握国际法的基础知识； 

2、熟练运用国际法的英文术语、规则； 

3、了解国际法的发展动向。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掌握国际法的基础知识，为日后的深造和工作奠定必

要的国际法基础知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国际法概论（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际法的定义。 

调整国际法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的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的统称。 

2． 国际法的名称。 

（1）英文 International Law最初是由英国学者边沁发明的。 

（2）中文“国际法”是从日语中引入的，清末中国人最初称之为“万国公法”。 

3.  国际法的类型。 

（1）普遍国际法。 

（2）一般国际法。 

（3）特殊国际法。 

4.  国际法的性质。 

国际法是法律，因为它也是国家意志的产物，是调整国家行为的规范，而不是道德规范，道德

规范不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对违法行为的强制制裁力的大小并不是判断法律规范的标准。国际法与

国际道德或礼让是可以区分开来的。 

5.  国际法的特点。 

（1）法律主体不同：国际法适用于国际法主体之间，主要是不同的国家之间；国内法主要是

一个国家不同的机构之间和国家与个人之间（公法）、个人与个人之间（私法）。 

（2）立法机构不同：国际法是国家之间创立起来的，基本上没有一个超越国家之上的立法主

体；国内法主要是由超越个人之上的立法主体（例如议会）创立起来的。 

（3）司法机制不同：国际法不存在一个超越国家主权的司法机构，联合国国际法院没有对国

家与国家之间的案件强制管辖权；国内社会中均存在法院、监狱、警察等执法和司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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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国际法的效力依据。 

7.  国际法的主体。 

（1）国家 

国家是国际法的主要主体。 

（2）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的定义； 

国际组织成为国际法主体的依据； 

国际法院，“执行联合国职务时所受损害的赔偿”，咨询意见，1949年（见“相关素材”） 

（3）争取独立的民族 

争取独立的民族的定义； 

争取独立的民族成为国际法主体的依据； 

（4）叛乱团体和交战团体； 

叛乱团体的定义； 

交战团体的定义； 

叛乱团体与交战团体的区别； 

叛乱团体和交战团体成为国际法主体的依据。 

（5）个人 

个人的定义和范围； 

个人成为国际法主体的依据。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1946年 

“违反国际法的罪行是由个人做出来的，而不是抽象的集体（国家）做出来的；只有处罚这样

罪行的个人，才能使国际法的规定有效实施。” 

8.  国际法的历史。 

（1） 古代国际法。 

（2） 近代国际法的产生：1648 年欧洲国家之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近

代主权国家的形成，从此之后在欧洲的国际社会中不再承认比主权还要高的权威。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法的历史。 

2．掌握国际法的特点。 

知识单元 2：国际法概论（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国际法的渊源、编纂、与国内法的关系、基本原则 

1． 国际法的渊源。 

《国际法院规约》第 38条： 

一．法院对于陈诉各项争端，应依国际法裁判之，裁判时应适用： 

（子）不论普通或特别国际协约，确立诉讼当事国明白承认之规条者。 

（丑）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 

（寅）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 

（卯）在第五十九条规定之下，司法判例及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作为确定法律原则

之补助资料者。 

二．前项规定不妨碍法院经当事国同意本“公允及善良”原则裁判案件之权。 

2．国际法的编纂。 

3.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 

（1）一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本质上都是法律，属于同一个法律体系。 

（2）二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在渊源、调整对象、实施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别，是两个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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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隶属、没有关系的法律体系，两者不存在关系。 

4.  国际法的基本原则。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 

为求实现第一条所述各宗旨起见，本组织及其会员国应遵行下列原则： 

一、本组织系基于各会员国主权平等之原则。 

二、各会员国应一秉善意，履行其依本宪章所担负之义务，以保证全体会员国由加入本组织而发生

之权益。 

三、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四、各会员国在

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

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五、各会员国对于联合国依本宪章规定而采取之行动，应尽力予以协助，联合国对于任何国家正在

采取防止或执行行动时，各会员国对该国不得给予协助。 

六、本组织在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之必要范围内，应保证非联合国会员国遵行上述原则。 

七、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

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七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法的编纂。 

2．掌握国际法的渊源。 

知识单元 3：国际法上的国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国家的定义、构成、形式、对新国家的承认、对新政府的承认、国家的基本权利、

国家继承、国家豁免 

1． 国家的定义。 

2． 国家的构成。 

1933 年《关于国家权利和义务的蒙得维的亚公约》第 1 条规定：作为国际法上的人的国家，

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一）常住居民；（二）确定的领土；（三）政府；（四）与其他国家建立关

系的能力。 

3.  国家的形式。 

（1）单一国。 

（2）复合国。 

（3）永久中立国。 

4.  对新国家的承认。 

（1）构成说。根据这一学说，得到现有的国家的承认是新出现的政治实体成为新国家的必要

条件，是新国家成立的一项构成要件。 

（2）宣告说。根据这一学说，得到现有的国家的承认只具有宣告的效果，并不是新出现的政

治实体成为新国家必不可少的一项构成要件。 

5. 对新政府的承认。 

6、国家的基本权利。 

（1）独立权。独立权是指国家独立地行使自己的主权，独立地不受他国干扰的处理本国的对

内和对外事务。 

（2）平等权。国家的平等权意味着在国际关系中，各个国家在国际法上是平等的。各国可以

平等参加国际会议、平等缔结国际条约。 

（3）自卫权。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到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护国际

和平及安全之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会员国因行使此项自卫权

而采取之办法，应立即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此项办法于任何方面不得影响该会按本宪章随时采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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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认为必要行动之权责，以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联合国宪章》第 51条） 

（4）管辖权。 

（a）领土管辖权。属地管辖权，也称为地域管辖权或属地优越权，是指国家对于自己领土范

围内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以及一切事件享有完全排他的管辖权，享有国际法中管辖豁免权的

人、事、物等除外。属地管辖权分为客观属地管辖权（犯罪后果发生在管辖国领土）和主观属地管

辖权（犯罪行为发生在管辖国领土）。 

（b）国籍管辖权。国家有权对于具有自己国籍的一切人实行管辖，不管这些人是在本国领土

范围内还是在外国或者在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地方。在刑事管辖方面，属人管辖可以分为主动和

被动两种或者称为主动和被动国籍原则。所谓主动国籍原则，是指犯罪的人具有本国国籍；所谓被

动国籍原则，是指犯罪的受害者是本国人。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都可以依据国籍的原则来主张管

辖。 

（c）保护性管辖权。保护性管辖权，是从保护国家的重大利益出发，以保护本国和本国国民

的重大利益为基础。保护性管辖主要是刑事方面的管辖，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威胁国家的重大利益和

国家国民的重大利益的犯罪行为，而且是外国人在外国的犯罪。 

（d）普遍管辖权。普遍性管辖是指国家对于一些特定的犯罪行为行使管辖权，它所依据的，

不是因为犯罪的人的国籍，不是因为犯罪地是在本国，不是因为犯罪行为是对本国重大利益的威胁，

也不是因为犯罪的受害人具有本国国籍。 

7、掌握国家继承的国际法原则。 

（1） 对条约的继承： 

（a） 人身条约，需要继承。例如边界条约和领土利用方面的条约。 

（b）  非人身条约，不需要继承。如和平友好条约、友好同盟条约、中立条约等等。在转让

和交换领土的情况下，在国家继承日期，即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国际关系所负的责任由

继承国取代的日期，被继承国签订的条约在所涉领土失去效力，继承国的条约开始生效。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合并建立的新国家，作为继承国，对被继承国签订的条约应当继承，但

条约的使用范围由继承国决定。如果没有向第三国做出相反意思的明确表示，原来对被继承国有效

的条约，继承之后的效力范围仍限于原来的领土范围。 

在分离和解体的情况下，原来对被继承国的全部领土有效的条约应继续对继承国有效，原来仅

对部分领土有效的条约，则仅对与该部分领土有关的继承国继续有效。 

上述四种情况下条约的继承虽有不同，但一般遵循两项原则：第一，凡与继承所涉领土有关的

非人身条约都应继承，继承后的条约适用范围仍限于条约原来适用的范围，除非继承国与条约的其

他当事国另有协议。第二，如从条约可知或另经确定，条约对继承国或对继承国全部领土的适用不

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或者根本改变实施条约的条件，可以作为例外。 

与上述几种情况不同，新独立国家对条约的继承问题上适用特殊的规则，这主要是由新独立国

家与被继承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决定的。一般认为，它们不受原宗主国签订的条约的所有条约的拘束，

其中包括适用于或专门适用于继承所涉领土的条约。这种从头开始的主张，后来发展成为所谓“白

板规则”（the clean plate rule）。1978 年公约第 16 条规定：“新独立国家对于任何条约，不仅

仅因为在国家继承日期该条约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有效的事实，就有义务维持该条约的效力或成为

该条约的当事国。”换言之，新独立国家对于这些条约有权决定是否继承。对于这样的多边条约新

独立国家如果决定继承，他可以发出书面的继承通知，确立其成为该公约当事国的地位。在发出继

承通知时，新独立国家还可以在该公约本身允许的情况下对该公约做出适当的保留。对于双边条约，

新独立国家可以与另一条约当事国协商同意，或通过两国默示行为同意该条约在新独立国家与该另

一当事国之间继续有效。但应当指出，新独立国家与另一当事国间的条约关系，并不能解释为在新

独立国家与被继承国之间也存有条约关系。 

（2） 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 

（a）对国家财产的继承。在转让和交换领土的情况下，继承国与被继承国应首先通过它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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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协议解决财产继承问题。如无协议，位于继承国所涉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国家不动产应转属继

承国。那些与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国家动产也应转属继承国。 

国家合并场合下的国家财产继承比较简单，因为合并之后，原来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就成

为一个新国家，财产的继承问题是该新国家国内问题。 

在分离和解体的场合，除继承国与被继承国之间订有协议外，位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内的被继

承国国家不动产应转属继承国；那些与被继承国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国家动产应转属

继承国；其他国家财产应按公平的比例转属继承国。在解体的场合，位于被继承国领土外的国家不

动产，应按照公平比例转属继承国。另外，由于国家继承引起的被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公平补偿的

问题不受上述规则的影响。 

新独立国家在财产继承方面也同样采取特殊原则。由于继承国与被继承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国

家财产的继承不以有关国家之间的协议为前提，而以“各国人民对其财富和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

为原则，即使有关国家之间订有协定，也不能违反这项原则。 

（3）对国家档案的继承。 

根据 1983 年公约的规定，国家档案是指为执行家职能而编制或收集的，而且在国家继承日期

按照被继承国国内法的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并出于各种目的作为档案直接保存或控制的各种日期

和种类的一切文件。国家档案的继承意味着被继承国对有关档案的权利的丧失与继承国相应权利的

取得。与国家财产不同，国家档案一般具有不可分割的特征。要保持其完整性，就不能在被继承国

和继承国之间或继承国之间公平加以分配。但是国家档案的可复制性特点又可以解决不能公平分配

的问题。 

（4）对国家债务的继承。 

国家债务的继承在国家合并的场合比较简单，被继承国的债务应转属继承国。在领土转让和交

换领土、分离或解体的场合，首先应按有关国家之间的协议来解决，如无协议，应按公平的比例转

属继承国，同时应特别考虑到与这些债务有关的转属继承国的财产、权利和利益。新独立国家作为

继承国时，对被继承国的任何债务都不应继承。但是，如果继承国与被继承国之间订有协议则属例

外，但这种协议不得违反各国人民对其财富和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的原则，协议的执行也不应危

及新独立国家经济上的基本均衡。 

8、国家豁免 

（1） 绝对豁免理论。只要是国家的行为，一律在别国享有管辖豁免。 

（2）相对豁免理论。所谓限制豁免就是仅允许一部分国家行为享受豁免。为此，国家的行为

被划分为“管理权行为”和“统治性的行为”，后者属于公共性质的行为，可以享有豁免；前者则

不享有豁免。现在有限的豁免已经得到较为广泛的采用。 

知识单元 4：国家领土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家领土的定义。 

所谓国家领土，是指单个国家所领有的土地，亦即单个国家主权支配下的地球的确定部分。 

2. 国家领土的构成。 

（1）领陆是国家领土的最基本部分，是指国家边界以内的全部陆地。如果国家是由大陆和附

属岛屿组成的，领陆就包括该大陆和附属岛屿；如果国家是岛国或群岛国，其领陆就由其所有的岛

屿与群岛组成。 

（2）领海。领海是指一国的领海基线向海一侧延伸一定宽度，并受该国主权支配的海域。 

（3）领空。领陆和领海的上空，有一定的高度，到了一定的高度属于外层空间，而外层空间

不属于任何国家主权支配下的空间。 

（4）底土。领陆和领海地下的底土，从理论上说，可以直达地心。 

3. 传统国际法领土取得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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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占：含义及其构成要件。 

先占是指国家通过国家行为取得对无主地的领土主权的法律行为。首先，先占的主体必须是国

家，而不是个人。其次，先占的对象必须是无主地，即不属于任何国家的领土，或者以前属于某个

国家后来该国放弃了的领土。再次，先占必须要有把该无主地作为该国领土统治的主观意图。最后，

仅仅只是发现无主地不足以构成先占，只有那些在发现之后进行了持续、有效、和平统治，才完成

先占。 

（2）时效：含义及其构成要件。 

时效是指即便某块领土属于 A国领土，但若被 B国控制后，经过一段合理时期，如果 A国不再

抗议，就属于 B国领土的情形。时效的构成要件与先占相似，唯一的一个区别是，时效的对象是他

国领土，而先占的对象是无主地。 

（3）添附：含义及其类型。 

添附是指由于自然的原因或人工的原因而造成领土的扩大。因此，添附也是国家领土的原始取

得方式。因自然的原因而造成的领土扩大是法律事实；因人工的原因而造成的领土扩大是法律行为。 

（4）割让：含义及其类型。 

割让是指割让国与受让国签订条约从而将割让国的某个部分领土甚至整个领土的主权转移给

受让国的法律行为。因此，割让是国家领土的继有取得方式。受让国从割让国中取得该部分领土甚

至整个领土的主权必须以存在条约为依据。根据割让国与受让国之间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割让可

以分为强制割让和自愿割让两种。 

（5）征服：含义及其与割让的区别。 

征服是指战胜国以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手段强行占领战败国的一部分或全部领土，战败国放

弃或不再进行抵抗，从而使战胜国兼并该部分领土或该国的法律行为。因此，征服是国家领土的继

有取得方式。通过征服而取得领土主权是传统国际法上的内容。与强制割让不同，通过征服取得领

土主权不需要通过专门的条约或协议，而是一种事实的兼并结果。 

4. 对领土主权的限制 

（1）共管。 

（2）租借。 

（3）国际地役。 

5. 边界制度。 

6. 南北极制度。 

（1）南极。 

（a）南极地区专门用于和平的目的。该条约序言和第 1 条明确规定，南极地区应永远专为和

平目的而使用。在南极地区禁止一切具有军事性质的措施，例如建立军事基地、建筑要塞、进行军

事演习以及任何类型武器的试验等。 

（b）科学调查自由和国际合作。该条约序言和第 2条以及第 3条规定，缔约各方同意在南极

科学调查自由的基础上继续国际合作，包括交换有关情报、交换科学人员、交换或取得南极的科学

考察报告和成果，鼓励同有关联合国专门机构或其他国际组织建立合作的工作关系。 

（c）冻结对南极的领土要求。该条约第 4 条规定，条约的任何规定都不得解释为条约任何一

方放弃在南极原来所主张的领土主权权利或领土要求；或全部或部分放弃由于它或其国民在南极的

活动或其他原因而构成的对南极领土主权要求的任何根据；或损害缔约任何一方关于它承认或否认

任何其他国家在南极的领土主权要求或要求根据的立场。在条约有效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行为或活

动，不得构成其主权要求的任何依据；在条约的有效期内，不得对南极提出新的领土主权要求或扩

大现有的要求。 

学习目标： 

1．了解领土的构成。 

2．掌握领土的取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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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5：国际法上的个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籍的定义 

国籍是指一个人具有一个国家的公民或者国民的资格，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一种固定的法律联

系。 

2. 国籍的重要意义。 

对国家来讲，依据国际法上的属人优越原则，国家对具有本国国籍的个人享有管辖权，无论他

们在国内还是国外。当本国国民的权利和利益在国外受到侵害时，国家有权对他们实行外交保护。

国家实行外交保护的惟一依据就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法律联系，即国籍。 

对个人来讲，具有某个国家的国籍除了本人的权利和利益遭到外国的侵害可以受到本国的外交

保护外，还享有仅限于本国国民享有的权利，主要是政治权利，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当然，本国

公民还要承担效忠本国的义务以及服兵役义务。 

3. 国籍的取得与丧失。 

国籍的取得就是一个人取得某一个特定的国家的国民或公民的身份。取得国籍的具体条件都是

在国家的国内法中作出规定的。个人一般通过两种方式获得国籍：一种是因出生而取得国籍，通过

这种方式取得的国籍称为“原始国籍”。另外一种方式是在出生以后由于申请、选择、由于婚姻或

收养等方式而取得国籍，通过这些方式取得的国籍叫做“继有国籍”。 

4. 国籍的积极冲突与消极冲突。 

国籍抵触，也称国际冲突，是指由于各国国籍法的不同规定产生的一个人同时具有两个甚至两

个以上的国籍，或者没有任何国籍，前者属于积极国籍抵触，或者为消极国籍抵触。同时具有两个

以上国籍的人，称为双重或多重国籍人；没有任何国籍的人，称为无国籍人。 

5. 消除国际的积极冲突与消极冲突的国际法。 

国家可以通过国际公约、双边条约、以及国内法等方式减少国籍的积极冲突与消极冲突。 

6. 外国人的定义 

外国人是指居住或处于一国境内，不具有所在国国籍而具有其他国籍的人。外国人分为享有外

交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和不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外国人。本章针对的外国人是指后者。 

7. 外国人的入境和出境 

一般情况下，根据国家领土主权原则，是否允许外国人进入自己的国境是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

国家可以自由决定。因此国家可以敞开国门，也可以紧闭国门，拒绝外国人入境。换言之，国家没

有允许外国人入境的义务，外国人也没有入境的权利。 

外国人的出境是指外国人离开其居住或居留的国家。在国际法上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拒绝外国

人出境，只要是合法的，就不能拒绝。在国际人权法当中，个人的迁徙自由受到国际保护。《世界

人权宣言》第 13 条规定，人人有权离去任何国家，外国人当然享有这种权利。所以几乎没有国家

拒绝外国人离境。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可以拒绝一些外国人暂时出境。在拒绝外国人出境的理由

中可能包括该外国人有尚未偿还的债务，或者该外国人没有交纳关税、绢税，或者该外国人有尚未

解决的民事纠纷，或是该外国人是刑事案件中所涉及的人员，在这些情况下，国家都可以拒绝这些

人出境，暂时的把他扣留下来，解决问题之后才能允许他出境。 

8. 外国人的待遇。 

虽然国际法上尚不存在专门规定外国人待遇的国际条约，但是在国家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一些

国际习惯法规则，称为外国人待遇的一般原则，主要包括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差别待

遇原则。这些外国人的待遇一般原则在国家的国内法、国际双边条约或协定已经多边国际公约中都

有体现。 

（1）国民待遇是指在同等条件下外国人与本国国民享有同等的待遇。作为外国人待遇的一种

标准，国民待遇包含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在同等条件下外国人的权利和义务与本国人相同，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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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外国人以低于本国人的待遇；第二，在同等条件下外国人只能享有与本国人相同的权利，不能

要求任何特权。 

（2）最惠国待遇是指国家给予外国人以不低于或者不少于现时或将来给予任何第三国的国民

或者法人的待遇。最惠国待遇一般是在双边条约或国际公约作出规定，一般只适用于某些具体的领

域，例如经济或贸易等。 

9. 外交保护 

（1） 定义。 

一国为向另一国通报其意见和关注而使用的一切合法程序，包括抗议、提请调查或谈判、调停

及和解到仲裁和司法解决以解决争端。 

（2） 条件。 

A. 国籍持续原则，要求受损害的个人在受损害时和其国籍国提出外交保护时均具有提出外交
保护的国家的国籍； 

B. 穷尽当地救济原则，要求受损害的个人在损害国完成了该国法律提供的司法和行政救济。
但是，下列情形除外： 

a. 不存在合理地可得到的能提供有效补救的当地救济，或当地救济不具有提供此种补救的合
理可能性。 

b. 救济过程受到不当拖延，且这种不当拖延是由被指称应负责的国家造成的。 

c. 受损害的个人与被指称应负责国家之间在发生损害之日没有相关联系。 

d. 受损害的个人明显的被排除了寻求当地救济的可能性。  

e. 被指称应负责的国家放弃了用尽当地救济的要求。 

10. 庇护的定义和性质。 

庇护是指国家对于因政治原因被外国追诉和受到迫害而要求到本国境内避难的外国人，允许其

入境或居留并给予保护。 

庇护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情，是国家属地优越权的具体体现。但是我们现在所指的庇护是国家的

权利，不是个人要求一个国家给他以庇护的权利。因此，在国际法上国家一般没有庇护的义务。是

否给予外国人以庇护是主权国家决定的事项，因此一般都在国家的国内法当中作出规定。 

11. 引渡的定义。 

引渡是指国家将被外国通缉、追捕、追诉或者判刑但处于该国境内的人，移交给请求对他们实

行管辖的国家以便审判或处罚。 

12. 引渡的国际法原则。 

（1） 政治犯不引渡 

政治犯不引渡是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原则，因此凡是属于犯了政治罪的人，国家都可以拒绝将

其移交给要求引渡的国家。 

（2） 本国公民不引渡 

一般情况下当被引渡的人是被请求引渡国的国民时，可以拒绝引渡。许多国家从来不把自己国

家的国民引渡给外国，因为依据属人优越权它们有权对在任何地方犯罪的本国人予以惩治。 

（3） 双重审查 

引渡被请求国的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对引渡请求的审查，只有两者都同意的情况下，方可引渡

犯罪嫌疑人，此即双重审查原则，盖引渡非纯粹法律事项，而关涉被请求国与请求国外交关系等政

治因素。 

（4） 双重犯罪 

只有当根据请求引渡国和被请求引渡国的法律都属于犯罪的并且是可以起诉的行为时，才可以

引渡。 

（5） 罪行特定 

在引渡成功之后，请求引渡国只能以请求引渡时所指称的罪名进行审判和处罚。如果对另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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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进行审判和处罚，被请求引渡国有权提出申诉。 

（6） 死刑不引渡 

若犯罪嫌疑人被引渡给请求国极有可能判处死刑而不予引渡的理由。废除死刑的国家采这一立

场。 

（7） 基于人道主义理由的不引渡 

若犯罪嫌疑人被引渡给请求国极有遭受酷刑等非人道的待遇而不予引渡的理由。因年龄、健康

等事由不宜引渡给请求国审判的，可不予引渡。 

13. 难民问题进入国际法的过程。 

难民问题从 20世纪初开始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联盟于 1921年设立了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难民高专）专门负责救援并保护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难民。担任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人是来自

挪威的弗里德约夫·南森。国际联盟难民高专保护难民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向他们颁发旅行证件，称

为“南森护照”，以及与一些国家签订承认“南森护照”并支持难民高专工作的特别协定。二战结

束后，联合国在 1951年通过了《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并于 1961年对该公约制定了议定书，予

以修正。 

14. 难民的定义。 

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在其

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

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的人。 

15. 难民的保护和待遇。 

难民享有获得安全庇护的权利。但是国际社会对难民的保护不仅仅是人身的安全。他们至少应

该享有与合法居留的外国人相同的权利和基本帮助，包括思想自由、迁徙自由、免受酷刑和虐待的

自由。难民还应该享受各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其中包括医疗保障、受教育权和工作权。尤为

重要的是，不得以任何方式将难民驱逐或送回（‘推回’）至其生命或自由因为他的种族、宗教、国

籍、参见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而受威胁的领土边界。 

学习目标： 

1．了解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 

2．掌握外交保护制度和引渡制度。 

知识单元 6：国际海洋法（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概论、内水、领海、毗连区、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群岛水域、岛屿 

1. 国际海洋法的定义。 

国际海洋法是指调整不同海域的法律地位以及国家在不同海域的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国际法的

总称。 

2. 国际海洋法的历史。 

3. 国际海洋法的渊源。 

（1） 条约。 

国际海洋法的编纂开始于 1930年。1930年，国际联盟在海牙主持召开了一次国际法的编纂会

议。在这个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关于领海法律地位的草案》，但是这个草案最终并没有形成国际

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把海洋法的编纂工作作为其编纂国际法的一个非

常重要的工作。从 1950年开始，国际法委员会就开始草拟国际海洋法公约的草案，到 1956年就完

成了起草工作。随后，联合国共主持了三次海洋法会议。 

（a）1958年，联合国主持召开了第一次海洋法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四个海洋法的公约，分

别是《领海与毗连区公约》、《公海公约》、《捕鱼与养护生物资源公约》和《大陆架公约》。 

（b）为了解决领海的宽度问题，联合国在 1960年主持召开了第二次海洋会议。但是，由于参

加会议的国家在领海宽度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最终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妥协，因此这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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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以失败告终。这次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公约。 

（c）从 1973年开始，联合国开始主持召开第三次海洋法会议。这次会议直到最终结束持续了

九年，是联合国主持的会期最长的一次会议。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等参加了这次会

议。这次会议的最终结果就是于 1982年通过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该公约共 320条，另外还有

9个附件，不仅解决了领海宽度问题，而且确认了一些全新的海洋法制度，例如群岛国制度、专属

经济区制度、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制度等。这次海洋法会议使得国际海洋法的

编纂工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该公约于 1994年开始生效。。 

4. 领海的界定。 

（1） 基线： 

（a）正常基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五条规定，测算领海宽度的正常基线是沿海国官方承

认的大比例尺海图所标明的沿岸低潮线。 

（b）直线基线。直线基线是指连接海岸向外突出的地方和岛屿上适当各点而形成的一条线。

为了适应沿海国的不同情况，《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还规定，沿海国“可以交替使用以上各条规定

的任何方法以确定基线”。这等于是将采用何种划法确定基线的权利赋予了沿海国。不过，为了限

制沿海国滥用权利，该公约同时规定，在划定直线基线时，不应在任何明显的程度上偏离海岸的一

般方向，而且基线内的海域必须充分接近陆地领土，使其受内水制度的支配；同时，一国不得采用

直线基线制度，致使另一国的领海同公海或专属经济区割断。 

（2）宽度：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每一国家有权确定其领海宽度，直至从按照

本约确定的基线量起不超过 12海里的界限为止。 

5. 领海的法律地位。 

沿海国的主权及于领海的上空，沿海国对与领海上空享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外国的飞机在

没有经过允许的情况下，无权飞入一个国家领海上空。 

沿海国对于领海享有属地管辖权，对于在领海内的一切人、一切事和一切物，除非受到无害通

过制度以及国际法上其他制度的限制，享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 

沿海国对于领海内一切资源享有专属的权力，其他国家和个人没有经过允许，对于领海内的资

源，包括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无权随意进行开采、勘探、开发。 

沿海国有制定和颁布有关领海内的航行、卫生、缉私、移民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的权利，外国

的船舶一旦进入了一国的领海就要遵守其法律和法规。当然，沿海国在领海内需要承担国际法义务，

即不得禁止外国船舶的无害通过权。 

6. 无害通过权。 

（1）权利主体。 

就享有无害通过权的权利主体而言，只有外国船舶享有这项权利。外国的航空器在别国的领海

上空是不享有无害通过权的。另外，外国船舶是否包括外国的军舰，或者说外国军舰是否有权享有

无害通过权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2） 内容。 

“通过”是指外国船舶连续不断的行使，而不能是断断续续。在外国潜水艇享有无害通过权的

情况下，所谓的“通过”是指该潜水艇必须浮出水面并展示国旗。 

“无害”是指不能对沿海国的良好秩序以及沿海国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任何威胁。至于具体什么

才是“无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此采取了排除式加列举式的规定模式即通过列举的方式排除

掉“有害”的情形即构成“无害”。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19条的规定，以下十二种情况属

于非无害通过： 

对沿海国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任何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以任何类型的武器进行任何操练或演习； 

搜集使沿海国的防务或安全受损害的情报； 

进行影响沿海国防务或安全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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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船上起落或接载任何飞机； 

在船上发射、降落或接载任何军事装置； 

违反沿海国海关、财政、移民或卫生的法律和规章，上下任何商品、货币或人员； 

违反本公约的规定的任何故意或严重的污染行为； 

任何捕鱼活动； 

进行研究或测量活动； 

干扰沿海国任何通讯系统或任何其他设施或设备； 

与通过没有直接关系的任何其他活动。 

7. 毗连区 

（1）宽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毗连区的宽度为从领海基线量起，不得超过 24海里。 

（2）沿海国的权利 

根据《领海与毗连区公约》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沿海国行使必要管制的事项包括：

（1）防止在其领陆或领海内违反其海关、财政、移民或卫生的法律和规章；（2）惩治在其领陆或

领海内违反上述法律和规章的行为。 

8.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定义与起源。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这个概念首先来自于国际法院 1949 年审理的英国和阿尔巴尼亚之间的

“科孚海峡案”。在该案中，国际法院判称：“如果通行是无害的，这种在公海两部分通行的权利可

以不经沿岸国事先许可而行使，除非国际条约另有规定，沿岸国无权在平时禁止外国船舶的通行，

尽管它可以颁布关于通行的条例。”由此可见，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判断标准是：该海峡的地理

位置是否连接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两部分和事实上是否用于国际航行。 

9. 适用于过境通行制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 

（1） 过境通行制的定义。 

过境通行（Transit Passage）是指专为在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和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

另一部分之间的海峡继续不停和迅速过境的目的而行使航行和飞越自由。 

（2） 过境通行制的内容。 

船舶和飞机在过境通行时的义务是： 

（1）毫不迟疑地通过或飞越海峡； 

（2）不对海峡沿岸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任何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3）除因不可抗力或遇难外，不从事其通过所附带发生的活动以外的任何活动； 

（4）过境通行的船舶应遵守一般接受的关于海上安全的国际规章、程序和惯例，以及一般接

受的关于防止、减少和控制来自船舶的污染的国际规章、程序和惯例； 

（5）过境通行的飞机应遵守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制定的适用于民用飞机的航空规则，并随时监

听国际上指定的空中交通管制主管机构所分配的无线电频率或有关的国际呼救无线电频率。在过境

通行的情况下，潜水艇无需在浮出水面航行，可以在水下潜行。 

（3） 过境通行制的例外。 

过境通行制度不适用于： 

（1）在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和外国领海之间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2）虽为连接公

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和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另一部分之间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但该海峡是

由海峡沿岸国的一个岛屿和该国大陆形成，并且该岛向海一面有在航行和水文特征方面同样方便的

一条穿过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航道。 

在这两种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情况下，应当适用无害通过制度。过境通行制度也不适用于下

列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即：穿过某一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有在航行和水文特征方面同样方便的一

条穿过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航道。在这种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情况下，其公海航道或专属经济区

航道应当适用自由航行制度。 

10. 群岛水域的通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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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岛水域实行特殊的过境制度。群岛水域的通过，有无害通过权（Right of Innocent Passage）

和群岛海道通过权（Right of Archipelagic Sea Lanes Passage）两种。 

（1）所有国家的船舶均享有通过除群岛国内水界限以外的群岛水域的无害通过权。 

（2）群岛国可在群岛水域内指定适当的穿过群岛水域和邻接的领海的海道和其上空的空中航

道，即“群岛水道”。所有外国船舶和飞机均享有在这种海道和空中航道内的群岛海道通过权。群

岛海道通过是指专为在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部分和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另一部分之间继续不停、

迅速和无障碍地过境的目的，行使正常方式的航行和飞越的权利。但是，群岛海道通过制度不影响

包括海道在内的群岛水域的地位，或影响群岛国对这种水域及其上空、海床和底土以及其中所含资

源行使其主权。而且，船舶和飞机在通过时应遵守适用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在过境时的所有

义务。为了使船舶安全通过这种海道内的狭窄水道，群岛国也可规定分道通航制（Traffic 

Separation Schemes），但是这种海道或分道通航制应符合一般接受的国际规章。而且，群岛国在

指定或替换海道或在规定或替换分道通航制时，应向主管国际组织提出建议，以期得到采纳，该组

织仅可采纳同群岛国议定的海道和分道通航制，在此以后，群岛国可对这些海道和分道通航制予以

指定、规定或替换。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海洋法的历史。 

2．掌握无害通过权。 

知识单元 7：国际海洋法（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国际海底区域、争端的解决 

1． 专属经济区制度 

（1）专属经济区概念的由来。 

专属经济区概念的出现是与拉丁美洲国家主张 200海里海洋资源管辖区域分不开的。1947年 6

月 23日，智利总统发表声明，宣布其国家主权扩展到邻接其领海的海域，凡距离智利海面 200海

里以内的海域均属智利国家主权扩展的范围，由智利实行控制和保护，但不影响其他国家公海自由

航行的权利。此间，阿根廷、巴拿马、尼加拉瓜、秘鲁、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乌拉圭等国也相

继发表了类似的声明，有的国家则在宪法中作出规定。1952年 8月 18日，智利、厄瓜多尔和秘鲁

签署了《圣地亚哥宣言》，正式使用“200 海里海洋区域”的名称，并宣布对这一海域享有“专属

主权和管辖权”。1971年，智利首先提出了“承袭海”的概念来指代 200海里管辖区域。1972年 6

月 7日，加勒比海沿岸十国通过了《圣多明各宣言》，对“承袭海”作出了更加明确的规定。 

但是，“专属经济区”这个名称和概念的正式提出则始于非洲国家。1972年 6月阿尔及利亚等

17 个非洲国家在喀麦隆首都雅温得举行的非洲国家海洋法会议上，正式建议非洲国家有权在其领

海以外“设立一个经济区”。同年 8 月，肯尼亚向联合国海底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专属经济区

概念的条款草案》。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专属经济区概念被接受。专属经济区制度规定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五部分内容中。其实，随着国家实践的发展，专属经济区制度早在《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前就已经形成为习惯国际法。国际法院在 1985年宣称：“专属经济区的制度，

连同由于距离而有权享有的规则，经各国的实践表明已经成为习惯法的一部分，这是不可争辩的。” 

（2）专属经济区的范围。 

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区域，其宽度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超过 200海里。 

（3）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中的主权权利。 

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主要是与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有关的权利，包括：1、以勘探和

开发、养护和管理海床和底土及其上覆水域的自然资源（不管是生物资源还是非生物资源）为目的

的主权权利，以及在该区域内从事经济性开发和勘探活动的主权权利。这些权利是沿海国的专属权

利，任何其他国家非经沿海国的同意，不得进行勘探和开发。2、对于专属经济区内的人工岛屿、

设施和结构的建造和使用、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等享有管辖权。同时，根据《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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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洋法公约》第 56 条的规定，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时候，应当适当顾

及到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并且应以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方式行使。 

（4）其他国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中的权利。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58 条规定，在专属经济区内，所有国家，不论为沿海国或内陆国，

均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航行和飞越的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以及与这些自由有关的海

洋其他国际合法用途。第 88条至第 115条有关适用于公海的一般规定以及其他国际法有关规则，

只要与本部分不抵触，均适用于专属经济区。但是，各国在专属经济区内行使其权利和义务时，应

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并应遵守沿海国制定的与本部分不相抵触的法律和规章。 

（5）专属经济区的划界。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74条，“相邻或相向国家间专属经济区的界限，应在国际法院规约第

38条所指国际法的基础上以协议划定，以便得到公平解决。” 

2. 大陆架制度。 

（1）大陆架的定义。 

大陆架（Continental Shelf）原先是地理地质学上的概念，它指的是沿海国陆地领土从海岸

向海自然延伸到大陆坡为止的一段坡度比较平坦的海底区域。从这里再向外，坡度急剧下降，水深

可达 3000 米左右的区域被称为是大陆坡。大陆坡坡脚覆盖沉积物的地方是大陆基。大陆架、大陆

坡和大陆基构成地质学上的大路边。 

（2）大陆架制度的起源： 

1945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大陆架公告》，宣布“处于公海之下但毗连美国海岸的大陆

架的底土和海床的自然资源属于美国，受美国的管辖和控制”。这是世界上最早将大陆架作为法律

概念提出来的文件。在美国的影响下，一些国家相继发表类似的声明，提出对邻接其海岸线的大陆

架及其自然资源的权利主张。 

（3）大陆架的起算线以及外界边界。 

（a）正常大陆架。 

如果全部自然延伸到大陆边的距离不足 200海里，则扩展到 200海里。 

（b）外大陆架。 

如果全部自然延伸到大陆边的距离超过 200海里，则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 350

海里，或不应超过连接 2500公尺等深线外 100海里。 

（4）沿海国的主权权利。 

沿海国对大陆架的主权权利主要包括：（一）勘探、开发自然资源的权利。自然资源包括海床

和底土的矿物和其他非生物资源，以及属于定居种的生物。（二）授权和管理为一切目的在大陆架

上进行钻探活动的专属权利。（三）有建造并授权和管理建造、操作和使用人工岛屿、设施和使用

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专属权利，并对它们拥有专属管辖权。 

（5）其他国家的权利。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其他国家在大陆架中也享有一定的权利，包括：（一）在

大陆架上覆水域或水域上空航行或飞越的权利；（二）在大陆架上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权利，但

管道路线的划定必须经过沿海国的同意。由于其他国家在大陆架中有如此的权利，使得大陆架丧失

作为沿海国领土的的法律地位。 

3. 公海制度。 

（1） 公海的范围。 

（2） 公海的法律地位。 

（3） 公海的管辖权。 

4. 国际海底区域 

（1） 国际海底区域的由来。 

（2） 国际海底区域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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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海底区域的开发制度。 

5. 争端解决。 

（1）临时仲裁制度。 

（2）强制仲裁制度。 

（3）国际海洋法法庭。 

（4）国际法院。 

学习目标： 

1．了解公海、国际海底区域制度。 

2．掌握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制度。 

知识单元 8：国际空间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空间法的定义和分类。 

2．空气空间法的历史。 

3.  领空主权的内容。 

每一国家所享有的领空主权是“完全的”和“排他的”，地面国可以对领空行使自保、管辖、

管理以及支配等各项权利。 

4. 国际空域及其法律地位。 

公空是指不属于任何国家领土的上空部分，如公海、南极的上空。根据公认的国际法规则，公

海上空以及不属于任何国家领土的上空，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主权管辖，因而是自由和开放的，任何

国家的航空器都可以自由飞越。 

5. 防空识别区及其法律地位 

防空识别区是指从一个国家的陆地或水域表面向上延伸的划定空域，在该空域内，为了国家安

全，要求对航空器能立即识别、定位和管制。它是各国为了国防安全需要而设立的。只要不违反国

际法关于在领空之外空中航行自由的原则，建立防空识别区应该被视为是与国际法相容的。 

6. 民用航空器与国家航空器。 

航空器在法律上分为民用航空器和国家航空器，分别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芝加哥公约》第

3条第 2款规定，“用于军事、海关和警察部门的航空器，应认为是国家航空器。”第 3条第 3款规

定，“一缔约国的国家航空器，未经特别协定或其他方式的许可并遵照其规定，不得在另一缔约国

领土上空飞行或在此领土上降落。”另外，根据国际习惯法，特许进入一个国家的外国国家军用航

空器原则上享有管辖的豁免权，但被强迫降落的军用航空器则不享有管辖豁免权；警察和海关航空

器也不享有管辖豁免权；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以及执行特别使命的高级官员所乘的专机享有管

辖豁免权。民用航空器在外国不享有管辖豁免权，只受到航空器登记国的管辖。 

7. 国际民用航空运输法。 

调整国际航空旅客及行李运输中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要法律是“华沙公约体系”。1929 年 10

月 12 日在波兰首都华沙签订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简称《华沙公约》）是第一

个国际航空私法公约，就航空运输的定义、运输凭证和承运人的责任等问题作了统一的规定。其后，

《华沙公约》经过四次修改，形成了包括《华沙公约》在内的八个文件，总称为“华沙公约体系”。

《华沙公约》是一种以承运人的过失为基础并规定限额的责任制度，又被称为主观责任制。所谓主

观责任制，只要航空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尽到了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它就可以不赔偿旅客的损失。

不过，在这种主观责任制下，航空承运人负有举证的义务，必须举出证据证明自己尽到了合理谨慎

的注意义务。 

8. 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行为及其惩治。 

（1）《东京公约》（见“相关素材”） 

1963年 9月 14日，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主持下在东京缔结了名为《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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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简称《东京条约》）。它是国际上第一个试图对航空器内的犯罪问题加以解

决的国际公约，其主要目的是对在“飞行中的”航空器上的犯罪行为或某种行为的人行使管辖权，

不使其逃脱惩罚。该公约规定，它适用于“违反刑法的罪行”和“危害航空器或其所载人员或财产

的安全，或危害航空器上的良好秩序和纪律的行为，无论这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航空器登记国

对在该航空器内所犯罪行有权行使管辖”，但不排斥其他缔约国“按照本国法行使任何行使管辖权”。

根据该公约的规定，非法劫持是指有人在航空器内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胁，非法地干扰、劫持或以其

他不正当方式控制了飞行中的航空器或准备此类行为。“飞行中”是指“航空器从其为了起飞开动

马力起到着陆滑跑完毕止”。 

（2）《海牙公约》 

这是国际上第一个专门处理空中劫持的国际公约，于 1970年 12月 16日在海牙签订，全称是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根据该公约的规定，“凡在飞行中的航空器内的任何人：（甲）

用暴力或用暴力威胁，或用任何其他恐吓方式非法劫持或控制该航空器，或企图从事任何这种行为，

或（乙）是从事或企图从事任何这种行为的人的同犯，即是犯有罪行。”这一定义显然扩大了《东

京公约》的规定。该公约还扩大了《东京公约》中的“飞行中”的概念。根据该公约，“飞行中”

是指“航空器从装载完毕、机舱外部各门均已关闭时起，直至打开任一机舱门以便卸载时为止”。

该公约还规定，各缔约国承诺对非法劫机罪行给予严惩。有权对非法劫持进行管辖的国家有：（1）

罪行是在该国登记的航空器内发生的；（2）发生罪行的航空器在该国降落时，嫌疑犯还在航空器内；

（3）罪行是在租来的不带机组的航空器内发生的，而租机人的主要业务地点或永久居所是在该国。

该公约还规定，空中劫持罪行是缔约国间现有或将要缔结的引渡条约中可引渡的罪行；在它们之间

没有引渡条约时，可自行决定以本公约作为引渡的法律依据。如果案犯在缔约国领土内，而该国不

将此人引渡，则不论罪行是否在其境内发生，应无例外地将此案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该当局

应当按照本国法律以对待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此即所谓的“或引渡

或起诉原则”。 

（3）《蒙特利尔公约》及其议定书 

该公约是 1971年 9月 23日在蒙特利尔签订的，其全称是《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

行为的公约》。1988年 2月 24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又制定了制止在机场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

该公约及议定书主要是对非法劫持航空器以外的其他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罪行作了规定。它将《东

京公约》和《海牙公约》中所规定“飞行中”扩大为“使用中”。所谓“使用中”，是指从地面人员

或机组为某一特定飞行而对航空器进行飞行前的准备时起，直到降落后 24 小时。该公约使用的各

种罪行，除了“飞行中”的航空器内的人从事危及航空器安全的暴力行为外，还包括：（1）破坏或

损坏“使用中”的航空器，使其不能飞行或危及其飞行安全；（2）在“使用中”的航空器内放置破

坏、损坏或危及飞行安全的装置或物质；（3）破坏或损坏航行设备或妨碍其工作，以危及“飞行中”

的航空器的安全；（4）传送明知是虚假的情报，从而危及飞行中的航空器的安全。《蒙特利尔议定

书》增加规定：任何人非法和故意使用任何装置、物质或武器，（甲）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

场上对人进行了暴力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或死亡；或（乙）毁坏或严重损害为国际民

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设备或停放在机场上未使用的航空器，或使机场陷入混乱状态，从而危及或

可能危及该机场的安全的行为，即是实施了犯罪。企图犯有上述罪行的人，犯有或企图犯任何上述

罪行的人的同犯，也是犯有罪行。 

（4）《北京公约》 

2010年 9月 10日，国际民航组织国际航空保安公约外交大会在北京通过了 2010年《北京公

约》和 2010年《北京议定书》,对民航业国际反恐的部分新内容进行了法律界定。这也是民航史上

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公约。中国民航局表示,两个法律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将新出现的对航

空运输业安全构成威胁的犯罪行为予以刑事定罪,不仅弥补了之前航空保安公约存在的空白和不足,

还关注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非法运输问题,为实现国际民用航空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将

促进全球民用航空业的安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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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外层空间法的渊源 

外层空间法的法律渊源主要是国际条约。目前，外层空间法方面比较重要的条约有：1963 年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或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简称《禁止核试验条约》）；1966年《关于各

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原则的条约》（简称《外层空间条约》）；1968

年《营救宇航员和归还发射到外层空间的实体的协定》（简称《营救协定》）；1971年《空间实体造

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简称《赔偿责任公约》）；1974年《关于登记射入外空空间物体的公约》

（简称《登记公约》）以及 1979 年的《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的活动的协定》（简称《月球

协定》）。 

10. 外层空间的法律地位 

外空的利益和利用应为全人类谋利益；外空和天体供一切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自由探测和利

用；任何国家都不得通过主权要求，使用或占领等其他任何方式将外层空间据为己有；探索和利用

外空应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禁止将载有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人造地球卫星

或航天器放在地球卫星轨道和外层空间。 

11. 对航天器进行登记和保持管辖原则。 

1966 年《外层空间条约》规定，外空物体的登记国对该物体具有管辖权和所有权，不因其出

现于外空或者天体或返回地球而受影响；此项物体或组成部分若在登记国境外寻获，应当返回登记

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的所有驻地、设施、设备和宇宙飞行器，应以互惠基础对其他缔约国开放，

但须事先协商，以便保证其安全和正常运行。 

12. 营救宇航员原则。 

1968年《营救协定》规定，各缔约国获悉或发现外空物体返回地面并落在它所管辖的区域内、

公海或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范围以外的其他地区发现，应依请求予以归还。宇宙航行员是人类派

往外层空间的使节。在宇航员发生意外、遇难或在另一缔约国境内或公海上紧急降落时，各缔约国

应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他们降落后，应立即、安全地被送回登记国。在外国活动中，各缔约国宇

航员应相互救助，各缔约国应把他们在外空所发现的任何危险现象，立即通知其他缔约国或联合国

秘书长。1968 年的《营救协定》规定，缔约国于获悉或发现外空发生以外时，应立即通知发射当

局和联合国秘书长。对因意外而降落的宇航员，降落国应立即予以救援并提供一切帮助，宇航员若

在公海或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地方降落，凡力所能及的缔约国应协助寻找或营救。宇航员无论在

何地降落或被发现，应保证其安全并立即交换给发射当局。 

13. 责任原则。 

1971 年的《赔偿责任公约》是用以调整因外空物体造成损失而产生国际责任的专门国际法文

件。该公约针对不同的损害，采取了不同的赔偿责任。 

（一）过失责任，即：一发射国的空间实体在地球表面以外的其他地方，对另一发射国空间实

体或所载人员或财产造成损害时，只有损害是因为前者或其负责人员的过失而造成情况下，该国才

负赔偿责任。 

（二）绝对责任，即：发射国的空间实体在地球表面造成损害或对飞行中的飞机造成损害，应

负绝对的赔偿责任。 

（三）共同和单独责任，即：一发射国的空间实体在地球表面以外的其他地方，对另一发射国

的空间实体造成损害，并因此对第三国及其自然人或法人造成损害时，前两国共同和单独对第三国

负责任。其中，若对第三国的地球表面或飞行中的飞机造成损害，前两国负绝对责任；若在地球表

面以外的其他地方对第三国的空间实体或其所载人员或财产造成损害，前两国负过失责任。 

（四）责任的免除，即发射国若能证明损害是因为要求赔偿国方面造成时，应依证明的程度免

除绝对责任，但损害若是发射国进行不符合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外层空间条约》的活动而

造成时，其责任不能免除。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空间法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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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惩治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方面的国际法。 

知识单元 9：国际环境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环境法的概念和渊源。 

2．国际环境法的历史发展。 

3. 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4. 跨界损害的法律责任。 

5. 大气和气候的国际保护。 

6. 海洋环境和淡水环境的国际保护。 

7. 土地、森林和湿地的国际保护。 

8. 南极地区环境保护。 

9. 生物多样性的国际保护。 

10. 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国际法保护。 

11. 危险物质和活动的国际法管制。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环境法的背景知识。 

2．掌握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知识单元 10：国际人权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人权的定义。 

作为人享有或应该享有的权利。 

2. 国际人权法的萌芽。 

（1） 对本国人的外交保护； 

（2） 禁止奴隶贸易和奴隶制； 

（3） 对民族、语言和宗教方面的少数人群的保护； 

（4） 国际劳工保护； 

（5） 委任统治制度； 

（6） 国际人道法。 

3. 人权全面进入国际法。 

1945 年《联合国宪章》的通过，标志着人权全面进入国际法，这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在多

处规定了带有“人权”两字的条款，为会员国设定了标准和义务，而且《联合国宪章》在国际法中

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此前的《国际联盟盟约》中则没有这样的条款。《联合国宪章》在规定联

合国的宗旨时在第 1条第 3款中规定联合国之宗旨为：“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

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

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此外，《联合国宪章》的其它条款也有类似这样原则性的规定，例如

第 55条、第 56条和第 68条。《联合国宪章》中的人权条款为日后国际社会制定各种人权文件奠定

了基础。 

4. 国际人权宪章的定义和组成。 

国际人权宪章是由《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三个文件构成。 

5. 《世界人权宣言》的内容、意义、以及效力。 

《世界人权宣言》共有 30条，其中大部分是公民和政治权利，其它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因为如上所述，在国际社会不存在专门的立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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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联合国大会也不是专门立法的机构，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只具

有建议和讨论的性质。《世界人权宣言》就是这样的一个决议。虽然它没有法律的约束力，但是它

在国际人权法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它是国际人权公约的基础，1948年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两个人权公约。这两个人权公约是在《世界人权宣言》基础之上起草的，从基本原则到具体内容，

都以《世界人权宣言》为基础。 

第二，《世界人权宣言》起到解释《联合国宪章》的作用。因为联合国宪章原则上规定了尊重

人权和人的基本自由，但是却没有列举哪些人权和基本自由。《世界人权宣言》就把这些人权和基

本自由列举出来。在 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到 1976年两个人权公约生效，在这么长的时间

之内，联合国组织在尊重人权和保护人权的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以《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标准的。

在这近 30年的时间里， 《世界人权宣言》为联合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活动起着指导作用。 

最后，《世界人权宣言》虽然它本身不是对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这个文件里边所包

含的很多规则己经形成了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比如禁止歧视、禁止酷刑等等。 

6.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的人权条款。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第 3部分中规定了大约 25项人权和基本自由，主要包括

生命权、免受酷刑和其它有辱人格待遇的权利、免于奴役和和强迫劳动的权利、人身自由和安全权、

被剥夺自由的人享有人道待遇的权利、免于因无力偿还债务而受监禁的权利、迁徙的自由、免受任

意驱逐的权利、公正公开审判权、无罪推定、刑事被告最低限度保障权、禁止刑法的溯及效力、法

律前的人格权、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受干涉权、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表达自由、和平

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婚姻和家庭权、儿童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法律前平等权和少数者的权

利。 

7.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一个议定书。 

1989 年 12 月 15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项

任择议定书》，该议定书已于 1991年 7月 11日生效。议定书第 1条规定，在本议定书缔约国管辖

范围内，任何人不得被处死刑。每一缔约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其管辖范围内废除死刑。该议定

书规定，除在批准或加入时做出，在战时可对在战时犯下最严重军事性罪行被判罪的人适用死刑的

保留外，不得对议定书做出任何其他保留。 

8.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的人权条款。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第三部分中规定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社会权利的具体内

容，这些权利包括：工作权、享有适当的工作条件的权利、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为自己和家庭

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的权利、享有能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的

标准权、带薪的休假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保护家庭权利、参加文化生活和享受科学进步等

文化权利。 

9. 《灭种罪公约》 

1948 年 12 月 9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根据该公约，灭绝种族罪

是：“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犯有下列行为之一者： 

（a）杀害该团体的成员； 

（b）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 

（c）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 

（d）强制施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 

（e）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 

10. 《禁止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 

1973年 11月 3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禁止和惩治种族隔离罪行的国际公约》。根据该公约，种

族隔离罪行，包括与南非境内所推行的相类似的种族分离和种族歧视的政策和办法，是指为建立和

维持一个种族团体对任何其他种族团体的主宰地位，并且有计划地压迫他们而作出的下列不人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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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a）用下列方式剥夺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一个或一个以上成员的生命和人身自由的权

利： 

（一） 杀害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成员； 

（二） 使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成员受到身体上或心理上的严重伤害，侵犯他们的自由或

尊严，或者严刑拷打他们或使他们受残酷、不人道或屈辱的待遇或刑罚； 

（三） 任意逮捕和非法监禁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成员； 

（b）对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故意加以旨在使其全部或局部灭绝的生活条件； 

（c）任何立法措施及其他措施，旨在阻止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参与该国政治、社会、经

济、和文化生活者，以及故意造成条件，以阻止一个或一个以上这种团体的充分发展，特别是剥夺

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成员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包括工作的权利、组织已承认的工会的权利、

受教育的权利、离开和返回自己国家的权利、享有国籍的权利、自由迁徙和居住的权利、自由主张

和表达的权利以及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的权利； 

（d）任何措施，包括立法措施，旨在用下列方法按照种族界限分化人民者：为一个或一个以

上种族团体的成员建立单独的保留区或居住区，禁止不同种族团体的成员互相通婚，没收属于一个

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或其成员的地产； 

（e）剥夺一个或一个以上种族团体的成员的劳力，特别是强迫劳动； 

（f）迫害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或个人，剥夺其基本权利和自由。 

11. 《禁止种族歧视公约》 

1965年 12月 21日联合国大会通《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根据该公约，种族歧视是指，

“基于种族、肤色、世系或民族或人种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其目的或效果为取消或损

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权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的承认、享受或

行使。” 

12. 《禁止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1979年 12月 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根据该公约所下的定义，

对妇女的歧视是指，“基于性别而作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影响或目的均足以妨碍或否认妇

女不论已婚未婚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

他方面的人权和基本自由。” 

13. 《儿童权利公约》 

1989年 11月 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儿童权利公约》。根据该公约的定义，儿童是指 18岁以

下的任何人，但法律规定成年人的年龄低于 18 岁的除外。缔约各国应尊重该公约中规定的儿童的

权利，并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儿童在平等不歧视的基础上享受这些权利。该公约第 3条确立

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即为了儿童的最大利益原则。该条规定：“1、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

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 

14. 《移徙工人权利公约》 

1990年 2月 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公约》。该公约范围内

的“移徙工人”是指在其非国民的国家将要、正在或已经从事有报酬的活动的人，其中包括“边境

工人”、“季节性工人”、“海员近海装置上的工人”、“行旅工人”和“项目工人”。 

15. 《残疾人权利公约》 

2006年 12月 13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残疾人权利公约》。残疾人包括肢体、精神、智力或感官

有长期损伤的人，这些损伤与各种障碍相互作用，可能阻碍残疾人在与他人平等地基础上充分和切

实地参与社会。 

该公约的宗旨是“促进、保护和确保所有残疾人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并促

进对残疾人固有尊严的尊重” 。“残疾人包括肢体、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长期损伤的人，这些损伤

与各种障碍相互作用，可能阻碍残疾人在与他人平等地基础上充分和切实地参与社会” （第 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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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禁止酷刑公约》 

1984 年 12 月 10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公约》。该公约对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行为所下的定义是：“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

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

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

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

成的。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带的疼痛或痛苦则不包括在内。” 

17. 《禁止强迫失踪公约》 

2006年 12月 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禁止强迫失踪公约》。 “强迫失踪”是：“由国家代理人，

或得到国家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个人或组织，实施逮捕、羁押、绑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剥夺自由

的行为，并拒绝承认剥夺自由之实情，隐瞒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致使失踪者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18. 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实施机制。 

（1） 机构：最主要的是人权理事会。 

2006年 3月 1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60/251号决议（A/RES/60251），决定在日内瓦设立一

个人权理事会，取代人权委员会。人权理事会的建立是近年来联合国机构改革的成果之一。 

人权理事会的前身是人权委员会。它建立于联合国成立之初，即 1946年 6月，是根据联大第

9（II）号决议而设立。该委员会是联合国主要机关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附属机构，最初由 18个成

员国组成，后来增至 53 个。成员名额有地理分配，任期为三年，可以连选连任。人权委员会的职

权主要包括：起草国际人权文书、就保护人权的问题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相关提案、建议和报

告。人权委员会每年春季在日内瓦召开为期 6周的会议。尽管几十年来人权委员会在国际人权法的

发展和人权国际保护方面做出过很大贡献，但是由于它在人权政治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双重标准等种

种问题上遭到越来越多的抨击，最终于 2006年 6月 16日被解散。 

（2） 普遍定期审议机制； 

新成立的人权理事会将在四年为一个周期的时间内对每个联合国会员国遵守国际人权法方面

的情形进行一次审查，这就是人权的普遍定期审议。审查的标准是《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

该国是缔约国的国际人权公约、该国在竞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员国时所作出的承诺与保证、以及

有关的国际人道法。审查的方式是国家代表们之间的互动对话。审查的结果是向被审查的国家提出

建议。 

（3） 申诉制度 

新成立的人权理事会对前人权委员会过去实行的个人申诉程序，包括 1503程序和 1235程序进

行了全面审议，结果于 2007年 6月通过的决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机构建设》的第四部分建

立了新的个人申诉制度。根据该决议，建立申诉程序是针对对在世界任何地点在任何情况下发生的、

一贯大规模并有可靠证据的侵犯所有人权和所有基本自由的情势。为了保证申诉程序的公平、客观、

有效、以受害人为本并及时进行，该制度以 1503 程序为工作基础，并对该程序进行了一些必要的

完善。新建立的申诉程序依然保留原来的保密性质，同时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合作。  

19. 条约机构。 

（1） 条约机构的数量。 

目前，九个人权公约均建立了执行公约的机构，即相应的人权委员会：（1）《经济、社会和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设立起来的经社文权利委员会；（2）《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设立起来

的人权事务委员会（HRC）；（3）《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设立起来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

歧视委员会；（4）《消除种族歧视公约》设立起来的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5）《儿童权利公约》设

立起来的儿童权利委员会；（6）《禁止酷刑公约》设立起来的禁止酷刑委员会；（7）《移徙工人权利

公约》设立起来的移徙工人权利委员会；（8）《残疾人权利公约》设立起来的残疾人权利委员会；

以及《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公约》设立起来的禁止强迫失踪委员会。另外，根据《<禁止酷刑

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任择议定书》建立的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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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建立，并开始运作。 

（2） 职能： 

A. 报告制度。 这是人权条约机构普遍实行的一种比较有效的制度。一般是在相关人权条约

对个别缔约国生效后一年内，缔约国向相关人权条约机构提交首次报告，以后定期提交，两年、四

年或五年提交一次，依相关人权条约的具体规定而定，有的人权条约要求缔约国随时按条约机构的

要求提交。接受和审查缔约国的报告；接受和审查缔约国之间的指控；接受和审查个人申诉。 

B. 国家对国家的指控制度。 这也是人权条约机构普遍实行的制度。一般为任择性质，即在

相关人权条约中有一个条款规定这一制度，但缔约国可以随时做出声明接受这一制度。该制度仅对

已经做出声明的缔约国发生效力。只有一个公约中的国家对国家指控制度不是任择性质的，即《消

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参见该公约第 11 条）。这就意味着所有批准了该公约的缔约国都

自动地接受了这一制度。而且原则上这一条是不能保留的（参见该公约第 20条第 2款）。 

C. 个人来文制度是《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首先建立起来的制度，现已基本在六
个主要人权公约中普及。个人来文的可受理性标准是比较严格的，要求不能是匿名的，不能滥用申

诉权或违反任择议定书的规定。没有时间的限制，但是要求用尽当地救济。 

20. 《欧洲人权公约》。 

《欧洲人权公约》，全称为《欧洲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是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上起草

并且通过的。《欧洲人权公约》主要规定了公民和政治权利，例如生命权、禁止酷刑、人身安全权、

公正审判权、罪行法定原则、私人生活不受干扰的权利、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集会

自由结社自由等等。欧洲人权公约从它通过到现在，己经有几十年的时间。这个公约的内容通过议

定书的方式进行了多方面的修正，主要是补充一些公约的内容。其中包括财产权、受教育权、迁徙

自由以及禁止集体驱逐外国人等多种权利。 

《欧洲人权公约》建立了保护人权的机构。1998 年以前，主要是欧洲人权委员会、欧洲人权

法院和欧洲部长理事会。但是根据修订以前的欧洲人权公约的规定，欧洲人权法院不能直接受理由

个人提出的申诉。个人必须首先到欧洲人权委员会提出申诉，然后由欧洲人权委员会根据具体情况

决定是否将案件提交欧洲人权法院。在这样的情况下，处理侵犯人权案件的效率就受到很大影响。

许多案件在最终提交到欧洲人权法院前需要等待三至五年的时间。1998 年随着欧洲人权公约第 11

项议定书的生效，欧洲人权保护机制有了很大的调整。调整之后，欧洲人权委员会被取消。新的欧

洲人权法院可以直接受理个人、非政府组织或者由个人组成的团体作为侵犯人权的受害人提交的案

件。因此，欧洲人权国际保护在效率上有了很大提高。 

21. 《美洲人权公约》 

《美洲人权公约》的通过比《欧洲人权公约》要晚一些，但是早在《美洲人权公约》通过之前，

美洲国家组织通过了一个《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该宣言的通过比《世界人权宣言》还要早

几个月。该宣言的特点是除人的各种权利和自由外，还规定了人的各种义务。在宣言通过之后，美

洲国家间组织还建立了一个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专门负责监督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履行宣言的情

况。《美洲人权公约》是在 1969年才通过的，而且在 10年之后才开始生效。《美洲人权公约》与《欧

洲人权公约》同样，也是仅局限于公民和政治权利。后来在 1988 年，美洲国家间组织又通过了一

个补充议定书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内容补充进去。 

美洲的国际人权保护机构主要是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应当指出，美洲人权

委员会不是公约设立的，而是在《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通过之后，由美洲国家间组织建立的。

《美洲人权公约》规定这两个机构的职责都是监督美洲的国家、美洲人权公约的参加国和美洲人权

组织的成员国，在尊重和保护人权方面所履行的义务，美洲人权保护机制的特点是美洲人权委员会

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法院发挥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很多案件都是在人权委员会这个机构中解决的。

而且很多情况下都是采取了友好协商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现在美洲国家间组织也在讨论怎样加强美

洲人权法院的作用。 

22.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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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是唯一的规定最多集体权利的国际人权公约，除自决权外，还有许

多其它的集体权利。其中包括人民的平等权、和平和安全权、环境权等等，并对这些权利作了界定

和具体规定。从宪章的名称可以看出，民族权或集体权利在宪章中占了很大比重。《非洲人权和民

族权宪章》既规定人的权利，也规定人的义务。该宪章从第 27条到第 29条，专门规定了个人对于

家庭、社会、依法组成的共同体以及国际社会承担义务。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还建立了一个机构，就是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负

责受理由于违反了这个宪章而成为受害人的申诉，除个人的申诉外，由非政府组织和由个人组成的

团体也可以向该委员会提出申诉。由于该宪章没有一个相应的人权法院，非洲统一组织从 1994 年

开始筹备建立一个人权法院。终于在 1998年 6月 9日通过了《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关于建立非

洲人权与民族权法院的议定书》（议定书）。该议定书于 2004年 1月 25日生效，非洲人权与民族权

法院随之成立。 该法院由 11名法官组成，除院长外，其他法官均为兼职。法官由非洲联盟的成员

国选举产生，任期 6年。该法院的职能主要有三个方面：审判、调解和咨询。该法院的对事诉讼管

辖权与其他区域人权法院有很大不同：除了审理关于解释《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及其议定书的

争议外，它还有权受理缔约国提交的关于任何其他人权文件的解释方面的争议。该法院对人的诉讼

管辖是任择性的，即只有在缔约国声明接受法院审理这种案件的管辖权，该法院才能受理控诉该缔

约国的案件。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人权法的背景知识。 

2．掌握国际人权宪章以及国际人权法的实施机制。 

知识单元 11：国际组织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组织的定义。 

就本条款草案而言，“国际组织”一词是指那些依据条约或其他国际法文件设立、具有自己的

国际法律人格的组织。国际组织的成员除了国家以外，还可以是其他实体。（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

2011年《国际组织的责任条款草案》第 2条）  

2. 国际组织的构成要件。 

（1） 依据条约或者其他国际法文件设立。 

（2） 具有自己的国际法律人格。 

（3） 成员除了国家，还可以是其他政治实体。 

3. 国际组织的类型。 

（1） 政府间国际组织与非政府国际组织。 

（2） 全球性国际组织与区域性国际组织。 

4. 国际组织的发展历史。 

（1） 技术性国际组织。从 19世界上半叶开始出现。 

（2）政治性国际组织。从 1919年开始出现。 

5.  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 

（1）  客观说。 

（2）  主观说。 

6.  国际组织的特权与豁免。 

国际组织本身所享受的特权与豁免可以其性质与职能而异。例如联合国享有较高的特权与豁

免，包括司法豁免权、会所与房舍不可侵犯权、档案文书不可侵犯权、通信便利和免纳税捐等。联

合国专门机构的特权与豁免比联合国的较窄。国际经济组织的特权与豁免通常限于执行职责所必要

的范围。国际组织的职员的特权与豁免则限于独立执行任务的范围。 

7.  国际组织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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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组织的责任的构成要件。 

（2）  国际组织责任的免除事由。 

（3）  国际组织的责任的形式。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性。 

2．掌握国际组织的特权与豁免。 

知识单元 12：外交和领事关系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外交关系的定义。 

狭义的外交关系仅指国家为了实现其对外政策，在对方首都设立使馆并通过它们进行交往所形

成的国际关系，又被称为互派常驻使节而形成的国际关系。广义上是指国家为了实现其对外政策，

通过互相在对方首都设立使馆、派遣或接受特别使团、领导人访问、参加国际组织、参加政府间国

际会议等形式，用谈判、协商和缔结条约等方法，所形成的国际关系； 

2. 古代外交和现代外交的区别。 

（1） 古代外交：临时使节。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总是需要与其他国家发生交往。互派使

节的做法在古代希腊和古罗马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盛行，但是设立常驻使团则是较近代的

产物。15 世纪以前，欧洲各君主国通常派出临时性外交使团，这种使团一旦完成特定使命即告解

散。 

（2） 现代外交：常驻使馆。首先认识到在各自首都建立常驻外交使团的有利之处，并开始

实践的是意大利的各个共和国，特别是当时的威尼斯。16世纪时，威尼斯共和国在维也纳、巴黎、

马德里和罗马设立了常驻使团。文艺复兴的潮流、基督教改革运动以及工业革命改变了当时欧洲世

界的面貌，导致欧洲各国之间的接触和联系日趋频繁。工业的发展需要为之寻求市场，这就使得派

遣常驻使团显得至关重要，并逐渐形成通例。 

3. 国家元首的豁免权。 

在任的国家元首在别国享有管辖豁免权；卸任的国家元首对于其上任之前和之后的行为无在别

国无豁免权，对于其在任期间的行为是否全部享有豁免权，存在争议。 

4. 政府首脑的豁免权。 

在任的政府首脑在别国享有管辖豁免权；卸任的政府首脑对于其上任之前和之后的行为无在别

国无豁免权，对于其在任期间的行为是否全部享有豁免权，存在争议。 

5. 外交部长的豁免权。 

在任的外交部长在别国享有管辖豁免权；卸任的外交部长对于其上任之前和之后的行为无在别

国无豁免权，对于其在任期间的行为，职务行为具有豁免权，非职务行为不具有豁免权。 

6. 外交关系和使馆的建立。 

国与国间外交关系及常设使馆之建立，以协议为之。 

7. 使馆的职能。 

（一）在接受国中代表派遣国。 

（二）于国际法许可之限度内，在接受国中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的利益。 

（三）与接受国政府办理交涉。 

（四）以一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雇之状况及发展情形，向派遣国政府具报。 

（五）促进派遣国与接受国间之友好关系，及发展两国间之经济、文化和科学关系。 

8. 使馆人员的组成。 

（一） 使馆馆长 

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14条第 1款的规定，使馆馆长分为如下三级： 

1、向国家元首派遣之大使或教廷大使，及其他同等级位之使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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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国家元首派遣之使节、公使及教廷公使。 

3、 向外交部长派遣之代办。代办是最低一级的使馆馆长。 

（二）使馆中的其他人员 

1、外交职员。根据该公约第 1 条的规定，外交职员是指具有外交官级位的使馆职员。他们与

使馆馆长合称为是“外交代表”。一国派往外国的外交职员一般有：（1）武官，是派遣国武装力量

的代表，在使馆中是馆长开展外交的军事助手。（2）参赞，即使馆内协助馆长办理外交事务的高级

外交官。有的国家还设有公使衔参赞。（3）秘书，即使馆内秉承馆长意志办理外交事务及文书的外

交官，分为一、二、三等三个等级。（4）随员，是使馆内办理各种事务的最低一级的外交官。 

2、行政和技术人员。他们是使馆中从事行政和技术事务的人员，比如使馆主事、译员、会计

等。 

3、事务人员。他们是使馆中从事后勤服务工作的人员，如汽车司机、维修工、清洁工等。 

（二） 使馆人员的任命。 

派遣国对于拟派驻接受国之使馆馆长人选务须查明其确已获得接受国之同意。除了使馆馆长和

武官之外，派遣国任命的其他外交代表无须取得接受国的同意。如果接受国对任命其他的外交代表

持反对意见，它可以宣布其为“不受欢迎的人”。遇此情况，接受国必须将其召回。当然，接受国

也可以随时宣布使馆馆长或武官为“不受欢迎的人”。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9条第 1款

的规定，对于外交代表，如果在其到达接受国国境之前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接受国可以拒

绝给予入境签证或拒绝其入境；如果在其就任之后被宣告为“不受欢迎的人”，派遣国应召回该人，

或终止其在使馆中的职务；如果派遣国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履行上述义务，接受国可以拒绝承认该

人为使馆人员。接受国无须说明任何理由。并且，如果他拒绝离开的话，接受国可以设法采取强制

行动。 

9. 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含义 

外交特权与豁免是指根据国际法派遣国的外交代表在接受国享有的有关特别权利和待遇。 

10. 外交特权与豁免的理论依据。 

（一）治外法权说（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治外法权说认为，外交代表之所以有

权在接受国享有各种特权是因为使馆是派遣国领土在接受国的延伸，是派遣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因

此外交代表在使馆内只接受其派遣国法律的管辖，接受国法律自然不能管辖。治外法权说最早是格

老秀斯提出的，得到了一些国际法学者的赞同，尤其是在 20 世纪之前。但是，治外法权说在现代

外交关系法中已经很难站得住脚，因为在现代外交关系法看来，使馆并不是派遣国领土的组成部分，

而仍然是接受国的领土组成部分。 

（二）代表说（Representative）。代表说认为，外交代表之所以有权在接受国享有各种特权

是因为外交代表是派遣国的代表，因此在接受国中是与接受国平等的，根据法律中“平等者之间无

管辖权”的原则，接受国当然不能对外交代表进行管辖。 

（三）职务需要说（Functional Necessity）。职务需要说认为，外交代表之所以有权在接受

国享有各种特权是因为其行使外交代表职务的需要。 

11. 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内容。 

（一） 使馆的特权与豁免 

1、使馆馆舍不可侵犯。接受国的一切执法人员，包括警察、司法人员、税务人员等，不得进

入使馆馆舍采取行动或实施法律程序。使馆馆舍及设备，以及使馆内的其他财产与使馆交通工具免

受搜查、征用、扣押或强制行动。接受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保护使馆馆舍免受侵入或损害，并防

止一切扰乱使馆安宁或有损使馆尊严之情事。遇有两国断绝外交关系，以致发生武装冲突时，亦不

例外。 

2、使馆档案和文件不可侵犯。使馆的档案和文件，无论何时，也不论位于何处，都不得侵犯。 

3、通讯自由。接受国应允许和保护使馆为一切公务目的的自由通讯。使馆有权采取一切适当

的通讯方式，包括外交信使和密码电报。外交信使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外交邮袋不得开拆或扣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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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使馆装置和使用无线电发报机，应经接受国同意。 

4、行动及旅行自由。除接受国为国家安全设定禁止或限制进入区域另订法律规章外，接受国

应确保所有使馆人员在其境内行动及旅行自由。 

5、免除捐税、免纳关税。使馆公务用品入境免纳关税。使馆馆舍免纳各种捐税，但对使馆并

无法定权利而受益的特定服务应支付的费用不在免除之列，如消防费用等。 

6、使馆及其馆长有权在使馆馆舍、使馆馆长的寓邸和交通工具上使用派遣国的国旗和国徽。 

（二）外交代表的特权与豁免 

1、人身不可侵犯。外交代表不受任何方式的逮捕或拘禁。接受国对外交代表应给予应有的尊

重、应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其人身、自由或尊严受到任何侵犯。但在外交代表进行间谍活动、闯入禁

区时，可以采取临时性的预防措施加以制止；遇有外交代表行凶、挑衅，可以进行正当防卫。 

2、寓所和财产不可侵犯。外交代表的私人寓所享有与使馆馆舍同样的不可侵犯权和保护。外

交人员的文书、信件及财产不可侵犯。 

3、管辖豁免。外交代表对接受国的刑事管辖享有豁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31条规定，

“外交代表对接受国之刑事管辖享有豁免”。在外交实践中，对于触犯驻在国刑法的外交人员，鉴

于他们免受司法管辖，驻在国一般不提起诉讼，不由司法部门判决，而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即由

驻在国外交机关出面口头或书面照会提出交涉。对于民事和行政管辖，一般也享有豁免，但是下列

情况除外：（1）在接受国境内私有不动产之物权诉讼；     （2）以私人身份并不代表派遣国而为

遗嘱执行人、遗产管理人、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继承事件之诉讼；（3）在接受国国内在公务范围以

外所从事的专业或商业活动之诉讼。此外，外交代表若主动提起诉讼，按照惯例，被告提起与主诉

直接相关的反诉的，此时该外交代表不享有豁免。外交代表还享有免于作证的义务，除非是外交代

表自愿并且征得派遣国的同意。当然，在派遣国明示放弃管辖豁免的情况下，外交代表无论在刑事、

民事还是行政诉讼中自然不能享有豁免。在案件得到审判后，对外交代表的执行同样还需要征得派

遣国的同意。也就是说，尽管案件已经审结，但是在执行案件时，如果没有派遣国的明示同意，外

交代表同样享有执行管辖的豁免。 

4、免纳捐税。外交代表免纳一切对人或对物课征的税款，但通常计入商品或劳务中的间接税。

对在接受国境内私有不动产课征的捐税，遗产取得税或继承税，对在接受国内获得的私人所得、商

业投资课征的捐税等不包括在免于征税的范围内。 

5、免除关税、行李免受查验。外交代表私人财物和用品应准予入境并免除关税，但在确保规

则得以执行的前提下，接受国可以制定具体的法律、规章，规定应履行的手续并防止免税特权被滥

用。外交代表私人行李免受查验，但是有重大理由推定其中装有不在上述免税之列的物品，或接受

国法律禁止进出口或有检疫条例加以管制的物品，不在此限。遇有这样的情形，查验需有外交代表

或其授权代理在场才能进行。 

6、其他特权与豁免。例如，免于适用接受国施行的社会保险办法；免除一切个人劳务和各种

公共服务，如服兵役、担任陪审员；免除关于征用、军事募捐等军事义务等。 

（二） 使馆及其人员的义务。 

使馆不得充作与本规定或一般国际法的其他规定相抵触的用途，也不得用作与派遣国和接受国

之间签定的协定不相符的用途。第一、使馆无拘留权。使馆在驻在国领土上，无权在馆舍内拘留任

何人，即使对其本国侨民，一概不得拘留。如发生拘人事件，驻在国有权要求有关使馆将人交出。

第二、使馆在一般国际法中无外交庇护权。所谓外交庇护权，是接受国公民或第三国公民在派遣国

使馆内寻求庇护的权利。对于外交代表及其其他人员来说，他们对接受国承担如下义务：（1）在不

妨碍外交特权与豁免的条件下，尊重接受国法律的义务；（2）不干涉接受国内政；（3）不得在接受

国为私人利益从事专业或商业活动。 

12.领事的起源。 

领事制度的出现比常驻使团制度的出现还早。可以说，领事制度是国际贸易和商业的产物。早

在古代，商人们为了贸易和商业的需要，在其他国家活动。而他们对外国的法律制度和习惯非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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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于是他们需要由自己选择的法官来适用其自己国家的法律，来解决纠纷。公元 476年西罗马

帝国灭亡之后，许多从事贸易和商业的欧洲人在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城市定居下来。来

自同一城镇或同一国家的商人们开始居住在同一地区，组成独立的社区，建立起自己的商业机构、

行政机构和教堂，并仍然遵守他们自己的国内法。在封建时代，属人法是最为主要的原则，因此这

些社区很快就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治，出现了拥有特别行政长官的权利。这些特别的行政长官就是

现代领事官的前身。历史表明，在古代社会，凡是国际贸易和商业兴盛的地区，都可以看到类似的

特别行政长官的存在。古代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国家都有与现代领事制度类似的制度存在。在 13

世纪到 16世纪，领事制度在地中海、大西洋、北海、波罗的海已经非常发达。1485年，英国向意

大利派出了第一位领事。这一时期的领事通常在当地商人社区选举产生，主要解决商人与商人之间

的纠纷。16 世纪后，领事职务发生了根本变化。国家接管了派遣领事的权力，领事不再是从地方

的商人中选举产生，而是作为国家的代表，并开始享有特权和豁免。17 世纪时，由于各国开始盛

行常驻使团制度，领事制度在欧洲国家开始衰落。18 世纪，由于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领事制度

开始复兴。欧洲国家之间不仅缔结了有关领事的大量国际条约，还通过国内法的形式对领事官员的

权力和职能进行了规定。 

13.领事关系以及领馆的建立。 

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国与国领事关系之设立，以协议为之；除另有声明外，

两国同意建立外交关系亦即所谓建立领事关系。领馆须经接受国同意始得在该国境内设立；领馆之

设立地点、领馆类别及其辖区由派遣国定之，惟须经接受国同意；领馆之设立地点、领馆类别及其

辖区确定后，派遣国须经接受国同意始得变更之；在原设领馆所在地以外开设办事处作为该领馆之

一部分，亦须事先征得接受国之明示同意。 

14.领馆的职能、级别和人员。 

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5条的规定，领事的职务主要是：（1）于国际法许可之限度内，

在接受国内保护派遣国及其国民——个人与法人——之利益；（2）依本公约之规定，增进派遣国与

接受国间之商业、经济、文化及科学关系之发展，并在其他方面促进两国间之友好关系；（3）以一

切合法手段调查接受国内商业、经济、文化及科学活动之状况及发展情形，向派遣国政府具报，并

向关心人士提供资料；（4）向派遣国国民发给护照及旅行证件，并向拟赴派遣国旅行人士发给签证

或其他适当文件；（5）帮助及协助派遣国国民——个人与法人；（6）担任公证人，民事登记员及类

似之职司，并办理若干行政性质之事务，但以接受国法律规章无禁止之规定为限；（7）依接受国法

律规章在接受国境内之死亡继承事件中，保护派遣国国民——个人与法人——之利益；（8）在接受

国法律规章所规定之限度内，保护为派遣国国民之未成年人及其他无充分行为能力人之利益，尤以

须对彼等施以监护或托管之情形为然；（9）以不抵触接受国内施行之办法与程序为限，遇派遣国国

民因不在当地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于适当期间自行辩护其权利与利益时，在接受国法院及其他机关

之前担任其代表或为其安排适当之代表，俾依照接受国法律规章取得保全此等国民之权利与利益之

临时措施；（10）依现行国际协定之规定或于无此种国际协定时，以符合接受国法律规章之任何其

他方式，转送司法书状与司法以外文件或执行嘱托调查书或代派遣国法院调查证据之委托书；（11）

对具有派遣国国籍之船舶，在该国登记之航空机以及其航行人员，行使派遣国法律规章所规定之监

督及检查权；（12）对本条第（11）款所称之船舶与航空机及其航行人员给予协助，听取关于船舶

航程之陈述，查验船舶文书并加盖印章，于不妨害接受国当局权力之情形下调查航行期间发生之任

何事故及在派遣国法律规章许可范围内调解船长船员与水手间之任何争端；（13）执行派遣国责成

领馆办理而不为接受国法律规章所禁止、或不为接受国所反对、或派遣国与接受国间现行国际协定

所订明之其他职务。 

15.领事特权与豁免。 

（1） 领馆的特权与豁免。 

（一）领馆的便利、特权和豁免 

1、馆舍的取得。该公约第 28 条规定，接受国应给予领馆执行职务之充分便利；第 30 条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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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规定，接受国应便利派遣国依接受国法律规章在其境内置备领馆所需之馆舍，或协助领馆以其他

方法获得房舍；接受国遇必要时，并应协助领馆为其人员获得适当房舍。 

2、国旗和国徽的使用。该第 29条规定，派遣国有权依本条之规定在接受国内使用本国之国旗

与国徽；领馆所在之建筑物及其正门上 以及领馆馆长寓邸与在执行公务时乘用之交通工具上得悬

挂派遣国国旗并揭示国徽。 

3、领馆馆舍的不可侵犯。该公约第 31条第 1款规定，领馆馆舍于本条所规定之限度内不得侵

犯。第 31条第 2款规定，接受国官吏非经领馆馆长或其指定人员或派遣国使馆馆长同意，不得进

入领馆馆舍中专供领馆工作之用之部分。惟遇火灾或其他灾害须迅速采取保护行动时，得推定领馆

馆长已表示同意。第 31条第 3款规定，除第 31条第 2款另有规定外，接受国负有特殊责任，采取

一切适当步骤保护领馆馆舍免受侵入或损害，并防止任何扰乱领馆安宁或有损领馆尊严之情事。第

31 条第 4 款规定，领馆馆舍、馆舍设备以及领馆之财产与交通工具应免受为国防或公用目的而实

施之任何方式之征用。如为此等目的确有征用之必要时，应采取一切可能步骤以免领馆职务之执行

受有妨碍，并应向派遣国为迅速、充分及有效之赔偿。实践中，双边领事条约对领馆馆舍不可侵犯

方面还有双边的具体安排。总体来说，与使馆馆舍不可侵犯相比，领馆馆舍不可侵犯是有限度的。 

4、使馆馆舍免税。该公约第 32条规定，领馆馆舍及职业领馆馆长寓邸之以派遣国或代表派遣

国人员为所有权人或承租人者，概免缴纳国家、区域或地方性之一切捐税，但其为对供给特定服务

应纳之费者不在此列。 

5、领馆档案及文件不得侵犯。该公约第 33条规定，领馆档案及文件无论何时，亦不论位于何

处，均属不得侵犯。 

6、行动自由。该公约第 34条规定，除接受国为国家安全设定禁止或限制进入区域所订法律规

章另有规定外，接受国应确保所有领馆人员在其境内行动及旅行之自由。 

7、通讯自由。该公约第 35条第 1款规定，接受国应准许领馆为一切公务目的自由通讯，并予

保护，领馆与派遣国政府及无论何处之该国使馆及其他领馆通讯，得采用一切适当方法，包括外交

或领馆信差，外交或领馆邮袋及明密码电信在内。但领馆须经接受国许可，始得装置及使用无线电

发报机；领馆之来往公文不得侵犯。来往公文系指有关领馆及其职务之一切来往文件。 

8、与派遣国国民的通讯和联络。该公约第 36条规定，领事官员得自由与派遣国国民通讯及会

见。派遣国国民与派遣国领事官员通讯及会见应有同样自由。遇有领馆辖区内有派遣国国民受逮捕

或监禁或羁押候审、或受任何其他方式之拘禁之情事，经其本人请求时，接受国主管当局应迅即通

知派遣国领馆。受逮捕、监禁、羁押或拘禁之人致领馆之信件亦应由该当局迅予递交。该当局应将

本款规定之权利迅即告知当事人。领事官员有权探访受监禁、羁押或拘禁之派遣国国民，与之交谈

或通讯，并代聘其法律代表。领事官员并有权探访其辖区内依判决而受监禁、羁押或拘禁之派遣国

国民。但如受监禁、羁押或拘禁之国民明示反对为其采取行动时，领事官员应避免采取此种行动。 

（2） 领事的特权与豁免。 

1、人身自由在一定范围内不得侵犯。公约第 41条第 1款规定，领事官员不得予以逮捕候审或

羁押候审，但遇犯严重罪行之情形，依主管司法机关之裁判执行者不在此列。除有第 41条第 1款

所规定之情形外，对于领事官员不得施以监禁或对其人身自由加以任何其他方式之拘束，但为执行

有确定效力之司法裁决者不在此限。如对领事官员提起刑事诉讼，该员须到管辖机关出庭。惟进行

诉讼程序时，应顾及该员所任职位予以适当之尊重，除有本条第一项所规定之情形外，并应尽量避

免妨碍领事职务之执行。遇有本条第一项所称之情形，确有羁押领事官员之必要时，对该员提起诉

讼，应尽速办理。 

2、一定限度的管辖豁免。该公约第 43条第 1款规定，领事官员及领馆雇员对其为执行领事职

务而实施之行为不受接受国司法或行政机关之管辖。但是，下列民事诉讼可以管辖；（1）因领事官

员或领馆雇员并未明示或默示以派遣国代表身分而订契约所生之诉讼；（2）第三者因车辆船舶或航

空机在接受国内所造成之意外事故而要求损害赔偿之诉讼。  

3、管辖豁免的放弃。该公约第 45条规定，派遣国得就某一领馆人员放弃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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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辖豁免权、免于作证权中的任何一项特权。领事官员或领馆行政和技术人员如就本规定本可免受

管辖的事项，主动提起诉讼，即不得对其与本诉直接相关的反诉主张管辖豁免。除此之外，特权和

豁免的放弃都必须明示，并以数目通知接受国。民事或行政诉讼上管辖豁免的放弃，不得视为对司

法判决执行处分的豁免也默示放弃。执行豁免的放弃必须另行明示。 

4、一定限度的作证义务。该公约第 44条第 1款规定，领馆人员得被请在司法或行政程序中到

场作证；除本条第 3款所称之情形外领馆雇员或服务人员不得拒绝作证。如领事官员拒绝作证，不

得对其施行强制措施或处罚。第 44条第 2款规定，要求领事官员作证之机关应避免对其执行职务

有所妨碍。于可能情形下得在其寓所或领馆录取证言，或接受其书面陈述。第 44条第 3款规定，

领馆人员就其执行职务所涉事项，无担任作证或提供有关来往公文及文件之义务。领馆人员并有权

拒绝以鉴定人身分就派遣国之法律提出证言。 

5、免纳捐税、关税和免受查验。领事官员及领馆雇员以及与其构成同一户口之家属免纳一切

对人或对物课征之国家、区域或地方性捐税，但间接税、遗产说等不再此列。领馆服务人员由于其

服务而取得的薪金，免纳捐税。领事官员或其同户家属的私人用品，包括初到任时定居所用的物品，

免纳关税；但消费用品不得超过有关人员本人直接需要的数量。领事雇员初到任时运入的物品，免

纳关税。领事官员和其同户家属所携带的私人行李，免受查验；但在特殊情况下，接受国依据一定

程序可以查验。 

6、其他特权与豁免。免除接受国法律、规章对外侨登记和须办理居留证的义务；免予适用社

会保险办法和免除个人劳动及各种公共服务等义务。 

学习目标： 

1．了解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背景知识。 

2．掌握外交特权与豁免。 

知识单元 13：国际条约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国际条约法概述、条约的定义、类型、缔结、保留、条约的效力、适用、解释、无

效、终止、暂停施行 

1. 条约的定义 

（1）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 条中规定；“称‘条约’者，谓国家间书面协定，不

论其载于一项单独文书或两项以上相互有关之文书内，亦不论其特定名称为何。” 

（2）1986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公约》第 2条中规定：条约指

一个或更多国家和一个或更多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以书面缔结并受国际法支配的国际协

议，不论其载于一项单独的文书或两项或更多有关的文书内，也不论其特定的名称为何。 

2. 条约的构成要件 

（1）必须在国际法主体之间。 

（2）必须以国际法为准。 

（3）必须为国际法的主体创设权利和义务。 

（4）主要以书面形式为主，但不排除口头条约。 

（5）条约的名称不重要。 

条约的名称可能是：条约、公约、协定、盟约、宪章、议定书、联合公报、宣言、联合声明、

谅解备忘录、等等。 

3. 缔约能力和缔约权限的含义及其区分。 

（1）缔约能力的含义：国际法主体是否有能力签订条约的问题，国际法上的问题。 

每一国家皆有缔结条约之能力。（《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6条） 

（2）缔约权限： 

A. 含义：一国国内依据宪法对外有权签订条约的机构的权限，国内法上的问题。 

B. 全权证书：称‘全权证书’者，谓一国主管当局所颁发，指派一人或数人代表该国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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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定或认证条约约文，表示该国同意受条约拘束，或完成有关条约之任何其他行为之文件（《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第 2条） 

C. 无需出示全权证书的情形： 

下列人员由于所任职务毋须出具全权证书，视为代表其国家：  

（甲）国家元首，政府首长及外交部长，为实施关于缔结条约之一切行为；  

（乙）使馆馆长、为议定派遣国与驻在国间条约约文；  

（丙）国家派往国际会议或派驻国际组织或该国际组织一机关之代表，为议定在该会议，组织

或机关内议定之条约约文。（《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7条第 2款） 

D. 事后追认： 

关于缔结条约之行为系依第七条不能视为经授权为此事代表一国之人员所实施者，非经该国事

后确认，不发生法律效果。（《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8条） 

4.条约文本通过的方式。 

一、除依第二项之规定外，议定条约约文应以所有参加草拟约文国家之同意为之。  

二、国际会议议定条约之约文应以出席及参加表决国家三分之二多数之表决为之，但此等国家

以同样多数决定适用另一规则者不在此限。（《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9条） 

5. 表示承受条约约束的方式。 

（1） 签署： 

一、遇有下列情形之一，一国承受条约拘束之同意，以该国代表之签署表示之：  

（甲）条约规定签署有此效果；  

（乙）另经确定谈判国协议签署有此效果；或  

（丙）该国使签署有此效果之意思可见诸其代表所奉全权证书或已于谈判时有些表示。（《维

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12条） 

（2）以交换构成承受条约约束的情形。 

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国家同意承受由彼此间交换之文书构成之条约拘束，以此种交换表示之：  

（甲）文书规定此种交换有此效果；或  

（乙）另经确定此等国家协议文书之交换有此效果。（《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13条） 

（3）批准： 

遇有下列情形之一，一国承受条约拘束之同意，以批准表示之：  

（甲）条约规定以批准方式表示同意；  

（乙）另经确定谈判国协议需要批准；  

（丙）该国代表已对条约作须经批准之签署；或  

（丁）该国对条约作须经批准之签署之意思可见诸其代表所奉之全权证书，或已于谈判时有此

表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14条） 

（4）加入： 

遇有下列情形之一，一国承受条约拘束之同意以加入表示之：  

（甲）条约规定该国得以加入方式表示此种同意；  

（乙）另经确定谈判国协议该国得以加入方式表示此种同意；  

（丙）全体当事国嗣后协议该国得以加入方式表示此种同意。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15

条） 

6.条约的保留的定义。 

称‘保留’者，谓一国于签署，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条约时所做之片面声明，不论措辞或名称

如何，其目的在摒除或更改条约中若干规定对该国适用时之法律效果。（《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条） 

7.条约保留的国际法演变：从坚持条约完整性到奉行条约普遍性。 

8. 条约的保留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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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得于签署、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条约时，提具保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甲）该项保留为条约所禁止者；  

（乙）条约仅准许特定之保留而有关之保留不在其内者；或  

（丙）凡不属（甲）及（乙）两款所称之情形，该项保留与条约目的及宗旨不合者。（《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第 19条） 

9. 对保留的接受与反对。 

一、凡为条约明示准许之保留，无须其他缔约国事后予以接受，但条约规定须如此办理者，不

在此限。  

二、倘自谈判国之有限数目及条约之目的与宗旨，可见在全体当事国间适用全部条约为每一当

事国同意承受条约拘束之必要条件时，保留须经全体当事国接受。  

三、倘条约为国际组织之组织约章，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保留须经该组织主管机关接受。  

四、凡不属以上各项所称之情形，除条约另有规定外：  

（甲）保留经另一缔约国接受，就该另一缔约国而言，保留国即成为条约之当事国，但须条约

对各该国均已生效；  

（乙）保留经另一缔约国反对，则条约在反对国与保留国间并不因此而不生效力，但反对国确

切表示相反之意思者不在此限；  

（丙）表示一国同意承受条约拘束而附以保留之行为，一俟至少有另一缔约国接受保留，即发

生效力。  

五、就适用第二项与第四项而言，除条约另有规定外，倘一国在接获关于保留之通知后十二个

月期间届满时或至其表示同意承受条约拘束之日为止，两者中以较后之日期为准，迄未对保留提出

反对，此项保留即视为业经该国接受。（《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0条） 

10. 对保留的接受与反对的法律后果。 

一、依照第十九条、第二十条及第二十三条对另一当事国成立之保留：  

（甲）对保留国而言，其与该另一当事国之关系上照保留之范围修改保留所关涉之条约规定；

及  

（乙）对该另一当事国而言，其与保留国之关系上照同一范围修改此等规定。  

二、此项保留在条约其他当事国相互间不修改条约之规定。  

三、倘反对保留之国家未反对条约在其本国与保留国间生效，此项保留所关涉之规定在保留之

范围内于该两国间不适用之。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1条） 

11.条约的属时适用范围。 

除条约表示不同意思，或另经确定外，关于条约对一当事国生效之日以前所发生之任何行为或

事实或已不存在之任何情势，条约之规定不对该当事国发生拘束力。（《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8条） 

12.条约的属地适用范围。 

除条约表示不同意思，或另经确定外，条约对每一当事国之拘束力及于其全部领土。（《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第 29条） 

13.条约的冲突。 

一、以不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为限，就同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当事国之权利与义务应

依下列各项确定之。  

二、遇条约订明须不违反先订或后订条约或不得视为与先订或后订条约不合时，该先订或后订

条约之规定应居优先。  

三、遇先订条约全体当事国亦为后订条约当事国但不依第五十九条终止或停止施行先订条约

时，先订条约仅于其规定与后订条约规定相合之范围内适用之。  

四、遇后订条约之当事国不包括先订条约之全体当事国时：  

（甲）在同为两条约之当事国间，适用第三项之同一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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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在为两条约之当事国与仅为其中一条约之当事国间彼此之权利与义务依两国均为当事国

之条约定之。（《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0条） 

14.条约与第三国的关系。 

如条约当事国有意以条约之一项规定作为确立一项义务之方法，且该项义务经一第三国以书面

明示接受，则该第三国即因此项规定而负有义务。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5条） 

一、如条约当事国有意以条约之一项规定对一第三国或其所属一组国家或所有国家给予一项权

利，而该第三国对此表示同意，则该第三国即因此项规定而享有该项权利。该第三国倘无相反之表

示，应推定其表示同意，但条约另有规定者不在此限。  

二、依第一项行使权利之国家应遵守条约所规定或依照条约所确定之条件行使该项权利。 （《维

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6条） 

第三十四条至第三十七条之规定不妨碍条约所载规则成为对第三国有拘束力之公认国际法习

惯规则。（《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8条） 

15.条约的解释规则。 

一、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解释之。  

二、就解释条约而言，上下文除指连同弁言及附件在内之约文外，并应包括：  

（甲）全体当事国间因缔结条约所订与条约有关之任何协定；  

（乙）一个以上当事国因缔结条约所订并经其他当事国接受为条约有关文书之任何文书。  

三、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者尚有：  

（甲）当事国嗣后所订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  

（乙）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  

（丙）适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  

四、倘经确定当事国有此原意，条约用语应使其具有特殊意义。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条） 

为证实由适用第三十一条所得之意义起见，或遇依第三十一条作解释而：  

（甲）意义仍属不明或难解；或  

（乙）所获结果显属荒谬或不合理时，为确定其意义起见，得使用解释之补充资料，包括条约

之准备工作及缔约之情况在内。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2条） 

一、条约约文经以两种以上文字认证作准者，除依条约之规定或当事国之协议遇意义分歧时应

以某种约文为根据外，每种文字之约文应同一作准。  

二、以认证作准文字以外之他种文字作成之条约译本，仅于条约有此规定或当事国有此协议时，

始得视为作准约文。  

三、条约用语推定在各作准约文内意义相同。  

四、除依第一项应以某种约文为根据之情形外，倘比较作准约文后发现意义有差别而非适用第

三十一条及第三十二条所能消除时，应采用顾及条约目的及宗旨之最能调和各约文之意义。（《维

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3条） 

16.导致条约无效的理由。 

第 46条 国内法关于缔约权限之规定  

一、一国不得援引其同意承受条约拘束之表示为违反该国国内法关于缔约权限之一项规定之事

实以撤销其同意，但违反之情事显明且涉及其具有基本重要性之国内法之一项规则者，不在此限。  

二、违反情事倘由对此事依通常惯例并秉善意处理之任何国家客观视之为显然可见者，即系显

明违反。  

第 47条 关于表示一国同意权力之特定限制  

如代表表示一国同意承受某一条约拘束之权力附有特定限制，除非在其表示同意前已将此项限

制通知其他谈判国，该国不得援引该代表未遵守限制之事实以撤销其所表示之同意。  

第 48条 错误  



1741 

一、一国得援引条约内之错误以撤销其承受条约拘束之同意，但此项错误以关涉该国于缔结条

约时假定为存在且构成其同意承受条约拘束之必要根据之事实或情势者为限。  

二、如错误系由关系国家本身行为所助成，或如当时情况足以使该国知悉有错误之可能，第一

项不适用之。 

三、仅与条约约文用字有关之错误，不影响条约之效力，在此情形下，第七十九条适用之。 

第 49条 诈欺  

倘一国因另一谈判国之诈欺行为而缔结条约，该国得援引诈欺为理由撤销其承受条约拘束之同

意。  

第 50条 对一国代表之贿赂  

倘一国同意承受条约拘束之表示系经另一谈判国直接或间接贿赂其代表而取得，该国得援引贿

赂为理由撤销其承受条约拘束之同意。  

第 51条 对一国代表之强迫  

一国同意承受条约拘束之表示系以行为或威胁对其代表所施之强迫而取得者，应无法律效果。  

第 52条 以威胁或使用武力对一国施行强迫  

条约系违反联合国宪章所含国际法原则以威胁或使用武力而获缔结者无效。  

第 53条 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绝对法）抵触之条约  

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者无效。就适用本公约而言，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指

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益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

之规律。 

17.条约的效力终止和暂停施行 

第 54条 依条约规定或经当事国同意而终止或退出条约  

在下列情形下，得终止条约或一当事国得退出条约：  

（甲）依照条约之规定；或  

（乙）无论何时经全体当事国于谘商其他各缔约国后表示同意。  

第 55条 多边条约当事国减少至条约生效所必需之数目以下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多边条约并不仅因其他当事国数目减少至生效所必需之数目以下而终止。  

第 56条 废止或退出并无关于终止、废止或退出规定之条约  

一、条约如无关于其终止之规定，亦无关于废止或退出之规定，不得废止或退出，除非：  

（甲）经确定当事国原意为容许有废止或退出之可能；或  

（乙）由条约之性质可认为含有废止或退出之权利。  

二、当事国应将其依第一项废止或退出条约之意思至迟于十二个月以前通知之。  

第 57条 依条约规定或经当事国同意而停止施行条约  

在下列情形下，条约得对全体当事国或某一当事国停止施行：  

（甲）依照条约之规定；或  

（乙）无论何时经全体当事国于谘商其他各缔约国后表示同意。  

第 58条 多边条约仅经若干当事国协议而停止施行  

一、多边条约两个以上当事国得暂时并仅于彼此间缔结协定停止施行条约之规定，如  

（甲）条约内规定有此种停止之可能，或  

（乙）有关之停止非为条约所禁止，且：  

（一）不影响其他当事国享有条约上之权利或履行其义务；  

（二）非与条约之目的及宗旨不合。  

二、除属第一项（甲）款范围之情形条约另有规定者外，有关当事国应将其缔结协定之意思及

条约内所欲停止施行之规定通知其他当事国。  

第 59条 条约因缔结后订条约而默示终止或停止施行  

一、任何条约于其全体当事国就同一事项缔结后订条约，且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视为业已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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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甲）自后订条约可见或另经确定当事国之意思为此一事项应以该条约为准；或  

（乙）后订条约与前订条约之规定不合之程度使两者不可能同时适用。  

二、倘自后订条约可见或另经确定当事国有此意思，前订条约应仅视为停止施行。  

第 60条 条约因违约而终止或停止施行  

一、双边条约当事国一方有重大违约情事时，他方有权援引违约为理由终止该条约，或全部或

局部停止其施行。  

二、多边条约当事国之一有重大违约情事时：  

（甲）其他当事国有权以一致协议：  

（一）在各该国与违约国之关系上，或  

（二）在全体当事国之间，  

将条约全部或局部停止施行或终止该条约；  

（乙）特别受违约影响之当事国有权援引违约为理由在其本国与违约国之关系上将条约全部或

局部停止施行；  

（丙）如由于条约性质关系，遇一当事国对其规定有重大违反情事，致每一当事国继续履行条

约义务所处之地位因而根本改变，则违约国以外之任何当事国皆有权援引违约为理由将条约对其本

国全部或局部停止施行。  

三、就适用本条而言，重大违约系指：  

（甲）废弃条约，而此种废弃非本公约所准许者；或  

（乙）违反条约规定，而此项规定为达成条约目的或宗旨所必要者。  

四、在上各项不妨碍条约内适用于违约情事之任何规定。  

五、第一项至第三项不适用于各人道性质之条约内所载关于保护人身之各项规定，尤其关于禁

止对受此种条约保护之人采取任何方式之报复之规定。  

第 61条 发生意外不可能履行  

一、倘因实施条约所必不可少之标的物永久消失或毁坏以致不可能履行条约时，当事国得援引

不可能履行为理由终止或退出条约。如不可能履行系属暂时性质，仅得援引为停止施行条约之理由。  

二、倘条约不可能履行系一当事国违反条约义务或违反对条约任何其他当事国所负任何其他国

际义务之结果，该当事国不得援引不可能履行为理由终止、退出或停止施行条约。  

第 62条 情况之基本改变  

一、条约缔结时存在之情况发生基本改变而非当事国所预料者，不得援引为终止或退出条约之

理由，除非：  

（甲）此等情况之存在构成当事国同意承受条约拘束之必要根据；及  

（乙）该项改变之影响将根本变动依条约尚待履行之义务之范围。  

二、情况之基本改变不得援引为终止或退出条约之理由：  

（甲）倘该条约确定一边界；或  

（乙）倘情况之基本改变系援引此项理由之当事国违反条约义务或违反对条约任何其他当事国

所负任何其他国际义务之结果。  

三、倘根据以上各项，一当事国得援引情况之基本改变为终止或退出条约之理由，该国亦得援

引该项改变为停止施行条约之理由。  

第 63条 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  

条约当事国间断绝外交或领事关系不影响彼此间由条约确定之法律关系，但外交或领事关系之

存在为适用条约所必不可少者不在此限。  

第 64条 一般国际法新强制规律（绝对法）之产生 

遇有新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产生时，任何现有条约之与该项规律抵触者即成为无效而终止。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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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国际条约法的背景知识。 

2．掌握缔结条约的方式。 

3．了解条约的适用范围。 

4．掌握条约无效的理由。 

知识单元 14：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争端的定义 

国际争端是指国家之间或者国际法主体之间发生的关于法律或事实上观点的分歧或者是法律

上的见解或利益的矛盾和对立。 

2. 争端的类型。 

按照国际争端内容和性质，把国际争端分为法律的争端和事实的争端。所谓法律的争端是指以

国际法或某项国际条约或国际习惯规则为依据的利益冲突。例如，关于条约解释的争端。事实争端

是关于某个或某些事实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对待这些事实的争端。 

3. 传统国际法中关于争端解决的方法。 

（1） 强制方法。 

所谓强制性解决争端的方法就是一个国家为了使另外一个国家接受某种解决争端的方案，单方

面的采取某些强制措施。这些强制措施包括反报、报复、平时封锁、干涉和战争。 

（2） 非强制方法。 

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方法，包括政治方法（外交方法）和法律方法。 

4. 现代国际法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渊源。 

1、1899年《国际争端和平解决公约》。该公约在 1899年海牙第一次和平会议上通过，是具有

重要历史意义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文件。该公约规定，缔约各国应尽可能避免诉诸武力；如

果诉诸武力，在此之前如条件允许，应求助于斡旋等和平方法解决。特别重要的是，根据该公约的

规定建立了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机构——常设仲裁法院。 

2、1919 年《国际联盟盟约》。该盟约是建立国际联盟的组织文件，在该文件中包含了和平解

决国际争端的一些具体规定。例如，该盟约有条件地要求国际联盟的成员国承担避免战争的义务。

该盟约规定，国际联盟的成员国在发生争端后的三个月内“各缔约国，为增进国际间合作并保持其

和平起见，特允承受不从事战争之义务。”三个月届满争端仍未以和平方法解决，争端当事国则不

受该项义务的限制。换言之，在超出了该盟约规定的时间限制后，使用武力仍然是合法的。因此

1919 年《国际联盟盟约》中规定的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是不彻底的。应该特别指出的是，

该盟约也建立了一个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机构——国际常设法院。 

3、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这个公约也称为“白里安－凯洛格公约”，与前两个国际文件相

比，该公约比较彻底地规定了缔约国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义务，因为根据该公约国家的战争

被废弃。该公约规定，所有各国关系之改变，只可用和平方法来实现，这种结果只能是和平有秩序

的程序的结果。各缔约国承诺放弃战争权利，各国间的争端或冲突，不论性质如何，也不论因何发

端，永远不得用和平以外的方法解决。 

4、1945 年《联合国宪章》。该宪章是建立联合国的组织文件，但宪章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

这个范围。它规定的联合国组织及其会员国应当遵守的原则，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法基本原则。在这

些原则中包括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和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原则。该宪章第 2条第 3款规定：

“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及正义。”  

5. 政治方法的特征 

政治解决方法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解决方案完全由争端当事方自己决定。无论是争端当事双方自己解决还是由第三方介入，

解决的方案必须得到争端当事双方的一致同意。在有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第三方的意见或建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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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双方没有法律拘束力，是否接受由争端当事方自己决定。由争端当事方自己决定解决争端的方

案为国家留有充分的外交余地，这是政治方法的主要特点。 

2、对各种争端均可适用。只要争端当事双方一直选择了这种政治方法，它不仅可以解决政治

争端也可以解决法律和事实争端或任何混合性的争端。 

3、不影响争端当事方采取其他方法。在使用政治方法的同时或之后，争端当事方可以选择其

他方法解决争端。 

6. 谈判和协商。 

1、当事国之间直接进行交涉。谈判双方直接参加谈判过程，始终参加或掌握谈判或协商的过

程，不需要任何第三方的介入，完全是由双方互派代表进行的。 

2、适用于各种性质的国际争端。谈判与协商对任何性质的国际争端，包括政治性的、法律性

的和事实上的争端都是适用的。 

3、形式灵活。谈判与协商的方法在形式上完全由谈判双方自由决定，谈判国具有充分的回旋

余地。 

1. 调停和斡旋。 

斡旋与调停都是争端当事方由于直接进行谈判和协商不能解决争端，由第三方根据善意想尽一

切办法促成争端当事方和平解决争端的方法。斡旋的特点是不参与谈判，只是通过各种途径把争端

当事双方拉到谈判桌前让他们进行谈判和协商以便解决争端。一旦争端当事方同意开始谈判，斡旋

的任务即告完成。调停除了促进争端当事方进行谈判外，调停人还参与谈判并提出解决争端的意见

或建议，供争端当事方参考。无论斡旋还是调停，对争端当事方均没有法律拘束力。斡旋不能是强

迫的，调停提出的意见或建议也不能强加给任何争端当事方。 

2. 国际调查。 

调查是指争端当事双方对某些事实是否存在的问题发生了争端，双方同意由第三方通过一定方

式对所争议的事实进行调查，以便查明事实并最终解决两个国家关于事实的争端。调查集外交、法

律和技术等各种优势，进行调查的机构和程序都由争端当事方缔结条约作出具体规定。一般都是根

据相关的条约或协议建立调查委员会，由委员会负责对事实进行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调查报告仅

对事实作出客观描述，对解决争端不发表任何意见。调查报告对争端当事双方没有法律拘束力。 

3. 国际和解。 

所谓和解就是争端当事国通过条约或其它的形势商定把他们的争端提交一个由若干人组成的

和解委员会解决。由和解委员会对争端的事实进行调查和评价，向争端当事国澄清事实，并且在听

取争端当事国的意见之后做出促使他们达成协议的努力，然后提出解决争端的建议，最后委员会提

交一份和解报告。在报告中不仅包括事实调查的结果，还包括解决争端的建议。 

10.法律手段的特征 

与政治方法相比，法律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的特点是：第一，法律方法适用于国家之间可裁判性

国际争端，一般为法律或事实争端；第二，以法律规则为依据；第三，有相对固定的组织机构和程

序规则；第四，裁决或判决对争端当事方具有拘束力。 

11.国际仲裁。 

国际仲裁是指争端当事国一致同意将它们之间的争端交给有双方选任的仲裁人来做出裁判，并

且承诺服从其裁决的解决争端的方法。 

（一）仲裁协议 

将争端提交仲裁解决是争端当事方协议的结果，建立仲裁庭的法律依据是争端当事方之间的仲

裁协议。仲裁协议主要包括三种类型： 

1、仲裁条约。仲裁条约是争端当事方在争端尚未发生前订立的关于通过仲裁解决国际争端的

协议。这种协议可能称为仲裁条约、公约或专约。在仲裁条约当中，一般要规定仲裁所适用的法律、

仲裁所采取的程序、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等等。 

2、仲裁条款。所谓仲裁条款是指在现存的国际条约中包含的通过仲裁解决争端的条款。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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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各个领域的国际条约都有争端解决条款，其中包括仲裁条款。例如，1963 年《关于在航空

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第 24条第 1款规定：“如缔约国之间对本公约的解释或引用发

生争端而不能以谈判解决时，经其中一方的要求，应交付仲裁。”无论是仲裁条约还是仲裁条款，

都是争端当事国在他们之间发生争端以前就签订的在法律上对其具有拘束力条约或条约里的条款。 

3、专案仲裁协定。所谓专案仲裁协定是指国家之间发生争端之后，争端当事方通过谈判或者

其它政治方法不能解决的情况下，签订一个专门或特别的仲裁协定，同意把争端交付仲裁解决的协

定。 

（二）仲裁庭的建立和组成 

仲裁庭的建立在仲裁制度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也是能够体现仲裁特征的环节。如上所

述，仲裁庭根据争端当事国接受的仲裁协议而建立，仲裁庭的仲裁员一般是 3人或 5人。有时仲裁

庭也可能由一个仲裁员组成，该仲裁员称为“独任仲裁员”，但是不管由一个、三个者五个仲裁员

组成，仲裁庭的人数都必须是奇数。如果由三个人组成的仲裁庭，争端当事方都有权各自选择一个

仲裁员，而且争端方都可以在自己国家的国民中选用仲裁员。第三个仲裁员由当事国双方共同协商

选择一个第三国国民担任。如果是五个人组成的仲裁庭，可以由两种方式建立仲裁庭。第一种是由

每一个争端当事方都各自选任一个仲裁员，另外三个由争端当事方通过协商共同选派第三国的国民

来承担。另外一种方式是争端当事方各选两名仲裁员，然后第五名由选出来的仲裁员来共同选任一

个第三国的国民承担。 

仲裁庭一旦建立，除非有特殊情况，不得更换仲裁员。在仲裁的程序尚未开始之前，争端当事

方可以更换属于本国国民的仲裁员，如果仲裁程序己开始，就不得再更换仲裁员了。在特别特殊的

情况下，要在争端当事各方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够更换仲裁员。由于仲裁员是由争端当事方自由选

派建立起来的，并且他可以选派争端当事方属于本国国籍的仲裁员建立仲裁法庭。这就与通过国际

法院或国际法庭的司法解决有所不同。国际法院或者国际法庭都是事先己经建立起来的国际司法机

构，由相对独立的法官组成，不能由争端当事方选定的所有的法官。 

（三）仲裁程序 

仲裁庭一旦建立就要按照仲裁协议所确定的法律和程序来进行仲裁裁决。仲裁所适应的法律可

以是争端当事双方共同选择的国际法规则，也可以是“公允及善良”原则，还可以是争端当事国为

特定案件所规定的特定规定和原则。仲裁一般要根据争端当事国达成的仲裁协议中所规定程序进

行。如果仲裁协议没有对仲裁程序作出规定或者仲裁程序安排不够妥当，仲裁庭有权对仲裁程序做

出规定或者完善这些程序。仲裁程序分为辩护和审讯两个阶段。前者为书面形式；后者为口头形式。

在口头审讯程序中，双方均可派律师、代理人或辅佐人出庭，在首席仲裁员（或庭长）的指导下各

自阐明观点，分析证据。审讯应作出记录，由庭长、书记官或秘书签字后存档。在程序进行中可以

裁定采取临时保全措施。 

（四）仲裁裁决 

仲裁的裁决由仲裁庭通过秘密讨论的方式做出，通常是书面的。仲裁庭讨论由庭长主持，全体

仲裁员参加。仲裁裁决经多数票表决通过。在一方缺席的情况下，经他方请求也可以作出裁决。仲

裁裁决需要由仲裁庭庭长签字，并且需要注明裁决的具体时间。除仲裁协议另有规定外，仲裁裁决

应附有仲裁员的个别意见和反对意见。仲裁裁决属于终级裁判，一经正式宣布，通知当事国或者它

的代理人，就立即生效，并且不得上诉。 

（五） 常设国际仲裁法院 

常设国际仲裁法院是根据 1899年《海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第 20条至第 29条的规定建

立起来的，总部设在荷兰海牙。常设国际仲裁法院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便于将不能用政治或外交方法

解决的国际争端立即提交仲裁。常设国际仲裁法院在荷兰海牙有两个常设机构：一个是国际事务局，

另一个是行政理事会。国际事务局实际上是常设国际仲裁法院的秘书处，专门负责联系事项，保管

档案并且负责一切行政事务。常设行政理事会由缔约国常驻海牙的外交代表以及荷兰的外交大臣所

组成。荷兰外交大臣是常设行政理事会的主席。常设行政理事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常设国际仲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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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议事规则与其它必要的程序，指导和监督国际事务局的工作。常设国际仲裁法院没有设立由固

定的常任仲裁法官组成的仲裁法庭，仅有一份仲裁员的名单和一部可以采用的程序规则。常设国际

仲裁法院的仲裁员是由各个缔约国（1899 年《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的缔约国）遴选任命的若

干公认的精通国际法和道德名望出众的个人组成。为此，人们认为所谓的常设国际仲裁法院既不是

“常设”的，也不是“法院”。列入常设仲裁法院仲裁员名单的人选由由 1899年《和平解决国际争

端公约》的缔约国提出，每一个缔约国可以选派最多不超过 4名仲裁员，任期 6年并可连任，目前

大约有 300多个仲裁员。 

- 视频，常设仲裁法院介绍（见“相关素材”） 

12.国际诉讼 

（一） 定义。争端当事方或当事国把争端提交给一个事先己经成立的、由独立的法官组成的

国际法院或国际法庭，根据国际法对争端当事方做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判决，从而解决国际争端的

方法。 

（二） 特点。 

与国际仲裁相比，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国际争端对争端当事国没有那么大的任意性，归纳起来有

下述特点： 

1、国际法院或国际法庭是事先建立的固定司法机构，不是由争端当事方临时建立的或组成的； 

2、法院或法庭的法官是相对固定的，不取决于争端当事方的任意选择。 

3、 法院或法庭适用国际法，不是由争端当事方任意选择的法律。 

（三） 国际法院 

国际法院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于 1945年成立的联合国一个司法机关，《国际法院规约》

是《联合国宪章》的组成部分。国际法院同时又是一个独立的机构，依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法

院规约》和《国际法院规则》独立地解决国际争端。国际法院坐落在荷兰海牙，受理来自国家的案

件。 

1、法院的组成 

国际法院由 15 名法官组成，其中不能有两个法官具有同一个国籍，也就是说，不能同时有两

个法官来自同一个国家。国际法院的法官选举是通过联合国大会与安全理事会同时进行的。法官必

须同时在这两个机构都得到绝对多数的同意票，才能当选。国际法院法官的候选人，是由常设仲裁

法院仲裁员组成的各个国家的团体推荐的。能够作为候选人的人，必须是在国内具有最高司法职位

任命资格的人，或者是公认的国际法学家。法官还必须代表各大文化和主要法系，所以 15 名法官

还具有地理的分布。国际法院的法官任期 9年，每三年改选其中的三分之一，可以连选连任。国际

法院的法官是以个人身份任职的，不代表自己的国家或任何组织机构。国际法院的院长是由国际法

院的法官选举出来的，任期是 3年。如果争端当事国双方把一个案件提交到国际法院来解决，但是

在 15 名法官里有具有一方当事国国籍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另外的当事国就可以在本国选派一名

法官参加审理这个案件。这种由争端当事国临时选派参加特定案件的法官称为“专案法官”。专案

法官的资历应与国际法院的法官接近，在审理案件中与当选法官具有相同的权利。国际法院设有院

长和副院长，他们有法官从法官人选中选举产生，任期 3年，可在其法官任期中连选连任。此外，

国际法院还设有书记处，掌管法院的文书、档案和对外联系等事务。 

2、法院的诉讼管辖 

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分为诉讼管辖和咨询管辖两种。国际法院是解决国家之间国际争端的机构，

而且只有国家才能在国际法院作为原告和被告。国际组织或个人，或者由个人组成的团体，如非政

府组织都不能成为国际法院的当事方。 

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 36条的规定，国际法院对诉讼当事方提交的三类案件有管辖权： 

1）争端当事方在争端发生后，经双方协议自愿提交的案件，即所谓“自愿管辖”。 

2）《联合国宪章》或现行条约或协定所特定的一切案件，即所谓“协议管辖”。争端当事国在

争端发生之前参加的国际条约或协定中包含解决争端的条款，在该条款中规定如果发生争端，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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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应将争端提交到国际法院解决。依据这些条款，国际法院有权主张管辖。 

3）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 36条第 2款的管辖，即所谓“任意强制管辖”。第 36条第 2款规

定：“本规约各当事国得随时声明关于具有下列性质之一切法律争端，对于接受同样义务之任何其

他国家，承认法院之管辖为当然而具有强制性，不须另订特别协定。”这些法律争端包括：（子）条

约之解释。（丑）国际法之任何问题。（寅）任何事实之存在，如经确定即属违反国际义务者。（卯）

因违反国际义务而应予赔偿之性质及其范围。 

3、法院的诉讼程序 

1）起诉。当事国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或者向国际法院提交案件的方式，因当事国接受国际法

院管辖的不同方式而有所不同。如果是自愿管辖，应该由争端当事国向国际法院提交解决争端的特

别协议，特别协议的提交表示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如果是协议管辖或者任择性强制管辖，需要争

端当事国一方以提交申请书的方式向国际法院提交案件。在申请书当中要说明国际法院管辖的依

据，由法院来通知争端当事方的另外一方。 

2）书面程序。国际法院诉讼的程序分为书面程序和口头程序两种。书面程序是指在确定其管

辖权后，以命令的方式限争端当事国在一定期限内，向国际法院提出诉状和辩护状，并向法院提供

证据和一切可供佐证的资料。法院在初步审议上述文书后，在命令各方在限期内提出答辩状和复辩

状。 

3）口头程序。口头程序是指法院对当事国双方的证人、鉴定人、代理人、律师及辅助人进行

的询问。口头程序应该由国际法院的院长或副院长主持，并公开进行。 

4）特别程序。特别程序是指在正常程序中为解决特别问题而采取的程序，包括初步反对意见、

临时保全措施、参加、终止诉讼等。 

“初步反对意见”是指作为被告的当事国，在法院尚未开始审判之前对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反对

意见，及主张法院对相关案件没有管辖权。 

“临时保全措施”是在诉讼开始以后，法院有权在必要情况下为争端当事国指定保全措施，以

保障有关当事国的合法权益。 

“参加”或“共同诉讼”是指第三国参加诉讼。争端之外的第三方参认为相关案件的判决可能

会对其具有法律性质的重大利益产生影响，可以向法院请求参加诉讼。是否可以参加的决定由法院

作出。 

终止诉讼是指在法院作出最后判决之前，如果争端当事国联合或者单独以书面的形势通知国际

法院，它们己经就争端达成了协议，不在进行审理的时候，国际法院就可以终止诉讼。 

5）评议及宣判。法庭辩论结束之后，法官要退席进行讨论，讨论以秘密的形式进行，而且要

永远保密其内容。一切问题包括判决在内都应该由出庭的国际法院的法官以过半数票表决决定。如

果投票数目相等的话，法院的院长或代理院长有权投决定票。任何法官对于法院做出全部的或者部

分的判决有不同或反对意见时，他有权发表各别意见或者不同意见，法院的判决要在法院开庭宣读，

并且在宣读之前要通知争端当事国或者它的代理人。 

4、国际法院判决的效力及其执行。 

国际法院的判决是最后的终局判决，不得上诉。当事国如果对判决不服，可以请求国际法院作

出解释或者申请复核，法院应以判决形式作出决定。判决对于争端当事方具有确定的法律拘束力。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94 条规定，联合国的每一个会员国在其为当事国的任何案件中承诺遵守和执行

国际法院的判决。如果任何案件的一方当事国（包括联合国的非会员国）不履行国际法院的判决，

它方当事国可以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申诉，安理会在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就应该采取的办法作出建

议或决定以便执行国际法院的判决。 

5、法院的咨询管辖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96 条的规定，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对于任何法律问题可以请国际

法院发表咨询意见。联合的其他机关及各种专门机关，对于工作范围内的任何法律问题，可以随时

在联合国大会授权下请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国际法院规约》第 65条第 1款规定：“法院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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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法律问题如经任何团体由联合国宪章授权而请求或依照联合国宪章而请求时，得发表咨询意

见。”根据这些规定，在实践中有权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的机构除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

外，还有经联合国大会授权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和联合国专门机构等团体，国家和个

人，包括联合国秘书长，都无权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不具有法律拘束

力。 

学习目标： 

1．了解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多种手段。 

2．掌握国际法院的基础知识。 

知识单元 15：国际人道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际人道法的概念 

国际人道法是指那些专门旨在调整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直接引起的人道问题，并出于人

道原因，限制冲突各方使用作战方法和手段，以及保护那些受武装冲突影响的人员和物体而制定的

国际公约或习惯国际法等。 

2. 国际人道法的历史 

第一个真正的国际人道法意义上的条约是 1864年的《日内瓦公约》，即《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

者境遇的公约》，该公约旨在改善战地军队伤员的状况，并承认红十字会成员享有特别的保护和豁

免。1868 年，国际红十字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将对红字会成员的保护推广到海战。1864 年的这个日

内瓦公约在 1906年、1929年、1949年和 1977年得到多次的修正。 

3. 与其他国际法的关系 

（1） 与禁止威胁或使用武力方面的国际法的关系。 

禁止威胁或使用武力方面的国际法规定在《联合国宪章》中，国际人道法主要规定在日内瓦公

约等当中。前者是指诉诸武力是否合法的问题，后者是指在武装冲突爆发的情况下，哪些敌对行为

是否合法的问题，不考虑武装冲突发生本身是否合法。因此，是两个不同的国际法分支。 

（2） 与国际人权法的关系 

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是两个不同但互为补充的法律部门。它们都关注对个人生命、健康和

尊严的保护。国际人道法在武装冲突中适用而人权法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都适用，除了有些问题

是国际人道法特有的或者国际人权法特有的外，在有些问题方面，国际人道法是人权法的特别法。 

4. 适用对象 

（1） 属事适用 

A. 国际性武装冲突：经宣战的国际性武装冲突；未经宣战的事实上的国际性武装冲突；部分
或全部领土被占领的情形，即使没有遇到武装抵抗；行使民族自决权而行使的武力。 

B. 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1995 年 10 月 2 日，前南刑庭认为：“只要……在一国之内在政府当局和有组织的武装集团之

间或者这种集团彼此之间诉诸武力，就可以说存在武装冲突。”这是对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进行一般

定义。从这一表述可以看出，它已经突破了 1977年《第二附加议定书》所指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因为它把有组织的武装集团之间诉诸武力的情形也说成是非国际性武装冲突。1998 年《国际刑事

法院罗马规约》第 8条第 2款第 6项也规定，该规约第 8条第 2款第 5项规定的战争罪“适用于在

一国境内发生的武装冲突,如果政府当局与有组织武装集团之间,或这种集团相互之间长期进行武

装冲突。”在国际刑事法院（ICC）审理的“鲁班加”案的判决中，审判分庭指出，要判断非国际性

武装冲突的存在，首先需要判断是否存在有一定组织程度的武装集团是否存在，以及这样的集团是

否有能力计划和从事持久的军事行动。为此，可以考虑，但不限于以下因素：组织内部的等级；指

挥结构和规则；配备武器装备的程度；计划军事行动并付诸实施的能力；以及军事卷入的范围、严

重性和激烈程度等。无论如何，不需要有组织的武装集团对一国的部分领土行使控制权，也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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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负责的统帅。其次，考虑是否存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还需要考虑冲突的激烈程度。为此，可以

考虑，但不限于以下因素：攻击的严重性；潜在的升级情形；领土的波及面和时间的长短；动用政

府武装力量的数量程度；使用武器的程度；以及是否引起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关注，包括安理会是否

通过了有关决议等。 

（2） 属时适用 

绝大部分内容适用于武装冲突期间，极少数内容适用于平时。 

（3） 属地适用 

在国际性武装冲突情形下，适用于交战国全部领土，还适用于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等。在非国际

性武装冲突情形下，适用于该国全部领土。 

（4） 属人适用 

A. 应当遵守国际人道法的主体：国家、交战团体、叛乱团体、个人等。 

B. 受国际人道法保护的人员：伤者、病者、战俘、平民等。 

5. 对伤者、病者和渔船难者的保护 

“伤者”和“病者”是指由于创伤、疾病或其它肉体上或精神上失调或失去能力而需要医疗救

助或照顾而且不从事任何敌对行动的军人或平民。这些术语还包括产妇、新生婴儿和其它需要立即

予以医疗救助或照顾的，如弱者或孕妇，而且不从事任何敌对行动的人。 “遇船难者”是指由于

遭受不幸或所乘船舶或飞机遭受不幸而在海上或在其它水域内遇险而且不从事任何敌对行动的军

人或平民。这类人如果继续不从事任何敌对行动，在被营救期间，直至其依据各公约或本议定书取

得另外的身份时为止，应继续视为遇船难者。 

所有受伤或患病的武装部队人员或其他人员，在一切情况下，应受尊重与保护。 “尊重”是

指“饶恕，不得攻击”，而“保护”是指“提供防卫、帮助和支持”。因此，以任何方式攻击、杀

害、虐待或伤害伤者、病者或遇船难者都是禁止的，而且还要求对他们提供救援。尤其是，冲突之

一方，对于在其权力下之伤者、病者和遇船难者，应予以人道之待遇与照顾，不得基于性别、种族、

国籍、宗教、政治意见或其他类似标准而有所歧视。对其生命之任何危害或对其人身之暴行均应严

格禁止；尤其不得加以谋杀或消灭，施以酷刑或供生物学的实验；不得故意不给予医疗救助及照顾，

亦不得造成使其冒传染病危险之情况。 

6. 对战俘的保护 

1949 年日内瓦《第三公约》对战俘的类型作出非常广泛的规定。根据第 4 条第 1 款的规定，

战俘主要包括以下几类落入敌方权力之下的人员：（一）冲突之一方之武装部队人员及构成此种武

装部队一部之民兵与志愿部队人员；（二）冲突之一方所属之其它民兵及其它志愿部队人员，包括

有组织之抵抗运动人员之在其本国领土内外活动者，即使此项领土已被占领，但须此项民兵或志愿

部队，包括有组织之抵抗运动人员，合乎下列条件：1、有一为其部下负责之人统率；2、备有可从

远处识别之固定的特殊标志；3、公开携带武器；4、遵守战争法规及惯例进行战斗；（三）自称效

忠于未经拘留国承认之政府或当局之正规武装部队人员；（四）伴随武装部队而实际并非其成员之

人，如军用机上之文职工作人员、战地记者、供货商人、劳动队工人或武装部队福利工作人员，但

须彼等已获得其所伴随之武装部队的准许，该武装部队应为此目的发给彼等以与附件格式相似之身

份证；（五）冲突各方之商船队之船员，包括船长、驾驶员与见习生，以及民航机上之工作人员，

而依国际法之任何其它规定不能享受更优惠之待遇者；（六）未占领地之居民，当敌人迫近时，未

及组织成为正规部队，而立即自动拿起武器抵抗来侵军队者，但须彼等公开携带武器并尊重战争法

规及惯例。不过，《第一附加议定书》还排除了两类不属于战俘的人员，分别是间谍和外国雇佣兵。 

一旦被确定为是战俘，他们就享有一系列的权利，包括受到人道待遇，例如拘留的条件、住宿、

饮食和衣服、卫生与医药照顾、宗教、文化与体育活动、纪律、劳动、经济来源、与外界的关系、

以及基本的司法程序等。1949 年日内瓦《第三公约》还规定了战俘的直接遣返和释放等事项。如

果战俘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应直接遣返：1、不能医治之伤者及病者而其精神与体力似已严重减

损者；2、根据医生意见不像能在一年内复原之伤者及病者而其病况需要治疗且其精神与体力似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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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减损者；3、业已复原之伤者及病者，但其精神与体力似已严重的且永久的减损者。实际战事

停止后，战俘应即予释放并遣返，不得迟延。 

7. 对平民的保护 

（1）国际性武装冲突中：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并不是专门用来保护敌对行动过程中的

平民的，而是占领当局的行为的。第 4条规定了属于该公约保护的人员，即“在冲突或占领之场合，

于一定期间内及依不论何种方式，处于非其本国之冲突之一方或占领国手中之人”。处于手中是指

不仅身体上受到控制，包括所有处在被占领土上的人员。此外，根据前南刑庭的解释，国籍并不是

唯一一个考虑因素，还包括那些具有相同国籍、但无法受到同一国籍的国家保护的人员。第 27条

规定，被保护人之人身、荣誉、家庭权利、宗教信仰与仪式、风俗与习惯，在一切情形下均应予以

尊重。无论何时，被保护人均须受人道待遇，并应受保护，特别使其免受一切暴行，或暴行的威胁

及侮辱与公众好奇心的烦扰。《第四公约》的大多数条款都是关于被占领土上平民的待遇的，例如

占领当局不得把本国平民居民迁入被占领土，也不得把被占领土上的居民迁出被占领土，不得破坏

被占领土上平民的财产，除了例外情况下不得改变被占领土上的法律，不得征用被占领土上的自然

资源等。此外，占领当局还必须遵守国际人权公约的有关规定。当然，占领当局也有一定的权力，

其中包括对平民的拘谨权。《第四公约》规定了两类拘禁权。第一类是第 68条规定的因被保护的人

从事了损害占领国为目的的犯罪的拘禁权，即：被保护人犯有纯以损害占领国为目的之罪行，而此

项罪行并非企图杀害占领军或行政机关之人员之生命或肢体，亦不构成严重之集体危险，复未严重

损害占领军及行政机关之财产或其所使用之设备者，应处以拘禁或单纯监禁。第二类是第 78条规

定的纯粹出于迫切的安全理由的拘禁权，即：如占领国由于迫切的安全理由认为对被保护人需采取

安全措施时，至多得置之于指定居所或加以拘禁。无论出于上述何种理由的拘禁，被拘禁的人员均

享有一系列相同的待遇，包括衣服与食物、卫生与医药照顾、宗教、文化与体育活动、个人财产和

经济来源、管理和纪律、与外界的联系、刑事与纪律制裁、移送、死亡等事项。此外，占领国应在

其所拥有的手段的最大范围内，并在不加任何不利区别的条件下，还应保证向被占领领土的平民居

民，提供其生存所需的衣服、被褥、住宿所和其它用品以及宗教礼拜所必需的物体。冲突各方和缔

约每一方对提供的所有救济物资、设备和人员，应准许和便利其迅速和无阻碍地通过，即使这种救

助是以敌方平民居民为物件。一俟必须拘禁之理由不复存在时，拘留国应即将被拘禁人释放。战事

结束后，拘禁应予尽速终止。对于在冲突一方领土内之被拘禁人刑事程序正在进行中而其所犯行为

并非完全限于纪律性处罚范围内者，得予扣留至该项程序结束时止，并于情况需要时，直至刑罚终

了时止。 

（2）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除了 1949 年四个《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3 条的规定外，1977

年《第二附加议定书》也规定，除为有关平民的安全或迫切的军事理由所要求外，不应基于有关冲

突的理由下令平民居民迁移。如果必须进行迁移，则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平民居民能在满意

的住宿、卫生、健康、安全和营养的条件下被收留。对平民，不应基于有关冲突的理由而迫其离开

其本国领土。而且，在缔约一方领土内的救济团体，如红十字会（红新月会、红狮与太阳会）组织，

得提供服务，对武装冲突受难者执行其传统的职务。平民居民即使在其自己主动下，也得提供收集

和照顾伤者、病者和遇船难者的服务。如果平民居民由于缺少生存必需品，如粮食和医疗用品，而

遭受非常的困难，对该平民居民，应在有关缔约一方同意下，进行专门属于人道主义和公正性质而

不加任何不利区别的救济行动。 

8. 作战的基本原则 

（一）区分原则，即为了保证对平民居民和民用物体的尊重和保护，冲突各方无论何时均应在

平民居民和战斗员之间和在民用物体和军事目标之间加以区别，因此，冲突一方的军事行动仅应以

军事目标为对象。 

（二）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指作战方法和手段的运用应当与所追求的军事目标成比例，禁止

为了一个很小的军事目的而使用过分的攻击手段，以及引起过分伤害和不必要痛苦的作战方法和手

段。1977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即《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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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条第 2 款规定：禁止使用属于引起过分伤害和不必要痛苦性质的武器、投射体和物体及作战方

法。 

（三）攻击中预防措施原则。在进行军事行动时，应经常注意不损害平民居民、平民和民用物

体。对于攻击，应采取下列预防措施：（一）计划或决定攻击的人应：尽可能查明将予攻击的目标

既非平民也非民用物体，而且不受特殊保护，而是第 52 条的意义内的军事目标，并查明对该目标

的攻击不是《第一附加议定书》的规定所禁止的；2、在选择攻击手段和方法时，采取一切可能的

预防措施，以期避免，并无论如何，减少平民生命附带受损失、平民受伤害和民用物体受损害；3、

不决定发动任何可能附带使平民生命受损失、平民受伤害、民用物体受损害、或三种情形均有而且

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损害过分的攻击；（二）如果发现目标不是军事目标或是受特殊

保护的，或者发现攻击可能附带造成与预期的具体和直接军事利益相比为过分的平民生命受损失、

平民受伤害、民用物体受损害，或三种情形均有，该攻击应予取消或停止；（三）除为情况所不许

可外，应就可能影响平民居民的攻击发出有效的事先警告。 

9. 作战手段 

就作战方法而言，禁止使用旨在或可能对自然环境引起广泛、长期而严重损害的作战方法或手

段。禁止诉诸背信弃义行为以杀死、伤害或俘获敌人。以背弃敌人的信任为目的而诱取敌人的信任，

使敌人相信其有权享受或有义务给予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则所规定的保护的行为，应构成背

信弃义行为。背信弃义的行为包括：假装有在休战旗下谈判或投降的意图；假装因伤或因病而无能

力；假装具有平民、非战斗员的身份；和使用联合国或中立国家或其它非冲突各方的国家的记号、

标志或制服而假装享有被保护的地位。不过，诈术是不被禁止的。诈术是指旨在迷惑敌人或诱使敌

人作出轻率行为，但不违犯任何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则，而且由于并不诱取敌人在该法所规

定的保护方面的信任而不构成背信弃义行为的行为，例如使用伪装、假目标、假行动和假情报等。

禁止使平民陷于饥饿的作战方法。作为报复对平民居民的攻击，也是禁止的。 

10. 作战方法 

就作战手段而言，它主要是指对武器的使用。作为一项一般的原则，那些引起过分伤害和不必

要痛苦的性质的武器、投射体和物质的作战手段是禁止的。另外，根据《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36

条的规定，在研究、发展、取得或采用新的武器、作战手段或方法时，缔约一方有义务断定，在某

些或所有情况下，该新的武器、作战手段或方法的使用是否为本议定书或适用于该缔约一方的任何

其它国际法规则所禁止。除了上述一般性的原则外，武装冲突法中还存在相当数量的条约，专门禁

止或限制使用某种武器。第一个这样的条约是 1868年的《圣彼得堡宣言》，该条约规定，缔约国相

互保证，在它们之间发生战争时，它们的陆军和海军部队放弃使用任何轻于 400克的爆炸性弹丸或

是装有爆炸性或易燃物质的弹丸。1899 年《海牙第四公约》所附的第三宣言禁止使用在人体内易

于膨胀或变形的投射物，如外壳坚硬而未全部包住弹心或外壳上刻有裂纹的子弹，即“达姆弹”。

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所附的《陆战法规和惯例章程》第 23条第 1款禁止使用毒物或有毒武器。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以及

使用一切类似的液体、物体或器件，同时还禁止使用细菌作战方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

1972年，为了确保 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有效实施，彻底排除使用细菌（生物）剂和毒素作

为武器的可能性，应美国、苏联和英国等 12 国的请求，联大通过了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

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的公约，成为国际法中第一个禁止生产、发展和储存某种武器的条约。1980年，

联合国裁军会议在日内瓦通过了《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

规武器公约》（简称“《特定常规武器公约》”）及其三个议定书。其中，《第一议定书》，即《关于无

法检测的碎片的议定书》，禁止使用其主要作用是以碎片伤人且碎片在人体内无法用 X 射线检测的

任何武器。《第二议定书》，即《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水雷)、饵雷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及其《技

术附件》，对地雷(水雷)、饵雷等武器的使用作出限制。《第三议定书》即《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

器议定书》，对燃烧武器的使用作出了规定。1995 年，又通过了《第四议定书》，即《激光致盲武

器议定书》，禁止使用以致人眼永久性失明为作战目的的激光武器。1996 年，《第二议定书》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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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修订，进一步限制地雷的使用和转让，规定所有杀伤人员地雷须具有可探测性，所有遥布杀伤人

员地雷须具有自毁和自失能功能。1997 年，在联合国裁军会议框架之外，一些国家因不满修订后

的《第二议定书》，另外又起草通过了《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及销毁此

种武器的公约》（又称“《渥太华公约》”）。与限制地雷使用的经修订后的《第二议定书》不同，《渥

太华公约》要求缔约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用、发展、生产、获取、保留或转让杀伤人员地雷，

唯一例外是各国可为排雷培训目的，保留或转让少量杀伤人员地雷，而且，现存的所有杀伤人员地

雷将在公约生效后的四年内予以销毁，现有雷区在 10 年内清扫干净。2001 年，《特定常规武器公

约》第 1 条得到修正，把适用范围从原先的国际性武装冲突扩大到非国际性武装冲突。2008 年，

107 个国家又在联合国裁军会议框架之外，在爱尔兰都柏林通过了《禁止集束弹药公约》，该公约

要求缔约国在任何情况下，决不使用、发展、生产、获取、储存、保留或转让集束弹药。而且，协

助、鼓励或诱使任何人从事本公约禁止缔约国从事的任何活动也是被禁止的。除了上述禁止性规定

外，还要求拥有或受集束弹药影响的缔约国在特定领域采取行动：销毁库存、清除遗留集束弹药并

援助受害者。 

11. 武装冲突爆发前 

（1） 传播和培训 

1949年四个《日内瓦公约》以及 1977年两个《附加议定书》均规定，各缔约国在平时及战时

应在各该国尽量广泛传播这些公约及其议定书的约文，尤应在其军事，并如可能时在公民教育计划

中，包括这些公约和议定书的学习，使它们为全体人民，尤其武装战斗部队、医务人员及随军牧师

所周知。 

（2） 配备法律顾问 

缔约各方无论何时，以及冲突各方在武装冲突时，应保证于必要时有法律顾问，对各公约和本

议定书的适用以及就此问题发给武装部队的适当指示，向相当等级的军事指挥官提供意见。 

12. 武装冲突期间 

（1） 命令 

缔约各方和冲突各方有发出命令和指示的义务，保证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第一附加议定

书》的遵守，并应监督其执行。 

（2） 保护国制度 

所谓“保护国”，是指经冲突一方提名和敌方接受并同意行使各公约和本议定书所赋予保护国

的职务的中立国家或其它非冲突一方的国家。这一制度首次规定在 1929年《日内瓦公约》，随后在

1949年四个《日内瓦公约》中对其任务作出了规定，即保护国的责任是为了维护冲突各国的利益，

而 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则对保护国的任命程序作出了详细规定。 

13. 武装冲突结束后 

（1） 国际实况调查委员会 

缔约各方在签字、批准或加入本议定书时可声明，在对接受同样义务的任何缔约他方的关系上，

当然承认调委会有本条所授权的调查他方提出的主张的职权，而无须订立特别协定。该委员会由十

五名道德高尚和公认公正的委员组成，以个人身份履职。委员会具有下列职权：第一，对被控为从

事严重破坏各公约或本议定书规定的行为或其它严重违反各公约或本议定书的行为的任何事实进

行调查；第二，通过调委会的斡旋，促使恢复对各公约和本议定书的尊重的态度。在其它场合下，

调委会仅应在有关他方同意下，进行冲突一方所请求的调查。 

（2） 国家责任 

一国若违反武装冲突法，应承担国家责任，其中最主要的责任形式就是赔偿。1907 年《海牙

第四公约》第 3条规定，违反该章程规定的交战一方在需要时应负责赔偿。该方应对自己军队的组

成人员做出的一切行为负责。1977年《第一附加议定书》第 91条也同样规定，违反各公约或本议

定书规定的冲突一方，按情况所需，应负赔偿的责任。该方应对组成其武装部队的人员所从事的一

切行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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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人刑事责任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其中一类罪行就是战争罪，规定在《罗马规约》第 8条，共有两类：一类

是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战争罪，包括严重破坏 1949年四个《日内瓦公约》的行为，以及严重违反

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武装冲突法的其他行为（共 26项）：还有一类是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的战

争罪，包括严重违反 1949年四个《日内瓦公约》共同第 3条的行为，以及严重违反适用于非国际

性武装冲突的武装冲突法的其他行为（共 12项）。由于有些行为在国际性武装冲突中被规定为了战

争罪，而在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则不是，因此在 2010 年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举行的国际刑事法院缔

约国首次审查会议上，对《罗马规约》第 8条进行了修正，把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使用毒物或有毒武

器、使用窒息性、有毒或其他气体、以及所有类似的液体、物质或器件、使用在人体内易于膨胀或

变扁的子弹、例如外壳坚硬、而不包裹弹芯或外壳经切穿的子弹行为也规定为战争罪。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人道法的背景知识。 

2．掌握对伤者、病者、战俘、平民的保护以及受禁止的作战手段和方法。 

知识单元 16：国家责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家责任的定义。 

2．国家责任的构成要件。 

（1）行为的国际不法性。 

（2）行为的归因性。 

3.  国家责任的免除事由。 

（1）同意。 

（2）自卫。 

（3）对抗措施。 

（4）不可抗力。 

（5）危难。 

（6）危急情况。 

4.  国家责任的形式。 

（1）继续履行义务。 

（2）停止和不重复。 

（3）赔偿。 

（4）恢复原状。 

（5）补偿。 

（6）抵偿。 

（7）道歉。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家责任的定义。 

2．掌握国家责任的构成要件、免除事由以及形式。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国际法概论（一） 3 国际法的定义、名称、类型、性质、特点、效力依据、主体 

2 国际法概论（二） 3 国际法的渊源、编纂、与国内法的关系、基本原则 

3 国际法上的国家 3 
国家的定义、构成、形式、对新国家的承认、对新政府的承

认、国家的基本权利、国家继承、国家豁免 

4 国家领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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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际法上的个人 3  

6 国际海洋法（一） 3 
概论、内水、领海、毗连区、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群岛

水域、岛屿 

7 国际海洋法（二） 3 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国际海底区域、争端的解决 

8 国际空间法 3  

9 国际环境法 3  

10 国际人权法 3  

11 国际组织法 3  

12 外交和领事关系法 3  

13 国际条约法 3 
国际条约法概述、条约的定义、类型、缔结、保留、条约

的效力、适用、解释、无效、终止、暂停施行 

14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3  

15 国际人道法 3  

16 国家责任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学生可后续学习《国际法案例课》、《国际法研讨课》、以及其他众多国际法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国际法的渊源、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国家领土的取得与变更、外国人的地位、引渡制度、国际海洋法、联合国、外交特权与豁免、国际

条约法、国际法院。 

难点：国际法的渊源的确定、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与例外、国家的基本权利、国际海洋法、外交

特权与豁免、国际条约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课堂讲授。 

2.案例研习。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研读教材，并做练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期中练习占 30%，期末考试占 50％。 

7、作业要求： 

根据授课的实际情况，随即布置。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Peter Malanczuk, Akhurst’s Modern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Law, 8
th
 ed., 

Routhledge, 2008. 

（二）推荐参考书 

1. Malcolm N. Shaw, International Law, 6
th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 马呈元等编著《国际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10月 第四版  

执笔：朱利江  审稿：国际公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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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私法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课程号：3030200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国际私法的起源和发展；2、掌握冲突规范在适用外国法问题上

的作用；3、将国际私法作为国内法，思考其在调整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中的意义。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国际私法的起源、理论与立法学习，使学生掌握国际私法首先表现为国

内法，该法律的意义是选择哪国法律来调整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从历史分析和比较研究的角度，

掌握冲突规范及连结点的发展趋势，掌握现代国际私法理论，掌握前沿立法技巧，并就中国目前立

法与实践展开思考。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第一章  国际私法概述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的目的在于使学生从概貌上了解国际私法，对国际私法的调整

对象、调整方法以及国际私法的渊源、基本原则等基本问题有所把握。本章的内容涉及国际私法的

基础性问题，要求学生必须认真学习、充分理解。 

学时分配: 3课时 

第一节  国际私法的调整对象 

 一、国际民事关系的概念与特征 

（一）国际民事关系的概念 

国际民事关系，又称涉外民事关系，是指具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或商事关系。国际民事关系涉外

性的本质是与外国法产生实质性的联系。 

（二）国际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 

1、这种民事关系都具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涉外因素，或称外国成分，具体表现为：（1）法律

关系的主体的一方或双方是外国的自然人、法人、无国籍人或者外国国家，或者一方是住所、惯常

居所或营业所在国外的自然人、法人；（2）法律关系的客体具有涉外因素，如标的物位于外国、标

的物属于外国人所有或标的物需要在外国实施或完成；（3）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的事实发

生在外国等。 

2、这种民事关系是广义上的民事法律关系。 

3、这种民事关系多数具有国际性。 

（三）我国现行立法与司法实践对国际民事关系的界定 

《法律适用法》没有对涉外民事关系作出明确界定。最高人民法院 2012 年公布的适用《法律

适用法》的《司法解释（一）》对涉外民事关系的界定在内容与范围上有所拓展。 

二、国际私法中的法律冲突 

（一）法律冲突的概念 

法律冲突（Conflict of  Laws ）亦称“法律抵触”，是指在国际民事关系中，由于其涉外因

素导致有关国家或地域的法律在适用上的抵触与矛盾。 

（二）法律冲突产生的原因 

1、国家间存在正常的民商事交往； 

2、与国际民事关系有联系的几个国家的法律就相同问题规定不同； 

3、受案法院所属国在一定条件下承认外国法的域外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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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民事关系的调整方法 

（一）冲突法调整 

即用冲突规范指引某一法律关系应适用的准据法。 

（二）实体法调整 

实体法调整，又称直接调整，即指定统一实体规范，直接规定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统一实体

规范是指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中用来确定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规范。 

在国际私法实践中，为保护国家与社会利益，一国将其制定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规范直接适用

于涉外民事关系的调整，无需经过冲突规范的援引，这种调整方法即“直接适用的法”调整。我国

2010年通过的《法律适用法》第 4条的规定即采用此种调整方法。 

（三）冲突法调整与实体法调整方法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国际私法的范围与体系 

一、国际私法的范围 

国际私法的范围既是指调整对象的范围，也是指国际私法规范的组成范围，两者是一致的。国

际私法的范围应包括以下三类问题： 

（一）外国人的民事法律地位问题 

（二）国际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 

（三）对国际民事关系中当事人的民事权利的司法保护问题 

二、国际私法的规范组成 

国际私法由四种规范组成：1、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规范；2、冲突规范；3、统一实体规范；4、

国际民事诉讼和国际商事仲裁程序规范。 

三、国际私法的体系 

国际私法的体系包括立法和理论体系两种。国际私法的理论体系是指国际私法学者基于对国际

私法的认识所建立的学说体系。国际私法的理论体系呈多元化的趋势，理论上主要有两种观点: 即

仅包含冲突法的“小国际私法”和包含程序法、冲突法、统一实体法和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在内的

“大国际私法”。 

第三节  国际私法的渊源 

一、国内立法 

国内立法是国际私法渊源的最早表现形式，也是迄今为止最主的渊源之一。这些法律在内容上

可以包括：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规范、冲突规范以及国际民事诉讼和国际商事仲裁程序规范。 

国际私法的上述规范在国内立法中的表现方式有三种：第一，散见式； 第二，专编专章式；

第三，法典式，即以单行法规的形式，专门规定国际私法规范。《法律适用法》的通过表明我国采

用专门单行立法方式规范国际民商事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国内判例 

1、英美法系国家都是以判例法为主要法源的国家。在这些国家成文法是零散的，是判例法(Case  

Law ) 的补充。如英国的 《法律冲突法》,美国的 《冲突法重述》（Restatement  of Conflict of 

Laws）。 

2、在大陆法系国家，虽然是以“成文法”制定法为主要法派，但是判例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3、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判例不是法源，当然也不是国际私法的渊源。 

三、国际条约 

有关国际私法条约有四类：1、统一冲突法条约；2、规定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规范；3、统一

实体法公约；4、国际民事诉讼与仲裁程序方面的国际条约 

四、国际惯例 

国际惯例是在国际交往中，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逐步形成、具有确定内容、为世人所共知的

行为规则。国际私法方面的国际惯例有两种：（1）依据国际法原则，各国所共认的，具有法律效力

的强制性规范，如“外国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豁免原则”，“公共秩序保留原则”等。（2）任意性的

国际惯例。 

第四节  国际私法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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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主权独立原则 

二、平等互利原则 

三、保护弱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 

四、维护和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发展的原则 

第五节  国际私法学 

一、国际私法学的含义及名称 

国际私法学是法学的一个学科。它是以国际私法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的任务在于研究国

际私法的理论与实践，以完善国际私法的立法和指导国际私法在实践中的运用。从国际私法学的发

展史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名称：1、法则区别说( Theory of Statutes )；2、法律冲突论（Conflict 

of Laws）；３、私国际法（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4、国际私法（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 

二、国际私法的性质 

争论的中心是：国际私法是属于国际法性质，还是国内法性质。对此问题的争论，学者们有两

种不同的意见，形成了两大学派： 

（一）国内法学派 

国内法学派，亦称“民族主义学派”。认为国际私法属于国内法性质，是国内法中的一个部门。 

（二）国际法学派 

国际法学派，亦称“世界主义学派”。认为，国际私法属于国际法性质，它是国际法的一部分. 

（三）二元论者或综合论者 

我们认为，国际私法既有国际法性质的一面，又有国内法性质的一面。国际私法具有二元性质。 

三、国际私法学的定义 

国际私法是以涉外民事关系为调整对象，以确定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为前提，以解决法律适用

为核心，以司法保护为目的，包括规定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规范、冲突规范、统一实体规范和国际

民事诉讼程序和国际商事仲裁程序在内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理解国际民事法律关系的特征？ 

2、法律冲突及其产生原因是什么？ 

3、如何理解国际惯例在国际私法中的地位？ 

4、国际条约在国际民商事关系中如何适用？ 

拓展阅读书目： 

1、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 

2、黄进主编：《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3、李双元主编：《国际私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4、肖永平：《国际私法原理》，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 

5、刘想树：《国际私法基本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6、徐东根著：《国际私法趋势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二章   国际私法发展史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国际私法发展史包括学说史和立法史。国际私法的立法早于学说，

可以追溯到巴比伦时期的汉莫拉比法典。国际私法立法的繁荣时期在 19世纪末，20世纪获得了长

足发展。国际私法学说源于 12-14世纪意大利注释法学派，之后，发达国家的学者孜孜以求力图从

理论上说明为什么一国要适用外国法。国际私法理论博大精深，对国际私法立法起了指导作用。本

章要求学生掌握国际私法主要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历史地位，掌握国际私法立法及其发展，了解国际

私法理论和立法的相互影响。 

分配课时:6课时 

第一节  国际私法学说史 

一、意大利法则区别说（the Doctrine of Sta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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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生背景：12世纪，意大利成为东西方交汇的贸易中心，意大利与外国，意大利各城邦之

间商业交往逐渐频繁。商业交往过程中，产生了外国法律与意大利法律、各城邦法律之间的冲突。

12-14世纪意大利的法律冲突，表现为罗马法（普通法）与城邦法之间、城邦法与城邦法之间的冲

突。罗马法（普通法）与城邦法之间的冲突，依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适用城邦法；城邦法与

城邦法之间的冲突，需要探索解决方法，这为法则区别说的产生提供了基础。 

2、代表人物 : 巴托鲁斯 （Bartolus  1314-1357）代表作：《法律冲突论》。 

3、内容:巴托鲁斯以朴素的自然法思想为指导，以实证的方法对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

了深入地研究，创造性地发展了前期注释法学派和后期注释法学派的国际私法理论，建构了独具特

色的理论体系。法则区别说将法则分为人法和物法，人法具有域外效力，物法只在域内有效。巴托

鲁斯的冲突法思想博大精深，其冲突法理论不仅涉及契约、侵权、遗嘱、物权等民事领域，还涉及

刑事领域的法律冲突，涉及刑事审判程序法、实体法适用、刑事判决域外执行范畴，内容广泛，在

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 14世纪能整合出如此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是难能可贵的。 

4、意义：（1）是国际私法最早的学说，标志着国际私法理论的产生；（2）突破了封建的绝对

属地主义，提出了法的域内效力与域外效力问题，找出了解决法律冲突的方法；（3）该学说所创立

的某些冲突原则对以后国际私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仍为世界各国所采纳。 

二、法国的法则区别说 

法国的杜摩兰和达让特莱继承并丰富了意大利的法则区别说，将其推向新的阶段。 

1、杜摩兰（Charles  Dumoulin  1500-1566），代表作：《巴黎习惯法评述》。 

杜摩兰赞成将法律分成“人法”和“物法”，主张扩大“人法”的适用范围。同时，还提出了

“意思自治”理论，该理论现已经发展为法律适用原则。 

2、达让特莱（D’Argentre   1519-1590），代表作：《布列塔尼习惯法释义》。 

达让特莱强调法律严格的属地性，认为一切习惯法原则上都是属地的，仅在立法者境内有效，

适用属人法只是一种例外。其理论是属地主义的回归。 

三、国际礼让说（the Doctrine of International Comity） 

1、代表人物：荷兰学者尤利克 胡伯（Ulrik Huber，1636-1694） 

2、内容：胡伯的国际礼让说主要表现于他所提出的著名的三项原则中：1、每个主权国家的法

律在境内发生效力并约束其所有臣民，但无域外效力；2、凡在其境内居住的人，无论是长期的或

临时的，都应视为其臣民；3、主权国家对于另一国家已在其本国有效实施的法律，出于礼让，应

保持其在境内的效力，只要这样做不损害自己国家及臣民的权益。 

3、意义：把适用外国法的理论放在国家主权关系和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考虑，解决了当时维护

国家主权与适用外国法之间的矛盾与现实问题，对国际私法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四、法律关系本座说（Seat Theory） 

1、代表人物：德国学者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Carlvon Savigny，1779—1861），代

表作：《现代罗马法体系（第 8卷）》。 

2、内容：每一种法律关系在逻辑上和性质上必然与某一特定的法律制度相联系，每一法律关

系都有一个确定的“本座”，即一个在性质上必须归属的法域。法院进行法律选择时，应根据法律

关系的性质确定法律关系的本座所在地，而该本座所在地的法律就是该法律关系所应适用的法律。

对各种特定的涉外民事关系适用其“本座”（seat）所在地的法律，且除个别的例外情况，不应拘

泥于其为外国的法律。 

3、意义：（1）在国际私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奠定了近代国际私法的基础；（2）在国

际私法方法论上实现了根本的变革。强调分析法律关系的性质，促进了欧洲国际私法成文立法的发

展。 

五、既得权说（the Doctrine of Vested Rights）  

1、代表人物： 戴西（Dicey  1835-1922），代表作：《法律冲突论》。 

2、内容：英国法院从不执行外国法，如果说有时执行外国法，那么所执行的不是外国法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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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依据外国法取得的权利。为了保障法律关系的稳定，对于依外国法有效设定的权利，也应该坚

决加以维护。 

戴西的这一学说，显然是为了调和适用外国法和国家主权原则之间的矛盾而设想出来的，但结

果是使他自己陷入了更大矛盾。许多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国政府既然负有通过它的法院承认

并执行依外国法律取得的权利的义务，实际上就负有适用外国法的义务，因为保护某一权利，无非

就是承认赋予该权利的外国法的域外效力。作为法律上的权利一旦脱离了创设它的法律，权利将不

复存在。 

3、意义：戴西的既得权学说尽管存在矛盾，但在国际私法发展史上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它

不仅在英国获得成功，而且还越洋传到美国，为美国学术界全面接受，对美国的司法实践产生了很

大影响。  

六、本地法说（the Doctrine of Local Law） 

1、代表人物 ： 库克（Cook  1873-1943），代表作《冲突法的逻辑与法律基础》 。 

2、内容：（1）法院只适用本地法即法院地法，不适用外国法；（2）在某些情况下，法院可以

考虑外国法，但只能是将外国法规范并入自己的法律规范予以适用。法院执行的是本地法创设的权

利，而不是外国法创设的权利。 

3、意义：库克从现实主义出发，重点考察法官解决法律冲突的实际做法，通过对实践的总结

而寻求理论上突破的做法值得借鉴。库克成功地批判了传统国际私法理论，特别是既得权说，为美

国现代国际私法理论的形成铺平了道路。库克本地法说起到的破坏性的作用远大于取得建设性的成

就。  

七、结果选择说（Result Selecting Principles） 

1、代表人物 ：卡弗斯（Cavers）， 代表作：《法律选择问题评论》、《法律选择程序》。 

2、内容：（1）以“结果选择”代替“管辖权选择”，主张法律适用的以达到结果公正为目标；

（2）揭示了法律冲突实质上存在“真实冲突”（一个以上的州存在利益）与“虚假冲突”（一个

州存在利益），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解决法律冲突的方法。 

3、意义：（1）揭示了法律的真实冲突与虚假冲突，这是前人所未发现的；（2）追求结果公正，

提出了法律选择的优先原则，为法官进行法律选择提供了指导。缺陷在于何谓结果公正，没有统一

的标准，此外，缺乏可操作性，为法官办案增加了难度。 

八、政府利益分析说（the Doctrine of Governmental Interests Analysis） 

1、代表人物：柯里（Currie，1912-1965），代表作：《冲突法论文选集》。 

2、内容：在每个州的法律背后都隐含着这个州的政府利益，而这种利益是通过适用其法律来

实现的。因此，冲突法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就在于如何调和或解决不同州之间的利益冲突。当两个或

两个以上州的法律发生冲突时，就必须了解和分析法律背后的政策和精神，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何州

利益应当让位。在这一过程中，法院应适用普通的法律解释程序。 

3、意义：揭示了法律冲突实质上是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分析法律背后的利益和政策决

定应适用的法律已被美国部分司法判例所接受。缺陷：全部抛弃传统的冲突原则，过分强调法院地

法的作用，势必造成对国际私法的全面否定。 

九、最密切联系说 

1、代表人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私法教授威利斯·里斯（Willis Reese）,他在《第二次

冲突法重述》中对其理论进行了全面阐述。 

2、内容：存在法律冲突的案件应当适用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那个州的法律。该理论吸收了

凯弗斯的结果选择说、柯里的政府利益分析说中的某些思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传统国际私

法中的某些法律选择方法，体现了新国际私法理论对传统国际私法理论的发展，以及二者之间的兼

容。 

3、意义：最密切联系说作为一种国际私法理论可以追溯到萨维尼的法律关系本座说。在上述

学说、观点的影响下，美国的司法判决中开始逐步出现重力中心或最强联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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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际私法立法史 

一、国际私法的国内立法史     

国际私法国内立法的起始，我国学者争议很大。 

1.传统观点认为，国际私法的国内立法起始于 13 世纪意大利的法则区别说，国际私法的起始

形式是“学说法”。 

2.国际私法的国内立法起始于公元 7世纪中叶，中国唐代《永徽律》等立法中就有了冲突规范

的成文法规定。中国有冲突规范的成文法规定时，西方国际私法还处于“法理学与学科的国际私

法”的阶段，亦即仅表现为一种学说的或学理的形态。18 世纪下半叶以后，西方才开始进入“立

法的国际私法”阶段。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历史早于西方国际私法的成文法立法历史 1000 多年。

西方国家国际私法的国内立法起始于古希腊。  

二、国际私法的国际立法史 

（一）国际私法的统一化 

国际私法的统一化是指国际组织、区域性国际组织统一国际私法规范，包括统一冲突规范、法

院管辖权规范和关于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规范等法律规范的活动。 

国际私法统一化在概念上存在三种颇具差异的理解：第一种观点认为国际私法的统一化是各国

国际私法中冲突规范的统一，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国际私法的统一仅是冲突法范围内的各种规范的

统一，不包括各国实体规范的统一。第二种观点认为国际私法的统一化仅指各国民商法等实体规范

的统一，不包括各国国际私法中冲突规范的统一。第三种观点认为国际私法已从传统的冲突法发展

为既包括原有的冲突法规范，也含有国际经济交往所必需的实体规范在内的一个法律部门，因此，

国际私法统一的概念除了包括各国冲突规范的统一外，还应包括对各国民商法的统一。
 
 

（二）国际私法统一化在立法上的表现 

1、各国制定的国际私法规范正趋向于一致;  

2、区域性国际私法条约的制定;  

3、多边国际私法公约;  

4、21世纪国际私法统一化的发展。 

（三）实现国际私法统一化的国际组织及其成就 

19 世纪末，出现了一些统一国际私法规范的国际组织。其中，最有影响的当首推海牙国际私

法会议(Hague Conferenc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由以下机构组

成： 1、大会(Plenary Sessions)。大会以普通外交会议的方式进行，原则上每 4年召开 1次，必

要时可召开特别会议。  2、指导机构(Directing Organs)。指导机构是荷兰编纂国际私法常设政

府委员会(the Netherlands Standing Government Committee for Codification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职责是为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常设机构提供指导，确保大会正常工作。 3、秘

书处(Secretariat)。秘书处亦称常设局(the Permanent Bureau)，是 1955年在海牙设立的一个常

设机构。  

一些区域性的国际组织也缔结了一些条约，为国际私法的统一化做了许多工作。如利马会议、 

蒙得维利亚会议、哈瓦那会议、 美洲国家组织国际私法会议等，挪威、瑞典、丹麦、芬兰、冰岛

5国 1931年制定了《关于婚姻、收养和监护的公约》、1933年《关于管辖权与执行判决的公约》、

1934年《关于赡养费的公约》、1934年《关于破产的公约》和 1935年《关于继承的公约》；欧共体

制定了 1968 年《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公约》、1968 年《关于互相承认公司和法人

团体的公约》、1980 年《关于合同义务的法律适用公约》、2008 年通过《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条

例》、2007 年通过《关于非合同义务法律适用条例》、2010 年颁布《关于在离婚和司法别居法律适

用领域加强合作的条例》等。 

第三节  我国国际私法的历史 

一、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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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关于我国国际私法立法的起始时间有两种观点：（1）国际私法起源于“诸

化外人”的规定；（2）国际私法起源于汉朝的“刘细君案”。  

2、清朝末期，1918年出台《法律适用条例》。 

3、1953年，台湾地区在《法律适用条例》基础上制订《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4、1986年通过《民法通则》第八章对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做出规定。 

5、《继承法》、《合同法》、《海商法》、《民用航空法》、《票据法》等法律中有关于涉外民事关系

法律适用的规定；《民事诉讼法》、《仲裁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中对国际民事诉讼与仲裁作

出规定。 

6、2010年通过《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二、我国国际私法理论发展 

1、新中国成立之前：对于我国国际私法学产生的时间，国际私法学界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

我国唐朝《永徽律》“诸化外人”的规定是世界上较早的冲突规范的规定，《唐律疏议》对这条规

定作了解释，此解释可以理解为是我国国际私法学说的起源。 

有学者认为，我国国际私法理论和学说是舶来品，为清末西学东渐过程中移植于英国。1895

年，江南制造局出版了英国人费利摩巴德著、英国人傅兰雅译、钱国祥校的《各国交涉便法论》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n Comity》一书为我国国际私法理论和学说的起源。 

清末民初到新中国建立之前这段历史时期，我国国际私法学从无到有、从简到繁逐步建立起来，

研究国际私法的学者日益增多，出版的国际私法书籍不仅数量不断增加，而且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

出现了一批很有造诣的国际私法学家。 

2、新中国成立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国际私法的理论以前苏联法律和法学理论为模式

建立。从 1978 年至今，我国国际私法理论研究工作在配合立法和涉外司法实践方面成就卓著，国

际私法研究进入繁荣时期。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会等国际私法学术机构蓬勃发展。 

我国国际私法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历史发展过程。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的推进，市场

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将加快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衔接，加快我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

场的接轨，从而必然会推进我国国际私法与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的衔接，使我国的国际私法与国际

社会的普遍实践保持同步发展的态势。  

复习与思考题： 

1.法则区别说的内容是什么？ 

2.法律关系本座说的内容是什么？ 

3.最密切联系原则对法律关系本座说有哪些发展？ 

4.简述国际私法立法史。 

5.简述国际私法学说史。 

6.简述我国国际私法立法史。 

7.简述我国国际私法学说史。 

8、国际私法的统一化表现在哪些方面？ 

9、传统国际私法理论和现代国际私法理论的异同。 

拓展阅读书目 

1、赵相林主编：《中国国际私法立法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2、黄进：《宏观国际法学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3、黄进、姜茹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释义与分析》，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2、齐湘泉著：《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原理与精要》，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3、韩德培 韩健著：《美国国际私法(冲突法)导论》，法律出版社 1994年版。 

4、亨利·巴蒂福尔、保罗·拉加德著，陈洪武等译，《国际私法总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

司 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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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丁•沃尔夫著 李浩培 汤宗舜译：《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 1988年版。 

6、[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7、黄进、何其生、肖凯编，《国际私法：案例与资料（中、英文）》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8、李双元 欧福永 熊之才编: ：《国际私法教学参考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9、邓正来：《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法律出版社 1987年版。 

10、肖永平：《法理学视野下的冲突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年版。 

11、陈卫佐：《比较国际私法》，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12、宋晓：《当代国际私法的实体取向》，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13、杜涛：《国际私法的现代化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14、齐湘泉著：《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总论》，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15、刘铁铮 陈荣传著：《国际私法论》，三民书局 1996年版。 

第三章  国际私法主体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国际私法的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国家及国际组织。本章重点在

于掌握与自然人、法人有关的属人法连接点——国籍和住所，并在此基础上掌握国籍冲突、住所冲

突的解决。本章学习的技巧在于能将属人法与属人法连接点以及民事能力法律适用、婚姻家庭法律

适用等章节联系起来。有关国家及国际组织方面的公约、原则可以联系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的相

关知识学习。 

课时分配：3课时 

第一节  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 

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是指外国人在内国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法律状态，是外国人在

内国从事民事活动的前提条件。 

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通常是以外国人待遇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具体包括国民待遇、最惠国待

遇等。 

一、国民待遇 

国民待遇是指一国给予外国人（主要是自然人和法人）的民事法律地位不低于本国人的民事法

律地位，即给予外国人与本国人同等的待遇。 

二、最惠国待遇 

最惠国待遇是指一国依据条约的规定给予另一缔约国的待遇不低于该缔约国已经给予或将要

给予任何第三国的待遇。 

三、优惠待遇 

优惠待遇是指某国给予另一国或其公民和法人以特定优惠的待遇。 

四、普遍优惠待遇 

普遍优惠待遇制度简称普惠制，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单方面给予

减免进口关税的普遍的、非歧视的和非互惠的优惠待遇制度。 

第二节  自然人 

一、自然人的国籍 

国际私法研究国籍的意义在于：第一，判断内外国人的标准，判断民商事法律关系涉外性的标

志；第二，属人法的连接点之一。 

现代社会，自然人国籍并非唯一。存在国籍的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两种情形，国籍积极冲突是

指一个人同时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国籍；国籍消极冲突是指一个人不具有任何国家的国籍。 

国籍积极冲突的解决：1.一个人同时具有内国国籍和外国国籍时，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是按照“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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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籍优先原则”，以内国法为当事人的本国法；2.当事人的双重或多重国籍均为外国国籍时，用

以下做法确定国籍：第一，最后取得的国籍优先；第二，当事人住所或惯常居所所在地国国籍优先；

第三，与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国籍优先。 

国籍消极冲突的解决：各国立法及实践所采取的解决办法基本一致，一般主张以当事人住所所

在地国的法律为其本国法，当事人无住所或住所不能确定时，以其居所所在地国法为其本国法。 

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于国籍的积极冲突，规定适用有经

常居所的国籍国法律；在所在国籍国均无经常居所的，适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籍国法律；对于

国籍的消极冲突，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律。 

二、自然人的住所 

住所也是属人法的一个重要连接点。 

自然人的住所因为各国立法对住所概念、住所分类和住所的取得、变更及放弃等问题的规定不

同而产生冲突，也存在住所的积极冲突和住所的消极冲突。 

住所积极冲突的解决，大体与解决国籍积极冲突的原则相似：自然人既有内国住所又有外国住

所时，内国住所优先；自然人住所均在外国时，以最后取得的住所优先，或者以其居所或与当事人

有最密切联系的那个国家的住所优先。 

住所消极冲突的解决，主要有两种办法：一是以居所或惯常居所代替住所；二是以当事人曾存

在过的最后住所为住所，如无最后住所，则以居所或惯常居所代替住所。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主要采用经常居所地法这一系属，规定自然人经常居所地不

明确的，适用其现在居所地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将自然人的经常居所

地界定为：自然人在涉外民事关系产生或者变更、终止时已经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且作为其生活中心

的地方，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的自然人的经常居所地，但就医、劳务

派遣、公务等情形除外。 

第三节  法人 

一、法人的国籍 

确定法人国籍的标准： 

1.资本控制说：又称成员国籍主义。 

2.法人成立地说：又称登记地说或成立地主义。 

3.法人住所地说：又称法人管理中心地说。 

4.法人营业中心所在地说：       

5.准据法说： 

6.复合标准说。 

二、法人的住所 

法人住所的确定，有以下不同主张： 

1.主事务所所在地说，或称管理中心所在地说。 

2.营业中心所在地说。 

3.章程规定说。 

三、外国法人的认许 

外国法人的认许也称外国法人的认可，即对外国法人以法律人格者在内国从事民事活动的认

可，它是外国法人进入内国从事民事活动的前提。 

各国对外国法人认许方式通常有以下几种：特别认许制、一般认许制、相互认许制、分别认许

制。 

四、我国关于法人国籍、住所以及外国法人认许的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司法解释规定外国法人以其注册登记地国家的法律为其本国法，也就是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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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国法人国籍的确定，采取注册登记地国说。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法人的住所是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法人属人法的连接点是登记地，法人的主营业地是法人

的经常居所地，登记地与主营业地不一致时，主营业地法可以优先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将法

人的设立登记地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规定的法人的登记地。 

第四节  国家 

一、国家及其财产豁免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指一个国家及其财产未经该国明确同意，不得在另一国家的法院起诉，其

财产不得被另一国家法院扣押或用于强制执行。具体内容包括：司法管辖豁免、诉讼程序豁免和强

制执行豁免。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理论主要有两种：绝对豁免论和限制豁免论。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尚未生效，中国目前仅是签署了该公约。 

二、我国关于国家及其财产豁免的实践 

我国第一部关于国家财产豁免的专门立法是《外国中央银行财产司法强制措施豁免法》，其目

的是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此外，还需要关注最高人民法院 2007 年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受理涉及特权与豁免的民事案

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确立了一种报告制度。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自然人的国籍冲突？国际上通常的解决方法是什么？我国如何解决自然人的国籍冲

突？ 

2、中国关于自然人住所的认定标准是怎样的？如何解决住所的冲突？ 

3、法人国籍的确定有哪些理论？中国怎样确定法人的国籍？ 

4、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制度的内容是哪些？什么是限制豁免？ 

拓展阅读书目： 

1、赵相林主编：《中国国际私法立法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2、李双元主编：《中国与国际私法统一化进程》，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3、马丁•沃尔夫著：《国际私法》，李浩培、汤宗舜译，法律出版社 1988年版； 

4、赵相林著：《国际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立法原理》，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6年版； 

5、黄进、姜茹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释义与分析》，法律出版

社 2011年版。 

第四章  冲突规范与准据法 

本章学习目的和基本要求：冲突规范是国际私法的核心规范，也是解决法律冲突的主要规范，

是以后学习法律适用章节的基础。通过本章的学习，达到正确理解冲突规范的目的。要求学生透彻

理解冲突规范的结构、类型、系属公式及其连结点的内含和发展。准据法的确定是冲突规范运用的

结果，所以在本章的学习中，学生要初步掌握冲突规范的运用步骤和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的途径。 

课时分配：3课时。 

第一节 冲突规范概述 

一、冲突规范的概念、特点 

（一）冲突规范的概念 

冲突规范（conflict rules），又称法律适用规范、法律选择规范，它是指出某种涉外民事关

系应该适用何国法律来调整的规范。它是国际私法最早的一种规范形式，也是核心规则，并曾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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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际私法的唯一规范形式。冲突规范本身并不直接规定涉外民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具体权利和义

务，而只是指明应该适用哪一国法律来确定这种权利和义务。 

（二）冲突规范的特点 

1、冲突规范是法律适用规范。 

2、冲突规范是一种间接规范. 

3、冲突规范是一种特殊的规范。 

（三）冲突规范的性质 

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冲突规范既不是实体规范，也不是程序规范，而是一种对涉外民事

法律关系起间接调整作用的特殊的法律适用规范。这就是冲突规范的性质。 

二、冲突规范的结构 

冲突规范在结构上则由“范围”和“系属”两个部分组成。“范围”是指冲突规范所要调整的

民事关系或要处理的法律问题；“系属”则是调整这一民事关系或处理该法律问题所应适用的法律。 

三、冲突规范的类型 

1、单边冲突规范：  

2、双边冲突规范：提供一个以某种标志（即连结点）为导向的法律适用原则。 

3、选择型冲突规范：（1）无条件的选择型冲突规范。（2）有条件的选择型冲突规范。 

4、重叠型冲突规范：系属指明必须同时适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法律。 

四、冲突规范的发展趋势 

目前，冲突规范呈现出以下的发展趋势： 

1、冲突规范的软化处理。（1）自治性、开放型法律选择方式的运用；（2）增加连结点的数量，

以增加选择法律的灵活性。 

2、采用“分割法”，以提高法律适用的灵活性。 

3、三类冲突规范的普遍采用，包括（1）选择性冲突规则的应用；（2）重叠性冲突规则的应用；

（3）保护性冲规范的应用。 

第二节   系属公式 

系属公式是对部分双边冲突规范中的系属进行抽象化、公式化的结果。 

冲突规范的发展成果可以通过系属公式考查；系属中的连结点是国际私法的发展焦点；连结点

可以分类为客观连结点、主观连结点、静态连结点、动态连结点、事实连结点、法律连结点等。常

见的系属公式有以下这些： 

一、属人法 

这是指以当事人的国籍、住所或居所作为连结点的系属公式，主要用于解决有关人的能力、身

份、婚姻家庭和财产继承等方面的法律冲突问题。属人法在传统上有两种不同的原则：一种是本国

法原则，即以当事人的国籍作为其属人法的连结点；另一种是住所地法原则，即以当事人的住所地

作为其属人法的连结点。 

二、物之所在地法 

常用于解决所有权与其他物权关系方面的法律冲突问题。 

三、行为地法 

源于“场所支配行为”这一古老的习惯法原则，起初主要用于确定行为方式的有效性，后来也

用来解决行为内容方面的法律冲突。 

四、法院地法 

主要用于解决涉外民事诉讼程序方面的问题，在某些场合下也用来解决实体法方面的法律冲突

问题。 

五、旗国法 

主要用于解决船舶或飞行器在运输途中发生的一些法律纠纷中的法律冲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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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 

用于解决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但近年来这一系属公式在侵权、继承等领域也被采用。 

七、最密切联系地法律 

指与涉外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是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一个系属公

式，在合同领域采用比较多，一些国家还把它用于侵权行为和家庭关系等方面。 

第三节  准据法及其确定 

一、准据法的概念、特点 

准据法是国际私法特有的一个法律概念，它是指按照冲突规范的指引而援用来确定涉外民事关

系当事人具体权利义务的特定实体法。可见，系属是冲突规范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准据法是

独立于冲突规范之外的具体法律，不可将二者等同起来。 

准据法的两个特点：1、准据法是能够确定当事人具体权利义务关系的实体法。2、准据法是按

照冲突规范的指定所援用的法律。 

二、准据法的确定 

（一）区际法律冲突及其解决 

一个国家依照不同的地区分成不同的法域，不同法域的法律制度之间发生的法律冲突，称之为

区际法律冲突。国际上主要的解决方法有三：（1）直接以法院地冲突规范的连结点确定准据法。（2）

按多法域国家的区际私法确定准据法。（3）法院地国家的冲突规范中专门针对多法域国家的法律适

用规则，规定以其哪一个法域的法律作为准据法。 

（二）人际法律冲突及其解决 

人际法律冲突是指在同一个国家中适用于不同民族、种族、宗教、部落的民事法律之间在效力

上的冲突。这些冲突主要存在于有关人的身份、婚姻家庭和财产继承等方面，其解决的途径与区际

冲突相类似。 

（三）时际法律冲突 

时际法律冲突是指准据法所属国存在新旧法交替，在新法与旧法之间存在的冲突。 

（四）先决问题 

先决问题是指涉外民事案件（即主要问题）的处理所必须首先要加以解决的其他问题。典型案

例是布伦特伍德婚姻登记员案。三个主要特点：（1）是解决主要问题的前提。（2）是一个独立的问

题，需要运用冲突规范单独确定其准据法。（3）先决问题的存在有一定的条件。 

构成先决问题的条件是：①按照法院地的冲突规则，主要问题的准据法是外国法；②该先决问

题相对独立于主要问题，可以作为一项单独的争议向法院提出，并且有针对它的冲突规范可以适用；

③依准据法所属国针对先决问题的冲突规范所应适用的法律，与依法院地针对先决问题的冲突规范

所应适用的法律不同，由二者得出的判决结果将完全相反。 

先决问题准据法的确定：理论上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认为应以主要问题的准据法所属

国的冲突规范确定先决问题的准据法。另一种主张则认为先决问题的准据法应依法院地的冲突规范

来确定。 

复习与思考题： 

1、举例说明冲突规范的四种类型，每一种类型的特点和作用如何？ 

2、什么是系属公式？常见系属公式有哪些？ 

3、什么是冲突规范中的连结点？在法律选择中连结点的作用如何？ 

4、什么是准据法？准据法在确定中需要解决哪些问题？为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英］J.H.C莫里斯：《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李双元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年版。 

2、莫里斯：《法律冲突法》（中译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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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相林、杜新丽等著：《国际民商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立法原理》，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6年出

版。 

4、肖永平著：《国际私法原理》，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5、陈卫佐:《瑞士国际私法法典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8 年版； 

6、梅仲协:《国际私法新论》,三民书局 1980 年版； 

7、李浩培，《李浩培文选》，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第五章  冲突规范的运用 

本章学习目的与基本要求：冲突规范在适用的过程中，形成了几种制度，其目的在于限制或排

除外国法的适用，包括识别、反致、公共秩序保留、法律规避、外国法的查明。对于这些制度的学

习，首先正确理解概念及其构成的要件，形成的原因和背景；其次结合中国立法与实践，考查某制

度在运用时的利与弊。 

课时分配：6课时。 

第一节  识别 

一、识别的概念 

国际私法上的识别是指依据一定的法律观念，对有关的事实构成作出“定性”或“分类”，将

其归入一定的法律范畴，并对有关的冲突规范所使用的法律名词进行解释，从而确定应适用哪一冲

突规范去援引准据法的认识过程。 

二、识别冲突及其产生原因 

识别冲突是指法院在处理涉外民事争议时，由于各国法律对同一“事实构成”作出不同的分类，

或对冲突规范的范围中同一法律概念赋予不同的内涵，采用不同国家的法律观念进行识别就会适用

不同的冲突规范，最终导致适用不同准据法的结果。所以，对于法院地国家而言，识别冲突就是依

内国法识别和依有关外国法识别之间的冲突。 

识别冲突的产生主要基于下列原因：①对于同一事实，不同国家的法律赋予它不同的法律性质，

从而导致适用不同的冲突规范；②不同国家对同一问题规定的冲突规范具有不同的含义；③不同国

家的法律把具有相同内容的法律问题划分到不同的法律部门；④不同国家有时有不同的法律概念或

独特的法律概念。 

三、识别的依据 

（一）法院地法说 

（二）准据法说 

（三）分析法说和比较法说 

（四）个案识别说 

（五）二级识别说 

第二节   反致 

一、反致的概念 

反致(renvoi)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一般讲的反致是广义的反致，是一个总括性的概念，包括狭

义的反致（remission）、转致(transmission)、间接反致（indirect remission）和外国法院说

（foreign court theory）等。 

（一）直接反致（狭义的反致） 

是指对某一涉外民事关系的调整，甲国法院按照其本国的冲突规范，应适用乙国法律，而乙国

的冲突规范规定，应适用甲国的法律，结果甲国法院按此规定，最后适用了甲国的实体法。 

（二）转致 

指对某一涉外民事关系的调整，甲国法院按照其本国的冲突规范，应该适用乙国的法律，而乙



1768 

国的冲突规范规定应适用丙国的法律，最后甲国法院适用了丙国实体法作为准据法。 

（三）间接反致 

指对某一涉外民事关系的调整，甲国法院根据本国冲突规范应适用乙国法，乙国的冲突规范规

定应该适用丙国法，而丙国的冲突规范又规定应该适用甲国法，甲国法院最后适用了甲国实体法。 

（四）双重反致 

也称为外国法院理论，该学说是英国冲突法中的一项特有的制度，它是指英国法官在处理特定

范围的涉外民事案件时，如果依英国的冲突规范应适用某一外国法，英国法官应“设身处地”地将

自己视为在外国审判，再依该外国对反致所报的态度，决定最后所应适用的法律。 

二、反致的产生及原因  

著名的国际私法反致案例——福果案。反致制度基于以下两个原因而产生：第一、客观方面的

原因，即法院地国与有关国家对同一民商事法律关系或民商事法律问题的法律适用作出了不同的规

定或不同的解释。第二、主观方面的原因，即法院把其冲突规范指向适用的外国法理解为该国的实

体法和冲突法都包括在内，并且只适用其中的冲突法。 

三、关于反致的理论争议 

理论界围绕着是否应采用反致制度这一问题，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大派，即赞成派与反对派。

双方争论的共同焦点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从扩大本国法的适用范围角度；从尊重国家主权角度；

从保证判决结果一致性的角度；从实体规范与冲突规范的关系角度；关于逻辑矛盾问题等。 

四、反致的立法与实践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9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不包括该国的

法律适用法。 

第三节  外国法内容的确定 

一、外国法内容的确定问题及其产生原因   

外国法内容的确定，又称外国法的查明，是指一国法院审理涉外民事案件时，根据本国冲突规

范指定应适用的外国法时，如何查明该外国法的存在和内容。 

二、外国法的查明方法 

实践中各国对于外国法的查明方法也不一致，主要有以下四种：①把外国法看作事实，必须由

当事人主张和证明；②把外国法看作事实，原则上由当事人负责举证，但法官也可直接认定；③把

外国法看作法律，由法官依职权查明；④基本上把外国法视为法律，原则上由法官负责查明，必要

时也可要求当事人予以协助。 

三、无法查明外国法的解决办法 

各国在实践中有以下解决方法：①以法院地法取代应该适用的外国法；②适用同本应适用的外

国法相近似或类似的法律；③适用一般法理；④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抗辩。 

四、外国法适用错误的救济 

（一）适用内国冲突规范的错误 

适用内国冲突规范的错误.对于这一类错误，一般都认为和违反内国的其他法律具有相同的性

质，并允许当事人依法上诉，以纠正这种错误。 

（二）适用外国法本身的错误 

也就是是否允许当事人提起上诉来纠正错误。 

五、我国关于外国法内容确定的规定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10条规定：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外国法律，由人民法院、

仲裁机构或者行政机关查明。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不能查明外国法律

或者该国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规定人民法院通过

由当事人提供、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效的国际条约规定的途径、中外法律专家提供等合理途径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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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获得外国法律的，可以认定为不能查明外国法律。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10 条第 1

款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提供外国法律，其在人民法院指定的合理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未提供该外国法

律的，可以认定为不能查明外国法律。 

第四节  公共秩序保留 

一、公共秩序保留的概念与作用   

公共秩序保留 (reservation of public order)在英美法中称“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

在大陆法中称“公共秩序”、“保留条款”、或者“排除条款”。其是指一国法院依据自己的冲突规范

本应适用外国法时,因其适用会与法院地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道德的基本

观念相抵触而排除其适用的一种制度。 

二、公共秩序的立法模式 

1、间接限制外国法适用的立法模式。 

2、直接限制外国法适用的立法模式。 

3、合并限制外国法适用的立法模式。 

需要注意地是：公共秩序制度是各国承认和采用的国际私法制度，其作用在于排除和限制外国

法的适用；公共秩序是一个富于弹性的条款，何谓公共秩序，由各国根据其不同时期的政策和利益

来解释；公共秩序制度不能滥用，否则会构成对国际私法的否定。 

三、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标准 

主要有两种主张：主观说、客观说。 

四、公共秩序保留的运用 

注意与几个概念的混淆：国家主权相抵触、外国公法的排除、强制性规范等。 

五、我国关于公共秩序保留的规定 

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其第 8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第 150条规定:“依

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这项规定

表明：（1）我国采取了直接限制的立法方式，适用起来比较灵活；（2）对于确定违反公共秩序的实

际标准，我国采取了 “客观说”。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5条也规定：外国法律的适用将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

公共利益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第五节  法律规避 

一、法律规避的概念与构成条件 

（一）概念 

法律规避（evasion of law），是指在涉外民事领域，当事人为利用某一冲突规范，故意制造

出一种连结因素，以避开本应适用的准据法，使对其有利的另一国法律得以适用的行为。1878 年

法国最高法院审理的鲍富莱蒙婚姻案。 

（二）法律规避的构成要件 

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应具备以下四个要件：①从主观上讲，当事人规避某种法律必须是出

于故意；②从行为表现上讲，当事人规避法律是通过有意改变或制造某种连接点来实现的；③从规

避的对象上讲，当事人规避的法律是本应适用的强行性或禁止性的规定；④从客观结果上讲，当事

人规避法律的目的已经达到。 

二、法律规避的性质 

法律规避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它同公共秩序保留在发生原因、保护对象、性质以及立法上的表

现都是不同的。 

三、法律规避的效力 

一种主张强调法律规避是有效行为。理由：冲突规范为法律规避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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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主张强调法律规避是无效行为。理由：诈欺使一切归于无效，（1）仅规定规避内国法无

效；（2）凡属法律规避均属无效。 

四、我国的立法与实践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没有对法律规避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民

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制造涉外民事关系的连结点，规

避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认定为不发生适用外国法律的效力。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国际私法上的识别？识别的对象是什么？应当用什么依据进行识别？ 

2、用法院地识别的合理性在哪里？ 

3、反致产生的原因与条件是什么？在审理国际民商事案件中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4、什么是公共秩序保留中的“主观论”和“客观论”？你认为在当今社会那一种更合理？ 

5、外国法的查明包含那些内容？中国关于外国法查明的司法解释有哪些缺陷？ 

拓展阅读书目： 

1、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 7月第一版； 

2、赵相林主编：《中国国际私法立法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3、丁伟主编《冲突法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 9月第一版； 

4、于飞：《中国国际私法理论与立法》，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年版； 

5、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 

第六章  民事能力的法律适用 

本章学习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理解民事能力法律适用的制度，正确运用规则解

决实际问题。重点掌握属人法的含义及其发展趋势；关于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

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 

课时分配：3课时 

第一节 自然人权利能力 

一、自然人权利能力的法律冲突 

二、自然人权利能力的法律适用规则 

1、适用当事人的属人法 

 2、适用该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准据法 

3、适用法院地法 

三、失踪和死亡宣告的管辖权及法律适用 

（一）失踪宣告和死亡宣告的法律冲突 

（二）失踪宣告和死亡宣告的管辖权 

何国法院对涉外失踪和死亡宣告案件有管辖权，基本上有以下三种主张： 

1、主张由失踪人国籍国法院管辖。 

2、主张由失踪人的住所地国法院管辖。 

3、失踪或死亡宣告的管辖权，原则上由本国法院管辖，但在一定条件和一定范围内，也可由

其住所地国或其居所地国管辖。 

（三）失踪或死亡宣告的法律适用 

1、依失踪人的本国法。 

2、依失踪人的住所地法。 

3、原则上依失踪人的本国法，但内国法院对失踪宣告或死亡宣告有管辖权时，则适用法院地

法。 

4、原则上依失踪人的本国法，但失踪人在内国有财产及应以内国法的法律关系，适用内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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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自然人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 

一、自然人行为能力的法律冲突   

二、自然人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 

1、适用当事人的属人法：住所地法或者国籍国法。 

2、依属人法无能力而依行为地法有行为能力的，适用行为地法。（主要指商务活动） 

3、对于不动产法律行为人的行为能力，适用不动产的所在地法。 

第三节  法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一、法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法律冲突 

二、法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法律适用 

适用法人的属人法。法人属人法适用于法人的内部关系；财产的清算；能力。 

第四节  我国关于民事能力法律适用的规定 

一、关于自然人权利能力法律适用的规定 

1、自然人权利能力的法律适用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11条规定：“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律。” 

2、关于失踪宣告和死亡宣告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13条规定：“宣告失踪或者宣告死亡，适用自然人经常居所地

法律。” 

二、关于自然人行为能力法律适用的规定 

关于自然人的行为能力，我国《民法通则》第 14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定居国外的，

他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适用定居国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又对

此作了三条补充说明. 

（1）定居国外的我国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如其行为是在我国境内所为，适用我国法律；在

定居国所为，可以适用定居国法律。 

（2）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民事活动，如依其本国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而依我国法律

为有民事行为能力，应当认为有民事行为能力。 

（3）无国籍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一般适用其定居国法律；如未定居的，适用其住所地法律。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12 条规定：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适用经常居所地法律。

自然人从事民事活动，依照经常居所地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依照行为地法律为有民事行为能力

的，适用行为地法律，但涉及婚姻家庭、继承的除外。 

三、关于法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法律适用的规定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

184 条规定：“我国法人以其注册登记国家的法律为其本国法，法人的民事行为依其本国法确定。

外国法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的民事活动，必须符合我国的法律规定。”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14 条规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

力、组织机构、股东权利义务等事项，适用登记地法律。法人的主营业地与登记地不一致的，可以

适用主营业地法律。法人的经常居所地，为其主营业地。 

复习与思考题： 

1、我国关于自然人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的法律适用是怎样规定的？ 

2、我国关于自然人属人法主要适用于哪些方面？ 

3、法人属人法主要适用于哪些领域？ 

拓展阅读书目 

1、韩德培主编：《国际私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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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相林主编：《中国国际私法立法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3、马丁•沃尔夫著：《国际私法》，李浩培、汤宗舜译，法律出版社 1988年版。 

4、黄惠康、黄进：《国际公法国际私法成案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 

5、杜新丽主编：《国际私法教学案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七章   涉外婚姻家庭的法律适用 

本章学习目的和基本要求：涉外婚姻家庭方面的国际私法涉及结婚、离婚、夫妻关系、父母子

女关系、扶养、收养、监护等诸多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在民法知识的基础

上了解和掌握婚姻家庭关系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并将中国有关涉外婚姻家庭法律适用的规定作为

学习和研讨的重点。 

课时分配：3课时。 

第一节  涉外结婚的法律适用 

一、结婚实质要件的法律适用 

（一）适用婚姻缔结地法 

（二）适用当事人的属人法 

（三）将婚姻缔结地法与当事人属人法结合起来适用 

二、结婚形式要件的法律适用 

（一）适用婚姻缔结地法 

（二）适用当事人属人法 

（三）选择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和当事人属人法 

（四）领事婚姻（Consular marriage） 

领事婚姻是指在驻在国不反对前提下，一国允许其在国外的本国公民在该国驻外国使、领馆依

本国法律规定的方式缔结婚姻的制度。 

三、我国关于涉外结婚法律适用的规定 

《民法通则》第 147 条规定中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法律适用法》通过

后，该条与其不一致的，应适用《法律适用法》。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21 条规定了结婚实质要件应该适用的法律，按有条件选择的

适用顺序依次分别是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共同国籍国法律，婚姻缔结地法律。婚姻缔结地

法的适用要求该地与一方当事人的经常居所地地或者国籍国重合。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22 条规定结婚形式要件符合所规定的法律之一均为有效，所

规定的法律分别是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的经常居所地法律或国籍国法律。 

此外，有关行政法规还对哪些人不得与外国人结婚、领事婚姻等问题作出规定。 

第二节  涉外离婚的法律适用 

一、离婚的法律适用 

（一）适用法院地法 

（二）适用当事人属人法 

对于当事人离婚时没有共同属人法的情况，各国有不同处理方式。 

（三）重叠适用当事人的属人法和法院地法 

（四）适用有利于离婚的法律 

 即规定多个法律可依次选择适用，以增加当事人能够离婚的机会。 

二、我国关于涉外离婚法律适用的规定 

《民法通则》第 147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国人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

律。最高人民法院与此配套的司法解释（即《民通意见》第 188条）指出：我国法院受理的涉外离

婚案件，离婚以及因离婚而引起的财产分割，适用我国法律；认定其婚姻是否有效，适用婚姻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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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法律。《法律适用法》通过后，该条与其不一致的，应适用《法律适用法》。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26 条规定协议离婚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

常居所地法律或国籍国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时则按顺序依次适用以下法律：双方共同经常居所地

法律、双方共同国籍国法律、办理离婚手续机构所在地法律。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27条规定诉讼离婚适用法院地法律。 

第三节  夫妻关系的法律适用 

一、夫妻人身关系的法律适用 

（一）夫妻人身关系法律适用的范围 

夫妻在婚姻家庭及社会中的身份、地位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姓名权、同居

义务、相互忠实及协助义务、住所决定权、自由从业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等。 

（二）夫妻人身关系法律适用的规则 

以适用当事人属人法为基本原则，对当事人没有共同属人法的情况有不同处理方式。 

二、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 

（一）夫妻财产制的法律冲突 

夫妻财产关系是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夫妻双方在财产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各国法律的差异主

要表现在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两种不同的夫妻财产制度之间的冲突，从而产生法律适用问题。 

（二）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适用的立法例 

 1、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 

 2、适用当事人属人法； 

 3、区别动产与不动产，分别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或其属人法与不动产所在地法。 

三、1978年海牙《夫妻财产制法律适用公约》 

公约规定，夫妻双方对其财产关系可以选择公约指明的法律之一予以适用，如未选择则在公约

规定的不同条件下适用双方共同本国法或婚后首个习惯居所所在法律。公约还对夫妻财产制的准据

法不变与可变问题、夫妻财产制与第三人的关系、夫妻财产契约方式的法律适用作出规定。 

四、我国关于夫妻关系法律适用的规定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23 条规定了夫妻人身关系适用的法律，按顺序分别为双方共

同经常居所地法律、双方共同国籍国法律。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规定了夫妻财产关系适用的法律，指明当事人可以协议

选择适用当事人一方当事人的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当事人没有作

出选择则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无共同经常居所地则适用共同国籍国法律。 

对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23、24条没有规定的情况，根据该法第 2条，适用最密

切联系原则确定应当适用的法律。 

第四节  父母子女关系的法律适用 

一、确定子女是否婚生的准据法 

（一）适用父母属人法 

（二）适用子女的属人法 

（三）适用父母子女共同属人法 

（四）适用有利于确认子女婚生的法律 

（五）适用与父母子女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或地区的法律 

（六）适用支配婚姻效力的法律 

二、父母与非婚生子女关系的法律适用 

（一）父母与非婚生子女关系的法律适用 

1、适用父亲和／或母亲的属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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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用子女的属人法 

3、适用父母子女共同属人法 

（二）非婚生子女准正和认领的法律适用 

1、适用父亲和／或母亲的属人法 

2、适用子女的属人法 

3、选择适用父母一方属人法或子女属人法 

三、父母子女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适用 

1、适用父亲和／或母亲的属人法 

2、适用子女的属人法 

3、适用父母子女共同属人法 

4、适用支配父母婚姻效力的法律 

四、我国关于父母子女关系法律适用的规定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25条规定：“父母子女人身、财产关系适用其共同经常居所地

法律；无共同经常居所则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国籍国法律中有利于保护弱者权益的法

律。” 

 第五节  收养的法律适用 

收养关系是指通过收养产生的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要涉及收养的成立、收养效力

与解除问题，各国在上述问题的实体法规定不尽相同，从而产生法律适用问题。 

一、收养关系成立法律适用的立法例 

1、适用收养人属人法 

2、适用被收养人属人法 

3、适用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的属人法 

4、适用支配收养人婚姻效力的法律 

5、适用法院地法律 

二、收养效力法律适用的立法例 

1、适用收养人属人法 

2、适用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的共同属人法 

3、适用支配收养人婚姻效力的法律 

三、有关收养法律适用的国际公约 

（一）1965年海牙《收养管辖权、法律适用和判决承认公约》 

公约规定由收养人习惯居所地国家和收养人国籍国的主管机关行使收养管辖权。对于法律适

用，概括而言：在公约规定的各种不同情况下，收养人习惯居所地国家的主管机关应该适用的法律

包括收养人习惯居所地国家的法律、收养人国籍国法律和被收养人国籍国法律；而收养人国籍国的

主管机关应该适用的法律则由收养人国籍国法律和被收养人国籍国法律。 

（二）1993年海牙《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 

该公约包括了实体法、冲突法及程序法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关于跨国收 

养成立条件的法律适用，按公约规定是依被收养儿童原住国法律确定其是否适于被收养的条

件，而对于预期养父母是否适合收养儿童的条件则依收养人所在国法律确定。 

四、我国关于涉外收养法律适用的规定 

《收养法》第 21条规定，外国人在我国收养子女必须符合我国法律和外国收养人所在国法律。

该条解决的是收养成立问题的法律适用，与《法律适用法》的规定本质上是一致的。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28 条规定，收养的条件和手续适用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经常居

所地法律；收养的效力适用收养时收养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收养的解除适用收养时被收养人经常居

所地法律或法院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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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扶养的法律适用 

一、扶养的法律适用 

1、适用被扶养人属人法 

2、适用扶养人属人法 

3、适用有利于被扶养人的法律 

4、适用支配离婚的法律 

二、关于扶养法律适用的国际公约 

（一）1973年海牙《扶养义务法律适用公约》 

公约对扶养义务规定了按顺序依次分别适用的法律：①被扶养人习惯居所地法律；②扶养人和

被扶养人的共同国籍国法律；③扶养请求受理机关的所在地法律。对于夫妻离婚、分居等涉及的配

偶之间的扶养关系，公约规定适用支配离婚、分居等的法律。 

（二）2007年海牙《扶养义务法律适用议定书》 

在公约规定的不同条件下，扶养义务适用的法律分别是：①被扶养人习惯居所地法律；②法院

地法律；③扶养人和被扶养人的共同国籍国法律；④与婚姻有更密切联系的夫妻（或原配偶）双方

最后共同习惯居所地的法律或其他法律。按照公约规定，被扶养人和扶养人还可以在公约特别指明

的几种法律中选择其一适用于扶养义务。 

三、我国关于涉外扶养法律适用的规定 

《民法通则》第 148条规定扶养适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对

此作了司法解释，对扶养的范围与如何确定最密切联系的连结点做出规定 。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29 条规定扶养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

或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中有利于保护被扶养人权益的法律。与《民法通则》不同，依据有利于保护

弱者原则在法律规定的连结点中进行选择。 

第七节 监护的法律适用 

一、涉外监护的法律适用 

1、适用被监护人属人法 

2、适用监护人属人法 

3、适用法院或监护机构的所在地法律 

4、适用有利于被监护人的法律 

二、关于监护法律适用的国际公约 

（一）1996 年海牙《关于父母责任和保护儿童措施的管辖权、法律适用、承认、执行与合作

公约》 

 公约关于确定管辖权的基本原则是，儿童的习惯居所所在国有权采取保护儿童的措施。但儿

童国籍国、儿童财产所在地国、离婚或分居申请提出地国、与儿童有实质联系的国家在公约规定的

条件下可以行使补充性管辖权。 

公约规定，依公约行使管辖权的缔约国适用其本国法律采取保护儿童的措施，但作为例外可以

适用与案件有实质联系的另一国法律。对于不受司法或行政机关干预的父母责任的确定，公约规定

适用儿童习惯居所地国家的法律。 

（二）2000年海牙《关于成年人国际保护公约》 

公约规定成年人习惯居所所在国有管辖权采取措施保护该成年人。而在公约另外规定的条件

下，可以行使管辖权以采取措施保护成年人的国家还有成年人国籍国、成年人财产所在地国、成年

人书面选择的保护国、成年人现实所在地国等。 

关于法律适用，公约规定依公约行使管辖权的缔约国应该适用自己国家的法律，但在例外情况

下可以适用与保护成年人有实质联系的另一国法律。 

三、我国关于涉外监护法律适用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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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通意见》第 190条规定，监护的设立、变更和终止适用被监护人本国

法律，但被监护人在我国境内有住所则适用我国法律。《法律适用法》通过后，涉外监护的法律适

用依据《法律适用法》的规定。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30 条规定，监护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国籍国法

律中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权益的法律。该条既适用于监护的设立、变更和终止，也适用于监护关系

的权利义务内容等监护问题。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结婚、离婚法律适用的基本制度。 

2、结合海牙公约分析夫妻财产关系法律适用的有关制度。 

3、海牙公约关于收养、扶养、监护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 

4、在全面了解掌握我国婚姻家庭法律适用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分别从结婚、离婚、夫妻关系、

父母子女关系、收养、扶养、监护等方面对有关规定作出分析、评价和建议。 

拓展阅读书目： 

1、赵相林、杜新丽等著：《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法立法原理》，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6

年出版。 

2、李双元主编：《国际私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版。 

3、齐湘泉：《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婚姻家庭继承论》，法律出版社 2005版。 

4、黄进、姜茹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释义与分析》，法律出版

社 2011年版。 

5、齐湘泉：《〈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原理与精要》，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6、万鄂湘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

版社 2011年版。 

7、焦燕：《婚姻冲突法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 

第八章  继承的法律适用 

本章学习目的和基本要求：继承包括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本章学习目的在于掌握涉外法定继

承和遗嘱继承准据法确定的同一论和分割论，我国关于继承的法律适用规则和法律选择方法，1988

年《继承法律适用公约》的特点和主要内容等。要求学生不仅要熟练掌握规则，而且学会运用规则

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课时：3课时 

第一节  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 

一、遗嘱继承的法律冲突 

遗嘱继承的法律冲突主要表现于以下几方面： 

1、立遗嘱人的能力 

2、遗嘱内容 

3、遗嘱的形式 

4、遗嘱的解释、变更和撤销 

二、 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 

（一）遗嘱能力的法律适用 

遗嘱能力涉及人的身份问题，属人法是遗嘱能力法律适用的基本规则。实践 

中，各国立法例存在适用立遗嘱时的属人法与立遗嘱人死亡时属人法的不同规定。 

（二）遗嘱方式的法律适用 

（三）遗嘱内容的法律适用 

遗嘱内容法律适用存在分割制与同一制区分。但总的来看，属人法仍是重要的法律适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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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海牙公约及有些国家立法例也将意思自治引入遗嘱继承法律适用领域。 

（四）遗嘱解释的法律适用 

多数国家没有对遗嘱解释做出专门规定。有的国家规定遗嘱解释适用遗嘱内容与效力的准据

法。有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有专门适用于遗嘱解释的法律适用规则。 

（五）遗嘱撤销的法律适用 

各国通行做法是适用发生撤销行为时立遗嘱人的属人法。 

第二节  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 

一、法定继承的法律冲突 

法定继承的法律冲突表现在：继承人的范围、宽窄不一；继承顺序、继承人的应继份额及遗产

分配原则等方面。 

二、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 

（一）区别制 

又称分割制，指把遗产分为动产与不动产， 分别适用不同的冲突规范。不动产继承适用不动

产所在地法。动产继承适用被继承人属人法。优点：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可保证判决的承认和执行。

缺陷：一项遗产继承可能适用多个国家的法律。 

（二）同一制又称单一制，指遗产不分动产与不动产，统一适用被继承人的属人法。优点：继

承作为一个整体只受一个国家法律的支配，在法律适用上比较简单。缺陷：对于不动产继承适用属

人法，其判决有可能被不动产所在地国家拒绝承认和执行。 

（三）遗产所在地法 

 适用遗产所在地法的理由是继承主要是财产的继承，属于物法范畴，应适用物之所在地法。

缺陷：如遗产位于多个国家，法律适用上的困难。目前只有少数国家采用。 

第三节  无人继承财产 

一、概述 

无人继承财产，又称“绝产”，指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放弃或丧失继承权的遗产。 国际私

法上的无人继承财产是含有涉外因素的无人继承财产。包括本国人死后留在外国的无人继承财产和

外国人死后留在本国的无人继承财产。无人继承财产的法律冲突表现在两方面：无人继承财产确定

上的法律冲突与无人继承财产的归属问题。 

二、涉外无人继承财产的法律适用 

（二）无人继承财产归属法律适用的立法例 

1、适用继承的准据法 

2、适用被继承人本国法 

3、适用财产所在地法 

第四节  有关继承的国际公约 

一、1961年海牙《遗嘱处分方式法律冲突公约》 

根据该公约，遗嘱方式符合下列法律之一均为有效：（1）遗嘱人立遗嘱行为地法；（2）遗嘱人

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的本国法；（3）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的住所地法；（4）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

亡时的惯常居所地法；（5）遗嘱涉及不动产的，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二、1973 年海牙《遗产国

际管理公约》 

该公约采用“国际证书”制度，为遗产管理提供便利，同时规定了国际证书的法律适用及其承

认问题。 

三、1988年《死者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 

（一）公约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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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约法律适用规则的特点 

1、采用同一制 

2、有限意思自治原则的运用 

3、以属人法为基础，多元连接因素的适用 

4、承认转致 

5、规定公共秩序保留制度 

6、规定区际和人际冲突的解决 

第五节  我国关于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31—35条对我国法定继承、遗嘱方式、遗嘱效力、遗产管理

以及无人继承遗产的归属的法律适用作了详细规定。《继承法》关于涉外继承法律适用的规定与其

不一致的，适用《法律适用法》。 

二、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 

（一）遗嘱方式的法律适用 

根据《法律适用法》第 32条，遗嘱方式，符合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 

经常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遗嘱行为地法律的，遗嘱均为成立。该规定采用海牙公约宽

松灵活的法律适用原则，符合尽量扩大准据法范围的国际趋势，同时，在属人法连结点前附加时间

规定，增加了法律规定的确定性。 

（二）遗嘱效力的法律适用 

根据《法律适用法》第 33条，遗嘱效力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死亡时经常 

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对此，应正确理解遗嘱效力的范围及其法律适用规则。 

三、遗产管理的法律适用 

根据《法律适用法》第 34条，遗产管理等事项，适用遗产所在地法律。 

四、无人继承遗产归属的法律适用 

根据《法律适用法》第 35条，无人继承遗产的归属，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 

遗产所在地法。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继承法律适用中的“区别制”和“同一制”？各自的利弊有哪些？你认为我国采用

哪种制度更适当？ 

2、1988年海牙《死者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的特点是什么？与我国的现行法律制度有哪些

不同？ 

3、你如何看待 1988年海牙《死者遗产继承法律适用公约》中的意思自治原则？我国是否可以

采用？ 

4、分析我国关于继承法律适用立法的新发展。 

拓展阅读书目： 

1、黄进、姜茹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释义与分析》，法律

出版社 2011年版。 

2、J.H.C莫里斯主编：《戴西和莫里斯冲突法》（中）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年版。 

3、齐湘泉：《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婚姻家庭继承论》，法律出版社 2005版。 

4、桑德罗·斯奇巴尼，费安玲译：《婚姻、家庭和遗产继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5、杜新丽主编：《国际私法教学案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6、龙翼飞：《比较继承法》，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7、万鄂湘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

版社 2011年版。 

第九章  物权的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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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学习目的和基本要求：物之所在地法原则普遍运用于物权的准据法确定，其产生、发展及

其适用的范围和例外都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内容。应结合案例进行学习，在案例分析中理解规则。

尤其必须了解掌握我国关于物权法律适用的一系列规定。 

课时分配：3课时 

第一节  物之所在地法原则 

一、物之所在地法原则的产生与发展 

物之所在地法原则产生于 14世纪的“法则区别说”，即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 

法（动产物权则适用当事人住所地法律）。 

物之所在地法原则到 19世纪末开始变进一步发展，其不但适用于不动产物权，也广泛 

适用于动产物权，以克服长期以来动产物权适用当事人住所地法律所产生的弊端。故而，物之

所在地法原则在当代成为物权（包括动产物权与不动产物权）关系普遍适用的基本规则。 

二、物之所在地的确定 

不动产所在地的确定较为容易，而动产所在地的确定有时候（例如动产处于移动状态或 

表现为无体形态）比较困难。对此，有的国家对移动状态中的动产通过时间限定而规定其所在

地，有的国家对无体动产规定了拟制的所在地。 

三、物之所在地法的适用范围 

1．用于动产与不动产的区分（即识别）。 

2．用于物权客体的确定。     

3．用于物权种类和内容的确定。 

4．用于物权取得、转移、变更和消灭的条件之确定。 

5．物权的保护方法之确定。 

四、 物之所在地法适用的例外 

1．运送中的物品之物权关系不适用物之所在地法，而常常适用物品的送达地法或发送地法。 

2．船舶、飞行器等运输工具之物权关系不适用物之所在地法，而多适用登记注册地法 

或者旗国法。 

3．法人因终止、解散或破产等原因消灭时涉及的有关物权问题不适用物之所在地法，而常常

适用法人的属人法。 

4．与身份关系有密切联系的财产关系（如继承关系与夫妻财产关系），各国不同程度排除适用

物之所在地法，而多适用当事人的属人法。  

5．以位于无主土地或空间的物为客体的物权关系无法适用物之所在地法，因而要适用其他法

律。 

第二节 中国关于物权法律适用的规定 

一、中国关于不动产物权法律适用的规定 

（一）《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的规定 

《民法通则》（第 144 条）仅规定了不动产所有权的法律适用，《民通意见》（司法解释）则增

加规定为不动产所有权的买卖、租赁、抵押、使用等民事关系均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 

（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36条规定“不动产物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 

二、中国关于动产物权法律适用的规定 

（一）《海商法》和《民用航空法》的规定。 

《海商法》第 270、271、272条分别就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以及船舶的抵押权和优

先权的法律适用作了规定，适用的法律分别有船旗国法律、原船舶登记国法律、受理案件的法院所

在地法律。 

《民用航空法》第 185、186、187条分别就民用航空器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以及民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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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器的抵押权和优先权的法律适用作了规定，适用的法律分别有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地国法律和受

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37 条规定动产物权可以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当事人

没有选择的则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动产所在地的法律。此规定反映了动产物权法律适用引入当事人

意思自治的国际趋向。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38 条就运输途中动产物权变更的法律适用作了规定，其指明

适用的法律依次为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和运输目的地法律。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39 条规定有价证券适用证券权利实现地法律或与证券有最密

切联系的法律。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0条规定权利质权适用质权设立地法律。 

第三节  国有化问题（略） 

复习与思考题： 

1．物之所在地法适用的范围和例外有哪些？ 

2．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如何规定物权的法律适用？请作适当评价。 

3．我国《海商法》对海事物权的法律适用是如何规定的？试比较所规定的不同系属。 

拓展阅读书目 

1．赵相林主编：《中国国际私法立法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2．马丁•沃尔夫著：《国际私法》，李浩培、汤宗舜译，法律出版社 1988年版 

3．J•H•C•莫里斯著：《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李双元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

版 

4．萨维尼著：《法律冲突与法律规则的地域和时间范围》，李双元等译，法律出版社 1992年版 

5．梁慧星编：《中国物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6．赵相林、杜新丽等著：《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立法原理》，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6年

版。 

7．黄进、姜茹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释义与分析》，法律出版

社 2011年版。 

8．齐湘泉：《〈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原理与精要》，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第十章  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略） 

第十一章  合同的法律适用 

本章学习目的和基本要求：合同关系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并且情况复杂，规

则完善，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一般规则，了解规则的发展和因素，而且要把握中国的合同法律适用

规则，并且结合案例，学会实践中的正确运用。 

课时分配：3课时 

第一节  概述 

一、涉外合同的法律冲突 

（一）合同主体的法律冲突 

（二）合同内容的法律冲突 

（三）合同成立的法律冲突 

（四）合同形式的法律冲突 

二、准据法的选择方法 

（一）涉外合同准据法选择的分割论与单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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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论是指将合同分割为不同的方面，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单一论是指将合同看作为一个整

体统一适用一个国家的法律。 

（二）涉外合同准据法选择的主观论与客观论 

主观论主张根据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意思来确定合同准据法，即当事人意思自治理论。至今，绝

大多数国家都将当事人自己选择其合同适用的法律即当事人意思自治作为确定合同准据法的首要

原则。客观论主张依“场所因素”确定法律的适用。缔结地法；履行地法； 最密切联系原则。现

代社会的普遍做法是以主观论为主，以客观论为辅。 

三、合同法律适用规则的历史沿革 

（一）以缔结地法为主的单纯依空间连接因素确定合同准据法的阶段。后来又有萨维尼的履行

地法补充。直至 19世纪未才告终结。 

（二）以意思自治为主，强调依当事人主观意向确定合同准据法的阶段。 

（三）以意思自治为主、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为辅的合同自体法阶段。 

第二节  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 

一、意思自治原则 

（一）意思自治原则的产生与发展 

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选择支配合同关系的准据法。意思自治

原则是 16世纪法国学者杜摩兰提出的。 

（二）意思自治原则的具体运用 

1、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方式通常有两种，明示的选择和默示的选择。 

2、当事人选择法律的时间。当事人可以在订立合同之后选择法律，甚至允许变更原来所选择

的法律，但是这种对所选择法律的变更不得使合同归于无效或者使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受到损害。 

3、当事人选择法律的范围。当事人根据意思自治原则自主协议选择的法律应当是实体法，而

不包括冲突法。 

（三）中国关于意思自治原则的立法、理论和实践 

1、关于选择法律的方式。当事人必须明示选择法律，默示选择法律无效。 

3、关于法律选择的时间。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或者发生争议后直至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以前，

均可通过协议选择所适用的法律。 

4、选择法律的范围。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或者人民法院按照最密切的联系原则确定的处理合同

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是指现行的实体法，而不包括冲突法和程序法。 

5、强制适用中国法的规定。《合同法》第 126条。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 

（一）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含义与特征 

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指在当事人没有选择应适用的法律或者选择无效的情况下，由法院依据这

一原则在与该合同关系有联系的国家中，选择一个与该法律关系本质上有重大联系，利害关系最

密切的国家的法律予以适用。 

最密切联系原则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一种新的法律选择方法，追求法律适用的灵活和个案的公正。 

2、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核心是通过对合同以及与合同有关的各要素进行综合分析来寻找与合同

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3、最密切联系原则给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具体运用 

1、合同要素分析法。 

2、特征性履行。“特征性履行”说是大陆法系国家用来判定最密切联系地的一种理论和方法。

它要求法院根据合同的特殊性质，以何方的履行最能体现合同的特性来决定合同的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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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关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立法、理论和实践 

人民法院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的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是指现行实体法，而不包括

冲突法和程序法。人民法院采用“特征履行”方法在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 

三、合同自体法 

英国学者提出。根据莫里斯的理论，合同自体法可分解为三个规则：1、当事人明示选择的法

律；2、当事人默示选择的法律，3、与合同有最密切最真实联系的法律。 

四、客观标志说 

第三节  关于涉外合同的国际公约 

一、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公约的适用范围：（1）公约仅适用于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2）

公约仅适用合同的订立和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不涉及：①合同的效力，或其任何条款的效力或

惯例的效力；②合同对所有权的影响；③货物对人身造成的死亡或伤害的责任即产品责任。（3）公

约对合同当事人不具有强制性。 

二、1985年《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法律适用公约》 

复习与思考题： 

1、 什么是合同法律选择中的“同一论”和“分割论”？ 

2、 什么是合同的自体法说？其现实意义是什么？ 

3、 中国对意思自治有哪些限制？我国最新立法的不足之处何在？ 

4、 什么是特征履行方法？我国立法在哪些方面体现了这种方法？ 

5、 最密切联系原则运用于合同的意义是什么？分析思考该原则的利弊。 

拓展阅读书目： 

1、黄进、姜茹娇 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释义与分析》，法律

出版社 2011年 2月第 1版； 

2、赵相林主编《国际商事法律适用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出版。 

3．约翰.M·斯道克顿著、徐文学译:《货物买卖合同》，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2年版。 

4、王军、陈洪武著《合同冲突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3年出版。 

5、杜涛著《国际经济贸易中的国际私法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年出版。 

6、潘攀著《票据的法律冲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出版。 

第十二章  商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略） 

第十三章  侵权行为之债的法律适用 

本章学习目的和基本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重点掌握以下内容：一般侵权行为之债法律适用

的规则及其新发展和我国法律的一般性规定；海事侵权行为与航空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特别

是我国《海商法》与《民用航空法》的相关规定；1972 年《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关于产品责

任法律适用的规定。 

课时分配：3课时。 

第一节  一般侵权行为 

一、侵权行为之债与侵权行为法 

（一）侵权行为之债的概念 

侵权行为之债是指因不法侵害他人非合同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并造成损害而承担民事责

任所构成的一种法定之债。 

（二）侵权行为之债的新发展 

 1、侵权行为范围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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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损害赔偿归责原则的多元化。 

 3、损害赔偿与社会保险相结合。 

二、侵权行为之债的法律冲突 

（一）侵权行为的范围不同。 

（二）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冲突。 

（三）损害赔偿的原则、标准及数额不同。  

三、一般侵权行为之债的法律适用原则 

（一）侵权行为之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 

由于对“侵权行为地”的理解不同，各国立法对如何确定“侵权行为地”存在着分歧，主要有

以下几种主张： 

1、以加害行为地作为侵权行为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此种做法。 

2、以损害发生地作为侵权行为地。 

3、凡与侵权事实发生有关的地方，包括加害行为地或损害发生地均可作为侵权行为地。 

（二）侵权行为之债适用法院地法 

（三）当事人共同属人法原则 

如果侵权行为当事人双方具有共同国籍、或者他们的住所地、居所地位于同一个国家，由于偶

然原因到国外，并在国外相互发生了侵权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适用侵权行为地法.  

（四）侵权行为自体法和最密切联系原则 

所谓“侵权自体法”（proper law of the torts）是指侵权行为适用与侵权案件有最密切联系

的法律。侵权自体法理论的核心即是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运用。 

1963年美国联邦高等法院审理的贝克科诉杰克逊一案（Babcock v. Jackson）。 

（五）有限制的意思自治原则 

在侵权领域运用意思自治原则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法律选择的主体是双方当事人，必须

经双方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方能适用所选择的法律；（2）法律选择的时间是在侵权行为发生之后，纠

纷解决之前；（3）法律选择的范围仅限于选择法院地法。当然对于是否必须限于选择法院地法这一

点已被某些国家的立法所突破。  

第二节  特殊侵权行为 

一、海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一）船舶碰撞的法律适用 

1、船舶碰撞发生于一国领海之内 

船舶碰撞发生于一国领海之内，各国一般规定适用碰撞地法律，即领海国法律。 

2、船舶碰撞发生于公海之上 

船舶碰撞发生于公海之上，各国一般规定：（1）如果碰撞船舶属于同一国籍，适用船旗国法。

（2）如果碰撞船舶国籍不同，或适用加害船舶国籍国法，或适用被害船舶国籍国法，或适用法院

地法，或由当事船舶选择所适用的法律。 

（二）发生在船舶内部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主张适用船旗国法。 

（三）海上运输致旅客死伤、行李毁损所发生的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各国多主张以合同准据法为依据。但旅客安全常受到相关国家强制性法律的保护，这些强制性

的法律规定又是必须适用的。 

（四）油污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 

国际海事组织在 1969年于布鲁塞尔订立了《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公约现已生效，我

国已于 1984年加入该公约。该公约属于实体法公约，对油污损害的民事责任作了全面的规定。 

二、空中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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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生在航空器内部的侵权行为 

对于发生在航空器内部的侵权行为，适用航空器登记国法，而不是侵权行为地法。 

（二） 因航空器碰撞或航空器与其他物体碰撞所发生的侵权行为 

（三） 因航空器事故致旅客死亡或物品毁损的侵权行为 

《华沙公约》体系；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 

三、公路交通事故的法律适用 

1971年《公路交通事故法律适用公约》于 1975年生效，我国尚未参加，公约对公路交通事故

的法律适用作了全面规定。 

（一）公约的适用范围 

公约适用于涉及一辆或数辆机动或非机动车辆，并与公路、向公众开放的地面或特定人有权出

入的私有地面上的交通有关的事故。 

（二）公路交通事故的法律适用 

公约规定可以适用的法律为事故发生地国家的国内法，但有三个例外。 

（三）公约确定的准据法应支配的事项 

四、涉外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 

（一）1972年海牙《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的适用范围 

（二）关于产品责任准据法的确定 

1、产品责任首先适用直接遭受损害的人的惯常居所地国家的国内法，如果该国同时又是被请

求承担责任的人的主营业地，或直接遭受损害的人取得产品的地方。 

2、在直接遭受损害的人的惯常居所地国家的国内法适用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应适用侵害地

国家的国内法，但要符合一定的条件。 

3、当前两个的适用条件都不满足时，原告可以主张适用侵害地国家的国内法。 

4、在以上准据法适用的条件都不能满足时，产品责任的准据法应为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营业

地国家的国内法。 

（三）应遵守的共同规则 

1、应当考虑产品销售市场所在国家通行的有关行为规则和安全规则； 

2、只有在其适用会明显与当地的公共秩序相抵触时才可以拒绝适用依据公约规定确定的准据

法； 

3、根据公约规定适用的法律与任何互惠的要求无关，即使应适用的法律是非缔约国的法律亦

应予适用  

五、其他类型的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一）因不正当竞争所产生的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二）通过大众传媒所产生的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第三节  我国关于侵权行为法律适用的规定 

一、一般侵权行为之债的法律适用 

依照《民法通则》第 146 条的规定，1、以侵权行为地法律作为侵权行为之债法律适用的基本

原则。2、有选择的适用当事人共同属人法。3、采取双重可诉原则。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4 条规定：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

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

其协议。 

二、特殊侵权行为之债的法律适用 

（一）海事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1992 年颁布的《海商法》对一部分海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作了专门的规定。该法第 273 条

规定：“船舶碰撞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船舶在公海上发生碰撞的损害赔偿，适用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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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同一国籍的船舶，不论碰撞发生于何地，碰撞船舶之间的损害赔偿适用

船旗国法律。”第 274条规定：“共同海损理算，适用理算地法律。”第 275条规定：“海事赔偿

责任限制，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二）空中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 189条规定：“民用航空器对地面第三人的损害赔偿，

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民用航空器在公海上空对水面第三人的损害赔偿，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

地法律。”  

（三）公路交通事故的法律适用 

（四）产品责任的法律适用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5 条规定：“产品责任，适用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法律；被

侵权人选择适用侵权人主营业地法律、损害发生地法律的，或者侵权人在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没有

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适用侵权人主营业地法律或者损害发生地法律。” 

关于通过网络或者采用其他方式侵害人格权的法律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46

条规定：“通过网络或者采用其他方式侵害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的，适用被

侵权人经常居所地法律。” 

复习与思考题： 

1、对侵权行为之债的法律适用一般的主张有哪几种? 

2、侵权之债中可以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准据法吗？理由是什么？ 

3、1972年海牙《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公约》关于准据法的确定规则有什么特点？ 

4、可以用意思自治原则确定侵权行为的准据法吗？为什么？ 

5、与《民法通则》比较，分析《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关于侵权行为法律适用的新规定。 

拓展阅读书目： 

1、赵相林、曹俊主编：《国际产品责任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2、赵维田：《国际航空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 

3、杜新丽著：《国际私法实务中的法律问题》，中信出版社 2005年版。 

4、朱子勤著：《网络侵权中的国际私法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6年版。 

5、张平主编：《网络法律评论》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6、李响编著：《美国侵权法原理及案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7、James A. Henderson, Jr. & Aaron D. Twerski, 4
th
 edn, Products liability_problems 

and process,中信出版社 2003年版； 

8、司玉琢主编：《海商法专题研究》，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02版； 

第十四章  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的法律适用（略） 

第十五章  国际民事诉讼 

本章学习目的和基本要求：国际民事诉讼是解决国际民商事争议的主要解决机制。本章核心问

题是管辖权与司法协助。国际民事诉讼的法律渊源主要是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但是，涉及国际民

事诉讼管辖权问题的国际条约并不多，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多是涉及司法协助问题，其中包

含很多双边协定，而国内立法是规范国际民事诉讼程序的主要形式。本章学习的基本要求是运用比

较分析的方法有针对性地学习中国立法与实践。 

课时分配：6课时 

第一节  概述 

一、国际民事诉讼程序、国际民事诉讼法、国际私法 

三者有机结合，也是将国际私法界定为程序法的理论依据之一。 

国际民事诉讼法与国际私法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调整规范等方面存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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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际民事诉讼法的法律渊源 

主要是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 

三、中国国际民事诉讼法 

我国加入了若干国际条约，国内立法主要集中在《民事诉讼法》第四编及其司法解释中。 

第二节  外国人民事诉讼地位 

一、外国人民事诉讼地位中的国民待遇 

外国人民事诉讼地位的国民待遇制度是指一国赋予本国境内的外国人在民事诉讼地位方面享

有与本国公民同等的权利。该待遇制度一般也及于无国籍人、难民、外国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外国人的民事诉讼能力 

外国人的民事诉讼能力包括外国人的民事诉讼权利能力和民事诉讼行为能力。 

外国人的民事诉讼权利能力是指外国人行使民事诉讼权利和承担民事诉讼义务的身份和资

格。 

外国人的民事诉讼行为能力是指外国人以自己的行为行使诉讼权利和承担诉讼义务的能力。 

三、诉讼费用担保制度 

诉讼费用担保可通过缔结国际条约互免。 

四、诉讼代理制度 

诉讼代理制度是指诉讼代理人基于法律规定、法院指定、当事人或法定代理人的委托，以当事

人的名义代为进行诉讼活动的一种制度。 

国际民事诉讼代理主要是委托律师代理，特殊情形下，还有领事代理。 

律师代理与领事代理具有根本区别。 

五、我国国际民事诉讼立法与实践概览（略） 

第三节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是指一国法院受理某一国际民商事案件并行使审判权的资格或权限，也称

为国际司法管辖权。 

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与国家主权密不可分。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首先表现为国家间管辖权的分

配问题，其次才是某一具体国家内部法院管辖权的分配问题。 

研究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意义在于： 

第一，国家主权原则； 

第二，法院受理国际民商事案件的前提； 

第三，直接关系到法律适用问题，影响案件的审理结果； 

第四，适当管辖权关系到裁决的域外承认与执行。 

一、管辖权依据 

又称为管辖权根据、管辖权理由或管辖权条件。 

概括而言，管辖有以下几类： 

（一）国籍管辖 

（二）住所管辖 

（三）物之所在地管辖 

（四）行为地管辖 

（五）专属管辖 

（六）协议管辖 

（七）应诉管辖 

二、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于 2005年制订了《选择法院协议公约》，该公约已于 2015年 10月生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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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正积极探讨加入的可行性。 

三、管辖权冲突 

管辖权积极冲突的表现主要是一事两诉或平行诉讼。解决的途径主要是通过缔结条约防止管辖

冲突的发生，通过国内立法解决管辖冲突。具体的原则和方法包括：承认当事人的协议管辖；采用

一事不再理原则；采用不方便法院原则等。 

管辖权消极冲突表现为投诉无门，其解决途径相当简单，有的国家在国内立法中以增加“必

要管辖”的方式来解决。 

四、我国关于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的立法与实践 

除少量包含有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内容的国际条约外，我国主要依据国内立法和司法解释，具

体包括：《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及其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集中管辖规定》）。 

管辖种类包括：普通地域管辖、特殊地域管辖、协议管辖、专属管辖、应诉管辖等。 

需要注意地是，2015年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首先规定了不

方便法院原则，该解释第 532条规定涉外民事案件同时符合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驳回

原告的起诉，告知其向更方便的外国法院提起诉讼：（一）被告提出案件应由更方便外国法院管辖

的请求，或者提出管辖异议；（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选择中国法院管辖的协议；（三）案件不属

于中国法院专属管辖；（四）案件不涉及中国国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利益；（五）案件

争议的主要事实不是发生在中国境内，且案件不适用中国法律，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在认定事实和

适用法律方面存在重大困难；（六）外国法院对案件享有管辖权，且审理该案件更加方便。 

第四节  司法协助——域外送达 

司法协助是根据国际条约或互惠原则，一国法院接受另一国法院的请求，代为履行某些诉讼行

为的制度，包括送达诉讼文书、传唤证人、收集证据、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和仲裁机构的裁

决等。 

司法协助一般适用被请求国法律，即提供司法协助的国家的法律。但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反

被请求国法律或与其公共秩序不抵触时，也可以适用请求国的特殊方式。 

一、域外送达的概念 

域外送达是指在国际民事诉讼中，请求国依据其参加的国际条约或其本国法律规定的方式，将

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交由居住在被请求国的诉讼当事人或诉讼参与人的制度。 

二、域外送达的途径 

1、外交代表或领事送达：通常只限于向派遣国国民送达； 

2、邮寄送达：通常以被请求国允许为前提； 

3、个人送达：通常是指当事人的诉讼代理人或其指定的人等； 

4、公告送达：通常是作为替补途径使用； 

5、中央机关送达：中央机关是指一国为司法协助目的指定或建立的负责统一对外联系并转递

有关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的机关； 

6、法院送达。 

三、1965年海牙《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 

1、海牙《送达公约》的基本宗旨。 

2、送达途径。公约所确定的送达途径包括：中央机关送达，也称为请求书送达制度；外交代

表或领事送达；邮寄途径送达；个人送达；其它途径。 

四、中国关于域外送达的立法与实践 

中国加入了《海牙送达公约》，中国也与很多国家签订了双边司法协助协定，中国《民事诉讼

法》第四编分别规定了对外送达和外国对中国的送达，此外，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有关对外送达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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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加入海牙《送达公约》时声明：（1）指定司法部为中央机关，负责接收和转送司法文

书和司法外文书；（2）对公约第 8条第 2款声明保留，即只有在文书送达给文书发出国国民时，才

能采用领事送达方式在我国境内送达；（3）反对依照公约第 10 条采用邮寄送达或个人直接送达方

式在我国境内送达。 

2、中国立法对域外送达采用双轨制，对外送达，依据《民事诉讼法》第 267 条的规定，具体

包括下列送达途径：条约途径、外交途径、个人送达、邮寄送达、电子送达、公告送达；外国对我

国送达，依据《民事诉讼法》第 277条规定，送达途径包括条约送达、外交途径和使领馆送达。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规定送达途径有：

负责人送达、诉讼代理人送达、代表机构或代办人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电子送达。除公告

送达外，人民法院可以同时采取多种送达途径完成送达。 

第五节  司法协助——域外取证 

域外调查取证是指一国主管机关对本国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进行境外调查或收集证据的制度。 

一、域外取证方式 

（一）直接调查取证：是指受诉法院依据其所属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条约或互惠关系直接在

外国进行调查取证而无需外国法院协助的制度。 

该方式主要包括：外交或领事人员取证；特派员取证；当事人或诉讼代理人自行取证。 

（二）间接调查取证：是指受诉法院依据条约或互惠关系通过请求书委托外国主管法院或主管

机构代为调查取证的方式，也称请求书方式。 

二、1970年海牙《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公约》 

1、调查取证方式：请求书方式；外交或领事方式；特派员取证方式。 

2、域外取证的依据：取证行为的实施一般适用被请求国法律，可以采取被请求国允许的强制

措施；如果请求国申请以特殊方式进行，在不违背被请求国法律的条件下，也可以适用请求国法律。 

3、关于调查取证的费用，缔约国之间原则上互免。  

三、我国关于域外调查取证的立法与实践 

中国加入了《海牙取证公约》，声明：1.对于普通法国家旨在进行审判前文件调查的请求书，

仅执行已在请求书中列明并与案件有直接密切联系的文件调查请求；2.对“特派员取证”方式予以

保留。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27章司法协助中有关条文就域外调查取证制度做了明确规定。 

第六节  国家间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一、概述 

国家间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是指主权国家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相互承认对方国家法院判决在

本国的效力，需要执行时，则给予执行的一种司法协助行为。 

国家间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理论基础有：既得权说或债务说；礼让说；一事不再理或既判力

说。 

二、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条件 

1.原判决国法院对案件具有适当管辖权； 

2.外国法院判决已经生效或具有执行力； 

3.外国法院审理案件的诉讼程序公正； 

4.无诉讼竞合情形； 

5.法院判决合法取得； 

6.外国法院适用了被请求国冲突规范所指引的准据法； 

7.外国法院判决不违反承认国的公共秩序； 

8.存在互惠关系。 



1789 

三、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程序 

（一）执行令方式：大陆法系国家习惯采用的方式。 

（二）重新审理方式：英美国家习惯采用的方式，也称为诉讼程序和登记程序。 

四、中国关于国家间法院判决承认和执行的立法与实践 

（一）我国人民法院判决在外国的承认与执行 

除依据有关双边协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280条有具体规定：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

力的判决、裁定，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国领域内，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

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

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 

（二）外国法院判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 

除双边协定外，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281条规定：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

定，需要我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中国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

和执行，也可以由外国法院依照该国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

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 

（二）审查及其条件 

人民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进行审查后，认为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

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承认其效力，需要执行的，发出执行令，依照本

法的有关规定执行。违反中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不予承认和

执行。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一事不再理”原则和“不方便法院”原则？实践中如何恰当使用？ 

2、我国法院确定案件管辖权的原则是什么？出现管辖权冲突时怎么办？ 

3、什么是司法协助？我国司法协助的国内法制度与 1965年海牙《送达公约》有什么不同？ 

4、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5、请举例说明承认执行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适度运用。 

拓展阅读书目： 

1、李浩培著：《国际民事程序法概论》，法律出版社 1996年版； 

2、李双元、谢石松著：《国际民事诉讼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3、杜新丽主编：《国际民事诉讼与国际商事仲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4、刘力著：《中国涉外民事诉讼管辖权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 

5、徐宏著：《国际民事司法协助》，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6、刘力主编：《中国涉外民事诉讼立法研究——管辖权与司法协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第十六章  国际商事仲裁 

本章学习目的与要求：本章是关于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制度，要求掌握国际商事仲裁涉外性的

特征，仲裁协议的效力与法律适用，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撤销，1958 年《关于承认执行仲裁裁决

公约》的内容和地位及其在中国的运用等，并且能够结合仲裁实践运用规则。 

课时分配：3课时 

第一节  国际商事仲裁概述 

一、国际商事仲裁的概念 

（一）概念及其特点 

 国际商事仲裁是指在国际商事活动中，当事人依据事先在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或事后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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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仲裁协议，自愿把他们之间产生的或可能产生的契约性或非契约性商事争议交由常设仲裁机构或

临时仲裁庭进行评断和裁决。实践中，从“国际性”与“商事”两方面正确理解国际商事仲裁的概

念。 

（二）国际商事仲裁的类型 

1、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 

2、依法仲裁和友好仲裁； 

3、私人间仲裁和非私人间仲裁。 

二、国际商事仲裁机构 

（一）国际性常设仲裁机构 

1、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 

2、国际商会仲裁院（ICC ） 

（二）国家性常设仲裁机构 

1、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SCC）； 

2、英国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 

3、美国仲裁协会(AAA)等。 

（三）中国国际商事仲裁机构 

1、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 

2、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CMAC)； 

3、中国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 

4、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 

三、国际商事仲裁的国际立法 

第二节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 

一、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概念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是指双方当事人同意把他们之间将来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争议交付仲

裁解决的协议。仲裁协议有三种表现形式：仲裁条款；仲裁协议书；其他书面文件中包含的仲裁协

议。 

二、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内容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一般应包含以下内容：提交仲裁的争议事项；仲裁机构；仲裁地点；仲裁规

则；仲裁裁决的效力。 

三、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法律效力 

（一）对争议当事人的法律效力 

（二）对仲裁庭或仲裁机构的法律效力 

（三）对法院的法律效力 

（四）对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法律效力 

四、仲裁协议的有效要件及其认定 

（一）仲裁协议的有效要件 

仲裁协议的基本要件包括：仲裁协议必须采用书面形式；订立仲裁协议的当事人必须具备行为

能力；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仲裁协议约定的争议事项是可仲裁的事项。 

（二）有瑕疵仲裁协议有效性的认定 

1、仲裁协议中约定两个以上仲裁机构； 

2、仲裁协议仅约定仲裁地点、未约定仲裁机构； 

3、仲裁协议约定既可以申请仲裁，也可以向法院起诉； 

4、当事人约定仲裁规则，但未约定仲裁机构； 

5、仲裁协议文字表示有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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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机构  

1、仲裁机构； 

2、仲裁庭； 

3、法院 

五、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 

（一）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二）仲裁地法律的适用 

（三）我国立法与实践 

六、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原则 

（一）含义 

仲裁条款的独立性原则又称仲裁条款自治原则，是指仲裁条款独立于主合同其他条款而存在，

主合同的变更、终止、无效、解除、不存在等情形不影响仲裁条款的效力。 

（二）理论依据 

（三）我国立法与实践 

第三节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 

一、仲裁申请与受理 

（一）国际商事仲裁申请书 

（二）仲裁的受理 

（三）答辩、抗辩与反请求 

二、仲裁员与仲裁庭 

（一）仲裁员的选定 

（二）仲裁庭的组成 

（三）仲裁员的回避和替换 

三、仲裁审理 

（一）仲裁审理的方式及程序 

 仲裁案件可以采取两种方式审理，书面审理和开庭审理。 

（二）审核证据和询问证人 

仲裁庭一般只能传讯自愿出庭作证的证人，只能提取有关证人自愿提交的证据材料，而无权

强制证人作证或出示有关的证据材料。 

（三）仲裁中的调解 

 1、仲裁中调解的含义； 

 2、调解的效力 

（四）临时性保全措施 

 1、临时性保全措施的含义； 

 2、采取保全措施的条件与发布机构； 

 3、临时性保全措施的相互承认与执行。 

四、仲裁裁决 

（一）仲裁裁决的含义和种类 

根据不同标准，我们可对仲裁裁决作不同的分类：中间裁决、部分裁决和最终裁决；对席裁决

和缺席裁决；合意裁决与非合意裁决等。 

（二）裁决的形式与内容 

（三）裁决的期限 

关于仲裁裁决的期限一般有以下做法：1、约定期限；2、法定期限；3、将约定期限与法定期

限相结合来确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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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仲裁裁决的效力 

（五）仲裁裁决的更正、补充与解释 

五、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法律适用 

（一）意思自治原则 

（二）仲裁地法的适用 

（三）“非当地化”理论 

第四节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撤销 

一、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理由 

二、撤销国际商事仲裁的程序问题 

（一）有权撤销的法院 

（二）申请撤销以及作出裁定的期限 

（三）不当撤销的司法救济 

第五节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含义 

承认外国仲裁裁决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承认外国仲裁裁决指

法院依法确认某一外国裁决在内国有可予执行的法律效力；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指法院在承认外国仲

裁裁决效力的基础上，依照本国法律规定的执行程序予以强制执行。 

二、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条件 

（一）需由被申请执行人提起，法院予以审查的情形 

（二）法院主动审查的情形  

三、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程序 

（一）采取法院签发执行令方式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二）采取诉讼方式，将外国仲裁裁决转化为内国法院判决予以执行 

（三）将外国仲裁裁决作为国内仲裁裁决予以执行 

四、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在中国内地的承认与执行 

（一）涉外仲裁裁决在中国内地的承认与执行 

1、执行涉外仲裁裁决的法院 

2、不予承认执行的理由 

3、承认与执行涉外仲裁裁决的程序问题 

4、不予承认执行的内部报告制度 

（二）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内地的承认与执行 

1、中国承认的公约裁决的范围。我国加入《纽约公约》时作了两项保留，即互惠保留和商事

保留。根据互惠保留声明，我国只承认和执行在该公约对我国生效后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成的仲裁

裁决。根据商事保留，我国仅对按照我国法律属于契约性和非契约性的商事法律关系所引起的争议

适用公约。 

2、申请承认执行的条件和程序。依据双边条约与公约规定的条件承认和执行，没有条约关系

的，适用国内法的规定。重点掌握《纽约公约》规定的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条件。 

3、当事人申请承认和执行的期限。 

4、管辖法院。 

5、法院的审查，适用法院的内部报告制度。 

五、我国仲裁裁决在外国的承认与执行 

分三种情况：1、依据《纽约公约》；2、依据双边条约；3、按照互惠原则办理。 

复习与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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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商事仲裁“国际性”的判断标准是怎样的？在中国的仲裁实践中，哪一个标准更适当？ 

2、什么是仲裁条款的自治理论？ 

3、简述国际商事仲裁协议有效性的确定。 

4、结合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分析仲裁协议法律适用规则。 

5、1958年《纽约公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什么？结合实践阐述其在中国的适用。 

拓展阅读书目： 

1、杜新丽主编：《国际民事诉讼与国际商事仲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2、刘景一：《涉外仲裁实务与案例评析》,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1年版。 

1、 李虎：《国际商事仲裁栽决的强制执行》，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4、赵秀文主编：《国际商事仲裁案例解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5、赵秀文:《国际商事仲裁现代化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6、杜新丽：《国际商事仲裁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7、林一飞：《国际商事仲裁法律与实务》，中信出版社 2005年版。 

8、刘晓红：《国际商事仲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9、宋连斌：《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10、黄亚英：《国际商事仲裁实务操作与操作推演》，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 

第十七章  中国区际私法（略）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国际私法概述 3  

2 国际私法发展史：传统理论 3  

3 国际私法发展史：现代理论 3  

4 国际私法主体 3  

5 冲突规范与准据法 3  

6 冲突规范的运用一 3  

7 冲突规范的运用二 3  

8 民事能力的法律适用 3  

9 婚姻家庭的法律适用 3  

10 继承的法律适用 3  

11 物权的法律适用 3  

12 合同的法律适用 3  

13 侵权的法律适用 3  

14 国际民事诉讼一 3  

15 国际民事诉讼二 3  

16 国际商事仲裁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理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国际法 

后续课程：国际私法研讨课、国际民用航空法、国际私法判例研习、国际民事诉讼与国际商事

仲裁、区际私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为什么适用外国法、如何拒绝适用外国法、国际私法首先是国内法。 

难点：国际私法的性质、国际私法与强制性规范或直接适用的法之间的关系、最密切联系原则

的发展、冲突规范的软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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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传授。 

2.案例评析。 

教学手段： 

1.PPT。 

2.资料阅读。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查方法由任课教师自主选择），考核内容有：学

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等；期末考试占 8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赵相林主编：《国际私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年 8 月 第 4 版（普通高等教育十

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黄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释义与分析》，法律出版社，2011年

版； 

2. 齐湘泉著：《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原理与精要》，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3. 马丁•沃尔夫著：《国际私法》，李浩培、汤宗舜译，法律出版社 1988年版； 

4. 莫里斯著：《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李双元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年版； 

5. 杜新丽：《国际商事仲裁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6. 刘力主编：《中国涉外民事诉讼立法研究——管辖权与司法协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执笔：刘力 张玲 覃华平  审稿：刘力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9日 

 

国际经济法概论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课程号：3030300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法学院涉外法学实验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采用中英双语授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2、了解国际经济法各分支

领域的前沿问题和最新动态；3、熟悉国际经济法相关术语的英文表达；4、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

析和解决涉外相关实务问题。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国际经济法基础知识，包括有关

国际货物买卖的法律；WTO多边贸易体制；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

税法；国际经济争议的解决等议题，为海商法、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税法等后续课程奠

定必要的知识基础。本课程通过中英双语授课的形式，旨在培养同学们的实务外语技能，促使同学

将所学知识与国际接轨，从而更好地为今后的学习和实践服务。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Introduction of IEL （国际经济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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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definition of IEL 

2.  The scope and coverage of IEL 

3.  Features of IEL 

(1) Unique Subjects of Public IEL 

(2) Comprehensive Content of IEL 

(3) Vague Boundary 

4.  Legal sources of IEL 

5.  Basic principles of IEL 

(1) The Principle of Economic Sovereignty of States 

(2) The Principle of Equity and Mutual Benefit 

(3) The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Development 

(4) The Principle of Obligation Must Be Performed 

学习目标： 

1．了解学生对国际经济法概念、特征、调整对象。 

2．掌握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渊源和基本原则。 

作业： 

1. Concept and scope of IEL? 

2.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public law and IEL? 

3.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nciple of economic sovereignty of state and the one of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of development? 

知识单元 2：Contracts of Sales of Goods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1) Defini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2)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2. Concept of an international trade contract 

3. Essential elements of a valid contract 

(1) Parties must have legal capacity to contract 

(2) Mutual assent reached through offer and acceptance 

(3) Contract must not be illegal or contrary 

4. Offer and acceptance 

5. Standard contract and standard terms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的概念及有效的条件。 

2．掌握要约与承诺的基本含义及其对合同成立与否的主要影响，理解标准合同和标准条款的

并入问题。 

作业： 

1. What is an offer/acceptance? 

2. What are main contents of a contract for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知识单元 3：Incoterms(2000,2010)（国际贸易惯例，主要是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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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ope and feature of Incoterms 2000 

2. E group term: EXW; 

3. F group terms: FOB, FCA; 

4. C group terms: CFR, CIF, CPT, CIP 

5. D group terms: DAF, DES, DEQ, DDU, DDP 

6. Incoterms 2010 

(1)How to use the Incoterms® 2010 rules 

(2)Classification of the 11 Incoterms® 2010 rules  

(3)Rules fo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4) Transfer of risks (FOB, CIF, CFR) 

(5)Two new Incoterms rules- DAT and DAP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贸易惯例在国际货物买卖中的重要性。 

2．掌握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 2000版和 2010版，并比较二者的不同之处。 

作业： 

1. Under Incoterms 2010, what are the features of each group? 

2. Compared with Incoterms 2000, how does Incoterms 2010 make a change? 

知识单元 4：CISG（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Sphere of application of CISG 

2. Contract Formation 

(1)Offer 

(2)Acceptance 

3. Seller’s obligation 

(1) Obligation of delivery 

(2) Obligation of quality of goods 

(3) Obligation of property issues 

(4) Obligation of handing over relevant documents 

4. Risk of loss 

5. Remedies for breaches of contract 

(1) By the seller 

(2) By the buyer 

(3) Provisions common to the buyer and the seller 

学习目标： 

1．了解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适用范围，包括适用地域范围，调整对象，不适用范

围，以及不涉及的问题。 

2．掌握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所规定的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重点掌握违约救济的方

法，以及风险转移的问题。 

作业： 

1．What is the sphere of application of CISG? 

2．Is CISG compulsory? According to which aspects can you give your answer? 

3．When China acceded to CISG, which clauses did China make reservation on? How about 

China’s reservation now? 

4．According to CISG,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does a conduct constitutes “an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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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n acceptance”? 

5. According to CISG, what is the seller’s obligation of “conformity of the goods”? 

6. In cases that the seller breaches the contract, what are available remedies for 

the buyer? 

7. What is the“anticipatory breach” of a contract? 

8. What are main contents of a contract for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9.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does an accident constitute “force majeure”? 

知识单元 5：Carriage of goods I（班轮运输部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Cargo Transport 

2.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of carriage by sea 

3. Bills of Lading (B/L) 

(1) Terms in the first page of the B/L(提单正面条款) 

(2) Terms in the second page of the B/L:（提单背面条款） 

4.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governing carriage of goods by sea  

(1) Hague Rules  

(2) Visby Rules  

(3) Hamburg Rules  

(4) Rotterdam Rules 

学习目标： 

1. 了解海上货物运输的特点和方式，了解提单的主要内容。 

2．掌握《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了解三个规则的异同，并比较我国《海商法》

的规定。 

3. 介绍《鹿特丹规则》，分别从船方和货方的角度讨论该规则对我国的影响。 

作业： 

1. The main contents of a bill of lading? 

2.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ague Rules, Visby Rules and Hamburg Rules? 

3. Make comments on Rotterdam Rules. 

知识单元 6：Carriage of goods II（租船运输部分，国际航空运输，国际铁路运输以及多式联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Voyage Charter 

(1) Definition 
(2) GENCON contract 
2. Time Charter 

(1) Definition 
(2) NYPE contract 
3. Carriage of goods by air 

4. Carriage of goods by railway 

5. Multi-mode transportation 

 

学习目标： 

1. 了解航次租船合同和定期租船合同的主要条款，阅读金康合同和纽约土产合同。 

2．了解国际航空运输、铁路运输和多式联运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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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The main contents of a voyage charter contract? 

2. The main contents of a time charter contract? 

3. Compare the Warsaw Contention and the Montreal Convention? 

知识单元 7：Insurance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of goods（国际货物运输保

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concept of marine cargo insurance 

2. Classification of Marine Insurance 

3. Principles of Marine Insurance 

(1) Insurable Interest 

(2) Utmost Good Faith  

(3) Proximate Cause 

(4) Indemnity  

(5) Subrogation 

4. Introduction of the insurance coverage of marine cargo transport 

学习目标： 

1. 了解海上运输保险的三类险种，以及每种险种分别承保什么风险，不保什么风险。 

2．掌握海上运输保险的基本原则。 

作业： 

1. The main contents of A,B,C class of insurance? 

2. What are the principles of insurance? 

知识单元 8：International Payment（国际贸易支付结算）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1) Currency: convertible currency 
(2) Method of payment 
2. Kinds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 

(1) Bill of exchange  
(2) Check/cheque   
(3) Promissory Note 
3. Remittance 

(1) Definition and parties 
(2) Procedure 
4. Collection 

(1) Definition and parties 
(2) Procedure 
5. Letter of Credit 

(1) Definition and parties 
(2) Procedure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际贸易支付结算的三种主要方式，即汇付，托收和信用证。 

2．掌握三种方式下的当事方，以及支付结算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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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Summarize the procedures of remittance, collection and letter of credit? 

2. What are the negotiable instrument under international payment? 

知识单元 9：Administrative measures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trade（国际贸易管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concept of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2. Law and regulations of China 

3. Law and regulations of USA 

4. Anti-dumping  

5. Anti-Subsides 

6. Safeguard measures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际贸易管制的含义以及中美国内相关法律法规。 

2．掌握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含义、适用条件、适用对象和法律后果，比较三者的异

同。 

作业： 

1. The main conten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measures? 

2.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of anti-dumping, anti-subsides and safeguard measures? 

知识单元 10：WTO Legal System（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From GATT to WTO 

2. China and WTO 

3. The WTO’s functions 

4. Function and Structure of WTO 

5. Membership and accession 

6. Decision-making 

7. The Uruguay Round agreements: Legal framework of WTO Agreements 

8. The WTO as a dispute settlement forum and a monitoring body 

学习目标： 

1. 了解关贸总协定到世贸组织的发展历程。 

2. 理解中国入世的特别意义 

3. 了解 WTO的组织结构和决策程序 

4. 掌握 WTO有关法律文件以及所对应的贸易规则。 

5. 掌握 WTO的争端解决程序 

作业： 

1. Summarize the legal framework of WTO agreements. 

2. Make comments on the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of WTO. 

知识单元 11：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国际投资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vital role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2. Host country and investment output country 

3. Right of inves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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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air and equity clause 

5. Expropriation clause 

6. National treatment and negative list 

7. BIT and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rules 

8. Free trade zones in China 

9. MIGA 

10. ICSID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际投资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重要性，认识到我国作为东道国和资本输出国的双重身

份。 

2. 了解投资者的基本权利 

3. 了解公平公正待遇 

4. 了解征收问题 

5. 了解国民待遇，尤其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 

6. 了解双边投资协定，以及多边投资规则的发展历程 

7. 了解我国目前正在建设的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8. 掌握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和解决国家和私人投资争端中心。 

作业： 

1. What are main contents of a BIT? 

2. What protection can China provide to its investors towards One Belt and One Road? 

3. Summarize the procedure of ICSID. 

知识单元 12：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aw（国际金融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aw 

2. Breton woods system 

3. IMF  

4. World Bank 

5. SDR 

学习目标： 

1. 了解布雷顿森林体系到牙买加体系的发展历程 

2. 掌握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3. 了解特别提款权，讨论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的影响。 

作业： 

1. What’s the function of IMF and WB? 

2. Make comments on the SDR system. 

知识单元 13：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国际知识产权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Defini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 Classific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3. Principl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4. Paris Convention 

5. Berne Convention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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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知识产权的定义和分类。 

2. 了解《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 

3. 掌握我国《商标法》《著作权法》对上述公约的采纳。 

作业： 

1. What’s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2. Make commen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IP Laws and Paris/Berne 

Convention. 

知识单元 14：International taxation law（国际税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Jurisdiction of taxation: by resident or income country 

2. International overlap taxation 

3. International double taxation 

4. Taxation allowance and exemption 

5. International taxation treaty 

学习目标： 

1. 了解居民税收管辖权和来源地税收管辖权。 

2. 了解国际重复征税和国际重叠征税。 

3. 掌握双边税收协定对减免国际重复征税、重叠征税的方法。 

作业： 

1. How can we resolve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overlap/double taxation? 

2. Make comments o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taxation treaty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知识单元 15：Sett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s（国际争端解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Settlements via WTO 

2. Settlements via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3. Settlements via ICSID 

学习目标： 

1. 巩固 WTO争端解决机制相关知识。 

2. 了解国际商事仲裁的特点、优势及其程序要求。 

3. 掌握 ICSID争端解决程序。 

作业： 

1. What role doe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lay in nowadays international 

trade/investment? 

2. Compare WTO disputes settlements with ICSID disputes settlements.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of IEL（国际经济法综述） 2  

2 Contracts of Sales of Goods（国际货物销售合同） 2  

3 
Incoterms(2000,2010)（国际贸易惯例，主要是国际

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3  

4 CISG（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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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arriage of goods I（班轮运输部分） 3  

6 
Carriage of goods II（租船运输部分，国际航空运

输，国际铁路运输以及多式联运） 
2  

7 
Insurance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of goods（国际货物运输保险） 
3  

8 International Payment（国际贸易支付结算） 5  

9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concerning international 

trade（国际贸易管制） 
2  

10 WTO Legal System（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制度） 4  

11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国际投资法） 4  

12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aw（国际金融法） 4  

13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国际知

识产权法） 
6  

14 International taxation law（国际税法） 3  

15 
Sett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s

（国际争端解决）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国际公法  

后续课程：国际贸易法、海商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国际贸易法、WTO法律制度、国际投资法等。 

难点：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国际海上保险法、国际支付结算、国际金融法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案例教学 

3.小组讨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展示 

2.视听资料播放 

3.网络链接资料展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已自主编写适合于涉外班适用的国际经济法概论双语教案，并配套制作 PPT。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自编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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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参考书 

1.[英] 西蒙娜·拉蒙特-布莱克 著；韩立余译:国际贸易法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Trade Law)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2.莫世健：国际商法（英文版）（LexisNexis经典法学教材丛书）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年版 

3.盛建明：国际经济法(英文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1版 

4.伏军:国际金融法(第 2版)(英美法案例精选丛书.英文版)对外经贸大出版社 2013版 

5.胡良荣，冯涛，林丽编：知识产权法（英文版），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6.Tarrant Mahony ： Foreign Investment Law in China： Regulation, Practice and 

Context，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7.莫世健主编《国际经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 5月第 2版； 

8.王传丽主编《国际贸易法》，法律出版社，2012年 1月第 5版； 

9.张丽英著《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制度与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 1版。 

10.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2014年 12月第 4版； 

11.李仁真主编《国际金融法新视野》，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 5月第 1版； 

执笔：张丽英  审稿：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0日 

 

国际经济法概论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课程号：3030300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必修/主干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掌握并运用国际经济法领域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2.熟悉国

际贸易法、WTO法、国际技术转让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等领域的基础知识；3.

熟悉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并能理论联系实际，将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实践，解决国

际经济交往中出现的法律问题。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国际经济法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

理，为国际贸易法、WTO法、国际技术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等分支课程奠

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国际经济法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际经济法的概念与特点 

（1）国际经济法的概念 

（2）国际经济法的特点 

2．国际经济法的主体 

（1）自然人 

（2）法人 

（3）国际组织 

（4）国家 

3.  国际经济法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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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条约 

（2）国际商业惯例 

（3）国内立法 

（4）国际组织决议 

4.  国际经济法与相关法律部门的区别与联系 

（1）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 

（2）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私法 

5. 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1）可持续发展原则 

（2）国家对天然财富与资源的永久主权原则 

（3）进行国际合作对谋发展原则 

（4）平等互利原则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动向和基本原则 

2．掌握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和渊源、国际经济法的主体等基本内容。 

作业： 

1.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和范围。 

2.试述国际经济法的渊源 

3.国际经济法的主体有哪些？ 

4.试述跨国公司的法律地位和各实体的责任承担制度。 

5.试分析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等课程的区别与联系。 

知识单元 2：国际贸易法 

参考学时：24学时 

学习内容： 

1． 调整国际货物买卖的法律 

（1）《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2）国际货物买卖的国际商业惯例 

（3）国际货物买卖的国内立法 

2．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1）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国际性的判断标准 

（2）要约与承诺 

（3）合同的形式与内容 

（4）卖方和买方的义务 

（5）货物所有权与风险的转移 

3．国际货物运输的法律制度 

（1）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 

（2）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法 

（3）国际铁路货物运输法 

（4）国际货物多式联运法律制度 

4．国际货物运输保险 

（1）国际货物运输保险合同 

（2）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保险条款 

（3）国际陆上货物运输保险 

（4）国际航空货物运输保险 

5．国际贸易贸易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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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支付工具 

（2）国际结算方式 

（3）银行信用证 

学习目标 

1.掌握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认定的标准、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的条件、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履

行以及违约救济； 

2.了解国际货物运输的方式及其法律风险，掌握国际货物运输承运人应承担的责任、保险人应

承担的责任。 

3. 掌握国际贸易支付方式及其特点，尤其是信用证支付方式的流程、当事人的责任、对欺诈

的认定和处理方式以及 UCP600的主要内容。 

4.掌握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的类别及主要条款。 

作业： 

1．《国际买卖合同公约》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2．《国际买卖合同公约》是否是强制的?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3．依《国际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构成要约和承诺的条件有哪些? 

4．依《国际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卖方的质量担保义务包括哪几项? 

5．在卖方违反合同时适用于买方的补救方法有哪些? 

6．什么是预期违反合同? 

7．试述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 

8．构成不可抗力的意外事故需要满足那些条件? 

9．试述《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2010》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10.试述提单的法律特征。 

11．银行为什么不愿意接受不清洁提单? 

12．如何理解《海牙规则》中的适航责任? 

13．试比较《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在承运人的责任基础、责任期间、

责任限额、免责等方面的不同规定? 

14．航次租船合同与定期租船合同有什么主要区别？ 

15．什么是可保利益? 

16．损失补偿原则有那些例外情况? 

17．国际运输货物保险合同的基本条款主要有哪些? 

18．什么是委付? 

19．主要险别与附加险别有什么区别? 

20．国际贸易支付方式有那些? 

21．汇付的概念和种类 

22．托收的概念和种类 

23．托收的国际惯例有那些? 

24．信用证的概念和特征 

25．信用证的当事人有那些? 

26．不可撤销信用证、循环信用证、可转让信用证的概念 

27．开证行的责任有那些? 

知识单元 3：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 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法 

（1）世界贸易组织产生及其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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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法律体系 

2．WTO货物贸易规则之一——GATT1994基本原则及其例外规定 

（1）GATT1994基本原则 

（2）GATT1994例外条款 

3．WTO货物贸易规则二——约束非关税措施的专项协议 

（1）WTO反倾销协议 

（2）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3）保障措施及 WTO《保障措施协定》 

（4）《技术贸易壁垒协议》（TBT协议） 

（5）《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SPS协议） 

4．《服务贸易总协定》 

5．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1）DSU适用的范围 

（2）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原则和目标 

（3）WTO争端解决程序 

学习目标： 

1．了解 WTO的法律地位、宗旨和职能 

2．熟悉 WTO货物贸易规则，GATT基本原则及其例外，调整非关税壁垒的主要协议 

3．理解 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主要规则 

4． 理解 WTO争端解决机制，能运用 WTO法律规定剖析 WTO案例。 

作业 

1.WTO的性质和法律地位。 

2.WTO和 GATT在组织上和法律制度上的关系？ 

3.GATT基本原则的含义和适用范围？ 

4.如何理解 GATT一般例外规则？ 

5.如何理解禁止数量限制原则的例外？ 

6.WTO规则对一成员采取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提出了哪些原则要求？ 

7.如何正确理解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适用范围、权利义务特点？ 

8.WTO争端解决的程序步骤有哪些？ 

知识单元 4：国际技术贸易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技术贸易法律制度 

（1）国际技术贸易和国际技术贸易法 

（2）国际许可证协议 

（3）国际许可证协议的主要内容 

（4）国际许可证协议中的限制性商业条款 

2．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 

（1）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概述 

（2）《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3）《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4）《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议）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许可证贸易的特点和种类，掌握国际许可协议的重要条款。 

2．掌握最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即《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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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 

作业 

1．各国对许可证协议的限制性商业条款有哪些观点?我国对此作何规定? 

2.《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议》的基本原则。 

3．《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在著作权和专利权保护方面有哪些更高水平的要求? 

知识单元 5：国际投资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投资和国际投资法概述 

（1）国际投资概述 

（2）国际投资法的概念、渊源 

（3）国际投资法的体系 

2. 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直接投资企业的类型 

（1）国际直接投资的类型 

（2）国际直接投资企业的类型 

3.国际投资保险制度 

（1）海外投资保证制度的概念和特征 

（2）国别海外投资保证制度 

4.保护投资的国际法制 

（1）双边投资条约及其发展趋势 

（2）《华盛顿公约》与 ICSID的仲裁机制 

（3）国际贸易组织（WTO）有关投资的协定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投资法的类型、国际投资法的基本框架，以及国际投资协定的发展趋势； 

2.理解外国直接投资的概念、特点，跨国公司地位和法律问题，外资准入和国家安全审查制度； 

3.掌握国际投资待遇标准及其发展，国际投资保险制度，国际投资争议解决及投资者－国家争

端解决机制（ISDS）变化趋势等。 

作业 

1.辨析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的含义。  

2.简述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 

3.简述国际投资法的概念及特征。 

4.简述国际直接投资企业的法律形式。 

5.简述跨国并购的含义和法律规制。简述 BOT和 PPP的概念、主要法律关系和法律文件。 

6.简述特许协议的概念和性质。 

7.如何理解双边投资协定投资定义的变化？ 

8.什么是绝对待遇和相对待遇标准？ 

9.简述公正与公平待遇和最低待遇标准的概念。 

10.简述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11.简述国有化、征收的概念和补偿标准。 

12.简述国别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 

13.简述《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的投资保险制度。 

14.TRIMs所禁止的投资措施有哪些？ 

15.简述 ICSID的管辖权、ICSID仲裁的法律适用，以及裁决的特点。 

16.什么叫岔路口条款？什么叫保护伞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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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6：国际金融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际金融法概述 

（1）国际金融法的概念 

（2）国际金融法的特点 

2．国际货币制度 

（1）国际金本位 

（2）布雷顿森林制度 

（3）《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第一次修订 

（四）牙买加制度 

3．国际融资的法律制度 

（1）国际贷款融资的法律制度 

（2）国际证券融资的法律制度 

（3）资产证券化 

（4）国际融资租赁的法律制度 

4．国际融资担保 

（1）国际融资的信用担保 

（2）国际融资的物权担保 

（3）国际融资担保的其他方式 

5．跨国银行监管的法律制度 

（1）跨国银行监管的原因 

（2）巴塞尔资本协议Ⅰ、Ⅱ、Ⅲ的主要内容 

6．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1）金融服务的定义及主要方式 

（2）适用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法律规则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际金融法的基本内容，把握国际金融法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2． 掌握国际货币制度的主要内容。 

3．掌握国际资金融通的基本方式及主要条款。 

4．理解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变化。 

5．理解世界贸易组织金融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及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趋势。 

作业 

1．试述国际金融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 

2．布雷顿森林货币制度的主要内容有哪些？它对国际货币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什么重要意

义？ 

3．国际贷款协议生效应具备哪些先决条件？ 

4．国际贷款协议中规定的借款人违约事件有哪些？贷款人可以采取哪些救济措施？ 

5．陈述和保证条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 

6．简述国际证券的概念、特征及种类。 

7．试比较分析注册制与核准制的利弊。 

8．各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9．国际银行的资本充足标准是什么？ 

10．试述《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的主要内容。 

11.试述巴塞尔资本协议主要内容及其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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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试述金融服务协议的内容。 

知识单元 7：国际税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际税法的概念与特征 

（1） 国际税法的概念 

（2） 国际税法的法律渊源与基本原则 

（3） 国际税法的主要内容 

2． 税收管辖权基本理论 

（1） 税收管辖权概述 

（2） 居民税收管辖权的确认 

（3） 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行使 

3． 国际重复征税与国际重叠征税 

（1） 国际重复征税与国际重叠征税的含义及其区别 

（2） 国际重复征税与国际重叠征税的消极影响 

（3） 避免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 

4． 国际逃税与国际避税 

（1） 国际逃税与国际避税的含义与异同 

（2） 国际逃税与国际避税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 

（3） 国际逃税与国际避税的主要方式 

（4） 国际逃税与国际避税的防范 

5．国际税收协定 

（1）国际税收协定概述 

（2）国际税收协定的主要内容 

（3）国际税收协定的实施 

（4）中国对外双边税收协定的实践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税法的概念与特征，国际税收协调的主要方式即国际税收协定。 

2．掌握税收管辖权的两个基本理论：居民税收管辖权的确立和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行使。 

3. 掌握国际重复征税与国际重叠征税的概念与异同，以及解决国际重复征税与国际重叠征税

的主要方法，明了税收抵免和税收饶让抵免的关系。 

4．掌握国际逃税与国际避税的区别和跨国纳税人从事国际逃税与国际避税的主要方法，以及

国际法和国内法防止国际逃税与国际避税的主要措施。 

作业： 

1． 关于税收管辖权的两个基本理论原则是什么？ 

2．各国对居民身份的确认标准有哪些？来源地国家如何对非居民行使税收管辖权？ 

3．国际重复征税与国际重叠征税有何异同？ 

4．什么是税收饶让抵免？实施税收饶让抵免有何意义？ 

5．跨国纳税人进行国际逃税与国际避税的主要方式有哪些？ 

6．国际反避税措施主要有哪些？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个，共××学时 

实验 1：……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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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2：……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国际经济法概述 3  

2 国际贸易法 24  

3 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 9  

4 国际技术贸易法 3  

5 国际投资法 3  

6 国际金融法 3  

7 国际税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学理论、民法、商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 

后续课程：国际贸易法、海商法、WTO法、国际技术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

税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国际贸易法、WTO、国际技术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 

难点：CISG、INCOTERMS、WTO 例外条款、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双边投资协议、国际货币制

度、国际重复征税与重叠征税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为主 

2.课后答疑为辅 

教学手段： 

1.理论讲解 

2.逻辑演绎 

3.案例分析 

4.多媒体展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应课前预习，课后复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试要求：学生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构成。平时成绩占 20％，主要考查：学生出勤、

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学生可参照大纲和教材上的思考题回顾本章内容。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已有自主编写的理论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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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用教材 

1. 王传丽主编《国际经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 5版 

（二）推荐参考书 

1.王传丽主编《国际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3月 第四版 

2.王传丽主编《国际经济法》，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 3版 

3.王传丽主编《国际经济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第 3版 

4.余劲松主编《国际经济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5.陈安主编《国际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3月 第 6版 

6.余劲松 吴志攀《国际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四版 

7.莫世健主编《国际经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年第 2版 

8.车丕照《国际经济法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5年版 

9.曾华群主编《国际经济法新秩序与国际经济法新发展》，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 

10.贺小勇主编《国际经济法 案例与图表》2011年版，法律出版社出版 

执笔： 李巍 杨帆 祁欢 范晓波 兰兰  审稿：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0日 

 

国际环境法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课程号：40301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和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运用启发式、引导式的教学方法结合多媒体等教学手段，就“环境保护”

这一世界新主题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对国际环境法的产生、发展及其主体、性质、渊源、原则等

基本理论以及国际环境法的重要职能和重大作用进行研究，并结合国际环境法的发展趋势就其具体

领域如土地、大气、水资源、生物安全、海洋环境、地球两极、湿地、外空以及环境与贸易、环境

与军事、环境与健康等进行论述，为正确运用法律手段、促进人类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指

南。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国际环境法基础知识、国际环境

法的原理、了解国际环境保护立法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在全面系统掌握国际环境法理论的基础上，

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并运用国际环境法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国际环境法总论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了解国际环境法产生的背景及原因。要求学生掌握环境问题无国界、命运共

同体等基本理念，确立国际环境法是国际法的新分支的观念，初步理解国际环境法是国际法的新领

域、新分支，她在许多方面对传统国际法起到促进与发展的作用。对国际环境法的产生、发展及其

主体、性质、渊源、原则等基本理论以及国际环境保护的国际组织在国际环境保护中的重要职能和

重大作用进行研究。 

学习目标：本单元的学习目标是为了让学生了解国际环境法产生的背景及原因。要求学生在理

解环境无国界、全球命运共同体等基本理念的基础上掌握国际环境法的相关概念并真正领悟国际环

境法的真谛所在。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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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述国际环境法的产生及其发展。 

2.如何理解“国际环境法的公益性”？ 

3. 国际环境法的渊源有哪些？ 

4. 简述国际宣言和决议作为国际环境法渊源的地位。 

5. 简述尊重国家主权和不损害国外环境原则的内容和意义。 

6. 简述预防原则的内容和在国际环境法上的重大意义。 

7. 共同责任原则的基础和内容。 

…… 

知识单元 2：国际环境法分论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结合国际环境法的发展趋势就其具体领域如土地、大气、水资源、森林、海洋、外

空以及环境与贸易、环境与军事等进行论述。在此基础上，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人文领域，为人类

正确运用法律手段、促进人类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南。 

学习目标：本单元的学习目标是使学生了解水、土、大气等环境资源对人类有着非常重要的功

能，但目前已经被严重污染，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构成了重大威胁。要求学生掌握水、土、大气

等保护领域的国际环境法律制度的发展以及相关内容和意义。 

作业： 

1. 简述淡水资源的全球保护体系。 

2. 试述《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约》的要旨。 

3. 简述在气候变化领域国际环境法的发展。 

4. 土地荒漠化的原因分析。 

5. 试述《防治荒漠化公约》的特点和意义。 

6. 简述土地退化的遏制措施。 

7.试论生物安全立法原则。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国际环境法产生与发展 3  

2 国际环境法的性质与体系 3  

3 国际环境法主体 3  

4 国际环境法渊源 3  

5 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 3  

6 国际环境争端解决 3  

7 水土资源的国际环境法保护 3  

8 大气与气候的国际环境法保护 3  

9 生物多样性的国际环境法保护 3  

10 环境与贸易 3  

11 环境与健康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法、国际关系学 

后续课程：外交学、国际政治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国际环境法产生的背景及原因、国际环境法的学科体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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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掌握国际环境法重点内容如土地、大气、水资源、生物安全、海洋环境、地球两

极、湿地、外空以及环境与贸易、环境与军事、环境与健康等并运用国际环境法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运用启发式、引导式的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教师讲授结合多媒体等教学手段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国际环境法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林灿铃著《国际环境法》，人民出版社 2011年 11月第二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林灿铃著：《国际法上的跨界损害之国家责任》，华文出版社 2000年版 

2.林灿铃 等著：《国际环境法的产生与发展》，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6年 11月版 

3.林灿铃 等著：《国际环境法理论与实践》，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年 5月版 

4.林灿铃著：《荆斋论法》，学苑出版社 2011年版 

5.林灿铃主编：《国际环境条约选编》，学苑出版社 2011年版 

6.蕾切尔·卡逊著：《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7.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著：《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8.芭芭拉·沃法等著：《只有一个地球》，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9.奥尔多·利奥波得著：《沙乡年鉴》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10.亨利·梭罗著：《瓦尔登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执笔：林灿铃  审稿：国际公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4日 

 

国际人权法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课程号：4030100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国际人权法是现代国际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支部门，也是整个人权法律制度的一个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它以增进人权的普遍尊重和遵守为核心目的，以确认个人和特定群体的权利、设定国

家的相应义务以及创立监督和保证国家义务履行的国际机制为基本内容，与国际、国内的政治、经

济、法律、文化和其他社会领域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对于每一个人、每一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

切身利益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现已成为国际和国内社会成员广为关注的对象，并已成为世界各

国开展人权教育的重要内容。 

为便于我校学生对国际人权法的学习，我校教务处于 2004 年初同意将国际人权法设立为我校

本科生的选修课，并将之列入该处编制的选修课程名单（课程编号：403010072）。设立本课程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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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目的是帮助学生养成普遍尊重人权的意识和理念，掌握国际人权法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初步具备

独立从事与国际人权法有关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能力。为此目的，本课程拟较为全面而系统地

介绍国际人权法的历史发展过程、渊源、内容和实施机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和国际社会的实

际情况，探讨国际人权法实施方面存在的有关问题。凡已修过国际法课程的我校各个专业的本科生

和双学位学生均可选修本课程。考核成绩合格且符合教务处关于获取学分的其他条件的选课学生可

以取得两个学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国际人权法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国际人权法的概念和基本问题 

一、国际人权法的概念 

（一）国际人权法的定义 

国际人权法（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or International Law of Human Rights）

是关于人权问题的国际法，亦即由有关国家共同制定或认可的，旨在促进和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和自

由得到普遍尊重和实现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规章、制度的总和。 

（二）国际人权法的性质 

国际人权法属于国际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法律拘束力、主体、渊源和实施方式等方面具有国

际法的本质特征。 

（三）国际人权法的特征 

与国际法的其他分支部门相比，国际人权法具有以下特征：（1）其内容主要是确立国家在人权

方面的国际法律义务；（2）其调整对象主要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3）国际机构和个人在其实

施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四）国际人权法的范围 

从适用的时间范围来看，国际人权法主要是指在和平时期促进和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普

遍尊重和实现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即平时国际人权法。按照广义的理解，国际人权

法也包括在国际性的和非国际性的战争和非战争的武装冲突期间保护平民、伤病员、战俘等武装冲

突受难者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即国际人道（主义）法（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从适用的地域范围来看，国际人权法主要是指对世界各国开放的普遍国际人权法。此外，也包

括仅对某一区域的国家开放的区域国际人权法。 

二、国际人权法的基本问题 

国际人权法有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1）国际人权法的形成与适用，包括国际人权公约的缔结、

国际人权习惯的形成以及它们对国家的适用；（2）国际人权法的内容，集中体现为个人和若干群体

应当享有的人权以及国家在人权方面应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3）国际人权法的实施，包括国际人

权法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实施方式、措施和实际状况。 

第二节 国际人权法的地位和作用 

一、国际人权法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际人权法是现代国际法的重要分支部门，其形成与发展是对传统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发

展和变革，对于国际法的价值、功能、内容和发展方向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国际人权法在人权法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际人权法是人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各国与人权有关的国内法的制定、遵守和执行具有日

益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三、国际人权法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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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法旨在为所有国家和人民确立人权方面的共同标准，其制定与实施与国际、国内的政

治、经济、法律、文化和其他社会领域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对每一个人、团体、国家、国际组

织乃至整个人类的切身利益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节 学习国际人权法的意义和方法 

一、学习国际人权法的意义 

国际人权法是人权教育的重要内容。学习国际人权法有助于学生了解国际人权法的相关知识，

掌握从事与人权相关的教育、研究和实际工作的技能和方法，养成普遍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的态

度和习惯，开展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的行动。学习国际人权法对于学生全面、深入、准确地理解

和认识与人权有关的国际和国内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和社会现象，促进自身素质的提升都有

重要的帮助。 

二、学习国际人权法的基本方法 

学习国际人权法应具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和端正的学习态度，努力养成自觉、积极、主动、独立

和负责的良好学习习惯。在此基础上，应掌握以下基本学习方法：（1）全面了解国际人权法各项渊

源和补助资料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熟练利用网络和其他途径获取国际人权法的第一手资料；（2）

认真阅读国际人权法的基础教材，全面了解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内容；（3）仔细研读基本的国际人权

文件，密切关注国际人权法的制定与实施的实践，特别是中国对国际人权法的接受与实施的实践，

深入了解国际人权法的实际运作情况；（4）主动探求并发现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问题，通过研

究、讨论、求教和其他适当方法，努力寻求问题的解决。 

学习目标： 

本章旨在说明国际人权法的概念、问题、地位和作用。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了解学习国际

人权法的意义和基本方法。 

作业：  

1、 国际人权法在现实生活中有什么作用？ 

2、 国际人权法与国内法有什么关系？ 

知识单元 2：国际人权法的历史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国际人权法的萌芽时期 

一、个人在传统国际法下的地位 

个人在传统国际法下只是国家的管辖对象和国际法的客体。与个人有关的国际法规则主要涉及

外国人的待遇和与之相关的国家责任、对于犯有某种特定罪行的个人的管辖和惩治以及对战争和武

装冲突的受难者的保护。人权问题在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事项。 

二、近代国内的人权思想与实践 

17世纪至 20世纪初，西方近代人权观念形成，并为英、美、法等欧洲国家的政治、法律和经

济制度所吸收，且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得到传播。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克

思主义的人权观念得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确认。这一时期，人民自决的思想在欧美地区逐渐得到

发展。以上思想和实践为国际人权法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三、近代的人权国际保护 

17 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一些欧洲国家和个别国际组织（如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工

组织）对某些国家境内的某些个人或群体（如少数者、奴隶、妇女、儿童、劳工、难民、战时受难

者）的某些方面的权利采取国际保护措施。这些措施在对象、范围、方式、目的和动机等方面都存

在很大的局限性，但也为国际人权法的形成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第二节 国国际际人人权权法法的的形形成成与与发发展展时时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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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国际人权法形成与发展的因素 

世界各地各个时代与人的地位和价值有关的观念、规范、制度和习俗是国际人权法得以形成和

发展的文化基础。 

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危害加深了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于国家尊重和

保障人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为国际人权法的形成创造了主观条件。 

《联合国宪章》将促进人权的普遍尊重和遵行确立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和联合国会员国的一项

重要义务，使得人权成为国际社会合法关切的事项，为国际人权法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 

《世界人权宣言》对《联合国宪章》关于会员国人权义务的规定做了权威的解释，宣示了所有

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为国际人权法的形成和发展勾画了法律框架。 

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与人权有关的国际机构、各国政府、许多个人和民间团体对国际人

权法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国际人权法形成的标志 

联合国于 1966 年大会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这三项国际人权文件于 1976生效，标志国际

人权法的初步形成。 

三、国际人权法的发展 

20世纪 70年代以来，许多新的国际人权公约相继获得通过并生效，新的国际人权机制得以建

立并运行，国际人权法的内容逐渐丰富和清晰，国际人权法的实施更加受到重视。国家、国际组织、

个人和民间团体之间关于国际人权法的内容和实施的分歧与争议依然存在，但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日益加强，国际人权法正处于不断发展之中。 

四、国际人权法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 

（参见第一章第二节“国际人权法的地位和作用”） 

学习目标： 

本章旨在说明国际人权法的历史发展过程。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了解影响国际人权法的形

成与发展的因素以及国际人权法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 

作业： 

1、 影响国际人权法形成与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2、 现代国际人权法与近代人权国际保护有哪些区别与联系？ 

3、 国际人权法形成与发展的意义是什么？ 

知识单元 3：国际人权法的渊源和补助资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国际人权法的渊源 

一、国际人权法渊源的含义、意义和种类 

国际人权法的渊源是指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人权法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形成方式和表

现形式。 

国际人权法的渊源对于了解国际人权法规则的制订、内容、效力、适用和实施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 

与国际法的渊源相一致，国际人权法的渊源包括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 

二、作为国际人权法渊源的国际条约 

国际条约是国际人权法的主要渊源。 

从内容上看，作为国际人权法渊源的国际条约主要是专门规定人权问题的国际条约（国际人权

条约），特别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核心人权公约”，此外也有许多含有人权条款或直接涉及人权问

题的条约（与人权有关的条约），特别是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组织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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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缔约国的范围上看，作为国际人权法渊源的国际条约主要是普遍性的国际条约，此外也有许

多区域性的国际条约。 

三、作为国际人权法渊源的国际习惯 

国际习惯也是国际人权法的重要渊源。 

关于作为国际人权法渊源的国际习惯的范围和内容，国际社会仍有不同意见。 

四、作为国际人权法渊源的一般法律原则 

一般法律原则在理论上是国际人权法的一项独立的补充渊源，但在实践中作用不大。 

第二节 国际人权法的补助资料 

一、国际人权法补助资料的含义、意义和种类 

国际人权法的补助资料是帮助确定国际人权法规则的各种材料。 

国际人权法的补助资料本身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法律拘束力，或者不具备任何法律拘束力，但可

以帮助证明是否存在一项与人权有关的国际习惯规则，也可以帮助澄清与人权有关的条约规则或习

惯规则的含义。 

国际人权法的补助资料的范围比国际法的补助资料的范围更加广泛，除政府间国际组织或国际

会议的决议、司法判例和权威国际法学家的学说之外，还包括许多国际人权机构通过的各种意见。 

二、政府间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关于人权问题的决议 

政府间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权问题的决议（通常称为“宣言”）本身没有法律拘

束力，但可以作为未来国际人权条约的基础、现有国际人权条约规则的权威解释、国际人权习惯规

则的证据，也可作为有关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国家、个人或社会团体开展活动的根据。 

三、司法判例 

国际司法机构（特别是区域性的人权司法机构）就特定人权案件所作的判决对特定案件的当事

方具有法律拘束力。条约监督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特别是区域性的人权委员会）就个人来文或国家

间的指控发表的意见对当事方没有拘束力，但具有权威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国内司法机关适用国际

人权法对涉及人权案件所做的判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作为国际人权习惯规则的证据。 

四、国际人权机构的意见 

根据国际人权条约建立的监督机构就缔约国履约报告发表的结论性意见（concluding 

observations）、针对条约有关条款发表的一般性意见或建议（ general comments or 

recommendations）以及根据《联合国宪章》建立的监督机构通过的相关工作文件均有助于国际人

权法规则的确定。 

五、权威国际人权法学家的学说 

各国公认的权威国际人权法学家的学说在确定国际人权法规则方面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 

学习目标： 

本章旨在说明国际人权法各项渊源和确立国际人权法规则的补助资料。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

应准确认识国际人权法各项渊源和补助资料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掌握主要渊源和补助资料的范围、

出处和寻找方法，了解我国对国际人权法主要渊源的接受情况。本章旨在说明国际人权法各项渊源

和确立国际人权法规则的补助资料。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准确认识国际人权法各项渊源和补助

资料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掌握主要渊源和补助资料的范围、出处和寻找方法，了解我国对国际人

权法主要渊源的接受情况。 

作业： 

1、 国际人权法各项渊源的地位、作用和范围是什么？ 

2、 如何确定一项国际人权法规则的含义和内容？ 

3、 如何寻找并发现国际人权法的主要渊源和补助资料？ 

知识单元 4：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内容 

参考学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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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人权 

一、关于人权概念的若干基本问题的理论与国内实践 

（一）人权的主体 

一般认为，个人和集体（或群体）都可以成为人权的主体。关于个人和集体的范围和地位，不

同时期不同地区曾有不同的理论和实践。 

（二）人权的性质 

理论上，人权被界分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等三种形态，但对应有权利的范围有不

同的理解。各国实践中，法定权利的范围、内容以及这些权利的实现情况也不尽相同。 

人权的本原 

关于人权的本原、基础或根据的主张大致可分为三类：（1）认为人权来源于自然、上帝或理性

的“天赋人权说”；（2）认为人权来源于国家（君主）、法律或斗争的“人赋人权说” ；（3）兼采

上述两种说法的折衷说。这三类主张在实践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四）人权的范围和内容 

人权的范围和内容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理论上，人权被分为不同类型：（1）从权利得

到确认的时间上分为三代或四代人权；（2）从权利主体上分为个人人权和集体（或群体）人权；（3）

从权利内容上分为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4）从权利的重要程度分为基本人权和非

基本人权；（5）从权利是否可以受到限制分为“绝对权利”和“相对权利”；（6）从义务主体的义

务内容上可分为“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7）从国家是否可以“克减”其国际法律义务分为

“不可克减的权利”和“可以克减的权利”，等等。在权利的种类、内容和各种权利之间的关系的

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理论和实践。 

（五）人权的意义和作用 

关于人权的意义和作用的主张大致也可分为三类：（1）将人权视为个人、政府、国家和社会生

活的最终目的的“目的说”；（2）将人权视为实现社会的和平、秩序、发展以及维护个人的生命、

尊严、安全、自由与幸福的手段的“工具说”；（3）兼采上述两种说法的折衷说。这三类主张在实

践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二、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人权的权利主体 

（一）个人 

个人是人权的首要主体。从世界范围来看，每一个人均是人权的平等主体，不因任何理由而受

歧视。从某一国家的范围来看，位于该国境内及受该国管辖的个人都应平等享受国际人权法确认的

权利。少数者群体的成员、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被拘禁者、难民、武装冲突的受难者、

移徙工人及其家属和其他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人应受特殊保护。 

（二）群体 

人民（people）、民族（nation）、种族（race or ethnic group）、少数者群体（minority group）、

土著居民（indigenous population）、部落居民（tribal population）在特定情况下也可成为人

权的主体。 

（三）团体或组织 

在例外情况下，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或组织也可成为特定人权的主体。 

三、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人权的范围和内容 

（一）个人人权 

个人人权主要体现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确认的各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确认的各项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这两类权利均为

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二）集体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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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人权主要体现为 1966年两项国际人权公约共同确认的人民（或民族）自决权（peoples’ 

rights to/of self-determination），以及相关国际人权条约和/或国际习惯确认的种族和少数者

群体的权利。 

（三）正在形成中的人权 

“和平权”、“环境权”和“发展权”分别被一些没有法律拘束力的普遍性国际人权文件宣示为

人权。关于这些“权利”的性质、主体和内容，理论和实践中仍有很大分歧。 

第二节    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国际法律义务 

一、国家是人权的主要义务主体 

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成员（包括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个人、社会团体）对于人权的普遍尊重

和实现都负有不同程度的义务和责任。其中，国家及其政府负有首要的义务和责任。 

二、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国际法律义务的范围 

除国际强行法规则设定的义务之外，各国在人权方面负担的国际义务的范围基本上取决于本国

对与人权有关的国际条约和习惯规则的接受程度和范围。 

三、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国际法律义务的内容 

从是否要求国家采取积极行动的角度来看，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国际法律义务大致可分为两大

类：（1）消极的不作为义务：国家应尊重人权，不得非法或任意地剥夺、限制或干涉人权，或以其

他任何措施妨碍人权的实现；（2）积极的作为义务：国家应采取一切适当而必要的国内和国际措施，

对人权加以确认和保护，并促进其得以实现。 

某一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国际法律义务的具体内容需要通过对该国参加的国际人权条约的解释

和对该国接受的国际人权习惯规则的证明来加以确定。 

学习目标： 

本章旨在说明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内容。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掌握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人权的

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权利的种类和范围以及义务的种类、范围和基本内容，了解与此相关的基本

理论和实践，明确对有关理论和实践进行分析和评判的基本标准和方法。 

作业： 

1、 关于人权概念的基本问题的理论和国内实践与国际人权法的实践有何联系和异同？ 

2、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人权的权利主体有哪些特征？ 

3、 如何理解和认识国际人权法确认的各项人权之间的关系？ 

4、 如何理解和认识国家是人权的首要义务主体？ 

5、 国家在人权方面负担了哪些基本的国际法律义务？ 

6、 如何确定一国在人权方面负担的国际法律义务的范围和具体内容？ 

知识单元 5：国际人权法的国内实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国际人权法国内实施的含义和意义 

国际人权法的国内实施（domestic implementation）主要是指各国以适当的国内途径和措施

使得对本国具有拘束力的国际人权法规范在本国管辖范围内得到遵守和执行。 

国际人权法的国内实施是国际人权法得以遵守和执行的首要途径。它主要涉及各国对其在人权

方面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的履行，也涉及有关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以及有关国际组织和机

构在这方面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对于国际人权法的目的和宗旨的实现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二、国家在国内实施国际人权法的义务 

各国均有义务在国内实施对本国具有拘束力的国际人权法规范。这既是诚实履行国际义务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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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要求，也是对各国具有拘束力的各项具体的国际人权法规范的要求。 

第二节 国际人权法的国内实施途径和措施 

一、国家机关的国内实施措施 

国家立法、司法、行政和其他机关在国际人权法的国内实施方面负有首要义务和责任。 

国家机关一方面不得非法或任意地剥夺、限制或干涉人权，或以其他任何措施妨碍人权的实

现，另一方面应通过立法、救济、社会进步和发展、人权教育、建立国家人权机构和其他一切适

当而必要的措施，促进和保证国际人权法在本国的实施。 

二、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国内实施措施 

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在促进国际人权法的国内实施方面负有重要职责，有权在国内法

框架下开展促进和争取人权的保护和实现的活动。 

第三节 对人权的行使的限制 

一、对人权的行使的限制的含义和影响 

对人权的行使的限制是指国家对个人和群体行使人权的范围、方式和程度所施加的强制性的限

制或约束。 

国家对人权的行使进行的限制影响和决定着人权的具体范围和实现程度。对人权的行使施加的

合法且正当的限制有助于防止人权的不当行使或滥用，从而有助于人权的实现。对人权的行使施加

的不合法且不正当的限制通常构成对人权的侵犯。 

二、对人权的行使的限制的条件 

国家对人权的行使进行的限制应具有合法的限制根据，符合合法的限制范围，基于合法的限制

理由，符合合法的限制程度。 

第四节     国际人权法律义务的克减 

一、国际人权法律义务的克减的含义和影响 

国际人权法律义务的“克减”（derogation）是指国家在公共（或社会）紧急状态（public 

emergency）危及国家生存的情况下暂停或中止履行其承担的与某项人权有关的国际法律义务。 

国际人权法律义务的克减的基本功能是在保护人权和国家生存等普遍利益之间保持适当的平

衡。国家对其某些国际人权法律义务的正当且合法的克减有助于国家及时有效地应对并消除公共紧

急状态的不利影响，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促进人权的尊重和保护。国家对其国际人权法律

义务的不正当且不合法的克减通常会引起对人权的侵犯。 

二、国际人权法律义务的克减的条件 

根据有关人权公约的规定，国家对其某些国际人权法律义务的克减应同时符合以下六个方面的

条件：（1）必须存在特定的公共紧急状态且该紧急状态经本国正式宣布；（2）其克减的义务不得超

出可以克减的义务的范围；（3）其采取的克减措施须以紧急情势的严格需要为限；（4）其针对某一

国际人权义务的克减不得违反根据其他国际人权法渊源承担的相关法律义务；（5）不得构成基于某

些理由的歧视；（6）履行必要的国际通知手续。 

第五节    国际人权法在中国的实施 

一、中国在国内实施国际人权法的义务 

中国批准了数十项国际人权公约，并接受了一些重要的国际人权习惯规则，有义务保证这些公

约和习惯规则在中国的实施。 

二、中国实施国际人权法的原则立场 

对于中国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和国际习惯承担的国际人权义务，中国的原则立场是在坚持尊重国

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等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严肃认真地予以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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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实施国际人权法的措施与成就 

中国努力通过立法、救济、社会进步与发展等多种措施履行其根据国际人权法承担的义务，取

得了重大的进展和成就。 

四、中国在实施国际人权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中国在全面、有效地实施国际人权法方面还面临不少障碍和困难，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学习目标： 

本章旨在说明国家在国内实施国际人权法的途径和措施。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充分认识国

际人权法的国内实施的重要意义，掌握国际人权法国内实施的基本途径、措施以及国际人权法关于

国家限制权利的行使和克减其国际法律义务的基本要求，了解我国实施国际人权法的基本情况。 

作业： 

1、 国际人权法的国内实施有什么意义？ 

2、 国家应如何在国内实施国际人权法？ 

3、 个人应如何促进国际人权法在本国的实施？ 

4、 如何判定国家对人权的行使施加的某种限制的合法性？ 

5、 如何判定国家克减其某项国际人权法律义务的行为的合法性？ 

6、 中国应如何加强对国际人权法的实施？ 

知识单元 6：联合国人权机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含义和种类 

（一） 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含义 

联合国人权机制（UN Human Rights Machinery / Mechanism）是指联合国系统内促进和保护

人权的国际机构及其职权、工作方式、工作程序等相关制度。 

（二） 联合国人权机制的种类 

联合国人权机制大致可以分为根据《联合国宪章》建立的负责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机制（简称“《宪

章》机制”）和根据联合国主持缔结的国际人权条约建立的人权监督机制（简称“条约机制”）。除

此之外，联合国一些专门机构和其他一些国际机关也负有某些促进或保护人权的职能。 

二、联合国人权机制的作用 

联合国人权机制是最主要的国际人权机制，在促进国际人权法的形成、发展和国内实施，进而

促进人权的普遍尊重与实现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国内人权机制的重要补充。 

第二节    根据《联合国宪章》建立的人权机制 

一、联合国机关的人权职权 

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暨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都拥有重要的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职能。 

为履行各自的人权职能，大会、安全理事会和经济暨社会理事会分别建有若干辅助机构。秘书

处也设有专门处理人权事务的部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 

二、人权理事会及其人权机制 

人权理事会（Human Rights Council）是联合国大会建立的专门履行人权职能的辅助机构。该

机构取代了作为经济暨社会理事会职司机构的原人权委员会，同时继承了后者原有的基本职能和机

制。 

人权理事会之下的机构、职能和工作程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1）拥有研究、建议和保护职

能的促进与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2）拥有处理具体国家的人权局势的“国别职能”（country 

mandates）或处理世界范围内侵犯人权的重大现象的“专题职能”（thematic mandates）的特别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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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机制（special procedure mechanisms）；（3）受理和审议个人或群体对国家大规模严重侵犯人

权的行为提出的控诉的“1503 程序”（1503 Procedure）；（4）关于国际人权法律标准的制订和实

施的其他常设性的或不定期的工作组。 

第三节    根据国际人权条约建立的人权机制 

一、 条约监督机构 

联合国各“核心人权公约”都有独立的专家机构负责监督本公约的实施。这些机构拥有各自的

建立根据、职权、成员、工作方式和程序规则，彼此之间具有一定的工作上的联系。 

二、报告机制 

各条约监督机构均有权接受和审议人权公约缔约国提交的履约情况报告。为帮助缔约国充分履

行其报告义务，各条约监督机构还有权就人权公约的条款或机构本身的工作方法发表一般性意见或

建议。 

三、国家控诉机制 

若干条约监督机构有权受理公约一缔约国关于另一缔约国不履行公约义务的指控，并在缔约国

之间进行斡旋或和解。这一机制的适用有时以缔约国事先明确接受条约监督机构的相关权限为前提 

四、个人来文机制 

若干条约监督机构有权受理并审议个人关于公约缔约国侵犯本人依公约享有的人权的控诉。这

一机制的适用须以缔约国事先明确接受条约监督机构的相关权限为前提，且须符合公约规定的其他

程序性的和实质性的条件。 

五、调查机制 

个别条约监督机构有权对公约缔约国违反公约义务的情况进行调查。这一机制的适用须以缔约

国事先明示或默示接受条约监督机构的相关权限为前提。 

学习目标： 

本章旨在说明联合国系统内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机制。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认识联合国人权

机制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所起的作用，了解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基本情况，掌握各主要人权机构的

职能和工作方式。 

作业： 

1、 联合国人权机制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具有什么地位和作用？ 

2、 根据《联合国宪章》建立的人权机制与根据国际人权公约建立的人权机制有哪些异同和联
系？ 

3、 如何充分有效地发挥联合国人权机制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作用？ 

4、 《宪章》机构和条约监督机构受理个人对国家的控诉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知识单元 7：区域人权保护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欧洲人权保护制度 

一、欧洲人权保护制度的法律渊源 

《欧洲人权公约》及其一系列议定书、《欧洲社会宪章》及其附加议定书以及欧洲理事会成员

国缔结的关于防止酷刑、保护儿童和少数民族、打击恐怖主义和贩卖人口等问题的公约是欧洲人权

保护制度最重要的法律渊源。 

欧洲联盟基本文件关于人权问题均有不同程度的规定，也是欧洲人权保护制度的重要法律渊

源。 

二、欧洲人权文件确认的人权 

《欧洲人权公约》确认了位于缔约国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应当享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其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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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的人权的种类和范围经其一系列议定书而不断得到扩展。 

《欧洲社会宪章》及其附加议定书确认了缔约国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应当享有的经济、社会和文

化权利。 

《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确认了个人应当享有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权利

以及欧洲公民享有的权利。 

《欧洲宪法条约》确认了欧洲公民应当享有的各项人权。 

三、欧洲人权文件的监督机制 

《欧洲人权公约》规定了由欧洲人权委员会、欧洲人权法院和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在内的监

督缔约国履行公约义务的区域机制，该机制由《欧洲人权公约》第十一号议定书做了重大改革。 

《欧洲社会宪章》规定了包括缔约国报告制度和集体申诉程序在内的监督机制，由欧洲社会权

利委员会负责实施。 

欧洲防止酷刑公约建立了欧洲防止酷刑委员会。 

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部长理事会、欧洲委员会、欧洲联盟法院在监督和促进欧洲联盟基本

文件关于人权的规定的遵守和执行方面分别具有一定职能。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建立的短期和长期视察程序以及国内少数者高级专员在人权保护方面发

挥一定的作用。 

第二节 美洲人权保护制度 

一、美洲人权保护制度的法律渊源 

《美洲人权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是美洲人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法律渊源。美洲国家通过的其

他一系列公约对防止酷刑和保护残疾人、妇女和被迫失踪者等问题分别做了规定。 

《美洲国家组织宪章》和《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确立的人权标准对美洲国家组织的所有

成员国都有拘束力。 

二、美洲人权文件确认的人权 

《美洲人权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分别确认了个人应当享有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 

《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宣示了一系列人权和基本自由，规定了个人对社会应该承担的一

些义务。 

三、美洲人权文件的监督机制 

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简称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简称美洲人权法院）

是《美洲人权公约》、《美洲国家组织宪章》和《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的监督机构，前者也是

美洲国家组织的主要机关之一。 

美洲人权委员会的职权主要包括：（1）向国家提出建议；（2）对国家发表咨询意见；（3）对国

家进行事实调查；（4）要求国家提交人权报告；（5）接受和审议个人、群体或组织对成员国提出的

申诉。 

美洲人权法院的职权一是受理并审议缔约国间的控告和个人申诉，二是应缔约国、美洲国家组

织成员国或美洲人权委员会的请求发表咨询意见。 

第三节 非洲人权保护制度 

一、非洲人权保护制度的法律渊源  

《非洲人权宪章》及其议定书以及非洲国家通过的其他一系列专门的人权公约是非洲人权保护

制度的最主要的法律渊源。 

二、非洲人权文件确认的人权 

《非洲人权宪章》确认了个人和民族应当享有的权利以及个人对社会应当负担的义务。若干专

门的人权公约对于难民、妇女和儿童权利的保护以及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分别做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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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洲人权文件的监督机制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以及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是《非洲人权宪章》的监督机构。前者享

有促进《宪章》权利实现、保证《宪章》权利受到保护和解释《宪章》的职权，可以接受并审议缔

约国报告、接受和处理缔约国间的指控、接受并审查个人来文。后者享有争议管辖权、调解管辖权

以及咨询管辖权，其管辖范围可以扩及《非洲人权宪章》之外的人权文件。 

学习目标： 

本章旨在说明欧洲、美洲和非洲的人权保护制度。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了解这三个区域性

人权保护制度的法律渊源，掌握主要区域人权文件确认的人权和监督机制，认识区域人权保护制度

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作业： 

1、 区域人权保护制度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具有什么地位和作用？ 

2、 欧洲、美洲和非洲人权保护制度在保护方式、对象和机制方面主要有哪些异同？ 

3、 有无必要和可能建立类似于欧洲、美洲或非洲现有人权保护制度的亚太人权保护制度？ 

知识单元 8：平等与不歧视的原则和权利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平等与不歧视的原则和权利的意义 

平等与不歧视是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个人和有关群体应当享有的一项重要的权

利，也是其他各项具体权利的共同要素。 

二、平等与不歧视原则和权利的国际人权法渊源 

平等与不歧视是国际人权公约普遍确认的基本原则和许多国际人权公约确认的重要权利，也是

国际习惯确认的原则和权利。 

第二节 平等与不歧视的原则和权利的含义 

一、平等与歧视的含义 

（一）平等的含义 

在理论和实践中，平等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含义：（1）法律平等；（2）事实平等；（3）结果平等。

国际人权法中的平等主要是指法律平等，同时也包含事实平等的因素。 

（二）歧视的含义 

国际人权法中的歧视是指在没有合法理由和根据的情况下，任何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

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

其目的或效果为否认或妨碍任何人在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一切权利和自由。 

二、平等与不歧视原则和权利的含义 

每一个人和群体均享有国内法上的主体资格，平等享有权利，并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得受任

何歧视。 

三、国家与平等和免受歧视权有关的义务 

（1）尊重每一个人和群体的平等与免受歧视的权利；（2）不得歧视每一个人和群体；（3）对

个人和群体的这一权利加以保护；（4）采取必要而适当的积极措施，促进和保证处于不利地位的个

人和群体充分享有这一权利。 

第三节 我国的相关实践 

一、我国承担的相关国际法律义务 

我国根据相关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习惯承担了与平等和不歧视有关的国际法律义务。 

二、我国关于平等与不歧视的国内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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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宪法和许多基本法律均含有平等与不歧视原则或权利的规定，但在禁止歧视的理由、领域

以及权利救济措施等方面的规定尚不够完善。实践中的歧视现象仍很严重。 

学习目标： 

本章旨在说明国际人权法确认的平等与不歧视的原则和权利。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认识本

项原则和权利在国际人权法中的地位和意义，了解本项原则和权利的国际人权法渊源，掌握本项原

则和权利的基本含义和内容，正确认识关于本项原则和权利的国际标准与我国相关实践之间的关

系。 

作业： 

1、 平等与不歧视原则和权利在国际人权法中具有什么地位和意义？ 

2、 国际人权法中的平等与不歧视原则的含义和内容是什么？ 

3、 我国关于平等和不歧视的法律和政策与我国承担的相关国际法律义务之间有何异同？ 

4、 我国实践中存在哪些歧视现象？应如何防止和消除各种歧视？ 

知识单元 9：国际法导论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生命权 

一、生命权的意义 

生命权是各主要普遍性和区域性人权公约以及国际习惯所确认的个人固有的基本权利之一，也

是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克减与之相关的国际义务的一项权利。 

二、生命权的内容 

（1）任何人的生命不得被任意剥夺；（2）每个人的生命权应受法律保护；（3）死刑的使用须

受严格限制。 

三、国家与生命权有关的义务 

（1）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2）对每个人的生命权给予保护；（3）严格限制死刑的使

用。 

四、我国关于生命权的实践 

我国根据若干国际人权公约承担了尊重和保护个人生命权的义务，国内法中也含有保护生命权

和剥夺生命的规定。 

第二节    免受酷刑权 

一、免受酷刑权的意义 

免受酷刑权是各主要普遍性和区域性人权公约（包括专门的国际人权公约）以及国际习惯所确

认的个人基本权利之一，也是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克减与之相关的国际义务的一项权利。 

二、免受酷刑权的内容 

（1）任何人不得被施以酷刑或残忍的、不人道的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2）本项权利应

受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和其他措施的保护。 

三、国家与免受酷刑权有关的义务 

（1）不得对任何人施以酷刑或残忍的、不人道的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2）预防酷刑等

行为的发生，并对已经发生的此类行为加以惩治；（3）确保酷刑等行为的受害者得到补偿。 

四、我国关于免受酷刑权的实践 

我国根据《禁止酷刑公约》承担了防止和惩治酷刑行为的义务，刑法中含有某些限制酷刑的规

定。 

第三节    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权 

一、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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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权是许多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习惯确认的与个人的内心世界联系

最为密切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克减与之相关的国际义务的一项权利。 

二、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权的内容 

（1）人人有权在不受强迫的情况下享有、信奉、保持或改变自己选择的某一思想、良心、宗

教或信仰；（2）人人有权以适当方式表示或表明自己的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这方面的权利的

行使可受法律规定并为实现公约列明的目的所必需的限制。 

三、国家关于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权的义务 

（1）不得干涉个人的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2）不得非法限制个人表示自己宗教或

信仰的自由；（3）对个人的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给予保护。 

四、我国关于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权的实践 

我国根据若干国际人权公约承担了与本项权利有关的某些义务，宪法、法律和若干单行法规中

也含有与本项权利的保护和限制有关的规定。 

第四节 主张和发表自由权 

一、主张和发表自由权的意义 

主张和发表自由权是许多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习惯确认的与个人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生活（包括

政治生活）紧密联系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其他许多权利得以实现的手段性权利。 

二、主张和发表自由权的内容 

（1）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2）人人有权不分国界，以各种方式或媒介，自由寻求、

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这方面的权利的行使可受法律规定并为实现公约列明的目的所必需的

限制。 

三、国家关于主张和发表自由权的义务 

（1）不得干涉个人持有主张的权利；（2）不得非法限制个人发表意见的权利；（3）对个人的

主张和发表自由权给予保护。 

四、我国关于主张和发表自由权的实践 

我国根据若干国际人权公约承担了与本项权利有关的某些义务，宪法、法律和若干单行法规中

也含有与本项权利的保护和限制有关的规定。 

第五节 政治权利 

一、政治权利的意义 

政治权利是各主要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习惯确认的个人参与本国政治决策过程和民主治理的

重要权利，也是实现其他许多个人权利的手段性权利。 

二、政治权利的内容 

（1）直接或间接参与公共事务；（2）选举和被选举；（3）平等参加本国公务；（4）自由发表

政治性的意见；（5）参加政治性的和平集会；（6）组织和参加政治性的社团。 

三、国家关于政治权利的义务 

（1）不得非法或不合理地限制个人的政治权利；（2）对个人的政治权利给予保护；（3）以必

要措施促进某些政治权利的实现。 

四、我国关于政治权利的实践 

我国根据若干国际人权公约承担了与政治权利有关的禁止歧视的义务，宪法、法律和若干单行

法规中也含有与政治权利的保护和限制有关的规定。 

学习目标： 

本章旨在说明个人享有的各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了解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的种类、范围和国际法律渊源，掌握各项权利国家相关义务的主要内容，认识关于各项权

利的国际标准与我国相关实践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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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生命权的内容和国家的相关义务是什么？ 

2、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免受酷刑权的内容和国家的相关义务是什么？ 

3、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权的内容和国家的相关义务是什么？ 

4、 如何确定对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权的行使所采取的某一限制措施是否符合国际标
准？ 

5、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主张和发表自由权的内容和国家的相关义务是什么？ 

6、 如何确定对主张和发表自由权的行使所采取的某一限制措施是否符合国际标准？ 

7、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政治权利的内容和国家的相关义务是什么？ 

8、 我国关于各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实践与国际标准之间有何异同？ 

9、 我国应如何进一步保证和促进各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实现？ 

说明：本章内容丰富但课时有限，教师可以选择 2-3项权利做重点说明。鼓励学生选择任一权

利进行研究并做报告。 

知识单元 10：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工作权 

一、工作权的意义 

工作权是许多国际人权公约确认的最基本的经济权利，也是实现其他许多权利的手段性权利。 

二、工作权的内容 

狭义的工作权主要是指就业权，即有机会自由选择和接受工作以谋生的权利。 

广义的工作权还包括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的权利。 

三、国家关于工作权的义务 

（1）承认并尊重每一个人的工作权；（2）对工作权给予保护；（3）以适当步骤促进工作权的

实现。 

四、我国与工作权有关的实践 

我国根据若干国际人权公约承担了与本项权利有关的义务，宪法和劳动法中也含有关于本项权

利的规定。 

第二节 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 

一、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的意义 

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是若干国际人权公约确认的核心的社会权利，也是与其他经济、社会和文

化权利密切相关的一项综合性的权利。 

二、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的内容 

（1）为个人和家庭获得适足的食物、衣着、住房、用水和满足生活基本需求的其他物质条件

和心理条件；（2）获得不断改善的生活条件。 

三、国家关于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的义务 

（1）承认并尊重每一个人的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2）对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给予必要的保

护；（3）采取国内措施或国际合作措施促进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的实现。 

四、我国与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有关的实践 

我国根据若干国际人权公约承担了与本项权利有关的义务，宪法、法律和法规中也含有与本项

权利有关的规定。 

第三节 健康权 

一、健康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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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权是若干国际人权公约确认的与其他各类权利紧密联系、互相依赖的一项基本权利，是行

使其他许多权利不可或缺的一项权利。 

二、健康权的内容 

健康权是指享有实现能够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标准所必须的各种设施、商品、服务和

条件的权利，具体包括：（1）产妇、儿童和生育卫生权；（2）享有健康的自然和工作场所环境的权

利；（3）预防、治疗和控制疾病的权利；（4）享受卫生设施、货物或服务的权利。 

三、国家关于健康权的义务 

（1）承认并尊重每一个人的健康权；（2）对健康权给予必要保护；（3）采取必要步骤促进健

康权的实现。 

四、我国与健康权有关的实践 

我国根据若干国际人权公约承担了与本项权利有关的义务，宪法、法律和法规中也含有与本项

权利有关的规定。 

第四节 受教育权 

一、受教育权的意义 

受教育权是许多国际人权公约确认的实现个人全面发展所需要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实现其他

各类权利不可或缺的一项手段性权利。 

二、受教育权的内容 

严格意义上的受教育权是指平等接受免费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包括技术和职业教育）、高等

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权利。 

与受教育权相关的权利还包括：（1）父母和法定监护人有权为子女选择非公立学校或符合自己

信仰的宗教或道德教育；（2）个人和团体有权自由设立和管理教育机构。 

三、国家关于受教育权的义务 

（1）承认并尊重每一个人的受教育权；（2）尊重父母为子女选择适当的非公立学校和符合自

己信仰的宗教或道德教育的自由；（3）不得任意干涉个人或团体设立和管理教育机构的自由；（4）

保证教育目的符合公约的规定；（5）限期实现所有人的免费义务教育；（6）对受教育权给予保护；

（3）以一切适当方法促进受教育权的实现。 

四、我国与受教育权有关的实践 

我国根据若干国际人权公约承担了与本项权利有关的义务，宪法和若干单行法律法规中也含有

关于本项权利的规定。 

学习目标： 

本章旨在说明个人享有的各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了解经济、社

会和文化权利的种类、范围和国际法律渊源，掌握各项权利和国家相关义务的主要内容，认识关于

各项权利的国际标准与我国相关实践之间的关系。 

作业： 

1、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工作权的内容和国家的相关义务是什么？ 

2、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的内容和国家的相关义务是什么？ 

3、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健康权的内容和国家的相关义务是什么？ 

4、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受教育权的内容和国家的相关义务是什么？ 

5、 我国关于各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践与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之间有何异同？ 

6、 我国应如何进一步促进各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国际人权法导论 2  

2.  第二章 国际人权法的历史发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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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章 国际人权法的渊源和补助资料 2  

4.5 第四章 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内容 4  

6.7 第五章 国际人权法的国内实施 3  

7.8 第六章 联合国人权机制 3  

9 第七章 区域人权保护制度 2  

10. 第八章 平等与不歧视的原则和权利 2  

11.12.13. 第九章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5  

13.14.15 第十章 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 5  

16 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要以法学基础理论、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国际法

学等学科作为基础，特别是国际法学。如果没有良好的、扎实的国际法学功底，要想学好国际人权

法是非常困难的。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国际法学不仅理论性强，实践性也很强。因此，在教学中，不仅要注意研究有关的国际条约、

国际习惯等规则，还必须关注国际法院（包括其他国际法庭）和国际仲裁机构的司法实践。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为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独立学习能力，本课程采用讲授、讨论与学生报告相结合的授

课方式。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则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课程参与情况，二是学习总结，三是研究论文，三者成绩各占

总成绩的 30%、10%和 60%。在时间安排上，本课程于每年的春季学期开设，每周 2 学时，总计 36

学时（含考试时间在内）。 

5、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案例教学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1、国际人权法教程项目组编写：《国际人权法教程》（第 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

版。 

2、 杨宇冠主编：《联合国人权公约机构与经典要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3、夏勇：《人权概念的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4、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9号一般性意见：《公约》在国内的适用，1998年，载

联合国：《各人权条约机构通过的一般性意见和一般性建议汇编》，HRI/GEN/1/Rev.7, 12 May 2004, 

第 53-57页。 

5、联合国大会：《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1993 年 12 月 20 日第

48/134 号决议。 

6、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9 号一般性意见：第四条(紧急状态期间的克减问题)，2001 年，载

联合国：《各人权条约机构通过的一般性意见和一般性建议汇编》，HRI/GEN/1/Rev.7, 12 May 2004, 

第 186-193页。 

7、《关于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

言》，载 http://www1.umn.edu/humanrts/chinese/CHRes_53_144.htm 

8、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人权状况》，1991年 11月 1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人权发展 50年》，2000年 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

情况，2003年 6月 27日，E/1990/5/Add.59, 9 March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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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联合国宪章》 

10、《世界人权宣言》 

11、《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12、《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 

13、《欧洲社会宪章》 

14、《美洲人权公约》 

15、《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 

16、《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17、《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18、《歧视（就业及职业）公约》 

19、《取缔教育歧视公约》 

20、《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 

21、袁静等诉村委会征地补偿歧视案 

22、 张先著诉芜湖市人事局乙肝就业歧视案 

23、杜培武案 

23、 彭水诗案 

25、 蒋韬诉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工歧视案 

26、李会明、李爱珍夫妇诉嘉禾县房管局案 

26、 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侵犯受教育权纠纷案 

27、 Istvan Mátyus v. Slovakis, CCPR Communication No. 923/2000 
执笔：郭红岩（原稿是班文战老师编写的，本人做了修订和补充）   

审稿：国际公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0日 

 

国际法研讨课 
International Law Seminar 

课程号：4030101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采用研讨的方式，使学生加强对于之前所学国际法课的基本理论的了解； 

2、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教学与学习质量。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具体问题将国际法的原则、基本制度、基本规则贯通，进行讨论、分析；

采用专题分析并结合课堂讨论进行教学。通过对国际法各个专题所涉及到的问题和观点的分析，掌

握国际法的基本知识，掌握各个问题的不同观点的理论基础和相关理由，培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捕捉有价值的学术前沿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如何选择专题研讨的主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以之前国际法必修课的内容为主线，为学生讲述如何在课堂的预定内容中选择自己

在本次研讨课中的主题 

学习目标：开课两周内确定主题，进行准备 

作业：思考自己的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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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2：如何准备专题研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任课老师以某一主题为例，为学生讲述如何做好专题研讨 

学习目标：确定选题后，通过老师的指导准备课堂的专题报告，并撰写同样选题的学术论文。 

作业：确定选题，开始搜集资料。 

知识单元 3：国际法导论部分的研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通过同学们在导论部分的主题报告，重点研讨国际法的渊源、国际条约在国内的

适用等问题。 

学习目标：使学生深入领会和掌握国际法的概念、渊源、主体、基本原则以及国际法与国内法

的关系等基本内容。 

作业：对本次课堂上同学们的主题报告进行评议，报告过的同学准备论文，没有报告过的同学

准备报告。 

知识单元 4：国家论部分的研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通过同学们与国家理论相关的主题报告，重点研讨国家的承认、国家豁免和国际

法律责任等问题。 

学习目标：通过国家承认的讨论，让学生加深对国家构成要素的理解； 结合案例掌握关于国

家管辖豁免的不同主张和实践；初步分清楚国家不法行为责任与国际损害行为责任的联系与区别。 

作业：对本次课堂上同学们的主题报告进行评议，报告过的同学准备论文，没有报告过的同学

准备报告。 

知识单元 5：领土部分的研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通过同学们与领土相关的主题报告，重点研讨领土的取得与变更方式，与中国有

关的领土与边界争议、两极热点问题。 

学习目标：使学生掌握国际法关于国家领土的基本理论和法律制度。对于中国的边界与领土争

议问题如中印边界、钓鱼岛、南沙群岛等问题有基本了解，运用相关知识加以论证。 

作业：对本次课堂上同学们的主题报告进行评议，报告过的同学准备论文，没有报告过的同学

准备报告。 

知识单元 6：个人部分的研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重点对于中国的国籍问题、外逃罪犯的引渡遣返问题、难民的保护等问题进行讨论。 

学习目标：在掌握国籍、外国人法律地位、引渡、庇护和难民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就实践中

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学以致用， 

作业：对本次课堂上同学们的主题报告进行评议，报告过的同学准备论文，没有报告过的同学

准备报告。 

知识单元 7：海洋法研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通过与海洋相关的主题报告，可以重点研讨国际海底区域的开发制度、东海大陆

架划界、中韩渔业等问题。 

学习目标：使学生掌握各个不同海域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制度，理解其中的差别，并了解有关保

护海洋环境的基本制度以及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基本情况。 

作业：对本次课堂上同学们的主题报告进行评议，报告过的同学准备论文，没有报告过的同学

准备报告。 

知识单元 8：空间法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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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通过航空和外层空间相关的主题报告，可以重点研讨航空犯罪的惩治、外层空间

的责任制度等问题。 

学习目标：使学生了解空气空间与外层空间的概念与法律地位，掌握国际航空的原则和规则。

明确危害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定义，掌握对其进行管辖、引渡和起诉的国际规则，了解

从事外空活动所应遵循的法律原则和规则。 

作业：对本次课堂上同学们的主题报告进行评议，报告过的同学准备论文，没有报告过的同学

准备报告。 

知识单元 9：外交领事关系法、条约法的研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特权与豁免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条约保留、成立实质要件、解释的问题研究 

学习目标：在外交和领事关系的有关概念、外交机关体系、使馆和领馆人员组成及派遣程序的

基础上，加深对外交特权和豁免的理解。掌握国际条约的定义和特征，可以区分非条约的国际性文

件；深入理解国际条约成立的实质要件、条约保留、条约的解释等问题。 

作业：对本次课堂上同学们的主题报告进行评议，报告过的同学准备论文，没有报告过的同学

准备报告。 

知识单元 10：国际组织的研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国际组织的基本法律制度，尤其是联合国的机关构成及相应的职权。可以讨论联

合国的改革、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制等。 

学习目标：使学生掌握国际组织的基本法律制度，重点是联合国的机构和制度。 

作业：对本次课堂上同学们的主题报告进行评议，所有同学准备好最后一周交结课论文。 

知识单元 11：国际争端解决的研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结合国际争端的解决方式，可以研讨联合国及国际法院、国际海洋法法庭等国际

机构在争端解决中的作用及机制。 

学习目标：使学生掌握各种不同的争端解决方式，可以重点研讨中菲南海仲裁案。 

作业：对本次课堂上同学们的主题报告进行评议，收取结课论文。 

说明：研讨课的方式多是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之下选题进行研究，然后在课堂展示其研究成果，

在此基础之上，老师带领学生就此选题进行一些更深入的讨论，通过这种方式达到研讨目的，增强

对于本课堂基础知识的理解，掌握用理论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所

以每次课程的具体研讨内容可能会不完全相同。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如何选择专题研讨的主题？ 3  

2 如何准备专题研讨 3  

3 导论研讨 3  

4 国家研讨 3  

5 领土研讨 3  

6 个人研讨 3  

7 海洋法研讨 3  

8 空间法研讨 3  

9 外交领事法、条约法研讨 3  

10 国际组织研讨 3  

11 国际争端解决方式研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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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法 

后续课程：国际法案例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确定选题、参考资料来源、研讨内容的逻辑性等。 

难点：选题是否恰当、主题报告的逻辑结构安排是历次课程中学生的难点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课堂展示 

教学手段：学生自主准备报告和论文的过程中，老师针对不同学生出现的不同问题分别辅导。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电脑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堂以老师讲述和学生展示为主，课外需要学生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课堂报告展示占 50％，结课论文占 50％ 

7、作业要求： 

每位同学对于其他同学的课堂报告展示要做出评议。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基本教材是《国际法》的教科书。辅助的资料因同学选择的不同主题各自搜集相应的资料，因

选题多样，没有统一参考资料的必要和可能。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詹宁斯、瓦茨修订，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第 9版，第一卷第一、二分册，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年版。 

2. 周忠海主编:《国际法》,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 

3. 马呈元主编：《国际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 

（二） 参考书 

1. 王铁崖著：《国际法引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2. 约斯特·鲍威林著，周忠海等译：《国际公法规则之冲突》，法律出版社 2005年。 

3. 龚刃韧著：《国家豁免问题的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4. 贺其治著：《国家责任法及案例浅析》，法律出版社 2003年。 

5. 林灿铃著：《国际法上的跨界损害之国家责任》，华文出版社 2000年。 

6. 徐显明主编：《国际人权法》，法律出版社 2004年。 

7. 梁西著：《国际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8. 许光建主编：《联合国宪章诠释》，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9. 李浩培著：《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10. 陈德恭著：《现代国际海洋法》，海洋出版社 2009年。 

11. 高健军著:《中国与国际海洋法》，海洋出版社 2004年。 

12. 马呈元著：《国际刑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3. 《中国国际法年刊》 

（三） 相关网站 

1. 欧洲国际法期刊（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http://www.ejil.org  
2. 美国国际法协会（The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http://www.asil.org 
3. 国际法协会（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 http://www.ila-hq.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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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联合国： http://www.un.org 
5. 国际法院：http://www.icj-cij.org/ 
6. 常设仲裁法院：http://www.pca-cpa.org/ 
7. 国际海洋法法庭：http://www.itlos.org/ 
8. 国际刑事法院：http://www.icc-cpi.int/ 

执笔：朱建庚   审稿：国际公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6日 

 

欧洲联盟法经典案例课程教学大纲 
Selected Cases of EU Law 

课程号：4030101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选修课程。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对欧盟经典案例原文的分析，

通过理论教学与案例分析的训练，使学生掌握欧盟和欧盟法的基础知识、案例分析的技能。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通过学习欧洲联盟法的主要经典案例，使学生了解欧洲联盟的有关

制度及其在实践中的演进，欧洲联盟法的基本内容、性质和特点； 

2、通过分析和研读欧洲法院处理的欧洲一体化过程中的这些经典案例，使学生掌握相关法律

原则，熟悉欧洲法院的司法独立及其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作用； 

3、通过原文案例材料的阅读与分析，使选课学生了解欧盟的经典司法判决、熟悉欧盟法院关

于法律问题的分析和推理（IRAC and legal reasoning），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对法律问题的探

究能力； 

4、通过阅读欧洲联盟法院的经典案例，使学生提高外文专业资料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并初步

掌握相关法律文书的写作技巧，为将来进一步学习和执业奠定一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 Introduction of EU and EU law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 

1．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ies on EU Law 

2.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3.  Studying the Law of the European Union 

学习目标： 

1．了解欧洲共同体法/欧洲联盟法的概念 

2．掌握欧洲联盟法的特征和影响 

3. 介绍学习欧洲联盟法的主要参考文献、资料和网址。 

作业： 

1. What are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nd the “European Union”? 

2. How the basic aims of EC and the EU have evolved since the beginning?  

知识单元 2：Direct Effect of EU Law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 

1．学习和了解欧盟法的直接效力 direct effect of EU law 

2. 欧洲联盟法与成员国法的关系 

3. Case 26/62, [1963] ECR 1 (case of  Van Gend en Lo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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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掌握欧洲联盟法的直接效力原则 

2．认知欧洲法院关于欧共体法直接效力的分析 

作业： 

1. What forms of Community law can be given direct effect? 

2. Why is the principle of direct effect so important? 

知识单元 3： Supremacy of EU Law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 

1．了解欧洲法院通过争端裁决如何确立欧盟法的优先性， 

2. 学习和了解欧盟法的优先效力原则 supremacy of EU law  

3. Case 6/64,Costa v. ENEL, [1964] ECR 585 

学习目标： 

1．认知欧盟法与成员国法的关系 

2．认知欧洲法院关于欧盟法优先于成员国法律的分析 

3. 掌握欧洲联盟法的优先效力原则 

作业： 

1.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supremacy? Why is supremacy such an important 
principle of Community law? 

2. Define the principle of supremacy. 
3.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nciple of direct effect and the principle of supremacy. 

知识单元 4：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 

1．学习和了解欧盟与成员国关系上的的辅助性效力 direct effect of EU law 

2.  case C84-94,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v.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1996]ECR 1—5755 

学习目标： 

1．掌握欧洲联盟法上关于欧盟行动权能的辅助性原则 

2．认知欧洲法院关于欧盟的辅助性权能的分析 

作业： 

1. Explain what 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means in a general sense. 
2. Explain what the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means in the context of Community law.  

知识单元 5：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 

1．学习和了解欧盟与成员国关系上的相称性原则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2.  欧洲联盟与成员国在都有权做出行动时如何协调彼此的关系 

3.  Case 302/86: Commission v. Denmark (Danish Bottles) [1988] ECR 4607 

学习目标： 

1．掌握欧洲联盟法的相称性原则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2．认知欧洲法院关于欧盟行动权能的分析 

作业： 

1.  Describe the aspects of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2. Why is the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so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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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6：EU’s ability on Eternal affairs  

参考学时：3 

学习内容： 

1．通过案例，学习和了解欧盟在对外关系上的权能及其演进 

2. Case 22/70 Commission v. Council (ERTA case) [1971] ECR 263:1971 CMLR 335 

学习目标： 

1．认知和了解欧洲联盟条约关于欧盟在对外关系上的权能及其演进 

2．通过阅读案例原文，了解欧洲法院如何通过案例逐步确认关于欧盟在对外关系事项上的权能 

作业： 

1.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xclusive competence and shared competence? 

2.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xpress powers and implied powers?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a) The method of case study: IRAC;  
b) the evolution of EU  
c) The research of EU docs 

3  

2 
d) The law of EU  
    2.  the judicial organs of EU 

3  

3 
e) principle of direct effect 
f) how to find and read a case judgement 

3  

4 
1.Case 26/62, [1963] ECR 1 
2. the development of  principle of direct effect, 

3  

5 Case 6/64,Costa v. ENEL, [1964] ECR 585 3  
6 the development of Supremacy of EU Law 3  

7 
Case 302/86: Commission v. Denmark (Danish Bottles) 
[1988] ECR 4607 

3  

8 The development of Principle of Subsidiarity 3  

9 
case C84-94,UK v.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1996]ECR 1—5755 

3  

10 the development of 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3  

11 
the development of EU’s competence in external affairs  
Case 22/70 Commission v. Council (ERTA case) [1971] ECR 
263:1971 CMLR 335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英语好，能顺利阅读英文裁决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1.欧盟与成员国的关系； 

2.欧盟法与成员国法的关系； 

3.欧盟司法机关的能动性 

难点：1.英文原文判决的阅读； 

2法律问题的分析； 

3.通过一系列案例理解某个/些原则的演进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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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1  案例分析 

2. 英文原文阅读 

3. 双语和多媒体教学 

教学手段： 

1.案例教学 

2.多媒体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注重课程的全过程参与。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 10%、

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占 30%；期末考试占 6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取欧洲法院公布的原文案例，采用自编案例材料，尚未出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彤 主编《欧洲联盟法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 曾令良著《欧洲联盟法总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Jo Shaw, Law of the European Union, 3
rd
 ed., Palgrave, 2000 

2. T.C. Hartley, The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Community Law, 5th ed. Oxford, 2003. 

3. Weatherill, S.  Cases and Materials on EU Law, 6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4.Eeckhout, P. External Relations of the European Un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5. [德]马迪亚斯·赫蒂根著《欧洲法》（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执笔：兰花  审稿：国际公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4日 

 

国际法案例研习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Law Cases  

课程号：4030101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国际法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要使学生深入理解和领会其内容，运用案例分析研讨十分必

要。《国际法案例研习》课程是为我校本科生开设的选修课程。与必修课程《国际法》相结合，辅

助《国际法》课程教学。凡已修过国际法课程的我校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和双学位学生均可选修本课

程。开设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本课程主要选取国际法院近年来已判决的国际法经典案例为内容，对案件的基本案情、当事方

的诉求、国际法院的判决及理由所涉及到的国际法问题和相关观点进行讨论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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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国际法的理论与案例实践相结合，运用国际法原理分析实际问题; 

2.通过对国际法经典案例所涉及问题和观点的分析，使学生掌握国际法的基本知识，掌握各个

案件判决及法官的不同观点的理论基础和相关理由; 

3.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捕捉有价值的学术前沿问题的能力。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 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课程必要性与教学方法 

1.国际法的表现形式 

2.怎样适用国际法 

二、国际争端的解决方法 

（一）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 

（二）国际争端解决方法的分类 

1.政治方法：谈判与协商   斡旋与调停  调查与和解 

2.法律方法：国际仲裁   司法解决 

三、国际法院 

（一）国际法院的机构设 

（二）国际法院案件审理 

1.国际法院的管辖权 

2.适用的法律 

3.诉讼程序 

4.国际法院的判决 

（三）国际法院的工作与效 

四、本课程选择案例涉及内容 

（一）诉讼案件 

干涉内政和使用武力合法性问题的争端  

有关海洋问题的争端 

外交和领事关系争端 

航空领域争端 

环境领域争端 

（二）咨询意见 

关于条约保留问题 

关于单方面宣布独立的合法性问题 

学习目标： 

旨在使学生明确开设本课程的必要性、教学方式及对学生的要求。了解国际争端的解决方法，

特别是司法解决方法。对国际法院的构建、管辖权、法律适用、诉讼程序等问题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为案例分析做充分的准备。 

作业： 

1.国际争端的性质及解决方法 

2.国际法院的管辖权 

科孚海峡案  （英国诉阿尔巴尼亚 1947 —1949） 

学习内容： 

一、基本案情 

1946 年 5 月 15 日,英国海军部派出两艘军舰通过位于阿尔巴尼亚大陆与科孚岛北部之间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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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海峡时遭到阿尔巴尼亚海岸炮台轰击,但未被击毁。为此,在互换照会中,英国政府认为:它享有通

过这个海峡而不作任何通知或者等候许可的权利。而阿尔巴尼亚政府却明确表示,外国船舶通过,

必须事先通知并请求阿尔巴尼亚许可。1946 年 10 月 22 日,英国为试探阿尔巴尼亚的态度,派出由

两艘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组成的英国舰队通过该海峡时,其中两艘驱逐舰触雷, 造成死 40人,伤 42

人的巨大损失。同年 11月 13日,英国海军未经阿尔巴尼亚同意,单方面强行到海峡属于阿尔巴尼亚

领水去扫雷,发现有 22颗水雷。英国海军的扫雷行动遭到阿到尔巴亚的强烈抗议。英国政府将这一

事件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控告阿尔巴尼亚在盟国海军当局已经进行过扫雷工作之后,又敷设水

雷或允许第三国敷设了水雷,要求追究责任。1947 年 4 月 9 日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建议有关国家

应立即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来解决。1947 年 5 月 22 日,英国单方面

向国际法院起诉。法院于 1948年到 1949年对该案进行判决。  

二、国际法院判决 

1.管辖权问题 

1948年 3月 25日，法院以 15：1票驳回了阿尔巴尼亚的初步反对意见，决定继续对案情实质

进行审理。 

2.实质问题 

1949年 4月 9日， 国际法院判决： 

（1）以 11：5票判定阿尔巴尼亚对爆炸事件负有责任； 

（2）以 1：2票判决英国的这次行动并没有侵犯阿尔巴尼亚主权； 

（3）16名法官一致判定英国 11月 12日、13日扫雷行动侵犯了阿尔巴尼亚的主权，且这已宣

告本身构成了适当补偿。 

3.赔偿问题 

1949年 12月 15日判处，阿尔巴尼亚向英国支付 843.947 英镑的赔款赔偿一直未交付。 

最终结果：1992年 科孚海峡案告终。阿尔巴尼亚同意向英国支付赔偿。英国承诺归还阿尔巴

尼亚二战以来一直扣在英格兰银行保险库中的黄金。 

三、涉及国际法问题 

（1）沿海国的领海主权 

（2）军舰的无害通过权 

（3）用于国际航行海峡的地位 

（4）国家责任 

学习目标： 

通过本案分析研究，深入了解领海的法律地位、军舰的无害通过权、用于国际航行海峡的法律

地位及国家责任等问题。 

作业： 

1.领海的无害通过制度 

2.本案的国家责任构成依据 

知识单元 2：隆端寺（柏威夏寺）案  （柬埔寨诉泰国 1959 — 1962 ）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基本案情 

争议源于法国侵占印度支那以后柬埔寨还是法国的保护国时期，其宗主国法国 1904年 2月，

与当时保持着独立的泰国（当时国名为暹罗）签订的条约。双方约定由混合划界委员会的人员沿扁

担山山脉勘查全部需要勘查的地方，而由划界委员会的法国工作人员负责勘查该山的东部地段，

1906 年后划界委员会没有做出关于扁担山地区的任何决议、记录及其他参考资料．1907 年，委员

会中的法国方面的负责人向他的政府报告称划界工作已完成，并没有提及划界委员会于 1907 年 3

月 23日缔结了更进一步的法国与暹罗的边界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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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划界的最后步骤是绘制边界地图，暹罗政府未派员参加，委托法国官员负责绘制边界地图，

并在 1907 年完成。其中一张关于扁担山山脉的地图标明隆端寺在柬埔寨一边。该地图作为备忘录

构成条约的附件Ⅰ，于 1908 年在巴黎出版，同时呈送泰国政府作为划界成果，并送混合委员会的

泰方官员和泰国内政部长丹龙亲王，他不仅没有提出异议，还向法国驻曼谷公使表示感谢；各暹罗

府尹收到地图后也没有提出异议，而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知道隆端寺的。 

在 1934-1935年间泰国发现地图上的线与实际的分水岭线有差异，但仍然使用出版那张地图。

甚至在 1925年和 1937年确认了现存边界的法暹条约谈判时以及 1947年在华盛顿在法国-暹罗调解

委员会面前，泰国始终没有提出异议。另外丹龙亲王 1930 年到隆端寺参观时得到法国驻相邻柬埔

寨省的省督的正式接待时，也没有做出异议反应。 

直到四十年后，泰国地方当局突然派兵驻进了寺院，法国政府获悉泰国派兵进驻寺庙后，在

1949年和 1950年间曾向泰国提出抗议，但没有得到答复。 

1953年柬埔寨独立后试图在隆端寺地区建立权力机关，要求泰国撤走其武装力量，遭到拒绝。

经过多次谈判未果后，柬埔寨于 1959年 9月 30日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对隆端寺的主权。 

二、法院判决 

（一）管辖权问题 

泰国政府对管辖权向国际法院提出了初步反对意见。 

1961年 5月 26日国际法院作出裁决，法官一致认为法院对此案具有管辖权。 

（二）实质问题 

1962年 6月 15日国际法院作出如下判决： 

1.确认隆端寺主权属于柬埔寨并发生效力。泰国有义务撤回任何其派驻在寺庙或其附近的柬埔

寨领土上的军事力量，警察部队或其他人员（9:3）。 

2.泰国有义务归还柬埔寨自泰国 1954 年占领该寺以来可能被泰国当局从该寺或该寺地区搬走

的任何雕塑、石碑、纪念物残片、砂岩原型和古代陶器（7:5）。 

三、涉及法律问题 

1.国际法院判决的效力问题 

2.边界划定的规则 

3.主张条约无效的理由 

4.禁止反言 

学习目标： 

通过本案分析研究，深入了解领土划界的规则及其影响；明确主张条约无效的理由和条件；进

一步认识国际法院的管辖依据和职能。 

作业： 

1.禁止反言在本案中的运用 

2.国际法院的职能 

知识单元 3：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案 （巴拉圭诉美国（ 1998 ）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基本案情 

1992年 9月 1日，美国弗吉尼亚州警方以涉嫌谋杀逮捕了一名巴拉圭籍公民布雷德，并于 1993

年 8月判处其死刑，定于 1998年 4月 14日执行。在整个的逮捕和审判过程中，美国方面均未向这

名巴拉圭籍公民布雷德告知其根据 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所应享有的权利。1996年，该

布雷德设法和本国驻美的领馆取得联系，并寻求帮助。但领事所进行的外交、法律等多方努力均告

失败。 

巴拉圭被迫于 1998年 4月 3日向国际法院起诉美国违反《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义务，首

先请求法院采取适当的临时措施，在本案结束前暂时中止美国对其公民的死刑执行。巴拉圭进一步



1841 

请求法院裁决并宣布（1）美国违反了《维也纳公约》中的国际法律义务；（2）巴拉圭有权恢复原

状；（3）美国不能以国内法律的学说（procedural default）及规定来规避《维也纳公约》中的国

际法律义务；（4）美国以后也应当履行《维也纳公约》中的国际法律义务，无论其国内权利机构如

何分配。 

1998年 4月 14日，美国不顾国际法院的临时措施对布雷德执行了死刑。此后巴拉圭决定不再

继续诉讼并于 1998年 12月 2日致信国际法院请求撤诉。 

二、法院判决 

1.指示临时措施 

国际法院于 1998年 4月 9日一致同意以命令的方式指示临时措施：第一，确保布雷德在就此

诉讼作出最后裁决前不被处决；第二，应将它为执行本命令所采取的所有措施通知本法院；第三，

决定本法院在作出最后裁决前,应审理构成本命令主题的那些事项。 

2.相同指示临时措施案件延伸 

“卡尔拉格朗案”1999 年 3 月 2 日,在瓦尔特拉格朗死刑执行前一天,德国向国际法院提交了

诉状,指称美国违反《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请求指示临时措施。国际法院于 1999年 3月

3日发出了采取临时措施的一项指示,要求美国在国际法院对该案审理终结以前,暂停对拉格朗执行

死刑。当天，美国仍执行了死刑。 

“阿维纳案”墨西哥请求指示临时措施，2008 年 7 月 16 日发布命令指示下列临时措施 ：第

一，美国应当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 3名墨西哥国民在最终判决前不被处决；第二，美国政府应当

向法院报告上述指示的执行情况。法院审理期间，美国未执行死刑。 

三、涉及法律问题 

1.管辖权的依据 

2.指示临时措施的条件和目的 

3.领事通知的性质、义务和内容 

4.领事通知目的和作用  

学习目标： 

通过本案分析研究，深入了解《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关于缔约国领事通知的义务、内容和

作用；明确法院指示临时措施的依据和目的。 

作业： 

1.结合本案理解《国际法院规约》关于指示临时措施的规定 

2.领事通知义务的性质和内容 

知识单元 4：美国驻德黑兰外交和领事人员案（美国诉伊朗 1979 —1980）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基本案情 

1979年 11月 4日在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门前所举行的示威游行过程中，示威者袭击了大使馆

的馆舍。使馆一再要求伊朗当局给予援助和保护，伊朗的卫队还是置之不顾。示威者终于闯进使馆，

将院内的 66名美国人劫持为人质，其中包括使馆外交人员、使馆技术人员和其他 2名美国公民。

使馆周围的伊朗政府的保安人员并未对示威者的行为进行制止。11 月 5 日，位于伊朗大不里士和

设拉子的美国领事馆也被示威者占领。占领者一直控制着上述美国使领馆，他们洗劫了使馆及其领

事部的档案和文件，并将至少 28名使馆外交人员、至少 20名使馆行政技术人员和其他两名美国国

民扣押在使馆馆舍内作为人质。此外，美国驻伊朗代办及另两位外交人员也被扣押在伊朗外交部的

建筑物之内。扣押人质者在 11月 18号和 20号线后释放了 13名人质，但此后拒绝释放其他人质，

以迫使美国满足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 

美国使馆遭到占领之后,伊朗政府未采取任何措施来终止对美使馆馆舍及其人员的侵犯行为,

也未对美使馆及有关人员遭受的损害进行赔偿,相反却对伊朗人占领使馆和扣押人质的行为表示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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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和认可,并拒绝与美国就此问题进行谈判。被扣的人质一直处于被胁迫的状况，并被处以各种非

人道待遇；使馆的资料和文件也被彻底搜查。 

1979 年 11 月 29 日，美国政府向国际法院书记处递交一份申请书，对伊朗提起诉讼，请求国

际法院判决并宣布：（1）伊朗政府因容许、鼓励以及未加防止和惩处伊朗人侵犯美国使领馆及其人

员的行为，违反了它根据有关条约对美国所负有的国际法律义务。（2）伊朗政府负有立即保证释放

目前被扣押在美国驻德黑兰使馆馆舍内的所有美国国民，并保证允许所有这些人员以及在德黑兰的

其他所有美国国民安全的离开伊朗。（3）伊朗政府应就其前述违反其对美国所负的国际法律义务的

行为向美国支付赔偿。（4）伊朗政府应将对美国使馆馆舍、使馆人员和领馆馆舍犯有罪行的有关人

员交送本国主管当局追诉。 

1979年 12月 9日，伊朗外交部长代表伊朗政府致函国际法院。认为国际法院“不能，也不应

该审理此案”，理由是这一所谓“人质问题”涉及美国过去 25 年间在伊朗从事的“物质剥削”、颠

覆合法政府、干涉内政等各种违反国际法和人道准则的活动，它仅仅是这一全面问题的“一个非中

心的和次要的方面”，而且是伊朗伊斯兰革命所引起的反响之一，而对这种反响的任何审查“在本

质上直接属于伊朗国家主权范围之内的事项”。 

二、法院判决 

1979 年 12 月 10 日，国际法院在伊朗未出庭的情况下开庭审理此案。法院认为，作为外交代

表的接受国的伊朗有义务采取适当步骤保护美国使馆不受侵犯。在法院看来，即使伊朗政府对美国

政府的指控属实，它也应用外交法所规定的正常手段来追究美国及其外交代表的责任，而不应对其

使馆及其人员采取强制措施。 1980年 5月 24日，国际法院在伊朗缺席的情况下作出判决： 

（一）指示临时措施 

法院一致指出：伊朗应立即保证巴使馆馆舍归还美国，保证立即释放被拘与大使馆会其他地方

的一切美国籍人员。美伊双方均不得采取任何加剧两国间紧张局势的行动。 

（二）管辖权问题 

法院认为 1961年和 1963年两个维也纳公约构成法院行使管辖权的依据。 

（三）实质问题 

1.伊朗已违反并正在违反它根据国际条约和长期确立的国际法规则所承担的义务； 

2.伊朗违反对美国所承担的义务，根据国际法应负国际责任； 

3.伊朗国政府必须立即释放被扣作人质的美国国民并将使馆馆舍交给保护国； 

4.美国外交或领事人员中的任一成员不得被留在伊朗以使其接受任何形式的司法诉讼程序或

作为证人参加这种诉讼程序； 

5.伊朗负有义务赔偿对美国造成的损害； 

6.这种赔偿的形式和数额如在当事国之间达不成协议，应由国际法院解决 

法院上述实质判决作出之后,美、伊双方在阿尔及利亚的斡旋之下进行了紧张谈判,并于 1981

年 1月 19日达成协议。次日,美国人质全部获释。美国随后请求法院中止关于赔偿要求的诉讼,法

院据此将本案从其案件总表上注销。 

三、涉及国际法问题 

1.被指控的行为是否可归因于伊朗国 

2.伊朗是否违反条约义务 

3.伊朗是否应对美驻伊使领馆及人员遭受损害承担国家责任 

4.使馆馆舍不受侵犯的主要内容 

学习目标： 

通过本案分析研究，深入了解《维也纳外交关系关系公约》中关于外交特权与豁免的规定及在

实践中的运用；明确违反条约义务的国家责任构成及其追究。 

作业： 

1.结合国家责任构成要件分析伊朗行为的违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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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馆馆舍不得侵犯的内容 

知识单元 5：对尼加拉瓜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案 （尼加拉瓜诉美国案 1984—1986）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基本案情 

1979 年 9 月，尼加拉瓜独裁的索摩查政权被推翻，建立了民族复兴政府。这是多派联合实行

武装斗争推翻亲美的军人独裁政权的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冲击了美国在拉丁美洲，特别是中美洲

的霸权地位。美国因此对尼加拉瓜的内战进行了武装干涉，中央情报局军事指挥尼加拉瓜反革命武

装从国外入侵尼加拉瓜，为配合尼加拉瓜反革命武装作战，美国海军在尼加拉瓜全部水域布满水雷，

全面封锁尼加拉瓜，导致三万多人死亡。 

尼加拉瓜于 1984年 4月 9日向国际法院提出请求书，指控美国在其境内对尼加拉瓜采取的军

事和准军事行动，请求国际法院判定美国的行动构成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成胁、干涉尼加拉瓜

内政和侵犯尼加拉瓜主权的行为，请求法院责令美国立即停止上述行动并对尼加拉瓜及尼加拉瓜国

民所受的损失给予赔偿；并请求国际法院指示临时保全措施。 

二、法院判决 

（一）指示临时保全措施 

国际法院于 1984年 4月 25日开庭审理，于 1984年 5月 10日一致通过以命令指示临时措施。

临时保全措施包含下列各项：   

1.驳回美国关于撤销尼加拉瓜于 1984年 4月 9日提出的请求书和指示临时保全措施的请求的

要求；   

2.指示临时保全措施：  

(1)美国应立即停止和抑制对尼加拉瓜港口的进出所作的限制、封锁或危害的行为，特别是布

雷活动；   

(2)尼加拉瓜的主权、政治独立，正如该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地区的所有国家一样，应受到充分

的尊重，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以军事或准军事行动加以破坏，这种军事或准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原

则，特别是《联合国宪章》和《美洲国家组织宪章》所规定的国家不得在国际关系上使用威胁或武

力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和不得干涉国家国内管辖事务的原则（14:1票）；   

(3)美国和尼加拉瓜均应保证不得采取任何行动加剧或扩大给法院提出的争端；   

(4)美国政府和尼加拉瓜政府应保证不得采取任何行动破坏他方在执行法院为此案所作之判决

的权利。 

（二）管辖权问题 

国际法院于 1984年 11月 26日以 15:1票认定，国际法院有审理此案的管辖权；并一致通过认

定尼加拉瓜诉美国的请求书是可以接受的。 

（三）实质问题 

国际法院于 1986年 6月 27日就是实质问题作出如下判决： 

1．国际法院对尼加拉瓜 1984年提出的争端，适用美国政府在 1946年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

声明中所包含的“多边条约保留”原则（11:4票）； 

2.驳回美国主张的集体自卫权（12:3票）； 

3.美国在尼加拉瓜训练、武装、配备、资助和供应反尼加拉瓜力量，违反了根据习惯国际法不

干涉他国内政的义务（12:3票）；  

4.美国在 1983-1984年使用武力攻击尼加拉瓜领土，违反了习惯国际法不得对他国使用武力的

义务（12:3票）； 

5.美国派飞机飞入尼加拉瓜上空，违反了习惯国际法不得侵犯他国主权的义务（12:3票）； 

6.美国在 1984 年在尼加拉瓜内水、领海布雷，违反了习惯国际法不得对他国使用武力、不得

干涉他国内政、不得破坏主权和妨碍和平海上商业活动的义务（12:3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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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 6条所指的事实说明美国违反了 1956年美尼《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第 19条的义务（14:1

票）； 

8.美国布雷后没有将水雷的存在和位置妥为公布，违反了习惯国际法的义务（14:1票）； 

9.美国在 1983年出版了一本《心理战手册》，散发给尼加拉瓜的反政府力量，煽动它们进行违

反人道主义原则的行为（14:1票）； 

10．美国在 1985年 5月 1日宣布对尼加拉瓜的贸易进行总封锁，违反了 1956年美尼《友好通

商航海条约》的宗旨和目的（12:3票）； 

11．美国攻击尼加拉瓜领土，并于 1985年 5月 1日对尼加拉瓜贸易进行总封锁，违反了 1956

年美尼《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第 19条的义务（12:3票）； 

12.美国有义务立即停止和抑制一切违反上述法律义务的行动（12:3票）； 

13.美国有义务赔偿尼加拉瓜由于违反习惯国际法义务所造成的损失（12:3票）； 

14.美国有义务赔偿尼加拉瓜由于违反 1956 年美尼《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义务所造成的损失

（14:1票）； 

15.赔偿的方式和款额，鉴于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将由法院确定，为此目的，法院将由以后的

程序来解决（14:1票）； 

16.提醒双方有义务根据国际法以和平方法解决其争端 (一致同意)。 

三、涉及法律问题 

1.国际法院对案件的管辖权问题 

2.第三国参加程序 

3.法律适用（国际法基本原则） 

4.国际法院与安理会的关系 

5.对自卫权的理解与认识 

学习目标： 

通过本案分析研究，深刻认识与理解国际法基本原则在国际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深入理解并掌

握国际法基本原则中的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 

作业： 

1.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内涵 

2.结合本案分析自卫权行使的条件 

知识单元 6：多瑙河大坝案  （匈牙利诉斯洛伐克 1993 —1997）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基本案情 

1977 年 9 月，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缔结一项条约，决定两国共同在多瑙河上修建并联合营

运两座拦河坝。该条约所规划的水坝系统服务于四个目的：发电、通航、防洪和区域开发。工程分

为两部分：捷克斯洛伐克负责从作为界河的多瑙河中引水至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以蓄峰模式运行一

个双重拦河坝系统。（包括一座水库。水库的很大一部分、发电渠和盖巴斯科夫发电站完全建在斯

洛伐克领土上）匈牙利负责第二座水坝位于下游 113公里处的拉基玛洛（此处多瑙河完全位于匈牙

利领土上），第二座较小的水电站以连续模式运行。多瑙河仍是两国的界河，其中的河水由两国共

享。 

1988 年，匈牙利国会认定该河流的生态效益高于该项目的经济利益，并通过一项决议将该项

目的继续进行置于严格的环境保护规则之下，命令政府重新评价该项目。匈牙利政府于 1989 年 5

月中止在拉基玛洛的工程，并宣布它打算在项目的环境影响得到充分评价之前停止执行在盖巴斯科

夫附近的工程中它的那一部分。 

捷克斯洛伐克于 1991年决定继续建设该项目并开始了一个“临时解决办法”，单方面将近 2／

3的多瑙河河水截流引至其领土上的一条分流渠。这一决定不仅对匈牙利的环境，而且对其经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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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重大影响。1992年 2月匈牙利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这一决定提出正式抗议。1992年 4月，欧共

体出面调解无效。1992年 5月，匈牙利政府发表声明，宣布终止有关该项目的 1977年条约。1992

年 10月，匈牙利向国际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国际法院的裁决。 

1993年 7月，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签订特别协定，将争端提交国家法院。 

协定请求国际法院以 1977年条约、“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以及法院认为可适用的其他条约”为

依据，裁判：（1）匈牙利是否有权中止并随后于 1989 年放弃拉基玛洛工程和盖巴斯科夫工程中它

承担的那一部分；（2） 捷克斯洛伐克是否有权于 1991年 11月实施“临时解决办法”并于 1992年

10 月以后将该系统投入运行；（3） 匈牙利关于终止条约的通知有什么效果；（4） 双方还请求法

院决定它的判决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包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二、法院判决 

国际法院 1997年 9月的判决如下： 

1.匈牙利无权于 1989 年中止并在后来放弃拉基玛洛工程和盖巴斯科夫工程中它的那一部分

（14:1票）； 

2.捷克斯洛伐克有权于 1991年 11月实施“临时解决办法”（9:6票），但无权从 1992年 10月

起实施单方面的解决办法并在未得到匈牙利同意的情况下分流多瑙河（10:5票）； 

3.匈牙利 1992年 5月 19日关于 1977年条约和有关文件的通知不具有终止该条约和有关文件

的法律效力，该条约至今仍然有效（12:4票）。 

4.法院建议保持现状： 一座而非两座拦河坝，联合营运但不以蓄锋模式，就损失负担等问题

进一步协商并随时通知法院。 

三、涉及法律问题 

 1.条约法问题 

2.环境损害责任制度 

3.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运用与体现 

4.关于“对一切”的义务 

学习目标： 

通过本案分析研究，深刻认识与理解条约效力、履行、终止及相关国家责任等问题；了解与认

识环境保护在国家之间利用自然资源关系中的体现。 

作业： 

1.条约终止的要件 

2.对于违反条约采取对抗措施的限制 

3.环境损害责任 

知识单元 7：《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保留问题 

联合国大会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1950—1951 ）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基本案情 

1948年 12月 9日，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截至 1950年 10月

12日，在向联合国秘书长交有的关于灭种罪公约的 19份批准书和加入书中，菲律宾的批准书和保

加利亚的加入书均附有保留，而这些保留受到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对。鉴于灭种罪公约本身对保留问

题未作任何规定，联合国秘书长遂循其惯例通知保留国，称它们不能成为该约当事国，同时将“多

边公约的保留”问题提请联合国大会讨论。 

关于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提出的保留问题由联合国大会（大会 1950 年 11 月 16

日决议）提交国际法院，请它发表咨询意见。 

“就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而言，如某一国家批准或加入该公约，于批准或加入或签署后

继以批准时附有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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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遇该公约一个以上之当事国反对该项保留，但其他当事国不表示反对时，该提出保留之国家

在维持其保留之期间能否视为该公约当事国？ 

2.如法院对第一项问题所答为‘是’则该项保留在提出保留国家与下列国家间具有何种效力；

（1）反对该项保留的当事国？（2）接受该项保留的当事国？ 

3.如下列国家反对所提保留，则关于第一项问题的答复将具有何种法律效力；（1）尚未批准该

公约的签字国？（2）有权签署或加入该公约但尚未签署或批准的国家？”。 

二、咨询意见 

国际法院认为，作为《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基础的那些原则被文明国家认为甚至对没

有任何公约义务的国家也具有约束力。在范围上该公约的目的是成为世界性公约。其目的纯粹是为

了实行人道主义和文明。缔约各国从该公约没有得到任何个别的好处或受到任何个别的损害，它们

也没有什么本身的利益，它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利益。这导致得出这样的结论：该公约的宗旨和目的

暗示着大会和通过它的国家的意图是尽可能多的国家应参加该公约。如果对一项不重要保留的反对

将会把做出该项保留的国家完全排除在该公约之外，这一目的将受到损害。另一方面，缔约国不可

能怀有这种意图：牺牲该公约的宗旨以支持实现一个含糊的争取尽可能多的参加国的愿望。由此得

出，该项保留和该公约的宗旨和目的的一致性是确定做出该项保留的国家和反对该项保留的国家的

态度的标准。因此，由于其抽象性，对第一个问题不能给予一个绝对的答复。对一项保留的评价和

反对该项保留的效力须根据每个个别事件的情况而定。 

关于一个有权签署和批准该公约但尚未那样做的国家或一个已签署但尚来批准该公约的国家

做出的反对的效力。国际法院认为，在前一种情况下，一个不享有该公约项下的任何权利的国家可

以排除另一个国家将是不可思议的。签字国的情况则较为有利。它们已采取了对于行使当事国权利

来说所必需的若干步骤。这个临时身份赋予它们一个作为预防措施提出反对的权利。如果签署后随

之以批准，则反对就成为确定性的了。否则，它就会消失。因此，该反对并不具有立即的法律效力，

但却表示和宣布了每一签字国在成为该公约当事国时的态度。 

基于上述理由，国际法院在 1951年 5月 28日，以 7：5票对联合国大会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做

出了咨询意见： 

1.做出并维持已受到该公约一个或一个以上当事国反对但没受到其他当事国反对的一项保留

的国家可被视为该公约的当事国，如果该项保留与该公约的宗旨与目的一致；在其他情况下，该国

不能被视为该公约的当事国。 

2.（1）如果该公约的一个当事国反对它认为与该公约的宗旨和目的不相容的一项保留，它可

以在实际上认为保留国不是该公约的当事国；（2）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当事国认为该项保留与该公

约的宗旨和目的一致，它可以在实际上认为保留国是该公约的当事国。 

3.（1）一个尚未批准该公约的签字国对一项保留的反对只有在它批准该公约时才能具有在对

第一个问题所做答复中指出的法律效力；（2）一个有权签署或加入该公约但尚未那样做的国家对一

项保留的反对没有法律效力。 

三、涉及法律问题 

1.多边条约保留的提出、接受与反对 

2.提出、接受与反对保留的法律效果 

3.本案对条约法发展与完善的影响 

学习目标： 

通过本案分析研究，了解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的行使；深刻认识与理解多边条约保留的提出、

接受与反对以及提出、接受与反对保留的法律效果；明确咨询意见对条约法发展与完善的影响。 

作业： 

1.条约保留的性质和目的 

2.《条约法公约》关于条约保留的规则 

知识单元 8：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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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大会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2008—2010）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基本案情 

科索沃原为塞尔维亚共和国( 以下简称塞尔维亚) 的一个自治省, 当地 90% 的居民是阿尔巴

尼亚族( 以下简称阿族) 人。1999 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1244(1999)号

决议， 在科索沃建立了一个过渡行政机构—联合国驻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UNMIK),由其代

管该地区的行政事务。自 2005年底开始,联合国秘书长特使阿赫蒂萨里以及美国、欧盟和俄罗斯三

方的代表组织塞尔维亚与科索沃双方的代表就科索沃未来的地位问题进行谈判,但均无结果。2007

年 11月 17日,科索沃地区选举了科索沃议会； 2008 年 2 月 17 日, UNMIK 下设的科索沃临时自

治机构单方面宣布独立。 

这一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各国纷纷做出反应。美国和许多其他西方国家立即承认

科索沃独立，欧盟 27 个成员国中，除了西班牙、塞浦路斯、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希腊五国外，

其他国家都支持科索沃独立。俄罗斯、西班牙、罗马尼亚、越南等国于 2008 年 2 月 18 日先后发

表声明, 谴责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 称此举违反了国际法。塞尔维亚政府虽然表示科索沃单方面

宣布独立公然侵犯了塞尔维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塞尔维亚政府对此仍是采取了克制的态度，

并遵守不使用武力的承诺，而且没有对科索沃进行经济制裁和切断电力供应，也没有与承认科索沃

独立的国家断绝外交关系。 

2008 年 8 月，塞尔维亚外长耶雷米奇向联合国大会提交议案，请求国际法院就“科索沃宣布

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发表意见。2008年 9月 17日，总务委员会一致批准了塞的请求，将该议案

列入大会议程，9月 19日，联合国大会以 77票赞成、6票反对、74票弃权的简单多数通过了塞尔

维亚的起草决议。美国、阿尔巴尼亚和四个太平洋岛国投反对票，承认科索沃独立的 22 个欧盟国

家弃权。另外，哥斯达黎加、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 4个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国家投了赞成票。以

美英为首的一些国家，为决议的通过设置了重重障碍，他们以经济援助为条件，拉拢一些小国，同

时以加快入欧盟和北约进程为诱饵，要求申请支持科索沃独立。 

2008年 10月 8日,联合国大会应塞尔维亚的请求投票通过第 63/ 3号决议,要求国际法院就科

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的问题发表咨询意见。10月 9日,联合国秘书长将联大的咨询

请求提交国际法院,国际法院书记官随即向有权出庭的所有国家函告对咨询问题的意见。 

二、咨询意见 

2008年 10月 17日,国际法院发布一道指令,确定 2009年 4月 17日为联合国及其会员国提交

书面意见的时限并且 2009年 7月 17日为提交书面意见的国家和组织对其他书面意见提交书面评论

的时限。此外,国际法院还邀请宣布独立者提交书面意见和书面评论。截至国际法院规定的时间,

共有 36个国家提交了书面意见、14个国家提交了书面评论。 

2009年 12月 11日,国际法院进行了诉讼程序,科索沃与 28个国家出庭陈述了各自的立场。2010

年 7月 22日,国际法院宣布咨询意见,以 10票支持、4票反对、1票缺席的表决结果，认定科索沃

单方面宣布独立的行为不违反一般国际法、安理会第 1244(1999) 号决议和科索沃临时自治宪政框

架,因此不违反国际法。 

三、涉及法律问题 

1.联合国大会提出咨询请求权是否越权 

2.联合国大会请求咨询的问题是否属于法律问题 

3.科索沃问题适用的国际法 

4.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原则与民族自决原则 

5.科索沃独立案的影响和意义 

学习目标： 

通过本案分析研究，了解国际法院咨询管辖权的行使；深刻认识与理解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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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族自决原则及该案的影响和意义。 

作业： 

1.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权 

2.如何理解民族自决原则 

知识单元 9：洛克比空难案  （利比亚诉英国、美国 1992 — 2003）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基本案情 

1988年 12月 21日，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 103航班在飞行途中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爆炸，机

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并造成地面若干人员的伤亡。1991年 11月，苏格兰指控两名利比亚

人将炸弹置于飞机上，炸弹爆炸致使飞机坠毁。利比亚也指出这种行为构成 1971 年《蒙特利尔公

约》第 1条意义上的罪行。 

苏格兰指控两名利比亚公民有破坏泛美航空公司 103航班嫌疑后，英国和美国于 1991年 11月

21 日发表联合声明如下：（1）利比亚必须交出所有被指控犯罪的人受审，利比亚必须为利比亚官

员的行为承担责任；（2）利比亚必须披露它所知道的有关该犯罪的一切事情，允许全面接触所有的

证人，完全得到文件和其他物证；（3）利比亚必须给付适当的赔偿。 

1992年 2月 2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731号决议，敦促利比亚政府对英美的要求立即做出全

面有效地反应以便消除国际恐怖主义。 

利比亚主张《蒙特利尔公约》是双方处理这一罪行的唯一适合的现行公约。美国受该公约的法

律义务的拘束，该公约要求美国以该公约规定行动，而且有关泛美航空公司 103航班及嫌疑犯的问

题只能依该公约处理。 

1992 年 3 月 3 日，利比亚向国际法院对美国提起诉讼，请求国际法院判定并宣告：（1）利比

亚完全履行了《蒙特利尔公约》的义务；（2）美国已经违背并继续违背它依《蒙特利尔公约》对利

比亚应尽的法律义务；（3）美国有义务立即停止这种对条约的违反和停止对利比亚使用一切武力或

威胁，停止一切对利比亚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侵犯。 

1992年 3月 3日，利比亚政府紧急请求法院指示应迅速采取临时措施，以保护利比亚的权利。

1992年 3月 28日，在法院庭审时，美国提出法院应拒绝对该案指示临时措施。在规定的期限内，

英国提交了其初步的反对主张：（1）国际法院没有管辖权（2）利比亚的请求没有可受理性。 

1992年 3月 31日，安理会通过 748号决议，决定利比亚政府必须毫不拖延的执行安理会 731

号决议，利比亚政府必须对停止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动和对恐怖主义集团的一切援助，必须以具

体行动迅速表明其谴责恐怖主义，并决定呼吁一切国家于 1992年 4月 15日采取安理会制定的制裁

措施，直到安理会决定利比亚政府已执行了上述决定。 

利比亚认为，安理会的 748号决定侵犯了《蒙特利尔公约》给予利比亚的权利的享有和执行，

并且侵犯了利比亚的经济、商务和政治权利。美国则强调，安理会决议为当事双方的赋予的义务若

与任何其他国际条约义务相抵触时，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制度，这些义务优于国际条约义务。 

二、法院判决 

1.临时措施 

国际法院认为，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利比亚和美国都有义务接受和执行安理会依《联合国宪

章》第 25条作出的决定。这个义务初步看来也包括接受和执行安理会 748号决议中的决定。根据

《联合国宪章》第 103条，会员国对于安理会作出的决定的义务优于它们依任何其他国际条约包括

《蒙特利尔公约》所承担的义务。法院指出，无论在通过该决议前的情况如何，现在不能认为利比

亚主张根据《蒙特利尔公约》享受的权力适用于指示临时措施来保护。此外，利比亚请求指示的措

施可能会损害根据安理会 748号决议初步看来美国所享有的权利。 

根据上述理由，1992年 4月 14日法院以 11：5票作出命令裁定本案的情况不需法院依规约第

41条执行其权力指示临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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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辖权 

针对英国的初步反对主张，国际法院在 1997年 10月 13日至 22日进行了听审，在 1998年 2

月 27 日宣布了对初步反对意见的判决。法院结论，应驳回英国基于声称争端双方之间没有涉及蒙

特利尔公约的解释和适用的争端而提出对管辖权的反对，法院有权审讯利比亚和英国之间关于该公

约规定的解释和适用的争端。 

案件最终结果：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利比亚被迫同意交出两名嫌疑人，但同时也提出对两人

的审判必须在英美以外的第三国进行。1998 年，美、英和荷兰同意在荷兰前美国空军基地宰斯特

营成立苏格兰法庭并按苏格兰法律对两名被告进行审理。对两名利比亚籍嫌疑人的审讯在 2000 年

5月 3日开始，共有三位法官，没有陪审团（利比亚方面的条件）。   

法庭于 2001 年 1 月 31 日作出判决：（1）迈格拉希罪名成立，被判终生监禁，建议最少服刑

20 年。2002 年 3 月 14 日迈格拉希的上诉被驳回。他被移送到位于苏格兰格拉斯哥的巴连尼监狱

（Barlinnie Prison）。（2）费希迈被判罪名不成立，并在翌日回到利比亚的家。 

2003年 8月，利比亚与美英达成协议，同意对洛克比事件遇难者家属支付总额约 27亿美元的

赔偿。2003年 9月 10日，应争端各方要求，院长史久镛法官作出命令，将本案从法院的案件表上

撤销。2003年 9月 12日，联合国安理会以 13票赞成、2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第 1506号决议，

决定解除联合国因 1988年洛克比空难和 1989年法国联航空难事件而对利比亚实施的长 11年的制

裁。 

三、涉及法律问题 

1.联合国宪章义务的主要内容 

2.条约冲突如何解决 

3.安理会与国际法院的关系 

学习目标： 

通过本案分析研究，深入理解并掌握联合国宪章义务和多边国际条约义务的关系；深刻认识与

理解《蒙特利尔公约》 “或引渡或起诉”的规定；明确安理会与国际法院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的

职权划分与相互关系。 

作业： 

1.条约冲突解决规则 

2.“或引渡或起诉”的含义 

2.安理会与国际法院在争端解决问题中的职权 

知识单元 10：使用武力合法性  

南联盟诉美国、英国、比利时、德国、法国等十国（1999— 2004 ）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基本案情 

科索沃位于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西南部，与阿尔巴尼亚、马其顿相邻，人口 200余万，其中

90％以上是阿尔巴尼亚族。塞尔维亚共和国内的自治省，阿族与塞族的矛盾日益高涨。1989 年 2

月 27 日 ，米洛舍维奇为了压制阿族的民族主义运动，宣布取消科索沃的自治省地位，1992 年 5

月自行组成议会和行政机构，还选举民主联盟领导人鲁戈瓦为“科索沃共和国”总统 。1996年，

阿族激进分子成立武装组织“科索沃解放军”。 1997 年以后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事件，伤亡人员日

趋增多，约三十万人流离失所，沦为难民。  

1998 年底起，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开始介入科索沃危机，北约与南联盟的矛盾逐渐成为主要矛

盾。1999 年 2 月 6 日，在美国和北约的压力下，塞尔维亚和科索沃阿族代表在巴黎附近的朗布依

埃举行和平谈判，谈判的基础是美国特使希尔草拟的方案（方案内容：尊重南联盟的领土完整，科

索沃享有高度自治，南联盟军队撤出科索沃，“科索沃解放军”解除武装，按当地居民人口比例组

成新的警察部队维持治安，北约向科索沃派遣多国部队保障协议实施）3 月 15 日复会，阿族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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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8日签署了协议，但塞尔维亚方面仍然拒绝签字。 3月 19日，北约向南联盟发出最后通牒。 3

月 24日，北约发动了对南联盟的空中打击，科索沃战争爆发。 

科索沃战争以大规模空袭为作战方式，美国为首的北约凭借占绝对优势的空中力量和高技术武

器，对南联盟的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进行了连续 78天的轰炸，给南联盟造成了重大财产损失和环

境破坏，也造成了许多无辜平民（包括阿族难民）的伤亡。 

1999 年 4 月 29 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向法院书记官处递交请求书为违反“不使用武力的

义务”对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提起诉讼。并向国际法院提交了分别以上述十国为被告的请求书，并请求法院指示临时保全措施，

要求每个实施空中打击的国家“立即停止使用武力的行动，并禁止任何针对南联盟的威胁或使用武

力的行为。” 

二、法院判决 

（一）指示临时保全措施 

1999年 5月 10日—5月 12日，法院对临时措施问题开庭，所有当事方进行了口头程序。 

1999年 6月 2日，国际法院发布命令，以 12：4票拒绝了南联盟关于发布临时措施的请求。 

（二）管辖权问题 

1.法院认为对南联盟诉西班牙和美国的两个案件明显缺乏管辖权，因而撤销案件。 

2.法院认为对其余八个案件其虽无初步管辖权来指示临时措施，但有权将案件保留以便作进一

步审查。要求南联盟准备书面程序，并规定了提交答辩状的时间。 

3.1999年 6月 30日，法院命令南联盟在 2000年 1月 5日之前对上述八个国家提交正式的书

面起诉状。在规定的时间内，南联盟提交了正式的起诉状，但八个被告国家都对法院的管辖权和案

件的可受理问题提出了初步反对意见。 

4.2004 年12 月15 日，法院对上述各案件作出判决：法院一致认定它对1999 年4 月29 日南

联盟申请书中所提出的要求不具管辖权。 

结局：签署和平协议 

在北约空袭的巨大压力下，经过俄罗斯、芬兰等国的斡旋调停，南联盟最终软化了立场，6月

2日，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接受了由俄罗斯特使切尔诺梅尔金、芬兰总统阿赫蒂萨里、美国副国

务卿塔尔博特共同制定的和平协议，该协议在坚持原朗布依埃方案基本内容的同时，强调了通过联

合国机制解决问题的必要性，并对此作了具体规定。根据这个协议，进驻科索沃的多国部队将按照

联合国宪章精神建立，科索沃未来自治地位的确切性质将由联合国安理会决定，难民返回家园的安

排也将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监督下实施。6月 3日，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议会通过了接

受上述协议的决议。6月 9日，北约代表和塞尔维亚代表在马其顿签署了关于南联盟军队撤出科索

沃的具体安排协议，南联盟军队随即开始撤离科索沃。6 月 10 日，北约正式宣布暂停对南联盟的

空袭。同一天，联合国安理会以 14 票赞成、1 票（中国）弃权通过了关于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

决议（第 1244 号决议）。历时两个半月的科索沃战争至此落下帷幕。 

三、涉及法律问题 

1.国际法院指示临时措施的程序和管辖权的关系 

2.《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是否适用问题 

3.人道主义干涉问题 

4.安理会在本案涉及问题的解决中的作用 

学习目标： 

通过本案分析研究，深刻认识与理解“人道主义干涉”、“人道主义战争”的合法性问题；认识

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明确国际法院管辖权和指示临时保全措施的依据。 

作业： 

1.“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分析 

2.国际法对合法“使用武力”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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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1：渔业管辖权案  （英国、德国诉冰岛  1972 —  1974 ）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基本案情 

1944 年，冰岛独立。为了充分的保护鳕鱼资源，并保护冰岛渔民的经济利益，冰岛政府先后

多次宣布扩大领海区域。1958年宣布将领海扩展到距海岸 12海里的范围。1958年 8月 30日是冰

岛政府要求其他国家船只离开该海域的最后期限，除英国外，各国渔船都撤离。两国矛盾凸显。1961

年 3月 11日冰岛与英国的换文，英国正式承认冰岛 12海里领海线。但冰岛并未满足，宣称要进一

步扩大领海，并礼节性的给予英国 3年的调整时间。 

1971 年，冰岛政府宣布终止与英国关于渔业管辖权的协议，正式将其专属渔业管辖权扩大到

50海里，并规定一切外国船舶在此区域内的渔业活动均被禁止。英国认为该换文不能单方面废止，

冰岛所采取的措施无国际法上的根据，忍无可忍，鳕鱼战争再次爆发。在为期 1年的冲突中：冰岛

割断渔网、炮轰船只驱逐外国渔船，其中 69艘英渔船严重受损。英国派 7艘主力战舰对冰岛进行

恫吓。1972年 4月 14日和 6月 15日，英国和西德分别在国际法院向冰岛提起诉讼。 

英国诉求：1.冰岛关于自己有权拥有从基线到 50 海里之间的专属捕鱼管辖权的主张在国际法

上是没有根据是无效的；2.冰岛无权针对联合王国单方面主张超过 1961年换文商定的 12海里宽度

的专属捕鱼管辖区；3.冰岛无权单方面将英国渔船排除于超出 12 海里宽度的公海区域之外，或单

方面对英国渔船在这一区域内的活动施加限制；4.冰岛和联合王国有责任，无论是双边或其他有关

国家一起共同研究为保护的目的在该公海区域实行限制捕鱼活动的必要性，并进行谈判以便在该区

域建立一种除其他外将确保冰岛享有其特别依赖渔业的国家情况的优先地位的制度。 

德国诉求：1.冰岛单方面吧其专属捕鱼管辖区从基线延伸到 51 海里，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来

说，是没有国际法依据的；2.不得强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或在该国等级的船只服从为此目的而发布

的冰岛法规；3.如果冰岛证实需要在 1961年，换文中同意的 12海里以外为保护渔业资源采取措施，

这种措施只能在当事国协议的基础上采取，可低阶双边或多边协定，适当考虑到冰岛对渔业的特殊

依赖和联邦共和国在有关水域中的传统渔业；4.冰岛海岸巡逻艇对在联邦共和国等级的渔船的干涉

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冰岛有义务为此对联邦共和国做出赔偿。 

冰岛致函国际法院：认为 1961 年换文已经终止；依照《国际法院规约》国际法院并无法院行

使管辖权的根据；该案涉及冰岛重大利益，冰岛不愿就涉及其渔业范围的任何案件赋予国际法院管

辖权；它不接受联合王国方面提出的有关事实的任何陈述、任何指控或法律论点。冰岛没有参加任

何阶段的诉讼程序。 

二、法院判决 

（一）管辖权 

国际法院于 1973年 2月 2日，以 14：1票判定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二）指示临时措施 

国际法院于 1972年 2月 17日以 11：3票作出命令第一执行段，指示在案件做出终局裁决前须

采取下列临时措施： 

1.联合王国和冰岛共和国各自应当确保不采取可能加剧或扩大已提交国际法院的争端的任何

种类的行动； 

2.联合王国和冰岛共和国各自应当确保不采取可能损害另一方在执行法院可能对实质问题做

出的任何裁决方面的权利的行动； 

3.冰岛共和国应当避免针对在联合王国注册并在冰岛周围 12 海里捕鱼区以外水域从事捕鱼活

动的船舶采取任何强制执行 1972年 7月 14日条例的措施； 

4.冰岛共和国应当避免针对在联合王国注册的船舶、其船员或其他有关人员因其在冰岛周围

12海里捕鱼区以外的水域从事捕鱼活动而对其实施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 

5.冰岛共和国应当确保在联合王国注册的船舶在国际海洋考察理事会界定为 Va 区的“冰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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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内每年的捕鱼量不超过 17万公吨； 

6.联合王国政府应当向冰岛政府和国际法院书记处提供有关控制和管理该区域捕鱼的所有有

关情报，发布的命令及所做的安排。 

7.法院指出除非它在此期间内对本案做出了终局判决，它将根据任何一方的请求，在 1973 年

8 月 15 日以前的适当时间，对该问题重新进行审查，以便决定是否继续或需要修改或撤销前述措

施。 

8.法院于 1973年 7月 12日分别就两起管辖权案发布命令，均已 11:3票确认，1972年 2月 17

日命令第一执行段所指示的临时措施，在不违反国际法院依据其规则拥有的撤销或修改权利的情况

下，应继续有效至法院对两案作出中举判决为止。 

（三）实质问题 

1974年 7月 25日国际法院对捕鱼案管辖权案（联合王国诉冰岛案）以 10：4票就实质问题作

出判决： 

1.认定冰岛 1972年的条例构成单方面对冰岛的专属捕鱼权从基线扩大到 50海里，这个条例不

能对抗联合王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2.认定冰岛无权单方面将联合王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渔船排斥由于从 12海里宽度至 50

海里宽度之间的区域之外，或者单方面将这些渔船在这个区域内的活动施加限制；    

3.认为冰岛和联合王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互相有义务进行诚意的谈判以期公平地解决它们

之间的分歧； 

4.指出进行谈判时要考虑的某些因素（冰岛的优先权，联合王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既得权

利，其他国家的利益，维护渔业资源，共同研究所需的措施）。 

后续情况 

冰岛于 1975年 10月 15日宣布禁渔区域扩大到 200海里。 

联邦德国和英国的渔船继续闯入禁渔区捕捞，冰岛派海军驱逐，英数艘渔船被抓到冰岛， 1976

年 2月 19日宣布和冰岛断交。1976年 5月，冲突再次发生，持续 5个月；此时，欧共体也紧锣密

鼓的进行调停，但双方各不相让。1976 年 2 月，欧共体在等待中失去耐心，公开宣布欧洲各国的

海洋专属区均限定在 200海里。至时，英国不得不于 1976年 9月 1日与冰岛签约，承认冰岛 200

海里捕鱼区。 

三、涉及法律问题 

1.国际法院对本案是否有管辖权 

2.换文（条约）的有效性和期限 

3.公海自由原则的限制 

4.专属渔业区和优先捕鱼权 

5.本案对《海洋法公约》专属经济区的影响 

学习目标： 

通过本案分析研究，深刻认识与理解领海主权、对公海自由的限制；认识和理解优惠渔业权与

传统渔业权及相互协调关系；进一步认识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地位。 

作业： 

1.换文的法律性质 

2.专属经济区的形成及规则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科孚海峡案 3  

2 隆端寺案 3  

3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案 3  

4 美驻德黑兰外交和领事人质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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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尼加拉瓜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案 3  

6 多瑙河大坝案 3  

7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保留问题案 3  

8 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案 3  

9 洛克比空难案 3  

10 使用武力合法性案 3  

11 渔业管辖权案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法 

后续课程：国际法研讨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选择确定案例、参考资料来源、对案件内容的全面了解、涉及国际法问题。 

难点：对案件涉及国际法问题的把握、理解和深层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讲授 

（2）学生分组选择案例并在教师指导下分析研讨 

（3）教师总结并点评各小组案例分析情况及存在问题 

教学手段： 

（1）各小组收集研读所选案件资料并制作 PPT并展示 

（2）其他小组对应评议并提出问题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电脑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堂以老师讲述和学生展示为主，课外需要学生做大量的资料研读和准备工作。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课程考核由三部分组成： 

（1）课程参与情况（包括考勤、参与课堂讨论情况）30%； 

（2）各小组研讨情况（包括案例 PPT制作与展示）占 30%； 

（3）结课论文（案例分析）30%。 

7、作业要求： 

（1）完成每一单元的作业 

（2）每位同学对于其他同学的课堂展示做出评议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已经结合本校学生基本课程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国际法案例研习》，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2014年 1月 第 1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马呈元、张力编著《国际法案例研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 1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及资料来源途径 

1. 邵沙平 主编：《国际法院新近案例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6年 4月版。 

2.朱文琦 主编《国际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 9月版。 

3. 梁淑英 主编：《国际法教学案例教程》，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3年 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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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致中 编著：《国际法案例》， 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5.詹宁斯、瓦茨修订，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第 9 版，第一卷第一、二分册，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5年版。 

6. 周忠海主编:《国际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 

7.马呈元主编：《国际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 8月。 

相关网站 

14. 联合国：  http://www.un.org 

15. 国际法院：http://www.icj-cij.org/ 

16. 常设仲裁法院：http://www.pca-cpa.org/ 

17. 国际海洋法法庭：http://www.itlos.org/ 

18. 国际刑事法院：http://www.icc-cpi.int/  

19. 国际法委员会 http://www.un.org/law/ilc/          

执笔：张力  审稿：国际公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5日 

 

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课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Moot Court 

课程号：4030103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选课学生 

1、了解国际人道法的基础知识； 

2、掌握基本的法庭技能和技巧； 

3、参加全国高校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比赛并获奖。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国际人道法基础知识和模拟法庭

的基本技能，为将来的研究和工作奠定必要的法学理论和法庭实践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18学时 

知识单元 1：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简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在中国高校的展开 

2．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比赛在亚太地区的展开 

3.  我校参加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比赛的历史及获奖经历。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比赛的背景知识。 

2．掌握我校参加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比赛的获奖情况。 

作业： 

阅读教材第 13章。 

知识单元 2：国际人道法的适用范围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人道法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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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人道法的属事适用范围。 

3.  武装冲突的确定。 

4.  武装冲突的类型。 

5.  国际人道法的属人适用范围。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人道法的基本概念。 

2．掌握武装冲突的确定及其类型。 

作业： 

结合比赛案件，从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两者的角度出发撰写关于案件所涉武装冲突的确定及类型

的诉状。 

知识单元 3：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内容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日内瓦法规和海牙法规的区别。 

2．对伤者病者的保护。 

3.  对战俘的保护。 

4.  对平民的保护。 

5.  受禁止的作战手段。 

6.  受禁止的作战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日内瓦法规和海牙法规的区别。 

2．掌握受保护的人员的类型和受禁止的作战手段和作战方法。 

作业： 

结合比赛案件，从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两者的角度出发撰写关于案件所涉受保护的人员和受禁止

的作战手段和作战方法的诉状。 

知识单元 4：国际人道法的实施机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人道法平时的实施机制。 

2．个人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刑事责任。 

3.  国内刑事审判。 

4.  国际刑事审判。 

5.  追究国家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责任。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法中存在的确保国际人道法得到遵守的多种机制。 

2．掌握追究个人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刑事责任的国际审判机制。 

作业： 

结合比赛案件，从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两者的角度出发撰写关于案件所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

罪行的诉状。 

知识单元 5：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过程。 

2．国际刑事法院的重要意义。 

3.  国际刑事法院审判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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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际刑事法院的属时管辖权。 

5.  国际刑事法院的属人管辖权。 

6.  国际刑事法院的属地管辖权。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背景知识。 

2．掌握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 

作业： 

结合比赛案件，从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两者的角度出发撰写关于案件所涉罪行的管辖权的的诉

状。 

知识单元 6：国际刑事法院的辩护事由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刑事法院的辩护事由。 

2．国际刑事法院审判的罪行的构成要件。 

3.  指挥官责任的构成要件。 

4.  个人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5.  国际刑法的一般辩护事由。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刑事法院的辩护事由。 

2．掌握每一项辩护事由的构成要件。 

作业： 

结合比赛案件，从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两者的角度出发撰写关于案件所涉辩护事由的诉状。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5个，共 15学时。 

实验 1：比赛规则简介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认真研读比赛规则  

实验要求： 

1. 熟悉比赛规则； 

2. 确定诉状的要求； 

实验 2：案例的演习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研读国际红十字会发布的模拟法庭案例的事实和要求。 

实验要求： 

1. 熟悉国际红十字会发布的模拟法庭的事实； 

2. 研究国际红十字会发布的模拟法庭的要求； 

3. 掌握案例研习的基本方法。 

实验:3：诉状的起草与修改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起草、确定和修改诉状 

实验要求： 

1. 熟悉历届比赛的最佳诉状； 

2. 确定诉状的逻辑结构和框架； 

3. 掌握诉状写作的技巧。 

实验 4：口头陈述稿件的起草、修改与完善 

参考学时：3学时 



1857 

实验内容：起草、确定和修改口头陈述稿件 

实验要求： 

1. 熟悉历届比赛的优秀口头陈述稿件； 

2. 确定法庭当事各方的称呼、法庭礼仪和注意事项； 

3. 确定口头陈述稿件的路线图。 

实验 5：结课汇报表演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各队进行结课汇报表演  

实验要求： 

1. 将学生分成两队，进行结课汇报表演。 

2. 邀请往届学生担任法官对各队的结课汇报表演进行打分。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简介 3  

2 国际人道法的适用范围 3  

3 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内容 3  

4 国际人道法的实施机制 3  

5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 3  

6 国际刑事法院的辩护事由 3  

7 比赛规则简介 3  

8 案例的研习 3  

9 诉状的起草与修改 3  

10 口头陈述稿件的起草、修改与完善 3  

11 结课汇报表演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法》 

由于国际人道法是国际法的一个分支，而且《国际人道法模拟法庭课》是一门高度重视应用和

实践的课程，因此要求选课学生事先已经修过《国际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武装冲突的性质、战争罪、指挥官责任、个人刑事责任。 

难点：诉状的写作、法庭的阐述。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 讲授。 

2. 小组讨论。 

3. 案例研习。 

4. 课堂汇报。 

5. 模拟法庭。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采用移动课桌、具有多媒体的教室以及国际模拟仲裁庭。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在课外需要认真阅读布置的材料，并认真撰写诉状和练习庭辩。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学生出勤占 20%，课堂表现占 30%，结课汇报表演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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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作业。 

8、教材选用 

由于本课程使用的是英语，因此选用的教材是英语国家大学法学院常用的教材（参见本大纲第

五部分“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Michael Crowley ed.,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Moot in Asia and Pacific Region, Hong Kong Red Cross Society, 

First Edition, 2012.  

（二）推荐参考书 

1. Marco Sassoli eds, How Does Law Protect in War,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Geneva, 2008. 

2. Meghan Spilla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Moot Court: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Debate Education Association, 2008. 

3. John Snape, Gary Watt, How to Moot: A Student Guide to Mooting,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4．凌岩主编：《特殊的法律课堂》，中国大地出版社，北京，2007年。  

执笔：朱利江  审稿：国际公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6日 

 

国际海洋法(中英双语)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课程号：4030103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较为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和掌握国际海洋法的基础知识

和基本制度。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海洋法的历史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传统海洋法律秩序。 

2．三次联合国会议法会议以及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本情况。 

3. 1982年后国际海洋法的主要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海洋法的主要发展阶段。 

2．掌握传统海洋法律秩序的基本内容。 

3. 掌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本情况和意义。 

作业： 

1．传统海洋法律秩序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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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主要成果？ 

3．为什么说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标志着新海洋法法律秩序的出现？ 

知识单元 2：领海和毗连区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领海制度 

2．毗连区制度。 

学习目标： 

1．掌握领海制度的基本内容。 

2．掌握毗连区制度的基本内容。 

作业： 

1．领海的性质和范围是什么？ 

2．如何划定领海基线？ 

3．简述领海无害通过制度的主要内容。 

4．沿海国在毗连区享有何种权利？ 

知识单元 3：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群岛水域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含义。 

2．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通行制度。 

3．群岛水域的法律地位。 

4．群岛水域内的通行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含义。 

2．掌握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通行制度。 

3．掌握群岛水域的法律地位。 

4．掌握群岛水域内的通行制度。 

作业： 

1．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过境通行制的主要内容及其适用范围。 

2．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通行制度有哪些？ 

3．如何划定群岛基线？ 

4．简述群岛水域的含义及其法律地位。 

5．群岛水域内的通行制度为何？ 

知识单元 4：专属经济区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专属经济区制度的建立。 

2．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专属经济区制度建立的背景。 

2．掌握专属经济区的法律制度。 

作业： 

1．为什么说专属经济区是自成一类的海域？ 

2．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有哪些权利、管辖权和义务？ 

3．其他国家在专属经济区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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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5：大陆架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大陆架的概念和外部界限。 

2．大陆架的法律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大陆架外部界限划定的程序和规则。 

2．掌握大陆架的概念。 

3．掌握大陆架的法律制度 

作业： 

1．法律上大陆架的概念。 

2．简述大陆架的法律制度。 

知识单元 6：海洋划界规则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领海划界的规则。 

2．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的规则。 

学习目标： 

1．掌握领海划界的规则。 

2．掌握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的规则。 

3．了解海洋划界的主要司法和仲裁实践。 

作业： 

1．简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领海划界的规则。 

2．简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的规则。 

知识单元 7：公海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海的范围和法律地位。 

2．公海自由。 

3．公海上的管辖权。 

学习目标： 

1．掌握公海的范围和法律地位。 

2．掌握公海自由的内容。 

3．掌握公海上的管辖制度。 

作业： 

1．简述公海的范围和法律地位。 

2．《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了哪些公海自由？ 

3．何为登临权和紧追权? 

知识单元 8：国际海底区域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的法律地位。 

2．国际海底管理局。 

3．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制度。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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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基本情况。 

2．掌握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的法律地位。 

3．了解国际海底区域资源的勘探和开发制度。 

作业： 

1．简述国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的法律地位。 

2．何谓平行开发制？ 

3．简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担保国责任和义务的规定。 

知识单元 9：争端解决机制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 

学习目标： 

1．了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内容。 

2．掌握公约规定的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 

作业： 

1．公约规定的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的内容和适用条件。 

2．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管辖权。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海洋法的历史发展 3  

2 领海和毗连区制度 3  

3 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群岛水域制度 3  

4 专属经济区制度 3  

5 大陆架制度 3  

6 海洋划界规则 3  

7 海洋划界规则 3  

8 公海制度 3  

9 国际海底区域制度 3  

10 争端解决机制 3  

11 争端解决机制 3  

四、说明  

1. 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法 

2. 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各个海域的基本法律制度、1982年公约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 

难点：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争端解决机制。 

3. 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 

2. 课堂讨论。 

4. 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5. 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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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中布置一次作业。 

6. 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国际海洋法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1. 选用教材 

目前无指定教材，教学主要以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 

执笔：高健军    审稿：国际公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4日 

 

日本法案例研讨课 
判例日本法セミナー 

课程号：4030103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通过案例研讨，了解日本法的相关知识； 

2、通过案例研讨，掌握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3、通过案例研讨，培养法律思维和法律方法； 

4、通过案例研讨，掌握学术论文的写作技巧和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日本法案例的研讨，使学生掌握日本法的基础知识和原理，掌握运用知

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和方法以及论文的写作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研讨的方法与注意问题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研讨方法； 

2．参加研讨应注意的问题； 

3．建立研讨平台。 

学习目标： 

1．了解研讨中应注意的问题； 

2．掌握研讨的方法。 

作业： 

1、阅读辛崇阳《研讨课方法论》，载于《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08年第 1期，第 226页。 

2、阅读知识单元 2的参考资料： 

邱生《日本行政法基础问题探讨》，载于《日本研究》1988年第 1期，第 73-77页； 

杨建顺《日本行政法的概念、对象和范围》，载于《外国法译评》1998年第 3期，第 65-74页； 

[日]星野英一，渠涛译《日本民法的 100年》，载于《环球法律评论》2001年秋季号，第 263-265

页； 

渠涛《日本民法编纂及学说继受的历史》，载于《中日民商法研究（第一卷）》，法律出版社，

2003年 2月； 

赵立新《日本违宪审查制度》，中国政法大学 2006年博士论文； 

张明楷《日本刑法的发展及其启示》，载于《河北法学》，2005年第 12期，第 3-12页。 

知识单元 2：日本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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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日本宪法的基本知识； 

2．日本行政法的基础知识； 

3．日本刑法的基础知识； 

4．日本民法的基础知识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主要部门法的基本知识； 

2．通过对日本主要部门法的了解，为案例学习奠定基础。 

作业： 

1、阅读坂东太郎《安保法案が成立したら司法が違憲判決を出せるのか》网址：

http://bylines.news.yahoo.co.jp/bandotaro/20150825-00048808/ 访问日期：2015年 10月 31

日。 

2、阅读知识单元 3的参考资料： 

冷罗生《日本裁判员制度的理性思考》，载于《太平洋学报》2007年第 7期，第 16-23页； 

季卫东《世纪之交日本司法改革的述评》，载于《外国法译评》，2002年第 1期，第 23-37页； 

李邦友《日本国民参与刑事审判的裁判员制度》，载于《人民法院报》，2014年 8月 15日第 8

版； 

姜秀《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与改革》，载于《政府法制参考》，2002年第 8期； 

[日] 竹崎博允，赵昕译《日本的司法改革与民众需求》；载于《人民法院报》，2010 年 1月 8

日第 8版； 

杨素娟《日本司法制度改革之评价》，载于《中外法学》，2000年第 6期。 

知识单元 3：日本司法审判制度概述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日本司法审判制度及其特色； 

2．日本司法审判的种类； 

3．日本司法审判的独立与民主。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司法审判制度的基本知识。 

2．通过对日本司法审判制度的了解，为案例学习奠定基础。 

作业： 

1、学习知识单元 4涉及的案例（参见单元知识 4学习内容部分）。 

2、阅读参考资料： 

管建强《论对日民间索偿的法律依据》，载于《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

1期，第 15-24页； 

管建强《析日本最高法院驳回中国个人请求权的所谓“依据”》，载于《法学》2007年第 6期，

第 22-28页； 

辛崇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权法律分析》，载于《法制日报》2007年 7月 1日第 4版； 

王军杰、申莉萍《驳日本拒绝中国民间索赔的两个理由》，载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 7月刊，第 134-139页； 

管建强《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对日索偿的法律基础》，华东政法大学 2005年博士论文； 

曹嘉嘉《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时效与除斥期间问题浅析》，中国政法大学 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知识单元 4：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例---时效除斥期间 

参考学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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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 刘连仁案一审、二审判决； 

2. 长野强制劳动诉讼判决； 

3. 福冈强制劳动第二次诉讼一审判决； 

4. 福冈强制劳动第一次诉讼一审判决； 

5. 海南岛战时性暴力诉讼判决； 

6. 日本军队遗弃毒气及炮弹损害赔偿请求诉讼一审判决。 

学习目标： 

1．解读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中涉及时效除斥期间问题的主要案例； 

2．通过案例分析，明确适用时效除斥期间的问题点。 

作业： 

1、学习知识单元 5涉及的案例（参见单元知识 5学习内容部分）。 

2、阅读参考资料： 

张东升《论我国对日民间诉讼正当性》，载于《法治与社会》2014年 2月刊，第 137-138页； 

杨垠红《侵权法上安全保障义务之研究》，厦门大学 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熊玉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中的安全保障义务》，中国政法大学 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 

知识单元 5：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例---劳动安全保障义务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自卫队士兵因工伤事故要求国家赔偿的案例及判决； 

2．中国人强掳福冈诉讼案判决； 

3. 鹿岛花冈矿山中国人强掳损害赔偿请求诉讼案； 

4. 刘连仁诉讼案一审、二审判决。 

5. 西松建设赔偿诉讼案一审、终审判决。 

学习目标： 

1．解读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中涉及劳动安全保障义务问题的主要案例； 

2．通过案例分析，掌握劳动安全保障义务的适用前提及方式，明确适用劳动安全保障义务的

问题点。 

作业： 

1、学习知识单元 6涉及的案例（参见单元知识 6学习内容部分）。 

2、阅读参考资料： 

毛欣《试论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的法律问题》，载于《工会论坛》，2006 年 1 月刊，第 109-110

页； 

毛欣《二战期间被掳中国劳工对日索赔诉讼的法律问题探究》，中国海洋大学 2008年硕士学位

论文； 

王瑞玲《从国际法视角论二战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问题》，中国政法大学 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 

刘猛《“国家无答责”法理研究及反驳》，中国政法大学 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知识单元 6：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例---国家赔偿责任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731部队活体试验、南京大屠杀和无差别轰炸的受害者诉讼案判决； 

2. 山西“慰安妇”诉讼案判决； 

3. 福冈劳工诉讼案一审、二审判决； 

4. 北海道劳工诉讼案判决； 

5. 大江山劳工诉讼案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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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泻劳工诉讼案判决。 

学习目标： 

1．解读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中涉及国家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案例； 

2．通过案例分析，明确适用国家赔偿责任的问题点。 

作业： 

1、学习知识单元 7涉及的案例（参见单元知识 7学习内容部分）。 

2、阅读参考资料： 

日本最高裁判所，“西松强制劳动案”判决书，2007年 4月 27日； 

辛崇阳《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权法律分析》，载于《法制日报》2007年 6月 24日第 4版； 

辛崇阳《有关个人权利的条约解释方法》，载于《清华法学》2009年第 3期，第 148-158页； 

金明《对日民间索赔中的<中日联合声明>与“旧金山和约框架”》，载于《国际论坛》2008 年

第 1期，第 24-28页； 

金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中的请求权放弃问题》，载于《武大国际法评论》第 14卷第 1期，第

173-188页 

知识单元 7：中国民间对日索赔案例---中日联合声明第 5条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松强制劳动案”判决的内容及其解读； 

2．《中日联合声明》第 5条的解释； 

3.  对“框架论”的分析。 

学习目标： 

1. 解读日本最高裁判所的判决； 

2. 通过案例分析，明确“框架论”存在的问题及条约解释的应有方法。 

作业： 

1、学习知识单元 8涉及的案例（参见单元知识 8学习内容部分）。 

2、阅读参考资料： 

辛崇阳《国际条约在日本国内法体系中的地位》，载于《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

年第 9期，第 98-101页； 

李晓兵《论违宪审查实践中的“政治问题排除原则”》，载于《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年第 3期，第 167-172页； 

屈庆璋《日本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的法律制度刍议》，载于《重庆与世界》，2013 年第 3

期，第 51-54页； 

龙国龙《日本违宪审查制度对特别权力关系中的人权保障》，华中科技大学 2013年硕士学位论

文； 

裘索《日本违宪审查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华东政法大学 2006年博士学位论
文。 
知识单元 8：砂川案判决和猿払案判决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砂川案”判决。 

2．“猿払案”判决。 

学习目标： 

1．解读砂川案判决，了解日本违宪审查制度及其实践； 

2．解读猿払案判决，了解日本“公务员中立”制度及其实践。 

作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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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研讨课方法论 4  

2 日本法概述 4  

3 日本司法审判制度概述 4  

4 案例研讨 1 4  

5 案例研讨 2 4  

6 案例研讨 3 4  

7 案例研讨 4 4  

8 案例研讨 5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外国法、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国际法等。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案例涉及的重点问题有：时效除斥期间、劳动安全保障义务、国家赔偿责任、强制劳动

以及条约解释等问题。 

难点：1、日本民法第 724条 20年的规定是时效还是除斥期间？ 

2、涉及劳动安全保障义务时，中国劳工的雇佣性质问题。 

3、时际法在劳动安全保障义务和国家赔偿责任方面的应用问题。 

4、中日联合声明第 5 条的放弃规定是否包括民间索赔？日本最高裁判所的解释方法是否符合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相关规定？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研讨方式，每一个题目由 2-3 名同学承担报告，报告人在任课教师和助教的指导下，查阅

资料、撰写报告提纲，在课堂上进行报告。 

2. 参加研讨课的同学课前阅读报告人推荐的参考资料，参与课堂讨论。 

3. 任课教师课下辅导报告人准备报告，答疑，修改报告提纲；课堂中担任主持，引导课堂讨

论，回应疑难问题，对报告和思考题进行点评。 

4. 助教协助任课教师开展教学工作。 

教学手段： 

1. 设立公共邮箱，发送参考资料、报告提纲和任课教师的提纲修改建议，答疑等。 

2. 使用 PPT展示报告。 

3. 复印报告提纲，分发给参加研讨课同学，以便于同学们把握报告要点并对问题进行记录。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课时 

该课程需课前进行大量阅读，同学课前至少需要半天至一天的时间阅读参考资料。承担报告的

同学需要更多的时间在任课教师指导下，准备报告。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该课程的成绩是根据同学准备报告的情况、报告情况以及参与研讨情况由任课教师

给一个结课成绩，不专门组织考试。参与研讨情况是由助教根据同学的发言次数和质量进行记录。

准备报告和报告情况占 70%的成绩，参与研讨情况占 30%的成绩。 

7、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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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阅读参考资料。 

报告人撰写提纲和报告。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自主编写。 

五、推荐参考书 

1. 赵立新著《日本违宪审查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 1版。 

2. 冷罗生著《日本现代审判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 1版。 

3. 管建强著《公平·正义·尊严：中国民间战争受害者对日索偿法律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第 1版。 

4. 日本最高裁判所案例检索：http://www.courts.go.jp/app/hanrei_jp/search1 

执笔：辛崇阳  审稿：国际公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年 06月 15日 

 

国际刑法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课程号：4030103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学习国际刑法的基本理论；2、掌握各种国际犯罪的概念和犯罪构成；

3、了解国际刑法的三种实施方式；4、掌握国际刑事合作的各种形式。 

本课程的开设旨在使学生通过系统的学习，对现代国际法主要分支之一的国际刑法的基本理论

和基础知识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和掌握，掌握国际刑法的发展规律、理论基础、国际刑法和国际犯罪

的概念，了解国际刑法的实施方式和国际刑事合作的形式，为今后进行国际刑法方面的理论研究和

工作实践打下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6学时 

知识单元 1：基本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刑法的概念与历史发展。 

2．国际刑法的性质。 

3. 国际刑法的理论基础。 

学习目标： 

1．了解近代国际法以来国际刑法的发展过程和中国与国际刑法的关系。 

2．掌握国际刑法的性质，明确国际刑法是现代国际法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 

3. 明确国际刑法的理论基础有哪些。 

作业：阅读《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知识单元 2：国际刑法的实施方式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际刑法的直接实施。 

2． 国际刑法的间接实施。 

3.  混合型特别法庭。 



1868 

学习目标： 

1．了解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到国际刑事法院各个国际刑事法庭的组织、管辖权和取得的成就。 

2．掌握国际刑法实施的各种方式和特征。 

3. 明确联合国建立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律依据和联合国于国

际刑事法院的关系。 

作业：阅读《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知识单元 3: 国际犯罪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 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犯罪。 

2. 危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犯罪。 

3. 危害国际社会秩序的犯罪。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际犯罪的概念和特征以及国际犯罪的犯罪构成。 

2. 掌握从最早的海盗罪到现在的恐怖主义犯罪的各种罪行的概念和特征以及国际条约的规定。 

3. 区分习惯国际法上的犯罪和条约法上的犯罪。 

作业：就国际刑法中侵略罪的产生和发展写一篇 4000字的论文。 

知识单元 4: 国际犯罪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家之间和国家与国际刑事司法机构之间的刑事合作。 

2. 国际刑事合作的各种形式。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际刑事合作的发展过程。 

2. 掌握国际刑事合作的各种形式。 

作业：阅读黄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规则和实践》 

（二） 实践教学：6学时 

1. 国际红十字会专家讲解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发展。 

2. 中国实务部门人员讲解打击索马里海盗或者海外追逃追赃中的法律问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国际刑法的概念与历史发展。 3  

2 国际刑法的理论基础 3  

3 国际刑法的实施   

4 国际红十字会专家讲解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发展。   

5 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犯罪   

6 危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犯罪   

7 危害国际社会秩序的犯罪   

8 
中国实务部门人员讲解打击索马里海盗或者海外

追逃追赃中的法律问题 
  

9 
国家之间和国家与国际刑事司法机构之间的刑事

合作 
  

10 国际刑事合作的各种形式   

11 讨论   

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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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公法、中国刑法、外国刑法、刑事诉讼法。 

后续课程：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人权法、模拟法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国际刑法是为了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公共秩序，国家间形成的旨在制裁国际犯罪

并为此进行国际刑事合作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体。国际刑法具有与一般国际法相同的法律渊源。

虽然关于国际刑法的性质存在三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国际刑法既不是国内刑法的组成部分，也不

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而是现代国际法的一个分支。对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保护、《联合国宪章》、

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强行法和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所负的义务构成国际刑法的理论

基础。 

国际刑法的实施包括直接实施、间接实施和混合型特别法庭等三种方式。国际刑法的直接

实施是指由国际社会设立的刑事司法机关对犯罪人进行审判和处罚。欧洲国际军事法庭、远东

国际军事法庭、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等都属于国际刑法直接实施的

典范。1998 年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和 2002 年正式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标志着这一实

施制度的成熟与发展。国际刑法的间接实施是指通过各国国内刑法和国内刑事司法机关把国际

刑法的制裁性规范适用于国际犯罪人。其中，最重要是国家如何对国际犯罪行使刑事管辖权，

以及国家域外管辖权的行使与国家主权原则冲突的问题。混合型特别法庭是本世纪才出现的国

际刑法实施的一种新的方式，其特点是由联合国和有关国家共同组成特别法庭对特定的国际犯

罪进行审判和处罚。 

国际刑法是规定国际犯罪及其责任的法律规范。国际犯罪具有与国内犯罪不同的基本特征。虽

然个人与国家国际犯罪的主、客观要件不尽相同。但是，任何实施国际犯罪的主体都应该对其犯罪

行为承担责任。在国际刑法领域，国际犯罪和犯罪责任的主体包括个人和国家。国家作为一个实体

具有犯罪能力，国家同样要为其实施的国际犯罪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过，这种责任应该被称为国家

的国际犯罪责任，而不是国家的刑事责任。在现代国际法中确立国家的国际犯罪和责任制度是实现

国际社会正义和促进犯有国际罪行的国家进行改造的需要，也是防止国际犯罪再度发生的需要；追

究国家的国际犯罪责任不仅不违反国家主权原则，而且恰恰是维护这一原则所必要的；追究国家的

国际犯罪责任不是对有关国家人民的集体惩罚；赔偿是犯有严重国际罪行的国家，如发动侵略战争

的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之一；那种认为侵略国人民和被侵略国人民一样都是战争受害者的说法是没

有道理的。 

从主体上看，国际刑事合作既有国家之间的合作，也有国家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之间的合作。

国际刑事合作的形式有引渡、刑事司法协助、外国刑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刑事诉讼的移管、被判

刑人的移管等。 

难点：国际刑法是一个新的法律领域。由于国际法学者和国内刑法学者的研究角度不同，因此，

在国际刑法的理论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国际刑法中的难点包括： 

1. 国际刑法是何时产生的？ 

2. 国际刑法的渊源是什么，承认国际习惯是国际刑法的渊源之一是否违反 “罪刑法定原则”？ 

3. 国际刑法是国内刑法的一部分，还是国际法的一部分，或者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 

4. 中国为什么反对《国际刑事法院规约》？ 

5. 国际犯罪和跨国犯罪以及涉外犯罪有何区别？ 

6. 对国际犯罪的普遍管辖权有几种不同的类型？ 

7. 中国对国际犯罪行使普遍管辖权有哪些法律问题？ 

8. 在现代国际法上国家是否可以成为国际犯罪的主体？ 

9. 现代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是否包括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和国际犯罪的责任？ 

10.为什么说国家具有犯罪能力和承担犯罪责任的能力？ 

11.国家之间的刑事合作与国家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之间的刑事合作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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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中国引渡逃到海外的犯罪嫌疑人有哪些法律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 

2. 法律分析。 

3. 案例分析 

4. 历史分析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技术。 

2.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包括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等；期末考

试占 80％。 

5、作业要求： 

每次上课布置下次课前需要阅读的文章、著作、案例、条约、国内法等。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周忠海主编：《国际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 8月 第 2版. 

2. 马呈元著：《国际刑法论》（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 2月 出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张智辉著：《国际刑法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 10月 第 3版。 

2. Antonio Casses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执笔：马呈元  审稿：国际公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制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4日 

 

东亚公法比较 
Comparative Study of East Asian Public Law 

课程号：4030201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比较中日韩环境法的基本原理和案例分析；2、比较中日韩国内履行

国际环境条约；3、比较中日韩环评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案例分析，使学生掌握环境法的基础知识、中日韩环境法的

基本原理、国内履行国际环境条约的原理，了解中日韩三国环境法的基本概念，为国际环境法、环

境法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专业理论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公法的概念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将法分类为公、私两部分是罗马法学家的创造和贡献。。 

2．《法学阶梯》开卷即揭示：“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与私法。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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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 

3．狭义公法，即宪法与行政法。广义公法，即宪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环境法、诉讼

法、国际法。 

4.本课程主讲中日韩环境法比较 

学习目标： 

1．了解公法的概念和范围。 

2．掌握公法和私法的区别，环境法属于广义的公法。 

作业：无 

知识单元 2：对环境问题的法律思考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环境法的特征 

2. 环境法的产生与发展的一般理论 

3. 环境法的概念 

4. 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学习目标： 

1．了解环境法的特征、比较中日韩三国学者对环境法概念的不同界定、中日韩环境法基本原则。 

2．掌握环境法的概念和基本原则。 

作业：查找我国学者对环境法的不同主张 

知识单元 3：中日韩环境法的产生与发展的比较研究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 日本环境法的产生与发展 

2. 韩国环境法的产生与发展 

3. 中国环境法的产生与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中日韩三国环境法的产生与发展历程。 

2．掌握各国环境法发展的规律。 

作业：找出中日韩环境法的产生于发展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知识单元 4：中日韩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比较研究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日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2. 韩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3. 中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中日韩三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2．掌握中日韩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概念、对象和程序。 

作业：找出中日韩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知识单元 5：中日韩环境污染救济制度及案例分析比较 

参考学时：11学时 

学习内容： 

1. 日本环境污染救济制度及案例分析 

2. 韩国环境污染救济制度及案例分析 

3. 中国环境污染救济制度及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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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中日韩三国环境污染救济制度及案例。 

2．掌握环境污染救济制度的分类、理论以及实践分析能力。 

作业：环境污染救济制度有哪些？如何判断环境损害的因果关系？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无实验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公法的概念 1  

1. 环境法的特征、环境法的产生与发展的一般理论 1  

2. 环境法的概念、 2  

3 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2  

4 日本环境法的产生与发展 3  

5，6 韩国环境法的产生与发展 3  

7. 中国环境法的产生与发展 3  

8,9 日本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2  

10. 韩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2  

11. 中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2  

12. 环境污染救济制度分类 1  

13 环境污染救济制度理论 1  

14.. 中日韩民事诉讼案例分析 3  

15. 中日韩行政诉讼案例分析 3  

16. 中日韩刑事诉讼案例分析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理学导论 

后续课程：国际环境法、环境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比较法理论、各国环境法发展的规律、中日韩三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污染救济制

度理论。 

难点：比较法研究的方法论、中日韩环境法制的的共同点和不同点的比较。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老师主讲。 

2. 每次课堂与学生交流，听取学生对环境法各个问题的看法以及共同找出最佳答案。 

教学手段： 

1. 课件。 

2. 板书。 

………………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后提出思考题，下周共同探讨问题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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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计划将来自主编写出版《中日韩环境法比较》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没有统一教材，计划将来自主编写出版《中日韩环境法比较》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汪劲著《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 陈慈阳著《环境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 [日]阿部泰隆、淡路刚久著《环境法》（第三版），有斐阁，2006年版 

4. [日]大塚直著《环境法》（第三版），有斐阁，2013年版 

5. [韩]朴均省、含泰星著《环境法》，博英社，2012年版  

执笔：金哲  审稿：国际公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5日 

 

杰赛普国际法模拟法庭课大纲 
Moo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law ---Jessup Competition 

课程号：4030302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 面向高年级同学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本课程是与国际法比赛配套的选拔性课程，采用授课和讨论的方式运用

英文进行教学。通过本课程的学习，着重训练选课同学的如下四方面的技能：（1）英文国际法材料

的阅读与分析， read & analyze facts；（2）法律分析与论证， analyze and apply law；（3）

书面写作， draft memo；（4） 口头辩论与沟通能力 oral argument。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学时 

知识单元 1：国际法的基础知识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法模拟法庭的程序、规则 

2．国际法的渊源 

3.  条约解释规则 

4.  国家责任制度 

5.  国际法的相关数据库的使用 eg. Westlaw, lexis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法模拟法庭的规则。 

2．掌握国际法的基本制度 

作业： 

1. 论述国际法的渊源 

2. 论述国际法规则的适用 

3. 论述国际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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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2：how to read and analyze the compromis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What is compromise? 
2． analyze the Compromis of the competition year 
3.  research the international law materials  
学习目标： 
1．Understanding how the Compromis is drafted  
2．reading the Compromis closely and understanding the facts 
3. knowing how to make research 
作业： 
1. read the compromise 
2. research the international law materials in UN and ILC 

知识单元 3：how to draft the Memo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preliminary parts of the memorial 
2．how to write well-structured memorials 
3.  Writing the Pleadings 
4.  Method of IRAC 
学习目标： 
1．How to draft the memo  
2．How to organize the argument 
作业： 
1. draft the argument for a issue in the compromise 
2. make further research for the designed legal issue 

知识单元 4：how to make presentations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The tips for oral presentation 
2．The vedio and guide for oral practice 
学习目标： 
1．了解口头陈述的注意事项 
2．掌握口头陈述如何进行 
作业： 
1. make practice on oral presentations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 1次，共 4学时 
Oral presentation：  
参考学时：4学时 
实践内容：make oral presentation on the legal issues of the compromis 
实践要求：熟悉相关法庭礼仪；掌握 oral presentation的方法和技能。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1）杰赛普国际法模拟法庭比赛的规则、注意事项 
（2）国际法的渊源、（3）国际法资料的查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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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约解释、国家责任 4  
3 how to read and analyze the compromise & make research 4  
4 Content of Memo, how to draft the Memo 4  
5 How to make further research and organize the memo 4  
6 How to polish the argument for legal issues in the Memo 4  
7 How to make presentation 4  
8 Mock the competition in Moot court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已经修完或正在修国际法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Analyze the legal issues from the compromis  
make research for a given legal issue 
think like an international lawyer 
argue and behave like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难点：prepare the memo for the hot and complicated legal issues 
Make professional  presentations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实证教学 

2. 理论与案例相结合 

3. 双语教学 

4. IRAC模式的练习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经典原文阅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模拟法庭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自主练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注重全过程。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 

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期末考试占 6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以 ILSA每年秋季公布的 Jessup模拟法庭比赛的内容为基础，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综合

利用 Jessup比赛的各种资料（最佳视频和书状等）。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M. Shaw,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
th
 edition, 2008. 

（二）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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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ryan A. Garner,Legal Writing in Plain English: A Text with Exercises (Chicago 

Guides to Writing, Editing, and Publish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nd edition, 

August 2013. 

执笔：兰花  审稿：国际公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4日 

 

当代冲突法判例研究（双语） 
Study of contemporary cases of conflict of laws (Bilingual) 

课程号：401070042 

一、前 言 

本课程以比较法视野来审视国际私法，以当代国际司法实践，尤其是中国的国际私法实践为着

眼点，以判例教学为主要手段，来进行课程设计与教学。按计划，本课程每节课讲授一个案例，每

一个案例重点涉及一个或两个国际私法理论问题。通过数年的教学，本课程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教

材，并于 2011年正式出版、2015年再版。上课时，教室首先鼓励有能力的学生用英文介绍案情；

接着由教师进行梳理与归纳，提出其中涉及的法律问题；然后，综合提问与学生主动回答两种方式

将涉及的法律问题一一作出探讨。接下去，由教师引导学生评析法院对案件的判决，并将之与同学

们的思考进行对比，找出异、同点及其原因。最后，对案件加以引深，由实践到理论，点出其中重

点涉及的国际私法理论，从而起到举一反三、画龙点睛的效果。课程终结前，讨论一个完整的模拟

案例。该案例在设计上应能对前期讲授的知识起到串联作用；要求学生用英文写出完整的法律意见

书，并用英文进行模拟仲裁庭辩论，以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提高实战能力。 

本课程实行中英文双语教学，并视学生英语水平提高的状况，逐渐加大英语的比重，最后过渡

到以英语为主，或全英语教学。 

Preface 
In a world which is shrinking by increased and improved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especially,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has acquired extraordinary importance 
and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tool for all lawyers. It is in this sense that this textbook fulfils its utilitarian 
purpose, as it explores both doctrinal and pragmatic aspects of Chines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aw. Moreover, since the first Conflict of Laws Act of the PRC was passed on 
October 28, 2010 which shall be put into effect on April 1, 2011, Chines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has 
witnessed a silent revolution; hence,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is timely and 
necessary.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use in a typical three-credit course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taught in 
English, which is devoted to providing detailed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conflict rules in China 
concerning jurisdiction, choice of law and foreign judgments and award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related 
disputes, and to carrying out updated case analysis which could discover the judicial practice in the 
Chinese People’s Courts. 

Part I consists of three chapters which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without enmeshing 
students in details and complexities better provided in later parts. Chapter 1 is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where its name, scope, nature, definition, raisons d’etre and sources are 
discussed. The remaining two chapters examine the source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nd a vital 
concept of our subject – “Conflict Rules” respectively.  

Part II explor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hich is composed of three chapters, i.e., the European 
Continental History, the Anglo-American History, and the Chinese History. This part is important, inso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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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moder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has been strongly influenced by its own history. 
Part III turns to the “Subject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Under the Chinese scholarship, natural 

persons and legal persons as classified as “regular subjects”, while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exceptional subjects”. The first two chapters of this part lay out the nationality and domicile of natural 
persons and legal persons; and the last chapter discusses the issues of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s the subject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China’s position and practice on the immunities 
of states and their property have also been thoroughly analyzed in chapter 3. 

Part IV deals with “Jurisdiction of Courts in International Civil Litigation”. As jurisdiction is usually 
the first issue that a court has to deal with when a dispute is submitted before it, this part examines the 
jurisdiction of courts in international civil litigation prior to the discussion of choice of law issues. 
Chapter 1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exegesis of the basics of international civil jurisdiction. Chapter 2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Chinese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on international civil 
jurisdiction; thereafter it provides comments and suggestions. 

Part V spells out the “General Part of Conflicts Law”, which examines a number of conceptual issues 
recur in discussions of choice-of-law problems such as characterization, renvoi, proof of foreign law, 
evasion of law and ordre public reservation.  

Entitled “Selected Areas of Conflict Rules, Part VI, exposes students to the core set of issues needed 
to understan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This part focuses on conflict rules that scatter through various 
Chinese laws, including new Conflicts Act of 2010, whose balance will be devoted to a survey of selected 
areas of Chinese conflict rules, scrutinizing the relevant legislation as well as judicial practice and, 
providing systematic comments. The conflict rules for capacity, contract, tort, family issues, succession 
and property are selected as the topics of discussion in this part. The highlighted areas are chosen partly 
for their importance in terms of their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states and 
between Chinese citizens and foreigners, and partly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vailable materials other than 
these subjects.  

Part VII is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and Awards” which includes two chapters. 
Chapter 1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and addresses 
th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in China. Chapter 2 reviews, inter alia,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the regime for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wards in China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in China. 

Part VIII, the closing one of the book, is “The New Conflict of Laws Ac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its heading suggests, this part attempts to make an objective and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the Conflicts Act by tracing its history, scrutinizing its most important provisions, and drawing a 
conclusion.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I have attempted to state the law at March 31, 2011, although it has 
proved possible to take account of certain later developments when correcting proof. 

本课程使用的教材： 

霍政欣著：高等院校法律专业双语课程规划教材：《国际私法》，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第二版 

评分方法：平时课堂表现：50%；论文：50% 

Part One Introduction 
Chapter One Description of the Subject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s, you should be able to: 
☆ State the definition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aw 
☆ Define “foreign element” in Chinese legal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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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erstand the scope and nature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aw 

☆ Comprehend the reasons why Chinese scholarship uphold a broader scope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 Understand the raisons d’etre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Key Conceptions or Term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conflict of laws, foreign element, sovereignty, forum shopping 
【Case Study】   
On 23 May 2004, a section of the futuristic, cylindrical passenger terminal at Paris’ Charles de 

Gaulle airport collapsed, killing four people. The dead included two Chinese, one Czech and one 
Ukrainian. Three other people were injured in the collapse. In February 2005, the results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inquiry were published. The experts pointed out that there was no single fault, but rather a 
number of causes for the collapse, in a design that had little margin for safety. The enquiry found the 
concrete vaulted roof was not resilient enough and had been pierced by metallic pillars and some openings 
weakened the structure. Sources close to the enquiry also disclosed that the whole building chain had 
worked as close to the limits as possible, so as to reduce costs. Paul Andreu, the designer of the terminal, 
denounced the building companies for having not correctly prepared the reinforced concrete. 

Where should the victims or their relatives sue for damages? Whom should the victims sue? What 
law controls their claims? Should different laws govern the victim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Are the 
plaintiffs entitled to the benefit of the French rule that allows an award of “moral damages” for grief over 
the loss of the injury of close relatives? If the plaintiffs chose to submit their claims before a French court 
in Paris, can the judgment rendered by that French court be recognized in China?  

This case provides the issues with which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has to cope. The legal issues it 
poses are difficult because law has become the prerogative of territorial sovereigns, whereas human affairs 
freely cross state and national boundaries. As this case illustrates, the tension between sovereignty and 
mobility raises a serious of questions which can be grouped together under the following three headings:  

(1) Jurisdiction (where can the parties resolve a dispute by suit or other means, such as arbitration or 
reconciliation?)  

(2) Choice of law (what law will a judge or an arbitrator apply to resolve the dispute?) 
(3) Recognize and enforcement of judgments or awards (what will be the effect of any judgment or 

award? Or to be more specific, can other jurisdictions and nations be expected to honor the determinations 
of the court or the arbitrators that decided the dispute?) 

Basically, the above three questions consist of the main topic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Consequently,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is course is central to planning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and to 
resolving disputes resulting from those transactions. 

Chapter Two Source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s, you should be able to: 
☆ Define sources of law 
☆ Understand source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aw 
☆ State source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China 
☆ Comprehend the status of different sources under Chinese legal structure 
【Key Conceptions or Terms】 
 source, legislation, case law,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practice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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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January 2011, P, Chinese national, took a Japan Airlines plane from Beijing to Tokyo. However, 
the JAL flight was forced to divert to Osaka airport rather than land at Narita airport due to poor weather 
conditions. P was forced to stay in the airport waiting hall without adequate food or water during an 
unscheduled layover which lasted unexpectedly for sixteen hours. P claimed that passengers of other 
nationalities were allowed to leave and were provided with hotel accommodation; JAL officials, on the 
contrary, said that there had been no discrimination, and that passengers of all nationalities had been 
treated equally. After his return to Beijing, P was planning to sue JAL for compensations.  

Due to the lack of solid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alleged discrimination, the dispute was resolved as a 
matter of service provision rather than discrimination. As neither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to which China 
is a contracting party nor Chinese domestic law provides any article regulating the specific service of 
carrier in the above described situation, the Counsel of P relied on the international practice to win the 
claim.  

Chapter Three Conflict Rules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s, you should be able to: 
☆ State the definition and structure of conflict rules 
☆ Define the connecting factors 
☆ Distinguish unilateral conflict rules from multilateral conflict rules 
☆ Memorize the most important connecting factors 
【Key Conceptions or Terms】 
 legal category, attribution, connecting factor, unilateral, multilateral  

Part Two A Brief History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Chapter One The European Continental History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s, you should be able to: 
☆ Understand the legal environment in Ancient Greece and Roman Empire 
☆ Define “personal law period”  
☆ Understand the basic arguments of the Italian, French, and Dutch School of Statute Theories 
☆ Comprehend the seat theory  
☆ Understand the underlining thread of the historic development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European continent 
【Key Conceptions or Terms】 
personal law, statute theory, comity, seat 

Chapter Two The Anglo-American History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s, you should be able to: 
☆ Understand the legal environment in England before the 16th century and its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flicts law 
☆ Define the Vested Rights Doctrine  
☆ Understand the legal enviro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flicts law 
☆ Comprehend the major doctrines appeared in the American Conflicts Revolution 
☆ Evaluate the influence of the American Conflicts Revolution 
【Key Conceptions or Terms】 
vested rights, American Conflicts Revolution, local law, governmental interes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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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Babcock v. Jackson, 191 N.E.2d 279 (N.Y. 1963) 
A husband and wife from New York went on a car trip with a friend Babcock to Ontario. While in 

Ontario they had a motor vehicle accident. Babcock sued Jackson, the driver, claiming their negligence 
caused the car crash. 

This case brought up a question of “choice of law”; if the law of the place of residence of the 
accident victims (New York) be applied, or, should the law of the place of the tort (Ontario) be applied. 
Under the old conflict rules, the law of the place of the accident should apply. However, Ontario had a law 
that prohibited passengers from suing the driver. 

The court rejected a traditional fixed method of determining which law should apply, and instead, a 
process of weighing factors such a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decision to take the trip, connections to 
the locality. Thus, the Court held that the parties did not have substantial connection with Ontario and so it 
would be unfair to apply the law as the location was largely fortuitous. The Court found that the 
jurisdiction with the most connections was New York and so New York law should apply. 

This is a landmark U.S. case on conflict of laws which implied that the American conflicts law 
abandoned the vested rights doctrine and anticipated the American Conflicts Revolution. 

Chapter Three The Chinese History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s, you should be able to: 
☆ Comprehend the articles related to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Tang Code 
☆ Understand the legal environment and tradition i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 Define “foreign consular jurisdiction”   
☆ Understand the basic content of the conflicts Act of 1918 
☆ Comprehend the historic development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during the first three decade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Evaluate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fter the 1980s in mainland China 
【Key Conceptions or Terms】 
Tang Code, foreign consular jurisdiction, open and reform, legislation  

Part Three Subjects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Chapter One Natural Persons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s, you should be able to: 
☆ State the definition of nationality and its legal implications both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n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 Understand the reasons for the conflict of nationalities and the approaches to solving such 

conflict 
☆ Define domicile and the different types of domiciles 
☆ Distinguish domicile from habitual residence 
【Key Conceptions or Terms】 
 nationality, domicile, residence, habitual residence  
【Case Study】   
A, who was originally a Russian, at the age of twenties traveled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intention of making her permanent home there and acquiring an American nationality. After her marriage 
with an American, she obtains American citizenship and an American domicile by American law,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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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 recognizes dual citizenship, therefore, she is of both American and Russian nationalities. In May 
2011, she traveled to China for business where she got involved in a civil dispute with a Chinese national. 
A question before the Chinese court, therefore, was to determine which nationality she possesses. 
Resorting to Article 19 of the Conflicts Act of 2010, the Chinese court deemed her as an American, 
insofar as she has domicile (and certainly habitual resid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Chapter Two Legal Persons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s, you should be able to: 
☆ State the definition of legal persons and their role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 Understand the major approaches to determining the nationality of a legal person and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 Defin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 Comprehend the principle to determine the nationality of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 Understand the major approaches to determining the domicile of a legal person and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 State the means to recognize a foreign legal person 
【Key Conceptions or Terms】 
 legal person, the theory of control, place of establishment,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recognition 
【Case Study】   
When it was incorporated, Shanghai Yong’an Corporation was of American nationalit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World War II, the Corporation changed its nationality to Chinese in order to safeguard 
itself from the Japanese oppression until the end of the War when it resumed its American nationalit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C, howev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lassified the Corporation as a 
Chinese corporation, disregarding its American nationality, on the ground that it was invested by Chinese 
nationals and had been operated and controlled by the Chinese nationals.  

In this case, the nationality of a legal person is determined by that of whom it actually belongs and 
who controls it, which is called “the theory of control”. 

Chapter Three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Originations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s, you should be able to: 
☆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tes as the subjects of private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 State the major doctrines of the immunities of states and their property 
☆ Comprehend China’s position and practice on the immunities of states and their property  
☆ Defin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is chapter 
☆ Understand the applicable la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Key Conceptions or Terms】 
 sovereignty, immunity, absolute doctrine, restrictive doctrin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ase Study】   
The Philippine Admiral, the vessel, was owned by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had writs issued 

against it in Hong Kong by two shipping corporations. In May 1973 P (a Hong Kong Shipping Company) 
brought act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of Hong Kong against the Ship (Philippine Admiral) for goods 
supplied and disbursements made for the ship. The writ was served on L. Wh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heard of the actions against the Ship, it applied to the court for the 
proceedings be set aside on the ground that the ship, the property of the Government was entitled to 
sovereign i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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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vy Council, hearing the case on appeal from the Supreme Court of Hong Kong, reviewed 
previous decisions on sovereign immunity and concluded that it would not follow the Porto Alexandre 
case.  Lord Cross gave four reasons for not following the earlier case. First, that the Court of Appeal 
wrongly felt that they were bound by the Parlement Belge decision. Secondly, that the House of Lords in 
The Cristina had been divided on the issue of immunity for state-owned vessels engaged in commerce. 
Thirdly, that the trend of opinion was against the absolute immunity doctrine; and fourthly that it was 
‘wrong’ to apply the doctrine since states could in the Western world be sued in their own courts on 
commercial contracts and there was no reason why foreign states should not be equally liable to be sued. 
Thus, the Privy Council held that in cases where a state-owned merchant ship involved in ordinary trade 
was the object of a writ, it would not be entitled to sovereign immunity and the litigation would proceed. 

The decision of this case marks that Britain switches its poison on the immunities of states and their 
property from “the Absolute Doctrine to “the Restrictive Doctrine.” 

Part Four International Civil Jurisdiction 
Chapter One Basic Theory of Jurisdiction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s, you should be able to: 
☆ Define the meaning of jurisdiction in the context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 State the categories of jurisdi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aw 
☆ Understand the reasons why conflict of jurisdictions are inevitable 
☆ Comprehend the approaches to solving conflict of jurisdictions both at international level and 

domestic level 
【Key Conceptions or Terms】 
jurisdiction,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personal jurisdiction, in presonam jurisdiction, in rem jurisdiction 
【Case Study】   
Sinochem International v. Malaysia International Shipping Corp 
A contract between petitioner (Sinochem), a Chinese state-owned importer, and an American 

corporation not a party (Triorient) here provided that Sinochem would purchase steel coils and that 
Triorient would be paid under a letter of credit by producing a valid bill of lading certifying that the coils 
had been loaded for shipment to China on or before April 30, 2003. Triorient subchartered a vessel owned 
by respondent (Malaysia International), a Malaysian company, to transport the coils, and hired a 
stevedoring company to load the coils in Philadelphia. A bill of lading, dated April 30, 2003, triggered 
payment under the letter of credit. Sinochem petitioned Guangzhou admiralty court in China for 
preservation of a maritime claim against Malaysia International and arrest of the vessel, alleging that the 
Malaysian company had falsely backdated the bill of lading. The Chinese court ordered the ship arrested, 
and Sinochem timely filed a complaint in that tribunal. The Chinese admiralty court rejected Malaysia 
International’s jurisdictional objections to Sinochem’s complaint and that ruling was affirmed on appeal. 

Shortly after the Chinese admiralty court ordered the vessel’s arrest, Malaysia International filed this 
action in a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asserting that Sinochem’s preservation petition to the Chinese 
court contained misrepresentations, and seeking compensation for losses sustained due to the ship’s arrest. 
Sinochem moved to dismiss on several grounds, including lack of subject-matter and personal jurisdiction 
and the doctrine of forum non conveniens, under which a federal district court may dismiss an action if a 
court abroad is the more appropriate and convenient forum for adjudicating the controversy.  

The District Court determined it had 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 over the cause, concluded it lacked 
personal jurisdiction over Sinochem under Pennsylvania law, conjectured that limited discovery might 
reveal that it had personal jurisdiction under Federal Rule of Civil Procedure 4(k)(2), but dismis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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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um non conveniens grounds, finding that the case could be adjudicated adequately and more 
conveniently in the Chinese courts. Agreeing that there was 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 and that personal 
jurisdiction could not be resolved sans discovery, the Third Circuit panel held that the District Court could 
not dismiss the case under the forum non conveniens doctrine unless and until it determined definitively 
that it had both subject-matter and personal jurisdiction.  

A district court has discretion to respond at once to a defendant’s forum non conveniens plea, and 
need not take up first any other threshold objection. In particular, a court need not resolve whether it has 
authority to adjudicate the cause (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 or personal jurisdiction over the defendant if 
it determines that, in any event, a foreign tribunal is the more suitable arbiter of the merits of the case.  

Sinochem International Co., Ltd. v. Malaysia International Shipping Corporation, , was a case 
decid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in which the court held a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has 
discretion to respond at once to a defendant’s forum non conveniens plea, and need not take up first any 
other threshold objection. In particular, a court need not resolve whether it has authority to adjudicate the 
cause (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 or personal jurisdiction over the defendant if it determines that, in any 
event, a foreign tribunal is the more suitable arbiter of the merits of the case. 

Chapter Two International Civil Jurisdiction in Chinese People’s Courts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s, you should be able to: 
☆ Understand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People’s Courts 
☆ Define the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jurisdiction exercised by Chinese People’s Courts 
☆ Summarize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Chinese People’s Courts when dealing jurisdictional issue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cases 
☆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that exist in current Chinese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Key Conceptions or Terms】 
tier jurisdiction,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transferred jurisdiction, designated jurisdiction, special 

jurisdiction, construed jurisdiction, exclusive jurisdiction, lis alibi pendens  
【Case Study】 
Zhang Guimei et al. v. General Electric Co. et al. 
At twenty past eight on November 21, 2004, MU5210 flight fell into Nanhai Park of Baotou City, 

Inter Mongolia not more than one minute after takeoff and all 47 passengers and 6 flight crew died, in 
addition to two men on the ground, leaving endless sorrow and a long and difficult claim road to the 
families of the victims.  

A week after the accident, China Eastern announced a victims  compensation package totaling 
211,000 yuan (US＄ 27,400) per person. But most of the victims’ relatives complained about the low 
payout and what they said was a lack of transparency during deliberations leading to the settlement. 
Although it is utterly inadequate, many family of the victim had to accept it due to the heavy difficulty of 
the claim, and they were not entitled to more compensation under Chinese domestic law.  

On March 4, 2005, the victims’ relatives filed an administrative action against China Civi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CAAC) on the ground that the latter failed to release the accident-investigation report 
which had been finished already. They argued that, CAAC has the legal obligation to disclose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 therefore, CAAC’s failure of disclosure constituted administrative inaction. 
Nevertheless, their pleadings were turned down immediately by the court on the ground that the claim fell 
out of th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Dissatisfied with this ruling, the victims’ relatives appealed before the 
Superior People’s Court of Beijing which rejected their appeal again.          

Under such a circumstance, a group of relatives decided to seek higher compensation by filing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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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suit in the United State several months later. On August 17, 2007, they went to California, where a 
“long-arm statute” lets courts accept cases from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as we discussed above. What 
should be noted is that in California, the average compensation for every victim of the air crash is 1.5 
million dollars, in addition to the punitive compensation as may be imposed, which is much more than the 
compensations the victims has gained in China. Moreover, some plaintiffs said they filed the suit in the 
United States not only to seek higher compensation but also to force a full disclosur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accident. They argued that China Eastern would have to provide thorough evidence to a court across the 
Pacific, where the law would not allow a cover-up of crash facts. 

Relatives of the crash victims filed separate suits against China Eastern Airlines Co. Ltd(CEA)— a 
commercial airline incorporated in China, with its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in Shanghai which had 
acquired China Eastern Yunnan Airlines’ assets—and the manufacturers of the plane and of the plane’s 
engines in the Los Angeles Superior Court. Bombardier Inc., a Canadian corporation with its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in Montreal, designed, manufactured, assembled and tested the plane in Canada and sold 
it to the China Aviation Supplies Import and Export Corporation in Quebec in 2002. 

The airplane was powered by two engines designed and manufactured by General Electric Co., 
which is incorporated in New York and has its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in Fairfield, Conn.  The four 
cases were consolidated. Attorney Hao Junbo, a plaintiffs’ lawyer with Beijing-based Lehman, Lee & Xu, 
said that Bombardier and GE were sued in the theory of negligence, product strict liability. The reason 
why China Eastern Airline became the defendant was that China Eastern Airline was the carrier of this 
flight and it could not preclude the possibility of the negligence in its management, operation and flying of 
the aircraft.   

On November 21, 2005, Los Angeles court supported the plaintiff’s claim and ruled that the case 
should be heard by it under California long-arm statutes.  

In November 2006, both sides entered court-ordered mediation.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two sides 
reached a preliminary agreement for a settlement of more than $17 million. But China Eastern later 
insisted that no agreement had been reached, and On February 24, 2006, moved to dismiss or stay the 
action on the basis that California was not a convenient forum for trial of the actions, and China provided 
an adequate alternative forum for trial. In other words, the China Eastern Airline proposed a motion to the 
Los Angeles Court and required the court to transfer the case to the Chinese court with the reason of 
forum non conveniens. The other defendants joined in the motion. The motion was approved. In its 
decision of Feb. 26, 2007, Div. Seven affirmed Los Angeles Superior Court Judge James C. Chalfant’s 
order staying the consolidated claims by relatives of the crash victims on the ground of forum non 
conveniens. 

As part of their Motion, CEA made a commitment that, if the motion were granted, it would (1) not 
contest liability in the four actions in the Chinese courts; (2) completely compensate the plaintiffs in 
accordance with Chinese law and not seek to enforce limitations on wrongful death damages; (3) waive 
any applicable statutes of limitations so long as the actions were refiled in China within six months of the 
dismissal or stay; (4) be bound by and satisfy any judgment in the Chinese court following any 
appropriate appeals. 

GE, Bombardier and Bombardier Aerospace similarly agreed they would (1) submit to personal 
jurisdiction in China; (2) waive any applicable statutes of limitations so long as the actions were refiled in 
China within six months of the dismissal or stay; (3) accept service of process; (4) comply with discovery 
orders; and (5) satisfy any final judgment in the Chinese court. 

In opposition to the motion, the family members of the crash victims argued that they would not be 
able to receive a fair trial in China. They contended that the airline was a government-owned entit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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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the government was encourag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hat the Chinese court system was subject 
to the contr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leadership. 

Chalfant acknowledged there “may be serious problems in the Chinese judicial system,” but absent 
any evidence of a personal injury or wrongful death case against a government-owned or 
government-controlled entity that was subject to governmental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 or that the 
plaintiffs were likely to be mistreated by the Chinese justice system, Chalfant reasoned that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was adequate for the victims’ family members to “get basic justice.” 

He granted the defendants’ motion and stayed the consolidated actions for the purpose of permitting 
proceedings in China, conditioned on the defendants honoring their promises.  

Writing for the appellate court, Justice Frank Y. Jackson explained that an alterative forum is suitable 
if it has jurisdiction and an action in that forum would not be barred by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except in 
“rare circumstances” where the alternative forum is a foreign country which lacks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or due process of law. “Plaintiffs must show more than general allegations of corruption, lack of 
due process or other factors making an alternative forum unsuitable,” he said.  

Jackson noted the conflicting opinions of expert witnesses regarding the quality of the Chinese 
justice system, but because the evidence accepted by the trial court as true was not completely implausible, 
he concluded substantial evidence supported Chalfant’s conclusion that Chinese courts were capable of 
adjudicating complex, multi-party litigation involving airplane crashes. He further reasoned that Chalfant 
did not abuse his discretion in determining that California was a seriously inconvenient forum because the 
crash had occurred in China, all of the victims—except one Indonesian passenger—were Chinese citizens, 
and none of the defendants were California corporations. 

Although he acknowledged that some evidence concerning the airplane’s design and manufacture 
could be lo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Jackson concluded that this did not make California a convenient 
forum, especially when the defendants have all committed themselves to participating in the trial in China.  

In this light, the trial court granted defendants’ motion and stayed the consolidated actions for the 
purpose of permitting proceedings in China.  It scheduled status conferences every six months in order to 
monitor the proceedings.  The trial court’s ruling was conditioned on the agreements set forth above. 

 Base on the ruling of Los Angeles Superior Court, the attorneys for plaintiffs filed an action before 
Beijing Second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n Nov. 22, 2007, alleging the defendant to compensate 
completely which amounts to more than $17 million. In the meantime, the plaintiff asked CAAC and CEA 
to publish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 in time. Nevertheless, Beijing Second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refused to accept any materials that the plaintiffs submitted without any explanations. In June 2008, the 
attorneys for plaintiffs resubmitted their claims to this Court which turned down their action for the 
second time. The attorneys for plaintiffs, then, went to Shanghai, filing an action before Shanghai First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But their endeavors failed again.  

Helplessly, the plaintiffs went back to the U.S. for remedy. In February 2009, Los Angeles Superior 
Court held hearings, and in March the Court reaffirm that it was more convenient for Chinese court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the case, in the meantime it expressed unambiguously its concern for Chinese 
courts’ refusal to provide remedy for the plaintiffs so far and stressed that it may exercise the jurisdiction 
if the access to Chinese forum is proved to be unavailable for the plaintiffs ultimately.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he attorneys for plaintiffs refiled before Beijing Second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on March 16, 2009. The Court showed a different attitude this time which not only 
accepted the materials submitted but also agreed to make a decision on whether it would accept the case 
soon. On August 10, 2009, the Court rendered a decision to accept the case formally; however, no 
progress has been be made so far. Mr. Hao, the plaintiffs’ lawyer implied, in August, 2010, that if the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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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case was postponed indefinitely, he would advise the plaintiffs to go back to the Court in California, 
the United States. 

The case marks a watershed for Chinese lawyers and Chinese legal system.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the history that the family of the victims of an air crash that happened in China chose to sue in America.  

In this case, the plaintiffs’ lawyers were acutely aware of the California long-arm statutes which 
provide the legal basis for them to sue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proceeding against the manufactures of the 
airplane on a product liability theory and against the Carrier of this flight, i.e, China Eastern Airline, on 
negligence, they not only circumvented the monetary limitation on recovery provided by Chinese 
domestic law but also gained several strategic advantages. Their cases could not be tried by American 
courts which enjoy the reputation of impartiality and neutrality, and the American pre-trial discovery rules 
afforded them a potent device, unmatched by the Chinese Law. Moreover, Los Angles juries have a 
reputation for awarding damages that exceed many times those recovered abroad. 

However, the defendants proposed a motion to the Los Angeles Court and required the court to 
transfer the case to the Chinese court with the reason of forum non conveniens which was granted by the 
Court. The case then was sent back to China dramatically. The process illustrates the relevance of foreign 
law and the de facto competition of the judicial systems between the countries in a globalized worl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case so far, we find that both the litigants and the American courts 
concerned are experienced in dealing with complicat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disputes; Nonetheless, 
Chinese courts are rather inexperienced. The maneuverable resource by the parties to various American 
legal rules such as long arm statues and forum non conveniens is a vivid contrast to the Chinese courts’ 
indecision and helplessnes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refusal by the Chinese courts to give any definite 
answer indicates that judges in the People’s Courts are not ready and lack the quality,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to handle complicated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cases, particularly when foreign law and 
foreign jurisdiction are at issue. A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researchers, we will be closely watching the 
progress of this case. 

Part Five General Part of Conflicts Law 
Chapter One Characterization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s, you should be able to: 
☆ Define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 State the reasons for the conflict of characterizations 
☆ Understand the major approaches to determining the application law for characterization 
☆ Summarize the relevant Chinese legislation, judicial practice and scholarship 
【Key Conceptions or Terms】 
characterization, lex fori, lex causae, enlightened lex fori 
【Case Study】   
A husband and wife, who were domiciled in Malta at the time of their marriage, acquired a French 

domicile. The husband brought land in France. After this death his widow brought an action in France 
claiming a usufruct in one quarter of the land. There was uniformity in the rules for the choice of law of 
both countries: succession to land was governed by the law of the situs, but matrimonial rights were 
dependent on the law of the domicile at the time of the marriage. 

The first essential, therefore, was to decide whether the facts raised a question of succession to land 
or of matrimonial rights. At this point, however, a conflict of classification emerged. In the French view 
the fact raised a question of succession; in the Maltese view a question of matrimonial rights. When a 
conflict of this nature arises, it is apparent that, if a court applies its own rules of classifica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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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imate decision on the merits will vary with the country in which the action is brought. In this case, the 
widow would have failed in France but have succeeded in Malta. 

Chapter Two Renvoi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s, you should be able to: 
☆ Define renvoi 
☆ Understand the major categories of renvoi 
☆ State the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renvoi 
☆ Summarize the relevant Chinese legislation, judicial practice and scholarship on renvoi 
【Key Conceptions or Terms】 
renvoi, remission, transmission, single renvoi, double renvoi 
【Case Study】   
T, A British subject of English domicile of origin, died domiciled in France in the English sense, but 

not in the French sense because she had not obtained authority from the French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her domicile in France as required by Article 13 of the Code Napoleon. She left a will which purported to 
dispose of all her property. By French law, T could only dispose of one-third of her property because she 
left two children surviving her. Evidence was given that a French court would refer to English law as T’s 
national law and would accept the renvoi back to French law, French domestic law was applied and T’s 
will was only effective to dispose of one-third of her property. The English court then, applied French law. 
This is a classic case in which the double renvoi of English doctrine was employed.   

Chapter Three Proof of Foreign Law and Evasion of Law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s, you should be able to: 
☆ Define the nature of foreign law in Engl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 State the methods to prove foreign law in Engl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Germany  
☆ Understand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contained in Chinese law on proving foreign law 
☆ Define evasion of law in the context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 Comprehend the attitude of Chinese law towards evasion of law 
【Key Conceptions or Terms】 
foreign law, fact, law, nature, method, prove, evasion of law 
【Case Study】   
X, a Chinese citizen in Beijing who agreed to sell goods in Shanghai to Y, a German buyer in 

Frankfurt, to be delivered in Germany. The contract that they concluded provided that “all disputes arising 
out of the contract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Chinese court under Swiss law.” Later, X sued Y for breach of 
contract before a Chinese court. Upholding the validity of the choice-of-forum and choice-of-law clause, 
the Court asked the parties to prove the content of the relevant Swiss law. The counsel of X submitted a 
copy of Swiss Civil Code supplemented by expert evidence. Y raised no objection to the content of Swiss 
law. The Court, therefore, revoked the Swiss law put forward by X, and rendered a judgment.    

Chapter Four Public Order Reservation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s, you should be able to: 
☆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ordre public (public order)  
☆ Summarize the role of public order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 State the legisl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doctrine of ordre public in China 
☆ Comment on the typical Cases in which the Doctrine is invoked by the People’s Court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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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marize Chinese Scholarship on ordre public 
【Key Conceptions or Terms】 
ordre public, public order, the exclusion of foreign law, lex fori  
【Case Study】   
Oppenheimer v. Cattermole, (1942)A.C. 249 
Two German Jewish refugees, a father and his son fled to Britain in 1940s where the father died. The 

question before the English court was whether his movables in England should be distributed to his son or 
to be passed to the British Government. English conflict rules referred matter of succession to German law. 
However, Jewish people were deprived of the capacity to succeed by the Nazi Decree. The House of 
Lords, accordingly, felt itself bound to hold that the German law should govern the present case.  

Nevertheless, the majority ultimately favoured rejected it, reliance being placed on public policy. As 
Loss Cross said, “A law of this sort is so grave an infringement of human rights, moral principles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public policy of this country that the court ought to refuse it.” The decision of this 
case is a classical example of the application of public order reservation. 

Part Six Selected Areas of Conflict Rules 
Chapter One Capacities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s, you should be able to: 
☆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civil rights capacity and civil conduct capacity of natural persons 
☆ Summarize the situations where conflict of civil rights capacities of natural persons arise 
☆ State the prevalent approach to solving conflict of civil conduct capacities of natural persons 
☆ Comment on the relevant articles contained in the Conflict Act of 2010 
☆ Summarize the basic approaches to solving conflict of capacities of legal persons 
【Key Conceptions or Terms】 
civil rights capacity, civil conduct capacity, personal law, lex situs, lex fori 
【Case Study】   
X, a man aged twenty is of Dutch nationality. He is domiciled in the Netherlands, by the law of 

which he is a minor. He signed a contract with a Chinese in Shanghai, China. He is under Chinese law an 
adult. Under the Conflicts Act of 2010, his capacity to conclude a contract is unaffected by the fact he is a 
minor by his national law. 

P Co., A foreign corporation is formed under the law of California for the purchase of land, and with 
a right under that law to hold land. P Co. is planning to carry out business in China. The capacity of the 
corporation to purchase and hold land in China is governed by the law of China apart from Californian 
Law. 

Chapter Two Contracts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s, you should be able to: 
☆ Comprehend party autonomy   
☆ Define the doctrine of mos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 Understand the test of characteristic performance 
☆ Summarize the Chines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legislation on contracts 
【Key Conceptions or Terms】 
contract, party autonomy, most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characteristic performance 
【Case Study】   
X, a company incorporated in England granted a sterling loan to Y, a company incorporat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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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land China. Interest was payable and capital repayable in sterling in London. The loan was secured 
by a mortgage of a house located in Beijing. The parties agreed that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governed by 
Chinese law”, but that, “in the event of a conflict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the Chinese texts of the 
contract, the English text shall prevail”. Later, disputes arose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tract, 
and Y filed an action against X before a Chinese People’s court. Y argued that the dispute should be 
governed by Chinese law, as it was the law chosen by them; nonetheless, X submitted that English law 
shall apply, as it was the law implied in the contract. The court ultimately applied Chinese law, as it held 
that Chinese law reflected the real intentions of the parties.   

Chapter Three Torts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s, you should be able to: 
☆ Understand 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tort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 State the choice-of-law rules in torts contained in various Chinese statutes prior to the Conflicts 

act of 2010 
☆ Comment on the relevant articles contained in the Conflict Act of 2010 
【Key Conceptions or Terms】 
lex loci delicti, double-actionability, party autonomy, lex fori, common personal law 
【Case Study】   
A, an English subject, suffered personal injuries in China when traveling as a tourist in a car hired by 

his friend, B who was also an English subject. A’s injuries are caused by B’ negligence when he drove the 
car. A, therefore, brought the action against B before a Chinese People’s Court, alleging negligence on his 
part in operating his automobile. The People’s court applied the national law of both parties, i.e., the 
English law to the action. 

Chapter Four Property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s, you should be able to: 
☆ Underst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ovables and immovables 
☆ Comprehend the definition of lex situs    
☆ State the sphere of lex situs 
☆ Comment on the relevant articles contained in the Conflict Act of 2010 
【Key Conceptions or Terms】 
movables, immovables, lex situs, res in transitu 
【Case Study】   
Winkworth v. Christie, Manson & Woods Ltd. [1980] 1 All E.R. 1121 
P owned works of art which were stolen from him in England. They were taken to Italy and sold to X, 

who was unaware that they were stolen. X sent them to D Co auctioneers, in England, to sell on his behalf. 
P brought proceedings against D Co and X for detinue and conversion. X claimed that under the lex situs 
rule, the validity of the transfer of movable property was governed by the law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 
goods were situated, and Italian law should apply to decide the question of ownership as between X and P. 
P argued that there had been no disposition from P to X, that because the case had so close a connection 
with England, English law should be treated as the lex situs, and that an exception should be made to the 
lex situs rule on the grounds of public policy where property was stolen.  

The court held that there was no exception to the lex situs rule in these circumstances, there was a 
binding disposition according to the lex situs, which was therefore binding everywhere, and the court 
would not introduce a wholly fictional English situs merely because there was a number of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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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ng factors.  
Hence, if personal property is disposed of in a manner binding according to the lex situs, the 

disposition is binding everywhere, even though the goods are stolen and removed from one country, dealt 
with in another country then returned to the first country. 

Chapter Five Family Law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s, you should be able to: 
☆ Understand marriage and divorce in the context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 Summarize the legal provisions on marriage and divorce in the Conflicts Act 
☆ State the articles on matrimonial issues in the Conflicts Act 
☆ Evaluate Chines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field of family law 
【Key Conceptions or Terms】 
marriage, divorce, maintenance, adoption, guardianship 
【Case Study】   
Marriage in Nigeria between H, domiciled and resident in Nigeria, and W, domiciled and resident in 

Nigeria and aged thirteen. The marriage was valid by Nigerian law but void by Chinese domestic law. 
Under Article 21 of the Conflicts Act of 2010, the marriage was valid. 

Chapter Six Succession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s, you should be able to: 
☆ Understand three sorts of succession 
☆ Comprehend scission system and unitary system 
☆ State the choice-of-law rules in succession contained in various Chinese statutes prior to the 

Conflicts act of 2010 
☆ Comment on the relevant articles contained in the Conflict Act of 2010 
【Key Conceptions or Terms】 
testamentary succession, legal succession (intestate succession), vacant succession, scission system, 

unitary system 
【Case Study】   
D, a Chinese citizen died intestate in China. He was domiciled in Paris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but 

was resident in Beijing. His estate included a house in Beijing, two apartments in Paris, and securities in 
China. S, D’s son brought an action before a Chinese court, claiming to inherit all the property of D, 
which was against by D’s second wife, R. Under Article 31 of the Conflicts Act of 2010, the court applied 
Chinese law to deal with the house in Beijing and the securities in China, and French law to the two 
apartments in Paris respectively. 

Part Seven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and Awards 
Chapter One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s, you should be able to: 
☆ Underst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 Comprehend the theories to support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judgments 
☆ State the conditions of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foreign judgments  
☆ Summarize and comment on Chinese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on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foreign judgments 
【Key Conceptions or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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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gnition, enforcement, foreign judgment, obligation, reciprocity, comity 
【Case Study】   
A brought an action in a Victorian court (of Australia) against X for breach of contract. X denied the 

breach. A judgment which was final and conclusive in Victoria was given in favor of X. Basically 
speaking, the judgment was a defence in other countries against X by A for the same breach of contract.    

Chapter Two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oreign Arbitral Awards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s, you should be able to: 
☆ Understand the defini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 Comprehe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 State the place of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 Summarize the important articles of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 Understand the Chinese domestic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on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foreign awards 
【Key Conceptions or Terms】 
recognition, enforcement, foreign award, New York Convention 
【Case Study】   
A contract for sale of skins made between A, a Chinese buyer, and X, a Russian seller who was 

domiciled in China, provided for arbitration in Moscow. A dispute having arisen as to the quality of the 
skins, A proceeded to arbitration and appointed an arbitrator, but X, failed to do so because of improper 
notice. The arbitrator appointed by A proceeded with arbitration in the absence of X and made an award in 
favor of A. Later, A requested the competent Chinese court to recognize and enforce the award. The 
request was rejected by the Chinese court by relying on Article 5 of the New York Convention. 

Part Eight The New Conflict of Laws Ac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apter One Legislative Background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s, you should be able to: 
☆ Understand the legislativ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 Summarize Chinese legislation o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before 2010 
☆ State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of the Conflicts Act 
☆ Understand the major features of the Conflicts Act  
【Key Conceptions or Terms】 
legislation, NPC, process, draft, feature, style 

Chapter Two Comments on the Important Issues of the Conflicts Act 
【Learning Outcomes】 
By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and the relevant readings, you should be able to: 
☆ Understand the role of the principle of closest connection in the Conflicts Act 
☆ Summarize the articles reflecting party autonomy in the Conflicts Act 
☆ Comprehend the important articles in Chapter One of the Conflicts Act 
☆ State the conflict rules in matrimonial issues, contracts and torts under the Conflicts Act 
☆ Understand the major features of the Conflicts Act  
【Key Conceptions or Terms】 
principle of closest connection, party autonomy, general provisions, choice-of-law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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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模拟庭（航空法模拟法庭比赛）（英语双语） 
International  Air  Law  Moot  Court 

课程号：4030102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律专业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国际法尖端法律人才，能熟练使用英语在国际舞台上辩论。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航空法的基础知识，学习国际法

律诉状写作技能，提高国际法庭辩论技巧，为国际航空法模拟法庭比赛选拔队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与实务教学：33学时 

单元 1：航空法基础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航空法基础知识。 

2．航空法公约。 

学习目标： 

了解和掌握航空法理论和相关航空法公约 

作业：通读一本航空法英文教材 

单元 2：航空法案例研讨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航空法经典案例。 

2．模拟法庭案例。 

学习目标： 

通过对航空法案例的研讨，掌握运用法律解决实际案件的能力。 

作业：熟读案例 

单元 3：诉状写作与辩论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诉状写作。 

2．模拟法庭辩论。 

学习目标： 

了解和掌握诉状写作知识，能够独立完成诉状写作。学习模拟法庭辩论技巧，能够参加模拟法

庭比赛。 

作业：完成诉状写作，课下以小组形式练习模拟法庭辩论。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航空法基础 3  

2 航空法公约 3  

3 航空法经典案例 3  

4 航空法经典案例 3  

5 模拟法庭案例 3  

6 模拟法庭案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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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诉状写作 3  

8 诉状写作 3  

9 诉状写作 3  

10 模拟法庭辩论 3  

11 模拟法庭辩论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公法、国际航空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国际公约的理解与运用。 

难点： 诉状写作。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案例讨论。 

3.模拟训练。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诉状写作 60％，模拟法庭辩论 40％。 

7、作业要求： 

课下必须预习，参加小组讨论。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打印与复印案例材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打印与复印案例材料。 

（二）推荐参考书 

《An Introduction to Air Law》（修订第九版），Diederiks-Verschoor 著， 

Wolters Kluwer出版 

执笔：朱子勤  审稿：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5日 

 

涉港澳台区际私法 
The Interregional Private Law about Hongkong Macao and Taiwan   

课程号：4030201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这门专业课自 2005 年起开设，填补了高校法学教育课程

设置的空白。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中国作为多法域国家的现状；2、掌握港澳台法律与司法制度的

基本特点；3、掌握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特点。4、掌握中国区及法律适用的相关立法与实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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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区际私法协助的司法实践。 

开设本课程，旨在立足中国实际，系统的阐述了区际法律冲突与区际私法的基本概念和理论，

特别是对世界上几个典型复合法域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和德国等）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协调

模式进行比较，结合中国区际冲突法的历史与“一国两制”构想下的中国现代区际法律冲突以及中

国区际冲突法的立法现状，对我国现代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模式进行研究。本课程还将全面阐述涉

港澳台区际法律冲突的具体领域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办法，这些领域包括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法律适

用、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与协调、涉港澳台民事争端解决途径、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司

法送达、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司法调查取证、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涉港澳台区

际商事仲裁概述以及涉港澳台区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总论篇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章  区际法律冲突 

第一节 区际法律冲突的概念 

一、 法域(Law district) 与区际（interregional）的界定 

二、 复合法域国家（plural legal territory） 

三、 区际法律冲突（interregional conflict of laws） 

第二节  区际法律冲突产生的条件、特征和种类 

一、 区际法律冲突产生的条件 

二、 区际法律冲突的特征 

三、 区际法律冲突的种类 

第三节  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方式 

一、区际冲突法途径 

二、统一实体法途径 

第四节 区际法律冲突协调解决模式比较 

一、美国模式 

二、英联邦国家的模式 

（一） 英国模式 

（二）加拿大模式 

（三）澳大利亚模式 

三、德国统一后区际法律冲突协调模式 

第二章 区际私法概述 

第一节 区际私法的名称及概念 

一、区际私法的名称 

二、区际私法的定义 

第二节 区际私法的调整对象及其特点 

一、区际私法的调整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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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际私法的特点  

第三节 区际私法的历史 

一、学说法时代（法则区别说时代） 

二、实在法时代 

第四节 区际私法和国际私法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一、区别说的理论与实践 

二、相似说或同一说的理论与实践 

三、折衷说的理论与实践   

四、区际私法和国际私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第三章  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 

第一节  司法协助概述 

一、 司法协助概念 

二、司法协助的一般法律问题 

第二节  区际司法协助概念及适用性的界定 

一、区际司法协助概念与特征 

二、区际司法协助概念的适用性 

三、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的法律性质 

四、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的模式 

五、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中的公共秩序保留 

第三节  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范围 

一、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中送达制度 

二、区际司法协助中调查取证制度 

三、区际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制度 

四、区际商事仲裁裁决的认可与执行 

学习目标： 

1．通过第一章学习，了解法域的概念及特征，掌握区际法律冲突产生的条件、特征和种类及

其解决途径，较全面了解各复合法域国家解决各自国家内部区际法律冲突的模式，要求掌握比较之

后得到的结论，为我国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模式提供借鉴。本章的重点和难点是对各复合法域国家

解决区际法律冲突模式比较后的总结。 

2. 通过第二章学习，了解区际私法的历史，掌握区际私法的概念、调整对象，本章的重点和

难点是掌握区际私法与国际私法的区别与联系。 

3．通过第三章学习，了解司法协助的基本概念等一般法律问题，掌握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的

概念、法律性质、协助模式以及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运用。本章的重点与难点为区际民商事司法协

助的范围，涉及到区际司法文书及司法外文书的送达、调取证据、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仲裁裁

决的承认与执行等问题的相关管理论与实践。 

作业： 

第一章作业： 

1、  法域与区际的含义与特点？ 

2、 复合法域国家的成因？ 

3、 区际法律冲突的概念、产生条件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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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方式？ 

5、 在比较多法域国家协调模式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及对我国的借鉴？ 

第二章作业： 

1、 区际私法的概念及特点？ 

2、 区际私法的历史？ 

3、 区际私法与国际私法关系的理论？两者的区别与联系？ 

第三章作业 

1.简述司法协助的概念以及其包含的一般法律问题。 

 2.区际司法协助的概念及特征是什么？ 

3.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的法律性质与模式是怎样的？ 

 4.什么是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中的公共秩序保留？ 

5.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的范围是怎样的？ 

知识单元 2：法律适用篇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第四章  涉港澳台区际法律冲突  

第一节 涉港澳台区际法律冲突的产生 

一、“一国两制”方针与港澳台法域的形成 

二、 涉港澳台区际法律冲突产生的条件 

三、涉港澳台区际法律冲突的特殊性 

第二节  涉港澳台区际法律冲突的协调解决原则与模式 

一、涉港澳台区际法律冲突的协调解决原则 

二、 涉港澳台区际法律冲突的协调模式和解决途径 

第五章  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法律适用概述 

第一节 我国区际民商事法律适用的历史 

一、推行汉民族统一的法律，使中国历代的法律保持长久的一致性 

二、法律选择规则的确立 

第二节 涉港澳台民商事法律的构成与特征 

一、内地涉外民商事法律的构成及特征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构成及特征     

三、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的构成及特征   

四、台湾地区现行之民事法规制度及其特征 

第三节 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法律适用的立法与实践 

一、内地地区调整区际法律冲突的法律及草案 

二、香港地区调整区际冲突的法律 

三、澳门地区调整区际冲突的法律 

四、台湾地区调整区际冲突的法律及草案 

五、示范例——香港地区与内地婚姻家庭制度法律冲突的法律适用 

第六章 涉港澳台区际法律适用相关制度之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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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识别 

一、 识别的理念 

二、识别在我国内地区际民商事审判实践中的基本层次 

三、识别冲突的依据是我国区际民商事审判需要规范的问题 

四、 我国区际民商事审判中识别依据的规制 

第二节  反致 

一、反致制度的源流 

二、区际私法上的反致与国际私法上的反致之比较 

三、中国各法域反致制度的立法与实践 

四、完善涉港澳台区际私法中反致制度的立法 

第三节 法律规避 

一、法律规避制度形成 

二、法律规避制度在我国区际民商事法律适用中存在的可能性和复杂性 

三、法律规避制度在我国区际民商事审判中的运用 

四、法律规避制度在我国区际法律适用中的效力 

第四节  公共秩序保留 

一、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区际冲突法上的理论与实践 

二、中国各法域法律关于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规定 

三、对中国区际私法中运用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思考 

第五节 域外法的查明制度 

一、区际法律查明问题的界定 

二、区际法律查明途径的司法探索 

三、 域外法无法查明时的法律救济 

学习目标： 

1、通过第四章学习，首先，了解“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涵以及我国区际法律冲突产生的

条件；其次，重点掌握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特殊性，掌握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应坚持的原则，了

解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模式解决模式，在比较的基础上得出适当的结论。本章的重点和难点是理解

和掌握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特殊性。 

2、通过第五章学习，首先、了解我国民商事法律适用的历史；其次，了解中国各法域民商事

立法的构成及特征。再次、掌握中国各法域区际民商事法律适用立法状况和特点。本章的重点和难

点是掌握我国各法域区际法律适用法的内容，特别是新立法的内容。 

3、通过第六章学习，在上一章了解中国各法域区际民商事法律适用立法状况，认识中国区际

法律适用司法实践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掌握识别制度、反致制度、法律规避制度、公共秩序保留

制度、外法域法律的查明制度在中国区际法律适用中的特殊性。本章的重点和难点是理解冲突规范

的制度在解决中国区际法律冲突中的作用。 

作业： 

第四章作业： 

1、 “一国两制”方针的基本内涵？ 

2、 “一国两制”方针与中国多法域的形成？ 

3、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特殊性？ 

4、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协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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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区际法律冲突的协调模式？ 

第五章作业： 

1、 中国区际冲突法的历史？ 

2、 中国各法域民商事法律的构成及特征？ 

3、 中国各法域区际民商事法律适用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4、 我国内地 2011年新立法的内容？ 

5、 我国台湾地区 2011新立法的内容与特点？ 

第六章作业： 

1.识别制度在解决中国区际法律适用问题时的具体运用。 

2.反致制度在解决中国区际法律适用问题时的具体运用。 

3.法律规避制度在解决中国区际法律适用问题时的具体运用。 

4.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在解决中国区际法律适用问题时的具体运用。 

5.域外法查明制度在解决中国区际法律适用问题时的具体运用。 

知识单元 3：程序篇 

参考学时：1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七章   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途径 

第一节  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争议的界定 

一、争议的“区际性”——区籍与住所 

二、争议的“民商事性” 

第二节 涉港澳台民商事争议解决途径——协商 

一、协商（consultation）概述 

二、两岸民间协商途径与成果 

三、内地与香港地区协商途径与成果 

四、内地与澳门地区的协商途径与成果 

第三节  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争议之解决途径——调解（ADR） 

一、调解（ADR）概述 

二、内地调解制度 

三、香港民商事调解制度 

四、台湾地区调解制度 

五、澳门调解制度 

第八章  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争议之解决途径——仲裁 

第一节  概  述 

一、仲裁的概念 

二、仲裁制度的历史发展 

三、仲裁类型 

四、仲裁的特点 

第二节  我国内地仲裁制度 

一、法律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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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仲裁机构 

三、仲裁协议 

四、仲裁程序 

五、仲裁裁决 

六、法院对仲裁的监督 

第三节  香港地区仲裁制度 

一、 法律渊源 

二、香港常设仲裁机构  

三、临时仲裁在香港的发展 

四、香港法院对仲裁的监督 

第四节  澳门地区仲裁制度 

一、法律渊源 

二、澳门仲裁机构 

三、澳门仲裁法主要内容 

四、澳门仲裁的机遇 

第五节  台湾地区仲裁制度 

一、 法律渊源 

二、仲裁机构 

三、仲裁范围 

四、仲裁协议 

五、仲裁程序 

第六节  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仲裁裁决相互认可与执行 

一、概述 

二、 内地对外国（外法域）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立法与实践 

三、香港对内地的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四、澳门对外国（法域）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五、台湾对内地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六、港澳台之间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第九章  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争议之解决途径——诉讼（一） 

第一节  涉港澳台之司法制度 

一、香港地区司法制度 

二、 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制度 

三、台湾地区的司法制度 

第二节  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诉讼管辖权 

一、概述 

二、内地关于域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的立法与实践 

三、香港域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的司法实践 

四、澳门特别行政区域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的立法现状 

五、 台湾地区域外民商事诉讼管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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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涉港澳台民商事管辖权冲突的协调 

第三节  涉港澳台之律师制度 

一、香港律师制度 

二、澳门律师制度 

三、台湾律师制度 

第十章  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争议之解决途径——诉讼（二） 

第一节  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概述 

一、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范围与主体 

二、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模式与现状 

三、涉港澳台区际私法协助中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运用 

第二节  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之送达 

一、内地关于向香港、澳门送达司法文书的规定及司法实践 

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内地诉讼文书送达的规定 

三、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对内地文书送达的规定 

四、 台湾与内地、香港及澳门之间相互送达司法文书及司法外文书的实践 

第三节  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之调查取证 

一、内地域外调查取证的立法与司法实践 

二、内地与香港地区之间的相互调查取证的问题 

三、内地与澳门地区之间调查取证的问题 

四、内地与台湾地区之间的相互调查取证的问题  

五、台湾地区与港澳地区之间的相互调查取证问题 

第四节  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法院判决之相互认可与执行 

一、内地法院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二、内地与香港地区相互认可与执行民商事判决 

三、内地与澳门地区相互认可与执行法院判决 

四、大陆与台湾地区相互认可与执行民商事判决 

五、台湾地区与港澳地区相互承认与执行民商事判决的法律现状 

学习目标： 

1、通过第七章的学习，了解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途径的多样性，一般包括协商、

调解、仲裁与诉讼等。掌握区籍、协商、调解的基本含义，掌握涉港澳台区际协商的成果，掌握中

国四个法域的调解制度。本章的重点和难点在于海峡两岸协商和调解途径以及成果。 

2、通过第八章学习，掌握仲裁的概念、特点、类型，了解中国各法域的仲裁制度，掌握内地与港

澳《仲裁裁决执行安排》的内容。本章的重点和难点是掌握中国区际商事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问题。 

3、通过第九章的学习，了解中国各法域的司法制度和律师制度，掌握关于民商事管辖权方面

的立法现状，掌握产生管辖权冲突的根本原因及协调冲突的方式。本章的重点和难点是掌握区际民

商事案件管辖权冲突的协调方式。 

4、通过第十章学习，掌握涉港澳台区际司法协助的概念和模式，了解中国区际民商事司法协

助中送达、取证和判决认可与执行等司法协助途径的立法与实践，要求掌握六个《安排》和最高人

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本章的重点和难点是掌握六个《安排》。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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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作业： 

1.协商的基本含义与特点是什么？ 

2.海峡两岸协商的机构与成果是什么？ 

3.调解的概念、特点、类型是什么？仲裁调解与法院调解有什么不同？ 

 4.中国四个法域相关调解制度有什么不同？ 

第八章作业： 

1.仲裁的相关法律制度有哪些？ 

2.中国四个法域关于仲裁的制度是怎样规定的？ 

3.区际相互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制度的含义与特点是什么？ 

4.中国各法域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制度的立法与实践有哪些？ 

5.《内地与香港相互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安排》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第九章作业 

1.中国四个法域的司法制度和法院体系是怎样的？ 

2.区际管辖权的含义与特点是什么？ 

3.中国各法域管辖权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是什么？ 

4.如何协调中国各法域管辖权的冲突？ 

5.中国四个法域的律师制度是怎样的？ 

第十章作业： 

1.区际民商事送达制度的特点是什么？  

2、.香港、澳门与内地相互送达的《安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3.最高院关于涉港澳送达的规定有哪些？ 

4.最高院关于涉台送达的规定有哪些？ 

5.区际调查取证的特点是什么？如何协调区际调查取证的难点问题有哪些？ 

6. 澳门与内地相互调查取证《安排》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二） 实践教学      0课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区际法律冲突 2  

2 区际私法概述 2  

3 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 2  

4 涉港澳台区际法律冲突 2  

5 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法律适用概述 2  

6 涉港澳台区际法律适用相关制度之运用（识别、反致） 2  

7 涉港澳台区际法律适用相关制度之运用（公共秩序） 2  

8 涉港澳台区际法律适用相关制度之运用（法律规避） 2  

9 涉港澳台区际法律适用相关制度之运用（港澳台法律查明） 2  

10 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途径 2  

11 涉港澳台民商事争议解决途径——协商 2  

12 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争议之解决途径——调解（ADR） 2  

13 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争议之解决途径——仲裁 2  

14 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争议之解决途径——诉讼（一） 2  

15 涉港澳台区际民商事争议之解决途径——诉讼（二） 2  

16 总结与考查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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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课程：国际私法、国际公法、民事诉讼法、仲裁法 

后续课程：港澳台法制、宪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区际私法、区际私法协助。 

难点：港澳台法查明、港澳台司法制度、港澳台仲裁制度、港澳台律师制度。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分组讨论。 

教学手段： 

1.PPT。 

2.案例模拟。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

检测情况；期末考查占 8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涉港澳台区际私法》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冯霞著《涉港澳台区际私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 11月 第 1版（教材获北京市

精品教材奖） 

（二）推荐参考书 

1.赵相林等编著《国际私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 8月 第 4版。 

2.冯霞著《中国区际私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 11月 第 1版.  

   执笔：冯霞  审稿：国际私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0日 

 

国际商事仲裁理论与实践(中英双语)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课程号：4030201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实验班的专业选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国际商事仲裁的基本理论； 

2、了解国际商事仲裁的程序规则； 

3、知悉中国仲裁立法与实践情况； 

4、熟悉国际商事仲裁庭审环节； 

5、具备用英语解决国际商事争议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基本理论教学与仲裁庭模拟演练，使学生掌握国际商事仲裁的基本理论

以及有关的前沿问题，熟知仲裁庭审程序，能够应对庭审中可能出现的有关法律问题和实践问题，

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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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国际商事仲裁原理 

参考学时：27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商事仲裁概述； 

2．国际商事仲裁协议； 

3．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可仲裁事项； 

4．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及其撤销； 

5．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6．当代国际商事仲裁的新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商事仲裁的特点与性质，以及和国际民事诉讼的区别。 

2．掌握国际商事仲裁协议的形式要件和效力问题，仲裁条款独立性原则，可仲裁事项的立法

与实践，仲裁裁决的形式以及效力，仲裁裁决可撤销的立法和实践，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条件，

1958 年《纽约公约》的规定与实践，当代国际商事仲裁的新发展，中国在上述问题上的立法与实

践情况。 

知识单元 2：国际商事仲裁程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商事仲裁规则； 

2．仲裁庭的组成及权限； 

3．仲裁程序； 

4．仲裁中的临时保全措施； 

5．仲裁的证据规则。 

学习目标： 

1．了解世界主要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 

2．掌握仲裁庭自裁管辖权理论及其他权限，仲裁中临时保全措施的发布与执行，仲裁证据规

则的立法与实践。 

（二） 实践教学：模拟仲裁庭审，共 3学时 

选取经典案例，由学生分别扮演仲裁员、秘书、双方当事人以及有关证人进行仲裁庭审模拟教

学，使学生对仲裁庭审的过程有直观的了解。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国际商事仲裁性质与特点 3  

2 国际商事仲裁协议 3  

3 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项 3  

4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及其撤销 3  

5 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3  

6 1958年《纽约公约》 3  

7 当代国际商事仲裁的新发展 3  

8 中国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与完善 3  

9 国际商事仲裁规则、仲裁庭的组成及权限 3  

10 仲裁程序及有关法律问题 3  

11 模拟仲裁庭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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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仲裁协议的形式和效力、可仲裁事项、仲裁裁决的撤销、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仲裁

庭的权限、司法对仲裁的干预、中国仲裁立法的不足与完善。 

难点：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可仲裁事项的界定、司法对仲裁的干预。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由教师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基本原理进行讲授。 

2. 研讨法，提前布置有关案例，学生课外研究，课堂上讨论。 

3. 练习法，草拟合格的仲裁协议。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模拟仲裁庭

审表现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4、作业要求： 

对布置的有关案例进行课后研究。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Nigel Blackaby, Constantine Partasides, Alan Redfern, J. Martin Hunter, Redfern and 

Hunter o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Six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二）推荐参考书 

1. Sun Wei, Melanie Willems, Arbitration in China. A Practitioner's Guid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5);  

2. 杜新丽：《国际商事仲裁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 11月，第 1

版. 

3. 赵秀文：《国际商事仲裁法原理与案例教程》，法律出版社，2010年 6月，第 1版。  

执笔：覃华平   审稿：国际私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国际私法判例研习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Case Study 

课程号：40304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指导实际

的能力。 

2．教导学生案例阅读分析方法，培养学生阅读文献以及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3．通过各类涉外案例的讲述，帮助学生建立国际化的思维方式，拓宽学生的思维视角，全方

位地提高法学素养，为将来的实务工作打下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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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是法学高校培养高层次、复合型法律人才的重要途径。在国际私法领域，由于学科及

司法实践固有的国际性和实务性，案例教学的重要性尤为突出。本课程通过国际私法基础理论相关

案例、与国际私法各个领域的精品案例的相互衔接为我校本科生提供系统深入的国际私法案例研究

训练。一方面旨在开拓学生视野，从实务的角度反观各国不同法律文化的特点，深化国际私法理论、

关联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旨在改变国内传统法学教学中存在的“重理论、轻实务”的桎

梏，基于“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教学理念，逐步引导学生掌握案例学习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

帮助学生建立国际化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到学以致用。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国际私法基础理论相关案例    6学时 

知识单元 1：涉外民事关系解读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沈阳市东陵区黑色金属材料公司诉沈阳国际科技开发公司出口代理合同案 

1994年 9月 15日，沈阳国际科技开发公司与韩国金汉城公司签订黑木耳购销合同，合同签订

后，金汉城公司开出信用证。1994年 10月 5日，沈阳国际科技开发公司与沈阳市东陵区黑色金属

材料公司签订《出口黑木耳代理协议书》，约定：东陵区黑色金属材料公司负责出资收购 6 吨黑木

耳，沈阳国际科技开发公司代理出口报关、商检、发运、结汇及退税手续，东陵区黑色金属材料公

司承担上述事项费用。东陵区黑色金属材料公司收购了 6吨黑木耳并交与沈阳国际科技开发公司，

支付了全部出口费用。沈阳国际科技开发公司在韩方开具的信用证与合同不符的情况下，接受韩方

的保函，出口了货物。韩方银行认定信用证与合同不符，不予结汇。韩方银行在韩方公司未付款的

情况下，将提单交与韩方公司。韩方公司收货后，经商检，认定货物不合格，遂将货物退回。 

货物退回后，沈阳国际科技开发公司通知东陵区黑色金属材料公司提供退货费用，以便索取正

本提单，东陵区黑色金属材料公司未予同意，认为沈阳国际科技开发公司在单证不符的情况下发货，

造成不能结汇和货物被退回，其过失在代理人方，沈阳国际科技开发公司应承担退货费用，取回货

物。沈阳国际科技开发公司对这些意见不予理睬，致使货物在大连口岸灭失。     

1996 年，东陵区黑色金属材料公司向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沈阳国际科技开

发公司赔偿损失。诉讼期间，被告向原告发出征求意见书，提出向韩国公司索赔，原告未予答复。

1996年 7月 18日，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判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

后，沈阳国际科技开发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

审。重审法院裁定驳回东陵区黑色金属材料公司起诉。东陵区黑色金属材料公司对此提出上诉，沈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东陵区黑色金属材料公司不服，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东陵区黑色金属材料公司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申诉。   

学习目标：  

1. 了解涉外民事关系的界定的立法，司法实践和理论现状； 

2．掌握目前我国“四要素”加兜底条款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界定方式。 

作业： 

1． 我国法律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规定与司法实践中对涉外民事关系的认定有何不同？ 

2．以我国立法、司法和理论为视角，对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界定进行再思考。 

知识单元 2：国籍冲突及解决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日籍 A女士申请恢复日本国籍案 

日本一女子 1936年出生于日本，随父亲来华，1952年在中国与中国公民结婚。1972年收到日

本驻华大使馆“渡航证明书”，未填写，遂成为无国籍人。1978 年该女子回到日本，要求恢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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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籍。法院审理后同意恢复其国籍。 

对于国籍的消极冲突，各国一般主张以当事人住所地国家的法律为其本国法，如无住所或住所

不能确定时，则以其居所地法为其本国法。如居所亦不能确定时，有的国家规定适用法院地法或要

求当事人归化法院地国国籍。 

学习目标： 

了解和掌握应对国籍消极冲突的解决办法。 

作业： 

国籍在涉外民事争议解决中的作用。 

知识单元 3：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诉新东方侵权案 

2003年 9月前，TOEFL和 GRE等考试的历年试题与复习资料从未在中国大陆授权出版。在未经

原告许可的情况下，新东方大量复制了上述考试试题，并将试题以出版物的形式公开销售。此外，

在被控侵权的新东方出版物的封面上均用醒目的字样标明“TOEFL”、“GRE”字样。原告认为被告的

行为侵犯了其著作权及商标权，故起诉要求原告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 

被告新东方学校辩称：（1）作为 TOEFL、GRE 等英语考试培训机构，必然以教学双方获得并使

用该考试以往的试题作为教学的条件之一。对 ETS而言，不论其对这些试题采取何种保密措施，在

众多的应试者参加考试而获知试题内容后，在法律上应没有权利要求禁止特定考试试题信息的流

传。（2）新东方学校是在无法获得原告授权的情形之下，根据学生的数量和要求对以往考试的部分

试题进行复制，以用于课堂教学。这种使用应属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无需获得原告的

授权。（3）虽然原告在中国注册了相关的商标，但是，新东方学校的这种使用，是在 GRE，TOEFL

已经成为某一考试专有名称的情况下，为说明和叙述有关资料而作的使用，与作为商标的使用在目

的和实际效果上完全不同。根据中国商标法的有关规定，不应被视为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新东方构成对 ETS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二审法院认为，一审判决在新

东方学校侵犯 ETS著作权问题上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关于侵犯商标专用权及赔偿数额

的认定和处理有所不当，应予酌情纠正。 

在加入了 WTO后，根据中国缔结和参加的著作权国际公约，中国将直接承担对著作权国际保护

的法律义务，新东方案的审理体现了中国为履行入世承诺而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决心。本案中，

原告开发的 TOEFL、GMAT试题都在美国版权局进行了著作权登记，因而是在美国享有著作权的作品。

由于中国与美国都是《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成员国，应当彼此提供著作权的国际保护，

本案的审理集中体现了著作权国际保护的国民待遇原则、自动保护原则与独立性保护原则。 

学习目标： 

了解和掌握《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相关规定和其在我国的适用方式。 

作业： 

著作权国际保护的国民待遇原则、自动保护原则与独立性保护原则。 

知识单元 4：国际惯例在中国的适用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陕西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诉荷兰银行信用证纠纷案 

1994年9月12日，陕西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与香港比德斯企业有限公司就买卖奶花芸

豆签订成交确认书，该确认书付款条件为比德斯公司向粮油公司开出保兑的、不可撤销的、

可转让的、可分割的即期信用证。1994年9月24日，荷兰银行开出的以粮油公司为受益人

的信用证LC94004187，并由中国银行陕西分行于1994年9月28日通知了粮油公司。 

1994年年9月29日，粮油公司于信用证规定的装船期限前将货物装船，并于同年10月

10日在信用证规定的有效期内将表面符合信用证要求的全套单据提交陕中行。同年10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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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荷兰银行向陕中行发出不符点查询，但陕中行未将此查询及时通知粮油公司，亦未及

时答复荷兰银行。至同年11月30日陕中行才通知粮油公司并答复荷兰银行。粮油公司认为

荷兰银行提出的3个不符点不能成立，根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国际商会第500号出

版物，以下简称UCP)的规定，荷兰银行拒付款构成对UCP的违反，荷兰银行应承担违约责

任。另外，荷兰银行不但拒绝向粮油公司付款，而且擅自放单。 

粮油公司将荷兰银行告到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荷兰银行立即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

466251．80美元并支付利息损失；赔偿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50万元；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荷兰商业银行支付粮油公司欠款美元466251．80

美元及其利息损失。荷兰银行不服原审法院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

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惯例的内涵与外延； 

2.掌握国际惯例具有法律效力应满足的条件。 

作业：  

国际惯例具有法律效力的依据。 

知识单元 5：涉外失踪宣告与死亡宣告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中国公民王娜申请宣告杨国昌死亡案 

1994年的 2月丈夫杨国昌去日本工作，当时王艳只有 23岁，与杨国昌新婚仅仅三个月。然而

1996 年杨国昌工作期满后本该回国，但他却选择了继续留在日本打工，由于丈夫属于非法，王艳

的出国申请被拒签。两个人最终吵翻，没有了联系。2001年 11月，王艳向法院提出了申请，要求

与杨国昌离婚。法院却告诉她不能离婚。于是王艳就向法院提出了宣告杨国昌死亡的申请。但在判

决杨国昌死亡 10天后，杨国昌回到了北京，并且称 2000年 8月 29号从银行给王艳汇了最后一笔

款，王艳宣告自己死亡不仅为了结束婚姻，还为了独占财产（56万）。2003年 6月 27号，杨国昌

向法院提出了撤销死亡判决的申请。一周后，法院撤销了对杨国昌的死亡判决。但在 2003年 3月

10 号，也就是杨国昌回国 3 个月后，王艳又与别人登记结婚。法院认为，王艳在明知杨国昌活着

的情况下，宣告对方死亡属于恶意行为，并且在知道杨国昌已经回国的情况下，与他人结婚，已经

构成了重婚罪。所取得的杨国昌的财产应当返还原物及孳息并赔偿损失。 

我国《民通意见》第 28条对宣告失踪案件的管辖权做出了规定： 宣告失踪的案件，由被宣告

失踪人住所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住所地与居住地不一致的，由最后居住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13条规定以自然人经常居所地法律作为涉外宣告案件的准据法。 

学习目标： 

了解和掌握关于涉外死亡宣告案件管辖权和法律适用的规定和司法实践。 

作业： 

涉外死亡宣告的法律适用。 

知识单元 6：涉外案件的法律定性问题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中国公民宋菊茹诉日本国民渡边睦义重婚案 

中国籍公民宋菊茹是年 73岁，已丧偶 10余年。宋的两个女儿先后东渡日本。在日本的两个女

儿于恩嘉、于恩英放心不下在中国的老母，再三劝说母亲在日本找个老伴到日本生活，并在日本为

母亲物色对象。1994年初，经日本东京长城集团公司介绍，是年 65岁的日本人渡边睦义表示愿意

考虑这门婚事。1994年 4月 3日，渡边睦义飞抵天津市与宋菊茹相亲。见面后，两人均感满意。4

月 6日，两人到天津市民政局办理了婚姻登记手续，到天津市公证处进行了婚姻公证。婚后，渡边

睦义回到日本。此后，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宋菊茹多次联系未果。8 月 26 日，宋菊茹办理好

手续到日本寻夫。按照渡边睦义留下的地址，宋菊茹找到了渡边睦义在日本静冈县清水市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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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被告知渡边睦义正在国外工作。无奈，宋菊茹只好住在女儿家中。当宋菊茹为了签证到区役所开

具在籍证明时，得知渡边睦义已盗用她的名义单方解除了婚姻关系。经人指点，宋菊茹向静冈县家

庭裁判所提起离婚协议无效诉讼。长城集团公司得知这一消息，立即派工作人员前野前来游说，许

诺待渡边睦义返日后帮助解决。宋菊茹信以为真撤回起诉。但是，名古屋出入国管理局清水市办事

处认定宋菊茹已离婚拒绝为其延长签证。 

1996年 1月 18日，静冈县清水警察署以涉嫌“公证证书原本不实记载和使用及违反出入国管

理及难民认定法”罪将宋菊茹逮捕。1 月 31 日以于恩英曾代表母亲与前野一同到区役所在“隐瞒

事实”的情况下在渡边睦义户籍原本上进行不实记载为由，将已有 5个月身孕的于恩英逮捕。渡边

睦义、长城集团公司负责人玛利亚、工作人员前野被控共谋假结婚亦被逮捕。静冈县地方检察院对

上述人员提起公诉。静冈县地方法院从 1996年 3月至 1997年 3月进行了 17次审理，上述人员分

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渡边睦义以非法手段抛弃宋菊茹后，与我国赴日人员蔡某结秦晋之好，不到

几个月，又与蔡某离婚。随后又转道上海，手持日本国籍证书及与前妻渡边弘子的离婚证书和上海

一位 20 多岁的邹姓女子在沪登记结婚。婚后几个月，又与邹某解除婚姻关系，与印度尼西亚籍一

女子结婚。宋菊茹在法律界人士的帮助下，决定以被害人的身份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她由于在日

本难以脱身，全权委托案外的大女儿于恩嘉在上海以重婚罪指控渡边睦义。上海的两位律师接受代

理后，将宋菊茹的自诉状递交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998 年 10 月 16 日，法院立案受理。10

月 18日，被告人渡边睦义从上海欲离境回国时，因涉案被我边防部门依法拦阻，扣留了护照。 

法院审理本案后认为，渡边睦义与宋菊茹自愿结婚，中国婚姻登记机关予以登记并发给结婚证，

双方夫妻关系确定。渡边睦义冒签宋菊茹的名字欺骗日本有关部门，单方解除与宋菊茹的婚姻关系

后，在上海又与他人登记结婚，其行为已构成重婚罪。渡边睦义在日本所受到的刑事处罚不能成为

在我国免除刑事处罚的理由。1999年 2月 9日，法院判处渡边睦义犯重婚罪，判处拘役 3个月，

并将在服刑期满后被驱逐出境。 

学习目标： 

1. 了解涉外案件法律定性的重要性，以及法官或当事人一般依照何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

进行定性； 

2．掌握关于定性的主要理论与司法实践。 

作业： 

对于同一法律事实，依据不同国家的法律进行定性，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该如何定性？ 

（二）涉外侵权法律适用相关案例   6课时 

知识单元 1：诉讼地的选择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中国公民关东升诉美国道琼斯公司案 

原告关东升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交流研究所所长、教授。告为道琼斯公司总裁康彼得先生

题写具有独特风格的“道”字,并题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康彼得先生正”作为落款。2002年 2

月,原告得知道琼斯公司未经其许可将该款“道”字用于其公司的商业标识,其运用范围包括网络、

报纸广告、图书、户外广告、公司简介、各种宣传材料等。侵犯了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署名权、修

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信息网络传输权等著作权权益。因此,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停止

侵权,判令道琼斯公司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判令道琼斯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人民币

500万元。   

被告道琼斯公司辩称:其使用是经过原告许可的,并不构成对原告著作权的侵犯。双方虽然没有

签订书面协议,但双方达成一致,道琼斯公司可以将其用于企业商标、LOGO等商业标识,并且原告谢

绝了被告给付相应报酬的提议。因此道琼斯公司认为其使用“道"字是有合法依据的,并表示希望与

原告协商以达成谅解,恢复友好关系。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认为:道琼斯公司未经原告许可,将原告的“道"字书法作品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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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商业标识,在其广告、商业招牌、互联网网页上使用,其行为侵犯了原告对其作品享有的复制权、

发行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权利,道琼斯公司应就上述侵权行为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原

告因此所遭受的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 

学习目标： 

1.了解诉讼地的选择对案件的影响； 

2.掌握涉外侵犯著作权权益案件的法律适用。 

作业： 

1.查找 1986 年《民法通则》和 1988 年最高人民法院《民通意见》中我国关于侵权行为的法

律适用原则的规定。 

2、思考诉讼地的选择对案件结果的影响。  

知识单元 2：双管规则存废之争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意大利公民 7.23温甬动车追尾事故索赔案 

在“7.23交通事故”遇难的乘客中，有一名意大利人、两名美籍华人；在受伤的乘客中，

至少包括一名意大利籍华人和一名美籍华人。在仍然未与铁道部就赔偿达成协议的罹难乘客家

属中，外籍乘客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不同意铁道部提出的每人 91.5 万元的赔偿数额，要

求获得更高的赔偿。对于外籍伤亡乘客的赔偿问题，2011年 8月 5日铁道部正式表明其立场：

“对此次事故中遇难的外籍旅客，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与中国籍遇难旅客实行同一赔偿救助标准”。铁道部的

这一立场表明其已经意识到外籍伤亡乘客的赔偿首先须依据《法律适用法》的规定来确定适用

的法律；在此基础上，铁道部认为，依据该法规定，应适用侵权行为地发生法，即中国法，而

不同意外籍伤亡乘客或其家属提出的适用有关外国法的主张。据此，铁道部做出外籍乘客与中

国乘客遵循同一赔偿标准的结论。 

学习目标： 

1. 了解双管规则； 

2. 掌握我国关于外籍当事人在动车事故中遇难赔偿问题的规定。 

作业： 

1. 分析讨论双管规则的利弊及是否需要存在； 

2. 掌握涉外侵权之债的法律适用。 

知识单元 3：涉外性骚扰侵权的法律适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广州森六塑件公司日籍主管横山宏明性骚扰中国女员工案 

2008 年 8 月，横山宏明从日本总公司调任广州，成为王女士的上司。一个多月后，横山宏明

开始对王女士进行经常性的性骚扰。2008年 12月，横山宏明更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猥亵王女士。

2009年 1月，王女士正式向森六公司的三栗总经理反映此事，但三粟一直未予回应。2009年 1月，

王女士被广州森六塑件有限公司开除。三个月后，王女士将横山宏明与森六塑件公司一并告上法庭，

要求赔偿 40万元并赔礼道歉。 

2009 年底，在广州森六塑件公司原员工王女士状告该公司以及该公司日籍主管横山宏明性骚

扰一案中，广州市萝岗区法院判决横山宏明向王女士道歉，赔偿其精神抚慰金 3000元。 

2.日本德岛县德岛市“上野绿丰园”老板偷窥 9名中国辽宁籍姑娘洗浴案 

2004年5月9日中午，在日本德岛县德岛市“上野绿丰园”打工的9名中国辽宁籍姑娘结束

了上午的劳动回到公司休息室休息。姑娘们发现天花板上有一个摄像头,想到一直都在摄像头

下更衣洗浴，被人偷窥，感到屈辱和痛苦，于是报警。 

日本警方接到报警后来到休息室，勘查现场后认为安装不会对中国姑娘造成多大影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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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对公司老板的行为不做处理。一位被偷窥的中国姑娘利用外出购物的机会将偷窥事件向日

本媒体进行了反映，媒体曝光此事。 

中国政府和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驻大阪总领事馆获悉偷窥事件后十分关注。6月1日下午，

中国驻大阪总领馆刘正、张翔如、红烨3位领事赶赴德岛县，找到偷窥中国姑娘的日本老板，

与他进行严正交涉。6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刘建超以中国国家的名义对

外宣布：中国外交部和驻大阪总领事馆将密切关注在日中国妇女人身权益在日本遭侵犯事件

的发展。6月4日，辽宁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辽宁省劳动外派公司、沈阳市对外贸易经济

合作局组成的调查团抵达日本德岛县，帮助9位中国姑娘维护权益。姑娘们提出精神损失赔偿

要求。“上野绿丰园”老板进行了赔偿。 

学习目标： 

1. 了解涉外性搔扰侵权案件的法律适用； 

2．掌握涉外侵害人格权的法律适用。 

作业： 

1.查找中国关于涉外性骚扰侵权案件的已有案例及判决； 

2.探讨如何更好地运用涉外侵害人格权相关法律保护我国被性侵当事人的利益。 

知识单元 4：涉外互联网侵权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北京世纪悦博科技有限公司侵害香港正东唱片公司、新力唱片(香港)有限公司案 

新力唱片（香港）有限公司将北京世纪悦博公司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告上法院。新力唱片公司

称被告向公众提供了卢巧音演唱的《站站舞》《吉祥物》《拉丁夜晚》《不插电》等 11首歌曲的

下载服务，侵犯了原告的录音制品制作者权。北京一中院经审理作出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赔偿原告

6万元的一审判决。北京世纪悦博科技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世纪悦博公司应对所链接的录音制品的合法性尽到注意义务，但世

纪悦博公司放任自己的行为，向公众提供其他网站上载的侵权复制品，主观过错明显，构成对新力

唱片公司对其录音制品享有的录音制作者权的侵犯。一审判决认定世纪悦博公司未经许可，为商业

目的，对新力唱片公司享有录音制作者权的音乐制品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主观上具有过

错，客观上给新力唱片公司造成了损害后果，构成了对新力唱片公司权利的侵犯，应当承担停止侵

权、赔偿损失等相应的民事责任是正确的。因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薛燕戈诉张男涉外互联网侵犯姓名权案 

原告薛燕戈与被告张男均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93级研究生。1996年 4月 9日，原告收到美国

密执安大学教育学院通过互联网发给她的电子邮件。内容是该学院将提供给她 1.8万美元金额奖学

金的就学机会，这是唯一一所答应给她奖学金的美国名牌大学。此后，原告久等正式通知，但杳无

音讯，蹊跷之中托在美国的朋友去密执安大学查询。4 月 27 日朋友告知密执安大学收到一封北京

时间 4月 12日 10：16分发出的署名薛燕戈的电子邮件，表示拒绝该校的邀请。内容为：“非常感

谢你通知我奖学金事宜。但抱歉我不能去贵校，因为我已经接受别的大学的邀请。谢谢。”因此，

密执安大学已将原准备给薛的奖学金转给其他人。 

面对这一事实，薛燕戈及其男友调查发现，拒绝信使用的是张男导师王某的 email地址，初步

分析是其辽宁同乡张男所为。后通过向北大计算机中心和美国密执安大学调查取证后认定：此信系

张男所发。薛燕戈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状告张男利用 e-mail 侵犯其姓名权，诉讼请求

为：要求被告承认并公开赔礼道歉，由被告承担原告的调查取证以及和美国学校交涉的费用、医疗

费和营养费用、精神损失补偿等人民币 1.5万元。 

1996 年 7 月 9 日，海淀区法院正式开庭审理此案。被告否认拒绝信为其所为，态度坚决，原

告也据理力争。 

1996年 8月 13日，海淀法院再次开庭。尽管到底是谁借原告之名向密执安大学发出拒绝接受

入学邀请的电子邮件，使原告丧失了一次出国留学深造的机会，并没有在庭审中得出确切的结论。

但是在休庭之后，被告终于向原告承认，该电子邮件是她所为，并愿意就此向原告道歉并赔偿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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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精神及财产损失。经过法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被告以书

面方式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精神损失共计人民币 12000元。 

学习目标： 

1.了解涉外互联网侵权法律适用问题； 

2.掌握我国《民法通则》《著作权法》的中可以适用于涉外互联网侵权问题的相关规定。 

作业： 

1.思考我国《民法通则》《著作权法》可否适用于网络知识产权纠纷案件； 

2.阅读我国关于涉外互联网侵权的相关案例及可以适用的法律。 

（三） 涉外婚姻家庭相关案例    6学时 

知识单元 1：外国人在中国登记结婚的法律适用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英国臣民罗伯德与英国臣民梅兰妮中国广州登记结婚案 

1994年 8月 14日，英国臣民罗伯德和英国臣民梅兰妮在英国邂逅，虽是一次偶遇，却不约而

同地掉进了爱河。几年前，罗伯德和梅兰妮相约到中国旅行。此次中国行，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感情，

更为重要的是身为欧洲一家大型照明器材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罗伯德为中国巨大的发展潜力深深

吸引，找到了自己的发展空间。罗伯德一回到英国便向公司建议派人开拓中国市场，公司接纳了罗

伯德的建议，派罗伯德到中国抢占滩头。 

2003年 10月，罗伯德如愿以偿来到广州，离开了与他相爱 9年的梅兰妮。6个星期后，梅兰

妮向她供职的公司递交了辞职书，飞到广州。两人一起在广州布置了一个新家。广州的新生活开始

后，罗伯德和梅兰妮突然想到要在中国结婚。 

外国人在中国登记结婚最难拿到的是当事人所属国颁发的“结婚登记效力证明”，这张“结婚

登记效力证明”使很多想在中国登记结婚的外国情侣望而生畏，知难而退。罗伯德和梅兰妮开始向

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申领“结婚登记效力证明”。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官员遍查英国法律后确定可以

出具结婚登记效力证明，于是为罗伯德和梅兰妮开具了这张他们梦寐以求的“证明”。“证明”中的

意思简单而又明确——只要两人结婚的程序符合中国法律的规定，那么他们的婚姻便也为英国的法

律所承认。 

罗伯德和梅兰妮在 2004年 8月 14日到了广州市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记处。广州市民政局涉外婚

姻登记处负责婚姻登记的工作人员审查了罗伯德和梅兰妮的身份证明、婚姻状况证明等婚姻登记材

料，认为两人结婚符合中国法律规定的结婚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准予登记。 

学习目标： 

了解和掌握我国立法对双方当事人为外国人在中国登记结婚的规定以及实践中的做法。 

作业： 

双方当事人为外国人在中国登记结婚的法律适用。 

知识单元 2：婚约的效力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台湾居民高志雄、高月子诉大陆居民翁美桃、翁明月解除婚约案 

1994年 12月初，台湾居民高志雄、高月子从台湾省来到福建省漳浦县探亲。探亲期间，经他

人介绍，高志雄与翁美桃于 1994年 12月 20日订婚，由高月子(高月子受高志雄父母委托全权办理

高志雄订婚事宜)代表高志雄、翁明月代表翁美桃签订了《婚约合约书》。高志雄付给翁美桃新台币

62000元(折合人民币 2万元)，金项链一条、金手镯一对、金耳环一对、金戒指两枚，金首饰共重

七两一钱二分。订婚后，高志雄、高月子返回台湾。 

1995年 7月，高志雄再次来到福建省漳浦县,意与翁美桃结婚，并向翁美桃提出了办理结婚登

记的要求。高志雄、翁美桃到内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婚姻登记时，因翁美桃未达法定结婚年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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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登记机关未予办理结婚登记，双方发生纠纷。 

1995年 8月 16日，高志雄、高月子向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解除高志雄

与翁美桃的婚约关系，判令翁美桃返还收受的 2万元人民币和金首饰等物，并赔偿原告一方从台湾

至厦门的往返路费机票损失 16218元人民币。 

漳浦县人民法院认为：高志雄与翁美桃订立的婚约不受法律保护。原告赠与被告财物，是一种

附条件的民事行为。现所附条件(结婚)未成就，赠与行为尚未生效，原告要求被告返还财物有理，

应酌情返还。但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来大陆办理结婚登记往返的机票损失，于法不合，不予支持，应

予驳回。被告的辩解缺乏事实根据，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62条、第 92

条之规定，漳浦县人民法院于 1995年 8月 11日判决：（1）被告返还原告新台币 13000元(折合人

民币 4193元)及金项链一条、金手镯一对、金耳环一对、金戒指二枚(共重七两一钱二分)；（2）驳

回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机票损失的诉讼请求。 

学习目标： 

了解和掌握涉外（区域）婚约的效力如何。 

作业： 

1. 本案法律适用如何确定？ 

2. 以不当得利为由判决是否妥当？ 

知识单元 3：领事婚姻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中国公民焦志敏与韩国公民安宰亨瑞士结婚案 

1988 年，中国女乒乓球运动员焦志敏退出乒坛，自费去瑞典留学。她到瑞典的第三天，韩国

乒乓球运动员安宰亨就带着韩国姑娘出嫁时穿的礼服追到她身边，请求她跟他一起回韩国结婚，焦

志敏同意了求婚。焦志敏穿上韩国新娘的盛装，与安宰亨携手同往韩国驻瑞典大使馆。韩国大使为

两人举行了注册仪式，还请新郎新娘吃了饭。两位新人登上回韩国的飞机，立即受到机上全体人员

几近疯狂的欢迎。韩国航空公司早为他们准备好了婚礼上用的最好的酒水、最美的蛋糕。这空中婚

礼又一直延续到韩国本土。在韩国国家奥林匹克公园，不计其数的客人参加了这对异国夫妻的开放

式婚礼。焦志敏至今仍感叹当年婚礼场面的热烈和辉煌。 

学习目标： 

1. 了解领事婚姻的效力； 

2．掌握涉外婚姻结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 

作业： 

涉外婚姻结婚形式要件的法律适用？ 

知识单元 4：涉外代孕的法律适用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台湾居民王旋展与大陆居民李玉借腹生子案 

1994 年，台湾居民王旋展在台湾与台湾居民刘风风结婚，婚后多年不育。1998 年王旋展来到

我国福建省某地，经人介绍，与福建省某地女子李玉达成借腹生子协议，由李玉为王旋展生一子女，

男女均可，所生子女为王旋展所有，李玉哺乳 6个月后交王旋展，王旋展付李玉人民币 5万元。 

协议达成后，王旋展、李玉二人同居致使李玉怀孕，分娩生一男孩。哺乳期 6个月后，李玉将

孩子交给王旋展，王旋展付李玉 5万元人民币。王旋展带孩子回台湾时出现法律问题。王旋展以生

父的名义带孩子离境，王旋展与李玉不存在婚姻关系，并且我国法律不允许借腹生子；王旋展以收

养的名义带孩子出境，王旋展与孩子有血缘关系，我国公证机关拒绝为王旋展收养子女出证。在王

旋展借腹生子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借腹生子问题，采取何种措施对非生子女进行保护问题

提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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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涉外借腹生子案件的相关立法规定、司法实践和理论观点； 

2．掌握此类新型疑难案件的分析思路。 

作业：  

涉外借腹生子案件的法律适用 

知识单元 5：涉外监护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贺梅案 

1995 年，贺梅的生父贺绍强以学生签证来到美国求学。1997 年，他进入位于田纳西州孟菲斯

的孟菲斯大学，并获得奖学金和助教津贴。贺梅的生母罗秦以陪读身份赴美，并在到达美国后很快

怀了贺梅。在罗秦怀孕期间，贺绍强被来自中国的女同学齐晓军指控性侵害，致使贺绍强丢了助教

工作。后来，贺绍强和罗秦夫妇在一家超级市场遇到齐晓军及其丈夫，发生争斗，其间罗秦摔倒下

体出血，但为了孩子的安全拒绝流产，冒险继续保胎，在两个月后剖宫产生下贺梅。由于他们当时

没有稳定的收入，还有一万二千美元的医疗帐单，他们求助于中南基督教服务机构，该机构同意把

贺梅在贝克夫妇家寄养三个月。在此期间贺绍强因为从前的性侵害案件被捕，并因此失去了他新找

的工作，罗秦做饭馆服务生的收入太低。因为经济拮据，贺氏夫妇无法抚养贺梅，于是他们决定让

贺梅继续被贝克夫妇抚养。贝克夫妇想收养贺梅，但遭到贺氏夫妇的拒绝。他们之间达成协议，贺

氏夫妇在保留父母权利的同时，把贺梅的监护权交给贝克夫妇。 

1999 年 6 月 4 日，贺氏夫妇和贝克夫妇到谢尔比县少年法庭办理监护权移交给贝克夫妇的手

续。法庭在双方均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转移监护权的法律文件中加入了一份监护条例。包括翻译在内

的三个证人事后作证，罗秦非常关注贝克夫妇对贺梅的监护权是暂时的。有人告诉罗秦签字才可以

使贺梅得到必要的医疗保险，罗秦是在相信监护权的转移是暂时的情况下签署了文件。自此贺氏夫

妇经常看望贺梅，通常每周一小时。1999年 10月，当贺氏夫妇要把贺梅带出贝克家遭到拒绝之后，

双方开始产生摩擦。 

1999年 11月，贺绍强告诉杰瑞·贝克他们想收回贺梅的监护权。杰瑞不愿意放弃贺梅的监护。

2000年 5月，贺氏夫妇向少年法庭提出收回监护权的诉讼，被拒绝。2001年 4月贺氏夫妇向少年

法庭申请收回监护权。贝克夫妇在他们的律师的建议下，于 2001年 6月 20日申请取消贺氏夫妇的

父母权。这使得贺氏夫妇在少年法庭的诉讼被暂停，案子被移送到大法官法庭。2001 年 6 月，贝

克夫妇向大法官法庭申请收养贺梅，原因是贺氏夫妇的遗弃和无经济能力。2004年 5月，经过 10

天的审判，法官罗伯特·切尔德斯判决中止贺氏夫妇的父母权利。虽然贺氏夫妇一直努力从少年法

庭那里拿回监护权，法官罗伯特·切尔德斯判决的理由居然是贺氏夫妇故意遗弃。贺氏夫妇不服上

诉，在 11 月 23 日，田纳西州上诉法庭维持原判。贺氏夫妇之后向田纳西州最高法院上诉。2006

年，贺氏夫妇在最高法院表示剥夺他们父母权利的判决是错误的。他们说没有支持他们有意遗弃贺

梅的事实。2007 年 1 月，在大法官威廉·巴克的批准下，田纳西州最高法院一致通过撤销上诉法

庭的判决，要求贺梅回到生父母的身边。2007 年 2 月 2 日，贝克夫妇要求田纳西州最高法院再次

对此案件展开听证，维持其监护权，被法院迅速驳回。2007年 7月 24日，贺梅终于回到阔别七年

的贺氏夫妇的身边。 

学习目标： 

了解和掌握涉外监护的管辖权问题和法律适用问题。 

作业：  

监护问题应如何适用法律？ 

知识单元 6：涉外离婚不动产分割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914 

在美离婚美籍华裔夫妇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刘女士和杨先生原是一对夫妻，且都是美籍华人，在中国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双方 2010 年

在美国离婚。2012 年 1 月，刘女士向上海某法院起诉，要求依法分割被告在上海银行个人名下存

款十万美金及存续期间购买的长宁区黄金地道上的一套房屋及地下车位。但杨先生认为，他与刘女

士均为美籍人士，且在美国离婚，财产分割应当按照美国法律进行处理。根据美国法律规定，从提

出离婚的那天起，所得的财产属于个人财产，房屋及地下车位是在他提起离婚诉讼后才购买的，也

应当属于他的个人财产。 

根据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26 条的规定，本案房屋及地下车位不动产物权，适用

不动产所在地中国法律。依此冲突规范指引的准据法（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

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尽管涉诉地下车库的购买时间在杨先生提出离婚诉讼之后，但这

时双方婚姻关系尚未解除，地下车位依法应当属于杨先生和刘女士的夫妻共同财产，原告刘女士有

权要求分割。 

对于被告在上海银行个人名下存款十万美金，本案原、被告没有协议选择适用一方当事人经常

居所地法律、国籍国法律或者主要财产所在地法律，在中国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根据《涉外民事

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24 条规定，应适用原、被告共同国籍国法律，即美国婚姻家庭准据法，原、

被告所在州夫妻财产制度为个人财产制，因此，原告无权要求分割被告上海银行个人名下十万美金

存款。 

法院最后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24 条、26 条冲突规范规定，分别适用我国婚姻法

和美国法律，确认涉案房屋车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及被告名下存款为个人财产，依法判决分割房屋

车位，并驳回原告要求分割被告名下存款诉讼请求。 

学习目标： 

了解和掌握我国《法律适用法》关于不动产物权和婚姻财产管辖权和法律适用的规定； 

作业：  

1. 不动产物权专属管辖权； 

2. 不动产物权法律适用规则和夫妻财产法律适用规则的竞合。 

（四）国际民事诉讼相关案例    6学时 

知识单元 1：涉外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的法律分析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中国公民陆红诉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损害赔偿案 

1998年 5月 12日，陆红乘坐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UA801班机由美国夏威夷经日本飞往香港，拟

从香港回国。飞机在日本东京成田机场起飞，起飞时飞机左翼引擎发生故障，引起飞机起火。陆红

在紧急撤离时受伤，被送往东京当地的成田红十字医院救护，经该院拍片诊断为右踝骨折。1998

年 5月 14日，陆红转到香港伊丽莎白医院检查，检查结论为右踝侧面局部发炎，不能立即进行手

术，陆红征得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同意后，回内地治疗。 

1998年 5月 16日陆红回内地入住安徽省立医院治疗。1998年 7月 30日，陆红出院。1998年

11月 25日，陆红因右髋关节活动受限，右踝关节仍轻度红肿再次至安徽省立医院住院治疗，12月

10日，该院为陆红进行右踝内固定螺钉取出术。1998年 12月 22日，陆红出院，休息至 1999年 3

月底。期间陆红工资收入由原每月人民币 1．24万元减至人民币 1255元，实际每月减少人民币 11145

元。陆红受伤住院期间，聘用两名护工护理，出院后至上班期间，聘用一名护工护理。 

陆红受伤后，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承担了陆红两次手术的医疗费用计人民币 86748.10 元。2000

年 4月 27日，陆红在上海静安区人民法院对美联航空公司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按照“吉

隆坡协议”规定的 100000个特别提款权(即 132 099美元)承担赔偿责任，判令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承担护理费人民币 1．43 万元(含护理人员的交通费用人民币 7800 元)、陆红误工损失人民币 105 

877．50 元、陆红不能胜任岗位工作造成的工资损失人民币 153750 元、陆红不能担任总经理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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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失人民币 713700元、精神安抚费人民币 5万元、目前至 70岁的护理治疗费人民币 13．8万元、

律师费人民币 66 299元、律师差旅费人民币 3万元，并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法院审理认为，原告购票并乘坐被告的航空班机，即与被告建立了国际航空旅客运输

合同关系，被告理应安全地将旅客送达至目的地，本案被告的班机在经停地发生故障，致

原告在紧急撤离过程中右踝部位受伤，给原告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也使原告的工作受

到一定的影响，事故的责任在于被告，被告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142 条、《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

约》第 1 条第 1 款、第 17 条、《修订 1929 年 10 月 12 日在华沙签订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

某些规则的公约的议定书》第 3 条、第 11 条规定判决：被告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应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陆红护理费人民币 7000 元、误工费人民币 105 877．50 元、

伤残补偿费人民币 18．6 万元、精神抚慰金人民币 5 万元。 

学习目标： 

1．了解此类案件管辖权的确定和调整航空运输关系的国际条约如何在涉外航空侵权案件中适

用； 

2．掌握涉外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法律适用。 

作业：  

1． 调整航空运输关系的国际条约能否在涉外航空侵权案件中适用； 

2. 涉外合同与涉外侵权竞合条件下的法律适用。 

知识单元 2：管辖权的确定，如何到我国法院起诉  

参考学时： 1学时 

学习内容： 

中国公民桑兰美国诉讼案 

曾经的中国体操队运动员桑兰，1998 年在美国友好运动会上受伤，造成高位截瘫，13 年来一

直在治疗休养。2011 年，桑兰向当年友好运动会主办方美国时代华纳公司、美国体操协会以及美

籍华人刘国生、谢晓虹夫妇等多名被告提出总计 18项指控，索赔 18亿美元，被人们称为“天价官

司”。之后又向美国警方报案，称当年的“恩人”刘、谢之子薛伟森涉嫌性骚扰。6月 2日，桑兰

律师海明曾召开记者会向媒体提供了一份由目击证人路平亲笔签名的“证词”。该“证词”称路平

曾经“目睹薛伟森性侵桑兰的现场行为”。桑兰案部分被告的辩护律师莫虎 24 日向纽约南区联邦

法庭递交了新的司法备忘录，提出新的理由要求法院撤案，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桑兰和薛伟森都不

是美国人，美国联邦法院根本没有司法管辖权。薛伟森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出生于香港，自 2002

年 2月起就在香港居住、工作，目前是香港居民。他从 1989年 7月至 2002年 2月在美国居住，1995

年 4月 6日在美国加入了美国籍，2002年 2月移居香港，并根据出生地法律加入了中国香港籍。

2008年 7月，他在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履行手续，正式放弃了美国国籍。现在他不是美国永久居民，

在纽约没有属于自己的不动产，也没有任何回到美国居住的打算。   

海明律师认为一方面有可能成功地摆脱美国民事法庭对薛伟森的管辖，但另一方面也会伤害到

薛伟森。就是桑兰可以在中国起诉薛伟森。薛伟森作为中国公民将不得不接受中国法院的管辖权。

再有一点就是，薛伟森承认从 2002 年的 2 月份起，就离开了美国的国境，一直在香港，所以，5

年的刑事追诉期至今没过。5年追诉期是指当事人在美国国内 5年，如果出国了，追诉期就中断，

顺延直到他回美。那么陆平医生证词里所叙述的事情就还在刑事法追溯期之内。因为虽然美国民事

法庭也许无法对不在美国的外国居民行使管辖权，但是刑事部门却不需要考虑到国籍问题。只要触

法行为发生在美国本地，美国刑事部门就有权做出刑事方面的制裁。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和美国在民事和刑事案件管辖权的规定； 

2．掌握涉外民事诉讼的程序。 

作业： 



1916 

桑兰应如何利用管辖权维护其实体权利？ 

知识单元 3：代表机构留置送达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蔡壮钦诉奔驰案 

1999年 1月 31日下午，深圳市民蔡壮钦之子蔡衍鹏驾驶奔驰 S－320车，在广深高速公路上

发生强烈撞击事故，安全气囊没有起爆弹出，蔡衍鹏经抢救无效死亡。1999年 2月 15日，蔡壮钦

将一份出事经过及要求索赔书交给奔驰公司深圳代理商。在查看了出事现场和分析事故车后，4月

27日，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有限公司出具一份“检查结果”，认为“该辆奔驰车的设计和制造均无

任何缺陷”，驾驶员死亡“奔驰”无责任。对此解释，蔡壮钦表示不能接受，他认为其子在车祸中

身亡与其驾驶的奔驰车存在质量问题有关。 

2000年 1月 17日，蔡壮钦将北京的戴姆勒—克莱斯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起诉到广东省东莞市

中级人民法院。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先采用邮寄送达，该公司不接受，后委托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

留置送达。法院在第一次确定开庭时间后，在开庭前一天收到该公司的来函称：戴姆勒—克莱斯勒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是独立的中国法人，无权接受对被告梅赛德斯—奔驰公司的诉讼文书，原告以德

国梅赛德斯—奔驰公司为被告是不正确的。梅赛德斯—奔驰公司已不存在，其合法继承人为“戴姆

勒—克莱斯勒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其地址在德国斯图加特。中国于 1991年加入了《海牙送达公约》，

德国也是该公约成员国，其认为应该通过海牙公约中的外交途径直接送达德国奔驰总部。但法院认

为《民事诉讼法》第 247 条第（5）项的规定向受送达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

送达诉讼文书，也可以向有权接受送达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送达，而不必根据海牙送达公约向

国外送达，因此送达有效。 

学习目标： 

1．了解何为“代表机构”； 

2．掌握《海牙送达公约》第一条在我国的适用。 

作业： 

能否将境外当事人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分公司和全资子公司视为境外当事人在我国设立的代表

机构?。 

知识单元 4：涉外电子送达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Rio Props 诉 Rio Interlink案 

本案原告是拉斯维加斯一家经营酒店和娱乐公司，其自 1989年 2月 1日起开始使用 RIo作为

其服务标记和商标，并在 1996年 8月 31日，注册了 www．playlio．com用于网络宣传和在线服务。

被告是哥斯达黎加一家从事网上博采业务的公司，其业务全部通过网络或免费电话开展。被告申请

了域名 www．betrio．com，同时采用了近似于“RIO”的标记。1999年 11月 24日，原告在美国内

华达联邦地区法院起诉被告商标和域名侵权，要求法院禁止被告继续使用该域名和标记。但是被告

的网站上没有任何住址。经调查，原告发现被告在美国迈阿密州设有一家国际快递公司，原告向该

公司进行替代送达，但该公司以没有得到被告的授权拒绝接受送达。原告还试图向被告的律师进行

送达，但被告律师也以没有授权拒绝代表其当事人接受送达。此时，原告唯一能和被告联系的地址

是被告在其广告和网站上公布的电子邮件地址。因此，原告向地区法院申请通过电子邮件对被告进

行送达，地区法院同意原告请求，并在原告送达后作出被告败诉的缺席判决。随后，被告就电子邮

件送达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向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2002年 3月 20日，联邦第九巡

回上诉法院作出史无前例的判决，判定电子邮件送达符合美国《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和美国宪

法中正当程序条款的规定，电邮送达方式合法合宪。Rio案成为确认电邮送达方式合法与否的分水

岭。之后，该判决被美国其他法院的判决以及立法修改所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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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域外电子送达的定义及发展历程和其在美国合法合理的存在背景； 

2．掌握美国域外送达有哪些方式，电子送达的相关规定与影响。 

作业： 

我国如何借鉴和运用域外电子邮件送达制度。 

知识单元 5：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三联实业诉 Robinson公司案 

三联公司购买美国公司的直升机，首次飞行便坠机，3人遇难，受害人家属向湖北省高院提起

诉讼，该院审理后作出判决，美国公司赔偿中方当事人各项损失 650 万美元。2005 年 5 月，蔡辉

向加利福尼亚地区法院申请执行，罗宾逊公司以在中国的审理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进行抗辩，得到法

院支持，蔡辉上诉后，上诉法院认为罗宾逊公司曾作出不对诉讼时效进行抗辩的承诺，如今其行为

违反了“禁止反言”的原则。2009 年 7 月，加州地区法院支持三联公司的请求，承认湖北省高院

对本案的判决效力。 

2. 德国柏林法院承认中国无锡中院判决案 

2002年 12月 12日,德国某有限责任公司与无锡某有限公司签订了一项工程合同。双方在合同

中约定:“发生争议适用 ICC仲裁规则,仲裁地点在上海”。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德国

某公司于 2003年 4月 23日向 ICC提出仲裁申请，ICC上海仲裁庭于 2003年 11月 10日作出先决

裁决，确认仲裁庭对争议具有管辖权。2004年 3月 30日，ICC上海仲裁庭作出终局仲裁裁决，裁

定被申请人无锡某公司向申请人德国某公司支付约 460万元人民币和 55000欧元。但无锡某公司在

仲裁过程中提出合同中的仲裁协议无效。德国某公司于 2003年 4月 29日向无锡中院提起诉讼,请

求确认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有效。 

无锡中院于 2004年 9月 2日作出判决,驳回了德国某公司的起诉，判定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无效。

德国某公司于 2004年 8月 17日向无锡中院提出的执行 ICC上海仲裁裁决之申请也被驳回。与此同

时,德国某公司在德国柏林高等法院也提出了承认与执行该 ICC 上海仲裁裁决的申请。被申请人无

锡某公司在答辩时出示了无锡中院作出的仲裁条款无效及仲裁庭无管辖权的判决,辩称:“据裁决作

成所在国法律,裁决的有效性未得到承认。”2006 年 5 月 18 日,柏林高等法院作出承认无锡中院判

决的判决:1.驳回申请人提出的承认与执行 ICC上海仲裁裁决的申请,不承认与执行 ICC上海仲裁庭

于 2004年 3月 30日所作成的具有终局效力的上海仲裁裁决；2.受理法院的费用由申请人承担。 

学习目标： 

了解和掌握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程序和条件； 

作业： 

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两种依据（条约和互惠）。 

（五）国际商事仲裁相关案例    10学时 

知识单元 1：仲裁文件的送达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株）TS海码路申请承认并执行大韩商事仲裁院仲裁裁决案 

2001 年 8 月 16 日，海码路与派派思签订“PoPeyes''’开发协议和连锁协议，由海码路赋予

派派思连锁经营的权利，派派思应向海码路支付特许权使用费及开设店铺费用。协议还约定：协议

依大韩民国法律解释；与协议相关的问题发生纠纷时可提交仲裁，仲裁员在韩国大韩商社仲裁委员

会（The Korean Commercial Arbitration Board，又译为大韩商事仲裁院）挑选，议长由大韩商

社仲裁委员会选出。此外，协议中派派思预留的通知地址是：“大庆派派思食品有限公司，中华人

民共和国，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北方建材城 11-3号，总经理王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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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履行过程中，海码路以派派思未按约定支付相关费用为由向大韩商事仲裁院提请仲裁，派

派思在大韩商事仲裁院向其送达仲裁申请书后，两次没有出席且未作任何答辩。大韩商事仲裁院于

2004年 10月 22日作出第 04113-0004号仲裁裁决，大韩商事仲裁院最终裁决：（1）派派思支付海

码路人民币 375342.14元和美金 30000元，同时支付对该金额自 2004年 4月 16日起至 2004年 10

月 22日止年利率为 6％的利息和 2004年 10月 23日起至清偿债务时止年利率 20％的迟延利息；（2）

确认派派思在与海码路缔结的 2001年 8月 16日的开发合同及连锁合同上不享有权利；（3）仲裁费

用由派派思负担。上述仲裁裁决已在大韩民国发生法律效力，且未被提请撤销。 

大韩商事仲裁院分别于 2004年 7月 19日、2004年 10月 27日通过敦豪快递（DHL）向派派思

送达仲裁通知及裁决书，其快递运送单系以英文书写，发件人大韩商事仲裁院，收件人派派思，联

系人王江龙，电话 459-582-5666，地址是中国黑龙江大庆市萨尔图区友谊大街 12号。但该地址不

是派派思的营业地址。王江龙在异议申请书中承认收到了快递邮件，但因邮件中材料无中文译本，

又不懂韩文，不知道是仲裁院的通知，未参加开庭。 

中国与大韩民国均已加入《纽约公约》。中国与大韩民国于 2003年 7月 7日签订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该条约已于 2004年 2月 29日经中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大韩民国仲裁法》认可投递方式送达，并以投递的当日视为被投递

人已接收，仲裁当事人撤销裁决的申请应当在收到生效的裁决书之日起 3个月内提出。 

TS 海码路公司向哈尔滨中级法院申请承认大韩商事仲裁院裁决，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拟以存

在“未协议选定仲裁机构”以及“未按约定地址通知仲裁”的事实为理由拒绝承认与执行，但黑龙

江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院在批复中均认为本案中被申请人派派思并未以“未协议选定仲裁机构”

和大韩商事仲裁院“未按约定地址通知仲裁”为由，请求对仲裁裁决不予承认，法院对此不应依职

权审查。此案双方当事人在开发协议和连锁协议中明确约定“仲裁适用《大韩商事仲裁院仲裁规

则》，而大韩民国仲裁法认可投递送达的效力，不存在拒绝承认与执行理由，应当承认与执行。 

学习目标： 

1. 了解《纽约公约》对域外仲裁文件送达的规定及其在我国的适用； 

2．掌握外国商事仲裁承认与执行的条件和程序。 

作业： 

1. 当事人意思自治和《纽约公约》的适用顺序； 

2. 《纽约公约》第 5条 1款“仲裁机关对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应以适当方式通知当事

人”的含义。 

知识单元 2：仲裁裁决的国籍界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DUFERCOS.A（德高钢铁公司）申请承认与执行 ICC第 14006／MS／JB／JEM号仲裁裁决案 

2003年 1月 23日，被申请人宁波工艺品进出口有限公司与申请人 DUFERCOS. A.（德高钢铁公

司）在中国宁波签订一份买卖 1500 公吨冷轧钢的买卖合同。合同的仲栽条款部分，中文内容表述

为：“一切因执行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执，应提交设在中国的国际商会仲裁委员会，按照《联

合国货物销售公约》进行仲裁”，英文内容表述为：“……应提交给仲裁地位于中国的国际商会仲

裁委员会按照《联合国货物销售公约》进行仲裁”。后双方因故发生纠纷，申请人 DUFERCOS. A.

于 2005年 9月将纠纷提交位于法国巴黎的国际商会仲裁院进行仲裁。国际商会仲裁院于 2007年 9

月 21日在中国作出 14006/MS/JB/JEM号仲裁裁决。裁决判令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1）违约损

失 128448.62美元；（2）2003年 4月 15日至 2003年 7月 7日按每年 8％计算的 557818.37美元的

利息，以及 2003年 7月 7日至被申请人支付之日止按每年 8％计算的 128448.37美元的利息；（3）

仲裁费用 20000美元；（4）法律费用 30000美元。 

2007年 12月 4日，DUFERCOS. A.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承认和执行该

仲裁裁决。法院认为《1958 年纽约公约》第 1 条第 1 款规定的适用范围有两种情形：一是“仲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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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决，因自然人或法人间之争议而产生且在中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以外之国家领土内做成者，其

承认及执行适用本公约”。另一情形是“本公约对于仲裁裁决经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认为非内

国裁决者，亦适用之”。这里所指的是“非内国裁决”是相对“申请承认及执行地所在国”而言的。

本案并非我国国内裁决，应当适用《纽约公约》。在符合公约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当

承认和执行外国仲栽裁决。 

2. 申请人安徽省龙利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 BP Agnati S.R.L 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

力案 

申请人安徽省龙利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利得公司)与被申请人 BP Agnati S．R．L(以

下简称 Agnati公司) 以及江苏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美达公司)于 2010年 10

月 28日签署了一份编号为 BPAC049/10的《销售合同》。该合同第 10．1款约定：“任何因本合同引

起的或与其有关的争议应被提交国际商会仲裁院，并根据国际商会仲裁院规则由按照该等规则所指

定的一位或多位仲裁员予以最终仲裁。管辖地应为中国上海，仲裁应以英语进行。” 

龙利得公司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认定仲裁协议无效：上述仲裁条款的效力应依据中国法

律进行判断。而该仲裁条款因违反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应属无效。理由是：(1)国际商会仲裁院不

是我国仲裁法项下的仲裁机构，约定将争议提交给其仲裁不构成有效仲裁条款；(2)国际商会仲裁

院在我国进行仲裁违背了我国的公共利益，存在侵犯我国司法主权之嫌；(3)即便国际商会仲裁院

在我国境内作出裁决，该裁决也应属于我国仲裁法规定的“内国裁决”，不能依据联合国《承认与

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纽约公约》)受到承认与执行。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同上述理由，拟认定仲裁协议无效，但安徽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

院均反对上述理由，认定仲裁协议有效。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际商会在中国所做仲裁裁决的国籍属性； 

2．掌握《纽约公约》第一款第一条规定的公约适用范围以及“外国”和“非内国”仲裁裁决

的界定。 

作业： 

1. 国际商会能否在我国内地仲裁，其裁决如何认定及执行； 

2. 我国界定仲裁国籍的标准。 

知识单元 3：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分离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泰国泰普克公司与陕西金叶科教集团公司仲裁裁决执行案 

2005年 3月 18日，针对泰国公司与陕西公司之间的商事纠纷，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 SIAC作

出仲裁裁决，裁定陕西公司应支付泰国公司赔偿金及利息，但陕西公司没有主动履行，于是泰国公

司于 2005年 9月 15日向西安中院申请承认该仲裁裁决的效力。西安中院于 2009年 12月 7日作出

裁定承认该裁决的效力，泰国公司又于 2010年 1月 27日向西安中院申请执行该泰国裁决。 

西安中院依据 2007版《民事诉讼法》第 215条，及《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

的规定（试行）》第 18条第 1款第 2项，以泰国公司的申请超过法定的执行申请期 2年为由，不予

受理。不予受理的裁定生效后，泰国公司不服，向西安中院申请“答疑”，经过西安中院审委会讨

论研究，形成两派意见： 

多数派：原裁定错误，应予撤销，执行申请应当受理。理由：07 年民诉法 215 条规定，申请

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民法通则 140条规定诉讼时效因提起诉讼

而中断，所以申请执行的时效因申请承认而中断，应自 2009年 12月 7日承认裁决作出后重新计算。 

少数派：原裁定无误，不应受理执行申请。理由：本案所涉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申请系 2005 年

提起， 程序法应适用 1987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 <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

约> 的通知》 第 5条及 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 219 条， 据此承认申请与执行申请必须同时一并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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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且适用六个月的诉讼时效。 

西安中院报陕西高院请示，陕西高院也形成两派意见：多数派认为 1991 年民诉法没规定执行

时限中断的问题，应理解为不明确，并不当然就是禁止性规定，所以是可以中断，且执行申请与承

认申请可以分别提起。少数派认为本案不存在执行时效中断的问题，承认申请与执行申请应当一并

提起，时效应当同一计算，应适用 1991年民诉法，而非 2007年民诉法。 

陕西高院审委会报最高院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对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申请承认和申

请执行是否应一并提出问题的请示的复函》：法律并未规定两类申请只能一并提出，当事人既可选

择仅申请承认也可以选择申请承认并申请执行。承认申请系 2005年提出，适用 1991年民诉法；执

行申请系 2010年 1月 27日提起，应适用 2007年民诉法，在此基础上，泰国公司提出的执行申请

自 2009 年承认外国裁决的裁定生效时已重新计算，执行申请的提出并未超期，原审裁定因法律适

用错误而应当予以纠正。 

学习目标： 

1. 了解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对承认与执行分离的规定和操作； 

2．申请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的时效问题。 

作业： 

承认与执行分离制度的合理性何在？ 

知识单元 4：拒绝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程序中公共政策的适用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塞尔维亚共和国 Hemofarm&nbsp DD、MAG国际贸易公司及列支敦士登苏拉么媒体有限公司申请

承认及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裁决案 

1995年 12月 22日，Hemofarm DD、MAG国际贸易公司与济南永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济

南--海慕法姆制药有限公司合资合同》，成立济南--海慕法姆制药有限公司。合同第 58条就“争议

的解决”约定：凡因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如果协商不能解决，应提交巴黎国际商会仲裁委员会，根据该会的仲裁程序暂行规则进行仲裁。2000

年 4月，苏拉么媒体有限公司加入合资公司，成为公司股东。 

  2002年至 2004年，永宁公司四次向济南中院起诉合资公司，要求给各类付租金并返还部分租

赁财产。前两次诉讼合资公司提出管辖异议但均遭法院驳回。2004年 9月 3日，Hemofarm DD、MAG

国际贸易公司、苏拉么媒体有限公司作为共同申请人向国际商会仲裁院提起仲裁申请请求：裁决被

申请人违反了对共同申请人友好协商优先，协商不成仲裁的的义务；被申请人返还投资价值，赔偿

申请利润损失；宣布被申请人严重违约，合资企业视为终止等。 

仲裁裁决的第三部分认定：永宁公司就合资公司使用其非出资资产所应付租赁费提起并维持诉

讼的行为并没有违反合资合同中的仲裁协议，但其申请财产保全导致了合资公司的直接损失，该保

全不具有任何法律和商业上的正当性，所以被申请人违反合同，申请人可获得损失赔偿；永宁公司

就土地租赁提起诉讼违反了合资合同第 58 条，因为这种争议明显属于合资合同仲裁条款的范围。

仲裁庭最终裁决：（1）永宁公司应负担自身的法律及其他费用；（2）永宁公司应向三申请人支付损

害赔偿金 6458708.4美元，诉讼费用 9509.55美元，法律及其他费用 1270472.99美元，仲裁费用

295000美元；  

Hemofarm DD、MAG 国际贸易公司、苏拉么媒体向济南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及执行国际商会

仲裁院裁决，济南中院以裁决内容超出仲裁协议范围、裁决事项不可仲裁、承认和执行该裁决违反

我国公共政策为由，拟不予承认及执行。山东高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同意不予承认与执行。 

学习目标： 

1. 了解司法实践中对公共政策的应用； 

2．掌握《纽约公约》和我国法律中对公共政策的规定。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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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财产保全是否合法，法院是否有管辖权，本案是否属于我国法律规定的不能仲裁的事项； 

2. 公共政策制度的内涵与外延。 

知识单元 5：合同转让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影响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武汉中苑公司诉香港龙海公司确认仲裁条款效力案 

1993 年 2 月，香港龙海集团有限公司（龙海公司）与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进出口公司（东

湖公司）签订“金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营合同”。该合同规定，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应提交中

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仲裁。1993年 12月武汉中苑科技公司（中苑公司）与东湖

公司签订协议，东湖公司将其在合资公司中的全部股权转让给中苑公司。中苑公司还与龙海公司签

订一份协议书，规定由中苑公司替代东湖公司作为合资公司的中方，新的合资公司承担原合资公司

的债权债务。协议书还对原合资公司章程和合营合同中的投资额等内容作了修改，但未对原合营合

同中的仲裁条款进行约定。中苑公司与龙海公司以原合营合同、协议书办理了变更审批手续，并在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备案。中苑公司与龙海公司因履行上述合同和协议书发生争议。龙海公司申

请仲裁，而中苑公司向武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原合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无效。 

武汉中院裁定中苑公司与龙海公司签订的协议书是对龙海公司与东湖公司之间的合营合同的

的认定和部分更改，该协议书未明确规定仲裁条款，由于仲裁条款具有相对独立性，原合同中的仲

裁条款对该合同的受让人无法律效力。龙海公司不服裁定，CIETAC 亦向最高人民法院反映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武汉中院的裁定是错误的，并指令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

正，后者已于 1999年初作出终审裁定，肯定了 CIETAC对该案的管辖权。湖北省高院认定东湖公司

与龙海公司所签订的协议书只是对原合营合同的部分条款作出了变更，未变更的的原合营合同的其

他条款仍然有效，应视为中苑公司与龙海公司对原合营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认同的，双方因合营合

同而发生的争议，应按约定提交仲裁机构解决。 

学习目标： 

1. 了解仲裁协议独立性的含义； 

2．掌握仲裁条款自动转移规则及其合理性与缺陷。 

作业： 

不同情形的合同转让对仲裁条款效力的影响。 

知识单元 6：非涉外纠纷能否约定外国仲裁机构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北京朝来新生体育休闲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朝来新生公司是中国公司（实际控制人是韩国人），北京所望之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韩国人在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的公司。2007年 7月 20日，朝来新生公司与所望之信公司签订《合

同书》约定，甲、乙双方合作经营甲方现有的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高尔夫球场。合同还约定：如发

生纠纷可以向大韩商事仲裁院提出诉讼进行仲裁。 

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纠纷，所望之信公司于 2012年 4月 2日向大韩商事仲裁院提起仲裁，朝

来新生公司提起反仲裁。大韩商事仲裁院依据双方约定的仲裁条款受理了所望之信公司的仲裁申请

及朝来新生公司反仲裁请求，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作为准据法，于 2013年 5月 29日作出仲裁

裁决。 

所望之信公司不履行仲裁裁决，朝来新生公司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强制执行。北京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4年 1月 20日作出（2013）二中民特字第 10670号民事裁定书，驳回朝

来新生公司要求承认大韩商事仲裁院仲裁裁决的申请。 

2. 江苏航天万源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与艾尔姆风能叶片制品（天津）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

裁协议效力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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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航天万源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是中外合资企业，艾尔姆风能叶片制品（天津）有限公司

是外商独资企业。双方在 2005 年签订《风力发电机叶片的贸易协议》，在协议附件第 19条第 3款

中约定：如果首次提出善意的协商请求后的 30 天内未开始协商，争议事项可提交国际商会根据其

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后江苏万源公司向江苏省南通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法院确认此仲裁条款无效，理由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128条的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根据仲裁协议向中国仲裁

机构或者其他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本案所涉及《贸易协议》的签订双方当事人，标的物制造、运输、

销售以及使用地以及合同签订地，均在国内，不具有涉外因素。故双方约定将纠纷提请国际商会仲

裁院仲裁违反了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 

被申请人艾尔姆天津公司答辩称，（1）双方之间的《贸易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包含诸多涉外因

素，包括协议的附件约定了外国法人的担保责任，同时担保函直接载明担保责任适用外国法律；合

同以美元作为货款结算单位；合同保修条款中约定了丹麦艾尔姆玻璃纤维制品控股有限公司的保修

责任等。（2）对涉外合同纠纷，双方当事人选择外国仲裁机构仲裁并未违反中国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3）本案仲裁条款的达成是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选择的仲裁事项和仲裁机构明确。因此

仲裁协议应当被认定为有效。 

南通中级人民法院认定仲裁协议无效，:理由是本案不具有相应的涉外因素，属于国内商事纠

纷，而非涉外纠纷案件。双方约定涉案争议由外国仲裁机构仲裁的条款违反我国法律规定，应确认

涉案《贸易协议》第 19 条约定由外国仲裁机构仲裁的条款无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院认

同南通中级人民法院的认定。 

学习目标： 

1. 了解我国关于纠纷涉外性和非涉外纠纷能否约定国外仲裁机构进行仲裁的规定和操作； 

2．掌握“仲裁事项可仲裁性”这一仲裁协议有效的必要条件。 

作业： 

1. 如何确定纠纷具有涉外性。 

2. 非涉外纠纷能否约定外国仲裁？ 

知识单元 7：中国仲裁裁决的域外申请承认及执行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公司美国申请承认及执行贸仲仲裁裁决案 

1996年 3月 26日，曙光公司与美国百利莱公司签订合资合同。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曙

光公司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在贸仲提起仲裁，曙光公司胜诉。百利莱公司不履行仲裁裁决，曙光

公司在中国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百利莱公司在中国没有可执行财产，执行中止。曙光公司向美国

法院提起强制执行，美国法院执行了贸仲仲裁裁决。 

学习目标： 

1. 了解 1958年《纽约公约》的规定和实践应用，比较仲裁裁决的域外承认与执行和法院判决

的域外承认及执行。 

2．掌握仲裁裁决如何申请域外承认及执行。 

作业： 

仲裁裁决的域外承认与执行和法院判决的域外承认及执行的联系与区别。 

知识单元 8：ICC仲裁规则在其他机构的适用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浙大网新公司案 

2004年 12月 8日，阿尔斯通技术有限公司与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由阿尔斯

通公司授权许可浙大网新公司使用湿法烟气脱硫技术的《许可协议》，该协议第 18条仲裁条款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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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根据届时有效的 ICC 规则进行裁决。后双方发生争议。2006

年 1月 17日，阿尔斯通公司以“浙大网新公司违反了许可协议的约定”为由向浙大网新公司发出

了终止许可协议的通知，并于 2006年 8月 1日向 ICC仲裁院申请仲裁。 

浙大网新公司对 ICC仲裁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称按照许可协议中的仲裁条款规定，有权对

本案行使管辖权的不是 ICC仲裁院，而是 SIAC。2006年 11月 23日，阿尔斯通公司致函 SIAC询

问在 SIAC适用 ICC规则仲裁的可行性，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于 2007年 1月 11日向 ICC仲裁院

撤销了该案，将涉案仲裁从 ICC仲裁院转移至 SIAC。与此同时，2007年 1月 10日，SIAC致函各

方，告知 SIAC已确认当事人指定的两位仲裁员并邀请其根据 SIAC规则第 8条共同选择了首席仲

裁员。 

浙大网新公司对 SIAC仲裁庭的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 SIAC未依照 ICC规则组成仲裁庭违反仲

裁条款的约定。SIAC 仲裁庭随后驳回浙大网新公司的异议，作出了对此案有管辖权的决定。浙大

网新公司不服该决定，向新加坡高等法院起诉，要求撤销 SIAC 仲裁庭关于其管辖权的决定，浙大

网新公司认为 SIAC当时没有相应的部门行使 ICC规则要求的案件职能管理，建议 ICC介入，因为

如果没有 ICC的介入，SIAC当时是不可能依照 ICC规则裁决案件的。新加坡高等法院驳回该请求，

浙大网新公司又上诉到上诉法院，同样被上诉法院驳回。 

在新加坡高等法院审理管辖争议期间，SIAC仲裁庭于 2009年 4月 20日在香港对本案[（2006）

第 087 号]进行了庭审，先后作出三部分裁定，要求浙大网新向阿尔斯通支付巨额许可费用和赔偿

金。 

由于浙大网新公司未能履行此裁决，2011 年 10 月 31 日，阿尔斯通公司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 SIAC仲裁庭按照 ICC规则针对浙大网新公司作出的仲裁裁决。浙大网新

提出抗辩，认为 SIAC仲裁本案时，没有按照双方约定的 ICC规则，而是依照 SIAC规则组成仲裁庭，

违反双方仲裁条款的约定，依照《纽约公约》第 5条第 1款的规定，中国法院应对本仲裁裁决不予

承认与执行。 

本案经一审法院逐级请示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浙大网新的抗辩理由成立。据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3年 2月 6日作出（2011）浙杭仲确字第 7号民事裁定：驳回阿尔斯通

的申请，对 SIAC的上述所有仲裁裁决均不予承认与执行。 

学习目标： 

1．了解 SIAC是否允许使用其他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ICC是否可以允许其他机构使用其规则； 

2．掌握 ICC 仲裁规则在其他机构适用的具体要求，如对仲裁员的指定、仲裁裁决的审核、仲

裁费用的收取等方面。 

作业： 

允许当事人约定某一仲裁机构同时约定适用其他机构规则的合理性与缺陷。 

（五）最新作出的判决或裁决研讨    2课时 

知识单元 1：强制性规定的应用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美国某公司起重集团公司与中国某公司国际货物销售合同争议案 

2011年 1月 19日，山东起重公司与新加坡马尼托公司签订购买 2台起重机合同。货物运抵淄

博后，1台起重机在组装过程中机件毁损。山东起重公司提出退货，马尼托公司同意换货。后因货

款支付发生争议，2012年 7月马尼托公司在贸仲提起仲裁，山东起重公司提起反仲裁，要求马尼

托公司返还货款，山东起重公司退回货物。山东起重公司的法律依据是 2010年《法律适用法》第

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2000年

10月 1日起施行的《特种设备质量监督与安全监察规定》第 10条第 3款规定，“凡在中国境内销

售境外制造特种设备的产品或者部件，其同类型首台产品或者部件必须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指

定的监督检验机构进行型式试验，合格后方可以正式销售。” 山东起重公司认为上述规定是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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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规定，在本案中直接适用。     

2014 年 1 月 5 日仲裁庭作出裁决，没有适用中国法律中的强制性规定支持山东起重公司的仲

裁请求。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适用法》关于我国的强制性规定法律制度的规定，以及强制性法律制度在司法

实践中如何适用； 

2．掌握强制性规定法律制度的基本内涵和外延。 

作业： 

强制性规定与强制性规定法律制度联系与区别。 

知识单元 2：具有涉外因素是否就是涉外民事法律关系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江苏开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诉 YANG TAO（杨陶）、石勤清“涉外”民间借贷纠纷案 

2009年 3月 30日，原告开源公司（国有独资企业）借款给杨陶（日本公民）满足其建设发展

资金，双方签订了借款合同。该合同约定：借款金额 1000万元；借款期限不超过 24个月，借款利

率为固定年利率，按中国银行所借贷款利率计算。本合同以曼高公司全部资产作为抵押，新疆金风

科技股份公司投资部长石勤清个人提供担保，共同与杨陶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法律。被告石勤清和原告订立了保证合同一份，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间从借款

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借款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经过两年。 

  2010年 3月 26日，被告杨陶向原告出具承诺，请求将借款期限延长 6个月，先结算前 12个

月的利息，剩下的 6个月利息和本金约定 2010年 10月 2日之前归还。原告同意被告杨陶的上述请

求。同年 4月 6日，被告杨陶向原告支付了一年的借款利息 772200元。此后，原告多次向被告杨

陶索要借款，杨陶未能归还剩余借款本金及利息，原告遂向盐城市中级法院诉讼，要求被告杨陶、

石勤清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开源公司与被告杨陶所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2）原告开源

公司与被告石勤清所签订的保证合同是否有效； 

  法院认为：1. 原告借给被告杨陶款项币种为人民币而非外币，且该款项系按被告杨陶指示汇

入，即中国公司账户而非境外机构账户，上述借款仅在中国境内流通，并未流入中国境外，并未影

响到本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故无需报外汇管理机构批准或登记。综上，本案原告与被告杨陶所订立

的借款合同并不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应当合法有效。2. 对外担保是指中国境内机构（境内外资

金融机构除外）向中国境外机构或者境内的外资金融机构承诺，当债务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偿付债务

时，由担保人履行偿付义务。本案被告石勤清为日本人杨陶与开源公司所订立的保证合同，受益人

开源公司为境内机构而非境外机构或境内外资金融机构，故本案保证合同不属于对外担保合同，而

仅为具有涉外因素的保证合同，无需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或登记，应当认定合法有效。被告石勤清

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法院维持原判。 

学习目标： 

1．了解涉外担保合同与具有涉外因素的担保合同的区别； 

2．掌握涉外担保构成的条件及必要程序。 

作业： 

思考涉外因素与涉外民事关系的关系。 

二、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涉外民事关系解读； 

国籍冲突及解决 

 

 

 

2 

沈阳市东陵区黑色金属材料公司诉沈阳

国际科技开发公司出口代理合同案； 

日籍 A女士申请恢复日本国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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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条约在中国的适用； 

国际惯例在中国的适用 
2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诉新东方侵权案； 

陕西省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诉荷兰银

行信用证纠纷案 

3 
涉外失踪宣告与死亡宣告； 

涉外案件的法律定性问题 

国际私法

基础理论

相关案例 

2 

中国公民王娜申请宣告杨国昌死亡案； 

中国公民宋菊茹诉日本国民渡边睦义重

婚案 

4 
诉讼地的选择； 

双管规则存废之争 
2 

中国公民关东升诉美国道琼斯公司案； 

意大利公民 7.23温甬动车追尾事故索赔

案 

5 涉外性骚扰侵权的法律适用 2 

广州森六塑件公司日籍主管横山宏明性

骚扰中国女员工案； 

日本德岛县德岛市“上野绿丰园”老板偷

窥 9名中国辽宁籍姑娘洗浴案 

6 涉外互联网侵权 

 

 

 

 

 

涉外侵权

法律适用

相关案例 

2 

北京世纪悦博科技有限公司侵害香港正

东唱片公司、新力唱片(香港)有限公司

案； 

薛燕戈诉张男涉外互联网侵犯姓名权案 

7 

外国人在中国登记结婚的法

律适用； 

婚约的效力 

2 

英国臣民罗伯德与英国臣民梅兰妮中国

广州登记结婚案； 

台湾居民高志雄、高月子诉大陆居民翁美

桃、翁明月解除婚约案 

8 
领事婚姻； 

涉外代孕的法律适用 
2 

中国公民焦志敏与韩国公民安宰亨瑞士

结婚案； 

台湾居民王旋展与大陆居民李玉借腹生

子案 

9 
涉外监护； 

涉外离婚不动产分割 

 

 

 

 

 

涉外婚姻

家庭相关

案例 

2 

贺梅案； 

在美离婚美籍华裔夫妇离婚后财产纠纷

案 

10 

涉外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

合的法律分析； 

管辖权的确定，如何到我国法

院起诉 

2 

中国公民陆红诉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国际

航空旅客运输损害赔偿案； 

中国公民桑兰美国诉讼案 

11 
代表机构留置送达； 

涉外电子送达 
2 

蔡壮钦诉奔驰案； 

Rio Props 诉 Rio Interlink案 

12 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国际民事

诉讼相关

案例 

2 
三联实业诉 Robinson公司案； 

德国柏林法院承认中国无锡中院判决案 

13 

仲裁文件的通知； 

合同转让对仲裁协议效力的

影响； 

 

 

 

 

 

 

2 

（株）TS海码路申请承认并执行大韩商 

事仲裁院仲裁裁决案； 

武汉中苑公司诉香港龙海公司确认仲裁

条款效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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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仲裁裁决的国籍界定 2 

DUFERCOS.A（德高钢铁公司）申请承认与

执行 ICC第 14006／MS／JB／JEM号仲裁

裁决案； 

申请人安徽省龙利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与被申请人 BP Agnati S.R.L申请确认仲

裁协议效力案 

15 
非涉外纠纷能否约定外国仲

裁机构 
2 

北京朝来新生体育休闲有限公司申请承

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 

江苏航天万源风电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与

艾尔姆风能叶片制品（天津）有限公司申

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纠纷案 

16 

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分离； 

拒绝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

决程序中公共政策的适用 

 

 

 

国际商事

仲裁相关

案例 

 

 

 

 

 

 

 

2 

泰国泰普克公司与陕西金叶科教集团公

司仲裁裁决执行案； 

塞尔维亚共和国 Hemofarm&nbsp DD、MAG

国际贸易公司及列支敦士登苏拉么媒体

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及执行国际商会仲裁

院仲裁裁决案 

三、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私法、民法、民事诉讼法、仲裁法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国际私法基础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涉外管辖权的确定、涉外侵权法律适用、涉外婚姻

家庭法律适用、国际民事诉讼程序、国际商事仲裁程序、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难点：涉外民事关系的界定、涉外管辖权的确定、涉外人格权侵权法律适用、涉外网络侵权法

律适用、涉外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强制性规定的适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 

1. 将多个具有研究价值的中外国际私法重大、疑难、精品案例引入课堂，通过国际私法基础

理论相关案例、与国际私法各个专门领域的精品案例的相互衔接为学生提供系统深入的国际私法案

例研究训练，以求开拓学生视野，从实务的角度反观各国不同法律文化的特点，深化国际私法理论

和关联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2. 改变国内传统法学教学中存在的“重理论、轻实务”的桎梏，基于“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渔”的教学理念，以搜索案例，阅读案例，分析案例入手，步步引导学生掌握案例学习行之有效的

方式方法，帮助学生建立国际化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做

到学以致。 

教学手段： 

1. 老师提供案例，学生课前完成查找和熟悉工作。 

2. 课堂老师引导学生就主要争议点讨论案例，最后由老师点评。 



1927 

3. 学生课下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教学教室，多媒体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展示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国际私法相关教学教材。 

四、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齐湘泉著：《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总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齐湘泉著：《外国仲裁裁决承认及执行论》，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2. 齐湘泉著：《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婚姻家庭继承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3. 齐湘泉著：《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侵权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4. 齐湘泉著：《赢在美国》，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5. 齐湘泉著：《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原理与精要》，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执笔： 齐湘泉   审稿：国际私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8日 

 

以下是研究生院科研课题“国际私法”案例教学的案例，建议使用。 

出口货物被退回在大连港口丢失引起的争议是否是涉外案件？ 

Dose a Dispute Arising out of the Disappearance of Returned Export Cargos Constitute a 
Foreign-related Dispute? 

齐湘泉 

【摘要】1994年 9月 15日，中国沈阳国际科技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科技公司）与韩国金汉城

公司（以下简称金汉城公司）签订黑木耳购销合同。1994年 10月 5日，科技公司与沈阳市东陵区

黑色金属材料公司（以下简称金属公司）签订《出口黑木耳代理协议书》，约定金属公司出资收购

黑木耳由科技公司代理出口。金属公司收购黑木耳后交科技公司发运至韩国。金汉城公司收货后以

质量不合格为由退货至大连港。科技公司、金属公司都拒绝承担大连至沈阳货物运费致使货物滞港

1个月后灭失。就货物灭失责任承担问题科技公司、金属公司产生争议诉至法院。辽宁省三级法院

先后进行了 5次审理，终审判决判令金属公司承担货物灭失责任。金属公司对判决结果不服一直在

申诉。 

【Abstrect】On 15th of September in 1994, China Shenyang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Developing 
Company (”SITDC”) and Korean Golden Seoul Company (“GSC”) signed a black fungus sales contract. 
On 5th of October, SITDC signed a Black Fungus Export Agent Agreement with Shenyang Doling Ferrous 
Material Company (“SDFMC”). They agreed that SDFMC offered the money to buy black fungus while 
ITDC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export part. Having purchased black fungus from the market, SDFMC send 
them to SITDC for exporting. And GSC received the cargos and returned them to Dalian port because of 
quality problem. Neither of SITDC nor SDFMC was willing to pay the delivery fees so that those car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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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not be sent back to Shenyang timely. There was a cargo loss after one-month-long stuck in the port 
area. A lawsuit was brought to the court between SITDC and SDFMC. This case was finally closed after 
having gone through altogether five trials in all three-level of court in Shenyang province. The losing 
party, SDFMC has been applying a retrial until now. 

【关键词】 出口退货  丢失  涉外案件 

【Key Words】Returned Export Cargos; Cargo Loss; Foreign-related Dispute 

【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当事人】本案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是 1994 年底，本案提起诉讼进

入司法程序的时间是 1995年，一直持续到 2000年。 

本案法律事实发生的地点在中国大连港，间接涉及韩国；本案提起诉讼进入司法程序的地点在

中国沈阳。 

本案当事人为中国的金属公司和科技公司，韩国金汉城公司是与案件有关的第三人。 

【案件提出的法律问题】本案提出的法律问题是出口韩国的货物被退回在中国大连港灭失产生

的争议是否具有涉外性，提起的诉讼是国内民事诉讼还是涉外民事诉讼，适用的法律应当是调整国

内民事关系的法律还是法律适用规范援引的法律。 

【案件提出的理论问题】涉外民事关系的界定 

【当事人情况及事件背景】科技公司是一家大型国有公司，享有对外贸易经营权。金属公司是

一家民营企业，不享有对外贸易经营权。1998年 10月 1日以前，中国对外贸易由国家授权的外贸

企业垄断经营，未取得外贸经营权的企业不得经营对外贸易。1998年 9月 2日，国务院批准了《关

于赋予私营生产企业和科研院所自营进出口权的暂行规定》，1998 年 10 月 1 日对外经济贸易合作

部对外发布该《暂行规定》，
1
开始了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当下，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符合

法律规定的条件，经企业申请并获得主管部门批准，都可以从事对外贸易。 

科技公司与金汉城公司签订黑木耳购销合同后，开始组织货源。金属公司有收购黑木耳的资金

和条件，有履行合同的能力，金属公司就成为科技公司的贸易合作伙伴。 

【案件事实】 

1994年 9月 15日，沈阳国际科技开发公司与韩国金汉城公司签订黑木耳购销合同，中方向韩

方出口 6吨黑木耳。合同签订后，金汉城公司开出以科技公司为受益人的信用证。1994年 10月 5

日，科技公司与金属公司签订《出口黑木耳代理协议书》，约定：金属公司负责出资收购 6 吨黑木

耳，科技公司代理出口报关、商检、发运、结汇及退税手续，金属公司承担上述事项费用。     

金属公司收购了 6吨黑木耳并交与科技公司，支付了全部出口费用。科技公司在韩方开具的信

用证与合同不符的情况下，接受韩方的保函，出口了货物。货物出口后，科技公司向韩方银行结汇。

韩方银行认定信用证与合同不符，不予结汇。韩方银行在韩方公司未付款的情况下，将提单交与金

汉城公司。金汉城公司收货后，经商检，认定货物不合格，遂将货物退回。货物退回后，科技公司

通知金属公司提供退货费用，以便索取正本提单，金属公司未予同意，认为科技公司在单证不符的

情况下发货，造成不能结汇和货物被退回，其过失在代理人方，科技公司应承担退货费用，取回货

物。科技公司对这些意见不予理睬，坚持金属公司不支付退货费用就不提货。双方互不相让，僵持

一个月，致使货物在大连口岸灭失。 

1996 年，金属公司向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科技公司赔偿损失。诉讼期间，

被告向原告发出征求意见书，提出向韩国金汉城公司索赔，原告未予答复。1996年 7月 18日，一

审法院作出判决，判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在本案中适用的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通则》第 63条第 1款的规定。
2
 

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后，沈阳国际科技开发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沈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以（1996）沈经终字第 675号函裁定撤销原判决，1996年 10月 21日又以第 675号

                                                        
1 2003年 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和《国务院关于机构设置的通知（国
发【2003】8号）》，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
部。 
2 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1995）沈经初字第 135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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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书裁定发回重审。 

1998 年，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以（1998）沈经重字第 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金属公司起

诉。法院重审驳回金属公司诉讼请求的理由是本案是涉外民事案件，本案中，（1）东陵区黑色金属

材料公司有提供退货运费的义务，该公司未提供运费，应承担货物灭失责任。（2）东陵区黑色金属

材料公司没为沈阳国际科技开发公司提供涉外仲裁费用，放弃对外索赔，应承担责任。重审程序中，

沈河区人民法院适用的法律是我国有关对外贸易代理制的规定。
3
 

金属公司不服沈河区人民法院裁定，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

定驳回上诉，维持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判决。
4
金属公司不服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向沈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驳回申诉的法律

依据是原对外经济贸易部颁发的《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暂行规定》第 24条规定及其解释。
5
 

金属公司不服，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申诉。
6
辽宁

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申诉的法律依据同样是原对外经济贸易部颁发的《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

暂行规定》第 24条规定及其解释。
7
 

辽宁省三级法院先后 5次审理了金属公司诉科技公司外贸代理合同纠纷案，除沈阳市沈河区人

民法院第一审判决金属公司胜诉外，包括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重审和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辽宁

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的审理都做出了金属公司败诉的判决。同一案件，沈河区人民法院先后进行

了两次审理，做出了截然相反的两个判决，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支持了沈河

区人民法院重审判决，原因何在？ 

本案中，三级法院对案件的性质认定是相同的，都认定本案是涉外代理合同纠纷案，但在法律

适用上，沈河区人民法院初审与重审适用了不同的法律。由于适用了不同的法律，导致了判决结果

的不同。沈河区法院初审适用了国内法，判决金属公司胜诉，重审适用了我国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

特别法律规定，判决科技公司胜诉。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支持了沈河区人民

法院重审判决，也都是以《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暂行规定》第 24条规定为法律依据。 

【教学目的与用途】本案例适用于法学专业《国际私法》、《国际私法判例研习》等课程，教学

目标在于要求学生掌握涉外民事关系的界定。 

【涉及知识点】国际私法课程：国际私法调整的对象；涉外民事关系的界定。 

【启发思考题】 

1.如何界定涉外民事关系？ 

2.有涉外因素的民事关系是否都是涉外民事关系？ 

3.本案认定为国内民事案件合理还是认定为涉外民事案件为宜？ 

【分析思路】法律事实分析。本案中的合同有两个：一个是科技公司与韩国金汉城公司签订的

货物销售合同，另一个是科技公司与金属公司签订的代理出口合同，这两份合同是国内民事合同还

是涉外民事合同，其性质应该进行界定。 

本案中有一个重要的法律事实，就是科技公司与韩国金汉城公司签订货物销售合同后，科技公

司又与金属公司签订的代理出口合同，代理出口的货物出口后被退回，货物被退回是否影响代理法

律关系性质的认定？ 

法律适用分析。本案定性为国内民事诉讼，直接适用中国法律。本案定性为涉外民事关系，需

要根据法律适用规范的援引确定准据法。 

                                                        
3 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1998）沈经重字第 3号。 
4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1998）沈经重字第 867号。 
5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申诉通知书 （1999）沈经监字第 15号。 
6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通知 （2000）辽审监经字第 178号。 
7 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暂行规定》第 24条规定：“委托人和受托人可以约定，在委托人同

意并提供费用及协助下，受托人有义务按进出口合同的规定对外提起仲裁或诉讼，由此产生的损失或利益由委托人

承担或享有；如果受托人拒绝或延迟提起仲裁或诉讼，委托人有权要求受托人赔偿损失。如果委托人不愿提起仲裁

或诉讼或不愿提供费用，受托人可以自行承担费用和风险对外商提起仲裁或诉讼，由此产生的损失或利益由受托人

承担或享有。” 《关于对外贸易代理制的暂行规定》1991年 8月 29日颁布，2008年 1月 29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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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依据】 

一、民事关系是否需要做出“国内”和“涉外”的区分   

涉外民事关系是法律适用法的调整对象，
8
涉外民事关系的界定关涉法律适用法的调整范围，

立法机关是否应当以法的形式清晰界定其内涵和外延，涉外民事关系作为法律适用法基本理论问

题，学者是否应当精准阐释其内容和范围，这一直是横亘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法学界的一道难

题。由于涉外民事关系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以及各国法律传统、历史文化的不同，各国立法对涉外民

事关系界定的情况不一，具体界定的有之，原则界定的有之，不以概念方式明示规定，而以对涉外

民事关系调整的具体规定默示界定的有之，
9
法官自由裁量根据个案具体情况界定的亦有之。由于

各国立法对涉外民事关系界定方法不一，对涉外民事关系内容规定不一，导致各国学者对涉外民事

关系内涵和外延认识不一，从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凝聚在是否需要对涉外民事关

系进行界定；如果需要界定，是原则性界定，还是具体性界定。 

我国立法机关没有采用法的形式对涉外民事关系内涵和外延做出明示规定，而是通过对涉外民

事关系法律适用具体条款的规定默示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的范围。默示界定的涉外民事关系边际是模

糊的，不利于司法确认，悖逆我国法律传统和法律习惯。为弥补立法的缺失，最高人民法院先后 4

次以司法解释方式对涉外民事关系进行了界定。我国法学界一直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为遵循理

解和阐释涉外民事关系，主流观点始终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共进退，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理论与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保持了高度一致，存在争议些许但并无本质上的差异。 

近年来，我国有学者将西方国家界定涉外民事关系新近理论介绍到国内，向沿袭已久的传统“要

素”理论发起冲击；也有学者坦言《司法解释一》赋予法官界定涉外民事关系自由裁量权“可能导

致涉外与非涉外民事关系的界限模糊不清；”
10
更有学者否定涉外民事关系界定，认为法律适用法调

整的对象不是涉外民事关系，而是由涉外民事关系引起的有关国家之间的法律适用关系或法律冲突

关系。
11
质疑“要素说”和否定涉外民事关系界定的学者只是极少数人，但这些不同观点的理论价

值不能因其势单力薄就全面否定，不同学术观点交汇和碰撞引起学术争鸣更有助于接近真理。 

涉外民事关系界定“要素”理论在当下的中国一统天下，一家独大，学者们几乎一边倒的呼吁

穷尽所有含有涉外因素的民事关系将其纳入涉外民事关系范畴并以法律形式进行规范，而司法实践

中法院对涉外民事关系的界定保持了应有的谨慎和冷静，并未将含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案件一概作为

涉外民事案件处理。对含有涉外因素的民事案件，法院在识别基础上，根据讼争要点与涉外因素的

联系及密切程度，或认定案件为涉外案件，采用涉外民事诉讼程序进行审理，通过法律事实识别确

定案件性质，援引法律适用规范确定准据法，依据准据法划分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或认定其为国

内民事关系，适用国内民事诉讼程序审理案件，径直适用中国法律做出裁断。最高人民法院对涉外

民事关系的界定呈现扩大范围的趋势，学者推波助澜致力于涉外民事关系界定的法律化，司法实践

中受理案件的法院并不热衷于涉外民事关系的界定，我国涉外民事关系界定立法、理论和司法实践

形成巨大反差。 

二、我国涉外民事关系理论源流的历史追溯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理论是舶来品，在战火纷飞、刀光剑影的清朝末年搭乘法律适用法移植的时

代列车登陆中国，经过百余年的演进羽化成为当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理论。作为舶来品的法律适

用法，我国历史上先后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移植，涉外民事关系理论伴随第一次法律适用法移植

                                                        
8 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我国立法称之为法律适用法，大陆法系国家多称之为国际私法，英美法系国家多称之
为冲突法，本文采用我国立法机关对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称谓，将其称之为法律适用法。本文出现的国际私法称谓，

与法律适用法同意。 
9 本文将涉外民事关系的界定区分为明示界定和默示界定。明示界定是在本国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中以概念的
方式对涉外民事关系内涵和外延做出具体的或者概括的界定，默示界定是指一国立法不以概念的方式界定涉外民事

关系，而是规定该国法律适用法调整的领域即为涉外民事关系的范围。例如，2000年《阿塞拜疆共和国关于国际私

法的立法》第 1 条规定，“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本法之规定，”该规定就是将该法调整的民事关

系界定为涉外民事关系。  
10 洪丽萍、宗绪志著：《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探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年版，第 60页。 
11李玉生：“国际私法调整对象新论，”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1997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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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堂入室，进入我国。第一次移植中国处于农耕文明而不是商品经济社会，移植的涉外民事关系理

论用武之地极其有限，束之高阁成为常态；第二次移植跌宕起伏，经历了移入、传播、搁置、重启、

复出、普及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并奠定了我国涉外民事关系理论基础；第三次移植可谓锦上添花，

丰富了我国涉外民事关系理论，使我们能够站在新的高度，以更宽阔的视野审视涉外民事关系理论，

通过比较、鉴别，扬弃、吸纳，完善了我国涉外民事关系界定法律制度。 

第一次法律适用法移植发生在清朝末年，延续到民国初年，这次移植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移植了英国的法律适用法。清朝末年国势日衰，战争阴云密布。为获取“夷邦”情报，

钦差大臣林则徐 1839 年命其属下收集西方国家出版的国际法书籍,并请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和袁德辉将瑞士著名国际法学家瓦特尔(也译作“滑达尔”,E.De Vattel,1714—1767)的

著作《万国法》中的一些章节译为中文，开始了对西方法律文明的探求。林则徐被撤职查办后，引

入西方国际法的工作中断。19世纪 60年代，在中国活动的西方政府官员和传教士继续了翻译介绍

西方国际法的工作，
12
西学东渐。在中国的西方国家传教士翻译、出版了数量不匪的科技、法学著

作。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翻译出版了《各国交涉便法论》（英文书名《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n 

Comity》）一书，
13
这是我国历史上出版的第一本国际私法著作。《各国交涉便法论》出版后曾盛行

一时，终因中国和英国法律、文化间的巨大差异归于消隐。《各国交涉便法论》一书没有明示界定

涉外民事关系，但通过涉外案件的法律适用间接阐释了涉外民事关系。
14
 

第二阶段移植发生在 20世纪初。1903年，李广平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太田政弘、加藤正雄、

石井谨吾撰写的《国际私法》一书，由（东京）译书汇编社出版；同年，范迪吉等人翻译出版了日

本学者中村太郎所著的《国际私法》一书。这两本译著之后一些中国学者陆续、编译、翻译出版了

若干部日本学者撰写的国际私法的书籍。1904 年 4 月，日本法政大学招收中国留学生开办速成法

政教育专科班，培养接受西方教育的法律人才。专科班先后开办 5期，第一期有学员 94人。担任

法政教育专科班国际私法课程讲授的是“日本国际私法的先驱学者”山田三良，山田三良国际私法

学造诣折服了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1905 年，留学生郭斌、曹履贞整理了山田三良的讲义，参

考其他日本学者的著述，分别出版了《国际私法》编著。此后，归国回来的日本留学生带回了日本

的国际私法并进行了广泛的传播，出版了数部《国际私法》著作，
15
这些国际私法著述不同程度的

                                                        
12 何勤华：“《万国公法》与清末国际法，”《法学研究》2001 年第 5 期。 
13 1895年，江南制造局出版了英国牛津大学民法学博士费利摩巴德著、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译、钱国祥校的《各国
交涉便法论》〔《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n Comity》一书，该书是根据费利摩巴德《国际法评论》第四卷《国

际私法和礼节》译出的，该书初版的时间是根据史料推断的，发现有时间记载的翻印本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上海书局出版的排印本。《各国交涉便法论》一书对住所、居所、国籍、人身权、婚姻、离婚、监护权、物权、合

同、票据、继承、涉外诉讼程序等方面的法律适用都作了论述，内容翔实，资料丰富。但这本书的内容与我国当时

的社会状况相差甚远，过于超前，虽是我国最早翻译成中文的法律适用法著作，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对我国的影

响不大。 
14涉外民事关系“三要素”理论：民事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主体、客体、内容是构成民事

法律关系的必要因素。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客体、内容三者之一具有涉外因素的即为涉外民事关系。 
15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我国学者在日本出版了两部国人撰写的国际私法书籍：一部是郭斌编著的《国际私法》，
作为《法政丛编》第 12种 1905年 7月 29日由设立于东京的湖北法政编辑社出版发行；另一部是曹履贞编著的《国
际私法》，作为《法政粹编》丛书第 11种，1905年 8月 5日由日本东京并木活版所出版发行。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傅疆编著的《国际公私法》出版，列入《法政讲义》之中。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曹履贞编著的《国际私法》
出版。宣统元年（1909年），吴兴让著述的《国际私法讲义》在《北洋政法学报》第 95期开始连载；清朝宣统三年
(1911年)，熊元楷等编写的《国际私法》列入《京师法学堂笔记》出版。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我国出版的国际私法著作主要有：1930年，唐纪翔撰写的《中国国际私法论》、梁敬

淳撰写的《在华领事裁判权论》，分别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出版；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敦礼撰

写的《国际私法新论》，中华书局出版了于能模撰写的《国际私法大纲》，上海华通书局出版了程树德撰写的《比较

国际私法》，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毓英撰写的《国际私法》；193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阮毅成撰写的《国际私

法》；1934年，上海法学社出版了陈顾远撰写的《国际私法总论》、陈宗勖撰写的《国际私法讲义》印行；1935年，

正中书局出版了翟楚编著的《国际私法纲要》；1937年，卢峻撰写的《国际私法之理论与实际》出版；1945年，李

浩培撰写的《国际私法总论》出版；1946年，梅仲协撰写的《国际私法新论》由大东书局出版；1948年，郭云观

撰写的《中国国际私法沿革概况》出版。此外，裴祖谟出版了《国际私法学纲要》。 

    清末民初到新中国建立之前这段历史时期，我国法律适用法学从无到有、从简到繁逐步建立起来，研究法律适
用法的学者日益增多，出版的法律适用法书籍不仅数量不断增加，而且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出现了一批很有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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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了涉外民事关系理论，有的点到即止，有的对涉外民事关系理论进行系统性的阐述，其深刻程

度不亚于第二次移植的前苏联学者的涉外民事关系理论。山田三良等日本学者对涉外民事关系的界

定，采用的的是要素说理论。1948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废除国民党“法统，”1949年中国政权更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自清末民初以来制定的法律制度，建立起来的法律体系，形成的法律适用法

理论统统被扫地出门，被作为垃圾抛弃。 

第二次移植开始于 195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学教育尊崇前苏联模式，法学理论袭用

前苏联体系，法学教材以前苏联学者著述为尊。1950 年我国翻译出版了一套前苏联法学丛书，其

中一本是前苏联学者隆茨著作的缩写本《苏联国际私法》，这是新中国出版的最早的法律适用法书

籍；1951 年 10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隆茨著、顾世荣译的《国际私法》；同年上海大东书局出版

了隆茨著、陆丰译的《苏联国际私法教程》。在《苏联国际私法》一书中，隆茨对涉外民事关系进

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涉外民事关系“可以说是特别的民事权利关系，在这些权利关系上始终有“国

际”或“涉外”的因素。这种权利关系上涉外因素的发生：或是由于权利的关系人（主体）为外国

人；或是由于权利关系的客体为在国外的物；或是由于发生、变更或消灭权利关系的法律因素产生

于国外。”
16
隆茨著、顾世荣译的《国际私法》亦有涉外民事关系界定“三要素”论述。

17
前苏联学

者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的论述为我国法学界全盘接受并沿用至今，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涉外民

事关系“三要素”理论的由来。
18
  

第三次移植自 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始，规模宏大，时间久长，持续到当下，还

将延续到未来。这次移植主要有四条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翻译出版各国法律适用法、各国著名学者的法律适用法著作和论文。1978 年以

来，我国学者翻译出版了国际组织、世界各国法律适用法立法和各国知名学者法律适用法论著，深

入开展了国别法律适用法研究，硕果颇丰。现在已经能够做到国际组织、世界各国法律适用法立法

动态、立法情况和制定的法律、各种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和各国典型的法律适用法判例能够及时反馈

到国内，各国经典法律适用法著述已有中文译本。 

第二条路径是“请进来”、“走出去，”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我国许多高校、科研机构与国际

组织、各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建立了紧密联系，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互派访问学者，举办各种讲座、开

办各种论坛，召开各种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这些学术活动增强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融汇

了中西文化，引入了先进的思想理念，输出了优秀的理论成果，实现了相互借鉴，协同发展。 

第三条路径是留学生回国传播了各国法律适用法理论。1978 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

政策，再度打开尘封数十载的国门，一批又一批有志向、有理想、有抱负、有担当的莘莘学子奔赴

世界各地，求学世界各国，将各国先进法律适用法理念、科学的法律适用法立法、体系完整的法律

适用法理论移植回国，在扬弃的基础上消化、吸收，著书立说，传播了现代文明。 

第四条路径是互联网等新兴媒体、载体的有效利用。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互联网已

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和便捷工具，网络技术正在渗透着人类社会的各

个领域，改变着人们的学习、工作、生活和思维方式。通过网络、电视、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

载体，每一个国家的立法、司法状况可为其他国家同步了解、知晓，法律信息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传播，这为各国法律的相互移植、相互借鉴建立了快速通道，一条好的规则，一项符合社会发展

规律的制度，能够很快为世界各国吸纳，成为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 

第三次移植提升了我国法律适用法学研究的理论水平和思想高度，推进了具有本土和民族特色

                                                                                                                                                                           
的法律适用法学者。 
16汪毓源、徐步衡编译：《苏联国际私法》，上海三民图书公司发行，1950年 8月初版，第 4页。《苏联国际私法》
一书系汪毓源、徐步衡根据 1949年苏联司法部在莫斯科出版的、隆茨教授所著的、被苏联教育部部定为高等法学
校教科用书的俄文版《国际私法》择要编译而成。 
17隆茨著、顾世荣译：《国际私法》，人民出版社 1951年 10月北京初版，第 7页。 
18 前苏联国际私法调整对象和涉外民事关系界定理论是前苏联学者佩列杰尔斯基在 20世纪 30年代创立的，我国学
者没有翻译出版佩列杰尔斯基的著作，而是通过隆茨著作的翻译出版了解国际私法调整对象和涉外民事关系界定理

论的。参见隆茨、马雷舍娃、萨季科夫著、吴云琪、刘楠来、陈绥译、方祖安校：《国际私法》，法律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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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思想内涵的中国法律适用法学与世界法律适用法学展开理论对话和思想交流，使我国法律

适用法学学者与法律实践者能够综合考量各种有效的理论与思想资源来进行真正的法律制度改进

与法治实践的设计与建造，
19
建立起与我国现行社会制度相适应法律适用法法律体系和理论体系，

推进了我国法律适用法立法、理论和实践的现代化。   

三、“三要素”理论移植后的继受 

界定涉外民事关系“三要素”理论从移植到继受有一个 30年的空档期。1950年我国学者移植

了前苏联涉外民事关系“三要素”理论，移植以后的 30 年时间里该理论一直束之高阁，没有得到

进一步的阐释，实践中也未曾应用过，更没有上升为法律制度，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有六：一是

建国之后的 30 多年里，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外贸易国家垄断经营，贸易伙伴主要是前苏联

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贸易结算由国家统一进行，出现贸易纠纷国家之间通过协商方式解决，法律

适用法理论没有用武之地；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生的红色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实行绞杀

政策，断绝与中国的贸易交往和人员往来，涉外民事关系虽有发生，但数量很小，且都通过政策进

行调整，没有进行涉外民事关系研究的必要；三是我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限制乃至禁止企业、公

民对外交往，特别是 1966年至 1976年“文化大革命”10年间，有海外关系的公民无端受到审查，

“特嫌”帽子满天飞，有海外关系的家庭噤若寒蝉，人人自危，政治高压隔断了中国公民、法人与

外界的交流和联系；四是受法律虚无主义影响，政法院校不是被解散，就是被停止招生或者限制招

生，教师、科研人员被遣送农村劳动锻炼，科研场所被挤占，科研人员流失殆尽，法学理论研究中

断；五是中苏两国蜜月期很短，从 1949年到 1958年不足 10年。1958年中苏两党交恶进而影响到

两国关系，前苏联法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受到遏制：六是我国从 1949年至 1979年 30年时间里没

有进行法律适用法方面的立法，涉外民事关系的界定只是理论移植，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和肯定。 

1950年到 1980年这一时期，我国只是完成了涉外民事关系理论的移植和引入，没有实现涉外

民事关系理论的继受，我国开始对涉外民事关系理论的继受是从 1980年开始的。1978年中国实行

改革开放政策，政治上拨乱反正，经济上开放搞活，经济运行模式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提

供优惠条件吸引外资，创造条件扩大商品出口，公民出入境限制逐步解除，涉外民事关系显著增加，

涉外民事争议不断出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研究提上议事日程。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有

学者重启了包括涉外民事关系在内的法律适用法理论研究。 

涉外民事关系理论继受的标志性事件是“论国际私法的对象和规范”一文的发表。1980 年 5

月《法学研究》杂志第 3期发表了姚壮、任继圣撰写的“论国际私法的对象和规范”一文，在该文

中，作者论述了法律适用法的调整对象，并对法律适用法的调整对象进行了界定。作者全面继受了

前苏联学者的理论和观点，认为法律适用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涉外因素的民法关系；在阐释“具有

涉外因素的民法关系”时，作者同样继受了前苏联学者的“三要素”理论，将“具有涉外因素的民

法关系”表述为：民法关系的主体、客体、内容（权利与义务）这三个要素中，有一个或者一个以

上为外国因素；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是外国公民或外国法人；作为民事法律

关系客体的物或财产位于外国境内；据以产生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等等。
20
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本土的法律适用法专著，被法学界称之为法律适用法拓荒

之作的《国际私法基础》，对法律适用法的调整对象和“具有涉外因素的民法关系”做了几近相同

的论述，有所不同的是在该书中，扩大了涉外民法关系主体范围，把国家纳入其中，提出涉外民法

关系主体“在个别场合也可能是外国国家”。
21
  

1983 年司法部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法学教材《国际私法》对涉外民事关系的表述同样继受了

前苏联学者“三要素”理论，但摒弃了法律适用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涉外因素的民法关系的表述，

采用了民事关系一词，认为法律适用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涉外因素的民事关系。对涉外民事关系，

这部《国际私法》教材将涉外民事关系界定为：民事法律关系的诸因素（即主体、客体和权利义务）

                                                        
19姚建宗：“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思想变革，”《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 1期。 
20 姚壮、任继圣：“论国际私法的对象和规范”，《法学研究》，1980年第 3期。 
21 姚壮、任继圣著：《国际私法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版，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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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一个因素是与外国有联系的。
22
统编教材《国际私法》是司法部组织全国各高校对国际私法

颇有研究的资深学者编写的，具有权威性；同时由于该教材是 1983 年出版的，当时全国从事法律

适用法教学、科研的学者、教师凤毛麟角，各高校不具有编写本校《国际私法》教材的师资力量，

所以各高校都选用统编教材《国际私法》作为教科书。既使以后各高校编写、出版了本校的《国际

私法》教材，其内容、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借鉴、吸收了统编教材《国际私法》的精华，因此，统编

教材《国际私法》具有广泛的影响力。统编教材《国际私法》对涉外民事关系“三要素”理论在我

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此后，判断涉外民事关系“三要素”标准在我国成为主流观点。 

1988年 1月 26日，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以下简称“《民通意见》”），《民通意见》充分尊重我国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理论，结合司法实践对

涉外民事关系做出了具体规定。学者们根据该规定对涉外民事关系的表述做了进一步的规范：“民

事关系主体、客体、内容三者之一具有涉外因素即为涉外民事关系。”
23
 

四、涉外民事关系“三要素”理论的发展 

（一）“四要素”标准的出台与理论沉寂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创新是发展的基础，法学理论的拓展和创新，往往是实践中出现了新的需

要解决的法律问题，在解决这些新的法律问题过程中，创新和发展了法学理论并使法学理论得到升

华，涉外民事关系界定“四要素”标准的产生即是如此。 

2002 年 4 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撤销(2002)贸仲裁字第 0095 号仲裁裁决一案，该案提出了双方当事人国籍相同，一方

当事人经常居所地在中国，另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在日本，双方当事人形成的法律关系是国内民

事关系还是涉外民事关系，案件的性质是国内民事案件还是涉外民事案件这样一个法律问题。北京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案件性质和法律关系性质认定问题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进行请示。北京市

高级人民法院在案情分析过程中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该案双方当事人国籍相同，法律事实

发生在中国境内，民事关系的标的物在我国领域内，不符合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民通意见》第 178

条规定的涉外民事关系认定标准，因此主张该案是国内民事案件。另一种意见认为该案虽然不符合

涉外民事关系构成“三要素”条件，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的涉外案件认定标准，但该

案中一方当事人已经定居日本，经常居所地在外国，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款项来源于境外，因此，不

能拘泥于现有的涉外民事关系界定理论，受限于最高人民法院区分国内案件与涉外案件的司法解释

将此案认定为国内民事案件。涉外民事案件的确定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发展了，新的情况出

现了，应当与时俱进更新涉外民事关系界定标准。 

2003 年 1 月 5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撤销(2002)贸仲裁字第 0095号仲裁裁决一案的中的法律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请示，
24
请

                                                        
22 法学教材编辑部《国际私法》编写组：《国际私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 2页。 
23 齐湘泉主编：《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 28页。 
24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撤销〔2002〕贸仲裁宇第

0095号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京高法【2003】年第 6号。该案案情为：1999年 3月 6日，中国公民鱼谷由佳与

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赠与及相关领域合作合同》，约定三方在中国信息数字

化、集约化领域开展广泛、深入的多种合作，鱼谷由佳向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无偿

赠送先进的科研开发、制作、生产和应用设备。2001年 2月 23日，鱼谷由佳以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同方

光盘股份有限公司未按合同约定的内容履行赠与协议附加义务为由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

撤销申请人的赠与，裁决被申请人返回财产，赔偿损失。2001年 8月 21日、2001年 11月 1日仲裁庭先后两次开

庭审理此案，俩被申请人均出庭并做了答辩。 

    2002年 3月 29日，仲裁庭做出裁决，裁定被申请人返还申请人 400万美元。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同

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仲裁裁决。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就有关问题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进行请示。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查过程中，对仲裁裁决性质的认定产生争议，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鱼谷由佳

持中国护照，为中国公民，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系中国法人，双方当事人国籍相同，

本案属国内仲裁案件，应当依据《仲裁法》第 58条规定进行审查。另一种意见认为，单纯依据国籍认定自然人主

体性质有失偏颇。虽然鱼谷由佳持中国护照，但其经常居所地为日本东京，按照国际上通行做法，本案属涉外仲裁

案件，应当依据《仲裁法》第 70条规定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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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事项之一是民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具有中国国籍，经常居所地在外国且常年在外国居住，该当

事人与中国国内企业经济往来形成的法律关系是否是涉外民事关系，产生的争议在性质上能否认定

为涉外案件。 

2003 年 2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复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研究，答复如下：一、关于本

案的性质问题，同意你院请示报告中对该问题的第二种意见，即本案属于涉外仲裁案件。本案一方

当事人鱼谷由佳系旅日华侨，其经常居住地在日本，此类案件在性质上类似于涉及香港、澳门、台

湾地区的当事人的案件，即当事人国籍虽然是中国国籍，但考虑到客观上存在涉外因素，应作为涉

外案件处理。”
25
 

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发展了“《意见》”第 178 条规定的涉外民事关系认定标准，扩大了涉外

民事关系的外延，增加了“经常居所地”这一新的确定涉外民事关系的连接点，扩展了涉外民事关

系的类型。 

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把界定涉外民事关系“三要素”标准发展为“四要素”标准，这是涉外民

事关系外延扩展的一个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事件，遗憾的是这次事件是最高人民法院以复函形式发

布的，复函是针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请示的回复，复函数年后才公开，因此，“四要素”标准的

出台未引起法律适用法学界的关注，甚至从事涉外民事审判的法官也没有注意到，以致“四要素”

标准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阐释，在实践中未得到广泛适用。2006年 1月 25日大连海事法院审

结的王凤魁与中国大连航运集团大连海运总公司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其案情与

中国公民鱼谷由佳与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赠与及相关领域合作案有

相同之处，原告王凤魁也是常年居住在日本的中国公民。该案审理过程中，在案件的性质认定上，

原告王凤魁提出案件性质为涉外案件，大连海事法院将案件性质认定为国内民事案件，驳回王凤魁

提出的案件性质为涉外案件的诉讼请求。
26
2004年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闫向阳与劳文

离婚上诉案情形亦是如此。
27
 

（二）涉外民事关系界定“四要素”加兜底条款标准 

“四要素”标准是最高人民法院总结在我国司法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来的，该标准的提出推动

了法律适用法学界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理论的发展。1993 年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启动制定《国际私法

示范法》程序，历经 7年，经过反复论证，完成了《国际私法示范法》的制定工作，同时形成了理

论上的界定涉外民事关系“四要素”标准。根据《国际私法示范法》第 2 条规定，“国际民商事关

系指其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其他外国组织、外国国家或者国际组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涉及的问题属于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且有一定代表性，故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如何

认定本案的性质。 
2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清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撤销(2002)贸仲裁字第 0095号仲裁

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2003]民四他字第 2号，2003年 2月 28日。 
26中国公民王凤魁 1987年从中国前往日本定居，在日本的居住资格为永住者的配偶，现持日本警察署签发的留日期

间为 2004年 2月 17日至 2007年 2月 17日签证。王凤魁 2004年 4月 5日至 2004年 11月 6日在日本有限会社十

八子通商从事操作员工作。2004年 11月 6日王凤魁回国。2004年 11月 16日 8时 30分，王凤魁乘坐大连航运集

团大连海运总公司所属的“辽海”轮出行，“辽海”轮 602航次从中国山东省烟台开航，向中国大连航行。当日 13

时左右，“辽海”轮在驶近大连时发生火灾。王凤魁从发生火灾的“辽海”轮跳向救护船时，不慎从高处坠落，致

使其腰椎骨折，伤情严重。王凤魁受伤后，大连航运集团大连海运总公司立即将其送到沈阳铁路局大连医院住院治

疗。经诊断，王凤魁的伤属于腰椎体压缩骨折。王凤魁住院治疗 5个月零 10天，于 2005年 4月 26日出院。出院

医嘱载明：休息 2个月。王凤魁住院发生了医疗费用、护理费、伙食费、用血费等费用。王凤魁出院后，多次就赔

偿问题与大连航运集团大连海运总公司进行协商，但未达成一致意见。 

    王凤魁以大连航运集团大连海运总公司为被告向大连海事法院提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大连海事法院受理案件后，对本案是否属于涉外案件进行了认定。法院认为：原告具有中国国籍。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178条的规定，原、被告均不属于外国人、

无国籍人、外国法人，本案民事关系的标的物以及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也不具有涉外

性，因此本案不属于涉外案件。原告就人身伤害向被告索赔，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

件损害赔偿的具体规定》。 

    王凤魁诉中国大连航运集团大连海运总公司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详情参见大连海事法院民

事判决书，（2005）大海商外初字第 21号。 
27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沈民（4）权终字第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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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或者当事人的住所、惯常居所或者营业所在不同国家，或者其标的物在国外，或者导致其产生、

变更或消灭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国外的民商事关系。” 2000 年《国际私法示范法》制定出来，中国

国际私法学会将其送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希冀全国人大能将法律适用法立法纳入立法

日程，制定一部中国国际私法法典。 

200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制定民法典工作，《法律适用法》列为民法典第九编。2010 年 10

月 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法律适用法》，该法未将法律

适用法学界热切期盼、呼声很高的界定涉外民事关系条款纳入其中，有学者直言不讳感叹这是令人

遗憾之处。
28
《法律适用法（草案）》审议过程中，一些常委委员提出应对“涉外民事关系”作出界

定。“立法部门认为，对于涉外民事关系的界定可以在司法实践中解决，无需通过立法予以规范，

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均无此规定。因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没有对如何界定涉外民事

关系做出规定。”
29
2012 年 12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

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一》”）《司法解释一》对涉外

民事关系的界定做出了具体规定，对《法律适用法》的缺失进行了补位。《司法解释一》在总结实

践经验的基础上，对涉外民事关系的界定采用了“四要素”标准，规定民事关系主体、当事人经常

居所地、客体、内容四者之一具有涉外因素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为防止“四要

素”标准不能涵盖所有涉外民事关系，《司法解释一》增加了兜底条款，规定“四要素”标准之外

人民法院认为“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其他情形”，
30
法官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认定其为涉外

民事关系。 

《司法解释一》巧妙地将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确定性和灵活性的矛盾辩证的统一起来。“四要素”

标准是对涉外民事关系具体涉外情形固化的明确的规则化规定，体现了涉外民事关系界定的确定性

和可预见性；兜底条款拾遗补缺，覆盖“四要素”标准以外所有涉外民事关系，确保涉外民事关系

的界定无漏网之鱼，体现了涉外民事关系界定的全面性和灵活性，以便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

《司法解释一》确立的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的标准符合我国国情，与我国司法部门司法水平情况相吻

合，受到法学界和司法机关充分肯定。我国学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一》的规定发展了界

定涉外民事关系理论，形成了“四要素”加兜底条款学说。 

对《司法解释一》确立的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的标准，法学界也有不同的声音。有学者在认可“四

要素”加兜底条款说的同时，对《司法解释一》规定的界定涉外民事关系标准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司法解释一》“以‘法律关系要素说’为基础理论，对涉外民事关系的界定做

了明确规定。‘法律关系要素说’界定方法给法官实际操作以简化直观等益处，但也存在客观连结

点指标易引发隐性的法律规避、虚假涉外的无法排除、形式涉内但实质涉外案件的无法纳入等隐患。

虽然引入了自由裁量权，但缺乏适用标准，带给实践的将是无法操作或被滥用的硬伤。对涉外民事

关系的界定应将规则与方法辩证统一，对自由裁量权给予合理限制，赋予当事人异议的权利。”
31
兼

听则明，偏信则暗，对现行界定涉外民事关系标准可能存在的缺陷的叩问有助于我国界定涉外民事

关系标准的完善。 

四、我国涉外民事关系界定的立法  

自 1979 年我国开始制定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以来，立法机关未对涉外民事关系做出一般

性界定，仅在个别部门法中对某一领域的涉外民事关系做出过界定，而且这种界定仅限于法律关系

主体的涉外性，不是一种涉及民事关系主体、内容、客体的全方位界定。1985年 3月 21日第六届

                                                        
28 涉外王小骄：对涉外民事关系“涉外性”界定的再思考----兼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解释（一）》
第一条的完善，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 7月第 4期。 
29 高晓力：“《关于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的理解与适用，”《人民司法》2013年第 3

期。 
3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 1条，法释【2012】

24号。2012年 12月 1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563次会议通过，2013年 1月 7日起施行。 
31
王小骄：对涉外民事关系“涉外性”界定的再思考——兼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解释（一）》

第一条的完善，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 7月第 4期。 



1937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涉外经济合同法》，该法第 2条规定，“本法的适

用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同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之间订

立的经济合同。”1986年 12月 11日我国加入了 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该公约第 1

条第 1 款对国际货物销售合同进行了界定，“营业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

同”是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我国缔结或者加入是我国法律的组成部分，公约对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的

界定亦是我国法律对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的界定。 

《法律适用法》制定过程中，法学界强烈呼吁立法机关在总结最高人民法院《民通意见》第

178条规定实施经验的基础上对涉外民事关系做出一般性界定，这一呼声在学者、高校、社会团体

制定的《法律适用法》草案中集中体现出来。 

《法律适用法（草案）》第一稿全国人大法工委委托专家、学者起草。2002年 4月，费宗祎、

刘慧珊、章尚锦起草的第一稿草案问世（该稿草案称为专家稿），该草案的名称为《国际民商事关

系法律适用法》，草案第 2 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国际民商事关系，是指民商事关系中至少含有下列

一个国际因素： (一)至少有一方当事人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或者其他非法人组织、外

国国家或者国际组织； (二)至少有一方当事人的住所、惯常居所或者营业所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域外；(三)当事人争议的标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或者争议标的物的移转越出一国国界；

(四)导致当事人之间民商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

该草案对涉外民事关系的界定采用“四要素”说。 

2002年 9月 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

第九编 <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第 2稿（该稿草案称为人大稿），该草案第 1条对涉外民事关

系进行了界定，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为涉外民事关系：(一)民事关系的一方或者多方当事人是

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国际组织。(二) 民事关系的标的在外国。(三) 产生、变更或者消

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该稿草案借鉴了 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意见》第 178条规定，

对涉外民事关系的界定采用了“三要素”标准。 

在专家稿和人大稿基础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再次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草案)》第九编——《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草案）》，该草案因提交 2002年 12月 23日第九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一次审议故被法学界称之为送审稿。送审稿采用

“四要素”标准对涉外民事关系进行了界定，内容与专家稿相同，不同之处是增加了一款限制性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或者自然人和法人之间的民事关系，其标的物以及

履行地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不得选择适用外国法律。” 

2005年 12月，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私法研究所起草了名称为《国际民商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四草案（该稿草案称为政法稿），该草案第 1 条对涉外民事关系进行了界定，采用了和“专家稿”

相同的“四要素”标准。 

2010 年 3 月 1 日，中国国际私法学会起草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五草案出台（该

稿草案称为学会稿），该草案第 2 条对涉外民事关系进行了界定，该稿草案同样采用了“四要素”

标准。与“专家稿”，“送审稿”，“政法稿有所不同的是该草案增加了兜底条款，草案第 2条第 5款

规定涉外民事关系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涉外民事关系”。 

在前五稿草案的基础上，全国人大法工委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草

案）》第六稿，该稿草案是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审议的草案，法学界将该稿草案称为二次送

审稿。2010年 8月 23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二次送审

稿，二次送审稿删除了涉外民事关系界定条款。 

学者们对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二次送审稿时删除了涉外

民事关系界定条款持不同意见。2010年 9月 25-26日，中国国际私法学会 2010年年会暨中国涉外

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研讨会在天津举行。25 日下午，全国人大法工委领导和工作人员与与会代表

座谈，直接听取专家、学者对《法律适用法》草案的修改意见。座谈会进行了 2个小时，有 39位

代表做了发言，提出了 100多条修改建议，这些建议涉及法律名称、立法模式、立法体系、立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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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立法指导思想、具体条文设计等内容，在《法律适用法》草案终审稿中增加界定涉外民事关系

条款是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意见，也是法律适用法学界的共识。 

二次审议稿通过后，全国人大在其网站上公布了草案全文，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征求修改意

见。全国人大通过网络征集到《法律适用法》修改建议 1000 余条，这些建议涵盖面更为广泛，在

《法律适用法》中增加界定涉外民事关系条款是征集到的重要的立法建议。  

2010 年 10 月 28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三次审议并通过

《法律适用法》，至此，《法律适用法》履行完全部立法程序，三审通过，成为我国正式法律。 全

国人大第三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草案）》第七稿草案过程中，没有

采纳专家、学者建议，而是坚持了该草案第六稿的立场，未对涉外民事关系的界定做出规定。 

从《法律适用法》七部草案起草过程来看，采用立法形式界定涉外民事关系是法律适用法学界

的一致建议，学者起草的 3部草案中都订立了界定涉外民事关系条款；全国人大对涉外民事关系游

离于界定与不界定之间，从全国人大法工委起草的草案中可以看出这种游离。人大稿和第一次审议

稿对涉外民事关系进行了界定，第二次审议稿、第三次审议稿删除了界定涉外民事关系条款。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第三次审议《法律适用法》草案时，对于是否在该法中是否界定涉外

民事关系也有两种意见。一些常委委员支持对“涉外民事关系”作出界定。2015年 8月 24日上午，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分组审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草案。审议过程中，沈春耀

等委员提出草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涉外民事关系”。“涉外民事关系”如果界定清楚的

话，相应的法律适用也就清楚了。法律适用就是在这种关系下适用什么法律、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

对于很专门的概念“涉外民事关系”，现在草案中还不够清晰，应该有一个基本的界定。对涉外民

事关系的界定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情形：一是民事主体的一方是外国人，包括外国的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二是民事法律关系的财产，或者说是标的位于国外或者境外，或者是与境外发生某种联系；

三是法律行为或者后果发生在境外，或者与境外有某种联系；四是法律事实发生在境外或者与境外

有某种联系；五是法律文书涉外，比如继承关系中，假如立了一个遗嘱，遗嘱是在中国立就没有问

题，如果在外国立的，可能就有涉外民事法律问题。所以，“涉外民事关系”应该是在法律主体、

标的、行为等方面，至少有一个涉外因素，同国外或者境外发生一定联系的。
32
2010年 10月 25日

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分组审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草案，一些常委委员

再次提出，应在草案中明确规定涉外民事关系的概念。金硕仁等委员表示涉外民事关系是这部法律

草案的基本该法概念,在草案中应当予以界定。
33
虽然一些常委委员支持在《法律适用法》中界定涉

外民事关系，但这些建议最终被否定。 

《法律适用法》之所以不对涉外民事关系做出界定，主持《法律适用法》制定工作的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王胜明做了解释：“从法律适用角度研究涉外民事关系，一是有无必

要区分国内民事关系和涉外民事关系，区分的意义有多大。二是仅形式上、表面上、偶然地具有涉

外因素就属于涉外民事关系呢，还是实质上、内在地、必然地具有涉外因素才属于涉外民事关系？

对涉外因素的认定不能拘泥，形式上、表面上、偶然地具有涉外因素在确定法律适用上一般不发生

作用，至少不发生重要作用。三是民事关系的主体、客体、权利义务等因素因民事关系的种类、发

生民事纠纷的原因不同而不同，在确定法律适用中的地位是不同的。我的思考还在继续，把司法解

释和学者建议稿对涉外的定义搬到法律上，我担心不能理直气壮地回答常委委员的各种提问，更怕

由此引起轩然大波，影响该法出台。而且，什么是涉外，也可以说是法律施行中的具体问题，法律

可以不作规定。”
34
 

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负责人就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答记者问时对《法律适用法》

未对涉外民事关系进行界定做了如下解释：“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制定过程中，各界曾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如何界定涉外民事关系做出规定，法工委认为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在司法实

                                                        
32
陈丽平：“一些常委委员分组审议时提出对'涉外民事关系'应界定，”《法制日报》，2010年 8月 25日。  

33
陈丽平：“应明确界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制日报》2010年 10月 27日。 

34 王胜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争议问题，”《法学研究》2012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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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解决该问题，无需通过立法予以规范，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均无此规定。因而，涉外民

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没有对如何界定涉外民事关系做出规定。”
35
   

《法律适用法》颁布后，学者纷纷著文评析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缺失的优劣得失，有学者指出“涉

外民事关系”界定的缺失实为该法遗憾之一，此问题仍须进一步厘清。结合司法实践来看，法院对

于认定“涉外民事案件”的标准也宽严不一、难以统一，有损于法律规范适用结果的稳定性与可预

见性。基于立法和实践两方面考量，对涉外民事关系中的涉外因素进行明确界定，成为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司法解释的首要解决问题。
36
 

五、我国涉外民事关系界定的司法补位 

涉外民事关系界定是立法、司法、理论必须解决的法律问题，各国国情不同，解决这一问题的

方式、方法亦不同。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审理案件须以法律规定为准绳，立法机关没有以立法

的方式明示界定涉外民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则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行补位。司法补位一石二鸟，

既可弥补立法缺失，又可指导司法实践。我国涉外民事关系界定的司法补位并非始于《法律适用法》

的颁行，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90年代。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该法第八章是“涉外民

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第八章虽然是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规定，但没对涉外民事关系做出明示

界定。1988 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通意见》第 178 条对涉外民事关系进行了界定。最高

人民法院界定涉外民事关系袭用了“三要素”理论，规定“凡民事关系的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是外

国人、无国籍人、外国法人的；民事关系的标的物在外国领域内的；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权利

义务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外国的，均为涉外民事关系。”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在该《意

见》中，最高人民法院对涉外民事关系再次进行了界定。
37
这次界定在内容上与《民通意见》第 178

条对涉外民事关系的界定完全一致，两次界定的区别在于第一次界定是从实体法角度进行的界定，

第二次界定是从程序法角度进行的界定。 

《法律适用法》制定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几番权衡，最终删除了草案中的涉外民事关系界

定条款。为弥补《法律适用法》立法缺失，最高人民法院在 2012年 12月 28日颁布的《司法解释

一》对涉外民事关系的界定再次进行补位。《司法解释一》第 1条规定：“民事关系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一）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无国籍人。（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三）标的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四）产生、变更或者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领域外。（五）可以认定为涉外民事关系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负责人就涉外民事关系法司法解释答记者问时，就最高人民法院是如何界

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做了权威性说明：从民事法律关系构成的三要素角度确定“涉外民事关系”是合

理的。结合当前的司法实践，本司法解释第一条对如何界定“涉外民事关系”进行了重新规定，对

《民通意见》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内容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完善：（1）《法律适用法》的一个亮

点就是将“经常居所地”规定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重要连接点，不再单一强调“国籍”这一连接

点，因此有必要在主体方面增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经常居所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规

定，亦即主体双方虽都具有中国国籍，但其中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在国外的，他们之间形成的民事

关系也将视为涉外民事关系。（2）对于外国人，应当包括外国的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表述上

以“外国公民、外国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更为贴切。（3）将“外国”一词的表述变更为“中华人民

                                                        
35 张先明：“正确审理涉外民事案件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负责人就涉外民事关系法司法
解释答记者问，”《人民法院报》2013年 1月 7日。 
36
王小骄：对涉外民事关系“涉外性”界定的再思考——兼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解释（一）》

第一条的完善，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 7月第 4期。 
37 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304条规定，“当事人一方

或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组织、或者当事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设立、变更、终止的法律事实发生

在外国，或者诉讼标的物在外国的民事案件，为涉外民事案件。”参见 1992年７月 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第 528次会议讨论通过，法发（92）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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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领域外”更为合理。（4）规定一个兜底式条款，以囊括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其他应当被认定为

涉外民事关系的情形。
38
 

《法律适用法（草案）》第一稿到第五稿都规定了涉外民事关系主体包括外国国家和国际组织，

《司法解释一》未将外国国家和国际组织列入涉外民事关系主体，对于《司法解释一》为什么未将

外国国家和国际组织列入涉外民事关系主体的原因，该负责人也进行了说明：外国国家和国际组织

是否列入涉外民事关系主体在司法解释制定过程中曾有过争论。有观点认为应当将外国国家和国际

组织列为涉外民事关系主体；但我们认为，司法实践中的确有国际组织作为民事案件主体的情形，

也有将外国国家列为被告的情形，但这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国家及国家财产管辖豁免问题，只有在

国际组织或者外国国家明确表示放弃民事案件管辖豁免权的情况下我国法院才能对其行使管辖权。

尽管正在研究制定的国家豁免法倾向于转向“相对豁免”，我国在实践中一直主张“绝对豁免，”而

非“相对豁免，”如果在本司法解释中明确将外国国家、国际组织列为主体，则有可能被误认为我

国法院已经采取了相对豁免的立场，故对将“外国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列入涉外民事关系主体的建

议我们未予采纳。
39
 

2014年 12月 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636次会议通过《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40
在该司法解释中，最高人民法院对涉外民事关系第 4次做出界定，该次

界定与《司法解释一》对涉外民事关系的界定保持一致，内容上完全相同。 

六、世界各国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立法、理论与实践     

（一）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国际立法 

国际社会一直期许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律适用法公约，虽努力卓绝却未能实现宏愿，仅制定了一

定数量的调整某一领域法律关系的国际公约和若干区域性法律适用法公约。这些调整某一领域国际

民事关系国际公约和区域性法律适用法公约对其调整领域的国际民事关系的界定情形不一，可以分

为明确界定调整领域的国际民事关系，原则界定调整领域的国际民事关系和对调整领域的国际民事

关系不做界定三种情况。 

1.明确界定调整领域的国际民事关系 

明确界定调整领域国际民事关系的国际性公约、区域性公约数量有限，且集中在国际收养、国

际合同领域。1965年《海牙收养管辖权、法律适用和判决承认公约》第 1条界定了跨国收养关系，

规定作为一方的个人具有缔约国之一的国籍并在缔约国之一国内有其惯常居所者，或者作为一方的

夫妻均有缔约国之一的国籍而在缔约国之一国内有其惯常居所者，和作为另一方的儿童在申请收养

时未满 18 周岁，并且尚未结婚，而具有缔约国之一的国籍并在缔约国之一国内有其惯常居所者。

该公约界定收养人与被收养人国籍不同且在不同国家有惯常居所，被收养人被收养时年龄不满 18

周岁的收养关系为国际收养关系。 

为了促进国际收养，1993 年《海牙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扩大了国际收养的范

围，废除了国籍要件，以收养人与被收养人惯常居所地位于不同国家作为界定国际收养关系主要要

素。公约第 2 条规定，“本公约适用于惯常居住在一缔约国(原住国)的儿童在该国被惯常居住在另

一缔约国(收养国)的夫妻或个人收养以后，或者为在原住国或收养国进行此收养的目的，已经、正

在或将要被移送到收养国的案件。本公约仅适用于产生永久的父母子女关系的收养。”根据该条规

定，惯常居所地位于不同国家，被收养人跨国移送，收养人与被收养人之间产生永久的父母子女关

系的收养为国际收养。 

全球性国际条约、区域性国际条约对国际合同关系都进行过界定。1985 年《海牙国际货物买

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第 1条对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界定是：（1）营业所位于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

间订立的货物买卖合同；（2）在其他所有情况下涉及不同国家法律之间进行选择的合同。1980 年

                                                        
38 张先明：“正确审理涉外民事案件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负责人就涉外民事关系法司法
解释答记者问，”《人民法院报》2013年 1月 7日。 
39 同上。 
4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636次会议通

过，自 2015年 2月 4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 2015年 1月 30日法释〔2015〕5号。参见该司法解释第 52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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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共体《关于合同债务的适用法律公约》从合同法律适用角度对国际合同进行了界定，该公约第１条

规定，任何情形下涉及需在不同国家的法律之间进行选择以解决合同债务的合同是国际合同。 

除法律适用法公约对国际民事关系进行界定外，尚有实体法性质的国际条约对国际合同关系做

出界定。1980 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第 1 条对国际货物销售合同进行了界定，规定营业

地在不同国家的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货物销售合同为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当事人国籍、住所、销售

的货物是否跨境移送、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是否具有涉外性等因素公约不予考虑。 

2.原则性界定调整领域的国际民事关系 

原则性界定调整领域的国际民事关系是指国际条约原则性规定其调整的对象和范围是某一领

域的国际民事关系，但未对所调整的国际民事关系做出具体界定。1955 年《海牙国际有体动产买

卖法律适用公约》第 1 条规定本公约适用于国际性的货物买卖，1958 年《海牙国际有体动产买卖

所有权转移法律适用公约》第 1 条规定本公约适用于动产的国际性买卖，1972 年《海牙产品责任

法律适用公约》序言规定公约调整国际案件中产品责任，上述三公约分别原则性规定调整国际性货

物买卖关系、动产国际性买卖关系、国际案件中的产品责任，至于什么是国际性货物买卖关系、动

产国际性买卖关系、国际案件中的产品责任公约并不做出具体性界定。 

3.对调整领域的国际民事关系不做界定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自成立起先后制定了 36 个调整国际民事关系的国际公约，一些区域性国际

组织也制定了若干个国际私法公约。这些国际公约除少数明确界定或者原则性界定调整领域的国际

民事关系外，多数国际公约对调整领域的国际民事关系未做界定。实践中，各缔约国法院根据公约

内容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案件是否具有涉外性，是否适用公约调整。 

（二）各国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的立法情况 

既不完全统计，已有近 60 个国家制定了法律适用法法典、法律适用法单行法或者在民法典中

列入法律适用法编，还有一些国家制定了调整某一领域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各国法律适用

法对涉外民事关系界定情况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以法律关系要素的涉外性为标准界定涉外民事关系 

越南、俄罗斯、亚美尼亚等国家立法采用要素标准界定涉外民事关系，民事关系诸要素中有一

要素具有涉外性，该民事关系即为涉外民事关系。越南是世界上最为典型的以民事关系要素为标准

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国家，1995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第 826条规定，“本法典所规定

的涉外民事关系，是指一方当事人为外国自然人或法人，或者法律事实产生、变更或消灭于外国，

或者财产标的位于外国的民事关系。” 俄罗斯也是采用要素标准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国家，但其立

法上表述与越南有所差别，以民事关系主体、客体具有涉外性为重，兼顾民事关系其他要素。2001

年《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 1186条规定，“适用于有外国公民或外国法人参加的或具有其他涉外因

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包括民事权利的客体处于外国的情形，根据俄罗斯联邦缔结或参加的国

际条约、本法典、其他法律以及俄罗斯联邦认可的惯例确定。”亚美尼亚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的标准

与俄罗斯几近相同，重点考察民事关系主体的涉外性，兼顾民事关系客体的涉外性，1998 年《亚

美尼亚共和国民法典》第 1253 条规定，“适用于有外国公民，包括个体业主、外国法人、依照外

国法为非法人组织和无国籍人参加的民事关系以及民事权利标的在国外的案件的法律，根据本法

典、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其他法律，亚美尼亚共和国国际条约和被亚美尼亚共和国认可的国际惯例确

定。” 

2.以民事关系主体国籍不同兼顾其他因素界定涉外民事关系 

吉尔吉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以民事关系主体一方为外国人并兼顾其他涉外因素界

定涉外民事关系。1998年《吉尔吉斯共和国民法典》第 1167 条规定，“有外国公民或者外国

法人参加的或具有其他涉外因素的私法关系的准据法，依照本民法典、其他法律、国

际条约、认可的国际惯例以及根据当事人的协议确定。”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国家

采用与吉尔吉斯相同的标准界定涉外民事关系，1998年《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民法典》第 1084

条、1999 年《白俄罗斯共和国民法典》第 1093 条规定与《吉尔吉斯共和国民法典》第 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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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如出一辙。 

3.以案件是否与外国有联系界定涉外民事关系 

从世界各国立法看，采用案件与外国是否有联系标准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国家为数不多，土耳

其、德国、美国、保加利亚是采用这一标准的国家。采用该标准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等国家可以分为

两种类型，土耳其、德国为一种类型，美国、保加利亚为一种类型。《土耳其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

与国际民事诉讼程序法的第 5718号法令》第 1条第 1款规定，具有外国因素的私法行为和私法关

系的法律适用、土耳其法院的国际管辖权以及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由本法调整。德国 2010

年《民法典施行法》第 3条规定，“当案件与外国有联系时，依照本章规定确定应适用的法律。”
41
 

美国、保加利亚也采用案件与外国是否有联系标准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美国冲突法重述（第

二次）》第 1 条规定，世界由拥有领土的国家组成，各国法律制度彼此独立，相互差异，事件和交

易的发生，问题的产生，可能与一个国家有重要联系，因而需要有一整套特别的规则和方法加以调

整和确定。
42
美国与德国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的相同之处在于两国都以与外国有联系为标准，不同之

处在于美国对案件与外国的联系进行了限定，要求联系必须是“重要联系（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作为法律组成部分的冲突法确定对有关事件可能与一个以上的国家具有重要联

系这一事实赋予何种效力。
43
德国对案件与外国的联系未做限定，是开放性的规定。《美国冲突法重

述（第二次）》第 10 条规定，“本冲突法重述中的规则适用于涉及美国一州或多洲的案件，并基本

上适用于涉及一个或多个外国因素的案件。”美国的立法是严谨的，结合该重述广泛采用最密切联

系原则确定准据法，可知它意在提请法官在法律适用时从案件与相关法域的重要联系选择出最具有

决定性意义的，而将非重要联系弃置一边。德国等国家立法大多采用了概括界定的方法，未就何为

“涉外”或“涉外因素”进行具体列举，从而将对这一问题的判断权留给了法官。
44
 

保加利亚对涉外民事关系的界定采用了美国模式。保加利亚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的法典》第

1 条第 1 款规定本法典的各条款调整（1）保加利亚法院、其他机关的国际管辖权以及国际民事诉

讼程序；（2）适用于具有国际因素的私法关系的准据法；（3）外国判决及其他文书在保加利亚共和

国的承认与执行。该条第 2 款对本法典意义上的私法关系进行了解释，“是指与两个或多个国家有

联系的私法关系。”该法第 2条对具有国际因素的私法关系进行了解释，“由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

家的法律支配。” 

4. 以案件是否与外国法或者与外国法律制度有联系界定涉外民事关系 

摩尔多瓦、委内瑞拉等国家以案件是否与外国法或者与外国法律制度有联系界定涉外民事关

系。摩尔多瓦是以案件与外国法律有联系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国家之一，2002年 6月 22日公布的

《摩尔多瓦共和国民法典》第 1576条第 1款规定，“与外国法律有联系的民事法律关系，其准据法

依摩尔多瓦共和国签署的国际条约、本法典、摩尔多瓦共和国其他法律以及摩尔多瓦共和国认可的

国际习惯确定”。
45
委内瑞拉是以案件与外国法律制度有联系界定涉外民事关系国家之一，1998年

委内瑞拉《关于国际私法的法令》第 1 条与外国法律体系有关的案件，依与争讼有关的国际

公法规定，尤其是对委内瑞拉生效的国际条约中所制定的规范调整；否则适用委内瑞拉

国际私法规定；若无此种规定，采用类推法；若无类推法，则适用普遍承认的国际私法

原则。 突尼斯以案件与外国法律秩序有联系界定涉外民事关系，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

典》第 2 条规定，“如果一项法律关系的各项具有决定意义的构成要素中，至少有一项同时关涉到

突尼斯的法律秩序和其他一个或几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律秩序，该法律关系具有国际性。” 

5.默示界定。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与诉讼的法律》第 1条、马其顿共和国《关于

                                                        
41邹国勇译注：《外国国际私法立法精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 4页。 
42 李双元、欧福永、熊之才编：《国际私法教学参考资料选编 上册 总论·冲突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444-445页。 
43 《美国冲突法重述（第二次）》第 2条。李双元、欧福永、熊之才编：《国际私法教学参考资料选编 上册 总论·冲
突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第 444-445页。 
44江保国、龚柳青：“论民商事案件涉外性之判断”，《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 年第 2 期。 
45 邹国勇译注：《外国国际私法立法精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第 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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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私法的法律》第 1条。 

通过对各国法律适用法立法的检索、归类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对涉外民事关系采

用立法形式进行界定和不采用立法形式对涉外民事关系进行界定的国家都存在，从数量上分析，不

以法律形式明确界定涉外民事关系国家的数量略高于以立法形式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国家；（2）在

采用立法形式界定涉外民事关系国家中，对涉外民事关系进行原则性界定，仅规定法律适用法调整

对象为涉外民事关系或国际民商事关系，未对 “涉外性”或“国际性”作出明确解释国家的数量

略高于对涉外民事关系进行明确界定，规定“涉外民事关系”具体情形的国家；（3）在对涉外民事

关系进行具体确定的国家中，明确采用“三要素”理论的国家只有越南，其他国家界定涉外民事关

系，重点考虑民事关系主体的涉外性，兼顾民事关系客体、内容的涉外性；（4）20 世纪末、21 世

纪初以法典或者单行法方式制定法律适用法的国家，多开宗明义界定涉外民事关系；（5）西方国家

一般采取比较灵活的做法，规定凡与本国法以外的某种法律体系发生联系的就构成国际或涉外民事

关系，
46
发展中国家对涉外民事关系的界定往往是具体的，明确指出民事关系诸要素之一具有涉外

性即为涉外民事关系。 

（二）世界各国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理论 

法律规则与研究该规则的法学理论犹如一对双胞胎，有共生性，不论是法律规则先出台，还是

法学理论先问世，其另一半不是紧随其后，就是不期而至；法律规则与法学理论有共存性，总体说

来，法学理论以法律规则为基础，法律规则调整的社会关系越广泛、越复杂，该领域的法学理论就

越繁荣，越深刻。法律规则被废弃，研究该规则的法学理论也会随之衰弱，直至消亡。界定涉外民

事关系立法与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理论之间的关系同样如此。涉外民事关系界定的立法关涉法律适用

法调整的对象和调整范围，各国无不以法律的形式明示或者默示进行规范，因此，建立在涉外民事

关系界定立法基础上的理论研究如火如荼，经久不衰。各国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的方式、方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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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民事关系的界定概采用“要素说，”但这些学者对“要素说”的表述并不相同。隆茨对涉外民

事关系的界定我国学者耳熟能详，其“三要素”理论已经成为我国界定涉外民事关系主流观点。前

苏联法律适用法学家鲍古斯拉夫斯基认为法律适用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外国或国际因素的民法关

系，家庭和劳动关系”，而对其中的“外国或国际因素”，他以财产关系为例说明具体包括主体涉外、 

客体涉外以及相关法律事实涉外等三种情形。
51
鲍古斯拉夫斯基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的理论对一些东

欧国家产生了影响，斯洛文尼亚、马其顿等国家采用了具体列举涉外民事关系的领域的方式界定涉

外民事关系。 

纵观各国国际私法理论，俄罗斯、
52
我国台湾

53
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对涉外民事关系有较为系统

的论述，英国等国家的学者对涉外民事关系有所提及，多数国家的学者未探讨涉外民事关系界定问

题。 

2.外国法联系说 

西方国家有学者采用外国法联系说界定涉外民事关系。外国法联系说主张民事关系与外国法律

或者外国法律制度有联系，该民事关系即为涉外民事关系。外国法联系说现不仅是西方国家学者界

定涉外民事关系的理论，也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学者采纳。英国学者戴西和莫里斯对外国法联系说理

论的阐述很有代表性：“‘外国因素’单纯指除英格兰法外，与某一法律体系的联系。……在冲突法

中，外国因素和外国是指非英格兰因素和英格兰以外的国家。从冲突法的观点来看，苏格兰和北爱

尔兰虽不是在全部意义上，但在很大意义上是像法国或德国一样的外国。”
54
美国学者西格尔也持类

似的观点，他认为在广义上冲突法调整所有与两个或两个以上法域有联系的案件。
55
 

持外国法联系说的学者中，还有学者主张外国法适用说。外国法适用说主张采用准据法标准界

定具有相同国籍的当事人之间产生的民事关系的性质，即案件适用的法律为国际条约、国际惯例或

者是外国法律，则该民事关系为涉外民事关系，案件适用的法律为本国国内法律的，应当认定该民

事关系为国内民事关系。 

3.外国联系说 

有学者主张以民事关系是否与外国有联系为标准界定涉外民事关系，民事关系如果与外国有联

系则为涉外民事关系。“涉外因素系指某法律关系之构成要素非仅属于一国，而系与二个以上国家

发生关联。”
56
 

外国法联系说与外国联系说二者之间有联系，但二者是不同的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理论，也是不

同的界定涉外民事关系标准。国内有学者将这两种观点视为同一理论，这有失偏颇。与外国法有联

系的民事关系不一定与该外国有联系，与外国有联系的民事关系不一定与该外国法有联系。例如，

中国某公司与新加坡某海运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合同约定发生争议适用英国法律。该国际运输

合同与英国法有联系，但与英国没有联系。在各国普遍认可当事人协商选择涉外民事关系准据法的

当下，与外国法有联系而与外国没有联系的情形出现机率是很高的。与外国有联系而与外国法没有

联系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例如，中国某公司与德国某公司签订购买机床合同，合同约定美元结算，

发生争议适用被告一方国家的法律。德国某公司交货时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美元贬值，德国某公司

提出提高货物价款，中国某公司拒绝，双方产生争议。该争议的产生与美国有联系，与美国法律没

有联系。所以，应将外国联系说和外国法联系说区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外国联系说涵盖的范畴

比外国法联系说涵盖的范畴要宽泛的多。 

认真分析外国联系说我们不难发现，外国联系说与其说是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的标准，不如说是

                                                        
51 【苏】鲍古斯拉夫斯基：“国际私法的对象和体系”，《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85年第 7期第 21页。 
52 浦伟良、余先于、杨心宇著：《俄罗斯民商法与冲突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1995年版，第 9-10页。 
53 陆东亚著：《国际私法》，台湾正中书局 1967年版，第 4页。 
54 【英】 J ·H·C.莫里斯主编、李双元、胡振杰、扬国华、张茂译：《戴西和莫里斯论冲突法（上）》，中国大百
科全书出版社 1998年版，第 3页。. 
55【美】David D.Siegel, Conflicts in a Nutshell，West Publishing Co.,1982.p1.  
56 曾陈明汝博士著、曾宛如续著：《国际私法原理（上集）——总论篇》，台湾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总经销，2008
年 5月改订八版，第 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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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涉外民事关系原则，因为民事关系与外国有联系只是具体事实概括性表述，并非具体事实本身，

揭开“与外国有联系”的面纱，可以看到与外国联系的具体形态。曾陈明汝教授是采用外国联系说

界定涉外民事关系的倡导者，但她同时对“与外国有联系”进行了阐释：最主要者系指法律关系之

当事人，至少有一造具有外国国籍或在外国设有住所；其次即法律关系之行为，包括法律行为、事

实行为、诉讼行为与犯罪行为等，有一部或全部发生于国境以外者，至于原因行为或结果行为则非

所问；此外尚有法律关系之标的物处于国外者。至于标的物系在构成行为成立时或成立前已在国外，

抑或于其成立后暂由国内移至国外，均非所问。
57
从上述解释中可以看出，曾陈明汝教授主张的外

国联系说是以民事关系要素与外国有联系为基础的。 

外国联系说以民事关系要素与外国有联系为基础并不代表该理论与“要素说”等同或者雷同，

民事关系三要素具有涉外性是外国联系说基干部分，外国法联系说也是该理论涵摄的内容。 

【知识储备】法理知识：法律关系；民法知识：民事法律关系、代理、隐名代理、显名代理；

国际私法知识：涉外民事关系、涉外代理、民事法律关系性质的转化、法律适用规范、法律选择、

准据法。 

【关键要点】代理出口的货物出口后被退回，货物被退回是否影响代理法律关系性质的认定？ 

【建议课堂计划】本案例可以安排 2个课时。 

【相关附件】 

【其他教学支持】多媒体设备、PPT课件 

魏文汉之妻国籍的确定与国籍冲突的解决 

齐湘泉
58 

【摘要】国籍是个人隶属于特定国家并成为特定国家成员的法律身份。各国立法对国籍的取得、

丧失、恢复做出了不同的法律规定，从而产生国籍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对国籍冲突的解决，各国

法律也都做出了规定。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我国不能产生中国国籍与外国国籍法律冲突，但实践中，

我国事实上的国籍冲突依然存在。我国法律对外国人之间国籍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的解决做出了规

定，有法可依。我国事实上的国籍冲突的解决，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理论探讨。 

【关键词】国籍  国籍冲突  解决 

【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当事人】案件发生的时间从 1928年 9月 20日至 1928年年底。案

件发生的地点在上海。当事人是律师魏文汉之妻与捕房律师。 

【案件提出的理论问题】魏文汉之妻的国籍认定 

【案件提出的理论问题】国籍的认定与双重国籍法律冲突的解决 

【当事人情况及事件背景】巡捕房是清末、民国时期对警察局的称谓，是中国沦为殖民地和半

殖民的产物。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

约，迫使清政府开放上海等 5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在口岸或通商城市划出作为外侨“居留和经商” 

一定区域作为“租界”。“租界”是列强奴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场所，租借国在租借地享有立

法、司法权，行使行政管理权。租界中的巡捕房是司法机构，巡捕受各个租界领事控制和任命。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宣布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外国领事裁判在中国寿

终正寝，巡捕房不复存在。 

魏文汉之妻系美国女子，与魏文汉在美国结婚，婚后随魏文汉来华定居。 

【案件事实】律师魏文汉于昔年留学美国时，娶美国女子为妻，嗣因在沪执行律师职务，故眷

属亦住上海。1928年 9月 20日魏妻以事独出，经过南京路被孔照漳调戏，鸣捕诉由临时法院开庭

审理。捕房律师称：在案原告诉人系美籍，依美国法律，凡本国女子嫁与他国人为妻者其祖国国籍

并不丧失，故应由美国领事观审。临时法院推事则宣称：依中国法律，凡外国女子嫁与华人为妻即

                                                        
57 同上，第 7页。 
58 作者：齐湘泉；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版权：版权保护权限已过，案情与法院判决都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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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夫之国籍。本案原告诉人现嫁与华人且夫妇同居中国，故告诉人已取得中国国籍，美领无观审

权。告诉人之夫魏文汉遂代表其妻声明：告诉人对于本案应否有委员观审，皆无异议。于是因国籍

问题而发生观审之争。
59
 

【教学目的与用途】本案例适用于法学专业《国际私法》、《国际私法判例研习》等课程，教学

目标在于通过该案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国籍的认定与双重国籍法律冲突的解决。 

【涉及知识点】国籍   国籍的取得  双重国籍  国籍的积极冲突  国籍冲突的解决  

【启发思考题】 

 1.涉外婚姻对国籍的影响。 

2.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的国籍制度。 

3.中国现行的国籍制度。 

4.国籍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的解决。 

5.中国事实双重国籍的解决。 

【分析思路】 

1.美国女子嫁外国男子为妻，是否丧失美国国籍。 

2.民国时期外国女子嫁中国男子为妻，是否取得中国国籍。 

3.魏文汉之妻是否具有双重国籍。 

4.国籍积极冲突如何解决。 

【理论依据】 

一、国家、公民与国籍 

国籍是个人隶属于特定国家并成为特定国家成员的法律身份，是一个人属于某一个国家并成为

该国国民或公民的法律资格，是一个人同一个特定国家间的固定的法律联系。在国际公法上，国籍

是国家对本国公民行使属人管辖权，实施外交保护的法律依据，也是公民效忠国家的依据。 

现代社会的国家是独立的政治实体，构成国家政治实体需要有不可或缺的三个要素：第一个要

素是国家要拥有一定数量的居民，组成拥有共同语言、文化、种族或者历史的社会群体；第二个要

素是国家要有一定面积的领土，为本国公民提供生存空间；第三个要素是国家要拥有治理社会的权

力机构，对国家事务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在这三个要素中，人的要素是第一位的，国家必须根据

一定的条件给予自然人国籍，承认其是本国的属民，给予政治、经济、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利和待

遇。自然人获得一国国籍，就成为该国家成员，依法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各国将国籍做为立法的重要内容，是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开始的。 

具有一国国籍的人称为该国的公民，有的国家不使用公民一词，把具有本国国籍的人称为国民

或臣民，这几种称谓只是表述不同，没有本质区别。1949年 9月 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曾将具有中国国籍的人称为“国民”，1954

年 9月 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具有中国国籍

的人的称谓由国民改称为公民。198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3 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二、中国国籍立法的产生与发展 

国籍这一概念在中国产生于 19世纪末，国籍立法产生在中国于 20世纪初，此前，中国解决国

籍事宜依据的是习惯或者是习惯法。19 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不存在近现代意义上的国籍概念。封

建社会历代统治者将具有中国血统的人视为其臣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臣子依附君主而存在，没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和法律地位。一个人，不论其出生在国内还是国外，只

要其父母具有中国血统，其便认为是中国人，认为中国是其祖国。历代统治者也认为具有中国血统

的臣民所生子女是中国人，不管其身居海外多少年，不管其是第几代中国人的后裔。中国血统的人

在采出生地国家所生的子女，尽管出生时已获得出生地国家的国籍，也仍然保有中国国籍。不具有

                                                        
59吴学义：“国籍之冲突，”《法律评论》第 270期，192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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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血统的人在中国所生子女是外国人，不具有中国国籍。 

在中国，国籍概念和国籍问题始于鸦片战争之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1858年中英《天

津条约》提及了“英国人”、“中国人”、“英国民人”、“中国民人,”这是中国国籍概念的雏形。1868

年，中美签订了《蒲安臣条约》，中国开始向外派遣使臣，开始了对国外华人的保护。
60
《蒲安臣条

约》开创了中国以法律形式调整国籍的先河。1886 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请清政府在香港设立领

事馆以对“该处华民十余万”实行管辖和保护，
61
从这一奏折可以看出，此时清政府仍将香港居民

视为中国臣民。 

20世纪伊始，荷兰拟制订国籍条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荷兰殖民者强迫荷属爪哇华侨

加入荷兰籍。在此情况下，广大爱国华侨在泅水集会商讨抵制办法。办法之一，就是请清王朝及早

制定国籍法，以确定华侨国籍。1910年，荷兰当局公布了《荷属东印度籍民条例》，要求世代居住

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华侨改入荷籍，成为荷籍臣民，受到当地华侨的强烈反对。 

荷兰当局强迫华侨入籍的做法使清政府认识到国籍的重要性，认识到国籍与户籍是有本质区别

的。当时的宪政编查馆在奏折中奏到：“户籍者不过稽其众寡，辨其老幼，以令贡献，以越职复而

已”，“而国籍之法则操纵出入之间，上系国权之得失，下关民志之从违”。1909年，在“列国并争，

日以辟土殖民互相雄长”之际，本着“怀保流移为贵”的立法宗旨，清政府法律馆于宣统元年拟出

《中国国籍法草案》，然后咨报外务部，联衔上奏朝廷。《中国国籍法草案》由宪政编查馆审查核议，

易名为《大清国籍条例》，最后予以颁布施行。《大清国籍条例》，采取了血统主义为主，出生地主

义为辅的国籍原则，第一次表明中国政府在自然人国籍问题上的立场。《大清国籍条例》因清政府

国势日衰实践意义受到一定的局限，而它的历史意义是深远的。 

《国籍条例》共分固有籍、入籍、出籍、复籍、附条五章，计 24 条。该法对固有籍采用血统

主义与出生地主义并行的原则，拟定：生而父为中国人者，或生于父死之后，而父死时为中国人者，

不管是否生于中国，其国籍均属中国国籍；同时又规定如果父母均无可考，或父母均无国籍，本人

出生于中国，亦属中国国籍；如果连本人的出生地亦无可考，而是一个在中国发现的弃儿，其国籍

亦属中国国籍。该法对加入中国国籍，放弃中国国籍和加入它国国籍，出籍后又申请加人中国国籍

都作了详细规定。 

清朝末年，荷兰当局借清朝希望在荷兰殖民地设立领事馆之际，迫使清政府在荷属东印度群岛

华裔人士国籍问题上作出妥协。1911 年 5 月 3 日，中荷两国代表在北京签署了《中荷在荷兰领地

殖民地设领条约》。订约之后，中国代表照会荷兰政府，承认华人在荷境内依照荷兰法律解决国籍。

荷代表亦照会中国政府，承认入荷之华人，若回中国可归中国国籍。这实质上是对中国不利的一项

不平等条约。
62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 年，民国政府参议院拟定《国

籍法》，于同年 11月公布。1914年，民国政府对《国籍法》加以修订，更名为《修正国籍法》，于

同年 12月 30日公布。1929年，民国政府再次对《修正国籍法》进行修订，于同年 2月 5日予以

公布。民国时期的国籍法秉承了《大清国籍条例》的基本原则，“以血统主义为重，而辅以出生地

主义以济其穷”。 

为了避免双重国籍对华侨产生不利的影响，民国政府在加入 1930 年订立于海牙的《关于国籍

                                                        
60 《中美续增条约》内容共分八条,（一）美国如与第三国失和，两国均不得利用中国洋面和陆地进行战争；(二)
在不与己有条约相违背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自定章程另外开辟与美国贸易的海运航线；(三)中国可以向美国通商各口
岸,派驻领事官。美国对中国领事官,应与对英国领事官一体优待；(四)中国不得因宗教不同，欺侮在华美国人，美国
亦不得因宗教不同,对在美国的华人，有所屈抑苛待；(五)两国对民人前往别国，或愿居住入籍，或随时来往，均听
其自便，不得禁阻。但在两国人民自愿来往居住之外，另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违者按例治罪；(六)中国对来华
的美国人，美国对往美国的中国人，都给予最优之国所得待遇；(七)中国人或美国人如果想进入对方国家官办之大
小学校学习，对方国家须以最惠国之人民应得之待遇一体优待；(八) 美国声明并无干预中国内政之权及催问中国内
政之意。 

1869年 11月 23日，中美双方在北京交换了条约批准书。 
61 《粤都张之洞奏请催设香港领事以期安内驭外折》，载于《中国与香港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 220页。 
62 周鲠生著：《国际法》，商务印书馆 1976年版，第 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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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若干问题的公约》时，对公约第 4条“一个国家对于兼有另一国国籍的本国国民不得违反该

另一国的规定施以外交保护”的规定提出了保留。 

三、中国现行国籍制度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于 1949年 9月 29日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宣布废除国民党政

府时期的《六法全书》，这样，国民党时期制订的国籍法不再有效。从 1949年 10月 1日至 1980年

9 月 10 日这一段历史时期，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华侨国籍问题、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边民国籍问题，

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采用友好协商的方式，通过缔结双边条约的方式来解决。 

1980年 9月 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籍法》，该法于同日公布实施。1981年 4月 7日，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实施国籍法的内部规

定〈试行草案〉》。我国现行国籍法确定了“一个国籍”原则，明确规定不承认中国公民的双重国籍，

坚持减少和消除无国籍人的立场。我国国籍法的主要内容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人都具有中国国籍。现行国籍法采取血统主义

为主，出生地主义为辅的原则确定国籍。父母双方或一方是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中国，具有中国

国籍。这一规定改变了已往在中国境内中外通婚子女年满 18 岁后允许选择国籍的做法。父母双方

或一方为中国公民，本人出生在国外，具有中国国籍；但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

本人出生时即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有中国国籍。这一规定可避免中国公民在外国所生子女具有双

重国籍。父母无国籍或国籍不明，本人出生在中国，具有中国国籍。这一规定体现了出生地主义原

则，可以避免或减少无国籍。 

中国政府不承认任何外国使领馆擅自向中国公民发放的任何护照或公民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

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根据这一原则，父母双方或一方为中国公民并定居在外国，本人出生

时即具有外国国籍的，不具有中国国籍；外国人被批准加入中国国籍的，不得再保留外国国籍；定

居在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者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申请退出中国国籍获得

批准的，即丧失中国国籍；被批准恢复中国国籍的，不得再保留外国国籍。按照现行中国国籍法，

凡是具有外国国籍的，就不再具有中国国籍。 

现行国籍法坚持出籍审批原则。中国公民是外国人的近亲属的，或定居在外国的；或有其他正

当理由的，可经申请批准退出中国国籍；退籍申请受理机关在国内为当地市县公安局，在国外为中

国驻外使领馆，批准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对于未经批准退出中国国籍而取得外国国籍或护

照的中国不予承认；朝鲜使馆曾向中国朝鲜族公民发放《海外公民证》，中国政府不承认外国公民

证，前苏联使馆曾向中国新疆等地少数民族发放护照，中国政府不承认该外国护照。对于定居中国，

根据外国国籍法可取得外国国籍，因此要求退出中国国籍当外国人的，一般不批准出籍。加入、退

出、恢复中国国籍的申请，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审批。 

现行国籍法不具有溯及力，国籍法公布前，已经取得中国国籍的或已经丧失中国国籍的，继续

有效。 

四、国籍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的解决 

自然人是否具有某国国籍以及依什么条件取得、丧失和恢复国籍等问题，通常由各国国内立法

加以规定。各国立法对国籍的取得、丧失采取了不同的原则，从而产生国籍冲突。 

（一）国籍的取得方式 

国籍的取得方式有两种： 

1．以出生的方式取得国籍，以这种方式取得的国籍又称作国籍的原始取得，其国籍称作原始

国籍。因各国的立法不同，国籍的原始取得又分为血统主义、出生地主义、混合主义。 

2．以传来的方式取得国籍，以这种方式取得的国籍又称作国籍的继有取得，其国籍称作继有

国籍。传来国籍取得的方式有：归化、选择、婚姻、收养、认知、入赘、国家继承、接受公职、强

制入籍等。 

国籍无论是以出生方式取得，还是以传来方式取得，由于各国国籍取得的法律规定不同，都可



1949 

以产生国籍的积极冲突和国籍的消极冲突。 

国籍的积极冲突是指一个人同时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国籍。国籍的消极冲突是指一个人不具有

任何国家的国籍。双重（多重）国籍、无国籍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上，

双重国籍、无国籍不仅给自然人民事主体资格的确定和民事权利的保护带来许多不便，也给国际民

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带来许多困难。因此，解决国籍的冲突非常必要。 

（二）国籍冲突的解决方法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解决国籍积极冲突采用的方法分别是：  

1． 一个人同时既具有内国国籍，又具有外国国籍时，通行做法是按照“内国国籍优先 

的原则”，以内国法为当事人的本国法。 

2．当事人的双重或多重国籍均为外国国籍时，如何确定其本国法，各国的实践不一致，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做法： 

第一，最后取得的国籍优先。在实际生活中，有时一个人有两个以上国籍并非先后取得， 

而是同时取得的，这种情况下，以住所所在地法为其本国法。 

第二，当事人住所或惯常居所所在地国国籍优先。 

第三，与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国籍优先，即适用当事人“实际国籍”所属国法为其本国

法，这是当今较有影响的一种理论，为许多学者所赞同
63
，也被不少国家的立法和实践采纳。 

第四，法院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自然人的国籍。 

国籍消极冲突的解决方法：  

对于国籍消极冲突的解决，各国立法都做出了规定。各国解决国籍消极冲突的法律规定及实践

所采取的解决办法基本一致，一般主张以当事人住所所在地国的法律为其本国法，如果当事人无住

所或其住所不能确定时，以其居所所在地国法为其本国法。例如 2006 年《日本法律适用通则法》

第 38条第 2款规定：“应依当事人本国法，其无国籍时，依其经常居所地法。”1939年《泰国国际

私法》第 6条第 3款也作如此规定。如果当事人居所如果无法确定，则以法院地法替代。 

1978 年《奥地利联邦国际私法法规》第 9 条第 2 款直接以当事人惯常居所所在地国法律为其

属人法。 

（三）我国关于国籍冲突的法律适用规则 

我国 1980 年《国籍法》对国籍的取得、丧失和恢复做出了明确规定，并确定了“一个国籍”

的原则，明确规定不承认中国公民的双重国籍。由于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就法律适用而言，不存

在我国公民国籍冲突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实践中，双重国籍情形虽然中国人身上不会发生，但对于

外国当事人而言，国籍冲突依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外国人国籍积极冲突的解决，1988年《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

意见》）第 182条规定：“有双重或多重国籍的外国人，以其有住所或者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

法律为其本国法。” 

2010 年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双重国籍当事人国籍的确定进行了立法，该法第

19条规定：“依照本法适用国籍国法律，自然人具有两个以上国籍的，适用有经常居所的国籍国法

律；在所有国籍国均无经常居所的，适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籍国法律。”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

我国在解决国籍积极冲突时，是以是否具有经常居所来判断国籍国的，有经常居所国家的法律为国

籍国法；如果自然人在其所有国籍国都没有经常居所时，则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选择国籍国法标

准。 

对于自然人国籍消极冲突的解决，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 19 条同样明确的作出

了规定：“自然人无国籍或者国籍不明的，适用其经常居所地法律，”该规定以经常居所作为无国籍

或国籍不明的替代连结点，根据该连接点确定应适用的法律。 

                                                        
63 例如法国著名学者享利·巴蒂福尔与保罗·拉加德在其所著的《国际私法总论》中就提“实效国籍”、“积极国籍”
的优越性。见亨利·巴蒂福尔、保罗·拉加德著：《国际私法总讼》，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9年版，第 106—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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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汉之妻被孔照漳调戏一案，从国际私法角度来看，其核心问题是双重国籍法律冲突的解决。

在该案中，是适用中国法律来认定魏文汉之妻的国籍，还是适用美国法律来认定魏文汉之妻的国籍，

这是解决魏文汉之妻国籍问题的焦点。此案发生在中国，所以，临时法院推事确定魏文汉之妻国籍

时适用了中国法律。临时法院推事宣称“依中国法律，凡外国女子嫁与华人为妻即取得夫之国籍。” 

临时法院推事宣称的中国法律，系指《法律适用条例》第 2条第 1款之规定，该规定为：依本条例，

适用当事人本国法时，其当事人有多数之国籍者，依最后取得之国籍定其本国法；但依国籍法，应

认为中国人者，依中国之法律。
64
根据该规定，魏文汉之妻的国籍应当认定为中国国籍。 

魏文汉之妻具有中国国籍，临时法院审理孔照漳调戏魏文汉之妻案，美国驻上海领事无权观审。 

五、国籍在国际私法上的作用 

国籍在国际私法上具有以下重要作用： 

1.国籍是给予在本国的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的依据。每一个国家都有权依据本国法律决定谁是

本国公民，谁是外国人，国籍就是判断自然人内外国人的法律依据，具有本国国籍的自然人是本国

公民，不具有本国国籍的自然人是外国人。各国都给予外国人民事法律地位以便进行民商事交往，

外国人在本国享有哪些民事权利，承担哪些民事义务，取决于自然人的国籍。 

2.国籍是判断一个民事关系是否是涉外民事关系的重要因素。国内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与涉外

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有很大的差异，判断一个民事关系是国内民事关系还是涉外民事关系，国籍是

一个重要因素。民事关系一方当事人是外国人，或者民事关系双方当事人是外国人，该民事关系就

是涉外民事关系，需要适用国际民事诉讼程序审理，需要通过法律适用规范确定应适用的法律。 

3.国籍是确定属人法的一个重要的连接点。与人的身份有关的涉外民商事关系适用的法律主要

是属人法。传统属人法包括当事人本国法与当事人住所地法，这也是属人法的两大原则。属人法是

法律适用法特有的法律概念，是以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当事人国籍、住所等为连接点，用以解决当

事人的身份、能力、婚娴、家庭、继承等方面的法律冲突问题的系属公式。19 世纪以前，属人法

是住所地法，自 19世纪起，国籍在属人法中崭露头角，日益重要。1804年《法国民法典》率先放

弃住所地采用国籍为属人法的连接点，法国的做法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很大的影响，许多大陆法系国

家效仿法国采用国籍作为属人法连接点。英美法系国家则一直坚守采用住所地作为属人法的连接

点，由此形成属人法的住所地法主义和本国法主义的对立。国籍作为属人法的连接点具有国籍比住

所更稳定、国籍比住所更容易确定、更能够体现国家对其国民的属人主权等优点。 

涉外民事关系适用国籍国法能够引起反致、多法域法律的认定问题、人际法律冲突问题、时际

法律冲突以及法律规避等法律问题。 

4.国籍是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确定依据，也是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行使的依据。涉外民事案件

管辖权，特别是与人的身份有关的涉外民事案件管辖权，许多国家都是依据当事人是否具有本国国

籍来确定。拉丁法系国家则以国籍作为唯一或主要的确定国际民商事案件管辖权的根据。以法国为

代表的拉丁法系国家以及参加了 1928年《布斯塔曼特法典》的拉丁美洲国家均采取属人管辖原则。 

六、我国事实双重国籍的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外国留学、就业的人员数百万计，许多中国人加入了外国国籍，归化为

外国人。我国公民归化为外国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没有一个确切的或者固定的答案，有人加入外

国国籍的原因是积极的，有人则是消极的，不能一概而论。 

1.与外国人结婚加入外国国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涉外婚姻潮，以百

万计的中国人与外国人结婚，许多人婚后加入外国籍。 

2.被外国人收养加入外国国籍。我国放开了涉外收养，外国人可以收养中国儿童为其子女，美

国等国家规定美国公民收养外国人为子女的，被收养人可以取得美国国籍。美国人收养了中国儿童，

被收养的儿童可以获得美国国籍。改革开放后，许多外国人常年在我国境内工作，有中国女性与外

国人姘居生育私生子的情况，私生子被外国人认领回国后，可以获得其父国籍。 

3.因常年在外国学习、工作加入外国籍。许多中国留学生常年在外国学习，有些人学成后在外

                                                        
64吴学义：“国籍之冲突，”《法律评论》第 270期，1928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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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就业，为了工作方便加入外国籍。 

4.为子女利益加入外国籍。本人取得外国国籍后，在归化国家所生子女可以获得外国国籍，有

人从子女的利益考虑加入了外国国籍。 

5.为了事业加入外国籍。我国乒乓球、羽毛球、跳水等体育项目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许多

运动员在本国无法获得参赛的机会，于是加入外国籍，成为外国籍运动员，代表外国国家参赛，形

成著名的“海外军团”。 

6. 为了规避法律加入外国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要求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加入外国籍后

生育不受限制。 

7. 为了规避税收加入外国籍。以法国为例，2013年 10月 18日，法下院批准开征 75%富人税，

年薪 100万欧元为起征点，许多收入高的法国人为避税加入外国国籍。 

8.加入外国籍是为了出口转内销，享受超国民待遇。我国为了吸引外资，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

给予投资人超过我国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许多人归化为外国人后，以外国人的身份来华投资，享受

外资待遇。 

9.为了出入境方便加入外国籍。持发达国家护照出入境可以享受免签证待遇，一些外事活动频

繁的中国人加入外国籍是为了使他们游历世界或参加各种活动更方便。 

10.为了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待遇加入外国籍。 

11.为了子女在外国受到良好的教育加入外国籍。许多中国学生学习成绩不佳，在中国参加高

考不能考入大学学习或者不能进入质量好的名牌大学学习。我国对留学生入学考试成绩要求不高，

许多人搞“曲线救国”，加入外国籍后，参加留学生入学考试，以这种方式进入中国的大学学习或

者进入中国的名牌大学学习。 

12.加入外国国籍是为了与中国政府作对。一些在我国受到打击或者受到处罚的人对受到的处

罚不满，以政治避难为由申请加入外国国籍，入籍后和外国敌对势力相勾结，从事颠覆中国政府的

活动。 

13.为逃避法律惩治加入外国籍。一些贪官污吏利用职权获得了大量不义之财，侵吞了大量的

民脂民膏，为了防止东窗事发身陷囹圄，将妻子儿女移民国外，归化为外国人，本人在国内“裸体”

做官，一有风吹草动，金蝉脱壳，逃之夭夭，到国外花天酒地。 

总体说来，中国人加入外国国籍是为了获取一定的利益，从实践来看，中国人归化的国家大都

是生活条件好，社会福利高的国家，加入外国籍不是为了获取一个毫无价值的符号，获取一本护照。 

在外国居住并且加入外国国籍的人不再具有中国国籍，原有的中国国籍自动丧失。但是，许多

人加入外国国籍后，隐瞒外国人的身份，仍然以中国人的地位在国内进行各种活动，形成事实上的

双重国籍，引起国内公民不满。 

对于事实双重国籍的解决，有机关、团体、个人提出改变现行国籍法，通过承认双重国籍方法

解决。 

1999 年 3 月，在第九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上，陈铎、杨伟光、李光羲等多名代表联名提出

了《关于撤消“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规定的建议案》(第 2172 号)的提案，提出修改我

国国籍立法，允许双重国籍的存在，有关万千华侨与国际移民的国籍问题浮上水面。  

此后，每年的两会上，都有代表就国籍问题提出议案。 

2005 年，民建中央在两会上提交党派提案，建议中国承认双重国籍，并提出让海外移民涉足

政治，以公民身份参加人代会和政协会的设想。 

2008 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许又声曾表示，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不仅有利于海外

华侨华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疑虑，增进互信。 

2011 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专职副主席朱永新说，世界各个国家都把吸引优秀

人才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承认双重国籍，就是其中的办法之一。由此他建议，“先探索在部分海

外优秀人才当中建立特殊人才护照的制度，以人才护照替代大部分国籍政策的职能。等取得经验后，

再研究是否承认双重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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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实行了吸引人才的“中国绿卡”制度，但门槛太高，需要一次性投资 200万美元，在

现实层面符合条件的寥寥无几。我国自 2004年实行“绿卡”制度以来，发放近 8000张“绿卡。”

2015 年中国进一步放开“绿卡”发放范围，但总体说来，我国给予外国人在我国居留权的条件是

严苛的。 

【知识储备】国际法知识：国籍、国家对本国公民的保护；国际私法知识：国籍的取得、双重

国籍、国籍的积极冲突、国籍冲突的解决。 

【关键要点】魏文汉与美国女子在美国结婚，该美国女子是否因结婚取得中国国籍？魏文汉之

妻具有双重国籍，在中国涉讼，如何确认其国籍？ 

【建议课堂计划】本案例可以安排 2个课时。 

【相关附件】袁、包骗取出境证件案——具有中国国籍同时又持有外国护照的被告人的国籍如

何认定 

一、基本案情 

上海市黄浦区检察院以袁闵钢、包华敏犯骗取出境证件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袁及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基本事实无异议，但提出袁持 XX国护照，已不具有中国国籍。 

包及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无异议，但辩护人提出：包在犯罪中只起次要作用，属从犯；

认罪态度较好，请求法庭宣告缓刑。 

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1997 年 10 至 12 月间，袁伙同包，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采取

冒用“上海宏运珠宝玉器商行”、“上海联登医学工程设备有限公司”等单位赴日本洽谈商务的手法，

私刻公章，伪造上海居民顾建洪等 12人的出国派遣书、归国保证书，编造假材料，骗取出国签证。

其中，顾建洪等 5人偷渡出境后至今未归。 

法院认为：袁单独或伙同包，伪造并私刻印章，编造虚假材料，以赴日商务考察的名义骗取签

证，为组织他人偷越国境使用，情节严重，二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骗取出境证件罪。检察机关指控

的犯罪成立。袁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袁在归案后坦白交代态度较好，并有立功表现，

可以从轻处罚。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袁系 XX国公民的辩护意见，经查，袁 1989年底受日本公司委托

进驻 XX国 XX市工作，1993年 2月以投资移民的方式花高价买取了 XX国护照，加入 XX国籍，1993

年 4月归国。袁只是购买了 XX国护照，实际上并未在 XX国定居。依据《国籍法》第九条“定居外

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的规定，袁不符合自动丧失中

国国籍的条件；在其未根据我国国籍法的规定办理退出中国国籍的申请并获有关部门批准以前，其

仍具有中国国籍。辩护人的此节辩护意见，不予采信。包系从犯，应当减轻处罚。包在归案后认罪

态度较好，有悔罪表现，可以宣告缓刑。依照《刑法》第 319条第一款、第 26条、第 68条第一款

的规定，判决如下： 

1．袁犯骗取出境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2．包犯骗取出境证件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五万元 

一审宣判后，袁不服，以其早已在 1993年 2月加入 XX国籍，系外国公民，黄浦区法院没有管

辖权为由，向市二中院提出上诉。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袁犯骗取出境证件罪的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袁称其系 XX 国公民，与事实不符，

袁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予支持。依照《刑事诉讼法》第 189条第（一）项之规定，裁

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具有中国国籍同时又持有外国护照的被告人的国籍应如何认定? 

袁自被捕后，就声称其系 XX 国人，而且袁确持有 XX国护照，XX 国驻华大使馆也多次书面照

会我司法部门，承认袁为 XX国籍人。但我公安部门出具证明，确认袁为中国国籍；并回复 XX国驻

华使馆照会，不承认袁具有 XX国籍。 

由此，在审判过程中，对如何认定袁的国籍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一般来讲，只要持外国护照入境，并经我签证机关签证，就能认定其为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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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我国国籍法第三条规定，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第九条规定，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

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百一十四条规定，外国人的国籍以其入境时的有效证件予以确认。根据

上述规定，本案被告人袁在 1993年 2月加入 XX国籍，取得 XX国护照，又得到 XX国使馆的承认，

并持此护照进人我国境内，故应认定袁为 XX 国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条第（三）项的规

定，本案应由中级法院管辖。 

第二种意见认为，对被告人国籍的认定，应以公安部门确认的为准。本案公安部门已出具证明，

不承认被告人袁的 XX 国籍，袁具有中国国籍。因此，应认定为具有中国国籍。黄浦区法院审理该

案符合我国刑诉法的规定。 

三、裁判理由 

自然人的国籍是指一个人属于某一个国家的国民或公民的法律资格，它体现了自然人同某一特

定国家之间的固定的法律关系。自然人基于这种法律关系，接受所属国家的法律管辖，服从国家的

属人优越权，享有和承担该国的法律为其本国人所设定的权利和义务，对国家效忠；国家则基于这

种法律关系对具有本国国籍的人实行外交保护。而当一个人处于同时具有不止一个国籍或根本不具

有任何国籍的法律状态时，通常称之为国籍的冲突。它包括两类情况：一类是国籍的积极冲突，即

通常所说的双重或多重国籍；另一类是国籍的消极冲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无国籍。国籍冲突会产

生一系列的法律后果，而国籍的确定是决定国家与不同的自然人形成不同的法律关系的前提。因此，

国籍的确认便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本案袁的国籍问题即系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的国籍积极冲突现象。对袁的国籍予以确认，不仅是

要确认我国对此案的属人管辖权，而且涉及到法院审理此案是否适用涉外案件审理程序，以及是否

适用对外国人独立或者附加适用的刑罚。认定袁具有中国国籍，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国籍问题是涉及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重要问题。现行国际法关于此问题的一个重要原

则是：每个国家有权以自己的法律决定谁是它的国民。根据国际惯例，对于自然人国籍的积极冲突（即

包括双重国籍），原始国籍政府对国籍问题有优先管辖权。袁的原始国籍是中国籍，因此，我国首先有

权依据我国法律来确认袁是否具有中国国籍或者说是否已丧失中国国籍。因此，那种认为只要持外国

护照，加入外国国籍，又经外国使馆承认的，就当然应认定其具有外国国籍的看法是错误的。 

第二，袁不符合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的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九条的规定：“定

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也就是说，自动丧失中

国国籍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中国公民定居外国；二是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而本案被

告人袁 1989年底受日本公司委托进驻 XX国 XX市工作，1993年 2月以投资移民的方式花高价买取

了 XX国护照，加入 XX国籍，1993年 4月归国。袁只是购买了 XX 国护照，实际上并未在 XX国定

居。因此，袁不符合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的法定条件，在其未根据我国国籍法的规定办理退出中国国

籍的申请并获有关部门批准以前，其仍具有中国国籍。 

第三，根据我国国籍法第三条的规定，我国政府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因此，在已依

法确定被告人袁具有中国国籍后，我国政府不承认袁具有其他国家国籍。 

    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314 条规定：“外国人的

国籍以其入境时的有效证件予以确认；国籍不明的，以公安机关会同外事部门查明的为准。”对此

规定应理解为，在确认被告人系外国人的前提下，对其外国国籍以其人境时的有效证件予以确认；

国籍不明的，以公安机关会同外事部门查明的为准。本案袁尽管持 XX 国护照入境，但其同时具有

明确的中国国籍，又不符合自动丧失中国国籍的条件，也没有办理退出中国国籍的手续，按照我国

法律，我国不承认其具有 XX国国籍，袁不属外国人，故上述规定不适用于本案。《国籍法》第十五

条、第十六条规定：“受理国籍申请的机关，在国内为当地市、县公安局”，“加入、退出和恢复中

国国籍的申请，由公安部审批”。因此，法院在审查被告人身份时，对被告人是否具有或者是否丧

失中国国籍，依法应以我公安部门确定的为准。对本案被告人，我公安部门已根据我国法律的有关

规定确认其只具有中国国籍，法院应以此作为认定被告人身份的依据。故黄浦区法院与市二中院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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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袁为中国国籍并依法管辖审理本案是正确的。（执笔：叶晓颍  审编：黄尔梅) 

【其他教学支持】多媒体设备、PPT课件 

资料 

不承认双重国籍的国家：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缅甸、老挝、马来西亚、蒙古、文莱，

朝鲜，尼泊尔、白俄罗斯、不丹、巴林、阿曼、科威特、津巴布韦、博茨瓦纳，沙特阿拉伯、阿联

酋、肯尼亚、坦桑尼亚、尼日尔、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密克罗尼

西亚、古巴、苏里南，共 27个。  

167 个国家和 31 个地区合计 198 个允许或一定程度允许双重国籍，或者说在已经统计的 225

个国家和地区都算为 88%，仅以 195个国家算超过 85%，是完全或一定程度承认双重国籍的。联合

国安理会 5个常任理事国，除中国（大陆）外，其他国家都承认双重国籍。 

 

WTO法律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aw 

课程号：403010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经济法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学习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法律知识； 

2、了解 WTO法律制度产生、发展和现在面临的挑战； 

3、掌握 WTO多边法律框架下的贸易救济手段； 

4、把握我国入世以来经济、法治建设取得的成绩及将来面临的挑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4学时 

知识单元 1：世界贸易组织的产生与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世界贸易组织的产生与发展的历程。 

2．世界贸易组织的制度特点。 

3．世界贸易组织面临的挑战。 

学习目标： 

1．了解从关贸总协定（GATT）到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演化过程。 

2．掌握 WTO法律的制度特征及其价值、理念追求。 

3．明确 WTO面临的挑战及我国的选择。 

作业：WTO制度价值及其和我国入世承诺的关系 

知识单元 2：WTO法律的基本原则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最惠国待遇原则； 

2． 国民待遇原则： 

3． 市场准入原则； 

学习目标： 

1． 了解 WTO多边贸易法律的非歧视原则的内涵、要求； 

2． 掌握 WTO法律非歧视原则的例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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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WTO法律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在货物、服务和知识产权贸易领域中的区别与联系。 

知识单元 3：WTO法律的关税与非关税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WTO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税制度。 

2．WTO多边贸易体制的非关税壁垒相关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 WTO多边贸易谈判的关税减让制度。 

2．掌握 WTO多边贸易体制中关于非关税壁垒的制度要求和特征。 

作业：关锐的总类和性质、原产地规则、SPS协定和 TBT协定 

知识单元 4：WTO贸易救济之反倾销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倾销的定义、种类及其本质； 

2． WTO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倾销的认定条件、反倾销的程序 

3． 非市场经济国制度。 

学习目标： 

1． 了解 WTO法律中关于倾销的认定、计算和反倾销程序的特点； 

2． 掌握我国入世承诺中的特殊规定及其后续影响。 

作业：我国入世以来的涉及反倾销的 WTO争端解决案例。 

知识单元 5：WTO贸易救济之反补贴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补贴的概念、种类和性质； 

2． WTO法律中关于补贴的认定条件及发动程序； 

学习目标： 

1． 了解 WTO法律中补贴的性质发动反补贴调查的程序；救济的 

2． 掌握我国入世后面临反补贴调查的特殊性及问题。 

作业：我国入世以来的涉及反补贴的 WTO争端解决案例。 

知识单元 6：WTO贸易救济之保障措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保障措施的概念、特征； 

2． WTO法律中的保障措施的发动条件和程序； 

3． 对中特殊保障措施 

学习目标： 

1． 了解 WTO法律中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的区别与联系； 

2． 掌握发动保障措施的条件和程序。 

作业：我国入世以来的涉及保障措施（对中特保）的 WTO争端解决案例。 

知识单元 7：WTO法律之服务和知识产权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内容和特点； 

2． 和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内容和特点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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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服务贸易的形式及特点； 

2． 掌握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定的成员国义务和原则； 

3． 掌握 TRIPS协定于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和保护文学作品伯尔尼公约的区别与联系； 

4． 掌握 TRIPS关于知识产权贸易的特点和规定。 

作业：我国入世以来的涉及知识产权贸易和服务贸易的 WTO争端解决案例。 

知识单元 8：WTO争端解决及其他问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WTO争端解决的特点和程序特征； 

2． WTO法律之农产品和纺织产品之规定； 

3． 后 WTO时代的发展与挑战。 

学习目标： 

1． 了解 WTO争端解决程序的特点和性质； 

2． 掌握 WTO关于农产品和纺织产权贸易的特殊性及其规定； 

3． 把握后 WTO时代多边贸易谈判的方向。 

作业：WTO与 FTA、TTP/TTIP、RCEP等关系。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3个，共 8学时 

实验 1：案例研讨——中国诉美国双反措施案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学习研讨中美双反措施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及其实质 

实验要求：熟悉 WTO多边争端解决程序特别是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及诉讼的特点；研究中美双

反措施案中的争议焦点问题；掌握案例争端解决对中国的影响及挑战。 

实验 2：案例研讨——中美轮胎特殊保障措施案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学习研讨中美轮胎特保案中涉及的法律及事实争端 

实验要求：熟悉 WTO争端解决程序中关于保障措施救济的特点；研究中国入世承诺中关于对中

特保的发动条件及其影响；掌握我国轮胎特保措施案败诉产生的影响和问题的本质。 

试验 3：案例研讨——中美知识产权争端案 

参考学时：2学时 

试验内容：学习掌握中美知识产权争端案中涉及的法律和事实问题 

试验要求：要求同学熟悉掌握 WTO法律关于货物和知识产权贸易的不同特征；了解我国关于知

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及问题；掌握中美在知识产权争端案中发生分歧的焦点问题和其本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世界贸易组织的产生与发展 3  

2 世界贸易组织法的基本原则 3  

3 WTO法律的关税和非关税制度 3  

4 WTO贸易救济之反倾销制度 3  

5 WTO贸易救济之反补贴制度 3  

6 WTO贸易救济之保障措施制度 3  

7 WTO服务于知识产权制度 3  

8 WTO争端解决及其他问题 3  

9 案例研讨 1 3  

10 案例研讨 2 3  

11 案例研讨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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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法 

后续课程：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组织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WTO法律非歧视原则、WTO法律贸易救济制度、WTO争端解决制度。 

难点：倾销、补贴的认定和计算；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采用理论联系实践、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法律分析和经济分析相结合等多种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采用理论学习与音响图示相结合、PPT展示、法庭对抗等多种教学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基本上在教室内进行，无需特殊设备和实验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要求学生提前预习、课上提问、课后复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 

1． 平时成绩 20%，主要考察出勤情况。 

2． 案例研讨 10%，由同学自主决定参加和分工。 

3．期末考查 70％，以问答题形式进行。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丽英著《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制度与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李成刚等编著《世贸组织规则博弈》，商务出版社，2011年版； 

2. 曹建明、贺小勇著《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执笔：戴龙  审稿：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国际知识产权法（英文）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课程号：4030102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涉外班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旨在帮助学

生形成对于国际性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系统性认知——尤其是在几大主要的国际性知识产权条约

体系下建立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以及了解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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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课堂授课：27学时 

知识单元 1：国际知识产权法的基本概念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知识产权法的基本概念 

2．国际知识产权法体系的基本法律渊源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知识产权的基本概念。 

2．掌握并识别国际知识产权法体系的基本渊源。 

知识单元 2：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民待遇原则 

2．最惠国待遇原则 

3．透明度原则 

4．独立保护原则 

5．自动保护原则 

6．优先权原则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中涉及基本原则的条款规定 

2．掌握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基本原则的内容及适用标准 

知识单元 3：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基本职能及架构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国际条约 

学习目标： 

1．了解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由来及基本情况。 

2．了解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并管理的相应国际条约 

知识单元 4：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的结构及内容 

2． 《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确定的基本原则 

学习目标： 

1．了解《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的结构及内容。 

2．掌握《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确定的相应基本原则 

知识单元 5：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3．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的结构及内容 

4．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确定的基本原则 

学习目标： 

1．了解《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的结构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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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确定的相应基本原则 

知识单元 6：TRIPS协议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TRIPS协议的结构及内容 

2． TRIPS协议确定的基本原则 

3． TRIPS协议在保护国际知识产权方面的相应突破 

学习目标： 

1．了解 TRIPS协议的结构及内容。 

2．掌握 TRIPS协议确定的相应基本原则 

3．运用 TRIPS协议的基本原则对相关案例中的关键性争议点做出判断 

知识单元 6：数字时代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数字技术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 

2． 网络传播权和对待“合理使用”的新方式 

学习目标： 

1．了解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影响 

2．掌握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传统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新动向 

知识单元 7：中美知识产权争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缘起 

2． 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过程 

3． 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后续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缘起及过程 

2．掌握中美知识产权争端中涉及的基本法律问题，并运用已掌握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基本原

则加以分析 

（二） 答疑与考试  共 5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国际知识产权法的基本概念 3  

2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 3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3  

4 保护工业产权的巴黎公约 3  

5 保护文学艺术作品的伯尔尼公约 3  

6 TRIPS协议 6  

7 数字时代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 3  

8 中美知识产权争端 3  

9 答疑与考试 5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律外语、民法学原理一（总论）、国际法、国际经济法、知识产权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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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公约体系 

难点：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公约确立的各项原则、TRIPS相关案例分析、中美知识产权争端案例

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本课程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权威出版物为蓝本，以英文授课的形式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

系中最为经典及权威的内容较为精当地进行介绍。 

2. 在授课过程中穿插大量案例的讲解，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基本原则与应用相结合 

教学手段： 

1. PPT多媒体教学。 

2.案例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及课堂表现；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无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以世界知识产权机构权威出版物 Handbook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作为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WIPO Intellectual Property Handbook: Policy, Law and Use. WIPO Publication No.489 

（二）推荐参考书 

1. Kong Qingjiang, WTO,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Regime in China, 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2005. 

执笔：孔庆江  审稿：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8日 

 

国际商事模拟仲裁庭 

（维斯国际商事模拟仲裁大赛）课程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Moot（WILLIAM C.VIS MOOT） 

课程号：4030102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培养学生涉及国际商事贸易争端的法律研究分析能力；2、培养学生

英语口头庭辩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使学生掌握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础知识，并能够运

用国际商事仲裁及国际贸易法基本知识及基本原则，就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并展开庭辩，充分锻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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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逻辑思维以及运用英语进行庭辩的能力。为学生日后赴海外继续留学深造及参与律师事务所及

仲裁机构实务打下坚实基础。由于本课程和知识传授的传统课程不同，以模拟法庭技能为基础，本

课程突出锻炼学生的法律研究能力和庭辩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18学时  

知识单元 1：仲裁的基本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商事仲裁基本概念。 

2．国际商事仲裁规则介绍。 

3．国际商事仲裁中的管辖权 

4．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法律适用 

5．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仲裁员 

6．国际商事仲裁的基本程序 

学习目标： 

1．初步了解国际商事仲裁的基本特点及国际商事仲裁规则概况。 

2．在特定国际商事仲裁规则下，掌握其有关管辖权、法律适用及仲裁员当事人义务等相关方

面的规定，并能够在具体案例中加以分析与运用。 

知识单元 2： CISG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CISG中关于国际商事买卖合同成立的规定 

2．CISG中关于国际商事买卖合同履行及风险承担的规定 

3．CISG中关于国际商事买卖合同违约的规定 

学习目标： 

1．了解 CISG公约的主要内容及条款。 

2．掌握 CISG公约中涉及买卖合同履行及违约方面的规定，并可运用相关规定及相应原则处理

及分析模拟仲裁案件中的争议。 

知识单元 3：法律研究方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使用法律案例数据库的基本方法及查阅案件的方法 

2．寻找相关专著并支持本方观点论证的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相关法律案例数据库的使用方法。 

2．掌握寻找相关专著并组织支持本方观点论证的方法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3个，共 14学时  

实践 1：研究及文书写作 

参考学时：6学时 

实践内容：对 Vis辩论赛组委会公布的题目及案情做出有针对性的分析，经过提纲整理、小组

内部讨论，尝试完成书状部分内容的写作并进行修改。 

实践要求：熟悉题目基本案情；研究案情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掌握在已有材料以及理论支持

的上对案情进行分析的方法。 

实践 2：庭辩基础 

参考学时：6学时 



1962 

实践内容：根据事先分组情况，在草拟辩论稿的基础之上，听取教练组及其他专家和老师的意

见，对口头辩论稿进行打磨和修正。并按照比赛的要求和程序进行试讲。 

实践要求：熟悉口头庭辩的规则；研究本方的立场和观点组织庭辩陈词；掌握庭辩中相应的回

答、强调以及反驳的技巧。 

实践 3：模拟练习 

参考学时：2学时 

实践内容：按照模拟仲裁庭的规则要求，组织学生进行模拟演练，并由教练组进行选拔 

实践要求：适应正式比赛氛围，对学生的前期准备工作进行全面检验。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2 介绍国际商事仲裁的基本理论 6 

学生需要事先阅读介绍国际商事仲裁的

材料，对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大致流程已有

基本认知。 

3-4 
讲解 CISG（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

同公约） 
6 

学生需事先通读 CISG条款，并对其中的

关键性条款（如合同履行、违约、违约救

济等）有了解 

5-6 讲授法律研究方法 6 学生需事先对与几大法律数据库有所了解。 

7-8 研究及文书写作 6 

需要学生就模拟仲裁庭辩论赛委员会公布

的题目进行研究，并写出文书初稿。初稿

在经过小组讨论以及教练指导后至少修改

4-5次后成稿。在三周中，学生需要就研究

内容提交相应的研究报告至少 3-5份。 

9-10 庭辩训练 6 

需要学生就研究内容草拟庭辩稿，并在小

组讨论中不断修正。小组讨论后，将由教

练组对庭辩技巧等进行指导，并对学生的

口头庭辩表现进行评判。学生将至少进行

2-3轮口头训练。 

11-12 模拟练习 2 

最后的模拟练习，将全程模仿模拟仲裁庭

比赛的程序进行。学生经过认真准备后接

受教练组的检验，并结合课堂表现，给予

最终成绩。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合同法、民事诉讼法、国际私法 

后续课程：国际贸易法、仲裁法、国际商事仲裁法、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研究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庭辩技巧、法律文书写作能力。 

难点：逻辑思维能力、简练清晰的表达能力、深入研究的能力、法律文书写作的基本表达。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制。 

2.小组讨论与分别辅导相结合。 

教学手段： 

1.示范与模仿。 

2.模拟法庭实际操作，学生直接模拟仲裁，口头庭辩或者书面上以一个正方或反方的身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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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以学生的身份（rule play）。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模拟法庭，录音、录像设备，多媒体教学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读案件，写文书，练口头 先自行研究才能实验  

实验课时：练口头、写，需要先行呈现一个文书或口头表达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不设专门的期末考试，以学生（队员）在平时讨论中的表现、提交的研究成果、

庭辩训练时的表现为准对学生进行评分。 

7、作业要求： 

每次授课结束或小组讨论结束后，均要求学生提交训练心得或个人研究成果。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编历年比赛最佳 Memo，并以目前国际通行的 Vis 模拟仲裁庭训

练材料作为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The Danubia Files: Award Writing Lessons From the Vis Moot，Louise Barrington, 

Napolao Casado Filho, Claudio Finkelstein 

2.比赛题目，来自网站：https://vismoot.pace.edu/Login?ReturnUrl=%2FTeamDashboard 

3.最佳 memo，来自网站：https://vismoot.pace.edu/Login?ReturnUrl=%2FTeamDashboard（每

年更新） 

（二）推荐参考书 

1. Jorg Risse, The Complete (but Unofficial) Guide to the Willem C. Vis Commercial Arbitration 
Moot, Beck/Hart (November 1, 2013) 

2. Born, Gary B.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Forum Selection Agreements: Drafting and Enforcing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3 

3. Schlechtriem, Peter; Schwenzer, Ingeborg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CISG), 2nd (English) ed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执笔：董京波  审稿：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WTO模拟法庭 
WTO Moot Court 

课程号：4030102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法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模拟 WTO争端解决实践的教学，培养学生对以 WTO规则为代表的国

际经贸规则的实践运用与争端解决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10  学时 

知识单元 1：国际经贸法律规则和 WTO法规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1、国际经贸规则概述。重点学习以 WTO主导的多边经贸规则和包括中国自贸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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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的区域贸易协定规则，以及多边经贸规则与区域经贸规则之间的关系。 

2、WTO法体系。WTO法由《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马拉哈什协定》及其附件组成，此外我国《入

世议定书》和《入世工作组报告》也属于 WTO法的部分。重点学习的内容是 WTO附件一货物贸易中

的 GATT1994、反倾销和反补贴规则、附件二服务贸易规则和附件三知识产权规则，以及我国入世

承诺相关内容。 

3、WTO 法基本原则。重点学习内容是其中重点学习的内容是国民待遇规则和最惠国国待遇规

则 

学习目标： 

1．了解多边和区域经贸规则以及相互关系。 

2．掌握世界 WTO法基本规则和基本原则的实践适用。 

作业：结合 WTO具体案例分析 WTO基本原则的适用 

知识单元 2：WTO争端解决程序与规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WTO法争端解决程序与规则。根据 WTO法《争端解决程序与规则的谅解》（英文简称 DSU），

WTO法争端解决分为磋商、专家组阶段、上诉阶段和执行阶段四个阶段。重点学习的内容是专家组

和上诉阶段的规则 

2．WTO法争端解决中的法律解释。根据上述 DSU规则，WTO争端解决机构是根据国际公法的国

际习惯解释规则解释 WTO规则。重点结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条、32条和 33条规则，学

习 WTO争端解决机构解释和适用 WTO法规则。 

学习目标： 

1．了解 WTO争端解决的程序与规则。 

2．掌握 WTO争端解决机构解释和适用 WTO规则的方法。 

作业：结合 WTO专家组报告，分析专家组如何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解释和适用 WTO法规

则。 

知识单元 3：WTO争端解决实践和书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WTO 争端解决中书状的写作。WTO 争端解决中的书状包括申诉状、答辩状和第三方书状。重点

学习的内容是这三类书状的写作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 WTO争端解决中书状的类型和写作方法  2．掌握 WTO典型争端中书状写作方法。 

作业：结合 WTO典型争端案例，总结书状的写方法。 

（二）实践教学：WTO争端解决模拟法庭 学时：22学时 

学习内容： 

选取一个 WTO模拟案例（英文案例），结合 WTO实体规则和程序，具体实践 WTO书状（申诉状

和答辩状）的英文写作，并模拟 WTO专家组争端解决程序，学习 WTO争端解决审理中的申诉和答辩

（英文）。 

学习目标： 

提高 WTO争端解决书状的具体写作能力和争端解决审理中的应变能力。 

作业：根据分工共同完成 WTO模拟法庭书状和口头状的写作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国际经贸法律规则概述 2  

2 WTO法体系和 WTO法基本原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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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TO争端解决程序与规则 2  

4 WTO争端解决中的法律解释 2  

5 WTO争端解决中的书状写作方法 2  

6 WTO模拟法庭案件分析 2 双语教学 

7 WTO模拟法庭申诉状写作 6 双语教学 

8 WTO模拟法庭答辩状写作 6 双语教学 

9 WTO模拟法庭模拟训练 8 英文模拟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公法 WTO法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WTO争端解决中的法律解释和适用、书状写作方法、模拟法庭案例分析、写作和审理应对。 

难点：模拟法庭案例分析、写作和审理应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教师讲授、示范教授引导分析与学生实践相互结合的方法。 

2.  规则讲授与案例分析相互结合的方法。 

3、 真实案例与模拟案例相互结合的方法。 

教学手段： 

1. 教学 PPT 演示。 

2. 教学影像演示。 

3、模拟争端解决实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能够播放 WTO模拟法庭影像和进行模拟法庭训练。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

容有：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模拟法庭书状提交占 5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 WTO法模拟法庭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

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自主编写实践教学指导教材和杨国华等：《法学教学方法：探索与争鸣-WTO案例教学与研究初

探》，厦门大学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1、WTO秘书处编，索必成译：《WTO争端解决程序》，2003年 5月法律出版社出版。 

2、网站资料：WTO争端解决案件，见 WTO官方网站 

3、李浩培：《条约法概论》，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执笔：余丽  审稿：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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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模拟法庭（知识产权模拟法庭大赛） 
International Moot court（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Moot Court） 

课程号：4030102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模拟法庭实践教学能够充分体现法律专业特点，更好地把法学教育与司法实践结合起来。通过

对知识产权模拟法庭竞赛案件的庭审全过程的介绍和模拟，使学生熟悉司法审判的实际程序，熟悉

知识产权法及其它与案件相关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加深学生对有关法律的准确理解，锻炼学生在真

实的环境里从事法律实务的能力；通过“亲身、亲历”参与知识产权模拟法庭活动，如法律检索，

书状写作，口头辩论等，培养和锻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语言表

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实践技能。 

与此同时，还检验学生专业知识学习成果、知识产权法学理论掌握程度，学生反应能力与思辩

能力等，为学校每年参与“北外－万慧达杯”知识产权模拟法庭竞赛选拔优秀队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18学时 

学习内容： 

1． 知识产权法案例与模拟法庭的特点。 

2． 模拟法庭庭审的基本流程。 

3． 英文案例分析方法。 

4． 法律检索方法。 

5． IRAC书状结构写作方法。 

6． 模拟法庭口头陈述要点。 

学习目标： 

1．了解知识产权法模拟法庭的基本流程、特点。 

2．掌握英文案例分析方法，熟练应用法律检索，了解 IRAC结构及相关英文法律文书书写要求，

以及口头陈述及反驳的方法和技巧。 

作业： 

第一周：通读案件事实并将学生按照原告、被告的持方分组，要求学生以时间顺序整理案件大

事记，按照”when, who, where, what, why“的要素以表格方式整理出哪些事实对其持方有利，

哪些事实对其持方不利； 

第二周：要求学生根据整理的案件事实，利用 westlaw，lexisnexis，heinonline，北大法宝

等法律数据库以及其他法律检索资源，查找并整理支持其持方主张的法律法规及案例等； 

第三周：结合案件大事记与检索的法律资料，要求学生起草 Statement of Facts； 

第四周：要求学生根据案件争点起草书状目录大纲，要求逻辑结构明晰，如每一个下级标题须

为上级标题的分论点； 

第五周：要求学生根据课堂的讨论及反馈修改 Statement of facts与书状目录大纲；按照 IRAC

格式起草书状。 

第六周：要求学生根据 The Bluebook的引注要求修改引注格式。 

（二） 实践教学  14学时 

实践 1：模拟法庭书状写作 

参考学时：9学时 

实践内容：知识产权模拟法庭书状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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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要求：熟悉模拟法庭英文书状写作要求和要点；研究如何简明扼要在书状中阐述案件争点

及持方论点；掌握英文法律文书写作方法、案例法律检索方法，规范引注格式。 

作业： 

第七周：要求学生阅读历届知产模拟法庭比赛的最佳书状，不同持方的学生交换书状，就对方

书状的论证逻辑和论证方法、用语等提出修改意见。 

第八周：要求学生结合课堂反馈修改书状。 

第九周：要求学生继续修改书状并提交定稿。 

实践 2：模拟法庭口头训练 

参考学时：9学时 

实践内容：知识产权模拟法庭口头训练 

实验要求：熟悉英文模拟法庭口头陈述流程；掌握争点陈述、陈述时间控制、法官提问回答要

点等相关实践方法和技巧。 

作业：  

第十周：要求学生起草口头稿并练习； 

第十一周：根据课堂反馈，要求学生修改口头稿并控制陈述时间；准备期末考查的模拟法庭口

头展示。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采用知识产权模拟法庭比赛案件，进行学生的持方分组，通过学生对于

入门案件事实的分析，让学生了解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观看往届比赛录像，介绍知识产权法模拟法庭的庭审流程。 

3  

2 

讲解英文模拟法庭的论证特点，介绍和区分案件裁量有约束力和有参考

性的支持材料。 

结合案件相关的法律法规，教授学生如何有效利用 westlaw，

lexisnexis，heinonline，北大法宝等法律数据库以及其他资源进行法

律检索。 

3  

3 
讲解英文法律文书写作的基本要求和特点，带领学生解读模版文书，分

析文书结构。 
3  

4 

学生分组讨论其起草的 Statement of Facts，比对写作要点提出修改

建议。 

讲解案件的争点分析方法，引导学生确定模拟法庭案例的争点以及持方

的论点。 

3  

5 
讲解英文法律文书写作的 IRAC结构。 

针对学生提交的书状大纲进行评析，鼓励学生分组讨论并互相提出建议。 
3  

6 讲解 The Bluebook对英文实务法律文书的引注规范要求等。 3  

7 
评析知识产权模拟法庭历届比赛精选最佳书状，引导学生关注写作格式

要求，结合模拟案例讲解如何使用 IRAC结构起草书状。 
3  

8 
学生分组介绍对不同持方书状的修改意见，讲解评析学生提交书状中的

问题，着重关注论证结构及论证方法，提出写作建议。 
3  

9 学生就修改后的稿件再次进行分组讨论，着重评析书状格式以及引注格式。 3  

10 
讲解模拟法庭口头陈述的要点与注意事项，分析口头陈述稿件与书状的

异同。 
3  

11 
学生分组进行口头陈述展示，进行评析，并模拟法官提问环节。模拟真

实庭审环境，由学生分组就修改后的口头陈述稿进行展示，进行评析，

并介绍结课考查流程与要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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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美国法庭技巧与辩论、知识产权法、国际法、民法、民事诉讼法、司法文书写作课

程 

后续课程：知识产权案例研讨课、证据法、国际经济法案例研讨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引导学生分析案件内容、提炼案件争点、进行法律检索；学习英文法律书状的起草与规

范文书写作；熟悉英文模拟法庭庭审流程，练习英文口头辩论的技巧。 

难点：认识英文法律书状的写作逻辑结构与用语的独特性；剖析案件事实并快速定位对持方的

有利事实与不利事实；熟练使用 westlaw、lexisnexis、heinonline等法律数据库进行法律检索；

口头陈述的简明扼要与针对性；如何假设并回答模拟法庭过程中的法官提问；如何快速抓住对方陈

述的不合理之处并进行有效反驳。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理论讲授式。 

在前六周通过理论讲授的方法，让学生熟悉模拟法庭的基本流程和要求，以及书状写作、法律

检索的要点，为后期实践阶段做理论准备。 

2． 实践活动式。 

在后六周让学生亲身参与英文法律书状写作与口头陈述训练，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学生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和

实践技能。 

教学手段： 

1. 利用课程参考书及电子资料； 

2. 利用 powerpoint、视频等多媒体材料； 

3. 引导学生进行小组讨论； 

4. 由学生进行模拟实践； 

5. 引进小讲座向学生分享历届参赛经验。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1、本课程最终成绩根据学生表现综合评定，每位学生必须参加，且通过考核，成绩合格，计

2学分。 

2、模拟法庭成绩考核的机构是院模拟法庭领导小组。 

3、模拟法庭最终成绩按照“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级评定。分项成绩采用百

分制。总成绩由以下三部分合成： 

（1）日常课堂参与与作业情况（20%） 

（2）法律文书（40%） 

（3）模拟法庭庭审实践考查（40%） 

4、日常课堂参与与作业情况由本组指导教师根据课堂表现与作业完成质量给定。 

法律文书由学生在实践阶段上交的书面法律文书情况给定。 

庭审实践表现由模拟法庭评审小组根据学生在具体指导过程中以及模拟法庭开庭时的具体表

现评定。 

5、日常课堂参与与作业情况，法律文书，模拟法庭庭审实践考查三部分中任何一部分不及格，

则总成绩为不及格。 

6、院模拟法庭领导小组将按照学生的成绩，选拔代表本校参加“北外－万慧达杯”知识产权

模拟法庭比赛的代表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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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业要求： 

1. 理论学习阶段： 

第一周：通读案件事实并将学生按照原告、被告的持方分组，要求学生以时间顺序整理案件大

事记，按照”when, who, where, what, why“的要素以表格方式整理出哪些事实对其持方有利，

哪些事实对其持方不利； 

第二周：要求学生根据整理的案件事实，利用 westlaw，lexisnexis，heinonline，北大法宝

等法律数据库以及其他法律检索资源，查找并整理支持其持方主张的法律法规及案例等； 

第三周：结合案件大事记与检索的法律资料，要求学生起草 Statement of Facts； 

第四周：要求学生根据案件争点起草书状目录大纲，要求逻辑结构明晰，如每一个下级标题须

为上级标题的分论点； 

第五周：要求学生根据课堂的讨论及反馈修改 Statement of facts与书状目录大纲；按照 IRAC

格式起草书状。 

第六周：要求学生根据 The Bluebook的引注要求修改引注格式。 

2. 实践阶段： 

书状写作阶段： 

第七周：要求学生阅读历届知产模拟法庭比赛的最佳书状，不同持方的学生交换书状，就对方

书状的论证逻辑和论证方法、用语等提出修改意见。 

第八周：要求学生结合课堂反馈修改书状。 

第九周：要求学生继续修改书状并提交定稿。 

口头训练阶段： 

第十周：要求学生起草口头稿并练习； 

第十一周：根据课堂反馈，要求学生修改口头稿并控制陈述时间； 

          准备期末考查的模拟法庭口头展示。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推荐参考书 

1. Legal Writing in Plain English，作者: Bryan A. Garner，出版社: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出版日期: 2001-6-5。 

2. The Bluebook: A Uniform System of Citation，作者: Compiled by the editors of the 

Columbia Law Review, the Harvard Law Review,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and the Yale Law Journal，出版社: The Harvard Law Review Association，出版年份: 2010

年。  

执笔：董京波  审稿：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普通法商法原则 
The Principles of Commercial Law in Common Law 

课程号： 4030200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选修课程，向全校所有具有基本的英文实用水平，且愿意攻读此

课程的本科生或其他符合学校设立的选课条件学生开放。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案例探

讨，使学生掌握普通法商法相关的概念和基础知识，能够运用学过的相关知识解决普通法商法的基

本问题，通过学习建立能够和具备普通法系背景的法律人士展开沟通的基础，并提高学生的专业英

语的实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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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学习掌握普通法商法的概念和主要原则；2、了解普通法的体系和基

本特点；3、学习和掌握普通法货物买卖法体系和主要原则；4、学习和掌握普通法合同法体系和主

要原则；5、学习和掌握普通法公司法概念和主要原则；6、学习和掌握普通法其他相关商法原则；

7、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普通法商法的实践案例的能力。 

本课程的教学要求是：以培养学生的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目标，在教学中对于首先进行较

为透彻的理论讲解，尔后引导学生开展案例研究。使得学生通过对于经典案例的研习，切实掌握源

于普通法系的商法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并了解其是如何反映在现代法律体系当中。同时要求课

堂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法律英语思维的培养，使得学生能够对于普通法体系有基本的了解。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Theory Teaching：22 Credit Hours 
Chapter 1 Essentials of the English Legal Tradition 
【Credit Hours】2 
【Teaching content】 
Section 1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English Law 
A、The Beginning of English Law 
B、The Concept of English Legal Tradition 
C．Common Law and Equity Law 
Section 2  Sources of English law 
A、Case Law 
B、Statutes 
C、International Law 
【Learning objectives】 
1． Understand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Legal Tradition 
2． Master the kinds of sources of English law 
【Difficulties and Focuses】 
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mmon law and Equity Law 
2． The Classification of sources of Common law 
Chapter 2 Contract Law 
【Credit Hours】2 
【Teaching content】 
Section 1  Nature and Terminology of Contract Law 
A、An Overview of Contract Law 
B、Elements of a Contract 
C、Types of Contracts 
D、Quasi Contracts 
E、Interpretation of Contracts 
Section 2  Agreement in Traditional and E-Contracts 
A、Agreement 
B、Agreement in E-Contracts 
C、The Uniform Electronic Transactions Act 
D、International Treaties Affecting E-Contracts 
Section 3  Consideration 
A、Elements of Consideration 
B、Adequacy of Consideration 
C、Agreements That Lack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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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ttlement of Claims 
E、Exceptions to the Consideration Requirement 
Section 4  Capacity and Legality 
A、Contractual Capacity 
B、Legality 
Section 5  Breach of Contract and Remedies 
A、Damages 
B、Equitable Remedies 
C、Recovery Based on Quasi Contract 
D、Election of Remedies 
E、Waiver of Remedies 
F、Contract Provisions Limiting Remedies 
【Learning objectives】 
1． Understand the Agreement in Traditional and E-Contracts 
2． Understand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nsideration 
3． Master regulations and principles concerning Remedies 
【Difficulties and Focuses】 
1． Interpretation of Contracts 
2． Adequacy of Consideration 
3． Waiver of Remedies 
Chapter 3 Sale of Goods Contract Law 
【Credit Hours】6 
【Teaching content】 
Section 1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sale of goods law 
A、Legal framework for sale of goods in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B、Relations between sale of goods contract law and contract law 
Section 2  Key Clauses sale of goods law 
A. Meaning of goods 
B. Implied terms in sale of goods contracts 
C. Conditions and warranty 
Section 3  Transfer and Delivery 
A、 Passing of property and risk 
B、 Delivery 
C、 Installment delivery 
Section 4  Remedies 
A、 Remedies of the seller 
B、 Remedies of the buyer 
【Learning objectives】 
1． Understanding the key clauses of sale of goods law 
2． Master regulations and principles concerning transfer and delivery 
3． Master regulations and principles concerning remedies of contracting parties 
【Difficulties and Focuses】 
4． Implied terms in sale of goods contracts 
5． Rules relating to passing of property of specific and unascertained goods 
6． Remedies of contracting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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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Corporation Law 
【Credit Hours】4 
【Teaching content】 
Section 1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 and Special Business Forms 
A、The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B、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n LLC 
C、Dissociation and Dissolution of an LLC 
D、Special Business Forms 
Section 2  Corporate Formation and Financing 
A、The Nature and Classification of Corporations 
B、Corporate Formation 
C、Corporate Powers 
D、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E、Corporate Financing 
Section 3  Corporate Directors, Officers, and Shareholders 
A、Roles of Directors and Officers 
B、Duties and Liabilities of Directors and Officers 
C、The Role of Shareholders 
D、Rights of Shareholders 
E、Liability of Shareholders 
Section 4  Corporate Merger, Consolidation, and Termination 
A、Merger, Consolidation, and Share Exchange 
B、Purchase of Assets and Stock 
C、Termination 
【Learning objectives】 
1． Understanding principles concerning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2． Master the concepts, characteristics, formation, financing and termination of LLC 
【Difficulties and Focuses】 
1． The Formation of LLC 
2．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3． Duties and Liabilities of Directors, Officers and Shareholders 
Chapter 5 The Law of Agency 
【Credit Hours】4 
【Teaching content】 
Section 1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law of agency 
A、Definition of Agency 
B、Types of agent 
Section 2  The Authority and Right of the Agent 
A、The Authority of the Agent 
B、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Agent 
C、The rights of the agent against the principal 
Section 3  Agency Liability and Termination 
A、Liability for Contracts 
B、Liability for Torts and Crimes 
C、Termination of an A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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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objectives】 
1． Master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gency 
2． Underst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agent 
3． Understand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agent 
【Difficulties and Focuses】 
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ency  
2． Duties of agents and principals 
Chapter 6 Commercial Arbitration Law 
【Credit Hours】4 
【Teaching content】 
Section 1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Law 
A、Definition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Law 
B、Characteristics of Commercial Arbitration Law 
Section 2  Arbitrability 
A、The Scope of Arbitrability Matters 
B、Non-Arbitrability Matters 
C、Instance of legislations 
Section 3  Jurisdiction of Arbitration 
A、The source of jurisdiction 
B、Classification of Jurisdiction Challenge 
C、Means of Jurisdiction Challenge 
Section 4  The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 of Arbitrators 
A、The concepts of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 
B、Conflicts of Interest 
C、Failure to Disclose 
【Learning objectives】 
1． Understand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rbitration Law 
2． Master the concept and principles concerning arbitrability matters 
3． Understand the regulations and principles concerning the jurisdiction 
4． Master the standards of independence and impartiality of arbitrators 
【Difficulties and Focuses】 
1． The Scope of Arbitrability Matters  
2． Means of Jurisdiction Challenge 
（二） Practice Teaching  10 Credit Hours 
Practice No.1：Case Studying of Contract Law 
【Credit Hours】4 
【Practicing content】 
Case studying of Contract Law by study groups which contain 3-4 student after class teaching. Then 

those students recommend one to make the presentation with analyzing the case they have learned in front 
of the class and submit their research paper. The teacher scored the groups based on their paper and 
presentation. 

Practice No.2：Case Studying of Sale of Goods Contract Law 
【Credit Hours】4 
【Practicing content】 
Case studying of Contract Law by study groups which contain 3-4 student after class teaching.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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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students recommend one to make the presentation with analyzing the case they have learned in front 
of the class and submit their research paper. The teacher scored the groups based on their paper and 
presentation. 

Practice No.3：Moot Arbitral Tribunal 
【Credit Hours】2 
All the students will be divided into several groups. Each three groups compose one moot arbitral 

tribunal base on the giving case, which played different roles (Claimant, Respondent and Arbitrator). The 
teacher scored the groups based on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 moot tribunal 

三、课程进度表 

Week Contents 
Credit 
Hours 

Notes 

4 Essentials of the English Legal Tradition 2  
5 Contract Law 2  
5 Sale of Goods Contract 6  
8 Corporation Law 4  
10 The Law of Agency 4  
12 Commercial Arbitration Law 4  
14 Case Studying of Contract Law 4 Case Reading after class, PPT 
16 Case Studying of Sale of Goods Contract Law 4 Case Reading after class, PPT 
18 Moot Arbitral Tribunal 2 Case Reading after class, PPT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民法学原理一（总论）、民法学原理二（债法）、合同法、国际经济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普通法合同法提下合同的订立和履行、普通法货物买卖法体系下货物的担保、风险移转

和运输、普通法侵权法体系下侵权行为的分类。 

难点：普通法合同法的对价原则、普通法货物买卖合同中的默示性条款、普通法货物买卖法体

系下货物的担保、风险移转和运输。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以教授制为主。 

2. 在授课中援引大量案例的解读。 

教学手段： 

1.PPT多媒体教学。 

2.充分采取与学生互动的方法。 

3.案例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学生自备电脑，PPT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开卷）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容有：学生做 PPT 分析案例内容的表现、

学生出勤及平时课堂表现；期末开卷考试占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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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业要求： 

无。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以外国知名院校法学专家编写的著作作为指导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Business Law, Stephen Judge, Palgrave Macmillan Law Masters, 4
 
th edition, 2009. 

（二）推荐参考书 

1. Commercial Law, John Aldrich Chamberlain, Gale Ecco, Making of Modern Law, 2010. 

2. Principle of the Law of Contracts, as Applied by Courts of Law, Metcalf Theron, 

Hardpress Publishing, 2013. 

3. Common Principles of Tort Law, Gert Bruggemeier, Brit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2004.  

执笔：丁夏  审稿：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1日 

 

海商法 
Maritime Law 

课程号：40303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海商法的基本理论；2、把握国内国际海商立法的动态和发展；

3、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海事海商纠纷。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海商法的基础知识，熟悉承运人

的责任，把握海商法特有的一些法律制度，为解决实际的海事海商纠纷打下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海商法的概念 

（1）海商法的概念 

（2）海商法的适用范围 

（3） 海商法的性质 

2． 中国海商法的特点 

（1） 中国海商法是一部以国际立法和国际惯例为基础的立法 

（2） 中国海商法在立法内容上有一定的超前性 

（3） 采取强制性条款和非强制性条款相结合的方法调整合同关系 

3.海商法的渊源 

（1）国际公约 

（2）国际惯例 

（3）国内立法 

学习目标： 



1976 

1．了解海商法的调整对象。 

2．掌握海商法的概念和性质。 

作业： 

1.试述海商法的性质。 

2.海商法与民法的关系是什么? 

3.我国海商法的哪些规定体现了以国际条约为基础的特点? 

4.我国海商法中的非强制性条款主要涉及哪些方面? 

5.试述海商法的渊源。 

知识单元 2：船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船舶概述 

（1） 船舶的定义 

（2） 船舶的法律性质 

（3） 船舶的种类 

（4） 船舶吨位 

（5） 船舶登记与船舶国籍 

（6） 船舶检验 

2． 船舶所有权 

（1） 船舶所有权 

（2） 船舶所有权与船舶登记 

（3） 船舶共有 

3.船舶抵押权和船舶留置权 

（1）船舶抵押权 

（2）船舶留置权 

4.船舶优先权 

（1）船舶优先权的法律性质 

（2）船舶优先权的定义及其法律特点 

（3）船舶优先权的标的 

（4）船舶优先权的项目 

（5）船舶优先权的顺序 

（6）船舶优先权的行使及消灭 

5.有关船舶抵押权和船舶优先权的公约 

（1）1926年《统一船舶抵押权和船舶优先权某些规定的公约》 

（2）1967年《统一关于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某些规定的国际公约》 

（3）1993年《船舶优先权和抵押权国际公约》 

学习目标： 

1.了解船舶概念，船舶属具、船舶的分类、船舶吨位、船舶国籍、船舶检验、船舶所有权、船

舶抵押权和船舶优先权的内涵。 

2.理解海商法中船舶概念及船舶的性质，了解国有船舶的特别规定，关于船舶所有权取得、转

让和消灭的法定程序和规定和有关船舶共有的规定。 

3.了解船舶抵押权的设定、登记、转移和消灭，以及抵押船舶的保险转让的规定。 

4.理解有关具有船舶优先权的海事请求的规定，有关船舶优先权的受偿顺序的规定，有关船舶

优先权随船而行的规定。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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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述船舶的法律性质。 

2．在船舶所有权的登记上,“未经登记,不发生法律效力”的规定与“未经登记,不能对抗第三

人”的规定有何区别? 

3．你对船舶优先权的法律性质有何看法? 

4．船舶优先权的受偿顺序是如何排列的？ 

5．船舶优先权的项目有哪几项? 

6．应如何理解海商法中船舶所有人的概念? 

7. 我国《物权法》对船舶物权有哪些影响？ 

8．《关于外国船舶司法出售及其承认的国际公约草案》是如何解决司法出售的冲突的？ 

知识单元 3：船员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船员 

（1） 船员的概念 

（2） 船员的资格 

（3） 船员的任用方式 

（4） 船员的职责和权利 

2．船长 

（1）船长的职责 

（2）船长的准司法权 

（3）船长的代理权 

（4）船长与引航员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有关船员及船长职责 

2．掌握船长在船上的特殊地位,以及引船员的过失责任承担。 

作业： 

1．各国法律对船员的概念有几种不同的理解? 

2．外国人是否能参加中国的船员考试，并在中国籍船上任职? 

3．船长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4．船长和引船员的关系如何? 

5．因引航员的过失造成的海损事故应由谁来承担责任?为什么? 

知识单元 4：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概述 

（1）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定义及种类 

（2）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和关系人 

（3）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订立和解除 

（4）承运人的责任 

（5）托运人的责任 

（6）货物的交付 

2．提单 

（1）提单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2）提单的签发 

（3）提单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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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租船合同项下的提单 

（5）倒签提单和预借提单 

（6）提单的内容 

3.海上货物运输国际公约 

（1）海牙规则 

（2）维斯比规则 

（3）汉堡规则 

（4）鹿特丹规则 

4.航次租船合同 

（1）航次租船合同的性质及与班轮运输合同的相同点及不同点 

（2）航次租船与买卖合同的关系 

（3）航次租船合同的格式 

（4）航次租船合同的主要内容 

（5）租船合同项下的提单 

5.国际多式联运 

（1）海商法中的多式联运合同 

（2）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期间 

（3）多式联运经营人的责任 

学习目标： 

1.了解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基本内容、货物运输合同的种类和合同的订立、合同双方当事人的

权利和义务。 

2.掌握提单的法律性质、提单的种类及在跟单信用证机制中的作用，熟悉有关提单的国际公约

的规定。 

3.掌握航次租船合同的基本内容，特别是与装卸期间有关的问题。 

4.了解多式联运中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实际承运人的责任。 

5.根据所掌握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知识，学会分析有关的案例，并做出正确的判断。 

作业： 

1．试述提单的法律性质。 

2．关于承运人的责任期间,我国海商法是如何规定的? 

3．为什么说提单是运输合同的书面证明而不是运输合同本身? 

4．提单是承运人已依提单所载状况收到货物或者货物已经装船的“初步证据”,这里“初步证

据”意味着什么? 

5．银行为什么不接受备运提单和不清洁提单? 

6．加注任何批注是不是都会使提单成为不清洁提单? 

7．试论倒签提单和预借提单的责任属性。 

8．如何区分有效保函和无效保函? 

9．海运单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 

10．如何区别“管理船舶的过失”和“管理货物的过失”? 

11．什么叫相对适航责任? 

12．试比较《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在承运人的责任基础、责任期间、免

责等方面的不同规定? 

13．航次租船合同中的装卸期间应如何起算? 

14．国际货物多式联运承运人的责任形式有哪几种?我国海商法对此是如何规定的? 

15．试述《鹿特丹规则》与《海牙规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相比有何新发展？ 

知识单元 5：海上旅客运输合同 



1979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海上旅客运输合同概述 

（1）海上旅客运输合同 

（2）客票 

2．海上旅客运输承运人的责任和权利 

（1）承运人的责任期间 

（2）承运人的基本责任及责任基础 

（3）承运人责任的免除或减轻 

（4）承运人的责任限额 

（5）承运人收取票款的权利 

（6）实际承运人 

（7）索赔通知 

3．有关旅客运输的国际公约 

（1）雅典公约 

（2）对雅典公约的修改 

学习目标： 

1．了解海上旅客运输合同当事人的主要权利和义务，及 2002年《海上旅客及其行李运输雅典

公约》的内容。 

2．掌握旅客运输承运人的责任。 

作业： 

1.海上旅客运输承运人的基本责任及责任基础是什么? 

2.我国在国际旅客运输运输与沿海旅客运输承运人的赔偿责任限额上有什么不同规定? 

3.《2002年海上旅客及其行李运输雅典公约》的修改主权体现在哪些方面？ 

知识单元 6：船舶租用合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定期租船合同 

（1）定期租船合同的性质和特点 

（2）定期租船合同格式 

（3）定期租船合同的主要条款 

2.光船租赁合同 

（1）光船租赁合同的定义 

（2）光船租船合同的特点 

（3）光船租船合同的使用 

（4）光船租赁合同的主要条款 

学习目标： 

1．掌握定期租合同的主要条款，重点掌握航区条款、停租条款、合法货物条款、租船人提示

条款等内容。 

2．了解光船租赁合同的性质及光船租赁合同的主要条款。 

作业： 

1.定期租船合同与航次租船合同的不同之处有哪些? 

2.在定期租船合同下,船长可以不听从租船人发出的什么样的指示? 

3.船舶出租人在什么情况下的撤船是无效的? 

4.定期租船中租船人在租金的支付上应当注意哪些问题才不至引起对方撤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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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定期租船中的租船人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停租? 

6.定期租船合同中的航区条款一般排除哪些地区? 

7.如何确定定期租船下的租船人在还船时船舶是否处于良好状态? 

8.光船租赁合同有哪些特点? 

9.国际上有关光船租船的情况下是否能转换船旗的问题有哪几种做法? 

10.光船租赁合同与定期租船合同有哪些不同点? 

知识单元 7：海上拖航合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海上拖航合同概述 

（1）海上拖航合同的定义 

（2）海上拖航合同格式 

（3）海上拖航合同的解除 

2．海上拖航合同的内容 

（1）拖航装备和准备完毕的通知 

（2）适航性 

（3）拖航费和租金 

（4）延滞费 

（5）拖航作业和航线 

（6）救助不索取报酬 

（7）随船船员 

（8）费用 

（9）安全港口 

（10）双方的责任 

（11）承拖方的免责 

（12）留置权 

学习目标： 

1．了解海上拖航合同格式及海上拖航合同的内容。 

2．掌握在海上拖航过程中拖轮与被拖物之间的合同内责任的承担，以及合同外责任的承担。 

作业： 

1.海上拖航合同有几种形式? 

2.如何确定拖航合同中拖轮与被拖物之间的合同内责任承担? 

3.如何确定拖航作业中合同外的责任承担? 

知识单元 8：船舶碰撞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船舶碰撞的概念 

（1）传统的船舶碰撞概念 

（2）船舶碰撞概念的新发展 

（3）我国有关船舶碰撞的概念 

2．船舶碰撞的损害赔偿 

（1）船舶碰撞的分类 

（2）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 

（3）船舶碰撞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4）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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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 

（6）船舶碰撞诉讼特别程序 

3.有关船舶碰撞的国际公约 

（1）《1910年统一船舶碰撞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及其主要内容 

（2）《1952年统一船舶碰撞中民事管辖权方面若干规定的国际公约》及其主要内容 

（3）《1952 年统一船舶碰撞或其他航行事故中刑事管辖权方面若干规定的国际公约》及其主

要内容 

（4）《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及其主要内容 

学习目标： 

1.了解船舶碰撞概念的发展及其构成要件。 

2．掌握船舶碰撞责任承担的原则。 

作业： 

1．什么是船舶碰撞？其构成应满足哪些条件? 

2．船舶碰撞的概念有什么新发展？ 

3．如何区分直接碰撞与间接碰撞? 

4．什么是船舶碰撞赔偿责任? 

5.单方过失船舶碰撞的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6．双方过失碰撞责任的赔偿责任如何承担？ 

7.如何确认船舶碰撞赔偿责任的范围？ 

8.我国海商法在船舶碰撞损害赔偿上采用了哪些责任原则？ 

9.如何计算船舶碰撞损害赔偿责任？ 

10.关于船舶国际公约有哪些？其主要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9：海难救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海难救助概述 

（1）海难救助的种类和方式 

（2）海难救助的法律性质 

2．海难救助的构成要件 

（1）被救助标的须为法律认可的救助标的 

（2） 存在海上危险 

（3）救助必须是自愿的行为 

（4）救助要有效果 

3.海难救助合同 

（1）无效果无报酬救助合同的特点 

（2）无效果无报酬救助合同的订立 

（3）无效果无报酬救助合同的格式及其内容 

（4）中国贸促会救助合同格式 

4.救助报酬的确定及分配 

（1）救助报酬请求权 

（2）确定救助报酬应考虑的因素 

（3）救助报酬的分配 

5.有关海难救助的国际公约 

（1）1910年救助公约 

（2）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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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特别补偿制度的新发展 

（1）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特别补偿制度存在的缺陷 

（2）保赔互保协会特别补偿条款 

学习目标： 

1．了解海难救助的种类，掌握“无效果,无报酬”的海难救助及其构成要件,从而能够判断是

否存在救助报酬的请求权。 

2．掌握确定救助报酬应考虑的因素以及救助报酬的分配。 

3. 理解保赔互保协会特别补偿条款。 

作业： 

1．你认为纯海难救助的性质是什么? 

2．海难救助有几种形式? 

3．是否救助任何标的均可取得救助报酬? 

4．在海上救助人命是否能获得救助报酬?对于该问题有什么新发展? 

5．船员对本船的救助是否能取得救助报酬?为什么? 

6．海难救助的构成要件是什么? 

7．在确定救助报酬时应考虑哪些因素? 

8．“无效果，无报酬”的救助与雇佣救助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9．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的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 

10．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知识单元 10：共同海损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共同海损的概念及历史沿革 

（1）共同海损及其规则的产生与发展 

（2）共同海损的概念 

2．共同海损的性质及构成要件 

（1）共同海损的性质 

（2）共同海损的构成要件 

3.共同海损的牺牲和费用 

（1）共同海损的牺牲 

（2）共同海损的费用 

4.共同海损的理算 

（1）共同海损理算的概念 

（2）共同海损理算的依据 

（3）共同海损的理算方法 

（4）共同海损理算人、时间、地点和程序 

学习目标： 

1.了解共同海损与单独海损的区别,并能达到在实际案例中的灵活运用。 

2. 掌握共同海损的牺牲和费用及共同海损的理算。 

2．理解共同海损理算规则的发展变化。 

作业： 

1.共同海损的成立应具备哪些要件? 

2.共同海损与单独海损的不同点有哪些? 

3.《约克－安特卫普规则》中字母规则与数字规则的关系是怎样的? 

4.共同海损与过失的关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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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1：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参考学时：3学时 

1.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概述 

（1）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概念及发展 

（2）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的种类 

（3）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与单位责任限制的区别 

2.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的内容 

（1）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主体 

（2）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条件 

（3） 限制性债权 

（4） 非限制性债权 

（5） 海事赔偿责任限额 

（6） 海事赔偿责任相互索赔的冲抵 

3.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设立程序 

（1） 申请 

（2） 受理 

（3） 公告与通知 

（4） 基金的设立 

（5） 利害关系人的异议 

（6） 申请设立基金错误的后果 

（7） 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程序的终结 

4. 有关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国际公约 

（1）1924年《关于统一海上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若干规则的国际公约》 

（2）1957年《船舶所有人责任限制公约》 

（3）1976年海事索赔责任限制公约 

学习目标： 

1. 了解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演变,从而明确责任限制制度在主体上的变化。 

2. 掌握责任限制的主体、限制性债权与非限制性债权的具体内容、以及责任限制基金的设立。 
3. 了解有关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国际公约。 

作业： 

1.海商法中的损害赔偿与民法中的损害赔偿有什么不同? 

2．国际上有关海事索赔责任限制的制度有哪几种? 

3．我国海商法规定的责任限制主体有几类?责任主体是否在任何情况下均能限制责任? 

4．依我国海商法的规定,哪些债权可以成为限制性债权? 

5．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与《海牙规则》中的单位责任限制有哪些不同? 

6．我国海商法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责任限额上与 1976年《海事索赔责任限制公约》有哪些

不同的规定? 

7．为什么有关共同海损的债权不能成为限制性的债权? 

知识单元 12：海上保险合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海上保险概述 

（1） 海上保险的意义及沿革 

（2） 海上保险的种类 

2. 海上保险合同订立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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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大诚信原则 

（2） 保险利益原则 

（3） 损失补偿原则 

（4） 近因原则 

3. 海上保险合同 

（1） 海上保险合同的定义和性质 

（2） 海上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 

（3） 海上保险合同的订立、解除、转让和终止 

（4） 海上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 

4. 海洋货物运输保险险别 

（1） 海洋货物运输保险的主要险别 

（2） 海上保险合同的附加险和特别附加险 

（3） 基本险别的除外责任 

（4） 海洋货物运输保险的责任期间 

（5） 英国伦敦保险协会货物保险（A）（B）（C）条款 

5. 船舶保险 

（1） 船舶保险 

（2） 船舶战争险 

（3） 船舶建造险 

6. 海上保险的赔付 

（1） 海上保险标的的损失 

（2） 委付 

（3） 代位求偿权 

（4） 海上保险的索赔和理赔 

7. 保赔保险 

（1） 船东互保协会 

（2） 保赔保险所承保的风险 

（3） 除外责任 

（4） 保险费的确定与调整 

（5） 责任的终止 

学习目标： 

1.了解海上保险的种类及基本知识。 

2.掌握海上保险合同的基本原则、海上保险合同的内容、各险种的内容等。 

3.熟悉人保条款和英国伦敦保险协会货物运输保险条款的主要内容，能运用所学解决实际问

题。 

作业： 

1．海上保险有哪些种类? 

2．海上保险合同的转让有几种情况? 

3．海上保险合同可以在什么情况下终止? 

4．试述委付与代位求偿的区别? 

5．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洋运输货物保险的基本险有哪几种? 

6．投保了一切险后是否还需要投保淡水雨淋险? 

7．投保了一切险后是否还需要投保进口关税险? 

8．为了防止茶叶串味,同时又能节省开支,是否可以单独投保串味险? 

9．海洋运输货物出险后,在理赔时应准备哪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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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的船舶保险的主要险别有哪些? 

11．互保协会与保险公司有什么不同?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绪论 2  

2 第二章 船舶 第三章 船员 3  

3 第四章 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3  

4 第五章 海上旅客运输合同 3  

5 第六章 船舶租用合同 3  

6 第七章 海上拖航合同 3  

7 第八章 船舶碰撞 3  

8 第九章 海难救助 3  

9 第十章 共同海损 3  

10 第十一章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3  

11 第十二章 海上保险合同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法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船舶租用合同、海上保险合同 

难点：船舶碰撞、海难救助、共同海损、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案例教学 

3.小组讨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展示 

2.视听资料播放 

3.网络链接资料展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已有自主编写的海商法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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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丽英主编《海商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 1月第 4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吴焕宁主编著《鹿特丹规则释义》，中国商务出版社，2011年 10月版。 

2. 司玉琢主编，韩立新副主编《国际货物运输法律统一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3.司玉琢主编《海商法》，法律出版社 2012年第三版 

4.司玉琢，《海商法专论》（第 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 

5.胡正良（主编），《海事法》（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6. 傅廷中《海商法论》，法律出版社 2007年版。 

执笔：张丽英 范晓波 审稿：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4日 

 

国际金融法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aw 

课程号：40303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国际金融法的基本知识；2、掌握国际资金融通的主要方式和法

律条款；3、掌握国际金融监管的理论和发展趋势。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国际金融法的基础知识、了解国

际资金融通的主要方式，能够起草国际贷款协议、国际融资租赁协议、上市招股说明书等文件，把

握金融监管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趋势。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国际金融法概述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际金融法的概念 

（1） 国际金融法的调整对象 

（2） 国际金融法的调整范围 

（3） 国际金融法的特点 

2．国际金融法的渊源 

（1）国际条约 

（2）国际惯例 

（3）国内立法 

3.国际金融法的历史发展 

（1）国际金融法的形成 

（2）国际金融法的发展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际金融法的形成及发展。 

2．理解国际金融法的含义、调整范围、国际金融法的渊源等。 

作业： 

1.怎样理解国际金融法的概念和特征？ 

2.国际金融法的渊源包括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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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分析国际金融法的产生与发展。 

知识单元 2：国际货币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际金本位制 

（1） 金铸币本位制 

（2） 金块本位制 

（3） 金汇兑本位制 

2.《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确立的货币制度 

（1）《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产生和修订 

（2）布雷顿森林制度的主要内容 

（3）特别提款权 

（4）牙买加协定 

3.欧洲的货币一体化 

（1）欧洲的货币一体化历程 

（2）欧洲中央银行体系 

（3）欧元的性质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金本位制的基本内容，重点掌握 

2．布雷顿森林制度、牙买加制度的主要内容 

3.  了解区域性货币制度对国际货币制度的影响和作用 

作业： 

1.第一个世界性的国际货币制度是如何确立起来的？它有哪些特点？ 

2.布雷顿森林制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 什么是特别提款权？其特别之处体现在哪些方面？ 

4. 简述《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八条规定的主要义务？ 

5. 牙买加制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6. 试分析现行国际货币制度。 

7. 欧元对现行货币制度的影响有哪些？ 

8.试分析欧元的性质。 

知识单元 3：国际贷款协议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贷款协议概述 

（1） 国际贷款协议的基本分类 

（2） 国际贷款协议的特点 

2.国际贷款协议的基本条款（一） 

（1）定义条款 

（2）标的物条款 

（3）货款的提取 

（4）贷款用途 

（5）利息 

（6）费用 

（7）纳税负担 

（8）期限与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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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贷款协议的基本条款（二） 

（1）借款人的说明与保证 

（2）约定事项 

（3）权利的让与 

（4）违约的事件与救济方法 

（5）法律选择 

（6）法院管辖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贷款协议的基本知识，掌握国际贷款协议的基本条款。 

2．具备草拟、分析国际贷款协议的基本技能 

作业： 

1.国际贷款协议生效应具备哪些先决条件？ 

2.在国际贷款协议中，贷款人通过哪些条款可以使自己与借款人的其他债权人处于平等的清偿

地位？ 

3.国际贷款协议中规定的借款人违约事件有哪些？贷款人可以采取哪些救济措施？ 

4.陈述和保证条款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 

5.约定事项通常包含哪些条款？它有什么作用？ 

知识单元 4：国际商业贷款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银团贷款 

（1） 银团贷款的基本程序 

（2） 直接式银团贷款 

（3） 间接式银团贷款 

2.国际项目贷款 

（1）项目贷款的概念及特点 

（2）项目贷款的主要类型 

（3）项目贷款的主要风险 

（4）项目贷款的参与人 

（5）项目贷款的合同结构 

3.欧洲货币贷款协议 

（1）欧洲货币贷款的概念和特点 

（2）欧洲货币贷款协议的特有条款 

4.国际贷款证券化的法律问题 

（1）贷款证券化的概念 

（2）贷款证券化的运作程序 

（3）贷款证券化的相关法律问题 

学习目标： 

1. 掌握国际商业贷款的主要方式。 

2. 掌握国际银团贷款、项目贷款和欧洲货币贷款的特点，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及其特有
条款。 

3. 了解我国关于借用商业贷款的基本规定。 

作业： 

1.简述国际银团贷款的概念及其采用的方式。 

2.在直接参与式银团贷款方式下，各贷款行与借款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是怎样的?间接参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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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有哪种形式，其主要含义是什么? 

3.银团贷款中，代理银行的职责是什么？ 

4.项目贷款有哪几种类型？哪一种更有利于维护贷款人的利益？为什么 

5.项目贷款中存在哪些风险，如何防范？ 

6.试分析四联式项目贷款的合同结构？ 

7.什么是欧洲货币贷款？它有哪些特点？ 

8.欧洲货币贷款协议有哪些特有条款与特殊规定？ 

9.我国关于借用国际商业贷款有哪些规定？ 

知识单元 5：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政府贷款 

（1） 政府贷款概述 

（2） 政府贷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3） 主要政府贷款机构及其贷款政策 

2.全球性国际金融机构贷款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 

（2）世界银行集团贷款 

3.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贷款 

（1）亚洲开发银行贷款 

（2）泛美开发银行贷款 

（3）非洲开发银行贷款 

（4）欧洲投资银行贷款 

学习目标： 

1.了解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的基本知识。 

2.掌握主要的政府贷款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规定。 

作业： 

1.概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法律规定。 

2.政府贷款有哪些特点？ 

3.试分析政府贷款的法律性质。 

4.世界银行集团的贷款各有什么特点？ 

5.简述几个主要的区域性开发银行的贷款条件。 

知识单元 6：国际证券融资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证券概述 

（1） 国际证券的概论 

（2） 国际证券的种类 

（3） 主要的国际证券市场 

2.国际证券发行的法律制度 

（1）国际证券的发行方式 

（2）国际证券发行的审核制度 

（3）国际证券发行的信息披露制度 

（4）国际债券发行的评级制度 

3.国际证券交易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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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证券流通市场的构成 

（2）证券商制度 

（3）证券上市制度 

（4）对证券交易行为的监管 

4.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的法律制度 

（1）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的含义和种类 

（2）各国的相关法律规定 

5.我国利用涉外证券融资的立法与实践 

（1）我国利用国际债券融资的立法与实践 

（2）我国关于国际股票融资的立法与实践 

6.国际证券监管的法律制度 

（1）证券市场的国际化 

（2）证券监管的国内法比较 

（3）证券监管的国际合作与协调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证券的概念和特点，掌握各国发行证券的审核制度、信息披露制度。 

2.熟悉各国关于证券交易的法律制度。 

3.分析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的成因、作用和法律制度。 

4.熟悉我国利用国际证券融资的立法与实践。 

作业： 

1.国际证券可以分为哪些种类？试分析国际债券融资和国际股票融资的利弊。 

2.国际证券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发行？ 

3.在国际证券的发行中为什么要强调信息披露？ 

4.国际债券的评级对债券的发行有什么重要意义？ 

5.简述证券上市的条件。 

6.试分析几种主要的证券不当交易行为。 

7.规制上市公司的跨国并购应注意哪些问题？ 

8.通过比较分析几种主要的证券监管体制，谈谈如何完善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 

知识单元 7：国际融资租赁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融资租赁概述 

（1） 融资租赁的产生和发展 

（2） 国际融资租赁的概念和特征 

（3） 国际融资租赁的形式 

（4） 融资租赁与类似交易的区别 

2.国际融资租赁合同 

（1）国际融资租赁交易的基本程序 

（2）国际融资租赁合同的主要条款 

3.关于融资租赁的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 

（1）国际融资租赁公约 

（2）我国关于融资租赁的立法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际融资租赁的发展状况，掌握国际融资租赁的概念、特点和基本类型。 

2. 学会分析国际融资租赁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法律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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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熟悉有关国际融资租赁的相关立法。 

作业： 

1.如何理解国际融资租赁的概念和特征？ 

2.国际融资租赁有哪些类型？ 

3.试分析融资租赁和类似交易的区别。 

4.国际融资租赁合同中有哪些特有的条款？这些条款有什么作用？ 

5.试分析现有的关于融资租赁的法律。 

知识单元 8：国际融资担保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融资的信用担保 

（1） 保证 

（2） 见索即付担保 

（3） 备用信用证 

（4） 安慰信 

2.国际融资的物权担保 

（1）动产担保 

（2）不动产担保 

（3）浮动担保 

3.国际融资担保的法律规范 

（1）国际融资担保制度的发展及其统一化 

（2）中国对外担保的规定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际融资担保的基本知识，掌握各种担保方式的含义和特点。 

2. 在国际融资实践中，能够熟练地运用各种担保方式，保证债权实现和交易安全。 

作业： 

1.试分析信用担保的各种形式对融资双方的利弊。 

2.什么是见索即付担保？它和备用信用证相比有哪些区别？如何防止不公平的索赔？ 

3.简述国际融资物权担保的基本种类及内容。对国际融资债权人而言哪种物权担保方式更方便

和有效？为什么？ 

4.浮动抵押的利弊何在？ 

知识单元 9：国际支付与贸易融资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票据与票据法 

（1） 票据概述 

（2） 票据行为 

（3） 票据权利 

（4） 票据法的国际统一 

2.国际支付的法律制度 

（1）汇付 

（2）托收 

（3）信用证 

（4）电子支付 

3．国际贸易融资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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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保理 

（2）出口信贷 

（3）福费廷 

学习目标： 

1. 掌握票据的概念和特点，了解票据三大法系的区别， 

2. 掌握国际支付的方式，学会分析国际贸易融资中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作业： 

1.票据有哪些种类？简述票据的法律体系。 

2.简述信用证的概念和特征，信用证的当事人有哪些？ 

3.简述信用证交易的一般流程。 

4.电子支付有哪些方式？试分析电子资金划拨中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5.简述国际贸易融资的种类和特点。 

知识单元 10：跨国银行监管的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跨国银行概述 

（1） 跨国银行的概念及特征 

（2） 跨国银行的组织形式 

2.东道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管 

（1）各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主要内容 

（2）中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制度 

3.母国的并表监管 

（1）并表监管的含义与特征 

（2）并表监管与东道国监管的关系 

4.跨国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巴塞尔体制 

（1）巴塞尔协议的产生 

（2）巴塞尔协议的主要内容 

学习目标： 

1. 了解跨国银行的概念及其组织形式，掌握各国关于跨国银行监管的原则、主要内容。 

2. 理解巴塞尔协议产生的背景，熟悉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基本内容及其发展。 

作业： 

1.跨国银行的分支机构有哪些表现形式？ 

2.东道国一般从哪些方面对外资银行进行监管？ 

3.并表监管的含义是什么？它与东道国的单一监管关系如何？ 

4.什么是银行监管的巴塞尔体制？试分析巴塞尔协议的法律性质。 

5.试分析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演变与趋势？ 

6.试分析巴塞尔协议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 

知识单元 11：WTO金融服务协议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WTO金融服务协议概述 

（1） WTO金融服务协议的产生 

（2） WTO金融服务协议的基本框架 

（3） 金融服务的定义及主要方式 

2.WTO金融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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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原则 

（2）具体的义务 

3.中国关于金融服务贸易的承诺 

（1）具体减让承诺表 

（2）减让表的组成 

（3）中国入世关于金融服务贸易的承诺 

教学目标： 

1.了解 WTO《金融服务协议》产生的背景及其法律框架， 

2.掌握 WTO金融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理解中国入世时关于金融服务贸易所作的承诺。 

作业： 

1.WTO金融服务协议所调整的服务形式有哪几种？ 

2.WTO金融服务协议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3.试分析 WTO金融服务协议中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 

4.试分析我国金融服务贸易所作的承诺对我国金融业开放的影响。 

（二） 实践教学  共 6学时 

鉴于国际金融法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为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实践能力，每学期会选择

一些热点和实务问题，由学生收集、研读相关材料，准备 PPT，演讲及研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国际金融法概述 1  

2 国际货币制度 2  

3 国际贷款协议 2  

4 国际商业贷款的法律制度 3  

5 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 2  

6 国际证券融资的法律制度 3  

7 国际融资租赁的法律制度 2  

8 国际融资担保的法律制度 2  

9 国际支付与贸易融资制度 2  

10 跨国银行监管的法律制度 3  

11 WTO金融服务协议 2  

12 研讨 3  

13 研讨 3  

14 考查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学理论、民法、商法、国际经济法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国际货币制度、国际商业贷款的法律制度、国际证券融资的法律制度、跨国银行监管的

法律制度 

难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法律问题、项目贷款、银团贷款、中国企业境外证券融资的法律问

题、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发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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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例教学 

3.小组讨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展示 

2.视听资料播放 

3.网络链接资料展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presentation 占 30％，考

核内容有：学生出勤、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占 10%；期末考核占 6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已有自主编写出版的《国际金融法》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范晓波主编《国际金融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1月版。 

（二）推荐参考书 

1.菲利普·伍德著《国际金融的法律与实务》，法律出版社 2011年 4月版。 

2.唐应茂著《国际金融法:跨境融资和法律规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 8月版 

3.李仁真《国际金融法》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年 8月版 

4.韩龙主编《国际金融法前沿问题》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年 10月版 

执笔：范晓波  审稿：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4日 

 

国际贸易法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课程号：40303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必修（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主要国家关于国际货物买卖的相关法律；2、掌握 1980 年《联

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公约》的主要内容；3、掌握《201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主要内容。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国际贸易法基础知识，了国际货

物买卖的基本流程，理解目前在国际上广泛适用的国际统一立法、各国对外贸易立法以及国际贸易

惯例等的主要内容及发展态势，通过理论、案例与实务相结合，让学生既全面又有重点地掌握国际

贸易法律的基本概念与基本知识，具备利用国际贸易法律知识，分析和处理国际贸易纠纷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国际贸易法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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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国际贸易法的概念和范围 

（一）国际贸易 

（二）国际贸易法 

1.国际贸易法概念和范围 

2.国际贸易法的基本划分——交易法和管理法 

（三）国际贸易法（交易法）的内容和范围 

1.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 

2.国际货物运输法 

3.国际货运保险法 

4.国际贸易支付法 

5.具体交易中上述法律的运用 

二、国际贸易法的渊源 

1.国际条约 

2.国际惯例 

3.国内立法 

4.国际组织决议 

三、国际贸易法与其他部门法关系 

学习目标： 

1．掌握国际贸易法基本概念和调整范围。 

2． 了解国际贸易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 

作业： 

1.简述国际贸易法的概念和调整范围。 

2.国际贸易法的渊源有哪些？ 

知识单元 2：调整国际货物销售的法律与惯例（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调整国际货物销售的法律 

一、国内立法 

（一）主要外国的国内立法 

1．英国[1893年货物买卖法]（SGA） 

2．美国[统一商法典]（UCC） 

（二）中国货物销售合同法： 

1．中国货物销售法渊源    

2．中国货物销售法的主要特点 

二、 国际公约-[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CISG）  

（一）公约的形成和基本特点 

（二）公约适用范围 

（三）中国加入公约时所做保留 

学习目标： 

1了解主要国家关于国际货物买卖的法律。 

2.掌握 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的适用范围 

作业： 

1. 简述《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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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加入公约时做了哪些保留？现在状况如何？ 

知识单元 3：调整国际货物销售的法律与惯例（二）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二节  调整国际货物销售的商业惯例和习惯做法 

  一、商业惯例、习惯做法的含义及约束力 

（一）商业惯例 

1．定义：是在重复行为基础上产生的固定行为规则，被行业人士广泛采用而有约束力。商业

惯例的表现形式：规范性、非规范性。 

2.商业惯例的效力来源 

（二）习惯做法及其特点 

二、国际商会《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一）《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1．制定的历史 

2．目的宗旨和调整范围 

（二） Incoterms2000的性质、分类 

1.基本分类 

2.特殊分类 

（三）贸易术语规定的核心义务 

（四）当事人合同条款与贸易术语的冲突 

三、中国对外贸易中常用的贸易术语 

（一）FOB——指定装运港（装运港船上交货） 

（二）CIF——指定目的港（成本加保险费加运费）与 CFR  

 （三）应推广的适应新运输方式的贸易术语 

1. FCA货交承运人（指定地点） 

2. CIP运费保险费付至（指定目的地） 

3. CPT运费付至（指定目的地） 

 四、 Incoterms2010 的适用、主要变化和特点 

（一）适用问题 

（二）贸易术语整体情况、基本分类 

（三）其他重要变化 

五、国际商事合同的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 

（一）调整国际商事合同的法律冲突 

（二）国际商事合同的法律适用 

（三）调整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适用原则 

（四）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 

学习目标： 

1. 掌握 Incoterms的主要内容。 

2. 掌握 Incotrrms®2010的主要变化。 

作业： 

1.简述《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2010》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2.简述 FOB、CIF、CFR术语的异同。 

知识单元 4：国际货物销售合同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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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合同及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一）合同及合同法（contract, agreement） 

（二）合同法的基本原则 

第二节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成立 

一、合同成立的条件及研究这问题的意义 

（一）合同成立的一般条件 

（二）合同成立问题的实践意义 

二、合同形式 

（一）一般法律原则 

（二）主要合同形式 

1.口头形式 

2.书面形式 

3.其他形式 

（三）中国合同法关于书面形式规定和确认书问题 

三、要约 

 （一）要约的含义和有效要约的条件 

（二）要约邀请（询盘）与反要约 

（三）要约的效力及要约失效的法律后果 

四、承诺（接受） 

（一）承诺定义及法律后果 

（二）有效承诺要件 

（三）公约关于承诺的特殊规定 

五、格式合同冲突 

（一）格式合同冲突产生的原因 

（二）依据公约调整 

（三）中国法律关于格式合同规定  

六、使用电子通讯方式涉及的合同成立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合同订立的原则、形式等内容 

2.掌握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关于要约、承诺的规定。 

作业： 

1. 什么是要约？CISG关于要约的成立就满足哪些条件？ 

2. 什么是承诺？CISG关于承诺的生效采取的什么主义？ 

3. 简述 CISG关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成立的规定。 

知识单元 5：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一、卖方义务 

（一）提交货物和移交单据 

1．提交货物  

交货的含义和法律后果 

交货时间和地点 

卖方为完成交货应该承担的其他义务 

2．提交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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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方交单义务的根据 

单据分类 

控制货物处置权的单据和其他与货物有关的单据 

卖方交单与买方付款的关系 

卖方交单不符问题 

（二）卖方对所出售货物的品质担保义务 

 1．交货与合同相符的含义 

2．公约关于货物与合同相符的补充性标准 

 3．卖方交货与合同相符的例外 

 4． 货物与合同相符的依据和时间界限 

（三）权利担保（第 41条） 

（四）知识产权担保 

1．知识产权担保的含义和立法背景 

2．对卖方承担知识产权担保义务范围的限制 

学习目标： 

1. 掌握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买方的权利义务。 

2.  掌握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卖方的权利义务。 

作业： 

1.什么是品质担保义务？ 

2.什么是权利担保义务 

3.根据 CISG，卖方关于知识产权方面要承担哪些义务？ 

4.简述 CISG关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卖方和买方的义务。 

知识单元 6：国际货物买卖中的违约救济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一般性问题 

（一）违约、违约责任、违约救济 

（二）根本违约 

（三）卖方交货不符时买方采取违约救济的先决条件——检验和发出异议通知 

二、主要违约救济方式 

（一）实际履行 

1．含义适用范围 

2．公约的原则规定 

3．公约关于履约宽限期的规定 

（二）损害赔偿（金钱赔偿） 

1．一般原则和规则 

2．损害赔偿范围 

3．解除合同下的特殊损害赔偿规则 

差价赔偿—具体的赔偿方法和抽象的赔偿方法 

公约差价赔偿制度的意义 

（三）宣告合同无效（解除合同） 

1．制度的重要性 

2．解除合同的条件 

3．解除合同方式 

（四）减价 

1．减价适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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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减价方法 

三、特殊情况下的违约救济 

（一）可分割履行合同的违约救济 

（二）分批交货合同的违约救济 

（三）针对预期违约的救济（71-72条） 

学习目标： 

1. 了解违约和根本违约的概念。 

2. 掌握主要的违约救济方式。 

作业： 

1什么是根本违约？什么是预期违约？ 

2.简述违约救济方法有哪些，各自如何适用。 

知识单元 7：国际货物买卖中的风险与免责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风险转移制度 

（一）风险及风险转移制度 

（二）风险转移后果及风险界限划分的国内法理论 

（三）公约关于确定风险界限的规则 

二、不可抗力制度——不能控制的障碍免责 

 （一）国内法理论—及公约第 79条  

 （二）公约第 79条“不能控制的障碍”免责制度 

1．不能控制障碍范围、表现形式   

2．第 79条规定因“不能控制的障碍”免责构成要件 

3．由于当事人所雇佣履行合同的第三方原因造成不履行义务的免责 

 三、由于一方当事人原因导致另一方不履行的免责（dirty hands rule） 

学习目标： 

1.了解风险转移制度 

2.掌握公约关于风险划分的原则。 

作业： 

1.简述货物所有权转移的理论。 

2.简述 CISG关于货物风险转移原则和时间的规定。 

知识单元 8：国际贸易支付 

参考学时：5学时 

一、国际贸易支付工具 

（一）支付的货币 

（二）支付的票据 

1．票据法律性质 

2．票据种类 

3．汇票 

（三）调整票据法关系的国内和国际立法 

二、国际贸易支付方式 

（一） 非信用证支付——汇付 

1.汇付种类 

2.汇付的特点 

 （二）非信用证支付——银行托收（Collection）  

1．托收的定义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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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托收统一规则 

3．托收流程和法律特点 

（三）银行信用证 （Letter of Credit，L/C） 

1．信用证的定义、性质、作用 

2．信用证种类 

3．调整信用证的国际惯例和国内立法 

4.  UCP600号及其关于银行责任的规定 

5.  中国关于信用证的司法解释 

（四）跟单信用证 

1．跟单信用证流转程序 

2．跟单信用证下当事人权利义务 

3．信用证欺诈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国际贸易支付方式的流程及法律特征。 

2．掌握信用证支付方式及相关惯例规则。 

作业： 

1.简述国际贸易支付的工具。 

2.简述汇票及其法律制度。 

3.简述托收的概念和类型。 

4.简述有关托收的国际法渊源。 

5.简述托收当事人的责任。 

6.简述信用证的概念和类型。 

7.简述信用证的国际渊源。 

8.简述信用证当事人的责任。 

9.简述我国对信用证欺诈的认定和处理方式。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国际贸易法绪论 2  

2 调整国际货物销售的法律与惯例（一） 3  

3 调整国际货物销售的法律与惯例（二） 5  

4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 6  

5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 5  

6 国际货物买卖中的违约救济 3  

7 国际货物买卖中的风险与免责 3  

8 国际贸易支付 5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理、民法、商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国际公法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国际货物买卖法、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体制、区域贸易协定 

难点：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的主要内容、WTO多边贸易法律规则、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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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例教学 

3小组讨论 

……………… 

教学手段： 

 1.多媒体展示 

2.视听资料播放 

3.网络链接资料展示 

………………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已有自主编写出版的国际贸易法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王传丽主编《国际贸易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 5月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传丽主编《国际贸易法》，法律出版社，2012年 1月第 5版 

2. 郭寿康 韩立余 编著《国际贸易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8月 第 4版 

3.张玉卿编著《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释义》，2009年 10月第 3版。 

4.李巍著《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评释，法律出版社 2009年 10月第 2版。 

5.杨良宜著《国际货物买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执笔：李巍  审稿：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5月 24日 

 

国际税法 
International Tax Law 

课程号：4030300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国际税法的基本知识结构和体系；2、掌握国际税法的两大核心

任务，即解决国际重复征税和国际重叠征税，防范国际逃税和国际避税；3、熟悉中国涉外税收征

管法律制度；4、知晓国际税收领域的新发展和新规则。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国际税法的基础知识、税收管辖

权的基本原理、解除和缓解国际重复征税及国际重叠征税的主要方法，防止和打击国际逃税和国际

避税的基本措施，了解国际税收协调的主要方式，为学生深入学习国际经济法各方向知识奠定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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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税收法律基础，也为学生从事各项法务工作储备必要的国际税法知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国际税法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税法的含义与特征。 

2．国际税法的法律渊源与基本原则。 

3．国际税法的产生与发展。 

4．国际税法的宗旨、任务与意义。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税收和国际税法的产生及其发展。 

2．掌握国际税收和国际税法的基本概念，把握国际税法的法律特征、法律渊源、基本原则等。 

3．明了学习国际税法的目的与意义。 

作业： 

1． 国际税法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过程？ 

2． 国际税法的调整范围包括哪些？ 

3． 国际税法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它是如何贯穿国际税法的全部 

内容的？ 

知识单元 2：所得税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所得税制度概况。 

2．各国所得税制度的历史发展。 

3．所得税制度的改革与前景。 

学习目标： 

1．了解所得税制度的大致发展过程和各国所得税制度概况。 

2．掌握所得税及所得税制度的基本概念与基础知识。 

作业： 

１．什么是应税所得？如何理解所得税这一重要概念？ 

２．如何理解综合所得税制与分类所得税制的利弊？ 

知识单元 3：税收管辖权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税收管辖权概述。 

2． 居民税收管辖权的确认。 

3． 收入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行使。 

4． 跨国电子商务与税收管辖权。 

学习目标： 

1． 了解税收管辖权的主要内容。 

2．掌握居民税收管辖权的确认和来源地税收管辖权的正确行使，尤其是一国对非居民的营业

所得、劳务所得以及投资所得的税收管辖原则。 

3．知晓跨国电子商务对税收管辖权的影响。 

作业： 

１．关于税收管辖权的两个基本理论原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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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居民身份的确认标准有哪些，它们各有哪些特点？ 

３．来源地国家如何对非居民行使税收管辖权？ 

４．如何理解常设机构原则？ 

５．你认为应如何解决跨国电子商务对税收管辖权带来的冲突？ 

知识单元 4：国际重复征税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际重复征税的产生。 

2． 避免国际重复征税的意义、前提与方式。 

3． 消除或缓解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际重复征税的基本概念及其产生原因与危害。 

2． 掌握避免国际重复征税的主要方法。 

作业： 

1．产生国际重复征税的原因有哪些？最常见的国际重复征税类型是哪一种？ 

2．避免国际重复征税的意义何在？消除国际重复征税的方法有哪些？哪种方法更为有效、合理？ 

3．什么是外国税收抵免？限额抵免在抵免法的实施中有何意义？ 

知识单元 5：国际重叠征税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际重叠征税概述。 

2． 国内重叠征税的解决。 

3． 国际重叠征税的解决。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际重叠征税产生的原因。 

2． 掌握国际重叠征税的基本概念及与国际重复征税的异同。 

3． 明了解决国际重叠征税的主要措施。 

作业： 

１．国际重叠征税现象是如何产生的？ 

２．如何解决国际重叠征税？哪种措施最为有效，请谈谈你自己的观点？ 

３．什么是间接抵免？它和直接抵免有什么不同？ 

知识单元 6：国际逃税与国际避税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际逃税与国际避税概述。 

2． 国际逃税与避税的方式与危害。 

3． 国内法防止国际逃税与国际避税的措施。 

4． 国际法防止国际逃税与避税的措施。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逃税与国际避税的基本概念，跨国纳税人从事国际逃、避税的主要方式及其危害。 

2．掌握国际上现行的反逃税避税的主要措施与办法。 

3．探寻反避税措施的新途径、新方法。 

作业： 

１．国际逃税与国际避税有何区别？有无区分它们的必要？ 

２．跨国纳税人进行国际逃税与避税的主要方式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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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国际反逃避税措施有哪些？其发展前景如何？ 

４．对于跨国公司最常用的“转让定价”和在避税港设立“基地公司”的两      

大国际避税手法，你认为我国应当采取怎样的对策？ 

知识单元 7：涉外税收优惠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涉外税收优惠概述。 

2． 发展中国家的涉外税收优惠。 

3． 发达国家的对外税收优惠。 

4． 税收饶让抵免。 

学习目标： 

1． 了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实行税收优惠的不同目的与特点。 

2。掌握税收饶让抵免制度出现的原因、税收饶让的含义、税收饶让的实施以及实施税收饶让

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等。 

作业： 

１．如何评价涉外税收优惠的作用？ 

２．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涉外税收优惠各自有哪些特点？ 

３．简述特别储备金制度。 

４．试述税收饶让抵免制度。它对中国的涉外税收实践有何意义？ 

知识单元 8：税收国际协调与合作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税收国际协调与合作概述。 

2． 所得税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3． 流转税的国际协调与合作。 

4． 税收国际协调与合作的实施。 

5． 中国的对外税收协调与合作。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的历史与发展现状。 

2． 掌握国际税收协定的主要内容及其在实施中出现的问题。 

3． 明了中国在对外税收协调与合作中的重点与难点。 

作业： 

１．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的类型有哪些？ 

２．试述国际税收协定的主要内容。 

３．什么叫利用第三国税约？怎样防止利用第三国税约？ 

４．简述中国对外签订双边税收协定的基本原则。 

知识单元 9：中国涉外税收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中国涉外税收法律制度概述。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学习目标： 

1． 了解中国的涉外税收法律制度概况。 

2． 掌握中国的涉外企业所得税制度和个人所得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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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解国际税法原理与制度在我国涉外税收实践中的运用。 

作业： 

1．我国现行涉外税收法律体系涉及哪些税种？ 

2．在我国设立机构、场所与不设立机构、场所的外国企业应怎样交纳企业所得税？ 

3．我国关于特别税调整的规定有哪些？ 

4．我国的涉外税收优惠包括哪些内容？ 

5．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对哪些收入征收？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国际税法概述 3  

2 所得税法律制度 2  

3 税收管辖权（一） 3  

4 税收管辖权（二） 3  

5 国际重复征税（一） 3  

6 国际重复征税（二） 3  

7 国际重叠征税 3  

8 国际逃税与国际避税（一） 3  

9 国际逃税与国际避税（二） 3  

10 涉外税收优惠 2  

11 国际税收协定 2  

12 中国涉外税收法律制度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理学、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概论、税法等。 

后续课程：国际经济法各分支如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技术贸易法、国际金融法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税收管辖权、国际重复征税、国际重叠征税、国际逃税与国际避税等。 

难点：国际重复征税、国际逃税与国际避税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为主。 

2.课后答疑为辅。 

教学手段： 

1.理论解析。 

2.逻辑演绎。 

3.案例分析。 

4.多媒体展示。 

5.面授及邮件沟通。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自主学习： 

1.税收和税法的相关知识。 

2.国际税法相关资料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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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考核内容包括：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等；考核

方式包括：作业练习、小论文写作、课堂开卷考试等。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考试

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包括问题思考、新课预习、随堂检测、书面作业提交等。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教材选用原则：反映本学科学术前沿与专业权威性的最新教材；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拟

自主编写出版《国际税法实用教程》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刘剑文主编：《国际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11月 第 3版（北京高等教育精品

教材、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廖益新主编：《国际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3月 第 2版。 

2. 陈少英主编：《国际税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1月 第 1版。 

3. 蒋新苗主编：《国际税法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 5月，第 1版。  

执笔：兰兰  审稿：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8日 

 

国际投资法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 

课程号：403030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全校的专业选修课程。国际投资法是国际经

济法的一个重要分支。本课程以国际投资法的基本框架为主线，全面介绍了国际投资法的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学生通过学习本课程，可对国际投资的内国法、国际投资协定的全部内容及

实践有较为完整的了解，同时关注国际投资协定的最新发展变化趋势，学会运用国际投资协定基本

原则和制度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课堂授课：30学时 

知识单元 1：国际投资法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际直接投资的趋势和前景 

2． 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间接投资 

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4． 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 

5． 国际投资法的概念和基本原则 

6． 国际投资法的渊源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际直接投资的概念、分类和理论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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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如何在实际生活中认识外国直接投资 

3． 了解国际投资法的概念、基本原则和渊源 

4． 掌握依据国际投资法原则解决实践中问题的方法 

知识单元 2：国际投资法的主体 

参考学时 4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投资法的主体类型 

2．跨国公司的概念、特征及主要法律问题 

3. 投资者和投资 

学习目标： 

1． 了解不同主体在国际投资法中的地位 

2． 了解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债务责任的承担问题 

3． 掌握管制跨国公司活动的国际国内立法 

4． 掌握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定义以及投资争端解决实践中投资者的认定 

知识单元 3：投资准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3． 投资准入的概念以及影响投资准入的因素 

4． 投资准入的形式 

5． 外资准入与安全审查的关系 

6． 外资准入与反垄断审查的关系 

学习目标： 

1． 了解外国投资法和国际投资协定中的负面清单、业绩/履行要求 

2． 掌握实践中投资准入的实体法和程序 

3． 掌握反垄断审查和安全审查的实体法和程序 

知识单元 4：投资待遇标准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5． 公正公平待遇 

6． 充分保护与安全 

7． 国民待遇 

8． 最惠国待遇 

学习目标： 

1． 了解绝对待遇和相对待遇的区别 

2． 掌握最低待遇标准与公正公平待遇和充分保护和安全的关系，并能在具体案例中加以识别
和分析。 

3． 掌握国民待遇标准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的发展变化，以及在投资者—东道国争议解决案例中
的分析步骤和方法。 

4． 掌握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并能在“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SID）的案例中加

以分析 

知识单元 5：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4． 新建/绿地投资 

5． 跨国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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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特许经营/公私合作（BOT、PPP） 

学习目标： 

1．掌握国际合营企业的性质和组织形式 

2．掌握跨国并购的类型以及跨国并购的反垄断规制 

3．掌握投资合同的种类，学会解决投资合同纠纷的法律方法 

知识单元 6：国际投资担保制度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3． 国际投资中的政治风险的种类 

4． 国有化和征收 

5． 国别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6．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风险与其他商业风险的不同 

2．掌握征收、间接征收、征收补偿标准以及征收例外，并能在具体案例中加以识别和分析。 

3．掌握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以及其他国家投资担保机构的性质 

4．掌握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的主要险别和担保合同，并能在具体案例中加以识别 

知识单元 7：国际投资争议的解决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 

1. 国际投资争议的解决方法 

2. 华盛顿公约与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SID） 

3. 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投资者—国家争议解决条款（ISDS）的发展 

学习目标： 

1． 了解 SSDS和 ISDS在解决国际投资争议中的作用 

2． 了解华盛顿公约关于 ICSID管辖权的规定 

3． 了解 ICSID仲裁庭的法律适用原则和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4． 掌握运用 ICSID管辖权三个要件分析具体案例的方法 

5． 掌握 ICSID仲裁的排他性和裁决终局性，以及裁决撤销制度，并能在具体案例中加以分析 

（二） 考试（考查）2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国际投资法概述（一） 3  

2 国际投资法概述（二），国际投资法的主体（一） 2  

3 国际投资法主体（二） 2  

4 投资准入 3  

5 投资待遇标准（一） 3  

6 投资待遇标准（二） 3  

7 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 3  

8 国际投资担保制度（一） 3  

9 国际投资担保制度（二） 2  

10 国际投资争议的解决（一） 3  

11 国际投资争议的解决（二） 3  

12 考试 2  

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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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合同法、公司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后续课程：国际投资法（英文）、WTO法律制度、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国际投资准入、投资者和投资、投资待遇标准、征收、MIGA 的承保范围、投资争议解

决 

难点：ICSID的管辖权分析，投资定义、投资待遇、征收、投资例外等在具体案例中的适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以讲授为主 

2.在授课中援引大量案例分析 

3．学生自己做案例并组织讨论 1-2个案例 

教学手段： 

1．PPT多媒体教学 

2．案例教学 

3．录像片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及作业；期末

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有 2次作业，包括准备案例讨论的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自编教材并参考其他高校国际投资法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史晓丽、祁欢《国际投资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2．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第四版）》，法律出版社 2014年版。 

3.【德】鲁道夫·多尔查、【奥】克里斯托弗·朔伊尔编：《国际投资法原则》，祁欢、施进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年 12月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孙南申：《国际投资法》（21世纪国际法学系列教材），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2.张庆麟：《国际投资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3．余劲松著：《跨国公司法律问题专论》，法律出版社 2008年版。 

4．陈安、蔡丛燕：《国际投资法的新发展与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新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5．陈安主编：《国际投资争议案例精选》，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6．陈安主编：《国际投资争议仲裁—“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机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执笔：祁欢审稿：×××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7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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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技术转让法 
Law of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Technology 

课程号：4030300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国际技术转让向国际知识产权转让的现状及法律框架；2、掌握

知识产权国际法律制度；3、掌握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法律体系，能够解决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法律实

务问题。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专题研讨，使学生了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产生和发展，知

识产权国际保护的途径，掌握主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以及知识产权国际

保护的最新发展趋势和前沿问题。掌握并能实务运用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法律制度，理解国际知识产

权贸易中存在的诸多法律问题及解决途径。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国际技术转让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技术转让的概念和特点 

（1）国际技术转让的概念 

（2）相关概念辨析 

（3）国际性因素的确定 

2．国际知识产权转让的法律关系 

（1）法律关系的主体 

（2）法律关系的客体 

（3）法律关系的特点 

3. 国际知识产权转让法律框架 

（1）知识产权国际保护 

（2）知识产权跨国交易的法律调整 

学习目标： 

1、掌握国际技术转让的概念，理解其与国际知识产权转让的区别和联系； 

2、理解国际知识产权转让的法律关系； 

3、了解国际知识产权转让的法律框架。 

作业：  

1、国际知识产权转让法律关系的特点有哪些？ 

2、简述国际知识产权转让的法律框架。 

知识单元 2：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产生和发展 

（1）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产生和发展 

（2）知识产权国家保护的含义 

（3）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途径 

2. 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概述 

（1）为设立促进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政府间组织而签订的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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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涉及工业产权保护的公约 

（3）涉及著作权及著作邻接权保护的国际公约 

（4）因国际贸易产生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协定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1）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成立 

（2）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宗旨和职责 

（3）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成员资格和组织机构 

（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地位 

学习目标： 

1.掌握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产生、发展和强化的历史进程，了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强化对中国

的影响； 

2.掌握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途径； 

3.分类了解知识产权国际公约。 

作业： 

1、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含义是什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主要通过哪些途径实现？ 

2、试述工业产权国际公约的种类以及各类公约的作用。 

知识单元 3：工业产权的国际保护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工业产权国际保护概述 

（1）工业产权的概念和范围 

（2）保护工业产权国际公约的种类 

2. 工业产权实体性公约 

（1）《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2）《国际保护植物新品种公约》 

（3）《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约》 

3. 工业产权程序性公约 

（1）《专利合作条约》 

（2）《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 

4. 工业产权管理性条约 

学习目标： 

掌握最主要的工业产权国际公约，包括《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国际保护植物新品种公约》、

《专利合作条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的基本原则和对成员国工业产权保护水平的最低要

求。 

作业： 

1、什么是优先权原则？《巴黎公约》的优先权原则与我国《专利法》的优先权原则有何异同？ 

2、《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对商标的保护有何规定？ 

3、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获权条件和权利内容有哪些？ 

4、《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的有限独立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知识单元 4：著作权(版权)的国际保护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著作权国际保护概述 

（1）著作权国际保护的产生和发展 

（2）保护著作权的国际公约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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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著作权国际保护的实体性公约 

（1）《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2）《世界版权公约》 

3. 著作邻接权的国际保护 

（1）《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罗马公约》 

（2）《保护录音制品制作者防止未经授权复制其录音制品日内瓦公约》 

（3）《关于播送由人造卫星传播载有节目的信号的布鲁塞尔公约》 

学习目标： 

掌握最主要的著作权国际公约，包括《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世界版权公约》、《保

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罗马公约》等公约的基本原则和对成员国著作权最低保护水

平的要求。 

作业： 

1、《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的国民待遇原则有何特点？ 

2、《伯尔尼公约》的自动保护原则的含义是什么？中国版权审查制度是否违反自动保护原则？ 

3、《罗马公约》对表演者权、录制者权和广播组织权有何规定？ 

4、《录音制品公约》在哪些方面提高了《罗马公约》的保护水平？ 

知识单元 5：《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TRIPS的产生背景和基本情况 

（1）产生背景 

（2）制度框架 

（3）TRIPS协议的修订 

2. TRIPS的基本原则 

（1）国民待遇原则 

（2）最惠国待遇原则 

3. 对成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最低要求 

（1）基本义务 

（2）版权和相关权利 

（3）商标和地理标志 

（4）专利和工业品外观设计 

（5）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6） 未披露信息 

4. 权利的取得和维持 

（1）合理的手续和程序 

（2）司法审查 

（3）合理期限 

5.知识产权执法措施 

（1）民事和行政程序及救济 

（2）临时措施及相关案例 

（3）边境措施及相关案例 

（4）刑事程序及相关案例 

学习目标： 

掌握 TRIPS协议的基本原则、特点及其对成员方知识产权最低保护水平的要求。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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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理解 TRIPS协议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例外？ 

2、TRIPS对专利的保护客体有何规定？ 

3、TRIPS在哪些方面提高了对驰名商标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保护水平？ 

4、TRIPS规定的知识产权执法措施包括哪些内容？你如何理解刑事定罪标准中的“商业规模”？ 

知识单元 6：国际技术转让途径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技术转让途径 

（1）国际技术转让的产生和发展 

（2）国际技术转让的途径 

2. 联合国《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 

（1）基本情况 

（2）已基本没有争议的内容 

（3）仍然存在的严重分歧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际技术转让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2. 掌握国际技术转让三种主要途径，比较这三种途径在利益获取、风险承担、必须履行的法
律手续等方面的异同； 

3. 了解联合国在有关国际技术转让法律调整方面的努力。 

作业： 

1、 许可贸易、合资经营、合作生产这三种最主要的技术跨国转让途径在利益获取、风险承担、
必须履行的法律手续方面有哪些异同？ 

2、《国际技术转让行动守则（草案）》的主要分歧点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知识单元 7：国际许可贸易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际许可贸易概述 

（1）国际许可证贸易的概念 

（2）国际许可证贸易的特点 

（3）国际许可证贸易的一般程序 

2. 国际许可合同 

（1）国际许可合同的种类和特点 

（2）国际许可合同的主要内容 

3. 国际许可合同主要文本解读 

（1）专有技术许可协议文本解读 

（2）专利许可协议文本解读 

（3）商标许可协议文本解读 

4. 国际许可合同中的限制性商业条款 

（1）限制性商业行为和反垄断 

（2）我国对限制性商业条款的法律调整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际许可证贸易的概念、特点； 

2. 掌握国际许可合同的种类以及不同标的许可合同的共有条款和特有条款； 

3. 理解国际许可合同中限制性商业条款产生的原因和我国对其的法律调整。 



2014 

作业： 

1、什么是独占许可合同？它和排他许可合同的区别是什么？ 

2、专有技术许可合同和专利许可合同各有哪些特有条款？ 

3、什么是国际技术贸易中的限制性商业条款？我国对技术进出口中的限制性商业条款的规定

有何变化？ 

知识单元 8：国际技术转让的政府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发达国家对国际技术转让的政府管理 

（1）发达国家对国际技术转让政府管理的概况 

（2）美国对国际技术转让的政府管理 

（3）欧盟对国际技术转让的政府管理 

（4）日本对国际技术转让的政府管理 

2. 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技术转让的政府管理 

（1）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技术转让政府管理概况 

（2）管理机构和审批内容 

3. 我国对技术进出口的政府管理 

学习目标： 

1. 了解发达国家对国际技术转让的政府管理； 

2. 掌握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技术转让的政府管理； 

3. 比较不同国际对技术进出口管理的侧重点； 

4. 明确中国现阶段技术进出口管理的重点。 

作业： 

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对国际技术贸易进行政府管理时有哪些不同？ 

2、试述我国对技术进出口的分类管理制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国际技术转让概述 3  

2 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 3  

3 工业产权的国际保护（一） 3 《巴黎公约》 

4 工业产权的国际保护（二） 3 
《植物品种公约》 

《集成电路条约》 

5 著作权的国际保护 3  

6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3  

7 国际技术转让途径 3  

8 国际许可贸易（一） 3 理论知识 

9 国际许可贸易（二） 3 协议文本解读 

10 国际技术转让的政府管理 3  

11 期末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知识产权法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法律制度；国际许可证贸易的理论和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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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知识产权公约最新发展变化；国际许可证贸易的实务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2.专题研讨。 

3.经典案例分析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最新实务案例的阅读和研讨。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国际技术贸易法》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杨帆著：《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出版； 

2. 王传丽主编：《国际技术贸易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出版； 

（二）推荐参考书 

1．[荷兰]博登浩森著，汤宗舜、段瑞林译：《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指南》，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出版。 

2．曲三强著：《现代工业产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出版；  

郑成思著：《版权法（修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年出版。 

3． 丛立先著：《国际著作权制度发展趋向与我国著作权法的修改》，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年

出版。 

4．（美）贝蒂格著，沈国麟、韩绍伟译：《版权文化——知识产权的政治经济学（新概念出版

论丛）》，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年 1月 1日出版。 

5．董秘刚著：《技术进步与国际贸易——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模式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1

年 10月 1日出版。 

6． [日]富田彻男：《技术转让与社会文化》，商务印书馆 2003年出版。 

7． （美）Jay Dratler著，王春燕等译：《知识产权许可》，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年 4月出版。 

执笔：杨帆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5日 

 

国际货物买卖与支付（英文） 
Law for International Sales of Goods 

课程号：4030301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全校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以 CISG 公约

条款规定为基础，全面展示了国际货物买卖过程中合同法律关系运行的全貌。学生通过学习本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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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现行的国际货物买卖法律关系作相对完整的了解，同时作为理解国际贸易法以及国际经济法的

重要一环。同时，亦可运用 CISG 公约中蕴含的基本原则和条款内容解决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实践中

的法律问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课堂授课：28学时 

知识单元 1：CISG公约简介及适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7．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基本概念 

8． 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立法状况 

9． CISG公约的由来及基本结构 

10． CISG公约的适用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基础知识及国际性立法情况 

2．掌握 CISG公约的基本结构，并能在案例中判断其能否得以适用 

知识单元 2：CISG公约的解释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CISG公约的解释原则及具体解释方法 

2．依据 CISG公约对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开展解释的原则与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对 CISG公约进行解释的基本原则 

2．掌握对国际货物销售合同进行解释的基本方法，并能够在案例中加以分析运用 

知识单元 3：要约与合同的成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7． 要约对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的意义 

8． 要约的发出、撤回及撤销 

9． 接受要约的方法及时间 

10． 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的具体形式与成立 

学习目标： 

4． 了解要约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关系中的意义 

5． 掌握判断合同双方涉及要约的相关行为的是否成立标准，并能在具体案例中加以识别和分
析。 

6． 掌握判断国际货物销售合同是否成立的的标准，并能在具体案例中加以识别和分析。 

知识单元 4：合同的履行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9． 合同履行中的卖方义务 

10． 合同履行中的买方义务 

11． 合同履行中的风险移转 

学习目标： 

1．掌握合同履行中的买卖双方义务，并能在具体案例中加以识别和分析。 

2．掌握合同履行中风险移转的基本规则，并能在具体案例中加以识别和分析。 

知识单元 5：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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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7． CISG中关于一般违约的规定 

8． CISG中关于一般违约的规定 

学习目标： 

1．掌握 CISG中关于一般违约的规定，并能在具体案例中加以识别和分析。 

2．掌握 CISG中关于根本违约的规定，并能在具体案例中加以识别和分析。 

知识单元 6：违约的救济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7． CISG中适用于卖方救济一般违约的规定 

8． CISG中适用于买方救济一般违约的规定 

9． CISG中适用于根本违约救济的规定 

10． CISG中关于货物保全的规定 

学习目标： 

1．了解 CISG中涉及违约救济的相关规定内容 

2．掌握 CISG中关于一般违约救济的规定，并能在具体案例中加以识别和分析。 

3．掌握 CISG中关于根本违约救济的规定，并能在具体案例中加以识别和分析。 

知识单元 7：国际支付 

参考学时：8 

学习内容： 

1. 支付工具 

支票 汇票 本票 

2. 支付手段 

恢复 托收 信用证 

（二） 答疑与考试  共 4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CISG公约简介及适用 3  

2 CISG公约的解释 3  

3 要约与合同的成立 3  

4 合同的履行 4  

5 违约 4  

6 违约的救济 3  

7 国际支付 8  

8 答疑与考试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律英语、民法学原理一（总论）、民法学原理二（债法）、合同法、国际经济法 

后续课程：国际贸易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CISG公约的适用、合同的履行与违约、合同违约的救济 

难点：CISG公约在具体案例中的适用、要约的效力、合同的履行、合同的违约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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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教授制为主 

2. 在授课中援引大量案例的解读 

教学手段： 

1. PPT多媒体教学。 

2.案例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及课堂表现；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无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以外国知名院校法学专家编写的著作作为指导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Joseph Lookofsky, Understanding the CISG in the USA (4th Edi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August 1, 2012) 

（二）推荐参考书 

1. Ingeborg Schwenzer, Schlechtriem & Schwenzer: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CISG) (3r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pril 19, 2010). 

2. Peter Schlechtriem & Petra Butler, UN Law on International Sales: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Springer-Lehrbuch), Springer  (November 17, 2008) 

执笔：孔庆江  审稿：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5月 27日 

 

国际经济法研讨课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seminar 

课程号：4030301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从理论上掌握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理； 

2、掌握不同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具体的权利义务； 

3、能够运用所学理论具体分析跨国经济纠纷案件中当事人的法律关系，明确其法律责任，为

将来从事涉外司法实践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鉴于国际经济法是一门理论性较强的学科，通过本课程要求了解国际经济法律关系的构成，国

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税法等各个分支部分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

同时比较国际公约和各国法律对相关问题的不同规定。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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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讨单元 1：总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法的影响 

2． 跨国公司各实体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 

学习目标： 

1. 承担本单元专题分工的同学按照自己承担的专题完成 PPT并进行专题讲解； 

2. 其他同学课前需要阅读基础资料，课堂上就每一专题参与辩论和交流。 

3. 承担本专题分工的同学对本次专题通过研讨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深入收集资料，在此基础上
准备结课论文。 

作业： 

阅读第 2知识单元的基础资料，承担专题研讨任务的同学制作 PPT，其他同学准备参与辩论与

交流。 

专题研讨单元 2： 国际货物买卖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的适用问题 

2．201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新发展 

3．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成立问题 

4．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违约责任问题 

5．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货物的风险转移问题 

学习目标： 

1.承担本单元专题分工的同学按照自己承担的专题完成 PPT并进行专题讲解； 

2.其他同学课前需要阅读基础资料，课堂上就每一专题参与辩论和交流。 

3.承担本专题分工的同学对本次专题通过研讨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深入收集资料，在此基础上准

备结课论文。 

作业： 

阅读第 3知识单元的基础资料，承担专题研讨任务的同学制作 PPT，其他同学准备参与辩论与

交流。 

专题研讨单元 3：国际货物运输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承运人的责任 

2．论无单放货的法律问题 

3．海运保函的法律问题 

学习目标： 

1.承担本单元专题分工的同学按照自己承担的专题完成 PPT并进行专题讲解； 

2.其他同学课前需要阅读基础资料，课堂上就每一专题参与辩论和交流。 

3.承担本专题分工的同学对本次专题通过研讨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深入收集资料，在此基础上准

备结课论文。 

作业： 

阅读第 4知识单元的基础资料，承担专题研讨任务的同学制作 PPT，其他同学准备参与辩论与

交流。 

专题研讨单元 4：国际货物运输保险法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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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共同海损制度 

2．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中的保险险别及赔偿制度 

学习目标： 

1.承担本单元专题分工的同学按照自己承担的专题完成 PPT并进行专题讲解； 

2.其他同学课前需要阅读基础资料，课堂上就每一专题参与辩论和交流。 

3.承担本专题分工的同学对本次专题通过研讨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深入收集资料，在此基础上准

备结课论文。 

作业： 

阅读第 5知识单元的基础资料，承担专题研讨任务的同学制作 PPT，其他同学准备参与辩论与

交流。 

专题研讨单元 5：国际贸易支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信用证开证行的权利与义务 

2．信用证欺诈问题 

3．国际保理业务中的法律问题探讨 

学习目标： 

1.承担本单元专题分工的同学按照自己承担的专题完成 PPT并进行专题讲解； 

2.其他同学课前需要阅读基础资料，课堂上就每一专题参与辩论和交流。 

3.承担本专题分工的同学对本次专题通过研讨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深入收集资料，在此基础上准

备结课论文。 

作业： 

阅读第 6知识单元的基础资料，承担专题研讨任务的同学制作 PPT，其他同学准备参与辩论与

交流。 

专题研讨单元 6： WTO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WTO主要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 

2．WTO争端解决机制 

3．《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一般例外制度 

4．贸易救济措施的作用及其适用中的法律问题 

5．《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中的法律问题 

6．《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法律问题 

7．贸易自由化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8．贸易自由化与劳工标准之间的关系 

9．多边贸易体制与区域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 

1.承担本单元专题分工的同学按照自己承担的专题完成 PPT并进行专题讲解； 

2.其他同学课前需要阅读基础资料，课堂上就每一专题参与辩论和交流。 

3.承担本专题分工的同学对本次专题通过研讨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深入收集资料，在此基础上准

备结课论文。 

作业： 

阅读第 7知识单元的基础资料，承担专题研讨任务的同学制作 PPT，其他同学准备参与辩论与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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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讨单元 7：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对我国知识产权法的影响 

2．专利保护与公共健康之争 

3．驰名商标的国际保护 

4．地理标志的国际保护 

学习目标： 

1.承担本单元专题分工的同学按照自己承担的专题完成 PPT并进行专题讲解； 

2.其他同学课前需要阅读基础资料，课堂上就每一专题参与辩论和交流。 

3.承担本专题分工的同学对本次专题通过研讨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深入收集资料，在此基础上准

备结课论文。 

作业： 

阅读第 8知识单元的基础资料，承担专题研讨任务的同学制作 PPT，其他同学准备参与辩论与

交流。 

专题研讨单元 8：国际投资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双边投资条约中的法律问题 

2．外资并购的反垄断问题 

3．国际投资中的间接征收制度 

4．国际投资争端的解决 

学习目标： 

1.承担本单元专题分工的同学按照自己承担的专题完成 PPT并进行专题讲解； 

2.其他同学课前需要阅读基础资料，课堂上就每一专题参与辩论和交流。 

3.承担本专题分工的同学对本次专题通过研讨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深入收集资料，在此基础上准

备结课论文。 

作业： 

阅读第 9知识单元的基础资料，承担专题研讨任务的同学制作 PPT，其他同学准备参与辩论与

交流。 

专题研讨单元 9：国际金融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货币法律体系的构建 

2．国际银团贷款中的法律关系 

3．国际项目贷款中的法律关系 

4．国际融资租赁中的法律问题 

5.跨国银行监管的法律问题 

学习目标： 

1.承担本单元专题分工的同学按照自己承担的专题完成 PPT并进行专题讲解； 

2.其他同学课前需要阅读基础资料，课堂上就每一专题参与辩论和交流。 

3.承担本专题分工的同学对本次专题通过研讨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深入收集资料，在此基础上准

备结课论文。 

作业： 

阅读第 10 知识单元的基础资料，承担专题研讨任务的同学制作 PPT，其他同学准备参与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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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交流。 

专题研讨单元 10： 国际税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税收管辖权法律问题研究 

2．国际重复征税的法律问题 

3．国际避税的性质 

4．转让定价税制 

5．税收饶让抵免制度 

学习目标： 

1.承担本单元专题分工的同学按照自己承担的专题完成 PPT并进行专题讲解； 

2.其他同学课前需要阅读基础资料，课堂上就每一专题参与辩论和交流。 

3.承担本专题分工的同学对本次专题通过研讨发现的问题进一步深入收集资料，在此基础上准

备结课论文。 

作业： 

总结本学期研讨专题的内容，完成学科结课论文。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总论 3  

2 国际货物买卖法 3  

3 国际货物运输法 3  

4 国际货物运输保险法 3  

5 国际支付法律制度 3  

6 WTO法律制度 3  

7 国际知识产权贸易法 3  

8 国际投资法 3  

9 国际金融法 3  

10 国际税法 3  

11 完成结课论文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经济法 

后续课程：国际经济法案例研讨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由于学时有限，大纲列举的问题不可能全部讲述。但为统一教学内容，授课教师应从大纲中的

每章至少选出 2个问题予以重点研讨，其他问题留待学生课下思考或者作为课外作业。此外，由于

不同时期国际经济法的热点问题不尽相同，因此，在每个教学学期，授课教师会根据当年的热点问

题对大纲中的内容进行相应调整，以反映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变化。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为专题研讨课程，课堂以学生的 PPT展示、辩论和交流为主，指导老师进行点评和总结。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专题研讨+结课论文） 

考核要求：本课程注重课程的全过程，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

勤、PPT制作与展示、参与辩论与交流的积极性和表现；结课论文占 60％。 

5、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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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及资料选用 

本课程不使用教材。 

专题研讨所需资料部分由指导老师提供，部分由承担专题分工的同学收集。  
执笔：杨帆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8日 

 

国际竞争法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Law 

课程号：4030301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法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了解国际竞争法律制度的宗旨和目的；2、熟悉国际竞争法律制度的特征和框架；3、掌握

国际竞争法律制度的三大支柱；4、掌握国际竞争法与其他法律制度的关系。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国际竞争法的基础知识、竞争法

制理念、国际竞争法的管辖权原理，了解国际竞争法的概念，熟悉国际竞争法的规制方式、发展现

状、法律渊源和框架，为学习掌握公司跨国经营、全球公司治理、对外投资和规避法律风险等相关

理论和实务问题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6学时 

知识单元 1：国际竞争法基础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竞争法的理论基础、规制理念、发展演化。 

2．世界各国竞争法制发展现状、制度特征。 

3．市场经济理论、竞争法的地位和作用。 

学习目标： 

1．了解竞争法学的基本理论知识。 

2．掌握竞争法的规制理念、发展变化，以及我国反垄断法的框架结构。 

作业：竞争法的广义和狭义之分、竞争法的类别、内容。 

知识单元 2：国际竞争法的现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竞争法的管辖权原理。 

2．国际竞争政策的合作。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竞争法的管辖权原则，熟悉效果原则的由来、内涵、问题及运用现状。 

2．掌握国际竞争法的特有管辖原则——效果原则，掌握其实践运用中的问题及其解决方式。 

作业：查阅国际竞争法实施冲突的具体案例 

知识单元 3 ：国际竞争法的实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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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竞争法实施中的特点。 

2． 各国竞争法的实施机关及其特点。 

3． 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机构及特点。 

学习目标： 

1． 通过学习，要求学生掌握竞争执法机构的设置要求、各国竞争执法机关的特征以及我国反
垄断法事实上的特点。 

2． 了解竞争法实施中的民事执法、刑事执法和行政执法的不同特征及执法方式。 

作业：我国三大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的原理和背景、我国反垄断法民事司法解释。 

知识单元 4：国际竞争法三大支柱之垄断协议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际竞争法三大支柱的不同特征及规制要求。 

2． 横向垄断协议和纵向垄断协议的不同规制特征。 

学习目标： 

1． 通过学习，掌握国际竞争法三大支柱的制度设置原理，三大支柱的不同规制方式。 

2． 了解横向垄断协议和纵向垄断协议的不同行为特征及其危害性，掌握其不同的规制理念和
方式。 

3． 掌握我国反垄断法垄断协议规制的特点和问题。 

作业：国际竞争法的宽恕制度、我国查处的涉嫌垄断协议的案例。 

知识单元 5：国际竞争法三大支柱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原理。 

2． 相关市场界定的原理。 

3． 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和推定。 

学习目标： 

1． 通过学习，了解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原理和规制方式。 

2． 掌握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和推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具体行为。 

3． 明确我国反垄断法市场支配地位规制的特点和问题。 

作业：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和司法部门已经查出或审判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 

知识单元 6：国际竞争法三大支柱之经营者集中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经营者集中规制的原理 

2． 经营者集中救济制度 

学习目标： 

1． 通过学习，了解国际竞争法中经营者集中规制的原理、规制方法。 

2． 掌握横向、纵向和混合集中的不同规制立场和方法。 

3． 掌握经营者集中的结构性救济和行为性救济的不同之处和运用原理。 

作业：学习巩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审查决定的重大合并救济案例。 

知识单元 7：国际竞争法的其他问题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际竞争法之行政性垄断问题。 

2． 国际竞争法之知识产权滥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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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竞争法的经济分析。 

学习目的： 

1． 通过学习，了解国际竞争法的一些新问题、新领域及面临的挑战。 

2． 掌握行政性垄断、知识产权滥用的本质和竞争法律规制的难点。 

作业：调查研究我国司法和行政机关审查的涉及知识产权滥用的相关案例。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6学时 

实验 1：案例研讨——华为诉 IDC滥用知识产权案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由同学收集、整理和归纳案件的相关材料，梳理法院判决的要点和问题本质，进行

案例汇报演讲。 

实验要求：熟悉竞争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的原理和知识产权滥用知间的关系，研究法院判

决的要点和重点；掌握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理论及其规制方法。 

实验 2：案例研讨——三大航运公司经营者集中案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由同学收集、整理和归纳案件的相关材料，梳理我国商务部受理审查的要点和问题

本质，进行案例汇报演讲。 

实验要求：熟悉竞争法经营者集中规制的重要意义；研究集中规制的方法；掌握涉及经营者集

中救济在内的大量知识。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国际竞争法基础理论 3  

2 国际竞争法的现状 3  

3 国际竞争法的实施 3  

4 国际竞争法之垄断协议规制 3  

5 国际竞争法之垄断协议规制 2  

6 国际竞争法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 3  

7 国际竞争法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 2  

8 国际竞争法之经营者集中规制 3  

9 国际竞争法之经营者集中规制 2  

10 国际竞争法的其他问题 2  

11 案例研讨 3  

12 案例研讨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 

后续课程：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国际公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竞争法制理论、国际管辖权原理、国际竞争法律实施、国际竞争政策合作、垄断协议、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知识产权与反垄断。 

难点：效果原则、相关市场界定、经济分析、知识产权之标准必要专利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理论讲解、比较研究。 

2. 案例分析、理论联系实际。 

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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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PPT展示、影像图示、案例研讨中的对抗式分析等手段，进行教学研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在教室内进行、无需特殊设备和实验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前预习，案例查找，课后复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 

3． 平时成绩 20%，主要考察出勤情况。 

4． 案例研讨 10%，由同学自主决定参加和分工。 

5． 期末考查 70％，以英文文献翻译或答题形式进行。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Dabbah,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Competition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二）推荐参考书 

1．戴  龙：《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2．戴  龙：《日本反垄断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 

3．戴  龙：《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执笔：戴龙  审稿：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英文法律文书写作 
Legal writing in English 

课程号：4030303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涉外法律人才班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本课程也可作为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能够让学生理解英文法律文书写作与普通英文写作以及中文法律文

书的区别；2、能够让学生熟悉英文法律文书写作的风格与基本特点；3、能够让学生基本掌握最主

要类型英文法律文书的写作方法和技巧。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英文法律文书写作所需要的基本

词汇及常用表达方法熟悉合同、授权书、公司章程、保函、起诉书、法律意见书及其他主要法律文

书的通行格式；达到能够撰写符合现行通行要求的英文法律文书的水平。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8学时 

知识单元 1：英文法律文书写作的基本风格和基本特点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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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文法律文书写作与普通英文写作的区别 

2．英文法律文书写作的基本风格要素 

学习目标： 

1．了解英文法律文书写作的基本特点。 

2．掌握识别英文法律文书的要素。 

作业： 

寻找一篇英文法律文书，并举例说明其基本特征。 

知识单元 2：英文法律文书写作的基本词汇及基本表达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英文法律文书写作的基本词汇及其用法。 

2．英文法律文书写作的常用基本表达方法。 

学习目标： 

1．掌握英文法律文书常见词约 100词。 

2．掌握英文法律文书基本表达词组及句型约 40组。 

作业： 

以一篇英文法律文书为例，识别出常见的词汇及句型表达方法，并以此为基础尝试自主表达。 

知识单元 3：英文法律文书写作的通行格式介绍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英文法律文书写作的基本格式 

学习目标： 

1．了解英文法律文书写作的基本格式特点。 

2．掌握使用 OFFICE软件编辑英文法律文书的技巧 

作业： 

改错练习：修正一篇英文法律文书的相关格式错误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为 3个，共 18学时 

实践 1：英文法律文书：合同写作+修改 

参考学时：8学时 

实践内容：以格式条款为基础，制作一份英文商事合同。 

实践要求：熟悉英文合同的基本特点及格式条款；掌握写作英文合同的基本方法。 

实践 2：英文法律文书：授权书、公司章程等 

参考学时：4学时 

实践内容：英文授权书及公司章程的格式条款 

实践要求：熟悉英文授权书及公司章程的基本特点及格式条款。 

实践 3：英文法律文书：起诉书、法律意见书+修改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英文起诉书（以英文模拟法庭及模拟题仲裁庭诉状为例）的基本结构及写作方法、

英文法律意见书的基本结构 

实践要求：熟悉英文起诉书（英文诉状）及英文法律意见书的基本结构，掌握写作英文诉状的

基本方法。 

（三） 答疑与考试  共 6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英文法律文书写作的基本风格和基本特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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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文法律文书写作的基本词汇及基本表达 4  

3 英文法律文书写作的通行格式介绍 2  

4 英文法律文书：合同写作 +修改  8  

5 英文法律文书：授权书、公司章程等 4  

6 英文法律文书：起诉书、法律意见书+修改 6  

7 答疑与考试   6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律外语、法理学导论、民法学原理一（总论）、民法学原理二（债法） 

后续课程：法律英语语言分析、法律英语视听说、美国法庭技巧与辩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英文法律文书写作的基本风格、英文法律文书写作的基本表达。 

难点：英文法律文书写作的基本风格和基本表达、写作、修改与反馈相结合。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采用美国法学院通行的英文法律文书指导教材，以避免国内传统的英文法律文书教学方式

与实际脱节的弊端，让学生从学习伊始即沉浸在原生的英文阅读及写作环境中，对于学生有效接受

并吸收英文法律写作的方法和技巧是十分有益的。 

2. 本课程将重在介绍英文法律文书写作的基本风格和基本表达，此两部分构成是否能够写出

地道英文法律文书的核心。由于无论中文抑或英文法律文书写作均属于专门写作，有其自身固定的

写作风格和特点，学生应当在充分体会并吸收这些内容的基础之上开展进一步的学习。 

3. 本课程主要是通过老师讲解并提供样板，布置学生进行初步写作，然后老师选取典型进行

详细修改，然后将修改意见作为范例详细反馈学生并由学生进一步修改的方式教学。对比修改的好

处在于，能够让学生充分体会并理解地道的英文法律文书表达方式，并逐步淡化学生固有的中文写

作思维和倾向。 

教学手段： 

1. PPT多媒体教学。 

2.充分采取与学生互动的方法。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学生自备电脑，WORD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欧美名校使用的法律文书写作教材为基准，并借鉴国内律所英文法律文书培养经验。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Bryan Garner，Legal Writing in Plain English，Chicago University Press，2011. 

（二）推荐参考书 

1. Bryan Garner, Legal Writing in Plain English,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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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eter Elbow, Writing With Power: Techniques for Mastering the Writing Proc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美）陶博著《法律英语：中英双语法律文书制作》，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12月 第一版  

执笔：丁夏  审稿：孔庆江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1日 

 

美国法庭技巧与辩论 
TRIAL ADVOCACY 

课程号：42000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模拟法庭实践教学能够充分体现法律专业特点，更好地把法学教育与司

法实践结合起来。通过对所选择案件的庭审全过程的模拟，使学生熟悉司法审判的实际程序，熟悉

与案件相关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加深学生对有关程序法的准确理解，锻炼学生在真实的环境里从事

法律实务的能力；通过“亲身、亲历”参与模拟法庭活动，培养和锻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组织协调能力，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实践技能，同时

还检验学生专业知识学习成果、法学理论掌握程度，学生反应能力与思辩能力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第一周：美国法庭技巧与辩论导论 

1、教学动员 

教师向学生布置本学期模拟法庭教学任务、使学生明确该实践教学活动的重要意义、基本程序、

教学要求与大致时间安排等，动员学生积极认真参加。 

2、学生情况了解 

3．快速阅读入门案件，讲解案件理论 

4、组织学生分组 

（1）所有学生都必须参加模拟法庭实践活动。 

（2）由指导教师根据案例的具体情况与案件类型来对学生进行分组。 

（3）每组确定组长一名，由组长负责该组的活动安排与记录，如对案件的讨论，如何进行文

书的写作，如何组织辩论、资料的运用等。 

（4）各组负责人和成员的名单确定后，负责与指导教师见面。由教师指导学生查阅相关法律

资料，学习审判规则。 

布置作业：阅读模拟法庭入门案件。 

（二）第二周：美国法庭技巧与辩论入门（Introduction） 

教学内容：1。采用入门案件，进行学生分组，通过学生对于入门案件证据的分析，让学生了

解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2．讲解直接询问 

布置作业：阅读模拟案件的证据材料；阅读参考资料； 

（三）第三周：庭审询问技巧（一）直接询问(Direct examination) 

教学内容：1。学生分组进行直接询问技巧的演示、评析、表演； 

          2．讲解交叉询问 

布置作业：阅读参考资料； 

（四）第四周：庭审询问技巧（二）交叉询问(Cross examination) 

教学内容：1。学生分组进行交叉询问技巧的演示、评析、表演； 

          2．讲解证人弹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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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作业：阅读参考资料； 

（五）第五周：证人弹劾（Impeachment Generally） 

教学内容：1。学生分组进行证人弹劾技巧的演示、评析、表演； 

          2．讲解唤醒记忆和反对证据等 

布置作业：阅读参考资料； 

（六）第六周：唤醒记忆（refreshing recollection, past recollection recorded, and prior 

inconsistent statements）和反对(Objections） 

教学内容：1。学生分组进入唤醒记忆反对等技巧的演练； 

          2．讲解开庭陈述 

（七）第七周：开庭陈述技巧 

教学内容：1。学生分组进入开庭陈述技巧的演练； 

          2．讲解最后陈述 

布置作业：阅读参考资料 

（八）第八周：最后陈述技巧 

教学内容：1。学生分组进入最后陈述技巧的演练； 

          2．讲解如何选择陪审团成员 

布置作业：准备模拟法庭综合演练。 

（九）第九周：陪审团成员挑选 

教学内容：1。学生分组进入陪审团成员挑选技巧的演练； 

          2．讲解如何选择陪审团成员 

（十）第十周：法庭语言（请相关专家参与） 

教学内容：聘请相关专家参与庭审技巧教学，介绍庭审技巧的实务，与学生、指导教师进行交

流； 

布置作业：阅读参考资料； 

（十一）第十一周：各模拟小组综合演练一 

教学内容：由学生进行最终的正式模拟审理与判决，同时也是对此学期模拟法庭教学效果的检

验。针对模拟法庭审判活动情况，由全体指导教师组成评审组，进行现场打分，同时点评讲解模拟

庭审中争论的焦点问题和各种技巧，并对此次教学活动做整体评价； 

布置作业：总结体会、各模拟小组以幻灯、DV短片等多种形式汇报模拟法庭的体会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美国法庭技巧与辩论导论 3 
学生分组、布置下次课作业

参考书目 

2 美国法庭技巧与辩论入门 3 
布置作业：阅读模拟案件的

证据材料、演练下次课内容 

3 
庭审询问技巧（一）直接询问(Direct 

examination) 
3 

布置作业：阅读模拟案件的

证据材料、演练下次课内容 

4 
庭审询问技巧（二）交叉询问(Cross 

examination) 
3 

布置作业：阅读模拟案件的

证据材料、演练下次课内容 

5 证人弹劾（Impeachment Generally） 3 
布置作业：阅读模拟案件的

证据材料、演练下次课内容 

6 

唤醒记忆（refreshing recollection, past 

recollection recorded, and prior 

inconsistent statements）和反对

(Objections） 

3 
布置作业：阅读模拟案件的

证据材料、演练下次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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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开庭陈述技巧 3 
布置作业：阅读模拟案件的

证据材料、演练下次课内容 

8 最后陈述技巧 3 
布置作业：阅读模拟案件的

证据材料、演练下次课内容 

9 陪审团成员挑选 3 
布置作业：阅读模拟案件的

证据材料、演练下次课内容 

10 法庭语言（请相关专家参与） 3 
布置作业：阅读模拟案件的

证据材料、演练下次课内容 

11 各模拟小组综合演练一 2 模拟庭审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 

后续课程：证据法、法律文书、行政法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庭辩技巧、法律文书写作能力。 

难点：逻辑思维能力、简练清晰的口头表达能力、庭审中询问（交叉）询问证人能力。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模拟演练。 

2.小组讨论。 

3.讲授、演示。 

教学手段： 

1.示范与模仿。 

2.模拟法庭实际操作，学生直接模拟原告或被告律师角色，而不是以学生的身份（ROLE PLAY）。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模拟法庭，录音、录像设备，多媒体教学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读案件，写文书，练口头 先自行研究才能实验  

实验课时：需要学生提前演练，课堂上呈现口头表达，教师予以点评。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1、本课程最终成绩根据学生表现综合评定，每位学生必须参加，且通过考核，成绩合格，计

2学分。 

2、模拟法庭最终成绩按照“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级评定。分项成绩

采用百分制。总成绩由以下四部分合成： 

（1）模拟法庭个人总结（20%） 

（2）法律文书（20%） 

（3）日常及庭审实践表现（60%）。 

3、模拟法庭个人总结由本组指导教师结合个人总结情况给定。 

法律文书由学生上交的书面法律、诉讼文书情况给定。 

庭审实践表现由模拟法庭评审小组根据学生在具体指导过程中以及模拟法庭开庭时的具体表

现评定。 

4、模拟法庭个人总结、法律文书和日常庭审实践表现三部分中任何一部分不及格，则总成绩

为不及格。 

7、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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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

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Handbook for Trial Advocacy, Mcgeorge School of Law. 

（二）推荐参考书 

2003 978-1-55681-831-8 
Anthony J. Bocchino · Donald 

H. Beskind 
Problems in Trial Advocacy 

2003 978-1-55681-824-0 Ruggero J. Aldisert 
Winning on Appeal: Better Briefs 

& Oral Argument 

1997 978-1-55681-539-3 Steven Lubet 
Modern Trial Advocacy: Analysis 

and Practice 

2001 978-1-55681-538-6 Hon. Ruggero J. Aldisert 
Logic for Lawyers: A Guide to 

Clear Legal Thinking 
执笔：董京波  审稿：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8日 

 

国际能源法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 

课程号：503010022 

第一部分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使学生了解国际能源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 

使学生具有理解国际能源法问题的基本能力； 

使学生掌握研究国际能源法问题的基础理论； 

使学生掌握分析和解决国际能源争端的初步能力。 

第二部分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与案例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国际能源法导论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能源法的概念 

国际能源法（International Energy Law）国际能源法泛指调整国际间能源生产和使用的法律

规则和制度，所调整的对象并不限于国家层面的关系，还包括国家通过其他主体，如国际组织、区

域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形成的关系。 

国际能源法的特征 

（1）早期碎片性 

与其他传统国际法分支相比，国际能源法的理论根基尚未牢固，理论体系尚不完整，还需要进

一步加以研究和发展，制度实践也在进一步的探索之中。 

目前，国际能源法呈现碎片性特征。国际能源法分散在不同的国际法文件中，多为原则性、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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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性的规定。 

（2）交叉性 

国际能源法学是基于能源危机引发的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而产生并不断发展

着的国际法学分支学科，又是一个融汇多种学科基础和内容的交叉学科。当前，国际能源法的规则

形成和发展明显加快，在理念融合、立法状况、主体表现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国际能源法与其它学科的关系 

（1）国际能源法与国内能源法 

（2）国际能源法与国际法 

（3）国际能源法与国际环境法 

（4）国际能源法与国际贸易法 

（5）国际能源法与国际投资法 

4. 国际能源法的原则 

（1）能源主权原则 

国家能源主权原则既是国家主权原则在能源合作领域的表现，也是国家经济主权原则的体现。

能源主权的法律属性就是经济自主权，它同时也是一国最高经济权力的核心。 

可持续发展原则 

在国际能源法领域，可持续发展原则是指合作各方不能因片面追求能源合作的经济利益、经济

发展而损害合作一方或双方的环境。在促进国际能源合作和保护环境的协调发展过程中，必要选择

一条适合于能源发展法和环境法的法律制度。 

（3）能源安全原则 

能源安全是国际能源合作的法律基石。国际能源安全原则是国际能源合作中应该遵循的特殊法

律原则，在国际能源合作中只有遵循此法律原则才能达到国际能源合作的目的。 

（4）国际合作原则 

加强国际能源合作，降低区域内或全球范围内的能源价格，增进整体的能源安全，建立互利的

能源安全共同体。 

5. 国际能源法的渊源 

国际能源法的渊源是指调整国际能源投资、贸易、运输和能源安全的法律规范赖以形成的方式、

程序和表现形式。其渊源形式从目前的实践来看，主要包括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一些软法文件。 

国际条约是国际能源法的主要渊源。最具代表性的多边条约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国

际能源纲领协议》、《能源宪章条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国际新能源机构规约》等。 

国际习惯也是国际能源法的重要渊源，特别是在当今国际能源法碎片化的背景下，国际习惯更

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在开发本国能源过程中不损害国外环境权益原则。 

司法判例、国际法学家的学说、国际组织的决议以及大型跨国能源公司的行为规范是国际能源

法重要的补助资料。 

国际能源法的意义 

（1）国际能源格局的新特点 

国际能源供求关系的变化，新兴工业化国家能源需求迅速增长。 

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降低和美元的持续走弱，石油——美元越来越难堪重负，世界迫切需

要新的、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 

（2）OPEC成员国对全球市场的控制和影响能力开始下降。OPEC必须和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开

展更多的合作，如非 OPEC 能源输出国、石油消费国，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进行交流和协商，对

能源需求进行充分沟通，维护石油市场的稳定。 

（3）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地位不断上升。 

中国在国际能源新秩序中的角色定位 

2013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的《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我国应当: “积极参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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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能源治理，充分利用国际能源多边和双边合作机制，加强能源安全、节能减排、气候变化、清洁

能源开发等方面的交流对话，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全球能源新秩序，协同保障能源安全。” 

能源新秩序观的提倡者 

制定能源规则的参与者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能源法的概念、国际能源法与其它学科的关系、国际能源法的意义以及中国在国

际能源新秩序中的定位。 

2．掌握国际能源法的原则。 

作业： 

什么是国际能源法？有哪些特点？ 

结合能源主权原则分析＂北极日出＂案。 

知识单元 2：国际能源法的主体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国际能源法的主体是指参与跨国界的能源活动法律关系，并在其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格

者，不仅包括国家和国际组织等一般国际法主体，还包括能源公司等其他非国家实体。 

必须明确两个基本问题： 

一是该法所要调整的法律关系属于何种法律关系； 

二是处于该法律关系中的主体需要享有相应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 

狭义的观点认为，国际能源法是有关国际法主体间能源活动的法律制度。依此观点，国际能源

法所调整的法律关系就是国际法主体间的能源活动法律关系。而这里的国际法主体，通常指国际公

法意义上的主体。 

2．国际能源法主体的特征和构成要件 

从法律关系主体的特性看，构成国际能源法律关系的主体要满足两大特征，即法律性和社会性。 

（1）法律性 

法律性是指法律关系的主体是由法律规范所规定的。 

与法律规范的联系构成了法律关系主体与其他社会主体的区别。国际能源法的主体作为法律关

系主体之一，也应当具有法律性。 

（2）社会性 

社会性是指法律规范规定什么人或社会组织能够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不是任意的，而是由一定

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国际能源法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3）国际能源法主体的法律要件 

构成国际能源法主体需要能够在国际社会中参与能源活动、享受权利、承担义务、并承担国际

法律责任。 

权利能力，即参与国际能源法律关系并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法定资格。 

行为能力，即以自己的行为享有国际能源法上有关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的能力。 

责任能力，是指国际能源法主体违反国际义务所应当承担的责任的能力。 

其中，国际权利能力是基本能力，国际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是派生的能力。 

3. 国家作为国际能源法的主体 

在国际公法上，国家是公认的国际能源法主体。国家在国际能源法上的权利能力，广泛地规定

在多边条约、双边条约和国际组织的约章中。 

4. 政府间国际组织作为国际能源法的主体 

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国际能源法上的地位，主要是依据该组织的约章来确定其是否具有国际能源

法上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 

5. 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国际能源法主体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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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能源法上，要根据其是否具备国际能源法上的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来确定其

是否具有国际能源法的主体资格。 

6. 跨国公司作为国际能源法的主体 

由于国际能源法横跨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和比较能源法三大领域，而跨国公司是作为国际经

济法和比较能源法的主体的。 

国际能源公司促进国际能源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在国际能源公司与能源资源国的合作中，双方合作利益“吸引力”与追求目标“排斥力”之间

的博弈，为国际能源合作法律制度的催生及发展带来了契机。 

能源交易惯例的意义 

大型国际能源公司在日常的能源交易及经营活动中逐渐形成各种商业惯例：如国家和石油公司

之间的实践所产生的惯例; 由石油公司之间的经营活动逐渐发展起来的惯例; 石油生产国之间在

争议地区进行共同开发而形成的惯例; 石油生产国、石油公司与石油消费国在石油和天然气贸易活

动中所产生的惯例; 法官、仲裁员或律师在石油活动的争端解决中或在对共同开发协议的解释中所

形成的惯例等。 

这些惯例既包括国际交往中必须遵守且不能任意加以改变的强制性规范，即国际习惯，如“国

家财产豁免权”；也包括任由当事人选择适用的任意性规范，如商业惯例等。 

能源资源国与外国能源公司的特许协议。 

在相关条约的制订过程中，跨国公司发挥了间接的影响力。 

跨国公司治理的行为准则通过实践国际标准和商业原则不仅影响了公众意识和观念，并在世界

范围内渗透、扩散和发挥作用，推进了国际能源法的发展。 

大型国际能源公司为全球能源秩序的国际能源体制提供了实践平台。 

7. 个人的国际能源法主体资格 

个人与公司一样，作为私主体可以参与国际能源经济贸易等活动。 

国际能源法主体对国际法的影响 

（1）国际能源法主体概念的出现，一方面扩大了传统国际公法主体的类型，另一方面，表明

国际法主体的内涵正因其所调整的不同国际法律关系的多样化而进一步分化、发展。 

（2）国际能源法主体的出现，表明国际法主体活动范围的扩大，也意味着国际法对国际能源

法律关系的调整正在向高层次方向发展，扩大了所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使国际法渗透

到国际能源活动的各个方面，从而大大拓展了国际法管辖的空间。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能源法主体的概念和范围。 

2．掌握国际能源公司作为国际能源法主体的意义。 

作业： 

国际能源法主体的范围？每种主体的特点。 

知识单元 3：国际能源组织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能源组织的概念 

国际能源组织是指国家之间通过缔结条约所建立的以调整和建立国际能源秩序的常设 

性的国际机构。 

2. 国际能源组织的历史发展 

3. 国际能源组织的作用 

国际能源组织在国际能源法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这种推动力伴随着国

际能源法的迅速发展，呈现越来越明显的态势。在国际能源法的发展中，国际能源组织起到了“中

心”、“向导”和“媒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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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国际能源领域的发展宗旨、理念及目标的确定，引导全球能源秩序朝着正确的方向

发展，如可持续发展理念、能源市场稳定供给目标等。 

（2）通过大量法律文件及决议，制定国际能源活动的基本规则，丰富国际能源法的内容。 

（3）通过对成员国的统一要求(如国际能源机构要求各成员国保持不低于其 90 天石油进口量

的石油存量)，为国际能源活动提供了行动指南，也为各国能源立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板，在某

种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能源法的统一。 

（4）国际能源组织虽然在表象上形成了利益集团的对抗，但实际上为各国提供了一个交流、

协商和对话的场所和平台，在某种程度上能有效促进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推动国际能源活动中各

种分歧和争端的合理解决。 

4. 国际能源组织的实践 

随着世界能源工业的国际化，各国之间能源相互依存关系的不断增长，大规模的国际能源合作

活动不断活跃，推动了能源安全，反过来使能源安全越来越明显地具有全球性质。这些因素又推动

了全球能源政策与制度以及多边能源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1）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20世纪 70年代石油危机以后，OPEC成员一致制定石油价格，它们不重视市场条件，只注重石

油生产国的利益，用同一种声音发表观点，被国际社会视为一个有威胁的“卡特尔”。笔者认为，

主要生产国 OPEC 的运作方式及运行规则，都是为了自己成员单方的利益服务。无法保证主要国际

能源合作的稳定进行。在全球能源合作不断加强的情形下，OPEC 是否能够继续保持，以及如何使

它能够克服自身的法律局限性，这是国际能源合作以后需要深入研究的法律问题。 

（2）国际能源署(IEA) 

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能源机构，它的建立是基于国际能源社会不存在全球性政府间能源组织，

它是现在西方大国的组织，对国际能源合作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随着国际能源社会的发达的西

方国家的(IEA)与生产国(OPEC)之间的分歧在能源运行过程中的法律规则的矛盾日益突显，已经有

学者提出的在 IEA基础之上，建立世界能源机构(WEA)的设想。1992年的国际能源方案是构成国际

能源机构(IEA)的法律条约。成员国必须首先是 OECD的成员，才能够申请加入国际能源机构 IEA，

不是 OECD成员就没有成为 IEA成员的可能。这也是国际能源机构(IEA)迈向全球能源机构的可能性

不大的原因之一。尽管国际能源机构(IEA)已在各项研究中作出一些贡献，但它研究的成果都不具

有实际操作性或作为行动的规则。 

（3）能源宪章会议和能源宪章条约组织 

能源宪章会议由所有欧洲国家、前苏联以及澳大利亚和日本组成。经过三年紧张谈判，1994

年 12月签署《欧洲能源宪章》。该条约涵盖贸易、投资保护、运输规则和在多方基础上解决争端的

必要程序。能源宪章条约于 1998年 4月开始生效。它是一个着重于能源领域合作的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多边条约。已有 51 个欧洲和亚洲国家承担起了遵循这些面向市场的—系列基本准则的责任。

与 IEA不同的是，能源宪章的重点是促进能源领域的国际投资、贸易、过境运输和实行法规等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条约是 WTO在能源领域的深化。 

（4）八国集团会议 

八国集团会议是一个由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等主要能源

消费国组成的的非正式组织。“八国集团”的能源管理结构逐渐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逐渐建立

起一些常设性组织。尽管如此“八国集团”仍存在一些法律问题，它既不是一个机构，也没有签订

任何共同的法律条约，更不是一个正式的国际能源组织。只是一个工业化国家的俱乐部，通过定期

会晤与磋商，协调各国对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它不是国际法的合法主体，它不能制

定出能够统一能源法律规则，它对国际能源社会的成员主体没有法律约束力。 

（5）国际能源论坛 

成立于 1991年，目的是在产油国和消费国之间建立积极的对话机制，2000年后被称为国际能

源论坛,成为世界范围内由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定期举办全球能源对话的一个重要场所。但国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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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会议的工作机制一直是非正式的，没有常设工作机构，没有统一的行动纲领，就它所讨论的问题

不能加以解决，不能签定合作协议，更不能付诸实践，因为它对任何国家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6）上海合作组织 

2001年 6月 15日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到 2004年 6月塔什干峰会“，上合组织”在经历了

里程碑式的三个阶段后，目前已步入到一个以务实合作为特征的新阶段。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既

有能源生产大国，又有能源消费大国，这些国家均面临着如何应对不确定的全球政治经济和未来能

源合作格局变化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加强在上海合作组

织框架下的多边能源合作的法律规则的建立，无疑是保障各成员国能源安全以及经济可持续、稳定

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之间的能源合作多以双边为主，这使得各国的能源安

全变得相对脆弱。14缺乏能源领域的多边合作是“上合组织”的最大法律问题。 

5. 国际能源署 

国际能源署 (the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IEA)是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相联系的石油消费国政府间的

国际组织。它的成立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面对阿拉伯国家运用“石油武器”(the Oil Weapon)

而导致石油危机的一种反应。 

（1）《国际能源纲领协议》 

《国际能源纲领协议》是国际能源署的基本文件。为各成员国创设了国际义务,但是它并不能

直接在各成员国适用。 

（2）国际能源署的宗旨 

国际能源署的宗旨主要体现在《国际能源纲领协议》的序言中,具体内容为:保障在公平合理基

础上的石油供应安全；共同采取有效措施以满足紧急情况下的石油供应,如发展石油供应方面的自

给能力、限制需求、在公平的基础上按计划分享石油等；通过有目的的对话和其他形式的合作,以

促进与石油生产国和其他石油消费国的合作关系,包括与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推动石油消费国

与石油生产国之间能够达成更好的谅解；顾及其他石油消费国包括那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通过建

立广泛的国际情报系统和与石油公司的常设协商机制,以在石油工业领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通

过努力采取保护能源、加速替代能源的开发以及加强能源领域的研究和发展等长期合作的措施,以

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  

（3）国际能源署的成员国 

国际能源署的成员可以分为签署国(Signatories)和加入国(Membership by Accession)。16

个签署国分别为: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

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和美国。这些国家要么出席了 1974年 2月的“华盛顿能源会

议”,要么参加了布鲁塞尔“能源协调小组”,或者都参与了《国际能源纲领协议》和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理事会决定的起草工作。每个国家在签署 11月 18日《国际能源纲领协议》前,也参与了 1974

年 11月 15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理事会的决定。上述 16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签署国集团，之后

的成员只适用于加入程序而不适用于签署程序。在《国际能源纲领协议》正式生效之前,该协议暂

时适用于所有签署国。其它国家为加入国。 

国际能源署主要有四大机关 

理事会(the Governing Board)、管理委员会(the Management Committee)、常设小组(the 

Standing Groups)和秘书处(the Secretariat)。 

（5）国际能源机构特殊的表决程序 

国际能源署成员国的投票权由两部分组成:基本投票权(the General Voting Weights)和石油

消费投票权(the Oil Consumption Voting Weights),两者相加即为该国的最终累计投票权(the 

Combined Voting Weights)。 

（6）国际能源署的活动 

国际能源机构的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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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应急机制(the Emergency System)，以便降低成员国在石油供应短缺时的脆弱性,以减轻

成员国的损失。  

设立国际石油市场情报系统(the Information System on the International Oil Market)。 

建立与石油公司的协商机制(the Framework for Consultation with Oil Companies)。 

实施长期的能源合作计划(the Long-Term Cooperation on Energy)。 

能源宪章条约会议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能源组织的基本法律制度。 

2．掌握国际能源机构和能源宪章条约组织。 

作业： 

阅读能源宪章条约。 

知识单元 4：国际能源合作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能源合作的涵义 

国家、国际能源组织、跨国能源公司等主体为了共同的利益，在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领域以生

产要素的重新组合配置为主要内容而进行的能源协作活动。 

国家之间能源政策和法律以及国际能源法和国内能源法的协调也是国际能源合作的重要内容。 

（1）国际能源合作的目标是保障能源安全，能源合作是保障能源安全的一种主要方式。国际

能源合作是通过谈判和一定的国际机构构建统一遵守的法律规则进行，保证能源安全的实现。 

（2）通过制度协调能源消费国、输出国、运输中转国之间的关系，开展国家间的战略对话，

保障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实现互利共赢是各国的共同要求。同时，应加强能源消费国之间的法律

协调，寻求在能源领域的共同利益，避免不必要的恶性竞争。 

（3）国际能源合作制度内容应该包括能源的勘探、开发、运输、生态环境的保护、节能技术

等其他方面的制度。 

2. 影响国际能源合作的主要因素 

（1）经济因素 

（2）投资因素 

（3）生态因素 

（4）资源因素 

（5）技术因素 

（6）法律因素 

3. 国际能源合作的主要方式 

（1）贸易合作 

从法律意义上，能源进出口贸易不算是跨国经营。很多公司跨国经营都是从出口开始的。但就

当前国际能源企业合作法律方式而言，上述三种都是可供选择的并存方式。能源贸易合作方式共分

为两类:包括间接出口和直接出口。 

（2）协议合作 

能源协议的合作方式通常是指能源资源国为了同外国企业合作开发本国能源资源而制定的关

于能源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等合作协议。具体方式包括矿费税收制协议、产品分成协议、风险

服务、联合经营等。 

（3）投资合作 

从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国际能源投资合作呈现增长趋势，由于全球经济继续保持平稳持续发

展，从而促进能源需求进一步增长，产油国面临勘探开发资金的严重匮乏，继续引进外资:发展中

国家为满足本国日益增长的油品需求大力进军下游部门，同样需要大量资本投入。投资的分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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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能源投资合作规则加以引导。投资合作方式主要有跨国并购、绿地投资、非股权安排投资方

式还有租让制、技术援助合同、租赁合同以及各式各样的工业合作等。 

学习目标： 

1．了解能源合作的含义。 

2．掌握能源合作的方式。 

作业： 

分析国际能源合作的具体模式。 

知识单元 5：国际能源贸易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定义 

能源的国际贸易是能源在国际之间的流动,是能源再生产过程中能源流通的重要组成部分。狭

义的能源贸易指的是能源产品贸易,包括石油、石油制品、天然气和煤炭等；广义的能源贸易包括

狭义的能源贸易和以人才、专有技术和机器设备为内容的能源服务贸易。 

国际能源贸易涉及多方面的问题,能源贸易既具有国际贸易的一般性质,又具有环境目标、国际

协作等特殊性质。因此,国际能源贸易法律规制的构建除遵循国际法、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之外,

还应当遵循能源贸易自由化、能源合作、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等法律原则。 

２．能源货物贸易规则 

(1)非歧视原则 

(2)禁止数量限制 

(3)过境自由 

(4)关于国营贸易的能源企业 

(5)关于能源补贴 

3.能源服务贸易规则 

(1)《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相关规定 

(2)《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相关规定 

4.关于能源服务贸易和生物燃料贸易谈判 

2001年多哈回合开始后,主要的能源国家积极推动能源谈判,尤其集中于服务贸易领域,并使能

源服务首次成为一个专门进行讨论的议题,能源服务贸易谈判与农业、发展、非农产品市场准入、

服务业开放等议题共同构成谈判的主要内容。 

5.区域规制措施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能源宪章条约、石油输出国组织、国际能源机构等的相关规定。 

6.双边规制措施 

双边能源贸易法律规则主要体现为能源贸易合作的双方(主要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签订的有关

能源贸易的协议,此类协议都明确规定了双方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以及违约后所应承担的法

律责任。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能源贸易的定义和特点。 

2．掌握国际能源贸易的方式和规则。 

作业：超级基金案 

      美国标准汽油案 

知识单元 6：国际能源投资制度 

参考学时：３学时 

学习内容： 

１．国际能源投资的定义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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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国际投资,即在能源领域进行的跨越国界的投资。 

能源国际投资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能源投资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其次,能源投资具有高度风险性。油气资源埋藏在地层或海底深处,其真实的储量和可开采性往

往是人们所无法预料的,必须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技术,经过较长时间的勘探,才能查明。高投入的油

气勘探开发活动具有在特定的地质结构、地理位置等条件下收益不确定性的风险。 

第三,能源国际投资中的基本法律关系具有多层次性。能源领域国际投资涉及的主体主要包括

外国投资者、当地投资者、外国投资者母国和东道国。 

2．能源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 

（１）特许协议 

特许协议又称经济开发协议,是指一个国家同外国私人投资者约定在一定期间,在指定地区内,

允许其在一定条件下享有专属于国家的某种投资权利,专门从事能源资源的开发活动的法律协议。 

（２）契约式合营或合伙 

契约式合营或合伙是指东道国或其国家石油公司与外国石油公司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

亏。合作各方并不组成联合的企业组织,未组成新的独立法人,而是仅仅达成一个联合作业协议。 

（３）产品分成合同 

产品分成合同是国际合作开发的一种新的合同形式。 

（４）服务合同 

服务合同是外国石油公司同意给政府或政府石油公司提供某种特定的服务,以取得规定的报

酬。 

（５）绿地投资 

亦称“新设投资”,即在资源国新设一家外商投资企业,从事能源投资活动。这种方式一般是在

油气田较集中的中东、非洲等国家或地区投资设厂,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等资源,实施本土化经营。 

（６）并购 

３．能源领域国际投资的法律依据 

（１）国内投资法律规范 

国内投资法律规范指的是一国国内法对能源领域国际投资进行的规制,这包括东道国国内法规

范和投资者母国的国内法规范。 

（２）双边投资法律规范 

双边投资协定是指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之间签订的以促进、鼓励、保护国际私人投资为目

的并约定双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书面协议。 

（３）多边投资法律规范 

多边投资法律规范包括区域层面上的法律规范和全球层面上的法律规范。 

目前,区域层面上达成的投资法律规范较多,包括亚太经合组织的非约束性投资原则、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东盟投资区框架协定、南锥体共同市场议定书、伊斯兰大会投资协定、阿拉伯国家投资

统一协定,全球层面上的法律规范则包括 WTO、《多边投资担保公约》、《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

争议公约》等。 

４．国际能源投资的准入条件 

根据国家主权原则,一国对其境内的人和事物,除了国际法上规定的少数例外之外,得行使充分

的完全管辖权,有权规定其境内有关财产的取得和转移的一切事务,并有权决定其境内任何自然人

或法人经济活动的条件和范围。 

（１）投资条件是指东道国要求外国投资者承担特定的限制性义务,实际上就是东道国对外国

投资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目的是为达到东道国预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具体内容包括投资要求、

汇款限制、外汇限制、制造限制、技术转让要求、国内销售要求、制造方面要求、产品指令要求、

贸易平衡要求、当地成分要求、出口要求、进口替代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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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外国投资比例要求 

对外国投资的比例加以规定主要是用来明确外国投资的参与程度。 

（３）投资审批的条件 

投资审批是指资本输入国政府依据一定的程序、标准,对进入本国的外国投资进行鉴定、甄别、

评价,并决定是否给予许可的一种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能源投资的定义和特征。 

2．掌握国际能源投资的方式。 

作业： 

举例说明能源投资的条件。 

知识单元 7：国际能源环境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国际能源环境制度的意义 

能源的投资与生产极易对自然和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对化石燃料的

过度开发和利用，加之能源利用效率的低下，已使能源投资、生产和贸易伴随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

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而这一关注已经深刻反映在国际经济法的立法活动中，并将影响未

来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趋势。  

国际能源环境制度的法律渊源 

在国际能源环境立法方面，《能源宪章条约》作为欧洲能源宪章大会的最终法案之一，主要规

范了石油、天然气、煤炭及可再生能源，内容涉及能源贸易与运输、能源投资保护、争端解决、能

源效率以及环境保护等多个方面。 

基于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视，《能源宪章条约》序言和正文第 19条等对环境问题作了

特别规定。此外，《能源宪章条约》缔约各方还通过了《能源宪章之能源效率和相关环境问题议定

书》(Energy Charter Protocol on Energy Efficiency And Related Environmental Aspects) ，

把环境问题纳入多边投资条约的立法模式。 

3.普拉马财团有限公司诉保加利亚案(Plama Consortium Limited v．Republic of Bulgaria)  

本案是 ICSID处理的第一起涉及实体问题的《能源宪章条约》案件。普拉马财团有限公司(PCL) 

是一家塞浦路斯公司，2002年 12月 24 日，向 ICSID提出针对保加利亚的仲裁申请。PCL主张，

在其收购保加利亚国有股份公司诺娃普拉马公司(Nova Plama) 的过程中，保加利亚政府制造了许

多障碍，导致其商业运营失败。PCL特别指出，1999年保加利亚环境法修订案关于炼油厂既往环境

损害的规定，违反了保加利亚政府 PCL缔结的私有化协议 ，并与《能源宪章条约》第 10条(1)和

第 13条规定的公平、公正待遇、非歧视待遇和禁止征收等要求不符。根据该修订案，1999年 2月

以后缔结的私有化协议，可由国家承担既往环境损害的责任。协议于 1998年 11月缔结，并且明确

规定，PCL 对协议缔结之前的环境污染不承担责任。因此，对收购前的污染成本，PCL 主张应由保

加利亚政府承担。 

经过审理，仲裁庭最终驳回了申诉方的诉求。主要理由是: 首先，新法要求 Nova Plama 承担

炼油厂周围既往环境损害的责任，而非 PCL；其次，仲裁庭注意到协议缔结时，保加利亚环境 法

仅规定投资者对既往环境损害不承担责任，但并未将 Nova Plama 应承担的既往环境损害责任转嫁

给国家承担；第三，申诉方在缔结协议时就已知道，保加利亚法律并不免除 Nova Plama 对既往环

境损害的责任；第四，保加利亚政府并未强制要求 Nova Plama 承担既往环境损害的责任，因此实

际损害并不存在。最终，仲裁庭认定，保加利亚 1999 年环境法修正案并未违反其合同义务。基于

类似理由，仲裁庭还认定，新法不违反公平、公正待遇和非歧视待遇等《能源宪章条约》第 10 条

第 1款义务，也不构成《能源宪章条约》第 13条意义的征收行为。最终仲裁庭驳回了申诉方的所

有诉求，并要求其承担全部仲裁费用以及被告的法律费用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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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瀑布能源公司诉德国案( Vattenfall Group v．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2009年 3月 30日，大瀑布能源公司携手其德国子公司欧洲瀑布公司(Vattenfall Europe) 和

瀑布发电公司(Vattenfall Generation)向 ICSID 提交了针对德国的仲裁申请，认为德国政府违反

了《能源宪章条约》第 10条第 1款和第 13条的规定，并提出了 14亿欧元的赔偿要求。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能源环境的基本含义。 

2．掌握国际能源环境规则。 

…… 

作业： 

康菲溢油案 

墨西哥湾溢油案 

知识单元 8：国际能源争端的解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国际能源争端的概念 

国际能源争端是指国际能源法主体之间在能源领域产生的利益矛盾、权利对立或行为对抗。国

际能源争端包括传统能源争端和新能源争端。 

国际能源争端的主体多样、争端内容复杂、争端可控性差、牵涉利益多元、易引发他方干涉等

特点。 

国家之间的能源争端一般包括跨界海洋油气资源争端，适用磋商、谈判、调停、斡旋等政治与

外交方式应对。 

非强制性和平解决是应对国际争端包括能源争端的根本原则。 

国际能源争端的解决方式 

国际能源争端的解决方式可分为非裁判性的解决方式(如协商、调解、和解等) 和裁判性的解

决方式( 包括仲裁、专家裁决和司法诉讼) 。 

谈判与协商作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主要指争端方面对面直接进行谈判协商解决问题。

如俄罗斯与乌克兰产生天然气纠纷时，乌克兰总理季莫申科就谋求与俄罗斯进行谈判和协商，双方

最后达成的天然气价格和过境费率协议就是双方谈判协商讨价还价的结果。  

裁判性的解决方式包括仲裁和司法解决。其中，有影响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包括 1902 年启动

的常设仲裁法院、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SCCI)

仲裁院、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UNCTRAL)能源宪章秘书处等。能源行业内的欧佩克、国际能源

署、八国集团、能源消费国与生产国的能源对话，世界能源理事会等非政府组织，欧洲能源宪章、

欧盟、独联体、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下的地区性能源争端协调部门作为地区性的机构也发挥了重要

作用。 

3.诉诸仲裁的能源争端 

一是能源投资者之间争端的仲裁、二是东道国与能源投资者之间争端的仲裁。三是国家之间能

源争端的仲裁，可发生在能源生产国、能源消费国与能源过境国之间。例如，2014 年 5 月，伊拉

克政府向巴黎国际商会仲裁院提交申请，称土耳其及其国营企业 Botas建设的输油管道违反了两国

2010年签订的协议，并警告所有石油公司称凡从 Botas购买的伊拉克石油均属非法,反对其在未经

伊拉克中央政府和伊拉克国家石油营销组织允许的情况下委托国际咨询公司达成出口伊拉克石油

协议并修建输油管道的行为。 

4.WTO与能源争端的解决 

2011 年开始，美国、欧盟、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反倾销、反补贴

调查，千方百计为本国能源市场设置壁垒。同时，相关国家又利用能源争端解决机制破除他国能源

市场的壁垒。如 2014年 5月 24日美国要求 WTO成立专家组解决其与印度的太阳能贸易争端，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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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开放太阳能市场。 

5.国际法院与国际能源争端的解决 

伊朗诉美国破坏石油平台案(Oil Platforms, Iran v. USA),1991 年 11 月 2 日，伊朗向国际

法院书记官处递交请求书，就 3个伊朗石油平台被美国摧毁所引起的争端提起诉讼，要求国际法院

敦促美国对伊朗进行赔偿。美国在规定的时限内提出了辩诉状和反诉，要求国际法院敦促伊朗就违

反 1955年《美伊友好、经济关系和领事权利条约》的行为向美国赔偿。2003年 11月 6日，国际

法院对伊美两国的案件和求偿要求都予以驳回。 

6.国际能源争端解决的法律依据 

国际能源争端管理的法律体系主要由国际条约、区域协定、双边协议、国内法律等法律体系构

成。在国际司法实践中，欲启动仲裁#诉讼等法律程序的维权方往往向相关仲裁或法院机关提供国

际法依据，证明该机构有对该案的管辖权。首先，调整国际能源贸易投资关系的有多边条约等构成

的国际商事规则体系。除了世界贸易组织法，还包括区域性多边贸易协定，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TPP)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 TTI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北美自由贸

易区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等，后者需要成员国同意才能接受管辖.关于调解的多边条约有《国际

商业仲裁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修正草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调解规则》、《贸易法委员会

国际商事调解示范法》等。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能源争端的定义和特征。 

2．掌握国际能源争端的解决方式。 

作业： 

举例说明不同的国际能源争端解决方式的利弊。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2. 第一章 国际能源法导论 5  

3.4. 第二章 国际能源法的主体 5  

5.6. 第三章 国际能源组织 5  

7. 第四章 国际能源合作法律制度 3  

8. 第五章 国际能源贸易法律制度 3  

9. 第六章 国际能源投资法律制度 3  

10. 第七章 国际能源环境法律制度 3  

11. 第八章 国际能源争端的解决 2  

12. 考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要以法学基础理论、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能源法

学、环境法学、国际法学和国际环境法学等学科作为基础，特别是国际法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国际能源法学不仅理论性强，实践性更强。因此，在教学中，不仅要注意研究有关的国际条约、

国际习惯等规则，还必须关注国际法院等司法机构和国际仲裁机构的司法实践。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为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独立学习能力，本课程采用讲授、讨论与学生报告相结合的授

课方式。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考核方式：考察、开卷 

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期末试卷占 50％。    

5、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理论教材和案例教材（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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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荐参考书 

推荐参考书 

1. Thomas Wälde（British）—— International Energy Law:  

Concepts, Context and Players（英国，维尔德：《国际能源法：概念、范围和参与者》）； 

2. Rex·J·Zedalis：International Energy Law---Rules governing future exploration, 

exploitation and use of renewable resources (美国，扎德里斯：国际能源法); 

3. Adrian·Bradbrook: The Law of  Energ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英国，布拉杜

克：《可持续发展能源法》)。 

４．杨振发著：国际能源法发展趋势研究：兼论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年版。 

５．黄振中等著：国际能源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2年版。 

６．丹尼尔•耶金著, 朱玉犇 、阎志敏译：能源重塑世界，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2年 9月版。 

参考网站： 

1. http://www.encharter.org/（能源宪章条约）； 

2. http://www.iea.org/（国际能源署）； 

3. http://www.iaea.org/（国际原子能机构）； 

4. http://www.opec.org/opec_web/en/（石油输出国组织）； 

执笔：郭红岩  审稿：国际公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5月 30日 

 

国际人权法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课程号：5030407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国际人权法是现代国际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支部门，也是整个人权法律制度的一个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它以增进人权的普遍尊重和遵守为核心目的，以确认个人和特定群体的权利、设定国

家的相应义务以及创立监督和保证国家义务履行的国际机制为基本内容，与国际、国内的政治、经

济、法律、文化和其他社会领域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对于每一个人、每一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

切身利益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现已成为国际和国内社会成员广为关注的对象，并已成为世界各

国开展人权教育的重要内容。 

为便于我校学生对国际人权法的学习，我校教务处于 2004 年初同意将国际人权法设立为我校

本科生的选修课，并将之列入该处编制的选修课程名单（课程编号：403010072）。设立本课程的基

本目的是帮助学生养成普遍尊重人权的意识和理念，掌握国际人权法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初步具备

独立从事与国际人权法有关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的能力。为此目的，本课程拟较为全面而系统地

介绍国际人权法的历史发展过程、渊源、内容和实施机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和国际社会的实

际情况，探讨国际人权法实施方面存在的有关问题。凡已修过国际法课程的我校各个专业的本科生

和双学位学生均可选修本课程。考核成绩合格且符合教务处关于获取学分的其他条件的选课学生可

以取得两个学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国际人权法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国际人权法的概念和基本问题 

一、国际人权法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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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人权法的定义 

国际人权法（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or International Law of Human Rights）

是关于人权问题的国际法，亦即由有关国家共同制定或认可的，旨在促进和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和自

由得到普遍尊重和实现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原则、规则、规章、制度的总和。 

（二）国际人权法的性质 

国际人权法属于国际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法律拘束力、主体、渊源和实施方式等方面具有国

际法的本质特征。 

（三）国际人权法的特征 

与国际法的其他分支部门相比，国际人权法具有以下特征：（1）其内容主要是确立国家在人权

方面的国际法律义务；（2）其调整对象主要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3）国际机构和个人在其实

施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四）国际人权法的范围 

从适用的时间范围来看，国际人权法主要是指在和平时期促进和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普

遍尊重和实现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即平时国际人权法。按照广义的理解，国际人权

法也包括在国际性的和非国际性的战争和非战争的武装冲突期间保护平民、伤病员、战俘等武装冲

突受难者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即国际人道（主义）法（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从适用的地域范围来看，国际人权法主要是指对世界各国开放的普遍国际人权法。此外，也包

括仅对某一区域的国家开放的区域国际人权法。 

二、国际人权法的基本问题 

国际人权法有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1）国际人权法的形成与适用，包括国际人权公约的缔结、

国际人权习惯的形成以及它们对国家的适用；（2）国际人权法的内容，集中体现为个人和若干群体

应当享有的人权以及国家在人权方面应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3）国际人权法的实施，包括国际人

权法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实施方式、措施和实际状况。 

第二节 国际人权法的地位和作用 

一、国际人权法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际人权法是现代国际法的重要分支部门，其形成与发展是对传统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发

展和变革，对于国际法的价值、功能、内容和发展方向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国际人权法在人权法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际人权法是人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各国与人权有关的国内法的制定、遵守和执行具有日

益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三、国际人权法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 

国际人权法旨在为所有国家和人民确立人权方面的共同标准，其制定与实施与国际、国内的政

治、经济、法律、文化和其他社会领域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对每一个人、团体、国家、国际组

织乃至整个人类的切身利益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三节 学习国际人权法的意义和方法 

一、学习国际人权法的意义 

国际人权法是人权教育的重要内容。学习国际人权法有助于学生了解国际人权法的相关知识，

掌握从事与人权相关的教育、研究和实际工作的技能和方法，养成普遍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的态

度和习惯，开展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的行动。学习国际人权法对于学生全面、深入、准确地理解

和认识与人权有关的国际和国内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和社会现象，促进自身素质的提升都有

重要的帮助。 

二、学习国际人权法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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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国际人权法应具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和端正的学习态度，努力养成自觉、积极、主动、独立

和负责的良好学习习惯。在此基础上，应掌握以下基本学习方法：（1）全面了解国际人权法各项渊

源和补助资料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熟练利用网络和其他途径获取国际人权法的第一手资料；（2）

认真阅读国际人权法的基础教材，全面了解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内容；（3）仔细研读基本的国际人权

文件，密切关注国际人权法的制定与实施的实践，特别是中国对国际人权法的接受与实施的实践，

深入了解国际人权法的实际运作情况；（4）主动探求并发现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问题，通过研

究、讨论、求教和其他适当方法，努力寻求问题的解决。 

学习目标： 

本章旨在说明国际人权法的概念、问题、地位和作用。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了解学习国际

人权法的意义和基本方法。 

作业：  

3、 国际人权法在现实生活中有什么作用？ 

4、 国际人权法与国内法有什么关系？ 

知识单元 2：国际人权法的历史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国际人权法的萌芽时期 

一、个人在传统国际法下的地位 

个人在传统国际法下只是国家的管辖对象和国际法的客体。与个人有关的国际法规则主要涉及

外国人的待遇和与之相关的国家责任、对于犯有某种特定罪行的个人的管辖和惩治以及对战争和武

装冲突的受难者的保护。人权问题在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事项。 

二、近代国内的人权思想与实践 

17世纪至 20世纪初，西方近代人权观念形成，并为英、美、法等欧洲国家的政治、法律和经

济制度所吸收，且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得到传播。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克

思主义的人权观念得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确认。这一时期，人民自决的思想在欧美地区逐渐得到

发展。以上思想和实践为国际人权法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三、近代的人权国际保护 

17 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一些欧洲国家和个别国际组织（如国际联盟和国际劳工

组织）对某些国家境内的某些个人或群体（如少数者、奴隶、妇女、儿童、劳工、难民、战时受难

者）的某些方面的权利采取国际保护措施。这些措施在对象、范围、方式、目的和动机等方面都存

在很大的局限性，但也为国际人权法的形成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第二节  国际人权法的形成与发展时期 

一、影响国际人权法形成与发展的因素 

世界各地各个时代与人的地位和价值有关的观念、规范、制度和习俗是国际人权法得以形成和

发展的文化基础。 

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危害加深了各国政府和人民对于国家尊重和

保障人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为国际人权法的形成创造了主观条件。 

《联合国宪章》将促进人权的普遍尊重和遵行确立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和联合国会员国的一项

重要义务，使得人权成为国际社会合法关切的事项，为国际人权法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法律基础。 

《世界人权宣言》对《联合国宪章》关于会员国人权义务的规定做了权威的解释，宣示了所有

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为国际人权法的形成和发展勾画了法律框架。 

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与人权有关的国际机构、各国政府、许多个人和民间团体对国际人

权法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国际人权法形成的标志 



2047 

联合国于 1966 年大会通过《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这三项国际人权文件于 1976生效，标志国际

人权法的初步形成。 

三、国际人权法的发展 

20世纪 70年代以来，许多新的国际人权公约相继获得通过并生效，新的国际人权机制得以建

立并运行，国际人权法的内容逐渐丰富和清晰，国际人权法的实施更加受到重视。国家、国际组织、

个人和民间团体之间关于国际人权法的内容和实施的分歧与争议依然存在，但彼此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日益加强，国际人权法正处于不断发展之中。 

四、国际人权法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 

（参见第一章第二节“国际人权法的地位和作用”） 

本章旨在说明国际人权法的历史发展过程。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了解影响国际人权法的形

成与发展的因素以及国际人权法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 

作业： 

4、 影响国际人权法形成与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5、 现代国际人权法与近代人权国际保护有哪些区别与联系？ 

6、 国际人权法形成与发展的意义是什么？ 

知识单元 3：国际人权法的渊源和补助资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国际人权法的渊源 

一、国际人权法渊源的含义、意义和种类 

国际人权法的渊源是指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人权法的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形成方式和表

现形式。 

国际人权法的渊源对于了解国际人权法规则的制订、内容、效力、适用和实施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 

与国际法的渊源相一致，国际人权法的渊源包括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 

二、作为国际人权法渊源的国际条约 

国际条约是国际人权法的主要渊源。 

从内容上看，作为国际人权法渊源的国际条约主要是专门规定人权问题的国际条约（国际人权

条约），特别是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核心人权公约”，此外也有许多含有人权条款或直接涉及人权问

题的条约（与人权有关的条约），特别是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组织章程。 

从缔约国的范围上看，作为国际人权法渊源的国际条约主要是普遍性的国际条约，此外也有许

多区域性的国际条约。 

三、作为国际人权法渊源的国际习惯 

国际习惯也是国际人权法的重要渊源。 

关于作为国际人权法渊源的国际习惯的范围和内容，国际社会仍有不同意见。 

四、作为国际人权法渊源的一般法律原则 

一般法律原则在理论上是国际人权法的一项独立的补充渊源，但在实践中作用不大。 

2、 国际人权法的补助资料 

一、国际人权法补助资料的含义、意义和种类 

国际人权法的补助资料是帮助确定国际人权法规则的各种材料。 

国际人权法的补助资料本身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法律拘束力，或者不具备任何法律拘束力，但可

以帮助证明是否存在一项与人权有关的国际习惯规则，也可以帮助澄清与人权有关的条约规则或习

惯规则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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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法的补助资料的范围比国际法的补助资料的范围更加广泛，除政府间国际组织或国际

会议的决议、司法判例和权威国际法学家的学说之外，还包括许多国际人权机构通过的各种意见。 

二、政府间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关于人权问题的决议 

政府间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通过的关于人权问题的决议（通常称为“宣言”）本身没有法律拘

束力，但可以作为未来国际人权条约的基础、现有国际人权条约规则的权威解释、国际人权习惯规

则的证据，也可作为有关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国家、个人或社会团体开展活动的根据。 

三、司法判例 

国际司法机构（特别是区域性的人权司法机构）就特定人权案件所作的判决对特定案件的当事

方具有法律拘束力。条约监督机构和准司法机构（特别是区域性的人权委员会）就个人来文或国家

间的指控发表的意见对当事方没有拘束力，但具有权威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国内司法机关适用国际

人权法对涉及人权案件所做的判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作为国际人权习惯规则的证据。 

四、国际人权机构的意见 

根据国际人权条约建立的监督机构就缔约国履约报告发表的结论性意见（concluding 

observations）、针对条约有关条款发表的一般性意见或建议（ general comments or 

recommendations）以及根据《联合国宪章》建立的监督机构通过的相关工作文件均有助于国际人

权法规则的确定。 

五、权威国际人权法学家的学说 

各国公认的权威国际人权法学家的学说在确定国际人权法规则方面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 

学习目标： 

本章旨在说明国际人权法各项渊源和确立国际人权法规则的补助资料。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

应准确认识国际人权法各项渊源和补助资料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掌握主要渊源和补助资料的范围、

出处和寻找方法，了解我国对国际人权法主要渊源的接受情况。本章旨在说明国际人权法各项渊源

和确立国际人权法规则的补助资料。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准确认识国际人权法各项渊源和补助

资料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掌握主要渊源和补助资料的范围、出处和寻找方法，了解我国对国际人

权法主要渊源的接受情况。 

作业： 

4、 国际人权法各项渊源的地位、作用和范围是什么？ 

5、 如何确定一项国际人权法规则的含义和内容？ 

6、 如何寻找并发现国际人权法的主要渊源和补助资料？ 

知识单元 4：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内容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人权 

一、关于人权概念的若干基本问题的理论与国内实践 

（一）人权的主体 

一般认为，个人和集体（或群体）都可以成为人权的主体。关于个人和集体的范围和地位，不

同时期不同地区曾有不同的理论和实践。 

（二）人权的性质 

理论上，人权被界分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等三种形态，但对应有权利的范围有不

同的理解。各国实践中，法定权利的范围、内容以及这些权利的实现情况也不尽相同。 

（一） 人权的本原 

关于人权的本原、基础或根据的主张大致可分为三类：（1）认为人权来源于自然、上帝或理性

的“天赋人权说”；（2）认为人权来源于国家（君主）、法律或斗争的“人赋人权说” ；（3）兼采

上述两种说法的折衷说。这三类主张在实践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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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权的范围和内容 

人权的范围和内容处于不断的变化和发展之中。理论上，人权被分为不同类型：（1）从权利得

到确认的时间上分为三代或四代人权；（2）从权利主体上分为个人人权和集体（或群体）人权；（3）

从权利内容上分为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4）从权利的重要程度分为基本人权和非

基本人权；（5）从权利是否可以受到限制分为“绝对权利”和“相对权利”；（6）从义务主体的义

务内容上可分为“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7）从国家是否可以“克减”其国际法律义务分为

“不可克减的权利”和“可以克减的权利”，等等。在权利的种类、内容和各种权利之间的关系的

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理论和实践。 

（五）人权的意义和作用 

关于人权的意义和作用的主张大致也可分为三类：（1）将人权视为个人、政府、国家和社会生

活的最终目的的“目的说”；（2）将人权视为实现社会的和平、秩序、发展以及维护个人的生命、

尊严、安全、自由与幸福的手段的“工具说”；（3）兼采上述两种说法的折衷说。这三类主张在实

践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二、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人权的权利主体 

（一）个人 

个人是人权的首要主体。从世界范围来看，每一个人均是人权的平等主体，不因任何理由而受

歧视。从某一国家的范围来看，位于该国境内及受该国管辖的个人都应平等享受国际人权法确认的

权利。少数者群体的成员、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被拘禁者、难民、武装冲突的受难者、

移徙工人及其家属和其他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人应受特殊保护。 

（二）群体 

人民（people）、民族（nation）、种族（race or ethnic group）、少数者群体（minority group）、

土著居民（indigenous population）、部落居民（tribal population）在特定情况下也可成为人

权的主体。 

（三）团体或组织 

在例外情况下，由个人组成的团体或组织也可成为特定人权的主体。 

三、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人权的范围和内容 

（一）个人人权 

个人人权主要体现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确认的各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确认的各项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这两类权利均为

普遍、不可分割、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二）集体人权 

集体人权主要体现为 1966年两项国际人权公约共同确认的人民（或民族）自决权（peoples’ 

rights to/of self-determination），以及相关国际人权条约和/或国际习惯确认的种族和少数者

群体的权利。 

（三）正在形成中的人权 

“和平权”、“环境权”和“发展权”分别被一些没有法律拘束力的普遍性国际人权文件宣示为

人权。关于这些“权利”的性质、主体和内容，理论和实践中仍有很大分歧。 

第二节    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国际法律义务 

一、国家是人权的主要义务主体 

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成员（包括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个人、社会团体）对于人权的普遍尊重

和实现都负有不同程度的义务和责任。其中，国家及其政府负有首要的义务和责任。 

二、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国际法律义务的范围 

除国际强行法规则设定的义务之外，各国在人权方面负担的国际义务的范围基本上取决于本国

对与人权有关的国际条约和习惯规则的接受程度和范围。 

三、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国际法律义务的内容 

从是否要求国家采取积极行动的角度来看，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国际法律义务大致可分为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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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1）消极的不作为义务：国家应尊重人权，不得非法或任意地剥夺、限制或干涉人权，或以其

他任何措施妨碍人权的实现；（2）积极的作为义务：国家应采取一切适当而必要的国内和国际措施，

对人权加以确认和保护，并促进其得以实现。 

某一国家在人权方面的国际法律义务的具体内容需要通过对该国参加的国际人权条约的解释

和对该国接受的国际人权习惯规则的证明来加以确定。 

学习目标： 

本章旨在说明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内容。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掌握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人权的

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权利的种类和范围以及义务的种类、范围和基本内容，了解与此相关的基本

理论和实践，明确对有关理论和实践进行分析和评判的基本标准和方法。 

作业： 

1、 关于人权概念的基本问题的理论和国内实践与国际人权法的实践有何联系和异同？ 

2、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人权的权利主体有哪些特征？ 

3、 如何理解和认识国际人权法确认的各项人权之间的关系？ 

4、 如何理解和认识国家是人权的首要义务主体？ 

5、 国家在人权方面负担了哪些基本的国际法律义务？ 

6、 如何确定一国在人权方面负担的国际法律义务的范围和具体内容？ 

知识单元 5：国际人权法的国内实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国际人权法国内实施的含义和意义 

国际人权法的国内实施（domestic implementation）主要是指各国以适当的国内途径和措施

使得对本国具有拘束力的国际人权法规范在本国管辖范围内得到遵守和执行。 

国际人权法的国内实施是国际人权法得以遵守和执行的首要途径。它主要涉及各国对其在人权

方面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的履行，也涉及有关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以及有关国际组织和机

构在这方面的权利、义务与责任，对于国际人权法的目的和宗旨的实现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二、国家在国内实施国际人权法的义务 

各国均有义务在国内实施对本国具有拘束力的国际人权法规范。这既是诚实履行国际义务这一

国际法基本原则的要求，也是对各国具有拘束力的各项具体的国际人权法规范的要求。 

第二节 国际人权法的国内实施途径和措施 

一、国家机关的国内实施措施 

国家立法、司法、行政和其他机关在国际人权法的国内实施方面负有首要义务和责任。 

国家机关一方面不得非法或任意地剥夺、限制或干涉人权，或以其他任何措施妨碍人权的实

现，另一方面应通过立法、救济、社会进步和发展、人权教育、建立国家人权机构和其他一切适

当而必要的措施，促进和保证国际人权法在本国的实施。 

二、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国内实施措施 

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在促进国际人权法的国内实施方面负有重要职责，有权在国内法

框架下开展促进和争取人权的保护和实现的活动。 

第三节 对人权的行使的限制 

一、对人权的行使的限制的含义和影响 

对人权的行使的限制是指国家对个人和群体行使人权的范围、方式和程度所施加的强制性的限

制或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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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对人权的行使进行的限制影响和决定着人权的具体范围和实现程度。对人权的行使施加的

合法且正当的限制有助于防止人权的不当行使或滥用，从而有助于人权的实现。对人权的行使施加

的不合法且不正当的限制通常构成对人权的侵犯。 

二、对人权的行使的限制的条件 

国家对人权的行使进行的限制应具有合法的限制根据，符合合法的限制范围，基于合法的限制

理由，符合合法的限制程度。 

第四节     国际人权法律义务的克减 

一、国际人权法律义务的克减的含义和影响 

国际人权法律义务的“克减”（derogation）是指国家在公共（或社会）紧急状态（public 

emergency）危及国家生存的情况下暂停或中止履行其承担的与某项人权有关的国际法律义务。 

国际人权法律义务的克减的基本功能是在保护人权和国家生存等普遍利益之间保持适当的平

衡。国家对其某些国际人权法律义务的正当且合法的克减有助于国家及时有效地应对并消除公共紧

急状态的不利影响，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促进人权的尊重和保护。国家对其国际人权法律

义务的不正当且不合法的克减通常会引起对人权的侵犯。 

二、国际人权法律义务的克减的条件 

根据有关人权公约的规定，国家对其某些国际人权法律义务的克减应同时符合以下六个方面的

条件：（1）必须存在特定的公共紧急状态且该紧急状态经本国正式宣布；（2）其克减的义务不得超

出可以克减的义务的范围；（3）其采取的克减措施须以紧急情势的严格需要为限；（4）其针对某一

国际人权义务的克减不得违反根据其他国际人权法渊源承担的相关法律义务；（5）不得构成基于某

些理由的歧视；（6）履行必要的国际通知手续。 

第五节    国际人权法在中国的实施 

一、中国在国内实施国际人权法的义务 

中国批准了数十项国际人权公约，并接受了一些重要的国际人权习惯规则，有义务保证这些公

约和习惯规则在中国的实施。 

二、中国实施国际人权法的原则立场 

对于中国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和国际习惯承担的国际人权义务，中国的原则立场是在坚持尊重国

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等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严肃认真地予以履行。 

三、中国实施国际人权法的措施与成就 

中国努力通过立法、救济、社会进步与发展等多种措施履行其根据国际人权法承担的义务，取

得了重大的进展和成就。 

四、中国在实施国际人权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中国在全面、有效地实施国际人权法方面还面临不少障碍和困难，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学习目标： 

本章旨在说明国家在国内实施国际人权法的途径和措施。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充分认识国

际人权法的国内实施的重要意义，掌握国际人权法国内实施的基本途径、措施以及国际人权法关于

国家限制权利的行使和克减其国际法律义务的基本要求，了解我国实施国际人权法的基本情况。 

作业： 

1、 国际人权法的国内实施有什么意义？ 

2、 国家应如何在国内实施国际人权法？ 

3、 个人应如何促进国际人权法在本国的实施？ 

4、 如何判定国家对人权的行使施加的某种限制的合法性？ 

5、 如何判定国家克减其某项国际人权法律义务的行为的合法性？ 

6、 中国应如何加强对国际人权法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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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6：联合国人权机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含义和种类 

（三） 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含义 

联合国人权机制（UN Human Rights Machinery / Mechanism）是指联合国系统内促进和保护

人权的国际机构及其职权、工作方式、工作程序等相关制度。 

（四） 联合国人权机制的种类 

联合国人权机制大致可以分为根据《联合国宪章》建立的负责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机制（简称“《宪

章》机制”）和根据联合国主持缔结的国际人权条约建立的人权监督机制（简称“条约机制”）。除

此之外，联合国一些专门机构和其他一些国际机关也负有某些促进或保护人权的职能。 

二、联合国人权机制的作用 

联合国人权机制是最主要的国际人权机制，在促进国际人权法的形成、发展和国内实施，进而

促进人权的普遍尊重与实现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国内人权机制的重要补充。 

第二节    根据《联合国宪章》建立的人权机制 

一、联合国机关的人权职权 

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暨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都拥有重要的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职能。 

为履行各自的人权职能，大会、安全理事会和经济暨社会理事会分别建有若干辅助机构。秘书

处也设有专门处理人权事务的部门——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 

二、人权理事会及其人权机制 

人权理事会（Human Rights Council）是联合国大会建立的专门履行人权职能的辅助机构。该

机构取代了作为经济暨社会理事会职司机构的原人权委员会，同时继承了后者原有的基本职能和机

制。 

人权理事会之下的机构、职能和工作程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1）拥有研究、建议和保护职

能的促进与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2）拥有处理具体国家的人权局势的“国别职能”（country 

mandates）或处理世界范围内侵犯人权的重大现象的“专题职能”（thematic mandates）的特别程

序机制（special procedure mechanisms）；（3）受理和审议个人或群体对国家大规模严重侵犯人

权的行为提出的控诉的“1503 程序”（1503 Procedure）；（4）关于国际人权法律标准的制订和实

施的其他常设性的或不定期的工作组。 

第三节    根据国际人权条约建立的人权机制 

一、 条约监督机构 

联合国各“核心人权公约”都有独立的专家机构负责监督本公约的实施。这些机构拥有各自的

建立根据、职权、成员、工作方式和程序规则，彼此之间具有一定的工作上的联系。 

二、报告机制 

各条约监督机构均有权接受和审议人权公约缔约国提交的履约情况报告。为帮助缔约国充分履

行其报告义务，各条约监督机构还有权就人权公约的条款或机构本身的工作方法发表一般性意见或

建议。 

三、国家控诉机制 

若干条约监督机构有权受理公约一缔约国关于另一缔约国不履行公约义务的指控，并在缔约国

之间进行斡旋或和解。这一机制的适用有时以缔约国事先明确接受条约监督机构的相关权限为前提 

四、个人来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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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条约监督机构有权受理并审议个人关于公约缔约国侵犯本人依公约享有的人权的控诉。这

一机制的适用须以缔约国事先明确接受条约监督机构的相关权限为前提，且须符合公约规定的其他

程序性的和实质性的条件。 

五、调查机制 

个别条约监督机构有权对公约缔约国违反公约义务的情况进行调查。这一机制的适用须以缔约

国事先明示或默示接受条约监督机构的相关权限为前提。 

学习目标： 

本章旨在说明联合国系统内促进和保护人权的机制。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认识联合国人权

机制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所起的作用，了解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基本情况，掌握各主要人权机构的

职能和工作方式。 

作业： 

1、 联合国人权机制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具有什么地位和作用？ 

2、 根据《联合国宪章》建立的人权机制与根据国际人权公约建立的人权机制有哪些异同和联系？ 

3、 如何充分有效地发挥联合国人权机制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作用？ 

4、 《宪章》机构和条约监督机构受理个人对国家的控诉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知识单元 7：区域人权保护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欧洲人权保护制度 

一、欧洲人权保护制度的法律渊源 

《欧洲人权公约》及其一系列议定书、《欧洲社会宪章》及其附加议定书以及欧洲理事会成员

国缔结的关于防止酷刑、保护儿童和少数民族、打击恐怖主义和贩卖人口等问题的公约是欧洲人权

保护制度最重要的法律渊源。 

欧洲联盟基本文件关于人权问题均有不同程度的规定，也是欧洲人权保护制度的重要法律渊源。 

二、欧洲人权文件确认的人权 

《欧洲人权公约》确认了位于缔约国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应当享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其确

认的人权的种类和范围经其一系列议定书而不断得到扩展。 

《欧洲社会宪章》及其附加议定书确认了缔约国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应当享有的经济、社会和文

化权利。 

《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确认了个人应当享有的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权利

以及欧洲公民享有的权利。 

《欧洲宪法条约》确认了欧洲公民应当享有的各项人权。 

三、欧洲人权文件的监督机制 

《欧洲人权公约》规定了由欧洲人权委员会、欧洲人权法院和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在内的监

督缔约国履行公约义务的区域机制，该机制由《欧洲人权公约》第十一号议定书做了重大改革。 

《欧洲社会宪章》规定了包括缔约国报告制度和集体申诉程序在内的监督机制，由欧洲社会权

利委员会负责实施。 

欧洲防止酷刑公约建立了欧洲防止酷刑委员会。 

欧洲议会、欧洲理事会、部长理事会、欧洲委员会、欧洲联盟法院在监督和促进欧洲联盟基本

文件关于人权的规定的遵守和执行方面分别具有一定职能。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建立的短期和长期视察程序以及国内少数者高级专员在人权保护方面发

挥一定的作用。 

第二节 美洲人权保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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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洲人权保护制度的法律渊源 

《美洲人权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是美洲人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法律渊源。美洲国家通过的其

他一系列公约对防止酷刑和保护残疾人、妇女和被迫失踪者等问题分别做了规定。 

《美洲国家组织宪章》和《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确立的人权标准对美洲国家组织的所有

成员国都有拘束力。 

二、美洲人权文件确认的人权 

《美洲人权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分别确认了个人应当享有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

和文化权利。 

《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宣示了一系列人权和基本自由，规定了个人对社会应该承担的一

些义务。 

三、美洲人权文件的监督机制 

美洲国家间人权委员会（简称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国家间人权法院（简称美洲人权法院）

是《美洲人权公约》、《美洲国家组织宪章》和《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的监督机构，前者也是

美洲国家组织的主要机关之一。 

美洲人权委员会的职权主要包括：（1）向国家提出建议；（2）对国家发表咨询意见；（3）对国

家进行事实调查；（4）要求国家提交人权报告；（5）接受和审议个人、群体或组织对成员国提出的

申诉。 

美洲人权法院的职权一是受理并审议缔约国间的控告和个人申诉，二是应缔约国、美洲国家组

织成员国或美洲人权委员会的请求发表咨询意见。 

第三节 非洲人权保护制度 

一、非洲人权保护制度的法律渊源  

《非洲人权宪章》及其议定书以及非洲国家通过的其他一系列专门的人权公约是非洲人权保护

制度的最主要的法律渊源。 

二、非洲人权文件确认的人权 

《非洲人权宪章》确认了个人和民族应当享有的权利以及个人对社会应当负担的义务。若干专

门的人权公约对于难民、妇女和儿童权利的保护以及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等问题分别做了规定。 

三、非洲人权文件的监督机制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以及非洲人权和民族权法院是《非洲人权宪章》的监督机构。前者享

有促进《宪章》权利实现、保证《宪章》权利受到保护和解释《宪章》的职权，可以接受并审议缔

约国报告、接受和处理缔约国间的指控、接受并审查个人来文。后者享有争议管辖权、调解管辖权

以及咨询管辖权，其管辖范围可以扩及《非洲人权宪章》之外的人权文件。 

学习目标： 

本章旨在说明欧洲、美洲和非洲的人权保护制度。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了解这三个区域性

人权保护制度的法律渊源，掌握主要区域人权文件确认的人权和监督机制，认识区域人权保护制度

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地位和作用。 

作业： 

1、 区域人权保护制度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具有什么地位和作用？ 

2、 欧洲、美洲和非洲人权保护制度在保护方式、对象和机制方面主要有哪些异同？ 

3、 有无必要和可能建立类似于欧洲、美洲或非洲现有人权保护制度的亚太人权保护制度？ 

知识单元 8：平等与不歧视的原则和权利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平等与不歧视的原则和权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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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与不歧视是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个人和有关群体应当享有的一项重要的权

利，也是其他各项具体权利的共同要素。 

二、平等与不歧视原则和权利的国际人权法渊源 

平等与不歧视是国际人权公约普遍确认的基本原则和许多国际人权公约确认的重要权利，也是

国际习惯确认的原则和权利。 

第二节 平等与不歧视的原则和权利的含义 

一、平等与歧视的含义 

（一）平等的含义 

在理论和实践中，平等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含义：（1）法律平等；（2）事实平等；（3）结果平等。

国际人权法中的平等主要是指法律平等，同时也包含事实平等的因素。 

（二）歧视的含义 

国际人权法中的歧视是指在没有合法理由和根据的情况下，任何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

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的任何区别、排斥、限制或优惠，

其目的或效果为否认或妨碍任何人在平等的基础上认识、享有或行使一切权利和自由。 

二、平等与不歧视原则和权利的含义 

每一个人和群体均享有国内法上的主体资格，平等享有权利，并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得受任

何歧视。 

三、国家与平等和免受歧视权有关的义务 

（1）尊重每一个人和群体的平等与免受歧视的权利；（2）不得歧视每一个人和群体；（3）对

个人和群体的这一权利加以保护；（4）采取必要而适当的积极措施，促进和保证处于不利地位的个

人和群体充分享有这一权利。 

第三节 我国的相关实践 

一、我国承担的相关国际法律义务 

我国根据相关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习惯承担了与平等和不歧视有关的国际法律义务。 

二、我国关于平等与不歧视的国内实践 

我国宪法和许多基本法律均含有平等与不歧视原则或权利的规定，但在禁止歧视的理由、领域

以及权利救济措施等方面的规定尚不够完善。实践中的歧视现象仍很严重。 

 

学习目标： 

本章旨在说明国际人权法确认的平等与不歧视的原则和权利。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认识本

项原则和权利在国际人权法中的地位和意义，了解本项原则和权利的国际人权法渊源，掌握本项原

则和权利的基本含义和内容，正确认识关于本项原则和权利的国际标准与我国相关实践之间的关

系。 

作业： 

5、 平等与不歧视原则和权利在国际人权法中具有什么地位和意义？ 

6、 国际人权法中的平等与不歧视原则的含义和内容是什么？ 

7、 我国关于平等和不歧视的法律和政策与我国承担的相关国际法律义务之间有何异同？ 

8、 我国实践中存在哪些歧视现象？应如何防止和消除各种歧视？ 

知识单元 9：国际法导论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生命权 

一、生命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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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权是各主要普遍性和区域性人权公约以及国际习惯所确认的个人固有的基本权利之一，也

是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克减与之相关的国际义务的一项权利。 

二、生命权的内容 

（1）任何人的生命不得被任意剥夺；（2）每个人的生命权应受法律保护；（3）死刑的使用须

受严格限制。 

三、国家与生命权有关的义务 

（1）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2）对每个人的生命权给予保护；（3）严格限制死刑的使

用。 

四、我国关于生命权的实践 

我国根据若干国际人权公约承担了尊重和保护个人生命权的义务，国内法中也含有保护生命权

和剥夺生命的规定。 

第二节    免受酷刑权 

一、免受酷刑权的意义 

免受酷刑权是各主要普遍性和区域性人权公约（包括专门的国际人权公约）以及国际习惯所确

认的个人基本权利之一，也是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克减与之相关的国际义务的一项权利。 

二、免受酷刑权的内容 

（1）任何人不得被施以酷刑或残忍的、不人道的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2）本项权利应

受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和其他措施的保护。 

三、国家与免受酷刑权有关的义务 

（1）不得对任何人施以酷刑或残忍的、不人道的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2）预防酷刑等

行为的发生，并对已经发生的此类行为加以惩治；（3）确保酷刑等行为的受害者得到补偿。 

四、我国关于免受酷刑权的实践 

我国根据《禁止酷刑公约》承担了防止和惩治酷刑行为的义务，刑法中含有某些限制酷刑的规

定。 

第三节    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权 

一、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权的意义 

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权是许多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习惯确认的与个人的内心世界联系

最为密切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克减与之相关的国际义务的一项权利。 

二、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权的内容 

（1）人人有权在不受强迫的情况下享有、信奉、保持或改变自己选择的某一思想、良心、宗

教或信仰；（2）人人有权以适当方式表示或表明自己的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这方面的权利的

行使可受法律规定并为实现公约列明的目的所必需的限制。 

三、国家关于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权的义务 

（1）不得干涉个人的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2）不得非法限制个人表示自己宗教或

信仰的自由；（3）对个人的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给予保护。 

四、我国关于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权的实践 

我国根据若干国际人权公约承担了与本项权利有关的某些义务，宪法、法律和若干单行法规中

也含有与本项权利的保护和限制有关的规定。 

第四节 主张和发表自由权 

一、主张和发表自由权的意义 

主张和发表自由权是许多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习惯确认的与个人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生活（包括

政治生活）紧密联系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其他许多权利得以实现的手段性权利。 

二、主张和发表自由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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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2）人人有权不分国界，以各种方式或媒介，自由寻求、

接受和传递各种信息和思想，这方面的权利的行使可受法律规定并为实现公约列明的目的所必需的

限制。 

三、国家关于主张和发表自由权的义务 

（1）不得干涉个人持有主张的权利；（2）不得非法限制个人发表意见的权利；（3）对个人的

主张和发表自由权给予保护。 

四、我国关于主张和发表自由权的实践 

    我国根据若干国际人权公约承担了与本项权利有关的某些义务，宪法、法律和若干单行法

规中也含有与本项权利的保护和限制有关的规定。 

第五节 政治权利 

一、政治权利的意义 

政治权利是各主要国际人权公约和国际习惯确认的个人参与本国政治决策过程和民主治理的

重要权利，也是实现其他许多个人权利的手段性权利。 

二、政治权利的内容 

（1）直接或间接参与公共事务；（2）选举和被选举；（3）平等参加本国公务；（4）自由发表

政治性的意见；（5）参加政治性的和平集会；（6）组织和参加政治性的社团。 

三、国家关于政治权利的义务 

（1）不得非法或不合理地限制个人的政治权利；（2）对个人的政治权利给予保护；（3）以必

要措施促进某些政治权利的实现。 

四、我国关于政治权利的实践 

我国根据若干国际人权公约承担了与政治权利有关的禁止歧视的义务，宪法、法律和若干单行

法规中也含有与政治权利的保护和限制有关的规定。 

学习目标： 

本章旨在说明个人享有的各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了解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的种类、范围和国际法律渊源，掌握各项权利国家相关义务的主要内容，认识关于各项权

利的国际标准与我国相关实践之间的关系。 

作业： 

1、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生命权的内容和国家的相关义务是什么？ 

2、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免受酷刑权的内容和国家的相关义务是什么？ 

3、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权的内容和国家的相关义务是什么？ 

4、 如何确定对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自由权的行使所采取的某一限制措施是否符合国际标
准？ 

5、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主张和发表自由权的内容和国家的相关义务是什么？ 

6、 如何确定对主张和发表自由权的行使所采取的某一限制措施是否符合国际标准？ 

7、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政治权利的内容和国家的相关义务是什么？ 

8、 我国关于各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实践与国际标准之间有何异同？ 

9、 我国应如何进一步保证和促进各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实现？ 

说明：本章内容丰富但课时有限，教师可以选择 2-3项权利做重点说明。鼓励学生选择任一权

利进行研究并做报告。 

知识单元 10：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工作权 

一、工作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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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权是许多国际人权公约确认的最基本的经济权利，也是实现其他许多权利的手段性权利。 

二、工作权的内容 

狭义的工作权主要是指就业权，即有机会自由选择和接受工作以谋生的权利。 

广义的工作权还包括享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的权利。 

三、国家关于工作权的义务 

（1）承认并尊重每一个人的工作权；（2）对工作权给予保护；（3）以适当步骤促进工作权的

实现。 

四、我国与工作权有关的实践 

我国根据若干国际人权公约承担了与本项权利有关的义务，宪法和劳动法中也含有关于本项权

利的规定。 

第二节 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 

一、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的意义 

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是若干国际人权公约确认的核心的社会权利，也是与其他经济、社会和文

化权利密切相关的一项综合性的权利。 

二、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的内容 

（1）为个人和家庭获得适足的食物、衣着、住房、用水和满足生活基本需求的其他物质条件

和心理条件；（2）获得不断改善的生活条件。 

三、国家关于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的义务 

（1）承认并尊重每一个人的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2）对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给予必要的保

护；（3）采取国内措施或国际合作措施促进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的实现。 

四、我国与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有关的实践 

我国根据若干国际人权公约承担了与本项权利有关的义务，宪法、法律和法规中也含有与本项

权利有关的规定。 

第三节 健康权 

一、健康权的意义 

健康权是若干国际人权公约确认的与其他各类权利紧密联系、互相依赖的一项基本权利，是行

使其他许多权利不可或缺的一项权利。 

二、健康权的内容 

健康权是指享有实现能够达到的最高的体质和心理健康标准所必须的各种设施、商品、服务和

条件的权利，具体包括：（1）产妇、儿童和生育卫生权；（2）享有健康的自然和工作场所环境的权

利；（3）预防、治疗和控制疾病的权利；（4）享受卫生设施、货物或服务的权利。 

三、国家关于健康权的义务 

（1）承认并尊重每一个人的健康权；（2）对健康权给予必要保护；（3）采取必要步骤促进健

康权的实现。 

四、我国与健康权有关的实践 

我国根据若干国际人权公约承担了与本项权利有关的义务，宪法、法律和法规中也含有与本项

权利有关的规定。 

第四节 受教育权 

一、受教育权的意义 

受教育权是许多国际人权公约确认的实现个人全面发展所需要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实现其他

各类权利不可或缺的一项手段性权利。 

二、受教育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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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意义上的受教育权是指平等接受免费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包括技术和职业教育）、高等

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权利。 

与受教育权相关的权利还包括：（1）父母和法定监护人有权为子女选择非公立学校或符合自己

信仰的宗教或道德教育；（2）个人和团体有权自由设立和管理教育机构。 

三、国家关于受教育权的义务 

（1）承认并尊重每一个人的受教育权；（2）尊重父母为子女选择适当的非公立学校和符合自

己信仰的宗教或道德教育的自由；（3）不得任意干涉个人或团体设立和管理教育机构的自由；（4）

保证教育目的符合公约的规定；（5）限期实现所有人的免费义务教育；（6）对受教育权给予保护；

（3）以一切适当方法促进受教育权的实现。 

四、我国与受教育权有关的实践 

我国根据若干国际人权公约承担了与本项权利有关的义务，宪法和若干单行法律法规中也含有

关于本项权利的规定。 

学习目标： 

本章旨在说明个人享有的各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了解经济、社

会和文化权利的种类、范围和国际法律渊源，掌握各项权利和国家相关义务的主要内容，认识关于

各项权利的国际标准与我国相关实践之间的关系。 

作业： 

1、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工作权的内容和国家的相关义务是什么？ 

2、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获得适当生活水准权的内容和国家的相关义务是什么？ 

3、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健康权的内容和国家的相关义务是什么？ 

4、 国际人权法确认的受教育权的内容和国家的相关义务是什么？ 

5、 我国关于各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践与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之间有何异同？ 

6、 我国应如何进一步促进各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4.  第一章 国际人权法导论 2  

5.  第二章 国际人权法的历史发展 2  

6.  第三章 国际人权法的渊源和补助资料 2  

4.5 第四章 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内容 4  

6.7 第五章 国际人权法的国内实施 3  

7.8 第六章 联合国人权机制 3  

9 第七章 区域人权保护制度 2  

10. 第八章 平等与不歧视的原则和权利 2  

11.12.13. 第九章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5  

13.14.15 第十章 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 5  

16 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要以法学基础理论、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国际法

学等学科作为基础，特别是国际法学。如果没有良好的、扎实的国际法学功底，要想学好国际人权

法是非常困难的。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国际法学不仅理论性强，实践性也很强。因此，在教学中，不仅要注意研究有关的国际条约、

国际习惯等规则，还必须关注国际法院（包括其他国际法庭）和国际仲裁机构的司法实践。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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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独立学习能力，本课程采用讲授、讨论与学生报告相结合的授

课方式。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则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课程参与情况，二是学习总结，三是研究论文，三者成绩各占

总成绩的 30%、10%和 60%。在时间安排上，本课程于每年的春季学期开设，每周 2 学时，总计 36

学时（含考试时间在内）。 

5、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案例教学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1、国际人权法教程项目组编写：《国际人权法教程》（第 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

版。 

3、 杨宇冠主编：《联合国人权公约机构与经典要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3、夏勇：《人权概念的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4、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第 9号一般性意见：《公约》在国内的适用，1998年，载

联合国：《各人权条约机构通过的一般性意见和一般性建议汇编》，HRI/GEN/1/Rev.7, 12 May 2004, 

第 53-57页。 

5、联合国大会：《关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1993 年 12 月 20 日第

48/134 号决议。 

6、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9 号一般性意见：第四条(紧急状态期间的克减问题)，2001 年，载

联合国：《各人权条约机构通过的一般性意见和一般性建议汇编》，HRI/GEN/1/Rev.7, 12 May 2004, 

第 186-193页。 

7、《关于个人、群体和社会机构在促进和保护普遍公认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宣

言》，载 http://www1.umn.edu/humanrts/chinese/CHRes_53_144.htm 

8、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人权状况》，1991年 11月 1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人权发展 50年》，2000年 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

情况，2003年 6月 27日，E/1990/5/Add.59, 9 March 2004。 

10、 《联合国宪章》 

10、《世界人权宣言》 

11、《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 

12、《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 

13、《欧洲社会宪章》 

14、《美洲人权公约》 

15、《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 

16、《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17、《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18、《歧视（就业及职业）公约》 

19、《取缔教育歧视公约》 

20、《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 

21、袁静等诉村委会征地补偿歧视案 

22、张先著诉芜湖市人事局乙肝就业歧视案 

23、杜培武案 

24、彭水诗案 

24、蒋韬诉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招工歧视案 

25、李会明、李爱珍夫妇诉嘉禾县房管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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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齐玉苓诉陈晓琪等侵犯受教育权纠纷案 

27、Istvan Mátyus v. Slovakis, CCPR Communication No. 923/2000 

执笔：郭红岩（在班文战老师原稿的基础上完成的） 

审稿：国际公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0日 

 

法学论文写作 
Thesis writing law 

课程号：50304081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了解和掌握论文写作规范要求； 

2.了解和掌握论文资料的搜集和运用方法； 

3.为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打好基础。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论文实例分析，使学生掌握论文写作的基础知识，了解和掌

握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学会查找资料和整理运用资料。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科学研究、论文写作的

规范和方法，为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16学时 

知识单元 1：法学论文写作规范——创作规范（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选题 

1.选题重要性 

2.法学专业论文选题分类 

3.选题原则  

4.选题应考虑的因素 

5.论文题目自拟的方法与要求 

二、研究方法 

1.比较法 

2.实证法 

学习目标： 

1.了解论文选题重要性； 

2.了解法学论文选题分类及原则和相关因素； 

3.掌握自拟论文题目的方法。 

…… 

作业： 

1.对论文题目进行分类 

2.分析评价论文题目的问题 

知识单元 2：法学论文写作规范——创作规范（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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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证 

1.论证主题 

2.主题的提炼方法 

3.法学论文对主题的基本要求 

4.选题与主体的关系 

二、论证方法 

演绎法、归纳法、推介法、比较法、实证法、综述法 

三、论证应注意的问题 

1.论证的体系性要求 

2.论证的逻辑性要求 

3.论证的简洁性要求 

学习目标： 

1了解论文主题与论文选题的关系； 

2掌握法学论文对主题的基本要求； 

3.了解和运用论证方法。 

作业： 

1.提炼论文主题 

2.分析论文中存在的问题（体系性、逻辑性） 

知识单元 3：法学论文写作规范——形式规范（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论文核心要素 

1.提出问题——论题 

2.分析问题——论证和论据 

3.解决问题——观点及建议和措施 

二、论文的基本要素 

论文题目  摘要与关键词  目录  前言  正文  结语  注释  参考文献  致谢 

三、论文撰写步骤 

1.论文选题 

2.论文写作准备 

3.论文撰写 

四、开题报告 

1.开题报告的结构与内容 

2.论文大纲的设计与作用 

3.文献综述 

学习目标： 

1明确论文核心要素的作用； 

2了解并掌握论文基本要素及实质内容； 

3.明确并重视开题报告形式要件和实质内容。 

作业： 

1.分析论文的各项要素要求 

2.设计论文大纲 

知识单元 4：法学论文写作规范——形式规范（二）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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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注规范 

（一）注释规范 

1.注释的作用 

2.引注需注意的问题 

3.注释的原则 

4.注释规范 

（二）参考文献规范 

二、文字规范 

（一）文字问题表象 

1 .文字精炼问题 

2.标题表达主题问题 

3.语句及标点符号问题 

4.用词问题 

（二）文字规范要求 

1.文字平实简洁 

2.专业术语运用 

3.语言修辞和驾驭能力 

4.标题的分层级设计 

5.语句及文字表达 

学习目标： 

1明确论文注释的重要性； 

2了解并掌握和运用注释规范； 

3.了解和掌握文字规范要求，避免文字规范问题。 

作业： 

1.分析论文注释问题 

2.查找论文中文字问题并纠正  

知识单元 5：论文资料的搜集与运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资料搜集与整理的原则 

1.竭泽而渔原则 

2.层次分明原则 

3.分类比较原则 

二、资料搜集的范围 

1.第一手资料 

2.背景资料 

3.他人的论述 

4.国内外法律法规 

5.边缘学科资料 

三、资料搜集和分类的方法 

（一）资料搜集方法与途径 

1.通过校园网   

2.通过公众网搜集 

（二）资料的整理与运用 

1.注意辨析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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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性  真实性  全面性  典型新 

2.资料的数目要求 

3.资料运用常见问题 

堆砌资料  对知识的不当展开 

学习目标： 

1.明确资料对论文写作的重要性； 

2.了解并掌握资料搜集的途径和方法； 

3.掌握资料的分类整理和运用方法。 

作业： 

1.围绕论文题目查找相关资料 

2.对资料整理归纳并分类 

知识单元 6：论文常见问题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选题不当 

  1.选题太大 

  2.选题空而不实 

3.选题涉及敏感问题 

二、论文结构散乱 

  1.论文各部分之间缺乏紧密联系 

  2.中心论题不明 

三、论证不足及论据不够充分 

四、文不对题 

五、采用教科书式写法 

六、案例运用及融入问题 

七、拼凑与抄袭问题 

八、论文格式问题 

学习目标： 

1通过论文实例分析说明问题； 

2了解问题产生的原因及症结所在； 

3.掌握避免问题产生的方法。 

作业： 

1.论文纠错 

2.通过论文纠错发现论文问题并引以为戒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学论文写作规范——创作规范（一） 3 选题  研究方法 

2 法学论文写作规范——创作规范（二） 3 论证 论证主题 论证方法 

3 法学论文写作规范——形式规范（一） 3 论文要素 撰写步奏 开题 

4 法学论文写作规范——形式规范（二） 2 引注规范 文字规范 

5 论文资料的搜集与运用 3 原则 范围 方法与途径 

6 论文常见问题分析 2 
选题 论证 结构 格式  

论证  拼凑与抄袭等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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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课程：法学专业大部分课程 

针对本科生培养方案要求，涉及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写作。而写作论文的前提是对法学专业课

程的学习达到一定的数量，并对法学专业相关问题有一定认识和理解程度，所以本课程适宜在大三

第一学期开设（针对大三学年论文和大四毕业论文）。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1.论文选题把握及研究与论证方法的掌握； 

2.论文写作规范的运用 

3.资料的查找途径与整理运用 

难点： 

1.选题及论文大纲的设计； 

2.严格规范的运用； 

3.资料的分类整理与运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与手段： 

1.结合实例讲授为主 

2.实例分析与课堂讨论 

3.总结作业与练习中反应的问题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运用  PPT课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1.按照要求查找相关论文资料并归类分析 

2.完成各教学阶段性作业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最终成绩由三部分组成 

1.平时成绩（出勤情况、课堂参与讨论情况）占 20％，； 

2.作业练习完成情况 占 30%； 

3.期末考核 占 50％。 

7、作业要求： 

每个单元均有相应的作业不知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目前尚未选定合适的教材，自主编写教材正在进行中。 

（二）推荐参考书 

1. 杨玉圣：《学术规范与学术批评》，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2. 梁慧星：《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 

3. 马立民、冯志明：《法学毕业论文写作》，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 

校园网资源： 

1. 期刊网（论文居多） 

2. Westlaw International （外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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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超星数字图书馆（图书） 

4. “北大法宝”－中国法律检索系统 （法律） 

5. 万方数据库 

6.还有许多校园网资源链接 

外网资源： 

1.联合国 http://www.un.org/   http://www.un.org/zh 

2.Wikipedia（维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 

3.中国政府网-法律法规 http://www.gov.cn 

4.新华网资料频道 http://news.xinhuanet.com 

5.中国法律大全  http://www.jincao.com 

6.国际法院 http://www.icj-cij.org/ 

7.国际法委员会 http://www.un.org/law/ilc/ 

执笔：张力  审稿：国际公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5日 

 

环境伦理学 
Environmental Ethics 

课程号：51504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在对环境伦理学的产生与发展，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德行规范以及科

学技术与环境伦理、人类生活方式与环境伦理、全球环境问题与环境伦理的关系作系统阐述的基础

上，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人文领域，为人类正确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促进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

提供理论指南。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并运用环境伦理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环境伦理学基础理论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了解环境伦理学产生的背景及原因。要求学生掌握环境问题无国界、命运共

同体等基本理念，确立环境伦理是新型文明的先进观念，初步理解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与作用。对环

境伦理学所涉主体、性质、规范、原则等基本理论以及环境伦理学的在环境保护领域中的重要职能

和重大作用进行研究。 

学习目标：本单元的学习目标是为了让学生了解环境伦理学产生的背景及原因。要求学生在理

解环境无国界、全球命运共同体等基本理念的基础上掌握环境伦理学的相关概念并真正领悟环境伦

理学的真谛所在。确立环境伦理关系对传统伦理关系发展的观念，理解环境伦理学独特的理论体系

和结构框架。 

作业： 

1.简述环境伦理学的概念。 

2.试述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3.如何把握环境问题的关键？ 

4.简述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及主要流派。 

5.环境伦理学的三大主张是什么？ 

6.“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分歧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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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试述“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的含义及其意义。 

…… 

知识单元 2：环境伦理学分论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结合环境伦理学兴起的基础知识与发展趋势就其具体领域如科学技术与环境伦理、

人类生活方式与环境伦理、全球环境问题与环境伦理的关系作系统阐述的基础上，为可持续发展战

略在人文领域，为人类正确运用科学手段、促进人类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南。 

学习目标：本单元的学习目标是使学生了解科学技术与环境伦理、人类生活方式与环境伦理、

全球环境问题与环境伦理的关系对人类生存、健康与发展的重要性。要求学生掌握科学技术与环境

伦理、人类生活方式与环境伦理、全球环境问题与环境伦理的关系，为人类正确运用现代科学技术、

促进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提供理论指南，在深层次上推动一种先进的环境文明和新的环境价值

观的形成。 

作业： 

1. 如何理解经济的绿色化和走向稳态经济的伦理含义？ 

2.土地环境伦理的原则和要求是什么？ 

3.为什么要提倡森林环境道德？它包括哪些内容？ 

4.怎样理解人口环境伦理问题？ 

5.企业的环境污染及其危害有哪些？企业环境道德的原则和规范是什么？ 

6.如何认识环境伦理对环保科技的推动作用？ 

7.为什么人类必须做出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科学技术选择？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环境伦理学产生与发展 3  

2 环境伦理学的学科体系 3  

3 环境伦理思想探源 3  

4 环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 3  

5 经济领域中的环境伦理 3  

6 科学技术与环境伦理 3  

7 人类生活方式的伦理标准 3  

8 人类生活方式与可持续发展可 3  

9 环境道德基本原则与德行规范 3  

10 公众参与和环境伦理 3  

11 国际环境立法与环境伦理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伦理学、环境学 

后续课程：国际法、国际环境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环境伦理学产生的背景及原因、环境伦理学的学科体系等。 

难点：掌握环境伦理学重点内容如科学技术与环境伦理、人类生活方式与环境伦理、全球环

境问题与环境伦理的关系等并运用环境伦理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运用启发式、引导式的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教师讲授结合多媒体等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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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环境伦理学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裴广川 林灿铃 陆显禄 主编：《环境伦理学》，高教出版社 2002年 8月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林灿铃主编：《国际环境条约选编》，学苑出版社 2011年版 

2.徐嵩龄著：《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 

3.张华夏著：《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4.王国聘著：《生存的智慧——环境伦理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8年版 

5.蕾切尔·卡逊著：《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6.芭芭拉·沃法等著：《只有一个地球》，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7.奥尔多·利奥波得著：《沙乡年鉴》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8.亨利·梭罗著：《瓦尔登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9.贾放著：《报应——人与自然的失衡》，中国林业出版社 1999年版 

10.陈鸿清著：《生存的忧患》，中国国际广播 2000年版 

执笔：林灿铃  审稿：国际公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4日 

 

国际法的资料查找与论文写作 
legal research and writing in international law 

课程号：51504002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国际法资料的查找；2、国际法论文的写作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中英文的国际法资料的查找技能，

国际法论文的写作要求，提升国际法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技能，为撰写国际法论文提供入门训练。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12学时 

知识单元 1：如何查找国际法资料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法学习和研究的中外文网站。 

2．国际法学习和研究的主要数据库：lexis/ westlaw/heinOnline。 

3．国际法学习和研究的经典参考文献 

4.  国际组织相关文献的查找 

5.  文献索引格式及其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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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法领域各专题的经典文献 

2．掌握什么资料去什么地方查阅，比如条约如何查找、二手资料上哪里查找 

作业： 

使用中国期刊网和 westlaw等数据库 

知识单元 2：国际法论文的写作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学领域研究型论文的构成及其各部分的功能 

2．经典国际法论文的研读与评阅 

3.  国际法英文论文的研读 

4.  论文与案例分析、读书报告的区别，以及各自的写作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学专业论文的形式要件 

2．掌握 法学专业论文的写作和分析方法 

作业： 

研读国际法某个领域经典的论文和案例分析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为 1个，共 4学时 

实践 1：论文的写作和评阅 

参考学时：4学时 

实践内容：针对某个主题，完成一篇论文；同学之间相互给出具体的评阅意见和建议 

实践要求： 

1、熟悉 论文的写作规范， 

2、掌握专业论文的摘要、注释、参考文献、正文等各部分的组成和功能； 

3、掌握文本分析、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等法学研究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涉及国际法研究的数据库的使用，国际法资料的查

找（专著、国际组织文件） 
3  

2 国际法著作的选读 ，如何撰写读书报告 3  

3 国际法律裁判文书的阅读；如何撰写案例分析 3  

4 国际法论文的评析，如何撰写研究型论文 3  

5 
研究型论文、读书报告和案例分析的评价分析（针

对选课同学的习作的分析与反馈）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法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论文写作、资料的查找、国际法文献的索引格式 

难点：国际法论文的写作、法学分析方法的恰当适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案例分析 

2. 文献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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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典型举例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中外文数据库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数据库的使用，国际组织和研究型网站的使用，论文的写作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

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无 

（二）推荐参考书 

1. 《 联 合 国 文 献 ： 研 究 指 南 》， 联 合 国 达 格 . 哈 马 舍 尔 德 图 书 馆 出 版 。

http://www.un.org/chinese/center/dhl/resguide.htm。 

2. 邹育理：《国际法文献资源与利用：国际条约和国际判例的检索》，《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1

年，第 4期。 

3. 戴 瑞 君 ：《 国 际 法 文 献 检 索 与 利 用 》， 中 国 法 学 网 ，

https://www.iolaw.org.cn/showArticle.aspx?id=2961。 

3. 刘南平：《法学博士论文的骨髓和皮囊》，《中外法学》2000年第 1期。 

4. 金瑞林：《硕士学位论文的指导与写作》，《中外法学》，1990年，第 6期，页 32。  

执笔：兰花  审稿：国际公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4日 

 

刑法学总则 
General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 

课程号：3040100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了解刑法学和我国刑事立法的发展概况。 

2、明确刑法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其理论体系。 

3、掌握刑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4、掌握我国刑法的基本精神和具体规定。 

5、学会运用刑法理论并根据刑法规定，分析和解决实际刑事案件中的问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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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教学内容】 

1、刑法学的研究对象 

  刑法学的概念。刑法学的研究对象。 

  2、刑法学的研究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研究刑法学的指导作用。刑法学的具体研究方法。 

  3、刑法学的体系 

  刑法学的理论体系。刑法学理论体系与刑法体系的联系与区别。 

  【教学要求】 

  1、了解刑法学的研究方法与体系。 

  2、明确刑法学的概念和研究对象。 

【学习重点】刑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第一章 刑法概述 

 【教学内容】 

  1、刑法的概念和性质 

  刑法的概念。刑法的阶级性质。刑法的法律性质。 

  2、刑法的创制和发展 

  我国刑法的创制。我国刑法的发展概况。 

  3、刑法的制定根据 

  法律根据。实践根据。 

  4、刑法的任务 

  刑法任务的含义。我国刑法的任务。 

  5、刑法的体系 

  刑法体系的含义。我国刑法体系的特点。 

  6、刑法的解释 

  刑法解释的概念和意义。刑法解释的类型。 

  【教学要求】 

  1、了解刑法的创制与发展、刑法的制定根据以及刑法的体系。 

  2、明确刑法的概念和性质，刑法的任务以及刑法的解释。 

  【学习重点】 

  1、刑法的任务。 

  2、刑法的解释。 

第二章 刑法的基本原则 

  【教学内容】 

  1、刑法基本原则的界定和意义 

  刑法基本原则的含义。刑法基本原则的界定标准。刑法基本原则的意义。 

  2、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3、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含义。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要求。 

  4、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含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 



2072 

  【教学要求】 

  1、明确刑法基本原则的含义、界定标准及意义。 

  2、掌握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含义和基本要求。 

  【学习重点】 

  1、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 

  2、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要求。 

  3、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基本要求。 

第三章 刑法的效力范围 

  【教学内容】 

  1、刑法的空间效力 

  刑法空间效力的概念和原则。我国刑法关于属地管辖权、属人管辖权、保护管辖权和普遍管辖

权的规定。 

  2、刑法的时间效力  

  刑法的生效时间。刑法的失效时间。刑法溯及力的含义和原则。我国刑法规定的溯及力原则及

其内容。 

  【教学要求】 

  1、了解世界各国关于刑法空间效力和溯及力问题的主要原则。 

  2、明确我国刑法解决刑法空间效力和溯及力问题的原则。 

  3、掌握我国刑法关于刑法空间效力和溯及力的规定。 

  【学习重点】 

  1、我国刑法关于刑法空间效力的规定。 

  2、我国刑法关于刑法溯及力问题的规定。 

第四章 犯罪概念 

  【教学内容】 

  1、犯罪概念的类型 

  犯罪的形式概念。犯罪的实质概念。 

  2、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 

  犯罪的概念。犯罪的基本特征。犯罪概念的意义。 

  【教学要求】 

  1、了解犯罪概念的类型。 

  2、明确犯罪的阶级本质以及犯罪概念的意义。 

  3、掌握犯罪的基本特征。 

  【学习重点】犯罪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  

第五章 犯罪构成 

  【教学内容】 

  1、犯罪构成的概念和特征 

  犯罪构成的概念。犯罪构成的特征。 

  2、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 

  犯罪构成的客体和客观要件。犯罪构成的主体和主观要件。 

  3、犯罪构成的意义 

  立法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 

  【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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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明确犯罪构成的意义及共同要件。 

  2、掌握犯罪构成的概念和特征。 

  【学习重点】犯罪构成的概念和特征。 

第六章 犯罪客体 

  【教学内容】 

  1、犯罪客体概述 

  犯罪客体的概念。犯罪客体的意义． 

  2、犯罪客体的种类 

  犯罪的一般客体。犯罪的同类客体。犯罪的直接客体。犯罪的单一客体和复杂客体。 

  3、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 

  犯罪对象的概念。犯罪对象的意义。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联系。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区别。 

  【教学要求】 

  1、明确犯罪客体的概念和意义。  

  2、掌握犯罪客体的种类以及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联系与区别。 

  【学习重点】 

  1、犯罪客体的种类。 

  2、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联系与区别。 

第七章 犯罪客观方面 

  【教学内容】 

  1、犯罪客观方面概述 

  犯罪客观方面的概念。犯罪客观方面的意义。 

  2、危害行为 

  危害行为的含义。危害行为的基本表现形式。 

  3、危害结果 

  危害结果的含义。我国刑法对危害结果的规定及其意义。 

  4、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的客观性、相对性、时间序列性、条件性、复杂性等基本观点。 

  5、犯罪的其他客观要件 

  犯罪的时间、地点和方法对定罪量刑的意义。 

  【教学要求】 

  1、了解犯罪的时间、地点和方法对于定罪量刑的意义。 

  2、明确犯罪客观方面的概念和意义。 

  3、掌握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因果关系及其意义。 

  4、学会运用犯罪客观方面理论分析实际案件。 

  【学习重点】 

  1、危害行为。  

  2、危害结果。 

  3、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八章 犯罪主体 

  【教学内容】 

  1、犯罪主体概述 

  犯罪主体的概念。犯罪主体的分类。自然人犯罪主体的共同要件。犯罪主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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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刑事责任年龄 

  刑事责任年龄的概念。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3、刑事责任能力 

  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和内容。刑事责任能力的程度。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聋哑人、盲人的刑

事责任。醉酒人的刑事责任。 

  4、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 

  犯罪主体特殊身份的概念。犯罪主体特殊身份的分类。犯罪主体特殊身份对定罪量刑的意义。 

  5、单位犯罪 

  单位犯罪的概念和特征。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 

  【教学要求】 

  1、了解犯罪主体的共同要件与意义以及单位犯罪问题。 

  2、明确犯罪主体的概念及犯罪主体特殊身份的意义。 

  3、掌握我国刑法关于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 

  4、学会运用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的理论分析实际案件。 

  【学习重点】 

  1、刑事责任年龄。 

  2、刑事责任能力。 

第九章 犯罪主观方面 

  【教学内容】 

  1、犯罪主观方面概述 

  犯罪主观方面的概念。犯罪主观方面的意义。 

  2、犯罪的故意 

  犯罪故意的概念。犯罪故意的构成因素。犯罪故意的类型（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 

  3、犯罪的过失 

  犯罪过失的概念。犯罪过失的类型（过于自信过失与疏忽大意过失）。 

  4、意外事件 

  意外事件的概念。意外事件与疏忽大意过失的区别。 

  5、犯罪的目的和动机 

  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的概念及关系。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的意义。 

  6、刑法上的认识错误 

  法律认识错误。事实认识错误。 

  【教学要求】 

  1、了解行为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认识的错误对解决刑事责任的影响。 

  2、明确犯罪主观方面的概念和意义。 

  3、掌握犯罪故意及其类型，犯罪过失及其类型，犯罪目的和犯罪动机的概念及意义。 

  4、学会运用犯罪主观方面理论分析实际案件。 

  【学习重点】 

  1、犯罪故意及其类型。 

  2、犯罪过失及其类型。 

第十章 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教学内容】 

  1、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的概念和意义 

  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的概念。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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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的概念和特征。正当防卫的成立条件。防卫过当及其刑事责任。特别防卫权。 

  3、紧急避险 

  紧急避险的概念和特征。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的异同。避险过当及其刑

事责任。 

  4、其他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履行职务的行为。从事业务的行为。执行命令的行为。经权利人同意的行为。 

  【教学要求】 

  1、明确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的概念和意义。 

  2、掌握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概念和成立条件，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的构成条件及其刑事责

任。 

  3、学会运用正当防卫理论和紧急避险理论分析实际案件。 

  4、了解其他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的种类及其成立条件。 

  【学习重点】 

  1、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 

  2、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的构成条件及刑事责任。 

第十一章 故意犯罪停止形态 

  【教学内容】 

  1、故意犯罪停止形态概述 

  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概念和特征。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种类。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意义。 

  2、犯罪既遂 

  犯罪既遂的概念和特征。犯罪既遂的类型。既遂犯的处罚原则。  

  3、犯罪预备 

  犯罪预备的概念和特征。犯罪预备行为的类型。预备犯的处罚原则。 

  4、犯罪未遂 

  犯罪未遂的概念和特征。犯罪未遂的类型。未遂犯的处罚原则。 

  5、犯罪中止 

  犯罪中止的概念。犯罪中止的类型和特征。中止犯的处罚原则。 

  【教学要求】 

  1、明确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的概念、特征、种类及意义。 

  2、掌握犯罪既遂、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的概念、特征、类型、处罚原则及其相互

区别。 

  3、学会运用故意犯罪停止形态理论分析实际案件。 

  【学习重点】犯罪既遂、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的概念、特征及其相互区别。 

第十二章 共同犯罪 

  【教学内容】 

  1、共同犯罪的概念和成立条件 

  共同犯罪的概念和意义。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 

  2、共同犯罪的形式 

  共同犯罪形式的概念和意义。任意共同犯罪与必要共同犯罪。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与事前无通

谋的共同犯罪。简单共同犯罪与复杂共同犯罪。一般共同犯罪与有组织的共同犯罪（犯罪集团）。 

  3、共同犯罪人的种类及其刑事责任 

  共同犯罪人分类概述。主犯及其刑事责任。从犯及其刑事责任。胁从犯及其刑事责任。教唆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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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刑事责任。 

  【教学要求】 

  1、明确共同犯罪的概念、构成要件和形式。 

  2、掌握共同犯罪人的种类及其刑事责任。 

  3、学会运用共同犯罪理论分析实际案件。 

  【学习重点】 

  1、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 

  2、犯罪集团及其构成条件。 

  3、共同犯罪人的种类及其刑事责任。 

第十三章 罪数 

  【教学内容】 

  1、认定罪数的意义和标准 

  认定罪数的意义。认定罪数的标准。 

  2、一罪的认定 

  实质的一罪（继续犯、想象竞合犯、结果加重犯）。法定的一罪（结合犯、惯犯）。处断的一

罪（连续犯、牵连犯、吸收犯）。 

  3、数罪的认定 

  同种数罪。异种数罪。 

  【教学要求】 1、明确认定罪数的意义和标准，数罪的类型。 2、掌握一罪的类型。 3、学会

运用罪数理论分析实际案件。  

  【学习重点】想象竞合犯、连续犯、牵连犯的概念、特征与处断原则。 

第十四章 刑事责任 

  【教学内容】 

  1、刑事责任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我国现行法律对刑事责任的规定概况。刑事责任的概念和基本特征。刑事责任与刑罚的关系。 

  2、刑事责任的根据 

  刑事责任的法律根据。刑事责任的事实根据。 

  3、刑事责任的开始和终结 

  刑事责任的开始。刑事责任的终结。 

  【教学要求】 

  1、了解我国现行法律对刑事责任的规定概况，刑事责任的开始和终结。 

  2、明确刑事责任的根据以及刑事责任与刑罚的关系。 

  3、掌握刑事责任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学习重点】刑事责任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第十五章 刑罚概说 

  【教学内容】 

   1、刑罚的概念  

  刑罚的概念和特征。刑罚与其他法律制裁方法的区别。  

  2、刑罚的功能  

  刑罚功能的含义。刑罚功能的划分。  

  3、刑罚的目的 

  刑罚目的概说。特殊预防。一般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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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要求】 

  1、了解刑罚的功能。 

  2、明确刑罚的概念和特征。  

  3、掌握刑罚的目的。 

  【学习重点】 

  1、刑罚的特征。 

  2、刑罚的目的。 

第十六章 刑罚的体系和种类 

  【教学内容】 

  1、刑罚的体系 

  刑罚体系的概念。我国刑罚体系的特点。 

  2、主刑 

  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 

  3、附加刑 

  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剥夺军衔。 

  4、非刑罚处理方法 

  非刑罚处理方法的概念和意义。非刑罚处理方法的种类及其适用。 

  【教学要求】 

  1、了解我国刑罚体系的特点以及非刑罚处理方法的种类及其适用。 

  2、掌握各种刑罚的概念及其适用。 

  3、学会运用关于死刑的理论分析实际案件。 

  【学习重点】 各种刑罚的概念及其适用。 

第十七章 刑罚裁量 

  【教学内容】 

  1、刑罚裁量概述 

  刑罚裁量的概念。刑罚裁量的特征。刑罚裁量的意义。  

  2、刑罚裁量原则 

  刑罚裁量原则的概念。刑罚裁量原则的基本内容。 

  3、刑罚裁量情节 

  刑罚裁量情节的概念。刑罚裁量情节的特征。刑罚裁量情节的种类。刑罚裁量情节的适用。  

  【教学要求】  

  1、了解刑罚裁量的特征与意义。 

  2、明确刑罚裁量、刑罚裁量原则、刑罚裁量情节的概念，刑罚裁量的任务，刑罚裁量原则的

基本内容。 

  3、掌握刑罚裁量情节的种类及其适用。  

  【学习重点】刑罚裁量情节。  

第十八章 刑罚裁量制度 

  【教学内容】  

  1、累犯  

  累犯的概念。累犯制度的意义。一般累犯。特别累犯。累犯的刑事责任。  

  2、自首与立功 

  自首的概念。自首制度的意义。一般自首。特殊自首。自首的认定。自首犯的刑事责任。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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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的概念。立功制度的意义。立功的分类。立功对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影响。  

  3、数罪并罚  

  数罪并罚的概念。数罪并罚的意义。数罪并罚的原则。数罪并罚的方法。  

  4、缓刑的概念和意义 

  缓刑的概念。缓刑的意义。缓刑的考验期限。对缓刑犯的考察。缓刑中的减刑。缓刑的法律后

果。缓刑的撤销。战时缓刑制度。 

  【教学要求】 

  1、了解对缓刑犯的考察与战时缓刑制度。 

  2、明确累犯、自首、立功、数罪并罚、缓刑的概念和意义，累犯、自首犯、立功犯的刑事责

任及缓刑的法律后果。 

  3、掌握累犯的分类和构成条件，自首的分类和成立条件，立功的分类和成立条件，数罪并罚

的原则及方法，缓刑的适用条件、考验期限以及缓刑的撤销。 

  【学习重点】 

  1、累犯的分类和构成条件。 

  2、自首的分类和成立条件。 

  3、立功的分类和成立条件。 

  4、数罪并罚的原则和方法。 

  5、缓刑的适用条件、考验期限及缓刑的撤销。 

第十九章 刑罚执行制度  

  【教学内容】 

  1、刑罚执行制度概述 

  刑罚执行的概念。刑罚执行的特征。刑罚执行的原则。 

  2、减刑  

  减刑的概念和意义。减刑的条件。减刑的程序。减刑后刑期的计算。  

  3、假释  

  假释的概念和意义。假释的条件。假释的程序。假释的考验期限。对假释犯的监督。假释的法

律后果。假释的撤销。 

  【教学要求】  

  1、了解刑罚执行的原则，减刑、假释的程序，减刑后刑期的计算及对假释犯的监督。  

  2、明确刑罚执行的概念和特征，减刑、假释的概念和意义以及假释的法律后果。  

  3、掌握减刑的条件，假释的条件、考验期限以及假释的撤销。 

  【学习重点】减刑、假释的概念和条件。 

第二十章 刑罚消灭制度 

  【教学内容】 

  1、刑罚消灭制度概述 

  刑罚消灭的概念。刑罚消灭的法定原因。  

  2、时效 

  时效的概念和种类。我国刑法规定追诉时效的意义。追诉时效的期限。追诉时效的起算。追诉

时效的具体适用。 

  3、赦免 

  赦免的概念和种类。我国的特赦及其特点。 

  【教学要求】 

  1、了解刑罚消灭的法定原因，我国的特赦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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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明确刑罚消灭、时效、赦免的概念和我国刑法规定时效制度的意义。 

  3、掌握我国刑法关于追诉期限及其计算方法的规定。 

  【学习重点】时效期限及其计算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和第一章 3  

2 第二章 3  

3 第三、四章 3  

4 第五、六章 3  

5 第七章 3  

6 第八章 3  

7 第九章 3  

8 第十章 3  

9 第十一章 3  

10 第十二章 3  

11 第十三—十四章 3  

12 第十五章 3  

13 第十六章 3  

14 第十七—十八章 3  

15 第十九章 3  

16 第二十章 3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罪刑法定原则、刑法解释、犯罪构成理论、刑罚制度 

难点： 刑法的思维方法和理念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采取课堂教学，教师教授为主。本课程文字教材采取分立型，由基本教材与辅助教

材两部分组成。基本教材系统阐述刑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我国刑法的基本精

神及具体规定，并为学生自学提供指导。教材内容由教学目的、内容提要、教学内容本文和思考

题等几部分组成。这是本课程教学的基本依据，也是复习、考试的基本依据。辅助教材收录有关

刑事立法文件、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分析等，以开拓学生视野、加深学生对基本教材内容的理解

和掌握。 

教学手段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辅以多媒体教学，对文字教材内容进行必要的补充和重点阐释，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文字教材的内容。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 

4、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5、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刑法学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曲新久等编著《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 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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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参考书 

1. 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 4版 

2. 陈兴良著《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  

执笔：罗翔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2日 

 

刑法学分则 
Special 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 

课程号：3040100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了解刑法分则的具体罪名。 

2、学会运用刑法总则的知识并根据刑法规定，分析和解决实际刑事案件中的问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第一章 刑法各论概述 

  【教学内容】 

  1、刑法各论与刑法总论的关系 

  刑法各论与刑法总论的关系。研究刑法各论的意义和方法。 

  2、刑法分则的体系 

  犯罪的分类排列。犯罪分类排列的依据。犯罪分类排列的意义。 

  3、具体犯罪条文的构成 

  罪状。罪名。法定刑。 

  4、法条竞合 

  法条竞合的概念、类型。法条竞合适用法律的原则。 

  【教学要求】 

  1、了解刑法各论与刑法总论的关系以及罪名的确定。 

  2、明确我国刑法分则的体系，法条竞合的概念、类型及适用法律的原则。 

  3、掌握具体犯罪条文的构成。 

  【学习重点】具体犯罪条文的构成。 

第二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教学内容】 

  1、危害国家安全罪概述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概念。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特征。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种类。 

  2、本章重点讲授的罪 

  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暴乱罪。叛逃罪。间谍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

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 

  3、本章的其他罪 

  煽动分裂国家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投

敌叛变罪。资敌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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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要求】 

  1、明确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2、掌握重点讲授的罪的概念、特征及认定。 

  3、了解其他罪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学习重点】重点讲授的罪的概念、特征及认定。 

第三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教学内容】 

  1、危害公共安全罪概述 

  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概念。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特征。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种类。 

  2、本章重点讲授的罪 

  放火罪。爆炸罪。投毒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刑法修正案（九）

增加的恐怖主义犯罪。劫持航空器罪。非法制造、买卖、运输、邮寄、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

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罪。重

大责任事故罪。  

  3、本章的其他罪 

  决水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失火罪。过失决水罪。过失爆炸罪。过失投毒罪。

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电力设备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

过失损坏交通工具罪。过失损坏交通设施罪。过失损坏电力设备罪。过失损坏易燃易爆设备

罪。劫持船只、汽车罪。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过失

损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违规制造、销售枪支罪。

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罪。丢失枪支不报罪。非法携带枪支、弹

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重大飞行事故罪。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重大劳

动安全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消防责

任事故罪。 

  【教学要求】 

  1、明确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2、掌握重点讲授的罪的概念、特征及认定。 

  3、了解其他罪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学习重点】 

  重点讲授的罪的概念、特征及认定。 

第四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教学内容】 

  1、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概述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概念。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特征。破坏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秩序罪的种类。 

  2、本章重点讲授的罪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走私淫秽物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 

  伪造货币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用账外客户资金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罪。洗钱罪。 

  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保险诈骗罪。 

  逃税罪。抗税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 

  假冒注册商标罪。侵犯著作权罪。侵犯商业秘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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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假广告罪。合同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强迫交易罪。 

  3、本章的其他罪 

  生产、销售劣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

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生产、销

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 

  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

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走私废物罪。 

  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妨

害清算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徇私舞弊造成

破产、亏损罪。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 

  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金融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持有、使用假币罪。

变造货币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罪。高利转贷罪。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伪造、变造国家有价证券罪。伪造、变造股票、公司、

企业债券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

卖证券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违法发放贷款罪。非法出具金融票证

罪。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罪。逃汇罪。 

  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 

  逃避追缴欠税罪。骗取出口退税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出售增值税专

用发票罪。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

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非法出售用于骗取出口

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非法出售发票罪。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假冒专利罪。销售

侵权复制品罪。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串通投标罪。伪造、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倒卖车票、船票罪。

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

大失实罪。逃避商检罪。 

  【教学要求】 

  1、明确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2、掌握重点讲授的罪的概念、特征及认定。 

  3、了解其他罪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学习重点】重点讲授的罪的概念、特征及认定。 

第五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教学内容】 

  1、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概述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概念。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特征。侵犯公民人

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种类。 

  2、本章重点讲授的罪 

  故意杀人罪。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伤害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

罪。非法拘禁罪。绑架罪。拐卖妇女、儿童罪。诬告陷害罪。侮辱罪。诽谤罪。刑讯逼供罪。报复

陷害罪。破坏选举罪。重婚罪。破坏军婚罪。虐待罪。 

  3、本章的其他罪 

  过失致人重伤罪。猥亵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

童罪。强迫劳动罪。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暴力取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煽动民族仇恨、

民族歧视罪。出版歧视、侮辱少数民族作品罪。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侵犯少数民族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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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罪。侵犯通信自由罪。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打击报复会计、统计人员罪。暴

力干涉婚姻自由罪。遗弃罪。拐骗儿童罪。 

  【教学要求】 

  1、明确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2、掌握重点讲授的罪的概念、特征及认定。 

  3、了解其他罪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学习重点】 

  重点讲授的罪的概念、特征及认定。 

第六章 侵犯财产罪 

  【教学内容】 

  1、侵犯财产罪概述 

  侵犯财产罪的概念。侵犯财产罪的特征。侵犯财产罪的种类。 

  2、本章重点讲授的罪 

  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敲诈勒索罪。 

  3、本章的其他罪 

  抢夺罪。聚众哄抢罪。挪用特定款物罪。故意毁坏财物罪。 破坏生产经营罪。 

  【教学要求】 

  1、明确侵犯财产罪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2、掌握重点讲授的罪的概念、特征及认定。 

  3、了解其他罪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学习重点】重点讲授的罪的概念、特征及认定。 

第七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教学内容】 

  1、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概述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概念。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特征。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种类。 

  2、本章重点讲授的罪 

  妨害公务罪。招摇撞骗罪。考试舞弊等罪、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网络犯罪 

  伪证罪。窝藏、包庇罪。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脱逃罪。

刑法修正案（九）增加的妨害司法犯罪 

  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偷越国（边）境罪。 

  倒卖文物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 

  非法组织卖血罪。医疗事故罪。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狩猎

罪。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毒品罪。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 

  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传播性病罪。 

  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3、本章的其他罪 

  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盗窃、抢夺、

毁灭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伪造、变

造、买卖身份证罪。非法生产、买卖警用装备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非法持有国家绝密、

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非法生产、销售间谍专用器材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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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冲击国

家机关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

性质组织罪。传授犯罪方法罪。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罪。非法携带武器、管制刀具、爆炸物

参加集会、游行、示威罪。破坏集会、游行、示威罪。侮辱国旗、国徽罪。组织、利用会道门、

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

聚众淫乱罪。引诱未成年人聚众淫乱罪。盗窃、侮辱尸体、尸骨、骨灰罪。赌博罪。故意延误

投递邮件罪。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打击报复证人罪。扰乱法庭秩序罪。拒绝提供证据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破坏

监管秩序罪。劫夺被押解人员罪。组织越狱罪。暴动越狱罪。聚众持械劫狱罪。 

  骗取出境证件罪。提供伪造、变造的出入境证件罪。出售出入境证件罪。运送他人偷越国（边）

境罪。破坏界碑、界桩罪。破坏永久性测量标志罪。 

  故意损毁文物罪。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过失损毁文物罪。非法向外国人出售、赠送珍贵文物

罪。非法出售、私赠文物藏品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抢夺、窃取国有档案罪。

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罪。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传染病菌种、毒种扩散罪。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强迫卖血罪。非法采集、

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罪。采集、供应血液、制作、供应血液制品事故罪。非法行医罪。

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逃避动植物检疫罪。 

  非法处置进口的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

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非法占用耕地罪。非法采矿罪。破坏性采矿罪。非法采伐、毁坏

珍贵树木罪。非法收购盗伐、滥伐的林木罪。 

  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走私、运输、买卖制毒物品罪。非法

买卖制毒物品罪。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

强迫他人吸毒罪。容留他人吸毒罪。非法提供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罪。 

  协助组织卖淫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引诱幼女卖淫罪。为他人提供书号出版淫秽书刊

罪。传播淫秽物品罪。组织播放淫秽音像制品罪。组织淫秽表演罪。 

  【教学要求】 

  1、明确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2、掌握重点讲授的罪的概念、特征及认定。 

  3、了解其他罪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学习重点】重点讲授的罪的概念、特征及认定。 

第八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 

  【教学内容】 

  1、危害国防利益罪概述 

  危害国防利益罪的概念。危害国防利益罪的特征。危害国防利益罪的种类。 

  2、本章重点讲授的罪 

  阻碍军人执行职务罪。阻碍军事行动罪。破坏武器装备、军事设施、军事通信罪。接送不合格

兵员罪。 

  3、本章的其他罪 

  故意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罪。过失提供不合格武器装备、军事设施罪。聚众冲击军

事禁区罪。聚众扰乱军事管理区秩序罪。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罪。煽动军人逃离部队罪。雇用逃离部

队军人罪。伪造、变造、买卖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盗窃、抢夺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

章罪。非法生产、买卖军用标志罪。战时拒绝、逃避征召、军事训练罪。战时拒绝、逃避服役罪。

战时故意提供虚假敌情罪。战时造谣扰乱军心罪。战时窝藏逃离部队军人罪。战时拒绝、故意延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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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订货罪。战时拒绝军事征用罪。 

  【教学要求】 

  1、明确危害国防利益罪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2、掌握重点讲授的罪的概念、特征及认定。 

  3、了解其他罪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学习重点】重点讲授的罪的概念、特征及认定。 

第九章 贪污贿赂罪 

  【教学内容】 

  1、贪污贿赂罪概述 

  贪污贿赂罪的概念。贪污贿赂罪的特征。贪污贿赂罪的种类。 

  2、本章重点讲授的罪 

  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行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 

  3、本章的其他罪 

  单位受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单位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

罪。私分罚没财物罪。 

  【教学要求】 

  1、明确贪污贿赂罪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2、掌握重点讲授的罪的概念、特征及认定。 

  3、了解其他罪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学习重点】重点讲授的罪的概念、特征及认定。 

第十章 渎职罪 

  【教学内容】 

  1、渎职罪概述 

  渎职罪的概念。渎职罪的特征。渎职罪的种类。 

  2、本章重点讲授的罪 

  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徇私枉法罪。枉法裁判罪。私放在押人员罪。 

  3、本章的其他罪 

  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徇

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罪。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徇私舞弊发

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罪。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

职罪。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罪。环境监管失职罪。传染病防治失职罪。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

地罪。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放纵走私罪。商检徇私舞弊罪。商检失职罪。动植物检疫

徇私舞弊罪。动植物检疫失职罪。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办理偷越国（边）境人员出入境

证件罪。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罪。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

妇女、儿童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招收公务员、学生徇私舞弊罪。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

流失罪。 

  【教学要求】 

  1、明确渎职罪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2、掌握重点讲授的罪的概念、特征及认定。 

  3、了解其他罪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学习重点】重点讲授的罪的概念、特征及认定。 

第十一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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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内容】 

  1、军人违反职责罪概述 

  军人违反职责罪的概念。军人违反职责罪的特征。军人违反职责罪的种类。 

  2、本章重点讲授的罪 

  战时违抗命令罪。战时临阵脱逃罪。逃离部队罪。武器装备肇事罪。盗窃、抢夺武器装备、军

用物资罪。非法出卖、转让武器装备罪。 

  3、本章的其他罪 

  隐瞒、谎报军情罪。拒传、假传军令罪。投降罪。擅离、玩忽军事职守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

罪。指使部属违反职责罪。违令作战消极罪。拒不救援友邻部队罪。军人叛逃罪。非法获取军事秘

密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军事秘密罪。故意泄露军事秘密罪。过失泄露军事秘密

罪。战时造谣惑众罪。战时自伤罪。擅自改变武器装备编配用途罪。遗弃武器装备罪。遗失武器装

备罪。擅自出卖、转让军队房地产罪。虐待部属罪。遗弃伤病军人罪。战时拒不救治伤病军人罪。

战时残害居民、掠夺居民财物罪。私放俘虏罪。虐待俘虏罪。 

  【教学要求】 

  1、明确军人违反职责罪的概念、特征、适用范围和种类。 

  2、掌握重点讲授的罪的概念、特征及认定。 

  3、了解其他罪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学习重点】重点讲授的罪的概念、特征及认定。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3  
2 第二章 3  
3 第三章 3  
4 第四章上 3  
5 第四章下 3  
6 第五章上 3  
7 第五章下 3  
8 第六章上 3  
9 第六章中 3  
10 第六章下 3  
11 第七章上 3  
12 第七章下 3  
13 第八章 3  
14 第九章上 3  
15 第九章下 3  
16 第十、十一章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是刑法学总则的延伸课程，学习本课程必须先修完总则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第四、五、六、九章 

难点：运用刑法原理解决分则的具体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采取课堂教学，教师教授为主。本课程文字教材采取分立型，由基本教材与辅助教材

两部分组成。基本教材系统阐述刑法学的具体罪名，并为学生自学提供指导。教材内容由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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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教学内容本文和思考题等几部分组成。这是本课程教学的基本依据，也是复习、考试的

基本依据。辅助教材收录有关刑事立法文件、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分析等，以开拓学生视野、加深

学生对基本教材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教学手段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辅以多媒体教学，对文字教材内容进行必要的补充和重点阐释，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文字教材的内容。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刑法学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曲新久等编著《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 第 4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 4版 

2. 张明楷著《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执笔：罗翔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10/22 

 

刑事诉讼法 
Criminal Procedure Law 

课程号：304020014  

一、课程教学目标： 
刑事诉讼法是由刑事司法学院刑事诉讼法研究所开设的一门法学专业必修课。为了明确本课程

的基本教学内容和要求，特编写本教学大纲。 

开设本课程的目的重点在于向法学专业的学生系统讲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内容，掌握我国

现有的法律规定，进而引发学生对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研究的兴趣，为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和程

序进行理论上的思考，结合司法实践展开实证式研究。 

本课程的内容是以研究我国刑事诉讼法典和司法解释中有关问题的规定为主线和重点，酌情介

绍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历史，并对其他国家（地区）的相关规定有所涉及，进行理论上的适当分析。 

在本教学大纲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六部门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最高法解释》、最

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简称《最高检规则》，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

程序规定》简称《公安部规定》。  

本课程的总学时数为 64学时，其中讲授学时数 60学时，模拟法庭实践环节 4学时。第 9章至

第 11章、第 28至 30章主要自学，不含在学时设计范围内。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60学时 

知识单元 1：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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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刑事诉讼 

    一、刑事诉讼的概念 

    （一）诉讼：是指原告对被告提出告诉，由裁判机关解决双方的争议。 

    （二）刑事诉讼：我国的刑事诉讼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

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追诉犯罪，解决被追诉人刑事责任的活动。 

    （三）我国的刑事诉讼有如下特征： 

    1、刑事诉讼由国家专门机关主持进行，是属于国家的司法活动。 

    2、刑事诉讼是公安司法机关行使国家刑罚权的活动。 

    3、刑事诉讼是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的活动。 

    4、刑事诉讼是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进行的活动。 

    二、刑事诉讼阶段 

刑事诉讼从开始到结束，是一个向前运动、逐步发展的过程。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按照一定顺序进

行的相互连接的一系列行为，可以划分为若干相对独立的单元，称为刑事诉讼阶段。 

    我国的刑事诉讼（公诉案件）划分为；立案、侦查、起诉、第一审、第二审和执行等阶段，此

外还有死刑复核和审判监督两个特殊阶段。特殊阶段是指特定案件才适用的程序，如死刑复核程序

只适用于判处死刑的案件，审判监督程序只适用于已生效的裁判等。 

    刑事诉讼阶段与各个具体的诉讼程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诉讼程序受诉讼阶段制约。在什么诉讼阶段便相应采用什么样的诉讼程序。例如在第一审阶段，设

立开庭前准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评议和宣判等具体审判程序。 

第二节    刑事诉讼法 

    一、刑事诉讼法的概念、性质 

    （一）概念：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的法律。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国家制定的规范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刑事诉讼的法律。 

    刑事诉讼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刑事诉讼法仅指刑事诉讼法典。广义的刑事诉讼法指一

切有关刑事诉讼的法律规范。刑事诉讼法的概念通常从广义上加以理解。 

    （二）刑事诉讼法的性质：按照法从不同角度的分类，它属于： 

    1、程序法 

    2、公法 

    3、基本法 

    二、刑事诉讼法的渊源 

    刑事诉讼法的渊源是指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存在形式。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渊源如下： 

    （一）宪法 

    （二）刑事诉讼法典 

    （三）有关法律规定 

    （四）司法解释 

    （五）行政法规 

    （六）地方性法规 

    （七）国际条约 

    三、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异同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特殊性。由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

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所解决的实体内容不同，决定了它们的诉讼原则、制度、程序上有以下几点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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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别： 

    1．诉讼主体 

    2．诉讼原则 

    3．证据制度 

    4．强制措施 

    5．诉讼程序     

第三节    刑事诉讼法学 

    一、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 

    （一）刑事诉讼法律规范 

    （二）刑事诉讼实践 

    （三）刑事诉讼法理论 

    二、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方法 

    （一）辩证思维的方法 

    （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三）比较与借鉴的方法     

第四节    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念 

    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 

    二、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动态并重 

    三、控审分离、控辩平等 对抗和审判中立 

    四、追求诉讼效率 

第五节    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根据和任务 

    一、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 

    （一）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 

    （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 

    （三）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 

    二、刑事诉讼法的根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条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清楚地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根据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三、刑事诉讼法的任务 

    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即刑事诉讼法所要承担的实际职责，所要达到的具体要求。依据我国刑事诉

讼法第 2条规定： 

    （一）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

事追究 

    （二）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

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学习目标：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重点掌握诉讼、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的概念；明确刑事诉讼法

的性质、作用以及与相邻部门法的关系；理解刑事诉讼法的渊源和基本理念；了解刑事诉讼法学的

研究对象；理解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根据并牢记它的任务。   
作业： 

    诉讼、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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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诉讼法的渊源 

    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 

    三大诉讼法的异同 

    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念 

    刑事诉讼法的目的 

    刑事诉讼法的任务 

知识单元 2：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外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 

    一、外国刑事诉讼立法的沿革 

    1、上古、中世纪的刑事诉讼立法 

    2、近现代的刑事诉讼立法 

    二、外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沿革 

    刑事诉讼模式是不同刑事庭审方式的本质性特征所构成的相互区别的诉讼类型，按刑事诉讼历

史发展，刑事诉讼经历了如下的诉讼模式： 

    （一）早期的弹劾式诉讼 

    （二）传统的纠问式诉讼 

    （三）近现代诉讼模式的形成和特征 

    1、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2、对抗制诉讼模式     

    3、混合式诉讼模式 

    混合式诉讼是在原有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大力吸收对抗制诉讼的积极因素的结果，它

以折衷模式试图结合职权主义诉讼和对抗制诉讼之长而避免其短，即强化对人权的保障，又注重发

现案件真实和提高效率，这种结合为许多国家刑事诉讼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供借鉴的典范。 

    三、外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沿革 

    （一）神示证据制度 

    （二）法定证据制度  

    （三）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第二节  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 

    一、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 

    中国古代法制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不但在时间上绵延了两三千年，而且在空间上也有广泛影

响，形成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 

    （一）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的沿革 

    （二）中国古代的司法机构 

    （三）中国古代的起诉制度 

    （四）中国古代的审判制度 

    （五）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     

     二、清末的刑事诉讼法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古代法律近乎封闭式地发展的局面才被彻底打破。在这种情势下，

清朝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为顺应新的形势和收回治外法权，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制开始了中

国法制的改革和发展。 

    清政府业经颁布的新型法律，民国成立之初均予以暂行援用。《刑事诉讼律》中关于事务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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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管辖、管辖指定与移转等规定得以在民国各审判衙门暂行实施。 

    三、中华民国的刑事诉讼法 

    中华民国分为三个时期 

    （一）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刑事诉讼法（1912年 1月——1912年 3月）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刑事诉讼法（1912——1928） 

    （三）国民党政府的刑事诉讼法（1927——1949）。 

    1949年以后，国民党政府的刑事诉讼法只在台湾得以继续实施，该法经过多次修改沿用至今。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诉讼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政权所从事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的立

法和实践提供了一定经验。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国的法制建设和刑事诉讼立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发展时期。刑事诉讼法的发展经历了以下阶段： 

    （一）建国初期颁布的有关单行法规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制定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正 

为了较好地贯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
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制定、下发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

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也分别制定、下发了关于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则、规定等，这些规范性文件对于协调公安、司法机关的执法活

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学习目标：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脉络，从历史进程反观新时期的变化，

重点掌握各历史阶段比较典型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制度、程序特点，学会分析和鉴别，尤其是对中

国刑事诉讼进程，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过程有清晰的观察，整体把握现今刑事诉讼法发展的趋势。 
作业： 

    从外国刑事诉讼发展历史看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 

    从中国刑事诉讼发展历史思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模式 

知识单元 3：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是指依照法定职权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国家机关。在我国，包括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军队保卫部门、监狱和走私犯罪侦查部门。 

    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刑事诉讼中居于主导的地位。在刑事诉

讼中，这些机关分别行使侦查、检察、审判和执行职能，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

则，共同完成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任务，共同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

秩序。     

第二节    人民法院 

    一、人民法院的性质、任务和职责 

    二、人民法院的组织体系及领导体制 

    三、审判组织 

    （一）独任庭 

    （二）合议庭 



2092 

    （三）审判委员会 

四、陪审制度 

第三节    人民检察院 

    一、人民检察院的性质、任务和职责 

    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体系及领导机制 

    三、检察委员会 

    四、人民监督员制度     

第四节    公安机关 

    一、公安机关的性质、任务和职责 

    二、公安机关的组织体系及领导机制 

    第五节其他专门机关 

    一、国家安全机关 

    二、军队保卫部门 

    三、监狱 

    四、缉私部门 

学习目标：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专门机关的规定，准确把握我国刑事诉讼

中的专门机关有哪些，各自的性质，地位，职权，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在刑事诉讼中的分工。结

合我国司法改革的现状，适当延伸了解我国刑事诉讼中这些专门机关设置和职能需要进行怎样的改

革。     

作业： 

    1、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的设置与相互关系 

    2、陪审制度研究 

    3、人民监督员制度研究 

    4、审判委员会研究    

知识单元 4：诉讼参与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概念：诉讼参与人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享有一定诉讼权利、负有一定诉讼义务的除国家专门

机关工作人员以外的人。没有诉讼参与人的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就会变成一种单纯的国家职权活动，

而不再具有诉讼的性质，也不可能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 

    二、诉讼参与人的分类： 

    （一）当事人：是指与案件的结局有着直接利害关系，对刑事诉讼进程发挥着较大影响作用的

诉讼参与人，包括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二）其他诉讼参与人：是指除当事人之外，参与诉讼活动并在诉讼中享有一定诉讼权利、承

担一定诉讼义务的参与人，包括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 

    这两类诉讼参与人在诉讼地位、参与诉讼活动的范围和方式以及对刑事诉讼过程的影响程度等

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另有见证人、保证人、侦查阶段依法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辩护律师

（与其他阶段辩护律师的权利义务不尽相同）、专家辅助人等没有列入诉讼参与人的范围。 

    在本章中，着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作一介绍和

分析，还将对单位参与刑事诉讼的若干问题略作论述。对上述之外的诉讼参与人问题在其他有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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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中分别予以论述。 

第二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一、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区分 

    （一）各自的概念：“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对涉嫌犯罪而受到刑事追诉的人的两种称

谓。公诉案件，受刑事追诉者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以前，称为犯罪嫌疑人；在检察机关正式

向法院提起公诉以后，则称为被告人。自诉案件一旦起诉被追诉人即被称为被告人。 

    （二）区分的意义： 

    1、根据诉讼法的一般理论，提起正式的控诉是确定“被告人”的前提。 

    2、符合刑事诉讼的实际进程，也与其在诉讼中地位的变化相适应。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拥有一系列诉讼权利的诉讼主体，居于当事人的地位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案件结局有着直接利害关系，他们居于被追诉者的地位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身还可以成为重要的证据来源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刑事诉讼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立了一系列诉讼权利。这些诉讼权利按其性质和作用的不

同，可分为防御性权利和救济性权利两种。防御性权利，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对抗追诉方的

指控、抵销其控诉效果所享有的诉讼权利。救济性权利，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国家专门机关

所作的对其不利的行为、决定或裁判，要求另一专门机关予以审查并作出改变或撤销的诉讼权利。 

    除了以上诉讼权利以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享有一系列程序保障。 

    刑事诉讼法在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系列诉讼权利的同时，也规定了一定诉讼义务。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全面履行，否则即可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或法律责任。     

第三节  被害人 

    一、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被害人是指其人身、财产及其他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本节所说的“被害人”专指在刑

事公诉案件中以个人身份承担部分控诉职能的诉讼参与人。 

    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刑事被害人以独立的诉讼当事人地位。 

    二、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害人除了享有一些为其他当事人所共有的诉讼权利外，也享有一些

特有的诉讼权利并在享有上述诉讼权利同时，还须在诉讼过程中承担一些法定的诉讼义务。 

第四节    其他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 

    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还包括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被告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包括法

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坚定人、翻译人员。 

    具体的内容相见教材和相关章节，本节不再展开。 

    第五节单位参与人 

    诉讼参与人在一般情况下是由自然人充当的，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单位也可以直接成为刑事

诉讼的参与人。就单位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方式问题，本节作一简要

论述。 

    一、单位犯罪嫌疑人、单位被告人 

    （一）单位能否成为独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二）单位嫌疑人、被告人参加刑事诉讼的方式 

    （三）单位诉讼代表人的诉讼地位 

    二、单位被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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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不仅可能成为公安司法机关追诉、审判的对象，而且可能成为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

但是，单位能否作为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参加刑事诉讼的问题，理论界有所争论。 

    （一）单位被害人的诉讼主体资格 

    （二）单位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方式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诉讼参与人的规定，思考现实的诉讼中是否

有参加刑事诉讼却没有给与规范的人员，应该如何加以规范；正确认识不同的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

的不同诉讼地位以及权利和义务，尝试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议。     

作业：复习与思考 

    1、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 

    2、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参与人 

    3、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诉讼地位的不同 

    4、刑事诉讼中单位参与人的特点 

知识单元 5：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性质和功能 

    （一）概念：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指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或主要诉

讼阶段，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诉讼参与人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二）特点： 

    1．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往往包含着丰富的诉讼原理，体现了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规律 

    2．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由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法律原则 

    3．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一般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4．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具有法律约束力 

    （三）意义： 

    1、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可以促进刑事诉讼立法的科学化 

    2、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指导着刑事诉讼活动的开展 

    二、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原则 

    （一）国家追诉原则 

    （二）控审分离原则 

    （三）无罪推定原则 

    （四）公正审判原则 

    （五）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六）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注意二者的异同） 

    三、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体系 

    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在批判和取代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逐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但

又与纠问式诉讼明显不同，它确立了一系列新的诉讼原则，如无罪推定、禁止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

不告不理、直接和言词审理、审判集中、审判公开、一事不再理等，并使其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基本

原则体系。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章规定了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些原则互

相联系、相辅相成，任何一项原则的实现均以其他原则的正确执行为前提，破坏其中一项原则，其

他原则的贯彻实施也会受到影响。 

    《刑事诉讼法》第一章规定的其他一些内容，如两审终审、人民陪审员陪审、司法协助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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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基本原则的特征，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因此不纳入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体系，这些内容将

在教材有关章节中加以论述。     

第二节    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 

    《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并确立了这项原则，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公、检、法三机关有权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

这些权力 

    二、公、检、法三机关依照法律行使职权，必须遵守法定的程序 

    三、公、检、法三机关分别行使各自的职权，不能混淆或相互取代     

第三节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依据《宪法》第 126条、第 131条和《刑事诉讼法》第 5条及《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

院组织法》的规定确立这项原则，它的基本内容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审判权和检察权由人

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这一原则，包含着两项联系密切的内容：一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二是人民检察院独立

行使检察权。 

    要实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还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关系： 

    一、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关系 

    二、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与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关系 

    三、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与社会和人民群众监督的关系 

第四节    依靠群众 

    《刑事诉讼法》第 6 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

众。”依靠群众原则是群众路线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是我国刑事诉讼的特点之一。 

    《刑事诉讼法》第 43条规定：“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

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贯彻依靠群众原则，必须正确处理国家专门机关工作与依靠群众的关系。另一方面，必须注重

依靠群众与专门机关相结合 

第五节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刑事诉讼法》第 6 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

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项原则充分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根本要求和客观规律，是实事求

是思想路线和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集中体现。 

    以事实为根据，就是指重证据，重调查研究。 

    以法律为准绳，就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应该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以法律为尺度来衡量案件

的具体事实和情节，按照法律的规定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 

第六节    对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刑事诉讼法》第 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诉讼，对于一切公民在适

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这一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指我国刑事诉讼法对

于全体公民同等适用，不存在任何例外，也不准搞任何特权或歧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平等，是指公民法律地位的平等，而不是其权利、义务的完全对等。在刑事诉讼中，由于公民

所处的诉讼地位不同，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的诉讼义务有所不同。坚持这项原则，是为了使当

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各项权益得到有力的法律保障，特别是对被告人，往往更能体现法律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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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刑事诉讼法》第 7 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分工负责，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分别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职权，

各负其责、各尽其职，不可混淆也不可代替。 

    互相配合，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应当通力合作、协调一致，共同完成刑事诉

讼的任务。 

    互相制约，是指公、检、法三机关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的基础上，不仅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而且对其他机关发生的错误和偏差予以纠正，对重要的刑事诉讼活动或措施，由其他机关予以把关，

以达到互相牵制、互相约束的目的，防止权力的滥用导致司法腐败。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整体，三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任何一

项均不可偏废。 

    这一原则是刑事诉讼各机关处理相互关系的一项基本准则，同刑事诉讼的客观规律相适应，体

现出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体现在一系列的制度、程序之中，贯穿刑事诉讼法的全过

程，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第八节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刑事诉讼法》第 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是国家

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不仅负责对刑事案件的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

的侦查和提起公诉，是办案的专门机关，而且对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对刑事诉讼专门机关及诉讼参

与人的诉讼活动进行监督，是刑事诉讼的监督机关。 

    刑事诉讼法将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规定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具有重大的

意义。一方面它为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和公安机关依法行使侦查权提供了一种制约和监督，从

而为刑事案件的正确处理、审判提供了进一步的保障：另一方面又为纠正可能出现的冤假错案提供

了一种途径，从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提供了更完善的机制。 

    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主要体现。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必须依法进行。 

    要处理好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与履行其他检察职权的区别。 

第九节    各民族公民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 

    《刑事诉讼法》第 9 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

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

书、布告和其他文件。”这一原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1.各民族公民，无论当事人，还是辩

护人、证人、鉴定人，都有权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陈述、辩论，有权使用本民族文字书写有关诉

讼文书；2．公、检、法机关在少数民族聚居或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要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侦查、

起诉和审判，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公告、布告和其他文件；3．如果诉讼参与人不通晓

当地的语言文字，公、检、法机关有义务为其指派或聘请翻译人员进行翻译。 

第十节    审判公开 

    一、含义：审判公开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和宣告判决都必须公开进行，既要允许公民到法庭

旁听，又要允许记者采访和报道。这一原则在《宪法》第 125条、《刑事诉讼法》第 11条中具有明

确规定。 

    二、不公开审理的情形：审判公开原则有例外情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83条、第 274条

相关规定，下列案件不公开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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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 

    （二）有关个人隐私的案件 

    （三）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 

    （四）涉及商业秘密的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 

    此外，在有关“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范围内审理的案件，被告人以信息安全为由申请不公

开审理，人民检察院、辩护人没有异议的，经审理法院院长批准，可以不公开审理。 

    三、审判公开原则的意义： 

    （一）法院通过审判公开，将审判过程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增加诉讼的透明度，加强群众监督，

防止法院执法不公 

    （二）体现了诉讼的科学性，可以促使侦查、起诉、审判机关严格依法办案和保证诉讼质量，

防止片面性，客观公正地查明案件情况，正确地适用刑法。 

    （三）也是法制宣传和教育的有效途径     

第十一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一、含义：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针对控诉一方的指控而进行的论证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罪责的反驳和辩解，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诉讼行为。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是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原则。 

    二、意义： 

    （一）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参与刑事诉讼活动，有效地对抗刑事追诉活动，并最终影

响法院的司法裁判 

    （二）确保专门机关严格依法进行诉讼活动，避免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和权益受到无

理的限制和剥夺 

    （三）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社会公众对国家专门机关的诉讼活动保持最大限度的信任

和尊重 

第十二节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 

    一、含义：《刑事诉讼法》第 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 

    二、意义： 

    （一）确定被告人有罪的权力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 

    （二）人民法院确定任何人有罪，必须依法判决     

第十三节    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 14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

有的诉讼权利。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的诉讼权利和人身悔辱的

行为，有权提出控告。” 

    原则的含义是：1．公安司法机关不得以任何方式剥夺诉讼参与人所享有的法定权利，并且有

义务保障诉讼参与人充分行使其诉讼权利；对于刑事诉讼中妨碍诉讼参与人行使诉讼权力的行为，

有责任采取措施予以制止。2．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有权使用法律手段维护自

己的诉讼权利，例如控告或者请求公安司法机关予以制止侵害。 

第十四节    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是指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15 条规定的情形，不追究刑事

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事实上没有实施犯罪和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亦应不追究刑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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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第十五节    追究外国人刑事责任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第 16条规定：“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本法的规定。对于

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项原则明确了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外国人的效力，是刑事诉讼法适用范围的规则，体现了刑事诉讼中的国家主权原

则。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重点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各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并给予尽可

能的全面把握，理解它们的内涵，将其与国际通行的基本原则进行比较性研究，找出我国的特色，

进而也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相关内容有所发现。     

作业： 

    1、刑事诉讼中的基本原则概念 

    2、我国刑事诉讼中基本原则的特色 

    3、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原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4、无罪推定问题研究 

    5、司法独立问题研究 

    6、审判公开问题研究 

    7、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情形的规制及相关程序处理 

知识单元 6：管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管辖概述 

    一、管辖的概念 

    刑事诉讼中的管辖，是指国家专门机关依法在受理刑事案件方面的职权范围上的分工。我国刑

事诉讼法中的管辖，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等依照法律规定立案受理刑事案件以及

人民法院系统内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分工制度。 

    二、确定管辖的原则 

    （一）依法管辖的原则 

    （二）准确及时的原则 

    （三）便利诉讼的原则 

    （四）维护合法权益的原则 

    （五）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三、管辖的意义与分类 

    （一）意义 

    1、可以使专门机关明确各自受理刑事案件的权限和职责， 

    2、便于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控告、检举犯罪 

    3、有助于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保证案件得到正确、及时的处理； 

    （二）分类 

    1、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各自直接受理刑事案件的职权范围； 

    2、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职权范围；     

第二节    立案管辖 

    刑事诉讼中的立案管辖，在诉讼理论上又称职能管辖或部门管辖，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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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安机关各自直接受理刑事案件的职权范围，也就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之间，在

直接受理刑事案件范围上的权限划分。 

    主要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 18 条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则》、公安部

《规定》和六机关《决定》对刑事案件的立案管辖都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一、公安机关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法律的除外规定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缉私部门、检察院侦查的案件 

    二、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 

    刑事诉讼法第 18条第 2款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

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

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

案侦查。” 

    三、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 

    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是指刑事案件不需要经过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不通过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而由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起的诉讼直接立案和审判。这类刑事案件，

在刑事诉讼中称为自诉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04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下列三类案件： 

    （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这类案件，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

院应当依法受理，对其中证据不足、可由公安机关受理的，或者认为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

刑以上刑罚的，应当告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

控告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 

    （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

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已经作出书面决定）。 

    （四）被害人依据刑事诉讼法第 176条提起自诉而不在刑事诉讼法第 204条第（3）项规定范

围内的案件。 

    四、关于执行立案管辖的几个问题 

    刑事诉讼过程中出现管辖方面的交叉或者冲突是可能的，各专门机关之间不应“互争”或者“互

推”，而需要妥善处理： 

    （一）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互涉”情况，应妥善解决；其中一个机

关为主进行侦查时，其他机关予以配合。 

    （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属于自诉案件范围中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可以告知被害人

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发现属于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其他类型自诉案件，可以立案进行侦查，

然后在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随同公诉案件移送人民法院，有人民法院合并审理；侦查终结后不

提起公诉的，则直接移送人民法院处理。 

    （三）人民法院在审理自诉案件过程中，如果发现被告人还犯有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

罪行时，则应将新发现的罪行另案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处理。 

    （四）根据《六部门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可以在

其职责范围内并案处理： 

    1、一人犯数罪的； 

    2、共同犯罪的； 

    3、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实施其他犯罪的； 

    4、多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犯罪存在关联，并案处理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     

第三节    审判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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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诉讼中的审判管辖，是指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职权范围，包括各级人民法院之

间、普通人民法院与专门人民法院之间，以及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上的权限

划分。从诉讼的角度讲，审判管辖所要解决的是某个刑事案件由哪个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进行审判

的问题。 

    根据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法院除设有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外，

设有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又分为：基层人民法院、中

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与人民法院的设置相适应，刑事案件的审判管辖，分为级别管辖、地

区管辖、指定管辖和专门管辖。 

    一、级别管辖 

    级别管辖，是指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职权范围。级别管辖所解决的是各级人民

法院之间，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上的权限分工问题。 

    刑事诉讼法对各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作了明确的规定： 

    (一)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刑事诉讼法第 19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但是依照本法由上级人民

法院管辖的除外。”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刑事诉讼法第 20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1、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

动案件；2、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 

    (三)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刑事诉讼法第 21 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省(自治区、直辖市)

性的重大刑事案件。” 

    (四)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刑事诉讼法第 22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 

    为了适应审判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某种特殊情况的需要，保证案件的正确、及时处理，级别管辖

还必须有一定的灵活性。为此，刑事诉讼法第 23条又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审

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下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

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审判。” 

    二、地区管辖 

    地区管辖，是指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上的权限划分。 

    (一)犯罪地法院管辖 

    刑事诉讼法第 24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

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犯罪地的概念：一般理解为包括犯罪预备地、犯罪行为实施地、犯罪结果地以及销赃地等。根

据《最高法解释》规定，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犯罪地”包括犯罪的行为发生地和结果发生地。针对

或者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犯罪，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的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

网络建立者、管理者所在地，被侵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及其管理者所在地，被告人、被害人使用的

计算机信息系统所在地，以及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地。 

    (二)被告人居住地法院管辖 

    刑事案件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

辖。这是法律对地区管辖所作的一种辅助性的规定。 

    根据《最高法解释》规定，被告人的户籍地为其居住地。经常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经常

居住地为其居住地。经常居住地为被告人被追诉前以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住院就医的除外。

被告单位登记的住所地为其居住地，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与登记的住所地不一致

的，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其居住地。 

    (三)优先管辖和移送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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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诉讼法第 25条明确规定：“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

审判。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判。” 

    （四）特殊情况的管辖 

    《最高法解释》第 4条至第 14条对特殊情况的管辖予以特别规定。 

    三、指定管辖 

    刑事诉讼法第 26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也可以

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 

    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 19 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应当在开庭审判前将指定管

辖决定书分别送达被指定管辖的人民法院及其他有关的人民法院。第 22 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在

必要的时候，可以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管辖。 

    四、专门管辖 

    专门管辖是指专门人民法院之间，以及专门人民法院与普通人民法院之间对第一审刑事案件在

受理范围上的分工。解决的是哪些刑事案件应当由哪些专门人民法院审判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

27条规定：“专门人民法院案件的管辖另行规定。”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我国设立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其中受理刑事案件的专门人

民法院有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 

    五、管辖权异议 

    管辖权异议，是指当事人认为受诉法院对案件无管辖权而向法院提出的不服管辖的意见或者主

张。一般而言，管辖权异议属于当事人的重要诉讼权利之一，迄今，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

明文规定，相应的，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有所规定。有关此一制度，可以研讨。

《最高法解释》第 184条在有关召开庭前会议的规定中指出，审判人员可以就“是否对案件管辖有

异议”向控辩双方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是否意味着我国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具有了管辖异议权？如

果存在，包含哪些内容，其他阶段是否也应有相应规定，值得思考。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明确管辖的概念、意义、规范原则，把握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

管辖的种类、划分根据，探讨目前法律规定的不足，尝试进行必要的实证性研究，例如到实际部门

做一些调查，提出修改完善的建议。     

作业： 

    1、刑事自诉案件问题研究 

    2、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刑事案件范围研究 

    3、刑事审判级别管辖研究 

    4、刑事审判地域管辖研究 

    5、管辖异议制度研究 

知识单元 7：回避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回避的概念和意义 

    一、回避的概念 

    刑事诉讼中的回避，是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等，因与案件或案件的当事人具有某

种利害关系或其他特殊关系，可能影响刑事案件的公正处理，而不得参加对该案进行的诉讼活动的

一项诉讼制度。 

    二、回避的意义 

    （一）确保刑事案件得到客观公正的处理； 

    （二）确保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受到公正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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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确保法律制度和法律实施过程得到当事人和社会公正的普遍尊重。 

第二节    回避的人员范围、种类和理由     

    一、回避的人员范围 

    适用回避的人员包括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以及参加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的书记员、

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其中，侦查人员包括公安机关负责人，侦查人员，参与侦查活动的记录人；检

察人员包括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成员、检察员和助理检察员；审判人员包括审判委员会

成员、合议庭组成人员及独任审判员。此外，司法警察亦应在此列。 

    二、回避的理由 

    回避的理由，是指法律明确规定的实施回避所必备的事实根据。 

    （一）《刑事诉讼法》第 28条对回避的理由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1、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2、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3、担任过本案证人、鉴定人、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的。 

    4、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 

    （二）《刑事诉讼法》第 29 条还规定：“审判人员、侦查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

请客送礼，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违反前款规定

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三）《刑事诉讼法》第 228条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对于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

合议庭，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第 245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

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 

    此外，又关回避的人员，随着我国法律程序规范的日益严格，与司法改革呼应，也和任职回避

要求等相协调，一系列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对此陆续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 

    三、回避的种类 

    （一）自行回避：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等在诉讼过程中遇有法定回避情形之一

时，主动要求退出案件办理的诉讼行为。 

    （二）申请回避：是指案件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依法提出申请，要求符

合法定回避情形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等退出诉讼活动的诉讼行为。 

    （三）指令回避：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等有法定的回避情形而没有提出自行回

避，也没有被申请回避时，由法定的人员或者组织径行决定，责令其退出诉讼活动的诉讼行为。这

是自行回避与申请回避的重要补充。 

第三节    回避的程序 

    一、回避权的告知 

    知晓自己的诉讼权利是当事人等行使权利的前提和基础，根据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原

则，在刑事诉讼的每一个阶段，公安司法人员都应当告知权利人享有的诉讼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

也在审判阶段则明确规定了法院的告知责任。 

    二、提出回避的申请 

    回避的人员范围包括各个诉讼阶段，因而回避的适用也就贯穿于刑事诉讼各个阶段。 

    提出回避，如果属于自行回避，《最高法解释》、《最高检规则》和《公安部规定》均明确规定

可以用口头或书面方式。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出有关人员回避申请的，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均

可，并说明理由，但如果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9条规定提出的，应当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三、回避的审查、决定和宣布 

    有关回避的申请提出后，均应予以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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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诉讼法》第 30条第 1款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

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院长的回避，由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检察长和公安机关负责

人的回避，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刑事诉讼法》第 30条第 2款规定：“对侦查人员

的回避作出决定前，侦查人员不能停止对案件的侦查。” 

    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讨论回避问题时，分别由院长和检察长主持，院长、检察长本人涉及

回避时，由副院长、副检察长主持，院长、检察长本人不得参加。 

    有关回避的决定作出后，应当告知相关人员或者申请人，并向其宣布，而且要同时告知其享有

申请复议的权利。 

    有权对驳回申请回避决定进行复议的是原作出该决定的组织或个人。对于这种复议申请，当事

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只能提出一次。对于复议的最终结果，有关组织或个人应及时告知申请复议的当

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四、回避的效力 

    回避申请期间，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30条第 2款规定的侦查人员以外，有关人员即应当

停止案件办理，回避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一切应当回避的人员均应当退出办案活动。 

    对于决定回避前已经进行的诉讼活动是否有效，应当进行必要的审查，根据《最高检规则》和

《公安部规定》，需要由有回避决定权的人员或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决定。应当回避的人员没有回避，

构成程序违法，第二审人民法院一经发现，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明确回避制度的概念及其理论基础、我国回避制度的具体内容。其

中重点掌握回避的概念和意义，回避的种类和理由，回避的人员范围和主要程序。在此基础上，可

以了解一些其他国家的相关情况。     

作业：  

    1、刑事回避适用人员范围研究 

    2、刑事回避适用情形研究 

    3、刑事回避适用程序问题研究     

知识单元 8：辩护与代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辩护 

    一、辩护制度概述 

    （一）辩护、辩护权和辩护制度 

    （二）辩护制度之历史发展 

    （三）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 

    （四）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意义 

    二、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基本内容 

    （一）辩护的种类 

    1、自行辩护 

    2、委托辩护 

    3、指定辩护 

    （二）辩护人的范围 

    刑事诉讼法第 32 条和我国《律师法》以及《六部门规定》、《最高法解释》、《最高检规则》等

有关条款，对辩护人的范围作了全面的规定，下列人员可以担任辩护人： 

    （1）律师 

    （2）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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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下列人员不得担任辩护人： 

    （1）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处于缓刑、假释考验期间的人； 

    （2）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 

    （3）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 

    （4）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的现职人员； 

    （5）人民陪审员； 

    （6）与本案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 

    （5）外国人或者无国籍人。 

    但上述人员中的第（4）、（5）、（6）、（7）项，如果本人是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由被告人

委托担任辩护人的，可以允许。 

    此外，根据《律师法》第 41条、《最高法解释》、《最高检规则》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

从人员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 2年以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辩护人；审判人员和人民法院其他工

作人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所审理案件的辩护人，检察人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

后，不得担任原任职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辩护人，但作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近亲属

进行辩护的除外；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不得担任其任职法院所

审理案件的辩护人，检察人员的配偶、子女不得担任该检察人员所任职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辩护人。 

    （三）辩护人的责任 

    刑事诉讼法第 35 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

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

益。 

    （四）辩护人的诉讼地位 

    1、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履行辩护

职责； 

    2、其唯一诉讼职能在于辩护，是维护而没有其他职能，以区别于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

也具有保障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职责。 

    因而，辩护人的诉讼地位是独立的。 

    （五）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 

     1、辩护人的诉讼权利 

    （1）职务保障权（2）会见、通信权（3）阅卷权（4）获取证据权（5）依法提供辩护的权利

（6）其他权利 

     2、辩护人的诉讼义务 

    （1）认真履行职务义务（2）依法辩护义务（3）部分证据展示义务（4）保守秘密义务（5）

遵守诉讼纪律义务 

第二节    代理 

    一、刑事代理制度概述 

    （一）概念：刑事诉讼中的代理是指代理人接受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

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名

义参加诉讼，由被代理人承担代理行为的法律后 

    （二）意义： 

    1．可以为被代理人提供法律上的帮助； 

    2．可以代理那些不能亲自参加诉讼的被代理人等参加诉讼； 

    3．可以协助人民法院准确及时地查明案情，正确地处理案件。 

    二、刑事代理制度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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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诉案件中的代理； 

    （二）自诉案件中的代理； 

    （三）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代理。 

第三节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一）法律援助制度概述 

    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对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因素而

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

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它作为实现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在国家的司

法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自 2003年 9月 1日施行的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标志着我国系统的法律援助制度正式建立。

2012 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颁

布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2013年 3月 1日起施行），共计 28条，专门针对刑事

诉讼中的法律援助问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规定。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对法律援助参与申诉代理制度，以及刑事速裁和死刑复核等方面改

革措施进行了探索，我国法律援助法的立法工作已经取得重要进展，即将出台。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1．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2．刑事法律援助的机构； 

    3．刑事法律援助的程序。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辩护制度、律师制度的概念以其简要的发展史。明确辩护制度

与律师制度的不同内涵、辩护制度内在的理论基础。重点掌握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

辩护权、辩护的种类、辩护人的范围和一案中可以承担工作的辩护人的数量，辩护人的责任，辩护

人的诉讼地位，辩护律师参加诉讼的意义。了解和掌握刑事代理制度的概念和意义，重点掌握我国

刑事代理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包括：自诉案件中的代理，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代理以及附带民

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代理。     

作业： 

    1、辩护人的责任 

    2、辩护人的地位与权利义务 

    3、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作用 

    4、刑事代理的意义 

    5、律师阅卷权研究 

    6、辩护人在庭前会议中的作用 

    7、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制度     

知识单元 9：证据 

    关于证据部分的说明：教材的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问题，鉴于课时

安排的原因，考虑到与在本门课程之后设立的《证据学》课程的有效衔接，我们在《刑事诉讼法》

课程的证据部分不做详细讲授，由学生自学，而后，希望同学们积极选修《证据学》，并且，我们

开设的证据学课程将不局限于刑事诉讼证据，它通常针对三大诉讼中的证据问题进行研究。 

    结合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证据的规定有必要了解，对其他章节

中的证据相关问题能够融会贯通。     

知识单元 10：强制措施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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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一、强制措施的概念和特点 

    （一）概念：我国刑事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

利进行，依法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各种强制性方法。 

    （二）特点： 

    1．有权适用强制措施的主体只能是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 

    2．强制措施适用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其他诉讼参与人和案外人，一律不得适用； 

    3．强制措施的内容是限制或者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而不包括对物的强制处

分和对隐私权的干预； 

    4．强制措施的性质是预防性措施，而不是惩戒性措施； 

    5．强制措施是一种法定措施，其适用必须依照刑事诉讼法行管法定程序； 

    6．强制措施是一种临时性措施，可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而予以变更或者解除。 

    二、强制措施同刑罚、行政处罚的区别 

    （一）强制措施同刑罚的区别 

    本质上不同，主要表现在： 

    1．性质不同 

    2．对象不同 

    3．法律根据不同 

    4．适用的机关不同 

    5．适用的时间不同 

    6．稳定程度不同 

    7．法律后果不同 

    （二）强制措施同行政处罚的区别 

    两者存在重大区别，主要区别如下： 

    1．性质不同 

    2．对象不同组织 

    3．法律依据不同 

    4．适用的机关不同 

    5．稳定性不同 

    三、强制措施的体系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由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构成。这是一个由轻到

重、层次分明、结构合理、互相衔接的体系，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能够适应刑事诉讼的各

种不同情况。 

    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的体系，还有一个相关问题需要介绍：公民的扭送。它是法律

赋予公民同犯罪行为斗争的手段，也是公民配合公安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辅助方式，扭送的对

象最终是否应当采取强制措施和应当采用何种强制措施皆由专门机关依法决定，对于不需要采取

的，应当释放。 

    四、强制措施的适用原则和应当考虑的因素 

    (一) 合法性原则 

    (二) 必要性原则 

    (三) 相当性原则 

    (四) 变更性原则 

    适用强制措施除遵循上述原则之外，还应当考虑如下因素：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实施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存在妨碍刑事诉讼行为的可能性及其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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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情况，是否存在适用的例外情况； 

    公安司法机关对案件事实的调查情况以及对证据的掌握情况。 

    五、强制措施的意义 

    （一）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 

    （二）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妨害诉讼的活动； 

    （三）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进行犯罪活动； 

    （四）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杀以及其他意外情况； 

    （五）可以震慑犯罪分子，鼓励群众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第二节    拘传 

    一、拘传的概念和意义 

    （一）拘传的概念、特点和意义 

    1、概念 

    2、拘传的特点 

    3、拘传的意义 

    （二）拘传同人民警察法规定的留置的区别 

    留置是《人民警察法》规定的公安机关为维护社会治安，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临时处置方

法。其目的是为了核查有关人员的身份，初步查明是否存在违法或犯罪事实。 

    拘传同留置在要求被拘传人或留置人交待问题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有重大区别，主要表现为： 

    1、性质不同； 

    2、有权适用的机关不同； 

    3、对象不同； 

    4、时间不同； 

    5、期限不同。 

    二、拘传的程序 

第三节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取保候审的概念和种类 

    1、概念：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安司法机关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

纳保证金，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64条至第 71条以及第 72条和第 79条对取保候审从不同方面进行了规

定。 

    2、种类： 

    （1）保证人保证方式 

    （2）保证金保证方式 

    对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的，不得同时使用保证人保证和保证金保证。 

    二、取保候审的适用对象 

    取保候审除适用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65 条的规定情形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考虑到刑事

诉讼的复杂情况，刑事诉讼法第 72条、第 79条以及《最高法解释》、《高检院规则》、《公安部规定》

等，又对一些特殊情况下的取保候审相关问题作了规定，也对不能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形作了明确规

定。 

    三、取保候审的程序 

    1．取保候审的申请 

    2．保证人和保证金 

    3．取保候审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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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取保候审的执行 

    5．被取保候审的人在取保候审期间应当遵守的规定以及违反规定的处理 

    6、取保候审的期间及解除 

第四节    监视居住 

    一、监视居住的概念和性质 

    1、概念：监视居住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安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的，命

令其不得擅自离开住处，无固定住处的不得擅自离开指定的居所，并对其活动予以监视和控制的一

种强制方法。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64条、第 72条至第 79条，《六部门规定》、《最高法解释》、《最高检规

则》、《公安部规定》等，共同对监视居住的相关问题作出规定。 

    从立法精神上看，监视居住属于逮捕的替代性措施，主要应适用于符合逮捕条件，但又具有法

律规定的特定情形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特殊情况下已经取保候审的人，符合法定条件也可

以适用。 

    二、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72条第 1款规定，公安司法机关对于符合逮捕条件，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 

    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紫荆婴儿的妇女； 

    3、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抚养人； 

    4、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更为适宜的； 

    5、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72条第 2款的规定，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 

        三、监视居住的适用程序 

    1．监视居住的决定 

    2．监视居住的执行 

    四、监视居住的场所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73条第 1款的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

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进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

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制

定的居所执行。 

    固定住处，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的市、县内工作、生活的合法居所。

有关“有碍侦查”，《最高检规则》第 110 条规定，是指下列情形之一：1、可能毁灭］伪造证据，

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2、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3、可能导致同案犯逃避侦查的；4、在住处

执行监视居住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面临人身危险的；5、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或者其所在单位的人员

与犯罪有牵连的；6、可能对举报人、控告人及其他人员等实施打击报复的。 

    《刑事诉讼法》对于监视居住的执行场所规定得非常严格，一般情况下，不在住处执行的唯一

理由是没有固定住处，而不能以侦查的需要作为改变住处监视的理由。进而，对于三类特定案件需

要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也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获得批准，不得作扩张解释。 

    五、被监视居住的人应当遵守的规定及违反规定的处理 

    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75条、第 76条的规定执行。 

    六、监视居住的期限及解除 

    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77条规定执行。 

    为了加强对监视居住的监督，《最高检规则》专门规定了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指定居所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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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居住的定期必要性审查制度，并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要求变更监

视居住场所以及监视居住期限届满予以解除的救济程序。 

第五节    拘留 

    一、拘留的概念和特点 

    （一）概念：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的拘留，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遇

有紧急情况，依法临时剥夺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的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它区别于治安拘

留、司法拘留，亦称之为“刑事拘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69条、第 75条、第 90条、第 80条、第 81条、第 83条、第 84条、

第 89条、第 113条、第 163条、第 164条、第 165条，以及《六部门规定》、《最高检规则》、《公

安部规定》等，对拘留进行了全面规范。 

    （二）特点： 

    1、有权决定的机关通常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自侦案件中遇有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可以

适用； 

     2、是侦查过程中在紧急情况下适用的一种处置办法； 

     3、属于一种临时性措施，不是惩罚。 

    二、拘留的条件 

    （一）拘留的对象是现行犯或者是重大嫌疑分子； 

    （二）具有刑事诉讼法第 80条（适用于公安机关）、第 163条规定（适用于检察院）的紧急情

形之一； 

    三、刑事拘留与其他拘留的区别 

    我国法律共规定有三种拘留：刑事拘留、行政拘留和司法拘留，应当注意区别，不得混淆，更

不得混用。 

    四、拘留的程序 

    （一）拘留的决定 

     1、一般情形 

    2、特殊情形（例如需要对人民代表、外国人等实施时） 

    （二）拘留的执行 

     1、执行拘留的时候，必须向被拘留人出示《拘留证》 

    2、异地执行拘留应当通知被拘留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 

    3、执行拘留后，轻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 24小时。异地执行拘留的，

应当在到达管辖地后 24小时内将犯罪嫌疑人送看守所羁押。 

     4、执行拘留后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

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 24 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除后，应当立即通

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此外，根据《律师法》第 37 条规定，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因涉嫌犯罪被依

法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应当在拘留后 24 小时内通知该律师的家属、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以及所属

的律师协会。 

    5、执行拘留后的 24小时内，应当进行讯问，发现不应当拘留的，应当立即释放，并发给释放

证明。 

     6、公安机关决定拘留的案件，在执行拘留后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 3日以内依法提请人民

检察院审查批准。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 1日至 4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

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 30日。 

    7、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 14日以内作出决定。

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 1日至 3日。对于不需要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

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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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逮捕 

    一、逮捕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逮捕，是指公安司法机关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进

行妨碍刑事诉讼的行为、或者发生社会危险性，而依法剥夺其人身自由，予以羁押的一种强制措施。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78条、第 79条、第 81条、第 85条至第 98条，《六部门规定》、《最高法解

释》、《最高检规则》、《公安部规定》等，对逮捕作出了全面的规定。 

    （二）意义： 

    1、可以有效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毁灭或者伪造证据； 

    2、可以有效防止自杀、逃跑或者继续犯罪； 

    3、有助于收集证据、查明案情、证实犯罪。 

    二、逮捕的权限 

    根据我国《宪法》第 37条和《刑事诉讼法》第 78条的规定，逮捕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的批准

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 

    逮捕的批准或者决定权与执行权是分离的，十分必要。有利于防止错捕，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

的互相监督。 

    三、逮捕的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79条的规定，逮捕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证据条件；二是罪责条件；

三是社会危险性条件。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四、逮捕的程序 

    （一）逮捕的批准、决定程序 

    1、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批准程序； 

    2、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的程序； 

    3、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的程序； 

    4、对几种特殊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的审判程序。 

    （二）逮捕的执行程序 

    五、人民检察院对逮捕的监督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93条、第 94条、第 98条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对逮捕实行监督，尤其是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对逮捕后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成为一种制度，是一种法制进步。 

    六、逮捕等强制措施的变更、撤销、解除和救济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94条至第 97条和《最高法解释》、《最高检规则》的规定，对强制措施规定

了相应的变更、撤销、解除和救济程序。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强制措施的基本概念、性质、作用以其与刑罚方法和民事诉讼

强制措施的异同，明确每一种法定强制措施的概念和适用的条件、程序要求，变更和解除。 

作业：  

    1、强制措施体系研究 

    2、保释制度研究 

    3、如何防止超期羁押 

    4、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 

    5、监视居住制度的完善 

    6、刑事拘留相关问题研究 

    7、逮捕制度的完善     

知识单元 11：附带民事诉讼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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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和意义 

    一、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和特点 

    （一）概念：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

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而进行的诉讼活动。《刑事诉讼法》第 99条

至第 102条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有关附带民事诉讼的内容。 

    （二）特点： 

    1、附带民事诉讼是特殊性质的民事诉讼，它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解决相关的民事赔偿问题； 

    2、附带民事诉讼解决中适用法律具有刑事和民事的复合性； 

    3、附带民事诉讼的进行以刑事案件的成立为前提。 

    二、附带民事诉讼的意义 

    1、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权益； 

    2、有利于全面打击和惩罚犯罪； 

    3、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全面、正确处理案件； 

    4、有利于保证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5、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效益。 

第二节    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 

    一、附带民事诉讼必须以刑事诉讼的成立为前提条件 

    二、原告人必须具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三、附带民事诉讼必须有明确的被告人和具体的诉讼请求 

    四、附带民事诉讼的诉因是刑事被告人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了物质损失 

第三节    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 

    一、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 

    （一）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期间 

    （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 

    二、附带民事诉讼的保全和先予执行 

    （一）附带民事诉讼的保全 

    （二）附带民事诉讼的先予执行 

    三、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 

（一）附带民事诉讼审判的一般原则 

（二）附带民事诉讼的具体审理程序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把握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了解它在刑事诉讼中的意义，重点掌握

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成立条件和审理程序。 

作业：复习与思考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范围问题研究 

    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研究 

    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处理程序研究 

知识单元 12：期间、送达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期间 

    一、期间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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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期间的计算     

    三、期间的恢复 

    四、法定期间     

第二节    送达 

一、送达的概念和意义 

二、送达的方式和程序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明确期间、送达的概念，法律意义，掌握法定期间的起算、计算，

不同诉讼阶段的法定期间，送达的方式和效力。 

作业：  

   1、刑事诉讼中规定期间的意义 

    2、期间与期日的区别 

    3、不同诉讼阶段的法定期间的起算、计算 

    4、诉讼期间恢复的概念和条件 

    5、送达的概念和方式 

知识单元 13：刑事诉讼的中止和终止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刑事诉讼的中止 

    一、刑事诉讼中止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刑事诉讼的中止，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发生某种情况或者出现某种障碍

影响诉讼的正常进行而将诉讼暂时停止，待有关情况或者障碍消失后，再恢复诉讼的制度。 

    （二）意义： 

    1、可以促使公安司法机关采取措施努力消除引起诉讼中止的原因，尽快恢复诉讼的进行，以

利于打击犯罪；2、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集中力量办理其他案件，提高诉讼效率；3、可以保证当事

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参加诉讼，保障其诉讼权利的行驶，提高办案质量。 

    二、刑事诉讼中止的条件和程序 

    依据诉讼阶段的不同，刑事诉讼的中止分为中止侦查、中止审查和中止审理，其条件和程序有

较大差别。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对中止作了必要完善，《最高法解释》和《最高检规则》也有进一

步细化。 

第二节    刑事诉讼的终止 

    一、刑事诉讼终止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刑事诉讼的终止，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因出现某种法定情形，致使诉讼不必

要或者不应当进行，从而结束诉讼的制度。 

    （二）意义：1、有利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节省司法资源；2、可以使又关当事人及时从诉讼

中解脱，免受诉累，保障其合法权益。 

    二、刑事诉讼终止的条件和程序 

    （一）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5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诉讼终止的条件如下： 

    1、必须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2、必须具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定情形之一，才能终止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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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指出的是，《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中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

法所得得没收程序”，据此，如果是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死亡，属于没收程序适用对象的，公安司法机关应当继续进行诉讼活动，不得终止。 

    （二）程序 

我国的刑事诉讼终止有撤销案件、不起诉和终止审理或宣告无罪几种方式，所处的诉讼阶段不同，

采用的终止诉讼的方式及其程序有所不同。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刑事诉讼中的中止、终止的概念，理解它们在刑事诉讼中的作

用，重点掌握它们在诉讼中的不同“用途”和对诉讼结果的影响。 

作业：  

   1、刑事诉讼的中止、终止的概念 

    2、刑事诉讼的中止、终止的诉讼意义    

知识单元 14：立案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立案的概念 

    二、立案的任务 

    三、立案的意义 

    四、国外有关刑事诉讼开始的规定 

第二节   立案的材料来源和条件 

    一、立案的材料来源 

    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发现的或者有关单位、组织或个人向司法机关提交的有关犯罪事实

和犯罪嫌疑人情况的材料。 

    二、立案的条件 

    指刑事诉讼法第 110条规定的立案的理由和根据。具体包括： 

    （一）有犯罪事实 

    指有依照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发生，并且该犯罪事实的存在有一定的证据证明。这是立

案的首要条件。具体而言，“有犯罪事实”有以下两层含义： 

    1．需要立案追究的只能是依照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 

    2．犯罪事实必须有相关的证据材料证明。 

    （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指依照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应当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有犯罪事实，还不一定能够立案，具备

刑事诉讼法第 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即属于不追究刑事责任，不应当立案 

    （三）符合管辖的规定 

    立案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具体到某个刑事案件应由哪一个司法机关立案，还要符合刑

事诉讼有关管辖的规定。 

第三节    立案的程序 

    一、立案材料的接受 

    报案、控告、举报、自首材料是刑事案件立案材料的最主要来源，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

民法院必须予以妥善处理，为以后的刑事诉讼活动作好准备。 

    二、对立案材料的审查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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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查和处理作出的原则性规定应依据刑事诉讼法第 110条规定，具体而言，各机关应按照有关

的司法解释或者规章执行。 

    三、对不立案决定的申请复议与检察监督 

    1、申请复议 

    刑事诉讼法第 110条规定，控告人如果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予立案的决定不

服，可以申请复议。法律赋予控告人申请复议权，一方面是为了有效保护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受

害人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是对司法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有效监督和制约。 

     2、检察监督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有权对整个

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当然包括立案阶段。对于立案阶段的检察监督的具体落实，应当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 111条规定，以及《最高检规则》。 

对于人民检察院自行侦查的案件，根据《最高检规则》第 56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或

者公诉部门发现本院侦查部门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报请立案侦查或者对不应当立案侦查的案

件进行立案侦查的，应当建议侦查部门报请立案侦查或者撤销案件，建议不被采纳的，应当报请检

察长决定。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学习本章应当首先掌握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立案程序的现状，包括立案的

材料来源和条件，注意立案条件与立案标准的不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立案与不立案的决定，程

序，对不立案决定的申请复议、复核及其监督，了解在这个领域中的学术探讨的焦点，例如存废之

争、强弱之争、价值分析、模式如何。 

作业：  

    1、刑事诉讼启动模式再思考 

    2、刑事立案程序存废之我见 

    3、刑事立案程序的改革和完善 

    4、刑事立案监督再思考 

    5、刑事立案标准再探讨 

知识单元 15：侦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侦查概述 

    一、侦查的概念 

    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

制性措施。 

    对概念的理解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侦查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个独立诉讼阶段；2、侦查只能有法定的侦查机关进行；3、侦查

的内容包括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4、侦查活动必须严格依法进行。 

    二、侦查组织体系与模式 

     (一)外国的侦查组织体系 

    （二）外国的侦查模式 

    （三）我国的侦查组织体系与模式 

    三、侦查的任务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阶段。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2条关于刑事诉讼任务的规定和

第 113条、第 114条关于侦查的一般规定，侦查的主要任务是： 

    1、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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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犯罪嫌疑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

权利不受侵犯 

    3、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四、侦查的意义 

    1、侦查是同犯罪作斗争的重要手段  

    2、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基础环节 

    3、侦查是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有力措施 

第二节  侦查行为 

    一、讯问犯罪嫌疑人 

    （一）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概念和意义 

    1、概念 

    2、意义 

    （二）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 

    1、讯问的人员及人数。刑事诉讼法第 116条规定。 

    2、讯问的时间、地点。刑事诉讼法第 116条和第 117条规定。 

    3、讯问前的准备。 

    4、讯问的步骤、方法。刑事诉讼法第 118条规定，应当重点理解。 

    5、讯问时录音、录像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 121条规定。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的，

应当对每一次讯问全程不间断进行，保证完整性，不得选择性地录制，不得剪接、删改。《六部门

规定》地 19条规定，侦查人员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的，应当在讯问笔录中注明。  

    6、讯问未成年和聋、哑等犯罪嫌疑人的特殊要求。《刑事诉讼法》第 119条和《公安部规定》

等对讯问未成年、聋、哑和不通晓当地语言文字的犯罪嫌疑人作了特殊要求，以保障其合法权益。  

    7、讯问笔录的制作。《刑事诉讼法》第 120条规定和《公安部规定》等。 

    询问证人、被害人 

    询问证人的概念和意义 

    概念：询问证人，是指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以言词方式，就案件有关情况向证人进行调查了

解的一种侦查活动。 

    意义：（1）可以查明案件有关情况；（2）可以查获犯罪嫌疑人；（3）可以核对证据。 

    （二）询问证人的程序：（1）询问的地点和人数；（2）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3）询问前的

准备；（4）询问真的步骤、方法；（5）询问笔录的制作。 

    （三）询问被害人的概念和程序 

    1、概念：询问被害人，是指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以言词方式，就被害人遭受侵害的事实和

犯罪嫌疑人的有关情况向被害人进行调查了解的一种侦查活动。 

    2、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25 条规定，询问被害人适用询问证人的程序，但是应该考

虑到被害人是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有其不同于一般证人证言的特点。首次询问时，应当告

知其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 

    三、勘验、检查 

    （一）勘验、检查的概念和意义 

    （二）现场勘查 

    （三）物品检验 

    （四）人身检查 

    （五）尸体检验 

    四、侦查实验 

    （一）侦查实验的概念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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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侦查实验的程序和要求 

    五、搜查 

    （一）搜查的概念和意义 

    （二）搜查的程序 

    （三）搜查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六、查封、扣押 

    （一）查封扣押的概念和意义 

    （二）查封、扣押的程序 

    七、查询、冻结 

    （一）查询、冻结的概念和意义 

    （二）查询、冻结的程序和相关应问题 

    八、鉴定 

    （一）鉴定的概念和意义 

    （二）鉴定人的条件和鉴定的范围 

    （三）鉴定的程序 

    九、辨认 

    （一）辨认的概念和意义 

    （二）辨认的程序和要求 

    十、特殊侦查措施 

    （一）特殊侦查措施的概念和意义 

    （二）技术侦查 

    （三）秘密侦查 

    （四）控制下交付 

    十一、通缉 

    （一）通缉的概念和意义 

    （二）通缉的对象和条件 

    （三）通缉的程序 

第三节     侦查终结 

    一、侦查终结的概念和程序 

    （一）概念：侦查终结，是指侦查机关通过一系列的侦查活动，认为案件事实已经查清，证据

确实、充分，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犯罪和应否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而决定结束侦查，依法对案件

作出处理或者提出处理意见的一项诉讼活动 

    （二）程序： 

    1、制作侦查终结报告  

    2、侦查终结案件的处理  

    3、案卷材料的整理和立卷 

    二、侦查终结的条件和程序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60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侦查终结的案件作出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决定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犯罪事实清楚  

    2、证据确实、充分  

    3、犯罪的性质和罪名认定正确  

    4、法律手续完备  

    5、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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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撤销案件的条件和程序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60条规定，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

应当撤销案件。“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是指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缺乏犯罪构成要件，不构成犯罪、

本案不存在犯罪事实或者有《刑事诉讼法》第 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此外，在侦查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不够刑事处罚需要行政处理的，经县级以上侦查机关批

准，对犯罪嫌疑人应依法予以行政处理或者移交其他有关部门处理。 

第四节    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 

    一、人民检察院行使侦查权的特别规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62条规定，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的所有规定均适用于人民检察院直接

受理的案件。其中不同的主要有如下特别规定： 

    1、对犯罪嫌疑人的拘留和讯问 

    刑事诉讼法第 16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中符合第 79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

情形（即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人民检察院作

出拘留犯罪嫌疑人的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

后的 24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并发给释放证明。 

    2、对犯罪嫌疑人的逮捕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6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中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

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第 16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

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 14日以内作出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 1日

至 3日；对不需要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

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注意：检察院决定拘留的，最长期限为 17天。 

    二、人民检察院对侦查终结案件的处理及其程序 

    刑事诉讼法第 166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或者撤

销案件的决定。” 具体程序是 ： 

    1、提出起诉意见并移送公诉部门审查  

    2、提出不起诉意见并移送公诉部门审查  

    3、提出撤销案件意见并报请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 

    根据《最高检规则》第 291条、第 292条、第 293条的规定，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撤销

案件的，应当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上级检察院同意的，下级检察院应当作出撤销案件决定，

并制作决定书；不同意的，应当执行上一级检察院的决定。上一级检察院审查期间，犯罪嫌疑人羁

押期限届满的，应当依法释放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根据《最高检规则》第 30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对犯罪嫌疑人没有

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或者逮捕措施的，侦查部门应当在立案后 2年以内提出移送审查起

诉、移送审查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的意见；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或者逮捕

措施的，侦查部门应当在解除或者撤销强制措施后 1年以内提出移送审查起诉、移送审查不起诉或

者撤销案件的意见。也就是说，检察院自侦的案件在侦查期限上，司法解释作出了规定。 

    根据《最高检规则》第 30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撤销案件以后，又

发现新的事实或者证据，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重新立案侦查。 

第五节    补充侦查 

    一、补充侦查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补充侦查，是指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程序，在原有侦查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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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案件的部分事实、情节继续进行侦查的诉讼活动。 

    （二）意义：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保证办案质量。 

    二、不同诉讼阶段的补充侦查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补充侦查在程序上有以下三种： 

    （一）审查逮捕阶段的补充侦查刑事诉讼法第 88条规定 

    （二）审查起诉阶段的补充侦查刑事诉讼法第 171条规定 

    1、退回补充侦查：一个月内补充侦查完毕，以二次为限； 

    2、自行补充侦查：在审查起诉期限内完毕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71条规定，经过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认为证据不足，

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法庭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刑事诉讼法第 198条和第 199条的规定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人民法院可以

延期审理；人民法院决定延期审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 

    三、补充侦查的方式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补充侦查有以下二种方式： 

    （一）退回补充侦查 

    （二）自行补充侦查 

     对某一案件而言，人民检察院是退回补充侦查还是自行补充侦查，一般取决于未查明案件事

实的内容和性质。如果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有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等情形的，

原则上应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如果只是次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则应尽可能自行补充侦查，

以节省办案时间，提高诉讼效率。 

第六节    侦查监督与救济 

    一、侦查监督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 

    （二）意义 

    二、侦查监督的内容 

    主要参见《最高检规则》第 565条的规定，约计 20项。 

    三、侦查监督的程序 

    （一）对侦查违法行为的发现 

    （二）对侦查违法行为的处理 

    1、口头通知纠正 

    2、书面通知纠正  

    3、进行调查核实并依法处理 

    4、移送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侦查救济的概念与规定 

    1、概念：侦查救济，是指在侦查阶段，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在自己的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求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或处理的一种事后性补救措施。 

    2、侦查救救的相关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 115条规定。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应当重点掌握侦查的法律定义，了解侦查的阶段划分及其各自的任务，

把握各种侦查行为的规则、程序和应当注意的问题，对侦查终结的条件和程序处理有正确的理解，

明确侦查羁押期限。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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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侦诉（警检）关系研究 

    2、诱惑侦查问题 

    3、“侦审合一”之利弊 

    4、沉默权问题研究 

    5、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 

    6、何为非法取证 

    7、“欺骗”方法的界定 

    8、刑讯逼供的有效遏制途径     

知识单元 16：起诉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起诉概述 

    一、 起诉的概念及分类 

    （一） 概念 

    （二） 分类 

    二、起诉的任务和意义 

    （一）任务 

    （二）意义 

第二节    审查起诉 

    一、审查起诉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或侦查部门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受理后，依法

对侦查机关或侦查部门认定的犯罪事实和证据、犯罪性质以及适用的法律等进行审查核实，并作出

处理决定的一项诉讼活动。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67条规定：“凡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一律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二）意义： 

    1、是人民检察院实现法庭公诉职能的最基本的准备工作 

    2、对侦查工作成果进行质量检验和把关 

    3、通过审查起诉，保证了起诉的公正性和准确性 

    二、受理移送起诉的案件 

    受理是指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对公安机关和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经过初步

的程序性审查后的接受。 

    通过初步审查，根据案件不同情况作出处理 

    三、审查的内容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 168条和《最高检规则》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必须

查明： 

    1、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情况是否清楚；2、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3、案卷材料、证据是否

随案移送；4、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是否依法收集，有无应当排除非法证据的情形；5、有无遗漏

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6、是否有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7、有无附带民事诉讼，

对于国家、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是否需要由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8、采取的强制措施

是否适当，对于已经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有无继续羁押的必要；9、侦查活动是否合法；10、涉案

款物是否查封、扣押、冻结并妥善保管，清单是否齐备；对被害人合法财产的返还和对违禁品或者

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的处理是否妥当，移送的证明文件是否完备。 

    四、审查的步骤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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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审阅案卷材料 

   （二）讯问犯罪嫌疑人 

   （三）听取被害人意见 

   （四）听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五）补充侦查 

    需要指出，这一阶段，对于是否存在非法收集证据的问题应当尤为重视，根据《刑事诉讼法》

第 171条和《最高检规则》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理所必需的

证据材料；认为可能存在《刑事诉讼法》第 54 条规定的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可以要求

其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对于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

诉决定的依据。 

    五、审查的期限 

    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决定，重大

复杂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两

次为限，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检察院后，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的案件，改变管辖的，从改变后的人民检察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查起诉期限。 

    六、审查后的处理 

    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提起公诉或者不起诉决定。 

第三节    提起公诉 

    一、提起公诉的概念和条件 

    刑事诉讼法第 172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

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提起公诉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 

    1.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 

    2.对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应当符合审判管辖的规定 

    二、起诉书的制作和案件移送 

    人民检察院作出起诉决定后，应当制作起诉书。起诉书是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正式向人民法院

提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重要司法文书，它是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书面依据，是人民

法院对被告人行使审判权的前提，同时也是法庭调查和辩论的基础。起诉书以及依照刑事诉讼法第

150条规定的其他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和级别送交法院。 

    三、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提起 

    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208条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范围内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

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 

第四节    不起诉 

    一、不起诉的概念 

    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和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

后，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符合起诉条件，而依法作出的不将犯罪嫌疑人提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

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处理决定。 

    二、不起诉的种类和适用条件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起诉种类可以分为三种，分别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 173 条和第

171条中，适用的条件各不相同： 

    （一）法定不起诉 

    又称绝对不起诉，是指刑事诉讼法第 173 条第 1款规定的不起诉。凡是具有刑事诉讼法第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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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除此以外，下述情形在法理上和实务中也应当不予起诉：1、行为依照刑法规定不构成犯罪的；

2、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没有实施犯罪的。 

    （二）酌定不起诉 

    又称相对不起诉，是指刑事诉讼法第 173条第 2款规定的不起诉。它的适用必须同时具备两个

条件：一是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二是犯罪行为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

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人民检察院对于起诉与否享有自由裁量权。 

    （三）证据不足不起诉 

    刑事诉讼法第 171条第 4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

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根据本条情形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如果发现新的证据符合

起诉条件时，应当提起公诉。 

    依据《最高检规则》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和需要追究

刑事责任的，属于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l）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的； 

    （2）据以定罪的证据存在疑问，无法查证属实的； 

    （3）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的； 

    （4）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其他可能性、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 

    （5）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不符合逻辑和经验法则，得出的结论明显不符合常理的。 

    此类不起诉决定的作出，必须是案件经过补充侦查的。 

    三、不起诉的程序 

    （一）不起诉决定书的制作和送达 

    （二）被不起诉人和涉案财物的处理 

    （三）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复议、复核、提起自诉 

第五节    提起自诉 

    一、自诉案件的概念和范围 

    （一）概念 

    （二）范围 

    二、提起自诉的条件 

    自诉人提起自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否则将不被人民法院受理。 

    （一）案件属于刑事诉讼法第 204条确定的自诉案件范围。 

    （二）案件属于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三）自诉人享有自诉权，也即是说，自诉人主体资格合法。 

    （四）有明确的被告人、具体的诉讼请求和能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据。 

    （五）对于公诉转自诉案件，还应当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86条，第 145条规定的立案条件。 

    三、提起自诉的程序 

自诉人提起自诉时，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刑事自诉状；如果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还应当提交刑事

附带民事自诉状。为便于自诉人告诉，刑事诉讼法规定自诉人书写自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告

诉，由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作出告诉笔录，向自诉人宣读；自诉人确认无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明确起诉的概念、任务和意义，掌握审查起诉的内容、方法和步骤，

重点掌握提起公诉的条件，不起诉的种类和条件，不起诉决定作出之后相应各方的权利，行使权利

的路径，法律效力，相应的法律文书应该会书写，注意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在这个阶段的不同，还

应当正确理解有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检察院应当遵循哪些条件和程序。 

作业：  



2122 

   1、暂缓起诉问题思考 

    2、辩诉交易问题研究 

    3、证据展示制度探讨 

    4、不起诉制度研究 

    5、提起自诉与提起公诉的不同 

    6、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相关问题研究 

知识单元 17：第一审程序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审判概述 

    一、审判的概念 

    刑事审判是指人民法院在控、辩双方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下，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于

依法向其提出诉讼请求的刑事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的诉讼活动。 

    二、刑事审判的任务 

    刑事审判的任务在于使国家刑罚权，具体而言，主要包括： 

    （一）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利益 

    （二）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三）发挥法制教育作用，扩大办案效益 

    三、第一审程序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第一审程序，是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自诉人提

起自诉的案件进行初次审判时的程序。 

    （二）意义 

第二节 公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 

    公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第一次审判时所必须

遵循的程序。其内容主要包括庭前审查、庭前准备、法庭审判、延期和中止审理、评议和宣判等诉

讼环节。 

    一、对公诉案件的审查 

    （一）审查的概念和任务 

    1、概念 

    2、任务 

    （二）审查的内容和方法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81条及《最高法解释》第 180条的规定，具体内容包括： 

    案件是否属于本院管辖；2、起诉书是否写明指控的被告人的身份、是否受过或者正在接受刑事

处罚，别采取强制措施的种类、羁押地点，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定罪

量刑的情节； 3、是否移送证明指控犯罪事实的证据材料，包括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批准决定和所

收集的证据材料；4、是否查封、扣押、冻结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财物，并附证明相关财

物依法应当追缴的证据材料；5、列明被害人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是否附有证人、鉴定人名单；

是否申请法庭通知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并列明有关人员的姓名、性别、年龄、职

业、住址、联系方式；是否附有需要保护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名单；6、当事人已委托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或者已经接受法律援助的，是否列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7、

是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是否列明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姓名、住址、联系

方式，是否附有相关证据材料；8、侦查、审查起诉程序的各种法律手续和诉讼文书是否齐全；9、

有无《刑事诉讼法》第 15条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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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审查后的处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对公诉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案件不同情况分

别处理：1、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并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自诉。2、不属

于本院管辖或者被告人不在案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3、不符合《最高法解释》第 180条第（二）

项至第（八）项规定之一，需要补充材料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 3 日内补送。4、依照《刑事

诉讼法》第 195条第（三）项规定宣告被告人无罪后，人民检察院根据新的事实、证据重新起诉的，

应当依法受理。5、依照《最高法解释》第 242条规定裁定准许撤诉的案件，没有新的事实、证据，

重新起诉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6、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15条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

情形的，应当裁定终止审理或者退回人民检察院。7、被告人身份不明，但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158条第 2款规定的，应当依法受理。 

    对公诉案件是否受理，应当在 7日内审查完毕。 

    二、开庭审判前的准备 

    人民法院决定对案件开庭审判后，为了保障法庭审判顺利有序地进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81条和《最高法解释》有关规定，在开庭审判前应当进行下列各项准备工作： 

    1．确定合议庭的组成人员或独任庭的审判员。 

    2．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于未委托辩护

人的被告人，告知其可以委托辩护人；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34 条规定条件的，通知法律援助机

构为其指定律师提供辩护。同时，人民法院还要通知被告人、辩护人于开庭五日前提供出庭作证的

身份、住址、通讯处明确的证人、鉴定人名单及不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名单和拟当庭宣读、出

示的证据复印件、照片。 

    3．将开庭的时间、地点在开庭三日以前通知人民检察院。 

    4．将传唤当事人和通知辩护人、法定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翻译

人员的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 

    5．公开审判的案件，在开庭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 

    6、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

证据排除等与审判有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根据《最高法解释》第 183条、第 183条的

规定，审判人员可以根据有关需要召开庭前会议。 

    三、法庭审判的阶段 

    （一）法庭审判的概念和特点 

    1、概念：法庭审判，是指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合议庭或者独任庭）通过开庭的方式，在公

诉人、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见下，调查核实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充分听取控辩双方对证

据、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意见，依法确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否受到刑事处罚以及给

予何种处罚的诉讼活动。 

    2、主要特征： 

    （1）不断强化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辩论 

    （2）仍然重视审判职能的主导作用，法院享有对案件事实、证据的调查核实权 

    （二）法庭审判的阶段 

    1、开庭 

    开庭是正式进行法庭审判前的准备阶段 

    2、法庭调查 

    法庭调查是在审判人员主持下，控、辩双方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当庭对案件事实和证

据进行审查、核实的诉讼活动 

    3、法庭辩论 

    法庭辩论的目的在于使控、辩双方有充分机会表明己方观点，充分阐述理由和根据，指经审判

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



2124 

辩论的内容包括全案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各种与案件有关的问题。 

      4、被告人最后陈述 

    被告人最后陈述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而且是法庭审判的一个独立阶段， 

    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可以在法庭辩论结束后当庭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可以同刑事部分一并判

决。 

    5、评议和宣判 

    被告人最后陈述完毕后，审判长应当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法庭审判进入评议和宣判阶

段。 

    （1）评议 

    评议是合议庭组成人员在已进行的法庭审理活动基础上，对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进行讨

论、分析、判断并依法对案件作出裁判的诉讼活动。 

    （2）宣判 

     宣判是人民法院将判决书的内容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宣告，使当事人和广大群众知道人民法

院对案件的处理决定。宣判分为当庭审判和定期宣判两种，案件不论是否公开审理，宣告判决，一

律公开进行。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宣告第一审判决时，审判长往往口头告知被告人享有的上诉权，以及上诉

期限和上诉法院。 

    四、与法庭审判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法庭审判笔录 

    （二）法庭秩序 

    （三）延期审理 

    （四）中止审理 

    （五）公诉案件第一审程序的期限 

     五、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核准程序 

     参见《最高法解释》第 336条至第 340条规定。此类案件的审理期限参照适用《刑事诉讼法》

第 232条。 

第三节  自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 

    自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是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对自诉人起诉的案件进行第一次审判

的程序。自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总体上与公诉案件第一审程序基本相同，但由于自诉案件本身性

质上主要是侵害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轻微刑事案件，因而其第一审程序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刑事

诉讼法第 204条至第 207条对自诉案件的处理作了专节规定。其中，自诉案件的范围，提起自诉的

条件和程序，在第十七章起诉中已作了讲述，下面仅阐述自诉案件的受理和自诉案件审理时的一些

特点。 

    一、自诉案件的受理 

    自诉人提起自诉后，案件要经过人民法院审查，符合条件的才能受理和进行审判。  

    对自诉案件受理有以下几点需予以注意： 

    1、在我国，自诉案件的受理即自诉案件的立案，是由人民法院经过审查后依法作出，审查的

期限为人民法院收到自诉状或者口头告诉后 15 日以内。无论立案与否，人民法院都应当书面通知

自诉人或者代为告诉人。 

    2、对于已经立案，经审查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应当说服自诉

人撤回起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自诉人经说服撤回起诉或者被驳回起诉后，又提出了新的足以证明

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再次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3、如果自诉人明知有其他共同侵害人，但只对部分侵害人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并视为自诉人对其他侵害人放弃告诉权利。判决宣告后自诉人又对其他共同侵害人就同一事实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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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诉的，人民法院不再受理。共同被害人中只有部分人告诉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他被害人参加

诉讼。被通知人接到通知后表示不参加诉讼或者不出庭的，即视为放弃告诉权利。第一审宣判后，

被通知人就同一事实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当事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不受此限制。 

    4、被告人实施的两个以上的犯罪行为，分别属于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审

理公诉案件时，对自诉案件一并审理。 

    二、自诉案件审理的特点 

    人民法院对于决定受理的自诉案件，应当开庭审判。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外，审判程序参照

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进行。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04条至 207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自诉案件第一审程

序具有以下特征： 

    （1）对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2）人民法院对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在查明事实、

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3）对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

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起诉。  

    （4）人民法院受理自诉案件后，对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取得并提供有关证据而申请人民

法院调取证据，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的，可以依法调取。 

    （5）在自诉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下落不明的，应当中止审理。被告人归案后，应当恢复

审理，必要时，应当对被告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自诉案件审理后，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有关公诉

案件判决的规定作出判决。对于依法宣告无罪的案件，其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应当依法进行调解或者

一并作出判决。 

    （6）告诉才处理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在诉讼过程

中，可以对自诉人提起反诉。反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①反诉的对象必须是本案自诉人；②反诉的

内容必须是本案有关的行为；③反诉的案件必须是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第四节  简易程序 

    一、简易程序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简易程序，是指与普通程序相比较而言相对简化的程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指

基层人民法院在审理特定范围内案件时所采取的相对简单的程序。 

    （二）意义：重点在于保证案件质量和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提高诉讼效率和效

益，节省司法资源，实现繁简分流。 

    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04条及《最高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简易程序可以适用于下列案件： 

    （一）符合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二）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三） 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四）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  

     上述条件同时具备。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99条及《最高法解释》第 290条规定，不符合条件的，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不能适用简易程序： 

    （一）刑事诉讼法第 170 条第（3）项规定的案件，即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

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

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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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被告人是盲、聋、哑人的；2、被告人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3、

有重大社会影响的；4、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5、辩护

人作无罪辩护的；6、被告人认罪但经审查认为可能不构成犯罪的；7、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其

他情形。 

    三、简易审判程序的特点 

    简易程序作为对第一审普通程序的简化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与普通程序相比，

具有以下特点： 

    （1）在适用程序上，简易程序设置在刑事诉讼法第一审程序中，因而简易程序只适用于第一

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均不适用。 

    （2）在适用法院上，简易程序只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虽有第一审案件，

但不能适用简易程序。 

    （3）在审判组织上，适用简易程序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4）在适用案件上，简易程序只适用那些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定刑较轻、争议不大

的刑事案件。对那些案情复杂、重大、难以定刑的刑事案件则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否则，就会影响

到案件的处理质量，不能实现真正的诉讼效益。 

    （5）在控诉职能上，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6）在期间和送达方式上，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送达起诉书至开庭审判的时间，不受

刑事诉讼法第 182 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告

人和辩护人的限制；在开庭审判前，人民法院在通知有关诉讼参与人开庭的时间、地点时，可以用

简便方式进行，记录在卷即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 20 日以内审结，对可

能判处有期徒刑超过 3年的，可以延长至 1个半月。这比公诉案件的第一审普通程序期限要短，符

合诉讼效率的要求。 

    （7）在庭审程序上大为简化。 从保障被告人权益出发，被告人最后陈述这一庭审环节不能取

消。，  

    （8）在宣判形式上，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原则上一般应当采用当庭宣判形式，不采用定

期宣判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按照第

一审普通程序的规定重新审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用简易程序的

条件，能够实现立法初衷，因而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就不应当继续用简易程序审理。根据刑

事诉讼法和《最高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过程中，发现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决定中止审理，并按照公诉案件或者自诉案件的第一审普通程序重新审理。 

    （1）被告人的行为可能不构成犯罪的； 

    （2）被告人可能不负刑事责任的；应当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3）被告人当庭对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  

    （4）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5）不应当或者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情形。 

    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应当从决定转为普通程序之日起计算。 

    判决、裁定和决定 

    判决、裁定和决定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据事实和法律对案

件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作出的三种对诉讼参与人以及其他机构和个人具有约束力的处理决定。 

    一、判决 

    （一）判决的概念和种类 

    判决是人民法院通过审理、对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的处理决定  

    刑事判决分为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两种。 

    根据有无附带民事诉讼，判决还可以分为刑事判决和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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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判决书的制作要求和内容 

    判决是人民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和执行国家法律的具体结果，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严肃性、

稳定性。因此，判决书作为判决的书面表现形式，其制作是一项严肃且慎重的活动，必须严格按照

规定的格式和要求制作。  

    二、裁定 

    （一）裁定的概念和分类 

    1、概念：裁定是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和判决执行过程中，对程序性问题和部分实体问

题所作的决定。 

    2、与判决的区别：裁定与判决的法律性质和特点基本相同，但二者也有区别 。 

    3、分类：分类裁定可根据不同标准进行分类。 

    （二）裁定适用的范围和裁定书的制作 

    1、范围：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裁定适用于解决程序性问题，主要是指是否恢复诉讼期限、

中止审理、维持原判、撤销原判并发回重审、驳回公诉或自诉、核准死刑等。裁定适用于解决某些

实体性问题主要是指减刑、假释、撤销缓刑、减免罚金等。 

    2．裁定书的制作：裁定书是与判决书同等重要的法律文书，其制作要求、格式与判决书差不

多。但在内容上较判决书简单一些，因为裁定往往解决的问题比较单一，要么是一个专门的程序性

问题，要么是一个较为简单的实体性问题。若使用口头形式作出裁定的，必须记入审判笔录，其效

力与书面裁定效力相同。 

    三、决定 

    （一）决定的概念和分类 

    1、概念：决定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依法就有关诉讼程序问题

所作的一种处理。决定和判决、裁定不同之处在于是否涉及上诉、抗诉问题。一般情况下，决定一

经作出，立即发生效力，不能上诉或者抗诉。某些决定，如不起诉的决定、回避的决定，为保护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纠正可能出现的错误，法律允许当事人或有关机关申请复议、复核。但判决、裁

定则是在法定期限内可以上诉、抗诉的。 

    2、分类：决定以其表现形式不同可分为口头决定和书面决定。书面决定应制作决定书，写明

处理结论及理由。口头决定应记入笔录，它与书面决定具有同等效力。 

    （二）决定的适用范围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决定主要适用于解决以下一些问题：是否回避的决定；立案或不立案的决

定；采取各种强制措施或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实施各种侦查行为的决定；撤销案件的决定；延长

侦查中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期间的决定；起诉或不起诉决定；开庭审判的决定；庭审中解决当事人和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勘验的决定；延期审

更换决定；抗诉的决定；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决定等。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第一审程序、公诉案件、自诉案件、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评议、

宣判、判决、裁定等概念，明确第一审程序的任务和意义，掌握对公诉案件的审查、开庭审判前的

准备、法庭审判的阶段和内容，判决、裁定和决定的异同，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的特点、简易程序

审判的特点、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程序等内容。 

作业：  

    1、诉讼模式的演进探究 

    2、抗辩式庭审是否适合我国 

    3、证人出庭问题研究 

    4、警察出庭作证问题研究 

    5、专家证人出庭的特点 

    6、法庭在“辩诉交易”下的功能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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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被告人认罪案件”审理程序研究 

    8、简易审判程序研究 

    9、自诉案件审判程序的特点 

    10、被害人在庭审中的诉讼权利 

    11、法庭的调查权范围 

    12、卷宗移送问题 

    13、被告人对庭审程序的选择权问题 

知识单元 18：第二审程序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两审终审制 

    两审终审制的概念 

    （二）两审终审制的特殊和例外情况 

    特殊情况： 

    一审之后，有上诉权的人或者有抗诉权的机关没有提出上书。抗诉，一审的裁判发生法律效力； 

    需要经过死刑复核程序的案件 

    2、例外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宣判后均立即生效 

    二、第二审程序的概念和特点 

    （一）概念 

    （二）特点 

    三、第二审程序的任务和意义 

    （一）任务 

    （二）意义 

第二节    第二审程序的提起 

    一、提起第二审程序的主体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16条的规定，有权提起上诉的人员是：自诉人、被告人或者他们的法定代

理人，以及经被告人同意的辩护人、近亲属，还有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由于各

种上诉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刑事诉讼法对他们的上诉权限也作了不同的规定。 

    有权提出抗诉的机关是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于人民法院

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应当实行监督。对于被告人有利或不利的错误判决、裁定，人民检察院都应

当提起抗诉。 

    二、被害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 

    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虽然具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但是法律并未赋予其上诉的

权利，而是给予其请求抗诉的权利。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18条的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 5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对

此人民检察院应当立即对请求人的资格、请求的时间和理由进行审查，并自收到请求后 5日内作出

是否抗诉的决定，答复请求人。 

    三、上诉、抗诉的理由 

    刑事诉讼法对于提出上诉的理由没有规定任何限制，人民检察院只有在有充分的根据认定原判

决、裁定“确有错误”时，才能提出抗诉。在实践中，作为上诉或抗诉的理由，归纳起来有以下几

点： 

1.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上有错误，或者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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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判决、裁定在适用法律、定罪量刑上有错误； 

    3.违反诉讼程序，使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受到侵犯，可能影响判决、裁定的正确性。 

    在提出上诉状或抗诉后或者在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仍可作补充阐述或提出新的根据和理由，

第二审法院不应加以限制。 

    四、上诉、抗诉的期限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19 条规定，“不服判决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十日，不服裁定的上诉

和抗诉的期限为五日，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的第二日起算”。 

    五、上诉、抗诉的方式和程序 

    （一）上诉的方式和程序：上诉既可以书状提出，也可以口头提出，用口头提出上诉的，人民

法院应制成笔录，由上诉人阅读或者向他宣读后，上诉人应当签名或者盖章。上诉人上诉可以通过

原审人民法院提出，也可以直接向第二审人民法院提出。 

    （二）提出抗诉的方式和程序：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确有

错误而决定抗诉时，必须制作抗诉书。抗诉书应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交，同时还应抄送上一级人民

检察院。 

第三节    第二审程序的审判 

    一、对上诉、抗诉案件的审查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第一审人民法院移送上诉、抗诉的案卷，应当审查是否包括下列内容：（1）

移送上(抗)诉案件函；（2）上诉状或者抗诉书；（3）第一审判决书或者裁定书的份数；（4）全部案

卷材料和证据，包括案件审结报告和其他应当移送的材料。如果上述材料齐备，第二审人民法院应

当收案；材料不齐备或不符合规定的，应当通知第一审人民法院及时补充。 

    二、全面审查原则 

    刑事诉讼法第 222 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就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

面审查，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共同犯罪的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上诉的，应当对全案进

行审查，一并处理。” 

    三、对第二审案件的审判方式和程序 

    刑事诉讼法第 223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一）

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

诉案件；（二）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四）其他应当开庭

审理的案件。 

    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的意见，” 

    该条款表明，我国第二审程序对审理方式作了不同的规定。 

    (一)开庭审理的方式 

    开庭审理，是指第二审人民法院在合议庭的主持下，由检察人员和诉讼参与人参加，通过法庭

调查和辩论、评议、宣判的方式审理案件。适用开庭审理的案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需要开庭审理

的上诉案件；另一类是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抗诉的案件。 

    第二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程序，由于是在一审程序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刑事诉讼法第 231

条规定，除法律已有规定的以外，参照第一审程序的规定进行。 

    (二)调查讯问的审理方式 

    调查讯问的审理方式，就是指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合议庭对上诉案件，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

在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后，可以不开庭审理即作出判决或裁定的审理方式。 

    采用调查讯问的审理方式，是开庭审理方式的必要补充，在保障质量的基础上提高了诉讼效率。 

    采用调查讯问的方式审理案件，也应当遵循法定的程序。 

    四、对第二审案件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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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上诉、抗诉案件的处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25条至第 227条的规定，第二审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

进行审理后，应按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处理： 

    1、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抗诉，维持原判。 

    2、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3、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

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此类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

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4、发现第一审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

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1）违反公开审判的规定的；（2）违反回避制度的；（3）剥夺或者限

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4）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5）其他违反

法律规定的事实上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5．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经第二审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应当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按

照刑事诉讼法第 225条的规定处理，即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

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认为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

判或者发回重审。 

    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按第一审程序进行审理，对其判决、裁定仍可上诉或抗诉；

发回重审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 

    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或者裁定，除需要经过死刑复核程序的案件外，均是终审的判决和

裁定，一经宣告即发生法律效力， 

    (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处理 

    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处理，应当根据上诉、抗诉的具体情况进行区分，

并按照《最高法解释》予以处理。 

    (三)对自诉案件的处理 

    对一审法院判决后当事人不服提出上诉的刑事自诉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也可以在二审程序中

对诉讼的双方进行调解，当事人也可以自行和解。调解结案的，二审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原判决、

裁定视为自动撤销；当事人自行和解的，由二审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回自诉，并撤销原判决或者裁

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调解结案或者当事人自行和解的案件，如果被告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的，

应当立即予以解除。 

    在第二审程序中，当事人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另行起诉。在第二审附带民

事部分审理中，原审民事原告人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民事被告人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

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

另行起诉。 

    五、第二审案件的审判期限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受理上诉、抗诉案件，应当在二月内审结。对于可能

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重大的犯罪

集团案件；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经省、自治区、

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决定，可以再延长二个月，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受理上诉、抗诉案件，

案件需要延长审理期限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

案件，原审人民法院从收到发回的案件之日起，计算审理期限。 

第四节    上诉不加刑原则 

    上诉不加刑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是指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只有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不得以任何理由加重被告

人刑罚的一项审判原则。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或自诉人提出上诉的案件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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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意义 

    1、有利于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上诉权 

    2、有利于维护上诉制度，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 

    3、有利于促使人民检察院履行审判监督职责 

    二、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 

    根据《最高法解释》第 325条至 328条的规定，对《刑事诉讼法》有更为具体的理解。 

    三、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问题的理论探讨 

    有关理解和具体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如下问题值得探讨： 

    （一）一审宣告缓刑的判决，被告人提出上诉，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宣告缓刑不当，是否可以

裁定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实刑 

    （二）被告人上诉的案件，二审法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没有错误，只是认定罪名不当，必须依

法改判，重新确定罪名，二审改判的罪名能否重于原判的罪名 

    （三）原判为数罪并罚的被告人上诉的案件，二审法院可否在实际执行刑期不变的情况下，加

重数罪中某一罪或几个罪的刑罚 

    （四）共同犯罪的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上诉的，二审法院可否对未上诉的被告人改判加刑 

    （五）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决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

应当通过何种方式予以纠正；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是否妥当 

    （六）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和被告人同时提出上诉，二审法院是否可以对被告人加重刑罚 

    （七）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案件，如果是对被告有利的，第二审人民法

院审理后认为应当加重处罚，可否直接改判加重 

    第五节对查封、扣押、冻结财物的处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34条和相关司法解释等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于

查封、扣押、冻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应当妥善保管，以供核查。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挪用或者自行处理。 

    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由原审人民法院依

照生效的法律文书进行处理。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一律没收，上缴国库。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明确审级制度、两审终审制、第二审程序的概念和意义，重点掌握

提起上诉、抗诉的主体、程序，二审程序的审判原则和审理方式，与的一审程序的不同，二审死刑

案件开庭审判的要求、程序违反发挥重审的情形；透彻理解上诉不加刑原则。 

作业：  

   二审程序与一审程序的异同 

    二审开庭审的规定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理解与认识 

    全面审理原则是否要保留 

    二审程序中是否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规定 

知识单元 19：死刑复核程序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死刑复核程序的概念和意义 

    一、死刑复核程序的概念 

    死刑复核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复审核准所遵循的特别核准审判程序。 

    刑法第 48 条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死刑缓期执行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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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诉讼法第 199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006 年 10 月 3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对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将第

13条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这意味着死刑分别由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行使最终决定权的情形的结束，体现法制的统一性，

维护了程序的正义性。 

    二、死刑复核程序的意义 

    死刑复核程序既是一项特殊的审判程序，又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审判程序，同时还是使死刑判决

能够生效的交付执行的关键程序，其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 

    （一）确保死刑适用的正确性； 

    （二）贯彻少杀方针，防止死刑滥用； 

    （三）统一死刑适用的执法尺度。这是最具重要性的意义所在。 

第二节    死刑核准的权限 

    一、死刑核准权的概念 

    死刑核准权是指对死刑（含死缓）判决、裁定由哪一审判机关进行复核与批准的权限。死刑核

准权是死刑复核程序中最核心的问题，关系到设立这一程序的根本目的能否得以实现和能否使其在

严惩非杀不可的罪犯、防止错杀无辜和罚不当罪等方面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国家法律对死

刑判决的核准权限作了特别严格的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二、死刑核准权的变化 

    死刑案件核准权限的归属，自建国至今，历时近半个多世纪，几经变化。反映了国家政治形势

和社会治安状况的变化，也重一个侧面见证着立法理念的进步，司法改革的进程，法制发展的脚步。

迄今，终于有了法制统一的局面。自 2007年 1月 1日起，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

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第三节    死刑复核的程序 

    一、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报请核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36条规定，具体的程序是： 

    1、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在上诉、抗

诉期满后 10 日以内报请高级人民法院复核。高级人民法院经复核同意判处死刑的，应当依法作出

裁定后 10 日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应当依照第二审程序提

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 

    2、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高级人

民法院终审裁定维持死刑判决的，应当再作出裁定后 10 日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

院经第二审程序不同意判处死刑而改判为死缓的，即为终审，进入执行程序。 

    3、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在上诉、抗

诉期满后 10日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4、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应当执

行死刑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的报请核准 

    刑事诉讼法第 237 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核

准。”所以，此类案件的程序是： 

    1、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应当

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应当裁定予以核准；如果认

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裁定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与二审程序不同，不可以直接查清事

实后改判），重新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被告人可以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抗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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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原判量刑过重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改判。 

    2、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

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理，对于维持原判的，即为生效裁定，不需再行复核；其

他情形，应当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新审判。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改判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

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3、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应当作出核准或者不核准的决定，不能加重

被告人的刑罚，也不得以提高审级等方式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4、高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是否进行复核。 

    三、报请复核、复核内容和复核后的处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38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缓期执

行的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 

    有关报请复核、复核和对案件复核后的处理，应当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报送诉讼案卷材料和各种法律文书 

    （二）复核的内容和方式 

    1、全面审查案卷材料，必要时可以调查； 

    2、讯问被告人； 

    3、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4、制作复核审理报告； 

    （三）复核后的处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39条规定和《最高法解释》第 350条至第 355条； 

    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予以核准； 

    2、原判决认定的某一具体事实或者引用的法律条款等存在瑕疵，但判处被告人死刑并无不当

的，可以在纠正后作出核准的判决、裁定； 

    3、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 

    4、复核期间出现新的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发回重新审判； 

    5、原判认定事实正确，但依法不应当判处死刑的，应当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

判； 

    6、原审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

新审判。 

    此外，还有一些针对具体情形的处理，应当充分理解。 

    （四）进一步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的理论探讨 

    1、进一步诉讼化 

    2、检察院的监督作用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明确死刑复核程序的意义，了解核准权的“收放”演进和它的深层

原因，死刑复核程序的进行程序。了解和掌握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的复核程序。 

作业：  

    1、死刑复核程序的意义 

    2、死刑复核程序的设计 

    3、死刑复核程序是否应当更加诉讼化 

知识单元 20：审判监督程序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特点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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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

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依法提起并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的一项特别审判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与审判监督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 

    二、审判监督程序的特点 

    审判监督程序是刑事诉讼中的特殊审判程序，既不同于第二审程序，也不同于死刑复核程序，

而是具有自身特点的诉讼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与第二审程序比较； 

    审判监督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相比； 

    之外，还具有如下特点： 

    1、从诉讼实质讲，审判监督程序是一种补救性程序，或称救济程序。 

    2、从诉讼进程讲，审判监督程序不是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 

    三、审判监督程序的意义 

    审判监督程序既是特殊程序，又是刑事审判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具体表现在： 

    （一）审判监督程序是使刑罚权得以正确行使的可靠保障； 

    （二）审判监督程序有利于实现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 

    （三）审判监督程序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四、有关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 

    重点是一事不再理和禁止双重危险理论 

第二节    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材料来源及其审查处理 

    一、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材料来源 

    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材料来源，是指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错误而提出有关证据

及其资料等的渠道、来源。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这些材料来源主要有： 

    （一）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刑事诉讼法第 203条规定 

    （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纠正错案议案； 

    （三）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 

    （四）司法机关通过办案或者复查案件对错案的发现； 

    （五）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新闻媒体等对生效裁判反映的意见； 

    二、申诉的法律效力和申诉的理由 

    （一）申诉的效力：刑事诉讼法第 241条规定，当事人等提出申诉，不能停止对原裁判的执行。

同时，第 242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出的申诉若符合规定情形的，应当重新审

判。 

    （二）申诉的理由：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42条规定，有以下几种： 

    1、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有错误的 

    2、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 

    3、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对于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出的申诉，只要具备上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就应当依

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 

    三、对申诉的受理和审查处理 

    （一）申诉的受理，是指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经对申诉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后，认为符合重

新审判条件而决定立案复查的活动。原则采取“分级负责、就地处理”的方式。 

    （二）对申诉案件的受理和审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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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法院经审查具有刑事诉讼法第 242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由院长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是否重新审判；对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应当说服申诉人撤回申诉；对仍然坚持申诉的，应当书

面通知驳回。申诉人对驳回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上一级人民法院同样认为申诉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予以驳回。经两级人民法院处理后又提出申诉的，如果没有新的充分理由，

人民法院可以不再受理。 

    人民检察院对受理的申诉审查后，认为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需要提出抗诉的，

由控告申诉部门报请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如果决定提出抗诉的，由审查起诉部门出庭

支持抗诉。 

第三节    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 

    一、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是已生效甚至已执行的判决、裁定，必须特别慎重。所以，我国

法律对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作了极其严格的限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43条规定，有权提起审

判监督程序的主体，只能是下列机关、人员和组织： 

    （一）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审判委员会； 

    （二）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 

    （三）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 

    二、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 

    （一）原判在认定事实上的错误； 

    （二）原判在适用法律上的错误。 

第四节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 

    一、重新审判的方式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案件，是纠正已生效的错误裁判，应当持特别慎重的态度，既要考

虑到原裁判的既判力，又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因此，其审理方式应当以开庭审理即直接审理为

宜。以开庭审理为主，以不开庭审理为辅。 

    二、重新审判案件的程序 

    刑事诉讼法第 245 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

庭进行。如果原来是第一审案件，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所作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抗诉；

如果原来是第二审案件，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案件，应当依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

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但是，由于再审案件有其特殊的提起主体、诉讼文书、诉讼

期限及原审被告人的不同处境等情况，所以对其开庭审理的具体程序也不相同，应注意相关司法解

释规定。 

    三、重新审判案件的审理期限 

    刑事诉讼法 247条第 1款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案件，应当在作出提审、

再审决定之日起 3个月以内审结，需要延长期限的，不得超过 6个月”。 

    刑事诉讼法第 247条第 2款又规定：“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判抗诉的案件，

审理期限适用前款规定；对需要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应当自接受抗诉之日起一个月以内作出决

定，下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期限适用前款规定。” 

    四、重新审判后的处理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案件，应当分别作出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诉或者抗诉；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按

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认为必须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的，直接改判后，应当报请最高人民

法院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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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应当对被告人实行数罪并罚的案件，原判决、裁定没有分别定罪量刑的，应当撤销原判

决、裁定，重新定罪量刑，并决定执行的刑罚； 

    （四）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

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不清，证

据不足，经再审仍无法查清，证据仍不足，不能认定原审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以证据不足，指控的

犯罪不能成立，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特点和意义，明确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

主体、应具备的条件和对案件中心审理的程序。 

作业：  

   1、审判监督程序与第二审程序的异同 

    2、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申诉的乡里 

    3、申诉人是否应当负举证责任 

    4、法院院长通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是否应予取消 

    5、禁止不利再审能否成为硬性规定 

    6、是否应当为再审设立独立的审理程序 

知识单元 21：执行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执行的概念和特点 

    （一）概念 

    （二）特点 

    二、执行的意义 

    三、生效判决和裁定的种类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48条和刑法第 63条第 2款的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包括下列

各种： 

    （一）已过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的一审判决和裁定； 

    （二）终审的判决和裁定； 

    （三）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裁定 

    （四）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核准死刑的判决、裁定和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

判决和裁定。 

    四、执行的机关 

    按照各种刑罚的不同特点和各执行主体的不同职能，可以把执行的机关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别，

即：交付执行机关、执行机关和执行的监督机关。 

第二节  各种判决、裁定的执行程序 

    一、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的执行 

    （一）执行死刑命令的签发 

    （二）执行死刑的机关及期限 

    （三）死刑执行的监督  

    （四）执行死刑的指挥人员及其工作  

    （五）死刑罪犯同近亲属会见  

    （六）执行死刑的方法和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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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执行死刑应当公布，不应示众  

    （八）执行死刑后的处理 

    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拘役判决的执行 

    三、有期徒刑缓刑、拘役缓刑的执行     

    四、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判决的执行  

    五、罚金、没收财产判决的执行  

    六、无罪判决和免除刑罚判决的执行 

第三节  执行的变更与其他处理 

    执行的变更，是指人民法院、监狱及其他执行机关对生效裁判在交付执行或执行过程中出现法

定需要改变刑罚种类或执行方法的情形后，依照法定程序予以改变的活动。 

    刑事执行的变更，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进行改判虽有相似之处，但是，二者在性质上截

然不同。  

    一、死刑执行的变更 

    （一）停止执行：发现刑事诉讼法的 251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应当停止执行，并且立即报告最

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1、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 

    2、在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可能需要改判的； 

    3、罪犯正在怀孕的；” 

    （二）暂停执行：刑事诉讼法第 252条第 4款规定 ，执行前，如果发现可能有错误，应当暂

停执行，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裁定。 

    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变更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50条第 2款的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

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死刑缓期执行期满，应当予以减刑，由执行机关提出书面意见，报请高级

人民法院裁定；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应当执行死刑，由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三、暂予监外执行 

    暂予监外执行是指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的罪犯因出现某种法定特殊情    形不宜在监内执

行时，暂时将其放在监外交由公安机关执行的一种变通方法。  

    （一）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对象  

    （二）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  

    （三）作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和执行的机关及其程序 

    对于判处无期图形的罪犯，符合法定过特殊庆幸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四、减刑和假释 

    （一）减刑 

    刑事诉讼法第 262条第 2款规定，减刑是指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罪犯在

执行期内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减轻其刑罚的一种制度。  

    1、减刑的条件  

    2、对减刑案件的管辖  

    （二）假释 

    假释是指对被判处有期和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一定刑罚以后，确有悔改表现且不致再危害社

会的，将其附条件地予以提前释放的制度。 

    l、 假释的对象 

    2、假释的条件  

    3、假释案件的管辖  

    （三）对减刑、假释的审理及其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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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假释裁定的执行及处理 

    五、对新罪、漏罪的追究程序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62条、第 290条和监狱法第 60条的规定，对服刑罪犯犯新罪或者发

现漏罪的，应当分别不同的情况，予以追究。 

    新罪是指罪犯在服刑期间实施了触犯刑律并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漏罪是指罪犯在服刑过

程中发现其在判决宣告以前实施的尚未被判决的罪行。   

    六、对错判和申诉的处理 

    刑事诉讼法第 264 条规定：“监狱和其他执行机关在执行刑罚中，如果认为判决有错误或者罪

犯提出申诉，应当转请人民检察院或者原判人民法院处理”。  

第四节  人民检察院对执行的监督 

    一、对执行死刑的监督 

    二、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 

三、对减刑、假释的监督 

四、对执行刑罚活动的监督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执行的概念、特点和意义，重点掌握生效裁判的范围和不同裁

判的交付执行机关、执行机关及执行程序，把握执行中的各种程序问题的产生和应对、处理程序，

了解当中的诉讼问题；重视检察院的监督作用 

作业：  

    1、刑事执行一体化问题研究 

    2、我国刑事执行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3、人民检察院在执行中监督作用的体现 

    4、假释相关程序问题研究予监外执行问题研究 

    5、执行中的程序问题探究 

知识单元 22：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和特点：1、刑事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概念，注意区分被追诉人与被害人，

我们在这里所指的是被追诉人 2、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犯罪方面的不同特点和状态 

    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设立的必要性和法律依据，其中法律依据主要包括：《刑事诉讼法》第

第 266条至第 276条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这是我国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领域立

法的重大进步，具有里程碑意义。1991 年《未成年人保护法》、1999 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及我国签署加入的《联合国少

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联合国保护

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等国际公约。 

第二节    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的方针和特有原则 

    教育、感化、挽救方针 

    分案处理原则 

    充分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原则 

    审理不公开原则 

    全面调查原则 



2139 

    迅速简易原则 

第三节    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特点 

    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特点，主要有：1、突出教育改造方针；2、法律给与未成年在诉讼中具

有较成年人较多的诉讼权利，同时也保障他们能够充分行使，专门机关必须给予落实；3、突出证

明要求的高标准，特别要找出未成年人犯罪的各方面原因，以利于矫正和挽救；4、诉讼过程中的

程序设计体现宽缓 

    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 

    立案程序 

    侦查程序不用或少用强制措施；与成年人严格分管分押； 

    起诉程序挑选专门人员进行未成年案件的起诉工作，并试行如暂缓起诉等改革措施，对不起诉

的落实帮教 

    审判程序（1）审判组织：中级以下（含）法院建立与其他审判庭同等建制的未成年人刑事审

判庭或者合议庭或者由专人负责进行审理；高级法院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

庭；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和合议庭统称“少年法庭”；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设立少年法庭

指导小组（2）开庭准备工作（3）开庭审判出特殊情况外，宣布有罪判决的，合议庭应当当庭对未

成年进行“法庭教育”；第二审严谨不开庭审理 

    执行程序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的重点在于了解我国目前关于未成年人案件的专门法律规定，

包括刑事诉讼法中既有的以及其他法律中涉及的，着重思考在我国确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单独诉讼

程序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深入理解现有法律规定，结合法学理论研究及实证调查的积极成果，研

究适应国际少年司法规则的要求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 

作业：  

    1、构建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的立法构想（必要性，可行性及其特点） 

    2、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的特有原则研究 

    3、未成年人案件侦查程序研究 

    4、未成年人案件起诉程序研究 

    5、未成年人案件审判程序研究 

知识单元 23：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概述 

    一、概念和意义 

    二、程序创建的背景 

    三、当事人和解程序于相关概念的辨析 

    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的适用范围与诉讼程序 

    一、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的适用范围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77条规定，以明确列举和禁止的方式规定了公诉案件和解程序的适用

范围： 

    1、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 3 年有期

徒刑以下刑罚的； 

    2、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 7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 5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案件不得适用当事人和解程序。 

    二、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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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当事人和解的主体 

    2、当事人和解的条件 

    3、当事人和解的方式 

    4、当事人和解的审查主体 

    5、审查的程序和内容 

    6、审查的结果 

7、各个诉讼阶段达成和解协议后的处理方式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的重点在于了解我国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

序，着重思考在我国确立和解程序的必要性、价值和可行性，对公诉案件和解、自诉案件的和解以

及附带民事诉讼的和解进行比较研究，在立法的完善方面提出积极建议。 

作业：  

    和解制度的价值 

    和解程序的范围 

    和解程序的完善 

知识单元 2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概述 

    一、立法背景 

    二、没收程序的概念和特点 

    违法所得案件的没收程序适用条件 

    一、适用的案件范围 

    二、被追诉人不能到案 

    三、有追缴财产的需要 

    四、程序启动要件 

    1、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的提出 

    2、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提出 

    违法所得案件的审理 

    一、违法所得案件的审判管辖 

    二、违法所得案件的公告程序 

    三、利害关系人的参与 

    四、违法所得案件的审理方式 

    五、违法所得案件的审理结果 

    六、对裁决结果的上诉、抗诉 

七、没收案件的终止审理 

八、没收案件的国家赔偿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的重点在于了解我国目前关于“没收案件程序”的专门法律规定，

包括刑事诉讼法中既有的以及其他法律中涉及的，着重思考在我国确立这诉讼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行

性，结合现有法律规定和已有法学理论研究及实证调查的积极成果，思考对这一程序的进一步完善。 

作业：  

    没收程序的价值 

    没收程序的程序规范 

    没收程序的立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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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25：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概述 

    强制医疗程序，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对不负刑事责任且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精神病人采取强制治疗

措施的特别诉讼程序。 

    此前，我国《刑法》及《人民警察法》对强制医疗有所规定，但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没有必要的

规范，实践中遇有精神病人引发的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的处置出现某种空白，也导致被害人的强烈

不满，亟须立法的考量。 

    需要明确的是，强制医疗程序的设立，对依法不负刑事诉讼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目的不

是为了解决刑事责任问题，而是为了审查是否对其采取强制医疗措施。     

    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84条规定，我国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对象应当同时具备以下三项条件； 

    一、前提条件 

    二、医学条件 

    三、社会危险性条件 

    强制医疗程序 

    一、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 

    二、有权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决定机关 

    三、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 

    1、审判组织 

    2、告知程序 

    3、法律援助 

    4、审理方式 

    5、审理程序 

    6、审理期限 

    7、对强制医疗决定的复议 

    强制医疗的复查和监督 

    一、定期复查制度 

    二、解除强制医疗的决定机构 

    三、申请解除强制医疗权 

    四、对解除强制医疗意见和解除强制医疗申请的处理 

五、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的监督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的重点在于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强制医疗程序专门法律规

定，着重思考在我国这一诉讼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查阅参考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定，思考

立法的完善。 

作业： 

强制医疗程序的意义 

    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 

    强制医疗程序的立法完善 

知识单元 26：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与司法协助制度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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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概念“涉外”包括三类情形：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外国人

犯罪或者我国公民侵犯外国人合法权益的刑事案件；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符合《刑法》

第 8条、第 10条给定情形的外国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和公民犯罪和中国公民犯罪的案件；3、

符合《刑法》第 9条规定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国际条约义务范围内行使管辖权的案件。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是一个特殊程序。 

    二、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 

    由于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性，各国均有专门或者特别的规定，我国目前尚未有独立、系统

的涉外刑事诉讼程序法，但刑事诉讼法中已有关于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原则规定，同时，结合其他

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司法解释、有关部门联合或分别发布的规定等，相信，伴随我国法制

发展的进程，有关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一定会不断规范。 

第二节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有原则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有原则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办理涉外刑事案件的基本准则，也是涉外刑事

案件的诉讼参与人进行诉讼活动的基本依据，鉴于涉外刑事诉讼的特点，在诉讼进行过程中，专门

机关除了必须遵循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外，还必须遵循以下五项特有的原则，它们是：

1、国家主权原则；2、诉讼权利和义务平等原则；3、信守国际条约原则；4、使用中国通用的语言

文字进行诉讼原则；5、指定或者委托中国律师参加诉讼原则。 

第三节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涉外刑事诉讼的程序方面，与前一节所述相同道理，综合我国关于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各种规

定，包括法律原则，参加或者缔结的国际条约，司法解释及有关的规章，需要特别提醒注意的内容

可以总结归纳如下： 

    被告人、被害人外国国籍的确认； 

    涉外刑事诉讼管辖；含立案管辖和审判管辖的内容 

    涉外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适用； 

    涉外刑事诉讼文书的送达； 

    涉外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 

第四节    刑事司法协助制度 

    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概念和意义 

    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概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7条的规定，是指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 

    司法机关之间，根据本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相互请求，代为进行

某些刑事诉讼行为的一项制度 

    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意义：1、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2、有利于加强我国与外国 

    的刑事司法合作，惩治国际性犯罪 

    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7 条的规定，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是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一般

而言，我国的司法机关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而外国则仅只法院。因而，从刑事诉讼协助和我

国实际开展刑事司法协助的情况，目前我国进行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应当包括：1、我国人民法院

和外国法院；2、我国人民检察院和外国检察机关；3、我国公安机关和外国警察机关。有关此一项，

应当在学习中注意理解，仅从“司法机关”的字面，当然公安机关不是司法机关，无论中外皆如此，

如上，国外的司法机关仅指法院，我国在依据宪法等，检察院也在其中，但长期以来，我国公安机

关为打击犯罪，不断加强与国外（境外）警察机关的直接合作，成功展开有效的工作，因而在刑事

司法协助方面，对相关法律规定宜做广义理解 

    刑事司法协助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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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明确，我国司法机关与外国司法机关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必须有明确的依据，否则不

得进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7条的规定，进行刑事司法协助的依据有两类：1、我国缔结或者参加

的国际条约；2、互惠原则 

    刑事司法协助的的内容 

    主要有六项内容：1、调查取证；2、送达文书；3、移交证据；4、通报诉讼结果；5、引渡；

犯罪情报信息的交流与合作 

    刑事司法协助的程序 

    我国司法机关请求外国司法机关提供司法协助的程序 

    外国司法机关请求我国司法机关提供司法协助的程序 

    我国《引渡法》规定的引渡程序（1）外国向我国请求引渡的程序；（2）我国向外国请求引渡

的程序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内容包括两部分，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与司法协助制度，它们也由一

定的联系，但不是相同的。通过本章的学习，可以了解目前我国涉外刑事诉讼的概念和基本内容，

还有我国在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相关规定和具体做法，开阔视野，促进对这两方面理论的研究和实

践的关注。 

作业：  

    1、涉外刑事诉讼程序及其适用 

    2、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研究 

知识单元 27：刑事赔偿程序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刑事赔偿程序概述 

    一、刑事赔偿程序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刑事赔偿程序是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

履行职务的过程中，违法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时，为确定国家赔偿责任

而设立的程序。 

    （二）意义： 

    1．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使无辜蒙冤者因刑事侵权所遭受的损害得到赔偿，错案得以彻底纠正； 

    2．有利于制约滥用侦查、起诉、审判和监狱管理权，对促进严格执法、预防和减少错案的发

生发挥着前车之鉴的作用； 

    3．有利于化解消极因素，维护和促进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 

    二、国外刑事赔偿制度简介 

    刑事赔偿制度，作为国家赔偿制度的一部分，是随着近代民主和人权运动的兴起而出现和发展

起来的。 

    三、我国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 

    我国社会主义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经历了一条不断探索，逐步发展和完善的道路。1994年 5

月 12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

法》，标志着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正式建立，刑事赔偿制度也进入了法律化、规范化阶段。 

第二节    刑事赔偿的范围 

    一、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 

    （一）国家承担刑事赔偿责任的一般条件 

    1．必须有损害事实存在 

    2．刑事损害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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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受害人的损失，是由行使侦查、检察、审判和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国

家权力的过程中出现错误造成的 

    4．受害人本身没有过错 

    （二）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 

    1．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 

    2．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 

    3．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 

    4．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

亡的； 

    5．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三）财产损害赔偿的范围 

    1．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 

    2．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 

    二、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 

    （一）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 

    （二）依照刑法第 16、18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 

    （三）依照刑事诉讼法第 15条的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 

    （四）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五）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第三节    刑事赔偿的程序 

    一、刑事赔偿请求的提起 

    （一）刑事赔偿请求权人 

    （二）刑事赔偿请求的方式 

    （三）刑事赔偿请求的时效 

    二、刑事赔偿义务机关 

    三、赔偿请求的受理和处理 

    四、刑事赔偿的方式和计算标准 

（一）赔偿方式 

（二）计算标准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国家赔偿和刑事赔偿的法律基本规定，认识刑事赔偿的重要意

义，掌握赔偿与不予赔偿各自的范围。 

作业：复习与思考 

   1、刑事赔偿的重要意义 

    2、刑事赔偿的范围 

    3．刑事赔偿的立法完善 

知识单元 28：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法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国际公约与刑事诉讼概述 

    一、国际公约与刑事诉讼 

    （一）国际公约的概念和发展轨迹 

    （二）国际人权法体系与联合国刑事诉讼诉讼国际准则 

    二、国际人权公约与国内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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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际法实施于国内法的模式 

    （二）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人权公约情况及与国内法的衔接 

第二节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 

    在国际人权体系当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迄今最为集中

和全面规定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准则的国际文件，我国于 1998 年签署了该公约，正在等待立法机

关的批准，我国的国际表态政府是正在积极研究，一旦条件成熟就将履行批准《公约》的法律程序。

它所确立的刑事诉讼准则有： 

    一、权利平等原则 

    二、司法补救 

    三、生命权的程序保障 

    四、禁止酷刑活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五、人身自由和安全程序的保障 

    六、对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或尊重人格尊严的待遇 

    七、审判独立、公正、公开 

    八、无罪推定 

    九、辩护权、获得法律援助权 

    十、反对强迫自证其罪 

    十一、复审权 

    十二、对未成年人的特别保障 

    十三、刑事赔偿 

    十四、一事不再理 

第三节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反腐败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 

    一、《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反腐败国际公约》概况 

    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反腐败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 

    （一）我国已经签署了上述两公约，其中已经批准了《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对《反腐

败国际公约》正在积极研究，如何使我国刑事诉讼法与公约产生很好的衔接，亟待认真研究，当然

还应当注意到彼此的差异 

    （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反腐败国际公约》对许多问题的规定是一致的，其中

涉及刑事诉讼有关具体制度的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特殊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 

    2、对证人和被害人等的保护 

    3、高科技手段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4、特殊侦查措施的运用 

    5、特殊案件证明标准的降低 

    6、特殊情况下对腐败犯罪所得资产直接没收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对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反腐败国际公约》的

学习，了解此两个公约，进而认识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我国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加深对《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全面认知和正确理解，并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研究     

作业： 

    1、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2、《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 

3、《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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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教学 4学时 
实验 1：模拟法庭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 

某杀人案审判 

1、预习要求：事先阅读教材中关于庭审程序的论述，充分理解庭审的各个环节；充分熟悉将

要模拟的案例。 

2、实验目的：准确理解审理的过程，了解审理的过程和特点。 

3、实验内容和要求：模拟一次完整的法庭审理。 

4、实验学时：4课时。 

5、教师点评：最后由教师对学生的表现进行点评，指出优点和存在的不足，并对审判程序进

行整体的评价。 

实验要求： 

1、通过模拟审判，更加深入地了解刑事诉讼的特点。 

2、由教师提供一个案例，由学生扮演法官和控辩双方，模拟审判的过程。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第一章概论 

第二章刑事诉讼的历史发展 
4  

2 第三章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 4  

3 第四章诉讼参与人 4  

4 第五章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4  

5 
第六章管辖 

第七章回避 
4  

6 第八章辩护与代理 4  

7 第十二章强制措施（一） 4  

8 
第十二章强制措施（二） 

第十三章附带民事诉讼 
4  

9 
第十四章期间与送达 

第十五章刑事诉讼的中止和终止 
4  

10 
第十六章立案 

第十七章侦查 
4  

11 第十八章起诉 4  

12 第十九章第一审程序 4  

13 模拟法庭 4  

14 

第二十章第二审程序 

第二十一章死刑复核程序 

第二十二章审判监督程序 

4  

15 第二十三章执行 4  

16 

第二十四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第二十五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第二十六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

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第二十七章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

医疗程序 

4  



2147 

    说明： 

    1、本进度表为基本要求，具体授课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情况适当调整。 

    2、教材中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为“证据”部分，根据学校课程设置规范，在刑事诉讼

法课程中证据理论不做具体讲授，由相关的选修课程承担，但《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证据的条文规

定和在其他章节中涉及的内容应当掌握；建议学生在本门必修课程学习完成之后，选修证据学课程。 

    3、教材中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第三十一章的内容，是本门课程的有机组成

部分，鉴于课堂授课时数的限制，不作具体讲授，供学生课外自主学习。 

四、说明：     

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学习本课程后，建议选修《证据学》，二者是有机的统一体，证据学理论在刑事诉讼法学中占

有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地位，没有证据支撑的程序进行是没有意义的。     

课程学重点与难点： 

    已在各章的教学目的中阐述，具体在章节中体现。     

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课堂讲授为主要课程展开手段，重点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立法思想及法典规定进行阐述，

帮助学生掌握我国法律规范的内容和实质，讲授过程中适当穿插典型案例说明；通过模拟法庭的进

行作为教学辅助手段，帮助学生掌握刑事诉讼基本程序的进程。     

    实践教学环境：具备模拟法庭进行环境的教室和可以演示、播放视频的必要设备。     

    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学生可以根据本课程的进度要求，结合课程讲授及推荐参阅的

文献、资料自主安排，包括前往法院观摩庭审。     

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考试为总成绩的 100％。 

作业要求： 

    每一章的课程主要内容提示后，都有相关的思考题，学生可以据此进行必要的延伸阅读，对课

堂讲授内容加深理解，对有关理论问题展开进一步拓展性研究。 

    如果能够通过学年论文或毕业论文进行更为详尽、深入的思考，进而对我国立法、司法的完善

提出建设性见解是值得提倡的。     

教材选用说明： 

    本课程推荐的教材均为我国 2012 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后新编撰、修订的，对我国刑事诉讼

法律规范及相关理论、实务有比较概括、全面、准确的介绍，参编或著述者皆为刑事诉讼法学界专

家、学者，且有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教材适合本科学生用。此外，我们还推荐了其他一些比较有

代表性的著作或论文，供学生在学习中参阅。 

    本教学大纲以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第五版）（“面向 21世纪课程教材”系列“全国高等

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北京高能教育经典教材，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 6月版，2014年 3月第 3次印刷）为对

照蓝本。关于“拓展阅读”内容，我们仅提供一个简单的“引子”，并不是一个完整的阅读书目，

一是考虑到我国法律图书的出版速度惊人，总是不可能完全做到实时跟进；二是相信同学们能够自

觉进行探究式学习，主动阅读，积极进取，自由游弋在知识的海洋里；三是没有加入专业论文的目

录，因为学校提供了网络查阅学习的条件；四是基本不含译著或比较性研究的著述，期待同学们在

我们能够提供的平台基础上自己或纵深或广阔地有所追求；五是暂时未将外文资料列入；最后，希

望同学们在学习中注意到书目内容对于前后有关章节的相互照应，大纲中就尽量不再重复罗列。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 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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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刘玫主编：《刑事诉讼法》（第二版），中国政法法学出版社 2014年 9月版。     

    3、郑旭著：《刑事诉讼法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 1月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卞建林、[加]杨诚主编：《刑事正当程序研究法理与案例》，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年版 

    2、刘根菊等著：《刑事诉讼程序改革之多维视角》，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3、刘根菊等著：《刑事司法创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4、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

年版 

    5、徐静村：《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学者拟制稿及立法理由》，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5、陈光中主编：《中国司法制度德基础理论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6、张建伟著：《司法竞技主义――英美诉讼传统与中国庭审方式》，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7、龙宗智主编：《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8、陈瑞华著：《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9、卞建林著：《刑事诉讼的现代化》，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3年版 

    10、陈瑞华著：《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版 

    11、樊崇义主编《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12、宋英辉著：《刑事诉讼原理导读》，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13、甄贞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1990-2001》，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14、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15、龙宗智著：《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16、宋英辉著：《刑事诉讼目的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17、李心鉴著：《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18、李文健著：《刑事诉讼效率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19、杨立新著：《刑事诉讼平衡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20、张晋藩著：《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21、郑秦著：《清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22、郭成伟等著：《清末民初刑诉法典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23、李春雷著：《中国近代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研究（1895－1928）》2004年版 

    24、马小红著：《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5、卞建林刘玫著：《外国刑事诉讼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年版 

    26、宋世杰等著：《外国刑事诉讼法比较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年版 

    27．陈光中主编：《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8、汪海燕著：《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29、卞建林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专家意见稿》，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年版 

    30、孙谦主编：《中国检察制度论纲》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31、康均心著：《法院改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32、左卫民等著：《最高法院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33、李玉杰著：《审判管理学》，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34、张卫平等著：《司法改革：分析与展开》，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35、张建伟著：《刑事司法体制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36、陈光中主编：《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9年版 

    37、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38、叶青著：《中国陪审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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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怀效峰、孙本鹏著：《人民陪审员制度初探》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年版     

    40、徐继军著：《专家证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41、杨正万著：《刑事被害人问题研究——从诉讼角度的观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2002年

版 

    42、易延友著：《沉默的自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43、汤啸天等著：《犯罪被害人学》，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44、卞建林等著：《传媒与司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45、苗有水、刘树德著：《在大案要案的背后――媒体关注与司法审判的对白》，江苏人民出版

社 2005年版 

    46、谢佑平主编：《程序法定原则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年版 

    47、连峻峰主编：《法律监督前沿问题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4年版 

    48、孙孝福著：《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运行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49、陈瑞华著：《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 

    50、贺卫方著：《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51、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 

    52、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前沿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多卷本）     

    53、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54、熊秋红著：《刑事辩护论》，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55、扈庆彬著：《错位的辩护》，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56、张军、姜伟、田文昌著：《刑事诉讼：控辩审三人谈》，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57、王达人、曾粤兴著：《正义的诉求――美国辛普森和中国杜培武案的比较》，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58、曹炳增著：《无罪辩护――十起辩护成功案例及诉讼程序的理性思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版社 2004年版 

    59、非凡律师事务所主编：《活的法律》，商务印书馆（多卷本） 

    60、李宝岳主编：《律师参与辩护、代理存在问题及对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61、李忠诚著：《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62、陈卫东主编：《保释制度与取保候审》，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年版 

    63、陈瑞华主编：《未决羁押制度的实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64、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编：《超期羁押与人权保障》，中国检

察出版社 2004年版 

    65、刘金友、奚玮著：《附带民事诉讼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66、邵世星、刘选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疑难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年版     

    67、刘根菊 《刑事立案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68、左卫民著：:《刑事程序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69、宋英辉、吴宏耀著：《刑事审判前程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70、聂世基 白俊华 《刑事诉讼理论纵横论》 群众出版社 2002年 

    71、罗庆东编著：《刑事立案标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3年版 

    72、陈卫东主编：《刑事审前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73、樊学勇著：《犯罪侦查程序与证据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74、徐美君著：《侦查讯问程序正当性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75、陈永生著：《侦查程序原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76、谢佑平、万毅著：《刑事侦查制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77、朱孝清主编：《检察机关侦查教程》，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78、孙长永著：《侦查程序与人权》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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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曹文安著：《预审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年版 

80、艾明著：《秘密侦查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年版 

81、陈光中主编：《辩诉交易在中国》，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年版 

82、周士敏著：《抗诉制度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83、张穹主编：《公诉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1年版 

    84、杨迎泽主编：《检察机关刑事证据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1年版 

    85、黄京平主编：《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理论与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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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案例研习  
Case Study of Criminal Procedure Law 

课程号：4040201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诉讼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系统全面的掌握刑事诉讼基础知识；2、对刑事诉讼原理、价值和理

念有深刻理解，了解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3、把握立法精神与意旨，准确理解刑事诉讼立法、司

法解释和有关规定的内容；4、从法理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作出客观评析，能

够利用理论知识有效解决实际问题；5.了解当前司法改革的方向和主要内容，能够运用诉讼原理来

解读相关的司法改革措施。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阐释与案例研讨相结合的综合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动脑”和“动

手”的能力，提升学生利用理论知识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一方面，使学生系统全面的掌握刑

事诉讼法基础知识，刑事诉讼理念、原理和价值精神，了解刑事诉讼立法、司法解释和有关规定的

内容；另一方面，能够娴熟的用刑事诉讼原理、价值、原则、制度等来评析具体个案，能够将刑事

诉讼的有关法律规定准确无误地应用到司法实践中，有效解决实践问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刑事诉讼法概述 

参考学时：1学时 

引出案例：王某涉嫌传播淫秽物品案。 

学习内容： 

1．刑事诉讼：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

追诉犯罪，解决被追诉人刑事责任的活动。我国刑事诉讼的法定程序包括普通程序和特殊程序：普

通程序包括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程序；特殊程序包括复核和核准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 

2．刑事诉讼法是指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我国刑事诉讼

法的属性包括：公法、基本法及程序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法律渊源有：宪法、刑事诉讼法典、其

他有关法律、有关的法律解释、行政法规及国际条约。由于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

所要解决的实体问题不同，因而在诉讼主体、原则、制度和程序等方面均有各自的特殊性。 



2152 

3.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区别 

（1）解决的实体问题。刑事诉讼法解决的实体问题是追诉犯罪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

责任问题；民事诉讼法解决的实体问题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争议纠纷问题；行政诉讼

法解决的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因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争议纠纷问题。 

（2）诉讼主体。参与刑事诉讼的国家专门机关有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人民检察院、人

民法院等；参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则主要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我

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参与人有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翻

译人员七种，其中“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

和被告人。在民事诉讼中，诉讼参加人有当事人和诉讼代理人两种，其中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共同诉讼人。行政诉讼中的参加人包括当事人和

诉讼代理人。其中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第三人和共同诉讼人。 

（3）诉讼原则。刑事诉讼法特有的原则为：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

罪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原则；法定情形不追究刑事责任原则等。民事诉讼法特

有的原则为：当事人平等原则；调解原则；处分原则等；行政诉讼法特有的原则为：对具体行政行

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原则；不适用调解原则等。 

（4）证据制度。在举证责任上，刑事诉讼法实行控诉方负举证责任，被告方不负举证责任；

民事诉讼法实行谁主张谁举证，原告和被告都负有举证责任；行政诉讼法实行被告负举证责任。在

证明标准上，刑事诉讼法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民事诉讼法是：合法证据优势；行政

诉讼法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5）强制措施：①性质不同。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

起诉和审判，预防性、保证性是其功能所在。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强制措施除了保障功能之外，

还具有对妨碍诉讼顺利进行者的制裁功能。②适用对象不同。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只能适用于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强制措施不仅适用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还可以对其他

妨碍诉讼顺利进行的人适用。③有权适用的机关不同。刑事诉讼强制措施除拘留不能由人民法院决

定之外，各专门机关对其他的强制措施都有权决定适用或者执行；而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强制措

施只能由人民法院适用。④适用的阶段不同。刑事诉讼强制措施适用于立案、侦查、起诉和审判阶

段，执行阶段不存在适用强制措施的问题；而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强制措施既适用于审判阶段，也

适用于执行阶段。⑤种类不同。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而

民事诉讼强制措施有拘传、训诫、责令退出法庭、罚款和拘留；行政诉讼强制措施有训诫、责令具

结悔过、罚款和拘留。 

（6）诉讼程序。刑事诉讼程序可以分为两类：普通程序和特殊程序；其中普通程序包括立案、侦

查、起诉、审判和执行五个程序；特殊程序则由复核和核准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构成。民事诉讼的

程序大体上有三类：普通程序、特别程序以及非讼程序；民事诉讼普通程序包括第一审简易程序、第

一审普通程序、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以及执行程序；非讼程序包括督促程序和公示催告程序。

行政诉讼的程序则相对简单，一般分为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 

（7）管辖。我国刑事诉讼中，管辖包括立案管辖和审判管辖。而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案件则

不存在立案管辖，只有人民法院有权受理民事诉讼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我国刑事诉讼、民事诉讼

和行政诉讼中均存在审判管辖。审判管辖分为级别管辖、地域管辖和指定管辖。三大诉讼在地域管

辖上的标准有所不同：刑事诉讼实行犯罪地法院管辖为主，被告人居住地法院管辖为辅的原则；民

事诉讼实行原告就被告的原则，一般由被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特殊的由原告所在地的人民法

院管辖；而行政诉讼则一般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此外，三大诉讼法在证据、回避、不公开审理、调解等具体制度中也存在诸多区别。 

4、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

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 

5、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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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尊重和保障人权，保

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学习目标： 

1．了解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法的概念，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渊源；刑事诉讼中各专门机关的性

质、组织体系及职权。 

2．掌握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区别；各种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

权利与诉讼义务；刑事诉讼法的宗旨和目的。 

作业： 

1、什么是刑事诉讼？刑事诉讼有哪些特征？ 

2、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区别？ 

知识单元 2：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参考学时：1学时 

引出案例：郭秀英包庇案。 

学习内容： 

1、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指对刑事诉讼过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和规范作用，并为国家专门机

关和诉讼参与人进行或参与刑事诉讼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 

2、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程序法定原则、控审分立原则、不告不理原则、

控辩平等原则、客观中立原则。 

3、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人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

法律监督；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平等；各民族公民有权使用本

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审判公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

得确定有罪；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追究外国人刑事责任

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 

学习目标： 

1．了解了解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概念与特点。 

2．掌握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主要原则的含义、

内容和基本要求。 

作业： 

1、怎样理解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 

2、如何理解“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立有罪”？ 

3、什么是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的内容有哪些？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

体现？ 

知识单元 3：管辖 

参考学时：1学时 

引出案例：王立军叛逃、徇私枉法滥用职权、受贿案。 

学习内容： 

1、管辖，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等在直接受理刑事案件上的权限划分以及人

民法院系统内部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上的权限划分。管辖分立案管辖和审判管辖两大类。 

2、立案管辖，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之间在直接受理刑事案件上的权限划分。

它解决的是刑事案件应当由谁来立案、开始诉讼的问题。其中，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刑事案件应当

一律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

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

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3、审判管辖，是指各级人民法院之间、同级人民法院之间以及普通人民法院与专门人民法院



2154 

之间、各专门人民法院之间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上的分工。我国的刑事审判管辖分为普通管辖和

专门管辖；普通管辖又分为级别管辖、地区管辖和指定管辖。 

（1）级别管辖是指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上的权限划分：除依法由上级人民法

院管辖外，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

件，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性的重大刑事案

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 

（2）地区管辖是指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在审理第一审刑事案件权限上的划分。确定地区管辖的

原则有两个：①以犯罪地人民法院管辖为主，被告人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为辅原则；②以最初受理

的人民法院审判为主，主要犯罪地人民法院审判为辅的原则。 

（3）指定管辖是指当管辖不明或者有管辖权的法院不宜行使管辖权时，由上级人民法院以指

定的方式确定案件的管辖。 

（4）专门管辖是专门人民法院与普通人民法院之间，各种专门人民法院之间以及各专门人民

法院系统内部在第一审刑事案件受理范围上的分工。目前已建立的受理刑事案件的专门人民法院有

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 

学习目标： 

1、理解管辖、立案管辖、审判管辖、级别管辖、地区管辖、指定管辖、专门管辖的概念及划

分依据。 

2、掌握法律关于管辖的具体规定。 

作业： 

1、什么是立案管辖？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立案管辖是如何规定的？ 

2、什么是级别管辖？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如何规定？ 

3、案例分析题。 

知识单元 4：回避 

参考学时：1学时 

引出案例：张某、王某、李某强奸、盗窃案。 

学习内容： 

1、回避，是指侦查、检察、审判人员等同案件有法定的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案件公正

处理的关系，不得参与办理该案件或者参与该案的其他诉讼活动的行为。 

2、我国适用回避的人员包括：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以及在侦查、起诉、审判活动

中的书记员、鉴定人和翻译人员。 

3、回避的理由包括：①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近亲属的；②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

案有利害关系的；③担任过本案的证人、鉴定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④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

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⑤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请客送礼，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

其委托人的。 

4、在刑事诉讼程序开始后的任何诉讼阶段均可提出回避申请和作出审核决定。审判人员、检

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院长的回避，由本院

审判委员会决定；检察长和公安机关负责人的回避，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有关回避

的决定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其中，对于驳回申请回避的决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如果

不服，可以申请复议一次。 

学习目标： 

1、了解回避的概念、意义和种类。 

2、掌握回避的适用人员、回避的理由、回避的程序。 

作业： 

1、法律规定的回避理由有哪些？ 

2、回避适用的程序是怎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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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5：辩护与代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引出案例：王蕴采等辩护案、马加爵故意杀人案。 

学习内容： 

1、辩护人，是指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人民法院的指定，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行使辩护权，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人。 

2、可以担任辩护人的范围：①律师；②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

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不能担任辩护人的人包括：①正在被执行刑罚的人；②依

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③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④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的现职人员；⑤本法院的人民陪审员；⑥与本案审理结果有利害关

系的人；⑦外国人或者无国籍人。 

3、辩护的种类：自行辩护、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 

自行辩护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针对控诉进行辩解和反驳，自己为自己所作的辩护。 

委托辩护，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了更有效地维护其合法权益，在自行辩护的同时，委托辩

护人帮助其进行辩护。 

指定辩护是当刑事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在遇有法定情形时，人民法院指定辩护人为被告人进行

的辩护。 

4、辩护人的权利、义务。 

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主要有：阅卷权；同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和通信权；调查取证权；

参加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的权利；拒绝辩护的权利等。 

辩护人有义务：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

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

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5、刑事诉讼代理，是指诉讼代理人接受特定诉讼参与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在被代

理人授权的范围内，为维护其合法权益所进行的诉讼活动。在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中，委托诉讼代

理人的时间不同。诉讼代理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维护被害人、自诉人或者附带民事诉讼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 

学习目标: 

1、了解刑事诉讼代理制度，理解自行辩护、指定辩护、委托辩护的概念及区别。 

2、掌握辩护人的范围、诉讼地位与诉讼权利义务，掌握指定辩护的情形及侦查阶段律师的诉

讼权利。 

作业： 

1、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哪些诉讼权利？ 

2、律师在辩护中享有的权利？ 

3、辩护与代理的区别？ 

知识单元 6：强制措施 

参考学时：2学时 

引出案例：陕西“房姐”案、李松峰徇私枉法案。 

学习内容： 

1、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依

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采用的暂时限制或者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各种法定强制方法。 

2、拘传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强制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指定地

点接受讯问的强制方法。拘传与传唤不同。拘传的程序包括：①填写《拘传证》，并由领导审批；

②拘传的执行；③拘传的次数与时间；④拘传的地点；⑤拘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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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拘留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侦查过程中，遇到紧急情况时，对于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

分子所采取的临时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拘留的条件。 

4、取保候审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未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防止其逃

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责令其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并出具保证书，保证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

措施。取保候审有保证人保证和保证金保证两种方式。取保候审的条件。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 

5、监视居住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未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责令

其不得离开指定的区域，限制其人身自由并对其实行看管的强制措施。监视居住的条件。被监视居

住人的义务。 

6、逮捕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并予以羁押的强制方法。逮捕

必须具备的条件。 

7、强制措施的撤销、变更和解除。 

学习目标： 

1、了解强制措施的概念、特点，各种强制措施的概念和特点；理解强制措施与其他相关处罚、

措施的区别，公民的扭送。 

2、掌握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的适用对象或者条件、适用机关、审批程序

和执行程序以及强制措施的变更、撤销和解除。 

作业： 

1、拘传与传唤的区别？ 

2、强制措施与刑罚的区别？ 

3、刑事拘留与行政拘留、司法拘留的区别？ 

知识单元 7：附带民事诉讼 

参考学时：1学时 

引出案例：彭某某故意杀人案。 

学习内容： 

1、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

解决由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或者人民检察院所提起的、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物质损失

而进行的诉讼。 

2、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包括：①附带民事诉讼必须以刑事诉讼的成立为前提条件；②原

告必须具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能力；③附带民事诉讼必须有明确的被告人和具体的诉讼请

求；④附带民事诉讼的诉因是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了物质损失。 

3、附带民事诉讼的意义有：①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全面、正确处理案件；②有利于打击犯罪，

惩罚犯罪分子；③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④有利于保证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统一性和严肃

性；⑤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效益。 

4、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之前提起，一般应当提交附带民事诉状。

一般情况下，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诉讼一并审理并作出判决，如果附带民事部分同刑事部分一并

审判，会影响刑事部分在法定时间内审结时，也可以先审判刑事部分，后审判附带民事部分。 

学习目标： 

1、了解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特点和意义。 

2、掌握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及提起期间、方式、审判程序。 

作业： 

1、什么是附带民事诉讼？有何意义？ 

2、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具备哪些条件？ 

3、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程序上有哪些特点？ 

知识单元 8：期间、送达 

参考学时：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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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出案例：谢某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被不起诉案。 

学习内容： 

1、刑事诉讼中的期间，指专门机关以及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分别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所必

须遵守的时间期限。 

2、法定期间包括强制措施期间、侦查羁押期间和侦查阶段其他有关期间、审查起诉期间、对

不起诉决定的申诉期间、第一审程序期间、第二审程序期间、审判监督程序期间、执行期间、申请

恢复期间的期间等。 

3、期间的恢复，是指当事人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或者其他正当的理由在法定期限内没有完成

应当进行的诉讼行为的，在障碍消除后一段期限内，申请法院准许其继续进行应当在期满以前完成

的诉讼行为的一种补救措施。 

4、刑事诉讼文书送达，指公安司法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和行为方式将诉讼文件送交收件人的诉

讼活动。送达的方式有：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和转交送达。 

学习目标： 

1、了解期间和送达的概念。 

2、掌握期间的计算、期间的恢复以及送达的方式。 

作业： 

1、期间中断、中止的事由有哪些？ 

2、文书送达的方式具体有哪些？ 

3、哪些期间不计入办案期间？ 

知识单元 9：证据 

参考学时：2学时 

引出案例：马清元等人贩卖、运输毒品案，章某受贿案。 

学习内容： 

1、关于证据的定义，中外理论对此众说纷纭，主要有“事实说”、“根据说”、“材料说”、“信

息说”、“方法说”、“事物说”等代表性观点。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定义采取了“材料说”。 

2、证据的属性，理论上存在争论。一种主张认为参照大陆法系学说，证据的属性包括证据能

力、证明力；另一种主张为传统的三性说，即客观性、关联性与合法性。 

3、刑事诉讼证据的种类：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

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1）物证：物证是指以其外部特征、存在状态、物理属性等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物品

和痕迹。 

（2）书证是指以文字、符号、图画等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有关案件事实的书面文件或其他

物品。 

（3）证人证言是指当事人以外了解有关案件情况的第三人，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与案件有

关事实情况的陈述。 

（4）被害人陈述，是指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就其所了解的有关案件的事实向公安司法机

关所作的陈述。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和

其他有关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 

（6）鉴定意见，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就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指派或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

行鉴定后作出的判断性意见。 

（7）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勘验、检查笔录，是指公安司法人员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进行勘验、检查

时就所观察、测量的情况所作的实况记载。 

辨认是侦查人员主持下由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对犯罪嫌疑人、与案件有关或疑与案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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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物品、尸体、场所进行识别认定的一项侦查措施。 

侦查实验是指为了确定与案件有关的某一事件或者事实在某种条件下能否发生或者怎样发生

而按照原来的条件，将该事件或者事实加以重演或者进行试验的一种证据调查活动。 

（8）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视听资料，是载有能够证明有关案件事实的内容的录音带、录像带、电影胶片、电子计算机的磁

盘等以其所记载的音响、活动影像和图形，以及电子计算机所存储的资料等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电子数据，是指以电子形式存在的、用作证据使用的一切材料及其派生物。 

4、刑事证据的分类： 

（1）根据证据的表现形式、存在状况、提供方式，可以把证据分为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言

词证据的共同特点是：生动、形象、内容丰富、涵盖面大，往往能够直接揭示有关案件的事实；实

物证据的特点是客观性、直观性较强。 

（2）根据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可以将证据分为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有罪证据，是

指能够证明犯罪事实存在，并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了该犯罪事实的证据。无罪证据，是指能

够证明犯罪事实不存在，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 

（3）根据证据的来源不同，可以把诉讼证据划分为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原始证据是指直接

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据；传来证据指不是直接来源于案件的事实，而是通过原始证据派生出来的证

据。一般地说，原始证据比传来证据可靠。 

（4）根据证据与案件的主要事实的证明关系，可以将证据划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直接

证据是指能够独立地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间接证据是指不能单独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而需

要与其他证据相结合并经过推理才能证明有关案件事实的证据。完全运用间接证据定案需要遵循一

定的规则。 

（5）根据证据的作用和一方对另一方的担保依赖关系，可以将诉讼证据划分为主证据和补强

证据。主证据，是指基于证据本身的特殊性质，需要其他证据增强或者担保其证明力方得作为认定

案件主要事实的根据的诉讼证据。补强证据是为了增强或者担保主要证据的证明力而提出的证据。 

学习目标： 

1、了解证据的法定种类，理解并掌握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原始证据

与传来证据、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主证据与补强证据的划分标准与运用。 

2、掌握刑事证据的属性，掌握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

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的概念、特点及审查判断的主要方法。 

作业： 

1、案例分析题。 

2、阐述证据的属性。 

3、法定的证据种类有哪些？特点是什么？如何认定？ 

4、书证与物证有什么区别？如何审查判断书证与物证？ 

5、简述证据的分类。 

知识单元 10：证明 

参考学时：2学时 

引出案例：朱新建故意杀人案、苏红庄被控侵占公款因证据不足宣告无罪案 

学习内容： 

1、刑事诉讼证明是指检察人员或当事人及其委托的辩护人、代理人向法庭提出证据表明犯罪

是否发生、谁是犯罪分子、罪责轻重以及其他有关案件事实的主张为真实的诉讼活动。刑事诉讼证

明的前提为诉讼主张。刑事诉讼证明往往与败诉后果相联系。 

2、证明责任，指的是当事人、公诉人承担的向法院提出证据支持自己的诉讼主张以期得到法

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避免对自己不利的诉讼后果的责任。 

3、证明标准，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认定案件事实所要求达到的程度或标准。我国的证明标准在



2159 

立法上则表述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4、证明对象，又称待证事实，主要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办案人员在刑事诉讼中需要运用证

据予以证明的事实情况。 

学习目标： 

1、了解刑事诉讼证明的概念，理解证明责任、证明对象、证明标准的概念。 

2、掌握证明责任的承担、证明对象的内容、免证事实、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对全案证

据的审查判断及疑罪从无原则。 

作业： 

1、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如何承担？ 

2、什么是证明标准？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是什么？ 

3、如何审查判断全案证据？ 

4、疑罪案件如何处理？ 

知识单元 11：立案 

参考学时：2学时 

引出案例：长沙税务分局爆炸案。 

学习内容： 

1、立案，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自首以及自诉人起诉等材料，按照各自

的职能管辖范围进行审查后，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并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时，决定将其作为刑事案件

进行侦查或审判的一种诉讼活动。 

2、立案的材料来源主要有：①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②单位

或者个人的报案或者举报；③被害人的报案或者控告；④犯罪人的自首；⑤其他途径。     

3、立案的条件是有犯罪事实并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4、立案的程序包括：立案材料的接受、对立案材料的审查和处理、控告人对不立案决定的申

请复议、人民检察院对不立案的监督。 

学习目标： 

1、了解立案的概念、特征和意义，立案监督的概念。 

2、理解立案的材料来源，掌握立案的条件、程序及立案监督制度。 

作业： 

1、立案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如何正确理解和掌握立案的条件？ 

2、人民检察院对立案如何进行监督？ 

知识单元 12：侦查 

参考学时：2学时 

引出案例：殷某故意杀人案，周克华持枪抢劫案。 

学习内容： 

1、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

的强制性措施。 

2、侦查的任务主要有三个方面：①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和抓获犯罪嫌疑人；②及时制止

某些持续进行的犯罪并且预防该犯罪分子继续犯罪；③为提起公诉和审判的顺利进行提供可靠的、

充分的证据。 

3、侦查行为包括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勘验、检查，侦查实验，搜查，查封、

扣押物证、书证，查询、冻结存款、汇款等财产，鉴定，辨认，特殊侦查措施、通缉等。 

4、侦查终结，是指侦查机关经过一系列的侦查活动，认为案件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

分，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犯罪和应否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而决定结束侦查，依法对案件作出处理

或者提出处理意见的一项诉讼活动。侦查终结的案件，根据案件的情况，应当移送审查起诉或者撤

销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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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补充侦查，是指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程序，在原有侦查工作的基础上，就案

件的部分事实、情节继续进行侦查的诉讼活动。补充侦查在诉讼阶段上，包括审查起诉阶段的补充

侦查和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在方式上，包括退回补充侦查和自行补充侦查。 

6、侦查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监督。侦查监督的

内容，是指需要人民检察院通过履行侦查监督职能予以发现和纠正的侦查机关或部门和侦查人员在

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人民检察院发现侦查机关或者部门和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应根据情况轻

重，作出不同处理：①口头通知纠正；②书面通知纠正；③要求重新调查取证；�移送有关部门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学习目标： 

1、了解侦查的概念、任务和意义。 

2、掌握各种侦查行为的法定程序，侦查终结的条件和处理程序，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案件

的侦查程序，补充侦查的种类，侦查监督的程序。 

作业： 

1、侦查行为有哪些？ 

2、简述特殊侦查措施。 

3、侦查终结的条件和程序是什么？ 

4、人民检察院如何进行侦查监督？ 

知识单元 13：起诉 

参考学时：2学时 

引出案例：闵拥军校园伤害案。 

学习内容： 

1、刑事起诉，是指享有控诉权的国家机关和公民，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对指控的

内容进行审判，以确定被告人刑事责任并依法予以刑事制裁的诉讼活动。按照行使追诉权的主体不

同，刑事起诉分为公诉和自诉两种方式。公诉是指人民检察院针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向人民法

院提出控告，要求人民法院通过审判确定犯罪事实、惩罚犯罪人的诉讼活动。公诉的原则有：国家

追诉主义，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 

2、审查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阶段，为了确定经侦查终结的刑事案件是否应当提

起公诉，而对侦查机关或者侦查部门确认的犯罪事实和证据、犯罪性质和罪名进行审查核实，并作

出处理决定的一项诉讼活动。 

3、提起公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以及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

经过全面审查，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时，向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并要求给被告人以刑事处罚的活动。 

4、提起公诉的条件是：①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②依法应当追

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③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应当符合审判管辖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决定提起

公诉的，应当制作起诉书。起诉书应由人民检察院向有管辖权的同级人民法院移送。 

5、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等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和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进

行审查后，依法作出不将犯罪嫌疑人交付人民法院审判的一种处理决定。不起诉分为法定不起诉、

酌定不起诉和证据不足不起诉三种。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应当制作并送达不起诉决定书。

公安机关认为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有错误，可以要求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

一级人民检察院提请复核。对于人民检察院作出的酌定不起诉决定，被不起诉人如果不服，可以向

作出决定的人民检察院申诉。被害人如果不服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

申诉或者提起自诉。 

学习目标： 

1、了解起诉的概念与意义。 

2、理解刑事公诉的原则和任务；掌握审查起诉的内容、步骤和方法，提起公诉的条件，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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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的种类、条件及对不起诉决定的复议、复核与申请；学会制作起诉书和不起诉决定书。 

作业： 

1、根据案情撰写一份起诉书。 

2、简述不起诉的种类。 

知识单元 14：第一审程序 

参考学时：2学时 

引出案例：吴某等涉嫌黑社会组织案；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王某诽谤案。 

学习内容： 

1、刑事诉讼中的审判是指人民法院对于刑事案件依法进行审理并且做出裁判的活动。 

2、审判的原则主要包括：审判公开原则、陪审原则、直接言词原则、辩论原则、集中审理原

则等。 

3、我国刑事案件的审判组织有独任庭、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其组成和职权范围各不相同。 

4、第一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或者自诉人提起自诉的刑事案件进行初次审判

的程序。第一审程序是刑事审判的基本程序和必经程序，在刑事诉讼中具有重要地位和重要意义。 

5、对公诉案件的审查，是指人民法院对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进行庭前审查，并

决定是否开庭审判的诉讼活动。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

控犯罪事实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6、法庭审判是指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通过开庭的方式，在公诉人、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

的参加下，调查核实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充分听取控辩双方对证据、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意见，

依法确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否受到刑事处罚以及应当给予何种刑事处罚的诉讼活动。 

7、法庭审判分为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评议和宣判几个阶段。 

8、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审理某些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犯罪轻微的刑事案件所适用的

比普通程序相对简化的审判程序。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9、判决，是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实体问题所作的处理决定；裁定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和判决

执行过程中，对程序问题和部分实体问题所作的处理；决定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

诉讼过程中，为解决有关法律问题所作的一种处理。 

10、自诉案件是指由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自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和支持控诉，要

求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 

11、自诉案件的范围有以下几类：①告诉才处理的案件；②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③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

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 

12、自诉案件的提起条件主要包括：①有适格的自诉人；②有明确的被告人和具体的诉讼请求；

③属于自诉案件范围；④被害人有证据证明；⑤属于受诉人民法院管辖；⑥自诉必须在追诉时效期

限内提出。提起刑事自诉，自诉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刑事自诉状。 

学习目标： 

1、了解刑事审判的概念和任务、程序，第一审程序的概念、意义；自诉案件的概念、特点。 

2、理解审判的原则；掌握审判组织种类与组成，公诉案件庭前审查的内容与处理，简易程序

的特点、适用范围，判决、裁定、决定的区别；自诉案件的范围，提起自诉的条件和程序，自诉案

件审判程序的特点。 

作业： 

1、简述法庭审理的程序。 

2、什么是简易程序？特点是什么？ 

3、简述自诉案件的范围。 

4、试述自诉案件审判程序的特点 

知识单元 15：第二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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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引出案例：朱仁良玩忽职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武汉建设银行爆炸案。 

学习内容： 

1、审级制度是指法律规定案件起诉后最多经过几级法院审判必须终结的诉讼制度。人民法院

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我国两审终审制有三种例外：①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第一审案件为一

审终审；②判处死刑的案件，必须依法经过死刑复核程序核准后，判处死刑的裁判才能生效并交付

执行；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依照刑法规定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案件，必须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

准才能生效并交付执行。 

2、第二审程序，是指第一审人民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人民法院尚未发生法

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而提出上诉或者抗诉的案件进行审理时所适用的诉讼程序。第二审程序的意义

有：①能保证刑事案件得到正确处理；②有利于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进行监督；

③能满足当事人的合理要求。 

3、第二审程序是由合法的上诉或抗诉而引起的。有权上诉的人员有：①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

人。②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③经被告人同意的辩护人和近亲属。④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和他

们的法定代理人。有权对一审未生效判决、裁定抗诉的机关是一审人民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被

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没有上诉权，但享有请求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权利。对于上诉的理由，刑事诉

讼法未作任何限制。 

4、在我国，第二审人民法院实行全面审查原则。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审判方式分为开庭审理和

不开庭审理，开庭审理是原则，不开庭审理是例外。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一审判决、裁定提出上

诉、抗诉案件进行审理后，应当分别情况作出如下处理：①裁定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②

改判；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5、上诉不加刑原则，是指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仅有被告人一方提出上诉的案件时，不得改判

重于原判刑罚的原则。上诉不加刑的适用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审级制度的概念，第二审程序的概念、意义。 

2、理解两审终审制的含义及例外，掌握上诉、抗诉的主体范围、理由、期限、方式与程序，

二审案件的审理范围、方式、审理后的处理，上诉不加刑原则。 

作业： 

1、如何正确理解第二审全面审理原则？ 

2、如何正确理解和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 

3、有权提起二审的主体有哪些？如何提起？ 

知识单元 16：死刑复核程序 

参考学时：2学时 

引出案例：吴英集资诈骗案。 

学习内容： 

1、死刑复核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复审核准所遵循的特别审判程序。 

2、死刑复核权在我国的发展过程。 

3、死刑立即执行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 2年执行的核准权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 

4、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案件，应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予以核准的，

作出核准裁定书；不予核准的，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或者指定其他

下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学习目标： 

1、了解死刑复核程序的概念、特点。 

2、掌握死刑复核的权限与程序，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核准程序，适用特殊情况的假释的

核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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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什么是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复核程序有哪些特点？ 

2、简述死刑复核的程序。 

3、简述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核准程序。 

知识单元 17：审判监督程序 

参考学时：2学时 

引出案例：佘祥林故意杀人案，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案，聂树斌强奸杀人案。 

学习内容： 

1、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

定事实上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时，依法提出并由人民法院对案件重新进行审判的诉讼程序。 

2、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包括：①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审判委员会；②最高人民法院和上

级人民法院；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是发现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的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 

3、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如果原来是第一

审案件，应当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抗诉；如果原来是第二审

案件，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案件，应当依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是终

审的判决、裁定。 

学习目标： 

1、了解审判监督程序与申诉的概念、意义。 

2、掌握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范围、理由和方式，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重新审判的程序。 

作业： 

1、简述审判监督程序与二审程序的异同。 

2、什么是申诉？申诉与上诉有什么区别？ 

3、申诉是否必然能引起审判监督程序？谁有权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4、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有哪些？ 

5、试述审判监督程序与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的区别。 

知识单元 18：执行 

参考学时：2学时 

引出案例：甘锦华故意杀人案，臧天朔聚众斗殴假释案。 

学习内容： 

1、刑事诉讼中的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交付执行机关，以实

施其确定的内容，以及处理执行中的诉讼问题而进行的各种活动。 

2、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是执行机关对罪犯实施惩罚和改造的法律依据。生

效判决和裁定因内容不同，执行机关也不相同。执行机关包括人民法院、监狱、未成年管教所、看

守所、社区矫正机构。 

3、监外执行。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一）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三）生活不能自理，

适用暂予监外执行不致危害社会的。对适用保外就医可能有社会危险性的罪犯，或者自伤自残的罪

犯，不得保外就医。对罪犯确有严重疾病，必须保外就医的，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诊断并开

具证明文件。在交付执行前，暂予监外执行由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决定；在交付执行后，暂予监外

执行由监狱或者看守所提出书面意见，报省级以上监狱管理机关或者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批

准。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及时收监：（一）发现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

条件的；（二）严重违反有关暂予监外执行监督管理规定的；（三）暂予监外执行的情形消失后，罪

犯刑期未满的。对于人民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应当予以收监的，由人民法院作出决定，将

有关的法律文书送达公安机关、监狱或者其他执行机关。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通过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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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非法手段被暂予监外执行的，在监外执行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罪犯在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脱逃

的，脱逃的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 

4、社区矫正。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 

5、最高人民法院的执行死刑命令，由高级人民法院交付原审人民法院执行，原审人民法院接

到死刑执行命令后，应当在 7日内交付执行。对于被判处死刑缓期 2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

和拘役的罪犯，在“罪犯被交付执行刑罚的时候，应当由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将有关的法律文书送

达监狱或者其他执行机关”。 宣告缓刑的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应当将法律文书和罪犯交当地公安

机关，由公安机关将罪犯交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考察。对于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

由公安机关执行。执行期满，应当由执行机关通知本人，并向有关群众公开宣布解除管制或者恢复

政治权利。罚金、没收财产的判决，无罪、免除刑事处罚的判决由人民法院执行。 

6、执行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执行是否合法实

行法律监督的活动。包括：对执行死刑的监督；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对减刑、假释的监督；对

执行机关执行刑罚活动的监督。 

学习目标： 

1、了解执行程序的概念、意义。 

2、掌握执行的依据、执行机关，各种判决、裁定的执行程序，执行的变更程序，对新罪和申

诉的处理程序，执行监督。 

作业： 

1、案例分析题。 

2、简述执行的依据和机关。 

3、减刑和假释的审理程序有哪些？ 

4、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活动的监督包括哪些方面？ 

知识单元 19：特别程序 

参考学时：2学时 

引出案例：李某故意杀人案，杨某等故意伤害案，夏某逃匿后违法所得没收案，魏春雪犯病掐

死母亲案。 

学习内容： 

1、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与成年人犯罪相比,未成年人犯罪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较

之刑事诉讼中的普通程序，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有自己的特殊方针、原则和方法。同时，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也有区别于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特殊待遇。我国《刑事诉

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规定了特殊的诉讼原则

和程序设置。重点介绍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的概念、特点，应遵循的方针和原则，以及具体的立

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程序。 

2、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是一种区别于传统办案

方式，通过鼓励当事人和解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宽缓处理的案件处理方式。当事人和解程

序与刑事自诉案件和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和(调)解、恢复性司法和辩诉交易都存在区别。《刑事

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适用的条件、范围、具体程序，以及如何对当事人

和解的公诉案件作出处理。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在以往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常

常出现贪污贿赂、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者死亡后，其违法所得无法追缴的

法律障碍问题。违法所得的对立物是合法财产。违法所得是行为人通过法律禁止的手段获取的具有

经济价值的物质实体，即赃款、赃物，这些财产往往是犯罪行为所得，因此，对这些财产的追缴必

须通过刑事诉讼程序。 

4、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重点阐释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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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制医疗程序，介绍了强制医疗程序的概念与特征，分析了强制医疗的对象以及强制医疗程序的

申请、决定权、审理、救济和监督。在我国吗，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是

指针对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

任且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精神病人，司法机关强制其进行医疗的诉讼活动。强制医疗程序的价值

目标是安全与自由并重、防卫社会与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并重。 

学习目标： 

1、了解特别程序设立的背景和目的； 

2、掌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条件，

特点等。 

作业： 

1、试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重要制度 

2、简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3、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的条件。 

4、简述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刑事诉讼法概述、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管辖、回避 4  

2 辩护与代理、强制措施 4  

3 附带民事诉讼、期间、送达、证据 4  

4 证明、立案 4  

5 侦查、起诉 4  

6 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 4  

7 死刑复核程序、审判监督程序 4  

8 执行、特别程序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刑事诉讼法学、刑法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刑事强制措施、证据制度、侦查、审查起诉和法庭审判程序（含一

审、二审、审判监督和死刑复核程序）、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诉讼程

序。 

难点：怎样在各个知识点上选择和筛选有代表性典型案例、怎样将案例分析与讲解刑事诉讼原

则、制度、程序有机结合起来、如何通过案例和理论的讲解增强学生自主分析和解决具体案件的能

力、如何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案例研习的积极性、如何制作案例分析和知识点讲解相结合的 PPT课件。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案例分析的方法。以案释法、以案说理，从司法实践中发生的典型案例入手引出刑事诉讼法

学的主要知识点。 

2.理论阐释的方法。对刑事诉讼法学所涉及的主要知识点进行诉讼原理以及立法、司法层面的

深入解读，使学生不只是了解个案存在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理解具体案例所体现的刑事诉讼原理、

原则、制度和规则等。 

3.集体讨论和重点讲解的方法。主要采取老师引导、学生集中讨论的方式来进行，同时对于主

要的知识点，老师要进行重点和深入的讲解。 

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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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口头讲授和互动教学。 

2.PPT课件。 

3.多媒体播放视频、图片等。 

4.模拟法庭。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主要考核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等；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节课结束后，均应布置本节课的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刑事诉讼法学案例研习》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

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刘玫、洪道德编著：《刑事诉讼法案例研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 8月 第 1版。 

2. 刘玫、洪道德编著：《刑事诉讼法案例研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 8月 第 2版。 

推荐参考书 

1. 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6月 

第 5版 

2．宋英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述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 1版 

3.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新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案例精析与理解适用》，法

律出版社，2013年 5月 第 1版 

4. 叶青主编《案例刑事诉讼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 8月 第 1版 

5. 章礼明编《刑事诉讼法教学案例》，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 2月 第 1版 

6. 史立梅主编《法学原理于案例讲堂——刑事诉讼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2月 第

1版 

7. 叶青主编《刑事诉讼法案例与图表》，法律出版社，2015年 1月 第 4版 

8. 谭世贵主编《刑事诉讼法原理与案例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7月 第 1版 

执笔：     审稿：王贞会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检察理论与实务 
The procuratorial theory and practice 

课程号：700105034-01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刑事诉讼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向学生系统的讲述我国检察理论与实务的基本内容；2、让学生掌握

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并能分析其优缺点；3、为进一步学习有关我国检察理论与实务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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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开设本课程，是由于检察理论与实务作为课程性的研究在国内教育领域研究较少，而且近年来，

我国法律的修订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全国对检察理论的研究逐渐深入，因此，要与时俱进，系

统的学习有关检察理论与实务的新知识。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检察理论与实

务的基本知识，为深入学习刑事诉讼相关法律打好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0学时 

知识单元 1：检察学概论 

参考学时：2 学时 

学习内容： 

1．检察的概念与特征。 

2．检察与司法。 

3．检察的内涵。 

4．检察工作的基本原则。 

5．检察制度的内涵、基本内容和分类。 

6．检察制度的理论基础。 

7．检察制度理论研究。 

学习目标： 

1．了解相关概念；了解检察与检察制度的内涵； 

2．重点掌握检察制度的相关理论。 

作业： 

1、对检务公开的正确理解，对比审判公开？ 

2、孟德斯鸠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   的一条经验。”对此，

你是如何思考的？ 

知识单元 2：检察制度发展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检察制度的起源。 

2．中国检察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检察制度的起源； 

2．掌握我国检察制度的历史与发展。 

作业： 

1、检察制度起源于两个国家，即英国和法国，你怎么看？二者之间存在沿袭关系吗？ 

2、中国检察制度发展的总体规律？ 

知识单元 3：检察机关 

参考学时： 2学时 

学习内容： 

1．国外对检察机关性质的不同界定。 

2．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 

3. 对检察机关的法律地位的认识。 

4. 检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的法律关系。 

5. 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 

6. 检察机关的组织结构。 

7. 我国的检察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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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国外和我国关于检察性质的界定；了解检察机关在我国的地位及与其他机关的法律关

系； 

2. 掌握检察机关的设置模式；掌握我国检察官的相关知识点。 

作业： 

1. 法院的判决对检察机关适用法律、认定犯罪有无约束力？ 

2.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检察机关有无约束力？ 

知识单元 4：检察权 

参考学时： 2学时 

学习内容： 

1. 检察权概述。 

2. 检察权的基本内容。 

3. 建立和健全检察权制约机制的理论基础。 

4. 检察权制约机制的模式选择。 

5. 我国检察权的制约机制。 

6. 人民监督院制度。 

学习目标： 

1. 了解检察权的含义和性质；了解我国检察权的内容； 

2. 重点思考和学习检察权的制约机制模式。 

作业： 

1、“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请谈谈你的理解？ 

2、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 

3、检察权监督制约机制的种类或模式？ 

4、当前我国检察权监督与制约机制之不足与成因？ 

5、谈谈你对我国人民监督员的看法？（是否发挥了作用？是否有存在的必要？该如何完善？

等等） 

知识单元 5：案件管理 

参考学时： 4学时 

学习内容： 

1．案件管理的概念和特征。 

2．案件管理的基本原则。 

3．案件管理的意义。 

4．案件管理部门设置模式。 

5．案件管理部门的工作职责。 

6．案件管理部门的工作制度。 

7．案件管理程序。 

学习目标： 

1．了解案件管理的概念和特征；了解案件管理的部门设置；    

2. 重点思考案件管理部门设置的模式。 

作业： 

1.比较各种案件管理部门模式的优缺点？设立专门案件管理中心的必要性分析？ 

2. 谈谈你对检察机关案件流程管理模式构建的思考？ 

知识单元 6：检察机关的立案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2169 

1．检察机关立案的概念。 

2．检察机关的立案范围。 

3．检察机关的立案条件和标准。 

4．检察机关的立案程序。 

学习目标： 

1．了解检察机关立案的概念和范围；了解检察机关立案的标准和条件；了解检察机关的立案

程序；   

2. 重点思考我国的立案监督机制。 

作业： 

1. 谈谈你对刑事案件初查证据的可采性的认识？ 

2. 在我国，应当如何建立和完善检察机关的刑事立案监督机制？ 

知识单元 7：检察机关的侦查 

参考学时： 4学时 

学习内容： 

1．检察机关侦查的概念。 

2．检察机关侦查的程序和方法。 

3．侦察终结。 

学习目标： 

1．了解检察机关侦查的概念；     

2. 重点掌握检察机关的各种侦查方法；掌握侦查终结的相关知识。 

作业： 

1.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与自由裁量权之间的界限？ 

2.“侦查机构可灵活多样”，谈谈你对这句话的认识和理解？是否会导致实践操作中的混乱与

低效？ 

3. 对初查中的调查行为应当如何进行控制？ 

4. 我国检察机关侦查权控制的现状？与美国检察侦查权控制的比较？ 

知识单元 8：侦查监督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审查逮捕的概念和权限。 

2．审查逮捕的条件。 

3．审查逮捕的一般程序。 

4．审查批准逮捕的程序。 

5．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 

6．刑事立案监督。 

7．刑事侦查活动监督。 

学习目标： 

1．了解审查逮捕的概念、权限；了解检察机关对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 

2. 重点掌握审查逮捕的条件。 

作业： 

1.检察院的刑事立案调查与刑事侦查的区别? 

2.检察院对自己自侦部门的立案活动、侦查活动进行监督，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3.论侦查监督的价值？ 

4.区别侦查活动的监督与侦查监督？ 

5.我国侦查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思想观念上，权力配置上，监督范围，监督手段，事后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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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6.如何理解和完善强制侦查行为的监督？ 

知识单元 9：公诉 

参考学时： 4学时 

学习内容： 

1．公诉的概念和特征。 

2．公诉和自诉。 

3．审查起诉。 

4．不起诉。 

5．提起公诉。 

6．出庭支持公诉。 

7．刑事抗诉。 

8．刑事审判活动监督。 

9．死刑复核法律监督。 

学习目标： 

1．了解公诉的概念与特征；了解公诉与自诉的区别与联系； 

2. 重点掌握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制度和抗诉制度；掌握检察机关对审判、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 

作业： 

1、公诉案件与自诉案件的区别？并谈谈你对废除自诉程序的认识？在我国是否有必要性和可

行性？ 

2、我国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是否合理？ 

3、在我国，如何构建检察机关多元化的公诉裁量权？ 

4、对检察机关的民事公诉权与行政公诉权的理解？ 

5、谈谈你对“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理解？ 

知识单元 10：民事行政检察 

参考学时：4 学时 

学习内容： 

1．民事行政检察概述。 

2．民事行政检察的意义和原则。 

3．民事行政检察的条件和程序。 

4．民事行政公益诉讼。 

学习目标： 

1．了解民事行政检察的基本概念和内容； 

2. 重点学习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作业： 

1. 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制度缺陷（起诉原则、诉讼地位、受案范围、诉讼程序）？ 

2. 谈谈你对“北京华清嘉园小区绿地行政诉讼案”的看法？ 

3. 在公益行政和民事诉讼中，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赋予检察机关适格原告的地位？（原告“适

格说”和“利害关系说”） 

知识单元 11：监所检察 

参考学时： 4学时 

学习内容： 

1．刑事执行监督概述。 

2．对监狱工作的检察。 

3．对看守所工作的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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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刑罚执行监督的概念、特点和意义；了解国外刑罚执行监督制度； 

2. 重点对比学习检察机关对监狱工作和看守所工作的监督制度。 

作业： 

1. 近年来，我国被监管人员非正常死亡案件频发，你对此如何认识？反应了我国哪方面制度
的缺陷和不足？应当如何完善？ 

2. 如何建立我国羁押场所“死因调查制度”？ 

3. 谈谈我国监所检察执法观念存在的误区（对立式、形式化、被动化）？ 

4. 比较、借鉴国外不同刑罚执行监督模式的立法经验，完善我国的监督方法？为什么说我国
的刑罚执行监督制度具有天然的优越性？ 

知识单元 12：控申举报检察 

参考学时：4 学时 

学习内容： 

1．控申举报检察工作概述。 

2．控告、申诉、举报的比较。 

3．控告申诉的受理。 

4．举报。 

学习目标： 

1．了解控申举报检察工作的基本概念，以及相关概念的区别； 

2. 掌握控告、申诉的受理；掌握举报制度的相关内容。 

作业： 

1. 比较控告、申诉、举报的异同？ 

2.谈谈你对信访权的双重性的理解？在我国信访权是不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 

3.在我国“集体上访”是否合法？应当如何解决？（结合具体的案例分析其中的利弊） 

知识单元 13：刑事申诉 

参考学时： 6学时 

学习内容： 

1．刑事申诉概述。 

2．刑事申诉的管辖。 

3．刑事申诉的处理程序。 

4．中国刑事申诉制度历史沿革。 

5．西方刑事申诉制度历史演进。 

学习目标： 

1．了解刑事申诉的概念、性质和理论基础；了解刑事诉讼的价值和功能；了解刑事申诉的历

史演进； 

2. 重点学习刑事申诉的管辖制度和处理程序。 

作业： 

1. 刑事申诉与控告、信访的区别？ 

2.你如何看待申诉主体权利行使的次序性问题？以及申诉的期限和次数是否应当有所限制？ 

3.如何保障检察机关审查结果的执行？ 

4.联系我国的司法实践经验，谈谈职权主义刑事诉讼模式对刑事申诉制度的影响？ 

5.刑事申诉与一事不再理和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对立统一关系？ 

6.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关于纠正法院审判错误的不同做法？谈谈不同的诉讼模式对

国家立法与实践的影响？ 

知识单元 14：刑事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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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 6学时 

学习内容： 

1．刑事赔偿概述。 

2．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的条件和范围。 

3．检察机关刑事赔偿范围的排除。 

4．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程序。 

5．刑事赔偿的实现。 

学习目标： 

1．了解刑事赔偿的概念和特点；了解刑事赔偿的实现机构和方式； 

2. 掌握刑事赔偿的范围和条件；掌握刑事赔偿制度的相关内容。 

作业： 

1. 你认为我国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的范围规定是否合理？应当如何完善？ 

2.探讨在我国建立赔偿请求人的救济制度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3.谈谈你对“错误逮捕赔偿”修改为“无罪逮捕赔偿”的认识？是否是立法上的倒退 

4.从精神抚慰到精神损害赔偿，你是如何看待的？如何在实践中增加其操作性？ 

5.我国司法赔偿责任的例外？ 

知识单元 15：职务犯罪预防 

参考学时： 4学时 

学习内容： 

1．职务犯罪的概念和特征。 

2．职务犯罪产生的原因。 

3．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 

4．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措施与制度。 

5．职务预防犯罪工作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职务犯罪的概念和特征；了解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 

2. 掌握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中的作用 

作业： 

1.从我国的制度结果上分析，在我国职务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原因？ 

2. 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 我国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模式？由单向式向合力式的转变？  

知识单元 16：特别程序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制度。 

2．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制度。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4．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学习目标： 

1．了解四大特别程序的基本内容； 

2. 重点思考四种特别程序的积极意义及存在不足之处。 

作业： 

1. 在实践中如何平衡未成年人调查制度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间的矛盾？如何保护

未成年犯罪人的隐私？ 

2.谈谈你对公诉案件和解程序中，“花钱买刑”的看法？是否有钱人在该制度中更受益？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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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制度存在的缺陷？ 

3.没收违法所得程序是否具有不合理的地方？从程序上来讲，对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

法权益是否合理？ 

4.刑事强制医疗主要是针对社会上的“武疯子”所采取的制度，谈谈该制度的进步意义？是否

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5.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实践中常常存在“被精神病”和“假精神病”的情况，谈谈你对此的认

识？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为 2个，共 4学时 

实践 1：法院旁听案件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组织学生到法院旁听有检察机关参与的公诉案件。 

实验要求：熟悉案件审判的流程及检察官一方在其中的作用；研究检察制度在实践中是否存在

不足；掌握理论结合实践的思考方法。 

实践 2：检察院实践学习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组织学生到检察院实践学习。 

实验要求：熟悉检察机关的业务流程；研究检察实务与理论存在的差距；掌握独立思考的研究

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检察学概论、检察制度发展史 4  

2 检察机关、检察权 4  

3 案件管理 4  

4 检察机关的立案 4  

5 检察机关的侦查 4  

6 侦查监督 4  

7 公诉 4  

8 民事行政检察 4  

9 监所检察 4  

10 控申举报检察 4  

11 刑事申诉 4  

12 刑事申诉 4  

13 刑事赔偿 4  

14 职务犯罪预防 4  

15 特别程序 4  

16 实践课程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 

后续课程：《外国刑事诉讼法》、《外国刑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我国的立案监督机制、检察机关的各种侦查方法、侦查终结、审查逮捕的条件、检察机

关的不起诉制度和抗诉制度、检察机关对监狱工作和看守所工作的监督制度、控告、申诉的受理、

刑事申诉的管辖制度和处理程序、刑事赔偿的范围和条件、四大特别程序的基本内容。 

难点：检察制度的相关理论、检察制度的起源、检察机关的设置模式、案件管理部门设置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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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刑事申诉的历史演进。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讨论法。 

3.实验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实践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 
法院、检察院 

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 
目的：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考试成绩占 80% ，平时成绩占 20%（平时成绩的考核包括：学生出勤率、课堂

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要求学生在课下独立思考，并于下次课堂上师生共同探讨。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参考《检察理论与实务》教材教学；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韩锦霞、王永慧等编著《检察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2014年 11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陈庆国编著《新刑事诉讼法与诉讼监督》，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 4月 第 1版 

2. 朱孝清、张智辉编著《检察学》，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 7月 第 1版  

执笔：王晶   审稿：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日 

 

证据法学 
Evidence Law 

课程号：700402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研究我国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2、对比其他国

家的与之对应的规定，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向学生系统讲授我国证据制度的基本内容，掌握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

并分析其优缺点，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提出理论上的建议。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 30学时 

知识单元 1：证据法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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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证据法学的概念及其研究对象 

一、证据法学的概念 

1、证据法：是指规定证据的提出与采纳、证明责任和标准、证人特权以及免证事实等问题的

法律规范。 

2、立法体例：无单独证据立法，散见于三大诉讼法证据章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如《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简称《高法刑诉解释》） 

3、最高法院关于行政、民事证据的单行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

解释》的证据部分（下简称《民诉证据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下简称《行诉证据规则》） 

4、学者们的主张和立法部门的态度 

二、证据法学的名称 

1、我国证据法学的范围。我国证据法学范围比较宽泛，与美国相比较，包括：美国证据学课

程的内容；美国宪法刑事诉讼的内容（如第五修正案、第四修正案）；美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如

证据开示）；美国刑法的某些内容（如侦查陷阱）。 

2、我国证据法学的学科现状。 

第二节  证据法学的内容 

一、证据可采性 

二、宪法刑事诉讼的限制 

三、诉讼法中与证据相关问题的规定 

四、少量的对证据证明力的限制 

五、实践中对证据收集、判断以及在法庭上查证的具体方法 

第三节  证据法的两个基本原则 

一、证据裁判主义 

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依靠证据。也可以表达为：除证据外不得推定犯罪事实。但是，存在例外，

即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都存在的免证事实（详见“证明对象”一章中的论述）。 

二、自由心证 

自由心证，又称“内心确信”，是指法律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作预先规定而由法官在审理案件中

加以自由判断的证据制度。 

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率先规定，意大利、德国、日本采纳。 

《法国刑事诉讼法》第 353条：法律并不考虑法官通过何种途径达成内心确信；法律并不要求

他们必须追求充分和足够的证据；法律只要求他们心平气和、精神集中，凭自己的诚实和良心，依

靠自己的理智，根据有罪证据和辩护理由，形成印象，作出判断。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

是否已形成内心确信？这是他们的全部职责所在。 

自由心证制度的主要内容：1、证据的证明力完全由法官凭自己的理性和良知自由加以判断；2、

法官对案情的认定，必须在自己内心形成确信。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证据法学的范围。了解证据法中的证据裁判原则和自由心证原

则。重点思考诉讼中的真实查明任务。 

作业： 

1、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是否有相同的证据规则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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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是不是共同的要求？ 

3、自由心证是否要求法官根据本案证据得出心证？有人认为，自由心证就是法官随意判案。

你是否同意？ 

4、法官达成心证，是否要求心证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有人认为客观真实是不可能达到的，

你如何认识？ 

5、自由心证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证据制度，你如何评价？ 

6、我国是否应当引入自由心证的原则？ 

7、证据法的两大原则是证据裁判和自由心证，在我国是否也是如此？ 

知识单元 2：外国主要证据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神示证据制度 

1、证据制度：法律规定或确认的关于诉讼中的证据的含义和种类、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

明要求和标准，以及如何收集、审查判断证据，如何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各种原则、规则等的

总称。 

2、神示证据制度：根据神的启示来判断诉讼中的是非曲直。诅誓；水审和火审；决斗；卜筮；

十字形证明。 

第二节 法定证据制度 

法定证据制度：又称形式证据制度，其主要内容是，一切证据的证明力的大小，以及对它们的

取舍和运用，都由法律预先明文加以规定，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不得自由评断和取舍。盛行于中

世纪后期的欧洲大陆地区，16－18世纪最为发达。1532年《加洛林纳法典》。与纠问式诉讼相联系。 

法定证据制度的主要内容：自白被认为是最完善的证据；证人证言：两个典型证人证言为完全

的证据；按多数人的证言判断案情；男人、学者、显要、僧侣证言优先。 

第三节 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 

一、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制度的历史背景 

地域范围：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对抗制诉讼以及陪审团审判 

不规定证据的证明力问题，重在可采性 （admissibility） 

二、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制度的主要内容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的结构是：一般规定；司法认知；推定（证明责任）；相关性；特权；

证人；意见证据和专家证言；传闻；真品性验证和辨认；书证、录制品和照片的内容。 

第四节 前苏联的内心确信证据制度 

苏联的内心确信证据制度：在苏维埃刑事诉讼中，法院依据案件一切情节的总和，加以审查，

在进行证据的判断及决定哪些证据是符合其见解、哪些证据得不采纳甚至不视为证据，由审判员自

由加以评定，并根据由此形成的确信对案件进行裁判。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自由心证证据制度、英美法证

据制度、苏联内心确信证据制度。重点思考证据的证明力能否通过法律预先规定的形式予以确定。 

作业 

1、神示证据制度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我国历史上是否存在？ 

2、如何评价神示证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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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定证据制度与神示证据制度的根本区别何在？ 

4、随着英美证据规则的引入，很多学者主张借鉴其内容来丰富我国证据法。你认为如何？ 

5、ICTY的证据规则采取了两大法系折衷的办法，即：注重事实的查明，忽视技术性证据规则；

吸取两大法系证据法中的合理内容；注重真实查明和诉讼效率的兼顾。你认为这是否是中国证据法

的发展方向？ 

6、英美证据法的程序功能是什么？ 

知识单元 3：中国古代证据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奴隶社会的证据制度 

允许刑讯；师听五辞：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疑罪从赎。 

第二节 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 

一、证据种类 

1、被告人口供。“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罪从供定，犯供最关紧要。” 

2、原告人陈述。被害人或者第三人。 

3、证人证言。“据众证定罪”、“亲亲得相首匿” 

4、勘验笔录。宋慈的《洗冤集录》。 

5、物证、书证。“赃状露验” 

二、取证方式 

刑讯合法化。对象包括被告人、原告人、证人。 

1、刑讯的条件。2、刑讯的工具。3、刑讯的施行。4、不许刑讯的对象。 

三、证据的审查判断 

1、五声听狱讼。 

2、对质。 

3、刑讯。 

四、疑罪的处理 

疑罪唯轻，实行有罪推定。 

第三节 旧中国证据制度的近代转型 

三个阶段：萌芽时期：清末变法。初步形成时期：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形成时期：国民党

1928年和 1935年刑事诉讼法，基本上实现了证据法的现代化改造。 

第四节 新中国证据制度 

一、创立与发展 

1949年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消灭法学教育、法官和律师，彻底进入无法无天的状态。 

1979年制定刑事诉讼法，深受前苏联理论与实践的影响。 

二、新中国证据制度的特点 

1、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 

2、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不轻信口供。 

3、查明客观真实。 

4、法院的依职权查证的责任。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特别是刑讯制度、亲亲得相首匿、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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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验制度。了解我国目前证据制度的特点。重点思考中国古代实质正义的传统与现代根据举证责任

进行裁判的冲突。 

作业： 
1、我国古代有追求实体正义的传统，因此追求判决的客观公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如何看待这一民族传统文化？ 

2、近来有一起民事案件，主审法官依举证责任作出判决后，当事人自杀，后对该法官进行了

刑事起诉。对此事你如何评价？ 

知识单元 4：证据的概念和意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证据的概念和特征 

一、证据的概念 

制定法较少进行规定，古今中外众说纷纭。例如，证据：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用来证明

自己主张的一切事实或材料。 

学术界曾经存在的关于证据定义的争论：事实说；材料说；定案根据说；材料事实统一说。 

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证据的种类，即证据的表现形式。同时，“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

定案的依据”。定案根据的要素：1、必须被事实审理者确信为真实；2、必须是能够获得；3、不

被证据法的规定所排除。 

二、证据的基本特征 

历史上的三性说与两性说之争。相关性和可采性。 

1、关联性（相关性）。含义：是从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的相互关系方面来反映证据特征的，它

要解决的是客观事实可以作为证据的内在根据问题。通俗地说，就是证据对案件事实能够起到证明

作用。一般说来，关联性是一个逻辑问题，也就是说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用常识、理性就能解决。

但是，可能根据科技的发展而变化，例如弹道鉴定、指纹鉴定、DNA、测谎器等。但是，有时候是

政策性的选择，例如“强奸盾牌条款”则是基于女权主义的考虑。一般说来，相似事实和品格证据

不具有相关性。 

2、可采性。可采性解决是究竟哪些证据可以在法庭上提出、被事实的审理者看见和听见的问

题，也有人将其称为“证据能力”。证明力（weight）是指一项证据在事实的审理者心中的重量。

应当将可采性问题和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区分开来。可采性的价值。第一，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防

止争议点模糊和诉讼拖延。例如，相关性规则就是为了防止证据调查范围的无限扩大而设立的证据

可采性规则。第二，基于实体公正的考虑，防止可能不真实的证据进入法庭。比如排除传闻证据就

是因为传闻证据可能不可靠以及不能经过主询问和反询问来检查其真实性。第三，基于程序公正的

考虑，防止警察滥用权力，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例如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为了制

止警察用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法取证。因此，要求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证据必须具有可采性是实

现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的要求。 

第二节 证据的意义 

一、是查明案情的主要手段 

二、是当事人双方推进诉讼活动的必要条件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证据的概念。了解证据的相关性的要求。了解品格证据、习惯

证据的相关性。对相关证据的偏见效果的衡量。了解证据对于诉讼的重要性。重点思考证据可采性

与证明力的区别。 
作业 
1、现行刑事诉讼法采取的是事实说。“事实说”存在着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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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对证据的定义是指整个诉讼过程中用以证明案件情况的材料，包括侦查、起诉和审判

阶段。英美则专指法庭审判，如对证人的定义，对证据的定义，对证明的定义。这说明了我国刑事

诉讼的什么重要特点？ 

3、如果你要提起一起诉讼，提出主张的时候必须提供什么来支持？ 

4、对于三性说和两性说的争论，你如何评价？ 

5、我国传统观点中使用的合法性，和英美法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什么区别？ 

6、证据是否是查明案件事实的唯一手段？如果不是，还有什么方法？ 

知识单元 5：非法证据排除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 

一、排除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系 

1、应当注意的是，有的学者将依照可采性予以排除的证据都称为“非法证据排除”，将不具

有可采性的证据都称为非法证据，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证据的排除规则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并不等同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于可采性的排除规则包括相关性规则、最

佳证据规则、传闻证据规则、普通证人的意见证据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等。一项证据被排除

并不一定是基于非法证据排除，可能根据其他关于证据可采性的规则被排除。 

2、非法证据排除的目的有两个模式：一个是美国模式，即其目的是在于限制国家权力，防止

法律实施机构，特别是警察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另一个是德国模式，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宪法

权利，特别是 fre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3、非法证据排除会带来一个重要的不利影响，就是不利于案件真实的查明。一项证据即使是

真实的，但是如果属于警察采用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收集的，不能在诉讼中作为证据提出。  

4、传统观点认为，只要是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都必须排除，而证据的合法性包括证据必须具

备法定形式、具有合法的来源等等，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形式的，不得采纳为证据。实际

上，这是对非法证据的一个误解。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并非就是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的目的

仅仅是为了限制警察权力、防止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因此只有当国家权力的行使者——警察违法行

使职权获得的证据才是非法证据。 

二、非法证据的范围 

1、刑事诉讼中的相关规定。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 54条规定了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 

1984年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5条规定：

“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已经确定系以酷刑引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

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  

2、民事诉讼中的相关规定。 

《民诉证据规则》：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

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3、行政诉讼中的相关规定。 

《行诉证据规则》第 55条 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合法性：（一）

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二）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三）是

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法情形。 

第 57条 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二）以

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三）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

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 

第 58条 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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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依据。 

第二节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联合国大会 1984年 12月 10日第 39/46号决议通过并开放供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5 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

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

据。”《刑事诉讼法》第 54 条规定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在《高法刑诉解释》、《人民检

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都进行了具体的解释。 

一、非法证据排除的确立对刑事诉讼的影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存在着一个价值权衡的问题。如果允许将非法取

得的证据作为定案根据，对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实现国家的刑罚权是有益的，但这样作是以破坏

国家法律所确立的秩序和侵犯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反过来，如果对非法证据予以排

除，又会阻碍对犯罪的查明和惩治。因此，一个国家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在多大程度

上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与该国的刑事诉讼的目的、主导价值观念、对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视程度等

因素都是相关的。 

二、我国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是否排除的规定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没有做出规定。我国宪法第 37条第 3款规定，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第 39 条规定，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由此可见，不受非法搜查是公民的宪法权

利，对于侵犯公民宪法权利而获得的证据如果予以采用，实际上就是对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行为的

默许和纵容，其危害的不仅仅是某个公民的隐私权，更是对宪法尊严的侵犯。也就是说，不排除非

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宪法的权威就的不到维护，司法公正就没有办法达到。 

第三节 沉默权 

一、沉默权的起源 

沉默权（right to silence）在某些法律文件中被称作反对自证其罪的特权（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其含义包括：1、不能强迫任何人作不利于己的陈述；2、任何人有权拒绝

陈述、保持沉默，并被告知这一权利，并不得作对其不利的推论；3、陈述只有在自愿并了解陈述

后果的情况下才可采。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4条 3款（庚）项规定：“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

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

强迫承认犯罪。” 

二、沉默权的保障机制 

1、讯问前的告知义务。美国的米兰达警告。英国 1994年以前的警告和 1994年之后的警告。 

2、讯问中的保障程序。供述必须在自愿和了解后果的情况下作出才可采；律师有权在讯问时

在场；不得采用损害其意志力、理解力的方法；羁押讯问分离；全程录像；等等。 

3、证据的排除规则。违反自愿性的供述不具有可采性。德国、意大利、日本也如此规定。 

4、无不利后果的裁判原则。不得因被追诉人保持沉默而作出对其不利的推论。 

英国 1994年 CJPOA的改革。 

三、沉默权与我国刑事诉讼 

2012 年刑事诉讼法规定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刑事诉讼法第 118 条

同时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与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显然是

矛盾的。我国规定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的义务，其立法理由是为了有利于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有

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1、主张沉默权的理由。诉讼公正的要求。反映了无罪推定原则对举证责任的要求。沉默权并

未成为打击犯罪的障碍。我国的侦查技术和手段可以确立沉默权。消除实践中的刑讯逼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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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对沉默权的理由。有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口供有着不可替代的证据价值。是量刑的酌

定情节。要求其回答并不意味着可以刑讯。我国不一定照搬外国立法，特别是英国的改革给我们重

新思考提供了契机。不利于打击犯罪，而我国目前犯罪率不断上升。是否确立沉默权应当根据各国

传统而定。 

四、我国应当引入沉默权以及具体设计 

有人主张，应当对现行刑诉法如实回答的规定进行改革，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理由

有以下几个方面：1、规定如实回答会导致一些不利的影响。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回答，

会导致公安司法机关过分依赖口供。2、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可以使我国的刑事诉讼制

度与有关的国际条约相一致。3、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有利于保障人权，有利于防止在刑

事诉讼中使用不正当手段取证的行为，防止警察滥用权力侵犯普通公民的自由、财产和隐私权。 

1、沉默权的具体设计。借鉴英国 1994年议会通过的《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中对沉默权的

限制，对于被告人拒绝在审判中提供陈述的，控诉方可以对其在侦查、审判阶段保持沉默的做法进

行评价，或者援引其前后不一致的陈述来说明其陈述的虚假性，但不能强迫要求他必须回答控诉方

的问题。还应当注意的是，即使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负有一定的解

释和说明义务，如果被告人选择拒绝提供陈述，法庭也不能以此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唯一根据。 

2、沉默权的配套措施。在刑事诉讼中讯问时沉默权的告知，以及讯问时律师在场的权利。不

仅赋予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拒绝陈述的权利，而且要求在讯问前告知其沉默权，如果他决定放

弃沉默权而接受询问，则他的律师有权在讯问时在场。在确立了沉默权的西方国家，在对犯罪嫌疑

人进行讯问前，要告知其沉默权，以保证被追诉人的陈述是自愿的。 

3、沉默权的放弃。如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在了解供述的后果，完全自愿的情况下放弃

沉默权，则代表国家的公诉方可以获得更多的证据材料，对查明案件的实质真实，准确地实现惩罚

犯罪、保护无辜的任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4、如实供述的后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用自愿作有罪供述来换取较轻的量刑。由于犯

罪嫌疑人可能面临刑罚的惩罚，一般不愿意作有罪的自愿陈述。因此，法律上应当规定对其如实陈

述的鼓励措施，使犯罪嫌疑人在权衡全案的情况之后，作出是否愿意如实陈述的选择。 

第四节 毒树之果 

我国法律不要求排除毒树之果。对毒树之果是否应当予以排除，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加以排

除，是将保护被告人的权利高于对犯罪人追诉和惩治，不利于警察获得罪证，并且会削弱对犯罪的

控制；如果不加以排除，则不利于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保护的实现，不利于制止警察的非法取证。

结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利益权衡，以及我国在排除非法证据方面刚刚开始尝试，目前不强制要求排除。 

第五节 技术侦查措施获得的证据 

2012 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使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得的证据可以直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在司法

实践中，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检察院的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都在使用秘密侦查手段收集

犯罪证据，以增强打击犯罪的力度，更迅速、更准确地侦破案件。在侦查中使用秘密侦查手段是世

界各国普遍使用的侦查策略之一，但很多国家都是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秘密侦查手段的种类、

方法、令状的获得、令状的签发权限等进行规定，以防警察任意采用秘密侦查手段侵犯公民的隐私

权。显而易见，如果秘密侦查手段不能受到一定的制约，其对公民权利侵犯的程度要远远大于普通

的搜查和扣押，因为秘密侦查手段往往是采用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的，对公民权利侵犯的强度更深，

而且一般是该行为进行后被侵犯权利者还毫不知情。 

第六节 私人不正当获得的证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私人不正当获取的证据的可采性问题没有作出规定。在民事诉讼中，最高人

民法院 1995 年曾在司法解释中规定：“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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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定案的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

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民诉证据规则》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

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条规定实际上废除了上述批复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不

得作为证据的规定，将应当排除的范围限制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和“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

范围内。2002年 7月公布的《行诉证据规则》第 58条作了相同的规定。 

第七节 侦查陷阱获得的证据 

所谓“侦查陷阱”（entrapment），或者叫“侦查诱饵”，就是侦查人员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查，已
经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但没有足以起诉的证据时，由警察经过化装制造条件，诱使犯罪者实施

犯罪行为，然后当场抓获的侦查方法。在犯罪侦查中使用“陷阱”或“诱饵”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

题，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极为有效的侦查手段，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种带有诱人犯罪性质的不

当侦查行为。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非法证据排除的含义。了解美国创设非法证据排除的历史背景

和原因。分析私人不正当取证的处理。分析我国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分析毒树之果的处理。

分析我国是否应当确立沉默权以及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实物证据是否应当排除。重点思考非法证

据排除的德国模式和美国模式，以及民事、行政诉讼中非法取证的处理。 
作业 
1、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你赞同美国模式还是德国模式？结合录音带案和日记案进行讨论。 

2、司法解释中“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含义是什么？法官是否可以看见和听见？起诉方是否

可以在法庭上提出？ 

3、在我国，未告知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而获得的供述是否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侦查阶段没有

会见律师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否具有可采性？ 

4、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证据，在我国是否应当排除？对于不排除的理由，学术界通常的观

点是因为非法获得并不影响其真实性，而且具有不可替代性。你认为如何？ 

5、非法证据的范围究竟应当如何确定？ 

6、我国目前刑事诉讼中对非法证据是如何规定的？学术界是如何定义非法证据的？目前司法

解释规定排除的范围是怎样的？ 

7、依照目前的司法解释，民事、行政诉讼中是否存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你的看法如何？ 

8、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目标是什么？ 

9、应如何解决传闻证据及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  

10、你对我国规定的如实回答如何评价？ 

11、如何解决口供的可靠性问题？  

12、对于以刑讯逼供为由的翻供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13、超期羁押的问题应当如何加以解决？  

14、如何解决民事、行政诉讼中以侵犯公民权利的方式获得的证据？ 

15、在刑事诉讼中公民私自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证据应当如何对待？ 

16、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在我国是否强制排除？是否包括证人和被害人？应当由谁来证明刑讯

等方法的存在或者不存在？      

知识单元 6：证据种类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证据种类概述 

一、证据种类的概念 

是指根据证据事实的表现形式，在法律上对证据所进行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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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必要规定证据种类？ 

二、我国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 

相同的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视听资料。 

刑事诉讼特有的：被害人陈述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侦查实验笔录 

行政诉讼法增加了现场笔录 

三、我国目前无法纳入证据种类的方法 

测谎器；警犬识别 

第二节 物证 

一、物证的概念和特征 

物证是指以其物质属性、外部特征、存在状况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物体或痕迹。物证与书证的

区别。常见的物证。 

二、物证的证明特点 

客观性较强，比较容易查实。对科学技术依赖较强。证明范围狭窄，需要和其他证据相结合。 

三、对物证原物的要求 

《高法刑诉解释》规定，收集、调取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只有在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时，才可以

是副本或者复制件。收集、调取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只有在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依法应当

返还被害人时，才可以拍摄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内容的照片、录像。书证的副本、复制件，物证

的照片、录像，只有经与原件、原物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明真实的，才具有与原件、原物同等的

证明力。制作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拍摄物证的照片、录像以及对有关证据录音时，制作人不得少

于二人。提供证据的副本、复制件及照片、音像制品应当附有关于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原件、原

物存放何处的说明，并由制作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三节 书证 

一、书证的概念和特点 

1、书证是指在诉讼以外形成的，并以文字、符号、图画等形式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

真实情况的书面文件或其他物体。 

2、特点：诉讼以外形成，与笔录相区别；以思想内容证明案件事实，与物证相区别；书面文

件，与视听资料相区别。 

二、书证的意义 

1、常见。例如合同书、欠条、传单。 

2、证明过程的直接性、确切性和简明性。 

3、检验、印证其他诉讼内形成的证据。 

三、书证的分类 

1、公文性书证与非公文性书证。 

2、依照制作书证时是否有特别要求，可分为一般书证与特别书证。 

3、依照书证的形成方法不同，可分为原本、正本、副本、节录本、影印本和译本。 

4、是否经过公证，分为公证书证与非公证书证。 

第四节 证人证言 

一、证人证言的概念 

1、是指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包括书面证词。 

2、证人的资格。了解案件情况的当事人以外的诉讼参与人；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

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证人应当是自然人。 

二、警察作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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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警察应否出庭作证的问题，应区别对待。警察应当在以下几种情形下出庭提供证言： 

1、警察在现场目击犯罪事实的发生，或者当场抓获犯罪人的情况。 

2、警察实施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等活动，即便形成了笔录，也应当在庭审时就勘验、检

查、搜查、扣押等活动的进行过程提供证言，以便于当庭核实这些笔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Chain of 

custody 

3、当辩方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时，警察应当出庭提供证言，以证实没有刑讯逼供、没有

非法搜查等情形，如提出口供的获得是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愿、搜查是根据合法的搜查证

进行的等等。 

三、免证特权 

在西方各国刑事诉讼立法中，几乎都有拒绝作证权的规定。拒绝作证权是指公民在法定情况下

可拒绝充当证人或对某些问题拒绝陈述的权利。在英美法中，拒绝提供证言的权利被称为特权，享

有特权者可以拒绝提供证言或者阻止其他人对同一事项提供证明。 

1、免证特权的种类。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沉默权）；配偶、近亲属的拒绝作证权；职业特权

（医生、心理医生、记者、神父、律师）；公务特权（公务员、议员、高级官员）。 

2、特权的理论基础。有美国学者认为，虽然欧洲大陆的法律思想可能会认为至少某些特权是

与正确地查明事实这一目标相一致的，因为这些特权有助于防止伪证，但是英美法学家的分析一般

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承认这些特权构成了在诉讼中查明事实的一个不断的阻碍。假设这个前

提是成立的，这就没有争议地证明了，对人类的自由来说，存在比准确地司法更为重要的东西。这

其中之一就是在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人们有不被政府干扰的权利。 

3、在我国是否确立证人特权。  

四、证人证言的特点 

1、就感知的事实进行陈述，不是他对事实的推断和分析判断意见。《民诉证据规则》规定，出

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证人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的语

言。《行诉证据规则》第 46条规定，证人应当陈述其亲历的具体事实。证人根据其经历所作的判断、

推测或者评论，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2、善意的证人也可能提供不真实的证言。多种实验表明证人感知的事实的不完整性和不准确

性。 

3、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一般比较客观，比当事人陈述的真实性、可靠性强。 

五、证人证言的分类 

1、有利害关系的证人与没有利害关系的证人。 

2、完全行为能力的证人和限制行为能力的证人。 

第五节 被害人陈述 

一、被害人陈述的概念 

是指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就其受害情况和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 

二、被害人陈述的分类 

1、自然人的陈述和单位的陈述。 

2、与犯罪嫌疑人有直接接触和无直接接触的被害人陈述。 

3、完全、限制和无行为能力的被害人陈述。 

4、有过错的被害人和无过错的被害人陈述。 

三、被害人陈述的特点 

1、可能最直接和形象地证明案件事实。 

2、由于与案件事实和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陈述虚伪的可能性较大。 

3、误证，由于精神、心理原因错误作证。 

4、诬告陷害（伪称强奸，自伤伪称他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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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概念 

是指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及其他与处理案件有关的事实向办案人员所作

的陈述，俗称口供。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特点 

1、对是否实施了犯罪最为清楚。 

2、虚假的可能性最大。 

3、真假混杂。 

4、反复性较大。 

三、对口供的分类 

1、单犯口供和共犯口供。（攻守同盟；推卸责任；讯问技巧－－同案犯已经招供） 

2、单位口供与个人犯罪的口供。（夸大单位的责任而推脱个人的责任） 

3、有罪的供述和无罪、罪轻的辩解 

四、单位犯罪主体的陈述 

1、单位主要负责人的陈述；直接责任人的陈述；具体工作人员的陈述。第三种属于证人证言。 

2、单位法定代表人应当出庭；如果与是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由单位的其他负

责人作为诉讼代表人出庭。 

五、与口供有关的几个问题 

1、沉默权问题与律师在场问题。 

2、刑讯逼供问题，参考排除刑讯获得的言词证据；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 

3、仅凭口供不能定案。（口供补强规则） 

第七节 当事人陈述 

一、概念 

1、是指民事、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就有关案件事实向人民法院所作的叙述和承认。 

2、刑事附带民事当事人的陈述属于当事人陈述。 

3、仅限于对事实的陈述才是证据。 

4、特点：虚伪性、复杂性、反复性。 

二、分类 

1、是否有关事实的陈述 

2、书面和口头 

3、确认、否认和承认 

三、当事人承认 

1、概念：是指民事、行政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承认对方当事人提出的不利于己的事实的真实

性和诉讼请求的合理性的口头或书面认可。 

2、分类：诉讼中的承认和诉讼外的承认（后者不免除）。明示的承认和默示的承认（《民诉证

据规则》规定可以免除）。 

3、效力：免除当事人举证责任。 

4、条件：须是诉讼中的承认；须是对案件事实和诉讼主张的承认；可以是明示的承认或者默

示的承认（参看《民诉证据规则》，实际上是承认了默示的承认）；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威胁、引诱、

欺诈（如果有证据证明是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作出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举证责任。）；不损

害国家社会利益，不违背法律 

5、承认后的反悔。对反悔的理由举证。 

四、当事人陈述的意义 

有利于迅速确定案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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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认罪的后果 

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简易程序，适用于基层法院审理的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案件。条件：

被告人在诉讼中（法庭审理中）自愿认罪，同意适用这种程序审理，知悉认罪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

特定案件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不适用简易程序。 

审理程序的特点：1、证据核实简化，控辩双方对无异议的证据，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所证

明的事项作出说明。2、法庭辩论主要围绕确定罪名和量刑进行。3、一般当庭宣判。 

第八节 鉴定意见 

一、概念 

1、是指接受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或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聘请的鉴定人，对案件中的专门

性问题进行鉴定后所作的书面意见。三大诉讼中都存在这一证据种类。 

2、鉴定人的条件：与本案无牵连；没有其他身份；不是司法工作人员；具有专门知识的自然

人。 

3、我国鉴定人与证人的区别。证人提供的是事实；鉴定人提供的是意见。不存在回避问题；

属于应当回避的范围。没有专门知识；必须具有专门知识。不可更换；可以更换。对案件事实的了

解是在诉讼开始之前；诉讼开始之后才了解。不能阅卷，不能协商；可以阅览案卷，几个鉴定人可

以互相讨论。 

二、鉴定意见的特点 

1、客观性强，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美国的费用补偿对专家证人的影响） 

2、是意见而非事实 

3、证明力高于其他证据 

4、也有不实的可能 

三、分类 

1、按问题分，可以分为法医与医学鉴定、精神病鉴定、毒物鉴定、物品鉴定、笔迹鉴定、痕

迹鉴定、会计鉴定、交通肇事鉴定、一般技术鉴定。 

2、一般鉴定和特别鉴定（假币、淫秽物品） 

四、新兴科学 

DNA；声纹鉴定；测谎器（polygraph）；指纹数据库 

五、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1、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

部门依照本决定的规定，负责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名册编制和公告。 

2、侦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

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得设立鉴定机构。 

3、在诉讼中，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拒

绝出庭作证情节严重的，撤销登记。 

六、当事人申请鉴定和法院依职权决定鉴定 

1、法院在证据保全时可以采用鉴定的方法。 

2、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对需要鉴定事项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如果不

申请，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3、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由双方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的，法院指定。 

4、申请重新鉴定的条件: 对法院委托的鉴定，必须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不具备

鉴定资格；程序违法；依据不足；其他等情形。对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的，只要有证据足以反驳。 

七、鉴定意见的审查 

1、审查内容：委托人的姓名和鉴定的内容；材料；鉴定的依据；鉴定过程；明确的鉴定意见；

鉴定资格；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签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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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证明力特点：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意见，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

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 

第九节 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笔录和现场笔录 

一、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笔录 

1、勘验笔录，是指对与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或者尸体，由特定专门机关的办案人员依其职

权和法定程序，进行勘查、检验而做的客观记载。 

2、检查笔录，是指办案人员为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

生理状态而对他们的人身进行检查和观察而做的客观记载。 

3、辨认笔录 

4、侦查实验笔录。 

特点：客观性较强；反映内容比较全面；记录手段多样。 

意义：独立证据种类；发现、收集、固定证据的重要方法；是揭示证据证明力的重要方法。 

二、现场笔录 

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对现场情况所作的笔录。如交通违章

案件进行处罚的现场笔录。 

特点：主体；现场；事实和过程；文字为主。 

第十节 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一、概念 

是指以录音、录像机以及计算机等高科技设备记录并显示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三大诉讼都存在 

具体表现：秘密或者公开的录音录像资料；电子邮件；录音遗嘱；电话打入打出的记录；电子

商务；电子结帐…… 

二、视听资料的特点 

生成和显示时依赖高科技设备。客观性强。易毁灭和删改，且不留痕迹。形象和生动、连续、

逼真，信息容量较大 

三、视听资料的作用 

某些视听资料可以单独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 

证明侦查过程中询问、讯问合法。 

四、视听资料的分类 

录音资料、录像资料和电子数据 

诉讼外的资料和诉讼中的资料（如讯问时的录像） 

原件与复制件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物证的概念和特点。分析物证的提出——证据的保管锁链。了

解书证的概念和分类。分析书证的最佳证据规则。了解证人证言的概念、证人资格。分析警察作证

的问题。了解对证人的询问、证人出庭的规定，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了解民事、行政诉讼中当事

人陈述的后果。了解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后果。了解我国关于鉴定意见和专家证人的规定。

重点思考我国是否应当确立证人特权，以及被告人自愿认罪是否应当省略对事实问题的审理。 
作业 
1、证据种类与证据分类有何区别？ 

2、司法认知和推定是不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那么，司法认知是否应当作为证据的

一种？ 

3、我国将人的陈述划分为四种，这和美国法统一将之视为证人证言相比，有何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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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我国，书证的副本是否具有可采性？如果可以提出，那么条件是什么？以上的规定是否

就是最佳证据规则？物证能否提出照片、录像？ 

5、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上有什么特点？法律依据是什么？ 

6、哪些书证是原件，哪些是非原件？ 

7、我国对证人资格做了哪些方面的规定？ 

8、我国是否已经确立了“意见证据规则”？ 

9、被害人是否要在法庭上接受各方的询问？ 

10、我国法律对口供的证明力有何特殊规定？ 

11、依据《鉴定问题的决定》，哪些机关不能设立鉴定部门？对公安、检察的鉴定部门，有什

么样的限制？ 

12、测谎器的结果能否作为证据使用？ 

知识单元 7：证据的分类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证据分类概述 

一、证据分类的概念 

是指对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各种法定证据种类的诉讼证据，根据其自身的特点，从不同角度，按

照不同的标准，在理论上将其划分为若干不同的类别。 

分类的特点： 

1、对象限于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 

2、从不同的角度分类（种类的划分标准是单一的） 

3、理论上的分类（种类是法定的）（但民诉、行诉证据规则规定了原始证据优于传来证据、直

接证据优于间接证据） 

二、证据分类与证据种类的联系和区别 

1、种类是法定的，分类是学理上的。 

2、种类是根据证据的表现形式，而分类的划分依据则多样。 

3、种类对证据特性的表现比较单一，分类从不同角度审视证据的特性。 

三、证据分类的意义 

有助于研究分析各类证据的特点。 

有利于指导司法实践。 

第二节 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 

一、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的划分依据 

1、划分依据是根据证据的来源，是否经过了传抄、复制、转述，与是否由司法人员亲手搜集

无关。 

2、第一来源不仅仅限于案件事实。 

3、传来证据与传闻证据 

二、最佳证据规则 

英美法对非原件、原物和未出席法庭的人的陈述的限制主要是最佳证据规则（best evidence 

rule）和传闻证据规则（the rule against hearsay）。最佳证据规则就是要求书证必须提供原件，

复制件只有在原件提出确有困难的情况下才具有可采性。我国目前的法律已经确认了这个规则，但

范围比较宽，包括实物证据。我国的规则可以称之为原始证据优先规则。 

三、传闻证据规则 

传闻证据（hearsay）是英美法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其定义是，一个人的法庭外陈述被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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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案件事实。原则上传闻证据不可采，依照反对传闻证据的规则予以排除。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

八章规定了传闻证据。 

我国法律对传闻证据并不排斥。例如，其他人听到的被告人的法庭外陈述，也可以被用作证明

案件事实的依据。 

法庭外的证人证言笔录属于传闻证据。因为原始陈述者并没有出庭接受当事人各方的询问。 

反对传闻证据的理由。其理由主要有三个方面：有转述不准确的危险；没有宣誓；无法接受控

辩双方的主询问和反询问。其中最主要的是为了保障控辩双方对证言进行质疑的机会。 

四、原始证据的特点和运用规则 

1、不存在因传播环节而失真的可能（但言词证据本身也可能不实） 

2、原始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传来证据。 

五、传来证据的特点 

1、证明价值随着中间环节的增加而减弱。 

2、不同的传播方式对其影响不同。 

3、作用：可据以发现和收集原始证据；可据以审查验证原始证据；可与其他证据相印证；查

证属实的传来证据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六、传来证据的运用规则 

1、没有查明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2、必须经过查证核实 

3、尽量用传播环节少的证据 

4、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下，才可以查证属实的传来证据定案 

第三节 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 

一、划分依据 

1、根据其表现形式。凡是以人的陈述为表现形式的诉讼证据都是言词证据。证人证言、被害

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当事人陈述和鉴定意见都是言词证据。凡是表现为一定

实物的证据叫做实物证据。物证、书证；勘验、检查笔录，现场笔录；视听资料都是实物证据。 

2、需要特别注意，鉴定意见属于言词证据，勘验、检查笔录属于实物证据。 

二、言词证据的特点 

关联性明显，形象、生动，直接证明案件事实 

陈述人可能主动提供 

受是否愿意如实陈述、感知、记忆、表达的影响 

三、言词证据的运用规则 

1、严禁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 

2、审查是否故意伪证，是否受到贿买、威胁，是否误证。 

3、要求亲自出席法庭提供陈述，并接受各方的询问。 

四、实物证据的特点 

1、不受人的影响，较为客观、可靠。 

2、只是一个侧面，需要推理 

3、依赖于人类的认识能力 

五、实物证据的运用规则 

1、必须注意与言词证据相结合 

2、必要时进行辨认和科学鉴定 

第四节 有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与不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本证和反证 

一、有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和不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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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划分依据：证据的证明作用。有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凡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

罪、罪轻以及应当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证据。不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凡能证明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以及应予从重处罚的证据。有的教材划分为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控

诉证据和辩护证据。 

2、划分的意义。有助于指导司法人员全面收集证据。刑诉法第 43条规定“收集能够证实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第 89 条规定“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

罪重的证据材料。”有助于辩护律师正确履行辩护职能。除非重大犯罪预谋，律师不得揭发被追诉

人。 

二、本证与反证 

划分标准：民事、行政诉讼中按照诉讼证据证明作用方向的不同。凡能证明负举证责任的当事

人一方所主张事实成立的证据，为本证。凡证明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一方所主张事实不能成立的证

据，为反证。 

第五节 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一、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划分依据 

1、划分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直接证据：凡能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

事实的证据。间接证据：凡不能单独直接证明、而需要和其他证据结合起来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

的证据。主要事实：刑事诉讼中是指两个方面，犯罪行为确已发生和是被追诉人所为。 

2、刑事诉讼中可以分为肯定有罪直接证据和否定有罪直接证据。肯定有罪直接证据必须能够

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两个方面，而否定有罪的直接证据只要求能够单独直接证明犯罪行为没有发生

或者该行为确非被追诉人所为任何一个方面。 

二、直接证据的特点 

1、揭示的事实内容与案件的主要事实重合，因而不需要推理，不需要和其他证据相结合。2、

多为言词证据，虚假和误证的可能性大。 

三、直接证据的运用规则 

1、不同的直接证据证明范围不同；2、不能仅仅靠一个直接证据定案，需要其他证据印证。仅

凭口供不能定案，要注意对口供的审查。 

四、间接证据的特点 

只有与其他证据相结合并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 

五、间接证据的作用 

1、确定侦查方向，比如指纹、脚印；2、发现直接证据的线索；3、查证直接证据；4、支持直

接证据；5、没有直接证据，仅凭间接证据也可以定案。 

六、完全依靠间接证据定案的规则： 

1、客观性；2、关联性；3、不矛盾性；4、完整的证明体系；5、排他性。 

第六节 证明力强的证据与证明力弱的证据 

一、划分依据 

以证明力大小为划分标准。证明力强的证据：证明作用比较大的证据。证明力弱的证据：证明

作用比较小的证据。指多个证据对同一证明对象证明的可靠性、可信度和充分性而言。 

二、现行法律规定 

《民诉证据规则》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二）物证、档案、鉴定意见、

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三）原始

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五）证人提供的对与

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  



2191 

《行诉证据规则》第 63条的规定与此大体相同。 

第七节 主证据与补强证据 

一、划分依据 

1、能否对案件主要事实起主要的证明作用和一方对另一方有担保依赖关系。 

2、主证据：是指基于证据本身的特殊性质，需要与其他证据增强或者担保其证明力方得作为

认定案件主要事实主要根据的证据。 

主证据的两个特点：具有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主要证明价值。例如口供。基于本身的特殊性质，

为了确保其真实性，需要其他证据予以补充，担保其证明力。 

3、补强证据，是指为了增强、担保主证据的证明力而提出的诉讼证据。两个特点：作用是担

保主证据的证明力；也是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 

4、英美法要求补强的证据。日本法要求补强的证据。台湾法要求补强的证据。 

二、我国法律要求补强的证据 

刑事诉讼法第 53 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

罚。这一规定实际上就是要求对口供进行补强，口供必须有补强证据才能据以定案。  

《民诉证据规则》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未成年人所作的

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

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无正当理

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行诉证据规则》第 71条 的规定与此大体相同。 

三、补强证据的一般运用规则 

1、补强证据应当来自不同的来源。如被告人法庭外的自白和庭审中的自白，就不能作为补强

证据。 

2、应当具有共同的证明对象。如未成年人目睹犯罪事实与被告人供述相互补强。 

3、补强证据不能由增强可信性的证据来取代。 

4、补强证据应达到一定的充分性。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了解证据分类和证据种类的区别。了解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原

始证据与传来证据、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主证据和补强证据的划分。重点

思考我国是否应当确立传闻证据规则。 
作业 
1、学位证书的复印件是原始证据还是传来证据？ 

2、证人甲看到张三杀李四，回家告诉了父亲乙。乙向法庭的陈述是原始证据还是传来证据？ 

3、证人甲向侦查人员提供了陈述，但没有出庭。公诉人宣读了甲的证言笔录，是否属于传来

证据？是否属于传闻证据？ 

4、刑诉法解释、民事证据规则和行政证据规则规定了证人可以不出庭的情形。你认为范围是

否合适？ 

5、司法实践中证人证言笔录较多使用，这样有什么不利的影响？ 

6、如果一个证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不出庭的情形，但是也不出庭作证，法院有什么办法？ 

7、按照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仅凭口供不能定案这一规则是否适用于被害人陈述？你是如何

看待的？ 

8、民诉证据规则、行诉证据规则关于口供以外的证据要求补强的规定是否应当适用于刑事诉

讼？ 

9、有人认为，“孤证不能定案”，并且要求写入证据法。你的看法如何？ 

10、你认为补强证据应当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与主证据结合能够证明案件事实，还是不考虑

主证据就足以证明案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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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某杀人案，被告人作有罪供述，控诉方有杀人的手枪，上面有被告人的指纹；被害人尸体

里的子弹头经鉴定就是这支枪发射的；被告人在作案现场被警方抓获。哪个是主证据，哪些是补强

证据？是否足以定案？ 

知识单元 8：证明对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证明概述 

一、证明的特点 

1、案件事实不可逆转，只能根据证据进行推理。 

2、是在诉讼程序中进行的，受诉讼法的调整。 

3、证明的主体是特定的机关和诉讼参与人。 

4、证据必须具有关联性和可采性。 

5、证明方法是逻辑推断、事实推断和客观验证的结合。 

二、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 

严格证明：凡涉及案件的发生过程、行为人的罪过、刑罚的幅度，以及民事行政实体法有关的

事实，也就是涉及对定罪、量刑和处理民事、行政案件有实体意义的事实情节，法律对其证明作出

严格规定的。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必须达到高度“确信”程度，刑事诉讼要求达到排除合

理怀疑的程度，民事行政诉讼要求达到优势证据的程度。 

自由证明（释明）：举证证明具有灵活性，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只限使裁判官相信“大概如

此”为满足。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限于对实体处理没有影响的程序法事实。 

第二节 证明对象的概念和特征 

一、证明对象的概念 

是指在诉讼中专门机关和当事人等（或称证明主体）必须用证据予以证明或者确认的案件事实

及有关事实。也称“待证事实”或者“要证事实”。 

不同诉讼证明对象不同，不同案件不同，不同阶段不同（如采取强制措施时）。 

二、证明对象的特征 

1、必须是与案件有关联并对正确处理案件有影响的事实。 

2、作为证明对象的事实，一般由法律规定。比如杀人罪的犯罪构成；从重从轻的量刑情节；

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赔偿范围及免责条件等。 

3、必须是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不能是免证事实。比如，众所周知的就不用证明。 

4、与证明责任、证明要求紧密相关。不同的事实可能由不同的主体负举证责任，比如环境污

染、动物致人损害等。 

三、研究证明对象的意义 

1、有利于指导专门机关和当事人进行证明活动。可以有的放矢地收集证据，准备诉讼。 

2、集中应予证明的事实，防止浪费诉讼资源，防止遗漏应予证明的事实。 

第三节 实体法事实 

一、刑事诉讼中实体法事实的证明对象 

《高法刑诉解释》规定了证明对象的具体范围。因而，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可以概括为与定

罪和处刑有关的事实。理论上归纳为四个方面：有关犯罪构成方面的事实；有关排除行为刑事责任

的情况；量刑的情节；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和犯罪后的表现。 

二、民事诉讼中实体法事实的证明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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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的实体法事实是指当事人主张的关于实体权益的法律事实。它是指当事人主张的为民

法、经济法、婚姻法、继承法等实体法所规定的引起民事法律关系设立、变更和终止的法律事实。

因为当事人进行诉讼，是由于实体法规定的权利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要解决争议，就必须

查明实体法规定的事实是否存在以及实体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的原因。 

另外，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还包括：1、经验规则。指根据实践获得的反映事物内在规律的法

则。如果是常识性的，不需要证明；但当运用专门经验规则证明待证事实时，审判人员与一般人都

不易知道，则该规则为证明对象。2、外国现行法和港澳台地区的有关现行法。对于国内法，一般

遵循“法官知悉法律”的原则，当事人并不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外国法律和地方性习惯，不属于法

官职务上应当知悉的范围。外国法律一般指处理涉外案件时所适用的外国实体法律。其查明的顺序

是：当事人提供；我国驻外国使领馆提供；该国驻华使领馆提供；中外法律专家提供。国际条约和

国际惯例，有的时候也需要当事人提供。有人认为地方法规，即我国的具有地方性质的法律规范也

能够成为证明对象，因为我国地方性法规较多，审判人员不可能一一了解。 

三、行政诉讼中实体法事实的证明对象 

1、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和规范性文件及某些行政法规、规章。 

2、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 

3、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4、行政侵权损害的事实。 

5、滥用职权或超越职权的事实。 

第四节 程序法事实、证据事实和不需要证明的事实 

一、作为证明对象的程序法事实的范围 

1、关于回避的事实。 

2、关于申请恢复耽误的诉讼期限的事实。（不能抗拒的原因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诉讼费用的

缓、减、免） 

3、影响采取强制措施的事实。（怀孕、严重疾病）  

4、一审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如刑事诉讼法第 227条，会导致发回重审的结果。（公开审判；

回避制度；法定诉讼权利；审判组织不合法；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5、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实。如刑事诉讼法第 242条的规定。（新证据证明原判决确有错误；证

据不确实不充分；适用法律有错误；审判人员违法行为） 

6、关于证据保全和诉讼保全措施的事实。（证据可能日后无法获得；财产可能被转移） 

二、证据事实不是证明对象 

1、只是证明的手段，不是案件事实本身。2、查证属实属于证据审查判断的内容。3、据以定

案的证据都是具有客观性的，是真实的。 

三、司法认知 

1、美国法中的司法认知。所谓司法认知，是指法院对某些事实，可以无需证明就认为存在。

司法认知可以分为对事实的司法认知和对法律的司法认知。在美国的证据法中，司法认知的范围包

括：事实问题的司法认知；法律的司法认知。  

2、台湾法中的司法认知。公知事实；裁判上显著的事实；职务上已知的事实。 

四、我国刑事诉讼中不需要证明的事实 

在法庭审理中，下列事实不必提出证据进行证明：1、为一般人共同知晓的常识性事实；2、人

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的并且未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事实；3、法律、法规的内容以及适用

等属于审判人员履行职务所应当知晓的事实；4、在法庭审理中不存在异议的程序事实；5、法律规

定的推定事实。 

五、我国民事诉讼中不需要证明的事实 

民事诉讼中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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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明确表示承认的；当事人在诉

讼中作出的明示或者默示的承认，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2、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及定理； 

众所周知的事实，指在一定范围内，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客观真实的事实。例如 1976 年唐山发

生的地震，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10月 1日是国庆节，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自然规律和定理，比如生物学中雌性繁衍后代，医学上呼吸停止意味着死亡，指纹人各不同，

等等。 

3、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事实，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是指根据生活经验、客观事物的因果关系或者法律规定，从一个事实推定出另外一个事实。例

如，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子女推定为婚生。 

4、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其意义一是能够提高诉讼效率，二是防

止法院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 

5、已为有效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民诉法明确规定） 

此外，有人还主张司法人员依职权可以认知的事实，也不必加以证明，如国内法等。 

六、我国行政诉讼中不需要证明的事实 

下列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1、众所周知的事实；2、自然规律及定理；3、按照法律规定推

定的事实；4、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5、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前款第 1、3、4、5

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另外，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

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

后恢复诉讼。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关于证明对象的理论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了解我国司法解

释中对免证事实的规定。重点思考我国应当如何确定免证事实的范围，例如司法认知的范围究竟如

何确定、民事裁判是否可以约束将来的刑事审理等。 
作业 
1、证明（proof）在英美是指在法庭上提出证据和说服事实的审理者。在我国，证明的含义有

什么不同？ 

2、我国法律中是否有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的规定？ 

3、关于口供获得的合法性问题，有人认为，控方应当对口供合法取得负举证责任，并且应当

严格证明。你认为如何？ 

4、哪些事实可以用自由证明的方式？ 

5、对于联合国宪章以及我国缔结、参加的国际公约，是否应当属于法官予以认知的范围？我

国的法官及法学院的学生，是否有机会了解这些规定？ 

6、司法认知（Judicial Notice）的范围应当多大？在我国，国内法是否应当进行认知？外国

法、港澳台法是否是认知的范围？ 

7、如果对一个录像带的真实性发生争议，并且针对其是否经过剪辑进行了鉴定，其证明对象

是什么？ 

8、民事生效判决裁定确定的事实，控诉方在刑事诉讼中是否不需要证明？ 

9、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在庭审中正式承认犯罪是否免除控诉方的举证责任？ 

10、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方是否有责任证明被告人精神正常？是否需要证明被告人了解中国法

律？ 

知识单元 9：证明责任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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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证明责任概述 

一、证明责任的概念 

是指司法机关或某些当事人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应予认定或阐明的案件事实或自己所主

张的事实的责任，否则将承担其所认定的事实或主张事实有不能成立危险的法律后果。 

分为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二、证明责任的意义 

1、是支持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所必需的一种责任。 

2、可以在事实无法查明的情况下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作出判决。 

第二节 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一、举证责任概述 

1、举证责任的概念。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主张，须提供证据证明，否则将负担不能

依其主张进行裁判的危险。 

2、举证责任的转移。是指在诉讼证明中，对双方所主张的对立事实，按诉讼顺序，由一方负

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先举证后，转换成另一方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举证，并且可以再互相转换举证的

举证规则。刑事、行政诉讼中不存在转移。 

3、举证责任的免除。又称举证责任的例外，指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在特定情况下无须举

证证明，而免除其举证责任。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 

1、概念。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任何被怀疑犯罪或者受到刑事指控的人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确

认为有罪之前，在法律上应推定其无罪或者假定其无罪。 

2、要求。第一，控方举证推翻这个推定。第二，由法院依法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 

3、无罪推定在我国的适用。2012 年刑事诉讼法第 12 条规定了“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

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并具体规定了证据不足的不起诉和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但是，没有赋予沉

默权，而是要求如实回答。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应当明确规定无罪推定。 

三、我国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具体承担 

1、公诉人负举证责任。公诉人的地位相当于控方当事人，而不是证据的审查判断者。其庭审

中的活动是为了使法院审判案件能够采纳自己的控诉主张。 

2、被害人的举证责任。 

3、自诉人负举证责任。自诉人的起诉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的程度。如果

法院认为自诉人的起诉证据不充分，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 

4、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告人对其主张负举证责任。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则上不负举证责任。 

（1）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被告人主张自己无罪，不负举证责任，司法机关不能因为其对无

罪主张举证不能或者举证不足，使其承担有罪的决定或裁判后果。  

（2）但是，实体法规定被告人负举证责任的情况例外。我国刑法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和“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 

（3）要求被告人如实回答并非是举证责任。因为即使其不如实回答，也不必承担其有罪的不

利后果。 

（4）被告人在特定情况下是否应当负举证责任。在英美法中，特定情况下被告人要负举证责

任：一是当有关的推定对被告人不利时，被告人应当提出证据推翻这样的推定，比如知情的推定、

实体法规定的推定等；二是被告人提出积极的辩护主张的时候，例如不在现场 alibi、精神不正常、

正当防卫、符合法律规定的但书、例外或者豁免。但是，当辩方提出以上主张之后，控诉方必须排

除合理怀疑地推翻上述主张，也就是说，控方的举证责任是一贯的、并且证明标准是很高的。 

四、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2196 

1、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内容。“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主张责任、提出证据责任、说服

责任。 

2、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1）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包括各方当事人，包括积极事实和消极事

实，包括正反两方面的主张。例如欠款不还。 

《民诉证据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

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

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2）举证责任倒置。是指提出积极的诉讼主张的一方当事人不承担举证责任，而作消极否定

性主张的另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民诉证据规则》规定了八种情况。 

（3）举证责任的免除。即“免证事实”，包括自认、司法认知和推定。 

五、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在我国行政诉讼中，以被告负举证责任为原则，以原告负举证责任为例外。 

1、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责任。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

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2、行政诉讼原告人的举证责任。《行诉解释》第 27条规定了原告对某些事项承担举证责任。 

六、举证时限 

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举证时限制度。民事、行政证据规则确立的。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强化程

序正义在诉讼中的作用和地位。 

是对公正与效率的折中选择。参看《民诉证据规则》和《行诉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 

七、证据交换 

我国刑事诉讼中尚未确立证据展示制度，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已经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

解释初步建立。 

《民诉证据规则》；《行诉证据规则》第 21条。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证明责任的

规定。分析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举证和法院查证的关系。重点思考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是否承担举证责

任以及人民法院是否承担证明责任。 
作业 
1、我国的证明主体是否包括公检法机关？ 

2、我国的证明责任是否仅仅限于当事人或者控辩双方在法庭上证明自己主张的责任？ 

3、在我国，法院是否有证明责任？ 

4、民事、行政诉讼中的鉴定人以外的专家的身份是什么？  

5、什么是证据裁判主义？要求人民法院以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为依据作出裁判，是否就是证

据裁判主义？ 

6、如果案件事实无法查明，法院应当作出何种判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作出何种判决？ 

7、在英美法，其证据法是通过限制证据的可采性，防止事实的审理者被误导；大陆法系则是

要求法官详尽地说明其形成心证的理由，明确对证据证明力判断的过程和理由。国际刑事法庭则同

时采纳了两个方面。我国目前没有可采性规则，但是已经要求法官说明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你倾向

于哪一种？ 

8、行政诉讼中的专业人员的规定与民事诉讼中的专业人员有何不同？其与鉴定人有什么区

别？ 

9、2012 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有专门知识的人”。在日本、意大利和台湾都有鉴定证人或者

专家证人的规定。专家辅助人应当如何发挥作用？ 

10、民诉证据规则和行诉证据规则都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对证据证明力判断

的理由。这样规定的目的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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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行诉证据规则使用了“采纳”一词。这个词和美国法中的 admissibility是否一致？在这

里其含义是什么？ 

12、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第 12条的规定，与无罪推定的要求有哪些是一致的，还有哪些差距？ 

13、我国刑事诉讼法是否要求辩护方展示证据？是全部还是部分？具体哪些证据应当展示？ 

知识单元 10：证明标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证明标准概述 

一、证明标准概述 

1、我国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都要求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而且，在刑事

诉讼中，侦查终结、决定起诉和最后定罪时都要求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 

我国传统上要求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近年来的争论，即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之争。由于可采

性、举证范围、诉讼期限的限制，有主张无法达到客观真实的说法。根据举证责任在真伪不明的情

况下所作的判决就是对客观真实说的一个挑战。 

2、排除合理怀疑的含义 

在美国，公诉方有义务在超出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程度上证明所控犯罪

的所有实质性要素。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被告可以用无罪答辩和概不承认的方法来“迫使公诉方

去证明”。大多数法官都拒绝向陪审团给出“合理怀疑”的定义，而将这一证明标准视为不言自明

的。 

对陪审团的提示中有好几种解释，例如有一种解释是：“合理怀疑是指‘基于原因和常识的怀

疑——那种将使一个理智正常的人犹豫不决的怀疑’，所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必须是如此地令人

信服以至于‘一个理智正常的人在处理他自己的十分重要的事务时将毫不犹豫地依靠它并据此来

行事。’” 

二、自由心证与客观真实 

我国不接受自由心证，而是从客观角度设定证明标准。 

但是，在证据裁判主义的前提下，法官判断案件只有两种方法：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我

国两者都反对，但是目前的司法解释倾向于法定证据制度。 

第二节 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 

一、客观真实 

1、客观真实的标准，就是要求司法机关处理案件，必须以查明的案件客观真实情况为根据，

否则就要依法予以纠正。 

2、客观真实面临的困难。首先，如果要求法院去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那么法院是否要受到

双方当事人举证的限制，是否受庭审中调查核实过的证据的限制？其次，客观真实的要求与一些证

据规则是相互冲突的。比如证据的可采性方面的规则。最明显的莫过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再次，

客观真实可能会造成诉讼拖延。每一个案件所能收集到的证据都是有限的，诉讼期限也是有限的，

最后具有可采性、符合提证程序而被审理者最终作为定案根据考虑的证据更是有限的。 

客观真实与某些证据规则存在价值取向上的矛盾。例如，证据规则中的被告人不得被强迫自证

其罪规则、特定的人享有拒绝作证权、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非法搜查扣押的证据物的排除规则

等等，都阻碍了客观真实的查明。而确立这些证据规则，是因为在客观真实与保护人权、诉讼文明、

限制政府权力以及其他更为重大的社会价值的权衡中，在某些情况下，其他社会价值与客观真实的

目标相比，更应当加以确认和保护。 

3、如何理解客观真实。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是追求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但应当是

在遵守证据法的前提下追求查明，而不能只考虑查明真实的价值而忽略其他的价值，如疑罪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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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效率、人权保护等等。如果在顾全以上价值的基础上，查明案件事实达到排他性的程度，则可

以做有罪判决。 

二、主观真实 

主观真实，即人们主观上相信真实，在证据制度上称为“内心确信”真实。美国的 OJ Simpson

审判。陪审团裁决的终局性。排除合理怀疑与排他性之间的关系。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与排除合理

怀疑。 

三、法律真实 

法律真实，可以理解为“法律上有罪”（legal guilt），与事实上有罪相对而言。 

第三节 我国证明要求与标准 

一、定案的证明要求与标准 

1、刑事诉讼。移送审查起诉、起诉、定罪必须做到犯罪事实情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证

据不足的，应当作出不起诉或者无罪判决。（疑罪从无） 

2、民事、行政诉讼：“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二、立案的标准 

刑事公诉案件：有犯罪事实发生；自诉案件：起诉时有一定证据证明，如果证据不充足，可能

被驳回起诉。 

民事、行政诉讼：提供相应的证据。 

第四节 疑罪的处理 

一、疑罪从无 

1、疑罪的概念：是指因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而造成的既不能证实被告人有罪也不能排除其

犯罪嫌疑的案件。罪疑：是否有罪存在疑问；刑疑：罪轻罪重存在疑问。 

2、中国对待疑罪的态度：证据不足的不起诉；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 

二、刑疑惟轻 

有疑问时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如果罪轻罪重无法查明，按罪轻处理。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我国理论界对客观真实的要求。分析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之争。

了解美国法中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判例。重点思考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如何确定以及疑罪

如何处理。 

作业 

1、我国的法官判断证据，是依照法律预先规定的证据证明力规则，还是依据理性和良心自由

判断？ 

2、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证据证明力规则的优点是什么？有什么缺点？ 

3、法定证据制度为什么被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取消？ 

4、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争论的根本分歧何在？其依据的哲学理论是否相同？在案件事实能否

查明的问题上，他们是否存在分歧？ 

5、我国法律规定的具体证明标准是什么？如何理解？  

6、侦查终结、起诉和审判是否应当达到同样的证明标准？这样要求的好处和弊端是什么？ 

7、定罪标准要求高低的优缺点是什么？ 

8、能否由法律具体规定最终定案所必须达到的证据标准？如果不能，应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有学者提出了实物检验规则，你认为如何？ 

知识单元 11：推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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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推定的概念和意义 

一、推定的概念 

推定是指当某一个事实得到证明时，就假定另一个事实是真实的。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对后

一个事实无须证明，而提出反驳的另一方当事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能推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

其价值在于简化证明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属于免证事实之一。我国法律已经规定了若干种推定。 

一般情况下，推定中的事实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作为推断或者认定根据的事实，称为基础事实。

二是根据基础事实认定其存在的事实，称为推定事实。法院在没有反证推翻的情况下，直接认定推

定事实。 

二、推定的法律属性 

1、先定性和偏见性。都是先预想某一事实的存在，对当事人一方有利。 

2、实体性和程序性。法官可以在没有反驳的情况下认定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在程序上将举证

责任置于反驳推定的一方当事人身上。 

三、推定的意义 

1、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往往是出于政策的考虑，比如环境污染，产品质量，婚生子女，刑事

诉讼中国家一方负举证责任，等等。 

2、在事实无法查清的情况下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诉讼的目标是为了定纷止争，有的事实无

法查明，但是法院还是要做判决。 

第二节 推定的适用 

一、推定的设立 

1、逻辑证明关系。法律推定应当建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推定的事实是真实的，然后允许当事

人反驳，这样即使出现例外也可以弥补。例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2、给事实无法查明的案件一个合法的解决办法。如死亡顺序的推定、无罪推定。 

3、价值判断和利弊选择。比如无罪推定、婚生子女等。 

二、推定的适用 

1、必须有法律依据。事实推定也可以适用。 

2、基础事实必须得到证明。 

3、允许当事人反驳推定，提出反驳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推定的概念。了解我国法律关于推定的规定。重点思考刑事诉

讼和民事诉讼中的推定是否应当有区别，以及我国刑事诉讼中对于“明知赃物而购买”的规定是否

合理。 

作业 
1、《民诉证据规则》：“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

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这是不是推定？基础事实是什

么？推定的结论是什么？ 

2、《民诉证据规则》：“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3、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

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这包括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两个方面。是否应当是免

证事实？ 

知识单元 12：法庭上的证据调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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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证据查证的概念、程序和意义 

1、证据查证的概念。是指司法人员和诉讼当事人等证明主体，对收集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

鉴别其真伪，确定其能否作为定案根据的诉讼活动。 

2、证据查证的程序。主要是指法庭审判中的证据调查，我国学者一般称之为庭审中的“举证、

质证和认证”。 

3、我国庭审调查的特色。（1）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无权选择是否作证，并且由控方首先询问。

（2）既不实行自由心证，也不规定详细的证据规则。 

二、我国已经确立的质证规则 

1、主询问和反询问规则。由提请传唤的一方先问，然后由对方发问。发问应当与本案事实相

关；不得以诱导方式提问；不得威胁证人；不得损害证人的人格尊严；不得要求证人提供猜测或者

意见。需要探讨的问题：什么时候提出；是否需要说明理由；谁来裁判；能否上诉；异议成立的后

果；法官能否主动干预等等。 

2、刑事被告人在场原则。 

3、证人身份披露规则。证人到庭后，审判人员应当先核实证人的身份、证人与当事人及本案

的关系。 

4、所有证据都应经过双方质证才能作为定案根据。出示证据的顺序。一证一认的要求。 

第二节 证人证言的庭审调查 

一、证人出庭的保障措施 

1、赋予法院司法拘留的权力。 

2、明确证人费用补偿。（刑诉法、民诉、行诉证据规则的规定） 

3、加强证人保护。（刑诉法、民诉、行诉证据规则的规定） 

4、区分对事实有争议和无争议的案件。 

5、排除传闻证据。 

二、证人宣誓 

《高法刑诉解释》规定，证人到庭后，审判人员应当先核实证人的身份，与当事人以及本案的

关系，告知证人应当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证人作证前，应当

在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上签名。同时规定了鉴定人说明鉴定意见前，应当在如实说明鉴定意见的保证

书上签名。 

该司法解释中关于证人应当在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上签字也是使用的“应当”。由于证前宣誓是

证人作证的必经程序，而且伪证罪的处罚又是以宣誓为前提，因此，为保证证言的真实性和宣誓制

度的彻底实施，证人必须在提供陈述前进行宣誓，没有经过法庭宣誓的证人不能向法庭提供证言。 

三、对证人的询问 

本方当事人对本方证人询问；对方当事人对该证人询问；本方当事人再次对本方证人询问；对

方当事人再次对该证人询问。如果法庭认为必要，双方当事人可以按照以上顺序对证人继续询问。

主询问和反询问（direct and cross examination），是英美法中在庭审时对证人进行询问的方法。 

1、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证人的发问顺序。 

《高法刑诉解释》规定了询问证人、鉴定人的顺序：（1）向证人、鉴定人发问，应当先由提请

传唤的一方进行。（2）提请传唤的一方发问完毕后，对方经审判长准许，也可以发问。（3）审判人

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询问证人、鉴定人。。 

2、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询问顺序。将被害人视为控诉方证人，将被

告人视为辩护方证人，在询问顺序上规定为：先由本方询问，然后由对方询问；审判人员可以依职

权询问。这种询问顺序与对证人的询问顺序是相同的。 

3、我国法律规定的证人作证方式。对证人的询问方法有两种，一是证人进行连贯陈述；一是

一问一答。应当采纳一问一答的方式，也就是说，证人在作证时是逐一回答当事人提出的问题，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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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对问题进行真实、准确的回答，而不是连续讲述其所感知的整个事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公诉人应当首先要求证人就其所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

进行连贯陈述。证人连贯陈述后，公诉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发问。证人不能连贯陈述的，

公诉人也可以直接发问。发问应当采取一问一答形式，提问应当简洁、清楚。可见，我国目前采用

的是先连贯陈述，然后一问一答。 

4、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诱导性问题的规定。诱导性问题是指暗示证人作出询问人希望得到的回

答的问题。因为诱导性问题可能会误导证人，不利于保证证言的真实性、准确性。《高法刑诉解释》

已经规定，不得以诱导方式提问。 

5、美国法中反对诱导性问题的例外。反对诱导性问题的例外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反询问中，

允许使用诱导性问题；二是在特定情况下（未成年人；理解能力低下的人；预备性问题），在主询

问中也准许诱导性问题。 

6、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不能旁听法庭的审理。 

7、根据我国现有司法解释，一方当事人可以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提出反对。如果法官认为异

议成立，证人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高法刑诉解释》中规定，审判长对于向证人、鉴定人发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发问的方式

不当的，应当制止。对于控辩双方认为对方发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发问的方式不当并提出异议

的，审判长应当判明情况予以支持或驳回。 

《行诉证据规则》中要求发问的内容应当与案件的事实相关。与案件事实是否相关，也就是该

问题与案件的争议之点是否有相关性。对相关性的判断标准，主要是一个逻辑问题，即看它对案件

争议之点是否能够起到证明作用。 

8、在我国法庭审理中，当事人有权对发问方式不当提出反对。我国法律确立的反对理由。意

见；诱导；非法取证；非原件。 

9、在我国，法官有权主动干预。 

目前的司法解释规定审判长对不当的发问应当制止。《高法刑诉解释》规定，审判长对于控辩双方

讯问、发问被告人、被害人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告人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讯问、发问的方式

不当的，应当制止。审判长对于向证人、鉴定人发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发问的方式不当的，应当

制止。这意味着在当事人双方没有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法官有权并且有义务制止不当的发问。 

四、对证人的处罚 

对不出庭的证人，应当给予的处罚。我国刑法中规定了特定案件中拒绝提供证言的人的法律责

任，刑法规定：“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在国家安全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

拒绝提供，情节严重的，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2012 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可以处十日以下司

法拘留。 

五、证人保护和经济补偿 

1、我国法律中关于证人保护的规定的不足。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

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民诉证据规则》： 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予以保护。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

参与人……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打击报复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处理。 

《行诉证据规则》第 74 条：证人、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法律保护。人民法

院应当对证人、鉴定人的住址和联系方式予以保密。 

2、我国法律中对证人的经济补偿的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
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对法庭上的证据调查的规定，特别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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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上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分析禁止诱导性提问的合理性。重点思考证人宣誓制度、对证人的询问的

方法、证人的经济补偿和证人的处罚。  
作业 
1、我国是否确立了证人宣誓制度？ 

2、对于被告人的配偶、近亲属等，如果放弃证人特权，选择作证，是否应当进行宣誓？并且

如果伪证的话，是否要承担伪证罪的刑事责任？ 

3、享有职业秘密特权和公务秘密特权的，经过特权人或者相应机构许可或者批准，是否应当

进行宣誓？ 

4、对于被告人，如果放弃特权（即沉默权）选择作证，能否提供宣誓陈述？ 

5、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阶段是否要求宣誓？（在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和检察院的起诉阶段

提供陈述的人，包括参考人、鉴定人等一般都不需要宣誓，只有在特别情况下，即证人如实陈述对

以后的程序至关重要时，以及证人可能无法出席法庭审判时，才可以请求法院命令证人宣誓。） 

6、在什么情形下，可以免除证人的宣誓义务？（以下几种例外情形：第一，证人是未成年人。

第二，刑事被告人提供陈述。第三，符合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的情形。） 

7、在民事诉讼中，证人在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时出席陈述证言的，能否视为出

庭作证？ 

8、对证人进行处罚的权力，是否应当也赋予公安和检察？ 

9、依照我国现行法律，伪证罪的处罚是否以宣誓为前提？如果不是，你认为是否应当以宣誓

为前提？ 

（二）实践教学 2学时 

实验 1：具体案件中证据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 
某杀人案证据分析 

1、 预习要求：事先阅读教材中关于种类与分类的论述，充分理解各种概念和划分标准。 

2、 实验目的：正确划分证据的种类与分类，并理解其在实践中的运用。 

3、 实验内容和要求：对各项单个证据进行分析。 

4、 实验学时：2课时。 

5、 教师点评：最后教师给出参考答案，并听取学生对参考答案的反馈。 

实验要求： 
1、通过对一个具体案例中证据的分析，更加深入地理解证据的种类、分类；更加深入地理解

各种证据在查明事实中的作用。 

2、由教师描述一个具体案例中的证据，由学生分析各个证据的种类和分类。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证据法学概述（一） 2  

2 外国主要证据制度 2  

3 中国古代证据制度 2  

4 证据的概念和意义 2  

5 非法证据排除 2  

6 证据种类（一） 2  

7 证据种类（二） 2  

8 证据分类（一） 2  

9 证据分类（二） 2  

10 证明对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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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证明责任（一） 2  

12 证明责任（二） 2  

13 证明标准 2  

14 推定 2  

15 法庭上的证据调查 2  

16 实践教学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刑法总论、刑法分论、刑事诉讼法学 

后续课程：刑事法律诊所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我国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关于证据的法律规定，以及实践中运行的情况。 

难点：证据学中理论问题和价值权衡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学生阅读资料。 

教学手段： 

1.教师演讲。 

2.学生提问、小组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需要讨论案例所需要的专门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学生应当阅读推荐参考书中的一部分。鼓励学生课外参加模拟法庭竞赛。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证据法学》，陈光中主编，法律出版社 2013年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年版。 

2、易延友：《对自由心证哲学基础的再思考》，载《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 2期。 

3、吴丹红：《面对中国的证据法学——兼评易延友<证据学是一门法学吗>》，载《政法论坛》，

2006年第 2期。 

4、史立梅：《程序正义与刑事证据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5、毕玉谦、郑旭、刘善春：《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论证》，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6、易延友：《英美证据法的历史与哲学考察》，载《中外法学》2004年第 3期。 

7、齐树洁主编：《英国证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8、陈光中等：《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兼与误区论、法律真实论、相对真实论商榷》；载

《中国法学》2001年第 1期。 

9、陈瑞华：《从认识论走向价值论——证据法理论基础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学》，2001 年

第 1期。 

10、易延友：《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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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建伟：《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 2期。 

12、刘金友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13、樊崇义等：《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14、郭志媛：《刑事证据可采性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04年版。 

15、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02年版。 

16、何家弘：《毒树之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17、王进喜：《刑事证人证言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18、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19、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20、吴宏耀、魏晓娜：《诉讼证明原理》，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21、樊崇义等著：《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22、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23、朱苏力：《窦娥的悲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 2期； 

24、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5、张卫平：《证明责任概念解析》，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 6期； 

26、李浩：《证明责任与不适用规范说》，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 4期。 

27、樊崇义：《客观真实管见——兼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 1期。 

28、何家弘：《让证据走下人造的神坛》，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 5期，第 104页。 

29、张继成：《事实、命题与证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 5期。 

30、樊崇义等：《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31、陈浩然：《证据法原理》，华东理工出版社 2002版。 

32、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33、沈达明著：《英美证据法》，中信出版社 1993年出版。 

34、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 

35、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 

36、[台]周叔厚：《证据法论》，台湾三民 1995年版。 

37、[台]刁荣华主编：《刑事证据比较各论》，台湾汉林 1984版。 

38、[台]林辉煌：《论证据排除——美国法之理论与实务》，北大出版社 2006年版。 

39、[台]周叔厚：《证据法论》第四版，三民书局（2000）。 

40、[台]李学灯：《证据法比较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 

41、[台]吴巡龙：《新刑事诉讼制度与证据法则》，台湾学林出版社（2003）。 

42、[台]李学灯著：《证据法比较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1年出版。 

43、[美]米尔建.R·达马斯：《漂移的证据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44、[美]迈克尔.H.格莱姆：《联邦证据法》影印本，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45、[美]乔恩·R·华尔兹著，何家弘等译，《刑事证据大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46、[美]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第二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47、[美]弗雷德·英博：《审讯与供述》，何家弘译，群众出版社 1992年版。 

48、[美]阿瑟 S·奥布里等著：《刑事审讯》，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49、[美]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修订），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版。 

50、[美]摩根著，李学灯译，《证据法之基本问题》，台北“教育部”1982年版； 

51、[德]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年版。 

52、Twinning and Stein，Evidence and Proof，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2，2003） 

执笔：郑旭      审稿：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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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审判实务 
Practice of Criminal Trial 

课程号：700402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通过实务教学的方式增强学生对刑事法律的理解和把握； 

2.通过实务教学的方式帮助学生了解刑事案件审理的具体过程和操作方法； 

3.指导学生学习和掌握刑事案件审判的实务技巧，为以后实习或从事审判工作提供知识基础。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刑事审判工作的基础知识、刑事

证据审查和认定的基本技能、培养学生庭审驾驭能力和庭审过程中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帮助学生

形成对刑事案件的分析的思路，为刑事诉讼案例研习、刑法学案例研习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知识

基础，同时为学生以后从事刑事审判工作提供知识积累。 

注：本课件中有部分内容吸取了实践中多位律师的经验，予以借鉴学习。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刑事案件庭前准备工作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引子 

案例一：“佘祥林案” 

1994 年 1 月 2 日，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因患精神病走失失踪，张的家人怀疑张在玉被丈夫杀

害。同年 4月 28日，佘祥林因涉嫌杀人被批捕，后被原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因行政区划变更，佘祥林一案移送京山县公安局，经京山县人民法院和荆门

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1998年 9月 22日，佘祥林被判处 15年有期徒刑。2005年 3月 28日，佘妻

张在玉突然从山东回到京山。4月 13日，京山县人民法院经重新开庭审理，宣判佘祥林无罪。2005

年 9月 2日佘祥林领取 70余万元国家赔偿。 

案例二：“杜培武案” 

1998年 4月 22日上午，在昆明市圆通北路 40号，警方发现了一辆被丢弃的警用昌河牌微型

面包车，车内有一男一女两具尸体，昆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现场勘察后证实，男性死者系昆明市所

辖的路南县（现为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王俊波，另一人是昆明市公安局女民警王晓湘，两人身着

便服，被人近距离开枪打死。警方认定，杀人的凶器便是王俊波随身佩带的“七七”式手枪。枪支

去向不明。当天下午 2时许，正在焦急寻找失踪妻子王晓湘的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被抓

进了昆明市公安局，成为该案犯罪嫌疑人。1999 年 2 月 5 日，昆明市中级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

审判处杜培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9 年 10 月 20 日，云南高院终审改判杜死刑、缓期二

年执行。直到 2000年 6月 17日，昆明市公安机关破获以铁路警察杨天勇为首的特大杀人团伙案，

杜培武的清白才得以证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改判无罪，当庭释放。 

案列三：“赵作海案” 

1998年 2月 15日，商丘市柘城县老王集乡赵楼村赵振晌的侄子赵作亮到公安机关报案，其叔

父赵振晌于 1997年 10月 30日离家后已失踪 4个多月，怀疑被同村的赵作海杀害，公安机关当年

进行了相关调查。1999 年 5 月 8 日，赵楼村在挖井时发现一具高度腐烂的无头、膝关节以下缺失

的无名尸体，公安机关遂把赵作海作为重大嫌疑人于 5月 9日刑拘。 1999年 5月 10日至 6月 18

日，赵作海做了 9次有罪供述。2002年 10月 22日，商丘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赵作海犯故意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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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罪向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2年 12月 5日商丘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

处被告人赵作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省法院经复核，于 2003年 2月 13日作

出裁定，核准商丘中院上述判决。2010年 4月 30日，赵振晌回到赵楼村，冤案浮出水面。随后河

南省高院启动再审程序，宣告赵作海无罪。 

案例四：“聂树斌案” 

 1994年 8月 5日,河北省石家庄市西郊孔寨村附近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当时的石家庄市郊区

公安分局组成“8·5”专案组并将犯罪嫌疑人聂树斌抓获,警方随即宣布破案。之后,石家庄市中级

人民法院一审分别以强奸罪、故意杀人罪判处聂树斌死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予以改判,以

强奸罪判处聂树斌有期徒刑 15 年,以故意杀人判处死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1995 年 4 月 27

日,经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聂树斌被执行死刑。 

2005年，一河北广平人王书金供述曾强奸杀害聂树斌案的被害人。聂树斌案出现“一案两凶”

后，河北政法部门启动对聂树斌案核查，但至今该案件仍无定论。 

具体相关法律规定 

《刑事诉讼法》 

 最高法《解释》 

 最高检《规则》 

《六机关规定》 

《公安机关规定》 

第一章：刑事案件庭前准备工作 

1.审查案卷材料 

2.庭前准备工作 

3.审阅案件材料、制定庭审提纲 

4.筹划安排开庭准备工作 

5.通知人民检察院、辩护人等诉讼参与人 

6.通知证人 

7.书记员的其他准备工作 

8.重大刑事案件的预案 

一、对公诉案件的审查 

（一）审查的概念和任务 

概念：对公诉案件的审查是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依法进行庭前 审查，并决

定是否开庭审判的一种诉讼活动。 

任务 ：通过审查，解决案件是否符合开庭审判的条件，是否将被告人正式交付法庭 审判。属

于程序性审查。 

《刑事诉讼法》第 181 条：“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

指控犯罪事实，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二）审查的内容和方法 

庭前审查以程序性审查、书面审查为主，通过认真审阅起诉书，判断是否具备了开庭审判的程

序性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81条及最高法《解释》第 180条的规定，审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1、是否属于本院管辖； 

2、起诉书是否写明被告人的身份，是否受过或者正在接受刑事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种类、

羁押地点、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情节; 

3、是否移送 证明指控犯罪事实的证据材料，包括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批准决定和所收集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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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材料； 

4、是否查封、扣押、冻结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财物，并附证明相关财物依法应当

追缴的证据材料； 

5、是否列明被害人的姓名、住址、联 系方式；是否附有证人、鉴定人名单；是否申请法庭通

知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 识的人出庭，并列明有关人员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住址、联

系方式；是否附有需要保护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名单； 

6、当事人已委托辩护人、诉讼代理 人，或者已接受法律援助的， 

是否列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     

7、是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是否列明附带 

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是否附有相关证据材料；    

8、侦查、审查起诉程序的各种法律手续和诉讼文书是否齐全；   

9、有无《刑事诉讼法》第 15条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不追 

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三）审查后的处理 

根据最高法《解释》第 18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公诉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案件不同情况

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1、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应退回人民检察院，并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自诉; 

2、不属于本院管辖或者被告人不在案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 

3、不符合最高法《解释》第 180 条第（二）项至第（八）项规定之一，需要补充材料的，应

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 3日内补送； 

4、依照《刑事诉讼法》第 195条第（三）项规定宣告被告人无罪后，人民检 察院根据新的事

实、证据重新起诉的，应当依法受理； 

5、依照本《解释》第 242条规定裁定准许撤诉的案件，没有新的事实、证 据，重新起诉的，

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 

6、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15条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情形的，应当裁定终止审理或者

退回人民检察院； 

7、被告人真实身份不明，但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158条第 2款规定的，应当依法受理。 

8、对公诉案件是否受理,应当在 7日内审查完毕。 

开庭审判前的准备的相关法律条文 

《刑诉法》第 182条  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应当确定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将人民检察院

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及其辩护人。 

  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

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庭前会议] 

人民法院确定开庭日期后，应当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

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公开审判的

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 

上述活动情形应当写入笔录，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签名。 

【相关法条】 

《高法解释》182——185条 

第 183条 案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审判人员可以召开庭前会议： 

（一）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 

（二）证据材料较多、案情重大复杂的； 

  （三）社会影响重大的； 
  （四）需要召开庭前会议的其他情形。 
召开庭前会议，根据案件情况，可以通知被告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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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4条 召开庭前会议，审判人员可以就下列问题向控辩双方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一）是否对案件管辖有异议； 
  （二）是否申请有关人员回避； 

（三）是否申请调取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但未随案移送的证明被

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 
（四）是否提供新的证据； 

  （五）是否对出庭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名单有异议； 
  （六）是否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七）是否申请不公开审理； 
  （八）与审判相关的其他问题。 
  审判人员可以询问控辩双方对证据材料有无异议，对有异议的证据，应当在庭审时重点调查；

无异议的，庭审时举证、质证可以简化。 
  被害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可以调解。 
  庭前会议情况应当制作笔录。 
《高检规则》第 430——432条 

第 431 条  在庭前会议中,公诉人可以对案件管辖、回避、出庭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

人的名单、辩护人提供的无罪证据、非法证据排除、不公开审理、延期审理、适用简易程序、庭审

方案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提出和交换意见,了解辩护人收集的证据等情况。 

  对辩护人收集的证据有异议的,应当提出。 
  公诉人通过参加庭前会议,了解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的争议和不同意见,解决有关程序问
题,为参加法庭审理做好准备。 
第 432条   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庭前会议中提出证据系非法取得,人民法院认为可

能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证明。需要调查核实

的,在开庭审理前进行。 

学习目标： 

1．了解开庭前准备的工作流程。 

2．掌握审阅案卷材料、制作庭审提纲的技巧和方法。 

3.  重点把握重大刑事案件的预案和庭前会议。 

作业： 

思考题： 

1.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对公诉案件进行庭前审查的范围包括哪些？ 

2.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在开庭审判前应当做好哪些准备工作？ 

知识单元 2：刑事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开庭审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审程序 

第一节  概  述 

    一、审判的概念 
    在我国，审判就是原告、被告或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各自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证据并进行辩论，法
官站在第三方的地位上， 基于国家权力依法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的一种诉讼活动。 
    审判应具备以下四个要素： 
    1、客观上存在着一个双方之间的冲突或纠纷； 
    2、利益主张不同的冲突双方把这一争执交由非冲突方的、具有权威性的第三方处理； 
    3、在“两造俱备”，第三方居间的“三方组合”格局中，按一定程序解决该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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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冲突或行为的处理，第三方有最终的独立决定权。 
    二、刑事审判的任务 

我国刑事审判的任务在于正确行使国家具体刑罚权，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一）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利益 
人民法院通过行使国家赋予的审判权，在控、辩 双方充分举证、质证和辩论的基础上，加以

适度的主动调查，正确查明案情，有效 地揭露犯罪，证实和惩罚犯罪，从而实现国家刑罚权，震
慑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秩序。 

（二）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在刑事审判中，通过赋予被 告方尽可能与控诉方相对等的诉讼手段，以及采用法官主导下的

控、辩双方互相 对立的证据调查机制，使控、辩双方都能够就案件事实与适用法律发表充分意 见，

从而有利于辩明案件真相，正确地作出裁判，进而有效地保障被告人的合法 权利。 

（三）充分发挥刑事诉讼的法制教育作用，扩大办案效益 
    审判阶段，刑事诉讼的各项原则和各种审判制度得以全面的贯彻和实施，刑事诉讼的公正性及
民主性和科学性也获得了充分的展示和体现。 
三、法庭审判的阶段 

第一审程序的概念和意意义 

法庭审判是指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合议庭或独任庭）通过开庭的方式，在公诉人、当事人和

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调查核实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充分听取控辩双方对证据、案件事实和

法律适用的意见，依法确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否受到刑事处罚以及给予何种处罚的诉

讼活动。 

《刑事诉讼法》经过 1996年和 2012年两次修改，法庭审判呈现出如下主要特征： 

1. 强化了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辩论； 

2.强化控、辩职能的同时，重视、保留了审判职能的主导作用，法院享有对案件事实、证据的

调查核实权。 

（一）开庭 

1、审判长宣布开庭，传被告人到庭后，应当查明被告人的情况； 

2、审判长宣布案件的来源，起诉的案由，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被告人的姓名（名称）及是

否公开审理； 

3、审判长宣布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辩护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的名单； 

4、审判长应当告知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 

5、审判长分别询问当事人、法定代理人是否申请回避，申请何人回避和申请回避的理由。 

（二）法庭调查 

法庭调查是在审判人员主持下，控、辩双方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当庭对案件事实和证

据进行审查、核实的诉讼活动。法庭调查是法庭审判的核心环节。其成效，直接关系到案件处理的

质量。 

法庭调查的范围是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所指控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证明被告人有罪、无罪、罪

重、罪轻的各种证据。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86条至第 193条及最高法《解释》第 195条至 第 227条的相关规定，

法庭调查的具体步骤和程序如下： 

 1.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2.被告人、被害人陈述 

 3.讯问、询问被告人、被害人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告人 

 4.询问证人、鉴定人 

 5.出示物证、宣读鉴定结论和有关笔录 

 6.调取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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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法庭调查核实证据 

《刑事诉讼法》第 193条第 1款、第 2款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

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

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 

法庭辩论的目的在于使控、辩 双方有充分机会表明己方观点，充分阐述理由和根据，从而从

程序上保障当事人 和诉讼参与人的合法益，同时对于法庭查明案情、依法作出公正的裁决也具有

重要意义。 

辩论的内容包括全案事实、证据、定罪和量刑等各种与案件有关的问题。 

法庭辩论在审判长主持下，按照下列顺序进行： 

1、公诉人发言； 

2、被害 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发言； 

3、被告人自行辩护； 

4、辩护人辩护； 

5、控辩双方 进行辩论。 

《刑事诉讼法》第 193条第 3款规定：“审判长在宣布辩论终结后，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可见，被告人最后陈述不仅是法庭审判的一个独立阶 段，而且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一项重要诉讼

权利。 

被告人最后陈述只要不超出本案范围，一般不应限制其发言时间，或随意打断其发言，而应让

被告人尽量把 话讲完。 

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多次重复自己的意见，审判长可以制止；如果陈述内容是蔑视法庭、公诉

人，损害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与本案无关的，应当制止； 

在公开审理的案件中，如果被告人最后陈述的内容涉及国家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也应当制止。 

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提出了新的事实、证据，合议庭认为可能影响正确裁判的，应当恢复法庭

调查；如果被告人提出新的辩解理由，合议庭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恢复法庭辩论。 

（五）评议和宣判 

1、评议 

    评议是合议庭组成人员在已进行的法庭审理活动基础上，对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进行讨
论、分析、判断并依法对案件作出裁判的诉讼活动。 
    合议庭评议由审判长主持，一律秘密进行。评议时，如果意见分歧，应当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
决定，但是少数人的意见应当写入笔录，评议笔录由合议庭组成人员签名。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95条规定，一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巳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法律
规定，分别作出以下裁判：   
    1、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 有罪判决； 
    2、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3、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 能成立的判决。 
    对《刑事诉讼法》第 195条的规定《最高法解释》第 241条第 1款进行了细化，规定对一审公
诉案件，人民法院审理后，应当作出以下判决、裁定： 
    1、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指控被告人的罪 名成立的，应当作

出有罪判决； 

    2、起诉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与审理认定的罪名 不一致的，应当按
照审理认定的罪名作出有罪判决； 
    3、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判决 宣告被告人无罪； 
    4、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以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 成立，判决宣告被
告人无罪； 
    5、案件部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应当作出有罪或者无罪的判决； 对事实不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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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足部分，不予认定； 
6、被告人因不满 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 

7、被告人是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不予刑事处罚的，

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不负刑事责任； 

8、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且不是必须追诉，或者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应 当裁定终止审理； 

9、被告人死亡的，应当裁定终止审理；根据已查明的案件事实和认定的证 据，能够确认无罪

的，应当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注：《刑事诉讼法》第 195条规定的一审判决只包括有罪判决和 无罪判决两种，而最高法《解

释》第 241 条规定的一审判决除了有罪判决和无罪 判决之外，又在第（六）项、第（七）项中增

加了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并把这类 判决和无罪判决平列起来，这与《刑事诉讼法》第 195 条的

规定发生了矛盾；从 刑法角度讲，不负刑事责任就是不构成犯罪。因此，不负刑事责任的判决其

性质 应明确为无罪判决。 

2、宣判 

宣判是人民法院将判决书的内容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宣告，使当事人和广 大群众知道人民法

院对案件的处理决定。宣判分为当庭审判和定期宣判两种。 

当庭宣判是在合议庭经过评议并作出决定后，立即复庭由审判长宣告判决结果。当庭宣告判决

后，应当在 5日内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提起公诉的人民检 察院、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 

定期宣判是合议庭经休庭评议并作出决定后，或者因案情疑难、复杂、重大， 合议庭认为难

以作出决定，而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而另行确定日期宣告判决的活

动。定期宣告判决的，合议庭应当在宣判前，先 期公告宣判的时间和地点，传唤当事人并通知公

诉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 和辩护人；判决宣告后应当立即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提起公诉

的人民检察院、 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 

案件不论是否公开审理，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 

四、与法庭审判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法庭审判笔录 

法庭审判笔录是由法院书记员制作的记载全部法庭审判活动的诉讼文书。根据《刑事诉讼法》

第 201条的规定，法庭审判笔录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1）书记员将开庭 审理的全部活动制作成笔录，交由审判长审阅后，由审判长和书记员签名； 

（2）法 庭笔录中的出庭证人的证言部分，应当在庭审后交由证人阅读或者向其宣读，证人确

认无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 

（3）法庭笔录应当在庭审后交由当事人阅读 或者向其宣读。当事人认为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

的，可以请求补充或者改正。当事人确认无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 

（四）公诉案件第一审程序的期限 

《刑事诉讼法》第 20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 2个月以内宣判，至

迟不得超过 3个月。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 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 156条规

定情形之一的，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 可以延长 3 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

人民法院批准。人民法院 改变管辖的案件，从改变后的人民法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理期限。

人民检 察院补充侦查的案件，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重新计算审理 期限。” 

五、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案件的核准程序 

（一）适用此类案件的条件 

《刑法》第 63条第 2款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 罚情节，但是根据案

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 判处刑罚。” 

根据这一规定，适用此类案件的条件应当是： 

（1）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确实不具有法律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 

（2）犯罪案件确实具有特殊情况，需要对犯罪人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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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特殊情况”，主要是指案件涉及外交、国防、宗教、民族、统战和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

为维护国家利益而需要对犯罪人判处低于法定最低刑的刑罚； 

（3）核准程序应当在对判决的法定上诉、抗诉期限届满后进行； 

（4）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才有核准权。 

（二）复核与核准程序 

1、对于第一审的判决，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提出抗诉的，在上诉、 抗诉期满后 3日

内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复核。上一级人民法院同意原判的，应 当书面层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上

一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原判的，应发回重审或 者改变管辖，按第一审程序重新审判。 

2、对于二审改判且改判后仍为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层报最高人民法

院核准；对于二审改判后的刑罚在法定刑之内的，不再层报 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该判决为终审判

决，不得上诉、抗诉。 

3、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案件，应当报送判决书、报请核准的报告

各五份，以及全部案卷、证据。 

4、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案件，经过审查，认为原裁 判正确的，予以核

准，并作出核准裁定；认为原裁判不正确的，不予核准，应当撤 销原裁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

新审判或者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学习目标： 

1．了解刑事公诉案件普通程序的基本流程。 

2．掌握刑事案件庭审的技巧和要点。 

3.把握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的庭审的驾驭能力。 

作业： 

思考题： 

1.如何理解和把握刑事审判的实体和程序并重的原则？ 

2.如何理解和把握刑事审判的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原则？ 

3.如何理解和把握刑事审判的兼顾司法效率的原则？ 

知识单元 3：第二审刑事案件庭审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二审程序 

第一节  概  述 

一、两审终审制 

（一）两审终审制的概念 

《刑事诉讼法》第 1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两审终审制，是指一个

案件经过两级人民法院审判，普通审判程序即告终结的制度，对于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

裁定，当事人等不得再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不得按照上诉审程序提出抗诉。 

根据两审终审制的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按照第一审程序对案件审理后所作的判决、裁定，

尚不能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只有在法定期限内，有上诉权的人没有提起上诉，同级人民检察院也没

有提出抗诉，第一审法院所作出的判决、裁定才发生法律效力。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第二审案件作

出的判决、裁定，都是终审判决、裁定，立即发生法律效力。经两级法院对案件进行审判后，该案

的审判即行终结，故又称四级两审终审制。 

（二）两审终审制的特殊和例外情况 

1.特殊情况 

（1）合法的上诉或抗诉是开始第二审程序必须具备的前提，如果不存在这个前提，即在法定

期限内，有上诉权或抗诉权的人或机关没有提出上诉或抗诉, 那么地方各级法院审判的第一审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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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出的一审裁判，也应发生法律效力，交付执行，而不应再两审终审。 

（2）死刑案件是特殊的案 件，必须依法经过死刑复核的特殊诉讼程序后，始发生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对这类案件的复核，并不属于一个审级，有上诉权或抗诉权的人和机

关不能对这类案件的二审裁 判提起上诉或抗诉。此外，根据《刑法》第 63条第 2款在法定刑以下

量刑的，也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复核，核准后方能生效。 

2.例外情况 

两审终审制的唯一例外，是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为一审终审，即两审终审制只适用于地方

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而不适用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案件。 

二、第二审程序的概念和特点 

第二审程序又称上诉审程序，是第二审人民法院根据上诉人的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就

第一审人民法院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认定的事实和适用的法律进行审理时所应当遵循

的步骤和方式、方法。 

正确理解上述概念，要注意以下三点： 

（1）不能简单地认为第二审程序就是对同一案件进行第二次审理的程序； 

（2）第二审程序并不是审理刑事案件的必经程序； 

（3）除基层人民法院以外的各级人民法院，都可以成为上级人民法院。 

三、第二审程序的任务和意义 

任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或裁定所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

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是否正确，诉讼程序是 否合法，进行全面审查和审理，并依法作出判决或

裁定，以维持正确的一审判决 和裁定，纠正错误的一审判决和裁定。 

意义： 

1、通过第二审程序，维护一审法院的正确裁判； 

2、通过第二审程序，纠正一审法院的错误裁判，准确地惩罚犯罪分子，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

益； 

3、有利于上级人民法院监督和指导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保证办案质量。 

一、提起第二审程序的主体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16 条的规定，有权提起上诉的人员是：自诉人、 被告人或者他们的

法定代理人，以及经被告人同意的辩护人、近亲属，还有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有权提出抗诉的机关是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 

上诉权限： 

1、自诉人、被告人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有独立的上诉权，只要他们之中有人依法提出

上诉，就引起第二审程序。 

2、法定代理人有独立的上诉 权，他们的上诉，即使被告人、自诉人不同意，也是有效的。 

3.被告人的辩护人和近亲属不具有独立的上诉权，而是有条件地享有上诉权——征得被告人同

意后，才可以提出上诉； 

4.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享有部分的上诉权，他们可以对判决、裁定中的

附带民事诉讼部分提出上诉。 

 

二、上诉、抗诉的理由 

《刑事诉讼法》对于提出上诉的理由没有规定任何限制，因此，上诉人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上诉，

不论理由是否充分，均应允许。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 法》第 217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只有在有充分的根据认定原判决、裁定

“确有错 误”时，才能提出抗诉。 

在实践中，作为上诉或抗诉的理由，归纳起来有以下 几点： 

1、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上有错误，或者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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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决、裁定在适用法律、定罪量刑上有错误； 

3、违反诉讼程序，使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受到侵犯，可能影响判决、裁定的正确性。 

※上诉人或人民检察院不仅可以在上诉状或 抗诉书中提出上诉、抗诉的根据和理由，而且在

提出上诉状或抗诉后，甚至在二 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仍可作补充阐述或提出新的根据和理由，第

二审法院不应加以限制 

三、上诉、抗诉的期限 

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的上诉或者抗诉，应当在法定的上诉或抗诉期间内提出。 

《刑事诉讼法》第 219 条：“不服判决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十日，不服裁定的上诉和抗诉的

期限为五日，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的第二日起算。”   

对附带民事判决或者裁定的上诉、抗诉期限，应当按照刑事部分的上诉、抗诉期限确定。如果

原审附带民事部分是另行审判的，上诉 期限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期限执行。 

五、上诉、抗诉的方式和程序 

上诉一般应用书状提出，上诉人书写上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提出上诉， 第一审人民法院

应当根据其所陈述的理由和请求制作笔录，由上诉人阅读或者 向他宣读后，上诉人应当签名或者

盖章。用上诉状提出上诉的，一般应当有上诉 状正本及副本。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20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上诉人上诉可以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出，也可

以直接向第二审人民法院提出。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21条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

的抗诉，必须制作抗 诉书。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书，并且将抗诉书抄送上一级人民检

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如果认为抗诉不当，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撤回抗诉，并且通知下级人民检察

院。 

一、对上诉、抗诉案件的审查 

《高法解释》第 309 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第一审人民法院移送上诉、抗诉的案卷、证据，

应当审查是否包括下列内容： 

  （一）移送上诉、抗诉案件函； 

  （二）上诉状或者抗诉书； 

  （三）第一审判决书或者裁定书八份（每增加一名被告人增加一份）； 

  （四）全部案卷材料和证据，包括案件审结报告和其他应当移送的材料。 

    前款所列材料齐备，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收案；材料不齐备的，应当通知第一审人民法院及时

补送。  

二、全面审查原则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78条和第 223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上诉、抗诉案件一律由合

议庭进行，而且合议庭的组成人员都必须为审判员，人数为 3人至 5人。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22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就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

律进行全面审查，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共同犯罪的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上诉的，应当对

全案进行审查，一并处理。 

《最高法解释》第 315条规定：对于上诉、抗诉案件应当审查下列主要内容： 

（一）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证据之间有无矛盾； 

（二）第一审判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量刑是否适当； 

（三）在侦查、起诉、第一审程序中，有无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   

（四）上诉、抗诉是否提出了新的事实和证据； 

（五）被告人供述、辩解的情况； 

（六）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以及采纳的情况； 

（七）附带民事部分的判决、裁定是否适当； 

（八）第一审法院合议庭、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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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审理后，写出审查报告。 

三、对第二审案件的审判方式和程序 

《刑事诉讼法》第 223条第 1款、第 2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应当组成合

议庭，开庭审理： 

（一）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 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

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 

（二）被告 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 

（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 

（四）其他应当开庭审 理的案件。 

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的意见。”  

我国第二审案件的审判方式有开 庭审理与不开庭审理两种，即对于部分上诉案件、全部抗诉

案件及其他应当开庭 的案件应当以开庭审理的方式进行，其他案件可以不开庭审理，但须遵循法

定的程序。 

（一）开庭审理的方式 

开庭审理，是指第二审人民法院在合议庭的主持下，由检察人员和诉讼参与 人参加，通过法

庭调查和辩论、评议、宣判的方式审理案件。 

依《刑事诉讼法》第 231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上诉或者抗诉案件时，除参照第

一审 程序的规定，还应当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1、开庭前的准备，幵庭时宣布合议庭组成，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等。 

2、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或者第二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公诉案 件，应当在决定开庭审

理后及时通知人民检察院查阅案卷。人民检察院应当在 1 个月内查阅完毕，作好出庭准备。人民

检察院查阅案卷的时间不计入审理 期限。 

3、第二审程序中，被告人除自行辩护外，还可委托辩护人辩护 

4、在法庭调查阶段，审判长或审判员宣读第一审判决书、裁定书后，由上诉人陈述上诉理由

或者由检察人员宣读抗诉书；如果是既有上诉又有抗诉的 案件，先由检察人员宣读抗诉书，再由

上诉人陈述上诉理由；法庭调查的重点要 针对上诉或者抗诉的理由，全面査清事实、核实证据。 

5、在法庭辩论阶段，对上诉案件，应当先由上诉人、辩护人发言，再由检察 人员及对方当事

人发言；对抗诉案件，应当先由检察人员发言，再由被告人、辩护 人发言；对于既有上诉又有抗

诉的案件，应当先由检察人员发言，再由上诉人和 他的辩护人发言，然后依次进行辩论。对于共

同犯罪案件中没有提出上诉的被 告人，或者是没有被抗诉的被告人，也应当让其参加法庭调查、

法庭辩论。被害 人有权参加法庭审理。 

6、辩论终结后，上诉人（被告人）有权进行最后陈述，然后由合议庭评议， 作出裁判。 

根据最高法《解释》的规定，开庭审理上诉、抗诉案件，可以重点围绕对第一 审判决、裁定

有争议的问题或者有疑问的部分进行。根据案件情况，可以按照下列方式审理： 

1、宣读第一审判决书，可以只宣读案由、主要事实、证据名称和判决主文等； 

2、法庭调查应当重点围绕对第一审判决提出异议的事实、证据以及提交的新的证据等进行；

对没有异议的事实、证据和情节，可直接确认； 

3、对 同案审理案件中未上诉的被告人，未被申请出庭或者人民法院认为没有必要到 庭的，

可以不再传唤到庭； 

4、被告人犯有数罪的案件，对其中事实清楚且无异 议的犯罪，可以不在庭审时审理。同案审

理的案件，未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也 未对其判决提出抗诉的被告人要求出庭的，应当准许。出

庭的被告人可以参加 法庭调查和辩论。 

（二）不开庭审理的方式 

不开庭审理的方式，就是指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合议庭依照法律规定决定不开庭审理，经过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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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后，作出判决或裁定的审理方式。 

采用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应当遵循下列程序： 

1、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78条第 4款规定，由审判员 3人至 5人组成合议庭。 

2、合议庭成员共同阅卷，并制作阅卷笔录，必要时应当提交书面阅卷意见。 

3、讯问被告人。 

4、听取诉讼参与人的意见。 

5、经合议庭评议，依照法律规定决定不开庭审理，可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 

四、对第二审案件的处理 

（一）对上诉、抗诉案件的处理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225条至第 227条的规定，第二审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

抗诉案件进行审理后，应按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处理： 

1、原判决认定事实正确，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

或抗诉，维持原判。 

2、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撤销原判，重新判决，

并在判决中阐明改 判的根据和理由。 

3、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由二审法院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

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且此种情况下的发回重审以一次为限。 

4、发现一审法院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

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5、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经第二审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应当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按

照《刑事诉讼法》第 225条的规定处理。 

《刑事诉讼法》第 225 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经过审理

后，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一）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

驳回上诉或者抗诉，维持原判；（二）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

当的，应当改判；（三）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

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刑事诉讼法》第 227 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

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一）违反本法有关

公开审判的规定的；（二）违反回避制度的；（三）剥夺或者限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

响公正审判的；（四）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五）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

正审判的。” 

（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处理 

根据《最高法解释》229、230、231条的规定，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处

理，应根据上诉、抗诉的具体情况进行区分： 

1、审理附带民事上诉案件，如果发现刑事和附带民事部分均有错误需依法改判的，应当一并

审理，一并改判。 

2、审理的刑事上诉、抗诉案件，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如果发现第一审判

决或者裁定中的民事部分确有错误，应当对民 事部分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3、审理附带民事上诉案件，刑事部分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如果发现第一审判决或者裁定中

的刑事部分确有错误，应当对刑事部分按照 审判监督程序指令再审，并将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发回

与刑事案件一并审理。 

（三）对自诉案件的处理 

《最高法解释》第 333条  

对第二审自诉案件，必要时可以进行调解，当事人也可以自行和解。调解结案的，应当制作调

解书，第一审判决、裁定视为自动撤销；当事人自行和解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回自诉，并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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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第一审判决或者裁定。 

《最高法解释》第 334条  

在第二审程序中，自诉案件的当事人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另行起诉。 

《最高法解释》第 332条  

在第二审案件附带民事部分审理中，第一审民事原告人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第一审民事被

告人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

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 

五、第二审案件的审判期限 

《刑事诉讼法》第 232 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受理上诉、抗诉案件，应当在两个月以内审结。

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

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两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

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刑事诉讼法》第 230 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原审人民法

院从收到发回的案件之日起，重新计算审理期限。” 

一、上诉不加刑的概念和意义 

（一）上诉不加刑的概念 

我国的上诉不加刑原则，是指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不得以任何理由加

重被告人刑罚的一项审判原则。 

《刑事诉讼法》第 226条第 1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

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

案件，出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原审人民法院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其具体含义是： 

1、上诉是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不论上诉理由是否得当，都不能以被告人不 服判决或态度不好

而在二审判决中加重原判刑罚。 

2、仅有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二审法院审理后确认应按《刑事诉讼法》 第 225条第 1款第

2项进行改判时，即使原判量刑畸轻，也不得加重被告人的 刑罚。 

3、仅有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二审法院审理后，确需按《刑事诉讼法》 第 225条第 1款第

（三）项规定直接改判或发回原审法院重审的，在事实査明后，如没有变更原判认定的事实，也不

应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当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第二审法院都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依照《刑事诉讼法》第 226条

第 2款的规定，在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或自诉人提出上诉的案件，如果第一审判决确属过轻，

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改判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二）上诉不加刑原则的意义 

1.有利于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上诉权； 

2.有利于维护上诉制度，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 

3.有利于促使人民检察院履行审判监督职责。 

二、上诉不加刑的适用问题 

      对上诉不加刑的适用，最高法《解释》第 325条、第 327条和第 328条作了如下的具体

规定： 

1、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对被告人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

刑宣告缓刑的，二审法院不得撤销原判决宣告的缓刑或者延 长缓刑考验期。 

2、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二审法院认为原判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只是认定的罪名不当的，可以改变罪名，但不得加重刑罚。 

3、原判为数罪并罚的被告人上诉的案件，根据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二审法院既不能加重实际

执行的刑期，也不能在不改变实际执行刑期的情况下，加重数罪中的某一罪或几个罪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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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共同犯罪的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上诉的，第二审法院对未上诉的被告人同样不得改判加

重其刑罚，以避免未上诉的部分被告人因部分被告人上诉而招致不利的后果。另外，共同犯罪案件

中，人民检察院只对部分被告人的判决提出抗诉的，对其他原审被告人，不得加重刑罚 

5、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决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不

得撤销第一审判决，直接加重被告人的刑罚或者适用附加刑，也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为由

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加重刑罚。必须依法改判的，应当在第二审判决、裁定生效后，按

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 

6、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和被告人同时提出上诉，可以参照公诉案件中被告人上诉，人民检察院

也同时提出抗诉的案件的处理原则。无论自诉案件被告人是否提出上诉，只要自诉人提出了上诉，

二审法院都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依法改判，既可减轻被告人的刑罚，也可以加重被告人的刑

罚，还可以维持原判。 

7、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提出上诉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重新审

判后，除有新的犯罪事实，人民检察院补充起诉的以外， 原审人民法院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第二审人民 法院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原审人民法院重新作出判决后，

被告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裁定，不得再发回重新审

判。 

《最高法解释》第 325 条：“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

提出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并应当执行下列具体规定： 

（一）共同犯罪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的，既不能加重提出上诉的被告人的刑罚，也

不能加重其他同案被告人的刑罚； 

（二）对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只是认定的罪名不当的，在不加重原判刑罚的情况下，

可以改变罪名； 

（三）对被告人实行数罪并罚的，不得加重决定执行的刑罚，也不能在维持原判决决定执行的

刑罚不变的情况下，加重数罪中某罪的刑罚； 

（四）对被告人判处拘役或者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不得撤销原判决宣告的缓刑或者延长缓刑

考验期； 

第五节  对扣押、冻结财物的处理 

《刑事诉讼法》第 234 条：“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于查封、扣押、冻结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应当妥善保管，以供核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或者自行处理。

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对违禁品或者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处理。 

对作为证据使用的实物应当随案移送，对不宜移送的，应当将其清单、照片或者其他证明文件

随案移送。 

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仔细做出处理。 

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以后，有关机关应当根据判决对被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进

行处理，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一律没收，上缴国库。 

司法工作人员贪污、挪用或者私自处理被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不构成犯罪的，给予处分。” 

《刑事诉讼法》第 142条第 1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

照规定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 财产……” 

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不能扣划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适

用《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第三章规定的程序， 由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现有证据证明存在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应当予以没收的，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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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人民检察院可以进行调查。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进行调查，可以依法进行查封、扣押、 查询、冻结。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被告人死亡的，应当裁定终止审理；被告人脱逃的，应当裁定中

止审理。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另行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对于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没收违法所得的裁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

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在 5日内提出上诉、抗诉。  

学习目标： 

1．了解刑事案件二审程序的基本流程。 

2．掌握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含义和价值。 

3. 理解两审终审制的意义和价值。 

作业： 

思考题： 

1.刑事案件二审开庭审理的必要性和价值； 

2.上诉不加刑原则 

知识单元 3：简易程序案件、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自诉案件的审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一、自诉案件的受理 

自诉人提起自诉后，案件要经过人民法院审查，符合条件的才能受理和进行审判。 

《最高法解释》第 263 条：“对于自诉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说服自

诉人撤回起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 

（一）不符合法律规定提起案件条件的； 

（二）缺乏罪证； 

（三）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四）被告人死亡的； 

（五）被告人下落不明的； 

（六）除因证据不足而撤诉的以外，自诉人撤诉后，就同一事实又告诉的；   

（七）经人民法院调解结案后，自诉人反悔，就同一事实再行告诉的。” 

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作出立案决定，并书面通知自诉人或者代为告

诉人。对自诉案件受理有以下几点需予以注意： 

1、自诉案件的受理即自诉案件的立案，是由人民法院经过审查后依法作出的，审查的期限为

人民法院收到自诉状或者口头告诉后 15日以内。无 论立案与否，人民法院都应当书面通知自诉人

或者代为告诉人。 

2、对于已经立案，经审查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应当说服自诉

人撤回起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自诉人经说服撤 

回起诉或者被 驳回起诉后，又提出了新的足以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再次提起自诉的，人

民法院应当受理。 

3、如果自诉人明知有其他共同侵害人，但只对部分侵害人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并视为自诉人对其他侵害人放弃告诉权利。判决宣告后自诉人又对其他共同侵害人就同一事实提起

自诉的，人民法院不再受理。 

4、被告人实施的两个以上的犯罪行为，分别属于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审

理公诉案件时，对自诉案件一并审理。 

二、自诉案件审理的特点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05条至 第 207条的规定，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具有以下特征： 

1.对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在查明事实、分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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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2.对于自诉案件，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起诉； 

3.在自诉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下落不明的，可以中止审理； 

4.告诉才处理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在诉讼过程中，

可以对自诉人提起反诉。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06 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自诉案件的期限， 被告人被羁押的，适

用本法第 202条第 1款、第 2款的规定；未被羁押的，应当在 受理后 6个月以内宣判。 

一、简易程序的概念和意义 

简易程序是与普通程序相比较而言的程序，其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在审理具备特定条件（事实清

楚、证据充分，被告人认罪，同意适用）的案件时所采取的相 对简单的程序，其是简化和省略普

通程序的某些环节和步骤后形成的一种程序。 

意义： 

1.简易程序提高了人民法院审判效率，有助于缓解人民法院面临的日益繁重的审判任务； 

2.简易程序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3.简易程序使刑事审判程序更加科学化、合理化。 

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08条的规定，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判： 

（1）属于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 

（2）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 

（3）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的 

（4）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意义的。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209 条及最高法《解释》第 290 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不适用简易程序： 

1、被告人是盲、聋、哑人； 

2、被告人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    

3、有重大社会影响的； 

4、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    

5、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 

6、被告人认罪但经审查认为可能不构成犯罪的； 

7、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其他情形。 

三、简易审判程序的特点 

简易程序作为对第一审普通程序的简化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与普通程序相

比，具有以下特点： 

1.在适用程序上，简易程序只适用于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

均不适用； 

2.在适用法院上，简易程序只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虽有第一审案件，但不

能适用简易程序。 

3.在审判组织上，适用简易程序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4.在适用案件上，简易程序只适用那些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定刑较轻、争议不大的刑

事案件； 

5.在控诉职能上，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派员出席法庭。 

6.在期间和送达方式上，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送达起诉书至开庭审判的时间，不受《刑

事诉讼法》第 182条第 1项规定的限制； 

7.在庭审程序上大为简化，但无论是公诉案件还是自诉案件，在判决宣告以前，应当听取被告

人的最后陈 述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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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宣判形式上，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原则上一般应当采用当庭宣判形式，不采用定期宣

判形式。 

学习目标： 

1．了解简易程序、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庭审流程。 

2．了解自诉案件的特点和存在的价值。 

3.  理解和把握简易程序的发展过程和扩大适用的必要性。 

作业： 

思考题： 

1、刑事案件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原则在诉讼过程中的体现。 

2、以简易程序为代表的快速审判模式的价值，有无其他体现方式。 

知识单元 5：刑事特别程序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第一节  概  述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与特点 

已满 14周岁不满 18周岁的人实施了危害社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即属未成年人犯罪。 

未成年人犯罪同成年人犯罪虽然都是危害社会、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但是由于犯罪人尚未成

年，在心理、生理等方面与成年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因 素必然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方法、

动机、行为方式等产生直接的影响。 

1、生理变化明显，精力旺盛。 

2、心理上进人了由幼稚转向成熟的过渡时期，具有半儿童、半成年人的特点。 

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但要在定罪量刑上与成年人犯罪案件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应当适

应未成年人的特点，适用不同于普通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程序。 

二、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设立的必要性及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特别程序中以专章的形式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 案件诉讼程序。其中对

办案人员的资格、强制辩护、社会调查、严格限制逮捕措施、法定代理人或者有关人员到场、分案

处理、附条件不起诉、不公开审理、犯罪 记录封存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建立的正是一整套不同于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起诉、审

判和执行的诉讼程序。 

1、1992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2006年修订，2007年 6月 1日起实施）第

五章“司法保护”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作了专门规定。 

2、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对审理少年刑事案件的

审判组织、开庭前的准备工作、法庭审判、 执行等问题都作了较详尽的规定。 

3、1995年公安部通过的《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对办理未成年人刑事

案件的立案调查、强制措施、处理等问题作了较详尽规定。 

4、 1999年 11月 1日实施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使我国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的工作步人法制化的轨道 

5、2001 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对审理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应遵循的特有原则、审判组织、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围、开庭前的准备工作、审判和执行中

一些不同于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地方都作了较详细的特别规定。 

6、2006 年 1 月 23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对未成年的 量刑、缓刑、假释等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对盗窃和强奸等犯罪行为的认

定更为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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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06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对未成年人

刑事案件的审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 法律监督及刑事申诉检察等都作出了相应

规定。 

8、 2010 年 8 月 28 日的《关于进一步 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

干意见》，对于加强对涉案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建立健全办理未成 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的

协调和监督机制都进行了较详尽的规定，。 

9、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和颁布，以及最高法《解释》、最高检《规 则》等一系

列司法解释、法规、制度的修改，都进一步完善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一、教育、感化、挽救方针 

指公安司法机关应当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教育、

感化和挽救工作。 

《刑事诉讼法》第 266条第 1款对该项方针进行了专门规定。对于犯 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

感化和挽救，既是诉讼的主要目的，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 

指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要坚持以教育和矫治为主，使其

早日健康复归社会，只有在必要的时 候采用相称的手段才可对其惩罚。 

《刑事诉讼法》第 266条第 2款对该原则进行了专门规定。 

三、分案处理制度 

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将未成年人案件与成年人案件分开处理，对未成年人与成年

人分别关押。 

《刑事诉讼法》第 269条第 2款规定：“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

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 

四、审理不公开制度 

指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不允许群 众旁听，不允许记者采访，报纸等印

刷品不得刊登未成年被告人的姓名、年龄、职 业、住址及照片等。审判时被告人不满 18周岁的案

件，不公开审理。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 45条第 3款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

公开出版物不 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不公开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被告人的形象。 

五、社会调查制度 

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除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审查外，还应就导致

未成年人成长经历、监护教育情况、犯罪之主客观因素及其形成、发展、演变过程，以及对未成年

人特殊性格的形成产生过重 要影响的人和事件的详细情况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必要时还可以

进行医学、 心理学及精神病学等方面的鉴定。《刑事诉讼法》第 268条对该制度上进行了专门规定。 

六、隐私特别保护制度 

隐私特别保护制度强调在未成年人司法中应当对未成年人的隐私给予特殊的保护，尽量避免给

其贴上罪犯的标签，从而有助于其顺利康复回归社会。 

《刑事诉讼法》第 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 18周岁，被判处 5年有期徒刑 以下刑罚的，

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 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

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 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

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第三节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特点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特点 

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是由未成年人心理和生理特点决定的。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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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要更加突出教育改造的方针，寓教育、感化、挽救于各个诉讼阶段之中； 

2、国家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不仅赋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多的诉讼权利，而且还有

更多的保证实施的措施； 

3、对证据的运用，要有较高的证明要求，不仅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且还

要证明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家庭、社会、教育等方面的原因； 

4、从侦查、起诉、审判到执行，均采取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诉讼制度和程序，诉讼程序的设

计表现得更为灵活多样和缓和宽松。 

二、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 

（一）立案程序 

与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立案是有区别的： 

第一，在进 行立案审查时，除需要查明是否具备立案条件外还应当查明犯罪嫌疑人确切的 出

生时间，进一步调查其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犯罪前的生活居住环境以及犯罪 嫌疑人的心理、性

格特征，还要查明有无教唆犯罪的人； 

第二，制作立案报告，除 写明立案材料的来源、发案的时间、地点、犯罪事实、现有的证据

材料、立案的法 律依据和初步的意外，还应当着重写明犯罪嫌疑人的确切出生时间、生活居住 环

境、心理性格特征、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等有关情况。 

（二）侦查程序 

依《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侦查，除遵循普通刑事案件关于侦

查程序的规定外，尚需注意贯彻以下要求： 

1. 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应当照顾未成年人的

身心特点，尊重其人格尊严，保障其合法权益。 

2. 应当保护未成年人的名誉，不得公开披露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和影像。 

3. 对未成年人的讯问要有别于成年人。 

4. 应当严格限制和尽量少使用逮捕措施。 

5. 根据情况可对未成年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 

6.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及时办理。 

7.对于被羁押的未成年人应当与成年人犯分别关押、管理，并根据其生理 和心理特点在生活

和学习等方面给予照顾。 

对未成年人的讯问的注意事项   

第一，讯问前，除掌握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外，还应了解其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

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制作讯问 提纲。 

第二，讯问未成年人时，应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 不能到场或者法

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其他成年近亲属，所在学校、单 位或者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

民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在讯问笔录中注明。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

者其他人员认为办案人员在 讯问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提出意见。 

第三，对未成年人的讯问可以在公安机关进行，也可以到未成年人的住所、 单位或者学校进

行。 

第四，讯问未成年人时，应当耐心细致地听取其陈述或者辩解，认真审核、查 证与案件有关

的证据和线索，并针对其思想顾虑、畏惧心理、抵触情绪进行疏导 和教育。 

第五，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对未成年在校学生的调查讯问不得影响其正常学习。 

第六，讯问女性未成年人，应当有女工作人员在场。 

对未成年人适用逮捕的注意事项   

第一，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 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

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其社 会危险性，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慎用逮

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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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于罪行较轻，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没有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

较小，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予批准逮捕。 

对罪行比较严重，但主观恶性不大，有悔罪表现，具备有效监护条 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不

具有社会危险性，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并有以下 7种情形之一的，也可依法不予批准逮捕： 

1、初次犯罪、过失 犯罪的； 

2、犯罪预备、中止、未遂的； 

3、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 

4、犯罪后能够如实交代 罪行，认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积极退赃，尽力减少和赔偿

损失，得到被 害人谅解的； 

5、不是共同犯罪的主犯或者集团犯罪中的首要分子的； 

6、属于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系在校学生的； 

7、其他没有逮捕必要的情形。 

第三，执行时，原则上不得对未成年人使用械具。 

（三）起诉程序 

依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我国未成年人起诉程序除遵循普通刑事案件程序

规定外，还有以下一些特殊规定： 

1、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依法保护涉案未成年的名誉，尊重其人格尊严，不得

公开或者传播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 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2、检察院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未成

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意见。 

3、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应犯罪嫌疑人家属、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要求，告知其

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的进展情况，并对有关情况予以说明和解释。 

4、对于犯罪情节轻微，并具下列情形之一，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

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应当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被胁 迫参与犯罪的；犯罪预备、中止的；

在共同犯罪中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的；因防卫过当或者急避险过当构成犯

罪的；有自首或者重大立功表现的；其他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情形。 

5、对于未成年人实施的轻伤害案件、初次犯罪、过失犯罪、犯罪未遂的案件以及被诱骗或者

被教唆实施的犯罪案件等，情节轻微，犯罪嫌疑人确有悔罪表现，当事人双方自愿就民事赔偿达成

协议并切实履行，符合《刑法》第 37条规定 的，检察院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第 173条 

第 2款规定作出不起诉的决定，并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

礼道歉。 

6、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 能判处 1年有期

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检察院在

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

代理人对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的，检察院应当作出起诉的决定。 

7、检察院审查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一般应当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案起诉。但

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分案起诉：   

(1)未成年人系犯罪集团的组织者或者其他共同犯罪中的主犯的； 

(2)案件重大、疑难、 复杂，分案起诉可能妨碍案件审理的； 

(3)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分案起诉妨碍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审理的 

(4)具有其他不宜分案起诉情形的。 

关于附条件不起诉 

“附条件不起诉”，又称为暂缓起诉、缓予起诉、暂缓不起诉等，是指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年龄、性格、情况、犯罪性质和情节、 犯罪原因以及犯罪后的悔过表现等，对

较轻罪行的犯罪嫌疑人设定一定的条件，如果在法定的期限内，犯罪嫌疑人履行了相关的义务，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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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机关就应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附条件不起诉是以起诉便宜主义为基础的，体现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属于不起诉的一种

形式。 

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为 6个月以上 1年以下，从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之日起

计算。 

被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1、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 

2、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3、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 

4、按照考察机关的要求接受矫治和教育。 

检察院可以要求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接受下列矫治和教育： 

1、完成戒瘾治疗、心理辅导或者其他适当的处遇措施； 

2、向社区或者公 益团体提供公益劳动； 

3、不得进入特定场所，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通信，从事特定的活动; 

4、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 

5、接受相关教育； 

6、遵守其他保护被害人安全以及预防再犯的禁止性规定。 

被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检察院应当撤销附条件不

起诉的决定，提起公诉： 

1、实施新的犯罪或者发现决定附条件不起诉以前还有其他罪需要追诉的； 

2、违反治安管理规定或者考察机关有关附 条件不起诉的监督管规定，情节严重的。 

被附条件不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没有上述情形，考验期满的，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

诉的决定。 

（四）审判程序 

1. 审判机构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通常由专门的未成年人法庭进行审理，除审判人员资质外,《刑事诉讼法》

对于未成年人法庭的设置、受案范围等问题未作规定,最高法 《解释》作了较明确的界定： 

（1）少年法庭的设置 

（2）审判人员资质 

（3）受案范围 

少年法庭主要受理下列两种类型的案件： 

一是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 18周岁、人民法院立案时不满 20周岁的案件； 

二是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 的犯罪时不满 18周岁、人民法院立案时不满 20周岁，并被指控为

首要分子或者主犯的共同犯罪案件。 

根据最高法《解释》的规定，对分案起诉至同一人民法院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

可由同一个审判组织审理；不宜由同一个审判组织审理的， 可分别由少年法庭、刑事审判庭审理。 

2. 审判程序 

未成年人的法庭审理除遵循普通刑事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外，还需注意以下特殊规定： 

（1）庭前准备 

①对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查明是否附有被告人年龄的有

效证明材料。对于没有附送被告人年龄的有效证明材料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 3日内补送。 

②开庭审理前，应当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出庭。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

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 其他成年近亲属，所在学校、单位或

者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人民法院应当将有关情况记

录在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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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开庭审理前，审判长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安排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成年近亲属、教师等人员

与未成年被告人会见。 

④开庭审理前，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况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 原因、监护教育等

情况进行调查。 

（2）法庭审理 

①人民法院应当在辩护席靠近旁听区一侧为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设置席位。 

②在法庭上不得对未成年被告人使用械具。 

③法庭审理时，审判人员应当注意未成年被告人的智力发育程度和心理状 态，要态度严肃、

和蔼，用语准确、通俗易懂。禁止对未成年被告人诱供、训斥、讽刺或者威胁的情形。对出庭作证

的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应根据案件情况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④法庭调查时，审判人员应当核实未成年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行为时的年龄。同时还应查明未

成年被告人实施被指控行为时的主观和客观原因。    

⑤审理时，控辩双方向法庭提出从轻判处未成年被告人管制、拘役宣告缓刑或者有期徒刑宣告

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等适用刑罚建议的，应当提供有关未成年被告人能够获得监护、帮教的书面材

料。 

⑥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其法定代理人可以进行补充陈述。补充陈述后，审判长应当宣布休庭，

合议庭进行评议。对于可以当庭宣告判决的案件，合议庭应当在宣布有罪判决结果后，当庭对未成

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定期宣告判决的案件，如经合议庭评议，确定未成年被告人有罪，被告人

及其辩护人又未作无罪辩护的，应当在宣告判决时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 

⑦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宣告判决应当公开进行，但不得采取召开大会等形式。人民法院判决未

成年被告人有罪的，宣判后，由合议庭组织到庭的诉讼参与人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 

⑧宣告判决时，应当明确告知被告人的上诉权利，并且讲明上诉不加刑的法律规定。不满 18

岁的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依法均享有上诉权；被告人已满 18 岁的，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或者

其他近亲属要求诉的，必须征得被告人的 同意。决定幵庭审判的上诉和抗诉案件，参照上述少年

法庭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程序规定进行。 

⑨第二审程序应一律采用直接审理的方式，严格禁止书面审理。对维持或改变原判决、裁定的，

二审法院应当向上诉人讲明维持或改判的理由和根据。对经二审判决、裁定确定有罪的，可以在宣

判后组织法庭教育，继续做好未成年罪犯的教育工作。 

⑩刑罚适用：对未成年人不能适用死刑。未成年人犯罪只有罪行极其严重的，才可以适用无期

徒刑。对已满 14周岁不满 16周岁的人犯罪，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对于被判处拘役、3年以下有

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的，应当宣告缓刑：第一，犯罪情节较轻；第二，有悔

罪表现；第三，没有再犯罪的 危险；第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3）审判程序中的未成年人权利保障 

①对在开庭审理时不满 18周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 但是，经未成年被告

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被告人所在学校和未成人保护组织可以派员到场。对依法公开审理，

但可能需要封存犯罪记录的案件，不得组织人员旁听。 

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判决前，审判人员不得向外界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

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案卷材料，除依法查阅、摘抄、复制以外，未

经本院院长批准，不得查询和摘录，并不得公开和传播。 

③未成年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4）简易程序 

少年法庭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208条规定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决

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应当通知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 辩护人出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未

成年人刑事案件，少年法庭应当在宣告判决以后，对判决有罪的未成年犯罪人进行认罪、悔过自新

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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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程序相关法律条文规定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刑诉法》第 267条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相关法条】 

《高法解释》 

第四百七十二条 审判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

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四百七十三条 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

的，人民法院应当帮助其申请法律援助。 

《高检规则》 

第四百八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应当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了解其委

托辩护人的情况,并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

供辩护。 

《公安机关规定》 

第三百零九条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

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二百六十八条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 

【相关法条】 

《高检规则》 

第四百八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

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 

人民检察院开展社会调查,可以委托有关组织和机构进行。 

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公安机关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进行补充调查。 

人民检察院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应当随案移送人民法院。 

《公安机关规定》 

第三百一十条 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当重点查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

行为时是否已满十四周岁、十六周岁、十八周岁的临界年龄。 

第三百一十一条 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

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报告。 

作出调查报告的，在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时，应当结合案情综合考虑，并将调查报告

与案卷材料一并移送人民检察院。 

《刑诉法》第 269 条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人民检察

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 

《刑诉法》第 270条  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

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

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到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 

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认为办案人员在讯问、审判中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可以

提出意见。讯问笔录、法庭笔录应当交给到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人员阅读或者向他宣读。 

讯问女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有女工作人员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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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其法定代理人可以进行补充陈述。 

询问未成年被害人、证人，适用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 

《刑诉法》第 271条  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

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

的决定。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的意见。 

对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公安机关要求复议、提请复核或者被害人申诉的，适用本法第一百七

十五条、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

作出起诉的决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相关法条】 

《高检规则》 

第四百九十二条  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 

人民检察院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以前,应当听取公安机关、被害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的意见,并制作笔录附卷。 

第四百九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后,应当制作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书,并

在三日以内送达公安机关、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及其诉讼代理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

人、辩护人。 

人民检察院应当当面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宣布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告知考验期

限、在考验期内应当遵守的规定以及违反规定应负的法律责任,并制作笔录附卷。 

第四百九十四条  对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公安机关要求复议、提请复核或者被害人申诉的,

具体程序参照本规则第四百一十五条至第四百二十条的规定办理。 

上述复议、复核、申诉的审查由公诉部门或者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机构负责。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

作出起诉的决定。 

《公安机关规定》 

第三百一十八条 人民检察院在对未成年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前，听取公安机关意见时，

公安机关应当提出书面意见，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 

第三百一十九条 认为人民检察院作出的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有错误的，应当在收到不起诉决定

书后七日以内制作要求复议意见书，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复议。 

要求复议的意见不被接受的，可以在收到人民检察院的复议决定书后七日以内制作提请复核意

见书，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连同人民检察院的复议决定书，一并提请上一级人民检

察院复核。 

《刑诉法》第 272 条 在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内，由人民检察院对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

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考察。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加强管教，配合

人民检察院做好监督考察工作。 

附条件不起诉的考验期为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从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之日起

计算。 

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法律法规，服从监督; 

(二)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 

(三)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 

(四)按照考察机关的要求接受矫治和教育。 

《刑诉法》第 273条  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撤销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提起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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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新的犯罪或者发现决定附条件不起诉以前还有其他犯罪需要追诉的; 

(二)违反治安管理规定或者考察机关有关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 

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没有上述情形，考验期满的，人民检察院应

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相关法条】 

《高检规则》 

第五百条  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

应当撤销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提起公诉: 

(一)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发现决定附条件不起诉以前还有其他犯罪需要追诉的; 

(三)违反治安管理规定,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多次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 

(四)违反考察机关有关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管理规定,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多次违反考察机关

有关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管理规定的。 

第五百零一条  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没有本规则第五百条规定的

情形,考验期满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刑诉法》第 274条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但是，经未成年被

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被告人所在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可以派代表到场。 

《刑诉法》第 275 条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

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

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犯罪

记录封存制度】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刑诉法》第 277条 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

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 

(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以下刑罚的; 

(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 

【相关法条】 

《高法解释》 

第四百九十六条 对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当事人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主持双方当事人协商以

达成和解。 

根据案件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邀请人民调解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当事人亲友等参与促成

双方当事人和解。 

第四百九十七条 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的公诉案件，被害人死亡的，其近亲属

可以与被告人和解。近亲属有多人的，达成和解协议，应当经处于同一继承顺序的所有近亲属同意。 

被害人系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代为和解。 

第四百九十八条  被告人的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可以代为和解。 

被告人系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和解。 

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依照前两款规定代为和解的，和解协议约定的赔礼道歉等事项，

应当由被告人本人履行。 

《高检规则》 

第五百一十条 下列公诉案件,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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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

下刑罚的; 

(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上述公诉案件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 

(二)被害人明确表示对犯罪嫌疑人予以谅解; 

(三)双方当事人自愿和解,符合有关法律规定; 

(四)属于侵害特定被害人的故意犯罪或者有直接被害人的过失犯罪; 

(五)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犯罪嫌疑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节规定的程序。 

犯罪嫌疑人在犯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犯罪前五年内曾故意犯罪,无论该故

意犯罪是否已经追究,均应当认定为前款规定的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 

第五百一十一条 被害人死亡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与犯罪嫌疑人和解。 

被害人系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和解。 

第五百一十二条 犯罪嫌疑人系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和解。 

犯罪嫌疑人在押的,经犯罪嫌疑人同意,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代为和解。 

第五百一十三条 双方当事人可以就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事项进行和解,并且可以就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是否要求或者同意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犯罪嫌疑

人依法从宽处理进行协商,但不得对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和定罪量刑等依法属于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职权范围的事宜进行协商。 

第五百一十四条 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达成和解,也可以经人民调解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居民

委员会、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同事、亲友等组织或者个人调解后达成和解。 

人民检察院对于本规则第五百一十条规定的公诉案件,可以建议当事人进行和解,并告知相应

的权利义务,必要时可以提供法律咨询。 

《公安机关规定》 

第三百二十二条  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

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依法作为当事人

和解的公诉案件办理： 

(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以下刑罚的； 

(二)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犯罪嫌疑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得作为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办理。 

第三百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犯罪案件： 

(一)雇凶伤害他人的； 

(二)涉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 

(三)涉及寻衅滋事的； 

(四)涉及聚众斗殴的； 

(五)多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 

(六)其他不宜和解的。 

《刑诉法》第 278 条 双方当事人和解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听取当事人

和其他有关人员的意见，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 

《刑诉法》第 279 条 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

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

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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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诉法》第 280条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

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公安机关认为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应当写出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 

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应当提供与犯罪事实、违法所得相关的证据材料，并列明财产的种类、数

量、所在地及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况。 

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查封、扣押、冻结申请没收的财产。 

【相关法条】 

《高法解释》 

第五百零七条 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

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了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后逃匿，在通缉一

年后不能到案的；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 

第五百零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重

大犯罪案件”：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二）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 

（三）其他重大犯罪案件。 

第五百零九条 实施犯罪行为所取得的财物及其孳息，以及被告人非法持有的违禁品、供犯罪

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认定为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 

《高检规则》 

第五百二十三条 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

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

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人民检察

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所取得的财物及其孳息以及犯罪嫌疑人非法持有的违禁品、供犯罪所

用的本人财物,应当认定为前两款规定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 

第五百二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审查侦查机关移送的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

违法所得的申请以及对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调查活动、审判活动的监督,由公诉部门办理。 

第五百二十五条 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应当由与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相对应的人民检察

院提出。 

《六机关规定》 

 38.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现有证据证明存在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应当予以没收的，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可以进行调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进行调查，可以依法进行查封、扣押、

查询、冻结。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被告人死亡的，应当裁定终止审理；被告人脱逃的，应当裁定中

止审理。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另行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 

《公安机关规定》 

第三百二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经县

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公安机关应当写出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连同相关证据材料一并移送

同级人民检察院： 

(一)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的； 

(二)犯罪嫌疑人死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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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嫌疑人死亡，现有证据证明其存在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应当予以没收的，公安机关可

以进行调查。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可以依法进行查封、扣押、查询、冻结。 

第三百二十九条 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二)犯罪事实和相关的证据材料； 

(三)犯罪嫌疑人逃匿、被通缉或者死亡的情况； 

(四)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种类、数量、所在地； 

(五)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况等。 

第三百三十条 公安机关将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移送人民检察院后，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自动投

案或者被抓获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 

学习目标： 

1．了解刑事特别程序的基本特点和流程。 

作业： 

思考题： 

1.刑事特别程序的立法基础和价值； 

2.刑事特别程序和刑事普通程序的关系； 

3.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知识单元 6：审判监督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审判监督程序 

第一节  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特点和意义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

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依法提起并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的程序。 

与第二审程序的区别： 

1.审理的对象不同； 

2.提起的主体不同； 

3.提起的条件不同； 

4.有无提起的期限要求不同； 

5.审理案件的法院不同； 

6.适用刑罚有无加刑限制不同。 

二、审判监督程序的特点、意义 

审判监督程序除不同于审判监督、区别于二审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之外，其自身还具有如下特

点： 

首先，从诉讼实质讲，审判监督程序是一种补救性程序，或称救济程序。 

其次，从诉讼进程讲，审判监督程序不是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 

意义： 

（一）审判监督程序是使刑罚权得以正确行使的可靠保障。 

（二）审判监督程序有利于实现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 

（三）审判监督程序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三、确立禁止双重危险规则问题的探讨 

禁止双重危 险规则是指国家不得对任何人就同一行为进行再次追究和惩罚。它是英美法系 国

家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项基本规则，而大陆法系国家则称为一事不再理原则， 且适用于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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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事诉讼。 

禁止双重危险规则，源于早期的罗马法和教会法，确立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 时期的英国普通

法（判例法），弘扬于美国宪法 1789 年《宪法第五修正案》。时至今日，禁止双重危险规则或一事

不再理原则，已被世界各国 所认同，有五十多个国家的宪法规定了此规则，并被规定在联合国  

《两权公约》之中。《两权公约》第 14条第 7款规定：“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 刑事程序被

最后定罪或者宣告无罪，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 

禁止双重危险规则的基本观念和价值取向，是以制约国家公权力的行使、防止追诉权滥用和保

障人权为主，以维护程序的安定性和裁判的既判为辅。新《刑事诉讼法》暂未引进和确立禁止双重

危险规则。 

一、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材料来源 

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材料来源，是指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错误而提出有关证据

及其资料等的渠道、途径。根据《刑事诉讼法》及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这些材料来源主

要有： 

（一）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关的案外人的申诉 

（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纠正错案议案 

（三）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 

（四）司法机关通过办案或者复查案件对错案的发现 

（五）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新闻媒体、网络等对生效裁判反映的意见。 

《刑事诉讼法》第 241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

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对于案外人

的申诉，最高法《解释》第 371条第 2 款、第 3款作了补充规定：“案外人认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的判决、裁定侵害其 合法权益，提出申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处理。 

二、申诉的理由和效力 

（一）申诉的理由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42条和最高法《解释》第 375条及最高检《规则》第 591条的规定，

申诉的理由有以下几种： 

1.有新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 

※“新的证据”，依最高法《解释》第 376条的规定，指下列情形之一： 

①原判 决、裁定生效后新发现的证据； 

②原判决、裁定生效前已经发现，但未予收集的证据； 

③原判决、裁定生效前已经收集，但未经质证的证据； 

④原判决、裁定所依据的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等笔录或者其他证据被改变或者否定的。 

2.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

存在矛盾的； 

3.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包括主要事实依据被依法变更或撤销的、认定罪名错误

的、量刑明显不当和违反法律关于溯及力规定的； 

4.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违反《刑事诉讼法》第 227条规定的“发回重审”五种法定情形之一。 

5.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二）申诉的效力 

申诉的效力，是指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因申诉权人不服而提出申诉后原裁判应否停

止执行的效力。 

对申诉的效力，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申诉或请求（申请）虽经提出，但不能立即停止

对原裁判的执行。  

《刑事诉讼法》第 241条明确规定，当事人等提出申诉，不能停止对原裁判的执行。原因有二： 



2234 

1、为保持生效裁判的稳定性、严肃性，不能轻易改判；  

2、因这些案件情况复杂，且时过境迁（刑罚正在执行或已执行完毕），审查原判是否正确，很

不容易，不能仅凭一纸申诉就判断出原判确有错误。在未作出改判之前，不能停止对生效裁判的执

行。 

申诉不同于上诉，它们在行为性质、诉讼程序、法律效力及其后果等方面均有严格区别。该请

求并不意味着一经提出，审判监督程序即告开始和原生效裁判不再执行。申诉只是审判监督程序的

材料来源，不具有直接提起再审的法律效力，也就不能停止对生效裁判的执行。 

《刑事诉讼法》第 246条第 2款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判的案件，可以决定中

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     

最高法《解释》第 382 条作了明确规定： “对决定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除人

民检察院抗诉的以外，人民法 院应当制作再审决定书。再审期间不停止原判决、裁定的执行，但

被告人可能经 再审改判无罪，或者可能经再审减轻原判刑罚而致刑期届满的，可以决定中止原 判

决、裁定的执行，必要时，可以对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 

三、对申诉的受理和审查处理 

对申诉的受理，是指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经对申诉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后，认为符合重新审

判条件而决定立案复查的活动。申诉案件的受理，有以下三个程序问题： 

第一，申诉材料的受理 

根据最高法《解释》第 372条规定，申诉材料包括: 

（1）申诉状。 

（2）原一、二审判决书、裁定书等法律文书； 

（3）其他相关材料。 

第二，申诉案件的管辖 

《刑事诉讼法》在第 241条中规定，当事 人等对生效裁判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

察院提出申诉”，但是申诉 人应当先向哪一机关申诉，由哪一机关受理，最高法《解释》第 373条

和第 374 条规定，申诉由终审人民法院审查处理。 

第三，受理申诉的期限 

最高人民法院 2002年 9月 10日《关于规范人 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试行）》第 10条

规定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申 诉人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两年内提出的申诉，应当受理；超过两年提

出申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受理： 

(1)可能对原审被告人宣告无罪的； 

(2)原审被告人在本条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人民法院未受理的； 

(3)属于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的。不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法院对立案审查的申诉案件，应在 3个月以内作出决定，至迟不得超过 6个月。法院受理申诉

后，经审查不具有《刑事诉讼法》第 242条和最高法《解释》第 37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说服

申诉人撤回申诉；对仍然坚持申诉的，应书面驳回。申诉人对驳回仍不服的，可向上一级人民法院

申诉。 

人民检察院对受理的申诉审查后，认为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需要提出抗诉的，

由刑事申诉检察部门报请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对于人民检察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根据最高法《解释》第 380 条的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抗诉书后 1个月内立案。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区别情况予以处理： 

1、对不属于本院管辖的，应当将案件退回人民检察院； 

2、按照抗诉书提供的住址无法向被抗诉的原审被告人送达抗诉书 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

3日内重新提供原审被告人的住址；逾期未提供的，将案件退回人民检察院； 

3、以有新的证据为由提出抗诉，但未附相关证据材料 或者有关证据不是指向原起诉事实的，

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 3 日内补送相关 材料；逾期未补送的，将案件退回人民检察院。决定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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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诉案件，人民检察院经补充相关材料后再次抗诉，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法院应当受理。 

第三节  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 

一、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 

我国法律对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作了严格的限制。根据我国 《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解

释》、最高检《规则》的规定，有权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的主体，只能是下列机关、人员和组织： 

（一）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审判委员会 

《刑事诉讼法》第 243条第 1款：“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

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 

1.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提交讨论权和决定权相分离； 

2.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审判委员会提起再审的对象，只能是本院的生效裁判； 

3.各级人民法院提起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案件的次数，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

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最高检《规则》第 594条作了有条件的限制。 

（二）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 

《刑事诉讼法》第 243条第 2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 发生法律效力的判

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

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这一规定表明： 

1、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有权监督和指导地方各级及本级以下的 人民法院和专门法院

的审判工作，发现它们的生效判决和裁定确有错误，有权依 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

民法院再审。 

2、提审和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既是最高人民法院和其他上级人民法 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生

效裁判行使审判监督权，也是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两种方式。详见《刑事诉讼 法》第 244条规定 

3、原审裁判在认定 事实上有错误或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发现新事实、新证据的，为了便于

就地调 查和传唤当事人等出庭核实，由最高人民法院或上级人民法院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相

反，对于那些原判认定事实正确，但在适用法律上有错误，或者属于案件疑难、复杂、重大的，或

者有不宜由原审人民法院审理情形的，也可以由最高或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提审。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43条第 4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

抗诉的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只有对那些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案件，才可指

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三）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 

《刑事诉讼法》第 243条第 3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 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 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

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 提出抗诉。”这一规定表明： 

1、有权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机关只能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或者其 他原审人民法院的上

级人民检察院。 

2、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对各级人民法院的生效错判案件依照审判监督程 序提出抗诉。最高人

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一经宣布立即生效，但是，如果最高 人民检察院发现裁判确有错误，有权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直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 出抗诉。 

3、人民检察院对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案件，认为人民法院作 出的判决、裁定仍然

确有错误的，如果案件是依照第一审程序审判的，同级人民 检察院应当通过第一审人民法院向上

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如果案件是依照第 二审程序审判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同级人民法

院提出抗诉。 

※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和第二审程序的抗诉，虽然都是人 民检察院对审判的法律监督，但是，

两者在抗诉的对象、有权抗诉的机关、抗诉的 期限、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和抗诉的作用及法律后

果等方面均有区别。 



2236 

二、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 

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或称条件，是指在什么情况下和对什么样的生效裁判才能作出启动决

定并进行重新审判的事由。《刑事诉讼法》 

第 243条明确规定，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 和适用法

律上确有错误”。对此，应从以下两方面理解： 

（一）原判在认定事实上的错误 

“原裁判在认定事实上的错误”包括“事实不清”和“证据不确实、充分”两个方面。 

所谓事实不清，指原裁判所认定的主要犯罪事实不清或罪与非罪不清、或此罪彼罪不明、或者

影响定罪量刑的重大情节不清楚或者一罪数罪不清及共同犯罪 中各被告人的罪责相混淆等； 

所谓证据不确实、充分，指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不客观真实或者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无客观

联系，或者证据之间有矛盾且矛盾不能得以合理排除，或者所得的结论显然不能排除其他可能等，

所有这些，只要 具备其中之一者，均属于原裁判在认定事实上确有错误。 

（二）原判在适用法律上的错误 

首先，是指适用实体法即刑法的错误。由于适用法条有误致使定性不准，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

限，或者将此罪定为彼罪，轻罪定为重罪， 重罪定为轻罪，从而造成量刑畸轻畸重，甚至错判无

辜。 

其次，是适用程序法即 《刑事诉讼法》的错误，主要是指原审人民法院严重违反刑事诉讼程

序。其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 227 条规定的，违反公开审判、回避制度、审判组织不合 法

及剥夺或限制当事人的法定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等情形。对此，该条规定： “第二审人民法院

发现第一审人民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 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

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既然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据此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

新审判。那么，在裁判生 效后发现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当然也应当理解为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

作为提起 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或条件。 

当然，审判监督程序与二审程序毕竟不同，在对因程序违法而引起再审的范围上应从严掌握。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案件，是纠正已生效的错误裁判，应当持特别慎重的态度，既要考

虑到原裁判的既判力，又要使纠正错案得以实现，因此，其审理 方式应当以开庭审理即直接审理

为主，以不幵庭审理为辅。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2001年 12月 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再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具体

规定》第 5条规定，对下列案件应当开庭审理： 

（一）依照第一审程序审理的；  

（二）依照第二审程序需要对事实或者证据进行审理的；  

（三）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的；  

（四）可能对原审被告人（原审上诉人）加重刑罚的；  

（五）有其他应当开庭审理情形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再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的具体规定》 

第六条：“下列再审案件可以不开庭审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重的；  

（二）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施行以前裁判的；  

（三）原审被告人（原审上诉人）、原审自诉人已经死亡、或者失刑事责任能力的；  

（四）原审被告人（原审上诉人）在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监狱服刑，提押到庭确有困难的；

但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征得人民检察院的同意；  

（五）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按本规定第九条第（四）项规定，经两次通知，

人民检察院不派员出庭的。  

三、重新审判案件的审理期限 

重新审判案件的审理期限，是指人民法院从确定对生效裁判重新审判开始到审理终结之间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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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遵守的时间限制。它包括期限的起算、截止和具体期日数等。 

《刑事诉讼法》第 247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在作出提审、

再审决定之日起三个月以内审结，需要延长期限的，不得超过六个月。 

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判抗诉的案件，审理期限适用前款规定；对需要指令

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应当自接受抗诉之日起一个月以内作出决定，下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期限

适用前款规定。 

四、重新审判后的处理 

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案件，经过审理以后，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和最高法《解

释》第 389条的规定，应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申 诉或者抗诉，维持

原判决、裁定； 

2、原判决、裁定定罪准确、量刑适当，但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等方面有瑕疵的，应当裁定

纠正并维持原判决、裁定； 

3、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撤销原判决、

裁定，依法改判； 

4、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原判决、裁定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 可以在查清事实后

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此外，原判决、裁定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经审理事实已经查清的，应当根据查清的事实依

法裁判；事实仍无法查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撤销原判决、裁定，判决宣告

被告人无罪。对于被提出抗诉的原审被告人已经死亡或者在审理过程中死亡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

终止审理，但对能够查清事实，确认原审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予以改判。 

死刑复核程序 

第一节  死刑复核程序的概念和意义 

一、死刑复核程序的概念、特点和任务 

二、死刑复核程序的意义 

1.死刑复核程序可以保证正确适用死刑，发挥其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积极作用；    

2.死刑复核程序既是正确贯彻宽严相济政策、防止死刑滥用的可靠保证，又是以人为本、保障

人权的重要措施；        

3.死刑复核程序是统一死刑规格、统一执法尺度的关键程序。 

一、死刑核准权是指对死刑（含死缓）判决、裁定由哪一审判机关进行复核与批准的权限。 

国家法律对死刑 判决的核准权限作了特别严格的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 行

使。 

二、死刑核准权的变化 

1、 1954年时期，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由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共同行使。 

2、1957年 7月 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经讨论决定死刑核准权 集中于最高

人民法院。 

3、1966年以后的 13年中，死刑案 件由省级革命委员会批准即可执行。 

4、1979 年 7 月 1 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 议上通过了《刑事诉讼法》首次以基

本法律的形式肯定了死刑核准权的行使主体为最高人民法院。 

5、1980 年至 2006 年，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下放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

放军军 事法院行使。 

6、2007年 1月 1日起，死刑案件集中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三、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的重要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一大进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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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意义：    

1.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的要求； 

2.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有利于统一死刑适用的标准和严格控制死刑使命要求； 

3. 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死刑适用的标准，能够真正发挥对死刑适用的过滤和保障作用，确保

司法公正，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生命权。 

第三节  死刑案件的复核程序 

一、死刑案件的报请核准 

《刑事诉讼法》第 236 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

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或

者发回重新审判。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和判处死刑的第二审案件，

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根据这一规定和最高法《解释》第 344 条的规定，对判处死刑立即 执行的案件，应当依照下

列情形报请： 

1、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在上诉、抗

诉期满后 10日内报请高级人民法院复核。 

2、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高级人

民法院裁定维持的，应当在作出裁定后 10日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3、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应当在上诉、

抗诉期满后 10日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4、依法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应

当执行死刑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的报请核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237 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由高级人

民法院核准。”据此及最高法《解释》第 349条的规定，判处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的核准权在高

级人民法院，对于这类案件应当报请高级人 民法院复核、核准，并应当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办理： 

1.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应当报

请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应当裁定予以核准；如果认为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裁定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重新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被告人可

以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抗诉；如果认为原判刑罚过重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改判。 

2.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

高级人民法院经过第二审程序，同意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作出维持原判并核准死刑缓期二年

执行的裁定；如果认为原判量刑过重，应当依法改判；如果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裁定

发回重新审判。 

3.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也不得以提高审级等

方式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4.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即

作出核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裁定。 

（二）复核的内容和方式 

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或者核准死刑（死缓）案件，应当对案卷 进行全面审查、

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制作复核审理报告等环节。 

1. 对案卷进行全面审查，必要时可以调查 

阅卷是重要的复核方式，通过全面审查案卷，可以发现原判认定犯罪事实是 否清楚，证据是

否确实、充分，定性是否准确，法律手续是否完备，对被告人判处 死刑（死缓）是否正确，以便

结合讯问被告人等对案件作出正确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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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讯问被告人 

《刑事诉讼法》第 240条和最 高法《解释》第 345条第 2款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

案件、高级人民法 院复核死刑缓期执行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 

3. 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刑事诉讼法》第 240条第 1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

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4. 制作复核审理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对报请复核的死刑（死缓）案件进行全面审查后，合议庭应当进

行评议并写出复核审理报告。 

（三）复核后的处理及其程序 

《刑事诉讼法》第 239 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作出核准或者不核准死刑

的裁定。对于不核准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发回重新审判或者予以改判。”根据这一规定，最

高法《解释》第 350条至第 355条作了具体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按照下列情形

分别处理： 

(1)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诉讼程序合法的，应当裁定核准； 

(2)原判认定的某一具体事实或者引用的法律条款等存在瑕疵，但判处被 告人死刑并无不当

的，可以在纠正后作出核准的判决、裁定； 

(3)原判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 

(4)复核期间出现 新的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

重新审 判； 

(5)原判认定事实正确，但依法不应当判处死刑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并撤 销原判，发回重

新审判； 

(6)原审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

新审判。 

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缓期执行案件，根据最高法《解释》第 349条的规定，应当按照下列情

形分别处理： 

(1)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诉讼程序合法的，应当裁定核准； 

(2)原判认定的某一具体事实或者引用的法律条款等存在瑕疵，但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执行并

无不当的，可在纠正后作出核准的判决、裁定； 

(3)原判认定事实正确，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过重的，应当改判； 

(4)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可以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 审判，或者依法

改判； 

(5)复核期间出现新的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的，可以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

重新审判，或者依照法定程序审理后依法改判； 

(6)原审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并 撤销原判，发回重

新审判。 

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缓期执行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复核死刑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七条 数罪并罚案件，一人有两罪以上被判处死刑，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认为其中部分犯

罪的死刑裁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对全案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认

为其中部分犯罪的死刑裁判认定事实正确，但依法不应当判处死刑的，可以改判并对其他应当判处

死刑的犯罪作出核准死刑的判决。  

第八条 一案中两名以上被告人被判处死刑，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认为其中部分被告人的死

刑裁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对全案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认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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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被告人的死刑裁判认定事实正确，但依法不应当判处死刑的，可以改判并对其他应当判处死刑

的被告人作出核准死刑的判决。  

（四）死刑复核监督的审查方式        

对死刑复核监督案件的审查方式有： 

(1)书面审查； 

(2)听取原办案检察院 意见； 

(3)必要时可以阅卷、讯问被告人及复核主要证据。 

对死刑复核监督案 件，应当在 1 个月内作出决定；因案件重大、疑难、复杂，需要延长审查

期限的，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适当延长办理期限。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作出了相应的司法解释。 最高法《解释》

第 357条和第 358条规定：“死刑复核期间，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 意见的，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审查，

并将采纳情况及理由反馈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向最高人民检察院

通报死刑案件复核结果。” 

学习目标： 

1．了解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的基本特点。 

2．掌握再审不加刑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死刑案件中的适用。 

作业： 

思考题： 

1、死刑核准权的变化是如何体现刑事诉讼价值理念变化的？ 

2、再审不加刑原则的理解和上诉不加刑有何相同点和不同点？ 

3、通过近年来王者归来的案例思考我国的刑事错案追究应如何发展？ 

知识单元 7：刑事案件的量刑和庭审突发情况的应对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刑事案件量刑 

第一节 刑事案件量刑的一般原则 

1.依法量刑 

2.罪责相适应 

3.宽严相济 

4.量刑均衡 

第二节 量刑的基本方法 

1.量刑起点 

2、基准刑 

3.宣告刑 

第三节 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 

1.未成年人犯罪 

2.老年人犯罪 

3.限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 

4.又聋又哑的人犯罪或者盲人犯罪 

5.未遂、中止犯罪 

6.坦白、自首、立功 

7.累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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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其他 

庭审突发情况的应对 

一节 应对庭审突发情况的基本原则 

1.依法稳妥 

2.公正公开 

3.保证效率 

二节 庭审突发事件列举及应对 

1.被告人被带入法庭后大声喧哗 

2.被害人当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 

3.辩护人向被告人发文方式不当的 

4.旁听人员或诉讼参与人身体发生不适的 

法律法规相关条文 

法庭秩序指在人民法院开庭审判案件时，所有的诉讼参与人和旁听人员都必须遵守的秩序和纪

律。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 194条的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如果诉讼参与人或旁听人员违反法

庭秩序，合议庭应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 

1、对违反法庭秩序情节较轻的，应当庭警告制止并进行训诫； 

2、对不听警告制止的，可以指令法警强行带出法庭； 

3、对违反法庭秩序情节严重的，经报请院长批准后，对行为人处 1000 元以下的罚款或者 15

日以下的拘留。 

4、对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或者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 讼参与人，严重

扰乱法庭秩序，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延期审理 

延期审理是指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由于遇到了影响审判继续进行的情况，法庭决定将案件的审

理推迟，待影响审理进行的原因消失后，再继续开庭审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98条规定，延期审理有以下三种情况： 

1、需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 

2、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 

3、由于申请回避而不能进行审判的。 

※在审判实践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可以延期审理：    

1、被告人因患病 而神志不清或者体力不能承受审判的； 

2、人民检察院变更了起诉范围，指控被告人 有新的罪行，被告人、辩护人为准备答辩，申请

延期审理的； 

3、合议庭成员、书记员、 公诉人、辩护人在审理过程中由于身体原因，审理无法继续进行的

等。 

《最高法解释》相关规定 

第 223条：在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发现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延期审理建议的，合议庭应当

同意。但是建议延期审理的次数不得超过两次。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人民检察院在补充侦查的期

限内没有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决定按人民检察院撤诉处理。 

第 226条：合议庭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被告人可能有自首、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而起诉

和移送的证据材料中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材料的，应当建议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 

第 254条：对于辩护人依照有关规定当庭拒绝继续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的，合议庭应当准许。如

果被告人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合议庭应当宣布延期审理，由被告人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由人民法

院为其另行指定辩护律师。 

第 254条：被告人当庭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指派律师的，合议庭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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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准许，被告人拒绝辩护人辩护之后，没有辩护人的，应当宣布休庭；仍有辩护人的，挺身可以继

续进行。 

重新开庭后，被告人再次当庭拒绝重新委托的辩护人，可以准许，但被告人不得再次另行委托

辩护人或者要求另行指派律师的，由其自行辩护。 被告人属于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形，重新开

庭后再次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的，不予准许。 

中止审理 

中止审理是指因发生某种特定情况，影响案件正常审理，人民法院决定停止诉讼活动，待该项

原因消失后再行恢复审理的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200 条规定：“在审判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

内无法继续审理的，可中止审理： 

（1）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的； 

（2）被告人脱逃的； 

（3）自诉人患有严重疾病，无法出庭，未委托诉讼代理人出庭的； 

（4）由于不能抗拒的原因。 

中止审理的原因消失后，应当恢复审理。中止审理的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 

学习目标： 

1．了解量刑程序及基本原则。 

2．掌握当庭自愿认罪、自首、立功等的量刑标准。 

3. 掌握对累犯和有前科劣迹的人的量刑。 

4. 重点把握贪污、受贿类案件的量刑标准问题。 

作业： 

思考题： 

1.延期审理和中止审理的区别，并适当举例分析； 

2.获得被害人或其家属谅解是否为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特别程序的适用前提，如何理解？ 

知识单元 8：刑事诉讼中证据的审查认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证据规则 

关联性规则 

关联性规则又称相关性规则，是英美证据法中的一项基础性证据规则。这主要体现在： 

1、关联性 规则适用范围非常广泛，适用于所有证据形式； 

2、英美证据理论认为，证据既 有关联性，又有可采性。而关联性是证据被采纳的先决条件，

虽然具有关联性的证据并不必然具有可采性，但是没有关联性的证据一定不具有可采性 

《刑事诉讼法》包含了关联性内容的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没有直接对证据的关联性作出明确规定，但一些规 定中包含了关联

性内容   

1、《刑事诉讼法》第 48条第 1款规定：““可以用于 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此规

定要求证据应当同案件事实有关联。  

2、《刑事诉讼法》第 118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犯罪嫌疑人“对与本案

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在诉讼证据理论上，都认为关联性是证据不可或缺的特征。 

第二节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第三节  传闻证据规则 

一、传闻证据的概念 

传闻证据规则是指，如果一个证据被定 义为传闻证据，并且没有法定的例外情况可以适用，



2243 

则该证据不得被法庭采纳。 

对传闻证据的界定： 

1.传闻证据必须是一项陈述； 

2.传闻证据是在法庭外作出的； 

3.传闻证据是一项主张，并旨在证明这一主张的真实性； 

补强证据规则，是指为了防止错误认定案件事实或发生其他危险性，而在运 用某些证明力显

然薄弱的证据认定案情时，法律规定必须有其他证据补强其证 明力。 

补强证据规则主要适、用于言词证据。由于被追诉者的口供与其他言词证 据在诉讼特征上有

很大不同，又可以将补强证据规则分为口供的补强与其他证 据的补强两类。  

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以下情形需要补强证据： 

（1）对伪证的证明； 

（2）对某些性犯罪的证明； 

（3）儿童提供的不经宣誓的证言； 

（4）根据 1960年《道路交通法》进行的证明； 

（5）共犯的证言。 

我国的相关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 53 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

罪和处以刑罚……” 

最高法《解释》第 83条规定审查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应当结合控辩双方提供的所有证据以 及

被告人的全部供述和辩解进行。……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存在反复，但庭审中供认，且与其他证

据相 互印证的，可以采信其庭审供述；被告人庭前供述和辩解存在反复，庭审中不供 认，且无其

他证据与庭前供述印证的，不得采信其庭前供述。” 

最高法《解释》第 106条规定：“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

且被 告人的供述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相互印证，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 等可能性的，

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 

最高法《解释》第 109条规定：“下列 证据应当慎重使用，有其他证据印证的，可以采信：…….。” 

以上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已经有补强证据规则 存在，只是表述方式不同而已。 

学习目标： 

1．了解刑事诉讼中证据的种类和分类。 

2．掌握一对一证据的审查 

3．特殊手段取得的证据的认定 

作业： 

思考题： 

1刑事诉讼中证据审查的规则；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和应用 

3.技术侦查方式取得的证据的证明效力 

知识单元 9：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 

第一节 刑事裁判文书概述 

第二节 刑事一审判决书制作 

第三节 刑事二审判决书制作 

第四节 其他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 

相关法律法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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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和宣判 

《刑诉法》第 195 条   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

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刑诉法》第 196条  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 

当庭宣告判决的，应当在五日以内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定期宣告判

决的，应当在宣告后立即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判决书应当同时送达辩护

人、诉讼代理人。 

学习目标： 

1．了解各类刑事裁判文书的基本结构。 

2．掌握一审刑事判决书的制作规范。 

作业： 

根据给定的案例制作刑事裁判文书。 

实践教学   

刑事审判实务是一门以案例和实务操作为主要内容的实践性较强的实务课程，除必要的理论知

识外，常用的教学方式是结合经典案例讲授实务事项，在授课过程中穿插案例教学，将理论与实践

课程融为一体。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刑事案件庭前准备工作 4  

2 刑事案件一审普通程序的开庭 4 播放庭审视频 

3 刑事案件二审程序的审理 4  

4 简易程序案件、自诉案件及附带民事程序案件的审理 4  

5 特别程序案件的审理 4 以案例形式讲解各程序特点 

6 审判监督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 4  

7 刑事案件的量刑和庭审突发事件应对 4  

8 刑事诉讼证据的审查认定、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刑事诉讼法学、刑法学总论、刑法学分论 

后续课程：刑法学案例研习、刑事诉讼法学案例研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庭前会议、一审程序、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 

难点：刑事诉讼规则、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上诉不加刑等等。 

3、教学方法： 
1.理论与案例相结合： 

2.教师讲授与学生互动相结合 

3.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课堂教学使用 PPT讲授，结合新闻时事热点、重点实践案例和法学家对实践案

例的评价等多种方式丰富上课形式； 

2.课前预习、课堂讨论与课后复习相结合； 

3.课上课外时时互动，通过 qq、微信、邮箱等方式加强与学生的交流和沟通，及时解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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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疑问。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课前预习，课后留作业引导学生继续思考、巩固学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案例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目前尚未出版专门的辩护与代理实务的教材，上课使用教学课件。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6月 第

五版（本教材系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面向 21 世纪

课程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崔盛钢等编著《刑事审判实务技能》，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 10月版 

2. 刘玉民、于海峡编著《刑事审判技能》，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2012年 4月 第 1版 

3.刘玫编著《刑事诉讼法及配套规定分解集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7月版。 

4. 郑旭、刘善春、毕玉谦著：《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 

5.高景宏、南英主编：《刑事审判方法》，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6.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主办：《刑事审判参考》系列，法律出版社。 

7.李昌盛：《刑事审判：理论与实证》，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2015年版。 

执笔：许兰亭  审稿：×××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刑事诉讼法 
Criminal Procedure Law 

    课程号：704020010  

一、课程教学目标： 

刑事诉讼法是由刑事司法学院刑事诉讼法研究所开设的一门法学专业必修课。为了明确本课程

的基本教学内容和要求，特编写本教学大纲。 

开设本课程的目的重点在于向法学专业的学生系统讲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内容，掌握我国

现有的法律规定，进而引发学生对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研究的兴趣，为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和程

序进行理论上的思考，结合司法实践展开实证式研究。 

本课程的内容是以研究我国刑事诉讼法典和司法解释中有关问题的规定为主线和重点，酌情介

绍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历史，并对其他国家（地区）的相关规定有所涉及，进行理论上的适当分析。 

在本教学大纲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六部门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最高法解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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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简称《最高检规则》，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

程序规定》简称《公安部规定》。  

本课程的总学时数为 64学时，其中讲授学时数 60学时，模拟法庭实践环节 4学时。第 9章至

第 11章、第 28至 30章主要自学，不含在学时设计范围内。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60学时 

知识单元 1：概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刑事诉讼 

    一、刑事诉讼的概念 
    （一）诉讼：是指原告对被告提出告诉，由裁判机关解决双方的争议。 
    （二）刑事诉讼：我国的刑事诉讼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
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追诉犯罪，解决被追诉人刑事责任的活动。 
    （三）我国的刑事诉讼有如下特征： 
    1、刑事诉讼由国家专门机关主持进行，是属于国家的司法活动。 
    2、刑事诉讼是公安司法机关行使国家刑罚权的活动。 
    3、刑事诉讼是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的活动。 
    4、刑事诉讼是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进行的活动。 
    二、刑事诉讼阶段 
刑事诉讼从开始到结束，是一个向前运动、逐步发展的过程。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按照一定顺序进

行的相互连接的一系列行为，可以划分为若干相对独立的单元，称为刑事诉讼阶段。 
    我国的刑事诉讼（公诉案件）划分为；立案、侦查、起诉、第一审、第二审和执行等阶段，此
外还有死刑复核和审判监督两个特殊阶段。特殊阶段是指特定案件才适用的程序，如死刑复核程序

只适用于判处死刑的案件，审判监督程序只适用于已生效的裁判等。 
    刑事诉讼阶段与各个具体的诉讼程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诉讼程序受诉讼阶段制约。在什么诉讼阶段便相应采用什么样的诉讼程序。例如在第一审阶段，设

立开庭前准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评议和宣判等具体审判程序。 

第二节    刑事诉讼法 

    一、刑事诉讼法的概念、性质 
    （一）概念：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的法律。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国家制定的规范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刑事诉讼的法律。 
    刑事诉讼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刑事诉讼法仅指刑事诉讼法典。广义的刑事诉讼法指一
切有关刑事诉讼的法律规范。刑事诉讼法的概念通常从广义上加以理解。 
    （二）刑事诉讼法的性质：按照法从不同角度的分类，它属于： 
    1、程序法 
    2、公法 
    3、基本法 
    二、刑事诉讼法的渊源 
    刑事诉讼法的渊源是指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存在形式。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渊源如下： 
    （一）宪法 
    （二）刑事诉讼法典 
    （三）有关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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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司法解释 
    （五）行政法规 
    （六）地方性法规 
    （七）国际条约 
    三、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异同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特殊性。由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
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所解决的实体内容不同，决定了它们的诉讼原则、制度、程序上有以下几点主要

的区别： 
    1．诉讼主体 
    2．诉讼原则 
    3．证据制度 
    4．强制措施 
    5．诉讼程序     

第三节    刑事诉讼法学 

    一、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 
    （一）刑事诉讼法律规范 
    （二）刑事诉讼实践 
    （三）刑事诉讼法理论 
    二、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方法 
    （一）辩证思维的方法 
    （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三）比较与借鉴的方法     

第四节    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念 

    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 
    二、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动态并重 
    三、控审分离、控辩平等 对抗和审判中立 
    四、追求诉讼效率 
    第五节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根据和任务 
    一、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 
    （一）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 
    （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 
    （三）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 
    二、刑事诉讼法的根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条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清楚地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根据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三、刑事诉讼法的任务 
    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即刑事诉讼法所要承担的实际职责，所要达到的具体要求。依据我国刑事诉
讼法第 2条规定： 
    （一）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
事追究 
    （二）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
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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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重点掌握诉讼、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的概念；明确刑事诉讼法
的性质、作用以及与相邻部门法的关系；理解刑事诉讼法的渊源和基本理念；了解刑事诉讼法学的

研究对象；理解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根据并牢记它的任务。     
作业： 
    诉讼、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的渊源 
    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 
    三大诉讼法的异同 
    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念 
    刑事诉讼法的目的 
    刑事诉讼法的任务 
知识单元 2：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外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 

    一、外国刑事诉讼立法的沿革 
    1、上古、中世纪的刑事诉讼立法 
    2、近现代的刑事诉讼立法 
    二、外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沿革 
    刑事诉讼模式是不同刑事庭审方式的本质性特征所构成的相互区别的诉讼类型，按刑事诉讼历
史发展，刑事诉讼经历了如下的诉讼模式： 
    （一）早期的弹劾式诉讼 
    （二）传统的纠问式诉讼 
    （三）近现代诉讼模式的形成和特征 
    1、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2、对抗制诉讼模式     
    3、混合式诉讼模式 
    混合式诉讼是在原有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大力吸收对抗制诉讼的积极因素的结果，它
以折衷模式试图结合职权主义诉讼和对抗制诉讼之长而避免其短，即强化对人权的保障，又注重发

现案件真实和提高效率，这种结合为许多国家刑事诉讼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供借鉴的典范。 
    三、外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沿革 
    （一）神示证据制度 
    （二）法定证据制度  
    （三）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第二节    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 

    一、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 
    中国古代法制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不但在时间上绵延了两三千年，而且在空间上也有广泛影
响，形成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 
    （一）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的沿革 
    （二）中国古代的司法机构 
    （三）中国古代的起诉制度 
    （四）中国古代的审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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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     
     二、清末的刑事诉讼法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古代法律近乎封闭式地发展的局面才被彻底打破。在这种情势下，
清朝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为顺应新的形势和收回治外法权，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制开始了中

国法制的改革和发展。 
    清政府业经颁布的新型法律，民国成立之初均予以暂行援用。《刑事诉讼律》中关于事务管辖、
土地管辖、管辖指定与移转等规定得以在民国各审判衙门暂行实施。 
    三、中华民国的刑事诉讼法 
    中华民国分为三个时期 
    （一）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刑事诉讼法（1912年 1月——1912年 3月）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刑事诉讼法（1912——1928） 
    （三）国民党政府的刑事诉讼法（1927——1949）。 
    1949年以后，国民党政府的刑事诉讼法只在台湾得以继续实施，该法经过多次修改沿用至今。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诉讼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政权所从事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的立
法和实践提供了一定经验。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国的法制建设和刑事诉讼立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发展时期。刑事诉讼法的发展经历了以下阶段： 
    （一）建国初期颁布的有关单行法规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制定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正 
    为了较好地贯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
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制定、下发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

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也分别制定、下发了关于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则、规定等，这些规范性文件对于协调公安、司法机关的执法活

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学习目标：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脉络，从历史进程反观新时期的变化，
重点掌握各历史阶段比较典型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制度、程序特点，学会分析和鉴别，尤其是对中

国刑事诉讼进程，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过程有清晰的观察，整体把握现今刑事诉讼法发展的趋势。 
作业： 

从外国刑事诉讼发展历史看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 

从中国刑事诉讼发展历史思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模式 

知识单元 3：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是指依照法定职权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国家机关。在我国，包括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军队保卫部门、监狱和走私犯罪侦查部门。 
    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刑事诉讼中居于主导的地位。在刑事诉
讼中，这些机关分别行使侦查、检察、审判和执行职能，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

则，共同完成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任务，共同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

秩序。     

第二节    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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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民法院的性质、任务和职责 
    二、人民法院的组织体系及领导体制 
    三、审判组织 
    （一）独任庭 
    （二）合议庭 
    （三）审判委员会 
    四、陪审制度 

第三节    人民检察院 

    一、人民检察院的性质、任务和职责 
    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体系及领导机制 
    三、检察委员会 
    四、人民监督员制度     

第四节    公安机关 

    一、公安机关的性质、任务和职责 
    二、公安机关的组织体系及领导机制 
    第五节其他专门机关 
    一、国家安全机关 
    二、军队保卫部门 
    三、监狱 
    四、缉私部门 
学习目标：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专门机关的规定，准确把握我国刑事诉讼
中的专门机关有哪些，各自的性质，地位，职权，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在刑事诉讼中的分工。结

合我国司法改革的现状，适当延伸了解我国刑事诉讼中这些专门机关设置和职能需要进行怎样的改

革。     
作业： 

    1、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的设置与相互关系 
    2、陪审制度研究 
    3、人民监督员制度研究 
    4、审判委员会研究    
知识单元 4：诉讼参与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概念：诉讼参与人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享有一定诉讼权利、负有一定诉讼义务的除国家专门
机关工作人员以外的人。没有诉讼参与人的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就会变成一种单纯的国家职权活动，

而不再具有诉讼的性质，也不可能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 
    二、诉讼参与人的分类： 
    （一）当事人：是指与案件的结局有着直接利害关系，对刑事诉讼进程发挥着较大影响作用的
诉讼参与人，包括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二）其他诉讼参与人：是指除当事人之外，参与诉讼活动并在诉讼中享有一定诉讼权利、承
担一定诉讼义务的参与人，包括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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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类诉讼参与人在诉讼地位、参与诉讼活动的范围和方式以及对刑事诉讼过程的影响程度等
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另有见证人、保证人、侦查阶段依法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辩护律师

（与其他阶段辩护律师的权利义务不尽相同）、专家辅助人等没有列入诉讼参与人的范围。 
    在本章中，着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作一介绍和
分析，还将对单位参与刑事诉讼的若干问题略作论述。对上述之外的诉讼参与人问题在其他有关章

节中分别予以论述。 

第二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一、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区分 
    （一）各自的概念：“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对涉嫌犯罪而受到刑事追诉的人的两种称
谓。公诉案件，受刑事追诉者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以前，称为犯罪嫌疑人；在检察机关正式

向法院提起公诉以后，则称为被告人。自诉案件一旦起诉被追诉人即被称为被告人。 
    （二）区分的意义： 
    1、根据诉讼法的一般理论，提起正式的控诉是确定“被告人”的前提。 
    2、符合刑事诉讼的实际进程，也与其在诉讼中地位的变化相适应。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拥有一系列诉讼权利的诉讼主体，居于当事人的地位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案件结局有着直接利害关系，他们居于被追诉者的地位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身还可以成为重要的证据来源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刑事诉讼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立了一系列诉讼权利。这些诉讼权利按其性质和作用的不
同，可分为防御性权利和救济性权利两种。防御性权利，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对抗追诉方的

指控、抵销其控诉效果所享有的诉讼权利。救济性权利，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国家专门机关

所作的对其不利的行为、决定或裁判，要求另一专门机关予以审查并作出改变或撤销的诉讼权利。 
    除了以上诉讼权利以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享有一系列程序保障。 
    刑事诉讼法在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系列诉讼权利的同时，也规定了一定诉讼义务。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全面履行，否则即可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或法律责任。     

第三节    被害人 

    一、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被害人是指其人身、财产及其他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本节所说的“被害人”专指在刑
事公诉案件中以个人身份承担部分控诉职能的诉讼参与人。 
    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刑事被害人以独立的诉讼当事人地位。 
    二、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害人除了享有一些为其他当事人所共有的诉讼权利外，也享有一些
特有的诉讼权利并在享有上述诉讼权利同时，还须在诉讼过程中承担一些法定的诉讼义务。 

第四节    其他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 

    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还包括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被告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包括法
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坚定人、翻译人员。 
    具体的内容相见教材和相关章节，本节不再展开。 
    第五节单位参与人 
    诉讼参与人在一般情况下是由自然人充当的，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单位也可以直接成为刑事
诉讼的参与人。就单位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方式问题，本节作一简要

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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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单位犯罪嫌疑人、单位被告人 
    （一）单位能否成为独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二）单位嫌疑人、被告人参加刑事诉讼的方式 
    （三）单位诉讼代表人的诉讼地位 
    二、单位被害人 
    单位不仅可能成为公安司法机关追诉、审判的对象，而且可能成为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
但是，单位能否作为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参加刑事诉讼的问题，理论界有所争论。 
    （一）单位被害人的诉讼主体资格 
    （二）单位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方式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诉讼参与人的规定，思考现实的诉讼中是否
有参加刑事诉讼却没有给与规范的人员，应该如何加以规范；正确认识不同的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

的不同诉讼地位以及权利和义务，尝试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议。     
作业：复习与思考 
    1、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 
    2、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参与人 
    3、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诉讼地位的不同 
    4、刑事诉讼中单位参与人的特点 
知识单元 5：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性质和功能 
    （一）概念：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指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或主要诉
讼阶段，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诉讼参与人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二）特点： 
    1．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往往包含着丰富的诉讼原理，体现了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规律 
    2．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由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法律原则 
    3．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一般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4．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具有法律约束力 
    （三）意义： 
    1、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可以促进刑事诉讼立法的科学化 
    2、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指导着刑事诉讼活动的开展 
    二、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原则 
    （一）国家追诉原则 
    （二）控审分离原则 
    （三）无罪推定原则 
    （四）公正审判原则 
    （五）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六）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注意二者的异同） 
    三、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体系 
    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在批判和取代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逐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但
又与纠问式诉讼明显不同，它确立了一系列新的诉讼原则，如无罪推定、禁止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

不告不理、直接和言词审理、审判集中、审判公开、一事不再理等，并使其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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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体系。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章规定了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些原则互
相联系、相辅相成，任何一项原则的实现均以其他原则的正确执行为前提，破坏其中一项原则，其

他原则的贯彻实施也会受到影响。 
    《刑事诉讼法》第一章规定的其他一些内容，如两审终审、人民陪审员陪审、司法协助等，不
符合基本原则的特征，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因此不纳入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体系，这些内容将

在教材有关章节中加以论述。     

第二节    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 

    《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并确立了这项原则，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公、检、法三机关有权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
这些权力 
    二、公、检、法三机关依照法律行使职权，必须遵守法定的程序 
    三、公、检、法三机关分别行使各自的职权，不能混淆或相互取代     

第三节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依据《宪法》第 126条、第 131条和《刑事诉讼法》第 5条及《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
院组织法》的规定确立这项原则，它的基本内容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审判权和检察权由人

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这一原则，包含着两项联系密切的内容：一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二是人民检察院独立
行使检察权。 
    要实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还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关系： 
    一、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关系 
    二、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与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关系 
    三、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与社会和人民群众监督的关系 

第四节    依靠群众 

    《刑事诉讼法》第 6 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
众。”依靠群众原则是群众路线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是我国刑事诉讼的特点之一。 
    《刑事诉讼法》第 43条规定：“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
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贯彻依靠群众原则，必须正确处理国家专门机关工作与依靠群众的关系。另一方面，必须注重
依靠群众与专门机关相结合 

第五节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刑事诉讼法》第 6 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
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项原则充分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根本要求和客观规律，是实事求

是思想路线和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集中体现。 
    以事实为根据，就是指重证据，重调查研究。 
    以法律为准绳，就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应该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以法律为尺度来衡量案件
的具体事实和情节，按照法律的规定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 

第六节    对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刑事诉讼法》第 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诉讼，对于一切公民在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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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这一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指我国刑事诉讼法对

于全体公民同等适用，不存在任何例外，也不准搞任何特权或歧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平等，是指公民法律地位的平等，而不是其权利、义务的完全对等。在刑事诉讼中，由于公民
所处的诉讼地位不同，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的诉讼义务有所不同。坚持这项原则，是为了使当

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各项权益得到有力的法律保障，特别是对被告人，往往更能体现法律的理念。 

第七节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刑事诉讼法》第 7 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分工负责，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分别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职权，
各负其责、各尽其职，不可混淆也不可代替。 
    互相配合，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应当通力合作、协调一致，共同完成刑事诉
讼的任务。 
    互相制约，是指公、检、法三机关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的基础上，不仅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而且对其他机关发生的错误和偏差予以纠正，对重要的刑事诉讼活动或措施，由其他机关予以把关，

以达到互相牵制、互相约束的目的，防止权力的滥用导致司法腐败。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整体，三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任何一
项均不可偏废。 
    这一原则是刑事诉讼各机关处理相互关系的一项基本准则，同刑事诉讼的客观规律相适应，体
现出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体现在一系列的制度、程序之中，贯穿刑事诉讼法的全过

程，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第八节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刑事诉讼法》第 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是国家
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不仅负责对刑事案件的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

的侦查和提起公诉，是办案的专门机关，而且对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对刑事诉讼专门机关及诉讼参

与人的诉讼活动进行监督，是刑事诉讼的监督机关。 
    刑事诉讼法将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规定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具有重大的
意义。一方面它为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和公安机关依法行使侦查权提供了一种制约和监督，从

而为刑事案件的正确处理、审判提供了进一步的保障：另一方面又为纠正可能出现的冤假错案提供

了一种途径，从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提供了更完善的机制。 
    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主要体现。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必须依法进行。 
    要处理好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与履行其他检察职权的区别。 

第九节    各民族公民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 

    《刑事诉讼法》第 9 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

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

书、布告和其他文件。”这一原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1.各民族公民，无论当事人，还是辩
护人、证人、鉴定人，都有权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陈述、辩论，有权使用本民族文字书写有关诉

讼文书；2．公、检、法机关在少数民族聚居或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要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侦查、
起诉和审判，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公告、布告和其他文件；3．如果诉讼参与人不通晓
当地的语言文字，公、检、法机关有义务为其指派或聘请翻译人员进行翻译。 

第十节    审判公开 



2255 

    一、含义：审判公开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和宣告判决都必须公开进行，既要允许公民到法庭
旁听，又要允许记者采访和报道。这一原则在《宪法》第 125条、《刑事诉讼法》第 11条中具有明
确规定。 
    二、不公开审理的情形：审判公开原则有例外情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83条、第 274条
相关规定，下列案件不公开审理： 
    （一）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 
    （二）有关个人隐私的案件 
    （三）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 
    （四）涉及商业秘密的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 
    此外，在有关“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范围内审理的案件，被告人以信息安全为由申请不公
开审理，人民检察院、辩护人没有异议的，经审理法院院长批准，可以不公开审理。 
    三、审判公开原则的意义： 
    （一）法院通过审判公开，将审判过程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增加诉讼的透明度，加强群众监督，
防止法院执法不公 
    （二）体现了诉讼的科学性，可以促使侦查、起诉、审判机关严格依法办案和保证诉讼质量，
防止片面性，客观公正地查明案件情况，正确地适用刑法。 
    （三）也是法制宣传和教育的有效途径     

第十一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一、含义：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针对控诉一方的指控而进行的论证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罪责的反驳和辩解，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诉讼行为。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是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原则。 
    二、意义： 
    （一）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参与刑事诉讼活动，有效地对抗刑事追诉活动，并最终影
响法院的司法裁判 
    （二）确保专门机关严格依法进行诉讼活动，避免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和权益受到无
理的限制和剥夺 
    （三）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社会公众对国家专门机关的诉讼活动保持最大限度的信任
和尊重 

第十二节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 

    一、含义：《刑事诉讼法》第 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 
    二、意义： 
    （一）确定被告人有罪的权力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 
    （二）人民法院确定任何人有罪，必须依法判决     

第十三节    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 14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
有的诉讼权利。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的诉讼权利和人身悔辱的

行为，有权提出控告。” 
    原则的含义是：1．公安司法机关不得以任何方式剥夺诉讼参与人所享有的法定权利，并且有
义务保障诉讼参与人充分行使其诉讼权利；对于刑事诉讼中妨碍诉讼参与人行使诉讼权力的行为，

有责任采取措施予以制止。2．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有权使用法律手段维护自
己的诉讼权利，例如控告或者请求公安司法机关予以制止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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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是指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15 条规定的情形，不追究刑事
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事实上没有实施犯罪和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亦应不追究刑事责
任。     

第十五节    追究外国人刑事责任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第 16条规定：“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本法的规定。对于
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项原则明确了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外国人的效力，是刑事诉讼法适用范围的规则，体现了刑事诉讼中的国家主权原

则。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重点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各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并给予尽可
能的全面把握，理解它们的内涵，将其与国际通行的基本原则进行比较性研究，找出我国的特色，

进而也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相关内容有所发现。     
作业： 

    1、刑事诉讼中的基本原则概念 
    2、我国刑事诉讼中基本原则的特色 
    3、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原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4、无罪推定问题研究 
    5、司法独立问题研究 
    6、审判公开问题研究 
    7、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情形的规制及相关程序处理 
知识单元 6：管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管辖概述 

一、管辖的概念 

刑事诉讼中的管辖，是指国家专门机关依法在受理刑事案件方面的职权范围上的分工。我国刑

事诉讼法中的管辖，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等依照法律规定立案受理刑事案件以及

人民法院系统内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分工制度。 

    二、确定管辖的原则 
    （一）依法管辖的原则 
    （二）准确及时的原则 
    （三）便利诉讼的原则 
    （四）维护合法权益的原则 
    （五）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三、管辖的意义与分类 
    （一）意义 
    1、可以使专门机关明确各自受理刑事案件的权限和职责， 
    2、便于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控告、检举犯罪 
    3、有助于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保证案件得到正确、及时的处理； 
    （二）分类 
    1、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各自直接受理刑事案件的职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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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职权范围；     

第二节    立案管辖 

    刑事诉讼中的立案管辖，在诉讼理论上又称职能管辖或部门管辖，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和公安机关各自直接受理刑事案件的职权范围，也就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之间，在

直接受理刑事案件范围上的权限划分。 
    主要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 18 条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则》、公安部
《规定》和六机关《决定》对刑事案件的立案管辖都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一、公安机关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法律的除外规定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缉私部门、检察院侦查的案件 
    二、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 
    刑事诉讼法第 18条第 2款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

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

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

案侦查。” 
    三、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 
    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是指刑事案件不需要经过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不通过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而由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起的诉讼直接立案和审判。这类刑事案件，

在刑事诉讼中称为自诉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04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下列三类案件： 
    （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这类案件，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
院应当依法受理，对其中证据不足、可由公安机关受理的，或者认为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

刑以上刑罚的，应当告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

控告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 
    （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
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已经作出书面决定）。 
    （四）被害人依据刑事诉讼法第 176条提起自诉而不在刑事诉讼法第 204条第（3）项规定范
围内的案件。 
    四、关于执行立案管辖的几个问题 
    刑事诉讼过程中出现管辖方面的交叉或者冲突是可能的，各专门机关之间不应“互争”或者“互
推”，而需要妥善处理： 
    （一）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互涉”情况，应妥善解决；其中一个机
关为主进行侦查时，其他机关予以配合。 
    （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属于自诉案件范围中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可以告知被害人
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发现属于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其他类型自诉案件，可以立案进行侦查，

然后在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随同公诉案件移送人民法院，有人民法院合并审理；侦查终结后不

提起公诉的，则直接移送人民法院处理。 
    （三）人民法院在审理自诉案件过程中，如果发现被告人还犯有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
罪行时，则应将新发现的罪行另案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处理。 
    （四）根据《六部门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可以在
其职责范围内并案处理： 
    1、一人犯数罪的； 
    2、共同犯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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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实施其他犯罪的； 
    4、多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犯罪存在关联，并案处理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     

第三节    审判管辖 

    刑事诉讼中的审判管辖，是指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职权范围，包括各级人民法院之
间、普通人民法院与专门人民法院之间，以及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上的权限

划分。从诉讼的角度讲，审判管辖所要解决的是某个刑事案件由哪个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进行审判

的问题。 
    根据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法院除设有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外，
设有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又分为：基层人民法院、中

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与人民法院的设置相适应，刑事案件的审判管辖，分为级别管辖、地

区管辖、指定管辖和专门管辖。 
    一、级别管辖 
    级别管辖，是指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职权范围。级别管辖所解决的是各级人民
法院之间，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上的权限分工问题。 
    刑事诉讼法对各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作了明确的规定： 
    (一)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刑事诉讼法第 19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但是依照本法由上级人民
法院管辖的除外。”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刑事诉讼法第 20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1、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
动案件；2、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 
    (三)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刑事诉讼法第 21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性
的重大刑事案件。” 
    (四)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刑事诉讼法第 22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 
    为了适应审判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某种特殊情况的需要，保证案件的正确、及时处理，级别管辖
还必须有一定的灵活性。为此，刑事诉讼法第 23条又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审
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下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

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审判。” 
    二、地区管辖 
    地区管辖，是指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上的权限划分。 
    (一)犯罪地法院管辖 
    刑事诉讼法第 24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
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犯罪地的概念：一般理解为包括犯罪预备地、犯罪行为实施地、犯罪结果地以及销赃地等。根
据《最高法解释》规定，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犯罪地”包括犯罪的行为发生地和结果发生地。针对

或者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犯罪，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的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

网络建立者、管理者所在地，被侵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及其管理者所在地，被告人、被害人使用的

计算机信息系统所在地，以及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地。 
    (二)被告人居住地法院管辖 
    刑事案件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
辖。这是法律对地区管辖所作的一种辅助性的规定。 
    根据《最高法解释》规定，被告人的户籍地为其居住地。经常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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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为其居住地。经常居住地为被告人被追诉前以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住院就医的除外。

被告单位登记的住所地为其居住地，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与登记的住所地不一致

的，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其居住地。 
    (三)优先管辖和移送管辖 
    刑事诉讼法第 25条明确规定：“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
审判。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判。” 
    （四）特殊情况的管辖 
    《最高法解释》第 4条至第 14条对特殊情况的管辖予以特别规定。 
    三、指定管辖 
    刑事诉讼法第 26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也可以
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 
    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 19 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应当在开庭审判前将指定管
辖决定书分别送达被指定管辖的人民法院及其他有关的人民法院。第 22 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在
必要的时候，可以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管辖。 
    四、专门管辖 
    专门管辖是指专门人民法院之间，以及专门人民法院与普通人民法院之间对第一审刑事案件在
受理范围上的分工。解决的是哪些刑事案件应当由哪些专门人民法院审判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

27条规定：“专门人民法院案件的管辖另行规定。”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我国设立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其中受理刑事案件的专门人
民法院有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 
    五、管辖权异议 
    管辖权异议，是指当事人认为受诉法院对案件无管辖权而向法院提出的不服管辖的意见或者主
张。一般而言，管辖权异议属于当事人的重要诉讼权利之一，迄今，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

明文规定，相应的，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有所规定。有关此一制度，可以研讨。

《最高法解释》第 184条在有关召开庭前会议的规定中指出，审判人员可以就“是否对案件管辖有
异议”向控辩双方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是否意味着我国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具有了管辖异议权？如

果存在，包含哪些内容，其他阶段是否也应有相应规定，值得思考。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明确管辖的概念、意义、规范原则，把握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
管辖的种类、划分根据，探讨目前法律规定的不足，尝试进行必要的实证性研究，例如到实际部门

做一些调查，提出修改完善的建议。     
作业： 

    1、刑事自诉案件问题研究 
    2、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刑事案件范围研究 
    3、刑事审判级别管辖研究 
    4、刑事审判地域管辖研究 
    5、管辖异议制度研究 
知识单元 7：回避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回避的概念和意义 

    一、回避的概念 
    刑事诉讼中的回避，是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等，因与案件或案件的当事人具有某
种利害关系或其他特殊关系，可能影响刑事案件的公正处理，而不得参加对该案进行的诉讼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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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诉讼制度。 
    二、回避的意义 
    （一）确保刑事案件得到客观公正的处理； 
    （二）确保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受到公正的对待； 
    （三）确保法律制度和法律实施过程得到当事人和社会公正的普遍尊重。 

第二节    回避的人员范围、种类和理由     

    一、回避的人员范围 
    适用回避的人员包括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以及参加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的书记员、
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其中，侦查人员包括公安机关负责人，侦查人员，参与侦查活动的记录人；检

察人员包括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成员、检察员和助理检察员；审判人员包括审判委员会

成员、合议庭组成人员及独任审判员。此外，司法警察亦应在此列。 
    二、回避的理由 
    回避的理由，是指法律明确规定的实施回避所必备的事实根据。 
    （一）《刑事诉讼法》第 28条对回避的理由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1、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2、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3、担任过本案证人、鉴定人、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的。 
    4、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 
    （二）《刑事诉讼法》第 29 条还规定：“审判人员、侦查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
请客送礼，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违反前款规定

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三）《刑事诉讼法》第 228条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对于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
合议庭，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第 245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
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 
    此外，又关回避的人员，随着我国法律程序规范的日益严格，与司法改革呼应，也和任职回避
要求等相协调，一系列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对此陆续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 
    三、回避的种类 
    （一）自行回避：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等在诉讼过程中遇有法定回避情形之一
时，主动要求退出案件办理的诉讼行为。 
    （二）申请回避：是指案件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依法提出申请，要求符
合法定回避情形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等退出诉讼活动的诉讼行为。 
    （三）指令回避：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等有法定的回避情形而没有提出自行回
避，也没有被申请回避时，由法定的人员或者组织径行决定，责令其退出诉讼活动的诉讼行为。这

是自行回避与申请回避的重要补充。 

第三节    回避的程序 

    一、回避权的告知 
    知晓自己的诉讼权利是当事人等行使权利的前提和基础，根据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原
则，在刑事诉讼的每一个阶段，公安司法人员都应当告知权利人享有的诉讼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

也在审判阶段则明确规定了法院的告知责任。 
    二、提出回避的申请 
    回避的人员范围包括各个诉讼阶段，因而回避的适用也就贯穿于刑事诉讼各个阶段。 
    提出回避，如果属于自行回避，《最高法解释》、《最高检规则》和《公安部规定》均明确规定
可以用口头或书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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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出有关人员回避申请的，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均
可，并说明理由，但如果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9条规定提出的，应当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三、回避的审查、决定和宣布 
    有关回避的申请提出后，均应予以审查。 
    《刑事诉讼法》第 30条第 1款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
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院长的回避，由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检察长和公安机关负责

人的回避，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刑事诉讼法》第 30条第 2款规定：“对侦查人员
的回避作出决定前，侦查人员不能停止对案件的侦查。” 
    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讨论回避问题时，分别由院长和检察长主持，院长、检察长本人涉及
回避时，由副院长、副检察长主持，院长、检察长本人不得参加。 
    有关回避的决定作出后，应当告知相关人员或者申请人，并向其宣布，而且要同时告知其享有
申请复议的权利。 
    有权对驳回申请回避决定进行复议的是原作出该决定的组织或个人。对于这种复议申请，当事
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只能提出一次。对于复议的最终结果，有关组织或个人应及时告知申请复议的当

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四、回避的效力 
    回避申请期间，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30条第 2款规定的侦查人员以外，有关人员即应当
停止案件办理，回避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一切应当回避的人员均应当退出办案活动。 
    对于决定回避前已经进行的诉讼活动是否有效，应当进行必要的审查，根据《最高检规则》和
《公安部规定》，需要由有回避决定权的人员或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决定。应当回避的人员没有回避，

构成程序违法，第二审人民法院一经发现，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明确回避制度的概念及其理论基础、我国回避制度的具体内容。其
中重点掌握回避的概念和意义，回避的种类和理由，回避的人员范围和主要程序。在此基础上，可

以了解一些其他国家的相关情况。     
作业：  

    1、刑事回避适用人员范围研究 
    2、刑事回避适用情形研究 
    3、刑事回避适用程序问题研究     
知识单元 8：辩护与代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辩护 

    一、辩护制度概述 
    （一）辩护、辩护权和辩护制度 
    （二）辩护制度之历史发展 
    （三）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 
    （四）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意义 
    二、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基本内容 
    （一）辩护的种类 
    1、自行辩护 
    2、委托辩护 
    3、指定辩护 
    （二）辩护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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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诉讼法第 32 条和我国《律师法》以及《六部门规定》、《最高法解释》、《最高检规则》等
有关条款，对辩护人的范围作了全面的规定，下列人员可以担任辩护人： 
    （1）律师 
    （2）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下列人员不得担任辩护人： 
    （1）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处于缓刑、假释考验期间的人； 
    （2）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 
    （3）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 
    （4）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的现职人员； 
    （5）人民陪审员； 
    （6）与本案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 
    （5）外国人或者无国籍人。 
    但上述人员中的第（4）、（5）、（6）、（7）项，如果本人是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由被告人
委托担任辩护人的，可以允许。 
    此外，根据《律师法》第 41条、《最高法解释》、《最高检规则》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
从人员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 2年以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辩护人；审判人员和人民法院其他工
作人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所审理案件的辩护人，检察人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

后，不得担任原任职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辩护人，但作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近亲属

进行辩护的除外；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不得担任其任职法院所

审理案件的辩护人，检察人员的配偶、子女不得担任该检察人员所任职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辩护人。 
    （三）辩护人的责任 
    刑事诉讼法第 35 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
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

益。 
    （四）辩护人的诉讼地位 
    1、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履行辩护
职责； 
    2、其唯一诉讼职能在于辩护，是维护而没有其他职能，以区别于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
也具有保障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职责。 
    因而，辩护人的诉讼地位是独立的。 
    （五）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 
     1、辩护人的诉讼权利 
    （1）职务保障权（2）会见、通信权（3）阅卷权（4）获取证据权（5）依法提供辩护的权利
（6）其他权利 
     2、辩护人的诉讼义务 
    （1）认真履行职务义务（2）依法辩护义务（3）部分证据展示义务（4）保守秘密义务（5）
遵守诉讼纪律义务 

第二节    代理 

    一、刑事代理制度概述 
    （一）概念：刑事诉讼中的代理是指代理人接受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
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名

义参加诉讼，由被代理人承担代理行为的法律后 
    （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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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可以为被代理人提供法律上的帮助； 
    2．可以代理那些不能亲自参加诉讼的被代理人等参加诉讼； 
    3．可以协助人民法院准确及时地查明案情，正确地处理案件。 
    二、刑事代理制度的种类 
    （一）公诉案件中的代理； 
    （二）自诉案件中的代理； 
    （三）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代理。 

第三节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一）法律援助制度概述 
    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对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因素而
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

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它作为实现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在国家的司

法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自 2003年 9月 1日施行的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标志着我国系统的法律援助制度正式建立。
2012 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颁
布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2013年 3月 1日起施行），共计 28条，专门针对刑事
诉讼中的法律援助问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规定。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对法律援助参与申诉代理制度，以及刑事速裁和死刑复核等方面改

革措施进行了探索，我国法律援助法的立法工作已经取得重要进展，即将出台。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1．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2．刑事法律援助的机构； 
    3．刑事法律援助的程序。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辩护制度、律师制度的概念以其简要的发展史。明确辩护制度
与律师制度的不同内涵、辩护制度内在的理论基础。重点掌握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

辩护权、辩护的种类、辩护人的范围和一案中可以承担工作的辩护人的数量，辩护人的责任，辩护

人的诉讼地位，辩护律师参加诉讼的意义。了解和掌握刑事代理制度的概念和意义，重点掌握我国

刑事代理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包括：自诉案件中的代理，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代理以及附带民

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代理。     
作业： 

    1、辩护人的责任 
    2、辩护人的地位与权利义务 
    3、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作用 
    4、刑事代理的意义 
    5、律师阅卷权研究 
    6、辩护人在庭前会议中的作用 
    7、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制度     
知识单元 9：证据 
    关于证据部分的说明：教材的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问题，鉴于课时
安排的原因，考虑到与在本门课程之后设立的《证据学》课程的有效衔接，我们在《刑事诉讼法》

课程的证据部分不做详细讲授，由学生自学，而后，希望同学们积极选修《证据学》，并且，我们

开设的证据学课程将不局限于刑事诉讼证据，它通常针对三大诉讼中的证据问题进行研究。 
    结合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证据的规定有必要了解，对其他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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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证据相关问题能够融会贯通。     
知识单元 10：强制措施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强制措施的概念和特点 
    （一）概念：我国刑事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
利进行，依法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各种强制性方法。 
    （二）特点： 
    1．有权适用强制措施的主体只能是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 
    2．强制措施适用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其他诉讼参与人和案外人，一律不得适用； 
    3．强制措施的内容是限制或者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而不包括对物的强制处
分和对隐私权的干预； 
    4．强制措施的性质是预防性措施，而不是惩戒性措施； 
    5．强制措施是一种法定措施，其适用必须依照刑事诉讼法行管法定程序； 
    6．强制措施是一种临时性措施，可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而予以变更或者解除。 
    二、强制措施同刑罚、行政处罚的区别 
    （一）强制措施同刑罚的区别 
    本质上不同，主要表现在： 
    1．性质不同 
    2．对象不同 
    3．法律根据不同 
    4．适用的机关不同 
    5．适用的时间不同 
    6．稳定程度不同 
    7．法律后果不同 
    （二）强制措施同行政处罚的区别 
    两者存在重大区别，主要区别如下： 
    1．性质不同 
    2．对象不同组织 
    3．法律依据不同 
    4．适用的机关不同 
    5．稳定性不同 
    三、强制措施的体系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由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构成。这是一个由轻到
重、层次分明、结构合理、互相衔接的体系，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能够适应刑事诉讼的各

种不同情况。 
    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的体系，还有一个相关问题需要介绍：公民的扭送。它是法律
赋予公民同犯罪行为斗争的手段，也是公民配合公安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辅助方式，扭送的对

象最终是否应当采取强制措施和应当采用何种强制措施皆由专门机关依法决定，对于不需要采取

的，应当释放。 
    四、强制措施的适用原则和应当考虑的因素 
    (一) 合法性原则 
    (二) 必要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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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相当性原则 
    (四) 变更性原则 
    适用强制措施除遵循上述原则之外，还应当考虑如下因素：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实施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存在妨碍刑事诉讼行为的可能性及其大小；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情况，是否存在适用的例外情况； 
    公安司法机关对案件事实的调查情况以及对证据的掌握情况。 
    五、强制措施的意义 
    （一）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 
    （二）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妨害诉讼的活动； 
    （三）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进行犯罪活动； 
    （四）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杀以及其他意外情况； 
    （五）可以震慑犯罪分子，鼓励群众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第二节    拘传 

    一、拘传的概念和意义 
    （一）拘传的概念、特点和意义 
    1、概念 
    2、拘传的特点 
    3、拘传的意义 
    （二）拘传同人民警察法规定的留置的区别 
    留置是《人民警察法》规定的公安机关为维护社会治安，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临时处置方
法。其目的是为了核查有关人员的身份，初步查明是否存在违法或犯罪事实。 
    拘传同留置在要求被拘传人或留置人交待问题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有重大区别，主要表现为： 
    1、性质不同； 
    2、有权适用的机关不同； 
    3、对象不同； 
    4、时间不同； 
    5、期限不同。 
    二、拘传的程序 

第三节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取保候审的概念和种类 
    1、概念：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安司法机关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
纳保证金，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64条至第 71条以及第 72条和第 79条对取保候审从不同方面进行了规
定。 
    2、种类： 
    （1）保证人保证方式 
    （2）保证金保证方式 
    对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的，不得同时使用保证人保证和保证金保证。 
    二、取保候审的适用对象 
    取保候审除适用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65条的规定情形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考虑到刑事诉讼
的复杂情况，刑事诉讼法第 72条、第 79条以及《最高法解释》、《高检院规则》、《公安部规定》等，
又对一些特殊情况下的取保候审相关问题作了规定，也对不能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形作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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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取保候审的程序 
    1．取保候审的申请 
    2．保证人和保证金 
    3．取保候审的决定 
    4．取保候审的执行 
    5．被取保候审的人在取保候审期间应当遵守的规定以及违反规定的处理 
    6、取保候审的期间及解除 

第四节    监视居住 

    一、监视居住的概念和性质 
    1、概念：监视居住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安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的，命
令其不得擅自离开住处，无固定住处的不得擅自离开指定的居所，并对其活动予以监视和控制的一

种强制方法。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64条、第 72条至第 79条，《六部门规定》、《最高法解释》、《最高检规
则》、《公安部规定》等，共同对监视居住的相关问题作出规定。 
    从立法精神上看，监视居住属于逮捕的替代性措施，主要应适用于符合逮捕条件，但又具有法
律规定的特定情形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特殊情况下已经取保候审的人，符合法定条件也可

以适用。 
    二、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72条第 1款规定，公安司法机关对于符合逮捕条件，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 
    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紫荆婴儿的妇女； 
    3、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抚养人； 
    4、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更为适宜的； 
    5、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72条第 2款的规定，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 
    三、监视居住的适用程序 
    1．监视居住的决定 
    2．监视居住的执行 
    四、监视居住的场所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73条第 1款的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
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进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

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制

定的居所执行。 
    固定住处，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的市、县内工作、生活的合法居所。
有关“有碍侦查”，《最高检规则》第 110 条规定，是指下列情形之一：1、可能毁灭］伪造证据，
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2、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3、可能导致同案犯逃避侦查的；4、在住处
执行监视居住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面临人身危险的；5、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或者其所在单位的人员
与犯罪有牵连的；6、可能对举报人、控告人及其他人员等实施打击报复的。 
    《刑事诉讼法》对于监视居住的执行场所规定得非常严格，一般情况下，不在住处执行的唯一
理由是没有固定住处，而不能以侦查的需要作为改变住处监视的理由。进而，对于三类特定案件需

要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也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获得批准，不得作扩张解释。 
    五、被监视居住的人应当遵守的规定及违反规定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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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75条、第 76条的规定执行。 
    六、监视居住的期限及解除 
    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77条规定执行。 
    为了加强对监视居住的监督，《最高检规则》专门规定了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指定居所监
视居住的定期必要性审查制度，并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要求变更监

视居住场所以及监视居住期限届满予以解除的救济程序。 

第五节    拘留 

    一、拘留的概念和特点 
    （一）概念：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的拘留，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遇
有紧急情况，依法临时剥夺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的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它区别于治安拘

留、司法拘留，亦称之为“刑事拘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69条、第 75条、第 90条、第 80条、第 81条、第 83条、第 84条、
第 89条、第 113条、第 163条、第 164条、第 165条，以及《六部门规定》、《最高检规则》、《公
安部规定》等，对拘留进行了全面规范。 
    （二）特点： 
    1、有权决定的机关通常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自侦案件中遇有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可以
适用； 
     2、是侦查过程中在紧急情况下适用的一种处置办法； 
     3、属于一种临时性措施，不是惩罚。 
    二、拘留的条件 
    （一）拘留的对象是现行犯或者是重大嫌疑分子； 
    （二）具有刑事诉讼法第 80条（适用于公安机关）、第 163条规定（适用于检察院）的紧急情
形之一； 
    三、刑事拘留与其他拘留的区别 
    我国法律共规定有三种拘留：刑事拘留、行政拘留和司法拘留，应当注意区别，不得混淆，更
不得混用。 
    四、拘留的程序 
    （一）拘留的决定 
    1、一般情形 
    2、特殊情形（例如需要对人民代表、外国人等实施时） 
    （二）拘留的执行 
     1、执行拘留的时候，必须向被拘留人出示《拘留证》 
    2、异地执行拘留应当通知被拘留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 
    3、执行拘留后，轻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 24小时。异地执行拘留的，
应当在到达管辖地后 24小时内将犯罪嫌疑人送看守所羁押。 
    4、执行拘留后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
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 24 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除后，应当立即通
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此外，根据《律师法》第 37 条规定，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因涉嫌犯罪被依
法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应当在拘留后 24 小时内通知该律师的家属、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以及所属
的律师协会。 
    5、执行拘留后的 24小时内，应当进行讯问，发现不应当拘留的，应当立即释放，并发给释放
证明。 
    6、公安机关决定拘留的案件，在执行拘留后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 3 日以内依法提请人民
检察院审查批准。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 1日至 4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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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 30日。 
    7、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 14日以内作出决定。
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 1日至 3日。对于不需要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
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第六节    逮捕 

    一、逮捕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逮捕，是指公安司法机关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进
行妨碍刑事诉讼的行为、或者发生社会危险性，而依法剥夺其人身自由，予以羁押的一种强制措施。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78条、第 79条、第 81条、第 85条至第 98条，《六部门规定》、《最高法解
释》、《最高检规则》、《公安部规定》等，对逮捕作出了全面的规定。 
    （二）意义： 
    1、可以有效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毁灭或者伪造证据； 
    2、可以有效防止自杀、逃跑或者继续犯罪； 
    3、有助于收集证据、查明案情、证实犯罪。 
    二、逮捕的权限 
    根据我国《宪法》第 37条和《刑事诉讼法》第 78条的规定，逮捕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的批准
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 
    逮捕的批准或者决定权与执行权是分离的，十分必要。有利于防止错捕，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
的互相监督。 
    三、逮捕的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79条的规定，逮捕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证据条件；二是罪责条件；
三是社会危险性条件。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四、逮捕的程序 
    （一）逮捕的批准、决定程序 
    1、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批准程序； 
    2、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的程序； 
    3、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的程序； 
    4、对几种特殊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的审判程序。 
    （二）逮捕的执行程序 
    五、人民检察院对逮捕的监督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93条、第 94条、第 98条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对逮捕实行监督，尤其是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对逮捕后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成为一种制度，是一种法制进步。 
    六、逮捕等强制措施的变更、撤销、解除和救济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94条至第 97条和《最高法解释》、《最高检规则》的规定，对强制措施规定
了相应的变更、撤销、解除和救济程序。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强制措施的基本概念、性质、作用以其与刑罚方法和民事诉讼
强制措施的异同，明确每一种法定强制措施的概念和适用的条件、程序要求，变更和解除。 
作业：  

    1、强制措施体系研究 
    2、保释制度研究 
    3、如何防止超期羁押 
    4、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 
    5、监视居住制度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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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刑事拘留相关问题研究 
    7、逮捕制度的完善     
知识单元 11：附带民事诉讼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和意义 

    一、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和特点 
    （一）概念：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
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而进行的诉讼活动。《刑事诉讼法》第 99条
至第 102条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有关附带民事诉讼的内容。 
    （二）特点： 
    1、附带民事诉讼是特殊性质的民事诉讼，它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解决相关的民事赔偿问题； 
    2、附带民事诉讼解决中适用法律具有刑事和民事的复合性； 
    3、附带民事诉讼的进行以刑事案件的成立为前提。 
    二、附带民事诉讼的意义 
    1、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权益； 
    2、有利于全面打击和惩罚犯罪； 
    3、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全面、正确处理案件； 
    4、有利于保证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5、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效益。 

第二节    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 

    一、附带民事诉讼必须以刑事诉讼的成立为前提条件 
    二、原告人必须具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三、附带民事诉讼必须有明确的被告人和具体的诉讼请求 
    四、附带民事诉讼的诉因是刑事被告人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了物质损失 

第三节    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 

    一、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 
    （一）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期间 
    （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 
    二、附带民事诉讼的保全和先予执行 
    （一）附带民事诉讼的保全 
    （二）附带民事诉讼的先予执行 
    三、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 

（一）附带民事诉讼审判的一般原则 
（二）附带民事诉讼的具体审理程序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把握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了解它在刑事诉讼中的意义，重点掌握
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成立条件和审理程序。 
作业：复习与思考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范围问题研究 
    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研究 
    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处理程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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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2：期间、送达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期间 

    一、期间概述 
    二、期间的计算     
    三、期间的恢复 
    四、法定期间     

第二节    送达 

    一、送达的概念和意义 
二、送达的方式和程序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明确期间、送达的概念，法律意义，掌握法定期间的起算、计算，
不同诉讼阶段的法定期间，送达的方式和效力。 
作业：  

   1、刑事诉讼中规定期间的意义 
    2、期间与期日的区别 
    3、不同诉讼阶段的法定期间的起算、计算 
    4、诉讼期间恢复的概念和条件 
    5、送达的概念和方式 
知识单元 13：刑事诉讼的中止和终止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刑事诉讼的中止 

    一、刑事诉讼中止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刑事诉讼的中止，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发生某种情况或者出现某种障碍
影响诉讼的正常进行而将诉讼暂时停止，待有关情况或者障碍消失后，再恢复诉讼的制度。 
    （二）意义： 
    1、可以促使公安司法机关采取措施努力消除引起诉讼中止的原因，尽快恢复诉讼的进行，以
利于打击犯罪；2、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集中力量办理其他案件，提高诉讼效率；3、可以保证当事
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参加诉讼，保障其诉讼权利的行驶，提高办案质量。 
    二、刑事诉讼中止的条件和程序 
    依据诉讼阶段的不同，刑事诉讼的中止分为中止侦查、中止审查和中止审理，其条件和程序有
较大差别。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对中止作了必要完善，《最高法解释》和《最高检规则》也有进一
步细化。 

第二节    刑事诉讼的终止 

    一、刑事诉讼终止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刑事诉讼的终止，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因出现某种法定情形，致使诉讼不必
要或者不应当进行，从而结束诉讼的制度。 
    （二）意义：1、有利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节省司法资源；2、可以使又关当事人及时从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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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解脱，免受诉累，保障其合法权益。 
    二、刑事诉讼终止的条件和程序 
    （一）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5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诉讼终止的条件如下： 
    1、必须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2、必须具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定情形之一，才能终止诉讼。 
    需要指出的是，《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中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
法所得得没收程序”，据此，如果是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死亡，属于没收程序适用对象的，公安司法机关应当继续进行诉讼活动，不得终止。 
    （二）程序 
我国的刑事诉讼终止有撤销案件、不起诉和终止审理或宣告无罪几种方式，所处的诉讼阶段不同，

采用的终止诉讼的方式及其程序有所不同。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刑事诉讼中的中止、终止的概念，理解它们在刑事诉讼中的作
用，重点掌握它们在诉讼中的不同“用途”和对诉讼结果的影响。 
作业：  

    1、刑事诉讼的中止、终止的概念 
    2、刑事诉讼的中止、终止的诉讼意义    
知识单元 14：立案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立案的概念 
    二、立案的任务 
    三、立案的意义 
    四、国外有关刑事诉讼开始的规定 

第二节    立案的材料来源和条件 

    一、立案的材料来源 
    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发现的或者有关单位、组织或个人向司法机关提交的有关犯罪事实
和犯罪嫌疑人情况的材料。 
    二、立案的条件 
    指刑事诉讼法第 110条规定的立案的理由和根据。具体包括： 
    （一）有犯罪事实 
    指有依照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发生，并且该犯罪事实的存在有一定的证据证明。这是立
案的首要条件。具体而言，“有犯罪事实”有以下两层含义： 
    1．需要立案追究的只能是依照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 
    2．犯罪事实必须有相关的证据材料证明。 
    （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指依照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应当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有犯罪事实，还不一定能够立案，具备
刑事诉讼法第 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即属于不追究刑事责任，不应当立案 
    （三）符合管辖的规定 
    立案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具体到某个刑事案件应由哪一个司法机关立案，还要符合刑
事诉讼有关管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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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立案的程序 

    一、立案材料的接受 
    报案、控告、举报、自首材料是刑事案件立案材料的最主要来源，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
民法院必须予以妥善处理，为以后的刑事诉讼活动作好准备。 
    二、对立案材料的审查和处理 
    审查和处理作出的原则性规定应依据刑事诉讼法第 110条规定，具体而言，各机关应按照有关
的司法解释或者规章执行。 
    三、对不立案决定的申请复议与检察监督 
    1、申请复议 
    刑事诉讼法第 110条规定，控告人如果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予立案的决定不
服，可以申请复议。法律赋予控告人申请复议权，一方面是为了有效保护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受

害人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是对司法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有效监督和制约。 
    2、检察监督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有权对

整个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当然包括立案阶段。对于立案阶段的检察监督的具体落实，应当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 111条规定，以及《最高检规则》。 

对于人民检察院自行侦查的案件，根据《最高检规则》第 56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

门或者公诉部门发现本院侦查部门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报请立案侦查或者对不应当立案侦查

的案件进行立案侦查的，应当建议侦查部门报请立案侦查或者撤销案件，建议不被采纳的，应当报

请检察长决定。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学习本章应当首先掌握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立案程序的现状，包括立

案的材料来源和条件，注意立案条件与立案标准的不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立案与不立案的决定，

程序，对不立案决定的申请复议、复核及其监督，了解在这个领域中的学术探讨的焦点，例如存废

之争、强弱之争、价值分析、模式如何。 

作业：  

    1、刑事诉讼启动模式再思考 
    2、刑事立案程序存废之我见 
    3、刑事立案程序的改革和完善 
    4、刑事立案监督再思考 
    5、刑事立案标准再探讨     
知识单元 15：侦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侦查概述 

    一、侦查的概念 
    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
制性措施。 
    对概念的理解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侦查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个独立诉讼阶段；2、侦查只能有法定的侦查机关进行；3、侦查
的内容包括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4、侦查活动必须严格依法进行。 
    二、侦查组织体系与模式 
    (一)外国的侦查组织体系 

    （二）外国的侦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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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国的侦查组织体系与模式 
    三、侦查的任务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阶段。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2条关于刑事诉讼任务的规定和
第 113条、第 114条关于侦查的一般规定，侦查的主要任务是： 
    1、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 
    2、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犯罪嫌疑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
权利不受侵犯 
    3、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四、侦查的意义 
    1、侦查是同犯罪作斗争的重要手段  
    2、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基础环节 
    3、侦查是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有力措施 

第二节  侦查行为 

    一、讯问犯罪嫌疑人 
    （一）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概念和意义 
    1、概念 
    2、意义 
    （二）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 
    1、讯问的人员及人数。刑事诉讼法第 116条规定。 
    2、讯问的时间、地点。刑事诉讼法第 116条和第 117条规定。 
    3、讯问前的准备。 
    4、讯问的步骤、方法。刑事诉讼法第 118条规定，应当重点理解。 
    5、讯问时录音、录像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 121条规定。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的，
应当对每一次讯问全程不间断进行，保证完整性，不得选择性地录制，不得剪接、删改。《六部门

规定》地 19条规定，侦查人员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的，应当在讯问笔录中注明。  
    6、讯问未成年和聋、哑等犯罪嫌疑人的特殊要求。《刑事诉讼法》第 119条和《公安部规定》
等对讯问未成年、聋、哑和不通晓当地语言文字的犯罪嫌疑人作了特殊要求，以保障其合法权益。  
    7、讯问笔录的制作。《刑事诉讼法》第 120条规定和《公安部规定》等。 
    询问证人、被害人 
    询问证人的概念和意义 
    概念：询问证人，是指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以言词方式，就案件有关情况向证人进行调查了
解的一种侦查活动。 
    意义：（1）可以查明案件有关情况；（2）可以查获犯罪嫌疑人；（3）可以核对证据。 
    （二）询问证人的程序：（1）询问的地点和人数；（2）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3）询问前的
准备；（4）询问真的步骤、方法；（5）询问笔录的制作。 
    （三）询问被害人的概念和程序 
    1、概念：询问被害人，是指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以言词方式，就被害人遭受侵害的事实和
犯罪嫌疑人的有关情况向被害人进行调查了解的一种侦查活动。 
    2、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25 条规定，询问被害人适用询问证人的程序，但是应该考
虑到被害人是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有其不同于一般证人证言的特点。首次询问时，应当告

知其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 
    三、勘验、检查 
    （一）勘验、检查的概念和意义 
    （二）现场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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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物品检验 
    （四）人身检查 
    （五）尸体检验 
    四、侦查实验 
    （一）侦查实验的概念和意义 
    （二）侦查实验的程序和要求 
    五、搜查 
    （一）搜查的概念和意义 
    （二）搜查的程序 
    （三）搜查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六、查封、扣押 
    （一）查封扣押的概念和意义 
    （二）查封、扣押的程序 
    七、查询、冻结 
    （一）查询、冻结的概念和意义 
    （二）查询、冻结的程序和相关应问题 
    八、鉴定 
    （一）鉴定的概念和意义 
    （二）鉴定人的条件和鉴定的范围 
    （三）鉴定的程序 
    九、辨认 
    （一）辨认的概念和意义 
    （二）辨认的程序和要求 
    十、特殊侦查措施 
    （一）特殊侦查措施的概念和意义 
    （二）技术侦查 
    （三）秘密侦查 
    （四）控制下交付 
    十一、通缉 
    （一）通缉的概念和意义 
    （二）通缉的对象和条件 
    （三）通缉的程序 

第三节 侦查终结 

    一、侦查终结的概念和程序 
    （一）概念：侦查终结，是指侦查机关通过一系列的侦查活动，认为案件事实已经查清，证据
确实、充分，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犯罪和应否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而决定结束侦查，依法对案件

作出处理或者提出处理意见的一项诉讼活动 
    （二）程序： 
    1、制作侦查终结报告  
    2、侦查终结案件的处理  
    3、案卷材料的整理和立卷 
    二、侦查终结的条件和程序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60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侦查终结的案件作出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决定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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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犯罪事实清楚  
    2、证据确实、充分  
    3、犯罪的性质和罪名认定正确  
    4、法律手续完备  
    5、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三、撤销案件的条件和程序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60条规定，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
应当撤销案件。“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是指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缺乏犯罪构成要件，不构成犯罪、

本案不存在犯罪事实或者有《刑事诉讼法》第 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此外，在侦查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不够刑事处罚需要行政处理的，经县级以上侦查机关批
准，对犯罪嫌疑人应依法予以行政处理或者移交其他有关部门处理。 

第四节    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 

    一、人民检察院行使侦查权的特别规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62条规定，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的所有规定均适用于人民检察院直接
受理的案件。其中不同的主要有如下特别规定： 
    1、对犯罪嫌疑人的拘留和讯问 
    刑事诉讼法第 16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中符合第 79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
情形（即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人民检察院作

出拘留犯罪嫌疑人的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
后的 24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并发给释放证明。 
    2、对犯罪嫌疑人的逮捕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6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中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
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第 16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
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 14日以内作出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 1日
至 3日；对不需要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
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注意：检察院决定拘留的，最长期限为 17天。 
    二、人民检察院对侦查终结案件的处理及其程序 
    刑事诉讼法第 166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或者撤
销案件的决定。” 具体程序是 ： 
    1、提出起诉意见并移送公诉部门审查  
    2、提出不起诉意见并移送公诉部门审查  
    3、提出撤销案件意见并报请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 
    根据《最高检规则》第 291条、第 292条、第 293条的规定，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撤销
案件的，应当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上级检察院同意的，下级检察院应当作出撤销案件决定，

并制作决定书；不同意的，应当执行上一级检察院的决定。上一级检察院审查期间，犯罪嫌疑人羁

押期限届满的，应当依法释放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根据《最高检规则》第 30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对犯罪嫌疑人没有
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或者逮捕措施的，侦查部门应当在立案后 2年以内提出移送审查起
诉、移送审查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的意见；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或者逮捕

措施的，侦查部门应当在解除或者撤销强制措施后 1年以内提出移送审查起诉、移送审查不起诉或
者撤销案件的意见。也就是说，检察院自侦的案件在侦查期限上，司法解释作出了规定。 
    根据《最高检规则》第 30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撤销案件以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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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新的事实或者证据，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重新立案侦查。 

第五节    补充侦查 

    一、补充侦查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补充侦查，是指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程序，在原有侦查工作的基础
上，就案件的部分事实、情节继续进行侦查的诉讼活动。 
    （二）意义：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保证办案质量。 
    二、不同诉讼阶段的补充侦查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补充侦查在程序上有以下三种： 
    （一）审查逮捕阶段的补充侦查刑事诉讼法第 88条规定 
    （二）审查起诉阶段的补充侦查刑事诉讼法第 171条规定 
     1、退回补充侦查：一个月内补充侦查完毕，以二次为限； 
    2、自行补充侦查：在审查起诉期限内完毕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71条规定，经过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认为证据不足，
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法庭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刑事诉讼法第 198条和第 199条的规定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人民法院可以
延期审理；人民法院决定延期审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 
    三、补充侦查的方式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补充侦查有以下二种方式： 
    （一）退回补充侦查 
    （二）自行补充侦查 
    对某一案件而言，人民检察院是退回补充侦查还是自行补充侦查，一般取决于未查明案件事实
的内容和性质。如果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有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等情形的，原

则上应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如果只是次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则应尽可能自行补充侦查，

以节省办案时间，提高诉讼效率。 

第六节    侦查监督与救济 

    一、侦查监督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 
    （二）意义 
    二、侦查监督的内容 
    主要参见《最高检规则》第 565条的规定，约计 20项。 
    三、侦查监督的程序 
    （一）对侦查违法行为的发现 
    （二）对侦查违法行为的处理 
    1、口头通知纠正 
    2、书面通知纠正  
    3、进行调查核实并依法处理 
    4、移送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侦查救济的概念与规定 
    1、概念：侦查救济，是指在侦查阶段，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在自己的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求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或处理的一种事后性补救措施。 
    2、侦查救救的相关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 115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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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应当重点掌握侦查的法律定义，了解侦查的阶段划分及其各自的任

务，把握各种侦查行为的规则、程序和应当注意的问题，对侦查终结的条件和程序处理有正确的理

解，明确侦查羁押期限。 

作业：  

    1、侦诉（警检）关系研究 
    2、诱惑侦查问题 
    3、“侦审合一”之利弊 
    4、沉默权问题研究 
    5、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 
    6、何为非法取证 
    7、“欺骗”方法的界定 
    8、刑讯逼供的有效遏制途径 
知识单元 16：起诉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起诉概述 

    一、起诉的概念及分类 
    （一） 概念 
    （二） 分类 
    二、起诉的任务和意义 
    （一）任务 
    （二）意义 

第二节    审查起诉 

    一、审查起诉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或侦查部门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受理后，依法
对侦查机关或侦查部门认定的犯罪事实和证据、犯罪性质以及适用的法律等进行审查核实，并作出

处理决定的一项诉讼活动。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67条规定：“凡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一律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二）意义： 
    1、是人民检察院实现法庭公诉职能的最基本的准备工作 
    2、对侦查工作成果进行质量检验和把关 
    3、通过审查起诉，保证了起诉的公正性和准确性 
    二、受理移送起诉的案件 
    受理是指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对公安机关和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经过初步
的程序性审查后的接受。 
    通过初步审查，根据案件不同情况作出处理 
    三、审查的内容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 168条和《最高检规则》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必须
查明： 
    1、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情况是否清楚；2、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3、案卷材料、证据是否
随案移送；4、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是否依法收集，有无应当排除非法证据的情形；5、有无遗漏
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6、是否有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7、有无附带民事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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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家、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是否需要由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8、采取的强制措施
是否适当，对于已经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有无继续羁押的必要；9、侦查活动是否合法；10、涉案
款物是否查封、扣押、冻结并妥善保管，清单是否齐备；对被害人合法财产的返还和对违禁品或者

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的处理是否妥当，移送的证明文件是否完备。 
    四、审查的步骤和方法 
    （一）审阅案卷材料 
    （二）讯问犯罪嫌疑人 
    （三）听取被害人意见 
    （四）听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五）补充侦查 
    需要指出，这一阶段，对于是否存在非法收集证据的问题应当尤为重视，根据《刑事诉讼法》
第 171条和《最高检规则》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理所必需的
证据材料；认为可能存在《刑事诉讼法》第 54 条规定的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可以要求
其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对于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

诉决定的依据。 
    五、审查的期限 
    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决定，重大
复杂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两

次为限，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检察院后，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的案件，改变管辖的，从改变后的人民检察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查起诉期限。 
    六、审查后的处理 
    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提起公诉或者不起诉决定。 

第三节    提起公诉 

    一、提起公诉的概念和条件 
    刑事诉讼法第 172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
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提起公诉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 
    1.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 
    2.对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应当符合审判管辖的规定 
    二、起诉书的制作和案件移送 
    人民检察院作出起诉决定后，应当制作起诉书。起诉书是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正式向人民法院
提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重要司法文书，它是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书面依据，是人民

法院对被告人行使审判权的前提，同时也是法庭调查和辩论的基础。起诉书以及依照刑事诉讼法第

150条规定的其他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和级别送交法院。 
    三、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提起 
    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208条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范围内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
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 

第四节   不起诉 

    一、不起诉的概念 
    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和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
后，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符合起诉条件，而依法作出的不将犯罪嫌疑人提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

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处理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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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不起诉的种类和适用条件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起诉种类可以分为三种，分别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 173 条和第
171条中，适用的条件各不相同： 
    （一）法定不起诉 
    又称绝对不起诉，是指刑事诉讼法第 173 条第 1款规定的不起诉。凡是具有刑事诉讼法第 15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除此以外，下述情形在法理上和实务中也应当不予起诉：1、行为依照刑法规定不构成犯罪的；
2、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没有实施犯罪的。 
    （二）酌定不起诉 
    又称相对不起诉，是指刑事诉讼法第 173条第 2款规定的不起诉。它的适用必须同时具备两个
条件：一是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二是犯罪行为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

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人民检察院对于起诉与否享有自由裁量权。 
    （三）证据不足不起诉 
    刑事诉讼法第 171条第 4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
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根据本条情形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如果发现新的证据符合

起诉条件时，应当提起公诉。 
    依据《最高检规则》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和需要追究
刑事责任的，属于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l）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的； 
    （2）据以定罪的证据存在疑问，无法查证属实的； 
    （3）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的； 
    （4）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其他可能性、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 
    （5）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不符合逻辑和经验法则，得出的结论明显不符合常理的。 
    此类不起诉决定的作出，必须是案件经过补充侦查的。 
    三、不起诉的程序 
    （一）不起诉决定书的制作和送达 
    （二）被不起诉人和涉案财物的处理 
    （三）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复议、复核、提起自诉 

第五节    提起自诉 

    一、自诉案件的概念和范围 
    （一）概念 
    （二）范围 
    二、提起自诉的条件 
    自诉人提起自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否则将不被人民法院受理。 
    （一）案件属于刑事诉讼法第 204条确定的自诉案件范围。 
    （二）案件属于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三）自诉人享有自诉权，也即是说，自诉人主体资格合法。 
    （四）有明确的被告人、具体的诉讼请求和能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据。 
    （五）对于公诉转自诉案件，还应当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86条，第 145条规定的立案条件。 
    三、提起自诉的程序 
自诉人提起自诉时，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刑事自诉状；如果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还应当提交刑事

附带民事自诉状。为便于自诉人告诉，刑事诉讼法规定自诉人书写自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告

诉，由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作出告诉笔录，向自诉人宣读；自诉人确认无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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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明确起诉的概念、任务和意义，掌握审查起诉的内容、方法和步骤，
重点掌握提起公诉的条件，不起诉的种类和条件，不起诉决定作出之后相应各方的权利，行使权利

的路径，法律效力，相应的法律文书应该会书写，注意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在这个阶段的不同，还

应当正确理解有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检察院应当遵循哪些条件和程序。 
作业：  

   1、暂缓起诉问题思考 
    2、辩诉交易问题研究 
    3、证据展示制度探讨 
    4、不起诉制度研究 
    5、提起自诉与提起公诉的不同 
    6、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相关问题研究 
知识单元 17：第一审程序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审判概述 

    一、审判的概念 
    刑事审判是指人民法院在控、辩双方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下，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于
依法向其提出诉讼请求的刑事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的诉讼活动。 
    二、刑事审判的任务 
    刑事审判的任务在于使国家刑罚权，具体而言，主要包括： 
    （一）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利益 
    （二）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三）发挥法制教育作用，扩大办案效益 
    三、第一审程序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第一审程序，是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自诉人提
起自诉的案件进行初次审判时的程序。 
    （二）意义 

第二节 公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 

    公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第一次审判时所必须
遵循的程序。其内容主要包括庭前审查、庭前准备、法庭审判、延期和中止审理、评议和宣判等诉

讼环节。 
    一、对公诉案件的审查 
    （一）审查的概念和任务 
    1、概念 
    2、任务 
    （二）审查的内容和方法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81条及《最高法解释》第 180条的规定，具体内容包括： 
    案件是否属于本院管辖；2、起诉书是否写明指控的被告人的身份、是否受过或者正在接受刑
事处罚，别采取强制措施的种类、羁押地点，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定

罪量刑的情节； 3、是否移送证明指控犯罪事实的证据材料，包括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批准决定和
所收集的证据材料；4、是否查封、扣押、冻结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财物，并附证明相
关财物依法应当追缴的证据材料；5、列明被害人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是否附有证人、鉴定
人名单；是否申请法庭通知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并列明有关人员的姓名、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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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职业、住址、联系方式；是否附有需要保护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名单；6、当事人已委
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已经接受法律援助的，是否列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姓名、住址、

联系方式；7、是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是否列明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姓
名、住址、联系方式，是否附有相关证据材料；8、侦查、审查起诉程序的各种法律手续和诉讼文
书是否齐全；9、有无《刑事诉讼法》第 15条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
形。 
    （三）审查后的处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对公诉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案件不同情况分
别处理：1、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并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自诉。2、不属
于本院管辖或者被告人不在案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3、不符合《最高法解释》第 180条第（二）
项至第（八）项规定之一，需要补充材料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 3 日内补送。4、依照《刑事
诉讼法》第 195条第（三）项规定宣告被告人无罪后，人民检察院根据新的事实、证据重新起诉的，
应当依法受理。5、依照《最高法解释》第 242条规定裁定准许撤诉的案件，没有新的事实、证据，
重新起诉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6、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15条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
情形的，应当裁定终止审理或者退回人民检察院。7、被告人身份不明，但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158条第 2款规定的，应当依法受理。 
    对公诉案件是否受理，应当在 7日内审查完毕。 
    二、开庭审判前的准备 
    人民法院决定对案件开庭审判后，为了保障法庭审判顺利有序地进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81条和《最高法解释》有关规定，在开庭审判前应当进行下列各项准备工作： 
    1．确定合议庭的组成人员或独任庭的审判员。 
    2．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于未委托辩护
人的被告人，告知其可以委托辩护人；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34 条规定条件的，通知法律援助机
构为其指定律师提供辩护。同时，人民法院还要通知被告人、辩护人于开庭五日前提供出庭作证的

身份、住址、通讯处明确的证人、鉴定人名单及不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名单和拟当庭宣读、出

示的证据复印件、照片。 
    3．将开庭的时间、地点在开庭三日以前通知人民检察院。 
    4．将传唤当事人和通知辩护人、法定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翻译
人员的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 
    5．公开审判的案件，在开庭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 
    6、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
证据排除等与审判有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根据《最高法解释》第 183条、第 183条的
规定，审判人员可以根据有关需要召开庭前会议。 
    三、法庭审判的阶段 
    （一）法庭审判的概念和特点 
    1、概念：法庭审判，是指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合议庭或者独任庭）通过开庭的方式，在公
诉人、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见下，调查核实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充分听取控辩双方对证

据、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意见，依法确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否受到刑事处罚以及给

予何种处罚的诉讼活动。 
    2、主要特征： 
    （1）不断强化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辩论 
    （2）仍然重视审判职能的主导作用，法院享有对案件事实、证据的调查核实权 
    （二）法庭审判的阶段 
    1、开庭 
    开庭是正式进行法庭审判前的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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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法庭调查 
    法庭调查是在审判人员主持下，控、辩双方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当庭对案件事实和证
据进行审查、核实的诉讼活动 
    3、法庭辩论 
    法庭辩论的目的在于使控、辩双方有充分机会表明己方观点，充分阐述理由和根据，指经审判
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

辩论的内容包括全案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各种与案件有关的问题。 
    4、被告人最后陈述 
    被告人最后陈述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而且是法庭审判的一个独立阶段， 
    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可以在法庭辩论结束后当庭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可以同刑事部分一并判
决。 
    5、评议和宣判 
    被告人最后陈述完毕后，审判长应当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法庭审判进入评议和宣判阶
段。 
    （1）评议 
    评议是合议庭组成人员在已进行的法庭审理活动基础上，对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进行讨
论、分析、判断并依法对案件作出裁判的诉讼活动。 
    （2）宣判 
    宣判是人民法院将判决书的内容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宣告，使当事人和广大群众知道人民法院
对案件的处理决定。宣判分为当庭审判和定期宣判两种，案件不论是否公开审理，宣告判决，一律

公开进行。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宣告第一审判决时，审判长往往口头告知被告人享有的上诉权，以及上诉
期限和上诉法院。 
    四、与法庭审判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法庭审判笔录 
    （二）法庭秩序 
    （三）延期审理 
    （四）中止审理 
    （五）公诉案件第一审程序的期限 
    五、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核准程序 
    参见《最高法解释》第 336条至第 340条规定。此类案件的审理期限参照适用《刑事诉讼法》
第 232条。 

第三节  自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 

    自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是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对自诉人起诉的案件进行第一次审判
的程序。自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总体上与公诉案件第一审程序基本相同，但由于自诉案件本身性

质上主要是侵害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轻微刑事案件，因而其第一审程序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刑事

诉讼法第 204条至第 207条对自诉案件的处理作了专节规定。其中，自诉案件的范围，提起自诉的
条件和程序，在第十七章起诉中已作了讲述，下面仅阐述自诉案件的受理和自诉案件审理时的一些

特点。 
    一、自诉案件的受理 
    自诉人提起自诉后，案件要经过人民法院审查，符合条件的才能受理和进行审判。  
    对自诉案件受理有以下几点需予以注意： 
    1、在我国，自诉案件的受理即自诉案件的立案，是由人民法院经过审查后依法作出，审查的
期限为人民法院收到自诉状或者口头告诉后 15 日以内。无论立案与否，人民法院都应当书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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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诉人或者代为告诉人。 
    2、对于已经立案，经审查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应当说服自诉
人撤回起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自诉人经说服撤回起诉或者被驳回起诉后，又提出了新的足以证明

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再次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3、如果自诉人明知有其他共同侵害人，但只对部分侵害人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并视为自诉人对其他侵害人放弃告诉权利。判决宣告后自诉人又对其他共同侵害人就同一事实提起

自诉的，人民法院不再受理。共同被害人中只有部分人告诉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他被害人参加

诉讼。被通知人接到通知后表示不参加诉讼或者不出庭的，即视为放弃告诉权利。第一审宣判后，

被通知人就同一事实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当事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不受此限制。 
    4、被告人实施的两个以上的犯罪行为，分别属于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审
理公诉案件时，对自诉案件一并审理。 
    二、自诉案件审理的特点 
    人民法院对于决定受理的自诉案件，应当开庭审判。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外，审判程序参照
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进行。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04条至 207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自诉案件第一审程
序具有以下特征： 
    （1）对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2）人民法院对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在查明事实、
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3）对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
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起诉。  
    （4）人民法院受理自诉案件后，对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取得并提供有关证据而申请人民
法院调取证据，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的，可以依法调取。 
    （5）在自诉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下落不明的，应当中止审理。被告人归案后，应当恢复
审理，必要时，应当对被告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自诉案件审理后，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有关公诉

案件判决的规定作出判决。对于依法宣告无罪的案件，其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应当依法进行调解或者

一并作出判决。 
    （6）告诉才处理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在诉讼过程
中，可以对自诉人提起反诉。反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①反诉的对象必须是本案自诉人；②反诉的

内容必须是本案有关的行为；③反诉的案件必须是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第四节  简易程序 

    一、简易程序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简易程序，是指与普通程序相比较而言相对简化的程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指
基层人民法院在审理特定范围内案件时所采取的相对简单的程序。 
    （二）意义：重点在于保证案件质量和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提高诉讼效率和效
益，节省司法资源，实现繁简分流。 
    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04条及《最高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简易程序可以适用于下列案件： 
    （一）符合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二）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三） 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四）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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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条件同时具备。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99条及《最高法解释》第 290条规定，不符合条件的，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不能适用简易程序： 
    （一）刑事诉讼法第 170 条第（3）项规定的案件，即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
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

的案件； 
    1、被告人是盲、聋、哑人的；2、被告人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3、
有重大社会影响的；4、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5、辩护
人作无罪辩护的；6、被告人认罪但经审查认为可能不构成犯罪的；7、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其
他情形。 
    三、简易审判程序的特点 
    简易程序作为对第一审普通程序的简化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与普通程序相比，
具有以下特点： 
    （1）在适用程序上，简易程序设置在刑事诉讼法第一审程序中，因而简易程序只适用于第一
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均不适用。 
    （2）在适用法院上，简易程序只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虽有第一审案件，
但不能适用简易程序。 
    （3）在审判组织上，适用简易程序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4）在适用案件上，简易程序只适用那些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定刑较轻、争议不大
的刑事案件。对那些案情复杂、重大、难以定刑的刑事案件则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否则，就会影响

到案件的处理质量，不能实现真正的诉讼效益。 
    （5）在控诉职能上，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6）在期间和送达方式上，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送达起诉书至开庭审判的时间，不受
刑事诉讼法第 182 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告
人和辩护人的限制；在开庭审判前，人民法院在通知有关诉讼参与人开庭的时间、地点时，可以用

简便方式进行，记录在卷即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 20 日以内审结，对可
能判处有期徒刑超过 3年的，可以延长至 1个半月。这比公诉案件的第一审普通程序期限要短，符
合诉讼效率的要求。 
    （7）在庭审程序上大为简化。 从保障被告人权益出发，被告人最后陈述这一庭审环节不能取
消。，  
    （8）在宣判形式上，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原则上一般应当采用当庭宣判形式，不采用定
期宣判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按照第
一审普通程序的规定重新审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用简易程序的

条件，能够实现立法初衷，因而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就不应当继续用简易程序审理。根据刑

事诉讼法和《最高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过程中，发现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决定中止审理，并按照公诉案件或者自诉案件的第一审普通程序重新审理。 
    （1）被告人的行为可能不构成犯罪的； 
    （2）被告人可能不负刑事责任的；应当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3）被告人当庭对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  
    （4）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5）不应当或者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情形。 
    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应当从决定转为普通程序之日起计算。 
    判决、裁定和决定 
    判决、裁定和决定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据事实和法律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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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作出的三种对诉讼参与人以及其他机构和个人具有约束力的处理决定。 
    一、判决 
    （一）判决的概念和种类 
    判决是人民法院通过审理、对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的处理决定  
    刑事判决分为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两种。 
    根据有无附带民事诉讼，判决还可以分为刑事判决和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两种。 
    （二）判决书的制作要求和内容 
    判决是人民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和执行国家法律的具体结果，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严肃性、
稳定性。因此，判决书作为判决的书面表现形式，其制作是一项严肃且慎重的活动，必须严格按照

规定的格式和要求制作。  
    二、裁定 
    （一）裁定的概念和分类 
    1、概念：裁定是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和判决执行过程中，对程序性问题和部分实体问
题所作的决定。 
    2、与判决的区别：裁定与判决的法律性质和特点基本相同，但二者也有区别 。 
    3、分类：分类裁定可根据不同标准进行分类。 
    （二）裁定适用的范围和裁定书的制作 
    1、范围：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裁定适用于解决程序性问题，主要是指是否恢复诉讼期限、
中止审理、维持原判、撤销原判并发回重审、驳回公诉或自诉、核准死刑等。裁定适用于解决某些

实体性问题主要是指减刑、假释、撤销缓刑、减免罚金等。 
    2．裁定书的制作：裁定书是与判决书同等重要的法律文书，其制作要求、格式与判决书差不
多。但在内容上较判决书简单一些，因为裁定往往解决的问题比较单一，要么是一个专门的程序性

问题，要么是一个较为简单的实体性问题。若使用口头形式作出裁定的，必须记入审判笔录，其效

力与书面裁定效力相同。 
    三、决定 
    （一）决定的概念和分类 
    1、概念：决定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依法就有关诉讼程序问题
所作的一种处理。决定和判决、裁定不同之处在于是否涉及上诉、抗诉问题。一般情况下，决定一

经作出，立即发生效力，不能上诉或者抗诉。某些决定，如不起诉的决定、回避的决定，为保护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纠正可能出现的错误，法律允许当事人或有关机关申请复议、复核。但判决、裁

定则是在法定期限内可以上诉、抗诉的。 
    2、分类：决定以其表现形式不同可分为口头决定和书面决定。书面决定应制作决定书，写明
处理结论及理由。口头决定应记入笔录，它与书面决定具有同等效力。 
    （二）决定的适用范围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决定主要适用于解决以下一些问题：是否回避的决定；立案或不立案

的决定；采取各种强制措施或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实施各种侦查行为的决定；撤销案件的决定；

延长侦查中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期间的决定；起诉或不起诉决定；开庭审判的决定；庭审中解决当事

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勘验的决定；延

期审更换决定；抗诉的决定；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决定等。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第一审程序、公诉案件、自诉案件、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评

议、宣判、判决、裁定等概念，明确第一审程序的任务和意义，掌握对公诉案件的审查、开庭审判

前的准备、法庭审判的阶段和内容，判决、裁定和决定的异同，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的特点、简易

程序审判的特点、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程序等内容。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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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诉讼模式的演进探究 
    2、抗辩式庭审是否适合我国 
    3、证人出庭问题研究 
    4、警察出庭作证问题研究 
    5、专家证人出庭的特点 
    6、法庭在“辩诉交易”下的功能和作为 
    7、“被告人认罪案件”审理程序研究 
    8、简易审判程序研究 
    9、自诉案件审判程序的特点 
    10、被害人在庭审中的诉讼权利 
    11、法庭的调查权范围 
    12、卷宗移送问题 
    13、被告人对庭审程序的选择权问题 
知识单元 18：第二审程序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两审终审制 
    两审终审制的概念 
    （二）两审终审制的特殊和例外情况 
    特殊情况： 
    一审之后，有上诉权的人或者有抗诉权的机关没有提出上书。抗诉，一审的裁判发生法律效力； 
    需要经过死刑复核程序的案件 
    2、例外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宣判后均立即生效 
    二、第二审程序的概念和特点 
    （一）概念 
    （二）特点 
    三、第二审程序的任务和意义 
    （一）任务 
    （二）意义 

第二节    第二审程序的提起 

    一、提起第二审程序的主体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16条的规定，有权提起上诉的人员是：自诉人、被告人或者他们的法定代
理人，以及经被告人同意的辩护人、近亲属，还有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由于各

种上诉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刑事诉讼法对他们的上诉权限也作了不同的规定。 
    有权提出抗诉的机关是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于人民法院
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应当实行监督。对于被告人有利或不利的错误判决、裁定，人民检察院都应

当提起抗诉。 
    二、被害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 
    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虽然具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但是法律并未赋予其上诉的
权利，而是给予其请求抗诉的权利。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18条的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 5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对
此人民检察院应当立即对请求人的资格、请求的时间和理由进行审查，并自收到请求后 5日内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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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抗诉的决定，答复请求人。 
    三、上诉、抗诉的理由 
    刑事诉讼法对于提出上诉的理由没有规定任何限制，人民检察院只有在有充分的根据认定原判
决、裁定“确有错误”时，才能提出抗诉。在实践中，作为上诉或抗诉的理由，归纳起来有以下几

点： 
    1.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上有错误，或者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 
    2.判决、裁定在适用法律、定罪量刑上有错误； 
    3.违反诉讼程序，使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受到侵犯，可能影响判决、裁定的正确性。 
    在提出上诉状或抗诉后或者在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仍可作补充阐述或提出新的根据和理由，
第二审法院不应加以限制。 
    四、上诉、抗诉的期限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19 条规定，“不服判决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十日，不服裁定的上诉
和抗诉的期限为五日，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的第二日起算”。 
    五、上诉、抗诉的方式和程序 
    （一）上诉的方式和程序：上诉既可以书状提出，也可以口头提出，用口头提出上诉的，人民
法院应制成笔录，由上诉人阅读或者向他宣读后，上诉人应当签名或者盖章。上诉人上诉可以通过

原审人民法院提出，也可以直接向第二审人民法院提出。 
    （二）提出抗诉的方式和程序：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确有
错误而决定抗诉时，必须制作抗诉书。抗诉书应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交，同时还应抄送上一级人民

检察院。 

第三节    第二审程序的审判 

    一、对上诉、抗诉案件的审查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第一审人民法院移送上诉、抗诉的案卷，应当审查是否包括下列内容：（1）
移送上(抗)诉案件函；（2）上诉状或者抗诉书；（3）第一审判决书或者裁定书的份数；（4）全部案
卷材料和证据，包括案件审结报告和其他应当移送的材料。如果上述材料齐备，第二审人民法院应

当收案；材料不齐备或不符合规定的，应当通知第一审人民法院及时补充。 
    二、全面审查原则 
    刑事诉讼法第 222 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就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
面审查，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共同犯罪的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上诉的，应当对全案进

行审查，一并处理。” 
    三、对第二审案件的审判方式和程序 
    刑事诉讼法第 223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一）
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

诉案件；（二）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四）其他应当开庭

审理的案件。 
    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的意见，” 
    该条款表明，我国第二审程序对审理方式作了不同的规定。 
    (一)开庭审理的方式 
    开庭审理，是指第二审人民法院在合议庭的主持下，由检察人员和诉讼参与人参加，通过法庭
调查和辩论、评议、宣判的方式审理案件。适用开庭审理的案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需要开庭审理

的上诉案件；另一类是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抗诉的案件。 
    第二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程序，由于是在一审程序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刑事诉讼法第 231
条规定，除法律已有规定的以外，参照第一审程序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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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调查讯问的审理方式 
    调查讯问的审理方式，就是指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合议庭对上诉案件，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
在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后，可以不开庭审理即作出判决或裁定的审理方式。 
    采用调查讯问的审理方式，是开庭审理方式的必要补充，在保障质量的基础上提高了诉讼效率。 
    采用调查讯问的方式审理案件，也应当遵循法定的程序。 
    四、对第二审案件的处理 
    （一）对上诉、抗诉案件的处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25条至第 227条的规定，第二审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
进行审理后，应按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处理： 
    1、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抗诉，维持原判。 
    2、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3、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
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此类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

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4、发现第一审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
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1）违反公开审判的规定的；（2）违反回避制度的；（3）剥夺或者限
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4）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5）其他违反
法律规定的事实上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5．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经第二审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应当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按
照刑事诉讼法第 225条的规定处理，即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
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认为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

判或者发回重审。 
    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按第一审程序进行审理，对其判决、裁定仍可上诉或抗诉；
发回重审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 
    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或者裁定，除需要经过死刑复核程序的案件外，均是终审的判决和
裁定，一经宣告即发生法律效力， 
    (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处理 
    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处理，应当根据上诉、抗诉的具体情况进行区分，
并按照《最高法解释》予以处理。 
    (三)对自诉案件的处理 
    对一审法院判决后当事人不服提出上诉的刑事自诉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也可以在二审程序中
对诉讼的双方进行调解，当事人也可以自行和解。调解结案的，二审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原判决、

裁定视为自动撤销；当事人自行和解的，由二审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回自诉，并撤销原判决或者裁

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调解结案或者当事人自行和解的案件，如果被告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的，

应当立即予以解除。 
    在第二审程序中，当事人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另行起诉。在第二审附带民
事部分审理中，原审民事原告人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民事被告人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

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

另行起诉。 
    五、第二审案件的审判期限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受理上诉、抗诉案件，应当在二月内审结。对于可能
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重大的犯罪

集团案件；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经省、自治区、

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决定，可以再延长二个月，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受理上诉、抗诉案件，

案件需要延长审理期限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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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原审人民法院从收到发回的案件之日起，计算审理期限。 

第四节    上诉不加刑原则 

    上诉不加刑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是指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只有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不得以任何理由加重被告
人刑罚的一项审判原则。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或自诉人提出上诉的案件除外。 
    （二）意义 
    1、有利于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上诉权 
    2、有利于维护上诉制度，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 
    3、有利于促使人民检察院履行审判监督职责 
    二、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 
    根据《最高法解释》第 325条至 328条的规定，对《刑事诉讼法》有更为具体的理解。 
    三、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问题的理论探讨 
    有关理解和具体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如下问题值得探讨： 
    （一）一审宣告缓刑的判决，被告人提出上诉，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宣告缓刑不当，是否可以
裁定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实刑 
    （二）被告人上诉的案件，二审法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没有错误，只是认定罪名不当，必须依
法改判，重新确定罪名，二审改判的罪名能否重于原判的罪名 
    （三）原判为数罪并罚的被告人上诉的案件，二审法院可否在实际执行刑期不变的情况下，加
重数罪中某一罪或几个罪的刑罚 
    （四）共同犯罪的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上诉的，二审法院可否对未上诉的被告人改判加刑 
    （五）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决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
应当通过何种方式予以纠正；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是否妥当 
    （六）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和被告人同时提出上诉，二审法院是否可以对被告人加重刑罚 
    （七）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案件，如果是对被告有利的，第二审人民法
院审理后认为应当加重处罚，可否直接改判加重 

第五节    对查封、扣押、冻结财物的处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34条和相关司法解释等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于
查封、扣押、冻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应当妥善保管，以供核查。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挪用或者自行处理。 
    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由原审人民法院依
照生效的法律文书进行处理。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一律没收，上缴国库。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明确审级制度、两审终审制、第二审程序的概念和意义，重点掌握
提起上诉、抗诉的主体、程序，二审程序的审判原则和审理方式，与的一审程序的不同，二审死刑

案件开庭审判的要求、程序违反发挥重审的情形；透彻理解上诉不加刑原则。 
作业：  

   二审程序与一审程序的异同 
    二审开庭审的规定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理解与认识 
    全面审理原则是否要保留 
    二审程序中是否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规定 
知识单元 19：死刑复核程序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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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第一节    死刑复核程序的概念和意义 

    一、死刑复核程序的概念 
    死刑复核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复审核准所遵循的特别核准审判程序。 
    刑法第 48 条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死刑缓期执行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 
    刑事诉讼法第 199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006 年 10 月 3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对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将第
13条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这意味着死刑分别由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行使最终决定权的情形的结束，体现法制的统一性，
维护了程序的正义性。 
    二、死刑复核程序的意义 
    死刑复核程序既是一项特殊的审判程序，又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审判程序，同时还是使死刑判决
能够生效的交付执行的关键程序，其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 
    （一）确保死刑适用的正确性； 
    （二）贯彻少杀方针，防止死刑滥用； 
    （三）统一死刑适用的执法尺度。这是最具重要性的意义所在。 

第二节    死刑核准的权限 

    一、死刑核准权的概念 
    死刑核准权是指对死刑（含死缓）判决、裁定由哪一审判机关进行复核与批准的权限。死刑核
准权是死刑复核程序中最核心的问题，关系到设立这一程序的根本目的能否得以实现和能否使其在

严惩非杀不可的罪犯、防止错杀无辜和罚不当罪等方面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国家法律对死

刑判决的核准权限作了特别严格的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二、死刑核准权的变化 
    死刑案件核准权限的归属，自建国至今，历时近半个多世纪，几经变化。反映了国家政治形势
和社会治安状况的变化，也重一个侧面见证着立法理念的进步，司法改革的进程，法制发展的脚步。

迄今，终于有了法制统一的局面。自 2007年 1月 1日起，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
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第三节    死刑复核的程序 

    一、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报请核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36条规定，具体的程序是： 
    1、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在上诉、抗
诉期满后 10 日以内报请高级人民法院复核。高级人民法院经复核同意判处死刑的，应当依法作出
裁定后 10 日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应当依照第二审程序提
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 
    2、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高级人
民法院终审裁定维持死刑判决的，应当再作出裁定后 10 日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
院经第二审程序不同意判处死刑而改判为死缓的，即为终审，进入执行程序。 
    3、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在上诉、抗
诉期满后 10日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4、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应当执
行死刑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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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的报请核准 
    刑事诉讼法第 237 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核
准。”所以，此类案件的程序是： 
    1、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应当
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应当裁定予以核准；如果认

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裁定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与二审程序不同，不可以直接查清事

实后改判），重新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被告人可以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抗诉；如果

认为原判量刑过重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改判。 
    2、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
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理，对于维持原判的，即为生效裁定，不需再行复核；其

他情形，应当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新审判。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改判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

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3、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应当作出核准或者不核准的决定，不能加重
被告人的刑罚，也不得以提高审级等方式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4、高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是否进行复核。 
    三、报请复核、复核内容和复核后的处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38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缓期执
行的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 
    有关报请复核、复核和对案件复核后的处理，应当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报送诉讼案卷材料和各种法律文书 
    （二）复核的内容和方式 
    1、全面审查案卷材料，必要时可以调查； 
    2、讯问被告人； 
    3、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4、制作复核审理报告； 
    （三）复核后的处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39条规定和《最高法解释》第 350条至第 355条； 
    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予以核准； 
    2、原判决认定的某一具体事实或者引用的法律条款等存在瑕疵，但判处被告人死刑并无不当
的，可以在纠正后作出核准的判决、裁定； 
    3、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 
    4、复核期间出现新的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发回重新审判； 
    5、原判认定事实正确，但依法不应当判处死刑的，应当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
判； 
    6、原审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
新审判。 
    此外，还有一些针对具体情形的处理，应当充分理解。 
    （四）进一步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的理论探讨 
    1、进一步诉讼化 
    2、检察院的监督作用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明确死刑复核程序的意义，了解核准权的“收放”演进和它的深层
原因，死刑复核程序的进行程序。了解和掌握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的复核程序。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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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死刑复核程序的意义 
    2、死刑复核程序的设计 
    3、死刑复核程序是否应当更加诉讼化 
知识单元 20：审判监督程序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特点和意义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
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依法提起并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的一项特别审判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与审判监督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 
    二、审判监督程序的特点 
    审判监督程序是刑事诉讼中的特殊审判程序，既不同于第二审程序，也不同于死刑复核程序，
而是具有自身特点的诉讼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与第二审程序比较； 
    审判监督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相比； 
    之外，还具有如下特点： 
    1、从诉讼实质讲，审判监督程序是一种补救性程序，或称救济程序。 
    2、从诉讼进程讲，审判监督程序不是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 
    三、审判监督程序的意义 
    审判监督程序既是特殊程序，又是刑事审判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具体表现在： 
    （一）审判监督程序是使刑罚权得以正确行使的可靠保障； 
    （二）审判监督程序有利于实现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 
    （三）审判监督程序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四、有关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 
    重点是一事不再理和禁止双重危险理论 

第二节    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材料来源及其审查处理 

    一、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材料来源 
    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材料来源，是指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错误而提出有关证据
及其资料等的渠道、来源。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这些材料来源主要有： 
    （一）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刑事诉讼法第 203条规定 
    （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纠正错案议案； 
    （三）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 
    （四）司法机关通过办案或者复查案件对错案的发现； 
    （五）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新闻媒体等对生效裁判反映的意见； 
    二、申诉的法律效力和申诉的理由 
    （一）申诉的效力：刑事诉讼法第 241条规定，当事人等提出申诉，不能停止对原裁判的执行。
同时，第 242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出的申诉若符合规定情形的，应当重新审
判。 
    （二）申诉的理由：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42条规定，有以下几种： 
    1、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有错误的 
    2、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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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对于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出的申诉，只要具备上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就应当依
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 
    三、对申诉的受理和审查处理 
    （一）申诉的受理，是指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经对申诉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后，认为符合重
新审判条件而决定立案复查的活动。原则采取“分级负责、就地处理”的方式。 
    （二）对申诉案件的受理和审查处理 
    人民法院经审查具有刑事诉讼法第 242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由院长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是否重新审判；对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应当说服申诉人撤回申诉；对仍然坚持申诉的，应当书

面通知驳回。申诉人对驳回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上一级人民法院同样认为申诉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予以驳回。经两级人民法院处理后又提出申诉的，如果没有新的充分理由，

人民法院可以不再受理。 
    人民检察院对受理的申诉审查后，认为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需要提出抗诉的，
由控告申诉部门报请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如果决定提出抗诉的，由审查起诉部门出庭

支持抗诉。 

第三节    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 

    一、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是已生效甚至已执行的判决、裁定，必须特别慎重。所以，我国
法律对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作了极其严格的限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43条规定，有权提起审
判监督程序的主体，只能是下列机关、人员和组织： 
    （一）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审判委员会； 
    （二）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 
    （三）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 
    二、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 
    （一）原判在认定事实上的错误； 
    （二）原判在适用法律上的错误。 

第四节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 

    一、重新审判的方式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案件，是纠正已生效的错误裁判，应当持特别慎重的态度，既要考
虑到原裁判的既判力，又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因此，其审理方式应当以开庭审理即直接审理为

宜。以开庭审理为主，以不开庭审理为辅。 
    二、重新审判案件的程序 
    刑事诉讼法第 245 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
庭进行。如果原来是第一审案件，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所作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抗诉；

如果原来是第二审案件，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案件，应当依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

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但是，由于再审案件有其特殊的提起主体、诉讼文书、诉讼

期限及原审被告人的不同处境等情况，所以对其开庭审理的具体程序也不相同，应注意相关司法解

释规定。 
    三、重新审判案件的审理期限 
    刑事诉讼法 247条第 1款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案件，应当在作出提审、
再审决定之日起 3个月以内审结，需要延长期限的，不得超过 6个月”。 
    刑事诉讼法第 247条第 2款又规定：“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判抗诉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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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期限适用前款规定；对需要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应当自接受抗诉之日起一个月以内作出决

定，下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期限适用前款规定。” 
    四、重新审判后的处理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案件，应当分别作出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诉或者抗诉；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按
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认为必须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的，直接改判后，应当报请最高人民

法院核准； 
    （三）应当对被告人实行数罪并罚的案件，原判决、裁定没有分别定罪量刑的，应当撤销原判
决、裁定，重新定罪量刑，并决定执行的刑罚； 
    （四）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
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不清，证

据不足，经再审仍无法查清，证据仍不足，不能认定原审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以证据不足，指控的

犯罪不能成立，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特点和意义，明确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

主体、应具备的条件和对案件中心审理的程序。 

作业：  

   1、审判监督程序与第二审程序的异同 
    2、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申诉的乡里 
    3、申诉人是否应当负举证责任 
    4、法院院长通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是否应予取消 
    5、禁止不利再审能否成为硬性规定 
    6、是否应当为再审设立独立的审理程序 
知识单元 21：执行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执行的概念和特点 
    （一）概念 
    （二）特点 
    二、执行的意义 
    三、生效判决和裁定的种类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48条和刑法第 63条第 2款的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包括下列
各种： 
    （一）已过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的一审判决和裁定； 
    （二）终审的判决和裁定； 
    （三）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裁定 
    （四）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核准死刑的判决、裁定和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
判决和裁定。 
    四、执行的机关 
    按照各种刑罚的不同特点和各执行主体的不同职能，可以把执行的机关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别，
即：交付执行机关、执行机关和执行的监督机关。 

第二节  各种判决、裁定的执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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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的执行 
    （一）执行死刑命令的签发 
    （二）执行死刑的机关及期限 
    （三）死刑执行的监督  
    （四）执行死刑的指挥人员及其工作  
    （五）死刑罪犯同近亲属会见  
    （六）执行死刑的方法和场所  
    （七）执行死刑应当公布，不应示众  
    （八）执行死刑后的处理 
    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拘役判决的执行 
    三、有期徒刑缓刑、拘役缓刑的执行     
    四、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判决的执行  
    五、罚金、没收财产判决的执行  
    六、无罪判决和免除刑罚判决的执行 

第三节  执行的变更与其他处理 

    执行的变更，是指人民法院、监狱及其他执行机关对生效裁判在交付执行或执行过程中出现法
定需要改变刑罚种类或执行方法的情形后，依照法定程序予以改变的活动。 
    刑事执行的变更，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进行改判虽有相似之处，但是，二者在性质上截
然不同。  
    一、死刑执行的变更 
    （一）停止执行：发现刑事诉讼法的 251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应当停止执行，并且立即报告最
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1、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 
    2、在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可能需要改判的； 
    3、罪犯正在怀孕的；” 
    （二）暂停执行：刑事诉讼法第 252条第 4款规定 ，执行前，如果发现可能有错误，应当暂
停执行，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裁定。 
    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变更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50条第 2款的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
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死刑缓期执行期满，应当予以减刑，由执行机关提出书面意见，报请高级

人民法院裁定；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应当执行死刑，由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三、暂予监外执行 
    暂予监外执行是指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的罪犯因出现某种法定特殊情    形不宜在监内执
行时，暂时将其放在监外交由公安机关执行的一种变通方法。  
    （一）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对象  
    （二）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  
    （三）作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和执行的机关及其程序 
    对于判处无期图形的罪犯，符合法定过特殊庆幸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四、减刑和假释 
    （一）减刑 
    刑事诉讼法第 262条第 2款规定，减刑是指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罪犯在
执行期内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减轻其刑罚的一种制度。  
    1、减刑的条件  
    2、对减刑案件的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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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假释 
    假释是指对被判处有期和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一定刑罚以后，确有悔改表现且不致再危害社
会的，将其附条件地予以提前释放的制度。 
    l、 假释的对象 
    2、假释的条件  
    3、假释案件的管辖  
    （三）对减刑、假释的审理及其期限  
    （四）对假释裁定的执行及处理 
    五、对新罪、漏罪的追究程序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62条、第 290条和监狱法第 60条的规定，对服刑罪犯犯新罪或者发
现漏罪的，应当分别不同的情况，予以追究。 
    新罪是指罪犯在服刑期间实施了触犯刑律并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漏罪是指罪犯在服刑过
程中发现其在判决宣告以前实施的尚未被判决的罪行。   
    六、对错判和申诉的处理 
    刑事诉讼法第 264 条规定：“监狱和其他执行机关在执行刑罚中，如果认为判决有错误或者罪
犯提出申诉，应当转请人民检察院或者原判人民法院处理”。  

第四节  人民检察院对执行的监督 

    一、对执行死刑的监督 
    二、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 

三、对减刑、假释的监督 
四、对执行刑罚活动的监督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执行的概念、特点和意义，重点掌握生效裁判的范围和不同裁

判的交付执行机关、执行机关及执行程序，把握执行中的各种程序问题的产生和应对、处理程序，

了解当中的诉讼问题；重视检察院的监督作用 

作业：  

   1、刑事执行一体化问题研究 
    2、我国刑事执行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3、人民检察院在执行中监督作用的体现 
    4、假释相关程序问题研究予监外执行问题研究 
    5、执行中的程序问题探究 
知识单元 22：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和特点：1、刑事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概念，注意区分被追诉人与被害人，
我们在这里所指的是被追诉人 2、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犯罪方面的不同特点和状态 
    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设立的必要性和法律依据，其中法律依据主要包括：《刑事诉讼法》第
第 266条至第 276条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这是我国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领域立
法的重大进步，具有里程碑意义。1991 年《未成年人保护法》、1999 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及我国签署加入的《联合国少
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联合国保护

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等国际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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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的方针和特有原则 

    教育、感化、挽救方针 
    分案处理原则 
    充分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原则 
    审理不公开原则 
    全面调查原则 
    迅速简易原则 

第三节    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特点 

    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特点，主要有：1、突出教育改造方针；2、法律给与未成年在诉讼中具
有较成年人较多的诉讼权利，同时也保障他们能够充分行使，专门机关必须给予落实；3、突出证
明要求的高标准，特别要找出未成年人犯罪的各方面原因，以利于矫正和挽救；4、诉讼过程中的
程序设计体现宽缓 
    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 
    立案程序 
    侦查程序不用或少用强制措施；与成年人严格分管分押； 
    起诉程序挑选专门人员进行未成年案件的起诉工作，并试行如暂缓起诉等改革措施，对不起诉
的落实帮教 
    审判程序（1）审判组织：中级以下（含）法院建立与其他审判庭同等建制的未成年人刑事审
判庭或者合议庭或者由专人负责进行审理；高级法院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

庭；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和合议庭统称“少年法庭”；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设立少年法庭

指导小组（2）开庭准备工作（3）开庭审判出特殊情况外，宣布有罪判决的，合议庭应当当庭对未
成年进行“法庭教育”；第二审严谨不开庭审理 
    执行程序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的重点在于了解我国目前关于未成年人案件的专门法律规定，

包括刑事诉讼法中既有的以及其他法律中涉及的，着重思考在我国确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单独诉讼

程序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深入理解现有法律规定，结合法学理论研究及实证调查的积极成果，研

究适应国际少年司法规则的要求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 

作业：  

    1、构建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的立法构想（必要性，可行性及其特点） 
    2、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的特有原则研究 
    3、未成年人案件侦查程序研究 
    4、未成年人案件起诉程序研究 
    5、未成年人案件审判程序研究 
知识单元 23：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概述 
    一、概念和意义 
    二、程序创建的背景 
    三、当事人和解程序于相关概念的辨析 
    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的适用范围与诉讼程序 
    一、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的适用范围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77条规定，以明确列举和禁止的方式规定了公诉案件和解程序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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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1、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 3 年有期
徒刑以下刑罚的； 
    2、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 7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 5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案件不得适用当事人和解程序。 
    二、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诉讼程序 
    1、当事人和解的主体 
    2、当事人和解的条件 
    3、当事人和解的方式 
    4、当事人和解的审查主体 
    5、审查的程序和内容 

6、审查的结果 
7、各个诉讼阶段达成和解协议后的处理方式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的重点在于了解我国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

序，着重思考在我国确立和解程序的必要性、价值和可行性，对公诉案件和解、自诉案件的和解以

及附带民事诉讼的和解进行比较研究，在立法的完善方面提出积极建议。 

作业：  

    和解制度的价值 
    和解程序的范围 

和解程序的完善 
知识单元 2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概述 
    一、立法背景 
    二、没收程序的概念和特点 
    违法所得案件的没收程序适用条件 
    一、适用的案件范围 
    二、被追诉人不能到案 
    三、有追缴财产的需要 
    四、程序启动要件 
    1、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的提出 
    2、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提出 
    违法所得案件的审理 
    一、违法所得案件的审判管辖 
    二、违法所得案件的公告程序 
    三、利害关系人的参与 
    四、违法所得案件的审理方式 
    五、违法所得案件的审理结果 
    六、对裁决结果的上诉、抗诉 
    七、没收案件的终止审理 
八、没收案件的国家赔偿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的重点在于了解我国目前关于“没收案件程序”的专门法律规



2299 

定，包括刑事诉讼法中既有的以及其他法律中涉及的，着重思考在我国确立这诉讼程序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结合现有法律规定和已有法学理论研究及实证调查的积极成果，思考对这一程序的进一步

完善。 

作业：  

    没收程序的价值 
    没收程序的程序规范 
    没收程序的立法完善 
知识单元 25：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概述 
    强制医疗程序，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对不负刑事责任且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精神病人采取强制治疗
措施的特别诉讼程序。 
    此前，我国《刑法》及《人民警察法》对强制医疗有所规定，但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没有必要的
规范，实践中遇有精神病人引发的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的处置出现某种空白，也导致被害人的强烈

不满，亟须立法的考量。 
    需要明确的是，强制医疗程序的设立，对依法不负刑事诉讼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目的不
是为了解决刑事责任问题，而是为了审查是否对其采取强制医疗措施。     
    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84条规定，我国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对象应当同时具备以下三项条件； 
    一、前提条件 
    二、医学条件 
    三、社会危险性条件 
    强制医疗程序 
    一、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 
    二、有权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决定机关 
    三、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 
    1、审判组织 
    2、告知程序 
    3、法律援助 
    4、审理方式 
    5、审理程序 
    6、审理期限 
    7、对强制医疗决定的复议 
    强制医疗的复查和监督 
    一、定期复查制度 
    二、解除强制医疗的决定机构 
    三、申请解除强制医疗权 
    四、对解除强制医疗意见和解除强制医疗申请的处理 
五、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的监督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的重点在于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强制医疗程序专门法律

规定，着重思考在我国这一诉讼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查阅参考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定，思

考立法的完善。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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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制医疗程序的意义 
    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 
    强制医疗程序的立法完善 
知识单元 26：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与司法协助制度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概念“涉外”包括三类情形：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外国人犯
罪或者我国公民侵犯外国人合法权益的刑事案件；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符合《刑法》第
8条、第 10条给定情形的外国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和公民犯罪和中国公民犯罪的案件；3、符
合《刑法》第 9条规定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国际条约义务范围内行使管辖权的案件。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是一个特殊程序。 
    二、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 
    由于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性，各国均有专门或者特别的规定，我国目前尚未有独立、系统
的涉外刑事诉讼程序法，但刑事诉讼法中已有关于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原则规定，同时，结合其他

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司法解释、有关部门联合或分别发布的规定等，相信，伴随我国法制

发展的进程，有关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一定会不断规范。 

第二节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有原则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有原则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办理涉外刑事案件的基本准则，也是涉外刑事
案件的诉讼参与人进行诉讼活动的基本依据，鉴于涉外刑事诉讼的特点，在诉讼进行过程中，专门

机关除了必须遵循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外，还必须遵循以下五项特有的原则，它们是：

1、国家主权原则；2、诉讼权利和义务平等原则；3、信守国际条约原则；4、使用中国通用的语言
文字进行诉讼原则；5、指定或者委托中国律师参加诉讼原则。 

第三节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涉外刑事诉讼的程序方面，与前一节所述相同道理，综合我国关于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各种规
定，包括法律原则，参加或者缔结的国际条约，司法解释及有关的规章，需要特别提醒注意的内容

可以总结归纳如下： 
    被告人、被害人外国国籍的确认； 
    涉外刑事诉讼管辖；含立案管辖和审判管辖的内容 
    涉外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适用； 
    涉外刑事诉讼文书的送达； 
    涉外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 

第四节    刑事司法协助制度 

    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概念和意义 
    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概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7 条的规定，是指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
关之间，根据本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相互请求，代为进行某些刑事诉

讼行为的一项制度 
    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意义：1、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2、有利于加强我国与外国的刑事
司法合作，惩治国际性犯罪 
    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7 条的规定，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是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一般
而言，我国的司法机关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而外国则仅只法院。因而，从刑事诉讼协助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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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实际开展刑事司法协助的情况，目前我国进行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应当包括：1、我国人民法院
和外国法院；2、我国人民检察院和外国检察机关；3、我国公安机关和外国警察机关。有关此一项，
应当在学习中注意理解，仅从“司法机关”的字面，当然公安机关不是司法机关，无论中外皆如此，

如上，国外的司法机关仅指法院，我国在依据宪法等，检察院也在其中，但长期以来，我国公安机

关为打击犯罪，不断加强与国外（境外）警察机关的直接合作，成功展开有效的工作，因而在刑事

司法协助方面，对相关法律规定宜做广义理解 
    刑事司法协助的依据 
    应当明确，我国司法机关与外国司法机关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必须有明确的依据，否则不
得进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7条的规定，进行刑事司法协助的依据有两类：1、我国缔结或者参加
的国际条约；2、互惠原则 
    刑事司法协助的的内容 
    主要有六项内容：1、调查取证；2、送达文书；3、移交证据；4、通报诉讼结果；5、引渡；
犯罪情报信息的交流与合作 
    刑事司法协助的程序 
    我国司法机关请求外国司法机关提供司法协助的程序 
    外国司法机关请求我国司法机关提供司法协助的程序 
    我国《引渡法》规定的引渡程序（1）外国向我国请求引渡的程序；（2）我国向外国请求引渡
的程序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内容包括两部分，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与司法协助制度，它们也

由一定的联系，但不是相同的。通过本章的学习，可以了解目前我国涉外刑事诉讼的概念和基本内

容，还有我国在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相关规定和具体做法，开阔视野，促进对这两方面理论的研究

和实践的关注。 

作业：  

   1、涉外刑事诉讼程序及其适用 
    2、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研究 
知识单元 27：刑事赔偿程序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刑事赔偿程序概述 

    一、刑事赔偿程序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刑事赔偿程序是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
履行职务的过程中，违法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时，为确定国家赔偿责任

而设立的程序。 
    （二）意义： 
    1．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使无辜蒙冤者因刑事侵权所遭受的损害得到赔偿，错案得以彻底纠正； 
    2．有利于制约滥用侦查、起诉、审判和监狱管理权，对促进严格执法、预防和减少错案的发
生发挥着前车之鉴的作用； 
    3．有利于化解消极因素，维护和促进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 
    二、国外刑事赔偿制度简介 
    刑事赔偿制度，作为国家赔偿制度的一部分，是随着近代民主和人权运动的兴起而出现和发展
起来的。 
    三、我国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 
    我国社会主义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经历了一条不断探索，逐步发展和完善的道路。1994年 5
月 12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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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标志着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正式建立，刑事赔偿制度也进入了法律化、规范化阶段。 

第二节    刑事赔偿的范围 

    一、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 
    （一）国家承担刑事赔偿责任的一般条件 
    1．必须有损害事实存在 
    2．刑事损害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 
    3．受害人的损失，是由行使侦查、检察、审判和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国
家权力的过程中出现错误造成的 
    4．受害人本身没有过错 
    （二）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 
    1．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 
    2．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 
    3．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 
    4．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
亡的； 
    5．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三）财产损害赔偿的范围 
    1．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 
    2．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 
    二、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 
    （一）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 
    （二）依照刑法第 16、18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 
    （三）依照刑事诉讼法第 15条的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 
    （四）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五）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第三节    刑事赔偿的程序 

    一、刑事赔偿请求的提起 
    （一）刑事赔偿请求权人 
    （二）刑事赔偿请求的方式 
    （三）刑事赔偿请求的时效 
    二、刑事赔偿义务机关 
    三、赔偿请求的受理和处理 
    四、刑事赔偿的方式和计算标准 

（一）赔偿方式 
（二）计算标准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国家赔偿和刑事赔偿的法律基本规定，认识刑事赔偿的重要意

义，掌握赔偿与不予赔偿各自的范围。 

作业：复习与思考 

    1、刑事赔偿的重要意义 
    2、刑事赔偿的范围 
    3．刑事赔偿的立法完善 
知识单元 28：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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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国际公约与刑事诉讼概述 

    一、国际公约与刑事诉讼 
    （一）国际公约的概念和发展轨迹 
    （二）国际人权法体系与联合国刑事诉讼诉讼国际准则 
    二、国际人权公约与国内法的关系 
    （一）国际法实施于国内法的模式 
    （二）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人权公约情况及与国内法的衔接 

第二节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 

    在国际人权体系当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迄今最为集中
和全面规定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准则的国际文件，我国于 1998 年签署了该公约，正在等待立法机
关的批准，我国的国际表态政府是正在积极研究，一旦条件成熟就将履行批准《公约》的法律程序。

它所确立的刑事诉讼准则有： 
    一、权利平等原则 
    二、司法补救 
    三、生命权的程序保障 
    四、禁止酷刑活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五、人身自由和安全程序的保障 
    六、对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或尊重人格尊严的待遇 
    七、审判独立、公正、公开 
    八、无罪推定 
    九、辩护权、获得法律援助权 
    十、反对强迫自证其罪 
    十一、复审权 
    十二、对未成年人的特别保障 
    十三、刑事赔偿 
    十四、一事不再理 

第三节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反腐败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 

    一、《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反腐败国际公约》概况 
    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反腐败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 
    （一）我国已经签署了上述两公约，其中已经批准了《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对《反腐
败国际公约》正在积极研究，如何使我国刑事诉讼法与公约产生很好的衔接，亟待认真研究，当然

还应当注意到彼此的差异 
    （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反腐败国际公约》对许多问题的规定是一致的，其中
涉及刑事诉讼有关具体制度的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特殊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 
    2、对证人和被害人等的保护 
    3、高科技手段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4、特殊侦查措施的运用 
    5、特殊案件证明标准的降低 
    6、特殊情况下对腐败犯罪所得资产直接没收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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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对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反腐败国际公约》的
学习，了解此两个公约，进而认识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我国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加深对《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全面认知和正确理解，并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研究     
作业： 

    1、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2、《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 
    3、《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 

（二）实践教学 4学时 

实验 1：模拟法庭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 

某杀人案审判 

1、预习要求：事先阅读教材中关于庭审程序的论述，充分理解庭审的各个环节；充分熟悉将

要模拟的案例。 

2、实验目的：准确理解审理的过程，了解审理的过程和特点。 

3、实验内容和要求：模拟一次完整的法庭审理。 

4、实验学时：4课时。 

5、教师点评：最后由教师对学生的表现进行点评，指出优点和存在的不足，并对审判程序进

行整体的评价。 

实验要求： 

1、通过模拟审判，更加深入地了解刑事诉讼的特点。 

2、由教师提供一个案例，由学生扮演法官和控辩双方，模拟审判的过程。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第一章概论 
第二章刑事诉讼的历史发展 

4  

2 第三章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 4  
3 第四章诉讼参与人 4  
4 第五章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4  

5 
第六章管辖 
第七章回避 

4  

6 第八章辩护与代理 4  
7 第十二章强制措施（一） 4  

8 
第十二章强制措施（二） 
第十三章附带民事诉讼 

4  

9 
第十四章期间与送达 
第十五章刑事诉讼的中止和终止 

4  

10 
第十六章立案 
第十七章侦查 

4  

11 第十八章起诉 4  
12 第十九章第一审程序 4  
13 模拟法庭 4  

14 
第二十章第二审程序 
第二十一章死刑复核程序 
第二十二章审判监督程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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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第二十三章执行 4  

16 

第二十四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第二十五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第二十六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

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第二十七章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

制医疗程序 

4  

    说明： 
    1、本进度表为基本要求，具体授课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情况适当调整。 
    2、教材中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为“证据”部分，根据学校课程设置规范，在刑事诉讼
法课程中证据理论不做具体讲授，由相关的选修课程承担，但《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证据的条文规

定和在其他章节中涉及的内容应当掌握；建议学生在本门必修课程学习完成之后，选修证据学课程。 
    3、教材中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第三十一章的内容，是本门课程的有机组成
部分，鉴于课堂授课时数的限制，不作具体讲授，供学生课外自主学习。 
四、说明：     

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学习本课程后，建议选修《证据学》，二者是有机的统一体，证据学理论在刑事诉讼法学中占
有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地位，没有证据支撑的程序进行是没有意义的。     
课程学重点与难点： 

    已在各章的教学目的中阐述，具体在章节中体现。     
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课堂讲授为主要课程展开手段，重点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立法思想及法典规定进行阐述，
帮助学生掌握我国法律规范的内容和实质，讲授过程中适当穿插典型案例说明；通过模拟法庭的进

行作为教学辅助手段，帮助学生掌握刑事诉讼基本程序的进程。     
    实践教学环境：具备模拟法庭进行环境的教室和可以演示、播放视频的必要设备。     
    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学生可以根据本课程的进度要求，结合课程讲授及推荐参阅的
文献、资料自主安排，包括前往法院观摩庭审。     
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考试为总成绩的 100％。 
作业要求： 

    每一章的课程主要内容提示后，都有相关的思考题，学生可以据此进行必要的延伸阅读，对课
堂讲授内容加深理解，对有关理论问题展开进一步拓展性研究。 
    如果能够通过学年论文或毕业论文进行更为详尽、深入的思考，进而对我国立法、司法的完善
提出建设性见解是值得提倡的。     
教材选用说明： 

    本课程推荐的教材均为我国 2012 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后新编撰、修订的，对我国刑事诉讼
法律规范及相关理论、实务有比较概括、全面、准确的介绍，参编或著述者皆为刑事诉讼法学界专

家、学者，且有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教材适合本科学生用。此外，我们还推荐了其他一些比较有

代表性的著作或论文，供学生在学习中参阅。 
    本教学大纲以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第五版）（“面向 21世纪课程教材”系列“全国高等
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北京高能教育经典教材，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 6月版，2014年 3月第 3次印刷）为对
照蓝本。关于“拓展阅读”内容，我们仅提供一个简单的“引子”，并不是一个完整的阅读书目，

一是考虑到我国法律图书的出版速度惊人，总是不可能完全做到实时跟进；二是相信同学们能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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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进行探究式学习，主动阅读，积极进取，自由游弋在知识的海洋里；三是没有加入专业论文的目

录，因为学校提供了网络查阅学习的条件；四是基本不含译著或比较性研究的著述，期待同学们在

我们能够提供的平台基础上自己或纵深或广阔地有所追求；五是暂时未将外文资料列入；最后，希

望同学们在学习中注意到书目内容对于前后有关章节的相互照应，大纲中就尽量不再重复罗列。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 6月版。     
    2、刘玫主编：《刑事诉讼法》（第二版），中国政法法学出版社 2014年 9月版。     
    3、郑旭著：《刑事诉讼法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 1月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卞建林、[加]杨诚主编：《刑事正当程序研究法理与案例》，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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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证据法学 
Criminal Evidence Law 

课程号：70402001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研究我国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2、对比其他国

家的与之对应的规定，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向学生系统讲授我国证据制度的基本内容，掌握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

并分析其优缺点，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提出理论上的建议。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 30学时 

知识单元 1：证据法学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证据法学的概念及其研究对象 

一、证据法学的概念 

1、证据法：是指规定证据的提出与采纳、证明责任和标准、证人特权以及免证事实等问题的

法律规范。 

2、立法体例：无单独证据立法，散见于三大诉讼法证据章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如《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简称《高法刑诉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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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高法院关于行政、民事证据的单行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

解释》的证据部分（下简称《民诉证据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下简称《行诉证据规则》） 

4、学者们的主张和立法部门的态度 

二、证据法学的名称 

1、我国证据法学的范围。我国证据法学范围比较宽泛，与美国相比较，包括：美国证据学课

程的内容；美国宪法刑事诉讼的内容（如第五修正案、第四修正案）；美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如

证据开示）；美国刑法的某些内容（如侦查陷阱）。 

2、我国证据法学的学科现状。 

第二节  证据法学的内容 

一、证据可采性 

二、宪法刑事诉讼的限制 

三、诉讼法中与证据相关问题的规定 

四、少量的对证据证明力的限制 

五、实践中对证据收集、判断以及在法庭上查证的具体方法 

第三节  证据法的两个基本原则 

一、证据裁判主义 

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依靠证据。也可以表达为：除证据外不得推定犯罪事实。但是，存在例外，

即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都存在的免证事实（详见“证明对象”一章中的论述）。 

二、自由心证 

自由心证，又称“内心确信”，是指法律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作预先规定而由法官在审理案件中

加以自由判断的证据制度。 

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率先规定，意大利、德国、日本采纳。 

《法国刑事诉讼法》第 353条：法律并不考虑法官通过何种途径达成内心确信；法律并不要求

他们必须追求充分和足够的证据；法律只要求他们心平气和、精神集中，凭自己的诚实和良心，依

靠自己的理智，根据有罪证据和辩护理由，形成印象，作出判断。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

是否已形成内心确信？这是他们的全部职责所在。 

自由心证制度的主要内容：1、证据的证明力完全由法官凭自己的理性和良知自由加以判断；2、

法官对案情的认定，必须在自己内心形成确信。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证据法学的范围。了解证据法中的证据裁判原则和自由心证原

则。重点思考诉讼中的真实查明任务。 

作业： 
1、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是否有相同的证据规则和原理？ 

2、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是不是共同的要求？ 

3、自由心证是否要求法官根据本案证据得出心证？有人认为，自由心证就是法官随意判案。

你是否同意？ 

4、法官达成心证，是否要求心证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有人认为客观真实是不可能达到的，

你如何认识？ 

5、自由心证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证据制度，你如何评价？ 

6、我国是否应当引入自由心证的原则？ 

7、证据法的两大原则是证据裁判和自由心证，在我国是否也是如此？ 

知识单元 2：外国主要证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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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神示证据制度 

1、证据制度：法律规定或确认的关于诉讼中的证据的含义和种类、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

明要求和标准，以及如何收集、审查判断证据，如何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各种原则、规则等的

总称。 

2、神示证据制度：根据神的启示来判断诉讼中的是非曲直。诅誓；水审和火审；决斗；卜筮；

十字形证明。 

第二节 法定证据制度 

法定证据制度：又称形式证据制度，其主要内容是，一切证据的证明力的大小，以及对它们的

取舍和运用，都由法律预先明文加以规定，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不得自由评断和取舍。盛行于中

世纪后期的欧洲大陆地区，16－18世纪最为发达。1532年《加洛林纳法典》。与纠问式诉讼相联系。 

法定证据制度的主要内容：自白被认为是最完善的证据；证人证言：两个典型证人证言为完全

的证据；按多数人的证言判断案情；男人、学者、显要、僧侣证言优先。 

第三节 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 

一、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制度的历史背景 

地域范围：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对抗制诉讼以及陪审团审判 

不规定证据的证明力问题，重在可采性 （admissibility） 

二、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制度的主要内容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的结构是：一般规定；司法认知；推定（证明责任）；相关性；特权；

证人；意见证据和专家证言；传闻；真品性验证和辨认；书证、录制品和照片的内容。 

第四节 前苏联的内心确信证据制度 

苏联的内心确信证据制度：在苏维埃刑事诉讼中，法院依据案件一切情节的总和，加以审查，

在进行证据的判断及决定哪些证据是符合其见解、哪些证据得不采纳甚至不视为证据，由审判员自

由加以评定，并根据由此形成的确信对案件进行裁判。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自由心证证据制度、英美法证

据制度、苏联内心确信证据制度。重点思考证据的证明力能否通过法律预先规定的形式予以确定。 

作业 
1、神示证据制度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我国历史上是否存在？ 

2、如何评价神示证据制度？ 

3、法定证据制度与神示证据制度的根本区别何在？ 

4、随着英美证据规则的引入，很多学者主张借鉴其内容来丰富我国证据法。你认为如何？ 

5、ICTY的证据规则采取了两大法系折衷的办法，即：注重事实的查明，忽视技术性证据规则；

吸取两大法系证据法中的合理内容；注重真实查明和诉讼效率的兼顾。你认为这是否是中国证据法

的发展方向？ 

6、英美证据法的程序功能是什么？ 

知识单元 3：中国古代证据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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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奴隶社会的证据制度 

允许刑讯；师听五辞：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疑罪从赎。 

第二节 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 

一、证据种类 

1、被告人口供。“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罪从供定，犯供最关紧要。” 

2、原告人陈述。被害人或者第三人。 

3、证人证言。“据众证定罪”、“亲亲得相首匿” 

4、勘验笔录。宋慈的《洗冤集录》。 

5、物证、书证。“赃状露验” 

二、取证方式 

刑讯合法化。对象包括被告人、原告人、证人。 

1、刑讯的条件。2、刑讯的工具。3、刑讯的施行。4、不许刑讯的对象。 

三、证据的审查判断 

1、五声听狱讼。 

2、对质。 

3、刑讯。 

四、疑罪的处理 

疑罪唯轻，实行有罪推定。 

第三节 旧中国证据制度的近代转型 

三个阶段：萌芽时期：清末变法。初步形成时期：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形成时期：国民党

1928年和 1935年刑事诉讼法，基本上实现了证据法的现代化改造。 

第四节 新中国证据制度 

一、创立与发展 

1949年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消灭法学教育、法官和律师，彻底进入无法无天的状态。 

1979年制定刑事诉讼法，深受前苏联理论与实践的影响。 

二、新中国证据制度的特点 

1、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 

2、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不轻信口供。 

3、查明客观真实。 

4、法院的依职权查证的责任。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特别是刑讯制度、亲亲得相首匿、尸体

勘验制度。了解我国目前证据制度的特点。重点思考中国古代实质正义的传统与现代根据举证责任

进行裁判的冲突。 

作业： 
1、我国古代有追求实体正义的传统，因此追求判决的客观公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如何看待这一民族传统文化？ 

2、近来有一起民事案件，主审法官依举证责任作出判决后，当事人自杀，后对该法官进行了

刑事起诉。对此事你如何评价？ 

知识单元 4：证据的概念和意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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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证据的概念和特征 

一、证据的概念 

制定法较少进行规定，古今中外众说纷纭。例如，证据：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用来证明

自己主张的一切事实或材料。 

学术界曾经存在的关于证据定义的争论：事实说；材料说；定案根据说；材料事实统一说。 

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证据的种类，即证据的表现形式。同时，“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

定案的依据”。定案根据的要素：1、必须被事实审理者确信为真实；2、必须是能够获得；3、不

被证据法的规定所排除。 

二、证据的基本特征 

历史上的三性说与两性说之争。相关性和可采性。 

1、关联性（相关性）。含义：是从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的相互关系方面来反映证据特征的，它

要解决的是客观事实可以作为证据的内在根据问题。通俗地说，就是证据对案件事实能够起到证明

作用。一般说来，关联性是一个逻辑问题，也就是说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用常识、理性就能解决。

但是，可能根据科技的发展而变化，例如弹道鉴定、指纹鉴定、DNA、测谎器等。但是，有时候是

政策性的选择，例如“强奸盾牌条款”则是基于女权主义的考虑。一般说来，相似事实和品格证据

不具有相关性。 

2、可采性。可采性解决是究竟哪些证据可以在法庭上提出、被事实的审理者看见和听见的问

题，也有人将其称为“证据能力”。证明力（weight）是指一项证据在事实的审理者心中的重量。

应当将可采性问题和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区分开来。可采性的价值。第一，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防

止争议点模糊和诉讼拖延。例如，相关性规则就是为了防止证据调查范围的无限扩大而设立的证据

可采性规则。第二，基于实体公正的考虑，防止可能不真实的证据进入法庭。比如排除传闻证据就

是因为传闻证据可能不可靠以及不能经过主询问和反询问来检查其真实性。第三，基于程序公正的

考虑，防止警察滥用权力，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例如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为了制

止警察用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法取证。因此，要求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证据必须具有可采性是实

现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的要求。 

第二节 证据的意义 

一、是查明案情的主要手段 

二、是当事人双方推进诉讼活动的必要条件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证据的概念。了解证据的相关性的要求。了解品格证据、习惯

证据的相关性。对相关证据的偏见效果的衡量。了解证据对于诉讼的重要性。重点思考证据可采性

与证明力的区别。 

作业 
1、现行刑事诉讼法采取的是事实说。“事实说”存在着什么问题？ 

2、我国对证据的定义是指整个诉讼过程中用以证明案件情况的材料，包括侦查、起诉和审判

阶段。英美则专指法庭审判，如对证人的定义，对证据的定义，对证明的定义。这说明了我国刑事

诉讼的什么重要特点？ 

3、如果你要提起一起诉讼，提出主张的时候必须提供什么来支持？ 

4、对于三性说和两性说的争论，你如何评价？ 

5、我国传统观点中使用的合法性，和英美法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什么区别？ 

6、证据是否是查明案件事实的唯一手段？如果不是，还有什么方法？ 

知识单元 5：非法证据排除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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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 

一、排除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系 

1、应当注意的是，有的学者将依照可采性予以排除的证据都称为“非法证据排除”，将不具

有可采性的证据都称为非法证据，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证据的排除规则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并不等同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于可采性的排除规则包括相关性规则、最

佳证据规则、传闻证据规则、普通证人的意见证据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等。一项证据被排除

并不一定是基于非法证据排除，可能根据其他关于证据可采性的规则被排除。 

2、非法证据排除的目的有两个模式：一个是美国模式，即其目的是在于限制国家权力，防止

法律实施机构，特别是警察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另一个是德国模式，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宪法

权利，特别是 fre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3、非法证据排除会带来一个重要的不利影响，就是不利于案件真实的查明。一项证据即使是

真实的，但是如果属于警察采用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收集的，不能在诉讼中作为证据提出。  

4、传统观点认为，只要是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都必须排除，而证据的合法性包括证据必须具

备法定形式、具有合法的来源等等，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形式的，不得采纳为证据。实际

上，这是对非法证据的一个误解。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并非就是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的目的

仅仅是为了限制警察权力、防止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因此只有当国家权力的行使者——警察违法行

使职权获得的证据才是非法证据。 

二、非法证据的范围 

1、刑事诉讼中的相关规定。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 54条规定了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 

1984年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5条规定：

“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已经确定系以酷刑引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

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  

2、民事诉讼中的相关规定。 

《民诉证据规则》：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

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3、行政诉讼中的相关规定。 

《行诉证据规则》第 55条 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合法性：（一）

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二）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三）是

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法情形。 

第 57条 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二）以

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三）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

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 

第 58条 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

事实的依据。 

第二节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联合国大会 1984年 12月 10日第 39/46号决议通过并开放供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5 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

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

据。”《刑事诉讼法》第 54 条规定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在《高法刑诉解释》、《人民检

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都进行了具体的解释。 

一、非法证据排除的确立对刑事诉讼的影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存在着一个价值权衡的问题。如果允许将非法取

得的证据作为定案根据，对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实现国家的刑罚权是有益的，但这样作是以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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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律所确立的秩序和侵犯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反过来，如果对非法证据予以排

除，又会阻碍对犯罪的查明和惩治。因此，一个国家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在多大程度

上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与该国的刑事诉讼的目的、主导价值观念、对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视程度等

因素都是相关的。 

二、我国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是否排除的规定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没有做出规定。我国宪法第 37条第 3款规定，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第 39 条规定，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由此可见，不受非法搜查是公民的宪法权

利，对于侵犯公民宪法权利而获得的证据如果予以采用，实际上就是对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行为的

默许和纵容，其危害的不仅仅是某个公民的隐私权，更是对宪法尊严的侵犯。也就是说，不排除非

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宪法的权威就的不到维护，司法公正就没有办法达到。 

第三节 沉默权 

一、沉默权的起源 

沉默权（right to silence）在某些法律文件中被称作反对自证其罪的特权（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其含义包括：1、不能强迫任何人作不利于己的陈述；2、任何人有权拒绝

陈述、保持沉默，并被告知这一权利，并不得作对其不利的推论；3、陈述只有在自愿并了解陈述

后果的情况下才可采。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4条 3款（庚）项规定：“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

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

强迫承认犯罪。” 

二、沉默权的保障机制 

1、讯问前的告知义务。美国的米兰达警告。英国 1994年以前的警告和 1994年之后的警告。 

2、讯问中的保障程序。供述必须在自愿和了解后果的情况下作出才可采；律师有权在讯问时

在场；不得采用损害其意志力、理解力的方法；羁押讯问分离；全程录像；等等。 

3、证据的排除规则。违反自愿性的供述不具有可采性。德国、意大利、日本也如此规定。 

4、无不利后果的裁判原则。不得因被追诉人保持沉默而作出对其不利的推论。 

英国 1994年 CJPOA的改革。 

三、沉默权与我国刑事诉讼 

2012 年刑事诉讼法规定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刑事诉讼法第 118 条

同时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与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显然是

矛盾的。我国规定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的义务，其立法理由是为了有利于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有

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1、主张沉默权的理由。诉讼公正的要求。反映了无罪推定原则对举证责任的要求。沉默权并

未成为打击犯罪的障碍。我国的侦查技术和手段可以确立沉默权。消除实践中的刑讯逼供现象。 

2、反对沉默权的理由。有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口供有着不可替代的证据价值。是量刑的酌

定情节。要求其回答并不意味着可以刑讯。我国不一定照搬外国立法，特别是英国的改革给我们重

新思考提供了契机。不利于打击犯罪，而我国目前犯罪率不断上升。是否确立沉默权应当根据各国

传统而定。 

四、我国应当引入沉默权以及具体设计 

有人主张，应当对现行刑诉法如实回答的规定进行改革，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理由

有以下几个方面：1、规定如实回答会导致一些不利的影响。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回答，

会导致公安司法机关过分依赖口供。2、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可以使我国的刑事诉讼制

度与有关的国际条约相一致。3、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有利于保障人权，有利于防止在刑

事诉讼中使用不正当手段取证的行为，防止警察滥用权力侵犯普通公民的自由、财产和隐私权。 

1、沉默权的具体设计。借鉴英国 1994年议会通过的《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中对沉默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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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对于被告人拒绝在审判中提供陈述的，控诉方可以对其在侦查、审判阶段保持沉默的做法进

行评价，或者援引其前后不一致的陈述来说明其陈述的虚假性，但不能强迫要求他必须回答控诉方

的问题。还应当注意的是，即使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负有一定的解

释和说明义务，如果被告人选择拒绝提供陈述，法庭也不能以此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唯一根据。 

2、沉默权的配套措施。在刑事诉讼中讯问时沉默权的告知，以及讯问时律师在场的权利。不

仅赋予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拒绝陈述的权利，而且要求在讯问前告知其沉默权，如果他决定放

弃沉默权而接受询问，则他的律师有权在讯问时在场。在确立了沉默权的西方国家，在对犯罪嫌疑

人进行讯问前，要告知其沉默权，以保证被追诉人的陈述是自愿的。 

3、沉默权的放弃。如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在了解供述的后果，完全自愿的情况下放弃

沉默权，则代表国家的公诉方可以获得更多的证据材料，对查明案件的实质真实，准确地实现惩罚

犯罪、保护无辜的任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4、如实供述的后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用自愿作有罪供述来换取较轻的量刑。由于犯

罪嫌疑人可能面临刑罚的惩罚，一般不愿意作有罪的自愿陈述。因此，法律上应当规定对其如实陈

述的鼓励措施，使犯罪嫌疑人在权衡全案的情况之后，作出是否愿意如实陈述的选择。 

第四节 毒树之果 

我国法律不要求排除毒树之果。对毒树之果是否应当予以排除，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加以排

除，是将保护被告人的权利高于对犯罪人追诉和惩治，不利于警察获得罪证，并且会削弱对犯罪的

控制；如果不加以排除，则不利于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保护的实现，不利于制止警察的非法取证。

结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利益权衡，以及我国在排除非法证据方面刚刚开始尝试，目前不强制要求排除。 

第五节 技术侦查措施获得的证据 

2012 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使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得的证据可以直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在司法

实践中，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检察院的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都在使用秘密侦查手段收集

犯罪证据，以增强打击犯罪的力度，更迅速、更准确地侦破案件。在侦查中使用秘密侦查手段是世

界各国普遍使用的侦查策略之一，但很多国家都是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秘密侦查手段的种类、

方法、令状的获得、令状的签发权限等进行规定，以防警察任意采用秘密侦查手段侵犯公民的隐私

权。显而易见，如果秘密侦查手段不能受到一定的制约，其对公民权利侵犯的程度要远远大于普通

的搜查和扣押，因为秘密侦查手段往往是采用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的，对公民权利侵犯的强度更深，

而且一般是该行为进行后被侵犯权利者还毫不知情。 

第六节 私人不正当获得的证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私人不正当获取的证据的可采性问题没有作出规定。在民事诉讼中，最高人

民法院 1995 年曾在司法解释中规定：“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

作为定案的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

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民诉证据规则》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

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条规定实际上废除了上述批复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不

得作为证据的规定，将应当排除的范围限制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和“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

范围内。2002年 7月公布的《行诉证据规则》第 58条作了相同的规定。 

第七节 侦查陷阱获得的证据 

所谓“侦查陷阱”（entrapment），或者叫“侦查诱饵”，就是侦查人员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查，

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但没有足以起诉的证据时，由警察经过化装制造条件，诱使犯罪者实

施犯罪行为，然后当场抓获的侦查方法。在犯罪侦查中使用“陷阱”或“诱饵”是一个颇有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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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极为有效的侦查手段，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种带有诱人犯罪性质的

不当侦查行为。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非法证据排除的含义。了解美国创设非法证据排除的历史背景

和原因。分析私人不正当取证的处理。分析我国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分析毒树之果的处理。

分析我国是否应当确立沉默权以及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实物证据是否应当排除。重点思考非法证

据排除的德国模式和美国模式，以及民事、行政诉讼中非法取证的处理。 

作业 

1、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你赞同美国模式还是德国模式？结合录音带案和日记案进行讨论。 

2、司法解释中“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含义是什么？法官是否可以看见和听见？起诉方是否

可以在法庭上提出？ 

3、在我国，未告知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而获得的供述是否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侦查阶段没有

会见律师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否具有可采性？ 

4、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证据，在我国是否应当排除？对于不排除的理由，学术界通常的观

点是因为非法获得并不影响其真实性，而且具有不可替代性。你认为如何？ 

5、非法证据的范围究竟应当如何确定？ 

6、我国目前刑事诉讼中对非法证据是如何规定的？学术界是如何定义非法证据的？目前司法

解释规定排除的范围是怎样的？ 

7、依照目前的司法解释，民事、行政诉讼中是否存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你的看法如何？ 

8、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目标是什么？ 

9、应如何解决传闻证据及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  

10、你对我国规定的如实回答如何评价？ 

11、如何解决口供的可靠性问题？  

12、对于以刑讯逼供为由的翻供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13、超期羁押的问题应当如何加以解决？  

14、如何解决民事、行政诉讼中以侵犯公民权利的方式获得的证据？ 

15、在刑事诉讼中公民私自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证据应当如何对待？ 

16、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在我国是否强制排除？是否包括证人和被害人？应当由谁来证明刑讯

等方法的存在或者不存在？      

知识单元 6：证据种类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证据种类概述 

一、证据种类的概念 

是指根据证据事实的表现形式，在法律上对证据所进行的分类。 

是否有必要规定证据种类？ 

二、我国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 

相同的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视听资料。 

刑事诉讼特有的：被害人陈述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侦查实验笔录 

行政诉讼法增加了现场笔录 

三、我国目前无法纳入证据种类的方法 

测谎器；警犬识别 

第二节 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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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证的概念和特征 

物证是指以其物质属性、外部特征、存在状况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物体或痕迹。物证与书证的

区别。常见的物证。 

二、物证的证明特点 

客观性较强，比较容易查实。对科学技术依赖较强。证明范围狭窄，需要和其他证据相结合。 

三、对物证原物的要求 

《高法刑诉解释》规定，收集、调取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只有在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时，才可以

是副本或者复制件。收集、调取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只有在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依法应当

返还被害人时，才可以拍摄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内容的照片、录像。书证的副本、复制件，物证

的照片、录像，只有经与原件、原物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明真实的，才具有与原件、原物同等的

证明力。制作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拍摄物证的照片、录像以及对有关证据录音时，制作人不得少

于二人。提供证据的副本、复制件及照片、音像制品应当附有关于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原件、原

物存放何处的说明，并由制作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三节 书证 

一、书证的概念和特点 

1、书证是指在诉讼以外形成的，并以文字、符号、图画等形式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

真实情况的书面文件或其他物体。 

2、特点：诉讼以外形成，与笔录相区别；以思想内容证明案件事实，与物证相区别；书面文

件，与视听资料相区别。 

二、书证的意义 

1、常见。例如合同书、欠条、传单。 

2、证明过程的直接性、确切性和简明性。 

3、检验、印证其他诉讼内形成的证据。 

三、书证的分类 

1、公文性书证与非公文性书证。 

2、依照制作书证时是否有特别要求，可分为一般书证与特别书证。 

3、依照书证的形成方法不同，可分为原本、正本、副本、节录本、影印本和译本。 

4、是否经过公证，分为公证书证与非公证书证。 

第四节 证人证言 

一、证人证言的概念 

1、是指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包括书面证词。 

2、证人的资格。了解案件情况的当事人以外的诉讼参与人；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

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证人应当是自然人。 

二、警察作证的问题 

对于警察应否出庭作证的问题，应区别对待。警察应当在以下几种情形下出庭提供证言： 

1、警察在现场目击犯罪事实的发生，或者当场抓获犯罪人的情况。 

2、警察实施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等活动，即便形成了笔录，也应当在庭审时就勘验、检

查、搜查、扣押等活动的进行过程提供证言，以便于当庭核实这些笔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Chain of 

custody 

3、当辩方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时，警察应当出庭提供证言，以证实没有刑讯逼供、没有

非法搜查等情形，如提出口供的获得是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愿、搜查是根据合法的搜查证

进行的等等。 

三、免证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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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各国刑事诉讼立法中，几乎都有拒绝作证权的规定。拒绝作证权是指公民在法定情况下

可拒绝充当证人或对某些问题拒绝陈述的权利。在英美法中，拒绝提供证言的权利被称为特权，享

有特权者可以拒绝提供证言或者阻止其他人对同一事项提供证明。 

1、免证特权的种类。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沉默权）；配偶、近亲属的拒绝作证权；职业特权

（医生、心理医生、记者、神父、律师）；公务特权（公务员、议员、高级官员）。 

2、特权的理论基础。有美国学者认为，虽然欧洲大陆的法律思想可能会认为至少某些特权是

与正确地查明事实这一目标相一致的，因为这些特权有助于防止伪证，但是英美法学家的分析一般

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承认这些特权构成了在诉讼中查明事实的一个不断的阻碍。假设这个前

提是成立的，这就没有争议地证明了，对人类的自由来说，存在比准确地司法更为重要的东西。这

其中之一就是在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人们有不被政府干扰的权利。 

3、在我国是否确立证人特权。  

四、证人证言的特点 

1、就感知的事实进行陈述，不是他对事实的推断和分析判断意见。《民诉证据规则》规定，出

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证人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的语

言。《行诉证据规则》第 46条规定，证人应当陈述其亲历的具体事实。证人根据其经历所作的判断、

推测或者评论，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2、善意的证人也可能提供不真实的证言。多种实验表明证人感知的事实的不完整性和不准确性。 

3、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一般比较客观，比当事人陈述的真实性、可靠性强。 

五、证人证言的分类 

1、有利害关系的证人与没有利害关系的证人。 

2、完全行为能力的证人和限制行为能力的证人。 

第五节 被害人陈述 

一、被害人陈述的概念 

是指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就其受害情况和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 

二、被害人陈述的分类 

1、自然人的陈述和单位的陈述。 

2、与犯罪嫌疑人有直接接触和无直接接触的被害人陈述。 

3、完全、限制和无行为能力的被害人陈述。 

4、有过错的被害人和无过错的被害人陈述。 

三、被害人陈述的特点 

1、可能最直接和形象地证明案件事实。 

2、由于与案件事实和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陈述虚伪的可能性较大。 

3、误证，由于精神、心理原因错误作证。 

4、诬告陷害（伪称强奸，自伤伪称他伤）。 

第六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概念 

是指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及其他与处理案件有关的事实向办案人员所作

的陈述，俗称口供。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特点 

1、对是否实施了犯罪最为清楚。 

2、虚假的可能性最大。 

3、真假混杂。 

4、反复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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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口供的分类 

1、单犯口供和共犯口供。（攻守同盟；推卸责任；讯问技巧－－同案犯已经招供） 

2、单位口供与个人犯罪的口供。（夸大单位的责任而推脱个人的责任） 

3、有罪的供述和无罪、罪轻的辩解 

四、单位犯罪主体的陈述 

1、单位主要负责人的陈述；直接责任人的陈述；具体工作人员的陈述。第三种属于证人证言。 

2、单位法定代表人应当出庭；如果与是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由单位的其他负

责人作为诉讼代表人出庭。 

五、与口供有关的几个问题 

1、沉默权问题与律师在场问题。 

2、刑讯逼供问题，参考排除刑讯获得的言词证据；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 

3、仅凭口供不能定案。（口供补强规则） 

第七节 当事人陈述 

一、概念 

1、是指民事、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就有关案件事实向人民法院所作的叙述和承认。 

2、刑事附带民事当事人的陈述属于当事人陈述。 

3、仅限于对事实的陈述才是证据。 

4、特点：虚伪性、复杂性、反复性。 

二、分类 

1、是否有关事实的陈述 

2、书面和口头 

3、确认、否认和承认 

三、当事人承认 

1、概念：是指民事、行政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承认对方当事人提出的不利于己的事实的真实

性和诉讼请求的合理性的口头或书面认可。 

2、分类：诉讼中的承认和诉讼外的承认（后者不免除）。明示的承认和默示的承认（《民诉证

据规则》规定可以免除）。 

3、效力：免除当事人举证责任。 

4、条件：须是诉讼中的承认；须是对案件事实和诉讼主张的承认；可以是明示的承认或者默

示的承认（参看《民诉证据规则》，实际上是承认了默示的承认）；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威胁、引诱、

欺诈（如果有证据证明是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作出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举证责任。）；不损

害国家社会利益，不违背法律 

5、承认后的反悔。对反悔的理由举证。 

四、当事人陈述的意义 

有利于迅速确定案件事实。 

五、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认罪的后果 

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简易程序，适用于基层法院审理的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案件。条件：

被告人在诉讼中（法庭审理中）自愿认罪，同意适用这种程序审理，知悉认罪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

特定案件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不适用简易程序。 

审理程序的特点：1、证据核实简化，控辩双方对无异议的证据，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所证

明的事项作出说明。2、法庭辩论主要围绕确定罪名和量刑进行。3、一般当庭宣判。 

第八节 鉴定意见 

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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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指接受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或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聘请的鉴定人，对案件中的专门

性问题进行鉴定后所作的书面意见。三大诉讼中都存在这一证据种类。 

2、鉴定人的条件：与本案无牵连；没有其他身份；不是司法工作人员；具有专门知识的自然人。 

3、我国鉴定人与证人的区别。证人提供的是事实；鉴定人提供的是意见。不存在回避问题；

属于应当回避的范围。没有专门知识；必须具有专门知识。不可更换；可以更换。对案件事实的了

解是在诉讼开始之前；诉讼开始之后才了解。不能阅卷，不能协商；可以阅览案卷，几个鉴定人可

以互相讨论。 

二、鉴定意见的特点 

1、客观性强，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美国的费用补偿对专家证人的影响） 

2、是意见而非事实 

3、证明力高于其他证据 

4、也有不实的可能 

三、分类 

1、按问题分，可以分为法医与医学鉴定、精神病鉴定、毒物鉴定、物品鉴定、笔迹鉴定、痕

迹鉴定、会计鉴定、交通肇事鉴定、一般技术鉴定。 

2、一般鉴定和特别鉴定（假币、淫秽物品） 

四、新兴科学 

DNA；声纹鉴定；测谎器（polygraph）；指纹数据库 

五、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1、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

部门依照本决定的规定，负责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名册编制和公告。 

2、侦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

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得设立鉴定机构。 

3、在诉讼中，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拒

绝出庭作证情节严重的，撤销登记。 

六、当事人申请鉴定和法院依职权决定鉴定 

1、法院在证据保全时可以采用鉴定的方法。 

2、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对需要鉴定事项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如果不

申请，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3、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由双方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的，法院指定。 

4、申请重新鉴定的条件: 对法院委托的鉴定，必须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不具备

鉴定资格；程序违法；依据不足；其他等情形。对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的，只要有证据足以反驳。 

七、鉴定意见的审查 

1、审查内容：委托人的姓名和鉴定的内容；材料；鉴定的依据；鉴定过程；明确的鉴定意见；

鉴定资格；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签名盖章。 

2、证明力特点：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意见，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

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 

第九节 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笔录和现场笔录 

一、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笔录 

1、勘验笔录，是指对与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或者尸体，由特定专门机关的办案人员依其职

权和法定程序，进行勘查、检验而做的客观记载。 

2、检查笔录，是指办案人员为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

生理状态而对他们的人身进行检查和观察而做的客观记载。 

3、辨认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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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侦查实验笔录。 

特点：客观性较强；反映内容比较全面；记录手段多样。 

意义：独立证据种类；发现、收集、固定证据的重要方法；是揭示证据证明力的重要方法。 

二、现场笔录 

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对现场情况所作的笔录。如交通违章

案件进行处罚的现场笔录。 

特点：主体；现场；事实和过程；文字为主。 

第十节 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一、概念 

是指以录音、录像机以及计算机等高科技设备记录并显示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三大诉讼都存在 

具体表现：秘密或者公开的录音录像资料；电子邮件；录音遗嘱；电话打入打出的记录；电子

商务；电子结帐…… 

二、视听资料的特点 

生成和显示时依赖高科技设备。客观性强。易毁灭和删改，且不留痕迹。形象和生动、连续、

逼真，信息容量较大 

三、视听资料的作用 

某些视听资料可以单独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 

证明侦查过程中询问、讯问合法。 

四、视听资料的分类 

录音资料、录像资料和电子数据 

诉讼外的资料和诉讼中的资料（如讯问时的录像） 

原件与复制件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物证的概念和特点。分析物证的提出——证据的保管锁链。了

解书证的概念和分类。分析书证的最佳证据规则。了解证人证言的概念、证人资格。分析警察作证

的问题。了解对证人的询问、证人出庭的规定，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了解民事、行政诉讼中当事

人陈述的后果。了解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后果。了解我国关于鉴定意见和专家证人的规定。

重点思考我国是否应当确立证人特权，以及被告人自愿认罪是否应当省略对事实问题的审理。 

作业 

1、证据种类与证据分类有何区别？ 

2、司法认知和推定是不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那么，司法认知是否应当作为证据的

一种？ 

3、我国将人的陈述划分为四种，这和美国法统一将之视为证人证言相比，有何优缺点？ 

4、在我国，书证的副本是否具有可采性？如果可以提出，那么条件是什么？以上的规定是否

就是最佳证据规则？物证能否提出照片、录像？ 

5、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上有什么特点？法律依据是什么？ 

6、哪些书证是原件，哪些是非原件？ 

7、我国对证人资格做了哪些方面的规定？ 

8、我国是否已经确立了“意见证据规则”？ 

9、被害人是否要在法庭上接受各方的询问？ 

10、我国法律对口供的证明力有何特殊规定？ 

11、依据《鉴定问题的决定》，哪些机关不能设立鉴定部门？对公安、检察的鉴定部门，有什

么样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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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测谎器的结果能否作为证据使用？ 

知识单元 7：证据的分类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证据分类概述 

一、证据分类的概念 

是指对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各种法定证据种类的诉讼证据，根据其自身的特点，从不同角度，按

照不同的标准，在理论上将其划分为若干不同的类别。 

分类的特点： 

1、对象限于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 

2、从不同的角度分类（种类的划分标准是单一的） 

3、理论上的分类（种类是法定的）（但民诉、行诉证据规则规定了原始证据优于传来证据、直

接证据优于间接证据） 

二、证据分类与证据种类的联系和区别 

1、种类是法定的，分类是学理上的。 

2、种类是根据证据的表现形式，而分类的划分依据则多样。 

3、种类对证据特性的表现比较单一，分类从不同角度审视证据的特性。 

三、证据分类的意义 

有助于研究分析各类证据的特点。 

有利于指导司法实践。 

第二节 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 

一、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的划分依据 

1、划分依据是根据证据的来源，是否经过了传抄、复制、转述，与是否由司法人员亲手搜集

无关。 

2、第一来源不仅仅限于案件事实。 

3、传来证据与传闻证据 

二、最佳证据规则 

英美法对非原件、原物和未出席法庭的人的陈述的限制主要是最佳证据规则（best evidence 

rule）和传闻证据规则（the rule against hearsay）。最佳证据规则就是要求书证必须提供原件，

复制件只有在原件提出确有困难的情况下才具有可采性。我国目前的法律已经确认了这个规则，但

范围比较宽，包括实物证据。我国的规则可以称之为原始证据优先规则。 

三、传闻证据规则 

传闻证据（hearsay）是英美法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其定义是，一个人的法庭外陈述被用来

证明案件事实。原则上传闻证据不可采，依照反对传闻证据的规则予以排除。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

八章规定了传闻证据。 

我国法律对传闻证据并不排斥。例如，其他人听到的被告人的法庭外陈述，也可以被用作证明

案件事实的依据。 

法庭外的证人证言笔录属于传闻证据。因为原始陈述者并没有出庭接受当事人各方的询问。 

反对传闻证据的理由。其理由主要有三个方面：有转述不准确的危险；没有宣誓；无法接受控

辩双方的主询问和反询问。其中最主要的是为了保障控辩双方对证言进行质疑的机会。 

四、原始证据的特点和运用规则 

1、不存在因传播环节而失真的可能（但言词证据本身也可能不实） 

2、原始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传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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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传来证据的特点 

1、证明价值随着中间环节的增加而减弱。 

2、不同的传播方式对其影响不同。 

3、作用：可据以发现和收集原始证据；可据以审查验证原始证据；可与其他证据相印证；查

证属实的传来证据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六、传来证据的运用规则 

1、没有查明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2、必须经过查证核实 

3、尽量用传播环节少的证据 

4、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下，才可以查证属实的传来证据定案 

第三节 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 

一、划分依据 

1、根据其表现形式。凡是以人的陈述为表现形式的诉讼证据都是言词证据。证人证言、被害

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当事人陈述和鉴定意见都是言词证据。凡是表现为一定

实物的证据叫做实物证据。物证、书证；勘验、检查笔录，现场笔录；视听资料都是实物证据。 

2、需要特别注意，鉴定意见属于言词证据，勘验、检查笔录属于实物证据。 

二、言词证据的特点 

关联性明显，形象、生动，直接证明案件事实 

陈述人可能主动提供 

受是否愿意如实陈述、感知、记忆、表达的影响 

三、言词证据的运用规则 

1、严禁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 

2、审查是否故意伪证，是否受到贿买、威胁，是否误证。 

3、要求亲自出席法庭提供陈述，并接受各方的询问。 

四、实物证据的特点 

1、不受人的影响，较为客观、可靠。 

2、只是一个侧面，需要推理 

3、依赖于人类的认识能力 

五、实物证据的运用规则 

1、必须注意与言词证据相结合 

2、必要时进行辨认和科学鉴定 

第四节 有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与不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本证和反证 

一、有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和不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 

1、划分依据：证据的证明作用。有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凡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

罪、罪轻以及应当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证据。不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凡能证明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以及应予从重处罚的证据。有的教材划分为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控

诉证据和辩护证据。 

2、划分的意义。有助于指导司法人员全面收集证据。刑诉法第 43 条规定“收集能够证实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第 89条规定“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

重的证据材料。”有助于辩护律师正确履行辩护职能。除非重大犯罪预谋，律师不得揭发被追诉人。 

二、本证与反证 

划分标准：民事、行政诉讼中按照诉讼证据证明作用方向的不同。凡能证明负举证责任的当事

人一方所主张事实成立的证据，为本证。凡证明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一方所主张事实不能成立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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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为反证。 

第五节 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一、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划分依据 

1、划分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直接证据：凡能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

事实的证据。间接证据：凡不能单独直接证明、而需要和其他证据结合起来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

的证据。主要事实：刑事诉讼中是指两个方面，犯罪行为确已发生和是被追诉人所为。 

2、刑事诉讼中可以分为肯定有罪直接证据和否定有罪直接证据。肯定有罪直接证据必须能够

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两个方面，而否定有罪的直接证据只要求能够单独直接证明犯罪行为没有发生

或者该行为确非被追诉人所为任何一个方面。 

二、直接证据的特点 

1、揭示的事实内容与案件的主要事实重合，因而不需要推理，不需要和其他证据相结合。2、

多为言词证据，虚假和误证的可能性大。 

三、直接证据的运用规则 

1、不同的直接证据证明范围不同；2、不能仅仅靠一个直接证据定案，需要其他证据印证。仅

凭口供不能定案，要注意对口供的审查。 

四、间接证据的特点 

只有与其他证据相结合并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 

五、间接证据的作用 

1、确定侦查方向，比如指纹、脚印；2、发现直接证据的线索；3、查证直接证据；4、支持直

接证据；5、没有直接证据，仅凭间接证据也可以定案。 

六、完全依靠间接证据定案的规则： 

1、客观性；2、关联性；3、不矛盾性；4、完整的证明体系；5、排他性。 

第六节 证明力强的证据与证明力弱的证据 

一、划分依据 

以证明力大小为划分标准。证明力强的证据：证明作用比较大的证据。证明力弱的证据：证明

作用比较小的证据。指多个证据对同一证明对象证明的可靠性、可信度和充分性而言。 

二、现行法律规定 

《民诉证据规则》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二）物证、档案、鉴定意

见、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三）

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五）证人提供

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  

《行诉证据规则》第 63条的规定与此大体相同。 

第七节 主证据与补强证据 

一、划分依据 

1、能否对案件主要事实起主要的证明作用和一方对另一方有担保依赖关系。 

2、主证据：是指基于证据本身的特殊性质，需要与其他证据增强或者担保其证明力方得作为

认定案件主要事实主要根据的证据。 

主证据的两个特点：具有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主要证明价值。例如口供。基于本身的特殊性质，

为了确保其真实性，需要其他证据予以补充，担保其证明力。 

3、补强证据，是指为了增强、担保主证据的证明力而提出的诉讼证据。两个特点：作用是担

保主证据的证明力；也是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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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英美法要求补强的证据。日本法要求补强的证据。台湾法要求补强的证据。 

二、我国法律要求补强的证据 

刑事诉讼法第 53 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

罚。这一规定实际上就是要求对口供进行补强，口供必须有补强证据才能据以定案。  

《民诉证据规则》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未成年人所作的

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

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无正当理

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行诉证据规则》第 71条 的规定与此大体相同。 

三、补强证据的一般运用规则 

1、补强证据应当来自不同的来源。如被告人法庭外的自白和庭审中的自白，就不能作为补强

证据。 

2、应当具有共同的证明对象。如未成年人目睹犯罪事实与被告人供述相互补强。 

3、补强证据不能由增强可信性的证据来取代。 

4、补强证据应达到一定的充分性。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了解证据分类和证据种类的区别。了解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原

始证据与传来证据、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主证据和补强证据的划分。重点

思考我国是否应当确立传闻证据规则。 

作业 

1、学位证书的复印件是原始证据还是传来证据？ 

2、证人甲看到张三杀李四，回家告诉了父亲乙。乙向法庭的陈述是原始证据还是传来证据？ 

3、证人甲向侦查人员提供了陈述，但没有出庭。公诉人宣读了甲的证言笔录，是否属于传来

证据？是否属于传闻证据？ 

4、刑诉法解释、民事证据规则和行政证据规则规定了证人可以不出庭的情形。你认为范围是

否合适？ 

5、司法实践中证人证言笔录较多使用，这样有什么不利的影响？ 

6、如果一个证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不出庭的情形，但是也不出庭作证，法院有什么办法？ 

7、按照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仅凭口供不能定案这一规则是否适用于被害人陈述？你是如何

看待的？ 

8、民诉证据规则、行诉证据规则关于口供以外的证据要求补强的规定是否应当适用于刑事诉讼？ 

9、有人认为，“孤证不能定案”，并且要求写入证据法。你的看法如何？ 

10、你认为补强证据应当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与主证据结合能够证明案件事实，还是不考虑

主证据就足以证明案件事实？ 

11、某杀人案，被告人作有罪供述，控诉方有杀人的手枪，上面有被告人的指纹；被害人尸体

里的子弹头经鉴定就是这支枪发射的；被告人在作案现场被警方抓获。哪个是主证据，哪些是补强

证据？是否足以定案？ 

知识单元 8：证明对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证明概述 

一、证明的特点 

1、案件事实不可逆转，只能根据证据进行推理。 

2、是在诉讼程序中进行的，受诉讼法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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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证明的主体是特定的机关和诉讼参与人。 

4、证据必须具有关联性和可采性。 

5、证明方法是逻辑推断、事实推断和客观验证的结合。 

二、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 

严格证明：凡涉及案件的发生过程、行为人的罪过、刑罚的幅度，以及民事行政实体法有关的

事实，也就是涉及对定罪、量刑和处理民事、行政案件有实体意义的事实情节，法律对其证明作出

严格规定的。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必须达到高度“确信”程度，刑事诉讼要求达到排除合

理怀疑的程度，民事行政诉讼要求达到优势证据的程度。 

自由证明（释明）：举证证明具有灵活性，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只限使裁判官相信“大概如

此”为满足。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限于对实体处理没有影响的程序法事实。 

第二节 证明对象的概念和特征 

一、证明对象的概念 

是指在诉讼中专门机关和当事人等（或称证明主体）必须用证据予以证明或者确认的案件事实

及有关事实。也称“待证事实”或者“要证事实”。 

不同诉讼证明对象不同，不同案件不同，不同阶段不同（如采取强制措施时）。 

二、证明对象的特征 

1、必须是与案件有关联并对正确处理案件有影响的事实。 

2、作为证明对象的事实，一般由法律规定。比如杀人罪的犯罪构成；从重从轻的量刑情节；

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赔偿范围及免责条件等。 

3、必须是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不能是免证事实。比如，众所周知的就不用证明。 

4、与证明责任、证明要求紧密相关。不同的事实可能由不同的主体负举证责任，比如环境污

染、动物致人损害等。 

三、研究证明对象的意义 

1、有利于指导专门机关和当事人进行证明活动。可以有的放矢地收集证据，准备诉讼。 

2、集中应予证明的事实，防止浪费诉讼资源，防止遗漏应予证明的事实。 

第三节 实体法事实 

一、刑事诉讼中实体法事实的证明对象 

《高法刑诉解释》规定了证明对象的具体范围。因而，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可以概括为与定

罪和处刑有关的事实。理论上归纳为四个方面：有关犯罪构成方面的事实；有关排除行为刑事责任

的情况；量刑的情节；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和犯罪后的表现。 

二、民事诉讼中实体法事实的证明对象 

民事诉讼的实体法事实是指当事人主张的关于实体权益的法律事实。它是指当事人主张的为民

法、经济法、婚姻法、继承法等实体法所规定的引起民事法律关系设立、变更和终止的法律事实。

因为当事人进行诉讼，是由于实体法规定的权利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要解决争议，就必须

查明实体法规定的事实是否存在以及实体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的原因。 

另外，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还包括：1、经验规则。指根据实践获得的反映事物内在规律的法

则。如果是常识性的，不需要证明；但当运用专门经验规则证明待证事实时，审判人员与一般人都

不易知道，则该规则为证明对象。2、外国现行法和港澳台地区的有关现行法。对于国内法，一般

遵循“法官知悉法律”的原则，当事人并不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外国法律和地方性习惯，不属于法

官职务上应当知悉的范围。外国法律一般指处理涉外案件时所适用的外国实体法律。其查明的顺序

是：当事人提供；我国驻外国使领馆提供；该国驻华使领馆提供；中外法律专家提供。国际条约和

国际惯例，有的时候也需要当事人提供。有人认为地方法规，即我国的具有地方性质的法律规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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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成为证明对象，因为我国地方性法规较多，审判人员不可能一一了解。 

三、行政诉讼中实体法事实的证明对象 

1、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和规范性文件及某些行政法规、规章。 

2、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 

3、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4、行政侵权损害的事实。 

5、滥用职权或超越职权的事实。 

第四节 程序法事实、证据事实和不需要证明的事实 

一、作为证明对象的程序法事实的范围 

1、关于回避的事实。 

2、关于申请恢复耽误的诉讼期限的事实。（不能抗拒的原因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诉讼费用的

缓、减、免） 

3、影响采取强制措施的事实。（怀孕、严重疾病）  

4、一审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如刑事诉讼法第 227条，会导致发回重审的结果。（公开审判；

回避制度；法定诉讼权利；审判组织不合法；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5、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实。如刑事诉讼法第 242条的规定。（新证据证明原判决确有错误；证

据不确实不充分；适用法律有错误；审判人员违法行为） 

6、关于证据保全和诉讼保全措施的事实。（证据可能日后无法获得；财产可能被转移） 

二、证据事实不是证明对象 

1、只是证明的手段，不是案件事实本身。2、查证属实属于证据审查判断的内容。3、据以定

案的证据都是具有客观性的，是真实的。 

三、司法认知 

1、美国法中的司法认知。所谓司法认知，是指法院对某些事实，可以无需证明就认为存在。

司法认知可以分为对事实的司法认知和对法律的司法认知。在美国的证据法中，司法认知的范围包

括：事实问题的司法认知；法律的司法认知。  

2、台湾法中的司法认知。公知事实；裁判上显著的事实；职务上已知的事实。 

四、我国刑事诉讼中不需要证明的事实 

在法庭审理中，下列事实不必提出证据进行证明：1、为一般人共同知晓的常识性事实；2、人

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的并且未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事实；3、法律、法规的内容以及适用

等属于审判人员履行职务所应当知晓的事实；4、在法庭审理中不存在异议的程序事实；5、法律规

定的推定事实。 

五、我国民事诉讼中不需要证明的事实 

民事诉讼中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 

1、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明确表示承认的；当事人在诉

讼中作出的明示或者默示的承认，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2、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及定理； 

众所周知的事实，指在一定范围内，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客观真实的事实。例如 1976 年唐山发

生的地震，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10月 1日是国庆节，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自然规律和定理，比如生物学中雌性繁衍后代，医学上呼吸停止意味着死亡，指纹人各不同，

等等。 

3、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事实，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是指根据生活经验、客观事物的因果关系或者法律规定，从一个事实推定出另外一个事实。例

如，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子女推定为婚生。 

4、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其意义一是能够提高诉讼效率，二是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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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法院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 

5、已为有效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民诉法明确规定） 

此外，有人还主张司法人员依职权可以认知的事实，也不必加以证明，如国内法等。 

六、我国行政诉讼中不需要证明的事实 

下列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1、众所周知的事实；2、自然规律及定理；3、按照法律规定推

定的事实；4、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5、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前款第 1、3、4、5

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另外，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

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

后恢复诉讼。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关于证明对象的理论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了解我国司法解

释中对免证事实的规定。重点思考我国应当如何确定免证事实的范围，例如司法认知的范围究竟如

何确定、民事裁判是否可以约束将来的刑事审理等。 

作业 

1、证明（proof）在英美是指在法庭上提出证据和说服事实的审理者。在我国，证明的含义有

什么不同？ 

2、我国法律中是否有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的规定？ 

3、关于口供获得的合法性问题，有人认为，控方应当对口供合法取得负举证责任，并且应当

严格证明。你认为如何？ 

4、哪些事实可以用自由证明的方式？ 

5、对于联合国宪章以及我国缔结、参加的国际公约，是否应当属于法官予以认知的范围？我

国的法官及法学院的学生，是否有机会了解这些规定？ 

6、司法认知（Judicial Notice）的范围应当多大？在我国，国内法是否应当进行认知？外国

法、港澳台法是否是认知的范围？ 

7、如果对一个录像带的真实性发生争议，并且针对其是否经过剪辑进行了鉴定，其证明对象

是什么？ 

8、民事生效判决裁定确定的事实，控诉方在刑事诉讼中是否不需要证明？ 

9、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在庭审中正式承认犯罪是否免除控诉方的举证责任？ 

10、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方是否有责任证明被告人精神正常？是否需要证明被告人了解中国法律？ 

知识单元 9：证明责任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证明责任概述 

一、证明责任的概念 

是指司法机关或某些当事人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应予认定或阐明的案件事实或自己所主

张的事实的责任，否则将承担其所认定的事实或主张事实有不能成立危险的法律后果。 

分为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二、证明责任的意义 

1、是支持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所必需的一种责任。 

2、可以在事实无法查明的情况下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作出判决。 

第二节 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一、举证责任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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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举证责任的概念。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主张，须提供证据证明，否则将负担不能

依其主张进行裁判的危险。 

2、举证责任的转移。是指在诉讼证明中，对双方所主张的对立事实，按诉讼顺序，由一方负

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先举证后，转换成另一方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举证，并且可以再互相转换举证的

举证规则。刑事、行政诉讼中不存在转移。 

3、举证责任的免除。又称举证责任的例外，指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在特定情况下无须举

证证明，而免除其举证责任。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 

1、概念。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任何被怀疑犯罪或者受到刑事指控的人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确

认为有罪之前，在法律上应推定其无罪或者假定其无罪。 

2、要求。第一，控方举证推翻这个推定。第二，由法院依法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 

3、无罪推定在我国的适用。2012 年刑事诉讼法第 12 条规定了“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

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并具体规定了证据不足的不起诉和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但是，没有赋予沉

默权，而是要求如实回答。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应当明确规定无罪推定。 

三、我国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具体承担 

1、公诉人负举证责任。公诉人的地位相当于控方当事人，而不是证据的审查判断者。其庭审

中的活动是为了使法院审判案件能够采纳自己的控诉主张。 

2、被害人的举证责任。 

3、自诉人负举证责任。自诉人的起诉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的程度。如果

法院认为自诉人的起诉证据不充分，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 

4、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告人对其主张负举证责任。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则上不负举证责任。 

（1）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被告人主张自己无罪，不负举证责任，司法机关不能因为其对无

罪主张举证不能或者举证不足，使其承担有罪的决定或裁判后果。  

（2）但是，实体法规定被告人负举证责任的情况例外。我国刑法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和“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 

（3）要求被告人如实回答并非是举证责任。因为即使其不如实回答，也不必承担其有罪的不

利后果。 

（4）被告人在特定情况下是否应当负举证责任。在英美法中，特定情况下被告人要负举证责

任：一是当有关的推定对被告人不利时，被告人应当提出证据推翻这样的推定，比如知情的推定、

实体法规定的推定等；二是被告人提出积极的辩护主张的时候，例如不在现场 alibi、精神不正常、

正当防卫、符合法律规定的但书、例外或者豁免。但是，当辩方提出以上主张之后，控诉方必须排

除合理怀疑地推翻上述主张，也就是说，控方的举证责任是一贯的、并且证明标准是很高的。 

四、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1、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内容。“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主张责任、提出证据责任、说服

责任。 

2、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1）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包括各方当事人，包括积极事实和消极事

实，包括正反两方面的主张。例如欠款不还。 

《民诉证据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

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

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2）举证责任倒置。是指提出积极的诉讼主张的一方当事人不承担举证责任，而作消极否定

性主张的另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民诉证据规则》规定了八种情况。 

（3）举证责任的免除。即“免证事实”，包括自认、司法认知和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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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在我国行政诉讼中，以被告负举证责任为原则，以原告负举证责任为例外。 

1、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责任。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

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2、行政诉讼原告人的举证责任。《行诉解释》第 27条规定了原告对某些事项承担举证责任。 

六、举证时限 

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举证时限制度。民事、行政证据规则确立的。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强化程

序正义在诉讼中的作用和地位。 

是对公正与效率的折中选择。参看《民诉证据规则》和《行诉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 

七、证据交换 

我国刑事诉讼中尚未确立证据展示制度，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已经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

解释初步建立。 

《民诉证据规则》；《行诉证据规则》第 21条。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证明责任的

规定。分析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举证和法院查证的关系。重点思考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是否承担举证责

任以及人民法院是否承担证明责任。 

作业 

1、我国的证明主体是否包括公检法机关？ 

2、我国的证明责任是否仅仅限于当事人或者控辩双方在法庭上证明自己主张的责任？ 

3、在我国，法院是否有证明责任？ 

4、民事、行政诉讼中的鉴定人以外的专家的身份是什么？  

5、什么是证据裁判主义？要求人民法院以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为依据作出裁判，是否就是证

据裁判主义？ 

6、如果案件事实无法查明，法院应当作出何种判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作出何种判决？ 

7、在英美法，其证据法是通过限制证据的可采性，防止事实的审理者被误导；大陆法系则是

要求法官详尽地说明其形成心证的理由，明确对证据证明力判断的过程和理由。国际刑事法庭则同

时采纳了两个方面。我国目前没有可采性规则，但是已经要求法官说明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你倾向

于哪一种？ 

8、行政诉讼中的专业人员的规定与民事诉讼中的专业人员有何不同？其与鉴定人有什么区别？ 

9、2012 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有专门知识的人”。在日本、意大利和台湾都有鉴定证人或者

专家证人的规定。专家辅助人应当如何发挥作用？ 

10、民诉证据规则和行诉证据规则都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对证据证明力判断

的理由。这样规定的目的何在？ 

11、行诉证据规则使用了“采纳”一词。这个词和美国法中的 admissibility是否一致？在这

里其含义是什么？ 

12、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第 12条的规定，与无罪推定的要求有哪些是一致的，还有哪些差距？ 

13、我国刑事诉讼法是否要求辩护方展示证据？是全部还是部分？具体哪些证据应当展示？ 

知识单元 10：证明标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证明标准概述 

一、证明标准概述 

1、我国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都要求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而且，在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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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中，侦查终结、决定起诉和最后定罪时都要求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 

我国传统上要求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近年来的争论，即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之争。由于可采

性、举证范围、诉讼期限的限制，有主张无法达到客观真实的说法。根据举证责任在真伪不明的情

况下所作的判决就是对客观真实说的一个挑战。 

2、排除合理怀疑的含义 

在美国，公诉方有义务在超出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程度上证明所控犯罪

的所有实质性要素。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被告可以用无罪答辩和概不承认的方法来“迫使公诉方

去证明”。大多数法官都拒绝向陪审团给出“合理怀疑”的定义，而将这一证明标准视为不言自明

的。 

对陪审团的提示中有好几种解释，例如有一种解释是：“合理怀疑是指‘基于原因和常识的怀

疑——那种将使一个理智正常的人犹豫不决的怀疑’，所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必须是如此地令人

信服以至于‘一个理智正常的人在处理他自己的十分重要的事务时将毫不犹豫地依靠它并据此来

行事。’” 

二、自由心证与客观真实 

我国不接受自由心证，而是从客观角度设定证明标准。 

但是，在证据裁判主义的前提下，法官判断案件只有两种方法：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我

国两者都反对，但是目前的司法解释倾向于法定证据制度。 

第二节 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 

一、客观真实 

1、客观真实的标准，就是要求司法机关处理案件，必须以查明的案件客观真实情况为根据，

否则就要依法予以纠正。 

2、客观真实面临的困难。首先，如果要求法院去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那么法院是否要受到

双方当事人举证的限制，是否受庭审中调查核实过的证据的限制？其次，客观真实的要求与一些证

据规则是相互冲突的。比如证据的可采性方面的规则。最明显的莫过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再次，

客观真实可能会造成诉讼拖延。每一个案件所能收集到的证据都是有限的，诉讼期限也是有限的，

最后具有可采性、符合提证程序而被审理者最终作为定案根据考虑的证据更是有限的。 

客观真实与某些证据规则存在价值取向上的矛盾。例如，证据规则中的被告人不得被强迫自证

其罪规则、特定的人享有拒绝作证权、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非法搜查扣押的证据物的排除规则

等等，都阻碍了客观真实的查明。而确立这些证据规则，是因为在客观真实与保护人权、诉讼文明、

限制政府权力以及其他更为重大的社会价值的权衡中，在某些情况下，其他社会价值与客观真实的

目标相比，更应当加以确认和保护。 

3、如何理解客观真实。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是追求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但应当是

在遵守证据法的前提下追求查明，而不能只考虑查明真实的价值而忽略其他的价值，如疑罪从无、

诉讼效率、人权保护等等。如果在顾全以上价值的基础上，查明案件事实达到排他性的程度，则可

以做有罪判决。 

二、主观真实 

主观真实，即人们主观上相信真实，在证据制度上称为“内心确信”真实。美国的 OJ Simpson

审判。陪审团裁决的终局性。排除合理怀疑与排他性之间的关系。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与排除合理

怀疑。 

三、法律真实 

法律真实，可以理解为“法律上有罪”（legal guilt），与事实上有罪相对而言。 

第三节 我国证明要求与标准 

一、定案的证明要求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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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事诉讼。移送审查起诉、起诉、定罪必须做到犯罪事实情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证

据不足的，应当作出不起诉或者无罪判决。（疑罪从无） 

2、民事、行政诉讼：“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二、立案的标准 

刑事公诉案件：有犯罪事实发生；自诉案件：起诉时有一定证据证明，如果证据不充足，可能

被驳回起诉。 

民事、行政诉讼：提供相应的证据。 

第四节 疑罪的处理 

一、疑罪从无 

1、疑罪的概念：是指因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而造成的既不能证实被告人有罪也不能排除其

犯罪嫌疑的案件。罪疑：是否有罪存在疑问；刑疑：罪轻罪重存在疑问。 

2、中国对待疑罪的态度：证据不足的不起诉；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 

二、刑疑惟轻 

有疑问时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如果罪轻罪重无法查明，按罪轻处理。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我国理论界对客观真实的要求。分析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之争。

了解美国法中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判例。重点思考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如何确定以及疑罪

如何处理。 

作业 

1、我国的法官判断证据，是依照法律预先规定的证据证明力规则，还是依据理性和良心自由

判断？ 

2、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证据证明力规则的优点是什么？有什么缺点？ 

3、法定证据制度为什么被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取消？ 

4、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争论的根本分歧何在？其依据的哲学理论是否相同？在案件事实能否

查明的问题上，他们是否存在分歧？ 

5、我国法律规定的具体证明标准是什么？如何理解？  

6、侦查终结、起诉和审判是否应当达到同样的证明标准？这样要求的好处和弊端是什么？ 

7、定罪标准要求高低的优缺点是什么？ 

8、能否由法律具体规定最终定案所必须达到的证据标准？如果不能，应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有学者提出了实物检验规则，你认为如何？ 

知识单元 11：推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推定的概念和意义 

一、推定的概念 

推定是指当某一个事实得到证明时，就假定另一个事实是真实的。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对后

一个事实无须证明，而提出反驳的另一方当事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能推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

其价值在于简化证明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属于免证事实之一。我国法律已经规定了若干种推定。 

一般情况下，推定中的事实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作为推断或者认定根据的事实，称为基础事实。

二是根据基础事实认定其存在的事实，称为推定事实。法院在没有反证推翻的情况下，直接认定推

定事实。 

二、推定的法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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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定性和偏见性。都是先预想某一事实的存在，对当事人一方有利。 

2、实体性和程序性。法官可以在没有反驳的情况下认定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在程序上将举证

责任置于反驳推定的一方当事人身上。 

三、推定的意义 

1、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往往是出于政策的考虑，比如环境污染，产品质量，婚生子女，刑事

诉讼中国家一方负举证责任，等等。 

2、在事实无法查清的情况下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诉讼的目标是为了定纷止争，有的事实无

法查明，但是法院还是要做判决。 

第二节 推定的适用 

一、推定的设立 

1、逻辑证明关系。法律推定应当建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推定的事实是真实的，然后允许当事

人反驳，这样即使出现例外也可以弥补。例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2、给事实无法查明的案件一个合法的解决办法。如死亡顺序的推定、无罪推定。 

3、价值判断和利弊选择。比如无罪推定、婚生子女等。 

二、推定的适用 

1、必须有法律依据。事实推定也可以适用。 

2、基础事实必须得到证明。 

3、允许当事人反驳推定，提出反驳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推定的概念。了解我国法律关于推定的规定。重点思考刑事诉

讼和民事诉讼中的推定是否应当有区别，以及我国刑事诉讼中对于“明知赃物而购买”的规定是否

合理。 

作业 

1、《民诉证据规则》：“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

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这是不是推定？基础事实是什

么？推定的结论是什么？ 

2、《民诉证据规则》：“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3、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

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这包括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两个方面。是否应当是免

证事实？ 

知识单元 12：法庭上的证据调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证据查证的概念、程序和意义 

1、证据查证的概念。是指司法人员和诉讼当事人等证明主体，对收集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

鉴别其真伪，确定其能否作为定案根据的诉讼活动。 

2、证据查证的程序。主要是指法庭审判中的证据调查，我国学者一般称之为庭审中的“举证、

质证和认证”。 

3、我国庭审调查的特色。（1）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无权选择是否作证，并且由控方首先询问。

（2）既不实行自由心证，也不规定详细的证据规则。 

二、我国已经确立的质证规则 

1、主询问和反询问规则。由提请传唤的一方先问，然后由对方发问。发问应当与本案事实相

关；不得以诱导方式提问；不得威胁证人；不得损害证人的人格尊严；不得要求证人提供猜测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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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需要探讨的问题：什么时候提出；是否需要说明理由；谁来裁判；能否上诉；异议成立的后

果；法官能否主动干预等等。 

2、刑事被告人在场原则。 

3、证人身份披露规则。证人到庭后，审判人员应当先核实证人的身份、证人与当事人及本案

的关系。 

4、所有证据都应经过双方质证才能作为定案根据。出示证据的顺序。一证一认的要求。 

第二节 证人证言的庭审调查 

一、证人出庭的保障措施 

1、赋予法院司法拘留的权力。 

2、明确证人费用补偿。（刑诉法、民诉、行诉证据规则的规定） 

3、加强证人保护。（刑诉法、民诉、行诉证据规则的规定） 

4、区分对事实有争议和无争议的案件。 

5、排除传闻证据。 

二、证人宣誓 

《高法刑诉解释》规定，证人到庭后，审判人员应当先核实证人的身份，与当事人以及本案的

关系，告知证人应当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证人作证前，应当

在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上签名。同时规定了鉴定人说明鉴定意见前，应当在如实说明鉴定意见的保证

书上签名。 

该司法解释中关于证人应当在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上签字也是使用的“应当”。由于证前宣誓是

证人作证的必经程序，而且伪证罪的处罚又是以宣誓为前提，因此，为保证证言的真实性和宣誓制

度的彻底实施，证人必须在提供陈述前进行宣誓，没有经过法庭宣誓的证人不能向法庭提供证言。 

三、对证人的询问 

本方当事人对本方证人询问；对方当事人对该证人询问；本方当事人再次对本方证人询问；对

方当事人再次对该证人询问。如果法庭认为必要，双方当事人可以按照以上顺序对证人继续询问。

主询问和反询问（direct and cross examination），是英美法中在庭审时对证人进行询问的方法。 

1、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证人的发问顺序。 

《高法刑诉解释》规定了询问证人、鉴定人的顺序：（1）向证人、鉴定人发问，应当先由提请

传唤的一方进行。（2）提请传唤的一方发问完毕后，对方经审判长准许，也可以发问。（3）审判人

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询问证人、鉴定人。。 

2、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询问顺序。将被害人视为控诉方证人，将被

告人视为辩护方证人，在询问顺序上规定为：先由本方询问，然后由对方询问；审判人员可以依职

权询问。这种询问顺序与对证人的询问顺序是相同的。 

3、我国法律规定的证人作证方式。对证人的询问方法有两种，一是证人进行连贯陈述；一是

一问一答。应当采纳一问一答的方式，也就是说，证人在作证时是逐一回答当事人提出的问题，只

需要对问题进行真实、准确的回答，而不是连续讲述其所感知的整个事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公诉人应当首先要求证人就其所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

进行连贯陈述。证人连贯陈述后，公诉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发问。证人不能连贯陈述的，

公诉人也可以直接发问。发问应当采取一问一答形式，提问应当简洁、清楚。可见，我国目前采用

的是先连贯陈述，然后一问一答。 

4、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诱导性问题的规定。诱导性问题是指暗示证人作出询问人希望得到的回

答的问题。因为诱导性问题可能会误导证人，不利于保证证言的真实性、准确性。《高法刑诉解释》

已经规定，不得以诱导方式提问。 

5、美国法中反对诱导性问题的例外。反对诱导性问题的例外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反询问中，

允许使用诱导性问题；二是在特定情况下（未成年人；理解能力低下的人；预备性问题），在主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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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也准许诱导性问题。 

6、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不能旁听法庭的审理。 

7、根据我国现有司法解释，一方当事人可以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提出反对。如果法官认为异

议成立，证人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高法刑诉解释》中规定，审判长对于向证人、鉴定人发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发问的方式

不当的，应当制止。对于控辩双方认为对方发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发问的方式不当并提出异议

的，审判长应当判明情况予以支持或驳回。 

《行诉证据规则》中要求发问的内容应当与案件的事实相关。与案件事实是否相关，也就是该

问题与案件的争议之点是否有相关性。对相关性的判断标准，主要是一个逻辑问题，即看它对案件

争议之点是否能够起到证明作用。 

8、在我国法庭审理中，当事人有权对发问方式不当提出反对。我国法律确立的反对理由。意

见；诱导；非法取证；非原件。 

9、在我国，法官有权主动干预。 

目前的司法解释规定审判长对不当的发问应当制止。《高法刑诉解释》规定，审判长对于控辩

双方讯问、发问被告人、被害人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告人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讯问、发问

的方式不当的，应当制止。审判长对于向证人、鉴定人发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发问的方式不当

的，应当制止。这意味着在当事人双方没有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法官有权并且有义务制止不当的发

问。 

四、对证人的处罚 

对不出庭的证人，应当给予的处罚。我国刑法中规定了特定案件中拒绝提供证言的人的法律责

任，刑法规定：“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在国家安全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

拒绝提供，情节严重的，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2012 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可以处十日以下司

法拘留。 

五、证人保护和经济补偿 

1、我国法律中关于证人保护的规定的不足。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

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民诉证据规则》： 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予以保护。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

参与人……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打击报复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处理。 

《行诉证据规则》第 74 条：证人、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法律保护。人民法

院应当对证人、鉴定人的住址和联系方式予以保密。 

2、我国法律中对证人的经济补偿的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

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对法庭上的证据调查的规定，特别是法

庭上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分析禁止诱导性提问的合理性。重点思考证人宣誓制度、对证人的询问的

方法、证人的经济补偿和证人的处罚。  

作业 

1、我国是否确立了证人宣誓制度？ 

2、对于被告人的配偶、近亲属等，如果放弃证人特权，选择作证，是否应当进行宣誓？并且

如果伪证的话，是否要承担伪证罪的刑事责任？ 

3、享有职业秘密特权和公务秘密特权的，经过特权人或者相应机构许可或者批准，是否应当

进行宣誓？ 

4、对于被告人，如果放弃特权（即沉默权）选择作证，能否提供宣誓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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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阶段是否要求宣誓？（在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和检察院的起诉阶段

提供陈述的人，包括参考人、鉴定人等一般都不需要宣誓，只有在特别情况下，即证人如实陈述对

以后的程序至关重要时，以及证人可能无法出席法庭审判时，才可以请求法院命令证人宣誓。） 

6、在什么情形下，可以免除证人的宣誓义务？（以下几种例外情形：第一，证人是未成年人。

第二，刑事被告人提供陈述。第三，符合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的情形。） 

7、在民事诉讼中，证人在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时出席陈述证言的，能否视为出

庭作证？ 

8、对证人进行处罚的权力，是否应当也赋予公安和检察？ 

9、依照我国现行法律，伪证罪的处罚是否以宣誓为前提？如果不是，你认为是否应当以宣誓

为前提？ 

（二）实践教学 2学时 

实验 1：具体案件中证据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 

某杀人案证据分析 

1、 预习要求：事先阅读教材中关于种类与分类的论述，充分理解各种概念和划分标准。 

2、 实验目的：正确划分证据的种类与分类，并理解其在实践中的运用。 

3、 实验内容和要求：对各项单个证据进行分析。 

4、 实验学时：2课时。 

5、 教师点评：最后教师给出参考答案，并听取学生对参考答案的反馈。 

实验要求： 

1、通过对一个具体案例中证据的分析，更加深入地理解证据的种类、分类；更加深入地理解

各种证据在查明事实中的作用。 

2、由教师描述一个具体案例中的证据，由学生分析各个证据的种类和分类。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证据法学概述（一） 2  

2 外国主要证据制度 2  

3 中国古代证据制度 2  

4 证据的概念和意义 2  

5 非法证据排除 2  

6 证据种类（一） 2  

7 证据种类（二） 2  

8 证据分类（一） 2  

9 证据分类（二） 2  

10 证明对象 2  

11 证明责任（一） 2  

12 证明责任（二） 2  

13 证明标准 2  

14 推定 2  

15 法庭上的证据调查 2  

16 实践教学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刑法总论、刑法分论、刑事诉讼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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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刑事法律诊所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我国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关于证据的法律规定，以及实践中运行的情况。 

难点：证据学中理论问题和价值权衡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学生阅读资料。 

教学手段： 

1.教师演讲。 

2.学生提问、小组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需要讨论案例所需要的专门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学生应当阅读推荐参考书中的一部分。鼓励学生课外参加模拟法庭竞赛。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证据法学》，陈光中主编，法律出版社 2013年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年版。 

2、易延友：《对自由心证哲学基础的再思考》，载《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 2期。 

3、吴丹红：《面对中国的证据法学——兼评易延友<证据学是一门法学吗>》，载《政法论坛》，

2006年第 2期。 

4、史立梅：《程序正义与刑事证据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5、毕玉谦、郑旭、刘善春：《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论证》，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6、易延友：《英美证据法的历史与哲学考察》，载《中外法学》2004年第 3期。 

7、齐树洁主编：《英国证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8、陈光中等：《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兼与误区论、法律真实论、相对真实论商榷》；载

《中国法学》2001年第 1期。 

9、陈瑞华：《从认识论走向价值论——证据法理论基础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学》，2001 年

第 1期。 

10、易延友：《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 1期。 

11、张建伟：《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 2期。 

12、刘金友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13、樊崇义等：《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14、郭志媛：《刑事证据可采性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04年版。 

15、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02年版。 

16、何家弘：《毒树之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17、王进喜：《刑事证人证言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18、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19、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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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吴宏耀、魏晓娜：《诉讼证明原理》，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21、樊崇义等著：《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22、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23、朱苏力：《窦娥的悲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 2期； 

24、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5、张卫平：《证明责任概念解析》，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 6期； 

26、李浩：《证明责任与不适用规范说》，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 4期。 

27、樊崇义：《客观真实管见——兼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 1期。 

28、何家弘：《让证据走下人造的神坛》，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 5期，第 104页。 

29、张继成：《事实、命题与证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 5期。 

30、樊崇义等：《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31、陈浩然：《证据法原理》，华东理工出版社 2002版。 

32、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33、沈达明著：《英美证据法》，中信出版社 1993年出版。 

34、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 

35、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 

36、[台]周叔厚：《证据法论》，台湾三民 1995年版。 

37、[台]刁荣华主编：《刑事证据比较各论》，台湾汉林 1984版。 

38、[台]林辉煌：《论证据排除——美国法之理论与实务》，北大出版社 2006年版。 

39、[台]周叔厚：《证据法论》第四版，三民书局（2000）。 

40、[台]李学灯：《证据法比较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 

41、[台]吴巡龙：《新刑事诉讼制度与证据法则》，台湾学林出版社（2003）。 

42、[台]李学灯著：《证据法比较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1年出版。 

43、[美]米尔建.R·达马斯：《漂移的证据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44、[美]迈克尔.H.格莱姆：《联邦证据法》影印本，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45、[美]乔恩·R·华尔兹著，何家弘等译，《刑事证据大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46、[美]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第二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47、[美]弗雷德·英博：《审讯与供述》，何家弘译，群众出版社 1992年版。 

48、[美]阿瑟 S·奥布里等著：《刑事审讯》，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49、[美]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修订），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版。 

50、[美]摩根著，李学灯译，《证据法之基本问题》，台北“教育部”1982年版； 

51、[德]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年版。 

52、Twinning and Stein，Evidence and Proof，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2，2003） 

执笔：郑旭      审稿：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8日 

 

侦查学总论 
General Principles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课程号：30404001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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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侦查学的基本知识。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

使学生掌握侦查学的基本概念、历史、侦查的任务、原则、主体、客体及侦查的一般步骤与方法的

基本理论，熟悉常规侦查措施、强制侦查措施以及特殊侦查措施的运用方法和技巧，了解侦查国内

协作和国际协作的步骤和方法，为刑事犯罪案件侦查、经济犯罪案件侦查、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网

络犯罪案件侦查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知识和方法论基础。 

2、通过教学提升学生运用侦查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学中坚持将侦查学理论与

侦查实践相结合，注重侦查学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和现代侦查实践经验的吸收和总结，引导学生掌握

学习的方法，锻炼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运用侦查学理论知识解决侦查实践问题的能

力。 

3、通过教学促使学生对侦查学理论问题和前沿热点问题进行积极关注和思考，在了解其他学

者观点和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实践对相关侦查学理论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提高学生的科

研能力和水平。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0学时 

知识单元 1：侦查学概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侦查的概念 

侦查是指侦查机关为了查明案情、收集证据、查缉犯罪嫌疑人，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程

序实施的专门调查工作和采取有关强制性措施的活动或行为。它由侦查主体、侦查客体、侦查行为

和侦查程序四个基本要素构成。 

2．侦查学的概念和特点 

侦查学是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它是专门研究侦查活动的理论、方法、手段与措施的法学学科。

其特点：（1）侦查学不同于其它法学学科，它有自己的本质属性和独有规律，以研究侦查的基本理

论、侦查的理论基础以及侦查制度、侦查措施的有效性为己任，具有较强的特殊性。（2）侦查学有

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它以研究侦查活动具体的方法、手段与措施作为自己的独特内容，具

有较强的实践性。（3）侦查学在研究发现、收集证据、查明案情、揭露犯罪和查缉犯罪嫌疑人的技

术、方法、手段和措施时，又以一定科学技术甚至一些高科技作为实施的条件，在法学学科中它与

科学技术联系甚为紧密，具有一定科学性。 

3．侦查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地位 

侦查学是以研究侦查活动的规律以及调查证据、查缉犯罪嫌疑人的技术、方法、手段与措施为

内容的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相结合的学科。侦查学的研究对象存在自有的规律性与不同于其他学科

的特殊性，主要研究侦查规律、侦查制度、侦查方法和侦查理论。 

侦查学是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它与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作为三大支柱性学科立于刑事法学

体系。 

4．侦查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侦查学与宪法学的关系；侦查学与刑法学的关系；侦查学与刑事诉讼法学的关系；侦查学与犯

罪学的关系；侦查学与司法鉴定学的关系。 

5．侦查学的学科体系 

根据侦查学自身属性、特点和研究对象，结合理论研究与侦查实践的需要，我们将侦查学的体

系分为侦查学总论和侦查学分论两大部分。侦查学总论以侦查规律、侦查理论作为学科体系的基础，

以有效的侦查措施作为学科体系的基本知识，以不同部门、地域和国家（境内外）的侦查协作作为

学科体系的依托，形成对整个侦查活动具有指导性的学科体系。因此，我们将侦查学总论分为侦查

导论、侦查措施论和侦查协作论。侦查学分论是指在侦查学总论的理论、原则以及侦查措施的指引

下，针对刑事案件的特点而进行个案侦查研究的总称。侦查学分论侧重于侦查学体系中应用研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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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侦查学基本知识对侦查具体问题的实际运用，是侦查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侦查学分

论的刑事案件个案侦查从案件性质上可以分为危害国家安全案件的侦查、普通刑事案件的侦查、经

济犯罪案件的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军事犯罪案件的侦查等。 

学习目标： 

1．理解侦查和侦查学的本质内容和基本内涵。 

2．掌握侦查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地位。 

3．熟悉侦查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4．了解侦查学的学科体系。… 

作业： 

1．简述侦查与侦查学的概念与特点。 

2．侦查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3．简述侦查学与宪法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犯罪学的主要区别。 

4．为什么说侦查学是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 

5．简述侦查总论的体系结构。 

知识单元 2：侦查学的历史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外国侦查学发展的历史 

1.1外国侦查学的产生 

1.1.1侦查学产生的基础 

法律基础：近代侦查学的产生，是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废除了纠问式诉讼制度，控诉与

审判相分离，使侦查活动在法律上得到确立并成为独立的诉讼阶段。 

实践基础：随着犯罪活动的增加，使得犯罪现象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

促使西方国家纷纷成立侦查机构并建立了早期的警察制度。第一个警察组织在英国诞生，被称之为

苏格兰场，继而在建立现代警察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专业化侦查机构。 

科学基础：西方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促进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发展，为侦查学的产生奠定

了科学技术和物质基础。 

1.1.2侦查学产生的历程 

1893 年，奥地利地方检察官汉斯.格罗斯（hans Gross,1847—1915 年）集前辈和当时侦查理

论与实践之大成，编著出版了《司法检验官手册》，书中提出勘验犯罪现场必须先静后动的“黄金

规则”和“重视现场”两个著名论点，后来被视为侦查学的经典。1898 年他创办了侦查学领域第

一本科学杂志《犯罪学和犯罪学档案》，1912年，他在奥地利格拉茨大学成立了第一个侦查学研究

所。由于 1949年英国用英文出版《司法检验官手册》（第四版），翻译为《犯罪侦查》，所以各国学

术界和侦查实践工作者公认它是侦查学创立的标志，加上格罗斯在侦查学领域的其它开创性贡献，

因而他被公认为侦查学的创始人，西方警察学者将他誉为“侦查学之父”。 

1.2外国侦查学的发展与方向 

1.2.1侦查学的发展 

在 20世纪中侦查学体系和学科内容进一步完善。侦查队伍走向专业化，侦查实验室纷纷建立，

侦查教育、科研机构开设建立，以基础理论为中心的科学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把电子技术

引进侦查实践，使侦查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侦查学学科体系发展变化和分支性学科增多。50 年代以来，把“法医学、警察科学、警察技

术这三门学科，总称为刑事侦查学。”继而出现法医学、侦查学和警察技术三门学科相并列的状况。

随着专业化的日益突出，刑事科学技术又分离出痕迹学、指纹学、司法摄影学、司法弹道学、文件

检验学、司法化学、司法毒物学、司法生物学、司法物理学等。 

欧美、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警察机构、大学及科研机构内，都设有专门的研究中心和各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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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实验室，虽名称各异，但都相当科学完备，并开展从专科、本科到硕士学位各个层次的专业教

育，以及专业化的岗位培训。 

1.2.2侦查学发展的方向 

侦查实践推动了侦查理论的研究，使侦查理论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形成了侦查的基本理论与

理论基础；.科学技术成果的引进与应用，使侦查在搜集情报信息技术、通讯联络技术、防范监控

技术、证据收集鉴定技术等方面更加现代化；社会控制要求侦查针对犯罪特点，促使研究侦查措施、

方法具有智能化；法治国家的要求与保障人权的需要，使得侦查学的研究具有了法学研究色彩；犯

罪国际化趋势的出现，使得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在打击犯罪领域的侦查协作日趋紧密。 

2．中国侦查学的历史沿革 

2.1我国古代的侦查 

2.1.1我国古代的侦查形式 

我国原始社会末期，舜帝时期的皋陶就是兼负查办犯罪活动的“士官”。 

奴隶社会夏、商、周时期，有查办犯罪活动的“司寇”、“廷尉”等官吏。 

春秋战国时期，有查办犯罪活动的“司（暴）”、“司稽”“司隶”等官吏。 

封建社会时期，秦汉时有从中央到地方专事查禁盗贼管理治安的“中尉”、“郡尉”、“县尉”、

“亭长”、“游徼”；唐宋时形成多重查办犯罪活动的“巡检司”、“县尉司”“司隶”等机构；明清时

负责查办犯罪活动的机构庞杂，分工专业化，明朝有“五城兵马指挥司”、“锦衣卫”及东厂、西厂，

清朝在京城有“九门提都”、“捕快”，后来发展到在京师设立“协巡营”后改为 “巡警部”。 

2.1.2我国古代侦查的特点 

侦查与行政、司法和军事合一；侦查方法、手段创建较早并得到很大发展；完整的讯问体系与

刑讯逼供并存。 

2.1.3我国古代侦查理论 

我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了较完整的侦查论著《封珍式》。 

我国唐、宋时期侦查理论已达相当水平，影响较大的著作有《疑狱集》、《折狱龟鉴》、《棠阴比

事》、《洗冤集录》、《办案要略》，特别是宋慈的法医学传世名著《洗冤集录》，在一个时期被世界许

多国家所翻译。 

缺乏学理性、法律性、科学性、系统性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 

2.2我国现代侦查学的发展与特点 

2.2.1旧中国的侦查学 

解放前旧中国的侦查和侦查学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虽然也引进外国的一些侦查业务，检

察机关和警察机关负有侦查权，但法院仍有一定的侦查权，甚至军队、宪兵队也有侦查权。在兴办

刑事警察教育中，出版了《刑事警察学》、《侦探学》等一些通俗性业务资料，教授的基本上属于一

些技术手段和工作方法，很少涉及侦查原理与法律依据，未构成科学体系。 

2.2.2新中国的侦查学 

新中国的侦查和侦查学是在革命斗争中建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展 

早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和解放战争中，中央社会部和各地公安局就设侦查机构。抗战时期吴贵长

编写的《犯罪侦查》一书对我国侦查学体系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的侦查和侦查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在 1966 年文

革前，我国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侦查体系，公安司法机关开办了各种形式的侦查业务培训班和研究

班，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并取得了一些科研成果，各处公安政法院校开展了侦查和刑事科学技术

专业教育，出版了有关侦查和刑事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和教科书。自 1976年粉碎四人帮和 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侦查学和刑事科学技术学有了新的发展，科研成果大批涌现，并逐

步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我国侦查理论与实践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依法治国和科学发展观思想指导下，我国侦查工作、侦查学的研究、侦查学的教育更加趋于科学

化、法制化、规范化、现代化，更加全面、系统、深刻，更加合理、完善和具有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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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侦查学发展的历史脉络。 

2．掌握现代侦查学的发展方向。 

作业： 

1．简述侦查学产生的主要原因和历史背景。 

2．中国古代侦查有何特点？ 

3．简述中外侦查学的发展方向。 

知识单元 3：侦查的任务、原则和基本形式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侦查的任务和意义 

1.1侦查的任务 

侦查的总任务是查明案件的具体情况，发现和收集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证据，抓获犯罪嫌

疑人。侦查的具体任务包括： 

查明犯罪事实。查明犯罪事实是处理刑事案件的基础。 

收集犯罪证据。侦查过程中证据的收集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发现证据；固定、提取证据；对

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审查评断证据。 

查缉犯罪嫌疑人。根据侦查掌握的犯罪事实和证据，尽快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有效措施使其归案，

也是侦查的一项重要任务。 

1.2侦查的意义 

侦查是发现、揭露和制止犯罪的重要手段；侦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侦查是提起公诉和正确审判的基础和前提。 

2．侦查的基本原则 

侦查的基本原则是指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2.1实事求是原则 

实事求是原则要求侦查人员在工作中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到事实清楚、证据

确凿。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必须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以科学的态度，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了

解，反复核实证据，以求获得真实情况，全面地、客观地揭示事物本来面目。 

2.2依靠群众原则 

侦查活动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实行专门机关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才有坚实的群众

基础；广大群众只有在专门机关的指导下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坚持依靠群众的原则，必须坚持相

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要善于结合中心工作开展侦查；善于发现并大力支持群众的正义行动

和创造精神；要善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坚持维护群众利益；善于保

护群众同刑事犯罪作斗争的积极性。 

2.3迅速及时原则 

侦查的时间性非常强，失去时间就等于蒸发了真理，失去时间就可能失去主动、丧失战机。侦

查中坚持迅速及时的原则，要求善于在每个侦查环节上抓住战机，每一项侦查措施中要做到及时迅

速，做到快速反映、迅速行动。无论勘查现场，还是采取紧急措施，要不分昼夜，风雨无阻，不给

犯罪分子留下喘息机会，从时间上牢牢掌握主动权，从而获取空间上的主动。 

2.4保守秘密原则 

严守秘密对侦查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避免由于泄密而引起的犯罪分子闻风逃遁；可

以避免由于泄密而提醒、促使犯罪分子毁灭证据，转移赃物；有利于保护侦查人员、检举人、揭发

人的人身安全；有利于加速案件的侦破。 

侦查中需要保密的内容很多，如侦查所涉及的国家机密；案情机密；秘密措施和秘密力量的部

署与使用情况；侦查意图与侦查计划的秘密；被害人及其他涉案人员的隐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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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侦查协作原则 

侦查协作原则，是根据现代犯罪的特点提出的，是增强侦查总体作战能力所必须的。当前犯罪

呈现出动态化的特点，不仅在区县之间，而且在省际之间、国际之间流动。面对这一发展趋势，侦

查协作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侦查协作，不仅跨区域案件很难查清，即使查清了也难以缉拿到罪

犯。侦查协作原则，要求侦查机关在侦查案件过程中，树立全国一盘棋，共同对付犯罪的思想，打

破区域界限、部门界限，把辖区以外的任务当作辖区的任务，积极协作，相互配合，其心协力搞好

侦查。 

3.侦查的基本形式 

侦查的基本形式是指开展侦查活动的行为方式。我国侦查的基本形式有： 

3.1秘密侦查与公开调查相结合 

刑事犯罪具有隐蔽性和暴露性。侦查是从犯罪活动的暴露性入手，揭露其隐蔽性。侦查过程

中需要采用背靠背的方法，发现犯罪线索，确定犯罪嫌疑人，搜集证据，揭露证实犯罪；同时又

需要公开调查取证，不仅公开向群众调查，而且还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正面审查和讯问。秘密侦

查与公开调查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只有将二者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不断推动侦查活动深入发

展，查清全部案件事实。 

3.2集中打击与经常性工作相结合 

集中打击是指由国家政法机关，根据全国总的社会治安形势和刑事犯罪活动情况，统一组

织，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在全国范围内或某些地区组织侦查破案战役，有计划、有步骤、有重

点的集中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经常性工作则是在通常情况下采取的对案件的侦破形式。采取战役

性的方法集中打击犯罪，可以较好地解决在通常情况下采取个案侦查形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使

大批积案被破获，使治安状况恶化的趋势被遏制。集中打击之后，要加强经常性的侦查破案工

作，不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集中打击与经常性破案工作相结合是我国同刑事犯罪做斗争的

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刑事侦查的基本形式。 

3.3总体作战与专项斗争相结合 

总体作战是指国家政法领导机关，从全国总的社会治安形势出发，组织全国性的或某些地区

性的破案战役，统一行动，集中打击各种刑事犯罪。专项斗争指针对某种类型的刑事犯罪活动情

况，组织力量，集中打击某种类型的刑事犯罪活动。总体作战可以对各种刑事犯罪发动全面进

攻，使社会治安形势在较大范围内得到好转。专项斗争可以使在某一时期内发案突出的犯罪得到

有效遏制。总体作战与专项斗争相结合，即突出了打击的重点，又照顾到全面，是新形势下与刑

事犯罪作斗争的一种新形势。 

3.4个案侦查与并案侦查相结合 

个案侦查是指对各个互不联系的案件，单独组织力量进行侦查，是一种常规的侦查方法。并案

侦查是指在侦查过程中对本地区和外地区相继发生的作案手段、方法、特点和遗留痕迹、物品相同

的案件串并起来，联合侦查，统一组织，分工负责，协同作战，重点突破。并案侦查可以打破单位

和地域的界限，节省人力、物力，减少重复劳动，收到破新案带积案，破一案带一片的功效。个案

侦查与并案侦查相结合，是同惯犯、流窜犯作斗争的有效形式。 

学习目标： 

1．熟悉侦查的任务。 

2．掌握原则和基本形式。 

作业： 

1．侦查的任务是什么？ 

2．侦查的基本原则包括哪些方面？如何理解？ 

3．侦查的基本形式有哪些？… 

知识单元 4：侦查主体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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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侦查主体概述 

1.1侦查主体的概念 

侦查主体是指依法拥有侦查权并从事侦查活动的机构和个人。作为侦查主体，必须同时具备两

个条件：依法拥有侦查权是成为侦查主体的先决条件；侦查主体必须是从事侦查活动的机构和个人。 

1.2侦查主体的分类 

侦查主体从其活动形式来看，分为侦查机构和侦查人员。 

侦查机构是为了完成侦查任务而设立的职能部门。根据法律规定，享有侦查权的机关包括：公

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和海关。在这些机关中，各自设置了相

应的内部机构，具体承担侦查任务。其中有些是常设的，如刑事侦查局、经济犯罪侦查局、禁毒局、

国内安全保卫局等；有些是临时的，如专案侦破组、追逃工作指导组等。 

侦查人员是相对独立地进行侦查实践活动的个人，他可以是各须侦查指挥员、侦查人员，也可

以是从事侦查技术工作的技术员、法医化验员。他们是侦查工作的能动因素。 

1.3侦查主体的特征 

侦查主体是侦查职能的执行者；侦查主体的诉讼地位具有独立性；侦查主体的权力与职责具有

法定性。 

2．侦查机构的设置和组织体系 

2.1我国侦查机构设置的现状 

由于案件管辖范围、种类不同，工作量大小不同，因而各侦查机关根据其职责任务，均设置了

符合侦查需要的自成体系、相对独立的侦查机构。 

2.1.1我国公安机关的侦查机构 

公安机关担负着大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任务，是最重要的侦查主体。各级公安机关根据自己的

职责任务和机构设置情况，在机关内部设置了相应的侦查机构: 

公安部设国内安全保卫局、经济犯罪侦查局、刑事侦查局、禁毒局等，负责管理和指导全国的

相应犯罪案件的侦查并直接侦办少数自己管辖的部分案件。 

省（市）公安厅（局）设置国内安全保卫处、经济犯罪侦查处、刑事侦查处（或刑警总队）、

禁毒处等，负责管理和指导辖区范围内的刑事案件的侦查并直接侦办少数直接管辖的案件。 

地（市）公安处（局）设国内安全保卫处（科）、经济犯罪侦查处（支队）、刑警支队等，分

别管辖本地区发生的重大涉外犯罪、重大经济犯罪、重大集团犯罪以及负责下级公安机关侦破有困

难的重大刑事案件的侦查。 

县（市）公安局或城市公安分局设国内安全保卫科（大队）、经济犯罪侦查科（大队）、刑警

队等，负责发生在本辖区内的刑事案件的侦查。 

铁路、交通、民航、林业部门等专门公安机关设有与其职权相应的侦查机构。在铁道部公安局、

交通部公安局、国家林业局公安局和中国民航总局公安局设有侦查处，负责本系统范围内的案件侦

查和指导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林业厅（局），各大铁路局以及民航局公安局（处）

设有侦查科和刑警队，负责辖区范围内的侦查工作。 

2.1.2国家安全机关的侦查机构 

国家安全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行使侦查权，其诉讼地位与公安机关基本相同。各级侦查机构的规

模与职能与公安机关的国内安全保卫机构相类似。 

2.1.3人民检察院的侦查机构 

最高人民检察院设反贪污贿赂总局、渎职侵权监察厅等，负责涉及全国的大要案的侦查，组织、

协调、指挥特大案件的侦查等；省（市）、地（市）、县（市）人民检察院设反贪污贿赂局和反渎

职侵权局，分别负责辖区内有关刑事案件的侦查。 

2.1.4中国人民武装部队军以上保卫部门，也设有侦查处（科），负责军队内部的侦查工作。 

2.1.5监狱设有相应的狱侦机构，负责侦查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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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海关设有缉私侦查部门，负责涉税走私和部分非涉税走私案件的侦查。 

2.2我国侦查机构的组织体系 

侦查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不同系统的分工合作。 

2.2.1犯罪信息情报系统 

其任务主要是收集有关犯罪的信息情报为侦破案件提供线索和依据。情报的来源包括对敌

情、社情的了解，对案件调查过程中发现的情况的记录、总结等。收集的情报除为侦查工作所用

外，还可以向其他部门提出建议，作为加强防范或进行其他处理的依据。 

2.2.2防范控制系统 

主要任务是防范犯罪行为的发生。同时，在犯罪发生后还可以为侦查工作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有时可以直接查获犯罪嫌疑人。 

2.2.3侦查指挥系统 

负责案件侦查的指挥工作，包括案件发生后处理措施的决定，人员的调配，侦查方案的选

择，侦查工作进程的监督以及各部门工作的协调等。 

2.2.4案件侦查系统 

具体实施案件的侦破工作，开展现场勘查、调查访问、组织侦查实验和辨认、收集各种证明

案件事实的证据等活动。 

2.2.5侦查技术系统 

参加现场勘查，承担采用技术手段发现、提取、记录有关证据及分布情况的工作。对侦查系

统提交的证据材料进行检验，解决案件调查中涉及的有关专门性问题。 

2.2.6缉拿行动系统 

执行抓捕犯罪嫌疑人的行动。 

2.2.7后勤保障系统 

为侦查工作提供后勤保障，如对枪械弹药的管理、车辆的管理、通讯设备的管理等，保证侦

查过程所需的各种设备处于可用状态。 

2.2.8公关协作系统 

负责与其他部门的协调工作。其工作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归属不同的两个以上的侦查部门间

如何协作的问题的协调，如不同地区公安机关侦查部门的协作；军队和地方侦查部门的协作等。

另一种是侦查过程中侦查部门需与其他部门协作的情况，如同卫生防疫部门、技术监督部门等协

作的情况。 

2.3我国侦查机构间的相互关系 

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 

3．侦查人员的素质要求 

为适应侦查工作的需要，侦查人员应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 

3.1政治素质 

侦查人员应当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 热爱本职工作，愿意献身侦查事业；具有坚持真理、

刚正不阿的品质；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具有廉洁奉公的公仆意识。 

3.2业务素质 

侦查人员应当熟悉与侦查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精通侦查业务知识，掌握侦查技能；具有广

博的知识。 

3.3心理素质 

侦查人员的心理素质是指侦查人员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的总和。主要包括: 观察力、记

忆力、思维能力、意志力、自制力等。 

3.4身体素质 

身体素质是一个人肌体工作能力的总称，它是侦查人员完成任务的物质基础。 

4．侦查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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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主体的权限是指法律赋予侦查主体为依法履行职责而享有的各项权力，主要包括案件管辖

权和侦查权。 

4.1案件管辖权 

4.1.1刑事案件侦查的部门管辖 

国家安全机关侦查管辖的案件：主要负责危害国家安全方面的刑事案件的侦查，如背叛国家案、

颠覆国家政权案、间谍案等，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侦查职权。 

公安机关侦查管辖的案件：主要负责除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等侦

查管辖以外的刑事案件的侦查。 

各专门公安机关管辖的案件：负责该系统破坏铁路、交通、民航、林业运输、设备、资源等方

面的刑事案件案件侦查及发生在其辖区内的刑事案件案件侦查。 

人民检察院侦查管辖的案件：主要负责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犯罪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

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和民主权利的犯罪等刑事案件的侦查。 

军队保卫部门侦查管辖的案件：主要负责军队内部军人违反职责罪的刑事案件的侦查。 

监狱部门侦查管辖的案件：主要负责监狱内部服刑罪犯实施犯罪的刑事案件的侦查。 

海关缉私部门管辖的案件：主要负责涉税走私犯罪案件和发生在海关监管区内的走私武器、弹

药、核材料、伪造的货币、文物、贵重金属、珍贵动物及其制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淫秽物品、

固体废物和毒品等非涉税走私犯罪案件的侦查。 

4.1.2刑事案件的分级管辖 

刑事案件的分级管辖是指根据犯罪行为造成危害大小的不同，把刑事案件分为不同级别，由相

应级别的侦查部门负责组织侦查的分工。 

4.1.2.1公安机关管辖案件的分级侦查 

一般案件和重大案件，由发案地的县、市公安局或城市公安分局负责组织侦查，地、市公安处

或公安局负责督促指导并直接组织一部分重大案件的侦查。 

特别重大案件，由地、市公安处或公安局负责组织侦查，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负

责督促指导并直接组织一部分特别重大案件的侦查。 

涉及几个县或城市几个区的重大案件，由地、市公安处或公安局负责组织侦查。 

涉及几个地、市的重大案件和特大案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负责组织侦查。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内部发生的重大案件和特大案件，由所在地区公安机关主管部门负责侦

查，本单位保卫处、科协助。单位内部发生的一般刑事案件，在公安机关指导下由本单位保卫处、

科负责查破。 

侦查管辖不明的案件，由最初受理案件的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或由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的公安机关

立案侦查。 

4.1.2.2专门公安机关（铁路、交通、民航、林业、海关）刑事案件侦查的分级管辖（同上）。  

4.1.2.3国家安全机关管辖案件的分级侦查与公安机关基本相同。 

4.1.2.4检察机关刑事案件侦查的分级管辖 

县、县级市、旗、市辖区检察院负责对全国性、全省性和省辖市、地、州性以外的贪污、贿

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的组织侦查。 

发生在省辖市、地、州的重大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分院和

自治州、省辖市检察院负责组织侦查。 

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性的重大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和发生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机关

的重大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院负责组织侦查。 

全国性的重大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案件和发生在中央国家机关的重大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

案件，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组织侦查。  

4.2侦查权 

侦查主体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分别享有下列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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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主体有权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被害人；勘验、

检查；搜查；扣押物；查询、冻结；鉴定；通缉；侦查实验；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

逮捕等。 

4.2.2公安机关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

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

侦查措施；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

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 

4.2.3依照《人民警察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及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除享有上述权限

外，还可以组织辨认；控制销赃；发布悬赏通告。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

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

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 

4.2.4国家安全机关、监狱、人民检察院、军队保卫部门、海关及其侦查人员, 分别依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行使相应的职权。 

学习目标： 

1．明确侦查主体的概念、特征。 

2．了解侦查机构的设置。 

3．掌握侦查人员的素质要求以及侦查主体的权限。 

作业： 

1． 侦查主体的概念和特征是什么？ 

2． 我国侦查机构是如何设置的？ 

3． 侦查人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4． 侦查机构对刑事案件的管辖是如何分工的？ 

5． 侦查权包括哪些内容？ 

知识单元 5：侦查客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侦查客体概述 

1.1侦查客体的概念 

侦查客体是指侦查主体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决定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其包括

以下要点：侦查客体是依据法定程序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立案是刑事犯罪成为侦查客体的标志；

侦查客体的存在是开展侦查活动的前提。 

1.2侦查客体的基本特征 

客观性；隐蔽性；反映性；多样性；特定性 

2．刑事犯罪案件的构成与分类 

2.1刑事犯罪案件的构成要素 

2.1.1刑事犯罪案件构成要素的概念 

刑事案件构成要素是指侦查中必须把握和查明的几个与犯罪有关的问题，就是说只有具备犯罪

案件的七个构成要素，才能构成刑事案件，如果缺少其中一个要素，该案件都不构成刑事案件。 

2.1.2刑事犯罪案件构成的七何要素 

何事，是指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事实，即犯罪事实。 

何时，是指实施犯罪行为的具体时间，即犯罪行为的发展顺序和连续性。 

何地，是指实施犯罪行为的具体空间，即实施犯罪行为的场所。 

何物，主要指犯罪工具及遗留的各种痕迹物证，也包括犯罪行为直接侵犯的物质客体，如赃物、

被破坏的物体物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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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情，是指实施犯罪过程的状态，包括犯罪过程、活动特点和活动方式。 

何故，是指作案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 

何人，是指作案的人数和由谁作案，即作案人。 

2.2刑事犯罪案件的分类 

按照刑事案件性质不同的分类：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

污贿赂罪；渎职罪；军人违反职责罪。  

按照刑事案件中犯罪状态的不同分类：已经实施犯罪的案件；正在实施犯罪的案件；尚未完全

实施犯罪的案件。  

按照犯罪主体的性质分类：自然人犯罪的案件；单位犯罪的案件。 

按照犯罪成员的结构分类：单人犯罪案件；共同犯罪案件 

按照犯罪行为造成的危害大小不同的分类：一般案件、重大案件和特别重大案件。  

按照案件侦查途径不同的分类：“从案到人”开展侦查的案件和“从人到案”开展侦查的案件

两类。 

3．犯罪活动的基本状况及犯罪趋势预测 

3.1犯罪活动的基本状况 

3.1.1犯罪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 

3.1.2犯罪主体构成的变化 

犯罪主体年龄构成特征：低龄化；犯罪主体阶层构成特征：底层化和白领化；犯罪主体性别构

成特征：女性犯罪增加；犯罪主体人数构成特征：共同犯罪。 

3.1.3犯罪活动内容的变化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指数出现负增长；破坏经济秩序犯罪指数大幅度上升；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

犯罪指数出现负增长；黑社会性质犯罪、毒品犯罪等犯罪指数大幅度上升。 

犯罪活动区域、领域扩大，犯罪手段升级，侦破难度加大。 

3.2犯罪趋势预测 

3.2.1犯罪趋势预测的概念 

犯罪趋势预测是指侦查主体为了有效的预防和控制犯罪，运用科学方法，通过对过去、现在犯

罪情报信息和相关因素的分析研究，预见未来一段时间内犯罪活动走向、势头的评断。 

3.2.2犯罪趋势预测的意义 

可以为侦查理论研究与侦查实践提供科学依据；有利于提高侦查队伍专业化水平；可以从宏观

上加强犯罪的预防与控制；有利于侦查学的完善与发展。 

3.2.3犯罪趋势预测的分类和预测 

犯罪发展趋势预测：是指未来犯罪活动在数量、质量的总体水平上的演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随着加强对犯罪的预防与打击，会遏制犯罪活动的大幅度上升，然而在短时间内使犯罪率降低的可

能性不大，某些犯罪还可能增加。 

犯罪类型趋势预测：是指未来犯罪在原有犯罪类型以及新型犯罪上的演变。在一段时间内，严

重暴力犯罪、图财害命、重大盗窃、经济犯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涉外案件将上升，职务犯罪、

走私和毒品犯罪在短时间内还不会降低。 

犯罪主体趋势预测：是指未来犯罪行为人的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文化程度、住址等演变。

在一段时间内，女性、低龄人、流动人口、职业性犯罪和单位、法人、有组织犯罪将会增加。 

犯罪对象趋势预测：是指未来犯罪行为所指向的客体、对象（标的）的演变。未来犯罪对象更

加广泛，在一段时间内犯罪仍将围绕财、利、色三方面进行。 

犯罪方法、手段趋势预测：是指未来犯罪采用的犯罪行为方式、方法等方面的演变。随着科学

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犯罪日益职业化，犯罪越来越预谋化、智能化、专业化，犯罪方法更加复杂多样，

犯罪手段更加狡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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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活动区域趋势预测：是指未来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活动地区、范围的演变等。主要仍将集

中在大中城市和发展中城市，有向农村发展的趋势，流窜犯罪以及危及国边境犯罪和跨国犯罪将会

增加。 

犯罪活动危害趋势预测：由于未来犯罪具有上述趋势，特别是随着社会的信息化，会使犯罪活

动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能量会得到很大提高，所有这些都会给社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危害。 

学习目标： 

1．掌握侦查客体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2．熟悉刑事犯罪案件的构成与分类。 

3．了解犯罪活动的基本规律与犯罪趋势预测。 

作业： 

1． 侦查客体的概念与基本特征是什么？ 

2． 刑事案件的构成要素包括哪些方面？ 

3． 如何以不同的标准对刑事案件进行分类？ 

4． 犯罪活动的基本状况如何？ 

5． 什么是犯罪趋势预测？其意义是什么？ 

6． 试述犯罪趋势预测的分类和预测。 

知识单元 6：侦查的一般步骤与方法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立案 

1.1立案的概念和条件 

1.1.1立案的概念和意义 

立案是指侦查机关对发现的犯罪活动以及接到的报案、控告、举报、自首等有关犯罪线索的材

料进行审查后，认为有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并属于自己管辖时，决定将其作为刑事

案件进行侦查的一种诉讼活动。立案是侦查的前提，它是办理刑事案件必经的诉讼程序，是侦查机

关进行侦查活动的法律依据，是刑事案件侦破工作开始的标志。 

1.1.2立案的条件 

立案的条件亦即立案的理由。只有符合立案的法定条件才能立案，否则就不能立案。根据刑事

诉讼法的规定，立案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属于自己管辖。 

1.2立案材料的接受 

立案材料的接受，也称受理案件，是指侦查机关接受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等材料的一种诉

讼活动。侦查机关立案材料的来源多种多样，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及侦查实践中的情况，立

案材料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途径:侦查机关自行发现的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单位或者个人的

报案或举报；被害人的报案或者控告；犯罪嫌疑人的自首；其他来源。 

接受立案材料的程序：及时接受案件； 告知法律责任；问明有关情况；制作笔录；填写《接

受刑事案件登记表》。 

1.3立案材料的审查 

立案材料的审查，又称立案前审查，是指侦查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对已经接受的报案、控告、

举报和犯罪嫌疑人自首等材料，在决定是否立案之前所进行的审核和调查。 

1.3.1立案材料审查的方法 

对立案材料进行审查，通常采取以下方法：对相关现场进行勘验检查；对报案人、控告人、举

报人及其他有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对投案自首的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查询、调阅有关材料等。 

1.3.2立案材料审查的内容 

侦查机关在立案前对来源不同的线索材料进行审查的目的就是通过审查初步确定所提供的材

料是否属实、是否符合立案的条件。依据立案条件，立案前审查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审查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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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事实发生；审查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审查是否属于自己管辖。 

1.3.3审查后的处理 

侦查部门对立案材料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不同情况作出相应的处理，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种

处理方式：移送管辖；告知自诉；行政处理；不予立案；立案侦查。 

1.4立案的程序 

受案单位制作《刑事案件立案报告书》；上报审批，将填好的《刑事案件立案报告书》连同接

受的立案材料一并报县级以上侦查机关负责人审批。 

1.5立案的监督 

立案监督主要是对不立案的监督。立案监督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人民检察院依法行使

司法检察权；三是控告人（被害人）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申请复议权、申诉权和自诉权。  

2．分析案情 

2.1 分析案情的意义 

分析案情是指侦查人员对正在侦查的案件的有关情况进行的综合地研究和剖析。其意义表现

在：案情分析贯穿于整个侦查过程的始终，只是在不同的阶段对案情分析的具体内容不同而已；案

情分析是制定和充实侦查方案，进行侦查部署的基础；案情分析是进行推理判断，确定侦查方向、

划定侦查范围的重要前提；案情分析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侦查破案工作的成败。 

2.2分析案情的内容 

案件不同，案情分析的内容也会不同。通常情况下，案情分析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案件性质的分析判断；作案动机的分析判断；作案时间的分析判断；作案地点的分析判断；作

案工具的分析判断；作案手段的分析判断；作案人在现场的活动情况的分析判断；作案人数的分析

判断；作案人个人特点的分析判断；被害人情况的分析判断等。 

以上是进行案情分析的主要内容，但在有些案件侦查中，除对以上内容进行分析之外，还要对

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作案；是偶犯还是惯犯作案；是否具备并案的条件等方面进行分析。 

分析案情是贯穿于整个侦查过程的一项复杂的工作，但在不同的阶段，分析的内容应当有所侧

重，分析时应抓住重点问题进行研究，注意每一个案件的特殊性。分析案情必须真细致的研究各种

案件材料，否则，对案情的分析判断就有可能发生错误。 

3．确定侦查方向和范围，制定侦查计划 

3.1侦查方向和侦查范围的概念 

侦查方向，即侦查工作的方向，是指侦查工作应当在具备什么条件的人员中去寻找发现犯罪嫌

疑人。侦查范围，是指根据犯罪行为人居住或藏身匿迹的活动范围，确定的开展侦查工作的地区范

围和行业范围。 

确定侦查方向就是解决在哪些人员中发现犯罪嫌疑人的问题；划定侦查范围就是解决在什么地

区、何种行业或单位中去查找犯罪嫌疑人的问题。在分析案情的基础上，侦查人员应当根据掌握的

材料确定侦查方向，划定侦查范围，并制定切实可行的侦查计划。 

3.2确定侦查方向和侦查范围的依据 

3.2.1确定侦查方向的依据 

侦查过程中可从犯罪动机、犯罪条件和犯罪行为人的个人特征、犯罪行为人的行踪动向等方面

确定侦查方向。 

3.2.2确定侦查范围的依据 

确定侦查范围的依据有：犯罪时间；犯罪行为人对犯罪现场、犯罪对象的熟悉和知情程度；犯

罪手段、方法；犯罪行为人的穿戴、语言；现场痕迹和现场遗留物；犯罪行为人从现场拿走的物品；

特定犯罪空间的自然环境；犯罪现场的空间构形等。 

确定侦查方向和范围的总的要求是“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尽量适中，尽量符合案件的实

际情况。 

3.3制定侦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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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侦查计划的概念和意义 

侦查计划是针对案件实际情况，在分析、判断案情的基础上，对整个侦查方案的具体部署和安

排。它的重要意义在于：有助于使侦查工作获得明确的方向；有助于正确安排各项侦查措施，提高

侦查工作的效率；有助于全面调查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保证案件得到客观充分的侦查。 

3.3.2制定侦查计划的要求 

制定侦查计划要充分发扬民主；侦查计划要有针对性；侦查计划要重点突出，周密安排；要坚

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3.3.3侦查计划的内容 

根据不同的侦查需要，应制定不同的侦查计划，不同的侦查计划有不同的计划内容。就全案侦

查计划来讲，其基本内容包括：立案的依据；对案情的初步分析判断；侦查方向与范围；侦查的任

务和措施；侦查力量的组织与分工。 

侦查计划制定之后，应当根据案情发展，及时调整和补充，不能一成不变。 

4．发现线索，排查嫌疑对象 

4.1排查嫌疑对象的途径 

在分析案情的基础上，依据侦查计划，侦查人员应综合采取必要的多种侦查措施，展开侦查、

调查工作，寻找、发现嫌疑对象。排查嫌疑对象的主要途径是： 

从作案人必须具备的时间条件入手进行排查；从作案人必须具备的空间条件入手进行排查；从

作案工具或凶器入手进行排查；从现场遗留物入手进行排查；从现场遗留痕迹入手进行排查；从作

案人的体貌特征入手进行排查；从知情条件入手进行排查；从赃款、赃物入手进行排查；从作案人

的动作习惯、作案手法和特殊技能入手进行排查；从因果关系入手进行排查；从结伙条件入手进行

排查；从作案人居住区域、具体地点和居住环境条件入手进行排查；从查证某人的前科劣迹和查对

犯罪情报资料档案入手进行排查，从反常情况入手进行排查等。 

在侦查实践中，选择排查嫌疑对象的侦查途径时，首先要把案件中可供选择的侦查途径全部梳

理出来，然后在众多可供选择的侦查途径中选择最科学、最合理、最能突出重点的最佳途径为主要

途径，而将其他途径作为辅助途径，并将主辅途径有机结合，全面运用于侦查。 

4.2排查嫌疑对象的方法 

在侦查实践中，排查嫌疑对象要经过普遍排查和重点排查两个步骤，由面到点，逐步深入。 

4.2.1普遍排查 

普遍排查也称面上排查，是指在已确定的侦查范围内，根据选择的侦查途径，对具备作案条件

的人全部纳入排查视线，全面撒网、无遗漏地、逐个地从中发现嫌疑对象。其方法为： 

公布案情，发动群众提供线索；依靠基层组织，广泛排查；利用情报资料，排查嫌疑线索；利

用特情，发现线索。 

排查时采取定人、定范围、分片包干的方法，进行全面排查，层层过筛，点滴不漏，然后逐一

甄别，发现重点嫌疑对象。 

4.2.2重点排查 

重点排查又称筛选重点，是指把在普遍排查中发现的嫌疑对象集中起来，对照排查条件分别逐

人、逐事、逐物研究、比照，反复筛选，排除那些查无实据或与本案无关的没有作案嫌疑的对象，

确定重点嫌疑对象。经过重点排查后，否定一些嫌疑对象，使重点比较突出，线索也比较集中，在

这些基础上，要对筛选出的重点对象，进行深入的侦查。 

普遍排查是重点排查的基础，重点排查是普遍排查的继续和深入，两者互相衔接、不可分割。 

5．收集证据，查证重点嫌疑人 

5.1确定重点嫌疑人 

为了集中力量和目标开展深入侦查，对发现的若干嫌疑对象应逐个进行分析比较，从中筛选出

重点嫌疑人。确定重点嫌疑人的依据条件是时间条件、因素条件和证据条件。通常情况下，具有下

列条件之一的人应考虑确定为重点嫌疑人：具有作案时间和因素条件，暂时没有取得证据的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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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作案因素和部分间接证据，而作案时间暂未查清的人；具有犯罪的某些间接证据，而作案时间和

因素条件暂未查清的人；具有重大预谋犯罪活动迹象或掩盖罪行迹象的人。 

5.2收集证据，查证重点嫌疑人 

查证重点嫌疑人必须紧紧围绕获取证据而进行，这时侦查工作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全面地

收集证据。证重点嫌疑人的方法主要有：询问证人和被害人；勘验、检查；秘密搜查；控制赃物；

组织辨认；技术鉴定；监视跟踪；内线贴靠等。 

针对重点嫌疑人收集证据的目的是要确定其是否为犯罪嫌疑人。如果有充分证据可以肯定嫌疑

人与案件无关，应当作出结论，解除其嫌疑；如果证据可靠，能够证明重点嫌疑人确系犯罪嫌疑人，

则应对已有证据进行全面核实，为破案准备扎实条件。 

5.3突破侦查僵局 

侦查僵局是指在实施侦查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使侦查出现暂时的停滞状态，使侦查无法推

进。无论何种原因造成的侦查僵局，导致案件久侦不破，都应当重新审查侦查的各个环节，从中找

出形成侦查僵局的原因，设法补救，使侦查出现新的转机，打开新局面。 

6．破案 

6.1破案的的概念和条件 

破案是指侦查机关对立案的案件经过侦查，在有证据证明存在犯罪事实并且确实是犯罪嫌疑人

实施的情况下，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拘留、逮捕或者其他措施，以进一步查清全案的一项重要侦

查活动。 

破案应当具备下列条件：犯罪事实已有证据证明；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犯罪嫌疑人或者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归案。以上三个破案的前提条件是一个整体，必须同时具备，

缺一不可。只有在具备了这三个基本条件的基础上，经过县级以上侦查机关负责人批准后，方可破

案。 

6.2破案前对证据的审查 

侦查机关在决定破案前，应当对收集的所有证据特别是认定犯罪事实、据以破案的关键证据进

行认真审查。审查证据主要从证据是否真实可靠；证据与案件是否关联；证据的来源是否合法；证

据之间是否一致；证据是否充分等方面进行。 

6.3破案时机的选择 

侦查机关必须从实际出发，灵活地作出决策选择恰当的破案时机以达到最佳的破案效果。通常

有以下几种破案时机可供选择：提前破案；暂缓破案；破案留根；及时破案。 

6.4破案的实施 

6.4.1破案前的准备 

为了保证破案工作的顺利实施，在破案前应当认真做好准备工作。准备工作主要包括：审查案

件事实和证据材料；制作破案报告；制定破案计划；组织破案力量；办妥法律手续；准备所需的物

质器材；掩护特情安全撤出；通知看守所做好收押准备工作。 

6.4.2破案的实施 

破案的实施就是运用各种措施使犯罪嫌疑人归案。在侦查中，当犯罪嫌疑人具备了强制措施的

适用条件时，应适时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使犯罪嫌疑人归案。 

有些轻微的刑事案件案，犯罪嫌疑人对涉嫌罪行供认不讳并有悔罪表现，不采取强制措施也能

保证犯罪嫌疑人随时到案接受讯问的，可以视为犯罪嫌疑人已经归案。 

6.4.3破案后的工作 

讯问犯罪嫌疑人；追缴赃款、赃物；及时进行总结。 

7．侦查终结 

7.1侦查终结的概念和程序 

侦查终结是指侦查机关经过一系列的侦查活动，认为案件事实己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足

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犯罪和应否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而决定结束侦查，依法对案件作出处理或提出



2354 

处理意见的一项诉讼活动。侦查终结是侦查阶段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对案件全部侦查活动的总结。 

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有关规定，侦查终结应当遵守以下程序：制作侦查终结报告；对侦查终结案

件进行处理；案件材料的整理和立卷。 

7.2移送审查起诉的条件和程序 

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有关规定，侦查机关对于侦查终结的案件作出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决定

的，必须具备以下条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案件性质和罪名认定准确；法律手续完

备；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符合上述条件的案件，侦查机关应当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

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7.3撤销案件和终止对犯罪嫌疑人侦查的条件和程序 

侦查阶段对于没有犯罪事实的或者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撤销案

件。对于经过侦查，发现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不是被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实施的，

或者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犯罪嫌疑人不够刑事处罚的，应当对有关犯罪嫌疑人终止侦查，并对该案

件继续侦查。 

对于需要撤销或者终止对犯罪嫌疑人侦查的案件，应当由办案部门制作撤销案件或者终止对犯

罪嫌疑人侦查报告书，将撤销案件或者终止对犯罪嫌疑人侦查报告报县级以上侦查机关负责人批

准。侦查机关作出撤销案件决定后，应当在三日以内告知原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法

定代理人以及案件移送机关。侦查机关作出终止侦查决定后，应当在三日以内告知原犯罪嫌疑人。 

7.4侦查终结扣押物品的处理 

侦查终结时，对在侦查中扣押的物品要进行全面清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7.4.1罪证物品的处理 

对移送起诉案件的罪证物品，一般应随案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处理；对不宜随案移送的物

品、文件，应当拍成照片入卷，原物由侦查机关妥善保管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分别移送主管部门处

理或者销毁；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及其孳息，应当在登记、拍照或者录像、估价后及时返还；对容

易腐烂变质及其他不易保存或保管的物品，如食品、家禽、牲畜等一般也不宜随卷移送。 

7.4.2对与犯罪无关物品的处理 

对已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物品应及时发还给原物品持有人，并开据《发还物品清单》，由

领取人和侦查人员签名后，存入侦查工作卷备查。对违禁品和不宜退还给原物品持有人的，经县级

以上侦查机关负责人批准，填写销毁物品清单后销毁。 

7.5补充侦查、要求复议和提请复核 

补充侦查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侦查部门提请批捕或移送起诉的案件，经过审查，认为案件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或遗漏了罪行，或还有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要求侦查部门再进行侦查补充

材料，或退回侦查部门提出具体要求，进一步调查取证，补充材料证据的诉讼活动。它是我国刑事

诉讼中对侦查的一项补救措施，是在原有侦查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侦查、取证的一种诉讼活动 , 不

是每一起刑事案件的必经措施。   

要求复议是指公安机关对同级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不起诉的决定认为不当时，依法要求同

级人民检察院对其原决定重新进行审议的一种特殊程序。要求复议，实际上是公安机关对同级人民

检察院的制约，是纠偏防错的重要措施之一。 

提请复核是指公安机关要求复议的意见未被同级人民检察院接受，仍坚持原提请批准逮捕、起

诉的意见，并认为同级人民检察院的决定不变更是错误的时候，依法向上级人民检察院申明理由，

请求对案件重新审核，变更下级人民检察院决定的一种诉讼程序。  

学习目标： 

1．理解立案的条件和审查方法以及案情分析意义和内容。 

2．掌握确定侦查方向和范围的依据以及制定侦查计划的内容。 

3．熟悉排查嫌疑对象和查证重点嫌疑人的方法以及案件的查破与侦查终结的条件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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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立案的条件有哪些？ 

2． 立案前如何对侦查材料进行审查？ 

3． 案情分析对侦查有何意义？它包括哪些内容？ 

4． 如何确定侦查方向和范围？ 

5． 制定侦查计划有何意义？它包括哪些内容？ 

6． 如何排查嫌疑对象？ 

7． 如何查证重点嫌疑人？ 

8． 破案的条件是什么？如何掌握破案时机？ 

9． 侦查终结的条件是什么？侦查终结对案件如何处理？ 

知识单元 7：侦查措施概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侦查措施概述 

1.1侦查措施的概念和特点 

侦查措施是指侦查机关或侦查人员公开或秘密实施的影响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涉案物以及刑

事案件有关场所的方法或者手段。 

侦查措施具有侵害性、公开性或秘密性、暂时性、裁量性的特点。 

1.2侦查措施的类型 

以是否公开为标准，侦查措施可以分为公开侦查措施和秘密侦查措施。 

以限制的对象为标准，侦查措施可以分为对人的侦查措施、对物的侦查措施和对场所的侦查措

施。 

以实施频率为标准，侦查措施可以分为常规侦查措施、强制措施和特殊侦查措施。 

2．侦查措施的实施原则 

侦查措施的实施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财产权利和公民的隐私具有一定的侵犯性，因此，

实施侦查措施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并在其原则的指导下选择有效且影响较小的强制手段进行侦

查。侦查措施的实施具有以下原则： 

2.1必要性原则 

    必要性原则是指侦查机关或侦查人员采用何种侦查措施应当遵循的准则。必要性原则是一

个强行性的法律问题，而非裁量问题，当存在多个可能的侦查措施时，侦查机关应当选择对侦查的

案件涉及的权利损害最小的措施，侦查机关对此不享有自由裁量权。 

2.2对相乘性原则 

对相乘性原则是指侦查机关或侦查人员选用不同强度的强制措施应当遵循的准则。对相乘性原

则的基本要求是指侦查机关在实施侦查措施过程中，其对刑事案件涉及的权利造成的损害与其所保

护的国家和社会公益之间应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任何侦查措施对刑事案件涉及的权利造成的损害

都不得大于其所能保护的国家和社会公益。 

2.3公秘结合原则 

公秘结合原则是指侦查机关或侦查人员采用何种方法（公开与秘密）实施侦查措施的准则。 侦

查措施的实施一般情况下都会对公民的权益造成侵害或影响，对合法权利构成一定的威胁，为了避

免影响的扩大，应当公秘结合，缩小知情面，尽力降低或者减少其消极的影响。 

2.4依法原则 

依法原则侦查机关或侦查人员实施侦查措施应当遵循法律规定的准则。依法原则具体包括三方

面内容：一是只能采取法律明文规定的或者符合法律精神的侦查措施；二是侦查措施必须依法定程

序实施；三是侦查措施只能针对犯罪案件。 

3．侦查措施实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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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侦查活动正常有效地开展；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保护犯罪嫌疑人与公民的人身、财

产安全。 

学习目标： 

1．熟悉侦查措施的概念、特点以及类型。 

2．掌握侦查措施的实施原则。 

3．了解侦查措施的意义。 

作业： 

1．简述侦查措施的特点。 

2．侦查措施具有哪些类型？ 

3．侦查措施实施原则有哪些？ 

4．简述实施侦查措施的意义。 

知识单元 8：常规侦查措施 

参考学时：22学时 

学习内容： 

1．现场勘查 

1.1犯罪现场的概念和分类 

犯罪现场是指犯罪人实施犯罪活动的地点和遗留与犯罪有关的痕迹、物品及其他物证的场所。 

按照现场在犯罪过程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可将现场分为主体现场和关联现场；按照犯罪现场

形成之后有无遭到破坏，可将现场分为原始现场和变动现场；按照现场的真伪性质，可将现场分为

真实现场和伪造现场；按照犯罪现场所处的空间是否具有“封蔽物”，可将现场分为露天现场和室

内现场。 

1.2现场保护 

1.2.1现场保护的概念和意义 

现场保护是指侦查人员、基层公安保卫人员以及社会单位、公民依法对犯罪现场实施警戒、封

锁，以保护其发生、发现时状态及勘查状态的行为。 

现场保护有利于查明犯罪的过程和情况；有利于收集犯罪线索和证据；有利于快速反应和采取

紧急措施；有利于现场情况的保密。 

1.2.2现场保护的任务 

获悉案件发生后，必须迅速赶赴现场，及时采取措施，保护好现场，同时向上级机关报告；划

定保护范围，布置警戒，维持秩序；遇到气候变化等情况，可能使痕迹物证遭到败坏时，应当采取

措施妥善保护；发现犯罪分子尚未逃离现场时，应立即扭送公安机关；发现重大犯罪嫌疑人时，要

布置专人监视；对罪犯或犯罪嫌疑人要提高警惕，防止其逃跑、行凶、自杀或者毁灭证据；如果遇

到现场上有人命危急的情况，应立即指定专人进入现场进行急救或送往医院抢救；对爆炸、纵火现

场应立即组织力量，采取措施扑灭火险，排除险情，抢救财物；现场保护人员在保护现场的同时，

应抓住案发不久的有利时机，向事主、发现人和周围群众进行初步调查访问；勘查人员到达现场后，

现场保护人员应将案件发生、发现的经过情况，事主、周围群众和有关人员对案件的反映和议论，

现场是否遭到变动或破坏，以及所采取的保护措施等，如实向勘查人员汇报。 

1.2.3现场保护的方法 

露天现场的保护方法：在犯罪现场周围布置警戒，即绕以绳索或用灰粉划一圈警戒圈，禁止无

关人员进入；对于通往现场的道路，根据情况，可临时停止交通，指挥行人绕道行走，如现场是重

要路口，应布置专人看守，必要时可用布或木板挡起来；在城市，由于人口、车辆多，流动性大，

封锁范围应尽可能缩小，以免影响交通。；对于院内的现场，可将大门关闭，如同院内住有邻居，

可划出一定通道行走。 

室内现场的保护方法：主要是在门窗和重点部位设岗看守，对屋外可能是犯罪嫌疑人进出的路

线或活动的场所，也应划出一定范围，布置警戒加以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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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场痕迹、物证的保护方法：无论是露天现场还是室内现场，对于血迹、脚印、手印、破坏

工具痕迹、车辆痕迹、被破坏的物体以及尸体和其他遗留物品，均要特别的加以保护，要防止触摸

破坏，必要时可用粉笔或白灰标明；露天场所易被家畜、动物或刮风下雨等自然条件破坏的痕迹、

物品，可用席子、塑料布、面盆等遮盖起来；对于尸体，必要时也可用席子或其他物品妥善地遮盖

起来。对吊死、勒死的案件，如果人已经死亡，就不要任意将绳子解开，更不能随便移动尸体，等

勘查人员到达后再做处理。 

1.3现场勘查的概念、任务与要求 

1.3.1现场勘查的概念 

现场勘查是指侦查人员依法对犯罪现场所进行的勘验、检查和调查研究活动。包括三层含义：

现场勘查的主体是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现场勘查必须依法进行；现场勘查的内容，除了对犯罪现

场进行勘验、检查外，还包括向犯罪现场和犯罪现场周围有关人员的调查访问，以及对现场情况的

分析研究。 

1.3.2现场勘查的任务 

判明事件性质；研究和了解犯罪分子作案的情况；研究犯罪分子的个人特点；发现和收集痕迹

物证；确定侦查方向和范围。 

1.3.3现场勘查的基本要求 

及时、全面、细致、客观。 

1.4现场勘查的组织与指挥 

1.4.1组织好值班值勤 

侦查部门必须建立健全值班制度，做好现场勘查的准备工作。 

1.4.2现场勘查人员的组成和分工 

一般由负责侦查破案的领导人、侦查员、技术员以及发案地区的民警或保卫干部组成。有些案

件，根据实际需要，还可以指派或聘请有关专业人员参加。现场勘查必须邀请两名与案件无关、为

人公正的公民做见证人。勘查重大案件现场，一般将参加勘验的人员分为：现场保护组、调查访问

组、实地勘验组、搜索堵截组等。 

1.4.3现场勘查的领导和指挥 

现场勘查应当由负责侦查破案工作的刑侦处、科、队长统一指挥。一般案件现场，可以由领导

指定的人员统一指挥。涉及两个市、县以上的重大案件现场，应当由直接参加侦查破案的主要一方

或者上一级侦查机关的刑侦领导干部统一指挥。 

为了正确组织现场勘查，领导指挥人员应当做好以下工作：接到报案后，应立即组织力量，快

速赶赴现场；及时了解和掌握现场情况，迅速做好勘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根据实际需要，及时决

定采取各种紧急措施；掌握勘查工作进度，协调各项勘查工作，及时、妥善地解决勘查工作中遇到

的各种问题；组织临场讨论，做好勘查后的现场处理工作。 

1.4.4现场勘查人员的纪律 

要严格服从统一指挥，按照组织分工和勘查步骤进行工作，不得随便触摸或破坏现场上的痕迹

物证；要保护现场上的各种公私财物，不得私拿或无故损坏现场上的任何物品；要尊重当地群众的

风俗习惯；要严格保守秘密，不准泄露有关现场情况和发现的线索。 

1.5现场实地勘验的步骤和方法 

1.5.1现场实地勘验的概念和法定程序 

现场实地勘验是勘验人员运用科学技术方法对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痕迹、人身、尸体等所

进行的观察、检验、记录和分析研究活动。 

现场实地勘验的法定程序：侦查人员执行勘验、检查，必须持有侦查机关的证明文件；对于死

因不明的尸体，侦查机关有权决定解剖，并通知死者家属到场；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

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检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或者

医师进行；勘验、检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参加勘验、检查的人和见证人签名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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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现场实地勘验的准备工作 

向现场保护人员了解现场保护情况；向事主或发现人、报案人了解案件发生、发现的简要情况，

以及犯罪嫌疑人的情况；邀请两名与案件无关、为人公正的公民做见证人。 

1.5.3现场实地勘验的步骤 

观察现场，划定勘验范围；确定勘验顺序；进入现场，观察现场状态；初步勘验；详细勘验。 

1.6现场访问 

1.6.1现场访问的概念和意义 

现场访问，也称现场调查访问，是指侦查人员在现场勘查过程中，向了解案件有关情况的人进

行的调查询问活动。其意义表现在：为采取紧急措施提供依据；弥补现场实地勘验的不足；帮助分

析现场痕迹是否为犯罪人遗留。 

1.6.2现场访问的程序和规则 

现场访问只能由侦查人员进行；侦查人员进行现场访问时，必须出示侦查机关的证明文件；现

场访问应当个别进行；访问开始时，侦查人员应当向侦查对象讲明他有如实作证的义务和责任；现

场访问应当制作访问笔录。 

1.6.3现场访问的对象和内容 

访问报案人和最早发现案件的人：主要了解发现案件的时间、地点；发现案件的详细经过；发

现案件时现场的原始状况，后来有无变动，以及变动的原因和变动后的情况等。 

访问事主、被害人及其家属：主要了解案件发生、发现的详细经过；财物的损失情况；有关犯

罪嫌疑人的情况；有关事主、被害人的情况。 

访问现场附近的知情群众：主要了解在发案当时或前后，曾经看到或听到一些什么情况；群众

对案件的舆论和反映；有关事主、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政治态度、思想品质、工作表现、生活作风、

经济收支以及平时结交人员等方面的情况。 

1.6.4现场访问应当注意的问题 

要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访问；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全面细致。 

1.6.5制作现场访问笔录 

现场访问笔录一般由开头、正文和结尾三部分组成。 

1.7现场勘查记录 

1.7.1现场勘查记录的概念和意义 

现场勘查记录是侦查人员依法制作的反映现场状况和实地勘验结果的法律文书。现场勘查记录

由现场勘验笔录、现场照相、现场绘图组成。其意义：使没有亲自参加现场勘查的人，通过记录中

所记载的内容，能够对犯罪现场的情况有个全面的了解；现场勘查记录是研究案情的重要依据；现

场勘查记录是一种重要的诉讼证据。 

1.7.2现场勘验笔录 

现场勘验笔录是侦查人员运用文字形式对现场勘验情况和勘验结果所作的客观描述和真实记

载。现场勘验笔录由前言、叙事和结尾三部分构成。 

制作现场勘验笔录应当注意的事项：笔录中记录的顺序应当与进行实地勘验的顺序一致；笔录

的记载要客观、准确；笔录的用语要明确、肯定；笔录记载的内容既要全面详细，又要简明扼要，

中心突出。 

1.7.3现场照相 

现场方位照相：主要记录和固定现场的位置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反映现场本身的具体的地

理位置。 

现场概貌照相：主要反映现场本身的全貌，即反映现场本身的内部状况及其景物相互之间的关

系。 

现场中心照相：主要反映主要物体和中心部位的状态，以及主要物体与痕迹、物证的关系。 

现场细目照相：主要反映现场上遗留的痕迹、物品的形状大小和细微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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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现场绘图 

现场方位图；现场全貌图；现场局部图 

1.8现场分析 

1.8.1现场分析的概念和意义 

现场分析，也称临场讨论，是指现场勘验和现场访问结束后，在现场勘查指挥人员的主持下，

全体勘查人员对现场情况及案件有关问题就地进行的分析研究活动。其意义主要表现在：是对现场

勘查过程的全面检查；是正确认识案件情况的基本途径；是确定侦查范围，制定侦查计划的重要前

提。 

1.8.2现场分析的内容 

判明事件性质；推断作案时间；判断作案地点；判断作案工具；判断作案的目的和动机；判断

作案方法；判断作案人数；判断作案人，划定侦查范围。 

1.8.3勘查后的现场处理 

对于不需要保留的现场，通知事主处理。对现场上的重要财物，应向事主当面点清。 

对于需要继续研究和勘查的现场，应全部或部分保留，指定专人妥善保护，并通知所在单位的

领导和事主。 

对需要保留的尸体，应妥善保存，并向死者家属或者所在单位的领导说明情况。 

对需要提取的物品，要填写提取清单，并向物主或主管单位出具收据。提取特别贵重物品或绝

密文件，应经县级以上侦查机关负责人批准。 

2．询问 

2.1询问的概念 

侦查中是指侦查人员以查明案件事实、收集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为目的，采用公开或秘密的

方式，就与案件有关的人、事、物等向有关人员和知情群众进行询问的一项专门调查活动。 

询问是侦查工作中最基本、最常用的侦查措施之一。它贯穿于侦查破案的始终，从审查立案材

料到分析判断案情、从发现嫌疑线索到审查重点对象、从查清案件事实到获取犯罪证据等各个环节

都离不开询问。 

2.2询问的任务 

询问的根本任务是查明案情和揭露、证实犯罪。其具体任务包括：查明基本案情；发现嫌疑线

索 ；审查嫌疑人；收集证据；查找犯罪嫌疑人。 

2.3询问的对象 

根据询问的目的，询问的对象应是与案件有关的人或了解案件有关情况的人 。具体包括：案

件的事主、被害人及其亲友；案件的知情人和发案时的目睹人；案件的检举揭发人；案件发生单位

或地区的负责人；有关行业的专业人员；案件的嫌疑对象及其亲友。 

2.4询问的内容 

案件不同，询问对象不同，访问目的不同，询问中涉及的问题也是各种各样的。但询问总的目

的是为了查明案件情况和事实，揭露和证实犯罪。因此，询问的内容，应是与刑事案件有关的事实，

概括说包括何事、何时、何地、何物、何情、何故、何人。 

2.5询问的方式 

侦查中询问的方式多种多样，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多种分类。按照是否公开侦查人员身份，

可分为公开询问与秘密询问；按照程序是否正式，可分为正式询问与非正式询问；按照是否传唤被

询问人，可分为走访询问与传唤询问。 

2.6询问的步骤和方法 

询问工作不同于一般的日常谈话，是为查明案情，发现案件线索，获取证据材料的一种侦查活

动，须注意询问的方法和策略。   

2.6.1 询问前的准备工作 

包括了解基本案情；确定访问对象；了解访问对象的基本情况；确定访问的时间和地点；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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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顺序和制定访问提纲。 

2.6.2询问的实施 

侦查人员在进行询问时应注意自己的衣着和礼节；侦查人员应正确选择询问开始的方式；侦查

人员要注意掌握谈话的气氛；侦查人员要注意防止谈话出现僵局；侦查人员要善于帮助或推动被询

问者的回忆；侦查人员要善于帮助被询问者克服消极心理和改变拒证态度；侦查人员应掌握好询问

时间；侦查人员进行询问时必须遵守法律的有关规定。 

2.6.3询问的记录 

非正式询问无需制作笔录，但侦查人员可以在询问之后把了解到的情况记录下来或整理成文字

资料，以备查用。正式询问均应制作笔录，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同步进行录音。询问笔录应

当符合一定的要求。 

2.7询问结果的分析判断 

由于询问所获得的材料，是通过侦查人员询问与案件有关的人员获得的，其真实、可信程度如

何，能否作为分析案情、采取侦查措施的依据，能否作为认定犯罪嫌疑人的证据，必须对询问的结

果进行严格的审查判断，确定其真实性和使用价值。对于询问结果的分析评判，一般可从以下几个

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其陈述来源；分析询问对象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的关系；分析判断询问对象

的心态、感知、记忆和陈述能力；分析判断询问的内容有无矛盾之处；分析判断询问对象在询问过

程中言语、神态有无反常之处；分析判断询问对象所谈内容是否受到外界的影响和干扰等。 

3．侦查实验 

3.1侦查实验的概念和作用 

侦查实验是指在侦查人员为了查明案情，验证案件中的某些事实或现象在某种条件下是否存在

或可能发生，而模拟案件发生当时的条件将该事实或现象重新加以演示的一种侦查措施。其在侦查

中的作用表现在：可以审查案件是否成立；可以审查证据是否真实可靠；可以验证侦查推断是否符

合实际；可以发现新情况、找出新问题，从而加深对案件的认识。 

3.2侦查实验的任务和规则 

查实验的任务：确定在一定条件下能否听到或者看到某种响声或某种现象；确定在一定时间内

能否完成某一行为；确定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发生某种现象；确定在某种条件下某种行为和某种痕迹

是否吻合一致；确定在某种条件下使用某种工具可能或者不可能留下某种痕迹；确定某种痕迹在什

么条件下会发生变异；确定某种事件是怎样发生的。  

侦查实验的规则：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实验；侦查实验的条件力求与原始条件相同或接近；

侦查实验所使用的工具、器材应尽量与案件所使用的工具、器材一致；侦查实验应坚持对同一情况

进行反复实验；侦查实验应当严格保守秘密；侦查实验禁止一切足以造成危险、侮辱人格或者有伤

风化的行为。 

3.3侦查实验的组织实施 

3.3.1制定侦查实验计划 

侦查实验计划应包括：实验的目的；实验的时间、地点；实验的环境、天气条件和其他条件；

实验的工具、器材和其他材料；实验的参加人和分工；实验的内容、步骤和方法；实验的记录方法、

种类，每种方法的具体安排；实验的警戒等。 

3.3.2确定侦查实验人员 

在进行侦查实验前，应确定侦查实验的主持人、实验主持人的助手、执行实验的公民、自愿参

加实验的证人、被害人或犯罪嫌疑人；聘请实验的翻译人员和有关专家等。 

3.3.3邀请侦查实验的见证人 

侦查实验必须邀请两名与案件无利害关系的人作为见证人。参加实验人员被划分为若干小组分

头进行实验时，每一个小组都应当有两名见证人到场。 

3.3.4宣布侦查实验的纪律 

侦查实验是一项法律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应当严格实验纪律。侦查实验的纪律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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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服从实验主持人的统一指挥；严格按照侦查实验计划所规定的内容、顺序和方法进行工作；保

护实验所涉及的公私财物；严守侦查实验的秘密等。 

3.3.5实施侦查实验 

在实施侦查实验的过程中，参加人员应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有关人员应当密切注视实验中发

生的各种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的过程，既要观察出现的现象，也要观察没有出现的现象，对实验中出

现的相同点或差异点，进行细致分析，找出原因，反复实验，并对实验的全过程进行记录。 

3.3.6制作侦查实验记录 

侦查实验的情况和结果通常用笔录、照相、绘图、录音、录像、制作模型等方法加以记录和固

定。侦查实验记录以笔录为主，用其他方法固定的实验情况和结果，应作为笔录的附件。笔录一般

由前言、叙事和结束三部分构成。 

3.4侦查实验结果的审查和运用 

3.4.1侦查实验结果的审查 

侦查实验结果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只要有一个因素发生偏差，实验结果就可能出现错误。

因此，不能不加审查就盲目地轻信实验结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审查：实验是否严格地按照规则

进行；实验的组织是否正确、科学；实验人是否具有某种职业知识、专业技能，有无解决问题的能

力，其所运用的专业知识是否是科学、可靠和无争议；实验人与案件有无利害关系，能否客观公正

地进行实验；实验人的生理、心理是否正常；实验结果是否具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实验结果同案内

的其他证据材料有无矛盾。 

3.4.2侦查实验结果的运用 

对肯定性结果和否定性结果的运用：肯定性结果只能为分析案件某一情节提供依据，否定性结

果则不能证明该情节就一定不存在；肯定性结果只能为缩小侦查范围提供依据，而不能证实某人一

定犯罪，否定性结果则可以排除该人具备一定的犯罪条件；在审查是否有伪造现场的可能时，侦查

实验的肯定性结果意义不大，不能据以否认伪造现场的可能，而否定性结果则可以证明有伪造现场

的事实。 

对单一性结果和非单一性结果的运用：根据单一性结果，可以认定有关事物极大可能存在或不

存在；根据非单一性结果，只能对某一事物的发生或存在提出推测性意见。 

4．侦查辨认 

4.1侦查辨认的概念和作用 

侦查辨认是指侦查过程中为了查明与案件有关的情况，由侦查人员主持并组织被害人、证人、

犯罪嫌疑人对与案件有关的人、物、场所等进行识别、认证的侦查措施。其在侦查中的作用表现在：

可以为分析案情、确定侦查方向和范围提供依据；可以为发现侦查线索和查找嫌疑人提供帮助；可

以为审查嫌疑人提供依据；可以为直接查获犯罪嫌疑人提供帮助；辨认可以为证实犯罪提供证据。 

4.2侦查辨认的类型 

按辨认主体不同，可分为被害人的辨认、证人辨认和犯罪嫌疑人的辨认；按辨认客体不同，可

分为人体辨认、尸体辨认、物品辨认和场所辨认；按辨认方式不同，可分为公开辨认和秘密辨认；

按辨认目的不同，可分为判定辨认和寻查辨认；按辨认方法不同，可分为直接辨认和间接辨认。 

4.3侦查辨认应遵守的规则 

单独辨认:一是组织多个辨认人对同一个辨认对象进行辨认时,要让不同辨认人个人单独对辨

认对象进行辨认；二是组织辨认人个人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辨认对象进行辨认时, 要让辨认人个人

单独分别对辨认对象逐一进行辨认。 

混杂辨认：是指组织辨认人对客体（人、物、照片等）进行辨认时，应将辨认对象与其他相似

的非辨认对象混合在一起进行辨认。 

客观辨认：亦称独立辨认，是指组织辨认人对客体进行辨认时，侦查人员必须保障辨认人独立

自主、实事求是地进行辨认，不能以任何形式左右或影响辨认人的意志或愿望。 

4.4侦查辨认的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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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侦查辨认的准备 

在辨认之前，侦查人员应询问辨认人；做好辨认人的思想工作，使其实事求是；确定辨认的时

间、地点；制定辨认方案；布置好辨认的环境，准备好必要的器材、设备等。 

4.4.2侦查辨认的方法 

对人的辨认方法：对人的辨认，主要包括自然人辨认、照片辨认、录像辨认等。由于被辨认的

客体不同，辨认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对尸体的辨认方法：对尸体的辨认，主要是指对不明身份的被害人尸体进行的辨认。对尸体的

辨认，一般以公开的方式进行。在侦查实践中，常常是将尸体、尸体照片、死者衣物和遗物的辨认

结合进行。 

对物品的辨认方法：对物品的辨认，是指对现场遗留物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的物品所进行的辨

认。组织对物品的辨认时，侦查人员应先对辨认人进行询问，问清被辨认对象的具体特征，然后再

进行辨认。 

对场所的辨认方法：对场所辨认，是指让被害人、知情人或犯罪嫌疑人确认犯罪地点或与犯罪

案件有关的场所。它主要用于侦破强奸、绑架、抢劫、诈骗、拐卖妇女儿童等案件。 

4.4.3制作辨认笔录 

辨认笔录的内容包括：辨认的时间、地点和环境条件；辨认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工

作单位、住址；辨认对象的主要情况；混杂客体的具体情况；辨认人辨认的结果、根据和陈述；辨

认的主持人、辨认人、证人或被辨认物的持有人等的签名盖章。 

此外，对于辨认对象的混杂情况和辨认同一的人或物应当分别拍照，附在笔录中。辨认笔录应

力求客观、详细、准确。侦查人员事先询问辨认人的记录应当与辨认笔录合并入卷，以便对照研究。 

4.5侦查辨认结果的审查与运用 

4.5.1侦查辨认结果的审查 

对辨认主体的审查：审查辨认人与案件有无利害关系；审查辨认人的感知、记忆和辨别能力；

审查辨认人的感知、记忆和辨认时的心理状态以及对待辨认的态度。 

对辨认客体的审查：审查被辨认客体的特征是否突出，是否容易与其他客体相区别；审查被辨

认客体的特征是否稳定，有无变化或伪装；审查被辨认客体的特征是否容易感知和记忆，以及客体

特征在辨认人头脑中的反映是否清晰和充分。 

对辨认过程的审查：审查辨认的感知阶段、记忆阶段和辨识阶段有无影响辨认结果的客观因素；

审查辨认人辨识时的环境条件是否与原来感知的环境条件相同或相似；审查辨认的组织和实施中是

否有违反辨认规则的情况。 

4.5.2侦查辨认结果的运用 

辨认结果具有直观性，属于“眼见为实”，所以容易得到人们的信赖。然而，在侦查实践中，

辨认错误的情况时有发生，在运用辨认结果时必须格外慎重。 

辨认结果作为证据使用时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辨认必须是严格按照辨认规则进行的；

经过审查辨认结论是科学可靠的；辨认结果得到了其他证据的印证，与其他证据之间没有矛盾。 

5．搜查 

5.1搜查的概念和意义 

搜查是指侦查人员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犯罪

证据的人身、物品、住处或其他有关的地方，依法进行搜索、检查的一种侦查措施。 

搜查是侦查机关在侦查中获取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重要手段，对防止罪犯逃跑，毁灭、

转移证据，及时查获犯罪嫌疑人，具有重要意义。 

5.2搜查的种类 

按照搜查方式的不同，分为公开搜查和秘密搜查；按照搜查对象的不同，分为人身搜查和场（住）

所搜查；按照搜查次数的不同，分为初次搜查、重复搜查；按照搜查时是否持有搜查证，分为持证

搜查和无证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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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搜查的法律程序 

搜查的主体只能由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依法进行。 

批办《搜查证》，在侦查中需要搜查时，应制作呈请搜查报告书，经县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

准，开具搜查证方可实施搜查；人民检察院进行搜查时，搜查证应由检察长签发。 

侦查人员在执行搜查时，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但在执行拘留、逮捕的时候，遇有紧急

情况，不用搜查证也可以进行搜查。 

搜查应由两名以上侦查人员进行，搜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 

搜查时，应当有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在场，如果到被搜查人的单位进

行搜查，应当邀请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 

搜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侦查人员和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签名或

者盖章。如果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在逃或者拒绝签名、盖章，应当在笔录中注明。 

5.4搜查的组织实施 

5.4.1搜查的准备 

为了保证搜查工作顺利进行，实施搜查前应作好准备工作。具体包括确定实施搜查的人员；明

确搜查目标；了解搜查对象、目标情况；制定搜查计划、方案；做好搜查的物质、器材准备；办好

法律手续。 

5.4.2搜查的实施 

5.4.2.1人身搜查。是指对犯罪嫌疑人或者可能藏匿罪证的其他有关人员的人身进行搜寻检查。

人身搜查一般按以下步骤实施:搜身必须在犯罪嫌疑人失去反抗能力的条件下进行；搜身按由上而

下、由前向后、由表及里的顺序进行； 对于被搜查人随身携带的物品，也应仔细地搜索和检查；

搜查时一般要求用手挤压、触摸、翻动，不可轻拍轻摸。对一些重点部位可以翻动搜查，必要时将

衣服脱去进行搜查。 

5.4.2.2室内场所搜查。室内场所包括私人住宅、集体宿舍、旅馆住房、办公室、操作间、仓

库等。 

根据室内场所的结构、范围的大小，确定相应的搜查方法。一是由点到面，即先从一点或一头

开始搜查，逐步展开；二是由里向外或由外向里进行搜查，即从屋内中心部位开始搜查，逐步向外

延伸，或是从外面按物品摆设的顺序逐步向里搜查；三是分区定位搜查，即将范围较大的室内场所

分为若干区域，逐个分别进行搜查。 

搜查的重点，应视所寻找的罪证而灵活地选择。一般讲，家具、床上用品、装饰品、各种摆、

挂件、烟囱、炉灶、煤 柴堆、厕所、天棚、地板、地沟等应重点搜查。同时，要特别注意暗屋、

地窑、墙壁夹层和翻新、刷新部位的搜查。对于视线不能直接触及的部位可借助仪器进行观察探视，

必要时，可用工具撬、挖或探、锯、割进行搜查。 

确定搜查部位的方法：从分析被搜查人心理入手；从通常不存放物品的地方入手；从反常现象

和可疑痕迹入手；从观察在场被搜查人及其家属的神态入手。 

5.4.2.3露天场所搜查。 

由于露天场所范围较大，因此，首先要巡视搜查场所，划定搜查范围，确定搜查的重点，然后

分工、分片、分段进行搜查。根据搜查需要，可邀请刑事技术人员结合现场足迹进行搜查和利用警

犬进行搜索。 

搜查的重点，应视寻找的罪证种类、体积、数量，灵活选定。一般要注意草丛、树林、坑凹、

柴草堆、水井、水塘、破 房、窑洞等，特别要注意新翻动的泥土、变动过的堆物。 

搜查的具体方法包括：收缩式搜查、延伸式搜查、分区式搜查、追踪式搜查等。 

5.4.3制作搜查笔录 

搜查笔录是侦查人员将搜查的情况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一种法律文书。其内容包括搜查的时间、

地点、执行人员、被搜查人、见证人以及搜查的范围、搜查的过程、搜查中发现和扣押的物品、文

件的名称、数量和特征及其隐藏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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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扣押物证、书证 

6.1扣押物证、书证的概念和意义 

扣押物证、书证是指侦查机关对发现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物品、文件， 依法

强制扣留的一项侦查措施。扣押物证、书证，常常与搜查、勘验检查一起进行。 

通过扣押物证、书证，可以发现和保全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罪轻或罪重的物品和

文件，防止与案件有关的物品、文件丢失、毁弃或隐藏等现象发生，以取得充分、确实的物证、书

证，保证其在查明和核实案情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应有的作用，确保正确地认定案情。 

6.2扣押物证、书证的实施 

扣押物证、书证直接关系到公民的权益问题，因此，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 

6.2.1侦查中财物、文件的查封、扣押 

在侦查活动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财物和文件，应当查封、扣押；

与案件无关的财物、文件，不得查封、扣押。如果持有人拒绝交出应当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

资料和其他物品，可以强制查封、扣押。 

在侦查过程中需要查封、扣押财物、文件的，应当经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并制作查封、扣押决

定书；在现场勘查或者搜查中需要查封、扣押财物、文件的，由现场指挥人员决定；但查封、扣押

财物价值较高或者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侦查机关负责人批准并制作查封、扣押决

定书。执行查封、扣押财物、文件的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持有有关法律文书或者侦查人员工

作证件。 

对于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应当会同在场见证人和被查封、扣押财物、文件的持有人查点

清楚，当场并列清单一式二份，由侦查人员、见证人和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一份交持有人，另一

份附卷备查。对于无法确认持有人的财物、文件，应当在清单中注明。 

对于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要妥善保管或者封存，不得使用或者损毁。 

6.2.2对邮件、电子邮件、电报的查封、扣押 

查封、扣押犯罪嫌疑人的邮件、电子邮件、电报，应当经县级以上侦查机关负责人批准，制作

查封、扣押通知书，通知邮电部门或者网络服务单位检交查封、扣押。 

不需要继续查封、扣押的时候，应当经县级以上侦查机关负责人批准，制作解除查封、扣押通

知书，立即通知邮电部门或者网络服务单位。 

对于查封、扣押的邮件、电子邮件电报，应当妥善保管，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3

日以内解除扣押，退还原邮电部门或者网络服务单位。 

6.3对查封、扣押物的处理 

对查封、扣押物及时审查；妥善保管；依法处理。对违禁品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应当依照

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对作为证据使用的实物应当随案移送，对不宜移送的，应当将其清单、照片或

者其他证明文件随案移送；对确实与案件无关的物品、文件、邮件、电子邮件、电报，应当依法退

还。 

7．查询、冻结 

7.1查询、冻结的概念和意义 

查询、冻结，是指侦查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依据有关规定，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

邮电部门查询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以及通知上述机构、部门

停止支付或兑换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的侦查措施。查询、冻结

是侦查犯罪的重要措施，是打击犯罪，特别是打击经济犯罪的有效手段。 

查询、冻结在侦查中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有利于发现犯罪线索，为案件侦查提供依据；

有利于获取犯罪证据，判明案件性质；有利于确定侦查方向，查明犯罪事实；有利于追缴赃款，避

免或减少经济损失。 

7.2查询、冻结的实施 

7.2.1查询、冻结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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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规定，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邮电部门等单位查询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

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应当经县级以上侦查机关负责人批准，制作查询财产通知书，通知银

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邮电部门等单位执行。 

需要冻结犯罪嫌疑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邮电部门等单位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

基金份额等财产的，应当经县级以上侦查机关负责人批准，制作冻结财产通知书，通知银行或者其

他金融机构、邮电部门等单位执行。 

7.2.2查询、冻结的执行 

在查询、冻结存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时，侦查人员必须出示查询、冻结财产通知

书、本人工作证或执行公务证。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邮电部门等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7.2.3冻结的期限 

冻结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的期限为6个月，有特殊原因需要延长的，侦

查机关应当在冻结期满前办理继续冻结手续。每次续冻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逾期不办理续冻

手续的，视为自动撤销冻结。 

7.2.4冻结的监督  

上级侦查机关有权对下级侦查机关冻结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进行监督。

上级侦查机关发现下级侦查机关冻结、解除冻结有错误时，可以依法作出决定，责令下级侦查机关

限期改正，下级侦查机关应当立即执行。 

7.3冻结后的处理 

解除冻结；依法予以没收或返还被害人；随案向人民法院移送。 

8．鉴定 

8.1鉴定的概念和作用 

侦查中的鉴定，是指侦查机关为了查明案情，指派或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

问题进行鉴别、判断并作出专门性结论的活动。 

鉴定是侦查的重要手段，在侦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鉴定为认定案件性质提

供依据；为判断犯罪条件提供依据；为确定侦查方向、划定侦查范围提供依据；为澄清嫌疑、认定

犯罪嫌疑人提供证据；是审核、印证其他证据的重要手段。 

8.2鉴定的分类 

按鉴定学科划分，鉴定可以分为法医类鉴定、痕迹类鉴定、文书类鉴定和理化检验鉴定。 

根据鉴定结论证据意义划分，可以分为同一鉴定、种属鉴定、事实鉴定。 

8.3侦查人员在鉴定中的职责 

配合发现痕迹物证；调查核实物证；收集检验样本；送检等。 

8.4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和运用 

8.4.1鉴定意见的审查 

在使用鉴定意见作为证据时，应对其科学可靠性进行审查。审查的内容主要包括： 审查鉴定

人本身是否具备鉴定资格；审查是否具备进行鉴定所需的客观条件；审查鉴定过程是否符合要求；

审查鉴定结论的依据是否科学；审查鉴定结论与其他证据的关系。 

8.4.2鉴定意见的运用 

同一鉴定意见的运用。其否定意见可直接用于办案，起甄别排除作用；其肯定意见在办案中则

只能作为间接证据。 

种属鉴定意见的运用。种属鉴定的否定意见具有否定同一的意义；而肯定意见只能证明类型相

同，可以起到缩小侦查范围的作用。 

事实鉴定意见的运用。有无的鉴定，“有”的结论要与其他鉴定项目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在

鉴定中“有”的结论不可简单地拿来单独使用，而“无”的结论不等于没有，只是没有发现。真假

的鉴定、程度的鉴定、原因的鉴定，其结论一般都可以直接用于办案。 

9．控制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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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控制赃物的概念 

控制赃物，是指侦查机关在侦查中，对犯罪嫌疑人可能转移、藏匿、改装、使用、销售、挥霍、

销毁赃物的处所或渠道，及时组织力量，进行监视、控制，以发现、收缴赃证，查获犯罪嫌疑人的

一项侦查措施。控制赃物主要运用于有财物损失的案件。 

9.2控制赃物的作用 

发现、提供侦查线索；收集犯罪证据；直接查破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挽回和减少被害人的

损失。 

9.3控制赃物的范围和方法 

9.3.1控制赃物的范围  

控制赃物的范围主要有：信托、寄卖部门；各种物品收购部门；各种修理业； 可能进行私货

交易的公共复杂场所；金融部门；嫌疑对象住所、窝赃处所；商品交易场所等。 

9.3.2控制赃物的方法 

对于不同的刑事案件，不同的赃款、赃物，不同的社会环境，应当采取不同的控制方法。通常

情况下应采取以下方法：详细询问财物失主及其家属；控制公开销赃场所； 控制场外黑市销赃。 

9.4查获赃物、赃款  

犯罪嫌疑人非法所得的一切财物，依法追缴，对违禁品、淫秽物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和

其他非法所得的财物，应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10．追缉、堵截 

10.1追缉、堵截的概念 

追缉是指根据受害人（事主）、目睹人提供的犯罪嫌疑人逃跑的方向和现场上遗留的痕迹、物

品特征，迅速组织力量，沿着犯罪嫌疑人逃跑的路线进行追捕的紧急侦查措施。 堵截是指根据侦

查部门的通知和部署，在犯罪嫌疑人可能经过的路口，设卡拦截的紧急侦查措施。 

追缉、堵截这两种措施在查缉犯罪嫌疑人或罪犯时，往往是结合一起使用，所以统称为追缉、

堵截。 

10.2追缉、堵截的意义 

防止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和惩罚；预防和制止犯罪嫌疑人继续犯罪；加快破案速度，有效打击

犯罪。 

10.3追击、堵截的适用条件 

案件发现及时，犯罪嫌疑人未及逃远；掌握犯罪嫌疑人潜逃的方向或路线；了解犯罪嫌疑人的

体貌特征、携带物品特征及使用的交通工具的种类等。 

10.4追缉、堵截的方法 

尾随追堵法；多路迂回法；；四面合围法；寻找抓捕法。 

10.5追缉、堵截应注意的问题 

把握案情和犯罪嫌疑人的特点、活动规律；查清和控制好犯罪嫌疑人或罪犯的社会关系或落脚

点；依靠沿途公安机关和群众把追缉与查访相结合；注重实效，保护群众，避免伤亡；协同作战，

统一指挥，灵活机动。 

11．通缉、通报 

11.1通缉 

11.1.1通缉的概念和对象 

通缉是以发布通缉令的形式要求有关地区的公安、保卫组织和公民协助抓获依法应当逮捕的在

逃犯罪嫌疑人的一项查缉措施。 

通缉的对象既包括具备逮捕条件应当依法逮捕而又下落不明的犯罪嫌疑人；也包括已经依法执

行逮捕在羁押期间逃跑的犯罪嫌疑人；还包括被判处刑罚或服刑期间而逃跑的罪犯。 

11.1.2通缉的方法 

作出通缉的决定。公安机关需要通缉犯罪嫌疑人，由该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决定；人民检察院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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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直接受理的案件，需要通缉犯罪嫌疑人的，经检察长批准，可以作出通缉的决定。 

发布通缉令。通缉令是公安机关发布缉拿应当逮捕而在逃的犯罪嫌疑人或罪犯的书面命令。通

缉令的内容应当具体、简练、明确，使人看到能一目了然，便于查缉。如果是人民检察院作出通缉

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通缉通知书和被通缉人的照片、身份、特征、案情等简要情况送达公安

机关，由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可在本辖区内直接发布通缉令；需要在全国或跨

地区通缉的，由省级公安机关报公安部，由公安部发布通缉令。 

通缉令的发布形式，一是以书面形式发给相关公安机关、有关单位、保卫部门居委会和治保会；

二是通过电视、广播或报刊；三是把通缉令张贴在有关场所，向社会公布；四是网上通缉。 

补发通报。通缉发布后又出现新的情况的，可以补发通报。补发通报的应写明通缉令的编号和

日期。 

组织缉捕。公安机关接到通缉令后，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周密部署通缉，控制好被通缉人可能

出没和隐蔽的地方，发动群众提供线索，组织力量围、追、堵、截。 

撤销通缉令。被通缉对象缉拿归案后，或者其投案、死亡后，由发布通缉令的公安机关在原发

布通缉令的范围内撤销通缉令。 

11.2通报  

11.2.1通报的概念 

通报是侦查机关以查缉犯罪嫌疑人、查明无名尸体身源、查找赃物罪证、交流案件情况为目的，

向有关地区发布的协查文书。通报通常以书面文件的形式发送到有关地区的侦查机关内部，一般不

对外张贴。 

11.2.2通报的类型 

按照通报的内容范围，将其分为案情通报；赃物通报；无名尸体通报；失踪人通报；犯罪嫌疑

人通报；犯罪动态信息通报。 

11.2.3通报的发布 

通报只能由县级（含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发布。发往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通报，由省级

公安机关发布。 

11.2.4通报的要求 

通报内容应简洁、准确，特征描述规范、具体、照片清晰；通报应及时；通报发生后，如发现

新的情况，应及时发补充通报或更正通报；通报的问题一经查清，则要及时撤销原通报；有关单位

接通报后，应认真协查，及时回复；通报的内容不对外。 

11.3通缉、通报的区别和执行要求 

实施主体不同。通缉只能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实施，而通报实施主体的范围较广，它包括了所

有具有侦查权的机关或者部门，它们可以根据需要，在其内部发布协查通报。 

适用的对象不同，通缉只适用于查缉在逃的犯罪嫌疑人或罪犯，通报适用的范围不仅用于查明

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还用于查明赃物、无名尸体、与犯罪有关的证据材料、失踪人等； 

内容要求不同，通缉是根据通缉令的内容要求查缉在逃的已知真实姓名、身份、特征等的犯罪

嫌疑人或罪犯，通报则是要查获不知真实姓名、身份的犯罪嫌疑人、赃物、无名尸体的尸源和已知

姓名、身份、特征等的失踪人下落； 

发布的范围不同，通缉令是人民群众参与查缉犯罪嫌疑人的法律依据，可以公开发布；而通报

是侦查机关内部的协查文书，一般都是发至有关地区的侦查机关内部，一般不对外公布。 

12．讯问 

12.1讯问的概念和对象  

讯问是指侦查人员依法对刑事犯罪嫌疑人关于案件情况的发问。讯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犯罪

嫌疑人正面讯问的方式查明案件的全部事实真象，揭露、证实犯罪，收集证据，追缴赃物罪证，依

法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同时还要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侦查过程中的讯问是一项侦

查活动，是办理刑事案件必经的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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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中讯问的对象有下列三种: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并予以逮捕或先行拘留的犯罪嫌疑人；

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罪该逮捕，但由于某种原因不予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群众扭送的现行犯和

投案自首的犯罪嫌疑人。 

12.2讯问的任务 

查明案件的全部事实；查明同案犯，追清犯罪线索，扩大成果；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收集犯罪资料，研究犯罪活动规律，加强预防；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认罪服法教育。 

12.3讯问的原则 

为确保顺利完成讯问工作任务，必须遵循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原则。 

12.4讯问前的准备  

做好人员准备；全面熟悉案情和犯罪嫌疑人情况；制定讯问计划。 

12.5讯问的一般策略方法 

12.5.1制定讯问策略的依据  

讯问策略是指办案人员为降伏犯罪嫌疑人、迫使其供述全部犯罪事实所采用的讯问计策方略。

制定讯问策略的依据主要是：案件的性质和具体案情；已掌握证据的数量与质量；犯罪嫌疑人在案

件中所处的地位；犯罪嫌疑人的个性、特点、认罪态度；犯罪嫌疑人羁押后的心理状态等。 制定

讯问策略要因案、因人而宜，不能一个模式，要有针对性。根据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讯问策略，

做到有的放矢。 

12.5.2常用的讯问策略方法  

讯问中常用的策略方法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攻心夺志，瓦解思想；利用矛盾，逐步推进；

巧用证据，迫其就范；以迂为直，寻机突破。 

学习目标： 

1．了解各种常规侦查措施的概念和意义。 

2．掌握各种常规侦查措施的实施方法。 

作业： 

1.何谓犯罪现场，应如何分类？ 

2.现场勘查应当完成什么任务？ 

3.现场勘验包括哪些步骤，采用什么办法? 

4.现场访问的意义何在? 

6．现场分析要解决什么问题? 

7．试述询问的任务、对象、内容和方式。 

8．试述询问的步骤和方法。 

9．如何分析询问的结果？ 

10．试述侦查实验的意义、任务和规则。 

11．试述侦查实验的组织实施。 

12．试述侦查实验结果审查与运用。 

13．试述侦查辨认的意义、类型和任务。 

14．侦查辨认应当遵守什么规则？ 

15．试述侦查辨认的组织实施。 

16．如何评断和运用辨认结论？ 

17．试述搜查的种类和搜查的组织实施。 

18．试述扣押物证、书证的意义和要求。 

19．试述鉴定在侦查中的作用。 

20．试述控制赃物的意义和方法。 

21．试述追缉、堵截的意义、条件和方法。 

22．通缉、通报的适用对象是什么？通缉与通报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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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试述讯问的对象、任务和原则。 

24．常用的讯问策略有哪些？ 

知识单元 9：侦查强制措施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拘传 

1.1拘传的概念 

拘传是指侦查机关对需要拘传的犯罪嫌疑人，或者经过传唤没有正当理由而拒不到案的犯罪

嫌疑人，所采取的强制其到达指定地点接受讯问的一种强制措施。 

1.2拘传的对象和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64 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传……”，其对象和条件是：经过侦查机关合法传唤，没有正当理由而拒不

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因侦查工作需要，对于某些犯罪嫌疑人，未经传唤，也可以直接拘传。 

1.3拘传的方法  

1.3.1拘传的准备 

分析传唤对象拒不到案的理由，研究其与案件的利害关系；根据案件情况，选择好适当的时机

和方式；预见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做好相应准备，防止发生意外；研究拘传对象的个人特点和思

想动态，制定讯问计划。 

1.3.2拘传的实施 

批办拘传证。侦查人员根据案件情况，认为需要采取拘传措施的，应当填写呈请拘传报告书，

并附上相关材料，报县级以上侦查机关负责人批准，签发拘传证。 

拘传的执行。执行拘传的侦查人员不得少于 2人。执行拘传时，应当向被拘传人出示拘传证，

并责令其在拘传证上签名、捺指印。 

拘传的次数与时间。法律未对拘传的次数作出限制性规定，由侦查机关根据具体情况掌握，但

不得以连续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12 小时，案情特别重

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 24小时。 

拘传的地点。侦查机关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在犯罪嫌疑人所在的市、县内的地点进行。 

拘传的结果。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拘传到案后，应当立即讯问。讯问结束后，应根据案件情

况作出相应的处理。 

2．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2.1取保候审 

取保候审，是指侦查机关责令犯罪嫌疑人提供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保证其不逃避侦查，并能

随传随到，而不对其实施羁押的一种强制措施。 

2.1.1取保候审的对象和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相关规定，取保候审的对象和条件包括： 

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

发生社会危害性的；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

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的；对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需要继续侦查的；提请

逮捕后，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需要继续侦查的；；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

继续侦查的；持有有效护照等出入境证件，可能逃避侦查，但不需要逮捕的。 

2.1.2取保候审的方式 

取保候审有保证人保证和保证金保证两种方式。对同一犯罪嫌疑人决定取保候审的，不能同时

使用保证人保证和保证金保证。 

2.1.3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应当遵守以下义务：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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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 24 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此外，侦查机关在决定取保候审时，还可以根据案件情况，综合考虑案件的性质、情节、社会

影响、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关系等因素，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不得与

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以任何形式与他人通信；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

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违反规定，已交纳保证金的，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并且区别情

形，责令犯罪嫌疑人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提出保证人，或者监视居住、予以逮捕。 对违

反取保候审规定，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 

2.1.4取保候审的程序 

对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由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依法作出决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决定

取保候审的，由公安机关执行。国家安全机关决定取保候审的，以及人民检察院在办理国家安全机

关移送的犯罪案件时决定取保候审的，由国家安全机关执行。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取保候审。对犯罪嫌疑人取

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 12个月。 

2.1.5取保候审的实施 

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取保候审须制作呈请取保候审报告书，说明取保候审的理由、采取的保证方

式以及应当遵守的规定，经县级以上侦查机关负责人批准，制作取保候审决定书。 

执行取保候审，要向被取保候审人宣读取保候审决定书，责令犯罪嫌疑人提出保证人或交纳保

证金，并签名、捺指印。 

对被取保候审人采用取保候审措施后，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应当予以撤销或者变更。 

2.2监视居住 

监视居住，是指侦查机关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或妨碍侦查的顺利进行，依法责令其

不得擅自离开住所或指定的居所，对其人身加以限制的强制措施。 

2.2.1监视居住的对象和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和相关规定，侦查机关对符合逮捕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可以监

视居住：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

人的唯一扶养人；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羁押

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对检察机关决定不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

需要继续侦查的；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被取

保候审人违反规定义务的。 

2.2.2被监视居住人的义务 

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执行监视居住的处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会见他人或者通信；

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将护照等

出入境证件、身份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 

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违反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2.2.3监视居住的程序 

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 6 个月。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决定监视居住

的，应当向其本人宣布，并由其本人在监视居住决定书上签名、捺指印。侦查机关对同一个犯罪嫌

疑人，不得重复采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 

2.2.4监视居住的实施 

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监视居住须制作呈请监视居住报告书，经县级以上侦查机关负责人批准，制

作监视居住决定书，执行监视居住要向被监视居住人宣读监视居住决定书，由被监视居住人签名、

捺指印。 

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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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

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监视居住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

所执行。 

监视居住由被监视居住人住处或者指定居所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执行，办案部门可以协助执

行。犯罪嫌疑人的住所发生变更时, 执行单位应及时向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报告。 

对于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要采取有效的监视措施。负责执行的部门可根据要求，可以采取

电子监控、不定期检查等监视方法对其遵守监视居住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在侦查期间，可以对被

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通信进行监控。但是，不能限制被监视居住人在指定范围内的合法行为，

更不能变相关押。 

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的条件消失后, 应解除监视居住或改用其他强制措施, 并向执行单位和

被监视居住人发出解除监视居住决定书。 

3．拘留、逮捕 

3.1拘留 

拘留是指在侦查过程中，由于情况紧急而对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依法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

的强制措施。 

3.1.1拘留的对象和条件 

拘留的对象通常有两种：一种是罪该逮捕的现行犯，即正在实施犯罪行为 (或重大预谋犯罪行

为)，而且所犯罪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人；另一种是有证据证明有重大犯罪嫌疑的人。侦查

机关对罪该逮捕的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如果情况紧急，可先行拘留。 

拘留应具备以下条件：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被害人或者在场

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在逃的；

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

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

重，需要予以逮捕的，可以先行拘留。 

3.1.2拘留的程序 

拘留由公安机关执行。公安机关拘留犯罪嫌疑人，应当填写呈请拘留报告书，经县级以上公安

机关负责人批准，签发拘留证；对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作出拘留决定后，应

当将有关法律文书和有关案由、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的材料交同级公安机关执行，公安机关应当立

即执行，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协助公安机关执行。 

公安机关执行拘留时，应当向被拘留人出示拘留证，并向其宣布对其实行拘留。被拘留人应当

在拘留证上签名、按指印，其拒绝签名、按指印的，侦查人员应当注明。被拘留人如果抗拒拘留，

侦查人员有权使用强制方法，包括使用械具。 

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 24 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

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 24 小时内制作拘留

通知书，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对于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 24 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

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 

公安机关在异地执行拘留的时候，应当通知被拘留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被拘留人所在地的公

安机关应当予以配合。 

3.1.3拘留的期限 

一般情况下，刑事诉讼拘留的期限最长为 14 日。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

分子，拘留期限最长为 37日。人民检察院刑事拘留的期限最长为 14日。 

3.1.4拘留前的准备 

在实施拘留前，除了要依法审查案件的有关材料外，还有做好执行拘留的人力、物力及对策等

方面的准备工作：包括了解拘留对象的基本情况；了解拘留场所的有关情况；制定拘留方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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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物质准备等。 

3.1.5拘留的方法 

执行拘留时，要针对拘留地点在室内、室外以及交通工具上等不同的环境特点，选择适当的时

机和方法，迅速地将被拘留人抓获。 

3.2逮捕 

逮捕是侦查机关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毁灭罪证或者继续犯罪、逃避侦查而采取的限制其

人身自由并予以羁押的一种强制措施。 

3.2.1逮捕的对象和条件 

逮捕是一种严厉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逮捕应当具备以下条件：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特定的社会危害性的，应当予以逮捕；有

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应当予以逮捕；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

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

犯罪嫌疑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3.2.2逮捕的法律程序 

逮捕犯罪嫌疑人，必须经人民检察机关批准，统一由公安机关执行。 

公安机关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应由承办人报请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经批准后应当写出

提请批准逮捕书，连同全部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 

对于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拘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 7日内，

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对于犯罪嫌疑人未被拘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公安机

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 15日内，作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不得超过 20日。 

公安机关接到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决定书后，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签发逮捕证，执行逮

捕后要将执行回执及时送达作出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 

对于人民检察院决定不批准逮捕的，公安机关在接到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后，如果犯

罪嫌疑人已被拘留，应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书，并将执行回执在 3日内送达给不批准逮捕决定

人民检察院。如果公安机关认为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决定有错误，可以要求复议或提请复核。 

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应当制作决定逮捕通知书，由侦查部门通知公安机关执行逮

捕。必要时人民检察院可以派人协助执行逮捕。 

3.2.3逮捕前的准备 

逮捕是一项时间性和政策性很强的措施, 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毁证、继续犯罪和保证逮

捕目标准确，在执行逮捕前要做好以下准备工作：了解逮捕对象的情况；了解逮捕场所的情况；制

订逮捕方案；探查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所在处所的戒备状态；准备逮捕的器械和工具等。 

3.2.4逮捕的方法  

公开逮捕的方法：通常是在案件已无秘密侦查的必要，不妨碍收集证据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逮

捕方法。实施逮捕的方法应根据逮捕地点的具体条件和环境确定。 

秘密逮捕的方法：秘密逮捕是为了继续侦查的需要，在一定时间内对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措施保

守秘密的一种特殊逮捕方式，即不让被捕人同伙、亲友或有关人员知道。在执行方法上更要讲策略

方法，通常有跟踪密捕、预伏守候密捕、借故密捕和旅途秘密等几种形式。 

执行逮捕中应注意的问题：执行逮捕时，在亮明身份的情况下，要命令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原

地不动，举起双手，然后出示逮捕证，当即在同伴掩护下对其进行彻底搜查，缴获凶器，给其带铐

使其失去反抗能力；执行逮捕时，要密切注意周围动态，防止其同伙或亲属将其解救，并对现场进

行详细搜查，以发现收集与犯罪有关的痕迹、物品等证据材料；逮捕应立即将其送往看守所，在

24小时内进行讯问，并在 24小时内把逮捕原因和羁押处所通知其家属或所在单位。如发现错捕或

不应逮捕，应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 

学习目标： 

1．了解各种强制措施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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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各种强制措施的适用对象和实施方法。 

作业： 

1． 试述拘传前的准备和实施方法。 

2． 试述取保候审的对象和实施方法。 

3． 试述监视居住的对象和实施方法。 

4． 试述拘留前的准备和拘留的实施方法。 

5． 试述逮捕前的准备和逮捕的实施方法。 

知识单元 10：特殊侦查措施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内线侦查 

1.1内线侦查的概念和任务 

内线侦查是指侦查机关在侦查重大、特大刑事案件和犯罪集团（团伙）案件及预谋犯罪案件中，

为了掌握犯罪动向，了解犯罪活动的情况，及时获取证据，采用打入或拉出的方式，深入侦查对象

内部开展侦查的一种特殊侦查措施。  

内线侦查的主要任务是查清主要犯罪事实，摸清犯罪集团（团伙）的内幕，掌握犯罪动态，获

取犯罪证据，为破案寻找有利时机。 

1.2内线侦查的基本形式 

1.2.1潜入侦查 

潜入侦查，又称卧底侦查，是指侦查人员以特殊身份为掩护，打入犯罪集团（团伙）内部潜伏

下来，伺机开展内线侦查的一种形式。侦查机关运用潜入侦查必须遵循长期打算、安全保密、行为

适度、适时破案的原则。 

1.2.2贴靠侦查 

贴靠侦查是指侦查人员利用秘密力量接近重大犯罪嫌疑人或打入犯罪集团（团伙）内部，在侦

查人员的指挥下开展内线侦查的一种形式。贴靠侦查是内线侦查的重要方式，运用中要遵循必要与

可能、隐蔽与精干、安全与可靠的原则。 

1.2.3逆用侦查 

逆用侦查是指侦查人员根据侦查的需要，设计将犯罪集团（团伙）中某个成员或他们的亲友拉

出，通过突审或教育，认为可靠并为侦查机关控制后，作为秘密力量再派回集团（团伙）内部进行

内线侦查的一种形式。逆用侦查具有一定的风险，采取这项措施必须遵循积极、慎重、严控、适时、

适量的原则。 

1.2.4复线侦查 

复线侦查是指侦查人员在一个案件的侦查中，根据需要同时使用两名以上秘密力量，多层次地

开展内线侦查的一种形式。复线侦查同时使用两名以上秘密力量，领导、控制工作要求很高，工作

中应遵循单线领导、相互隐蔽、个别接头、严密控制的原则。 

1.2.5狱内侦查 

狱内侦查是指侦查人员根据侦查的需要，在羁押罪犯、犯罪嫌疑人或其他违法人员的场所（看

守所、监狱、劳教所），有针对性地对某些在押人员进行内线侦查的一种形式。狱内侦查是整个侦

查活动的继续，是特殊环境下的一种内线侦查，工作目标和目的具有单一性，工作中必须遵循慎重

选人、安全隐蔽、内外配合、长期打算的原则。 

1.3内线侦查的准备 

了解案情，熟悉侦查对象情况；选择合适的执行人员，明确任务；确定掩护身份，准备必要的

资料和物品；确定联络的时间和方式。 

1.4内线侦查的方法 

1.4.1内线侦查的接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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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敌方法是指如何接近侦查对象的方法。这一步的关键是设计实施合理的接敌理由和机会，并

取得侦查对象的信任。根据侦查实践，具体有以下几种方法：介绍引见；寻机贴靠；冒名顶替；拉

出逆用等。 

1.4.2收集传递犯罪情报的方法 

收集犯罪情报的方法：通过耳闻目睹获取犯罪情报；通过交谈，套取情报；设计用策，获取证

据。 

传递犯罪情报的方法：按规定的时间方式传递；紧急情况下的传递。 

1.5内线侦查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言谈举止要适度；犯罪活动要回避；对派入的秘密力量要严格控制；组织纪律要严守。 

2．外线侦查 

外线侦查是指侦查机关在侦查重大、特大刑事案件和犯罪集团（团伙）案件以及预谋犯罪案件

中，为了掌握侦查对象的外部活动，达到扩大犯罪线索、证实犯罪、获取证据的目的，对侦查对象

进行监视控制的一种特殊的侦查措施。主要包括跟踪（盯梢）、守候监视等。 

2.1跟踪 

2.1.1跟踪的概念和原则 

跟踪又叫盯梢，是指侦查人员秘密地尾随犯罪分子或犯罪嫌疑人，掌握其活动情况的一种侦查

手段。跟踪是侦查部门同犯罪分子作斗争的一项不可缺少的手段，尤其是在打击有组织的团伙犯罪

中，跟踪手段的作用更显重要。 

跟踪的原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跟踪必须做到严密控制，不脱梢；其次，跟踪还必须

做到绝对秘密，不暴露。侦查人员在进行跟踪时，要灵活掌握跟踪的原则，在特殊情况下，根据需

要，采取宁露不丢或宁丢不露，把跟踪做好。 

2.1.2跟踪的任务 

掌握预谋犯罪分子和重大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态；发现同案犯和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其他人

员，扩大线索；控制转销赃物，获取物证或发现与物证有关的情况，或防止毁灭罪证；发现和制止

新的犯罪，打击现行犯罪分子；对有证据价值的场面进行秘密拍录，获取证据；配合内线侦查，物

色考核秘密力量；对与犯罪活动有关的线索材料进行真伪核实；配合某些秘密手段，控制有关人员，

确保安全；执行秘密逮捕。 

2.1.3跟踪的一般方法 

梢位的种类。在实施跟踪过程中，要达到既能监视住嫌疑对象的活动情况，又不暴露自己、不

丢梢，就需要几名侦查员组成一个跟踪小组，同时对某一嫌疑对象实施跟踪，根据各个侦查员在小

组中担任的不同任务，分为主梢、副梢、机动梢等。 

跟踪的基本方法。在实践中，常见的跟踪方法有: 尾随跟踪、交替跟踪、接力跟踪、迂回跟踪

和伴随跟踪及间接跟踪等。 

跟踪前的准备工作。了解案件的有关情况；识别跟踪对象；选好人员，明确分工；做好必要的

物质准备。 

2.2守候 

2.2.1守候的概念与任务 

守候，又称守候监视，是指侦查人员采用秘密的方式对侦查对象的住所以及与犯罪活动有关的

场所进行监视控制的一项侦查手段。守候是刑事外线侦查的手段之一，在打击刑事犯罪斗争中有着

重要的作用。 

其任务是：发现新的成员和新的罪行，扩大线索；在刑事案件多发地带捕获现行；发现和防止

侦查对象转移赃物、销毁罪证；在犯罪嫌疑人可能前往、停留、藏身地等候捕获犯罪嫌疑人；配合

内线侦查考核秘密力量。 

2.2.2守候的种类 

定点守候。又称住地守候，是指对侦查对象的住处或落脚点进行的监视。目的是发现侦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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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规律和来往关系人。 

临时守候。指对侦查对象临时活动场所的监视。包括在侦查对象可能活动的地点，预先伏击张

网以待的伏击守候；在侦查对象可能出没活动、落脚藏身的地点和场所布置侦查人员，进行的寻查

守候；在跟踪过程中当侦查对象临时进入某一场所，侦查人员在室外短暂监视的跟踪守候等。 

2.2.3守候前的准备 

侦查人员在接到守候任务后，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全面了解和掌握案件的有

关情况；认真识别对象或有关的物品特征；了解守候的环境情况。 

2.2.4守候的要求 

要集中精力坚持不懈；注意做好侦查人员的化装；要头脑冷静灵活处理突发事件。 

3．密搜密取 

密搜密取是刑侦部门与刑事犯罪作斗争中采用的秘密手段。密搜密取是在不触动被搜查对象的

情况下获取有关罪证的一项特殊侦查手段，它只能用于重大、特大案件和预谋犯罪案件中的重大嫌

疑人。 

3.1密搜密取的原则 

由于密搜密取的特殊性，因而要求在实施这一手段时，应遵循绝对保密，绝对安全的原则。 

3.2密搜密取的任务 

发现、获取物证；密取对比检验样本；确定犯罪的第一现场，寻找发现罪证。 

3.3密搜密取的方法 

公开掩护秘密的方法：侦查人员借用公开的身份和名义为掩护，进入侦查对象的住所或工作场

所进行密搜。这种方法以观察、发现犯罪痕迹物品为主要目的。 

 秘密潜入的方法：侦查人员乘侦查对象外出之机，或借故将侦查对象（包括家属）调离住所，

秘密进入室内搜索检查。这种方法不但要注意发现犯罪痕迹物品，而且要对某些重要的痕迹物证及

时提取。 

3.4密搜密取前的准备 

密搜密取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强、要求极其严密的工作。因此在进行密搜密取前，一定要做好充

分的准备，才能达到目的。密搜密取前的准备包括密搜前的调查研究；确定密搜的时间；确定密搜

人员的组成和任务分工；密搜器材的准备；制定密搜密取的方案等。 

准备工作完成后，必须办理审批手续后，才能执行。  

3.5密搜密取的实施 

秘密搜查与公开搜查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公开搜查是当众公开的搜寻罪证，而秘密搜查是在不

被人察觉和不留任何痕迹的条件下，寻找发现密取罪证。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必须严格要求。  

要先静后动，先巡视观察，然后再直接搜寻和密取罪证；根据密取的目的，要有重点，有目标，

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搜完一部分即恢复原状，完成后，临场指挥员要作环境检查，做到准确无误，

才能撤离；在密搜过程中，要做到分工明确、忙中不乱、认真仔细、动作敏捷、不留痕迹、不损坏

物品；搜查中发现物证时，一般情况下不提取，可先行拍摄照片，或塑模取样。如需要比对或辨认

的，在条件许可下，可以当场比对，也可以就近组织辨认；密搜后应写出书面报告，入侦查卷。 

4．技术侦查 

技术侦查是指为了侦查某些特定犯罪，侦查机关秘密采取的特殊侦查手段，包括电子监听、电

话监听、电子监控、密录密拍、秘密邮件检查等专门技术手段。 

4.1技术侦查的主要方法 

秘密监听。又称窃听或者侦听，是指未经犯罪嫌疑人或者相关人员同意而使用电子、机械或者

其他器材，听取、截取、记录自然对话、有线通讯和无线通讯传递的信息，以发现犯罪嫌疑人和犯

罪线索以及获取犯罪证据的侦查方法。 

网上查控。网上查控是指侦查人员根据案件情况，利用互联网开展侦查、缉捕犯罪嫌疑人的技

术侦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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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录密拍。密录密拍是指侦查人员以隐蔽的方式秘密录制和秘密拍摄犯罪嫌疑人活动情况，获

取犯罪线索和犯罪证据的技术侦查方法。 

秘密邮件检查。秘密邮件检查是指侦查机关依法对传输的信件、邮件以及电报依法予以截留的

一种侦查方法。 

4.2技术侦查实施的基本要求 

技术侦查作为现代侦查的利器，在使用中因涉及到公民的隐私，需要严格控制，不仅应遵循法

律规定的程序还要按照有关纪律的要求进行。其具体要求如下： 

技术侦查适用于特定的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技术侦查主要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重大的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 

技术侦查应当经过审批。侦查机关实施技术侦查措施应当制作呈请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报告书，

经技术侦查部门负责人审核后，报地市级以上的公安机关负责人或者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审批，签发

批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决定。 

技术侦查的使用。技术侦查使用实行侦查机关与实施机关分离的原则，技术侦查措施由地市级

以上公安机关技术侦查部门及其派出机构负责实施。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经过批准后，交公安机

关执行。使用期限一般为 3个月。经过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长，每次不得超过 3个月。 

技术侦查结果的保密。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只能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

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对于通过技术侦查措施获得的信息和材料应当予以妥善保管，使用完毕的信息

材料应及时移至档案室进行封存。 

学习目标： 

1．了解侦查中几种特殊侦查措施的概念和任务。 

2．掌握实施这几种特殊侦查措施的方法和要求。 

作业： 

1．试述内线侦查则、任务和实施方法。 

3．试述守候的种类、原则和实施方法。 

2．试述跟踪的原任务和种类。 

4．试述密搜密取的原则、任务、方法和要求。 

5．试述技术侦查的主要方法和基本要求。 

知识单元 11：侦查协作概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侦查协作概述 

1.1侦查协作的概念和特点 

侦查协作，是指不同部门、地域和国家（境内外）的侦查主体之间，互通情报，互相支援，通

力合作，协同作战的一种侦查模式。 

侦查协作具有多元性、多样性、协同性、暂时性的特点。 

1.2侦查协作的分类 

根据侦查协作的协作方式、侦查主体在侦查中的地位及其关系的不同，将其分侦查的国内协作

和侦查的国际协作。 

侦查的国内协作是指一国境内不同地域的相同或者不同侦查机关对刑事案件进行的联合侦查

及其相互之间协查的方式。侦查的国内协作主要包括联合侦查、互通犯罪通报和侦查协查。侦查的

国际协作是指不同国家的侦查机关或享有侦查权的部门对发生在本区域的犯罪案件协助侦查的方

式。侦查的国际协作表现形式主要为跨国联合侦查和国际协查。  

2．侦查协作的理论基础 

2.1系统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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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侦查面对纷繁复杂的犯罪活动，除对犯罪活动进行系统化考虑外，还应当对侦查活动予以

系统化考虑，将侦查协作作为一个系统，通过对侦查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行综合，形成一个系

统方案，然后进行侦查协作对象选择，组合成全新的侦查整体，形成全新的侦查力量。 

2.2整体悖论理论 

整体悖论是指整体优于其各部分之和，专指在侦查活动中各种侦查力量组成一个新的整体，通

过协同作战发挥合成整体优势效能的理论。 

2.3非加和理论 

侦查协作整体的功能不是各个局部功能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各侦查主体相互作用中产生的新的

本质。如果侦查各个局部之间的组合方式不仅得到整合，而且还能够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

整体功能大于各个局部功能之总和。 

侦查协作应当以系统论理论、整体悖论理论和非加和理论为其基础理论，走出停留在零散的支

离破碎经验领域，跨入现代侦查协作的新理念，使侦查协作在侦查中发挥更大的效用。 

3.侦查协作的意义 

侦查协作有利于提高侦查效能；侦查协作有利于优化侦查资源；侦查协作有利于及时侦破案件 

学习目标： 

1．熟悉侦查协作的概念和分类。 

2．了解侦查协作的理论基础。 

3．掌握侦查协作的意义。 

作业： 

1．侦查协作的概念和特点是什么？ 

2．侦查协作有哪些分类？ 

3．试述侦查协作的原理。 

4．简述侦查协作的意义。 

知识单元 12：侦查国内协作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侦查国内协作概述 

1.1侦查国内协作的概念和特点 

侦查国内协作是指相同的侦查部门在不同地域之间和不同侦查部门之间联合或配合侦查刑事

案件的形式。侦查国内协作具有侦查主体的多样性；刑事案件管辖的多重性；侦查行为的配合性等

特点。 

1.2侦查国内协作的类型 

 根据侦查主体的性质不同，可分为相同侦查机关在不同地域之间的侦查协作和不同侦查机关

之间的侦查协作；根据侦查的稳定程度不同，可分为短期侦查协作和长期侦查协作；根据侦查主体

的管辖案件的级别不同，可分为层级侦查协作和同级侦查协作；根据有无侦查权的不同，可分为侦

查主体之间侦查协作和侦查主体与非侦查主体之间的侦查协作。 

 1.3侦查国内协作的作用 

侦查国内协作有利于加强侦查的紧密结合，提高侦查的效率；侦查国内协作可以提高侦查的有

效性，提升快速反应能力，避免贻误侦查机遇；侦查国内协作可以强化侦查的能力，实现强强联合

和优势互补，节约侦查成本。 

2．侦查国内协作的原则 

2.1责任协作原则 

责任侦查协作，是指协作地的侦查机关对于符合法律规定的侦查协作应当无条件配合请求协作

的侦查机关，否则承担不及时履行或者不履行协作的法律责任。 

2.2无偿协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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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偿协作原则，是指所有与侦查协作有关活动，协作机关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这是侦查国内协

作的一条重要原则，它不同于侦查国际协作。侦查国际协作可以根据有关国际条约或者合作协议的

规定收取费用。 

2.3责任转移原则 

责任转移原则，是指协作侦查机关因履行侦查协作所产生的法律责任由请求协作的侦查机关承

担，协作的侦查机关不承担因协作产生的法律责任。 

3．侦查国内协作的形式、方法和程序 

3.1侦查国内协作的基本形式 

侦查国内协作的基本形式为：联合侦查、侦查协查等。 

联合侦查是指不同辖区的侦查机关对已经发生的涉及到各自辖区的刑事案件共同组织侦查力

量进行侦查的一种破案方式。联合侦查包括纵向的联合侦查和横向的联合侦查。 

侦查协查是指侦查机关基于侦查动态化犯罪的需要，配合其他侦查机关在本地开展工作，负责

对其他侦查机关请求协助调查的事项进行调查，并对要求缉捕的对象采取有效的侦查措施的一种侦

查协作方式。 

3.2侦查国内协作的主要方法 

侦查协作的主要方法有：犯罪信息资料查询，侦查、调查中收集证据、核实材料，采取强制措

施，查询、查封、扣押、冻结与犯罪有关的财物和物证、书证以及视听资料。 

3.3侦查国内协作的基本程序 

侦查协作请求；协作侦查机关的接受；协作侦查机关协作的实施。 

学习目标： 

1．掌握侦查国内协作的概念、类型和作用。 

2．了解侦查国内协作的基本原则。 

3．熟悉侦查国内协作的基本形式、主要方法和基本程序。 

作业： 

1．简述侦查国内协作的特点。 

2．侦查国内协作有哪些种类？ 

3．简述侦查国内协作的作用。 

4．简述侦查国内协作的原则。 

5．侦查国内协作有哪些形式？ 

6．侦查国内协作有哪些主要方法？ 

知识单元 13：侦查国际协作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侦查国际协作概述 

1.1侦查国际协作的概念与特点 

侦查国际协作是指不同国家或境内外的侦查部门或享有侦查权的机构对发生的涉及到本区域

的犯罪案件进行协同、配合或者联合侦查的一种侦查方式。 

侦查国际协作具有相互性、从属性、互惠性和有限性的特点。 

1.2侦查国际协作的分类 

根据侦查国际协作有无国际条约或协议，可以分为依据国际条约或协议进行的侦查国际协作和

个案协商进行的侦查国际协作；根据侦查国际协作的区域，可以分为各自在其境内进行的侦查国际

协作和在一国境内联合进行的侦查国际协作；根据侦查国际协作的联合层次，可以分为国际社会进

行的侦查国际协作、国家之间进行的侦查国际协作和国际区域之间的侦查国际协作；根据侦查国际

协作的主体，可分为双边合作、多边合作和国际刑警组织合作。 

1.3侦查国际协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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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侦查情报的国际共享，迅速侦查国际犯罪和跨国犯罪案件；有利于侦查措施的国际共用，

及时、有效地查缉犯罪嫌疑人；有利于侦查成果的国际享有，充分地证实犯罪。 

2．侦查国际协作的法律文件 

2.1侦查国际协作的国际性文件 

侦查国际协作的主要国际性文件为：《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关于制止危害民用

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2.2侦查国际协作的区域性文件 

侦查国际协作的主要区域性文件为：《中波司法协助协定》；《中蒙司法协助条例》；《中罗司法

协助条约》；《中俄司法协助条约》；《中国公安部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内务部合作协议》；《黑龙江省公

安厅和俄罗斯联邦滨海边疆区内务局合作协议》。 

3．侦查国际协作的实施 

3.1侦查国际协作的实施原则 

侦查国际协作一般涉及国家政治、外交与法律，甚至影响政治稳定和国家主权。因此，侦查

国际协作实施应当遵循国际通行的原则。 

3.1.1协定信守原则 

侦查国际协作实施应当根据缔约国缔结的双边或多边协定和安排，请求有关国家司法当局予以

联合侦查；或根据国际一级合作使用特殊侦查手段而缔结的多边协定和安排，进行的直接侦查。 

3.1.2国家主权原则 

国家主权原则是以国家权力的独立行使为核心，以国家或地区间的相互尊重或对等为条件，缔

约国在其他缔约国侦查本国的犯罪嫌疑人准备采用侦查措施时，应当尊重他国的主权，经所在国的

主管部门同意或安排的情况下使用，并在尊重他国现有的传统，不侵犯他国安全，损害他国合法利

益，造成他国危害的条件下实施，也不得违背公约的规定，不顾他国的法律或国情，强行实施侦查

措施，置他国主权于度外。 

3.1.3平等互惠原则 

平等互惠原则是一国主权原则的延伸，在侦查国际协助中，应当本着平等互利的精神，积极给

予侦查便利，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相互协作，达到侦查刑事案件的双嬴。 

3.2侦查国际协作的实施方法 

3.2.1国际联合侦查的组织 

根据条约或协议建立联合侦查机构——国际刑警组织 

国家之间的联合侦查组织——地域性的较为固定的联合侦查组织和专业化的临时联合侦查组

织 

3.2.2联合侦查机构实施侦查的方式 

跨国（境）调查取证；跨国（境）追缉；移交犯罪嫌疑人；控制下交付；追缴犯罪收益；引渡。 

3.3侦查国际协作的一般程序 

请求程序；侦查协查请求的接受；侦查协查成果的告知程序；协助的执行程序。 

学习目标： 

1．掌握侦查国际协作的概念好和分类。 

2．了解侦查国际协作的意义。 

3．熟悉侦查国际协作的国际条约或地区条约、协议的规定。 

4．掌握侦查国际协作基本条件和程序以及侦查国际协作的实施。 

作业： 

1．简述侦查国际协作的主要类型。 

2．侦查国际协作有那些形式？ 

3．侦查国际协作的联合侦查如何实施？ 

4．侦查国际协作的程序包括那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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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4学时 

实验 1：模拟画像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根据掌握的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模拟画像。 

实验要求：充分利用创新刑侦人像组合系统，精确刻画嫌疑人的面貌特征。通过该实验，使学

生熟悉如何利用刑侦人像组合系统，根据事主、被害人或者其他目击人对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的描

述，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模拟画像。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侦查学概论、侦查学的历史发展 4  

2 侦查的任务、原则和基本形式 4  

3 侦查主体、侦查客体 4  

4 侦查的一般步骤和方法（一） 4  

5 侦查的一般步骤和方法（二） 4  

6 侦查措施概论、常规侦查措施（一） 4  

7 常规侦查措施（二） 4  

8 常规侦查措施（三） 4  

9 常规侦查措施（四） 4  

10 常规侦查措施（五） 4  

11 常规侦查措施（六） 4  

12 模拟画像实验 4  

13 强制侦查措施 4  

14 特殊侦查措施 4  

15 侦查协作概论、侦查国内协作（一） 4  

16 侦查国内协作（一）侦查国际协作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 

后续课程：刑事犯罪案件侦查、经济犯罪案件侦查、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网络犯罪案件侦查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侦查的含义和要素、侦查的任务、原则和基本形式、侦查主体和客体、侦查的一般步骤

和方法、各种侦查措施的运用方法、侦查协作的实施程序等。 

难点：侦查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侦查措施在具体运用过程中的实施方法、规则与

技巧。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法 

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侦查学实验中心拥有完备的模拟画像的软件和硬件条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根据实际情况自主学习，建议不少于 36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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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侦查学总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肖承海、郭华、陈碧著：《侦查学总论》，群众出版社，2009年 11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张玉镶、文盛堂著：《当代侦查学》，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 5月 第 1版。 

2. 杨宗辉、王均平编著：《侦查学》，群众出版社，2002年 1月 第 1版。 

3.查尔斯·R·斯旺森等著：《刑事犯罪侦查（第八版）》，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 7月 第 1

版。  

执笔：肖承海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法医学 
Forensic 

课程号：30404004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掌握法医学基本理论和知识； 

2、熟悉法医学鉴定的相关情况； 

3、了解学科最新进展。 

开设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法医检验的基本理论和知识，以及法医鉴定范围内的基本理论，

了解该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其发展方向,能看懂并运用法医学鉴定书，能鉴别法医学鉴定人的意

见，正确评定法医学鉴定结论。解决侦查实践中遇到的与人体有关的问题，从而增强对于案件中蛛

丝马迹的洞察力和分析能力，拓展思路，寻找线索，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52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医学概述 

1.1法医学的概念 

法医学是应用医学、生物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技术，研究并解决法律上有关医学问题的

科学，法医学是随着法律科学的需要而产生并为它服务的具有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检验鉴定技术的科

学。 

1.2法医学的研究对象 

法医学的研究对象是公安、司法工作中需要进行专门技术鉴定的尸体、活体（人身）和物证。 

1.1.1尸体 

尸体是法医工作中最常见、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包括尸体外表检查和内部剖验两部分。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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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的检验可以达到下列目的主要有：确定死亡原因；推断死亡时间；推断和认定致伤物；分析致

伤方式；个人识别等。 

1.1.2活体 

涉及法律问题的活人也是法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活体检查是法医学临床的主要工作，其主要

内容包括：损伤鉴定；劳动能力或残废鉴定；性问题检验；诈病(伤)和造作病(伤)的检查和鉴定等。   

1.1.3物证 

物证是涉及法律问题，可以作为证据的各种物品和物质。法医物证通常是指与案件有关的人体

组织、分泌物或排泄物。 

常见的法医学物证检验主要有：血液和血痕检验、精液和精斑检验、唾液斑检验、毛发检验，

以及尿斑、汗渍、粪便、胎便、羊水、胎毛、组织碎块检验等，有时也包括对外观类似人体组织的

动物残体的检验。 

1.2法医学的任务 

1.2.1为刑事案件的侦查提供线索 

可以明确伤亡原因、分析作案手段、推断致伤工具、致伤方式和伤亡时间，从而使侦查人员能

辨明侦查方向、缩小侦查范围。 

1.2.2为刑事案件的审判提供科学证据 

涉及人身伤亡的刑事案件必须对伤亡人体进行法医学检验与鉴定，以获得能揭露和证实犯罪的

科学证据。 

1.2.3为合理处理意外灾害事故提供依据 

通过对伤亡者和有关物证的法医学检验，一般能查明事故的原因、澄清事故的性质和责任，使

可能的经济赔偿尽可能合理。 

1.2.4为正确调解民事纠纷提供科学证据 

在某些民事案件的诉讼中，常需法医对有关的人进行损伤程度和残废等级以及性功能状态的评

定、亲权关系的鉴定等，使调解或判决有据可依。 

1.2.5对涉及人身伤亡问题的立法提供建设性意见   

法医学专家能以自己的丰富经验，对涉及人身伤亡的一些立法，如人身损伤和残废程度评定标

准、伤残抚恤和劳动保护条例、医师法、医疗事故管理法、死亡管理和尸体解剖规则等的修改和制

定提供参考性建议。 

1.3学习法医学的目的和意义 

侦查人员，必须具有法医学的基本知识，才能应用法医学鉴定人所提供的技术鉴定证据和线索，

缩小侦察范围，迅速破案。 

检察人员在审查案件时，必须具有法医学的基本知识，并了解法医学鉴定范围内的一些基本内

容，才能看懂法医学鉴定书，评定法医学鉴定人的结论是否正确，进而认定公安机关的勘验、检查、

审查犯罪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的认定是否正确，罪行有无遗漏及是否需要

复验复查等。 

审判人员审理案件过程中，必须查证定案的根据是否属实；需要判定法医学鉴定的检验方法是

否合乎科学；结论的根据是否充分，是否正确；在公诉案件中有时要向鉴定人提出鉴定问题。因此，

审判人员必须具有法医学的基本知识以及了解法医学鉴定范围内的一些基本知识和检验手段，才能

正确评价法医学鉴定书，正确选任所需要的重新鉴定人。 

2.法医学发展简史 

2.1古代法医学的形成 

先秦时期是我国法医学的萌芽时期，最早记载与法医学检验有关内容的著作是《礼记》和《吕

氏春秋》。汉唐时期(公元前 206～公元 907 年)，检验制度也同时在法律中被明文规定，如《唐律

疏议》中即有记载，《汉书·刑法志》中有注意受审者的身心状况的规定。《疑狱集》中记载了“张

举烧猪"的典型案例。三国时期，《会稽先贤传》记载有以弟血滴兄骨的滴血验亲法。中外法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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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认的、现存最早的系统法医学著作是南宋理宗淳祜七年(公元 1247 年)由我国古代伟大的法医学

家宋慈所撰写的《洗冤集录》。 

国外法医学的萌芽是从十六世纪开始。在国外某些典籍中亦有有关记载，如罗马著名凯撒大帝

在宫中被刺身亡，经医生 Antistius 验尸后，发现了致命伤。这是一典型的法医学鉴定案例。在

16 世纪时，出现了有关法律规定，如在德王卡尔（Karl）五世颁布的《犯罪条令》中规定了必须

做法医学鉴定是事项。                

2.2近代法医学的诞生 

我国近代法医学发展则相对落后。光绪三十四年，王祜、杨鸿通合译日本《实用法医学》；三

十年代，我国的法医学先行者林几教授在北平大学成立法医学教研室，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也在

上海建立法医研究所。 

十七世纪，欧洲法医学奠基人之一，法国医生巴雷进行尸体解剖，在其《外科手术》一书中论

述了法医学鉴定的内容。1598年，意大利的巴勒莫大学教授菲特利斯出版了《医师的报告》一书，

这是欧洲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德国医生湿列也尔首次应用肺脏浮沉试验鉴定新生儿是否活产

的问题，被公认为法医学鉴定的一项重大成绩。十八世纪以后，欧洲各国的法医学知识渐趋系统化，

专著很多，最著名的著作是德国人 Valentini的《法医学大全》。1894年，俄国未那可夫发表《法

医学上的毛发问题》等著作，促进了法医血清学的发展   

 2.3现代法医学的发展趋势 

二十世纪以来，由于医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理论的飞速发展，促使各国法医学者都在探索将最新

技术成就应用到法医学鉴定中来。同时法医学与临床医学及其他相关科学相联系，发展了《法医化

学》、《法医人类学》、《法医遗传学》、《法牙科学》、《法医妇科学》、《法医病理学》、《法医精神病学》，

《法医血清学》等法医学分支。先进的分析仪器和最新检验技术的应用，使得法医学研究，尤其是

在物证检验、中毒检验方面取得了很多新的成就。 

现代法医学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是：法医学的理论基础日益深刻和坚实；法医学的技术手段

日益先进和综合化；电子计算机在法医学中的应用日益普遍化；法医学研究和鉴定的对象日益向微

观方向发展；法医学在司法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 

3.法医学鉴定 

法医学鉴是法医鉴定人按照法律程序,根据司法,公安机关的委派或聘请,对现场,人身,尸体,

物证进行检验;对文证进行审查,做出科学结论的过程。 

3.1法医学鉴定人 

凡具有法医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并接受司法机关的指派或聘请,解决刑事,民事案件中有关

法医学问题的人,称为法医学鉴定人。基本条件是: 必须是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公民；必须不是

法律规定应自行回避的人；必须是具有法医或医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法医师,医师和其他有关

专家。 

3.2法医学鉴定程序   

3.2.1受理 

法医学鉴定人根据主客观情况决定接受司法机关的法医学鉴定委托并办理相关手续的过程称

为法医学鉴定受理。法医学鉴定人在决定受理前，应对司法机关委托鉴定的相关材料进行充分检查

与核实，对自己的专业鉴定能力进行评断。 

3.2.2检验 

检验是法医学鉴定的中心环节，可根据送检客体和鉴定事项采用不同的手段和方法进行检验。

为保证鉴定结论正确可靠，在检验时应注意以下几点：全面性、精细性、检验手段的先进性。 

3.3法医鉴定结论的审查 

3.3.1法医学鉴定结论的审查主体 

法医学鉴定结论的审查主体是司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委托的专门机关。 

3.3.2法医学鉴定结论的审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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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鉴定主体；审查鉴定客体；审查检验方法和过程；审查鉴定结论本身。 

3.3.3法医学鉴定结论的应用 

审查法医鉴定结论应注意：其作为证据的适用范围；其作为证据的适用程度；其作为证据的相

关性。 

学习目标： 

1．掌握：法医学的概念；法医学的主要内容；法医学检验的基本方法；法医学鉴定书的主要

内容；宋慈对法医学发展的贡献。 

2．熟悉：法医学的任务；法医学鉴定的程序；法医学鉴定人的资格和义务；法医学鉴定结论

的运用；充分认识到公安、司法、律师工作者学习法医学的意义； 

3．了解：法医学发展简史和研究现状。 

作业： 

1、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法医学的概念? 

2、法医学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3、《洗冤集录》的作者、成书年代、主要内容及历史地位如何? 

4、什么是法医学鉴定?在什么情况下需要补充鉴定或重新鉴定? 

5、法医学鉴定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6、如何正确运用法医学鉴定书? 

知识单元 2：死亡与尸体现象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死亡概述 

1.1死亡的概念 

人体死亡的传统概念是：呼吸和心跳不可转逆的停止，进一步又分为“呼吸死”和“心脏死”。

心跳先于呼吸停止所引起的死亡称为“心脏死”。呼吸先于心脏停止所引起的死亡，称为“呼吸死”，

又称“肺死亡”。. 

近年来，又提出了新的死亡概念“脑死亡”，即包括大脑、小脑和脑干在内的全部脑机能完全

的、不可转逆的停止，即全脑死亡，而不管心跳和脊髓机能是否存在。但是，我国目前尚无法律层

面的脑死亡判断规定。 

1.2死亡的过程 

1.2.1濒死期 

有称死战期或临终状态，是死亡的开始阶段。中枢神经系统的脑干以上部位处于深度的抑制状

态，相应的其他生命机能活动也发生障碍，表现为呼吸和心跳变弱，各种反射减弱或迟钝。 

1.2.2临床死亡期 

濒死期进一步发展的死亡阶段。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已由大脑皮质扩延到皮质下部和脑干，尤

其延脑也处于极度抑制状态，呼吸和心跳已停止，但组织内微弱的新陈代谢仍在进行，故有复苏的

可能性。但临床死亡过后，脑缺氧损害严重，便可发生脑死亡，躯体死亡（个体死亡），此时死亡

已不可逆。 

躯体死亡时的组织器官对刺激还能发生一定的反应，称为超生发应。在法医学推定死亡时间上

有重要意义。超生发应表现种类很多。 

1.2.3生物学死亡期 

临床死亡期之后，人体各个器官、组织和细胞均已死亡。 

1.3死亡的分类 

法医学上根据死亡性质的不同，将死亡概括为非暴力死亡与暴力死亡两大类。非暴力死亡又叫

自然死亡或内因性死亡，系指在通常的自然条件下，由于体内自然变化或疾病所引起的死亡，其包

括老死、病死和先天性衰弱死；暴力死也叫非自然性或外因性死亡，是由能量大或作用力强的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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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侵害人体所引起的死亡。引起暴力死亡的外因可概括为物理因素、化学因素和生物学因素三类，

暴力死按情节和性质不同又可分为他杀死、自杀死和灾害死三种。 

1.4假死 

1.4.1假死的概念 

生命机能陷于极度衰弱状态的人，呼吸和心跳极度微弱，以致用一般的检查法测不出心跳、脉

搏和血压等，从外表看来似乎完全和死人一样，这种状态称为假死。假死可由多种原因引起。 

1.4.2假死的鉴别方法 

鉴别真死与假死可检查呼吸、心跳、神经反射是否存在，有许多具体检查方法。 

2.尸体现象 

人死后，各器官和组织的机能活动逐渐停止，尸体在内外因素（物理的、化学的以及生物学的

因素）作用下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称为死后变化。由这些变化所呈现的现象称为尸体现象。尸体

现象在确定人是否死亡、死亡时间、死亡原因及尸体有无移动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法医学意义。按

死后尸体现象出现早晚的不同，可分为早期和晚期尸体现象。 

2.1早期尸体现象 

是指死后 24小时之内开始出现的尸体现象。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2.1.1肌肉弛缓 

指人死后，肌肉的紧张丧失而出现肌肉松弛，肢体变软的现象。此种情况下，受压处的皮肤表

面可形成与压迫物表面相应的压痕，这种压痕在物体去除后仍能保存。可借身体压扁的部位来推测

尸体的位置有无变动。 

2.1.2尸体痉挛 

尸体痉挛是一种特殊的尸僵现象，发生在死前以僵硬状保持着死亡一瞬间的姿态和表现，不经

过肌肉弛缓而直接过渡到尸僵。多发生在精神高度紧张或脑损伤时。表现如死者在手中握有异物或

凶器等。 

2.1.3尸冷 

指人死后，产热停止而散热仍继续，于是尸体逐渐变冷的现象。尸温的下降速度与死后经过时

间有一定关系，故在法医学上对推测死亡时间有一定意义。检验时测尸直肠温度。 

2.1.4尸僵 

指人死后，肌肉先行弛缓，短时间后逐渐变坚实、强硬，轻度收缩而将关节固定在一定的姿势。

尸僵是重要的早期尸体现象之一，个体情况及死因均可影响到尸僵的出现和缓解的早晚、快慢及持

续时间的长短。多数是从颌、面部开始，向下发展到躯干，上肢、下肢，即为下行次序尸僵，少数

亦可与此顺序相反，称为上行次序尸僵。尸僵一般在死后 1～3 小时出现，5~6 小时左右扩展到上

肢，7~8小时扩展到下肢，9小时一上扩展至全身，12小时达到最强，24小时天后开始缓解。尸僵

缓解的顺序与出现顺序一致。 

2.1.5尸斑 

指死后血液循环停止，血管内的血液基于本身的重力下沉，坠积于尸体的低下部位并透过皮肤

显示有色瘢痕。按尸斑的发展可将其分类三期：①坠积期，为尸斑开始发展期，常出现于死后 1～

3小时，特点为压之即褪色，除去压迫后又再现，翻动尸体，原尸斑逐渐消褪或完全消失，而在新

的低下部位又出现新的尸斑。②扩散期，发展到此期一般约需 12 个小时。此时尸斑色加深，呈大

片状，压迫尸斑部仅稍褪色，变更尸体位置时不易消褪，新的低下部位也不易形成新的尸斑。③浸

润期，一般开始于第二个昼夜。特点为压迫尸斑时已不再褪色，变动尸体位置也不转移。 

尸斑的颜色是血红蛋白颜色的反映，通常为暗紫红色，但在一些特殊死因如中毒等，可有不同

颜色。尸斑分布于尸体低下部位，与尸体的姿态相关。要注意将尸斑与皮下出血相鉴别。尸斑出现

于尸体低下部位，无表皮剥脱，早期压之可褪色，切开局部无凝血块并可擦掉或冲洗掉，组织切片

检查无血管外红细胞；皮下出血则可出现于身体任何部位，可有表皮剥脱或肿胀，压之不褪色，切

开局部有凝血块，擦或冲洗不掉，组织切片检查有血管外红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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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角膜混浊 

死后眼睛角膜逐渐由透明变成污白色的现象。并随时间延长而加重，一般死后 6～12小时轻度

混浊，18~24小时混浊加重，经 48小时则轻度混浊。角膜混浊程度可作推测死后经过时间的参考。 

2.1.7局部干燥（皮革样化） 

尸体表面不断蒸发水份，尤其覆盖层薄而湿润的部位或创面（生死或死后形成的）因此而变得

干燥，质硬，色深，故又称皮革样化或羊皮纸样化。检验时既不要将正常变化误认为生前损伤，也

不要将创面处变化误认为正常变化。 

2.1.8自溶 

死后组织细胞因受细胞内酶作用而溶解，变软者称为自溶，见于尸体各部分的组织细胞。注意

不要将胰、肾上腺、胃肠壁等处的自溶误认为是生前病变。 

2.2晚期尸体现象 

晚期尸体现象出现在死后第一昼夜或第二、三昼夜，但充分发展则需更长，甚至可达一年或更

久。其主要有： 

2.2.1尸体腐败 

简称腐败，是死后体内蛋白质在细菌作用下被分解为简单有机物、无机物和大量腐败气体，致

使尸体原来形态结构遭到破坏的过程。腐败在法医学上的意义在于：根据腐败的发生和发展，可推

测死后经过时间以及某些死因。腐败一方面能破坏原有的生前的病变和损伤，另方面又引起一系列

死后变化，易与生前病变混淆，给尸体解剖和法医学鉴定造成很大困难。 

腐败在发展变化中可出现尸臭、尸绿、腐败静脉网、巨人观、腐败气泡、“死后呕吐”“死后分

娩（或称棺内分娩）”，肝、肾、脾等成为“泡沫器官”，以后随软组织的分解消失而使尸体“白骨

化”，只剩毛发、牙齿、指甲、骨骼等组织长期保存。 

2.2.2干尸 

又称木乃伊。尸体在空气流通干燥的环境里或埋在温度高的干燥地方，水分迅速蒸发而变得干

燥称为干尸。干尸可保留个人特征和暴力伤痕，故具有一定的法医学意义。 

2.2.3尸蜡 

尸体长期浸在水中或埋在湿土里，皮下脂肪组织因皂化或氢化后形成污黄白色的蜡样物质，而

使尸体得以保存。这种保存型尸体称为尸蜡化。成人形成尸蜡约需 1～1.5 年，新生儿则只需 6~7

周。尸蜡能保存生前损伤及个人特征，并可作为推测死亡时间的参考，故具有一定的法医学意义。 

2.2.4泥炭鞣尸 

尸体在酸性的沼泽或土壤中，因组织蛋白质逐渐溶解，骨骼脱钙变软，尸体变小，皮肤鞣化，

可形成泥炭鞣尸。 

2.3昆虫和动物对尸体的毁坏 

蝇和蝇蛆可吃掉尸体的软组织，如夏季成人尸体在 3~4周内，婴儿尸体在 6～8日内，可被吃

掉只剩骨骼。一般夏季蝇卵当日可孵化成蛆，蛆经约一周成蛹，蛹经约一周成蝇，故可据此推测尸

体死亡经过的大概时间。此外蚂蚁、鼠、犬、狼、乌鸦、鱼蟹等动物亦可啃食破坏尸体。 

3.死亡时间的推断 

3.1根据一般尸体现象推断 

其中包括尸僵、尸斑、尸冷等。详见本章第二节。 

3.2根据超生反应推断 

其中包括肌肉的超生反应、死后皮下出血反应、瞳孔超生反应、汗腺超生发应、纤毛运动和精

细饱活动等。详见本章第一节。 

3.3根据胃内容物的消化程度推断 

一般在进餐时或进餐后不久死亡的，胃内充满未消化食物；进餐后 1小时左右死亡的，胃内食

物已经变软，但尚未进入十二指肠；进餐后 2小时～3小时死亡的，胃开始排空，部分胃内容物移

向十二指肠；进餐后 4～5小时死亡的，十二指肠内有消化食物及其残渣；进餐后 6小时以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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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胃、十二指肠均已空虚。 

3.4其他 

此外，还可以根据尸体上昆虫生长发育的情况、尸体下植物生长情况和体内的各种生化物质(如

血液、脑脊液、眼玻璃体液中的氨基酸、非蛋白氮、尿素、肌酸、氨、钾、氯、磷、乳酸、氢离子

浓度及血清酶等)发生的有规律的变化等推断死亡时间 

学习目标： 

1．掌握：传统和现代死亡的概念；超生发应的概念；尸斑各期表现特点；尸僵出现和缓解的

时间规律；腐败的发展。 

2．熟悉：假死与死亡的主要鉴别方法；死亡的过程；按死亡性质对死亡的分类；各个早期尸

体现象的种类、表现及其法医学意义；根据胃内容物的消化程度推断死亡时间。 

3．了解：超生反应的主要表现；腐败各现象出现的时间；其他晚期尸体现象的特点和形成条

件。 

作业： 

1．由生命到死亡的过程分几个阶段?各阶段有何表现特征？ 

2．举例说明什么是超生反应? 

3．简述脑死亡的概念及判定标准。 

4．如何鉴别死亡与假死? 

5．什么是肌肉迟缓、尸冷、尸体痉挛? 

6．试述尸僵的出现和缓解过程及法医学意义。 

7．尸斑各阶段的发展规律如何？在法医学鉴定中有何意义? 

8．如何鉴别别尸斑与皮下出血? 

9．腐败有哪些现象？对判断死亡时间后何意义？ 

知识单元 3：机械性损伤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概述 

1.1损伤的概念  

当机体受到外力作用，致使组织、器官的解剖学结构遭受破坏或者功能障碍，称为损伤。机械

性损伤是法医学鉴定中最常见的内容。它是指械力作用于机体引起的器官组织结构破坏或者功能障

碍。本章主要论述机械性损伤。 

1.2损伤的分类  

法医检验中，通常根据机械性损伤的致伤物的种类不同，将其分为钝器伤、锐器伤和火器伤；

还可以根据损伤程度和对人体造成的危害分为致命伤(包括绝对致命伤及相对致命伤)和非致命伤

(包括重伤、轻伤与轻微伤)；根据损伤的性质分为自伤、他伤和灾害伤。 

2.机械性损伤的基本类型 

2.1表皮剥脱 

又称擦伤，是指皮肤受到致伤物的擦划或撞击后形成的表皮缺损。表皮剥脱对法医学鉴定却有

其特殊重要意义：（1）根据表皮剥脱的部位可以确定暴力的作用部位；（2)根据表皮剥脱的形状可

以推断致伤物的种类；（3）根据残留卷曲的表皮可以确定暴力作用的方向；（4）根据表皮的愈合情

况可判断受伤经过时间。 

2.2挫伤 

人体受钝器的碰撞或挤压后形成的闭合性损伤。有时可伴有表皮剥脱。由于暴力的挤压、牵拉

和撕裂作用，会使受力部位的皮内或皮下发生组织挫碎、坏死、血管破裂，血液浸入组织间隙形成。 

挫伤的法医学意义有： 1．挫伤是人体在生活状态下受暴力作用而形成的损伤，因此是生前伤

的重要标志。2．根据皮下出血的颜色变化，可以推测受伤时间。3．根据皮下出血的形状，可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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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致伤物接触面的形态。 

2.3创 

外力作用形成的皮肤、黏膜或被膜及其下层组织的开放性损伤。创的结构包括创口、创腔、创

角、创缘、创壁、创底等部分。创口哆开为创的重要特征之一 

创可分为钝器创、锐气创和枪弹创。 

钝器创:由钝器作用于人体而形成的创。包括挫裂创和撕裂创。挫裂创：钝器强力作用于机体

表面尤其是近骨的皮肤上，或身体碰撞在坚硬的上，由于挤压、撕拉或牵引作用形成的皮肤、黏膜

或被膜及其下层组织的开放性损伤。挫裂创的基本形态为创缘不整并可伴有表皮剥脱和挫伤，可出

现较钝的创角，创底不平且多大于创口，创壁间常有“组织间桥” (即组织间未完全断开的血管、

神经和纤维组织束)等特征。撕裂创单纯撕拉或牵引而无挤压和碰撞形成的裂创。撕裂创通常不伴

有无表皮剥脱，皮下出血不明显，创缘较整齐，创角锐，创底小于创口，创壁间可有组织间桥。撕

裂创有时易与切创相混淆。 

锐气创：由锐器作用于人体而形成的创。包括切创、砍创、刺创和剪创四种类型。锐器创的共

同特征是：创缘整齐，一般无表皮剥脱和皮下出血，创角多较尖锐，创壁光滑，无组织间桥，创底

平整。由于切创、砍创、刺创和剪创的成伤方式不同，因此，它们又分别具有不同的个性特征。 

锐器创与钝器创的特点 

枪弹创： 

由枪弹击中人体而形成的创。枪弹创由射入口、弹创管和射出口三部分组成(贯通枪弹创)。也

可只有射入口和弹创管，而无射出口(盲管枪弹创)，或仅呈沟状组织缺损(擦过枪弹创)。 

2.4骨折及脱位 

骨的完整性和连续性遭到破坏时称为骨折。骨折按形态可分为压缩性骨折、粉碎性骨折、凹陷

性骨折、扦插性骨折、线性骨折和青枝骨折等；根据软组织损伤的情况可分为开放性骨折和闭合性

骨折；根据部位可分为颅骨骨折、上肢骨折、下肢骨折、脊柱骨折等。 

骨折常伴有表皮剥脱、皮下出血和挫裂创等。骨折可形成假关节，有骨擦音或骨擦感，并伴有

疼痛、局部肿胀、淤血以及功能障碍。肢体骨折错位时可引起肢体变短。骨折可并发休克、感染、

内脏损伤和脂肪栓塞(长骨骨折时)。 

构成关节的骨端脱出正常位置者称为关节脱位或称脱臼。发生脱臼的关节呈明显变形，可发生

关节肿胀、出血、疼痛和运动障碍。肢体关节脱位时可发生肢体变短。 

2.5肢体离断 

身体遭受巨大暴力作用造成的肢体断离、软组织挫灭等。 

2.6脏器损伤     

 锐器创 钝器创 

创口 哆开较大，呈直线形 哆开较小，可呈各种形态 

创角 尖锐 较钝或呈撕裂状 

创缘 光滑，一般无表皮剥脱或皮下出血 不整齐，常呈锯齿状，伴有表皮剥脱及皮下出血 

创壁 光滑，创壁之间无组织间桥 凹凸不平，软组织挫损明显，创内有组织间桥 

创底 平齐，通常较狭窄 不平，通常较宽 

创腔 较深（尤其是砍创），常呈口大底 

小的倒三角形 
不深，有时形成口小底大的囊状创腔 

覆盖物 留有与创口大小相吻合的破口或 

截断的头发，其断端整齐 

一般无破裂，若有破裂，其形态与创口常不一致，

且断面不整齐。毛发可被压入创口内 

骨折 切器在骨面上能形成细线切痕；砍 

器能造成严重骨折，其断端有砍痕 
严重时可形成现形、凹陷或孔状骨折 

遗留物 骨质砍、切创创口内可嵌入致伤 

物刃口碎片 

创口常遗有钝器碎屑（如木刺、铁锈），骨质缝隙

内可嵌入钝器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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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遭受严重外伤而引起的内脏挫裂和出血。在外力的作用下，可发生脑组织、心脏、肝脏、

脾脏及大血管的破裂。 

3.钝器伤 

钝器伤是由钝圆、钝角、钝棱的物体作用于人体所致的损伤。钝器伤可表现为表皮剥脱、挫伤、

内脏破裂、骨折、脱臼和挫裂创等。 

3.1徒手伤 

3.1.1指端伤 

手指作用于机体表面，可在局部形成卵圆或类圆形的皮下出血，有时在指头压迫的前端形成指

甲造成的半月形表皮剥脱。指端损伤多见于颈部、臂部和大腿内侧，防卫抵抗造成的多分布在面部、

手背和胸前等处。 

3.1.2拳脚伤 

拳击、脚踢所致的损伤，外形常不规则，不易判断，必须结合损伤部位、形状、严重程度、加

害人的体力和案情等才能做出判断。拳脚伤可致皮下出血，肋骨骨折，内脏破裂，有时击中要害部

位可致死。 

3.1.3咬伤 

牙齿咬伤可致挫裂创。咬伤部位根据案情有所不同，攻击性咬伤多在被害者的面、颈、肩、胸

等部位；强奸案可发生于被害者的乳房、大腿等处；被害者防卫抵抗时可在加害人的手指、手背、

前臂、颈、面、耳、鼻、舌等处留下咬痕。咬伤与致伤的牙齿排列形式、大小和齿弓相一致，这对

于个人识别有重要意义。 

3.2工具伤 

3.2.1棍棒伤 

棍棒伤的基本形态为长条状的损伤。但因受伤局部的组织结构不同，棍棒的质量及用力大小、

方向不同，损伤又各有其特殊性： (1)棍棒用力均匀地打在软组织较厚的平坦部位(如背部、臀部)，

可形成“中空性皮下出血”。这种损伤一般是由质量较轻的棍棒打击形成，如木棍和竹棍，故“中

空性皮下出血”也称为“竹打中空”。(2)棍棒打击在皮下组织较少并靠近骨组织的部位(如头部)，

可形成挫裂创、骨折。棍棒所致的颅骨骨折可呈线性、凹陷性或粉碎性。(3)用棍棒的其他接触面

打击，可形成不同形态的损伤。如用扁担或方形棍棒的棱边打击头部能形成类似锐器创的创伤。用

圆形棍棒的一端戳击头部可形成圆形或新月形的挫裂创，局部颅骨可呈凹陷性或孔状骨折。用方形

棍棒的一角戳击时，可形成“V’或“y’形挫裂创。 

3.2.2砖石伤 

砖石伤包括砖击伤和石击伤。 

砖击可以形成擦伤、挫伤、挫裂创、骨折等不同程度的损伤。砖击形成的挫裂创视砖头接触机

体的部位而异，可以是三角形、“L”形、“u”形和不规则形等，创缘不整且伴有挫伤带，创腔大

于创口，创腔内组织挫碎严重，有组织间桥，并常留有砖屑等物。砖击形成的骨折以线性骨折为多

见。 

石头作为凶器因其大小轻重不一，所致的损伤呈多态性。可以形成擦伤、挫伤、挫裂创、骨折

等不同程度的损伤。不规则石片的棱边可形成类似锐器伤的挫裂创；凹凸不平的石头较大面积接触

头、面等处时，一次打击可形成多处损伤，称“一击多伤”；鹅卵石形成的挫伤呈圆形或椭圆形，

周围可伴有环形挫伤带，由内向外出血程度逐渐变轻，边界不明显。石击形成的骨折以凹性骨折与

粉碎性骨折为多见，有时也形成线性骨折。 

3.2.3斧锤伤 

斧背和锤子是常见的杀人凶器，损伤一般发生在头部，可形成表皮剥脱、皮下出血、挫裂创、

骨折等，并多伴有脑损伤。 

斧头的背面呈方形或长方形。若以斧背垂直打击在软组织较厚而平坦处(如颞部)，常形成与斧

背形状一致的方形或长方形表皮剥脱和皮下出血，暴力强大时则颅骨会形成类似斧背形状的凹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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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状骨折；若垂直打击于头部弧度较大处时，则常会形成星茫状挫裂创，颅骨则会呈圆形粉碎性骨

折(系着力点在中心，打击力向四周放射所致)；若斧背打击在眼眶上缘弓形隆起部位，则形成弧形

挫裂创。斧背的一端即三边夹两角着力于头部平坦处，常形成“U’形挫裂创或皮下出血，其底边

的长度可反映出斧背的一个棱长。斧背的棱边着力，可随打击角度及受力部位弧度的不同，形成条

形、弧形、“Y”形或“X”形挫裂创。以斧背的一角打击头部，可形成“L”形或三角形挫裂创，严

重时颅骨呈凹陷性骨折。 

锤的种类较多，如奶头锤、六角锤、八角锤、羊角锤等。由于打击面形态不同，故形成的损伤

也各异。 

3.3坠落伤 

人体由高处坠落于地面或物体上所形成的损伤称坠落伤。坠落伤一般为自杀或意外事故，也有

以此作为谋杀手段的。在法医学鉴定中，有时还会遇到罪犯采用其他暴力手段杀人后，将尸体从高

处推下伪装自坠的案件。 

坠落伤可表现为表皮剥脱、皮下出血、挫裂创、骨折及内脏破裂等。损伤程度与坠落高度、体

重、身体撞击部位和承接物的硬度有关。一般来说，坠落伤有以下特征： (1)损伤部位广泛。头、

颈、胸、腹、四肢、体表和体内均可发生程度不同的损伤。 (2)体表损伤一般较轻，而体内由于机

械力的间接作用和震荡作用，往往发生广泛严重的内脏破裂和骨折。(3)体表损伤一般只发生在与

地面接触的一侧，而对侧无损伤。但在坠落过程中，如遇到某种障碍物或坠落后滚动，就可能在对

侧形成损伤。(4)某些坠落死亡的尸体，眼结膜及两肺表面有出血点，颈部软组织中有片状出血区

等，这种征象是由于身体撞击时血压骤然增高而引起血管破裂所致，切莫认为是窒息征象。 

3.4碾压伤 

各种车辆、飞机、船舶和机器在运行过程中所造成的人体损伤，易造成碾压伤。由于各种车辆

的重量及机器的结构不同，因此碾压伤的程度和表现亦有很大差异。汽车等机动车的轮胎碾压人体

时，皮肤可形成与轮胎花纹相一致的印痕与皮下出血，有时皮肤因碾压而过分伸展，可在颈部、腋

窝部及腹股沟部形成平行的皮肤裂纹或浅裂创(称为伸展性创伤)。被碾局部常导致骨折和内脏破

裂。火车碾压伤均极为严重，表现为肢体断离、组织碾碎等。因人的皮肤组织具有很强的韧性，故

有的死者虽内部组织已断离，但压挫的皮肤组织仍连在一起。在组织的断端，可附有铁锈、污垢或

润滑油等物。  

4.锐器伤 

锐器伤是由锐器的刃口或尖端作用于机体所致。常见的锐器有各种刀、斧、匕首、剪刀等。锐

器可形成切创、砍创、刺创和剪创。 

4.1切创 

利刃作用于机体，并沿刃的长轴方向运动而形成的创。切创的创口呈梭形哆开，创缘整齐平滑，

周围通常不发生表皮剥脱和挫伤，创角锐，创底小于创口，创壁平整无组织间桥，有时形成鱼尾状

的拖刀痕。切创一般不致造成骨折，有时仅在骨面形成切痕。 

4.2砍创 

由利器砍在机体上形成的创。砍创的创角有时呈钝圆形，粗糙的砍器可致创缘挫伤。砍创常深

达骨质造成骨折，创腔及骨折缝内常嵌有刃器断片。    ’ 

4.3刺创 

由刺器沿长轴方向作用于人体形成的创。刺创的特点是创口较小．创道较深，形成刺创管，体

表看损伤较轻，然而深部损伤较重。刺器刺穿机体形成的创称贯通刺创。刺器可在骨面形成刺痕，

有时刺器的尖端可断在骨中。 

4.4剪创 

由剪器夹剪、刺剪、形成的创。剪创由于致伤物的特点和成伤的方式不同，其所致的损伤形状

亦有多样性，有夹剪创、刺剪创和剪断创之分。典型的夹剪创呈“V’字形带有瓣的创，刺剪创口

形态依剪刀开口不同与其横断面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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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火器伤 

5.1枪弹伤 

5.1.1枪弹伤的分类 

枪弹伤的种类依枪弹的作用和枪弹创的形态可分为贯通枪弹创、盲管枪弹创、回旋枪弹创、擦

过枪弹伤、跳弹伤和散弹创。 

5.1.2枪弹创的性状 

射人口:射入口是由高速旋转运行的弹头挫压并穿过局部皮肤组织形成。射入口多呈圆形，有

组织缺损。创缘呈细锯齿状并有 1毫米～2毫米的一圈因弹头对皮肤挫压形成的环形表皮剥脱区称

为“挫伤轮(冲撞轮)”。挫伤轮处附着有弹头表面的污垢称“污垢轮(擦拭轮)”。近距离射击时，

射入口附近的皮肤上可附着有火药颗粒和烟灰等“射击附加成分”。通常火药颗粒可随弹头发射飞

行 20 厘米～100 厘米，这对判断射击距离有一定意义。接触射击时，气压冲击可引起射入口处皮

肤组织星芒状撕裂创和烧伤、熏黑，并可留有枪口印痕。 

弹创管：弹创管是弹头穿过组织形成的管状创道。常用以判断射击的方向。 

射出口：射出口是弹头穿出身体时形成的创口。射出口形状多呈裂隙状或星芒状，创缘外翻，

创缘处无挫伤现象。远距离射击时，射出口常比射入口大。 

5.2.3枪弹创的鉴定 

射击距离的估计:射击距离可分为接触射击、近距离射击、远距离射击。对射击距离的估计，

主要依靠射入口的形态和射击附加物成分，也参照弹创管的形状决定。 

射击方向的确定：首先要决定射入口与射出口，然后根据射入口、弹创管和射出口的连线确定

弹投射来的方向。 

5.3爆炸伤 

爆炸性物体爆炸时造成的损伤称爆炸伤。爆炸伤一般比较严重，如造成人体的肢体离断、内脏

破裂等，强大的气流冲击也可造成广泛性皮下出血、脑挫伤以及胸腹腔出血等。  

6.机械性损伤的鉴定 

6.1致伤物的推断 

6.1.1根据损伤的形态和性状推断致伤物 

有些损伤具有独特的形态和特征，在鉴定时具有重要意义。有些损伤虽不能由其推断致伤物的

形态，但可以推断致伤物的质地。根据损伤的形态和性状推断致伤物时，应首先确定损伤系钝器伤、

锐器伤，还是火器伤，并进而推断由何致伤物形成。  

6.1.2根据创腔内的遗留物推断致伤物 

创腔内的遗留物常常是致伤物的断片或附着物，可以据此推断致伤物。此外，根据毛发的损伤

可以推断致伤物是钝器或是锐器。 

6.1.3根据可疑凶器上的附着物推断致伤物 

可疑凶器上的血迹、毛发、组织等附着物，经检验确认与受害人的血型相同时，也可作为推断

致伤物的依据。 

6.2生前伤和死后伤的鉴别 

生前伤是指生前形成的损伤，死后伤是指死后形成的损伤。鉴别两者的主要依据是有无生活反

应。 

有生命的机体对损伤的反应称为生活反应。 

6.2.1局部生活反应。 

凝血和组织液渗出:生前损伤出血会发生凝血现象，局部创口有组织液渗出，并形成血痂。死

后损伤无此现象。 

炎症反应：炎症反应是机体对损伤的一种反应，表现为局部充血、水肿和白细胞聚集。机体受

到损伤后，局部血管扩张、充血，血管渗出液形成局部水肿。白细胞通过血管壁游出并聚集在损伤

部位。如果损伤在皮肤或皮肤与皮下组织之间，则可形成局部水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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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修复：一般表皮与黏膜具有再生能力，损伤后可以通过再生组织予以修复；若损伤到真皮

下层，则需要通过瘢痕组织予以修复。再生与瘢痕修复是机体对损伤的一种反应。 

6.2.2全身生活反应 

全身生活反应是指各器官活动对损伤的影响。其中出血是重要的生活反应，它表明血压和血液

循环的存在。出血是辨别生前伤或者死后伤的重要指标。如创伤发生在血管丰富的部位而出血不明

显时，则可以认为是死后伤。由于濒死期血压渐趋于零，因而濒死伤出血不明显，介于生前伤和死

后伤之间。 

此外损伤伴有栓塞现象(空气栓塞、脂肪栓塞等)时也证明血液循环的存在。其次，颅底骨骨折

出血或口腔、咽喉部出血有血液吸人现象时，则表明呼吸运动的存在。 

6.3损伤经过时间的推断 

6.3.1根据损伤局部的炎症反应和修复过程推断损伤时间 

伤后数小时白细胞开始浸润，创缘即见红肿；15 小时，纤维母细胞增生；36 小时，毛细血管

增生；72小时，上皮细胞开始生长。表皮擦伤一般经过 7天～12天痂皮脱落而痊愈。 

6.3.2根据损伤局部的组织化学变化推断损伤时间 

创缘处，由于组织受损、坏死，酶的活性降低。而创缘外围组织则由于防御反应，酶的活性增

高。损伤后 8小时内，先后有 5种酶发生上述改变。 

6.4死亡原因的确定 

6.4.1直接死亡原因 

由损伤直接造成死亡。包括脑、心、肺等严重损伤，造成这些器官的功能不可逆的丧失的损伤

依次为受挫损、受压迫、休克、出血等。 

6.4.2间接死亡原因 

由损伤继发病或合并症导致的死亡。包括感染、栓塞和外伤性窒息等。 

6.5致命伤后行为能力的判断 

有的人受绝对致命伤 (指对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足以致死的损伤)后，并未马上死亡，而是

在一定时间内仍能进行一些有意识的行为活动。 

6.6损伤性质的推断 

损伤的性质包括自杀损伤、他杀损伤和灾害事故损伤。判断自杀、他杀或灾害事故必须根据损

伤的情况，结合案情，参考现场勘查所见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学习目标： 

1．掌握：表皮剥的法医学鉴定意义；挫伤的法医学意义；锐器创与钝器创的区别特点；组织

间桥的概念；“中空性皮下出血”的形成；切创的创口特点；刺创的创口与刺器横断面的关系；致

伤物的推断；生活反应的概念及表现；死亡原因的确定。 

2．熟悉：损伤与机械性损伤的概念；根据致伤物的种类如何分类；指端伤的形态特点；咬痕

的个人识别意义；棍棒伤的损伤形态；砖石伤检验中注意的问题；斧背伤的损伤类型；坠落伤的特

征；砍创检验的注意事项；刺创的特点；枪弹创射人口的性状; 射击距离的估计和射击方向的确定。 

3．了解：表皮剥脱的概念与特点；创的结构；徒手伤的种类；拳脚伤的损害；刺剪创的类型

及形态；损伤经过时间的推断；致命伤后行为能力和损伤性质的推断。 

作业： 

1．什么是机械性损伤?它是如何分类的? 

2．试述机械性损伤的基本形态特征。 

3．试述钝器伤的形态特征。 

4．试述锐器伤的形态特征。 

5．试述枪弹创射入口的形态特征。 

6．根棒伤的损伤形态如何? 

7．切创和砍创有哪些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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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何鉴别生前伤与死后伤? 

9．怎样确定机械性损伤的死亡原因? 

10．如何推断机械性损伤的性质? 

知识单元 4：机械性窒息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概述 

1.1呼吸与窒息 

呼吸是指机体同外界环境之间进行气体交换的过程，即吸入氧和排出二氧化碳的过程。当机体

呼吸受到阻碍时，氧气吸入便会减少或停止；同时，二氧化碳也会因排出受阻而在体内潴留起来。

这种由于组织细胞内缺氧和二氧化碳蓄积而造成新陈代谢障碍和生理功能紊乱的现象就称为窒息。 

导致窒息的原因很多，其中机械性窒息最为多见，本章也主要是论述机械性窒息。机械性窒息

是指由机械作用而引起的窒息。 

1.2窒息尸体的一般征象 

1.1.1尸体外表征象 

1.1.1.1尸斑出现早，呈暗紫红色 

窒息死的尸体血液不凝固，呈流动性，易于沉降，故尸斑出现早。同时，由于缺氧，鲜红色的

氧合血红蛋白转化为暗红色的还原血红蛋白，因此，尸斑的颜色常比较显著，呈暗紫红色。 

1.1.1.2颜面青紫肿胀 

由于缺氧，二氧化碳蓄积，故血液中还原血红蛋白增多。透过皮肤或黏膜，在颜面、口唇、指

(趾)甲床等处呈现青紫色，这一病理现象称为紫绀或发绀，严重者甚至可伴有颜面肿胀。 

1.1.1.3面部皮肤及眼结膜有出血点 

这是窒息死亡的重要尸体征象，出血点多见于眼结膜的穹窿部，大小及数量不等，或小而稀，

或粗而密，甚至融合成血斑。出血点的发生是由于头面部淤血致血管内压升高，缺氧使毛细血管通

透性增强，加之局部组织结构疏松所致。 

1.1.1.4尸体冷却缓慢 

因窒息死者，死前往往发生全身肌肉痉挛，使体内产热增多，故尸冷较为缓慢。 

1.1.2尸体内部征象 

1.1.2.1血液呈暗红色、流动性 

由于血液中还原血红蛋白增多，故呈暗红色。血液呈流动性可能与纤溶酶原的激活有关。在精

神紧张、缺氧等情况下，可促使纤溶酶原转化成纤溶酶，而使凝固的血液溶解。除窒息外，其他如

猝死、死于休克者也可出现此征象。 

1.1.2.2浆膜和黏膜下点状出血 

最常出现于肺膜和心外膜下，有时也发生于胸腺、甲状腺、颌下腺的包膜下以及喉黏膜、小肠

黏膜等处。这些出血点亦称塔雕氏斑(tardieu spot)。其形成主要是毛细血管淤血使内压上升以及

血管壁因缺氧而通透性增高所致。出血点并非窒息尸体所特有，在败血症、血液病或某些中毒死者

身上也可见到。 

1.1.2.3右心及内脏淤血 

由于窒息后出现吸气性呼吸困难使胸腔负压急剧增大，造成肺淤血，进而引起右心及肝、肾等

内脏器官淤血。由于肺循环障碍使左心回心血量减少，加之机体缺氧时左心发生代偿性强烈收缩，

故左心常空虚少血。脾脏为人体储血器官，在机体缺氧时，常收缩变小。 

1.1.2.4肺气肿和肺水肿 

剧烈的吸气性呼吸困难可使大量气体进入肺脏，造成肺泡扩张，甚至破裂，形成局灶性肺气肿。

有时肺气肿(呈灰白色)与肺淤血(呈暗红色)并存，使肺表面呈大理石样斑纹。当肺高度淤血时，血

液中的液体成分渗出到肺泡内导致肺水肿，此时，气管、支气管及肺泡内出现淡红色泡沫状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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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缢死 

2.1概述 

缢死俗称吊死，是指利用自身体重(全部或部分)使绳索等条索状物压迫颈(项)部而引起的窒息

死亡。 

根据缢吊时缢套周径是否变化，可将其分为死套和活套两种类型。 

结扣的式样很多，对法医学鉴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根据缢套压迫颈项部的主要着力部位的不同，可将其分为以下三型：前位型、侧位型、后位型。

悬空直立姿势的前位型缢死，称为典型缢死。 

2.2死亡机理    

2.2.1呼吸道闭塞 

前位型缢死者，由于主要着力点直接或间接压迫喉部或气管而使之闭塞。实验结果证实，只要

有 15公斤的压力就可以压闭人的呼吸道而造成窒息死亡。 

2.2.2脑血液循环障碍 

头部和脑的动脉血是通过颈总动脉和椎动脉运送来的，其静脉血经颈静脉回流人心脏。由于颈

静脉管壁薄且所处位置表浅，故容易压闭。据实验结果证实，2公斤的压力就可使之闭塞，而压闭

颈动脉和椎动脉则分别需 3．5公斤和 16．6公斤的压力。 

2.2.3反射性心跳停止 

缢索压迫颈部可刺激颈动脉窦或迷走神经及其分支，引起反射性心跳停止而死亡。 

2.2.4颈髓损伤 

如果缢颈时，身体猛然坠落、悬空，可导致颈椎骨折、颈髓损伤而死亡。此种情况主要见于以

绞刑处死罪犯的案例。 

2.3尸体征象 

尸体除具有窒息死的一般征象外，还可见以下特殊征象： 

2.3.1颈部缢沟 

指缢索压迫颈部皮肤形成的印痕。它能反映出缢索的性质、位置及方向等。典型的缢沟呈马蹄

状，即在缢索的负重部位缢沟最深，逐渐向上因压力减小而变浅，于缢索悬提处消失，称为提空现

象。 

缢沟的宽度一般与缢索相仿或稍窄。其表面常呈现出缢索花纹的印痕，有时还可粘附缢索表面

的纤维或污物等。缢沟的数目多为 1条～2条。在缢沟边缘或两道缢沟之间被夹隆起的软组织皮下

常有点状出血及水泡。 

缢沟处深部组织内可见肌肉撕裂和出血，颈动脉内膜横裂并伴有内膜下出血，舌骨大角和甲状

软骨上角骨折等。 

2.3.2颜面苍白或青紫 

颜面呈何种颜色主要取决于颈部血管受压情况。如缢索同时迅速压闭左右颈静脉、颈动脉及椎

动脉时，则出现颜面苍白；如静脉压闭而动脉压闭不完全时，则出现颜面青紫肿胀，并有眼结膜、

颜面部皮肤和牙龈黏膜的点状出血。 

2.3.3口鼻出血及涕涎流注 

由于缢索压迫，刺激口鼻黏膜分泌增加，出现流涎和流涕，少数缢死者可见口鼻黏膜的渗出性

出血。 

2.3.4舌尖有时挺出 

舌尖是否挺出与缢索压迫颈部的位置有关，当缢索压迫颈部的主要着力部位在喉结上方时，舌

根被挤向后上方，舌尖仅抵齿列或微露于齿列外；当缢索的主要着力部位在喉结下方时，则将舌推

向前上方，使舌尖挺露十唇外。 

2.3.5尸斑及尸僵特点 

与缢吊姿势有关，悬空或直立位缢死者，尸斑分布于四肢远端及裤腰带压迫以上部位。如果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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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时间较长，尸斑处可出现散在性出血点。悬空姿势缢死者，尸僵使足尖保持在下垂状态。 

2.3.6体表损伤 

由于悬吊时身体摆动或发生全身肌肉痉挛，有可能碰撞附近物体而造成手足、前臂及小腿等处

的表皮剥脱、皮下出血甚至挫裂创。 

2.4法医学鉴定 

缢死多为自杀，偶见于他杀或意外事故，也有他杀后悬尸伪装自缢的案例。法医学鉴定时，应

首先明确尸体是缢死还是死后悬尸，然后再判定其是属他杀、自杀或意外事故。    、 

2.4.1缢死与死后悬尸的区别 

主要依据缢沟有无生活反应。缢死者的缢沟皮下有出血点、深部肌肉出血，颈动脉裂纹也有出

血等改变。而死后悬尸者颈部索沟虽与缢沟形态相一致，但没有上述生活反应。 

2.4.2缢死的性质判定 

缢死是最常见的自杀手段。自缢前多有明显或隐蔽的自杀动机；装束整齐；现场平静，无搏斗

动乱迹象；缢索一般为自己家中的物品，其长短、悬挂高度及结扣特征均与自缢相吻合；在较高处

缢吊时，尸体旁常有垫脚物，在垫脚物上留有死者的足迹，在系绳处可发现死者的指纹。 

一般发生于被害人醉洒、昏迷或其他不能抵抗的情况下。也有趁被害人不防备时，突然将缢套

套住其颈部而缢死者，如民间俗称的“套白狼”或“背死狗”就属于这种情况。 

偶有模仿自缢而失误不幸死亡者；也有跌倒时颈部压在条索状物体上，或被树枝、钉子钩住衣

领而缢死者。 

3.勒死 

用手或借助某种机械的力量，将环绕人体颈项部的条索状物勒紧而引起的机械性窒息死亡，称

为勒死。勒死比缢死少见。多属于他杀，自杀者也较常见，偶见于意外事故。 

3.1死亡机理 

与缢死基本相同，但因勒压力量较小且分散于颈项全周，加之被害人挣扎抵抗使压力时大时小，

呼吸道和颈动脉常不能完全被压闭，椎动脉一般亦不受影响，部分血液仍可进人头部而使大脑缺氧

状态有所减轻，因此，意识丧失较迟，窒息过程亦较长，死亡较为缓慢。如果勒索压迫颈部刺激了

颈动脉窦或迷走神经及其分支，则可引起反射性心跳停止而迅速死亡。 

3.2尸体征象 

3.2.1颈部勒沟 

指勒索压迫颈部形成的皮肤印痕。位置多在甲状软骨或其以下部位，常水平环绕颈部而呈闭锁

状。有时也可稍微向上、下倾斜，但绝无缢沟的提空现象。勒沟的深度较一致，在勒索交叉处可留

有结扣的印痕。 

勒沟的数目一般与勒索一致，多为 1～2道。若勒索多圈环绕颈部，则勒沟可互相重叠或交叉。

勒沟的宽度和深度取决于勒索的宽窄、性状和绞压力量。在勒沟的上下缘及勒沟间皮肤嵴状隆起处

有出血点和水泡。 

勒沟深部组织常有明显出血、肌肉断裂，甲状腺、咽喉黏膜发生出血斑。有时可见甲状软骨板、

环状软骨骨折。 

3.2.2颜面明显青紫肿胀 

由于头面部淤血以及窒息过程较长，故颜面明显青紫肿胀。眼结膜、牙龈黏膜和颜面部皮肤可

有多数出血点，口、鼻及外耳道也可发生出血。眼球突出，舌尖常微露于齿列外并有咬伤。 

3.2.3手足及其他部位的损伤 

他勒者，因防卫、抵抗，可在其头面部、颈部、手足及其他部位形成机械性损伤，以表皮剥脱

和皮下出血较多见。仰卧于粗糙的地面被勒死者，在其背部常形成大片状表皮剥脱和皮下、肌肉出

血。有时，在死者的颈部和口鼻周围还可见指端所致的损伤。 

3.2.4其他窒息征象 

较为显著，如浆膜和黏膜下的出血点多而密集，肺、心、肝、脑严重淤血，肺泡腔内常出现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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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水肿液等。 

3.3法医学鉴定 

根据颈部勒沟的特征、生活反应的有无以及尸体窒息征象的是否存在，欲鉴定勒死并不困难。

但若现场遭到破坏，颈部被伪装(如伪装自缢)或勒沟经焚烧、碾压已毁坏者，就会给鉴定造成一定

难度。在这种情况下，应进一步调查研究，反复详细地检验尸体，从中发现蛛丝马迹，才能做出正

确判断。 

勒死多为他杀，而自杀者也常见，因此，鉴定的第二步就是正确区分自勒和他勒。一般应从现

场、勒索、结扣、勒绞异物、勒颈方式和附加损伤等方面进行鉴别。 

4.扼死 

用手扼压颈部引起的机械性窒息死亡，称为扼死，也称“掐死”。偶有用身体的其他部位(如

前臂、肘弯、足)或物件压迫颈部而致死者。除极个别扼死属意外事故，其他均见于他杀。自扼死

亡者至今尚未见过报导。 

4.1尸体征象 

4.1.1颈部扼痕 

指颈部皮肤被扼压后形成的损伤，主要表现为表皮剥脱和皮下出血。由手指掌面引起的扼伤为

圆形或椭圆形，由指甲缘引起的扼伤呈新月形。死后损伤逐渐干燥形成红褐色皮革样化斑。 

4.1.2颜面改变 

青紫肿胀多较显著，并有眼结膜和面部皮肤的点状出血，严重者口鼻黏膜和耳鼓膜也发生出血。

有时舌尖微露于齿列外，可有咬伤和齿压痕。 

4.1.3其他部位的损伤 

被害人口鼻周围常有捂压伤；处于仰卧位被扼者肩胛部皮肤有时有擦伤，肋骨常有骨折；由于

挣扎抵抗，可在其头面部、胸腹部和四肢等处形成表皮剥脱、皮下出血或裂创。其手中或指甲缝内

可留有罪犯的皮肉或血迹等。 

4.1.4颈深部损伤 

被扼压的深层组织内常见皮下及肌层出血；在甲状腺、颌下腺、舌根部、扁桃体和颈淋巴结等

处也会有灶状出血；咽喉黏膜充血、水肿、出血；并常见甲状软骨上角和舌骨大角的骨折。 

4.2法医学鉴定 

颈部扼伤是判定扼死的重要依据。尸检应注意扼伤的分布部位、方向、数目和形状等(有时可

据此推断罪犯扼颈的方位和方式)。此外，扼死的尸体衣着散乱，可呈挣扎抵抗姿态，并有防卫抵

抗伤。现场常有搏斗动乱迹象，并留有罪犯的指纹、足印等。 

5.溺死 

液体被吸人呼吸道和肺泡引起的窒息死亡，称为溺死或淹死。引起溺死的液体(简称溺液)，除

水之外，也可以是酒、油、尿等。 

5.1溺死征象 

5.1.1尸体外表征象 

5.1.1.1口鼻部蕈形泡沫 

指状如蕈形突起于口鼻部的白色或浅粉色(混有血液)细泡沫。其形成原因是在溺水过程中，由

于溺液刺激呼吸道黏膜分泌大量黏液，黏液、空气、溺液三者和扩张的肺毛细血管渗出的带一定数

量红细胞的血浆，经呼吸运动的混合搅拌所致。．这些泡沫因富含黏液，故性状稳定，不易消散，

如抹去可再溢出。其在夏季一般可存留 2～3 日，冬季则可存留 3 日～5 日，干燥后亦可在口鼻部

留下泡沫痕迹。 

5.1.1.2手中抓有异物 

是溺死过程中进行挣扎的表现。死者在挣扎中，可抓住水草、泥沙或树枝等物品，死后因尸体

痉挛，可紧握异物不放，这种征象虽不甚多见，但对判定溺死却具有重要意义。 

5.1.1.3尸冷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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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溺死尸体浸泡在水中，而且水温又一般较当地气温低 4℃左右，故溺死者不仅尸冷快且尸

体温度也较低。 

5.1.1.4尸斑色浅、呈淡红色 

由于尸体随水流漂浮翻滚，体位多变，加之皮肤血管受冷水刺激和压迫，因此，尸斑出现缓慢

且不明显。又因水温较低，血液中的氧合血红蛋白不易解离，而水中氧气亦能透过皮肤进入表层血

管而形成氧合血红蛋白，故尸斑呈淡红色。 

5.1.1.5鸡皮状皮肤 

皮肤受冷水刺激后，发生立毛肌收缩、毛束隆起、毛竖立。状如鸡皮。这种现象亦见于抛尸入

水者。 

5.1.1.6手足皮肤浸软、脱落现象 

尸体长时间浸泡在水中，水分进入皮肤，使表皮层浸软、发白、膨胀、起皱，这种变化以手足

部皮肤最为显著。除在溺死者身上可出现该变化外，在死后被抛尸入水者身上也可见到。 

5.1.1.7尸体腐败而浮出水面 

溺死的尸体因吸人大量溺液，故比重增大沉入水底。腐败后，由于体内产生大量腐败气体，比

重减小，故尸体浮出水面，即使身绑数十斤重物也可浮起。夏季尸体浮出水面约需 2～3 天，冬季

约需 1～2个月。 

5.1.1.8在水中形成损伤 

溺死者入水时或落水后在挣扎或全身肌肉痉挛时，可撞及水中岩石、桥墩等硬物而形成生前伤，

有些是濒死期损伤。溺死后，尸体在漂流的过程中，可与岩石、堤岸、桥墩、船舶或螺旋桨碰撞而

造成各种损伤，也可被水中动物咬伤或打捞中致伤。这些损伤均为死后伤，无生活反应。 

5.1.2尸体内部征象 

尸体内部征象有：(1)呼吸道内有泡沫状液体：咽喉、气管和支气管黏膜充血、水肿，腔内充

满白色或淡红色泡沫状液体，并可混有溺液中的异物，如水草、泥沙、植物碎片等。（2）水性肺气

肿：呼吸道内的泡沫液被吸人肺泡形成水性肺气肿。表现为两肺颜色变浅，重量增加，体积增大，

边缘钝圆，表面有肋骨压痕，指压凹陷，触之有揉面感。（3）胸膜腔积液：溺液通过肺表面漏出至

胸膜腔，形成淡黄色或淡红色积液。（4）胃肠内有溺液：生前入水者可将溺液及其混杂物咽人胃内

并进入小肠。（5）颞骨岩部出血：约 2／3 的溺死者有此征象。（6）呼吸辅助肌出血：由于在溺水

过程中剧烈的挣扎和呼吸，常可引起两侧胸锁乳突肌、肋间肌及胸大肌等呼吸辅助肌出血。（7）肝、

肾、心、骨髓及牙髓等器官内查见硅藻：硅藻是浮游于水中的一种单细胞生物，具有坚硬的硅质化

外壳，不易腐蚀破坏。其种属繁多，细胞的体积也有很大差别。生前入水者，硅藻随溺液一起吸入

肺脏，其中体积较小者易通过破裂的肺毛细血管，经肺静脉进入左心，再随体循环而到达全身各器

官组织内，因此，可在肝、肾、心、骨髓及牙髓中检出硅藻。而抛入水中的尸体，当水压较大时，

也有少量硅藻被压入肺脏，但不能进入体循环各器官。检验硅藻是判断溺死的最好方法，特别是对

于高度腐败的尸体，由于溺死的其他征象改变或消失，在骨髓和牙髓中检出硅藻就成为判定溺死的

主要依据。 

5.2法医学鉴定 

在水中发现的尸体，不一定就是溺死，也有可能为死后入水。因此，鉴定的首要问题是区别其

为生前溺水还是死后入水。在肯定溺死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分析判断属自杀、他杀或意外灾害。 

学习目标： 

1．掌握：缢沟的提空现象及其他缢死征象；勒沟的特点及其与缢构的区别；扼痕的形态特点；

溺死与死后抛尸入水的区别； 

2．熟悉：窒息熟尸体的一般征象；缢死死亡机理；缢死与死后悬尸的区别；自勒与他勒的鉴

别；缢死与勒死喉软骨骨折的部位特点；溺死的征象； 

3．了解：呼吸与窒息的概念；勒死的法医鉴定；扼死的死亡性质。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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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窒息?它分为几种类型? 

2．什么是机械性窒息? 

3．窒息尸体的一般征象有哪些? 

4．缢死的死亡机理是什么? 

5．缢死尸体有何特殊征象? 

6．勒死尸体有哪些特殊征象?    、 

7．怎样鉴别自勒与他勒? 

8．如何鉴别缢死与勒死? 

9．扼死的尸体有何特征? 

10．溺死尸体有哪些征象? 

11．如何鉴别溺死与抛尸入水的尸体? 

知识单元 5：高低温、雷电损伤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高温损伤 

1.1概述 

人体受到外界高温作用引起的组织损伤称为高温损伤，其中以烧伤和烫伤最为常见。人在火场

的作用下引起的死亡称为烧死。多数烧死案件为意外事故。少数为自杀或他杀。另外，某些罪犯采

用其他手段杀人后，为逃避打击而焚烧尸体。鉴定时应注意烧死与死后焚尸的区别。 

1.2尸体征象 

1.2.1烧伤 

烧死尸体上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烧伤.（1）红斑(I度烧伤)：轻度烧伤，表现为皮肤局部因血

管扩张、充血而发红、肿胀，即红斑形成。有剧痛感。(2)水泡(Ⅱ度烧伤):较严重的烧伤，表现为

红肿的皮肤上形成水泡，泡内含大量液体，泡底部呈炎症反应，有剧痛感。（3）组织坏死(Ⅲ度烧

伤)：严重烧伤时局部组织发生凝固性坏死，形成褐色痂皮。痂皮下呈炎症反应。（4）组织碳化(Ⅳ

度烧伤)：坏死组织在高温作用下脱水和碳化。有时烧伤局部碳化组织因收缩而开裂，形成烧伤裂

创。碳化的尸体组织强度收缩，四肢屈曲，呈斗拳姿势。 

1.2.2热作用呼吸道综合症 

因呼吸作用，可将火场中的烟尘吸入呼吸道和肺泡内。 

热气流和高温炭末的作用，可致咽喉、气管、支气管烧伤。尸检可见呼吸道黏膜充血、水肿、

坏死或假膜形成，肺充血、水肿、出血及气肿等。 

1.2.3一氧化碳中毒征象 

通风不良的火场，常因氧化不足而燃烧不完全，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一氧化碳被吸人体内与

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结合形成碳氧血红蛋白，使血液、内脏、尸斑的颜色呈鲜红色。若采取心脏及大

血管内的血液化 

1.2.4硬脑膜外“热血肿”形成 

头部受高温作用，脑及脑膜凝固收缩，使硬脑膜与颅骨内板分离形成空隙，同时引起硬脑膜上

的血管破裂出血，血液聚积在空隙中，形成硬脑膜外“热血肿”。“热血肿”可发生在生前、濒死期

或死后，但多在死后形成。 

1.3烧死与死后焚尸的鉴别 

1.3.1体表烧伤有无生活反应 

生前烧伤具有生活反应，表现为血管扩张充血、血浆渗出、炎细胞浸润及血栓形成等。如 I度

烧伤出现的血管反应；Ⅱ度烧伤水泡底部的炎症反应。死后烧伤多无生活反应，有时虽然也会出现

水泡，但水泡内气体较多，泡周无炎症反应。 

1.3.2呼吸道有无烧伤及烟灰炭末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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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区别烧死和死后焚尸的重要依据。如咽喉、气管、支气管黏膜充血、水肿、坏死脱落(热

作用呼吸道综合症)，特别是在其表面有烟灰炭末附着，说明死者在被烧时还有呼吸功能，可判定

为烧死。如无上述征象则为死后焚尸。如果焚尸时口张开，烟尘也能落人口腔，有时也可进入鼻孔，

但绝对不会进入气管及支气管。 

1.3.3心脏及大血管血液中有无碳氧血红蛋白 

生前被烧可将火场中的一氧化碳吸人体内形成碳氧血红蛋白，故烧死者血液、内脏及尸斑的颜

色呈鲜红色，采取心脏及大血管内血液检验，有碳氧血红蛋白存在。死后焚尸，一氧化碳不能由肺

吸入而进人心脏及大血管，只能透过皮肤进入皮下血管中，故除一氧化碳中毒死后焚尸外，心脏和

大血管内碳氧血红蛋白含量低于 0．2容积％。 

此外，烧死者有时反射地发生眼强闭，外眼角起皱。胃和十二指肠有咽下的烟灰炭末。如被烧

时挣扎翻滚，全身都可以烧伤。死后焚尸的尸体与地面接触部位无烧伤，但有其他致死性暴力损伤。 

2.低温损伤 

2.1概述 

低温损伤又称冻伤，是低温造成的人体组织的损伤。因低温导致死亡者称为冻死。当人体体温

降至 35℃以下时，机体的氧化酶的活性开始逐渐降低，直至失去活性，导致机体氧利用障碍以及

中枢神经系统麻痹而死亡。 

低温损伤的表现：1、红斑(I 度冻伤)。损伤局部形成红斑，多发生于肢体末端和体表暴露部

位。2、水泡(Ⅱ度冻伤)。在红斑部位形成水泡，内含液体，泡底部呈炎症反应。3、坏死(Ⅲ度冻

伤)。持续低温作用可使损伤局部组织坏死。 

影响冻死的因素主要有：环境温度、风速、潮湿、个体因素等。 

2.2尸体征象 

2.2.1体表征象 

冻死尸体常常四肢弯曲于胸前呈蜷缩状；在尸体的鼻孔和口内可见冰箸，睫毛上挂一层薄霜；

皮肤苍白色，暴露部位呈“鸡皮状”；尸僵强硬而不易缓解；尸斑呈鲜红色。此外，有的冻死者在

死前脱去上衣、裤子，甚至全身裸露，称冻死者的反常弃装现象。 

2.2.2内部征象 

内部征象有：（1)胃黏膜有出血斑点：约 85％～90％的冻死尸体有此征象，出血点小如针尖，

大如豌豆，弥漫分布，呈褐色或深褐色。有人称此斑点为“维什涅夫斯基斑”。（2）左心及肺血液

呈鲜红色：由于死前肺内吸入低温空气，使肺及左心血液的温度低于右心血液。在低温条件下，氧

合血红蛋白不易分离，故左心及肺血液呈鲜红色，而右心血液呈暗红色。（3）颅骨骨缝裂开:由于

脑组织结冰而体积膨胀，致使颅骨骨缝分离。此外，由于代偿期时产热过多而使糖类消耗增加，故

肝脏、胰腺、大脑中糖原消失。 

3.雷电损伤 

3.1概述     

电流包括人工电流和自然电流。人工电流是人工设施产生的电流，因人工电流造成的损伤称电

击伤或触电，因触电而导致的死亡称电击死。自然电流指雷电，因雷电造成的损伤称雷击伤，因雷

击而引起的死亡称雷击死。 

影响电流损伤及致死的因素主要有：电流强度、电流种类、接触方式、通电时间和机体的状况。

上述诸因素在电流损伤的发生过程中，互相联系、互相影响。 

雷击的特点是电流大、电压高，但作用时间极短，对人体造成的危害一般较大。 

3.2电击死 

触电致死的主要原因是心室纤颤与呼吸麻痹。前者通常由低压电流引起，后者多由高压电流引

起。 

3.2.1尸体征象 

3.2.1.1电流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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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电流热的作用，在电流进出的皮肤上形成的特殊轻度烧伤。这是电击死的特殊征象。典型

的电流斑呈灰白色或白色的圆形小斑，干燥、发硬，大小不等，边缘隆起，中央凹陷，凹陷部的形

态与导体接触面的形态有一定关系。 

3.2.1.2电烧伤 

当电压高或电流的作用时间较长时，皮肤与导体接触处电流产生高热，引起程度不等的烧伤，

电烧伤可使电流斑的形态及颜色发生改变，严重时可以完全掩盖电流斑，甚至造成组织崩溃和肢体

断离。骨骼中的无机盐类熔化，成为白色颗粒样小球，称为骨珍珠。 

3.2.1.3皮肤金属化 

由于导体金属气化，使金属微粒沉积于电击处的皮肤，称为皮肤金属化。电压越高，电击时间

越长，此表现越明显。皮肤金属化随导体金属成分的不同呈现出相应的颜色。 

3.2.1.4组织损伤 

电流作用可导致血管壁变脆、破裂出血和血栓形式；肺水肿，脑撕裂伤以及肠破裂和其他内脏

破裂。 

此外，由于电流的热作用，可使毛发、衣服烧焦，鞋钉、金属纽扣等金属物品熔化。有时电击

后跌倒或从高处坠落，尸体上可形成相应的机械性损伤。 

3.2.2鉴定 

电击死案件多为生活或生产中的不幸事故，用电流进行自杀的案例亦不少见。利用电击杀人较

少见，常伪装意外或自杀触电死亡，尸体可有其他暴力损伤，或有反复触电形成的多处电流斑。 

电击死案件的现场勘查，应邀请有电学知识的人参加。注意尸体与电源的关系，在尸体上有无

导电物体以及此导体与体表损伤有何关系等。 

尸体检验时要注意衣服、毛发有无烧焦，金属物品有无熔化现象。要详细检查体表有无电流斑

和电烧伤，注意其数目、部位、程度以及与衣服上的烧灼痕迹是否相对应。必要时还应测定皮肤上

金属微粒的种类，以确定金属导体的成分。 

3.3雷击死 

雷击死绝大多数是由于雷电直接触及造成的，容易发生于空旷处，无避雷设备的高大建筑物内，

特别是靠近大树、电力设备、穿湿衣或身上携带金属物品的人们。少数经过电话线或电视天线发生

间接的雷击。雷击死的原因多为休克，少数为呼吸中枢麻痹或心跳骤停。 

3.3.1尸体征象 

受害人的衣服、毛发有烧灼痕迹。随身携带的金属物品熔化变形。体表可见电烧伤及电流的入

口与出口。因雷电的打击，使皮下血管麻痹，在皮肤上形成红褐色树枝状斑纹，称雷击纹。雷击纹

虽然是雷击死的特殊表现，但不能长时间保留。因空气骤然膨胀所产生的巨大机械力也可在体内外

形成各种不同性状、不同程度的机械性损伤(如颅骨骨折、内脏破裂)。此外，现场空气的震荡还可

致死者衣服撕成碎片，甚至抛向四方。 

3.3.2鉴定 

雷击死纯系自然灾害，有时偶见他杀伪报雷击死。 

 如果尸体是在雨天或雨后被发现，现场曾发生过闪电雷击，并有树木、房屋、牲畜及其他物

品被雷击、破坏的证据；同时尸体上有雷击伤而无其他致死性暴力征象或疾病，死者死亡时间又与

雷击发生的时间相一致，则可判定为雷击死。 

学习目标： 

1．掌握：热作用呼吸道综合症的表现；烧死与死后焚尸的鉴别；电流斑的形态；雷击纹的特

点 

2．熟悉：不同程度的烧伤的表现特点；硬脑膜外“热血肿”的形成；电击形成的皮肤金属化；

冻死的征象； 

3．了解：高温损伤的概念；电烧伤的损伤程度；雷击死的鉴定。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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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怎样鉴别烧死和死后焚尸? 

2．电击死的尸体有哪些表现? 

3．雷击死的尸体有何特征? 

4．冻死的尸体征象有哪些？ 

知识单元 6：中毒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概述 

1.1毒物与中毒的概念 

毒物通常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能以较小剂量，通过化学作用或物理化学作用引起机体健康损

害的物质。 

毒物与机体接触或进入机体，以其化学或物理化学的作用，使组织细胞结构发生改变，代谢或

其他生理功能遭受损害，从而引起疾病或死亡的，称为中毒或中毒死 

1.2毒物检验的意义 

通过毒物检验，可解决检材中是否存在毒物，存在何种毒物，其在体内毒物的含量是多少，以

及毒物进入体内的途径和毒物的来源等问题。以便为推测或确定中毒的性质(自杀、他杀，还是意

外灾害)，搞清中毒案件的真相提供线索或范围，为审理中毒案件提供证据。除此而外，在医疗、

药品制造管理、劳动保护、环境保护及食品卫生等领域中也有重要意义。 

1.3毒物的分类 

毒物的种类繁多，存在形式多样，并广泛分布于人们周围的环境中。其中有些是天然毒素(如

某些矿物质、动植物毒素)，也有些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品。对毒物可从不同角度分类。` 

1.4毒物作用的条件 

1.4.1毒物本身的条件 

（1）毒物的化学结构:毒物的作用是由它与组织的结合而显示出来的。毒物的化学结构不同，

其结合人体的组织就不同，毒理作用也就不同，毒性亦不同。（2）毒物的物理性状:毒物进入血液

后方能发生中毒的全身作用。毒作用依毒物的分散度而显示较大差异。（3）毒物的量:毒物在体内

需达到一定量才能引起机体中毒或死亡。通常毒物的量越大，其毒作用发生的越快，中毒症状越重。 

1.4.2机体的条件 

机体的条件包括：（1)体重、年龄、性别：一般来说体重与引起中毒的毒物的量成正比。小儿

及老人对毒物较敏感。（2）机体的健康状态：疾病对毒物的作用有较大影响。 

1.4.3毒物进入机体的途径 

毒物吸收速度从快到慢的顺序大致为：心脏或血管内注射>呼吸道吸人>腹腔内注射>肌肉注射>

皮下注射>口服>直肠灌肠>皮肤吸收。 

1.4.4其他 

毒物作用的条件还涉及下列因素：（1)毒物接触的时间：较大剂量一次或短时间内接触所引起

的急性中毒与小剂量长期接触所引起的慢性中毒，在性质上可有很大不同。（2）动物毒或植物毒

因采集时间不同，采集部位不同，毒性有明显差异；同一植物因产地不同毒性也有差异。（3）毒

物贮存条件，某些中毒场地的通风情况、温度等，有时也会影响到毒物的毒性和中毒。 

1.5毒物在体内的代谢 

1.5.1毒物的吸收 

毒物吸收进入体内的途径很多，但主要通过：消化道、呼吸道、注射部位、皮肤黏膜。 

1.5.2毒物的分布与沉着 

毒物进入体内到达血循环，散布到全身各组织中，并因其对某组织的亲和力而主要沉着于某一

器官或系统中。 

1.5.3毒物在体内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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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物进入机体后，通过与细胞和组织内某种酶作用，一部分发生化学变化，改变了其化学性质，

降低了毒性(但个别毒物反而可以增加毒性)，增加了毒物的极性或水溶性，从而影响其分布并易于

随尿或胆汁排泄。 

1.5.4毒物的排泄 

无论毒物在体内转化与否，胆汁与尿液常是其排泄的主要途径。此外毒物还可随各种分泌液，

如汗液、皮脂、唾液、乳汁及消化液等的分泌而排出。气态毒物或挥发性毒物可经呼吸道排出体外。 

2.常见毒物的中毒 

2.1氰化物中毒 

2.2一氧化碳中毒 

2.3巴比妥类中毒 

2.4有机磷农药中毒 

2.5砷化物中毒 

学习目标： 

1．掌握：毒物的概念；中毒的概念；毒物检验的意义。 

2．熟悉：毒物的分类；毒物作用的条件。 

3．了解：毒物在体内的代谢。常见毒物中毒的症状。 

作业： 

1．什么是毒物?毒物的种类有哪些? 

2．什么是中毒?什么是急性中毒、慢性中毒?    、 

3．毒物检验的意义是什么?     

4．毒物作用的条件有哪些? 

5．什么是中毒量和致死量? 

    7．毒物进入人体的途径有哪些?它们对中毒有何影响? 

9．各种常见毒物的主要毒理作用、中毒症状及尸体征象是什么? 

知识单元 7：猝死（急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概述 

1.1概念 

平时看起来健康的人，由于体内器质性疾病或功能障碍而发生的突然意外死亡，称为“猝死”

或“急死”。世界卫生组织规定，凡症状出现后 24 小时内死亡者，均称为“猝死”。 猝死者从发

病到死亡为 30 秒钟之内者，称为即时死。猝死是由自然疾病所引起的非暴力死亡，因其具有急速

性和意外性，故具有法医检验意义。 

1.2猝死的原因 

猝死的原因主要是内因，即人体的器质性病变或功能障碍。外因只是一种诱发因素。研究猝死

的原因时，不但要研究导致猝死的疾病，而且要研究诱发猝死的外因。 

1.2.1猝死的内因 

人体内部器官系统的疾病均可引起猝死。国内外法医学家对猝死者尸检资料的统计表明，成人

猝死的原因，以心血管系统疾病占首位，而以呼吸系统疾病和神经系统疾病为次。小儿猝死的原因

则以呼吸系统疾病为多见。 

1.2.2猝死的外因(诱因) 

猝死的外因主要包括：(1)精神因素:是造成猝死的重要诱因之一，人在狂喜、愤怒、紧张、恐

惧以及争吵等情绪激动时，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促使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亦有的人会由

此引起副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发生心跳减慢和血压下降。精神因素所致的人体上述变化，对健康

人影响不大，但对患有潜在性疾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病等)的人，则可产生不良后果，甚至造成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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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2）外伤或感染:轻微外伤或感染虽不能直接致命，但可促进原有病变恶化。（3）暴饮暴食：

可诱发急性出血性坏死性胰腺炎而突然死亡。（4）过冷过热：心血管病或肺部疾病患者在受凉或过

热时，可使原有疾病恶化而引起死亡。健康人在受冷、热刺激后，也会因机体抵抗力降低而暴发疾

病(如大叶肺炎)导致猝死。（5）其他：解大便可增加心脏负担，使心脏病患者发生急性心功能衰竭；

亦可使高血压、动脉硬化患者发生脑血管破裂，从而引起猝死。有的学者认为肥胖不仅使人易患各

种疾病，而且会增加猝死的发生率。此外，饮酒、吸烟及时间因素(如夜间睡眠)等亦与猝死有关。 

1.3猝死的法医学鉴定 

凡突然死亡而对其死因有怀疑时，均应进行法医学鉴定，以通过案情调查、现场勘查及尸体检

验等手段，确定死因，澄清死亡性质。 

1.3.1案情调查 

向死者的亲友、同事和知情人了解死者的既往病史、家族史、饮食习惯、工作情况等，若猝死

时有人在场，则应向见证人了解临死时的症状表现。此外，还要注意死前有无情绪变化、暴饮暴食、

过度劳累或外伤等诱因。 

1.3.2现场勘查 

勘查时应注意现场有无搏斗迹象，有无血痕、残留食品、药物、呕吐物、排泄物等。并应及时

收取，妥善保存，以做毒物分析。 

1.3.3尸体检验 

尸体检验应在死亡后 24 小时内进行，如遇特殊情况不能及时检验，可将尸体冷藏保存。检验

尸体时必须全面系统，除进行体表和解剖检查外，还应进行组织学检查，必要时亦可做细菌培养或

生化检验。在解剖的同时；还需取胃内容物、血液以及肝、肾等器官以做毒物化验。 

猝死的尸体特征是：尸斑显著呈暗紫红色，心脏及大血管内血液不凝固，在心、肝、肺、肾等

脏器的浆膜或黏膜上有出血点。以上尸体征象不仅发生在猝死者身上，也常出现于其他情况死亡尤

其是窒息死的尸体上。因此，尸体检验应重在查明各脏器有无致死性特异病变。只有查明病因，并

排除各种暴力死亡的可能之后，才能判定为猝死。 

1.3.4结论 

1.3.4.1判定为猝死 

(1)尸体未见各种致死性暴力征象，查到足以解释死因的器质性病变，则可以肯定为猝死。(2)

尸体无各种致死性暴力征象，亦无器质性病变，或虽有疾病但未达到致命程度，这时应根据尸检情

况与死前资料综合判定。如果病变较明显，病史和生前症状又与病变相符合，则可推定该病为死亡

原因；如果病变轻微或缺乏病史等诊断依据，则应做出“死因不明”或“推测为猝死，病名不详’’

的结论；如果符合“青壮年猝死综合症”或“婴儿猝死综合症”的特点，可鉴定为上述两症之一。 

1.3.4.2判定为暴力死亡 

尸体发现致死性暴力征象(如致命伤或致死量的毒物)，这时即使存在显著的器质性病变，也应

判定为暴力死亡。 

1.3.4.3判定主要原因 

疾病与损伤相联系，共同构成死因，但以其中一个为主，另一个为辅。 

2.引起猝死的常见疾病 

2.1心血管系统疾病 

心血管系统易于发生猝死的疾病主要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病、心肌炎、原

发性心肌病、肺动脉栓赛、动脉瘤、脂肪心等。 

2.2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中枢神经系统易于发生猝死的疾病主要有：自发性蛛网膜下腔出血、自发性脑出血、脑栓赛、

脑肿瘤、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等。 

2.3呼吸系统疾病 

心血管系统易于发生猝死的疾病主要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高血压病、心肌炎、原



2404 

发性心肌病、肺动脉栓赛、动脉瘤、脂肪心等。 

3.4消化系统疾病 

消化系统易于发生猝死的疾病主要有：急性出血性坏死性胰腺炎、爆发型病毒性肝炎、急性消

化道出血、急性肠梗阻、中毒型细菌性痢疾等。 

2.5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泌尿生殖系统易于发生猝死的疾病主要有：尿毒症、异位妊娠、羊水栓赛等。 

2.6其他 

其他易于发生猝死的主要有：青壮年猝死综合症、婴儿猝死综合症、过敏反应猝死等。 

学习目标： 

1．掌握：猝死的概念；即时死的时间限度；冠心病的发病特点；青壮年急死综合症。 

2．熟悉：猝死的常见外因；猝死的尸体征象；急性出血性坏死性胰腺炎；过敏反应死。 

3．了解：猝死的内因；各系统易于导致的常见疾病。 

作业： 

1．什么是猝死? 

2．引起猝死的常见疾病有哪些? 

3．猝死有哪些重要诱因? 

4．冠心病导致猝死的特征是什么? 

5．青壮年猝死综合症有何特征? 

知识单元 8：法医学活体检验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概述 

1.1活体检验的内容和程序 

1.1.1活体检验的内容 

主要包括：非致命伤的检验、劳动能力与伤残检验、诈病、造作病、造作伤的检、性犯罪和性

机能状态的检验、亲子关系检验、精神状态的检验以及个人识别等内容。 

1.1.2活体检验的程序 

检验的场所一般是在法医学鉴定机构内。对于需要救治或观察的被检人，则最好在医院进行检

查。必要时也可在其家中或现场进行检验。 

检验的程序是：了解案情、审阅病历、身体检查、辅助检查。 

1.2活体检验的法律意义 

1.2.1活体检验的刑法学意义 

1.2.1.1对判定刑事责任能力的意义 

通过活体检验，可以鉴定行为人的生理状况和精神状况，从而据此判定行为人是否应负刑事责

任。 

1.2.1.2对定罪量刑的意义 

活体检验可以为正确定罪量刑提供最重要的事实依据。并可以对造作病或造作伤、诈病或造作

病等情况进行检验，以揭穿其本质。此外，通过活体检验，还可以为性犯罪的认定提供事实依据，

并据此决定其所适用的刑罚。而通过对审判时妇女怀孕状况的检验，则可以判定对犯罪妇女是否适

用死刑。 

1.2.2活体检验的民法学意义 

1.2.2.1对判定公民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的意义 

对公民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以的判定是民法中的重要内容，而活体检验则可以为此提

供可靠的事实依据。 

1.2.2.2对确定民事权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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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权利是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它主要包括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债权，

知识产权，人身权等。对公民民事权利的判定乃是民法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活体检验结果亦可为

之提供可靠的事实依据。 

2.强奸的检验 

2.1性交的检验 

2.1.1处女膜检查 

处女膜(嘶)是阴道外口的一圈薄层黏膜，是阴道黏膜的延续。膜的中央有孔称处女膜孔，直径

约 1 厘米～1．5 厘米。处女膜破裂是由暴力直接作用所致，一般是由第一次性交造成的。故处女

膜是否破裂是判断曾否性交过的重要标志。 

性交造成的处女膜破裂一般发生于处女膜后半部，多为对称性的两条裂口．而且往往为完全性

破裂(裂口深达基底部)。法医学上表示裂口的部位常采用钟表指针记时位置，即多发生在 4 点～5

点和 7点～8点之间。 

新鲜的处女膜破裂表现为处女膜红肿、裂口出血或附有凝血块，触之有疼痛感。经 3天～5天，

炎症逐渐消退，约 1周后愈合，留下清晰而永不闭合的裂口。裂口边缘钝圆与自然切迹尖锐的边缘

不同。此时，根据裂口已难以推断破裂时间。 

2.1.2精液检查 

因强奸一般均有射精，故检查阴道内、外阴部、衣裤、被褥及现场地上有无精液、精斑的遗留，

对揭露和证实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2.1.3有无妊娠及感染性病的检查   

性成熟的女子被强奸后有可能导致妊娠，通过测定胎(婴)儿、受害人及嫌疑人的血型或 DNA的

多态性，并进行比对，亦可肯定或否定嫌疑人。 

2.1.4对犯罪嫌疑人性功能的检查 

对声称自己有性功能障碍而不能性交的强奸案件嫌疑人，还需进行性功能的检查。 

2.2暴力等手段的检验 

2.2.1对受害人的检查 

乘受害人不防备时，用凶器猛击其头部、扼勒颈部或捆绑手足，使受害人失去知觉或抵抗力，

可在受害人相应部位发现暴力伤痕。在清醒状态下的健康受害妇女，一般均有不同程度的防卫抵抗

能力，抵抗搏斗的结果也可在受害人身上造成暴力损伤。由于防卫、抵抗，不仅会造成人体相应部

位损伤，还可造成衣裤破损，纽扣脱落，裤带扯断等现象。如果罪犯采用威胁、恐吓、催眠麻醉或

假冒妇女之夫等方法进行强奸，在受害人身上也可不遗留机械性暴力痕迹。对用催眠麻醉方法造成

受害人中毒的，可取其呕吐物、洗胃液、血液进行毒物化验以确定中毒。 

2.2.2对犯罪嫌疑人的检查 

由于受害人的防卫、抵抗，可在罪犯身上造成损伤，因此，对犯罪嫌疑人应详细进行损伤检查，

不能轻视任何微小损伤，因为这可能就是揭露犯罪的证据。 

对受害人和嫌疑对象进行损伤检查时，应注意其身上有无不属于本人的血痕、阴毛或其他异物。

若体表有咬痕，必要时应提取唾液斑进行检验。这些物证经检验可为明确案件性质、认定犯罪分子

提供重要依据。 

2.2.3受害人身心状况的检验 

必要时应对受害人进行性成熟的判断、智力和精神状态的检查。 

3.损伤程度的检验 

3.1损伤程度的评定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 2013年 8月 30日联合发布

了《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该标准于 2014年 1月 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司法部先后于 1990年 3月 29日和 1990年 4月 20日制定发布的《人体重伤鉴定标准》、

《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公安部于 1996年 7月 25日发布的《人体轻微伤的鉴定标准》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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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止。该鉴定标准的制定和发布为我国法医学鉴定人对被检人的伤情做出判定提供了国家标准。 

3.2损伤程度的分级 

3.2.1重伤 

使人肢体残废、毁人容貌、丧失听觉、丧失视觉、丧失其他器官功能或者其他对于人体健康有

重大伤害的损伤，包括重伤一级和重伤二级。 

 3.2.2轻伤 

使人肢体或者容貌损害，听觉、视觉或者其他器官功能部分障碍或者其他对于人体健康有重大

伤害的损伤，包括轻伤一级和轻伤二级。 

3.2.3轻微伤 

各种致伤因素所致的原发性损伤，造成组织器官结构轻微损害或者轻微功能障碍。 

4.劳动能力与伤残检验 

4.1劳动能力概述 

劳动能力是指一个人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能力的总和。劳动能力可分为两类：其一，一般性劳

动能力，指日常生活所需的简单劳动能力。其二，职业性劳动能力，指必须经过专业训练方可具备

的劳动能力。 

劳动能力丧失是指因损伤或疾病造成的劳动能力障碍，其分类有两种方法：其一，按劳动能力

丧失的持续时间，分为暂时性劳动能力丧失和永久性劳动能。其二，按劳动能力丧失的程度，分为

部分劳动能力丧失和完全劳动能力丧失。 

4.2伤残等级评定 

4.2.1伤残等级评定标准 

目前，国内外对伤残等级划分研究得比较少。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国际残疾分类(ICIDH)”

中，将残疾分为障碍、能力低下和社会不利三种类型。在我国，革命伤残军人的伤残程度划分为 4

等 6级(1989年)，人身保险残疾程度(1989年)划分为 7级，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

中，也将残疾程度划分为 10级。2002年，在充分总结以往经验和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制定了《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国家标准(GBl8667--2002)，

从而进一步完善了伤残等级 10级分类法。 

4.2.2伤残检验的注意事项 

损伤或疾病是否遗留功能障碍或致残，以及残疾程度，并不完全与原发性伤病存在等同关系。

因此必须经过法医学检验，才能得出明确结论，为司法机关审理案件提供重要证据。目前法医学伤

残等级评定主要比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和《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

标准，按 10级分类法评定。评定应在原发性损伤(或疾病)以及由其所致的并发症治疗终结后进行，

以伤病的治疗效果作为依据，认真分析残疾与原发性损伤(或疾病)之间的关系，实事求是地做出等

级判定。 

5.亲子关系检验 

5.1亲子关系检验的概念及应用范围 

5.1.1亲子关系检验与亲子鉴定 

亲子关系检验是亲子鉴定的基础。所谓亲子鉴定是指利用医学、生物学的理论和技术，判断有

争议的父母与子女是否存在亲生关系的鉴定。因这类案件常涉及到判定财产继承权或子女抚养责任

等问题，故又称亲权鉴定。 

5.1.2亲子关系检验的应用范围 

主要应用于：婚姻外生育而对生父有争议时，通过亲子关系检验可确定生父。儿童被拐卖或子

女失散时，通过判定可疑父母是否为被拐卖或失散者的生父或生母。怀疑医院产房调错婴儿时，通

过亲子关系检验，可确定生父与生母。强奸导致妊娠时，通过检验孩子(或胎儿)与可疑人是否存在

亲子关系。杀人后毁尸灭迹，但在现场发现血痕等物证，通过亲子关系检验可确定被害人的身源。

无名尸在进行个人识别时，有时也通过亲子关系检验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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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亲子关系检验的方法 

亲子关系检验主要利用的是遗传学的原理和技术。目前，FCR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亲子关系检

验中，且多为 SIR遗传标记检验。如检验结果符合孟德尔遗传规律，需进一步计算亲权概率，当亲

权概率达到 0．9999以上时，即可认定被检人之间具有亲生关系；如检验结果有 3个以上 SIR遗传

标记违反遗传规律，则可否定他们之间的亲生关系。此外，还可通过检验 Y染色体的 IINA判定父

子关系，测定眦 ENA序列判定母子关系。这部分内容详见第九章物证检验。 

5.3特殊案例的亲子关系检验 

有些案例情况比较特殊，如可疑父亲(或母亲)已经死亡，但由于孩子涉及到遗产继承问题，又

必需进行亲子关系检验的，可请来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一同检查。根据遗传规律，孩子每个 SIR位

点上都应有一个基因在其祖父(或外祖父)和祖母(或外祖母)的相应 SIR 位点上找到。若 3 个以上

SIR 位点违反遗传规律，即可排除亲生关系。当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也已亡故时，可根据其父(或

母)兄弟姐妹的基因推测其父(或母)的基因，再进一步判定亲生关系。还有的案例，可疑父母均已

死亡但留有亲生子女，这时可通过检测兄弟姐妹的基因推测出其父母的基因，然后再判定被检人与

之是否存在亲子关系。 

学习目标： 

1．掌握：根据末次月经的时间推断预产期的方法；性交造成的处女膜破裂的表现特点；损伤

程度鉴定的标准；伤残等级评定标准；亲子关系检验的方法。 

2．熟悉：活体检验的内容和程序；强奸案件性交的检验方法；损伤程度的分级；劳动能力丧

失的概念。 

3．了解：活体检验的法律意义；强奸案件暴力手段的检验；丧失其他器官功能够成重伤的 1～

2种情况；亲子关系检验与亲子鉴定概念。 

作业： 

1．试述活体检验的法律意义。 

2．两性畸形有几种类型?各有何特征? 

3．对强奸案件的受害人应该进行哪些检查?性交处女破裂的易发部位？ 

4．试述人体损伤程度的鉴定标准。     

5．什么是亲子鉴定?怎样进行亲子鉴定? 

知识单元 9：法医物证检验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概述 

1.1物证及法医物证的概念 

凡对案件-的真实情况有证明作用的一切物品和痕迹，统称物证。上述物证，往往要经过各种

专门的检验之后，才能真正起到证据作用。对案件的有关物证进行检验，以判断其在案件侦查过程

中能否作为肯定与否定的证据，均称为物证检验。 

人体的各种器官组织与分泌物、排泄物，称为法医物证。诸如血液(痕)、精液(斑)、阴道液(斑)、

唾液(斑)、粪便、尿液、胎便、胎垢、羊水、恶露、乳汁、呕吐物、胃肠内容物、皮肤、毛发、指

甲、骨骼、脏器、组织碎块等。 

在各类刑事与民事案件中，对法医物证运用化学、物理学、免疫血型血清学、生物化学、遗传

学、分子生物学及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与技术加以检验，称法医物证检验。 

1.2法医物证检验的意义 

法医物证检验的意义主要为两个方面：（1）对生物检材进行个体识别检验，为侦察破案及证实

犯罪提供依据。（2）对生物检材进行亲子鉴定，为侦查审理案件提供证据。 

1.3法医物证检材的发现、提取、包装及送检 

1.3.1法医物证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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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在勘验现场时被发现，也有在侦查案件过程中通过搜查犯罪嫌疑人、法医尸体检验或活体

检验时发现。应仔细寻找。 

1.3.2法医物证的提取 

发现物证后，首先应原位照相、测量和绘图；详细记录；法医物证的提取方法要根据具体情况

而决定。总的原则是应尽量保持原状。 

 1.3.3包装及送检 

血液、体液斑及分泌物取得检材后要尽快送检，不能及时送检的检材一定要晾干防潮保存，而

且要放在透气的纸袋中，决不能用塑料袋包装。 

各种物证检材都应按其性质和特点，分别包装封签送检，并应在包装物外面注明检材名称、来

源、数量、采集日期等。 

送检或邮寄检验时应附委托书，写明委托单位、委托人、时间、案情、检材情况及件数、采集

方法、送检的目的、联系电话及复函地址。如系复检，还应有原鉴定书或其复印件。 

2.血液（痕）检验 

2.1肉眼检验 

包括血痕大小，位置，数量范围，形态，颜色及形状的检查。 

2.2预试验 

对于可以血痕，应做预试验初步确定是否有可能是血痕，有些血痕预试验方法十分敏感，可检

出三百万分之一的薇量血痕。由于某些植物汁或动物源性斑痕以及某些化学物质也可出现阳性反

应，故阳性结果只能说明检材可能是血但不能肯定，阴性结果基本上可以排除血痕。 

预试验的方法很多，常见的有联苯胺试验、酚肽试验、胺基比林试验等。 

2.3确证试验 

预试验阳性的检材，需要进一步检查以确定是否血痕，确证试验阳性者可以确定为血痕。但由

于试验灵敏度较低，腐败、洗涤和一些经高温作用的血痕难以呈阳性反应，所以，阴性结果不能否

定血痕。 

确证试验常用的方法有血色原结晶试验（或称高山试验）、绿化血红素结晶试验（或称古但氏

试验）、显微分光光度计测定和白色结晶试验等。 

2.4种属试验 

确证血痕后，必须弄清血痕的种属来源，种属鉴定的主要目的是鉴别血痕是否人血，必要时，

还要鉴定是何种动物的血。 

种属试验的方法主要使用经典的沉淀反应。包括环状沉淀反应、琼脂扩散试验、对流免疫电泳

等。 

2.5血型测定 

经种属试验确定是人血后，可以进行血型测定。新鲜血液的血型测定较为简便，但在法医检验

中，常见的是干燥的、陈旧的、甚至污染的血痕，血痕的血型测定较难，能够测定的血型系统也相

对较少。 

常用的血痕血型测定方法有吸收试验、结缡试验等。 

3.精液（斑）检验 

精斑是仅次于血痕的经常作为证据的检材，一般衣物上的精子晾干后无污染并在保存条件良好

的情况下，几年后仍能用来鉴定。避孕套中纯精液的检材较为少见。 

通过酸性磷酸酶试验可筛选有无精斑，检见精子是确定精斑最经典、最可靠的方法。斑迹上发

现少许精子也要尽量进行 DNA分析。 

送检的精斑检材，包括女性内裤、阴道擦拭物、附着精斑的各种载体，均可用两步消化法提取

精子 DNA。 

4.唾液（斑)的检验 

唾液是腮腺、颌下腺、舌下腺、唾液腺及口腔黏膜的分泌物，其中含有口腔黏膜脱落上皮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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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烟头、邮票、信封封口、果核等含有口腔脱落上皮细胞的物体上均能提取到 DNA。现在已有一些

国家以口腔颊部脱落细胞作为标本，建立 DNA数据库。 

从唾液斑中提取的 DNA可进行核 DNA分析与线粒体 DNA分析。 

5.毛发的检验 

  一根完整的毛发可以分为毛根、毛干和毛尖三部分。毛根是生长在皮肤和皮下的部分，毛干

和毛尖是裸露在皮外的部分，它们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毛干的远端为毛尖。显微镜下可见，毛干

是由毛小皮、皮质、髓质三层结构组成的。 

自然界中的哺乳动物大多都有毛发，人及动物毛多呈细长的纤维状，其颜色、长短、弯直状况，

各种动物千差万别，所以现场提取的毛发首先应确认是否为人类毛发。 

毛发根部含有核 DNA可供核髓坂分析。而脱落的毛发、毛干或处于停止期的毛发，核 DNA含量

极微，只适合检验线粒体姚目前一根 1至 2厘米长的毛发即可进行线粒体研蛆分析，但外界因素对

毛发分析影响很大，如各种洗发液、烫发液和煸油液等，因此不是每一根毛发均能获得满意的检验

结果。 

6.DNA 遗传标记的应用 

6.1DNA 遗传标记的应用 

功蛆多态性的检验在公安业务中主要应用于个体识别与亲权鉴定。 

利用 DNA多态性检验技术。通过犯罪现场提取的一滴血、一块精斑、一根毛发、一枚烟头等生

物检材认定罪犯人身已成为现实，因为其遗传型别在整个人群中是独一无二的。从只能排除个体到

今天的认定个体，这是法医物证学历史性的飞跃。目前，DNA多态性的检验技术在我国许多法庭科

学实验室都已开展，并用于常规办案。 

在侦查、预审过程中，利用 DNA检验这项法医物证技术进行“以人找物、以物找人、以物找物

或以人找人”的实践，使许多以往难以侦结的重大疑难案件都得到了解决。 

6.2法医学 13qA分析的科学证据意义 

6.2.1 DNA遗传标记检验系统的效能 

 DNA 遗传标记的多态性程度越高，应用该标记进行法医物证鉴定的效能就越高。在日常鉴定

中，根据不同的鉴定目的则应用不同的定量标准来衡量：进行个体识别时则用个人识别能力值(DP

值)；而亲权鉴定时则用非父排除概率(EP值)。 

6.2.1.1个人识别能力 

遗传标记对于个体识别的效能通常用个人识别能力来进行定量评估。个人识别能力是指从同一

群体中随机抽取两名无关个体时，其遗传标记组合型不相同概率之大小。无关个体的遗传标记偶然

相同的机会高低不同，这与遗传标记的多态性有关，因此有必要知道遗传标记在识别无关个体时的

能力。 

6.2.1.2非父排除概率 

是指小孩生物学父亲的男子能够被遗传标记所排除的概率，它是衡量某遗传标记系统在亲子鉴

定中实用价值大小的客观指标。 

6.2.2法医学 DNA分析的科学证据意义 

6.2.2.1个人识别 

目前各国学者认为，这种表型组合的稀有程度大大超过世界人类个体总数的倒数，从概率上估

计全世界人群几乎不可能找到具有相同表型组合的另一个人，．因而认定同一性就应是毫无疑问的。 

6.2.2.2亲子鉴定 

在亲子鉴定中，似然比率被称为父权指数(PI)，是假设被控父亲具备必须等位基因成为生父的

概率与随机男子具备必须等位基因成为生父的概率之比。 

7.组织的检验 

从尸体解剖可得到用于 DNA 分析的各种组织样本，尤其是肌肉、脑和皮肤组织可分离较多的

DNA，而肝脏、心脏、肾脏等组织中因含酶等其他影响物较多，因此不宜首选。在凶杀、车祸或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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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中，有时可从现场、凶器、嫌疑车、枪管或子弹上提取到的微量软组织中提取出供检验分析的跳

DNA。从绒毛膜和羊水中提取的 DNA 可代表胚胎的 DNA。对于高度腐败的组织，因其 DNA 已降解并

受腐败物中的抑制因素影响，故检验的难度很大。对那些软组织已高度腐败、白骨化及焚烧的尸体，

可提取硬组织，如：骨、牙和指甲等，因为硬组织比其他组织更能抵御各种理化因素的影响。骨髓

和牙髓中 DNA含量较多。 

学习目标： 

1．掌握：；法医物证包含的内容；血痕检验的步骤及意义；精液（斑）的检验；毛发的检验；

DNA分析的科学证据意义。 

2．熟悉：法医物证检验的意义；法医物证的发现、提取、包装及送检要求；唾液（斑）的检

验；DNA 遗传标记的应用。 

3．了解：血夜预试验、确证试验、种属试验的原理及常用方法。 

作业： 

1．法医物证检材的分类及其检验意义。 

2．试述血痕检验的步骤及意义。 

3．对可以精液斑、唾液斑应进行哪些检验？ 

4．简述毛发的方法。 

5．举例说明 DNA多态性的检验在公安业务中的应用。 

6．试述 DNA遗传标记系统的效能。 

7．如何理解骱妊遗传标记在个案中的鉴别能力?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8个，共 12学时 

实验 1：新鲜血 ABO血型测定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新鲜血液的 ABO血型凝集原法检测 

实验要求：了解血液的 ABO血型检验和分型。 

实验 2：血痕预试验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氨基比林试验、无色孔雀绿试验 

实验要求：熟悉血痕预试验方法，了解预试验的灵敏度及特异性。 

实验 3：血痕确证试验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血色原结晶试验、绿化血红素结晶试验 

实验要求：掌握血痕确证试验的检验方法；熟悉血痕确证试验结果判定及其意义。 

实验 4：血痕种属试验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沉淀反应、 

实验要求：掌握血痕种属试验的检验方法；熟悉血痕种属试验的结果判断及其意义。 

实验 5：血痕血型测定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吸收试验、解离试验、混合凝集试验 

实验要求：掌握血痕血型测定的检验方法；熟悉血痕血型测定的结果判断及其意义。 

实验 6 精班的发现及预试验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紫外线检查、碘化碘钾结晶试验 

实验要求：掌握精班的发现和预试验的方法；熟悉紫外线下精班的形态及精班预试验阳性的判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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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7：精班的确证试验及种属试验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直接班点 ELIS法（P30法） 

实验要求：掌握精班确证和种属试验的方法；熟悉直接班点 ELIS 法（P30 法）的结果判断及

其意义。 

实验 8：唾液的检出及确证试验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唾液班淀粉酶试验 

实验要求：掌握唾液的检出及确证试验的方法；熟悉唾液斑的发现及唾液斑淀粉酶试验结果的

判断。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死亡与尸体现象 1 4,  

2 死亡与尸体现象 2 4  

3 死亡与尸体现象 3\机械性损伤 1 4  

4 机械性损伤 2   4  

5 机械性损伤 3   4  

6 机械性窒息 1 4  

7 机械性窒息 2        4  

8 高低温、雷电损伤 4  

9 中毒 4  

10 猝死\法医学活体检验 1 4  

11 法医学活体检验 2 4  

12 法医学活体检验 3\法医物证检验 1 4  

13 法医物证检验 2 4  

14 实验 1\ 实验 2 \实验 3 4  

15 实验 4\ 实验 5 4  

16 实验 6\ 实验 7 \实验 8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法医学案例研讨、法医学活体检验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医学基本理论。 

难点：涉及医学的专业知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课堂提问方式互动； 

3.通过实验课由学生动手操作； 

4.以撰写实验报告形式布置作业。 

教学手段： 

1.带有视频及图片的多媒体教学。 

2.事先制备检材及样本的实践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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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格物楼 法医物证实验室。 

仪器设备：显微镜、离心机、酒精灯、剪刀、镊子等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实验室开放。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

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拟自主编写出版《法医学》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

特点，已经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目前校内印刷尚未正式出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常林主编《法医学》，中国人民法学出版社，2008年 5月 第 1版; 

2.杨绿君主编《法医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 10月 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刘技辉等编著《法医临床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 1月 第 4版 

2. 赵子琴等编著《法医病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年 4月 第 4版 

3. 侯一平等编著《法医物证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 6月 第 3版 

 执笔：刘革新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刑事犯罪案件侦查 
Criminal crime cases investigation 

课程号：30404006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对培养学生的侦查思维能力和侦查实践能力，都具有重

要意义。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明确刑事案件侦查的任务和贯穿侦查始终必须坚持的侦查原则； 

2、掌握刑事犯罪案件侦查的一般步骤方法。 

3、掌握支撑犯罪案件侦查的基本基础理论。包括如何进行现场勘查、案情分析，如何收集犯

罪线索，从哪些方面对犯罪开展侦查，如何发现并确定犯罪嫌疑人，如何取证，破案的条件，侦查

终结的标准等。 

4、使学生了解当前犯罪案件呈现的状态和出现的新特点，引导学生探究针对性的侦查对策。 

5、通过案例讨论，实现师生互动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侦查实践能力。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期望培养出具有缜密的侦查思维能力和侦查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学时：42 

知识单元 1：刑事案件侦查绪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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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事案件的概念及其特性 

（1）刑事案件的概念 

（2）刑事案件的特性 

隐蔽性、客观性、复杂性、整体性、特定性。 

2.刑事案件的构成要素 

何事、何时、何地、何物、何情、何故、何人。 

3.刑事案件侦查的概念、任务 

（1）刑事案件侦查的概念 

（2）刑事案件侦查的任务 

查明犯罪事实；客观、全面的发现、收集、审查证据；查明并拘捕犯罪嫌疑人，收缴赃款赃物；

及时发现和制止重大预谋犯罪活动－尤其是严重暴力犯罪的预谋活动。 

4.刑事案件侦查的原则 

（1）依靠群众的原则 

（2）实事求是原则 

（3）遵守法制原则 

（4）迅速及时原则 

（5）协同作战原则 

学习目标： 

1．了解刑事案件的概念及其特性； 

2．掌握刑事案件的构成要素；刑事案件侦查的概念、任务和原则。 

作业： 

1、刑事案件的构成要素包括哪些方面？ 

2、刑事案件侦查的概念和任务是什么？ 

3、刑事案件侦查的一般原则是什么？ 

知识单元 2：刑事案件侦查的一般步骤方法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立案 

（1）立案的概念和条件 

（2）立案的一般过程 

2.分析判断案情，制定侦查计划 

（1）分析案情 

 分析案情的意义； 

 分析案情的内容：对案件性质的分析；对犯罪时间的分析；对犯罪地点的分析；对犯罪手段

方法的分析；对犯罪活动情况的分析；对犯罪人的分析。 

（2）制定侦查计划 

 制定侦查计划的意义、内容和要求。 

3.查找犯罪线索，发现犯罪嫌疑对象 

（1）侦查线索的主要来源 

（2）发现嫌疑线索的基本途径 

（3）发现嫌疑对象的主要途径 

4.确定、查证重点犯罪嫌疑对象 

（1）综合分析，确定重点嫌疑对象 

确定重点嫌疑对象的三个基本条件：即时间、因素、证据条件。 

（2）综合运用侦查措施，控制犯罪嫌疑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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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综合运用侦查措施，获取证据 

5.破案与侦查终结 

（1）破案 

破案的概念；破案的标准；破案计划的制定和执行 

（2）侦查终结 

侦查终结的概念；侦查终结的条件；侦查终结的案件处理。 

学习目标： 

1．了解刑立案的概念及条件； 

2．掌握分析判断案情的意义、内容；掌握侦查线索的主要来源；掌握发现嫌疑对象的主要途

径；掌握确定、查证重点嫌疑对象的条件。 

3、掌握破案的概念及标准；掌握侦查终结的概念和条件。 

作业： 

1．分析判断案情的意义及主要内容包括哪些？ 

2．简述侦查线索的主要来源？发现嫌疑对象的主要途径？ 

3．简述确定、查证重点嫌疑对象的条件？ 

4．简答侦查破案的概念和标准。 

5．简答侦查终结的概念和条件。 

知识单元 3：杀人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杀人案件的概念和特点 

多有预谋；多有尸伤可验；多有因果关系可查；现场上遗留的痕迹、物证较多。 

2.杀人案件现场勘查的重点 

（1）杀人案件现场的实地勘查 

对尸体的勘验；对现场上血迹的勘验；对现场痕迹物品的勘验。 

（2）现场访问 

（3）现场分析的重点 

对死亡原因的分析判断；对杀人时间的分析；对杀人地点的分析；对杀人手段、方法的分析；

杀人动机的分析；对犯罪人情况的分析。 

3.杀人案件的侦查途径 

（1）侦查途径的概念 

（2）杀人案件的侦查途径 

从因果关系入手；从现场遗留的痕迹物品入手；从具备时空条件的人入手开展调查；从调查犯

罪人逃离的踪迹入手；从刻画的犯罪条件为依据入手调查；从反常现象入手开展调查；其他侦查途

径。 

（3）杀人案件的取证措施 

 收集证人证言；痕迹、物证的调查与鉴定；运用技术侦查手段取证；辨认；讯问。 

4.无名尸、碎尸案件的侦查 

（1）无名尸案件的侦查 

无名尸案件的概念；特点及侦查方法。 

（2）碎尸案件的侦查 

碎尸案件的概念；特点及侦查要领。 

学习目标： 

1．了解杀人案件的概念、特点和现场勘查。 

2．掌握杀人案件的侦查途径和取证措施；掌握无名尸案件的侦查方法和碎尸案件的侦查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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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简答杀人案件的特点是什么？ 

2．简述杀人案件的主要侦查途径？          

3．简述杀人案件的取证措施？ 

4．简答无名尸案件的侦查方法。 

5．简答碎尸案件的侦查要领。 

知识单元 4：绑架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绑架案件的一般概念和特点 

（1）绑架案件的概念 

（2）绑架案件的特点 

团伙犯罪猖獗，系列案件突出；目标明确，选择针对性强；作案多经过精心预谋、周密设计；

犯罪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反侦查能力增强；和其他犯罪并生；经济发达地区及周边地区是犯罪高

发地带。 

2.绑架案的案情分析及侦查指导原则 

（1）绑架案的案情分析 

对犯罪人与被绑架方的关系进行分析判断；对人质可能被藏匿的处所及处所的状况进行分析；

对犯罪人绑架人质的动机分析；对犯罪人数的分析；对犯罪人人身形象的分析。 

（2）侦查指导原则 

人质安全第一的原则；内紧外松的原则；争取人质亲属的合作和理解的原则；相机缉捕犯罪人。 

3.侦查途径的选择和开展侦查 

从人质的家庭和社会关系入手；从嫌疑人作案条件入手；从控制嫌疑人与绑架方的联系入手；

从嫌疑人指定交款、赎要的地点入手；布建秘密力量，从可疑迹象入手。 

4.解救人质 

（1）建立系统的人质解救组织 

（2）非对峙状态下的人质解救 

在人质交赎地点秘密伏击接近；预伏途中解救；秘密贴靠，突然袭击。 

（3）对峙状态下的人质解救 

坚持的原则是：谈判与武力相结合，力争智取，配备相应的人力与武力。 

学习目标： 

1．了解绑架案件的概念、特点。 

2． 掌握绑架案件的案情分析、侦查途径和人质解救原则。 

作业： 

1.对绑架案件的案情从哪些方面开展分析？ 

2.简述绑架案件的侦查途径是什么？     

3.简答绑架案件的人质解救原则？ 

知识单元 5：强奸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强奸案件的概念及特点 

（1）强奸案件的概念 

（2）强奸案件的特点 

受害人与犯罪嫌疑人有较长时间的正面接触，犯罪人的体貌特征暴露充分；现场留有犯罪的痕

迹物证；犯罪人多是熟悉当地情况的人；犯罪时间、地点有一定的规律性；犯罪行为有一定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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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连续性。 

2.强奸案件的现场勘查重点 

（1）现场实地勘查重点 

（2）现场访问 

（3）现场分析的重点 

3.强奸案件的侦查途径和取证措施 

（1）强奸案件的侦查途径 

从调查摸底入手；从巡逻守候入手；从控制赃物入手；从查对犯罪档案入手；并案侦查；追击

堵截。 

（2）强奸案件的取证措施 

组织辨认；搜查取证；组织鉴定；及时讯问。 

4.侦查强奸案件应注意的问题 

严格审查立案条件；严格对被害人进行询问和检查的规定；严格保护被害人名誉和人身安全。 

学习目标： 

1．了解强奸案件的概念、特点和现场勘查。 

2．掌握强奸案件的侦查途径和取证措施。 

作业： 

1．简述强奸案件的侦查途径？ 

2．简述强奸案件的取证措施？         

知识单元 6：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概念及特点 

（1）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概念及危害 

（2）拐卖妇女、儿童案件当前呈现的特点 

犯罪区域逐渐扩大，有向城市和境外蔓延的趋势；犯罪日益向组织化、集团化、专业化发展；

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呈现多样化，暴力化趋势明显；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取证难、处理难、解救难。 

2.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侦查方法 

（1）侦查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宏观对策 

适时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专项斗争；加强国内、国际合作。 

（2）侦查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基本方法 

对案情进行分析判断，确定侦查方向和范围。主要包括拐卖人员犯罪线索的审查、对拐卖人口

犯罪过程的分析、对犯罪人活动区域的分析及对犯罪人犯罪条件的分析等几个方面。 

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侦查途径选择。从询问被害人入手；从被拐出地、丢失地入手；秘密布

控，摸排犯罪线索；从收买方入手，查找犯罪线索；从疑人疑事入手；讯问犯罪人；组织追捕，有

效打击妇女、儿童犯罪分子。 

被拐卖妇女、儿童解救。解救妇女、儿童工作由拐入地公安机关负责；要充分依靠当地党委、

政府的支持，做好对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法制宣传和说服教育工作；确定重点解救对象；做好安置遣

送工作。 

学习目标： 

1．了解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概念、特点。 

2．掌握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案情分析和侦查途径。 

作业： 

1．简述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案情分析？ 

 2．简述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侦查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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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7：盗窃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盗窃案件的概念和特点 

（1）盗窃案件的概念 

内盗、外盗、内外勾结盗窃、监守自盗、绺窃案件。 

（2）盗窃案件的特点 

有赃物可查、现场上多留有较明显的破坏痕迹、盗窃手段带有习惯性、有一定的预谋准备阶段。 

2.盗窃案件现场勘查重点 

包括现场实地勘查的重点、现场访问的重点和现场分析的重点。 

3.盗窃案件的侦查途径和取证措施 

（1）盗窃案件的侦查途径 

控制赃物；从现场勘查入手，收集痕迹物品；查对犯罪前科档案；并案侦查；从被拘捕的人员

中发现盗窃嫌疑人；深入群众，排查嫌疑对象。 

（2）盗窃案件的取证措施 

技术鉴定；组织群众辨认，获取证据；通过搜查，获取赃款赃物；控制销赃，获取赃物。 

4.几类具体盗窃案件的侦查 

（1）盗窃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案件的侦查 

①内盗案件的侦查 

内盗案件的特点：目标准确，作案时机选择恰当；进出口多不明显；盗窃的财物比较单一，赃

物处理隐蔽；现场上多有伪装行为，故意制造假象。 

内盗案件的侦查方法:及时公布案情，促使犯罪人暴露；调查摸底，发现嫌疑线索；调查作案

工具和现场遗留的痕迹物品，发现线索；控制赃物。 

②外盗案件的侦查 

外盗案件的特点：盗窃目标一般不准确；盗窃的进出口明显；盗窃品种多而杂；犯罪现场少有

伪装；犯罪成员复杂。 

外盗案件的侦查方法：开展摸底排队，发现犯罪线索；采取侦查措施，发现犯罪嫌疑人；控制

赃物，发现犯罪嫌疑人；查对犯罪情报资料，认定犯罪人；并案侦查。 

③内外勾结盗窃案件的侦查 

内外盗窃案件的特点：外部侵入迹象明显，但盗窃目标准确；犯罪前后，犯罪人一般有纠合密

谋过程；盗窃的赃物，一般隐藏在单位外部；制造假象，转移侦查视线。 

侦查方法：认真分析案情，准确认定案件性质；审查内部人员，发现案件线索；在单位外部开

展摸底，发现嫌疑线索；对重点嫌疑人采取措施，获取犯罪证据。 

 ④监守自盗案件的侦查 

特点：现场上反常现象明显；当事人的陈述常常自相矛盾；事主报案前后，大多有可疑迹象出

现；赃物大多被犯罪人隐匿或转移。 

侦查方法：认真勘查现场，识别和揭露反常现象；详细询问事主，适时揭露矛盾；审查有关帐

目，清点库存物品，发现犯罪线索；发现、搜查伪造现场的工具；调查事主的经济状况和赃物的去

向。 

（2）侵入民宅盗窃案件的侦查 

特点：犯罪人在作案前多有 踩点行为，作案时间具有一定的规律性；犯罪目标一般选择高层

公寓、职工宿舍或单家独户；盗窃财物的种类单一；犯罪人实施盗窃多自备犯罪工具，作案中常常

兼有其它犯罪活动。 

侦查方法：认真勘查现场，详细询问事主；开展调查模底，发现犯罪线索；采取侦查措施，控

制赃物；实施并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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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扒窃案件的侦查 

扒窃案件的概念 

侦查方法：详细询问事主，判明事件性质；走访现场群众，发现犯罪线索；搜索现场，发现与

犯罪有关的痕迹物品；开展摸底排队，发现犯罪嫌疑对象；秘密巡查守候，抓获现行犯；审讯突破，

扩大战果。 

学习目标： 

1．了解盗窃案件的概念、特点及现场勘查。 

2．掌握内盗、外盗、内外勾结、监守自盗、扒窃案件的侦查途径。 

作业： 

1．内盗案件的侦查途径？ 

2．外盗案件的侦查途径是什么？  

3．内外勾结盗窃案件的侦查途径？ 

4．监守自盗案件的侦查途径？ 

5．扒窃案件的侦查方法？ 

知识单元 8：抢劫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抢劫案件的概念、分类和特点 

特点：犯罪人与被害人有一定时间的的正面接触；犯罪人一般都有预谋过程；犯罪行为人多持

有凶器或麻醉药物；现场多留有痕迹，有赃物可查；抢劫犯罪一般具有连续性和习惯性；抢劫犯罪

常常伴随有其它犯罪活动。 

2.抢劫案件现场勘查的重点 

包括现场实地勘验、现场访问和现场分析。 

3.抢劫案件的侦查途径和取证措施 

（1）抢劫案件的侦查途径 

临场紧急处置，及时追缉、堵截；控制赃物；摸底排队；全面、深入调查犯罪工具；组织巡查

守候；并案侦查。 

（2）抢劫案件取证措施 

辨认；搜查；鉴定；讯问。 

4.对谎报抢劫案件的揭露 

审查报案人有无谎报动机；审查报案人的陈述；审查报案人声称的抢劫现场；审查现场现象与

报案人陈述是否一致；对受伤的报案人进行伤痕检查和伤势检查；审查报案人报称的被劫财物；审

查报案人有无反常现象。 

学习目标： 

1．了解抢劫案件的概念、特点和分类，了解抢劫案件的现场勘查。 

2．掌握抢劫案件的侦查途径、取证措施和对谎报抢劫案件的揭露。 

作业：  

1．抢劫案件的侦查途径？ 

2．简述抢劫案件的取证措施是什么？         

3．简答如何对谎报抢劫案件的揭露？ 

知识单元 9：诈骗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诈骗案件的概念和特点 

 犯罪人和被害人有较长时间接触，犯罪人的人身形象暴露充分；诈骗手段复杂多样，并带有



2419 

较强的习惯性；诈骗的财物数额较大，有赃物可查；犯罪预谋周密、细致；犯罪成员多使用同样手

段，连续作案，流窜作案。 

2.诈骗案件的侦查途径和取证措施 

（1）侦查途径 

询问被害人和知情人，查明行骗情况；从调查摸底入手，发现犯罪线索；从查控赃物入手，发

现犯罪线索；从查控赃物入手；通缉、通报、辨认；追击堵截，辑获犯罪嫌疑人；实施并窃案侦查；

加强审讯。 

（2）取证措施 

收集与诈骗犯罪有关的书证、物证；通过搜查，获取证据；进行技术鉴定，获取证据；通过讯

问，获取口供。 

学习目标： 

1．了解诈骗案件的概念、特点。 

2．掌握诈骗案件的侦查途径、取证措施。 

作业： 

1．诈骗案件的侦查途径？ 

2．简述诈骗案件的取证措施是什么？         

知识单元 10：敲诈勒索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敲诈勒索案件的概念、特点 

2.敲诈勒索案件的侦查方法 

（1）询问被害人，正确分析、判断案情 

① 分析判断案情性质； 

②分析犯罪人的敲诈手段和方法； 

③分析犯罪人的敲诈被害人的方式； 

④分析犯罪人对被害人威胁的内容； 

⑤分析犯罪人实施敲诈勒索时使用了何种工具、物品； 

⑥分析犯罪人的基本情况。 

（3）深入调查，发现犯罪嫌疑线索 

（4）采取多种侦查措施，查缉犯罪人 

（5）通过检验、鉴定，获取犯罪证据 

（5）实施并案侦查 

学习目标： 

1．了解诈敲诈勒索案件的概念、特点。 

2．掌握敲诈勒索案件的案情分析和侦查方法。 

作业： 

1．从哪些方面对敲诈勒索案的案情进行分析？ 

2．简述敲诈勒索案的侦查方法？       

知识单元 11：爆炸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爆炸案件的概念和特点 

爆炸案件的特点：预谋时间较长；现场上可供利用的现象、痕迹和物证较多；因果联系比较密

切；犯罪人有获得爆炸器材的途径和使用技能。 

2.爆炸案件的现场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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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勘查的案情分析：分析案件性质；分析确定案件性质；分析爆炸物品；分析安置、起爆爆

炸物的方式。 

3.爆炸案件的侦查途径和取证措施 

（1）爆炸案件的侦查途径 

从确定现场中可疑死亡者身份入手；从爆炸现场遗留物入手；从爆炸中反映的因果关系入手；

从犯罪行为人进行爆炸应具备的物质条件入手；从爆炸现场上犯罪行为人遗留的痕迹入手；从并案

侦查入手；从搜集情报信息入手。 

（2）爆炸案件的取证措施 

对爆炸物品进行深入调查，并查找与爆炸有关的物品；搜集鉴定样品，与有关检材比对、鉴定；

对人身和现场遗留物进行辨认；爆炸现场的模拟试验。 

学习目标： 

1．了解诈爆炸案件的概念、特点。 

2．掌握敲诈勒索案件的案情分析和侦查途径、取证措施。 

作业： 

1．从哪些方面对爆炸案的案情进行分析？ 

2．简述爆炸案的侦查途径的选择？  

3．简述爆炸案件的取证措施？ 

知识单元 12：投放危险物质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投放危险物质案件的概念、分类及特点  

特点：有预谋活动；有得到和使用危险物品的知识和技能；有的有明显的犯罪现场，而有的则

无；投放的手段多种多样；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事前大多存在某种矛盾冲突。 

2.投放危险物质案件现场勘查重点 

现场分析重点：分析时间性质；分析危险物品的种类；分析做案方法；分析做案时间；分析做

案地点；分析因果关系。 

3.投放危险物质案件的侦查途径 

查找因果关系，找作案线索；查作案时间，确定嫌疑对象；查投放危险物品种类、方法，确定

嫌疑线索。 

4.投放危险物质案件的取证措施 

 深入调查，获取证人证言；危险物品的检验取证；尸体解剖取证；搜查取证；讯问犯罪嫌疑

人取证。 

学习目标： 

1．了解投放危险物质案件的概念、分类、特点。 

2．掌握投放危险物质案件的案情分析和侦查途径、取证措施。 

作业： 

1．从哪些方面对投放危险物质案的案情进行分析？ 

2．简述投放危险物质案的侦查途径？  

3．简答投放危险物质案件的取证措施？   

知识单元 13：放火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放火案件的概念和特点 

特点：犯罪行为人在作案前多有预谋；因果关系比较明显；放火案件暴露快，易被发现；现场

原始状态易遭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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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放火案件现场勘查的重点 

（1）现场实际勘验的重点 

勘验现场的出入口；发现、提取有关痕迹、物品；查明起火点；寻找可能造成起火的诱因；勘

验尸体。 

（2）访问知情群众，了解起火情况 

（3）认真判断，确定事件性质 

（4）研究因果关系，确定侦查方向 

3.放火案件的侦查途径和取证措施 

（1）放火案件的侦查途径 

从犯罪的因果关系入手；从查证作案时空入手；从调查有无犯罪行为人应具备的条件入手，寻

找犯罪嫌疑人；从调查发案前后的可疑迹象入手，寻找犯罪嫌疑人。 

（2）放火案件的取证措施 

调查访问，或取证人证言；监控重点嫌疑对象，获取证据；组织辨认，获取证据；适时搜查，

获取物证；进行物证技术鉴定；讯问犯罪嫌疑人。 

学习目标： 

1．了解放火案件的概念、特点。 

2．掌握放火案件的现场勘查重点、侦查途径和取证措施。 

作业： 

1．简答放火案件现场实际勘查的重点？ 

2．简述放火案件的侦查途径？  

3．简答放火案件的取证措施？   

知识单元 14：重大责任事故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重大责任事故案件的概念和特点 

（1）重大责任事故案件的概念 

（2）重大责任事故案件的特点 

案件主体是特殊主体；案件常常发生在生产作业过程中；案件现场暴露明显，但变动破坏较大；

事故种类繁多，情况复杂；犯罪嫌疑人一般明显。 

2.重大责任事故案件的侦查方法 

积极开展现场施救，管制、控制嫌疑人员；组织事故现场勘查，提取相关物证;调查访问，搜

集、发现侦查线索；分析确定事件性质；通过检验、鉴定，获取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 

学习目标： 

1．了解重大责任事故案件的概念、特点。 

2．掌握重大责任事故案件的侦查方法。 

作业： 

1．简答重大责任事故案件的特点？ 

2．简述重大责任事故案件的侦查方法？  

知识单元 15：倒卖文物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倒卖文物案件的概念及特点 

（1）倒卖文物案件的概念 

（2）倒卖文物案件的特点 

没有明显的受害人和犯罪现场，犯罪线索难以获取；犯罪人具有有关文物方面的知识；文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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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被多次到手，侦查及追索困难；与多种犯罪交织在一起。 

2.倒卖文物案件的侦查方法 

①从控制销赃渠道入手，发现倒卖文物犯罪线索； 

②从文物经营单位入手，发现倒卖文物犯罪线索； 

③从其它妨害文物管理犯罪入手，获取倒卖文物线索； 

④从情报入手，发现并监控有重大倒卖文物犯罪的嫌疑人； 

⑤通过搜查，获取证据； 

⑥通过文物鉴定，确定等级及价值。 

学习目标： 

1．了解倒卖文物案件的概念、特点。 

2．掌握倒卖文物案件的侦查方法。 

作业： 

1．简答倒卖文物案件的概念和特点？ 

2．简述倒卖文物案件的侦查方法？  

知识单元 16：招摇撞骗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招摇撞骗案件的概念及特点 

（1）招摇撞骗案件的概念 

（2）招摇撞骗案件的特点 

 犯罪手段多样，犯罪结果具有多样性；犯罪人与被害人有一定时间的接触、交往过程；一般

留有书证、物证；一般会多次做案，犯罪行为具有重复性。 

2.招摇撞骗案件的侦查方法 

①详细询问被害人、知情人和被冒充身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②从犯罪人出示、遗留的证件、物品和使用过的其他物品入手； 

③从控制赃款赃物入手； 

④从犯罪人的人身形象、作案手法入手； 

⑤从查长入手； 

⑥从犯罪人的行骗过程中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入手； 

⑧通过技术检验鉴定，固定犯罪证据； 

⑧讯问犯罪嫌疑人，全面查明案件情况。 

学习目标： 

1．了解招摇撞骗案件的概念、特点。 

2．掌握招摇撞骗案件案件的侦查方法。 

作业： 

1．简答招摇撞骗案件的概念和特点？ 

2．简述招摇撞骗案件的侦查方法？ 

知识单元 17：毒品犯罪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毒品犯罪案件的概念和特点 

（1）毒品犯罪案件的概念 

（2）毒品犯罪案件的特点 

犯罪手段隐蔽、狡诈多样；集团犯罪突出；获取证据的难度较大；毒品犯罪案件大多与其它刑

事案件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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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毒品犯罪案件的侦查途径 

加强毒品犯罪情报工作，获取缉毒情报；开展内线侦查；从吸毒人员入手，查缉制毒、贩毒犯

罪人；跟踪监视；控制下交付;涉及购买，在毒品的成交过程中缉拿贩毒犯罪人；加强缉毒的国际

合作。 

3.毒品案件的取证措施 

金融调查；搜查取证；技术鉴定；突击审讯。 

学习目标： 

1．了解毒品犯罪案件的概念、特点。 

2．掌握毒品犯罪案件的侦查途径和取证措施。 

作业： 

1．简答毒品犯罪案件的概念和特点？ 

2．简述毒品犯罪案件的侦查途径？  

3．简答毒品犯罪案件的取证措施？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案例讨论 2个，共 6学时 

案例讨论 1：杀人案件案例讨论 
参考学时：3学时 

案例内容：略 

案例要求：讨论案件具体性质；作案人人数；作案过程；如何开展侦查？ 

案例讨论 2：盗窃案件的案例讨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略 

案例要求：讨论案件具体性质；作案时间、作案工具；作案过程；如何开展侦查？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刑事案件概念、特性、构成要素；刑事案件侦查的概念、

任务 
3  

2 刑事案件侦查的原则、立案、分析案情、制定侦查计划 3  

3 查找犯罪线索，查证重点嫌疑对象，破案与侦查终结 3  

4 杀人案件的概念、特点，现场勘查重点，侦查途径和取

证措施 
3  

5 无名尸、碎尸案件的侦查，绑架案件的侦查 3  

6 杀人案件的案例讨论 3  

7 强奸案件的侦查 3  

8 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的侦查；盗窃案件侦查的特点、现

场勘查 
3  

9 盗窃案件的侦查途径、取证，几类具体盗窃案件的侦查 3  

10 盗窃案件侦查的案例讨论 3  

11 抢劫案件的侦查 3  

12 诈骗案件的侦查、敲诈勒索案件的侦查 3  

13 爆炸案件的侦查、投放危险物质案件的侦查 3  

14 放火案件的侦查、重大责任事故案件的侦查、 3  

15 倒卖文物案件的侦查、招摇撞骗案件的侦查 3  

16 毒品犯罪案件的侦查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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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课程：《侦查总论》、《司法鉴定学》、《文件检验学》、《现场勘查学》、《法医学》、《讯问学》、

《刑事诉讼法学》和《刑法学》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刑事案件侦查中，如何分析判断案情，查找犯罪线索，发现犯罪嫌疑对象，确定、查证

重点犯罪嫌疑对象。 

难点：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中坚持侦查基本原则、实现侦查任务，各类具体案件中侦查途径的选

择和取证措施的针对性运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按教学大纲要求进行理论讲解。 

2.进行适当的案例讨论。 

3.举例各类案件的侦查 

教学手段： 

1.用 PPT展示要讲的主要内容。 

2.用有关视频展示有关案件的侦查过程，培养学生的侦查思维能力。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现有的教学设备就可。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会向学生推荐有关参考书目和论文。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20%；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后都会布置作业，每学期每位学生交两次作业，批阅成绩作为平时成绩予以考评。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张鹏莉、陈士渠编著《刑事案件侦查》，群众出版社，2010年 5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马海舰编著《公安侦查基础工作实务》，法律出版社，2013年 12月 第 1版 

2. 刘品新著《反侦查行为:犯罪侦查的新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4月第 1版 

3.张玉镶编著《刑事侦查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6月第 1版 

4.王传道编著《刑事侦查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 4版   

5、闫小平、杨太生编著《实用刑事侦查案例评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年 5 月

第 1版  

执笔：张鹏莉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经济犯罪案件侦查 
Investigation of Economic Crimes  

课程号：30404007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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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熟悉经济犯罪侦查的流程和特点 2.了解经济犯罪常用的方法；3.掌

握经济犯罪个案的基本侦查方法.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2学时 

知识单元 1：经济犯罪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经济犯罪的界定 

2．经济犯罪的特征 

3．经济犯罪的防控 

学习目标： 

1．了解：经济犯罪的特点；经济犯罪的防范机制；经济犯罪与刑事政策。 

2．掌握：经济犯罪侦查中刑民交叉的原因；经济犯罪中行刑衔接的特点。 

作业： 

1. 如何理解经济犯罪的隐蔽性特点？ 

2. 如何理解经济犯罪的“行政违法性”？ 

知识单元 2：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经济犯罪侦查的概念和特点。 

2．经济犯罪侦查的基本任务。 

3. 经济犯罪的侦查体制。 

4．经侦中的涉案财物控制。 

学习目标： 

1．了解：经济犯罪侦查的概念；经济犯罪侦查的特点；经济犯罪侦查的专门化。 

2．掌握：经济犯罪证据的特点；经济犯罪中犯罪主体的犯罪特点和潜逃特点；涉案财物控制

的基本原则。    

作业： 

1． 经济犯罪侦查有何特点？ 

2． 试述涉案财物控制的意义和方法。 

知识单元 3：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程序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经济犯罪案件的管辖。 

2．受案、初查与立案 

3. 侦查（各类措施的使用） 

4．侦查终结 

学习目标： 

1． 了解：经侦的分工；各类侦查措施在经侦中的使用特点。 

2． 掌握：经侦中侦查途径的选择；经侦中的司法会计鉴定。 

作业： 

1. 如何理解经侦中初查的重要性？ 

2. 经侦中如何使用查询、冻结和扣押措施？ 

知识单元 4：伪劣商品犯罪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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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伪劣商品犯罪案件概述。 

2．伪劣产品犯罪案件的侦查。 

学习目标： 

3． 了解：伪劣商品案件的产生原因和特点。 

4． 掌握：各类伪劣商品案件的认定标准；伪劣产品犯罪案件的侦查要领。 

作业： 

1. 如何在伪劣商品案件的侦查活动中尽量减少损失？ 

2. 目前网络销售伪劣产品案件有何特点？ 

知识单元 5：走私犯罪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走私犯罪案件概述。 

2．一般贸易走私犯罪案件的侦查。 

3.  保税走私犯罪案件的侦查。 

学习目标： 

1. 了解：各类走私犯罪方法；贸易走私和保税走私的发展趋势。 

2. 掌握：走私犯罪的管辖；走私犯罪的特点与对策；走私犯罪的预防机制。 

作业： 

1. 缉私部门与地方公安机关如何进行走私犯罪的侦查分工？ 

2. 试述走私犯罪的侦查要领。 

知识单元 6：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犯罪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犯罪案件概述。 

2．资本不实案件的侦查。 

3.  会计资料案件的侦查。 

4.  公司、企业相关人员的背职犯罪。 

学习目标： 

1. 了解：资本不实犯罪的现状；与会计资料造假相关的犯罪。 

2. 掌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中常见的手段和侦查方法，妨碍清算行为常用的方法。 

作业： 

1. 试述会计资料相关犯罪中的侦查要领。 

2.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的定性难点。 

知识单元 7：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案件概述。 

2．假币案件的侦查。 

3.  证券犯罪案件的侦查。 

4.  非法吸存案件的侦查。 

5.  洗钱犯罪案件的侦查。 

学习目标： 

1. 了解：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基本特点和危害；假币犯罪案件的特点和趋势。 

2. 掌握：操纵股价犯罪常用的方法；非法吸存手段的各类演变；洗钱犯罪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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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试述老鼠仓案件的犯罪特点和侦查要领。 

2. 如何区分非法集资行为和民间借贷？ 

3. 试述网络洗钱的特点和侦查对策。 

知识单元 8：金融诈骗犯罪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概述。 

2．集资诈骗案件的侦查。 

3.  贷款诈骗案件的侦查。 

4.  信用卡诈骗案件的侦查。 

5.  保险诈骗案件的侦查。 

学习目标： 

1. 了解：金融诈骗案件的特点和趋势；信用卡诈骗案件的特点。 

2. 掌握：集资诈骗案件的侦查难点；贷款诈骗案件的定性；车辆保险诈骗的识别。 

作业： 

1. 集资诈骗案件的侦查要领。 

2. 涉众型经济犯罪侦查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3. 如何建立保险诈骗案件的防控和识别机制。 

知识单元 9：危害税收征管犯罪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危害税收征管犯罪案件概述。 

2．逃税案件的侦查。 

3.  骗取出口退税案件的侦查。 

4.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的侦查。 

学习目标： 

1. 了解：发票的种类；我国税收犯罪的特点。 

2. 掌握：逃税犯罪常用的方法；出口退税的基本程序；增值税发票犯罪常用的方法。 

作业： 

1. 骗取出口退税犯罪的侦查要领。 

2. 增值税发票犯罪的识别与侦查。 

知识单元 10：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概述。 

2．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的侦查。 

3.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案件的侦查。 

学习目标： 

1. 了解：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现状。 

2. 掌握：商业秘密的认定标准，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追诉标准。 

作业： 

1. 目前网络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特点？ 

4.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侦查要领。 

知识单元 11：扰乱市场秩序犯罪案件的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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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扰乱市场秩序犯罪案件概述。 

2．合同诈骗案件的侦查。 

3.  传销案件的侦查。 

4.  非法经营案件的侦查。 

学习目标： 

1. 了解：传销案件的基本类型和趋势；非法经营犯罪的类别。 

2. 掌握：传销案件与非法集资案件的定性；合同诈骗案件的认定难点。 

作业： 

1. 合同诈骗案件的侦查要领。 

2. 传销犯罪侦查中案件参与者的身份认定？ 

知识单元 12：职务侵占、挪用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职务侵占案件的侦查。 

2．挪用案件的侦查。 

学习目标： 

1. 了解：此类案件的特殊性与经侦的分工。 

2. 掌握：职务侵占案件的特点；挪用案件的类别。 

作业： 

1. 职务侵占案件与其他案件的定性。 

2. 挪用案件的侦查要领。 

（二）实践教学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6学时 

实验 1：案例模拟研讨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控制涉案财物的模拟案例。 

实验要求：通过模拟实验，考察同学们从哪些方面入手合理控制嫌疑人的涉案财物。 

实验 2：案例模拟研讨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合同诈骗案件的模拟案例。 

实验要求：通过模拟实验中的讯问和取证等措施，考察同学们如何综合认定合同诈骗中犯罪嫌

疑人的主观故意。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经济犯罪概述 3  

2 经济犯罪案件侦查概述 3  

3 经济犯罪侦查程序概述（一） 3  

4 经济犯罪侦查程序概述（二）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案件侦查 
3  

5 走私犯罪案件侦查（一） 3  

6 走私犯罪案件侦查（二） 3  

7 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犯罪案件侦查 3  

8 案例模拟实验一 3  

9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案件的侦查（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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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案件的侦查（二） 3  

11 金融诈骗案件的侦查 3  

12 危害税收征管犯罪案件的侦查（一） 3  

13 危害税收征管犯罪案件的侦查（二）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侦查 
3  

14 扰乱市场秩序犯罪案件的侦查 3  

15 职务侵占、挪用犯罪案件的侦查 3  

16 案例模拟实验二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经济犯罪与经济学基础知识》、《司法会计》、《刑法》、《刑事诉讼法》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经济犯罪的侦查程序与侦查措施；走私、金融、税收等案件的犯罪方法和侦查方法；等

等。 

难点：经侦中对涉案财物的控制；各类复杂经济犯罪的犯罪方法；侦查措施在经侦中的具体应

用；等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启发式教学法。 

2.问题研讨式教学法。 

3.案例教学法。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网络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在实验室分小组模拟进行，主要是文字案例模拟，无需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提醒和鼓励同学们关注经济犯罪案件及其侦查活动。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刘燕编著:《经济犯罪案件侦查》讲义，中国政法大学大学教务处，2006年印刷。 

（二）推荐参考书 

1. 何正泉著:《经济犯罪侦查要论》，兵器工业出版社，2013年 1月 第 1版。 

2. 程小白等编著:《经济犯罪侦查通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 9月第 1版。  

执笔：刘燕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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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勘查学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课程号：30404009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在教学过程中力图全面、深入地向学生讲授现场勘查的有关理论和实践

问题，借鉴当今自然科学相关的原理，吸收现代社会的科学方法，使学生广泛涉猎相关的专业知识，

了解、掌握犯罪现场勘查的步骤和方法，以及犯罪现场上痕迹物证的发现、显现、固定、提取、保

全的技术方法，掌握杀人案件、爆炸案件等几类典型的犯罪现场勘查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实验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犯罪现场勘查的基础知识、

基本原理，犯罪现场勘查的技术方法，了解现场勘查的相关概念，为普通刑事案件侦查、经济犯罪

案件侦查、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勘查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8学时 

知识单元 1：现场与犯罪现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现场与现场勘查的概念。 

（1）现场的概念。现场实际上是一个时空概念，“现”具有时间的含意，“场”具有空间的含

意，现场：“是一定时间范围内的空间概念”。按现场所承载的内容不同，可分为案件现场、事故现

场和其他现场。 

（2）现场勘查的概念。现场勘查，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以及相关部门依法对其管辖范围内的需

要勘查取证的案件现场或事故现场，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手段，进行现场勘验、检查和现场调

查访问，以获取查明案情或事故原因所需要的证据材料和信息的专门调查活动。 

2.犯罪现场的概念。犯罪现场，是犯罪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地点和其他遗留有犯罪证据的一

切场所，包括实体空间与虚拟空间。犯罪活动是犯罪行为人在一定犯罪动机驱使下，在一定时间内，

借助一定的空间条件，侵犯一定的客体（人或物）来完成的。因此犯罪现场由时间、空间要素、被

侵犯对象及周围物质环境变化的要素、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的要素构成。 

3.犯罪现场的特点与特性。 

（1）犯罪现场的特点。犯罪现场上储存着与犯罪和犯罪嫌疑人有关的信息；现场上保留着犯

罪证据；现场状态容易发生变化或遭到破坏。 

（2）犯罪现场的特性。犯罪现场具有客观性、可知性、特殊性和稳定性。 

4.犯罪现场的分类。 

（1）主体现场和关联现场。 

（2）原始现场与变动现场。 

（3）真实现场、伪造现场和变造现场。 

（4）室外现场和室内现场。 

学习目标： 

1．了解现场的概念和种类，现场勘查学的概念、现场勘查学的研究对象、现场勘查学的内容

以及研究方法、现场勘查学的历史沿革等内容。 

2．掌握掌握现场勘查的概念、特点，犯罪现场的概念、分类以及规律、特点，学会区分不同

类型的刑事案件现场。 

作业： 

1.刑事案件现场、主体现场与关联现场的概念。 



2431 

2.原始现场与变动现场、真实现场与伪造现场的概念。 

3.试述犯罪现场的特点与特性。 

4.试述犯罪现场的构成要素。 

5.试述犯罪现场的分类。 

知识单元 2：犯罪现场勘查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犯罪现场勘查的概念及意义。 

（1）犯罪现场勘查的概念。犯罪现场勘查是在刑事案件发生以后，侦查人员为了查明犯罪事

实，发现侦查线索，收集犯罪证据，依法运用一定的策略方法和技术手段，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

物品、人身、尸体等进行勘验、检查，对事主、被害人、知情群众进行调查访问并对案情作出分析

判断的一项侦查措施。 

（2）犯罪现场勘查的意义。犯罪现场勘查是侦查的起点和基础。犯罪现场勘查获取的信息是

侦查工作自始至终的客观依据。犯罪现场勘查是发现侦查线索和收集破案证据的重要手段。  

2.犯罪现场勘查的任务。 

（1）查明事件性质。事件性质是指已发生事件的属性，即是犯罪事件，还是非犯罪事件，是

刑事案件，还是意外事故。 

（2）查明与犯罪有关情况。包括：作案时间、地点、作案人数、手段、过程、动机、犯罪嫌

疑人的个人特点和作案条件。 

（3）收集犯罪证据。 

（4）记录现场情况。 

（5）确定侦查方向、范围。 

3. 犯罪现场勘查的要求。 

（1）及时、全面、细致、客观。 

（2）充分依靠群众。 

（3）严格依法勘查。 

4. 犯罪现场勘查体系构成。现场勘查体系，是指由各类勘查行为组成的有机整体。这是一个

复杂的综合体。其中的各种勘查行为是作为现场勘查体系的要素，各要素构成了现场勘查体系的整

体。犯罪现场勘查体系的构成要素包括保护犯罪现场、现场勘查的组织与指挥、勘查中的紧急措施、

现场实地勘验、现场访问、现场记录、现场分析，以及与其它侦查工作的衔接。 

5.犯罪现场勘查中的证据。 

（1）犯罪现场勘查中的证据范围。 

（2）犯罪现场勘查中适格证据的条件。 

（3）犯罪现场勘查中的证据形式。 

学习目标： 

1．了解犯罪现场勘查的意义，犯罪现场勘查中的证据，以及犯罪现场勘查体系构成。 

2．掌握犯罪现场勘查的概念，犯罪现场勘查的任务和要求。 

作业： 

1.犯罪现场勘查的概念。 

2.试述犯罪现场勘查的任务。 

3.试述犯罪现场勘查的要求。 

4.试述犯罪现场勘查的体系及特征。 

知识单元 3：现场保护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现场保护的概念、意义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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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场保护的概念。现场保护，是指侦查人员依法对现场实施警戒、封锁，以保护事件或

案件发生、发现时的状态及勘查状态的法律行为。 

（2）现场保护的特点。 

（3）现场保护的意义。有利于查明犯罪活动情况。有利于收集犯罪证据。有利于发现侦查线

索。有利于提高现场勘查的工作效率。有利于现场的正确处置和保守勘查工作的秘密。 

（4）犯罪现场保护的原则。迅速及时的原则。紧急情况优先处置原则。尽量保持现场原始状

态的。原则  

2．现场保护的任务。 

（1）核实情况，迅速上报。 

（2）向侦查人员介绍发现案件及保护现场的情况。 

（3）划定保护范围、封锁现场。 

（4）针对紧急情况，采取紧急措施。 

（5）进行初步的调查访问。 

（6）犯罪嫌疑人进行监控。 

3.现场保护的方法。 

（1）现场保护的多层次性。犯罪现场的保护应当具有多层次性。通常的做法是将现场分为三

层保护，即核心保护区、区域保护区和一般性保护区。  

（2）室内、室外现场的保护方法。 

（3）犯罪现场中痕迹、物证的保护方法。勘查前痕迹、物证的保护方法主要有标示保护、遮

盖保护、转移保护、记录提取保护。勘查过程中痕迹物证的保护。 

（4）犯罪现场中尸体的保护方法。 

4.现场保护人员和勘查人员自身防护要领。 

（1）一般性防护要领。 

（2）现场勘验过程中的自身防护要领。 

学习目标： 

1．了解犯罪现场保护的概念、现场保护人员和勘查人员自身的防护要领。 

2．掌握保护犯罪现场的意义和原则，保护犯罪现场的方法。 

作业： 

1.试述现场保护的概念和意义。 

2.试述现场保护的任务。 

3.试述室内现场现场保护的方法。 

4.试述现场痕迹物品的保护方法。 

知识单元 4：现场勘查的组织与指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现场勘查的组织。现场勘查的组织，是指对现场勘查工作所需人力、物力的调配、准备和

安排，使现场勘查工作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并保证其有条不紊的进行。 

（1）日常的常规准备工作。 

（2）出警前的组织准备。 

（3）临场的组织准备。 

2.现场勘查的指挥。现场勘查指挥，是指依法确认的现场勘查指挥人员亲临事件现场，引导、

协调、组织现场勘查人员实现、完成现场勘查任务的行为。 

（1）现场访问的指挥。 

（2）现场实地勘验的指挥。 

（3）勘后现场处理的指挥。 

3.现场勘查中紧急情况的处置。现场勘查中的紧急情况，主要指制止现行犯罪活动，抓捕犯罪



2433 

嫌疑人，急救伤员，排除各种已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危险等几种情况。 

（1）对正在实施犯罪的处置。 

（2）对劫持人质的处置。 

（3）对正在逃离或暂时隐匿的犯罪嫌疑人的处置。 

（4）对受伤人员的处置。 

（5）对险情的处置。 

学习目标： 

1．了解现场勘查的准备工作，以及现场紧急情况的处理。 

2．掌握现场勘查组织和指挥的概念，现场勘查中现场访问的指挥方法、现场实地勘验的指挥

方法。 

作业： 

1.现场勘查组织、指挥的概念。 

2.试述现场实地勘验的指挥。 

3.试述现场访问的指挥。 

知识单元 5：犯罪现场勘查程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现场勘查工作既要符合法律的要求，又要因应犯罪现场的实际情况而采取科学的方法步骤，这

样通过勘查获取的证据才具有合法性和科学性。现场勘查的程序应当起始于勘查管辖，之后是有管

辖权的部门受理报案、出现场、实施勘查和结束勘查这样一些环节构成。 

1.现场勘查的管辖。 

（1）部门管辖。 

（2）级别管辖。 

（3）地域管辖。 

（4）专门管辖。 

2.受理报案。受理刑事案件，是指侦查机关依法接受公民报案、控告、举报或者犯罪嫌疑人自

首并进行审查的一项活动。 

（1）受理报案的渠道 

（2）受理报案的要求。 

（3）受理报案询问要点。 

（4）报告、联络、通报。 

（5）确定勘查人员快速赶赴现场。 

3.出现场后的常规处置。 

（1）检查现场保护情况。 

（2）掌握重要知情人。 

（3）了解现场情况。 

（4）邀请现场勘查见证。 

（5）聘请具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专家和技术人员。 

（6）做好勘查前的其他准备。 

4.实施现场勘查活动。 

（1）开展现场访问 

（2）进行实地勘验。 

（3）现场复勘和现场实验。 

（4）组织临场讨论，做好善后处理工作。 

5.结束勘查。 

（1）结束勘查的条件。现场主要情况已经查明或研究清楚侦查范围、重点和应采取的侦查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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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已经确定，否则，应继续进行勘查和研究。 相关的法律手续齐备。 

（2）结束勘查的善后处理。撤销现场保护。运送有关痕迹、物品。对抓获的现行犯的处理 

学习目标： 

1．了解犯罪现场勘查程序的概念，犯罪现场勘查的工作环节。 

2．掌握现场勘查的部门管辖、级别管辖、地域管辖和专门管辖的概念，掌握现场勘查的基本

程序。 

作业： 

1.试述刑事案件现场勘查立案管辖之部门管辖。 

2.试述刑事案件现场勘查的级别管辖。 

3.试述刑事案件现场勘查的地域管辖。 

4.试述刑事案件现场勘查的专门管辖。 

5.试述刑事案件现场勘查的基本程序。 

知识单元 6：现场访问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现场访问概述。 

（1）现场访问的概念。现场访问，又称现场调查询问，是指在现场勘查过程中，为查明案情，

发现收集侦查线索和痕迹物证，在现场实地勘验的同时或前后，运用一定的策略方法，对有关的人、

事、物进行调查询问的一项专门调查工作。 

（2）现场访问与调查访问的区别。现场访问与调查访问发生的阶段不同、访问的地域不同、

访问的时间紧急性不同、采取的形式不同。  

（3）现场访问的任务。查明案件发生、发现的情况。查明发案前后犯罪嫌疑人的行踪动向。

查明犯罪嫌疑人侵害财物的情况。查明犯罪嫌疑人遗留物品、物质的情况。查明犯罪嫌疑人的体貌

特征。查明被害人的基本情况。 

2.现场访问的对象和内容。 

（1）现场访问的对象。现场访问的对象主要是了解案件情况的人。主要有以下几种人：被害

人或事主；除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事主以外的其他了解案件情况的人。包括案件的发现人、报告

人；案件发生时，目睹作案过程和了解犯罪嫌疑人体貌特征的人；知道案件或犯罪嫌疑人某些情况

的人；发案后，了解犯罪嫌疑人行踪动向，或者是发现疑人疑事的人；案发前知道被害人行踪的人；

了解被害人基本情况的人；了解被抢、被盗财物的来源、运送、贮存、保管、使用及其特征的人；

知道案件其他情况的人。 

（2）现场访问的内容。包括询问犯罪现场发现人、报案人的主要内容；询问事主、被害人及

其家属、亲友的主要内容；询问现场周围和犯罪嫌疑人来去路线可能知情人的主要内容 

3.现场访问的原则及证人陈述的心理特点。 

（1）现场访问的原则。包括个别访问原则；依法询问原则；及时询问原则。 

（2）证人陈述的心理特点。 

（3）疏导证人心理转化的方法. 

4.现场访问的步骤、方法。 

（1）现场访问的步骤。现场访问的准备工作：寻找访问对象、了解被访问对象的情况、确定

询问次序和制订询问计划、邀请协助访问的人员、确定访问地点、准备好必要的询问物品。实施访

问现场访问：大致是按照接触访问对象、提出访问问题、引导追询、结束访问的顺序进行。 

（2）现场访问的具体方法。向询问对象提出调查事项。询问对象进行自由陈述。向询问对象

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 

（3）现场访问中的策略和艺术。访问中的语言艺术要求言辞要简要、言辞要雅俗适当、言辞

要诚恳、言辞要合法。营造良好访问气氛的策略。侦查员应该注意寻找自己和访问对象在各个方面

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是接近访问对象的“突破口”：地理上的突破口、兴趣、爱好上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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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上的突破口、认识或知识上的突破口。 

5.现场访问笔录和录音。 

（1）现场访问笔录。现场访问笔录，是侦查人员在现场访问过程中依法制作的以文字形式反

映访问情况的文字记录。现场访问笔录一经查证属实，即可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 

（2）现场访问录音。现场访问录音是一种更全面、更形象地记录现场访问情况的方法。 

6.现场访问结果真实性的审查判断。现场访问后，其结果的真实性如何，需要侦查人员运用各

种方法进行甄别。实践中常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审查访问对象感知、记忆和表述的能力。 

（2）审查访问对象的思想品德及与案件的关系。 

（3）审查访问对象陈述的来源 。  

（4）审查访问对象的陈述自身有无矛盾 。 

（5）审查访问对象的证言与其他证据有无矛盾 。 

学习目标： 

1．了解现场访问的意义，被访问对象的陈述的心理特点。 

2．掌握现场访问的概念、对象，现场访问的任务，现场访问的原则，掌握现场访问的方法和

策略，学会进行一般的现场访问工作。 

作业： 

1.试述现场访问的概念和对象。 

2.试述现场访问的任务。 

3.试述现场访问的原则。 

4.试述被访问对象陈述的心理特点。 

知识单元 7：现场实地勘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现场实地勘验的概念、对象。 

 （1）现场实地勘验的概念。现场实地勘验，也称技术勘验，是指侦查人员为查明案件事实，

获取犯罪证据及线索，查找犯罪嫌疑人，揭露证实犯罪事实，依法深入现场实地，运用科学技术手

段及其他各种勘查对策，对犯罪现场进行的观察、寻找、发现、提取、搜索、实验、记录、检查等

侦查行为。 

（2）现场实地勘验的对象。现场实地勘验的对象包括与犯罪有关的场所与犯罪有关的痕迹；

犯罪嫌疑人遗留在现场上的、犯罪行为触动、破坏和侵害的、犯罪行为导致的现场各种物质的变化、

被害人遗留在现场上的与犯罪有关的物品、物质；与犯罪行为有关的物品；与犯罪有关或可能有关

的尸体和人身。 

2.现场实地勘验的原则。 

（1）先静后动、静动结合。 

（2）先地面后空间。 

（3）先记录后勘验。 

（4）先固定后提取。 

3.现场实地勘验的步骤。现场勘验的三大层次：整体层次；局部层次；个体层次。现场勘验两

大阶段：静态勘验和动态勘验。 

（1）整体巡视——整体静态勘验。 

（2）初步勘验——局部静态勘验固定现场。 

（3）动验提取痕迹物证。 

4.现场实地勘验的方法。 

（1）观察法。包括宏观观察和微观观察法。具体表自然光观察法和灯光观察法。 

（2）现场实验法。现场实验，是指现场勘查中，为确定、验证犯罪现场上某种现象、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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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痕迹等，是否在某种条件下能否发生或遗留，参照现场发生时的条件，将该类现象再现的一

种勘查措施。 

（3）技术勘验检查法。 

（4）现场搜索。 

5.实地勘验行为规范问题。 

（1）现场实地勘验的现有规范。 

（2）固定证据规范。 

（3）已发现提取的证据保管规范。 

（4）现场实地勘验需要注意的问题。 

6.实地勘验仪器设备简介。  

（1）现场勘查箱。 

（2）多波段光源。 

（3）紫外观察照相系统。 

（4）微量物发现设备。 

学习目标： 

1．了解现场勘查仪器设备的使用方法。 

2．掌握现场实地勘验的概念、对象，现场实地勘验的原则，现场实地勘验的步骤、方法，并

能够运用所学进行实地操作勘。 

作业： 

1.试述现场实地勘验的概念和对象。 

2.试述现场实地勘验的原则。 

3.试述现场实地勘验的步骤。 

4.试述现场实地勘验的方法。 

知识单元 8：现场痕迹物证的发现与提取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现场手印的发现和提取。 

（1）发现手印的要求和原则。发现手印的要求：全面细致，不遗漏现场手印。不破坏现场手

印。不遗留新的手印。发现手印的原则：先重点后一般、先静观后动手、先观察后处理。 

（2）寻找手印的重点部位。从现场进出口寻找手印。从现场中心部位寻找手印。从犯罪嫌疑

人遗留在现场的物品上发现手印。 

（3）发现现场手印的一般方法。透射光观察法、反射光观察法、哈气法仪器观察法。在观察

手印时可以借助各种仪器，如蓝光灯、长、短波紫外线、多波段光源等。 

（4）手印的显现方法。根据显现作用原理，无色汗液手印的显现方法，主要包括物理显现法、

化学显现法和理化显现法。物理方法主要有粉末显现法、熏染法、激发光致荧光显现法。化学方法

主要有硝酸银显现法、茚三酮显现法、“502”粘合剂显现法等。  

2.足迹的发现和提取。 

（1）寻找现场足迹的重点部位和方法。寻找足迹的重点部位：作案现场的出入口、犯罪的中

心现场、作案人来去的路线、作案人守候藏身伺机作案处、作案人掩埋尸体和隐藏赃物处、作案人

踩踏攀登过的物品上、通过被害人的足迹去发现作案人足迹、根据其他痕迹物证寻找、从大小便痕

迹处寻找。寻找足迹的方法主要有：利用光线观察寻找、利用静电吸附法寻找足迹、用多波段光源

发现足迹。 

（2）提取足迹的方法。主要有：照相提取法、静电吸附法、实物提取法、粘取法、制模法。 

3.工具痕迹的发现和提取。 

（1）工具痕迹的寻找和发现。从现场中心去发现、在作案人破坏的客体上发现、从现场的进

出口和来往路线上去发现、在嫌疑人住所及其周围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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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取工具痕迹的方法。主要有：照相法、提取原物法、制模法。 

4.枪弹痕迹的发现和提取。 

（1）射击弹头的发现提取。寻找方法：弹头穿入人体的寻找方法；弹头侵彻墙壁、被褥、地

板等客体的寻找方法；对室外等范围过大的地点，可使用有关探测仪进行探测寻找发现。提取的方

法：人体内的射击弹头的提取，可采用手术解剖方法进行提取。砖块、木质中的射击弹头劈切提取。

对于墙壁、土地等客体上的射击弹头的顺孔挖掘提取。对于用探测仪等方法判明射入泥沙、碎石的

弹头可筛滤提取。 

（2）弹壳的寻找、提取。寻找的方法：在以射击人所在位置为中心重点发现。可按各枪种（有

条件分析、确定枪种的）排壳方向、距离范围去寻找。可在提取到的嫌疑枪支上寻找。可使用有关

探测仪器寻找发现。提取的方法：直接提取、对提取到的嫌疑枪支中的弹壳应退壳提取、对用探测

仪等方法判明埋入沙土、碎石中的射击弹壳可筛滤提取。 

（3）寻找、提取现场射击痕迹。在射入口处周围寻找、提取射击痕迹；在尸体表面及所穿衣

物的内外层寻找提取；利用放大镜、显微镜或其他各种观察仪器寻找发现。 

（4）提取射击残留物。直接粘取、擦拭溶取、提取原物、滤纸吸收、石蜡制膜。 

5.其他痕迹物证的发现和提取。 

（1）血迹和毛发的发现与提取。包括搜寻血迹毛发的重点部位。血迹和毛发的收集、保管。

液体血迹的提取方法。潮湿和干燥血迹的提取方法。 

（2）牙齿痕迹的发现和提取。 

（3）微量物证的发现与提取。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 

1．了解犯罪现场痕迹物证的发现方法。 

2．掌握现场上各种痕迹物证的显现、提取、固定和保全的方法，其中包括手印的重点寻找部

位、显现手印的各种物理、化学方法，足迹和工具痕迹的提取方法，枪弹痕迹中弹头、弹壳和射击

残留物的发现提取方法，以及其他诸如血迹、毛发等一些微量物证的发现提取方法，要求对各种方

法能够熟练运用。 

作业： 

1.试述碘熏显指印的原理、应用方式以及适用的客体。 

2.试述硝酸银显现手印的原理以及适用客体。 

3.试述 502显现手印技术的原理、方法以及适的客体。 

4.灰尘指纹的提取方法、潜血手印的显现原理、胶带粘面上遗留手印的显现方法。 

5.试述粉末显现手印中有哪些常用的显现粉末以及各种粉末的刷显方法。 

6.观察法寻找手印的具体方式。 

知识单元 9：现场勘查记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现场勘查记录的作用及要求。现场勘查记录，是如实反映犯罪现场的客观状态和勘查人员执

行勘查情况的法律文书及相关图像资料。现场勘查记录是法定的证据，它主要由现场勘查笔录、现

场绘图、现场照相和现场摄像四部分组成。  

（1）现场勘查记录的作用。现场勘查记录是分析研究案情的重要依据。现场勘查记录是校正

侦查方向、推进侦查的重要依据。现场勘查记录是揭露和证实犯罪的有力证据。现场勘查记录是刑

事诉讼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法律文书。 

（2）现场勘查记录的制作要求。客观、全面、完整。 

2.现场勘查笔录。现场勘查笔录，是指侦查人员在勘查案件现场的过程中，对现场情况和勘验

情况所作的客观真实的文字记载。 

（1）现场勘查笔录的内容。现场勘查笔录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三部分：前言、正文、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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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作现场勘查笔录的方法。了解情况、认真观察、准确定位。以固定标志定位、以坐标

定位、以相关物体定位。客观描述 

（3）制作现场勘查笔录的规则。一致性规则、客观性规则、准确性规则、符合标准规则、单

独笔录简略记载、凡属多次勘查的现场，应制作补充笔录，一案多个现场的，应分别制作笔录。 

3.现场绘图。 

（1）现场图的种类。主要有：现场方位图、现场全貌图和现场局部图；现场平面图、立体图、

立面图、剖面图、速写图、综合图。 

（2）现场绘图的基本步骤。全面观测现场；现场图种类的选择；画面构思；绘制草图；加工、

审核和定稿。 

4.现场照相。 

（1）现场照相的概念及特点。现场照相，是运用摄影技术，将犯罪现场状况和现场上与案件

有关的痕迹、物品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客观、准确地加以固定的一种技术方法。它是现场勘查记录

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场照相的特点：拍摄目的特殊、拍照对象的特殊性、拍摄要求的特殊性、拍摄

方法的特殊性。 

（2）现场照相的任务与拍摄要求。现场照相的任务：记录现场状况。记录现场上各种痕迹、

物品的形状、位置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记录现场所处的位置和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现场照相

的一般原则：遵守勘查秩序、应按计划和步骤、拍摄应及时、全面、客观、准确、画面要主题明确、

主体突出、应避免将勘查人员和器材、车辆等摄入画面。 

（3）现场照相的种类。根据拍照的内容和要求的不同，现场照相分为现场方位照相、现场概

貌照相、现场中心照相和现场细目照相四种。 

5.现场摄像。 

（1）现场摄像的概念和特点。现场摄像是利用现代摄像技术中的光信号、电信号、磁信号相

互转化的原理及写实的方法固定、保全、再现现场情况的一种新型记录手段。它能够记录现场“形、

色、声”等全部信息现场摄像是利用现代摄像技术中的光信号、电信号、磁信号相互转化的原理及

写实的方法固定、保全、再现现场情况的一种新型记录手段。它能够记录现场“形、色、声”等全

部信息。现场摄像的特点：画面生动、记录连贯、方便快捷。 

（2）现场摄像的作用。为审查言词证据的真伪提供依据。为研究案情、再现案件现场提供依

据。为揭露和证实犯罪提供证据。 

（3）现场摄像的种类。宣传式现场摄像、证实式现场摄像、记录式现场摄像 

（4）现场摄像的步骤、方法和要求。 

学习目标： 

1．了解现场记录的种类及作用。 

2．掌握各种现场记录的具体方法和要求。 

作业： 

1.试述现场勘查笔录的概念及制作方法。 

2.试述现场绘图的概念和种类。 

3.试述现场照相的种类及任务。 

4.试述现场的各种记录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 

知识单元 10：现场分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现场分析概述。 

（1）现场分析的概念、特点。现场分析，又叫临场会议，是指现场勘查人员在对现场进行实

地勘验、检查和现场访问以后，在现场勘查指挥人员的主持下，根据实地勘验、检查和现场访问所

获得的材料，对在现场上发现的各种情况进行充分的讨论，并力求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分析判断的

活动。现场分析的特点：现场分析是在现场勘查后对现场进行的系统认识和总结。现场分析，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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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群体智慧的集中。现场分析与侦查紧密衔接。 

（2）现场分析的意义。现分析是对现场勘查的总结和检查，有助于发现现场勘查中存在的问

题，提高现场勘查的水平。现场分析是制定侦查计划、全面展开侦查工作的前提，其质量的高低，

直接影响着案件侦查的进程。现场分析是对犯罪现场的分析与研究，它有利于充分发扬民主，形成

共识，提高集体的战斗力。 

（3）现场分析的方法步骤。汇集犯罪信息、开展讨论综合分析、论断决策。 

（4）现场分析应注意的问题。 

2.现场分析的相关理论。 

（1）刑事案件构成理论。对刑事案件的认识和剖析，应从两个角度进行：纵向的动态结构，

即研究犯罪行为的预谋、发生、发展演变的全过程；横向的静态结构，即以犯罪行为实施阶段为研

究对象，剖析犯罪实施过程中的基本构成要素。 

（2）犯罪现场重建理论。主要包括：现场重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犯罪现场重建的界定。现

场重建理论在我国的实践价值。犯罪现场重建的理论依据。犯罪现场重建的信息来源。犯罪现场重

建的层次。犯罪现场重建的主要分类。犯罪现场重建的步骤 

（3）犯罪画像技术的理论。其内容有：犯罪画像的理论来源、行为主义心理学（Behaviorism）、

法庭科学（Forensic Science）。犯罪画像的起源、归纳式犯罪画像、演绎式犯罪画像。 

3.现场分析的内容。 

（1）判明事件性。 

（2）对案件性质的分析判断。 

（3）分析判断作案时间。 

（4）分析判断犯罪地点。 

（5）分析判断犯罪工具。 

（6）分析判断犯罪嫌疑人人数。 

（7）分析判断犯罪活动情况。 

（8）分析判断犯罪嫌疑人的特征。 

（9）确定侦查方向和侦查范围。 

学习目标： 

1．了解现场分析的意义，现场分析的基本理论。 

2．掌握现场分析的概念、步骤以及现场分析的基本内容，重点内容是现场分析的程序，现场

分析中的要素分析和综合分析。 

作业： 

1.试述现场分析的概念、意义和任务。 

2.试述现场分析的。 

3.如何在现场访问和现场勘验结束后对现场进行分析？ 

4.试述现场分析的理论依据。 

5.试述现场重建的概念。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9个，共 26学时 

实验 1：粉末法显现汗潜手印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选用几种常用的粉末显现不同客体上的汗潜手印。 

实验要求：了解粉末法显现汗潜手印的机理及几种常用粉末的性能、适用的客体范围，掌握粉

末法显现汗潜手印的操作方法。 

实验 2：碘熏显、“502”胶熏显汗潜手印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碘熏法、“502”胶熏显法显现几种客体上的手印。 

实验要求：了解碘熏染法、“502”胶熏显法显现汗潜手印的机理及几种常用碘熏染材料和“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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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熏显的性能及适用的客体范围，掌握碘熏染法、“502”胶熏显法显现汗潜手印的具体操作方法。 

实验 3：硝酸银、茚三酮显现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硝酸银溶液、茚三酮溶液显现各种纸张、本色木上的手印。 

实验要求：了解硝酸银溶液、茚三酮溶液显现法显现汗潜手印的具体内容、机理及适用的客体

范围，掌握几种常用溶液的配制方法、操作方法以及减薄与消退方法。 

实验 4：几种特殊手印的显现方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血手印的显现与处理、灰尘手印的显现与处理、油脂手印的显现与处理、胶带粘面

手印的显现与处理。 

实验要求：了解血手印、灰尘手印和油脂手印的特点和显现原理，掌握显现血手印、灰尘手印

和油脂手印的常规操作方法和适用范围。。 

实验 5：平面足迹与立体足迹的提取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用静电发生仪提取一枚平面加层足迹；用石膏粉提取一枚完整足迹。 

实验要求：掌握高压静电发生仪提取足迹的过程及方法，了解摩擦起电和复写纸提取足迹的过

程，掌握用石膏粉和硅橡胶提取立体足迹的过程及操作方法。 

实验 6：工具痕迹的提取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用硅橡胶提取撬压痕迹、打击痕迹；用透明胶带纸等方法提取几种微量物质。 

实验要求：了解模型法提取工具痕迹的意义，掌握几种凹陷状与线条状工具痕迹的提取方法，

掌握微量物质的提取方法。 

实验 7：模拟现场访问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设计现场访问案例，由于学生分组进行模拟现场访问。 

实验要求：通过实验了解现场访问的对象和内容，掌握现场访问的基本步骤，现场访问笔录的

格式和制作要求，从而锻炼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和逻辑判断能力，锻炼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实验 8：模拟现场勘查记录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布置犯罪现场，模拟现场勘查笔录、现场照相、现场绘图。 

实验要求：通过实验了解现场记录的种类和内容，掌握现场记录的基本步骤，现场勘查笔录现

场照相、现场绘图制作要求，从而锻炼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和逻辑判断能力，锻炼学生的团队合作

精神。 

实验 9：模拟杀人案件现场勘查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布置杀人案件现场，模拟现场勘查人员职责分工、现场实地勘验、现场访问、现场

记录、现场分析。 

实验要求：通过本实验，使学生熟悉现场勘查各个环节的内容及勘查的步骤方法，了解杀人案

件的特点和勘查的重点，针对杀人案件模拟现场掌握从接报案、现场保护到出现场，现场勘查的指

挥、实地勘验、现场访问、现场分析等内容的具体操作。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知识单元 1：现场与犯罪现场：现场与现场勘查的概念。犯罪现场的概

念。犯罪现场的特点与特性。犯罪现场的分类。 
4  

2 知识单元 2：犯罪现场勘查：犯罪现场勘查的概念及意义。犯罪现场勘

查的任务。犯罪现场勘查的要求。犯罪现场勘查体系构成。犯罪现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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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中的证据。 

3 知识单元 3：现场保护：现场保护的概念、意义和原则。现场保护的任

务。现场保护的方法。现场保护人员和勘查人员自身防护要领。 

4 
 

4 知识单元 4：现场勘查组织与指挥。 

知识单元 5：犯罪现场勘查程序。现场勘查的管辖。受理报案。出现场

后的常规处置。实施现场勘查活动。结束勘查。 

4 

 

5 知识单元 5：犯罪现场勘查程序。实施现场勘查活动。结束勘查。 

知识单元 6：现场访问：现场访问概述。现场访问的对象和内容。现场

访问的原则及证人陈述的心理特点。 

4 

 

6 知识单元 6：现场访问：现场访问的步骤、方法。现场访问笔录和录音。

现场访问结果真实性的审查判断。 

知识单元 7：现场实地勘验。现场实地勘验的概念、对象。现场实地勘验。

现场实地勘验的原则。现场实地勘验的步骤。现场实地勘验的方法。 

4 

 

7 实验 7：模拟现场访问。 4  

8 知识单元 7：现场实地勘验。实地勘验行为规范问题。实地勘验仪器设

备简介。 

知识单元 8：现场痕迹物证的发现与提取。现场手印的发现和提取。足

迹的发现和提取。 

4 

 

9 知识单元 8：工具痕迹的发现和提取。枪弹痕迹的发现和提取。现场痕

迹物证的发现与提取。其他痕迹物证的发现和提取。 

4 
 

10 实验 1：粉末法显现汗潜手印。 

实验 2：碘熏显、“502”胶熏显汗潜手印。 

4 
 

11 实验 3：硝酸银、茚三酮显现法。 

实验 4：几种特殊手印的显现方法。 

4 
 

12 实验 5：平面足迹与立体足迹的提取。 4  

13 实验 6：工具痕迹的提取。 

知识单元 9：现场勘查记录。 

4 
 

14 知识单元 9：现场勘查记录。 

知识单元 10：现场分析 

4 
 

15 实验 8：模拟现场勘查记录。 4  

16 实验 9：模拟杀人案件现场勘查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侦查学总论、侦查制度。 

后续课程：普通刑事案件侦查、经济犯罪案件侦查、职务犯罪案件侦查。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重点在于对犯罪现场勘查的概念和种类有透彻性把握，犯罪现场勘查的任务、要求，勘

查程序、现场访问、现场实地勘验的原则与方法，犯罪现场分析理论与内容的准确理解和操作，以

及对手印、足迹、工具痕迹、枪弹痕迹鉴定和微量物证等痕迹物证的收集、固定和保全方法的把握。 

难点：在于对犯罪现场与犯罪现场勘查基本知识点的掌握，以及手印、足迹、工具痕迹、枪弹

痕迹、微量物证发现提取的实务操作。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法。 

2.研讨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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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教学法。 

4.模拟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手段。 

2.PPT。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主要涉及痕迹显现提取实验室、司法摄影实验室、绘图实验室。 

实验设备：粉末、化学试剂、绘图软件等。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程自主学习：20课时 

课外实验课时：15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按时完成每章课程内容结束后所布置的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已自主编写出版了《现场勘查学》理论教学教材以及《现场勘查实验指导》。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郭金霞编著《现场勘查学》，群众出版社，2009年 9月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国民，任克勤主编：《现代犯罪现场勘查》， 1997年 6月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 

2. 杨光堂主编：《刑事犯罪现场勘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1997年出版。  

3. 郝宏奎：《犯罪现场勘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李昌钰著：《犯罪现场勘查手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5. [美]查尔斯·R·斯旺森等著：《刑事犯罪侦查》，但颜铮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7年版。  

6. 王传道主编：《刑事侦查学》（第四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7. [美]W．杰瑞．奇泽姆，布伦特．E．特维编著：《犯罪重建》，刘静坤，郝宏奎译，公安大

学出版社 2010年 6月第 1版。  

8. [美]布伦特·E·特维著：《犯罪心理画像——行为证据分析入门》，李玫瑾等译，公安大学

出版社 2005年 4月第 1版。  

9. [美]迪金·罗斯姆著：《地理学的犯罪心理画像》，李玫瑾等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7年 4

月第 1版。   

执笔：郭金霞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司法摄影 
Forensic Photography 

课程号：30404010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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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侦查专业的相关知识和能力 

《司法摄影》作为侦查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要求学生通过学习该课程，了解影像技术在侦查

中的作用，并为后续相关课程打好基础，这是《司法摄影》课程教学的基本目的。在实现这一目的

时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对侦查学专业开设该课程与对刑事技术专业开设相关课程的教学目的有所

不同，刑事技术专业的刑事影像课程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在侦查工作中使用摄影技术的技能，而

对侦查学专业学生的要求是了解侦查工作中使用摄影技术的作用，在我们的教学中虽然也需要讲授

摄影技术的使用方法并让学生进行实验，但这样做的目的主要在于使学生加深理解，而并不要求学

生必须熟练的运用摄影技术。二是注意与后续课程的衔接，《司法摄影》的相关技术在现场勘查、

司法鉴定等活动中都会用到，侦查学专业的相关课程中也会涉及有关内容，在《司法摄影》的教学

中主要是让学生了解侦查中使用摄影技术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对侦查中的应用只做初步的介绍，

具体要通过摄影方法发现和记录哪些现象则留待后续相关课程系统地介绍。 

2、通过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现代教育中大学的学习应该更注重能力的培养而非知识的灌输，使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比掌握

知识更为重要。在《司法摄影》课程的教学中希望学生能通过对专业知识的学习进而掌握学习的方

法。正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本课程教学中将会更加注重对于学生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掌握学

习的方法，并培养其自主学习的素养。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自我思考，锻炼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

能力。  

司法摄影课程主要介绍各种摄影技术在侦查活动中的运用。具体内容包括光学成像以及其他成

像的一般原理，摄影记录的原理和器材，一般摄影、现场照相、辨认照相、检验照相的要求和方法，

摄录技术在司法活动中的应用，记录图像的处理等知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44学时 

知识单元 1：一般摄影的基本知识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一、照相机的基本知识 

1、照相机的种类：分为普通照相机和数码照相机。 

2、照相机的结构： 

从结构上分为镜头和机身两部分，机身主要起记录影像作用，镜头起对被摄影景物成像作用。

典型照相机由摄影镜头、取景器、调焦机构、光圈、快门、自动控制系统、机身。 

①光圈 

概念：光圈又称孔径光阑，用来控制参与成像的光束，影响光量、景深和成像质量，分为调定

光圈和跳动光圈两种类型。 

光圈大小：光圈孔径的大小用光圈系数（f制光圈系数）来标示，为各级光圈的直径 d与镜头

焦距 f的比值的倒数，光圈系数与字母 A表示。故光圈系数越大，光圈的孔径就越小。每相邻两档

光圈系数的数值均以 2递增, 相邻的光圈系数，曝光量差一倍。（A=f/d） 

光圈的面积与直径的关系： 4/2dS π=  

光圈系数制式： 

英美制：1，1.4，2，2.8，4，5.6，8，11，16，22，32 

大陆制：1.5，2.2，3.2，4.5，6.3，9，12.5，18，25 

②快门： 

概念：使胶片获得合适曝光量的时间控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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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控制成像光线对胶片平面的照射时间；控制拍摄运动物体时的成像模糊量；保护胶片，

可靠地阻挡非曝光用的光通量，使之不致重复曝光或漏光 

快门的参数： 

曝光时间、快门效率、闪光同步速度等。 

曝光时间： 

又称快门速度，用 T表示。快门速度设有若干个档位，以一秒为标准，成倍增减，即 

nT )2/1(= ，序列为……8，4，2，1，1/2，1/4，1/8，1/16……1/128，1/256，1/512……等。 

为方便记忆和刻度，需对他们的分数部分进行圆整，圆整后序列：……2，1，1/2，1/4， 

1……1/15，1/30，1/60，1/125，1/500……小于 1的分数数值，刻度只表示分数的分母数字。

圆整前的数值称为实际曝光时间值，圆整后的称为名义曝光值。 

快门效率：指快门有效曝光时间占全部开启时间的百分比。快门效率越高越好，因为它能使使

用者正确断定运动物体的成像模糊程度，减少因快门效率低造成的模糊。 

③透镜成像原理：   

二、感光材料 

1、概念：在光能的作用下，发生化学变化，通过化学加工处理，从而记录和再现光学信息的

材料，包括感光片和照相纸。 

2、感光片按感光速度分类：低速片（ISO 50以下）、中速片（ISO 50到 200之间）、高速片（ISO 

200以上）和特高速片（ISO 1000以上）。 

3、感光特性曲线 

 
PS：L所对应的区域称为宽容度 

三、拍摄的基本技术 

1、光源的分类：自然光源和人造光源两种。 

2、摄影基本步骤：配光、取景构图、调焦、确定曝光组合、曝光等。 

3、光的基本特性：光强，照射角度和照射方向、色温、光谱成分、光质、显色性。 

色温：指光源所发出的光的颜色与黑体在某个温度下发出的光的颜色相同时，黑体所具有的温

度。一般随色温的增加，颜色由红向黄、白、蓝变化。 

显色性：指与参照标准相比较，一个光源对物体颜色外貌所产生的效果。光源种类不同，即使

发出的光颜色相同且照到同一物体上，眼睛看到物体的颜色不同。 

4、光的造型效果分类：顺光、前侧光、侧光、侧逆光、逆光、顶光和脚光七种。 

5、用光技巧：主光、辅助光、轮廓光、背景光、装饰光、效果光 

用光的两个基本目的：一是为了满足曝光的需要而提供足够的照明；二是为了控制被摄物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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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效果。 

6、景深 

概念：摄影上把能够在像面上结成清晰影像的景物的空间范围（深度）称为景深。 

影响景深大小的因素：光圈、焦距、物距。光圈越大，景深越小；镜头焦距越长，景深越小；

物距越大，景深越大。 

7、曝光控制 

曝光程度的四种质量类型：曝光不足，曝光过度，曝光不足与过度并存，正确曝光。 

曝光量的影响因素：光圈口径大小和快门时间的长短是照相机控制曝光量的两个基本因素，此

外，还有光源的种类、光强、光质、环境条件、被摄物反射情况和摄影附件的影响。 

    曝光量=像面照度×曝光时间（像面照度为胶片所受的光照强度） 

互易律：在曝光量相同的情况下，像面照度和曝光时间可以相互调整大小，这种互易的关系称

为互易律。 

互易律失效的原因：一是光线太弱，二是曝光时间极短。 

光圈和快门的选用：感光材料的感光度和被摄物的亮度决定曝光量，考虑光圈大小对景 

深的影响，以及被摄物的运动状态对快门速度选定的影响。通常情况（指拍静物）下，先决定

光圈大小，再定曝光时间。 

拍摄运动物时如何考虑快门的因素。 

学习目标： 

掌握一般摄影的基本原理和基础技能，并且能够熟练运用于摄影实践中。 

作业： 

1、掌握照相机镜头的成像原理、光学结构和光学特性。 

2、掌握照相机的基本结构和它们在相机中的作用。 

3、在摄影实践中熟练运用基本摄影技能。 

知识单元 2：现场摄影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一、现场摄影概述 

1、侦查现场是案件中各种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综合反映体，由于人的认识会随着主观、客观

的因素制约而出现局限性，所以需要多次勘察。又因为现场保护问题不可能实现多次勘察，也就需

要了现场记录。 

2、现场记录：要求起到重现案发现场的作用，包括现场勘察笔录，现场绘图（对大范围现场

的抽象化概括），现场摄影（对现场形貌的最客观概括，可起到证据作用），现场摄像 

现场摄影的局限性：照片之间缺少联系性；可能出现近大远小的几何变形现象。 

为克服局限性通常采用两种方式：用特殊的拍照要求和拍照手法弥补；在现场记录方式中引入

现场摄像 

3、现场摄影是现场记录的组成部分，弥补现场笔录和绘图做不到的地方，起到重现现场的作

用，也就是起到了以下作用：为现场案件的侦查提供重要的影像信息资料；为技术检验和鉴定工作

提供条件；充当证据；现场照片可弥补现场勘查时被疏忽的问题。 

二、现场摄影的特点： 

1、拍摄步骤的特定性 

拍摄步骤分为拍摄前步骤和拍摄时步骤 

四个原则：先原始后移动；先地上后高处；先容易后困难；先拍容易破坏、消失的再拍难破坏

的 

2、摄影器材的特殊性：照相机、近摄装置、滤光镜、三脚架、比例尺、照明设备等 

3、摄影方法的独特性：单向拍摄法、相向拍摄法、多向拍摄法、回转连续摄影法、直线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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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法等 

4、记录摄影的完整性 

三、现场摄影的内容 

现场摄影的目的：反映现场所在的位置、环境，现场内的具体状况、犯罪行为所触及的空间、

犯罪分子侵害的主要目标和遗留的痕迹物证等。 

1、现场方位：以整个现场和现场周围环境为拍摄对象，反映犯罪现场所处的位置机器与周围

事物的关系的专门摄影，叫现场方位摄影。方位摄影在说明现场位置、环境的同时，还应反映出案

发现场的季节、气候、气氛等。 

2、概貌：以案发现场和现场有关的地段作为摄影内容，使现场内部的整体情况得到反映的摄

影称为现场概貌摄影。现场概貌摄影应能反映现场内各物体的相互间的关系，并能够说明案件性质。 

3、重点部位：用于反映发案现场局部，与案件有关的主客体特征、转狂及相互关系的摄影，

称现场重点部位摄影。现场重点部位摄影应能反映出现场各个局部的变动关系。 

4、细目：拍摄案发现场上发现的与案件有关的各种痕迹、物品，称现场细目摄影。现场细目

摄影应能反映出这些痕迹、物品的大小，形状，颜色等特征。 

学习目标： 

熟练掌握现场摄影中的各项具体内容和要求。 

作业： 

把所学的有关现场摄影的知识运用于模拟实验中，并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现场摄影中可能出

现的情况并且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知识单元 3：常规物证摄影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一、近距摄影 

1、 近距摄影的定义 

采用专门的器材和方法突破相机镜头的近距限度,在较近距离内拍摄细微物体以获得被摄物体

的较大倍率的技术。 

2、近距限度的原理 

近拍时存在的一个物距限度，如果物距小于它，调焦时，无法将焦平面所结成的景物影像调节

清晰。 

高斯公式    1/v   +   1/u  = 1/f（高斯公式，成像清晰时，物距相距焦距三者必须满足该

关系） 

标准镜头近拍时的近距限度一般为 0.45—1米，近距镜头在 0.45米以内。 

普通摄影放大倍率一般小于 0.2，近距摄影在 0.2—10，10以上的是显微摄影。 

3、近距摄影放大与放大机放大的区别 

近距摄影通过光学成像原理将被拍物体的影像扩大后在记录在感光片上，提高了负片影像的分

辨率，使细微特征清晰的显示出来。 

放大机把负片上缩小的影像放大，银粒密度增大，粗糙甚至影像模糊。 

4、近距摄影中的一些选择：光圈、曝光补偿、镜头 

二、翻拍 

1、定义：刑事摄影中的翻拍就是利用摄影技术对图文类证据原件进行复制的方法。 

2、翻拍的目的 

①记录原件的形态、大小、质地等物质属性和外部特征。 

②反映原件所记载的文字、符合、图画等书面内容。 

3、翻拍设备 

①照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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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翻拍较小的原件所需的附件：近摄镜、近摄接圈、近摄皮腔、镜头反转接圈等 

③快门线、翻牌架或三脚架 

④其他器材：散射照明灯、比例尺、暗袋、背景衬纸等设备 

4、注意事项 

①稳定相机 ，置于三脚架或翻拍台，避免不必要的振动，切忌手持相机拍摄。 

②仔细调焦，不能有任何局部模糊的现象。 

③注意调节物距的原则是使被拍物原件所占比例约为取景框画面的 4/5. 

④注意使被摄件中心在相机镜头的中心轴上，且相机镜头的中心轴垂直被摄平面，不偏不倚防

止成像变形。 

⑤大尺寸原件宜贴在墙上进行横向垂直拍摄；小尺寸原件则可放在平面上，垂直向下拍摄。被

拍件要平整、清洁、不能凹凸不平。 

⑥曝光必须正确，最好使用入射式测光表。选好镜头的相关参数，保证成像清晰。 

⑦注意使用快门线释放快门。 

5、翻拍的基本步骤 

前期准备工作——取景调焦——光线运用与曝光 

6、光线运用 

散射光源，光线均匀。 

三、脱影摄影 

1、定义：为了真实再现立体被拍物的形状、色泽和大小规格的外表特征而消除被拍客体在承

受客体或拍摄背景上的投影方法。 

对比：翻拍主要针对平面类的材料，而脱影则是着重针对立体物（如作案工具、凶器、赃物、

人体组织块）。 

2、脱影方法：脱影灯箱脱影法、环形灯脱影法、偏振镜脱影法、悬空脱影、 自然散射光脱影

法、人造散射光脱影法、圆筒纸脱影法、透明玻璃脱影架脱影、黑衬底脱影等 

四、 加强反差摄影 

1、加强反差摄影的定义 

通过正确选择光照性质，光照角度和感光材料，对负片和正片进行加强反差的处理，使其被拍

物体各部分极其微小的，眼睛不易感觉的亮度差别获得增强，以提高微弱痕迹、物证与其载体表面

的影像反差的刑事摄影技术。 

2、分类：无阴影摄影、阴影摄影、投射摄影 

五、比例照相 

1、比例照相的定义：一般是指用厘米比例尺为基本测量单位,用照相技术推算被摄物大小,防

止变形恢复原状的一种方法 

2、比例照相器材 

照相机,三脚架,光源,快门线,实时监测摄像比例窗,比例尺,卷尺,直角比例尺. 

3、比例照相的方法：通过照片中得比例尺推算被摄物大小的拍摄方法；实时监测成像比例大

小的方法 

学习目标： 

熟练掌握常规物证摄影中的各种方法，并且能够解决实践中的具体问题。 

作业： 

把所学的有关常规物证摄影的知识运用于模拟实验中，并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验中中可能

出现的情况并且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知识单元 4：特种检验摄影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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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色摄影 

分色摄影是利用滤光镜来控制和改变光谱的成分，来达到突出物证的目的。 

滤光镜的分类。 

滤光镜特征：同色通过，异色吸收。 

吸收光的多少由滤光镜颜色的深浅决定。 

使用：滤光镜可以放置在镜头前，也可以放置在光源前。光学质量高的放在镜头前，尺寸大的

放在光源前。 

二、分色摄影在刑事技术检验中的作用： 

1、增强有色物体上痕迹的反差。 

2、区别被染料，墨水所污染和添写，涂改的字迹。 

3、鉴别商标和票证的真伪。 

4、确定文字，笔画和邮戳形成的先后顺序。 

三、紫外摄影 

紫外波长范围：10nm—400nm。 

200nm—320nm 是短波紫外（用作激发光源），320nm—400nm 是长波紫外（应用最广），200nm

以下是超短波（无实用价值）。 

适合紫外摄影的灯具：闪光灯，自然光，紫外灯 

紫外摄影的滤光镜分为两类：紫外吸收滤光镜和紫外透过滤光镜（透过长于 300nm的长波紫外

线滤光镜与短于 300nm的短波紫外滤光镜）。 

紫外线摄影的拍摄方法：紫外线反射摄影、紫外荧光摄影。 

四、红外线摄影 

波长范围：760nm—1000000nm。 

760nm—1500nm为近红外区，1500nm—8500nm为中红外区，8500nm—1000000nm为远红外区。 

红外摄影要使用专门的红外线感光片。 

物质对光线的吸收能力随波长的增加而减少。因此红外线可以到达物质内部更深的部位。 

红外摄影的应用：显著增强痕迹，物证与客体背景之间的亮度反差；可以显示器材内部深层部

位的细节特征；可以消除或减弱背景对痕迹的干扰。 

红外线光源：日光灯，红外闪光灯，红外线灯泡等。 

红外线摄影的聚焦要比可见光焦距长。为此，在可见光对焦后，需按比例伸长像距，校对红外

线结像的焦点。 

影响曝光量的因素：胶片感光度，光源发光强度，被拍物的反光或发光强度的强弱，滤光片因

素等。 

学习目标： 

熟练掌握特种检验摄影的基本原理及其运用。 

作业： 

把所学的有关特种检验摄影的知识运用于模拟实验中，并结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验中可能出

现的情况并且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知识单元 5：人像辨认摄影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人像检验概述 

1、概念：人像检验是通过与案件有关的人像照片和嫌疑人的人像照片所反映出来的相貌特征

进行比较检验，确定两张照片的人像是否为同一个人的人像，为侦查破案提供线索和证据的一种刑

事相貌技术。 

2、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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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认定嫌疑人是否是被通缉的犯罪嫌疑人 

②鉴定无名尸体是否为失踪的人 

③辨认证件照片上的人像是否为持证人的人像 

④识别其他与案件有关的物证照片上的人像是否为某人的人像。 

3、人像检验的依据是人的相貌都具有特殊性和稳定性 

4、人像检验的方法：特征标记法、底片重叠对比法、影像剪切接合法、几何图形比对法 

二、颅像重合技术 

1、概念：用无名尸骨的颅骨与失踪嫌疑人的生前照片，通过影像重合的方法，对颅骨进行个

人识别和身源鉴定的一种刑事相貌技术。 

2、颅像重合摄影的方法：几何作图法，定向反射法，颅像身源鉴定仪拍摄法、计算机辅助的

颅像重合新技术 

学习目标： 

了解人像辨认摄影的基本原理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 

作业： 

了解人像辨认摄影的原理及其应用。 

（二）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4个，共 20个学时 

实验 1：一般摄影实验 

参考学时：4课时 

实验内容和要求： 

一般摄影的实验目的主要是让学生了解照相机的结构、功能；掌握调节物距、像距、焦距、快

门、光圈等对图象质量的影响；学习在不同环境下如何调节相机的参数获得理想的图像。实现这一

目的的理想摄影环境并不是实验室，而是学生们平日学习生活的场所和遇到的人、物、事。基于这

样的考虑，我们采用将相机发放给学生让学生自己选择时间完成实验的方式。这样做的好处是学生

实验时可以选择较多的场景和拍摄对象进行实验，有利于学生对摄影原理的理解和对摄影技术的掌

握。同时，也为那些有兴趣深入学习摄影知识的同学提供了自己学习的条件。由于不使用实验室，

实验时间灵活，所以采用这种方式也解决了按照课表可安排的实际实验时数不足的问题。 

在一般摄影中我们采用的相机是普通的数码相机，而没有采用价格较高的单反相机。这样做一

是考虑减少实验经费的开支，二是减少由于学生保管不善带来损失的可能。而对于不使用单反相机

可能对学习知识带来影响的问题，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实验使用的普通数码相机具有人工调节快门、

光圈以及人工调焦的功能，可以满足学生了解改变这些参数对图象质量的影响的要求。对于相机分

辨率这一因素，随着技术进步在不断改变，学习时不需要追求过高的指标。对于普通数码相机不像

单反相机那样可以更换镜头而带来的改变镜头焦距对图像影响的情况，则放在常规物证照相中解

决。这样就用较低的成本满足了实现教学目的的需要。 

实验 2：现场摄影 

参考学时：6课时 

实验内容和要求： 

现场摄影的实验目的主要是让学生了解如何根据现场记录的需要，记录现场的方位、概貌、重

点部位、细目等情况。要求学生利用通过一般摄影实验已掌握的摄影知识和熟练应用的器材，根据

现场记录的要求，采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实验。在这个单元的实验中，所用的器材与一般摄影类似，

只是增加一些满足现场记录要求的简单材料，如比例尺等。采用的实验方式与一般摄影的实验相同，

同样是将摄影器材发放给学生，让学生在课下完成，只是在对实验的结果方面要求学生按现场记录

的要求完成。由于《司法摄影》课程开始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学生尚未学习过任何侦查学的专业

课，缺乏与侦查有关的专业知识，这时的实验只要求学生了解现场摄影的方法，同时向同学说明对

现场摄影的整体把握可在将来学习现场勘查课程时的深入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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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3：常规物证摄影 

参考学时：6课时 

实验内容和要求： 

在常规物证摄影单元中实验教学主要是让学生了解近距离摄影和改变配光条件对摄影结果的

影响。在这一单元的实验中，配备实验器材时与传统的方法不同：不使用相机作为摄影的器材装置，

而是改用摄像头配合计算机作为记录和显示图象的装置。采用这种方式有以下好处：一是采用摄像

头可以方便地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教学所需的实验条件。比如采用摄像头可以方便的更换不同焦距的

定焦镜头，虽然使用单反相机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购置器材的成本要高很多。二是便于学生对实

验原理的理解。采用摄像头配合计算机进行实验实际上实现了摄像机的部分功能，相当于将摄像机

分解为不同部件再由学生自己安装操作，既可以让学生利用这些器材完成常规物证摄影的实验，又

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摄像机的功能是如何实现的，用有限的资源完成尽可能多的教学任务。 

在这一单元的实验包括了通常教材中所说的近距摄影、脱影摄影、加强反差的摄影等内容，这

些实验中采集和记录的设备的种类和操作方法是相同的，只是改变配光的方式。设置实验时，没有

像实验指导书上所写分别完成这些实验，而是先用一次实验的时间安排学生了解如何操作采集和记

录的设备和熟悉所用到的各种光源，再用两到三次的时间用学生自己搜集的拍摄对象进行实验。采

用这种方式是考虑把这类实验的目的分解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熟悉所用器材的功能和操作方法；另

一部分是根据物证摄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器材和方法记录影像。将原来的实验分解并重新组合后，

要求学生在实验时，不仅完成教材上所述的实验内容，而且要对这一单元不同的实验方法进行分析

比较，了解各种方法的特点和适用场合，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学生综合利用各种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验 4：特殊光源的摄影 

参考学时：4课时 

实验内容和要求： 

在特殊光源的摄影单元中，摄影实验的基本原理是改变光线的性质，选择性的记录被摄物体对

某一波长范围的光线的反射、透射和受激发射荧光的现象。主要的设备是采集图像的摄像头、记录

结果的计算机及图象处理软件、从红外到紫外分成若干个波段的光源、以及不同波段的滤光装置。

这一单元实验包括了分色摄影、红外摄影、紫外摄影等实验内容。所用的采集和记录设备与常规物

证摄影基本相同，只是增加了多种滤光镜。所用的光源在常规物证摄影所用光源基础上增加了可见

光的多波段光源和红外、紫外光源。实验设计的思路与常规物证摄影的思路相同。对学生的要求及

计划实现的教学目的同样相似。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照相机的基本知识 4  

2 感光材料的基本知识 4  

3 一般摄影的基本技术 8  

4 现场摄影概述、特点、内容 12  

5 常规物证摄影技术 8  

6 分色摄影 2  

7 紫外摄影 2  

8 红外摄影 2  

9 人像检验摄影技术 2  

10 一般摄影实验 4  

11 现场摄影实验 6  

12 常规物证摄影实验 6  

13 特殊光源摄影实验 4  

备注：该表只说明本课程讲授的基本顺序，不完全说明课程的周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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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司法鉴定学、现场勘查学、文件物证检验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一般摄影的基本原理、现场摄影的基本内容、常规物证摄影的基本方法、特种检验摄影

技术的具体应用  

难点：一般摄影的基本原理、感光材料的性能、常规物证摄影的具体应用、紫外照相的基本原

理、红外摄影的基本原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①讲授法 

授课教师通过简明、生动的口头语言向学生传授司法摄影的相关知识。在讲授知识的同时要注

意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启发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 

②讨论法 

在授课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以全班或小组为单位，围绕司法摄影课程中的一些中心问题，各抒

己见，通过讨论或辩论活动，获得或巩固相关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这样的方法可以培养学生的合

作精神，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独立性。 

③练习法 

学生在授课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实验的方式，巩固司法摄影的相关知识、运用司法摄影的知识、

形成相关技能技巧。 

④读书指导法 

授课教师指导学生通过阅读相关参考书，以获得司法摄影的相关知识，培养学生对司法摄影这

门课程的兴趣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⑤现场教学法 

是以模拟现场为实验对象，以学生活动为主体的教学方法。本课程现场教学在校内实验室进行，

旨在培养学生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的能力。  

⑥自主学习法 

为了充分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自主学习能力，锻炼学生的综合素质，授课

教师通常给学生会提出一些思考题或对遇到一些问题，让学生利用网络资源自主学习的方式寻找答

案，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然后提出讨论评价。 

4、实践教学环境 

格物楼二层侦查学实验室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三次实验成绩占 30％，期末考试占 70％。 

五、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杨玉柱主编《刑事图像技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07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翁南洲等编著《刑事摄影与物证光学检验》，浙江摄影出版社，2008年 08月 第 1版 

2. 徐为霞等编著《刑事影像技术》，法律出版社，2015年 1月 第 1版  

       执笔：张方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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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物证检验学 
Document evidence examination 

课程号： 3040401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刑事司法学院侦查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必修

课程。 

本课程全面阐述了文检技术及其专业各个分支的理论、技术原理和技术方法，系统的介绍了当

代国内外文检技术的最新成果，是侦查人员、律师、文件物证检验人员等其他人员关于对一切可疑

文件科学检验方面的一门入门课程。涉及到现今实践办案工作的所有范围，即可疑文件的一切科学

检验手段和现场侦查人员、律师所采取的勘验程序及工作步骤。如何最大化的使获取的证据成为合

法的有效证据将成为本科生们毕业后从事法律实务方面工作的一个关键。修读本门课程可以了解民

事诉讼中的证据的基本检验程序和方法，在掌握了证据检验的程序和方法后，可以使他们在以后的

工作中对案件的证据获取采取有意识的保护证据、搜集有效证据的做法。因此，对案件的胜诉也能

产生巨大的效用。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之后，学生将要对文件检验技术和程序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掌握文件检验中

具体的六大方面的检验方法和特征以及文件检验结果在诉讼过程中功能实现的程序要求和必要准

备。通过对文件检验的宏观掌握，在以后的诉讼活动中能获取有效证据。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7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文件与违法犯罪 

2．第二节  文件物证检验 

3. 第三节  文件物证检验学 

4. 第四节  文件物证检验的程序有关法律问题 

学习目标： 学会发现、提取、保存、固定文件物证的检材和样本的基本方法；培养学生系统

鉴定的思维和掌握系统鉴定的概念。 

作业： 

1、文件的概念及分类是什么？ 

2、现阶段文件与违法犯罪是怎样联系的？ 

3、文件物证的系统性概念及文件物证的系统鉴定鉴定的概念？两者的联系是什么？ 

4  熟悉我国文件物证检验学的历史 

5、熟悉我国文件物证检验学的任务 

6、熟悉勘验文件物证的场合与时机。 

7、熟悉提取和保存文件物证的方法 

8、熟悉文件鉴定结论的审查和运用 

知识单元 2：笔迹检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笔迹检验的概念 

2．第二节  笔迹检验原理 

3. 第三节  笔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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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节  笔迹检验的方法 

5. 第五节  各种非正常笔迹的检验要点 

学习目标：掌握运用笔迹选取特征的基本原理和检验方法，做出准确的鉴定结论 

作业： 

1、笔迹本质和核心是什么? 

2、书写习惯怎样形成的? 

3、笔迹检验任务与作用是什么? 

4、为什么在伪装变化笔迹中个人的书写技能与习惯也能反映出来? 

5、怎样理解笔迹的自身同一是包含着差别的同一? 

6、个人笔迹为什么只是总体特殊,而不是每个笔迹特征都个个特殊? 

7、怎样正确理解笔迹检验原理? 

8、笔迹概貌特征表现在哪些方面？怎样衡量书法水平的高低？ 

9、如何运用笔迹的细节特征？ 

10、笔迹是怎样形成的？影响它的因素有哪些？ 

11、笔迹可分成哪儿种类型？它们都包括哪些成分？ 

12、鉴定结论怎样进行综合评断？ 

13、鉴定中使用的笔迹样本分为哪几种？使用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14、怎样选择笔迹特征？ 

15、比较笔迹异同应注意哪些问题？ 

知识单元 3：第三章 言语识别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言语识别概述 

2．第二节  言语识别的科学依据 

3. 第三节  言语识别的一般步骤和方法 

4. 第四节  地域性言语识别 

5. 第五节  社会性言语识别 

6. 第六节  病态言语识别 

7. 第七节   言语的个人识别 

学习目标：掌握运用言语识别的科学依据来为嫌犯画像以确定嫌犯的基本特征 

作业： 

1、熟悉言语识别的概念、对象、内容、任务、作用？ 

2、熟悉言语识别的科学依据。  

3、试举例说明不同群体和不同个体人言语的差别。 

4、为什么言语识别应特别重视了解案情？应了解哪些案情？ 

5、怎样选取言语特征？ 

6、熟悉地域性言语识别的内容、根据和目的。 

7、地域性言语特征表现在哪些方面? 

8、什么是社会性言语？社会性言语识别包括那几方面？ 

9、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阶层、不同文化层次的人的言语特征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10、精神病患者的主要言语特征是什么？ 

11、聋哑人的主要言语特征是什么？ 

12、熟悉言语个人识别及其途径。 

13、个人言语风格识别的依据和方法有哪些？ 

14、说明声纹、声纹鉴定及其依据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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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4：第四章 印刷文件检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印刷文件检验的概念 

2．第二节  文件的印刷方法鉴别 

3. 第三节  伪造货币、票证的检验 

4. 第四节  伪造印章、印文的检验 

5. 第五节  印刷机具的鉴别 

6. 第六节  印刷品来源的鉴别 

学习目标：掌握运用印刷技术知识，结合印刷文件掌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规律和特点 

作业： 

1、 理解印刷文件与印刷文件物证检验的概念 

2、 印刷文件检验对侦查破案有什么作用?熟悉凸、平、凹、孔版及打印、复印印刷原理 

3、 对比理解各类印刷品的印件特征 

4、 伪造货币票证的方法及其特点 

5、 熟悉世界各国货币版面图文着眼点及其注意事项 

6、 熟悉红外线、紫外线鉴别真伪货币票证的原理？ 

7、 熟悉伪造印章印文的方法及其特点 

8、 了解印章印文比较方法及其特点 

9、 怎样收集与提供符合检验要求的印章印文样本？ 

10、 根据复印件及那别复印机种类和进行复印机同一认定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11、 根据打印件鉴别打字（印）机的种类和进行同一认定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12、 怎样从誊写油印剪鉴别誊写钢版和油印机的种类？ 

13、 怎样收集和提供符合要求的复印件、打印件的检验样本？ 

14、 怎样鉴别同版印刷品？ 

15、 同版同阶段产品鉴别方法是什么？ 

16、 具备哪些条件可以进行页次测算？ 

17、 判定同刀纸和同本纸的根据何在？ 

知识单元 5：第五章  污损文件检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污损文件检验的概念 

2．第二节  污损文件检验的程序 

3. 第三节  污损文件检验的一般方法及原理 

4. 第四节  书写压痕的显现和辨读 

5. 第五节  变造文件检验 

6. 第六节  涂抹掩盖字迹的显现与辩读 

7. 第七节  烧毁文件的显现与辨读 

学习目标：在同一检材上能够运用多种方法来辨别和被污染损坏或发生其他变化的文件 

作业：  

1、字迹被消退以后，文件上出现哪些特点？如何显现消退的字迹？ 

2、字迹被刮擦以后，文件上会出现哪些特点，如何发现文件被刮擦变造？ 

3、添改字迹后，文件上出现哪些特点？如何发现添改变造？ 

4、如何发现文件被补贴变造？ 

5、什么涂抹掩盖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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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常见的掩盖方法是什么？ 

7、具体显现与辨读的方法是什么？ 

8、纸张燃烧的三个不同阶段是什么？ 

9、将烧毁文件软化摊平的方法是什么？ 

10、辨读烧毁文件的方法有什么？ 

知识单元 6：第六章  文件制成时间的检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文件制成时间检验概述 

2．第二节  墨水书写时间的鉴定 

3. 第三节  圆珠笔字书写时间鉴定 

4. 第四节  印文与字迹形成次序的鉴定 

5. 第五节  字迹、印文交叠时序的鉴别 

学习目标：掌握文件制成的时间，从而能够独立判断各种文件的形成时间，为侦查破案提供线

索。 

作业： 

1、 文件制成时间的概念 

2、 研究文件时间检验的依据？ 

3、 比较各个墨水书写时间鉴定方法的异同。 

4、 试说明化学褪色程度测定法与油墨成分变化测定法的区别。 

5、 .研究笔尖擦压的特点。 

知识单元 7：第七章  人相检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人相照片检验概述 

2．第二节  人相特征 

3. 第三节  人相特征的变化 

4. 第四节  人相检验的准备 

5. 第五节  人相检验的方法 

学习目标：运用人相检验的原理鉴别无名尸体的来源，确定嫌疑人身份，确定照片上的人是否

某人。 

作业： 

1、 理解各种相貌特征的概念,怎样选择与制备供检验的人相照片？ 

2、 理解人相比较检验方法 

知识单元 8：第八章  文件物证的理化检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文件物证理化检验概述 

2．第二节  文件物证理化检验仪器分析方法 

学习目标：初步掌握理化方法在文件物证检验的运用。 

作业：熟悉各种仪器设备的使用 

知识单元 9：第九章  法庭上的文件问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审判前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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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节  文检鉴定人出庭作证的法律问题 

学习目标：运用证据法学的程序和规则充分行使鉴定人在法庭上的权利和义务。 

综合实训：模拟法庭;鉴定人出庭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7个，共 21学时 

实验 1：笔迹鉴定作业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运用笔迹检验方法检验实验笔迹是否为同一人所写 

实验要求：熟悉笔迹检验原理；研究笔迹特征；掌握各种非正常笔迹的检验要点的方法。 

实验 2：印章印文鉴定作业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运用 3种印章检验的方法对印章进行同一认定 

实验要求：熟悉印章、印文的同一认定特征；研究伪造印章、印文的手段及其特点；掌握印章、

印文检验的程序和方法 

实验 3：篡改文件鉴定作业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运用两种检验与辩读方法检验两种字迹 

实验要求：熟悉 4种文件的基本原理；研究两种字迹的显现与辩读；掌握显现与辩读的方法。 

实验 4：静电复印文件物证检验作业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静电复印机的工作原理；研究种类鉴别；掌握同一认定的方法。 

实验 5：印文件鉴定作业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检验文件是否为印文件 

实验要求：熟悉字符式打印机的工作原理；研究种类鉴别；掌握同一认定的方法 

实验 6：传真文件鉴定作业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检验文件是否为传真文件 

实验要求：熟悉传真机的工作原理；研究种类鉴别；掌握同一认定的方法 

实验 7：文件上可见指印鉴定作业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检验文件上是否有可见指印 

实验要求：熟悉可见光与不可见光的原理；研究材料的同色异谱性；掌握光线检验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3  

2 第二章 6  

3 第三章 3  

4 第四章 6  

5 第五章 18  

6 第六章 3  

7 第七章 3  

8 第八章 3  

9 第九章 3  

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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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司法鉴定学概论、高科技犯罪对策 

后续课程：印刷文件检验学、笔迹检验学、物证文件检验学、言语识别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通过文件检验的学习，培养侦查人员文件的系统概念以及掌握系统鉴定的方法。 

难点： 如何选取特征、评价特征的价值大小以及综合评断鉴定结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案例分析法、实验法 

教学手段：多媒体、做案例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实验室、多媒体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程自主学习：课后做案例 

课外实验：到实务部门调研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2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以学生为本，突出侦查专业的特点，理论联系实际。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洪坚编著《文件物证检验学》，法大内部教材，2006年 12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贾玉文、邹明理编著《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大全.文件检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

年 2月 第 1版 

执笔：洪坚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讯问学 
Science of Interrogation 

课程号： 30404013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通过《讯问学》课程的教学，学生在知识、素质和能力等方面应达到的目标是： 

⒈掌握讯问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 

⒉明确讯问的意义、目的和任务； 

⒊认识非法讯问的表现形式及其危害； 

⒋初步掌握讯问的基本技能； 

⒌掌握讯问的基本内容和方法； 

⒍了解解读口供并识别其真伪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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⒎具备组构、完善个案证据体系的基本能力； 

⒏具备制作讯问笔录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 绪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⒈讯问学的基本概念及研究对象 

⑴讯问的概念 

⑵讯问学的概念 

⑶讯问学研究的对象 

⒉讯问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⑴学习、研究讯问学的指导思想 

⑵讯问学的理论基础 

⒊学习、研究讯问学的基本方法 

⑴个案剖析法 

⑵类案归纳法 

⑶专题研究法 

⑷专家经验整理法 

⑸综合统计法 

⑹比较借鉴法 

⑺模拟演示法 

学习目标： 

⒈掌握讯问及讯问学的概念。 

⒉理解讯问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⒊熟悉学习、研究讯问学的基本方法。 

作业： 

⒈怎样认识讯问的目的？ 

⒉如何理解讯问学的指导思想？ 

知识单元 2： 讯问概述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⒈讯问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⑴讯问是侦查的重要组成部分。 

⑵讯问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环节。 

⑶保障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利 

⒉讯问的特点 

⑴直接性 

⑵冲突性 

⑶强制性 

⑷时限性 

⒊讯问的任务 

⑴查明案件的全部事实真相 

⑵查明同案犯罪嫌疑人，追清余罪和犯罪线索，扩大战果 

⑶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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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对犯罪行为人进行认罪服法、弃恶从善的教育 

⑸积累犯罪资料，研究反讯问及犯罪活动的规律、特点 

⒋讯问的基本原则 

⑴依法办案的原则 

⑵从案件的实际情况出发，将讯问与查证相结合的原则 

⑶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 

⑷重调查研究的原则 

⑸严禁以非法的讯问方法获取口供的原则 

⒌讯问的法律要求 

⑴对讯问人员的要求 

⑵对讯问时限的要求 

⑶对讯问方式的要求 

⑷对讯问程序、地点和笔录的要求 

⑸对保障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的诉讼权利的要求 

学习目标： 

⒈了解讯问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以及讯问的特点。 

⒉熟悉讯问的任务。 

⒊理解讯问的基本原则，明确讯问的法律要求。 

作业：  

⒈如何认识讯问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⒉怎样理解一些讯问手段、技巧的合法性？它们与非法讯问有何本质区别？ 

知识单元 3：讯问主体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⒈讯问人员的基本素质 

⑴讯问人员应当具备的政治素质 

⑵讯问人员应当具备的业务素质         

⑶讯问人员应当具备的心理素质 

⒉讯问人员的消极心理及其调控 

⑴认知方面的消极心理及其调控 

⑵情绪、情感方面的消极心理及其调控 

⑶意志方面的消极心理及其调控 

⒊讯问人员素质的培养与提高 

⑴提高讯问人员素质具有紧迫性 

⑵培养提高讯问人员素质的途径和方法 

学习目标： 

⒈了解讯问人员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及容易出现的消极心理。 

⒉掌握培养、提高讯问人员综合素质及调控其消极心理的方法。 

作业：  

⒈讯问人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能力结构？ 

⒉如何矫正讯问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偏见？ 

知识单元 4：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与反讯问手法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⒈研究犯罪嫌疑人心理与反讯问手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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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为建立心理联系提供依据 

⑵为制定讯问对策提供依据 

⒉犯罪嫌疑人心理及其对策 

⑴犯罪嫌疑人的本质心理 

⑵犯罪嫌疑人的拒供心理 

⑶犯罪嫌疑人拒供心理的矫正 

⑷犯罪嫌疑人的供认心理 

⒊犯罪嫌疑人的反讯问手法及其对策 

⑴拒供 

⑵谎供 

⑶少供 

⑷翻供 

⑸狡辩 

⑹伪装 

⑺诬陷 

学习目标： 

⒈理解研究犯罪嫌疑人心理与反讯问手法的意义。 

⒉熟悉犯罪嫌疑人在讯问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规律及反讯问手法。 

⒊掌握矫正犯罪嫌疑人拒供心理的方法和针对各种反讯问手法的对策。 

作业：  

⒈如何理解并利用犯罪嫌疑人的本质心理？ 

⒉针对犯罪嫌疑人的各种反讯问手法应采取什么对策、措施？ 

知识单元 5：讯问的组织实施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⒈讯问的准备 

⑴及时组织讯问力量 

⑵认真研究案件材料 

⑶研究掌握犯罪嫌疑人的心理 

⑷制订讯问计划 

⑸讯问场所的选择与布置 

⒉第一次讯问 

⑴第一次讯问的意义 

⑵第一次讯问的步骤 

⑶不同情形下的第一次讯问 

⒊续审 

⑴确定续审内容 

⑵消除干扰续审的外界不利因素 

⑶摸清态度，多方引导 

⑷由易到难，逐步推进 

⑸选准对象，伺机突破 

⒋结束审 

⑴结束审的前提条件 

⑵结束审的目的 

⑶结束审的内容和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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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⒈了解讯问前的准备工作内容，熟悉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的方法。 

⒉掌握第一次讯问、续审及结束审的步骤。 

作业：  

⒈研究掌握犯罪嫌疑人心理有哪些方法？ 

⒉如何确定续审的内容？ 

知识单元 6：讯问言语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⒈讯问言语概述 

⑴讯问言语的概念 

⑵讯问言语的意义 

⑶讯问言语的制约条件 

⒉讯问语言的运用 

⑴讯问语言的运用要求 

⑵有声语言的运用 

⑶无声语言的选择与运用 

⒊提问技巧 

⑴提问的概念和作用 

⑵灵活地选择提问方式 

⑶技巧地使用问题预设 

⑷实施提问应注意的问题 

⒋应答技巧 

⑴应答的概念和作用 

⑵犯罪嫌疑人可能提出的问题 

⑶应答方式 

⒌论说技巧 

⑴论说的概念和作用 

⑵论说方式 

⑶进行论说应注意的问题 

学习目标： 

⒈了解讯问言语的概念和意义。 

⒉明确讯问语言运用的要求。 

⒊掌握讯问语言选择与适用的方法及讯问语言的运用技巧。 

作业：  

⒈如何认识讯问言语的意义？  

⒉讯问中怎样技巧地运用问题预设？ 

知识单元 7：选择讯问突破口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⒈讯问突破口概述 

⑴讯问突破口的概念和特征 

⑵选择讯问突破口的意义 

⒉选择讯问突破口的条件 

⑴从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和情节上选择讯问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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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从犯罪嫌疑人心理上选择讯问突破口 

⑶从犯罪嫌疑人自身情况上选择讯问突破口 

⑷从共同犯罪嫌疑人中选择讯问突破口 

⒊选择讯问突破口的方法 

⑴确定讯问的主要问题 

⑵精心选择讯问突破口 

⑶校正讯问突破口 

学习目标： 

⒈了解讯问突破口的概念和特征。 

⒉理解选择讯问突破口的意义。 

⒊掌握选择讯问突破口的方法。 

作业：  

⒈针对任何一起案件的审理，是否都存在讯问突破口？为什么？ 

⒉如何理解选择讯问突破口与实施讯问对策的关联性？ 

知识单元 8：讯问策略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⒈讯问策略概述 

⑴讯问策略的概念 

⑵讯问策略的特征 

⑶讯问策略的作用 

⒉讯问策略的制定 

⑴制定讯问策略的原则 

⑵制定讯问策略的依据 

⑶做好目标分析 

⑷对实施讯问策略的主客观条件要分析准确、透彻 

⑸周密设计，妥善施策 

⑹注意信息反馈，不断校正和完善讯问策略 

⒊讯问的辩证施策 

⑴攻心夺气与攻城兵战相结合 

⑵常规推进与出奇制胜相结合 

⑶隐蔽有方与暴露得法相结合 

⑷应张则张与应弛则弛相结合 

⒋常见的讯问策略 

⑴攻心为上的策略 

⑵震慑占先的策略 

⑶制造错觉的策略 

⑷迂回围歼的策略 

⑸离间瓦解的策略 

⑹将计就计的策略 

学习目标： 

⒈了解讯问策略的概念、特征及作用。 

⒉理解制定讯问策略的原则和依据。 

⒊熟悉并掌握常用的讯问策略。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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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如何理解讯问策略计谋性与合法性的关系? 

⒉制定讯问策略的依据是什么?应遵循哪些原则? 

⒊怎样离间瓦解同案犯罪嫌疑人？ 

知识单元 9：讯问方法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⒈讯问方法的概念和特征 

⑴讯问方法的概念 

⑵讯问方法的特征 

⒉说服教育 

⑴说服教育的概念和作用 

⑵说服教育的时机 

⑶说服教育的内容 

⑷说服教育的方式 

⑸说服教育的方法 

⑹说服教育应注意的问题 

⒊情感影响 

⑴情惑影响的作用 

⑵情感影响的方法 

⑶情感影响应注意的问题 

⒋使用证据 

⑴使用证据的概念和作用 

⑵使用证据的原则 

⑶使用证据的时机 

⑷使用证据的方式 

⑸使用证据的方法 

⑹使用证据应注意的问题 

⒌利用矛盾 

⑴利用矛盾的概念和作用 

⑵发现矛盾 

⑶认真分析矛盾 

⑷利用矛盾 

学习目标： 

⒈了解讯问方法的概念、特征。 

⒉熟悉并掌握常用的讯问方法。 

作业： 

⒈如何通过情感影响的方法矫正犯罪嫌疑人的拒供心理？ 

⒉在讯问中使用证据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⒊讯问中如何利用犯罪嫌疑人口供中的矛盾？ 

知识单元 10：讯问的辅助方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⒈强制措施配合讯问 

⑴选择好实施强制措施的适当地点 

⑵把握好实施强制措施的有利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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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把握强制措施的强度 

⑷讲究实施强制措施的方式 

⑸应当注意的问题 

⒉查证配合讯问 

⑴查证配合讯问的概念和作用 

⑵查证配合讯问的时机 

⑶查证配合讯问的方法 

⑷应当注意的问题 

⒊看管配合讯问 

⑴看管配合讯问的概念和作用 

⑵看管配合讯问的要求 

⑶看管配合讯问的方法 

⒋耳目配合讯问 

⑴耳目配合讯问的任务 

⑵耳目配合讯问的方法 

⒌犯罪心理测试技术配合讯问 

⑴犯罪心理测试技术配合讯问的概念及其独特功能 

⑵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原理 

⑶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在讯问中的用途 

⑷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一般程序 

⑸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编题方法 

⑹犯罪心理测试技术配合讯问的方法 

学习目标： 

⒈了解讯问辅助措施的内容和作用。 

⒉掌握各种辅助措施配合讯问的方法。 

作业：  

⒈查证怎样与讯问配合？ 

⒉怎样物建耳目配合讯问？ 

⒊犯罪心理测试的机理是什么？它在讯问中有何作用？ 

知识单元 11：讯问记录与供词查证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讯问笔录 

⑴讯问笔录的作用 

⑵讯问笔录的制作要求 

⑶制作讯问笔录的方法 

⒉讯问的录音录像 

⑴录音录像的特点 

⑵录音录像的功能 

⑶录音录像的适用范围 

⑷录音录像的方式和场所 

⑸录音录像资料的管理 

⒊犯罪嫌疑人供词的查证 

⑴犯罪嫌疑人供词的特点 

⑵查证供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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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查证供词的一般内容与途径 

⑷查证供词的基本方法 

学习目标： 

⒈了解讯问笔录的作用和制作要求。 

⒉掌握制作讯问笔录的方法和查证供词的方法。 

作业：  

⒈制作讯问笔录应遵循哪些规范要求? 

⒉结合犯罪嫌疑人供词的特点，谈谈如何查证供词。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绪论 3  

2 讯问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讯问的特点 3  

3 讯问的任务、讯问的原则和法律要求 3  

4 讯问人员应当具备的素质、讯问人员的消极心理及其调控 3  

5 讯问人员素质的培养与提高、犯罪嫌疑人的心理 3  

6 犯罪嫌疑人拒供心理的矫正 3  

7 犯罪嫌疑人的反讯问手法及其对策 3  

8 讯问的组织实施 3  

9 讯问言语概述、讯问中的提问技巧 3  

10 讯问中的应答技巧和论说技巧 3  

11 讯问突破口的选择 3  

12 讯问策略概述、讯问策略的制定 3  

13 常用的讯问策略、讯问的辩证施策 3  

14 讯问方法的特征、常用的讯问方法 1 3  

15 常用的讯问方法 2、讯问的辅助方法 3  

16 讯问记录与供词查证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刑事诉讼法学、刑法学总论、侦查制度、侦查学总论、侦查逻辑 

后续课程：侦查模拟案例研讨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讯问的目的和任务、犯罪嫌疑人的拒供心理及其矫正方法、讯问中的提问技巧、讯问突

破口的选择、讯问的常用策略和方法。 

难点：非法讯问的界定、犯罪嫌疑人拒供心理的矫正、解读口供并识别其真伪的基本原则和方

法、讯问策略方法的选择运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⑴课堂讲授。 

⑵研讨互动。 

⑶问题式教学——教师提问，引导学生思考；学生提问，教师答疑解惑。 

教学手段： 

多媒体课件与板书相结合。 

4、课程自主学习课时 

20课时。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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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

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讯问学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胡明编著《讯问学》，群众出版社，2009年 12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⒈云山城：《侦查讯问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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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案件侦查 
Duty crime investigation 

课程号：3040401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职务犯罪侦查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熟悉职务犯罪侦查程序和各项侦查措施的法律规定及具体使用；掌握各类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方法

和要领，能够运用所学的理论与知识分析具体的案件，培养初步的实际办案能力。同时了解当前职

务犯罪侦查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以拓展侦查专业学生的知识视野，并适应当前检察工作形

势之所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5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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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职务犯罪侦查概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职务犯罪概念的界定。 

职务犯罪指具有一定职务身份的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了与其职务之间具有必然联系的、侵犯了

国家管理公务的职能和声誉，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各种犯罪的总称。上述概念表明，

职务犯罪具有两个本质属性：（1）职务犯罪的主体是具有一定职务身份的人，以行为人具备一定的

身份为前提；（2）职务犯罪是犯罪行为与行为人的职务之间具有必然联系的犯罪。 

职务犯罪有各种分类方式：（1）依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罪过形式，可以分为职务上的故意

犯罪和职务上的过失犯罪；（2）依行为人执行职务的特点，可以分为一般职务犯罪和特别职务犯罪；

（3）依行为人的身份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可以分为纯粹性职务犯罪、限制性职务犯罪和非纯粹

性职务犯罪；（4）依行为人犯罪侵犯的主要客体，可以分为经济性职务犯罪、侵权性职务犯罪和渎

职性职务犯罪。 

2．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管辖。  

（1）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职能管辖；（2）职务犯罪侦查的其他管辖：级别管辖、地域管辖、

指定管辖和协调管辖、专门管辖。 

学习目标： 

1．了解职务犯罪的各种分类方式。 

2．掌握职务犯罪的概念和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管辖。 

作业： 

1. 什么叫职务犯罪？ 

2．简述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管辖。 

知识单元 2：职务犯罪侦查的基本原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依法独立行使侦查权原则。 

贯彻依法独立行使侦查权原则，首先要依法侦查，防止只重视实体法而不重视程序法，抵制以

言代法、以权压法。在“依法”的前提下，要独立行使侦查权，坚决排除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

人的干涉。 

2．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原则。 

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不仅要加强群众工作、加强专门工作，还要特别注意群众工作与专门工

作的紧密联系。 

３．实事求是原则。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必须贯穿于侦查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必须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必

须发扬民主作风，尊重群众意见；必须要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４．迅速及时原则。 

坚持迅速及时的原则，必须抓住战机、积极侦查、及时破案。坚持迅速及时的原则，要具有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要积极主动地获取案件线索；要建设起适应现代社会的侦

查装备。 

５．保守秘密原则。 

坚持保守秘密原则的具体内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所获取的情况和线索；职务犯罪侦查工

作的部署和实施情况。坚持保守秘密原则的具体要求：侦查人员不能向外人泄露职务犯罪案件侦查

的有关情况；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的保守秘密有着一定的范围和限度。 

６．协同作战原则。 

协同作战的形式：联合侦查、互通职务犯罪情报、协查、”会诊”案情、破案战役。坚持协同



2468 

作战原则的具体要求：必须树立全局观念和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必须加强国际合作，打击跨国职务

犯罪。  

学习目标： 

掌握职务犯罪侦查的各项基本原则及具体要求。 

作业： 

1．简述职务犯罪侦查的保守秘密原则。 

2．简述职务犯罪侦查中协同作战的方式。 

知识单元３：职务犯罪侦查的任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职务犯罪侦查的性质。 

（１）职务犯罪侦查的阶级性：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必须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必须以工人阶

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大出发点，严厉打击和惩罚职务犯罪，以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历

史任务。 

（２）职务犯罪侦查的法律性：职务犯罪侦查是一项法的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刑法、刑事诉讼

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３）职务犯罪侦查的专门性：从根本上而言，职务犯罪侦查是法律赋予的具有职务犯罪侦查权

的特定机关和个人的专门工作。在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主要由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行使。    

2．职务犯罪侦查的特点。 

（1）职务犯罪侦查的过程一般是“由人到事”，这与普通刑事案件的“由事到人”相比，侦查

过程更秘密、更审慎、更讲究策略的运用；（2）职务犯罪侦查主客体双方矛盾的激烈对抗性；（３）

职务犯罪线索来源的隐蔽性；（４）侦查取证过程的复杂性；（５）侦查思路的特殊性。 

３．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任务。 

（１）收集职务犯罪线索和证据，查明职务犯罪案情，揭露职务犯罪，揭发职务犯罪人； 

（２）防范控制犯罪，减少职务犯罪案件发生；（３）保护国家、集体、个人的合法权益不受

侵吞，保障无罪的人免受刑事追诉，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学习目标： 

1．了解职务犯罪侦查的性质。 

2．掌握职务犯罪侦查的特点及任务。 

作业： 

试述职务犯罪侦查的特点。 

知识单元４：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程序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提起。 

（１）职务犯罪案件的线索的发现和收集。 

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的来源主要有：单位和个人的报案或举报；被害人的报案或控告；犯罪人自

首；上级机关交办的线索；有关机关移送的线索；检察机关自行发现等。 

如何拓展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可以广泛宣传，扩大线索来源渠道；建立和巩固与多发系统、单

位的工作联系制度和案件移送制度，加强案件查处的协调工作；建立案件线索移送制度；注意从新

闻媒介中发现有关线索；建立健全收集案件线索的工作机制。 

（２）职务犯罪案件材料的审查。 

举报中心对所收到的报案、控告、举报或犯罪嫌疑人自首的职务犯罪案件线索进行审查，解决

案件线索归哪个机关或者部门管辖的问题。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负责对有关机关或者部门移送的案件

线索进行审查，解决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线索是否决定初查和立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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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职务犯罪案件的初查。 

职务犯罪案件初查，是指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对接受和自行发现的职务犯罪线索，按照案件管辖

范围进行调查，以确定是否立案的专门活动。 

职务犯罪案件初查的条件：有反映职务犯罪事实的案件线索；可能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已

经受理；经过一定的审批程序。职务犯罪案件初查的原则：依法初查原则；秘密初查原则；迅速及

时原则；初查适度原则。职务犯罪初查结果的处理：决定立案；决定不立案。 

思考：职务犯罪案件初查，同侦查相比较，二者有什么不同？ 

（４）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提起。 

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提起也就是立案侦查，标志着对职务案件线索的查处正式进入刑事诉讼程

序。职务犯罪案件立案的条件：立案的事实条件——认为有犯罪事实；立案的法律条件——需要追

究刑事责任。  

职务犯罪案件立案的方式：以人立案——条件：认为有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属嫌疑人所为；需

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以事立案—— 条件：施用于犯罪后果已暴露，但犯罪嫌疑人并不明

确的案件。  

2．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实施。      

（１）职务犯罪侦查决策。 

第一步：分析案情，选择职务犯罪侦查途径。由事到人的职务犯罪侦查途径可以从因果关系、

作案规律、作案手段、并案职务犯罪侦查方面入手；由人到事的职务犯罪侦查途径可以从特定的嫌

疑对象、从人身形象入手；由物到人的职务犯罪侦查途径可以从可疑痕迹、从现场可疑物、从控制

赃物入手。  

第二步：制定职务犯罪侦查计划。职务犯罪侦查计划的内容包括：立案的根据；对案情的分析

判断；职务犯罪侦查的任务和措施；职务犯罪侦查力量的组织和分工；有关工作制度；附分段职务

犯罪侦查计划或某一方面的职务犯罪侦查计划。 

（２）调查取证。 

深入细致地对有关知情人、被害人进行调查；综合条件对犯罪线索进行查证，查证时要深入细

致，突出重点，及时准确。要特别注意遏制和利用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以便排除干扰和阻力，

依法行使侦查权。 

３．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终结。 

职务犯罪侦查终结是职务犯罪侦查的最后程序，其条件和要求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法律手续完备；定性定罪正确。 

职务犯罪侦查终结案件的处理：移送审查起诉和移送审查不起诉；撤销案件。 

职务犯罪案件补充侦查是有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机关依法对已侦查终结的职务犯罪案件继续进

行收集补充证据的一种侦查行为。它适用于部分事实、情节需要进一步查证的职务犯罪案件。补充

侦查有两种法定形式：一是退回补充侦查；二是自行补充侦查。 

学习目标： 

掌握职务犯罪侦查程序及相关法律规定。  

作业： 

1. 职务犯罪案件初查和侦查的区别？ 

2．如何拓展职务犯罪侦查的线索？ 

3．什么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终结？条件？ 

知识单元５：职务犯罪的侦查措施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侦查措施也称侦查行为，指人民检察院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为了收集证据，查清犯罪

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法律规定进行各种专门调查活动而采取的措施。侦查措施是人民检察院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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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侦查目的的惟一途径和桥梁。 

侦查措施的使用要求： 

三项原则：一是任意侦查原则； 二是必要性原则；三是相当性原则。 

三个要求：一是整体性；二是针对性；三是有效性  

1．讯问犯罪嫌疑人。 

讯问犯罪嫌疑人，是指侦查人员为了查明案情和其他有关问题，依照法定程序，以言词方式对

犯罪嫌疑人进行审问的一种侦查措施。 

职务犯罪嫌疑人被讯问时的心理特点：犯罪嫌疑人由于趋利避害的自卫本能，被讯问时一般存

在两种互相矛盾的心理：一种是“抗拒”心理，一种是“坦白”心理。产生抗拒心理的主要原因是：

畏刑、侥幸、抵触等。产生坦白心理的原因主要是：心虚、推测、恐慌等。 

职务犯罪嫌疑人被讯问时的心理变化：抵触对抗阶段；试探摸底阶段；犹豫动摇阶段；交代供

述阶段。其中，犹豫动摇阶段是使预审取得成功的关键阶段。 

讯问突破口，是指侦查人员在讯问时突破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缺口。一般从易被攻破的薄弱环节

和薄弱对象中选择，具体：从案件事实和情节上选择；从犯罪嫌疑人心理上选择；从犯罪嫌疑人自

身选择；从共同犯罪或窝案、串案的犯罪嫌疑人中选择。  

讯问犯罪嫌疑人的一般策略方法：教育攻心法；情感催化法；单刀直入法或迂回包抄法；稳扎

稳打法或秋风卷席法；先发制人法或后发制人法；避实击虚法或直击要害法；引而不发法或使用证

据法；利用矛盾法；暗示法；刚柔相济法。 

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分类策略方法：对不同性情的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策略方法；对不同年龄段和

经历的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策略方法；对共同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策略方法。 

讯问前，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讯问中，要特别注意口供的固定和翻供的防止，具体：依法文

明办案，不给犯罪嫌疑人翻供以任何的借口；运用强大的心理攻势，摧毁当事人翻供的心理基础；

围绕犯罪构成要件细问深查，堵死犯罪嫌疑人翻供的缝隙和漏洞；把讯问与全面调查取证紧密结合

起来；深挖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和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教训；让犯罪嫌疑人亲笔书写供词，对

讯问过程录音录像；依法果断采取逮捕强制措施等。  

2.询问证人、被害人。 

询问证人、被害人，是指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通过言词方式向能够证明案件情况的证人、

被害人进行调查的一种侦查措施。询问证人、被害人的原则：保证证人、被害人有客观充分地提供

证据条件原则；个别询问原则；如实作证原则；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安全原则。 

询问证人的一般方法：以诚相待；教育启发；正确选择询问开始的方式；少言多听；要求证人

“讲细节”，“复述”，以此甄别证言；要问明证人提供情况的来源，以评断其证明价值。 

询问拒证证人的方法：应根据拒证原因，采取相应的对策。侦查人员既要坚持以诚相待，教育

启发，又要晓以利害，必要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一般能够达到询问目的。 

询问被害人的方法：先稳定情绪再提问；教育被害人如实陈述，不能因被侵害而不实事求是；

让被害人充分地、客观地对案件情况作详细陈述；对于受重伤的被害人要立即送医院抢救，并在医

生协助下找机会进行询问。 

3.搜查。 

搜查是指侦查人员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依法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

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或者其他地方进行搜寻、检查的一种侦查措施。 

搜查的要求：“及时、全面、细致”。 

搜查的决策，指在什么时机、什么条件下决定搜查？搜查的时机，应看是否符合搜查的条件，

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职务犯罪案件，可以进行搜查：根据已有证据，人民检察院确信犯罪嫌疑人

存在犯罪事实；预测案件侦查结果，构成犯罪的把握性大；如果侦查结果不构成犯罪，也不至于造

成大的被动。 

搜查的方法：对人身的搜查方法；对住宅的搜查方法；对办公室、车库等场所的搜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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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询、冻结存款、汇款。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的查询、冻结存款、汇款，指人民检察院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依法查询、

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或与案件有关单位的存款、汇款的一种侦查措施。  

查询、冻结存款、汇款的方法：拉网式的查询——这种查询工作量大，效率低，效果差； 

有针对性有重点地查询——这种查询工作量小，效率高，效果好。这里，如何有针对性，如何

有重点地查询，可以从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存款线索入手或者从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方位入手有针

对性的查询。 

5.鉴定。 

鉴定，指人民检察院为了查明案情、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

的人对该专门性问题进行科学鉴别和判断的一种侦查措施。职务犯罪侦查中常用的鉴定种类：司法

会计鉴定、文书鉴定、赃物的价格鉴定、“侵权”案中的人身侵害或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等。 

鉴定的一般程序和要求：提出需要鉴定的问题，批准鉴定；选择鉴定人；送请鉴定；出具鉴定

结论；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时间不计入羁押期限和办案期限。 

对重新鉴定的特殊要求：人民检察院决定重新鉴定的，应当另行指派或者聘请鉴定人；对人身

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的，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人民检察院认为省级人

民政府指定的医院作出的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应当另行委托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医

院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 

6.辨认。 

辨认，是指侦查人员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时让被害人、证人以及犯罪嫌疑人对与犯罪有关的

物品、文件、尸体、场所或者犯罪嫌疑人进行分辨、识别的一种侦查措施。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辨

认主要适用于对人、对物（赃物、文书等）、对场所的辨认等。 

辨认的原则：单独辨认原则；混杂辨认原则；严禁暗示原则。 

辨认的分类：按辨认客体及其持有人是否知晓被辨认，可以分为公开辨认和秘密辨认；按辨认

人与辨认客体是否直接观察、感知，可以分为直接辨认和间接辨认。 

7．协助追捕。 

追捕，指对逃跑的犯罪嫌疑人组织力量进行追缉并将其捕获归案的侦查措施的总称。 

在职务犯罪侦查中，需要追捕的都是已经立案、且一般已被决定拘留或者逮捕的犯罪嫌疑人，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它应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机关可以协助。但是，由于近年来职务犯罪特

别是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较为突出，追捕工作量大，公安机关则因任务繁重，因而多数案

件的追捕是在检察机关协助下（有些甚至以检察机关为主）完成的，因此，有必要研究协助追捕的

问题。 

准确判断犯罪嫌疑人的逃跑方向和落脚点：详细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及时勘验、搜查，

发现蛛丝马迹；调查犯罪嫌疑人的亲人、关系人；调查了解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关系；调查犯罪嫌疑

人出逃前后的通讯情况；扣押邮件、电报，实施电话监控；调查附近机场售票情况和登机情况；调

查赃款、赃物的流向；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巧用说情人；利用境外侦探社和华人团体发现逃犯的踪

迹和落脚点。 

追捕的方法：追缉堵截法；通令缉拿法；网上追捕法；伏击守候法；利害诱捕法；敦促自首法；

司法协助法。 

学习目标： 

掌握职务犯罪侦查的各项侦查措施的法律规定及具体使用。 

作业： 

1．简述在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中，如何选择讯问突破口？ 

2．职务案件侦查中，搜查的时机如何选择？ 

3．准确判断职务犯罪嫌疑人的逃跑方向和落脚点？ 

知识单元６：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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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贪污案件的侦查。 

贪污案件，指刑法第 382条、第 183条第 2款、第 271条第 2款、第 394条所规定的国家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所构成的犯罪

案件。 

贪污案件从不同角度归纳，具有很多特点，其中与侦查工作密切相关、在侦查中应予注意并采

取对策的特点主要有：发案的部门多，涉及的范围广；犯罪手段不断翻新；犯罪行为具有连续性；

犯罪事实一般有会计资料可查；一般有赃款赃物可查。 

贪污案件线索的主要来源是：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控告，有关执法执纪部门的

移送，公民举报，知情人报案，案犯揭发，犯罪人自首以及检察机关自行发现等。贪污案件立案前

审查的重点内容：查明行为人的主体资格；查明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

施；查明行为人非法占有的财物是否符合贪污罪的对象。          

贪污案件线索经书面审查后，认为有立案可能，但某些问题尚需调查才能决定是否立案的，则

应进行初查。初查的方法主要是：向线索提供者了解与线索有关的具体情况；秘密查账，获取证据；

进行外围调查。通过书面审查和初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的，予以立案侦查。 

查账是清查会计资料和有关款物工作的简称。贪污案件的证据大多要通过查账获取，故查账是

贪污案件侦查工作的根本性措施和中心环节，也是侦破贪污案件的关键所在，必须高度重视。   

（1）控制会计资料和款物。               

（2）查账的一般方法：检查会计凭证有无问题；检查账与账是否相符；检查账面现金与库存

现金是否相符；检查账和实物是否相符；检查小金库。             

（3）对混乱、不全账目的检查方法：首先算总账，即算总收入和总支出，以便对账有个总的

概念，从而估算出贪污的大致数额。然后算细账，到有业务往来关系的对方单位调查核实。最后算

经济账，通过讯问、追赃等查实贪污数额。 

（4）查账中应注意的问题：要突出重点；要重视技术鉴定；要注重深挖。 

对贪污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一是扩大战果，二是核实查账和外围调查所得的证据，弄清楚每一

笔贪污事实的来龙去脉及赃款去向，进一步完善证据。因此，在讯问中，要对二者全面把握，不可

偏废。具体的讯问策略有：引而不发；巧使证据；利用矛盾。 

贪污案件侦查措施的综合运用：围绕获赃、取证和扩大战果，做好搜查、扣押、查询、冻结存

款、汇款和追缴赃款赃物等工作；询问证人，主要查明犯罪嫌疑人贪污的时间、地点、金额、作案

方法、作案过程、犯罪涉及的人员以及赃款赃物的去向等；进行司法会计鉴定和物证鉴定。 

2．挪用公款案件的侦查。 

挪用公款案件，是指刑法第 384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

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 3

个月未还的行为所构成的犯罪案件。 

挪用公款案件的特点：发案数随着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起伏；犯罪数额巨大，危害严重；作

案方式多种多样；犯罪事实一般有会计资料可查。 

挪用公款案件的线索来源主要是：受害单位的控告；公民个人的举报；有关执法执纪部门移送；

犯罪嫌疑人自首；同案人检举、揭发；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以及上级交办等。 

挪用公款案件立案前的审查：是否有挪用公款的事实及所挪公款的数额与性质；被挪公款使用

主体的性质；被挪用公款的用途；挪用公款的时间及有否归还。 

挪用公款案件的侦查方法： 

（1）查账。 

由于挪用公款案件一般有会计资料可查，因此，查账是侦查挪用公款案件的最基本方法。主要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检查账面现金与库存现金是否相符；检查本单位账目与有经济往来关系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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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账目是否相符；检查单位现金日记账与银行对账单的余额是否相符。 

（2）询问证人。 

挪用公款案件的证人主要有控告人、举报人；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的领导、同事；同犯罪嫌疑

人有过业务往来的人；犯罪嫌疑人的家属、亲友；被挪公款的使用人及其亲友。询问被挪公款的使

用人及其亲友要围绕以下三方面的问题进行询问：挪用人与使用人对挪用一事有无通谋；挪用人对

所挪公款用途的知道程度；与挪用人是否存在不正常的经济关系。 

（3）讯问犯罪嫌疑人。 

讯问犯罪嫌疑人，目的是在查账的基础上，进一步查明挪用公款的时间、金额、用途、去向等

问题，并进一步扩大战果。根据挪用公款案件的特点，讯问时要注意以下几点：对挪用公款给他人

使用的，要注意查明其对被挪公款真实用途的了解程度、有无跟使用人通谋，有无从使用人处得到

利益等问题；对账目补平的案件和挪用后不归还的案件，要注意查明是贪污还是挪用；要注意深挖。 

（4）适时采取强制措施。 

特别是对挪用公款数额巨大的，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对其果断采取强制措施，不仅有利

于促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交待犯罪事实，而且有利于防止犯罪嫌疑人继续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和进行反

侦查活动。 

（5）综合运用其他各种侦查措施。 

要综合运用搜查、追捕、追赃、进行技术鉴定等侦查措施，以便为定案提供科学的依据。 

3．贿赂案件的侦查。 

贿赂案件，是指刑法第 385条至第 393条规定的贿赂类的犯罪案件，它包括 6个罪名，即受贿

罪、单位受贿罪、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单位行贿罪。在该 6种罪中，受贿罪和单

位受贿罪是职务犯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不属于职务犯罪，但由于

它们与受贿罪、单位受贿罪这两个职务犯罪紧密联系，相伴而生，因而刑法把它们规定在一起。本

文主要研究贿赂犯罪中最有代表性的受贿犯罪案件的侦查。 

受贿案件的特点：发案部位随着对权力需求热点的变动而变动，且犯罪情况渐趋严重；作案手法

狡猾隐蔽，形式复杂多样；物证、书证少，言词证据地位突出；侦查难度大；一般有赃款赃物可查。 

受贿案件的线索来源主要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检举揭发；有关执法执纪部门的移送；

公民举报或控告；犯罪人自首；同案犯揭发；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等。 

初查是受贿案件侦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案件立案前一般都要经过初查。人民检察院对受理的

受贿案件线索进行全面审查后，认为有立案可能的，即应进行初查。初查的重点内容： 

案件线索所反映的嫌疑人据以受贿的那件事是否存在；嫌疑人有无收受财物；嫌疑人有无利用

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常用的初查方法有：接谈察访法、借车行路法、

以案隐案法、化装调查法、内线调查法、秘录音像法、张网布控法等。 

受贿案件侦查的途径：从行贿人入手侦查；从介绍贿赂人入手侦查；从受贿嫌疑人的其他罪行

入手。 

受贿案件侦查突破口的选择：除了从受贿人身上寻找突破口，并对受贿人进行讯问外，还可以

从几个方面进行突破：以受贿人的家属作为突破口；以共同受贿嫌疑人作为突破口；以有关的证据

作为突破口。 

受贿案件的侦查取证措施： 

（1）询问证人获取证言。 

询问证人获取证言，主要是为了查明犯罪嫌疑人受贿的时间、地点、方式、过程、次数，贿赂

的种类、数置、特征，赃款赃物的去向，受贿人的职责范围、为行贿人谋取了何种利益，以及其他

犯罪事实和情节。受贿案件的证人主要有控告人、举报人，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的知情人，犯罪嫌

疑人的家属及亲友。 

（2）适时采取强制措施。 

采取强制措施特别是拘留措施不仅能阻隔犯罪嫌疑人与外界的联系，防止其串供、毁证、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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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而且能震慑和动摇犯罪嫌疑人的抗拒心理。同时，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

制措施（拘留）后，询问证人、搜查等侦查措施就能全面展开。 

（3）讯问犯罪嫌疑人。 

讯问前要充分准备；要精心选择讯问突破口；重视第一次讯问；要把讯问犯罪嫌疑人与其他调

查取证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做好证据的固定工作，防止翻供翻证。 

（4）搜查、扣押、查询、冻结存款、汇款和追赃。 

由于贿赂案件言词证据地位突出，因此搜查、扣押、查询并冻结存款、汇款和追赃对于固定证

据，防止翻供，扩大战果，证实犯罪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调查行贿人行贿款的来源和出处。 

查明行贿人行贿款的来源和出处，对于间接证明行受贿犯罪事实，防止翻供翻证具有重要意义。 

（6）运用技术侦查手段获取证据。 

必要时对少数重大受贿的犯罪嫌疑人可以运用技术侦查手段，但必须严格履行批准手续，由公

安机关的技术部门实施。 

（7）运用技术鉴定获取证据。 

在受贿案件侦查过程中常用的技术鉴定有：文书物证鉴定、司法会计鉴定、声像资料鉴定、工

程技术鉴定和产品质量鉴定。 

要特别注意对几种疑难受贿案件的侦查，比如对“一对一”案件的侦查，要力求打破“一对一”

的僵局；比如对以“借”、“代买”为名的受贿案件的侦查，侦查人员必须揭露“借”、“代买”的假

象，还案件的本来面目。 

4．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的侦查。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是指刑法第 395条第 1款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

出合法收入，差额巨大，而本人又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行为所构成的犯罪案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的特点：案件的成立以国家工作人员拥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的事实状

态为依据，而不是以非法取得这些财产的具体行为方式为依据；案件往往从侦查其他职务犯罪中发

现；举证责任不同于其他案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的侦查方法： 

（1）努力调查巨额非法财产的真实来源。 

（2）查明犯罪嫌疑人的财产差额。 

犯罪嫌疑人财产差额的计算公式为： 

财产差额 ＝ 现有财产总额 十 支出财产总额 － 合法收入总额 

注意：对“现有财产”、“支出财产”、“合法收入”的正确理解。在进行上述初步核查中，要正

确确定时间起点和人员范围。当犯罪嫌疑人不能说明巨额财产的来源后，检察机关应当正确计算财

产的差额。“正确计算”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实事求是原则；二是留有余地原则。 

（3）综合运用各种侦查措施。    

要综合运用搜查、查询并冻结存款汇款、调取扣押物证书证、进行技术鉴定、讯问犯罪嫌疑人、

询问证人等侦查措施，以便为定案提供科学的依据。 

5．私分国有资产案件的侦查。 

私分国有资产案件，是指刑法第 396条第 1款规定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行为所构成的犯罪

案件。 

私分国有资产案件的特点：犯罪因收入分配混乱和不合理等因素而诱发；行为隐蔽，手法多样；

危害严重；侦查阻力大，但一般有账可查，有突破口可寻；系单位犯罪，实行单罚制。 

私分国有资产案件的侦查（含初查）重点和途径： 查明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的性质；查明私

分的事实；查明私分的决策情况。              

私分国有资产案件的侦查措施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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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查账。                     

查账是侦查私分国有资产案件的基本方法。查账主要查两方面的账：表明有无私分和私分款物

的来源和性质的账；反映集体私分国有资产情况的账。 

（2）询问证人和讯问犯罪嫌疑人。 

要选择表现较好、正直正派的证人和胆子较小、在集体私分中责任较轻的涉嫌人员作为突破口，

予以重点突破。 

要善于运用攻心、迷惑等谋略，教育有关责任人和知情者明白“纸包不住火”的道理，争取主

动，避免被动，尽早讲清问题和真相。 

要注意辨别有关责任人口供的真伪。 

（3）综合运用其他侦查措施。 

要综合运用搜查、调取扣押物证书证、进行技术鉴定、适时拘捕等侦查措施，以便为定案提供

科学的依据。 

学习目标： 

掌握贪污案件、挪用公款案件、受贿案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私分国有资产案件的特点

和侦查方法。 

作业： 

1．简述贪污案件的侦查方法。 

2．简述一对一贿赂案件的侦查方法。 

3．简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的特点。 

知识单元７：渎职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滥用职权案件的侦查。 

本节所说的滥用职权案件，是刑法第 9章中规定的滥用职权这一类犯罪案件的总称。指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超越合法限度行使职权，危害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能活动，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

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所构成的犯罪案件。 

滥用职权案件的特点：社会危害性大；案件涉及面广、环节多，人员复杂；犯罪行为既有一定

的隐蔽性，也有一定的欺骗性；多与其他犯罪交织。 

滥用职权案件的侦查（含初查）的重点、难点及其途径：查明犯罪嫌疑人的主体资格； 调查

或确定损失或危害后果；查明行为人滥用职权的事实；查明行为人滥用职权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

因果关系；查明行为人的犯罪动机。              

滥用职权案件的侦查措施和方法： 

（1）因案制宜，决定立案方式和侦查方法。 

侦查滥用职权案件往往以人立案与以事立案两种立案方式并存，要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立案方式。与立案方式相适应，滥用职权的侦查有顺查法和倒查法这两种方法。顺查法适用于以人

立案的案件，倒查法适用于以事立案的案件。 

（2）全面收集书证。 

滥用职权案件的书证，主要有：证明犯罪嫌疑人职务、职责范围的书证；犯罪嫌疑人所违反的

法律、政策及有关规定的具体内容或条文；证明犯罪嫌疑人滥用职权行为的书证；证明犯罪嫌疑人

对有关情况“明知”的书证；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动机的书证。 

（3）及时勘查现场。 

要拍照录像，准确记录现场状况；要仔细发现和收集能证明事故原因的证据，以便深查可能存

在的滥用职权犯罪；要查明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包括伤亡情况、经济损失情况及其他危害情况；要

做好现场调查访问，重点问明事故的起因、经过等。  

（4）进行科学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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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滥用职权案件侦查中，常用的鉴定有法医鉴定、物品价值鉴定、会计鉴定、物证痕迹鉴定、

文件笔迹鉴定、技术质量鉴定等。 

（5）询问证人，获取证言。 

一般来说，控告人、举报人及受害人能积极主动地作证；公开程度高、中间环节多的案件，愿

意作证的证人也相对较多。但是，有不少证人会因种种原因而拒证。对此，要在分析判明拒证原因

的基础上，采取不同的询问方法。         

（6）讯问犯罪嫌疑人. 

滥用职权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一般是国家机关中担任一定职务的领导干部，阅历广、经验丰富，

反审讯能力强，会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反审讯对策。对此，侦查人员要高度重视，认真

准备，采取相应的对策。 

2．玩忽职守案件的侦查。 

玩忽职守案件，是刑法第 9章中规定的玩忽职守这一类犯罪案件的总称，它指的是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所构成的犯罪案件。 

玩忽职守案件的特点：危害十分严重；案件发生的领域广泛；案件多因危害后果的发生而案发；

案件往往一果多因，责任比较分散；侦查工作干扰多、阻力大。 

玩忽职守案件的侦查（含初查）的重点、难点及其途径：查明行为人的主体资格；查明危害后

果；查明玩忽职守的行为；查明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确定和划分行为人的责任；

查明行为人的犯罪动机。     

玩忽职守案件的侦查措施和方法： 

（1）正确把握立案条件。 

检察机关受理案件线索后，当认为危害后果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正常的因素即玩忽职守行为

所造成时，即可予以立案。 

（2）及时勘查现场。 

凡有犯罪现场的案件都应及时勘查，玩忽职守案件的犯罪现场一般是犯罪结果发生的现场。 

（3）全面收集书证。 

玩忽职守案件的书证主要有：证明犯罪嫌疑人职务、职责及具体要求的书证；证明犯罪嫌疑人

玩忽职守行为的书证；证明案件经过的书证；证明犯罪动机的书证。 

（4）进行科学鉴定。    

玩忽职守案件侦查中常用的鉴定主要有痕迹、法医、笔迹、司法会计、技术和质量等检验鉴定，

通过鉴定，为确认危害后果，查明原因，确定责任人提供科学的依据。 

（五）询问证人，获取证言 

玩忽职守犯罪在多数情况下是过失犯罪，其知情人往往比故意罪过形式的滥用职权罪要多一

些。同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玩忽职守行为，大多发生于决策指挥、监督管理环节，而不是操作

环节，因而在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中间环节比较多，与此相适应，知情人也就比较多。

这就为侦查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6）讯问犯罪嫌疑人。 

讯问玩忽职守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的重点是：职责及其要求；玩忽职守的行为，包括事件的开始、

经过、结果，集体讨论情况，所采取的措施及其理由；玩忽职守的动机；对玩忽职守行为所造成的

危害后果的态度等。其中问明玩忽职守的行为和动机是整个讯问工作的重点。 

3．徇私舞弊案件的侦查。 

徇私舞弊案件，是指司法工作人员或行政执法管理人员为徇私情私利，违反事实和法律、规章，

滥用职权或者故意不履行、不正确履行职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所

构成的一类犯罪案件。 

徇私舞弊案件的特点：犯罪领域广泛；犯罪手段多种多样，且具有行业的特点；犯罪行为诡秘

隐蔽，不易暴露；犯罪嫌疑人具有某一领域专业知识，有些还熟悉法律，容易以此对抗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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徇私舞弊案件侦查（含初查）的重点、难点及其途径：发现案件线索；查明原案的处理或原行

政行为（含行政决定，下同）是否符合事实和法律、规章，行为人有无实施舞弊行为；查明行为人

是否明知原案或原行政客体的性质；查明行为人有无徇私的动机；分清经领导人员批准或集体讨论

决定的案件或行政行为中各人的责任。 

徇私舞弊案件的侦查措施和方法：  

（1）秘密进行外围调查，扩大线索。 

一般先从外围秘密调查入手，以便“丰满”原本单薄的线索。外围调查的途径和措施主要有：

接触举报人、检举揭发人，问明线索的来源、依据及具体情况；从侧面了解原案或原行政行为是否

由涉嫌人员办理；走访原案或原行政行为的被害人或利益受损人，获取有价值的证据；有选择地走

访行为人、原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行政相对人的邻居及知情者，向他们了解行为人与原案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往来是否频繁密切、有无请客送礼等情况；物色合适

人选，贴靠行为人、原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行政相对人，获取原案或原行政行为的真情。 

（2）从查原案或原行政行为入手，查明徇私舞弊行为。 

正确认定和处理原案或原行政行为；询问原案或原行政行为的当事人、相对人、说情人、家属

及其知情人；善于运用政策攻心、巧使证据、利用矛盾、制造错觉等谋略和方法。  

（3）讯问犯罪嫌疑人，获取口供。 

徇私舞弊的犯罪事实主要分徇私和舞弊这两部分。讯问时，要把这两部分事实查问清楚，另外

要增强侦查意识，查清余案余罪，不使犯罪人漏网。 

（4）综合运用其他侦查措施。 

要综合运用搜查、调取、扣押物证、书证、进行技术鉴定等侦查措施，以便为定案提供科学的

依据。 

4．泄露国家秘密案件的侦查。 

检察机关管辖的泄露国家秘密案件，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国家保守秘密法，故意或者过失

地使国家秘密被不应知悉者知悉，或者使国家秘密超出了限定的接触范围，情节严重的行为所构成

的犯罪案件。 

泄露国家秘密案件的特点：多发生于国家机关的要害部门；危害严重；侦查程式大多以事查人，

与此相适应，立案方式也大多是以事立案。 

泄露国家秘密案件的侦查重点及难点：查明泄露的内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并确定密级； 

查明泄露国家秘密的行为和情节；查明行为人的罪过形式及故意泄密的目的、动机和对象。 

泄露国家秘密案件的侦查措施及方法：  

（1）查找并询问接受秘密人。  

泄露国家秘密行为总是向一定对象实施的，如能尽快查明泄密对象即接受秘密人，就能较快地

查明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事实。询问接受秘密人的重点是：秘密的来源，何人何种方式泄露的；秘密

的内容、载体，是原件还是复制件；泄密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目的、动机；接受秘密人接受秘密后

有无复制、扩散（继续泄密），密件现在何处。 

（2）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               

首先，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定犯罪嫌疑人范围：根据被泄露国家秘密的级

别划定；根据被泄露国家秘密的内容划定；根据国家秘密被泄露的环节来划定；根据国家秘密载体

的形式来划定；从秘密文件传阅的次序来划定。 

接着，根据泄密的时间、地点、嫌疑对象的思想品行、一贯表现、有无作案时间等方面来排查

犯罪嫌疑人。 

最后，以证据证明排查结果，确定犯罪嫌疑人。   

（3）全面调查，获取证据。      

这里的“全面”主要包括：进行密级鉴定和技术鉴定；深入泄密单位、部门调查；及时进行搜

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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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讯问犯罪嫌疑人。  

讯问犯罪嫌疑人，重点要查明泄密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对象、动机、目的，秘密的内

容、载体、密级，有无共同犯罪人等内容。 

（5）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系配合。  

在侦查中，要加强与保密部门的联系。避免出现因密级或保密期限等问题造成立案后又撤案的

被动局面。对管辖交叉的案件，要加强协商，依法处理好管辖问题。    

学习目标： 

掌握滥用职权案件、玩忽职守案件、徇私舞弊案件、泄露国家秘密案件的特点和侦查方法。 

作业： 

1．简述滥用职权案件的特点和侦查方法。 

2．简述玩忽职守案件的特点和侦查方法。 

知识单元８：侵权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非法拘禁案件的侦查。 

职务犯罪中的非法拘禁案，特指由检察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案。 

非法拘禁案件的特点：有明确的嫌疑对象或嫌疑对象范围；犯罪形式多种多样；一般有现场可

供勘查；一般为共同犯罪；侦查工作阻力较大。 

非法拘禁案件的侦查（含初查）重点、难点及其途径：查明非法拘禁的故意；查明非法拘禁行

为及其后果；查明非法拘禁各参与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应负的责任；查明案件的幕后指使者。 

非法拘禁案件的侦查方法： 

（1）迅速勘查现场，获取证据。 

迅速赶赴现场，及时对被害人、知情人询问，有利于取得第一手证据，准确地查明案情。 

（2）询问被害人和证人。 

询问被害人时，既要对被害人被非法拘禁的遭遇表示应有的同情，又要教育其实事求是地反映

案件事实，不能扩大或缩小，更不能编造，否则要负法律责任。询问时，主要问明案件的起因、经

过、结果，非法拘禁的手段，参与非法拘禁的人数，各人的外貌特征、行为及在案件中的地位、作

用等。 

询问证人是非法拘禁案件侦查中的重要一环，要注意以下几点：要明确询问的任务；要针对证

人的不同心理进行询问；要保护证人。 

（3）讯问犯罪嫌疑人。 

非法拘禁案件多为共同犯罪案件，因而要根据共同犯罪的特点来开展讯问，要注意以下几点：

要选准突破口；要追问细节，抓住矛盾；要善于打心理战；要适时采取强制措施。 

（4）进行科学鉴定。 

非法拘禁案件所涉及的鉴定主要有理化鉴定和法医学鉴定。 

2．非法搜查案件的侦查。 

职务犯罪中的非法搜查案，是指由检察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搜查

案件。 

非法搜查案件的特点：案件具有公开性；案件的起因多种多样；非法搜查行为多由数人共同实

施；多有犯罪现场可供勘查。 

非法搜查案件的侦查（含初查）的重点、难点及途径：查明搜查的性质是否非法；查明非法搜

查的行为和后果；查明各参与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应负的责任。 

非法搜查案件的侦查措施和方法：  

（1）及时赶赴现场进行勘查。 

现场勘查的任务主要是：查明非法搜查的行为人和被害人，非法搜查的目的、手段和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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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询问被害人和证人。 

询问被害人和证人，主要问明以下内容：与搜查人是否认识，有哪些人参加了搜查；搜查的起

因；搜查的具体经过、时间、过程、各搜查人的主要言行等；搜查出并带走的财物或人，有无留下

书面凭证；搜查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在全面搞清上述问题的基础上，着重查明非法搜查的决策指挥

者和情节严重的积极参与者。 

（3）讯问犯罪参与人，查明各人的责任。 

讯问时要分别同步进行，以便防止相互联络串供，形成交叉火力；要选准突破口；要善于运用

谋略，动摇各参与人的心理防线；要适时采取强制措施，发挥其震慑作用，进一步摧毁各参与人的

心理防线，促使分化瓦解。 

3．刑讯逼供案件的侦查。 

刑讯逼供案件，是指刑法第 247条规定的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

相肉刑逼取口供的犯罪案件。 

刑讯逼供案件的特点：案件大多会自行暴露；犯罪主体多为公安干警；多为共同犯罪；有犯罪

现场且多留有痕迹物证，但又多被破坏；犯罪手段多样，被害人身体多有伤痕；侦查中困难多，阻

力大。 

刑讯逼供案件的侦查重点、难点及途径：查明被害人伤残、死亡等严重后果的原因；查明刑讯

逼供各参与人在共同犯罪中的行为、地位、作用及应负的责任。 

刑讯逼供案件的侦查措施和方法： 

（1）询问被害人。 

在询问被害人时，应当教育其如实陈述刑讯逼供的具体情节，决不允许任意扩大或缩小案件事

实，更不允许虚构捏造事实，否则要负法律责任。对被害人的陈述，要与案件的其他证据包括证人

证言及犯罪嫌疑人口供等结合起来审查，不能偏听偏信。 

（2）及时勘验现场。 

勘验时要仔细寻找和发现一切有助于证明刑讯逼供事实的物证痕迹；对重伤、死亡的被害人，

要认真记录伤痕，并由法医进行鉴定；要注意观察现场的真伪。 

（3）询问证人。 

刑讯逼供案件的证人，主要是刑讯场所周围的居民、职工，看守所的干警，与被害人关同一监

室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司法机关内部的知情人等。询问证人应注意：要尽量秘密进行；要讲究

方法耐心启发教育；询问刑讯时在场的两个以上证人，应同时分别进行。 

（4）及时进行鉴定，揭露犯罪。 

刑讯逼供案件涉及的鉴定主要有法医鉴定和理化鉴定。 

（5）适时进行搜查。 

在搜查中，要注意发现犯罪嫌疑人可能存在的其他犯罪行为的证据。 

（6）适时采取强制措施。 

对犯罪嫌疑人适时果断地采取强制措施，对于震慑犯罪，瓦解犯罪嫌疑人的抗拒心理，走坦白

交代之路，对于促使证人大胆作证，具有重要意义。 

（7）讯问犯罪嫌疑人。 

讯问犯罪嫌疑人的任务是查明各犯罪嫌疑人分别实施了哪些刑讯逼供行为、各自在刑讯逼供中

的地位、作用及应负的责任。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一般为司法机关中担负审讯职责的人员，有很

强的抗审能力，因而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对待。 

4．报复陷害案件的侦查。 

报复陷害案件，是指刑法第 254条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

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的行为所构成的犯罪案件。 

报复陷害案件的特点：有明确的犯罪嫌疑人；报复陷害行为事出有因；报复陷害的方式多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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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且大多具有公开性；犯罪嫌疑人多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 

    报复陷害案件的侦查（初查）重点、难点和途径：查清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所实施的行为

的违法性；查明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违法行为与被害人的控告、申诉、批评、举报行为的因果关系；

查明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所实施的报复陷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报复陷害案件的侦查措施和方法： 

（1）询问被害人。 

询问时，要着重问明以下问题：对犯罪嫌疑人提出控告、申诉、批评、举报的情况；犯罪嫌疑

人报复陷害的事实；犯罪嫌疑人对其控告、申诉、批评、举报知情的情况及其依据；报复陷害行为

所造成的结果；被害人自身有无过错。  

（2）询问证人。 

报复陷害案件的证人主要是：证明被害人控告、申诉、批评、举报事实的人；证明犯罪嫌疑人

知道被害人曾对其控告、批评、举报的人；证明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报复陷害行为的人；证明被害

人受报复陷害后造成严重结果的人等。要注意对不同的证人讲究不同的询问时机和方法。 

（3）收集书证，证实犯罪。 

报复陷害案件侦查中需要注意收集的书证：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控告、申诉、批评、举报的原

始材料，或接待人员所作的记录；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打击报复的书面证据；精神失常、死亡的被

害人在受到打击报复后在精神正常时或生前所写的与案件有关的材料、日记、信件；犯罪嫌疑人所

写的与案件有关的日记、信件、材料及有关讲话录音；法医对被害人伤残、精神失常或死亡结果的

鉴定结论。 

（4）讯问犯罪嫌疑人，反驳狡辩，取得真实的供述。 

由于报复陷害行为大多具有公开性，因而犯罪嫌疑人在被讯问时对施加给被害人的行为往往否

认报复陷害的故意，对此，侦查人员可运用常识反驳、运用证据进行反驳。 

（5）注意发现和查清犯罪嫌疑人的其他犯罪行为。 

报复陷害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多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在侦查中，要增强侦查意识，重视

对被害人控告、申诉、批评、举报内容的调查，从中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其他罪行和其他犯罪人。 

学习目标： 

掌握非法拘禁案件、非法搜查案件、刑讯逼供案件、报复陷害案件的特点和侦查方法。 

作业： 

1．简述刑讯逼供案件的特点和侦查方法。 

2．简述报复陷害案件的侦查（初查）重点、难点和途径。 

知识单元 9：职务犯罪侦查的若干前沿问题 

参考学时：6学时 

通常由授课教师结合当前职务犯罪侦查热点、难点问题，对学生进行引导，并提出问题，让学

生利用网络资源自主学习的方式寻找答案，展开思考，分小组进行讨论，授课老师汇总各小组意见

后进行综合评价。开展专题研究目的在于，充分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3学时 

实验：模拟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讯问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模拟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讯问，并制作讯问笔录。 

实验要求：熟悉职务犯罪侦查讯问原则；能够根据不同性情犯罪嫌疑人制定相应的讯问策略；

掌握职务犯罪侦查讯问笔录的制作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职务犯罪侦查概论 2  

2 职务犯罪侦查的基本原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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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职务犯罪侦查的任务 2  

4 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程序 6  

5 职务犯罪侦查措施 9  

6 职务案件侦查讯问模拟实训 3 实践课 

7 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 6  

8 渎职案件的侦查 6  

9 侵权案件的侦查 6  

10 职务犯罪侦查的若干前沿问题 6  

备注：该表只说明本课程讲授的基本顺序，不完全说明课程的周次安排。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程序、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措施、各类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方法。 

难点：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侦查与检察机关管辖的职务犯罪侦查的比较研究；我国职务案

件侦查与国外职务案件侦查的比较研究。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基本理论和相关法律规定、方法的讲解，结合课堂讨论、案例分析，模拟实践。 

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案例教学、小组讨论。 

3、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模拟侦查讯问环境，根据实验内容分小组进行侦查讯问模拟实验，实验完毕后，提交实验报告，

老师点评，小组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刘品著《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群众出版社，2010年 8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朱孝清著《职务犯罪侦查学》，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第 1版 

2. 张亮著《职务犯罪侦查实务教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2年 8月 第 1版  

执笔：刘品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司法鉴定学 
Judicial Expertise 

课程号：304040165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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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在教学过程中力图全面、深入地向学生讲授鉴定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

借鉴当今自然科学相关的原理，吸收现代社会的科学方法，使学生广泛涉猎相关的专业知识，了解、

掌握鉴定理论及鉴定制度方面的知识以及部分鉴定的技术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司法鉴定基础知识、同一认定原

理、种属认定原理，了解司法鉴定相关概念，为普通刑事案件侦查、经济犯罪案件侦查、职务犯罪

侦查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鉴定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50学时 

知识单元 1：司法鉴定概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司法鉴定的概念。 

（1）司法鉴定的概念。 

（2）司法鉴定的内涵与特性。 

（3）司法鉴定的依据。 

（4）司法鉴定的性质。 

2．司法鉴定对象和种类。 

（1）鉴定对象的概念。 

（2）鉴定对象的种类。 

（3）诉讼实践中的鉴定类型。 

（4）鉴定对象的法律确认。 

（5）有关的鉴定术语。 

3.司法鉴定的任务与作用。 

学习目标：  

1．了解司法鉴定以及相关的基本概念。 

2．掌握司法鉴定的种类和对象以及司法鉴定的任务和司法鉴定科学。 

3. 掌握司法鉴定的任务与作用。 

作业： 

1.试述司法鉴定的概念及其法律特征。 

2.试述司法鉴定对象的范围。 

3.试述司法鉴定对象法律确认的意义、方式及步骤。 

4.试述司法鉴定的任务。 

知识单元 2：司法鉴定的科学基础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物质转移原理 

（1）物质转移原理的产生。 

（2）物质转移原理的内涵。 

2.同一认定原理 

（1）同一认定的内涵。 

（2）鉴定客体的基本属性。 

（3）同一认定理论的体系。 

（4）同一认定的种类。 

3.种属认定原理 

（1）种属认定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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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种属认定鉴定意见的证明力。 

（3）同一认定与种属认定联系与区别。 

学习目标：  

1．了解物质转移原理的产生，掌握物质转移原理的内涵。 

2．掌握同一认定的科学基础，司法鉴定客体的特定性、相对稳定性和反映性，以及他们之间

的相互关系。 

3.掌握同一认定的概念、同一认定的理论体系、同一认定的种类以及， 一认定与种属认定的

关系。 

4.重点在于对三大基本属性的全面把握，难点在与同一认定理论相关问题的准确理解。 

作业： 

1.试述司法鉴定的科学依据。 

2.简述同一认定。 

3.简述同一认定的种类。 

4.简述同一与相同、相似的区别。 

5.简述同一认定与种属认定的区别和联系。 

知识单元 3：司法鉴定体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司法鉴定制度概述。 

（1）司法鉴定制度的概念和体系。 

（2）司法鉴定制度与诉讼制度、证据制度。 

2．司法鉴定体制。 

（1）我国鉴定体制的概念及形成。 

（2）《决定》前的鉴定机构设置。 

（3）《决定》后的鉴定机构设置。 

3. 国外鉴定机构设置概况。 

（1）集中型鉴定体制。 

（2）分散型鉴定体制。 

4. 鉴定机构管理体制的改革。 

（1）目前我国鉴定体制存在的问题。 

（2）关于我国鉴定体制改革的观点。 

学习目标： 

1．了解司法鉴定制度的概念和体系，司法鉴定制度与诉讼制度、证据制度的关系，以及我国

鉴定体制的形成。 

2．掌握我国现行法律规范对鉴定机构设置的相关要求，国外鉴定机构设置情况，以及关于鉴

定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 

作业： 

1.鉴定制度的概念。 

2.鉴定体制的概念。 

3.试述我国鉴定体制的形成。 

知识单元 4：司法鉴定人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司法鉴定人的含义。 

（1）鉴定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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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鉴定人与证人。 

（3）鉴定人的基本条件。 

2.司法鉴定人的地位。 

（1）两大法系中鉴定人的诉讼地位。 

（2）我国鉴定人的诉讼地位。 

（3）司法鉴定人的权利义务。 

3.司法鉴定人的资格。 

（1）鉴定人资格的概念与属性。 

（2）我国现行的鉴定主体资格规定存在的问题。 

（3）我国鉴定人资格制度的改革。 

4.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 

（1）国外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 

（2）我国司法鉴定人出庭的现状及原因。 

（3）鉴定人出庭的积极意义。 

（4）鉴定人出庭面临的问题。 

5.鉴定人责任问题。 

（1）鉴定人负责制度。 

（2）鉴定人的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鉴定人制度的现状及问题，两大法系中鉴定人的诉讼地位，鉴定人出庭的现状以

及鉴定人责任的相关问题。 

2．掌握鉴定人的概念、鉴定人与证人的区别，鉴定人的基本条件，以及鉴定人的资格国内外

授予情况。 

作业： 

1.司法鉴定人的概念。 

2.司法鉴定制度的内容构成。 

3.简述鉴定人与证人区别。 

4.简述鉴定人的基本条件。 

5. 试述鉴定权主义原则 （有固定资格原则）。 

6.试述鉴定人主义原则（无固定资格原则）。 

知识单元 5：司法鉴定程序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司法鉴定程序的基本问题。 

（1）司法鉴定程序的概念。 

（2）司法鉴定程序适用范围。 

（3）司法鉴定程序的法律有效性。 

2．鉴定资料的收集、固定和保全。 

（1）鉴定资料的概念。 

（2）检材的收集、提取、固定和保全要求。 

（3）样本的收集、提取、固定和保全要求。 

3. 司法鉴定的启动程序。 

（1）当事人授权鉴定制度。 

英美法系的诉讼制度具有当事人主义的特征，因此这些国家一般都采用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

当事人委托鉴定制度又称为对立鉴定制度。 



2485 

（2）司法官授权鉴定制度。 

司法官授权鉴定制度又称为中立鉴定制度。按照这种制度，鉴定与否和鉴定事项都是由司法官

决定的（当事人可以提出请求或建议，但无权作出决定），鉴定人是由司法官选任或聘请。 

（3）我国司法鉴定启动程序。 

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受前苏联的超国家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直接影响，鉴定制度具有明显的职权

控制主义的特征，而不同于英美法系的鉴定制度。 因而，我国的鉴定启动包括鉴定的提请、决定

和委托三个环节。 

4.鉴定的受理和实施程序。 

（1）受理鉴定。是指有鉴定权的鉴定机构及鉴定人依据有关规定，决定接受委托机关的委托，

并办理有关手续和接交鉴定资料，为鉴定工作的开展所做的法律程序性的准备活动。 

（2）鉴定的实施。实施鉴定就是运用具体的鉴定方法对案件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判断识别

的活动。由于鉴定的种类不同，鉴定的客体不同，实施鉴定的步骤和方法也有较大的区别。具体包

括同一认定鉴定方法、种属认定、情况鉴定等鉴定方法。 

5.鉴定意见和鉴定文书。 

（1）鉴定意见的基本要求。 鉴定意见应具有科学性、准确性、公正性、合法性的要求。  

（2）鉴定文书。鉴定文书是反映鉴定委托、鉴定过程、鉴定步骤方法及其结果的一种法律文

书。司法鉴定文书包括司法鉴定意见书和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掌握理解鉴定的提请、决定、委托和指聘，掌握。 

1．了解广义的司法鉴定程序和狭义的司法鉴定程序，国外司法鉴定启动程序规范，以及我国

司法鉴定启动程序的现状。 

2．掌握鉴定资料的收集、提取、固定与保全要求，当事人授权鉴定制度和司法官授权鉴定制

度，我国司法鉴定受理和实施程序，以及补充鉴定、重新鉴定和共同鉴定等概念界定。 

作业： 

1.简述检材的收集、提取固定和保全要求。 

2.简述样本的收集、提取固定和保全要求。 

3.鉴定文书的表现形式都有哪些。 

4.简述当事人授权鉴定制度。 

5.简述司法官授权鉴定制度。 

6.补充鉴定、重新鉴定、共同鉴定的概念。 

知识单元 6：司法鉴定的原则与方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司法鉴定的基本原则。进行司法鉴定应当遵循发下基本原则： 

（1）依法鉴定原则。 

（2）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原则。 

（3）科学鉴定原则。 

（4）独立鉴定原则。 

（5）及时鉴定原则。 

（6）公平、公开原则。 

（7）保密原则。 

2.司法鉴定的一般方法和步骤。 

（1）同一认定的方法、步骤。同一认定一般分为分别检验、比较检验和综合判断三个阶段。

分别检验就是通过观察、测定检材和样本各自所反映出来的特征来确定被鉴定客体和供鉴定客体各

自的特征，为比较检验提供条件。比较检验，是在分别检验的基础上，对检材和样本的细节特征或

物质结构特征进行互相比较对照，从而确定二者本质属性异同的检验方法。比较检验的常用方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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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对照法、特征接合法和特征重叠法。综合评断是对比较检验发现的相同点和差异点及其在同一

认定中的作用进行全面的、综合的分析、研究和判断。    

（2）种属认定的方法步骤。对物体进行种属认定具有和同一认定过程相似的步骤，即程度不

同地沿用分别检验、比较检验和综合评断的程序进行认定。物质种属认定的一般步骤如下：检查送

检材料，物理检验，化学试验，仪器分析，综合评断。 

3.司法鉴定的技术方法。 

（1）医学的方法。 

（2）生物学方法。 

（3）化学方法。 

（4）物理学方法。 

（5）会计学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进行鉴定常用的科学技术方法。 

2．掌握司法鉴定的基本原则，进行同一认定的基本方法、步骤。 

作业： 

1.试述司法鉴定的基本原则。 

2.简述同一认定的步骤、方法。 

知识单元 7：司法鉴定意见的审查和判断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鉴定意见的诉讼功能及证据效力。 

（1）鉴定意见的诉讼功能。鉴定意见作为一种证据形式具有重要的诉讼功能，主要表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第一，它是法官借以查明事实、认定案件性质的重要依据。第二，鉴定意见通过其特

殊的判断，使那些初步具有证明作用的证据材料发挥其证明力。第三，它是鉴别、认定其他证据是

否真实、可靠的主要手段。 

（2）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第一，鉴定意见不是“科学判决”；第二，鉴定人不是“科学的法

官”；第三，鉴定意见的证明力并不当然优于其他证据。 

2.鉴定意见的审查主体与任务。 

（1）审查评断鉴定意见的主体。评断鉴定意见的主体是在诉讼中负有审查证据义务的侦查人

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以及参与诉讼的律师等。 

（2）审查、评判鉴定意见的任务。审查鉴定意见的任务就是确定鉴定意见是否真实客观，是

否具有科学可靠性和合法性。 

3.鉴定意见合法性评断要点。 

（1）审查鉴定资料的来源是否合法。 

（2）审查鉴定对象是否为法定的鉴定对象。 

（3）审查鉴定意见是否达到法定鉴定标准。 

（4）审查鉴定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 

（5）审查鉴定人是否具有鉴定资格。 

（6）鉴定书的形式是否合法。 

4.鉴定意见可靠性的评断要点。鉴定意见的可靠性，是指鉴定意见所反映的或者所证明的是否

为案件中的真实情况，即是鉴定意见的科学性与真实性问题。 

（1）审查评断鉴定资料是否客观可靠。 

（2）审查评断鉴定方法是否科学恰当。 

（3）审查评断鉴定意见的科学依据（客观条件）。 

（4）审查评断鉴定意见与其他证据的关系（逻辑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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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审查鉴定主体的能力与条件。 

5.鉴定意见的运用。 

（1）同一认定鉴定意见的运用。包括认定人身同一的鉴定意见的运用和物的同一认定鉴定意

见的运用。 

（2）种属鉴定意见的运用。种属相同的鉴定意见，具有不特定的特点，不能肯定或否定受审

查客体与被寻找客体的关系，所以一般不能单独作为证据使用，必须与其他证据互相参照、印证，

构成证据锁链。 

（3）对确定事实真伪的鉴定意见的评断与运用。对于确定事实真伪的鉴定，鉴定意见所认定

的事实，只限于受审查的事实是真是假的问题，即只证明伪造事实是否存在。 

（4）对显示事实、恢复事实的鉴定意见的运用。在司法鉴定中，要求显示某种事实或恢复某

种事实的鉴定也是较多的，这类鉴定的肯定意见可以起到肯定事实的证明作用，但否定意见却不具

有否定事实的证明作用。 

（5）对阳性结果和阴性结果的评断与运用。化学检验、物理学检验、生物学检验中的阳性结

果意见和阴性结果意见，属于确定“有”、“无”的鉴定意见。这类意见的证据意义，只能提示鉴定

所确定的事实可能存在或可能不存在。 

（6）对认定事实程度的鉴定意见的评断与运用。是指通过鉴定确定受审查事实的严重程度和

行为人的责任能力  或行为能力的大小，此类结论的证明作用应按法定的标准进行评断与运用。 

学习目标：  

1．了解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明确审查判断鉴定意见的任务。 

2．掌握鉴定意见合法性、可靠性的评判要点，掌握司法人员对不同种类鉴定意见的具体运用。 

作业： 

1.简述审查评判鉴定意见的任务。 

2.试述鉴定意见合法性的评判要点。 

3.试述鉴定意见可靠性的审查要点。 

4.试述司法人员如何运用鉴定意见。 

知识单元 8：手印鉴定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手印鉴定概述。 

（1）手纹及其组成。手纹，是指手掌面上由乳头状凸起的摩擦脊线形成的花纹，也即手面乳

突花纹。在人的手掌上布满着细小的凸凹乳突纹线，其形态呈有规则的定向排列的线条状。凸起的

线条称为乳头状摩擦脊线，凹下的线条称为犁沟线。手纹包括指纹、指节纹和掌纹。 

（2）手印及其组成。手印是手指、手掌面皮肤乳突花纹 接触客体所留下的印痕，反映了手的

形态结构特征和手掌面乳突花纹特征。手印相应包括指印、指节印和掌印。 

（3）手印学。是研究依据手的印痕（手印）对个人（留痕人）进行同一认定的理论、技术和

方法的一门应用学科，是法庭科学（刑事科学技术）的一个分支学科。亦称指纹学。 

（4）手印的应用。 

2.指纹的特性。人的指掌乳突线花纹具有人各不同、各指不同和终身不变的基本特性。            

（1）各人各指不同。 

（2）指纹终身不变。 

（3）触物留痕的客观性。 

（4）排列有序的规律性。 

（5）认定人身的直接性。 

3.皮肤乳突花纹的形态结构及其分类。 

（1）指纹乳突纹线的形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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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纹线。是构成乳突花纹最基本的单元，是纹线自始至终的流程中所呈现出的基本形态。最

常见的可分为以下七种：弓形线、箕形线、环形线、螺形线、囊形线、曲形线、直形线。 

细节纹线。乳突纹线在流程中的局部形态和细微结构叫细节纹线。是指纹鉴定的主要依据。主

要包括：纹线的起点、终点、分歧、结合、（小）钩形线、棒形线、桥形线、眼形线、点状线等。

此外，在皮肤乳突花纹的形态结构中还会出现伤疤和脱皮。 

纹线系统。在对手掌面乳突纹线的认识中发现，单一纹线在手掌面上的分布并不是杂乱无章，

而是相同的单一纹线组合在一起，占据一定的位置，并相互构成复杂的花纹图案。这种由许多形态

相同的单一纹线所构成的纹线群称为纹线系统。根据其所在位置分为内部花纹系统、外围纹线系统

和根基线系统。 

指纹的三角。由于三种纹线系统流向不同，必然在一定位置汇合并构成的“三角”形状，称为

指纹三角。指纹三角的特征可表现为三角的结构、位置、数量和形态。 

（2）指纹的分类。按十指指纹分类法，指纹分为三类九种： 

弓型纹。弓型纹由弓形线和横直线组成，三种纹线系统不完备，无三角的一类指纹。 按照弓

型纹中弓形线的形态变化，又把弓型纹分为弧形纹和帐形纹两种。 

箕型纹。是内部花纹系统由箕形线构成，一般具备一个三角，三种纹线系统完备的一类指纹。

箕型纹的基本分类有左箕和右箕；正箕和反箕两种。 

斗型纹。指三种纹线系统完备，一般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三角的一类指纹。斗型纹的内部花纹

形态复杂、多样，依其形态变化又分为：环形斗、螺形斗、囊形斗、曲形斗、杂合斗五种。 

4. 手印鉴定的依据和方法。 

（1）鉴定的依据特征。手印鉴定通常以纹线的一般特征和特定特征为依据。 

指纹的一般特征，指反映手印的种类属性的特征，是认定同一的前提条件，否定同一的重要依

据。主要包括：花纹种类（纹型）。如弓型、箕型、斗型、混杂型以及这四大类型中的各种具体形

态；局部乳突纹线的一般形态；乳突线花纹中心至三角的间隔线数及距离；三角追迹线终点的位置；

角的类型；屈肌褶纹的形态；纹的一般形态；指掌各部位的外形结构和大小、粗细。 

指纹的特定特征，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手的本质属性的特征，是作出手印鉴定意见（认定同一

或否定同一）的主要依据。一定数量的“总和” 相等或相异将构成认定或否定意见的充分条件。

具体包括：乳突纹线的细节特征和其他特征的具体形态、大小、方向、角度、构成形式所在位置及

其相互间的关系等；乳突线花纹的中心和三角的具体形状、结构以及中心与三角的位置关系和构成

的角度等；伤疤、条屈肌褶纹的具体形态、面积大小、所在位置及其与其他细节特征和周围乳突纹

线的相互关系等。 

（2）手印鉴定的步骤和方法。手印鉴定一般先未知后已知，先一般后特殊，即先检验检材后

检验样本；先进行乳突线花纹的一般特征比对，后进行乳突纹线个别特征比对。 

5. 手印的自动识别。指纹自动识别系统简称为 AFIS 系统，是 Automated Fingerprint 

Identification Systems 的英文缩写。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是指替代人工对指纹进行自动建库、自

动管理和自动检索、鉴定的计算机系统。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功能指纹比对子系统具有 4个比对功能：

正查、倒查、串查、查重。 

6. 手印鉴定意见的评断与运用。 

（1）手印鉴定意见科学可靠性的审查。对手印鉴定意见科学可靠性的评断应当从鉴定主体资

格、鉴定资料、鉴定意见依据特征的数量和质量、手印的发现、显现、提取、保全、鉴定的方法等

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2）手印鉴定意见的运用。在刑事案件的调查中，手印鉴定意见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在案件

现场的活动过程事实，为案件侦查、寻找犯罪嫌疑人提供重要的线索、划定侦查范围，通过对现场

手印与指纹档案样本之间的同一认定，确定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民事、行政案件中，手印鉴定意

见常常涉及到手印鉴定意见所认定的人是否为民事权利和义务的享有人、承担人或证明材料的真实

提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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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人手皮肤乳突花纹的结构和特性，学会运用手印的发现和提取技术方法。 

2．掌握手印鉴定的依据和方法及手印鉴定意见的评断与运用等基本知识，熟悉指纹自动识别

系统及其操作。 

作业： 

1.试述指纹三角、纹线系统的概念。 

2.试述指纹的特性。 

3.试述手印鉴定依据的特征。 

4.试述手印鉴定的程序和方法。 

5.试述手印鉴定意见的审查评断方法以及如何运用。 

知识单元 9：足迹鉴定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迹鉴定概述。 

（1）足迹及足迹鉴定的概念。是指人体在运动中，赤足或穿鞋（袜）的足作为造痕客体与地

面等承受客体表面接触后形成痕迹的总称。包括赤脚印、鞋印、袜脚印。 

（2）足迹的形成。 

（3）足迹的分类。 

（4）足迹鉴定在诉讼中的作用。 

2.足迹的特性。 

（1）足迹的特定性。足迹的特定性，是指足迹形态与其他事物相联系的个人差异性。由于人

体形态结构存在着个体差异，使人行走姿势千姿百态，人各不同。 

（2）足迹的稳定性。足迹的结构特征和运动形态特征，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它们具有

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包含量变和部分质变，所以这种稳定性是相对的。 

（3）足迹的反映性。反映赤足、鞋、袜的结构形态；反映人体的行走形态，赤足结构可认定

人身；鞋、 袜结构特征可以认定鞋、袜。 

（4）足迹的连续性。足迹的分布具有连续性和周期性是区别其他痕迹的主要标志。 

（5）人体行走运动的周期性。行走时，人体运动器官各部分的活动是重复进行的周期性运动。 

3.足迹鉴定依据的特征。足迹的鉴定依据的特征，是指人的足（鞋、袜）底的外表形态结构及

个体特征在足迹中的形象反映。包括反映造型客体接触部位表面形态结构的形态特征，也包含反映

行走人行走动作习惯的步法特征。 

（1）足迹的形态特征。足迹的形态特征包括赤足足迹的形态特征、鞋印的形态形态特征、袜

脚印的形态特征。 

（2）步法特征。步法特征，又称行走运动形态特征，是人体行走运动规律特点在成趟足迹或

单个足迹中的综合反映，它包括步幅特征和步态特征。 

4. 足迹鉴定的要点。 

（1）分别检验。检验现场足迹、检验样本足迹。 

（2）比较检验。 

（3）综合评断。 

5.足迹分析。分析足迹是运用足迹学的理论和方法，综合利用现场足迹反映出的特征，结合案

件环境条件和其他痕迹物证，临场对有关穿鞋足迹的鞋类，以及遗留足迹人的性别、年龄、身高、

体态等个人特点作出的科学分析判断。 

6. 足迹鉴定意见的评断与运用。 

（1）足迹鉴定意见可靠性的评断。审查检材足迹形成的条件、足迹样本形成的条件、足迹检

材与样本形成的时间差、审查鉴定方法的可靠程度、审查鉴定人运用的特征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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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足迹鉴定意见的运用。赤足迹认定同一时，可确定某人到过现场，鉴定意见所肯定的人

可直接证明其与案件有某种联系。鞋印和袜印认定的是鞋和袜的同一，运用时注意以认定的物确定

与穿用人的联系。 

学习目标： 

1．了解足迹的概念、形成、种类，学会运用足迹发现和提取的技术方法。 

2．掌握足迹鉴定的原理、足迹鉴定的依据及足迹的分析运用等基本知识。 

作业： 

1.简述足迹的概念及分类。 

2.简述足迹鉴定的原理。 

3.简述足迹鉴定依据的特征。 

4.简述足迹分析的具体方法。 

5.试述足迹鉴定结论的审查评断方法及如何运用。 

知识单元 10：工具痕迹鉴定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工具痕迹概述。 

（1）工具痕迹的概念。工具痕迹，是指行为人利用一定的工具破坏、侵害客体时，引起承痕

体的受力部位发生塑性形变或断离而形成的形象痕迹，简称“工痕”。 

（2）工具痕迹的特点。工具痕迹具有立体性、稳固性、多样性、附着物、分离物多等特点。 

（3）工具痕迹的作用。根据工具痕迹可以推断工具种类，分析推断作案手段，刻画作案人条

件，分析作案人的职业特点，揭露伪造或伪装现场，鉴别案件性质，为并案侦查提供依据。 

2．工具痕迹的分类。 

（1）根据工具痕迹的形态可分为凹陷状痕迹和线条状痕迹。凹陷状痕迹，是承痕体在工具的

法向力作用下，在其与工具静态接触的部位形成的凹陷变形。线条状痕迹，是承痕体在工具的切向

力作用下，在其与工具动态接触的部位形成的切划面，因其表现形式为凸凹相间的一束线条，故称

线条状痕迹。 

（2）根据作用力的性质划分为动态痕迹和静态痕迹。动态痕迹，是指工具与承痕体的接触部

位处于相对运动的状态，接触点位置发生相对位移而形成，故称动态痕迹。静态痕迹，是由于凹陷

状痕迹形成过程中，工具与承痕体的接触部位位置关系总体不变，接触点位置不发生相对位移而形

成，故称静态痕迹。 

（3）根据作用力的方式划分。按作用力的方式可分为撬压痕迹、打击痕迹、擦划痕迹、剪切

痕迹、刺切痕迹、割削痕迹。 

3.工具痕迹鉴定要点。工具痕迹鉴定，是运用痕迹同一认定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依据形象特征

比较、分析得出现场工具痕迹是否为被送检的嫌疑工具所留的过程。 

（1）检验现场痕迹。首先，发现提取现场工具痕迹中的附着物，是现场勘查中的一项基本任

务。其次，区分痕迹种类。即要区分现场工具痕迹是凹陷状痕迹还是线条状痕迹，或是两者的混合

痕迹，查看其是如何形成的。再次，分析痕迹形成的工具条件。即分析推断形成现场工具痕迹的工

具种类、工具的具体接触部位。第四，分析痕迹形成的作用力条件。包括作用力方式、作用力方向、

角度、大小等具体内容。第五，寻找确定比对特征。 

（2）检验嫌疑工具。首先寻找提取嫌疑工具上有无与现场痕迹相关的附着物。研究嫌疑工具

是否具备形成现场痕迹的各项条件。初步判断嫌疑工具可能形成现场痕迹的接触部位。  

（3）制作实验样本。实验样本，是指用嫌疑工具可能形成现场痕迹的部位，在适当的实验材

料上，模拟现场痕迹形成的作用力大小、方向、角度、作用方式等条件进行试验所取得的痕迹样本。 

（4）比较检验。先比较种类特征，后比较个别特征；先比较痕迹的总体形态、轮廓，后比较

痕迹的细微特征。比较的方法。工具痕迹的种类不同，采用的比较方法也不同。一般有四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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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比较法、特征重叠比较法、线痕特征接合比较法和线痕特征扫描曲线比较法。 

（5）综合评断。 

学习目标： 

1.了解工具痕迹的概念、形成、种类，学会发现和提取工具痕迹的各种技术方法。 

2.掌握工具痕迹鉴定的要点以及工具痕迹鉴定绪论评断和运用等基本知识。 

作业： 

1.试述工具痕迹的概念及分类。 

2.试述工具痕迹的鉴定要点。 

3.试述工具痕迹鉴定绪论的评断和运用。 

知识单元 11：枪弹痕迹鉴定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枪弹痕迹鉴定概念及任务。 

（1）枪弹痕迹鉴定概念。枪弹痕迹鉴定，是指运用痕迹检验的一般原理和技术方法，以及枪

械、枪弹、弹道等科学知识，对发射后留在弹头、弹壳和射击障碍物上的痕迹、射击残留物进行分

析、检验，以确定发射枪械、枪种的一门综合性的刑事科学技术。 

（2）枪弹痕迹鉴定的主要任务。枪弹痕迹鉴定的主要任务：区分发射枪种和认定射击枪械；

查明作案的具体情节；判断作案枪械的性能、状况；对人体致伤效应的检验；确定射击距离；通过

弹头、弹壳物证串并案；查明与枪械子弹有关的信息；特种枪械的技术性能鉴定；查对枪弹痕迹档

案。 

2.枪弹的种类和结构。 

（1）枪械的种类与结构。 

（2）子弹的种类与结构。 

3.射击弹头、弹壳痕迹。 

（1）射击弹头上的痕迹特征。包括：进膛磕碰痕迹、坡膛痕迹、膛线痕迹。膛线痕迹主要有

主要棱线与次要棱线、阳膛线的起、末端痕迹、膛线痕迹中的小线纹、金属屑卷痕、阳膛线磨损特

征。 

（2）射击弹壳上的痕迹特征。包括装弹过程中留下的痕迹特征：弹匣口痕迹、推弹突笋痕迹、

枪机下表面痕迹、弹膛后切口痕迹。发射过程中留下的痕迹特征：击针头痕迹、弹底窝痕迹、膛内

壁痕迹、指示杆痕迹、烟垢特征。抛壳过程中留下的痕迹特征：拉壳钩痕迹、抛壳口痕迹、抛壳挺

痕迹。 

学习目标： 

1．了解枪弹痕迹的概念、形成、种类，学会发现和提取工具痕迹的各种技术方法。 

2．掌握枪弹痕迹鉴定的要点以及工具痕迹鉴定绪论评断和运用等基本知识。 

作业： 

1.试述枪弹痕迹及枪弹痕迹鉴定的概念。 

2.试述射击弹头痕迹特征。 

3.试述射击弹壳痕迹特征。 

4.试述枪弹痕迹鉴定的任务。 

知识单元 12：物质成份鉴定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物质成分鉴定概述。 

（1）物质成份鉴定的概念与对象。物质成份鉴定指运用物理、化学及生物学的方法揭示、显

现客体的物质成份、结构特征，并据此对客体的种属及异同进行判断识别，从而确定客体相互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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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客体与案件事实之间关系的一类司法鉴定。物质成份鉴定的对象非常广泛，既有有机物的检验也

有无机物的检验。 

（2）物质成份鉴定的特点。物质成份鉴定研究的是物质本身属性特征；鉴定的鉴定客体多为

微量物质要求鉴定时尽量少消耗检材；鉴定的客体多为混杂的物体；对同一检材经常采用多种方法

进行检验；物质成份鉴定利用的是物质形态结构、理化性质和成份结构几方面的特征。 

（3）微量物证的概念。微量物证（Trace Evidence)，是指微量的潜在的物证。它包含检材量

极少、肉眼看不见和某种化学成份含量很低两种意思。与传统物证相比，微量物证具有以下特点：

存在非常普遍；有时是潜在物证；难以破坏或消除；需要用大型分析仪器进行检验；主要是比对检

验。 

（4）物质成份鉴定的作用。为案件的定性提供科学依据；为案件的侦破提供方向或线索；缩

小侦查范围；为现场分析和重建提供信息和依据。 

（5）物质成份检验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物质成份检验的基本原理是对物质的物理性能和化学

性能进行测定。化学成分检验又分有机成分检验和无机成分检验两种。物质成份检验方法主要有：

光学显微镜法、有机成分测试仪器法、元素分析仪器法、物理性能分析仪器法、结构分析仪器法等。 

2.射击残留物检验。 

（1）射击残留物的化学组成。 

（2）射击残留物检验在涉枪案件中的作用。 

（3）射击残留物的分布规律。 

（4）射击残留物取样方法。 

（5）射击残留物的检验方法。 

3.油漆物证。 

（1）油漆的结构。 

（2）油漆的化学组成及分类。 

（3）油漆物证的特点。 

（4）油漆物证的作用。 

（5）油漆物证的发现和提取。 

（6）油漆的鉴定方法。 

4.玻璃物证。 

（1）常见玻璃的种类。 

（2）玻璃物证的特点。 

（3）玻璃物证的作用。 

（4）玻璃物证的发现提取及送检注意事项。 

（5）玻璃物证检验方法。 

5.纤维物证。 

（1）纤维的概念与分类。 

（2）纤维物证的特点。 

（3）微量纤维的采集方法。 

（4）纤维物证的检验。 

6.爆炸物证。 

（1）爆炸物证的概念。 

（2）炸药的种类。 

（3）爆炸案件的物证采集。 

（4）爆炸案件的物证检验。 

学习目标： 

1.了解物质成份鉴定的概念、特点以及一般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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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射击残留物鉴定、爆炸物证鉴定、毒物毒品鉴定、油脂、涂料鉴定、玻璃、纤维物证鉴

定结论的证明作用和发现和提取方法。 

作业： 

1.试述物质成分鉴定的概念及特点。 

2.试述爆炸案件的物证采集和检验方法。 

3.简述油漆物证的特点和作用。 

4.简述射击残留物检验的作用。 

5.简述纤维检验的任务。 

知识单元 13：犯罪心理痕迹鉴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犯罪心理痕迹鉴定概述。  

（1）犯罪心理痕迹的基本概念。 

（2）犯罪心理痕迹的特性。 

（3）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产生及其性质定位。 

（4）犯罪心理测试的意义和作用。 

2.心理测试结果的证据意义。 

（1）犯罪心理测试结果的性质。 

（2）犯罪心理测试结果的使用规范。 

3.心理测试的程序和方法。 

（1）犯罪心理测试的程序。包括犯罪心理测试的准备、实施和得出结果。 

（2）犯罪心理测试的方法。常用的方法有：准绳问题测试法（美）；紧张峰测试法；犯罪情节

测试法；（相关）不相关问题交叉测试法；怀疑知情参与测试法；缄默测试法；真假对比测试法（强

迫招认测试法） 

（3）犯罪心理测试对象的规范。 

4.心理测试鉴定结果的审查判断。  

（1）审查所使用的测试仪器。 

（2）审查主试人员的专业技能。 

（3）审查犯罪心理测试题的编制科学性。 

（4）审查被试的情况是否适于测试。 

（5）审查测试的环境条件和主试对实验环境中无关变量的控制是否得当。 

学习目标： 

1．了解心理测试鉴定的原理、对象、性质定位。 

2．掌握心理测试结果的证据意义、作用以及心理测试结果的审判断。 

作业： 

1.试述心理测试鉴定的证据意义和作用。 

2.试述心理测试鉴定结论的审查评断。 

知识单元 14：声像资料鉴定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录像资料鉴定。录像资料鉴定，主要是指对录像资料中的图像进行鉴定，包括对人和物的图

像鉴定。 

2.声纹鉴定。声纹鉴定，是指把犯罪人（或当事人）的语声和嫌疑人的语声分别通过有关仪器

转化成声纹图像或特征数据，再针对各方面的特征的异同进行分析、比对、判断，最后作出两者语

声是否源于同一人发音器官的全部检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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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声像资料鉴定的基本内容，图像鉴定和声纹鉴定的基本概念。 

2.掌握掌握声像资料鉴定的任务及鉴定资料的提取和保全，重点掌握录像资料鉴定和声纹鉴定

的内容、作用等知识点。 

作业： 

1.试述图像证据鉴定、声纹鉴定的概念。 

2.简述图像鉴定的范围。 

3.简述声纹鉴定的内容和作用。 

4.简述声像鉴定的任务。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2个，共 30学时 

实验 1：手印捺印与测量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 

（1）指头三面捺印：左右手十指指头（正面、左右侧面）滚动捺印。 

（2）手指、手掌平面捺印：左右手拇指单独捺印和四联指平面捺印、左右手全手（指、掌）

平面捺印。 

（3）局部捺印：对指尖、指节、左右两侧三角、中心花纹、掌上部某指根区及手掌外侧区、

内侧区、腕部、虎口等局部区域的捺印。 

（4）手印测量：测量手印全长，手印内边缘长、外边缘长、各指全长，各指根至指头花纹中

心长，手掌长和宽等。 

实验要求：了解手印捺印的范围、种类和要求，熟练掌握手印捺印的操作步骤及手印各个主要

部位的定点测量方法。 

实验 2：手指乳突花纹的三个系统及纹型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1）标示出每个纹型的三个系统（弓型纹除外）；（2）分析每个手指的花纹类型。 

实验要求：熟悉指头乳突花纹的流向规律和结构特点；熟练掌握三个系统的划分方法，乳突花

纹的分类规则、内容和界限。 

实验 3：指纹细节特征分析及标识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1）描绘出所给手印的乳突纹线形态；（2）标出每枚指印的全部细节特征。 

实验要求：熟练掌握乳突纹线的细节特征，明确细节特征的命名原则，学会细节特征标示的方

法。 

实验 4：手印鉴定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1）根据提供的现场手印和样本手印，检验现场手印与样本手印是否同一；（2）学

习制作手印鉴定书。 

实验要求：掌握手印鉴定的基本理论、基本程序和基本方法，能够独立完成现场手印和样本手

印的检验鉴定，能够制作规范的手印鉴定书。 

实验 5：手印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1）分析、判断现场手印；（2）分析现场遗留手印的手别、指位和部位。 

实验要求：了解现场手印分析的主要内容，能够对现场手印进行分析、判断，掌握对手印进行

部位分析的步骤和方法。 

实验 6：赤脚印特征的观察与标示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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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1）测量赤脚印的全长及各部位宽度，并分别指出所属类型。（2）标出赤脚印的各

部位形状，并指出所属类型。（3）标出赤脚印各区域出现的乳突纹线构成的花纹。（4）标出赤脚印

的其他特征。 

实验要求：掌握测量赤脚印的方法、步骤，学会寻找、确定赤脚印形象特征的要领和方法。 

实验 7：鞋印特征的观察与标示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1）测量鞋印的全长及各部位宽度。（2）标出鞋底的各部位形状。（3）标出鞋底所

属原料。（4）标出鞋底的生产工艺特征。（5）标出鞋底的磨损及一次性损伤的特征。（6）标出鞋底

的修补特征。（7）指出鞋底花纹所属类型。（8）标出鞋底的其他特征。 

实验要求：掌握测量鞋印的方法和步骤，学会寻找、确定鞋印形象特征的要领和方法。 

实验 8：步法特征的观察与标示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1）标出一趟足迹中的步幅特征。（2）标出一趟足迹中各阶段出现的步态特征。 

实验要求：掌握成趟足迹中步幅特征（步长、步宽和步角）的测量方法，掌握行走各阶段中步

态特征的形成原因及其痕迹反映。 

实验 9：足迹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1）根据给出的一趟足迹分析留痕人的自身特点。（2）根据给出的立体模型分析留

痕人的特点。（3）根据给出的平面足迹分析留痕人的特点。 

实验要求：掌握如何利用成趟足迹、单个立体模型和平面足迹分析留痕人的具体方法。 

实验 10：工具痕迹鉴定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1）根据撬压痕迹及所提供的工具制作鉴定书。（2）根据打击痕迹及所提供的工具

制作鉴定书。（3）根据钳剪痕迹及所提供的工具制作鉴定书。 

实验要求：了解工具痕迹鉴定的基本程序，掌握工具痕迹鉴定书的制作方法。 

实验 11：射击弹壳痕迹的观察识别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1）观察不同手枪射击弹壳上的痕迹并描绘其主要特征。（2）观察不同步枪、冲锋

枪射击弹壳上的痕迹并描绘其主要特征。 

实验要求：通过对几种常见枪支射击弹壳上的痕迹的观察，掌握射击弹壳上出现的各种痕迹的

形态、出现部位、形成过程及变化，掌握不同枪种射击弹壳上的痕迹特征。 

实验 12：射击弹头痕迹的观察识别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1）观察不同手枪射击弹头上的痕迹并描绘其主要特征。（2）观察不同步枪、冲锋

枪射击弹头上的痕迹并描绘其主要特征。 

实验要求：通过对几种常见枪支射击弹头上痕迹的观察，掌握射击弹头上出现的各种痕迹形态、

出现部位、形成过程及变化，掌握不同枪种射击弹头上的痕迹特征。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知识单元 1：司法鉴定的概念。司法鉴定对象和种

类。司法鉴定的任务与作用。 

知识单元 2：司法鉴定的科学基础：物质转移原理 

5  

2 
知识单元 2：同一认定原理。种属认定原理。 

知识单元 3：司法鉴定体制。 
5  

3 知识单元 3：司法鉴定体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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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4：司法鉴定人制度 

4 

知识单元 5：司法鉴定程序。司法鉴定程序的基本

问题。鉴定资料的收集、固定和保全。司法鉴定的

启动程序。鉴定的受理和实施程序。鉴定意见和鉴

定文书。 

知识单元 6：司法鉴定的原则与方法。 

5  

5 

知识单元 6：司法鉴定的原则与方法。 

知识单元 7：司法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与运用 

知识单元 8：手印鉴定。手印鉴定概述。指纹的特

性。 

5  

6 

知识单元 8：手印鉴定。皮肤乳突花纹的形态结构

及其分类。手印鉴定的依据和方法。手印的自动识

别。手印鉴定意见的评断与运用。 

5  

7 实验 1、2、3 5  

8 实验 4、5 5  

9 

知识单元 9：足迹鉴定。迹鉴定概述。足迹的特性。

足迹鉴定依据的特征。足迹鉴定的要点。足迹分析。

足迹鉴定意见的评断与运用。 

5  

10 实验 6、7 5  

11 实验 8、9 5  

12 

知识单元 10：工具痕迹鉴定。工具痕迹概述。工具

痕迹的分类。工具痕迹鉴定要点。 

知识单元 11：枪弹痕迹鉴定。枪弹痕迹鉴定概念及

任务。 

5  

13 

知识单元 11：枪弹痕迹鉴定。枪弹痕迹鉴定概念及

任务。枪弹的种类和结构。射击弹头、弹壳痕迹。

射击弹壳上的痕迹特征。 

5  

14 实验 10、11、12 5  

15 知识单元 12：物质成份鉴定 5  

16 

知识单元 13：犯罪心理测试。犯罪心理痕迹鉴定概

述。心理测试结果的证据意义。 

知识单元 14：声像资料鉴定 

5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现场勘查学 

后续课程：文件检验学、电子证据鉴定、法医学、司法会计鉴定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重点在于对司法鉴定的概念和种类有透彻性把握，司法鉴定的科学基础、司法鉴定人制

度、司法鉴定程序、司法鉴定意见的审查和判断、司法鉴定的原则与方法的准确理解和操作，以及

对手印鉴定、足迹鉴定、工具痕迹鉴定、枪弹痕迹鉴定和物质成份鉴定的鉴定方法特征的把握。 

难点：在于对司法鉴定的法律制度规范等知识点的掌握，以及手印鉴定、足迹鉴定、工具痕迹

鉴定、枪弹痕迹鉴定的实务操作。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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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讨教学法。 

3.实验教学法。 

4.启发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手段。 

2.PPT。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实验室：主要应用痕迹检验实验室。 

实验设备：黑白（彩色）记录采集系统、比对显微镜等。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程自主学习：30课时 

课外实验课时：15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按时完成每章课程内容结束后所布置的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已自主编写出版了《司法鉴定学》理论教学教材以及《司法鉴定实验指导》。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郭金霞 陈碧：《司法鉴定学》，群众出版社 2009年 12月。 

（二）推荐参考书 

1. 霍宪丹主编：《司法鉴定学》（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刑事法系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9月。  

2.徐立根：《物证技术学》（第 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9月。  

3.邹明理：《司法鉴定》，法律出版社 2000年。  

4.金光正：《司法鉴定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  

执笔：郭金霞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侦查制度 
criminal investigation system 

课程号：30404019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侦查制度的概念和基本理论问题；2、了解侦查制度的现状和存

在的问题；3、掌握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代表国家的侦查制度特点；4、了解中外侦查制度的改革发

展趋势；5、能够对侦查制度有关问题进行比较研究。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单轨制与双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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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两大法系的区别。 

2．英美法系实行双轨制的原因。 

3. 比较单轨制与双轨制的优劣。 

学习目标： 

1．了解两大法系的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 

2．掌握单轨制、双轨制的特点。 

作业： 

阅读美国辛普森案例。 

知识单元 2：集中与分散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集中的两层含义。 

2．集中与分散各自的优缺点。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法国的集中制与分散制。 

2．掌握集中与分散制的优缺点。 

知识单元 3： 一般化与专业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一般化的特点。 

2．专门化的特点。 

学习目标： 

1．了解侦查职能的历史沿革。 

2．掌握专业化和职能集中化的历史规律。 

知识单元 4：侦查的法治化与科技化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侦查科技化。 

2．侦查法治化。 

学习目标： 

1．了解从神证到物证的过程中科学起到的作用。 

2．掌握侦查法治化的发展方向。 

作业：小论文 

知识单元 5：美国的警察执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沉默权。 

2． 搜查扣押。 

学习目标： 

1．了解重要判例。 

2．掌握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的价值排序。 

作业：阅读美国判例：serial 

知识单元 6：检察引导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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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大陆法系的侦查权分配。 

2．为什么检察可以引导侦查？ 

学习目标： 

1．了解历史原因。 

2．掌握基本制度，并结合国情，做比较法分析。 

知识单元 7：诱惑侦查行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如何定义侦查行为的合法性。 

2．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的区别 

3． 分析诱惑侦查行为 

学习目标： 

1．了解侦查行为的分类。 

2．掌握诱惑侦查的特点与规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侦查制度学什么？ 3  

2 侦查与侦查制度 3  

3 基本理论之侦查的单轨制与双轨制 3  

4 基本理论之侦查的专门化和一般化 3  

5 基本理论之侦查的集中与分散 3  

6 基本理论之侦查的一步式与两步式 3  

7 侦查制度的历史沿革 3  

8 中国的侦查制度 3  

9 中国的侦查制度展开—科学化与法治化 3  

10 美国的侦查制度 3  

11 美国的侦查制度展开-毒树之果规则 3  

12 美国的侦查制度展开-搜查扣押规则 3  

13 英国侦查制度与展开 3  

14 日本的侦查制度 3  

15 日本侦查制度的展开-诱惑侦查 3  

16 德国的侦查制度 3  

17 德国侦查制度的展开-诱惑侦查 3  

18 总结：如何比较分析中外侦查制度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侦查学总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两大法系侦查制度介绍  

难点： 侦查权；侦查行为；侦查程序中体现的不同价值取向。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法、案例教学法、情景教学法、讨论法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2500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何家弘编著《外国侦查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10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谢佑平、万毅等编著《刑事侦查制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 1月 第 1版 

执笔：陈碧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网络犯罪案件侦查 
Cyber Crime Case Investigation 

课程号：30404020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专业（网络犯罪侦查）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网络犯罪侦查的基本思路；2、熟悉网络犯罪现场的基本构成；

3、了解各类常见网络犯罪的犯罪行为特点。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网络犯罪案件侦查的基础知识、

网络犯罪方法的原理、网络犯罪侦查手段的原理，了解网络犯罪现场的概念。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39学时 

知识单元 1：网络犯罪案件侦查总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网络犯罪的概念与类型 

1.1网络犯罪的概念 

所谓网络犯罪，是指行为人运用计算机技术，借助于网络对其系统或信息进行攻击、破坏或利

用网络进行其他犯罪的总称。既包括行为人运用其编程、加密、解码技术或工具在网络上实施的犯

罪，也包括行为人利用软件指令、网络系统或产品加密等技术及法律规定上的漏洞在网络内外交互

实施的犯罪，还包括行为人借助于其居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特定地位或其他方法在网络系统实施的犯

罪。通过其他途径对网络实施的犯罪，如盗窃联网计算机这种犯罪不在其列，不能把与网络有关的

犯罪行为统统归属于网络犯罪范畴。简言之，网络犯罪是针对和利用网络进行的犯罪，网络犯罪的

本质特征是危害网络及其信息的安全与秩序。 

1.2网络犯罪的类型 

通常可以将网络犯罪分为两类：即以计算机信息网络为工具的犯罪和以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计算

机信息网络功能或其内存储的应用程序、数据或计算机信息网络的技术成果作为犯罪对象的犯罪。 

2．网络犯罪的表现形式与特点 

2.1网络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 

（1）危害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的案件危害巨大 

（2）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传播淫秽、色情案件屡禁不止 

（3）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侵犯公私财物的案件呈高发态势 

（4）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传播谣言、进行侮辱、诽谤的案件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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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持续上升，危害性大 

2.2网络犯罪的特点 

（1）犯罪行为跨地域性 

（2）犯罪手段隐蔽性，犯罪黑数大 

（3）案件复杂，智能化 

（4）准备充分，作案过程相对连续 

（5）低龄化，社会形象有一定的欺骗性 

（6）犯罪规模产业链化、专业化 

（7）案件发现滞后 

2.3网络犯罪的社会危害 

（1）影响世界稳定与安宁 

（2）危及国家安全 

（3）扰乱经济秩序 

（4）影响社会治安及青少年身心健康 

3．网络犯罪案件侦查的任务和原则 

3.1网络犯罪案件侦查的任务 

网络犯罪案件侦查就是有关公安机关按照法律赋予的职责，对网络犯罪案件利用相关的知识和

技术，依法进行发现分析线索、寻找提取证据、定位抓捕犯罪嫌疑人等专门调查工作及采取有关强

制性措施等一系列的执法活动。其只要任务包括准确定性案件、确定侦查思路、收集分析线索、寻

找提取证据、定位抓捕犯罪嫌疑人等。 

3.2网络犯罪案件侦查的原则 

拓宽渠道，及时发现；依法办案，尊重事实；快侦快审，从速办理；积极侦查，主动扩线；密

切配合，分工合作；降低危害，打防结合。 

学习目标： 

1．熟悉网络犯罪的概念、类型、表现形式和特点。 

2．了解网络犯罪的社会危害。 

3．掌握网络犯罪案件侦查的任务和原则。 

作业： 

1.试述网络犯罪的概念和类型。 

2.试述网络犯罪的表现形式和特点。 

3.试述网络犯罪案件侦查的任务。 

4.试述网络犯罪案件侦查的原则。 

知识单元 2：网络犯罪案件侦查的一般方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网络犯罪案件的管辖 

网络犯罪案件由犯罪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必要时，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网络犯罪案件的犯罪地包括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网站建立者、

管理者所在地，被侵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其管理者所在地，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使用的计算机信

息系统所在地，被害人被侵害时所在地，以及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地等。涉及多个环节的网络犯罪

案件，犯罪嫌疑人为网络犯罪提供帮助的，其犯罪地或者居住地公安机关可以立案侦查。 

有多个犯罪地的网络犯罪案件，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或者主要犯罪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有

争议的，按照有利于查清犯罪事实、有利于诉讼的原则，由共同上级公安机关指定有关公安机关立

案侦查。 

2．网络犯罪案件的办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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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初查 

对接受的案件或者发现的犯罪线索，在审查中发现案件事实或者线索不明，需要经过调查才能

够确认是否达到犯罪追诉标准的，经办案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进行初查。初查过程中，可以采取

询问、查询、勘验、检查、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初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但不得

对初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和查封、扣押、冻结财产。 

2.2跨地域取证 

公安机关跨地域调查取证的，可以将办案协作函和相关法律文书及凭证电传或者通过公安机关

信息化系统传输至协作地公安机关。协作地公安机关经审查确认，在传来的法律文书上加盖本地公

安机关印章后，可以代为调查取证。 

询（讯）问异地证人、被害人以及与案件有关联的犯罪嫌疑人的，可以由办案地公安机关通过

远程网络视频等方式进行询（讯）问并制作笔录。远程询（讯）问的，应当由协作地公安机关事先

核实被询（讯）问人的身份。办案地公安机关应当将询（讯）问笔录传输至协作地公安机关。询（讯）

问笔录经被询（讯）问人确认并逐页签名、捺指印后，由协作地公安机关协作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并将原件提供给办案地公安机关。询（讯）问人员收到笔录后，应当在首页右上方写明“于某年某

月某日收到”，并签名或者盖章。远程询（讯）问的，应当对询（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并随

案移送。 

2.3电子数据的取证与审查 

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应当由二名以上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侦查人员进行。取证设备和过程应

当符合相关技术标准，并保证所收集、提取的电子数据的完整性、客观性。 

收集、提取电子数据，能够获取原始存储介质的，应当封存原始存储介质，并制作笔录，记录

原始存储介质的封存状态，由侦查人员、原始存储介质持有人签名或者盖章；持有人无法签名或者

拒绝签名的，应当在笔录中注明，由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有条件的，侦查人员应当对相关活动进

行录像。 

无法获取原始存储介质的，可以提取电子数据，但应当在笔录中注明不能获取原始存储介质的

原因、原始存储介质的存放地点等情况，并由侦查人员、电子数据持有人、提供人签名或者盖章；

持有人、提供人无法签名或者拒绝签名的，应当在笔录中注明，由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有条件的，

侦查人员应当对相关活动进行录像。 

对电子数据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难以确定的，由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或者由公安部指定

的机构出具检验报告。 

3．网络犯罪案件侦查的一般方法 

3.1网络犯罪案件侦查的总体思路 

现代科技手段与传统侦查方法相结合；网上侦查与网下侦查相结合。 

3.2网络犯罪案件侦查的基本对策 

（1）对网络犯罪案件的发现 

发现网络犯罪案件可以采取传统的发现案源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被害人或被害单位的报

案；相关人员举报；在例行检查（如定期检查网吧）中或在侦查其他案件时发现利用网络进行犯罪

的线索。 

由于网络犯罪的隐蔽性及某些被害人和知情人不愿报案等原因，通过传统的发现案源的方法仅

能发现极少部分案件，所以还要采取其他一些方法来发现网络犯罪案件。如建立反网络犯罪系统发

现犯罪；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跟踪监视；建立专门的网上犯罪举报系统，知情人员可以在网站上举

报有关网络犯罪的信息，通过对举报内容进行分析、筛选，从中发现犯罪线索。 

（2）对网络犯罪案件现场进行勘查 

作为是一种新型的犯罪形态，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有很大不同，传统犯罪一般仅存在于物理空

间之中，而网络犯罪则跨越了物理和虚拟两个空间。因此，可以说网络犯罪案件的现场既包括犯罪

行为人实施犯罪时所处的传统意义的物理现场，也包括犯罪行为人利用或侵害的计算机系统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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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所构成的虚拟现场。网络犯罪案件的现场勘验，不仅要注意从物理现场中发现传统的痕迹物证，

而且要注意从虚拟现场中发现、提取电子证据。计算机系统、网络系统及其相关设备应当成为网络

犯罪案件现场实地勘验的重点。 

（3）确定网络犯罪案件的侦查途径 

总体上，可以将网络犯罪案件的侦查途径分为传统的侦查途径和与计算机技术相关的侦查途径

两大类。 

传统的侦查途径：从犯罪动机入手；从犯罪的因果关系入手；从现场遗留物入手；从作案人所

应具备的身份、技术条件、作案手段入手；从连续作案所反映的特点入手等。 

与计算机技术相关的侦查途径：从计算机网络的结构、联网范围入手；从查找系统记录入手；

从采用技术检测措施入手；从搜查计算机入手等途径排查嫌疑对象。 

（4）对网络犯罪案件采取的侦查措施 

深入调查，摸底排队；利用隐蔽力量开展侦查；诱捕战术；利用计算机相关技术协助调查、分

析、发现犯罪信息；网络监控追踪；多方协作等。 

学习目标： 

1．了解网络犯罪案件侦查的管辖和办案程序。 

2．掌握网络犯罪案件侦查的一般方法。 

作业： 

1．试述网络犯罪案件侦查的办案程序。 

2．试述网络犯罪案件侦查的一般方法。 

知识单元 3：网络犯罪现场勘查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网络犯罪现场勘查概述 

1.1网络犯罪现场的概念和特点 

指犯罪嫌疑人实施网络犯罪活动的物理空间地点、操控的计算机系统与相关附属设备、有计算

机数据保留的网络传输节点，以及留有其他犯罪物证的有关场所。 

网络犯罪现场的特点：时间的严格连续性；空间的大跨度性；证据形式多为电子数据。 

1.2网络犯罪现场勘查的概念和任务 

网络犯罪案件现场勘查是指侦查人员依法对网络犯罪现场进行的勘验、检查和调查研究活动。

其主要任务是发现、固定、提取与犯罪有关的电子数据、电子设备、传统物证和其他信息，进行现

场调查访问，制作和存储现场信息资料，判断案件性质，确定侦查方向和范围，为侦查破案提供线

索和证据。 

2．网络犯罪现场勘查的一般程序 

2.1现场保护 

（1）网络犯罪案件现场保护的基本要素 

确认状态，正确处置；保持现场“静态”；控制现场人员；保护原始物证。 

（2）网络犯罪案件现场保护中容易忽略的问题 

首先，在开机状态下，注意不时移动鼠标或按 Ctrl键，避免计算机进入休眠状态；其次，计

算机外部呈离散状态的纸张、电磁介质应重视；第三，严密监控嫌疑人，避免其毁灭证据；第四，

网吧内涉网犯罪现场保护，切记保持计算机设备的原始状态。 

2.2现场勘查的组织与指挥 

网络犯罪现场勘查指挥员应当由具备网络犯罪案件现场勘验与电子证物检查专业知识和组织

指挥能力的人民警察担任。重大、特别重大案件的勘验检查工作，指挥员由案发地公安机关负责人

担任。 

网络犯罪案件的特殊性，需要现场勘查指挥人员冷静分析、科学指挥、果断决定。同时，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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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科学方法和合法程序。 

2.3网络犯罪案件本地现场勘查 

网络犯罪案件本地现场，通常可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可控的、可进入的、可操作的本地现场环

境。包括计算机系统内部现场和系统外部现场。 

（1）现场勘查前的准备 

对现场进行预测性分析；准备勘查设备、工具和用品；准备现场勘查软件工具；制定现场勘查

方案。 

（2）外部现场勘查 

网络犯罪案件外部现场勘查，除一般案件现场所需勘查内容外，还包括检查现场各种磁记录物、

书面材料、主机工作状态、显示器所显示的内容、系统外部设备的状态等内容，以及系统所固有的

各种输出痕迹特征，各种线路（电源线、电话线、数据线、光纤等）接入的详细位置、状态。并做

详细标记和记录，必要时用图示记录。 

（3）内部现场勘查 

内部现场勘查针对机内数据展开调查和勘验分析。多数案件需要在现场对系统数据、文件等进

行分析和处理，以便快速得到案件线索，推进侦查进度。对于复杂的数据处理、大量文件恢复、复

杂文件密码破解、全盘文件查找、剩余空间及未分配空间的数据查找等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的工作内

容，可移后留待回到实验室继续进行。对于需要对代码特性分析、数据文件证据、特定操作过程痕

迹认定等证据建立工作，可提交有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生成鉴定报告。 

勘查过程中的所有操作，应当保证机器内原始数据不被修改和覆盖。首先提取易失数据；其次

是现场复制磁盘；最后现场勘验机内数据。 

（4）特殊情况的处理 

主要包括对特殊现场的勘查和在线分析两个方面。 

所谓特殊现场，是指如银行、商业网站等不能结束系统服务器运行的案件现场；计算机系统遭

受严重外部破坏，如火灾、水浸等残毁现场；计算机系统除本身电子数据以外，携带有其他传统物

证，如指纹、血迹等。对于特殊现场的勘查，应采取相应的适当方法进行。 

所谓在线分析，是指在现场不关闭电子设备的情况下直接使用原设备和原系统，进行分析和提

取电子系统中的数据的方法。由于在分析和提取过程中，勘查人员对系统的操作会对原系统的初始

状态产生影响，导致系统的数据、文件内容以及文件属性等发生改变，甚至可能会因原使用者的安

全设置而影响到整个系统或关键信息的毁损，所以除特殊情形外，一般不得实施在线分析。 

2.4网络犯罪案件远程现场勘查 

网络犯罪案件远程现场勘查，是指通过网络对远程目标系统实施勘验，以提取、固定远程目标

系统的状态和存留的内容。对于嫌疑人在网上的操作，形成的数据节点的信息收集，在可以寻求相

应网站支持的前提下，通过公安部门的特定途径得到，而无网站协助的情况，只能单纯地靠技术尝

试解决。 

3．网络犯罪的侦查实验与现场重建 

3.1侦查实验的目的和要求 

在某些案件中，为了查明案情，必要时，经地市级公安机关负责批准，可以由计算机专家模拟

案发现场的系统环境，按照事物内在联系的客观规律，对计算机系统输入模拟的程序指令，再现已

发生行为、事件或条件的可能性或结果，进行侦查实验。 

开展侦查实验应注意静电、磁场、湿度、温度等因素可能对计算机设备造成的影响，并记录设

备的监护过程。侦查实验开始前，必须备份有关数据，充分准备；实验过程中应反复多次进行实验。

同时，制作侦查实验笔录。 

3.2犯罪现场重建的目的与方法 

重建现场就是根据现场勘查记录，将已勘查过的犯罪现场恢复到勘查前的原始状态。其目的在

于研究犯罪活动的发生过程、产生的遗留痕迹、行为结果，也可以为侦查实验的正确开展提供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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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现场重建的方法包括恢复系统设备及其附属设备的连接状态、工作状态，异地勘验还可能需要

模拟某些参数的设置。重建的形式分为物理架构重建、数据链路重建、逻辑结构虚拟重建。 

4．网络犯罪案件侦查中的询问与讯问 

4.1侦查询问 

网络犯罪案件中的侦查询问程序与一般刑事案件询问程序相同。询问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询问被害人、证人时，应考虑到因其对计算机系统的了解程度和案发后心理紧张、愤怒、

恐惧等主观情绪的影响，导致其描述可能不准确甚至存在歧义。 

（2）对某些对于计算机只有一般了解的人进行询问，应避免使用过于专业的词汇。 

（3）询问时，要尽可能多地想到对方可能掌握的信息，包括嫌疑人的某些习惯、网络应用内

容、URL、登陆信息等要细问。 

（4）有些貌似非计算机相关的信息，可能恰好是真正与计算机系统相关的重要信息。如网友

间互称的绰号或昵称等，很可能就是网络中调查对象的账户名称。 

（5）尽量避免同时有多人在场，使看法互相干扰。 

4.2侦查讯问 

与普通刑事案件侦查的讯问相比，网络犯罪案件侦查中的讯问具有如下特点：讯问地位重要，

讯问难度大；讯问对象易翻供，易反复；相关佐证少，诡诈技巧不易施展。 

基于以上特点，侦查人员应重视第一次讯问，运用有效的讯问策略取得突破。如抓准犯罪嫌疑

人赖以抗拒的心理基础；利用犯罪嫌疑人的判断错误；善于利用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个性特点；了解

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活动，有的放矢。 

5．网络犯罪现场分析 

网络犯罪现场分析，是在现场勘查的基本工作结束时，由全体参加勘查的人员根据勘查和访问

所得的事实材料，在现场对事件的性质、有关实施犯罪的情况和犯罪人的情况等进行的初步分析、

研究和判断。现场分析主要是通过勘查过程中发现的各种客观存在的线索和证据等各种现场获取的

信息的总结、分析、提炼，对犯罪嫌疑人的作案时间、动机、手法等得出相关的判断和推测，为侦

查工作的开展提供方向。 

网络犯罪现场分析过程中，要注意计算机系统外部线索和计算机内部信息的结合，分析的主要

内容和思路包括以下方面：根据外部线索特点，引导查找机内关联信息；由计算机系统线索，核实

查找外部隐藏线索；明确案件性质的，围绕核心要件分析现场行为过程；尚未明确的，分析犯罪动

机、行为过程；根据现场情况，分析心理痕迹特征；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特征分析，包括一般行为特

征和技术行为特征等。 

学习目标： 

1．了解网络犯罪现场的含义和特点。 

2．掌握网络犯罪现场勘查的步骤和方法。 

3. 熟悉网络犯罪现场调查访问和现场分析的内容和方法。 

作业： 

1.简述网络犯罪现场的含义和特点。 

2.试述网络犯罪现场实地勘验的步骤和方法。 

3.试述网络犯罪现场调查访问的对象和方法。 

4.试述网络犯罪现场分析的内容和思路。 

5.试述网络犯罪现场重建的目的和方法。 

知识单元 4：本地计算机数据文件线索查找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本地主机数据文件线索的查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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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确定要查找的本地主机 

对本地主机所构成的现场进行勘查，第一步就是要确定何处为现场，即确定要查找的本地主机。

具体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了解并分析案情； 

（2）被害人或者犯罪嫌疑人据主体的主机； 

（3）走访调查其他可能留有相关操作痕迹的主机。 

1. 2筛查与定位 

筛查和定位是筛选和确定出要进一步深入调查的主机的过程，需要最终确定需要调查之主机的

地理位置。筛查工作要结合案情以及其他线索和证据，判断出相应主机中的数据是否具有取证价值。

而定位工作则需要对主机位置进行确定，通常可以采用以下方式： 

（1）根据被害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居所以及行踪定位主机位置； 

（2）根据被害人陈述或者犯罪嫌疑人供述，定位被调查主机的位置； 

（3）利用技术手段追踪、判断和定位主机的位置。 

1.3 发现、提取和固定数据 

获取相关物证是现场勘查的核心任务之一，如何发现、提取和固定现场的物证，是确定线索查

找思路的重要内容。 

（1）如果主机开机，则应当首先提取和固定易失数据，随后再根据关联性进行筛选。提取和

固定易失证据后，根据情况判断是否能够关机。如果需要关机，则应直接拔掉电源，不能采用操作

系统的关机操作。如果不能关机，则要考虑带电移机。 

（2）如果主机关机，则应封存主机，直接送交电子证据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取证。 

（3）如果案情紧急，允许在现场直接查看计算机中的内容时，也可以直接搜查计算机中与案

件有关的信息。 

2. 本地主机数据文件线索的查找重点 

2.1 被害人主机的查找重点 

（1）受害者浏览恶意或者诈骗等网站的网页历史记录； 

（2）机器是否中了木马； 

（3）与犯罪嫌疑人通过网络即时通信工具聊天的聊天记录和接收的文件； 

（4）查看计算机系统日志，掌握系统登录、本机操作的各种痕迹； 

（5）受害者登录的电子邮箱以及接收的文件，邮件客户端遗留的邮件线索； 

（6）查找注册表中恶意程序信息； 

（7）搜索与案件直接相关的照片或者视频文件等信息； 

（8）涉案银行账号等信息。 

2.2 犯罪嫌疑人主机的查找重点 

（1）搜索与案件密切相关的账目清单、涉案文档、恶意程序、照片和视频文件等特定涉案信息； 

（2）查看计算机系统日志，掌握系统登录、本机操作的各种痕迹； 

（3）与被害人通过网络即时通信工具料条的聊天记录和发送的文件； 

（4）查找注册表中历史记录、恶意程序等信息； 

（5）搜索与案件有关的浏览网页和本机文档的历史记录、收藏夹、登录的邮箱和用户名、本

机最近打开和编辑的文档、图片等历史记录信息； 

（6）嫌疑人登录的电子邮箱以及接收的文件，邮件客户端遗留的邮件线索； 

（7）考虑到嫌疑人有可能将涉案文件或者有关操作痕迹进行删除，要将其所用计算机送到电

子物证鉴定中心进行鉴定，让检验人员对其中加密的涉案文件进行解密、发现和还原与案件相关的

伪造文件、对磁盘中的电子数据进行数据恢复，找到与案件有关的被删除的数据。 

3. 本地主机数据文件线索查找方法 

3.1 特定涉案文件的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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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网络赌博、网络传播淫秽色情、网络诈骗、网络走私等传统犯罪行为在以网络为工具时，通

常会在本地主机中留下特定的涉案文件，如赌博金额、色情照片和视频、诈骗信息和网页、走私物

品清单、恶意程序和代码等。 

在计算机设备中，查找特定文件的方法主要有直接浏览查看和利用搜索工具两大类。在查找时，

需要注意以下事项： 

（1）注意显示出隐藏文件； 

（2）注意留意目标文件所在同一文件夹中的其他文件； 

（3）注意文件的后缀名； 

（4）以浏览方式查看时，注意不要激活某些可能删除文档的病毒。 

3.2 网络即时通信工具相关信息的查找 

该类线索主要包括聊天记录和利用通信工具发送的文件，具体操作方法： 

（1）登录被调查主机网络即时通信工具，重点查看出于登陆状态下的即时通信工具中的线索，

以及未登陆状态下的即时通信工具中存储的信息； 

（2）查看被调查主机曾登录过的账号； 

（3）查看聊天记录； 

（4）查找聊天过程中发送和接收的文件； 

（5）查找好友列表、最近联系人、所加入的群组等； 

（6）查找交易记录； 

（7）查找电子邮箱、空间、短信等信息。 

3.3 各种主机历史记录的查找 

（1）浏览器历史记录； 

（2）主机最近访问的文件； 

3.4 windows下主机日志的查找 

计算机系统记录日志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系统自身资源的运行状况。因此，日志记录程序通常会

忠实地记录服务器、普通主机、防火墙和应用软件等各种操作痕迹。 

（1）windows下主机日志的种类包括 Windows日志、应用程序和服务日志。 

（2）日志的查看，可以通过操作系统的“查看事件日志”功能，也可以使用日志读取器查看。 

学习目标： 

1. 熟悉本地主机数据文件线索的查找思路； 

2. 了解本地主机数据文件线索的查找重点； 

3. 掌握本地主机数据文件线索的查找方法。 

作业： 

1. 试述本地主机数据文件的查找思路； 

2. 试述对关机状态主机取证的思路； 

3. 试析易失数据的的判断标准。 

知识单元 5：局域网线索查找与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网络连接设备线索调查 

1.1 交换机线索调查 

交换机（Switch）意为“开关”是一种用于电（光）信号转发的网络设备。它可以为接入交换

机的任意两个网络节点提供独享的电信号通路。最常见的交换机是以太网交换机。其他常见的还有

电话语音交换机、光纤交换机等。 

交换机线索调查的重点是 CAM表提取。CAM表其实就是存储在交换机缓存中的端口号与所连接

设备的 MAC地址对应关系表，交换机能够主动学习客户端的 MAC地址，并建立和维护 CAM表以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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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交换路径。 

对 CAM 表字段解析，包括 VLAN、MAC Address、Type、Ports。可以从端口查看连接的计算机

网卡的 MAC地址，然后可顺着局域网网线定位上网的计算机，最后在计算机中查看 MAC地址，确定

是否与 CAM表中的一致。 

CAM表出现异常，产生异常的原因通常是交换机被攻击，表现为个人私密信息被盗、网络通信

不正常、网络瘫痪。攻击方式通常是破坏端口与 MAC地址的一一对应关系。对异常 CAM表线索的分

析，则有助于识别攻击。 

1.2 路由器调查 

路由器（Router），又称为网关，用于连接多个逻辑上分开的网络，分为中间节点路由器和边

界路由器（出口路由）两类。路由器是网络层的互连设备，根据数据帧的目的 IP 地址，通过路由

表为其选择最佳的传输路径，在路由表中保存着各种传输路径的相关数据。可使用控制台端口访问

路由器，并使用 show ip route 查看路由表。对路由表线索的分析包括对路由表内容的解析和绘

制局域网络拓扑结构图，需要调查记录系统事件、路由器当前登录用户、ARP缓存和路由器日志详

细状态。 

1.3 无线路由器调查 

（1）无线路由器的接入方式：有线接入和无线接入； 

（2）无线路由器的线索调查：关键是查找无线路由器上所连接的上网终端。 

2. 应用服务器线索调查 

各种不同的应用服务器有其默认开放端口，而通过默认端口号可以大致判断出应用服务的类

型。具体包括： 

（1）网站服务调查； 

（2）数据库服务调查； 

（3）FTP服务器调查； 

（4）无盘工作站调查； 

学习目标： 

1． 了解局域网中各种线索的含义。 

2． 掌握局域网中各类网络硬件的线索调查方法。 

3． 熟悉局域网设备中各种线索的关联性。 

作业： 

1. 试述在局域网各网络设备中寻找线索的基本思路。 

2. 试述局域网中各类线索的关联性和验真方式。 

3. 练习在交换机和路由器中查找线索。 

知识单元 6：数据库线索查找与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数据库系统概述. 

1.1 数据的概念 

数据是描述事物的符号记录。数据有很多种，文本、图形、图像、音频、视频、学生的档案记

录、货物的运输情况等，都是数据。数据的特点是数据与其予以具有不可分性。 

1.2 数据的管理 

数据管理是对数据进行分类、组织、编码、存储、检索和维护，是数据处理的中心问题。数据

管理技术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人工管理阶段、文件系统阶段、数据库系统阶段。 

1.3 数据库系统的概念和特征 

数据库（Database，简称 DB）是长期储存在计算机内、有组织的、可共享的大量数据的集合。

数据库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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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按一定的数据模型组织、描述和储存； 

（2）可为各种用户共享； 

（3）冗余度较小； 

（4）数据独立性较高； 

（5）易扩展。 

数据库系统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1）数据库； 

（2）数据库管理系统（及其开发工具） 

（3）应用系统 

（4）数据库管理人员 

1.4 数据库系统的特点 

（1）数据结构化 

整体数据的结构化是数据库的主要特征之一，不仅仅针对某一个应用的结构化，而是面向全组

织；不仅数据内部结构化，整体是结构化的，数据之间具有联系。 

（2）数据的共享性高，冗余度低，以扩充 

数据库系统从整体角度看待和描述数据，数据面向整个系统，可以被多个用户、多个应用共享

使用。数据共享可以减少数据冗余，节约存储空间；避免数据之间的不相容性与不一致性；使系统

易于扩充。 

（3）数据独立性高 

数据独立性表现为物理独立性和逻辑独立性。物理独立性指用户的应用程序与存储在磁盘上的

数据库中数据是相互独立的。当数据的物理存储改变了，应用程序不用改变。逻辑独立性指用户的

应用程序与数据库的逻辑结构是相互独立的。数据的逻辑结构改变了，用户程序也可以不变。 

（4）数据由 DBMS统一管理和控制 

DBMS 起到数据的安全性保护、数据的完整性检查、并发控制和数据库恢复等重要的数据控制

功能。 

1.5 数据库系统的类型 

（1）单机数据库系统：只能在单机上运行，不支持网络功能的数据库系统。 

（2）网络数据库系统：在网络上创建并运行的数据库系统。 

2. 数据库中的线索及其分析 

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几乎所有网络应用的数据都用数据库管理，数据库中的数据已经有了

无法预估其价值，而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数据库，侦查人员面对的现场却往往是不完整的，导致线

索比较少或者缺乏必要的逻辑性。 

2.1 数据库连接线索 

指数据库各构成之间的连接关系，以及管理、存储、用户或者浏览的整个通讯连接过程。将数

据库看做一个“现场”，将其拓扑结构和各种管理、访问、操作之间的关系进行查明的线索。 

2.2 数据库用户权限线索 

包括管理权限、用户权限、浏览权限以及其他各种权限。 

2.3 数据库日志线索 

错误日志，能够反映出涉及数据库的各种异常操作现象；事物日志，则记录着涉及数据库的各

种正常操作现象。 

2.4 异常数据线索 

（1）特殊、具体的数据线索，包括被害人数据、特殊获利数据和特殊时间数据； 

（2）业务数据，与实际工作流程相对比，可以进行溯源分析； 

（3）数据的完整性线索，数据内容可相互对照，验证数据是否前后呼应，满足完整性要求。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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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数据库的基本概念、基本用途和主要功能； 

2. 掌握数据库中查找线索的基本思路 

作业： 

1. 试述数据库中各项数据的关联性； 

2. 练习数据库数据查找的基本操作。 

知识单元 7：网站线索查找与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网站的概念与架构 

1.1 常见的网站类型 

常见的网站有搜索引擎、电子商务平台、电子公告板、聊天网站、视频网站、网游网站、BLOG、

微博、个人网站、个人主页等。 

1.2 网站的构建过程 

（1）注册域名，这是 Internet中用于解决地址对应问题的一种方法，域名注册遵循先申请先

注册原则，管理机构对申请人提出的域名是否违反了第三方的权利不进行任何实质审查。每个域名

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因此，在网络上，域名是一种相对有限的资源，它的价值将随着注

册企业的增多而逐步为人们所重视。域名的注册：向域名服务商申请。国际域名管理机构 ICANN（The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中

国域名管理机构 CNNIC。 

（2）网络空间的申请。网络空间是存放网站网页的地方，由实体主机、服务器托管或者虚拟

主机托管等方式实现。实体主机：客户购买主机并建设服务器主机，申请专线和网址自行构建和管

理网站；服务器托管：客户自行购买主机服务器，将服务器放在具有 Internet 实时相连的网络环

境的托管公司，或者向该公司直接租用一台主机服务器；虚拟主机托管：将一台整机的硬盘划细，

每块硬盘空间可以被配置为具有独立域名和 IP 地址的服务器；免费空间：有一些网站提供，通常

为搭建小型、简单网站的空间；类似于虚拟主机托管。 

（3）网页制作。使用制作软件或者网页制作软件制作网页。 

（4）网站的发布。发布网站，必须预先安装 IIS、Apache或者 Tomcat等 Web服务器软件。对

于实体主机服务器，直接设置 Web服务器即可发布站点；对于服务器托管或者虚拟主机托管，先在

线上传网页文件至网站空间，网页上传需要在域名空间提供商的系统网页进行。 

（5）网站推广。网站推广的主要目的是扩大知名度、提高访问量和点击率。通常通过发布广

告、向搜索引擎推荐或者通过其他软件传播。 

（6）网站的维护。网站维护一般包括以下几个内容：充实和丰富内容；弥补程序的漏洞；维

护网站安全；定期更新内容；定期升级软件；根据使用情况扩充或者缩减网站空间。 

2.网站线索的查找与分析 

2.1 网站线索调查的内容。 

网站的拥有者、网站数据的存储位置、网站内容中与案件事实的相关信息、与网站有关的其他

信息。 

2.2 网站域名注册信息调查。 

网站域名注册信息包括域名所属注册公司的名称和地址，域名注册人、技术维护者、管理者的

姓名、联系方式，域名注册日、更新日、到期日。网站域名注册信息查找可以通过域名管理机构进

行查找，也可以通过域名信息查询服务商进行查询。理想条件下，根据网站域名注册信息即可判断

出该域名的所属人。但是，域名信息是注册者提供的，存在虚假的可能性。 

2.3 网站 IP地址及网站服务器的定位。 

网站 IP地址，指的是网站服务器接入互联网所使用的 IP地址。通过网站 IP地址，可以对网

站服务器接入互联网的位置进行定位。获取网站 IP地址的方法可以是通过域名解析 IP，也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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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ping、nslookup、Tracert等命令进行查询。根据 IP地址，结合电信部门记录以及局域网拓扑

图，可以查找到终端的地理位置。 

2.4 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调查。 

网络服务提供商可以提供以下线索：网站服务器使用的相关信息；网站空间申请的相关信息；

网站内容的相关信息；网站维护的相关信息。其中，重要的线索数据有：网站服务日志、网站空间

注册信息、网站与网页的内容文件、网站的维护记录等。 

2.5 网页内容上的线索和分析。 

网页内容是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进行接触的直接媒介、网页中的内容是确定案件性质的重要依

据、网页的内容通常也是定罪和量刑的依据、网页内容中的各种线索也可能有助于寻找其他线索和

证据。重点查找以下内容：网页传播的主要内容；网页上出现的联系人、联系方式等信息；网页上

出现的交易信息；网页上的其他挂载信息和超级链接；网页源代码中反映的“挂马”信息。 

2.6 电子公告牌系统的线索查找与分析。 

电子公告牌系统（Bulletin Board System，英文缩写 BBS）通过在计算机上运行服务软件，

允许用户使用终端程序通过 Internet 来进行连接，执行下载数据或程序、上传数据、阅读新闻、

与其它用户交换消息等功能。目前，有的时候 BBS也泛指网络论坛或网络社群。对 BBS进行调查主

要包括以下内容：论坛创建信息与维护信息；论坛用户注册信息和访问信息；论坛上的帖子和主题

的信息；论坛中对帖子相关信息的备份记录：发帖内容、发帖人的网名、发帖时间、发帖 IP 等；

论坛中的关联性分析。 

学习目标： 

1．熟悉网站中各种信息的类型与含义，以及其与各类网站操作行为的相关性。 

2．掌握网站线索调查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作业： 

1. 试述与网站相关的各类信息的含义； 

2. 试述网站线索调查的思路。 

知识单元 8：网络使用者特征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网络人群的分布规律 

是对网络的使用主体所具有的种属差异特征的一种归纳。网络人群的分布规律，本质上揭示的

是人的属性。 

1.1 网络人群的特点 

（1）网络人群具有特殊性，包括年龄的特殊性和技能的特殊性； 

（2）网络人群具有双重性，体现为分布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 

（3）网络人群具有匿名性，真实姓名被隐匿，转为用账号、昵称替代； 

（4）网络人群具有跨地域性，利用数字传输的便捷性实现跨地域、可移动； 

（5）网络人群空间分布的差异性； 

（6）网络人群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 

1.2 我国网络人群分布的结构特征 

（1）地域分布规律。 

第一梯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沿海地区和部分内陆省份，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浙江、

天津、福建、辽宁、江苏、新疆、山西、山东、海南、重庆、陕西等 14个省或者直辖市。 

第二梯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包括青海、湖北、吉林、河北、内蒙

古、黑龙江 6个省。 

第三梯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集中在西南部各省和中部地区，包括宁夏、西藏、湖南、河南、

广西、甘肃、四川、安徽、云南、江西、贵州 11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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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地域部分的几个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分布情况；高等院校与科技人才分布情况。 

（2）不同地区网络人群上网的行为特征，包括网络用途特征、网页浏览的内容特征、网络通

信关系与通信目的特征、网络用语的方言特征。 

（3）接入方式分类，主要有家庭宽带接入、网吧接入、教育网接入、机关接入、企业接入、

移动通信接入和其他接入方式。 

（4）自然情况结构特征，包括年龄构成和性别构成。 

（5）社会、经济状况结构特征，包括文化层次、婚姻状况、职业构成、民族构成、政治观念

构成。 

1.3 网络人群分布规律在侦查中的应用 

网络人群分布规律，可以扩展侦查线索，辅助确定侦查方向。通过网络人群的上网行为特征，

推断其自然、社会经济情况。通过网络人群的自然、社会经济情况，推断其上网的行为特征。 

人群种属特征线索主要有以下几个来源：查询本地计算机信息、查询网上信息、查询通信工具

信息、查询网络金融信息、收集非电子数据类痕迹物证以及其他线索。 

利用搜集的信息，发现其中体现的地域特征、年龄特征、性别特征、职业特征等情况的信息点，

辅以其他线索和证据加以印证和排除，缩小进一步侦查的范围——种属判断。 

根据已有嫌疑人的各种信息，判断其上网行为中可能具有的特征，并以此特征为线索对其进行

查找并最终锁定。 

2. 网络游戏人群特征分析 

2010年底，我国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到 2.96亿人，网络游戏人群比例：男性为主（58.8%）；

超过半数玩家年龄集中在 18-35岁；4成以上的用户受过高等教育。 

2.1 与网络游戏有关的犯罪和网络游戏的分类 

（1）与网络游戏有关的犯罪。 

直接的犯罪：盗窃游戏财产等虚拟物品、黑客入侵； 

间接犯罪：离线之后的犯罪，针对非虚拟主体人身或财物的犯罪。 

（2）网络游戏的分类。 

从类型上划分：棋牌类休闲网络游戏、网络即时战略类游戏、角色扮演类大型网上游戏、娱乐

音乐舞蹈类网游、益智类网游、手机网游。 

按照收费模式划分：游戏虚拟道具收费、按时间收费、按客户端（游戏客户端软件）收费。 

2.2 网络游戏人群的特征 

（1）在游戏分类内容上体现出来的特征： 

棋牌、网页游戏：以消磨时间为主要目的； 

竞技、动作、射击类：以寻求刺激为主要目的； 

音乐舞蹈类和社区类：以交友、时尚、娱乐为主要目的； 

大型在线角色扮演类：情况比较复杂，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2）从收费模式上体现出来的特征，收费模式通常决定了游戏的花销大小，可以作为游戏用

户经济状况的一种特征。 

道具收费：可线上、线下交易道具；通常可以通过大量金钱满足虚荣心；道具会成为犯罪的对

象——盗窃、赌博。 

时间收费：消费呈周期性；消费模式与用户的游戏时间分配、经济状况有关。 

客户端收费：较为少见；一次性收费较贵；催生盗版和私服现象。 

2.3 网络论坛人群的特征分布 

论坛是网络时代的标志性产物之一，利用虚拟世界和虚拟身份，充分发挥“言论自由”优势的

场所，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话语权平等”的场所。通常更容易反应各种群体内心深处的

真实想法，甚至是社会人群的“阴暗”面。 

（1）论坛的分类，包括综合类论坛、专题类论坛、教学类论坛、推广型论坛、地方性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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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类型网络论坛人群分布比较。 

专业技术类论坛：有明确的专业技术主题；以应用类技术为主，很少涉及“理论问题”；参与

人群多为该专业技术的爱好者；参与人群学历、专业技术知识未必很高，所讨论的技术以解决实际

问题为住；发帖以“实例分享”、“求助”、“资源交易”为主要内容。 

综合信息类论坛：信息量大、种类繁多；注册、浏览和发帖人数众多，但仅看帖者远多于回帖

和发起主题的数量；单位、家庭上网用户居多，网吧用户较少；各版块中在一段时间内都有固定“用

户群”，且用户群按参与程度明显分为几个层次。最为活跃的用户层次往往在发帖习惯和发帖内容

上有明显特征。 

专题类（经验交流类）论坛：大多涉及三个群体：老资格的爱好者、商家和普通用户；每个群

体都有其自身的发帖习惯和发帖内容特征；越新的专题（产品），活跃度越高，人员越复杂；越老

的专题（产品），活跃度越低，但其中老资格爱好者的比重也就越大；能够反映“求购、求租、售

卖”等各类与交易行为有关的信息。 

3. 网络语言特征 

3.1 网络语言的概念 

广义的网络语言是指在网络传播中所应用或者触及的一切语言，包括人类自然语言和物理技术

语言；狭义的网络语言是特指人们在网络上进行信息收集、发布和交换时使用的语言。 

3.2 网络语言的特点 

与传统语言相比，网络语言有诸多不规范之处；大量出现缩略语、谐音词、象声词；部分网络

语言与著名的网络或者社会事件有紧密联系，能够“隐晦概括”地描述相关事件的精要之处；突破

国别限制，一种语言中混杂多国语言；可能刻意混杂有方言的特征。 

3.3 网络语言特征的分类研究 

（1）网络语言构成特征：包括谐音、缩写、符号、新词新意、 

（2）网络语言中的方言、隐语特征：使用者自身的方言、成为现象性流行语的方言、行业内

部隐语、小群体隐语、特定类型人群隐语等。 

（3）网络语言的典型语体句式特点：利用文字对情绪、语气、声音、神态等外在形态的描述，

例如咆哮体、淘宝体、甄嬛体、梨花体、校内体、凡客体等。 

3.4 网络语言研究在侦查中的应用 

有助于有助于侦查人员获取信任，进一步搜集线索；为预审工作打开突破口；对舆情监控具有

重要意义；对网络语言的研究是网络监控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学习目标： 

1．了解网络使用者特征的类型和含义。 

2．掌握在侦查过程中利用网络使用者特征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方法。 

作业： 

1. 组队对校内 100名同学的上网特征进行统计和归类分析； 

2. 试析网络使用者特征与其网络行为的关联性。 

知识单元 9：社会工程学犯罪手段介绍及调查方法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工程学概述 

1.1 社会工程学的概念 

社会工程学是一种攻击行为攻击者利用人际关系的互动性所发出的攻击：通常当攻击者没有办

法通过物理入侵直接取得所需要的资料时，就会通过电子邮件或者电话对所需要的资料进行骗取，

再利用这些资料获取主机的权限，以达到其本身目的。 

1.2 社会工程学的种类 

（1）狭义社会工程学：没有计划或者针对性的获取信息，单纯通过网络获取信息，不需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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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相关的术语信息； 

（2）广义社会工程学：有计划且有针对性的获取信息，不单纯通过网络获取信息，且需要知

道相关的术语信息。 

2. 常见的社会工程学手段 

2.1 常见的社会工程学手段分析 

（1）环境渗透 

对特定的环境进行渗透，是社会工程学为了获得所需的情报或者敏感信息经常采用的手段之

一。社会工程学攻击者通过观察目标对电子邮件的响应速度、重视程度以及可能提供的相关资料，

比如一个人的姓名、生日、ID电话号码、管理员的 IP地址、电子邮箱等，通过这些搜集信息来判

断目标的网络架构或者系统密码的大致内容，从而获取情报。 

（2）引诱 

网络上经常碰到中奖、免费赠送等内容的电子邮件或者网页，诱惑用户进入下载页面下载运行

程序，或者要求填写账户和口令以便验证身份，利用人们疏于防范的心理引诱用户，这通常是黑客

早已设好的全套 

（3）伪装 

目前流行的网络钓鱼事件以及更早以前的求职信病毒、圣诞节贺卡，都是利用电子邮件和伪造

的 Web 站点来进行诈骗活动的。有调查显示，在所有接触诈骗信息的用户中，有高达 5%的人都会

对这些骗局作出响应。 

（4）说服 

说服是对信息安全危害最大的一种社会工程学攻击方法，它要求目标内部人员与攻击者达成某

种一致，为攻击提供各种便利条件。特别的，当目标的利益与攻击者的利益没有冲突，甚至与攻击

者的利益一致时，这种手段就会非常有效。如果目标内部人员已经心存不满甚至有了报复念头，那

么配合就很容易达成，他甚至会成为攻击者的助手，帮助攻击者获得意想不到的情报或者数据。 

（5）恐吓 

社会工程学师常常利用人们对安全、漏洞、病毒、木马、黑客等内容的敏感性，以权威机构的

身份出现，散布安全警告、系统风险之类的信息，使用危言耸听的伎俩恐吓、欺骗计算机用户，并

声称如果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危害或者损失。 

（6）恭维 

高明的黑客精通心理学、人际关系学、行为学等社会工程学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善于利用人们

的本能反应、好奇心、盲目信任、贪婪等人性弱点设置陷阱，实施欺骗，控制他人意志为己服务。

他们通常十分友善，很讲究说话的艺术，知道如何借助机会去迎合人，投其所好，使多数人友善地

作出回应，乐意与他们继续合作。 

（7）反向社会工程学 

反向社会工程学是指攻击者通过技术或者被技术手段给网络或者计算机应用制造“问题”，使

其公司员工深信，引诱工作人员或者网络管理人员透漏或者泄露攻击者需要获取的信息。这种方法

比较隐蔽，很难发现，危害特别大，不容易防范。 

2.2 典型案例分析 

大学生利用支付宝诈骗案社工手段分析。 

3. 对信息拥有者攻击以收集信息的策略 

3.1 利用相似性相互吸引 

人你们或许会因为一个人与自己不一样而对他发生兴趣，但让彼此喜欢的是我们之间的相似

点、共同点。相似才相吸，所以和对方谈话时，更多的是聊聊你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寻找相似点

很简单，在前提的个人调查资料上，找到他的兴趣爱好，喜欢怎样的运动、音乐，以此作为“相似

点”成为交谈话题。 

3.2 与信息持有者保持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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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受潜意识的影响，会喜欢一个“看起来一致的人”。因为保持一致能产生信任，有

了信任，后续的交谈与索要信息将变得更加顺利。谈话过程很可能会因为谈话双方彼此的“同步”，

变得更积极自在些。如果我们和对手的手势或者讲话时的“遣词造句”一样，对方会认为你很好相

处。 

3.3 通过第三方传递正面形象 

往往通过第三方传递的信息也能达到成功的第一印象认识，它对正面与负面的人都适用。 

3.4 坚持互惠原则 

冒称虚假的身份是大多数社会工程学师的伎俩，但他们有的是使用虚假的身份“帮助”信息拥

有者。“互惠原则”不是物质间的交换，而是以“帮助解决问题”为基准，否则，对方很可能会质

疑你的目的并拒绝你。 

3.5 价值呈现 

积极向目标展示高端价值，在商业社交更着重于这一点，你的身份角色决定了他们对你能力的

看法与态度。人们往往对高价值的人的态度有异于普通人，包括顺从与被引导。 

4. 利用信息搜集方法进行社工信息搜集 

4.1 使用搜索引擎 

包括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都存在高级搜索语法，善用搜索语法可以快速准确的找到自己想要

的内容。 

4.2 对个人空间进行检索 

许多搜索引擎都有专门对个人空间的搜索，最典型的就是对博客的搜索，收录了大量的博客页

面，诸如 QQ空间日志、人人网主页日志等都有收录。 

4.3 利用网络对信息的公开作用 

《南方周末》曾经刊发过一篇描述巨人公司的网络游戏《征途》为烧钱游戏的文章《“系统”》，

但很快由于诸多原因在官方网站中的文章被删除。但是，网友们通过谷歌与百度的网页快照直接找

回了原始的文章，并在短时间内大肆传播。 

学习目标： 

1．掌握社会工程学攻击的概念和形态。 

2．掌握社会工程学攻击的实施方法和事实过程。 

3．了解社工信息搜集手段。 

作业： 

1. 总结身边社工案例，并分析其所使用的手段。 

2. 利用问卷调查方法实施社会工程学攻击的信息搜集工作，尝试从校内搜集 5 个陌生同学

的电子邮箱、手机号、学号和作息规律。 

知识单元 10：其他常见线索与综合分析方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网络电话 

1.1 网络电话的概念和原理 

网络电话，又称“IP电话”或者“IP网络电话”，即 VOIP（Voice Over IP）；对语音信号进

行编码、压缩、转换成 IP 数据包，在 IP 网络上进行；VOIP 的优势：利用贷款资源，节省市话和

长途话费。 

网络电话的结构包括运营商、注册服务商、客户端、超级节点。 

网络电话的功能：全球索引——查找用户；IP与电话号码的转换——导致电话号码可以伪造。 

1.2 网络电话的线索查找 

（1）通过 IP地址和通话时间查找真实来源； 

（2）注册信息的查找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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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银账户 

2.1 网银账户简介 

网银账户是网络犯罪行为中最基本的货币支付和转移方式； 

网银账户具有以下特点：实际操作和使用可以脱离银行卡、实体金融服务柜台；网银账户的开

户必须依赖于银行卡，即网银账户与传统银行账户在开户、开卡和用卡方面与传统银行服务有必然

的关联。 

2.2 网银账户线索调查方向 

（1）开卡信息：实名开户信息等； 

（2）网银转账记录：网银中心存有记录，不仅记载了转账的详细情况，还包括使用网银的 IP

地址、设备 MAC以及登陆时间； 

（3）中间业务：主要指网上交易付款，包括网络代缴费（水电、QQ等）、POS消费（网络商品

交易等）； 

（4）第三方套现：网络电商平台套现，网络金融平台套现； 

（5）网银账号密码：社工、猜测密码、找回密码邮件或者短信等。 

3. 电话线索 

3.1 电话线索的类型 

（1）固定电话可提供的线索：通话记录、装机信息、电话特殊查询、银行代缴费服务； 

（2）移动电话可提供的线索：详细的通话记录；开户信息；代收费情况；其他服务捆绑与定

制情况；通信基站信息；短信信息和记录等。 

3.2 电话线索的获取和分析方法 

（1）直接获取的信息即为有用线索； 

（2）格式化记录表格的筛选和查找； 

（3）通话时间的排列与通话频率的计数与分析； 

（4）基站位置的圈定和地理信息的分析； 

（5）人物关系的关联性分析和异常现象的发现。 

4. 假身份证线索 

涉网人员通常需要提供身份证信息方能获取网络资源。而涉网犯罪往往会涉及到假身份证的使用。 

4.1 假身份证的类型 

（1）伪造、变造身份证； 

（2）冒用他人身份证。 

4.2 假身份证线索的查找与分析 

（1）身份证照片线索：伪造、变造一般不会修改照片； 

（2）制售贩卖身份证、提供假冒身份证的各类违法服务； 

（3）各类实名登记信息的串联：银行、网吧、宾馆等。 

5. 数据规律分析 

数据规律是除了利用数据内容本身信息以外，由数据产生和变化所反映出的规律性所传递的信息。 

5.1 常见的数据规律分析 

（1）账目金额分析； 

（2）数据流量分析； 

（3）通话记录分析。 

学习目标： 

1．熟悉网络犯罪侦查中除前述课程内容以外的线索及其含义； 

2．掌握分析这些线索的方法。 

作业： 

1. 试述网络行为中能够反映使用者身份信息的线索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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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试析本节课所讲各类线索与之前所讲各类线索在侦查中如何配合使用。 

（二）实践教学本课程实验为 3个，共 9学时 

实验 1：犯罪嫌疑人主机勘查实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 

1. 对犯罪嫌疑人主机状态作出正确判断并采取合理措施； 

2. 对主机中易失数据进行保存； 

3. 利用取证软件对主机数据进行镜像； 

4. 对主机存储设备进行数据恢复； 

5. 利用取证软件对镜像中数据进行筛查； 

6. 对所取得电子数据证据进行综合分析。 

实验要求：熟悉主机勘查的步骤和原则；研究易失数据的判断标准；掌握主机取证和相应证据

分析的方法。 

实验 2：犯罪嫌疑人手机勘查实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 

1. 对犯罪嫌疑人手机各项参数进行查找和记录； 

2. 根据手机参数，选择适当的接口和取证方法，并选定作为取证对象的存储设备； 

3. 利用手机取证设备对手机内存进行镜像； 

4. 利用手机取证软件对手机进行介入式取证； 

5. 利用手机取证软件对所读取数据进行筛选和分析； 

6. 利用取证软件对手机通讯记录和通讯录进行关联性分析； 

7. 利用取证软件对手机中记录的 GPS信息和基站信息进行提取，并绘制使用轨迹。 

实验要求：熟悉手机勘查的步骤和原则；研究手机数据的筛查思路；掌握手机中各类数据关联

性分析的方法。 

实验 3：社会工程学犯罪勘查实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对校内师生随机进行问卷调查以获取其相关身份信息 

1. 环境渗透：熟悉问卷调查的场景、对象类型，预判可能的情景信息； 

2. 根据情景信息，编制问卷以及制定问答策略； 

3. 进行问卷调查，以获取问卷调查者姓名、年龄、专业、籍贯、电子邮箱、手机号、学号、

作息时间、饮食习惯信息为目的； 

4. 对问卷调查信息进行整理，并编制社工信息库。 

实验要求：熟悉社会工程学的实施方法和实施步骤；研究何种方式最容易获取信任并得到信息；

掌握社工问答技巧和编制社工库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网络犯罪侦查总论 3  

2 网络犯罪案件侦查的一般方法（上） 3  

3 网络犯罪案件侦查的一般方法（下） 3  

4 网络犯罪现场勘查（上） 3  

5 网络犯罪现场勘查（下） 3  

6 本地计算机数据文件线索查找（上） 3  

7 本地计算机数据文件线索查找（下） 3  

8 局域网线索查找与分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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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数据库线索查找与分析 3  

10 网站线索查找与分析 3  

11 网络使用者特征分析 3  

12 社会工程学犯罪手段介绍及调查方法分析 3  

13 其他常见线索与综合分析方法 3  

14 实验 1：犯罪嫌疑人主机勘查实验 3 网络犯罪侦查实验室 

15 实验 2：犯罪嫌疑人手机勘查实验 3 网络犯罪侦查实验室 

16 实验 3：社会工程学犯罪勘查实验 3 校园内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网络犯罪案件侦查的一般方法、各类网络设备和网络资源的勘查思路、网络犯罪案件线

索和证据的综合分析 

难点：对网络犯罪现场概念的理解、对网络犯罪案件线索和证据的综合分析方法、对电子数据

作为线索和作为证据使用的区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实验法 

3. 演示法 

4. 讨论法 

5. 案例法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虚拟仿真演示与实验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网络犯罪侦查实验室，包括各类网络拓扑结构的模拟、各种网络设备、各类操作系统、典型网

络犯罪案件现查虚拟仿真软件等。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应于课外在网上查找相关典型案例，以辅助理解课上内容，并在有条件时对相关案件进行

虚拟仿真重建实验。建议总课时不少于 9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孙晓冬等编著《网络犯罪案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6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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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凯文·保尔森等编著《掘金黑客·马克斯·维京：地下网络犯罪之王》，出版社，2012 年

11月第 1版 

2. 许爱东等编著《网络犯罪侦查实验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10月第 1版 

执笔：肖承海、李小恺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计算机系统基础 
Computer system foundation 

课程号：30404021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计算机系统基础知识、计算机工

作原理、操作系统原理，了解数据结构及算法概念，为计算机语言基础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计算

机软硬件基础。（注：本模板所有划线部分，为仅供参考的文字。撰写完毕应将下划线去除。）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数据存储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位与位存储  

2．存储器  

3．进制系统 

4．数据压缩、 

5．通信差错  

学习目标：首先，介绍然后，介绍定点数的编码表示，在此基础上介绍；接着，介绍浮点数的

编码表示，主要包括 IEEE 754 单精度和双精度浮点格式标准；随后介绍逻辑值、西文字符和汉字

等非数值数据的编码表示；最后，介绍数据的宽度和存储。 

1．了解进位计数制和编码的基本概念；了解带符号整数和无符号整数的表示；了解浮点数的

编码表示，主要包括 IEEE 754单精度和双精度浮点格式标准 。 

2．掌握逻辑值、西文字符和汉字等非数值数据的编码表示；掌握介绍数据的宽度和存储；掌

握基本压缩算法；能够熟练进行数值转换 。 

 作业： 

课后作业包括两类。一类是选择题，用于学习者进行自我测试；另一类是主观作业题，学习者

进行互评以增强和巩固学习效果。 

知识单元 2：计算机算法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 算法概述 

2. 递归与分治策略 

3. 动态规划 

4. 贪心算法 

5. 回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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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分支限界法 

7. 线性规划与网络流  

学习目标 

1. 掌握算法,算法复杂度的基本概念,及时间复杂度的估算方法，理解 NP完全性理论 

2. 掌握递归的概念,学会用递归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熟练掌握利用分治法解决问题的基本思

想,会用某高级语言对算法进行描述,并对算法复杂度(时间和空间)进行分析 

3. 熟练掌握利用动态规划方法解决问题的基本思想,学会如何将问题化为多阶段图的方法,

并能对具体问题写出正确的递推公式 

4. 掌握利用贪心算法解决问题的基本思想,会用某高级语言编写用贪心算法解决问题的程

序,并能对算法的复杂度,可靠性进行分析 

5. 掌握利用回溯法解决问题的基本思想,会用回溯法解决 n个皇后问题,图的 m着色问题,批

处理作业调度问题等,并能准确地分析回溯法的效率及稳定性 

6. 掌握利用分支限界法解决问题的基本思想,能用多种不同方法解法同一问题,并分析各方

法的效率 

7. 了解线性规划模型的特点,线性规划问题的标准型及退化处理,掌握线性规划问题解的概

念,有关解的基本定理;掌握单纯形法的的原理和求解方法;掌握实践中常见问题的建模方法.掌握

最大网络流问题的求解方法和最小费用流问题的求解方法 

作业：哥德巴赫猜想近似证明的算法设计（10万之内）  

知识单元 3：操作系统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 。 

2．进程 

3. 进程同步与通信 

4. 调度与死锁 

5. 存储器管理 

6. 设备管理 

7. 文件管理 

学习目标： 

1. 了解和掌握操作系统的目标、作用和模型，从资源管理的角度领会操作系统的功能和实现
过程。使学生系统科学地受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训练，提高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了解操作系统的形成、类型和功能；阐述 

2. 掌握进程管理，包括进程和线程的基本概念、进程的同步和通信、调度和死锁；掌握存储
器管理和虚拟存储器的概念以及对虚拟存储器性能的分析；掌握设备管理、文件系统以及磁盘存储

器的管理以及操作系统的保护与安全 

作业： 

课后作业包括两类。一类是选择题，用于学习者进行自我测试；另一类是主观作业题，学习者

进行互评以增强和巩固学习效果。 

知识单元 4：数据结构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线性表   

2．栈和队列  

3．串、数组 

4．树及二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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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图 

6．查找 

7．排序 

学习目标： 

使学生学会分析研究计算机加工的数据结构的特性，以便为应用涉及的数据选择适当的逻辑

结构、存储结构及相应的算法，并初步了解对算法的时间分析和空间分析技术。另一方面，通过

对算法设计和上机实践的训练，还应培养学生的数据抽象能力和程序设计的能力。 

作业：讨论十字路口交通灯设计模型 

知识单元 5：人工智能介绍、计算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人工智能基础 、人工智能发展简史、人工智能研究的基本内容、人工智能的主要研究和

应用领域  

2． 知识表示、确定性推理、不确定性推理与非单调推理 

3． 自动机与语言、可计算性和计算复杂性等计算理论的基本内容；  

学习目标： 

1. 了解人工智能的发展、基本理论、方法和技术。 

2. 了解计算机技术的基本理论问题有全面而深刻的理解，并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计算思维理
论能力  

作业： 主题讨论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16学时 

实验 1：算法设计与分析基础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编程实现（语言不限、伪代码亦可）： 计算两个不全为 0的非负整数 m和 n的最大

公约数 

(1) 用欧几里德算法实现； (2) 用连续整数检测算法实现； (3) 用质因数分解算法实现； 

实验要求：熟悉算法设计过程；研究不同算法的复杂度；掌握算法实现的方法。 

实验 2：数据结构设计  
参考学时：12学时 

实验内容：校园导航问题（算法实现）  

依照学校的平面图，至少包括 10 个以上的场所，每两个场所间可以有不同的路 且路长也可

能不同 找出从任意场所到达另一场所的最佳路径（最短路径）。 

实验要求：熟悉设计、实现系统的完整过程，研究数据结构的选择，掌握数据结构的设计实现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数据存储 4  

2 
算法概述 

递归与分治策略 
4  

3 
动态规划 

贪心算法 
4  

4 
回溯法 

分支限界法 
4  

5 线性规划与网络流 4  

6 
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 。 

进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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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进程同步与通信 

调度与死锁 
4  

8 
存储器管理 

设备管理 
4  

9 
文件管理 

操作系统总结 
4  

10 
线性表   

栈和队列  
4  

11 
串、数组 

树及二叉树 
4  

12 

图 

查找 

排序 

4  

13 人工智能概述 4  

14 计算理论概述 4  

15 实验一 4  

16 实验二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计算机概论 

后续课程：计算机语言，数据库，计算机网络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计算机操作系统、数据结构、算法。 

难点：数据结构、算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法 

2.自主型教学法 

3.启发式教学法 

4.合作学习教学法 

教学手段： 

1.信息化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学校公共计算机实验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 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

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30%；期末考试占 6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实验一报告在第 7周之前提交，实验二在第 15周之前提交。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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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参考书 

1. 袁春风. 计算机系统基础 [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前 4章） 

2.Randal E. Bryant, David R. O'Hallaron. 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原书第 2版）[M]. 龚奕

利，雷迎春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3.王晓东编，计算机算法设计与分析（第 4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年 1月。  

4. Thomas H. Cormen等著，潘金贵等译，算法导论，机械工业出版社。 

执笔：王立梅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计算机语言基础 
Basis of Computer Language 

课程号：3040402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 C语言的基本语法和规定；2、掌握程序设计基本算法和思路；

3、提高上机操作能力，掌握上机调试程序的方法；4、培养自学能力，强调自主学习；5、养成良

好的程序设计习惯。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计算机语言和程序编写的基础知

识、以 C语言为工具，培养学生利用计算机软件技术解决本专业及相关领域中一些问题的初步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54学时 

知识单元 1：程序设计和 C语言简介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计算机程序 

2. 什么是计算机语言 

3. C语言的发展及其特点 

4. 最简单的 C语言程序 

5. 运行 C程序的步骤与方法 

6. 程序设计的任务 

学习目标： 

1. 了解所用的计算机系统的基本操作方法，学会独立使用该系统。 

2. 了解在该系统上如何编辑编译连接和运行一个 C程序。 

3. 通过运行简单的 C程序，初步了解 C源程序的特点。 

作业： 

C程序的运行环境和运行 C程序的方法 

知识单元 2：算法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算法 

2. 简单的算法举例 

3. 算法的特性 

4. 怎样表示一个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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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算法的概念。 

2．掌握描述算法的方法。 

3．了解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的概念。 

作业： 

用不同的方法表示算法 

知识单元 3：顺序程序设计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顺序程序设计举例 

2. 数据的表现形式及其运算 

3. C语句 

4. 数据的输入输出 

学习目标： 

1. 掌握 C语言数据类型，了解字符型数据和整型数据的内在关系。 

2 .掌握对各种数值型数据的正确输入方法。 

3. 学会使用 C 的有关算术运算符，以及包含这些运算符的表达式，特别是自加（++）和自减

（--）运算符的使用。 

4. 学会编写和运行简单的应用程序。 

5. 进一步熟悉 C程序的编辑、编译、连接和运行的过程。 

6. 掌握 C语言中使用最多的一种语句——赋值语句的使用方法。 

7. 掌握各种类型数据的输入输出的方法，能正确使用各种格式转换符。 

8. 进一步掌握编写程序和调试程序的方法。 

作业： 

1. 数据类型、运算符和简单的输入输出 

2. 最简单的 C程序设计——顺序程序设计 

知识单元 4：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选择结构和条件判断 

2. 用 if语句实现选择结构 

3. 关系运算符和关系表达式 

4. 逻辑运算符和逻辑表达式 

5. 条件运算符和条件表达式 

6. 选择结构的嵌套 

7. 用 switch语句实现多分支选择结构 

8. 选择结构程序综合举例 

学习目标： 

1. 了解 C语言表示逻辑量的方法（以 0代表”假”，以非 0代表”真” ）。 

2. 学会正确使用逻辑运算符和逻辑表达式。 

3. 熟练掌握 if语句的使用（包括 if语句的嵌套）。 

4. 熟练掌握多分支选择语句——switch语句。 

5. 结合程序掌握一些简单的算法。 

6. 进一步学习调试程序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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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知识单元 5：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为什么需要循环控制 

2. 用 while语句实现循环 

3. 用 do---while语句实现循环 

4. 用 for 语句实现循环 

5. 循环的嵌套 

6. 几种循环的比较 

7. 改变循环执行的状态 

8. 循环程序举例 

学习目标： 

1. 熟悉掌握用 while语句、do…while语句和 for语句实现循环的方法。 

2. 掌握在程序设计中用循环的方法实现一些常用算法（穷举、迭代、递推等）。 

3. 进一步学习调试程序。 

作业：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知识单元 6：数组 

参考学时：11学时 

学习内容： 

1. 怎样定义和引用一维数组 

2. 怎样定义和引用二维数组 

3. 字符数组 

学习目标： 

1. 熟悉一维数组和二维数组的定义、赋值和输入输出的方法。 

2. 掌握字符数组和字符串函数的使用。 

3. 掌握与数组有关的算法（特别是排序算法）。 

作业： 

数组 

知识单元 7：函数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 为什么要用函数           

2. 怎样定义函数 

3. 调用函数 

4. 对被调用函数的声明和函数原型 

5. 函数的嵌套调用           

6. 函数的递归调用 

7. 数组作为函数参数        

8. 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 

9. 变量的存储方式和生存期 

10. 关于变量的声明和定义 

11. 内部函数和外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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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熟悉定义函数的方法。 

2. 熟悉声明函数的方法。 

3. 熟悉调用函数时实参与形参的对应关系，以及”值传递”的方式。 

4. 学习对多文件的程序的编译和运行。 

5. 进一步熟悉怎样利用函数实现指定的任务。 

6. 熟悉函数的嵌套调用和递归调用的方法。 

7. 熟悉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的概念和用法。 

作业： 

1. 函数（一） 

2. 函数（二）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前言，程序设计和 C语言简介 5  

2 算法 5  

3 顺序程序设计 5  

4 选择结构程序设计 5  

5 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5  

6 数组 11  

7 函数 1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计算机概论、数据库管理与应用、法律信息管理系统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培养文、法学专业学生的计算思维能力，也就是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陈述、建模，

使问题易于处理的思维方法。。 

难点：我们需要采取任务驱动的方式，难点在于结合一些文、法学专业学生的特点选取恰当的

C程序范例。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重视实践环节，包括编程和上机实验。 

2. 结合学生争强好胜的心理，把竞争机制引进实验环节。 

教学手段： 

1. 机房授课，边讲变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2. 采取案例教学的方式。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机房上课。机房安装 VC++ 6.0，MSDN。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每章布置作业，作业由学生课后独立完成，作业的内容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60％。 

7、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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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北京市精品教材谭浩强编著的《C 程序设计（第四版）》及其

配套习题集。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谭浩强编著《C程序设计（第四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6月 第 4版（教材获奖情

况：全国高校出版社优秀畅销书特等奖。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二）推荐参考书 

1. 何钦铭、颜晖等编著《C语言程序设计》，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3月 第 2版 

2. 恰汗·合孜尔编著《C语言程序设计（第三版）》，中国铁道出版社，2010年 3月 第 3版  

执笔：李激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证据调查学 
Evidence Investigation 

课程号：700402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体改班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基本的调查方法和技能；2、了解证据调查制度的历史沿革，了

解各国的证据调查制度和理论；3、能够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证据调查方面存在的问题，并能提出

解决的思路。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证据调查与司法公正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是为了更好侦查案件，而不是更快侦查案件； 

2、是为了更好保障人权，而不是更快打击犯罪； 

3、是偏重于程序正义，而不是仅为实体正义； 

4、是为了合理发现真实，而不是为了高效查出真实。 

学习目标： 

1．了解两大法系的差异。 

2．掌握证据调查的程序意义。 

作业： 

观看电影《杀人回忆》，分析剧中存在的证据调查问题。 

知识单元 2：证据调查的历史沿革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神证时期的遗产。 

2．人证思维为何遗毒至今？ 

3．物证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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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证据方法的历史沿革。 

2．掌握神证-人证-物证的转变。 

作业： 

阅读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论文。 

知识单元 3：证据调查的基本原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客观性。 

2．物质转移。 

3. 同一认定。 

4. 相对性。 

学习目标： 

1．了解基本原理。 

2．辨析命案必破等口号的问题。 

知识单元 4：证据调查的思维特点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对抗性。 

2．逆向性。 

3. 时效性 

学习目标： 

1．了解博弈论在证据调查中的运用。 

2．掌握证据调查的时效性。 

知识单元 5：证据调查的途径与步骤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两种基本途径：从人到事，从事到人。 

2．如何展开调查。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案件的分析思路。 

2．掌握常规步骤。 

知识单元 6：证据调查方法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常见的证据调查方法。 

2．互联网时代的证据调查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互联网时代的大数据思维。 

2．掌握常规的证据调查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证据调查与司法公正 2  

2 证据调查方法的历史沿革 2  

3 证据调查制度的发展变化 2  

4 证据调查学科的背景和发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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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证据调查的相关概念 2  

6 证据调查的相关概念 2  

7 证据调查的主体 2  

8 证据调查的基本原理 2  

9 证据调查的思维特点 2  

10 证据调查的途径与步骤 2  

11 现场勘查 2  

12 人证调查方法-询问 2  

13 人证调查方法-讯问 2  

14 调查实验 2  

15 辨认 2  

16 侦查新战法 2 介绍大数据时代的证据调查法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对先修学科和后续学科无硬性要求。 

建议：本课程可配合《司法鉴定学》、《法医学》、《证据法》一起学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证据调查方法的历史沿革、证据调查的原理、程序与步骤、证据调查的科学性与合法

性 

难点： 证据调查对于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的意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启发、讨论、学生展示、课堂讲评和案例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提高学生分析

问题的能力。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何家弘等编著《证据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8月 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安德森等著，张保生等译，《证据分析》第 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英尼斯 著；舒云亮 译《身体证据》，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 陈光中等著：《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15年 3月第 3版。 

执笔：陈碧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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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刑法 
Foreign Criminal Law  

课程号：40401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刑法的基本概况与差异；2.掌握大陆法系的

三阶层理论；3.掌握英美法系的平面耦合理论；4.了解大陆与英美法系刑罚的基本内容。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外国刑法的基础知识、犯罪构成原理、刑罚原理，

了解因果关系、不作为犯罪、正当行为、未完成罪、共同犯罪的概念，为刑法理论研讨等后续课程

奠定必要的外国刑法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外国刑法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法系 

2．刑法理论的发展。 

3．学派之争。 

4. 罪刑法定原则 

学习目标： 

1．了解世界主要法系、刑法理论发展、新派旧派之争。 

2．掌握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异同、新派与旧派的主要区别、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与派

生原则。 

作业： 

1.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异同？ 

2. 新派与旧派的主要观点和主要代表人物？ 

3.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与派生原则有哪些？ 

知识单元 2：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构成要件理论的发展脉络与主要学派。 

2．构成要件的该当性。 

3. 构成要件的违法性与违法阻却事由 

4. 构成要件的有责性与责任阻却事由 

5.三要件之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构成要件理论的发展阶段、代表人物的主要贡献，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的概念与

相互关系，违法阻却事由与责任阻却事由的概况，三要件之间的关系，违法阻却事由的主要类别。 

2．掌握关于行为本质的几种观点：因果行为论、目的行为论、社会行为论、人格行为论，抽

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因果关系的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属说，过失的结构

和判断标准注意义务的内容，抽象符合说和具体符合说，刑事违法性与客观违法性，行为无价值与

结果无价值，责任的本质，期待可能性。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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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 

2. 什么是相当因果关系说？ 

3. 什么是信赖原则？ 

4. 什么是抽象符合说和具体符合说？ 

5. 什么是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 

6. 期待可能性及其判断标准。 

知识单元 3：大陆法系的未完成罪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大陆法系的未遂犯、不能犯、中止、预备犯。 

学习目标： 

了解障碍未遂与不能犯的区别、几种特殊的着手、不能犯、幻觉犯、迷信 

掌握实行着手、原因自由行为、中止成立的条件、预备罪的条件。 

作业： 

1. 什么是障碍未遂？ 

2. 什么是不能犯？ 

3. 着手的标准是什么？ 

4. 什么是原因自由行为？ 

5. 中止成立的条件？ 

知识单元 4：大陆法系的共犯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共犯与正犯、共犯的本质。 

学习目标： 

了解共犯的分类、正犯和共犯区分的标准、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共犯独立论与从属论。 

掌握共犯与正犯的概念、间接正犯、教唆犯、帮助犯、自手犯。 

作业： 

1. 什么是正犯？ 

2. 什么是共犯？ 

3. 什么是间接正犯？ 

4. 什么是教唆犯？ 

5.  什么是自手犯？ 

知识单元 5：英美法系的犯罪论体系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静态体系与动态体系、犯罪行为、犯罪意图。 

学习目标： 

了解犯罪论体系，作为与不作为，因果关系判断的近因说、预见说和刑罚功能说，犯意的理论

发展、过失的判断标准，严格责任的理论根据 

掌握有意志的行为，事实原因与法律原因，故意、明知、轻率、疏忽的概念，严格责任的概念。 

作业： 

1. 什么是法律原因？ 

2. 什么是近因说？ 

3. 故意、明知、轻率、疏忽的概念 

4. 严格责任的概念和理论根据？ 

知识单元 6：英美法系的抗辩理由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抗辩理由及其分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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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了解正当防卫及其类别、警察圈套、精神病判断标准、未成年、错误、综合症。 

掌握防卫的条件、“另一个自我”规则、防卫住宅、非自愿醉态、被害人承诺、胁迫。 

作业： 

1．什么是明显的危险？ 

2．什么是“另一个自我”？ 

3．防卫住宅有什么要求？ 

4．被害人承诺的条件？ 

5．什么是胁迫？ 

知识单元 7：英美法系的不完整罪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教唆、共谋、未遂。 

学习目标： 

了解英美法系的不完整罪的内容、教唆罪的概念、教唆未遂、不能犯、共谋罪的起源。 

掌握教唆罪成立的条件、共谋罪的条件、外化行为要件、沃顿规则、成立未遂的标准。 

作业： 

1. 教唆罪成立的条件？ 

2. 共谋罪成立的条件？ 

3. 什么是外化行为要件？ 

4. 沃顿规则的内容是什么？ 

5. 成立未遂的标准？ 

知识单元 8：英美法系的共同犯罪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共犯人及其分类。 

学习目标： 

了解共犯人的分类、超出共谋行为的刑事责任、警察圈套与从犯 

掌握主犯与从犯、共同犯罪中止问题、从犯与被害人。 

作业： 

1. 什么是主犯？ 

2. 什么是从犯？ 

3. 共同犯罪的中止如何判断？ 

4. 被害人可否构成从犯？ 

知识单元 9：外国刑法中的刑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国家的刑罚。 

学习目标： 

了解刑罚的一般原理、刑罚的种类、刑罚制度。 

掌握保安处分、恢复性司法。 

作业： 

1. 保安处分的概念与性质？ 

2. 恢复性司法的含义与发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外国刑法概述、大陆法系刑法概述 3  

2 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理论（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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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理论（下） 3  

4 大陆法系的未完成罪 3  

5 大陆法系的共犯理论 3  

6 英美法系犯罪理论体系（上） 3  

7 英美法系犯罪理论体系（下） 3  

8 英美法系的抗辩理由 3  

9 英美法系的不完整罪 3  

10 英美法系的共同犯罪 3  

11 外国刑法中的刑罚体系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刑法学总论、刑法学分论 

后续课程：刑法学理论研讨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构成要件的该当性、构成要件的违法性、构成要件的有责性、抗辩理由、不完整罪。 

难点：正犯与共犯、因果关系理论、期待可能性、严格责任、正当防卫。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因为外国刑法的许多内容是陌生的，所以对重要的理论知识的教学采用讲授的教

学方法，更容易为学生掌握。 

2. 案例教学法。教师选定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引导学生用所学过的外国刑法的基本知

识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讨论，做出适当的判断和评价。这种教学方法对于拓展了学生思维能力、

提高了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分析判断能力和综合素质。 

3.讨论法。促进学生参与、合作、对抗地学习，提高思辨能力、反应能力、表达能力。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网络应用。 

3.视频资料。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50课时，用于阅读指定的课外资料。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参与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赵秉志主编：《外国刑法原理（大陆法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2.赵秉志主编：《英美刑法学》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德）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2.（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 总论第 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3.（日）大冢仁《刑法总论》、《刑法各论》，冯军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4. （日）大谷实：《刑法总论》、《刑法各论》，黎宏译，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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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保罗·H·罗宾逊著，《刑法的结构与功能》，何秉松、王桂萍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5年版。 

6. [英]J·C·史密斯，B·霍根著，《英国刑法》，李贵方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7.马克昌：《比较刑法原理――外国刑法学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8.储槐植著：《美国刑法》（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9.李春雷著：《外国刑法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10. 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执笔：王桂萍  审稿：×××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0日 

 

被害人学（－01） 
Ｖictimology  

课程号：404010052（－0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刑事法学课程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我国当前刑事犯罪中被害人在实际被害情形方面的的现状、特

点与分布规律等；2、揭示我国当前刑事犯罪中被害人自身的各种主要被害内因、致害因素、自身

过错、自身责任及其被害原理、被害机制；3、探讨刑事犯罪中被害预防方面的原则、策略、途径、

方法、措施与技能等，旨在有效地预防、避免遭受被害；4、探讨刑事犯罪中被害后在被害补救方

面的原则、策略、途径、方法、措施与技能等，包括被害人的自身补救、家庭补救、社会补救、立

法补救、司法补救等，旨在申张正义、惩罚犯罪、减轻被害、挽回被害损失，防止被害人在被害后

向更为不利的方向恶性发展与恶性逆变；5、了解我国当前对于犯罪被害人的立法保护、司法保护、

社会保护等方面的现状、效果、不足与亟需改进之处等等。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首先掌握我国当前刑事犯罪中被害人

在实际被害情形方面的的现状、特点与分布规律等，进而揭示犯罪被害人自身的各种主要被害内因、

致害因素、自身过错、自身责任及其被害原理、被害机制等，最终的第一位目的旨在为预防、避免

被害寻求正确、有效、合法的原则、策略、途径、方法、措施与技能等，第二位目的旨在为被害后

的被害补救寻求正确、有效、合法的原则、策略、途径、方法、措施与技能等。与此同时，还将使

学生了解我国当前对于犯罪被害人的立法保护、司法保护、社会保护等方面的现状、效果、不足与

亟需改进之处等热点、前沿问题，包括刑事司法程序亟需改进的司法改革、国家对于犯罪被害人补

偿立法的立法完善等重大问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学时 

知识单元 1：被害人学绪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介绍本课程大致的框架、相关的参考资料等。 

2．犯罪被害人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性质等。 

3、犯罪被害人学的任务、功能与研究方法等。 

4、犯罪被害人学的发展历史等。 

学习目标： 

1．了解犯罪被害人学的大致框架与相关的参考资料、研究对象及其学科性质、任务、功能与

研究方法及其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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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任务、功能与研究方法及其发展历史，被害人

学的广义与狭义之分及其代表人物、国际上被害人学的 3位创始人及其主要观点与贡献、具有我国

特色的犯罪被害人学的发展历史及其代表性著作、观点等。 

作业：借阅相关的参考资料，以了解犯罪被害人学的发展历史、主要创始人及其观点与贡献。 

知识单元 2：刑事犯罪中的被害现象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刑事犯罪中被害现象的概念、构成与特性等。 

2．刑事犯罪中被害现象的结构与分类等。 

3．刑事犯罪中被害现象的数量指标、被害构成、被害类型与被害率等。 

4．刑事犯罪中的报警率、被害暗数与被害后果等。 

5. 犯罪被害人的概念、身份特点及其类型等。 

6. 犯罪被害人在不同指标下的分布特点与规律等。 

7. “无被害人的犯罪”及其相关问题等。 

学习目标： 

1．了解刑事犯罪中被害现象的概念、构成、特性、结构、分类、数量指标、被害构成、被害

类型、被害率、报警率、被害暗数、被害后果、分布特点与规律等。 

2．掌握刑事犯罪中被害现象的概念、构成与特性、刑事犯罪中的报警率、被害暗数与被害后

果、犯罪被害人的概念、身份特点及其类型、犯罪被害人在不同指标下的分布特点与规律、“无被

害人的犯罪”及其相关问题等。 

作业：查阅相关的参考资料，并结合相关的实际调查，以总结我国当前刑事犯罪中被害现象的共

性问题，尤其是通过被害调查，统计出我国当前刑事犯罪中被害人在不同指标下的分布特点与规律等。 

知识单元 3：刑事犯罪中被害人自身的被害原因论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刑事犯罪中被害的外部原因、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二元互动关系等。 

2．刑事犯罪中被害人自身的被害原因、被害人自身的致害因素及其类型、特点、功能、层次等。 

3、刑事犯罪中被害人自身在引发“犯罪——被害”案件方面的不同作用、过错与责任等。 

4、易于被害的群体、时间与空间等。 

5、刑事犯罪中的被害原理与被害机制、“诱饵”作用、刺激与反应关系、二元互动关系等。 

学习目标： 

1．了解刑事犯罪中被害的外部原因、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二元互动关系、被害人自身的被

害原因、被害人自身的致害因素及其类型、特点、功能、层次、被害人自身在引发“犯罪——被害”

案件方面的不同作用、过错与责任、易于被害的群体、时间与空间、被害原理与被害机制、“诱饵”

作用、刺激与反应关系、二元互动关系等。 

2．掌握任何“犯罪——被害”案件的发生，均是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二元互动的最终结果；

被害人自身有意或无意的致害因素，均首先对犯罪人构成了先行刺激，实质上均以不同的方式“参

与”了与犯罪人之间二元互动过程，其被害不过是其“参与”互动的最终结果而已，因此，从这一

意义上而言，被害人对于他的犯罪人具有一定的塑造和影响作用；进而掌握被害人消极的心理特征、

行为特征、个性特征与本质特征；最终掌握刑事犯罪中的被害原理与被害机制、“诱饵”作用、刺

激与反应关系、二元互动关系等。 

作业：查阅相关的参考资料，并结合相关的实际调查，以总结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二元互动

关系、被害人自身的被害原因、被害人自身的致害因素及其类型、特点、功能、层次、被害人自身

在引发“犯罪——被害”案件方面的不同作用、过错与责任、易于被害的群体、时间与空间、被害

原理与被害机制、“诱饵”作用、刺激与反应关系、二元互动关系等。 

知识单元 4：刑事犯罪中的被害预防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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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刑事犯罪中被害预防论的基本内容、被害预防的原则、策略等。 

2．刑事犯罪中被害预防的主要途径、方法、措施与技能等。 

3．人身被害预防、财产被害预防、其他合法权益被害预防等。 

4．公民个人被害预防、单位被害预防、家庭被害预防、社区被害预防、国家被害预防等。 

学习目标： 

1．了解刑事犯罪中被害预防论的基本内容、被害预防的原则、策略、主要途径、方法、措施

与技能、人身被害预防、财产被害预防与其他合法权益被害预防、公民个人被害预防、单位被害预

防、家庭被害预防、社区被害预防与国家被害预防等。 

2．掌握刑事犯罪不同被害类型中被害预防的原则、策略、主要途径、方法、措施与技能，旨

在有效地预防、避免被害的发生。 

作业：查阅相关的参考资料，并结合相关的实际调查、讨论，以总结有效地预防、避免被害的

原则、策略、主要途径、方法、措施与技能。 

知识单元 5：刑事犯罪中的被害补救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刑事犯罪中被害后的被害补救的基本内容、被害补救的原则、策略、方法、措施与技能等。 

2．“被害中”、“被害后”被害人自身的被害补救等。 

3．刑事司法中的被害补救、相关立法中的被害补救等。 

4. 家庭、社会对犯罪被害人的救助与被害人重返社会。 

学习目标： 

1．了解刑事犯罪中被害后的被害补救的基本内容、被害补救的原则、策略、方法、措施与技

能、“被害中”与“被害后”被害人自身的被害补救、刑事司法中的被害补救与相关立法中的被害

补救、家庭、社会对犯罪被害人的救助与被害人重返社会、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中的地

位、作用、权利与义务、国家对于犯罪被害人的补偿立法等。 

2．掌握刑事犯罪中被害后在被害补救方面的原则、策略、方法、措施与技能、被害人自身的

被害补救、刑事司法中的被害补救与相关立法中的被害补救、家庭、社会对犯罪被害人的救助与被

害人重返社会、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中的地位、作用、权利与义务、国家对于犯罪被害

人的补偿立法等。 

作业：查阅相关的参考资料，并结合相关的实际调查、讨论等，以总结刑事犯罪中被害后在被

害补救方面的原则、策略、方法、措施与技能、被害人自身的被害补救、刑事司法中的被害补救与

相关立法中的被害补救、家庭、社会对犯罪被害人的救助与被害人重返社会、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诉

讼各个阶段中的地位、作用、权利与义务、国家对犯罪被害人的补偿立法等。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4学时 

实验 1：刑事犯罪中的被害统计或问卷调查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去公、捡、法、司等司法一线的档案室（案卷室），开展刑事犯罪中的被害统计工

作，或者选定某一学校发放调查问卷，开展刑事犯罪中的被害问卷调查工作。 

实验要求：熟悉某一区域在某一时期中的被害情况，加以数据统计；研究该区域在某一时期中

被害人在相关指标下的分布特点与规律、被害人自身的主要被害内因与致害因素；现实生活中被害

人自身的被害补救措施等。 

实验 2：撰写刑事犯罪中被害方面的调查报告或相关论文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撰写刑事犯罪中被害方面的调查报告或相关论文。 

实验要求：熟悉某一区域在某一时期中的被害情况，加以数据统计；研究被害人在相关指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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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特点与规律、被害人自身的主要被害内因与致害因素；掌握被害预防、被害补救方面的原则、

策略、方法、措施与技能等。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被害人学绪论（一） 1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1 

2 被害人学绪论（二） 1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1 

3 被害现象论（一）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2 

4 被害现象论（二）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2 

5 被害现象论（三）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2 

6 被害自身原因论（一）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3 

7 被害自身原因论（二）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3 

8 被害自身原因论（三）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3 

9 被害自身原因论（四）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3 

10 被害预防论（一）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4 

11 被害预防论（二）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4 

12 被害预防论（三）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4 

13 被害补救论（一）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5 

14 被害补救论（二）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5 

15 被害预防论（三）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5 

16 第 16～18周、本课程实验 2个，共 4学时 4 详见上述实践教学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刑法学总论、刑法学分论、刑事诉讼法学等。 

后续课程：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被害人学绪论、被害现象论、被害原因论、被害预防论、被害补救论等。 

难点：被害原因论、被害预防论、被害补救论、刑事司法改革、相关立法完善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理论讲授。 

2.紧密联系社会实际与典型案例。 

3、课堂讨论，师生互动。 

教学手段： 

1.多媒体、ppt课件等。 

2.理论讲授与课堂讨论，师生互动等相结合。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去公、检、法、司等司法一线的档案室（案卷室）进行被害统计，或者选定一所学校进行被害

问卷调查，以了解被害人在不同指标下的分布特点与规律。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去图书馆、网上、公、检、法、司等司法一线的档案室（案卷室），或者选定一所学校，进行

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等。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注重教学全过程，平时成绩占 20％，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查占 70％。 

7、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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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知识单元教学结束后，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犯罪被害人学》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

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魏平雄等主编：《犯罪学教科书（笫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 9月 第 1版。

（其中有张建荣撰写的有关被害人问题研究方面的若干章） 

（二）推荐参考书 

1. 郭建安主编：《犯罪被害人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4月 第 1版。 

2．王佳明著：《互动之中的犯罪与被害——刑法领域中的被害人责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8月 第 1版。 

3. 田思源著：《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与救济》，法律出版社，2008年 3月 第 1版。 

执笔：张建荣  审稿：于国旦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6日 

 

刑法学研讨课 
Seminar on Criminal Law 

课程号：4040100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基本的刑法分析方法 2、通过具体问题，树立学生的学术研究

能力 

根据教师的不同研究兴趣，开设的教学内容可能有所不同。以下仅选择刑法与伦理规范研讨课

的教案作为参考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课程说明：本课程主要讨论刑法与伦理规范的关系。选课学生需阅读所列书目，并积极参与课

堂讨论。 

课程安排： 

1.课程介绍第 1周 

2.刑法的目的第 2,3周 

3.违法性的基础第 4-6周 

4.不能犯第 7,8周 

5.主观违法要素第 9,10周 

6.自杀关联行为第 11，12周 

7.淫秽物品第 13、14周 

8.总结第 15周 

10.考试第 16周 

阅读书目： 

一、课程说明 

1.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第一章，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2.桑德尔：《公正》，中信出版社 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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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法的目的 

1.环球法律评论 2008年第 1期张明楷、曲新久、周光权、刘艳红等文 

2.丁慧敏：《刑法目的观转变简史》，《环球法律评论》2011年第 2期 

3.周少华：《刑法的目的及其观念分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 3期 

4.冯军：《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中外法学》2014年第 1期 

5.张明楷：《也论刑法教义学的立场与冯军教授商榷》，《中外法学》2014年第 2期 

6.冯军：《刑法教义学的先行思考》，《法学研究》2013年第 6期 

7.G·雅各布斯：《刑法保护什么:法益还是规范适用?》，《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 1期 

三、违法性的基础 

1.张明楷：《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2.周光权：《违法性判断的基准与行为无价值论——兼论当代中国刑法学的立场问题》，《中国

社会科学》2008年第 4期 

3.周光权：《行为无价值论的法益观》，中外法学 2011年第 5期 

4.黎宏：《结果无价值论之展开》，法学研究 2008年第 5期 

5.周光权：《新行为无价值论的中国展开》，中国法学 2012年第 1期 

6.黎宏：《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论》，法学评论 2005年第 6期 

7.山口厚;金光旭：《日本刑法学中的行为无价值论与结果无价值论》2008年第 4期 

8.陈璇：《德国刑法学中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的流变、现状与趋势》，中外法学 2011 年第

2期 

9.松宫孝明; 张晓宁：《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的意义对比》，法律科学 2012 年

第 3期 

10.周光权：《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关系》，政治与法律 2015年第 1期 

11.罗翔：《结果无价值论之检讨》，《法学杂志》2014年第 2期 

四、不能犯 

1.陈兴良：《不能犯与未遂犯》，清华法学 2011年第 7期 

2.周光权：《区分不能犯与未遂犯的三个维度》，清华法学 2011年第 7期 

3.钱叶六：《不能犯与未遂犯之区分》，清华法学 2011年第 7期 

4.陈家林：《德国的不能犯理论及对我国的启示》，刑事法评论 2007年第 1期 

5.陈家林：《为我国现行不能犯理论辩护》，《法律科学》2008年第 7期 

五、主观违法要素 

1.张明楷：《论偶然防卫》，2012年第 1期 

2.黎宏：论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法商研究 2007年第 2期 

3.黄悦：《主观违法要素理论初探——法益侵害视野下的主观性要素》，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2

年第 12期 

六、自杀关联行为 

1.周光权：《教唆、帮助自杀行为的定性 “法外空间说”的展开》，中外法学 2014年第 5期 

2.钱叶六：《参与自杀的可罚性研究》，中国法学 2012年第 2期 

3.王刚：《自杀的认定及其相关行为的刑法评价》，法学研究 2012年第 2期 

4.冯军：《刑法中的自我答责》，《中国法学》2006年第 3期 

5.德沃金：《自由的法》第一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6.曾根威彦：《刑法学基础》第三章，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七、淫秽物品 

1.德沃金：《自由的法》第二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介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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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刑法的目的 1 2  

3 刑法的目的 2 2  

4 违法性的基础 1 2  

5 违法性的基础 2 2  

6 违法性的基础 3 2  

7 不能犯 1 2  

8 不能犯 2 2  

9 主观违法要素 1 2  

10 主观违法要素 2 2  

11 自杀关联行为 1 2  

12 自杀关联行为 2 2  

13 淫秽物品 1 2  

14 淫秽物品 2 2  

15 总结 2  

16 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刑法学总则、刑法学分则、法理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根据不同的研讨内容来确定 

难点：根据不同的研讨内容来确定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论文阅读 

2.分组讨论 

……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论文结业。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根据研讨内容而有所不同。  

执笔：×××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刑法学研讨课 
Case Study of Criminal Law 

课程号：4040100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选修课程。 

课程教学目的：1通过教学，促进学生了解刑事司法实务，熟悉刑事司法解释和权威判例，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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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分析、处理案件的能力。2 巩固和深化已经学过的刑法学知识。3 兼顾司法考试的需要，为学生

将来通过司法考试打基础。 

本课程选择选择真实的典型疑难案例进行教学；或者归纳司法实践中常见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

教学，在教学内容、方式上尽量避免与其它课程重复，以体现本课程与刑法学、刑法学原理、外国

刑法学等课程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对学生则要求已经修完刑法学的基础课程，课前预习案情、争讼

的焦点、裁决的法律要点。 

本课程分总则研讨和分则研讨，授课老师可任意选择，各为 32学时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总则研讨（32学时） 

第一章刑法解释 

知识概要  

第一节刑法解释的原则和立场 

经典案例  

案例一：李宁组织卖淫案  

案例二：孟动、何立康盗窃案  

拓展案例  

曹娅莎金融凭证诈骗案  

第二节刑法解释的种类 

经典案例  

许霆盗窃案  

拓展案例  

薛洽煌非法经营联邦止咳露案  

第三节刑法解释的方法 

经典案例  

案例一：谢新冲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案  

案例二：谢忠德危险驾驶案  

拓展案例  

吴德桥绑架案  

第二章刑法基本原则 

第一节罪刑法定原则 

知识概要  

经典案例  

案例一：肖志光等故意伤害案  

案例二：魏荣香、王招贵、郑建德故意杀人、抢劫、脱逃、窝藏案  

拓展案例  

刘俊破坏生产经营案  

第二节法益保护管辖 

知识概要  

经典案例  

案例一：王卫明强奸案  

案例二：胡斌、张筠筠等故意杀人、运输毒品（未遂）案  

拓展案例  

刘友祝拐卖妇女案  

第三节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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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概要  

经典案例  

王勇故意杀人案  

拓展案例  

上海新客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王志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第三章刑法的效力 

第一节空间效力 

知识概要  

经典案例  

案例一：袁闵钢、包华敏骗取出境证件案  

案例二：邵春天制造毒品案  

案例三：BUSAMBU TEMBELE MAYETA盗窃案  

拓展案例  

沈容焕合同诈骗案  

第二节时间效力 

知识概要  

经典案例  

案例一：夏侯青辉等故意伤害案  

案例二：杨伟故意伤害案  

拓展案例  

萧俊伟开设赌场案  

第四章犯罪构成 

第一节犯罪客体 

知识概要  

经典案例  

案例一：陈某盗窃案  

案例二：弓喜抢劫案  

案例三：方惠茹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  

案例四：曾巩义、陈月容非法狩猎案  

拓展案例  

冯留民破坏电力设备、盗窃案  

第二节犯罪客观方面 

知识概要  

经典案例  

案例一：邓玮铭盗窃案  

案例二：刘祖枝故意杀人案  

案例三：张某某危险驾驶案  

案例四：李祥英传授犯罪方法案  

案例五：贾志攀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案  

案例六：王国全抢劫案  

案例七：张兴等绑架案  

案例八：陆振泉强奸案  

案例九：张甲、张乙强奸案  

拓展案例  

罗忠兰盗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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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犯罪主体 

知识概要  

经典案例  

案例一：王伟华抢劫案  

案例二：阿古敦故意杀人案  

案例三：房国忠故意杀人案  

案例四：吕辉受贿案  

案例五：周敏合同诈骗案  

拓展案例  

邱进特等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  

第四节犯罪主观方面 

知识概要  

经典案例  

案例一：冯庆钊传授犯罪方法案  

案例二：杨某某故意伤害案  

案例三：朱家平过失致人死亡案  

案例四：杨春过失致人死亡案  

案例五：沈某某盗窃案  

拓展案例  

王岳超等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第五章正当化行为 

第一节正当防卫 

知识概要  

经典案例  

案例一：谢立强假想防卫过失致人重伤案  

案例二：邓玉娇故意杀人案  

案例三：胡咏平故意伤害案  

案例四：张宏凯在执行职务中击毙歹徒被判决  

宣告无罪案  

拓展案例  

李明故意伤害案  

第二节紧急避险 

知识概要  

经典案例  

王仁兴破坏交通设施案  

拓展案例  

谭荣财、罗进东强奸、抢劫、盗窃案  

第三节被害人承诺 

知识概要  

经典案例  

蒲连升、王明成故意杀人案  

拓展案例  

周某某非法行医案  

第六章犯罪的未完成形态 

第一节犯罪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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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概要  

经典案例  

案例一：张正权等抢劫案  

案例二：尚天虎绑架案  

拓展案例  

黄斌等抢劫（预备）案  

第二节犯罪未遂 

知识概要  

经典案例  

薛超伟敲诈勒索案  

拓展案例  

杨飞飞、徐某抢劫案  

第三节犯罪中止 

知识概要  

经典案例  

案例一：黄勇、张海春、王小鹏入户抢劫案  

案例二：孙运财破坏交通设施案  

案例三：姜俊武强奸案  

拓展案例  

朱高伟强奸、故意杀人案  

第七章共同犯罪 

第八章罪数形态 

第九章刑罚体系 

第十章刑罚裁量、执行和消灭 

分则研讨（32学时） 

第一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知识概要                  

第一节 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以及关联“涉密”犯罪 

经典案例                       

案例一：吴士深、马涛为香港报社记者提供国家秘密案 

案例二：王冠都间谍案             

拓展案例                    

林建东故意泄露国家秘密、受贿案       

第二节 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经典案例                       

王立军叛逃案                   

拓展案例                       

罗让旦真、泽戈煽动分裂国家案           

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知识概要                       

第一节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类犯罪            

一、“公共安全”的认定                

经典案例                       

案例一：陈美娟投放危险物质案    

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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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第五章 侵犯财产罪 

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第七章 危险国防利益罪 

第八章 贪污随赂罪 

第九章 渎职罪 

第十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 

三、课程进度表（不做要求，基本上 1学时讨论一个案件）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刑法学总则、刑法学分则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讨论 

2.课后阅读案件 

教学手段： 

1.分小组讨论 

2.可以采取法庭辩论模式 

……………… 

3、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需要运用模拟法庭。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论文结业，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阮齐林、方鹏编著《刑法学分则案例研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张凌、罗翔《刑法学总则案例研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张明楷著《刑法学》（第四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2.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连续出版物，法律出版社  

执笔：罗翔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 2015年 10月 22日 

 

外国刑诉 
Foreig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课程号：40402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熟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俄罗斯的基本刑事

诉讼制度。2、关注国外刑事诉讼制度的最新发展。3、了解国外司法改革的争论和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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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对外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学习，更好地理解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的优缺

点，并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提供参考。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英国刑事诉讼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英国刑事诉讼法的渊源 

一、英国刑事诉讼法的渊源概述 

在英国一共有三套刑事司法体系，即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英格兰和威尔士。如果没有特别说

明，是指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刑事诉讼制度。 

英国刑事诉讼法的渊源主要表现为议会制定的法律。判例法也是刑事诉讼法的一个重要渊源，

但是政府自 20 世纪初以来，不断地运用成文的议会立法来编纂和整理普通法上的内容。另外，欧

洲人权公约以及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也构成英国刑事诉讼法的一个渊源。 

虽然英国政府曾经提出对刑法和证据法进行法典化的主张，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提上立法日

程，因此各项立法都是针对某一事项的单行立法，而非一个完整的刑事诉讼法典。在刑事诉讼领域，

单行立法至少有几十部，这里只能选择几个主要的法律予以介绍。 

二、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 

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制定目的是将规范警察权的法律现代化、合理化，并且对刑事证据方面的法

律进行改革。其中的一个主要的创新就是规定在警察局的讯问要录音录像。其它对嫌疑人的保护包

括要求警察在所有阶段都将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理记录在案。 

三、1985年犯罪起诉法 

该法的重要意义在于创设了皇家检控署（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在设立皇家检控署之

前，警察和检察长（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负责起诉。但是，这样导致了警察既是

侦查机关又是起诉机关，承担者双重角色。 

因此，在 1985 年犯罪起诉法中创设了皇家检控署，其职责主要是接手警察启动的刑事诉讼程

序，然后决定如何进行下一步的诉讼活动。皇家检控署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和全国性的机构，其

管辖权是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该机构独立于警察并且有权决定不起诉（discontinue 

prosecution）。与其他国家的起诉机关不同，皇家检控署没有权力直接侦查案件或者指挥警察进行

进一步的侦查。 

四、1988年法律援助法 

法律援助令的效果是辩护费用由国家承担而不是由被告人个人承担。法律援助的费用从法律援

助基金（Legal Aid Fund）中支付。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由法院作出。 

五、1994年刑事司法与公共秩序法 

这部法律涉及到刑事司法体系的很多方面。该法关于刑事诉讼程序的主要规定是对沉默权进行

了限制，允许法庭针对被告人在警察讯问期间或者法庭审判期间保持沉默这一现象进行推论。 

六、2003年刑事司法法 

该法于 2003年 11月 20日被女王御批，从而成为法律——《2003年刑事司法法》（Criminal 

Justice Act 2003），并且已经生效。对于其中具体制度的改革，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在证人作证方面，该法规定了法庭有权通过实时视听传输系统听取法庭外的证言。 

2、在禁止双重危险方面，该法对禁止双重危险原则进行了改革，如果发现了新的和令人信服

的证据，允许对一系列非常严重的犯罪进行再审。 

3、在证据规则方面，有两个方面的改革：一是关于一个人的不良品格证据在刑事审判中的可

采性问题。二是改革了刑事诉讼中关于传闻证据可采性的法律规定，从而进一步改革了证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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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陪审审判方面，该法规定，控诉方可以申请严重或者复杂的欺诈案件在没有陪审团的参

加下进行审理。 

5、在治安法院量刑权力方面，该法对刑事法院量刑权力法进行了重大修正。扩展了治安法院

的量刑权力，对任何犯罪都可以判处 12月或者 12个月以下的刑罚。如果被告人犯两项以上罪行并

且需要连续执行监禁刑，治安法院数罪并罚决定的刑期不能超过 65个星期。 

七、2004年宪法改革法 

英国关于宪法改革的计划于 2003年 6月公布，并在那时建立了宪法事务部（Department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这些变化将促进英国宪法的更加透明、更加公开，并且将增进公众对

之的信心。宪法事务部部长（以下简称为“部长”）福尔克纳勋爵（Lord Falconer）说：“我们宪

法的改革对确保我们的宪法适应二十一世纪是至关重要的。维持并且增进对这些制度的信任，要求

不断的改革”。“我今天宣布的改革措施，将保证司法独立并且有助于司法体系的现代化。将政府、

议会和法院相互分立，将是宪法和国家向前迈进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第二节  刑事诉讼法中的国家机关 

一、法院 

1、治安法院。治安法院的组成是由 1979年治安法官法规定的，其管辖权和权力是由 1980年

治安法院法规定的。 

治安法官的大部分关于刑事审判的工作在治安法院（包括少年法院）或者刑事法院完成。然而，

他们的工作还不止这些：1、在侦查阶段，搜查房屋、逮捕或者授权在警察局继续羁押嫌疑人必须

由治安法官签发令状；2、1994年以前，治安法院对应当由刑事法院审理的案件进行预审，以决定

案件是否到刑事法院；1994 年以后，检察官将通知被告人案件由刑事法院审理，被告人有权提出

驳回起诉的申请，是否同意该申请由治安法官进行，其审理的目的是确定是否存在证明被告人有罪

的充分证据以至于可以将其交付陪审团审判。 

少年法院有自己的治安法官和自己的程序。其指导思想是为了儿童的福利。 

2、刑事法院。只有刑事法院有权审理基于公诉书起诉的刑事案件。刑事法院的审理由一名职

业法官主持，他在做法官之前至少有 10 年的执业律师的经验。刑事法院在理论上是“一个”完整

的法院，只是在全国 90个审理中心开庭。这些中心被划分为 6个巡回区（中部与牛津、东北区、

北部区、东南区、威尔士和柴斯特、西部区）。每一个巡回区都有一个高等法院法官担任“主持工

作的法官”。 

3、上诉法院刑事分庭。上诉法院座落于伦敦，其组成人员包括首席法官（Lord Chief Justice）、

上诉法院民庭庭长（Master of the Rolls）和 27名上诉法院法官。该法院分为民事分庭和刑事分

庭。在审理案件的时候，该法院通常由三名法官组成合议庭，审理针对定罪和量刑的上诉。 

二、皇家检控署 

《1985年犯罪起诉法》创立了一个全国性的起诉机构。新的起诉机构独立于警察，在 1992年

分成 13 个地区机构。这些地区机构直接对检察长（DPP，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负

责。 

皇家检控署从警察那里接受每个案件的案卷材料。准备好的案件将由治安法院进行初次听审。

如果是简易罪并且被告人做有罪答辩，那么检察官宣读事实的摘要，则检察官的工作就结束了。如

果没有作出答辩或者表示作无罪答辩，则将会延期审理以便于为审理做准备，如获得证人证言以及

作为证据出示的实物等。这以后可能有若干次预备性听审，检察官需要将控方证据向辩护方展示。 

如果是依正式审判程序审理的犯罪或者已经选择由陪审团进行审理，则检察官需要准备由治安

法院进行的预审。从 1848 年起这种程序就已经存在，即由治安法院举行预备性审理以确定是否有

足够的证据指控被告人。如果存在足够的证据，则被告人被移送到刑事法院审理。1994 年刑事司

法与公共秩序法第 44 条废除了这一程序，现在检察官可以向被告人发出通知，告知其案件将在刑

事法院审理。被告人可以提出驳回起诉的申请，对于该申请是否同意，由治安法院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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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警察 

1、地方化还是全国化：警察机关的结构。虽然有中央集权的倾向，但是地方警察队伍力图维

持其独立性――既独立于地方政府，也独立于中央政府。 

2、日常巡逻和专门小组。对于公众来说，地方化还是全国化远没有看见一个警察在街上巡逻

重要。 

3、警察权。普通法对行政分支和警察的合法干预权给予了严格的限制。在国家和个人的关系

问题上，警察权是十分显眼的。警察争取权力的斗争获得了一定的胜利，例如 1984 年警察与刑事

证据法中对警察权的扩展以及 1994年刑事司法与公共秩序法中对沉默权的废除的规定。 

4、警察使用武力。警察不配枪，是皮尔将警察与军队分离开来的一个标志，表明对国家任意

使用武力的禁止。现代警察虽然有一些枪支，但是遇到骚乱时一般调用军队来控制局面。警察局通

常只准备有限的武器，而且很少使用。如果控告一个警察伤害他人，不管伤害多么轻微，都有可能

引起议会的注意。 

5、法院对警察的控制。法院有三种手段可能对警察进行影响：刑事和民事诉讼；证据的排除；

对警察行为的司法审查。 

6、与皇家检控署（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的关系。如果警察决定移送审查起诉，案卷

将移送给皇家检控署并由其对起诉进行审查。皇家检控署有权不征求警察的意见而作出不起诉的决

定。根据皇家检控官准则，起诉或者不起诉的决定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证据是否充足，二是

起诉是否符合社会公共利益。 

第三节  证据制度 

一、争议事实和免证事实 

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哪些事实必须得到证明，二是除了运用证据予以证明外，是否有

其他确立事实的方法。正式承认，推定，司法认知。 

二、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 

“证明责任”一词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第一，说服法律审理者的责任，表明存在足够的证据，

使事实的审理者有可能做出裁决；（通常称为证据负担）第二，说服事实的审理者达到需要的证明

标准。（通常称为法律负担） 

1、控方的证据负担和法律负担。通常情况下，对于所有争议事实的证据负担和法律负担都由

控方承担。 

2、被告人只负证据负担的情况。通常情况下，对某一事实承担法律负担的当事人也同时承担

证据负担；但是，例外的情况是，对于某些类型的辩护，被告人只承担证据负担。一旦向法庭提供

的证据能够达到这些辩护可能存在的程度，控诉方承担证明这种辩护不存在的法律负担，即控方必

须向陪审团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这些辩护理由不能成立。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在辩护方完

成证据负担之后，由控诉方承担法律负担。 

3、被告人承担法律负担的情况。作为控方对争议事实负法律负担这一普遍原则的例外，某些

情况下法律负担由被告人承担：被告人以精神不正常为由做无罪答辩时；制定法明确地规定某一事

实的法律负担由被告人承担时（例如，由一个试图获得一份政府合同的人向某一政府官员支付的金

钱，不是腐败获得的钱）；制定法默示地规定某一事实的法律负担由被告人承担时（例如，一个被

告人主张其符合法律规定的但书、例外和豁免）。在这些情况下的证明标准是对“可能性大小的衡

量”，即为了证明争议问题，被告人必须证明其存在的可能性比不存在的可能性大。 

三、被告人的品格证据 

被告人的品格，不管被告人是按时去教堂的人还是一个有罪的人，乍看起来与他是否实施了某

一犯罪行为之间没有关联性，因而也就不能作为证据采纳。但是，在审理过程中，将被告人的个人

情况完全不予考虑也是不现实的。在特定情况下，被告人的品格可以被采纳为证据。 

四、传闻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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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传闻的规则十分广泛，其外延没有被明确定义，并且存在一系列普通法和制定法上的例外。 

五、意见证据 

一个证人的意见、确信或者推论不属于他们的感知，而是从他们的感知中得出的结论，不能够

作为证明其确信或者推论的事项真实性的证据而被采纳。意见被认为没有多少证明价值而且侵犯了

事实审理者的职权，因为事实审理者的职责就是从证据中作出必要的推理。意见证据的例外有：1、

专家证言（Expert evidence）。2、对“事实”的陈述是感知的结果，或者推论和事实混在一起无

法分开。 

六、特权和公共利益的豁免 

1、特权。被告人作为证人，被告人的配偶，法律职业特权。 

2、公共利益的豁免。在过去，如果主张公共利益的豁免权，需要得到部长的证明，然后法院

将同意这一主张。在近年来，法院将对政府或者行政的事项与公正司法的要求两者进行利益平衡，

来决定是否要求泄露。一般在刑事案件中会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决定，除非这些文件属于极其敏感

的事项。 

第四节  审判前程序 

一、搜查、逮捕和羁押 

1、临时截停与搜查（Stop and Search） 

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 1条规定，如果警察“合理地怀疑”任何个人或者车辆上载有被盗物品或

者违禁品，有权临时截停该人或者车辆并进行细致的搜查，如搜查其衣服口袋、检查其携带的包裹

等等。 

2、搜查。对嫌疑人的搜查。为了获取证据而对房屋进行的搜查。 

3、逮捕和羁押。逮捕的权力。进行羁押的权力。 

二、保释 

在逮捕之后，被告人只有通过警察或者法院的保释决定，才能重新获得自由。如果不符合上述

情况，羁押警官可以羁押嫌疑人并在下次治安法院开庭的时候将被告人带到法官面前。一般情况下

法庭不会对案件本身进行审理，在这时被告人可以提出保释的申请，由治安法官作出是否准许保释

的决定。 

三、讯问 

讯问是一个重要的侦查手段。与其他的获得证据的方式相比，其成本低，而且最终获得的供述，

是被认为可靠的和令人信服的证据。尽管存在沉默权（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和反对自我归罪的

特权（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大多数（特别是羁押在警察局的嫌疑人）选择

回答警察的提问，并且很多作出了全部或者部分、口头或者书面的认罪供述。 

1、沉默权（the right to silence）。关于讯问的最关键的问题是沉默权问题。1994 年刑事

司法与公共秩序法第 34条至第 37条允许陪审团将被告人的沉默作为不利于其的证据。 

2、警察局以外的询问。在可能的情况下，对被逮捕人的讯问必须在警察局进行。不过，警官

必须能够问“不构成讯问”的问题。 

3、警察局内的询问。被讯问的嫌疑人的基本权利包括：每 24小时中有至少 8个小时的连续休

息时间，其间不能对之进行讯问；对其讯问的房间应当有取暖设施，通风良好，光照充足；不被要

求站立；在就餐时间有合理的休息。对于讯问过程，要根据《执行守则 E》的规定进行录音录像。 

四、律师帮助权 

1、侦查阶段的律师帮助权。根据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 78条的规定，如果未能遵守执行守则中

的正确程序，特别是关于律师帮助权的规定，可能会导致后来讯问中获得的嫌疑人的供述被排除。 

2、审理阶段的律师帮助权。法律援助制度（Legal Aid Scheme）使辩护费用由国家一方承担而

不是由被告人承担。对于在治安法院审理的案件，设有法律援助基金（Legal Aid Fund），由法律协

会（Law Society）进行管理。对于在刑事法院审理的案件，律师辩护的费用通过内政大臣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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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起诉 

1、审前决定――警告和决定指控。当一个嫌疑人被带到警察局后，警察的选择有：选项一，

是否追诉，如果追诉的话是起诉还是传唤。如果决定起诉，还要决定是否予以保释。选项二，是否

对警察不打算追诉的嫌疑人进行警告，如果将来发生新的犯罪警察将会追诉；选项三，是否对其不

采取任何措施。 

2、起诉的决定与皇家检控署规则。审查起诉有两个基本的问题，第一个是证据问题，第二个

是公共利益问题。 

六、审判方式的选择 

在英国，犯罪被分为三个种类：1、只能依照简易程序审理的犯罪（summary only）。这类罪行

一般不严重，适合在治安法院审判，如大多数交通罪。2、两可罪（triable either way）。这类犯

罪的严重程度一般取决于具体的犯罪情节，如盗窃、伤害等。3、只能依照正式审判程序审理的犯

罪（indictable only）。这类犯罪是最严重的犯罪，只能够在刑事法院审理，如谋杀、强奸、抢劫

等。 

这三种罪行的分类标准是程序上的差别。如果一项罪行属于简易罪，就必须由治安法院审理。

如果属于只能依照正式审判程序审理的犯罪，则只能由刑事法院的法官和陪审团审理。如果一项罪

行属于居中的第二类，即两可罪，问题就要复杂一些。它既可能由刑事法院审理也有可能由治安法

院审理。有时候人们使用“可诉罪”（indictable）一词，这个词包括上面的第二类和第三类，因

为这两类犯罪都可以依照正式审判程序审理。 

七、证据披露 

1、控方的证据披露。在依正式审判程序审理的案件中，被告人有权事前预览控方的证据，而

且还包括“不打算使用的材料”。 

2、辩方的证据披露。辩方只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有披露证据的义务：不在现场的证据；专家证

言；在严重欺诈案件的预备性审理程序中。 

第五节  治安法院的简易审判程序 

一、起诉书 

起诉书是一份记载着针对被告人的指控的文件，在简易程序开始以前被告人要针对其作出有罪

或者无罪的答辩。在刑事法院程序中与相对应的文件是公诉书（Indictment）。关于起诉书有一系

列的具体要求： 

1、如果一份起诉书中包含一项以上的指控，治安法院不能对其进行审理。 

2、起诉书中必须包含指控的具体罪名以及必要的细节，但是应当避免使用术语，也不必要列

明犯罪的所有要素。 

3、如果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被告人共同犯罪，可以在一份起诉书中进行指控。他们通常会被

一并审理，无论他们是否愿意。和正式审判程序中一样，法官有权自由裁量是否将两个被告人分开

审理。 

4、如果针对一个被告人存在两份以上的起诉书，或者共同被告人被使用分开的起诉书指控，

那么，如果没有当事人提出反对，治安法官可以对这些起诉书合并审理。如果一方或者多方当事人

提出反对，审理应当单独进行，除非治安法官认为，由于这些起诉书互相关联，合并审理更符合司

法的利益。司法的利益既包括使对被告人造成的损害最小化，也包括使控方举证更加方便。 

5、针对简易罪的起诉书必须在犯罪发生后的 6 个月内向治安法院提起，除非制定法有明确的

相反规定。但是，一般说来，两可罪无论犯罪发生的时间和提出起诉书之间相隔多长时间，都可以

在治安法院或者刑事法院审理。 

6、治安法官有权自由裁量是否允许在审理期间对起诉书的内容进行修正。 

二、审理程序 

1、被告人出席法庭。在简易程序中，在某些情况下被告人可以不出庭。在这个方面与正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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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程序是不同的，在正式审判程序中被告人在庭审开始的时候必须出庭，并且通常在庭审的全过程

都要在场。 

2、庭前的证据披露。在依正式审判程序审理的案件中，被告人必须有权预览控诉方的证据。

如果被告人在治安法院受审，这个问题则取决于案件是否属于两可罪。如果属于两可罪，自案件审

理方式被确定之日起，辩护方有权预览控诉方的证据。如果该两可罪案件是依简易程序审理，他们

有权预览控诉方所依据的主要证据。但是，如果属于简易罪，辩护方在法律上无权预览控方证据（只

能了解起诉书中的内容）。不过，辩护方提出预览控方打算传唤的证人的证言的要求时，检察官通

常会同意其要求。这样，审理就可以集中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而且辩护方也不会因为突然出现的证

据而浪费法庭的审理时间。 

3、审理的具体程序。 

（1）书记官向被告人宣读起诉书，然后被告人做有罪或者无罪的答辩。对于含混不清的答辩，

应当予以澄清；如果无法澄清，则视为无罪答辩。一旦被告人做有罪答辩，治安法官通常会直接进

行量刑。和刑事法院的法官一样，治安法官有权自由裁量是否允许被告人在量刑前撤回有罪答辩。 

（2）如果被告人做无罪答辩，控诉方有权做开头陈述（opening speech）。 

（3）在开头陈述之后，控方传唤证人。由控诉方进行主询问，辩护方进行反询问，由控诉方

进行再主询问，然后法庭可以对证人发问。 

（4）如果辩护方对控方提出的证据的可采性提出异议，如对一份口供的可采性产生争议，则

区别具体情况来处理。关键之处在于，该异议是否是全部或者部分地基于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 76

条，即证据是通过压迫获得或者证据是不可靠的。如果异议是根据这个条文作出的，则辩护方当然

有权获得对证据可采性的审理（即审理中的审理，trial within a trial）。但是，如果辩护方提

出的排除证据的异议完全是基于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 78 条，则治安法官有权自由裁量是否对证据

可采性进行审理。 

（5）在控诉方举证完毕之后，辩护方有权提出“无辩可答”（no case to answer）的动议。

该动议如果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即可能获得支持：第一，对指控的罪行的一个关键要素没有证据予以

证明；第二，控方的证据是如此的不可靠（或者在反询问之后是如此的不可信）以至于任何理性的

法庭都不会基于这些证据作出有罪判决。 

（6）如果法官裁决认为有辩可答，辩护方可以提出证据。如果被告人选择作证，他应当作为

辩方的第一个证人。如果辩护方提出不在现场的证明，辩护方无需事先告知控诉方（但是在正式审

判程序中这种证据要事先告知控诉方）。 

（7）辩护方有权做开头陈述或者总结陈述中的一种，一般情况下会选择做总结陈述，这样的

好处是能够最后发言。控诉方有权作开头陈述，但是通常不做总结陈述。双方当事人都有权向治安

法官申请，请求做第二次陈述。这完全由治安法官自由裁量，但是如果准许一方做第二次陈述，另

一方也必须被准许做第二次陈述。控诉方的第二次陈述必须在辩护方的总结陈述之前进行。 

（8）领薪治安法官一般在辩护方总结陈述之后立即宣布裁决结果，但是非专业治安法官几乎

总是要休庭进行评议。如果合议庭无法形成多数意见，主持审判的法官无权作出决定，该案将另行

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 

（9）如果治安法官作出有罪判决，他们接下来会对量刑进行考虑，在必要时延期量刑以便于

等待关于量刑的报告。 

三、治安法院移送刑事法院审理 

在 1998年犯罪和违法法第 51条生效以后，对于只能依照正式审判程序审理的罪行将不再经过

预审程序（committal proceedings），而是在治安法院进行预备性听审（preliminary hearing）

后立即移送到刑事法院。按照这些新的规定，对那些只能依照正式审判程序审理的犯罪以及与之关

联的两可罪和简易罪，治安法官不经预审程序（committal proceedings），必须移送刑事法院审理。 

第六节  刑事法院的普通审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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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诉书 

如果一项罪行过于严重以至于不能在治安法院审理，就需要制作公诉书。公诉书是一种正式的

文件，包含被告人被指控的罪行，以及支持指控的非常简要的事实。这份文件优于所有的其他种类

的指控，包括警察的指控（charge）或者提交给治安法官的起诉书（information），而且被告人也

是针对公诉书作出有罪答辩或者无罪答辩。公诉书也为法官和陪审团提供了审理的对象，即诉讼程

序的开始点。 

一份公诉书中可以包含一项以上的罪名，但是每一罪名必须包含在一个独立的“罪状”（count）

内，或者独立成段，并且对该具体罪名进行概括，以及列出支持指控的简要事实。法官有权自由裁

量决定将案件分开审理，或者是针对不同罪名分开审理，或者是针对不同的被告人分开审理。 

二、答辩程序 

审理程序的正式开始是初次出庭（Arraignment）、宣读指控和被告人答辩。有罪答辩将会导致

更轻的量刑，减轻的幅度大概有 30％。 

三、陪审团、法官和双方律师的角色 

1、陪审团的角色。 

在所有的刑事法院的审理中，如果被告人对公诉书中的指控做无罪答辩，并且控诉方不同意被

告人的答辩，则案件将由陪审团进行审判。陪审团由十二人组成。陪审团的功能是听取与指控有关

的全部证据，听取法官关于将要适用的法律的指示，然后就他们认定的本案事实集体作出决定，并

作出关于指控“有罪”或者“无罪”的裁决。 

2、法官的角色。在对抗制审判中，由法官确保审理是按照程序规则进行的。具体包括：决定

是否排除证据；撤回争点；总结提示。 

3、双方律师的角色。英格兰和威尔士刑事审理程序的重要特征就是对抗制。代表国家提出并

且支持公诉的是控方律师的职责，而提出并且支持辩护是辩方律师的职责。法官应当居中裁判，而

不能参与其中从而显示出偏见来。 

四、审理的具体程序 

1、控诉方开头陈述。通常情况下，控方律师解释被告人面临的指控。开头陈述应当讲清楚举

证责任和证明标准，说明是应当由控方提出证据证明控诉并且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另外，

该开头陈述应当总结控方将要证明的事实――即控方将怎样证明其提出的指控。一般情况下，也会

对证据进行简单概括，即主要证人将要提出的证言的要旨。 

2、控方举证。控方将传唤的证人。确保证人出庭。没有正当理由而不遵从要求其在法院面前

出现的证人令或者对证人的传票的，将构成藐视法庭罪（contempt of court），如同在法庭上犯藐

视法庭罪一样可以由该法院以简易程序判处不超过 3个月监禁的刑罚。 

3、提出无辩可答的动议。在刑事法院审理实践中，只有例外情况下，控方的证据的缺陷是如

此地明显以至于能够确定任何一个理智的法庭都不会作出有罪裁决，这时法官应当支持这个无辩可

答的动议。 

4、辩护方开头陈述。 

5、辩护方举证。被告人选择作证。专家证言。 

6、总结陈述。在辩护方完成举证之后，双方当事人作最后陈述。 

7、法官的总结性提示。法官必须向陪审团解释法官和陪审团的不同职责，即法官决定法律问

题而陪审团决定事实问题；法官必须明确，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并且必须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

的程度。这方面的解释在被告人提出了某种辩护的时候要更加详尽一些，例如在伤害案件中被告人

提出了正当防卫的辩护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必须解释证明责任始终在控诉方――控方必须证

明正当防卫的辩护不能成立。如果被告人提出不在现场的辩护主张，也要作类似的指示。法官应当

对指控的罪行进行定义，解释控诉方必须证明的犯罪构成要素。法官应当对案件中出现的证据问题

作出评论，例如在控诉方被允许就被告人的先前定罪进行反询问的情况下，法官必须告知陪审团先

前定罪只是与可信性有关，与是否有罪无关。如果在同一份公诉书中包含对多名被告人的指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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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必须指示陪审团对每一名被告人的指控分开考虑。类似地，如果在同一份公诉书中包含对一名被

告人多项罪行的指控，法官必须警告陪审团对每一项罪状单独进行考虑。总结性提示的主要部分可

能是对案件中证据的总结。法官提示陪审团，在审理中陪审团已经听取了哪些证据，并对这些证据

进行评论。法官必须公正地对证据进行总结，特别是一定要确保对辩护方的证据的归纳是全面的。

在总结性提示的最后部分，法官应当告知陪审团从其成员中选任一名首席陪审员（foreman），由他

来代表陪审团发言。然后，法官会命令陪审团退庭，考虑其决定并且作出一项全票的裁决（unanimous 

verdict） 

8、陪审团退庭评议并作出裁决。陪审团在法庭法警的带领下进入陪审团评议室，未经法庭许

可任何人不能与陪审团谈话。在评议室，他们进行思考和讨论，以便于形成一个全票的裁决。 

五、量刑 

在刑事法院审理的案件中，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或者在审理之后被认定有罪之后，将进入量刑程

序。治安法院的量刑程序基本上与此相同，只是不这么详细和正式。 

1、控方概括描述犯罪事实。 

2、在刑事法院（而不是在治安法院）控诉方应当在其关于事实的陈述中提及有关犯罪人的个

人情况的文件（antecedents document）。 

3、控方可能提请法庭考虑犯罪人对缓刑、附条件的释放或者缓刑命令的违反，作为量刑的情

节。 

4、然后，辩护方向法庭陈述，通常会问法庭是否阅读了关于犯罪人的报告。 

5、在礼貌地询问了法官是否有机会阅读量刑前报告之后，辩护方将提出要求从轻处罚的请求。 

6、在听取从轻处罚的请求以后，法官将宣布判处的刑罚。 

第七节  上诉制度 

一、从治安法院提起的上诉 

从治安法院，被告人有两个上诉途径： 

1、向刑事法院上诉。只有被告人可以针对定罪和量刑上诉。控诉方无权针对无罪判决上诉。

而且，只有做无罪答辩的被告人可以针对定罪和量刑上诉；做有罪答辩的被告人只能针对量刑上诉。 

上诉审理程序以对原审案件完全重新审理的形式进行，传唤原审中的证人（也有可能传唤新的

证人）并且重新听取对法律问题的争论。审理案件的法官是由一名巡回法官或者记录法官和（通常

是两名）治安法官组成的合议庭进行。他们可以维持也可以撤销定罪，可以变更量刑，包括加重刑

罚，但是加重的上限是原审可能判处的最重刑罚。 

2、向王座分庭的分支法院（Divisional Court of Queen’s Bench）上诉 

双方当事人的任何一方（控方或者辩方）都可以上诉到王座分庭的分支法院，方式是“提交案

件”（case stated）。事实上，从治安法院向分支法院提出的“案件提交”不存在对事实的争议。

在审理时不调查任何证据，整个审理围绕着法律问题进行，包括治安法官错误地适用了法律、未能

适用法律或者超出了其管辖权。 

该法院能够“撤销、维持或者变更”治安法院的裁判，将有罪判决改为无罪判决或者将无罪判

决改为有罪判决，变更或者判处刑罚，将案件发回治安法院同时命令判决无罪或者有罪，或者命令

重新审理。分支法院的决定可以上诉到上议院。 

二、从刑事法院提起的上诉 

刑事法院定罪的被告人，以及治安法院移送刑事法院进行量刑的被告人，可以针对定罪或者量

刑向上诉法院刑事分庭提出上诉；在这之后，还可以向上议院司法委员会提出上诉。对于来自治安

法院向刑事法院的上诉，刑事法院的裁决还可以继续向王座分庭的分支法院（Divisional Court of 

Queen’s Bench）上诉。 

向上诉法院刑事分庭的上诉的受理条件是，如果上诉针对的问题纯属法律问题，或者审理法官

已经签发了该案适合于上诉的证明，则被告人可以在定罪后立即上诉。如果针对的是事实问题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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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混合，上诉人必须事先获得上诉的许可。不过，未能申请许可或者针对法

律问题申请许可，并不能成为拒绝上诉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刑事上诉注册官（Registrar of 

Criminal Appeals）会对其申请进行变更。 

即使一个被告人做有罪答辩，在下列情况下也可以针对定罪上诉：对指控或者答辩的内容存在

误解；即使被告人承认那些事实，也不在法律上构成被判定的罪行。 

虽然上诉法院没有权力加重刑罚，但是它有权命令上诉审之前已经被羁押的期间不计入刑期以

内。 

上诉的理由在 1968年刑事上诉法第 2条第 1项作出了规定。申请人必须表明：1、陪审团的裁

决应当被撤销，因为基于该案的具体情况，该裁决是不可靠或者是不令人满意的；2、审理法院的

判决应当被撤销，因为存在对法律问题的错误决定；3、在审理过程中存在实质性的违反程序的情

况。 

如果上诉是成功的，上诉法院审理后可以作出三种决定：1、撤销定罪；2、驳回上诉，即使上

诉法院在法律问题上作出了有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如果他们认为不是冤狱的话。换句话说，上诉法

院认定，不管是否存在法律或者程序错误，一个理智正常的陪审团做有罪裁决是该案的唯一选择。

不过，通常情况下法院会撤销定罪。3、命令重新审理。 

第八节  非常救济程序 

一、总检察长对案件的审查 

作为一项原则，控方没有权利针对刑事法院的无罪判决提出上诉。但是，在两种情况下，控方

拥有有限的上诉权： 

1、总检察长的移送。总检察长有权因法律问题将案件移送上诉法院，即使这个法律问题是在

一个被告人已经被判决无罪的案件中发生的。但是，这并不影响这个案件的原判裁决的效力，被告

人仍然是无罪的。 

2、“畸轻量刑”。如果一个被告人被定罪，但是对其判处的刑罚在控方看来是畸轻的，总检察

长可以将该量刑移送上诉法院，上诉法院可以在认为适当的情况下改判更重的刑罚。 

二、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 

1995 年刑事上诉法创设了刑事案件审查委员会。该机构有权将案件移送上诉法院，不管案件

是依正式审判程序审理的还是依简易程序审理的。依照该法规定，移送案件的标准是，该委员会认

为，存在某一裁决或者量刑一经移送就会被推翻的“现实可能性”。对于该委员会移送的案件，上

诉法院将依照上诉审程序审理。 

三、向最高法院的上诉 

在最高法院正式运行之前，上议院司法委员会（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Lords）

是英国的最高上诉法院。在 1992年，总共有 25份申请，23件审结，其中 6件支持、17件驳回。

上议院的法官是高级法官，他们被授予终身荣誉爵位并且有权成为上议院成员，这些人组成该司法

委员会。上议院的合议庭由 5名法官组成。来自上诉法院的上诉必须是涉及到对社会公众具有普遍

重要意义的法律问题。要想向上议院上诉，必须事先获得上议院或者上诉法院的上诉许可。 

四、赦免令 

在所有的上诉途径穷尽以后，被告人可以向内政大臣递交要求获得赦免的申请，由国王或者女

王签发赦免令。在一个人基于公诉书被定罪之后，这一程序很少使用，因为内政大臣可以将案件发

回给上诉法院。在 1992年有 19份赦免令，其中 17份是关于交通犯罪，两份是没有购买收看电视

的许可的犯罪。 

在穷尽英国国内的上诉途径之后，被告人还可以通过向欧洲人权法院上诉的方式获得救济。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英国的法院、起诉机关和警察机关的组织与职能。了解英国的

证据制度。了解英国的治安法院审理程序和刑事法院审理程序。了解英国新设立的最高法院。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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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英国无成文宪法对其刑事诉讼的影响，特别是英国近年来的改革，例如限制沉默权、缩小陪审

团审判的范围、设置双重危险的例外等。 

作业 
1、英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美国有什么不同？ 

2、英国限制了被告人的沉默权，你对此有何评价？ 

3、英国设置了禁止双重危险的例外，你对此有何评价？ 

4、在证人特权的问题上，英国与德国、日本有什么差别？你如何评价？ 

5、英国法要求被告方在庭审前对某些证据进行披露，如不在现场的证据和专家证言等。你对

此有何评价？ 

知识单元 2：美国刑事诉讼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美国刑事诉讼法概述 

一、美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 

1、继受英国法阶段（1607年至 1776年）。 

2、创新和逐步发展阶段（1776年至 1945年）。 

3、迅速发展阶段（1945年至 1970年）。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领导的刑事诉讼革命。 

4、调整和稳定发展阶段（1970年至今）。 

二、美国刑事诉讼法的渊源 

联邦和各州都有权制定和修改自己的宪法和法律，都有自己的司法系统和执法机构。总体而言，

美国刑事诉讼法的渊源主要有以下四类： 

1、联邦宪法和州宪法 

2、联邦和州的成文法，例如 1968年《陪审团遴选和服务法》、1984年《保释改革法》等。 

3、联邦和州的刑事证据规则和证据规则，例如《联邦刑事诉讼规则》、《联邦证据规则》、《加

州证据法典》等。 

4、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的判例，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在解释联邦宪法时所形成的判例。 

第二节  法院和检察机关 

一、法院 

联邦和各州存在各自独立的司法系统。 

1、联邦法院系统。联邦系统的普通法院由联邦地区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三级构成。除

普通法院外，还有专门法院，包括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美国索赔法院、美国税务法院、联邦军事法

院等。 

2、州法院。概括来说，州法院也有不同级别的普通法院和专门法院。专门法院通常都是初审

法院，如未成年人法院、遗嘱检验法院、家事法院等。大多数州的普通法院有四级，它们是：有限

管辖法院、一般管辖法院、中级上诉法院和终审法院。 

二、检察机关 

分散性和地方自治性，不存在一个全国统一的、上下层次分明的、独立的检察系统。 

1、联邦检察机关。联邦司法部相当于联邦的检察机关，司法部首长称为总检察长。联邦司法

部以下代表联邦政府履行检察职能的机构是分散于各个司法区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 

2、州检察机关。美国各州普遍设立州检察长。多数州均在地方设有检察官办公室具体履行检

察职能。 

3、地方检察机关。设在县、市、区从事检察业务的检察官办公室，每个机构由首席检察官全

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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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一、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1、第六修正案明文规定，在所有刑事诉讼中，被告人都享有由律师帮助辩护的权利。 

2、依据第五和第十四修正案关于“正当程序”的规定，在联邦法院和州法院进行的任何刑事

诉讼中，被告人有权在律师的帮助下进行辩护，以保证程序的基本公正。 

3、依据第五修正案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在警察对嫌疑人的羁押性讯问中，必

须充分地保证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通过律师帮助权保障嫌疑人的沉默权。 

4、依据第十四修正案的“法的平等保护”原则，贫穷的被告人至少在第一轮上诉中享有获得

指定律师帮助的权利。 

二、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1、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 

2、证人不自陷于罪的特权。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 

三、获得迅速的公开审判的权利 

1、第六修正案规定，在所有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有权获得迅速及公开的审判。 

2、获得迅速审判的权利。目的是把由于刑事追究带来的焦虑不安和担心降到最低限度。 

3、获得公开审判的权利。接受公开审判的权利既受到第六修正案的保障，也是第五修正案和

第十四修正案所保障的“正当程序”所必不可少的一项基本要求。 

四、接受公正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1、联邦宪法第三条规定：“除弹劾案以外，对所有犯罪的审判都应当由陪审团进行”。第六修

正案再次确认了这项权利。 

2、1968年，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对第十四修正案的解释，将这一权利适用于各州的刑事诉讼。 

五、保释的权利 

1、宪法第八修正案规定：“不得要求过重的保释金”。 

2、保释的三种形式：个人具结；定金保释；全额保释。 

第四节  审判前程序 

一、逮捕前的调查 

多数案件是通过被害人或第三人的报案而引起警察的注意的。但也有一些犯罪是警察执行公务

时现场发现的，或者是通过告密、电子窃听、监控甚至是诱惑的方法发现的。 

如果怀疑某人身上可能携带有武器，警察可以在案发现场或者公共场所拦住这个人，以便对其

进行“拍身”搜查。 

二、逮捕 

1、逮捕分为有证逮捕和无证逮捕两种。 

2、有证逮捕的逮捕令状，由警察提出申请，由法官根据警察的经宣誓的证言签发。 

3、无论是无证逮捕还是有证逮捕，都要求警察有合理根据相信发生了犯罪并且嫌疑人就是实

施犯罪的人。 

三、登记 

警察逮捕嫌疑人后，要把他带到警察局履行登记手续，包括嫌疑人的姓名、住址、职业、逮捕

时间、涉嫌的犯罪等。通常还要照相、提取指纹。 

四、逮捕后的侦查 

1、搜查。搜查分为有证搜查和无证搜查两种。有证搜查的搜查令状由警察提出申请，由法官

根据警察的经宣誓的证言签发。 

2、扣押。扣押的对象既包括物品，也包括人的身体，还包括通讯。 

3、讯问犯罪嫌疑人。警察有权对任何人进行询问，但是被询问人有权拒绝回答。讯问前要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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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米兰达警告”。 

五、决定指控 

1、检察官决定是否起诉。 

2、重罪案件需要经过法院的预审，或者大陪审团审查起诉，之后才正式提出起诉。 

六、初次到庭 

被告人在押的案件，必须不迟延地将被告人带到治安法官面前。多数司法管辖区指逮捕后 24

小时以内，少数司法管辖区允许延长至 48小时。一般在这个阶段决定是否允许保释。 

七、预审 

预审的主要目的在于对控方指控被告人犯罪是否有合理根据进行司法审查，以便撤销缺乏根据

或者根据不足的指控。 

八、大陪审团审查 

1、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了大陪审团审查起诉。要求必须经过大陪审团审查才能起诉

的州不到半数，而且其中部分州仅仅对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案件才要求必须经过大陪审团审查起

诉。 

2、大陪审团的组成、任期和职能。大小陪审团的区别。 

九、罪状认否程序 

1、法院收到正式起诉书或者简易起诉书后，应当及时传唤被告人到庭，要求被告人就指控的

每一项犯罪进行答辩。 

2、答辩有三种：有罪答辩；无罪答辩；不予争辩的答辩。 

3、有罪答辩被法庭接受后，不再进行审理，直接进入量刑程序。 

十、审前动议和其他准备 

1、证据开示。控方有义务主动或者应辩方要求向辩方开示可能影响定罪或者量刑的一切有利

或者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以及有关的反驳证据。辩方也有一定的证据开示义务。 

2、审前动议。例如，排除证据的申请必须在审前提出。 

3、审前会议。法院可以命令召开审前会议，以考虑一些程序事项，例如审前动议、证据开示、

约定等。 

第五节  审理程序 

一、开场陈述 

开场陈述是指控辩双方向陪审团和法官所作的第一次陈述。检察官先陈述，辩护律师后陈述。 

二、控方举证 

开场陈述之后，检察官应当向法庭举证，主要方式是传唤证人出庭作证。 

三、辩方举证 

1、控方举证结束后，庭审通常进入辩方举证阶段。 

2、被告人有权选择是否作为辩护方证人作证。 

3、辩护方举证是一种权利，辩方举证并非庭审的必经程序。辩方可以主张控方举证未能达到

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四、总结辩论 

证据调查之后，由控辩双方做总结辩论。 

五、法官指示陪审团 

在陪审团退庭评议前，法官对陪审团作出指示，包括案件中的法律问题、举证责任分配等。 

六、陪审团评议 

陪审团进入专用的评议室进行评议。评议秘密进行，外人不得入内。 

七、陪审裁决 

1、一般要求陪审团作出裁决，是一致通过。如果陪审团不能得出一致结论，法官可以宣布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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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审判，解散陪审团。 

2、陪审团的裁决公开宣布。如果是无罪裁决，被告人当庭释放；如果是有罪裁决，则择期进

行量刑。至此审理程序结束。 

第六节  答辩交易 

一、答辩交易的含义与分类 

1、答辩交易，是指检察官以降低指控或者建议从轻判刑为条件，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 

2、从内容上，可以分为指控交易与判刑交易。     

二、答辩交易的程序 

1、答辩协商。通常在控辩双方律师之间进行。 

2、法官参与。《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禁止法官参加答辩交易。各州的做法各不相同。 

3、答辩协议的公开和法官的责任。答辩协议应当通知法院；法院应当查明有罪答辩存在事实

基础。 

4、违反答辩交易的救济方法。如果控方违约，被告人可以撤回有罪答辩，接受正式审判。 

三、联邦最高法院对答辩交易的态度 

1、1970年的布来迪案，联邦最高法院首次肯定答辩交易符合宪法。 

2、1971年、1977年联邦最高法院重申对答辩交易的支持。 

四、关于答辩交易的争论 

存在废除派和改良派。自从联邦最高法院肯定了答辩交易的合宪性之后，答辩交易在美国学者

和法律职业人员中获得了几乎众口一词的认同。 

第七节  审后程序 

一、量刑程序 

无论是陪审团审理后裁决有罪的案件，还是法官审理后判决有罪的案件，最后的判刑都是由法

官决定的。在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的案件中，除事先对判刑达成协议的由法官审查认可以外，也由

法官决定如何判刑。但是，如果是需要判处死刑的，一般需要先经过陪审团表决同意。 

二、上诉程序 

1、对一般管辖法院的无罪判决，控方无权上诉。 

2、对于其他有罪判决以及所判的刑罚，被告人有权提出上诉。 

3、对上诉法院的上诉审判决的上诉，需要申请上诉的许可，而不是当然权利。 

第八节  刑事证据法 

一、证据的相关性与可采性 

1、相关性是可采性的前提。相关性的定义见《联邦证据规则》第 401条。 

2、可采性是指证据能否暴露给事实审理者。 

二、证据的种类 

1、言词证据。具体可以分为普通证人证言和专家证人证言。 

2、实物证据。包括物证和书证。 

三、拒绝作证的特权 

1、《联邦证据规则》第 501条。 

2、包括：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律师当事人特权，夫妻特权，医生病人特权，神职人员

忏悔者特权，等等。 

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1、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违反米兰达规则获得的口供将被排除，根据是宪法第五修正案。 

2、非法搜查、扣押证据的排除规则。根据是宪法第四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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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如善意的例外等。 

4、毒树之果理论。 

5、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根据。震慑理论和司法纯洁性理论。 

6、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 

五、传闻规则 

1、传闻的概念。《联邦证据规则》第 801条。 

2、传闻规则的含义与理论根据。 

六、意见证据和专家证词 

1、意见证据原则上是不可采的。 

2、专家证人的意见是可采的。 

七、证明责任 

控诉方对指控犯罪负有证明责任，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 

八、证明标准 

控诉方证明被告人有罪必须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美国联邦制的特点。了解辩诉交易以及最高法院对其的态度。

了解美国的证据制度。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美国国内对其的争论。了解美国的司法令状制度。

重点思考美国宪法对刑事诉讼的影响，特别是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律师帮助权、反对自证其罪的特

权、不受不合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禁止双重危险的权利、被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有罪的权利、正

当程序权利。 

作业 
1、简述美国刑事诉讼法的渊源。 

2、评美国联邦宪法对美国刑事诉讼的影响。 

3、美国联邦系统和各州的法院、检察机关分别是如何设置的？ 

4、美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接受律师帮助的权利述评。 

5、简述美国大、小陪审团制度。 

6、评美国的答辩交易制度。 

7、如何认识美国刑事证据法的特点？ 

8、美国刑事诉讼法与英国刑事诉讼法有哪些区别？     

知识单元 3：法国刑事诉讼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法国刑事诉讼制度概述 

    一、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就是规定刑事诉讼的组织、提起、展开与审理的法律。 
    二、法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沿革 
    1808年 12月 16日颁布拿破仑刑事诉讼法典，1811年 1月 1日开始生效。 
    三、法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 
    现行法典是 1958年刑事诉讼法典，一直沿用至今，经过了多次的补充完善。 
    四、法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特点 
    1、明确规定无罪推定。 
    2、审判组织民刑统一。 
    3、庭审程序注重公正。 
    4、刑事案件两审终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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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重罪案件沿袭陪审。 
    6、法官断案内心确信。 
    7、注重保护受害人权利。 

第二节  法国的刑事诉讼机关 

    一、审判机关 
    1、普通司法法院。包括：违警罪法院，轻罪法院，上诉法院轻罪上诉庭，重罪法庭，最高法
院。 
    2、特别法院。包括未成年人法庭，军队军事法庭，海商法院，国家最高特别法庭，共和国特
别法庭，行政法院。 
    二、检察机关 
    1、检察机关的设置。包括最高法院的检察院，上诉法院的检察院，大审法院的检察院，初审
法院的检察院。 
    2、检察机关的特性。包括独立性，等级隶属性，可替换性。 
    3、检察机关的职能。出庭，刑事调解，刑事和解。 
    4、检察官。检察官由司法部长提名并由共和国总统发布政令任命。 
    三、警察机关 
    1、司法警察机关。国家司法警察中心局是国家警察总署下属的一个中心局，隶属于内政部领
导。 
    2、司法警察。警察分为司法警察和行政警察，其中司法警察的职责主要是发现和调查犯罪。 
    3、司法警察的职权。发现犯罪并查找犯罪行为人。 
    4、司法警察的管理和监督。司法警察在大审法院检察长领导下履行职务。对司法警察的纪律
惩戒权由其隶属的行政上级行使。 

第三节  刑事诉讼证据制度 

    一、证据的形式 
    1、证人证言。2、讯问犯罪嫌疑人笔录。3、电讯截听笔录。4、鉴定结论。5、物证。 
    二、证据的证明力 
    证据的证明力由事实审理者自由判断。 
    三、举证责任 
    1、证明法律要件的证据。2、证明事实要件的证据。3、证明心理要件的证据。 
    四、证据的收集 
    证据的收集由司法警察和预审法官来进行。包括：1、勘验。2、传唤和拘留。3、搜查。4、通
讯截留。5、询问证人。6、讯问犯罪嫌疑人。7、听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陈述。8、政府成
员及外国国家代表证词的接收方式。 
    五、质证 
    1、对质。2、法庭辩论。 
    六、认证 
    由事实审理者根据其内心确信作出决定。 
    七、与证据有关的法律责任 
    1、作伪证的责任。2、不作证的责任。 

第四节  追诉 

    一、追诉的主体 
    追诉的主体主要是具有追诉职能的检察机关。如果检察机关没有提起公诉，受害人可以向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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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成为启动追诉的主体。 
    二、追诉审查 
    1、合法性审查。即追诉的法定条件已经具备。2、追诉的适当性审查。即是否有必要进行追诉。 
    三、不予立案、调解或追诉决定 
    检察官有权作出不予立案、调解或者追诉决定。 
    四、提起追诉的途径 
    1、通过提起追诉意见书提起追诉。2、通过受害人告诉提起追诉。3、通过直接传讯提起追诉。
4、通过直接出庭程序提起追诉。 

第五节  强制措施 

    一、拘留 
   采取拘留措施要求有一个或多个合乎情理的理由，并且拘留一开始即应当通知大审法院检察长。 
    二、先行羁押 
    1、自由与羁押法官。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限制预审法官相对过大的权力。2、先行羁押的条件和
限制。 

第六节  预审程序 

    一、预审及预审法庭 
    1、预审。狭义的预审是指由预审法庭指挥进行的预审。2、预审法庭。某些严重和复杂的刑事
案件，在对其进行实体审判之前，首先要经过预审法庭进行预审。 
    二、预审程序的特点 
    1、预审采取书面形式。2、预审程序为秘密程序。3、预审原则上不具有对席审判的性质。4、
预审程序具有一定的选择性。 
    三、预审法官 
    1、预审法官的资格和特点。预审法官是大审法院的法官。具有可替换性。不得参加由其负责
进行预审的犯罪案件的审判。2、预审法官的司法管辖权。其管辖权及于在本法院辖区内发生的所
有犯罪。3、预审法官的职责。收集犯罪证据，并对涉及某人的犯罪证据是否充分进行认定，从而
决定是否将该人提交审判法庭进行审判。4、预审法官的独立地位。预审法官既独立于审判法庭，
又独立于检察院。 
    四、上诉法院预审庭 
    上诉法院预审庭有两个职能：1、构成第二级预审法庭；对于重罪，以起诉决定书将犯罪嫌疑
人移送重罪法庭审判。2、是对警察进行监督的法庭。 

第七节  轻罪案件审理程序 

    一、轻罪案件一审程序 
    被处以 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3750欧元及以上罚金的犯罪为轻罪。轻罪案件由轻罪法院管辖。
轻罪法庭由审判长及两名法官组成。开庭审理的过程，包括传讯被告人、开庭、讯问被告人、辩护、

证人作证、法庭辩论等环节。最后作出判决。 
    二、轻罪案件上诉程序 
    1、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的权利属于下列的人：被告人；负有民事责任的人；民事当事人；大
审法院检察长；行使公诉权的公共行政部门；上诉法院检察长。负有民事责任和民事当事人的上诉

权，仅以民事利益部分为限。 
    2、上诉应在当庭判决宣告起 10日内提出。轻罪上诉法庭由审判长 1人及审判员二人组成。 
    3、上诉法庭可以改判或者撤销原判。 

第八节  违警罪案件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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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违警罪案件一审程序 
    不超过 3000 欧元罚金刑的违警罪，由违警罪法院管辖。违警罪一般以笔录或者报告作为证据
证明。 
    二、违警罪案件上诉程序 
    1、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的权利属于下列的人：被告人、负有民事责任的人、检察官、民事当
事人。负有民事责任和民事当事人的上诉权，仅以民事利益部分为限。 
    2、上诉法院处理对违警罪法院判决提出上诉的案件，适用对轻罪法院判决提出上诉案件的有
关规定。 

第九节  重罪案件审理程序 

    一、重罪案件一审程序 
    1、必须通过预审法庭移送，才能受理案件。 
    2、开庭阶段要组成审判陪审团。 
    3、审理一般公开进行，连续进行。对证据进行核实，庭审辩论。 
    4、评议。法官与陪审员退席至评议室，共同作出决定。 
    5、宣判。评议以后，重罪法庭全体成员回到审判庭，宣告有罪判决或者免予刑罚以及宣告无
罪的判决。 
    二、重罪案件上诉程序 
    1、上诉主体：被告人，检察机关，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事当事人，行使公诉权的公共行政
机关。负有民事责任和民事当事人的上诉权，仅以民事利益部分为限。 
    2、对于一审重罪法庭作出的判决，可以向最高法院指定的另一重罪法庭提出上诉。受理重罪
上诉案件的法庭依照审理一审重罪案件程序的规定，对案件进行审理。 
3、上诉应当在一审判决宣告后 10日内提出。 
    4、重罪上诉法院作出任何不利于被告人的判决，至少应有 10票多数通过。 

第十节  最高法院审理案件程序 

    一、撤销原判诉讼程序 
    对上诉法院作出的终审判决或者对其他法院作出的不准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的终审判决，直接
向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提出申诉，请求其对判决的合法性进行监督。最高法院对原审案件的事实不

作评判，仅仅重新审理法律问题。如果认为违反法律，撤销该裁判，交给与原审法院同一级别、同

一性质的另一法院重新进行审判。 
    二、再审诉讼程序 
    法国实行两审终审制度。之后，可以通过“提起撤销之诉”由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对原审判决
进行严格监督。如果由于发生事实上的错误，则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再审之诉”，目的是对判决

认定的事实错误进行纠正。 
    三、案件移审 
    对于重罪、轻罪或者违警罪案件，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均可因合理怀疑，指定任何预审法庭或
审判法院放弃管辖权，并将案件移转另一同类法院受理。 

第十一节  几种特别诉讼程序 

    一、特别管辖 
    1、指定管辖。有关管辖权的一切纠纷，一般均应提交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处理。 
    2、法国领域外实施犯罪的管辖，依据国际协定，法国法院可以管辖。     
    二、回避 
    法官可以因法定事由被申请回避。当事人有权提出回避申请，由上诉法院院长批准。针对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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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院长的回避申请，由最高法院院长决定。最高法院法官的回避，由对该法官由管辖权的审判庭

决定。 
    三、军事方面重罪与轻罪的特别诉讼程序 
    审判军事方面重罪法庭，由审判长 1人及审判员 6人组成，不设陪审团。 
    四、经济、金融犯罪的特别诉讼程序 
    在每一个上诉法院辖区内，通过政令确定一个或数个大审法院，对案情十分复杂的经济、金融
犯罪案件提起追诉、预审具有管辖权，并对其中的轻罪案件审判有管辖权。 
    五、恐怖活动罪的特别诉讼程序 
    巴黎大审法院检察长、预审法官、轻罪法庭、重罪法庭，对恐怖活动犯罪进行追诉、预审及审
判。 
    六、毒品走私罪的特别诉讼程序 
    在每一个上诉法院的辖区内，根据政令确定的重罪法庭对走私贩卖毒品重罪及相关犯罪的审判
有管辖权；重罪法庭的组成与审理军事方面重罪法庭的有关规定相同。 
    七、淫媒谋利罪的特别诉讼程序 
    对涉嫌此类犯罪的对公众开放的场所，可以不分昼夜，随时进行查看、搜查和扣押。 
    八、法人实施犯罪的特别诉讼程序 
    对法人进行公诉，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参加所有诉讼活动。如果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因相同或者
相关的犯罪事实受到追诉，由大审法院院长指定一名诉讼代理人代表法人参加诉讼。 
    九、关于适用于性犯罪的诉讼程序和对未成年受害者的保护 
    在进行侦查过程中，司法警官可以对所有人进行医学检查或提取血样检验，以便确定该人是否
感染了性传染病。检验结果应当通过医生立即通知受害人，如果受害人是未成年人，则应通知其法

定代理人。 
    十、对证人保护的程序 
    对证人的身份、住址保密。 
    十一、关于征求最高法院意见的程序 
    就法律问题，下级法院可以向最高法院请示。 

第十二节  执行程序 

    一、刑事裁判决定的执行 
   法院裁判决定最终确定之后，需要依检察机关申请，才能付诸执行。大审法院设一名或多名执
行法官，负责判决执行工作。 
    二、拘押与自由刑的执行 
    1、先行拘押的执行。每一大审法院、上诉法院、重罪法庭均设置一看守所。 
    2、自由刑的执行。被判刑人一般应在监狱等服刑机构内服刑。 
    三、减刑与假释 
    减刑由执行法官听取执行委员会的意见后作出决定。假释由执行法官或者司法部长批准。 
    四、附考验期缓期执行与推迟刑罚宣告 
    刑罚缓期执行考验期为 18个月至 3年。推迟刑罚宣告的考验期不得超过 1年。 
    五、拘禁 
    被宣告科处罚金，或者被判处向国库支付款项时，如被判刑人不履行判决，可处以拘禁。 
    六、犯罪记录 
    法国实行犯罪记录登记制度。由司法部长主管。犯罪记录只限特定的机关和人员使用。 
    七、被判刑人恢复权利 
    被各级法院判处重罪、轻罪或违警罪刑罚的自然人和法人，在刑罚执行完毕后均可依法申请恢
复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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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法国重罪法院的二级预审制度。了解法国的自由心证制度。了

解法国刑事诉讼的特点。法国检察机关的设置。重罪案件审理程序。最高法院的撤销原判程序和再

审诉讼程序。重点思考法国重罪法院陪审员的人数和参加评议的特点，以及与英美陪审团制的区别。 

作业 
    1、简述法国刑事诉讼法的渊源。 
    2、法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3、法国刑事司法机构是如何设置及规定案件管辖权的？ 
    4、如何理解法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5、简述法国轻罪案件审理程序的主要内容。 
    6、法国重罪案件审理程序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什么？ 
    7、法国最高法院的刑事审判职能有何特点？ 
    8、2000年以来法国刑事诉讼法有哪些新的发展？ 
知识单元 4：德国刑事诉讼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德国刑事诉讼法的法律渊源 

    一、宪法（基本法） 
    德国宪法中包含着保障公民在刑事诉讼中的人权的条款。一方面体现了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何运
用都要遵守基本法的精神，另一方面如果在刑事诉讼中出现违宪的情形，公民有权直接向宪法法院

提出申诉。 
    二、中央法律 
    现行德国刑事诉讼法是 1987年 4月 7日修正公布的。 
    三、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 
    该公约被视为联邦法，与刑事诉讼法地位相等。公民对德国违反人权公约的行为，可以向欧洲
人权法院控告。 
    四、联邦司法行政法规 
    在不违反联邦权限划分的原则下，各州和联邦司法部共同制定了多部全联邦适用的司法行政法
规。 
    五、各州法律 
    各州有权在各自的宪法中对刑事诉讼程序作出相应的规定。 
    六、判例 
    法学教学和研究中引用判例非常普遍。州高级法院和联邦法院引用判例是经常的事情。 

第二节  刑事程序的诉讼参与人 

    一、法院 
    德国的法院由不同的体系组成，包括宪法法院体系、普通法院体系、行政法院体系、财政法院
体系、社会法院体系和劳动法院体系。普通法院体系分为四级，联邦法院、州高级法院、地方法院

和区法院。联邦法院是普通审判体系的最高法院。 
    德国实行参审制，由职业法官和陪审员组成混合庭。 
    二、侦查法官 
    德国刑事诉讼中很多措施必须由法官决定，为了保证这些措施在侦查程序中得到实施，法律规
定了侦查法官。 
    三、检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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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国，检察机关是根据法院组织法设立的。从宪法权力分立来看，检察官属于政府行政部门
而不是司法部门。联邦检察机关设在联邦法院内，由联邦总检察长和若干副总检察长组成。各州检

察机关管辖各州事务，不受联邦检察机关直接领导。 
    四、警察机关 
    警察机构的设置和组织属各州的事务，联邦只有在很小的范围里拥有自己的警察机构。 
    五、被告人 
    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分为主动参与权利和被动参与权利。 
    六、辩护人 
    德国刑事诉讼中的辩护人并不具有英美法中辩护人那么重要的地位，但相对于检察院和法院而
言，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发挥专门有利于被告人的作用。 

第三节  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一、国家追诉原则 
    国家追诉原则是指国家遵循职权主义，主动开展对犯罪的侦查。其例外是在自诉案件中，被害
人可以自行提起诉讼。 
    二、告发原则（公诉原则） 
    是指只有在提起告诉后，法院才得开启审判程序。也就是说，起诉职能和审判职能分开。 
    三、起诉法定原则 
    当检察官认为有足够的犯罪嫌疑时，必须起诉。强制起诉原则的例外是起诉便宜原则。 
    四、法定法官原则 
    对每一个法官应确定其职权；任何联邦法官不得被剥夺其法定法官职务。 
    五、调查原则、直接原则、自由评价证据和罪疑从无 
    调查原则是指法院不受检察官与被告人所提供的诉讼资料的限制，自行根据职权主动地对犯罪
事实进行调查，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直接原则是指在法庭审理时，案卷的内容不得作为裁判的依据。

自由评价证据，是指证据的证明力由法官自由判断。罪疑从无，是指在存在疑问时，应作出有利于

被告人的决定。 
    六、言辞辩论、公开审理和迅速审理 
    言词辩论，是指判决必须建立在言词辩论的基础上。公开审理是指法院审理时允许公众旁听。
迅速审理要求刑事诉讼程序应当避免不必要的耽搁。 

第四节  刑事证据 

    一、证据法之基础 
    证明与说明。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证明的必要性。证据责任。证据禁止。 
    二、证据种类 
    证人。鉴定人。实物证据。被告人。 

第五节  强制措施 

    一、对自由的限制 
    为查明身份责令停止。暂时逮捕。拘提。审前羁押。 
    二、搜查 
    搜查应当由法官签发的令状授权，必须以书面形式作出，并且要注明搜查的地点以及希望找到
的物品。对于来不及申请令状而进行的搜查，被搜查者可以要求进行司法确认。 
    三、身体检查 
    身体检查应当由法官签发的令状授权。对于来不及申请令状而进行的身体检查，可以在审判中
要求对其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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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私人通信的秘密监控 
    邮件检查。电子通信的监控与记录。 
    五、扣押物品 
    扣押由法官作出决定；紧急情况下检察官决定的，应当在 3日内提请法官确认扣押。 
    六、其他：暂时的处分措施 
    暂时收容。暂时的执业禁止。暂时性的扣押驾照。 

第六节  刑事诉讼普通程序 

    一、侦查与起诉 
    刑事诉讼的侦查权由检察官和警察共同行使，但在该程序中检察官是主导者。在有足够的理由
提起公诉时，检察官有义务提起公诉。 
    二、中间程序 
    起诉后、正式审理前，法院需要对是否开始审判程序作出决定。 
    三、审判程序（主要程序） 
    审判程序的准备。审判程序包括开庭、询问被告人身份、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告知被告人有权
自由选择是否进行陈述、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法庭评议与表决、宣判等。法庭审理程序的中断和

延期。 

第七节  救济程序 

    一、抗告 
    抗告是对裁定和处分不服，要求上级法院对有关事实及法律问题进行审核的诉讼行为。检察官、
被告人有权提出抗告。 
    二、第二审上诉 
    对区法院、陪审法庭作出的判决、裁定不服时，可以在判决宣告后一周内提起第二审上诉。第
二审上诉既可以针对事实问题也可以针对法律问题。第二审上诉实行复审制，其审理程序与一审程

序基本相同。 
    三、第三审上诉 
    联邦最高法院和州高级法院是第三审上诉的管辖法院。第三审法院的任务是进行法律问题的审
理。 
    四、再审程序 
    在德国，再审原则上只是为审核判决的事实部分而设，而不能用来审核其法律错误。 

第八节  裁判的执行 

    检察机关为刑罚的执行机关。在法院设立刑罚执行庭。 

第九节  一般诉讼程序的特殊情形 

    一、简易程序 
    是指对案件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简易判决。只适用于案情不复杂、也不需要对证据判断作系统调
查的案件。 
    二、缺席审判程序 
    在德国的一些案件中，被告人虽然没有到庭参加审判，法院也可以进行审判程序。 

第十节  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 

    一、自诉程序 
    自诉案件只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具有提起自诉资格的人主要是指被害人。自诉程序没有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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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仅由庭审预备和法庭审理两个阶段组成。 
    二、附诉程序 
    附诉程序是指检察官担任国家公诉人，同时又有被害人或其他有关人员以附诉人身份参与诉讼
的程序。 
    三、附带民事诉讼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可以行使补偿请求权，这就是附带民事诉讼。 

第十一节  特殊诉讼程序 

    一、保安处分 
    由于行为人无责任能力或无诉讼能力，以致无法进行刑事诉讼，但依据刑事侦查结果，显示应
对其实行保安处分。 
    二、处刑命令程序 
    检察官对某些轻微犯罪，可以直接向地方法院要求发布执行刑罚的命令。被告人如对刑罚命令
不服，可在送达后 2周之内提出异议。如果该异议被许可，则由刑事法官或陪审法庭进行审判程序。 
    三、少年犯罪案件诉讼程序 
德国审理少年刑事案件的审判组织分为少年法庭、少年合议庭、少年刑事法庭。少年检察官是

专门负责少年案件的检察官。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德国法院系统的结构。了解德国基本法对德国刑事诉讼法的影

响。了解德国的证据禁止理论。了解德国的自由评价证据的制度。了解德国陪审员参加法庭审理的

方式和特点。了解被害人在德国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享有的权利。重点思考德国的起诉法定原则。 

作业 

    1、简述德国刑事诉讼法的渊源。 
    2、德国刑事诉讼制度有哪些特点？ 
    3、德国联邦法院系统和检察机关是如何设置的？ 
    4、德国警察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有哪些职权？与检察官之间的关系如何？ 
    5、德国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具有哪些权利和义务？ 
    6、简述德国刑事诉讼中刑事辩护人的地位与作用。 
    7、德国刑事诉讼中证据原则有哪些内容？ 
    8、简述德国刑事诉讼的证据种类与证据法基础。 
    9、德国刑事诉讼中实物证据包括哪些内容？ 
    10、德国审判程序有哪些特点？ 
    11、简述德国法律救济程序中不同上诉程序的内容及区别。 
    12、简述德国一般诉讼程序的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主要内容。 
    13、何谓保安处分？ 
    14、德国少年诉讼程序具有哪些特征？与普通诉讼程序有哪些区别？ 
知识单元 5：日本刑事诉讼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日本刑事诉讼法的渊源和特色 

一、日本刑事诉讼法的渊源 

    1948年 7月 10日，日本国会通过现行《刑事诉讼法》。2004年 5月日本第 159次国会通过了
一系列关于刑事司法改革的法律文件，其中，《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等部分条文的法律》对刑事诉

讼法进行了较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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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宪法也是刑事诉讼法的渊源。2004年通过的《关于陪审员参加刑事审判的法律》。 
    最高法院根据宪法第 77条规定的规则制定权制定的《刑事诉讼规则》。 
二、日本刑事诉讼法的特色 

1、坚持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相统一的诉讼目的。 

2、实行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诉讼构造。 

第二节  刑事程序的担当者 

一、法院 

    日本法院组织分为四级：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和家庭法院、简易法院。日本没有专
门法院，只有普通法院。 
二、检察机关 

    检察厅与各级法院对应设置，分为四级：最高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和区检察厅。 
三、司法警察 

    中央警察机关是，在内阁总理大臣之下设置国家公安委员会，下设警察厅。 
    在都、道、府、县知事下设公安委员会，下设警视厅及道、府、县警察本部。 
四、被疑人、被告人 

    在日本刑事程序中，因涉嫌被控犯罪而成为侦查对象，尚未被提起公诉的人，称为被疑人；被
提起公诉的人，称为被告人。 
    被告人、被疑人有沉默权、委任辩护律师权、对不利证人反询问权、传唤辩方证人的权利。 
五、辩护人 

    被疑人、被告人可以随时委托辩护人。分为私选辩护人和国选辩护人。 
六、告诉人、告发人、请求人 

    1、告诉人。告诉，对于非亲告罪，只是侦查的原因；对于亲告罪，则是诉讼条件，没有告诉
就不得处罚犯罪人。告诉权人具体包括以下人员：被害人，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被害人死亡时的

告诉权人，损毁死者名誉权的告诉权人。 
    2、告发人。告发一般只是侦查开始的原因，例外情况下也可以成为诉讼条件。告发权人包括：
一般人、公务员。 
    3、请求人。请求是开始侦查的原因，也常常是诉讼条件。 
    4、对被害人的特别保护。强化作证的被害人的保护，被害人有权旁听公审，在刑事诉讼中导
入民事和解制度。 

第三节  刑事诉讼原则 

一、强制侦查法定主义 

    所谓强制侦查，是指不受受侦查人意思约束而进行的强制处分。与此相对的，是任意侦查原则。
对于任意侦查，法律没有特别限制，即使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原则上也可以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

对于强制侦查，则只要刑事诉讼法上没有具体的规定，就不得进行。 
    任意侦查原则和强制侦查法定主义的实质精神，在于尽可能减少和抑制侦查程序中强制力的行
使，以避免过多或不当地实施强制性处分而导致侵犯人权。 
二、国家追诉主义、起诉垄断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 

    1、国家追诉主义。对犯罪一律由国家追诉，而不实行私诉或自诉。 
    2、起诉垄断主义。刑事案件的起诉权，只能由检察官这一唯一的国家机关垄断行使。 
    3、起诉便宜主义。检察官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节和犯罪后的情况，
认为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 
三、公开主义、口头辩论主义和直接主义 

    1、公开主义，是指允许一般国民旁听审判的原则，是宪法为保障司法公正和维护国民对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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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的信任而予以保障的原则。 
    2、口头辩论主义。所谓口头主义，是相对于书面主义而言的，指基于口头提供的诉讼资料进
行裁判的原则。其目的，是在形成法官心证之际，给法官以新鲜的印象，以期发现实体的真实。所

谓辩论主义，是指基于当事人的辩论，即基于当事人的主张及立证进行裁判的原则，是当事人主义

的一项内容。 
    3、直接主义。只能以在公审庭上直接调查过的证据作为裁判的基础，称为直接主义，也称为
直接审理主义，是与口头主义相联系的一项原则。 
四、连日开庭原则 

    法院审判案件应当连日开庭、连续审理，其实质是要求法庭审理不应无故长期中断和拖延。 

第四节  证据原则及制度 

一、证据法原则 

    1、证据裁判主义。认定事实，应当依据证据。 
    2、自由心证主义。证据的证明力，由法官自由判断。 
二、证据种类 

    1、人的证据和物的证据。以人的陈述表现出来的是人的证据，以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是物的
证据。 
    2、供述证据和非供述证据。有关人的经验和知识的报告成为证据资料的，是供述证据；除此
之外的是“非供述证据”。 
    3、人证、书证、物证。 
    4、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 
    5、本证和反证。 
    6、实质证据和辅助证据。 
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 

    证据能力，是指可以作为严格证明的资料使用的形式资格。 
    证明力，是指其在认定事实中所能发挥作用的实质价值评价。 
四、传闻法则 

    由于传闻证据是无法进行反询问的，因而不能作为证据。存在若干例外。 
五、自白法则 

    自白法则包括非任意自白的排除法则和补强法则。 
    非任意自白排除法则，是指出于强制、拷问或胁迫的自白，在经过不适当的长期扣留或拘禁后
的自白，不得作为证据。 
    补强法则，是指不论是否属于被告人在公审庭上自白，当该自白是对被告人不利的唯一证据时，
不得认定被告人有罪。 
六、排除规则 

    1978年，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宣示，在符合以下条件时，应当否定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
（1）在证据物的收集程序上存在忘却宪法及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令状主义的重大违法的；（2）从抑
制将来违法侦查的角度看将该证据物作为证据是不适当的。 
七、证明对象 

    证明对象就是需要运用证据予以证明的事项。法院对下列事实可以不待证明而认定事实：公知
的事实；对法院显著的事实；法律上推定的事实；事实上推定的事实；法规、经验法则。 
八、举证责任 

    对需要证明的事实，在虽经竭力立证其事实存在与否仍旧不明后，一方当事人将受到的不利或
危险，称为“举证责任”或“立证责任”。举证责任原则上由作为国家机关的检察官承担。 
九、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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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用诉讼法中规定的法定证据方法，经过法律规定的证据调查程序进行的证明，称为严格证明。
运用除此以外的证据方法，不受法律规定的约束而进行的证明，称为自由证明。 

第五节  侦查 

一、侦查权机关 

    法律上赋予犯罪侦查权的机关，是检察官、检察事务官及司法警察。 
二、任意侦查 

    对于任意侦查，法律没有特别限制。侦查活动应当尽可能采取被疑人或者相关人员自愿的方式。
任意侦查的方法通常包括以下几种：要求被疑人到场并对他进行调查；要求参考人到场并对他进行

调查；自愿同行；获得由被疑人或者参考人自愿提出的书面材料；嘱托鉴定、口译或者笔译；照会；

留存；现场检查；在符合一定条件下所进行的电子监视、拍照、录像等；电话通讯的截获；逆向追

查电话、电波的发信人；诱饵侦查；跟踪、监视；电子跟踪；控制下交付。     
三、强制侦查 

    1、逮捕与羁押。对被逮捕人实施逮捕后，是否羁押，需要法官审查决定。也就是说，羁押并
不是逮捕的必然后果。 
    2、查封、扣押等。查封、勘验、鉴定处分、询问证人等都属于强制侦查措施，实施这些行为
应当事先请求并取得法官签发的令状。 
四、侦查终结 

    司法警察在侦查终结后，根据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1、移送检察官。2、移送家庭法院。3、
微罪处分。 
    检察官对接受司法警察官移送的案件和自行侦查的案件，应根据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处理：1、
提起公诉或不起诉；2、移送家庭法院；3、移送其他检察厅的检察官；4、具有中止侦查事由的，
中止侦查。 
五、侦查阶段被疑人的权利 

    在侦查阶段，被疑人有委托辩护人的权利、与辩护人会见的权利、请求告知羁押理由的权利、
对羁押裁判提出准抗告的权利等。 

第六节  起诉 

一、提起公诉 

    案件侦查终结后，检察官认为符合起诉条件且有起诉价值时，应当向有管辖权法院提起公诉。
提起公诉后，产生下面的效果：（1）诉讼系属，即案件处于由法院审判的状态；（2）禁止双重起诉；
（3）公诉时效停止。 
二、不起诉 

    不起诉分为欠缺诉讼条件及被疑事实不够成犯罪，或者没有犯罪嫌疑的不起诉和起诉犹豫的不
起诉。 
三、对不起诉的制约 

    1、准起诉制度。对滥用职权和公安调查官滥用职权的犯罪进行控告的人，如对不起诉处分不
服，可以在法定期间内向作出不起诉处分的检察官提出请求书。检察官认为有理由时，应当提起公

诉。检察官坚持不起诉的，由管辖地方法院依法确定是否将该案件交付法院审判。决定交付审判的，

由法院指定律师公诉。这被认为是检察官起诉垄断主义的例外。 
    2、检察审查会制度。在每个地区法院管辖区内至少设一个检察审查会，审查未提起公诉的处
理是否妥当，并提出改进检察事务的意见。 
    3、对作出送回裁定的少年案件的强制起诉。当家庭法院作出移送检察官的裁定时，只要没有
证明不存在犯罪嫌疑或不应追诉的新事实，检察官就必须提起公诉。 

第七节  第一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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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审准备 

    1、羁押被告人。2、保释。3、其他准备活动，包括组成合议庭或确定独任审判的法官；送达
起诉书副本及告知辩护人选任权，或者依法指定辩护人；通知诉讼关系人；照会公务机关等；在公

审期日外询问证人；指定审判期日等。 
二、争点及证据的整理程序 

    1、公审前整理程序必须有检察官和辩护人参加。如果被告人没有辩护人便不得进行公审前整
理程序。2、展示证据是整理程序的重要内容。 
三、第一审普通程序 

    1、第一审普通程序的审理。开头程序。控辩双方请求调查证据。总结陈述。 
    2、证人作证的保护措施及被害人等的陈述意见权。法庭审理时对证人进行多种保护。被害人
及其法定代理人出庭陈述意见的权利。 
    3、公审审理中的几个特殊问题。诉因及罚条的修正。辩论的分开、合并和再开。公审程序的
停止和更新。 
    4、终局裁判。裁判在形式上有判决、裁定和命令。 
四、即决裁判程序 

    检察官对于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认为案件事实清楚且轻微、证据调查能迅速终结并考虑其他
情形而适当时，可以在提起公诉的同时，以书面申请即决裁判程序。提出即决裁判程序的申请，应

当经被疑人同意。 
五、简易命令程序 

    适用简易命令的要件是：案件属于简易法院管辖；可以处以 50 万元以下罚金或罚款的案件；
被疑人对适用该程序没有异议。 
六、交通案件即决裁判程序 

    简易法院根据检察官请求，可以就有关交通的刑事案件，以即决裁判处以 50万元以下的罚金、
罚款，同时可以并处缓刑、没收及其他附加处分。 

第八节  少年案件刑事程序 

一、侦查及移送 

    司法警察的侦查及移送。检察官的侦查及移送。 
二、家庭法院的程序 

    有关身体的措施。案件的处理，包括返送检察官，不开始审判、不处分裁定和一事不再理，公
审，裁判等。 
三、刑罚执行的特别规定 

    对于受到惩役或监禁宣告的少年，应当在少年刑务所或监狱内特别设置有分界线的场所执行刑
罚。 

第九节  救济程序 

一、上诉审程序 

    1、检察官、被告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和保佐人、原审的代理人和辩护人，依法享有上诉
权。 
    2、对判决的上诉方法，分为控诉和上告。控诉是针对第一审判决向第二审法院提出的上诉。
上告原则上是不服第二审判决的上诉方法。 
    3、对裁定的上诉方法，是抗告。对不得声明不服的裁定或命令，如果其违反宪法或判例，可
以向最高法院提出特别抗告。 
    4、对法官作出的某些裁判，可以提出准抗告。 
二、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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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审是对宣告有罪的确定判决，为了被告人的利益，主要对认定事实不当予以补救的非常救济
程序。 
三、非常上告 

    非常上告是在判决确定后，以该判决违反法令为由而采取的补救措施。其目的在于统一解释法
令，而不是对具体案件进行补救。 

第十节  裁判的执行 

一、死刑的执行 

    执行死刑应当依据法务大臣的命令。接受该命令后，检察官指挥执行。死刑在监狱内以绞首的
方法执行。 

二、自由刑的执行 

    自由刑由检察官指挥执行。 
三、财产刑等的执行 

财产刑应当依据检察官的命令执行。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日本刑事诉讼法的特色。了解日本的陪审员制度。了解任意侦

查和强制侦查法定主义、国家追诉主义、起诉垄断主义、起诉便宜主义、连日开庭原则等。了解日

本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了解日本的证据裁判主义和自由心证主义。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了解日

本对不起诉的制约。了解日本的救济程序。重点思考日本刑事诉讼受到的德国影响和美国影响，以

及这两种影响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 

作业 

    1、日本刑事诉讼法有什么特色？ 
    2、日本法院系统有何特点？最高法院有哪些权限？ 
    3、日本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有哪些职权？ 
    4、日本司法警察是如何分类的，各自的权限有什么不同？ 
    5、如何理解私选辩护和国选辩护？ 
    6、日本刑事证据原则与制度包括哪些内容？ 
    7、日本自白法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哪些特点？ 
    8、如何理解任意侦查原则和强制侦查法定主义？ 
    9、日本刑事诉讼中检察官与司法警察的关系有何特色？ 
    10、如何理解起诉书一本主义？ 
    11、日本对不起诉设置了哪些制约措施？ 
    12、如何理解诉因制度？ 
    13、日本证据展示的基本内容和特点是什么？ 
    14、日本刑事审判的主要原则有哪些？ 
    15、日本普通刑事审判程序有何特点？ 
    16、日本即决裁判程序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17、日本刑事简易程序有哪些？ 
    18、日本少年刑事案件诉讼程序有何特点？ 
    19、日本刑事上诉审程序的基本内容有哪些？ 
    20、再审与非常上告的功能有何不同？ 
知识单元 6：意大利刑事诉讼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意大利刑事诉讼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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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历程 

    1865年刑事诉讼法典。1913年刑事诉讼法典。1930年刑事诉讼法典。1988年刑事诉讼法典。 
二、1988年刑事诉讼法典的框架 

    1988年新法典 746条，两个部分，十一编。 

第二节  刑事诉讼中的机关和诉讼参与人 

一、法院 

    普通法院系统由治安法官、普通法院、高级（重罪）法院、上诉法院、最高法院组成。 
    特殊法院系统包括宪法法院、少年法院、军事法院和监察法院。 
二、检察机关 

    检察机关执行控诉职能，领导警察实施侦查活动。在机构体系上，实行审检合署制，即检察院
的机构被设置于法院中。 
三、警察机关 

    在意大利，有三个主要的警察种类：国家警察，由内政部领导；宪兵警察，由国防部领导；经
济警察，由财政部领导。 
四、被告人 

    在一般诉讼程序中，具有被告人资格的人，是指在犯罪侦查终结时，由检察官向预审法官提出
提交审判的请求或者直接提出审判申请而确立的相对人。 
五、被害人 

    在典型的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确切的说不属于一方当事人。但是，有权介入预审阶段和法庭审
判阶段；可以通过向检察官提出申请而表明自己的上诉请求。 
六、辩护律师 

    辩护律师的任命方式，分为自选辩护人和指定辩护人。 

第三节  刑事诉讼原则 

一、一般原则 

    正当程序原则。控审职能分离原则。诉讼阶段分别由不同的司法主体行使不同的诉讼职能。程
序简化原则。 
二、审判前阶段适用的原则 

    初期侦查阶段的秘密原则。强制起诉，由检察官依职权决定，不受被害人意志的限制。 
三、审判阶段适用的原则 

    公开原则。口头原则。诉讼的直接和集中的原则。对质原则。不得更改起诉内容的原则。诉讼
不可逆转的原则。 
四、证据运用的原则 

    法官内心确信原则。无罪推定与举证义务原则。证明权利原则。直接言词和当庭对质原则。法
官的证据补充原则。民事权利证明的限制原则。非法证据排除原则。 

第四节  证据 

一、证据种类 

    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书证。 
二、证明方法 

检查、勘验。搜查。扣押。信息联络拦截。对质。辨认。司法实验。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意大利的强制起诉原则、正当程序原则、控审职能分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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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更改起诉内容的原则、内心确信原则、法官的证据补充原则、非法证据排除原则。重点思考意

大利 1988年刑事诉讼法典从审问式向对抗制转变的原因和措施。 

作业： 

    1、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的产生背景是什么？ 
    2、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的内容、框架如何？ 
    3、意大利刑事司法体制中的几个主要主体机关的特点是什么？ 
    4、意大利刑事诉讼原则有哪些？它们各自的内容如何？ 

5、意大利刑事诉讼法中证据的种类是如何划分的？ 
知识单元 7：俄罗斯刑事诉讼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的特色 

一、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的历史渊源 

    早期的《俄罗斯帝国刑事诉讼条例》。1960 年《苏俄刑事诉讼法典》。2001 年《俄罗斯联邦刑
事诉讼法典》。 
二、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制度的特色 

    1、引进了当事人主义的诉讼原则，改造了职权主义的传统和体制。 
    2、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协调方面，更强调了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和诉讼民主，从而对于其
一贯注重打击犯罪的追诉传统有所纠正。 
    3、基本建立了控辩平等对抗的诉讼结构，但检察机关的地位和作用仍在徘徊发展中。 
    4、在追求诉讼正义的同时，更强调诉讼效率。 

第二节  刑事诉讼的参加人 

一、法院 

    和解法官。区法院。联邦各主体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联邦军事法院。 
二、控方参加人 

    检察长。侦查员和侦查处长。调查机关、调查机关首长和调查人员。被害人。自诉人、民事原
告人和被害人、民事原告人、自诉人的代理人。 
三、辩方参加人 

    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民事被告
人及其代理人。 
四、其他参加人 

    证人、鉴定人、专家、翻译人员以及见证人是刑事诉讼的其他参加人。 

第三节  刑事诉讼原则 

一、刑事诉讼目的 

    1、维护被害人的权利和合法利益。2、保护个人免受非法的和没有根据的指控和判刑。3、对
犯罪人判处公正的刑罚。 
二、诉讼中的法制原则 

    为了加强刑事诉讼法的法制观念，保障刑事程序的依法进行，刑事诉讼中坚持法制原则。 
三、只有法院才能行使审判权 

    刑事案件的审判权只能由法院行使；只有法院依法进行的刑事判决才能确定有罪和实现刑罚
权。 
四、尊重个人的名誉和人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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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诉讼过程中禁止实行侮辱刑事诉讼参加人名誉的行为和做出这种决定，禁止以侮辱诉讼参
加人人格的态度或造成其生命或健康威胁的行为对待诉讼参加人。 
五、人身不受侵犯 

1、没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合法根据并依照法院做出的决定，任何人不得因为有犯罪嫌疑而受

到拘捕或羁押。法院做出决定之前的羁押时间不得超过 48小时。2、非法的拘捕、剥夺自由以及强

制医疗、超期羁押的，必须立即释放。3、保障被依法拘捕或羁押的人的生命和健康不受威胁。 

六、在刑事诉讼中维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从人和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的高度，强调了诉讼中的人权保障措施和法院、检察长、侦查员、调

查人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必须向诉讼参加人进行权利告知；向放弃作证豁免权的证人告知权利和作

证价值；采取保护被害人、证人、其他诉讼参加人及其家属安全的措施；因权利和自由受到侵犯对

人造成的损害，以及进行刑事追究的公职人员对人造成的损害，均应予以赔偿。 

七、住宅不受侵犯 

    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公民的住宅只有经过住户的同意或者根据法院的决定，才能进行勘
验；而对公民住宅进行搜查和提取物品则只有根据法院的决定才能进行。 
八、通信秘密原则 

    除非根据法院的决定，禁止限制公民的通信、电话和其他谈话、邮件、电报和其他通信秘密的
权利。 

九、无罪推定原则 

    刑事被告人在未依照法定程序被证明有罪，并由已经产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确定其有罪以前
被认为无罪；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犯罪嫌疑人或刑事被告人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无罪；存疑案件按

照有利于被告的原则解释；有罪判决不得根据推测做出。 
十、控辩双方辩论制 

    刑事诉讼实行控辩双方辩论制；控诉、辩护与审判职能分开；法院不是刑事追究机关，不得参
加指控方和辩护方，并有义务为控辩双方履行诉讼义务和行使其权利创造必要条件；控辩双方在法

院面前平等。 
十一、保障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的辩护权 

    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被保障享有辩护权；法院、检察长、侦查员和调查人员应向犯罪嫌疑
人和刑事被告人说明其权利并保障其辩护权的行使；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保障辩护人、法定代理

人必须参加刑事诉讼；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使犯罪嫌疑人和刑事被告人可以无偿得到辩护人的帮

助。 
十二、自由心证评价证据 

任何证据均不具有事前确定的效力。法官、陪审员以及检察长、侦查员、调查人员根据自己基

于刑事案件中已有全部证据的总和而形成内心确信，同时遵循法律和良知对证据进行评价。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俄罗斯刑事诉讼制度的特色。了解俄罗斯新刑事诉讼法中对公

民权利和自由的尊重以及法官令状制度。了解俄罗斯的无罪推定和自由心证制度。重点思考 2001

年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中的重大改革及其历史背景。 

作业： 

    1、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典有哪些特色？ 
    2、俄罗斯刑事诉讼中有哪些参加人？ 
    3、俄罗斯刑事诉讼中有哪些原则？每个原则的内容是怎样的？ 
（二）实践教学 2学时 

实验 1：美国陪审团审判模拟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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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杀人案陪审团审判 

1、预习要求：事先阅读教材中关于美国正式庭审程序的论述，充分理解庭审的各个环节；充

分熟悉将要模拟的案例。 

2、实验目的：准确理解美国正式审理的过程，了解陪审团审理的过程和特点。 

3、实验内容和要求：模拟一次完整的法庭审理。 

4、实验学时：2课时。 

5、教师点评：最后由教师对学生的表现进行点评，指出优点和存在的不足，并对美国法庭审

判程序进行整体的评价。 

实验要求： 
1、通过模拟美国陪审团审判，更加深入地了解美国刑事诉讼的特点以及陪审团制度。 

2、由教师提供一个案例，由学生扮演陪审团、法官和双方律师，模拟美国陪审团审判的过程。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英国刑事诉讼法（一） 2  

2 英国刑事诉讼法（二） 2  

3 英国刑事诉讼法（三） 2  

4 美国刑事诉讼法（一） 2  

5 美国刑事诉讼法（二） 2  

6 实践教学（一） 2  

7 法国刑事诉讼法（一） 2  

8 法国刑事诉讼法（二） 2  

9 德国刑事诉讼法（一） 2  

10 德国刑事诉讼法（二） 2  

11 德国刑事诉讼法（三） 2  

12 日本刑事诉讼法（一） 2  

13 日本刑事诉讼法（二） 2  

14 日本刑事诉讼法（三） 2  

15 意大利刑事诉讼法 2  

16 俄罗斯刑事诉讼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宪法、法制史、法理学 

后续课程：证据法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实践和发展趋势。 

难点：两大法系的主要特点、历史发展、近年来的改革。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学生阅读资料。 

教学手段： 

1.教师演讲。 

2.学生提问、小组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需要模拟法庭所需要的专门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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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学生应当阅读推荐参考书中的一部分。鼓励学生课外参加模拟法庭竞赛。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外国刑事诉讼法》，宋英辉等著，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英国 

1. Seabrooke, S. & Sprack, J., Criminal Evidence & Procedure: the essential framework, 2nd edition, 
Blackstone Press Limited, 1999, London. 

2. Davies, Croall & Tyrer, Criminal Justic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in 
England and Wales, 2nd edition,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1998, Essex, UK. 

3. Choo, A., Evidence: Text and Materials,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8, Essex, UK. 
4. Uglow, S., Criminal Justice, Sweet & Maxwell, 1995, London. 
5. Smith, J.C., Criminal Evidence, Sweet & Maxwell, 1995, London. 
6. Spapper, G. & Kelly, D.,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4th edition, 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 

1999, London. 
7. Murphy, P., Murphy on Evidence, 7th edition, Blackstone Press Limited, 2000, London. 
8. Padfield, N., Text and Materials on the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 2nd edition, Butterworths, 2000, 

London. 
9. Keane, A., The Modern Law of Evidence, 5th edition, Butterworths, 2000, London. 
10、陈光中主编：《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刑事司法制度在线： http://www.cjsonline.org/index.html 
宪法事务部官方网站：http://www.dca.gov.uk/index.htm 
内政部官方网站：http://www.homeoffice.gov.uk/ 
英国议会官方网站：http://www.parliament.uk/ 
英国法律委员会官方网站：http://www.lawcom.gov.uk/  
美国 
1、Isreal & LaFave, Criminal Procedure, West Group, 1996, 法律出版社 1999年影印版。 
2、Micheal H. Graham,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West Group, 1996, 法律出版社 1999年影印版。 
3、Stephen A. Saltzburg and Daniel J. Capra, American Criminal Procedure, 6th. Ed., 2000. 
法国 
1、【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上、下），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1999年版。 
2、王以真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学》（新编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3、程荣斌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4、何勤华主编：《法国法律发达史》，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德国 
1、【德】Claus Roxin：《德国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三民书局 1998年版。 
2、【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小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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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刘迪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2、孙长永：《日本刑事诉讼法导论》，重庆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3、彭勃：《日本刑事诉讼法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意大利： 
1、《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2、《外国刑事诉讼法》，宋英辉等著，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俄罗斯： 
1、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2、刘向文、宋雅芳：《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执笔：郑旭      审稿：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8日 

 

刑事诉讼法学研讨课 
Seminar o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课程号：4040201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刑事诉讼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

三大程序法之一，它是规定刑事诉讼程序的部门法。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进阶课程，是为希望对刑

事诉讼法学有进一步了解和思考的学生设置的课程。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掌握刑事诉讼法学的基

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熟悉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程序，并对刑事诉讼法学的前沿问题

和理论展开较为深入地讨论和思考。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刑事诉讼法概述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掌握刑事诉讼法的概念、刑事诉讼的特点，以
及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观念、刑事诉讼法的宗旨和任务。 
    刑事诉讼法的概念和刑事诉讼的特点 
    一、刑事诉讼法的概念 
    刑事诉讼法是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调整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调整的对象是公、
检、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揭露、证实、惩罚犯罪的活动。它的内容主要包

括刑事诉讼的任务、基本原则与制度，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和相互关系，当事人及

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义务，以及如何进行刑事诉讼的具体程序等。 
    二、刑事诉讼的特点 

刑事诉讼是在国家专门机关的主持下，在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查明犯罪和追究犯罪的活动。

其特点如下： 
1.必须由法定的专门机关主持进行，其他国家机关无权进行 

    2.必须是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进行 
    3.必须是依法进行的 
    4.刑事诉讼活动的内容是解决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是否犯罪，犯了什么罪，是否应当受到刑事
处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等问题 
    5．是在特定的诉讼形式下进行 

6.刑事诉讼是准确、及时、合法地揭露和证实犯罪，依法惩罚犯罪，同时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
事追究，以达到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经

济顺利进行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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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观念 
一、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观念 

    1.司法公正 
    2.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 
    3.控审分离 
    4.控辩对等 
    5.诉讼效率 
    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和宗旨 
    一、刑事诉讼法的基本任务 
    1.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 
    2.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3.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二、刑事诉讼法的根本任务 
    1.维护社会主义法制 
    2.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3.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三、刑事诉讼法的宗旨 
    1.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 
    2.惩罚犯罪，保护人民 
    3.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 
    复习与思考 
    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 
    刑事诉讼法的多种价值。 
    刑事诉讼法的宗旨和任务。 
知识单元 2：刑事诉讼法的原则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掌握学术界和理论界达成共识的刑事诉讼原则
和背后的理念。 
    一、刑事诉讼原则的概念和定义 
    符合刑事诉讼内在机理，作为立法机关设计刑事诉讼程序和制度的基本依据，评判刑事诉讼活
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基本标准。 
    二、刑事诉讼原则 
    （一）程序法定原则 
    1.来源  1215年英国的《自由大宪章》 
    2.内涵一是刑事诉讼的具体程序必须经由法律预先明确规定，否则不能予以适用；二是刑事诉
讼的具体程序必须依据业已明确规定的法律进行，国家机关违反法律的诉讼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无

效。 
    （二）司法独立原则 
    1.来源三权分立学说 
    2.内涵司法机构独立地行使司法权而且仅仅只是服从法律，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司法机构应当
排除一切外来干预。 
    （三）无罪推定原则 
    1.来源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
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2.内涵一是任何人在被有权机关依据法律确定为有罪之前应该被认定为无罪；二是证明被告人
有罪的责任应当由控诉一方承担，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三是证明被告人有罪必须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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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的要求 
    （四）不得强迫自证其罪 
    1.来源英国 1637年李尔案 
    2.内涵一是被追诉人没有义务提出任何可能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的陈述或其他证据；二是被追
诉人有权在审前和审判程序中保持沉默，拒绝回答对其所进行的讯问，并不得因此作出任何对其不

利的判断；三是对于是否作出对其不利的陈述或提出对其不利的证据，被追诉人有选择权。 
    （五）比例原则 
    1.来源 1794年德国 
    2.内涵国家行使权力、干预人民基本权利所使用的“手段”与所欲达到的“目的”之间必须合
乎比例，抑或说具有相当性关系。包括适合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与侠义比例原则。 
    （六）有效辩护原则 
    1.来源格劳秀斯英国 1679年《人身保护法》 
    2.内涵一是被追诉人在刑事诉讼中有权获得充分、有效的辩护；二是被追俗人对其所聘请的辩
护人可以要求无因更换，以确保被追诉人能够选择出最能代表其利益的人协助其辩护；三是国家应

当保证被追诉人的辩护权能够有效行使。 
    （七）控审分离原则 
    1.来源 
    2.内涵控审分离，是指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必须分别由专门行使控诉权的机关或个人以及专门
行使审判权的机关来承担，而不能把两种职能集中由一个机关或个人承担。 
    （八）控辩平等原则 
    1.来源 
    2.内涵实现控辩平等，不仅意味着控辩双方的地位平等和程序均等，更必须从实体上弥补控辩
双方的天然失衡。首先是限制控方的权力，其次是强化被告一方的辩护权，最后要在“惩罚犯罪”

与“保障人权”之间作出合理的价值抉择。 
    （九）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1.来源可追溯至罗马法时期《学说编纂》“长官不应当允许同一个人因其一项本人已被判决无
罪的行为再次受到刑事指控” 
    2.内涵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遭受两次生命或肢体的危险。 
    复习与思考 
    1.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2.程序法定原则的内涵是什么？ 
    3.什么是禁止双重危险原则？ 
知识单元 3：刑事诉讼的侦查模式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掌握刑事侦查程序的相应理论，熟知域外刑事
诉讼的侦查模式，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分析和反思我国的侦查模式。 
    一、侦查模式的概念 
    侦查程序的模式的四个标准：一是侦查权的分配；二是司法审查机制的运行方式；三是嫌疑人、
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四是辩护律师的参与方式。 
    二、英国的侦查模式 
    （一）侦查权的分配 
    英国侦查程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检察机构不参与侦查活动，司法警察是侦查行为的独立实施
者。 
    侦查警察与羁押警察的划分。侦查警察负责实施具体的侦查行为。羁押警察负责维护那些受到
羁押的嫌疑人的福利待遇和基本权利，对羁押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对羁押的全部过程制作书面笔录，

并在条件具备时将案件移交检察机构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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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司法审查机制的运行方式 
    1.对于逮捕、搜查、羁押等涉及限制或剥夺个人人身自由、财产权和隐私权的强制性侦查措施
的司法审查表现为法院同步实施的许可和授权以及事后进行的听审和裁决。 
    2.非法取得证据的司法排除规则。其中包括：一是自动排除（automatic exclusion）规则；二是
自由裁量（judicial discretion to exclusion）的排除。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 
    犯罪嫌疑人享有一系列重要的诉讼权利，包括（1）将自己被捕的情况告知某人（2）秘密会见
律师（3）如果无力委托律师，将获得免费的律师帮助（4）包括保持沉默的权利等。其中关于沉默
权的规定，1994 年刑事审判与公共秩序法规定了被告人行使沉默权的四项例外。在这些法定的场
合下，被告人保持沉默将会导致法官或陪审团作出对其不利的推论。 
    （四）辩护律师的参与方式 
    为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是侦查程序极为重要的参与者。他接受委托或指定后，一般必须
尽快会见嫌疑人，查阅羁押警察制作的羁押记录；在警察对嫌疑人实施讯问时，有权自始至终地在

场。辩护律师有权直接向羁押警察和治安法官申请保释嫌疑人，并出席治安法官为此举行的听审活

动，向高等法院或者其他法院提出上诉；必要时还可以代被羁押的嫌疑人申请“人身保护令”。 
    三、美国的侦查模式 
    美国刑事诉讼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将被告人所享有的一系列诉讼权利上升到宪法，并纳入宪法
上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体系。除了在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下以外，警察对任何人实施逮捕、搜

查都必须首先向一名中立的司法官提出申请，证明 
    司法审查机制的运行方式 
    1.美国建立了针对警察逮捕、羁押、保释、搜查、扣押、窃听、讯问等权力的司法审查机制。
除了在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下以外，警察对任何人实施逮捕、搜查都必须首先向一名中立的司法官

提出申请，证明被逮捕者或者被搜查者实施犯罪行为具有“可成立的理由”（probable cause），并说
明对其予以逮捕或搜查是必需的。无论是持法官签发的合法令状实施逮捕的警察，还是实施紧急逮

捕的警察和民众，都必须在“无必要拖延”的情况下，将被逮捕者立即送往“最近的”法官处，由

后者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初次聆讯（the first appearance）。 
    2.针对控方非法所得证据的“排除规则”。非法证据包括：一是非法搜查、扣押所得的证据（违
反“无理搜查和扣押”），但确立了“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和“善意的例外”；二是非法所得的

证据是通过非法逮捕、羁押、讯问所得的被告人供述和其他证据（违反米兰达警告、令状、律师到

场、合理的期间等一系列程序性规则）；三是禁食“毒树之果”原则。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 
    基于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要求，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有罪或者无罪的责任；而基于对抗制的
理念，刑事诉讼要由控辩双方通过平等的理性对抗来发动和运行，任何一方都不得强迫对方提供进

攻或者防御的武器。美国的“不得强迫自证”原则，确立了“米兰达”规则。几乎在所有被告人被

指控犯有重罪以及可能被判处监禁刑的轻罪案件中，政府都必须为那些无力委托律师的嫌疑人或被

告人指定一名辩护律师。 
    （三）辩护律师的参与方式 
    律师可以随时与被羁押的嫌疑人进行秘密的会见和通信联络，警察不得在场和监听，也不得强
迫律师或者嫌疑人泄露这些会见和联络的内容。犯罪嫌疑人享有律师在场权。 
    四、德国的侦查模式 
    （一）侦查权的分配 
    侦查权由检察机关行使，司法警察作为检察官的助手，在检察官领导和指挥下实施具体的侦查
活动。这只是法律所作的书面规定，实践中大多数案件的侦查活动一般都是由警察独立实施的。 
    （二）司法审查机制的运行方式 
    根据德国基本法第 19条第 4款的规定，所有涉及限制公民自由、财产、隐私权的强制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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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都必须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法官对羁押的审查一般采取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的方式。另外，

除了在法定的紧急情况以外，检察官或警察强制实施的搜查、扣押、身体检查、窃听等措施，必须

首先向法官提出申请，由后者经审查后发布许可的令状。 
    在审判中通过排除非法所得的证据进行事后的司法审查。证据排除规则大体上包括三种：一是
禁止引入某些事项的规则；二是禁止某些证据形式的规则；三是禁止某些证据取得方式的规则。譬

如，在未告知诉讼权利的情况下获得的被告人口供。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 
    被告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并由此而来保持沉默和不受伪证罪指控的豁免权，在被讯问之时
相关权利必须被告知。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明确禁止采取一些不人道的方法进行询问。包括虐待、疲劳战术、伤害身体、
服用药物、折磨、欺诈等，而且这种禁止不必顾忌被询问者的意愿，违反这些禁令所获得的陈述，

即使被询问者没有表示异议，也不允许在审判中采用为证据。 
    （四）辩护律师的参与方式 
    在法定的例外情况，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权在刑事诉讼的任一阶段委托律师。在法律明确规定的
情况下，如被告人被指控犯有重罪，案件证据和事实情节极为复杂，被告人无法自行辩护等，法院

将为那些无力委托律师的被告人指定辩护律师。 
    辩护律师有权参与一系列由法官主持的诉讼活动。如果会危及侦查目标的实现时，律师在场权
可能受到限制，辩护律师在审判前程序中也可能失去阅卷的机会。 
    五、意大利的侦查模式 
    （一）侦查权的分配 
    在意大利刑事诉讼制度中，侦查被分为初步侦查和正式侦查两个阶段，它们分别由司法警察和
检察官负责实施。在 1988年颁布的现行刑事诉讼法典实行前，侦查主要由侦查法官主持进行。 
    （二）司法审查机制的运行方式 
    在侦查阶段，司法警察和检察官采取的所有强制措施一般都要事先获得预审法官的许可或授
权。审前羁押措施只能由预审法官决定采取。建立了针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司法救济程序。 
    在诉讼的任何一个阶段，法官或者法院发现警察或者检察官通过违反法律程序获得的证据材
料，一般应当予以排除。在司法实践中的例外情况越来越多。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和辩护律师的参与方式 
    较之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在意大利被告人在侦查程序中的诉讼主体地位得到显著的加强。犯罪
嫌疑人或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和律师帮助的权利，司法警察在初步侦查阶段询问嫌疑人，必须通知辩

护律师到场。 
    司法警察对有关的场所、人身进行搜查，对有关的物品、痕迹或人员进行紧急核查、扣押，检
察官主持的讯问、勘验、检查、对质等侦查互动，律师均可以到场参加。 
    六、比较分析 
    相较而言，英美注重公平的诉讼过程，大陆法国家更加强调公正的诉讼结果，因而整体而言英
美法的侦查程序对抗性更强，犯罪嫌疑人的诉讼地位更高，律师参与侦查的范围和权利更大更广。 
    共同的发展趋势：1.普遍建立了针对侦查行为的司法授权和审查机制 
    2.普遍建立了对审前羁押的司法控制机制 3.被告人的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得到较为普遍的确
立 4.辩护律师在侦查中的参与范围得到扩大 5.普遍通过司法裁判程序对侦查活动进行制约。 
    复习与思考 
    什么是刑事诉讼的侦查模式？ 
    划分不同侦查模式的标准是什么？ 
    与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相比，中国属于什么样的侦查模式？ 
    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的侦查模式存在什么样的异同？ 
知识单元 4：刑事诉讼的变更起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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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掌握刑事诉讼变更起诉的相应理论，熟知域外
刑事诉讼的变更起诉制度，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对我国的变更起诉制度进行较为深入地思考和反思。 
    一、英美法中的变更起诉制度 
    （一）概况 
    在英美法中，判决书对起诉罪名的变更原则上是不允许的。这是因为，这一制度中存在着较为
严格的罪状（counts）制度，起诉书必须将指控的罪名与所使用的法律条文加以紧密地联系，而不
得记载那种不受法律条文限制和界定的“犯罪事实”；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控方的责任就在于提出

证据，对起诉书记载的各项罪状进行证明；经过审判，控方能够证明某一罪状可以成立的，法庭即

宣告被告人有罪，否则裁断指控的罪名不成立，被告人因此无罪。但是，这种禁止变更起诉罪名的

做法也存在着一些例外。 
    （二）英美法中的罪状制度 
    1.起诉书在英美法中，起诉书（indictment）是用来指控被告人构成犯罪的正式的法律文件。起
诉书的内容大体包括“开头”（headings）和“罪状”（count）两部分。根据指控罪行的不同，一份
起诉书中可以有一项或多项罪状。 
    2.罪状每一项独立的罪状都包括罪行陈述（statement of offence）和罪行细节（particulars of 
offence）两部分内容。罪行陈述部分要载明罪行的名称，如果该罪行属于成文法确立的，则要明确
记载规定该罪的法律名称和具体条文；如果罪名属于普通法上的犯罪，则不必作此陈述。而罪行细

节部分则要确定被告人的姓名及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具体细节。 
    3.罪状制度的影响起诉书首先对被告人行为作出了法律评价，然后才指明被告人行为的构成要
素；起诉书对被告人行为的描述极为简要，基本上只局限于行为基本构成要素的概括。 
    英美起诉书中对罪状的明确表述，显示出受到指控的行为在事实要素与法律评价上具有一体化
和不可分离的特征。 
    被告人行为的法律评价与事实构成一体化的对法院的审判影响：若法院抛开起诉书不问，而直
接判定被告人犯有一项未经起诉的新的犯罪事实，或者可以对被告人的行为妄下法律上的断言，判

定其构成新的未经起诉的罪名。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不可避免地会替代控诉一方，成为事实上的刑

事追诉者，从而丧失最基本的中立和公正立场。而罪状制度的限制，使得法院不仅要在事实构成要

素上将自己的裁判范围严格限定在起诉书记载的内容之内，而且在法律评价上也一般不得超越起诉

书载明的罪名的范围，而自行认定被告人行为的法律性质。 
    被告人行为的法律评价与事实构成一体化的对被告人防御活动的影响：起诉书明确载明罪状，
使得被告人的防御有了具体的目标和对象，辩护方可在审判前进行有针对性的防御准备活动；在法

庭审理过程中，面对控方提出并加以举证证明的罪状，辩护方也可以实施有效的反驳和质证，并对

裁判者的判决结论产生有效的影响。罪状的明确化具有极为重要的防御保障功能。 
    （三）有罪答辩程序中罪名的变更 
    英美法确立了一种“变更罪名的答辩制度”。也就是说，被告人可以说自己并不够成起诉书所
指控的罪名，但承认自己构成另外一项新的、通常也较为轻微的罪名。但前提必须是的新的罪名在

法律上被包含在原来指控的罪名之中。即使控辩双方都同意被告人提出的变更罪名的答辩，法官如

果认为这样做属于不正当的，也可以直接拒绝。 
    这种变更一般只能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变更，并取得被告人、辩护人以及控方律师的双方合意，
而且变更后的新罪名还必须与原来指控的罪名之间具有包容关系。 
    （四）陪审团裁断程序中罪名的变更 
    根据英国 1967 年刑事法的规定，除叛国罪和谋杀罪外，如果起诉书指控的罪名“相当于”或
“明确或间接地包含着”另一项法定的罪名，那么陪审团可以在判定被告人不构成原来指控的罪名

的情况下，改判构成其他罪名。 
    1.变更的一般原则这一法律规定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法律明确规定某一罪名包含着另一罪名。
在这种情况下，控方提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起诉书记载的全部罪行情节，但能够证明其中的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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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要素，而这些要素恰恰能够支持另一项罪名的成立。二是某一罪名暗含另一罪名的情况。其中用

以确定这一情况的最重要的是“必要步骤标准”，即如果实施另一新的罪行成为起诉书指控的罪行

得以实施的一个必要步骤（a necessary step）,那么，陪审团就可以裁断被告人构成另一罪名。如抢
劫罪和盗窃罪。 
    2.变更的具体情况首先，如果被告人被指控构成谋杀罪，那么陪审团可以裁断被告人犯有下面
的某一罪名—过失杀人罪、故意致人伤害罪、弃婴罪、残害儿童罪或者意图实施上述任一犯罪。其

次，如果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构成某一既遂罪，那么陪审团可以裁断被告人构成意图实施某项罪，或

者构成意图实施其他根据该项罪状可以判处的罪行。如夜盗罪和意图夜盗罪。再次，如果被告人被

指控犯有一项可捕罪，而陪审团认定指控的罪行为被告人以外的其他人所为，那么，陪审团可以判

定被告人构成帮助犯。最后，如果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犯有危险驾驶罪或者犯有危险驾驶致人死亡罪，

那么，陪审团可以判定其构成粗心驾驶罪。 
    对于陪审团变更起诉罪名的做法，法官如果认为这对被告人不公平，他也可以在总结陈词中不
向陪审团提及有作此选择的机会。 
    二、德国的变更起诉制度 
    （一）概况 
    与英美法不同，德国法中有一个基本的理念：法院在判决中有权对被告人的行为作出独立的法
律评价，而不受有关开始审判程序的裁定所引刑法条文的限制。但是，法院只能就开始审判程序的

裁定中界定的犯罪行为作出裁判，而无权对那些未起诉的被告人或犯罪行为进行审判。 
    （二）诉讼客体理论 
    所谓“诉讼客体”，也称“诉讼标的”或“程序标的”，是指被告人的“被提起告诉行为”，也
就是法院诉讼程序的对象。 
    根据德国法上的“控告原则”，只有在提起指控后，法院才可以开启审判程序；法院的审理案
件范围，不得扩展到起诉书所载明的被告人和犯罪行为之外。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如果后来发现的行为与原来指控的行为不被视为一致的，而该行为又属于
法院审判程序中新发现的，那么，法院无权直接对其作出裁判，而只能由检察机关重新提起公诉。

相反，对于那些被视为具有同一性的行为，包括事前准备行为、附属行为和事后行为，法院在审判

过程中应当作全面的调查和审判，而不受起诉书指控范围的限制。 
    对法院变更起诉的法律限制 
    1.在行为层面法院经过法庭审判发现的事实，只要与起诉书和开始审判程序的裁定中认定的事
实具有同一性，就有权对该事实直接作出判决。 
    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发现了指控事实之外的新的犯罪行为，则可以适用“追加起诉”制度。即由
检察官在审判过程中以口头方式对被告人的其他犯罪行为补充起诉，但前提是被告人必须表示同意

接受，并且取得法院的书面许可。同时，被告人有权要求中断审判程序，以便有较为充分的时间实

施防御的准备工作。 
    2.在法律评价层面德国法允许法院自由地对被告人的行为作出法律评价，从而变更起诉书记载
的法律条文，但是，法院应当就法律判断和处罚条文的变更问题，及时告知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并

且给予辩护方足够的防御机会。 
    三、日本的变更起诉制度 
    （一）历史背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曾接受法国和德国的诉讼客体理论，确立了以职权主义的诉讼构
造为基础的起诉变更制度。战后，随着当事人主义诉讼构造的建立，被告人的防御权受到大幅度的

加强，“诉因制度”最终在日本法得到确立。 
    （二）诉因理论 
    所谓“诉因制度”，其实就是英美罪状制度的日本化。刑事起诉书必须记载三方面的要素：一
是有关特定被告人的具体事项；二是公诉事实；三是罪名及于此有关的惩罚条目。诉因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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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二部分。 
    按照学说上的解释，诉因既包括事实性要素，也就是那些足以特定某一犯罪构成的事实情况，
也包括法律性要素，即那些使事实性要素在法律上特定化的法律构成。诉因所包括的法律要素也就

是赋予那些事实性要素以法律意义的犯罪构成要件。 
    由于日本法中明确将惩罚条文和罪名与公诉事实加以分离，因此，诉因仍与英美法起诉中的“罪
状”不可同日而语，体现出大陆法国家的诉讼客体理论对日本法的深刻影响。通过建立诉因制度，

诉因与诉因以外的事实得以区分，审判的对象由此得到确定；诉因还将被告人的防御活动限定在诉

因范围之内，使被告人不必防御诉因没有记载的事实，这显然具有保证防御权行使的功能。 
    （三）诉因变更理论 
    诉因制度的特色在于，在采用诉因制度的同时还保留着公诉事实的概念，并且允许变更诉因。
在日本，诉因的变更可包括诉因的追加、撤回和狭义上的变更。 
    变更诉因的理论基础有所谓“公诉事实对象说”与“诉因对象说”，前者站在职权主义诉讼构
造的立场上，认为法院有权利和义务对诉因背后的犯罪事实进行审判，而不受检察官起诉书记载的

诉因制约，因此在认定与诉因不同的犯罪时，需要适用诉因变更程序。后者认为，刑事诉讼的本质

结构是当事人主义，法院的审判范围应受到诉因的制约，被告人也只对诉因进行防御，因此对于诉

因以外的事实必须另行起诉之后才能实施追诉。但是，诉因基于以下情况也是可以变更的：一是对

于一定诉因以外的事实，在一次诉讼中审理更有利于被告人；二是追诉方来说，在同一诉讼程序中

处理诉因以外的事实，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三是对于控辩双方之间在诉讼过程中已经辨明的事实，

通过连续审判可以使法官的心证保持连贯性，有助于发现事实。与日本现行法采取的起诉裁量主义、

诉因特定制度、起诉书一本主义等当事人主义的诉讼制度相适应，将“诉因对象说”作为诉因变更

制度的理论基础是较为合适的。 
    1.变更诉因的事实要求一般认为，只有某些重要的事实发生变化才有必要变更诉因。在何为重
要事实的问题上，有具体防御说和抽象防御说两种观点，前者认为不利于被告人具体地实施防御时，

才需要变更诉因；后者则认为，只有在被告人抽象意义上的防御处于不利境地时，才需要变更诉因。

日本判例接受抽象防御说的观点。 
    2.变更诉因的法律评价要求根据“法律构成说”的理论，诉因是记载应当构成犯罪的特定事实，
这种事实当然包含了法律所评价的犯罪事实，因此在法律评价—也就是法律构成发生变化时，诉因

也要所变更。如受贿的共同正犯变更为行贿的共同正犯。 
    3.处罚条款的变更处罚条款的意义是给被告人研究适用处罚条款的机会，而被告人对法律问题
也拥有应诉权利，因此法院在适用于起诉书的记载有别的处罚条款时，也应经过处罚条款变更程序。 
    4.诉因变更的客观界限与德国法的理念相同，日本法上的诉因变更必须局限在“不损害公诉事
实同一性”的范围之内。一定时期以来的判例认为，公诉事实的同一性是指构成犯罪的事实关系的

基本部分的，社会一般观念所认识的同一事实。 
    （四）对法院变更起诉的法律限制 
    诉因的追加、撤回和变更，应由检察官提出请求，法院在确定不违背公诉事实同一性的前提下，
准许控方作此变更。但在法定例外情况下，法院认为有必要的，也可以命令检察官对变更诉因或处

罚条款加以变更。当然，法院所作的变更诉因命令不应对检察官具有任何约束力。 
    与诉因不同，处罚条款的适用属于法院的“专有权限”，适用与起诉书记载不同的处罚条款时，
检察官应请求变更处罚条款。检察官没有提出请求的，法院有义务作出变更处罚条款的命令，这一

命令具有约束力。 
    无论是诉因的变更还是处罚条款的变更，法院都应将追加、撤回或变更的部分及时告知被告人。
如果被告人或辩护人提出请求，而由于诉因或处罚条款的变更可能对被告人的防御产生实质性的不

利影响时，法院应当裁定给予被告人充分进行辩护准备的机会，并且在实施防御准备期间，停止公

审程序。同时，原则上在诉讼的最后阶段是不允许提出诉因变更请求的。 
    四、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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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体上看，英美法基于其对抗制的诉讼构造和理念，原则上是不承认罪状变更制度的正当性的。
其罪名的变更几乎都是属于有利于被告人的变更，而且裁判者在作出裁断之前，都给予了被告人以

充分的防御准备机会，并听取了控辩双方就该罪行所进行的交叉询问和陈述意见。 
    德国法基本上将对指控事实的法律评价视为法院独立判断的事项，法院在裁断中对罪名的认定
不受起诉书和开始审判裁定书的约束。但另一方面，基于控告原则的精神，德国法也要求法院的审

判不得超越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和犯罪行为，也就是要保持诉讼客体的一致性和同一性。 
    日本建立了诉因制度和诉因变更制度，总体上看，这些制度介于英美法与德国法之间，既吸收
了英美法中的罪状制度，又保留了德国法中的公诉事实变更制度。 
    上述三种制度尽管存在着诸多的区别，但在不少问题上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一是法院在审判
中无论是对公诉事实还是法律评价作出变更，都要经过专门的起诉变更程序，其中的核心程序是要

给予被告人较为充分的防御准备机会和时间。二是在英美法和日本法中，尽管法院都允许法院对罪

名作出变更，但这种变更基本上都是有利于被告人的改变，而没有因此使被告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境

地。三是在德国法和日本法中，有关公诉事实的变更尽管是允许的，但都有一个基本的外部限制—

局限于公诉事实同一性的范围之内。 
    复习与思考 
    1.什么是德国的诉讼客体理论？ 
    2.日本的诉因制度是如何规定的？ 
    3.德国、日本和英美法在变更起诉制度上有什么异同，其背后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4.我国对于变更起诉是如何规定的，其背后有什么理论和现实的基础？ 
知识单元 5：刑事审判模式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掌握审判模式的相应理论，熟知刑事诉讼中两
种主要审判模式的特征以及背后的理论基础，了解当下刑事审判模式的融合趋势，并以此为基础分

析和思考中国的刑事审判制度。 
    一、刑事审判模式的划分标准 
    所谓模式，又可称为“模型”，是指某一系统或过程状态经过简化、抽象所形成的样式。我们
在说某一系统的结构形成某种“模式”时，一般是相对于另外一同类系统的结构而言的。 
    （一）西方学者的划分标准 
    西方学者一般将现代两大法系的刑事审判程序分别称为“对抗式”程序和“审问式”程序。主
要基于以下两个划分标准：第一个标准是对它们的形成具有极大影响的法律传统，这种传统与两大

法系在其历史形成和演变过程中所具有的独特法律文化密切相关。第二个标准是两个程序分别设定

了不同的发现真实的方式和途径，其中审问式依赖于法院主导进行的官方司法调查，对抗式程序则

凭借那种由当事人主导进行的法庭对抗。 
    （二）达马斯卡的划分标准 
    这种划分旨在通过考察和比较两大法系国家公共官员的态度、官员间的关系以及官员们用来制
作判决的方式等因素，来对刑事程序作出解释，将两大法系的刑事程序划分为“等级式结构”和“对

等式结构”。 
    （三）本课程的划分标准 
    一是刑事审判程序在历史上的来源与发展；二是体现刑事审判程序核心特征的诉讼控制分配思
想；三是在刑事审判程序背后起着支配和制约作用的基础性价值观念和思想。 
    首先，作为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刑事审判程序在各国都有其不同的起源、演变和发
展情况，它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制于一国法律制度所属的法律体系的特征。 
    其次，法官、检察官和被告方在诉讼控制权方面的分配问题，是对刑事审判程序本质特征进行
概括和抽象时所要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对刑事审判程序模式进行划分所要依据的主要制度因

素。 
    再次，作为刑事审判模式的最后一项构成要素，基础性价值理念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些理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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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下，某一刑事审判程序的基本特征可以得到长期的保持，并与其他属于同一模式的审判程序具

备相同的运作方式。 
    二、对抗式审判模式 
    （一）概述 
    达马斯卡教授的论述：“理论上处于平等地位的对立双方在有权决定争端裁决结果的法庭面前
所进行的争斗。” 
    （二）对抗式审判的形成 
    对抗式审判最早出现于英格兰和威尔士，其历史可追溯至诺曼底公爵对英国的征服时期。 
    现代对抗式审判的种子是在 11 世纪初由诺曼底人通过征服带到英国去的。他们引进了两种制
度：一是由争端双方通过自行攻击的方式解决争端的制度，二是由若干名公正无私的公民发现事实

真相的制度。 
    其中更为重要的改革是确立了由被告人熟识的人制作法律裁判的制度。过去那种所谓“上帝能
阻止错误宣誓”的信念被以下的理念所代替，即公正无私的听审更能够确保真相的解释和正确裁判

的作出。 
    （三）对抗式审判制度的主要特征 
    1.法官保持消极仲裁者的地位法官一般不参与收集和调查证据，也不单独提出证据，他甚至极
少对证人进行询问。法官对控辩双方所提出的证据的可采性拥有“否决权“。其在法庭审判过程中

的主要作用在于确保当事人双方在提出证据、询问证人和进行质证、辩论时严格遵守包括证据法规

则在内的程序法规则。 
    2.控辩双方控制着证据调查程序在庭审过程中，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所要做的就是向陪审团充分
阐释自己对案件事实和法律结论的观点，并通过提出自己一方的证据来证明上述观点的可成立性和

合理性，同时对对方的“一面之词”进行反驳和证伪。双方为了说服陪审团接受自己的“一面之词”，

会积极主动地以证人证言、专家鉴定以及实物等形式收集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并在庭审过程中依次

以最有利于展示自己“一面之词”的方式向法庭提出这些证据。 
    3.被告人在庭审中的角色在对抗式审判中，被告人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和控制法庭审判程
序：一是行使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始终保持沉默。二是自愿放弃沉默权，充当自己一方的证

人。 
    4.各方参与者的角色和地位一是陪审团尽管控制着对事实问题的裁断权，但它对法庭审理程序
没有任何控制权。二是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提出证据、询问证人和进行证据评论方面起着主导作用，

因而对作为裁判根据的事实形成过程拥有极大的控制权。三是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裁断不拥有控制

权，但他拥有对法律适用问题的决定权。在对抗式的事实裁断程序中，法官只拥有一部分程序控制

权。他有责任确保控辩双方在举证、调查、询问和辩论中遵守法律规则，并就有关问题向陪审团作

出法律指示。四是被告人作为案件的当事人，主要由辩护律师代表他完成对审判程序和陪审团裁断

结果的控制。 
    （四）对抗式审判模式的基础理念 
    1.公平竞争理论国家与被告人个人之间发生的刑事争端应由检察官与被告方通过直接的对抗
或竞争而解决。随着人类程序正义观念的发展，该理念的具体含义逐渐发生了变化，如“控辩双方

不得为对方提供攻击和防御的武器”的观念，已不再被英美法所遵守。 
    2.程序正义观念这种观念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作为司法裁判者的法官必须尽量减少对裁判制
作过程的控制和介入，保持消极的中立；二是个人有权通过积极、主动和广泛的程序参与来维护自

己的权益，有权自行选择和处分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3.“相对哲学”刑事案件的事实真相不应由一名裁判官员单独、积极地去探究，而应由那些与
案件结局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诉讼各方从有利于自己的角度通过对抗而得以揭示。控辩双方的对抗

事实上还可以一直裁判官员的不当预断和偏见，迫使其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 
    三、审问式审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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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述 
    “审问式”不同于“纠问式”，审问式审判模式是建立在自由主义、人权以及启蒙哲学基础之
上的。 
    （二）审问式审判模式的形成 
    这种审判模式最早出现于法国 1808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典，并在 19世纪中后叶逐渐为欧洲大
陆各国所广为接受和采纳。 
    在这种程序中，诉讼的第一阶段预审保留了纠问式程序的许多特点，审判阶段则采纳了控诉式
程序。 
    审判程序根据控诉原则建立了诉讼职能区分与制衡的机制，并采取了公开、直接、言词和辩论
的审判方式。这种审判程序建立在“职权调查原则”和“实体真实原则”的基础上。 
    从审问式审判模式形成至今，尽管大陆法系各国的刑事司法制度经历无数次的改革和变化，但
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仍得到一定程度的保留。 
    （三）审问式审判模式的传统特征 
    与对抗式审判模式不同，审问式审判被视为一种“对客观事实的司法性调查”活动。审问式审
判的核心问题是由法官依职权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 
    1.法官主导和控制着证据调查程序在审问式审判中，法官的职责是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来确定被
告人是否犯有被指控的罪行。法官有权决定证据调查的范围和顺序。法官负责提出和调查各项证据。

法官如果认为某一证据对于调查事实真相确有必要，而它又没有被控辩双方提出，他有权自行提出

和调查。 
    2.控辩双方在证据调查程序中居于次要和辅助地位由于法官负有依职权查明真相的责任，控辩
双方只能充当消极和辅助的角色。检察官与辩护人向法庭提出的证据调查请求必须取得法官的同

意，他们一般无权直接向法庭提出实物证据，也不得直接传唤证人并实施询问，由控辩双方主导的

交叉询问一般是被法律所禁止的。检察官是法官查明事实真相的协助者。 
    3.被告人的作用从理论上讲，在法庭调查其他证据之前获得向法官作出陈述和申辩的机会应被
视为被告人的一项特权。被告人尽管拥有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但很少行使沉默权。被告人始

终不具有证人的身份，控辩双方也不得对其实施交叉询问。 
    （四）审问式审判模式的基础理念 
    在包括法国、德国在内的各大陆法系国家中，人们普遍对法院在控制审判程序、维护程序正义
方面的作用表示信任、理解和尊重。 
    工具主义的程序价值观念审判程序主要是法院用以查明真相、实现公正裁判结果的一种工具或
手段。今天，这种绝对工具主义的程序价值观念已经在大陆法系国家失去了影响力。但是，法院仍

保留了传统上十分强大的司法调查权，因为人们对法院作为公正实施法律、维护人权的司法机构保

持了很大的信任。“职权调查原则”和“实体真实原则”至今仍被视为刑事审判程序的基础。 
    四、刑事审判模式的融合 
    （一）刑事审判模式融合的趋势 
    1948 年颁布的瑞典刑事诉讼法典没有规定某种单一的刑事审判模式，而是确立了两套分别按
对抗式模式和审问式模式设计的审判程序。在其后的三十多年里，瑞典人逐渐习惯了对抗式审判程

序，并在瑞典 1988年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典得到确立。 
    1948 年，日本在联合国占领军的压力下，被迫对其刑事司法制度进行改革，去了混合式审判
模式。 
    1987年，葡萄牙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典，吸收了对抗式审判程序的大量内容。 
    1988 年，意大利经过多年酝酿、尝试和争论，终于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典，作出了在一个
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中全面移植对抗式审判程序的最新尝试。 
    21世纪的今天，对对抗式诉讼程序的采纳成为大陆法系国家刑事司法改革的主要目标。 
    （二）日本、意大利的刑事司法改革和混合制审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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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概况日本战后通过刑事司法改革所确立的审判程序以及意大利 1988 年刑事诉讼法典所建立
的审判程序，都没有走向彻底的对抗式模式。首先，两国并没有将英美的陪审团审判制度移植过来，

这就使对抗式程序在两国的完全确立收到了内在的限制。其次，纯粹的对抗式程序建立在英美法系

传统基础上，它有固有的基础理念。而在日本和意大利，大陆法系的法律传统仍在发挥强大的作用。 
    2.日本、意大利所进行的审判模式改革日本和意大利均对其原有的卷宗移送主义的起诉方式进
行了改革。 
    在意大利和日本，当事人控制着法庭调查证据的范围。对证据的调查范围基本上由当事人自行
请求确定，法官所要采纳并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一般由控辩双方当事人直接向法庭提出，法官一般

不再仅限根据检察官卷宗的内容自行 
    意大利和日本采纳了作为英美对抗式审判核心的交叉询问程序，使控辩双方在事实调查中起着
主导作用。 
    意大利和日本还确立诸如排除传闻证据的证据法规则。 
    在日本和意大利的混合式审判模式中，法官（或主审法官）的积极主导作用受到了很大的削弱，
他事实上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为查明事实真相而采取一切证明手段和措施。” 
    复习与思考 
    1.对抗式模式和审问式模式各自有什么样的特征？ 
    2.导致对抗式模式和审问式模式出现差异的理念是什么？ 
    3.意大利和日本的刑事审判模式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4.我国是哪一种刑事审判模式，其奉行的是一套怎样的司法裁判理论？ 
知识单元 6：刑事再审程序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掌握刑事再审程序有关的既判力理论和免受双
重危险理论，熟知世界主要国家的刑事再审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和思考中国的刑事再审制度。 
    一、大陆法中的既判力理论 
    （一）一事不再理 
    起源于罗马法，意指法院对任何一个案件不得作两次以上的审判。 
    （二）既判力 
    法院的判决一旦生效，既判的事实应当视为真实，不论其正确还是错误，任何法院或法官不能
将其推翻。 
    首先，既判力产生的前提是法院的裁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其次，既判力具有否定后来的审理和裁判活动的效果。 
    再次，从拘束效果来看，既判力对法院和控辩双方都会产生某种形式的约束。 
    二、法国的既判力和刑事再审制度 
    （一）既判力发生的条件和后果 
    1.预审法庭预审法庭以法律为依据所作的不起诉裁定具有绝对的既判力，而以事实为依据作出
的不起诉裁定则只有相对的既判力。 
    2.审判法庭既判力的条件：一是前后两次追诉之间必须具有同一诉讼标的；二是两次追诉之间
必须具有相同的当事人；三是两次追诉之间必须具有相同的诉讼原因。 
    3.既判力发生的后果检察官和其他各方当事人均可以提出“既判理由之抗辩” 
    4.既判力适用的例外一是再审；二是为法律之利益向最高法院提出的非常上诉。 
    （二）再审程序 
    1.发生的原因法院的裁判即使已经具备既判力，也仍可能发生事实上的错误，导致某一无辜的
人受到不公正的定罪科刑。 
    2.再审的条件第一，申请再审的前提条件是被告人收到有罪裁判之宣告。 
    第二，有权提出再审的人只限于司法部长、被判罪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以及在判罪人死后某
些法律所特定的人。第三，申请再审必须由申请人向“有罪判决复议委员会”提出有关的申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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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再审申请必须符合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 622条严格限定的理由。第五，对于“有罪判决复议委
员会”提交的再审案件，最高法院刑事庭主持重新审理。 
    3.再审的理由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 622条 
    （三）非常上诉 
    1.普通上诉与非常上诉前者针对初审法院所作的未生效判决 
    2.“为当事人利益的上诉”与“为法律利益的上诉”前者针对的是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
该裁判不具有既判力 
    3.为法律利益的上诉针对业已具有既判力的裁判，并且只能由驻最高法院的总检察长提出。 
    三、德国法的既判力和刑事再审制度 
    （一）既判力的适用范围 
    原则上，只有法院裁判的主文才发生既判力，而判决的理由则没有这种实质的确定力。判决的
既判力只对原裁判所针对的被告人具有拘束力。 
    （二）既判力和再审程序 
    1.时间限制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没有时间限制 
    2.再审的理由共同的理由、有利于被告人的理由、不利于被告人的理由 
    3.再审许可性审查重新审判程序附具再审理由和证据的书面申请 
    4.再审理由成立与否之审查实质性审查 
    5.重新审判程序不必须进行 
    四、免受双重危险原则和美国法中的适用 
    （一）内涵 
    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为而受到两次以上的刑事追诉。 
    （二）美国法中的适用例外 
    1.公民因为同一行为违反联邦法律和某一州法律的行为而受到联邦和州法院的双重审判 
    2.被告人申请法官宣布第一次审判属于误审，而法官认为动议成立，并且动议并非控方有意造
成 
    3.被告人上诉或申请人身保护令并获得成功，上诉法院因“证据不充分”之外的理由退回 
    4.第一次审判由于出现“悬置陪审团”的情况而致使误审的发生，控方可以重新起诉。 
    （三）控方上诉权的限制 
    1.原则上，对一审法院所作的无罪判决，控方是被禁止提出上诉的。 
    2.对初审法院所作的一审判决，可向本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 
    3.在陪审团听审程序开始之前提出上诉是可以的。 
    （四）非常救济程序 
    1.概念在法律明确规定的例外情况下，即使决定被告人有罪的裁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被告人
还可以获得一些非常的救济手段。 
    2.人身保护令的适用对象一是未决羁押的嫌疑人、被告人；二是被生效裁判加以定罪科刑的在
押犯。 
    3.人身保护令的审查对象羁押措施或监禁刑是否合法 
    4.时间限制没有时效限制 
    5.撤销原审判决的情形 7种情况 
    五、既判力与免受双重危险原则之比较 
    （一）理论基础 
    既判力强调的是法院所作的业已确定的判决，对后来的诉讼的法律约束力，后者是以防止被告
人受到多次重复的追诉这一观念作为理论基础的。 
    （二）适用范围 
    根据既判力理论，只有那些业已产生法律效力的法院判决才具有既判力，才会发生一事不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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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而根据免受双重危险，检控方不仅不能通过发动再审程序促使对一个已决案件重新审判，

而且对一个已经进入第一审程序的案件，也不能随意地重新起诉。 
    （三）对检控方提起上诉的限制 
    根据大陆国家的刑事诉讼法典，对于第一审法院的判决，检察官拥有与被告人几乎完全相同的
上诉权。相反，英美法对检控方的上诉权却作了极为严格的限制。 
    （四）两项原则的例外 
    在大陆法国家，已决案件一旦在事实或法律上存在重大的错误，经由法定的申请程序，法院就
可以对案件进行再审。而英美法中的例外只能是因为法律适用问题所致。 
    （五）重新审判 
    在大陆法国家，再审被设计成为旨在纠正原判决错误的重新审判程序。而无论在美国还是英国，
都没有建立那种旨在纠正原审判决错误的再审制度。 
    复习与思考 
    1.什么是既判力理论？ 
    2.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再审程序有着什么样的特点？ 
    3.免受双重危险原则的内涵是什么？ 
    4.既判力与免受双重危险有什么异同？ 
    5.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有什么样的特点，其背后是什么样的理论？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刑事诉讼法概述 2  
2 刑事诉讼法概述 2  
3 刑事诉讼法的原则 2  
4 刑事诉讼法的原则 2  
5 刑事诉讼的侦查模式 2  
6 刑事诉讼的侦查模式 2  
7 刑事诉讼的侦查模式 2  
8 刑事诉讼的变更起诉制度 2  
9 刑事诉讼的变更起诉制度 2  

10 刑事诉讼的变更起诉制度 2  
11 刑事审判模式 2  
12 刑事审判模式 2  
13 刑事审判模式 2  
14 刑事再审程序 2  
15 刑事再审程序 2  
16 刑事再审程序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刑法、刑事诉讼法 
2、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2. 陈瑞华；《比较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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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卞建林、刘玫主编：《外国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2. 张军、陈卫东主编：《域外刑事诉讼专题概览》，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2年版。 
    3. [德]克劳斯·罗科信著：《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4. [日]松尾浩也著：《日本刑事诉讼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执笔：元轶   审稿：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证据法学 
Evidence Law 

课程号：4040201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研究我国诉讼法和司法解释中有关证据问题的规定。2、对比其他国

家的与之对应的规定，进行理论上的分析。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向学生系统讲授我国证据制度的基本内容，掌握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

并分析其优缺点，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提出理论上的建议。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 30学时 

知识单元 1：证据法学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证据法学的概念及其研究对象 

一、证据法学的概念 

1、证据法：是指规定证据的提出与采纳、证明责任和标准、证人特权以及免证事实等问题的

法律规范。 

2、立法体例：无单独证据立法，散见于三大诉讼法证据章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如《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简称《高法刑诉解释》） 

3、最高法院关于行政、民事证据的单行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

解释》的证据部分（下简称《民诉证据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下简称《行诉证据规则》） 

4、学者们的主张和立法部门的态度 

二、证据法学的名称 

1、我国证据法学的范围。我国证据法学范围比较宽泛，与美国相比较，包括：美国证据学课

程的内容；美国宪法刑事诉讼的内容（如第五修正案、第四修正案）；美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容（如

证据开示）；美国刑法的某些内容（如侦查陷阱）。 

2、我国证据法学的学科现状。 

第二节  证据法学的内容 

一、证据可采性 

二、宪法刑事诉讼的限制 

三、诉讼法中与证据相关问题的规定 

四、少量的对证据证明力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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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践中对证据收集、判断以及在法庭上查证的具体方法 

第三节  证据法的两个基本原则 

一、证据裁判主义 

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依靠证据。也可以表达为：除证据外不得推定犯罪事实。但是，存在例外，

即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都存在的免证事实（详见“证明对象”一章中的论述）。 

二、自由心证 

自由心证，又称“内心确信”，是指法律对证据的证明力不作预先规定而由法官在审理案件中

加以自由判断的证据制度。 

1808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率先规定，意大利、德国、日本采纳。 

《法国刑事诉讼法》第 353条：法律并不考虑法官通过何种途径达成内心确信；法律并不要求

他们必须追求充分和足够的证据；法律只要求他们心平气和、精神集中，凭自己的诚实和良心，依

靠自己的理智，根据有罪证据和辩护理由，形成印象，作出判断。法律只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

是否已形成内心确信？这是他们的全部职责所在。 

自由心证制度的主要内容：1、证据的证明力完全由法官凭自己的理性和良知自由加以判断；2、

法官对案情的认定，必须在自己内心形成确信。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证据法学的范围。了解证据法中的证据裁判原则和自由心证原

则。重点思考诉讼中的真实查明任务。 

作业： 
1、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是否有相同的证据规则和原理？ 

2、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是不是共同的要求？ 

3、自由心证是否要求法官根据本案证据得出心证？有人认为，自由心证就是法官随意判案。

你是否同意？ 

4、法官达成心证，是否要求心证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有人认为客观真实是不可能达到的，

你如何认识？ 

5、自由心证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证据制度，你如何评价？ 

6、我国是否应当引入自由心证的原则？ 

7、证据法的两大原则是证据裁判和自由心证，在我国是否也是如此？ 

知识单元 2：外国主要证据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神示证据制度 

1、证据制度：法律规定或确认的关于诉讼中的证据的含义和种类、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

明要求和标准，以及如何收集、审查判断证据，如何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各种原则、规则等的

总称。 

2、神示证据制度：根据神的启示来判断诉讼中的是非曲直。诅誓；水审和火审；决斗；卜筮；

十字形证明。 

第二节 法定证据制度 

法定证据制度：又称形式证据制度，其主要内容是，一切证据的证明力的大小，以及对它们的

取舍和运用，都由法律预先明文加以规定，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不得自由评断和取舍。盛行于中

世纪后期的欧洲大陆地区，16－18世纪最为发达。1532年《加洛林纳法典》。与纠问式诉讼相联系。 

法定证据制度的主要内容：自白被认为是最完善的证据；证人证言：两个典型证人证言为完全

的证据；按多数人的证言判断案情；男人、学者、显要、僧侣证言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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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 

一、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制度的历史背景 

地域范围：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对抗制诉讼以及陪审团审判 

不规定证据的证明力问题，重在可采性 （admissibility） 

二、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制度的主要内容 

《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的结构是：一般规定；司法认知；推定（证明责任）；相关性；特权；

证人；意见证据和专家证言；传闻；真品性验证和辨认；书证、录制品和照片的内容。 

第四节 前苏联的内心确信证据制度 

苏联的内心确信证据制度：在苏维埃刑事诉讼中，法院依据案件一切情节的总和，加以审查，

在进行证据的判断及决定哪些证据是符合其见解、哪些证据得不采纳甚至不视为证据，由审判员自

由加以评定，并根据由此形成的确信对案件进行裁判。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自由心证证据制度、英美法证

据制度、苏联内心确信证据制度。重点思考证据的证明力能否通过法律预先规定的形式予以确定。 

作业 
1、神示证据制度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我国历史上是否存在？ 

2、如何评价神示证据制度？ 

3、法定证据制度与神示证据制度的根本区别何在？ 

4、随着英美证据规则的引入，很多学者主张借鉴其内容来丰富我国证据法。你认为如何？ 

5、ICTY的证据规则采取了两大法系折衷的办法，即：注重事实的查明，忽视技术性证据规则；

吸取两大法系证据法中的合理内容；注重真实查明和诉讼效率的兼顾。你认为这是否是中国证据法

的发展方向？ 

6、英美证据法的程序功能是什么？ 

知识单元 3：中国古代证据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奴隶社会的证据制度 

允许刑讯；师听五辞：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疑罪从赎。 

第二节 封建社会的证据制度 

一、证据种类 

1、被告人口供。“断罪必取输服供词”，“罪从供定，犯供最关紧要。” 

2、原告人陈述。被害人或者第三人。 

3、证人证言。“据众证定罪”、“亲亲得相首匿” 

4、勘验笔录。宋慈的《洗冤集录》。 

5、物证、书证。“赃状露验” 

二、取证方式 

刑讯合法化。对象包括被告人、原告人、证人。 

1、刑讯的条件。2、刑讯的工具。3、刑讯的施行。4、不许刑讯的对象。 

三、证据的审查判断 

1、五声听狱讼。 

2、对质。 

3、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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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疑罪的处理 

疑罪唯轻，实行有罪推定。 

第三节 旧中国证据制度的近代转型 

三个阶段：萌芽时期：清末变法。初步形成时期：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形成时期：国民党

1928年和 1935年刑事诉讼法，基本上实现了证据法的现代化改造。 

第四节 新中国证据制度 

一、创立与发展 

1949年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消灭法学教育、法官和律师，彻底进入无法无天的状态。 

1979年制定刑事诉讼法，深受前苏联理论与实践的影响。 

二、新中国证据制度的特点 

1、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 

2、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不轻信口供。 

3、查明客观真实。 

4、法院的依职权查证的责任。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特别是刑讯制度、亲亲得相首匿、尸体

勘验制度。了解我国目前证据制度的特点。重点思考中国古代实质正义的传统与现代根据举证责任

进行裁判的冲突。 

作业： 

1、我国古代有追求实体正义的传统，因此追求判决的客观公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

如何看待这一民族传统文化？ 

2、近来有一起民事案件，主审法官依举证责任作出判决后，当事人自杀，后对该法官进行了

刑事起诉。对此事你如何评价？ 

知识单元 4：证据的概念和意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证据的概念和特征 

一、证据的概念 

制定法较少进行规定，古今中外众说纷纭。例如，证据：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用来证明

自己主张的一切事实或材料。 

学术界曾经存在的关于证据定义的争论：事实说；材料说；定案根据说；材料事实统一说。 

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证据的种类，即证据的表现形式。同时，“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

定案的依据”。定案根据的要素：1、必须被事实审理者确信为真实；2、必须是能够获得；3、不

被证据法的规定所排除。 

二、证据的基本特征 

历史上的三性说与两性说之争。相关性和可采性。 

1、关联性（相关性）。含义：是从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的相互关系方面来反映证据特征的，它

要解决的是客观事实可以作为证据的内在根据问题。通俗地说，就是证据对案件事实能够起到证明

作用。一般说来，关联性是一个逻辑问题，也就是说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用常识、理性就能解决。

但是，可能根据科技的发展而变化，例如弹道鉴定、指纹鉴定、DNA、测谎器等。但是，有时候是

政策性的选择，例如“强奸盾牌条款”则是基于女权主义的考虑。一般说来，相似事实和品格证据

不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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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采性。可采性解决是究竟哪些证据可以在法庭上提出、被事实的审理者看见和听见的问

题，也有人将其称为“证据能力”。证明力（weight）是指一项证据在事实的审理者心中的重量。

应当将可采性问题和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区分开来。可采性的价值。第一，基于诉讼效率的考虑，防

止争议点模糊和诉讼拖延。例如，相关性规则就是为了防止证据调查范围的无限扩大而设立的证据

可采性规则。第二，基于实体公正的考虑，防止可能不真实的证据进入法庭。比如排除传闻证据就

是因为传闻证据可能不可靠以及不能经过主询问和反询问来检查其真实性。第三，基于程序公正的

考虑，防止警察滥用权力，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例如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为了制

止警察用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法取证。因此，要求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证据必须具有可采性是实

现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的要求。 

第二节 证据的意义 

一、是查明案情的主要手段 

二、是当事人双方推进诉讼活动的必要条件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证据的概念。了解证据的相关性的要求。了解品格证据、习惯

证据的相关性。对相关证据的偏见效果的衡量。了解证据对于诉讼的重要性。重点思考证据可采性

与证明力的区别。 

作业 

1、现行刑事诉讼法采取的是事实说。“事实说”存在着什么问题？ 

2、我国对证据的定义是指整个诉讼过程中用以证明案件情况的材料，包括侦查、起诉和审判

阶段。英美则专指法庭审判，如对证人的定义，对证据的定义，对证明的定义。这说明了我国刑事

诉讼的什么重要特点？ 

3、如果你要提起一起诉讼，提出主张的时候必须提供什么来支持？ 

4、对于三性说和两性说的争论，你如何评价？ 

5、我国传统观点中使用的合法性，和英美法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什么区别？ 

6、证据是否是查明案件事实的唯一手段？如果不是，还有什么方法？ 

知识单元 5：非法证据排除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 

一、排除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关系 

1、应当注意的是，有的学者将依照可采性予以排除的证据都称为“非法证据排除”，将不具

有可采性的证据都称为非法证据，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证据的排除规则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并不等同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于可采性的排除规则包括相关性规则、最

佳证据规则、传闻证据规则、普通证人的意见证据规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等。一项证据被排除

并不一定是基于非法证据排除，可能根据其他关于证据可采性的规则被排除。 

2、非法证据排除的目的有两个模式：一个是美国模式，即其目的是在于限制国家权力，防止

法律实施机构，特别是警察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另一个是德国模式，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宪法

权利，特别是 fre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3、非法证据排除会带来一个重要的不利影响，就是不利于案件真实的查明。一项证据即使是

真实的，但是如果属于警察采用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收集的，不能在诉讼中作为证据提出。  

4、传统观点认为，只要是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都必须排除，而证据的合法性包括证据必须具

备法定形式、具有合法的来源等等，不属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形式的，不得采纳为证据。实际

上，这是对非法证据的一个误解。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并非就是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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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为了限制警察权力、防止公民权利受到侵犯，因此只有当国家权力的行使者——警察违法行

使职权获得的证据才是非法证据。 

二、非法证据的范围 

1、刑事诉讼中的相关规定。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 54条规定了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 

1984年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5条规定：

“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已经确定系以酷刑引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

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  

2、民事诉讼中的相关规定。 

《民诉证据规则》：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

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3、行政诉讼中的相关规定。 

《行诉证据规则》第 55条 法庭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以下方面审查证据的合法性：（一）

证据是否符合法定形式；（二）证据的取得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规章的要求；（三）是

否有影响证据效力的其他违法情形。 

第 57条 下列证据材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一）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二）以

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三）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

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 

第 58条 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

事实的依据。 

第二节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 

联合国大会 1984年 12月 10日第 39/46号决议通过并开放供签署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 15 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

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

据。”《刑事诉讼法》第 54 条规定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在《高法刑诉解释》、《人民检

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都进行了具体的解释。 

一、非法证据排除的确立对刑事诉讼的影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否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存在着一个价值权衡的问题。如果允许将非法取

得的证据作为定案根据，对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实现国家的刑罚权是有益的，但这样作是以破坏

国家法律所确立的秩序和侵犯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为代价的。反过来，如果对非法证据予以排

除，又会阻碍对犯罪的查明和惩治。因此，一个国家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在多大程度

上排除非法取得的证据，与该国的刑事诉讼的目的、主导价值观念、对公民个人权利的重视程度等

因素都是相关的。 

二、我国对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是否排除的规定 

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没有做出规定。我国宪法第 37条第 3款规定，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第 39 条规定，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由此可见，不受非法搜查是公民的宪法权

利，对于侵犯公民宪法权利而获得的证据如果予以采用，实际上就是对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行为的

默许和纵容，其危害的不仅仅是某个公民的隐私权，更是对宪法尊严的侵犯。也就是说，不排除非

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宪法的权威就的不到维护，司法公正就没有办法达到。 

第三节 沉默权 

一、沉默权的起源 

沉默权（right to silence）在某些法律文件中被称作反对自证其罪的特权（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其含义包括：1、不能强迫任何人作不利于己的陈述；2、任何人有权拒绝



2598 

陈述、保持沉默，并被告知这一权利，并不得作对其不利的推论；3、陈述只有在自愿并了解陈述

后果的情况下才可采。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4条 3款（庚）项规定：“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

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

强迫承认犯罪。” 

二、沉默权的保障机制 

1、讯问前的告知义务。美国的米兰达警告。英国 1994年以前的警告和 1994年之后的警告。 

2、讯问中的保障程序。供述必须在自愿和了解后果的情况下作出才可采；律师有权在讯问时

在场；不得采用损害其意志力、理解力的方法；羁押讯问分离；全程录像；等等。 

3、证据的排除规则。违反自愿性的供述不具有可采性。德国、意大利、日本也如此规定。 

4、无不利后果的裁判原则。不得因被追诉人保持沉默而作出对其不利的推论。 

英国 1994年 CJPOA的改革。 

三、沉默权与我国刑事诉讼 

2012 年刑事诉讼法规定非法获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但是刑事诉讼法第 118 条

同时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与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显然是

矛盾的。我国规定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的义务，其立法理由是为了有利于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有

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1、主张沉默权的理由。诉讼公正的要求。反映了无罪推定原则对举证责任的要求。沉默权并

未成为打击犯罪的障碍。我国的侦查技术和手段可以确立沉默权。消除实践中的刑讯逼供现象。 

2、反对沉默权的理由。有利于实体公正的实现。口供有着不可替代的证据价值。是量刑的酌

定情节。要求其回答并不意味着可以刑讯。我国不一定照搬外国立法，特别是英国的改革给我们重

新思考提供了契机。不利于打击犯罪，而我国目前犯罪率不断上升。是否确立沉默权应当根据各国

传统而定。 

四、我国应当引入沉默权以及具体设计 

有人主张，应当对现行刑诉法如实回答的规定进行改革，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理由

有以下几个方面：1、规定如实回答会导致一些不利的影响。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回答，

会导致公安司法机关过分依赖口供。2、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可以使我国的刑事诉讼制

度与有关的国际条约相一致。3、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则有利于保障人权，有利于防止在刑

事诉讼中使用不正当手段取证的行为，防止警察滥用权力侵犯普通公民的自由、财产和隐私权。 

1、沉默权的具体设计。借鉴英国 1994年议会通过的《刑事司法和公共秩序法》中对沉默权的

限制，对于被告人拒绝在审判中提供陈述的，控诉方可以对其在侦查、审判阶段保持沉默的做法进

行评价，或者援引其前后不一致的陈述来说明其陈述的虚假性，但不能强迫要求他必须回答控诉方

的问题。还应当注意的是，即使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负有一定的解

释和说明义务，如果被告人选择拒绝提供陈述，法庭也不能以此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唯一根据。 

2、沉默权的配套措施。在刑事诉讼中讯问时沉默权的告知，以及讯问时律师在场的权利。不

仅赋予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拒绝陈述的权利，而且要求在讯问前告知其沉默权，如果他决定放

弃沉默权而接受询问，则他的律师有权在讯问时在场。在确立了沉默权的西方国家，在对犯罪嫌疑

人进行讯问前，要告知其沉默权，以保证被追诉人的陈述是自愿的。 

3、沉默权的放弃。如果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在了解供述的后果，完全自愿的情况下放弃

沉默权，则代表国家的公诉方可以获得更多的证据材料，对查明案件的实质真实，准确地实现惩罚

犯罪、保护无辜的任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4、如实供述的后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用自愿作有罪供述来换取较轻的量刑。由于犯

罪嫌疑人可能面临刑罚的惩罚，一般不愿意作有罪的自愿陈述。因此，法律上应当规定对其如实陈

述的鼓励措施，使犯罪嫌疑人在权衡全案的情况之后，作出是否愿意如实陈述的选择。 

第四节 毒树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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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律不要求排除毒树之果。对毒树之果是否应当予以排除，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加以排

除，是将保护被告人的权利高于对犯罪人追诉和惩治，不利于警察获得罪证，并且会削弱对犯罪的

控制；如果不加以排除，则不利于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保护的实现，不利于制止警察的非法取证。

结合以上两个方面的利益权衡，以及我国在排除非法证据方面刚刚开始尝试，目前不强制要求排除。 

第五节 技术侦查措施获得的证据 

2012 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使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得的证据可以直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在司法

实践中，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检察院的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都在使用秘密侦查手段收集

犯罪证据，以增强打击犯罪的力度，更迅速、更准确地侦破案件。在侦查中使用秘密侦查手段是世

界各国普遍使用的侦查策略之一，但很多国家都是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秘密侦查手段的种类、

方法、令状的获得、令状的签发权限等进行规定，以防警察任意采用秘密侦查手段侵犯公民的隐私

权。显而易见，如果秘密侦查手段不能受到一定的制约，其对公民权利侵犯的程度要远远大于普通

的搜查和扣押，因为秘密侦查手段往往是采用一定的技术手段进行的，对公民权利侵犯的强度更深，

而且一般是该行为进行后被侵犯权利者还毫不知情。 

第六节 私人不正当获得的证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私人不正当获取的证据的可采性问题没有作出规定。在民事诉讼中，最高人

民法院 1995 年曾在司法解释中规定：“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

作为定案的根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系不合法行为，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

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民诉证据规则》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

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条规定实际上废除了上述批复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音不

得作为证据的规定，将应当排除的范围限制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和“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

范围内。2002年 7月公布的《行诉证据规则》第 58条作了相同的规定。 

第七节 侦查陷阱获得的证据 

所谓“侦查陷阱”（entrapment），或者叫“侦查诱饵”，就是侦查人员进行一段时间的调查，

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犯罪线索，但没有足以起诉的证据时，由警察经过化装制造条件，诱使犯罪者实

施犯罪行为，然后当场抓获的侦查方法。在犯罪侦查中使用“陷阱”或“诱饵”是一个颇有争议的

问题，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极为有效的侦查手段，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种带有诱人犯罪性质的

不当侦查行为。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非法证据排除的含义。了解美国创设非法证据排除的历史背景

和原因。分析私人不正当取证的处理。分析我国现有的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分析毒树之果的处理。

分析我国是否应当确立沉默权以及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实物证据是否应当排除。重点思考非法证

据排除的德国模式和美国模式，以及民事、行政诉讼中非法取证的处理。 

作业 

1、在非法证据排除方面，你赞同美国模式还是德国模式？结合录音带案和日记案进行讨论。 

2、司法解释中“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含义是什么？法官是否可以看见和听见？起诉方是否

可以在法庭上提出？ 

3、在我国，未告知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而获得的供述是否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侦查阶段没有

会见律师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否具有可采性？ 

4、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证据，在我国是否应当排除？对于不排除的理由，学术界通常的观

点是因为非法获得并不影响其真实性，而且具有不可替代性。你认为如何？ 

5、非法证据的范围究竟应当如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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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国目前刑事诉讼中对非法证据是如何规定的？学术界是如何定义非法证据的？目前司法

解释规定排除的范围是怎样的？ 

7、依照目前的司法解释，民事、行政诉讼中是否存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你的看法如何？ 

8、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目标是什么？ 

9、应如何解决传闻证据及未经庭审质证的证据？  

10、你对我国规定的如实回答如何评价？ 

11、如何解决口供的可靠性问题？  

12、对于以刑讯逼供为由的翻供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13、超期羁押的问题应当如何加以解决？  

14、如何解决民事、行政诉讼中以侵犯公民权利的方式获得的证据？ 

15、在刑事诉讼中公民私自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证据应当如何对待？ 

16、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在我国是否强制排除？是否包括证人和被害人？应当由谁来证明刑讯

等方法的存在或者不存在？      

知识单元 6：证据种类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证据种类概述 

一、证据种类的概念 

是指根据证据事实的表现形式，在法律上对证据所进行的分类。 

是否有必要规定证据种类？ 

二、我国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种类 

相同的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视听资料。 

刑事诉讼特有的：被害人陈述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侦查实验笔录 

行政诉讼法增加了现场笔录 

三、我国目前无法纳入证据种类的方法 

测谎器；警犬识别 

第二节 物证 

一、物证的概念和特征 

物证是指以其物质属性、外部特征、存在状况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物体或痕迹。物证与书证的

区别。常见的物证。 

二、物证的证明特点 

客观性较强，比较容易查实。对科学技术依赖较强。证明范围狭窄，需要和其他证据相结合。 

三、对物证原物的要求 

《高法刑诉解释》规定，收集、调取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只有在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时，才可以

是副本或者复制件。收集、调取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只有在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依法应当

返还被害人时，才可以拍摄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内容的照片、录像。书证的副本、复制件，物证

的照片、录像，只有经与原件、原物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明真实的，才具有与原件、原物同等的

证明力。制作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拍摄物证的照片、录像以及对有关证据录音时，制作人不得少

于二人。提供证据的副本、复制件及照片、音像制品应当附有关于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原件、原

物存放何处的说明，并由制作人签名或者盖章。 

第三节 书证 

一、书证的概念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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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证是指在诉讼以外形成的，并以文字、符号、图画等形式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

真实情况的书面文件或其他物体。 

2、特点：诉讼以外形成，与笔录相区别；以思想内容证明案件事实，与物证相区别；书面文

件，与视听资料相区别。 

二、书证的意义 

1、常见。例如合同书、欠条、传单。 

2、证明过程的直接性、确切性和简明性。 

3、检验、印证其他诉讼内形成的证据。 

三、书证的分类 

1、公文性书证与非公文性书证。 

2、依照制作书证时是否有特别要求，可分为一般书证与特别书证。 

3、依照书证的形成方法不同，可分为原本、正本、副本、节录本、影印本和译本。 

4、是否经过公证，分为公证书证与非公证书证。 

第四节 证人证言 

一、证人证言的概念 

1、是指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包括书面证词。 

2、证人的资格。了解案件情况的当事人以外的诉讼参与人；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

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证人；证人应当是自然人。 

二、警察作证的问题 

对于警察应否出庭作证的问题，应区别对待。警察应当在以下几种情形下出庭提供证言： 

1、警察在现场目击犯罪事实的发生，或者当场抓获犯罪人的情况。 

2、警察实施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等活动，即便形成了笔录，也应当在庭审时就勘验、检

查、搜查、扣押等活动的进行过程提供证言，以便于当庭核实这些笔录的真实性和合法性。Chain of 

custody 

3、当辩方对证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时，警察应当出庭提供证言，以证实没有刑讯逼供、没有

非法搜查等情形，如提出口供的获得是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愿、搜查是根据合法的搜查证

进行的等等。 

三、免证特权 

在西方各国刑事诉讼立法中，几乎都有拒绝作证权的规定。拒绝作证权是指公民在法定情况下

可拒绝充当证人或对某些问题拒绝陈述的权利。在英美法中，拒绝提供证言的权利被称为特权，享

有特权者可以拒绝提供证言或者阻止其他人对同一事项提供证明。 

1、免证特权的种类。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沉默权）；配偶、近亲属的拒绝作证权；职业特权

（医生、心理医生、记者、神父、律师）；公务特权（公务员、议员、高级官员）。 

2、特权的理论基础。有美国学者认为，虽然欧洲大陆的法律思想可能会认为至少某些特权是

与正确地查明事实这一目标相一致的，因为这些特权有助于防止伪证，但是英美法学家的分析一般

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即承认这些特权构成了在诉讼中查明事实的一个不断的阻碍。假设这个前

提是成立的，这就没有争议地证明了，对人类的自由来说，存在比准确地司法更为重要的东西。这

其中之一就是在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人们有不被政府干扰的权利。 

3、在我国是否确立证人特权。  

四、证人证言的特点 

1、就感知的事实进行陈述，不是他对事实的推断和分析判断意见。《民诉证据规则》规定，出

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证人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的语

言。《行诉证据规则》第 46条规定，证人应当陈述其亲历的具体事实。证人根据其经历所作的判断、

推测或者评论，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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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善意的证人也可能提供不真实的证言。多种实验表明证人感知的事实的不完整性和不准确

性。 

3、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一般比较客观，比当事人陈述的真实性、可靠性强。 

五、证人证言的分类 

1、有利害关系的证人与没有利害关系的证人。 

2、完全行为能力的证人和限制行为能力的证人。 

第五节 被害人陈述 

一、被害人陈述的概念 

是指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就其受害情况和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 

二、被害人陈述的分类 

1、自然人的陈述和单位的陈述。 

2、与犯罪嫌疑人有直接接触和无直接接触的被害人陈述。 

3、完全、限制和无行为能力的被害人陈述。 

4、有过错的被害人和无过错的被害人陈述。 

三、被害人陈述的特点 

1、可能最直接和形象地证明案件事实。 

2、由于与案件事实和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陈述虚伪的可能性较大。 

3、误证，由于精神、心理原因错误作证。 

4、诬告陷害（伪称强奸，自伤伪称他伤）。 

第六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概念 

是指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及其他与处理案件有关的事实向办案人员所作

的陈述，俗称口供。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特点 

1、对是否实施了犯罪最为清楚。 

2、虚假的可能性最大。 

3、真假混杂。 

4、反复性较大。 

三、对口供的分类 

1、单犯口供和共犯口供。（攻守同盟；推卸责任；讯问技巧－－同案犯已经招供） 

2、单位口供与个人犯罪的口供。（夸大单位的责任而推脱个人的责任） 

3、有罪的供述和无罪、罪轻的辩解 

四、单位犯罪主体的陈述 

1、单位主要负责人的陈述；直接责任人的陈述；具体工作人员的陈述。第三种属于证人证言。 

2、单位法定代表人应当出庭；如果与是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应由单位的其他负

责人作为诉讼代表人出庭。 

五、与口供有关的几个问题 

1、沉默权问题与律师在场问题。 

2、刑讯逼供问题，参考排除刑讯获得的言词证据；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 

3、仅凭口供不能定案。（口供补强规则） 

第七节 当事人陈述 

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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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指民事、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就有关案件事实向人民法院所作的叙述和承认。 

2、刑事附带民事当事人的陈述属于当事人陈述。 

3、仅限于对事实的陈述才是证据。 

4、特点：虚伪性、复杂性、反复性。 

二、分类 

1、是否有关事实的陈述 

2、书面和口头 

3、确认、否认和承认 

三、当事人承认 

1、概念：是指民事、行政诉讼中，一方当事人承认对方当事人提出的不利于己的事实的真实

性和诉讼请求的合理性的口头或书面认可。 

2、分类：诉讼中的承认和诉讼外的承认（后者不免除）。明示的承认和默示的承认（《民诉证

据规则》规定可以免除）。 

3、效力：免除当事人举证责任。 

4、条件：须是诉讼中的承认；须是对案件事实和诉讼主张的承认；可以是明示的承认或者默

示的承认（参看《民诉证据规则》，实际上是承认了默示的承认）；真实意思表示，没有威胁、引诱、

欺诈（如果有证据证明是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作出与事实不符的，不能免除对方举证责任。）；不损

害国家社会利益，不违背法律 

5、承认后的反悔。对反悔的理由举证。 

四、当事人陈述的意义 

有利于迅速确定案件事实。 

五、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认罪的后果 

2012年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简易程序，适用于基层法院审理的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案件。条件：

被告人在诉讼中（法庭审理中）自愿认罪，同意适用这种程序审理，知悉认罪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

特定案件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不适用简易程序。 

审理程序的特点：1、证据核实简化，控辩双方对无异议的证据，可以仅就证据的名称及所证

明的事项作出说明。2、法庭辩论主要围绕确定罪名和量刑进行。3、一般当庭宣判。 

第八节 鉴定意见 

一、概念 

1、是指接受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或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聘请的鉴定人，对案件中的专门

性问题进行鉴定后所作的书面意见。三大诉讼中都存在这一证据种类。 

2、鉴定人的条件：与本案无牵连；没有其他身份；不是司法工作人员；具有专门知识的自然

人。 

3、我国鉴定人与证人的区别。证人提供的是事实；鉴定人提供的是意见。不存在回避问题；

属于应当回避的范围。没有专门知识；必须具有专门知识。不可更换；可以更换。对案件事实的了

解是在诉讼开始之前；诉讼开始之后才了解。不能阅卷，不能协商；可以阅览案卷，几个鉴定人可

以互相讨论。 

二、鉴定意见的特点 

1、客观性强，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美国的费用补偿对专家证人的影响） 

2、是意见而非事实 

3、证明力高于其他证据 

4、也有不实的可能 

三、分类 

1、按问题分，可以分为法医与医学鉴定、精神病鉴定、毒物鉴定、物品鉴定、笔迹鉴定、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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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鉴定、会计鉴定、交通肇事鉴定、一般技术鉴定。 

2、一般鉴定和特别鉴定（假币、淫秽物品） 

四、新兴科学 

DNA；声纹鉴定；测谎器（polygraph）；指纹数据库 

五、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1、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

部门依照本决定的规定，负责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名册编制和公告。 

2、侦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

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得设立鉴定机构。 

3、在诉讼中，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拒

绝出庭作证情节严重的，撤销登记。 

六、当事人申请鉴定和法院依职权决定鉴定 

1、法院在证据保全时可以采用鉴定的方法。 

2、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对需要鉴定事项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如果不

申请，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3、鉴定机构、鉴定人员由双方当事人协商。协商不成的，法院指定。 

4、申请重新鉴定的条件: 对法院委托的鉴定，必须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不具备

鉴定资格；程序违法；依据不足；其他等情形。对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的，只要有证据足以反驳。 

七、鉴定意见的审查 

1、审查内容：委托人的姓名和鉴定的内容；材料；鉴定的依据；鉴定过程；明确的鉴定意见；

鉴定资格；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签名盖章。 

2、证明力特点：人民法院委托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意见，当事人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和

理由的，可以认定其证明力。 

第九节 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笔录和现场笔录 

一、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笔录 

1、勘验笔录，是指对与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或者尸体，由特定专门机关的办案人员依其职

权和法定程序，进行勘查、检验而做的客观记载。 

2、检查笔录，是指办案人员为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

生理状态而对他们的人身进行检查和观察而做的客观记载。 

3、辨认笔录 

4、侦查实验笔录。 

特点：客观性较强；反映内容比较全面；记录手段多样。 

意义：独立证据种类；发现、收集、固定证据的重要方法；是揭示证据证明力的重要方法。 

二、现场笔录 

是指行政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对现场情况所作的笔录。如交通违章

案件进行处罚的现场笔录。 

特点：主体；现场；事实和过程；文字为主。 

第十节 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一、概念 

是指以录音、录像机以及计算机等高科技设备记录并显示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 

三大诉讼都存在 

具体表现：秘密或者公开的录音录像资料；电子邮件；录音遗嘱；电话打入打出的记录；电子

商务；电子结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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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视听资料的特点 

生成和显示时依赖高科技设备。客观性强。易毁灭和删改，且不留痕迹。形象和生动、连续、

逼真，信息容量较大 

三、视听资料的作用 

某些视听资料可以单独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 

证明侦查过程中询问、讯问合法。 

四、视听资料的分类 

录音资料、录像资料和电子数据 

诉讼外的资料和诉讼中的资料（如讯问时的录像） 

原件与复制件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物证的概念和特点。分析物证的提出——证据的保管锁链。了

解书证的概念和分类。分析书证的最佳证据规则。了解证人证言的概念、证人资格。分析警察作证

的问题。了解对证人的询问、证人出庭的规定，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了解民事、行政诉讼中当事

人陈述的后果。了解刑事诉讼中被告人自愿认罪的后果。了解我国关于鉴定意见和专家证人的规定。

重点思考我国是否应当确立证人特权，以及被告人自愿认罪是否应当省略对事实问题的审理。 

作业 

1、证据种类与证据分类有何区别？ 

2、司法认知和推定是不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那么，司法认知是否应当作为证据的

一种？ 

3、我国将人的陈述划分为四种，这和美国法统一将之视为证人证言相比，有何优缺点？ 

4、在我国，书证的副本是否具有可采性？如果可以提出，那么条件是什么？以上的规定是否

就是最佳证据规则？物证能否提出照片、录像？ 

5、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上有什么特点？法律依据是什么？ 

6、哪些书证是原件，哪些是非原件？ 

7、我国对证人资格做了哪些方面的规定？ 

8、我国是否已经确立了“意见证据规则”？ 

9、被害人是否要在法庭上接受各方的询问？ 

10、我国法律对口供的证明力有何特殊规定？ 

11、依据《鉴定问题的决定》，哪些机关不能设立鉴定部门？对公安、检察的鉴定部门，有什

么样的限制？ 

12、测谎器的结果能否作为证据使用？ 

知识单元 7：证据的分类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证据分类概述 

一、证据分类的概念 

是指对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各种法定证据种类的诉讼证据，根据其自身的特点，从不同角度，按

照不同的标准，在理论上将其划分为若干不同的类别。 

分类的特点： 

1、对象限于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 

2、从不同的角度分类（种类的划分标准是单一的） 

3、理论上的分类（种类是法定的）（但民诉、行诉证据规则规定了原始证据优于传来证据、直

接证据优于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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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证据分类与证据种类的联系和区别 

1、种类是法定的，分类是学理上的。 

2、种类是根据证据的表现形式，而分类的划分依据则多样。 

3、种类对证据特性的表现比较单一，分类从不同角度审视证据的特性。 

三、证据分类的意义 

有助于研究分析各类证据的特点。 

有利于指导司法实践。 

第二节 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 

一、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的划分依据 

1、划分依据是根据证据的来源，是否经过了传抄、复制、转述，与是否由司法人员亲手搜集

无关。 

2、第一来源不仅仅限于案件事实。 

3、传来证据与传闻证据 

二、最佳证据规则 

英美法对非原件、原物和未出席法庭的人的陈述的限制主要是最佳证据规则（best evidence 

rule）和传闻证据规则（the rule against hearsay）。最佳证据规则就是要求书证必须提供原件，

复制件只有在原件提出确有困难的情况下才具有可采性。我国目前的法律已经确认了这个规则，但

范围比较宽，包括实物证据。我国的规则可以称之为原始证据优先规则。 

三、传闻证据规则 

传闻证据（hearsay）是英美法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其定义是，一个人的法庭外陈述被用来

证明案件事实。原则上传闻证据不可采，依照反对传闻证据的规则予以排除。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

八章规定了传闻证据。 

我国法律对传闻证据并不排斥。例如，其他人听到的被告人的法庭外陈述，也可以被用作证明

案件事实的依据。 

法庭外的证人证言笔录属于传闻证据。因为原始陈述者并没有出庭接受当事人各方的询问。 

反对传闻证据的理由。其理由主要有三个方面：有转述不准确的危险；没有宣誓；无法接受控

辩双方的主询问和反询问。其中最主要的是为了保障控辩双方对证言进行质疑的机会。 

四、原始证据的特点和运用规则 

1、不存在因传播环节而失真的可能（但言词证据本身也可能不实） 

2、原始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传来证据。 

五、传来证据的特点 

1、证明价值随着中间环节的增加而减弱。 

2、不同的传播方式对其影响不同。 

3、作用：可据以发现和收集原始证据；可据以审查验证原始证据；可与其他证据相印证；查

证属实的传来证据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六、传来证据的运用规则 

1、没有查明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2、必须经过查证核实 

3、尽量用传播环节少的证据 

4、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下，才可以查证属实的传来证据定案 

第三节 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 

一、划分依据 

1、根据其表现形式。凡是以人的陈述为表现形式的诉讼证据都是言词证据。证人证言、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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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当事人陈述和鉴定意见都是言词证据。凡是表现为一定

实物的证据叫做实物证据。物证、书证；勘验、检查笔录，现场笔录；视听资料都是实物证据。 

2、需要特别注意，鉴定意见属于言词证据，勘验、检查笔录属于实物证据。 

二、言词证据的特点 

关联性明显，形象、生动，直接证明案件事实 

陈述人可能主动提供 

受是否愿意如实陈述、感知、记忆、表达的影响 

三、言词证据的运用规则 

1、严禁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 

2、审查是否故意伪证，是否受到贿买、威胁，是否误证。 

3、要求亲自出席法庭提供陈述，并接受各方的询问。 

四、实物证据的特点 

1、不受人的影响，较为客观、可靠。 

2、只是一个侧面，需要推理 

3、依赖于人类的认识能力 

五、实物证据的运用规则 

1、必须注意与言词证据相结合 

2、必要时进行辨认和科学鉴定 

第四节 有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与不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本证和反证 

一、有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和不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 

1、划分依据：证据的证明作用。有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凡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

罪、罪轻以及应当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证据。不利于被追诉人的证据：凡能证明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以及应予从重处罚的证据。有的教材划分为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控

诉证据和辩护证据。 

2、划分的意义。有助于指导司法人员全面收集证据。刑诉法第 43条规定“收集能够证实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证据。”第 89 条规定“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

罪重的证据材料。”有助于辩护律师正确履行辩护职能。除非重大犯罪预谋，律师不得揭发被追诉

人。 

二、本证与反证 

划分标准：民事、行政诉讼中按照诉讼证据证明作用方向的不同。凡能证明负举证责任的当事

人一方所主张事实成立的证据，为本证。凡证明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一方所主张事实不能成立的证

据，为反证。 

第五节 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一、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划分依据 

1、划分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之间的证明关系。直接证据：凡能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

事实的证据。间接证据：凡不能单独直接证明、而需要和其他证据结合起来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

的证据。主要事实：刑事诉讼中是指两个方面，犯罪行为确已发生和是被追诉人所为。 

2、刑事诉讼中可以分为肯定有罪直接证据和否定有罪直接证据。肯定有罪直接证据必须能够

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两个方面，而否定有罪的直接证据只要求能够单独直接证明犯罪行为没有发生

或者该行为确非被追诉人所为任何一个方面。 

二、直接证据的特点 

1、揭示的事实内容与案件的主要事实重合，因而不需要推理，不需要和其他证据相结合。2、

多为言词证据，虚假和误证的可能性大。 



2608 

三、直接证据的运用规则 

1、不同的直接证据证明范围不同；2、不能仅仅靠一个直接证据定案，需要其他证据印证。仅

凭口供不能定案，要注意对口供的审查。 

四、间接证据的特点 

只有与其他证据相结合并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锁链，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 

五、间接证据的作用 

1、确定侦查方向，比如指纹、脚印；2、发现直接证据的线索；3、查证直接证据；4、支持直

接证据；5、没有直接证据，仅凭间接证据也可以定案。 

六、完全依靠间接证据定案的规则： 

1、客观性；2、关联性；3、不矛盾性；4、完整的证明体系；5、排他性。 

第六节 证明力强的证据与证明力弱的证据 

一、划分依据 

以证明力大小为划分标准。证明力强的证据：证明作用比较大的证据。证明力弱的证据：证明

作用比较小的证据。指多个证据对同一证明对象证明的可靠性、可信度和充分性而言。 

二、现行法律规定 

《民诉证据规则》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

（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二）物证、档案、

鉴定意见、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

言；（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五）

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

言。  

《行诉证据规则》第 63条的规定与此大体相同。 

第七节 主证据与补强证据 

一、划分依据 

1、能否对案件主要事实起主要的证明作用和一方对另一方有担保依赖关系。 

2、主证据：是指基于证据本身的特殊性质，需要与其他证据增强或者担保其证明力方得作为

认定案件主要事实主要根据的证据。 

主证据的两个特点：具有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主要证明价值。例如口供。基于本身的特殊性质，

为了确保其真实性，需要其他证据予以补充，担保其证明力。 

3、补强证据，是指为了增强、担保主证据的证明力而提出的诉讼证据。两个特点：作用是担

保主证据的证明力；也是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 

4、英美法要求补强的证据。日本法要求补强的证据。台湾法要求补强的证据。 

二、我国法律要求补强的证据 

刑事诉讼法第 53 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

罚。这一规定实际上就是要求对口供进行补强，口供必须有补强证据才能据以定案。  

《民诉证据规则》规定，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一）未成年人所作的

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二）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

言；（三）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四）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五）无正当理

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  

《行诉证据规则》第 71条 的规定与此大体相同。 

三、补强证据的一般运用规则 

1、补强证据应当来自不同的来源。如被告人法庭外的自白和庭审中的自白，就不能作为补强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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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当具有共同的证明对象。如未成年人目睹犯罪事实与被告人供述相互补强。 

3、补强证据不能由增强可信性的证据来取代。 

4、补强证据应达到一定的充分性。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了解证据分类和证据种类的区别。了解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原

始证据与传来证据、有罪证据和无罪证据、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主证据和补强证据的划分。重点

思考我国是否应当确立传闻证据规则。 

作业 

1、学位证书的复印件是原始证据还是传来证据？ 

2、证人甲看到张三杀李四，回家告诉了父亲乙。乙向法庭的陈述是原始证据还是传来证据？ 

3、证人甲向侦查人员提供了陈述，但没有出庭。公诉人宣读了甲的证言笔录，是否属于传来

证据？是否属于传闻证据？ 

4、刑诉法解释、民事证据规则和行政证据规则规定了证人可以不出庭的情形。你认为范围是

否合适？ 

5、司法实践中证人证言笔录较多使用，这样有什么不利的影响？ 

6、如果一个证人不具备法律规定的不出庭的情形，但是也不出庭作证，法院有什么办法？ 

7、按照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仅凭口供不能定案这一规则是否适用于被害人陈述？你是如何

看待的？ 

8、民诉证据规则、行诉证据规则关于口供以外的证据要求补强的规定是否应当适用于刑事诉

讼？ 

9、有人认为，“孤证不能定案”，并且要求写入证据法。你的看法如何？ 

10、你认为补强证据应当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与主证据结合能够证明案件事实，还是不考虑

主证据就足以证明案件事实？ 

11、某杀人案，被告人作有罪供述，控诉方有杀人的手枪，上面有被告人的指纹；被害人尸体

里的子弹头经鉴定就是这支枪发射的；被告人在作案现场被警方抓获。哪个是主证据，哪些是补强

证据？是否足以定案？ 

知识单元 8：证明对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证明概述 

一、证明的特点 

1、案件事实不可逆转，只能根据证据进行推理。 

2、是在诉讼程序中进行的，受诉讼法的调整。 

3、证明的主体是特定的机关和诉讼参与人。 

4、证据必须具有关联性和可采性。 

5、证明方法是逻辑推断、事实推断和客观验证的结合。 

二、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 

严格证明：凡涉及案件的发生过程、行为人的罪过、刑罚的幅度，以及民事行政实体法有关的

事实，也就是涉及对定罪、量刑和处理民事、行政案件有实体意义的事实情节，法律对其证明作出

严格规定的。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必须达到高度“确信”程度，刑事诉讼要求达到排除合

理怀疑的程度，民事行政诉讼要求达到优势证据的程度。 

自由证明（释明）：举证证明具有灵活性，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只限使裁判官相信“大概如

此”为满足。 

我国法律没有规定。限于对实体处理没有影响的程序法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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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证明对象的概念和特征 

一、证明对象的概念 

是指在诉讼中专门机关和当事人等（或称证明主体）必须用证据予以证明或者确认的案件事实

及有关事实。也称“待证事实”或者“要证事实”。 

不同诉讼证明对象不同，不同案件不同，不同阶段不同（如采取强制措施时）。 

二、证明对象的特征 

1、必须是与案件有关联并对正确处理案件有影响的事实。 

2、作为证明对象的事实，一般由法律规定。比如杀人罪的犯罪构成；从重从轻的量刑情节；

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赔偿范围及免责条件等。 

3、必须是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不能是免证事实。比如，众所周知的就不用证明。 

4、与证明责任、证明要求紧密相关。不同的事实可能由不同的主体负举证责任，比如环境污

染、动物致人损害等。 

三、研究证明对象的意义 

1、有利于指导专门机关和当事人进行证明活动。可以有的放矢地收集证据，准备诉讼。 

2、集中应予证明的事实，防止浪费诉讼资源，防止遗漏应予证明的事实。 

第三节 实体法事实 

一、刑事诉讼中实体法事实的证明对象 

《高法刑诉解释》规定了证明对象的具体范围。因而，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可以概括为与定

罪和处刑有关的事实。理论上归纳为四个方面：有关犯罪构成方面的事实；有关排除行为刑事责任

的情况；量刑的情节；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和犯罪后的表现。 

二、民事诉讼中实体法事实的证明对象 

民事诉讼的实体法事实是指当事人主张的关于实体权益的法律事实。它是指当事人主张的为民

法、经济法、婚姻法、继承法等实体法所规定的引起民事法律关系设立、变更和终止的法律事实。

因为当事人进行诉讼，是由于实体法规定的权利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要解决争议，就必须

查明实体法规定的事实是否存在以及实体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的原因。 

另外，民事诉讼的证明对象还包括：1、经验规则。指根据实践获得的反映事物内在规律的法

则。如果是常识性的，不需要证明；但当运用专门经验规则证明待证事实时，审判人员与一般人都

不易知道，则该规则为证明对象。2、外国现行法和港澳台地区的有关现行法。对于国内法，一般

遵循“法官知悉法律”的原则，当事人并不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外国法律和地方性习惯，不属于法

官职务上应当知悉的范围。外国法律一般指处理涉外案件时所适用的外国实体法律。其查明的顺序

是：当事人提供；我国驻外国使领馆提供；该国驻华使领馆提供；中外法律专家提供。国际条约和

国际惯例，有的时候也需要当事人提供。有人认为地方法规，即我国的具有地方性质的法律规范也

能够成为证明对象，因为我国地方性法规较多，审判人员不可能一一了解。 

三、行政诉讼中实体法事实的证明对象 

1、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和规范性文件及某些行政法规、规章。 

2、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事实。 

3、具体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法规。 

4、行政侵权损害的事实。 

5、滥用职权或超越职权的事实。 

第四节 程序法事实、证据事实和不需要证明的事实 

一、作为证明对象的程序法事实的范围 

1、关于回避的事实。 

2、关于申请恢复耽误的诉讼期限的事实。（不能抗拒的原因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诉讼费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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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减、免） 

3、影响采取强制措施的事实。（怀孕、严重疾病）  

4、一审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如刑事诉讼法第 227条，会导致发回重审的结果。（公开审判；

回避制度；法定诉讼权利；审判组织不合法；其他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5、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实。如刑事诉讼法第 242条的规定。（新证据证明原判决确有错误；证

据不确实不充分；适用法律有错误；审判人员违法行为） 

6、关于证据保全和诉讼保全措施的事实。（证据可能日后无法获得；财产可能被转移） 

二、证据事实不是证明对象 

1、只是证明的手段，不是案件事实本身。2、查证属实属于证据审查判断的内容。3、据以定

案的证据都是具有客观性的，是真实的。 

三、司法认知 

1、美国法中的司法认知。所谓司法认知，是指法院对某些事实，可以无需证明就认为存在。

司法认知可以分为对事实的司法认知和对法律的司法认知。在美国的证据法中，司法认知的范围包

括：事实问题的司法认知；法律的司法认知。  

2、台湾法中的司法认知。公知事实；裁判上显著的事实；职务上已知的事实。 

四、我国刑事诉讼中不需要证明的事实 

在法庭审理中，下列事实不必提出证据进行证明：1、为一般人共同知晓的常识性事实；2、人

民法院生效裁判所确认的并且未依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事实；3、法律、法规的内容以及适用

等属于审判人员履行职务所应当知晓的事实；4、在法庭审理中不存在异议的程序事实；5、法律规

定的推定事实。 

五、我国民事诉讼中不需要证明的事实 

民事诉讼中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 

1、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明确表示承认的；当事人在诉

讼中作出的明示或者默示的承认，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2、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及定理； 

众所周知的事实，指在一定范围内，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客观真实的事实。例如 1976 年唐山发

生的地震，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10月 1日是国庆节，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自然规律和定理，比如生物学中雌性繁衍后代，医学上呼吸停止意味着死亡，指纹人各不同，

等等。 

3、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事实，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是指根据生活经验、客观事物的因果关系或者法律规定，从一个事实推定出另外一个事实。例

如，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生子女推定为婚生。 

4、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其意义一是能够提高诉讼效率，二是防

止法院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 

5、已为有效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民诉法明确规定） 

此外，有人还主张司法人员依职权可以认知的事实，也不必加以证明，如国内法等。 

六、我国行政诉讼中不需要证明的事实 

下列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1、众所周知的事实；2、自然规律及定理；3、按照法律规定推

定的事实；4、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5、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前款第 1、3、4、5

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另外，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是

如果发现裁判文书或者裁决文书认定的事实有重大问题的，应当中止诉讼，通过法定程序予以纠正

后恢复诉讼。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关于证明对象的理论和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了解我国司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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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中对免证事实的规定。重点思考我国应当如何确定免证事实的范围，例如司法认知的范围究竟如

何确定、民事裁判是否可以约束将来的刑事审理等。 

作业 
1、证明（proof）在英美是指在法庭上提出证据和说服事实的审理者。在我国，证明的含义有

什么不同？ 

2、我国法律中是否有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的规定？ 

3、关于口供获得的合法性问题，有人认为，控方应当对口供合法取得负举证责任，并且应当

严格证明。你认为如何？ 

4、哪些事实可以用自由证明的方式？ 

5、对于联合国宪章以及我国缔结、参加的国际公约，是否应当属于法官予以认知的范围？我

国的法官及法学院的学生，是否有机会了解这些规定？ 

6、司法认知（Judicial Notice）的范围应当多大？在我国，国内法是否应当进行认知？外国

法、港澳台法是否是认知的范围？ 

7、如果对一个录像带的真实性发生争议，并且针对其是否经过剪辑进行了鉴定，其证明对象

是什么？ 

8、民事生效判决裁定确定的事实，控诉方在刑事诉讼中是否不需要证明？ 

9、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在庭审中正式承认犯罪是否免除控诉方的举证责任？ 

10、在刑事诉讼中，公诉方是否有责任证明被告人精神正常？是否需要证明被告人了解中国法

律？ 

知识单元 9：证明责任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证明责任概述 

一、证明责任的概念 

是指司法机关或某些当事人应当收集或提供证据证明应予认定或阐明的案件事实或自己所主

张的事实的责任，否则将承担其所认定的事实或主张事实有不能成立危险的法律后果。 

分为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二、证明责任的意义 

1、是支持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所必需的一种责任。 

2、可以在事实无法查明的情况下根据举证责任的分配作出判决。 

第二节 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一、举证责任概述 

1、举证责任的概念。是指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主张，须提供证据证明，否则将负担不能

依其主张进行裁判的危险。 

2、举证责任的转移。是指在诉讼证明中，对双方所主张的对立事实，按诉讼顺序，由一方负

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先举证后，转换成另一方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举证，并且可以再互相转换举证的

举证规则。刑事、行政诉讼中不存在转移。 

3、举证责任的免除。又称举证责任的例外，指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在特定情况下无须举

证证明，而免除其举证责任。 

二、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 

1、概念。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任何被怀疑犯罪或者受到刑事指控的人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确

认为有罪之前，在法律上应推定其无罪或者假定其无罪。 

2、要求。第一，控方举证推翻这个推定。第二，由法院依法认定被告人是否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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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罪推定在我国的适用。2012 年刑事诉讼法第 12 条规定了“未经人民法院判决，对任何

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并具体规定了证据不足的不起诉和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但是，没有赋予沉

默权，而是要求如实回答。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应当明确规定无罪推定。 

三、我国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具体承担 

1、公诉人负举证责任。公诉人的地位相当于控方当事人，而不是证据的审查判断者。其庭审

中的活动是为了使法院审判案件能够采纳自己的控诉主张。 

2、被害人的举证责任。 

3、自诉人负举证责任。自诉人的起诉必须达到“犯罪事实清楚，有足够证据”的程度。如果

法院认为自诉人的起诉证据不充分，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 

4、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告人对其主张负举证责任。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则上不负举证责任。 

（1）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被告人主张自己无罪，不负举证责任，司法机关不能因为其对无

罪主张举证不能或者举证不足，使其承担有罪的决定或裁判后果。  

（2）但是，实体法规定被告人负举证责任的情况例外。我国刑法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和“非法持有国家绝密、机密文件资料、物品”罪。 

（3）要求被告人如实回答并非是举证责任。因为即使其不如实回答，也不必承担其有罪的不

利后果。 

（4）被告人在特定情况下是否应当负举证责任。在英美法中，特定情况下被告人要负举证责

任：一是当有关的推定对被告人不利时，被告人应当提出证据推翻这样的推定，比如知情的推定、

实体法规定的推定等；二是被告人提出积极的辩护主张的时候，例如不在现场 alibi、精神不正常、

正当防卫、符合法律规定的但书、例外或者豁免。但是，当辩方提出以上主张之后，控诉方必须排

除合理怀疑地推翻上述主张，也就是说，控方的举证责任是一贯的、并且证明标准是很高的。 

四、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1、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内容。“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主张责任、提出证据责任、说服

责任。 

2、民事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 

（1）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包括各方当事人，包括积极事实和消极事

实，包括正反两方面的主张。例如欠款不还。 

《民诉证据规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

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

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2）举证责任倒置。是指提出积极的诉讼主张的一方当事人不承担举证责任，而作消极否定

性主张的另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民诉证据规则》规定了八种情况。 

（3）举证责任的免除。即“免证事实”，包括自认、司法认知和推定。 

五、我国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 

在我国行政诉讼中，以被告负举证责任为原则，以原告负举证责任为例外。 

1、行政诉讼被告的举证责任。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

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2、行政诉讼原告人的举证责任。《行诉解释》第 27条规定了原告对某些事项承担举证责任。 

六、举证时限 

民事、行政诉讼中的举证时限制度。民事、行政证据规则确立的。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强化程

序正义在诉讼中的作用和地位。 

是对公正与效率的折中选择。参看《民诉证据规则》和《行诉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 

七、证据交换 

我国刑事诉讼中尚未确立证据展示制度，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已经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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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初步建立。 

《民诉证据规则》；《行诉证据规则》第 21条。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证明责任的

规定。分析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举证和法院查证的关系。重点思考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是否承担举证责

任以及人民法院是否承担证明责任。 

作业 
1、我国的证明主体是否包括公检法机关？ 

2、我国的证明责任是否仅仅限于当事人或者控辩双方在法庭上证明自己主张的责任？ 

3、在我国，法院是否有证明责任？ 

4、民事、行政诉讼中的鉴定人以外的专家的身份是什么？  

5、什么是证据裁判主义？要求人民法院以证据能够证明的事实为依据作出裁判，是否就是证

据裁判主义？ 

6、如果案件事实无法查明，法院应当作出何种判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作出何种判决？ 

7、在英美法，其证据法是通过限制证据的可采性，防止事实的审理者被误导；大陆法系则是

要求法官详尽地说明其形成心证的理由，明确对证据证明力判断的过程和理由。国际刑事法庭则同

时采纳了两个方面。我国目前没有可采性规则，但是已经要求法官说明判断的理由和结果。你倾向

于哪一种？ 

8、行政诉讼中的专业人员的规定与民事诉讼中的专业人员有何不同？其与鉴定人有什么区

别？ 

9、2012 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有专门知识的人”。在日本、意大利和台湾都有鉴定证人或者

专家证人的规定。专家辅助人应当如何发挥作用？ 

10、民诉证据规则和行诉证据规则都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对证据证明力判断

的理由。这样规定的目的何在？ 

11、行诉证据规则使用了“采纳”一词。这个词和美国法中的 admissibility是否一致？在这

里其含义是什么？ 

12、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第 12条的规定，与无罪推定的要求有哪些是一致的，还有哪些差距？ 

13、我国刑事诉讼法是否要求辩护方展示证据？是全部还是部分？具体哪些证据应当展示？ 

知识单元 10：证明标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证明标准概述 

一、证明标准概述 

1、我国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都要求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而且，在刑事

诉讼中，侦查终结、决定起诉和最后定罪时都要求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 

我国传统上要求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近年来的争论，即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之争。由于可采

性、举证范围、诉讼期限的限制，有主张无法达到客观真实的说法。根据举证责任在真伪不明的情

况下所作的判决就是对客观真实说的一个挑战。 

2、排除合理怀疑的含义 

在美国，公诉方有义务在超出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程度上证明所控犯罪

的所有实质性要素。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被告可以用无罪答辩和概不承认的方法来“迫使公诉方

去证明”。大多数法官都拒绝向陪审团给出“合理怀疑”的定义，而将这一证明标准视为不言自明

的。 

对陪审团的提示中有好几种解释，例如有一种解释是：“合理怀疑是指‘基于原因和常识的怀

疑——那种将使一个理智正常的人犹豫不决的怀疑’，所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必须是如此地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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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服以至于‘一个理智正常的人在处理他自己的十分重要的事务时将毫不犹豫地依靠它并据此来

行事。’” 

二、自由心证与客观真实 

我国不接受自由心证，而是从客观角度设定证明标准。 

但是，在证据裁判主义的前提下，法官判断案件只有两种方法：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心证。我

国两者都反对，但是目前的司法解释倾向于法定证据制度。 

第二节 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 

一、客观真实 

1、客观真实的标准，就是要求司法机关处理案件，必须以查明的案件客观真实情况为根据，

否则就要依法予以纠正。 

2、客观真实面临的困难。首先，如果要求法院去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那么法院是否要受到

双方当事人举证的限制，是否受庭审中调查核实过的证据的限制？其次，客观真实的要求与一些证

据规则是相互冲突的。比如证据的可采性方面的规则。最明显的莫过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再次，

客观真实可能会造成诉讼拖延。每一个案件所能收集到的证据都是有限的，诉讼期限也是有限的，

最后具有可采性、符合提证程序而被审理者最终作为定案根据考虑的证据更是有限的。 

客观真实与某些证据规则存在价值取向上的矛盾。例如，证据规则中的被告人不得被强迫自证

其罪规则、特定的人享有拒绝作证权、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非法搜查扣押的证据物的排除规则

等等，都阻碍了客观真实的查明。而确立这些证据规则，是因为在客观真实与保护人权、诉讼文明、

限制政府权力以及其他更为重大的社会价值的权衡中，在某些情况下，其他社会价值与客观真实的

目标相比，更应当加以确认和保护。 

3、如何理解客观真实。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是追求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但应当是

在遵守证据法的前提下追求查明，而不能只考虑查明真实的价值而忽略其他的价值，如疑罪从无、

诉讼效率、人权保护等等。如果在顾全以上价值的基础上，查明案件事实达到排他性的程度，则可

以做有罪判决。 

二、主观真实 

主观真实，即人们主观上相信真实，在证据制度上称为“内心确信”真实。美国的 OJ Simpson

审判。陪审团裁决的终局性。排除合理怀疑与排他性之间的关系。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与排除合理

怀疑。 

三、法律真实 

法律真实，可以理解为“法律上有罪”（legal guilt），与事实上有罪相对而言。 

第三节 我国证明要求与标准 

一、定案的证明要求与标准 

1、刑事诉讼。移送审查起诉、起诉、定罪必须做到犯罪事实情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对证

据不足的，应当作出不起诉或者无罪判决。（疑罪从无） 

2、民事、行政诉讼：“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二、立案的标准 

刑事公诉案件：有犯罪事实发生；自诉案件：起诉时有一定证据证明，如果证据不充足，可能

被驳回起诉。 

民事、行政诉讼：提供相应的证据。 

第四节 疑罪的处理 

一、疑罪从无 

1、疑罪的概念：是指因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而造成的既不能证实被告人有罪也不能排除其

犯罪嫌疑的案件。罪疑：是否有罪存在疑问；刑疑：罪轻罪重存在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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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对待疑罪的态度：证据不足的不起诉；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 

二、刑疑惟轻 

有疑问时作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如果罪轻罪重无法查明，按罪轻处理。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我国理论界对客观真实的要求。分析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之争。

了解美国法中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判例。重点思考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如何确定以及疑罪

如何处理。 

作业 

1、我国的法官判断证据，是依照法律预先规定的证据证明力规则，还是依据理性和良心自由

判断？ 

2、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证据证明力规则的优点是什么？有什么缺点？ 

3、法定证据制度为什么被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取消？ 

4、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争论的根本分歧何在？其依据的哲学理论是否相同？在案件事实能否

查明的问题上，他们是否存在分歧？ 

5、我国法律规定的具体证明标准是什么？如何理解？  

6、侦查终结、起诉和审判是否应当达到同样的证明标准？这样要求的好处和弊端是什么？ 

7、定罪标准要求高低的优缺点是什么？ 

8、能否由法律具体规定最终定案所必须达到的证据标准？如果不能，应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有学者提出了实物检验规则，你认为如何？ 

知识单元 11：推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推定的概念和意义 

一、推定的概念 

推定是指当某一个事实得到证明时，就假定另一个事实是真实的。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对后

一个事实无须证明，而提出反驳的另一方当事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规定，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能推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

其价值在于简化证明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属于免证事实之一。我国法律已经规定了若干种推定。 

一般情况下，推定中的事实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作为推断或者认定根据的事实，称为基础事实。

二是根据基础事实认定其存在的事实，称为推定事实。法院在没有反证推翻的情况下，直接认定推

定事实。 

二、推定的法律属性 

1、先定性和偏见性。都是先预想某一事实的存在，对当事人一方有利。 

2、实体性和程序性。法官可以在没有反驳的情况下认定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在程序上将举证

责任置于反驳推定的一方当事人身上。 

三、推定的意义 

1、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往往是出于政策的考虑，比如环境污染，产品质量，婚生子女，刑事

诉讼中国家一方负举证责任，等等。 

2、在事实无法查清的情况下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诉讼的目标是为了定纷止争，有的事实无

法查明，但是法院还是要做判决。 

第二节 推定的适用 

一、推定的设立 

1、逻辑证明关系。法律推定应当建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推定的事实是真实的，然后允许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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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反驳，这样即使出现例外也可以弥补。例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2、给事实无法查明的案件一个合法的解决办法。如死亡顺序的推定、无罪推定。 

3、价值判断和利弊选择。比如无罪推定、婚生子女等。 

二、推定的适用 

1、必须有法律依据。事实推定也可以适用。 

2、基础事实必须得到证明。 

3、允许当事人反驳推定，提出反驳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推定的概念。了解我国法律关于推定的规定。重点思考刑事诉

讼和民事诉讼中的推定是否应当有区别，以及我国刑事诉讼中对于“明知赃物而购买”的规定是否

合理。 

作业 

1、《民诉证据规则》：“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

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 ”这是不是推定？基础事实是什

么？推定的结论是什么？ 

2、《民诉证据规则》：“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3、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

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这包括事实推定和法律推定两个方面。是否应当是免

证事实？ 

知识单元 12：法庭上的证据调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证据查证的概念、程序和意义 

1、证据查证的概念。是指司法人员和诉讼当事人等证明主体，对收集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

鉴别其真伪，确定其能否作为定案根据的诉讼活动。 

2、证据查证的程序。主要是指法庭审判中的证据调查，我国学者一般称之为庭审中的“举证、

质证和认证”。 

3、我国庭审调查的特色。（1）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无权选择是否作证，并且由控方首先询问。

（2）既不实行自由心证，也不规定详细的证据规则。 

二、我国已经确立的质证规则 

1、主询问和反询问规则。由提请传唤的一方先问，然后由对方发问。发问应当与本案事实相

关；不得以诱导方式提问；不得威胁证人；不得损害证人的人格尊严；不得要求证人提供猜测或者

意见。需要探讨的问题：什么时候提出；是否需要说明理由；谁来裁判；能否上诉；异议成立的后

果；法官能否主动干预等等。 

2、刑事被告人在场原则。 

3、证人身份披露规则。证人到庭后，审判人员应当先核实证人的身份、证人与当事人及本案

的关系。 

4、所有证据都应经过双方质证才能作为定案根据。出示证据的顺序。一证一认的要求。 

第二节 证人证言的庭审调查 

一、证人出庭的保障措施 

1、赋予法院司法拘留的权力。 

2、明确证人费用补偿。（刑诉法、民诉、行诉证据规则的规定） 

3、加强证人保护。（刑诉法、民诉、行诉证据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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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区分对事实有争议和无争议的案件。 

5、排除传闻证据。 

二、证人宣誓 

《高法刑诉解释》规定，证人到庭后，审判人员应当先核实证人的身份，与当事人以及本案的

关系，告知证人应当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证人作证前，应当

在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上签名。同时规定了鉴定人说明鉴定意见前，应当在如实说明鉴定意见的保证

书上签名。 

该司法解释中关于证人应当在如实作证的保证书上签字也是使用的“应当”。由于证前宣誓是

证人作证的必经程序，而且伪证罪的处罚又是以宣誓为前提，因此，为保证证言的真实性和宣誓制

度的彻底实施，证人必须在提供陈述前进行宣誓，没有经过法庭宣誓的证人不能向法庭提供证言。 

三、对证人的询问 

本方当事人对本方证人询问；对方当事人对该证人询问；本方当事人再次对本方证人询问；对

方当事人再次对该证人询问。如果法庭认为必要，双方当事人可以按照以上顺序对证人继续询问。

主询问和反询问（direct and cross examination），是英美法中在庭审时对证人进行询问的方法。 

1、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证人的发问顺序。 

《高法刑诉解释》规定了询问证人、鉴定人的顺序：（1）向证人、鉴定人发问，应当先由提请

传唤的一方进行。（2）提请传唤的一方发问完毕后，对方经审判长准许，也可以发问。（3）审判人

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询问证人、鉴定人。。 

2、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被害人、被告人在法庭上的询问顺序。将被害人视为控诉方证人，将被

告人视为辩护方证人，在询问顺序上规定为：先由本方询问，然后由对方询问；审判人员可以依职

权询问。这种询问顺序与对证人的询问顺序是相同的。 

3、我国法律规定的证人作证方式。对证人的询问方法有两种，一是证人进行连贯陈述；一是

一问一答。应当采纳一问一答的方式，也就是说，证人在作证时是逐一回答当事人提出的问题，只

需要对问题进行真实、准确的回答，而不是连续讲述其所感知的整个事件。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公诉人应当首先要求证人就其所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

进行连贯陈述。证人连贯陈述后，公诉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对证人发问。证人不能连贯陈述的，

公诉人也可以直接发问。发问应当采取一问一答形式，提问应当简洁、清楚。可见，我国目前采用

的是先连贯陈述，然后一问一答。 

4、我国刑事诉讼中对诱导性问题的规定。诱导性问题是指暗示证人作出询问人希望得到的回

答的问题。因为诱导性问题可能会误导证人，不利于保证证言的真实性、准确性。《高法刑诉解释》

已经规定，不得以诱导方式提问。 

5、美国法中反对诱导性问题的例外。反对诱导性问题的例外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反询问中，

允许使用诱导性问题；二是在特定情况下（未成年人；理解能力低下的人；预备性问题），在主询

问中也准许诱导性问题。 

6、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不能旁听法庭的审理。 

7、根据我国现有司法解释，一方当事人可以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提出反对。如果法官认为异

议成立，证人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高法刑诉解释》中规定，审判长对于向证人、鉴定人发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发问的方式

不当的，应当制止。对于控辩双方认为对方发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发问的方式不当并提出异议

的，审判长应当判明情况予以支持或驳回。 

《行诉证据规则》中要求发问的内容应当与案件的事实相关。与案件事实是否相关，也就是该

问题与案件的争议之点是否有相关性。对相关性的判断标准，主要是一个逻辑问题，即看它对案件

争议之点是否能够起到证明作用。 

8、在我国法庭审理中，当事人有权对发问方式不当提出反对。我国法律确立的反对理由。意

见；诱导；非法取证；非原件。 



2619 

9、在我国，法官有权主动干预。 

目前的司法解释规定审判长对不当的发问应当制止。《高法刑诉解释》规定，审判长对于控辩

双方讯问、发问被告人、被害人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被告人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讯问、发问

的方式不当的，应当制止。审判长对于向证人、鉴定人发问的内容与本案无关或者发问的方式不当

的，应当制止。这意味着在当事人双方没有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法官有权并且有义务制止不当的发

问。 

四、对证人的处罚 

对不出庭的证人，应当给予的处罚。我国刑法中规定了特定案件中拒绝提供证言的人的法律责

任，刑法规定：“明知他人有间谍犯罪行为，在国家安全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

拒绝提供，情节严重的，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2012 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可以处十日以下司

法拘留。 

五、证人保护和经济补偿 

1、我国法律中关于证人保护的规定的不足。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

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民诉证据规则》： 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予以保护。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

参与人……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打击报复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处理。 

《行诉证据规则》第 74 条：证人、鉴定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受法律保护。人民法

院应当对证人、鉴定人的住址和联系方式予以保密。 

2、我国法律中对证人的经济补偿的规定。证人因出庭作证而支出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

一方当事人先行支付，由败诉一方当事人承担。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对法庭上的证据调查的规定，特别是法

庭上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分析禁止诱导性提问的合理性。重点思考证人宣誓制度、对证人的询问的

方法、证人的经济补偿和证人的处罚。  

作业 

1、我国是否确立了证人宣誓制度？ 

2、对于被告人的配偶、近亲属等，如果放弃证人特权，选择作证，是否应当进行宣誓？并且

如果伪证的话，是否要承担伪证罪的刑事责任？ 

3、享有职业秘密特权和公务秘密特权的，经过特权人或者相应机构许可或者批准，是否应当

进行宣誓？ 

4、对于被告人，如果放弃特权（即沉默权）选择作证，能否提供宣誓陈述？ 

5、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阶段是否要求宣誓？（在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和检察院的起诉阶段

提供陈述的人，包括参考人、鉴定人等一般都不需要宣誓，只有在特别情况下，即证人如实陈述对

以后的程序至关重要时，以及证人可能无法出席法庭审判时，才可以请求法院命令证人宣誓。） 

6、在什么情形下，可以免除证人的宣誓义务？（以下几种例外情形：第一，证人是未成年人。

第二，刑事被告人提供陈述。第三，符合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的情形。） 

7、在民事诉讼中，证人在人民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交换证据时出席陈述证言的，能否视为出

庭作证？ 

8、对证人进行处罚的权力，是否应当也赋予公安和检察？ 

9、依照我国现行法律，伪证罪的处罚是否以宣誓为前提？如果不是，你认为是否应当以宣誓

为前提？ 

（二）实践教学 2学时 

实验 1：具体案件中证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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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 

某杀人案证据分析 

1、 预习要求：事先阅读教材中关于种类与分类的论述，充分理解各种概念和划分标准。 

2、 实验目的：正确划分证据的种类与分类，并理解其在实践中的运用。 

3、 实验内容和要求：对各项单个证据进行分析。 

4、 实验学时：2课时。 

5、 教师点评：最后教师给出参考答案，并听取学生对参考答案的反馈。 

实验要求： 

1、通过对一个具体案例中证据的分析，更加深入地理解证据的种类、分类；更加深入地理解

各种证据在查明事实中的作用。 

2、由教师描述一个具体案例中的证据，由学生分析各个证据的种类和分类。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证据法学概述（一） 2  

2 外国主要证据制度 2  

3 中国古代证据制度 2  

4 证据的概念和意义 2  

5 非法证据排除 2  

6 证据种类（一） 2  

7 证据种类（二） 2  

8 证据分类（一） 2  

9 证据分类（二） 2  

10 证明对象 2  

11 证明责任（一） 2  

12 证明责任（二） 2  

13 证明标准 2  

14 推定 2  

15 法庭上的证据调查 2  

16 实践教学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刑法总论、刑法分论、刑事诉讼法学 

后续课程：刑事法律诊所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我国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关于证据的法律规定，以及实践中运行的情况。 

难点：证据学中理论问题和价值权衡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学生阅读资料。 

教学手段： 

1.教师演讲。 

2.学生提问、小组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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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讨论案例所需要的专门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学生应当阅读推荐参考书中的一部分。鼓励学生课外参加模拟法庭竞赛。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证据法学》，陈光中主编，法律出版社 2013年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证据法专家拟制稿》，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年版。 

2、易延友：《对自由心证哲学基础的再思考》，载《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 2期。 

3、吴丹红：《面对中国的证据法学——兼评易延友<证据学是一门法学吗>》，载《政法论坛》，

2006年第 2期。 

4、史立梅：《程序正义与刑事证据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5、毕玉谦、郑旭、刘善春：《中国证据法草案建议稿及论证》，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6、易延友：《英美证据法的历史与哲学考察》，载《中外法学》2004年第 3期。 

7、齐树洁主编：《英国证据法》，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8、陈光中等：《刑事证据制度与认识论——兼与误区论、法律真实论、相对真实论商榷》；载

《中国法学》2001年第 1期。 

9、陈瑞华：《从认识论走向价值论——证据法理论基础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学》，2001 年

第 1期。 

10、易延友：《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 1期。 

11、张建伟：《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 2期。 

12、刘金友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13、樊崇义等：《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14、郭志媛：《刑事证据可采性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04年版。 

15、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02年版。 

16、何家弘：《毒树之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17、王进喜：《刑事证人证言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18、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19、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20、吴宏耀、魏晓娜：《诉讼证明原理》，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21、樊崇义等著：《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22、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23、朱苏力：《窦娥的悲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 2期； 

24、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5、张卫平：《证明责任概念解析》，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 6期； 

26、李浩：《证明责任与不适用规范说》，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 4期。 

27、樊崇义：《客观真实管见——兼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 1期。 

28、何家弘：《让证据走下人造的神坛》，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 5期，第 104页。 

29、张继成：《事实、命题与证据》，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 5期。 

30、樊崇义等：《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31、陈浩然：《证据法原理》，华东理工出版社 20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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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卞建林主编：《证据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33、沈达明著：《英美证据法》，中信出版社 1993年出版。 

34、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 

35、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及其程序功能》，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 

36、[台]周叔厚：《证据法论》，台湾三民 1995年版。 

37、[台]刁荣华主编：《刑事证据比较各论》，台湾汉林 1984版。 

38、[台]林辉煌：《论证据排除——美国法之理论与实务》，北大出版社 2006年版。 

39、[台]周叔厚：《证据法论》第四版，三民书局（2000）。 

40、[台]李学灯：《证据法比较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 

41、[台]吴巡龙：《新刑事诉讼制度与证据法则》，台湾学林出版社（2003）。 

42、[台]李学灯著：《证据法比较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1年出版。 

43、[美]米尔建.R·达马斯：《漂移的证据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44、[美]迈克尔.H.格莱姆：《联邦证据法》影印本，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45、[美]乔恩·R·华尔兹著，何家弘等译，《刑事证据大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46、[美]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第二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47、[美]弗雷德·英博：《审讯与供述》，何家弘译，群众出版社 1992年版。 

48、[美]阿瑟 S·奥布里等著：《刑事审讯》，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49、[美]波斯纳：《证据法的经济分析》（修订），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版。 

50、[美]摩根著，李学灯译，《证据法之基本问题》，台北“教育部”1982年版； 

51、[德]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年版。 

52、Twinning and Stein，Evidence and Proof，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2，2003） 
执笔：郑旭      审稿：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8日 

 

犯罪预防与控制 
Crim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课程号：40403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犯罪预防与控制理论与实践的基

础知识和基本原理，并由此视角进而加深对人与社会的认识，为社会工作概论、公共危机管理、青

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等后续或相关课程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1）指导学生在认识犯罪现象的本质与规律的基础上深刻认识预防和控制

犯罪的必要性与可能性；（2）指导学生了解并掌握国内外犯罪预防与控制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模式；

（3）指导学生深刻认识刑罚以及刑事司法对于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必要性及其有限性，在此基础上，

指导学生分析、思考死刑威慑功能及其存废问题；（4）指导学生了解情境预防（即环境预防与空间

设计）的主要措施及其在防控犯罪中的意义和功用；（5）指导学生了解被害预防的理论及意义，在

此基础上，帮助学生树立、强化自我保护意识；（6）指导学生深刻理解犯罪社会预防的重要意义，

尤其深刻理解公共政策/社会政策在解决犯罪问题中的重要意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学时 

知识单元 1：概述：犯罪防控的概念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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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犯罪预防与犯罪控制的概念 

犯罪预防（crime prevention），是旨在消除犯罪原因，防止犯罪行为发生的防范性措施的总

和。 

犯罪控制（crime control），是旨在通过刑罚压制和一定的技术手段遏制犯罪现象总量增加的

活动和措施。 

2．犯罪预防与控制的必要性 

（1）犯罪在本质上是一种恶，它不仅违犯法律，破坏社会秩序，而且践踏社会道德。 

（2）犯罪给国家、社会以及被害者个人造成巨大的物质的以及非物质的损害。 

3．犯罪预防与控的基本原理/原则 

（1）法治、人道和科学的原则； 

（2）通过公共政策/社会政策解决犯罪问题原则（最好的公共政策/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犯罪

对策）； 

（3）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相均衡； 

（4）社会控制与自我控制相平衡。 

4．犯罪预防与控制的基本模式 

（1）国外的三级预防模式：初级预防、二级预防、三级预防。 

（2）中国的犯罪预防模式：综合治理。 

（3）犯罪防控模式的功用： 

——减犯罪目标和犯罪机会； 

——加大犯罪风险与代价； 

——改善环境，消除犯罪原因。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内外犯罪预防与控制的基本模式。 

2．掌握犯罪预防与控制的概念，深入理解犯罪预防与控制的必要性和基本原理/原则。 

作业（小论文）： 

如何理解犯罪预防与控制的必要性 

知识单元 2：认识犯罪：本质与原因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犯罪的概念：罪的多义性与相对性。 

2．犯罪的本质与功能 

（1）关于犯罪本质的基本假设 

超自然主义假设(supernatural explain)与自然主义假设(natural explain)； 

合意论假设(consensus theory)与冲突论假设( conflict theory)； 

非决定论假设(freewill)与决定论假设(determinism)。 

（2）关于犯罪功能认识和观点 

犯罪是一种社会常态现象，还是一种社会病态现象。 

迪尔凯姆关于犯罪功能的论述及其评价。 

3．犯罪原因理论及其启示 

古典派犯罪学理论及其启示； 

意大利实证派犯罪学理论及其启示； 

犯罪社会学派理论及其启示。 

4．中国犯罪现象及其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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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了解各种犯罪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及其启示，了解中国犯罪现象的状况及其变动趋势。 

2．在掌握犯罪概念的基础上，深入理解犯罪的本质及其功能，并由此加深对犯罪预防与控制

必要性的认识。 

作业（阅读与思考）： 

阅读（法）迪尔凯姆《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中译本，华夏出版社 1988年版）第三章（第 38-59

页），思考并评价迪尔凯姆关于犯罪是一种社会常态现象并具有一定的积极功能的观点。 

知识单元 3：刑罚预防：威慑 or矫正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刑罚的本质及其目的（功能） 

刑罚是刑法规定的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犯罪分子所适用的剥夺或者限制其某种权益的强制

性制裁方法。刑罚是犯罪的最主要、最严厉的法律后果。刑罚是犯罪的一种代价。 

刑罚的本义是痛苦与恶害的合法施加。施加痛苦（即惩罚）并使罪犯得以赎罪（即报应），是

刑罚的本质属性。因此，从本质上说，刑罚意味着剥夺（生命、自由、能力或权利）与耻辱，并因

此使犯罪人（以及公众）产生痛苦感和畏惧感。 

关于刑罚目的（功能），主要有三种观点：报应刑论、威慑刑论、教育（矫正）刑论。坚持何

种刑罚目的论，取决于坚持何种社会观和犯罪观。 

2．刑罚威慑功能及其实现条件 

 所谓刑罚威慑功能，是指人们因畏惧刑罚之苦或刑罚之耻而不敢犯罪、不愿犯罪的刑罚效应。

刑罚威慑分为一般威慑和特殊威慑，但更多地是着眼于一般威慑。刑罚威慑功能通过刑罚的设置、

适用和执行而实现。 

刑罚威慑功能的实现条件：刑罚严厉性、刑罚及时性和刑罚必然性（不可避免性）。刑罚威慑

功能的大小，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刑罚的及时性和必然性（不可避免性），而较小程度取决于刑罚严

厉性。 

刑罚的有限性及负作用。刑罚不是防治犯罪的万应灵药和治本之策，其威慑犯罪的效用是用限

的。不仅如此，刑罚的适用和执行还可能产生“贴标签”的负作用。 

3．犯罪人矫治（略）：监狱与刑罚执行 

（1）犯罪人的教育改造； 

（2）犯罪人的心理矫治； 

（3）精神病人以及病态人格者的心理治疗。 

4． 警察与刑事司法 

（1）警察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责：治安管理（重点：治安管理处罚）和犯罪侦查。 

（2）刑事司法：犯罪的侦查、起诉与审判。 

5．专题 

（1）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形成与贯彻 

（2）“严打”政策及其评价 

（3）死刑威慑功能及其存废问题 

（4）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中国刑法犯罪圈分析 

（5）美国刑事政策简介：“零容忍”与“破窗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刑罚预防的实质及目标——增加犯罪的风险和代价，使人们不敢、不愿犯罪。了解我

国警察及刑事司法机关的设置及其职责。了解我国的监狱设置及其矫治犯罪人的基本制度、方式和

过程。 

2．掌握刑罚预防的基本原理和理论，深刻理解刑罚的威慑功能及其实现条件。 



2625 

作业（小论文）： 

死刑的威慑功能及死刑的存废 

知识单元 4： 情境预防：环境预防与空间设计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情境预防的概念 

所谓情境预防（situational prevention of crime），是指针对犯罪易发、多发的具体场所、

环境而采取的防控措施。 

情境预防的目的，在于消除环境隐患，阻塞犯罪通道，强化犯罪目标，加大犯罪风险，减少犯

罪机会，消除或削弱犯罪恐惧。 

环境设计和邻里守望相助，是情境预防的基本途径。 

2．情境预防途径一：环境设计 

（1）概念：环境设计，又可称空间防卫，其主旨是通过环境设计，创造安全环境，加强犯罪

监控能力，以增加犯罪风险、减少犯罪机会的技术性措施。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是环境设计理

论的精髓。 

（2）理论介绍：雅各布斯（Jacobs）的城市设计理论；纽曼(Newman) 的“防卫空间”概念；

杰弗瑞（Jeffery）的“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理论。 

（3）具体措施：增加犯罪困难的措施、提高犯罪风险的措施和降低犯罪收益的措施。 

3．情境预防途径二：邻里守望相助与待区照看 

（1）含义：所谓邻里守望相助与待区照看，是指社区或街区邻里之间相互帮助、照看，共同

巡守家园，防止犯罪。其意义在于增强社区凝聚力，形成一种有助于抑制犯罪的社区氛围。 

（2）必要性：单纯的环境设计，其预防犯罪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形成有

助于抑制犯罪的社区氛围，是预防和减少社区内犯罪发生的关键因素。 

（3）主要形式：邻里/街区照看（neighborhood watch/block watch）；居民巡逻；警察巡逻

与警民联防；护送服务；等等。 

4．犯罪转移（crime displace ） 

犯罪转移，又称犯罪“外溢”。 

犯罪情境预防，虽增加了犯罪的风险和难度，却未必能够消除犯罪者的犯罪动机，因此，一个

客观现象是，当犯罪者意识到在此处实施犯罪具有难度时，会转移到其他相对容易的地方实施犯罪。 

犯罪转移现象的存在，似乎说明，情境预防措施可能有效，但社会犯罪的总量可能并未发生变

化。 

犯罪转移的 5种形式。 

5．情境预防面临的困题与挑战（略） 

学习目标： 

1．了解情境预防的目的和意义。了解环境设计和邻里守望相助的具体途径或措施。了解犯罪

转移现象及其具体形式。 

2．掌握环境设计的有关理论，并深入理解“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理论。 

作业（小论文）： 

“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有感 

知识单元 5：被害预防：自我防卫与减少犯罪目标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被害预防的概念与意义 

（1）概念：所谓被害预防，是自我防卫、减少犯罪目标以防止被害的措施的总和。 

（2）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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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行为是在加害人与被害人互动过程中发生的。在犯罪行为发生过程中，被害人并非总是无

辜的，有的犯罪行为是被害人自己招致或引起的。被害人自身的某些特性以及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

的关系，往往是其招致被害或引起犯罪的重要因素。因此，着眼于被害人，提醒人们加强自我防卫，

减少犯罪目标，对于减少犯罪以及减少被害具有现实意义。 

2．被害人特性 

（1）被害人的被害性 

早期被害人学研究的基本假设：被害人与非被害人具有本质区别。根据这个假设，一个人之所

以成为被害人，是因其具有不同于非被害人的某种特征或者特性。  

被害人的被害性（victimity）；被害人的有责性（或可责性 responsibility）；被害人分布（年

龄分布、性别分布、社会经济地位分布)；被害人的被害生涯（victim career）。 

（2）被害人与犯罪人（加害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早期被害人研究，建立在被害人不同于非被害人这一假设之上的，主要致力于查明被害人异于

非被害人而致其被害的“被害特性”。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被害人与非被害人之间

不存在本质性差异。被害性在普通人群中具有普遍性，只是程度各不相同而已。应当把被害人作为

犯罪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主体之一来从动态的角度研究，即应当把被害人放到包括被害人和犯罪人在

内的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中去加以研究。这种研究就是关于被害人与犯罪人互动关系的研究，

其目的不是找出被害人与非被害人之间的区别，而是发现被害人在犯罪行为以及被害事件发生过程

中的作用。 

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刑事伙伴关系（或刑事对偶关系 penal /criminal couple）；被害人与

犯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社会经济地位的相似性；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相互

转化关系；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同情或爱恋关系——斯德歌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 

3．被害原因理论 

（1）被害人促发论（victim precipitation theory）； 

（2）生活方式论（life-style theory）； 

（3）日常活动论（routine activity theory）； 

（4）对等群体论（equivalent group hypothesis）； 

（5）不良邻居论（proximity hypothesis）。 

4．被害预防的途径和措施 

（1）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2）自我修养，防止“二度被害”、反复被害或习惯被害； 

（3）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及被害赔偿/补偿制度； 

（4）赋予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中以应有的法律地位； 

（5）被害人“自我救济”：恢复性司法及刑事和解； 

（6）采取适当的被害预防措施（环境设计、目标强化、邻里守望相助等）。 

学习目标： 

1．了解被害人学的基本理论。了解被害预防的基本途径和措施。 

2．掌握被害预防的概念，深入理解被害预防的必要性和意义。深入理解自我防卫和减少犯罪

目标在被害预防以及犯罪预防中的意义。深刻认识被害人特性以及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互动关系对

于犯罪行为发生在犯罪行为或被害事件发生中的作用，尤其要深入理解社会经济地位与被害人分布

之间的关系。 

作业（小论文）： 

被害人社会经济地位浅析 

知识单元 6：社会预防：消除犯罪原因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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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预防的概念和意义 

（1）概念：犯罪的社会预防，是改善社会环境以消除犯罪的社会原因的措施的总和。 

（2）意义：犯罪行为的发生以及犯罪现象的存在和变动，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因素。因此，

对社会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建设法治政策，制定和执行好的公共政策，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

化等方面的措施治理犯罪，消除或减少犯罪产生的原因，是预防犯罪的治本之策。 

2． 犯罪的社会原因以及犯罪学社会学理论的启示 

（1）可以从生物遗传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等多个方面寻找犯罪原因，但犯罪学研究的

一个基本结论是，犯罪行为的发生以及犯罪现象的存在和变动，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因素。这是犯

罪学上的社会决定观点。 

（2）几种犯罪社会学理论的启示：失范论的启示；社会解组论的启示；文化与犯罪研究的启

示；社会学习理论的启示；耻感重整理论的启示。 

3．社会预防的途径和措施 

（1）社会设计与社会改革——旨在构建好的社会的社会本体建设； 

（2）实现机会平等——旨在消除生存压办感和社会冲突； 

（3）价值整合——旨在在尊重传统文化、借鉴西方先进文化的前提下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以增强道德制约； 

（4）法治建设——政府应当成为守法的典范； 

（5）适度的社会控制——道德、法制和政府行政是社会控制的三种主要力量； 

（6）通过公共政策解决犯罪问题——通过好的公共政策净犯罪问题化解于无形； 

（7）非正式社会控制：家庭、学校、邻里、舆论。 

4．专题：通过公共政策解决犯罪问题 

（1）犯罪问题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 

（2）政策/立法的道德代价； 

（3）政府治理：法治政府。 

学习目标： 

1．了解犯罪社会预防的概念。了解犯罪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并能够从中获得启示。 

2．深刻认识犯罪社会预防的意义。深入了解和思考犯罪社会预防的途径和措施的重要性和价

值，例如，深刻理论机会平等、法治政府建设对于预防犯罪的重要意义。深入领会“通过公共政策

解决犯罪问题”这一论断的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 

作业（小作文）： 

1、浅谈机会平等在预防犯罪中的重要意义 

2、浅谈法治政府建设在预防犯罪中的重要意义 

知识单元 7：附论：风险社会犯罪的应对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风险社会（ Risk Society） 

20世纪末、尤其是 21世纪初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世界越来越越面临着许多人为风险，

例如因制度造成的政治风险（如恐怖主义、战争、腐败）、经济风险（如金融危机）等。因此，20

世纪末、尤其 21世纪初以来的社会被一些社会学家称作“风险社会”。 

2．风险社会中的犯罪风险 

在风险社会，犯罪也成为一种风险。具体表现是： 

（1）犯罪现手段复杂多样，新型犯罪不断出现； 

（2）犯罪诱因或犯罪的风险源复杂多样，科学技术的开发和不当利用、制度的改变和创新，

都可能成为犯罪的风险源； 

（3）犯罪呈现出跨时空特点，跨国犯罪、网络犯罪成为当代社会重要的犯罪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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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危害巨大且难以估量、无法认定。如化学污染、核幅射、转基因技术的危害程度超出了

人类现有的认识能力； 

（5）被害对象泛化（非特定性）； 

（6）主体难确定，责任不清楚，个人责任难以追究。 

3．风险社会犯罪的应对策略 

（1）运用刑法措施：犯罪标准前移，增加危险犯（包括故意或过的失危险犯），扩大抽象危险

犯的范围；扩大单位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的范围； 

（2）讲究科学理性，尊重自然。 

（3）生态文明建设。  

（4）制度文明建设。 

学习目标： 

1．了解风险社会的基本特征以及风险社会中的犯罪变化。 

2．掌握应对风险社会犯罪的主要策力和措施。 

作业（思考）： 

中国应当如何应对风险社会中的的犯罪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4学时 

实验 1：关于死刑威慑功能的调查问题卷设计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 

设计一套（份）关于死刑威慑功能的调查问题卷。如课时充裕，组织学生选取适当调查样本后，

进行实际调查。 

实验要求：熟悉调查问题卷设计的基本技巧；研究死刑适用及执行的客观效果，了解公众对死

刑的基本态度；掌握实证研究的基本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概述：犯罪防控的概念与模式 4  

2 认识犯罪：本质与原因 4  

3 刑罚预防：威慑 or矫正 5  

4 情境预防：环境预防与空间设计 4  

5 被害预防：自我防卫与减少犯罪目标 3  

6 社会预防：消除犯罪原因 5  

7 附论：风险社会犯罪的应对 3  

8 实践教学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刑法学、犯罪学、越轨社会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社会学。 

后续课程：公共危机管理、领导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1）培养学生建立科学的犯罪观和犯罪防控观； 

（2）传授关于犯罪防控的理论和技术（措施）； 

（3）引导学生加深认识犯罪社会预防的重要意义，并建立一种良好的社会设思想。 

难点：学科理论体系欠成熟，亦缺乏成熟的教科书；学生在犯罪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欠充足。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2629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为主。 

2. 课堂讨论以及实践教学为辅。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提问与讨论。 

3、调查问卷设计以及实地调查。 

4、案例分析。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考试占 70％；课内实验占 10%；平时成绩占 20％。平时考核内容包括：学生

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目前，本课程尚无校内自主编写的教材，如有可能，争取尽快自主编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英]戈登．休斯著：《解读犯罪预防——社会控制、风险与后现代》，刘晓梅等译，中国人

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 3月第一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史蒂文．拉布著：《美国犯罪预防的理论实践与评价》，张国昭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出版社，1993年 10月第一版。 

2. [英]约翰．格拉海姆、特雪弗．白男德著：《欧美预防犯罪方略》，王大伟译，群众出版社，

1998年 11月第一版。  

执笔：赵宝成  审稿：于国旦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6日 

 

犯罪学 
Criminology 

课程号：4040402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犯罪学的基本知识体系；2、了解关于犯罪特别是犯罪原因的主

要理论，进而对犯罪这一社会现象有一较为深层的认识，明确犯罪发生的基本机制；3、对预防犯

罪的各种对策包括刑事惩罚政策与社会预防政策进行理论把握，明确其发挥作用的主要机理，评判

其有效性；4、了解犯罪现象的主要内容，掌握测量犯罪现象的基本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犯罪学的基础知识、了解犯罪原

因的各种理论，明确其在应对犯罪过程的指导意义，掌握犯罪现象及测量的主要方法，并使学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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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对社会应对犯罪的策略、方法进行评判，为学生以后从事与犯罪预防相关的工作打好坚实基础。 

（一） 理论教学： 

知识单元 1：犯罪学的概念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犯罪学的概念。 

2．犯罪学的体系。 

学习目标： 

1．了解犯罪学的学科体系及教科书体系。 

2．掌握犯罪学的概念及特征。 

第一节  犯罪学的概念 

界定犯罪学的概念，需要明确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明确犯罪学的研究对象；二是明确犯罪学

的学科任务；三是明确犯罪学的研究方法；四是明确犯罪学的学科性质。 

一、犯罪学的研究对象——犯罪 

犯罪是犯罪学的研究对象。但犯罪是一个多学科的概念，在许多学科中，都在使用这一概念。

犯罪学的“犯罪”究竟指的是什么，需要明确。 

确定犯罪学中的犯罪，就是确定犯罪学的研究对象，即对“犯罪”这个范畴进行定义，确定犯

罪学所研究的“犯罪”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正确确定犯罪学中的犯罪，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犯

罪学的理论方法、发展方向乃至整个理论体系。 

1、犯罪概念中的双因素 

“犯罪”首先是一种社会事实。其次，“犯罪”是一定的主体对这一社会事实的评价。 

“犯罪”是社会事实及对社会事实评价的统合。既然存在对社会事实的评价，不同的评价主体

就会使用不同的评价标准。 

2、评价标准 

（1）法律标准，主要是刑法，由此形成了犯罪的法律定义（法学的犯罪概念）。定义法律上的

犯罪概念不是理论上的问题，更不是学者们自己主观上的东西，而是一个具体国家的法律上的问题。

一个国家法律上犯罪概念的定义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法律规定。 

（2）社会（学）标准，对一个发生了的社会事实，也可能使用刑法以外的标准进行评价，从

而形成犯罪的社会学定义（社会学的犯罪概念）。 

对于社会学的犯罪概念，不同的主体依照不同的标准可能对犯罪的范围产生不同认识，使犯罪

概念具有一定的相对性。从此标准出发，无法形成犯罪的一般定义。 

3、犯罪学中犯罪概念的确定 

为了完成犯罪学预防与控制犯罪的学科任务，犯罪学应当有自己的犯罪概念。 

学科任务是确定犯罪学研究对象的根据，犯罪学应当研究什么以及研究的内容是由犯罪学的学

科任务决定的。 

为了实现犯罪学预防控制犯罪的目的，应当以刑法中的犯罪概念为基点，同时参考犯罪的社会

学概念确定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由此，犯罪学中的犯罪范围大致包括：绝大部分的法定犯罪行为；

准犯罪行为；待犯罪化的行为。 

二、犯罪学的学科任务 

有效预防和减少犯罪是犯罪学的直接任务，即学科任务。 

为了完成犯罪学的学科任务，在研究犯罪学中的犯罪时，应当研究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犯罪

对策。 

三、犯罪学的研究方法 

主要是实证方法，辅以思辨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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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方法是依靠直觉、洞察和逻辑推理来获取知识的方法。实证方法重视经验资料的获取和对

经验资料的归纳，强调从对经验资料的调查和归纳中获得结论。 

四、犯罪学的学科性质 

1、争议 

（1）属于法学的分支学科。具体是刑法学的附属或者基础学科。 

（2）社会学的分支学科。 

（3）人类学的分支学科。 

（4）属于自然科学。 

（5）是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学科。 

争议产生的原因在于犯罪及其原因的复杂性。 

2、犯罪学的学科性质和地位 

犯罪学应当属于社会科学，因为在犯罪学中，必须首先把犯罪现象作为社会现象来研究，这既

是客观事实，又是方法论的需要。 

犯罪学应当处于一级学科的地位。 

综上，可以将犯罪学定义为：犯罪学是为了预防和减少犯罪现象的发生，以实证和思辨的方法

研究作为社会现象的犯罪现象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变化规律的社会科学。犯罪学的特征为： 

（1） 犯罪学所研究的犯罪不仅仅是个体犯罪行为，而是作为社会现象的整体犯罪现象。 

（2）犯罪学的价值追求是犯罪现象的预防和实际减少。 

（3）犯罪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证的，辅以思辨的方法。 

（4）犯罪学不仅研究犯罪现象及其原因，而且要研究犯罪的应对策略。 

第二节   犯罪学的体系 

一、犯罪学学科群 

犯罪学是由犯罪统计学、犯罪生物学、犯罪心理学、犯罪社会学、犯罪经济学、犯罪地理学、

被害人学等诸多学科组成的一个学科群。 

二、教科书体系 

狭义的犯罪学只研究犯罪现象和犯罪原因。 

广义的犯罪学由绪论、犯罪现象、犯罪原因、犯罪对策及类型犯罪论组成。 

作业： 

1、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各种不同教科书对犯罪学概念的界定。 

2、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各种不同犯罪学教科书体系的差异。 

知识单元 2：犯罪学与相邻科学的关系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 

2．犯罪学与刑事政策学的关系。 

3．犯罪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犯罪学与刑事政策学、社会学、心理学的关系。 

2．掌握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 

第一节   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 

一、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区别 

犯罪学与刑法学都研究犯罪，它们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防止和减少犯罪。但是，它们却是以不

同的方法、在不同的方向上各自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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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犯罪学与刑法学的联系 

1、刑法学为犯罪学框定了研究的有效范围。 

（1）刑法为犯罪学提供了研究犯罪概念的逻辑起点。  

（2）不管犯罪学如何定义自己的犯罪概念，法律所定义的犯罪始终是犯罪学所研究的基本的

和主要的对象。  

（3）刑法和刑法学为犯罪学中的犯罪对策提供了最充分、最明确的刑事法律对策理论及其实

践。  

2、犯罪学对刑法学的作用不容忽视。 

犯罪学和刑法学，这两个学科的独立地位是不容否定的，也无法互相替代。两个学科应当相互

合作，协调发展。  

第二节   犯罪学与刑事政策学的关系 

一、刑事政策学是个独立的学科  

刑事政策学是研究犯罪现象对策的理论体系。在广义的犯罪学下，刑事政策学是犯罪学的一个

组成部分。在狭义的犯罪学下，刑事政策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欧洲）。在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

有的学者将犯罪学译为刑事政策学，它们是同义语。 

二、犯罪学与刑事政策学的联系与区别 

在狭义的犯罪学下，刑事政策学是个独立的学科。但这两个学科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犯罪学属于刑事政策学的前提学科，而刑事政策学则属于犯罪原因学的目的学科。 

第三节   犯罪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关系 

社会学是对于人类社会和社会互动进行系统、客观研究的一门学科。主要研究社会组织与个体、

社会不平等、社会设置、社会环境与社会变迁等内容。心理学是研究人和动物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

的一门学科。  

一、犯罪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联系 

1、研究内容交叉。 

2、研究方法重叠。 

二、犯罪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区别 

1、研究的重点不同。 

2、研究的角度不同。  

3、研究的深度不同。 

作业：查阅相关资料，进一步明确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 

知识单元 3：犯罪学的基本理论——犯罪学简史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犯罪学的简要历史。 

2．西方犯罪学关于犯罪的各种理论。 

3．中国犯罪学的简要历史。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犯罪学、中国犯罪学的简要历史。了解犯罪生物学、犯罪心理学的主要理论。 

2．掌握犯罪古典学派、实证学派的主要学说。掌握社会解组理论、社会连接理论、日常活动

理论、不同交往理论、紧张理论等主要理论。 

第一节 中世纪——魔鬼学说 

欧洲中世纪在解释犯罪原因时，主要流行的是魔鬼学说，认为犯罪的发生是因为超自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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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然，犯罪并不是人自己的意志，是魔鬼控制了人的身体的结果。 

第二节  犯罪古典学派 

一、历史背景与代表人物 

产生于 18 世纪中后期对中世纪残酷、擅断、身份的抨击的历史背景下。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

贝卡里亚、英国的边沁、德国的费尔巴哈等。 

二、主要学说 

1、理论前提 

理性人、性恶论、功利主义、自由意志。 

2、犯罪原因 

犯罪是理性人在基于功利计算之后的自由选择。 

3、预防对策——一般预防 

用明确规定的相当于（略超出于）犯罪所得利益的不利后果（刑罚）来预防犯罪。 

①刑罚根据。 

②刑罚的标准。 

③刑罚的作用。 

三、对犯罪古典学派的简要评析 

1、将犯罪问题研究从超自然的解释回归到人本身进行。 

2、其学说奠定了现代刑事法治的基础，提出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当原则、反对酷刑、限

制甚至废除死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3、缺陷：将犯罪现象仅看成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仅从法律角度对犯罪、犯罪行为进行分析，

忽视了对犯罪人的研究，尤其是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个体原因和社会原因的分析。未能采用实证

研究方法。 

第三节 犯罪统计学派 

犯罪统计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格雷、比利时的凯特莱等，他们把犯罪看成一种社会现

象，用统计方法研究犯罪与各种社会环境的关系。认为教育、职业、气候、季节、年龄等因素对一

般人的犯罪产生影响。提出了犯罪永恒说。 

第四节  犯罪实证学派——犯罪学的产生 

犯罪实证学派产生于 19 世纪中后期，犯罪古典学派的理论非常发达，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

的进程，犯罪出现了高潮，古典学派却对此无能无力的历史背景下。代表人物有龙勃罗梭、菲利、

加罗法洛等人。犯罪学的产生以刑事学派的产生为标志。 

一、龙勃罗梭的犯罪学理论 

1、天生犯罪人论。 

2、对龙勃罗梭理论的批判。 

二、加罗法洛的犯罪学理论 

1、犯罪分类 

2、犯罪原因观 

3、预防犯罪观 

三、菲利的犯罪学理论 

1、犯罪原因三元论 

2、犯罪饱和法则 

3、刑罚替代措施 

第五节  法国社会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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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塔尔德——模仿规律 

二、迪尔凯姆——失范论 

1、犯罪正常论。 

2、犯罪功能论。 

3、犯罪原因——失范说。 

第六节   20世纪后的西方犯罪学 

进入 20 世纪以后，犯罪学研究的中心由欧洲转向了北美，尤其是美国。从整体上看，犯罪学

主要在犯罪生物学、犯罪心理学、犯罪社会学的方向上发展。但是新的研究视角不断出现，犯罪经

济学、犯罪被害人学等新兴分支学科取得了较大发展。 

一、犯罪生物学理论 

犯罪生物学是用生物学的方法研究犯罪发生的一组理论。 

（一）遗传与犯罪 

1、孪生子研究 

2、犯罪家族研究 

3、养生子研究 

4、染色体异常与犯罪 

（二）体型与犯罪 

（三）内分泌异常与犯罪 

1、月经与犯罪 

2、睾丸酮与犯罪 

（四）自主神经系统与犯罪 

（五）中枢神经机能异常与犯罪 

1、脑电图异常与犯罪 

2、癫痫与犯罪 

3、脑损伤与犯罪 

二、犯罪心理学理论 

（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1、意识分层理论 

2、人格结构学说 

（二）挫折——攻击理论 

（三）精神病学理论 

指用精神病学的观点和方法解释犯罪原因的一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精神障碍与犯罪具有联

系。 

（四）个性心理学理论 

个性心理学理论是指对精神正常的个别犯罪人进行心理学研究的一组理论。 

1、道德发展理论 

2、人际成熟水平理论 

3、人格成熟理论 

三、犯罪社会学理论 

犯罪社会学理论是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犯罪研究的理论。 

1、社会解组论 

2、失范理论 

3、一般紧张理论 

4、不同交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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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化冲突理论 

6、中和理论 

7、遏制理论 

8、社会联系理论 

9、亚文化理论 

四、古典学派的现代发展 

1、理性选择理论 

2、犯罪经济学理论 

3、日常活动理论 

五、批判犯罪学理论 

批判犯罪学理论是一类从批判现行的社会法律制度着手，以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冲突作为犯罪

产生的基础来说明犯罪的有关问题。 

（一）标定理论（标签理论、标示论） 

（二）冲突理论 

六、整合理论 

第七节 我国犯罪学的诞生与发展 

一、我国古代的犯罪学思想 

二、20世纪中期以前的我国犯罪学 

三、新中国犯罪学的成长与发展 

作业：搜集一定数量的犯罪案例，并尝试用犯罪学的一种理论进行解释。 

知识单元 4：犯罪现象及其测量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犯罪现象的概念和特征。 

2．犯罪测量的概念、方法、主要指标及研究意义。 

3．中国犯罪现象的基本状况。 

学习目标： 

1．了解犯罪现象的概念、犯罪测量的概念、新中国犯罪的基本状况。 

2．掌握犯罪测量过程中的诸项指标及测量方法。 

第一节   犯罪现象概述 

一、犯罪现象的概念 

犯罪现象是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一定时间和地点的犯罪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 

2、犯罪现象的存在形式 

（1）个体犯罪现象是指具体的人以个体行为表现出来的每一具体的犯罪。 

（2）群体犯罪现象是指一定的国家或地区一定时间内的个体犯罪的总和。 

它们是个别与一般、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群体犯罪现象在犯罪学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犯罪现象的分类 

犯罪现象的分类是指根据不同目的和由不同目的所采取的不同标准而对犯罪现象所进行的划

分。 

对犯罪现象进行分类既是对犯罪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前提，也是进行犯罪统计，确定犯罪现象

结构的基础，其本身还是研究犯罪现象的基本方法。 

在犯罪学中，对犯罪现象的分类的根本目的应当在于科学认识犯罪现象，正确认识犯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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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提出预防对策。 

可将犯罪现象分为财产犯罪、暴力犯罪、性犯罪、法人犯罪、未成年人犯罪、女性犯罪、经济

犯罪、智能型犯罪、无被害人犯罪、有组织犯罪等等。 

第二节   犯罪测量概述 

一、概念 

犯罪测量是运用调查、统计等方法系统收集和分析犯罪数据及相关资料，按照一定的指标体系，

对特定时期犯罪现象的规模和严重程度进行定量化的描述和评估。 

犯罪测量不同于犯罪原因及犯罪对策的研究。犯罪发生论（犯罪原因）研究是一种解释性研究。

犯罪测量则是一种典型的描述性研究。而犯罪对策的研究则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性。 

二、犯罪测量的意义 

1、认识犯罪现象的真实情况。 

2、有助于理论创新。 

3、验证理论。 

4、指引和评价刑事政策与刑事司法。 

三、犯罪测量的基本指标 

1、犯罪的量，包括犯罪总量和犯罪相对数； 

2、犯罪结构与犯罪分布； 

3、犯罪人与犯罪被害人； 

4、犯罪现象危害性程度，主要可以从犯罪代价和公众的公共安全感程度两个方面加以测量。  

四、犯罪测量的基本方法 

犯罪测量的方法和过程，就是犯罪数据的收集方法和过程。 

收集犯罪数据的方法，主要有调查法、试验法、观察法、个案研究法、统计法等等。 

五、犯罪测量的主要数据来源 

1、警察部门的统计 

2、被害人调查 

3、自我报告研究 

4、知情人调查以及组合式调查 

5、犯罪代价评估 

6、社会公共安全感调查 

7、其他数据资源 

六、我国犯罪数据的主要来源 

（1）公安部门的刑事案件以及治安案件统计  

（2）检察院系统的统计 

（3）法院系统的已审结的刑事案件统计 

（4）监狱系统的罪犯统计 

（5）国家安全机关的统计  

（6）工商、税收、海关、卫生检疫等行政执法部门的相关统计 

第三节   犯罪现象的要素——犯罪测量的诸指标 

一、犯罪现象的量 

1、犯罪总量与犯罪黑数 

（1）犯罪总量 

指在特定时期、特定区域内犯罪案件或犯罪人的总数或者绝对数。它通常是指犯罪案件或犯罪

行为总数，但也可以指犯罪人总数。犯罪学以及犯罪统计实践中所说的犯罪总数，通常是指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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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等专门机关所掌握的已知犯罪案件或者案犯的数字。  

（2）犯罪黑数 

被相关机关记录在案的犯罪数，通常称为犯罪明数。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犯罪数都被记录在

案，没有被记录的犯罪数称为犯罪黑数。犯罪黑数的存在原因。 

2、犯罪相对数 

犯罪在社会人口中分布情况的相关比率。 

（1）犯罪率和犯罪人口率 

犯罪率指特定时期、特定区域已知犯罪案件总数与该区域人口总数之比，通常以万分比或十万

分比来表示。它是标示犯罪情况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犯罪相对数字。  

犯罪人口率：已知犯罪人总数与特定区域人口总数的比率，通常以万分比或十万分比来表示。 

（2）重新犯罪率 

重新犯罪率是指已经被定罪量刑而再次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人总数与特定区域刑满释放人员

总数之比。通常以百分比表示。 

（3）监禁率 

可以有两种计算方法，一种计算方法是以特定时期囚犯人口总数除以特定时期人口总数（再乘

以常数），另一种计算方法是以特定时期囚犯人口总数除以该时期犯罪人口总数（再乘以常数）。    

（4）犯罪钟点 

犯罪在时间上的比率。 

二、犯罪现象结构 

犯罪现象结构是指犯罪现象内部各种类型之间的数量对比关系。对这一关系，可以通过犯罪分

配率来表示。犯罪分配率是某一类型犯罪案件总数除以特定地区犯罪案件总数。 

犯罪现象结构是一个动态结构。  

三、犯罪分布 

犯罪分布是指犯罪现象的数量和类型在时空条件下的存在状态和变动情况。 

1、犯罪的空间分布 

2、犯罪的时间分布 

四、犯罪人 

犯罪人是犯罪行为的实施者。 

1、犯罪人的性别特征 

2、犯罪人的年龄特征 

3、犯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 

4、犯罪人的种族分布 

五、犯罪被害人 

1、概念与研究意义 

被害人是犯罪危害结果的承受者。 

研究被害人的意义在于： 

第一，查明犯罪是如何在犯罪人与被害人的互动过程中发生的，有助于认识犯罪原因和发生机

制。 

第二，可以告诉人们哪些人更容易成为犯罪被害人，提醒人们进行自我保护。 

第三，有助于查明犯罪黑数。 

第四，可以为立法和行政以及刑事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资料和信息。 

2、被害人的主要特征 

（1）被害人的性别特征  

（2）被害人的年龄特征 

（3）被害人的社会经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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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被害人的种族分布 

六、犯罪现象的质：犯罪危害量 

犯罪现象的危害程度或者危害总量，指具有一定量和一定结构的犯罪现象所蕴含的社会破坏性

能量的总量或总体水平。 

犯罪现象的危害程度并不等同于犯罪现象的严重程度。 

犯罪现象的严重程度由犯罪现象的量、质（危害量）和结构共同体现，即犯罪现象的质只是衡

量犯罪现象严重程度的一个指标。 

对犯罪现象的质，可以犯罪代价、公众安全感为主要指标。 

1、犯罪代价 

犯罪代价是犯罪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害或者付出。按照不同标准可分为： 

直接代价和间接代价。 

物质性代价和非物质性代价。 

经济代价、身体代价和社会代价。 

测量犯罪的总代价是评估犯罪严重程度的重要方法之一。但这存在着许多技术上的困难。 

2、公众的社会安全感 

公众的社会安全感，是社会公众对公共安全状况的一种主观感受，它反映了公众对犯罪的恐惧

程度。 

七、犯罪动态与犯罪史 

犯罪动态是指在较长的时间序列内犯罪现象的数量、质量、结构以及分布等方面的变动情况与

未来趋势。 

对犯罪动态进行历史性研究的成果即为犯罪史。 

第四节 新中国犯罪的基本状况 

一、新中国犯罪的基本状况 

二、新中国各种主要犯罪类型的基本状况 

三、新中国犯罪史 

作业：尝试通过官方犯罪统计对我国暴力犯罪、财产犯罪、经济犯罪等犯罪类型进行测量。 

知识单元 5：个体犯罪行为发生的机制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个体犯罪行为发生机制的基本原理。 

2．个体犯罪行为发生的个人因素。 

3．个体犯罪行为发生的环境因素。 

4．个体犯罪行为发生的情境因素。 

学习目标： 

1．了解个体犯罪行为发生的基本原理，影响个体犯罪发生的诸因素。 

2．掌握个体犯罪发生的横向过程模式及纵向过程，掌握犯罪情境在个体犯罪发生过程中的基

本功能。 

第一节   个体犯罪发生概述 

一、犯罪行为机制的主要内容 

犯罪行为机制是一个从不同侧面或者角度全面阐述犯罪行为产生情况的术语。根据所涉及的内

容范围的差别，可以对犯罪行为机制有不同的理解。 

（一）犯罪行为机制的基本含义 

狭义的犯罪行为机制，仅仅指犯罪行为产生的过程与模式。据此，犯罪行为机制解释“犯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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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怎样产生”的问题。 

广义的犯罪行为机制，是指犯罪行为产生的动力、过程与模式的总称。 

根据对犯罪行为机制的广义理解，犯罪行为机制主要涉及下列三个方面的内容： 

1、犯罪行为产生的动力机制 

犯罪行为产生的动力机制是指犯罪行为产生原因方面的机制。动力机制揭示犯罪行为产生的动

力源泉。 

人类行为的内在动力，主要是指个人的需要以及由需要转化而来的动机。 

除了需要和动机之外，个人的兴趣、情感、理想、信念甚至人生观、价值观等，也具有推动个

人进行一定行为的动力作用。 

2、犯罪行为产生的纵向过程 

犯罪行为的纵向过程是指犯罪行为产生的时间阶段。犯罪行为的产生，往往经历一定的时间过

程，具有不同的阶段。由于犯罪行为的具体情况不同，犯罪行为产生的具体过程可能有所不同。 

3、犯罪行为产生的横向模式 

犯罪行为产生的横向模式是指犯因性因素引起犯罪动机和犯罪行为产生的不同模式。 

（二）犯罪行为产生的互动机制 

犯罪行为产生的互动机制，是指在犯罪行为产生过程中发生的犯罪人与外界之间的信息交流和

反馈机制。 

二、犯罪行为产生的动力机制 

犯罪行为产生的内在动力，主要是指犯罪人的需要和犯罪动机，此外，也包括犯罪人的兴趣等

心理成分。 

（一）犯罪动机及其特点 

犯罪动机是推动个人进行犯罪行为的心理倾向。犯罪动机是最重要的犯罪心理成分，个人之所

以进行犯罪行为，从心理方面来看，就是因为存在着犯罪动机的缘故。 

犯罪动机的主要特点是： 

1．反社会性。 

2．直接性。 

3．低级性。 

4．意识性。 

5．复杂性。 

（二）犯罪动机的分类 

犯罪动机不仅是最重要的犯罪心理之一，而且也是最为复杂的犯罪心理现象之一。为了准确了

解犯罪动机，有必要根据不同的标准，对犯罪动机进行不同的分类。 

1．根据犯罪人对犯罪动机的意识水平进行分类 

根据犯罪人对犯罪动机的意识水平进行分类，可以将其分为两类： 

一是有意识犯罪动机。 

二是无意识犯罪动机。 

2．根据犯罪动机对犯罪行为的作用力进行分类 

可分为两类： 

一是主导性犯罪动机。这是指在犯罪人的动机体系中比较强烈和稳定的犯罪动机。 

二是从属性犯罪动机。这是指在犯罪人的动机体系中比较微弱并且容易变化的犯罪动机。 

3．根据犯罪动机的形成特点进行分类 

根据犯罪动机的形成特点，可以将其分为两类： 

一是情境性犯罪动机。这是指由于犯罪情境因素的刺激而在短时间内产生或膨胀的犯罪动机。 

二是预谋性犯罪动机。这是指在较长时间内通过反复思考、酝酿而产生的犯罪动机。 

4．根据犯罪动机的社会性质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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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犯罪动机的社会性质，可以将犯罪动机分为三类： 

一是反社会性犯罪动机。 

二是中性犯罪动机。 

三是积极犯罪动机。 

5．根据犯罪动机的具体内容进行分类 

根据犯罪动机的具体内容，可以对其进行多种分类。如： 

（1）思想政治动机。 

（2）物质兴趣动机或者贪利性动机。 

（3）人际交往动机。这类犯罪动机又可以分为三小类：一是个人不快的动机，二是从直接冲

突的相互关系中抽象出来的动机，三是流氓动机。 

4）无政府和个人主义动机。 

（三）犯罪行为的其他动力成分 

除了犯罪人的需要及犯罪动机之外，对犯罪行为的产生具有推动作用的其他心理成分主要包

括： 

1．兴趣。兴趣是个人力求认识某种事物和从事某项活动的心理倾向。 

2．偏颇的价值观。偏颇的价值观是指可能引导个人做出为反社会准则的判断的价值观。 

三、犯罪行为产生的纵向过程 

一般来说，犯罪行为产生的纵向过程主要包括下列阶段： 

（一）犯罪动机的形成阶段 

1．犯罪人需要的产生 

犯罪人的需要是指犯罪人对其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的依赖状态。犯罪人的某种需要的产

生，是犯罪行为产生的第一个阶段。 

2．犯罪意向的萌发   

犯罪人的需要往往通过犯罪意向转化为犯罪动机。 

所谓犯罪意向，就是指犯罪人模糊地意识到需要的心理状态。 

犯罪意向是未被意识到的犯罪动机的一种，是一种暂时存在的、过渡性的犯罪动机。 

3．犯罪动机的形成   

犯罪动机是犯罪人的需要进一步明确并且与需要的对象相结合时形成的犯罪心理形态。 

（二）犯罪决策的完成阶段 

1．犯罪决策概述 

犯罪决策是指犯罪人综合考虑多种犯罪相关因素并做出进行犯罪行为的决定的心理过程。其特

征是： 

（1）在这个过程中，犯罪人会综合考虑多种犯罪相关因素，权衡进行犯罪行为的得失利弊，

对犯罪行为进行经济学的思考； 

（2）思考的结果是做出与犯罪行为有关的决定，包括是否实施犯罪行为，实施什么样的犯罪

行为，怎样实施犯罪行为，等等。 

2．犯罪决策过程中考虑的因素 

在犯罪人决定是否实施犯罪行为的过程中，会考虑不同的因素，进行不同的心理活动，这些心

理活动构成了犯罪决策的内容。 

犯罪决策是一个对制止犯罪行为的因素和犯罪机会进行评价的过程；在进行这种评价时，人们

之间有个别差异，即不同的人所考虑的因素是不同的。犯罪决策包括两个阶段： 

（1）从四个维度评价犯罪机会。这四个维度是：获益的肯定性；获益的数量；惩罚的肯定性；

惩罚的严厉性。 

（2）将个人对四个维度的思考加以综合，形成一个有关犯罪机会的可用性的判断。 

（三）犯罪行为的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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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做出犯罪决策的犯罪人而言，如果没有出现意外的情况，犯罪人接着就会实施犯罪行为，

将犯罪动机变为犯罪行为。 

犯罪行为的实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可以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犯罪人自身的

因素，包括犯罪人的身体条件、心理活动等；另一类是外部的环境条件，这些被犯罪人所感知到的

外部环境条件的有机结合，就构成犯罪情境。 

犯罪行为的实施方式有多种形式。 

（四）犯罪行为的结束阶段 

在犯罪行为的结束阶段，犯罪人主要从事两方面的活动： 

1．心理活动 

在这个阶段，犯罪人的心理活动主要是犯罪人回顾和评价自己的犯罪行为的活动。 

2．行为活动 

在这个阶段，犯罪人的行为活动主要是指犯罪人处理善后事宜的行为。 

三、犯罪行为产生的横向模式 

任何犯罪行为都是在犯罪心理的作用下产生的，而犯罪心理则是由犯因性因素引起的。 

“犯罪心理”，是指与犯罪行为的实施有关的心理现象的总称，尤其是指影响和支配个人进行

犯罪行为的各种心理成分的总称。 

“犯因性因素”，就是对犯罪心理的产生和变化起诱发、推动和助长作用的因素，简言之，就

是具有犯罪原因性质的因素。 

犯因性因素是通过犯罪心理，特别是犯罪动机引起犯罪行为的。 

犯因性因素通过犯罪心理，特别是犯罪动机而引起犯罪行为的多种模式，就构成了犯罪行为产

生的横向模式。犯罪行为产生的横向模式主要包括六种： 

（一）犯罪人的需要——犯罪动机——犯罪行为模式 

这个模式意味着，犯罪人的需要引起犯罪动机，然后再由犯罪动机引起了犯罪行为。 

（二）犯罪诱因——犯罪动机——犯罪行为模式 

这个模式意味着，犯罪诱因诱发犯罪动机并引起了犯罪行为。 

犯罪诱因是指能够满足个人需要或者威胁个人安全并诱发犯罪冲动和犯罪行为的外部因素。 

（三）犯罪人的需要——犯罪诱因——犯罪动机——犯罪行为模式 

这种模式意味着，犯罪行为是犯罪人的犯罪动机是在一定需要的基础上，受犯罪诱因的刺激而

产生的；然后由犯罪动机引起了犯罪行为。 

（四）挫折——犯罪动机——犯罪行为模式 

这种模式意味着，犯罪行为是挫折引起的犯罪动机所导致的。 

（五）过度补偿——犯罪动机——犯罪行为模式 

这种模式意味着，犯罪行为是过度补偿现象引起的犯罪动机所导致的。过度补偿是个体通过极

大的努力使以前的缺陷转变成优势的过程。 

（六）变态心理——犯罪动机——犯罪行为模式 

这种模式意味着，犯罪行为是变态心理引起的行为动机造成的。 

变态心理一般是指异常心理或不正常心理。 

第二节  犯因性个人因素 

犯因性个人因素又称为“犯罪行为发生的个体因素”，是指犯罪人自身存在的诱发、推动和助

长犯罪心理产生和犯罪行为实施的因素。 

一、犯因性心理因素 

犯因性心理因素指犯罪人自身存在的诱发、推动和助长犯罪心理产生和犯罪行为实施的心理因

素。这类因素主要包括下列方面： 

（一）犯因性动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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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因性动力因素是指促进个人主动进行犯罪行为的心理因素。这类因素主要是具有犯因性作用

的需要、动机、兴趣等因素。 

（二）犯因性人格因素 

人格是指个人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和心理反应模式。可以把人格的构成

成分称为“人格特质”，有时候也称为“人格特征”。 

一些人格特质、人格特征以及人格障碍与犯罪行为的关系密切。这些促进和助长犯罪心理产生

和犯罪行为实施的人格因素，就构成了犯因性人格因素。 

（三）犯因性感情因素 

感情是情绪和情感的合称。 

情绪是指与人的生物性需要的满足相联系的短暂而剧烈的态度体验。最基本、最原始的情绪有

4种：快乐、愤怒、恐惧和悲哀。情感是指与人的社会性需要相联系的一种复杂而又稳定的态度体

验。情感通常分为道德感、理智感、美感等。 

情绪和情感与犯罪心理的产生有密切的联系。 

（四）犯因性智力因素 

智力是获得知识以及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时所必须具备的心理条件或特征。 

犯因性智力因素就是有利于犯罪心理产生和犯罪行为实施的智力特征。 

（五）犯因性能力因素 

能力是与顺利进行某种活动相联系的心理特征。 

犯因性能力因素就是指有利于犯罪心理产生和犯罪行为实施的能力特征。犯罪心理的产生和犯

罪行为的实施，与个人某些能力的缺乏有关。 

犯罪人所缺乏的能力主要包括： 

1．象征化能力。 

2．事先思考能力 

3．替代性反应能力 

4．自我调节能力 

5．自我反省能力 

（六）犯因性思维模式 

思维模式是指人们在长期的思维活动中形成的习惯性的思考方式或倾向。 

犯因性思维模式是指可能会助长和促成犯罪行为的思维模式。 

（七）犯因性观念因素 

犯因性观念因素是指诱发、推动和助长犯罪心理产生和犯罪行为实施的不恰当观念。 

1、消极的人生观 

2．片面的社会观 

3．不当的价值观 

4．错误的法治观与犯罪观 

二、犯因性行为因素 

犯因性行为因素是指推动和助长犯罪行为实施的行为因素。这类因素主要有： 

（一）不良行为习惯 

行为习惯是指个人在一定情境下自动化的进行某种行为的倾向。 

1．身体攻击习惯。 

2．偷窃习惯。 

3．说谎习惯。 

4．赌博习惯。 

5．好逸恶劳习惯。 

6．自由散漫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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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虎草率习惯。 

8．流浪习惯。 

9．随意按摸习惯。 

10．依赖习惯。 

11．饮酒习惯。 

12．吸毒习惯。 

（二）不当生活方式 

不当生活方式是指个人满足自身生活需要的不恰当活动形式和行为特征的总和。犯罪人的不当

生活方式主要包括： 

1．不当劳动方式。 

2．不当消费方式。 

3．不当交往方式。 

4．不当闲暇方式。 

三、犯因性生理因素 

犯因性生理因素是指犯罪人自身存在的诱发、推动和助长犯罪心理产生和犯罪行为实施的生理

因素。 

（一）年龄因素 

年龄是影响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的因素之一。 

（二）性别因素 

性别是影响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的因素之一。大量的研究一致地表明，男性的犯罪大大多于女

性。 

（三）体型因素 

体型是指人的外形特征和体格类型。健壮型体型更容易具有适合进行攻击行为的特质。 

（四）遗传因素 

人的犯罪与其人格等个人素质密切相关，而他们的人格等个人素质又深受直接或间接的遗传因

素的影响。 

（五）神经生理学因素 

神经生理学是以神经系统的生理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轻微脑功能紊乱、神经损伤或脑电图

异常、脑瘤和其他脑损伤，以及一些脑化学因素的分泌异常，与犯罪行为有关系。 

（六）生物化学因素 

第三节  犯因性环境因素 

一、概述 

社会环境因素对于犯罪行为的作用，是通过犯罪动机和犯罪情境起作用的。一方面，犯罪动机

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有关社会环境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社会环境因素包括很多方面，其中，

一些社会环境因素具有导致犯罪心理的作用。这些对犯罪心理的产生和变化起助长、推动、诱发等

作用的社会环境因素，就构成“犯因性环境因素”。 

另一方面，社会环境中的一部分被犯罪人所意识到，构成了犯罪情境，以犯罪情境的形式对犯

罪行为的产生，起着不同性质和强度的作用。 

在犯因性环境因素中，家庭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此外，其他一些社会环境因素也是很重

要的。 

二、不良家庭 

不良的家庭环境，会妨碍个人的健康成长，影响个人形成犯罪心理。 

（一）不良的父母养育 

不良的父母养育行为，对于犯罪心理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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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破裂家庭 

破裂家庭主要是指由于死亡或者离婚而造成父母一方缺失的家庭。破裂家庭（尤其是由于父母

离婚造成的破裂家庭）往往被看成是导致犯罪心理和行为的犯因性因素之一。 

（三）家庭成员的犯罪行为 

家庭成员的犯罪行为，是造成其他家庭成员的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的重要因素。 

三、有缺陷的学校教育 

有缺陷的学校教育在促使儿童少年形成犯罪心理和实施犯罪行为方面所起的消极作用，往往超

过不良家庭。在有缺陷的学校教育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学校风气不良。 

四、不良交往与犯罪亚文化 

（一）不良交往 

不良交往是指个人与道德品质差，甚至进行违法犯罪行为的人进行的交往。不良交往通常指三

种情况： 

1．青少年之间的不良交往。 

2．青少年与成年人之间的不良交往。 

3．成年人与成年人之间的不良交往。 

对于社会成熟程度低、辨别能力差的儿童少年来说，结交坏朋友或加入少年犯罪帮伙，通常是

他们开始犯罪生活的关键步骤。 

（二）亚文化 

亚文化是指在一个社会的某些群体中存在的不同于主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 

犯罪亚文化是指与违法犯罪活动密切联系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 

五、大众传播媒介 

大众传播媒介是指传送视听信息的非私人性传播工具，主要包括电视、报纸、收音机、电影、

书籍、杂志、广告以及其他面向社会公众的信息载体。 

大众传播媒介中的暴力与犯罪方面的内容，在一定条件下会直接引起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这

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 

1．大众传播媒介中的暴力与犯罪方面的内容，在特殊情况下会直接诱发儿童和少年的犯罪动

机，引起儿童和少年的模仿性犯罪行为。 

2．对犯罪案件的不恰当的报道和描述，会直接引起犯罪心理和犯罪行为。 

六、经济不平等的影响 

经济不平等是指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相互差别。经济不平等与犯罪关系密切。 

七、犯罪状况与执法水平的影响 

犯罪状况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犯罪发生情况。犯罪状况可以用犯罪案件数量、

犯罪率、犯罪人在居民总数中的比例等来表示。 

执法水平是指国家司法人员执行法律的效率、公正和科学化程度。 

执法水平是影响犯罪状况的重要因素，它们两者又会对后来的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产生深刻影

响。 

八、犯因性物质的影响 

犯因性物质是指可能诱发、促成或助长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的物质。经常提到的犯因性物质包

括武器、毒品或精神药物、酒精等。 

第四节   犯罪发生的情境因素 

一、犯罪情境概述 

（一）犯罪情境及其特点 

任何具体的犯罪行为都是在犯罪情境中发生的。犯罪情境就是被犯罪人所感知的发生犯罪行为

的具体环境。犯罪情境不仅是广义上的社会环境的组成部分，也在犯罪行为的发生中起着具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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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而复杂的作用。 

犯罪情境的特征是： 

1．动态性 

2．心理性 

3．行为性 

4．直接性 

二、犯罪情境构成要素 

犯罪情境通常由下列六类要素构成： 

（一）人 

作为犯罪情境组成要素的人，主要有四类： 

1．犯罪人 

2．被害人 

3．执法者 

4．旁观者 

（二）物 

这是指具有经济、心理等方面价值的物质资料或动物。 

（三）事件 

事件是指对犯罪人有意义但是不受犯罪人的控制而发生的各种行为和变化。犯罪行为本生就是

一种事件，犯罪行为的发生也受有关事件的影响。 

（四）状态 

状态是指在一定时间内持续存在的事物之间的某种关系。一定的社会生活状态，是影响犯罪人

的犯罪决策和犯罪行为实施的重要因素。 

（五）时间 

任何犯罪行为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中发生的，不同的时间对犯罪人有着积极或消极的意义，对犯

罪人的犯罪决策和犯罪行为产生性质不同的作用。 

（六）地点 

任何犯罪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地点中发生的，不同的地点对犯罪人有着积极或消极的意义，对犯

罪人的犯罪决策和犯罪行为产生性质不同的作用。 

犯罪情境的构成要素并不是分散地、孤立地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犯罪情境的构成要素往往形成

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一个存在多种性质的力量的“力量场”，整体地对犯罪人发挥作用。 

三、犯罪情境的功能 

犯罪情境的功能是指犯罪情境对犯罪人的犯罪决策和犯罪行为所产生的影响作用。这种影响作

用主要有三种； 

1、引起犯罪行为的发生 

2、影响犯罪行为的方式 

3、阻止犯罪行为的进行 

四、犯罪情境与犯罪动机转化 

在犯罪情境的影响下，犯罪动机会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演变或转化。这种转化主要表现为两种

情况： 

（一）犯罪动机的良性转化 

犯罪动机的良性转化是指在犯罪情境因素的作用下，犯罪人放弃犯罪动机或者减轻犯罪动机的

反社会性的现象。 

（二）犯罪动机的恶性转化 

犯罪动机的恶性转化是指在犯罪情境的影响下，犯罪人的犯罪动机的反社会性加重或者产生了

更加严重的犯罪动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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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1、选取一个典型财产犯罪，对其发生的横向模式进行分析。 

2、选取一个典型暴力犯罪，对其发生的纵向过程进行分析。 

知识单元 6：群体犯罪现象发生的一般原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群体犯罪现象的概念与特征。 

2．系统结构犯罪原因论。 

3．犯罪原因论中的基本范畴。 

4．犯罪根源。 

学习目标： 

1．了解群体犯罪现象的概念，研究犯罪根源的意义，了解系统结构犯罪原因论的基本内容。 

2．掌握犯罪原因论中的基本范畴。 

第一节  群体犯罪现象发生的一般原理 

一、群体犯罪现象的概念 

群体犯罪现象就是一定数量的个体犯罪现象的集合体（整体）。 

群体犯罪现象与个体犯罪现象的关系 

群体犯罪现象概念是作为与“个体犯罪现象”和“个体犯罪行为”相对的概念而存在的。 

与个体犯罪现象比较，群体犯罪现象突出表现出量的属性，也就是具有群体性、普遍性；而个

体犯罪现象则具有个别性（或单一性）、特殊性。 

二、群体犯罪现象的基本特征 

阶级性。 

相对性。 

暂时性。 

社会性。 

三、研究群体犯罪现象发生的意义 

在犯罪学中，研究群体犯罪现象的发生，也就是以群体犯罪现象（而不是个体犯罪现象）作为

犯罪学的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首先，有利于认识犯罪现象的本质。 

其次，有利于揭示犯罪现象产生的根源。 

第三，才有可能为科学犯罪学的健康发展提供充分条件，有利于犯罪学学科的发展。 

第二节  系统结构犯罪原因论 

一、犯罪原因论的概念 

犯罪原因论是指阐释犯罪现象产生的整个理论体系，也就是有关犯罪现象产生原因的全部理论。 

犯罪原因论的具体内容因研究者的观点和方法的不同而互不相同。  

在犯罪学中关于犯罪产生的不同观点和方法，实际上就是关于犯罪原因论的不同而形成的。 

二、系统结构犯罪原因论  

“系统结构犯罪原因论”是指以纵横交错而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作用性质和程度不同的、互相

影响和作用的引起犯罪的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的综合体系来解释犯罪现象产生的理论体系。  

第三节 犯罪原因论中的基本范畴 

“犯罪原因”作为犯罪学中的重要问题和基本范畴，由“犯罪”和“原因”两部分构成。  

一、在“犯罪”方面的基本范畴  

（一）违法与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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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犯罪学中，违法与犯罪没有严格区别，不是与犯罪相对的含义明确的独立范畴。犯罪学的犯

罪包含某些违法行为。这是站在法律之外看犯罪的必然结论。  

（二）犯罪的法律概念与社会学概念  

犯罪的法律概念和犯罪的社会学概念是犯罪学一对基本范畴。  

犯罪首先是个社会问题。对犯罪问题的真正的科学认识，首先是对犯罪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而不

是法律研究。在进行犯罪的科学理论研究的开始，必须要确定犯罪的社会学概念。 

（三）个体犯罪现象与群体犯罪现象  

个体犯罪现象是以个体行为表现出来的具体的犯罪现象，刑法学主要以个体犯罪为研究对象。 

群体犯罪现象是一定地方的一定时间内的个体犯罪现象的总和。犯罪学应当主要以群体犯罪现

象为基本研究对象。 

二、在“原因”方面的基本范畴 

（一）横向结构 

按照引起犯罪因素对犯罪产生所起作用的性质，可以划分为： 

1．犯罪原因。 

2．犯罪条件。 

3．引起犯罪的其他因素。 

（二）纵向结构 

按照系统犯罪原因论层次即纵向结构的构成，依次划分为： 

1．犯罪根源。 

2．犯罪的基本原因。 

3．犯罪直接原因条件。 

4．犯罪诱因。 

5．犯罪人的犯罪个性。 

（三）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按照引起犯罪因素的主、客观性质，可以划分为： 

1．引起犯罪的主观因素。 

2．引起犯罪的客观因素。 

引起犯罪的主观因素与引起犯罪的客观因素在犯罪行为的产生中是互相作用的，而其主导因素

是引起犯罪的客观因素。但是，如果只有引起犯罪的客观因素而没有引起犯罪的主观因素，犯罪行

为仍然不能产生。对具体的犯罪行为的产生来说，两种因素是不可分割的结构整体。  

第四节 关于犯罪现象根源的理论 

犯罪根源回答犯罪的最终产生，关系到寻找犯罪原因和预防犯罪的方向，犯罪根源不仅是犯罪

原因论同时也是犯罪学的基本问题之一。 

犯罪根源是从犯罪现象产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方面上进行解释犯罪现象产生的范畴和方

法的基本范畴之一。 

一、犯罪现象根源的概念 

（一）犯罪现象根源的形式定义 

犯罪根源是对犯罪原因的原因的追问。 

从形式上看，犯罪根源就是指系统结构犯罪原因论中的最深层的犯罪原因，是处在犯罪因果链

条终端的犯罪的“终极原因”。 

（二）犯罪根源的实质定义 

从实质上说，犯罪根源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冲突。 

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冲突是犯罪根源，是指一定历史阶段，即与阶级社会和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

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的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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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犯罪根源的特征 

（一）犯罪根源的终极性是相对的。 

（二）犯罪根源具有间接性。 

（三）犯罪根源具有现实性。 

三、研究犯罪根源的意义 

首先，研究犯罪根源有利于认识犯罪本质和犯罪发展变化规律。 

其次，研究犯罪根源促进了犯罪学的产生和发展。 

再次，研究犯罪根源推进了犯罪的治理和预防。 

最后，研究犯罪根源可以为理论和实践指明正确的方向。 

四、犯罪根源理论的局限性 

一般地说，从犯罪根源入手来控制和减少犯罪，针对性不强，短时期难以见效。 

对预防犯罪的实践来说，犯罪根源理论有很大的局限性，因而对犯罪根源的研究要适度，既不

要过分地研究其最远的起因即犯罪根源，也不要过分地研究其最近的起因。 

在一定意义上说，犯罪根源只是一种理论指向，表明理论的逻辑方向。 

作业：查阅相关资料，进一步了解关于犯罪根源的相关观点。 

知识单元 7：犯罪对策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犯罪对策的概念、目的、内容。 

2．刑事惩罚政策的概念、内容及在犯罪对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3．社会预防政策的概念、内容、基本原则。 

学习目标： 

1．了解犯罪对策的基本内容。 

2．掌握犯罪社会预防对策在犯罪对策中重要地位及价值。 

第一节 犯罪对策 

一、犯罪对策的概念 

犯罪对策是犯罪学的逻辑归宿。 

对预防和减少犯罪现象所起作用、有效果的各种措施、方法就是犯罪对策。 

二、犯罪对策的目的 

实质上是恢复被犯罪行为所否定的社会价值，具体来说，犯罪对策的目的就是减少和尽可能的

缩小犯罪存在的范围，并逐渐减少和控制犯罪的发生。 

三、犯罪对策的内容 

历史地看，犯罪对策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种是在犯罪发生之后，对犯罪进行制裁，这种对策可以称为刑事惩罚政策。 

另一种是在犯罪发生之前，就采取各种措施和方法，防止犯罪的发生。这种对策可以称为社会

预防政策。 

社会预防政策是在刑事惩罚政策对犯罪问题无能无力的背景下产生的，其本身包含的价值可能

要高于刑事惩罚政策。 

第二节 刑事惩罚政策 

一、刑事惩罚政策的概念和内容 

刑事惩罚政策是指国家机关运用刑事法律与违法犯罪作斗争的一切手段、方法和措施。 

刑事惩罚政策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刑事立法活动，二是刑事司法活动。刑事立法与刑事

司法二者是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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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刑事惩罚政策的地位和作用 

对刑事惩罚政策历来存在着两种明显对立的观点。 

一种意见认为，必须坚持惩罚政策，因为只有惩罚政策，才能起到减少犯罪的作用。 

另一种意见认为，刑事惩罚政策不是一项最好的政策，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   

尽管作为治标措施的刑事惩罚政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但它在同违法犯罪作斗争中所

处的基础地位和作用是绝不能忽视的。  

首先，刑事惩罚剥夺了犯罪者继续违法犯罪、侵害国家和人民群众合法利益的条件，使其在法

律的尊严和威力面前得到应有的惩罚；  

其次，对于社会上的不法人员来说，刑事惩罚具有威慑和警戒作用。  

再次，对于普通公民来说，由于刑罚是对违法犯罪行为的一种否定评价，因而起到了对于公众

行为的导向作用。  

最后，刑罚是预防措施的基础保障。 

第三节 社会预防政策 

一、犯罪的社会预防概述  

（一）犯罪社会预防的概念 

犯罪的社会预防是指消除和削弱形成人的消极个性的引起犯罪的原因、条件和因素，从而防止

和减少犯罪的社会活动。  

犯罪的社会预防从性质上看，属于社会调整领域的专门活动，是社会自我调整和完善的过程。   

（二）犯罪社会预防的意义 

首先，犯罪的社会预防是一种社会性的措施和对策，其优势是可以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力量，协

同作战，作好控制和预防违法犯罪的工作。  

其次，犯罪的社会预防措施能够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它能够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前，阻

止犯罪行为的发生，从而使治理违法犯罪的工作更加积极、主动。  

再次，社会预防措施相对于刑事惩罚措施来说，是一种“治本”的措施，它是从根本上解决社

会上存在的违法犯罪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犯罪社会预防措施的种类 

与系统结构的犯罪原因相适应，犯罪社会预防措施也应是分层次的。犯罪社会预防应当针对不

同层次犯罪原因提出不同层次的预防措施。 

从这种意义上，社会预防犯罪措施可划分为三种：一般社会预防措施、专门社会预防措施和个

别社会预防措施。 

三、犯罪社会预防的原则 

1．法制原则。 

2．人道主义原则。 

3．调动公众参与的原则。 

4．具体化的原则。 

5．统筹协调的原则。 

6．科学化原则。 

7．动态性原则。 

作业：查阅相关资料，对刑事政策概念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和掌握。 

知识单元 8：刑事惩罚政策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刑罚的概念、内容、功能及其在犯罪预防中的局限性。 

2．刑罚目的的相关学说及我国学者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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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用刑事惩罚政策预防犯罪需要注意的问题及其完善。 

学习目标： 

1．了解刑事惩罚政策的基本内容、功能、刑罚目的的学说。 

2．掌握刑事惩罚政策的局限性及完成刑罚目的的影响性因素。 

第一节 刑罚概说 

一、刑罚的概念 

刑罚是指国家专门机关根据刑法对犯罪人施加的最严厉的惩罚措施。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刑罚机关的专门性。  

第二，刑罚依据的法定性。  

第三，受罚对象的特定性。  

第四，刑罚措施的严厉性。 

二、刑罚的种类 

刑罚的种类就是法律规定的具体刑罚方法，即“刑种”。  

（一）法定分类 

中国刑法将刑罚的种类划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两类。 

主刑分为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 

附加刑分为剥夺政治权利、罚金、没收财产和驱逐出境。 

（二）从刑罚的性质、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等方面来看，可以将刑罚划分为 4种类型： 

1、身体刑（肉刑）。 

2、生命刑（死刑）。 

3、自由刑。 

4、财产刑。 

（三）从是否对犯罪人进行监禁，可以将刑罚分为两种类型： 

1、监禁刑。 

2、非监禁刑。 

三、刑罚的功能 

（一）刑罚对犯罪人的功能  

1．惩罚作用。 

2．限制作用（个别威慑功能）。 

3．改造作用。  

（二）刑罚对被害人的功能 

1．安抚作用。 

2．补偿作用。 

（三）刑罚对社会的功能 

1．补偿作用。 

2．威慑作用（一般威慑）。 

3．教育作用（一般威慑）。 

4．鼓舞作用。  

四、刑罚的局限性 

（一）单纯依靠刑罚不能控制犯罪 

第一，司法机关能够侦破的犯罪是有限的。  

第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很多犯罪发生之后，被害人和其他人不愿意报案，这也影响了对

犯罪人的惩罚，使刑罚的一些功能得不到发挥。  

第三，主要从报应出发判处的刑罚，不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在预防犯罪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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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不适当的刑罚使用往往会给人们以错误的暗示，从而大大削弱了刑罚在控制犯罪方面的

积极作用。 

第五，由于法律意识、法律宣传等方面的问题，良好的刑罚适用活动不可能被很多社会成员所

认识。 

（二）刑罚具有副作用 

1．刑罚会妨碍犯罪人适应社会生活。 

2．刑罚会使犯罪人变得谨慎狡猾。 

3．刑罚会产生其他意想不到的消极态度。  

4．刑罚会提高犯罪人的地位。 

5．刑罚一般会阻止建设性活动。 

第二节  刑罚目的 

一、刑罚目的学说 

（一）概说  

刑罚目的，它是指国家创制、适用和执行刑罚所希望达到的结果。其特点是： 

（1）刑罚目的是人们附加上去的，而不是刑罚本身固有的。 

（2）刑罚目的对于创制、适用和执行刑罚的所有活动都有影响作用。  

刑罚目的学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报应性目的学说，另一类是功利性目的学说。  

（二）报应性目的学说  

报应性目的学说认为，刑罚就是对犯罪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的回报，是犯罪行为的必然后果，是

犯罪人应当受到的报应。  

（三）功利性目的学说 

功利性目的学说认为，对犯罪人判处刑罚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社会目的，通常是为了预防未来的

犯罪行为。一般认为，刑罚预防犯罪的功利目的，要通过 3种机制来实现，即威慑、剥夺犯罪能力

和改造。另外，通过刑罚对人们进行道德教育，也应该是刑罚的功利性目的之一。 

1、威慑 

威慑是指通过向犯罪人施加痛苦或者其他不利后果来预防未来犯罪的刑罚观念和措施。 

（1）特别威慑。 

（2）一般威慑。 

2．剥夺犯罪能力 

剥夺犯罪能力是指从身体上或者地理上消除犯罪人继续犯罪的能力的刑罚观念和措施。 

3．改造 

改造是指通过适当的措施和活动改变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和态度的刑罚观念和措施。 

4．道德教育 

（四）中国刑法学者的观点  

1．刑罚的根本目的  

刑罚的根本目的就是保护广大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2．刑罚的直接目的 

刑罚的直接目的就是通过创制、适用和执行刑罚所希望达到的直接结果。  

（1）一般预防 

（2）特殊预防  

第三节  刑事惩罚政策——刑罚目的的实现 

良好的刑事惩罚政策，对于刑罚目的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要实现刑罚的目的，必须科学开展

刑事立法，正确进行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活动，制定良好的刑事惩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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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事立法政策  

刑事立法政策通过国家的刑事立法活动来实现。 

刑事立法活动是指国家立法机关依照一定程序创制、修改和补充刑事法律规范的活动。 

体现在刑事立法活动中的刑罚政策，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1.确立科学的刑罚哲学。  

2.发展良好的刑事司法制度。  

3.建立合理的刑罚体系。  

4.对犯罪规定合理的刑罚。  

5.关注非刑罚化和轻刑化。  

二、刑事司法政策  

刑事司法政策，就是指贯穿于侦查、起诉、审判和行刑过程的政策。 

发展良好的刑事司法政策，应该关注下列内容： 

1.确立合理的刑事诉讼理念。  

2.保证侦查的合法性。  

3.增强量刑的合理性。 

（1）推进审判体制的改革。 

（2）提高法官素质。 

（3）缩小量刑差异。 

4、坚持科学原则 

（1）刑罚公平性原则 

（2）刑罚及时性原则 

（3）刑罚必然性原则 

（4）刑罚个别化原则 

三、刑事执行政策 

（一）确立科学的刑罚执行理念 

要提高犯罪对策的有效性，就要坚持科学的刑事执法理念，即行刑理念。行刑理念就是指导刑

罚执行活动的基本观念。  

在死刑的执行中，应当确立“依法办事、文明行刑、人道待人”的理念。  

在监禁刑的执行活动中，应当切实贯彻“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行刑理念。 

在非监禁刑的执行中，要树立“惩罚与改造相结合、监控与帮助相结合”的行刑理念。   

在对无罪判决以及免于刑罚处分等非刑罚内容的刑事判决和裁定的执行过程中，要贯彻“有错

必纠”的行刑政策，坚决依法纠正冤假错案，并且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恢复冤假错案当事人的名

誉，对他们进行合理的赔偿和补偿。 

（二）坚持科学的行刑原则 

1、刑罚个别化原则 

2、刑罚人道化 

四、有效监督刑事法律活动  

1．加强刑事立法监督 

2．公布刑事司法信息 

3．改革法律监督制度  

4．强化舆论监督 

5．发挥律师的监督作用 

知识单元 9：犯罪的社会预防政策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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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犯罪的一般社会预防政策的基本内容。 

2．社会本体建设的主要方面，社会公共政策完善的原则，社会控制的主要力量。 

3．专门的犯罪社会预防及其主要措施。 

4．犯罪个别预防的依据、原理与基本途径。 

学习目标： 

1．了解犯罪一般社会预防政策的基本内容，社会本体建设的主要方面，社会公共政策完善的

基本原则，犯罪的个别预防。 

2．掌握专门的犯罪社会预防的基本原理及主要措施。 

第一节  犯罪的一般社会预防 

犯罪的一般社会预防又称犯罪的宏观预防，是以社会整体为单位的全局性的犯罪预防活动，其

目的在于创造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抑制和克服犯罪现象的宏观社会环境。其特征为： 

第一，它与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进程相统一； 

第二，它集中表现为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并通过一定的社会决策机制、社会行政机制来实现对

整个社会的组织、引导、规划，构建一个和谐社会。   

一、社会改革——社会本体的建设与完善  

社会本体（具体说是社会制度、经济文化以及结构）的建设和完善，是社会自我克服犯罪的物

质基础和精神基础。社会本体建设和完善的基本途径是社会改革，即在现行的基本社会制度之下对

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从犯罪预防角度来说，以下几个方面的社会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一）三个文明建设协调进行，提高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综合水平。 

（二）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克服社会弊端，不断完善社会制度。  

（三）正确引导社会文化变革，实现社会价值的重整和统一。 

（四）恰当调整阶级关系，改善人际关系，制造宽松的政治气氛。 

二、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社会问题的控制阀  

（一）概说  

公共政策是社会公共权威机构（执政党和政府）以方针、政策、法令、条例、方案、规划等形

式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权威性指引和干预。 

社会政策是政府为促进社会福祉而制定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服务、公共住房、公共教

育等方面的政策的总和。 

公共社会政策是国家和（或）政党制定的旨在协调社会关系，避免或解决社会问题，保证经济

与社会平稳、均衡发展的方针、原则和计划的总和。包括经济政策、人口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文

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等多个方面。   

公共社会政策有着重要的预防犯罪价值，具体表现为： 

首先，就公共社会政策本身来说，它是一种社会关系“调节器”，它的正确与错误将直接影响

着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  

其次，比较而言，公共社会政策的预防犯罪价值优于狭义的刑事政策，前者可以治本，后者则

只能治标。  

其三，从政党和政府的治世方略角度考虑，当政党或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和自信通过公共社会政

策的完善来从容对付犯罪等社会问题时，总是乐于更多地启用公共社会政策，而不是过多地依赖于

刑罚手段。 

（二）公共社会政策的完善 

由于公共社会政策的范围十分广泛，结合犯罪预防的要求提出若干项一般原则。  

1．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原则 

2．效率与公平兼顾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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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内在一致原则 

4、成本/效益原则 

三、道德、法制和政府行政——社会控制的三种主要力量  

（一）道德 

道德是一套评价善恶的规则和标准。 

运用道德力量预防犯罪，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加强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 

二是道德规范的执行，主要表现为普遍的社会监督和舆论谴责。 

在运用道德手段预防和控制犯罪时，必须注意： 

一是道德控制的作用的有限性。 

二是道德控制适度性。 

（二）法制 

法制，是指国家和政府制定的用以调整社会关系、管理经济发展以及其他社会公共事务的法律、

法规和制度的总和。  

法制完善是社会完善的标志之一，同时也是实现社会整合、预防和控制犯罪的重要力量之一。  

1．立法环节。  

2．执法环节。  

3．法制宣传和教育环节。  

（三）政府行政 

政府行政是政府依法对具体社会公共事务实施组织管理的过程。 

预防犯罪需要高效率的政府行政。 

一是政府权力应当保持高度的权威性，政府行政工作应当保持必要的强度。 

二是加强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工作。 

三是加强农村乡镇、城市街道等基层政权建设。 

第二节  犯罪专门社会预防 

犯罪专门社会预防又称犯罪微观预防，是以社区、群体以及公民个人为单位而进行的预防犯罪

活动。其主要目的在于减少犯罪目标，消除犯罪机会和条件，加大犯罪行为的困难度和风险性；从

被害人学角度说，则是减少特定社区、群体或者个人的被害可能性。  

一、环境设计与防卫空间 

通过环境设计来预防犯罪，是一种具有较强应用性的犯罪预防方法。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工程

建筑学方法来规划和建设物理环境，创造一个不利于犯罪发生的防卫空间。 

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的具体方法多种多样。  

环境设计应当以不妨碍或者侵犯公民私生活和个人隐私权为限。 

二、群体和个人对犯罪预防的参与  

（一）社区参与。 

（二）群众自治。 

（三）企业、事业单位的自我管理和自我保护。 

（四）公民个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防卫。 

第三节  犯罪的个别社会预防：教育与教化 

一、犯罪个别社会预防的概念及原理  

（一）个别社会预防的概念  

犯罪个别社会预防即犯罪心理预防，是指通过文化教育和伦理教化，对个体成长施以良性干预，

从而培养健全人格，消除或者避免个体人格发展中的不良因素，防止人们陷于犯罪的活动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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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个别社会预防概念有以下科学依据： 

人性依据。 

事实依据。  

（二）犯罪个别社会预防的原理 

1．以人（而不是环境）为指向，核心目的是使人养成健全的人格，是实现人的完善、人的内

在充实。  

2．犯罪个别社会预防不赞成那种“物质般加在个体身上”的纯粹的外在控制，而是特别强调

人的内在自我控制与外在社会控制之间的相对均衡。 

3．犯罪个别预防通过人的整个社会化过程和个性化过程来实现。 

4．家庭、学校、集体（群体）、邻里、社区是个体社会化和个性化的重要执行者，也是个体实

现社会化和个性化重要环境和氛围，因而也是个别社会预防的主要执行者和主要力量。  

5．犯罪个别预防是一种积极预防，在这一过程中人既是对象，也是主体。 

二、犯罪个别社会预防的基本途径  

（一）社会化与个性化——社会对个体人格的塑造  

作为个别社会预防基本途径之一的社会化/个性化，主要表现为个体对社会伦理规范以及文化

及生产生活知识的不断接受、吸纳的过程，其中，家庭、学校、集体（群体）、邻里、社区对个体

的教育、传授以及在上述环境中的人际互动，成为个体接受和吸纳社会规范和文化及生产生活知识

的重要途径。  

为了保证个体社会化过程的顺利完成，应当特别强调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1．不断完善社会，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格健全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 

2．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大众传媒，以及适当的组织纪律约束和健康的人际交往互动，

传授社会文化和社会规范。 

3、大力开展心理卫生工作和心理健康咨询活动。 

（二）自我修养—人格的自我养成和完善  

1．自我意识的形成 

2．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 

（三）变态人格的矫治  

培养健全人格的目的在于使人格不严重偏离正常。变态人格矫治的目的则在于使明显偏离正常

的人格——人格异常和变态人格恢复正常。 

异常人格和变态人格有多种矫治方法。 

作业：结合选定的某一社区，进行犯罪预防的环境设计。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2学时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结合所学犯罪原因的理论，设计一份有效问卷，对该理论进行验证乃至创新。 

实验要求：熟悉犯罪原因的相关理论，并对设计调查问卷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设计出具有有

效性与可信度的调查问卷；掌握问卷样本选择、问卷发放、问卷回收、问卷统计的基本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知识单元 1：犯罪学的概念 2  

2 
知识单元 2：犯罪学与相邻科学的关系 

知识单元 3：犯罪学的基本理论——犯罪学简史 
2  

3 知识单元 3：犯罪学的基本理论——犯罪学简史 2  

4 知识单元 3：犯罪学的基本理论——犯罪学简史 2  

5 知识单元 4：犯罪现象及其测量 2  

6 知识单元 4：犯罪现象及其测量 2  



2656 

7 知识单元 5：个体犯罪行为发生的机制 2  

8 知识单元 5：个体犯罪行为发生的机制 2  

9 知识单元 6：群体犯罪现象发生的一般原理 2  

10 知识单元 7：犯罪对策概述 2  

11 知识单元 8：刑事惩罚政策 2  

12 知识单元 8：刑事惩罚政策 2  

13 知识单元 9：犯罪的社会预防政策 2  

14 知识单元 9：犯罪的社会预防政策 2  

15 知识单元 9：犯罪的社会预防政策 2  

16 实验 2 具体调查需要课外完成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选修本课程，最好先修刑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课程，但并非必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犯罪学的概念，犯罪原因的各种理论、犯罪现象的测量、对刑事惩罚政策的缺点与局限

性的正确认识、犯罪社会预防政策的实施与完善。 

难点：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犯罪测量的理论与实施、犯罪原因的诸多理论的把握、刑事惩

罚政策的改善、犯罪社会预防政策的完善。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理论讲授。 

2.典型案例分析。 

3.社会调查与统计 

4.课堂研讨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研讨与演示等。 

3.spss软件数据分析。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运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选取典型样本，进行若干次犯罪调查，对调查结果借助于 spss 软

件进行分析，以对所学的犯罪原因理论进行验证或创新。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需查阅相关官方犯罪统计数据，对我国犯罪现象进行测量分析，鉴于国外犯罪学研究较为

发达，需参阅相关外文资料。需学生自主选择、确定调查样本，自行开展调查问卷。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

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自主编写出版的《新犯罪学》（第二版）作为理论教学教材；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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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牧主编《新犯罪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4月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德]汉斯·约阿希姆·施奈德著，吴鑫涛等译：《犯罪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2. [意]恩里科·菲利著，郭建安译：《犯罪社会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3.许章润主编：《犯罪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4．吴宗宪：《西方犯罪学史》，警官教育出版社 1997年版。 

执笔：于国旦  审稿：于国旦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8日 

 

经济犯罪与刑罚 
Economic Crime and Punishment 

课程号：4040402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熟悉我们刑法的经济犯罪的规定。2、运用刑法基本原理来分析现行

的经济犯罪。3、了解经济犯罪的基本原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第一章 经济刑法概述 

一、经济犯罪的概念与特征 

(一)经济犯罪的概念 

(二)经济犯罪的特征 

(三)经济犯罪的原因 

二、经济刑法的概念 

(一)经济刑法的概念 

(二)经济刑法的立法 

第二章 经济犯罪的构成特征 

一、经济犯罪构成的概念 

二、经济犯罪的客体 

(一)经济犯罪客体的概念 

(二)经济犯罪客体的分类 

三、经济犯罪的客观方面 

(一)经济犯罪的客观方面的概念 

(二)经济犯罪的客观方面的内容 

四、经济犯罪的主体 

(一)经济犯罪主体的概念 

(二)经济犯罪主体的种类 

五、经济犯罪的主观方面 

(一)经济犯罪主观方面的概念 

(二)经济犯罪主观方面的罪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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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犯罪的犯罪目的 

第三章 经济犯罪的形态 

一、共同经济犯罪 

(一)共同经济犯罪的概念 

(二)共同经济犯罪的成立条件 

(三)共同经济犯罪人的种类及其处罚原则 

二、经济犯罪的停止形态 

(一)经济犯罪停止形态的概念 

(二)经济犯罪的完成形态 

(三)经济犯罪的未完成形态 

三、经济犯罪的罪数形态 

(一)经济犯罪罪数的概念 

(二)经济犯罪罪数的几种情况 

第四章 经济犯罪的刑罚 

一、经济犯罪的刑罚概述 

二、经济犯罪的财产刑 

(一)罚金 

(二)没收财产 

三、经济犯罪的资格刑 

(一)剥夺政治权利的概念、内容和适用对象 

(二)资格刑的立法完善 

四、经济犯罪的自由刑 

(一)管制 

(二)拘役 

(三)有期徒刑 

(四)无期徒刑 

五、经济犯罪的生命刑 

第五章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一、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概述 

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种类 

(一)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二)生产、销售假药罪 

(三)生产、销售劣药罪 

(四)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五)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六)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 

(七)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 

(八)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 

(九)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 

第六章 走私罪 

一、走私罪概述 



2659 

二、走私罪的种类 

(一)走私武器、弹药罪 

(二)走私核材料罪 

(三)走私假币罪 

(四)走私文物罪 

(五)走私贵重金属罪 

(六)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 

(七)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 

(八)走私淫秽物品罪 

(九)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十)走私废物罪 

第七章 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 

一、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概述 

二、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种类 

(一)虚报注册资本罪 

(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 

(三)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 

(四)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 

(五)妨害清算罪 

(六)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 

(七)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 

(八)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 

(九)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十)为亲友非法牟利罪 

(十一)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十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 

(十三)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 

(十四)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 

第八章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一、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概述 

二、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种类 

(一)伪造货币罪 

(二)出售、购买、运输假币罪 

(三)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购买假币、以假币换取货币罪 

(四)持有、使用假币罪 

(五)变造货币罪 

(六)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 

第九章 金融诈骗罪 

第十章 危害税收的征管罪 

第十一章 侵犯知识产权罪 

第十二章 扰乱市场秩序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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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2 第二章   

3 第三章   

4 第四章   

5 第五章   

6 第六章上   

7 第六章下   

8 第七章   

9 第八章上   

10 第八章下   

11 第九章上   

12 第九章下   

13 第十章   

14 第十一章   

15 第十二章   

16 总结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刑法学总则，刑法学分则，经济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经济犯罪的基本原理  

难点：注重刑法谦抑性原则在经济犯罪中的运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采取课堂教学，教师教授为主。本课程文字教材采取分立型，由基本教材与辅助教材

两部分组成。基本教材系统阐述经济犯罪中具体罪名，并为学生自学提供指导。教材内容由教学目

的、内容提要、教学内容本文和思考题等几部分组成。这是本课程教学的基本依据，也是复习、考

试的基本依据。辅助教材收录有关刑事立法文件、司法解释和典型案例分析等，以开拓学生视野、

加深学生对基本教材内容的理解和掌握。 

教学手段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辅以多媒体教学，对文字教材内容进行必要的补充和重点阐释，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文字教材的内容。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察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 

4、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孙国详编著《经济刑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顾肖荣等编著《经济刑法》，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连续出版物  

执笔：罗翔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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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01）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Juvenile Justice  

课程号：404060012（－0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刑事法学课程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的现状、特点与规律等；2、揭示我国

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居高不下的各种主要原因；3、预防、控制与减少青少年犯罪现象的途径、方

法与措施等；4、我国当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司法制度等。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首先掌握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的

现状、特点与规律等，进而揭示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居高不下的各种主要原因，最终为预防、

控制与减少青少年犯罪现象寻求正确的途径、方法与措施等。与此同时，还将使学生掌握我国当前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刑事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基本法律知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学时 

知识单元 1：本课程绪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介绍本课程大致的框架、相关的参考资料等。 

2．介绍我国当前对于青少年犯罪现象加强研究的各类、各级研究机构、相关的报刊杂志等。 

3、介绍我国当前有关未成年人保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方面的主要立法及其实施情况等。 

4、青少年不同年龄段的划分；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的相关特点；青少年犯罪的概念；青少年

犯罪学的概念、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青少年犯罪现象概况等。 

学习目标： 

1．了解本课程大致的框架、相关研究机构与报刊杂志、相关立法及其实施情况、不同年龄段

的青少年的相关特点、青少年犯罪学的概念、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青少年犯罪现象概况。 

2．掌握相关立法及其实施情况、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的相关特点、青少年犯罪学的概念与研

究对象、青少年犯罪现象概况。 

作业：借阅相关的参考资料，查阅相关的报刊杂志与相关立法，以了解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

象、尤其是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的概况。 

知识单元 2：青少年犯罪现象论 

参考学时：6时 

学习内容： 

1．青少年犯罪现象的历史与现状。 

2．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的基本特点与规律等。 

3、对我国未来青少年犯罪现象的预测、相关立法、司法等方面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等。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的基本特点与规律等。 

2．掌握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在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等方

面主要的基本特点与规律，相关立法、司法等方面应当进一步改革与完善的实际需求等。 

作业：查阅相关的参考资料，并结合相关的实际调查，以总结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在犯罪

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等方面主要的基本特点与规律，相关立法、司法等

方面应当进一步改革与完善的实际需求等。 

知识单元 3：青少年犯罪原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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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居高不下在相关方面的主要原因。 

2．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主体在自身个体方面的主要内因。如生理原因、心理原因、不良交往

原因等。 

3、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主体在自身个体外方面的主要外因。如家庭原因、学校原因、社区原

因、社会原因等各种主要外因。 

4、我国当前在青少年犯罪原因方面的犯罪原因系统论、犯罪多因综合论等观点。 

5、西方三大学派在犯罪原因方面的不同主张及其主要观点，如犯罪人类（生物）学派、犯罪

社会学派、犯罪心理学派等的不同主张及其主要观点。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居高不下在相关方面的主要原因、我国当前在青少年犯罪原

因方面的犯罪原因系统论、犯罪多因综合论等观点，西方三大学派在犯罪原因方面的不同主张及其

主要观点等。 

2．掌握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居高不下的主要内因与主要外因、我国当前在青少年犯罪原

因方面的犯罪原因系统论与犯罪多因综合论、西方三大学派在犯罪原因方面的不同主张及其主要观

点等。 

作业：查阅相关的参考资料，并结合相关的实际调查，以总结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居高不

下在相关方面的主要原因，尤其是个体内因、家庭原因、学校原因与社会原因等方面的主要原因。 

知识单元 4：青少年犯罪防治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综合治理方针的提出与发展。 

2、综合治理方针中的主要环节。 

3、防治青少年犯罪方面主要的具体途径与措施等。 

学习目标： 

1．了解综合治理方针的主要内容。 

2．掌握综合治理方针中的打击环节、防范环节、教育环节、管理环节、建设环节、改造环节、

以及防治青少年犯罪方面的具体途径与措施等主要内容。。 

作业：查阅相关的参考资料，并结合相关的实际调查，以总结我国当前在防治青少年犯罪方面

的主要做法、实际效果以及亟需改进之处。 

知识单元 5：未成年人犯罪司法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司法程序（刑事诉讼各个阶段）。 

2、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司法实体（刑法等角度）。 

3、对未成年犯罪成员的劳改、矫治与帮教制度等。 

学习目标： 

1．了解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中的特别规定、对未成年犯罪成员适用刑罚的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以及刑罚具体适用中的主要问题、对未成年犯罪成员实施劳改、矫治与帮教方

面的主要内容。 

2．掌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立案、侦查、预审、羁押、逮捕、起诉（含刑事自诉）、审判、刑

罚适用、劳改、矫治与帮教等方面的主要内容。 

作业：查阅相关的参考资料，并结合相关的实际调查，以总结我国当前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司

法制度方面的主要做法、实际效果以及亟需改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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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4学时 

实验 1：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实际调查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去看守所、法院、未成年犯管教所或其他司法一线，了解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

实际案例。 

实验要求：熟悉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案例、司法制度；研究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

主要原因、防治措施；掌握我国当前对青少年犯罪现象的主要研究方法。 

实验 2：撰写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调查报告或相关论文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撰写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方面的调查报告或相关论文。 

实验要求：熟悉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案例、司法制度等；研究朱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

因；掌握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防治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本课程绪论等内容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1 

2 青少年犯罪现象的历史与现状。 1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2 

3 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的基本特点与规律（一） 1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2 

4 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的基本特点与规律（二）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2 

5 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的基本特点与规律（三）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2 

6 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一）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3 

7 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二）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3 

8 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三）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3 

9 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四）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3 

10 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五）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3 

11 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六）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3 

12 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的防治（一）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4 

13 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的防治（二）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4 

14 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司法制度（一）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5 

15 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司法制度（二）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5 

16 第 16～18周、本课程实验 2个，共 4学时 4 详见上述实践教学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刑法学总论、刑法学分论、刑事诉讼法学等。 

后续课程：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青少年犯罪现象论、青少年犯罪原因论、青少年犯罪防治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司法制

度等。 

难点：青少年犯罪原因、青少年犯罪防治、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司法制度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理论讲授。 

2.紧密联系社会实际与典型案例。 

3、课堂讨论，师生互动。 

教学手段： 

1.多媒体、ppt课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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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讲授与课堂讨论，师生互动等相结合。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去看守所、法院、未成年犯管教所或其他司法一线，了解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案例。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去图书馆、网上、看守所、法院、未成年犯管教所或其他司法一线，进行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

实验等。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注重教学全过程，平时成绩占 20％，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查占 70％。 

7、作业要求： 

每个知识单元教学结束后，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青少年犯罪与未成年犯罪司法制度》理论教学教材；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建荣等主编：《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读本》，黄河出版社，2000年 8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郭翔、张建荣等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年 10月 第 1版。 

2．皮艺军、张建荣等编著《为了明天更美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年 1月 第 1版。 

3. 康树华主编：《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法制教育全书》，西苑出版社，1999年 8月 第 1版。 

执笔：张建荣  审稿：于国旦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6日 

 

网络恶意行为识别与分析 
Technologies and Identification of Network Attack and Defense 

课程号：40401020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各类恶意代码的功能与特点；2、了解各类网络恶意行为的实施

过程和主要特征；3、了解分析网络恶意行为的思路和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网络恶意行为基础知识、恶意代

码的作用原理、网络攻防的基本原理，了解网络恶意行为分析的概念，为网络犯罪侦查等后续课程

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6学时 

知识单元 1：网络恶意行为识别与分析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网络恶意行为 

1.1 网络行为的概念； 



2665 

1.2 “恶意”的概念； 

1.3 网络恶意行为的界定； 

1.4 网络恶意行为的特征性。 

2. 网络恶意行为的识别 

2.1 网络恶意行为识别的含义； 

2.2 网络恶意行为识别的目的和意义； 

2.3 网络恶意行为识别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思路。 

3. 网络恶意行为的分析 

3.1 网络恶意行为分析目的和意义； 

3.2 网络恶意行为的重演与追踪； 

3.3 网络恶意行为模型。 

学习目标： 

1．掌握网络恶意行为识别与分析的各种概念界定； 

2．掌握网络恶意行为的类型和目的； 

3. 了解网络恶意行为识别与分析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思路。 

作业： 

1. 列举网络恶意行为的类型； 

2. 试述网络恶意行为与网络犯罪行为在概念界定上的异同。 

知识单元 2：恶意代码调查技术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恶意代码的定义和类型 

1.1 恶意代码的定义； 

1.2 恶意代码的类型； 

2. 恶意代码的行为 

2.1 什么是恶意代码的行为； 

2.2 恶意代码行为的主要类型； 

3. 恶意代码的产生原因 

4. 不同类型恶意代码的特征 

5. 恶意代码的发展 

5.1 恶意代码的发展历史； 

5.2 恶意代码的发展趋势； 

6. 恶意代码案件 

6.1 恶意代码案件的发展趋势； 

6.2 恶意代码案件的法律依据； 

6.3 典型恶意代码案例。 

学习目标： 

1．掌握恶意代码和恶意代码行为的概念、类型和特征。 

2．了解恶意代码和恶意代码行为的目的。 

3．熟悉恶意代码案件的基本形态和法律依据。 

作业： 

1. 试述恶意代码与恶意代码行为之间的区别。 

知识单元 3：病毒案件的调查技术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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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机病毒概述 

1.1 病毒的定义 

1.2 病毒的分类 

1.3 病毒的现象 

1.4 病毒的发现 

1.5 病毒的清除 

1.6 病毒的防御 

2. 编制病毒的相关技术 

2.1 PC的启动流程 

2.2 恶意代码控制硬件的途径 

2.3 中断 

2.4 埋钩子 

2.5 病毒程序的常用中断 

2.6 引导病毒传染的实例 

2.7 文件病毒传染的实例 

2.8 病毒的伪装技术 

2.9 windows病毒例子 

3. 典型病毒代码分析 

4. 病毒案件的调查与取证 

4.1 病毒案件的调查 

4.2 IIS日志 

4.3 “熊猫烧香”案件的调查与取证 

4.4 经典病毒案件的审判 

学习目标： 

1. 掌握病毒的定义和类型。 

2. 掌握病毒的功能和特征。 

3. 了解编制病毒的相关技术。 

4. 了解病毒代码分析思路。 

5. 掌握病毒案件调查取证的方向和原则。 

作业： 

1. 简述病毒的基本特征 

2. 试述病毒识别与分析的基本思路 

知识单元 4：木马案件的调查技术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木马概述 

1.1 木马的定义 

1.2 木马的特征 

1.3 木马的分类 

1.4 木马的原理 

1.5 木马技术的发展 

2. 木马相关技术 

2.1 木马的隐藏技术 

2.2 木马的启动方式 

2.3 木马的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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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木马的攻击技术 

3. 典型的木马代码 

3.1 木马监控键盘记录的代码 

3.2 木马 DLL远程注入代码 

3.3 木马下载代码 

4. 僵尸网络 

4.1 僵尸网络的定义 

4.2 僵尸网络的威胁 

4.3 僵尸网络的演变和发展 

5. 木马案件的调查 

5.1 木马的发现和获取 

5.2 木马样本的功能分析 

5.3 木马盗号案件的调查与取证 

6. 木马的防范 

6.1 木马的查杀 

6.2 木马的防御 

学习目标： 

1. 掌握木马及僵尸网络的定义。 

2. 掌握木马的类型、功能和特征。 

3. 了解木马的相关技术。 

4. 了解典型木马代码。 

5. 掌握木马案件的调查方法。 

6. 了解木马的防范方式。 

作业： 

1. 试述病毒和木马的区别。 

2. 试述僵尸网络的调查思路。 

知识单元 5：网页恶意代码案件的调查技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网页恶意代码概述 

1.1 网页恶意代码的定义 

1.2 网页恶意代码的功能 

1.3 网页恶意代码的类型 

1.4 网页恶意代码的主要特征 

2. 网页恶意代码相关技术 

2.1 网页恶意代码的运行机理 

2.2 网页恶意代码修改注册表的过程 

2.3 注册表的导出、恢复和分析方法 

3. 典型网页恶意代码介绍 

4. 移动互联网恶意代码 

4.1 移动互联网的界定和技术特征 

4.2 移动互联网恶意代码的概念和属性 

4.3 移动互联网恶意代码的命名规范 

5. 网页挂马案件的调查 

5.1 网页挂马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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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网页挂马的产生和发展概况 

5.3 网页挂马的危害 

5.4 网页挂马的种类 

5.5 网页挂马的实现流程 

5.6 网页挂马案件的调查思路 

5.7 网页挂马案件的未来发展趋势 

6. 网页恶意代码的防范 

6.1 实时监控网站 

6.2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6.3 提高上网安全意识 

6.4 严厉打击非法网站 

学习目标： 

1. 掌握网页恶意代码和移动互联网恶意代码的概念、类型、功能、属性和特征。 

2. 了解网页恶意代码相关技术以及网页挂马的实施过程。 

3. 熟悉网页恶意代码案件的调查思路。 

作业： 

1. 试述普通网页恶意代码与移动互联网恶意代码的关系 

2. 简述网页恶意代码案件调查取证的过程。 

知识单元 6：黑客与网络攻击行为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黑客与黑客道 

1.1 黑客与骇客 

1.2 黑客道的起源 

1.3 黑客道的分化 

1.4 黑客道的“现代史” 

1.5 中国的黑客发展史 

2. 网络攻击行为概述 

2.1 网络攻击技术的界定 

2.2 网络攻击行为的基本步骤 

2.3 网络攻击行为的特点 

2.4 线上攻击 

2.5 物理攻击 

2.6 社会工程学攻击 

学习目标： 

1. 掌握网络攻击行为的基本步骤。 

2. 了解黑客的发展史和特点。 

3. 掌握网络攻击的三类方法。 

作业： 

1. 试述黑客分类 

2. 试述网络攻击三类方法之间的关系 

3. 简述网络攻击的基本步骤 

知识单元 7：网络信息收集技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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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信息收集概述 

1.1 网络信息收集的概念 

1.2 网络信息收集的目的 

1.3 网络信息收集的一般方法 

2. 网络踩点 

2.1 网络踩点概述 

2.2 Web信息搜索与挖掘 

2.3 DNS与 IP查询 

2.4 网络拓扑侦察 

2.5 网络踩点技术演示 

3. 网络扫描 

3.1 网络扫描的概念 

3.2 网络扫描的目的 

3.3 网络扫描的类型 

3.4 主机扫描 

3.5 端口扫描 

3.6 系统类型探查 

3.7 网络扫描演示 

4. 网络查点 

4.1 网络服务旗标抓取 

4.2 通用网络服务查点 

4.3 类 UNIX平台网络服务查点 

4.4 Windows平台网络服务查点 

4.5 网络查点防范措施 

学习目标： 

1. 掌握网络信息收集技术的目的、作用及其一般方法。 

2. 熟悉典型的网络信息收集技术。 

3. 了解网络信息收集行为的特征和痕迹 

作业： 

1. 试述网络信息收集在网络攻击行为中的地位和作用 

2. 简述网络信息收集的主要手段以及其各自的特点。 

知识单元 8：网络嗅探与协议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网络嗅探 

1.1 网络嗅探技术概述 

1.2 网络嗅探的原理与实现 

1.3 网络嗅探器软件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1.4 网络嗅探的检测与防范 

2. 网络协议分析 

2.1 网络协议分析的概念 

2.2 网络协议分析技术的原理 

2.3 网络协议分析的实施过程 

2.2 网络协议分析工具 Wireshark的功能和使用介绍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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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网络嗅探和网络协议分析的概念和功能 

2．了解网络嗅探技术和网络协议分析技术的原理和使用方法。 

作业： 

1. 试述网络嗅探在网络攻击行为中的作用和特征 

2. 试述网络协议分析在网络攻击行为中的作用和特征 

知识单元 9：TCP/IP网络协议攻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TCP/IP网络协议栈攻击概述 

1.1 网络安全属性与攻击模式 

1.2 TCP/IP网络协议栈的安全缺陷与攻击技术 

1.3 原始报文伪造技术及工具 

2. IP源地址欺骗 

2.1 IP源地址欺骗的定义 

2.2 IP源地址欺骗的原理 

2.3 IP源地址欺骗技术的实现过程 

2.4 IP源地址欺骗的特征 

3. ARP欺骗 

3.1 ARP欺骗的定义 

3.2 ARP欺骗的原理 

3.3 ARP欺骗技术的实现过程 

3.4 ARP欺骗的特征 

4. 拒绝服务攻击 

4.1 拒绝服务攻击的定义 

4.2 拒绝服务攻击的原理 

4.3 拒绝服务攻击的实现过程 

4.4 拒绝服务攻击的特征 

4.5 DDOS攻击 

4.6 FYNFLOOD攻击 

4.7 UDPFLOOD攻击 

学习目标： 

1．熟悉 TCP/IP协议攻击的主要类型。 

2．掌握典型 TCP/IP协议攻击的原理、实施过程和特征。 

作业： 

1. 比较分析 DDOS攻击、FYNFLOOD攻击和 UCPFLOOD攻击的异同 

2. 结合典型 TCP/IP协议攻击方式，试述网络层协议攻击方式与传输层协议攻击方式各自的特

点。 

知识单元 10：Web攻击技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Web应用程序体系结构及其安全威胁 

1.1 Web应用体系结构 

1.2 Web应用安全威胁 

2. Web应用攻击技术概述 

2.1 Web应用的信息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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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攻击 Web服务器软件 

2.3 攻击 Web应用程序 

2.4 攻击 Web数据内容 

3. SQL注入攻击 

3.1 SQL注入攻击原理 

3.2 SQL注入攻击步骤和过程 

3.3 SQL注入攻击工具 

3.4 SQL注入攻击实例 

4. XSS跨站脚本攻击 

4.1 XSS技术原理 

4.2 XSS攻击类型 

4.3 XSS攻击实例 

学习目标： 

1. 熟悉 Web攻击的主要威胁来源 

2. 了解典型 Web攻击技术的原理、步骤和特点 

作业： 

1. 简述 SQL注入的主要危害及其特征 

2. 分析 Web攻击行为的识别方法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4个，共 12学时 

实验 1：“灰鸽子”木马实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 

1. 熟悉灰鸽子木马的各项功能 

2. 灰鸽子木马控制端使用操作 

3. 灰鸽子木马客户端制作 

4. 灰鸽子木马客户端伪装 

5. 灰鸽子木马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实验室仿真网络环境中实现） 

6. 对“被害人”设备控制 

7. 通过进程、启动项、注册表、日志等分析木马安装、通信过程中的特征 

8. 对灰鸽子客户端的反编译 

9. 追踪定位灰鸽子控制终端 

实验要求：熟悉灰鸽子木马的原理和使用方法；研究灰鸽子木马在传播和启东时所留下的痕迹；

掌握木马反编译及追踪定位的方法。 

实验 2：WireShark实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 

1. 学习 Wireshark基本操作 

2. 部署虚拟机（XP系统） 

3. 运行 Wireshark对虚拟机端口进行抓包和协议分析 

4. 在所抓取数据中进行分类查找，区分其各自属于何应用、何种命令的数据包 

5. 查看网络账号登陆所发送的账号信息和密码信息，分析其数据格式 

实验要求：熟悉 Wireshark软件的使用；研究 Wireshark所抓取数据功能识别的方法。 

实验 3：网络行为特征分析实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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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笔记本电脑中安装虚拟机（XP系统） 

2. 在前述每台电脑中安装并配置 Wireshark软件，并对虚拟机端口进行抓包 

3. 学生在虚拟机中正常使用日常网络功能持续三天，使用时开启 Wireshark。 

4. 学生间相互交换对所使用虚拟机装包的数据，并对他人数据包进行归类和意思解读 

5. 根据已知信息的数据包，从时间线、网络应用服务使用时长、数据量等角度分别对使用者

三天的上网行为进行分析。 

实验要求：熟悉 Wireshark抓包和数据包简单分析的方法；研究行为时间线分析、使用时长分

析和数据量分析的方法。 

实验 4：DNS与 IP查询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 

1. 选定不同类型域名的国内外网站 5到 8个 

2. 对所选网站，通过相应方式作 DNS域名解析 

3. 查找网站域名注册信息 

4. 查询网站 IP地址所在地理位置 

5. 根据实验室拓扑结构图和 IP地址列表定位指定设备的物理位置 

实验要求：熟悉 DNS与 IP查询的方法；研究 DNS与 IP查询所获得信息的解读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网络恶意行为识别与分析概述 3  

2 恶意代码调查技术概述 3  

3 病毒案件的调查技术（上） 3  

4 病毒案件的调查技术（下） 3  

5 木马案件的调查技术（上） 3  

6 木马案件的调查技术（下） 3  

7 网页恶意代码案件的调查技术 3  

8 黑客与网络攻击行为概述 3  

9 网络信息收集技术 3  

10 网络嗅探与协议分析 3  

11 TCP/IP网络协议攻击 3  

12 Web攻击技术 3  

13 实验 1：“灰鸽子”木马实验 3  

14 实验 2：WireShark实验 3  

15 实验 3：网络行为特征分析实验 3  

16 实验 5：DNS与 IP查询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计算机系统基础、计算机语言基础、信息安全概论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各类恶意代码和攻击技术的功能和特征、各类恶意行为的分析思路。 

难点：各种恶意行为的技术原理理解、利用电子数据形式的证据和线索对网络恶意行为的综合

分析与判断。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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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讲授法 

2. 演示法 

3. 实验法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虚拟仿真教学 

3. 远程协作教学 

4. 协同实验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网络犯罪侦查实验室，可通过 VLAN 虚拟各种网络结构、能够运行各种操作系统虚拟机，软件

资源有教学和实验用恶意代码、集成化网络攻击软件等。进行网络恶意行为实验过程中，实验室网

络可与外网物理隔绝。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需通过课外自主学习熟练掌握各类软件和指令的使用方法，必要的取证软件使用、分析软

件使用、进程查看、日志查看等技能。建议不少于 20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诸葛建伟等编著《网络攻防技术与实践》，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年 6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于晓聪等编著《恶意代码调查技术》，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2月 第 1版 

2. 张玉清等编著《网络攻击与防御技术实验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7月 第 1版  

执笔：李小恺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证据调查学 
Evidence Investigation 

课程号：4040200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基本的调查方法和技能；2、了解证据调查制度的历史沿革，了

解各国的证据调查制度和理论；3、能够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证据调查方面存在的问题，并能提出

解决的思路。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证据调查与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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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是为了更好侦查案件，而不是更快侦查案件； 

2、是为了更好保障人权，而不是更快打击犯罪； 

3、是偏重于程序正义，而不是仅为实体正义； 

4、是为了合理发现真实，而不是为了高效查出真实。 

学习目标： 

1．了解两大法系的差异。 

2．掌握证据调查的程序意义。 

作业： 

观看电影《杀人回忆》，分析剧中存在的证据调查问题。 

知识单元 2：证据调查的历史沿革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神证时期的遗产。 

2．人证思维为何遗毒至今？ 

3．物证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学习目标： 

1．了解证据方法的历史沿革。 

2．掌握神证-人证-物证的转变。 

作业： 

阅读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论文。 

知识单元 3：证据调查的基本原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客观性。 

2．物质转移。 

3. 同一认定。 

4. 相对性。 

学习目标： 

1．了解基本原理。 

2．辨析命案必破等口号的问题。 

知识单元 4：证据调查的思维特点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对抗性。 

2．逆向性。 

3. 时效性 

学习目标： 

1．了解博弈论在证据调查中的运用。 

2．掌握证据调查的时效性。 

知识单元 5：证据调查的途径与步骤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两种基本途径：从人到事，从事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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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展开调查。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案件的分析思路。 

2．掌握常规步骤。 

知识单元 6：证据调查方法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常见的证据调查方法。 

2．互联网时代的证据调查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互联网时代的大数据思维。 

2．掌握常规的证据调查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证据调查与司法公正 2  

2 证据调查方法的历史沿革 2  

3 证据调查制度的发展变化 2  

4 证据调查学科的背景和发展 2  

5 证据调查的相关概念 2  

6 证据调查的相关概念 2  

7 证据调查的主体 2  

8 证据调查的基本原理 2  

9 证据调查的思维特点 2  

10 证据调查的途径与步骤 2  

11 现场勘查 2  

12 人证调查方法-询问 2  

13 人证调查方法-讯问 2  

14 调查实验 2  

15 辨认 2  

16 侦查新战法 2 介绍大数据时代的证据调查法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对先修学科和后续学科无硬性要求。 

建议：本课程可配合《司法鉴定学》、《法医学》、《证据法》一起学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证据调查方法的历史沿革、证据调查的原理、程序与步骤、证据调查的科学性与合法性 

难点： 证据调查对于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的意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启发、讨论、学生展示、课堂讲评和案例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提高学生分析

问题的能力。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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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何家弘等编著《证据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8月 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安德森等著，张保生等译，《证据分析》第 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英尼斯 著；舒云亮 译《身体证据》，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 陈光中等著：《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15年 3月第 3版。 

执笔：陈碧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公安概论 
Conspectus of Policing Science 

课程号：40404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实验班的专业选修课程。 

通过《公安概论》课程的教学，学生在知识、素质和能力等方面应达到的目标是： 

⒈了解公安机关的形成与发展，明确公安机关的性质、宗旨、任务和职责； 

⒉了解治安管理的概念，明确治安管理的原则和任务，熟悉治安管理的手段； 

⒊了解各种公共场所的治安特点，熟悉各种公共场所治安管理的措施； 

⒋了解特种行业的概念及其管理范围和制度，熟悉公安机关对不同特种行业进行管理的具体方

法； 

⒌明确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范围和任务，熟悉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措施； 

⒍了解大型群体活动的审批程序和安全保卫措施； 

⒎了解治安案件的受理和立案程序，掌握治安案件的调查和处理方法； 

⒏熟悉和掌握巡逻勤务的特点和任务，了解巡逻的形式； 

⒐了解出入境管理的原则和任务，熟悉出入境管理的基本措施和方法； 

⒑明确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任务和体制，了解信息网络安全监察的方法； 

⒒了解交通管理的任务、范围和方法； 

⒓了解公安派出所的性质和任务。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人民公安机关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公安机关的形成与发展 

⑴中央特科 

⑵国家政治保卫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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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公安机关 

⑷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公安机关 

⑸建国后 17年，人民公安机关取得巨大成就 

⑹十年“动乱”使公安工作遭受严惩挫折 

⑺新时期公安事业在改革中创新发展 

⒉公安机关的性质 

⑴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 

⑵公安机关是我国的治安行政与刑事执法机关 

⑶公安机关是武装性质的强制机关 

⒊公安机关的宗旨与任务 

⑴公安机关的宗旨 

⑵公安机关的任务 

⒋公安机关的职责 

⑴ 公安机关职责的特点 

⑵公安机关主要警种的具体职责 

学习目标： 

⒈了解公安机关的形成与发展。 

⒉明确公安机关的性质、宗旨、任务和职责。 

作业： 

⒈简述我国人民公安机关建立和发展概况。 

⒉试论我国人民公安机关的性质。 

⒊试论我国人民公安机关的任务和宗旨。 

⒋试论我国人民公安机关的主要警种及其职责。 

知识单元 2： 治安管理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治安管理的概念和任务 

 ⑴预防、发现和控制各种违法犯罪 

⑵查处治安案件、治安事故，处置治安事件 

⑶协助其他行政管理 

⑷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⒉治安管理的原则 

⑴依法管理的原则 

⑵属地管理的原则 

⑶专门机关管理与依靠群众相结合的原则 

⑷公开管理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原则 

⑸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⒊治安管理的手段 

⑴法律手段 

⑵行政管理手段 

⑶公安专业手段 

⑷教育改造手段 

⑸经济手段 

⑹技术手段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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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了解治安管理的概念。 

⒉明确治安管理的原则和任务。 

⒊熟悉治安管理的手段。 

作业：  

⒈如何界定治安管理的概念？ 

⒉简述治安管理的任务。 

⒊进行治安管理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⒋简述治安管理的手段。 

知识单元 3：公共场所治安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公共交通场所管理 

⑴加强治安宣传教育 

⑵加强安全检查，严格查禁“三品” 

⑶适时整治突出的治安问题 

⒉公共娱乐场所管理 

⑴落实安全责任制，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治安培训 

⑵强化监督检查 

⑶加大打击力度，敢于碰硬 

⒊参观游览场所管理 

⑴按“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切实落实各项安全措施 

⑵抓好场所内的宣传教育，严格安全监督检查 

⑶加强巡逻值勤，及时提供救助和查处违法犯罪活动 

⑷运用技术手段，增强防范能力 

⒋商品交易场所管理 

⑴抓好防范机制建设 

⑵加强巡逻和场所的安全检查 

⑶专群结合，维护好市场内外秩序 

⑷严格执法，及时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⒌餐饮服务场所管理 

⑴加强内部管理，保证经营内容合法、健康 

⑵进行经常性的治安检查 

⑶抓住突出问题，及时清理整顿 

学习目标： 

⒈了解各种公共场所的概念及其治安特点。 

⒉明确各种公共场所治安管理的任务，熟悉各种公共场所治安管理的措施。 

作业：  

⒈简述公共交通场所的治安特点及其管理措施。 

⒉简述公共娱乐场所的治安特点及其管理措施。 

⒊简述参观游览场所的治安特点及其管理措施。 

⒋简述商品交易场所的治安特点及其管理措施。 

⒌简述餐饮服务场所的治安特点及其管理措施。 

知识单元 4：特种行业治安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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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特种行业管理概述 

⑴特种行业的概念 

⑵特种行业的管理范围 

⑶特种行业管理制度 

⒉旅馆业治安管理 

⑴惩治旅馆业中的违法犯罪活动 

⑵建立验证登记制度 

⑶发动和依靠旅馆职工维护好内部秩序 

⑷特行民警下管区旅馆检查 

⑸布建特情、耳目 

⒊印章、印刷业治安管理 

⑴承接制作印章、印件批准制度 

⑵承接登记制度 

⑶保密制度 

⑷监销制度 

⑸情况报告制度 

⒋旧货业治安管理 

⑴典当、拍卖、信托寄卖业的治安管理制度 

⑵废旧金属收购业的治安管理制度 

学习目标： 

⒈了解特种行业的概念及其管理范围和制度。 

⒉熟悉公安机关对不同特种行业进行管理的具体方法。 

作业：  

⒈试述特种行业管理的范围。 

⒉特种行业管理的基本制度有哪些？ 

⒊不同特种行业管理的具体方法如何？ 

知识单元 5：危险物品治安管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危险物品的概念、特点 

⑴ 危险物品的概念 

⑵ 危险物品的特点 

⒉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范围、任务 

⑴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范围 

⑵危险物品管理的任务 

⒊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措施 

⑴枪支弹药和管制刀具的管理 

⑵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 

⑶剧毒物品的管理 

⑷放射性物品的管理 

学习目标： 

⒈了解危险物品的概念、特点。 

⒉明确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范围和任务。 

⒊熟悉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措施。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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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简述危险物品的概念和特点。 

⒉简述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范围和任务。 

⒊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具体措施有哪些？ 

知识单元 6：大型群体活动和集会游行示威治安管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大型群体活动管理 

⑴举办大型群体活动的审批 

⑵大型群体活动的安全保卫 

⒉集会、游行、示威管理 

⑴集会、游行、示威的主管机关 

⑵集会、游行、示威的审批 

⑶集会、游行、示威的管理 

学习目标： 

⒈了解大型群体活动和集会、游行、示威的审批程序。 

⒉熟悉大型群体活动安全保卫措施和集会、游行、示威的管理方法。 

作业：  

⒈对大型群体活动的审批程序有何规定？ 

⒉大型群体活动的安全保卫措施有哪些？ 

⒊对集会、游行、示威的审批程序有何规定？ 

⒋对集会、游行、示威应当如何进行管理？ 

知识单元 7：治安案件的调查处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治安案件的构成和分类 

⑴治安案件的概念和构成 

⑵治安案件的分类 

⒉治安案件的管辖和受理、立案 

⑴治安案件的管辖 

⑵治安案件的受理 

⑶治安案件的立案 

⒊治安案件的调查 

⑴现场调查 

⑵追踪调查 

⑶摸底调查 

⑷秘密调查 

⑸治安询问 

⒋治安案件的处理 

⑴对行为人的处理 

⑵对与案件有关的物品的处理 

学习目标： 

⒈了解治安案件的构成和分类，以及治安案件的受理和立案程序。 

⒉掌握治安案件的调查和处理方法。 

作业：  

⒈治安案件的构成条件和种类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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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治安案件的管辖有何规定？ 

⒊试述治安案件的查破方法。 

知识单元 8：巡逻勤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巡逻勤务概述 

⑴人民警察巡逻体制的建立 

⑵人民警察巡逻体制建立的意义 

⑶建立人民警察巡逻体制的要求 

⒉人民警察巡逻执勤中的职责和权限 

⑴人民警察巡逻的职责 

⑵人民警察巡逻勤务的权限 

⒊人民警察巡逻勤务的特点、制度和方式 

⑴巡逻勤务的特点 

⑵巡逻勤务制度 

⑶巡逻勤务方式 

学习目标： 

⒈理解人民警察巡逻勤务体制建立、完善的意义。 

⒉熟悉和掌握巡逻勤务的特点和任务。 

⒊了解巡逻的形式。 

作业： 

⒈试述我国人民警察巡逻体制的建立、意义和要求。 

⒉巡警巡逻执勤中的职责和权限有哪些？ 

⒊巡警巡逻勤务的特点、制度和巡逻方式有哪些？ 

知识单元 9：出入境管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出入境管理的原则、任务和管理范围 

⑴入境管理的概念、特点 

⑵管理的原则和要求 

⑶出入境管理的任务 

⑷出入境管理的范围 

⒉外国人入出境管理 

⑴外国人入出境管理的对象 

⑵对外国人入出境管理的内容和方法 

⒊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 

⑴中国公民因私出境管理 

⑵中国公民入境的管理 

⑶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的管理 

学习目标： 

⒈了解出入境管理的原则、任务。 

⒉明确公安机关在出入境管理工作中的职责和权限。 

⒊熟悉出入境管理的基本措施和方法。 

作业： 

⒈何谓出入境管理？出入境管理的原则、任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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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外国人入出境管理的对象和范围如何？ 

⒊公安机关对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的内容和方法有哪些？ 

知识单元 10：信息网络安全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概念、任务和意义 

⑴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概念 

⑵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任务 

⑶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意义 

⒉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范围、体制 

⑴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范围 

⑵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体制 

⒊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方法和职权 

⑴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方法 

⑵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职权 

学习目标： 

⒈明确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概念、任务和意义。 

⒉熟悉管理的范围和体制。 

⒊掌握信息网络安全监察的方法。 

⒋了解信息网络服务单位和用户的法律责任。 

作业：  

⒈试述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概念、任务和意义。 

⒉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范围和体制是怎样的？ 

⒊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方法和职权有哪些？ 

⒋信息网络服务的单位和用户的责任或处罚是怎样规定的？ 

知识单元 11：交通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交通管理的任务和范围 

⑴交通管理的概念、任务和意义  

⑵交通管理的范围 

⒉交通管理的方法 

⑴机动车辆管理 

⑵交通秩序管理 

⑶道路管理 

⒊交通违章的纠正和交通事故的查处 

⑴交通违章的分类和处理 

⑵交通事故的分类和查处 

学习目标：  

⒈了解交通管理的任务、范围和方法。 

⒉掌握纠正交通违章和调查处理交通事故的基本方法。 

作业：  

⒈交通管理的任务和范围有哪些？ 

⒉简述交通秩序管理的方法。 

⒊交通违章和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的基本方法有哪些？ 



2683 

知识单元 12：公安派出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公安派出所的性质和任务 

⑴公安派出所的概念和性质 

⑵公安派出所的任务 

⒉公安派出所的领导体制、机构设置和权限 

⑴公安派出所的领导体制 

⑵公安派出所的机构设置 

⑶公安派出所的权限 

⒊公安派出所民警的职责 

⑴治安管理 

⑵户口、身份证管理 

⑶内勤管理工作 

⒋公安派出所的工作制度 

⑴勤务制度 

⑵会议制度 

⑶联系制度 

⑷请示报告制度 

⑸岗位责任制度 

⑹考核和奖励制度 

⑺档案资料、武器、装备保管制度 

⑻向人民群众和有关方面报告工作制度 

学习目标： 

⒈了解公安派出所的性质、任务、领导体制和机构设置。 

⒉熟悉公安派出所的工作范围、工作制度、职权和派出所民警的职责。 

作业：  

⒈公安派出所的性质、任务是什么？ 

⒉公安派出所的领导体制、机构设置及权限是什么？ 

⒊公安派出所治安民警、户籍民警、内勤民警的职责是什么？ 

⒋公安派出所有哪些工作制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人民公安机关概述 3  

2 治安管理的概念、任务和原则、治安管理的手段 3  

3 公共场所治安管理 3  

4 特种行业治安管理 3  

5 危险物品治安管理、大型群体活动治安管理 3  

6 集会游行示威治安管理、治安案件的调查处理 1 3  

7 治安案件的调查处理 2、巡逻勤务 3  

8 出入境管理、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概念、任务和意义 3  

9 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范围、体制和方法、交通管理的概念、任务和意义 3  

10 
交通管理的方法、交通违章的纠正和交通事故的查处、公安派出所的性

质和任务 
3  

11 公安派出所的领导体制、机构设置和权限、公安派出所的工作制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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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公安机关的性质、宗旨与任务，治安管理的原则和手段，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特种行

业管理，治安案件的调查处理，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公安交通管理。 

难点：公安机关的性质、宗旨，治安管理中的公安专业手段，治安案件的调查，信息网络安全

管理的方法，交通事故的查处。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⑴课堂讲授。 

⑵研讨互动。 

⑶问题式教学——教师提问，引导学生思考；学生提问，教师答疑解惑。 

教学手段： 

多媒体课件与板书相结合。 

4、课程自主学习课时 

16课时。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

堂检测情况；期末考查占 8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不指定教材，根据本教学大纲范围安排参考书阅读。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无 

（二）推荐参考书 

⒈石启飞主编：《公安工作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⒉公安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公安学概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 

⒊宋世杰、周雄文：《公安法学》，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 

⒋白景富：《公安业务知识》，群众出版社，2000。 

⒌张建良、王萍：《公安行政执法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⒍李海滨、李英娟：《公安执法疑难问题解析》，群众出版社，2003。 

⒎安政：《中国警察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 

⒏徐文星：《警政革新与警察裁量权之规范》，法律出版社，2010。 

⒐张玉卿：《公安机关警察权的界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⒑徐晓慧、王德章：《道路交通控制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⒒黄明：《公安派出所长手册》，群众出版社，2005。 

⒓（美）罗伯特、劳伦斯：《什么是警察：美国的经验》，群众出版社，2004。 

⒔（英）利什曼、诺夫迪、萨维奇：《警务工作核心问题》，群众出版社，2000。 

执笔：胡明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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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鉴定学概论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Sciences 

课程号：40404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法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司法鉴定的特性和在诉讼中的重要作用；2、理解司法鉴定的概

念和基本原理；3、掌握各种主要类型司法鉴定的基本操作；4、掌握司法鉴定意见在诉讼活动中的

适用。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司法鉴定学学科的基础知识、常

见的司法鉴定类型的基本原理，了解司法鉴定学科有关的基本概念，为法医学、司法会计学等后续

课程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6学时 

知识单元 1：司法鉴定及其相关概念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司法鉴定概念 

司法鉴定是在诉讼过程中，对案件的专门性问题，按照诉讼法的规定，经当事人申请，司法机

关决定，或司法机关主动决定、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专门性问

题做出判断结论的一种核实证据的活动。司法鉴定是通常所说的狭义的鉴定。 

2.司法鉴定活动的法律特征 

鉴定程序应严格按照诉讼法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提起，由办案机关决定；鉴定对象限于案件

中经法律确认的专门问题；作为鉴定主体的只能是法定鉴定机构中的有鉴定资格的专家，只能是自

然人而不能是鉴定组织或机构；鉴定活动的性质是以科技手段来核实判定证据的诉讼活动；鉴定结

论是我国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 

这种鉴定在诉讼中进行，为实现司法职能服务。 

3.相关概念 

（1）刑事鉴定、民事鉴定、行政鉴定 

 此划分是按照对应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法的诉讼类型来划分的。 

（2）刑事技术鉴定、检察技术鉴定、法医技术鉴定 

 公、检、法按照各自不同司法职能将司法鉴定划分的类型，具有部门色彩。 

（3）物证技术鉴定 

简称物证鉴定，是对案件中的形象痕迹、可疑文书和各种物质物品及其反映形象（或分离体、

分裂体）进行的鉴定。它的范围要小于司法鉴定的范围，物证技术鉴定仅就鉴定对象而言，不仅限

定于在诉讼中进行。既可以是诉讼性的，又可以不是。 

4.检验与鉴定 

二者关系目前还未有严格的确定，缘由是检验一词涵盖面很宽，不同的语境条件下可以有不同

的理解。 

学习目标： 

本节介绍了司法鉴定以及相关的基本概念，要求学生对概念问题有准确和透彻的把握。 

作业： 

从要点上把握司法鉴定的基本概念以及和相关概念的比较？ 

知识单元 2：司法鉴定的对象、种类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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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司法鉴定的对象 

对象即作为思维和行为目标的人、物。按我国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司法鉴定的对象系指和案件

有关，需要鉴定人解决的各类专门性问题。其范围包括客体物自身、客体物的反映形象、客体物与

其它因素形成的相关事实。 

专门性问题无外乎是与案件中人、事、物、（时、空）相关联的问题。称其中“人、物” 为客

体物自身；由客体物自身形成的印痕或其他衍生形象称为客体物的反映形象；“事（时、空）”并称

其它相关因素。 

2.鉴定对象和鉴定结论 

（1）鉴定对象是鉴定结论的物质基础和依据 

鉴定结论是就鉴定对象所作的科学判断，构成了我国诉讼法规定的一类独立的证据形式。保证

鉴定结论的合法有效，首先保证鉴定对象的科学性和合法性是必要的。 

（2）鉴定对象的种类与范围 

由于鉴定对象极其广泛，涉及的技术方法难以计数，有必要对鉴定对象加以科学的分类。 

种类标准：以客体作为鉴定对象的划分标准。 

范围标准：以客体反映形象和种种物质表现来界定。 

3.司法鉴定在诉讼中的地位 

（1）制度层面 

司法鉴定制度为诉讼制度的构成部分。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程度是衡量一国诉讼制度先进性的

标志之一。 

（2）手段层面 

司法鉴定是侦查、审判、法律监督的重要手段。证据是办理各类案件的核心问题，而证据的发

现、提取、固定、鉴定、审查无不依靠鉴定技术来加以实现。 

（3）发展层面：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引起相应涉案专门性问题的情形更为复杂，难度更为增

大。要求大力发展学科理论与实践工作。 

4.司法鉴定的任务 

（1）基本任务 

利用可用的科技知识，通过提供科学证据的形式为诉讼活动服务。鉴定手段的适用面非常广泛，

为各部门在各个范围内提供服务。 

（2）具体任务 

发现证据。是工作的前提和起点。 

记录、提取、固定证据。要求全面、客观、准确、迅速，能够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原有的形态特

征，即保持法定的证据效力。是工作的重要环节。 

分析、识别证据。主要是对现场的工作。 

鉴定证据。①确定人、物的同一。②认定客体种类范围和种类异同。③确定事件因果关系。④

确定事件有无真伪。⑤查明证据来源出处。⑥建立档案和数据库网络。是工作的主要任务。 

审查、评断证据。是工作的最终环节。 

学习目标： 

了解司法鉴定的种类、对象和任务，对有关基本问题有准确的把握。 

作业： 

司法鉴定的对象是什么？对司法鉴定对象进行法律确认的意义、方式、步骤等各是怎么样的？

司法鉴定的基本任务和具体任务是什么？ 

知识单元 3：司法鉴定客体的必备条件 

参考学时：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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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司法鉴定客体与鉴定对象 

（1）司法鉴定的客体 

是指作为鉴定主体行为目标的“人、事、物、（时、空）”。互相联系、互相交织。 

人：根据人体各方面表现反映出来的本质属性，可进行人身同一认定的种种物。（不夸张的说，

案件中任何与人相关的东西都有可能成为物证） 

物：与案件有关的物体、物质、物品。通常是有形的实体物。 

事：由于科技原因导致的和案件相关联的特殊事实。“事实”鉴定常称为情况鉴定。 

（2）鉴定对象： 

范围较鉴定客体宽泛，即包括客体物自身，又包括客体物自身的反映形象及由技术加工的复制

品。 

2.司法鉴定客体的必备条件 

被鉴定客体的基本属性已经被现代科技手段证实并加以检验、显现、记录；这属于司法鉴定的

科学基础理论问题。 

满足上述条件的客体获得了不同形式的法律认可，有一定滞后性。这属于司法鉴定制度的法律

规范问题。 

学习目标： 

了解司法鉴定的客体和对象，把握各自的概念以及彼此相互关系。 

作业： 

司法鉴定的对象和客体分别是什么，有何区分？ 

知识单元 4：司法鉴定客体的基本属性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客体的特定性 

（1）客体特定性的概念 

指一客体区别于自身以外的其它任何客体的特殊本质。把握两点：不同于其它事物；只能和自

身保持同一。 

（2）形成客体特殊本质的因素： 

 自身固有属性不同（物理、化学、生物属性）。 

 生产、加工过程中造成外表形态的特殊。（尤其是工具痕迹） 

 客体使用过程中一些附加特征的添加使其更为特定化。（形象痕迹） 

 人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独特习惯和技能（笔迹文书、步幅步态、语音习惯）。 

2.客体的相对稳定性 

（1）客体的相对稳定性的概念 

客体之重要特征，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不变的属性。事物的变化是绝对的，但

在变化的过程中间存在有暂时的相对静止过程。稳定性是认识事物的必要条件。 

（2）客体稳定的原因和程度 

哲学上基本问题在司法鉴定中的具体化。 

3.客体特征的反映性 

（1）客体特征的反映性的概念 

 客体的特征借助一定条件，以不同形式在其他客体现出来的属性。 

（2）客体特征的反映表现形式的种类 

 直接反映：客体特征最为客观和真实，是完全的反映；（主要是物质方面，断离物、人体物质

等，自身与自身比较） 

 间接反映：客体特征在其他客体上通过反映形象及其他方式（如制模）的反映；（多为固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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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表形态特征，工痕、指印、通过特征反映形象作比较） 

4.客体基本属性与鉴定的关系 

特定性、相对稳定性、反映性是鉴定客体的三大基本属性，共同构成鉴定的科学基础。三属性

互相制约互相联系。三属性同时较好才能够满足较好的鉴定条件。 

学习目标： 

了解司法鉴定客体的三大基本属性，对其各自内容有充分的理解把握。 

作业： 

客体的特征和特性有什么异同？ 

知识单元 5：司法鉴定中的同一认定理论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同一”的概念 

同一的概念：同一是客体的自身同一，即自身和自身而不是与自身以外的别的客体。同一就是

为了证明是自身与自身的关系。 

同一与相同、相似：最关键的是看是同一个客体还是两个或更多的客体。 

同一认定的目的是解决先后出现的客体是否同一的问题。 

 2.与“同一”相关联的概念 

（1）客体 

与案件事实相关联，能够据以证明案情，且需要用专门的科学技术知识进行鉴定的物体、人身

与某些事实与现象。 

（2）客体反映形象 

物体、人身的某一部位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痕迹，或由技术手段制作的复制品。 

（3）被寻找客体 

与案件确实相关的人或物，是鉴定所要确定的客体。 

（4）受审查客体 

案件的侦查、调查、或鉴定过程中暂被怀疑与案件有关的人或物。鉴定是以被寻找客体为依据，

以受审查客体作为比较对象。 

（5）检材 

习惯术语，常常是被寻找客体留下的反映形象，或自身的一部分。案件中的证据资料，作出结

论以前尚不能确认它与受审查客体的关系，为“未知物”。 

（6）样本 

受审查客体的反映形象或其自身的一部分。常是从受审查人或受审查物处获得，为“已知物”。 

3.同一认定的种类 

按同一认定的客体划分：不是按客体名称而是按客体的基本属性来划分。（划分标准） 

（1）“人”的同一认定 

指最终鉴定结论所认定的是具体的人。这是依据人的某一方面的特性（技能习惯、形象特征、

人体某一部分的物质特性等）去认定案件中要确定的人。缘由是人的某一部分的特征与整体特征是

一体的，就某一方面的特征认定了统一就是认定了人的同一。 

“人”的同一认定的方式有直接认定与间接认定两种 

 直接认定是依据被鉴定客体的直观特征直接进行的，直接认定的情况的较少。（次要形式） 

 间接认定是依据被鉴定客体所遗留的痕迹、字迹、分离物等确定与其自身的关系。（主要形式，

整个物证鉴定的结论基本都属于间接证据。） 

“人”的同一认定的结论可以直接证明被认定同一的人和案件发生的联系，甚至可以直接证明

其是否犯罪。 

（2）“物”的同一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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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鉴定来确定检材是否就是要寻找的物。“物”的同一认定客体主要包括犯罪工具、交通运

输工具、枪弹、鞋袜、印刷物、物质成分等。 

 单体物：具有单一固定形态和单一外表结构的客体，能以较大的局部表面结构形态反映自身

特征，其鉴定主要方式是比较客体反映形象。 

 合体物：具有整体特性而非单一结构、单一形态的客体，其每一细小部分都是独立的并能反

映整体的特征。鉴定这些客体应有数量上的要求，目的是为确定受审查的物和被寻找的物是否属同

类或同一合成物。（二者没有截然界限） 

物的同一认定一般只能证明物与案件的联系，但不易确认物主与案件的联系。 

4.同一认定和种属认定 

（1）种属认定的概念 

通过检验未知物质本身或未知客体留下的物质性反映形象确认物质属性和客体类型的一种方

法，这是就客体相似或相同问题作出的判断。 

（2）种属认定和同一认定的联系与区别 

 种属认定能为发现同一认定客体指明方向。 

 种属认定常是同一认定的初始阶段（符合认识的过程）。 

 种属认定能为同一认定提供佐证（工痕中夹杂微量物质）。 

 种属认定对于分离体认定具有特别意义。 

种属认定是解决某一物质或客体究竟是何种物质或何种客体类型；同一认定解决的是先后出现

的客体是否是同一个客体。 

学习目标： 

了解司法鉴定学科中最重要同一认定理论，对相关的“同一”概念、同一认定原理和种属认定

原理之内容和意义等有深入的理解把握。 

作业： 

了解同一认定的概念、地位、分类等相关问题。 

知识单元 6：鉴定人和鉴定机构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鉴定人的概念和诉讼地位 

（1）鉴定人是实施鉴定行为的主体，是取得鉴定资格并被司法机关指聘解决案件中专门性问

题的自然人。 

（2）鉴定人和鉴定辅助人、鉴定证人、技术顾问有本质不同 

2.鉴定人的条件 

由于鉴定人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科学工作者又是法律工作者。其从事的工作具有艰巨性和重要

性，对鉴定人的条件各国法律要求的较严格。 

（1）专业知识条件 

这是作为鉴定人的首要条件。 

（2）鉴定实践能力条件 

这是开展鉴定活动的基础。 

（3）法律知识条件 

鉴定工作不是单纯的技术操作，而是多了一重法律性的要求。 

（4）专业技术职务条件 

鉴于司法鉴定是一种特殊的专业技术工作，鉴定人是以专家的身份提供证据，参与诉讼活动的。 

（5）思想品德条件 

这是保证鉴定结论客观公正的前提。 

3.鉴定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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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权了解鉴定所必需的案件资料。 

（2）鉴定人有权要求协助委托机关重新勘验、检查、做现场实验。 

（3）有权要求委托机关完善鉴定资料。 

（4）有权使用鉴定辅助人或进行鉴定协助。 

（5）经委托机关同意有询问当事人、证人和勘验人的权利，这一过程应依法进行。 

（6）具有独立鉴定权及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的控告权。 

（7）有拒绝接受鉴定委托的权利，但这需要有一定的条件。 

（8）有获得鉴定补偿的权利。 

4.鉴定人的义务 

（1）依法回避义务。 

（2）按时完成鉴定任务、提交鉴定结论的义务。 

（3）认真负责，不作错误和虚假结论的义务。 

（4）接受司法机关、当事人和辩护律师询问的义务。 

（5）保守案件秘密的义务。尤其牵涉当事人隐私和商业信息的鉴定。 

（6）出庭作证的义务。 

鉴定人的权利和义务随着鉴定的委托而产生，至鉴定结束自然终止。 

5.鉴定人的法律责任 

（1）故意作虚假结论的法律责任。 

（2）故意拖延鉴定时限，给整个诉讼造成损失和影响的法律责任。 

（3）故意损坏、更换鉴定材料，给鉴定带来严重后果的法律责任 

（4）玩忽职守造成鉴定资料遗失、变质、失去鉴定条件的法律责任 

（5）泄漏案内秘密的法律责任 

6.鉴定机构的种类 

（1）根据其归属，分为侦查机关所属的鉴定机构、社会专门鉴定机构和行业鉴定机构 

（2）根据服务对象，分为为本部门工作服务的鉴定机构和面向社会服务的鉴定机构 

7.鉴定机构的设立 

（1）鉴定机构设立的条件 

主要有：人员条件、设备条件及其他条件 

（2）鉴定机构的设立方式 

（3）司法鉴定机构的变更和注销 

8.鉴定机构的职责 

受理鉴定的要求并组织实施鉴定 

完成对本机构的从事鉴定工作人员的日常管理工作 

9.鉴定机构的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 

了解作为司法鉴定实施主体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概念以及相关条件、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

等基本问题。 

作业：熟悉鉴定制度、鉴定人、鉴定机构的概念。 

知识单元 7：鉴定资料的收集、提取、固定与保全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鉴定资料的概念 

鉴定过程中直接应用于检验的一切资料的总称。鉴定资料的质和量的条件好坏直接影响到鉴定

结论的正确与否。而鉴定资料的质与量的好坏主要受收取鉴定资料的过程中手续是否合法、方法是

否恰当、保全是否有效等因素的影响。 



2691 

2.检材的收集、提取、固定和保全 

检材的概念 

检材即被检验对象，原始的证据资料。被寻找客体的反映形象或被寻找客体自身的一部分。结

论出来前是“未知物”。 

对检材的收集、提取、固定和保全的要求 

（1）手续合法；（2）范围全面；（3）方法科学；（4）迅速及时；（5）注意保全；（6）符合要

求。 

3.样本的收集、提取、固定和保全 

（1）样本概念 

供鉴定时与检材对照比较用的已知物。其取得也是由司法办案人员在侦查、调查中取得的。按

样本作用的不同划分为同一认定鉴定样本和非同一认定鉴定样本，后者常是和检材的种类、产地、

生产批号、物质成分等相同的样品。 

（2）对样本的收集、提取、固定和保全的要求 

 来源真实可靠。 

 数量充足。 

 具备较为良好的可比条件。 

 程序合法有效。 

 方法科学恰当。 

 注意保全。 

学习目标： 

了解鉴定资料的概念及其收集、提取、固定和保全措施，掌握基本名词的使用和各自的要求。 

作业：理解提取检材和样本的各自要求。 

知识单元 8：鉴定的提请、决定、委托、指聘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鉴定的决定和委托 

鉴定的决定：只有享有侦查、起诉、审判权的司法机关才具有鉴定决定权。 

2.决定鉴定需要考虑的因素 

鉴定的种类、必要性与被鉴定客体的实际可能性。要求各司法工作者全面了解鉴定种类、鉴定

范围对象，鉴定结论可以达到的要求，各门鉴定学科的发展等相关专业问题。 

3.决定鉴定的要求 

及时主动，紧密配合侦查审判活动的需要。在科学上、法律上都应该符合诉讼的需要。否则客

体特征发生变化，抑或在证据问题上出现问题就容易丧失掉最好的鉴定机会，致使诉讼工作不利。 

4.鉴定的指聘或委托 

指聘：指派聘请，鉴定的指派与聘请各国均称之为鉴定委托。 

我国法律将司法机关委托本部门进行鉴定称为指派鉴定，委托本部门以外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称为聘请鉴定。两者合称为鉴定指聘。鉴定的委托权（指派或聘请）是鉴定决定权的派生权利。 

5.鉴定委托的形式 

作为一项法律程序须有书面的委托文书。指定本部门鉴定时，颁发鉴定命令或主管人员签发的

鉴定指派决定书；聘请外部门的鉴定机构时，出具鉴定委托书或聘请书。该文本是鉴定合法性的标

志之一，不应以口头形式代替。 

6.对鉴定机构、鉴定人的选择 

司法机关依据案情与鉴定要求进行选择，要考虑鉴定的难度、性质，鉴定机构的人员、技术仪

器水平，鉴定人员间有无何种形式的关联等诸因素。选择多由司法机关直接选任，少数情况由当事

人、代理人、律师等提出建议，再由司法机关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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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委托鉴定的时机 

及时主动，配合侦查、调查、审判的需要。 

8.委托鉴定的手续 

该手续按照诉讼法与相关鉴定条例的规定，提交以下材料： 

（1）鉴定委托书 

（2）检材和样本资料清单 

（3）案情资料介绍 

（4）受审查人及相关人的基本情况 

（5）供鉴定使用的补充文书资料（如现场勘察记录，侦查实验记录等文书副本） 

（6）对重新鉴定或复核鉴定应提交前几次的鉴定书及附件 

学习目标： 

了解司法鉴定的启动程序，以及启动程序的具体环节，提请、决定、委托、指聘。 

作业： 

熟知鉴定启动程序的次序和要求。 

知识单元 9：鉴定的受理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鉴定受理的概念 

鉴定的受理指鉴定机构或鉴定人依据有关规定，决定接受委托单位的委托，办理有关手续和交

接鉴定资料，为鉴定工作开展所作的法律程序性的准备工作。 

2.受理鉴定的依据受理依据 

（1）受理机构必须是合法取得鉴定执行权的鉴定机构 

受理非鉴定机关的非专职鉴定人员进行鉴定，多应征得本人同意。 

（2）只接受有鉴定委托权的机关的鉴定委托 

鉴定机构要审查委托机关的鉴定决定权资格，同时要求解决问题的范围也应该是案内专门性问

题，不得接受其他机关和个人的委托。 

（3）受理鉴定应根据自己的条件 

我国对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范围实行分类许可，鉴定机构的鉴定学科和项目是经主管部门审批

决定的，不是说各个学科的鉴定项目都有权受理。每个鉴定机构的鉴定范围记载于鉴定许可证上。 

同时个案对鉴定人和设备仪器要求的条件也不尽相同。超出此范围，鉴定机构应拒绝受理并讲

清原因。 

（4）受理鉴定应尊重检材条件 

受理前应首先检查检材、样本是否符合要求。若检材达不到要求且又不能补充的，可拒绝受理；

若样本的条件不好，可要求委托机关重新收取或补充材料。 

3.受理鉴定的手续 

委托方与被委托方在交接过程中必须履行的手续。 

（1）查验鉴定委托书 

审查委托主体是否具有委托资格。 

（2）收取委托机关制作的案情介绍和鉴定要求的书面材料，听取送检人的案情介绍和鉴定要

求。 

（3）查验检材样本的名称数量确定是否具备鉴定条件 

根据查验的情况结合自身状况确定是否受理，或要求其补充检材样本或修改鉴定要求。    （形

式审查和实质审查两方面） 

办理具体的收案手续 

受理人填写《受理案件登记表》，委托人签名盖章。对检材样本交接，大致约定完成鉴定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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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学习目标： 

了解司法鉴定受理的概念、依据、条件和手续。 

作业： 

熟知鉴定受理程序的具体内容。 

知识单元 10：鉴定实施的步骤方法和鉴定文书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鉴定的准备 

（1）熟悉案情和鉴定资料，明确鉴定要求 

（2）拟定鉴定方案 

（3）准备鉴定所需仪器和耗材 

（4）对检材样本加以复制，便于进行比对 

2.鉴定的实施 

同一认定鉴定：以认定同一为目的的鉴定。 

（1）分别检验 

目的是为发现与确认被寻找客体与受审查客体各自的特征。 

（2）比较检验 

对检材和样本的特征作对照比较，确定其相同的特征与不同特征。 

（3）综合评断 

对检材和样本已经发现的特征符合点和特征差异点进行分析，确定其性质与原因，在该基础之

上做出受审查客体是否就是被寻找客体的结论。 

3.鉴定文书的性质和作用 

鉴定文书是反映鉴定委托、鉴定过程、鉴定步骤方法及其结果的一种法律文书。 

鉴定结论是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是由其他证据派生出来的。它是通过科技手段揭示事物或事

实所蕴含的信息特征来证明与案件事实的联系的，而并非该事物本身。 

鉴定结论是通过鉴定文书的整体内容来表现其证据作用的，其所有内容都能用来反映鉴定结论

的合法性、科学性。 

4.鉴定文书的结构和内容 

封皮、目录、正页、副页、图片页。鉴定文书一般应以文字叙述为主，图片比对为辅。 

（1）文字叙述部分 

 前言部分。鉴定文书的起始部分，反映鉴定的起因、鉴定条件与要求。具体应记录委托机关、

委托日期、案由、送交检材和样本的名称、数量、种类、性状、来源、提取方法、包装运送情况、

鉴定要求等。对复核、重新、共同鉴定或鉴定委员会鉴定还要有历次鉴定过程和结果的情况以及本

次鉴定人构成的情况。 

 检验部分。叙述鉴定方法、过程及该过程发生的情况。这部分是反映鉴定方法是否科学有效，

鉴定结论的依据是否充分的关键部分。 

 论证部分。评断检验结果论证鉴定结论科学性的说理部分。要求言简意赅，说理充分。其基

本内容是总结归纳检验所确定的事实及其属性，并论证其科学原理。 

 结论部分。鉴定人根据检验所获得的最终结果来对委托机关的鉴定要求所作的明确答复。通

常一句话表述，符合法律和科学的要求。 

（2）图片部分 

作为文字部分的补充，是一种直观的记录和依据的展现。其作用不可忽视，要求图片的选择和

展现方式合理能够有效地补充文字内容。 

学习目标： 



2694 

了解司法鉴定实施的步骤与方法，尤其是同一认定型的鉴定步骤。了解司法鉴定书的性质、作

用、内容和格式。 

作业： 

同一认定型司法鉴定的完整步骤是什么？尝试根据司法鉴定文书的要求和各式做出模拟的司

法鉴定书一份。 

知识单元 11：补充鉴定、重新鉴定、共同鉴定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补充鉴定 

补充鉴定是第一次鉴定的继续，在原鉴定的基础上为了完备鉴定结论由原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对

其中的个别问题进行的修订和补充。 

（1）补充鉴定的适用范围 

 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在获知鉴定结

论后，对其中部分结论持有异议，提请补充鉴定的申请。 

 鉴定委托机关提出多个鉴定要求，但鉴定文书所提供的鉴定结论不完备，需要就未鉴定的其

他要求进行鉴定或补充说明。 

 鉴定机关在原鉴定结论出具后又获得了新的鉴定资料，该资料有可能影响原结论。 

 鉴定机关在原鉴定结论出具后为审理案件的需要就同一问题又提出了新的鉴定要求。 

 鉴定人所出具的鉴定文书有误，或结论表述不准确需修订或补充。 

出现以上情况，司法机关应考虑批准或是直接提出补充鉴定。 

（2）补充鉴定的提出与决定 

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在获知鉴定结论

后，对其中部分结论持有异议，可提请补充鉴定的申请；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也可据实际情况提出

补充鉴定申请。司法机关认为确有必要，可作出决定，委托原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进行补充鉴定。 

（3）补充鉴定的手续及结果处理 

委托机关须以书面手续向原鉴定人提出补充鉴定的具体要求，并提供相应的鉴定资料。补充鉴

定的结果必须出具补充鉴定书，不可在原鉴定书上作批注。 

2.重新鉴定 

诉讼中当事人、代理人、犯罪嫌疑人及律师对原鉴定结论的全部持有异议，或司法机关对鉴定

结论进行审查后认为难以取信，委托原鉴定机构、鉴定人以外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对同一问题进行

的再次鉴定。 

（1）重新鉴定的适用范围 

 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在获知鉴定结

论后，对原鉴定结论全部持有异议，可提出重新鉴定申请。 

 原委托司法机关或其他司法机关审查鉴定结论后认定原结论不可靠，需由其他鉴定机关或鉴

定人重新鉴定的。 

 司法机关经侦查调查获取新的鉴定资料，证明原鉴定结论不可靠，需进行再次鉴定的。 

 司法机关审查案内证据时，发现原鉴定结论和案内其他证据有矛盾，但并不能排除其他证据

时。 

 几个鉴定机关鉴定结论不一致，司法机关无法采信时。 

 原鉴定机构由于仪器设备或鉴定水平的原因未能作出结论时。 

 委托机关对鉴定人的能力不信任，或发现其无资格，或鉴定人越过法定鉴定权限致使原鉴定

结论无法作为证据时。 

对重新鉴定应有次数的限制，不可无休止的进行。通常在一个诉讼程序或审级上不可超过两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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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新鉴定的申请与决定 

诉讼中当事人、代理人、犯罪嫌疑人及律师均可以申请。实践中申请多为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

决定权在于案件所在程序的司法机关。 

（3）重新鉴定的委托和受理 

程序同常规的委托、受理程序，不同点在于： 

选择好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应适合鉴定要求，比原鉴定机构具有更好的条件和更高的级别。 

准备和送交更全面的鉴定资料，写明重新鉴定的原因和要求，送交历次鉴定的所有检材、样本

与其他资料。如必要还需交历次的鉴定书。 

（4）重新鉴定结果的处理 

并非是对原鉴定结论的复查，而应重新按程序要求另行来作（重打鼓、另筛箩），并出具正式

鉴定书。 

3.共同鉴定 

两个以上的鉴定机构、多个鉴定人对同一问题进行的集体鉴定。常由受理鉴定的机构主持，邀

请其他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参与。 

（1）共同鉴定的适用范围 

 鉴定机构出现设备、技术方面的原因需要邀请另外的鉴定机构与鉴定人的，在征得委托机关

和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 

 同一专门性问题经两个以上的鉴定机构，鉴定结论不一致的致使难以采信的情况。 

 当事人、代理人、犯罪嫌疑人及律师对几个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持有不同程度的异议，向司

法机关提出扩大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范围的请求，司法机关认为确有必要。 

（2）共同鉴定的形式与组织实施 

组织形式有地区性和部门性两种。 

 地区性共同鉴定：一个地区范围内，以一个鉴定机构为主（受理机构），邀请另外的鉴定机构、

鉴定人参与鉴定。 

 部门性共同鉴定（系统性部门鉴定）：由上级鉴定部门主持，聘请同一个部门几个鉴定机构的

鉴定人进行鉴定。这是解决疑难案件和鉴定分歧的重要组织形式。 

数量上以地区性共同鉴定居多。 

（3）对于组织共同鉴定部门的要求 

选择理论水平高、办案经验好、处理疑难或协调分歧的能力强的知名专家担当。对于协调分歧

的共同鉴定，原鉴定人不可参加，必要时甚至原鉴定机构的人都不可参加。共同鉴定的鉴定书应以

组织鉴定的鉴定机构名义出具。 

学习目标： 

了解补充鉴定、重新鉴定、共同鉴定各自的意思和适用条件。 

作业： 

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差异点主要在哪里？ 

知识单元 12：手印鉴定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指纹的特性 

人的指掌乳突线花纹具有人各不同、各指不同和终身不变的基本特性。指掌乳突线花纹的特性，

是指纹学的核心和精髓，关于指掌乳突线花纹特性的理论，是指纹学个人识别理论的基石。 

（1）各人各指不同 

各人各指不同，是指乳突线花纹结构的形态，乳突线细节的形状、数目、位置、距离、相隔线

数和角度关系在其总体上所构成的特定性，亦即独特性，不重复性。通俗地说，各人各指不同，是

指世界上找不到指纹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也找不到十指中有相同指纹的一个人，每个人的指纹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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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与别人的指纹相同，也不与自己十指中的某一个指纹相同。 

（2）指纹终身不变 

指纹终身不变是指从胎儿 6 个月形成指纹之时起，经出生到死后真皮乳突层腐烂之时止，手

指乳突线花纹类型、具体形态，各个细节特征的形状、数量、位置和相互关系所构成的特征总和始

终不变。指纹终身不变具有分子遗传学、组织学和生理学的根据。 

数量和形态。指纹三角特征既是划分指纹类型的一个条件，又是指纹鉴定的一个依据。 

2.手印鉴定的依据 

手印鉴定包括：指纹印鉴定、指节印鉴定、掌纹印鉴定。手印鉴定通常以纹线的一般特征和细

节特征为依据。 

（1）一般特征 

指纹的一般特征主要包括：花纹种类（纹型）、纹线系统组合形态、花纹中心的结构、三角的

数目、形状、位置等。 

（2）细节特征 

指纹的细节特征是指纹鉴定认定异同的主要依据。主要包括：纹线的起点、终点、分歧、结合、

小钩、小点、小眼、小桥、小棒等细节纹线的具体形态、部位方向及相互间的位置关系；细节纹线

的粗细、长短；纹线上汗孔的位置、大小、数目；伤疤的形状、位置、大小及与周围乳突线的关系

等。 

3.手印鉴定的程序和方法 

（1）手印鉴定的一般程序和方法 

先进行乳突线花纹的形态特征（一般特征）比对，然后进行乳突纹线细节特征的比对。只有在

检材手印与样本手印的花纹形态特征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再进行细节特征的比对。 

（2）一般特征比对（种类特征） 

 指印中心和三角的比对。包括中心纹线的形态比对、乳突线花纹中心的倾斜方向和倾斜度的

比对、中心至三角的距离（相隔线数）比对、中心与三角的搭配关系比对。 

 纹线比对。具体为纹线流向的比对、纹线弧度的比对、手印纹线的粗细及密度的比对、伤疤

的检验等。 

（3）细节特征比对 

寻找、确定检材手印中细节特征点的方法一般是从“中心”向外围扩展，由清晰部位向模糊部

位寻找。清晰部位中的特征点应一线一线顺序找，模糊部位中的特征点要在相邻两线顺势观察两线

之间的距离变化。手印鉴定细节特征比对方法主要有细节特征连线法和细节特征对照法。 

（4）综合评断 

 综合评断内容。包括对种类特征的评断和细节特征点的评断；对相同点（符合点）质量高低

的评断和差异点产生的原因、性质的评断。 

 经过比对后一般可出现三种情况： 

 种类特征与细节特征相同，没有明显差异。（肯定性结论） 

 种类特征与细节特征基本相同，但也有差异。（既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也不能得出否定的结

论） 

 种类特征相同，细节特征不同（否定性结论） 

 细节特征点质量的评断——本质的差异？非本质的差异？本质的符合？非本质的符合？ 

4.手印鉴定结论的评断与运用 

（1）手印鉴定结论科学可靠性的评断 

根据诉讼法的规定，手印鉴定结论虽属鉴定结论之一，但须经审查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对手印鉴定绪论的审查评断包括对其可靠性和合法性的两方面的评断。对手印鉴定结论科学可靠性

的审查一般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审查检材手印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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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查检材、样本手印形成的时间差。 

 审查鉴定结论依据特征的数量和质量。 

 审查手印的发现、显现、提取、保全、鉴定的方法。 

（2）手印鉴定结论的运用 

手印鉴定结论不仅运用于于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还运用于其他非诉讼案件中，不

仅司法机关使用这种证据，诉讼当事人也利用手印鉴定结论来为自己的诉讼主张服务。 

 司法机关对手印鉴定结论的具体运用: 

 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在案件现场的活动过程事实。 

 某些特殊案件有时可以直接证明遗留手印的人就是犯罪嫌疑人。 

 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共同发挥证明作用。 

 诉讼当事人对手印鉴定结论的运用。这主要是指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中的原告和被告及其

代理人对手印鉴定结论的具体运用。 

在民事、行政案件中，手印鉴定结论常常涉及到手印鉴定结论所认定的人是否为民事权利和义

务的享有人、承担人或证明材料的真实提供人。 

在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害人也可利用手印鉴定结论，为自己进行辩护或支持

自己的控诉。 

学习目标： 

了解手印鉴定的概念、原理、操作步骤和具体适用。 

作业： 

详述手印鉴定的评断和运用。 

知识单元 13：足迹鉴定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足迹的概念和种类 

（1）足迹的概念 

所谓足迹，俗称脚印，是受人体制约的足或穿鞋、穿袜，与承受客体接触所形成的痕迹。 

足迹的形成是人以足或穿鞋（袜）为造痕体，在承受客体上做站立或行走运动时，在肌力和自

身重力的作用下，足底面和鞋（袜）底面的形态结构在承受客体上留下的痕迹。这标志着足迹已形

成，它储存着丰富的人体信息。其中包括赤足或穿鞋、穿袜的形象特征，以及其他附属特征（人体

气味、行走动作和附着物）。 

（2）足迹的种类 

 按足迹造痕客体不同可分为赤足印、袜足印和鞋印。 

 按足迹承痕体表面变化可分为立体足迹和平面足迹。平面足又可分为加层和减层平面足迹。 

 按足迹的数量和搭配关系可以分为单个足迹和成趟足迹。 

 按足迹的反映性可以分为正常足迹和变形足迹。变形足迹包括残缺足迹、模糊足迹、重叠足

迹和特殊足迹等。 

2.足迹鉴定的基本原理 

（1）足迹的特定性 

所谓足迹的特定性，是指足迹形态与其他事物联系的个人差异性。由于人体形态结构存在着个

体差异，使人行走姿势千姿百态，人各不同。足迹的这一特性成为足迹检验认定某造型体或认定人

身的根本依据。 

（2）足迹的相对稳定性 

所谓稳定性，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其特定性或基本特征不变，以维系其自身同一的属性。这

种稳定性是我们识别客体、达到同一认定目的的最基本条件。 

（3）足迹的反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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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足迹的反映性，是指足迹形态及其特征与诸种相关事物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在足迹发生变

化及对其应用等各个阶段的全过程中，以具体的足迹形态和储存的各种信息反映出造痕体的一般特

性和个别特性，使足迹具备了反映造痕事物的反映价值，成为造痕事物客观存在的特殊形式。 

（4）足迹的连续性 

所谓足迹的连续性，是指足迹形态及其特征的重现性。行走是人体活动的常见方式，是一种重

复进行的连贯性动作。行走运动中，根据左右脚的起落，可分为双支撑阶段、右脚单支撑阶段、左

脚单支撑阶段。 

（5）人体行走运动的周期性 

人体行走运动的基本动力是肌力、支撑面的阻力（反作用力）和摩擦力。行走时，人体运动器

官各部分的活动是重复进行的周期性运动。一个周期中，左右脚各经过一次支撑和摆动时期，共分

为六个阶段，包括支撑时期的支撑腿的前步阶段、支撑腿的垂直阶段、支撑腿的后步阶段和摆动时

期摆动腿的后步阶段、摆动腿的垂直阶段、摆动腿的前步阶段。 

3.足迹鉴定依据的特征及方法 

所谓足迹的形象特征，是指人的足（鞋、袜）底的外表形态结构及个体特征在足迹上的形象反

映。 

（1）赤足足迹特征 

赤足足迹的种类特征。 

隆出。隆出是指足底痕迹边沿突出的弯曲部分。 

足趾痕迹形状与分布。包括趾头痕迹的大小、趾头痕迹的形状、趾头痕迹的分布和足趾痕迹前

缘顶点连线的形状。此外还有畸形足趾痕迹、足趾痕间隙大小和形状以及足迹趾节区的形状。 

赤足足迹的个别（特定）特征。 

赤足足迹乳突纹线特征。包括种类特征和个别特征。乳突纹线的基本类型即弓型纹、箕型纹和

斗型纹和混杂型纹是乳突纹线的种类特征，乳突纹线的起点、终点、小勾、小眼、小桥、小点、小

棒、分歧、结合的局部形态和结构则是个别特征。 

褶纹、皱纹特征； 

伤疤特征； 

鸡眼、老茧、脱皮特征； 

畸形足趾痕迹特征； 

附着物特征。 

（2）袜足迹特征 

在犯罪现场上遗留穿袜足迹比较常见。袜子较薄，柔软而富有弹性，因而穿袜足迹不仅能够反

映出袜子的特征，还能反映出赤足的特征国。检验时，除可以分析和判断袜子的种类外，还可以参

考赤足足迹特征进行分析研究。 

 袜子原料及生产工艺特征（种类特征）。织袜所用的不同原料纺出的纱线有粗有细，织出的袜

子经纬结构有不同特征。 

 袜底穿用修补特征（个别特征）。在穿袜足迹中，能反映出袜底各部位的磨损、补丁、缝合和

粘连的痕迹，其数量、形状、大小、位置特别是针脚、线头等磨损的具体细微特征都很独特。有的

穿袜足迹上还可以反映出附着物痕迹，如油漆、沥青等痕迹。 

（3）鞋印特征 

 鞋印的形态特征。包括：鞋印的大小和鞋底各部位的形状。鞋印的大小一般通过测量的方法

得出，具体包括鞋印全长、鞋前掌宽、鞋弓宽、鞋跟宽。鞋底各部位形状，包括鞋内侧边缘形状、

鞋前尖形状、鞋面形状、鞋跟形状等。 

 鞋底制作特征。鞋底的制作特征主要根据鞋的生产工艺方法和鞋底的原料品种而形成。包括

生产工艺特征和鞋底的原料品种特征。 

 鞋的穿用与修补特征（个别特征）。所谓穿用特征，主要是指鞋底在穿用过程中造成的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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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化和损伤，即通常说的硬伤、磨损、孔洞、断裂、龟裂等。包括鞋外底损伤特征、鞋外底磨损特

征。修补修饰特征是指鞋在穿用时发生损坏，如穿孔、折断、裂纹、脱胶等进行修补时形成的特征。 

其他特征包括局部鞋帮特征、鞋面褶纹、皱纹特征、附着物特征、脱落物特征等。 

（4）足迹鉴定的步法特征 

 步幅特征 

步幅特征是指人在行走时反映左右脚之间相互搭配关系的特征，包括左步长、右步长、左步宽、

右步宽、左步角、右步角。用这些特征描述人在行走运动中表现在步幅方面的特点，可显示出一个

人在步幅方面的稳定性，又可表现出不同人在步幅方面的差异性。主要描述量有：足迹中心线、步

行线、左步长、右步长、左步宽、右步宽、左步角、右步角。 

 步态特征 

步态是指单个足迹中形成各种动力定型的细微特征，能够间接反映人体生理特点和步行姿势。

按照每只脚在行走运动周期内所完成的动作，在较松软的地面上留下各不相同的步态特征，具体包

括：磕痕、踏痕、推痕、跄痕、坐痕、迫痕、压痕、拧痕、抬痕、蹬痕、挖痕、抠痕、挑痕、耠痕、

划痕、扫痕、擦痕。 

4.足迹鉴定的方法 

（1）足迹样本的种类及其收取方法 

足迹鉴定视检验方法的不同，对样本亦有不同的要求，样本足迹的质量直接影响到鉴定的可靠

与否。因此对于不同种类的样本需采用相应的收取方法并注意有关的问题。足迹样本包括足迹现实

样本、鞋袜实物样本和足迹档案样本。现实样本又可分为自然样本、捺印样本和实验样本。 

（2）足迹鉴定基本方法 

足迹鉴定的方法与手印鉴定的方法基本相同，也是分别检验、比较检验和综合评断三步。只是

在比较特征异同时采用的方法有差别。比较的方法有数学测量法、几何边线构图法、特征对照批示

法重叠比对法、线痕接合比较法等。 

5.足迹鉴定结论的评断与运用 

足迹是一种常见的痕迹，各类案件都可能运用足迹物证证明其案件中的人或物的某种联系。应

用鉴定结论时应从各方面进行审评断。 

（1）足迹鉴定结论的可靠性评断 

 审查检材足迹形成的条件。 

 审查样本足迹的形成条件。 

 审查足迹检材与足迹样本形成的时间距离。 

 审查鉴定方法的可靠程度。 

 审查鉴定人运用的特征及其价值。 

（2）足迹鉴定结论的运用 

足迹鉴定结论，既有认定人的同一，又有认定物的同一，还有认定人与鞋的关系，评断证据意

义的方法较为复杂，应当分别进行。 

 赤足迹认定同一时可确定某人到过现场，鉴定结论所肯定的人，可直接证明其与案件的某种

联系。 

 鞋印认定同一的鉴定结论，它只能证明鞋与案的关系。 

 鞋内底印认定穿鞋人和根据鞋底磨损特征认定穿鞋人的结论属于人的同一认定结论，仅可证

明鞋与人的关系，不能证明其他关系。 

 袜印鉴定结论与赤脚印的证明作用大致相同，但只有同时依据袜底和脚底面两方面的特征所

作的鉴定结论才能如此，单独依据袜底印特征认定的人，与鞋印结论的证明力一致。 

 根据人体行走动作习惯特征认定人身的结论，在是否能作为法庭证据方面人们认识不一。 

学习目标： 

了解足迹鉴定的概念、原理、操作步骤和具体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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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详述足迹鉴定的评断和运用，以及与手印鉴定评断和运用的差别。 

知识单元 14：工具痕迹鉴定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工具痕迹概述 

（1）工具痕迹的概念 

工具痕迹是指作案人利用一定的工具破坏、侵害客体时，引起承痕体的受力部位发生塑性形变

或断离而形成的形象痕迹。简称“工痕”。 

（2）工具痕迹的特点 

立体性。工具痕迹是工具或其他器物作用于承痕体后，使承痕体受力部位发生塑性形变或断离

所形成的痕迹，因此工具痕迹是一种立体的形象痕迹，具有长、宽、高（深）三维性，直观可见。 

稳固性。工具痕迹是一种立体痕迹，它不是以承痕体表面附着物（中介质）的增减变化来表现

工具痕迹，而是以承痕体材料发生的形变来表现，且多遗留在金属、木材、人体骨骼等较稳固坚实

的承痕体上，使工具痕迹一旦形成后能较稳固地保留下来。 

多变性。多变性是指工具痕迹在形成过程中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可能产生形态各异、变

化多端的痕迹形态，使工具痕迹显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 

附着物、分离物多。工具痕迹在形成过程中，往往发生工具与承痕体之间物质的转移和工具作

用部位材料的断裂分离。 

（3）工具痕迹的作用 

根据工具痕迹可以推断工具种类。 

根据工具痕迹，分析推断作案手段，刻画作案人条件。 

根据工具痕迹揭露伪造或伪装现场，鉴别案件性质。 

根据工具痕迹为并案侦查提供依据。 

检验鉴定工具痕迹，认定或否定嫌疑工具，为破案、诉讼提供证据。 

提取检验现场上工具的分离物及工具痕迹和嫌疑工具进行物质成份检验。 

（4）工具痕迹的形成 

工具。工具是形成工具痕迹的造痕体。刑事案件中作案人所用的工具是指广义上的工具，其种

类繁多、功能各异、形态多样，决定了所形成的工具痕迹复杂多变。工具的种类包括一般工具即普

通工具、专业工具、代用工具和自制工具。 

被破坏客体。刑事案件中常见的被破坏客体多是木质客体与金属客体，有时也出现土质、骨质、

纺织物、竹器、玻璃、塑料、皮革等其他客体。 

作用力。作用力是工具痕迹形成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是造成工具痕迹多变性的主要因素。这是

由于力的变化是极其复杂的，构成力的基本要素有施力的方式、施力的大小、施力的方向、角度及

力的作用点。 

2.工具痕迹的分类 

（1）按痕迹的形态分类 

凹陷状痕迹。凹陷状痕迹是承痕体在工具的法向力作用下，在其与工具静态接触的部位形成的

凹陷变形。如螺丝刀撬压痕迹，铁锤的打击痕迹多呈凹陷状痕迹。陷状痕迹由痕壁、痕底、痕止缘、

痕底四个量描述。 

线条状痕迹。线条状痕迹是承痕体在工具的切向力作用下，在其与工具动态接触的部位形成的

切划面，因其表现形式为凸凹相间的一束线条，故称线条状痕迹。如刀斧砍切树苗、人体骨骼形成

的砍切面上留有凸凹相间的线条痕迹，钳剪工具剪切金属线材形成的钳剪痕迹及锯、锉、钻痕迹等

均属线条状痕迹。线条状痕迹的结构可分为痕起缘、痕止缘、痕迹面三个部位。 

（2）按作用力的性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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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痕迹。动态痕迹是线条状痕迹的另一种称谓。由于线条状痕迹形成过程中，工具与承痕体

的接触部位处于相对运动的状态，接触点位置发生相对位移而形成，故称动态痕迹。 

静态痕迹。静态痕迹是凹陷状痕迹的另一种称谓。由于凹陷状痕迹形成过程中，工具与承痕体

的接触部位位置关系总体不变，接触点位置不发生相对位移而形成，故称静态痕迹。 

（3）按作用力的方式分 

按作用力的方式可分为撬压痕迹、打击痕迹、擦划痕迹、剪切痕迹、刺切痕迹、割削痕迹。 

3.工具痕迹鉴定要点 

工具痕迹鉴定是运用痕迹同一认定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依据形象特征比较、分析得出现场工具 

痕迹是否为被送检的嫌疑工具所留的过程。 

（1）检验现场痕迹 

检验现场工具痕迹的任务是： 

首先发现提取现场工具痕迹中的附着物，是现场勘查中的一项基本任务。 

区分痕迹种类，识别重叠工具痕迹和变形工具痕迹。 

分析痕迹形成的工具条件与作用力条件。 

寻找确定比对特征。即寻找确定凹陷状工具痕迹特征、线条状痕迹特征和细节特征。 

（2）检验嫌疑工具 

检验嫌疑工具的任务是： 

首先寻找提取嫌疑工具上有无与现场痕迹相关的附着物。 

研究嫌疑工具是否具备形成现场痕迹的各项条件。首先，研究嫌疑工具的结构、功能是否能形

成现场痕迹。其次，要进一步研究嫌疑工具的大小、厚薄、长短、粗细、硬度等方面的条件是否满

足现场痕迹的形成条件。 

初步判断嫌疑工具可能形成现场痕迹的接触部位。 

（3）制作实验样本 

实验样本是指用嫌疑工具可能形成现场痕迹的部位，在适当的实验材料上，模拟现场痕迹形成

的作用力大小、方向、角度、作用方式等条件进行试验所取得的痕迹样本。 

（4）比较检验 

比较的顺序。先比较种类特征，后比较个别特征；先比较痕迹的总体形态、轮廓，后比较痕迹

的细微特征。 

比较的方法。工具痕迹的种类不同，采用的比较方法也不同。总的来说有以下四种：特征对照

比较法、特征重叠比较法、线痕特征接合比较法和线痕特征扫描曲线比较法。前两种比较法主要用

于凹陷状工具痕迹的比较，后两种比较法主要用于线条状工具痕迹的比较。 

（5）综合评断 

凹陷状痕迹认定与否的依据。 

嫌疑工具的结构、形状、功能、强度等是否具备形成现场痕迹的工具条件。 

工具的某一部位或其实验样本痕迹的形状、大小、凹凸结构是否与现场痕迹相对应。 

全部或多数个别特征的形状、大小、凹凸结构、曲折形态、分布位置及特征的相互排列关系是

否相同。 

有无明显差异点，或少数差异点能否得到合理解释或经实验验证排除。 

线条状痕迹认定与否的依据。 

工具的结构、形状、功能、强度等是否具备形成现场痕迹的条件。 

线条在接合比对中，粗大、明显、连贯的线条接合是否自然，接合率是否近于 100％；中等粗

细的线条接合率能否达 70％以上，细线条的接合率是否占 40％以上。 

接合线条的凹凸结构、峰谷形态、粗细间距是否相一致。 

少数对接不上的线条经反复实验能否证明是痕迹形成的条件不同等原因造成。 

4.工具痕迹鉴定结论评断与运用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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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具痕迹鉴定结论的可靠性评断 

对于工具痕迹鉴定是否科学可靠进行评断时，除了一般鉴定均需注意的是否合乎有关程序的要

求外，需重点注意痕迹的变化情况、痕迹对工具特征的反映和鉴定依据的特征等方面。认定同一时

要注意依据的特征数量和质量。虽然对工具痕迹的鉴定不像手印鉴定对待征数量有较明确的要求，

但对特征的数量和质量有一定的要求则是确定的，如对动态条状痕迹，明显的、连贯的凹凸线痕应

能自然延续对接，细微的线痕也要求大部分能够对接，少量不能对接的线痕应证明其属于偶然因素

形成的差异。 

（2）工具痕迹鉴定结论的证据价值 

对工具痕迹的鉴定在条件充分时可以得出工具是否同一的结论，具备一定条件时可以认定工具

的种类。对于工具的种类认定可以帮助确定侦查的范围和排除嫌疑工具，如果认定的是特殊工具，

则可能有较高的证据价值。此外通过工具痕迹还可认定工具的作用方式，这一点对于证实案件发生

的过程和情节是有意义的。 

学习目标： 

了解工具鉴定的概念、原理、操作步骤和具体适用。 

作业： 

详述工具鉴定的评断和运用，以及与手印鉴定评断和运用的差别。 

知识单元 15：枪弹痕迹鉴定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枪弹痕迹鉴定概述 

（1）枪弹痕迹鉴定的概念 

枪弹痕迹是指枪支发射时，在射击弹头、弹壳、枪械和射击客体上形成的痕迹。 

枪弹痕迹鉴定是指运用痕迹检验学的一般原理和技术方法，以及枪械、枪弹、内外弹道等科学

知识，对枪械发射枪弹后留在弹头、弹壳和被射物体上的痕迹、射击残留物进行分析、检验，以确

定发射枪械、枪种，查明弹道特性和案件性质、情节等，从而达到揭露犯罪和证实犯罪目的的一门

综合性的刑事科学技术。 

（2）枪弹痕迹检验的主要任务 

区分发射枪种和认定射击枪械。 

查明作案的具体情节。 

判断作案枪械的性能、状况。 

对人体致伤效应的检验。 

确定射击距离。 

对多起案件现场的弹头、弹壳物证进行串并案。 

查明与枪械子弹有关的信息。 

特种枪械的技术性能鉴定。 

查对枪弹痕迹档案。 

2.射击弹头痕迹鉴定 

射击时，弹头在火药气体的压力作用下通过枪管，受到多个力的作用，弹头披甲与枪管内壁作

用形成能反映枪管内壁构造和使用状况的痕迹特征，在枪弹检验中既可区分发射枪种，又能认定射

击枪械。 

（1）膛线枪管射击弹头上的痕迹 

按形成痕迹的时间、顺序和作用客体性质不同，弹头上的痕迹可分为弹头部的磕碰痕迹、拔弹

痕迹、坡膛痕迹（初生痕迹）和线膛痕迹（次生痕迹）。 

坡膛痕迹是弹头在火药气体压力作用下经过坡膛进入线堂之前，克服坡膛内表面的阻力而形成

的线条状擦划痕迹，是认定发射枪械的主要痕迹，又称为初生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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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膛痕迹是弹头挤进膛线和在膛内旋转前进时，因挤压、剪切、摩擦等作用形成的与弹轴方向

有一定夹角的擦划痕迹，与坡膛痕迹相对应称为次生痕迹。它反映出枪管膛线的结构特征和阳膛线

表面的状态特征。膛线痕迹是成对出现的，即阳膛线痕迹和阴膛线痕迹。射击弹头膛线痕迹的种类 

特征包括膛线痕迹的倾斜方向、膛线痕迹的数量、膛线痕迹的宽度以及膛线的起末端痕迹；膛

线痕迹表面的细小纹线、凹凸点、裂纹、金属卷屑等是认定发射枪支最有价值的细节特征。 

（2）射击弹头痕迹的鉴定 

鉴定准备。鉴定准备阶段，要了解案情，熟悉检材弹头痕迹的形成过程、提取保存方法、痕迹

特征；勘验样本枪支、子弹或其射击弹头痕迹，掌握基本情况。 

分别检验现场弹头、样本弹头。本着先检验现场弹头后检验样本弹头的顺序，分别寻找、确定

射击弹头（弹丸）上痕迹的种类特征和细节特征。 

比较检验现场弹头与样本弹头。经过分别检验，如果检材弹头痕迹与样本弹头痕迹的种类特征

相同和某些细节特征相似，即应进行逐一比较。比较检验弹头痕迹的基本方法为线痕接合法。 

综合评断得出结论。主要是评断射击弹头痕迹比较检验的结果，对射击弹头痕迹比较检验过程

中发现的特征符合点和差异点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结论。 

3.射击弹壳痕迹鉴定 

在装弹、击发和排壳三个阶段，射击弹壳上会形成不同的痕迹。 

（1）装弹过程中形成的痕迹 

弹匣痕迹。枪弹压入弹匣时，壳体和匣口的两侧棱边发生摩擦，在壳体和底座棱边上留下两条

平行而有一定间隔的擦划线条痕迹。 

枪击下表面痕迹。枪弹上膛时，枪机下表面和弹壳发生摩擦，在壳体表面和底座棱边有时留下

较大的擦痕，位置在两条弹匣痕迹之间。 

弹膛后切口痕迹。枪弹进膛过程中，与弹膛后切口以一定的速度碰撞、摩擦而形成了弹膛后切

口痕迹。多出现在弹壳口部、口沿、斜肩或接近口部的壳体上以及近底部的壳体表面上。 

拉壳钩前端痕迹。枪弹进膛过程中，拉壳钩前端与弹壳底面、棱边发生碰撞而留下的磕碰痕迹。 

指示杆痕迹。枪弹被推进弹膛时，弹膛指示杆就突出在枪机尾部外面，用肉眼可以辨别弹膛内

是否留有枪弹。弹膛指示杆痕迹是一个稳定痕迹，可以根据指示杆痕迹确定发射枪械的种类。 

（2）发射过程中形成的痕迹 

发射过程中留下的痕迹，是枪械机件的主要痕迹。因为这个过程接触面广，作用力大，且多是

印压痕迹，所以特征反映明显，稳定可靠，检验中价值较高。 

击针头痕迹。击针以一定动能撞击底火时，会在弹壳底部的底火帽上留下一个凹痕，凹痕包括

击针头部的印压痕和击针边缘的擦划痕迹。它反映出击针表面的几何形状、尺寸、结构特征及端面

细节特征。 

弹底窝痕迹。射击过程中由于火药气体压力的作用，使弹壳底部与枪机弹底窝表面紧密接触，

形成不规则形的压痕，有平行纹、交叉纹、弧形纹、同心圆纹、马蹄形痕等。 

弹膛内壁痕迹。射击过程中，弹壳在弹膛内受到火药气体压力的作用，径向膨胀，与弹膛紧密

相贴在一起，使弹壳表面留下反映弹膛内壁结构的压痕。 

（3）退壳过程中形成的痕迹 

拉壳钩痕迹。射击后，在弹壳底部及边缘、弹底槽形成拉壳钩痕迹。拉壳钩痕迹与拉壳钩的宽

窄、钩角、形状和位置都有密切的关系。 

抛壳挺痕迹。射击后，弹壳从抛壳口抛出，在弹壳底部留下了抛壳挺的印压痕迹。抛壳挺痕迹

比较明显、特征稳定，反映出抛壳挺表面加工的痕迹特征和几何形状。 

抛壳口痕迹。抛壳口痕迹是弹壳受抛壳挺惯性力的作用，从抛壳口抛出时，壳身、斜肩、壳口

等部位与抛壳口边缘擦划形成的痕迹。利用其宽度、大小、数量、位置及其与其它痕迹的关系可判

断枪械种类。 

弹匣口刮擦痕迹。大部分 64 式、77 式、59 式、公安式手枪在抽、抛壳瞬间都会产生弹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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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擦痕迹，这一痕迹又被叫做抛壳匣口痕、小旗痕。其形状似小旗。 

（4）射击弹壳痕迹鉴定 

射击弹壳痕迹鉴定的步骤与射击弹头痕迹鉴定基本相同，只是比较检验的方法稍有不同。射击

弹壳痕迹的比较检验常采用线痕接合法和特征对照法。 

4.射击情况的分析和判断 

（1）发射枪种的判断 

可根据射击弹孔直径、形状、分布特点及射击痕迹的反映进行推断，也可以根据子弹结构特点

和弹头、弹壳上的痕迹特征进行判断。还可根据弹头穿透力大小分析枪械性能和威力，进而推断枪

械种类。 

（2）射击距离的推断 

枪弹痕迹检验中将射击距离分为四种，即接触射击、贴近射击（一般在 2－5 厘米以内）、近

距离射击（5 厘米－100 厘米）、远距离射击（1  米以外）。可根据不同痕迹反映及弹道现象来判

断射击距离。 

（3）射击方向和角度的判断 

判断射击方向，主要利用射入口和射出口的特征。由于正射、斜射、近射、远射等条件不同，

弹头射入口、射出口会出现不同特征，可作为分析出入口的依据。判断射击角度主要利用弹孔的形

状、不同材质物体上弹孔的特点、弹道曲线等。 

（4）射击时间和顺序的判断 

发射时间的判断。可利用闻气味、检查机件有无变化、化验亚硝酸盐、做模拟实验等方法判断

发射时间。 

区分射击的顺序。可通过脆性物质上裂纹中断现象、作案路线与排壳位置的关系、多个枪弹伤

的相互关系、弹膛或转轮中弹壳存留情况等判断。 

（5）射击残留物鉴定 

射击残留物是指因射击所产生的烟垢、未燃尽的火药粒、金属屑、枪油等物质。射击残留物会

因射击而附着在射击者手上、脸上、障碍物和目的物的射入口周围等处。这些射击残留物痕迹通过

理化检验可以判明枪弹的种类、来源、嫌疑人是否接触和击发枪支等。 

学习目标： 

了解枪弹鉴定的概念、原理、操作步骤和具体适用。 

作业： 

详述枪弹鉴定的评断和运用，以及与手印鉴定评断和运用的差别。 

知识单元 16：物质成分鉴定及物质成分检验的一般方法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物质成分鉴定的概念与对象 

（1）物质成分鉴定的概念 

物质成分鉴定指运用物理、化学、生物学的方法揭示、显现客体的物质成分、结构特征，并据

此对客体的异同进行判断识别，从而确定各客体之间或客体与案件事实之间关系的一类司法鉴定。 

（2）物质成分鉴定的对象 

物质成分鉴定的对象非常广泛，只要与查明案件事实有关的，皆可成为物质成分鉴定的客体。 

按其常见率可分为有机物，如纤维、塑料、橡胶等；无机物如石灰、火碱、水泥等。在很多情

况下，则以混合物的情况出现。 

2.物质成分鉴定的特点 

（1）物质成分鉴定研究的是物质本身的属性。 

（2）鉴定的客体多位微量物质 要求鉴定时尽量少消耗检材。 

（3）鉴定的客体多为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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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同一检材经常采用多种方法进行检验。 

（5）物质成分鉴定利用的特征。 

进行物质成分鉴定时利用的主要是物质形态结构、理化性质和成分结构及方面的特征。 

3.物质成分检验的一般方法 

（1）物质成分鉴定材料的提取 

提取前应纪录被提取物品的位置状态及环境情况。提取过程中应特别避免混杂污染。 

（2）样本材料的收集 

对被鉴定客体进行物质成分鉴定时，往往需要收集对照样本和空白样本。对样本能否正确收集

直接影响到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判断。 

（3）物体检验材料的保存 

不正确的包装会造成物质检验材料的损坏、变质和混杂，一次要根据不同种了物质的不同特点

进行不同的包装。 

（4）检验前的准备工作 

根据检验的要求和检材的情况决定采用何种检验的方法，以及先做何种检验，后作何种检验。 

（5）外观检验与净化分离 

对检材初步检验一般采用观察的方法，用肉眼或借助放大镜、显微镜观察检材的形态特征和在

各种光源照射下的现象。 

（6）物理检验 

对于客体的各种物理属性可以用适当的仪器工具加以测量，从而区分不同种类的客体。 

（7）化学检验 

使用酸碱反应、沉淀反应、氧化还原反应、络合反应、显微结晶反应、焰色反应、燃烧反应等

反应，可对检材的物质种类进行定性的探索。 

（8）仪器分析 

仪器分析方法泛指利用科学仪器对组成课题的物质成分和结构进行分析的方法，具有灵敏度

高、速度快、定性定量准确的优点，在检验总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学习目标： 

了解物质成分鉴定的概念、对象和特点，以及不同的物质成分检验方法以及不同方法之间的配

合使用。 

作业： 

了解物质成分鉴定的运用特点，以及与痕迹鉴定彼此之间的关联，熟悉各种物质成分检验方法

的特点和适用条件。 

知识单元 17：物质成份鉴定结论的评断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利用物质成份鉴定的结论作为证据时需对结论是否可靠及结论的证据价值进行评断。 

1.鉴定结论的科学可靠性 

对于鉴定结论是否可靠，除注意一般鉴定要注意的问题外，对物质成份鉴定要特别注意检材的

发现、提取、保管、检验方法及得出结论的依据等方面的问题。 

（1）检材的来源 

物质成份鉴定中的检材是与案件事实有关的可能作为证据的物质材料，其来源是否可靠，检材

是从何处提取的，是首先要注意的问题。 

（2）检材和样本提取的情况 

评断结论是否科学可靠时要了解提取检材和对照样本的方法，提取的部位，以及是否提取了空

白样本。 

（3）证据在送交鉴定的过程中保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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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了解保管运送过程中有无混杂、污染、变质、遗失的可能及其对检验结果的影响。 

（4）选用的检验方法及其对结论的影响。 

2.鉴定结论的证据价值 

需要采用物质鉴定结论证明的情况可归纳为检材中所含物质成分的种类及含量，检材与样本是

否相同。在应用时需考虑其证明的事实和价值。 

（1）确定是否存在某物质的结论多用于证明是否发生了某种与事实相关的事实 

利用这种结论时需注意检出的物质是否具有特殊性以及与空白样本和对照样本比较的情况。对

于空白样本和对照样本的情况进行了解有助于确定证据的价值。 

（2）确定样本与检材是否相同的结论多用于证明不同客体之间相互接触过的事实 

由于物质成分鉴定一般只能认定种类相同，不能做出统一认定的结论，其证明作用受到一定的

限制。但如果能了解案件中的有关情况并加于综合考虑，则可充分发挥物质成分鉴定结论的证据价

值。 

（3）了解案件情况是要注意是否有相互无关的物质同时出现于同一物体上 

某物体先后接触过其它不同的物体后，会带有来自不同物体的微量物质。一物体带有的多种微

量物质如果分别与现场上不同物体的物质相同，那么这一物体与现场接触的可能性将大大的增加。 

（4）物质成分鉴定结论被用于证明人或物之间的接触，但实际中物质发生转移后，自然界的

风雨雷电，人和动物的活动都可能改变现场的情况。对于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况都需要充分调查了解，

并分析判断对鉴定结论的影响。 

学习目标： 

了解对于物质成分鉴定之科学可靠性和证据价值评断的要点。 

作业： 

试述对于如何评价物质成分鉴定结论的证据价值。 

知识单元 18：油类、涂料鉴定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油类鉴定 

（1）油类鉴定的对象和作用 

油类鉴定的对象包括油脂物证和矿物油物证。 

对油类检材进行鉴定可以确定油类物质的种属；弄清被检物上的油渍、油斑或现场上提取的可

疑物与可疑人处提取的油类样本是否相同；为推断作案手段、作案人特点提供依据；为侦查案件缩

小范围，提供方向；澄清可疑物证的油类无证的证据价值。 

（2）油类鉴定的方法 

在分析油类的成分前通常要求分离提纯。 

经过分离提纯的样品可根据情况选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分析，常用的方法有荧光分析法、红外分

析法、薄层层析法和气象色谱法。 

进一步确定动物性脂肪和植物性油类的种类则较困难。如要作出较精确的结论，可改变展开系

统重复对已知和未知的样本分析比较，如重复鉴定仍然相同，可作出检材与那一类有相似的结论，

或在用其他方法作进一步检验。 

在做出结论前，应根据案情特点、检材所处的环境、检材包装情况、鉴定过程中的误差综合分

析，做出切合实际的结论。 

2.涂料鉴定 

（1）涂料鉴定的对象和作用 

涂料又称“油漆”，是有机高分子胶体混合物的黏稠液体或粉末。 

涂料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即挥发性部分和不挥发部分。挥发部分又叫稀释剂，他们都是有机溶

剂；不挥发部分是涂料的成膜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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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案件中，物体受到破坏时，其表面的涂料会脱落下来并黏附到有关的人或物上。通过对

涂料的检验可以鉴定可疑物品是否为涂料，是何种涂料，为查找涂料来源提供线索；鉴定不同场所

提取的涂料样品是否相同，证实涂料是否有证据价值，为分析和证实案件有关情况提供依据。 

（2）涂料检材和样本的提取 

涂料物证的量常常很少，需要用放大镜和显微镜来发现，提取时要防止丢失，包装时要避免污

染。收集的检材及比对样品都要分别放在干净的小试管或玻璃瓶、塑料袋内，贴上标签、注明案件

及检材的名称，收集的地点及日期，送检要求等。在必要时，对送检的检材要标明可疑部位。 

（3）涂料鉴定的方法 

鉴定涂料的物理方法主要是在不同光线下观察检材的形态颜色和荧光反应。物理方法一般对样

品的形态和物质成份特征无影响，常作为大量快速筛选样品的手段。 

用于鉴定涂料的仪器分析方法很多，有红外光谱法、裂解色谱法、发射光谱法、扫描电镜法、

薄层层析法等。 

由于各种仪器分析方法分别只能鉴定涂料中的某一成份，应用起来有一定局限性。但如果采用

多种方法相互配合补充常能得到特定性较强的结论。 

学习目标： 

学习油料、涂料物证鉴定的鉴定方法和要点。 

作业： 

熟悉对于油料、涂料物证鉴定中检材和样本的处理及方法。 

知识单元 19：文书物证鉴定概述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文书的概念和种类 

（1）文书的概念 

具有文字内容、图案、线条的书面物质。 

（2）文书的种类 

根据文书的制作方式，可分为手写文书和机制文书。 

2.文书物证鉴定及其种类 

（1）文书物证 

与案件有关联，能够以其所载字迹、符号特征、或其构成物质材料的属性等特征证明案件事实

的各种文书。 

（2）文书物证鉴定 

鉴定人接受指派或聘请，通过分析研究文书的文字符号特征、文书的构成物质材料属性等，就

文书的制作者、制作时间、原始状态等问题予以回答，从而确定文书真伪、文书之来源的一种专门

的技术活动。 

（3）文书物证鉴定的种类 

根据文书物证鉴定时的切入点不同，可将文书物证鉴定分为笔迹鉴定、印章印文鉴定、文书物

质材料鉴定等。 

根据文书物证鉴定时针对的文书种类不同，可将文书物证鉴定分为手写文书鉴定、打印文书鉴

定、复印文书鉴定、印刷文书鉴定等。 

根据文书物证鉴定的目的不同，可将文书物证鉴定分为被损坏文书鉴定、伪造变造文书鉴定、

文书制作时间鉴定等。 

3.提交文书物证进行鉴定时应注意的事项 

应持有介绍信或委托函 

应同时提交具有可比性的比对样本 

提交鉴定的文书物证及比对样本通常应是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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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明确而又符合实际的鉴定要求 

学习目标： 

学习文书物证鉴定相关的基本概念。 

作业： 

熟悉文书和文书物证鉴定的种类划分。 

知识单元 20：笔迹鉴定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笔迹以及笔迹鉴定的科学依据 

（1）笔迹的概念 

人们按照一定的书写规范，利用铅笔、钢笔、毛笔等书写工具，在纸张等客体表面书写时形成

的，能够反映书写动作习惯的痕迹。 

笔迹鉴定的科学依据 

笔迹鉴定的概念 

笔迹鉴定指鉴定人依法接受委托，通过分析研究文书的笔迹特征、文字布局特征及书面语言特

征，确定文书物证的书写人，或比较文书物证与文书样本的书写人是否同一人的一种专门的技术活

动。 

笔迹鉴定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分析书写人的个人情况；认定文书的书写者；确定同一份文书物证

若干部位的笔迹是否同一人书写，从而判断文书物证是否被变造；确定若干份文书物证是否同一人

书写，为数起案件需要并案查处提供依据。 

（2）笔迹鉴定的科学依据 

书写者书写动作习惯的特定性是我们能够进行笔迹鉴定的科学依据。表现在笔迹中，不同人书

写相同的文字符号具有不同的特征，且这种特征就每一个人而言均是稳定的。 

2.笔迹的特征 

书写水平方面来衡量。 

字的形体指书写技能的高低，通常从书写动作的准确程度、书写速度、运笔动作的技巧等指字

形和字体。字形即字的外形轮廓。字体即所写的字是隶体、楷体、行体，以及书写这些字所采用的

风格。 

字的大小和倾斜程度 

字的基本写法 

笔画的运笔 

字的基本写法指在字的笔画结构方面异于标准书写规范的写法特征。即笔画的起笔、行笔、收

笔。书写文字时在笔画的运笔方面表现出的特点是笔迹鉴定时的重要依据。 

字的间架结构 

由两个以上笔画构成的文字等，其笔画之间或偏旁部首之间所表现出的一些间架结构特点。也

是笔迹鉴定的重要依据。 

字符的笔顺特征和连笔特征 

字的错写特征 

标点符号的书写特征 

3.书面语言特征 

以文字符号表现出的语言形式称为书面语言。书面语言的使用特点即书面语言特征，是文书作

者在语言、词汇、思维表达方式上的习惯定势。 

词汇特征 

语法特征 

别字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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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点符号的用法特征 

4.文字布局特征 

书写人在纸张上安排文字的形式。 

5.笔迹样本 

笔迹样本的概念  可疑书写人书写的、在笔迹鉴定过程中用作比对样本的文字材料，称笔迹样

本。 

笔迹样本的种类  根据笔迹样本形成的时间和方式的不同，可将笔迹样本分为自由笔迹样本和

实验笔迹样本。 

自由笔迹样本，即案发前后，嫌疑人在未意识到其书写的文字材料将用于笔迹鉴定的情况下形

成的比对样本。实验笔迹样本，即案发后，出于笔迹鉴定的需要，遵从办案人员的要求而由嫌疑人

书写的文字材料。 

收集笔迹样本应注意的问题 

 收集的自由笔迹样本，应包括嫌疑人在案发前后各个时期，特别是与发案时间相近的时期书

写的文字材料。 

 收集的自由笔迹样本，应在书写速度、书写工具、纸张材料、书写格式等方面尽可能与送交

鉴定的文书物证相同或相近。 

 收集的自由笔迹样本应具有与送交鉴定的文书物证形体相同的字或词。 

 履行必要的批准手续后，可以从嫌疑人的档案材料，或嫌疑人平时书写的各种文字材料中收

取自由笔迹样本，也可让嫌疑人书写一定内容的文字材料。 

 收集实验笔迹样本时，禁止将文书物证交给嫌疑人抄写。 

 收集实验样本时，办案人员应针对笔迹鉴定的需要，将重点需要鉴定的字、词有机地编排成

一段话。 

 收集实验样本时，办案人员应让嫌疑人多次抄写或听写已编排好的文字材料。 

6.笔迹鉴定的步骤 

（1）分别鉴定 

即对文书物证和笔迹样本分别进行检查和研究，确定各自笔迹特征，并分别记录在特征比对表

上的过程。 

（2）比较鉴定 

即将已发现的文书物证的笔迹特征与笔迹样本的笔迹特征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 

（3）综合评判并给出鉴定结论 

即将比较鉴定过程中发现的特征符合点和差异点综合起来分析研究，以判断文书物证和笔迹样

本是否同一人书写，并最终给出肯定或否定之鉴定结论的过程。 

（4）出具笔迹鉴定书 

内容包括送交鉴定的文书物证和比对样本；送交鉴定者的鉴定要求；鉴定过程；鉴定结论；鉴

定人的签名或印鉴，鉴定书出具时间，以及鉴定机构的公章。 

学习目标： 

学习笔迹鉴定相关的概念、所用特征以及操作步骤等。 

作业： 

熟悉笔迹鉴定的全系步骤，以及收集笔迹鉴定样本所需的注意事项。 

知识单元 21：印章印文鉴定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印文的概念 

在外力作用下，印章盖印时留在纸张上的、能够反映印章印面外形结构特征的痕迹被称作印文。 

2.印文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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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印文的一般特征 

刻印时在印章印面形成的一些种属特征在印文中的反映。包括印文内容和布局、印文的形状和

大小、印文的边框、印文字体及其大小。 

（2）印文的细节特征 

印章在制作、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特点在印文中的反映。包括文字图案及组成文字图案的笔画、

线条的具体结构、形状；文字图案及其笔画线条的相互位置、搭配比例；印文暗记；印章印面上的

缺损。 

3.影响印文特征变化的因素 

包括湿度的大小及印章使用的频繁程度，盖印时作用力大小、衬垫物软硬、印油多少及落印角

度，印章的使用磨损，印面沾染污物等。了解影响印文特征变化的因素，对正确评价印文间的特征

差异，有着重要的意义。 

4.伪造印文的常用方法 

主要有雕刻伪造法、单字组合伪造法、誊写油印伪造法、描摹、复写伪造法、拓印伪造法、照

相制版伪造法、复印伪造法、打印伪造法、局部伪造法。 

5.收集、提交印文比对样本时应注意的问题 

用于比对的印文应是文字、图案等清晰可见的印文原件。应以与可疑印文盖印时间相同或相近

的真印文作为比对样本。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将真印章一并提交鉴定机构。 

6.鉴定印文的常用方法 

主要有特征对照法、特征重叠法、特征拼接法、画线比较法、测量比较法。 

学习目标： 

学习印章印文鉴定相关的概念、所用特征以及操作步骤等。 

作业： 

熟悉印章印文鉴定样本收集和提取所需要的注意事项。 

知识单元 22：伪造文书和变造文书鉴定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伪造文书和变造文书的概念 

伪造文书，又称“全部伪造文书”，即以真文书为样本，或按照伪造者自己设计的格式制作的

假文书。变造文书，又称“局部伪造文书”，是局部变更、篡改真文书制得的假文书。 

2.伪造文书的常用手法 

（1）手工描绘伪造法 

以真文书为样本，用绘画的方法伪造文书。 

（2）复印伪造法 

利用复印机复印真文书从而制得假文书。 

（3）手工雕刻制版伪造法 

将真文书的图案、花纹、文字等，按不同颜色分别复制在不同版材上，刻版，然后以套色印刷

法印制假文书。 

（4）誊写油印伪造法 

将真文书的图文用铁笔、钢板誊写在蜡纸上，再用油印的方法制得假文书。 

（5）铅字盖印伪造法 

选择适当的铅字，依照真文书的格式、内容，蘸上油墨，在纸上盖印制得假文书。 

（6）照相制版伪造法 

将真文书以照相的方法制成底片，再经晒版，将图文复制到涂有感光液的版材上，并以化学方

法处理版材制成印版，最后用印刷的方法制得假文书。 

（7）光电誊影机制版伪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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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光电誊影机制成与真文书一样的油印版，再以印刷的方法印制假文书。 

（8）拓印伪造法 

将纸张浸泡在化学试剂中，用时取出覆盖在真文书上，以加压的方式将真文书的图文拓印下来

得假文书。 

3.变造文书的常用手法 

（1）擦刮变造文书法 

将真文书的某些文字笔画用工具擦去或刮掉，从而改变原文内容。 

（2）消褪变造文书法 

用单一或混合化学试剂将真文书的部分文字笔画消褪掉，再在被消褪处填写所需文字。 

（3）添写、改写变造文书法 

添写法指在真文书的空白处、字行的前后或字间添写所需文字，以改变文书原意的方法。改写

法指直接在真文书原文文字上添加、涂描笔画，改变原文文字或数字的方法。 

（4）更换照片变造文书法 

将真文书上的照片撕揭下来，改贴或改换上另一张照片的变造方法。 

（5）挖补、剪贴变造文书法 

4.伪造文书的鉴定 

通常通过与真文书比较的方法鉴定。比较的内容主要有：比较印刷版型、比较版面特征、比较

印文、鉴别印刷物质材料、比较证件的装订方式、研究文书的格式内容等。 

5.变造文书的鉴定 

根据可疑文书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判断有无变造事实，再显现或辨别被变造的原始文字内容。伪

造文书和变造文书鉴定解决的问题以及提交鉴定时应注意的问题 

（1）伪造文书和变造文书鉴定解决的问题 

可疑文件是否是伪造或变造，即揭露伪造或变造事实。可疑文书是用何种方法伪造或变造的，

即揭露伪造或变造的方法。可疑文书的伪造者或变造者是谁，即确定造假者。 

（2）提交鉴定时应注意的问题 

将可疑文书提交鉴定时，应同时提交相应的真文书。提交可疑文书就是否变造的问题进行鉴定

时，通常不必另行提供比对样本。对伪造者或变造者的认定是通过笔迹时，按照笔迹鉴定的要求收

集样本。 

学习目标： 

学习伪造文书和变造文书鉴定相关要点。 

作业： 

辨析伪造文书和变造文书的异同以及相应鉴定的区别与联系。 

知识单元 23：文书制作时间的鉴定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文书制作时间及其鉴定的概念 

（1）文书制作时间 

指以某一具体方式将文书制作而成的时间。 

（2）文书制作时间鉴定 

即鉴定人依法接受委托，对文书物证上的物质材料随时间发生的变化进行分析研究，以确定文

书制作时间的活动。 

（3）文书制作时间鉴定所能解决的问题 

确定文书物证上标示的制作时间是否真实。判断文书物证的内容是否被改写或添写。判断文书

物证的某一页是否被更换过。 

2.文书制作时间鉴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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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根据是：文书物证上的书面语、文书内容和格式；文书上的邮戳；文书的制作方式、制作

工具的变化；纸张上的特征或纸张的变化；墨水、圆珠笔油、印油或印泥、复印墨粉、打印油墨等

随时间的变化。 

3.收集样本时应注意的问题 

用于比对的文书样本其制作时间应明确具体，且应为诉讼双方所认可。根据文书物质材料随时

间的变化情况进行鉴定时要求种类及保存条件都相同的比对样本。 

学习目标： 

学习文书做成时间鉴定的相关要点以及注意事项。 

作业： 

文书做成时间鉴定能够解决的问题都有哪些？ 

知识单元 24：电子证据鉴定概述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电子证据的形式 

电子证据，是指利用光学、声学、电子学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以录音、录像、照相等方式记

录并存储与案件有关客体的声音特征和形象特征的证据。包括录像资料鉴定、声纹鉴定和狭义的电

子证据鉴定，即计算机、电子通讯设备等载体的鉴定。 

2.电子证据鉴定的任务 

利用电子证据进行同一认定。主要是根据电子证据记录的声音和图像认定特定的人或物。 

鉴定电子证据真伪及形成过程。对于电子证据的形成过程的鉴定实际中使用的音像资料经常是

经过复制的，利用一定的设备可以在复制的过程中对复制的信息进行删除和修改等处理。 

确认电子证据反映的内容。当案件中遇到可能成为证据的电子方式记录的材料时，往往需要确

定其记载的内容。 

对电子证据所反映的信息传递和设备运行情况的鉴定。 

学习目标： 

了解电子证据的概念、形式和电子证据鉴定的作用。 

作业： 

电子证据鉴定的特点和作用是什么？ 

知识单元 25：录像资料鉴定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录像资料鉴定，主要是指对录像资料中的图像进行鉴定，包括对人和物的图像鉴定。 

1.人像鉴定 

人像是指声像资料中通过摄影、摄像等技术手段记录的人体外貌形态。人像鉴定就是对供认定

客体记录的相貌特征进行的一种人身同一认定，是侦查活动中进行个人识别的重要手段，其鉴定结

论是重要的诉讼证据。记录人体相貌的载体包括人像照片和录像资料相片两大类。 

（1）人像鉴定的原理。 

人像鉴定是人身同一认定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其科学根据在于人体外貌特征具有特征总和的

特定性、特征的相对稳定性以及特征的易反映性。 

（2）人像特征。 

人像特征是人体外貌各部分生长特点及其运动的具体征象，是人像鉴定的具体依据。人像特征

从人体解剖学结构特点和人体各部分功能性活动特点上可分为人体外貌的解剖学特征和人体外貌

的动态特征，以及人体特殊标记特征。人体外貌的解剖学特征包括人体各部分的生长形态、大小、

长短比例，及相互间配置关系等。人体外貌的动态特征是指人体通过颈部与腰部、肩关节与髋关节

等行使运动形成的人体各种习惯性的动作，以及人体颜面在面部肌肉作用下形成的颜面丰富多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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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特征，它包括颜面动态特征和头部、四肢、腰部习惯性的体态特征。人体外貌的特殊标记是由

人体生理、病理及损伤等原因形成的人体解剖学异常特征和运动功能异常特征。 

（3）人像鉴定的方法。 

人像鉴定是运用同一认定的原理和方法，因而和其他物证同一认定的方法一样，也包括分别检

验、比较检验和综合评断三个基本步骤。其中比较检验常用特征标示法、画线测量法、拼接比较法、

定位比较法和重叠比较法。 

2.录像资料物之图像鉴定 

录像资料中记录的往往是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人、物和事。录像资料图像鉴定，就是对录像资料

中记录的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人、物、事的鉴定。其中有关人的鉴定主要是对录像资料记录的作案人

或有关当事人的人体外貌特征的鉴定，即前面所述的“人像鉴定”。有关物的鉴定，主要包括两方

面内容：一是对录像资料中记录的与案件有关的物体的种类、性质、数量等的鉴定；二是将录像资

料中记录的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某一物体与可疑物体进行比对作出的同一认定。具体的方法有：图像

的回放技术、图像处理技术、录像资料图片制作技术。 

学习目标： 

了解录像资料鉴定的主要类型。 

作业： 

分别谈谈录像资料鉴定各自的作用是什么？ 

知识单元 26：声纹鉴定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声纹及声纹鉴定 

声纹，是指将人讲话的语音利用电声学仪器转化为电磁振动，在屏幕上显示或在纸张上打印出

的可供观察、比较、鉴别的坐标式静态声音频谱图像，即语声的声谱图。在刑事技术和司法鉴定技

术领域中，人们比照指纹形象的称之为声纹。 

声纹鉴定，是指把犯罪人（或当事人）的语声和嫌疑人的语声分别通过有关仪器转化成声纹图

像或特征数据，再针对各方面的特征的异同进行分析、比对、判断，最后作出两者语声是否源于同

一人发音器官的全部检验过程。 

2.声纹鉴定的内容 

在声纹鉴定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其检验项目也由最初的话者同一认定发展为以下多项内容： 

录音剪辑的检验。录音剪辑检验，即利用送检录音带中的声音信息进行录音有否开始、结束、

删除、添加、编辑等改变原始录音内容的鉴别。 

话者同一性鉴定。话者同一性鉴定是指通过电声学仪器对未知语音材料与已知语音材料进行听

音、视谱和语音声学特征的检测、比对，综合分析作出说话人同一性的判断过程。话者同一性的鉴

定可以通过听觉鉴别、视觉鉴别、定量比对进行识别。 

录音内容辨识。有时侦查和审判工作要求将模糊不清的说话录音内容，具体的辨识出来。 

言语人身分析。为给破案提供线索需要对案犯——未知说话人进行人身状况分析。对未知说话

人的性别、年龄、身高、体态、生活地域、文化水平、职业特点进行分析推断。 

噪音分析。噪音分析除用于录音剪辑的检验外，还可利用录音中的各种环境噪音分析推断案件

发生的地点、时间等，为破案提供线索。前苏联曾有类似的案例。 

视听资料录制器材的检验。俄罗斯、乌克兰有这方面的研究和检验方法。 

3.声纹鉴定的应用 

声纹鉴定结论可以为侦查破案提供线索，可以为审判提供证据。其在不同案件中的证据价值和

作用是不同的，根据我们受理语音材料声纹鉴定的实践和送检的要求，可以归纳以下四点： 

一是对案件的侦破起决定性的直接证据作用。语音材料和话者同一认定结论往往起直接证据作

用。特别在绑架、敲诈、诈骗等案件中，声纹鉴定结论往往是案件中的唯一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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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为案件的侦破提供线索、方向，划定侦查范围。语音材料可以为绑架、敲诈、诈骗、诽谤

等案件的侦察提供线索、方向，划定侦查范围。 

三是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形成证据链起定案作用。 

四是对案件的侦破起间接的辅助作用。 

此外，声纹鉴定除用于司法领域外，还可以应用于商业、金融和安全保卫工作。 

学习目标： 

了解声纹鉴定的原理、内容和应用。 

作业： 

声纹鉴定的具体应用都有哪些，可举例说明？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4学时 

实验 1：三面捺印法按捺手印及特征标示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 

1.按照三面捺印法的要求按捺出清晰完整的手印图片。 

2.使用近距离物证照相技术拍摄得到放大的手印电子图像。 

3.在电子图片中标示出不少于五种类型的手印细节特征。 

4.撰写规范完整的实验报告。 

实验要求：熟悉手印细节特征在手印同一认定中的作用；研究手印纹线细节特征的各自特点；

掌握手印三面捺印方法以及近距离物证照相操作。 

实验 2：粉末法刷显手印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 

1.在不同的介质表面按捺潜在手印，介质选择应注意选取不同材质以区别其效果，（在渗透性、

颜色、光滑度、吸附性等方面有所差异）。 

2.使用毛刷或磁性刷蘸取对应的粉末来在遗留有潜在手印的部位往复刷现，直至出现清晰可见

的手印纹线。 

3.使用照相或胶带提取方法将刷显的手印纹线加以固定 

4.撰写规范完整的实验报告。 

实验要求：熟悉不同类型潜在手印的各自特点；研究粉末法刷显潜在手印的原理和适用条件；

掌握正确刷显不同种类潜在手印的方法和操作。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司法鉴定的对象和任务（概念、对象、种类、任务） 2  

2 司法鉴定的科学基础（客体及基本属性） 2  

3 司法鉴定的科学基础（同一认定和种属认定） 2  

4 鉴定人和鉴定机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 2  

5 
司法鉴定的程序（鉴定资料的收集、提取、固定与

保全，鉴定的提请、决定、委托、指聘） 
2  

6 
司法鉴定的程序（鉴定的受理，实施步骤和方法，

鉴定文书，补充鉴定、重新鉴定、共同鉴定。） 
2  

7 痕迹鉴定（痕迹的种类和作用） 2  

8 痕迹鉴定（手印、足迹） 2  

9 痕迹鉴定（工具、枪弹） 2  

10 物质成分鉴定（对象、特点和一般方法） 2  

11 文书物证鉴定（笔迹、印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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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书物证鉴定（伪造、变造、打印、复印、文书做

成时间） 
2  

13 电子证据鉴定（电子证据、录像资料、声纹） 2  

14 三面捺印法按捺手印及特征标示 2  

15 粉末法刷显手印 2  

16 随堂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证据调查学。 

后续课程：法务会计学、司法精神病学、法医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司法鉴定的基本原理和概念、司法鉴定的认识论基础、司法鉴定的程序、司法鉴定意见

的适用。 

难点：同一认定原理、种属认定原理、洛卡德物质交换原理、司法鉴定的对象、司法鉴定的特

征反映体。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讨论法。 

3.演示法。 

4.练习法。 

5.实验法。 

教学手段： 

1.课件展示。 

2.视频播放、讲解。 

3.实物演示。 

4.情景模拟。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侦查学实验中心系列实验室， 

各种痕迹发现、显现、提取、固定、储存所用的设备和耗材。包括各种光学显微镜、马蹄镜、

数码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翻拍架、照相机、摄像镜头、指纹粉末、毛刷、磁性刷、502胶水、

静电吸附薄膜、印章印油、石膏粉、文检仪、薄层色谱仪、生物试剂、多波段光源、常用工具等。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分别计划安排，拟通过网络学习等形式灵活开展，不受控于固定的时

间和地点。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性考试、注重全过程考核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

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20%；期末考

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或思考题。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课程自身定位，拟自主编写出版《司法鉴定学概论》理论教学教材；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相应实验操作指导书。当前可暂选择成型的教材选择性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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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课堂教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霍宪丹等编著《司法鉴定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 10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李文等编著《司法物证鉴定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 05月第 1版。 

2. 郭金霞著《鉴定结论适用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年 04        

月版。 

3.郭金霞著《司法鉴定质量控制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 10月版。 

4.李学军等编著《新编物证技术学》，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 01月第 1版。 

5.王进喜等译《美国法庭科学的加强之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12月版。 

6.李学军等著《物证鉴定意见的质证路径和方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05月版。 

7.李学军著《物证论：从物证技术学层面及诉讼法学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04月版。 

8.霍宪丹等编《让科技为正义说话：建立中国司法鉴定行业科技支撑体系研究》，中国科学技

术出版社 2013年 03月版。 

9.霍宪丹、杜志淳、郭华编《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教材·司法部司法鉴定教育培训指定教材：

司法鉴定通论》（第 2版），法律出版社 2013年 02月版。 

10.杜志淳著《司法鉴定证据制度的中国模式》，法律出版社 2013年 08月版。 

执笔：杜春鹏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6月 20日 

 

法医学 
forensic medicine 

课程号：40404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对本学科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与概括的把握；2.为从事法律工作打下良

好的专业知识基础；3.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和眼界；4.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研究和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严谨细致、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工作作风。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法医学的基础知识、法医病理鉴定的原理与基本技术方

法、法医物证鉴定的原理与基本技术方法、法医毒物鉴定的原理与基本技术方法，为刑法学、民法

学、诉讼法学、侦查学等后续课程学习和实践奠定必要的专业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⑴法医学的概念 

⑵法医学的任务、研究对象和范围 

⑶法医学检验 

⒉法医学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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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法医学鉴定概述 

⑵法医学鉴定程序 

⑶法医学鉴定人 

⑷法医学鉴定书 

⑸正确地理解和应用法医学鉴定结论 

⒊法医学的发展历史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医学发展的历史和我国目前的法医学鉴定体制。 

2．熟悉法医学的内容，法医学的任务、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法医学检验的范围。明确如何

正确地理解和应用法医学鉴定结论。 

3．掌握法医学的概念，法医学鉴定的程序。 

作业： 

1. 什么是法医学？ 

2. 法医学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3. 法医学的任务及研究对象是什么？ 

4. 法医学检验的范围是什么？ 

5. 什么是法医学鉴定人？其资格、权利及义务是什么？ 

6. 法医学鉴定程序是什么？ 

7. 法医学鉴定书包括哪些内容？ 

8. 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应用法医学鉴定结论？ 

知识单元 2：法医死亡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⑴死亡的概念 

⑵死亡发生的机制 

⒉死亡过程 

⑴濒死期 

⑵临床死亡期 

⑶生物学死亡期 

⒊死亡原因  

⑴直接死因 

⑵间接死因 

⑶其他 

⒋死亡的分类 

⑴非暴力死（自然死亡或内因性死亡） 

⑵暴力死（非自然死亡或外因性死亡） 

⒌假死 

⑴概念 

⑵假死的原因 

⑶假死的诊断 

学习目标： 

1．了解死亡的机制，超生反应的表现。 

2．熟悉死亡过程中各期的表现特征，假死的概念。 

3. 掌握传统的死亡概念，脑死亡的概念，死亡过程的分期，超生反应的概念，死因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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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死亡性质对死亡的分类。 

作业： 

1. 传统的死亡概念是什么？何谓心脏死？何谓肺脏死？ 

2. 脑死亡的概念是什么？ 

3. 什么是超生反应？其法医学意义是什么？ 

4. 引起死亡的直接原因有哪些？ 

5. 根据死亡性质如何对死亡进行分类？ 

6. 何谓假死？ 

知识单元 3：尸体变化及死亡时间推断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⑴概念 

⑵尸体变化的法医学意义 

⒉尸体现象 

⑴早期尸体现象 

①肌肉弛缓 

②尸冷 

③尸斑 

④尸僵 

⑤皮革样变与角膜混浊 

⑥自溶 

⑵晚期尸体现象 

①尸体腐败 

②干尸（木乃伊） 

③尸蜡 

④其他保存型尸体 

⒊尸体化学 

⒋昆虫和动物对尸体的毁坏 

⒌死亡时间的推断 

学习目标： 

1．了解尸体化学检测的内容，其他类型的保存型尸体、毁坏型尸体。 

2．熟悉尸冷的一般规律，尸僵的一般变化规律，尸斑的分期及其与皮下出血的区别，尸体腐

败的表现，推断死亡时间的主要方法。 

3．掌握尸体变化、尸体现象、肌肉弛缓、尸冷、尸斑、尸僵、尸体痉挛、皮革样变及角膜混

浊、尸体腐败、干尸、尸蜡、尸体化学变化等概念，尸体变化的法医学意义。 

作业： 

1. 尸体变化在法医学检验鉴定中有何意义？ 

2. 尸冷的一般规律是什么？ 

3. 尸斑分几期？每期有何表现特征？如何与皮下出血相区别？ 

4. 尸僵的一般发展变化规律是什么？什么是尸体痉挛？ 

5. 皮革样变及角膜混浊的法医学意义？ 

6. 尸体腐败的具体表现有哪些？ 

7. 保存型尸体有几种类型？ 

8. 蝇蛆在尸体上的基本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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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何推断死亡时间？ 

知识单元 4：法医尸体检验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⑴概念 

⑵人体解剖的基本知识 

⑶法医学尸体检验时的职业防护 

⒉法医学一般尸体检验 

⑴现场检验 

⑵尸体外表检验 

⑶尸体剖验 

⒊特殊尸体检验 

⑴无名尸体检验 

⑵碎尸检验 

⑶被强奸杀害尸体的检验 

⑷挖掘尸体检验 

⑸新生儿尸体检验 

学习目标： 

1．了解人体解剖的初步知识，法医学尸体检验的内容，几类特殊尸体的法医学检验。 

2．掌握法医学尸体检验的范围、目的。 

作业： 

1.法医学尸体检验的对象主要包括哪些？检验目的是什么？ 

2.法医学尸体检验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3.几类特殊尸体法医学检验的特殊点是什么？ 

知识单元 5：机械性窒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⑴呼吸和窒息的概念 

⑵机械性窒息 

⑶窒息死亡尸体的一般征象 

⑷窒息的法医学鉴定 

⒉缢死 

⑴缢死的概念 

⑵缢索、缢套及绳结 

⑶缢型 

⑷缢死的机制 

⑸缢死的尸体征象 

⑹缢死的法医学鉴定 

⒊勒死 

⑴概述 

⑵勒死的尸体征象 

⑶勒死的法医学鉴定 

⒋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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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概念 

⑵扼死的尸体征象 

⑶扼死的法医学鉴定 

⒌其他种类的机械性窒息 

⑴闭塞呼吸道口窒息死 

⑵呼吸道内异物堵塞窒息死 

⑶压迫胸腹部致窒息死 

⑷隔绝空气交换窒息死 

⑸性窒息 

⒍溺死 

⑴概念 

⑵溺死的机制 

⑶溺死的尸体征象 

⑷实验室检验 

⑸溺死的法医学鉴定 

学习目标： 

1．了解人体呼吸的过程和环节，机械性窒息发生的机制及一般过程，性窒息。 

2．熟悉机械性窒息的种类，各类机械性窒息的法医学鉴定，硅藻检验的意义。 

3. 掌握窒息和机械性窒息的概念，窒息死亡的一般尸体征象，缢死、勒死、扼死、溺死的概

念及尸体的特殊表现，其他类型的机械性窒息的定义。 

作业： 

1. 什么是窒息？其的分类？ 

2. 什么是机械性窒息？如何对其分类？ 

3. 窒息死亡尸体的一般征象有哪些？ 

4. 缢死、勒死、扼死、溺死尸体的特征性表现有什么？ 

5. 如何鉴别缢死与死后悬尸？ 

6. 如何鉴别缢死与勒死？ 

7. 如何鉴别自勒与他勒？ 

8. 硅藻检验的意义？ 

9. 如何鉴别溺死与死后入水？ 

知识单元 6：机械性损伤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⑴损伤与机械性损伤的概念 

⑵机械性损伤的形成机制 

⑶机械性损伤的分类 

⒉机械性损伤的基本形态特征 

⑴擦伤 

⑵皮下出血 

⑶挫伤 

⑷创 

⑸组织、器官移位 

⑹骨损伤 

⑺内脏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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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身体断碎 

⒊人体重要部位的损伤 

⑴头部损伤 

⑵脊柱和脊髓损伤 

⑶胸部损伤 

⑷腹部损伤 

⒋钝器伤 

⑴概念 

⑵常见的钝器伤 

⒌锐器伤 

⑴概念 

⑵常见的锐器伤 

⒍火器伤 

⑴概述 

⑵射击伤 

⑶爆炸伤 

⒎机械性损伤的法医学鉴定 

⑴概念 

⑵机械性损伤的检查 

⑶生前伤和死后伤的鉴定 

⑷损伤程度的鉴定 

⑸致伤物的推断 

⑹损伤经过时间的推断 

⑺致伤方式的推断 

⑻机械性损伤性质的推断 

学习目标： 

1．了解机械性损伤的检查，人体重要部位的损伤问题，损伤经过时间的推断。 

2．熟悉机械性损伤形成的基本因素，机械性损伤的分类，常见钝器伤、锐器伤的形态特征及

其鉴别，致伤物的推断。 

3. 掌握损伤、机械性损伤的概念，机械性损伤的基本形态特征类型，钝器伤定义及其创的一

般形态特征，锐器伤定义及其创的一般形态特征，枪弹创的组成及其出、入口的特征，爆炸伤的主

要类型，生前伤与死后伤的鉴定，损伤性质的推断，损伤程度的鉴定。 

作业： 

1. 什么是损伤？什么是机械性损伤？机械性损伤形成的基本因素有哪些？ 

2. 机械性损伤分类有哪些？ 

3. 机械性损伤的基本形态特征类型有哪些？ 

4. 钝器创、锐器创的基本形态特征是什么？如何区别钝器创和锐器创？ 

5. 枪弹创的形态特征是什么？如何区别射入口和射出口？ 

6. 爆炸伤有哪些主要损伤类型？ 

7. 如何鉴别生前伤与死后伤？ 

8. 如何推断机械性损伤的性质？ 

9. 致伤物推断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10. 机械性损伤的程度有几类？ 

知识单元 7：高温、低温、电流损伤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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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⒈烧死和烫死 

⑴烧死 

①烧伤程度分类及其表现 

②烧死的尸体征象 

③烧死的死亡机制 

④烧死的法医学鉴定 

⑵烫死 

⒉冻死 

⑴概念 

⑵低温伤亡的影响因素 

⑶体表局部冻伤的表现及分度 

⑷冻死的机制 

⑸冻死的尸体征象 

⑹冻死的法医学鉴定 

⒊电流损伤 

⑴电击伤与电击死 

①影响电流对机体作用的因素 

②电击死亡的机制 

③电击死的征象 

④电击死的法医学鉴定 

⑵雷击伤与雷击死 

学习目标： 

1．了解烧死的死因和死亡机制，冻死的死因和死亡机制，影响电击的因素及电击致死的原因，

雷击伤（死）的损伤形态特征。 

2．熟悉烫伤的体表及内部损害特征，电击死的尸体内部征象，电击伤（死）的鉴定及鉴定的

注意事项。 

3. 掌握烧伤（死）的体表及内部损害特征，冻死的尸体特征性改变，电击伤的体表损伤特征。 

作业： 

1.体表烧伤的特征性改变是什么？ 

2.烧死的尸体征象有哪些？ 

3.如何鉴别烧死与死后焚尸？ 

4.烫伤（死）的尸体征象有哪些？ 

5.体表冻伤及冻死的尸体征象有哪些？ 

6.电击死的尸体征象有哪些？电流斑的形态特征？ 

知识单元 8：中毒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⑴毒物与中毒的概念 

⑵毒物检验的意义 

⑶毒物的分类 

⑷毒物作用的条件 

⑸毒物在体内的代谢 

⒉中毒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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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中毒案件调查与尸检 

⑵毒物的实验室检验 

⑶毒物分析报告书  

⑷对毒物分析结果的评价 

⒊几种重要毒物的中毒 

⑴氰化物中毒 

⑵一氧化碳中毒 

⑶巴比妥类药物中毒 

⑷有机磷农药中毒 

⑸砷化物中毒 

⑹亚硝酸盐中毒 

学习目标： 

1．了解毒物在体内的代谢，中毒案情调查与现场勘验，毒物的实验室检验，前述 6 种毒物致

死的机制及中毒症状。 

2．熟悉毒物检验的意义，毒物的分类及其对机体的影响，影响毒物作用的因素，毒物进入机

体的途径及对毒作用的影响，对毒物分析结果的评价。 

3. 掌握毒物、中毒、毒物的吸收、中毒血浓度、致死血浓度的概念，中毒尸体检验的注意事

项，毒物检材提取、包装、保存、送检的注意事项，氰化物、一氧化碳、巴比妥类药物、有机磷农

药、砷化物、亚硝酸盐等毒物中毒死亡尸体的特征性改变。 

作业： 

1. 何谓毒物？毒物的种类有哪些？ 

2. 什么是中毒？什么是急性或慢性中毒？ 

3. 毒物检验的意义是什么？ 

4. 法医学鉴定确定中毒死的主要根据是什么？ 

5. 毒物作用的条件有那些？ 

6. 什么是中毒量、中毒血浓度、致死量、致死血浓度？ 

7. 什么是习惯性、成瘾性？ 

8. 毒物进入机体的途径有哪些？它们对中毒有何影响？ 

9. 了解毒物在体内的代谢有何意义？ 

10. 中毒案件的现场勘验和尸体检验中应注意什么问题？ 

11. 毒物检材的提取、包装、保存、送检中应注意什么问题？ 

12. 毒物的实验室检验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13. 怎样评价毒物分析结果？ 

氰化物、一氧化碳、巴比妥类药物、有机磷农药、砷化物、亚硝酸盐等毒物的主要毒理作用、

中毒症状及致死后尸体特殊征象是什么？ 

知识单元 9：猝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⑴概念 

⑵猝死检验的目的和意义 

⑶猝死的原因 

⑷猝死尸体的一般征象 

⑸猝死的死因判定 

⒉引起猝死的常见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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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心血管系统疾病 

⑵呼吸系统疾病 

⑶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⑷消化系统疾病 

⑸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⑹传染病 

⑺其他引起猝死的疾病 

学习目标： 

1．了解猝死尸体的一般征象，猝死死因的判定。 

2．熟悉猝死的诱因，引起猝死最常见的疾病。 

3. 掌握猝死的概念，猝死检验的法医学意义。 

作业： 

1. 何谓猝死？ 

2. 引起猝死最常见的疾病有哪些？ 

3. 猝死的诱因主要有哪些？ 

4. 为何要进行猝死的法医学鉴定？ 

5. 如何判定猝死的死因？ 

知识单元 10：活体检验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诈病、造作伤(病)与匿病 

⑴诈病 

⑵造作伤与造作病 

⑶匿伤与匿病 

⒉活体伤残的法医学鉴定 

⑴活体损伤及残疾程度的评定 

⑵损伤致劳动能力丧失的评定 

⒊性问题的法医学鉴定 

⑴性别鉴定 

⑵性功能和生育功能鉴定 

⑶性犯罪及反常性行为 

⑷非法堕胎 

⑸杀婴 

⒋虐待 

⑴概述 

⑵虐待造成的人身伤害 

学习目标： 

1．了解诈病、造作病的表现形式，活体伤残鉴定的时间及注意事项，性别鉴定，性功能与生

育功能鉴定，生育相关问题的鉴定，其他性犯罪及反常性行为，虐待造成的人身伤害及法医学鉴定。 

2．熟悉诈病（伤）、造作病（伤）的特点及法医学鉴定，活体损伤程度、伤残程度鉴定的原则。 

3. 掌握诈病（伤）、造作病（伤）、匿病（伤）的概念，活体损伤程度鉴定依据的标准，强奸

的法医学检查内容。 

作业： 

1. 什么是诈病（伤）、造作病（伤）匿病（伤）？各有什么特点？ 

2. 活体损伤程度、伤残程度鉴定依据的标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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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强奸案受害人的法医学检查包括哪些内容？ 

4. 两性畸形的类型及特征是什么？ 

5. 虐待造成的人身伤害有哪些？ 

知识单元 11：血型、DNA多态性及其遗传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人类遗传学的基本知识 

⑴遗传性状、遗传 

⑵基因、染色体 

⑶基因型 

⑷遗传规律 

⒉血型 

⑴概念 

⑵血型的种类 

⑶ABO、MN血型的遗传 

⑷血型分析的注意事项 

⒊DNA多态性 

⑴概述 

⑵DNA的结构和多态性 

⑶DNA多态性的种类及其遗传 

学习目标： 

1．了解其他血型的遗传方式，血型分析的注意事项。 

2．熟悉遗传形状、遗传、基因型、表现型的概念，孟得尔遗传规律，DNA多态性的种类。 

3. 掌握血型、DNA多态性的概念，血型的基本种类，ABO、MN血型及 DNA多态性的遗传方式。 

作业： 

1. 什么是遗传形状、血型、DNA多态性？ 

2. 血型有哪些种类 ？ 

3. DNA多态性有哪些种类？ 

4. ABO、MN血型和 DNA多态性是如何遗传的？ 

知识单元 12：亲子鉴定、个人识别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亲子鉴定概述 

⑴概念 

⑵法医学亲子鉴定的意义 

⑶亲子鉴定的依据 

⒉亲子鉴定的方法 

⑴人类遗传学的方法 

⑵根据妊娠时限作亲子鉴定 

⑶根据性交能力及生育能力作亲子鉴定 

⒊个人识别概述 

⑴性别识别 

⑵年龄识别 

⑶个体形态特征识别 

⑷组织遗传标记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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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其他亲子鉴定的方法及注意事项。了解个人识别的方法。 

2．熟悉进行亲子鉴定的人类遗传学方法的类型，ABO、MN 系统进行亲子鉴定的方法及结果判

定。熟悉个人识别具体项目及判定的原则， 

3. 掌握亲子鉴定的概念，亲子鉴定的依据及判定亲子关系的原则。掌握个人识别的概念和意

义。 

作业： 

1. 亲子鉴定的依据主要有哪些方面？ 

2. 怎样用 ABO、MN系统进行亲子关系分析？ 

3. 利用 DNA作亲子鉴定的原理是什么？ 

4. 利用人类遗传学方法进行亲子鉴定应注意什么事项？ 

5. 什么是个人识别？主要依据什么进行？ 

6. 人类遗传学方法在个人识别中的作用和意义？ 

知识单元 13：法医学物证检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⑴概念 

⑵法医学物证检验的意义 

⑶物证的发现、采取、送检 

⑷物证检验及鉴定书 

⒉血的检验 

⑴概述 

⑵血的检验的程序、方法和意义  

⒊精液(斑)检验 

⒋唾液(斑)检验 

⒌混合斑检验 

⒍毛发检验 

⒎骨骼检验 

⒏牙齿和指甲的检验 

⒐DNA分析技术 

学习目标： 

1．了解混合斑、骨骼、牙齿、指甲、毛发检验的内容及意义。 

2．熟悉唾液斑、精液斑的检验内容及意义，ABO血型检验的方法及结果判定，DNA检验的主要

技术，PCR技术的原理及应用。 

3. 掌握法医学物证的概念，法医学物证检验的意义，法医学物证检材的发现、提取、包装、

保存、送检的注意事项，血痕检验的步骤、方法及每一步检验的意义，DNA检验的意义。 

作业： 

1. 何谓物证？法医学物证包括什么？ 

2. 法医学物证检验的意义是什么？ 

3. 血痕检验有哪些主要步骤？每一步骤有何意义？ 

4. 如何判定 ABO血型检验的结果？ 

5. DNA检验、PCR技术能解决法医学鉴定中什么问题？唾液斑、精液斑、骨骼、毛发、指甲、

牙齿的法医学物证检验有何意义？ 

6. 法医学物证检材的提取、包装、保存、送检中应注意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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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医学概述 2  

2 法医学鉴定、法医学的发展历史、法医死亡学概述、 2  

3 
死亡过程、死亡原因、死亡的分类、假死、尸体变化

及死亡时间推断概述 
2 加幻灯 

4 
早期尸体现象、晚期尸体现象、尸体化学、昆虫和动

物对尸体的毁坏、死亡时间的推断 
2 加幻灯 

5 
法医尸体检验概述、法医学一般尸体检验、特殊尸体

检验 
2 加幻灯和录像 

6 机械性窒息概述、缢死、勒死、 2 加幻灯 

7 
扼死、其他种类的机械性窒息、溺死、机械性损伤概

述、 
2 加幻灯 

8 
机械性损伤的基本形态特征、人体重要部位的损伤、

钝器伤、锐器伤、 
2 加幻灯 

9 火器伤、机械性损伤的法医学鉴定、高温、 2 加幻灯与案例分析 

10 低温、电流损伤、中毒概述 2 加幻灯 

11 中毒的鉴定、几种重要毒物的中毒、猝死概述 2  

12 引起猝死的常见疾病、诈病、造作伤(病)与匿病、 2  

13 
活体伤残的法医学鉴定、性问题的法医学鉴定、杀婴、

虐待、血型、 
2  

14 DNA多态性及其遗传、亲子鉴定 2  

15 个人识别、法医学物证检验概述、血的检验 2  

16 
精液(斑)检验、唾液(斑)检验、混合斑检验毛发检验、

骨骼检验、牙齿和指甲的检验、DNA分析技术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司法鉴定学 

后续课程：刑法学、民法学、诉讼法学、侦查学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医学的概念、法医学鉴定书、死亡概念及死亡的分类、尸体现象及其法医学意义、法

医学尸体检验的目的、窒息与机械性窒息的概念及种类、各类机械性窒息的法医学鉴定、损伤与机

械性损伤的概念与分类、机械性损伤的基本形态特征、各类机械性损伤的法医学鉴定、高低温及电

流损伤死亡的法医学鉴定、毒物和中毒及中毒量和致死量的概念、中毒尸体检验和毒物检材的注意

事项、毒物分析结果的评价、法医学鉴定中毒死的根据、猝死的概念、猝死检验的法医学意义、诈

病（伤）造作病（伤）和匿病（伤）的概念、遗传多态性的概念及法医学意义、亲子鉴定的概念与

方法、个人识别的概念与方法、法医学物证的概念及法医学物证检验的意义。 

难点：学科差距大、内容陌生、内容多课时紧、学生实践知识欠缺、领会不易。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理论讲授。 

2.作业和研讨。 

3.影像学直观教学。 

教学手段： 

1.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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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PT。 

3.幻灯。 

4.录像。 

5.课堂提问。 

6.课后作业。 

7.案例分析讨论。 

8.考试。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使用自主编写出版的法医学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杨绿君主编《法医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4年 10月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张小宁主编《法医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5月，1版。 

2.刘敏主编《法医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 8月，第 4版。 

3.郭景元主编《现代法医学》，科学出版社，2000年 5月，第 1版。 

4.乔世明、张惠芹主编《法医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9月，第 1版。 

执笔：张小宁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法医学活体伤残鉴定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of living’s injury and disability 

课程号：4040400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对本学科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与概括的把握；2.为从事法律工作打下良

好的专业知识基础；3.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和眼界；4.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研究和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严谨细致、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工作作风。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法医学活体伤残鉴定的基础知识及法律相关的知识、活

体损伤的分类和表现及检查、损伤程度及相关问题的鉴定、残疾程度与劳动能力的鉴定、各种活体

伤残鉴定标准的运用、了解人体主要部位损伤鉴定的具体内容和各种医学检查技术方法的运用等，

为刑法学、民法学、诉讼法学、侦查学等后续课程学习和实践奠定必要的专业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法医学活体伤残鉴定绪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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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概述 

⑴定义 

⑵研究的内容 

⑶任务 

⒉法医学活体伤残鉴定 

⑴鉴定人 

⑵鉴定程序 

⑶法医学活体伤残鉴定的种类 

⑷法医学活体伤残鉴定书 

⑸鉴定的注意事项 

⒊相关的问题 

⑴鉴定数量不断增加，学科地位不断提高，学科进展显著 

⑵学科特点 

⑶存在的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医学活体鉴定的任务，鉴定人的权利和义务，鉴定的注意事项，该学科的特点。 

2．熟悉法医学活体伤残鉴定的程序，鉴定的种类，鉴定书的主要内容。 

3．掌握法医学活体伤残鉴定的概念、研究内容，鉴定人的资格、法律责任。 

作业： 

1.何谓法医学活体伤残鉴定，其研究内容主要有什么？ 

2.法医学活体伤残鉴定人的概念、诉讼地位、资格、法律责任及权利和义务？ 

3.法医学活体伤残鉴定的任务是什么？ 

4.法医学活体伤残鉴定的程序是什么？ 

5.法医学活体伤残鉴定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6.法医学活体伤残鉴定的学科特点是什么？ 

知识单元 2：活体损伤及其鉴定概述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⒉损伤的分类 

⑴按损伤发生的情节、性质； 

⑵按致伤的因素； 

⑶按损伤部位； 

⑷按病理形态改变； 

⑸按损伤程度 

⒊机体对损伤的反应 

⑴局部反应； 

⑵全身性反应； 

⑶损伤并发症 

⒋皮肤瘢痕 

⑴皮肤瘢痕的类型； 

⑵各种损伤后皮肤瘢痕的特点； 

⑶瘢痕形成时间的估计 

⒌损伤局部表现 

⑴一般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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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特殊表现 

⒍活体损伤的检查 

⑴身体检查； 

⑵辅助检查； 

⑶衣物的检查 

⒎与损伤相关问题的鉴定 

⑴有无损伤及损伤的部位； 

⑵损伤类型判定； 

⑶致伤物推定； 

⑷损伤时间推定； 

⑸损伤与疾病的关系； 

⑹是否诈病（伤）或是造作病（伤）； 

⑺损伤性质的鉴别； 

⑻医疗终结时间的判定； 

⑼鉴定注意事项 

学习目标： 

1．了解损伤的并发症，各种损伤的特殊局部表现，鉴定的时限，医疗对损伤后果的影响， 

2．熟悉机体对损伤的反应的主要表现，休克的表现与诊断指标，皮肤瘢痕的类型，损伤类型

与致伤物的推定，损伤时间推定的主要方法，损伤与疾病的关系，损伤性质的判定。 

3. 掌握活体损伤概念、活体损伤检查的主要内容。 

作业： 

1.什么是损伤？其有哪些分类？ 

2.机体对损伤的局部和全身反应有哪些？ 

3.皮肤创伤愈合有哪些类型？ 

4.损伤并发症有什么？ 

5.休克的概念及诊断？ 

6.皮肤瘢痕的类型、特点、各种伤后瘢痕的特点及瘢痕经过时间的估计？ 

7.各种特殊损伤的局部表现特征？ 

8.活体损伤检查的主要方法与内容？ 

9.如何判定损伤类型、性质及致伤物？ 

10.如何推定损伤的时间？ 

11.如何确定损伤与疾病的关系？ 

12.如何确定损伤鉴定的时限及医疗对损伤后果的影响？ 

知识单元 3：活体损伤程度的鉴定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⒈法律依据 

⑴刑法规定 

⑵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 

⑶损伤程度等级划分及定义 

①重伤 

②轻伤 

③轻微伤 

⒉鉴定标准 

⑴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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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新标准《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2高 3部发布，2014.1.1施行 

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总则 

5.损伤程度分级 

6.附则 

附录 A(规范性附录) 

附录 B(规范性附录) 

附录 C(资料性附录) 

⑶鉴定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①鉴定原则 

②鉴定时机 

③伤病关系处理原则 

④附则的几个规定 

⑷具体评定中操作的有关事项 

⒊评定损伤程度的注意事项 

⑴亲自检查 

⑵严格审查相关资料 

⑶辅助检查 

⑷注意原发性损伤，也注意继发或迟发性损伤 

⑸慎重鉴定损伤的并发症及后遗症 

⑹严格区分损伤与疾病的关系 

⑺严格掌握及正确运用相关标准 

学习目标： 

1．了解人体损伤程度的划分及法律依据。 

2．熟悉损伤程度鉴定的标准，各标准间的衔接，评定的时机，同一个体多处损伤、未达标的

多处损伤、标准内未规定的损伤、同类损伤累加等的评定，损伤评定依据的选择及损伤程度在临界

状态时的评定原则。 

3.掌握《刑法》中对重伤的规定，活体损伤程度评定的原则、依据及注意事项。 

作业： 

1.我国有关活体损伤程度的法律规定有哪些？刑法对重伤如何规定的？ 

2.我国现有的活体损伤程度的标准是什么？标准中对不同程度损伤的定义？各标准如何衔

接？ 

3.损伤程度评定的原则及依据是什么？ 

4.损伤程度评定的时机？ 

5.同一个体的多个损伤、未达标的多个损伤、标准未规定的损伤、同类损伤累加等的鉴定？ 

6.年龄和性别在损伤评定中的差别有什么？ 

7.程度处于临界状态或评定时后果暂不明确的损伤如何评定？ 

8.如何正确区分损伤与医疗的关系？ 

9.评定损伤程度应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知识单元 4：活体伤残及劳动能力鉴定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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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概念； 

⑵相关法律法规； 

⑶WHO《国际伤残分类》对残疾者整体功能评价 

⒉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鉴定 

⑴概述； 

⑵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的框架和内容； 

⑶评定的相关问题 

⒊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 

⑴概述； 

⑵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的框架与内容； 

⑶相关的问题 

⒋医疗事故致人身损害鉴定 

⑴概述； 

⑵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 

⑶医疗事故等级与人体伤残等级的对应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鉴定、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医疗事故致人身损害

鉴定的具体内容。 

2．熟悉劳动能力及其丧失的分类，劳动能力评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评定标准，伤残评定的时

机，交通事故、工伤与职业病的概念。 

3. 掌握劳动能力、劳动能力丧失、劳动能力鉴定、残疾、医疗事故、医疗终结等概念，残疾

者整体功能评价的依据，我国规定的伤残等级及依据。 

作业： 

1.劳动能力及其分类？劳动能力丧失及其分类？劳动能力鉴定？ 

2.什么是残疾？WHO《国际伤残分类》对残疾者整体功能从哪些方面进行评价？ 

3.我国现有的关于伤残鉴定的法律、法规、标准有哪些？ 

4.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鉴定的具体内容？ 

5.道路交通事故人员伤残鉴定中伤残、治疗终结的定义？评定的原则与时机？伤残等级划分及

其依据？条文中未规定的伤残及多处伤残如何判定？ 

6.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的具体内容？ 

7.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中工伤与职业病的定义？鉴定的时机？判断的依据？等级划分

及分级原则？伤残诊断的依据？年龄、性别、特殊生理状况对评残程度的影响？ 

8.医疗事故的分级及分级原则？ 

9.医疗事故分级标准的具体内容？ 

10.医疗事故等级的定义？ 

11.医疗事故等级与人体伤残等级的对应关系？ 

知识单元 5：活体各主要器官、组织的损伤及其鉴定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⒈颅脑损伤： 

⑴概述； 

⑵头皮损伤； 

⑶颅骨骨折； 

⑷原发性脑损伤； 

⑸继发性脑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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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颅脑损伤的并发症和后遗症 

⒉脊髓损伤： 

⑴概述； 

⑵脊髓损伤的检查； 

⑶法医学鉴定 

⒊周围神经损伤： 

⑴概述； 

⑵临床表现； 

⑶损伤检查； 

⑷常见的周围神经损伤； 

⑸法医学鉴定 

⒋眼损伤： 

⑴眼前部损伤； 

⑵眼球钝挫伤； 

⑶眼球贯通伤； 

⑷眼的理化性损伤； 

⑸眼外肌损伤（麻痹性斜视）； 

⑹视功能检查； 

⑺法医学鉴定 

⒌耳、鼻、咽喉损伤： 

⑴耳损伤； 

⑵鼻损伤； 

⑶咽喉损伤 

⒍口腔颌面部损伤： 

⑴概述； 

⑵口腔颌面部检查方法； 

⑶口腔颌面部软组织损伤； 

⑷牙与牙槽骨的损伤； 

⑸颌面骨骨折； 

⑹法医学鉴定 

⒎脊柱四肢骨关节损伤： 

⑴脊柱损伤； 

⑵骨盆损伤； 

⑶四肢骨关节损伤 

⒏第八节  胸部损伤： 

⑴胸部软组织损伤； 

⑵肋骨和胸骨骨折； 

⑶心损伤； 

⑷肺损伤； 

⑸外伤性气胸、血胸； 

⑹纵膈器官损伤 

⒐腹部损伤： 

⑴腹部软组织损伤； 

⑵胃肠损伤； 

⑶肝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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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胰损伤； 

⑸脾损伤； 

⑹肾损伤 

⒑泌尿和生殖器损伤： 

⑴输尿管损伤； 

⑵膀胱损伤； 

⑶尿道损伤； 

⑷阴茎损伤； 

⑸阴囊、睾丸及精索损伤； 

⑹阴道及子宫损伤 

学习目标： 

1．了解人体其他器官与组织损伤的种类、表现及其检查方法和损伤程度与残疾程度的鉴定。 

2．熟悉颅脑损伤、眼损伤、耳鼻损伤、牙与颌面部损伤、四肢骨关节损伤、胸部损伤、腹部

损伤等的种类、表现及其检查方法和损伤程度与残疾程度的鉴定。 

作业： 

1.颅脑损伤的种类、表现及其检查方法？损伤程度与残疾程度的评定？ 

2.脊髓损伤的种类、表现及其检查方法？损伤程度与残疾程度的评定？ 

3.周围神经损伤的种类、表现及其检查方法？损伤程度与残疾程度的评定？ 

4.眼损伤的种类、表现及其检查方法？损伤程度与残疾程度的评定？ 

5.耳、鼻、咽喉损伤的种类、表现及其检查方法？损伤程度与残疾程度的评定？ 

6.口腔、颌面部损伤的种类、表现及其检查方法？损伤程度与残疾程度的评定？ 

7.脊柱四肢骨关节损伤的种类、表现及其检查方法？损伤程度与残疾程度的评定？ 

8.胸部损伤的种类、表现及其检查方法？损伤程度与残疾程度的评定？ 

9.腹部损伤的种类、表现及其检查方法？损伤程度与残疾程度的评定？ 

10.泌尿与生殖器官损伤的种类、表现及其检查方法？损伤程度与残疾程度的评定？ 

知识单元 6：医学检测技术在法医学鉴定中的应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第一节  超声成像技术 

⑴基本原理及图像特点； 

⑵超声探测方法； 

⑶法医学鉴定中的应用及评价 

⒉Ｘ光成像技术 

⑴原理及影像特点； 

⑵Ｘ线检查方法； 

⑶法医学鉴定中的应用与评价 

⒊ＣＴ技术 

⑴基本原理和影像特点； 

⑵ＣＴ检查的方法； 

⑶法医学鉴定中的应用与评价 

⒋磁共振成像（ＭＲI）技术 

⑴基本原理与图像特点； 

⑵ＭＲＩ检查方法； 

⑶法医学鉴定中的应用与评价 

⒌肌电图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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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原理与图形特征； 

⑵肌电图检查的方法； 

⑶在法医学鉴定中的应用及评价 

⒍脑电图技术 

⑴基本原理和图形特点； 

⑵脑电图的描记方法； 

⑶法医学鉴定中的应用及评价 

⒎诱发电位（ＥＰ）技术 

⑴概述； 

⑵视觉诱发电位（ＶＥＰ）； 

⑶听觉诱发电位（ＡＥＰ）； 

⑷体感诱发电位（ＳＥＰ）； 

⑸应用注意事项 

学习目标： 

1．了解人体其他器官与组织损伤的种类、表现及其检查方法和损伤程度与残疾程度的鉴定。 

2．熟悉颅脑损伤、眼损伤、耳鼻损伤、牙与颌面部损伤、四肢骨关节损伤、胸部损伤、腹部

损伤等的种类、表现及其检查方法和损伤程度与残疾程度的鉴定； 

作业： 

1.颅脑损伤的种类、表现及其检查方法？损伤程度与残疾程度的评定？ 

2.脊髓损伤的种类、表现及其检查方法？损伤程度与残疾程度的评定？ 

3.周围神经损伤的种类、表现及其检查方法？损伤程度与残疾程度的评定？ 

4.眼损伤的种类、表现及其检查方法？损伤程度与残疾程度的评定？ 

5.耳、鼻、咽喉损伤的种类、表现及其检查方法？损伤程度与残疾程度的评定？ 

6.口腔、颌面部损伤的种类、表现及其检查方法？损伤程度与残疾程度的评定？ 

7.脊柱四肢骨关节损伤的种类、表现及其检查方法？损伤程度与残疾程度的评定？ 

8.胸部损伤的种类、表现及其检查方法？损伤程度与残疾程度的评定？ 

9.腹部损伤的种类、表现及其检查方法？损伤程度与残疾程度的评定？ 

10.泌尿与生殖器官损伤的种类、表现及其检查方法？损伤程度与残疾程度的评定？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医学活体伤残鉴定概述、鉴定人、鉴定程序 2  

2 
法医学活体伤残鉴定的种类、法医学活体伤残鉴定书、鉴定的注意事项、

相关的问题、活体损伤及其鉴定的概述、 
2  

3 损伤的分类、机体对损伤的反应、皮肤瘢痕、损伤局部表现 2  

4 活体损伤的检查、与损伤相关问题的鉴定 2  

5 活体损伤程度鉴定的法律依据、原标准介绍、新标准概述 2  

6 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具体内容及解读、鉴定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2  

7 
具体评定中操作的有关事项、评定损伤程度的注意事项、活体伤残及劳

动能力鉴定概述 
2  

8 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鉴定 2  

9 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 2  

10 医疗事故致人身损害鉴定 2  

11 周围神经损伤、眼损伤 2  

12 耳、鼻、咽喉损伤 2  

13 口腔颌面部损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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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脊柱四肢骨关节损伤、胸部损伤 2  

15 腹部损伤、泌尿和生殖器损伤 2  

16 
超声成像技术、Ｘ光成像技术、ＣＴ技术、磁共振成像（ＭＲI）技术、

肌电图技术、脑电图技术、诱发电位（ＥＰ）技术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司法鉴定学、法医学 

后续课程：刑法学、民法学、诉讼法学、侦查学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医学活体伤残鉴定的概念及与法律相关的问题、活体损伤的分类和表现及检查、损伤

程度及相关问题的鉴定、残疾程度与劳动能力的鉴定、各种活体伤残鉴定标准的运用。 

难点：学科差距大、内容陌生、内容多课时紧、学生实践知识欠缺、领会不易。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理论讲授。 

2.作业和研讨。 

教学手段： 

1.讲授。 

2.PPT。 

3.课堂提问。 

4.课后作业。 

5.考试。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相关的法医学活体伤残鉴定的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刘技辉主编《临床法医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 7月 第 4版 

（二）推荐参考书  

1.《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大全—法医临床学》，主编刘世沧、吴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年 1月 第 1版 

2.《.法医学伤残评定》，赵新才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 5月 第 1版 

3．《法医临床学理论与实践》，陈国弟、邓振华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 1月 第 1版 

4. 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组织编写《<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适用指南》，法律出版社，2013

年 11月 第 1版 

5.《办理司法鉴定案件法律依据》，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 4月 第 3版 

6. 卫生部医政司编《<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配套文件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 8月 第

1版 

执笔：张小宁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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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精神病学 
legal psychiatry 

课程号：4040400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对本学科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与概括的把握；2.为从事法律工作打下良

好的专业知识基础；3.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和眼界；4.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研究和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严谨细致、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工作作风。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概念、鉴定程序及内容、民事行为

能力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刑事责任能力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其他法律能力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

受害人与诬告者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常见精神疾病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精神病的伪装与鉴别、

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书等；熟悉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组织结构、鉴定人、精神疾病的症状学、精神障

碍性损害的鉴定、；了解精神病学基础知识；为刑法学、民法学、诉讼法学、侦查学等后续课程学

习和实践奠定必要的专业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⒈精神疾病概述 

⑴精神疾病的概念 

①基本概念 

②广义和狭义的精神病概念 

③精神病与神经病 

⑵精神疾病分类 

①概述 

②中国的分类 

③国际上有代表性的分类 

⑶精神疾病的病因 

①遗传因素 

②素质因素 

③理化和生物性因素 

④社会心理因素 

⑤机体机能状态 

⑷精神疾病的检查和诊断 

①采集病史 

②对精神病人的检查 

③临床资料分析 

④诊断原则 

⑤标准化精神检查和评定量表 

⑸精神疾病的治疗与预后  

①心理治疗 

②躯体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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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工娱治疗 

④精神疾病疗效判断 

⒉精神疾病的神经学和生化学基础 

⑴神经系统概述 

⑵脑干 

⑶大脑 

⑷神经生化学基础 

⒊司法精神病学 

⑴司法精神病学的概念 

⑵精神疾病与法律 

⑶司法精神病学的任务 

⑷司法精神病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⒋司法精神病学的发展简史 

学习目标： 

1．了解精神疾病的治疗和预后估计，精神疾病的神经学和生物化学基础，司法精神病学与相

关学科的关系，司法精神病学的发展简史。 

2．掌握精神疾病的概念，精神疾病的分类，司法精神病学的概念，司法精神病学的任务。熟

悉精神疾病的病因，精神疾病的检查和诊断方法，精神病人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作业： 

1. 什么是精神疾病？精神疾病与神经病有何联系与区别？ 

2. 按我国最新标准，精神疾病分为哪些大类？ 

3. 精神疾病的病因主要有哪些？ 

4. 对精神疾病主要从哪些方面进行检查和诊断？ 

5. 什么是司法精神病学？其任务主要是什么？其与临床精神病学有何异同？ 

6. 精神病人通常涉及到哪些法律问题？ 

知识单元 2：司法精神病学鉴定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⑴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概念 

⑵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与一般精神医学诊断的异同 

⑶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对象及任务 

⑷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特点及要求 

⒉民事行为能力及其鉴定 

⑴民事行为能力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 

⑵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要件 

⑶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与设置监护及撤销监护 

⑷常见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 

⒊刑事责任能力及其鉴定 

⑴犯罪与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 

⑵对我国《刑法》第十八条如何理解 

⑶精神疾病患者刑事责任能力的分级 

⑷刑事责任能力的司法精神鉴定要件 

⑸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与刑事责任能力的区别 

⑹违法精神病人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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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其他法律能力的法医精神病学鉴定 

⑴受审能力 

⑵服刑能力 

⑶自我保护能力 

⑷诉讼能力 

⑸作证能力 

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⑺劳动能力 

⑻精神病人的赔偿责任 

⒌受害人与诬告者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 

⑴精神疾病女患者性自我防卫能力的鉴定 

⑵精神障碍性损害的鉴定 

⑶精神病人的“诬告”与“自我诬告” 

⒍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组织结构与方式 

⑴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组织结构 

⑵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方式 

⒎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人 

⑴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人的资格 

⑵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人的权利 

⑶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人的义务 

⑷对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人的保护 

⒏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程序及内容 

⑴鉴定前的准备与委托 

⑵鉴定的受理 

⑶鉴定的实施 

⒐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书 

⒑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注意事项 

⑴可疑是精神病的初步征象 

⑵审讯记录中应注意的事项 

学习目标： 

1．了解司法精神鉴定的特点、要求及与一般临床精神医学的异同，可疑为精神病的初步征象，

违法精神病人的处理，司法精神鉴定的组织结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人。 

2．熟悉司法精神鉴定的对象及任务，民事行为能力的分级及各种民事行为能力的司法精神鉴

定，对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的理解，刑事责任能力的分级及其司法精神鉴定，其他法律能力的司法精

神鉴定（受审能力、服刑能力、自我保护能力、诉讼能力、作证能力等），受害人与诬告者的司法

精神鉴定，司法精神鉴定的程序和方式，司法精神鉴定人的资格，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书，审讯记录

中应注意的事项。 

3. 掌握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概念，民事行为能力的司法精神鉴定要件和评定标准，刑事责任

能力的司法精神鉴定要件和评定标准，进行司法精神鉴定所需材料及委托书的内容。 

作业： 

1. 什么是司法精神病学鉴定？ 

2. 司法精神鉴定对象有哪些 ？ 

3. 民事行为能力的司法精神鉴定要件和标准是什么？ 

4. 刑事责任能力的司法精神鉴定要件和标准是什么？ 

5. 怎样理解我国现行刑法中所指的“精神病人、不能辨认、不能控制、间歇性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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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精神病人常涉及的法律能力还有哪些？ 

7. 我国当前的司法精神鉴定机构是什么形式？司法精神鉴定的方式有哪些？ 

8. 司法精神鉴定人的资格？ 

9. 司法精神鉴定的一般程序和主要内容有哪些？ 

10. 怎样阅读和理解司法精神鉴定书？ 

11. 可疑为精神病人的初步征象有哪些？审讯记录中应注意什么？ 

12. 对违法的精神病人如何处理？ 

知识单元 3：精神疾病的症状学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⒉感知障碍 

⑴感觉障碍 

⑵知觉障碍 

⒊注意障碍 

⒋思维障碍 

⑴思维控制障碍 

⑵思维过程障碍(思流障碍)  

⑶思维形式障碍 

⑷思维内容障碍 

⒌记忆障碍 

⑴遗忘 

⑵记忆错误 

⑶记忆增强 

⒍智能障碍 

⑴精神发育迟滞 

⑵痴呆综合征 

⒎情感障碍 

⑴病理性优势情绪 

⑵情感诱发障碍 

⑶情感协调性障碍 

⑷情感退化 

⒏意志障碍 

⑴意志增强 

⑵意志减弱与意志薄弱 

⑶意志缺乏 

⑷意向倒错 

⑸矛盾意向 

⑹犹豫不决 

⑺易暗示性 

⒐动作和行为障碍(精神运动性障碍 

⑴精神运动性兴奋 

⑵精神运动性阻滞 

⒑本能行为障碍 

⑴自我保存本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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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饮食障碍 

⑶睡眠障碍 

⑷性功能障碍 

⒒意识障碍 

⑴意识水平下降 

⑵意识梦样改变 

⑶意识缩窄 

⒓自我意识障碍 

⑴人格解体 

⑵双重人格 

⑶人格变换 

⑷自我界限障碍 

⑸自知力缺乏 

⒔性格障碍 

⑴通过对大量病例中的病前性格或近亲性格的观察，病中与病后性格的改变，提出了下列一

些特殊的性格表现 

⑵多种脑器质性疾病均导致病理性或继发性人格改变，其表现如下 

⒕精神病综合征 

⒖精神症状的有关问题 

⑴精神症状是鉴定中的重点 

⑵精神症状在鉴定中的要件 

⒗精神症状与精神病人的异常行为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注意障碍的种类，记忆障碍的种类，本能行为障碍的种类，性格障碍的种类，精神症

状与精神病人反社会行为问题。 

2. 熟悉精神症状有几大类，感知障碍的种类，思维障碍的种类，精神发育迟滞及痴呆综合征

的概念，情感障碍的种类，意识障碍的种类，动作行为障碍的种类，自我意识障碍的种类，常见的

精神病综合征。 

3. 明确精神症状学的重要性，精神症状与精神病的关系，精神症状与精神病人异常行为的关

系及精神症状在司法精神鉴定中的地位。 

4. 掌握以下症状的概念：错觉、幻觉、感知综合障碍、妄想、思维奔逸、思维散漫，病理性

象征性思维、思维抑制、思维被夺、思维播散、逆行性或顺行性遗忘、柯萨可夫综合征、智能障碍、

病理性激情、情感淡漠、情感倒错、意志增强或减弱、紧张性兴奋、谵妄性兴奋、蜡样屈曲、冲动

行为、自知力缺乏、朦胧状态、谵妄状态，精神症状在鉴定中的要点。 

作业： 

1. 什么是精神症状？什么是精神病性症状？ 

2. 什么是幻觉及其常见的类型？什么是错觉？ 

3. 思维障碍有几大类？各有哪些主要表现？ 

4. 什么是妄想？常见类型有哪些？ 

5. 记忆障碍有哪些种类？什么是顺行性遗忘、逆行性遗忘、虚构及柯萨可夫综合征？ 

6. 智能障碍有哪两大类？它们有何区别？ 

7. 情感障碍有哪几大类？什么是躁狂状态、欣快症、抑郁状态、病理性激情、情感淡漠、情
感倒错？ 

8. 什么是意向倒错、矛盾意向及易暗示性？ 

9. 动作行为障碍的表现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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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什么是抑郁性自杀？扩大性自杀？曲线自杀？ 

11. 意识障碍有哪几大类？什么是意识混浊状态、谵妄状态、朦胧状态？ 

12. 什么是人格解体、双重人格、自我界限障碍、自知力缺失？ 

13. 什么是偏执状态？ 

14. 精神症状与法律问题的关系怎样？精神症状在司法精神鉴定中的要件是什么？ 

知识单元 4：司法精神病学各论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⒈精神分裂症 

⒉精神发育迟滞 

⒊情感性精神障碍 

⒋偏执性精神障碍 

⒌感应性精神病 

⒍应激相关障碍 

⒎癫痫性精神障碍 

⒏酒精所致精神障碍 

⒐神经症  

⒑人格障碍 

⒒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 

⒓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 

学习目标： 

1．了解以上各类精神障碍的临床类型及发病原因。 

2．熟悉以上各类精神障碍的最主要临床症状及常涉及的法律问题。 

3. 掌握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应激相关障碍、精神发育迟滞、癫痫

性精神障碍、神经症、人格障碍、性心理障碍、酒中毒性及毒品依赖性精神障碍、短暂性精神活动

障碍、颅脑损伤伴发精神障碍等的基本概念、刑事责任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的评定原则。 

作业： 

1. 什么是精神分裂症？其主要的症状是什么？如何评定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和
民事行为能力？ 

2. 躁狂症与抑郁症的临床典型症状是什么？主要涉及什么法律问题？其患者的刑事责任能
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如何评定？ 

3. 什么是偏执性精神病？其临床最主要症状是什么？该病有几种类型？ 

4. 应激相关障碍的发病原因是什么？临床有哪几种类型？其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如何评
定？ 

5. 癫痫性精神障碍有哪些类型？临床有哪些主要表现？其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如何评定？ 

6. 什么是精神发育迟滞？其临床按什么分为几级？其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及
性防卫能力如何评定？ 

7. 神经症的含义及临床基本特点是什么？其患者刑事责任能力如何评定？ 

8. 什么是人格障碍？其刑事责任能力如何评定？ 

9. 性心理障碍主要有哪些种类？ 

10. 酒毒性精神障碍有哪些种类？其刑事责任能力如何评定？ 

11. 毒品依赖性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如何评定？ 

12. 什么是短暂性精神活动障碍？有哪些种类？其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如何评定？ 

13. 颅脑损伤伴发的精神障碍有哪些表现？其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如何评定？ 

知识单元 5：精神障碍性损害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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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⑴定义 

⑵精神障碍性损害鉴定的意义 

⑶鉴定 

⒉精神障碍残疾程度鉴定 

⑴工伤与职业病致精神障碍残情程度鉴定 

⑵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精神障碍性伤残鉴定 

⑶人身保险意外伤害精神残疾鉴定 

⑷精神障碍残疾程度鉴定的限制 

⒊不法侵害致精神障碍性损伤的鉴定 

⑴概述 

⑵鉴定 

①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 

②中毒性精神障碍 

③躯体其他器官损伤所致的精神障碍 

④应激相关障碍 

⑤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病  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病 

⑥神经症 

⑶精神损伤程度鉴定的限制 

学习目标： 

1．了解鉴定的过程，适用的标准。 

2．熟悉鉴定的对象和内容，评定损伤程度或残疾程度的原则。 

3. 掌握精神障碍性损害的定义，鉴定的意义。 

作业： 

1. 什么是精神障碍性损害？对其鉴定主要解决什么问题？ 

2. 精神障碍性损害的鉴定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3. 评定精神障碍性残疾程度的标准目前在我国有哪些？ 

4. 评定精神障碍性损伤的标准有哪些？评定的原则是什么？ 

知识单元 6：精神病的伪装与鉴别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⒉伪装精神病的表现 

⒊伪装精神病的特点 

⒋匿病 

⒌伪装精神病的鉴别 

学习目标： 

1．了解伪装精神病的表现及鉴定。 

2．熟悉伪装精神病的特点。 

3. 掌握伪装精神病的概念。 

作业： 

1. 什么是伪装精神病？有哪几种伪装的情况？ 

2. 伪装精神病的主要表现有哪些？有哪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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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伪装精神病的鉴定主要从哪些方面进行？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精神疾病的概念、精神疾病分类、精神疾病的病因 2  

2 
精神疾病的检查和诊断、精神疾病的治疗与预后、精神疾病的神

经学和生化学基础 
2  

3 
司法精神病学的概念、精神疾病与法律、司法精神病学的任务、

司法精神病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2  

4 司法精神病学的发展简史、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概述、 2  

5 民事行为能力及其鉴定、刑事责任能力及其鉴定 2  

6 
其他法律能力的法医精神病学鉴定、受害人与诬告者的司法精神

病学鉴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组织结构与方式 
2  

7 
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人、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程序及内容、司法精

神病学鉴定书、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注意事项 
2  

8 精神疾病的症状学概述、感知障碍、注意障碍 2  

9 思维障碍、记忆障碍、智能障碍 2  

10 
情感障碍、意志障碍、本能行为障碍、意识障碍、情感障碍、意

志障碍、本能行为障碍、意识障碍 
2  

11 
自我意识障碍、性格障碍、精神病综合征、精神症状的有关问题、

精神症状与精神病人的异常行为问题、精神分裂症 
2  

12 精神发育迟滞、情感性精神障碍、偏执性精神障碍、 2  

13 
感应性精神病、应激相关障碍、癫痫性精神障碍、酒精所致精神

障碍 
2  

14 神经症、人格障碍、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 2  

15 精神障碍性损害的鉴定概述、精神障碍残疾程度鉴定 2  

16 不法侵害致精神障碍性损伤的鉴定、精神病的伪装与鉴别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医学、司法鉴定学。 

后续课程：刑法学、民法学、诉讼法学、侦查学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概念、鉴定程序及内容、民事行为能力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刑事

责任能力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其他法律能力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受害人与诬告者的司法精神病

学鉴定、常见精神疾病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精神病的伪装与鉴别、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书等。 

难点：学科差距大、内容陌生、内容多课时紧、学生实践知识欠缺、领会不易。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理论讲授。 

2.作业和研讨。 

教学手段： 

1.讲授。 

2.PPT。 

3.课堂提问。 

4.课后作业。 

5.案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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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考试。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司法精神病学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张小宁编著《司法精神病学》，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印行，2007年 5月 

（二）推荐参考书 

1.张小宁著《司法精神病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4月，第 1版 

2.沈渔邨主编《精神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年 4月，第 4版 

3.吴家馼主编《法医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 8月，第 1版 

4.张小宁主编《法医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5月，第 1版 

5.纪术茂、张小宁《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大纲》；《证据科学》2008年 8月第 16卷第

4期 

6.纪术茂、高北陵、张小宁主编《中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与司法审判实务指南》，

法律出版社，2012年 9月第 1版 

7.纪术茂、高北陵、张小宁主编《中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案例集》；法律出版社，

2011年 2月第 1版 

执笔：张小宁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职务犯罪案件侦查 
Duty crime investigation 

课程号：404040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职务犯罪侦查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熟悉职务犯罪侦查程序和各项侦查措施的法律规定及具体使用；掌握各类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方法

和要领，能够运用所学的理论与知识分析具体的案件，培养初步的实际办案能力。同时了解当前职

务犯罪侦查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以拓展侦查专业学生的知识视野，并适应当前检察工作形

势之所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职务犯罪侦查概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职务犯罪概念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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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指具有一定职务身份的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了与其职务之间具有必然联系的、侵犯

了国家管理公务的职能和声誉，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各种犯罪的总称。上述概念表

明，职务犯罪具有两个本质属性：（1）职务犯罪的主体是具有一定职务身份的人，以行为人具备一

定的身份为前提；（2）职务犯罪是犯罪行为与行为人的职务之间具有必然联系的犯罪。 

职务犯罪有各种分类方式：（1）依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罪过形式，可以分为职务上的故意

犯罪和职务上的过失犯罪；（2）依行为人执行职务的特点，可以分为一般职务犯罪和特别职务犯罪；

（3）依行为人的身份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可以分为纯粹性职务犯罪、限制性职务犯罪和非纯粹

性职务犯罪；（4）依行为人犯罪侵犯的主要客体，可以分为经济性职务犯罪、侵权性职务犯罪和渎

职性职务犯罪。 

2．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管辖。  

（1）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职能管辖；（2）职务犯罪侦查的其他管辖：级别管辖、地域管辖、

指定管辖和协调管辖、专门管辖。 

学习目标： 

1．了解职务犯罪的各种分类方式。 

2．掌握职务犯罪的概念和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管辖。 

作业： 

1. 什么叫职务犯罪？ 

2．简述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管辖。 

知识单元 2：职务犯罪侦查的基本原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依法独立行使侦查权原则。 

  贯彻依法独立行使侦查权原则，首先要依法侦查，防止只重视实体法而不重视程序法，抵制以

言代法、以权压法。在“依法”的前提下，要独立行使侦查权，坚决排除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

人的干涉。 
  2．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原则。 
  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不仅要加强群众工作、加强专门工作，还要特别注意群众工作与专门工

作的紧密联系。 
  ３．实事求是原则。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必须贯穿于侦查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必须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必

须发扬民主作风，尊重群众意见；必须要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４．迅速及时原则。 
  坚持迅速及时的原则，必须抓住战机、积极侦查、及时破案。坚持迅速及时的原则，要具有高

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要积极主动地获取案件线索；要建设起适应现代社会的侦

查装备。 
  ５．保守秘密原则。 
  坚持保守秘密原则的具体内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所获取的情况和线索；职务犯罪侦查工

作的部署和实施情况。坚持保守秘密原则的具体要求：侦查人员不能向外人泄露职务犯罪案件侦查

的有关情况；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的保守秘密有着一定的范围和限度。 
  ６．协同作战原则。 
  协同作战的形式：联合侦查、互通职务犯罪情报、协查、”会诊”案情、破案战役。坚持协同作
战原则的具体要求：必须树立全局观念和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必须加强国际合作，打击跨国职务犯

罪。  
学习目标： 

掌握职务犯罪侦查的各项基本原则及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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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简述职务犯罪侦查的保守秘密原则。 

2．简述职务犯罪侦查中协同作战的方式。 

知识单元３：职务犯罪侦查的任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职务犯罪侦查的性质。 

（１）职务犯罪侦查的阶级性：我国的职务犯罪侦查必须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必须以工人阶

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最大出发点，严厉打击和惩罚职务犯罪，以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历

史任务。 

（２）职务犯罪侦查的法律性：职务犯罪侦查是一项法的活动，必须严格遵守刑法、刑事诉讼

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３）职务犯罪侦查的专门性：从根本上而言，职务犯罪侦查是法律赋予的具有职务犯罪侦查

权的特定机关和个人的专门工作。在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主要由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行

使。    

2．职务犯罪侦查的特点。 

（1）职务犯罪侦查的过程一般是“由人到事”，这与普通刑事案件的“由事到人”相比，侦查

过程更秘密、更审慎、更讲究策略的运用；（2）职务犯罪侦查主客体双方矛盾的激烈对抗性；（３）

职务犯罪线索来源的隐蔽性；（４）侦查取证过程的复杂性；（５）侦查思路的特殊性。 

    ３．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任务。 
  （１）收集职务犯罪线索和证据，查明职务犯罪案情，揭露职务犯罪，揭发职务犯罪人； 
（２）防范控制犯罪，减少职务犯罪案件发生；（３）保护国家、集体、个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吞，

保障无罪的人免受刑事追诉，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学习目标： 

1．了解职务犯罪侦查的性质。 

2．掌握职务犯罪侦查的特点及任务。 

作业： 

试述职务犯罪侦查的特点。 

知识单元４：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程序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提起。 

  （１）职务犯罪案件的线索的发现和收集。 
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的来源主要有：单位和个人的报案或举报；被害人的报案或控告；犯罪人自

首；上级机关交办的线索；有关机关移送的线索；检察机关自行发现等。 
如何拓展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可以广泛宣传，扩大线索来源渠道；建立和巩固与多发系统、单

位的工作联系制度和案件移送制度，加强案件查处的协调工作；建立案件线索移送制度；注意从新

闻媒介中发现有关线索；建立健全收集案件线索的工作机制。 
   （２）职务犯罪案件材料的审查。 
  举报中心对所收到的报案、控告、举报或犯罪嫌疑人自首的职务犯罪案件线索进行审查，解决

案件线索归哪个机关或者部门管辖的问题。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负责对有关机关或者部门移送的案件

线索进行审查，解决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线索是否决定初查和立案的问题。 
  （３）职务犯罪案件的初查。 
  职务犯罪案件初查，是指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对接受和自行发现的职务犯罪线索，按照案件管辖

范围进行调查，以确定是否立案的专门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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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务犯罪案件初查的条件：有反映职务犯罪事实的案件线索；可能追究刑事责任；检察机关已

经受理；经过一定的审批程序。职务犯罪案件初查的原则：依法初查原则；秘密初查原则；迅速及

时原则；初查适度原则。职务犯罪初查结果的处理：决定立案；决定不立案。 
思考：职务犯罪案件初查，同侦查相比较，二者有什么不同？ 

（４）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提起。 

  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提起也就是立案侦查，标志着对职务案件线索的查处正式进入刑事诉讼程

序。职务犯罪案件立案的条件：立案的事实条件——认为有犯罪事实；立案的法律条件——需要追
究刑事责任。  
职务犯罪案件立案的方式：以人立案——条件：认为有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属嫌疑人所为；需

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以事立案—— 条件：施用于犯罪后果已暴露，但犯罪嫌疑人并不明

确的案件。  

2．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的实施。      

（１）职务犯罪侦查决策。 

第一步：分析案情，选择职务犯罪侦查途径。由事到人的职务犯罪侦查途径可以从因果关系、

作案规律、作案手段、并案职务犯罪侦查方面入手；由人到事的职务犯罪侦查途径可以从特定的嫌

疑对象、从人身形象入手；由物到人的职务犯罪侦查途径可以从可疑痕迹、从现场可疑物、从控制

赃物入手。  

第二步：制定职务犯罪侦查计划。职务犯罪侦查计划的内容包括：立案的根据；对案情的分析

判断；职务犯罪侦查的任务和措施；职务犯罪侦查力量的组织和分工；有关工作制度；附分段职务

犯罪侦查计划或某一方面的职务犯罪侦查计划。 

（２）调查取证。 

深入细致地对有关知情人、被害人进行调查；综合条件对犯罪线索进行查证，查证时要深入细

致，突出重点，及时准确。要特别注意遏制和利用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以便排除干扰和阻力，

依法行使侦查权。 

３．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终结。 

职务犯罪侦查终结是职务犯罪侦查的最后程序，其条件和要求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法律手续完备；定性定罪正确。 

职务犯罪侦查终结案件的处理：移送审查起诉和移送审查不起诉；撤销案件。 

职务犯罪案件补充侦查是有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机关依法对已侦查终结的职务犯罪案件继续进

行收集补充证据的一种侦查行为。它适用于部分事实、情节需要进一步查证的职务犯罪案件。补充

侦查有两种法定形式：一是退回补充侦查；二是自行补充侦查。 

学习目标： 

掌握职务犯罪侦查程序及相关法律规定。  

作业： 

1. 职务犯罪案件初查和侦查的区别？ 

2．如何拓展职务犯罪侦查的线索？ 

3．什么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终结？条件？ 

知识单元５：职务犯罪的侦查措施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侦查措施也称侦查行为，指人民检察院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为了收集证据，查清犯罪

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法律规定进行各种专门调查活动而采取的措施。侦查措施是人民检察院实

现侦查目的的惟一途径和桥梁。 

侦查措施的使用要求： 

三项原则：一是任意侦查原则； 二是必要性原则；三是相当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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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要求：一是整体性；二是针对性；三是有效性  

1．讯问犯罪嫌疑人。 

讯问犯罪嫌疑人，是指侦查人员为了查明案情和其他有关问题，依照法定程序，以言词方式对

犯罪嫌疑人进行审问的一种侦查措施。 

职务犯罪嫌疑人被讯问时的心理特点：犯罪嫌疑人由于趋利避害的自卫本能，被讯问时一般存

在两种互相矛盾的心理：一种是“抗拒”心理，一种是“坦白”心理。产生抗拒心理的主要原因是：

畏刑、侥幸、抵触等。产生坦白心理的原因主要是：心虚、推测、恐慌等。 

职务犯罪嫌疑人被讯问时的心理变化：抵触对抗阶段；试探摸底阶段；犹豫动摇阶段；交代供

述阶段。其中，犹豫动摇阶段是使预审取得成功的关键阶段。 

讯问突破口，是指侦查人员在讯问时突破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缺口。一般从易被攻破的薄弱环节

和薄弱对象中选择，具体：从案件事实和情节上选择；从犯罪嫌疑人心理上选择；从犯罪嫌疑人自

身选择；从共同犯罪或窝案、串案的犯罪嫌疑人中选择。  

讯问犯罪嫌疑人的一般策略方法：教育攻心法；情感催化法；单刀直入法或迂回包抄法；稳扎

稳打法或秋风卷席法；先发制人法或后发制人法；避实击虚法或直击要害法；引而不发法或使用证

据法；利用矛盾法；暗示法；刚柔相济法。 

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分类策略方法：对不同性情的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策略方法；对不同年龄段和

经历的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策略方法；对共同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策略方法。 

讯问前，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讯问中，要特别注意口供的固定和翻供的防止，具体：依法文

明办案，不给犯罪嫌疑人翻供以任何的借口；运用强大的心理攻势，摧毁当事人翻供的心理基础；

围绕犯罪构成要件细问深查，堵死犯罪嫌疑人翻供的缝隙和漏洞；把讯问与全面调查取证紧密结合

起来；深挖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和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教训；让犯罪嫌疑人亲笔书写供词，对

讯问过程录音录像；依法果断采取逮捕强制措施等。  

2.询问证人、被害人。 

询问证人、被害人，是指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通过言词方式向能够证明案件情况的证人、

被害人进行调查的一种侦查措施。询问证人、被害人的原则：保证证人、被害人有客观充分地提供

证据条件原则；个别询问原则；如实作证原则；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安全原则。 

询问证人的一般方法：以诚相待；教育启发；正确选择询问开始的方式；少言多听；要求证人

“讲细节”，“复述”，以此甄别证言；要问明证人提供情况的来源，以评断其证明价值。 

询问拒证证人的方法：应根据拒证原因，采取相应的对策。侦查人员既要坚持以诚相待，教育

启发，又要晓以利害，必要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一般能够达到询问目的。 

询问被害人的方法：先稳定情绪再提问；教育被害人如实陈述，不能因被侵害而不实事求是；

让被害人充分地、客观地对案件情况作详细陈述；对于受重伤的被害人要立即送医院抢救，并在医

生协助下找机会进行询问。 

3.搜查。 

搜查是指侦查人员为了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人，依法对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

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或者其他地方进行搜寻、检查的一种侦查措施。 

搜查的要求：“及时、全面、细致”。 

搜查的决策，指在什么时机、什么条件下决定搜查？搜查的时机，应看是否符合搜查的条件，

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职务犯罪案件，可以进行搜查：根据已有证据，人民检察院确信犯罪嫌疑人

存在犯罪事实；预测案件侦查结果，构成犯罪的把握性大；如果侦查结果不构成犯罪，也不至于造

成大的被动。 

搜查的方法：对人身的搜查方法；对住宅的搜查方法；对办公室、车库等场所的搜查方法。 

4.查询、冻结存款、汇款。 

我国职务犯罪侦查的查询、冻结存款、汇款，指人民检察院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依法查询、

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或与案件有关单位的存款、汇款的一种侦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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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冻结存款、汇款的方法：拉网式的查询——这种查询工作量大，效率低，效果差； 

有针对性有重点地查询——这种查询工作量小，效率高，效果好。这里，如何有针对性，如何

有重点地查询，可以从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存款线索入手或者从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方位入手有针

对性的查询。 

5.鉴定。 

鉴定，指人民检察院为了查明案情、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

的人对该专门性问题进行科学鉴别和判断的一种侦查措施。职务犯罪侦查中常用的鉴定种类：司法

会计鉴定、文书鉴定、赃物的价格鉴定、“侵权”案中的人身侵害或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等。 

鉴定的一般程序和要求：提出需要鉴定的问题，批准鉴定；选择鉴定人；送请鉴定；出具鉴定

结论；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时间不计入羁押期限和办案期限。 

对重新鉴定的特殊要求：人民检察院决定重新鉴定的，应当另行指派或者聘请鉴定人；对人身

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的，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人民检察院认为省级人

民政府指定的医院作出的鉴定结论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应当另行委托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其他医

院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 

6.辨认。 

辨认，是指侦查人员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时让被害人、证人以及犯罪嫌疑人对与犯罪有关的

物品、文件、尸体、场所或者犯罪嫌疑人进行分辨、识别的一种侦查措施。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辨

认主要适用于对人、对物（赃物、文书等）、对场所的辨认等。 

辨认的原则：单独辨认原则；混杂辨认原则；严禁暗示原则。 

辨认的分类：按辨认客体及其持有人是否知晓被辨认，可以分为公开辨认和秘密辨认；按辨认

人与辨认客体是否直接观察、感知，可以分为直接辨认和间接辨认。 

7．协助追捕。 

追捕，指对逃跑的犯罪嫌疑人组织力量进行追缉并将其捕获归案的侦查措施的总称。 

在职务犯罪侦查中，需要追捕的都是已经立案、且一般已被决定拘留或者逮捕的犯罪嫌疑人，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它应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机关可以协助。但是，由于近年来职务犯罪特

别是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较为突出，追捕工作量大，公安机关则因任务繁重，因而多数案

件的追捕是在检察机关协助下（有些甚至以检察机关为主）完成的，因此，有必要研究协助追捕的

问题。 

准确判断犯罪嫌疑人的逃跑方向和落脚点：详细了解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及时勘验、搜查，

发现蛛丝马迹；调查犯罪嫌疑人的亲人、关系人；调查了解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关系；调查犯罪嫌疑

人出逃前后的通讯情况；扣押邮件、电报，实施电话监控；调查附近机场售票情况和登机情况；调

查赃款、赃物的流向；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巧用说情人；利用境外侦探社和华人团体发现逃犯的踪

迹和落脚点。 

追捕的方法：追缉堵截法；通令缉拿法；网上追捕法；伏击守候法；利害诱捕法；敦促自首法；

司法协助法。 

学习目标： 

掌握职务犯罪侦查的各项侦查措施的法律规定及具体使用。 

作业： 

1．简述在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中，如何选择讯问突破口？ 

2．职务案件侦查中，搜查的时机如何选择？ 

3．准确判断职务犯罪嫌疑人的逃跑方向和落脚点？ 

知识单元６：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贪污案件的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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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案件，指刑法第 382条、第 183条第 2款、第 271条第 2款、第 394条所规定的国家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所构成的犯罪

案件。 

贪污案件从不同角度归纳，具有很多特点，其中与侦查工作密切相关、在侦查中应予注意并采

取对策的特点主要有：发案的部门多，涉及的范围广；犯罪手段不断翻新；犯罪行为具有连续性；

犯罪事实一般有会计资料可查；一般有赃款赃物可查。 

贪污案件线索的主要来源是：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控告，有关执法执纪部门的

移送，公民举报，知情人报案，案犯揭发，犯罪人自首以及检察机关自行发现等。贪污案件立案前

审查的重点内容：查明行为人的主体资格；查明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

施；查明行为人非法占有的财物是否符合贪污罪的对象。          

贪污案件线索经书面审查后，认为有立案可能，但某些问题尚需调查才能决定是否立案的，则

应进行初查。初查的方法主要是：向线索提供者了解与线索有关的具体情况；秘密查账，获取证据；

进行外围调查。通过书面审查和初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的，予以立案侦查。 

查账是清查会计资料和有关款物工作的简称。贪污案件的证据大多要通过查账获取，故查账是

贪污案件侦查工作的根本性措施和中心环节，也是侦破贪污案件的关键所在，必须高度重视。   

（1）控制会计资料和款物。               

（2）查账的一般方法：检查会计凭证有无问题；检查账与账是否相符；检查账面现金与库存

现金是否相符；检查账和实物是否相符；检查小金库。             

（3）对混乱、不全账目的检查方法：首先算总账，即算总收入和总支出，以便对账有个总的

概念，从而估算出贪污的大致数额。然后算细账，到有业务往来关系的对方单位调查核实。最后算

经济账，通过讯问、追赃等查实贪污数额。 

（4）查账中应注意的问题：要突出重点；要重视技术鉴定；要注重深挖。 

对贪污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一是扩大战果，二是核实查账和外围调查所得的证据，弄清楚每一

笔贪污事实的来龙去脉及赃款去向，进一步完善证据。因此，在讯问中，要对二者全面把握，不可

偏废。具体的讯问策略有：引而不发；巧使证据；利用矛盾。 

贪污案件侦查措施的综合运用：围绕获赃、取证和扩大战果，做好搜查、扣押、查询、冻结存

款、汇款和追缴赃款赃物等工作；询问证人，主要查明犯罪嫌疑人贪污的时间、地点、金额、作案

方法、作案过程、犯罪涉及的人员以及赃款赃物的去向等；进行司法会计鉴定和物证鉴定。 

2．挪用公款案件的侦查。 

挪用公款案件，是指刑法第 384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

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 3

个月未还的行为所构成的犯罪案件。 

挪用公款案件的特点：发案数随着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而起伏；犯罪数额巨大，危害严重；作

案方式多种多样；犯罪事实一般有会计资料可查。 

挪用公款案件的线索来源主要是：受害单位的控告；公民个人的举报；有关执法执纪部门移送；

犯罪嫌疑人自首；同案人检举、揭发；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以及上级交办等。 

挪用公款案件立案前的审查：是否有挪用公款的事实及所挪公款的数额与性质；被挪公款使用

主体的性质；被挪用公款的用途；挪用公款的时间及有否归还。 

挪用公款案件的侦查方法： 

（1）查账。 

由于挪用公款案件一般有会计资料可查，因此，查账是侦查挪用公款案件的最基本方法。主要

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检查账面现金与库存现金是否相符；检查本单位账目与有经济往来关系的外

单位账目是否相符；检查单位现金日记账与银行对账单的余额是否相符。 

（2）询问证人。 

挪用公款案件的证人主要有控告人、举报人；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的领导、同事；同犯罪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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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过业务往来的人；犯罪嫌疑人的家属、亲友；被挪公款的使用人及其亲友。询问被挪公款的使

用人及其亲友要围绕以下三方面的问题进行询问：挪用人与使用人对挪用一事有无通谋；挪用人对

所挪公款用途的知道程度；与挪用人是否存在不正常的经济关系。 

（3）讯问犯罪嫌疑人。 

讯问犯罪嫌疑人，目的是在查账的基础上，进一步查明挪用公款的时间、金额、用途、去向等

问题，并进一步扩大战果。根据挪用公款案件的特点，讯问时要注意以下几点：对挪用公款给他人

使用的，要注意查明其对被挪公款真实用途的了解程度、有无跟使用人通谋，有无从使用人处得到

利益等问题；对账目补平的案件和挪用后不归还的案件，要注意查明是贪污还是挪用；要注意深挖。 

（4）适时采取强制措施。 

特别是对挪用公款数额巨大的，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的，对其果断采取强制措施，不仅有利

于促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交待犯罪事实，而且有利于防止犯罪嫌疑人继续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和进行反

侦查活动。 

（5）综合运用其他各种侦查措施。 

要综合运用搜查、追捕、追赃、进行技术鉴定等侦查措施，以便为定案提供科学的依据。 

3．贿赂案件的侦查。 

贿赂案件，是指刑法第 385条至第 393条规定的贿赂类的犯罪案件，它包括 6个罪名，即受贿

罪、单位受贿罪、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单位行贿罪。在该 6种罪中，受贿罪和单

位受贿罪是职务犯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不属于职务犯罪，但由于

它们与受贿罪、单位受贿罪这两个职务犯罪紧密联系，相伴而生，因而刑法把它们规定在一起。本

文主要研究贿赂犯罪中最有代表性的受贿犯罪案件的侦查。 

受贿案件的特点：发案部位随着对权力需求热点的变动而变动，且犯罪情况渐趋严重；作案手

法狡猾隐蔽，形式复杂多样；物证、书证少，言词证据地位突出；侦查难度大；一般有赃款赃物可

查。 

受贿案件的线索来源主要是：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的检举揭发；有关执法执纪部门的移送；

公民举报或控告；犯罪人自首；同案犯揭发；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等。 

初查是受贿案件侦查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案件立案前一般都要经过初查。人民检察院对受理的

受贿案件线索进行全面审查后，认为有立案可能的，即应进行初查。初查的重点内容： 

案件线索所反映的嫌疑人据以受贿的那件事是否存在；嫌疑人有无收受财物；嫌疑人有无利用

职务之便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嫌疑人的基本情况。常用的初查方法有：接谈察访法、借车行路法、

以案隐案法、化装调查法、内线调查法、秘录音像法、张网布控法等。 

受贿案件侦查的途径：从行贿人入手侦查；从介绍贿赂人入手侦查；从受贿嫌疑人的其他罪行

入手。 

受贿案件侦查突破口的选择：除了从受贿人身上寻找突破口，并对受贿人进行讯问外，还可以

从几个方面进行突破：以受贿人的家属作为突破口；以共同受贿嫌疑人作为突破口；以有关的证据

作为突破口。 

受贿案件的侦查取证措施： 

（1）询问证人获取证言。 

询问证人获取证言，主要是为了查明犯罪嫌疑人受贿的时间、地点、方式、过程、次数，贿赂

的种类、数置、特征，赃款赃物的去向，受贿人的职责范围、为行贿人谋取了何种利益，以及其他

犯罪事实和情节。受贿案件的证人主要有控告人、举报人，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的知情人，犯罪嫌

疑人的家属及亲友。 

（2）适时采取强制措施。 

采取强制措施特别是拘留措施不仅能阻隔犯罪嫌疑人与外界的联系，防止其串供、毁证、逃跑，

保障侦查活动的顺利进行，而且能震慑和动摇犯罪嫌疑人的抗拒心理。同时，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

制措施（拘留）后，询问证人、搜查等侦查措施就能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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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讯问犯罪嫌疑人。 

讯问前要充分准备；要精心选择讯问突破口；重视第一次讯问；要把讯问犯罪嫌疑人与其他调

查取证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做好证据的固定工作，防止翻供翻证。 

（4）搜查、扣押、查询、冻结存款、汇款和追赃。 

由于贿赂案件言词证据地位突出，因此搜查、扣押、查询并冻结存款、汇款和追赃对于固定证

据，防止翻供，扩大战果，证实犯罪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调查行贿人行贿款的来源和出处。 

查明行贿人行贿款的来源和出处，对于间接证明行受贿犯罪事实，防止翻供翻证具有重要意义。 

（6）运用技术侦查手段获取证据。 

必要时对少数重大受贿的犯罪嫌疑人可以运用技术侦查手段，但必须严格履行批准手续，由公

安机关的技术部门实施。 

（7）运用技术鉴定获取证据。 

在受贿案件侦查过程中常用的技术鉴定有：文书物证鉴定、司法会计鉴定、声像资料鉴定、工

程技术鉴定和产品质量鉴定。 

要特别注意对几种疑难受贿案件的侦查，比如对“一对一”案件的侦查，要力求打破“一对一”

的僵局；比如对以“借”、“代买”为名的受贿案件的侦查，侦查人员必须揭露“借”、“代买”的假

象，还案件的本来面目。 

4．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的侦查。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是指刑法第 395条第 1款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

出合法收入，差额巨大，而本人又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行为所构成的犯罪案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的特点：案件的成立以国家工作人员拥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的事实状

态为依据，而不是以非法取得这些财产的具体行为方式为依据；案件往往从侦查其他职务犯罪中发

现；举证责任不同于其他案件。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的侦查方法： 

（1）努力调查巨额非法财产的真实来源。 

（2）查明犯罪嫌疑人的财产差额。 

犯罪嫌疑人财产差额的计算公式为： 

财产差额 ＝ 现有财产总额 十 支出财产总额 － 合法收入总额 

注意：对“现有财产”、“支出财产”、“合法收入”的正确理解。在进行上述初步核查中，要正

确确定时间起点和人员范围。当犯罪嫌疑人不能说明巨额财产的来源后，检察机关应当正确计算财

产的差额。“正确计算”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实事求是原则；二是留有余地原则。 

（3）综合运用各种侦查措施。    

要综合运用搜查、查询并冻结存款汇款、调取扣押物证书证、进行技术鉴定、讯问犯罪嫌疑人、

询问证人等侦查措施，以便为定案提供科学的依据。 

5．私分国有资产案件的侦查。 

私分国有资产案件，是指刑法第 396条第 1款规定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行为所构成的犯罪

案件。 

私分国有资产案件的特点：犯罪因收入分配混乱和不合理等因素而诱发；行为隐蔽，手法多样；

危害严重；侦查阻力大，但一般有账可查，有突破口可寻；系单位犯罪，实行单罚制。 

私分国有资产案件的侦查（含初查）重点和途径： 查明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的性质；       查

明私分的事实；查明私分的决策情况。              

私分国有资产案件的侦查措施和方法：     

（1）查账。                     

查账是侦查私分国有资产案件的基本方法。查账主要查两方面的账：表明有无私分和私分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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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源和性质的账；反映集体私分国有资产情况的账。 

（2）询问证人和讯问犯罪嫌疑人。 

要选择表现较好、正直正派的证人和胆子较小、在集体私分中责任较轻的涉嫌人员作为突破口，

予以重点突破。 

要善于运用攻心、迷惑等谋略，教育有关责任人和知情者明白“纸包不住火”的道理，争取主

动，避免被动，尽早讲清问题和真相。 

要注意辨别有关责任人口供的真伪。 

（3）综合运用其他侦查措施。 

要综合运用搜查、调取扣押物证书证、进行技术鉴定、适时拘捕等侦查措施，以便为定案提供

科学的依据。 

学习目标： 

掌握贪污案件、挪用公款案件、受贿案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私分国有资产案件的特点

和侦查方法。 

作业： 

1．简述贪污案件的侦查方法。 

2．简述一对一贿赂案件的侦查方法。 

3．简述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的特点。 

知识单元７：渎职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滥用职权案件的侦查。 

本节所说的滥用职权案件，是刑法第 9章中规定的滥用职权这一类犯罪案件的总称。指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超越合法限度行使职权，危害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能活动，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

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所构成的犯罪案件。 

滥用职权案件的特点：社会危害性大；案件涉及面广、环节多，人员复杂；犯罪行为既有一定

的隐蔽性，也有一定的欺骗性；多与其他犯罪交织。 

滥用职权案件的侦查（含初查）的重点、难点及其途径：查明犯罪嫌疑人的主体资格； 调查

或确定损失或危害后果；查明行为人滥用职权的事实；查明行为人滥用职权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

因果关系；查明行为人的犯罪动机。              

滥用职权案件的侦查措施和方法： 

（1）因案制宜，决定立案方式和侦查方法。 

侦查滥用职权案件往往以人立案与以事立案两种立案方式并存，要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立案方式。与立案方式相适应，滥用职权的侦查有顺查法和倒查法这两种方法。顺查法适用于以人

立案的案件，倒查法适用于以事立案的案件。 

（2）全面收集书证。 

滥用职权案件的书证，主要有：证明犯罪嫌疑人职务、职责范围的书证；犯罪嫌疑人所违反的

法律、政策及有关规定的具体内容或条文；证明犯罪嫌疑人滥用职权行为的书证；证明犯罪嫌疑人

对有关情况“明知”的书证；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动机的书证。 

（3）及时勘查现场。 

要拍照录像，准确记录现场状况；要仔细发现和收集能证明事故原因的证据，以便深查可能存

在的滥用职权犯罪；要查明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包括伤亡情况、经济损失情况及其他危害情况；要

做好现场调查访问，重点问明事故的起因、经过等。  

（4）进行科学鉴定。 

在滥用职权案件侦查中，常用的鉴定有法医鉴定、物品价值鉴定、会计鉴定、物证痕迹鉴定、

文件笔迹鉴定、技术质量鉴定等。 



2755 

（5）询问证人，获取证言。 

一般来说，控告人、举报人及受害人能积极主动地作证；公开程度高、中间环节多的案件，愿

意作证的证人也相对较多。但是，有不少证人会因种种原因而拒证。对此，要在分析判明拒证原因

的基础上，采取不同的询问方法。         

（6）讯问犯罪嫌疑人. 

滥用职权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一般是国家机关中担任一定职务的领导干部，阅历广、经验丰富，

反审讯能力强，会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反审讯对策。对此，侦查人员要高度重视，认真

准备，采取相应的对策。 

2．玩忽职守案件的侦查。 

玩忽职守案件，是刑法第 9章中规定的玩忽职守这一类犯罪案件的总称，它指的是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所构成的犯罪案件。 

玩忽职守案件的特点：危害十分严重；案件发生的领域广泛；案件多因危害后果的发生而案发；

案件往往一果多因，责任比较分散；侦查工作干扰多、阻力大。 

玩忽职守案件的侦查（含初查）的重点、难点及其途径：查明行为人的主体资格；查明危害后

果；查明玩忽职守的行为；查明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确定和划分行为人的责任；

查明行为人的犯罪动机。     

玩忽职守案件的侦查措施和方法： 

（1）正确把握立案条件。 

检察机关受理案件线索后，当认为危害后果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正常的因素即玩忽职守行为

所造成时，即可予以立案。 

（2）及时勘查现场。 

凡有犯罪现场的案件都应及时勘查，玩忽职守案件的犯罪现场一般是犯罪结果发生的现场。 

（3）全面收集书证。 

玩忽职守案件的书证主要有：证明犯罪嫌疑人职务、职责及具体要求的书证；证明犯罪嫌疑人

玩忽职守行为的书证；证明案件经过的书证；证明犯罪动机的书证。 

（4）进行科学鉴定。    

玩忽职守案件侦查中常用的鉴定主要有痕迹、法医、笔迹、司法会计、技术和质量等检验鉴定，

通过鉴定，为确认危害后果，查明原因，确定责任人提供科学的依据。 

（五）询问证人，获取证言 

玩忽职守犯罪在多数情况下是过失犯罪，其知情人往往比故意罪过形式的滥用职权罪要多一

些。同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玩忽职守行为，大多发生于决策指挥、监督管理环节，而不是操作

环节，因而在玩忽职守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中间环节比较多，与此相适应，知情人也就比较多。

这就为侦查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6）讯问犯罪嫌疑人。 

讯问玩忽职守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的重点是：职责及其要求；玩忽职守的行为，包括事件的开始、

经过、结果，集体讨论情况，所采取的措施及其理由；玩忽职守的动机；对玩忽职守行为所造成的

危害后果的态度等。其中问明玩忽职守的行为和动机是整个讯问工作的重点。 

3．徇私舞弊案件的侦查。 

徇私舞弊案件，是指司法工作人员或行政执法管理人员为徇私情私利，违反事实和法律、规章，

滥用职权或者故意不履行、不正确履行职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或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所

构成的一类犯罪案件。 

徇私舞弊案件的特点：犯罪领域广泛；犯罪手段多种多样，且具有行业的特点；犯罪行为诡秘

隐蔽，不易暴露；犯罪嫌疑人具有某一领域专业知识，有些还熟悉法律，容易以此对抗侦查。 

徇私舞弊案件侦查（含初查）的重点、难点及其途径：发现案件线索；查明原案的处理或原行

政行为（含行政决定，下同）是否符合事实和法律、规章，行为人有无实施舞弊行为；查明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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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明知原案或原行政客体的性质；查明行为人有无徇私的动机；分清经领导人员批准或集体讨论

决定的案件或行政行为中各人的责任。 

徇私舞弊案件的侦查措施和方法：  

（1）秘密进行外围调查，扩大线索。 

一般先从外围秘密调查入手，以便“丰满”原本单薄的线索。外围调查的途径和措施主要有：

接触举报人、检举揭发人，问明线索的来源、依据及具体情况；从侧面了解原案或原行政行为是否

由涉嫌人员办理；走访原案或原行政行为的被害人或利益受损人，获取有价值的证据；有选择地走

访行为人、原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行政相对人的邻居及知情者，向他们了解行为人与原案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往来是否频繁密切、有无请客送礼等情况；物色

合适人选，贴靠行为人、原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行政相对人，获取原案或原行政行为的真

情。 

（2）从查原案或原行政行为入手，查明徇私舞弊行为。 

正确认定和处理原案或原行政行为；询问原案或原行政行为的当事人、相对人、说情人、家属

及其知情人；善于运用政策攻心、巧使证据、利用矛盾、制造错觉等谋略和方法。  

（3）讯问犯罪嫌疑人，获取口供。 

徇私舞弊的犯罪事实主要分徇私和舞弊这两部分。讯问时，要把这两部分事实查问清楚，另外

要增强侦查意识，查清余案余罪，不使犯罪人漏网。 

（4）综合运用其他侦查措施。 

要综合运用搜查、调取、扣押物证、书证、进行技术鉴定等侦查措施，以便为定案提供科学的

依据。 

4．泄露国家秘密案件的侦查。 

检察机关管辖的泄露国家秘密案件，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国家保守秘密法，故意或者过失

地使国家秘密被不应知悉者知悉，或者使国家秘密超出了限定的接触范围，情节严重的行为所构成

的犯罪案件。 

泄露国家秘密案件的特点：多发生于国家机关的要害部门；危害严重；侦查程式大多以事查人，

与此相适应，立案方式也大多是以事立案。 

泄露国家秘密案件的侦查重点及难点：查明泄露的内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并确定密级； 

查明泄露国家秘密的行为和情节；查明行为人的罪过形式及故意泄密的目的、动机和对象。 

泄露国家秘密案件的侦查措施及方法：  

（1）查找并询问接受秘密人。  

泄露国家秘密行为总是向一定对象实施的，如能尽快查明泄密对象即接受秘密人，就能较快地

查明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事实。询问接受秘密人的重点是：秘密的来源，何人何种方式泄露的；秘密

的内容、载体，是原件还是复制件；泄密人的主观心理状态、目的、动机；接受秘密人接受秘密后

有无复制、扩散（继续泄密），密件现在何处。 

（2）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               

首先，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定犯罪嫌疑人范围：根据被泄露国家秘密的级

别划定；根据被泄露国家秘密的内容划定；根据国家秘密被泄露的环节来划定；根据国家秘密载体

的形式来划定；从秘密文件传阅的次序来划定。 

接着，根据泄密的时间、地点、嫌疑对象的思想品行、一贯表现、有无作案时间等方面来排查

犯罪嫌疑人。 

最后，以证据证明排查结果，确定犯罪嫌疑人。   

（3）全面调查，获取证据。      

这里的“全面”主要包括：进行密级鉴定和技术鉴定；深入泄密单位、部门调查；及时进行搜

查等。  

（4）讯问犯罪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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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问犯罪嫌疑人，重点要查明泄密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对象、动机、目的，秘密的内

容、载体、密级，有无共同犯罪人等内容。 

（5）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系配合。  

在侦查中，要加强与保密部门的联系。避免出现因密级或保密期限等问题造成立案后又撤案的

被动局面。对管辖交叉的案件，要加强协商，依法处理好管辖问题。    

学习目标： 

掌握滥用职权案件、玩忽职守案件、徇私舞弊案件、泄露国家秘密案件的特点和侦查方法。 

作业： 

1．简述滥用职权案件的特点和侦查方法。 

2．简述玩忽职守案件的特点和侦查方法。 

知识单元８：侵权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非法拘禁案件的侦查。 

职务犯罪中的非法拘禁案，特指由检察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

案。 

非法拘禁案件的特点：有明确的嫌疑对象或嫌疑对象范围；犯罪形式多种多样；一般有现场可

供勘查；一般为共同犯罪；侦查工作阻力较大。 

非法拘禁案件的侦查（含初查）重点、难点及其途径：查明非法拘禁的故意；查明非法拘禁行

为及其后果；查明非法拘禁各参与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应负的责任；查明案件的幕后指使者。 

非法拘禁案件的侦查方法： 

（1）迅速勘查现场，获取证据。 

迅速赶赴现场，及时对被害人、知情人询问，有利于取得第一手证据，准确地查明案情。 

（2）询问被害人和证人。 

询问被害人时，既要对被害人被非法拘禁的遭遇表示应有的同情，又要教育其实事求是地反映

案件事实，不能扩大或缩小，更不能编造，否则要负法律责任。询问时，主要问明案件的起因、经

过、结果，非法拘禁的手段，参与非法拘禁的人数，各人的外貌特征、行为及在案件中的地位、作

用等。 

询问证人是非法拘禁案件侦查中的重要一环，要注意以下几点：要明确询问的任务；要针对证

人的不同心理进行询问；要保护证人。 

（3）讯问犯罪嫌疑人。 

非法拘禁案件多为共同犯罪案件，因而要根据共同犯罪的特点来开展讯问，要注意以下几点：

要选准突破口；要追问细节，抓住矛盾；要善于打心理战；要适时采取强制措施。 

（4）进行科学鉴定。 

非法拘禁案件所涉及的鉴定主要有理化鉴定和法医学鉴定。 

2．非法搜查案件的侦查。 

职务犯罪中的非法搜查案，是指由检察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搜查

案件。 

非法搜查案件的特点：案件具有公开性；案件的起因多种多样；非法搜查行为多由数人共同实

施；多有犯罪现场可供勘查。 

非法搜查案件的侦查（含初查）的重点、难点及途径：查明搜查的性质是否非法；查明非法搜

查的行为和后果；查明各参与人在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应负的责任。 

非法搜查案件的侦查措施和方法：  

（1）及时赶赴现场进行勘查。 

现场勘查的任务主要是：查明非法搜查的行为人和被害人，非法搜查的目的、手段和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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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询问被害人和证人。 

询问被害人和证人，主要问明以下内容：与搜查人是否认识，有哪些人参加了搜查；搜查的起

因；搜查的具体经过、时间、过程、各搜查人的主要言行等；搜查出并带走的财物或人，有无留下

书面凭证；搜查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在全面搞清上述问题的基础上，着重查明非法搜查的决策指挥

者和情节严重的积极参与者。 

（3）讯问犯罪参与人，查明各人的责任。 

讯问时要分别同步进行，以便防止相互联络串供，形成交叉火力；要选准突破口；要善于运用

谋略，动摇各参与人的心理防线；要适时采取强制措施，发挥其震慑作用，进一步摧毁各参与人的

心理防线，促使分化瓦解。 

3．刑讯逼供案件的侦查。 

刑讯逼供案件，是指刑法第 247条规定的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

相肉刑逼取口供的犯罪案件。 

刑讯逼供案件的特点：案件大多会自行暴露；犯罪主体多为公安干警；多为共同犯罪；有犯罪

现场且多留有痕迹物证，但又多被破坏；犯罪手段多样，被害人身体多有伤痕；侦查中困难多，阻

力大。 

刑讯逼供案件的侦查重点、难点及途径：查明被害人伤残、死亡等严重后果的原因；查明刑讯

逼供各参与人在共同犯罪中的行为、地位、作用及应负的责任。 

刑讯逼供案件的侦查措施和方法： 

（1）询问被害人。 

在询问被害人时，应当教育其如实陈述刑讯逼供的具体情节，决不允许任意扩大或缩小案件事

实，更不允许虚构捏造事实，否则要负法律责任。对被害人的陈述，要与案件的其他证据包括证人

证言及犯罪嫌疑人口供等结合起来审查，不能偏听偏信。 

（2）及时勘验现场。 

勘验时要仔细寻找和发现一切有助于证明刑讯逼供事实的物证痕迹；对重伤、死亡的被害人，

要认真记录伤痕，并由法医进行鉴定；要注意观察现场的真伪。 

（3）询问证人。 

刑讯逼供案件的证人，主要是刑讯场所周围的居民、职工，看守所的干警，与被害人关同一监

室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司法机关内部的知情人等。询问证人应注意：要尽量秘密进行；要讲究

方法耐心启发教育；询问刑讯时在场的两个以上证人，应同时分别进行。 

（4）及时进行鉴定，揭露犯罪。 

刑讯逼供案件涉及的鉴定主要有法医鉴定和理化鉴定。 

（5）适时进行搜查。 

在搜查中，要注意发现犯罪嫌疑人可能存在的其他犯罪行为的证据。 

（6）适时采取强制措施。 

对犯罪嫌疑人适时果断地采取强制措施，对于震慑犯罪，瓦解犯罪嫌疑人的抗拒心理，走坦白

交代之路，对于促使证人大胆作证，具有重要意义。 

（7）讯问犯罪嫌疑人。 

讯问犯罪嫌疑人的任务是查明各犯罪嫌疑人分别实施了哪些刑讯逼供行为、各自在刑讯逼供中

的地位、作用及应负的责任。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一般为司法机关中担负审讯职责的人员，有很

强的抗审能力，因而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对待。 

4．报复陷害案件的侦查。 

报复陷害案件，是指刑法第 254条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人、

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实行报复陷害的行为所构成的犯罪案件。 

报复陷害案件的特点：有明确的犯罪嫌疑人；报复陷害行为事出有因；报复陷害的方式多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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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且大多具有公开性；犯罪嫌疑人多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 

    报复陷害案件的侦查（初查）重点、难点和途径：查清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所实施的行为

的违法性；查明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违法行为与被害人的控告、申诉、批评、举报行为的因果关系；

查明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所实施的报复陷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报复陷害案件的侦查措施和方法： 

（1）询问被害人。 

询问时，要着重问明以下问题：对犯罪嫌疑人提出控告、申诉、批评、举报的情况；犯罪嫌疑

人报复陷害的事实；犯罪嫌疑人对其控告、申诉、批评、举报知情的情况及其依据；报复陷害行为

所造成的结果；被害人自身有无过错。  

（2）询问证人。 

报复陷害案件的证人主要是：证明被害人控告、申诉、批评、举报事实的人；证明犯罪嫌疑人

知道被害人曾对其控告、批评、举报的人；证明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报复陷害行为的人；证明被害

人受报复陷害后造成严重结果的人等。要注意对不同的证人讲究不同的询问时机和方法。 

（3）收集书证，证实犯罪。 

报复陷害案件侦查中需要注意收集的书证：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控告、申诉、批评、举报的原

始材料，或接待人员所作的记录；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打击报复的书面证据；精神失常、死亡的被

害人在受到打击报复后在精神正常时或生前所写的与案件有关的材料、日记、信件；犯罪嫌疑人所

写的与案件有关的日记、信件、材料及有关讲话录音；法医对被害人伤残、精神失常或死亡结果的

鉴定结论。 

（4）讯问犯罪嫌疑人，反驳狡辩，取得真实的供述。 

由于报复陷害行为大多具有公开性，因而犯罪嫌疑人在被讯问时对施加给被害人的行为往往否

认报复陷害的故意，对此，侦查人员可运用常识反驳、运用证据进行反驳。 

（5）注意发现和查清犯罪嫌疑人的其他犯罪行为。 

报复陷害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多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在侦查中，要增强侦查意识，重视

对被害人控告、申诉、批评、举报内容的调查，从中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其他罪行和其他犯罪人。 

学习目标： 

掌握非法拘禁案件、非法搜查案件、刑讯逼供案件、报复陷害案件的特点和侦查方法。 

作业： 

1．简述刑讯逼供案件的特点和侦查方法。 

2．简述报复陷害案件的侦查（初查）重点、难点和途径。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职务犯罪侦查概论 2  

2 职务犯罪侦查的基本原则 2  

3 职务犯罪侦查的任务 2  

4 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程序 4  

5 职务犯罪侦查措施 6  

6 贪污贿赂案件的侦查 6  

7 渎职案件的侦查 5  

8 侵权案件的侦查 5  

备注：该表只说明本课程讲授的基本顺序，不完全说明课程的周次安排。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程序、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措施、各类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方法。 

难点：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侦查与检察机关管辖的职务犯罪侦查的比较研究；我国职务案



2760 

件侦查与国外职务案件侦查的比较研究。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基本理论和相关法律规定、方法的讲解，结合课堂讨论、案例分析，模拟实践。 

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案例教学、小组讨论。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4、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5、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刘品著《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群众出版社，2010年 8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朱孝清著《职务犯罪侦查学》，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第 1版 

2. 张亮著《职务犯罪侦查实务教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2年 8月 第 1版  

执笔：刘品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有组织犯罪侦查 
Organized crime investigation 

课程号：4040400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有组织犯罪侦查的基础知识、基

本特征和基本侦查手段，使学生了解当前我国有组织犯罪侦查领域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以突

出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在实践工作中的应用。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有组织犯罪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及认定。 

（1）有组织犯罪的概念。 

意大利、日本、美国、俄罗斯联邦、联合国等对有组织犯罪概念的界定。 

我国的界定：广义说——指一切有组织地实施的犯罪都是有组织犯罪，根据组织形式的成熟程

度，分别是组织相对松散的团伙犯罪、犯罪集团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狭义说——仅指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2）有组织犯罪的认定。 

有组织犯罪与共同犯罪的关系：一切有组织犯罪都属于共同犯罪，但共同犯罪并不仅仅是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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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犯罪，它还包括一些没有组织分工的共同犯罪，因此可以说，有组织犯罪是一种特殊的共同犯罪。 

与团伙犯罪、集团犯罪的关系：组织化程度较高的集团犯罪属于有组织犯罪，而对团伙犯罪的

定性，就需要考察其成员是否 3人以上、有无组织行为存在，即如果犯罪团伙中具有相对明显的首

要分子和一般参加者，成员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组织形式，在实施犯罪过程中也有一定的组织分工，

则应认定为有组织犯罪，反之则认定为一般的共同犯罪，不属于有组织犯罪。 

与聚众犯罪的关系：只能由首要分子构成的聚众犯罪是一种单独犯罪，不属于有组织犯罪；可

以由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构成的聚众犯罪是一种共同犯罪，应根据其是否具有组织性特征予

以认定；如果其主体是 3人以上，且有组织行为的，属于有组织犯罪；如果没有组织行为的，当然

仅属于一般的共同犯罪。 

与法人犯罪的关系：法人犯罪中的法人组织是具有合法身份的团体，虽然实施了一些犯罪行为，

但它仍在履行着自身的社会职责或从事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有组织犯罪中的组织自一开始就是

非法的，并且该组织完全以实施犯罪活动为其目的。与此同时，法人犯罪是一种整体犯罪，是以法

人的名义实施的；而有组织犯罪是以单个犯罪行为为基础组合起来的犯罪群体，其每一个参加者都

构成了犯罪。但是，在特定情况下，法人犯罪也可能成为有组织犯罪：其一，法人在设立时是合法

的，但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以合法身份为掩护，一方面从事合法活动，另一方面又大肆进行犯罪活

动；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合法组织逐渐演变为一种犯罪组织，此时应按照其实际情况，以有组织犯

罪论处。其二，法人从设立时起就以合法的形式从事犯罪活动，除法人的名义“合法”外，实际上

就是一个结构严密的犯罪组织，对其实施的犯罪行为应认定为有组织犯罪。 

2．有组织犯罪的特征及分类。 

（1）有组织犯罪的特征： 

主体特征：人数；组织结构；组织的稳定性；组织的“制度”化；主体的身份构成。 

主观特征：有组织犯罪是故意犯罪，而且都是目的犯，即以实施一种或者数种犯罪为目的；有

组织犯罪的动机是获取经济利益、权力、社会地位或声望等；有组织犯罪成员的心理特点。 

客观特征：行为手段的多元性；行为方式的多样性与行为客体的广泛性；行为外向的扩张性；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2）有组织犯罪的分类： 

从有组织犯罪的活动范围方面，可以将有组织犯罪分为区域性的有组织犯罪、跨地区的有组织

犯罪以及跨国性的有组织犯罪； 

从犯罪组织的主体构成方面，可以将有组织犯罪分为自然人构成的有组织犯罪和法人构成的有

组织犯罪； 

从有组织犯罪的犯罪类型方面，可以将有组织犯罪分为单一型的有组织犯罪和混合型的有组织

犯罪； 

从犯罪组织的结构形式方面，可以将有组织犯罪分为松散型的有组织犯罪和紧密型的有组织犯

罪。 

根据通常采用的犯罪手段的角度进行分类，可以将有组织犯罪分为暴力主导型、技能－智能主

导型与复合手段型。 

从犯罪目的的角度进行的分类，可以将有组织犯罪分为物质利益追求型、非物质利益追求型与

复合利益追求型。 

从犯罪方式的角度进行的分类，可以将有组织犯罪分为纯粹自我型、非法提供型与复合行为型。 

3．国外有组织犯罪概况。 

选择有代表性的国家同我国的有组织犯罪情况进行比较：（1）意大利的有组织犯罪概况； 

（2）美国的有组织犯罪概况；（3）日本的有组织犯罪概况；（4）俄罗斯的有组织犯罪概况；

（5）德国的有组织犯罪概况；（6）澳大利亚有组织犯罪概况。 

4．中国的有组织犯罪概况。 

（1）70年代末至 80年代末——有组织犯罪的萌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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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90年至 1999年——团伙犯罪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急速转化阶段； 

（3）2000年以后——向典型黑社会犯罪过渡的阶段。 

5．有组织犯罪的原因。 

（1）有组织犯罪的客观原因——具体包括：有组织犯罪的经济原因；有组织犯罪的社会原因；

有组织犯罪的政治原因；有组织犯罪的文化原因。 

（2）有组织犯罪的主观原因——具体包括：有组织犯罪能够满足组织成员的合群心理、归属

感和成就感；有组织犯罪能够减轻组织成员的罪恶感；有组织犯罪能够满足组织成员日益膨胀的犯

罪需求。 

6．有组织犯罪的预防与控制。 

预防和控制有组织犯罪首先要有两个战略思想：其一是“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思想；其二

是“高度重视、长期作战”的思想。 

（1）发展经济，缩小贫富差距，建立、健全各项社会保障制度； 

（2）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净化社会环境； 

（3）加大反腐力度，剥离有组织犯罪的保护层； 

（4）加强政权组织及其他社会组织建设，强化社会控制能力； 

（5）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发挥刑罚的震慑作用； 

（6）强化社区控制，落实有组织犯罪预防与控制的微观预防环节。 

学习目标： 

1．了解有组织犯罪的概念、认定和分类。 

2．了解不同国家有组织犯罪的概况。 

3．了解有组织犯罪产生的原因及预防与控制。 

作业： 

1．什么是有组织犯罪？它和共同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犯罪、聚众犯罪、法人犯罪有什么区

别？ 

2．简述有组织犯罪的原因。 

3．试论有组织犯罪的预防和控制。 

知识单元 2：有组织犯罪侦查的基本原则、证据意识及程序意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有组织犯罪案件侦查的基本原则。 

（1）协同作战的原则。 

在有组织犯罪侦查工作中，协同作战的表现形式有以下五个方面：不同地区公安机关之间的协

作；侦查部门与公安机关其他部门之间的协作；公安机关与其他司法机关之间的协作；公安机关与

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我国公安机关与国际刑警组织及其他国家警察机构之间的协作。 

（2）充分发动群众的原则。 

在侦查工作中，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是党的群众路线在侦查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3）保守秘密的原则。 

在有组织犯罪案件侦查中，保守侦查秘密更为重要，因为犯罪组织往往具有较强的侦查应变能

力，它们或者由具有丰富犯罪经验的惯犯、累犯组织、策划，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反侦查体系，或

者在政府机关或司法机关内部布有眼线、耳目，能迅速了解侦查进展情况，一旦侦查秘密泄露，将

会造成犯罪嫌疑人闻风而逃，威胁、收买证人，伪造、毁灭证据或托人说情，给办案民警施加压力

等严重后果。 

（４）打早打小、除恶务尽的原则。 

打早打小、除恶务尽是“抓住战机、积极侦查”的刑事侦查工作基本方针在侦办有组织犯罪案

件中的具体体现和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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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早打小，是指在犯罪组织的萌芽和发展阶段就将其铲除，防止其发展壮大，形成规模。 

除恶务尽，是指公安机关在查处有组织犯罪时，在将所有犯罪人绳之以法的基础上，还要摧毁

犯罪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庇护，收缴其非法收益，斩除其幕后“保护伞”，彻底

剥夺其死灰复燃、东山再起的条件。 

2．有组织犯罪侦查的证据意识。 

当前我国有组织犯罪侦查证据意识表现的薄弱性所在：公安机关技术装备相对落后，证据收集

活动科技含量不高；重视直接证据，忽视间接证据；受“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的传统

观念影响，重视提取口供，不注重收集除口供以外的其他证据，因此，要真正提高办案质量，首先

要解决的观念性问题是树立和强化证据意识。 

树立和强化证据意识，必须对证明主体、证明对象、证明标准、证明方式及收集和审查的规则

等基本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3．有组织犯罪侦查的程序意识。 

在侦查领域，特别是在侦查实践领域，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认为程序法仅仅是

实现实体法的手段，只要能查明案件真实情况，是否遵守了程序法的规定无关紧要，由此，产生了

许多违法侦查行为，如不按照法定程序实施强制措施和收集证据等。其实，侦查程序不仅有利于提

高侦查效率，还能通过保障个人权利等促使侦查结果正当化，此外，对侦查程序意义予以充分认识

还可以促使侦查人员树立正确的办案意识和法制观念。 

目前，我国关于侦查程序的法律规定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没有充分体现出侦查程序的公正性，

如犯罪嫌疑人诉讼防御能力极弱，容易受到不正当行使的国家权利的侵犯；许多涉及公民基本人权

的强制性措施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缺乏有效的监督和控制，等等。可以说，轻程序的观念既存在

于司法过程中，也体现在立法中。正因为如此，更有必要正确认识侦查程序的重要意义，在立法时

设计出充分体现公正性的侦查程序，在司法时尊重并严格执行这些规定，以真正实现侦查活动的公

正和正义。 

学习目标： 

1．了解在有组织犯罪侦查中的遵循基本原则的必要性。 

2．掌握各个基本原则包含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3．了解在有组织犯罪侦查中树立和强化证据意识、程序意识的重要意义。 

作业： 

1．在有组织犯罪侦查工作中，协同作战的表现形式有哪些？ 

2．简述有组织犯罪侦查中保守秘密的重要性。 

3．简述打早打小、除恶务尽原则有组织犯罪侦查中的重要体现。 

知识单元 3：常规性侦查措施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证人拒证和知情不举的原因及其对策。 

在司法实践中，证人知情不举和拒证的现象大量存在，特别是在有组织犯罪侦查中，这类现象

更为突出，给侦查办案制造了相当的障碍。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立法方面的原因，

也有执法人员工作方式的原因；有社会环境的原因，也有证人自己的原因。对此，应针对证人拒证

和知情不举的原因，从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和提高询问技巧两方面着手，提出具体可行的对策。 

在有组织犯罪侦查中，证人知情不举和拒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恐惧心理；法律规定

不健全；经济原因；惧诉心理。 

对有组织犯罪侦查中证人拒证和知情不举的对策： 

（1）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为证人作证营造良好的氛围； 

（2）运用询问技巧，充分获取证人证言； 

（3）建立、健全有关制度，为证人作证提供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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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高侦查人员的专业素养。 

根据实践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有利于促进证人作证的制度主要包括证人作证的经济补

偿制度、证人豁免制度及证人保护制度。 

2．讯问有组织犯罪嫌疑人的方法及策略。 

做好讯问有组织犯罪嫌疑人的准备工作：（１）正确认识讯问有组织犯罪嫌疑人的有利条件和

不利条件；（２）合理分配案件，组织最佳的讯问力量；（３）全面熟悉和掌握案件情况；（４）研

究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５）制定讯问计划；（６）证据及有关材料的准备。 

讯问有组织犯罪嫌疑人的一般方法： 

（１）及时做好初讯。 

初讯的目标，不是简单地履行法律程序或核对某些材料，而是力争突破主要案情，即促使犯罪

嫌疑人对其主要犯罪事实作出基本交代。 

（２）注意发问方式。 

发问方式，指侦查人员为了达到预定的讯问目的，按照一定的次序编排的一组提问的构成特点、

类型和方式的总称。发问的科学性和技巧性取决于侦查人员业务能力的强弱和实际工作经验的多

寡，是检验侦查人员业务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３）正确选择突破口。 

突破口，是指对查清全案具有关键意义而又易于攻破的薄弱环节或薄弱对象。在讯问中，要使

犯罪嫌疑人从不认罪转变为认罪，从虚假供述到如实供述，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突破口的选择是否正

确。 

（４）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策略。 

讯问策略的内容包括讯问方式、讯问内容、使用证据的方式方法、运用策略的时机、方法、手

段，以及讯问人员所持的态度、言行举止等。讯问策略应当具有针对性、灵活性、计谋性和合法性

等。 

3．追捕在逃有组织犯罪嫌疑人。 

实践中，犯罪组织的逐步形成，大多数是因为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后未能被及时抓获，使其

有机会纠集社会闲散人员，并不断总结犯罪经验，强化反侦查伎俩。因此，不能及时将犯罪嫌疑人

抓获，无异于养虎遗患。 

在逃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特点：在逃犯罪嫌疑人在逃跑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心理活动，了解和

掌握在逃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状态，对侦查部门正确采取侦查措施、有效实施缉捕有重要意义。 

在逃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规律：外逃方式的计划性；藏匿地点的隐蔽性；谋生手段的多样性；亲

情联络的普遍性；反缉捕的狡诈性。 

追捕在逃犯罪嫌疑人的具体途径：侦查部门要落实责任，组织专门力量有计划、有重点地外出

缉捕；同时注意认真研究、分析在逃犯罪嫌疑人逃跑、藏匿的规律，有针对性地采取抓捕措施，与

追缉对象可能逃往、活动的地区加强协作联系，请求协助查控。 

（１）加强协作，落实基础控制工作； 

（２）发动群众，公开缉捕和秘密侦查手段相结合； 

（３）因人而异，选准突破口，准确摸清逃犯去向； 

（４）加强信息化建设，实行网上追逃。 

所谓网上追逃，就是把各类在逃犯罪嫌疑人的具体情况制成光盘，利用计算机网络，检索查询

可疑人员和在逃犯罪嫌疑人的资料，以发现和抓获在逃犯罪嫌疑人的追逃方法。这种方法借助现代

高科技手段，做到了信息共享，极大地拓宽了查询、比对的范围，克服了时间、空间对警方的制约，

解决了人工查询难查、漏查的问题，大大提高了追逃工作的效率。 

上网对象必须同时具备三项条件：第一，涉嫌犯罪事实清楚，有一定的证据证明其有犯罪嫌疑，

且已办理刑事拘留、逮捕等有关法律手续，对于案情重大、紧急，情况特殊的在逃犯罪嫌疑人，经

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先上网，然后补办刑事拘留、逮捕等法律手续；第二，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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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后能够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第三，已经查明其真实姓名、年龄和户籍地址的犯

罪嫌疑人。 

学习目标： 

1．了解有组织犯罪侦查中证人拒证和知情不举的原因及其对策。 

2．了解对有组织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方法。 

3．了解追捕在逃有组织犯罪嫌疑人的途径。 

作业： 

1．针对有组织犯罪案件中证人拒证和知情不举的问题可采取什么对策？ 

2．试论如何追捕在逃的有组织犯罪嫌疑人。 

3．简述在讯问有组织犯罪嫌疑人中讯问突破口的选择。 

4．简述在讯问有组织犯罪嫌疑人时，如何发现矛盾、利用矛盾？ 

知识单元 4：特殊性侦查措施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卧底侦查。 

卧底侦查，又称潜入侦查，是指国家侦查人员或者受国家追诉机关委派的其他人员，虚构或利

用某种特殊身份为掩护，骗取侦查对象的信任，打入其内部以查明犯罪事实、收集相关证据的一种

特殊性侦查措施。 

对有组织犯罪实施卧底侦查的正当性分析：既要看到打击犯罪和保护社会安全的现实需要，也

不能忽视这一特殊侦查手段潜藏的负作用，应当从价值分析、利益衡量的深层次去探寻卧底侦查的

正当性根据。 

卧底侦查的立法借鉴：从世界范围看，“有限度地承认卧底侦查的合法性”已成为国际性的立

法趋势，即在赋予卧底侦查合法性的同时，对其适用范围、实施程序等做严格的限制，以兼顾社会

保护和人权保障双重目标。 

我国实现卧底侦查的立法完善： 

第一，必须有“足够的事实根据”表明存在重大犯罪行为，也就是卧底侦查的目标必须具体确

定，要有充分的犯罪嫌疑。对于不特定的、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犯罪嫌疑的人，不得实施卧底侦查。 

第二，卧底侦查仅限于适用毒品、武器交易、伪造货币或有价证券、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集团

或团伙犯罪、职业性的持续性的犯罪、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或者有组织地实施的重大犯罪。 

第三，卧底侦查是“不得已侦查行为”，只限于采用其他方式侦查将成效渺茫或者十分困难的

情形，也就是卧底侦查是最后的手段，其他侦查方法已穷尽且无效果。 

第四，要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同时，应强化对卧底侦查的司法审查，通过排除非法侦查获取的

证据，实现对卧底侦查事后的监督制约。 

第五，卧底侦查的实施方式、手段等应有合理的节制和限度，不能超出社会可以容忍的范围。 

卧底人员的选择：（1）自愿从事此项工作，动机纯正，具有献身精神。（2）外在形象上应大众

化，忌引人注目，要与扮演的角色一致。（3）卧底人员应具有良好的记忆力、冷静的头脑、平易近

人的作风和坚强的毅力，足智多谋，具有必要的自信心，能够应付随时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4）

卧底人员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熟练掌握擒拿格斗，熟悉各种枪支的使用，熟悉各种技术器材等。

（5）具有一定的政治、法律水平，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和文化水平，有处理复杂问题的社会经验，

针对特定的犯罪组织应在某一方面有独特的技艺等。（6）无其他不利条件等。 

卧底侦查前的准备工作：了解侦查对象及其组织的背景情况；了解侦查对象及其组织活动区域

的主要情况；研究打入的身份，制作“个人档案”；精心设计，选择打入的方法；制订周详的卧底

计划。 

卧底侦查具体实施问题：（1）时刻牢记自己的身份，把握好自己的言行举止；（2）积极开展侦

查，取信于组织成员；（3）绝不允许诱使侦查对象进行犯罪活动；（4）卧底侦查的取证技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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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指挥员的联系；（6）妥善安排卧底人员撤离；（7）加强对卧底人员的教育。 

对卧底人员的保护：（1）严格保守卧底侦查的秘密；（2）有条件的刑事豁免制度；（3）出庭作

证豁免制度。 

2．诱惑侦查。 

所谓诱惑侦查，又称“诱饵侦查”、“陷阱侦查”、“侦查陷阱”、“警察圈套”、“侦查圈套”，指

侦查人员为了侦破某些特殊的案件，以实施某种行为为诱饵，使侦查对象暴露其已有的犯罪意图并

实施犯罪行为时当场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性侦查措施。实施诱惑侦查手段，目的在于及时捕获犯罪

嫌疑人。 

通过对美国、德国、日本的诱惑侦查立法经验之比较，对诱惑侦查在我国有组织犯罪中的正当

性进行评析：在有组织犯罪中，诱惑侦查具有实施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在承认其可以使用的前提下，

要注意完善其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和相关实施制度，以达到规范诱惑侦查的目的，发挥其攻坚克难的

优势，减少其侵犯人权的负面效应。 

诱惑侦查在有组织犯罪中的运用条件：  

第一，诱惑侦查的对象必须是特定的。诱惑侦查对象必须特定，不是说诱惑侦查行为必须指向

具体的某一个人，而是说必须有一定的证据表明有严重的犯罪发生或即将发生，诱惑侦查的目的是

寻找那些具有特定犯罪意图或明显犯罪倾向的人员，或者说诱惑侦查行为只能为特定的人员提供实

施犯罪的条件和机会。 

第二，诱惑侦查只能是最后手段，即只有在其他常规性侦查措施无法发挥功效时才能使用诱惑

侦查手段，即便是危害严重且隐蔽性强的犯罪案件，只要能通过其他措施完成调查取证、侦查破案

任务的，也不能使用诱惑侦查手段。 

第三，诱惑侦查限制性条件：（1）诱惑侦查不得采取非法或有伤风化的方式进行；（2）诱惑侦

查不得以教唆、怂恿的方式诱发、强化侦查对象的犯罪意图，唆使其实施犯罪；（3）侦查人员及情

报人员不得直接参与组织、实施或协助实施犯罪；（4）不得以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为代价实施诱惑

侦查。 

上述三个条件缺一不可，必须同时具备，才能在有组织犯罪中实施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的法律后果：（1）非法诱惑侦查中被诱惑实施犯罪的人是否应被定罪处罚；（2）非法

诱惑侦查中侦查人员是否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有组织犯罪侦查中诱惑侦查的具体实施：（1）通过多种途径，获取犯罪嫌疑人的线索；（2）诱

惑人员化装身份，保证“以假乱真”；（3）诱惑行动谨慎，保证“善意行使”；（4）拘捕行动迅速，

保证“恰到好处”；（5）后援人员快速反应，保证“诱饵安全”。 

2．技术侦查。 

关于技术侦查的概念，现行法律并没有一个明确界定，学界对此也是众说纷纭。但大多数人认

为，技术侦查应当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罪犯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监

听、电子监控、电话窃听、秘密拍照或录像、电子邮件检查以及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递、对比个人

情况数据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获取与犯罪有关的言词及相关行为的一种技术侦查方式。 

技术侦查在有组织犯罪案件中适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第一，在有组织犯罪侦查中，对于直接实施犯罪活动的犯罪嫌疑人，可以通过常规和传统的调

查取证方法获取证据，证实其罪行，而如何查实组织、策划、指挥犯罪活动却不直接实施犯罪的首

要分子的罪行，可以通过电子监控、秘密拍照、秘密录像等手段，可以有效获取这些犯罪活动的直

接证据。 

第二，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往往具有形象生动、客观真实的优越性。 

第三，技术侦查是在被追诉者及一般公众均不知晓的情况下运用技术装备秘密调查、秘密取证，

因而可以避免来自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措施。 

第四，技术侦查手段也不必然侵犯公民基本权利，重要的是如何规范技术侦查手段，使其在必

要和适度的前提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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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犯罪技术侦查在我国的建设与完善：（1）完善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规制；（2）

加大有组织犯罪技术侦查措施的硬件投入；（3）加强有组织犯罪技术侦查人员的专业培训。 

有组织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的具体实施：（1）密拍密录；（2）秘密监听。 

4．控制交付。 

控制交付，即“控制下交付”，是指侦查机关在明知是违禁品运输的情况下，仍然允许其继续

运输，或者是在查获违禁品后，采用伪装手段，使违禁品继续“正常”运行，同时秘密监控其运输

过程和交付地点，以期将犯罪分子一网打尽的一项特殊性侦查措施。控制交付是一种“放长线、钓

大鱼”，力求将案件涉及的犯罪分子全部查获的侦查措施。 

控制下交付的分类：（1）按照控制交付实施的地点和空间范围，可分为国外控制交付和国内控

制交付；（2）按照违禁品的真伪，可分为实态性的控制交付和非实态性的控制交付。 

精心设计，完成控制交付： 

（1）做出控制交付的决定； 

侦查机关通过公开查缉发现了违禁品，或者是特情提供了关于违禁品运输的情报后，是采取没

收破案还是实施控制交付，是由两个方面决定的：一是有无实施控制交付的必要。二是有无实施控

制交付的可能。 

（2）拟定控制交付的方案； 

（3）实施控制交付。 

具体：严密控制违禁品和“逆用”人员；实施统一指挥；充分准备，灵活处置；特情贴靠，内

线侦查；安全为先，一网打尽。 

学习目标： 

1．掌握卧底侦查的概念，了解卧底侦查员的选择和具体操作。 

2．掌握诱惑侦查的概念，了解在有组织犯罪侦查中诱惑侦查的使用与规制。 

3．掌握技术侦查的概念，了解技术侦查在我国有组织犯罪侦查中的建设与完善。 

4．了解在有组织犯罪侦查中控制下交付的使用策略。 

作业： 

1．什么叫卧底侦查，适用条件是什么？ 

2．试论有组织犯罪中的诱惑侦查措施。 

3．简述有组织犯罪侦查中诱惑侦查的运用与规制。 

知识单元 5：黑社会组织犯罪案件侦查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指由 3人或 3人以上组成的，有一定组织结构形式和组织纪律的，以经济

利益为目的，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并建立起一定的势力范围和“保护伞”

的非法组织。        

1．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点。 

（1）在犯罪主体方面，黑社会性质组织人数众多，有一定的组织结构形式； 

（2）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犯意坚决，犯罪目标明确，主要追求经济利益； 

（3）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有组织的使用暴力或腐蚀手段，对社会造成及其

严重的危害。 

2．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侦破难点。 

（1）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点来看，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较强的自我防范意识和反侦查

能力； 

（2）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看，294条过于笼统、概括； 

（3）侦查部门侦办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证据意识、法律意识淡薄，缺乏经验； 

（4）从社会反应看，存在畏惧心理，缺乏群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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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侦查对策。 

（1）广辟线索来源； 

（2）精心策划、加强配合，运用策略，提高效率； 

（3）严密组织抓捕行动，强化追逃工作； 

（4）深挖“保护伞”，摧毁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基础； 

（5）异地关押，强化审讯； 

（6）建立、健全反黑情报系统。 

学习目标： 

1．了解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概念及相关法律规定。 

2．了解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特点及侦破难点掌握。 

3．掌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侦查对策。 

作业： 

1．什么是黑社会性质组织？ 

2．简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的侦破难点。 

3．试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侦查对策。 

知识单元 6：有组织的涉枪犯罪侦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有组织的涉枪犯罪，是指由多人分工配合实施的涉枪犯罪。涉枪犯罪中有组织犯罪比较突出。

一方面，当前，犯罪团伙的“武装犯罪”意识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犯罪团伙为增强犯罪能量，千

方百计地谋取杀伤力强的武器。另一方面，对涉枪犯罪没有及时破获，犯罪行为人会因为拥枪自重

而网罗同伙，逐渐形成组织严密的犯罪组织。 

1．有组织的涉枪犯罪的特点： 

（1）在犯罪过程方面的特点：犯罪过程具有阶段性；犯罪行为具有连续性；犯罪行为具有突

发性。 

（2）犯罪成员方面的特点:性别特征；年龄特征；性格特征；社会特征。 

（3）犯罪时空方面的特点:在时间方面的特点；在空间方面的特点。 

（4）犯罪类型方面的特点：以侵财为目的持枪抢劫罪居多；报复性质的涉枪犯罪案件也占一

定的比例；涉枪犯罪由单一型向复合型犯罪发展。 

（5）犯罪对象方面的特点：机动车、金融机构及个体经营者；经济上较为富裕的个体经营者；

军警人员。 

（6）犯罪工具方面的特点：以民用枪支和自制枪支居多。 

2．有组织的涉枪犯罪侦查方法： 

（1）以枪支为突破口，发现犯罪嫌疑人； 

（2）通过串并案扩大侦查线索； 

（3）发动群众，摸底排查，发现犯罪嫌疑人； 

（4）强化侦查情报的搜集、分析和利用； 

（5）快速反应，周密部署，围追堵截抓获犯罪嫌疑人； 

（6）加强审讯，深挖余罪及同伙； 

（7）秘密打入组织内部，查明案情，获取证据。 

学习目标： 

1．了解有组织的涉枪犯罪的概念及特点。 

2．掌握有组织的涉枪犯罪案件的侦查方法。 

作业： 

试述有组织的涉枪犯罪的特点和侦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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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7：有组织的贩毒案件侦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有组织的贩毒案件，是指由多人分工配合实施的贩卖毒品的犯罪案件。由于贩卖毒品特别是贩

卖大宗毒品和跨境贩卖毒品成本高、风险大，且需要有进货、验货、藏货、运货、出售等多个环节，

因此单个人难以实施完成，需要多人配合实施，并以严密的组织纪律和管理指挥体系来确保犯罪成

员之间相互配合和相互督促，有效对抗查缉。因此，许多贩毒案件都是由犯罪集团有组织地实施的。 

1．有组织的贩毒案件特点。 

（1）有组织的实施贩毒活动，国际化趋势明显； 

（2）贩毒手段、方法狡猾多变； 

贩毒手段方法的狡猾多变表现在贩毒分子对毒品的藏匿、运输和出售等方面。 

（3）武装化贩毒表现突出，危害严重； 

（4）犯罪活动隐蔽，侦查破案的难度大。 

侦查有组织的贩毒案件的难度来自于贩毒案件本身具有的隐蔽性和贩毒活动的有组织性两个

方面。 

2．有组织贩毒案件的侦查对策。 

（1）建立毒品犯罪情报信息网，争取主动权； 

实践中，侦查部门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扩展贩毒犯罪线索来源：第一，通过调查了解吸毒人员发

现贩毒案件线索；第二，通过审讯贩毒犯罪嫌疑人发现贩毒案件线索；第三，通过公安机关日常业

务活动发现贩毒案件线索。第四，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的联系，设立专门的联络机构，健全案件移

送制度，以便经济活动和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贩毒犯罪案件线索，并能得到迅速及时的处理。 

（2）实施控制下交付，摧毁重大贩毒组织； 

是否实施控制下交付，应当考虑以下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有无实施控制下交付的条件；第二，

有无实施控制下交付的可能。 

（3）设计购买，在实施毒品交易时将毒贩现场抓获； 

在实施设计购买策略时，应注意三个问题：第一，恰当选择扮演“买主”角色的人员。第二，

恰当选择抓捕毒贩的时机。第三，严密控制设计购买全过程，确保“买主”的安全和将毒贩人赃俱

获。 

（4）充分运用秘密侦查手段取证，获取贩毒案件线索和证据 ；  

（5）利用技术鉴定，扩大取证范围；  

（6）加强讯问工作，分化瓦解，彻底挖出贩毒组织； 

（7）加强国际禁毒合作，形成打击有组织贩毒案件的合力。 

学习目标： 

1．了解有组织的贩毒案件的概念及特点。 

2．掌握有组织的贩毒案件的侦查方法。 

作业： 

1．有组织的贩毒案件的特点是什么？ 

2．什么叫控制下交付？ 

3．试论有组织的贩毒案件的侦查方法。 

知识单元 8：有组织的走私案件侦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走私犯罪作为典型的经济犯罪，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其犯罪的根本目的。在犯罪实施过程中，大

多以团伙、有组织的形式出现，形成走私团伙、走私组织内部成员分工明确、计划环节严密的“走

私链条”。面对这种犯罪形态，我们的打私工作必须将犯罪组织作为打击重点，给予重创，铲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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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彻底将其一网打尽，不给其喘息之机。 

1．有组织的走私犯罪的特点。 

（1）走私犯罪组织化、集团化、专业化、国际化表现突出； 

（2）案件来源相对特殊，发案地域比较集中、取证难度大； 

（3）走私渠道多种多样，走私手段隐蔽、狡猾； 

（4）作案工具现代化，走私犯罪手段具有行业性、技术性； 

（5）与其他违法犯罪相互渗透、混杂。 

2．有组织的走私案件的侦查思路。 

（1）加强国际司法合作与交流； 

（2）加强海关缉私队伍建设； 

（3）树立全局观念，协同作战； 

（4）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广辟走私信息来源渠道。 

3．有组织的走私犯罪的侦查方法。 

（1）加强阵地控制，发现走私线索； 

（2）查缉走私货物，获取赃物证据； 

（3）利用特情，搜集情报，开展内线侦查； 

（4）重视证据采集，充分发挥技术侦查和科学鉴定的作用； 

（5）加强审讯，分化瓦解，深挖犯罪团伙，扩大战果； 

（6）询问知情人、目击者，获取证人证言。 

学习目标： 

1．了解有组织的走私犯罪的概念、特点及原因。 

2．掌握有组织的走私犯罪的侦查方法。 

作业： 

1．以有组织犯罪形态出现的走私犯罪与一般走私犯罪比较有什么特点？ 

2．试述有组织的走私犯罪猖獗的原因和侦查方法。  

知识单元 9：洗钱犯罪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刑法》修正案（三）第七条的规定，在我国，洗钱犯罪是

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收益，

为掩盖、隐藏其性质和来源而提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通过转账或者

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或者以其他方式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

收益的性质和来源的行为。 

最初的洗钱犯罪是与贩毒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是贩毒的衍生物。洗钱成为贩毒集团生存和发

展的重要手段。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洗钱犯罪并不仅仅局限于毒品犯罪领域，而发展到了一

个几乎涉及所有具有实际收益的有组织犯罪的地步。 

1．有组织犯罪分子青睐洗钱的原因。 

（1）实现犯罪收益，是犯罪行为人洗钱的原动力； 

（2）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为洗钱犯罪的国际化提供了背景； 

（3）金融制度不健全、不严密，是洗钱犯罪滋生的“温床”； 

（4）对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打击不力，是洗钱犯罪猖獗的重要原因。 

2．洗钱犯罪的基本特征。 

（1）洗钱犯罪具有跨国性，多为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所操纵； 

（2）洗钱过程的复杂性； 

洗钱步骤和过程非常复杂。这主要表现为“四个多”：一是开立的前台公司、空壳公司、中间



2771 

公司多；二是利用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多；三是洗钱的方法和技巧多；四是犯罪收益频繁流动的

国家和地区多。 

（3）洗钱手段具有隐蔽性、多样性、专业性和技术性； 

（4）洗钱犯罪必然与其他犯罪牵连，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3．洗钱案件的侦查途径。 

（1）充分利用现存的反洗钱措施，主动发觉并收集洗钱犯罪的证据； 

（2）从查处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走私犯罪的赃款流向入手，展开

侦查，即通过上游犯罪侦查； 

（3）从落实查缉措施入手，选择突破口； 

（4）从讯问洗钱罪的犯罪嫌疑人入手，展开侦查； 

（5）从调查取证，采取搜查、扣押、冻结等措施入手。 

学习目标： 

1．了解有组织犯罪分子青睐洗钱的原因。 

2．掌握洗钱犯罪的基本特征和侦查方法。 

作业： 

1．为什么有组织犯罪分子青睐洗钱？。 

2．试述洗钱犯罪的基本特征和侦查方法。 

知识单元 10：腐败犯罪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什么是腐败犯罪，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并没有采取直接方式进行说明，而是采取列举的方式进

行了规定，如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等。如果从学理上进行界定的话，一般认为，腐败犯罪

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使用公共财务、收受贿赂或者其它非法利益，破

坏职务的廉洁性的行为。 

各国的实践证明，腐败与有组织犯罪的滋生、蔓延呈正比关系，腐败越严重，有组织犯罪就越

猖獗；如果没有由于腐败而提供的政治保护，犯罪组织是不可能一天天成长壮大起来的。 

1．国际公约关于腐败案件侦办的规定。 

（1）腐败案件的侦查方法问题：秘密侦查方法；联合侦查问题；扣押、冻结。 

（2）腐败案件侦查中的保障措施问题：证人、鉴定人、被害人的保护问题；与执法机关合作

问题；国际司法协助问题。 

2．腐败案件的侦查保障机制之完善。 

（1）政务活动公开，强化社会公众在反腐工作中的作用； 

（2）借鉴《公约》，严密刑事法网； 

（3）反腐制度之完善：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建立、健全政府内部的监督机制；建设专门的反

腐机构；建立完善涉外资产追回机制。 

3．腐败案件的侦查对策。 

（1）扩大线索来源； 

（2）排除干扰和阻力，依法行使侦查权； 

（3）灵活选择侦查途径，找准突破口； 

（4）切实加强腐败犯罪的收集取证工作； 

（5）加强技术侦查，重视科学技术的应用。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公约关于腐败案件侦办的有关规定。 

2．掌握腐败案件的侦查对策。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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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腐败案件的侦查对策。 

知识单元 11：跨国有组织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什么叫跨国有组织犯罪？它的特征？种类？形成原因？在我国，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表现有哪

些？我们通过哪些途径建立起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侦防措施？ 

1．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特征。 

（1）跨国性；（2）高度严密的组织性；（3）犯罪手段日益现代化、智能化；（4）最终目的——

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2．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种类。 

（1）跨国洗钱犯罪；（2）跨国贿赂犯罪；（3）妨害司法犯罪；（4）跨国贩运人口犯罪；（5）

偷运移民犯罪；（6）非法跨国贩运武器犯罪；（7）跨国恐怖活动犯罪；（8）跨国贩毒犯罪；（9）跨

国计算机犯罪；（10）劫持飞机犯罪；（11）跨国盗运艺术、文化遗产犯罪；（12）海盗犯罪；（13）

制贩假币犯罪；（14）跨国盗运机动车辆犯罪；（15）跨国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犯罪。 

3．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原因。 

（1）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2）经济全球化；（3）腐败现象广泛存在；（4）各国经济发展

不平衡；（5）各国之间法律制度存在差异；（6）某些地区政局动荡、地理环境复杂。 

4．我国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表现。 

（1）国外输入型跨国有组织犯罪；（2）内外勾结型跨国有组织犯罪；（3）国内输出型跨国有

组织犯罪。 

5．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侦防措施。 

（1）建立防范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专门机构；（2）加强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国际合作；（3）

建立搜集、处理、交流犯罪情报的网络；（4）加强证人作证的义务与法律保护；（5）加强司法协助，

便利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刑事诉讼；（6）强化引渡程序；（7）没收犯罪收益，铲除跨国有组织犯罪

的经济基础；（8）加强国际执法合作。 

学习目标： 

1．了解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特征和形成原因。 

2．掌握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侦防措施。 

作业： 

试述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侦防措施。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有组织犯罪概述 2  

2 有组织犯罪侦查的基本原则、证据意识及程序意识 2  

3 常规性侦查措施 4  

4 特殊性侦查措施 8  

5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侦查 4  

6 有组织的涉枪犯罪侦查 2  

7 有组织的贩毒案件侦查 2  

8 有组织的走私犯罪 2  

9 洗钱犯罪案件的侦查 2  

10 腐败犯罪案件的侦查 2  

11 跨国有组织案件的侦查 2  

备注：该表只说明本课程讲授的基本顺序，不完全说明课程的周次安排。 

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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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有组织犯罪的侦查程序、常规性侦查措施探究、各类有组织犯罪案件的侦查方法。 

难点：特殊性侦查措施探究、国际视野下有组织犯罪侦查的比较研究。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基本理论和相关法律规定、方法的讲解，结合课堂讨论、案例分析。 

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案例教学、小组讨论。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交论文。 

4、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5、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有组织犯罪侦查理论与实务研究》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刘品、冯哲著《有组织犯罪侦查理论与实务研究》，群众出版社，2013年 8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杨郁娟著《有组织犯罪侦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 3月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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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谋略 
Strategy of Investigation 

课程号：4040401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通过对侦查谋略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侦查谋略的形成与

发展，掌握侦查谋略的概念、特性、作用、一般方法、实施原则、运用程序等相关知识，进而增强

学生的侦查谋略理论水平。2.通过对各种类型侦查谋略的形成机理、主要计法和实施要领的学习，

丰富学生的侦查谋略思维和智慧，使学生熟悉各种类型侦查谋略及其主要计法的运用规律，促使学

生能够将侦查实践需要与侦查谋略理论研究紧密结合，提高学生灵活运用侦查谋略解决侦查实践中

具体问题的能力。3.促使学生对侦查谋略理论问题和前沿热点问题进行积极关注和思考，在了解其

他学者观点和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实践对相关侦查谋略理论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提高学

生的科研能力和水平。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案例介绍，使学生掌握侦查谋略的基础知识、熟悉各种类型

侦查谋略的内涵及其具体侦查计法的运用规律，为刑事案件侦查等具体个案侦查后续课程奠定必要

的侦查谋略学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侦查谋略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侦查谋略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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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谋略，通常是指计谋和策略。侦查谋略是指侦查机关及其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为实现一

定的侦查目标，根据案件特点和犯罪态势的发展变化而策划、组织的各种侦查计谋和策略。 

2．侦查谋略的特性  

对抗性、隐秘性、迷惑性、奇巧性。 

3．侦查谋略的作用 

侦查谋略能为实现侦查工作全局性的战略目标运筹奇谋良策；能为侦查破案设计克敌制胜的基

本对策；能提高侦查措施、手段、技术、方法获取犯罪证据和缉捕犯罪嫌疑人的效率。 

4．侦查谋略的分类 

根据侦查机关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实际需要和侦查谋略的功能，将侦查谋略分迷惑型侦查谋

略、攻心型侦查谋略、调遣型侦查谋略、分化离间型侦查谋略、诱导型侦查谋略、迂回型侦查谋略

六种类型。 

5．侦查谋略的实施原则 

隐己露彼原则；因势用谋原则；不失时机原则；得失相宜原则；依法施计原则。 

学习目标： 

1．了解侦查谋略的分类。 

2．掌握侦查谋略的含义、特性、作用和实施原则。 

作业： 

1．如何理解侦查谋略的含义。 

2．侦查谋略的特性包括哪些内容。 

3．如何理解侦查谋略的作用。 

4．侦查中运用侦查谋略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知识单元 2：侦查谋略的形成发展、理论基础、实施程序和要求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侦查谋略的形成和发展 

军事斗争中谋略思想；侦查破案中谋略的运用和发展。 

2．侦查谋略的理论基础 

法学基础、心理学基础、哲学基础、伦理学基础。 

3．侦查谋略的实施程序 

调查研究，吃透案情；比较优选侦查谋略；制定方案，做出预测；把握机遇，搞好实施。 

4．侦查谋略的运用要求 

运用侦查谋略要以充分了解对方的心理状态为前提；运用侦查谋略要因案制宜，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运用侦查谋略要注意以奇制胜，在常用常新上下功夫；运用侦查谋略的意图和活动内容要绝

对保密；运用侦查谋略不得违反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 

学习目标： 

1．了解侦查谋略的形成发展和理论基础。 

2．掌握侦查谋略的实施程序和运用要求。 

作业： 

1．在新形势下，侦查谋略有哪些新的发展。 

2．军事斗争中的谋略思想对侦查谋略的影响。 

3．如何理解侦查谋略的理论基础。 

4．简述侦查谋略的实施程序。 

5．简述侦查谋略的运用要求。 

知识单元 3：侦查谋略实施的一般方法 

参考学时：4学时 



2775 

学习内容： 

1．侦查谋略实施一般方法的重要性 

侦查谋略是一种思想，是一种超常思维，每个谋略思想都要通过施谋主体运用具体的方式方法

来实现。侦查谋略的实施方法是围绕着侦查谋略的思想而采取的，是实现谋略思想的前提。对侦查

谋略的实施方法而言，它的最佳方法和最佳使用程序必须符合这样的要求：其一是最好的效应，即

谋略主体力求通过实践活动至少能够实现预期的谋略目的；其二是最高的效率，即谋略主体用最少

的时间，消耗最少的精力和物质，取得最多的成果。 

2．侦查谋略实施一般方法的心理学依据 

（1）思维定势。心理学认为，沿着固定的思路去考虑问题的心理现象叫思维定势。它的特点

有三：一是重复性。它的产生是思维活动沿着同一思路多次重复的结果。二是习惯性。它促使思维

活动沿着习以为常的思路展开进行。三是个别性。它反映的是个性特有的思路，因此犯罪分子的动

作习惯，使他们的作案、逃避侦查及反审讯等都带有一定的习惯性、规律性，而且他们对于侦查措

施、手段、方式、方法，乃至侦查策略在认识上都会形成定势。基于此，可采用将计就计、设饵钓

鱼等方法，顺应思谋客体定势思维的需要，诱使其就范。 

（2）错觉心理。侦查人员可以通过环境、气氛、某些行动行为，以及模拟物品、模糊语言等

对侦查对象进行刺激，诱使侦查对象对侦查活动产生错误的认识，进行错误的推理。例如在侦查人

员和侦查行为上，同案犯情况上，侦察讯问意图上，证据情况上。 

（3）侥幸心理。犯罪人作案后认为犯罪活动未被发现而连续作案，认为作案手段高明，不留

痕迹，掩盖犯罪方式巧妙，侦查人员找不到犯罪线索，大肆进行反侦查活动；在共同犯罪中，认为

攻守同盟牢固，无人背叛，继续顽抗等。他们凭自己的主观想象来揣度侦查意图和侦查措施，侦查

人员则制造假象以迎合它们的主观愿望，使其认识上出现偏差，对真正的侦查意图判断失误，最后

为侦查人员所获。 

（4）趋利避害心理。对犯罪分子而言，利就是有利于犯罪实施，有利于掩盖罪行，有利于重

罪轻判，有利于毁证、转赃、销赃，有利于逃跑，有利于再次犯罪等等。根据犯罪分子的这一心理

规律，侦查人员可以创造、利用对罪犯有“利”的情势，诱使他在趋利的心理作用下，做出侦查人

员所希求的活动，由“利”引出“害”，从而引其就范。 

3．侦查谋略实施一般方法的要求 

（1）针对性。任何一个计谋的设计和运用都是为了达到特定的侦查目的，而为了这种目的的

实现，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原则施计用谋，只有针对实际情况和施谋客体的个人特点，构

思、设计计谋及其实施方法，并且在具体使用时针对恰当的时机，计谋的运用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 

（2）利用和创造施谋条件。计谋是根据一定的条件设计、运用的，也就是说侦查谋略的构思、

实施必须依据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包括客观环境条件、侦查对象的个体条件、以及侦查人员自身的

条件，侦查人员应当及时主动的加以利用、发挥，对于那些客观上尚不具备的条件，要积极发挥自

己的主观能动性加以发掘、创造，保证最佳施谋效果、目的的实现。 

（3）发挥施谋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周密计划运筹。侦查谋略是相互对抗的，是谋略的主体、

客体之间一种心理抗衡。施谋主体处于主动地位，其水平的高低，决定着施用什么样的计谋，如何

运用计谋，等等，从而最终决定侦查目的能否达到。但是由于具体案情、客观环境所限，实施某些

计谋也许不具备条件，这时就要求充分发挥施谋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最大限度的创造条件，在制定、

实施侦查谋略的每个阶段周密运筹，从而实现谋略的目的。 

（4）应变性。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侦查过程也是一种相互对抗、互相促动的过程，任

何一方都试图通过改变行动来扰乱对方的视线、行为、心理，通过各种手段试探对方，相机而动，

所以要求侦查人员在构思、运用计谋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坚持应变性原则，因时因地而变，因势因人

而变，敌变我变。 

（5）多种手段、谋略的有机结合。谋略是一种思维、构思，在案件侦查中，必须通过各种实

实在在的手段、行动来实施谋略，从当前乃至今后来看，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段、逃避侦查的方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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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狡诈，常规的措施、手段已不完全适应侦查工作的需要，这就要求运用综合的、系统的、高层次

的侦查手段，来揭露犯罪。手段是为谋略服务的，谋略指导手段，二者有机的结合，使侦查谋略发

挥出最大的威力。 

4．实施侦查谋略的一般方法 

（1）暗示法。暗示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是用含蓄的、间接的方法，对人的心理和行为产生

迅速影响的过程。暗示具有诱发性、速效性、针对性三个特点。由于犯罪分子所处的特殊地位、环

境，侦查主体的一举一动都将时刻影响罪犯的心理、行为，暗示的目的就是打消犯罪分子的侥幸心

理，使其认为侦查主体已经掌握其犯罪证据，犯罪事实。在实践中，可以运用言语影射暗示、模糊

语言暗示、特情贴靠、物品暗示、情景暗示等等方法。 

（2）讯息影响法。侦查主体与侦查对象之间各自行为的目的是相互对立的，一方要查清事实，

获取犯罪证据，另一方则竭力掩盖犯罪事实，逃避侦查。双方都发送信息影响对方，以达到自己的

目的。讯息影响法就是基于这一原理而建立的，它是指侦查主体或他人发出信息或改变行为方案，

用以引起对方的注意，或引诱对方上钩，或诱使对方产生错觉，或激起情绪波动，或诈欺对方，造

成对方行为活动的改变，从而使计谋目的达成的一种实施方法。 

（3）个性利用法。个性是人们典型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包括人的能力、性格和气质等方面

的内容。个性利用法就是侦查人员针对犯罪分子的个性特征，利用犯罪分子的心理弱点，如错觉心

理、侥幸心理、逆反心理、从众心理、定势心理等和性格、情感上的缺陷等，进行观察、讯问、调

查，巧妙地构思计谋，为实施侦查计谋而采用的一种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侦查谋略实施一般方法的重要性及心理学依据。 

2．掌握侦查谋略实施一般方法的要求和各种具体方法。 

作业： 

1． 试述实施侦查谋略一般方法的心理学依据。 

2． 试述实施侦查谋略一般方法的基本要求。 

3． 试述实施侦查谋略的暗示法。 

4． 试述实施侦查谋略的讯息影响法。 

5． 试述实施侦查谋略的个性利用法。 

知识单元 4：迷惑型侦查谋略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迷惑型侦查谋略的含义 

迷惑型侦查谋略是指侦查主体同犯罪分子斗争中，为发现、揭露、证实和制服犯罪分子，运用

智慧迷惑侦查对象，使其产生错觉、做出错误判断和行动，以实现侦查目的的斗争艺术和技巧。主

要是示假隐真，以真隐假，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虚实实，不断变化，以桃代李，以静待变，迷

惑应有，以奇制胜。实施这一谋略的心理学方法是利用犯罪分子趋利避害的心理弱点和思维定势。 

2．迷惑型侦查谋略的主要计法 

（1）内紧外松、明撤暗攻。军事斗争中以退为进，误敌、胜敌的战术策略思想，应用于犯罪

侦查中，则形成了内紧外松、明撤暗攻的迷惑型侦查谋略。这一谋略的核心是以伪退掩盖暗攻。公

开撤离侦查阵地，并造成外松的假象是手段，给其造成错觉，使之丧失警惕，暗地周密部署，调兵

遣将，加紧对侦查对象的攻击是目的。 

（2）声东击西，出奇制胜。“声东”是手段，“击西”是目的，以“声东”的假象伪装“击西”

的方向。在犯罪分子迷惑不解时，出奇制胜，将其擒获并予以制服。此计的关键是以假象造成侦查

对象的错觉。 

（3）外示和好，内藏杀机。这一侦查谋略的实质是自外示和好的假象掩盖下，暗中实施侦查

行动和意图。外示和好是烟幕，内藏杀机是要实现的侦查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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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瞒天过海，突袭胜敌。这一侦查谋略的实质是利用犯罪心理和熟视无睹、常见不疑的错

觉，给犯罪嫌疑人重复多次示之某种假象或信息，使其习以为常而产生松懈麻痹思想，而我借此暗

中完成攻击的准备，待时机成熟，突然发起攻势，出其不意，迫其就范。 

（5）故布疑阵，迷乱敌志。故布疑阵，迷乱敌志是指通过示形、造形，故布疑阵，使侦查对

象摸不清真正的侦查意图，在其思想、阵脚慌乱之际，乘隙发起攻击，或者使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或者使其落入法网。采用此种计谋的关键在于示形或造形，虚张声势，制造紧张气氛，给犯罪嫌疑

人造成精神上的压力，促使其进行活动，商量对策，在慌乱中暴露马脚。 

3．迷惑型侦查谋略的施计要领 

算在敌先，掌握主动权；把握时机，谋而决断；制造假象，须有迷惑性；合理顺导，切勿急躁。

动静相济，巧妙结合；虚实并举，真假相兼；以假乱真，假戏真唱。 

学习目标： 

1．掌握迷惑型侦查谋略的含义和施计要领。 

2．了解迷惑型侦查谋略的主要计法和施计情形。 

作业： 

1．试述迷惑型侦查谋略的含义和形成机理。 

2．试述迷惑型侦查谋略的主要计法和施计情形。 

3．试述迷惑型侦查谋略的施计要领。 

知识单元 5：攻心型侦查谋略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攻心型侦查谋略的含义 

攻心型侦查谋略是指在侦查过程中，在了解对方心理活动规律，掌握其心理特点的基础上，针

对对方的思想顾虑和犯罪心理矛盾的焦点，运用各种方法和斗争策略，施加影响，动摇或转变其反

抗的决心，瓦解其气势，扰乱其思维程序，攻破对方的思想防线，达到侦查活动的预期效果的一种

侦查谋略。攻心策略是一种心战为上的策略，必须击中要害，才能打开局面，其实质是以正压邪，

攻心要有针对性和高超的的斗争艺术才能掌握主动。 

2．攻心型侦查谋略运用方式和内容 

（1）从其适用的规模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可以分为战略性的和战术性的。战略性的攻心策略

通常称为政治攻势；战术性的攻心策略也叫攻心斗志。 

（2）战略性的政治攻势包括：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区，根据犯罪形势的需要而开展的大规模

的政治攻势；在综合治理中，结合坦白交待，揭发检举，对违法犯罪的青少年进行法制教育等活动；

在劳改、劳教、少管所、工读学校、看守所等在押人员中开展形势教育、政策教育、前途教育、认

罪伏法教育，促使他们坦白罪行，交代余罪，检举揭发犯罪分子，提供犯罪线索。 

（3）战术上的攻心斗智有：侦查中针对重大犯罪嫌疑人的攻心战，其目的为了打开局面，突

破全案；讯问中针对顽抗、拒不供认的犯罪嫌疑人，而使用的攻心夺气、政策攻心；）在围堵武力

拒捕的犯罪嫌疑人时，发动政治攻势，进行心理战，消除其疑虑和敌对情绪，促使其缴械投降，减

少损失，不战而胜。 

3．攻心型侦查谋略的主要计法 

（1）以法攻心。结合其罪行，认罪态度，前途出路，以政策和法律进行教育，争取坦白从宽，

待罪立功，悔过自新。 

（2）以据攻心。从事实出发，适当运用证据，打破犯罪嫌疑人的侥幸心理和不切实际的幻想。 

（3）以情攻心。耐心启发教育，消除其逆反心理和不信任的态度。不侮辱其人格，给其人道

主义的待遇，进行感化教育，启发其良知，教育要合情合理，动之以情。 

（4）以势攻心。侦查人员在气势上要压制住对方的嚣张气焰，或影响其消极情绪。这可以从

制造泰山压顶的形势，或创造威严的斗争环境，或组成强大的斗争阵营，或摆出必胜的架势，或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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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迎头痛击，达到攻心夺志的目的。 

2．攻心型侦查谋略的施计要领 

因势利导，对症下药；击中要害，说理透彻；掌握思想变化，采取不同方法；坚持原则，严禁

引供诱供。 

学习目标： 

1．掌握攻心型侦查谋略的含义和施计要领。 

2．了解攻心型侦查谋略的主要计法。 

作业： 

1．试述攻心型侦查谋略的含义和内容。 

2．试述攻心型侦查谋略的主要计法。 

3．试述攻心型侦查谋略的施计要领。 

知识单元 6：调遣型侦查谋略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调遣型侦查谋略的含义 

调遣型侦查谋略是指调动驱使施谋对象（主要是犯罪嫌疑人）按照侦查人员的意图行动，从而

达到控制施谋对象所处的态势、环境、时空位置，以便于侦查活动的开展而设定的计谋。被调动者

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在特定环境下有作出一定行为的义务或需要；人受某种欲望或兴趣动机的

驱使，会乐于接受某种关于调遣的安排；人为了避免某种对自己不利的情况，对可能发生此种情况

的场所会加以回避等因素是能够实施调遣型侦查谋略的理论基础。 

2．调遣型侦查谋略的主要计法 

（1）调虎离山，优劣势变。侦查活动中，调虎离山，优劣势变是指为调动某人采取一定的行

动，使其优势变劣，我方劣势变优，而根据其日常活动规律及当前心理需要而设计的计策。设计此

法的要点在于如何使被调动人认为使自己离开某地或前往某地的要求是合理的。这就需要根据被调

动人从事职业、社会交往、生活环境等诸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因人因事、因地制宜的设计具体的

方法。 

（2）引蛇出洞，诱敌暴露。引蛇出洞，诱敌暴露是指设置某种诱饵诱使静藏不动或隐藏较深

的犯罪嫌疑人改变心理认识，积极出来活动，在其动中寻隙乘，捉弱击，使其在不意中入我彀，诱

其露证显形。 

（3）上屋抽梯，断敌归路。在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运用“上屋抽梯，断敌归路”的计谋，

必须首先放好梯子，使侦查对象不怀疑，或者已摆上了梯子，要显示出来让侦查对象知道，然后再

通过种种手段调动侦查对象，诱其爬梯上屋，抽梯断路，最后迫其屈服于侦查人员的控制。 

（4）围魏救赵，迫敌受遣。在侦查中施用此计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使被调动者迫于某种压

力而不得不选择依侦查人员所设计、期望的那样行动；二是设计困住施计对象使其不能前往某地影

响侦查工作的开展。 

（5）异地关押，制造疑虑。异地关押是指将被拘捕的犯罪嫌疑人送往其不熟悉或不便与外界

联系的环境中关押，其目的是增加被拘捕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压力，为讯问创造良好条件。 

3．调遣型侦查谋略的施计要领 

注意选择施计对象；情景的设计；人员的组织指挥；施计结果的预测。 

学习目标： 

1．掌握调遣型侦查谋略的含义和施计要领。 

2．了解调遣型侦查谋略的主要计法和施计情形。 

作业： 

1．试述调遣型侦查谋略的含义和形成机理。 

2．试述调遣型侦查谋略的主要计法和施计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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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试述调遣型侦查谋略的施计要领。 

知识单元 7：分化离间型侦查谋略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分化离间型侦查谋略的含义 

分化离间型侦查谋略是指通过在犯罪集团、犯罪团伙、其他群体关系人之间制造矛盾或利用已

经存在的矛盾，使之互生猜疑，离心离德，思想不再统一，行动不再一致，最终分化瓦解，为我所

用的一类侦查谋略。矛盾的普遍性是分化离间的基础，矛盾的对抗性是分化离 间的根据，犯罪团

伙或集团内存在必然的矛盾是分化离间的条件。 

2．分化离间型侦查谋略的主要计法 

（1）制造矛盾，挑起内讧。制造矛盾，挑起内讧指在犯罪集团或团伙之间，人为地运用一定

的手段，使犯罪集团或团伙内部产生各种矛盾，破坏其整体性和纠合性，使犯罪嫌疑人之间、团伙

头目之间、头目与胁从之间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使本来比较一致的团伙出现分裂、磨擦、互不信

任，由埋怨到憎恨，挑起内部的争吵、斗争，最后彻底分崩离析，不再相互包庇和承担罪过，而是

相互检举、揭发。 

（2）以毒攻毒，借力制胜。以毒攻毒，借力制胜是利用一定的计谋，瓦解分化犯罪集团或团

伙的内部，利用分化出来的犯罪成员去攻击其他犯罪成员，利用他们之间潜在的敌对情绪或制造敌

对情绪，使他们去揭发检举与自己对立的犯罪成员，而侦查人员则利用所揭发、检举的事实将对方

激怒，促使他们也揭发、检举。反过来，我们在利用了解出来的事实去刺激最初所利用的对象。这

样反复循环几次，使之“两虎相争，大伤小亡”，而我们则将犯罪团伙的整个犯罪过程、各自所起

的作用，以及他们在犯罪中的表现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最后将犯罪嫌疑人全部制服。 

（3）隔岸观火，坐享其利。隔岸观火，坐享其利是指侦查机关不直接向犯罪集团或犯罪团伙

正面进攻，避免无休止的僵持或纠缠，用手段使敌人内部矛盾激化爆发，而我则静等观望犯罪团伙

内部的反目成仇的揭发，使犯罪嫌疑人群体发生内耗，我方并不急于出击，等团伙内部成员相互检

举、案情趋于明了时再将犯罪嫌疑人一一制服。 

（4）避实击虚，以点突面。避实击虚，以点突面就是指在侦查、讯问犯罪团伙等案件中不去

首先攻击犯罪集团的骨干、头目或犯罪团伙中的死硬分子，不去首先攻击那些老奸巨猾、诡计多端

的累犯、惯犯，而是选择犯罪团伙中主观恶性并不是很严重，没有对付侦查讯问经验，易于交待的

犯罪成员作为首先进攻的目标，由他来打开缺口，进而突破全面。 

3．分化离间型侦查谋略的施计要领 

案件选择要得当，犯罪嫌疑人选择要得当；掌握时机；切勿急躁。 

学习目标： 

1．掌握分化离间型侦查谋略的含义和施计要领。 

2．了解分化离间型侦查谋略的主要计法和施计情形。 

作业： 

1．试述分化离间型侦查谋略的含义和形成机理。 

2．试述分化离间型侦查谋略的主要计法和施计情形。 

3．试述分化离间型侦查谋略的施计要领。 

知识单元 8：诱导型间型侦查谋略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诱导型侦查谋略的含义 

诱导型侦查谋略是指犯罪侦查机关在与各种犯罪作斗争中，通过设情境、抛出诱饵、施放一些

在犯罪分子看来对己有利的真假信息等示利手段，引导犯罪分子的心理认识发生偏差，诱其暴露，

被我控制，最终落入侦查圈套的一种谋划、技巧和斗争方法。它是根据犯罪的态势和规律，通过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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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方式，利诱引导犯罪嫌疑人进入侦查机关设计的圈套，推动侦查情势向着对我方有利的方向发

展。 

2．诱导型侦查谋略的主要计法 

（1）设置诱饵，诱鱼上钩。设置诱饵，诱鱼上钩是指通过设置、抛出诱饵，使犯罪嫌疑人感

到有机可乘，有利可图，从而诱其上钩。 

（2）将计就计，顺水推舟。将计就计，顺水推舟是指根据犯罪分子的诡计、企图、打算、欲

念、愿望等，顺佯敌意，投其所好，因势利导，顺势施谋，使其在麻痹大意、自鸣得计、幸灾乐祸

中落入我方的圈套。 

（3）欲擒故纵，诱敌深入。欲擒故纵，诱敌深入是指用故意放纵的方法，诱使侦查对象在暴

露自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待其充分暴露后，出其不意，克敌制胜。 

（4）打草惊蛇，诱蛇移动。打草惊蛇，诱蛇移动是指侦查人员通过微妙的手段触动犯罪嫌疑

人或与犯罪嫌疑人有关的人、物、地点，点破与犯罪嫌疑人有关的事实情况，使作案人受到惊动而

惊慌不安，以为自己已被发现，证据已被掌握，无法继续隐藏下去，难以继续抵赖，从而使其出现

反常或应急反应，诱其由静变动，在动中暴露，或者缴械投降，如实供述。 

3．诱导型侦查谋略的施计要领 

案件选择要得当，犯罪嫌疑人选择要得当；掌握时机；切勿急躁。 

学习目标： 

1．掌握诱导型侦查谋略的含义和施计要领。 

2．了解诱导型侦查谋略的主要计法和施计情形。 

作业： 

1．试述诱导型侦查谋略的含义和形成机理。 

2．试述诱导型侦查谋略的主要计法和施计情形。 

3．试述诱导型侦查谋略的施计要领。 

知识单元 9：迂回型间型侦查谋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迂回型型侦查谋略的含义 

迂回型侦查谋略的核心是对顽强难攻之敌，通过战术上的曲折回旋，转移其注意力，麻痹其斗

志，使其松懈警惕，然后从侧面、后面作战术上的配合，层层深入，步步为营，最后发起总攻。实

施这一谋略的心理学方法，主要是利用大脑皮层兴奋与抑制的优势中心相互转化的规律和分心的规

律。 

2．迂回型侦查谋略的主要计法 

（1）循序渐进，顺藤摸瓜。序渐进，顺藤摸瓜是指当侦破案件时所掌握的情况不多，证据不

足，难以立即揭露犯罪分子时就要利用这一计谋，由现象到本质，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由局外人

到犯罪嫌疑人，由一般犯罪人到主犯，这样层层揭露来证实犯罪行为，制服犯罪嫌疑人。 

（2）曲线进击，攻其无备。曲线进击，攻其无备就是在条件不成熟，不宜正面行动、直言直

语的情况下，侦查讯问人员采取曲线思维的方式，在犯罪嫌疑人料想不到的问题上、途径上、方向

上实施突然袭击，使其在慌乱之中仓促应战或根本就不知应战，从而做出错误判断，采取错误行动，

使其思想认识完全陷入混乱而无法构筑坚固的防线。 

（3）迂回近敌，寻机主攻。迂回近敌，寻机主攻是指在侦查实践中经常遇到比较复杂的案件，

由于掌握的材料不多，线索不明了，所以一时难以破案，这就需要从其他方面或其他案件目标之外

的事情入手进行侦查、讯问，用从中发现的线索、证据来发现、制服犯罪嫌疑人。 

3．迂回型侦查谋略的施计要领 

把握分寸；引而不发；急缓相宜。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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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迂回型侦查谋略的含义和施计要领。 

2．了解迂回型侦查谋略的主要计法和施计情形。 

作业： 

1．试述迂回型侦查谋略的含义和形成机理。 

2．试述迂回型侦查谋略的主要计法和施计情形。 

3．试述迂回型侦查谋略的施计要领。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侦查谋略概述 2  

2 侦查谋略的形成发展、理论基础、运用程序和要求 2  

3 侦查谋略实施的一般方法（一） 2  

4 侦查谋略实施的一般方法（二） 2  

5 迷惑型侦查谋略（一） 2  

6 迷惑型侦查谋略（二） 2  

7 攻心型侦查谋略（一） 2  

8 攻心型侦查谋略（二） 2  

9 调遣型侦查谋略（一） 2  

10 调遣型侦查谋略（二） 2  

11 分化离间型侦查谋略（一） 2  

12 分化离间型侦查谋略（二） 2  

13 诱导型侦查谋略（一） 2  

14 诱导型侦查谋略（二） 2  

15 迂回型侦查谋略 2  

16 考查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侦查学总论 

后续课程：刑事案件侦查、经济犯罪案件侦查、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网络犯罪案件侦查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侦查谋略的概念、特性、实施原则、一般方法以及各种侦查谋略运用的具体计法。 

难点：侦查谋略各种计法的灵活运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讲授法、案例法 

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 

5、课程自主学习课时 

学生根据情况自主学习，建议不少于 18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查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侦查谋略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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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用教材 

王传道编著《侦查谋略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1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刘汝宽著《侦查计谋实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 6月 第 1版 

2. 李恩镇著《犯罪侦查智取艺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 4月 第 1版  

执笔：肖承海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电子证据调查学 
Investigation of Electronic Evidence 

课程号：40404028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侦查学本科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有关电子证据的法律、技术和调查等基本知识；2、理解电子证

据调查取证的基本原理和步骤方法；3、掌握典型的电子证据调查取证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操作；4、

从全方位、全过程的证据运用角度掌握电子证据在诉讼活动中的具体适用。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电子证据相关的基础知识、常见

的电子证据取证和鉴定类型的基本原理，养成一定的处理电子证据相关案件的办案思路和动手能

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 电子证据的概念和特点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电子证据的概念 

电子证据的概念 

科学的界定电子证据的概念是研究电子证据调查等相关问题基本出发点。 

外译词汇： 

“Electronic Evidence” 电子证据 
“Computer Evidence” 计算机证据 
“Digital Evidence”   数字、数码、数位证据 
“Computer-based Evidence” 基于计算机的证据 
“Computer-produced Evidence” 由计算机形成的证据 
“Computer-created Evidence”   由计算机创制的证据 
“Computer-generated Evidence” 由计算机生成的证据 
“Computer-stored Evidence” 由计算机存储的证据 
“Computer-related Evidence”   和计算机相关的证据 
“Evidence from Computer Record”源于计算机纪录的证据 
中文表述： 

电子证据，计算机证据，计算机数据证据，电子数据证据，数据电文证据，电子文件证据，网

络证据等。叫法不统一、不同的表述间的特定含义并不一致，可能只是倾向于某种特定的方面。 

着眼点： 

人们开始从不同的着眼点认识到存在有这样一种证据，而且随社会生活的发展，它所占据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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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还会越来越重要。 

各种对“电子证据”（暂时如此叫）的不同叫法总体上能够法映出这样一点：电子证据的出现

和发展和电子技术、数字技术的存在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广义上可以定义电子证据为：“以电子形式存在的，用作证据使用的一切材料及其派生物。” 

电子形式：这种物质的存在形式是早已有之（自然界的存在），但真正为人们所认识和应用是

从近代的电子技术的诞生开始的。其特点在于我们对此种形式的感知，是需要通过一定的仪器设备

并要有一定的技术手段才可以转换为我们可以接受的形式。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难以直接通过自

身的感官来感受之。   

电子形式具体指“由介质、磁性物、光学设备、计算机内存及类似设备生成、发送、接收、存

储的任一信息的存在形式。”（印度《1999年信息技术法》之规定） 

对于实际生活中常遇到的由电子形式材料转化的派生物也将其视为电子证据。（如通过打印机

输出的计算机内部存储文件，不同于一般的纸面书证，因为其不具有独立性，是居于派生证据地位

的电子证据。） 

电子证据是借助电子技术或电子设备而形成的。电子技术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技术，但随着计

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与广阔应用，它所占据的份额和地位越发的重要。电子技术中基于模拟信号的

技术同样占有一定位置。       

电子证据是作为证据使用的材料。如国外称尚未作为证据使用的材料为“Information”，提交

为证明案情使用后改称之为“Evidence”。同一事物由于用途的变化引起的一定的称谓上的变化。 

和一些相关联概念的辨析： 

电子证据和计算机证据 

计算机证据是以计算机为基础或是和计算机相关联的证据。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什么是计算机）

可以有不同的结论出现，认为是一种交叉的关系。 

按照常规的理解（现代微电子技术意义上的计算机）应该是包容的关系，计算机证据包容于电

子证据,（对我们谈电子证据调查有用）。不太严格的情况下可以将两用语互换使用。 

电子证据和数字证据 

数字证据一词在在英文法律文献中常有出现。奥恩·凯西 2000年版《数字证据与计算机犯罪》

(Eoghan Casey：“Digital Evidence and Computer Crime”,by Academic Press 2000.) 

书中定义“数字证据是指包含有下述各种数字式数据的证据，即能够证明发生了某一犯罪的数

据，或者能否在犯罪行为与犯罪人、犯罪行为与被害人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的数据。” 

从电子和数字两个词汇上入手，电子技术包括数字电子技术和模拟电子技术。故电子证据的外

延大于数字证据，数字证据从属于电子证据。  

电子证据和科学证据（Scientific Evidence） 

对于“科学证据”一词尚无普遍认同之定义。（很多概念、名称，大家都习惯于使用而很少会

想到如何对这一概念或名称自身下一个科学、完整的定义。应无所谓“精确”概念） 

美国联邦司法中心、康乃尔大学法学院、美国法学院协会的观点： 

美国联邦司法中心 1994 年《科学证据参考指南》将科学证据界定为专家证据、尤其是案件中

涉及科学和技术争议的专家证据。 

康乃尔大学法学院的网站把电子证据与科学证据分为两个独立频道。 

美国法学院协会将科学证据与专家证据合并称作是“专家与科学证据”（Expert and Scientific 

Evidence）,也不包括电子证据。 

由此，电子证据和科学证据属于平行关系。科学证据主要包含精神病学、心理学证据，毒物学

和化学证据，及指纹、枪弹、DNA、可疑文书、测谎等。电子证据可由当事人使用普通的方式举证、

质证。 

2.电子证据的特点（概念当中已经所体现） 

（1）存储方式上和传统证据形式有异，需要借助一定的电子介质（主要是光、磁）。由于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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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容量可以很大，故而电子证据的表现形式可以以多媒体形式出现，可以为文本、图像、图形、声

音、动画的集合体。 

（2）传播的方式上，电子证据可以快速的无限的传递。本质上电子证据是数据（信息），可以

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在虚拟的空间飞速传播。而且这种数字式的传播基本上是不失真的，可以方

便快速的精确复制。 

（3）在感知的方式上的无形性，电子证据离不开电子设备而且不能脱离特定的系统环境。电

子证据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基于计算机的证据（Computer-based Evidence），传统书证是基于纸面的

证据(Paper-based Evidence)。  

电子证据是以声、光、电、磁等形式存在于媒体介质之上的，它的实体是电磁波和二进位数据

编码。这些信号和编码是肉眼无法直接观看的无形体，只有通过特定的设备和技术才能显示为肉眼

可见的有形内容。 

显现电子证据必须依赖于专门的电子设备主件和配套的系统软件环境。收集电子证据时，应该

保存相应的软硬件，保全电子证据的运行环境，并能在适当的时候可以以打印输出或屏显等方式显

示出来。 

（4）数据的脆弱性，对于电子证据来说，不论是数字形式还是模拟形式，由于它是保存在可

擦写的数据记录介质上，如磁带、磁盘、可擦写光盘等等，在其存储、传输和使用过程中，极易遭

受到外来的破坏。比如监听、窃听、截取、篡改、删除等等，并很容易因为使用中的误操作而被破

坏。比如在播放录音时误按录音键、在查看电子邮件时误按删除键等等。除了误操作导致的破坏。

人为破坏也十分容易，产生它的人或其他接触它的人都有可能随时、随地、随意地对其进行编辑、

修改，使其面目全非，甚至不留任何痕迹地予以删除，使其消失。电子证据的脆弱性，导致电子证

据的审查、认定难度较大。（造成偏见,不可一概如此，事物认识过程的初期） 

不同观点：传统的书证一旦原件受到破坏，无法复原证据；电子记录被删改、复制的痕迹均可

以通过技术手段分析认定，硬盘的擦写记录可以跟踪捕捉到，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子证据较传统证据

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学习目标： 

本单元介绍了电子证据以及相关的基本概念，要求学生对概念问题有准确和透彻的把握。如何

理解电子证据之脆弱性，以及电子证据与载体的依赖性和可分离性之关系？ 

作业：  

从要点上把握电子证据的基本概念以及和相关概念的比较？电子证据的特点是什么？ 

知识单元 2： 电子证据的法律定位和学理分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关于电子证据法律定位问题之历史发展 

电子证据这一新型的证据恰当的进行法律上的定位，关系到解决电子证据问题的大思路。（热

点）具体应该考虑是否给予电子证据以证据地位以及给予其怎样的证据地位两方面大问题。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面对世界电子化、信息化的

潮流，赋予电子数据证据的地位为应当之举。各国立法实践也如此。争议的焦点在于给予电子证据

怎样的证据地位这一问题之上。 

当时关于电子证据法律定位的观点： 

（其共同出发点，是希望将这种新型的证据归属于传统的某种具体模式，存在必然的局限性） 

（1）视听资料说：早期的看法认为电子证据属于视听资料。如 96年最高检在《检察机关贯彻

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当中规定：“视听资料是指以图像和声音形式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

包括与案件事实、犯罪嫌疑人以及犯罪嫌疑人实施反侦查行为有关的录音、录像、照片、胶片、声

卡、视盘、电子计算机内存信息资料等。”   

理由：①视听资料是指可视、可听的录音带、录像带之类的资料，电子证据可显示为“可读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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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因而也是“可视的”；②视听资料与电子证据在存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都是以电磁或其他形

式而非文字符号形式存储在非纸质的介质上；③存储的视听资料及电子证据均须借助一定的工具或

以一定的手段转化为其他形式后才能被人们直接感知；④两者的正本、副本没有区别（相对）；⑤

把电子证据归于视听资料最能反映它的证据价值；等    

反面意见： 

①视听资料和其他证据相比强调的是以声音、图像而并非文字内容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将电

子证据中文字之“可视”和视听资料之“可视”混于一起并不合适。 

②从证据的角度来看，视电子证据为视听资料不利于电子证据在诉讼中充分发挥证据的作用。

我民诉法规定对视听资料应结合其他证据辨明其真伪才可作为认定事实之依据，这样若某一案件中

只有电子证据即使其非常可靠，也难以仅据此来定案。 

（2）书证说：近年来学者借鉴国外的电子商务法律文件的经验，提出了电子证据系书证的观

点。 

理由：①电子证据和普通书证一样是将其内容记载于一定的介质之上的，无非一种介质是常见

的纸张，另一种是光磁的存储介质。记录的方式和介质不同，但能够记录同样的内容。②电子证据

通常也是以其所代表的内容来说明案件的某一问题，需要通过输出、屏显等方式才可以被人们看见

和利用，具有书证的特点。③1999年《合同法》11条：“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及数据电文（包

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的表现所在内容的形式”，所以电子

证据系书证的一种。④各国在立法上尝试功能等价法旨在填平传统书证和电子证据的差异。 

反面意见： 

①我国相关法律明确规定，书证需提交原件。若电子证据作为书证的话难以解决法律上要求书

证需是原件这一问题。大多数情况下，电子证据是以自动程序生成、传输和交换的，有时候录入人

在录入以后销毁了底稿或不用底稿直接录入。这些情况下都难以认定电子证据的原件。（如何认定

“原件”是一个问题） 

②书面形式并不等同于书证，勘验笔录、鉴定结论等都可以是书面形式但不是书证。（证据形

式划分标准在于证明机制） 

③书证说难以圆满地回答计算机声像资料、网络聊天资料的证明机制问题。  

（3）物证说：我国有少数人主张物证说。（一些电子证据勘查仪器明确使用这一说法：电子物

证） 

一些文章中如此说：电子证据在无需鉴定的情形下属于书证，需要鉴别其真伪时可能成为物证；

电子证据属于学理上的广义的实物证据。（并非诉讼法所规定的物证） 

奥恩·凯西 2000 年版《数字证据与计算机犯罪》：“数字证据是物证的一种。虽然数字证据不

像其他形式的物证那样有形，它仍然属于物证。” 

理由：①数字证据是由能借助特定工具和技术加以收集并分析的各种磁性物质和电脉冲物质所

形成的；（任何信息的表达均是借助于物质的载体）②许多法庭承认此种无形物可以作为证据扣押。 

反面意见：理由充分，但仅仅涉及电子证据的一部分（数字式电子证据），又限于刑事司法领

域，有一定的局限性。 

（4）鉴定结论说：少数学者所持的看法，是从转换角度所得出的结论。冯大同《国际货物买

卖法》：“法院或当事人对电子数据的可信性有怀疑，可由法院指定专家进行鉴定，辨明真伪，然后

由法院确定其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反面意见：鉴定的目的为了解决案件中某些关系是否存在、某些事实或现象的真伪、某些事实

的有无、某些事实的程度及某些事实的因果等。这些需要鉴定的关系、事实或现象等通常应是可采

用的证据，只是由鉴定的方式确定其是否可采信。故而只有在电子证据被采用的前提之下才需要专

家就其真伪进行分析判断，才需要法院依据鉴定结论确定其是否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可用

作证据—可采用的证据—具体的证明力，层次关系） 

（5）独立证据说：任何传统的证据形式均无法将电子证据完全囊括，出于法律的前瞻性，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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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电子证据增加为一类独立的证据类型，最新的思潮。尤其是从构建有利于电子商务法律环境的角

度出发，就上市交易的现实需求来讲，应将电子证据作为一类独立的新型证据来对待。 

不同意见：证据的分类以证明机制为标准，电子证据的出现并未创造出一种新式的证明机制，

仅仅是外在形式的不同。独立证据说旨在一定程度上强调电子证据的重要性，但尚有方方面面的问

题存在，也会给我国目前本就不严密的“证据七分法”制造混乱。（此说法要批评，不能够为分类

而分类） 

（6）混合证据说：认为电子证据不属于某一种传统的物证，也并非独立的新型证据，而是若

干传统证据的组合。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很少。 

蒋平在《计算机犯罪问题研究》中提出把电子证据分为四类：书证、视听资料、勘验检查笔录

和鉴定结论。 

他将电子证据划分为三种形式：①计算机输入、存储、处理、输出的数据。②按照严格的法律

及技术程序，利用计算机模拟得出的结果。③按照严格的法律和技术程序，对计算机及其系统进行

测试得出的结果。 

不同意见：混合说一定程度上代表解决电子证据问题的正确思路，但有关电子证据形式的三种

的划分并不周严，这种划分缺乏理论依据。 

以上这些说法由各自的出发点来看均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整体上看只反映了部分电子证据的法

律定位。在现阶段我们对电子证据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时，各种说法均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2.关于电子证据的现行法律定位 

“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证据包括：（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

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

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

的根据。”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 

证据包括：“（一）当事人的陈述；（二）书证；（三）物证；（四）视听资料；（五）电子数据；

（六）证人证言；（七）鉴定意见；（八）勘验笔录。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两个证据规定： 

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颁发《关于办理

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

称两个证据规定）中的有关内容明确使用了“电子证据”一词。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对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

网络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电子证据应当主要审查以下内容：... ...” 

电子证据作为法定的证据形式之一已经完全确立。 

对电子证据进行分类的必要性: 

对某项事物分类是对其进行深入性研究的必经途径和重要方面。对电子证据进行分类是研究这

一新生事物的重要方法与途径。 

1.电子证据出现和发展的历程： 

（1）早期的电子证据为电子通讯类证据。如电话、电报等。 

（2）计算机出现后，单一计算机系统的电子证据大量出现。如单个的电子文件、数据库。 

（3）互联网出现和成熟以后，开放的计算机系统中的电子证据广泛出现。如电子邮件、电子

公告、电子签名等。 

2.模拟式电子证据和数字式电子证据 

模拟式电子证据是通过信息中的某些特征的具体数值或量来记载电子信息的内容。（连续） 

数字式电子证据是通过信号的离散状态的各种可能组合所赋予各种数值或其他信息的方法来

记载电子信息的内容。（离散）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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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式电子证据记载的信息具有连续性，数字式电子证据记载的信息呈离散状态。 

模拟式电子证据复制时有一定的损耗，数字式电子证据基本可以无损复制。 

模拟式电子证据在剪辑上较困难，删改后容易发现；数字式电子证据是以离散的电磁信号存在，

易被删改而不被发现。（恰是基于前两点） 

在真实性方面，模拟式电子证据优于数字式电子证据；证明力方面，数字式电子证据的复制品

更精确，优于模拟式电子证据（证明力应结合具体条件，不可一概而论）。 

二者并非截然分开，模拟式电子证据和数字式电子证据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加以转变，所

以在鉴别其真伪时，应注意考虑有无转换的可能性。这也是一个新课题。（如数码摄录设备的模数

转换器） 

3.数据电文证据、附属信息证据和系统环境证据 

此种分类是依照档案学和鉴定学进行的分类。 

为保证电子证据的真实性，要求保证电子证据的数据自身，以及该数据产生的时间、地点、形

成人、形成机构的职业背景、业务活动等相关内容的真实可靠。电子证据还离不开特定的系统环境，

特定的电子数据只有借助其原始的系统软硬件环境才会得到最真实地体现。 

按照这种要求，可以对电子证据作如下划分： 

数据电文证据：指的是数据电文正文本身，是记载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灭失的数据。如

E-mail和 EDI正文。（主要证据） 

对应的附属信息证据指的是数据电文在生成、存储、传输、修改、增删这一过程中引起的相关

记录。如系统日志，文件属性信息。其作用在于可以证明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形成的证据保管链

条,但也要考察真实性属性，改动很容易） 

对应的系统环境证据是指数据电文运行时所处的硬件和软件环境，尤其是指相关硬件规格或软

件的版本等信息。（庭审或是鉴定时显现数据电文，保证其以原始面貌显现） 

由此明确取证三版块。  

4.封闭系统中的电子证据、开放系统中的电子证据与双系统中的电子证据  

此种分类是根据电子证据的运行环境进行的。电子证据对载体形态的依赖性较大，不同系统环

境常会决定证据的本质差别。 

封闭系统是由独立的一台计算机组成的系统，或多台以局域网方式连接的计算机组成的系统。

不对外界开放，用户相对固定，能够迅速的跟踪查明电子证据的来源。如银行、证券业、交通运输

业的员工均用自己固定的终端进行内部数据的交换。 

开放系统是由多台计算机组成的广域网、城域网、校园网等系统，证据来源不易确定。 

双系统是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的合称，指既能够经常出现于封闭系统又能经常出现于开放系统

的电子证据。如 EDI证据和电子签名。 

做此划分的意义：确定证据调查的思路，明确取证方向。 

封闭系统的相对人确定，案发以后可直接通过传统查证方法查找作案行为人；开放系统的行为

人不确定，首先应查处在哪台机器上实施了犯罪行为，继而才能在此基础上查处犯罪人。 

封闭系统下的电子证据以计算机本身的存储和显现的证据为主；开放系统下的电子证据常体现

于第三方的网络服务器所存储和显现的证据；双系统下的电子证据应视具体环境而定。故而可见，

不同系统下的电子证据在可采性和证明力方面的情形复杂程度相差很大。  

5.电子设备生成证据、存储证据和混成证据 

加拿大加顿的《电子证据》一书大致上作如此分类。 

电子设备生成证据指完全由计算机等设备自动生成的证据。其特点在于它的生成基于计算机的

内部命令，不掺杂个人的意志，具有较高的准确性而且其自身的证明力大小主要就是取决于其准确

度的高低，如 ATM机。（关系相对简单） 

电子设备存储证据指单纯由计算机等设备所录制的有关信息所得来的证据。如对电话进行秘密

录音得来的证据。此种证据应考虑计算机设备的准确性和影响录制的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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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设备混成证据指计算机存储兼生成的证据，是由计算机设备录入信息以后再由其内部运行

而得来的证据。它具有上述两种证据的性质特点，对其判断的情形要复杂得多。(确定调查思路) 

6.原生电子证据和派生电子证据 

(1)按照传统的证据法理论所做的划分。 

原生证据是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或原始出处的证据；派生证据是经过相应的一些中间环节所形

成的证据。 原生证据具有直接的可采性和更高的证明力，证明其取得合法即可采用；   

派生证据必须证明原生证据已经灭失或难以取得，而自身能够和原生证据相吻合，采用它不会

对双方当事人不公平，其证明力通常要低于原生证据。 

据此分类方法，电子证据可以分为原生电子证据和派生电子证据。但按照这种传统方式对其划

分却存在不同程度的法律障碍。 

传统观点：原生电子证据是指电子数据首先固定于其上的媒介物，即最先有某一电子证据的光

磁存储介质。除此之外任何由此信息复制得来的信息均属派生电子证据。 

局限：如此定义的话数据电文之收件人总是得到的为该“原件”的副本，无法满足电子商务中

须提交原件的要求。（和一些现状矛盾，且不具备现实意义） 

(2)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观点：对某一直接输入计算机的数据电文，从它首次转化为电子

形式起保持完整并未被改动，可以在今后显示为人们可知的形式就可视其为“原件”。 

这是一种依照“功能等同法”的观点，是按照解决电子商务中面临“原件”要求的一种解决办

法，主要从维护信息之真实可信度为着眼点。 

局限：着眼点在于解决电子商务中遇到的法律障碍，仅适用于电子书证，不适用于电子物证和

视听资料。 

(3)美国主流观点：   

电子证据满足以下两条件时属于原生证据。 

①当有关数据存储于计算机内部时，能准确反映数据的打印物或其它输出物；②电子证据表现

为副本时，制作者或发行者意图使其具有同文书本身具有同等效力。（不限于自然意义上的“原生” ）

是一种扩大到拟制意义上的原生证据，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解决电子证据原始性的正确思路。 

(4)韩国学者观点 

韩国学者在《EDI合同的法律问题》中提出：电脑信息中只有标准化、构造化的 Data，根本没

有和纸文书相同的原本性因素。电脑中的电子数据和打印出来的文书应该视为共同构成了原本。即

原生电子证据是电子形式证据和打印出来的文本的统一体。 

解决了“可视”的问题，但说法显得偏颇。不适用于无法打印的情况，也无法推知什么是派生

证据。 

(5)国内学者观点 

国内有学者认为从任何一角度来界定电子证据的原件都不能与传统意义上的原件相吻合，因而

对电子证据不可以进行这样的分类，而应该按照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这三个方面审查评断。 

(6)“拟制原件说”（并非通行叫法） 

对美国和联合国贸法会的做法进行整合。 

原生电子证据指电子数据本身，或者是制作者或发行者意图使其具有同等效力的副本；并不限

于信息首先固定时所在的媒介物，而是对当事人而言具有法律效力和最终完整性的数据。即原生电

子证据不限于自然意义上的原生证据，还包括当事人拟制（自己约定、认可）的原生证据。派生电

子证据指的是通过其他正确录制的方法所产生的副本。 

满足民商事活动尤其电子商务的现实要求和传统证据法理论（如底片和打印件）。 

学习目标： 

了解电子证据之法律定位的发展经过，以及当前的具体法律定位。了解电子证据之不同分类及

依据，以及该分类对于进行电子证据调查和应用的意义。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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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将电子证据单独定位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如何理解电子证据的原件和复制件？ 

知识单元 3： 电子证据法及其研究意义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电子证据法 

在证据法较为发达的英美法系国家，电子证据法得以诞生和发展，许多研究被吸收为立法成果。 

大陆法系国家虽未见相对独立的电子证据法和集中、详细的电子证据的条款规定。但已有相关

的规则、规定出台。（如电子签名法） 

电子证据法是指各国用于规范电子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以及用于规范如何收集、保全、举

出、质疑和认定电子证据各环节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总和。 

电子证据法的具体体现形式可以是专门的《电子证据法》、《计算机证据法》，也可以是其他诉

讼法或证据法中关于电子证据的专门规定，还可以是实体法或其他法律当中涉及电子证据的零散条

款。 

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虽目前鲜有对电子证据的专门立法，但毕竟一些法律法规中已出现一些零

散的条款，电子签名法也得以实施。 

借助于证据立法和电子商务立法的外部环境，电子证据方面的相关立法会逐步丰富、完善。 

2.电子证据法研究的意义 

随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案件、计算机犯罪案件和涉及电子证据的传统犯罪不断增多；加之我国

证据立法已进入议事日程。电子证据的重要性凸现。 

对电子证据相关的法律全面深入的研究，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对学界，通过介绍、传播国外的立法经验，澄清对电子证据不准确的认识，充实证据法

理论，开拓证据法学的研究空间。 

（2）对立法机关，能提高即将着手的证据立法和电子商务立法的质量，避免立法出现缺失。 

（3）对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能指导其开展电子政务、开展电子商务监管、完成相关犯罪的

刑事司法。 

（4）对企业，促进其广泛参与电子商务。避免商业欺诈和不利的诉讼境地。 

（5）对个人，能对人们参与网络活动提供帮助，维护不同人群享受电子技术带来的便利时的

各项合法权益。 

学习目标： 

领会电子证据法的基本内容以及对电子证据法研究的价值，对电子证据法的未来发展有所了

解。 

作业： 

试谈谈电子证据法研究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知识单元 4： 电子证据取证主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通常取证主体随案件中举证责任分担的不同而不同，而对于特殊的证据由证据性质的不同也会

对取证主体有影响。电子证据由于其自身特点导致对其的取证方式具有特殊性，由此要求对电子证

据取证有特殊的取证主体（辅助主体）。  

1.电子技术专家 

电子技术专家指对电子技术有专长的人。电子技术专家可以帮助(业务范围) 

从获取某一电子证据的困难程度和最终的可能结果分析，给出是否提取该电子证据之建议； 

制定提取某一电子证据的计划、步骤及相应的要领； 

协助搜查、扣押计算机硬件，寻找潜在的电子证据，依照法定的程序提取，从技术层面上确保

所提取证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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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被删除的某一电子证据或整个系统；  

协助保管某一电子证据，使其不被改动； 

作为专家证人出庭作证，介绍收集、保全电子证据的技术过程的可靠性，接受当事双方的质询； 

对有关电子证据之专门性问题做出鉴定结论。 

不可以迷信或过度依赖电子技术专家： 

电子技术专家限于自身条件往往只能注意案件中的技术问题，考虑不到犯罪人的对抗行为，在

取证过程中没有这种基本的意识而发生低级错误。 

电子技术专家的利益与证据调查人员不可能总一致，总会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偏差，有时甚至

是背离。 

电子证据专家收集、保全电子证据的方法并不一定会符合证据可采性的要求。如电子证据专家

有可能会因为法律知识的缺乏而致使本来具有很强证明力的证据因为是非法收集的而被排除采

用。  

电子证据取证过程中，应强调专门的调查人员和电子证据专家之间的紧密配合和互相监督。  

2.网络警察 

网络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由网络引发的新问题——网络安全问题。网络犯罪（或

利用网络途径的传统犯罪）较典型传统犯罪相比有一些特点： 

技术性强，通常的犯罪人都具有较高的计算机技能，且会利用高科技手段来掩盖犯罪，使侦查

取证工作困难。 

网络犯罪行为地和结果地互相分离，有别于传统犯罪而使得传统的侦查机关采取传统的侦查手

段会束手无策。  

对策：建立专门的维护网络安全的警察队伍——网络警察，由他们负责搜寻和犯罪相关的电子

证据；监控网上犯罪；负责和外地，外国相应的网络侦查机关开展合作;搜集证据、辑查犯罪以及

侦破国际犯罪。 

有关网络警察队伍的现状： 

美国： 

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High Technology Crime Investigation Association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Center 

负责及时应对网络运行中出现的紧急情况，协助收集隐匿在网络空间的证据，在网上追踪逃犯

以及提供有关电子证据效力的法律帮助。 

我国状况：我国安徽省最早出现网络警察，负责处理“欺诈、挪用公款、色情等犯罪案件”，

公布计算机病毒情况和开发互联网过滤软件工作。各个省厅成立计算机安全监察处，公安部成立由

计算机犯罪监察局。 

完善途径：1，招聘专业技术人才，扩充网络警察队伍；2，对网络警察及时培训；3，鼓励网

警和民间组织及商业公司合作；4，建立全国性协调机构；5，加强电子证据取证国际性合作。 

学习目标： 

了解电子证据取证主体都有哪些？各自有什么特点和不足。 

作业： 

谈谈如何发展和完善电子证据取证队伍？ 

知识单元 5： 电子证据取证方法和步骤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电子证据取证前期准备 

电子证据的取证涉及到对电子证据的保存、识别、提取、归档和解释，以作为证据或作为动机

分析的依据。电子证据取证工作需要遵循一种明确的、严格定义的方法和程序，对于非同一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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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又需要灵活机动的处理不可墨守成规。 

电子证据取证的事前态度：电子证据取证和其他类型传统证据的调查取证工作有所不同。传统

的暴力案件现场需要在拍照，搜寻证据和供比对的样本并且需要控制样本以便和证物对照。电子证

据的调查工作当中也存在有类似的工作。但许多时候，调查人员向需要对整个系统（无论是单机还

是大容量的磁盘阵列服务器甚至是整个网络）进行重建，这是不同于传统证据取证但在电子证据取

证中常见的工作。 

因此调查初始，就要认真对待每一个案件。不要随意的开始检查某一台计算机，判定它是否有

问题然后再将其作为一个证物来对待；而应该一开始就把计算机作为证物来对待，即便以后发现它

并不能成为证物。 

如果在开始时主观的认为某一台计算机没有取证价值而后来发现了有不法行为的痕迹，就需要

确认已经完整的记录下来所采取的某一个步骤及采取该步骤的原因。记录的工作对于任何证据调查

工作都很重要，尤其对电子证据调查更是这样。 

2.电子证据取证的基本的思想方法 

取证的基本思想方法是相对固定（fixed）的，一定时期内不会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量变而改变，

除非计算机技术产生了根本性的质变。 

 基本的方法（AAA法，取证的框架）： 

（1）在不对原有的证物进行任何损坏或改动的前提之下获取证据；（Acquire） 

（2）证明所获取的证据和原有的数据是相同的；（Authenticate） 

（3）在不改动数据的前提之下对其进行分析。（Analyze） 

3.电子证据取证的操作步骤 

第一步：获取证物 

情境一：面对现场一正在运行的计算机，让其继续运行，还是立即拔掉电源抑或进行正常的关

机过程。 

立即拔掉电源时许多人的做法（录像上有），被认为能使计算机停留于当前状态。但有先例表

明这有可能毁掉攻击过程相关的数据，甚至可能损坏硬盘上的数据。而如果系统内有软件炸弹，管

理员登录时会自动销毁所有数据，这时拔电源就成为唯一可能的选择，而且能帮助我们有更多的时

间拟定调查计划，备份原有数据。 

灵活性在处理问题是非常重要，没有任何两次调查的情况是一样的，也没有完全适用于各种场

景的普遍方法。 

情境二：对一个系统进行检查并保持可辩护的证据的最理想方法是把系统冻结并分析所有数据

的拷贝。 

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能这样做，尤其是网络运行的管理层拒绝这样长时间的关掉系统（有可能

会带来其他方面巨大的损失），而且当一个系统内还有恶意代码在运行时，相关联的信息也极有可

能在关掉电源时消失，通常我们还难以判别机器上是否运行有这样的恶意代码。 

获取证物环节的整体步骤：一、处理证据；二、记录调查工作。 

处理证据 

证据监督链（chain of Custody） 

做好监督链的目的为了保护证物的完整性而且能够证明在这一过程中证物并没有被改动。监督

链是一个简单有效的过程，记录了证物在案件周期内的完整经历。 

谁收集的证物？ 

在何处收集，怎样收集的？ 

谁拥有该证物？ 

证物如何存储，受到了怎样的保护？ 

谁将证物从存储设备中取出以及取出的原因？ 

任何接触过证物的人员取走和归还的时间，使用证物的目的都应该有完整的记录。而且接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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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应该尽可能的少，“每个有能力接触到证物的人都有能力篡改证物。” 

收集 

证物收集的复杂性反映出事件本身的复杂性。收集证物时应尽可能收集一切通过合法手段所获

得的东西。包括一些看上去没有证据价值的东西，甚至是废纸。现场的呈现仅有一次。 

对于和 ISP有关的证物必须尽快行动。因为日志文件的保存都是受时间限制的。对于准备作为

证据使用的日志应要求服务商合适的保存。 

标识 

对于证物进行准确的标识和统计是必要的。标识中应该有案件编号、简要描述、签名和收集的

时间等信息。 

标识工作的进行可以借助一些表格软件或是手工进行。 

运输 

运输工作应以保证证物的安全为基本要求。针对证物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来加以保证。

运输的容器上应有封条。 

存储 

恰当存储证物既是器材本身物理上的要求也是其作为证物的法律价值要求。证物应存储在安全

且访问受到限制的地方。 

记录调查工作 

记录的工作显得乏味但非常必要。记录的内容要充分照顾到细节，如软件的版本号、收集时用

到的工具、方法、步骤以及原因。 

调查所使用的软件是合法软件是一项起码的要求，否则其结果不被承认。 

记录的工作对于旷日持久的诉讼尤显重要。 

第二步 鉴别证物 

这个环节里需要证明调查人员在取证过程中没有造成任何对原证物的改变；或者虽然有改变，

这种改变也是由计算机的本质特征造成的，同时这种改变对证物在取证意义的价值没有任何影响。 

比如计算机磁盘驱动器会逐渐老化，但无论是可读的文本还是图片都不会因为这种老化而显示

出别的不相关信息。任何文本和图片的存储、设置都是源于有动机的人类的行为。 

可以采取在取证过程中的一些方法保护证物： 

通过证物监督链可以证明在取证过程没有引起对原有证物的任何改变，由证物所推测出来的事

件发生的情况也是真实可信的。（规程上） 

对证物的完整性验证和对其添加时间戳也能解决证物真实可靠性问题。（技术上） 

一般是通过计算一种类似电子指纹的值加以实现的。电子指纹的对象可以是单个文件到整个硬

盘。这是来于密码学的技术，指纹值称之为哈希值，可以通过软件计算完成，这只需要在取证的软

件中添加这种功能。收集数据时就要计算和记录哈希值，日后可由此证明用做检查的数据拷贝和收

集的原始数据是完全相同的。 

第三步 分析 

分析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是取证工作的核心部分。基于客观、科学的技术原理对电子数据、程序

代码、电子设备及相关的文字资料进行分析：就电子数据之来源、特征、传播途径和范围；程序的

来源和功能；电子设备的功能；嫌疑人的特征、行为动机及后果作出定性或定量的分析结论。 

获取阶段为了得到完整的映象需要在一个不对原始证物产生任何改变的环境中进行，这要求只

能使用那些可以从软盘引导的操作系统。而对证物分析的过程对环境的要求较为宽松，可以使用自

己喜欢的系统进行，这可以仅仅是一个习惯。 

除了选取合适的操作系统以外，还需要准备多种工具软件以备需要。 

对证物的分析工作常常是在物理层进行，意外损坏证据的可能性很大。一般的原则是使用原始

证物的数字拷贝分析，这样即便受损也很容易恢复。 

一般都需要对原始的驱动器做两份（甚至更多）备份。这往往需要使用一些专门为取证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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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来制作。总的原则是尽可能使备份过程中的步骤最少，这样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就会最小。 

对于讲到取证意义上的备份，需要是对原始驱动器上面每一个比特的精确克隆。一般意义上的

备份并不会拷贝已被删除的部分。 

硬盘是取证工作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在对新创建的驱动器映象做任何分析工作以前，首先要为其生成一个 MD5 哈希值。（不同的系

统环境要求有所不同，Unix系统需要在装载文件系统之前完成此步 ）只有当完成哈希值计算并且

将其记录下来以后才可以开始对证物的分析工作。 

分析工作之大体步骤： 

第一步，常是分析可疑硬盘的分区表。分区表内容是出具的分析报告中的重要条目，也决定着

对其进行分析时采取什么样的工具。 

比如对于 NTFS文件系统，就不可以用“诺顿反删除”这样的工具，它并不支持 NTFS文件系统。 

Windows 文件系统 

格式化卷或分区之前，应考虑使用哪种文件系统对它进行格式化。Windows 2000 和 Windows XP 

支持 NTFS 文件系统、文件分配表 (FAT) 和 FAT32。NTFS 是推荐用于 Windows 2000 和 Windows 

XP 的文件系统，因为它支持几种其他文件系统所不支持的特性，例如文件和文件夹权限、加密、

大卷支持和稀疏文件管理。然而，如果要从其它操作系统访问分区或卷上的文件，就必须将该分区

或卷格式化为 FAT，这些操作系统包括 MS-DOS、Windows 95、Windows 98、Windows Millennium 

Edition 和 Windows NT 4.0。 

只有在运行 Windows 2000 或 Windows XP 且要利用 NTFS 的特性时才选择 NTFS。 

NTFS 具备以下的特性： 

压缩比  

磁盘配额  

加密  

装入点  

远程存储  

第二步，检查分区表以后大致浏览一下文件系统的目录树，这样会使对系统有一大致了解。将

目录树打印出来。 

第三步，使用十六进制编辑器或别的取证程序检查磁盘的主引导记录和引导扇区。对于标记为

已损坏的簇应仔细检查，可能在此会发现隐藏的有效证据。 

十六进制编辑器和其他取证程序具备搜索功能时,尝试用它们搜索与案件有关的词汇、术语。

因为磁盘容量巨大，手工对每一个扇区进行搜索是不现实的。具备一个具有复杂搜索功能的工具很

重要。但要注意对关键词的选择，太泛泛的关键词会带来过多的无用匹配，而且有的时候疑犯对某

一具体文件的叫法不一，会由此导致搜索遗漏。 

第四步，完成关键词搜索以后，找回已被删除的文件。 

如果时间、人力充裕，可用十六进制编辑器手工恢复已经删除的文件。由于数据散落在文件系

统的各个角落，需要细致的找到它们并重新连接才能完成恢复。 

在 windows平台删除文件时，相应的目录表项的每一个字符都会改写为西格玛字符，其十六进

制值为 E5。操作系统会将其识别为已删除的文件，而不再目录结构中列出它们。此时文件分配表

中相应记录被重置为 0，表示对应的扇区空闲可用。而这些扇区的数据内容并未改变，除非被新的

文件分配使用。 

第五步，完成被删除文件恢复以后，开始检查文件系统中的未分配空间和疏松空间以寻找残留

数据。完成这一步工作需要借助专门的一些软件。 

完成以上证据搜寻工作后，应在用于分析的机器硬盘上做几份拷贝。当需要有文件嵌入到报告

中时，可进行格式上适当的整理以增强可读性。这样得到的文件某些属性会发生改变。但只要原始

证据安全保存着，只是为了报告的目的而仅对证据的电子拷贝作了格式上的修改，就仍然是没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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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 

假使数据被发现时原始文件已经被改动或是无法证明它仍是原封不动的，就需要准确记下数据

的位置：物理磁盘的磁柱号、磁头及磁道的编号，仅把它所在的文件系统的目录记录是不够的。 

总结： 

电子证据取证的过程基本是上述三步骤。一个成功的调查活动需要严格遵循种种证物的收集和

看管规则，又要具备相当的灵活性甚至想象力。在此之间寻找到的一种平衡是最好的状态，这依赖

于知识和经验的长期积累。总之，这只是一个大致的有关取证方法、步骤的范本，遇到实际情况时

未必总要遵循这些步骤。在每一个不同的犯罪现场不可能有现成的蓝本，必须要在坚持基本规则顺

序的前提下灵活机动，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改变。 

评价： 

此种针对静态电子证据的取证流程已经较为成熟，而实践中需求更为强烈的是网络取证和移动

取证。 

学习目标： 

掌握电子证据取证的基本思想和方法，牢记取证的三步骤和细节要领。 

作业： 

如何理解电子证据取证过程中记录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知识单元 6： 电子证据取证现场操作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刑事案件的现场指罪犯实施犯罪的地点，常是遗留物证痕迹较多的场所。而遗留电子证据的场

所包括传统现场和非传统现场，即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虚拟空间具有抽象性、不可见性和潜在性。

在勘查阶段主要的任务是能够在这种特殊的现场提取到有用信息。 

1.预先评估现场：为了制定切实可行的搜查计划，首先了解掌控一些信息非常重要。 

主要方面包括了解搜查的位置、类型和要取得的设备以减少搜查过程中的无用功。 

得到待勘查区的图纸。要尽可能的划出地形或取得地面设计的副本，相关的信息可以从被调查

地区的建筑承包商以及其他熟悉的的人士处获知。在图纸中应标明有计算机和相关设备在内的所有

设备，有保险箱或地下室的话也应标出。 

查明计算机类型、数量以及涉及的介质。计划好需要的搜查设备以及用于备份嫌疑人设备所需

的存储介质。这些所需的介质应该尽可能准备的宽裕些。 

备好相关的软硬件。应及早作准备，在紧急的情况下自己的筹集更困难。这一步工作提前做得

越好，工作开展后遇到的压力才会越小。 

确保预先拥有的工具箱里的所有工具名目。预先制作好需要的工具或设备的列表，搜查的准备

工作就会容易。清单中可包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也可随时根据情况来添减。 

备好备份及拷贝所需要的介质。 

2.建立调查队：由于证据调查的工作量大，需要安排合适的人数以及有工作基础的人员 组成

完整的调查队。 

调查队主要由这几部分人群组成： 

调查总监：应具备调查复杂案件的丰富经验，负责处理媒介关系、管理并安排人事和设备以及

监督整个调查的进程。 

讯问小组：该小组应不少于两人，职责是询问每一个证人和犯罪嫌疑人。成员须具备丰富的审

讯技能。 

素描和影像小组：由一名或以上的成员构成，素描下整个犯罪现场，对房间编号，对整个现场

内外的所有证据进行拍照，适当时应以摄像的方式记录下细节和全过程。  

物理搜查小组：该小组应安排一名以上成员搜集每一个房间，找出每一证据所在的位置，并以

彩色记号标志出这些证据以便证据查封小组的识别。他们需要对搜查的项目有详尽的了解，具备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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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认真的工作品质。 

安全及逮捕小组：保护犯罪现场，保障人员和证据的安全，承担逮捕和犯罪嫌疑人的任务。实

际操作中应尽可能多的配备该小组成员。 

技术证据没收及笔录小组：常由两至三名成员组成，通常分作计算机调查人员和专门的计算机

专家。其任务是将证据资料输入计算机，将证据编号以后放进工作包或工作盒内，在对证据拍照以

后在工作盒上贴上标签并负责计算机拍照后的拆卸工作。   

技术证据没收和笔录小组在和调查总监讨论个案情况以后决定采取适当的措施：将计算机上的

数据备份到可移动的媒介上，驱动调查软件后关闭系统；给所有的电缆作上标记，小心的把计算机、

电缆线和附件包装好以备运输；确定所有的证据已作上标记并记录在案。 

涉及计算机数量较大的调查中，调查总监应指令一名同时精于调查和计算机技术的调查员和计

算机专家以负责计算机没收小组和全部技术问题两方面的工作。 

3.建立攻击计划：建立的攻击计划适合以图表和清单的形式做出。实践中使用的简洁的方法是

按照 SMEAC（位置 situation、任务 mission、执行 execution、进入撤退的道路 avenues 和通信

communications）的五段式军事命令方法来建立计划。  

位置：对需要面对事物的人数、设备类型、地理位置等做好定义。 

任务：具体的情形对应不同的具体任务，如是想抓获犯罪嫌疑人还是查明犯罪嫌疑人的类型等。   

执行：具体怎样来完成任务，如选择合适的执行时机（对商业单位调查时不影响其正常的运行）    

进入和撤退的路径：如何到达和处理现场所采用的方法会因调查的类型不同而不同，应考虑到

安全及逮捕小组单独采取行动和有审计员参加的小组的行动有所不同。 

应考虑到怎样在出入犯罪现场时得到群众的帮助；哪些地方可以停车，哪些地方有潜在的障碍，

哪里允许调查人员覆盖介质以及那里可以装载搜获的证据。 

通信：小组成员通常采用无线电或移动电话作为互相联系的方法，尤其不可忽视无线对讲机的

作用。 

4.准备搜查令：对于涉及新技术的搜查令，应把搜查令提交给有经验的侦查员和公诉人以确保

涵盖了所有的要点；搜查令中不要使用自己不熟悉的用语，否则将会花费时间向审批搜查令的人员

解释而浪费时间。做好这些预备性的工作将有助于避免搜查令因为没有包含一些重要的证据而被否

决，也能保证审批人员明白它在陈述的是什么内容的事件。 

5.执行搜查：执行搜查时应遵循一些原则，如不要切断建筑物的电源，不要随意接近犯罪嫌疑

人以免引起其怀疑而毁坏数据。 

执行搜查的工作可以参考下列步骤： 

封锁并监视可疑的犯罪现场，敲门并通知，宣布办案人员的身份以及执行搜查的原因。 

记录这一过程。以照相、绘图、笔录方式对原始现场记录，有摄像机的话，将这一过程录下来，

这一行为有利于解决由搜查令引发的控告及索赔。  

保护现场   

立刻确认建筑物内所有计算机的位置。虽大小规模不同，现场可能有数十甚至上百台计算机，

一个家庭或公寓出现几台计算机的情形也很常见。牵涉到一个网络时，应立即定位服务器以断掉登

录或物理网络连接。对于涉案计算机的相关外围设备应该禁用。 

每台计算机都须有专人实施物理保护，否则犯罪人完全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计算机内的证据

完全删除或是通过远程登录的方式销毁存于网络计算机中的证据。 

移动计算机以前要拍照记录计算机自身和相对于其他物品的位置标明每一根连线的连接方式，

贴上标号。 

在一个远离被调查计算机的地方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询问证人。  

调查队成员各司其职   

案件的负责人负责分配任务和有效地指导、解决问题并最好不要承担别的任务以便正确的评估

和指导现场。制作草图、问讯、照相和搜查可以同时进行。每一分组安排一人撰写报告，所有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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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草图、相片归总交于案件负责人。        

6.完成搜查   

离开现场前询问小组工作情况并尽量的解决未完成的问题。将遇到的新问题记在一个为今后调

查准备的进程笔记本里。这一部分问题可以是涉及的规则和概念问题，对遇到的法律问题需在现行

的法律内确定案件的调查中需要做什么，无需做什么。 

学习目标： 

掌握电子证据现场取证的组织和操作，注意结合现场勘查学的相关知识和要求进行。 

作业： 

系统分析电子证据现场取证的要素都有哪些，彼此之间是何种关系？ 

知识单元 7： 网络电子证据取证基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网络现场 

需要勘查的是由若干计算机构成的无形的大网，实际的情形更为复杂。证实犯罪的电子证据分

散在这个网中，一方面给侦查人员发现证据造成了困难；反过来由于证据的分散，使之不易人为遭

受灭失。 

网络上的电子证据源包括服务器日志、网络设备的内容及有线和无线网络上的流量。 

为了能够在网络上追踪犯罪并将犯罪活动与罪犯联系起来需要了解一些核心和底层的技术。比

如为了有效调查计算机入侵需要对 TCP／IP和相关操作系统有较深入的理解。至少调查人员应对网

络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从而能够解释在计算机上发现的电子证据。 

如果调查人员不能理解在网络中何处可以发现信息，就会浪费大量有意义的时间并可能丢失有

价值的证据；不能理解网络的工作原理则难以理解从网络上得到的任何数据。 

2.网络发展阶段和 OSI参考模型 

1969 年美国国防部的高级研究计划署资助公司和大学开发一个能抵御强大进攻的通信系统。

要求该系统某一重要部分遭到破坏，分布在其他各地的军事设备仍能够通信。 

同年，称为 ARPANET的最原始的网络出现，它是现代 Internet的基础。 

1991 年，面向一般公众的万维网（WWW）出现，使得一般公众使用 Internet 更加容易，其普

及程度呈几何级数增长 

OSI参考模型（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 reference model） 

是基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建议，是在每层使用的协议逐步标准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OSI参考模型共有七层，其分层原则是： 

①根据不同层次的抽象分层，②每层应实现一个定义明确的功能，③每层功能的选择应有利于

制定网络协议的国际标准，④各层边界的选择应尽量减少跨过接口的通信量，⑤层数应足够多，以

免不同的功能混杂于同一层中；但层数也不宜太多，否则体系结构会过于庞大。 

（1）物理层(physical layer)：涉及到通信在信道上传输的原始比特流，保证一方发出二进

制“1”时，对方收到的也是“1”而不是“0”。物理层是最底层，负责数据的传输而不关心数据的

内容和对错，只是数据传输的载体。依靠数据链路层产生和识别帧的边界。 

（2）数据链路层(data link layer)：主要任务是加强物理层传输原始比特的功能，使之对上

面的网络层表现为一条无错线路从而联系同一路由器的局域网内不同的计算机。发送方将输入的数

据分装在数据帧里，按顺序传送各帧并处理接受放回送的确认帧。 

（3）网络层(network layer)：网络层关系到子网的运行控制，确认分组从源端到目的端如何

选择路由(通过 Internet 网络从资源主机向目标主机转发信息包的过程)。网络层常设有记帐功

能，以对提供子网的服务进行量化。  

数据包：“开放系统互联”网络层传输单元。 

（4）传输层(transport layer)：基本功能是从会话层接收数据，在必要时把它分成较小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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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传递给网络层，并确保到达对方的信息正确无误。会话层每请求建立一个传输连接，传输层就为

其建立一个独立的网络连接。某种意义上讲，传输层使会话层不受硬件技术变化的影响。 

（5）会话层(session layer)：会话层允许不同的机器用户建立会话关系。会话层允许进行类

似传输层的普通数据的传输，并提供对某些应用有用的增强服务会话，也可被用于远程登录到分时

系统或在两台机器间传输文件。 

（6）表示层(presentation layer)：表示层用于完成特定的功能。表示层以下的各层只关心

可靠的传输比特流，表示层关心的是所传输信息的语法和语义。典型例子：多数用户程序间并不交

换随机的比特流，而是诸如人名、日期、货币数据之类的信息。这些对象是以字符串、整型、浮点

数的形式以及几种简单类型的数据结构来表示。不同的机器有不同的表示，为了让采取不同表示法

的计算机之间能够通信，通信中使用的数据结构使用抽象的方式来定义，并且使用标准的编码方式。

表示层管理这些抽象的数据结构，并在计算机内部表示法和网络的标准表示法之间进行转换。 

（7）应用层（application）：应用层包含人们所需要的大量协议。全球有成百上千种不兼容

的终端型号，想要一个全屏幕编辑程序能在网络中不同类型的终端上工作，由于每个终端具有不同

的屏幕格式、插入和删除文本的换码序列、光标移动等，因此会十分困难。 

解决的方案之一是定义一个抽象的网络虚拟终端，编辑程序和其他所有程序面向该虚拟终端。

对每一终端类型都编写驱动程序来把网络虚拟终端映射到实际的终端。如当将虚拟终端的光标移动

至屏幕某处时，该软件须发出适当的命令，是真正终端的光标也移动到相对应的位置。所有这样的

虚拟终端软件都位于应用层。 

应用层的另一个功能是文件传输，不同的文件系统有不同的文件命名原则，不同的系统之间传

输文件所需处理的各种不兼容问题也属于应用层的工作。电子邮件、远程作业输入、名称查询等也

是应用层的工作。 

OSI模型是一个在网络分层理论上优秀的实例，但在现实应用中从没有真正的实现过。但是可

以借助它说明网络是怎样通信的。（通信是最基本目标）每一层只为相邻的层提供服务，靠顶上的

五层由操作系统等软件来实现，数据链路层和物理层由硬件来实现。（抽象的概念的功能由具体的

软硬件来加以实现） 

比如给一位朋友发一封电子邮件。我们的操作是在应用层完成的。用来创建电子邮件的应用程

序把该电子邮件传递给计算机所使用的表示层软件。表示层软件继而把控制传递给会话层做进一步

处理，如此下去直到电子邮件被数据链路层处理并最终送上网络电缆。 

这个全过程对最终用户几乎是不可见的。用户仅知道他点击了一些按钮和输入了一些内容。这

种创建了许多报头的不可见或是透明的软件称为协议栈。 

学习目标： 

掌握网络电子证据取证现场和OSI参考模型的内容。 

作业： 

详述 OSI参考模型的层次各自作用和相互关系？ 

知识单元 8： 计算机网络协议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计算机网络协议（网络运行的具体实现所依赖的） 

计算机网络以资源共享为目的，其主要功能是相互通信和交流信息。由于连网的计算机类型各

异，各自所使用的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也不尽相同，因此，为保证彼此间的通信能够畅通，应该有

一个通信双方共同遵守的规则，这就是网络协议（protocol）。 

除了 TCP／IP协议，还有 Novell的 IPX协议、微软的 NetBIOS协议、IBM的 System Network 

Architecture等。每个协议组都是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 

1.TCP/IP协议 

TCP/IP 协议是网际互联的一个协议簇，形式上是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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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col的缩写，是和网际互联相关的协议系列。TCP/IP协议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发出来以后，

便用于“异构”的网络环境，即 TCP/IP 协议可以在各种操作系统上实现，并已经成为建立计算机

局域网、广域网的首选协议。 

TCP/IP协议簇包含有网际协议 IP、地址解析协议 ARP、互量网控制信息协议 ICMP、用户数据

报协议 UDP、传输控制协议 TCP、路由信息协议 RIP、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SMTP、域名系统 DNS等许

多协议。 

TCP/IP协议的开发早于 OSI参考模型，所以不太符合 OSI参考标准。大致上，TCP协议对应于

OSI 参考模型的传输层。OSI 模型虽然是计算机网络协议的标准，但由于其开销大所以采用的并不

多；TCP/IP协议由于简洁实用从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成为 Internet网络事实上的工业标准和国

际标准。 

TCP/IP协议的参考模型分为四层： 

物理链路层：通常包括操作系统中设备驱动程序和计算机中对应的网络接口卡，他们一起处理

和电缆（或其它传输媒介）的物理接口细节。TCP/IP 参考模型并没有真正的描述这一部分，只是

指出主机必须使用某种协议与网络连接，以便能在其上面传递 IP分组信息。 

互连网层：提供无连接服务的数据传送机制，但并不保证传输的可靠性，只负责将分组信息发

往任何网络并使分组独立的传向目标。这些分组信息发送和到达的顺序可能不同，因此若想要按顺

序发送和接收，必须对分组信息排序。互连网层定义正式的分组格式及协议，即 IP 协议，其功能

就在于把 IP信息分组发送于该去的地方。可见 TCP/IP互连网层层和 OSI网络层在功能上极为类似。 

传输层：位于 TCP/IP 模型中互连网层之上的一层，功能是使源端和目标端主机上的对等实体

可以对话，与 OSI的传输层在功能上相同。这一层定义了两个端到端的协议，一个是传输控制协议，

它允许一台机器上发出的字节流无差错的发往其他机器。它将输入的字节流分成段传给互连网层，

而在接收端，TCP 接收进程把收到的报文再组装成输出流。 另一个是用户数据报协议，用于不需

要 TCP的排序和流量控制能力而是自己完成这些功能的应用程序。 

应用层：TCP/IP模型没有会话层和表示层，OSI模型的经验表明他们对大多数应用程序没有用

处。应用层位于传输层的上面，包含所有的高级协议。最早引入的是虚拟终端协议（Telnet）、文

件传输协议（FTP）、简单邮件传输协议（SMTP）。 

2.网络协议分层的实现——封装 

封装实现网络协议分层的一种方法。它的思想是软件每层都会在网络流量的创建过程中实现特

定的用途。模型中的每一层都往在网络上发送的数据包中添加信息或称报头（header）。 

将分层的概念具体引入 TCP/IP，来说明 TCP/IP封装是如何促进两个不同的局域网间通信的。 

生成 TCP/IP网络流量的各个步骤： 

编辑邮件，单击发送按钮。 

生成电子邮件的应用程序创建自己的报头，将信息传递给传输层并被该层的 TCP或 UDP软件处

理添加上 TCP报头。 

传输层添加完 TCP 报头添加在邮件前边之后，TCP 软件将其传递各网络层在该层由 IP 软件处

理。 

网络层创建完 IP报头将之添加在电子邮件前边，继续由 IP软件传递给数据链路层的网卡。在

该层上创建数据链路层报头并生成网络介质上所使用的电子或光的 1和 0信号。 

接收端的计算机在物理层接收该数据包，并在每个相应的层以相反的顺序去掉各个报头。数据

被由下至上传送至接收用户的应用层的栈。 

分层概念在用于截获活动的通信时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事项。调查人员在没有得到授权截获

通信的全文时，他们有可能被授权截获通常所说的事务（transactional)信息。事务信息中包含有

TCP/IP数据包中的报头。 

全文监视需要截获用户的数据；而决定通信的源和目标的事务截获仅仅是截获了 TCP和 IP的

报头。（动态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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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理解TCP/IP协议的分层模型和流量传输步骤，及其对应于动态网络取证的意义。 

作业： 

解释什么叫做封装？ 

知识单元 9： 硬盘驱动器和存储介质基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为静态取证调查学习的重点内容 

1.什么是硬盘（硬、软两个层次上） 

硬盘是由一个逐渐减小的数据结构的集合组成，每一个数据结构包含在下一个更大一点的存储

体集合里。理解这些硬件和软件的层次以及它们是如何交互的，知道它们可能会有那些能够藏匿数

据的电子角落对一个电子证据调查员非常必要。 

控制器 

硬盘如果没有总线（BUS）来和系统进行交互的话将毫无用处。 

总线：用于在计算机系统的组件之间传输数据的通讯线路。从本质上说，总线允许系统的不同

部分共享数据。例如，总线将磁盘驱动器控制器、内存和输入/输出端口连接到微处理器。最为常

见的接口是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SCSI）和电子集成驱动器（IDE）。IDE 接口对于 PC 称为 ATA 更

准确，其价格低使用方便，每个控制器只能支持两个设备。为使计算机能区分同一根数据线上的两

块不同的硬盘，系统会指定一块为主盘，另一块为从盘。两者唯一明显区别是主盘在逻辑上优于从

盘，创建盘符时主盘排在前边。 

对于服务器和高性能的工作站而言，SCSI 驱动器应用更为普遍。SCSI 控制器最多可以连接 7

块硬盘。对内置式硬盘可通过一根数据线连接；外置式硬盘则须将后一个驱动器接在前一个驱动器

的的输出接口。每个 SCSI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标识号，可以通过硬件来设置。 

如此描述硬盘接口是一种高程度的简化，实际采用的标准会更为细化。IDE 和 SCSI 接口一般

都能够提供向下的兼容，即新式的硬盘能够在速度较低的标准上工作。 

2.硬盘的参数 

所有硬盘都有相同的基本结构。密封的硬盘外壳内是均匀覆盖磁性介质的盘片。每个盘片按照

同心圆划分为磁道，盘片的上下各有一个带传动机构的存取臂称作读写磁头。所有的读写头作为一

个整体在盘片组中移动。 

柱面指的是所有不同盘片上互相平行的一组磁道。每个磁道被划分为相同数目的扇区。 

计算机在使用硬盘时，需在系统的 BIOS 中配置柱面、磁头和扇区的个数，否则将不能正确读

取硬盘。现在基本上是由 PC和硬盘自行配置。 

3.硬盘的软配置 

硬盘可以被逻辑的划分为不止一个的分区，这些分区是一个单独的硬盘看起来像是多个独立的

硬盘。分区对我们很有用：对于安装了多个操作系统的计算机，如果需要重装其中的某一个系统，

不会影响到其它两个。现在的计算机可以有多个分区，其中必须指定至少一个分区为引导分区，计

算机启动时该分区会自动的获得控制权。有关分区信息保存在磁盘上称为分区表的的特殊区域。 

分区表是全部主分区和扩展分区的索引，映射分区的位置与类型。 

4.查看与操作分区表 

对一块硬盘进行分析前，应先获得关于它的配置的尽可能多的信息。多数 PC 操作系统会带有

某个版本的 FDISK程序，可用以显示分区数目和各分区的类型。 

操作中经常会用的是一个叫 Partinfo 的软件，把它复制到一张可引导的软盘上使用。 

Partinfo会生成一份列有硬盘分区表内容的报告（一般是一个 txt文本），而且它只能显示分区信

息并不会改变任何分区，非常适合使用。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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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软硬件层面上理解硬盘的构成和存储原理。 

作业： 

如何理解逻辑硬盘和硬件硬盘？ 

知识单元 10： 操作系统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操作系统通过设备的驱动程序来访问硬件。理论上系统可以提供一种任何复杂应用程序都能使

用的标准界面。即应用软件无需考虑到硬件系统的差别就可以顺利的在不同的平台上运行。这是因

为操作系统和设备驱动程序通过了一个软件抽象层（应用程序接口）隐藏了这些信息。 

任何操作系统都为存储设备提供基本输入／输出（I／O）接口。Windows本身并不提供取证分

析时需要了解的更多的细节（非开放的），Unix系统在这一方面提供的功能较强。 

Unix的一大优点是将任何东西都看作文件。对硬盘而言，多数版本的 Unix提供的驱动程序可

以供我们选择如何“看硬盘”。将整个硬盘看作一个文件的话对于做磁盘映象很有用，能够确保截

获硬盘的所有数据。 

如果将磁盘的一个分区看作一个文件时，就可以使用一个 Unix系统复制出一个分区的映象。 

1.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是研究硬盘必须注意的重点。文件系统指文件命名、存储和组织的总体结构。 

它类似于数据库，是一组数据对象的集合，能从外部对其引用和操作。常见的有

NTFS,FAT,FAT32。 

操作系统是通过文件系统存储和读取文件的。我们可以利用文件名、存储位置、日期和其他的

特征访问各类文件。 

文件系统同样有一个或多个索引（表），每一个对象（文件）在这些表中都有一个唯一的标识，

并含有相应的位置信息。用户在要求访问文件时系统就可以通过这些表找到对象。 

FAT系统是仍在使用的最简单的文件系统，它源于 DOS时代至今仍被支持。一个 FAT系统只用

一个表来列出文件系统中所有文件，并包含指向它们物理位置的链接。 

让一台计算机能辨别某个特定的文件系统的过程称为装载文件系统。这一过程中，操作系统辨

别出包含文件系统的一个特定分区，把该分区映射成一个具体的名字或路径，再把文件表复制到系

统内存区，这样文件系统就可以被读写了。 

Windows的装载过程在幕后完成；Unix的装载过程我们能够看见。 

和数据库一样，文件系统对特定大小的数据单元进行操作 。在 Unix中称之为“块”，在 Windows

中称之为“簇”（都是最基本的分配单位）。这些数据块是操作系统实际存入数据的最小存储单元，

每个文件都是由若干个数据块组成的。 

格式化只是对文件系统中的各种表进行了重新构造。如果硬盘上已经有数据存储在上边，格式

化操作会让大部分数据保留。格式化重新建立用于访问文件的各种表，同时建立一个新的空索引列

表，指向未分配的数据块，格式化不会真正动及文件系统的其他内容。（低、高级格式化之区分） 

同样一般的删除操作只不过是把构成这些文件的数据簇放回系统中 ，而对于一般的文件读写

程序这些簇是不可见的。这些数据簇能在空闲块列表中得到，在目录项中访问不到。 

硬盘上有大量不在文件系统管辖范围内的数据。 

    2.在未分配的空间中获取信息 
    计算机系统内有大量的未分配空间，其多数保存有各种各样的数据。这些数据很多时候不是人
为隐藏的而是被操作系统“遗弃”的数据。 
    闲散空间是指文件最后一个数据块或簇中未使用的部分。只有文件大小正好是数据块（FAT32
的数据块是 4096 个字节）的整数倍时才没有闲散空间。平均的看每个文件占用的闲散空间有 0.5
个数据块大小。 
    通过正常的文件系统接口访问不到这些闲散空间，因为操作系统本身不允许访问超过文件末尾



2801 

的地方。 
    把文件读进内存时，闲散空间不会跟进来；把文件写到一个数据块不一样大的磁介质上，所形
成的文件会有不同的闲散空间，而且可能包含有任何留在那种介质上的数据。无论是把文件通过邮

件发给某人还是用 FTP 在网络上传输都不能把闲散空间里的的数据带走。所以取证时对硬盘的拷
贝并不能在文件的级别上进行，而必须对硬盘里所有的东西进行完全的映象。 
    未分配的簇指那些当前还没有被任何文件使用的块。一个频繁使用的系统中，所有的扇区都可
能被写过多次，文件也经常的改换位置。一个应用程序改变一个文件并重写它以后原先改变的文件

会被删除占用的所有数据块会被回收而处于未分配状态。这些簇中间保存保存原先文件中的所有数

据，直到被重写为止。系统中“自由空间”的比例越大，未分配文件被改写前保存在系统中的时间

就越长。 
    未分配的数据簇可用几种方式来进行检查。最为简便的方法是用一个取证工具包查看数据。Unix
系统下可以将整个分区看成一个单一的对象，利用 16进制编辑器来搜索和检查整个分区或硬盘。 
    对一块硬盘检查时首先要了解它有几个分区，每一个分区有多大。所有分区加起来的大小是否
等于整个硬盘大小。 
    需要注意硬盘厂商是以 10而不是 2的幂来计算大小的。硬盘厂商的 1K是 1000，系统识别的
1K是 210＝1024。 
    用以检查分区的任何工具都应该能查出硬盘中是不是有当前没有被用作分区的空间。 
比如分区表本身所占用的磁道由于分区报表自身并不大，即使它和一段引导程序共同占用一个

磁道也不可能占用整个磁道空间。如果有数据隐匿在这个位置，通常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都无法

访问和定位。则只有使用磁盘编辑器才能浏览到该区域。 

未分配的空间中可以包含任何原先写入硬盘的数据。系统的虚拟内存或交换空间是一个可根据

需要膨胀或缩小的文件，它保存有系统内存不足时写入磁盘的数据。 

曾有被重新格式化并安装新程序使用一年多的硬盘仍能够从中恢复若干条数据。这说明格式化

并不是一个安全的破坏硬盘数据的方法。 

要求用于分析的磁盘必须干净或使用 CD-R，否则有可能把原有硬盘上的闲散空间附加到恢复

的文件后边，将自己的一些数据和嫌疑人的混在一起。 

3.不能真正删除硬盘上的数据 

数据写到磁介质上时每一次都会留下浅浅的痕迹，甚至在介质被写过很多次以后每一次的痕迹

仍然被留下来。 

使用特殊的电子显微镜可以一比特一比特的恢复写过多次的磁道。曾有报道有科研人员能够恢

复数据已经被覆盖了七次以上的硬盘。 

一些商业公司常常提供数据恢复的业务，他们在硬盘厂商的授权和支持下能从出现故障甚至是

有一定物理损坏的硬盘中获取大量有用数据。（费用高昂） 

学习目标： 

理解文件系统和真实数据存储的关系，尤其是松散空间和未分配空间可能残余的数据。 

作业： 

如何理解不同层面的数据恢复？ 

知识单元 11：国内外硬盘取证设备简介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随存储技术的发展，硬盘的种类增加、容量加大。这在给普通用户增加更多便利的同时，给使
用硬盘取证也带来更多困难。 
    完整、彻底、精确的获取数据是对硬盘取证的基本要求。同时具有高速度、多功能、智能化以
及广泛的适用性是对此类取证设备的发展要求。 
    目前国内外市场的主要的此类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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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司法需要专门设计的 SOLOⅢ、SOLOⅡ、MD5、SF-5000专用硬盘取证设备；适合 IT业硬
盘复制需要的 SONIX、Echo硬盘拷贝机； 
    1.手持式硬盘取证设备 
    手持式设备体积小、重量轻、使用方便、拷贝速度快，是目前硬盘取证之首选设备。多数手持
式拷贝机以硬盘直接拷贝为主要方法，即将嫌疑人的硬盘取出直接与拷贝机连接实现硬盘数据的全

面复制。一些新型的拷贝机除了直接拷贝还增加了 SATA硬盘接口、SCSI硬盘接口、USB接口、
PCMCIA接口，进一步增强了其适用范围。 
    市场上手持拷贝机按性能大致可分为两代： 
    以 SOLOⅡ、SF-5000为代表的第一代硬盘拷贝机，速度最高达 1.8GB／分钟。以 SONIX、 SOLO
Ⅲ、 Forensic MD5为代表的第二代硬盘拷贝机，速度最高达 3.3GB/分钟。 
    按照用途分为司法专用型和民用型两种： 
司法专用型以 SOLOⅢ、 Forensic MD5为代表，通过精确的数据校验机制，实施计算疑犯硬盘

和证据硬盘的唯一校验值，确保硬盘数据的原始性。主要的校验方法是 MD5和 CRC32，通过它们校

验获取的硬盘能够被多数国家的法律认可。同时由于采用了严格的校验机制，此类专用拷贝机的速

度会因为校验时间而受到影响。 

民用型以 SONIX、Echo为代表。其突出特点是功能强、速度快、使用灵活。但由于其不具有精

确的数据校验功能，拷贝结果不能作为司法证据。但基于特殊环境的取证需要，此类设备可能会成

为很理想的拷贝工具，用它复制一个 Windows XP系统仅需 1～2分钟，比使用 GHOST快很多，能够

有效地保障数据获取的时间和效率。 

2.取证勘查箱 

由于电子证据取证涉及的信息存储介质种类很多，主要有软盘、硬盘、光盘、闪存、各种数字

卡、ZIP、不同的掌上电脑及手机等。 

由此取证人员需要有一套适应面广、拷贝功能强、携带方便、使用灵活的移动取证平台以适应

需要。 

目前国内外的有关此类产品从功能和形式上可划分为三类：改装型、工控型和组合型。 

改装型主要将取证用的计算机组装于特制的防水、防震工具箱里，优化端口的连接方式，将全

部端口引于面板上便于连接。代表产品是 ICS公司的 RoadMasster，厦门美亚柏科公司的网警取证

勘查箱。 

工控型主要利用工业控制机可携带，扩展方便的特点。工控型设备端口齐备，有防震功能，可

以接插各种台式机功能扩展卡，能直接运行第三方取证分析软件。代表产品是 Forensic Computer

公司的产品。 

组合型将各种常见的计算机取证设备合理搭配，放置于特制的箱包中，组成功能全面的取证系

统。主流的方案是采用笔记本电脑，配合各种外设和专业取证器材。该方案的优点是端口齐全、各

种设备使用灵活，便于携带。 

3.代表性取证专业软件简介 

Encase 是被美国政府认可的计算机取证产品，是唯一的完全集成的基于 Windows 界面的取证

应用程序，包括数据浏览、搜索、磁盘浏览、建立档案、建立证据文件、保存案例等功能。我国公

安系统今后将以 Encase作为主要取证的工具软件。（认可很重要） 

Forensic Toolkit（ FTK）是一系列基于命令行的工具，帮助推断 Windows NT文件系统中的访

问行为。它主要包括 Afind（根据最后访问时间给出文件列表）、Hfind（扫描磁盘中有隐藏属性的文

件）、Sfind（扫描整个磁盘寻找隐藏的数据流）、FileStat（报告所有单独文件的属性）等命令。 

ForensicX是运行于 Linux环境，以收集数据及分析数据为主要目的的工具。它是和配套的硬

件组成专门的工作平台来运行的。由于它利用了 Linux系统支持多文件系统的特点，提供在不同文

件系统中自动装配映象的能力、能够发现在分散空间的数据，还可以分析 UNIX 系统中是否有木马

程序，新版本还有识别隐藏文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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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roner’s Toolkit（TCT）主要用以调查被“黑”的 Unix主机，具备强大的调查能力。

其特点是可对正运行的主机活动进行分析，捕获目前的状态信息。 

学习目标： 

了解主要的取证设备产品、类型、参数、适用对象。 

作业： 

练习Encase和FTK的使用。 

知识单元 12：加密与取证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数字加密技术对数据保护主要有两种方式：保密和证明数字的完整性。 

取证人员负责分析和保存电子证据应对密码技术有一个基本了解。对于真正的取证分析者应该

深入研究密码学科。 

“加密技术”本意是指对信息内容进行模糊化处理的过程。详细的加密方法不在课上涉及，比

较常见的编码系统都包括 ASCII和摩尔斯式电码。这里关心的是使用数学方法对数据进行改变所生

成的密文，而这种密文只有通过附加的数学解密算法才能辨别其本意。 

密码学”的拉丁文本意是“秘密的书写”，指的是一个既包含密码编码算法又包含密码分析方

法的知识领域。 

密码编码学，是研究密码体制的设计，对信息进行编码实现隐蔽信息的一门学问。 

密码分析学，是研究如何破解被加密信息的学问。 

最常见的将加密的信息译成明文的的方法是通过密钥，这也是最为便捷的方法。而通过密码分

析与破解都是通过对加密算法本身或其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弱点来开发的，需要精通密码学知识并有

超常的数学才能。 

常用的方法之一就是暴力攻击（brute force attack）,即系统的对每一个可能的值进行试探

直至发现正确的值。正确的值往往在试到一半时就会发现（统计结果）。 

如果密钥长度为 40位，将会有 2
39
个密钥。那么对信息加密的最好方法是使用公开的经过证明

的算法和一个足够长的密钥来进行加密，密钥的长度是暴力破解根本不可行。 

“不可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指密钥长度很长，通过目前的计算机设备不可能运算到所有可

能可能性的半数。 

算法是一些公式、法则或程序，规定了明文与密文之间的变换方法。 

密钥可以看作是算法中的参数，即指示和控制明文与密文间变换的参数，也是唯一能控制明文

与密文之间变换的关键，它由使用密码体制的用户随机选取。 

先天性安全漏洞 

TCP/IP是 Internet的标准协议，传统的网络应用都是基于此协议的。近来在局域网中，TCP/IP

也逐渐流行，这使得通过 Internet侵入局域网变得十分容易。 

Internet的前身是 APPANET，而 APPNET最初是为军事机构服务的，对网络安全的关注较少。   

在进行通信时，Internet 用户的数据被拆成一个个数据包，然后经过若干结点辗转传递到终

点。在 Internet上，数据传递是靠 TCP/IP实现的。  

但是 TCP/IP 在传递数据包时，并未对其加密。换言之，在数据包所经过的每个节点上，都可

直接获取这些数据包，并可分析、存储之。如果数据包内含有商业敏感数据或个人隐私信息，则任

何人都可轻易解读。  

数据加密  

加密指改变数据的表现形式。加密的目的是只让特定的人能解读密文，对一般人而言，其即使

获得了密文，也不解其义。 

加密旨在对第三者保密，如果信息由源点直达目的地，在传递过程中不会被任何人接触到，则

无需加密。Internet 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穿梭于其中的数据可能被任何人随意拦截，因此，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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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加密后再传送是进行秘密通信的最有效的方法。    

算法类型 

当代加密技术趋向于使用一套公开算法及秘密键值（key，又称钥匙）完成对明文的加密。密

钥是一种读取、修改或验证保护数据的保密代码或数字。密钥与算法（一种数学处理）结合使用以

保护数据。  

公开算法的前提是，如果没有用于解密的键值，即使知道算法的所有细节也不能破解密文。由

于需要使用键值解密，故遍历所有可能的键值便成为最直接的破解方法。键值的长度决定了破解密

文的难易程度，显然键值越长，越复杂，破解就越困难。 

目前加密数据涉及到的算法有秘密钥匙（secret key）和公用钥匙（public key）加密算法，

上述算法再加上 Hash函数，构成了现代加密技术的基础。  

秘密钥匙加密 

秘密钥匙加密法又称为对称式加密法或传统加密法。其特点是加密明文和解读密文时使用的是

同一把钥匙。 

缺点：由于至少有两个人持有钥匙，所以任何一方都不能完全确定对方手中的钥匙是否已经透

露给第三者。 

公用钥匙加密 

公用钥匙加密法又称非对称式（asymmetric）加密，是近代密码学新兴的一个领域。  

公用钥匙加密法的特色是完成一次加、解密操作时，需要使用一对钥匙。假定这两个钥匙分别

为 A和 B，则用 A加密明文后形成的密文，必须用 B方可解回明文，反之，用 B加密后形成的密文

必须用 A解密。 

通常，将其中的一个钥匙称为私有钥匙（private key），由个人妥善收藏，不外泄于人，与之

成对的另一把钥匙称为公用钥匙，公用钥匙可以像电话号码一样被公之于众。假如 X需要传送数据

给 A，X可将数据用 A的公用钥匙加密后再传给 A，A收到后再用私有钥匙解密。缺点：利用公用钥

匙加密虽然可避免钥匙共享而带来的问题，但其使用时，需要的计算量较大。  

数据完整性验证与数字签名  

Hash函数  

Hash 函数又名信息摘要（message digest）函数，可将一任意长度的信息浓缩为较短的固定

长度的数据。 

其特点是： 

浓缩结果与源信息密切相关，源信息每一微小变化，都会使浓缩结果发生变化。  

Hash函数所生成的映射关系是多对一关系。因此无法由浓缩结果推算出源信息。  

    运算效率较高。  
    Hash 函数一般用于为信息产生验证值，此外它也被用于用户密码存储。为避免密码被盗用，
许多操作系统（如 Windows NT、Unix）都只存储用户密码的 Hash值，当用户登录时，则计算其
输入密码的 Hash值，并与系统储存的值进行比对，如果结果相同，就允许用户登录。  

Hash函数另一著名的应用是与公用钥匙加密法联合使用，以产生数字签名。 

数据完整性验证      

完整性（integrity）验证用于确认数据经长途劳顿、长期保存后是否仍然保持原样，不曾改变。 

验证数据完整性的一般方法用 Hash函数对原数据进行处理，产生一组长度固定（例如 32比特）

的摘要值。需要验证时，便重新计算摘要值，再与原验证值进行比对，以判别数据是否发生了变化。  

完整性验证可见于许多软、硬件应用中。例如传统的磁盘用校验和或循环冗余校验（CRC）等

技巧产生分区数据的验证值，在低层网络协议中也可见到类似技术的应用，以检测所传送的数据是

否受到了噪音的干扰。 

传统的完整性验证方式虽然可检测物理信号的衰退或被噪音改变的情况，但无法抵御人为的窜改。  

防止这种情形发生的技术之一就是将验证值加密后再行传送或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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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签名 

一种用于消息、文件或其他数字编码信息创建的方法，以便将它们的标识绑定到信息中。数字

签名信息的过程需要将信息（以及发件人持有的一些秘密信息）传送到称为签名的标记中。数字签

名在公钥环境中使用，并且它们能提供认可和完整性服务。  

利用钥匙加密验证值可防止信息遭篡改。进一步地，采用公用钥匙算法中的私有钥匙加密验证

值，则除了可防止信息遭篡改外，该加密值也同时是数字签名。   

学习目标： 

了解加密、解密、公钥、私钥、完整性验证和数字签名的基本意义。 

作业： 

数字签名的原理是什么？ 

知识单元 13：电子证据取证相关技术概要和发展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数据获取技术 
    对系统与文件的安全获取技术，避免对原始介质有任何破坏和干扰。 
    对数据和软件的安全搜集技术，对磁盘及其他存储介质的安全无损伤备份技术。 
    对已经删除的文件或破坏的系统的恢复、重建技术。 
    2.数据分析技术 
在已经获取的数据流或信息流中寻找、匹配关键词或关键短语的技术。 

文件属性分析技术； 

文件数字摘要分析技术； 

日志分析技术； 

根据已获得的文件或数据的用词、语法和写作（编程）风格，进而推断其可能的作者的技术。

（不仅仅是计算机技术） 

发掘同一事件的不同证据间的联系的分析技术。 

数据解密技术； 

密码破译技术； 

对电子介质中被保护的信息强行访问的技术。（如无需密码进入系统，系统漏洞） 

3.电子证据取证的发展目标 

一个工具的定位 

电子证据进入并渗透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犯罪活动逐步向数字化信息化的形式发展。电

子证据取证从技术上要能够追踪最新的发展，能够对新型的犯罪手段和形式给与有效地遏制；同时

从操作规程上满足法律法规对它的程序性要求，实现科学性和法律性的统一。（宏观） 

电子证据取证的发展目标和信息安全技术相结合，逐步建立完善的取证结构体系；网络协议的

设计过程就应充分考虑对未来取证的需要，为潜在的取证活动保留充足信息；结合人工智能、机器

学习、神经网络和数据挖掘技术的使用开发出更为简单通用的取证工具。(微观) 

学习目标： 

了解电子证据取证相关技术和未来发展方向。 

作业： 

电子取证技术的基本要求什么，主要结合司法用途方面来谈。 

知识单元 14：移动（手机）取证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手机是人们日常普遍使用的主要通信工具。起初的手机只是作为单一的通话设备来使用，随着

手机技术本身及其智能化、网络化应用的不断发展，当今的手机俨然成为个人的“综合信息处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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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实现了越来越多的扩展功能。手机在带给人们更多便捷的同时，亦为违法犯罪分子所利用，

成为新型的违法犯罪工具。 

通过手机取证手段对涉案的手机设备进行调查取证，获取有关违法犯罪的证据或线索是打击此

类违法犯罪活动的最有效途径。 

1.手机发展简介 

手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阶段。 

模拟手机时代（1G） 

数字手机时代（2G） 

多媒体手机时代（3G） 

第四代手机时代（4G） 

2.手机证据的来源 

手机取证的两个基本问题是：可能从哪里获得证据；如何获得证据才能使其具备应有的可采性

并充分发挥证明力。 

手机证据的来源主要出自以下四方面：机身内置存储器、手机 SIM（UIM）卡、外接扩展存储

器、移动通信运营商相关用户和通话数据库。 

3.手机取证的原则 

正确的处置证据对于其具备应有的可采性和发挥充分的证明力是至关重要的。同其他类型电子

取证一样，手机取证应遵循相类似的原则，以有助于保证取证操作的规范性和取证结果的有效性。 

调查者所实施的任何行为都不应该改变数字设备中存储的数据或是存储介质。接触原始数据的

个人必须有能力从事相应的工作并解释其行为。所进行的取证操作步骤应做出监督链或其他形式的

记录，来准确记载每一个调查步骤，其结果应适合独立的第三方加以复制。 

调查工作的负责人拥有所有权利以确保遵循上述程序并符合相关法律。 

4.手机取证技术工具 

手机取证依赖于专业的技术工具，取证技术工具是取证技术的集中承载和体现。由于市面上流

通的手机型号数以千计，在各自硬件和软件系统方面千差万别，因此难以出现一种统一的工具支持

所有的型号。加之现有手机取证工具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时常出现使用不同工具对同一手机的取

证结果明显不同的情况。因此实践中经常需要使用不同的取证工具相互组合和对照，方才能够进行

更为有效的取证。 

手机取证工具大体可以分为专门处理手机身份模块的取证软件，如 Cards4Labs、SIMIS，

ForensicSIM等；对手机机身进行取证的软件，如 BitPIM、CellBox等；综合取证软件，如 XRY、

OxygenForensicSuite、Cellebrite、CellHunter等。以下着重就目前较为流行的手机取证工具，

俄罗斯的 OxygenForensicSuite、美国的 CellXtract、瑞典的 XRYComplete、以色列的 Cellebrite

以及国产的 SafeMobile做简要介绍。 

5.手机取证的程序 

手机设备的取证过程大体上和计算机取证是一致的，然而因其特点又必须有一些特别的关注。

一般而言，这一过程可以划分为扣押、提取、检验分析和出具报告几个阶段，相关的记录和存档工

作将会伴随手机取证的全过程。 

6.手机取证面临的主要问题 

手机取证的对象——手机及相关移动设备的种类繁多、型号各异，而且更新换代的速度极快。 

手机取证尚缺乏有效的、符合取证要求的镜像和分析工具，难以对手机关联数据做完整有效的

镜像备份。 

一般工具有较好的功能和应用，随着版本的不断更新亦能够持续地满足调查取证的要求。但是

当前较多依赖国外商用工具的现状会使我们面临因其不公开产品代码而带来的使用风险。同时现有

工具的漏洞或缺陷有可能阻碍其功能的发挥正常，必须对工具的局限性有深入了解，以便对其功能

做弥补或是使用其他的替代手段。 



2807 

 学习目标： 

 了解手机取证的相关问题以及手机取证的重要意义。 

 作业： 

 手机取证和传统单机取证及网络取证的关系是什么？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4个，共 12学时 

实验 1：被删除数据的恢复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 

5.将数据以不同方式加以删除，直接删除、格式化、格式化后再使用。 

6.使用 Winhex和 Easy Recovery等不同软件针对各种不同的删除形式进行数据恢复并比对效果。 

7.撰写实验报告并并对实验中出现的现象作出总结。 

实验要求：熟练掌握各种软件的使用，设置不同种软件和被删除形式的组合方式来完成实验。 

实验 2：磁盘镜像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 

5.制作干净的磁盘驱动器。 

6.使用硬盘拷贝机进行校验复制。 

7.撰写规范完整的实验报告。 

实验要求：使用数据单向写保护接口完成镜像，设置适当的校验机制。 

实验 3：数据搜索和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 

1.将实验 2获得的镜像文件使用专业取证分析软件； 

2.分别设置适合的关键词进行搜索； 

3.将搜索出的结果进行案件关联性分析； 

4.撰写规范完整的实验报告。 

实验要求：注意设定关键词的区分度，注意人工检索搜索结果。 

实验 4：手机取证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 

1.针对手机机身内存储和外置卡存储分别进行数据的提取和分析； 

2.对于难于进行工具提取分析的屏显内容可以采取近距离翻拍的方式加以取证； 

3.将手机取证的结果进行案件关联性分析； 

4.撰写规范完整的实验报告。 

实验要求：注意手机取证时的必要的电力供应，以及无线电屏蔽。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电子证据的概念和特点 3  

2 电子证据的法律定位和学理分类 3  

3 电子证据法及其研究意义 3  

4 电子证据取证主体 3  

5 电子证据取证方法和步骤 3  

6 电子证据取证现场操作 3  

7 计算机网络协议和网络电子证据取证基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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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硬盘驱动器和存储介质基础 3  

9 操作系统国内外硬盘取证设备简介 3  

10 加密与取证 3  

11 移动（手机）取证 3  

12 被删除数据的恢复 3  

13 磁盘镜像 3  

14 数据搜索和分析 3  

15 手机取证 3  

16 随堂考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证据调查学。 

后续课程：法务会计学、司法精神病学、法医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电子证据的特点以由此对应之调查手段和要求的特殊性，电子证据从现场到法庭环节的

全程适用 

难点：数据存储原理、加密解密原理、网络分层模型、数据传输流向、电子证据的质证和认证。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讨论法。 

3.演示法。 

4.练习法。 

5.实验法。 

教学手段： 

1.课件展示。 

2.视频播放、讲解。 

3.实物演示。 

4.情景模拟。 

5.案例综合研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侦查学实验中心电子证据实验室， 

硬盘只读锁、取证塔、手机取证勘查箱、主流数据获取和分析软件，如取证大师、Encase、FTK、

Winhex等，信号屏蔽器，配套网络、手机、计算机等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分别计划安排，拟通过网络学习等形式灵活开展，不受控于固定的时

间和地点。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30%；期末考试占 6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或思考题。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课程自身定位，拟自主编写出版《电子证据调查》理论教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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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相应实验操作指导书。当前可暂选择成型的教材选择性地应

用于课堂教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戴士剑等编著《电子证据调查指南》，中国检察出版社，2014年 7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麦永浩等主编：《计算机取证与司法鉴定》，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2. 刘方权编译：《犯罪侦查中对计算机的搜查扣押与电子证据的获取》，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

年版。 

3. 张楚主编：《网络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 

4. 蒋平等编著：《数字取证》，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5. 蒋平等编著：《电子证据》，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6. 王永全等主编：《信息犯罪与计算机取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7. 麦永浩等主编：《信息安全法教程》（第二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8.何家弘主编：《证据调查》（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9. HarlanCarvey著：《Windows取证分析》，王智慧等译，科学出版社 2009年版。 

10. KevinMandia 等著：《应急响应计算机司法鉴定》（第二版），汪青青等译，清华大学出版

社 2004年版。 

执笔：杜春鹏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6月 20日 

 

公安概论 
Conspectus of Policing Science 

课程号：4040403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通过《公安概论》课程的教学，学生在知识、素质和能力等方面应达到的目标是： 

⒈了解公安机关的形成与发展，明确公安机关的性质、宗旨、任务和职责； 

⒉了解治安管理的概念，明确治安管理的原则和任务，熟悉治安管理的手段； 

⒊了解各种公共场所的治安特点，熟悉各种公共场所治安管理的措施； 

⒋了解特种行业的概念及其管理范围和制度，熟悉公安机关对不同特种行业进行管理的具体方

法； 

⒌明确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范围和任务，熟悉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措施； 

⒍了解大型群体活动的审批程序和安全保卫措施； 

⒎了解治安案件的受理和立案程序，掌握治安案件的调查和处理方法； 

⒏熟悉和掌握巡逻勤务的特点和任务，了解巡逻的形式； 

⒐了解出入境管理的原则和任务，熟悉出入境管理的基本措施和方法； 

⒑明确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任务和体制，了解信息网络安全监察的方法； 

⒒了解交通管理的任务、范围和方法； 

⒓了解公安派出所的性质和任务。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人民公安机关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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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公安机关的形成与发展 

⑴中央特科 

⑵国家政治保卫局 

⑶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公安机关 

⑷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公安机关 

⑸建国后 17年，人民公安机关取得巨大成就 

⑹十年“动乱”使公安工作遭受严惩挫折 

⑺新时期公安事业在改革中创新发展 

⒉公安机关的性质 

⑴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 

⑵公安机关是我国的治安行政与刑事执法机关 

⑶公安机关是武装性质的强制机关 

⒊公安机关的宗旨与任务 

⑴公安机关的宗旨 

⑵公安机关的任务 

⒋公安机关的职责 

⑵ 公安机关职责的特点 

⑵公安机关主要警种的具体职责 

学习目标： 

⒈了解公安机关的形成与发展。 

⒉明确公安机关的性质、宗旨、任务和职责。 

作业： 

⒈简述我国人民公安机关建立和发展概况。 

⒉试论我国人民公安机关的性质。 

⒊试论我国人民公安机关的任务和宗旨。 

⒋试论我国人民公安机关的主要警种及其职责。 

知识单元 2： 治安管理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治安管理的概念和任务 

⑴预防、发现和控制各种违法犯罪 

⑵查处治安案件、治安事故，处置治安事件 

⑶协助其他行政管理 

⑷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⒉治安管理的原则 

⑴依法管理的原则 

⑵属地管理的原则 

⑶专门机关管理与依靠群众相结合的原则 

⑷公开管理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原则 

⑸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⒊治安管理的手段 

⑴法律手段 

⑵行政管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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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公安专业手段 

⑷教育改造手段 

⑸经济手段 

⑹技术手段 

学习目标： 

⒈了解治安管理的概念。 

⒉明确治安管理的原则和任务。 

⒊熟悉治安管理的手段。 

作业：  

⒈如何界定治安管理的概念？ 

⒉简述治安管理的任务。 

⒊进行治安管理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⒋简述治安管理的手段。 

知识单元 3：公共场所治安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公共交通场所管理 

⑴加强治安宣传教育 

⑵加强安全检查，严格查禁“三品” 

⑶适时整治突出的治安问题 

⒉公共娱乐场所管理 

⑴落实安全责任制，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治安培训 

⑵强化监督检查 

⑶加大打击力度，敢于碰硬 

⒊参观游览场所管理 

⑴按“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切实落实各项安全措施 

⑵抓好场所内的宣传教育，严格安全监督检查 

⑶加强巡逻值勤，及时提供救助和查处违法犯罪活动 

⑷运用技术手段，增强防范能力 

⒋商品交易场所管理 

⑴抓好防范机制建设 

⑵加强巡逻和场所的安全检查 

⑶专群结合，维护好市场内外秩序 

⑷严格执法，及时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⒌餐饮服务场所管理 

⑴加强内部管理，保证经营内容合法、健康 

⑵进行经常性的治安检查 

⑶抓住突出问题，及时清理整顿 

学习目标： 

⒈了解各种公共场所的概念及其治安特点。 

⒉明确各种公共场所治安管理的任务，熟悉各种公共场所治安管理的措施。 

作业：  

⒈简述公共交通场所的治安特点及其管理措施。 

⒉简述公共娱乐场所的治安特点及其管理措施。 

⒊简述参观游览场所的治安特点及其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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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简述商品交易场所的治安特点及其管理措施。 

⒌简述餐饮服务场所的治安特点及其管理措施。 

知识单元 4：特种行业治安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特种行业管理概述 

⑴特种行业的概念 

⑵特种行业的管理范围 

⑶特种行业管理制度 

⒉旅馆业治安管理 

⑴惩治旅馆业中的违法犯罪活动 

⑵建立验证登记制度 

⑶发动和依靠旅馆职工维护好内部秩序 

⑷特行民警下管区旅馆检查 

⑸布建特情、耳目 

⒊印章、印刷业治安管理 

⑴承接制作印章、印件批准制度 

⑵承接登记制度 

⑶保密制度 

⑷监销制度 

⑸情况报告制度 

⒋旧货业治安管理 

⑴典当、拍卖、信托寄卖业的治安管理制度 

⑵废旧金属收购业的治安管理制度 

学习目标： 

⒈了解特种行业的概念及其管理范围和制度。 

⒉熟悉公安机关对不同特种行业进行管理的具体方法。 

作业：  

⒈试述特种行业管理的范围。 

⒉特种行业管理的基本制度有哪些？ 

⒊不同特种行业管理的具体方法如何？ 

知识单元 5：危险物品治安管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危险物品的概念、特点 

⑶ 危险物品的概念 

⑷ 危险物品的特点 

⒉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范围、任务 

⑴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范围 

⑵危险物品管理的任务 

⒊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措施 

⑴枪支弹药和管制刀具的管理 

⑵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 

⑶剧毒物品的管理 

⑷放射性物品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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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⒈了解危险物品的概念、特点。 

⒉明确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范围和任务。 

⒊熟悉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措施。 

作业：  

⒈简述危险物品的概念和特点。 

⒉简述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范围和任务。 

⒊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具体措施有哪些？ 

知识单元 6：大型群体活动和集会游行示威治安管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大型群体活动管理 

⑴举办大型群体活动的审批 

⑵大型群体活动的安全保卫 

⒉集会、游行、示威管理 

⑴集会、游行、示威的主管机关 

⑵集会、游行、示威的审批 

⑶集会、游行、示威的管理 

学习目标： 

⒈了解大型群体活动和集会、游行、示威的审批程序。 

⒉熟悉大型群体活动安全保卫措施和集会、游行、示威的管理方法。 

作业：  

⒈对大型群体活动的审批程序有何规定？ 

⒉大型群体活动的安全保卫措施有哪些？ 

⒊对集会、游行、示威的审批程序有何规定？ 

⒋对集会、游行、示威应当如何进行管理？ 

知识单元 7：治安案件的调查处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治安案件的构成和分类 

⑴治安案件的概念和构成 

⑵治安案件的分类 

⒉治安案件的管辖和受理、立案 

⑴治安案件的管辖 

⑵治安案件的受理 

⑶治安案件的立案 

⒊治安案件的调查 

⑴现场调查 

⑵追踪调查 

⑶摸底调查 

⑷秘密调查 

⑸治安询问 

⒋治安案件的处理 

⑴对行为人的处理 

⑵对与案件有关的物品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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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⒈了解治安案件的构成和分类，以及治安案件的受理和立案程序。 

⒉掌握治安案件的调查和处理方法。 

作业：  

⒈治安案件的构成条件和种类有哪些？ 

⒉治安案件的管辖有何规定？ 

⒊试述治安案件的查破方法。 

知识单元 8：巡逻勤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巡逻勤务概述 

⑴人民警察巡逻体制的建立 

⑵人民警察巡逻体制建立的意义 

⑶建立人民警察巡逻体制的要求 

⒉人民警察巡逻执勤中的职责和权限 

⑴人民警察巡逻的职责 

⑵人民警察巡逻勤务的权限 

⒊人民警察巡逻勤务的特点、制度和方式 

⑴巡逻勤务的特点 

⑵巡逻勤务制度 

⑶巡逻勤务方式 

学习目标： 

⒈理解人民警察巡逻勤务体制建立、完善的意义。 

⒉熟悉和掌握巡逻勤务的特点和任务。 

⒊了解巡逻的形式。 

作业： 

⒈试述我国人民警察巡逻体制的建立、意义和要求。 

⒉巡警巡逻执勤中的职责和权限有哪些？ 

⒊巡警巡逻勤务的特点、制度和巡逻方式有哪些？ 

知识单元 9：出入境管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出入境管理的原则、任务和管理范围 

⑴入境管理的概念、特点 

⑵管理的原则和要求 

⑶出入境管理的任务 

⑷出入境管理的范围 

⒉外国人入出境管理 

⑴外国人入出境管理的对象 

⑵对外国人入出境管理的内容和方法 

⒊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 

⑴中国公民因私出境管理 

⑵中国公民入境的管理 

⑶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的管理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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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了解出入境管理的原则、任务。 

⒉明确公安机关在出入境管理工作中的职责和权限。 

⒊熟悉出入境管理的基本措施和方法。 

作业： 

⒈何谓出入境管理？出入境管理的原则、任务是什么？ 

⒉外国人入出境管理的对象和范围如何？ 

⒊公安机关对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的内容和方法有哪些？ 

知识单元 10：信息网络安全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概念、任务和意义 

⑴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概念 

⑵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任务 

⑶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意义 

⒉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范围、体制 

⑴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范围 

⑵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体制 

⒊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方法和职权 

⑴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方法 

⑵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职权 

学习目标： 

⒈明确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概念、任务和意义。 

⒉熟悉管理的范围和体制。 

⒊掌握信息网络安全监察的方法。 

⒋了解信息网络服务单位和用户的法律责任。 

作业：  

⒈试述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概念、任务和意义。 

⒉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范围和体制是怎样的？ 

⒊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方法和职权有哪些？ 

⒋信息网络服务的单位和用户的责任或处罚是怎样规定的？ 

知识单元 11：交通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交通管理的任务和范围 

⑴交通管理的概念、任务和意义  

⑵交通管理的范围 

⒉交通管理的方法 

⑴机动车辆管理 

⑵交通秩序管理 

⑶道路管理 

⒊交通违章的纠正和交通事故的查处 

⑴交通违章的分类和处理 

⑵交通事故的分类和查处 

学习目标：  

⒈了解交通管理的任务、范围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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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掌握纠正交通违章和调查处理交通事故的基本方法。 

作业：  

⒈交通管理的任务和范围有哪些？ 

⒉简述交通秩序管理的方法。 

⒊交通违章和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的基本方法有哪些？ 

知识单元 12：公安派出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公安派出所的性质和任务 

⑴公安派出所的概念和性质 

⑵公安派出所的任务 

⒉公安派出所的领导体制、机构设置和权限 

⑴公安派出所的领导体制 

⑵公安派出所的机构设置 

⑶公安派出所的权限 

⒊公安派出所民警的职责 

⑴治安管理 

⑵户口、身份证管理 

⑶内勤管理工作 

⒋公安派出所的工作制度 

⑴勤务制度 

⑵会议制度 

⑶联系制度 

⑷请示报告制度 

⑸岗位责任制度 

⑹考核和奖励制度 

⑺档案资料、武器、装备保管制度 

⑻向人民群众和有关方面报告工作制度 

学习目标： 

⒈了解公安派出所的性质、任务、领导体制和机构设置。 

⒉熟悉公安派出所的工作范围、工作制度、职权和派出所民警的职责。 

作业：  

⒈公安派出所的性质、任务是什么？ 

⒉公安派出所的领导体制、机构设置及权限是什么？ 

⒊公安派出所治安民警、户籍民警、内勤民警的职责是什么？ 

⒋公安派出所有哪些工作制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人民公安机关概述 3  

2 治安管理的概念、任务和原则、治安管理的手段 3  

3 公共场所治安管理 3  

4 特种行业治安管理 3  

5 危险物品治安管理、大型群体活动治安管理 3  

6 集会游行示威治安管理、治安案件的调查处理 1 3  

7 治安案件的调查处理 2、巡逻勤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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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出入境管理、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概念、任务和意义 3  

9 
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范围、体制和方法、交通管理的概念、任务和

意义 
3  

10 
交通管理的方法、交通违章的纠正和交通事故的查处、公安派出所

的性质和任务 
3  

11 公安派出所的领导体制、机构设置和权限、公安派出所的工作制度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公安机关的性质、宗旨与任务，治安管理的原则和手段，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特种行

业管理，治安案件的调查处理，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公安交通管理。 

难点：公安机关的性质、宗旨，治安管理中的公安专业手段，治安案件的调查，信息网络安全

管理的方法，交通事故的查处。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⑴课堂讲授。 

⑵研讨互动。 

⑶问题式教学——教师提问，引导学生思考；学生提问，教师答疑解惑。 

教学手段： 

多媒体课件与板书相结合。 

4、课程自主学习课时 

16课时。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

堂检测情况；期末考查占 8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不指定教材，根据本教学大纲范围安排参考书阅读。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无 

（二）推荐参考书 

⒈石启飞主编：《公安工作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⒉公安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公安学概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 

⒊宋世杰、周雄文：《公安法学》，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 

⒋白景富：《公安业务知识》，群众出版社，2000。 

⒌张建良、王萍：《公安行政执法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⒍李海滨、李英娟：《公安执法疑难问题解析》，群众出版社，2003。 

⒎安政：《中国警察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 

⒏徐文星：《警政革新与警察裁量权之规范》，法律出版社，2010。 

⒐张玉卿：《公安机关警察权的界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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⒑徐晓慧、王德章：《道路交通控制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⒒黄明：《公安派出所长手册》，群众出版社，2005。 

⒓（美）罗伯特、劳伦斯：《什么是警察：美国的经验》，群众出版社，2004。 

⒔（英）利什曼、诺夫迪、萨维奇：《警务工作核心问题》，群众出版社，2000。 

执笔：胡明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侦查模拟案例研习课 
The Discussion Course of Simulation Case of Detection 

课程号：4040403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通过《侦查模拟案例研习课》课程的教学，学生在知识、素质和能力等方面应达到的目标是： 

⒈掌握案件受理的工作要点和立案必须满足的条件； 

⒉掌握分析案情进而确定侦查方向和侦查范围的一般方法； 

⒊掌握查证重点嫌疑人的基本方法； 

⒋了解杀人案件的侦查要领； 

⒌熟悉视频侦查技术的运用； 

⒍理解并案侦查的意义； 

⒎了解并案侦查的依据和步骤方法； 

⒏了解侦查阶段审查判断证据的内容； 

⒐掌握不同种类证据的审查判断方法； 

⒑掌握组织证据体系的基本方法； 

⒒了解审查、排除非法证据的一般方法。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侦查的一般程序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教师将通过一个案例串联各知识点的研习，并指导学生进行实践环节

的演练。 

⒈案件受理 

⑴案件来源 

⑵案件受理程序的意义 

⑶案件受理程序的作用 

⑷案件受理的工作要点 

①履行告知义务。 

②了解报案人的基本情况。 

③了解与案件有关的情况。 

④了解与犯罪嫌疑人有关的情况。 

⑤了解被害人的有关情况。 

⑥确认签章。 

⑸案件受理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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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部分学习过程中，安排学生分别扮演报案人和侦查人员，演练受理案件时询问笔录的制作。 

⒉立案 

⑴立案必须满足的条件 

⑵甄别是否满足立案条件的一般方法 

在本部分学习过程中，引导学生讨论案例中的受案单位是否应当立案及其依据。 

⒊分析案情 

⑴分析案件性质 

⑵分析作案动机 

⑶分析作案的时间 

⑷分析作案的地点 

⑸分析作案工具 

⑹分析作案的手段 

⑺分析罪犯在现场的活动情况 

⑻⑻分析犯罪人数 

⑼分析罪犯的个人特点。包括罪犯的自然特点和社会特点（析） 

⑽分析被害人的情况 

在本部分学习过程中，引导学生结合案例中的实际情况，就案件材料能够涉及到的上述内容进

行案情分析。 

⒋确定侦查方向和范围，制定侦查计划 

在本部分学习过程中，结合案例中的实际情况，组织学生研究、确定本案的侦查措施。 

⒌收集证据，查证重点嫌疑人 

⑴收集证据 

⑵确定重点嫌疑人 

⑶查证重点嫌疑人 

⒍破案 

⑴破案的条件 

⑵破案前对证据的审查 

⑶破案时机的选择 

⑷破案的实施 

⒎讯问 

⑴讯问的法律要求 

⑵讯问的组织实施 

⒏侦查终结 

⑴移送审查起诉的条件和程序 

⑵撤销案件的条件和程序 

⑶扣押物品的处理 

学习目标： 

⒈了解侦查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一般步骤和法律要求。 

⒉掌握刑事侦查的基本方法。 

作业： 

教师以本知识单元中的案例为基础，假定侦查机关的办案经过，要求学生从诉讼程序和侦查工

作的角度进行辨析，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并说明理由。 

知识单元 2：杀人案件的侦查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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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勘查现场，检验尸体 

⑴尸体检验 

⑵血迹检验 

⑶痕迹、物品的勘验 

⒉现场调查，发掘线索 

⑴现场情况的调查 

⑵死者情况的调查 

⑶嫌疑人情况的调查 

⒊全面分析案情、确定侦查方向 

⑴现场分析 

⑵案件性质分析 

⑶制定侦查计划 

⒋把握因果关系，调查摸底 

⑴排查嫌疑人依据的条件 

⑵重点嫌疑人的确定 

⒌运用侦查措施，获取犯罪证据 

⑴侦查措施的运用 

⑵侦查手段的运用 

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将结合以上理论知识，组织学生研习两个不同性质的杀人案件的侦查

案例。 

学习目标： 

⒈了解杀人案件的基本特点。 

⒉掌握杀人案件的一般侦破方法。 

作业： 

根据案例中的现场情况，分析案件性质，制定侦查计划。 

知识单元 3：视频侦查技术的运用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目前，我国在道路交通网、公路收费站、营业性场所、相关企事业单位、楼堂馆所、居民小区、

银行网点、车站码头以及机场等许多公共场所都安装了视频监控系统。由于视频监控系统能够对固

定区域进行实时的监视和信息记录，为预防和打击犯罪提供可靠的影像资料，所以视频监控目前已

经成为了继刑事科学技术、行动技术和网络侦查技术之后的第四大侦查技术领域，被广泛地运用于

侦查破案工作。 

⒈查阅案发现场的视频资料，发现、锁定嫌疑对象 

⒉调阅与案件有关的多点监控资料，动态追踪，综合分析，发现有效的破案线索 

⒊利用视频监控图像，开展串并侦查 

⒋实时监控，抓获现行犯罪 

⒌利用视频监控固定视频证据，直接认定犯罪 

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将就如何利用视频资料侦破案件，组织学生研习两个案例。 

学习目标： 

⒈了解视频侦查的特点和作用。 

⒉掌握利用视频资料侦破案件的一般方法。 

作业： 

通过对本单元两个案例的研习，总结利用视频资料侦破案件的基本思路。 

知识单元 4：并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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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并案侦查，是把同一个或同一伙犯罪分子所作的若干起刑事案件串联起来，一并组织专案侦查。 

⒈并案侦查的意义 

⑴丰富了证据和破案线索 

⑵缩小了侦查范围 

⑶增多了侦查途径 

⑷增强了侦查力度 

⑸提高了侦查效益 

⒉并案侦查的依据 

⑴案件性质 

⑵作案手段 

⑶痕迹物证 

⑷作案人特征 

⑸侵害对象特征 

⑹案发的时空特征 

⒊并案侦查的步骤方法 

⑴发现并案案件 

⑵分析并案案件 

⑶组织侦查力量，成立专案组 

⑷综合运用侦查措施，开展侦查 

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将就 1996年——1997年白宝山抢劫、杀人系列案件的并案侦查进行

研习。 

学习目标： 

⒈了解并案侦查的作用。 

⒉掌握串并线索发现并案案件的方法。 

作业： 

结合研习的案例，说明并案侦查的条件。 

知识单元 5：侦查阶段证据的审查判断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侦查阶段审查判断证据，是指侦查人员对已经收集到的证据材料进行分析研究，根据证据的属

性，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用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的活动。 

⒈审查判断证据的内容 

⑴客观性的审查判断 

⑵关联性的审查判断 

⑶合法性的审查判断 

⑷充分性的审查判断 

⒉不同种类证据的审查判断 

⒊组织证据体系 

⑴组织证据体系的基本方式 

⑵组织证据体系应当注意的问题 

⒋非法证据的审查与排除 

⒌不符合取证程序物证、书证的补正与做出合理解释 

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将就如何审查判断证据组织学生研习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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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⒈了解审查判断证据的内容。 

⒉掌握组织证据体系的基本方法。 

作业： 

就本单元的研习案例，列出可以采用的证据及其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案件受理的工作要点和立案必须满足的条件 3  

2 分析案情进而确定侦查方向和侦查范围的一般方法 3  

3 查证重点嫌疑人的基本方法、杀人案件的现场勘查和现场调查 3  

4 杀人案件的现场分析、案件性质分析以及侦查计划的制定 3  

5 各项侦查措施在杀人案件中的具体应用 3  

6 
利用监控视频资料发现有效的破案线索以及寻找、锁定嫌疑对象的

方法 
3  

7 
利用监控视频资料开展串并侦查、抓获现行犯罪以及固定证据直接

认定犯罪的方法 
3  

8 并案侦查的意义和依据 3  

9 并案侦查的步骤方法、不同种类证据的审查判断 3  

10 证据体系的组织、非法证据的认定 3  

11 不符合取证程序证据的补正与做出合理解释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刑事诉讼法学、刑法学总论、侦查制度、侦查学总论、侦查逻辑、现场勘查学、司

法鉴定学、刑事犯罪案件侦查、讯问学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案件受理的工作要点，分析案情进而确定侦查方向和侦查范围的一般方法，查证重点嫌

疑人的基本方法，杀人案件中的案情分析，视频侦查技术的运用，并案侦查，侦查阶段证据的审查

判断。 

难点：案件受理后的甄别立案，侦查方向和侦查范围的确定，重点嫌疑人的查证，杀人案件中

的动机分析，利用监控视频资料动态追踪、综合分析进而发现破案线索方法，串并案的方法, 证据

体系的组织。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⑴课堂讲授。 

⑵案例研讨互动。 

⑶问题式教学——教师提问，引导学生思考；学生提问，教师答疑解惑。 

教学手段： 

多媒体课件与板书相结合。 

4、课程自主学习课时 

16课时。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

堂检测情况；期末考查占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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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作业要求： 

主要在课堂上完成。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不指定教材，根据本教学大纲范围安排参考书阅读。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无 

（二）推荐参考书 

⒈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⒉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⒊张玉镶：《刑事侦查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⒋高春兴主编：《侦查学通论》，警官教育出版社，2000。 

⒌韩德明：《侦查原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⒍马海舰：《刑事侦查措施》，法律出版社，2006。 

⒎阮国平、许细燕主编：《刑事侦查措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 

⒏孙延庆主编：《侦查措施与策略》，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 

⒐郑晓均：《侦查策略与措施》，法律出版社，2010。 

⒑杨正鸣、倪铁：《侦查学案解》，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⒒刘品新：《反侦查行为——犯罪侦查的新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⒓罗大华、何为民主编：《犯罪心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⒔印大双：《法律逻辑与侦查逻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执笔：胡明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法医模拟案例研习课 
Forensic case studies 

课程号：4040403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法医学在侦查实践中的应用；2、熟悉法医学检验技术；3、了

解科学证据在司法实践的运用。 

法医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开设这门课程的重要意义有二：一是使学生置身于真实的案件之中，深

切体会并准确把握法医学在侦查破案中的作用和适用；二是树立起科学证据的理念，，全面掌握并自如

运用法医学检验技术。本课程将定位于在先修法医学理论和实验课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操作演练。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侦查取证方向――混沌理论（视频案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个女大学生失踪了，CSI对现场证据进行了仔细的分析，找出了所有可能的嫌疑人，但是逐

一被排除掉了，侦查进入了死胡同。最终，他们找到了一种不同于常理思维，却是最有说服力的答

案———混沌理论。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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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展开侦查的具体方法。 

2、熟悉现场取证的基本技术和基础检验方法。 

3、了解取证技巧和谋略。 

作业： 

1、刑事案件侦查展开的基本方法 

2、血痕的检验步骤及其各步骤检验的意义 

3、单色光现场筛查时各种痕迹的特征 

4、指纹提取的方法及其适用条件 

5、毛发检验方法 

知识单元 2：尸体的发现――房客的恶作剧（视频案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房东带着两个一男一女的房客边走进房子边说道：“你们肯定会喜欢，我妻子特别喜欢这房子。

上个房客刚搬走，我还没来得及回来看一眼。好吧，你们肯定会大吃一惊” 

进入房子后，映入眼帘的是满墙的喷溅血迹，星芒状。 

女房客：“天哪，打９１１” ……。 

学习目标： 

1、掌握现场血迹的检验内容；鲁米诺发光试验的操作方法。 

2、模拟实验还原快速喷溅血迹形成原因。 

3、了解食尸虫对尸体发现的意义；检验昆虫胃内容物中人类 DNA的意义。 

作业： 

1、现场血迹需要做哪些检验？ 

2、鲁米诺发光实验的操作方法及其对现场筛查检验的意义如何？ 

3、模拟实验在案件检验中的作用是什么？  

4、食尸虫的出现能说明什么问题？ 

知识单元 3：损伤过程推断――假戏真做（视频案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个沉闷的下午，一位身穿棕色西服戴着黑色眼镜的男士走进了一家银行，开口就要提取一百

万，而且是现金。银行工作人员不禁产生怀疑，整整一皮箱的现金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在核对其身

份并请示了主管人员后，银行同意向其支付一百万，在焦急地等待了近一个小时后，洛根先生用随

身带来的皮箱带走了整整一百万现金。 

之后，一位警察对一辆违规行驶的汽车产生了怀疑，在经过盘问后，警察发现了司机手上带有

血迹，于是便将其带回了警察局，被扣留者正式洛根先生。 

学习目标： 

1、掌握损伤过程的推断方法;还原损伤致死的先后过程。 

2、熟悉损伤案件相关物证的搜取与保存技巧。 

3、了解损伤时位置的判断。 

作业： 

1、生活反应有哪些表现?  

2、机械性损伤的程度有几类？ 

3、机械性损伤分类有哪些？ 

4、如何鉴别生前伤与死后伤？ 

知识单元 4：损伤形态鉴别――百岁情仇（视频案例）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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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2004年初一位老人竟在百岁大寿那天死在了自己的庄稼地里，这其中究竟有着怎样的曲折呢？

究竟是人为谋杀还是寿终正寝？ 

老人的同村村民介绍：寿宴刚结束，他因自己的猪生病而去买药，走在一条田间小道上时在庄

稼地里发现了老人的尸体。他立即报告给了村长，村长很快就报了警。 

据办案民警介绍，2004年 6月 13日中午 2点 15分左右，110指挥中心接到了报警电话：双山

子镇黄丈子村一个村民报案，反映同村村民王存死在了庄稼地。 

办案人员立即赶赴现场。 

学习目标： 

1、掌握损伤形态的鉴别;正确区分钝器伤与锐器伤。 

2、熟悉损伤形态、程度与损伤时力度的关系，进而推断致伤人的状况。 

3、了解老年人软组织的特点，准确把握老年人损伤形态与致伤物的关系。 

作业： 

1、什么是机械性损伤?它是如何分类的? 

2、试述机械性损伤的基本形态特征。 

3、根棒伤的损伤形态如何? 

4、怎样确定机械性损伤的死亡原因? 

5、如何推断机械性损伤的性质？ 

知识单元 5：案件性质确认――异样现场（视频案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2004 年 11 月 14 日的晚上，福建省建瓯市玉山镇像往常一样寂静，没人听到有什么异样的响

声，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平常的夜晚，凌晨四点钟玉山镇派出所却接到了一个不同非同寻常的报案。

在辖区内长布村的一个出租屋内发生了罕见的凶杀案。 

学习目标： 

1、掌握自杀伤的特点；自杀与他杀现场的不同。 

2、熟悉他杀的损伤特点，现场分析分析。 

3、了解损伤时位置的判断。 

作业： 

1、自杀伤有何特点？ 

2、自杀与他杀现场如何区别？ 

3、他杀的损伤特点? 

4、损伤时位置如何判断？ 

知识单元 6：火场尸体鉴定――欲火焚情（视频案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几个工人来到一座废弃的矿井检查，发现了一具被火烧焦了的尸体。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赶

到现场，勘察，拍照。在尸体旁边发现了登山用的鹰嘴锤以及便携式的铲子。 

学习目标： 

1、掌握展开侦查的具体方法。 

2、熟悉现场取证的基本技术和基础检验方法。 

3、了解取证技巧和谋略。 

作业： 

1、刑事案件侦查的基本方法? 

2、试述机械性损伤的基本形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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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棒伤的损伤形态如何? 

4、怎样确定机械性损伤的死亡原因? 

5、如何推断机械性损伤的性质？ 

知识单元 7：现场血迹分析――斑斑血迹（图文案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位妇女死在床上，她的脸上、床上和墙壁上都有血迹。唯一的目击者声称这是一场事故，但

这也许是一场谋杀。这间房子里发生的事件背后必定另有隐情．而神奇的刑侦学将说明一切……。 

学习目标： 

1、掌握血迹分析的基本方法，模拟试验的使用； 

2、熟悉血迹的各种类型； 

3、了解血迹分析的意义。 

作业： 

1、血迹有几种类型? 

2、分析高速度血迹的基本方法？ 

3、血迹分析的作用? 

知识单元 8：DNA比对设计――候车亭里的命案（图文案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在一个宁静的夜晚，一个公共汽车候车亭见证了一场谋杀案。一名流浪汉在这里过夜时被杀害

了，这是系列谋杀案中最近发生的一起。受害者仍然是那些在街头流浪的人，他们对凶手毫无防范

能力。警方无法了解凶手的作案动机，也找不到目击者。现场似乎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学习目标： 

1、掌握 DNA鉴定的比对设计；现场如何搜寻犯罪嫌疑人的 DNA痕迹。 

2、熟悉在犯罪嫌疑人身上查找被害人 DNA的方法及思路； 

3、了解受害人身上发现可疑 DNA的方法。 

作业： 

1、如何设计 DNA比对? 

2、现场如何搜寻犯罪嫌疑人的 DNA痕迹？ 

3、怎样在犯罪嫌疑人身上查找被害人的 DNA? 

知识单元 9：线粒体 DNA检验――沙皇一家去向的历史之谜（图文案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917 年的俄国革命宣告了沙皇统治被彻底推翻。当时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沙皇皇后

亚力山德拉，四个女儿奥尔加、塔蒂阿娜、玛丽、阿娜丝塔西雅以及 13 岁的儿子、继承人亚力克

谢也在革命中被抓。第二年春天，苏俄工农红军将沙皇及其家人押送到乌拉尔山脉旁的叶卡特林堡，

关押在一座民宅内。那是一幢两层楼的房子，皇室成员、三个仆人以及随行医生波特金都住在楼上，

红军的守卫人员住在楼下。后来，沙皇一家去向不明。通过 DNA测试，带着重重历史迷雾的沙皇家

人去向之谜总算基本得以解决。 

学习目标： 

1、掌握线粒体 DNA的遗传特点、优势及其应用范围 

2、熟悉聚合酶链反应（PCR扩增）的基本原理 

3、了解利用线粒体 DNA寻找失踪人的 DNA比对。 

作业： 

1、聚合酶链反应（PCR扩增）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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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线粒体 DNA的遗传特点、优势及其应用范围如何 

3、利用线粒体 DNA寻找失踪人找谁的 DNA进行比对? 

知识单元 10：父系遗传 DNA检验―― 一把碎花伞（视频案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2006年 3月 15日，福建省沙县，青州镇某工厂职工宿舍  

新婚四个月，新郎忽然失踪.... 

2006年 3月 17日上午，福建省沙县派出所接到报案，报案人说，其叔叔罗只与家里失去联系，

已经一天多时间，而这样的情况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 

学习目标： 

1、掌握 Y－STR在法医鉴定中的意义。 

2、熟悉父系遗传的规律。 

3、了解提取各种不同物品上的可疑血迹的方法；出血量的计算。 

作业： 

1、法医物证鉴定使用的 STR遗传标记的特点是什么? 

2、父系遗传的规律是什么？ 

3、Y-STR分析在法医学鉴定中的意义如何?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侦查取证方向——混沌理论（视频案例） 3  

2 尸体的发现——房客的恶作剧（视频案例） 3  

3 致伤过程推断——假戏真做（视频案例） 3  

4 损伤形态鉴别——百岁情仇（视频案例） 3  

5 案件性质确认——异样现场（视频案例） 3  

6 火场尸体鉴定——欲火焚情（视频案例） 3  

7 现场血迹分析—— 血迹斑斑（图文案例） 3  

8 DMA比对设计 —— 候车亭里的命案（图文案例） 3  

9 线粒体 DNA检验——沙皇一家去向的历史之谜（文字案例） 3  

10 父系遗传 DNA检验—— 一把碎花伞（视频案例） 3  

11 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医学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已经学习过的法医学知识的应用。 

难点：具体案件中运用法医学知识的思路。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以视频或图文等形象的方式展示案例； 

2.并不是事先将案例交由学生预习，而是在课堂上首次接触案例，在展示一段案情后停顿，让

学生分析下一步如何利用法医学知识技术进行侦查； 

3.学生身临其境式充当“侦查人员”探讨案件中的法医学问题。 

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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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媒体教学。 

2.课堂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

容有：主要以学生课堂讨论中发言频次及正确率为依据；期末考试亦为案例，占 5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辑案例。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无 

（二）推荐参考书 

1、〔美〕丽莎·扬特著，顾琳等译：《法医学——从纤维到指纹》，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版。 

2、〔英〕布赖恩·英尼斯著，黄婷译：《身体罪证——走进法医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 

3、陈康颐主编：《应用法医学各论》，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9年。 

4、〔美〕John M·Butler 著，侯一平、刘雅诚主译：《法医 DNA 分型》，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年版。 

5．候一平主编：《法医物证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年版。 

6、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编译，李小涛编著：《法医神探》，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 

7．黎鳌等编：《现代创伤学》，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年版。 

8、常林主编：《法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9．吕德坚、陆惠玲编著：《DNA亲子鉴定》，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执笔：刘革新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法庭科学中的物理基础 
Basic Physics for Forensic Science 

课程号：40404034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网络犯罪）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熟悉刑事案件中常见的物理现象；2、明确法庭科学技术方法所涉及

的各种物理学定律，以及相应的分析方法和计算方法；3、明确法庭科学物理类实验的方法、流程

和实验操作规范；4、明确法庭科学实验结果的统计分析和误差分析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法庭科学中的物理学基础知识、

法庭科学中各类现象背后的物理学原理、物理检验结果的分析原理，了解各类测量方法的原理和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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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范围，为现场勘查学、司法鉴定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2学时 

知识单元 1：运动和力 

参考学时：18学时 

学习内容： 

1. 基础知识部分 

1.1 基础数学方法：矢量运算；坐标变换；微元法与微分；定积分。 

1.2 运动学基础知识：速度、加速度、时间、位移和路程之间的关系；圆周运动与一般曲线运

动；抛体运动；相对运动、参照系。 

1.3 力学：常见的力；基本力；受力分析。 

1.4 牛顿运动定律：推导方法；适用条件；应用举例。 

1.5 惯性系与惯性力：伽利略相对性原理；非惯性系；惯性力。 

1.6 运动的守恒量和守恒定律：质点系统的内力和外力；质心；质心运动定理；动量定理；动

量守恒定律；功、动能、动能定理；保守力、成对力的功、势能；质点系的功能原理、机械能守恒

定律；碰撞；质点的角动量和角动量守恒定律；对称性和守恒定律。 

1.7 刚体和流体的运动：刚体模型及其运动；力矩、转动惯量、定轴转动定律；定轴转动中的

功能关系；定轴转动刚体的角动量定理和角动量守恒定律；进动；理想流体模型、定常流动、伯努

利方程；牛顿力学的内在随机性、混沌。 

2. 法庭科学物理模型专题 

2.1 高坠与抛物模型：高坠自杀与高空抛尸动力学模型分析；高空抛物动力学模型分析；高速

运动（直线/曲线）车辆抛出物模型。 

2.2 弹道轨迹和枪弹痕迹形成模型：近距离弹道模型分析；远距离弹道模型；猎枪/散弹枪弹

道模型；枪膛线成因分析模型。 

2.3 车辆急加速/急刹车过程模型：轮胎刹车痕/加速痕形成过程模型；急加速过程车辆动力分

析模型；急刹车过程车辆动力分析模型。 

2.4 车辆碰撞模型：车人碰撞模型；车辆对撞模型；连环追尾事故分析模型；运动方向垂直两

车碰撞模型；车辆碰撞与车辆形变恢复系数关系模型。 

2.5 书写动力模型：人体手臂力矩组分析模型；书写动力习惯模型。 

2.6 足迹形成动力模型：人体下肢力矩组分析模型；人体行走过程动力模型；行走时足迹形成

动力模型。 

2.7 流体模型：居民下水系统水流分析模型。 

学习目标： 

1. 掌握矢量运算和基本的微积分运算方法； 

2. 掌握运动学和动力学的各项定理和定律； 

3. 掌握刚体和流体运动中各项参数的测定和计算方法； 

4. 掌握高坠、抛物、车辆、弹道等实际问题中运用动力学模型分析的方法； 

5. 了解书写、足迹形成、流体等动力学模型的基本物理原理。 

作业： 

1. 矢量计算习题（10题）； 

2. 微积分习题（10题）； 

3. 受力分析习题（3题）； 

4. 圆周运动与曲线运动习题（2题）； 

5. 变减速直线运动习题（2题）； 

6. 刚体与流体运动习题（2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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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车辆问题综合计算习题（5题）； 

8. 高坠与抛物模型计算习题（2题）； 

9. 弹道模型计算习题（2题）。 

知识单元 2：电磁学基础知识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1 基础知识部分 

1.1 静止电荷电场：物质的电结构、库仑定律；静电场、电场强度；静电场的高斯定理；静电

场的环路定理、电势；电场强度与电势梯度的关系；电容器的电容；静电场中的电介质；有电介质

时的高斯定理、电位移；静电场的能量。 

1.2 恒定电流：电流、电流密度；电源的电动势；串联电路与并联电路；基尔霍夫定律；欧姆

定律；电路分析。 

1.3 磁场：基本磁现象；磁感应强度；磁感应线和磁通量；毕奥-萨伐尔定律；运动电荷的磁

场；稳恒磁场的高斯定理和安培环路定理。 

1.4 带电粒子在电场和磁场中的运动：洛伦兹力；带电粒子在电磁场中的运动和应用；霍尔效

应。 

1.5 磁场对载流导线的作用：安培定律；磁场力的功。 

1.6 有磁介质时的安培环路定理和磁场强度。 

1.7 铁磁质：磁化线圈和磁滞回线；磁畴；磁性材料的分类。 

1.8 电磁感应和电磁场理论：电磁感应现象；楞次定律；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动生电动势；

感生电动势；电子感应加速器；涡电流；自感与互感；磁场的能量；位移电流；麦克斯韦方程组。 

2. 法庭科学物理模型专题 

2.1 无线电通信基础模型：无线电设备硬件构成模型；无线电信号发射模型；无线电接收设备

模型。 

2.2 爆炸物引爆装置模型：雷管原理与起爆过程模型；定时开关电路模型；遥控开关电路模型；

条件开关电路模型。 

2.3 窃听设备模型：窃听设备构成与工作原理模型；反窃听设备构成与原理模型。 

2.4 电路过载事故分析模型：电路载荷分析模型；电路过载异常现象产生过程分析模型。 

学习目标： 

1. 掌握静电场和匀强电场各种实际问题的分析和计算方法； 

2. 掌握各类型电路的基本分析方法； 

3. 了解磁场及磁力的分析和计算方法； 

4. 了解电磁场中对各种现象的分析和计算方法； 

5. 了解铁磁性物质的磁性原理及材料性质； 

6. 了解无线电通信、窃听、电路事故、爆炸物等问题中的基本物理模型及分析方法； 

作业： 

1. 静电场、匀强电场、电容器习题（5题）； 

2. 电路分析习题（5题）； 

3. 电磁振荡与无线电收发过程习题（3题）； 

4. 电路载荷计算习题（2题）； 

5. 定时、遥控及条件开关电路分析习题（3题）； 

6. 窃听与反窃听过程分析习题（1题）。 

知识单元 3：振动和波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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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础知识部分 

1.1 机械振动和电磁振荡：谐振动：谐振动的特征与表达式；描述谐振动的特征量；谐振动的

旋转矢量图示法；常见的谐振动；谐振动的能量；阻尼振动；受迫振动；共振；LC 电路的振荡；

电磁受迫振荡、电共振；力电类比；一维谐振动的合成；二维谐振动的合成；振动的分解；频谱；

非线性振动与混沌。 

1.2 机械波和电磁波：机械波的产生条件；横波和纵波；波阵面和波射线；波长、频率和波速

之间的关系；平面简谐波的波函数；波动方程；波速；介质的形变及其模量；波的能量、波动能量

公式推导；波的强度；波的吸收；声波；声强；超声波；次声波；电磁波；惠更斯原理；波的衍射、

反射和折射；波的叠加原理；波的干涉；驻波；半波损失；多普勒效应；冲击波。 

2. 法庭科学物理模型专题 

2.1 声纹检测原理模型：人体发声器官与发声过程模型；共振峰处理模型；噪声干扰模型；变

声器作用模型；声音模数转换分析模型。 

2.2 测速仪工作过程模型：雷达测速器工作过程模型；与运动方向呈大角度测速时数据误差修

正模型。 

2.3 电磁波定位模型：手机定位原理模型；伪基站定位过程分析；考场作弊系统定位（收发两

端）过程分析。 

学习目标： 

1. 掌握分析和计算谐振动的方法； 

2. 掌握受迫振动、共振等现象的影响因素和计算方式； 

3. 掌握波动方程及各参量的计算方法及其物理意义； 

4. 了解波的叠加、衍射、反射、折射、干涉等问题的分析方法； 

5. 掌握多普勒效应的分析方法； 

6. 了解实际案例中无线电定位的原理和方法； 

7. 了解测速仪工作原理和误差方法； 

8. 掌握声纹检测的基本原理、检测方法以及对噪声及其他各类干扰的处理与分析方法。 

作业： 

1. 谐振动、受迫振动、共振习题（3题）； 

2. 波动方程习题（3题）； 

3. 波的叠加、衍射、反射、折射、干涉习题（2题）； 

4. 声纹检测相关习题（2题）。 

知识单元 4：光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基础知识部分 

1.1 几何光学：光的传播规律；全反射；光的反射与折射；薄透镜；光学仪器。 

1.2 光源：单色光；相干光。 

1.3 双缝干涉：杨氏双缝干涉；劳埃德镜子实验；光源的相干长度。 

1.4 光程：光程的定义；光程差；物像之间的等光程性；反射光的香味突变和附加光程差。 

1.5 薄膜干涉：等倾干涉；等厚干涉；牛顿环实验；增透膜和高反射膜； 

1.6 迈克尔逊干涉仪。 

1.7 光的衍射：光的衍射现象；菲涅尔衍射和夫琅禾费衍射；惠更斯-菲涅尔原理；圆孔的夫

琅禾费衍射；光学仪器的分辨本领。 

1.8 光栅衍射：光栅的衍射；光栅方程；光栅衍射的强度分布；缺级；光栅光谱；光栅的分辨

本领；干涉和衍射的区别和联系；X射线衍射。 

1.9 光的偏振：线偏振光；自然光；部分偏振光；圆偏振光和椭圆偏振光；起偏和检偏；马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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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定律；反射和折射时光的偏振；光的双折射；偏振光的干涉；旋光性；现代光学简介。 

2. 法庭科学物理模型专题 

2.1 物质成分分析中的光学原理：X 射线衍射仪（XRD）原理；红外光谱原理；拉曼散射光谱

原理。 

2.2 显微镜原理：普通光学显微镜及各类光学组件；高景深显微镜；透射电子显微镜；扫描隧

道电子显微镜；原子力显微镜。 

2.3 图像处理：数码图片光学属性分析；各类模糊图像处理。 

2.4 司法摄影中的光学问题：现场照相中的光学问题；特种照相中的光学问题。 

学习目标： 

1. 掌握照相机、显微镜等光学设备的原理和调节方法； 

2. 了解光的干涉、衍射、偏振等过程的现象和原理； 

3. 了解物质成分分析仪器中涉及的光学原理； 

4. 了解图像处理中的光学原理； 

5. 掌握特种照相中各类光源和光学设备的原理与使用方法。 

作业： 

1. 几何光学习题（4题）； 

2. 物理光学习题（5题）； 

3. 特种照相中的光学原理与操作方法复述。 

知识单元 5：物理实验方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物理实验基础知识 

1.1 物理实验规范：实验预习规范；实验报告写作规范；实验计划规范；实验过程操作规范；

实验数据记录规范；实验设备使用与维护规范；实验室日志记录规范；实验安全规范。 

1.2 基础测量方法：精读与误差；长度测量；角度测量；质量测量；力的测量；电流电压电阻

等物理量的测量；粘度测量；流速测量等。 

1.3 实验结果处理：数据记录方法与要求；数据统计方法；实验结果误差分析与讨论方法；实

验数据数值拟合处理方法。 

1.4 常用仪器操作方法：天平的使用方法；照相机、显微镜、放大镜设备使用方法；多波段光

源使用方法；CCD图像采集设备使用方法。 

2. 法庭科学中使用物理检测方法的基本原则 

2.1 检材与样本处理问题：尽量不损坏检材；不能避免检材破坏时，应考虑其他物证检验工作，

按照破坏程度合理安排不同检验的顺序，并尽可能减少每个环节的破坏量；实验必须保留一定量的

原始检材，保证可重复进行检测。 

2.2 检材和样本的保管：防止检材和样本被污染；防止检材和样本自身性质发生变化。 

2.3 检测环境：根据检材样本情况修改标准实验的实验方案；根据检材样本情况，对仪器设备

作必要修改，如载物台等；根据案件发生时的环境，合理设置实验环境参数，如温度、湿度、噪声。 

学习目标： 

1. 掌握物理实验的基本实验规范； 

2. 掌握各类基本的物理测量方法； 

3. 掌握物理实验结果记录、分析与讨论方法； 

4. 掌握法庭科学物理实验的基本原则； 

5. 掌握常用物理实验设备的原理、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作业： 

1. 试述物理实验操作基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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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针对给定实验类型编写实验报告模板； 

3. 分析法庭科学物理实验与标准物理实验的异同； 

4. 实验结果数据统计与数据处理方法习题（3题）； 

5. 实验结果误差分析方法习题（3题）。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6学时 

实验 1：基础测量实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 

1. 长度测量实验； 

2. 质量测量实验； 

3. 角度测量实验； 

4. 力的测量实验； 

5. 电路参数测量实验； 

实验要求：熟悉各种测量设备的使用原理；掌握各种测量设备的使用方法。 

实验 2. 多波段光源实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熟悉多波段光源的使用方法；使用多波段光源产生指定波段的光；利用各种波段的

光源照射被观察客体，观察现象并记录。 

实验要求：熟悉多波段光源观察客体的基本原理；研究针对不同观察客体应使用何种波段光源

更为合适；掌握多波段光源的使用方法和观察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庭科学物理学概述、矢量运算和微积分基础 3  

2 直线运动、一般曲线运动 3  

3 牛顿定律、参考系、守恒量 3  

4 刚体 3  

5 流体 3  

6 法庭科学中的动力学模型专题 3  

7 电磁学基础知识 3  

8 法庭科学中的电磁学分析模型 3  

9 振动和波基础知识 3  

10 法庭科学中的振动和波分析模型 3  

11 光学基础知识 3  

12 法庭科学中的光学分析模型 3  

13 物理实验基础知识 3  

14 法庭科学中使用物理检测方法的基本原则 3  

15 实验 1：基础测量实验 3 实操实验 

16 实验 2：多波段光源实验 3 实操实验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现场勘查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犯罪行为中所涉及物理过程的基本原理、法庭科学检测中各种物理方法的原理和使用方

法、法庭科学中基本物理检测方法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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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各类物理模型的分析与计算、根据实际案件构建物理模型的思路和方法、物理检测结果

的误差处理与误差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 

2. 演示法 

3. 讨论法 

4. 实验法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演示实验教学； 

3.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4. 实验室远程观摩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侦查学实验中心：司法摄影实验室，包括各种照相设备、光学放大设备等；痕迹物证实验室，

包括多波段光源、显微镜等光学设备，还包括长度测量、质量测量等设备；扫描电镜实验室，扫描

电子显微镜，并可以测定能谱。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需自主学习基本的矢量运算和微积分计算方法，并利用课外时间进行车辆运动参数测量实

验、高层建筑高度测量实验、下水系统流速实验以及各种光线条件下照相实验，建议课时不少于

12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程守洙等编著《普通物理学（第六版）》（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12月 第 6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许爱东等编著《物证技术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 9月 第 1版 

2. [俄] A.瓦尔拉莫夫等编著《奇妙的物理学》，科学出版社，2014年 2月 第 1版  

执笔：李小恺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侦查逻辑 
Investigation  Logic 

课程号：4040403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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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用逻辑方法分析、处理案件的能力；2、避免逻辑错误。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案例分析，使学生掌握逻辑基础知识、演绎推理、非演绎推

理、侦查假设原理，了解逻辑推理、逻辑基本规律、逻辑证明等概念，为《证据学》等后续课程奠

定必要的逻辑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逻辑学研究对象 

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推理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 

逻辑学的性质：逻辑学是工具性、基础性学科。 

逻辑学的作用： 

（1）可以帮助人们获取新知识。  

（2）可以帮助人们准确严密地表述和论证思想，有助于提高逻辑思维能力。 

（3）帮助人们正确的表达思想，反驳谬论，揭露诡辩。  

（4）有助于应对社会思维能力素质考试 。 

2．侦查逻辑研究对象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

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侦查逻辑是法律逻辑学的分支，它是在对侦查行为的一般特征及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研究侦

查思维的一般模式与方法的应用逻辑学。 

侦查逻辑作为侦查学、逻辑学的交叉学科，侧重侦查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逻辑问题。培养和训练

语言表达、逻辑思维的能力，全面、准确分析和处理案情的能力。  

侦查逻辑的特点 ： 

（1）推理前提的真实性。 

（2）思维过程的回溯性。  

（3）非演绎推理（或然性推理）的大量运用。  

（4）侦查活动的假设性 。 

（5）真实犯罪的复杂性。 

学习目标： 

了解逻辑学、侦查逻辑研究对象。 

知识单元 2：逻辑概念在刑事法律与诉讼中的应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概念特征 

从逻辑角度看，概念是组成命题和推理的基本要素，是人类思维形式中最基本的构成单位；从

刑事法律角度看，概念是刑事法律规范的核心，是理解和遵行刑事法律规范的关键。所以，概念在

逻辑学和刑事法律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概念是对客观事物特有属性的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是指该类事物都具有而他类事物都不具有

的那些属性，也就是能把该类事物和他类事物区分开来的那些属性。例如，我们给“刑法”下定义

时，只需揭示“刑法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法律”即可，“关于犯罪和刑罚”就是“刑法”的特有属

性，将刑法和其他法律区分开来。 

概念是通过语词来表达的，但并非所有的语词都表达概念。概念和语词不是一一对应的，同一

个概念可以用不同的语词表达，而同一个语词有时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例如，“贪污”一词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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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语言中至少有两个含义：（1）“他犯了贪污罪。”（2）“好哇！你贪污了我的冰淇淋！”又如，

“贪婪”一词，在日常语言中，既可以当作褒义词使用，如“他贪婪地汲取知识的营养”，也可以

当作贬义词使用，如“他贪婪地获取钱财”。 

（1）概念的外延 

概念的外延是指一个概念所指称的对象。例如，“刑事诉讼证据”的外延从表现形式上不同包

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

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2）概念的内涵 

 概念的内涵就是一个概念所指称的对象的特有属性。例如，“刑事诉讼证据”的内涵是“可以

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法律”的内涵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

为规范”；“刑法”的内涵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法律”，“人民法院”的内涵是“我国的审判机关”。 

内涵与外延，是概念所具有的两个基本逻辑特征，也是概念的两个属性，其中内涵是最基本的

属性，内涵决定外延。 

（3）法律概念的明确 

①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来明确一个法律概念。例如，《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可以用于证

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 

证据包括： 

(一)物证; 

(二)书证; 

(三)证人证言; 

(四)被害人陈述; 

(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六)鉴定意见; 

(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 

(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②只从内涵方面来明确一个法律概念。例如，《刑法》第二十三条：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

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③只从外延方面来明确一个法律概念。例如，《刑法》第九十二条：本法所称公民私人所有的

财产，是指下列财产： 

（一）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 

（二）依法归个人、家庭所有的生产资料； 

（三）个体户和私营企业的合法财产； 

（四）依法归个人所有的股份、股票、债券和其他财产。 

（4）刑事法律中的模糊概念 

在刑事法律中，还有大量的“模糊概念”。所谓模糊概念，就是指其内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相

对明确，但其外延却不明确的概念。例如“任何”、“从重处罚”、“从轻处罚”、“酌情”、“罪行重大”、

“严重后果”、“重大损失”、“后果特别严重”等。这种有意模糊，为执法的审时度势、因案而异提

供了条件。这不但不是刑事法律概念的不明确，相反这正是《刑法》适应客观实际需要的表现。 

模糊概念在刑事法律与诉讼中的主要作用如下： 

①使法律表述既精练又周密。 

②便于表述外延不明确以及尚未命名的法律事物。 

③便于表述那些无须准确表述或者不便准确表述的法律事物。 

（5）刑事法律与诉讼语言中的概念特征 

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一些语词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而消亡，一些语词为了适应社会时代的发

展而产生。刑事法律概念作为语言在刑事司法工作中的载体，具有鲜明的社会和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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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些旧的刑事法律概念被逐渐淘汰、改变，新的刑事法律概念逐渐产生。 

②刑事法律概念内容简明、确定。 

③刑事法律概念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2.概念种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概念分为不同的种类。 

（1）单独概念和普遍概念 

 根据一个概念外延的大小，将概念分为单独概念和普遍概念。 

 单独概念的外延只有独一无二的一个对象。例如，中国。 

普遍概念的外延至少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例如，犯罪嫌疑人。 

（2）肯定概念和否定概念 

根据概念中是否含有否定词，即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是否具有某种属性，将概念分为肯定概念和

否定概念。 

肯定概念中没有否定词，陈述了一个对象具有某种属性。 

否定概念中含有否定词，陈述了一个对象不具有某种属性。 

例如，“成年人”和“未成年人”这两个概念，“成年人”是肯定概念，是指已满十八周岁的人；

“未成年人”是否定概念，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人。 

（3）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 

根据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是否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将概念分为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 

集合概念所反映的是由一定数量对象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也可称为集合体。 

非集合概念是相对于集合概念而言的，非集合概念不以由一定数量个体对象所组成的不可分割

的整体为反映对象。它所作的陈述适用于它所反映的对象的任一个体。 

例如： 

[例 1]中国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 

[例 2]中国人是黑眼睛的人。 

上述[例 1]中的“中国人民”是集合概念， [例 2]中的“中国人”是非集合概念。 

3.概念外延间关系 

任何两个概念，如果不涉及空类，那么其外延之间的关系如下： 

（1）全同关系 

当a与b两个概念的外延完全相同时，即当凡a是b并且凡b是a时，a与b之间就是全同关系。例如，

“人民法院”和“我国的审判机关”。 

（2）种属关系 

当a的全部外延包含于b的外延之中，并且b的外延大于a的外延时，即当凡a是b并且有b不是a

时，a与b之间是种属关系。例如，“侵犯财产罪”和“犯罪”。 

（3）属种关系 

当a的外延包含了b的全部外延，并且a的外延大于b的外延时，即当凡b是a并且有a不是b时，a

与b之间是属种关系。例如，“犯罪”和“侵犯财产罪”。 

（4）交叉关系 

当 a、b的外延有一部分相同，又各有一部分不相同，即有 a是 b、有 a不是 b,并且有 b不是

a时，a与 b之间是交叉关系。例如，“青年人”和“法官”。 

（5）全异关系 

当a、b的外延完全不相同，即没有a是b时，a与b之间是全异关系。例如，“故意犯罪”和“过

失犯罪”。 

全异关系可以进一步分为反对关系和矛盾关系。 

①反对关系：当 a、b的外延之间是全异关系，并且 a、b两个概念的外延之和小于它们的属概

念的外延 （论域）时，a、b之间是反对关系。例如，“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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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矛盾关系：当 a、b之间是全异关系，并且 a、b两个概念的外延之和等于它们的属概念的外

延(论域)时，a与 b之间是矛盾关系。例如，“合法行为”和“非法行为”。 

4.法律概念限制和扩大 

概念的限制就是用增加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缩小概念的外延，使概念从一个外延较大的属概念

过渡到一个外延较小的种概念，也就是随着概念内涵的逐渐增多，使得概念的外延逐渐减小。例如，

从“犯罪”到“侵犯财产罪”，再到“盗窃罪”就是对概念进行连续限制的过程。 

概念的扩大是通过减少概念的内涵，扩大概念的外延，使概念从一个种概念过渡到属概念，也

就是随着概念内涵的逐渐减少，使得概念的外延逐渐扩大。例如，从“盗窃罪”到“侵犯财产罪”，

再到“犯罪”，就是对概念进行连续扩大的过程。 

5.概念定义 

概念是命题的组成单位，是表达思想的基础，因而在使用概念的过程中，一定要明确概念的内

涵和外延。在逻辑学上，明确概念内涵和外延的逻辑方法分别是定义和划分。 

（1）定义及其结构 

定义是明确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内涵指的是事物的特有属性，定义是通过揭示概念的特有属

性来明确概念内涵的。 

定义是由被定义项、定义项和定义联项三部分组成的。 

（2）定义的规则 

①定义不能循环：定义项中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出现被定义项。违反这一要求导致的逻辑错误是

“循环定义”。 

    ②定义必须相应相称：被定义项的外延和定义项的外延必须是全同关系。违反这一要求导

致的逻辑错误是“定义过宽”或“定义过窄”。 

③定义应当用肯定形式：给正概念下定义不能用负概念，定义应当用肯定命题来表达，不能用

否定命题来表达。违反这一要求导致的逻辑错误是“定义离题”。 

④定义必须明确。这条规则要求： 

    第一、定义应当用简练的语言，不应有含混的语词。违反这一要求导致的逻辑错误是“定

义含混”。 

 第二、定义项中不应包含比喻。违反这一要求导致的逻辑错误是“用比喻代定义”。 

6.概念划分 

（1）划分及其结构 

划分是明确概念外延的逻辑方法。划分就是依据一定的标准把一个概念所指称的一类对象分成

若干个小类，把一个属概念分成几个种概念。 

划分由划分的母项、划分的子项和划分标准三部分组成。 

（2）划分的种类和方法 

一次划分是对母项进行一次分完的划分，只包含母项和子项两个层次。 

连续划分是把第一次划分后所得的子项作为母项继续进行划分，这样连续划分下去，直 

到满足需要为止。 

二分法是以划分对象有无某种属性作为划分标准，把母项中凡是具有这种属性的对象划分为一

类，表现为一个正概念。把凡是不具有这种属性的对象划分为另一类，表现为一个负概念，二者的

外延相互矛盾。例如，把行力分为合法行为和非法行为。 

（3）划分的规则 

①子项之和必须穷尽母项：划分后所得各子项外延之和与母项的外延之间是全同关系。 违反

这一要求导致的逻辑错误是“子项不全”和“多出子项”。 

②各子项外延之间必须互不相容：划分后所得的各子项外延之间必须是全异关系，互不相容，

这样才能把属于母项的任何一个对象划分到一个子项中，而且也只能划分到一个子项中。违反这一

要求导致的逻辑错误是“子项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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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划分标准必须同一：每一次划分必须用同一个标准，不允许一部分子项的划分依据某一个标

准，而另一部分子项的划分依据另一个标准。违反这一要求导致的逻辑错误是“多标准划分”。 

（4）分解 

分解是把一个整体分为几个组成部分，它所显现出的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分解后的部分不具

有整体的属性。 

划分不同于分解。例如，把人民法院分为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专门人民法院，

这是一个划分。把人民法院分为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和其他审判庭，

这是对人民法院的分解。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概念的特征、内涵、外延。 

2.掌握法律概念的种类、概念外延间的关系、定义、划分。 

3.对比旧《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新《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关于“证据”定义的变化，

展开讨论。 

知识单元 3：逻辑命题在刑事法律与诉讼中的应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命题特征 

命题是对事物情况的陈述。例如： 

[例 1]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刑法》第十七条） 

[例 2]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刑法》第二十五条） 

命题有真假。如果一个命题所陈述的内容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称为真命题。例如，“人民法院

是我国的审判机关”。如果一个命题所陈述的内容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称为假命题。例如，“凡犯

罪嫌疑人都是有罪的”。法律规范是指令人们如何行为的规定，这些规定只有合理不合理、妥当不

妥当、有效与无效的问题，其本身没有对错、真假问题，所以，法律规范都是真命题。 

任何命题都要通过语句来表达，但是并非任何语句都表达命题。命题与语句不是一一对应的，

同一命题可以用不同的语句来表达。在不同的语境中，同一语句可能陈述不同的事物情况，表达不

同的命题。 

任何命题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如果把命题中的内容部分分别换成符号 p、q、s……表示，

就得到这个命题的形式。命题形式就是由一组有序排列的符号与逻辑联结词组成的表达式。                                                            

2.复合命题 

刑事法律条文是由各种逻辑命题构成的，有的是简单命题，有的是复合命题，更多的是多重复

合命题。有的多重复合命题经过多次组合，可以非常复杂。而社会生活中，由于各种法律关系、法

律行为错综复杂，决定了相关的刑事法律条文多采用多重复合命题这种长句结构。 

（1）负命题 

负命题就是陈述某个命题不能成立的命题。例如，《刑法》第十三条：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

土完整和安全，……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

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2）联言命题 

联言命题陈述了几种事物情况同时存在、同时为真。例如，《刑法》第八十三条：有期徒刑的

假释考验期限，为没有执行完毕的刑期；无期徒刑的假释考验期限为十年。 

联言命题的各组成部分之间是一种并列结构，在刑事法律中，这种并列通常有以下几种形式： 

①概念并列。例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第四款：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代理

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 

②短语并列。例如，《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对罪犯确有严重疾病，必须保外就医的，

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诊断并开具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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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命题并列。例如,《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第三款：法庭笔录应当交给当事人阅读或者

向他宣读。当事人认为记载有遗漏或者差错的，可以请求补充或者改正。当事人承认没有错误后，

应当签名或者盖章。 

在刑事法律中，常见的联言命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形式： 

①同主语的联言命题。例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

鉴定意见，并且签名。 

②同谓语的联言命题。例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送达传票、通知书和其他诉讼文

件应当交给收件人本人 

③同主语、同谓语的联言命题。例如，《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

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 

在逻辑学上，联言命题的联言支顺序改变不影响联言命题的逻辑性质，但联言命题用于陈述刑

事法律条文时，联言支的顺序有时则不允许任意改变。例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

“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这段

法条实际上陈述了法定代理人的范围和法定顺序，所以，每一个联言支的顺序不能任意改变。  

（3）选言命题     

选言命题陈述了几种事物情况中至少有一种情况存在。 

①相容选言命题。例如，“……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②不相容选言命题。例如，《刑法》第五十三条：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                                                                      

（4）假言命题 

根据条件和结果之间的联系方式不同，假言命题分为充分条件假言命题、必要条件假言命题、

充要条件假言命题（等值命题）。 

充分条件假言命题陈述了某一命题的存在是另一命题存在的充分条件。《刑法》第十七条：“已

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刑事法律条文中的充分条件假言命题，有许多比以上分

析的标准形式的假言命题更为复杂。它的前件或后件不全是一个简单命题，而是由若干支命题构成

的复合命题或多重复合命题： 

①前件是一个复合命题，后件是一个简单命题。例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四条：在法

庭审判过程中，如果诉讼参与人或者旁听人员违反法庭秩序，审判长应当警告制止。 

②前件是一个简单命题，后件是一个复合命题。例如，《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如果被教

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③前件和后件均为复合命题。例如，《刑法》第九十八条：如果被害人因受强制、威吓无法告

诉的，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的近亲属也可以告诉。 

必要条件假言命题陈述了某一命题的存在是另一命题存在的必要条件。例如，《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零二条：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

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 

等值命题陈述了两种事物情况同时存在或者同时不存在。例如，《刑法》第二十五条：共同犯

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5）但书 

在刑事法律中表示转折关系的条文中，经常使用“但是”、“但”一词。“但是”、“但”字后面

的文字，被称为“但书”。其作用与具体形式大致分为以下几种： 

①排除、否定的作用。例如，《刑法》第六十五条：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

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

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  

②禁止的作用。例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二款：犯罪嫌疑人不讲真实姓名、住

址，身份不明的，应当对其身份进行调查，侦查羁押期限自查清其身份之日起计算，但是不得．．．．停止

对其犯罪行为的侦查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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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命令、要求的作用。例如，《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

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

严加看管和医疗。 

④授权的作用。例如，《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三款：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

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3.规范命题 

规范命题就是陈述人们的行为规范的命题。所谓行为规范就是指令人们在一定的情况或条件下

必须或者可以如此这般或不如此这般行为的规定。例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二款：

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 

规范命题分为：必须命题、允许命题、禁止命题。 

4.模态命题 

模态命题是陈述事物情况必然性或可能性的命题。 

模态命题分为必然命题、可能命题。 

学习目标： 

1．了解各种命题在法律中的重要作用。 

2．掌握复合命题、规范命题、模态命题的特征。 

知识单元 4：演绎推理在刑事法律与诉讼中的应用 

参考学时：9学时 

1．联言推理 

①合成式。推理形式是： 

p真，q真， 

所以，p并且 q。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游行、示威的自由。 

②分解式。推理形式是： 

p并且 q，                         或者：p并且 q， 

所以，p。                               所以，q。 

例如，《刑法》第四十九条：“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

死刑。”所以，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 

2.选言推理 

否定肯定式。推理形式是： 

或者 p，或者 q， 

非 p， 

所以，q。 

例如，对于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来说，或是自杀，或是他杀，或是不幸事故意外死亡；经查，

死者不是自杀，不是他杀，所以，是不幸事故意外死亡。 

3.假言推理 

（1）充分条件假言推理 

①肯定前件式。推理形式是： 

如果 p则 q， 

p， 

所以，q。 

例如，如果他是凶手，那么案发时他在作案现场；现查证，他是凶手，所以，案发时他在作案

现场。 

②否定后件式。推理形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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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p则 q， 

非 q， 

所以，非 p。 

例如，如果他是凶手，那么案发时他在作案现场；现查证，案发时他不在作案现场，所 

以，他不是凶手。 

（2）必要条件假言推理 

 ①否定前件式。推理形式是： 

只有 p才 q， 

非 p， 

所以，非 q。 

例如，只有年满十八周岁，才有选举权；他未满十八周岁，所以，他没有选举权。 

 ②肯定后件式。推理形式是： 

只有 p才 q， 

q， 

所以，p。 

例如，只有年满十八周岁，才有选举权；他有选举权，所以，他已满十八周岁。 

（4）等值推理 

①肯定式。推理形式是： 

p当且仅当 q，                或者：p当且仅当 q， 

p，                               q， 

所以，q。                          所以，p。 

②否定式。推理形式是： 

p当且仅当 q，               或者：p当且仅当 q， 

非 p，                             非 q, 

所以，非 q。                      所以，非 p。 

4.假言连锁推理 

推理形式是： 

如果 p则 q, 

如果 q则 r, 

所以，如果 p则 r。 

5.二难推理 

（1）构成式。推理形式为： 

如果 p则 r， 

如果 q则 r， 

p或者 q， 

所以，r。 

如果两个假言前提的后件不相同，推理形式为： 

如果 p则 r， 

如果 q则 s， 

p或者 q， 

所以，r或者 s。 

例如，《红楼梦》第六十四回中有这样一段：贾宝玉想去看望林黛玉，在路上遇见林黛玉的侍

女雪雁，得知林黛玉在自己的住处祭奠祖宗，于是心想：“大约必是七月，因为瓜果之节，家家

都上秋季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己祭奠，……但我此刻走去，见她伤感，必极力

劝解，又怕她烦恼郁结于心；若意不去，又恐她过于伤感，无人劝止：两件皆足致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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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破坏式。推理形式为： 

如果 p则 q ， 

如果 p则 r， 

非 q或者非 r， 

所以，非 p。 

如果两个假言前提的前件不相同，推理形式为： 

如果 p则 r， 

如果 q则 s， 

非 r或者非 s，  

所以，非 p或者非 q。 

一个推理的内容是否正确和推理形式是否有效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推理的内容正确，相应的推

理形式不一定有效、不一定正确。例如： 

凡 2的倍数是偶数，所以凡偶数是 2的倍数。 

这个推理的内容是正确的，它的推理形式是： 

凡 s是 p，所以凡 p是 s。 

按照这个推理形式，我们再进行一个推理： 

凡审判员都是年满 23岁的公民，所以凡年满 23岁的公民都是审判员。 

很显然，这个推理的结论是错误的。所以，不能因为推理结论正确，就断定相应的推理形式正

确。一个正确的推理形式，无论对其中的任何变项做任何代入，都不会出现前提正确、结论错误的

情形，即只要前提正确、结论就正确，这个推理形式才是逻辑有效的。 

学习目标： 

1．了解演绎推理在刑事法律工作中的作用。 

2．掌握各种演绎推理有效形式。 

作业： 

1. 案例分析：开封 9．18馆藏文物被盗案 

2. 案例分析：“福尔摩斯也破不了的悬案” 

3. 案例分析：死囚平冤记 

知识单元 5：非演绎推理在刑事法律与诉讼中的应用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回溯推理 

推理过程是： 

q， 

（如果 p则 q） 

所以，p。 

例如，一盆鲜花死亡了，我们推测它死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花土太干或太湿；灯忽然熄灭了，

我们推测可能是停电了，也可能是灯泡坏了。 

2.归纳推理 

归纳推理根据前提中是否考察了某类事物的全部对象而分为完全归纳推理和不完全归纳推理。

推理过程分别是： 

    完全归纳推理                    不完全归纳推理 

        S1是 P                         S1是 P 

        S2是 P                         S2是 P 

        ……                          …… 

        Sn是 P                         Sn是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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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S2……Sn是 S类           （S1、S2……Sn是 S类 

       全部对象）                    一部分对象，且没有发现反例） 

       ——————                  —————— 

   凡 S是 P                         凡 S是 P 

例如，侦查实践表明，甲犯作案有一定动机，乙犯作案有一定动机，丙犯作案有一定动

机，……可见，犯罪分子作案都有一定动机。 

3.求因果联系五法 

（1）求同法。推理过程是： 

场合     有关情况       相关现象 

①    A、B、C ……     a、b、c 

②    A、B、D ……     a、b、d 

③    A、C、E ……     a、c、e 

—————————————————— 

因此，A 与 a 之间有因果联系。 

例如，荷兰“白衣杀手案”的侦破。2001 年 9 月，荷兰海牙朱莉安娜儿童医院里一位仅 5 个

月大的婴儿在经历一次体检后突然死亡，而在一个小时前医生确认这名婴儿的病情正在好转。警方

对死婴尸体进行解剖后断定，这是非正常死亡，是被人用残忍的手段杀死的。警方把怀疑的目光对

准了刚刚对该名婴儿进行过护理的该院护士露茜·德伯克。医院档案显示，在此前的一年半时间里，

先后出现了 5次类似的死亡，每次都是在德伯克值班后发生的。进一步的调查更令人吃惊：从 1997

年 2月开始，在德伯克担任过护士的三所医院里，先后有 13名病人在经过德伯克的护理后死亡，

其中有来自中国的著名法学家李浩培先生。警方怀疑德伯克给病人注射超量的吗啡和钾溶液，故意

致人死亡。2002 年 3 月，警方对其中 3 名死亡婴儿的尸体进行解剖后发现，在他们的血液中存在

有毒物质。2002年 9月 17日，荷兰海牙地方法院开庭审理这一骇人听闻的奇案，并对德伯克进行

了判处。 

（2）求异法。推理过程是： 

场合    有关情况     相关现象 

①     A、B、C      a、b、c  

②     — B、C      — b、c 

————————————————— 

因此，A 是 a 的原因。 

例如，为了探寻黄热病是不是由带病毒的蚊子传播的，人们设计了这样一个实验。在两间蚊子

没法进入的房屋中，分别放置了黄热病人睡过的、未经清洗的床单、用过的脸盆等器具，这些东西

都染有黄热病人的呕吐物、排泄物。这两个房间唯一不同的是其一放置了叮咬过黄热病人的蚊子，

另一个则没有。然后让两个身体状况相同的自愿者分别进入这两个房间起居生活，而且这两个自愿

者都被证明是对黄热病没有免疫力的。结果，几天以后，有蚊子的房间里的自愿者染上了黄热病，

而没蚊子的房间里的自愿者没染上黄热病。对于上述两个身体状况相同的自愿者而言，染上了黄热

病和没染上这种病的人其它各种条件完全相同，只是一个被带病毒的蚊子叮咬过，而另一个没有。

这个实验就是通过求异法发现了黄热病是通过带病毒的蚊子传播的。 

（3）求同求异并用法。推理过程是： 

       场合          有关情况           相关现象 

                   ① A、B、C ……       a、b、c 

       第一组      ② A、B、D ……       a、b、d 

                   ③ A、C、E ……       a、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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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B、C、E ……       b、c、e 

       第二组       ② D、0、H ……       d、o、h 

                 ③ C、F、I ……       c、f、i 

                 —————————————————— 

                   因此，A与a之间有因果联系。 

例如，2000年6月的一个周末，美国布鲁斯夫妇宴请亲人到家里为他们11个月大的儿子小理查

德过生日。当晚，小理查德脸色发白，全身颤抖，耳、鼻、眼、口流血，被紧急送进了医院。医护

人员检查后，发现小理查德的肝功能严重衰竭，血小板数目是7.9万，远远低于14万的标准，这是

晚期癌症的明显症状！第二天清晨，小理查德虽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还是不幸死亡了。但医护人

员发现了小理查德有癌症的症状，却查不出是何种癌症。 

几个小时后，小理查德的舅舅强森死于同样症状。紧接着，小理查德的父母布鲁斯夫妇、强森

的女儿雪莉也因同样症状被送进了医院。所幸他们经抢救脱险。 

侦查人员发现，小理查德与强森在死亡前曾在一起相处过，那便是在周末的聚会上。染病的家

庭成员当天也在场。最后，侦查人员发现得病的人在当天晚上都饮用过柠檬水，而其余没有饮用柠

檬水的人却安然无恙。侦查人员怀疑柠檬水中含有有毒物质。事实证明，凶手正是在柠檬水中投入

了剧毒物质。 

（4）共变法。推理过程是： 

        场合      有关情况        相关现象 

         ①     A1、B、C ……     a1、b、c 

         ②     A2、B、C ……     a2、b、c 

         ③     A3、B、C ……     a3、b、c 

        ———————————————————— 

          因此，A与a之间有因果联系。 

例如，一位犯罪学家则通过比较发现，就业率的波动和盗窃罪发案率起伏之间有共变现象。当

就业率升高的时候，盗窃率降低；当就业率降低的时候，盗窃率升高。这位犯罪学家得出结论：失

业是引起盗窃罪发案率升高的原因。 

（5）剩余法。推理过程是： 

A、B、C……与 a、b、c……之间有因果联系， 

B 与 b 之间有因果联系， 

C 与 c 之间有因果联系， 

—————————————————————— 

 因此，A 与 a 之间有因果联系。 

例如，在一起信用社被抢劫案中，犯罪嫌疑人梁某被抓获后，声称全案是他一人所为，无其他

同案犯。当侦查人员讯问他作案后如何逃离现场的，他说是骑摩托车逃走的，但据目击者说，梁某

是乘坐一辆小汽车逃走的，这辆小汽车等候在信用社门口。在证据面前，梁某又改口说自己确实是

乘坐小汽车逃走的。当侦查人员讯问他是谁驾驶汽车，他说是他自己。可是他所说的逃跑路线和实

际勘察的不一致，接下来的讯问中，侦查人员发现梁某虽然会驾驶摩托车，但对汽车驾驶技术一无

所知，这说明在梁某入室抢劫时，另有一名同案犯驾驶汽车，在信用社外等候。在充分的证据面前，

梁某不得不交代了另一名同案犯。 

4.类比推理 

（1）同类事物之间的类比。推理过程是： 

S1具有这种属性， 

S2也具有这种属性， 

S3也具有这种属性， 

…… 

Sn也具有这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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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Sn+1也具有这种属性。  

例如，最近某地连续发生几起枪击案，据目击者说，凶手是两个人并乘坐一辆白色小货车。于

是警方推测这两个人下一次作案时也会乘坐一辆白色的小货车。 

（2）两类事物之间的类比。推理过程是： 

A事物有属性 a1、a2……a3，b 

B事物有属性 a1、a2……a3， 

所以，B也有属性 b。 

例如，传说我国古代的鲁班，有一次上山砍树，手指被野草的叶子划伤。他发现这些叶子的边

缘有许多锋利的小齿，于是就在铁片上制作许多相似的小齿，发明了人们沿用至今的锯子。 

类比推理在刑事侦查中的运用体现在并串案侦查上。 

5.侦查假设 

在刑事侦查中，有时侦查人员对所发生的案件，最初由于掌握事实材料不多，对整个案情或某

一情节不能作出确定的判断，而只能进行猜想或推测。侦查假设就是在已掌握的事实材料和有关知

识的基础上，结合过去积累的实践经验，针对刑事侦查需要弄清的事物情况作出的推测性的或假定

性的说明。 

例如，2002年 11月 13日早 8时，北京市通州区公安分局接到报案：一家食品厂财务室的保

险柜被盗，里面有 10 余万元的现金。通州警方经过勘察现场，将财务室里的物品进行痕迹提取，

得到了犯罪嫌疑人作案时留下的足迹，犯罪嫌疑人作案时穿的是一双胶鞋。侦查员获知该食品厂统

一穿劳保服，员工在工作时间统一穿胶鞋。警方首先确定：（1）本案是一个犯罪嫌疑人作案；（2）

本案是内部熟人作案；（3）作案时间在凌晨 1时到 3时之间。而该厂每位员工都有 2到 4双解放

胶鞋。侦查员对食品厂所有员工进行指纹和足迹提取，从 117双足迹中提出五双可疑足迹，和犯罪

嫌疑人作案时留下的足迹进行比对。经鉴定，员工李明的足迹与犯罪嫌疑人作案时留下的足迹很相

似，但李明拒不承认盗窃保险柜的事实。12 月 3 日，经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的多名足迹专家认

定，员工李明双脚足迹的大小、动力程度和步行特征与作案现场留下的足迹特征完全吻合，从而确

定了 11月 13日盗窃食品厂保险柜内 10余万元现金的犯罪嫌疑人就是李明。 

（1）侦查假设的特征 

①侦查假设是一种工作假设,具有个案性。 

②侦查假设具有相当突出的客观实践性。侦查假设决不是幻想或主观的虚构，而是根据犯罪信

息，经过分析和推理的思维方法，建立在已知的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  

 ③侦查假设具有一定模糊性。例如案件性质和情节的模糊性,侦查方向和侦查范围的模糊性,

认定犯罪嫌疑人与犯罪事实关系的模糊性。 

（2）侦查假设的提出 

①侦查假设具有很具体的针对性，主要针对案件性质、犯罪客体、犯罪嫌疑人、作案时空手段

进行等。 

②对同一案情，提出多个假设，淘汰筛选，从中择优，尽可能穷尽一切可能性。 

③破案是侦查假设的归宿。 

（3）侦查假设的检验 

①侦查假设的根据必须真实可靠，侦查假设不能与案件中的事实相矛盾。 

②从同一假设引申出多个检验命题，被证实的检验命题愈多，则该假设成立的概率就愈高。侦

查假设不仅要能够说明有关案件已有的事实，而且要能够预测可由经验检验的有关案件的未知事实。 

（4）侦查假设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①必然性与偶然性共寓于侦查假设之中。 

②正确认识和处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 

③把握必然性和偶然性，驾驭取胜机遇。 

6. 侦查实验 

侦查实验是指侦查员为了检查核实对案件有意义的材料，可以再现某一事件、环境或其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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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行必要的实验活动。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

以进行侦查实验。侦查实验，禁止一切足以造成危险、侮辱人格或者有伤风化的行为。 

在实践中，通过侦查实验来检验其客观可能性的情节主要有三种： 

（1）在一定条件下感知某些现象的可能性。例如在一定的光照条件下看清某物体的 

可能性，在一定距离和环境条件下听清某声音的可能性。 

（2）在一定条件下实施某种行为的可能性。例如在一定时间内将某物体从甲地移到 

乙地的可能性，某人实施驾驶汽车等技能行为的可能性等。  

（3）被调查事件中某个细节发生的可能性。例如某房间能否容纳一定数量的货物， 

能否在不损坏锁扣和门的情况下把门锁锯断等。 

学习目标： 

1．了解非演绎推理在刑事法律工作中的作用。 

2．掌握侦查假设、侦查实验。 

作业： 

1. 案例分析：神探李昌钰：碎木机下的冤魂 

2. 案例分析：12﹒9郑州银行大劫案 

3. 案例分析：DNA现形隐身剧毒 

4. 案例分析：小悦悦事件 

知识单元 6：逻辑基本规律在刑事法律与诉讼中的应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逻辑基本规律 

我们运用概念、命题，表达思想，进行推理，各有其应当遵守的逻辑规则。此外，各种思维形

式还有它们需要共同遵守的普遍规则。这些对各种思维形式都起作用的普遍规则就叫逻辑基本规

律，即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 

1.同一律 

同一律的内容是指任何一个思想都有确定性，是什么就是什么，是真的就是真的，是假的就是

假的。通常表述为：A就是 A。 

同一律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一个思想必须保持自身的确定和同一 

违反同一律对概念的要求，所犯的逻辑错误是混淆概念或偷换概念；违反同一律对命题的要求，

所犯的逻辑错误是转移论题或偷换论题。 

2.矛盾律 

矛盾律的内容是指任何一个思想都不可能既是真的又是假的。 

矛盾律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对于两个互相矛盾或互相反对的思想不能都予以肯定。 

违反矛盾律，所犯的逻辑错误是自相矛盾。 

3.排中律   

排中律的内容是指任何一个思想或是什么或不是什么，或是真的或是假的。或者说两个互相矛

盾的思想不可能同假。通常表述为：A或者非A。 

排中律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对两个互相矛盾的概念或者命题不能同时予以否定。 

违反排中律，所犯的逻辑错误是模棱两不可。 

学习目标：了解逻辑基本规律在法律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作业： 

1. 案例分析：“还”欠款 4000元 

2. 案例分析：肖像在哪个盒子里 

3. 案例分析：悖论 

知识单元 7：逻辑证明与反驳在刑事法律与诉讼中的应用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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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逻辑证明 

证明是运用已知为真的命题证明另一个命题为真的思维过程。其中已知为真的命题称为论据，

被证明为真的命题称为论题，证明过程中所使用的逻辑推理称为论证方式。 

证明在刑事诉讼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刑事侦查阶段，论据就是刑侦中的案件事实，也就

是证据，论题就是刑事侦查的结论，所以刑事侦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证明过程，就是证明犯罪

嫌疑人是否犯有罪行的过程。而在审判阶段，则是控方证明犯罪嫌疑人犯有罪行、辩方证明犯罪嫌

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过程。 

(1)证明的方法 

根据证明过程中论题与论据联系方法的不同，证明分为直接证明和间接证明两种。 

①直接证明。 

②间接证明。间接证明可分为反证法和排除法。 

（2）证明规则 

为了保证证明有效，不仅要尊重客观事实，还要遵守证明规则。 

①论题必须清楚、明确，否则会犯“论题不清、论题含混”的逻辑错误。 

②论题必须保持同一，否则会犯“转移论题”或“偷换论题”的逻辑错误。 

③论据必须是已确认为真的命题，否则会犯“虚假理由”的逻辑错误。 

④论据的真实性不能依靠论题来证明，否则会犯“循环论证” 的逻辑错误。 

⑤论据与论题之间要有必然的逻辑联系，论题能从论据推出，否则会犯“推不出”的 

逻辑错误。 

2.逻辑反驳 

反驳就是引用确认为真的命题，从而得出某一命题为假或某一论证不能成立的思维过程。 

（1）反驳方式：反驳论题、反驳论据、反驳论证方式。 

（2）反驳方法：直接反驳、间接反驳、归谬法。 

学习目标： 

1．了解证明、反驳的作用。 

2．掌握证明方法、证明规则、反驳方法。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个，共××学时 

实验 1：……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实验 2：……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3  

2 逻辑概念在刑事法律与诉讼中的应用 3  

3 逻辑命题在刑事法律与诉讼中的应用 3  

4 演绎推理在刑事法律与诉讼中的应用 3 案例研讨为主 

5 演绎推理在刑事法律与诉讼中的应用 3 案例研讨为主 

6 演绎推理在刑事法律与诉讼中的应用 3 案例研讨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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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非演绎推理在刑事法律与诉讼中的应用 3 案例研讨为主 

8 非演绎推理在刑事法律与诉讼中的应用 3 案例研讨为主 

9 逻辑基本规律在刑事法律与诉讼中的应用 3 案例研讨为主 

10 逻辑证明与反驳在刑事法律与诉讼中的应用 3 案例研讨为主 

11 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逻辑导论》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演绎推理、非演绎推理在刑事法律中的应用。 

难点：侦查假设、侦查实验。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讨论为辅。 

2. 以大纲内容为主，案例分析为辅。 

教学手段： 

1．多媒体为主。 

2. 板书为辅。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侦查逻辑》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

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王洪主编《《逻辑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 9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徐海燕著《刑事法律与诉讼中的逻辑问题与运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 年 6

月 第 1版。 

执笔：徐海燕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警体技能  
police physical education 

课程号：4040403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刑事司法学院侦查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警体技能的基本知识；2、学习并掌握自卫防身格斗的初级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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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生自卫防身的综合能力；3、全面提高学生的身体运动素质，增强自身提抗危害的能力；4、

通过模拟对抗练习，提高学生的警觉和应激意识并做好格斗的心理准备。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实践教学使学生达到几下目标：1、运动参与目标：积极参与各

种体育活动并形成自觉锻炼的习惯，基本形成终身体育的意识。 

2、运动技能目标：熟练掌握一种不同方位、人数、器械的防卫及擒拿技术；对常见的攻防威

胁有本能的基本反应。 

3、运动体能目标：将从力量、柔韧、心肺功能和心理适应四个方面达到一般警体标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学时 

知识单元：警体技能基本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学习防身、擒拿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对运动系统的了解和对自身运动能力的评估。 

3、面对应激情况或进攻前心理的调整、准备及控制。 

4、格斗的主要原则、策略与方法。 

5、案例分析 

6、安全教育与防身术的要求及注意事项。 

学习目标： 

1．了解运动系统的基础知识、运动规律。 

2．掌握格斗的基本知识。 

3．掌握攻防运动的基本方法。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以实践课为主，共 28学时 

实验 1：一对一的格斗技术 

参考学时：10学时 

实践内容：1）基本格斗姿势与移动技术 

2）拳法的进攻与防守技术 

3）腿法的进攻与防守技术 

4）跌法的基本技术 

5）不同方位的摔法技术 

6）擒拿技术 

7）解脱格斗技术 

实验要求：熟悉格斗的攻防动作；掌握基本动作发力的方法。 

实验 2：多对一的擒拿技术 

参考学时：6学时 

实践内容：1）反关节技术  

2）破解反关节技术 

实践要求：掌握关节控制的方法与技巧。 

实验 3：解脱格斗技术 

参考学时：6学时 

实践内容：1）抓臂解脱法 

2）抱腰解脱法 

3）锁喉解脱法 

4）其它解脱法 

实验要求：熟悉主要把位的攻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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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4：器械类格斗技术 

参考学时：6学时 

实践内容：短棍的适用及攻防 

实验要求：熟悉器械的攻防动作。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人体基本结构知识 2  

2 防身、格斗的理论知识 2  

3 跌法的基本技术 2  

4 格斗的基本姿态与移动 2  

5 拳腿的攻防技术（各选一个） 4  

6 摔法技术 4  

7 主要把位的解脱方法 2  

8 反关节的控制 2  

9 反关节技术的防守 2  

10 短棍的基本抓握及防护 2  

11 器械的简单攻防技术 2  

12 复习器械的攻防 2  

13 考试 2  

14 机动 2  

15 合计 3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一对一对抗技术。 

难点：摔法技术及其保护动作。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示范演练。 

2.脚靶模拟实战。 

教学手段： 

1.单个动作重复。 

2.抗阻力发力。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运动场、脚靶、弹力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践课时 

每周需要课外练习 4课时以上。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理论课占 20％；期末考试占 60%。 

7、作业要求： 

每单元内容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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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对抗课程练习的实际情况，采用标准警用格斗要求，作为理论课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杜仲勋等.擒拿与反擒拿【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0 

2、董如军.警用格斗技法【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3、陈工.怎样防范暴力犯罪【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8 

4、杜仲勋.徒手夺匕首【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7 

5、李贤英.柔道【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4 

6、马学智.散手【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 

（二）推荐参考书 

1. 浦澎潍.警用格斗擒敌术【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1 

2、李泰良.警棍术【M】北京.群众体育出版社.1989 

3、毕云龙, 屠年风.军警/特警/武警擒拿格斗教程.四川文艺音像出版社.2011 

执笔：贾涛     审定：体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司法会计鉴定 
Judicial accounting appraisal 

课程号：40404040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理解并掌握会计的基本原理，理解并会运用会计的基本规则。 

2、掌握查账的基本方法。 

3、了解当前会计资料的一般舞弊方法及审查方法。 

4、了解常用会计科目、账户的账务处理和审查方法。 

5、如何在会计资料中发现犯罪线索，获取犯罪证据。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期望培养学生将会计知识运用到侦查中的能力，为学习刑事案件侦查、经

济犯罪案件和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学时：48 
知识单元 1：司法会计及其理论基础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司法会计含义及其任务和作用 

（1）司法会计含义 

（2）司法会计任务 

勘验财务资料；发现、分析犯罪线索，拟定侦查方案；提取、审查证据；确定有无犯罪发生和

涉嫌犯罪的性质；正确处理民事、经济纠纷，解决行政争议。 

（3）司法会计的作用 

为处理经济、职务犯罪提供线索和证据，确认经济、职务犯罪案件是否发生，确认不法行为人

和涉案单位，能证明嫌疑人的具体行为过程；平民事、经济纠纷，息诉讼的作用；具有堵塞漏洞、

消除隐患，预防经济犯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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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计及其记账原理 

（1）会计的含义 

（2）会计记账原理 

（3）会计科目 

（4）记账方法 

3.会计实务程序 

（1）会计的一般程序者 

（2）记账程序 

学习目标： 

1．了解主要会计科目的内容、会计要素的含义。 

2．掌握司法会计的含义、任务、作用。 

3．掌握会计的含义、记账原理、会计实务程序。 

作业：1.什么是司法会计？司法会计的任务和作用？ 

2.什么是会计？什么是会计要素？主要会计要素的含义及其关系？ 

3.复式记帐法的记账规则是什么？ 

4.会计的一般程序是什么？ 

知识单元 2：会计核算资料的审查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会计核算资料的内容及检查 

（1）会计核算资料的概念和内容 

会计核算资料有：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它会计资料。 

①会计凭证：包括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 

②会计账簿：分为总分类账、日记账、明细账等。 

③会计报表 

（2）检查会计核算资料的步骤与普通方法 

①检查会计核算资料的步骤 

②会计核算资料的检查方法：详查法、抽查法、顺查法、逆查法、分析计算分析法查询法、采

用物证技术检验手段进行检查。 

③特殊检查方法：立体检查法、补账检查法、纵横穿插法、配套还原法、线索筛选法。 

2.会计凭证审查 

（1）利用会计凭证舞弊的常见方法 

（2）会计凭证的审查 

3.会计账簿的审查 

（1）利用会计账簿舞弊的主要方法 

（2）账簿审查的基本方法 

审查会计账簿的设计、设置、启用以及填写的会计资料项目等是否符合国家统一规定和制度；

账证核对：账簿与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核对；账账核对； 核对账实；复核账面数字：查有无错漏，

其更改部分是否有根据，结账是否真实，是否承上启下相衔接。会计科目记录是否正确，是否存在

随意调制的问题； 账表核对。 

4.会计报表的审查 

（1）会计报表中常见舞弊手段 

报表编制不齐；会计报表内容不完整；会计报表填制的数字不真实；会计报表中各项目之间的

对应关系数字不准确。 

（2）对会计报表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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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对表表之间、表账之间的对应关系；分解会计报表中反映的综合指标，与具体项目相对照分

析；审查报表前后期衔接状况；审查利润表、分析利润增减原因。 

学习目标： 

1．了解会计核算的概念及内容；了解会计核算资料的常见舞弊方法； 

2．掌握会计核算资料的一般检查方法和特殊检查方法；掌握对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

表的审查方法。 

作业：1.会计核算的概念及主要内容包括哪些？ 

2.简述会计核算资料的一般检查方法和特殊检查方法？           

3.简述对会计凭证的审查方法？ 

4.简答对会计账簿的审查方法？ 

5.简答对会计报表的审查方法？ 

知识单元 3：现金账和银行存款账的审查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库存现金账的审查 

（1）库存现金及管理制度 

现金收入和支出范围；企业库存限额的确定；现金规定的使用范围；单位不得坐支现金；企业

必须健全现金账户。 

（2）库存现金的账务处理 

（3）对库存现金的一般审查 

（4）对库存现金审查的方法 

（5）现金账户审查实例 

2.小金库的审查技术 

（1）小金库的概念和特点 

（2）小金库的发现方法 

小金库的资金来源渠道：截流各种收入；核销虚假费用；小金库的经营收入。 

发现现金库的方法与途径：通过检查库存现金发现；检查银行存款发现；检查往来账目发现；

检查收入凭证、支出凭证发现。 

3.银行存款的审查 

（1）银行存款概念 

（2）银行结算方式 

支票、银行本票、银行汇票、商业汇票、信用卡、汇兑、委托收款、信用证。 

（3）对银行存款的审查 

检查银行存款收支业务是否合法；对银行存款余额进行审查；对银行调节表的审查。 

4.实例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库存现金概念、管理制度；了解银行存款的概念，结算方式，了结其舞弊方法。 

2．掌握；掌握对库存现金的审查方法；发现小金库的方法与途径；掌握对银行存款的审查方

法。 

作业：1.简答对库存现金的审查方法是什么？ 

2.简述发现小金库的方法与查途径？          

3.简述对银行存款的审查方法？ 

知识单元 4：其他货币资金及结算资金的审查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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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其他货币资金的审查 

（1）其他货币资金的概念 

（2）其他货币资金的核算 

外埠存款；银行汇票存款；银行本票存款；信用卡存款；信用证存款；在途货币资金。 

（3）对外埠存款的检查 

（4）对银行汇票存款的审查 

（5）对银行本票存款的审查 

（6）对在途货币资金的审查 

2.结算资金的审查 

算资金主要包括：短期投资、应收票据、应收帐款、预付帐款、坏帐准备等。 

（1）短期投资的审查 

检查短期投资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无以短期投资为名，将资金挪作它用；审查企业出售、转

让等短期投资所获得的收入或者损失是否转入投资收益帐户；审查企业短期投资损失的原因。 

（2）对应收票据的审查 

（3）对应收帐款的审查 

（4）对坏帐准备金的审查 

检查企业是否按照年末应收帐款的一定比例提取坏帐准备金，有无随意多提、少提或不提检查

企业确认的坏帐损失是否符合标准，有无随意作坏帐损失而减少应收帐款的情况，或者作坏帐损失

核销，将货款私分的情况；检查企业已经确认的并以转为核销的坏帐损失，收回后是否相应加在坏

帐准备金里，有无贪污坏帐损失回收款的情况。 

（5）其它应收款的检查 

检查其它应收款的真实性，有无虚列帐户，白条记帐情况；检查其它应收款是否与企业生产收

支业务有关，有无利用应收和暂付的名义为其它单位和个人非法办理结算；检查企业应收的其它款

项，有无长期挂帐或被贪污、挪用的情况。 

学习目标： 

1．了解其他货币资金的概念、种类；了解结算资金的概念。 

2、掌握外埠存款、应收账款、预付帐款、坏帐准备金的审查重点。 

作业：1.什么是其他货币资金？对外埠存款、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存款的审查重点是什么？ 

2.什么是结算资金？对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坏帐准备审查的重点是什么？ 

知识单元 5：对存货、固定资产的审查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存货取得业务常见错弊与审查方法 

 (1)存货概述 

存货的概念；存货的初始成本的确定，包括购入的存货、自制的存货、投资人投资的存货、接

受捐赠的存货等。 

（2）存货领用、发出的确定 

（3）存货取得业务常见错弊形式 

将应计入外购材料成本中的有关进货费用计入当期损益；将应计入当期费用的有关进货费用计

入商品采购成本，或将应计入进口商品成本的国外运费、保险费计入当期费用；在存货购进过程中

对增值税的处理不正确等。 

（4）存货取得会计错弊的查账技巧 

存货购进过程中进货费用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对购货折扣的处理是否正确、合理；对增值税

的处理是否正确、合理；对于任意虚列自制存货和委托加工存货的成本的查证； 对于接受捐赠或

购进溢余不入账的查证；对包装物、低值易耗品核算中形成的账外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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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存货有关账户设置是否科学、合理。 

2.存货发出业务常见错弊与审查方法 

（1）存货发出时选用的计价方法不合理、不适当 

（2）随意变更存货的计价方法 

（3）人为地多计或少计存货发出的成本 

（4）故意不结转进项税金，少交增值税 

（5）私分存货，存入“小金库” 

（6）存货实例分析 

3.固定资产业务的错弊与查账方法 

（1）固定资产概述 

固定资产概念、固定资产原始价值的确定、固定资产的折旧等。 

（2）固定资产业务常见错弊 

（3）固定资产增加业务错弊的查账方法 

审查固定资产增加的合法性、合理性；审查增加固定资产的计价； 

（4）固定资产减少业务错弊的查账技巧 

固定资产减少的原因有：由于不能继续使用而报废；作为对外投资；无偿、有偿调出；盘亏、

毁损或遭受非常事故等而减少。查账时，应分别其减少的原因，确定审查的侧重点和应该采取的方

法。 

（5）几类典型的固定资产折旧错弊查账业务 

针对任意扩大或缩小固定资产计提折旧范围的查账业务；针对折旧方法的选用不符合规定的查

账业务；针对折旧年限确定不合规的查账业务；针对随意变动折旧方法与折旧年限的查账业务。 

（6）固定资产维修业务错弊的查账技巧 

针对固定资产修理业务和支出不真实的查账业务；针对固定资产修理费用列支不合理的查账业

务；针对固定资产修理费用过高的查账业务。 

学习目标： 

1．了解存货、固定资产的常见舞弊形式； 

2．掌握存货取得、发出的审查方法；掌握固定资产取得、提取折旧、报废业务的审查。 

作业：1.简述存货取得、发出业务中的审查重点？ 

2.简述固定资产业务的取得、报废、维修业务中的审查重点什么？         

3.简答固定资产折旧、报废业务的审查重点？ 

知识单元 6：无形资产、递延资产的审查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无形资产的常见错弊及查证 

（1）无形资产概述 

无形资产的概念、种类、计价、有关有效期限、账务处理等。 

（2）无形资产常见错壁 

无形资产增加不真实、不合规；对无形资产的计价不正确；对无形资产摊销不合理、不合规；

企业对转让无形资产会计处理不正确、不合规；无形资产转出业务中的错壁；无形资产摊销的查证。 

2.递延资产的常见错弊及查证 

（1）递延资产概述 

主要包括开办费、租入固定资产的改良支出；长期待摊费用。 

（2）递延资产的主要错弊形式 

属于固定资产的项目，记入递延资产核算；过短确定摊销期，提高每期摊销额 ； 

待摊费用的计算不真实、不正确；开办费支出内容不正确，虚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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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无形资产的概念、种类、有关法律规定；了解递延资产的概念、种类。 

2．掌握无形资产、递延资产的主要错弊和查证。 

作业：1.简述无形资产的主要错弊和查证？ 

2.简述递延资产的主要错弊和查证？         

知识单元 7：负债类账户的审查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应付账款、预收账款业务的审查 

（1）应付账款的审查 

应付账款的概念及账务处理；常见的会计错弊和相应的查账方法。 

（2）预收账款的审查 

预收账款；预收账款的核算；预收账款常见的会计错弊和相应的查证方法。 

2.应付职工薪酬业务的审查 

（1）应付职工薪酬概述 

应付职工薪酬概念；应付职工薪酬的账务处理。 

（2）应付职工薪酬的会计错弊 

应付工资的计算不正确；应付工资发放过程发生的假账； 实例分析。 

3.应交税费业务的审查 

（1）增值税概述 

（2）增值税的审查 

偷逃增值税的主要手段：少记销项税金；虚增进项税；其他手段；增值税的审查方法：审查会

计账簿；审查会计凭证；审查收款票据；盘点库存现金等。 

（3）营业税 

营业税；营业税的账务处理；营业税的审查；实例分析。 

4.其他流动负债业务的审查 

（1）应付利润的审查 

应付利润概述；应付利润的账务处理；应付利润的审查。 

（2）其他应付款的审查 

其他应付款概述；其他应付款的审查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增值税、营业税的概念和主要舞弊手段。 

2．掌握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增值税、营业税、应付利润和其他应付款的账

务处理和审查方法。 

作业：1.简答应付账款的概念和审查方法？ 

2.简答预收账款的概念和审查方法？  

3.简答预收账款的概念和审查方法？ 

4.简答应付职工薪酬的账务处理和审查重点？ 

5.简答增值税、营业税的概念和审查重点？ 

6.简答应付利润的概念的概念和审查重点？ 

知识单元 8：所有者权益的审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所有者权益的审查 

（1）所有者权益的概念、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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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收资本业务的会计核算及查证 

实收资本；取得实收资本的账务处理；实收资本的查证。 

（3）资本公积的会计核算 

资本公积的概念；资本公积的主要内容：资本（或股本）溢价、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股权投

资准备、拨款转入、外币资本折算差价。资本公积的账务处理。 

（4）留存收益 

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 

2.所有者权益的审查 

（1）实收资本核算业务的审查 

（2）资本公积的审查 

（3）盈余公积业务的审查 

（4）利润分配业务的审查 

学习目标： 

1．了解所有者权益的概念、构成；资本公积、盈余公积的概念及错弊形式；未分配利润的错

弊形式。 

2．掌握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的账务处理和审查方法。 

作业：1.什么是实收资本？如何审查实收资本？ 

2.什么是资本公积？资本公积的审查重点？  

3.什么是盈余公积？ 盈余公积的审查重点？ 

4.什么是未分配利润？未分配利润的审查重点？ 

知识单元 9：收入、费用和利润的审查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收入的核算及其审查 

（1）收入的概念及分类 

（2）商品销售收入的核算 

（3）主营业务收入中的常见错弊方法 

（4）对销售收入的查证 

审查有无利用销售发票作弊情况；审查有无隐匿销售收入；检查销售收入是否及时入帐，有无

账外账。 

2.成本核算中的审查 

（1）成本的会计核算概述 

（2）常见舞弊行是与审查 

直接费用的常见错弊形式与审查；制造费用的错弊形式与审查；在产品成本核算内容的舞弊形

式与审查；产品成本核算内容的舞弊形式与审查；期间费用的舞弊形式与审查。 

3.利润与分配过程审查 

（1）利润及其形成 

（2）净利润及其分配 

（3）利润核算环节的常见错弊及审查 

（4）利润分配环节的会计舞弊及查证 

学习目标： 

1．了解收入的概念、分类及常见错弊形式；了解成本的概念、内容及常见错弊形式；了解利

润及其形成；了解利润核算环节和分配环节的错弊形式。 

2．掌握收入、成本、利润的会计核算和审查重点。 

作业：1.简答收入的概念、账务处理和审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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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答直接费用、制造费用、期间费用的审查重点？  

3.简答利润核算环节、利润分配环节的审查重点？ 

（二） 实践教学   

在理论教学过程中，九个知识点都有案例教学安排。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司法会计的含义及其任务和作用 3  

2 会计的含义、会计记账原理、会计科目 3  

3 会计记账方法、会计实务程序、会计核算资料的内容 3  

4 检查会计核算资料的普通方法、会计凭证审查 3  

5 会计账簿的审查 3  

6 会计报表的审查、库存现金的审查 3  

7 小金库的审查、银行存款的审查 3  

8 银行存款审查实例分析、其他货币资金的审查 3  

9 结算资金的审查 3  

10 存货取得、发出业务的常见错弊及审查 3  

11 固定资产业务的增加、减少、折旧、维修中的常见错弊及审查重点 3  

12 无形资产、递延资产的审查、应付账款、预收账款业务的审查 3  

13 应付职工薪酬、增值税、营业税、其他流动负债的审查 3  

14 所有者权益的审查 3  

15 收入、费用和利润的审查 3  

16 考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侦查学总论》、《司法鉴定学》、《文件检验学》和《初级会计》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会计原理、复式记账规则、各种涉及会计核算的账务处理；各类会计科目的审查重点。 

难点：会计原理的理解于应用；复式记账规则的应用；如何发现经济核算过程中的舞弊和审查

重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按教学大纲要求进行理论讲解。 

2.进行课堂练习。 

3.举例重点案件的实务分析 

教学手段： 

1.用 PPT展示要讲的主要内容。 

2.课堂练习和案例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现有的教学设备就可。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会向学生推荐有关参考书目和论文。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20%；期末考试占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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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业要求： 

每章后都会布置作业，每学期每位学生交两次作业，批阅成绩作为平时成绩予以考评。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张鹏莉编著《司法会计研究》，群众出版社，2011年 8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卢雁影、常树春编著《会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5月 第 2版 

2. 于朝编著《司法会计学》，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 9月 第 3版 

3.袁泉编著《司法会计原理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 2月第 2版 

4.葛家澍编著《纪检监察人员必备财会知识》，企业管理出版社，2006年第 1版   

5.于朝、庞建兵著《反贪查账实务与技巧》，中国监察出版社，2008年第 1版 

执笔：张鹏莉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网络法学 
Network  Law 

课程号：4040404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理解网络法学的独立性；2.熟悉各类法律问题在网络空间的挑战和适

用；3.掌握电子签名法、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等网络法学主干内容的基本概念、规则和理论。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同学们熟悉网络法学的基本范畴，掌握其

主要内容之含义、规则和理论，对网络法学有基础性了解，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为后续的系列

网络犯罪侦查课程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27学时 

知识单元 1：网络法学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网络法的产生。 

2．网络法的独立性。 

3．网络法的体系与原则。 

学习目标： 

1．了解：网络法学独立性的原理。 

2．掌握：网络法学的体系和原则。 

作业： 

1. 思考网络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 

2. 如何理解网络法学的独立性？ 

知识单元 2：电子签名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电子签名的基本概念。 

2．国外的电子签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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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的电子签名法。 

学习目标： 

1．了解：电子签名的含义。 

2． 掌握：目前电子签名的基本形式；我国《电子签名法》的主要内容。 

作业： 

1. 电子签名的具体形态有哪些？  

2. 如何理解我国《电子签名法》第 13条规定的“可靠的电子签名”中四个标准的基本含义？ 

知识单元 3：电子商务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电子商务法的基本概念。 

2．电子合同的主体制度。 

3．电子合同的签订制度。 

4．电子商务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电子商务的含义；电子合同主体与传统合同主体的异同。 

2． 掌握：电子错误的主要类型；电子商务消费者保护与传统消费者的差异性及其基本准
则。 

作业： 

1. 证券交易系统所订立的买卖合同中，要约、承诺是如何作出的？ 

2. 电子合同成立的时间、地点有何判断标准？ 

知识单元 4：电子政务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电子政务法的基本概念。 

2．政府信息公开法。 

3．电子行政法。 

学习目标： 

1．了解：电子政务的含义；我国电子政务的现状。 

2．掌握：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含义；实施电子政务（尤其是侦查工作中的电子政务）的意义。 

作业： 

1. 思考我国目前的电子政务建设的问题？ 

2. 电子政务和电子政府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知识单元 5：网络安全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网络安全的基本概念。 

2．国外的网络安全法。 

3．中国的网络安全法律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网络安全的含义；目前国际上网络安全法的概况。 

2．掌握：我国网络安全法的现状；我国网络安全法的完善。 

作业： 

1. 试述“约谈十条”在依法管网方面的优劣。 

2. 结合“2013年光大证券乌龙事件”，谈谈网络安全中的经济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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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6：个人信息保护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个人信息的基本概念。 

2．国外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3．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现状；全球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现状。 

2．掌握：个人信息保护在网络空间的含义；个人信息权的内涵。 

作业： 

1. 从个人信息保护的角度，论述“人肉搜索”的合理界限。 

2. 个人信息权的范围应包括哪些？ 

知识单元 7：网络犯罪的刑法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网络犯罪的基本概念。 

2．网络犯罪的定罪制度。 

3．网络犯罪的刑罚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网络犯罪的定罪特点；网络犯罪的刑罚特点。 

2．掌握：网络犯罪的定义和基本形式；网络犯罪的共同犯罪问题。 

作业： 

1. “游戏外挂”的法律定性。 

2. “网络诽谤”行为的定性和应对。 

知识单元 8：网络空间的管辖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网络纠纷的管辖障碍。 

2．网络管辖的新理论。 

3．网络民事管辖制度。 

4．网络刑事管辖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网络空间管辖障碍的由来；网络管辖的新理论。 

2．掌握：我国的网络空间管辖制度。 

作业： 

1. 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在网络管辖制度方面应有何不同？ 

2. 试比较美国“滑动标尺”标准和欧盟“针对性”标准。 

知识单元 9：网络空间的证据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网络纠纷的证据障碍。 

2．电子证据的基本概念。 

3．电子证据的提取与保全。 

4．电子证据的司法认定。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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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电子证据的分类和特点；电子证据的提取与保全。 

2．掌握：电子证据的定位；电子证据认定的原则；电子证据认定的方法和规则。 

作业： 

1. 网络纠纷中的证据障碍主要有哪些表现？ 

2. 电子证据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知识单元 10：网络空间的法律适用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网络纠纷的法律适用障碍。 

2．国外的网络法律适用制度。 

3．中国的网络法律适用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完善网络法律适用制度的途径和方略。 

2．掌握：网络纠纷法律适用障碍的表现。 

作业： 

1. 比较电子合同纠纷与网络侵权纠纷之法律适用障碍的异同。 

2. 跨国购物纠纷的法律适用。 

（二）实践教学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3学时 

实验 1：网络舆情监测软件的介绍和使用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网络舆情监测软件的介绍和使用。 

实验要求：了解网络舆情监测软件的作用；掌握该软件的操作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网络法的产生 3  

2 
电子签名法 

电子商务法(一) 
3  

3 
电子商务法(二) 

电子政务法 
3  

4 实验课 3  

5 网络安全法 3  

6 个人信息保护法 3  

7 网络犯罪的刑法制度 3  

8 网络空间的管辖制度 3  

9 网络空间的证据制度 3  

10 网络空间的法律适用制度 3  

11 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在侦查学专业同学的大一下学期开设，是之后系列网络犯罪侦查课程的基础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电子签名法、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空间的证据制度等。 

难点：网络法学的独立性、电子签名的认定、我国网络安全法的适用、传统管辖制度在网络空

间的障碍、电子证据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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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1.启发式教学法。 

2.问题研讨式教学法。 

3.案例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网络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在实验室进行“网络舆情监测”软件的介绍和使用。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提醒和鼓励同学们多注意网络纠纷、网络犯罪等方面的新闻事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没有硬性的课后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授课对象为大一同学，应选用相对简单易懂的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刘品新著:《网络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10月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孙占利等编著：《信息网络法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 11月第 1版。 

2.皮勇著：《网络安全法原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年 10月第 1版。 

执笔：刘燕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网络犯罪概论 
Introduction to Cybercrime 

课程号：40404043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了解网络犯罪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2.使学生掌握网络

犯罪及其应对策略的基本思路；3.使学生培养分析网络犯罪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网络犯罪基础知识、网络犯罪应

对原理，了解网络犯罪概念，为网络犯罪侦查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前提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网络犯罪的刑法评价思路与方向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网络信息时代的背景分析与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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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手机、有线电视和互联网已经深深融入社会公众生活的每个角落，为了使社会公众生活更

加便捷，也为了实现网络资源的共享，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三网融合呼之欲出， 

2.刑法关切：信息时代的网络犯罪现状介绍 

可以预测地是，三网融合的实施和推广，将会给中国民众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 

3.计算机终端无限扩大导致的刑法评价困境 

伴随着 ADSL、H FC、WIMAX、 FTTH、 Cable等宽带接入业务的发展和手机等智能终端集成平

台的普及，使得上网方式逐渐多元化，但是，新的犯罪类型的出现、犯罪模式由“一对一”向“一

对多”的转变，也给传统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和司法带来极大的挑战。 

4.网络犯罪共犯形态变异引发刑法评价困境 

三网融合的背景下，行为人单纯依靠流氓软件或者系统病毒往往很难完成犯罪，尤其针对手机

移动终端等新型上网终端实施的犯罪行为，很多情况下需要移动运营商的配合或者默许。 

5.信息时代刑法的解决对策 

面对技术普及和技术扩张日益产生的技术扭曲适用，传统的罪名确实存在着滞后感，毕竟罪名

的设置多数情况下是个案经验积累与总结的结果。 

学习目标： 

1．了解三网融合背景下传统犯罪的网络异化形式。 

2．掌握网络犯罪的刑法评价模式。 

作业： 

1. 论述传统犯罪的网络异化 

2. 论述传统刑法在三网融合背景下面临的挑战及应对思路 

知识单元 2：信息时代中国网络法制体系的发展现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信息时代网络法律体系建构的必要性 

互联网正逐步成为信息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基础设施，推动着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

革，进而不断重塑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成为构建信息社会的重要基石。 

2.我国当前网络立法的现状分析 

单独来看，我国网络立法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更新较快，部门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多头立法情形严重，法律冲突不断。 

3.网络犯罪立法的修改与完善 

学习目标： 

1．了解当前网络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 

2．掌握当前中国网络法律体系的现状。 

作业： 

1. 浅析中国网络法律体系的现状与特征 

2.论述中国网络法律体系的构建 

知识单元 3：中国现有刑法在网络时代的适用空间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网络造谣传谣现状分析 

面对“网络谣言漫天飞舞”、网络谣言直接落地严重影响现实社会秩序的背景下，公安机关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打击网络造谣违法犯罪行为的专项行动，有关造谣违法犯罪的案件频现报端，引

发了全社会的公众关。一方面反映了司法机关打击网络造谣等涉网违法犯罪案件的决心和力度，但

另一方面也不免令人产生“矫枉过正”的感觉，引发了言论自由与造谣传谣之间的界限争议，更给

后续的司法审判环节在定罪依据等方面留下了巨大的压力。 

2.刑法对网络犯罪的应对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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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刑法对网络犯罪的适用空间 

学习目标： 

1．了解双层社会的概念、特征。 

2．掌握传统刑法在网络空间中的延伸适用。 

作业： 

1.浅析中国法律体系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现状与特征 

2.论述中国网络法律体系的适用 

知识单元 4：网络犯罪的演变与刑法分则的适用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刑法分则的对网络犯罪的适用 

2.信息时代刑法分则条文的解释 

学习目标： 

1．了解分则章节中的“关键词”。 

2．掌握分则罪名体系中的“通用词”。 

作业： 

1. 浅析传统刑法在网络空间中的适用 

2.论述信息时代刑法分则的扩张解释 

知识单元 5：信息时代网络犯罪定量标准研讨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定量标准滞后问题的现状 

2.定量标准滞后的司法对策 

3.信息时代定量标准确立的理论基础及其考察 

学习目标： 

1．了解当前司法解释关于定量标准界定的差异化、混乱化问题。 

2．掌握信息时代背景下刑法传统定量标准的滞后性现状。 

作业： 

1.论信息时代传统定量标准的滞后。 

2.论述网络犯罪定量标准的构建与完善。 

知识单元 6：欧洲《网络犯罪公约》的中国思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约》的主要内容和面临的挑战 

2.《公约》的滞后分析 

3.《公约》的发展与完善 

学习目标： 

1．了解全球范围内制裁的罪名滞后性。 

2．掌握“实害联系标准”的具体内容和考量。 

作业： 

1.欧洲《网络犯罪公约》的内容。 

2.欧洲《网络犯罪公约》存在的问题及对我国的启发。 

知识单元 7：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和网络造谣的刑法规制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全媒体产生的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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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寻衅滋事罪能否规制网络造谣 

3.制裁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基本思路 

学习目标： 

1．刑法视野中的“虚假信息”范围过于狭窄。 

2．掌握“寻衅滋事罪”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之间的关系。 

作业：  

1.浅析全媒体时代的特征； 

2.论述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犯罪的特征与应对思路。 

知识单元 8：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规制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现状 

2.侵犯个人信息犯罪的现有刑法规制体系 

3.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规制 

学习目标： 

1．了解当前个人信息保护存在的问题。 

2．掌握当前个人信息保护的现状。 

作业： 

1. 浅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司法困境。 

2.论述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制裁思路。 

知识单元 9：计算机数据的财产化与刑法保护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数据产生的背景 

2.建立“大数据”刑法保护体系的必要性 

3.刑法保护“大数据”的现状与不足 

4.“大数据”的刑法保护 

学习目标： 

1．了解当前大数据保护存在的问题。 

2．掌握当前大数据的保护思路。 

作业： 

1. 浅析大数据的性质。 

2.论述大数据的刑法保护思路。 

知识单元 10：信息时代的口袋罪与消减思路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信息时代的新口袋罪 

2.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口袋化”的问题分析 

3. 当前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口袋化”的消减思路 

学习目标： 

1．了解当前信息时代口袋罪存在的问题。 

2．掌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口袋化”的司法脉络。 

作业： 

1.浅析网络空间中口袋罪的类型。 

2.论述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适用条件。 

（二） 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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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网络犯罪的刑法评价思路与方向 3 无 

2 信息时代中国网络法制体系的发展现状 3 无 

3 中国现有刑法在网络时代的适用空间 6 无 

4 网络犯罪的演变与刑法分则的适用 6 无 

5 信息时代网络犯罪定量标准研讨 6 无 

6 欧洲《网络犯罪公约》的中国思考 3 无 

7 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和网络造谣的刑法规制 6 无 

8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刑法规制 6 无 

9 计算机数据的财产化与刑法保护 3 无 

10 信息时代的口袋罪与消减思路 6 无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刑法总论、刑法分论（细化与具体） 

后续课程：网络犯罪侦查（基础和前提）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中国网络法律体系的现状、网络法律体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双层社会的概念、特征、

传统刑法在网络空间中的延伸适用、网络犯罪的演变特征、网络犯罪对刑法分则罪名体系的冲击。 

难点：网络法律体系的完善方向、传统刑法如何在网络空间适用、刑法分则的时代转型、定量

标准的性质、信息时代传统定量标准的滞后。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着重于课程所涉及的知识体系和核心概念的传授而非形式分析； 

2.通过案例分析培养学生运用刑法学、犯罪学等学科思维来分析问题，传授网络犯罪治理的理

念与价值。 

教学手段： 

1.通过传授网络犯罪及其刑事防治体系的核心概念和基础知识，培养学生具备基本的网络犯

罪研究思维和国情意识 

2.通过案例分析培养学生运用法学基本原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网络犯罪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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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用教材 

1.于志刚、于冲著：《网络犯罪的罪名体系与发展思路》，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年版； 

2.于志刚、于冲著：《网络犯罪的裁判经验与学理思辨》，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3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王云斌编著：《网络犯罪》，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2年版； 

2.刘品新著：《网络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执笔：于冲  审稿：赵天红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电子证据鉴定 
Electronic Evidence identification 

课程号：4040404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电子证据鉴定的相关概念和基本任务；2、掌握电子证据鉴定的

各项基本原则和基础理论；3、了解各种电子数据形式的检材与样本的特性；4、了解并初步掌握电

子证据鉴定常用的技术和方法；5、掌握电子证据鉴定的规范流程和一般步骤；6、掌握对电子证据

鉴定意见进行评断和综合使用的思路和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 

1、切实理解电子证据鉴定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基本原则，将电子证据鉴定与其他司法鉴

定种类进行区分，充分理解其共性与个性； 

2、掌握本地计算机的电子数据特点及其相应含义； 

3、掌握涉网电子数据的特点及其相应含义； 

4、掌握移动终端电子数据的特点及其含义； 

5、掌握其他计算机信息系统设备及网络设备中的电子数据的特点及其含义； 

6、了解各种电子证据鉴定软件和鉴定工具的原理、使用方法和分析技巧； 

7、掌握电子证据鉴定的基本程序和一般步骤与方法； 

8、掌握并理解与电子证据鉴定有关的各项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各项技术标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0学时 

知识单元 1：基本概念、术语、原则、规范和体系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掌握电子证据鉴定的相关概念、基本任务、基本原则及基础理论； 

2．理解电子证据鉴定的技术体系； 

3. 掌握电子证据鉴定的基本程序和一般步骤与方法； 

4. 掌握并理解与电子证据鉴定有关的各项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各项技术标准； 

5. 电子证据鉴定基本程序和一般步骤与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整体体系与基本原则； 

2．掌握相关规定规范、基本程序和一般步骤与方法。 

作业： 

收集整理各项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各项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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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2：单机电子证据的检验鉴定，主要取证与分析工具的特点与使用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单机电子证据检验鉴定的分类特点； 

2．单机电子证据检验鉴定工具的使用； 

3.  单机电子证据检验鉴定报告的撰写。 

学习目标： 

1．了解单机电子证据检验鉴定与其他电子证据检验鉴定的共性与个性； 

2．掌握单机电子证据检验鉴定工具的使用； 

3. 掌握电子证据检验鉴定报告的撰写原则、基本要素等。 

作业： 

1. 练习单机检验鉴定工具的使用 

2. 撰写简单检验鉴定报告 

知识单元 3：涉网、移动终端及其他电子证据的检验鉴定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涉网电子证据检验鉴定； 

2．移动终端电子证据检验鉴定； 

3. 其他电子证据的检验鉴定。 

学习目标： 

1．了解涉网电子证据的特点与检验鉴定注意事项； 

2．掌握移动终端电子证据检验鉴定工具的使用； 

3. 了解其他电子证据检验鉴定的原则与注意事项等。 

作业： 

1. 练习移动终端检验鉴定工具的使用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12学时 

实验 1：单机电子证据的检验鉴定操作与报告的撰写 

参考学时：8学时 

实验内容：制作检材复制件，对复制件进行关键字搜索与数据恢复 

实验要求：熟悉单机检验操作流程；研究单机电子证据检验分析工作的使用特点；掌握单机电

子证据检验鉴定流程与方法，熟悉基本工具的操作与使用。 

实验 2：移动终端的检验鉴定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移动终端检验鉴定操作 

实验要求：熟悉移动终端检验操作流程；研究如何提高移动终端检验鉴定效果，分析移动终端

检验风险；掌握移动终端检验鉴定注意事项和操作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掌握电子证据鉴定的相关概念、基本任务、基本原则及基础理论；理解电

子证据鉴定的技术体系；掌握电子证据鉴定的基本程序和一般步骤与方法；

掌握并理解与电子证据鉴定有关的各项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各项技术

标准；掌握电子证据鉴定基本程序和一般步骤与方法 

4  

2 
掌握本地计算机的电子数据特点及其相应含义，当前主要取证与分析工具

的特点与使用 
8  

3 掌握涉网、移动终端及其他电子数据的特点及含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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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机电子证据的检验鉴定操作与报告的撰写 8  

5 移动终端的检验鉴定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数据恢复技术、司法鉴定学、计算机系统基础（包括网络基础）、网络犯罪案件侦查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电子证据鉴定的基本原则与基本方法、电子证据鉴定工具的使用。 

难点：电子证据鉴定的技术体系、电子证据检验结果的分析评断。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运用实例进行讲解； 

2. 对实例进行分析； 

3. 讲练结合。 

教学手段： 

1. 讲练结合； 

2. 对典型案件进行分析，深入挖掘，活学活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教师上课使用教师自带机器进行讲解分析，要求有投影，让所有同学都能看清楚； 

或者全程使用电子教室，可实现讲练结合，其他涉及的工具软件由老师来准备和分发。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安排。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占 20％；课内实验占 10%；期

末考查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电子证据鉴定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

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麦永浩等编著《电子数据司法鉴定实务》，法律出版社，2011年 12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麦永浩等编著《计算机取证与司法鉴定》，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3月 第 1版 

执笔：戴士剑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国际犯罪与侦查协作 
International crime and investigation cooperation 

课程号：4040404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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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侦查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了解跨国犯罪和跨国犯罪侦查中使用的特殊侦查手段和协查方式。在此

基础上学习和掌握相关国际条约内容，熟悉管辖原则，了解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一个全新的形式，

以及我国应对跨国犯罪的最新对策。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预防跨国腐败犯罪的中国对策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反腐败调查机构设置之反思与重构。 

2．《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野下我国行贿犯罪的立法完善。 

3. 跨国商业贿赂犯罪的中国视角。 

学习目标： 

1．了解反腐败的国际形势。 

2．从美国治理全球商业腐败的角度，反思我国的商业腐败治理对策。 

知识单元 2：职务犯罪追逃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外逃腐败资产追回相关问题研究。 

2．外逃腐败资产追回之缺席审判制度研究。 

3. 国际反腐“追逃”合作中简易引渡程序 

学习目标： 

1．了解职务犯罪追逃的国际惯例。 

2．掌握我国与国际通行做法之间的差距与解决方案。 

知识单元 3： 跨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侦查协作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跨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现状 

2. 各国联合打击跨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存在的问题 

3. 各国联合打击跨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对策 

学习目标： 

1. 了解跨国知识产权犯罪的危害性。 

2. 掌握有关的国际公约、关贸协定。 

3. 比较各国打击跨国知识产权犯罪的对策。 

知识单元 4： 跨国文物犯罪的侦查协作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我国境外流失文物追索现状和不足 

2. 我国境外流失文物追索工作的发展方向 

3. 近年来成功追索文物部分案例及分析 

学习目标 

1. 了解我国文物走私犯罪的现状。 

2. 掌握在国际侦查协作中我国的成功案例和以后的发展方向。 

知识单元 5：特殊侦查手段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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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警察特工行动、警察豁免与警察圈套 

2． 证人保护制度 

3.  污点证人证据的运用 

学习目标： 

1．掌握跨国犯罪侦查中的一些特殊手段。 

2．掌握不同法系国家的不同标准。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国际犯罪与跨国犯罪 2  

2 侦查管辖 2  

3 跨国腐败犯罪之导论 2  

4 国际公约以及国际社会对于腐败犯罪的打击 2  

5 商业腐败犯罪的中国治理 2  

6 结合国际公约谈我国行贿犯罪的侦查 2  

7 职务犯罪的追逃导论 2  

8 追逃的重要意义以及司法实践 2  

9 追逃的司法后果以及能否实现缺席审判 2  

10 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如何协助追逃？ 2  

11 国际知识产权犯罪的侦查协作 2  

12 国际文物案件的侦查协作 2  

13 特殊侦查手段之导论 2  

14 证人保护制度污点证人制度 2  

15 卧底侦查与警察圈套 2  

16 其他协作模式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侦查学总论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常见跨国犯罪；特殊侦查行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难点：特殊侦查行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法、案例教学法、情景教学法、讨论法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选用教材以及推荐参考书 

1.  崔家国编著：《跨国犯罪联合侦查研究 》2013年 1月 1日 

2.  赵秉志、杨诚主编：《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与中国的贯彻研究》，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9年 9月版 

3.  陈光中主编《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反腐败公约程序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

学出版社 2007年 7月 

执笔：陈碧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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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概论 
Introduction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课程号： 40404048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网络犯罪侦查）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信息安全学的相关概念和基本任务；2、掌握信息安全的各项基

本原则和基础理论；3、掌握影响信息安全的各种因素；4、了解密码学的基础理论和常见密码的基

本原理；5、掌握恶意代码的基本概念、主要类型和基本特征；6、了解网络攻击行为的类型和特征；

7、掌握社会工程学的基本概念和特征；8、了解常见网络攻击技术的特征；9、了解防火墙技术的

基本原理和基本功能；10、掌握信息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信息安全学基础知识、信息安全

原理、各类恶意代码及网络攻击行为的原理，了解信息安全相关的各种概念，为网络恶意行为识别

与分析、网络犯罪案件侦查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专业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2学时 

知识单元 1：信息安全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信息安全学基础知识概述 

1．信息安全的概念：信息化的概念；信息化的发展；信息化带来的安全问题；通信保密阶段

信息安全的含义；计算机安全和信息系统安全阶段信息安全的概念；信息保障阶段信息安全的概念；

新信息安全观背景下信息安全的概念。 

2．信息安全的基本属性：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不可抵赖性。 

3．信息安全的非传统安全特点：威胁的多元性；攻防的非对称性；影响的广泛性；后果的严

重性；事件的突发性。 

4．信息安全与网络犯罪侦查之间的关系：两个领域的交叉之处；两个领域的区分之处。 

学习目标： 

1．掌握信息安全的概念。 

2．了解信息安全与传统安全的关系。 

3．掌握信息安全事件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 

4．掌握信息安全保障与网络犯罪侦查之间的关系。 

知识单元 2：信息安全基础知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信息系统安全要素：使命；资产；资产价值；威胁；脆弱性；事件；风险；残余风险；安

全需求；安全措施。其中核心是威胁、脆弱性和风险。 

2. 网络安全基础：OSI参考模型；TCP/IP参考模型；安全服务；安全机制。 

3. 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概念；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具体要求。 

4. 积极防御的信息安全技术保护框架：防火墙、入侵检测、病毒防范组成的传统手段；当前

信息安全保护思路的反思；由操作应用方面、共享服务方卖弄、网络通信方面、安全管理方面构成

的信息安全保护框架的四个方面；信息系统安全的保护重点（应用环境安全、应用区域边界安全、

网络和通信传输安全、安全管理中心、密码管理中心）。 

5. 常用安全技术：防火墙的概念和功能；入侵检测系统的概念和功能；恶意代码防护的概念

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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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了解信息安全的各项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2. 掌握计算机网络的基本模型、安全服务、安全机制的内容； 

3. 掌握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概念和具体要求； 

4. 了解常用的信息安全技术和积极防御的信息安全技术保护框架。 

作业： 

1. 以例子说明威胁、脆弱性和风险的含义及其之间的关系； 

2. 对照组成计算机和网络的各种硬件和协议，详细解读 OSI参考模型各层的概念和功能。 

知识单元 3：密码基础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 加密： 

1) 密码学的发展：计算机技术出现以前，密码学作为一种技艺而非科学，属于古典加密阶段；
Shannon 发表 Communication Theory of  Secrecy System，密码学进入科学轨道，出现单密钥的

对称密钥加密算法；Diffie, Hellman发表 New Dircetions  in Cryptography，出现公开密钥体

制。 

2) 密码体制的要素：明文、密文、密钥、加密算法、解密算法。 

3) 密码体制的分类：按密钥特点分类（对称密码体制、非对称密码体制）；按数据处理特点
分类（分组密码、序列密码）。 

4) 古典密码学：古典密码都是对称密码；代换密码；置换密码。 

5) 现代密码学之对称密码（分组密码、流密码）：典型分组密码算法（DES）介绍；流密码基

本原理；对称加密原理。 

6) 现代密码学之非对称密码：公钥密码体制；公钥的概念；私钥的概念；公钥密码的特点；
公钥密码的原理；典型公钥密码算法 RSA介绍。 

2. 认证： 

1) 认证的功能：验证消息的真实性；验证消息的完整性；验证消息的顺序性和时间性；验证
消息的不可否认性。 

2) Hash函数和消息完整性：Hash函数的概念；Hash函数需要满足的基本要求和其他性质；

典型 Hash函数算法介绍；消息认证码的概念；消息认证码的使用方式。 

3) 数字签名技术：数字签名技术的概念；数字签名的特性；数字签名与手写签名的特点对比；
数字签名技术的功能；数字签名的实现方法；常用的数字签名体制。 

4) 身份认证（识别）技术：身份认证技术的定义；身份判定的三种基本方式；常用身份认证
（识别）技术的原理、功能和优缺点； 

5) 认证的具体实现：认证的具体实现基本原理；口令认证的过程及其缺陷；安全口令的特点；
对口令的攻击方式。 

学习目标： 

1. 了解密码学的发展历史； 

2. 了解对称密码和非对称密码的技术原理； 

3. 掌握对称密码和非对称密码的功能、使用方法和破解密码的原理； 

4. 掌握认证的概念和功能； 

5. 掌握常用认证方法的技术原理、具体功能和优缺点。 

作业： 

1. 查阅资料确定常用社交网络平台对登陆信息的加密方法； 

2. 分析各种身份认证过程可能留下的身份信息。 

知识单元 4：恶意代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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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恶意代码的概念：故意编制或设置的、对网络或系统会产生威胁或潜在威胁的计算机代码。 

2. 恶意代码的种类：计算机病毒；网络你蠕虫；特洛伊木马；后门；RootKit；拒绝服务程序；

流氓软件。 

3. 计算机病毒：狭义的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安全保护条例》），广义的定义（能够引

起计算机故障，破坏计算机数据的程序都统称为计算机病毒）；病毒的原理；病毒的功能。 

4. 典型病毒介绍：U盘病毒；“女鬼”病毒；“耶路撒冷”病毒；“黑色星期五”病毒；“CIH”

病毒；“冲击波”病毒；“熊猫烧香”病毒。 

5. 计算机病毒的主要特征：传染性；破坏性；隐蔽性；潜伏性；可激发性。 

6. 恶意代码的分类： 

1) 不感染的依附性恶意代码：特洛伊木马；逻辑炸弹；后门。 

2) 不感染的独立性恶意代码：点滴器；繁殖器；恶作剧。 

3) 可感染的依附性恶意代码：一般计算机病毒。 

4) 可感染的独立性恶意代码：蠕虫；细菌。 

7. 计算机病毒的程序原理：潜伏机制；传染机制；表现机制。 

8. 恶意代码的防治措施：病毒防治的技术；病毒的免疫技术；病毒的检测技术；病毒的消除

技术。 

9：病毒防治的部署：客户端防线；服务器防线；Internet网关防线；防火墙防线。 

学习目标： 

1. 掌握恶意代码的定义、种类和功能。 

2. 掌握计算机病毒的定义、原理和主要功能。 

3. 了解典型恶意代码的特征。 

4. 了解不同类型恶意代码的代表及其特征。 

5. 了解恶意代码防治的相关知识。 

知识单元 5：网络攻击行为简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黑客”简介：黑客的定义；黑客之道；黑客的起源和发展历史；黑客道的分化；中国黑

客的发展史。 

2. 黑客的攻击行为： 

1) 黑客攻击的目的：窃取信息；获取口令；控制中间站点；获得超级用户权限。 

2) 黑客攻击的步骤：信息手机（预攻击阶段）；实施攻击（攻击阶段）；信息获取（后攻击阶
段）；撤退和痕迹掩盖（隐匿阶段）。 

3. 常用的网络攻击原理： 

1) Web欺骗攻击：概念；行为特点；攻击原理；攻击过程。 

2) 拒绝服务攻击：概念；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SYN洪水攻击。 

3) 缓冲区溢出攻击：概念；攻击过程。 

4) 网络监听：概念；目的（截获通信内容、对协议进行分析）；原理。 

5) 电子邮件攻击：电子邮件欺骗；电子邮件轰炸；“滚雪球”。 

学习目标： 

1. 了解黑客的概念及其发展历史。 

2. 掌握黑客攻击的基本步骤。 

3. 了解常用的攻击原理。 

知识单元 6：社会工程学攻击与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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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会工程学概述：社会工程学的定义，广义，狭义；社会工程学的目的和本质；历史上最

经典的社会工程学案例。 

2. 常见的社会工程学手段：环境渗透；引诱；伪装；说服；恐吓；恭维；反向社会工程学。 

3. “秦某淘宝骗局”案例分析：案件事实经过；案件主要线索和证据；犯罪手段和方法分析；

定罪量刑。 

4. 社会工程学的核心环节——对信息拥有者的攻击：信息拥有者的定义；对信息拥有者攻击

的策略，包括“微笑”、利用相似性吸引对方、与信息拥有者观点保持一致、由第三方向信息拥有

者传递正面形象、互惠互利、价值展现。 

5. 社会工程学的常用手段——信息搜索：信息搜索的定义；信息搜索的范围；信息搜索的途

径和方法；当今网络对信息的公开作用；网络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现状。 

学习目标： 

1. 掌握社会工程学的定义、概念、原理、目的等基本概念； 

2. 掌握实施社会工程学的一般流程和方法； 

3. 掌握进行信息收集的常见途径； 

4. 了解当前网络信息保护的措施。 

作业： 

1. 分析网络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与防范社会工程学攻击的关系。 

知识单元 7：网络攻击技术简介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网络攻击技术概述：技术具有双重属性，既是攻击技术，同时也是安全防护技术；在技术

上，攻击和入侵的途径是软件和系统的漏洞。 

2. 网络攻击的完整步骤：侦查；漏洞扫描与漏洞分析；获取访问权限；保持访问权限；消除

痕迹。 

3. 网络攻击过程中的“侦查”：目的是发现目标；收集可用信息，包括网络域名、内部网络信

息、外部网络信息、目标所用的操作系统等。 

4. 扫描和漏洞分析：扫描的定义；扫描的两种类型，端口扫描和漏洞扫描；端口分为熟知端

口（公认端口）和一般端口；常见的 TCP熟知端口和 UDP熟知端口；扫描的方法，包括全 TCP连接、

半打开式扫描、FIN扫描、第三方扫描；漏洞扫描与漏洞扫描器；常见的的漏洞扫描器，流管、X-scan。 

5. 通过攻击获取访问权限的方法： 

1) 缓冲区溢出攻击：缓冲区溢出的基本原理；缓冲区溢出的实现方法；缓冲区溢出的实例分
析。 

2) SQL注入攻击： 

6. 利用保持访问权限进行攻击：开放新账号；安装后门；Rootkit。 

7. 拒绝服务攻击：攻击者利用系统的缺陷，通过一些恶意的操作而使合法的系统用户不能及

时得到服务或者系统资源；不获取资源，但以破坏服务为目的；Dos程序原理；常见的拒绝服务攻

击方法，包括基于网络带宽消耗的拒绝服务攻击、消耗磁盘空间的拒绝服务攻击、消耗 CPU资源和

内存的拒绝服务攻击、基于系统缺陷的拒绝服务攻击；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的概念和实施原理；僵

尸网络的概念及其危害；拒绝服务攻击的防范方法。 

8. Web欺骗攻击：Web欺骗的行为特点；Web攻击的实施步骤，包括静态观察、实施破坏两步；

Web攻击的原理和过程。 

9. 网络监听：网络监听的概念及其效果；网络监听的实施条件；网络监听的目的，包括截获

通信内容、对协议进行分析；网络监听的实施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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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电子邮件攻击：电子邮件攻击的类型，包括电子邮件欺骗、电子邮件轰炸和“滚雪球”；

电子邮件欺骗的实施原理、可实施电子邮件欺骗的原因；电子邮件轰炸和“滚雪球”的基本原理与

实施方式。 

11. 消除入侵痕迹：消除入侵痕迹的原因；如何消除入侵痕迹以及如何发现是否被消除痕迹。 

学习目标： 

1. 掌握各类网络攻击技术的目的和基本特征； 

2. 了解各类网络攻击技术的实施过程和实施原理； 

3. 了解网络攻击预备阶段的主要工作； 

4. 了解网络攻击实施阶段的主要工作； 

5. 了解如何消除痕迹，并掌握如何通过系统日志、数据恢复等技术发现被消除的痕迹。 

知识单元 8：防火墙技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防火墙的原理：网络墙是位于两个（或多个）网络间，实施网间访问控制的一组组件的集

合；防火墙满足三个条件，内部和外部之间的所有网络数据流必须经过防火墙、有符合安全政策的

数据流才能通过防火墙、防火墙自身能抗攻击。 

2. 防火墙的基本功能：服务控制；方向控制；用户控制；行为控制。 

3. 防火墙在网络中的位置：防火墙位于一个局域网的出口处或者两个网络之间。 

4. 安全域：安全域的概念；安全域存在的必要性；域间策略。 

5. 防火墙的实施策略：Yes 规则，一切未被禁止的就是允许的；No 规则，一切未被允许的就

是禁止的。 

6. 防火墙的分类： 

1) 根据防火墙形式分类：软件防火墙、硬件防火墙、芯片级防火墙。 

2) 根据实现原理分类：包过滤型、应用代理型。 

3) 根据防火墙结构分类：单一主机防火墙、路由器集成式防火墙、分布式防火墙、边界防火
墙、个人防火墙、混合式防火墙。 

7. 防火墙技术简介： 

1) 数据包过滤技术：包过滤的概念；包过滤的原理；静态包过滤类型防火墙及规则示例；状
态监测防火墙；包过滤防火墙的优缺点；NAT（网络地址转换）的基本原理和实现方式。 

2) 代理服务技术：代理服务技术的工作原理；应用网关型防火墙的含义及其优缺点；电路级
网关防火墙的原理及功能。 

8. 防火墙的体系结构：双重宿主主机体系结构、屏蔽主机体系结构和屏蔽子网体系结构；堡

垒主机；DMZ；防火墙的局限性。 

学习目标： 

1. 掌握防火墙的含义、基本功能、基本原理； 

2. 掌握防火墙的类型及其在网络中的位置； 

3. 了解防火墙的实施策略和体系结构。 

知识单元 9：信息安全法律法规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保障信息安全的三大支柱：信息安全技术：信息安全法律法规；信息安全标准。 

2. 计算机犯罪：计算机犯罪的概念；我国《刑法》中关于计算机犯罪的规定，《刑法》第 285

条、第 286条和第 287条；《刑法》中其他与网络犯罪有关的规定，第 288条；《刑法第七修正案》，

非法提供黑客工具行为；计算机犯罪的常用方法；计算机犯罪案例。 

3. 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法律规范：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法律规范的含义和范畴；我国信息系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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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保护法律规范体系，包括基本法律体系、政策法规体系、强制性技术标准体系。 

4. 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突出重点的原则；预防为

主的原则；安全审计的原则；风险管理的原则。 

5. 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法律规范的法律地位：信息系统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信息系统

安全保护法律规范的作用。 

6. 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计算

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管理办法（试行）》。 

7. 互联网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

施办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管理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规定》、《互联网电子邮件服务

管理办法》。 

8．其他有关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检测和销售许可证管理办

法》、《计算机病毒防治管理办法》。 

9. 计算机犯罪的防范：伦理与道德规范是基础；管理是关键；技术是卫士；法律是底线。 

10. 其他国家信息安全法律法规情况： 

1) 美国：关于互联网内容管理的法律；关于网络犯罪的法律；911后，美国信息安全的相关

工作。 

2) 欧洲国家：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欧盟其他国家的情况。 

3) 日本：日本相关立法的背景；日本政府在互联网信息安全管理方面经历的变化；如本信息
安全管理工作的职能划分；日本相关法律概况及主要法律介绍。 

学习目标： 

1. 掌握信息安全立法的含义和必要性； 

2. 掌握我国《刑法》关于网络犯罪的相关规定； 

3. 了解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结构； 

4. 了解世界各国信息安全法律法规的情况。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6学时 

实验 1：社会工程学实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获取初步信息；利用宣传进行环境渗透；设计有针对性的问卷获取信息；结合问卷

信息进行信息整合；利用社工库进行碰撞；破解预设信息。 

实验要求：熟悉环境渗透的方法；研究信息整合方式；掌握社工库使用方式。 

实验 2：网络抓包实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学习使用 Wireshark软件的使用；利用 Wireshark在登陆各类网站、论坛时抓包；

分析抓包文件，分析包含账号和密码的信息是否可读。 

实验要求：熟悉 Wireshark软件的使用；研究利用 WIreshark对登陆信息的抓包；掌握筛选出

登陆信息数据包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信息安全概述 3  

2 信息安全基础知识 3  

3 密码学简介和古典密码学 3  

4 现代密码学 3  

5 认证技术 3  

6 恶意代码的概念和种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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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恶意代码的功能 3  

8 网络攻击行为简介 3  

9 社会工程学攻击 3  

10 实验 1：社会工程学实验 3 网络犯罪侦查实验室 

11 网络攻击技术类型介绍 3  

12 网络攻击行为介绍 3  

13 信息安全法律法规（上） 3  

14 信息安全法律法规（下） 3  

15 实验 2：网络抓包实验 3 网络犯罪侦查实验室 

16 防火墙技术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计算机系统基础、计算机语言基础、网络法学 

后续课程：网络恶意行为识别与分析、网络犯罪案件侦查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信息安全事件与网络犯罪侦查的关系、信息安全取证与网络犯罪取证的关系、维护信息

安全的制度体系建设。 

难点：对各种信息安全技术的原理理解、信息安全取证与网络犯罪取证的区别。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 

2. 演示法； 

3. 问答法； 

4. 实验法； 

5. 案例法。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手段； 

2. 虚拟仿真实验手段； 

3. 远程协作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网络犯罪侦查实验室：配备各类计算机终端和网络设备，有各种信息安全教学所需虚拟环境软

件和工具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需在课后自主学习与信息安全相关的各类基础技术，并需要按照课程要求，针对相应技术

操作进行课外实验。总课时建议不能少于 12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2881 

1. 李剑等编著《信息安全概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 2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冯登国等编著《信息安全技术概论》，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 2月 第 1版 

2. 沈昌祥等编著《信息安全导论》，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 2月 第 1版  

执笔：李小恺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数据恢复技术 
Data Recovery Technology 

课程号：40404050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理解和掌握数据恢复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常识；2、理解和掌握现场勘

验过程中电子数据保护与固定提取的相关原则与操作；3、掌握常用数据恢复工具的操作与使用；4、

理解与掌握常用数据销毁方法与工具的使用。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常用操作系统数据管理基础知识、

文件系统基本原理、数据恢复与数据销毁基本原理，了解数据恢复的概念，为现场勘查学、电子证

据调查学、电子证据鉴定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技术理论与实践操作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4学时 

知识单元 1：数据恢复基本概念、操作系统与文件系统、分区基本概念与应用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操作系统与文件系统管理原理； 

2．数据恢复基本概念； 

3. 分区管理技术、分区原理与恢复技术。 

学习目标： 

1．了解操作系统及文件系统管理原理； 

2．掌握数据恢复的概念与性质； 

3. 掌握分区表的识别与恢复操作技术。 

作业： 

1. 认识分区表； 

2. 画出分区表链。 

知识单元 2：FAT文件系统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FAT文件系统的数据组织与管理； 

2. 数据恢复工具使用。 

学习目标： 

1．了解 FAT文件系统的数据组织与管理特点； 

2．掌握常用数据恢复工具的使用； 

3. 掌握简单数据恢复操作。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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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熟悉和查看 FAT文件系统的数据组织； 

2. 练习数据恢复工具的使用。 

知识单元 3： NTFS文件系统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NTFS文件系统的数据组织与管理； 

2. 两种文件系统的特点对比； 

3. 数据恢复工具使用。 

学习目标： 

1．了解 NTFS文件系统的数据组织与管理特点； 

2．掌握常用数据恢复工具的使用； 

3. 掌握简单数据恢复操作。 

作业： 

1. 熟悉和查看 NTFS文件系统的数据组织； 

2. 练习数据恢复工具的使用。 

知识单元 4：数据恢复手工操作、常用数据恢复工具介绍、数据安全与数据销毁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数据恢复的手工操作；  

2．常用数据恢复工具的使用； 

3.  数据安全与数据销毁操作。 

学习目标： 

1．在学习和掌握分区、FAT、NTFS文件系统的基础上，尝试学习数据恢复手工操作； 

2．掌握常用数据恢复工具的使用，理解和掌握简单数据恢复操作； 

3. 理解和掌握简单数据安全与数据销毁操作。 

作业： 

1. 熟练工具的使用； 

2. 掌握最基本的数据恢复手工操作。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4个，共 24学时 

实验 1：学习和掌握数据恢复操作与研究环境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数据恢复操作基本手法、基本环境和基本工具 

实验要求：熟悉数据恢复操作基本手法、基本环境和基本工具；研究数据恢复操作方法；掌握

数据恢复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条件。 

实验 2：数据恢复手工操作实验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手工恢复静态分区表 

实验要求：熟悉分区表原理和 WINHEX 操作；研究分区表管理原理；掌握手工恢复分区表的方

法。 

实验 3：文件系统手工操作实验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手工恢复 DBR和文件系统 

实验要求：熟悉 FAT、NTFS文件系统和 WINHEX操作，掌握手工恢复文件系统的基本方法。 

实验 4：数据恢复工具操作 

参考学时：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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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练习掌握数据恢复工具的操作使用，能够恢复部分数据 

实验要求：熟悉常见数据恢复工具的使用；研究工具使用，提高数据恢复效果；掌握使用普通

工具恢复一般数据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数据恢复基本概念、操作系统与文件系统、分区基

本概念与应用 
6  

2 FAT文件系统 6  

3 NTFS文件系统 6  

4 
数据恢复手工操作、常用数据恢复工具介绍、数据

安全与数据销毁 
6  

5 学习和掌握数据恢复操作与研究环境 6  

6 数据恢复手工操作实验 6  

7 文件系统手工操作实验 6  

8 数据恢复工具操作 6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计算机系统基础（包括网络基础） 

后续课程：现场勘查学、电子证据调查学、电子证据鉴定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数据恢复基本概念、分区、FAT文件系统、NTFS文件系统。 

难点：分区、FAT、NTFS的理解与应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运用实例进行讲解； 

2. 对实例进行分析； 

3. 讲练结合。 

教学手段： 

1. 讲练结合； 

2. 不设定固定案例，见到什么数据，就介绍和分析什么数据，活学活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教师上课使用教师自带机器进行讲解分析，要求有投影，让所有同学都能看清楚； 

或者全程使用电子教室，可实现讲练结合，其他涉及的工具软件由老师来准备和分发。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由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自行安排。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占 20％；课内实验占 10%；期

末考查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数据恢复技术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

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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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用教材 

1. 戴士剑等编著《数据恢复技术》经典重现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年 7 月 第 1 版（第

一版、第二版获优秀作者奖，第一版版权输出至中国台湾地区出版发行繁体版） 

执笔：戴士剑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经济学基础知识与经济犯罪 
Economic Crimes and Basic Economic Knowledge 

课程号：4040501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侦查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熟悉经济犯罪的刑法规定；2.掌握经济犯罪相关的金融、贸易、税务

等经济学基础知识；3.了解常见的经济犯罪手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经济犯罪的刑法规定，了解经济

犯罪有关的经济知识和具体的犯罪手法。主要包括关税、股票、期货、银行卡、票据、发票等相关

知识点，以及相关保税走私、信用卡诈骗、证券犯罪、非法集资以及传销行为等犯罪活动的具体犯

罪方法。为《经济犯罪案件侦查》课程奠定必要的经济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28学时 

知识单元 1：经济犯罪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经济犯罪的界定。 

2．经济犯罪的特征。 

3．经济犯罪的刑罚适用与法律渊源。 

4．经济犯罪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学习目标： 

1．了解：经济犯罪含义的演变；经济犯罪主体的特点。 

2．掌握：经济犯罪主观方面证明的难点；经济犯罪的专业性和隐蔽性。 

作业： 

1. 如何理解经济犯罪的基本范畴？ 

2. 如何理解经济犯罪的专业性？ 

知识单元 2：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案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案例。 

2．生产、销售伪劣商品案件概述。 

3．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 

学习目标： 

1．了解：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本章其他罪名的关系；本章罪名与其他相关罪名的关系。 

2．掌握：销售金额的计算方法。 

作业： 

1．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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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3：走私犯罪案件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案例。 

2．走私犯罪概述。 

3．贸易和关税知识。 

4．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犯罪。 

5．加工贸易走私犯罪。 

学习目标： 

1．了解：关税的征收程序；关税政策与保税政策。 

2．掌握：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特点；与保税政策相关的犯罪方法。 

作业： 

1. 了解海关的价格预警机制。 

2. 保税走私有哪些常见的方法？ 

知识单元 4：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犯罪案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案例。 

2．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犯罪概述。 

3．公司、企业运营知识概述。 

4．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企业注册的基本流程；公司、企业的基本会计制度和会计报表。 

2． 掌握：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特点；非国家工作人家受贿罪与职务侵占罪的区别。 

作业： 

1. 非国家工作人员收受回扣行为如何定性？ 

2. 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的主观方面有何特点？ 

知识单元 5：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案件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金融知识。 

2．破坏货币管理秩序犯罪。 

3．破坏金融业务管理秩序犯罪。 

4．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背职犯罪。 

5．破坏有价证券管理秩序犯罪。 

6．破坏外汇管理秩序犯罪。 

7．洗钱犯罪。 

学习目标： 

1．了解：金融机构的构成；几类金融市场的运行；股票、债券和期货的基础知识；我国外汇

交易的基本规定。 

2．掌握：各类金融犯罪的特点；地下钱庄的运作。 

作业： 

1.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常见的表现方式有哪些？ 

2. 为什么地下钱庄行为常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知识单元 6：金融诈骗犯罪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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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集资诈骗犯罪。 

2．贷款诈骗犯罪。 

3．票据、金融凭证诈骗犯罪。 

4．信用证诈骗犯罪。 

5．信用卡诈骗犯罪。 

6．保险诈骗犯罪。 

学习目标： 

1．了解：票据行为；投保和理赔的基本流程。 

2．掌握：集资诈骗的认定难点；贷款诈骗罪和骗取贷款罪的区别；信用卡诈骗的现状。 

作业： 

1. 金融诈骗犯罪中“主观故意”的证明有何特点？ 

2. 信用卡诈骗的常见方法有哪些？ 

知识单元 7：税收犯罪案件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税收知识。 

2．逃税犯罪。 

3．骗取出口退税犯罪。 

4．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 

学习目标： 

1．了解：税收的主要种类；发票的主要种类。 

2．掌握：增值税的缴纳；出口退税的程序。 

作业： 

1. 增值税的计算方法。 

2. 骗取出口退税与逃税罪的区别。 

知识单元 8：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概述。 

2．假冒注册商标犯罪。 

3．假冒专利犯罪。 

4．侵犯商业秘密犯罪。 

学习目标： 

1． 了解：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的现状。 

2． 掌握：网络侵犯知识产权案件的特点。 

作业： 

1. 侵犯著作权罪的成立要件。 

2. 侵犯商业秘密罪中“商业秘密”的含义。 

知识单元 9：扰乱市场秩序犯罪案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扰乱市场秩序案件概述。 

2．合同诈骗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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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传销案件。 

学习目标： 

1．了解：扰乱市场秩序案件的类型；合同诈骗案件的特点和现状。 

2．掌握：合同诈骗案件的证明难点；传销案件的犯罪特点和方法。 

（二）实践教学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2学时 

实验 1：模拟证券交易软件操作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模拟股票和基金的市场交易。 

实验要求：熟悉股票和基金交易软件；研究股票分析的基本方法；掌握股票和基金交易的基本

方法。 

本实验内容在日常教学中完成。在“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中“金融知识”部分开始讲述，

持续至本课程结束皆可进行模拟买卖，随时进行课堂和课后交流，共计约 2课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经济犯罪概述 3  

2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案件 

走私犯罪概述 
3  

3 关税知识概述、走私普通货物罪、保税制度和保税走私 3  

4 妨害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犯罪案件 3  

5 金融基础知识 3  

6 妨害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案件 3  

7 金融诈骗犯罪案件 3  

8 税收基础知识 3  

9 税收犯罪案件、知识产权犯罪概述 3  

10 知识产权犯罪、扰乱市场秩序犯罪 3  

11 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是《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的先修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构成、经济犯罪的特点、贸易知识、金融知识、税收

知识等。 

难点：经济犯罪主观故意的证明、部分比较复杂的经济犯罪方法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启发式教学法。 

2.问题研讨式教学法。 

3.案例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网络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同学们用自己的手机下载模拟证券操作软件，课堂和课后随时进行相关交流。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提醒和鼓励同学们多注意经济类的新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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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鉴于课程内容的综合性，没有指定的选用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推荐参考书 

1. 一本《刑法学》教材。 

2. 朱永生等编著：《经济犯罪学》，法律出版社，2012年 9月第一版。 

3.《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票据法》、《税法》等课程相关的较简明的教材。 

执笔：刘燕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刑事辩护与代理实务 
Practical Skills for Criminal Defense and Representation 

课程号：50404075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使学生认识和了解刑事诉讼的实务操作流程； 

2、使学生认识和了解刑事辩护与代理实务中存在的几大问题和解决对策； 

3、使学生理解和掌握律师进行刑事辩护与代理的基本操作规范； 

4、介绍律师执业过程中可能的风险，并提供应对方法，为学生以后踏上刑辩之路提供理论基

础。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刑事辩护与代理基础知识、刑事

辩护基本原理、刑事代理基本原理，了解刑事案件中律师进行辩护与代理实务的基本操作，辩护与

代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难点并提出解决的思路和对策，帮助学生熟悉有关刑事辩护与代理的实务

操作，锻炼他们在诉讼中，尤其是法庭应对应变能力，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的辩护与代理人才。 

注：本课件中有部分内容吸取了实践中多位律师的经验，予以借鉴学习。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章 刑事辩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 刑事辩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一）律师会见难 

1. 具体问题： 

（1）一难，在侦查阶段拖着不让见。 

（2）二难，在看守所里限制多，会见时限制也多。 

（3）三难，在判决后律师回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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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四难，律师在外地会见怪事多。 

2. 解决方案： 

（1）首先要统一律师执业立法，统一保障律师刑事诉讼权利的规则。 

（2）改善律师现有会见条件。 

（3）对制造障碍者进行处罚。 

（二）阅卷难 

1. 侦查阶段律师根本不能查阅任何案卷材料。 

2. 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只能查阅案件的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 

（三）取保候审难 

1. 在实践中，取保候审对绝大多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 

2. 形同虚设的取保候审带来的严重的社会后果。 

3. 对取保候审难的原因分析。 

4. 对策。 

（四）调查取证难。 

1.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难的原因： 

（1）立法上的缺陷，是造成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难的根本性原因。 

①法律对律师向被害人、证人取证有很多限制。 

②刑法在第 307条伪证罪基础上，又另列第 306条辩护人伪证罪，这一立法上的重复设置和特

定指向，使律师在行使本已十分有限的调查取证权时更加小心翼翼。 

（2）司法机关在操作层面上不积极配合且设置障碍。 

①司法机关在制度上设置的限制。 

②个别司法机关办案人员不依法办事、故意刁难也制约了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 

（3）社会大众陈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导致辩护律师取证难。 

2. 对策： 

（1）废除刑法第 306条。 

（2）取消刑诉法中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种种限制性规定。 

（五）证人出庭作证难 

1. 原因： 

（1）现行法律对于证人出庭的规定不健全，缺乏系统的强制性、义务性和制裁性规范，公诉

机关和审判机关对证人出庭的问题持漠然态度，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仍未改变，未将这一问题提高

到保障办案质量，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高度考虑。 

（2）司法机关对证人出庭的忽视、顾虑、畏惧。在司法实践中，检察官不希望证人出庭，是

担心证人当庭改变证言，或在法庭交叉询问的情况下，证人提供对控方不利的证言，影响其控诉的

效果；法院亦不主张证人出庭，主要是担心证人出庭会延长庭审的时间，加重工作负担，降低诉讼

效率，增加主持庭审的难度。 

（3）法律对于证人的保护、证人出庭的经济补偿、证人无正当的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惩罚等

无明确详细的规定，有的证人不敢出庭作证，怕受到对方当事人亲属的报复；有的不愿出庭作证，

嫌麻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证人出庭作证的误工补贴、差旅费无法落实等等。 

（4）证人出庭作证难，刑诉法自身的漏洞也是重要原因。 

新的庭审方式是控辩式的庭审方式，强调对抗性，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但刑诉法第 190条却规

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应当当庭宣读。”这就说明证人不出庭而只是“宣读”其证言

也是合法的。 

2. 对策： 

（1）通过司法解释等方式，尽快建立对那些控辩双方存在重大争议的证言，对那些事关被告

人有罪无罪、量刑轻重的证言，建立证人必须出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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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证人的多种保护制度。 

（3）完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制度。 

（六）存在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的问题 

1. “刑讯逼供”长期存在的原因分析： 

（1）立法上的原因：刑事诉讼法虽然已经初步构建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应当如实

回答”法定义务的存在、沉默权的缺位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的法定证据地位的保留，为刑

讯逼供留下了生存的土壤。 

（2）侦查体制上的原因：公安侦查机关为了迅速破案，责任落实到单位、到个人，工作考评

以个人破案业绩为唯一标准，只要拿下口供，只要不死人，掌握了犯罪证据，通过何种方式、方法，

上级领导均变相地予以容忍、保护。 

（3）执法观念上的原因：“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是我们一贯的司法准则，打击犯罪是手段，

保护人民是目的，手段为目的服务。“保护人民”的目的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是保护人民不受

社会犯罪行为的伤害。第二，是保护人民不受强大政府公权力可能的伤害。法律的重要功能就是表

现在第二个含义上。执法机关在履行打击犯罪的职责中是可能出现错误的，关键是执法机关内部是

否有一套完整有效的、有错必纠、及时改正的管理体制。 

2. 改革建议： 

（1）消除口供乃证据之王的影响 

（2）看守机关中立化 

（3）强化检察院在监所检查室的工作力度 

（4）建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七）二审程序不开庭问题  

1. 刑诉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以及基本含义。 

2. 二审开庭审理的作用。 

二审审理过程是否采开庭方式，对于律师辩护意见的采纳状况影响很大。二审不开庭在这种 

情况下律师很难发挥有效的辩护作用。应当指出，在两审终审制度下，二审的判决结论对被告

人命运有着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因此法院尤应重视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为二审律师出庭辩

护提供条件。 

3. 不开庭情形下律师的参与方式： 

在二审不开庭的案件中，律师参与案件的方式主要是以下三种：让律师提交书面辩护意见；二

审法院虽不开庭审理，但是当面听取了律师的意见；根本没有征求律师的意见。  

4. 危害：二审不开庭，使二审程序形同虚设，绝大部分二审案件都是维持原判。很多情况下，

不开庭审理的过程仅仅是承办法官阅卷后做出结论，  

并不听取辩护人和当事人的意见。不透明的诉讼程序正是司法腐败得以滋生的适宜土壤。 

（八）听取、采纳律师辩护意见难 

1. 刑诉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但这只是写在

纸上的规定而已。 

2. 采纳辩护意见难的一般表现是：你辩你的，我判我的！有时律师很有道理的辩护意见也不

被采纳。这从我国无罪辩护多而无罪判决少即可见一斑。其实许多冤假错案，当初被告人的律师都

提出了正确的、有根据的辩护意见，但是司法机关不予理睬，更不予重视和采纳，最后酿成冤假错

案。 

（九）刑法第 306条的规定 

刑法第 306条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

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罪。什么叫威胁，

什么叫引诱很难界定，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证人原来给控方做过证，后来律师找他作证的时候翻

了，公诉方就会认为律师有问题，矛头就对准律师了。306条成了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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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有可能落下来。从新刑法颁布以来，因触犯 306条被抓的律师达 200多人（但真正被定罪的不

是很多），已有多名律师因触犯此罪名而身陷囹圄。该条款不废除，律师就会心有余悸，不敢办、

不愿办刑案的现状就难以改变。 

总之，306条在实务中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立法技术上也不完善，因此其规定不可取，

理当废除或修改。 

（十）观念与体制问题 

1. 观念上的原因：很多人对律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律师工作有误解，认为律师是“为坏

人说话”，是“捣乱”，是“干扰司法机关办案”。有学者指出，制度引进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冲

突是阻碍刑事辩护制度的根本原因。时至今日，国家本位、权力本位、义务本位的观念仍起着支配

作用。 

2. 体制上的原因：侦控机关过于强大，公检法机关是“国家干部”，是自己人；律师靠市场调

节，力量过于弱小。公检法机关制约不够，配合有余。 

3. 当然，律师本身也存在一定的原因。如个别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观念不强，受利益驱

动胆大妄为，缺乏自我防范意识等。 

学习目标： 

本章主要讲解刑事辩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本章将介绍实践中刑事辩护存在的几大

“难”，分析其存在的原因、表现和对策。重点在于理解我国存在诸多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难点

在于思考针对这些问题应当如何解决，以及合适的解决途径。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 刑讯逼供存在的历史原因，现实原因以及能否根除？ 

2. 证人出庭的作用和意义。 

3. 二审审判方式的改革 —从有效发挥律师辩护作用谈起。 

知识单元 2：第二章 刑事代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何为代理 

刑事诉讼中的代理，是指代理人接受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诉案件

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委托，由被代理人承担代理行

为的法律后果的一项诉讼活动。 

刑事诉讼中的代理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代理；二是自诉案件自诉人的代理；

三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原告人和被告人的代理。 

二、问题 

（一）人民检察院和被害人在追诉的目的上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向

来只认为人民检察院可以很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利益，而作为被害人的代理人主要是维护被害人的民

事权利，在控告犯罪的根本问题上很少发挥作用。在相应的法律规定上，这方面的规定可以说是一

片空白。 

（二）现行的被害人代理制度分散在刑事诉讼法和各部门的司法解释之中，这些规定很不协调

一致。 

1. 在刑事诉讼法内部，同为代理制度，被告人的代理制度明显比被害人的代理制度更加完善，

权利更为充分,而被害人代理制度则明显受到严格限制。 

2. 在几个现行的司法解释中内容极不协调一致，有些甚至自相矛盾。 

3. 代理人的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发表意见权等同样面临困难。 

三、对策 

（一）完善代理人查阅案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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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代理人调查权。 

（三）完善代理人参加庭审发表代理意见制度。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本章主要讲解刑事代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本章将介绍刑事代理实践中存在的几大

“难”，分析其存在的原因、表现和对策。重点在于理解我国存在诸多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难点

在于思考针对这些问题应当如何解决，以及合适的解决途径。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 律师如何在刑事诉讼代理司法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  

2. 律师在刑事诉讼代理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如何解决？ 

知识单元 3：第三章 辩护与代理的方法与策略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辩护与代理的基本方法与策略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应该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减

轻或免除刑罚的材料和意见。由此可以看出，在刑事律师的辩护过程中，熟悉实体法、程序法和证

据法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胜负的关键。[1] 

一、熟悉实体法 

实体法在刑事辩护中的基础性作用：实体法在刑事诉讼中也即刑法，是律师进行刑事辩护的基

石。 

1. 犯罪就是法律对于一个案件事实给出的否定性的评价，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

定不处罚是现代刑事法律的基本理念。是否构成犯罪，进而受到刑罚的制裁，完全取决于刑事法律

的规定。 

2. 如果一个辩护律师不了解实体法，完全依赖于法庭上的辩论技巧，刑事辩护就会成为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 

3. 不仅如此，实体法也是律师进行刑事辩护的首要突破口，是律师着手进行辩护的关键一环。

律师是为委托人服务的，进行辩护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委托人的利益。  

（1）罪名与罪名之间的细微差别，究竟哪种罪 名更符合案件的本质，更能达到委托人利益的

最优化。 

（2）一罪与数罪的区分，二者相对应刑罚的轻重都是辩护律师必须要考虑的问题，而这些都

需要从实体法上找到依据。 

（3）犯罪情节的轻重，虽然是案件事实方面的因素，但是对于被告人的量刑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同的案件事实，不同的情节对于审理的结果影响是千差万别的，但是都能从实体法的角度归纳出

最相类似的特征，是减轻刑事处罚还是免除刑事处罚，是犯罪中止，犯罪预备还是犯罪完成之后的

立功表现，都是需要从根本上把握的原则，是决定辩护方向的因素。 

因此，辩护律师熟悉实体法，是首要的任务，也是辩护成功的保障。 

二、熟悉程序法 

程序法，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是为实体法服务的，熟悉实体法是基础。 

(一）程序法在刑事辩护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从程序法的角度进行辩护是从国家机关介入案件开始的。 

1. 在国家机关与被告人接触的过程中，什么样的行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什么样的行为是违

反法律规定的，在程序法上都有严格的规定。 

2. 触犯了程序法也同样要受到法律的严格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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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为程序性辩护。 

1. 作为一种诉讼权利，程序性辩护是指辩护方针对警察、检察官、法官所实施的程序性违法

行为，为追求特定的程序性制裁之诉讼结果，而要求法院做出专门程序性裁判的权利。 

（1）与实体性辩护不同，程序性辩护并不是从消极防御的角度所进行的答辩活动，而是积极

地将侦查、检察或审判行为的合法性诉诸司法裁判程序的诉讼活动。 

（2）辩护方为了维护本方利益的需要，主动发动了一项新的、独立的诉讼，从而使警察、检

察官、法官处于答辩者和受审查者的地位。 

2. 程序辩护，从更高的层面上给辩护律师提供了突破口。在从程序上进行辩护来讲，需要更

高的证明技巧，因为程序违法的事实往往很难取得有效的证据，即使有现存的证据，也是掌握在公

诉机关手中，辩护律师很难获得。 

因此，熟悉程序法，从法律上寻求突破口是十分必要的。 

三、熟悉证据法 

（一）熟练掌握运用证据法对刑辩的作用。 

1.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用证据说话是最有说服力的，也是辩护能够取胜最有力的武器。 

2. 对于证据的取得和使用，法律上都有明确的规定，什么样的证据对犯罪的构成和情节有影

响，什么样的证据可以用来作为程序性辩护的材料，需要对证据法进行深刻的领悟。 

（二）关于证明主体和证明责任的含义。 

 1、（1）证明主体应该严格限制在公诉机关和案件当事人，法院不应该承担证明责任，不应成

为证明的主体。 

（2）特殊情况下，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应该严格限制在被告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

收集的证据。 

 2、（1）证明责任，是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不能证明案件事实时承担的对己不利的后果。 

（2）公诉案件中，证明被告有罪的责任由公诉方来承担，辩护律师只需要找到公诉方提供的

证据的漏洞，使其不成为完整的证据锁链就能很好地实现委托人的利益。证据与证据之间的关联性，

在法律上的有效性，能够证明何种事实，除了要求辩护律师的经验和技巧之外，证据法的规定也是

很好的辩护依据。 

四、讲究辩护策略 

（一）法庭辩论策略技巧的重要性： 

1. 运用灵活、有效的辩护策略来最大限度维护、实现自己当事人的权利，是一名刑事辩护执

业律师所应具备的一项最基本的诉讼执业能力和执业要求。 

2. 律师庭辩的技巧和策略，不但是一名合格律师的执业技能，其在确立和实现自己的诉讼主

张过程中所展现的方法和谋略，更是常于惊险之处使人为其智慧而叹服，堪称庭辩之艺术。有鉴于

论辩艺术在律师业务活动中占有的地位之重要性，有必要对律师在庭审辩论中的有关技巧问题加以

研究和探讨，以适应庭审方式改革的需要，充分发挥律师在庭审辩论中的重要作用。 

（二）庭前准备必须细致、充分。 

1. 准备有序的辩护意见。 

2. 与案件相关的法条和本案的几个主要的法学概念应该事先打印在纸上，确保法条引用和法

学概念的及时、准确。 

3. 比较复杂的案件要列大事记，按时间顺序排列，一目了然。 

4. 庭审过程中将本案主要事实之间按照其内在逻辑，以几何图形式罗列。通过形象思维加强

对案件的把握。 

5. 庭审过程瞬息万变，准备一支笔，随时修改几何联络图，要以最快速度应变，做到心中有

数。 

（三）声音的问题 

要使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里的人都能够听到你的讲话，做到语速适中，即使出现突发情况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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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声音慌乱、语速加快的情况，使控诉方、法官和在场的每一个听众能够感觉到声音中所体现的

自信从容。 

（四）眼神的问题。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适当时候眼神可以传达重要的信息。 

1. 讲法理的时候要扫视三名法官，不断地和三名法官交换眼神。反驳公诉人的时候，要盯视

公诉人的眼睛，取得既传达自信，又能扰乱对方思路的作用。 

2. 讲到人情时，将人情融合于法理之中，要面向听众，眼神不断地扫视听众席的每一个角落，

通过于情于理的表述调动场内气氛。 

3. 在为被告人辩护时，应不时以眼神扫视被告人，通过眼神的传达表示对被告人的鼓励。被

告人在为自己辩护过程中，当被告人看律师时，律师应向被告人点头，给予其心理上的支持。 

（五）辩护的策略 

1. 要从实际出发，面对现实，全面认识掌握本案有关事实，正确认识所掌握证据，结合法律

确立最有利于被告人的诉讼主张。盲目作无罪辩护，脱离实际，更容易损害被告人的利益。 

2. 辩护要突出重点，准确权衡罪名，学会抓大放小。在严重的犯罪中，更应准确把握罪名，

将被告人的生命放在首位，可以在不利的情况下适当认罪，减轻罪责，避免辩护失败危机被告人生

命。 

3. 应对有无立功自首和不在现场、被告人可能患有精神病等颠覆性证据给予足够的重视。 

（六）最大限度地利用终局辩论  

 庭审辩论过程中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次发言的机会都是十分宝贵的。当相互辩论接近尾声时，

律师必须具有控制收场的能力。 

1. 提出要求。当对方在整个辩论中已受到了辩论的影响，此时提出合理的要求，对方容易接

受，也易为法庭认可，以促成双方和解结案。 

2. 提出问题。以提出问题为结尾，进一步深化自己的辩论主题，让审判人员去甄别和思考。 

3. 概括主题。用简洁明了的语气将自己辩论的全部内容概括成几句话，易加深审判人员对自

方辩论观点的印象。 

五、熟悉立法改革、司法改革和学术动态 

（一）刑辩律师必须及时掌握立法司法改革的信息。 

1. 一切刑事辩护活动都是在国家刑事实体法、程序法和相应的证据规则之下进行。 

2. 刑辩律师的执业水平、辩护艺术再为高超，也终究无法超越一国现行法律之藩篱。因此，

立法和司法的改革与动态同刑事辩护执业律师的业务活动最为息息相关 

3. 作为一名成功的刑辩律师，应该做到： 

（1）对立法的改革有最及时全面的掌握，准确把握立法和司法改革的各种动态，及时完整的

收集与立法司法改革相关的信息。 

（2）能够对各种立法、司法改革的动态从法理的角度形成个人的认识和理解。 

（3）正确全面理解把握立法和司法改革的各种动态，通过对现行法律的理解，加之对立法司

法改革动态信息的掌握，作到能够在内心中对立法改革的方向和司法改革的未来目标作出前瞻性的

准确判断。使自身在刑事辩护实践中能够一直处在较为主动的地位。 

 4. 对立法司法改革动态忽视的后果。 

熟悉立法改革和司法改革对刑辩律师，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任何轻视改革动态的律师，必会

在律师行业激烈的竞争过程中失去生存的空间，逐渐被淘汰。 

（二）刑辩律师不能脱离对学术动态的了解。 

1. 实务领域同学术界天然的密切联系 

（1）刑辩律师所从事的实务活动与同学术相关的纯粹的法学理论研究，在其研究的范围和对

象内容上是存在一定区别的。 

①律师辩护与代理实务的进行和发展，并不能离开理论界学术研究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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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学术界的各种研究和争鸣，总是在不断为实务界提供理论思想和最新的研究方法，在为实务

领域的发展和运行提供基础性的理论支撑。也是实务领域内各行业不断推进发展的前进动力和生命

力所在。 

③刑事辩护也是不断地从学术界的每一次进步中不断地汲取着养分而共同进步。 

（2）刑辩律师必须重视对学术动态的研究学习 

①一名合格的刑辩律师总是不能脱离对学术界各种理论成果的掌握和学习。只有通过对学术动

态的密切关注和学习研究，才能不断地从中汲取前进的动力和对刑事辩护的更深理解和启发。 

②脱离了对学术动态的学习研究的律师，也同样面临着被社会和行业淘汰的危险。 

第二节 死刑案件的辩护方法与策略 

一、死刑案件的特殊性 

死刑是剥夺人的生命的刑罚，是最严厉的刑罚。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生命的价值至高无上，没

有任何价值能和生命的价值比较高低。死刑具有不可逆转性，一旦执行了死刑，则人死不能复生，

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救。 

正是由于死刑具有上述特点，因此多少年来，关于死刑的存废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支持废除死刑的，也有赞成保留死刑的。 

关于死刑的存废问题，我赞成最终废除死刑。但对中国来说，废除死刑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

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目前由于人们的传统观念、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杀人

偿命，借债还钱”的观念根深蒂固，立即废除死刑还做不到，许多群众还接受不了。 

如沈阳刘涌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河南平舆县黄勇杀人案；浙江“科技精英”徐建平杀妻分尸案。

上述几例都说明，在目前的中国，完全废除死刑还做不到，只能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为最终废除

死刑创造条件。 

我国《刑法》中关于死刑的规定比较多，有五十多种犯罪规定了死刑，如杀人、抢劫、强奸等。 

由于我国法律规定了较多的死刑，而死刑又具有最严厉性、不可逆转性等特点，因而在死刑案

件中，司法机关的责任非常重大，关乎生杀予夺，律师的责任也同样重大。 

二、辩护方法与策略  

1. 熟悉实体法律，熟练掌握判处死刑（包括死缓）的实质要件。 

（1）我国《刑法》第 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

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 2年执行。 

（2）犯罪的时候不满 18周岁的被告人，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都不适用。审判的时候已满

75周岁的人也不适用，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3）自首和立功也是不能适用死刑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我国刑法规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

人的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的，从而可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

轻或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

当减轻或免除处罚。所以死刑案件中的刑辩律师一定要对被告人是否有自首和立功情节予以高度重

视。 

（4）死刑分立即执行和缓期 2年执行（简称死缓）两种，二者虽然都称为死刑，但一生一死，

天壤之别。因为如果被告人被判处死缓，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满后就

会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2 年期满以后，减为 25 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

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作为死刑案件中的辩护律师，一定要熟悉刑事法律，深刻理解、熟悉掌握并运用“罪行极其严

重的犯罪分子”、“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规定，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挽救被告人的生命。律师如

果不熟悉刑事法律，最好不要承办刑事案件，起码不要单独承办死刑案件。因为不懂装懂贻害无穷，

既不能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2. 熟悉法律程序，尤其是死刑案件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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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法律规定，有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必须要有律师，即使被告人本人或家里不请律

师（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如贫穷、绝望等），法院也必须要求为其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

免费为其辩护。当然，法院在指定时，也应当指 定有经验的、资深的刑事辩护律师，被指定的律

师应当熟悉刑事法律，否则，可以说明理由，请法院另行指定可以胜任的刑事律师。需特别指出的

是，死刑复核权已经由最高人民法院收回。 

（2）律师对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死刑案件中尤其应当重视，如果被告人被一审法院判处死刑，

一定要让被告提出上诉，因为上诉不会加重被告人的刑罚，而存在着减刑改判的希望。 

（3）死刑案件的律师对死刑复核程序一定要非常熟悉并熟练运用，因为死刑复核程序是死刑

案件的最后一道关口，每年各省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案件，大约有百分之十几

到百分之二十几的改判率。律师对执行死刑的程序等也要非常熟悉，这样才能尽一切可能、用尽一

切救济途径，尽量挽救被告人的生命，使被执行死刑的人真正是那些理应受到死刑惩罚的人。  

（4）“停止执行”死刑的情形：负责执行死刑的法院接到执行死刑的命令后，应当在 7日以内

交付执行。但是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停止执行，并且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其做出裁定： 

 ①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 ②在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

表现，可能需要改判的；③罪犯正在怀孕。第①和第②项停止执行死刑的原因消失后，必须报请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再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才能执行；由于第③项原因停止执行的，应当报请最高人民

法院依法改判。    

3. 熟悉证据原理、证据规则。 

承办死刑案件的律师，一定要在证据上下功夫，研究该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我国

法律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

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即排除规则。即使被告人自己已供认的指控

事实，如杀人、抢劫等，也不要忽视证据问题。 

在一些没有直接证据，只有间接证据的案件中，间接证据可以定案，但必须遵守间接证据定罪

的规则，如排除其他可能性、排除矛盾、形成 完整闭合的证据链条等。 

律师应熟悉并掌握取证技巧、交叉询问技巧、举证责任、证明标准、审查判断证据方法、疑罪

从无、有利被告规则等。我国刑诉法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

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即疑罪从无，有利被告。控方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则应当宣告被

告人无罪。 

4. 要讲究辩护策略。 

（1）揭发检举、立功、自首； 

（2）被害人有过错； 

（3）抓大放小，抓主要矛盾，该认罪要认罪； 

（4）专家论证意见； 

（5）媒体、内参、网络。 

（6）枪下留人，喊冤。 

5. 要熟悉立法改革、司法改革、学术动态、国际发展潮流、联合国司法准则、人权公约等。 

6. 加强理论修养。 

既懂理论，又懂实践。 

无罪推定、排除规则、沉默权、毒树之果、证据展示、辩诉交易。 

证据规则、原理、一事不再理、不得自证其罪，警察圈套等。 

三、结论 

任何一个死刑案件都必须有律师参与，任何一个死刑案件的辩护是否成功都与判决结果有着直

接联系。作为承办死刑案件的律师（无论是聘请的还是指定的），必须认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精

通业务，掌握刑辩技巧，为被告人提供优良的服务，使每一个罪不至死的被告人都不被适用死刑。

最大限度的、用尽一切救济途径挽救被告人的生命，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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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律师办理涉黑案件指引 

一、要注意学习政策、法律 

全国及北京市相关部门都发布了政策文件，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也很多，应学习、领会相关精

神，把握方向，顺利、圆满地完成代理任务。 

二、要树立首都意识，大局意识 

北京是祖国首都，是首善之区，所以北京律师一定要树立首都意识、大局意识，充分认识全国

范围内“打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意义。 

三、要牢记和增强保密意识 

有的案件案情本身涉及国家秘密，有的案件在侦查过程中一些事项需要严格保密，所以律师必

须牢固树立保密意识。 

四、牢固树立证据意识 

一切用证据说话，一切从证据出发。无论做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都要根据证据情况而定。 

五、牢固树立程序意识  

从办理案件的手续、收费到会见、调查取证、开庭等都要严格按程序办事，恪守律师执业纪律

和职业道德。 

六、要正确处理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的关系 

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打交道时，要谨慎，既要耐心细致、热情服务，又要慎重对待、

内外有别。辩护律师只能依法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或辩护，而不是其代言人，更不

是其雇佣，不能迎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亲属的不合理要求，禁止承诺和打包票。 

七、要妥善处理与新闻媒体的关系 

在办案中，要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杜绝炒作，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不要炒作。 

八、要注意与司法局、律师协会及办案部门的沟通 

1. 对律师办案中遇到的会见难、调查取证难等问题，对公检法办案机关在办案中存在的问题，

或对公检法办案机关的做法持有不同意见时，律师应通过合法正当的渠道反映。可以及时通过律协、

司法局向有关办案机关、协调沟通，禁止采用不正当或过激的方法。 

2. 坚持大案汇报、备案制度，取得律协和司法局的支持和帮助，无罪辩护要谨慎，要有根据。 

九、熟悉法律规定，准确认识和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个特征 

十、律师要牢记律师职责，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要研究、分析案件的事实、

证据和法律，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为当事人提出最适宜、合理的辩护方案 

十一、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的办案机关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问题要凭证据，不能轻信 

十二、提高辩护技巧和水平，体现首都律师的业务素质和风范，抓大放小，不要纠缠细枝末节。

保持清醒，坚持客观，工作中不要夹带个人情绪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本章重在介绍辩护与代理的方法与策略，并结合死刑案件和涉黑案件，具体介绍在不同性质的

刑事案件中的辩护方法。学生可以通过对一些具体案例的理解与思考，从整体上把握刑事辩护的方

法与策略。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 死刑案件的特殊性。 

2. 死刑案件的辩护策略。 

3. 律师办理涉黑案件注意事项。 

4. 掌握程序性辩护的基本内涵及其在刑事辩护中的重要作用。 

5. 思考如何将法学素养的积累同辩护策略的培养有机结合。 

6. 认识刑辩律师所应具备的具体素质，结合自身情况找到不足，进行针对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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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4：第四章 辩护与代理的操作规程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辩护与代理的操作规程及技能 

刑事案件辩护率这几年在下降，很多案件都是没有刑事辩护律师参与而直接判决。就全国来讲

由律师参与的刑事案件只占不到 30%，就北京来说则连这个比例也达不到。 

前几年做过统计，全北京有八千多律师，这八千多律师一年才办理刑事案件五千多件，也就是

说每个律师每年承办的刑事案件不到一件。 

所以说正是因为我们刑事诉讼法本身有许多缺陷，再加上司法机关执法当中故意刁难律师、给

律师设陷阱，直接导致刑事辩护率逐年下降，许多律师不愿办、不敢办刑事案件。但刑事案件又意

义重大，它关系公民的自由与生命。刑事诉讼涉及的自由与生命的价值是最重大的，因此不管刑事

辩护有多么艰难总要有人去做。 

一、操作规程 

刑事诉讼是从侦查阶段开始的，刑事诉讼分为五个阶段：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对

于律师来讲，和辩护工作密切相关的是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其中，审判包括一审，二

审，死刑复核程序及其再审程序。 

（一）侦查阶段： 

我国刑诉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

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1. 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是： 

（1）会见通信权； 

（2）调查取证权； 

（3）侦查终结前可以要求发表辩护意见权； 

（4）职务保障权； 

（5）其他：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

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2. 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诉讼义务是： 

（1）认真履行职务义务； 

（2）依法辩护义务； 

（3）部分证据展示义务； 

（4）保守秘密义务； 

（5）遵守诉讼纪律义务。 

（二）审查起诉阶段： 

1. 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第四款规定：辩护律师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 

刑诉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

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刑诉法第一百七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被害人

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律师在此阶段享有的权利和义务相对比侦查阶段有所增加。 

2. 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享有：（1）阅卷权；（2） 会见通信权；（3）调查取证权；（4）发表辩

护意见权等。 

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负有的义务是：（1）认真研究案卷材料，掌握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情况；（2）

了解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涉嫌罪名、基本犯罪事实等情况；（3）检察机关所依据的证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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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法律；（4）深入了解发现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证据。 

3. 律师在此阶段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是以审查起 诉阶段现有的案件材料为依据的，这样有利

有弊。 

（1）好处 ： 

好处在于律师的法律意见书，可以使得检察机关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案件情况，有错误的案件，

可以及时止步。避免更大的错误发生。 

（2）弊端 ： 

律师在看不到案件全部材料的情况下出具的意见书，也有其自身的弊端，即提出的意见可能不

客观不全面。 

（三）审判阶段： 

1．一审： 

一审是刑事诉讼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1）案件在一审，必须开庭进行全面审理，使得刑事诉讼的各项原则，如公开审理原则，使

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原则，质证原则，辩论原则和指定辩护原则等都能得到很好的贯彻。 

（2）在同被告人会见和通信的过程中，要耐心的听取被告人对起诉书的意见。 

（3）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就在于如何阅卷。查阅案卷要有目的、有重点地阅读，而

且整个的阅卷要围绕起诉书进行，没有起诉就可以不看。人物关系等比较复杂的情况可以列出小图

表，联络图等。对于不同证人对同一问题的说法和同一证人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说法多加注意，是否

有出入，哪里有出入。另外，也不要完全相信案卷，因为案卷有可能传达虚假的信息，而证人也可

能出具不实的证言。 

2．二审： 

一审判决之后，被告人和律师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是否提起上诉的问题，“上诉不加刑”

原则的贯彻就是为了鼓励上诉。 

（1） 由于我国两审终审制的体制，使得二审程序尤其重要。在二审过程中，辩护律师权利包

括： 

a. 在开庭时同控方进行质证。 

b. 针对案件事实和一审判决书作出辩护意见。 

c. 调取新的证据或者请求法庭调取新的证据材料。 

d. 在需要申请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勘验时，向法庭提出延期审理

的意见。 

（2） 在二审过程中，辩护律师阅卷的范围比一审要广，但是，二审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案件不

开庭审理的问题。 

a.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上诉案件开庭审理的只占此类案件的极少

数。这不仅使我国新的控辩式审理方式的作用范围存在局限性，而且不利于提高人民法院的办案质

量。 

b.二审审理方式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形式问题，它服务于审判任务。二审审理方式是否恰当，

关系到能否充分发挥二审程序的作用；关系到能否及时发现和纠正一审裁判的错误；关系到两审终

审制的真假虚实，归根结底，关系到能否准确有效地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到刑事追究以及

切实履行上级法院的审判监督职责。 

c.作为辩护律师来讲，开庭审理就使得控辩双方可以有机会再次进行质证辩论，将一审中有争

议的案件事实再次调查清楚，多了一次行使辩护权的机会，也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保障。 

3． 死刑复核： 

死刑复核程序是控制死刑适用的最后一道关口，可见这个程序的重要性。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中级

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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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

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和判处死刑的第二审案件，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由此可见，在刑诉法中，死刑复核的权力是专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

刑事政策的原因，省一级的高院也享有了部分案件死刑复核的权力。 

权力下发放到地方法院的弊端： 

（1）容易使得二审和死刑复核程序重叠化。 

（2）另外，死刑复核权的长期下放还容易形成以本地区的案件标准适用死刑，这样极易导致

各地适用死刑的标准过分悬殊，不利于我国法治的统一。 

（3） 核准权下放还将使我国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最初动机与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形成

背道而驰的局面，这种以牺牲程序价值来追求刑法效益的做法是违背程序正义理念的。  

所以，目前，最高院已决定从 2007年 1月 1日起所有的死刑案件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法院。

刑诉法也新增了死刑复核案件讯问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和接受检察监督的规定。 

4． 申诉： 

刑事申诉属于司法申诉的一种。 

（1）通过刑事申诉案件的审查处理，把那些确有错误的裁判及早纳入审判监督程序加以修正，

不仅有利于法院把好再审的一关，也有利于说服无理申诉人认罪服法，减少缠诉上访，维护法治尊

严，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2）但是，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没有涉及申诉人委托律师提出申诉及其应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

的义务问题。 

两高的司法解释也仅有最高检《复查规定》第十三条提到：人民检察院对原案当事人及其法定

代理人、近亲属提出申诉应当受理，申诉人委托律师代理申诉的，也应当受理。而我国的《律师法》

第二十三条却规定，律师可以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因此，律师可以代理申诉，而且，可以依

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收集、查阅与案件有关的材料，同被限制自由的人会见和通信，出席法庭，

参与诉讼，以及享有诉讼法规定的其他权利。 

二、辩护与代理操作技能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应该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

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由此可以看出，在刑事律师的辩护过程中，熟悉实体法、

程序法和证据法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这里根据多年从事实务工作的经验，总结出以下十个方面的刑事辩护与代理活动中律师所应当

具备的基本操作技能。 

1. 熟悉法律知识: 

现行法律规范是衡量是非曲直的尺度，而具备一定的法学理论知识的意义在于知道如何运用这

把尺度。不熟知法律，自然无法运用法律这把尺度对自己的论点和对方的论点衡量，因而不知如何

运用法律这把尺度，无法把握胜负。 

2. 熟悉刑事实体法: 

熟悉实体法能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法律复杂，同一行为，因为身份、所有制的不同，

在罪名的认定上和法定刑的幅度上都会产生区别。所以，刑辩律师是否能够熟练掌握运用刑事实体

法是很关键的。 

3. 熟悉程序法: 

（1）在国家机关与被告人接触的过程中，什么样的行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什么样的行为是

违反法律规定的，在程序法上都有严格的规定。 

（2）触犯了程序法也是要受到法律的严格制裁的。 

（3）积极运用程序性辩护，将侦查、检察或审判行为的合法性诉诸司法裁判程序的诉讼活动。 

4. 熟悉证明原理、证明规则: 

我们经常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可见证据的运用对于刑事案件的重要作用。据以定案的证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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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确实充分、证据链条是否闭合，是决定案件成败的关键。 

刑事案件的证据一定要严格。辩护律师要反方向思维，要怀疑事实有没有证据证明。 

有些证据缺乏可信性，如口供的任意性、真实性得不到保障，诱供、骗供、律师无在场权。对

于侦查手段，要怀疑。 

一定要熟悉证据原理、证据规则。实践中也有证据不足被判无罪的。因此要求刑辩律师要对证

据不足、疑罪从无等证据规则的具体运用熟练掌握。 

5. 多种辩护方式灵活运用： 

正确分析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和法庭形式，根据不同形势的变化和所掌握的证据，灵活运用实

体辩护、证据辩护和程序辩护，最大限度维护自己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6. 熟悉司法实践： 

司法实践中存在很多的规则，是不同于法条和法理的规定。这种司法实践中的特殊性是客观存

在的，作为一名刑辩律师绝对不能忽视这点。 

7. 熟悉外国的东西： 

必须对外国的司法制度，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不但如此还应

该了解其背后潜藏的文化背景和理论渊源。 

8. 辩护要讲策略： 

（1）自首、立功等关乎量刑的情节不能忽视。 

（2）被害人的过错要考虑。 

（3）积极赔偿。 

（4）抓大放小，抓住主要矛盾。罪名较多的情况下，找到性命悠关的罪名。 

（5）主动认罪。 

（6）专家论证意见。 

（7）媒体、内参、网络等。 

9. 学会同新闻媒体打交道: 

正确认识新闻媒体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趋利避害，有效利用新闻媒体产生的社会效应。 

10. 关注学术动态: 

关注熟悉立法改革、学术动态、国际潮流、公约等，对辩护不直接产生作用，但是可以体现和

加强综合实力。 

第二节   执业风险及防范 

一、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风险 

总体来说，刑事辩护律师的收入低、风险大、谈刑色变、辩护率下降、执业艰难、处境尴尬。 

刑事辩护律师的艰难与尴尬，不仅体现在人们对其不理解，不能正确对待其地位与作用，没有

地位，可有可无，更严重的是，刑事辩护律师还面临着巨大的、现实的执业风险，即被追究刑事责

任的风险。这里讲的执业风险，不包括与执业无关的其他刑事责任问题。如高某某杀妻案，北京两

位女律师被害案。 

那么刑辩律师的刑事责任风险有哪些呢？ 

（一）贪污、受贿、行贿及介绍贿赂罪 

1. 受贿罪: 

律师不能单独成为受贿罪的主体，这是由律师制度及律师工作之特点决定的。律师是利用自己

的专业知识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1）律师在身份上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之

身份，不行使国家工作人员之权力，不享受国家工作人员之待遇。（2）律师所收取的费用是基于委

托协议之上服务报酬，不是贿赂物。案例：上海广益律师事务所曾云案、湖南律师 

刘景湘案。 

2. 贪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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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能否成为贪污罪之主体，这是一个争论较大的问题。 

案例：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太平律师事务所主任孙少波案、江苏省常州市原第五律师事务所主任

律师陆建中案、四川省彭山县律达律师事务所原主任律师涂建国案。 

3. 行贿及介绍贿赂罪： 

我国的《刑法》没有独立的律师行贿方面的刑事规范，只是规定了一般主体的行贿罪，将律师

的相应行为包括其中。另外，我国的《律师法》和《律师执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规范》也分别作了规

定。 

（二）职务侵占罪 

在我国，经常会出现律师因私自收费或账目不清而受到刑事追诉。这往往牵涉到律师与委托人

之间的关系、律师的职业诚信，而且都与经济利益有关。在律师执业权益受侵害方面，主要表现在

公检法机关嫉妒律师的经济收入，从而在律师的委托代理和交易过程中寻找瑕疵加以报复。在这种

情况下，往往律师会因为自己的行为有失检点（非法牟利）而被抓住把柄。 

案例：北京宗瑞峰案，因收钱后未交至律所而被判刑。 

（三）刑法第 306条所涉及的罪名 

刑法第 306 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在刑事诉讼中，辩

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

言后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

于伪造证据。 

三个罪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由于 306条被抓被判的律师最多，赤峰麻广军、北京宋福义、黑龙江徐峻峰、山东于云斌等等。

现在大多数专家、学者、律师都认为该条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其主要理由是： 

第一，刑法中已经规定了伪证罪、妨害证人作证罪等罪名，这 些罪的主体都是一般主体，已

经可以把律师妨害证人作证、提供虚假证据等行为包括在内，没有必要对律师重复规定一条。 

第二，这势必造成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如履薄冰”，影响律师参与刑事 诉讼活动的信心和积极

性。 

（四）刑法第 307条所涉及的罪名 

刑法第 307 条：〔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

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司法工作人员犯前两款罪的，从重处罚。 

案例：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张建中案。 

（五）诈骗、敲诈勒索罪 

1. 诈骗罪： 

根据受害对象不同，可以将律师诈骗分为两类： 

(1)对委托人之诈骗：夸大业务能力，骗取代理费；虚构工作时间骗取代理费；隐瞒事实欺诈

委托人。 

(2)对其他当事人之欺诈：抵押欺诈；合同欺诈。 

2. 敲诈勒索罪： 

就律师的职务活动而言，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利用职务活动获取的当事人秘密或隐私来

对其进行要挟。 

案例：河南李奎生案，被以诈骗罪判刑十二年，哈尔滨也有。 

（六）泄密罪 

由于律师因职业活动的需要或便利，可能知悉比普通人更多的秘密，其中既有被代理的当事人

的秘密，也有属于国家的秘密、机密和商业秘密等，所以律师负有更重的保密义务。律师在执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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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违反保密义务并不完全引致对律师的刑事惩罚。除泄露国家秘密的惩罚是绝对的外，律师泄露

执业秘密（包括商业秘密、司法秘密、个人隐私等），并不必然导致惩罚。律师泄密得到豁免的事

由一般有： 

a法律要求律师必须披露某些客户秘密；b为了保护重要的公共利益； c法律要求律师作证；

d 律师获得当事人授权披露；e 律师为了免受不必要的指控、维护自身的利益进行自我辩护；f 律

师从当事人处获知其准备实施某一违法或犯罪行为等。 

案例：河南女律师，将案卷材料让当事人家属复印。 

（七）偷税罪 

案例：陈德惠律师案、福建陈立案 

（八）内幕交易、非法泄露内幕信息罪；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中介组织人员出

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 

这些行为主要发生在经济活动中，尤其与证券市场相关的活动中。 

1.  内幕交易、非法泄露内幕信息罪： 

例如参与证券发行、交易的律师非法利用职务获得的内幕信息，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泄

露该信息，将构成犯罪。 

2.  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 

例如公司上市业务中，在一些虚假资料上签名盖章，主观状态是故意或过失。 

案例：孔某某律师案。 

（九）妨害公务、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案例：朱某某律师案。 

二、刑事辩护律师职业风险的防范 

既然执业有风险，那么如何防范呢： 

（一）熟悉刑法、刑事诉讼法、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规则。 

（二）加强自身修养、法律意识，勿以善小而不为，而以恶小而为之。 

（三）依法办事，杜绝诱惑，威胁、引诱。 

（四）调查取证。 

1. 一定要至少两个人一起调查取证。 

2. 交待作伪证要负法律责任，对谈话进行录音，不要威胁、引诱。 

3. 不要在谈话过程中打手机、带东西，传递纸条、信件等。 

4. 不要未经允许带当事人家属。 

5. 让其出庭作证，或申请检察院、法院调查取证。对被害人一方调查取证，遵循法律特殊规

定。 

第三节  刑事法律业务执业风险提示 

一、辩护律师只有经过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

的证人同意，才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 

二、如果律师需调查取证，为避免风险，应尽可能申请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收集调查证据，

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三、律师在调查取证时，必须由两人进行，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地邀请与案件当事

人无利害关系的人在场。 

四、律师调查取证时，所有调查材料中均应有律师对被调查人要求如实提供证言和被调查人同

意接受调查的记载，证人应当在其认可的证言上逐页签名，涂改的地方应有证人补正的笔迹。如有

证据须在开庭时质证，应提前向人民法院确认提交证据的期限。 

五、律师不得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

活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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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律师不得毁灭、伪造证据，也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 

七、律师在一审审判阶段复印的案卷材料，在开庭前不得以复印或其他方式向被告人亲属提供。 

八、未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意，律师不得向司法机关出示或者提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不利的材料和证据，法律、法规有规定的除外。 

九、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要遵守有关规定。不得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亲属或

者非律师一同会见；未经看守机关同意，不得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传递任何物品；不得

将通信工具借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未经允许，不得拍照、摄像。 

十、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得威胁、引诱、欺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背事实

改变陈述；不得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提供方便。 

十一、律师不得以诱导、暗示的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

应在了解案情和提供咨询时正面了解，正面回答，不应采用暗示的方法。 

十二、律师不得泄露案件秘密。律师应对案情保密，妥善保管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做的

笔录。 

十三、律师接受委托后，一定要勤勉尽责，不得怠于律师职责。如不得怠于调查取证、不得耽

误开庭，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提交诉讼文书的期限及其他相关程序性规定。 

十四、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应注意 监所安全、保护自身安全以及防止在押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脱逃、自杀。律师应当严格遵守监所管理规定。 

十五、律师不得为使取保候审的申请得到批准而提供虚假证据或者指使他人提供虚假证据。 

十六、律师尽可能不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保证人。 

十七、承办案件期间，律师不得在非工作期间、非工作场所，会见承办案件的侦查、检察、审

判人员。 

十八、若有证据需要在法庭质证的，应在开庭前三日提交该证据。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学习和掌握刑事辩护与代理的操作规程。使学生初步具备一定的刑事辩护与代理的操作能力。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 刑事辩护与代理的操作规程主要内容。 

2. 刑事辩护与代理的操作技能的主要内容。 

3. 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风险有哪些？如何进行防范？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为刑事辩护与代理实务课，主要讲授刑事诉讼实务过程中辩护与代理的相关事宜，除必

要的理论知识外，常用的教学方式是结合经典案例讲授实务事项，在授课过程中穿插案例教学，将

理论与实践课程融为一体。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刑事辩护实践中的律师会见、阅卷、取保候审问题与

对策 
2  

2 刑事辩护实践中的调查取证、证人出庭问题与对策 2  

3 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问题及对策探讨 2 结合具体案例讨论 

4 
二审不开庭、听取辩护意见难问题及刑法 360条对律

师执业的影响问题 
2  

5 刑事诉讼代理实务中存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2  

6 刑事辩护与代理的基本方法 2  

7 刑事辩护过程的基本策略 2 结合庭审视频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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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熟悉立法改革、司法改革和学术动态 2  

9 死刑案件辩护的方法策略（一） 2 结合具体案例讨论 

10 刑讯逼供与死刑刑罚存废的探讨 2  

11 律师办理涉黑案件的方法策略（一） 2 引导学生头脑风暴 

12 辩护与代理的操作规程及技能之侦查、审查起诉阶段 2  

13 辩护与代理操作规程及技能之审前准备及一审阶段 2  

14 二审阶段的律师辩护 2  

15 审判监督和死刑复核阶段的律师辩护 2  

16 律师执业风险及其防范介绍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律师学等相关课程 

后续课程：刑事审判实务、刑事诉讼法学案例研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结合我国法治发展的实际情况，理解和认识刑事辩护与代理过程中的几大难题，如刑讯

逼供、死刑复核的律师参与、取保候审难、听取辩护律师意见难等，结合事件中的具体案例分析、

理解上述问题的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难点：思考刑事诉讼法与我国刑事案件实务中法律实施的差别，并针对刑事诉讼辩护与代理实

务中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思路和途径。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理论与案例相结合： 

2.教师讲授与学生互动相结合 

3.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 

教学手段： 

4.多媒体教学，课堂教学使用 PPT讲授，结合新闻时事热点、重点实践案例和法学家对实践案

例的评价等多种方式丰富上课形式； 

5.课前预习、课堂讨论与课后复习相结合； 

6.课上课外时时互动，通过 qq、微信、邮箱等方式加强与学生的交流和沟通，及时解决学生

的疑问。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课前预习，课后留作业引导学生继续思考、巩固学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案例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目前尚未出版专门的辩护与代理实务的教材，上课使用教学课件。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6月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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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版（本教材系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面向 21 世纪

课程教材、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刘玫编著《刑事诉讼法及配套规定分解集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7月版。 

2. 郑旭、刘善春、毕玉谦著：《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 

3.陈瑞华著：《程序性制裁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5年版。 

4.王国良、黄瑞、肖萍著.《中外律师制度比较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年 9月版。 

5.深圳市律师协会编著.《深圳律师 探索.思考.改革》.法律出版社出版.2005年 9月版。 

6.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编.陈瑞华主编.《刑事辩护制度的实证考察》.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5年 11版。 

7.熊秋红 著.《刑事辩护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 7月。 

8.顾永忠.《中国律师办案全程实录——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 2005年 4月。 

9.顾永忠：《刑事辩护技能与技巧培训指南》，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10.徐志新主编：《刑事诉讼辩护与代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11.北京市律师协会编：《北京刑辩律师典型案例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执笔：许兰亭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被害人学（－02） 
Ｖictimology  

课程号：504040792（－0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刑事法学课程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我国当前刑事犯罪中被害人在实际被害情形方面的的现状、特

点与分布规律等；2、揭示我国当前刑事犯罪中被害人自身的各种主要被害内因、致害因素、自身

过错、自身责任及其被害原理、被害机制；3、探讨刑事犯罪中被害预防方面的原则、策略、途径、

方法、措施与技能等，旨在有效地预防、避免遭受被害；4、探讨刑事犯罪中被害后在被害补救方

面的原则、策略、途径、方法、措施与技能等，包括被害人的自身补救、家庭补救、社会补救、立

法补救、司法补救等，旨在申张正义、惩罚犯罪、减轻被害、挽回被害损失，防止被害人在被害后

向更为不利的方向恶性发展与恶性逆变；5、了解我国当前对于犯罪被害人的立法保护、司法保护、

社会保护等方面的现状、效果、不足与亟需改进之处等等。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首先掌握我国当前刑事犯罪中被害人

在实际被害情形方面的的现状、特点与分布规律等，进而揭示犯罪被害人自身的各种主要被害内因、

致害因素、自身过错、自身责任及其被害原理、被害机制等，最终的第一位目的旨在为预防、避免

被害寻求正确、有效、合法的原则、策略、途径、方法、措施与技能等，第二位目的旨在为被害后

的被害补救寻求正确、有效、合法的原则、策略、途径、方法、措施与技能等。与此同时，还将使

学生了解我国当前对于犯罪被害人的立法保护、司法保护、社会保护等方面的现状、效果、不足与

亟需改进之处等热点、前沿问题，包括刑事司法程序亟需改进的司法改革、国家对于犯罪被害人补

偿立法的立法完善等重大问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学时 

知识单元 1：被害人学绪论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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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介绍本课程大致的框架、相关的参考资料等。 

2．犯罪被害人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性质等。 

3、犯罪被害人学的任务、功能与研究方法等。 

4、犯罪被害人学的发展历史等。 

学习目标： 

1．了解犯罪被害人学的大致框架与相关的参考资料、研究对象及其学科性质、任务、功能与

研究方法及其发展历史。 

2．掌握这门新兴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任务、功能与研究方法及其发展历史，被害人

学的广义与狭义之分及其代表人物、国际上被害人学的 3位创始人及其主要观点与贡献、具有我国

特色的犯罪被害人学的发展历史及其代表性著作、观点等。 

作业：借阅相关的参考资料，以了解犯罪被害人学的发展历史、主要创始人及其观点与贡献。 

知识单元 2：刑事犯罪中的被害现象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刑事犯罪中被害现象的概念、构成与特性等。 

2．刑事犯罪中被害现象的结构与分类等。 

3．刑事犯罪中被害现象的数量指标、被害构成、被害类型与被害率等。 

4．刑事犯罪中的报警率、被害暗数与被害后果等。 

5. 犯罪被害人的概念、身份特点及其类型等。 

6. 犯罪被害人在不同指标下的分布特点与规律等。 

7. “无被害人的犯罪”及其相关问题等。 

学习目标： 

1．了解刑事犯罪中被害现象的概念、构成、特性、结构、分类、数量指标、被害构成、被害

类型、被害率、报警率、被害暗数、被害后果、分布特点与规律等。 

2．掌握刑事犯罪中被害现象的概念、构成与特性、刑事犯罪中的报警率、被害暗数与被害后

果、犯罪被害人的概念、身份特点及其类型、犯罪被害人在不同指标下的分布特点与规律、“无被

害人的犯罪”及其相关问题等。 

作业：查阅相关的参考资料，并结合相关的实际调查，以总结我国当前刑事犯罪中被害现象的

共性问题，尤其是通过被害调查，统计出我国当前刑事犯罪中被害人在不同指标下的分布特点与规

律等。 

知识单元 3：刑事犯罪中被害人自身的被害原因论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刑事犯罪中被害的外部原因、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二元互动关系等。 

2．刑事犯罪中被害人自身的被害原因、被害人自身的致害因素及其类型、特点、功能、层次

等。 

3、刑事犯罪中被害人自身在引发“犯罪——被害”案件方面的不同作用、过错与责任等。 

4、易于被害的群体、时间与空间等。 

5、刑事犯罪中的被害原理与被害机制、“诱饵”作用、刺激与反应关系、二元互动关系等。 

学习目标： 

1．了解刑事犯罪中被害的外部原因、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二元互动关系、被害人自身的被

害原因、被害人自身的致害因素及其类型、特点、功能、层次、被害人自身在引发“犯罪——被害”

案件方面的不同作用、过错与责任、易于被害的群体、时间与空间、被害原理与被害机制、“诱饵”

作用、刺激与反应关系、二元互动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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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任何“犯罪——被害”案件的发生，均是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二元互动的最终结果；

被害人自身有意或无意的致害因素，均首先对犯罪人构成了先行刺激，实质上均以不同的方式“参

与”了与犯罪人之间二元互动过程，其被害不过是其“参与”互动的最终结果而已，因此，从这一

意义上而言，被害人对于他的犯罪人具有一定的塑造和影响作用；进而掌握被害人消极的心理特征、

行为特征、个性特征与本质特征；最终掌握刑事犯罪中的被害原理与被害机制、“诱饵”作用、刺

激与反应关系、二元互动关系等。 

作业：查阅相关的参考资料，并结合相关的实际调查，以总结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二元互动

关系、被害人自身的被害原因、被害人自身的致害因素及其类型、特点、功能、层次、被害人自身

在引发“犯罪——被害”案件方面的不同作用、过错与责任、易于被害的群体、时间与空间、被害

原理与被害机制、“诱饵”作用、刺激与反应关系、二元互动关系等。 

知识单元 4：刑事犯罪中的被害预防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刑事犯罪中被害预防论的基本内容、被害预防的原则、策略等。 

2．刑事犯罪中被害预防的主要途径、方法、措施与技能等。 

3．人身被害预防、财产被害预防、其他合法权益被害预防等。 

4．公民个人被害预防、单位被害预防、家庭被害预防、社区被害预防、国家被害预防等。 

学习目标： 

1．了解刑事犯罪中被害预防论的基本内容、被害预防的原则、策略、主要途径、方法、措施

与技能、人身被害预防、财产被害预防与其他合法权益被害预防、公民个人被害预防、单位被害预

防、家庭被害预防、社区被害预防与国家被害预防等。 

2．掌握刑事犯罪不同被害类型中被害预防的原则、策略、主要途径、方法、措施与技能，旨

在有效地预防、避免被害的发生。 

作业：查阅相关的参考资料，并结合相关的实际调查、讨论，以总结有效地预防、避免被害的

原则、策略、主要途径、方法、措施与技能。 

知识单元 5：刑事犯罪中的被害补救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刑事犯罪中被害后的被害补救的基本内容、被害补救的原则、策略、方法、措施与技能等。 

2．“被害中”、“被害后”被害人自身的被害补救等。 

3．刑事司法中的被害补救、相关立法中的被害补救等。 

4. 家庭、社会对犯罪被害人的救助与被害人重返社会。 

学习目标： 

1．了解刑事犯罪中被害后的被害补救的基本内容、被害补救的原则、策略、方法、措施与技

能、“被害中”与“被害后”被害人自身的被害补救、刑事司法中的被害补救与相关立法中的被害

补救、家庭、社会对犯罪被害人的救助与被害人重返社会、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中的地

位、作用、权利与义务、国家对于犯罪被害人的补偿立法等。 

2．掌握刑事犯罪中被害后在被害补救方面的原则、策略、方法、措施与技能、被害人自身的

被害补救、刑事司法中的被害补救与相关立法中的被害补救、家庭、社会对犯罪被害人的救助与被

害人重返社会、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中的地位、作用、权利与义务、国家对于犯罪被害

人的补偿立法等。 

作业：查阅相关的参考资料，并结合相关的实际调查、讨论等，以总结刑事犯罪中被害后在被

害补救方面的原则、策略、方法、措施与技能、被害人自身的被害补救、刑事司法中的被害补救与

相关立法中的被害补救、家庭、社会对犯罪被害人的救助与被害人重返社会、犯罪被害人在刑事诉

讼各个阶段中的地位、作用、权利与义务、国家对犯罪被害人的补偿立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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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4学时 

实验 1：刑事犯罪中的被害统计或问卷调查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去公、捡、法、司等司法一线的档案室（案卷室），开展刑事犯罪中的被害统计工

作，或者选定某一学校发放调查问卷，开展刑事犯罪中的被害问卷调查工作。 

实验要求：熟悉某一区域在某一时期中的被害情况，加以数据统计；研究该区域在某一时期中

被害人在相关指标下的分布特点与规律、被害人自身的主要被害内因与致害因素；现实生活中被害

人自身的被害补救措施等。 

实验 2：撰写刑事犯罪中被害方面的调查报告或相关论文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撰写刑事犯罪中被害方面的调查报告或相关论文。 

实验要求：熟悉某一区域在某一时期中的被害情况，加以数据统计；研究被害人在相关指标下

的分布特点与规律、被害人自身的主要被害内因与致害因素；掌握被害预防、被害补救方面的原则、

策略、方法、措施与技能等。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被害人学绪论（一） 1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1 

2 被害人学绪论（二） 1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1 

3 被害现象论（一）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2 

4 被害现象论（二）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2 

5 被害现象论（三）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2 

6 被害自身原因论（一）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3 

7 被害自身原因论（二）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3 

8 被害自身原因论（三）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3 

9 被害自身原因论（四）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3 

10 被害预防论（一）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4 

11 被害预防论（二）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4 

12 被害预防论（三）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4 

13 被害补救论（一）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5 

14 被害补救论（二）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5 

15 被害预防论（三）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5 

16 第 16～18周、本课程实验 2个，共 4学时 4 详见上述实践教学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刑法学总论、刑法学分论、刑事诉讼法学等。 

后续课程：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被害人学绪论、被害现象论、被害原因论、被害预防论、被害补救论等。 

难点：被害原因论、被害预防论、被害补救论、刑事司法改革、相关立法完善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理论讲授。 

2.紧密联系社会实际与典型案例。 

3、课堂讨论，师生互动。 

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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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媒体、ppt课件等。 

2.理论讲授与课堂讨论，师生互动等相结合。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去公、检、法、司等司法一线的档案室（案卷室）进行被害统计，或者选定一所学校进行被害

问卷调查，以了解被害人在不同指标下的分布特点与规律。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去图书馆、网上、公、检、法、司等司法一线的档案室（案卷室），或者选定一所学校，进行

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等。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注重教学全过程，平时成绩占 20％，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查占 70％。 

7、作业要求： 

每个知识单元教学结束后，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犯罪被害人学》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

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魏平雄等主编：《犯罪学教科书（笫二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 9月 第 1版。

（其中有张建荣撰写的有关被害人问题研究方面的若干章） 

（二）推荐参考书 

1. 郭建安主编：《犯罪被害人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4月 第 1版。 

2．王佳明著：《互动之中的犯罪与被害——刑法领域中的被害人责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8月 第 1版。 

3. 田思源著：《犯罪被害人的权利与救济》，法律出版社，2008年 3月 第 1版。 
执笔：张建荣  审稿：于国旦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6日 

 

司法鉴定 
Forensic Sciences 

课程号：5040408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司法鉴定的特性和在诉讼中的重要作用；2、理解司法鉴定的概

念和基本原理；3、掌握各种主要类型司法鉴定的基本操作；4、掌握司法鉴定意见在诉讼活动中的

适用。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司法鉴定学学科的基础知识、常

见的司法鉴定类型的基本原理，了解司法鉴定学科有关的基本概念，为法医学、司法会计学等后续

课程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6学时 

知识单元 1：司法鉴定及其相关概念 

参考学时：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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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司法鉴定概念 

司法鉴定是在诉讼过程中，对案件的专门性问题，按照诉讼法的规定，经当事人申请，司法机

关决定，或司法机关主动决定、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专门性问

题做出判断结论的一种核实证据的活动。司法鉴定是通常所说的狭义的鉴定。 

2.司法鉴定活动的法律特征 

鉴定程序应严格按照诉讼法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提起，由办案机关决定；鉴定对象限于案件

中经法律确认的专门问题；作为鉴定主体的只能是法定鉴定机构中的有鉴定资格的专家，只能是自

然人而不能是鉴定组织或机构；鉴定活动的性质是以科技手段来核实判定证据的诉讼活动；鉴定结

论是我国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 

这种鉴定在诉讼中进行，为实现司法职能服务。 

3.相关概念 

（1）刑事鉴定、民事鉴定、行政鉴定 

此划分是按照对应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法的诉讼类型来划分的。 

（2）刑事技术鉴定、检察技术鉴定、法医技术鉴定 

公、检、法按照各自不同司法职能将司法鉴定划分的类型，具有部门色彩。 

（3）物证技术鉴定 

简称物证鉴定，是对案件中的形象痕迹、可疑文书和各种物质物品及其反映形象（或分离体、

分裂体）进行的鉴定。它的范围要小于司法鉴定的范围，物证技术鉴定仅就鉴定对象而言，不仅限

定于在诉讼中进行。既可以是诉讼性的，又可以不是。 

4.检验与鉴定 

二者关系目前还未有严格的确定，缘由是检验一词涵盖面很宽，不同的语境条件下可以有不同

的理解。 

学习目标： 

本节介绍了司法鉴定以及相关的基本概念，要求学生对概念问题有准确和透彻的把握。 

作业： 

从要点上把握司法鉴定的基本概念以及和相关概念的比较？ 

知识单元 2：司法鉴定的对象、种类和任务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司法鉴定的对象 

对象即作为思维和行为目标的人、物。按我国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司法鉴定的对象系指和案件

有关，需要鉴定人解决的各类专门性问题。其范围包括客体物自身、客体物的反映形象、客体物与

其它因素形成的相关事实。 

专门性问题无外乎是与案件中人、事、物、（时、空）相关联的问题。称其中“人、物” 为客

体物自身；由客体物自身形成的印痕或其他衍生形象称为客体物的反映形象；“事（时、空）”并称

其它相关因素。 

2.鉴定对象和鉴定结论 

（1）鉴定对象是鉴定结论的物质基础和依据 

鉴定结论是就鉴定对象所作的科学判断，构成了我国诉讼法规定的一类独立的证据形式。保证

鉴定结论的合法有效，首先保证鉴定对象的科学性和合法性是必要的。 

（2）鉴定对象的种类与范围 

由于鉴定对象极其广泛，涉及的技术方法难以计数，有必要对鉴定对象加以科学的分类。 

 种类标准：以客体作为鉴定对象的划分标准。 

 范围标准：以客体反映形象和种种物质表现来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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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司法鉴定在诉讼中的地位 

（1）制度层面 

司法鉴定制度为诉讼制度的构成部分。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程度是衡量一国诉讼制度先进性的

标志之一。 

（2）手段层面 

司法鉴定是侦查、审判、法律监督的重要手段。证据是办理各类案件的核心问题，而证据的发

现、提取、固定、鉴定、审查无不依靠鉴定技术来加以实现。 

（3）发展层面：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引起相应涉案专门性问题的情形更为复杂，难度更为增

大。要求大力发展学科理论与实践工作。 

4.司法鉴定的任务 

（1）基本任务 

利用可用的科技知识，通过提供科学证据的形式为诉讼活动服务。鉴定手段的适用面非常广泛，

为各部门在各个范围内提供服务。 

（2）具体任务 

发现证据。是工作的前提和起点。 

记录、提取、固定证据。要求全面、客观、准确、迅速，能够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原有的形态特

征，即保持法定的证据效力。是工作的重要环节。 

分析、识别证据。主要是对现场的工作。 

鉴定证据。①确定人、物的同一。②认定客体种类范围和种类异同。③确定事件因果关系。④

确定事件有无真伪。⑤查明证据来源出处。⑥建立档案和数据库网络。是工作的主要任务。 

审查、评断证据。是工作的最终环节。 

学习目标： 

了解司法鉴定的种类、对象和任务，对有关基本问题有准确的把握。 

作业： 

司法鉴定的对象是什么？对司法鉴定对象进行法律确认的意义、方式、步骤等各是怎么样的？

司法鉴定的基本任务和具体任务是什么？ 

知识单元 3：司法鉴定客体的必备条件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司法鉴定客体与鉴定对象 

（1）司法鉴定的客体 

是指作为鉴定主体行为目标的“人、事、物、（时、空）”。互相联系、互相交织。 

人：根据人体各方面表现反映出来的本质属性，可进行人身同一认定的种种物。（不夸张的说，

案件中任何与人相关的东西都有可能成为物证） 

物：与案件有关的物体、物质、物品。通常是有形的实体物。 

事：由于科技原因导致的和案件相关联的特殊事实。“事实”鉴定常称为情况鉴定。 

（2）鉴定对象： 

范围较鉴定客体宽泛，即包括客体物自身，又包括客体物自身的反映形象及由技术加工的复制

品。 

2.司法鉴定客体的必备条件 

被鉴定客体的基本属性已经被现代科技手段证实并加以检验、显现、记录；这属于司法鉴定的

科学基础理论问题。 

满足上述条件的客体获得了不同形式的法律认可，有一定滞后性。这属于司法鉴定制度的法律

规范问题。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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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司法鉴定的客体和对象，把握各自的概念以及彼此相互关系。 

作业： 

司法鉴定的对象和客体分别是什么，有何区分？ 

知识单元 4：司法鉴定客体的基本属性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客体的特定性 

（1）客体特定性的概念 

指一客体区别于自身以外的其它任何客体的特殊本质。把握两点：不同于其它事物；只能和自

身保持同一。 

（2）形成客体特殊本质的因素： 

 自身固有属性不同（物理、化学、生物属性）。 

 生产、加工过程中造成外表形态的特殊。（尤其是工具痕迹） 

 客体使用过程中一些附加特征的添加使其更为特定化。（形象痕迹） 

 人生产生活中形成的独特习惯和技能（笔迹文书、步幅步态、语音习惯）。 

2.客体的相对稳定性 

（1）客体的相对稳定性的概念 

客体之重要特征，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不变的属性。事物的变化是绝对的，但

在变化的过程中间存在有暂时的相对静止过程。稳定性是认识事物的必要条件。 

（2）客体稳定的原因和程度 

哲学上基本问题在司法鉴定中的具体化。 

3.客体特征的反映性 

（1）客体特征的反映性的概念 

 客体的特征借助一定条件，以不同形式在其他客体现出来的属性。 

（2）客体特征的反映表现形式的种类 

 直接反映：客体特征最为客观和真实，是完全的反映；（主要是物质方面，断离物、人体物质

等，自身与自身比较） 

 间接反映：客体特征在其他客体上通过反映形象及其他方式（如制模）的反映；（多为固体物

的外表形态特征，工痕、指印、通过特征反映形象作比较） 

4.客体基本属性与鉴定的关系 

特定性、相对稳定性、反映性是鉴定客体的三大基本属性，共同构成鉴定的科学基础。三属性

互相制约互相联系。三属性同时较好才能够满足较好的鉴定条件。 

学习目标： 

了解司法鉴定客体的三大基本属性，对其各自内容有充分的理解把握。 

作业： 

客体的特征和特性有什么异同？ 

知识单元 5：司法鉴定中的同一认定理论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同一”的概念 

同一的概念：同一是客体的自身同一，即自身和自身而不是与自身以外的别的客体。同一就是

为了证明是自身与自身的关系。 

同一与相同、相似：最关键的是看是同一个客体还是两个或更多的客体。 

同一认定的目的是解决先后出现的客体是否同一的问题。 

2.与“同一”相关联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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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体 

与案件事实相关联，能够据以证明案情，且需要用专门的科学技术知识进行鉴定的物体、人身

与某些事实与现象。 

（2）客体反映形象 

物体、人身的某一部位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痕迹，或由技术手段制作的复制品。 

（3）被寻找客体 

与案件确实相关的人或物，是鉴定所要确定的客体。 

（4）受审查客体 

案件的侦查、调查、或鉴定过程中暂被怀疑与案件有关的人或物。鉴定是以被寻找客体为依据，

以受审查客体作为比较对象。 

（5）检材 

习惯术语，常常是被寻找客体留下的反映形象，或自身的一部分。案件中的证据资料，作出结

论以前尚不能确认它与受审查客体的关系，为“未知物”。 

（6）样本 

受审查客体的反映形象或其自身的一部分。常是从受审查人或受审查物处获得，为“已知物”。 

3.同一认定的种类 

按同一认定的客体划分：不是按客体名称而是按客体的基本属性来划分。（划分标准） 

（1）“人”的同一认定 

指最终鉴定结论所认定的是具体的人。这是依据人的某一方面的特性（技能习惯、形象特征、

人体某一部分的物质特性等）去认定案件中要确定的人。缘由是人的某一部分的特征与整体特征是

一体的，就某一方面的特征认定了统一就是认定了人的同一。 

“人”的同一认定的方式有直接认定与间接认定两种 

 直接认定是依据被鉴定客体的直观特征直接进行的，直接认定的情况的较少。（次要形式） 

 间接认定是依据被鉴定客体所遗留的痕迹、字迹、分离物等确定与其自身的关系。（主要形式，

整个物证鉴定的结论基本都属于间接证据。） 

“人”的同一认定的结论可以直接证明被认定同一的人和案件发生的联系，甚至可以直接证明

其是否犯罪。 

（2）“物”的同一认定 

通过鉴定来确定检材是否就是要寻找的物。“物”的同一认定客体主要包括犯罪工具、交通运

输工具、枪弹、鞋袜、印刷物、物质成分等。 

单体物：具有单一固定形态和单一外表结构的客体，能以较大的局部表面结构形态反映自身特

征，其鉴定主要方式是比较客体反映形象。 

合体物：具有整体特性而非单一结构、单一形态的客体，其每一细小部分都是独立的并能反映

整体的特征。鉴定这些客体应有数量上的要求，目的是为确定受审查的物和被寻找的物是否属同类

或同一合成物。（二者没有截然界限） 

物的同一认定一般只能证明物与案件的联系，但不易确认物主与案件的联系。 

4.同一认定和种属认定 

（1）种属认定的概念 

通过检验未知物质本身或未知客体留下的物质性反映形象确认物质属性和客体类型的一种方

法，这是就客体相似或相同问题作出的判断。 

（2）种属认定和同一认定的联系与区别 

 种属认定能为发现同一认定客体指明方向。 

 种属认定常是同一认定的初始阶段（符合认识的过程）。 

种属认定能为同一认定提供佐证（工痕中夹杂微量物质）。 

种属认定对于分离体认定具有特别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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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属认定是解决某一物质或客体究竟是何种物质或何种客体类型；同一认定解决的是先后出现

的客体是否是同一个客体。 

学习目标： 

了解司法鉴定学科中最重要同一认定理论，对相关的“同一”概念、同一认定原理和种属认定

原理之内容和意义等有深入的理解把握。 

作业： 

了解同一认定的概念、地位、分类等相关问题。 

知识单元 6：鉴定人和鉴定机构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鉴定人的概念和诉讼地位 

（1）鉴定人是实施鉴定行为的主体，是取得鉴定资格并被司法机关指聘解决案件中专门性问

题的自然人。 

（2）鉴定人和鉴定辅助人、鉴定证人、技术顾问有本质不同 

2.鉴定人的条件 

由于鉴定人具有双重身份，既是科学工作者又是法律工作者。其从事的工作具有艰巨性和重要

性，对鉴定人的条件各国法律要求的较严格。 

（1）专业知识条件 

这是作为鉴定人的首要条件。 

（2）鉴定实践能力条件 

这是开展鉴定活动的基础。 

（3）法律知识条件 

鉴定工作不是单纯的技术操作，而是多了一重法律性的要求。 

（4）专业技术职务条件 

鉴于司法鉴定是一种特殊的专业技术工作，鉴定人是以专家的身份提供证据，参与诉讼活动的。 

（5）思想品德条件 

这是保证鉴定结论客观公正的前提。 

3.鉴定人的权利 

（1）有权了解鉴定所必需的案件资料。 

（2）鉴定人有权要求协助委托机关重新勘验、检查、做现场实验。 

（3）有权要求委托机关完善鉴定资料。 

（4）有权使用鉴定辅助人或进行鉴定协助。 

（5）经委托机关同意有询问当事人、证人和勘验人的权利，这一过程应依法进行。 

（6）具有独立鉴定权及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的控告权。 

（7）有拒绝接受鉴定委托的权利，但这需要有一定的条件。 

（8）有获得鉴定补偿的权利。 

4.鉴定人的义务 

（1）依法回避义务。 

（2）按时完成鉴定任务、提交鉴定结论的义务。 

（3）认真负责，不作错误和虚假结论的义务。 

（4）接受司法机关、当事人和辩护律师询问的义务。 

（5）保守案件秘密的义务。尤其牵涉当事人隐私和商业信息的鉴定。 

（6）出庭作证的义务。 

鉴定人的权利和义务随着鉴定的委托而产生，至鉴定结束自然终止。 

5.鉴定人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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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意作虚假结论的法律责任。 

（2）故意拖延鉴定时限，给整个诉讼造成损失和影响的法律责任。 

（3）故意损坏、更换鉴定材料，给鉴定带来严重后果的法律责任 

（4）玩忽职守造成鉴定资料遗失、变质、失去鉴定条件的法律责任 

（5）泄漏案内秘密的法律责任 

6.鉴定机构的种类 

（1）根据其归属，分为侦查机关所属的鉴定机构、社会专门鉴定机构和行业鉴定机构 

（2）根据服务对象，分为为本部门工作服务的鉴定机构和面向社会服务的鉴定机构 

7.鉴定机构的设立 

（1）鉴定机构设立的条件 

主要有：人员条件、设备条件及其他条件 

（2）鉴定机构的设立方式 

（3）司法鉴定机构的变更和注销 

8.鉴定机构的职责 

受理鉴定的要求并组织实施鉴定 

完成对本机构的从事鉴定工作人员的日常管理工作 

9.鉴定机构的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 

了解作为司法鉴定实施主体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概念以及相关条件、权利、义务和法律责任

等基本问题。 

作业：熟悉鉴定制度、鉴定人、鉴定机构的概念。 

知识单元 7：鉴定资料的收集、提取、固定与保全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鉴定资料的概念 

鉴定过程中直接应用于检验的一切资料的总称。鉴定资料的质和量的条件好坏直接影响到鉴定

结论的正确与否。而鉴定资料的质与量的好坏主要受收取鉴定资料的过程中手续是否合法、方法是

否恰当、保全是否有效等因素的影响。 

2.检材的收集、提取、固定和保全 

检材的概念 

检材即被检验对象，原始的证据资料。被寻找客体的反映形象或被寻找客体自身的一部分。结

论出来前是“未知物”。 

对检材的收集、提取、固定和保全的要求 

（1）手续合法；（2）范围全面；（3）方法科学；（4）迅速及时；（5）注意保全；（6）符合要

求。 

3.样本的收集、提取、固定和保全 

（1）样本概念 

供鉴定时与检材对照比较用的已知物。其取得也是由司法办案人员在侦查、调查中取得的。按

样本作用的不同划分为同一认定鉴定样本和非同一认定鉴定样本，后者常是和检材的种类、产地、

生产批号、物质成分等相同的样品。 

（2）对样本的收集、提取、固定和保全的要求 

来源真实可靠。 

数量充足。 

具备较为良好的可比条件。 

程序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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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科学恰当。 

注意保全。 

学习目标： 

了解鉴定资料的概念及其收集、提取、固定和保全措施，掌握基本名词的使用和各自的要求。 

作业：理解提取检材和样本的各自要求。 

知识单元 8：鉴定的提请、决定、委托、指聘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鉴定的决定和委托 

鉴定的决定：只有享有侦查、起诉、审判权的司法机关才具有鉴定决定权。 

2.决定鉴定需要考虑的因素 

鉴定的种类、必要性与被鉴定客体的实际可能性。要求各司法工作者全面了解鉴定种类、鉴定

范围对象，鉴定结论可以达到的要求，各门鉴定学科的发展等相关专业问题。 

3.决定鉴定的要求 

及时主动，紧密配合侦查审判活动的需要。在科学上、法律上都应该符合诉讼的需要。否则客

体特征发生变化，抑或在证据问题上出现问题就容易丧失掉最好的鉴定机会，致使诉讼工作不利。 

4.鉴定的指聘或委托 

指聘：指派聘请，鉴定的指派与聘请各国均称之为鉴定委托。 

我国法律将司法机关委托本部门进行鉴定称为指派鉴定，委托本部门以外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称为聘请鉴定。两者合称为鉴定指聘。鉴定的委托权（指派或聘请）是鉴定决定权的派生权利。 

5.鉴定委托的形式 

作为一项法律程序须有书面的委托文书。指定本部门鉴定时，颁发鉴定命令或主管人员签发的

鉴定指派决定书；聘请外部门的鉴定机构时，出具鉴定委托书或聘请书。该文本是鉴定合法性的标

志之一，不应以口头形式代替。 

6.对鉴定机构、鉴定人的选择 

司法机关依据案情与鉴定要求进行选择，要考虑鉴定的难度、性质，鉴定机构的人员、技术仪

器水平，鉴定人员间有无何种形式的关联等诸因素。选择多由司法机关直接选任，少数情况由当事

人、代理人、律师等提出建议，再由司法机关决定。 

7.委托鉴定的时机 

及时主动，配合侦查、调查、审判的需要。 

8.委托鉴定的手续 

该手续按照诉讼法与相关鉴定条例的规定，提交以下材料： 

（1）鉴定委托书 

（2）检材和样本资料清单 

（3）案情资料介绍 

（4）受审查人及相关人的基本情况 

（5）供鉴定使用的补充文书资料（如现场勘察记录，侦查实验记录等文书副本） 

（6）对重新鉴定或复核鉴定应提交前几次的鉴定书及附件 

学习目标： 

了解司法鉴定的启动程序，以及启动程序的具体环节，提请、决定、委托、指聘。 

作业： 

熟知鉴定启动程序的次序和要求。 

知识单元 9：鉴定的受理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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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鉴定受理的概念 

鉴定的受理指鉴定机构或鉴定人依据有关规定，决定接受委托单位的委托，办理有关手续和交

接鉴定资料，为鉴定工作开展所作的法律程序性的准备工作。 

2.受理鉴定的依据受理依据 

（1）受理机构必须是合法取得鉴定执行权的鉴定机构 

受理非鉴定机关的非专职鉴定人员进行鉴定，多应征得本人同意。 

（2）只接受有鉴定委托权的机关的鉴定委托 

鉴定机构要审查委托机关的鉴定决定权资格，同时要求解决问题的范围也应该是案内专门性问

题，不得接受其他机关和个人的委托。 

（3）受理鉴定应根据自己的条件 

我国对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范围实行分类许可，鉴定机构的鉴定学科和项目是经主管部门审批

决定的，不是说各个学科的鉴定项目都有权受理。每个鉴定机构的鉴定范围记载于鉴定许可证上。 

同时个案对鉴定人和设备仪器要求的条件也不尽相同。超出此范围，鉴定机构应拒绝受理并讲

清原因。 

（4）受理鉴定应尊重检材条件 

受理前应首先检查检材、样本是否符合要求。若检材达不到要求且又不能补充的，可拒绝受理；

若样本的条件不好，可要求委托机关重新收取或补充材料。 

3.受理鉴定的手续 

委托方与被委托方在交接过程中必须履行的手续。 

（1）查验鉴定委托书 

审查委托主体是否具有委托资格。 

（2）收取委托机关制作的案情介绍和鉴定要求的书面材料，听取送检人的案情介绍和鉴定要

求。 

（3）查验检材样本的名称数量确定是否具备鉴定条件 

根据查验的情况结合自身状况确定是否受理，或要求其补充检材样本或修改鉴定要求。    （形

式审查和实质审查两方面） 

办理具体的收案手续 

受理人填写《受理案件登记表》，委托人签名盖章。对检材样本交接，大致约定完成鉴定的时

间。 

学习目标： 

了解司法鉴定受理的概念、依据、条件和手续。 

作业： 

熟知鉴定受理程序的具体内容。 

知识单元 10：鉴定实施的步骤方法和鉴定文书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鉴定的准备 

（1）熟悉案情和鉴定资料，明确鉴定要求 

（2）拟定鉴定方案 

（3）准备鉴定所需仪器和耗材 

（4）对检材样本加以复制，便于进行比对 

2.鉴定的实施 

同一认定鉴定：以认定同一为目的的鉴定。 

（1）分别检验 

目的是为发现与确认被寻找客体与受审查客体各自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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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较检验 

对检材和样本的特征作对照比较，确定其相同的特征与不同特征。 

（3）综合评断 

对检材和样本已经发现的特征符合点和特征差异点进行分析，确定其性质与原因，在该基础之

上做出受审查客体是否就是被寻找客体的结论。 

3.鉴定文书的性质和作用 

鉴定文书是反映鉴定委托、鉴定过程、鉴定步骤方法及其结果的一种法律文书。 

鉴定结论是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是由其他证据派生出来的。它是通过科技手段揭示事物或事

实所蕴含的信息特征来证明与案件事实的联系的，而并非该事物本身。 

鉴定结论是通过鉴定文书的整体内容来表现其证据作用的，其所有内容都能用来反映鉴定结论

的合法性、科学性。 

4.鉴定文书的结构和内容 

封皮、目录、正页、副页、图片页。鉴定文书一般应以文字叙述为主，图片比对为辅。 

（1）文字叙述部分 

前言部分。鉴定文书的起始部分，反映鉴定的起因、鉴定条件与要求。具体应记录委托机关、

委托日期、案由、送交检材和样本的名称、数量、种类、性状、来源、提取方法、包装运送情况、

鉴定要求等。对复核、重新、共同鉴定或鉴定委员会鉴定还要有历次鉴定过程和结果的情况以及本

次鉴定人构成的情况。 

检验部分。叙述鉴定方法、过程及该过程发生的情况。这部分是反映鉴定方法是否科学有效，

鉴定结论的依据是否充分的关键部分。 

论证部分。评断检验结果论证鉴定结论科学性的说理部分。要求言简意赅，说理充分。其基本

内容是总结归纳检验所确定的事实及其属性，并论证其科学原理。 

结论部分。鉴定人根据检验所获得的最终结果来对委托机关的鉴定要求所作的明确答复。通常

一句话表述，符合法律和科学的要求。 

（2）图片部分 

作为文字部分的补充，是一种直观的记录和依据的展现。其作用不可忽视，要求图片的选择和

展现方式合理能够有效地补充文字内容。 

学习目标： 

了解司法鉴定实施的步骤与方法，尤其是同一认定型的鉴定步骤。了解司法鉴定书的性质、作

用、内容和格式。 

作业： 

同一认定型司法鉴定的完整步骤是什么？尝试根据司法鉴定文书的要求和各式做出模拟的司

法鉴定书一份。 

知识单元 11：补充鉴定、重新鉴定、共同鉴定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补充鉴定 

补充鉴定是第一次鉴定的继续，在原鉴定的基础上为了完备鉴定结论由原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对

其中的个别问题进行的修订和补充。 

（1）补充鉴定的适用范围 

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在获知鉴定结论

后，对其中部分结论持有异议，提请补充鉴定的申请。 

鉴定委托机关提出多个鉴定要求，但鉴定文书所提供的鉴定结论不完备，需要就未鉴定的其他

要求进行鉴定或补充说明。 

鉴定机关在原鉴定结论出具后又获得了新的鉴定资料，该资料有可能影响原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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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机关在原鉴定结论出具后为审理案件的需要就同一问题又提出了新的鉴定要求。 

鉴定人所出具的鉴定文书有误，或结论表述不准确需修订或补充。 

出现以上情况，司法机关应考虑批准或是直接提出补充鉴定。 

（2）补充鉴定的提出与决定 

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在获知鉴定结论

后，对其中部分结论持有异议，可提请补充鉴定的申请；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也可据实际情况提出

补充鉴定申请。司法机关认为确有必要，可作出决定，委托原鉴定机构和鉴定人进行补充鉴定。 

（3）补充鉴定的手续及结果处理 

委托机关须以书面手续向原鉴定人提出补充鉴定的具体要求，并提供相应的鉴定资料。补充鉴

定的结果必须出具补充鉴定书，不可在原鉴定书上作批注。 

2.重新鉴定 

诉讼中当事人、代理人、犯罪嫌疑人及律师对原鉴定结论的全部持有异议，或司法机关对鉴定

结论进行审查后认为难以取信，委托原鉴定机构、鉴定人以外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对同一问题进行

的再次鉴定。 

（1）重新鉴定的适用范围 

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辩护人，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在获知鉴定结论

后，对原鉴定结论全部持有异议，可提出重新鉴定申请。 

原委托司法机关或其他司法机关审查鉴定结论后认定原结论不可靠，需由其他鉴定机关或鉴定

人重新鉴定的。 

司法机关经侦查调查获取新的鉴定资料，证明原鉴定结论不可靠，需进行再次鉴定的。 

司法机关审查案内证据时，发现原鉴定结论和案内其他证据有矛盾，但并不能排除其他证据时。 

几个鉴定机关鉴定结论不一致，司法机关无法采信时。 

原鉴定机构由于仪器设备或鉴定水平的原因未能作出结论时。 

委托机关对鉴定人的能力不信任，或发现其无资格，或鉴定人越过法定鉴定权限致使原鉴定结

论无法作为证据时。 

对重新鉴定应有次数的限制，不可无休止的进行。通常在一个诉讼程序或审级上不可超过两

次 。 

（2）重新鉴定的申请与决定 

诉讼中当事人、代理人、犯罪嫌疑人及律师均可以申请。实践中申请多为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

决定权在于案件所在程序的司法机关。 

（3）重新鉴定的委托和受理 

程序同常规的委托、受理程序，不同点在于： 

选择好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应适合鉴定要求，比原鉴定机构具有更好的条件和更高的级别。 

准备和送交更全面的鉴定资料，写明重新鉴定的原因和要求，送交历次鉴定的所有检材、样本

与其他资料。如必要还需交历次的鉴定书。 

（4）重新鉴定结果的处理 

并非是对原鉴定结论的复查，而应重新按程序要求另行来作（重打鼓、另筛箩），并出具正式

鉴定书。 

3.共同鉴定 

两个以上的鉴定机构、多个鉴定人对同一问题进行的集体鉴定。常由受理鉴定的机构主持，邀

请其他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参与。 

（1）共同鉴定的适用范围 

鉴定机构出现设备、技术方面的原因需要邀请另外的鉴定机构与鉴定人的，在征得委托机关和

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 

同一专门性问题经两个以上的鉴定机构，鉴定结论不一致的致使难以采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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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代理人、犯罪嫌疑人及律师对几个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持有不同程度的异议，向司法

机关提出扩大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范围的请求，司法机关认为确有必要。 

（2）共同鉴定的形式与组织实施 

组织形式有地区性和部门性两种。 

地区性共同鉴定：一个地区范围内，以一个鉴定机构为主（受理机构），邀请另外的鉴定机构、

鉴定人参与鉴定。 

部门性共同鉴定（系统性部门鉴定）：由上级鉴定部门主持，聘请同一个部门几个鉴定机构的

鉴定人进行鉴定。这是解决疑难案件和鉴定分歧的重要组织形式。 

数量上以地区性共同鉴定居多。 

（3）对于组织共同鉴定部门的要求 

选择理论水平高、办案经验好、处理疑难或协调分歧的能力强的知名专家担当。对于协调分歧

的共同鉴定，原鉴定人不可参加，必要时甚至原鉴定机构的人都不可参加。共同鉴定的鉴定书应以

组织鉴定的鉴定机构名义出具。 

学习目标： 

了解补充鉴定、重新鉴定、共同鉴定各自的意思和适用条件。 

作业： 

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差异点主要在哪里？ 

知识单元 12：手印鉴定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指纹的特性 

人的指掌乳突线花纹具有人各不同、各指不同和终身不变的基本特性。指掌乳突线花纹的特性，

是指纹学的核心和精髓，关于指掌乳突线花纹特性的理论，是指纹学个人识别理论的基石。 

（1）各人各指不同 

各人各指不同，是指乳突线花纹结构的形态，乳突线细节的形状、数目、位置、距离、相隔线

数和角度关系在其总体上所构成的特定性，亦即独特性，不重复性。通俗地说，各人各指不同，是

指世界上找不到指纹完全相同的两个人，也找不到十指中有相同指纹的一个人，每个人的指纹绝不

会与别人的指纹相同，也不与自己十指中的某一个指纹相同。 

（2）指纹终身不变 

指纹终身不变是指从胎儿 6 个月形成指纹之时起，经出生到死后真皮乳突层腐烂之时止，手

指乳突线花纹类型、具体形态，各个细节特征的形状、数量、位置和相互关系所构成的特征总和始

终不变。指纹终身不变具有分子遗传学、组织学和生理学的根据。 

数量和形态。指纹三角特征既是划分指纹类型的一个条件，又是指纹鉴定的一个依据。 

2.手印鉴定的依据 

手印鉴定包括：指纹印鉴定、指节印鉴定、掌纹印鉴定。手印鉴定通常以纹线的一般特征和细

节特征为依据。 

（1）一般特征 

指纹的一般特征主要包括：花纹种类（纹型）、纹线系统组合形态、花纹中心的结构、三角的

数目、形状、位置等。 

（2）细节特征 

指纹的细节特征是指纹鉴定认定异同的主要依据。主要包括：纹线的起点、终点、分歧、结合、

小钩、小点、小眼、小桥、小棒等细节纹线的具体形态、部位方向及相互间的位置关系；细节纹线

的粗细、长短；纹线上汗孔的位置、大小、数目；伤疤的形状、位置、大小及与周围乳突线的关系

等。 

3.手印鉴定的程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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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手印鉴定的一般程序和方法 

先进行乳突线花纹的形态特征（一般特征）比对，然后进行乳突纹线细节特征的比对。只有在

检材手印与样本手印的花纹形态特征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再进行细节特征的比对。 

（2）一般特征比对（种类特征） 

 指印中心和三角的比对。包括中心纹线的形态比对、乳突线花纹中心的倾斜方向和倾斜度的

比对、中心至三角的距离（相隔线数）比对、中心与三角的搭配关系比对。 

 纹线比对。具体为纹线流向的比对、纹线弧度的比对、手印纹线的粗细及密度的比对、伤疤

的检验等。 

（3）细节特征比对 

寻找、确定检材手印中细节特征点的方法一般是从“中心”向外围扩展，由清晰部位向模糊部

位寻找。清晰部位中的特征点应一线一线顺序找，模糊部位中的特征点要在相邻两线顺势观察两线

之间的距离变化。手印鉴定细节特征比对方法主要有细节特征连线法和细节特征对照法。 

（4）综合评断 

综合评断内容。包括对种类特征的评断和细节特征点的评断；对相同点（符合点）质量高低的

评断和差异点产生的原因、性质的评断。 

经过比对后一般可出现三种情况： 

种类特征与细节特征相同，没有明显差异。（肯定性结论） 

种类特征与细节特征基本相同，但也有差异。（既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也不能得出否定的结

论） 

种类特征相同，细节特征不同（否定性结论） 

细节特征点质量的评断——本质的差异？非本质的差异？本质的符合？非本质的符合？ 

4.手印鉴定结论的评断与运用 

（1）手印鉴定结论科学可靠性的评断 

根据诉讼法的规定，手印鉴定结论虽属鉴定结论之一，但须经审查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对手印鉴定绪论的审查评断包括对其可靠性和合法性的两方面的评断。对手印鉴定结论科学可靠性

的审查一般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审查检材手印的条件。 

审查检材、样本手印形成的时间差。 

审查鉴定结论依据特征的数量和质量。 

审查手印的发现、显现、提取、保全、鉴定的方法。 

（2）手印鉴定结论的运用 

手印鉴定结论不仅运用于于刑事案件、民事案件、行政案件，还运用于其他非诉讼案件中，不

仅司法机关使用这种证据，诉讼当事人也利用手印鉴定结论来为自己的诉讼主张服务。 

司法机关对手印鉴定结论的具体运用: 

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在案件现场的活动过程事实。 

某些特殊案件有时可以直接证明遗留手印的人就是犯罪嫌疑人。 

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共同发挥证明作用。 

诉讼当事人对手印鉴定结论的运用。这主要是指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中的原告和被告及其代

理人对手印鉴定结论的具体运用。 

在民事、行政案件中，手印鉴定结论常常涉及到手印鉴定结论所认定的人是否为民事权利和义

务的享有人、承担人或证明材料的真实提供人。 

在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害人也可利用手印鉴定结论，为自己进行辩护或支持

自己的控诉。 

学习目标： 

了解手印鉴定的概念、原理、操作步骤和具体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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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详述手印鉴定的评断和运用。 

知识单元 13：足迹鉴定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足迹的概念和种类 

（1）足迹的概念 

所谓足迹，俗称脚印，是受人体制约的足或穿鞋、穿袜，与承受客体接触所形成的痕迹。 

足迹的形成是人以足或穿鞋（袜）为造痕体，在承受客体上做站立或行走运动时，在肌力和自

身重力的作用下，足底面和鞋（袜）底面的形态结构在承受客体上留下的痕迹。这标志着足迹已形

成，它储存着丰富的人体信息。其中包括赤足或穿鞋、穿袜的形象特征，以及其他附属特征（人体

气味、行走动作和附着物）。 

（2）足迹的种类 

按足迹造痕客体不同可分为赤足印、袜足印和鞋印。 

按足迹承痕体表面变化可分为立体足迹和平面足迹。平面足又可分为加层和减层平面足迹。 

按足迹的数量和搭配关系可以分为单个足迹和成趟足迹。 

按足迹的反映性可以分为正常足迹和变形足迹。变形足迹包括残缺足迹、模糊足迹、重叠足迹

和特殊足迹等。 

2.足迹鉴定的基本原理 

（1）足迹的特定性 

所谓足迹的特定性，是指足迹形态与其他事物联系的个人差异性。由于人体形态结构存在着个

体差异，使人行走姿势千姿百态，人各不同。足迹的这一特性成为足迹检验认定某造型体或认定人

身的根本依据。 

（2）足迹的相对稳定性 

所谓稳定性，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其特定性或基本特征不变，以维系其自身同一的属性。这

种稳定性是我们识别客体、达到同一认定目的的最基本条件。 

（3）足迹的反映性 

所谓足迹的反映性，是指足迹形态及其特征与诸种相关事物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在足迹发生变

化及对其应用等各个阶段的全过程中，以具体的足迹形态和储存的各种信息反映出造痕体的一般特

性和个别特性，使足迹具备了反映造痕事物的反映价值，成为造痕事物客观存在的特殊形式。 

（4）足迹的连续性 

所谓足迹的连续性，是指足迹形态及其特征的重现性。行走是人体活动的常见方式，是一种重

复进行的连贯性动作。行走运动中，根据左右脚的起落，可分为双支撑阶段、右脚单支撑阶段、左

脚单支撑阶段。 

（5）人体行走运动的周期性 

人体行走运动的基本动力是肌力、支撑面的阻力（反作用力）和摩擦力。行走时，人体运动器

官各部分的活动是重复进行的周期性运动。一个周期中，左右脚各经过一次支撑和摆动时期，共分

为六个阶段，包括支撑时期的支撑腿的前步阶段、支撑腿的垂直阶段、支撑腿的后步阶段和摆动时

期摆动腿的后步阶段、摆动腿的垂直阶段、摆动腿的前步阶段。 

3.足迹鉴定依据的特征及方法 

所谓足迹的形象特征，是指人的足（鞋、袜）底的外表形态结构及个体特征在足迹上的形象反

映。 

（1）赤足足迹特征 

赤足足迹的种类特征。 

隆出。隆出是指足底痕迹边沿突出的弯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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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趾痕迹形状与分布。包括趾头痕迹的大小、趾头痕迹的形状、趾头痕迹的分布和足趾痕迹前

缘顶点连线的形状。此外还有畸形足趾痕迹、足趾痕间隙大小和形状以及足迹趾节区的形状。 

赤足足迹的个别（特定）特征。 

赤足足迹乳突纹线特征。包括种类特征和个别特征。乳突纹线的基本类型即弓型纹、箕型纹和

斗型纹和混杂型纹是乳突纹线的种类特征，乳突纹线的起点、终点、小勾、小眼、小桥、小点、小

棒、分歧、结合的局部形态和结构则是个别特征。 

褶纹、皱纹特征； 

伤疤特征； 

鸡眼、老茧、脱皮特征； 

畸形足趾痕迹特征； 

附着物特征。 

（2）袜足迹特征 

在犯罪现场上遗留穿袜足迹比较常见。袜子较薄，柔软而富有弹性，因而穿袜足迹不仅能够反

映出袜子的特征，还能反映出赤足的特征国。检验时，除可以分析和判断袜子的种类外，还可以参

考赤足足迹特征进行分析研究。 

袜子原料及生产工艺特征（种类特征）。织袜所用的不同原料纺出的纱线有粗有细，织出的袜

子经纬结构有不同特征。 

袜底穿用修补特征（个别特征）。在穿袜足迹中，能反映出袜底各部位的磨损、补丁、缝合和

粘连的痕迹，其数量、形状、大小、位置特别是针脚、线头等磨损的具体细微特征都很独特。有的

穿袜足迹上还可以反映出附着物痕迹，如油漆、沥青等痕迹。 

（3）鞋印特征 

鞋印的形态特征。包括：鞋印的大小和鞋底各部位的形状。鞋印的大小一般通过测量的方法得

出，具体包括鞋印全长、鞋前掌宽、鞋弓宽、鞋跟宽。鞋底各部位形状，包括鞋内侧边缘形状、鞋

前尖形状、鞋面形状、鞋跟形状等。 

鞋底制作特征。鞋底的制作特征主要根据鞋的生产工艺方法和鞋底的原料品种而形成。包括生

产工艺特征和鞋底的原料品种特征。 

鞋的穿用与修补特征（个别特征）。所谓穿用特征，主要是指鞋底在穿用过程中造成的磨损、

老化和损伤，即通常说的硬伤、磨损、孔洞、断裂、龟裂等。包括鞋外底损伤特征、鞋外底磨损特

征。修补修饰特征是指鞋在穿用时发生损坏，如穿孔、折断、裂纹、脱胶等进行修补时形成的特征。 

其他特征包括局部鞋帮特征、鞋面褶纹、皱纹特征、附着物特征、脱落物特征等。 

（4）足迹鉴定的步法特征 

步幅特征 

步幅特征是指人在行走时反映左右脚之间相互搭配关系的特征，包括左步长、右步长、左步宽、

右步宽、左步角、右步角。用这些特征描述人在行走运动中表现在步幅方面的特点，可显示出一个

人在步幅方面的稳定性，又可表现出不同人在步幅方面的差异性。主要描述量有：足迹中心线、步

行线、左步长、右步长、左步宽、右步宽、左步角、右步角。 

步态特征 

步态是指单个足迹中形成各种动力定型的细微特征，能够间接反映人体生理特点和步行姿势。

按照每只脚在行走运动周期内所完成的动作，在较松软的地面上留下各不相同的步态特征，具体包

括：磕痕、踏痕、推痕、跄痕、坐痕、迫痕、压痕、拧痕、抬痕、蹬痕、挖痕、抠痕、挑痕、耠痕、

划痕、扫痕、擦痕。 

4.足迹鉴定的方法 

（1）足迹样本的种类及其收取方法 

足迹鉴定视检验方法的不同，对样本亦有不同的要求，样本足迹的质量直接影响到鉴定的可靠

与否。因此对于不同种类的样本需采用相应的收取方法并注意有关的问题。足迹样本包括足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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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鞋袜实物样本和足迹档案样本。现实样本又可分为自然样本、捺印样本和实验样本。 

（2）足迹鉴定基本方法 

足迹鉴定的方法与手印鉴定的方法基本相同，也是分别检验、比较检验和综合评断三步。只是

在比较特征异同时采用的方法有差别。比较的方法有数学测量法、几何边线构图法、特征对照批示

法重叠比对法、线痕接合比较法等。 

5.足迹鉴定结论的评断与运用 

足迹是一种常见的痕迹，各类案件都可能运用足迹物证证明其案件中的人或物的某种联系。应

用鉴定结论时应从各方面进行审评断。 

（1）足迹鉴定结论的可靠性评断 

审查检材足迹形成的条件。 

审查样本足迹的形成条件。 

审查足迹检材与足迹样本形成的时间距离。 

审查鉴定方法的可靠程度。 

审查鉴定人运用的特征及其价值。 

（2）足迹鉴定结论的运用 

足迹鉴定结论，既有认定人的同一，又有认定物的同一，还有认定人与鞋的关系，评断证据意

义的方法较为复杂，应当分别进行。 

赤足迹认定同一时可确定某人到过现场，鉴定结论所肯定的人，可直接证明其与案件的某种联

系。 

鞋印认定同一的鉴定结论，它只能证明鞋与案的关系。 

鞋内底印认定穿鞋人和根据鞋底磨损特征认定穿鞋人的结论属于人的同一认定结论，仅可证明

鞋与人的关系，不能证明其他关系。 

袜印鉴定结论与赤脚印的证明作用大致相同，但只有同时依据袜底和脚底面两方面的特征所作

的鉴定结论才能如此，单独依据袜底印特征认定的人，与鞋印结论的证明力一致。 

根据人体行走动作习惯特征认定人身的结论，在是否能作为法庭证据方面人们认识不一。 

学习目标： 

了解足迹鉴定的概念、原理、操作步骤和具体适用。 

作业： 

详述足迹鉴定的评断和运用，以及与手印鉴定评断和运用的差别。 

知识单元 14：工具痕迹鉴定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工具痕迹概述 

（1）工具痕迹的概念 

工具痕迹是指作案人利用一定的工具破坏、侵害客体时，引起承痕体的受力部位发生塑性形变

或断离而形成的形象痕迹。简称“工痕”。 

（2）工具痕迹的特点 

立体性。工具痕迹是工具或其他器物作用于承痕体后，使承痕体受力部位发生塑性形变或断离

所形成的痕迹，因此工具痕迹是一种立体的形象痕迹，具有长、宽、高（深）三维性，直观可见。 

稳固性。工具痕迹是一种立体痕迹，它不是以承痕体表面附着物（中介质）的增减变化来表现

工具痕迹，而是以承痕体材料发生的形变来表现，且多遗留在金属、木材、人体骨骼等较稳固坚实

的承痕体上，使工具痕迹一旦形成后能较稳固地保留下来。 

多变性。多变性是指工具痕迹在形成过程中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可能产生形态各异、变

化多端的痕迹形态，使工具痕迹显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 

附着物、分离物多。工具痕迹在形成过程中，往往发生工具与承痕体之间物质的转移和工具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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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部位材料的断裂分离。 

（3）工具痕迹的作用 

根据工具痕迹可以推断工具种类。 

根据工具痕迹，分析推断作案手段，刻画作案人条件。 

根据工具痕迹揭露伪造或伪装现场，鉴别案件性质。 

根据工具痕迹为并案侦查提供依据。 

检验鉴定工具痕迹，认定或否定嫌疑工具，为破案、诉讼提供证据。 

提取检验现场上工具的分离物及工具痕迹和嫌疑工具进行物质成份检验。 

（4）工具痕迹的形成 

工具。工具是形成工具痕迹的造痕体。刑事案件中作案人所用的工具是指广义上的工具，其种

类繁多、功能各异、形态多样，决定了所形成的工具痕迹复杂多变。工具的种类包括一般工具即普

通工具、专业工具、代用工具和自制工具。 

被破坏客体。刑事案件中常见的被破坏客体多是木质客体与金属客体，有时也出现土质、骨质、

纺织物、竹器、玻璃、塑料、皮革等其他客体。 

作用力。作用力是工具痕迹形成中最为活跃的因素，是造成工具痕迹多变性的主要因素。这是

由于力的变化是极其复杂的，构成力的基本要素有施力的方式、施力的大小、施力的方向、角度及

力的作用点。 

2.工具痕迹的分类 

（1）按痕迹的形态分类 

凹陷状痕迹。凹陷状痕迹是承痕体在工具的法向力作用下，在其与工具静态接触的部位形成的

凹陷变形。如螺丝刀撬压痕迹，铁锤的打击痕迹多呈凹陷状痕迹。陷状痕迹由痕壁、痕底、痕止缘、

痕底四个量描述。 

线条状痕迹。线条状痕迹是承痕体在工具的切向力作用下，在其与工具动态接触的部位形成的

切划面，因其表现形式为凸凹相间的一束线条，故称线条状痕迹。如刀斧砍切树苗、人体骨骼形成

的砍切面上留有凸凹相间的线条痕迹，钳剪工具剪切金属线材形成的钳剪痕迹及锯、锉、钻痕迹等

均属线条状痕迹。线条状痕迹的结构可分为痕起缘、痕止缘、痕迹面三个部位。 

（2）按作用力的性质分 

动态痕迹。动态痕迹是线条状痕迹的另一种称谓。由于线条状痕迹形成过程中，工具与承痕体

的接触部位处于相对运动的状态，接触点位置发生相对位移而形成，故称动态痕迹。 

静态痕迹。静态痕迹是凹陷状痕迹的另一种称谓。由于凹陷状痕迹形成过程中，工具与承痕体

的接触部位位置关系总体不变，接触点位置不发生相对位移而形成，故称静态痕迹。 

（3）按作用力的方式分 

按作用力的方式可分为撬压痕迹、打击痕迹、擦划痕迹、剪切痕迹、刺切痕迹、割削痕迹。 

3.工具痕迹鉴定要点 

工具痕迹鉴定是运用痕迹同一认定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依据形象特征比较、分析得出现场工具 

痕迹是否为被送检的嫌疑工具所留的过程。 

（1）检验现场痕迹 

检验现场工具痕迹的任务是： 

首先发现提取现场工具痕迹中的附着物，是现场勘查中的一项基本任务。 

区分痕迹种类，识别重叠工具痕迹和变形工具痕迹。 

分析痕迹形成的工具条件与作用力条件。 

寻找确定比对特征。即寻找确定凹陷状工具痕迹特征、线条状痕迹特征和细节特征。 

（2）检验嫌疑工具 

检验嫌疑工具的任务是： 

首先寻找提取嫌疑工具上有无与现场痕迹相关的附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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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嫌疑工具是否具备形成现场痕迹的各项条件。首先，研究嫌疑工具的结构、功能是否能形

成现场痕迹。其次，要进一步研究嫌疑工具的大小、厚薄、长短、粗细、硬度等方面的条件是否满

足现场痕迹的形成条件。 

初步判断嫌疑工具可能形成现场痕迹的接触部位。 

（3）制作实验样本 

实验样本是指用嫌疑工具可能形成现场痕迹的部位，在适当的实验材料上，模拟现场痕迹形成

的作用力大小、方向、角度、作用方式等条件进行试验所取得的痕迹样本。 

（4）比较检验 

比较的顺序。先比较种类特征，后比较个别特征；先比较痕迹的总体形态、轮廓，后比较痕迹

的细微特征。 

比较的方法。工具痕迹的种类不同，采用的比较方法也不同。总的来说有以下四种：特征对照

比较法、特征重叠比较法、线痕特征接合比较法和线痕特征扫描曲线比较法。前两种比较法主要用

于凹陷状工具痕迹的比较，后两种比较法主要用于线条状工具痕迹的比较。 

（5）综合评断 

凹陷状痕迹认定与否的依据。 

嫌疑工具的结构、形状、功能、强度等是否具备形成现场痕迹的工具条件。 

工具的某一部位或其实验样本痕迹的形状、大小、凹凸结构是否与现场痕迹相对应。 

全部或多数个别特征的形状、大小、凹凸结构、曲折形态、分布位置及特征的相互排列关系是

否相同。 

有无明显差异点，或少数差异点能否得到合理解释或经实验验证排除。 

线条状痕迹认定与否的依据。 

工具的结构、形状、功能、强度等是否具备形成现场痕迹的条件。 

线条在接合比对中，粗大、明显、连贯的线条接合是否自然，接合率是否近于 100％；中等粗

细的线条接合率能否达 70％以上，细线条的接合率是否占 40％以上。 

接合线条的凹凸结构、峰谷形态、粗细间距是否相一致。 

少数对接不上的线条经反复实验能否证明是痕迹形成的条件不同等原因造成。 

4.工具痕迹鉴定结论评断与运用要点 

（1）工具痕迹鉴定结论的可靠性评断 

对于工具痕迹鉴定是否科学可靠进行评断时，除了一般鉴定均需注意的是否合乎有关程序的要

求外，需重点注意痕迹的变化情况、痕迹对工具特征的反映和鉴定依据的特征等方面。认定同一时

要注意依据的特征数量和质量。虽然对工具痕迹的鉴定不像手印鉴定对待征数量有较明确的要求，

但对特征的数量和质量有一定的要求则是确定的，如对动态条状痕迹，明显的、连贯的凹凸线痕应

能自然延续对接，细微的线痕也要求大部分能够对接，少量不能对接的线痕应证明其属于偶然因素

形成的差异。 

（2）工具痕迹鉴定结论的证据价值 

对工具痕迹的鉴定在条件充分时可以得出工具是否同一的结论，具备一定条件时可以认定工具

的种类。对于工具的种类认定可以帮助确定侦查的范围和排除嫌疑工具，如果认定的是特殊工具，

则可能有较高的证据价值。此外通过工具痕迹还可认定工具的作用方式，这一点对于证实案件发生

的过程和情节是有意义的。 

学习目标： 

了解工具鉴定的概念、原理、操作步骤和具体适用。 

作业： 

详述工具鉴定的评断和运用，以及与手印鉴定评断和运用的差别。 

知识单元 15：枪弹痕迹鉴定 

参考学时：1学时 



2928 

学习内容： 

1.枪弹痕迹鉴定概述 

（1）枪弹痕迹鉴定的概念 

枪弹痕迹是指枪支发射时，在射击弹头、弹壳、枪械和射击客体上形成的痕迹。 

枪弹痕迹鉴定是指运用痕迹检验学的一般原理和技术方法，以及枪械、枪弹、内外弹道等科学

知识，对枪械发射枪弹后留在弹头、弹壳和被射物体上的痕迹、射击残留物进行分析、检验，以确

定发射枪械、枪种，查明弹道特性和案件性质、情节等，从而达到揭露犯罪和证实犯罪目的的一门

综合性的刑事科学技术。 

（2）枪弹痕迹检验的主要任务 

 区分发射枪种和认定射击枪械。 

 查明作案的具体情节。 

 判断作案枪械的性能、状况。 

 对人体致伤效应的检验。 

 确定射击距离。 

 对多起案件现场的弹头、弹壳物证进行串并案。 

 查明与枪械子弹有关的信息。 

 特种枪械的技术性能鉴定。 

 查对枪弹痕迹档案。 

2.射击弹头痕迹鉴定 

射击时，弹头在火药气体的压力作用下通过枪管，受到多个力的作用，弹头披甲与枪管内壁作

用形成能反映枪管内壁构造和使用状况的痕迹特征，在枪弹检验中既可区分发射枪种，又能认定射

击枪械。 

（1）膛线枪管射击弹头上的痕迹 

按形成痕迹的时间、顺序和作用客体性质不同，弹头上的痕迹可分为弹头部的磕碰痕迹、拔弹

痕迹、坡膛痕迹（初生痕迹）和线膛痕迹（次生痕迹）。 

坡膛痕迹是弹头在火药气体压力作用下经过坡膛进入线堂之前，克服坡膛内表面的阻力而形成

的线条状擦划痕迹，是认定发射枪械的主要痕迹，又称为初生痕迹。 

线膛痕迹是弹头挤进膛线和在膛内旋转前进时，因挤压、剪切、摩擦等作用形成的与弹轴方向

有一定夹角的擦划痕迹，与坡膛痕迹相对应称为次生痕迹。它反映出枪管膛线的结构特征和阳膛线

表面的状态特征。膛线痕迹是成对出现的，即阳膛线痕迹和阴膛线痕迹。射击弹头膛线痕迹的种类 

特征包括膛线痕迹的倾斜方向、膛线痕迹的数量、膛线痕迹的宽度以及膛线的起末端痕迹；膛

线痕迹表面的细小纹线、凹凸点、裂纹、金属卷屑等是认定发射枪支最有价值的细节特征。 

（2）射击弹头痕迹的鉴定 

 鉴定准备。鉴定准备阶段，要了解案情，熟悉检材弹头痕迹的形成过程、提取保存方法、痕

迹特征；勘验样本枪支、子弹或其射击弹头痕迹，掌握基本情况。 

 分别检验现场弹头、样本弹头。本着先检验现场弹头后检验样本弹头的顺序，分别寻找、确

定射击弹头（弹丸）上痕迹的种类特征和细节特征。 

 比较检验现场弹头与样本弹头。经过分别检验，如果检材弹头痕迹与样本弹头痕迹的种类特

征相同和某些细节特征相似，即应进行逐一比较。比较检验弹头痕迹的基本方法为线痕接合法。 

 综合评断得出结论。主要是评断射击弹头痕迹比较检验的结果，对射击弹头痕迹比较检验过

程中发现的特征符合点和差异点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正确的结论。 

3.射击弹壳痕迹鉴定 

在装弹、击发和排壳三个阶段，射击弹壳上会形成不同的痕迹。 

（1）装弹过程中形成的痕迹 

 弹匣痕迹。枪弹压入弹匣时，壳体和匣口的两侧棱边发生摩擦，在壳体和底座棱边上留下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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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平行而有一定间隔的擦划线条痕迹。 

 枪击下表面痕迹。枪弹上膛时，枪机下表面和弹壳发生摩擦，在壳体表面和底座棱边有时留

下较大的擦痕，位置在两条弹匣痕迹之间。 

 弹膛后切口痕迹。枪弹进膛过程中，与弹膛后切口以一定的速度碰撞、摩擦而形成了弹膛后

切口痕迹。多出现在弹壳口部、口沿、斜肩或接近口部的壳体上以及近底部的壳体表面上。 

 拉壳钩前端痕迹。枪弹进膛过程中，拉壳钩前端与弹壳底面、棱边发生碰撞而留下的磕碰痕

迹。 

 指示杆痕迹。枪弹被推进弹膛时，弹膛指示杆就突出在枪机尾部外面，用肉眼可以辨别弹膛

内是否留有枪弹。弹膛指示杆痕迹是一个稳定痕迹，可以根据指示杆痕迹确定发射枪械的种类。 

（2）发射过程中形成的痕迹 

发射过程中留下的痕迹，是枪械机件的主要痕迹。因为这个过程接触面广，作用力大，且多是

印压痕迹，所以特征反映明显，稳定可靠，检验中价值较高。 

 击针头痕迹。击针以一定动能撞击底火时，会在弹壳底部的底火帽上留下一个凹痕，凹痕包

括击针头部的印压痕和击针边缘的擦划痕迹。它反映出击针表面的几何形状、尺寸、结构特征及端

面细节特征。 

 弹底窝痕迹。射击过程中由于火药气体压力的作用，使弹壳底部与枪机弹底窝表面紧密接触，

形成不规则形的压痕，有平行纹、交叉纹、弧形纹、同心圆纹、马蹄形痕等。 

 弹膛内壁痕迹。射击过程中，弹壳在弹膛内受到火药气体压力的作用，径向膨胀，与弹膛紧

密相贴在一起，使弹壳表面留下反映弹膛内壁结构的压痕。 

（3）退壳过程中形成的痕迹 

 拉壳钩痕迹。射击后，在弹壳底部及边缘、弹底槽形成拉壳钩痕迹。拉壳钩痕迹与拉壳钩的

宽窄、钩角、形状和位置都有密切的关系。 

 抛壳挺痕迹。射击后，弹壳从抛壳口抛出，在弹壳底部留下了抛壳挺的印压痕迹。抛壳挺痕

迹比较明显、特征稳定，反映出抛壳挺表面加工的痕迹特征和几何形状。 

 抛壳口痕迹。抛壳口痕迹是弹壳受抛壳挺惯性力的作用，从抛壳口抛出时，壳身、斜肩、壳

口等部位与抛壳口边缘擦划形成的痕迹。利用其宽度、大小、数量、位置及其与其它痕迹的关系可

判断枪械种类。 

 弹匣口刮擦痕迹。大部分 64式、77式、59式、公安式手枪在抽、抛壳瞬间都会产生弹匣口

刮擦痕迹，这一痕迹又被叫做抛壳匣口痕、小旗痕。其形状似小旗。 

（4）射击弹壳痕迹鉴定 

射击弹壳痕迹鉴定的步骤与射击弹头痕迹鉴定基本相同，只是比较检验的方法稍有不同。射击

弹壳痕迹的比较检验常采用线痕接合法和特征对照法。 

4.射击情况的分析和判断 

（1）发射枪种的判断 

可根据射击弹孔直径、形状、分布特点及射击痕迹的反映进行推断，也可以根据子弹结构特点

和弹头、弹壳上的痕迹特征进行判断。还可根据弹头穿透力大小分析枪械性能和威力，进而推断枪

械种类。 

（2）射击距离的推断 

枪弹痕迹检验中将射击距离分为四种，即接触射击、贴近射击（一般在 2－5 厘米以内）、近

距离射击（5 厘米－100 厘米）、远距离射击（1  米以外）。可根据不同痕迹反映及弹道现象来判

断射击距离。 

（3）射击方向和角度的判断 

判断射击方向，主要利用射入口和射出口的特征。由于正射、斜射、近射、远射等条件不同，

弹头射入口、射出口会出现不同特征，可作为分析出入口的依据。判断射击角度主要利用弹孔的形

状、不同材质物体上弹孔的特点、弹道曲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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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射击时间和顺序的判断 

 发射时间的判断。可利用闻气味、检查机件有无变化、化验亚硝酸盐、做模拟实验等方法判

断发射时间。 

 区分射击的顺序。可通过脆性物质上裂纹中断现象、作案路线与排壳位置的关系、多个枪弹

伤的相互关系、弹膛或转轮中弹壳存留情况等判断。 

（5）射击残留物鉴定 

射击残留物是指因射击所产生的烟垢、未燃尽的火药粒、金属屑、枪油等物质。射击残留物会

因射击而附着在射击者手上、脸上、障碍物和目的物的射入口周围等处。这些射击残留物痕迹通过

理化检验可以判明枪弹的种类、来源、嫌疑人是否接触和击发枪支等。 

学习目标： 

了解枪弹鉴定的概念、原理、操作步骤和具体适用。 

作业： 

详述枪弹鉴定的评断和运用，以及与手印鉴定评断和运用的差别。 

知识单元 16：物质成分鉴定及物质成分检验的一般方法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物质成分鉴定的概念与对象 

（1）物质成分鉴定的概念 

物质成分鉴定指运用物理、化学、生物学的方法揭示、显现客体的物质成分、结构特征，并据

此对客体的异同进行判断识别，从而确定各客体之间或客体与案件事实之间关系的一类司法鉴定。 

（2）物质成分鉴定的对象 

物质成分鉴定的对象非常广泛，只要与查明案件事实有关的，皆可成为物质成分鉴定的客体。 

按其常见率可分为有机物，如纤维、塑料、橡胶等；无机物如石灰、火碱、水泥等。在很多情

况下，则以混合物的情况出现。 

2.物质成分鉴定的特点 

（1）物质成分鉴定研究的是物质本身的属性。 

（2）鉴定的客体多位微量物质 要求鉴定时尽量少消耗检材。 

（3）鉴定的客体多为混合物。 

（4）对同一检材经常采用多种方法进行检验。 

（5）物质成分鉴定利用的特征。 

进行物质成分鉴定时利用的主要是物质形态结构、理化性质和成分结构及方面的特征。 

3.物质成分检验的一般方法 

（1）物质成分鉴定材料的提取 

提取前应纪录被提取物品的位置状态及环境情况。提取过程中应特别避免混杂污染。 

（2）样本材料的收集 

对被鉴定客体进行物质成分鉴定时，往往需要收集对照样本和空白样本。对样本能否正确收集

直接影响到对客观事物的正确判断。 

（3）物体检验材料的保存 

不正确的包装会造成物质检验材料的损坏、变质和混杂，一次要根据不同种了物质的不同特点

进行不同的包装。 

（4）检验前的准备工作 

根据检验的要求和检材的情况决定采用何种检验的方法，以及先做何种检验，后作何种检验。 

（5）外观检验与净化分离 

对检材初步检验一般采用观察的方法，用肉眼或借助放大镜、显微镜观察检材的形态特征和在

各种光源照射下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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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物理检验 

对于客体的各种物理属性可以用适当的仪器工具加以测量，从而区分不同种类的客体。 

（7）化学检验 

使用酸碱反应、沉淀反应、氧化还原反应、络合反应、显微结晶反应、焰色反应、燃烧反应等

反应，可对检材的物质种类进行定性的探索。 

（8）仪器分析 

仪器分析方法泛指利用科学仪器对组成课题的物质成分和结构进行分析的方法，具有灵敏度

高、速度快、定性定量准确的优点，在检验总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 

学习目标： 

了解物质成分鉴定的概念、对象和特点，以及不同的物质成分检验方法以及不同方法之间的配

合使用。 

作业： 

了解物质成分鉴定的运用特点，以及与痕迹鉴定彼此之间的关联，熟悉各种物质成分检验方法

的特点和适用条件。 

知识单元 17：物质成份鉴定结论的评断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利用物质成份鉴定的结论作为证据时需对结论是否可靠及结论的证据价值进行评断。 

1.鉴定结论的科学可靠性 

对于鉴定结论是否可靠，除注意一般鉴定要注意的问题外，对物质成份鉴定要特别注意检材的

发现、提取、保管、检验方法及得出结论的依据等方面的问题。 

（1）检材的来源 

物质成份鉴定中的检材是与案件事实有关的可能作为证据的物质材料，其来源是否可靠，检材

是从何处提取的，是首先要注意的问题。 

（2）检材和样本提取的情况 

评断结论是否科学可靠时要了解提取检材和对照样本的方法，提取的部位，以及是否提取了空

白样本。 

（3）证据在送交鉴定的过程中保管的情况 

主要是了解保管运送过程中有无混杂、污染、变质、遗失的可能及其对检验结果的影响。 

（4）选用的检验方法及其对结论的影响。 

2.鉴定结论的证据价值 

需要采用物质鉴定结论证明的情况可归纳为检材中所含物质成分的种类及含量，检材与样本是

否相同。在应用时需考虑其证明的事实和价值。 

（1）确定是否存在某物质的结论多用于证明是否发生了某种与事实相关的事实 

利用这种结论时需注意检出的物质是否具有特殊性以及与空白样本和对照样本比较的情况。对

于空白样本和对照样本的情况进行了解有助于确定证据的价值。 

（2）确定样本与检材是否相同的结论多用于证明不同客体之间相互接触过的事实 

由于物质成分鉴定一般只能认定种类相同，不能做出统一认定的结论，其证明作用受到一定的

限制。但如果能了解案件中的有关情况并加于综合考虑，则可充分发挥物质成分鉴定结论的证据价

值。 

（3）了解案件情况是要注意是否有相互无关的物质同时出现于同一物体上 

某物体先后接触过其它不同的物体后，会带有来自不同物体的微量物质。一物体带有的多种微

量物质如果分别与现场上不同物体的物质相同，那么这一物体与现场接触的可能性将大大的增加。 

（4）物质成分鉴定结论被用于证明人或物之间的接触，但实际中物质发生转移后，自然界的

风雨雷电，人和动物的活动都可能改变现场的情况。对于可能发生变化的情况都需要充分调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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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析判断对鉴定结论的影响。 

学习目标： 

了解对于物质成分鉴定之科学可靠性和证据价值评断的要点。 

作业： 

试述对于如何评价物质成分鉴定结论的证据价值。 

知识单元 18：油类、涂料鉴定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油类鉴定 

（1）油类鉴定的对象和作用 

 油类鉴定的对象包括油脂物证和矿物油物证。 

 对油类检材进行鉴定可以确定油类物质的种属；弄清被检物上的油渍、油斑或现场上提取的

可疑物与可疑人处提取的油类样本是否相同；为推断作案手段、作案人特点提供依据；为侦查案件

缩小范围，提供方向；澄清可疑物证的油类无证的证据价值。 

（2）油类鉴定的方法 

 在分析油类的成分前通常要求分离提纯。 

 经过分离提纯的样品可根据情况选用适当的方法进行分析，常用的方法有荧光分析法、红外

分析法、薄层层析法和气象色谱法。 

 进一步确定动物性脂肪和植物性油类的种类则较困难。如要作出较精确的结论，可改变展开

系统重复对已知和未知的样本分析比较，如重复鉴定仍然相同，可作出检材与那一类有相似的结论，

或在用其他方法作进一步检验。 

 在做出结论前，应根据案情特点、检材所处的环境、检材包装情况、鉴定过程中的误差综合

分析，做出切合实际的结论。 

2.涂料鉴定 

（1）涂料鉴定的对象和作用 

 涂料又称“油漆”，是有机高分子胶体混合物的黏稠液体或粉末。 

 涂料一般由两部分组成，即挥发性部分和不挥发部分。挥发部分又叫稀释剂，他们都是有机

溶剂；不挥发部分是涂料的成膜物质。 

 在许多案件中，物体受到破坏时，其表面的涂料会脱落下来并黏附到有关的人或物上。通过

对涂料的检验可以鉴定可疑物品是否为涂料，是何种涂料，为查找涂料来源提供线索；鉴定不同场

所提取的涂料样品是否相同，证实涂料是否有证据价值，为分析和证实案件有关情况提供依据。 

（2）涂料检材和样本的提取 

涂料物证的量常常很少，需要用放大镜和显微镜来发现，提取时要防止丢失，包装时要避免污

染。收集的检材及比对样品都要分别放在干净的小试管或玻璃瓶、塑料袋内，贴上标签、注明案件

及检材的名称，收集的地点及日期，送检要求等。在必要时，对送检的检材要标明可疑部位。 

（3）涂料鉴定的方法 

 鉴定涂料的物理方法主要是在不同光线下观察检材的形态颜色和荧光反应。物理方法一般对

样品的形态和物质成份特征无影响，常作为大量快速筛选样品的手段。 

 用于鉴定涂料的仪器分析方法很多，有红外光谱法、裂解色谱法、发射光谱法、扫描电镜法、

薄层层析法等。 

 由于各种仪器分析方法分别只能鉴定涂料中的某一成份，应用起来有一定局限性。但如果采

用多种方法相互配合补充常能得到特定性较强的结论。 

学习目标： 

学习油料、涂料物证鉴定的鉴定方法和要点。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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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对于油料、涂料物证鉴定中检材和样本的处理及方法。 

知识单元 19：文书物证鉴定概述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文书的概念和种类 

（1）文书的概念 

具有文字内容、图案、线条的书面物质。 

（2）文书的种类 

根据文书的制作方式，可分为手写文书和机制文书。 

2.文书物证鉴定及其种类 

（1）文书物证 

与案件有关联，能够以其所载字迹、符号特征、或其构成物质材料的属性等特征证明案件事实

的各种文书。 

（2）文书物证鉴定 

鉴定人接受指派或聘请，通过分析研究文书的文字符号特征、文书的构成物质材料属性等，就

文书的制作者、制作时间、原始状态等问题予以回答，从而确定文书真伪、文书之来源的一种专门

的技术活动。 

（3）文书物证鉴定的种类 

根据文书物证鉴定时的切入点不同，可将文书物证鉴定分为笔迹鉴定、印章印文鉴定、文书物

质材料鉴定等。 

根据文书物证鉴定时针对的文书种类不同，可将文书物证鉴定分为手写文书鉴定、打印文书鉴

定、复印文书鉴定、印刷文书鉴定等。 

根据文书物证鉴定的目的不同，可将文书物证鉴定分为被损坏文书鉴定、伪造变造文书鉴定、

文书制作时间鉴定等。 

3.提交文书物证进行鉴定时应注意的事项 

应持有介绍信或委托函 

应同时提交具有可比性的比对样本 

提交鉴定的文书物证及比对样本通常应是原件 

应有明确而又符合实际的鉴定要求 

学习目标： 

学习文书物证鉴定相关的基本概念。 

作业： 

熟悉文书和文书物证鉴定的种类划分。 

知识单元 20：笔迹鉴定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笔迹以及笔迹鉴定的科学依据 

（1）笔迹的概念 

人们按照一定的书写规范，利用铅笔、钢笔、毛笔等书写工具，在纸张等客体表面书写时形成

的，能够反映书写动作习惯的痕迹。 

笔迹鉴定的科学依据 

笔迹鉴定的概念 

笔迹鉴定指鉴定人依法接受委托，通过分析研究文书的笔迹特征、文字布局特征及书面语言特

征，确定文书物证的书写人，或比较文书物证与文书样本的书写人是否同一人的一种专门的技术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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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迹鉴定解决的主要问题有分析书写人的个人情况；认定文书的书写者；确定同一份文书物证

若干部位的笔迹是否同一人书写，从而判断文书物证是否被变造；确定若干份文书物证是否同一人

书写，为数起案件需要并案查处提供依据。 

（2）笔迹鉴定的科学依据 

书写者书写动作习惯的特定性是我们能够进行笔迹鉴定的科学依据。表现在笔迹中，不同人书

写相同的文字符号具有不同的特征，且这种特征就每一个人而言均是稳定的。 

2.笔迹的特征 

书写水平方面来衡量。 

字的形体指书写技能的高低，通常从书写动作的准确程度、书写速度、运笔动作的技巧等指字

形和字体。字形即字的外形轮廓。字体即所写的字是隶体、楷体、行体，以及书写这些字所采用的

风格。 

字的大小和倾斜程度 

字的基本写法 

笔画的运笔 

字的基本写法指在字的笔画结构方面异于标准书写规范的写法特征。即笔画的起笔、行笔、收

笔。书写文字时在笔画的运笔方面表现出的特点是笔迹鉴定时的重要依据。 

字的间架结构 

由两个以上笔画构成的文字等，其笔画之间或偏旁部首之间所表现出的一些间架结构特点。也

是笔迹鉴定的重要依据。 

字符的笔顺特征和连笔特征 

字的错写特征 

标点符号的书写特征 

3.书面语言特征 

以文字符号表现出的语言形式称为书面语言。书面语言的使用特点即书面语言特征，是文书作

者在语言、词汇、思维表达方式上的习惯定势。 

词汇特征 

语法特征 

别字特征 

标点符号的用法特征 

4.文字布局特征 

书写人在纸张上安排文字的形式。 

5.笔迹样本 

笔迹样本的概念  可疑书写人书写的、在笔迹鉴定过程中用作比对样本的文字材料，称笔迹样

本。 

笔迹样本的种类  根据笔迹样本形成的时间和方式的不同，可将笔迹样本分为自由笔迹样本和

实验笔迹样本。 

自由笔迹样本，即案发前后，嫌疑人在未意识到其书写的文字材料将用于笔迹鉴定的情况下形

成的比对样本。实验笔迹样本，即案发后，出于笔迹鉴定的需要，遵从办案人员的要求而由嫌疑人

书写的文字材料。 

收集笔迹样本应注意的问题 

 收集的自由笔迹样本，应包括嫌疑人在案发前后各个时期，特别是与发案时间相近的时期书

写的文字材料。 

 收集的自由笔迹样本，应在书写速度、书写工具、纸张材料、书写格式等方面尽可能与送交

鉴定的文书物证相同或相近。 

 收集的自由笔迹样本应具有与送交鉴定的文书物证形体相同的字或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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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履行必要的批准手续后，可以从嫌疑人的档案材料，或嫌疑人平时书写的各种文字材料中收

取自由笔迹样本，也可让嫌疑人书写一定内容的文字材料。 

 收集实验笔迹样本时，禁止将文书物证交给嫌疑人抄写。 

 收集实验样本时，办案人员应针对笔迹鉴定的需要，将重点需要鉴定的字、词有机地编排成

一段话。 

 收集实验样本时，办案人员应让嫌疑人多次抄写或听写已编排好的文字材料。 

6.笔迹鉴定的步骤 

（1）分别鉴定 

即对文书物证和笔迹样本分别进行检查和研究，确定各自笔迹特征，并分别记录在特征比对表

上的过程。 

（2）比较鉴定 

即将已发现的文书物证的笔迹特征与笔迹样本的笔迹特征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 

（3）综合评判并给出鉴定结论 

即将比较鉴定过程中发现的特征符合点和差异点综合起来分析研究，以判断文书物证和笔迹样

本是否同一人书写，并最终给出肯定或否定之鉴定结论的过程。 

（4）出具笔迹鉴定书 

内容包括送交鉴定的文书物证和比对样本；送交鉴定者的鉴定要求；鉴定过程；鉴定结论；鉴

定人的签名或印鉴，鉴定书出具时间，以及鉴定机构的公章。 

学习目标： 

学习笔迹鉴定相关的概念、所用特征以及操作步骤等。 

作业： 

熟悉笔迹鉴定的全系步骤，以及收集笔迹鉴定样本所需的注意事项。 

知识单元 21：印章印文鉴定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印文的概念 

在外力作用下，印章盖印时留在纸张上的、能够反映印章印面外形结构特征的痕迹被称作印文。 

2.印文的特征 

（1）印文的一般特征 

刻印时在印章印面形成的一些种属特征在印文中的反映。包括印文内容和布局、印文的形状和

大小、印文的边框、印文字体及其大小。 

（2）印文的细节特征 

印章在制作、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特点在印文中的反映。包括文字图案及组成文字图案的笔画、

线条的具体结构、形状；文字图案及其笔画线条的相互位置、搭配比例；印文暗记；印章印面上的

缺损。 

3.影响印文特征变化的因素 

包括湿度的大小及印章使用的频繁程度，盖印时作用力大小、衬垫物软硬、印油多少及落印角

度，印章的使用磨损，印面沾染污物等。了解影响印文特征变化的因素，对正确评价印文间的特征

差异，有着重要的意义。 

4.伪造印文的常用方法 

主要有雕刻伪造法、单字组合伪造法、誊写油印伪造法、描摹、复写伪造法、拓印伪造法、照

相制版伪造法、复印伪造法、打印伪造法、局部伪造法。 

5.收集、提交印文比对样本时应注意的问题 

用于比对的印文应是文字、图案等清晰可见的印文原件。应以与可疑印文盖印时间相同或相近

的真印文作为比对样本。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将真印章一并提交鉴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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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鉴定印文的常用方法 

主要有特征对照法、特征重叠法、特征拼接法、画线比较法、测量比较法。 

学习目标： 

学习印章印文鉴定相关的概念、所用特征以及操作步骤等。 

作业： 

熟悉印章印文鉴定样本收集和提取所需要的注意事项。 

知识单元 22：伪造文书和变造文书鉴定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伪造文书和变造文书的概念 

伪造文书，又称“全部伪造文书”，即以真文书为样本，或按照伪造者自己设计的格式制作的

假文书。变造文书，又称“局部伪造文书”，是局部变更、篡改真文书制得的假文书。 

2.伪造文书的常用手法 

（1）手工描绘伪造法 

以真文书为样本，用绘画的方法伪造文书。 

（2）复印伪造法 

利用复印机复印真文书从而制得假文书。 

（3）手工雕刻制版伪造法 

将真文书的图案、花纹、文字等，按不同颜色分别复制在不同版材上，刻版，然后以套色印刷

法印制假文书。 

（4）誊写油印伪造法 

将真文书的图文用铁笔、钢板誊写在蜡纸上，再用油印的方法制得假文书。 

（5）铅字盖印伪造法 

选择适当的铅字，依照真文书的格式、内容，蘸上油墨，在纸上盖印制得假文书。 

（6）照相制版伪造法 

将真文书以照相的方法制成底片，再经晒版，将图文复制到涂有感光液的版材上，并以化学方

法处理版材制成印版，最后用印刷的方法制得假文书。 

（7）光电誊影机制版伪造法 

用光电誊影机制成与真文书一样的油印版，再以印刷的方法印制假文书。 

（8）拓印伪造法 

将纸张浸泡在化学试剂中，用时取出覆盖在真文书上，以加压的方式将真文书的图文拓印下来

得假文书。 

3.变造文书的常用手法 

（1）擦刮变造文书法 

将真文书的某些文字笔画用工具擦去或刮掉，从而改变原文内容。 

（2）消褪变造文书法 

用单一或混合化学试剂将真文书的部分文字笔画消褪掉，再在被消褪处填写所需文字。 

（3）添写、改写变造文书法 

添写法指在真文书的空白处、字行的前后或字间添写所需文字，以改变文书原意的方法。改写

法指直接在真文书原文文字上添加、涂描笔画，改变原文文字或数字的方法。 

（4）更换照片变造文书法 

将真文书上的照片撕揭下来，改贴或改换上另一张照片的变造方法。 

（5）挖补、剪贴变造文书法 

4.伪造文书的鉴定 

通常通过与真文书比较的方法鉴定。比较的内容主要有：比较印刷版型、比较版面特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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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文、鉴别印刷物质材料、比较证件的装订方式、研究文书的格式内容等。 

5.变造文书的鉴定 

根据可疑文书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判断有无变造事实，再显现或辨别被变造的原始文字内容。伪

造文书和变造文书鉴定解决的问题以及提交鉴定时应注意的问题 

（1）伪造文书和变造文书鉴定解决的问题 

可疑文件是否是伪造或变造，即揭露伪造或变造事实。可疑文书是用何种方法伪造或变造的，

即揭露伪造或变造的方法。可疑文书的伪造者或变造者是谁，即确定造假者。 

（2）提交鉴定时应注意的问题 

将可疑文书提交鉴定时，应同时提交相应的真文书。提交可疑文书就是否变造的问题进行鉴定

时，通常不必另行提供比对样本。对伪造者或变造者的认定是通过笔迹时，按照笔迹鉴定的要求收

集样本。 

学习目标： 

学习伪造文书和变造文书鉴定相关要点。 

作业： 

辨析伪造文书和变造文书的异同以及相应鉴定的区别与联系。 

知识单元 23：文书制作时间的鉴定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文书制作时间及其鉴定的概念 

（1）文书制作时间 

指以某一具体方式将文书制作而成的时间。 

（2）文书制作时间鉴定 

即鉴定人依法接受委托，对文书物证上的物质材料随时间发生的变化进行分析研究，以确定文

书制作时间的活动。 

（3）文书制作时间鉴定所能解决的问题 

确定文书物证上标示的制作时间是否真实。判断文书物证的内容是否被改写或添写。判断文书

物证的某一页是否被更换过。 

2.文书制作时间鉴定的方法 

主要根据是：文书物证上的书面语、文书内容和格式；文书上的邮戳；文书的制作方式、制作

工具的变化；纸张上的特征或纸张的变化；墨水、圆珠笔油、印油或印泥、复印墨粉、打印油墨等

随时间的变化。 

3.收集样本时应注意的问题 

用于比对的文书样本其制作时间应明确具体，且应为诉讼双方所认可。根据文书物质材料随时

间的变化情况进行鉴定时要求种类及保存条件都相同的比对样本。 

学习目标： 

学习文书做成时间鉴定的相关要点以及注意事项。 

作业： 

文书做成时间鉴定能够解决的问题都有哪些？ 

知识单元 24：电子证据鉴定概述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电子证据的形式 

电子证据，是指利用光学、声学、电子学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以录音、录像、照相等方式记

录并存储与案件有关客体的声音特征和形象特征的证据。包括录像资料鉴定、声纹鉴定和狭义的电

子证据鉴定，即计算机、电子通讯设备等载体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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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子证据鉴定的任务 

利用电子证据进行同一认定。主要是根据电子证据记录的声音和图像认定特定的人或物。 

鉴定电子证据真伪及形成过程。对于电子证据的形成过程的鉴定实际中使用的音像资料经常是

经过复制的，利用一定的设备可以在复制的过程中对复制的信息进行删除和修改等处理。 

确认电子证据反映的内容。当案件中遇到可能成为证据的电子方式记录的材料时，往往需要确

定其记载的内容。 

对电子证据所反映的信息传递和设备运行情况的鉴定。 

学习目标： 

了解电子证据的概念、形式和电子证据鉴定的作用。 

作业： 

电子证据鉴定的特点和作用是什么？ 

知识单元 25：录像资料鉴定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录像资料鉴定，主要是指对录像资料中的图像进行鉴定，包括对人和物的图像鉴定。 

1.人像鉴定 

人像是指声像资料中通过摄影、摄像等技术手段记录的人体外貌形态。人像鉴定就是对供认定

客体记录的相貌特征进行的一种人身同一认定，是侦查活动中进行个人识别的重要手段，其鉴定结

论是重要的诉讼证据。记录人体相貌的载体包括人像照片和录像资料相片两大类。 

（1）人像鉴定的原理。 

人像鉴定是人身同一认定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其科学根据在于人体外貌特征具有特征总和的

特定性、特征的相对稳定性以及特征的易反映性。 

（2）人像特征。 

人像特征是人体外貌各部分生长特点及其运动的具体征象，是人像鉴定的具体依据。人像特征

从人体解剖学结构特点和人体各部分功能性活动特点上可分为人体外貌的解剖学特征和人体外貌

的动态特征，以及人体特殊标记特征。人体外貌的解剖学特征包括人体各部分的生长形态、大小、

长短比例，及相互间配置关系等。人体外貌的动态特征是指人体通过颈部与腰部、肩关节与髋关节

等行使运动形成的人体各种习惯性的动作，以及人体颜面在面部肌肉作用下形成的颜面丰富多彩的

表情特征，它包括颜面动态特征和头部、四肢、腰部习惯性的体态特征。人体外貌的特殊标记是由

人体生理、病理及损伤等原因形成的人体解剖学异常特征和运动功能异常特征。 

（3）人像鉴定的方法。 

人像鉴定是运用同一认定的原理和方法，因而和其他物证同一认定的方法一样，也包括分别检

验、比较检验和综合评断三个基本步骤。其中比较检验常用特征标示法、画线测量法、拼接比较法、

定位比较法和重叠比较法。 

2.录像资料物之图像鉴定 

录像资料中记录的往往是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人、物和事。录像资料图像鉴定，就是对录像资料

中记录的与案件事实有关的人、物、事的鉴定。其中有关人的鉴定主要是对录像资料记录的作案人

或有关当事人的人体外貌特征的鉴定，即前面所述的“人像鉴定”。有关物的鉴定，主要包括两方

面内容：一是对录像资料中记录的与案件有关的物体的种类、性质、数量等的鉴定；二是将录像资

料中记录的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某一物体与可疑物体进行比对作出的同一认定。具体的方法有：图像

的回放技术、图像处理技术、录像资料图片制作技术。 

学习目标： 

了解录像资料鉴定的主要类型。 

作业： 

分别谈谈录像资料鉴定各自的作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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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26：声纹鉴定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声纹及声纹鉴定 

声纹，是指将人讲话的语音利用电声学仪器转化为电磁振动，在屏幕上显示或在纸张上打印出

的可供观察、比较、鉴别的坐标式静态声音频谱图像，即语声的声谱图。在刑事技术和司法鉴定技

术领域中，人们比照指纹形象的称之为声纹。 

声纹鉴定，是指把犯罪人（或当事人）的语声和嫌疑人的语声分别通过有关仪器转化成声纹图

像或特征数据，再针对各方面的特征的异同进行分析、比对、判断，最后作出两者语声是否源于同

一人发音器官的全部检验过程。 

2.声纹鉴定的内容 

在声纹鉴定技术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其检验项目也由最初的话者同一认定发展为以下多项内

容： 

录音剪辑的检验。录音剪辑检验，即利用送检录音带中的声音信息进行录音有否开始、结束、

删除、添加、编辑等改变原始录音内容的鉴别。 

话者同一性鉴定。话者同一性鉴定是指通过电声学仪器对未知语音材料与已知语音材料进行听

音、视谱和语音声学特征的检测、比对，综合分析作出说话人同一性的判断过程。话者同一性的鉴

定可以通过听觉鉴别、视觉鉴别、定量比对进行识别。 

录音内容辨识。有时侦查和审判工作要求将模糊不清的说话录音内容，具体的辨识出来。 

言语人身分析。为给破案提供线索需要对案犯——未知说话人进行人身状况分析。对未知说话

人的性别、年龄、身高、体态、生活地域、文化水平、职业特点进行分析推断。 

噪音分析。噪音分析除用于录音剪辑的检验外，还可利用录音中的各种环境噪音分析推断案件

发生的地点、时间等，为破案提供线索。前苏联曾有类似的案例。 

视听资料录制器材的检验。俄罗斯、乌克兰有这方面的研究和检验方法。 

3.声纹鉴定的应用 

声纹鉴定结论可以为侦查破案提供线索，可以为审判提供证据。其在不同案件中的证据价值和

作用是不同的，根据我们受理语音材料声纹鉴定的实践和送检的要求，可以归纳以下四点： 

一是对案件的侦破起决定性的直接证据作用。语音材料和话者同一认定结论往往起直接证据作

用。特别在绑架、敲诈、诈骗等案件中，声纹鉴定结论往往是案件中的唯一证据。 

二是为案件的侦破提供线索、方向，划定侦查范围。语音材料可以为绑架、敲诈、诈骗、诽谤

等案件的侦察提供线索、方向，划定侦查范围。 

三是与其他证据互相印证，形成证据链起定案作用。 

四是对案件的侦破起间接的辅助作用。 

此外，声纹鉴定除用于司法领域外，还可以应用于商业、金融和安全保卫工作。 

学习目标： 

了解声纹鉴定的原理、内容和应用。 

作业： 

声纹鉴定的具体应用都有哪些，可举例说明？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4学时 

实验 1：三面捺印法按捺手印及特征标示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 

8.按照三面捺印法的要求按捺出清晰完整的手印图片。 

9.使用近距离物证照相技术拍摄得到放大的手印电子图像。 

10.在电子图片中标示出不少于五种类型的手印细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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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撰写规范完整的实验报告。 

实验要求：熟悉手印细节特征在手印同一认定中的作用；研究手印纹线细节特征的各自特点；

掌握手印三面捺印方法以及近距离物证照相操作。 

实验 2：粉末法刷显手印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 

8.在不同的介质表面按捺潜在手印，介质选择应注意选取不同材质以区别其效果，（在渗透性、

颜色、光滑度、吸附性等方面有所差异）。 

9.使用毛刷或磁性刷蘸取对应的粉末来在遗留有潜在手印的部位往复刷现，直至出现清晰可见

的手印纹线。 

10.使用照相或胶带提取方法将刷显的手印纹线加以固定。 

11.撰写规范完整的实验报告。 

实验要求：熟悉不同类型潜在手印的各自特点；研究粉末法刷显潜在手印的原理和适用条件；

掌握正确刷显不同种类潜在手印的方法和操作。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司法鉴定的对象和任务（概念、对象、种类、任务） 2  

2 司法鉴定的科学基础（客体及基本属性） 2  

3 司法鉴定的科学基础（同一认定和种属认定） 2  

4 鉴定人和鉴定机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 2  

5 
司法鉴定的程序（鉴定资料的收集、提取、固定与保全，鉴定的提

请、决定、委托、指聘） 
2  

6 
司法鉴定的程序（鉴定的受理，实施步骤和方法，鉴定文书，补充

鉴定、重新鉴定、共同鉴定。） 
2  

7 痕迹鉴定（痕迹的种类和作用） 2  

8 痕迹鉴定（手印、足迹） 2  

9 痕迹鉴定（工具、枪弹） 2  

10 物质成分鉴定（对象、特点和一般方法） 2  

11 文书物证鉴定（笔迹、印章） 2  

12 文书物证鉴定（伪造、变造、打印、复印、文书做成时间） 2  

13 电子证据鉴定（电子证据、录像资料、声纹） 2  

14 三面捺印法按捺手印及特征标示 2  

15 粉末法刷显手印 2  

16 随堂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证据调查学。 

后续课程：法务会计学、司法精神病学、法医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司法鉴定的基本原理和概念、司法鉴定的认识论基础、司法鉴定的程序、司法鉴定意见

的适用。 

难点：同一认定原理、种属认定原理、洛卡德物质交换原理、司法鉴定的对象、司法鉴定的特

征反映体。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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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讲授法。 

2.讨论法。 

3.演示法。 

4.练习法。 

5.实验法。 

教学手段： 

1.课件展示。 

2.视频播放、讲解。 

3.实物演示。 

4.情景模拟。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侦查学实验中心系列实验室， 

各种痕迹发现、显现、提取、固定、储存所用的设备和耗材。包括各种光学显微镜、马蹄镜、

数码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翻拍架、照相机、摄像镜头、指纹粉末、毛刷、磁性刷、502胶水、

静电吸附薄膜、印章印油、石膏粉、文检仪、薄层色谱仪、生物试剂、多波段光源、常用工具等。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分别计划安排，拟通过网络学习等形式灵活开展，不受控于固定的时

间和地点。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性考试、注重全过程考核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

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20%；期末考

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或思考题。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课程自身定位，拟自主编写出版《司法鉴定学概论》理论教学教材；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相应实验操作指导书。当前可暂选择成型的教材选择性地应

用于课堂教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霍宪丹等编著《司法鉴定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 10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李文等编著《司法物证鉴定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 05月第 1版。 

2. 郭金霞著《鉴定结论适用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年 04        

月版。 

3.郭金霞著《司法鉴定质量控制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 10月版。 

4.李学军等编著《新编物证技术学》，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 01月第 1版。 

5.王进喜等译《美国法庭科学的加强之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12月版。 

6.李学军等著《物证鉴定意见的质证路径和方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05 月

版。 

7.李学军著《物证论：从物证技术学层面及诉讼法学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04月版。 

8.霍宪丹等编《让科技为正义说话：建立中国司法鉴定行业科技支撑体系研究》，中国科学技

术出版社 2013年 0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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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霍宪丹、杜志淳、郭华编《 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教材·司法部司法鉴定教育培训指定教材：

司法鉴定通论》（第 2版），法律出版社 2013年 02月版。 

10.杜志淳著《司法鉴定证据制度的中国模式》，法律出版社 2013年 08月版。 

执笔：杜春鹏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6月 20日 

 

公安工作概论 
Conspectus of Policing Science 

课程号：5040408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全校各专业的通识选修课程。 

通过《公安工作概论》课程的教学，学生在知识、素质和能力等方面应达到的目标是： 

⒈了解公安机关的形成与发展，明确公安机关的性质、宗旨、任务和职责； 

⒉了解治安管理的概念，明确治安管理的原则和任务，熟悉治安管理的手段； 

⒊了解各种公共场所的治安特点，熟悉各种公共场所治安管理的措施； 

⒋了解特种行业的概念及其管理范围和制度，熟悉公安机关对不同特种行业进行管理的具体方

法； 

⒌明确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范围和任务，熟悉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措施； 

⒍了解大型群体活动的审批程序和安全保卫措施； 

⒎了解治安案件的受理和立案程序，掌握治安案件的调查和处理方法； 

⒏熟悉和掌握巡逻勤务的特点和任务，了解巡逻的形式； 

⒐了解出入境管理的原则和任务，熟悉出入境管理的基本措施和方法； 

⒑明确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任务和体制，了解信息网络安全监察的方法； 

⒒了解交通管理的任务、范围和方法； 

⒓了解公安派出所的性质和任务。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人民公安机关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公安机关的形成与发展 

⑴中央特科 

⑵国家政治保卫局 

⑶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公安机关 

⑷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公安机关 

⑸建国后 17年，人民公安机关取得巨大成就 

⑹十年“动乱”使公安工作遭受严惩挫折 

⑺新时期公安事业在改革中创新发展 

⒉公安机关的性质 

⑴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 

⑵公安机关是我国的治安行政与刑事执法机关 

⑶公安机关是武装性质的强制机关 

⒊公安机关的宗旨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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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公安机关的宗旨 

⑵公安机关的任务 

⒋公安机关的职责 

⑶ 公安机关职责的特点 

⑵公安机关主要警种的具体职责 

学习目标： 

⒈了解公安机关的形成与发展。 

⒉明确公安机关的性质、宗旨、任务和职责。 

作业： 

⒈简述我国人民公安机关建立和发展概况。 

⒉试论我国人民公安机关的性质。 

⒊试论我国人民公安机关的任务和宗旨。 

⒋试论我国人民公安机关的主要警种及其职责。 

知识单元 2： 治安管理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治安管理的概念和任务 

 ⑴预防、发现和控制各种违法犯罪 

⑵查处治安案件、治安事故，处置治安事件 

⑶协助其他行政管理 

⑷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⒉治安管理的原则 

⑴依法管理的原则 

⑵属地管理的原则 

⑶专门机关管理与依靠群众相结合的原则 

⑷公开管理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原则 

⑸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⒊治安管理的手段 

⑴法律手段 

⑵行政管理手段 

⑶公安专业手段 

⑷教育改造手段 

⑸经济手段 

⑹技术手段 

学习目标： 

⒈了解治安管理的概念。 

⒉明确治安管理的原则和任务。 

⒊熟悉治安管理的手段。 

作业：  

⒈如何界定治安管理的概念？ 

⒉简述治安管理的任务。 

⒊进行治安管理应当遵循哪些原则？ 

⒋简述治安管理的手段。 

知识单元 3：公共场所治安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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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⒈公共交通场所管理 

⑴加强治安宣传教育 

⑵加强安全检查，严格查禁“三品” 

⑶适时整治突出的治安问题 

⒉公共娱乐场所管理 

⑴落实安全责任制，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治安培训 

⑵强化监督检查 

⑶加大打击力度，敢于碰硬 

⒊参观游览场所管理 

⑴按“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切实落实各项安全措施 

⑵抓好场所内的宣传教育，严格安全监督检查 

⑶加强巡逻值勤，及时提供救助和查处违法犯罪活动 

⑷运用技术手段，增强防范能力 

⒋商品交易场所管理 

⑴抓好防范机制建设 

⑵加强巡逻和场所的安全检查 

⑶专群结合，维护好市场内外秩序 

⑷严格执法，及时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⒌餐饮服务场所管理 

⑴加强内部管理，保证经营内容合法、健康 

⑵进行经常性的治安检查 

⑶抓住突出问题，及时清理整顿 

学习目标： 

⒈了解各种公共场所的概念及其治安特点。 

⒉明确各种公共场所治安管理的任务，熟悉各种公共场所治安管理的措施。 

作业：  

⒈简述公共交通场所的治安特点及其管理措施。 

⒉简述公共娱乐场所的治安特点及其管理措施。 

⒊简述参观游览场所的治安特点及其管理措施。 

⒋简述商品交易场所的治安特点及其管理措施。 

⒌简述餐饮服务场所的治安特点及其管理措施。 

知识单元 4：特种行业治安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特种行业管理概述 

⑴特种行业的概念 

⑵特种行业的管理范围 

⑶特种行业管理制度 

⒉旅馆业治安管理 

⑴惩治旅馆业中的违法犯罪活动 

⑵建立验证登记制度 

⑶发动和依靠旅馆职工维护好内部秩序 

⑷特行民警下管区旅馆检查 

⑸布建特情、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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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印章、印刷业治安管理 

⑴承接制作印章、印件批准制度 

⑵承接登记制度 

⑶保密制度 

⑷监销制度 

⑸情况报告制度 

⒋旧货业治安管理 

⑴典当、拍卖、信托寄卖业的治安管理制度 

⑵废旧金属收购业的治安管理制度 

学习目标： 

⒈了解特种行业的概念及其管理范围和制度。 

⒉熟悉公安机关对不同特种行业进行管理的具体方法。 

作业：  

⒈试述特种行业管理的范围。 

⒉特种行业管理的基本制度有哪些？ 

⒊不同特种行业管理的具体方法如何？ 

知识单元 5：危险物品治安管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危险物品的概念、特点 

⑴ 危险物品的概念 

⑵ 危险物品的特点 

⒉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范围、任务 

⑴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范围 

⑵危险物品管理的任务 

⒊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措施 

⑴枪支弹药和管制刀具的管理 

⑵易燃、易爆物品的管理 

⑶剧毒物品的管理 

⑷放射性物品的管理 

学习目标： 

⒈了解危险物品的概念、特点。 

⒉明确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范围和任务。 

⒊熟悉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措施。 

作业：  

⒈简述危险物品的概念和特点。 

⒉简述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范围和任务。 

⒊危险物品治安管理的具体措施有哪些？ 

知识单元 6：大型群体活动和集会游行示威治安管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大型群体活动管理 

⑴举办大型群体活动的审批 

⑵大型群体活动的安全保卫 

⒉集会、游行、示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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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集会、游行、示威的主管机关 

⑵集会、游行、示威的审批 

⑶集会、游行、示威的管理 

学习目标： 

⒈了解大型群体活动和集会、游行、示威的审批程序。 

⒉熟悉大型群体活动安全保卫措施和集会、游行、示威的管理方法。 

作业：  

⒈对大型群体活动的审批程序有何规定？ 

⒉大型群体活动的安全保卫措施有哪些？ 

⒊对集会、游行、示威的审批程序有何规定？ 

⒋对集会、游行、示威应当如何进行管理？ 

知识单元 7：治安案件的调查处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治安案件的构成和分类 

⑴治安案件的概念和构成 

⑵治安案件的分类 

⒉治安案件的管辖和受理、立案 

⑴治安案件的管辖 

⑵治安案件的受理 

⑶治安案件的立案 

⒊治安案件的调查 

⑴现场调查 

⑵追踪调查 

⑶摸底调查 

⑷秘密调查 

⑸治安询问 

⒋治安案件的处理 

⑴对行为人的处理 

⑵对与案件有关的物品的处理 

学习目标： 

⒈了解治安案件的构成和分类，以及治安案件的受理和立案程序。 

⒉掌握治安案件的调查和处理方法。 

作业：  

⒈治安案件的构成条件和种类有哪些？ 

⒉治安案件的管辖有何规定？ 

⒊试述治安案件的查破方法。 

知识单元 8：巡逻勤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巡逻勤务概述 

⑴人民警察巡逻体制的建立 

⑵人民警察巡逻体制建立的意义 

⑶建立人民警察巡逻体制的要求 

⒉人民警察巡逻执勤中的职责和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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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人民警察巡逻的职责 

⑵人民警察巡逻勤务的权限 

⒊人民警察巡逻勤务的特点、制度和方式 

⑴巡逻勤务的特点 

⑵巡逻勤务制度 

⑶巡逻勤务方式 

学习目标： 

⒈理解人民警察巡逻勤务体制建立、完善的意义。 

⒉熟悉和掌握巡逻勤务的特点和任务。 

⒊了解巡逻的形式。 

作业： 

⒈试述我国人民警察巡逻体制的建立、意义和要求。 

⒉巡警巡逻执勤中的职责和权限有哪些？ 

⒊巡警巡逻勤务的特点、制度和巡逻方式有哪些？ 

知识单元 9：出入境管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出入境管理的原则、任务和管理范围 

⑴入境管理的概念、特点 

⑵管理的原则和要求 

⑶出入境管理的任务 

⑷出入境管理的范围 

⒉外国人入出境管理 

⑴外国人入出境管理的对象 

⑵对外国人入出境管理的内容和方法 

⒊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 

⑴中国公民因私出境管理 

⑵中国公民入境的管理 

⑶中国公民出入境证件的管理 

学习目标： 

⒈了解出入境管理的原则、任务。 

⒉明确公安机关在出入境管理工作中的职责和权限。 

⒊熟悉出入境管理的基本措施和方法。 

作业： 

⒈何谓出入境管理？出入境管理的原则、任务是什么？ 

⒉外国人入出境管理的对象和范围如何？ 

⒊公安机关对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的内容和方法有哪些？ 

知识单元 10：信息网络安全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概念、任务和意义 

⑴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概念 

⑵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任务 

⑶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意义 

⒉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范围、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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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范围 

⑵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体制 

⒊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方法和职权 

⑴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方法 

⑵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职权 

学习目标： 

⒈明确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概念、任务和意义。 

⒉熟悉管理的范围和体制。 

⒊掌握信息网络安全监察的方法。 

⒋了解信息网络服务单位和用户的法律责任。 

作业：  

⒈试述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概念、任务和意义。 

⒉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范围和体制是怎样的？ 

⒊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方法和职权有哪些？ 

⒋信息网络服务的单位和用户的责任或处罚是怎样规定的？ 

知识单元 11：交通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交通管理的任务和范围 

⑴交通管理的概念、任务和意义  

⑵交通管理的范围 

⒉交通管理的方法 

⑴机动车辆管理 

⑵交通秩序管理 

⑶道路管理 

⒊交通违章的纠正和交通事故的查处 

⑴交通违章的分类和处理 

⑵交通事故的分类和查处 

学习目标：  

⒈了解交通管理的任务、范围和方法。 

⒉掌握纠正交通违章和调查处理交通事故的基本方法。 

作业：  

⒈交通管理的任务和范围有哪些？ 

⒉简述交通秩序管理的方法。 

⒊交通违章和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的基本方法有哪些？ 

知识单元 12：公安派出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公安派出所的性质和任务 

⑴公安派出所的概念和性质 

⑵公安派出所的任务 

⒉公安派出所的领导体制、机构设置和权限 

⑴公安派出所的领导体制 

⑵公安派出所的机构设置 

⑶公安派出所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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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公安派出所民警的职责 

⑴治安管理 

⑵户口、身份证管理 

⑶内勤管理工作 

⒋公安派出所的工作制度 

⑴勤务制度 

⑵会议制度 

⑶联系制度 

⑷请示报告制度 

⑸岗位责任制度 

⑹考核和奖励制度 

⑺档案资料、武器、装备保管制度 

⑻向人民群众和有关方面报告工作制度 

学习目标： 

⒈了解公安派出所的性质、任务、领导体制和机构设置。 

⒉熟悉公安派出所的工作范围、工作制度、职权和派出所民警的职责。 

作业：  

⒈公安派出所的性质、任务是什么？ 

⒉公安派出所的领导体制、机构设置及权限是什么？ 

⒊公安派出所治安民警、户籍民警、内勤民警的职责是什么？ 

⒋公安派出所有哪些工作制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人民公安机关概述 3  

2 治安管理的概念、任务和原则、治安管理的手段 3  

3 公共场所治安管理 3  

4 特种行业治安管理 3  

5 危险物品治安管理、大型群体活动治安管理 3  

6 集会游行示威治安管理、治安案件的调查处理 1 3  

7 治安案件的调查处理 2、巡逻勤务 3  

8 出入境管理、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概念、任务和意义 3  

9 
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的范围、体制和方法、交通管理的概念、任务和

意义 
3  

10 
交通管理的方法、交通违章的纠正和交通事故的查处、公安派出所

的性质和任务 
3  

11 公安派出所的领导体制、机构设置和权限、公安派出所的工作制度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公安机关的性质、宗旨与任务，治安管理的原则和手段，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特种行

业管理，治安案件的调查处理，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公安交通管理。 

难点：公安机关的性质、宗旨，治安管理中的公安专业手段，治安案件的调查，信息网络安全

管理的方法，交通事故的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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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⑴课堂讲授。 

⑵研讨互动。 

⑶问题式教学——教师提问，引导学生思考；学生提问，教师答疑解惑。 

教学手段： 

多媒体课件与板书相结合。 

4、课程自主学习课时 

16课时。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

堂检测情况；期末考查占 8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不指定教材，根据本教学大纲范围安排参考书阅读。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无 

（二）推荐参考书 

⒈石启飞主编：《公安工作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⒉公安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公安学概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 

⒊宋世杰、周雄文：《公安法学》，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0。 

⒋白景富：《公安业务知识》，群众出版社，2000。 

⒌张建良、王萍：《公安行政执法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⒍李海滨、李英娟：《公安执法疑难问题解析》，群众出版社，2003。 

⒎安政：《中国警察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 

⒏徐文星：《警政革新与警察裁量权之规范》，法律出版社，2010。 

⒐张玉卿：《公安机关警察权的界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⒑徐晓慧、王德章：《道路交通控制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 

⒒黄明：《公安派出所长手册》，群众出版社，2005。 

⒓（美）罗伯特、劳伦斯：《什么是警察：美国的经验》，群众出版社，2004。 

⒔（英）利什曼、诺夫迪、萨维奇：《警务工作核心问题》，群众出版社，2000。 

执笔：胡明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刑事诉讼法 
Criminal Procedure Law 

课程号：504040834  

一、课程教学目标： 
刑事诉讼法是由刑事司法学院刑事诉讼法研究所开设的一门法学专业必修课。为了明确本课程

的基本教学内容和要求，特编写本教学大纲。 



2951 

开设本课程的目的重点在于向法学专业的学生系统讲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内容，掌握我国

现有的法律规定，进而引发学生对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研究的兴趣，为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和程

序进行理论上的思考，结合司法实践展开实证式研究。 

本课程的内容是以研究我国刑事诉讼法典和司法解释中有关问题的规定为主线和重点，酌情介

绍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历史，并对其他国家（地区）的相关规定有所涉及，进行理论上的适当分析。 

在本教学大纲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制定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六部门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最高法解释》、最

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简称《最高检规则》，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

程序规定》简称《公安部规定》。  

本课程的总学时数为 72学时，其中讲授学时数 60学时，模拟法庭实践环节 4学时。第 9章至

第 11章、第 28至 30章主要自学，不含在学时设计范围内。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68学时 

知识单元 1：概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刑事诉讼 

    一、刑事诉讼的概念 
    （一）诉讼：是指原告对被告提出告诉，由裁判机关解决双方的争议。 
    （二）刑事诉讼：我国的刑事诉讼是指国家专门机关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
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追诉犯罪，解决被追诉人刑事责任的活动。 
    （三）我国的刑事诉讼有如下特征： 
    1、刑事诉讼由国家专门机关主持进行，是属于国家的司法活动。 
    2、刑事诉讼是公安司法机关行使国家刑罚权的活动。 
    3、刑事诉讼是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的活动。 
    4、刑事诉讼是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进行的活动。 
    二、刑事诉讼阶段 
刑事诉讼从开始到结束，是一个向前运动、逐步发展的过程。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按照一定顺

序进行的相互连接的一系列行为，可以划分为若干相对独立的单元，称为刑事诉讼阶段。 

我国的刑事诉讼（公诉案件）划分为；立案、侦查、起诉、第一审、第二审和执行等阶段，此

外还有死刑复核和审判监督两个特殊阶段。特殊阶段是指特定案件才适用的程序，如死刑复核程序

只适用于判处死刑的案件，审判监督程序只适用于已生效的裁判等。 

刑事诉讼阶段与各个具体的诉讼程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诉讼程序受诉讼阶段制约。在什么诉讼阶段便相应采用什么样的诉讼程序。例如在第一审阶段，

设立开庭前准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评议和宣判等具体审判程序。 

第二节    刑事诉讼法 

    一、刑事诉讼法的概念、性质 
    （一）概念：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的法律。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国家制定的规范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刑事诉讼的法律。 
    刑事诉讼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刑事诉讼法仅指刑事诉讼法典。广义的刑事诉讼法指一
切有关刑事诉讼的法律规范。刑事诉讼法的概念通常从广义上加以理解。 
    （二）刑事诉讼法的性质：按照法从不同角度的分类，它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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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程序法 
    2、公法 
    3、基本法 
    二、刑事诉讼法的渊源 
    刑事诉讼法的渊源是指刑事诉讼法律规范的存在形式。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渊源如下： 
    （一）宪法 
    （二）刑事诉讼法典 
    （三）有关法律规定 
    （四）司法解释 
    （五）行政法规 
    （六）地方性法规 
    （七）国际条约 
    三、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异同 
    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特殊性。由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
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所解决的实体内容不同，决定了它们的诉讼原则、制度、程序上有以下几点主要

的区别： 
    1．诉讼主体 
    2．诉讼原则 
    3．证据制度 
    4．强制措施 
    5．诉讼程序     

第三节    刑事诉讼法学 

    一、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对象 
    （一）刑事诉讼法律规范 
    （二）刑事诉讼实践 
    （三）刑事诉讼法理论 
    二、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方法 
    （一）辩证思维的方法 
    （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三）比较与借鉴的方法     

第四节    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念 

    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 
    二、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动态并重 
    三、控审分离、控辩平等 对抗和审判中立 
    四、追求诉讼效率 

第五节    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根据和任务 

    一、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 
    （一）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 
    （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 
    （三）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 
    二、刑事诉讼法的根据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条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清楚地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根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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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三、刑事诉讼法的任务 
    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即刑事诉讼法所要承担的实际职责，所要达到的具体要求。依据我国刑事诉
讼法第 2条规定： 
    （一）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
事追究 
    （二）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
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学习目标：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重点掌握诉讼、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的概念；明确刑事诉讼法

的性质、作用以及与相邻部门法的关系；理解刑事诉讼法的渊源和基本理念；了解刑事诉讼法学的

研究对象；理解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根据并牢记它的任务。     

作业： 

    诉讼、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的渊源 
    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 
    三大诉讼法的异同 
    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理念 
    刑事诉讼法的目的 
    刑事诉讼法的任务 
知识单元 2：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外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 

    一、外国刑事诉讼立法的沿革 
    1、上古、中世纪的刑事诉讼立法 
    2、近现代的刑事诉讼立法 
    二、外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沿革 
    刑事诉讼模式是不同刑事庭审方式的本质性特征所构成的相互区别的诉讼类型，按刑事诉讼历
史发展，刑事诉讼经历了如下的诉讼模式： 
    （一）早期的弹劾式诉讼 
    （二）传统的纠问式诉讼 

（三）近现代诉讼模式的形成和特征 
1、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2、对抗制诉讼模式     
    3、混合式诉讼模式 

混合式诉讼是在原有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大力吸收对抗制诉讼的积极因素的结果，它

以折衷模式试图结合职权主义诉讼和对抗制诉讼之长而避免其短，即强化对人权的保障，又注重发

现案件真实和提高效率，这种结合为许多国家刑事诉讼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供借鉴的典范。 

    三、外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沿革 
    （一）神示证据制度 
    （二）法定证据制度  
    （三）自由心证证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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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 

    一、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 
    中国古代法制历史悠久，影响深远，不但在时间上绵延了两三千年，而且在空间上也有广泛影
响，形成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 
    （一）中国古代刑事诉讼法的沿革 
    （二）中国古代的司法机构 
    （三）中国古代的起诉制度 
    （四）中国古代的审判制度 
    （五）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     
     二、清末的刑事诉讼法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古代法律近乎封闭式地发展的局面才被彻底打破。在这种情势下，
清朝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为顺应新的形势和收回治外法权，模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制开始了中

国法制的改革和发展。 
    清政府业经颁布的新型法律，民国成立之初均予以暂行援用。《刑事诉讼律》中关于事务管辖、
土地管辖、管辖指定与移转等规定得以在民国各审判衙门暂行实施。 
    三、中华民国的刑事诉讼法 
    中华民国分为三个时期 
    （一）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刑事诉讼法（1912年 1月——1912年 3月）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刑事诉讼法（1912——1928） 
    （三）国民党政府的刑事诉讼法（1927——1949）。 
    1949年以后，国民党政府的刑事诉讼法只在台湾得以继续实施，该法经过多次修改沿用至今。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诉讼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政权所从事的立法和司法活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的立
法和实践提供了一定经验。 
    1949年 10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国的法制建设和刑事诉讼立法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发展时期。刑事诉讼法的发展经历了以下阶段： 
    （一）建国初期颁布的有关单行法规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制定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正 
    为了较好地贯彻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1998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
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制定、下发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

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也分别制定、下发了关于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则、规定等，这些规范性文件对于协调公安、司法机关的执法活

动起到了积极作用。 
学习目标：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脉络，从历史进程反观新时期的变化，

重点掌握各历史阶段比较典型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制度、程序特点，学会分析和鉴别，尤其是对中

国刑事诉讼进程，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过程有清晰的观察，整体把握现今刑事诉讼法发展的趋势。 

作业： 

从外国刑事诉讼发展历史看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 

从中国刑事诉讼发展历史思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模式 

知识单元 3：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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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述 

    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是指依照法定职权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国家机关。在我国，包括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军队保卫部门、监狱和走私犯罪侦查部门。 
    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刑事诉讼中居于主导的地位。在刑事诉
讼中，这些机关分别行使侦查、检察、审判和执行职能，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

则，共同完成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任务，共同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

秩序。     

第二节    人民法院 

    一、人民法院的性质、任务和职责 
    二、人民法院的组织体系及领导体制 
    三、审判组织 
    （一）独任庭 
    （二）合议庭 
    （三）审判委员会 
    四、陪审制度 

第三节    人民检察院 

    一、人民检察院的性质、任务和职责 
    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体系及领导机制 
    三、检察委员会 
    四、人民监督员制度     

第四节    公安机关 

    一、公安机关的性质、任务和职责 
    二、公安机关的组织体系及领导机制 

第五节    其他专门机关 

    一、国家安全机关 
    二、军队保卫部门 
    三、监狱 
    四、缉私部门 
学习目标： 

本章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刑事诉讼法中关于专门机关的规定，准确把握我国刑事诉讼

中的专门机关有哪些，各自的性质，地位，职权，以及它们彼此的关系，在刑事诉讼中的分工。结

合我国司法改革的现状，适当延伸了解我国刑事诉讼中这些专门机关设置和职能需要进行怎样的改

革。     

作业： 

    1、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的设置与相互关系 
    2、陪审制度研究 
    3、人民监督员制度研究 
    4、审判委员会研究    
知识单元 4：诉讼参与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2956 

第一节    概述 

    一、概念：诉讼参与人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享有一定诉讼权利、负有一定诉讼义务的除国家专门
机关工作人员以外的人。没有诉讼参与人的参与，刑事诉讼活动就会变成一种单纯的国家职权活动，

而不再具有诉讼的性质，也不可能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 
    二、诉讼参与人的分类： 
    （一）当事人：是指与案件的结局有着直接利害关系，对刑事诉讼进程发挥着较大影响作用的
诉讼参与人，包括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 
    （二）其他诉讼参与人：是指除当事人之外，参与诉讼活动并在诉讼中享有一定诉讼权利、承
担一定诉讼义务的参与人，包括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 
    这两类诉讼参与人在诉讼地位、参与诉讼活动的范围和方式以及对刑事诉讼过程的影响程度等
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另有见证人、保证人、侦查阶段依法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辩护律师

（与其他阶段辩护律师的权利义务不尽相同）、专家辅助人等没有列入诉讼参与人的范围。 
    在本章中，着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诉讼地位、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作一介绍和
分析，还将对单位参与刑事诉讼的若干问题略作论述。对上述之外的诉讼参与人问题在其他有关章

节中分别予以论述。 

第二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一、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的区分 
    （一）各自的概念：“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对涉嫌犯罪而受到刑事追诉的人的两种称
谓。公诉案件，受刑事追诉者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以前，称为犯罪嫌疑人；在检察机关正式

向法院提起公诉以后，则称为被告人。自诉案件一旦起诉被追诉人即被称为被告人。 
    （二）区分的意义： 
    1、根据诉讼法的一般理论，提起正式的控诉是确定“被告人”的前提。 
    2、符合刑事诉讼的实际进程，也与其在诉讼中地位的变化相适应。 
    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 
    1．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拥有一系列诉讼权利的诉讼主体，居于当事人的地位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案件结局有着直接利害关系，他们居于被追诉者的地位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身还可以成为重要的证据来源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刑事诉讼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立了一系列诉讼权利。这些诉讼权利按其性质和作用的不
同，可分为防御性权利和救济性权利两种。防御性权利，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对抗追诉方的

指控、抵销其控诉效果所享有的诉讼权利。救济性权利，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国家专门机关

所作的对其不利的行为、决定或裁判，要求另一专门机关予以审查并作出改变或撤销的诉讼权利。 
    除了以上诉讼权利以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享有一系列程序保障。 
    刑事诉讼法在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系列诉讼权利的同时，也规定了一定诉讼义务。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全面履行，否则即可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或法律责任。     

第三节    被害人 

    一、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被害人是指其人身、财产及其他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本节所说的“被害人”专指在刑
事公诉案件中以个人身份承担部分控诉职能的诉讼参与人。 
    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刑事被害人以独立的诉讼当事人地位。 
    二、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害人除了享有一些为其他当事人所共有的诉讼权利外，也享有一些
特有的诉讼权利并在享有上述诉讼权利同时，还须在诉讼过程中承担一些法定的诉讼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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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其他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 

    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还包括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被告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包括法
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坚定人、翻译人员。 
    具体的内容相见教材和相关章节，本节不再展开。 

第五节    单位参与人 

    诉讼参与人在一般情况下是由自然人充当的，但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单位也可以直接成为刑事
诉讼的参与人。就单位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方式问题，本节作一简要

论述。 
    一、单位犯罪嫌疑人、单位被告人 
    （一）单位能否成为独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二）单位嫌疑人、被告人参加刑事诉讼的方式 
    （三）单位诉讼代表人的诉讼地位 
    二、单位被害人 
    单位不仅可能成为公安司法机关追诉、审判的对象，而且可能成为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
但是，单位能否作为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参加刑事诉讼的问题，理论界有所争论。 
    （一）单位被害人的诉讼主体资格 
    （二）单位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方式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诉讼参与人的规定，思考现实的诉讼中是否

有参加刑事诉讼却没有给与规范的人员，应该如何加以规范；正确认识不同的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

的不同诉讼地位以及权利和义务，尝试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议。     

作业：复习与思考 

    1、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 
    2、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参与人 
    3、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诉讼地位的不同 
    4、刑事诉讼中单位参与人的特点 
知识单元 5：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性质和功能 
    （一）概念：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指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或主要诉
讼阶段，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诉讼参与人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二）特点： 
    1．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往往包含着丰富的诉讼原理，体现了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规律 
    2．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是由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法律原则 
    3．刑事诉讼基本原则一般贯穿于刑事诉讼全过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4．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具有法律约束力 
    （三）意义： 
    1、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可以促进刑事诉讼立法的科学化 
    2、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指导着刑事诉讼活动的开展 
    二、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原则 
    （一）国家追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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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控审分离原则 
    （三）无罪推定原则 
    （四）公正审判原则 
    （五）禁止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六）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注意二者的异同） 
    三、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体系 
    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是在批判和取代纠问式诉讼制度的基础上逐步确立和发展起来的，但
又与纠问式诉讼明显不同，它确立了一系列新的诉讼原则，如无罪推定、禁止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

不告不理、直接和言词审理、审判集中、审判公开、一事不再理等，并使其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基本

原则体系。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章规定了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些原则互
相联系、相辅相成，任何一项原则的实现均以其他原则的正确执行为前提，破坏其中一项原则，其

他原则的贯彻实施也会受到影响。 
    《刑事诉讼法》第一章规定的其他一些内容，如两审终审、人民陪审员陪审、司法协助等，不
符合基本原则的特征，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因此不纳入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体系，这些内容将

在教材有关章节中加以论述。     

第二节    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由专门机关依法行使 

    《刑事诉讼法》第三条规定并确立了这项原则，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公、检、法三机关有权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
这些权力 
    二、公、检、法三机关依照法律行使职权，必须遵守法定的程序 
    三、公、检、法三机关分别行使各自的职权，不能混淆或相互取代     

第三节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依据《宪法》第 126条、第 131条和《刑事诉讼法》第 5条及《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
院组织法》的规定确立这项原则，它的基本内容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审判权和检察权由人

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这一原则，包含着两项联系密切的内容：一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二是人民检察院独立
行使检察权。 
    要实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还要处理好以下几方面关系： 
    一、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关系 
    二、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与国家权力机关监督的关系 
    三、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与社会和人民群众监督的关系 

第四节    依靠群众 

    《刑事诉讼法》第 6 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依靠群
众。”依靠群众原则是群众路线在刑事诉讼中的体现，是我国刑事诉讼的特点之一。 
    《刑事诉讼法》第 43条规定：“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
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以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贯彻依靠群众原则，必须正确处理国家专门机关工作与依靠群众的关系。另一方面，必须注重
依靠群众与专门机关相结合 

第五节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刑事诉讼法》第 6 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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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这项原则充分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根本要求和客观规律，是实事求

是思想路线和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集中体现。 
    以事实为根据，就是指重证据，重调查研究。 
    以法律为准绳，就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应该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以法律为尺度来衡量案件
的具体事实和情节，按照法律的规定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 

第六节    对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刑事诉讼法》第 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诉讼，对于一切公民在适
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这一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指我国刑事诉讼法对

于全体公民同等适用，不存在任何例外，也不准搞任何特权或歧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平等，是指公民法律地位的平等，而不是其权利、义务的完全对等。在刑事诉讼中，由于公民
所处的诉讼地位不同，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和承担的诉讼义务有所不同。坚持这项原则，是为了使当

事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各项权益得到有力的法律保障，特别是对被告人，往往更能体现法律的理念。 

第七节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刑事诉讼法》第 7 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分工负责，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分别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职权，
各负其责、各尽其职，不可混淆也不可代替。 
    互相配合，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应当通力合作、协调一致，共同完成刑事诉
讼的任务。 
    互相制约，是指公、检、法三机关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的基础上，不仅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
而且对其他机关发生的错误和偏差予以纠正，对重要的刑事诉讼活动或措施，由其他机关予以把关，

以达到互相牵制、互相约束的目的，防止权力的滥用导致司法腐败。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整体，三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任何一
项均不可偏废。 
    这一原则是刑事诉讼各机关处理相互关系的一项基本准则，同刑事诉讼的客观规律相适应，体
现出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体现在一系列的制度、程序之中，贯穿刑事诉讼法的全过

程，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第八节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刑事诉讼法》第 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是国家

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不仅负责对刑事案件的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

的侦查和提起公诉，是办案的专门机关，而且对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对刑事诉讼专门机关及诉讼参

与人的诉讼活动进行监督，是刑事诉讼的监督机关。 

    刑事诉讼法将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规定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具有重大的
意义。一方面它为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和公安机关依法行使侦查权提供了一种制约和监督，从

而为刑事案件的正确处理、审判提供了进一步的保障：另一方面又为纠正可能出现的冤假错案提供

了一种途径，从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提供了更完善的机制。 
    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主要体现。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必须依法进行。 
    要处理好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与履行其他检察职权的区别。 

第九节    各民族公民有权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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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诉讼法》第 9 条规定：“各民族公民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诉讼参与人，应当为他们翻译。在少

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应当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审讯，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

书、布告和其他文件。”这一原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1.各民族公民，无论当事人，还是辩
护人、证人、鉴定人，都有权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陈述、辩论，有权使用本民族文字书写有关诉

讼文书；2．公、检、法机关在少数民族聚居或多民族杂居的地区，要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侦查、
起诉和审判，用当地通用的文字发布判决书、公告、布告和其他文件；3．如果诉讼参与人不通晓
当地的语言文字，公、检、法机关有义务为其指派或聘请翻译人员进行翻译。 

第十节    审判公开 

    一、含义：审判公开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和宣告判决都必须公开进行，既要允许公民到法庭
旁听，又要允许记者采访和报道。这一原则在《宪法》第 125条、《刑事诉讼法》第 11条中具有明
确规定。 
    二、不公开审理的情形：审判公开原则有例外情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83条、第 274条
相关规定，下列案件不公开审理： 
    （一）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 
    （二）有关个人隐私的案件 
    （三）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 
    （四）涉及商业秘密的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 
    此外，在有关“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范围内审理的案件，被告人以信息安全为由申请不公
开审理，人民检察院、辩护人没有异议的，经审理法院院长批准，可以不公开审理。 
    三、审判公开原则的意义： 
    （一）法院通过审判公开，将审判过程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增加诉讼的透明度，加强群众监督，
防止法院执法不公 
    （二）体现了诉讼的科学性，可以促使侦查、起诉、审判机关严格依法办案和保证诉讼质量，
防止片面性，客观公正地查明案件情况，正确地适用刑法。 
    （三）也是法制宣传和教育的有效途径     

第十一节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 

    一、含义：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针对控诉一方的指控而进行的论证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减轻或免除罪责的反驳和辩解，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诉讼行为。犯罪嫌

疑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是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原则。 
    二、意义： 
    （一）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充分参与刑事诉讼活动，有效地对抗刑事追诉活动，并最终影
响法院的司法裁判 
    （二）确保专门机关严格依法进行诉讼活动，避免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由和权益受到无
理的限制和剥夺 
    （三）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社会公众对国家专门机关的诉讼活动保持最大限度的信任
和尊重 

第十二节    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有罪 

    一、含义：《刑事诉讼法》第 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 
    二、意义： 
    （一）确定被告人有罪的权力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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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民法院确定任何人有罪，必须依法判决     

第十三节    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刑事诉讼法》第 14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
有的诉讼权利。诉讼参与人对于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和侦查人员侵犯公民的诉讼权利和人身悔辱的

行为，有权提出控告。” 
    原则的含义是：1．公安司法机关不得以任何方式剥夺诉讼参与人所享有的法定权利，并且有
义务保障诉讼参与人充分行使其诉讼权利；对于刑事诉讼中妨碍诉讼参与人行使诉讼权力的行为，

有责任采取措施予以制止。2．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有权使用法律手段维护自
己的诉讼权利，例如控告或者请求公安司法机关予以制止侵害。 

第十四节    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依照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是指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15 条规定的情形，不追究刑事
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事实上没有实施犯罪和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亦应不追究刑事责
任。     

第十五节    追究外国人刑事责任适用我国刑事诉讼法 

    《刑事诉讼法》第 16条规定：“对于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适用本法的规定。对于
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项原则明确了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外国人的效力，是刑事诉讼法适用范围的规则，体现了刑事诉讼中的国家主权原

则。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重点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各项基本原则的内容，并给予尽可

能的全面把握，理解它们的内涵，将其与国际通行的基本原则进行比较性研究，找出我国的特色，

进而也对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相关内容有所发现。     

作业： 

    1、刑事诉讼中的基本原则概念 
    2、我国刑事诉讼中基本原则的特色 
    3、国际通行的刑事诉讼原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4、无罪推定问题研究 
    5、司法独立问题研究 
    6、审判公开问题研究 
    7、不予追究刑事责任情形的规制及相关程序处理 
知识单元 6：管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管辖概述 

    一、管辖的概念 
    刑事诉讼中的管辖，是指国家专门机关依法在受理刑事案件方面的职权范围上的分工。我国刑
事诉讼法中的管辖，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等依照法律规定立案受理刑事案件以及

人民法院系统内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分工制度。 
    二、确定管辖的原则 
    （一）依法管辖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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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准确及时的原则 
    （三）便利诉讼的原则 
    （四）维护合法权益的原则 
    （五）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 
    三、管辖的意义与分类 
    （一）意义 
    1、可以使专门机关明确各自受理刑事案件的权限和职责， 
    2、便于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控告、检举犯罪 
    3、有助于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保证案件得到正确、及时的处理； 
    （二）分类 
    1、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各自直接受理刑事案件的职权范围； 
    2、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职权范围；     

第二节    立案管辖 

    刑事诉讼中的立案管辖，在诉讼理论上又称职能管辖或部门管辖，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和公安机关各自直接受理刑事案件的职权范围，也就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之间，在

直接受理刑事案件范围上的权限划分。 
    主要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第 18 条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规则》、公安部
《规定》和六机关《决定》对刑事案件的立案管辖都作出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一、公安机关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法律的除外规定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缉私部门、检察院侦查的案件 
    二、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 
    刑事诉讼法第 18条第 2款规定：“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

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

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

案侦查。” 
    三、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 
    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是指刑事案件不需要经过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不通过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而由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起的诉讼直接立案和审判。这类刑事案件，

在刑事诉讼中称为自诉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04条规定，自诉案件包括下列三类案件： 
    （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这类案件，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
院应当依法受理，对其中证据不足、可由公安机关受理的，或者认为对被告人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

刑以上刑罚的，应当告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被害人向公安机关

控告的，公安机关应当受理； 
    （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
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已经作出书面决定）。 
    （四）被害人依据刑事诉讼法第 176条提起自诉而不在刑事诉讼法第 204条第（3）项规定范
围内的案件。 
    四、关于执行立案管辖的几个问题 
    刑事诉讼过程中出现管辖方面的交叉或者冲突是可能的，各专门机关之间不应“互争”或者“互
推”，而需要妥善处理： 
    （一）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互涉”情况，应妥善解决；其中一个机



2963 

关为主进行侦查时，其他机关予以配合。 
    （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属于自诉案件范围中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可以告知被害人
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发现属于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其他类型自诉案件，可以立案进行侦查，

然后在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随同公诉案件移送人民法院，有人民法院合并审理；侦查终结后不

提起公诉的，则直接移送人民法院处理。 
    （三）人民法院在审理自诉案件过程中，如果发现被告人还犯有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
罪行时，则应将新发现的罪行另案移送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处理。 
    （四）根据《六部门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可以在
其职责范围内并案处理： 
    1、一人犯数罪的； 
    2、共同犯罪的； 
    3、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还实施其他犯罪的； 
    4、多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犯罪存在关联，并案处理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的。     

第三节    审判管辖 

    刑事诉讼中的审判管辖，是指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职权范围，包括各级人民法院之
间、普通人民法院与专门人民法院之间，以及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上的权限

划分。从诉讼的角度讲，审判管辖所要解决的是某个刑事案件由哪个人民法院作为第一审进行审判

的问题。 
    根据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人民法院除设有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外，
设有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又分为：基层人民法院、中

级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与人民法院的设置相适应，刑事案件的审判管辖，分为级别管辖、地

区管辖、指定管辖和专门管辖。 
    一、级别管辖 
    级别管辖，是指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职权范围。级别管辖所解决的是各级人民
法院之间，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上的权限分工问题。 
    刑事诉讼法对各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作了明确的规定： 
    (一)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刑事诉讼法第 19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普通刑事案件，但是依照本法由上级人民
法院管辖的除外。” 
    (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刑事诉讼法第 20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1、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
动案件；2、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普通刑事案件。 
    (三)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刑事诉讼法第 21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性
的重大刑事案件。” 
    (四)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刑事诉讼法第 22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是全国性的重大刑事案件。” 
    为了适应审判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某种特殊情况的需要，保证案件的正确、及时处理，级别管辖
还必须有一定的灵活性。为此，刑事诉讼法第 23条又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审
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下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

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审判。” 
    二、地区管辖 
    地区管辖，是指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上的权限划分。 
    (一)犯罪地法院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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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诉讼法第 24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
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犯罪地的概念：一般理解为包括犯罪预备地、犯罪行为实施地、犯罪结果地以及销赃地等。根
据《最高法解释》规定，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犯罪地”包括犯罪的行为发生地和结果发生地。针对

或者利用计算机网络实施的犯罪，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的网站服务器所在地，网络接入地，

网络建立者、管理者所在地，被侵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及其管理者所在地，被告人、被害人使用的

计算机信息系统所在地，以及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地。 
    (二)被告人居住地法院管辖 
    刑事案件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
辖。这是法律对地区管辖所作的一种辅助性的规定。 
    根据《最高法解释》规定，被告人的户籍地为其居住地。经常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经常
居住地为其居住地。经常居住地为被告人被追诉前以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但住院就医的除外。

被告单位登记的住所地为其居住地，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与登记的住所地不一致

的，主要营业地或者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其居住地。 
    (三)优先管辖和移送管辖 
    刑事诉讼法第 25条明确规定：“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
审判。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判。” 
    （四）特殊情况的管辖 
    《最高法解释》第 4条至第 14条对特殊情况的管辖予以特别规定。 
    三、指定管辖 
    刑事诉讼法第 26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也可以
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 
    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 19 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应当在开庭审判前将指定管
辖决定书分别送达被指定管辖的人民法院及其他有关的人民法院。第 22 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在
必要的时候，可以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管辖。 
    四、专门管辖 
    专门管辖是指专门人民法院之间，以及专门人民法院与普通人民法院之间对第一审刑事案件在
受理范围上的分工。解决的是哪些刑事案件应当由哪些专门人民法院审判的问题。刑事诉讼法第

27条规定：“专门人民法院案件的管辖另行规定。”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我国设立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其中受理刑事案件的专门人
民法院有军事法院、铁路运输法院。 
    五、管辖权异议 
    管辖权异议，是指当事人认为受诉法院对案件无管辖权而向法院提出的不服管辖的意见或者主
张。一般而言，管辖权异议属于当事人的重要诉讼权利之一，迄今，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此没有

明文规定，相应的，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有所规定。有关此一制度，可以研讨。

《最高法解释》第 184条在有关召开庭前会议的规定中指出，审判人员可以就“是否对案件管辖有
异议”向控辩双方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是否意味着我国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具有了管辖异议权？如

果存在，包含哪些内容，其他阶段是否也应有相应规定，值得思考。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明确管辖的概念、意义、规范原则，把握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

管辖的种类、划分根据，探讨目前法律规定的不足，尝试进行必要的实证性研究，例如到实际部门

做一些调查，提出修改完善的建议。     

作业： 

    1、刑事自诉案件问题研究 
    2、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刑事案件范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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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刑事审判级别管辖研究 
    4、刑事审判地域管辖研究 
    5、管辖异议制度研究 
知识单元 7：回避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回避的概念和意义 

    一、回避的概念 
    刑事诉讼中的回避，是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等，因与案件或案件的当事人具有某
种利害关系或其他特殊关系，可能影响刑事案件的公正处理，而不得参加对该案进行的诉讼活动的

一项诉讼制度。 
    二、回避的意义 
    （一）确保刑事案件得到客观公正的处理； 
    （二）确保当事人在刑事诉讼中受到公正的对待； 
    （三）确保法律制度和法律实施过程得到当事人和社会公正的普遍尊重。 

第二节    回避的人员范围、种类和理由     

    一、回避的人员范围 
    适用回避的人员包括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以及参加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的书记员、
翻译人员和鉴定人。其中，侦查人员包括公安机关负责人，侦查人员，参与侦查活动的记录人；检

察人员包括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成员、检察员和助理检察员；审判人员包括审判委员会

成员、合议庭组成人员及独任审判员。此外，司法警察亦应在此列。 
    二、回避的理由 
    回避的理由，是指法律明确规定的实施回避所必备的事实根据。 
    （一）《刑事诉讼法》第 28条对回避的理由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1、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是当事人的近亲属的。 
    2、本人或者他的近亲属和本案有利害关系的。 
    3、担任过本案证人、鉴定人、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的。 
    4、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 
    （二）《刑事诉讼法》第 29 条还规定：“审判人员、侦查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的
请客送礼，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违反前款规定

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三）《刑事诉讼法》第 228条规定：“原审人民法院对于发回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
合议庭，依照第一审程序进行审判。”第 245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
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 
    此外，又关回避的人员，随着我国法律程序规范的日益严格，与司法改革呼应，也和任职回避
要求等相协调，一系列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对此陆续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 
    三、回避的种类 
    （一）自行回避：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等在诉讼过程中遇有法定回避情形之一
时，主动要求退出案件办理的诉讼行为。 
    （二）申请回避：是指案件当事人及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依法提出申请，要求符
合法定回避情形的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等退出诉讼活动的诉讼行为。 
    （三）指令回避：是指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等有法定的回避情形而没有提出自行回
避，也没有被申请回避时，由法定的人员或者组织径行决定，责令其退出诉讼活动的诉讼行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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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行回避与申请回避的重要补充。 

第三节    回避的程序 

    一、回避权的告知 
    知晓自己的诉讼权利是当事人等行使权利的前提和基础，根据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原
则，在刑事诉讼的每一个阶段，公安司法人员都应当告知权利人享有的诉讼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

也在审判阶段则明确规定了法院的告知责任。 
    二、提出回避的申请 
    回避的人员范围包括各个诉讼阶段，因而回避的适用也就贯穿于刑事诉讼各个阶段。 
    提出回避，如果属于自行回避，《最高法解释》、《最高检规则》和《公安部规定》均明确规定
可以用口头或书面方式。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出有关人员回避申请的，书面或者口头方式均
可，并说明理由，但如果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9条规定提出的，应当提供有关证明材料。 
    三、回避的审查、决定和宣布 
    有关回避的申请提出后，均应予以审查。 
    《刑事诉讼法》第 30条第 1款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的回避，应当分别由院
长、检察长、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院长的回避，由本院审判委员会决定；检察长和公安机关负责

人的回避，由同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决定。”《刑事诉讼法》第 30条第 2款规定：“对侦查人员
的回避作出决定前，侦查人员不能停止对案件的侦查。” 
    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讨论回避问题时，分别由院长和检察长主持，院长、检察长本人涉及
回避时，由副院长、副检察长主持，院长、检察长本人不得参加。 
    有关回避的决定作出后，应当告知相关人员或者申请人，并向其宣布，而且要同时告知其享有
申请复议的权利。 
    有权对驳回申请回避决定进行复议的是原作出该决定的组织或个人。对于这种复议申请，当事
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只能提出一次。对于复议的最终结果，有关组织或个人应及时告知申请复议的当

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四、回避的效力 
    回避申请期间，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30条第 2款规定的侦查人员以外，有关人员即应当
停止案件办理，回避决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一切应当回避的人员均应当退出办案活动。 
    对于决定回避前已经进行的诉讼活动是否有效，应当进行必要的审查，根据《最高检规则》和
《公安部规定》，需要由有回避决定权的人员或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决定。应当回避的人员没有回避，

构成程序违法，第二审人民法院一经发现，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明确回避制度的概念及其理论基础、我国回避制度的具体内容。其

中重点掌握回避的概念和意义，回避的种类和理由，回避的人员范围和主要程序。在此基础上，可

以了解一些其他国家的相关情况。     

作业：  

    1、刑事回避适用人员范围研究 
    2、刑事回避适用情形研究 
    3、刑事回避适用程序问题研究     
知识单元 8：辩护与代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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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辩护制度概述 
    （一）辩护、辩护权和辩护制度 
    （二）辩护制度之历史发展 
    （三）辩护制度的理论基础 
    （四）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意义 
    二、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基本内容 
    （一）辩护的种类 
    1、自行辩护 
    2、委托辩护 
    3、指定辩护 
    （二）辩护人的范围 
    刑事诉讼法第 32 条和我国《律师法》以及《六部门规定》、《最高法解释》、《最高检规则》等
有关条款，对辩护人的范围作了全面的规定，下列人员可以担任辩护人： 
    （1）律师 
    （2）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 
    依据上述法律规定，下列人员不得担任辩护人： 
    （1）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处于缓刑、假释考验期间的人； 
    （2）依法被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人。 
    （3）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 
    （4）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的现职人员； 
    （5）人民陪审员； 
    （6）与本案审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 
    （5）外国人或者无国籍人。 
    但上述人员中的第（4）、（5）、（6）、（7）项，如果本人是被告人的监护人、近亲属，由被告人
委托担任辩护人的，可以允许。 
    此外，根据《律师法》第 41条、《最高法解释》、《最高检规则》的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
从人员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 2年以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辩护人；审判人员和人民法院其他工
作人员从人民法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法院所审理案件的辩护人，检察人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

后，不得担任原任职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辩护人，但作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近亲属

进行辩护的除外；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或者父母不得担任其任职法院所

审理案件的辩护人，检察人员的配偶、子女不得担任该检察人员所任职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辩护人。 
    （三）辩护人的责任 
    刑事诉讼法第 35 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
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

益。 
    （四）辩护人的诉讼地位 
    1、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履行辩护
职责； 
    2、其唯一诉讼职能在于辩护，是维护而没有其他职能，以区别于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
也具有保障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职责。 
    因而，辩护人的诉讼地位是独立的。 
    （五）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 
     1、辩护人的诉讼权利 
    （1）职务保障权（2）会见、通信权（3）阅卷权（4）获取证据权（5）依法提供辩护的权利



2968 

（6）其他权利 
     2、辩护人的诉讼义务 
    （1）认真履行职务义务（2）依法辩护义务（3）部分证据展示义务（4）保守秘密义务（5）
遵守诉讼纪律义务 

第二节    代理 

    一、刑事代理制度概述 
    （一）概念：刑事诉讼中的代理是指代理人接受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
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名

义参加诉讼，由被代理人承担代理行为的法律后 
    （二）意义： 
    1．可以为被代理人提供法律上的帮助； 
    2．可以代理那些不能亲自参加诉讼的被代理人等参加诉讼； 
    3．可以协助人民法院准确及时地查明案情，正确地处理案件。 
    二、刑事代理制度的种类 
    （一）公诉案件中的代理； 
    （二）自诉案件中的代理； 
    （三）附带民事诉讼中的代理。 

第三节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一）法律援助制度概述 
    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在司法制度运行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次上，对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因素而
难以通过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社会弱者，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

一项法律保障制度。它作为实现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在国家的司

法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自 2003年 9月 1日施行的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标志着我国系统的法律援助制度正式建立。
2012 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后，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颁
布了《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2013年 3月 1日起施行），共计 28条，专门针对刑事
诉讼中的法律援助问题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规定。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对法律援助参与申诉代理制度，以及刑事速裁和死刑复核等方面改

革措施进行了探索，我国法律援助法的立法工作已经取得重要进展，即将出台。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1．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 
    2．刑事法律援助的机构； 
    3．刑事法律援助的程序。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辩护制度、律师制度的概念以其简要的发展史。明确辩护制度

与律师制度的不同内涵、辩护制度内在的理论基础。重点掌握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

辩护权、辩护的种类、辩护人的范围和一案中可以承担工作的辩护人的数量，辩护人的责任，辩护

人的诉讼地位，辩护律师参加诉讼的意义。了解和掌握刑事代理制度的概念和意义，重点掌握我国

刑事代理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包括：自诉案件中的代理，公诉案件中被害人的代理以及附带民

事诉讼中当事人的代理。     

作业： 

    1、辩护人的责任 
    2、辩护人的地位与权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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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作用 
    4、刑事代理的意义 
    5、律师阅卷权研究 
    6、辩护人在庭前会议中的作用 
    7、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制度     
知识单元 9：证据 

    关于证据部分的说明：教材的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问题，鉴于课时
安排的原因，考虑到与在本门课程之后设立的《证据学》课程的有效衔接，我们在《刑事诉讼法》

课程的证据部分不做详细讲授，由学生自学，而后，希望同学们积极选修《证据学》，并且，我们

开设的证据学课程将不局限于刑事诉讼证据，它通常针对三大诉讼中的证据问题进行研究。 
    结合本门课程的学习，要求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证据的规定有必要了解，对其他章节
中的证据相关问题能够融会贯通。     
知识单元 10：强制措施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强制措施的概念和特点 
    （一）概念：我国刑事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
利进行，依法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各种强制性方法。 
    （二）特点： 
    1．有权适用强制措施的主体只能是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 
    2．强制措施适用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其他诉讼参与人和案外人，一律不得适用； 
    3．强制措施的内容是限制或者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而不包括对物的强制处
分和对隐私权的干预； 
    4．强制措施的性质是预防性措施，而不是惩戒性措施； 
    5．强制措施是一种法定措施，其适用必须依照刑事诉讼法行管法定程序； 
    6．强制措施是一种临时性措施，可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而予以变更或者解除。 
    二、强制措施同刑罚、行政处罚的区别 
    （一）强制措施同刑罚的区别 
    本质上不同，主要表现在： 
    1．性质不同 
    2．对象不同 
    3．法律根据不同 
    4．适用的机关不同 
    5．适用的时间不同 
    6．稳定程度不同 
    7．法律后果不同 
    （二）强制措施同行政处罚的区别 
    两者存在重大区别，主要区别如下： 
    1．性质不同 
    2．对象不同组织 
    3．法律依据不同 
    4．适用的机关不同 
    5．稳定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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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强制措施的体系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由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构成。这是一个由轻到
重、层次分明、结构合理、互相衔接的体系，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能够适应刑事诉讼的各

种不同情况。 
    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的体系，还有一个相关问题需要介绍：公民的扭送。它是法律
赋予公民同犯罪行为斗争的手段，也是公民配合公安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辅助方式，扭送的对

象最终是否应当采取强制措施和应当采用何种强制措施皆由专门机关依法决定，对于不需要采取

的，应当释放。 
    四、强制措施的适用原则和应当考虑的因素 
    (一) 合法性原则 
    (二) 必要性原则 
    (三) 相当性原则 
    (四) 变更性原则 
    适用强制措施除遵循上述原则之外，还应当考虑如下因素：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实施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存在妨碍刑事诉讼行为的可能性及其大小；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情况，是否存在适用的例外情况； 
    公安司法机关对案件事实的调查情况以及对证据的掌握情况。 
    五、强制措施的意义 
    （一）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 
    （二）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妨害诉讼的活动； 
    （三）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继续进行犯罪活动； 
    （四）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杀以及其他意外情况； 
    （五）可以震慑犯罪分子，鼓励群众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第二节    拘传 

    一、拘传的概念和意义 
    （一）拘传的概念、特点和意义 
    1、概念 
    2、拘传的特点 
    3、拘传的意义 
    （二）拘传同人民警察法规定的留置的区别 
    留置是《人民警察法》规定的公安机关为维护社会治安，在紧急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临时处置方
法。其目的是为了核查有关人员的身份，初步查明是否存在违法或犯罪事实。 
    拘传同留置在要求被拘传人或留置人交待问题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有重大区别，主要表现为： 
    1、性质不同； 
    2、有权适用的机关不同； 
    3、对象不同； 
    4、时间不同； 
    5、期限不同。 
    二、拘传的程序 

第三节    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取保候审的概念和种类 
    1、概念：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安司法机关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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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保证金，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64条至第 71条以及第 72条和第 79条对取保候审从不同方面进行了规
定。 
    2、种类： 
    （1）保证人保证方式 
    （2）保证金保证方式 
    对同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决定取保候审的，不得同时使用保证人保证和保证金保证。 
    二、取保候审的适用对象 
    取保候审除适用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65 条的规定情形下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考虑到刑事
诉讼的复杂情况，刑事诉讼法第 72条、第 79条以及《最高法解释》、《高检院规则》、《公安部规定》
等，又对一些特殊情况下的取保候审相关问题作了规定，也对不能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形作了明确规

定。 
    三、取保候审的程序 
    1．取保候审的申请 
    2．保证人和保证金 
    3．取保候审的决定 
    4．取保候审的执行 
    5．被取保候审的人在取保候审期间应当遵守的规定以及违反规定的处理 
    6、取保候审的期间及解除 

第四节   监视居住 

    一、监视居住的概念和性质 
    1、概念：监视居住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公安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的，命
令其不得擅自离开住处，无固定住处的不得擅自离开指定的居所，并对其活动予以监视和控制的一

种强制方法。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64条、第 72条至第 79条，《六部门规定》、《最高法解释》、《最高检规
则》、《公安部规定》等，共同对监视居住的相关问题作出规定。 
    从立法精神上看，监视居住属于逮捕的替代性措施，主要应适用于符合逮捕条件，但又具有法
律规定的特定情形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特殊情况下已经取保候审的人，符合法定条件也可

以适用。 
    二、监视居住的适用对象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72条第 1款规定，公安司法机关对于符合逮捕条件，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 
    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 
    2、怀孕或者正在哺乳紫荆婴儿的妇女； 
    3、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抚养人； 
    4、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更为适宜的； 
    5、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72条第 2款的规定，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 
     
    三、监视居住的适用程序 
    1．监视居住的决定 
    2．监视居住的执行 
    四、监视居住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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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73条第 1款的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
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进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

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制

定的居所执行。 
    固定住处，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的市、县内工作、生活的合法居所。
有关“有碍侦查”，《最高检规则》第 110 条规定，是指下列情形之一：1、可能毁灭］伪造证据，
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2、可能自杀或者逃跑的；3、可能导致同案犯逃避侦查的；4、在住处
执行监视居住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面临人身危险的；5、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或者其所在单位的人员
与犯罪有牵连的；6、可能对举报人、控告人及其他人员等实施打击报复的。 
    《刑事诉讼法》对于监视居住的执行场所规定得非常严格，一般情况下，不在住处执行的唯一
理由是没有固定住处，而不能以侦查的需要作为改变住处监视的理由。进而，对于三类特定案件需

要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也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获得批准，不得作扩张解释。 
    五、被监视居住的人应当遵守的规定及违反规定的处理 
    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75条、第 76条的规定执行。 
    六、监视居住的期限及解除 
    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77条规定执行。 
    为了加强对监视居住的监督，《最高检规则》专门规定了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指定居所监
视居住的定期必要性审查制度，并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要求变更监

视居住场所以及监视居住期限届满予以解除的救济程序。 

第五节    拘留 

    一、拘留的概念和特点 
    （一）概念：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的拘留，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遇
有紧急情况，依法临时剥夺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的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它区别于治安拘

留、司法拘留，亦称之为“刑事拘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69条、第 75条、第 90条、第 80条、第 81条、第 83条、第 84条、
第 89条、第 113条、第 163条、第 164条、第 165条，以及《六部门规定》、《最高检规则》、《公
安部规定》等，对拘留进行了全面规范。 
    （二）特点： 
    1、有权决定的机关通常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自侦案件中遇有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形可以
适用； 
    2、是侦查过程中在紧急情况下适用的一种处置办法； 
    3、属于一种临时性措施，不是惩罚。 
    二、拘留的条件 
    （一）拘留的对象是现行犯或者是重大嫌疑分子； 
    （二）具有刑事诉讼法第 80条（适用于公安机关）、第 163条规定（适用于检察院）的紧急情
形之一； 
    三、刑事拘留与其他拘留的区别 
    我国法律共规定有三种拘留：刑事拘留、行政拘留和司法拘留，应当注意区别，不得混淆，更
不得混用。 
    四、拘留的程序 
    （一）拘留的决定 
    1、一般情形 
    2、特殊情形（例如需要对人民代表、外国人等实施时） 
    （二）拘留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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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执行拘留的时候，必须向被拘留人出示《拘留证》 
    2、异地执行拘留应当通知被拘留人所在地的公安机关 
    3、执行拘留后，轻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 24小时。异地执行拘留的，
应当在到达管辖地后 24小时内将犯罪嫌疑人送看守所羁押。 
    4、执行拘留后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
形以外，应当在拘留后 24 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有碍侦查的情形消除后，应当立即通
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此外，根据《律师法》第 37 条规定，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因涉嫌犯罪被依
法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应当在拘留后 24 小时内通知该律师的家属、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以及所属
的律师协会。 
    5、执行拘留后的 24小时内，应当进行讯问，发现不应当拘留的，应当立即释放，并发给释放
证明。 
    6、公安机关决定拘留的案件，在执行拘留后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 3 日以内依法提请人民
检察院审查批准。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 1日至 4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
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 30日。 
    7、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 14日以内作出决定。
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 1日至 3日。对于不需要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
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第六节    逮捕 

    一、逮捕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逮捕，是指公安司法机关为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进
行妨碍刑事诉讼的行为、或者发生社会危险性，而依法剥夺其人身自由，予以羁押的一种强制措施。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78条、第 79条、第 81条、第 85条至第 98条，《六部门规定》、《最高法解
释》、《最高检规则》、《公安部规定》等，对逮捕作出了全面的规定。 
    （二）意义： 
    1、可以有效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串供、毁灭或者伪造证据； 
    2、可以有效防止自杀、逃跑或者继续犯罪； 
    3、有助于收集证据、查明案情、证实犯罪。 
    二、逮捕的权限 
    根据我国《宪法》第 37条和《刑事诉讼法》第 78条的规定，逮捕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的批准
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 
    逮捕的批准或者决定权与执行权是分离的，十分必要。有利于防止错捕，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
的互相监督。 
    三、逮捕的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79条的规定，逮捕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证据条件；二是罪责条件；
三是社会危险性条件。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四、逮捕的程序 
    （一）逮捕的批准、决定程序 
    1、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批准程序； 
    2、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的程序； 
    3、人民法院决定逮捕的程序； 
    4、对几种特殊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的审判程序。 
    （二）逮捕的执行程序 
    五、人民检察院对逮捕的监督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93条、第 94条、第 98条赋予了人民检察院对逮捕实行监督，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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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对逮捕后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成为一种制度，是一种法制进步。 
    六、逮捕等强制措施的变更、撤销、解除和救济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94条至第 97条和《最高法解释》、《最高检规则》的规定，对强制措施规定
了相应的变更、撤销、解除和救济程序。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强制措施的基本概念、性质、作用以其与刑罚方法和民事诉讼

强制措施的异同，明确每一种法定强制措施的概念和适用的条件、程序要求，变更和解除。 

作业：  

   1、强制措施体系研究 
    2、保释制度研究 
    3、如何防止超期羁押 
    4、取保候审制度的完善 
    5、监视居住制度的完善 
    6、刑事拘留相关问题研究 
    7、逮捕制度的完善     
知识单元 11：附带民事诉讼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和意义 

    一、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和特点 
    （一）概念：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
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而进行的诉讼活动。《刑事诉讼法》第 99条
至第 102条和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有关附带民事诉讼的内容。 
    （二）特点： 
    1、附带民事诉讼是特殊性质的民事诉讼，它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解决相关的民事赔偿问题； 
    2、附带民事诉讼解决中适用法律具有刑事和民事的复合性； 
    3、附带民事诉讼的进行以刑事案件的成立为前提。 
    二、附带民事诉讼的意义 
    1、有利于维护被害人的权益； 
    2、有利于全面打击和惩罚犯罪； 
    3、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全面、正确处理案件； 
    4、有利于保证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5、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效益。 

第二节    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条件 

    一、附带民事诉讼必须以刑事诉讼的成立为前提条件 
    二、原告人必须具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三、附带民事诉讼必须有明确的被告人和具体的诉讼请求 
    四、附带民事诉讼的诉因是刑事被告人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了物质损失 

第三节   附带民事诉讼的程序 

    一、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 
    （一）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期间 
    （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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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附带民事诉讼的保全和先予执行 
    （一）附带民事诉讼的保全 
    （二）附带民事诉讼的先予执行 

三、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 
（一）附带民事诉讼审判的一般原则 
（二）附带民事诉讼的具体审理程序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把握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了解它在刑事诉讼中的意义，重点掌握

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成立条件和审理程序。 

作业：复习与思考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范围问题研究 
    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研究 
    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处理程序研究 
知识单元 12：期间、送达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期间 

    一、期间概述 
    二、期间的计算     
    三、期间的恢复 
    四、法定期间     

第二节    送达 

一、送达的概念和意义 
二、送达的方式和程序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明确期间、送达的概念，法律意义，掌握法定期间的起算、计算，

不同诉讼阶段的法定期间，送达的方式和效力。 

作业：  

    1、刑事诉讼中规定期间的意义 
    2、期间与期日的区别 
    3、不同诉讼阶段的法定期间的起算、计算 
    4、诉讼期间恢复的概念和条件 
    5、送达的概念和方式 
知识单元 13：刑事诉讼的中止和终止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刑事诉讼的中止 

    一、刑事诉讼中止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刑事诉讼的中止，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由于发生某种情况或者出现某种障碍
影响诉讼的正常进行而将诉讼暂时停止，待有关情况或者障碍消失后，再恢复诉讼的制度。 
    （二）意义： 
    1、可以促使公安司法机关采取措施努力消除引起诉讼中止的原因，尽快恢复诉讼的进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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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打击犯罪；2、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集中力量办理其他案件，提高诉讼效率；3、可以保证当事
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参加诉讼，保障其诉讼权利的行驶，提高办案质量。 
    二、刑事诉讼中止的条件和程序 
    依据诉讼阶段的不同，刑事诉讼的中止分为中止侦查、中止审查和中止审理，其条件和程序有
较大差别。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对中止作了必要完善，《最高法解释》和《最高检规则》也有进一
步细化。 

第二节    刑事诉讼的终止 

    一、刑事诉讼终止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刑事诉讼的终止，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因出现某种法定情形，致使诉讼不必
要或者不应当进行，从而结束诉讼的制度。 
    （二）意义：1、有利于维护法律的严肃性，节省司法资源；2、可以使又关当事人及时从诉讼
中解脱，免受诉累，保障其合法权益。 
    二、刑事诉讼终止的条件和程序 
    （一）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5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诉讼终止的条件如下： 
    1、必须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2、必须具有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定情形之一，才能终止诉讼。 
    需要指出的是，《刑事诉讼法》在特别程序中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
法所得得没收程序”，据此，如果是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死亡，属于没收程序适用对象的，公安司法机关应当继续进行诉讼活动，不得终止。 
    （二）程序 
我国的刑事诉讼终止有撤销案件、不起诉和终止审理或宣告无罪几种方式，所处的诉讼阶段不同，

采用的终止诉讼的方式及其程序有所不同。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刑事诉讼中的中止、终止的概念，理解它们在刑事诉讼中的作

用，重点掌握它们在诉讼中的不同“用途”和对诉讼结果的影响。 

作业：  

1、刑事诉讼的中止、终止的概念 

2、刑事诉讼的中止、终止的诉讼意义    

知识单元 14：立案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立案的概念 
    二、立案的任务 
    三、立案的意义 
    四、国外有关刑事诉讼开始的规定 

第二节   立案的材料来源和条件 

    一、立案的材料来源 
    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发现的或者有关单位、组织或个人向司法机关提交的有关犯罪事实
和犯罪嫌疑人情况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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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立案的条件 
    指刑事诉讼法第 110条规定的立案的理由和根据。具体包括： 
    （一）有犯罪事实 
    指有依照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发生，并且该犯罪事实的存在有一定的证据证明。这是立
案的首要条件。具体而言，“有犯罪事实”有以下两层含义： 
    1．需要立案追究的只能是依照刑法的规定构成犯罪的行为。 
    2．犯罪事实必须有相关的证据材料证明。 
    （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指依照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定应当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有犯罪事实，还不一定能够立案，具备
刑事诉讼法第 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即属于不追究刑事责任，不应当立案 
    （三）符合管辖的规定 
    立案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条件。具体到某个刑事案件应由哪一个司法机关立案，还要符合刑
事诉讼有关管辖的规定。 

第三节    立案的程序 

    一、立案材料的接受 
    报案、控告、举报、自首材料是刑事案件立案材料的最主要来源，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
民法院必须予以妥善处理，为以后的刑事诉讼活动作好准备。 
    二、对立案材料的审查和处理 
    审查和处理作出的原则性规定应依据刑事诉讼法第 110条规定，具体而言，各机关应按照有关
的司法解释或者规章执行。 
    三、对不立案决定的申请复议与检察监督 
    1、申请复议 
    刑事诉讼法第 110条规定，控告人如果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予立案的决定不
服，可以申请复议。法律赋予控告人申请复议权，一方面是为了有效保护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受

害人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是对司法机关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有效监督和制约。 
     2、检察监督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有权对整个

刑事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当然包括立案阶段。对于立案阶段的检察监督的具体落实，应当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 111条规定，以及《最高检规则》。 

对于人民检察院自行侦查的案件，根据《最高检规则》第 56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部

门或者公诉部门发现本院侦查部门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不报请立案侦查或者对不应当立案侦查

的案件进行立案侦查的，应当建议侦查部门报请立案侦查或者撤销案件，建议不被采纳的，应当报

请检察长决定。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学习本章应当首先掌握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立案程序的现状，包括立

案的材料来源和条件，注意立案条件与立案标准的不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立案与不立案的决定，

程序，对不立案决定的申请复议、复核及其监督，了解在这个领域中的学术探讨的焦点，例如存废

之争、强弱之争、价值分析、模式如何。 

作业：  

    1、刑事诉讼启动模式再思考 
    2、刑事立案程序存废之我见 
    3、刑事立案程序的改革和完善 
    4、刑事立案监督再思考 
    5、刑事立案标准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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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5：侦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侦查概述 

    一、侦查的概念 
    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
制性措施。 
    对概念的理解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侦查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个独立诉讼阶段；2、侦查只能有法定的侦查机关进行；3、侦查
的内容包括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4、侦查活动必须严格依法进行。 
    二、侦查组织体系与模式 
     (一)外国的侦查组织体系 
    （二）外国的侦查模式 
    （三）我国的侦查组织体系与模式 
    三、侦查的任务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阶段。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2条关于刑事诉讼任务的规定和
第 113条、第 114条关于侦查的一般规定，侦查的主要任务是： 
    1、收集证据，查明犯罪事实，查获犯罪嫌疑人 
    2、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犯罪嫌疑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
权利不受侵犯 
    3、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  
    四、侦查的意义 
    1、侦查是同犯罪作斗争的重要手段  
    2、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基础环节 
    3、侦查是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有力措施 

第二节  侦查行为 

    一、讯问犯罪嫌疑人 
    （一）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概念和意义 
    1、概念 
    2、意义 
    （二）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 
    1、讯问的人员及人数。刑事诉讼法第 116条规定。 
    2、讯问的时间、地点。刑事诉讼法第 116条和第 117条规定。 
    3、讯问前的准备。 
    4、讯问的步骤、方法。刑事诉讼法第 118条规定，应当重点理解。 
    5、讯问时录音、录像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 121条规定。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的，
应当对每一次讯问全程不间断进行，保证完整性，不得选择性地录制，不得剪接、删改。《六部门

规定》地 19条规定，侦查人员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的，应当在讯问笔录中注明。  
    6、讯问未成年和聋、哑等犯罪嫌疑人的特殊要求。《刑事诉讼法》第 119条和《公安部规定》
等对讯问未成年、聋、哑和不通晓当地语言文字的犯罪嫌疑人作了特殊要求，以保障其合法权益。  
    7、讯问笔录的制作。《刑事诉讼法》第 120条规定和《公安部规定》等。 
    询问证人、被害人 
    询问证人的概念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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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询问证人，是指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以言词方式，就案件有关情况向证人进行调查了
解的一种侦查活动。 
    意义：（1）可以查明案件有关情况；（2）可以查获犯罪嫌疑人；（3）可以核对证据。 
    （二）询问证人的程序：（1）询问的地点和人数；（2）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3）询问前的
准备；（4）询问真的步骤、方法；（5）询问笔录的制作。 
    （三）询问被害人的概念和程序 
    1、概念：询问被害人，是指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以言词方式，就被害人遭受侵害的事实和
犯罪嫌疑人的有关情况向被害人进行调查了解的一种侦查活动。 
    2、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25 条规定，询问被害人适用询问证人的程序，但是应该考
虑到被害人是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有其不同于一般证人证言的特点。首次询问时，应当告

知其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 
    三、勘验、检查 
    （一）勘验、检查的概念和意义 
    （二）现场勘查 
    （三）物品检验 
    （四）人身检查 
    （五）尸体检验 
    四、侦查实验 
    （一）侦查实验的概念和意义 
    （二）侦查实验的程序和要求 
    五、搜查 
    （一）搜查的概念和意义 
    （二）搜查的程序 
    （三）搜查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六、查封、扣押 
    （一）查封扣押的概念和意义 
    （二）查封、扣押的程序 
    七、查询、冻结 
    （一）查询、冻结的概念和意义 
    （二）查询、冻结的程序和相关应问题 
    八、鉴定 
    （一）鉴定的概念和意义 
    （二）鉴定人的条件和鉴定的范围 
    （三）鉴定的程序 
    九、辨认 
    （一）辨认的概念和意义 
    （二）辨认的程序和要求 
    十、特殊侦查措施 
    （一）特殊侦查措施的概念和意义 
    （二）技术侦查 
    （三）秘密侦查 
    （四）控制下交付 
    十一、通缉 
    （一）通缉的概念和意义 
    （二）通缉的对象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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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通缉的程序 

第三节    侦查终结 

    一、侦查终结的概念和程序 
    （一）概念：侦查终结，是指侦查机关通过一系列的侦查活动，认为案件事实已经查清，证据
确实、充分，足以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否犯罪和应否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而决定结束侦查，依法对案件

作出处理或者提出处理意见的一项诉讼活动 
    （二）程序： 
    1、制作侦查终结报告  
    2、侦查终结案件的处理  
    3、案卷材料的整理和立卷 
    二、侦查终结的条件和程序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60条规定，公安机关对于侦查终结的案件作出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决定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犯罪事实清楚  
    2、证据确实、充分  
    3、犯罪的性质和罪名认定正确  
    4、法律手续完备  
    5、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三、撤销案件的条件和程序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60条规定，在侦查过程中，发现不应对犯罪嫌疑人追究刑事责任的，
应当撤销案件。“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是指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缺乏犯罪构成要件，不构成犯罪、

本案不存在犯罪事实或者有《刑事诉讼法》第 15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 
    此外，在侦查过程中，发现犯罪嫌疑人不够刑事处罚需要行政处理的，经县级以上侦查机关批
准，对犯罪嫌疑人应依法予以行政处理或者移交其他有关部门处理。 

第四节    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 

    一、人民检察院行使侦查权的特别规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62条规定，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的所有规定均适用于人民检察院直接
受理的案件。其中不同的主要有如下特别规定： 
    1、对犯罪嫌疑人的拘留和讯问 
    刑事诉讼法第 16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中符合第 79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
情形（即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人民检察院作

出拘留犯罪嫌疑人的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
后的 24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并发给释放证明。 
    2、对犯罪嫌疑人的逮捕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6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案件中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
人民检察院作出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第 16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
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 14日以内作出决定；在特殊情况下，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 1日
至 3日；对不需要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对于需要继续侦查，并且符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
的，依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注意：检察院决定拘留的，最长期限为 17天。 
    二、人民检察院对侦查终结案件的处理及其程序 
    刑事诉讼法第 166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作出提起公诉、不起诉或者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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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案件的决定。” 具体程序是 ： 
    1、提出起诉意见并移送公诉部门审查  
    2、提出不起诉意见并移送公诉部门审查  
    3、提出撤销案件意见并报请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 
    根据《最高检规则》第 291条、第 292条、第 293条的规定，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撤销
案件的，应当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上级检察院同意的，下级检察院应当作出撤销案件决定，

并制作决定书；不同意的，应当执行上一级检察院的决定。上一级检察院审查期间，犯罪嫌疑人羁

押期限届满的，应当依法释放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根据《最高检规则》第 30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对犯罪嫌疑人没有

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或者逮捕措施的，侦查部门应当在立案后 2年以内提出移送审查起

诉、移送审查不起诉或者撤销案件的意见；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或者逮捕

措施的，侦查部门应当在解除或者撤销强制措施后 1年以内提出移送审查起诉、移送审查不起诉或

者撤销案件的意见。也就是说，检察院自侦的案件在侦查期限上，司法解释作出了规定。 

    根据《最高检规则》第 30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撤销案件以后，又
发现新的事实或者证据，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重新立案侦查。 

第五节    补充侦查 

    一、补充侦查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补充侦查，是指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定程序，在原有侦查工作的基础
上，就案件的部分事实、情节继续进行侦查的诉讼活动。 
    （二）意义：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保证办案质量。 
    二、不同诉讼阶段的补充侦查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补充侦查在程序上有以下三种： 
    （一）审查逮捕阶段的补充侦查刑事诉讼法第 88条规定 
    （二）审查起诉阶段的补充侦查刑事诉讼法第 171条规定 
     1、退回补充侦查：一个月内补充侦查完毕，以二次为限； 
    2、自行补充侦查：在审查起诉期限内完毕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71条规定，经过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认为证据不足，
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法庭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刑事诉讼法第 198条和第 199条的规定 
    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人民法院可以
延期审理；人民法院决定延期审理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 
    三、补充侦查的方式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补充侦查有以下二种方式： 
    （一）退回补充侦查 
    （二）自行补充侦查 
     对某一案件而言，人民检察院是退回补充侦查还是自行补充侦查，一般取决于未查明案件事
实的内容和性质。如果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有遗漏罪行、遗漏同案犯罪嫌疑人等情形的，

原则上应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如果只是次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则应尽可能自行补充侦查，

以节省办案时间，提高诉讼效率。 

第六节    侦查监督与救济 

    一、侦查监督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 
    （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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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侦查监督的内容 
主要参见《最高检规则》第 565条的规定，约计 20项。 

    三、侦查监督的程序 
    （一）对侦查违法行为的发现 
    （二）对侦查违法行为的处理 
    1、口头通知纠正 
    2、书面通知纠正  
    3、进行调查核实并依法处理 
    4、移送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侦查救济的概念与规定 
    1、概念：侦查救济，是指在侦查阶段，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利害关系人在自己的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求有关机关予以纠正或处理的一种事后性补救措施。 
    2、侦查救救的相关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 115条规定。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应当重点掌握侦查的法律定义，了解侦查的阶段划分及其各自的任

务，把握各种侦查行为的规则、程序和应当注意的问题，对侦查终结的条件和程序处理有正确的理

解，明确侦查羁押期限。 

作业：  

   1、侦诉（警检）关系研究 
    2、诱惑侦查问题 
    3、“侦审合一”之利弊 
    4、沉默权问题研究 
    5、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 
    6、何为非法取证 
    7、“欺骗”方法的界定 
    8、刑讯逼供的有效遏制途径 
知识单元 16：起诉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起诉概述 

    一、 起诉的概念及分类 
    （一） 概念 
    （二） 分类 
    二、起诉的任务和意义 
    （一）任务 
    （二）意义 

第二节    审查起诉 

    一、审查起诉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机关或侦查部门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受理后，依法
对侦查机关或侦查部门认定的犯罪事实和证据、犯罪性质以及适用的法律等进行审查核实，并作出

处理决定的一项诉讼活动。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67条规定：“凡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一律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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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意义： 
    1、是人民检察院实现法庭公诉职能的最基本的准备工作 
    2、对侦查工作成果进行质量检验和把关 
    3、通过审查起诉，保证了起诉的公正性和准确性 
    二、受理移送起诉的案件 
    受理是指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对公安机关和本院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经过初步
的程序性审查后的接受。 
    通过初步审查，根据案件不同情况作出处理 
    三、审查的内容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 168条和《最高检规则》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必须
查明： 
    1、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情况是否清楚；2、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3、案卷材料、证据是否
随案移送；4、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是否依法收集，有无应当排除非法证据的情形；5、有无遗漏
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6、是否有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7、有无附带民事诉讼，
对于国家、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是否需要由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8、采取的强制措施
是否适当，对于已经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有无继续羁押的必要；9、侦查活动是否合法；10、涉案
款物是否查封、扣押、冻结并妥善保管，清单是否齐备；对被害人合法财产的返还和对违禁品或者

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的处理是否妥当，移送的证明文件是否完备。 
    四、审查的步骤和方法 
    （一）审阅案卷材料 
    （二）讯问犯罪嫌疑人 
    （三）听取被害人意见 
    （四）听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五）补充侦查 
    需要指出，这一阶段，对于是否存在非法收集证据的问题应当尤为重视，根据《刑事诉讼法》
第 171条和《最高检规则》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法庭审理所必需的
证据材料；认为可能存在《刑事诉讼法》第 54 条规定的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可以要求
其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对于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

诉决定的依据。 
    五、审查的期限 
    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内作出决定，重大
复杂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两

次为限，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检察院后，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的案件，改变管辖的，从改变后的人民检察院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审查起诉期限。 
    六、审查后的处理 
    人民检察院对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提起公诉或者不起诉决定。 

第三节    提起公诉 

    一、提起公诉的概念和条件 
    刑事诉讼法第 172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
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提起公诉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 
    1.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 
    2.对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应当符合审判管辖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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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起诉书的制作和案件移送 
    人民检察院作出起诉决定后，应当制作起诉书。起诉书是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正式向人民法院
提出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重要司法文书，它是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提起公诉的书面依据，是人民

法院对被告人行使审判权的前提，同时也是法庭调查和辩论的基础。起诉书以及依照刑事诉讼法第

150条规定的其他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和级别送交法院。 
    三、公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提起 
    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208条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范围内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
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建议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 

第四节    不起诉 

    一、不起诉的概念 
    不起诉，是指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和自行侦查终结的案件进行审查
后，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符合起诉条件，而依法作出的不将犯罪嫌疑人提交人民法院进行审判、

追究刑事责任的一种处理决定。 
    二、不起诉的种类和适用条件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起诉种类可以分为三种，分别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 173 条和第
171条中，适用的条件各不相同： 
    （一）法定不起诉 
    又称绝对不起诉，是指刑事诉讼法第 173 条第 1款规定的不起诉。凡是具有刑事诉讼法第 15
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 
    除此以外，下述情形在法理上和实务中也应当不予起诉：1、行为依照刑法规定不构成犯罪的；
2、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没有实施犯罪的。 
    （二）酌定不起诉 
    又称相对不起诉，是指刑事诉讼法第 173条第 2款规定的不起诉。它的适用必须同时具备两个
条件：一是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二是犯罪行为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

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人民检察院对于起诉与否享有自由裁量权。 
    （三）证据不足不起诉 
    刑事诉讼法第 171条第 4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
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根据本条情形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如果发现新的证据符合

起诉条件时，应当提起公诉。 
    依据《最高检规则》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和需要追究
刑事责任的，属于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 
    （l）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缺乏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的； 
    （2）据以定罪的证据存在疑问，无法查证属实的； 
    （3）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不能合理排除的； 
    （4）根据证据得出的结论具有其他可能性、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 
    （5）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不符合逻辑和经验法则，得出的结论明显不符合常理的。 
    此类不起诉决定的作出，必须是案件经过补充侦查的。 
    三、不起诉的程序 
    （一）不起诉决定书的制作和送达 
    （二）被不起诉人和涉案财物的处理 
    （三）对不起诉决定的申诉、复议、复核、提起自诉 

第五节    提起自诉 

    一、自诉案件的概念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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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念 
    （二）范围 
    二、提起自诉的条件 
    自诉人提起自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否则将不被人民法院受理。 
    （一）案件属于刑事诉讼法第 204条确定的自诉案件范围。 
    （二）案件属于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三）自诉人享有自诉权，也即是说，自诉人主体资格合法。 
    （四）有明确的被告人、具体的诉讼请求和能证明被告人犯罪事实的证据。 
    （五）对于公诉转自诉案件，还应当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86条，第 145条规定的立案条件。 
    三、提起自诉的程序 
自诉人提起自诉时，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刑事自诉状；如果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还应当提交

刑事附带民事自诉状。为便于自诉人告诉，刑事诉讼法规定自诉人书写自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

头告诉，由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作出告诉笔录，向自诉人宣读；自诉人确认无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

章。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明确起诉的概念、任务和意义，掌握审查起诉的内容、方法和步骤，

重点掌握提起公诉的条件，不起诉的种类和条件，不起诉决定作出之后相应各方的权利，行使权利

的路径，法律效力，相应的法律文书应该会书写，注意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在这个阶段的不同，还

应当正确理解有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检察院应当遵循哪些条件和程序。 

作业：  

   1、暂缓起诉问题思考 
    2、辩诉交易问题研究 
    3、证据展示制度探讨 
    4、不起诉制度研究 
    5、提起自诉与提起公诉的不同 
    6、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相关问题研究 
知识单元 17：第一审程序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审判概述 

    一、审判的概念 
    刑事审判是指人民法院在控、辩双方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下，依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于
依法向其提出诉讼请求的刑事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的诉讼活动。 
    二、刑事审判的任务 
    刑事审判的任务在于使国家刑罚权，具体而言，主要包括： 
    （一）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利益 
    （二）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三）发挥法制教育作用，扩大办案效益 
    三、第一审程序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第一审程序，是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自诉人提
起自诉的案件进行初次审判时的程序。 
    （二）意义 

第二节 公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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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第一次审判时所必须
遵循的程序。其内容主要包括庭前审查、庭前准备、法庭审判、延期和中止审理、评议和宣判等诉

讼环节。 
    一、对公诉案件的审查 
    （一）审查的概念和任务 
    1、概念 
    2、任务 
    （二）审查的内容和方法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81条及《最高法解释》第 180条的规定，具体内容包括： 
    案件是否属于本院管辖；2、起诉书是否写明指控的被告人的身份、是否受过或者正在接受刑
事处罚，别采取强制措施的种类、羁押地点，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可能影响定

罪量刑的情节； 3、是否移送证明指控犯罪事实的证据材料，包括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批准决定和
所收集的证据材料；4、是否查封、扣押、冻结被告人的违法所得或者其他涉案财物，并附证明相
关财物依法应当追缴的证据材料；5、列明被害人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是否附有证人、鉴定
人名单；是否申请法庭通知证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并列明有关人员的姓名、性别、

年龄、职业、住址、联系方式；是否附有需要保护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名单；6、当事人已委
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或者已经接受法律援助的，是否列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姓名、住址、

联系方式；7、是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是否列明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姓
名、住址、联系方式，是否附有相关证据材料；8、侦查、审查起诉程序的各种法律手续和诉讼文
书是否齐全；9、有无《刑事诉讼法》第 15条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
形。 
    （三）审查后的处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对公诉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案件不同情况分
别处理：1、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并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自诉。2、不属
于本院管辖或者被告人不在案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3、不符合《最高法解释》第 180条第（二）
项至第（八）项规定之一，需要补充材料的，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在 3 日内补送。4、依照《刑事
诉讼法》第 195条第（三）项规定宣告被告人无罪后，人民检察院根据新的事实、证据重新起诉的，
应当依法受理。5、依照《最高法解释》第 242条规定裁定准许撤诉的案件，没有新的事实、证据，
重新起诉的，应当退回人民检察院。6、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15条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
情形的，应当裁定终止审理或者退回人民检察院。7、被告人身份不明，但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158条第 2款规定的，应当依法受理。 
    对公诉案件是否受理，应当在 7日内审查完毕。 
    二、开庭审判前的准备 
    人民法院决定对案件开庭审判后，为了保障法庭审判顺利有序地进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81条和《最高法解释》有关规定，在开庭审判前应当进行下列各项准备工作： 
    1．确定合议庭的组成人员或独任庭的审判员。 
    2．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于未委托辩护
人的被告人，告知其可以委托辩护人；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 34 条规定条件的，通知法律援助机
构为其指定律师提供辩护。同时，人民法院还要通知被告人、辩护人于开庭五日前提供出庭作证的

身份、住址、通讯处明确的证人、鉴定人名单及不出庭作证的证人、鉴定人名单和拟当庭宣读、出

示的证据复印件、照片。 
    3．将开庭的时间、地点在开庭三日以前通知人民检察院。 
    4．将传唤当事人和通知辩护人、法定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翻译
人员的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 
    5．公开审判的案件，在开庭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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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
证据排除等与审判有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根据《最高法解释》第 183条、第 183条的
规定，审判人员可以根据有关需要召开庭前会议。 
    三、法庭审判的阶段 
    （一）法庭审判的概念和特点 
    1、概念：法庭审判，是指人民法院的审判组织（合议庭或者独任庭）通过开庭的方式，在公
诉人、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见下，调查核实证据，查清案件事实，充分听取控辩双方对证

据、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意见，依法确定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否受到刑事处罚以及给

予何种处罚的诉讼活动。 
    2、主要特征： 
    （1）不断强化控、辩双方的举证和辩论 
    （2）仍然重视审判职能的主导作用，法院享有对案件事实、证据的调查核实权 
    （二）法庭审判的阶段 
    1、开庭 
    开庭是正式进行法庭审判前的准备阶段 
    2、法庭调查 
    法庭调查是在审判人员主持下，控、辩双方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当庭对案件事实和证
据进行审查、核实的诉讼活动 
    3、法庭辩论 
    法庭辩论的目的在于使控、辩双方有充分机会表明己方观点，充分阐述理由和根据，指经审判
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

辩论的内容包括全案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各种与案件有关的问题。 
      4、被告人最后陈述 
    被告人最后陈述是法律赋予被告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而且是法庭审判的一个独立阶段， 
    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可以在法庭辩论结束后当庭调解。不能达成协议的，可以同刑事部分一并判决。 
    5、评议和宣判 
    被告人最后陈述完毕后，审判长应当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法庭审判进入评议和宣判阶段。 
    （1）评议 
    评议是合议庭组成人员在已进行的法庭审理活动基础上，对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进行讨
论、分析、判断并依法对案件作出裁判的诉讼活动。 
    （2）宣判 
     宣判是人民法院将判决书的内容向当事人和社会公开宣告，使当事人和广大群众知道人民法
院对案件的处理决定。宣判分为当庭审判和定期宣判两种，案件不论是否公开审理，宣告判决，一

律公开进行。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在宣告第一审判决时，审判长往往口头告知被告人享有的上诉权，以及上诉
期限和上诉法院。 
    四、与法庭审判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法庭审判笔录 
    （二）法庭秩序 
    （三）延期审理 
    （四）中止审理 
    （五）公诉案件第一审程序的期限 
     五、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核准程序 
     参见《最高法解释》第 336条至第 340条规定。此类案件的审理期限参照适用《刑事诉讼法》
第 23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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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自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 

    自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是指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对自诉人起诉的案件进行第一次审判
的程序。自诉案件的第一审程序，总体上与公诉案件第一审程序基本相同，但由于自诉案件本身性

质上主要是侵害公民个人合法权益的轻微刑事案件，因而其第一审程序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刑事

诉讼法第 204条至第 207条对自诉案件的处理作了专节规定。其中，自诉案件的范围，提起自诉的
条件和程序，在第十七章起诉中已作了讲述，下面仅阐述自诉案件的受理和自诉案件审理时的一些

特点。 
    一、自诉案件的受理 
    自诉人提起自诉后，案件要经过人民法院审查，符合条件的才能受理和进行审判。  
    对自诉案件受理有以下几点需予以注意： 
    1、在我国，自诉案件的受理即自诉案件的立案，是由人民法院经过审查后依法作出，审查的
期限为人民法院收到自诉状或者口头告诉后 15 日以内。无论立案与否，人民法院都应当书面通知
自诉人或者代为告诉人。 
    2、对于已经立案，经审查缺乏罪证的自诉案件，如果自诉人提不出补充证据，应当说服自诉
人撤回起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自诉人经说服撤回起诉或者被驳回起诉后，又提出了新的足以证明

被告人有罪的证据，再次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3、如果自诉人明知有其他共同侵害人，但只对部分侵害人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并视为自诉人对其他侵害人放弃告诉权利。判决宣告后自诉人又对其他共同侵害人就同一事实提起

自诉的，人民法院不再受理。共同被害人中只有部分人告诉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他被害人参加

诉讼。被通知人接到通知后表示不参加诉讼或者不出庭的，即视为放弃告诉权利。第一审宣判后，

被通知人就同一事实提起自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当事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不受此限制。 
    4、被告人实施的两个以上的犯罪行为，分别属于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的，人民法院可以在审
理公诉案件时，对自诉案件一并审理。 
    二、自诉案件审理的特点 
    人民法院对于决定受理的自诉案件，应当开庭审判。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外，审判程序参照
公诉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进行。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04条至 207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自诉案件第一审程
序具有以下特征： 
    （1）对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起诉的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
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2）人民法院对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在查明事实、
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  
    （3）对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
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起诉。  
    （4）人民法院受理自诉案件后，对于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取得并提供有关证据而申请人民
法院调取证据，人民法院认为必要的，可以依法调取。 
    （5）在自诉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人下落不明的，应当中止审理。被告人归案后，应当恢复
审理，必要时，应当对被告人依法采取强制措施。自诉案件审理后，应当参照刑事诉讼法有关公诉

案件判决的规定作出判决。对于依法宣告无罪的案件，其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应当依法进行调解或者

一并作出判决。 
    （6）告诉才处理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在诉讼过程
中，可以对自诉人提起反诉。反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①反诉的对象必须是本案自诉人；②反诉的

内容必须是本案有关的行为；③反诉的案件必须是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人民检察院没有提起公诉，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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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简易程序 

    一、简易程序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简易程序，是指与普通程序相比较而言相对简化的程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指
基层人民法院在审理特定范围内案件时所采取的相对简单的程序。 
    （二）意义：重点在于保证案件质量和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提高诉讼效率和效
益，节省司法资源，实现繁简分流。 
    二、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04条及《最高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简易程序可以适用于下列案件： 
    （一）符合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二）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三） 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 
    （四）被告人对适用简易程序没有异议  
     上述条件同时具备。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99条及《最高法解释》第 290条规定，不符合条件的，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不能适用简易程序： 
    （一）刑事诉讼法第 170 条第（3）项规定的案件，即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
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

的案件； 
    1、被告人是盲、聋、哑人的；2、被告人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3、
有重大社会影响的；4、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适用简易程序有异议的；5、辩护
人作无罪辩护的；6、被告人认罪但经审查认为可能不构成犯罪的；7、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其
他情形。 
    三、简易审判程序的特点 
    简易程序作为对第一审普通程序的简化程序，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与普通程序相比，
具有以下特点： 
    （1）在适用程序上，简易程序设置在刑事诉讼法第一审程序中，因而简易程序只适用于第一
审程序，第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均不适用。 
    （2）在适用法院上，简易程序只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以上人民法院虽有第一审案件，
但不能适用简易程序。 
    （3）在审判组织上，适用简易程序时，可以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4）在适用案件上，简易程序只适用那些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定刑较轻、争议不大
的刑事案件。对那些案情复杂、重大、难以定刑的刑事案件则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否则，就会影响

到案件的处理质量，不能实现真正的诉讼效益。 
    （5）在控诉职能上，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  
    （6）在期间和送达方式上，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送达起诉书至开庭审判的时间，不受
刑事诉讼法第 182 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告
人和辩护人的限制；在开庭审判前，人民法院在通知有关诉讼参与人开庭的时间、地点时，可以用

简便方式进行，记录在卷即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人民法院应当在受理后 20 日以内审结，对可
能判处有期徒刑超过 3年的，可以延长至 1个半月。这比公诉案件的第一审普通程序期限要短，符
合诉讼效率的要求。 
    （7）在庭审程序上大为简化。 从保障被告人权益出发，被告人最后陈述这一庭审环节不能取
消。，  
    （8）在宣判形式上，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原则上一般应当采用当庭宣判形式，不采用定
期宣判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按照第



2990 

一审普通程序的规定重新审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用简易程序的

条件，能够实现立法初衷，因而发现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就不应当继续用简易程序审理。根据刑

事诉讼法和《最高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过程中，发现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应当决定中止审理，并按照公诉案件或者自诉案件的第一审普通程序重新审理。 
    （1）被告人的行为可能不构成犯罪的； 
    （2）被告人可能不负刑事责任的；应当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 
    （3）被告人当庭对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  
    （4）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5）不应当或者不宜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情形。 
    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应当从决定转为普通程序之日起计算。 
    判决、裁定和决定 
    判决、裁定和决定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据事实和法律对案
件的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作出的三种对诉讼参与人以及其他机构和个人具有约束力的处理决定。 
    一、判决 
    （一）判决的概念和种类 
    判决是人民法院通过审理、对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的处理决定  
    刑事判决分为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两种。 
    根据有无附带民事诉讼，判决还可以分为刑事判决和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两种。 
    （二）判决书的制作要求和内容 
    判决是人民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和执行国家法律的具体结果，具有权威性、强制性和严肃性、
稳定性。因此，判决书作为判决的书面表现形式，其制作是一项严肃且慎重的活动，必须严格按照

规定的格式和要求制作。  
    二、裁定 
    （一）裁定的概念和分类 
    1、概念：裁定是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和判决执行过程中，对程序性问题和部分实体问
题所作的决定。 
    2、与判决的区别：裁定与判决的法律性质和特点基本相同，但二者也有区别 。 
    3、分类：分类裁定可根据不同标准进行分类。 
    （二）裁定适用的范围和裁定书的制作 
    1、范围：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裁定适用于解决程序性问题，主要是指是否恢复诉讼期限、
中止审理、维持原判、撤销原判并发回重审、驳回公诉或自诉、核准死刑等。裁定适用于解决某些

实体性问题主要是指减刑、假释、撤销缓刑、减免罚金等。 
    2．裁定书的制作：裁定书是与判决书同等重要的法律文书，其制作要求、格式与判决书差不
多。但在内容上较判决书简单一些，因为裁定往往解决的问题比较单一，要么是一个专门的程序性

问题，要么是一个较为简单的实体性问题。若使用口头形式作出裁定的，必须记入审判笔录，其效

力与书面裁定效力相同。 
    三、决定 
    （一）决定的概念和分类 
    1、概念：决定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依法就有关诉讼程序问题
所作的一种处理。决定和判决、裁定不同之处在于是否涉及上诉、抗诉问题。一般情况下，决定一

经作出，立即发生效力，不能上诉或者抗诉。某些决定，如不起诉的决定、回避的决定，为保护当

事人的合法权益，纠正可能出现的错误，法律允许当事人或有关机关申请复议、复核。但判决、裁

定则是在法定期限内可以上诉、抗诉的。 
    2、分类：决定以其表现形式不同可分为口头决定和书面决定。书面决定应制作决定书，写明
处理结论及理由。口头决定应记入笔录，它与书面决定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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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决定的适用范围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决定主要适用于解决以下一些问题：是否回避的决定；立案或不立案

的决定；采取各种强制措施或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实施各种侦查行为的决定；撤销案件的决定；

延长侦查中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期间的决定；起诉或不起诉决定；开庭审判的决定；庭审中解决当事

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勘验的决定；延

期审更换决定；抗诉的决定；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决定等。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第一审程序、公诉案件、自诉案件、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评

议、宣判、判决、裁定等概念，明确第一审程序的任务和意义，掌握对公诉案件的审查、开庭审判

前的准备、法庭审判的阶段和内容，判决、裁定和决定的异同，自诉案件第一审程序的特点、简易

程序审判的特点、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程序等内容。 

作业：  

    1、诉讼模式的演进探究 
    2、抗辩式庭审是否适合我国 
    3、证人出庭问题研究 
    4、警察出庭作证问题研究 
    5、专家证人出庭的特点 
    6、法庭在“辩诉交易”下的功能和作为 
    7、“被告人认罪案件”审理程序研究 
    8、简易审判程序研究 
    9、自诉案件审判程序的特点 
    10、被害人在庭审中的诉讼权利 
    11、法庭的调查权范围 
    12、卷宗移送问题 
    13、被告人对庭审程序的选择权问题 
知识单元 18：第二审程序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两审终审制 
    两审终审制的概念 
    （二）两审终审制的特殊和例外情况 
    特殊情况： 
    一审之后，有上诉权的人或者有抗诉权的机关没有提出上书。抗诉，一审的裁判发生法律效力； 
    需要经过死刑复核程序的案件 
    2、例外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宣判后均立即生效 
    二、第二审程序的概念和特点 
    （一）概念 
    （二）特点 
    三、第二审程序的任务和意义 
    （一）任务 
    （二）意义 

第二节    第二审程序的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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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起第二审程序的主体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16条的规定，有权提起上诉的人员是：自诉人、被告人或者他们的法定代
理人，以及经被告人同意的辩护人、近亲属，还有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由于各

种上诉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刑事诉讼法对他们的上诉权限也作了不同的规定。 
    有权提出抗诉的机关是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于人民法院
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应当实行监督。对于被告人有利或不利的错误判决、裁定，人民检察院都应

当提起抗诉。 
    二、被害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 
    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虽然具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但是法律并未赋予其上诉的
权利，而是给予其请求抗诉的权利。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18条的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 5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对
此人民检察院应当立即对请求人的资格、请求的时间和理由进行审查，并自收到请求后 5日内作出
是否抗诉的决定，答复请求人。 
    三、上诉、抗诉的理由 
    刑事诉讼法对于提出上诉的理由没有规定任何限制，人民检察院只有在有充分的根据认定原判
决、裁定“确有错误”时，才能提出抗诉。在实践中，作为上诉或抗诉的理由，归纳起来有以下几

点： 
    1.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上有错误，或者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 
    2.判决、裁定在适用法律、定罪量刑上有错误； 
    3.违反诉讼程序，使当事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受到侵犯，可能影响判决、裁定的正确性。 
    在提出上诉状或抗诉后或者在二审法院审理过程中，仍可作补充阐述或提出新的根据和理由，
第二审法院不应加以限制。 
    四、上诉、抗诉的期限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19 条规定，“不服判决的上诉和抗诉的期限为十日，不服裁定的上诉
和抗诉的期限为五日，从接到判决书、裁定书的第二日起算”。 
    五、上诉、抗诉的方式和程序 
    （一）上诉的方式和程序：上诉既可以书状提出，也可以口头提出，用口头提出上诉的，人民
法院应制成笔录，由上诉人阅读或者向他宣读后，上诉人应当签名或者盖章。上诉人上诉可以通过

原审人民法院提出，也可以直接向第二审人民法院提出。 
    （二）提出抗诉的方式和程序：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确有
错误而决定抗诉时，必须制作抗诉书。抗诉书应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交，同时还应抄送上一级人民

检察院。 

第三节    第二审程序的审判 

    一、对上诉、抗诉案件的审查 
    第二审人民法院对第一审人民法院移送上诉、抗诉的案卷，应当审查是否包括下列内容：（1）
移送上(抗)诉案件函；（2）上诉状或者抗诉书；（3）第一审判决书或者裁定书的份数；（4）全部案
卷材料和证据，包括案件审结报告和其他应当移送的材料。如果上述材料齐备，第二审人民法院应

当收案；材料不齐备或不符合规定的，应当通知第一审人民法院及时补充。 
    二、全面审查原则 
    刑事诉讼法第 222 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就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
面审查，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共同犯罪的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上诉的，应当对全案进

行审查，一并处理。” 
    三、对第二审案件的审判方式和程序 
    刑事诉讼法第 223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下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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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

诉案件；（二）被告人被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三）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四）其他应当开庭

审理的案件。 
    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不开庭审理的，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的意见，” 
    该条款表明，我国第二审程序对审理方式作了不同的规定。 

 (一)开庭审理的方式 

    开庭审理，是指第二审人民法院在合议庭的主持下，由检察人员和诉讼参与人参加，通过法庭
调查和辩论、评议、宣判的方式审理案件。适用开庭审理的案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需要开庭审理

的上诉案件；另一类是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抗诉的案件。 
    第二审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程序，由于是在一审程序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刑事诉讼法第 231
条规定，除法律已有规定的以外，参照第一审程序的规定进行。 
     (二)调查讯问的审理方式 
    调查讯问的审理方式，就是指第二审人民法院的合议庭对上诉案件，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
在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后，可以不开庭审理即作出判决或裁定的审理方式。 
    采用调查讯问的审理方式，是开庭审理方式的必要补充，在保障质量的基础上提高了诉讼效率。 
    采用调查讯问的方式审理案件，也应当遵循法定的程序。 
    四、对第二审案件的处理 
    （一）对上诉、抗诉案件的处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25条至第 227条的规定，第二审法院对不服第一审判决的上诉、抗诉案件
进行审理后，应按下列情形分别作出处理： 
    1、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上诉或抗诉，维持原判。 
    2、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 
    3、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
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此类发回重审的案件，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

抗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4、发现第一审法院的审理有下列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撤销原判，
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1）违反公开审判的规定的；（2）违反回避制度的；（3）剥夺或者限
制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4）审判组织的组成不合法的；（5）其他违反
法律规定的事实上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 
    5．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经第二审人民法院审查后，认为应当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按
照刑事诉讼法第 225条的规定处理，即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
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认为原判决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

判或者发回重审。 
    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案件，按第一审程序进行审理，对其判决、裁定仍可上诉或抗诉；
发回重审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庭审理。 
    第二审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或者裁定，除需要经过死刑复核程序的案件外，均是终审的判决和
裁定，一经宣告即发生法律效力， 
     (二)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处理 
    关于第二审人民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处理，应当根据上诉、抗诉的具体情况进行区分，
并按照《最高法解释》予以处理。 
     (三)对自诉案件的处理 
    对一审法院判决后当事人不服提出上诉的刑事自诉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也可以在二审程序中
对诉讼的双方进行调解，当事人也可以自行和解。调解结案的，二审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原判决、

裁定视为自动撤销；当事人自行和解的，由二审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回自诉，并撤销原判决或者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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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于调解结案或者当事人自行和解的案件，如果被告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的，

应当立即予以解除。 
    在第二审程序中，当事人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另行起诉。在第二审附带民
事部分审理中，原审民事原告人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者原审民事被告人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

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新增加的诉讼请求或者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告知当事人

另行起诉。 
    五、第二审案件的审判期限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受理上诉、抗诉案件，应当在二月内审结。对于可能
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重大的犯罪

集团案件；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经省、自治区、

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决定，可以再延长二个月，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受理上诉、抗诉案件，

案件需要延长审理期限的，由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第二审人民法院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的

案件，原审人民法院从收到发回的案件之日起，计算审理期限。 

第四节    上诉不加刑原则 

    上诉不加刑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是指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只有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不得以任何理由加重被告
人刑罚的一项审判原则。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或自诉人提出上诉的案件除外。 
    （二）意义 
    1、有利于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上诉权 
    2、有利于维护上诉制度，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 
    3、有利于促使人民检察院履行审判监督职责 
    二、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 
    根据《最高法解释》第 325条至 328条的规定，对《刑事诉讼法》有更为具体的理解。 
    三、上诉不加刑原则适用问题的理论探讨 
    有关理解和具体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如下问题值得探讨： 
    （一）一审宣告缓刑的判决，被告人提出上诉，第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宣告缓刑不当，是否可以
裁定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实刑 
    （二）被告人上诉的案件，二审法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没有错误，只是认定罪名不当，必须依
法改判，重新确定罪名，二审改判的罪名能否重于原判的罪名 
    （三）原判为数罪并罚的被告人上诉的案件，二审法院可否在实际执行刑期不变的情况下，加
重数罪中某一罪或几个罪的刑罚 
    （四）共同犯罪的案件，只有部分被告人上诉的，二审法院可否对未上诉的被告人改判加刑 
    （五）对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决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
应当通过何种方式予以纠正；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是否妥当 
    （六）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和被告人同时提出上诉，二审法院是否可以对被告人加重刑罚 
    （七）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案件，如果是对被告有利的，第二审人民法
院审理后认为应当加重处罚，可否直接改判加重 
    第五节对查封、扣押、冻结财物的处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34条和相关司法解释等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于
查封、扣押、冻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应当妥善保管，以供核查。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挪用或者自行处理。 
    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由原审人民法院依
照生效的法律文书进行处理。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一律没收，上缴国库。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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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明确审级制度、两审终审制、第二审程序的概念和意义，重点掌握

提起上诉、抗诉的主体、程序，二审程序的审判原则和审理方式，与的一审程序的不同，二审死刑

案件开庭审判的要求、程序违反发挥重审的情形；透彻理解上诉不加刑原则。 

作业：  

   二审程序与一审程序的异同 
    二审开庭审的规定 
    上诉不加刑原则的理解与认识 
    全面审理原则是否要保留 
    二审程序中是否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规定 
知识单元 19：死刑复核程序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死刑复核程序的概念和意义 

    一、死刑复核程序的概念 
    死刑复核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复审核准所遵循的特别核准审判程序。 
    刑法第 48 条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死刑缓期执行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 
    刑事诉讼法第 199条规定：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006 年 10 月 3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对关于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将第
13条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这意味着死刑分别由最高法院和高级法院行使最终决定权的情形的结束，体现法制的统一性，
维护了程序的正义性。 
    二、死刑复核程序的意义 
    死刑复核程序既是一项特殊的审判程序，又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审判程序，同时还是使死刑判决
能够生效的交付执行的关键程序，其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 
    （一）确保死刑适用的正确性； 
    （二）贯彻少杀方针，防止死刑滥用； 
    （三）统一死刑适用的执法尺度。这是最具重要性的意义所在。 

第二节    死刑核准的权限 

    一、死刑核准权的概念 
    死刑核准权是指对死刑（含死缓）判决、裁定由哪一审判机关进行复核与批准的权限。死刑核
准权是死刑复核程序中最核心的问题，关系到设立这一程序的根本目的能否得以实现和能否使其在

严惩非杀不可的罪犯、防止错杀无辜和罚不当罪等方面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国家法律对死

刑判决的核准权限作了特别严格的规定——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二、死刑核准权的变化 
    死刑案件核准权限的归属，自建国至今，历时近半个多世纪，几经变化。反映了国家政治形势
和社会治安状况的变化，也重一个侧面见证着立法理念的进步，司法改革的进程，法制发展的脚步。

迄今，终于有了法制统一的局面。自 2007年 1月 1日起，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
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第三节    死刑复核的程序 

    一、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报请核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36条规定，具体的程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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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在上诉、抗
诉期满后 10 日以内报请高级人民法院复核。高级人民法院经复核同意判处死刑的，应当依法作出
裁定后 10 日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应当依照第二审程序提
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 
    2、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高级人
民法院终审裁定维持死刑判决的，应当再作出裁定后 10 日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
院经第二审程序不同意判处死刑而改判为死缓的，即为终审，进入执行程序。 
    3、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在上诉、抗
诉期满后 10日内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4、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应当执
行死刑的，由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的报请核准 
    刑事诉讼法第 237 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核
准。”所以，此类案件的程序是： 
    1、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应当
报请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应当裁定予以核准；如果认

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裁定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判（与二审程序不同，不可以直接查清事

实后改判），重新审判所作的判决、裁定，被告人可以提出上诉，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抗诉；如果

认为原判量刑过重的，高级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改判。 
    2、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被告人提出上诉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
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理，对于维持原判的，即为生效裁定，不需再行复核；其

他情形，应当依法改判或者发回重新审判。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改判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

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3、高级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应当作出核准或者不核准的决定，不能加重
被告人的刑罚，也不得以提高审级等方式加重被告人的刑罚。 
    4、高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案件，被告人不上诉，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是否进行复核。 
    三、报请复核、复核内容和复核后的处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38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缓期执
行的案件，应当由审判员三人组成合议庭进行。 
    有关报请复核、复核和对案件复核后的处理，应当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报送诉讼案卷材料和各种法律文书 
    （二）复核的内容和方式 
    1、全面审查案卷材料，必要时可以调查； 
    2、讯问被告人； 
    3、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4、制作复核审理报告； 
    （三）复核后的处理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39条规定和《最高法解释》第 350条至第 355条； 
    1、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予以核准； 
    2、原判决认定的某一具体事实或者引用的法律条款等存在瑕疵，但判处被告人死刑并无不当
的，可以在纠正后作出核准的判决、裁定； 
    3、原判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判； 

4、复核期间出现新的影响定罪量刑的事实、证据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发回重新审判； 

5、原判认定事实正确，但依法不应当判处死刑的，应当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新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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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6、原审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裁定不予核准，并撤销原判，发回重

新审判。 

此外，还有一些针对具体情形的处理，应当充分理解。 

    （四）进一步完善死刑复核程序的理论探讨 
    1、进一步诉讼化 
    2、检察院的监督作用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明确死刑复核程序的意义，了解核准权的“收放”演进和它的深层

原因，死刑复核程序的进行程序。了解和掌握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的复核程序。 

作业：  

    1、死刑复核程序的意义 
    2、死刑复核程序的设计 
    3、死刑复核程序是否应当更加诉讼化 
知识单元 20：审判监督程序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特点和意义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
或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依法提起并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的一项特别审判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与审判监督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 
    二、审判监督程序的特点 
    审判监督程序是刑事诉讼中的特殊审判程序，既不同于第二审程序，也不同于死刑复核程序，
而是具有自身特点的诉讼程序。 
    审判监督程序与第二审程序比较； 
    审判监督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相比； 
    之外，还具有如下特点： 
    1、从诉讼实质讲，审判监督程序是一种补救性程序，或称救济程序。 
    2、从诉讼进程讲，审判监督程序不是刑事诉讼的必经程序。 
    三、审判监督程序的意义 
    审判监督程序既是特殊程序，又是刑事审判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具体表现在： 
    （一）审判监督程序是使刑罚权得以正确行使的可靠保障； 
    （二）审判监督程序有利于实现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 
    （三）审判监督程序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四、有关审判监督程序改革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 
    重点是一事不再理和禁止双重危险理论 

第二节    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材料来源及其审查处理 

    一、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材料来源 
    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材料来源，是指对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错误而提出有关证据
及其资料等的渠道、来源。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这些材料来源主要有： 
    （一）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刑事诉讼法第 203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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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出的纠正错案议案； 
    （三）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 
    （四）司法机关通过办案或者复查案件对错案的发现； 
    （五）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新闻媒体等对生效裁判反映的意见； 
    二、申诉的法律效力和申诉的理由 
    （一）申诉的效力：刑事诉讼法第 241条规定，当事人等提出申诉，不能停止对原裁判的执行。
同时，第 242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出的申诉若符合规定情形的，应当重新审
判。 
    （二）申诉的理由：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42条规定，有以下几种： 
    1、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有错误的 
    2、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 
    3、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对于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出的申诉，只要具备上列情形之一，人民法院就应当依
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 
    三、对申诉的受理和审查处理 
    （一）申诉的受理，是指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经对申诉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后，认为符合重
新审判条件而决定立案复查的活动。原则采取“分级负责、就地处理”的方式。 
    （二）对申诉案件的受理和审查处理 
    人民法院经审查具有刑事诉讼法第 242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由院长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是否重新审判；对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的，应当说服申诉人撤回申诉；对仍然坚持申诉的，应当书

面通知驳回。申诉人对驳回仍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诉。上一级人民法院同样认为申诉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予以驳回。经两级人民法院处理后又提出申诉的，如果没有新的充分理由，

人民法院可以不再受理。 
    人民检察院对受理的申诉审查后，认为人民法院已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需要提出抗诉的，
由控告申诉部门报请检察长提交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如果决定提出抗诉的，由审查起诉部门出庭

支持抗诉。 

第三节    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 

    一、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 
    依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的是已生效甚至已执行的判决、裁定，必须特别慎重。所以，我国
法律对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主体作了极其严格的限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43条规定，有权提起审
判监督程序的主体，只能是下列机关、人员和组织： 
    （一）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和审判委员会； 
    （二）最高人民法院和上级人民法院； 
    （三）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上级人民检察院。 
    二、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理由 
    （一）原判在认定事实上的错误； 
    （二）原判在适用法律上的错误。 

第四节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 

    一、重新审判的方式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案件，是纠正已生效的错误裁判，应当持特别慎重的态度，既要考
虑到原裁判的既判力，又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因此，其审理方式应当以开庭审理即直接审理为

宜。以开庭审理为主，以不开庭审理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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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新审判案件的程序 
    刑事诉讼法第 245 条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另行组成合议
庭进行。如果原来是第一审案件，应当按照第一审程序进行，所作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抗诉；

如果原来是第二审案件，或者是上级人民法院提审的案件，应当依照第二审程序进行审判，所作的

判决、裁定，是终审的判决、裁定。”但是，由于再审案件有其特殊的提起主体、诉讼文书、诉讼

期限及原审被告人的不同处境等情况，所以对其开庭审理的具体程序也不相同，应注意相关司法解

释规定。 
    三、重新审判案件的审理期限 
    刑事诉讼法 247条第 1款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案件，应当在作出提审、
再审决定之日起 3个月以内审结，需要延长期限的，不得超过 6个月”。 
    刑事诉讼法第 247条第 2款又规定：“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审判抗诉的案件，
审理期限适用前款规定；对需要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的应当自接受抗诉之日起一个月以内作出决

定，下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期限适用前款规定。” 
    四、重新审判后的处理 
    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案件，应当分别作出处理： 
    （一）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诉或者抗诉； 
    （二）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没有错误，但适用法律有错误，或者量刑不当的，应当改判。按
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认为必须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的，直接改判后，应当报请最高人民

法院核准； 
    （三）应当对被告人实行数罪并罚的案件，原判决、裁定没有分别定罪量刑的，应当撤销原判
决、裁定，重新定罪量刑，并决定执行的刑罚； 
    （四）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的案件，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可以在查清
事实后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不清，证

据不足，经再审仍无法查清，证据仍不足，不能认定原审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以证据不足，指控的

犯罪不能成立，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特点和意义，明确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

主体、应具备的条件和对案件中心审理的程序。 

作业：  

   1、审判监督程序与第二审程序的异同 
    2、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申诉的乡里 
    3、申诉人是否应当负举证责任 
    4、法院院长通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再审是否应予取消 
    5、禁止不利再审能否成为硬性规定 
    6、是否应当为再审设立独立的审理程序 
知识单元 21：执行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执行的概念和特点 
    （一）概念 
    （二）特点 
    二、执行的意义 
    三、生效判决和裁定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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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48条和刑法第 63条第 2款的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包括下列
各种： 
    （一）已过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的一审判决和裁定； 
    （二）终审的判决和裁定； 
    （三）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裁定 
    （四）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以及核准死刑的判决、裁定和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
判决和裁定。 
    四、执行的机关 
    按照各种刑罚的不同特点和各执行主体的不同职能，可以把执行的机关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别，
即：交付执行机关、执行机关和执行的监督机关。 

第二节  各种判决、裁定的执行程序 

    一、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的执行 
    （一）执行死刑命令的签发 
    （二）执行死刑的机关及期限 
    （三）死刑执行的监督  
    （四）执行死刑的指挥人员及其工作  
    （五）死刑罪犯同近亲属会见  
    （六）执行死刑的方法和场所  
    （七）执行死刑应当公布，不应示众  
    （八）执行死刑后的处理 
    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拘役判决的执行 
    三、有期徒刑缓刑、拘役缓刑的执行     
    四、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判决的执行  
    五、罚金、没收财产判决的执行  
    六、无罪判决和免除刑罚判决的执行 

第三节  执行的变更与其他处理 

    执行的变更，是指人民法院、监狱及其他执行机关对生效裁判在交付执行或执行过程中出现法
定需要改变刑罚种类或执行方法的情形后，依照法定程序予以改变的活动。 
    刑事执行的变更，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进行改判虽有相似之处，但是，二者在性质上截
然不同。  
    一、死刑执行的变更 
    （一）停止执行：发现刑事诉讼法的 251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应当停止执行，并且立即报告最
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1、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 
    2、在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可能需要改判的； 
    3、罪犯正在怀孕的；” 
    （二）暂停执行：刑事诉讼法第 252条第 4款规定 ，执行前，如果发现可能有错误，应当暂
停执行，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裁定。 
    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变更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50条第 2款的规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
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死刑缓期执行期满，应当予以减刑，由执行机关提出书面意见，报请高级

人民法院裁定；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应当执行死刑，由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三、暂予监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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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予监外执行是指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拘役的罪犯因出现某种法定特殊情    形不宜在监内执
行时，暂时将其放在监外交由公安机关执行的一种变通方法。  
    （一）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对象  
    （二）适用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  
    （三）作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和执行的机关及其程序 
    对于判处无期图形的罪犯，符合法定过特殊庆幸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四、减刑和假释 
    （一）减刑 
    刑事诉讼法第 262条第 2款规定，减刑是指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罪犯在
执行期内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的，可以依法减轻其刑罚的一种制度。  
    1、减刑的条件  
    2、对减刑案件的管辖  
    （二）假释 
    假释是指对被判处有期和无期徒刑的罪犯在执行一定刑罚以后，确有悔改表现且不致再危害社
会的，将其附条件地予以提前释放的制度。 
    l、 假释的对象 
   2、假释的条件  

    3、假释案件的管辖  
    （三）对减刑、假释的审理及其期限  
    （四）对假释裁定的执行及处理 
    五、对新罪、漏罪的追究程序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62条、第 290条和监狱法第 60条的规定，对服刑罪犯犯新罪或者发
现漏罪的，应当分别不同的情况，予以追究。 
    新罪是指罪犯在服刑期间实施了触犯刑律并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漏罪是指罪犯在服刑过
程中发现其在判决宣告以前实施的尚未被判决的罪行。   
    六、对错判和申诉的处理 
    刑事诉讼法第 264 条规定：“监狱和其他执行机关在执行刑罚中，如果认为判决有错误或者罪
犯提出申诉，应当转请人民检察院或者原判人民法院处理”。  

第四节  人民检察院对执行的监督 

    一、对执行死刑的监督 
    二、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 
    三、对减刑、假释的监督 
四、对执行刑罚活动的监督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执行的概念、特点和意义，重点掌握生效裁判的范围和不同裁

判的交付执行机关、执行机关及执行程序，把握执行中的各种程序问题的产生和应对、处理程序，

了解当中的诉讼问题；重视检察院的监督作用 

作业：  

   1、刑事执行一体化问题研究 
    2、我国刑事执行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3、人民检察院在执行中监督作用的体现 
    4、假释相关程序问题研究予监外执行问题研究 
    5、执行中的程序问题探究 
知识单元 22：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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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和特点：1、刑事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概念，注意区分被追诉人与被害人，
我们在这里所指的是被追诉人 2、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犯罪方面的不同特点和状态 
    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设立的必要性和法律依据，其中法律依据主要包括：《刑事诉讼法》第
第 266条至第 276条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这是我国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领域立
法的重大进步，具有里程碑意义。1991 年《未成年人保护法》、1999 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及我国签署加入的《联合国少
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联合国保护

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等国际公约。 

第二节    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的方针和特有原则 

    教育、感化、挽救方针 
    分案处理原则 
    充分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原则 
    审理不公开原则 
    全面调查原则 
    迅速简易原则 

第三节    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特点 

    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特点，主要有：1、突出教育改造方针；2、法律给与未成年在诉讼中具
有较成年人较多的诉讼权利，同时也保障他们能够充分行使，专门机关必须给予落实；3、突出证
明要求的高标准，特别要找出未成年人犯罪的各方面原因，以利于矫正和挽救；4、诉讼过程中的
程序设计体现宽缓 
    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 
    立案程序 
    侦查程序不用或少用强制措施；与成年人严格分管分押； 
    起诉程序挑选专门人员进行未成年案件的起诉工作，并试行如暂缓起诉等改革措施，对不起诉
的落实帮教 
    审判程序（1）审判组织：中级以下（含）法院建立与其他审判庭同等建制的未成年人刑事审
判庭或者合议庭或者由专人负责进行审理；高级法院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

庭；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和合议庭统称“少年法庭”；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设立少年法庭

指导小组（2）开庭准备工作（3）开庭审判出特殊情况外，宣布有罪判决的，合议庭应当当庭对未
成年进行“法庭教育”；第二审严谨不开庭审理 
    执行程序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的重点在于了解我国目前关于未成年人案件的专门法律规定，

包括刑事诉讼法中既有的以及其他法律中涉及的，着重思考在我国确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单独诉讼

程序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深入理解现有法律规定，结合法学理论研究及实证调查的积极成果，研

究适应国际少年司法规则的要求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 

作业：  

    1、构建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的立法构想（必要性，可行性及其特点） 
    2、未成年人案件诉讼程序的特有原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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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未成年人案件侦查程序研究 
    4、未成年人案件起诉程序研究 
    5、未成年人案件审判程序研究 
知识单元 23：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概述 
    一、概念和意义 
    二、程序创建的背景 
    三、当事人和解程序于相关概念的辨析 
    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的适用范围与诉讼程序 
    一、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的适用范围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77条规定，以明确列举和禁止的方式规定了公诉案件和解程序的适用
范围： 
    1、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 3 年有期
徒刑以下刑罚的； 
    2、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 7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 5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案件不得适用当事人和解程序。 
    二、公诉案件当事人和解诉讼程序 
    1、当事人和解的主体 
    2、当事人和解的条件 
    3、当事人和解的方式 
    4、当事人和解的审查主体 
    5、审查的程序和内容 
    6、审查的结果 

7、各个诉讼阶段达成和解协议后的处理方式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的重点在于了解我国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

序，着重思考在我国确立和解程序的必要性、价值和可行性，对公诉案件和解、自诉案件的和解以

及附带民事诉讼的和解进行比较研究，在立法的完善方面提出积极建议。 

作业：  

    和解制度的价值 
    和解程序的范围 
    和解程序的完善 
知识单元 2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概述 
    一、立法背景 
    二、没收程序的概念和特点 
    违法所得案件的没收程序适用条件 
    一、适用的案件范围 
    二、被追诉人不能到案 
    三、有追缴财产的需要 
    四、程序启动要件 



3004 

    1、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的提出 
    2、没收违法所得申请的提出 
    违法所得案件的审理 
    一、违法所得案件的审判管辖 
    二、违法所得案件的公告程序 
    三、利害关系人的参与 
    四、违法所得案件的审理方式 
    五、违法所得案件的审理结果 
    六、对裁决结果的上诉、抗诉 
    七、没收案件的终止审理 
八、没收案件的国家赔偿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的重点在于了解我国目前关于“没收案件程序”的专门法律规

定，包括刑事诉讼法中既有的以及其他法律中涉及的，着重思考在我国确立这诉讼程序的必要性和

可行性，结合现有法律规定和已有法学理论研究及实证调查的积极成果，思考对这一程序的进一步

完善。 

作业：  

    没收程序的价值 
    没收程序的程序规范 
    没收程序的立法完善 
知识单元 25：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概述 
    强制医疗程序，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对不负刑事责任且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精神病人采取强制治疗
措施的特别诉讼程序。 
    此前，我国《刑法》及《人民警察法》对强制医疗有所规定，但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没有必要的
规范，实践中遇有精神病人引发的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的处置出现某种空白，也导致被害人的强烈

不满，亟须立法的考量。 
    需要明确的是，强制医疗程序的设立，对依法不负刑事诉讼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目的不
是为了解决刑事责任问题，而是为了审查是否对其采取强制医疗措施。     
    强制医疗的适用对象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84条规定，我国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对象应当同时具备以下三项条件； 
    一、前提条件 
    二、医学条件 
    三、社会危险性条件 
    强制医疗程序 
    一、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 
    二、有权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决定机关 
    三、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 
    1、审判组织 
    2、告知程序 
    3、法律援助 
    4、审理方式 
    5、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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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审理期限 
    7、对强制医疗决定的复议 
    强制医疗的复查和监督 
    一、定期复查制度 
    二、解除强制医疗的决定机构 
    三、申请解除强制医疗权 
    四、对解除强制医疗意见和解除强制医疗申请的处理 
五、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的监督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的重点在于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强制医疗程序专门法律

规定，着重思考在我国这一诉讼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查阅参考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规定，思

考立法的完善。 

作业：  

    强制医疗程序的意义 
    强制医疗程序的监督 
    强制医疗程序的立法完善 
知识单元 26：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与司法协助制度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概念“涉外”包括三类情形：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外国人犯
罪或者我国公民侵犯外国人合法权益的刑事案件；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符合《刑法》第
8条、第 10条给定情形的外国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和公民犯罪和中国公民犯罪的案件；3、符
合《刑法》第 9条规定的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国际条约义务范围内行使管辖权的案件。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是一个特殊程序。 
    二、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 
    由于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性，各国均有专门或者特别的规定，我国目前尚未有独立、系统
的涉外刑事诉讼程序法，但刑事诉讼法中已有关于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原则规定，同时，结合其他

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条约，司法解释、有关部门联合或分别发布的规定等，相信，伴随我国法制

发展的进程，有关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一定会不断规范。 

第二节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有原则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有原则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办理涉外刑事案件的基本准则，也是涉外刑事
案件的诉讼参与人进行诉讼活动的基本依据，鉴于涉外刑事诉讼的特点，在诉讼进行过程中，专门

机关除了必须遵循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外，还必须遵循以下五项特有的原则，它们是：

1、国家主权原则；2、诉讼权利和义务平等原则；3、信守国际条约原则；4、使用中国通用的语言
文字进行诉讼原则；5、指定或者委托中国律师参加诉讼原则。 

第三节    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 

    涉外刑事诉讼的程序方面，与前一节所述相同道理，综合我国关于涉外刑事诉讼程序的各种规
定，包括法律原则，参加或者缔结的国际条约，司法解释及有关的规章，需要特别提醒注意的内容

可以总结归纳如下： 
    被告人、被害人外国国籍的确认； 
    涉外刑事诉讼管辖；含立案管辖和审判管辖的内容 
    涉外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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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外刑事诉讼文书的送达； 
    涉外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 

第四节    刑事司法协助制度 

    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概念和意义 
    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概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7条的规定，是指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 
    司法机关之间，根据本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相互请求，代为进行
某些刑事诉讼行为的一项制度 
    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的意义：1、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2、有利于加强我国与外国 
    的刑事司法合作，惩治国际性犯罪 
    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7 条的规定，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是我国司法机关和外国司法机关。一般
而言，我国的司法机关指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而外国则仅只法院。因而，从刑事诉讼协助和我

国实际开展刑事司法协助的情况，目前我国进行刑事司法协助的主体应当包括：1、我国人民法院
和外国法院；2、我国人民检察院和外国检察机关；3、我国公安机关和外国警察机关。有关此一项，
应当在学习中注意理解，仅从“司法机关”的字面，当然公安机关不是司法机关，无论中外皆如此，

如上，国外的司法机关仅指法院，我国在依据宪法等，检察院也在其中，但长期以来，我国公安机

关为打击犯罪，不断加强与国外（境外）警察机关的直接合作，成功展开有效的工作，因而在刑事

司法协助方面，对相关法律规定宜做广义理解 
    刑事司法协助的依据 
    应当明确，我国司法机关与外国司法机关相互请求刑事司法协助，必须有明确的依据，否则不
得进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17条的规定，进行刑事司法协助的依据有两类：1、我国缔结或者参加
的国际条约；2、互惠原则 
    刑事司法协助的的内容 
    主要有六项内容：1、调查取证；2、送达文书；3、移交证据；4、通报诉讼结果；5、引渡；
犯罪情报信息的交流与合作 
    刑事司法协助的程序 
    我国司法机关请求外国司法机关提供司法协助的程序 
    外国司法机关请求我国司法机关提供司法协助的程序 
    我国《引渡法》规定的引渡程序（1）外国向我国请求引渡的程序；（2）我国向外国请求引渡
的程序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内容包括两部分，涉外刑事诉讼程序与司法协助制度，它们也

由一定的联系，但不是相同的。通过本章的学习，可以了解目前我国涉外刑事诉讼的概念和基本内

容，还有我国在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相关规定和具体做法，开阔视野，促进对这两方面理论的研究

和实践的关注。 

作业：  

1、涉外刑事诉讼程序及其适用 

2、刑事司法协助制度研究 

知识单元 27：刑事赔偿程序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刑事赔偿程序概述 

    一、刑事赔偿程序的概念和意义 
    （一）概念：刑事赔偿程序是行使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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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职务的过程中，违法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时，为确定国家赔偿责任

而设立的程序。 
    （二）意义： 
    1．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使无辜蒙冤者因刑事侵权所遭受的损害得到赔偿，错案得以彻底纠正； 
    2．有利于制约滥用侦查、起诉、审判和监狱管理权，对促进严格执法、预防和减少错案的发
生发挥着前车之鉴的作用； 
    3．有利于化解消极因素，维护和促进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 
    二、国外刑事赔偿制度简介 
    刑事赔偿制度，作为国家赔偿制度的一部分，是随着近代民主和人权运动的兴起而出现和发展
起来的。 
    三、我国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 
    我国社会主义刑事赔偿制度的建立，经历了一条不断探索，逐步发展和完善的道路。1994年 5
月 12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
法》，标志着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正式建立，刑事赔偿制度也进入了法律化、规范化阶段。 

第二节    刑事赔偿的范围 

    一、国家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 
    （一）国家承担刑事赔偿责任的一般条件 
    1．必须有损害事实存在 
    2．刑事损害必须达到一定的程度 
    3．受害人的损失，是由行使侦查、检察、审判和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国
家权力的过程中出现错误造成的 
    4．受害人本身没有过错 
    （二）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 
    1．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 
    2．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误逮捕的； 
    3．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刑罚已经执行的； 
    4．刑讯逼供或者以殴打等暴力行为或者唆使他人以殴打等暴力行为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
亡的； 
    5．违法使用武器、警械造成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 
    （三）财产损害赔偿的范围 
    1．违法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等措施的； 
    2．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无罪，原判罚金、没收财产已经执行的； 
    二、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 
    （一）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 
    （二）依照刑法第 16、18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 
    （三）依照刑事诉讼法第 15条的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 
    （四）行使国家侦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五）因公民自伤、自残等故意行为致使损害发生的 

第三节    刑事赔偿的程序 

    一、刑事赔偿请求的提起 
    （一）刑事赔偿请求权人 
    （二）刑事赔偿请求的方式 
    （三）刑事赔偿请求的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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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刑事赔偿义务机关 
    三、赔偿请求的受理和处理 
    四、刑事赔偿的方式和计算标准 
    （一）赔偿方式 

（二）计算标准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国家赔偿和刑事赔偿的法律基本规定，认识刑事赔偿的重要意

义，掌握赔偿与不予赔偿各自的范围。 

作业：复习与思考 

1、刑事赔偿的重要意义 

2、刑事赔偿的范围 

3．刑事赔偿的立法完善 

知识单元 28：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法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国际公约与刑事诉讼概述 

    一、国际公约与刑事诉讼 
    （一）国际公约的概念和发展轨迹 
    （二）国际人权法体系与联合国刑事诉讼诉讼国际准则 
    二、国际人权公约与国内法的关系 
    （一）国际法实施于国内法的模式 
    （二）我国参加或缔结的国际人权公约情况及与国内法的衔接 

第二节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 

    在国际人权体系当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迄今最为集中
和全面规定国际公认的刑事司法准则的国际文件，我国于 1998 年签署了该公约，正在等待立法机
关的批准，我国的国际表态政府是正在积极研究，一旦条件成熟就将履行批准《公约》的法律程序。

它所确立的刑事诉讼准则有： 
    一、权利平等原则 
    二、司法补救 
    三、生命权的程序保障 
    四、禁止酷刑活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五、人身自由和安全程序的保障 
    六、对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或尊重人格尊严的待遇 
    七、审判独立、公正、公开 
    八、无罪推定 
    九、辩护权、获得法律援助权 
    十、反对强迫自证其罪 
    十一、复审权 
    十二、对未成年人的特别保障 
    十三、刑事赔偿 
    十四、一事不再理 

第三节    《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反腐败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 

    一、《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反腐败国际公约》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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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反腐败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 
    （一）我国已经签署了上述两公约，其中已经批准了《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对《反腐
败国际公约》正在积极研究，如何使我国刑事诉讼法与公约产生很好的衔接，亟待认真研究，当然

还应当注意到彼此的差异 
    （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反腐败国际公约》对许多问题的规定是一致的，其中
涉及刑事诉讼有关具体制度的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特殊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 
    2、对证人和被害人等的保护 
    3、高科技手段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 
    4、特殊侦查措施的运用 
    5、特殊案件证明标准的降低 
    6、特殊情况下对腐败犯罪所得资产直接没收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对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反腐败国际公约》的

学习，了解此两个公约，进而认识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与我国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加深对《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全面认知和正确理解，并结合我国的实际进行研究     

作业： 

    1、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与我国刑事诉讼 
    2、《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 
    3、《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诉讼 

（二）实践教学 4学时 

实验 1：模拟法庭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 

某杀人案审判 

1、预习要求：事先阅读教材中关于庭审程序的论述，充分理解庭审的各个环节；充分熟悉将

要模拟的案例。 

2、实验目的：准确理解审理的过程，了解审理的过程和特点。 

3、实验内容和要求：模拟一次完整的法庭审理。 

4、实验学时：4课时。 

5、教师点评：最后由教师对学生的表现进行点评，指出优点和存在的不足，并对审判程序进

行整体的评价。 

实验要求： 

1、通过模拟审判，更加深入地了解刑事诉讼的特点。 

2、由教师提供一个案例，由学生扮演法官和控辩双方，模拟审判的过程。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第一章概论 

第二章刑事诉讼的历史发展 
4  

2 第三章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 4  

3 第四章诉讼参与人 4  

4 第五章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4  

5 
第六章管辖 

第七章回避 
4  

6 第八章辩护与代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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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十二章强制措施（一） 4  

8 
第十二章强制措施（二） 

第十三章附带民事诉讼 
4  

9 
第十四章期间与送达 

第十五章刑事诉讼的中止和终止 
4  

10 
第十六章立案 

第十七章侦查 
4  

11 第十八章起诉 4  

12 第十九章第一审程序 4  

13 模拟法庭 4  

14 

第二十章第二审程序 

第二十一章死刑复核程序 

第二十二章审判监督程序 

4  

15 第二十三章执行 4  

16 

第二十四章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第二

十五章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第二

十六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

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第二十七章依法不负刑事

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4  

    说明： 
    1、本进度表为基本要求，具体授课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情况适当调整。 
    2、教材中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为“证据”部分，根据学校课程设置规范，在刑事诉讼
法课程中证据理论不做具体讲授，由相关的选修课程承担，但《刑事诉讼法》中有关证据的条文规

定和在其他章节中涉及的内容应当掌握；建议学生在本门必修课程学习完成之后，选修证据学课程。 
    3、教材中第二十八章、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第三十一章的内容，是本门课程的有机组成
部分，鉴于课堂授课时数的限制，不作具体讲授，供学生课外自主学习。 
四、说明：     

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学习本课程后，建议选修《证据学》，二者是有机的统一体，证据学理论在刑事诉讼法学中占

有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地位，没有证据支撑的程序进行是没有意义的。     

课程学重点与难点： 

已在各章的教学目的中阐述，具体在章节中体现。     

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课堂讲授为主要课程展开手段，重点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立法思想及法典规定进行阐述，
帮助学生掌握我国法律规范的内容和实质，讲授过程中适当穿插典型案例说明；通过模拟法庭的进

行作为教学辅助手段，帮助学生掌握刑事诉讼基本程序的进程。     
    实践教学环境：具备模拟法庭进行环境的教室和可以演示、播放视频的必要设备。     
    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学生可以根据本课程的进度要求，结合课程讲授及推荐参阅的
文献、资料自主安排，包括前往法院观摩庭审。     
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考试为总成绩的 100％。 
作业要求： 

    每一章的课程主要内容提示后，都有相关的思考题，学生可以据此进行必要的延伸阅读，对课
堂讲授内容加深理解，对有关理论问题展开进一步拓展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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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够通过学年论文或毕业论文进行更为详尽、深入的思考，进而对我国立法、司法的完善
提出建设性见解是值得提倡的。     
教材选用说明： 

    本课程推荐的教材均为我国 2012 年修改《刑事诉讼法》后新编撰、修订的，对我国刑事诉讼
法律规范及相关理论、实务有比较概括、全面、准确的介绍，参编或著述者皆为刑事诉讼法学界专

家、学者，且有比较丰富的教学经验，教材适合本科学生用。此外，我们还推荐了其他一些比较有

代表性的著作或论文，供学生在学习中参阅。 
    本教学大纲以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第五版）（“面向 21世纪课程教材”系列“全国高等
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北京高能教育经典教材，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 6月版，2014年 3月第 3次印刷）为对
照蓝本。关于“拓展阅读”内容，我们仅提供一个简单的“引子”，并不是一个完整的阅读书目，

一是考虑到我国法律图书的出版速度惊人，总是不可能完全做到实时跟进；二是相信同学们能够自

觉进行探究式学习，主动阅读，积极进取，自由游弋在知识的海洋里；三是没有加入专业论文的目

录，因为学校提供了网络查阅学习的条件；四是基本不含译著或比较性研究的著述，期待同学们在

我们能够提供的平台基础上自己或纵深或广阔地有所追求；五是暂时未将外文资料列入；最后，希

望同学们在学习中注意到书目内容对于前后有关章节的相互照应，大纲中就尽量不再重复罗列。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第五版），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 6月版。     
    2、刘玫主编：《刑事诉讼法》（第二版），中国政法法学出版社 2014年 9月版。     
    3、郑旭著：《刑事诉讼法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 1月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卞建林、[加]杨诚主编：《刑事正当程序研究法理与案例》，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年版 

    2、刘根菊等著：《刑事诉讼程序改革之多维视角》，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3、刘根菊等著：《刑事司法创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4、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
年版 
    5、徐静村：《中国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学者拟制稿及立法理由》，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5、陈光中主编：《中国司法制度德基础理论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6、张建伟著：《司法竞技主义――英美诉讼传统与中国庭审方式》，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7、龙宗智主编：《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5
年版 
    8、陈瑞华著：《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9、卞建林著：《刑事诉讼的现代化》，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3年版 
    10、陈瑞华著：《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版 
    11、樊崇义主编《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12、宋英辉著：《刑事诉讼原理导读》，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13、甄贞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1990-2001》，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14、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15、龙宗智著：《相对合理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16、宋英辉著：《刑事诉讼目的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17、李心鉴著：《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18、李文健著：《刑事诉讼效率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19、杨立新著：《刑事诉讼平衡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20、张晋藩著：《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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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郑秦著：《清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22、郭成伟等著：《清末民初刑诉法典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23、李春雷著：《中国近代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研究（1895－1928）》2004年版 
    24、马小红著：《礼与法：法的历史连接》，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5、卞建林刘玫著：《外国刑事诉讼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年版 
    26、宋世杰等著：《外国刑事诉讼法比较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年版 
    27．陈光中主编：《21世纪域外刑事诉讼立法最新发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28、汪海燕著：《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29、卞建林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专家意见稿》，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年版 
    30、孙谦主编：《中国检察制度论纲》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31、康均心著：《法院改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32、左卫民等著：《最高法院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33、李玉杰著：《审判管理学》，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34、张卫平等著：《司法改革：分析与展开》，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35、张建伟著：《刑事司法体制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36、陈光中主编：《司法公正与司法改革》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9年版 
    37、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38、叶青著：《中国陪审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版 
    39、怀效峰、孙本鹏著：《人民陪审员制度初探》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5年版     
    40、徐继军著：《专家证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41、杨正万著：《刑事被害人问题研究——从诉讼角度的观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 2002年版 
    42、易延友著：《沉默的自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43、汤啸天等著：《犯罪被害人学》，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44、卞建林等著：《传媒与司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45、苗有水、刘树德著：《在大案要案的背后――媒体关注与司法审判的对白》，江苏人民出版
社 2005年版 
    46、谢佑平主编：《程序法定原则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年版 
    47、连峻峰主编：《法律监督前沿问题研究》，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4年版 
    48、孙孝福著：《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运行机制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49、陈瑞华著：《看得见的正义》，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 
    50、贺卫方著：《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51、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0年版 
    52、徐静村主编：《刑事诉讼前沿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多卷本）     
    53、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54、熊秋红著：《刑事辩护论》，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55、扈庆彬著：《错位的辩护》，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56、张军、姜伟、田文昌著：《刑事诉讼：控辩审三人谈》，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57、王达人、曾粤兴著：《正义的诉求――美国辛普森和中国杜培武案的比较》，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58、曹炳增著：《无罪辩护――十起辩护成功案例及诉讼程序的理性思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出版社 2004年版 
    59、非凡律师事务所主编：《活的法律》，商务印书馆（多卷本） 
    60、李宝岳主编：《律师参与辩护、代理存在问题及对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61、李忠诚著：《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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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陈卫东主编：《保释制度与取保候审》，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年版 
    63、陈瑞华主编：《未决羁押制度的实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64、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编：《超期羁押与人权保障》，中国检
察出版社 2004年版 
    65、刘金友、奚玮著：《附带民事诉讼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66、邵世星、刘选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疑难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年版     
    67、刘根菊 《刑事立案论》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68、左卫民著：:《刑事程序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69、宋英辉、吴宏耀著：《刑事审判前程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70、聂世基 白俊华 《刑事诉讼理论纵横论》 群众出版社 2002年 
    71、罗庆东编著：《刑事立案标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3年版 
    72、陈卫东主编：《刑事审前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73、樊学勇著：《犯罪侦查程序与证据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74、徐美君著：《侦查讯问程序正当性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75、陈永生著：《侦查程序原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76、谢佑平、万毅著：《刑事侦查制度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77、朱孝清主编：《检察机关侦查教程》，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78、孙长永著：《侦查程序与人权》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0年版 
79、曹文安著：《预审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年版 
80、艾明著：《秘密侦查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年版 
81、陈光中主编：《辩诉交易在中国》，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年版 
82、周士敏著：《抗诉制度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83、张穹主编：《公诉问题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1年版 
    84、杨迎泽主编：《检察机关刑事证据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1年版 
    85、黄京平主编：《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理论与实践》，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年版 
    86、孔璋著：《中美公诉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年版 
    87、王顺义著：《辩诉对抗论》，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年版 

88、张智辉主编：《中国检察》，北京大学出版社（多卷本） 
89、顾永忠著：《刑事上诉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90、尹丽华著：《刑事上诉制度研究――以三审终审为基础》，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年著： 
    91、陈瑞华著：《刑事审判原理论》（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92、陈光中主编：《刑事一审程序与人权保障》，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93、许兰亭著：《刑事一审程序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94、张军、郝银钟主编：《刑事诉讼庭审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95、徐鹤喃、刘林呐著：《刑事程序公开论》，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96、左为民等著：《简易刑事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5年版 
    97、高一飞著：《刑事简易程序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2年版 
    98、王超著：《警察作证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99、龙宗智著：《刑事庭审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100、胡常龙著：《死刑案件程序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101、陈兴良主编：《中国死刑检讨――以“枪下留人案”为视角》，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年版 
    102、陈兴良、胡云腾主编：《死刑问题研究》，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2004 年），中国人民公
安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103、贾宇主编：《死刑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104、赵秉志主编：《死刑制度之现实考察与完善建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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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陈卫东著：《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106、张毅著：《刑事诉讼中禁止双重危险规则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107、陈光中主编：《刑事再审程序与人权保障》，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108、黄荣康、邬广耀著：《少年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年版 

    109、刘强编著：《美国犯罪未成年人的矫正制度概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110、张利兆主编：《检察视野中的未成年人维权》，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年版 
    111、纪红光著：《呵护权利――未成年权益保护法律实务》，群众出版社 2004年版 
    112、温小洁著：《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113、佟丽华著：《未成年人法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1年版 
    114、康树华著：《青少年犯罪与治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115、赵永琛著：《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 1997年 
    116、张耕主编：《法律援助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7年版 
    117、马进保著：《国际犯罪与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118、陈正云主编：《中国刑事法律冲突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7年     
   119、莫洪宪主编：《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对我国的影响》，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出版社 2005年版 
    120、杨宇冠、吴高庆著：《<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解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7
月版 
    121、陈光中主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批准与实施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年版 
    122、杨宇冠著：《人权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123、杨宇冠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3年 9月出版 
    124、杨宇冠等著：《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撮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 9月出版 
    125、程味秋 [加]杨诚、杨宇冠主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培训手册－公正审判的
国际标准和中国规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126、程味秋  [加]杨诚杨宇冠主编：《联合国人权和刑事司法准则汇编：》，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 
    127、陈光中、 [加]丹尼尔•普瑞方廷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制》，法律出版
社 1998年版     

执笔：鲁杨     审稿：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8日 

 

证据调查 
Evidence Investigation 

课程号：5040408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全校学生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基本的调查方法和技能；2、了解证据调查制度的历史沿革，了

解各国的证据调查制度和理论；3、能够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证据调查方面存在的问题，并能提出

解决的思路。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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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证据调查与司法公正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是为了更好侦查案件，而不是更快侦查案件； 

2、是为了更好保障人权，而不是更快打击犯罪； 

3、是偏重于程序正义，而不是仅为实体正义； 

4、是为了合理发现真实，而不是为了高效查出真实。 

学习目标： 

1．了解两大法系的差异。 

2．掌握证据调查的程序意义。 

作业： 

观看电影《杀人回忆》，分析剧中存在的证据调查问题。 

知识单元 2：证据调查的历史沿革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神证时期的遗产。 

2．人证思维为何遗毒至今？ 

3．物证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学习目标： 

1．了解证据方法的历史沿革。 

2．掌握神证-人证-物证的转变。 

作业： 

阅读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论文。 

知识单元 3：证据调查的基本原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客观性。 

2．物质转移。 

3. 同一认定。 

4. 相对性。 

学习目标： 

1．了解基本原理。 

2．辨析命案必破等口号的问题。 

知识单元 4：证据调查的思维特点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对抗性。 

2．逆向性。 

3. 时效性 

学习目标： 

1．了解博弈论在证据调查中的运用。 

2．掌握证据调查的时效性。 

知识单元 5：证据调查的途径与步骤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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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种基本途径：从人到事，从事到人。 

2．如何展开调查。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案件的分析思路。 

2．掌握常规步骤。 

知识单元 6：证据调查方法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常见的证据调查方法。 

2．互联网时代的证据调查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互联网时代的大数据思维。 

2．掌握常规的证据调查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证据调查与司法公正 2  

2 证据调查方法的历史沿革 2  

3 证据调查制度的发展变化 2  

4 证据调查学科的背景和发展 2  

5 证据调查的相关概念 2  

6 证据调查的相关概念 2  

7 证据调查的主体 2  

8 证据调查的基本原理 2  

9 证据调查的思维特点 2  

10 证据调查的途径与步骤 2  

11 现场勘查 2  

12 人证调查方法-询问 2  

13 人证调查方法-讯问 2  

14 调查实验 2  

15 辨认 2  

16 侦查新战法 2 介绍大数据时代的证据调查法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对先修学科和后续学科无硬性要求。 

建议：本课程可配合《司法鉴定学》、《法医学》、《证据法》一起学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证据调查方法的历史沿革、证据调查的原理、程序与步骤、证据调查的科学性与合法性 

难点： 证据调查对于实体公正和程序正义的意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启发、讨论、学生展示、课堂讲评和案例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提高学生分析

问题的能力。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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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何家弘等编著《证据调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8月 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安德森等著，张保生等译，《证据分析》第 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 英尼斯 著；舒云亮 译《身体证据》，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 陈光中等著：《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15年 3月第 3版。 

执笔：陈碧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法医学 
forensic medicine 

课程号：5040408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全校学生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对本学科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与概括的把握；2.为从事法律工作打下良

好的专业知识基础；3.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和眼界；4.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研究和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严谨细致、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工作作风。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法医学的基础知识、法医病理鉴定的原理与基本技术方

法、法医物证鉴定的原理与基本技术方法、法医毒物鉴定的原理与基本技术方法，为刑法学、民法

学、诉讼法学、侦查学等后续课程学习和实践奠定必要的专业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⑴法医学的概念 

⑵法医学的任务、研究对象和范围 

⑶法医学检验 

⒉法医学鉴定 

⑴法医学鉴定概述 

⑵法医学鉴定程序 

⑶法医学鉴定人 

⑷法医学鉴定书 

⑸正确地理解和应用法医学鉴定结论 



3018 

⒊法医学的发展历史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医学发展的历史和我国目前的法医学鉴定体制。 

2．熟悉法医学的内容，法医学的任务、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法医学检验的范围。明确如何

正确地理解和应用法医学鉴定结论。 

3．掌握法医学的概念，法医学鉴定的程序。 

作业： 

1. 什么是法医学？ 

2. 法医学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3. 法医学的任务及研究对象是什么？ 

4. 法医学检验的范围是什么？ 

5. 什么是法医学鉴定人？其资格、权利及义务是什么？ 

6. 法医学鉴定程序是什么？ 

7. 法医学鉴定书包括哪些内容？ 

8. 如何正确地理解和应用法医学鉴定结论？ 

知识单元 2：法医死亡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⑴死亡的概念 

⑵死亡发生的机制 

⒉死亡过程 

⑴濒死期 

⑵临床死亡期 

⑶生物学死亡期 

⒊死亡原因  

⑴直接死因 

⑵间接死因 

⑶其他 

⒋死亡的分类 

⑴非暴力死（自然死亡或内因性死亡） 

⑵暴力死（非自然死亡或外因性死亡） 

⒌假死 

⑴概念 

⑵假死的原因 

⑶假死的诊断 

学习目标： 

1．了解死亡的机制，超生反应的表现。 

2．熟悉死亡过程中各期的表现特征，假死的概念。 

3. 掌握传统的死亡概念，脑死亡的概念，死亡过程的分期，超生反应的概念，死因的分类，

根据死亡性质对死亡的分类。 

作业： 

1. 传统的死亡概念是什么？何谓心脏死？何谓肺脏死？ 

2. 脑死亡的概念是什么？ 

3. 什么是超生反应？其法医学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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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起死亡的直接原因有哪些？ 

5. 根据死亡性质如何对死亡进行分类？ 

6. 何谓假死？ 

知识单元 3：尸体变化及死亡时间推断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⑴概念 

⑵尸体变化的法医学意义 

⒉尸体现象 

⑴早期尸体现象 

①肌肉弛缓 

②尸冷 

③尸斑 

④尸僵 

⑤皮革样变与角膜混浊 

⑥自溶 

⑵晚期尸体现象 

①尸体腐败 

②干尸（木乃伊） 

③尸蜡 

④其他保存型尸体 

⒊尸体化学 

⒋昆虫和动物对尸体的毁坏 

⒌死亡时间的推断 

学习目标： 

1．了解尸体化学检测的内容，其他类型的保存型尸体、毁坏型尸体。 

2．熟悉尸冷的一般规律，尸僵的一般变化规律，尸斑的分期及其与皮下出血的区别，尸体腐

败的表现，推断死亡时间的主要方法。 

3．掌握尸体变化、尸体现象、肌肉弛缓、尸冷、尸斑、尸僵、尸体痉挛、皮革样变及角膜混

浊、尸体腐败、干尸、尸蜡、尸体化学变化等概念，尸体变化的法医学意义。 

作业： 

10. 尸体变化在法医学检验鉴定中有何意义？ 

11. 尸冷的一般规律是什么？ 

12. 尸斑分几期？每期有何表现特征？如何与皮下出血相区别？ 

13. 尸僵的一般发展变化规律是什么？什么是尸体痉挛？ 

14. 皮革样变及角膜混浊的法医学意义？ 

15. 尸体腐败的具体表现有哪些？ 

16. 保存型尸体有几种类型？ 

17. 蝇蛆在尸体上的基本变化规律？ 

18. 如何推断死亡时间？ 

知识单元 4：法医尸体检验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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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概念 

⑵人体解剖的基本知识 

⑶法医学尸体检验时的职业防护 

⒉法医学一般尸体检验 

⑴现场检验 

⑵尸体外表检验 

⑶尸体剖验 

⒊特殊尸体检验 

⑴无名尸体检验 

⑵碎尸检验 

⑶被强奸杀害尸体的检验 

⑷挖掘尸体检验 

⑸新生儿尸体检验 

学习目标： 

1．了解人体解剖的初步知识，法医学尸体检验的内容，几类特殊尸体的法医学检验。 

2．掌握法医学尸体检验的范围、目的。 

作业： 

1.法医学尸体检验的对象主要包括哪些？检验目的是什么？ 

2.法医学尸体检验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3.几类特殊尸体法医学检验的特殊点是什么？ 

知识单元 5：机械性窒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⑴呼吸和窒息的概念 

⑵机械性窒息 

⑶窒息死亡尸体的一般征象 

⑷窒息的法医学鉴定 

⒉缢死 

⑴缢死的概念 

⑵缢索、缢套及绳结 

⑶缢型 

⑷缢死的机制 

⑸缢死的尸体征象 

⑹缢死的法医学鉴定 

⒊勒死 

⑴概述 

⑵勒死的尸体征象 

⑶勒死的法医学鉴定 

⒋扼死 

⑴概念 

⑵扼死的尸体征象 

⑶扼死的法医学鉴定 

⒌其他种类的机械性窒息 

⑴闭塞呼吸道口窒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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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呼吸道内异物堵塞窒息死 

⑶压迫胸腹部致窒息死 

⑷隔绝空气交换窒息死 

⑸性窒息 

⒍溺死 

⑴概念 

⑵溺死的机制 

⑶溺死的尸体征象 

⑷实验室检验 

⑸溺死的法医学鉴定 

学习目标： 

1．了解人体呼吸的过程和环节，机械性窒息发生的机制及一般过程，性窒息。 

2．熟悉机械性窒息的种类，各类机械性窒息的法医学鉴定，硅藻检验的意义。 

3. 掌握窒息和机械性窒息的概念，窒息死亡的一般尸体征象，缢死、勒死、扼死、溺死的概

念及尸体的特殊表现，其他类型的机械性窒息的定义。 

作业： 

10. 什么是窒息？其的分类？ 

11. 什么是机械性窒息？如何对其分类？ 

12. 窒息死亡尸体的一般征象有哪些？ 

13. 缢死、勒死、扼死、溺死尸体的特征性表现有什么？ 

14. 如何鉴别缢死与死后悬尸？ 

15. 如何鉴别缢死与勒死？ 

16. 如何鉴别自勒与他勒？ 

17. 硅藻检验的意义？ 

18. 如何鉴别溺死与死后入水？ 

知识单元 6：机械性损伤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⑴损伤与机械性损伤的概念 

⑵机械性损伤的形成机制 

⑶机械性损伤的分类 

⒉机械性损伤的基本形态特征 

⑴擦伤 

⑵皮下出血 

⑶挫伤 

⑷创 

⑸组织、器官移位 

⑹骨损伤 

⑺内脏损伤 

⑻身体断碎 

⒊人体重要部位的损伤 

⑴头部损伤 

⑵脊柱和脊髓损伤 

⑶胸部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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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腹部损伤 

⒋钝器伤 

⑴概念 

⑵常见的钝器伤 

⒌锐器伤 

⑴概念 

⑵常见的锐器伤 

⒍火器伤 

⑴概述 

⑵射击伤 

⑶爆炸伤 

⒎机械性损伤的法医学鉴定 

⑴概念 

⑵机械性损伤的检查 

⑶生前伤和死后伤的鉴定 

⑷损伤程度的鉴定 

⑸致伤物的推断 

⑹损伤经过时间的推断 

⑺致伤方式的推断 

⑻机械性损伤性质的推断 

学习目标： 

1．了解机械性损伤的检查，人体重要部位的损伤问题，损伤经过时间的推断。 

2．熟悉机械性损伤形成的基本因素，机械性损伤的分类，常见钝器伤、锐器伤的形态特征及

其鉴别，致伤物的推断。 

3. 掌握损伤、机械性损伤的概念，机械性损伤的基本形态特征类型，钝器伤定义及其创的一

般形态特征，锐器伤定义及其创的一般形态特征，枪弹创的组成及其出、入口的特征，爆炸伤的主

要类型，生前伤与死后伤的鉴定，损伤性质的推断，损伤程度的鉴定。 

作业： 

1. 什么是损伤？什么是机械性损伤？机械性损伤形成的基本因素有哪些？ 

2. 机械性损伤分类有哪些？ 

3. 机械性损伤的基本形态特征类型有哪些？ 

4. 钝器创、锐器创的基本形态特征是什么？如何区别钝器创和锐器创？ 

5. 枪弹创的形态特征是什么？如何区别射入口和射出口？ 

6. 爆炸伤有哪些主要损伤类型？ 

7. 如何鉴别生前伤与死后伤？ 

8. 如何推断机械性损伤的性质？ 

9. 致伤物推断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10. 机械性损伤的程度有几类？ 

知识单元 7：高温、低温、电流损伤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烧死和烫死 

⑴烧死 

①烧伤程度分类及其表现 

②烧死的尸体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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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烧死的死亡机制 

④烧死的法医学鉴定 

⑵烫死 

⒉冻死 

⑴概念 

⑵低温伤亡的影响因素 

⑶体表局部冻伤的表现及分度 

⑷冻死的机制 

⑸冻死的尸体征象 

⑹冻死的法医学鉴定 

⒊电流损伤 

⑴电击伤与电击死 

①影响电流对机体作用的因素 

②电击死亡的机制 

③电击死的征象 

④电击死的法医学鉴定 

⑵雷击伤与雷击死 

学习目标： 

1．了解烧死的死因和死亡机制，冻死的死因和死亡机制，影响电击的因素及电击致死的原因，

雷击伤（死）的损伤形态特征。 

2．熟悉烫伤的体表及内部损害特征，电击死的尸体内部征象，电击伤（死）的鉴定及鉴定的

注意事项。 

3. 掌握烧伤（死）的体表及内部损害特征，冻死的尸体特征性改变，电击伤的体表损伤特征。 

作业： 

1.体表烧伤的特征性改变是什么？ 

2.烧死的尸体征象有哪些？ 

3.如何鉴别烧死与死后焚尸？ 

4.烫伤（死）的尸体征象有哪些？ 

5.体表冻伤及冻死的尸体征象有哪些？ 

6.电击死的尸体征象有哪些？电流斑的形态特征？ 

知识单元 8：中毒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⑴毒物与中毒的概念 

⑵毒物检验的意义 

⑶毒物的分类 

⑷毒物作用的条件 

⑸毒物在体内的代谢 

⒉中毒的鉴定 

⑴中毒案件调查与尸检 

⑵毒物的实验室检验 

⑶毒物分析报告书  

⑷对毒物分析结果的评价 

⒊几种重要毒物的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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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氰化物中毒 

⑵一氧化碳中毒 

⑶巴比妥类药物中毒 

⑷有机磷农药中毒 

⑸砷化物中毒 

⑹亚硝酸盐中毒 

学习目标： 

1．了解毒物在体内的代谢，中毒案情调查与现场勘验，毒物的实验室检验，前述 6 种毒物致

死的机制及中毒症状。 

2．熟悉毒物检验的意义，毒物的分类及其对机体的影响，影响毒物作用的因素，毒物进入机

体的途径及对毒作用的影响，对毒物分析结果的评价。 

3. 掌握毒物、中毒、毒物的吸收、中毒血浓度、致死血浓度的概念，中毒尸体检验的注意事

项，毒物检材提取、包装、保存、送检的注意事项，氰化物、一氧化碳、巴比妥类药物、有机磷农

药、砷化物、亚硝酸盐等毒物中毒死亡尸体的特征性改变。 

作业： 

1. 何谓毒物？毒物的种类有哪些？ 

2. 什么是中毒？什么是急性或慢性中毒？ 

3. 毒物检验的意义是什么？ 

4. 法医学鉴定确定中毒死的主要根据是什么？ 

5. 毒物作用的条件有那些？ 

6. 什么是中毒量、中毒血浓度、致死量、致死血浓度？ 

7. 什么是习惯性、成瘾性？ 

8. 毒物进入机体的途径有哪些？它们对中毒有何影响？ 

9. 了解毒物在体内的代谢有何意义？ 

10. 中毒案件的现场勘验和尸体检验中应注意什么问题？ 

11. 毒物检材的提取、包装、保存、送检中应注意什么问题？ 

12. 毒物的实验室检验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13. 怎样评价毒物分析结果？ 

氰化物、一氧化碳、巴比妥类药物、有机磷农药、砷化物、亚硝酸盐等毒物的主要毒理作用、

中毒症状及致死后尸体特殊征象是什么？ 

知识单元 9：猝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⑴概念 

⑵猝死检验的目的和意义 

⑶猝死的原因 

⑷猝死尸体的一般征象 

⑸猝死的死因判定 

⒉引起猝死的常见疾病 

⑴心血管系统疾病 

⑵呼吸系统疾病 

⑶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⑷消化系统疾病 

⑸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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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传染病 

⑺其他引起猝死的疾病 

学习目标： 

1．了解猝死尸体的一般征象，猝死死因的判定。 

2．熟悉猝死的诱因，引起猝死最常见的疾病。 

3. 掌握猝死的概念，猝死检验的法医学意义。 

作业： 

1. 何谓猝死？ 

2. 引起猝死最常见的疾病有哪些？ 

3. 猝死的诱因主要有哪些？ 

4. 为何要进行猝死的法医学鉴定？ 

5. 如何判定猝死的死因？ 

知识单元 10：活体检验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诈病、造作伤(病)与匿病 

⑴诈病 

⑵造作伤与造作病 

⑶匿伤与匿病 

⒉活体伤残的法医学鉴定 

⑴活体损伤及残疾程度的评定 

⑵损伤致劳动能力丧失的评定 

⒊性问题的法医学鉴定 

⑴性别鉴定 

⑵性功能和生育功能鉴定 

⑶性犯罪及反常性行为 

⑷非法堕胎 

⑸杀婴 

⒋虐待 

⑴概述 

⑵虐待造成的人身伤害 

学习目标： 

1．了解诈病、造作病的表现形式，活体伤残鉴定的时间及注意事项，性别鉴定，性功能与生

育功能鉴定，生育相关问题的鉴定，其他性犯罪及反常性行为，虐待造成的人身伤害及法医学鉴定。 

2．熟悉诈病（伤）、造作病（伤）的特点及法医学鉴定，活体损伤程度、伤残程度鉴定的原则。 

3. 掌握诈病（伤）、造作病（伤）、匿病（伤）的概念，活体损伤程度鉴定依据的标准，强奸

的法医学检查内容。 

作业： 

1. 什么是诈病（伤）、造作病（伤）匿病（伤）？各有什么特点？ 

2. 活体损伤程度、伤残程度鉴定依据的标准是什么？ 

3. 强奸案受害人的法医学检查包括哪些内容？ 

4. 两性畸形的类型及特征是什么？ 

5. 虐待造成的人身伤害有哪些？ 

知识单元 11：血型、DNA多态性及其遗传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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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⒈人类遗传学的基本知识 

⑴遗传性状、遗传 

⑵基因、染色体 

⑶基因型 

⑷遗传规律 

⒉血型 

⑴概念 

⑵血型的种类 

⑶ABO、MN血型的遗传 

⑷血型分析的注意事项 

⒊DNA多态性 

⑴概述 

⑵DNA的结构和多态性 

⑶DNA多态性的种类及其遗传 

学习目标： 

1．了解其他血型的遗传方式，血型分析的注意事项。 

2．熟悉遗传形状、遗传、基因型、表现型的概念，孟得尔遗传规律，DNA多态性的种类。 

3. 掌握血型、DNA多态性的概念，血型的基本种类，ABO、MN血型及 DNA多态性的遗传方式。 

作业： 

1. 什么是遗传形状、血型、DNA多态性？ 

2. 血型有哪些种类 ？ 

3. DNA多态性有哪些种类？ 

4. ABO、MN血型和 DNA多态性是如何遗传的？ 

知识单元 12：亲子鉴定、个人识别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亲子鉴定概述 

⑴概念 

⑵法医学亲子鉴定的意义 

⑶亲子鉴定的依据 

⒉亲子鉴定的方法 

⑴人类遗传学的方法 

⑵根据妊娠时限作亲子鉴定 

⑶根据性交能力及生育能力作亲子鉴定 

⒊个人识别概述 

⑴性别识别 

⑵年龄识别 

⑶个体形态特征识别 

⑷组织遗传标记识别 

学习目标： 

1．了解其他亲子鉴定的方法及注意事项。了解个人识别的方法。 

2．熟悉进行亲子鉴定的人类遗传学方法的类型，ABO、MN 系统进行亲子鉴定的方法及结果判

定。熟悉个人识别具体项目及判定的原则， 

3. 掌握亲子鉴定的概念，亲子鉴定的依据及判定亲子关系的原则。掌握个人识别的概念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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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亲子鉴定的依据主要有哪些方面？ 

2. 怎样用 ABO、MN系统进行亲子关系分析？ 

3. 利用 DNA作亲子鉴定的原理是什么？ 

4. 利用人类遗传学方法进行亲子鉴定应注意什么事项？ 

5. 什么是个人识别？主要依据什么进行？ 

6. 人类遗传学方法在个人识别中的作用和意义？ 

知识单元 13：法医学物证检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⑴概念 

⑵法医学物证检验的意义 

⑶物证的发现、采取、送检 

⑷物证检验及鉴定书 

⒉血的检验 

⑴概述 

⑵血的检验的程序、方法和意义  

⒊精液(斑)检验 

⒋唾液(斑)检验 

⒌混合斑检验 

⒍毛发检验 

⒎骨骼检验 

⒏牙齿和指甲的检验 

⒐DNA分析技术 

学习目标： 

1．了解混合斑、骨骼、牙齿、指甲、毛发检验的内容及意义。 

2．熟悉唾液斑、精液斑的检验内容及意义，ABO血型检验的方法及结果判定，DNA检验的主要

技术，PCR技术的原理及应用。 

3. 掌握法医学物证的概念，法医学物证检验的意义，法医学物证检材的发现、提取、包装、

保存、送检的注意事项，血痕检验的步骤、方法及每一步检验的意义，DNA检验的意义。 

作业： 

1. 何谓物证？法医学物证包括什么？ 

2. 法医学物证检验的意义是什么？ 

3. 血痕检验有哪些主要步骤？每一步骤有何意义？ 

4. 如何判定 ABO血型检验的结果？ 

5. DNA检验、PCR技术能解决法医学鉴定中什么问题？唾液斑、精液斑、骨骼、毛发、指甲、

牙齿的法医学物证检验有何意义？ 

6. 法医学物证检材的提取、包装、保存、送检中应注意什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医学概述 2  

2 法医学鉴定、法医学的发展历史、法医死亡学概述、 2  

3 
死亡过程、死亡原因、死亡的分类、假死、尸体变

化及死亡时间推断概述 
2 加幻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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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早期尸体现象、晚期尸体现象、尸体化学、昆虫和

动物对尸体的毁坏、死亡时间的推断 
2 加幻灯 

5 
法医尸体检验概述、法医学一般尸体检验、特殊尸

体检验 
2 加幻灯和录像 

6 机械性窒息概述、缢死、勒死、 2 加幻灯 

7 
扼死、其他种类的机械性窒息、溺死、机械性损伤

概述、 
2 加幻灯 

8 
机械性损伤的基本形态特征、人体重要部位的损

伤、钝器伤、锐器伤、 
2 加幻灯 

9 火器伤、机械性损伤的法医学鉴定、高温、 2 加幻灯与案例分析 

10 低温、电流损伤、中毒概述 2 加幻灯 

11 中毒的鉴定、几种重要毒物的中毒、猝死概述 2  

12 引起猝死的常见疾病、诈病、造作伤(病)与匿病、 2  

13 
活体伤残的法医学鉴定、性问题的法医学鉴定、杀

婴、虐待、血型、 
2  

14 DNA多态性及其遗传、亲子鉴定 2  

15 个人识别、法医学物证检验概述、血的检验 2  

16 
精液(斑)检验、唾液(斑)检验、混合斑检验毛发检

验、骨骼检验、牙齿和指甲的检验、DNA分析技术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司法鉴定学 

后续课程：刑法学、民法学、诉讼法学、侦查学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医学的概念、法医学鉴定书、死亡概念及死亡的分类、尸体现象及其法医学意义、法

医学尸体检验的目的、窒息与机械性窒息的概念及种类、各类机械性窒息的法医学鉴定、损伤与机

械性损伤的概念与分类、机械性损伤的基本形态特征、各类机械性损伤的法医学鉴定、高低温及电

流损伤死亡的法医学鉴定、毒物和中毒及中毒量和致死量的概念、中毒尸体检验和毒物检材的注意

事项、毒物分析结果的评价、法医学鉴定中毒死的根据、猝死的概念、猝死检验的法医学意义、诈

病（伤）造作病（伤）和匿病（伤）的概念、遗传多态性的概念及法医学意义、亲子鉴定的概念与

方法、个人识别的概念与方法、法医学物证的概念及法医学物证检验的意义。 

难点：学科差距大、内容陌生、内容多课时紧、学生实践知识欠缺、领会不易。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理论讲授。 

2.作业和研讨。 

3.影像学直观教学。 

教学手段： 

1.讲授。 

2.PPT。 

3.幻灯。 

4.录像。 

5.课堂提问。 

6.课后作业。 

7.案例分析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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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考试。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使用自主编写出版的法医学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杨绿君主编《法医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4年 10月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张小宁主编《法医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5月，1版。 

2.刘敏主编《法医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 8月，第 4版。 

3.郭景元主编《现代法医学》，科学出版社，2000年 5月，第 1版。 

4.乔世明、张惠芹主编《法医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9月，第 1版。 
执笔：张小宁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司法精神病学 
legal psychiatry 

课程号：5040408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全校学生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对本学科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与概括的把握；2.为从事法律工作打下良

好的专业知识基础；3.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和眼界；4.注重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研究和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严谨细致、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工作作风。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概念、鉴定程序及内容、民事行为

能力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刑事责任能力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其他法律能力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

受害人与诬告者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常见精神疾病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精神病的伪装与鉴别、

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书等；熟悉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组织结构、鉴定人、精神疾病的症状学、精神障

碍性损害的鉴定、；了解精神病学基础知识；为刑法学、民法学、诉讼法学、侦查学等后续课程学

习和实践奠定必要的专业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⒈精神疾病概述 

⑴精神疾病的概念 

①基本概念 

②广义和狭义的精神病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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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精神病与神经病 

⑵精神疾病分类 

①概述 

②中国的分类 

③国际上有代表性的分类 

⑶精神疾病的病因 

①遗传因素 

②素质因素 

③理化和生物性因素 

④社会心理因素 

⑤机体机能状态 

⑷精神疾病的检查和诊断 

①采集病史 

②对精神病人的检查 

③临床资料分析 

④诊断原则 

⑤标准化精神检查和评定量表 

⑸精神疾病的治疗与预后  

①心理治疗 

②躯体治疗 

③工娱治疗 

④精神疾病疗效判断 

⒉精神疾病的神经学和生化学基础 

⑴神经系统概述 

⑵脑干 

⑶大脑 

⑷神经生化学基础 

⒊司法精神病学 

⑴司法精神病学的概念 

⑵精神疾病与法律 

⑶司法精神病学的任务 

⑷司法精神病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⒋司法精神病学的发展简史 

学习目标： 

1．了解精神疾病的治疗和预后估计，精神疾病的神经学和生物化学基础，司法精神病学与相

关学科的关系，司法精神病学的发展简史。 

2．掌握精神疾病的概念，精神疾病的分类，司法精神病学的概念，司法精神病学的任务。熟

悉精神疾病的病因，精神疾病的检查和诊断方法，精神病人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作业： 

7. 什么是精神疾病？精神疾病与神经病有何联系与区别？ 

8. 按我国最新标准，精神疾病分为哪些大类？ 

9. 精神疾病的病因主要有哪些？ 

10. 对精神疾病主要从哪些方面进行检查和诊断？ 

11. 什么是司法精神病学？其任务主要是什么？其与临床精神病学有何异同？ 

12. 精神病人通常涉及到哪些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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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2：司法精神病学鉴定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⑴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概念 

⑵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与一般精神医学诊断的异同 

⑶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对象及任务 

⑷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特点及要求 

⒉民事行为能力及其鉴定 

⑴民事行为能力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概念 

⑵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要件 

⑶无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与设置监护及撤销监护 

⑷常见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 

⒊刑事责任能力及其鉴定 

⑴犯罪与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 

⑵对我国《刑法》第十八条如何理解 

⑶精神疾病患者刑事责任能力的分级 

⑷刑事责任能力的司法精神鉴定要件 

⑸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与刑事责任能力的区别 

⑹违法精神病人的处理 

⒋其他法律能力的法医精神病学鉴定 

⑴受审能力 

⑵服刑能力 

⑶自我保护能力 

⑷诉讼能力 

⑸作证能力 

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⑺劳动能力 

⑻精神病人的赔偿责任 

⒌受害人与诬告者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 

⑴精神疾病女患者性自我防卫能力的鉴定 

⑵精神障碍性损害的鉴定 

⑶精神病人的“诬告”与“自我诬告” 

⒍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组织结构与方式 

⑴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组织结构 

⑵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方式 

⒎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人 

⑴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人的资格 

⑵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人的权利 

⑶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人的义务 

⑷对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人的保护 

⒏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程序及内容 

⑴鉴定前的准备与委托 

⑵鉴定的受理 

⑶鉴定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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⒐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书 

⒑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注意事项 

⑴可疑是精神病的初步征象 

⑵审讯记录中应注意的事项 

学习目标： 

1．了解司法精神鉴定的特点、要求及与一般临床精神医学的异同，可疑为精神病的初步征象，

违法精神病人的处理，司法精神鉴定的组织结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人。 

2．熟悉司法精神鉴定的对象及任务，民事行为能力的分级及各种民事行为能力的司法精神鉴

定，对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的理解，刑事责任能力的分级及其司法精神鉴定，其他法律能力的司法精

神鉴定（受审能力、服刑能力、自我保护能力、诉讼能力、作证能力等），受害人与诬告者的司法

精神鉴定，司法精神鉴定的程序和方式，司法精神鉴定人的资格，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书，审讯记录

中应注意的事项。 

3. 掌握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概念，民事行为能力的司法精神鉴定要件和评定标准，刑事责任

能力的司法精神鉴定要件和评定标准，进行司法精神鉴定所需材料及委托书的内容。 

作业： 

1. 什么是司法精神病学鉴定？ 

2. 司法精神鉴定对象有哪些 ？ 

3. 民事行为能力的司法精神鉴定要件和标准是什么？ 

4. 刑事责任能力的司法精神鉴定要件和标准是什么？ 

5. 怎样理解我国现行刑法中所指的“精神病人、不能辨认、不能控制、间歇性精神病”？ 

6. 精神病人常涉及的法律能力还有哪些？ 

7. 我国当前的司法精神鉴定机构是什么形式？司法精神鉴定的方式有哪些？ 

8. 司法精神鉴定人的资格？ 

9. 司法精神鉴定的一般程序和主要内容有哪些？ 

10. 怎样阅读和理解司法精神鉴定书？ 

11. 可疑为精神病人的初步征象有哪些？审讯记录中应注意什么？ 

12. 对违法的精神病人如何处理？ 

知识单元 3：精神疾病的症状学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⒉感知障碍 

⑴感觉障碍 

⑵知觉障碍 

⒊注意障碍 

⒋思维障碍 

⑴思维控制障碍 

⑵思维过程障碍(思流障碍)  

⑶思维形式障碍 

⑷思维内容障碍 

⒌记忆障碍 

⑴遗忘 

⑵记忆错误 

⑶记忆增强 

⒍智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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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精神发育迟滞 

⑵痴呆综合征 

⒎情感障碍 

⑴病理性优势情绪 

⑵情感诱发障碍 

⑶情感协调性障碍 

⑷情感退化 

⒏意志障碍 

⑴意志增强 

⑵意志减弱与意志薄弱 

⑶意志缺乏 

⑷意向倒错 

⑸矛盾意向 

⑹犹豫不决 

⑺易暗示性 

⒐动作和行为障碍(精神运动性障碍 

⑴精神运动性兴奋 

⑵精神运动性阻滞 

⒑本能行为障碍 

⑴自我保存本能障碍 

⑵饮食障碍 

⑶睡眠障碍 

⑷性功能障碍 

⒒意识障碍 

⑴意识水平下降 

⑵意识梦样改变 

⑶意识缩窄 

⒓自我意识障碍 

⑴人格解体 

⑵双重人格 

⑶人格变换 

⑷自我界限障碍 

⑸自知力缺乏 

⒔性格障碍 

⑴通过对大量病例中的病前性格或近亲性格的观察，病中与病后性格的改变，提出了下列一

些特殊的性格表现 

⑵多种脑器质性疾病均导致病理性或继发性人格改变，其表现如下 

⒕精神病综合征 

⒖精神症状的有关问题 

⑴精神症状是鉴定中的重点 

⑵精神症状在鉴定中的要件 

⒗精神症状与精神病人的异常行为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注意障碍的种类，记忆障碍的种类，本能行为障碍的种类，性格障碍的种类，精神症

状与精神病人反社会行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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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熟悉精神症状有几大类，感知障碍的种类，思维障碍的种类，精神发育迟滞及痴呆综合征

的概念，情感障碍的种类，意识障碍的种类，动作行为障碍的种类，自我意识障碍的种类，常见的

精神病综合征。 

3. 明确精神症状学的重要性，精神症状与精神病的关系，精神症状与精神病人异常行为的关

系及精神症状在司法精神鉴定中的地位。 

4. 掌握以下症状的概念：错觉、幻觉、感知综合障碍、妄想、思维奔逸、思维散漫，病理性

象征性思维、思维抑制、思维被夺、思维播散、逆行性或顺行性遗忘、柯萨可夫综合征、智能障碍、

病理性激情、情感淡漠、情感倒错、意志增强或减弱、紧张性兴奋、谵妄性兴奋、蜡样屈曲、冲动

行为、自知力缺乏、朦胧状态、谵妄状态，精神症状在鉴定中的要点。 

作业： 

1. 什么是精神症状？什么是精神病性症状？ 

2. 什么是幻觉及其常见的类型？什么是错觉？ 

3. 思维障碍有几大类？各有哪些主要表现？ 

4. 什么是妄想？常见类型有哪些？ 

5. 记忆障碍有哪些种类？什么是顺行性遗忘、逆行性遗忘、虚构及柯萨可夫综合征？ 

6. 智能障碍有哪两大类？它们有何区别？ 

7. 情感障碍有哪几大类？什么是躁狂状态、欣快症、抑郁状态、病理性激情、情感淡漠、情
感倒错？ 

8. 什么是意向倒错、矛盾意向及易暗示性？ 

9. 动作行为障碍的表现有哪些？ 

10. 什么是抑郁性自杀？扩大性自杀？曲线自杀？ 

11. 意识障碍有哪几大类？什么是意识混浊状态、谵妄状态、朦胧状态？ 

12. 什么是人格解体、双重人格、自我界限障碍、自知力缺失？ 

13. 什么是偏执状态？ 

14. 精神症状与法律问题的关系怎样？精神症状在司法精神鉴定中的要件是什么？ 

知识单元 4：司法精神病学各论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⒈精神分裂症 

⒉精神发育迟滞 

⒊情感性精神障碍 

⒋偏执性精神障碍 

⒌感应性精神病 

⒍应激相关障碍 

⒎癫痫性精神障碍 

⒏酒精所致精神障碍 

⒐神经症  

⒑人格障碍 

⒒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 

⒓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 

学习目标： 

1．了解以上各类精神障碍的临床类型及发病原因。 

2．熟悉以上各类精神障碍的最主要临床症状及常涉及的法律问题。 

3. 掌握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应激相关障碍、精神发育迟滞、癫痫

性精神障碍、神经症、人格障碍、性心理障碍、酒中毒性及毒品依赖性精神障碍、短暂性精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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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颅脑损伤伴发精神障碍等的基本概念、刑事责任能力及民事行为能力的评定原则。 

作业： 

1. 什么是精神分裂症？其主要的症状是什么？如何评定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和
民事行为能力？ 

2. 躁狂症与抑郁症的临床典型症状是什么？主要涉及什么法律问题？其患者的刑事责任能
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如何评定？ 

3. 什么是偏执性精神病？其临床最主要症状是什么？该病有几种类型？ 

4. 应激相关障碍的发病原因是什么？临床有哪几种类型？其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如何评定？ 

5. 癫痫性精神障碍有哪些类型？临床有哪些主要表现？其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如何评定？ 

6. 什么是精神发育迟滞？其临床按什么分为几级？其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及
性防卫能力如何评定？ 

7. 神经症的含义及临床基本特点是什么？其患者刑事责任能力如何评定？ 

8. 什么是人格障碍？其刑事责任能力如何评定？ 

9. 性心理障碍主要有哪些种类？ 

10. 酒毒性精神障碍有哪些种类？其刑事责任能力如何评定？ 

11. 毒品依赖性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如何评定？ 

12. 什么是短暂性精神活动障碍？有哪些种类？其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如何评定？ 

13. 颅脑损伤伴发的精神障碍有哪些表现？其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如何评定？ 

知识单元 5：精神障碍性损害的鉴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⑴定义 

⑵精神障碍性损害鉴定的意义 

⑶鉴定 

⒉精神障碍残疾程度鉴定 

⑴工伤与职业病致精神障碍残情程度鉴定 

⑵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精神障碍性伤残鉴定 

⑶人身保险意外伤害精神残疾鉴定 

⑷精神障碍残疾程度鉴定的限制 

⒊不法侵害致精神障碍性损伤的鉴定 

⑴概述 

⑵鉴定 

①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 

②中毒性精神障碍 

③躯体其他器官损伤所致的精神障碍 

④应激相关障碍 

⑤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病  精神分裂症、情感性精神病 

⑥神经症 

⑶精神损伤程度鉴定的限制 

学习目标： 

1．了解鉴定的过程，适用的标准。 

2．熟悉鉴定的对象和内容，评定损伤程度或残疾程度的原则。 

3. 掌握精神障碍性损害的定义，鉴定的意义。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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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精神障碍性损害？对其鉴定主要解决什么问题？ 

2. 精神障碍性损害的鉴定主要包括哪些方面？ 

3. 评定精神障碍性残疾程度的标准目前在我国有哪些？ 

4. 评定精神障碍性损伤的标准有哪些？评定的原则是什么？ 

知识单元 6：精神病的伪装与鉴别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⒈概述 

⒉伪装精神病的表现 

⒊伪装精神病的特点 

⒋匿病 

⒌伪装精神病的鉴别 

学习目标： 

1．了解伪装精神病的表现及鉴定。 

2．熟悉伪装精神病的特点。 

3. 掌握伪装精神病的概念。 

作业： 

1. 什么是伪装精神病？有哪几种伪装的情况？ 

2. 伪装精神病的主要表现有哪些？有哪些特点？ 

3.  对伪装精神病的鉴定主要从哪些方面进行？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精神疾病的概念、精神疾病分类、精神疾病的病因 2  

2 
精神疾病的检查和诊断、精神疾病的治疗与预后、精神疾病的神经学

和生化学基础 
2  

3 
司法精神病学的概念、精神疾病与法律、司法精神病学的任务、司法

精神病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2  

4 司法精神病学的发展简史、司法精神病学鉴定概述、 2  

5 民事行为能力及其鉴定、刑事责任能力及其鉴定 2  

6 
其他法律能力的法医精神病学鉴定、受害人与诬告者的司法精神病学

鉴定、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组织结构与方式 
2  

7 
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人、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程序及内容、司法精神病

学鉴定书、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注意事项 
2  

8 精神疾病的症状学概述、感知障碍、注意障碍 2  

9 思维障碍、记忆障碍、智能障碍 2  

10 
情感障碍、意志障碍、本能行为障碍、意识障碍、情感障碍、意志障

碍、本能行为障碍、意识障碍 
2  

11 
自我意识障碍、性格障碍、精神病综合征、精神症状的有关问题、精

神症状与精神病人的异常行为问题、精神分裂症 
2  

12 精神发育迟滞、情感性精神障碍、偏执性精神障碍、 2  

13 感应性精神病、应激相关障碍、癫痫性精神障碍、酒精所致精神障碍 2  

14 神经症、人格障碍、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 2  

15 精神障碍性损害的鉴定概述、精神障碍残疾程度鉴定 2  

16 不法侵害致精神障碍性损伤的鉴定、精神病的伪装与鉴别 2  

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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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医学、司法鉴定学。 

后续课程：刑法学、民法学、诉讼法学、侦查学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的概念、鉴定程序及内容、民事行为能力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刑事

责任能力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其他法律能力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受害人与诬告者的司法精神病

学鉴定、常见精神疾病的司法精神病学鉴定、精神病的伪装与鉴别、司法精神病学鉴定书等。 

难点：学科差距大、内容陌生、内容多课时紧、学生实践知识欠缺、领会不易。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理论讲授。 

2.作业和研讨。 

教学手段： 

1.讲授。 

2.PPT。 

3.课堂提问。 

4.课后作业。 

5.案例讨论。 

6.考试。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司法精神病学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张小宁编著《司法精神病学》，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印行，2007年 5月 

（二）推荐参考书 

1.张小宁著《司法精神病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4月，第 1版 

2.沈渔邨主编《精神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年 4月，第 4版 

3.吴家馼主编《法医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 8月，第 1版 

4.张小宁主编《法医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5月，第 1版 

5.纪术茂、张小宁《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大纲》；《证据科学》2008年 8月第 16卷第

4期 

6.纪术茂、高北陵、张小宁主编《中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与司法审判实务指南》，

法律出版社，2012年 9月第 1版 

7.纪术茂、高北陵、张小宁主编《中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案例集》；法律出版社，

2011年 2月第 1版 

执笔：张小宁  审稿：肖承海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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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01）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Juvenile Justice  

课程号：504040932（－0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刑事法学课程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的现状、特点与规律等；2、揭示我国

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居高不下的各种主要原因；3、预防、控制与减少青少年犯罪现象的途径、方

法与措施等；4、我国当前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司法制度等。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首先掌握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的

现状、特点与规律等，进而揭示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居高不下的各种主要原因，最终为预防、

控制与减少青少年犯罪现象寻求正确的途径、方法与措施等。与此同时，还将使学生掌握我国当前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刑事司法制度等方面的基本法律知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学时 

知识单元 1：本课程绪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介绍本课程大致的框架、相关的参考资料等。 

2．介绍我国当前对于青少年犯罪现象加强研究的各类、各级研究机构、相关的报刊杂志等。 

3、介绍我国当前有关未成年人保护、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等方面的主要立法及其实施情况等。 

4、青少年不同年龄段的划分；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的相关特点；青少年犯罪的概念；青少年

犯罪学的概念、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青少年犯罪现象概况等。 

学习目标： 

1．了解本课程大致的框架、相关研究机构与报刊杂志、相关立法及其实施情况、不同年龄段

的青少年的相关特点、青少年犯罪学的概念、研究对象与研究目的、青少年犯罪现象概况。 

2．掌握相关立法及其实施情况、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的相关特点、青少年犯罪学的概念与研

究对象、青少年犯罪现象概况。 

作业：借阅相关的参考资料，查阅相关的报刊杂志与相关立法，以了解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

象、尤其是未成年人犯罪现象的概况。 

知识单元 2：青少年犯罪现象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青少年犯罪现象的历史与现状。 

2．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的基本特点与规律等。 

3、对我国未来青少年犯罪现象的预测、相关立法、司法等方面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等。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的基本特点与规律等。 

2．掌握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在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等方

面主要的基本特点与规律，相关立法、司法等方面应当进一步改革与完善的实际需求等。 

作业：查阅相关的参考资料，并结合相关的实际调查，以总结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在犯罪

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观方面、犯罪客体等方面主要的基本特点与规律，相关立法、司法等

方面应当进一步改革与完善的实际需求等。 

知识单元 3：青少年犯罪原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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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居高不下在相关方面的主要原因。 

2．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主体在自身个体方面的主要内因。如生理原因、心理原因、不良交往

原因等。 

3、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主体在自身个体外方面的主要外因。如家庭原因、学校原因、社区原

因、社会原因等各种主要外因。 

4、我国当前在青少年犯罪原因方面的犯罪原因系统论、犯罪多因综合论等观点。 

5、西方三大学派在犯罪原因方面的不同主张及其主要观点，如犯罪人类（生物）学派、犯罪

社会学派、犯罪心理学派等的不同主张及其主要观点。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居高不下在相关方面的主要原因、我国当前在青少年犯罪原

因方面的犯罪原因系统论、犯罪多因综合论等观点，西方三大学派在犯罪原因方面的不同主张及其

主要观点等。 

2．掌握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居高不下的主要内因与主要外因、我国当前在青少年犯罪原

因方面的犯罪原因系统论与犯罪多因综合论、西方三大学派在犯罪原因方面的不同主张及其主要观

点等。 

作业：查阅相关的参考资料，并结合相关的实际调查，以总结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居高不

下在相关方面的主要原因，尤其是个体内因、家庭原因、学校原因与社会原因等方面的主要原因。 

知识单元 4：青少年犯罪防治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综合治理方针的提出与发展。 

2、综合治理方针中的主要环节。 

3、防治青少年犯罪方面主要的具体途径与措施等。 

学习目标： 

1．了解综合治理方针的主要内容。 

2．掌握综合治理方针中的打击环节、防范环节、教育环节、管理环节、建设环节、改造环节、

以及防治青少年犯罪方面的具体途径与措施等主要内容。。 

作业：查阅相关的参考资料，并结合相关的实际调查，以总结我国当前在防治青少年犯罪方面

的主要做法、实际效果以及亟需改进之处。 

知识单元 5：未成年人犯罪司法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司法程序（刑事诉讼各个阶段）。 

2、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司法实体（刑法等角度）。 

3、对未成年犯罪成员的劳改、矫治与帮教制度等。 

学习目标： 

1．了解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中的特别规定、对未成年犯罪成员适用刑罚的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以及刑罚具体适用中的主要问题、对未成年犯罪成员实施劳改、矫治与帮教方

面的主要内容。 

2．掌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立案、侦查、预审、羁押、逮捕、起诉（含刑事自诉）、审判、刑

罚适用、劳改、矫治与帮教等方面的主要内容。 

作业：查阅相关的参考资料，并结合相关的实际调查，以总结我国当前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司

法制度方面的主要做法、实际效果以及亟需改进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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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4学时 

实验 1：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实际调查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去看守所、法院、未成年犯管教所或其他司法一线，了解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

实际案例。 

实验要求：熟悉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案例、司法制度；研究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

主要原因、防治措施；掌握我国当前对青少年犯罪现象的主要研究方法。 

实验 2：撰写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调查报告或相关论文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撰写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方面的调查报告或相关论文。 

实验要求：熟悉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案例、司法制度等；研究朱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

因；掌握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防治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本课程绪论等内容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1 

2 青少年犯罪现象的历史与现状。 1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2 

3 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的基本特点与规律（一） 1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2 

4 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的基本特点与规律（二）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2 

5 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现象的基本特点与规律（三）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2 

6 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一）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3 

7 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二）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3 

8 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三）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3 

9 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四）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3 

10 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五）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3 

11 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六）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3 

12 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的防治（一）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4 

13 我国当前青少年犯罪的防治（二）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4 

14 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司法制度（一）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5 

15 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司法制度（二） 2 详见上述知识单元 5 

16 第 16～18周、本课程实验 2个，共 4学时 4 详见上述实践教学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刑法学总论、刑法学分论、刑事诉讼法学等。 

后续课程：犯罪学、犯罪心理学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青少年犯罪现象论、青少年犯罪原因论、青少年犯罪防治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司法制

度等。 

难点：青少年犯罪原因、青少年犯罪防治、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司法制度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理论讲授。 

2.紧密联系社会实际与典型案例。 

3、课堂讨论，师生互动。 

教学手段： 

1.多媒体、ppt课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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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讲授与课堂讨论，师生互动等相结合。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去看守所、法院、未成年犯管教所或其他司法一线，了解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实际案例。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去图书馆、网上、看守所、法院、未成年犯管教所或其他司法一线，进行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

实验等。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注重教学全过程，平时成绩占 20％，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查占 70％。 

7、作业要求： 

每个知识单元教学结束后，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青少年犯罪与未成年犯罪司法制度》理论教学教材；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建荣等主编：《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读本》，黄河出版社，2000年 8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郭翔、张建荣等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

年 10月 第 1版。 

2．皮艺军、张建荣等编著《为了明天更美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0年 1月 第 1版。 

3. 康树华主编：《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与法制教育全书》，西苑出版社，1999年 8月 第 1版。 

执笔：张建荣  审稿：于国旦 审定：刑事司法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6日 

 

西方文明通论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课程号：1260100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中国政法大学全校通识教育体系的核心课程。面向全校的本科生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全方位地了解西方文明；2、通过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开阔视

野，提高审美素养，优化思维方式；3、培养现代文明的价值观。 

本课程将西方文明视为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有机整体，有其内在精神或灵魂，它贯通和渗透到

每个领域。本门课通过对西方文明各个领域的专题阐述，使学生了解西方文明的主要内容，把握西

方文明的基本精神，理解西方文明的个性特征。为以后的专业课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本门课与一般“西方文明史”的纵向角度不同，主要采用横向的角度来阐述西方文明。将西方

文明分为不同的领域，每个领域对应着相应的学科，如政治文明对应着政治学，法律文明对应着法

学，科技文明对应着科技史等。聘请相关领域有较深造诣的专家授课。每个领域一个专题，每个专

题 1—2 次课，每次课为三小节。同时，每个专题都要有历史的维度，交待其重要内容的起源和历

史发展。这些专题构成一个有弹性的课程体系。通过这些专题的讲授，使学生对西方文明的基本内

容、特征和历史演变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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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专题都不是讲授该学科的基础知识，而是该领域西方文明的内容。是从相对应的学科的独

特视角揭示西方文明的内容、特征和历史演变。它不是专题讲座系列，而是一门完整的课程。所有

专题都经过精心设计，相互分工和配合，努力覆盖西方文明的基本内容，同时避免交叉和重复。这

样，来自不同学科的教师相互配合，共同阐释西方文明的主要内容，揭示西方文明的个性特征和基

本精神。 

（一） 理论教学： 48课时 

知识单元 1  西方文明导论 

学时 6 

学习内容：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内涵及要素，文明的历史发展，西方文明演进的历史轨迹及主要

特征。 

学习目标：了解文明的内涵及西方文明演进的历史轨迹，重点理解西方文明的典型特征，澄清

认识西方文明的几大误区，端正看待西方文明的态度。   

第一节 文明的内涵 

一、文明概念的词源学分析 

文明（civilization）起源于拉丁文，原指公民特有的素质与修养及公民教育。18 世纪启蒙

时代，文明开始具有与野蛮蒙昧落后相对的内涵。19 世纪，史学家将人类社会划分为野蛮时期、

蒙昧时期、文明时期，文明成为特定的历史阶段。同时，文明也被视为一个文化单元，其复数形式

开始出现。 

二、文明的内在要素 

文明是一种价值尺度，意味着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所达到的状态以及发展的趋向。它是人类

自身发展、改造和利用自然、组织社会生活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它标志着人类社会的人道和进步的

状态，与野蛮、黑暗和落后相对。 

作为价值尺度的文明包括三个要素：1、人性的进步，即人类的人道化水平不断提高；2、人的

能力的提高，即人的智力水平、社会组织能力、生产能力的提高；3、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交往

模式的改善与社会组织制度的进步，关键是社会对人的尊严、自由和平等的承认与保障。 

三、文明的形式要素 

文明是人类的生活方式，人类由于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区分为一个个的文明。 

一个文明的形式要素包括：1、地理环境，即海洋文明、大河文明、草原文明。2、民族主体：

文明的载体。3、制度设置：规范社会生活的方式。4、物质创造：一个文明的物质成就。5、精神

特征：文明的精髓，体现为世界观、价值观、信仰、思维方式等。6、历史传统：文明的纵向维度。 

四、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 

文明是人类进步的尺度，文明是发展的，文明的内涵是相对的。 

从新石器时代到文明,文明出现的三个标志：文字、城市和青铜冶炼。 

人类经历了三种类型的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时代的文明。 

农业文明特征：农业、青铜器、铁器、文字、城邦或帝国、等级制与神权政治。 

工业文明特征：蒸汽机、电、工业化、城市化、普及教育、大众传媒、民族国家、代表制政府、

宪政、基本人权。 

信息时代文明：信息化社会、计算机、小众传播、普遍社会福利、人权的扩大、弱势群体保护、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全球化及全球意识。 

第二节 西方文明的历史轨迹及特征 

一、西方文明的历史轨迹 

米诺斯文明，迈锡尼文明，古典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中世纪日尔曼--基督教文明、现代西

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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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文明分裂后形成另一发展线索，即拜占庭文明。在拜占庭文明影响下的东正教文明及伊

斯兰文明。 

中世纪末西方文明的扩张，基督教文明与美洲印第安文明结合形成的拉美文明。 

二、西方文明的亚文明 

亚文明概念。 

从历史维度看：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中世纪日尔曼文明、现代西方文明。 

从空间维度看：南部欧洲与北部欧洲、天主教国家与新教国家的文化差异。 

三、西方文明的特征 

1、从外在表现看西方文明的特征 

宪政与民主。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多元主义社会。发达的科学技术。体现个性与自

由的文学艺术。高水平的生产效率和高质量的生活水平。自由的生活娱乐方式。 

2、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西方文明的特征 

西方文明经历五起四落的发展过程，多次衰落与新生。 

西方文明经历多次民族主体转换与空间位移。 

西方传统文化是前现代的，传统中孕育着现代文明的基因，现代西方文明是从传统中直接成长

起来的。 

3、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西方文明的内在特征 

西方文明的核心特征是其个人主义精神及创新的理性思维方式。 

个人主义精神即以个人为社会的本体和目的，提倡承认个人、尊重个人、解放个人、发展个人。 

创新的理性思维方式主要体现为清晰的理性思维，批判性思考与纠错机制，形而上的追求，求

知、求真、求新的学术传统，抽象思维及演绎思维能力。 

作业 

1、如何理解文明的内涵？ 

2、从历史维度看，西方文明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3、现代西方文明的外在特征是什么？ 

4、试从比较文化视角，阐述西方文明的内在特征。 

拓展阅读书目 

1、丛日云主编：《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修订版），吉林出版社，2012年。 

2、丛日云：《我们如何面对西方政治文明》，《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 6期。 

3、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 

4、理查德·苏里文：《西方文明史》，赵宇烽译，海南出版社，2009年。 

5、阮炜：《地缘文明》，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知识单元 2  西方政治文明 

学时 6 

学习内容：西方政治文明的个人主义精神，西方民主和宪政的内涵和历史发展。 

自由与平等的基本内涵及发展历程，阐释西方多元主义政治的典型特征。 

学习目标：把握西方政治文明的精髓，重点掌握个人主义的核心内涵及主要特征，纠正对个人

主义的偏见，认识民主及宪政的基本内涵及历史演变。把握掌握自由、平等及多元主义的核心内涵，

了解其形成与演变。 

第一节 个人主义 

一、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的精髓 

西方文明是以个人为根基的文明，是承认个人、尊重个人、保护个人、发展个人的文明，个人

主义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 

二、个人主义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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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个人是社会的本原或基础。个人是社会的终极价值。所有的人都是独立、自由、平等

的。个人与他人、社会之间的界限。 

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推已及人的利他行为，以个人为基点的公共道德。 

自制自律的人格，自组织行为，对于抽象权威的服从。 

三、个人主义的表现 

自由、平等、人权是个人的政治诉求。民主是对于个人的尊重。宪政是个人的制度保障。市场

经济以个人的经济追求为动力。基督教是个人的灵魂拯救。文学艺术是个性的表现和升华。科学是

个人的求知活动。生活方式是对个人幸福的追求。 

西方文明是强势文化。西方文化对其它文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瓦解其它文明传统社会的纽带，

释放个人，从而使社会越来越个体化。 

第二节 民主 

一、民主的内涵 

Democracy (民主)一词源自希腊文中的 demos(人民)和 kratein (统治),意为“人民的统治”。

民主最初指人民的自治。在历史不同时期，民主有不同的涵义。 

二、古希腊的直接民主 

古希腊的城邦是一种独特的国家形式。城邦是自由公民的自治团体。 

公民是城邦的主人，具有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权利。公民内部是平等的。公民合三种身份为一，

即城邦统治者、土地所有者和城邦的保卫者。公民身份是一种特权。 

古希腊民主的特征：直接民主，公民以直接到场的方式来参与决定国家的重大事务；狭隘性，

公民作为特权阶层，将奴隶、外邦人及妇女排斥在外。 

发达的公民文化。 

三、古罗马的共和民主 

古罗马的共和制度是混合政治。执政官由民选产生，任期一年，代表君主制要素。元老院成员

多为卸任后的民选高级官员，代表贵族制要素。人民大会代表民主制要素。古罗马城邦是三种势力

的共治。 

四、中世纪代表制民主 

代表制民主产生于中世纪，是对古典时代直接民主制的突破。 

代表制民主包括三个要素：1、日耳曼人的部落民主传统，即“社会共同体是权力源泉”的观

念。2、罗马法因素，即源于罗马法的原则“关涉大家的是要得到大家的同意”。3、代表概念的产

生、代表制民主的程序设计。 

五、现代民主 

以民族国家为背景。以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人为基础。以政治权利的普遍性与平等性为特征。

其核心是国家最高决策者的由自由公平的竞争性选举产生。以多党制、公民社会及自由媒体为支撑。 

第三节 宪政 

一、宪政的基本内涵 

宪政为西方文明所独有，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标志性要素。 

宪政文明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宪法。其核心内容在于规范政府权力并确保公民权利。2、国

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区分对立，个人权利处于优先地位。3、国家权力由人民授予，其界限由法律

规范。 

二、宪政文明的多重来源 

古希腊、古罗马的法治传统。日耳曼人强调“王在法下”的习惯法传统。中世纪封建主义的契

约传统。英国强调法律至上、王权有限、司法独立的普通法传统。基督教传统。 

三、基督教传统与宪政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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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母体。基督教传统对现代宪政文明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 

基督教带来西方价值观念上的革命。超越主义的价值取向。上帝选民的观念，消极国家权，对

权力的不信任和双重忠诚。二元政治观。基督教观念与宪政文化的关系。 

基督教带来全新的世俗权力结构。“恺撒的物归恺撒，上帝的物归上帝”。人的二重性、社会权

力体系的二元化、人生领域的二元分割、上帝的物与恺撒的物的区分。中世纪二元化权力结构与近

代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二元分割。 

第四节 自由 

一、西方文明中的自由内涵  

1、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古希腊罗马人的自由即政治自由，指公民参与城邦事务。自由即公

民自治，服从异己的权威是奴隶的标志。 

近代政治领域与私人领域相分离。个人自由的出现。个人自由指个人的独立，个人生活中某些

领域不受国家权力的干预和侵犯。 

2、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霍布斯较早阐述了不受干预即自由的消极自由概念，洛克使之完善。

洛克的自由概念：法律之下的自由；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由人民的立法机关制定，目的在于保

障而非限制自由。消极自由必然要求有限政府。 

积极自由指个人自主，个人按照自我的意愿行事。个人应具有某种实现自我目的的能力与保障。

积极自由要求积极国家，保障自由的实现。 

二、自由的历史发展 

古代城邦只有政治自由，没有个人自由。古代政治自由是少数人的特权，现代政治自由由少数

人扩展到全民。 

个人自由是近代的产物。城邦时代个人融于整体，无私人领域可言。城邦解体后的帝国时代，

斯多葛派倡导人的内在精神自由。基督教主张信仰自由与良心自由。基督教倡导的内在自由突破内

在世界的局限，渗入世俗社会结构，产生世俗领域的个人自由。 

第五节 平等 

一、古代的平等观念 

古希腊罗马主流的平等思想是“比例平等”：平等人之间平等，不平等的人之间不平等。 

社会分为不同的身份团体，在同一身份团体内部平等，不同身份团体之间不平等。相信不平等

的社会秩序符合人之本性。 

二、基督教的平等观念 

斯多葛派摒弃身份偏见，强调人的精神特征的平等，人有向善的能力。斯多葛派的平等观影响

了基督教。 

基督教承认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世俗的奴役仅涉及肉体，不涉及灵魂。上帝造人是平等的，现

实中的不平等是人的坠落的结果，也是上帝的意旨和对人的惩罚。 

三。现代的平等观念 

人格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治权利的平等。政治权力平等。机会均等。结果平等。 

第六节 多元主义 

一、政治结构的多元 

古希腊城邦林立。古罗马一国多制。罗马帝国时代的国家二分、四帝共治。中世纪的政教二元

体系及封建制度。现代欧洲分散的主权国家体系。 

二、政体多元 

1、古希腊城邦时代的多元政体。权力机构相互独立、分工制衡。雅典：元老院、人民大会、

五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将军、行政长官。斯巴达：国王、长老会议、公民大会、监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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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罗马城邦时代的多元政体。执政官、元老院、人民大会相互平行、互相制约。其他如最

高裁判官、监察官、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等各司其职，对于执政官、元老院有制约作用。 

3、中世纪的混合政体。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因素相混合。在中世纪多数时间中，君主制

与贵族制因素占主导。 

4、现代的分权制衡与多党制。分权制衡：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别由国会、国王（或首

相）、法院行使，相互制约和平衡。多党制：公民按照不同的利益与意识形态组成不同的政党，依

照法律规定与民主程序和平、合法与自由地竞争政治权力。 

三、多元的社会生活 

1、多元的宗教。古典时代西方盛行多神教。基督教是一神教，具有不宽容的特点，但内部异

端层出不穷。宗教改革之后，宗教宽容思想出现。洛克的宗教宽容思想。由宗教宽容到政教分离制

度：宗教是私人事务，国家无权干涉宗教，教会也不再享有政治权力。 

2、多元的意识形态。多元意识形态的基础是思想言论自由。现代西方各种意识形态合法存在、

自由竞争。西方意识形态主流：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 

3、多元的生活方式。个性自由的实现带来多元的生活方式。约翰·密尔的社会自由思想：个

性的充分发展带来社会的进步，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只要不影响他人，社会无权干涉。 

作业 

1、试分析个人主义的内涵。 

2、古希腊城邦民主的特征是什么？ 

3、现代民主的关键要素是什么？ 

4、试分析基督教传统与现代宪政文明的关系？ 

5、如何区分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 

6、西方的个人自由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7、古代平等观念与现代平等观念的区别何在？  

8、西方政治文明的多元主义包括哪几个方面？其内容如何？ 

拓展阅读书目  

1、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修订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2、丛日云：《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3年。 

3、 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4、 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5、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 

6、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7、何怀宏编：《平等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8、萧高彦，苏文流编：《多元主义》，台北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8年。  

知识单元 3  西方法律文明 

学时 6 

学习内容：了解西方公法的内涵和基本原则，重点掌握宪政的价值基础和制度保障，理解宪政

的历史渊源。了解西方私法的内涵和历史渊源，重点掌握罗马法的内容、特点和影响。 

学习要求：学生应了解西方公法和私法的区分，掌握西方公法的内涵和基本原则，重点理解西

方公法中的宪政传统，并结合所学内容思考宪政的重要意义。应该在课前阅读相关材料，了解西方

私法的内涵和历史渊源，重点理解罗马法的内容、特点和影响，并结合西方法律传统思考罗马私法

对后世的深远意义。  

第一节  西方公法的内涵和基本原则 

现代社会的法律体系来自西方。只有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才孕育出了现代意义上的法律。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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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法律有助于我们认识西方社会和现代文明。 

一、西方公法的内涵 

公法与私法的区分。公法涉及公共利益。公法意味着法律关系中至少有一方是公权力主体。主

要包括宪法、行政法和刑法。 

二、西方公法的基本原则 

1、人权保障原则。限制公共权力，保障个人权利。公法救济。 

2、平等原则。公民拥有平等地参与法律创制的权利。法律适用的平等。 

3、法治原则。法律至上。法律的统治（rule of law）。法律具有普遍性。法制统一。司法公

正。 

4.、民主原则。公法通过民主程序获得其权威性。 

5.、比例原则。采取的措施有助于达成目的。采取的措施对公民的侵害最小。欲实现的目的与

对公民权利的侵害之间有适当的平衡。 

第二节  西方公法的核心——宪政 

一、宪政的基本价值 

保障个人自由是核心。人权、平等。正义。 

二、宪政的制度保障 

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司法独立。地方自治。选举和代表制度。竞争性政党制度。军队的国家化。 

三、宪政实践的历史发展 

古希腊的城邦。罗马共和国。中世纪二元化的权力结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荷兰共和国。英

国和美国的宪政制度。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宪政的发展。 

第三节  西方私法的内涵和历史渊源 

一、西方私法的内涵 

罗马法与私法概念。私法主要涉及私人利益。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民法、商法。 

二、西方私法的历史渊源 

希腊城邦的法律。自然法概念的形成。罗马法体系与私法的形成。日耳曼习惯法。教会法。封

建法。 

第四节  西方私法的价值基础 

一、私权神圣 

人格权神圣。所有权神圣。 

二、身份平等 

各民事主体平等地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三、意思自治 

依据私人意思形成法律关系的自由。缔结契约的自由。组成私人团体的自由。使用财产的自由。

只对出于自己意思造成的损害行为负责。 

第六节  罗马私法 

一、罗马私法的历史演变和发展动力 

1、历史演变。王政时期的习惯法。共和国前期的成文法。共和国后期从市民法向万民法的转

变。帝国时期皇帝的赦令和大型法典的编纂。 

2、发展动力。贵族和平民的斗争。商品经济的发展。缓和民族矛盾的需要。统治者的重视和

法学家的努力。 

二、罗马私法的内容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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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关于个人、家庭和团体的人法。关于物权、债权和继承权的物法。关于案件审理的

诉讼法。 

2、特征。体系完备。与实践密切联系。语言准确，论证严密。 

三、罗马私法对后世的影响 

1、法典编纂体例。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瑞士的民法典以罗马私法体系为范本。 

2、具体的制度和原则。法人制度、物权制度、契约制度、陪审制度和律师制度等制度。权利

平等、权利不受侵犯和不告不理等原则。 

3、概念和术语。法律行为、民事责任、代理、占有和不当得利等概念和术语。 

4.、思维方式。判断要以事实为依据。权力要以权利为基础。 

作业 

1、西方公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2、宪政的基本价值是什么？ 

3、宪政的制度保障是什么？ 

4、简述宪政的历史发展。 

5、西方私法的价值基础是什么？ 

6、西方私法有哪些历史渊源？ 

    7、罗马私法的特点是什么？ 

8、罗马私法对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美浓部达吉：《公法和私法》，黄冯明译，周旋勘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2、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西方的宪政历史》，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3、哈耶克：《自由宪章》，杨玉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4、维尔：《宪政与分权》，苏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5、麦基文：《宪政古今》，翟小波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 

6、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年。 

7、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   

8、格罗索：《罗马法史》（校订本），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 

9、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商务印书馆，1989年。 

10、盖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知识单元 4  西方科学 

学时 3 

教学内容：西方科学在科学革命之前、科学革命时期以及科学革命之后这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

主要特征、主要成就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学习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西方科学的发展脉络，掌握西方科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

成就、特征和社会背景。 

第一节  古代中世纪的西方科学 

一、古代中世纪西方科学的特征 

科学革命之前的科学主要是理论科学。科学与哲学结合。科学与实用技术几乎完全分离。 

二、古希腊科学 

1、古典时期科学的主要特征。纯粹的非功利的追求抽象知识，脱离任何经济社会目的。以非

国家化非职业化的“学园”为主要运行机制。演绎推理的方法。质疑批判的学问态度。 

2、纯粹非功利的理论科学首先只在希腊出现的原因。希腊奴隶制保证了公民的闲暇。以海洋

文明为背景，眼界开阔。希腊城邦民主制有利于理性自主精神的发展。希腊民族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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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典时期科学的主要成就。早期自然哲学开创对自然的抽象性研究。柏拉图强调几何学的

重要性。希腊的数理天文学。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博物学。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理论。 

4、希腊化时期科学研究的新特征和主要科学成就。知识精英与王权政府结盟；古典时期自由

学术精神与东方实用知识传统相结合。 

三、古罗马时期的科学。 

1、古罗马科学的主要特征。重实用的传统。科学发展不景气，尤其是晚期，相比于希腊显著

衰落。 

2、古罗马时期古典科学衰落的原因。科学与社会之间未建立起制度性支持，基础科学难以持

续发展。奴隶制的存在，社会对大规模开发生产力的轻视，使应用科学无大的发展空间。宗教大规

模发展，形成反智主义新的历史条件。 

3、古罗马科学的主要成就。卢克莱修的《物性论》。老普林尼的《博物学》。 

四、中世纪科学 

1、中世纪科学发展概况。中世纪前期，欧洲陷入“黑暗时期”，几乎不存在科学研究。12 世

纪左右大学兴起，伴随古典文献的重新发现，科学研究再次兴盛。 

2、中世纪科学的主要成就。托马斯·阿奎那融合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神学，形成经院哲

学。罗吉尔·培根大力提倡实验科学。 

第二节  科学革命 

一、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 

1、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历史背景。军事革命、航海探险和新世界的发现改变了科学所处的

社会环境。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导致了“交流革命”打破了大学对知识的垄断。古典文化的复兴与人

的解放。宗教衰落与世俗化进程。宗教改革运动。 

2、16、17世纪科学革命时期科学的主要特征。产生了对科学的全新认识，在观念上承认科学

的社会效用。实验哲学兴起。以受宫廷支持的私人学术团体为主要组织基础。 

3、16、17世纪科学革命时期的主要科学成就。以哥白尼、第谷和开普勒为代表的天文学。伽

利略的数学和运动理论。牛顿的微积分、万有引力定律和运动三定律。以波义尔为代表的近代化学。

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 

二、18、19世纪的科学革命 

1、18、19世纪科学革命时期科学的主要特征。经典科学与培根科学合流，形成现代应用科学，

开始对技术产生巨大促进作用。以受国家支持的大学机构为主要组织基础。 

2、18、19世纪科学革命时期的主要科学成就。天体演化理论的提出。近代地质学的形成。电

磁理论和能量守恒定律的发现。 

第三节  20世纪的科学 

一、20世纪科学发展概况 

科学飞速发展，取得诸多惊人成果。科学研究社会化程度提高，与技术创新相互促进，与社会

现实需求结合度高。 

二、20世纪主要科学成就及其影响 

现代天文学把人类眼光带入了更广阔的新宇宙。以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为基础的物理学推动了核

科学的产生。物理学、化学和遗传理论相互结合产生了分子生物学。 

作业： 

1、希腊古典时期科学和希腊化时期科学的主要特征、主要成就分别是什么？ 

2、古典学术科学在古希腊兴起的原因是什么？而在罗马时期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3、中世纪科学的概况和主要成就。 

4、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历史背景、主要成就和主要特点分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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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19世纪科学革命的主要特征和主要成就是什么？ 

6、20世纪的主要科学成就及其影响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 

2、吴国盛：《科学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麦克莱伦第三、哈罗德·多恩：《世界科学技术通史》，王鸣阳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7年。 

4、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王珺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 

5、史蒂文·夏平：《科学革命》，徐国强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 

6、理查德·韦斯特福尔：《近代科学的建构》，彭万华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7、艾伦：《20世纪的生命科学史》，田洺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知识单元 5  西方技术文明 

学时：3 

教学内容：西方技术的发展进程，说明西方技术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中世纪和现代这三个不同

时期的主要成就、主要影响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学习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古希腊技术的主要成就及其原因，古罗马技术的主要成就及

其影响，中世纪技术的发展概况和主要影响以及工业革命时期及之后的技术成就。 

第一节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技术文明 

 

一、古希腊的技术成就。 

古希腊地理环境及手工业发展。古希腊的手工业技术。造船技术。建筑技术。 

二、古罗马的技术成就。 

罗马人的农业技术、军事技术和航海技术。建筑技术：“罗马人是天才的工程师”。罗马人的城

市建设。 

第二节  中世纪的技术文明 

一、中世纪中期的技术文明 

1、中世纪中期的技术革命概况。重犁的使用、挽具的传入、三田轮作制的采用，带来了农业

技术革命。马镫的传入、骑兵冲刺技术的产生，促进了军事技术创新。出现了一些新奇的机器，如

水车、锯木机。 

2、中世纪中期技术革命的主要影响。农业技术革命加快了农业生产，促进了人口增长和城市

化程度的提高。军事技术革命促进了骑士阶层的产生和封建制度的巩固。新奇技术的发明和新能源

的使用，加快了以技术改造自然的进程。技术的发展提高了文明水平，为科学研究创造外部条件。 

二、中世纪后期的技术文明 

1、中世纪后期技术的发展概况。火药技术传入欧洲，大炮、滑膛枪随之被发明，战争进入热

兵器时代。帆船的使用与改进，海上作战技术的改进，使得海战发生革命性变化。 

2、中世纪后期技术创新的主要影响。全新的军事技术需要政府大力支持，促使欧洲封建各国

转向中央集权。航海技术的革新促进了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欧洲人政府全球的开始。技术的成功

促使各国政府资助科学研究，为科学革命准备了外部条件。 

第三节  工业革命时期及其以后的技术文明 

一、工业革命时期的技术文明 

1、工业革命概况。开始于 18世纪中期的英国，而后扩展至欧美各国。其标志性资源是铁、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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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蒸汽。其主要特征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的工厂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以技术革命

带来经济无限制的增长。 

工业革命的主要影响。使人类步入工业时代，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解除了对技术革新和经

济增长的约束，生产效率极大提高，人类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人口向城市流动，城市化加快，阶级

冲突也随之加剧。促进了人口的全球流动，改变了原有的世界面貌。 

2、工业革命时期的主要技术成就。纺织技术的改进。新的动力、原材料的出现。蒸汽机的发

明与改良。内燃机的发明。汽船、火车和汽车等新型运输机械的出现。 

二、工业革命之后的技术文明 

1、工业革命之后的技术成就的主要特征。第二次技术革命之前，技术与科学几乎完全分离。

但第二次技术革命及其以后，技术革新与科学成就紧密结合，相互促进。 

2、第二次技术革命概况。开始于 19世纪 70年代。主要技术成就是，电机的发展和电能的应

用；电报、电话和无线电通讯技术的发明。 

3、第三次技术革命概况。开始于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主要技术成就是，原子能技术；航空

航天技术；信息、计算机、网络技术；激光技术；医药与生物技术。 

作业： 

1、古希腊时期的主要技术成就及其原因。 

2、古罗马时期的主要技术成就及其影响。 

3、中世纪中期和晚期的两次技术革新的主要成就是什么？它们的影响是什么？ 

4、在西方科学技术史上，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变化的？ 

5、第二技术革命和第三技术革命的主要技术成就。 

拓展阅读书目 

1、吴国盛：《现代化之忧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2、吴国盛：《科学的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麦克莱伦第三、哈罗德·多恩：《世界科学技术通史》，王鸣阳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7年。 

4、罗伯特·勒纳、斯坦迪什·米查姆、爱德华·麦克纳尔·伯恩斯：《西方文明史》，王觉非

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 

5、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周光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知识单元 6  西方哲学 

学时：6 

教学内容：了解西方哲学的起源和基本特征，理解西方哲学史上的本体论问题。了解西方哲学

史上的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相关问题，重点掌握康德的认识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和波普尔的证

伪主义理论 

学习要求：课前认真阅读相关材料，了解西方哲学产生的独特背景并重点理解西方哲学史中的

本体论问题及其历史发展。理解认识论转向的思想背景，了解科学哲学的代表人物。 

第一节  西方哲学的起源和形成 

一、哲学与西方文明 

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哲学是西方文明的精华，体现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

学习西方哲学有助于我们从思维方式的层面理解西方文明。 

二、西方哲学的产生 

哲学起于好奇。哲学与闲暇。思想自由求知活动。理性的希腊人。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与哲学思

考。 

哲学为爱智慧之学。对终极问题的追问。早期主要是自然哲学。后期道德哲学形成。 

第二节 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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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超功利性 

对世界本原的追问，思考终极问题。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反思。为了真理本身而追求真理。哲学

思考的独立性。 

二、理性的思维方式 

追求概念的精确。抽象思维和演绎推理。方法论的探讨。体系化成就。 

三、批判和创新精神 

在批判前人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第三节  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 

一、西方哲学的三次转向。 

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由认识论转向语言分析。本体论主要探讨世界存在的根据及相关问题。 

二、古希腊罗马哲学本体论 

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家关于世界“本原”的学说。巴门尼德关于意见之路和真理之路的区分。柏

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三、中世纪神学本体论 

奥古斯丁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安瑟伦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阿奎那的实体学说。 

三、近代认识论影响下的本体论 

笛卡尔区分出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两种实体。洛克和休谟否定超验实体的存在。康德将本体论

排除在认识领域之外，同时在实践领域确立本体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四、现代哲学中的本体论 

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对本体论的拒斥。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 

第四节 西方哲学中的认识论转向 

一、认识论与西方哲学的第二次转向 

认识论主要探讨人类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对人的认识能力的反思是哲学发展的动。西方哲学

的第二转向。 

二、古代中世纪的认识论 

古希腊哲学中的认识论及特征：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的认识论及特征。阿

奎那对感觉和理智之间关系的论述。罗吉尔·培根对实验科学的论述。奥卡姆对经验证据和逻辑推

理的论述。 

三、西方近代认识论 

1、唯理论。认识来源于天赋观念。借用数学方法。独断论倾向。代表人物是笛卡尔、莱布尼

茨和斯宾诺莎。 

2、 经验论。认识来源于经验。知识都在经验之中。怀疑论倾向。代表人物是洛克、休谟和贝

克莱。 

3.、康德对唯理论和经验论的调和。哥白尼式的革命。先天综合判断。现象和物自体的区分。 

第五节  西方哲学中的语言的转向 

一、“语言的转向”的内涵 

语言的转向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哲学研究方法的根本性策略，即通过谈论恰当的语言或通过恰

当地谈论语言去谈论世界；其二是指对哲学性质认识的转变，即真正哲学问题不再是关于如何使认

识成为可能，而是使语言表达成为可能，同时，不再关心如何使概念符合认识模式，而是关心如何

哲学语言不违反逻辑句法或遵守日常用法。 

二、“语言的转向”的成就与影响 

语言的转向开始于弗雷格，完成于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欧洲大陆哲学与英美分析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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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差异。语言转向的影响。 

第六节  科学哲学 

一、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 

对归纳法和证实主义的批判。演绎而非归纳才是真正的科学方法。认为区分科学和非科学的

标准是可证伪性。假说先于观察。提出科学知识增长的模式是：提出假说→假说被经验事实证伪

→修改假说或提出新假说。如此反复。科学知识的增长模式是开放性的、非决定性的。三个世界

理论。客观知识。 

二、库恩的范式理论  

对波普尔理论的批判和发展。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其范式。范式是对科学中关键性、全

局性问题的解决。范式的转变是人们世界观的转变。科学发展的模式是：常规→危机→革命→常

规。如此反复。 

 

三、费耶阿本德和拉卡托斯 

费耶阿本德的“方法论无政府主义”。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硬核”和“保

护带”。 

作业： 

1. 哲学为什么会在古希腊兴起？ 

2. 西方哲学具有哪些特征？ 

3. 试论述近代本体论的历史发展和主要内容。 

4.经验主义在认识论上持什么观点？ 

5.理性主义在认识论上持什么观点？ 

6.西方哲学中的“语言的转向”的含义是什么？ 

7.哲学的“语言的转向”的影响是什么？ 

8.论述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理论。 

9.论述库恩的范式理论 

拓展阅读书目 

1、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 

2、 罗伯特·所罗门：《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张卜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3、江怡主编：《当代西方哲学演变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 

4、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王平复译，九州出版社，2007年。 

5、江怡主编：《当代西方哲学演变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 

6、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等译，科学出版社，1986年。 

7、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8、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知识单元 7  西方宗教 

学时：6 

教学内容：了解古希腊罗马宗教的起源和宗教活动，把握古希腊罗马宗教的特点以及基督教的

起源和发展。了解基督教的经典、教义、教会组织和宗教生活，认识基督教的传播历史和影响。 

学习要求：学生应在课前阅读相关材料，了解古希腊罗马社会的概况和基督教兴起的历史原因。

课上应重点理解古希腊罗马宗教的特点。重点掌握基督教的经典、教义、教会组织和宗教生活，把

握基督教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内在关系。 

第一节  古希腊和罗马城邦时期的宗教 

一、古希腊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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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希腊宗教的特点。多神崇拜。没有统一的宗教经典和严密的宗教组织。没有神学思辨和

完整的神学理论，对神袛的崇拜体现在直观的现实生活中。神袛具有明显的人化特征。 

2、 古希腊人的宗教生活。城邦保护神与城邦政治。城邦的宗教庆典。家族神与家庭生活。泛

希腊神与希腊世界。宗教与体育竞技活动。 

二、古罗马城邦时期宗教 

1、 古罗马宗教的特点。多神崇拜，具有包容性。宗教组织更加成熟。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较为

密切。神袛的神性成分较高，人格化特征不明显。 

2. 古罗马的宗教活动。家族神与家庭生活。宗教节庆。官方祭祀活动。 

第二节  基督教的起源和发展 

一、基督教的起源 

起源于犹太教的一个派别。创始人是耶稣。改造了犹太教的教义。 

二、基督教的发展 

早期受犹太教和罗马帝国的迫害。罗马帝国时期成为合法宗教直至国教。罗马帝国的分裂与基

督教的分裂。中世纪天主教在西欧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宗教。宗教改革与新教出现。新航路开辟后

全球性传播。 

第三节  基督教的经典和教义 

一、基督教的经典 

1、《圣经·旧约》。律法书、历史书、智慧书和先知书。 

2、《圣经·新约》。福音书、使徒行传、书信和启示录。 

二、基督教的教义 

1、各基督教派的共同教义。上帝创造万物，是唯一的神。人的坠落与原罪。耶稣基督是上帝

的道成肉身，是救世主。只有信仰上帝和耶稣基督人类才能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获得救赎升入天堂，

否则就会堕入地狱。 

2、东正教、天主教和新教在教义上的区别。东正教更加注重维护古老的教义。天主教和东正

教关于“和子句”的分歧。新教反对天主教的教阶制和教士特权，强调“因信称义”，《圣经》是最

高权威，认为人人可以读《圣经》“人人可以为祭司”。 

第四节  基督教的教会组织和宗教生活 

一、基督教的教会组织 

早期基督教会的集体生活。主教制度产生。教皇制度逐渐形成。天主教的教阶制。新教内部较

为平等的关系、自由民主的教会组织形式。 

二、基督教的宗教生活 

1、敬拜。祷告。朗读圣经。讲道。背诵圣经。 

2、圣礼。天主教和东正教有七项圣礼。新教一般只承认浸礼和圣餐礼。 

3、教会节日。圣诞节。受难节。复活节。降临节。 

第五节  基督教的传播和影响 

一、基督教传播的历史和原因 

1、传播的历史。最初在犹太人中的传播。在罗马帝国内的传播。日尔曼有的基督教化。近代

以来的全球传播。基督教在华传播。 

2、传播的原因。教义中蕴含的普世价值。人性的内在需求。基督徒的传教热情。完善的传教

机制。基督教成为现代文明的载体。 

二、基督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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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母体。西方政治文明如个人主义、宪政、民主等孕育于基督教。新教

精神与资本主义伦理。基督教与现代科学。影响西方的文学、哲学、艺术等。塑造西方人的日常生

活方式。成为世界性宗教后对其他文明的影响。 

作业： 

1、古希腊的宗教有什么特点？ 

2、古罗马的宗教有什么特点？ 

3、基督教和犹太教在教义上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4、基督教如何发展为世界宗教的？ 

5、基督教的基本经典及其主要内容是什么 

6、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什么？ 

7、新教教义与天主教教义的区别是什么？ 

8、天主教和东正教的“七项圣礼”指的是什么？ 

9、基督教对西方文明产生了那些重要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孙善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2、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孙善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3、王晓朝：《基督教与帝国文化》，东方出版社，1997年。 

4、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5、丛日云：《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3年。 

6、伯尔曼：《法律与革命---新教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袁瑜琤、苗文龙译，法律出

版社，2008年。 

7、J. A. 赫丽生：《希腊宗教研究导论》，谢世坚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8、F. 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谭立铸译，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6年。 

9、雷立柏：《古希腊罗马与基督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知识单元 8  西方经济 

课时 3 

教学内容：市场经济主要特征、核心假设与运作规律，说明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学习要求：了解西方经济文明的核心所在，重点掌握市场经济的核心假设与主要特征，明确市

场经济的运作理念，理解市场经济的失灵及其与政府的关系问题。  

第一节  市场经济概念 

一、市场经济是西方经济文明的精髓 

市场经济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通过市场供给和需求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以个

人为本位。市场经济是西方经济文明的创造，体现西方文明的精髓。 

二、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 

产权私有制。由利润动机引导生产经营的私人积极性。市场需求和供给条件所决定的价格。

个人的独立、自由和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个人选择自由及公平竞争机制。 

三、市场经济的核心精神：理性经济人预设 

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首次明确提出。 

“理性经济人”预设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以个人为本位；假定人性自利，但不否认其他

道德的存在；假设人有理性，面对各种选择方案能够审慎权重。 

第二节  完全市场经济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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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全市场经济的运作理念——“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由亚当斯密首先提出，指自由、竞争的市场能自发地平衡参与者的利益，以最

有效的方式配置资源，同时促进整个社会的利益。 

强调个人经济自由。主张个人利益是公共利益的基础。坚持有限政府，反对国家干预市场运作。 

二、完全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 

完全市场指理想模式下的市场。竞争的完全性：市场上有无数交易相同产品的买卖者。信息的

完全性：市场上买卖双方对交易物品均有充分信息。成本、收益的完全内生性：买者、卖者的行为

成本与收益完全由行为者承担或享有。 

三、完全市场经济与帕累托效率 

完全市场可以实现帕累托效率，即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能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达到“利己

不损人”的最优状态。完全市场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即既定资源配置状态的改进会增加个人福利

而不损及他人福利。 

第三节  不完全市场经济与政府 

一、市场经济的缺陷 

1、不完全市场的主要特征。信息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及其道德风险。竞争不完全性：垄断

竞争、寡头市场。外部性与公共物品问题。 

2、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微观经济无效率：垄断竞争、寡头市场。宏观经济不稳定：商业周

期波动以及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社会不公平：贫富差距拉大及资源分配不公。 

二、政府调控：市场失灵的矫正 

政府调控的必要性源于市场失灵。市场失灵要求有限政府下的有责政府。政府的经济职能主

要包括增进效率，促进公平，保持稳定。 

三、政府失灵与福利国家危机 

1、政府失灵与福利危机。政府服务的效益低下问题：资源利用低效、容易引发腐败。福利开

支的财政负担问题。福利制度限制个人自由问题：强制税收、对政府的心理依赖。服务对象过渡依

赖政府问题：个人的工作与储蓄动机下降。 

2、福利国家改革。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从市场改革：取消对社会福利的规章管制，减少国家

的垄断，促进国家和私人组织之间的竞争。主要措施包括：国家资产出售；管理责任转让；生产供

给责任转让等。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理解市场经济的核心精神？ 

2、如何理解市场经济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运作理念？ 

3、如何理解市场经济与政府的关系问题？ 

4、市场经济的弊端与解决的思路是什么？ 

5、市场与国家权力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拓展阅读书目 

1、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2、马克斯·韦伯：《世界经济史纲》，胡长明译，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 

3、约翰·加尔布雷斯：《不确定的时代》，刘颖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4、郑秉文:《市场缺陷分析》,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3年。 

5、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郭忠华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年。 

知识单元 9  西方艺术文明 

课时 3 

教学内容：西方音乐、雕塑和建筑的主要概况，西方音乐、雕塑和建筑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风

格特点。西方绘画、戏剧、歌剧和电影的概况，西方传统绘画与现代绘画的主要情况、西方戏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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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风格、西方歌剧和电影的主要情况。 

学习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西方音乐、雕塑和建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概况，尤其是

其特点、主要代表作品或主要代表人物。了解西方传统绘画的特点、两大主流和发展情况，西方现

代绘画的主要特征和三大主流，西方戏剧的发展情况，西方歌剧的主要特征和发展情况以及西方电

影的总体特征和三大类别。 

第一节  西方音乐艺术 

一、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音乐 

古希腊罗马时期极少有音乐作品留存。《塞吉洛斯的墓志铭》《俄德庇德斯的合唱》及其风格特

点。主要乐器是里拉琴、阿夫洛斯管、蒂比管等。     

中世纪音乐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以教会音乐为主。格里高利圣咏、奥尔加农二重唱及其主要

特点。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和巴洛克风格的音乐 

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受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比其他领域要晚。音乐开始独立，世俗音乐出现。

新教音乐、反宗教改革音乐及其风格特点。反宗教改革音乐代表人物帕勒斯特里纳及其作品《马赛

路斯弥撒》。 

巴洛克音乐时期（1600年—1750年）。巴洛克音乐的主要风格特点。歌剧是此时期最重要的声

乐创造。巴洛克音乐的主要代表人物维瓦尔第、亨德尔和巴赫。 

三、古典时期和浪漫时期的音乐 

古典主义音乐时期（1750年—1810年前后）。主要代表人物是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古典主

义强调音乐的理性化和无标题性。 

浪漫主义音乐时期（1810年—1900年）。主要代表人物是舒伯特、门德尔松、肖邦等。浪漫主

义强调音乐的情感性和文学化色彩。 

四、20世纪的音乐 

主要特点是音乐流派多样化：1945 年之前，主要是表现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民族主义；1945

年之后，出现序列音乐、电子音乐和新音色等。主要代表人物是勋伯格、肖斯塔科维奇和梅西安等。 

第二节  西方雕塑艺术 

一、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雕塑 

古希腊雕塑的三个时期及其特点：古风时期，生硬古朴；古典时期，自然真实，富于动感；希

腊化时期，题材走向普通人。主要作品《掷铁饼者》、《米洛的维纳斯》。 

古罗马雕塑，多仿效希腊，但更具写实性，更显宏伟。主要作品《奥古斯都全身像》、《卡拉卡

拉像》和祭坛壁雕。 

中世纪的雕塑，宗教色彩浓重，以《圣经》故事为主要题材。仿罗马式雕塑和哥特式雕塑的风

格差异。 

二、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和巴洛克风格的雕塑 

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的特点是，技巧完美，气魄宏伟，突出人的价值。主要代表人物米开朗琪罗。 

巴洛克风格的雕塑，较前者少些庄严肃穆，但更加世俗化。主要代表人物贝尼尼。 

三、18、19世纪的罗可可风格雕塑、新古典主义雕塑和浪漫主义雕塑 

罗可可风格的雕塑的特点是，追求纤细柔弱，但过度柔媚矫饰。主要代表人物法尔孔奈、克洛

狄翁。 

新古典主义雕塑的特点是，追随古典雕塑风格，抨击罗可可的肉欲倾向。主要代表人物乌东及

其作品《伏尔泰》。 

浪漫主义雕塑的特点是，强调感觉和想象，反对冷酷理性。主要代表人物吕德及其作品凯旋门

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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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世纪的现代雕塑 

此时期的雕塑风格趋于多样，主要派别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现代

雕塑两大主流：布朗库西的象征物式雕塑、阿基本科的立体派雕塑。 

第三节  西方建筑艺术 

一、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建筑 

古希腊建筑风格的特点：和谐、单纯、庄重和布局清晰。主要代表：帕特侬神庙。三种希腊柱

式及其特点。 

古罗马建筑风格的特点：沿袭古希腊建筑特色，但更显宏伟。拱顶技术的发现。主要代表：圆

形竞技场、万神庙和凯旋门。 

二、早期基督教建筑和拜占庭建筑 

 

早期基督教教堂的三种样式：厅堂式教堂，主要代表老圣彼得大教堂；集中式教堂，主要代表

圣·康斯坦齐亚大教堂；十字式教堂，主要代表加拉·普拉奇迪亚之墓。 

拜占庭建筑的特点：屋顶造型普遍使用“穹窿顶”；整体造型中心突出；创造了集中式建筑形

制；色彩灿烂夺夺目。主要代表：圣索菲亚大教堂。 

三、仿罗马式建筑与哥特式建筑 

仿罗马式建筑的特征：以教堂为典型；以拱顶为主，以石头的曲线结构来覆盖空间；强调明暗

对照法，但装饰简单粗陋。仿罗马式建筑对建筑史的贡献。主要代表：意大利比萨主教堂建筑群、

德国沃尔姆斯主教堂。 

哥特式建筑的特征：尖塔高耸、尖形拱门、大窗户及绘有圣经故事的花窗玻璃。主要代表：法

国的巴黎圣母院，意大利的米兰大教堂，德国的科隆大教堂。 

四、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 

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的特征：拒绝肋和尖拱，回到柱式和圆拱。主要建筑师：阿尔伯蒂、帕拉

奥蒂、米开朗琪罗。 

五、巴洛克式建筑、洛可可式建筑和浪漫主义建筑 

巴洛克式建筑的特征：炫耀财富；充满欢乐世俗气氛；标新立异，追求新奇。主要代表：圣卡

罗教堂。 

洛可可式建筑的特征：纤弱娇媚、华丽精巧、甜腻温柔、纷繁琐细。主要代表：波茨坦新宫的

阿波罗大厅。 

浪漫主义建筑的特征：强调个性，提倡自然主义；追求超尘脱俗的趣味和异国情调 

第四节  西方绘画艺术 

一、西方绘画与中国传统绘画的差异 

哲学审美观念上的差异。基本技法的差异。表现手法的差异。 

二、20世纪之前的西方传统绘画 

1、西方传统绘画的特点。掺杂太多“非艺术的杂质”。强调绘画的描述性。人性神性共融，带

有强烈宗教情结。 

2、西方传统绘画的两大主流。古典式绘画的特点：偏重理性，重视素描轻视色彩。反古典主

义式绘画的特点：热衷于情感，缺少庄严肃穆，强调自由放纵。 

3、西方传统绘画的发展。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壁画、陶瓶画和镶嵌画，注重写实和优雅。中世

纪绘画，宗教色彩浓重，放弃写实传统，注重夸张变形等象征法。文艺复兴至 19 世纪的绘画，回

归写实传统，注重人的真实形象。 

三、20世纪的西方现代绘画 

1、西方现代绘画的主要特征。强调艺术的纯粹性，与传统价值决裂。派别林立，思潮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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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视客观再现，强调主观表现。 

2、西方现代绘画的三大主流。立体主义绘画，强调形式结构以至于牺牲再现，主要代表人物

毕加索。表现主义绘画，关心内在情感和精神的表达，主要代表人物蒙克。超现实主义绘画，受弗

洛伊德影响，强调对怪诞梦境的表达，主要代表人物达利。 

第五节  西方戏剧、歌剧和电影艺术 

一、西方戏剧的概况 

1、文艺复兴之前的西方戏剧。古希腊的悲剧、喜剧及其起源、特征和主要剧作家。古罗马的

戏剧及其主要剧作家。中世纪的宗教剧、奇迹剧和笑剧及其特征。 

2、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戏剧。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新精神：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主张

平等，反对特权等级；反应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精神。主要剧作家：莎士比亚。 

3、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戏剧。古典主义戏剧的特征及其代表人物。启蒙主义戏剧的特征及其

代表人物。浪漫主义戏剧及其代表人物。 

二、西方歌剧的概况 

1、歌剧的特征。音乐是其灵魂；音乐、戏剧和诗歌的完美结合；诸多艺术的综合。 

2、西方歌剧的发展脉络。巴洛克时期歌剧的特征及其代表人物。古典主义时期歌剧的特征及

其代表人物。浪漫主义时期歌剧的特诊及其代表人物。20世纪的歌剧的概况。 

三、西方电影的概况 

1、西方电影艺术的产生与发展。电影的产生。电影发展的脉络。 

2、西方电影的总体特征。一体多元：发展过程中派别更迭，因承载各国不同文化而呈现多元

化特质。互动共荣：在各具特色的同时相互渗透学习，共促电影艺术的繁荣。 

3、西方电影的三大类别。写实主义及其主要特征。技术主义及其主要特征。现代主义及其主

要特征。 

作业： 

1、西方音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风格特征及其主要代表人物。 

2、西方雕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和主要作品。 

3、西方建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征及其代表性建筑。  

4、西方传统绘画的特征、两大主流是什么？ 

5、西方现代绘画的主要特征和三大主流是什么？ 

6、西方戏剧的发展概况。 

7、西方歌剧的特征是什么？  

8、西方电影发展的总体特征是什么？西方电影的三大类别及其主要特征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阿纳森：《西方现代艺术史——绘画雕塑建筑》，邹德侬等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 

2、马丁·坎普编：《牛津西方艺术史》，余君珉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 

3、米罗·沃尔德等：《西方音乐简史》，刘丹霓译，世界图书出版社，2012年。 

4、保罗·亨利·朗：《西方文明中的音乐》，顾连理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 

5、李宏：《西方雕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年。 

6、马文·特拉亨伯格等：《西方建筑史》，王贵祥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 

7、阿纳森：《西方现代艺术史——绘画雕塑建筑》，邹德侬等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 

8、喆仁主编：《西方绘画》，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9、路易斯·詹内蒂：《认识电影》，崔君衍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 

知识单元 10  西方文学 

课时 3： 

教学内容：西方文学的历史和概貌，描述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文学成就以及不同文学形式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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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特征。 

学习要求：了解古希腊罗马文学和中世纪文学的地位、成就和主要特征，文艺复兴时期文学以

及文艺复兴之后的文学的主要特征。 

第一节  古希腊罗马文学 

一、古希腊文学 

1、古希腊文学是人文精神的摇篮。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是西方文学的摇篮和第一个高

峰。具有自由开放、重视人性、突出人的价值与尊严的特征。古希腊文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2、古希腊文学的发展分期和主要成就。荷马时代的神话和史诗。古风时期的抒情诗、散文和

寓言。古典时期的悲剧和喜剧。希腊化时期的新喜剧和田园诗。 

3、古希腊文学的主要特征。具有鲜明的人本色彩和命运观念。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存。作

品种类繁多，具有独创性。与民间口头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尤其是神话，英雄传说和史诗。 

二、古罗马文学 

1、古罗马文学是连接古希腊文学和后世欧洲文学的桥梁。古罗马文学在古希腊文学影响下产

生，继承并发展了古希腊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在西方文学史上，是连接古希腊文学和欧洲近代文学

的桥梁。 

2、古罗马文学发展分期和主要成就。共和国繁荣时期普劳图斯和泰伦斯的罗马新喜剧。奥古

斯都时期贺拉斯的文艺论著《诗艺》，奥维德的故事集《变形记》。 帝国时期塞内加的悲剧《特洛

亚妇女》、阿普列尤斯的《金驴记》。 

3、古罗马文学的主要特征。比古希腊文学更富有理性意识和责任概念。在审美品格上更趋向

于庄严和崇高的风格。 

第二节  中世纪文学 

一、中世纪文学的地位 

中世纪文学并非古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之间的一片空白，欧洲各民族在民间文学基础上都出

现过一些有价值、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中世纪文学为文艺复兴和欧洲近代文学奠定了基础。 

二、中世纪文学的主要成就 

以圣经故事和使徒行传为基本内容的教会文学。展现各民族历史风貌的英雄史诗。带有强烈浪

漫色彩的骑士文学。反抗宗教压迫反映市民生活的城市文学。 

三、中世纪文学主要特征 

深受基督教文学影响，宗教色彩较浓。欧洲多种民族文学的结合。东西方文学相互影响、交融

的产物，主要体现在欧洲文学和希伯来文学的结合。 

第三节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一、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 

文艺复兴运动与人文主义。古典文化的复兴。人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是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

倡个性，反对神性；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宗教束缚。 

二、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以对人的关注为其文化精神核心。以人的现世生活，反对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为其主题。以展

示人的精神世界、情感特征、欲望要求为其基本艺术追求。以模仿自然写实主义为其主要创作方法。

代表人物和作品。 

第四节  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文学 

一、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仿造古代文学、追求艺术完美、恪守“三一律”。崇尚理性精神、宣扬公民义务、压制个人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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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拥护国家统一与中央王权、歌颂贤明君主。 

二、18—19世纪文学的基本特征 

1、启蒙文学的基本特征。政论性色彩较浓，富于哲理性。平民化视角。形式较多创新。 

2、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批判强烈。追求真实性。注重环境与人物的塑造。小说趋

于成熟与繁荣。 

3、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突出主观理想。注重自然景物的描写。 珍视民族文化传统。艺

术形式和表现方法多样。 

三、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关注方向从外部世界转向内在世界。从大众公共伦理转向个人伦理。从理性转向非理性。 

作业 

1、古希腊文学和古罗马文学的地位、主要成就和主要特征分别是什么？ 

2、中世纪文学的地位、主要成就和主要特征。 

3、人文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什么？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4、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文学的发展过程。 

5、17 世纪的古典主义文学、18 世纪的启蒙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

和 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分别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罗伯特·勒纳等：《西方文明史》，王觉非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 

2、约翰·玛西：《文学的故事》，临湖、朱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3、斯威布：《古希腊神话与传说》，楚图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4、特蕾·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5、徐葆耕：《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知识单元 11  西方社会 

课时 3： 

教学内容：西方家庭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迁，说明西方教育的发展过程及其独特之处。 

学习要求：了解西方社会结构的沿革，重点把握西方社会中的家庭结构变迁，掌握西方教育的

历史发展，理解西方社会生活的独特之处。 

第一节  西方社会的家庭变迁 

一、古典时代的家庭 

1、家庭结构。家庭（Familia）是古希腊罗马的基本单位，指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

量奴隶的社会机体。主奴关系。配偶关系。亲嗣关系。 

2、城邦与家政的区别。城邦是公民的自治团体。公民参与城邦治权，将奴隶、外邦人及妇女

排斥在外。家政研究优秀的主人如何管理好财产与家务，处理主奴、配偶及亲子关系。经济学属于

“家政学”范畴。 

二、中世纪的家庭 

1、庄园制与住户共同体。庄园制的经营方式：农奴的劳役地租与领主的庄园管理。住户共同

体：家庭与住户合一；经济联盟与文化共同体。 

2、基督教与家庭伦理。夫妻关系：结合为生儿育女；禁欲；一夫一妻制；妻子服从丈夫。父

母子女关系：父母为“生命、成长和教育的第二源泉”；孩子服从父母。 

三、近代核心家庭    

18世纪末形成核心家庭模式，即由情感决定的父母与子女组成的与外界隔离的共同体。 

1、核心家庭的出现背景。经济转型：工业发展使居住地和劳动场所分离。思想转型：启蒙运

动强调人的理性和自主性取代传统的束缚和义务。社会转型：超出等级外的新社会构成：教师，医

生，牧师，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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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心家庭的基本特点。家庭生活的家居化：劳动与“生活”完全分离；男性社会和女性社

会的分离。家庭生活的情感化：爱作为夫妻关系的本性所在，与传统家庭秩序彻底决裂。家庭生活

的私密化：家庭面对公共世界是隐秘的；家庭内部成员有独立的私人生活。 

第二节  西方的社会结构变迁 

一、古典时期的城邦结构 

城邦与奴隶制。公民：参与城邦治权之人。等级差别不明显。外邦人：不享公民权，多从事手

工业，城邦“二等人”。奴隶：“有人脚的动物”。 

二、中世纪的等级社会 

“三个等级”的提法最早出现在 9世纪上半叶主教们在给国王的信函中，包括专事祈祷的教会

等级，专事战争的骑士等级(贵族)，专事生产的劳动等级。 

1、专事生产的第三等级。庄园制与农奴社会。11 世纪农民等级出现，“农耕士兵”转变为单

纯的“农夫”。农民特有的社会等级标志：禁用长矛和剑，特有的衣着和发型。11 世纪以后,贸易

和手工业发展。手工业者和商人被纳入到劳动的社会等级,即第三等级。 

2、封建制与贵族等级。封建制与权贵社会。领主与其贵族附庸的封建契约。贵族:掌握统治权

力的社会群体。封地的用益权。领地内最高审判权。教会职务授予权。新贵族阶层崛起：11 世纪

后的王室封臣与“宫廷社会”。 

3、作为社会等级的教士团体。教区领地与世俗特权。教士团体在教区内不仅掌有宗教权力,

还有政治、经济、社会公益等各种权力。 

三、工业发展与社会变革 

1、工业资产阶级的成长。（1）工业资产阶级的伦理精神。冒险精神。 敬业精神。诚信精神。

为上帝的荣誉而赚钱。（2）工业资产阶级与民主化改革。扩大选举权。现代文官考任制度。地方市

政改革。 

2、工业无产阶级的诞生。 工业无产阶级的组成：失地农民、破产工匠及妇女、儿童机器的奴

隶与破坏机器的暴力。工业无产阶级的特征。工会的产生。 

四、20世纪西方社会结构变迁——中产阶级 

1、中产阶级的产生。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工业制造业为主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职业结构的

调整：企业管理层与专业技术精英。收人分配的调整：资本的社会化与股份的分散化。教育政策的

调整：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 

2、中产阶级：社会稳定的结构因素。意识形态：温和保守。经济因素：收入稳定、消费平稳 

第三节  西方的教育发展 

一、古希腊罗马的教育 

1、古希腊的教育。古代希腊的教育旨在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能履行公民义务和责任的公民。

斯巴达的教育：军事体育训练与道德教育并重。雅典的教育：形成世界上最早的德、智、体、美和

谐发展的教育体系。 

2、古罗马的教育。（1）共和时期的教育。罗马贵族以学习希腊文化为荣，效仿希腊设立文法

学校、修辞学校，逐渐形成完善的学校教育制度。（2）帝国时期的教育。教育目的：培养效忠帝国

的顺民和官吏；教育制度：改教师私人选聘为国家委任。基督教定为国教后，教会教育成为学校教

育的主要组织形式。 

二、中世纪的教育 

1、宗教教育。中世纪西欧教会组织建立的教会学校主要有僧院学校、大教堂学校和教区学校

三种。教学内容以神学为主，以培养对上帝的虔诚。          

2、世俗教育。贵族宫廷学校与“七艺”。骑士教育是世俗封建主的主要教育形式，以尚武、尚

礼、忠君、仰神为主；“骑士十诫”。 中世纪大学突破了教会对教育的垄断。萨拉尔诺大学、波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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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大学、巴黎大学。 

三、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 

教育形式：对中世纪大学不断进行变革、更新和改造。教育内容：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教育的

倡导；学科分化。教育模式：学理优先与技术优先。 

作业： 

1、试论古希腊家政与城邦的区别。 

2、试论近代核心家庭与中世纪家庭的区别。 

3、试论 20世纪西方中产阶级出现的时代背景及社会意义 

4、试论中世纪的教育形式及教育内容。 

拓展阅读书目 

1、张国刚编译：《家庭与社会》，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2、约翰·巴克勒：《西方社会史》，霍文利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3、谷延方：《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中世纪盛期及近代早期》，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年。  

4、滕春兴：《西洋教育史：中世纪及其过渡世代》，台湾心理出版社，2009 年。 

知识单元 12  西方管理文明 

课时 3： 

教学内容：阐明西方管理文明的哲学基础与科学基础，介绍西方管理的工业机制与运作结构。 

学习要求：学生应把握西方管理文明的哲学基础与科学基础，重点掌握西方管理文明与工业文

明的关系，了解西方管理文明的运作机制，认识到西方管理文明的独特贡献。 

第一节  西方管理文明的哲学及科学基础 

一、管理的内涵 

管理文明的产生与工业文明兴起密不可分，是西方文明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管理指通过人与人

的协调、人对物的控制, 以最小的人力、物力资源消耗,获得最大限度效益的过程。 

二、西方管理文明的哲学基础 

1、从有机论世界观到机械论世界观。实现从希腊传统哲学向机械论哲学的转变。实现从宗教

神学向理性哲学的转变。 

2、人是机器：打破人的神秘定位。神学的人学：以上帝为本，人是上帝的造物。哲学的人学：

探寻人的自我认知及形而上的本性。科学的人学；打破人的神秘定位，将人视为复杂机器。 

三、西方管理文明的科学基础  

1、从自然哲学到自然科学。自然哲学的特质：对世界的非实验性把握。自然科学的性质：对

世界的实验再现方式。  

2、从自然科学到技术创新。技术的真谛：解放人力，提高效率。科学技术对人预期自身行为

的帮助。管理的兴起：科学方法与技术手段向管理本身的移植。 

第二节 西方管理文明的工业背景 

一、第一次工业革命与对管理的重构  

农业时代人的勤奋与收益的天定：放任管理与经验管理。第一次工业革命形成西方管理重构的

物化动力。工业时代行为的系统筹划与管理革命。 

二、第二次工业革命与科学管理的诞生 

第二次科技革命导致科学管理全面诞生。科学管理创始人：弗雷德里克·泰勒。科学管理：以

效率逻辑为行为准则，强调合理分工及标准化控制。成本的控制。过程的控制。结果的控制。效益

的控制。 

三、信息产业与现代管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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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后，从科学管理向综合管理转变。信息化时代与虚拟管理：跨越时间、

空间和组织边界的实时沟通和合作。信息化时代与知识管理：重视企业文化与建设学习型企业。

信息化时代与能本管理：关注人的创造能力，挖掘人的潜力。 

第三节  西方管理文明的运作结构 

一、西方政治－行政管理的运作结构  

1、从政治统治到行政管理。政治统治与行政管理的联系与区别。分权制衡与科层官僚体制。 

2、从行政管理到公共管理。管理主体从“单中心”到“多中心”：政府为核心，整合社会力量。

管理路径从“压力型”到“协商型”：政府与公共组织协商合作。管理职能从“全能型”到“有限

型”：摆脱全能政府，寻求社会合作。 

二、西方工商业管理的运作结构 

1、现代企业制度：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化。 

2、管理结构：垂直管理与自我管理结合。组织形式从垂直等级制向扁平网络制转变。管理机

制实现命令、控制等垂直管理方式与自我管理的结合。 

3、管理方式：科学管理与人本管理结合。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结合：以规章制度为中心，并注意

调动个人的创造性。 管理的科学方式与管理的文化方式相结合：强调科学效率与营造企业文化 

三、西方管理文明的独特贡献 

从神秘主义到理性主义。从定性行为到定量行为。从动机决定到效果决定。从科学管理到综合

管理。 

作业： 

1、西方管理文明的哲学基础是什么？ 

2、西方管理文明的演进与工业发展的关系如何？ 

3、如何理解西方政治-行政管理的运作结构？ 

4、如何理解西方工商业管理的运作结构？ 

5、西方管理文明的独特贡献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 

2、弗雷德里克·泰勒：《科学管理原理》，马风才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年。 

3、图尔特·克雷纳：《管理百年》，海南出版社, 2003年。 

4、彼得·德鲁克：《管理的实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 

5、彼得·德鲁克：《21世纪的管理挑战》， 朱雁斌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年。 

（二）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西方文明导论 3  
2 西方文明导论 3  
3 西方政治文明 3  
4 西方技术文明 3  
5 西方社会 3  
6 西方经济 3  
7 西方管理文明 3  
8 西方哲学 3  
9 西方哲学 3  

10 西方艺术（1） 3  

11 西方艺术（2）： 3  

12 西方法律文明 3  



3065 

13 西方法律文明 3  

14 西方科学 3  

15 西方宗教 3  

16 西方宗教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是能识课程，作为学生所学各类有关西方的课程的基础。具有导论性质。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西方政治文明、西方科学精神、西方艺术 

难点：西方科学、西方技术文明、西方管理文明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本课程为专题课授形式。共设计为 12 个专题。主要包括导论、西方政治文明、西

方法律文明、西方科学与思维方式、西方技术文明、西方宗教文明、西方管理文明、西方经济文明、

西方哲学、西方艺术、西方文学、西方社会。其中西方政治文明、西方法律文明、西方宗教文明、

西方哲学与西方艺术都分两章内容讲解。 

教学手段：教师尽可能使用 PPT，西方艺术部分结合音像教学，每堂课进行课堂讨论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要求学生一学期阅读相关文献不少于 800页，同时开办“西方文明大系”讲座，创办教学网站

“西方文明在线网站”，鼓励学生听讲座、阅读网站材料。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西方文明讲演示》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丛日云主编《西方文明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罗伯特·E.勒纳等：《西方文明史》，王觉非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 

2、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修订版），吉林出版集团，2007年。 

执笔：丛日云  审稿：庞金友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7月 6日 

 

政治学原理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课程号：3050100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理解政治学的基本概念；2、理解政治学的基本命题；3、理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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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基本逻辑。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政治学的基础知识、国家结构的基本命题、国家

运行的基本逻辑，了解国家、政治、正义等概念，为本专业所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和观念基

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4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政治 

2. 什么是政治学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的多种定义及其背后的基本理论。 

2．了解政治学的发展简史。 

作业： 

阅读相关材料 

知识单元 2：利益和权力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利益 

2. 利益的本质和内在矛盾 

3. 共同利益 

4. 利益表达 

5. 什么是权力 

6. 权力结构 

7. 权力的类型 

8. 权威与合法性 

学习目标： 

1．理解利益。 

2．掌握利益分析的基本框架。 

3．理解权力的基本概念。 

4．掌握权力分析的基本框架。 

作业： 

阅读相关材料。 

知识单元 3：国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国家 

2. 国家的目的 

3. 国家的能力 

4. 国家的类型 

5. 国家的内部分化 

学习目标： 

1．理解国家。 

2．掌握国家的要素和基本运作逻辑。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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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相关材料。 

知识单元 4：政府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政府 

2. 政体的类型 

3. 政府职能 

4. 行政机构 

5. 官僚制 

学习目标： 

1．理解政府和行政。 

2．掌握政府运作的规范状态。 

作业： 

阅读相关材料。 

知识单元 5：政党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政党 

2. 政党制度 

3. 利益集团 

学习目标： 

1．理解政党的现代本质。 

2．掌握政治集团竞争的原理。 

作业： 

阅读相关材料。 

知识单元 6：政治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政治人 

2. 公民 

3. 政治家 

学习目标： 

1．理解政治人的概念。 

2．掌握公民和政治家的内涵。 

作业： 

阅读相关材料。 

知识单元 7：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政治行为 

2. 政治统治的四种理论 

3. 政治统治的过程与方式 

4. 政治统治的理想类型 

5. 什么是政治管理 

6. 治理、善治、公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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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共治理的基本原则 

学习目标： 

1．理解政治行为的概念。 

2．掌握政治统治的基本原则。 

3．理解管理与治理。 

4．掌握公共治理的基本原则。 

作业： 

阅读相关材料。 

知识单元 8：政治参与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政治参与 

2. 政治参与的方式与机制 

3. 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 

4. 政治参与的作用 

学习目标： 

1．理解政治参与。 

2．掌握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作业： 

阅读相关材料。 

知识单元 9：政治文化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政治文化 

2. 政治文化的特点 

3. 政治文化的内容与功能 

学习目标： 

1．理解政治文化的概念。 

2．掌握政治文化的发展机制。 

作业： 

阅读相关材料。 

知识单元 10：政治社会化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政治社会化 

2. 政治社会化的特点 

3. 政治社会化的媒介 

4. 政治社会化的功能 

学习目标： 

1．理解政治社会化。 

2．掌握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性特征。 

作业： 

阅读相关材料。 

知识单元 11：政治现代化 

参考学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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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 什么是政治现代化 

2. 政治现代化的道路 

3. 政治革命 

4. 政治改革 

学习目标： 

1．理解政治现代化的概念。 

2．掌握政治现代化的复杂内涵。 

作业： 

阅读相关材料。 

知识单元 12：民主和人权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古典民主 

2. 精英主义民主 

3. 多元主义民主 

4. 马克思主义民主 

5. 自由民主 

6. 民主的价值 

7. 人权发展简史 

8. 人权的概念和属性 

9. 关于人权的争论 

10. 实现人权的条件 

11. 人权的内容 

学习目标： 

1．理解民主的多义性。 

2．掌握民主的真正原则。 

3．理解人权概念的复杂性。 

4．掌握人权发展的历史阶段。 

作业： 

阅读相关材料。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4  

2 利益和权力 4  

3 国家 4  

4 政府 4  

5 政党 4  

6 政治人 4  

7 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 4  

8 政治参与 4  

9 政治文化 4  

10 政治社会化 4  

11 政治现代化 4  

12 民主和人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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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所有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政治的概念、政治主体的界定、政治行为的逻辑、政治规范的结构化。 

难点：政治的概念、事实与规范的关系、静态结构与动态运行的关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 

2. 讨论。 

教学手段： 

1. 讲授。 

2. 图片和视频分析。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投影仪。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两次讨论分别在第 4周和第 10周进行，各占总成绩 15%，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阅读材料。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使用多部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杨光斌：《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三版或第四版。 

（二）推荐参考书 

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海伍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或更新。 

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华夏出版社，2001年。  

执笔：李筠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0日 

 

政治学原理 
Theory of Political Science 

课程号： 30501001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政治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2.掌握政治学的研究方法。3.掌握

政治学的基本理论与基本规律。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政治学专业的基础知识，了解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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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政党、政治文化等的概念，为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心理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4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一．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人们如何看待政治？ 

政治是什么？ 

政治学是什么？ 

二．政治学的研究意义 

三.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一）政治学的一般研究方法 

（二）政治学的最新研究方法 

（三）如何学习这门课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2．掌握政治学的研究方法。 

作业： 

1. 政治学的研究意义是什么？ 

2. 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有哪些？ 

3. 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有哪些？ 

知识单元 2：第一章 政治关系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利益 

一、利益的涵义 

二、利益关系 

三、利益集团 

    四、利益表达 
    五、利益综合 

六、利益平衡 
2．第二节 政治权力 

    一、政治权力的概念 
    二、政治权力的结构与模式 
    三、政治权力的类型 
四、政治权力的基础 

五、政治权力的性质与功能 

六、政治权力的分配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利益和政治权力的概念。 

2. 了解政治学当中的利益与政治权力相关内容。 

2．掌握政治权力与利益之间的关系。 

作业： 

1. 政治利益和政治权力的概念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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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举例说明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的关系。 

3. 美国现实政治当中，有哪些利益集团，他们怎么影响国 

知识单元 3：第二章 政治主体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 第一节 国家 

一、国家的观念 

二、国家职能与能力 

三、国家类型 

（一）传统分类法（classification） 

（二）现代类型学（typology） 

四、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五、国家结构形式 

六、国家机构 

七、当前中国政府面临的十大问题 

八、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命运 

2. 第二节 政党 

一、政党的涵义 

二、政党的类型 

三、政党的功能 

四、政党制度的涵义 

五、西方国家政党制度 

六、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制度 

七、相近概念解析 

3. 第三节 公民 

一、政治人 

二、公民 

三、官僚 

四、政治家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家、政党、公民等概念及其相关内容。 

2．掌握国家与政党的关系。 

3. 掌握国家与公民的关系。 

作业： 

1. 国家的类型有哪些，各有什么特征？ 

2. 当代政党政治的发展。 

3. 公民与国家、公民与政党关系。 

知识单元 4：第三章 政治行为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 第一节 政治统治 

一、政治统治的若干理论 

二、政治统治的本质 

三、政治统治的过程 

四、政治统治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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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政治统治的规律 

六、政治统治的基础 

七、政治统治的方式 

2. 第二节 政治管理 

一、政治管理 

概念 

特征 

与政治统治的比较 

作用 

二、政治领导 

基本要素 

过程 

三、政治决策 

涵义 

特征 

模式 

程序 

原则 

3. 第三节 政治参与 

一、政治参与的涵义 

二、政治参与的形式 

三、政治参与的意义 

四、政治参与的限度 

五、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 

六、网络政治参与的现状与未来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行为的内容。 

2．掌握政治统治、政治管理和政治参与的涵义。 

3. 政治统治、政治管理与政治参与的意义。 

作业： 

1. 政治行为包括哪些内容？ 

2. 政治统治、政治管理、政治参与的涵义是什么？ 

3. 举例说明你所熟悉的相关政治行为。 

知识单元 5：第四章 政治文化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 第一节 政治心理 

一、政治文化的涵义 

二、政治心理的涵义 

三、政治心理的基础 

四、政治心理的构成要素 

五、政治心理的类型 

六、政治心理的作用 

2. 第二节 政治思想 

一、政治思想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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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思想的特征 

三、政治思想的内容 

四、政治思想的类型 

五、政治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六、政治思想的作用 

3. 第三节 政治社会化 

一、政治社会化的涵义 

二、政治社会化的特点 

三、政治社会化的功能 

四、政治社会化的媒介 

五、美国政治社会化的方式 

六、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化的优化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文化的涵义及其相关内容。 

2．掌握政治心理的涵义、基础、构成要素、类型和作用。 

3．掌握政治思想的涵义、特征、内容、起源与发展和作用。 

4．掌握政治社会化的涵义、特征、功能和媒介。 

5. 美国政治社会化的方式以及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化的优化。 

作业： 

1. 政治文化的内涵是什么？ 

2. 政治文化包括哪些内容？ 

3. 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社会化的涵义和特征是什么？ 

4. 美国政治社会化与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化的异同有哪些？ 

知识单元 6：第五章 政治发展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 第一节 政治现代化 

一、现代化的涵义 

二、政治现代化的涵义 

三、政治现代化的道路 

四、政治革命 

五、政治改革 

六、政治现代化的动力 

2．第二节 政治民主 

一、民主的涵义 

二、政治民主的基础 

三、西方国家民主制度 

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3. 第三节 人权 

一、人权观念的演进 

二、人权的概念 

三、两种人权观 

四、人权实现的条件 

五、人权的基本内容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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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政治发展的内涵。 

2．掌握政治现代化的涵义、道路和动力。 

3. 掌握政治民主的涵义、基础及当代政治民主制度。 

4. 掌握人权的概念及其相关内容 

作业： 

1. 政治发展的内涵是什么？ 

2. 政治革命与政治改革的异同？ 

3. 西方国家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制度的异同？ 

4. 人权的基本内容和实现的基本条件有哪些？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4  

2 政治关系 8  

3 政治主体 12  

4 政治行为 12  

5 政治文化 16  

6 政治发展 1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政治关系、政治主体、政治行为、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的内涵和基本内容。 

难点：国家、政党与公民关系；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教师讲授为主，辅以学生讨论参与。 

教学手段： 

1. 教学课件展示教学内容和相关背景资料； 

2. 借助板书设计深入讲解。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投影仪等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自主安排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 

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学科发展与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使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政治学导论》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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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美】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2.【美】莱斯利·里普森：《政治学的重大问题》，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3. 【美】列奥·施特劳斯等：《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5. 【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6. 【美】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7. 【美】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8. 【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9. 【美】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 

10. 【德】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1. 【美】罗伯特·古丁等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三联书店，2006年版。 

12.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13. 浦兴祖等编：《西方政治学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4. 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15. 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执笔：庞金友  审稿：   审定：  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中国政治思想史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课程号：30501002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系统了解和把握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2、使学生了解本

国以政治学说为核心与根底的国民心理与意识；3、使学生了解中国社会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特色，

并获得政治思维能力的系统训练。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64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学科对象与内容 

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政治思想史自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概括地讲，政治思想史的一般研究

对象主要是：研究历史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学派和不同人物关于国家和社会制度、社会改

造、以及通过国家机关和强力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研

究这些理想、理论、方针和政策提出的社会背景及其对实际政治的影响；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因此，可以说，政治思想史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历史上各个阶级

关于国家的产生、性质和作用，以及如何维持国家政权的理论观点和政治主张。另外，如下一些内

容也应列入其研究范围，如：政治哲学，社会模式或理想国的理论，治国的方略和政策，伦理道德

问题，政治实施理论与政治权术理论等。 

2．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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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学科而言，不同学者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大体上有这样几种： 

（1）按思想家或代表作来进行的列传式的研究。 

（2）按宗派或流派来进行的研究。 

（3）以每个时代普遍关心的热门问题或政治思潮为中心来进行的综合性的研究。 

（4）按时代来进行的研究。 

（5）对各种政治思想进行比较研究。 

（6）对政治思想中重要概念和范畴（如礼、德、法、刑、仁、义、爱、赏、罚、势、术等等）

的含义进行梳理和分析的研究。 

3．学科状况 

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学科，是在 20 世纪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历经近百年时间。在这期间，比

较有代表性的有两个研究阶段，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是该学科的开拓与奠基性的研究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以梁启超、萧公权、吕振羽等为代表，代表作有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萧公

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从 40年代末到 80年代初，中国政治

思想史学科的发展处于相对停滞阶段。在被冷落、沉寂了三十年后，至八、九十年代，相继出版了

一系列重要的研究著作和有影响的教材，可以说进入了该学科恢复与开创研究新局面的第二个重要

阶段。 

4．历史分期 

依据不同的断代标准，可将中国政治思想史划分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如依长时段，可以将其划

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大时期；如依政治思想的历史背景，可以将其划分为封建天下、专制天下

和近代国家三个时期；如依政治思想本身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与趋势，可以将其划分为发轫期、创

造期、因袭期、转变期与发展期等。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学科的基本情况。 

2．掌握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习方法，要注意辨析古今政治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深入探求政

治思想沿革变迁的原因，善于评判各种政治学说的价值。 

作业与思考题： 

1、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是什么？ 

2、学习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目的和方法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 1996年简体横排版，“序论”部分。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绪论”部分。 

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前言”（关于中国政治思

想史研究对象）部分。 

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导言”部分。 

知识单元 2：中国政治思想的起点——商周时期的神权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商代的上帝信仰与王权观念 

中国政治思想史可以说发轫于夏商周三代，大体而言，三代之世的政治观念具有强烈的神本特

色。从卜辞中，我们可以知道，帝或上帝是殷代的至上神，具有绝对的权威。帝的至上性，乃是殷

代人王（殷代的最高统治者称“王”）至上性的反映，帝不仅是商族的至上神，更是殷王的保护神

和象征。殷人除了崇拜上帝、还有山川诸神外，更盛行祖先崇拜。总之，在商代的政治观念中，上

帝和祖先庇佑殷王，殷王亦主要是借助上帝、祖先崇拜来强化自己的权力。商代晚期，更出现了帝、

祖合而为一的现象，而殷纣王更自称“帝辛”，这是为了神化自己。上帝与王同为帝，那么王也就

具有了人神结合的性质，因此，王同一切人对立起来，成为人上人，故又自称“余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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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周敬天保民与天下王有的政治思想 

经牧野之战，兴起于西方的附属国“小邦”周在周武王的领导下一举打败了“大邦”商，史称

顺天应人的“革命”。在周王朝的开国者，周公可以说是周的真正开国完成者和制度的制定者，亦

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开山鼻祖。 

周初的统治者特别是经历了整个殷亡周兴的沧桑之变的周公，除了制定了一整套系统完备的礼

乐典章制度之外，还在周初发布了一系列的诰命，在这些诰命中，对殷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和如何才

能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问题进行了深切系统的总结与反思，提出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政治主张和理

论。 

（1）周公作为一位绝顶聪明的宗教理论改革家，论证了天命（政权合法性的基础）的转移。

他一方面继承了殷代上帝至上的信念，一方面又对它作了重要的修正，即强调“唯命不于常”（天

命不是固定不变的）和唯德是授，从而也就合理地解释了朝代的更替。 

（2）周公既把上帝当作精神保护伞，又提出要面向现实，注重人事，从而满足了神、人两方

面的要求。面向现实、注重人事方面的思想主要表现为他“明德、保民、慎罚”的主张，开启了中

国传统注重德治主义、民本主义的政治思想传统。 

（3）西周时期的专制主义观念主要体现为王权神授与天下王有的信念，即周王的权力和地位

是由天授予的，这种观念把宗教权威和政治权威结合为一了；而所谓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滨，莫非王臣”，则表达的是王有天下的观念，这一观念虽然同事实不是一回事，但这一观念

是极为重要的，它是君主专制主义的核心。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政治思想发轫期——商周时期的主要政治观念及其神本主义特色。 

2．掌握西周时期尊天、敬德、保民的政治观念。 

作业与思考题： 

1、商周二代的神权政治观念有何不同？ 

2、周公对商代上帝至上信念作了什么样的 重要修正？ 

3、在周公发布的一系列诰命中阐述了哪些重要的政治观念？ 

拓展阅读书目： 

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第一章、第二章。 

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一章。 

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 

知识单元 3：春秋战国时期世俗政治思潮的兴起与成熟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诸子异说的兴起 

随着西周宗法与神权政治的走向末路及其观念文化的衰落，时至春秋战国（前 770—前 476年

—前 221 年），中国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又经历了一场更为深刻的大变革，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广泛

而深远的各种人文思潮与世俗政治思想即勃然兴起于这一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 

人文思潮与世俗政治思想的兴起在春秋时期主要有两个标志：其一，“天”被改造为一个泛化

的、自然化的概念，其神秘主义的性质大大减弱了；其二，人们开始主要从政治本身的原因来说明、

解释政治的兴亡，即政治的兴亡取决于民之向背和执政当权者（君、臣）的政策与品质，而不取决

于神意或天命。 

时至春秋末叶和战国时代，自孔子立教垂统而大开私人讲学之风，诸子之学乃继之风起云涌、

蔚为大观。时人谓之“诸子（或百家）异说”、“处士横议”、“邪说暴行有作”或“诸子尝试之说蜂

起”。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哲人倍出，各种思想流派竞相争奇斗胜，史称“百家争鸣”。诸子百

家，犹如一个丰富的思想库，他们的存在与争鸣正是中华民族人文与世俗政治思想成熟的标志。当

然，这并不是说当时有什么开明的政治制度，而是指诸侯国林立为知识分子自由驰骋、迂回于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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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提供了比较多的政治空隙，这也造成了“思想自由，学无拘禁”的局面。 

所谓“百家”，是对诸子蜂起、学派林立的文化现象的一种概说，形容当时思想流派之多。据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主要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据《汉书·艺文志》，除了上述

六家之外，还有农家、纵横家、杂家和小说家。 

2．政治理性的发展 

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讲，诸子百家兴起争鸣的意义可以说正在于它大大推进了政治理性的发

展。具体来说，诸子对政治理性发展的推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诸子中的多数把政治视为可以认识和把握的对象，排除或弱化了神秘主义对政治的影响。 

（2）诸子广泛讨论了政治哲学问题。其中突出的有天与政治的关系，人性与政治的关系，矛

盾观与政治的关系，历史观与政治的关系。政治哲学影响着政治理论的全局，政治哲学的深入正是

政治理性深入的标志。 

（3）诸子广泛讨论了政治运转的规律与机制。政治是极为复杂的主客观因素交叉的运动过程，

一着失算则可能全盘皆乱。诸子对影响政治的各种因素一一作了分解，从自然到社会，从总体到局

部，从群体到个性，从一般观念到个人的品格与喜恶等等，都作了深入探讨，指出了各种因素在政

治运转中的地位和作用。 

（4）诸子对政治路线和政策作了种种探讨与设计。当时社会处于巨变和诸侯竞争时期，各国

统治者竞相寻求富国、强兵、安民、胜敌之道。许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得出了一个大致相同的

结论：政治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路线是否得当。不过，由于诸子各自观察问题的立场、

方法不同，对政治路线有完全不同的见解。 

（5）诸子广泛讨论了统治者自我调节问题。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必须进行自我调

节。诸子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中，详细论证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调节理论与

调节方式。讨论的中心是君主的品质及如何正确使用权力和进行决策。诸子中的一些具有远见卓识

的人，还讨论了从外部进行调节的问题，即所谓的圣人“革命”问题。 

3．先秦诸子政治思想流派概述 

先秦学术思想，虽有诸子百家之称，然就政治思想来讲，仅儒、墨、道、法四家足为大宗而最

具影响力。这四家不仅各有发明，自成家数，而代表了晚周时代的主要思想态度。 

就思想的态度而言，在由封建天下转为专制天下的过渡时期，政治思想的可能态度，不外三种：

一是，复古或保守的政治态度；二是，积极适应新的时代趋势要求的政治态度；三是，悲观而抗议

的政治态度。大体上讲，儒墨同属第一类，法家属第二类，道家则属于第三类。 

若就思想的内容而言，则四家立说互殊，各有创造，足以开辟宗风。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

史》一书曾将先秦政治思想分为四大流派，即无治主义（道家），人治主义（儒墨），礼治主义（儒

家），法治主义（法家）。 

学习目标： 

1．了解和掌握中国轴心文明期即春秋战国时期世俗政治思潮勃然兴起的历史背景及其重要意

义。 

2．理解和领会诸子各家之学的基本政治态度和倾向以及对当时政治理性的推进作用。 

作业与思考题： 

1、人文思潮与世俗政治思想在春秋时期兴起的主要标志是什么？ 

2、先秦学术思想流派主要有哪几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态度有几种？ 

3、诸子百家兴起争鸣的政治思想意义何在？ 

拓展阅读书目：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 1996年简体横排版，“本论”部分第二章及“附录：

先秦政治思想”。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第一编第一章（先秦政治思想之流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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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四章。 

知识单元 4：先秦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儒家概述 

概括地说，儒家思想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 

（1）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把先王之道作为自己的旗帜。 

（2）以六艺为法。儒家崇尚六艺不只是个教本的问题，实际是崇尚周以来的传统文化，而六

艺正是传统文化的载体。 

（3）崇尚礼义。儒家主张以礼治国，以礼区分和规范君臣、父子、贵贱、亲疏之别。 

（4）仁、义、礼、智、忠、孝、信、爱、和、中等等，是儒家共同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尽管

每个人对这些概念内涵的理解有很大差异，但他们都离不开这些概念和范畴。这些概念和范畴构成

了儒家特有的思想外壳，使人一看便知是儒家。 

（5）宗师孔子。儒家内部分为许多派别，常常相互指斥。可是他们都以孔子为祖师，宣布自

己才是孔子的正传。每经过一次这样的论争，孔子的地位非但不会下降，反而上升一步。 

以上五点是儒家的共同特征。 

而若单就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点或儒家诸派共同的政治倾向而言，则可以说，儒家为统治者出

谋划策，主要是侧重于从总体上论述如何巩固统治秩序，并教育人民安分守己，而对当时可行性政

策却缺乏思考和论述，所以先秦儒家常被排斥于实际的政治活动之外。 

2．孔子以仁礼为中心的政治思想 

春秋以降，政治从面向神明而转向人世的思想迅速发展，孔子是这一潮流的集大成者。孔子开

创了儒家学派，他注重人事，旨在把人们的眼光引向把社会与人作为认识和研究的对象。基于此，

政治要面向社会的人，重整陷于崩坏失范的社会秩序，正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主题或重心。 

（1）从周与以礼治国 

鲁为周文化中心的旧国。孔子对文王、周公特别是周代的礼乐文明或典章制度可说是推崇备至，

他自居为文王周公的文化传人。因此，我们可以说，从周为孔子政治思想的起点，孔子由此而主张

以礼治国。 

礼是以等级为中心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行为准则的基本规范。把礼作为治国的根

本是西周以来的政治文化传统。孔子全面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为国以礼”便集中表达了他对

礼在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 

（2）仁：政治与伦理的一体化 

礼与仁是孔子思想的两大支柱，如果说礼讲的是人际关系的行为规范，那么仁讲的便是处理人

际关系的精神指导。 

孔子把人际关系主要概括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四个方面。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孔子用过

许多概念，要之，可以礼、仁为纲。礼的规范的核心是分贵贱、上下、等级。而仁则主要强调的是

由己及人的过程和关系原则，可归纳为如下几点：复礼，克己，孝悌，爱人（忠恕之道）。 

爱人的原则贯彻到政治上或落实在政策上，表现为富民足君和先德而后刑两大政策。富民足君

的办法主要有“使民有时”、“敛从其薄”和“节用”三项。先德而后刑主要表现在要处理好如下三

种关系：一是富和教的问题，孔子主张先富而后教。二是惠与使的关系，孔子主张先惠而后使。三

是教与杀的关系，孔子主张先教而后杀。 

3．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关系与人治的问题 

对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先秦诸子的看法大体可分为两派：一派以法家为代表，认为政治问题的

中心是权力，在政治活动中道德不起决定作用。相反，另一派以儒家为代表，特别强调道德在政治

中的作用，主张政治与道德应结合为一体，甚至认为政治中的根本问题是道德问题。这种思想由孔

子最先提出，其后《中庸》、《大学》、《孟子》等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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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道德作为政治中的根本问题，首先表现在如何看待道德与刑政的关系问题上。孔子认为道德

为主，刑政为辅。其次，孔子把政治的实施过程看作是道德感化过程，故孔子曰“政者，正也”。

把政治视为道德的延伸和外化，正是人治的理论基础，所以孔儒主张人治。也就是说，在政治诸种

因素中，孔子最注重执政者的作用，认为治理的好坏取决于人，特别是君主，在政治生活中更具有

决定性的作用，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由人治出发，必然导出贤人政治，执政者只要是“君

子”、“仁人”、“贤人”，一切问题就可以解决。所以孔子又主张“举贤才”。 

3．孟子的性善说与仁政主张 

（1）“孟子道性善” 

性善说是孟子整个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性善的核心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心又

称为“恻隐之心”，即对别人不幸的同情心。围绕“不忍人之心”，还有“羞恶之心”、“辞让（恭敬）

之心”和“是非之心”。概括言之称为“四心”。孟子认为，这四心便是仁、义、礼、智四大伦理范

畴的根芽。孟子和孔子相比，他们所讲的伦理内容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和发展。孟子的新贡献主要在

于把伦理范畴与人性善连结在一起，人伦关系出自人的本性，这在儒家伦理观念史上有划时代的意

义。 

（2）民为贵与仁政说 

当孟子之世，魏齐争霸，秦势方兴。国强君威，商鞅、申不害之徒方致位卿相，大扇重令尊君

之说。一时风气实趋向于贵君而贱民。而孟子则力排众议，正告天下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

为轻。”“贵”主要是就民的重要性而言，而民之所以最为重要，主要是因为民之向背关系着国家的

兴亡。因此，统治的问题最关键的便是如何赢得民心的问题，依孟子之见，得民之道的关键在于给

人民以物质利益，给人民以生活保障。而且，他还提出了一种统治者应与民同忧乐的政治主张，陈

义尤为精当高远，实孔子之所未发。 

基于其性善说和为统治者赢得民心计，故孟子在政治上力倡仁政之说，并认为能否实行仁政是

国家兴衰的根本。仁政即不忍人之政的基点，是要人能生活下去，能养生送死，不饥不寒。其具体

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给民以“恒产”。二是，主张轻徭薄赋，徭役要以“不违农时”为

原则。三是，反对株连，主张轻刑罚。四是，主张救济穷人，认为实行仁政必须先从救济鳏、寡、

独、孤做起。五是，主张保护工商。 

（3）王道、霸道与统一 

王、霸早在春秋时期已提出来了，其后孔、墨也都使用过王、霸概念。在孟子之前，王与霸并

没有明显的对立，只是在政治上有所区分，王指统一的君主，霸指诸侯扮演了王的角色。王与霸都

是被肯定的。王与霸没有政治路线的含义。在中国历史上，最先把王与霸作为不同的政治路线概念

而使用的是孟子。 

所谓王道，也就是他的仁政理论与政策，要点在于“保民（而王）”、行德和服民心。所谓霸道，

则是指“以力服人”，霸道虽也讲仁义，但那不过是为了做招牌和旗帜以骗人。 

孟子提倡王道，而反对霸道，即所谓的“尊王黜霸”。他认为，霸是对王的破坏与否定，而且

只有实行王道才能统一天下，也只有统一才能安定。 

显然，孟子的仁政、王道说，理想多于实际。 

4．荀子的性恶论与礼治主张 

（1）荀子的性恶论 

荀子主性恶，一反孟子性善之说，亦与孔子之言不合，在先秦儒家中实独树一帜。 

荀子认为人在自然中的地位是“最为天下贵”的，即处于最高地位，但人仍然属于自然的一部

分。基于这一事实，所以荀子认为人的本性首先是自然性，即自然生就的本能。性的外在表现是情

和欲。人的性、情、欲的具体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感官欲望，二是好利，三是排他性和嫉妒

心，四是好荣恶辱。依荀子之见，这些本性之中包含着恶的基因，若听其发展，不加节制，便会走

向恶，所以荀子主张对人性必须进行改造。如何改造呢？荀子提出了几种途径：一是最根本的是圣

人起伪（礼义法度）以化性，二是靠老师的教育，三是靠环境和习俗的熏陶，还有就是自我的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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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以礼义克制自己，用心思理智控制自己的性情欲望。 

（2）礼的起源和本质与礼治 

概括地讲，礼、法是矫治人性的工具，是由圣人制作的。而圣人制作礼法又基于社会的矛盾。

这些矛盾是以人的性欲与自然和社会之间矛盾冲突为基础而展开的。荀子认为，圣人制定礼法正是

为了消除和解决这些矛盾。在荀子看来，人类的生存除了自然条件之外，必须依靠“群”和“分”

来保证。“群”和“分”是人类社会一体两面的问题，没有“群”，个人无法存在；没有“分”，“群”

也难以维系。而圣人制作礼义正是为了达到“群”和“分”的目的，以维系人类生存的条件。因此，

荀子极力主张实行礼治，这可以说是他在政治思想上最主要的特征。 

（3）有治人无治法 

礼法为治国之具，但是与人的因素比较，荀子认为人的因素更重要，所以他说：“有治人，无

治法。”荀子此言不局限于论述人与法律的关系，而是讲人在整个政治诸种因素中的地位问题。荀

子认为，一是，人是法、礼、政策的主体；二是，从历史经验看，国家的兴亡盛衰是由圣主、暴君

造成的，因此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而不是礼法。三是，从礼法的起源上看，礼法是由圣人、君子制

造出来的，压根人就重于礼法。 

（4）荀子的君道论与君舟民水论 

荀子对君主的职责作了别有新见的论述。他说：“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

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群”是人类的特点和存在的条件，君主的职责就在于维护这种特

点和条件。具体地说，君主的职责在于养人、治人、用人和教育人。这在先秦诸子中，可以说是最

深刻的认识之一。 

荀子认为，君主的职责既然在善群，能分，而如果君主无至尊之位，至大之权，则这种重要职

务势必难于执行，所以荀子又大唱尊君之论，即君不可二，势在独尊。而另一方面，荀子又认为，

君主不应当把权势看得高于一切，更要紧的是以善服人。也就是说，荀子虽看重权势，但更重视道

义，认为道义高于权势。所以，在君臣关系上，荀子提倡以道义为上，当道义和君主发生矛盾时，

主张“从道不从君”。 

在君民关系的问题上，荀子更提出了他的新认识，即不仅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

君，以为民也。”而且，提出了著名的君舟民水论，即“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君舟民水论的重要政治意义在于，一方面它指出了民是君主赖以存在的基础，另一方

面是承认了民的力量能够推翻君主。 

学习目标： 

1．了解和掌握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即孔子以仁礼为中心的政治思想，孟子的性善论和仁政

理念，荀子的性恶论和礼治主张。 

2．理解和领会儒家何以能够在中国自汉代以后的 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居于统治思想的

垄断或权威地位，乃至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政治信念有着那么深远的历史影响。 

复习与思考题： 

1、孔子政治思想的主题和重心是什么？ 

2、孟荀政治思想有何异同？ 

3、先秦儒家是如何看待政治与伦理道德的关系的？ 

4、先秦儒家人治主张的实质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 1996年简体横排版，“本论”部分第三、四、五、六、

七章。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第一编第二、三章。 

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第六章。 

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三章。 

           《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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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第一章第四节。 

林存光、郭沂：《旷世大儒——孔子》，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二章。 

经典原著：《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荀子》等。 

知识单元 5：墨子以兼爱尚同为中心的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墨子的政治起源论 

墨子整个政治思想的逻辑出发点是，他认为社会历史的混乱状况是由“一人一义”造成的，而

这也正是刑政与政长产生和起源的必要性、必然性所在。依墨子的政治逻辑，既然一人一义是祸乱

的根源，那么要消除祸乱，自然就应使一人一义走向统一，墨子认为为此便首先需要建立“刑政”、

设立“政长”，而政长之首就是天子。天子由天选立，天子的基本职责也就是同一天下之义。但仅

靠天子一人不能完成这一任务。于是由天子再置三公，封建诸侯，诸侯之下又立大夫，再下又设乡

长、里长。这就是“政长”系统。与“政长”系统相配合，还有“刑政”制度，即国家机构。在“政

长”和“刑政”的领导和强制下，天下才会走向太平大治。 

2．墨子的兼爱、尚同思想 

在墨子看来，社会上一切祸乱的罪魁祸首都根源于“自爱”或人与人的“不相爱”，而“自爱”

的实际内容也就是“自利”。因此，为了消除社会祸乱的根源，墨子提出一种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这就是所谓的“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

身，若视其身。”天下人若都能按照这种精神行事，什么不孝不慈、盗贼攻伐之种种祸患也就自然

会消除了。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说，在理论上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其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

于它提出了人的平等性问题，即人与人之间应平等相待。墨子提倡的“兼”是为了取代“别”，“兼”

指平等，而“别”指差别和等级。兼相爱是一种精神，落实在实际上则是交相利。 

同时，墨子认为天下之乱在于“异义”。“异义”造成“交相非”、“交相害”，是“兼爱”的大

敌。于是，他又提出尚同说来作为解决“异义”的办法和措施。墨子尚同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要取

消“异义”而同于一“义”。墨子所讲“义”的本质就是建立一套统治秩序。“义”不仅是道德范畴，

而且首先是一种政治主张。墨子提出必须由上来立“义”，并通过由上而下的强制手段来实现，而

要实现实现尚同还必须有一定的“政长”体系来保证。墨子所设想的政治体系，由天子、三公、诸

侯、将军、大夫及乡长、里长等行政序列组成。从理论上讲，每一级的政长都应是贤者。但下必须

绝对服从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以至国君上同于天子，“天子之所是，

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 

兼爱导向平等，尚同导向专制，看起来两者截然相反，其实在墨子那里表现了奇特的统一。他

用尚同的办法来落实兼爱的理想和愿望，兼爱也就变成了行政权力的从属物；兼爱要靠尚同来实现，

尚同也就成为了社会调控与运作的中轴与支点，所以只能归结为专制主义。 

3．墨子的尚贤、节用与非攻主张 

西周以来在用人上实行的是任人唯亲的世卿世官制度，政权为高级贵族阶层所垄断。到战国初

期，下层封建主特别是士阶层要求任人唯贤、开放仕途、参与政事的呼声越来越普遍和强烈。针对

这种情况，墨子提出“使能以治之”的用人原则，打破以“富贵”、“亲戚”为用人范围的旧框框。

主张用人应当“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的这

一政治主张，具有较多的进步性，是很难能可贵的。另外，墨子还提出了节用、非攻等一系列的政

治主张。 

学习目标： 

1．了解墨家以兼爱尚同为中心的政治思想。 

2．掌握墨子对于刑政和政长的起源问题的独到见解及其尚贤主张。 

作业与思考题： 

1、墨子是如何阐述政治起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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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墨子为什么主张兼爱和尚同？其主要内容和实质是什么？ 

3、墨子尚贤主张的政治意义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 1996年简体横排版，“本论”部分第十、十一、十二

章。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第一编第四章。 

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第八章。 

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六章。 

           《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八章。 

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第一章第六节。 

经典原著：《墨子》 

知识单元 6：先秦道家的自然无为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道家概述 

作为一个派别，先秦道家在理论上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讲道，二是讲因道或法自然。而道家

中虽然有不同的政治派别，但道家政治思想的共同点是“无为而治”。道家一方面为统治者提供了

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同时又为统治者提供了精神麻醉剂。道家丰富的政治哲学是统治者必需的，

但是对统治者尖锐的批评又是统治者所不喜欢的。这种状况决定了多数统治者对它不即不离的态

度：既需要它，但又不能把它置于尊位。 

2．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 

《老子》作为道家最早的经典著作，它包含了后来各派的因素，具有本原性。《老子》最早提

出了“无为政治”的模式和框架。尤可注意的是，《老子》一书对阴、柔、弱在政治中的作用进行

了全面的论述。政治这种东西从它诞生起就以强制为其特点，在政治生活中人们比较注意阳、刚、

强等的作用。而《老子》一书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为人们所忽视的阴、柔、弱的意义。作者认为这些

并不是消极的和被动的，善用柔弱会得到常人意想不到的效果。《老子》的弱用之术既要讲求居弱

而用弱，又十分注重居强而用弱，因此而成为人君南面之术。《老子》的政治思想的主旨，可称之

为“无为政治”，一方面强调统治者应少扰民或不要妄为，另一方面又强调使民无知无欲或愚民。

其理想国为“小国寡民”。 

3．杨朱的“贵己”思想与童子牧羊式的政治理想 

杨朱在道家中独具一格。他把个人作为自然的主体，认为每个人（或自己）都应以自己作为目

的。但个人的目的不是通过损人利己的方式来达到，而应建立在互不损害的基础上。由于杨朱强调

个人的独立和自主，由此而认为政治干预越少越好。牧童放羊的政治是他的理想。统治者应该像牧

童那样，任羊自由选择水草。 

4．庄子的自然主义政治思想 

以《庄子》一书为代表的庄子及其后学则把自然主义的政治主张发展到了极端。他们不仅认为

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且人不应有任何高于其他自然物的念头和想法。人应该把自己视为自然界

的牛马，把自己融化在自然之中。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是人性的恢复。庄子及其后学认为，人的本

性就是纯自然性，这种自然性与人们的社会性是根本对立的。在他们看来，一切社会性，特别是当

时人们津津乐道的仁、义、法、治等等，都是对人的自然性的破坏。常人所说的圣贤，如尧舜之辈，

恰恰是破坏人性的罪魁祸首。他们认为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大牢笼、大粪坑，因此不是改造它，只有

抛弃它才能解脱枷锁。回到大自然中去，是他们的基本主张和思想。  

学习目标： 

1． 了解和掌握道家老子的自然无为政治思想。 

2． 了解和掌握杨朱的贵己、为我思想。 



3085 

3． 了解和掌握庄子回归自然的政治思想。 

作业与思考题： 

1、先秦道家在理论上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2、老子政治思想的主旨是什么？ 

3、杨朱“贵己”思想与童子牧羊式的政治理想的实质是什么？ 

4、庄子自然主义政治主张的特色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 1996年简体横排版，“本论”部分第八、九章。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第一编第五章。 

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第七章。 

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五章。 

           《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七章。 

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第一章第五节。 

经典原著：《老子》（《道德经》）、《庄子》等。 

知识单元 7：先秦法家的君主专制主义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家概述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晚出的，他们常自称为“法术之士”、“法士”或“耕战之士”等。孟子

极力指斥的“善战者”、“辟草莱任土地者”指的便是法家。他们在思想上的共同特点是：第一，特

别强调法的作用，认为法是治国的不二法门，主张以法治国，社会生活一切遵法，一切由法裁断。

第二，倡导耕战，以实现富国强兵为目的。法家特别注重实力，认为实力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手

段。在社会各种因素中，他们认为农与战是力的源泉，所以提出了一系列加强耕战的政策。第三，

主张强化君主专制和独裁。法家是君主专制的讴歌者，处处事事都为君主打算。在先秦诸子中，他

们把君主专制主义思想推到了顶峰。第四，法家关于社会的基本理论是历史分阶段演进说和人性好

利说，这构成了他们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第五，法家在政治上使用的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主要

有法、势、术、刑、罚、赏、利、公、私、耕、战等。这些概念和范畴是法家思想的支柱，使法家

独具特色。 

2．慎到的势治思想 

慎到，赵人，曾游学齐稷下学宫。著有《慎子》一书。慎到在先秦颇有影响，《荀子》、《庄子》、

《韩非子》、《吕氏春秋》都称引过他。从哲学上看，他属于道家，但从政治思想上看则为法家的重

要代表人物。与其他法家派的思想相比，慎子的整个思想显得庄重、深沉，其明显的特点就是贵势

而不尚独断，尚法而不苛严，任术而不贵阴谋。慎到又是法家中最先把道法结合起来的人物，所以

在法家学派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其政治主张主要有：贵势并倡导天子为天下说，崇尚法治而反

对尚贤和人治，主张“君无事臣有事”的驭臣之术。 

3．申不害的术治思想 

申不害，韩昭侯相，死于公元前 337年。申子在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商鞅并称为

“申、商”。势、术、法是法家政治思想的三足，申子对势与法也很重视，认为君主行术必须首先

握住势与法，但他更讲究术。而什么是术呢？即君主驾驭臣下或督课用人的方法和政治手腕。申不

害所说的术主要有如下两种：正名责实之术，静因无为之术。 

4．商鞅的耕战与法治思想 

商鞅，生年不可考，卒于公元前 338年。卫国人，因是卫公的同族，故称之为公孙鞅或卫鞅。

他初仕于魏，因不得志，挟李悝《法经》赴秦，受到秦孝公的重用，主持变法，由于功绩卓著，被

封于商，由此而号商君，又称商君。有《商君书》传世，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论文总集。《商君书》

在先秦时就已经广为流传，所谓“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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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为了追求政治上“治”、“富”、“强”、“王”的目的，《商君书》的作者们倡导耕战政策与以法

治国。耕战政策与以法治国，也正是《商君书》政治思想的两大支柱。而他们提出耕战与法治两大

政策，自有其理论上的基础。其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有三个：一是，《商君书》的作者们最为重要的

贡献之一就是，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用分期的方法分析了历史的过程，并得出了今胜于昔的结论。

二是，主张人性好利说，《商君书》的作者教导君主们要懂得政治诀窍，这个诀窍就是利导。三是，

提出力的原则，《商君书》的作者们可以说是“力”的讴歌者，他们认为，他们所处的当今的时代

就是以“力”的较量为其特征的时代，而力量正是提高国家和君主地位的最根本的凭借。 

（2）耕战思想 

《商君书》的作者认为，力量决定着政治关系，而力量来自于耕战或农战，所谓“国待农而安，

主待农而尊。”所以，他们劝告君主，要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如赏罚、利诱、严格的行政管理以

及重农抑末的政策等，竭力把人民引导到农战的轨道上来，即“农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

非战不免。” 

（3）法治理论：定分尚公、利出一空、弱民论和轻罪重罚 

《商君书》法治理论的主要点包括：定分尚公，保证利出一孔，胜民弱民和轻罪重罚四项内容。

具体来说，定分尚公是《商君书》法治理论的主旨；利出一孔是为了保证耕战；就法与民的对立关

系而言，则主张人民必须服从法，法一经颁布，都必须遵从，不得违反，这叫做“法胜民”；另外，

《商君书》的作者还主张轻罪重罚的理论，其逻辑是，轻罪重罚使人不敢犯轻罪，自然更不敢犯重

罪，人民都不敢犯罪，自然也就无需再用刑，这叫做“以刑去刑，刑去事成”。 

4．韩非的法治思想与君主专制主义理论 

韩非（公元前 280年——公元前 233年），韩国公子，著有《韩非子》一书，是我国战国末期

的杰出思想家。韩非不仅将前期法家的治道理念综合融会为一个体系严整、论证详明慎密的思想整

体，而且他批判地吸取了先秦诸子各家的思想资源，将道、法思想结合，而又融会儒、墨“正名实”、

重“符验”、尚“功利”“实行”的思想，遵循着唯物主义的天道自然观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讲

求事理而注重参验，审合名实而强调功用，颇富创见地建构了一套系统而具有深厚哲学意蕴的政治

学说或治道理论。 

在韩非之前，前期法家有三个主要代表人物，即卫人商鞅（秦孝公相）、赵人慎到和韩昭侯相

申不害，他们的政治倾向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都讲法、术、势，但又各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法、

术、势三者在他们思想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慎到以讲势为主，他吸收了道家的思想，把道的理论

与势、法结合在一起，给势、法以理论的论证；申不害以言术为主，兼论法、势，受道家的影响，

发展了人君南面之术；而商鞅则主要提倡耕战和以法治国，并强调重罚。韩非在批判继承前期法家

思想主张的基础上，将法家的治道理念综合融会成为了一个法、术、势三要素紧密结合的有系统的

思想整体。在韩非看来，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皆是帝王治国的工具。然而，韩非并非将三者

简单地拼加在一起，而是在对前期法家进行批评驳正的基础上多有发挥，提出了诸多新的创见，从

而将三者熔铸为一个更具说服力的思想整体。可以说，韩非将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发展到了顶峰。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家的君主专制主义政治思想的共同特征。 

2．掌握慎到的势治思想，申不害的术治思想，商鞅的法治与耕战思想以及韩非子集大成的君

主专制主义的理论。 

3．理解和领会法家的政治理念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对于封建大一统帝国皇权专制体制的形成

所产生的直接而深远的历史影响。 

作业与思考题： 

1、先秦法家政治思想上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2、慎到、申不害和商鞅三人的政治主张有何不同？ 

3、韩非法治思想的实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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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书目：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 1996年简体横排版，“本论”部分第十三、十四、十

五、十六章。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第一编第七章。 

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第五章。 

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四章。 

《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六章。 

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第一章第七节。 

蒋重跃：《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经典原著：《慎子》、《商君书》、《韩非子》、《管子》等。 

知识单元 8：《管子·轻重篇》的商业治国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以“轻重”治国说 

《管子》书的“轻重派”可以说是先秦诸子中独具一格的一个派别，其政治思想的主要特点就

是主张商业治国。 

在先秦诸子中，轻重诸篇的作者们在政治思想上独树一帜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认为治国之道的

关键是掌握轻重之术，而以轻重治国的核心就是国家要通过掌握市场和物价，把社会的财富集中到

国家和君主的手中。君主只有掌握了丰厚的资财，才能治理天下。 

2．垄断货币和主要商品以从中取利 

（1）垄断货币的铸造和发行。 

（2）掌握充足的谷物。 

（3）控制盐铁。 

（4）垄断山林及特产。 

（5）操纵市场，从中取利。 

3．以经济实力为基础解决社会各种矛盾 

轻重家认为，财政是国家的实力基础，国家握有的经济实力越大，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的

能力就越大；君主对人民的统治与支配能力取决于经济的支配能力，为此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些主张： 

（1）君主要操纵和支配人民的生产活动，即生产工具、种子粮食都“取赡于君”。 

（2）要控制住谷物，那就等于掌握了人民的生命之机。 

（3）人民的贫富之机也要掌握在君主手中。君主如果能做到“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

君，富之在君”的话，那么就能使“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4）为了准确地把握经济，做到心中有数，轻重家还特别注重对与经济相关的基本数字的统

计和计算。 

总之，轻重家们表面上好象格外注重经济关系，但实际上他们更看重的却是政治暴力的作用。

他们的这一套理论，把君主专制主义贯彻到了经济生活的过程之中，所以大大促进了君主专制主义

思想的发展。因此，他们的这一套主张在中国历史上起了很恶劣的影响和作用。 

学习目标： 

1．了解《管子》书中的商业治国理论的特色及其深远历史影响。 

2．掌握先秦轻重家的政治思想与基本主张。 

作业与思考题： 

1、先秦轻重派在政治上持什么样的主张？ 

2、商业治国思想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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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七章。 

经典原著：《管子》。 

知识单元 9：阴阳家天人配合的程式化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邹衍五德终始下的政治循环理论 

邹衍，齐人，是阴阳家最著名的人物，生活在战国后期，曾显赫一时。 

邹衍认为历史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发展变化中，有一个所谓的必然规律起着支配作用，

这个所谓的规律就是“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即每一德支配着一个

朝代，每个朝代有特定的制度和政治，即“治各有宜”。而在某一德被另一德取代之时，必定会发

生某种奇异的自然现象，作为换代的信息，这就是“符应”。 

除了这最有名的五德终始说外，还有“大九州说”也曾发生过大影响。儒家说中国为“赤县神

州”，禹分为九州，而邹衍认为在中国之外还有如中国一样的“九大州”，中国“于天下乃八十一分

居其一分耳”。 

2．《月令》天人相应的政治程式化理论 

《月令》是战国阴阳家的一篇重要著作。吕不韦编《吕氏春秋》时，将全文收录，作为全书之

纲。汉初儒家又将它收入《礼记》中，其后遂成为儒家经典。 

《月令》把科学、神学、五行、政令和社会生活揉在一起。将五行与四时的运转相配合，春为

木，夏为火，秋为金，冬为水，土被放在夏秋之交，居中央。在人事活动中，《月令》的作者对生

产与政治的关系作了分析，认为政令应以生产规律为依据，应有益于生产的发展和正常进行，不能

站在它的对立面破坏它。《月令》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当时农业生产的规律。概括地说，就是春种、

夏长、秋收、冬藏。根据四时运转、五德性质和生产的规律，《月令》开列了一个政治月程表，而

政治活动的总的指导原则是“凡举大事，毋逆天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 

总之，阴阳五行派认为天人和谐是人类生产的基本保证和先决条件，一切政治活动只能保证天

人和谐的实现，而不能破坏它。这反映了农业经济的要求。他们努力探求事物的联系，并企图通过

类分的方式把事物贯穿起来，借以掌握事物联系的链条。在这种探求中，既有许多精湛的见解，又

有荒谬之论，这是那个时代难以避免的。他们关于政治方程化的见解，虽有失机械，但其想为君主

立法，以制约君主的基本思想则是相当可贵的，当然也神化了君主。 

学习目标： 

1．了解先秦阴阳家的政治思想与主张， 

2．掌握邹衍五德终始下的政治循环理论，以及《月令》的以天人配合为特征的程式化政治思

想。 

作业与思考题： 

1、何谓五德终始说？ 

2、先秦阴阳家政治思想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年版，第十章。 

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八章。 

经典原著：《礼记·月令》、《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知识单元 10：中国专制天下时期的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秦汉时期的政治思想 

秦灭六国为我国政治史上所发生的空前巨变。从此，政制由分割之封建而归于统一之郡县，政

体则由贵族之分权而改为君主之专制。后世学者谓之战国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或曰“秦汉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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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地一大变局”。与这一巨变相应，政治思想亦转入一个演进的历史新阶段。总的来讲，专制天

下时期的政治思想演进的主要趋势有三：一是，儒家思想由拥护封建制度一变而拥护专制政体，成

为二千年中的正统学派。二是，儒家势盛，而法墨同归于失败。三是，儒、道二家随社会的治乱而

互为消长。 

（1）秦朝皇权专制思想 

秦朝的皇权专制思想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皇帝至上理论的极度发展，二是皇帝极欲与

重罚主义，三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四是李斯尊君抑臣的督责之术。 

（2）汉代独尊儒术的政治思想 

儒学自汉代占据了统治地位，其本身在学术型态及思想内容与形式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

变化从思想发展的逻辑上讲，无疑是一种观念上的大退化，但却使儒家教义作为政治指导思想与现

实政治和社会生活更为紧密地交织或整合在一起了。概括地讲，儒学在汉代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术型态上由先秦诸子一家之学而演化为经学。二是，政治观念的法家化。

三是，思维方式上的阴阳五行化。四是，天人灾异之说的盛行。五是，政治思想由乐观而走向悲观。 

在儒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化过程中，最具影响的就是汉儒董仲舒建构了一套系统的天人合一的君

主专制主义理论。董仲舒（公元前 179年——前 104年）是西汉景、武之世的著名公羊学大师，他

以儒为主，揉以阴阳五行、法、墨等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天人政治论，对于传统政治思想的形成和

发展有重大影响，可谓前承孔、孟，后启朱、王。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标志着先秦儒学想着

神秘主义转化的完成。维护君权至上是董仲舒的基本政治主张之一，同时又系统阐述了天谴说，并

试图运用阴阳之道规范封建统治者的政策原则，提倡德刑兼备，以“德治”为主。董仲舒将他所崇

尚的政治原则称为“道”，认为道是万世不易的永恒法则，在坚持道的前提下，主张统治者应根据

政治运行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局部调节，这就是经、权和更化的思想，这可以说是汉代统治阶级

政治成熟的体现。儒家政治理论经过董仲舒的一番加工，更具坚定的原则性和灵活的调节性，增强

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应变能力。 

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政治思潮 

秦汉儒道争雄之局至魏晋遂转变而为儒微道盛之局，一是由于儒学本身的迅速退化，二是提倡

者的久而生厌。玄学思潮在魏晋时期的兴起，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的发展极有影响，可

以说是继两汉之后政治哲学发展的一次大转变。玄学的发生和发展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以何晏、

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是玄学的开创期（即所谓“贵无”的时期），其次是以阮籍、嵇康为代

表的竹林时期，往后是以裴頠为代表的由“贵无”转向“崇有”的时期，最后是以郭象为代表的永

嘉时期（即玄学的综合和完成时期）。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魏晋玄学讨论的中心问题。或主张“名

教出于自然”（王弼）、“名教即自然”；而“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命题。魏晋时期，在政治思想上，按其消极程度的深浅，可分为无为与无君两派。无为派认政治

制度为自然变化之产物，故主张有君为必要，而取无为之治术。然而，既已无为，何用有君？故另

一派人则更进一步，发为无君之论，其中以鲍敬言之说前无古人而最为激切，可谓魏晋时期反政治

思想最极端之表示。至此，秦汉数百年尊君之传统思想，遂遭遇空前之抨击。其后，反礼教运动与

反专制思潮汇合，演化而为一种以放浪人生观为基础的无君论，《列子》一书是其最重要的文献，

亦是魏晋颓废思想的代表或极致。 

3．隋唐时期儒学的复兴及其政治思想 

隋唐统一之后，盛世政治上的积极乐观与民族心理上的自信力又重新恢复。而儒学也随之得以

复兴。唐代儒家足为专制天下之正统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韩愈。史称愈平生立言“以兴起名教弘奖仁

义”为事。就其政治思想而言，愈推尊孟子，贬抑荀子，而其尊君抑民之说，实际上是背孟而近荀。

韩氏论政之要旨在认定人民绝无自生自治之能力，必有待于君长之教养。所谓“民初生，固若禽兽

然”，“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唐代另一位著名思想家柳宗元则

提出“吏为民役”说，强调官吏应是人民的仆役，他的职责就是要给人民以实际利益。这种“吏为

民役”的民本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不可能得到真正贯彻的，但它毕竟表现了古代政治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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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众力量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的认识。 

4．宋明时期的新儒家政治思想 

隋唐是儒释道三教并行的时代，而三教从冲突与排斥逐渐走向融会合流，酝酿至宋，遂演成程

朱之理学。理学得佛学之助，使儒家思想发展为中国空前未有的精致化哲学系统。然而，宋代新儒

家的哲学思想虽然较多新颖分歧之点，而其政论大旨则不外搬演《大学》《中庸》的正心诚意，《孟

子》的尊王黜霸及一治一乱诸旧说而已。因此，宋代政治思想之重心，不在理学，而在与理学相反

抗的倡事功、重功利的思想。此派的特点在斥责心性之空谈，而探讨富强之实务。理学与功利思想，

可以说是宋代政论的两大主流。 

宋王朝积贫积弱，终为异族政权所取代。而中国专制政治，至明代愈趋深刻。然而，当明代专

制毒焰方盛之时，反动思想已勃然兴起。虽不敢直接攻击专制政治本身，而对于为专制政府所利用

的程朱正统学术则力加破坏。王守仁开其风，李贽极其流。以儒攻儒，波澜壮阔，几欲取千余年传

统思想之网罗，一举而冲决摧毁之。这就是明代具有思想解放意义的“心学”思潮。 

5．明末清初具有启蒙意义的反专制政治思潮 

明政之弊虽有多端，然究其病源，实在于君主专制一事。专制君主，天下为私。惟其私天下，

故戮功臣，除异己，信宦官以钳制正人，敛财赋以遂淫欲。此种种专制政治之弊，在明末清初更激

起了直接的反专制的政治思潮。其主要代表当首推黄宗羲，人称梨洲先生。其所著《明夷待访录》

表达的政治批判思想为黄氏学术中最精彩的一部分，而且本书可谓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不朽篇

章，也是中国古代贵民和天下为公思想的最高成就。其政治哲学的大要在阐明立君所以为民与君臣

乃人民公仆二义。 

（1）“天下为主，君为客”说 

黄氏在《原君》中把人类历史分为三大阶段：一是天下之人孜孜于一己之私利的无君的时代，

即“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接下来

就是君出而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时代，即“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

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由于百般辛劳“而己又不享其

利”，所以人们都不乐于为君。在他看来，这是君“为客”、“为天下”，大公无私的时代，正是人类

社会的盛世。而自战国秦代以来，人类历史则进入了君主为天下大害的时代，其主要特征是君主“以

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依黄氏之见，不仅君主应“以天下万民为事”，做臣的也应如此。所以说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因此，其论君臣关系一扫专制天下“君为臣纲”

的传统思想，认为“君之与臣，名异而实同”。也就是说，君尊臣卑，名位虽有差别，而其职分是

相同的，即均在利民。 

（2）政治制度上的改革主张 

黄氏在这方面的主张主要有两点，一是，恢复宰相制度；二是，公是非于学校。黄氏主张恢复

宰相制度，其言不脱君主政体的范围，实际上无多少价值。然其抨击专制的弊病，深切著明，亦自

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意义。黄氏反对专制之意，于其论学校选举中尤为明显。他认为，学校之用不仅

在于“养士”，而亦在于培养健全之舆论。也就是说，学校除作育人材外，尤须监督批评政府，务

使免有过失。所以，主张学校之目的在“使朝廷之上，闾阎子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

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是非于学校。”

乃至“使治天下具皆出于学校”。 

清末维新运动之时，梁启超与谭嗣同等“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

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学习目标： 

1．了解秦汉以后直至清代所谓中国专制天下时期的政治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脉络和线索。 

2．掌握秦汉时期的皇权专制与儒术独尊的思想。 

3．掌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政治思潮。 

4．掌握隋唐时期的儒学复兴及其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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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明时期新儒家的政治思想以及明末清初具有启蒙意义的反专制政治思潮。 

作业与思考题： 

1、中国专制天下时期的政治思想演进有哪些主要趋势？ 

2、董仲舒天人政治论的主旨及其在政治思想史上的意义与影响是什么？ 

3、魏晋玄学思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什么？鲍敬言无君论的政治意义是什么？ 

4、韩愈政治思想的要旨是什么？ 

5、宋代新儒家政治思想的两大流派的主要分歧是什么？ 

6、明代心学思潮的思想意义是什么？ 

7、黄宗羲政治哲学的主旨和实质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第二编、第三编。 

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九至二十二章。 

《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宋元明清卷。 

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第二、三、四、五、六章。 

原著：《春秋繁露》、《抱朴子·诘鲍篇》、《明夷待访录》等。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导论 4  

2 导论、中国政治思想的起点 4  

3 中国政治思想的起点、春秋战国时期世俗政治思潮的兴起与成熟 4  

4 春秋战国时期世俗政治思潮的兴起与成熟、先秦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 4  

5 先秦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 4  

6 先秦儒家的伦理政治思想 4  

7 墨子以兼爱尚同为中心的政治思想 4  

8 先秦道家的自然无为政治思想 4  

9 先秦道家的自然无为政治思想 4  

10 先秦法家的君主专制主义政治思想 4  

11 先秦法家的君主专制主义政治思想 4  

12 
先秦法家的君主专制主义政治思想、《管子·轻重篇》的商业治国

理论 
4  

13 
《管子·轻重篇》的商业治国理论、阴阳家天人配合的程式化政治

思想 
4  

14 阴阳家天人配合的程式化政治思想、中国专制天下时期的政治思想 4  

15 中国专制天下时期的政治思想 4  

16 中国专制天下时期的政治思想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后续课程：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儒家政治思想、墨子政治思想、道家政治思想、法家政治思想。 

难点：诸子各家政治思想的异同、中国专制天下时期的政治思想脉络。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解。 

2.经典原著名言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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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手段： 

1.板书。 

2.PPT。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名家经典教材和参考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刘泽华等编著《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 6月 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梁启超著《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2012年 6月 第 1版 

2. 萧公权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2005年 11月 第 1版  

执笔：林存光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5日 

 

西方政治思想史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s 

课程号： 30501003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2、讲解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本线

索；3、阐释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意义。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了解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研

究内容，掌握西方政治思想史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近代发展的基本线索，把握学习西方政治思想

史的意义，并对具体的研究方法有所认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54学时 

知识单元 1： 绪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政治思想是人们对于政治现象的认识、关于政治问题的观点和主张。集中体现在关于如何认识

国家、组织国家和管理国家的观点和主张。 

政治思想的构成要素：对政治现象的描述、分析，对政治问题的价值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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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构成政治思想史。 

西方政治思想史是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西欧和近现代西欧北美的政治思想发展史。 

二、西方政治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线索 

古代希腊、罗马政治思想 

中世纪西欧政治思想 

西方近代政治思想 

三、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意义 

有助于全面正确认识西方政治文化 

丰富有关政治学方面的知识 

提高思维能力和理论水平 

认识政治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提高分析认识政治问题的能力 

为中国政治现代化提供借鉴和参考 

学习目标： 

1、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讲解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本线索，阐释学习西方政治思

想史的意义。 

2、学生要了解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掌握西方政治思想史从古代到中世纪，

再到近代发展的基本线索，把握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意义，并对具体的研究方法有所认识。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 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2、 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本线索是什么？ 

3、 学习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意义是什么？ 

知识单元 2：第一章 古希腊时期政治思想（第一、二节）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古希腊城邦制度与政治思想特点 

一、古希腊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发源地 

希腊人将科学、哲学与宗教、巫术区分开来，将从直接经验而来的技术上升为抽象的科学。 

希腊城邦制度是产生政治思想的基础。 

二、城邦制度的形成和特征 

希腊城邦制度形成的历史条件。城邦形成的三条道路和三种类型。 

城邦制度的外部特征：小国寡民的规模和多元主义的政治格局。 

城邦制度的内在特征：城邦是公民的自治组织。城邦的基本社会结构，公民的地位和权利，发

达的公共生活和政治辩论，政治体制的多样性，公民政治文化。 

三、政治思想特点 

1、自然政治观与整体主义价值观。 

2、理性的政治思考与近于科学的研究方法。 

3、以政体研究为中心，以协调公民内部关系为主题。 

4、公民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视角。 

第二节  柏拉图以前的政治思想 

一、早期自然哲学家的贡献 

早期自然哲学家的主要派别、代表人物和政治活动。早期自然哲学家对西方政治观念形成的贡

献：理性思考的开端及求知传统；宇宙秩序和人类社会；逻各斯和自然法；自然秩序和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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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正义。 

二、智者的活动和影响 

智者的产生和派别。智者是民主生活繁荣的产物：智者的主要代表人物。 

智者的基本政治观点：人是万物的尺度；国家产生于人的约定；法律是人约定，自然高于法律。 

智者对政治思想的重要贡献。由自然转向人，从一个新的起点研究政治现象；开阔了人的视野，

影响和促进了城邦的政治生活。 

三、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的政治人格及影响。对雅典民主制的批评；知识即美德；应由掌握知识的人管理图家。

苏格拉底对柏拉图的影响 

学习目标： 

1、介绍古希腊城邦制度的特点，及其与政治思想的关系，描述柏拉图之前政治思想家的观点

与主张，重点阐释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 

2、学生要了解希腊城邦时代的社会背景及政治思想的特征，理解早期自然哲学家、智者和苏

格拉底的政治思想基本内容，重点掌握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内容与特点。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认识和评价柏拉图的理想国？ 

2、亚里士多德是怎样论述城邦性质的？ 

3、为什么说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城邦时代政治文化的集大成者？ 

4、古希腊城邦时期政治思想的特点是什么？ 

5、试比较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异同。 

6、试分析希腊城邦制度与政治思想的关系。 

知识单元 3：第一章 古希腊时期政治思想（第三、四节）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三节 柏拉图的政治思想 

一、生平和著作 

二、国家的理念和正义国家 

三、哲学家执政思想 

哲学家执政是挽救城邦制度危机的根本措施。现实制度的弊端。政治败坏的根源在于人的品性

的堕落。哲学家执政是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或统治者成为哲学家。治国需要知识，知识即美德。哲学

家集知识、美德和权力于一身。 

哲学家的选拨和培养。 

消灭私有财产和家庭的思想。 

强制性公民教育思想 

四、《法律篇》的“二等好的理想国” 

从理想国向二等好的国家转变。私有财产和家庭。法治与民主。 

第四节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 

一、生平和著作 

二、城邦的起源、本质和目的 

从现实出发的归纳方法。城邦的起源。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从家庭到村社、城邦的进化过程。 

城邦是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是公民共同体。城邦的目的是至善。 

三、政体的分类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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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划分的两个标准：政体的宗旨是为统治者谋利益还是为全体谋利益；掌握最高统治权的人

数。政体可分为正常政体和非正常政体两类；正常政体有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非正常

政体有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 

四、理想的城邦制度                 

对柏拉图理想国的批判：对公有制的批判，对公妻制的批判。 

理想国家要实现正义，正义是数量平等和比值平等的适当综合。理想政体的原则是中庸。城邦

是公民的自治团体。理想的城邦要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民主制和寡头制相混合的共和政体。 

民主制的优越性 

法律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人必须服从法律，法治优于人治。 

学习目标： 

1、介绍古希腊城邦制度的特点，及其与政治思想的关系，描述柏拉图之前政治思想家的观点

与主张，重点阐释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 

2、学生要了解希腊城邦时代的社会背景及政治思想的特征，理解早期自然哲学家、智者和苏

格拉底的政治思想基本内容，重点掌握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内容与特点。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认识和评价柏拉图的理想国？ 

2、亚里士多德是怎样论述城邦性质的？ 

3、为什么说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城邦时代政治文化的集大成者？ 

4、古希腊城邦时期政治思想的特点是什么？ 

5、试比较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异同。 

6、试分析希腊城邦制度与政治思想的关系。 

知识单元 4：第二章 希腊化与罗马时期的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世界帝国的建立及其对政治思想的影响 

一、城邦的解体和帝国的建立 

城邦的解体及其原因。世界帝国的建立。 

二、军事帝国的政治状况及其政治思想的影响 

帝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个人与国家关系的变化。 

政治思想趋向沉寂，伦理思想繁荣。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想的出现。 

第二节 希腊化时期的政治思想 

一、犬儒学派 

犬儒学派的产生和主要代表人物。对文明制度的批判和反习俗的生活方式。回归自然的政治主

张。 

二、斯多葛学派 

斯多葛派的产生发展。代表人物。 

主要思想：自然法是宇宙的理性。人在精神上的自由和平等。人类一体、人类一家的世界主义

观念。 

第三节 波利比阿和西塞罗的政治思想 

一、波利比阿的政治思想 

波利比阿（前 201一 120年）希腊化时期的史学家，政治思想家。主要著作：《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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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思想：政治思考的动因，国家兴衰的关键是政治制度。六种政体的区分。政治的蜕变规律。

理想政体是混合政体，它是三种正宗政体即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优良因素的混合。 

二、西塞罗的政治思想 

西塞罗（公元前 106一前 42年）古罗马政治家、思想家；主要著作有《共和国》、《法律篇》。

主要思想：共和思想，共和国是“人民的事业”。最理想的政体是混和政体思想，自然法是理性的

命令，是一切人类法律的准则。人人平等思想。 

第四节 早期基督教的政治思想 

一、早期基督教及其神学思想 

早期基督教的产生发展。早期基督教与国家的关系。 

《圣经》的产生。《圣经》的上帝创世说和基督救世说。基督教关于顺从、禁欲、博爱、平等

的伦理思想。 

二、基督教的政治价值观 

对政治的疏远态度。双重的政治忠诚。关于上帝选民的新观念：信徒的精神自由和在上帝面前

的平等。 

三、奥古斯丁的政治思想 

奥古斯丁（354--430 年），古罗马时期基督教政治思想家，教父学最高权威。主要著作：《上

帝之城》。 

主要思想：对罗马灾难原因的解释，人的原罪与上帝的恩典。由人的两种爱而造成两座城，即

上帝之城与世上之城。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介绍亚士山大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建立，描述希腊化时期政治思想的理论图谱，交代早期基

督教的兴起与思想特点，讲解波利比阿和西塞罗的政治思想。 

2、学生要了解两大世界性帝国的建立对政治思想的影响，认识基督教的基本知识与政治主张，

掌握希腊化时期政治思想与城邦时代政治思想的关系，重点把握波利比阿与西塞罗在希腊文明与罗

马文明之间的承接作用。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城邦的解体和世界帝国的建立，给西方政治思想带来哪些变化？ 

2、试分析斯多葛派的理论贡献。 

3、波利比阿和西塞罗混和政体思想的主要内容。 

4、西塞罗怎样表达了罗马共和精神？ 

5、奥古斯丁双城论的内容及意义。 

知识单元 5：第三章 中世纪时期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中世纪的政治经济关系及其对政治思想的影响 

一、中世纪纪政治经济关系的特点 

采邑制和等级制。契约关系和微弱的君权。政权与教权的并列和相互制约。 

二、中世纪政治思想的特点 

神学是统治一切的意识形态，政治学沦为神学的分枝。政治学理论不发达，政治思想的表现形

式。政权与教权关系问题占有突出位置。 

第二节 王权与教权斗争中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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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世纪的政教关系 

天主教会的势力和组织。基督教的政治观念对政教关系的影响。国家与教会关系的演变。二元

化权力体系及人的双重角色。 

二、维护教权的理论 

教权至上论。尼古拉一世的“君士坦丁赠礼”。格里高利七世维护教权的活动和理论。英诺森

三世的活动和思想，卜尼法斯八世的教权派理论。 

三、阿奎那的政治思想 

托马斯*阿奎那（1227—1274），中世纪经院哲学最大代表。主要政治学著作收集在《阿奎那政

治著作选》中。 

其政治思想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经过改造后融入基督教神学，其方法有将信仰和理性、经验调

合起来的特征。 

国家产生于社会需要，君主制是最合乎自然的政体，其形式应为混合政体。教会与国家各有各

的领域，但教皇是基督教社会最高权威。 

四、马西略的思想 

帕多亚的马西略（约 1270—1342年），中世纪意大利政治思想家。政治著作有《和平的保卫者》。 

政治思想的宗旨是排除教会对世俗事务的干涉，实现意大利的和平和秩序。 

教会是和平的最大威胁，是分裂和战争的根源。必须反对教会对国家事务的干预和教会的司法

特权；取消教会特权的措施。 

学习目标： 

1、梳理中世纪的政治背景与社会关系，介绍基督教二元权力观的基本内容，并对王权与教权

权力斗争中显现出来的政治理论进行陈述。 

2、学生要了解中世纪政治背景和政治思想的特点，掌握王权与教权思想的理论内涵及现实意

义，重点把握阿奎那和马西略的政治思想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中世纪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2、基督教给西方政治思想带来了哪些变革？ 

3、教权派与王权派的分歧和斗争。 

4、阿奎那改造和利用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意义。 

5、试分析马西略政治思想的价值。 

知识单元 6：第四章 16世纪西欧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和民族国家崛起及对政治思想的影响 

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及其特点 

 封建主义的衰落。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革命。资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个人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出现。 

二、近代民族国家的崛起及意义 

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及特征。近代政治思想是对民族国家的认识和研究。近代初期政治思想家

主张民族统一，支持专制王权。 

三、西方政治思想的重大变革 

开始以人的眼光考察国家问题，把政治学建立在世俗的基础上。以对国家权力的考察为政治学

研究的焦点，研究其起源、性质、职能、目的等。近代政治学的创立。   

第二节 马基雅弗利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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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和著作 

二、研究政治问题的新方法 

抛弃神学教条，从人的眼光考察国家问题，从人的本性、历史经验和政治现实中总结出政治的

规律。把政治与伦理区分开来，把国家视为纯粹的权力组织。关注国家的管理、统治的艺术问题。 

三、马基雅弗利主义 

共和国的理想和专制主义的现实选择。人的本性自私卑鄙，君主统治国家须考虑人的本性。君

主要建立强大国家，巩固政权，须将权力与权术相结合。君主统治的最高原则是国家的强大，为此

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政治面前无道德。 

第三节 新教思想家的政治思想 

一、路德的政治思想 

《圣经》最高权威论，因信称义思想，平信徒皆为祭司。世俗国家权力的性质。基督徒的服从

义务与自由。 

二、加尔文的政治思想 

预定论，教会民主的主张，教会与国家的合作，基督徒服从世俗政府的义务和反抗暴君的权利。 

第四节 布丹的政治思想 

一、生平著作 

二、国家理论 

由家庭、村落到国家，家庭与国家的不同，公民与国家。 

三、主权理论 

主权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对公民和臣民进行统治的最高权力。主权的真正标志是立法权。主权

具有永久性和绝对性，至上性、不受限制和不可分割性。 

主权者受自然法、神法的限制，不得侵犯私有财产。 

四、政体理论 

按主权者的人数区分三种国家类型，按行使权力的方式区分三种政府形式。君主专制是最好的

政体形式。地理环境与政体选择。 

第五节 法国反暴君派的政治思想 

一、浩特曼和莫耐的反暴君思想 

法国自古以来王权就是受限制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等级代表君主制主张。 

政府的目的。双重契约论。人民是国家主人，国王是人民代理人。人民反抗暴君的权利。 

二、鲍埃西的反暴君思想 

人类的自然自由与平等，暴君制的产生。君主制是反社会的制度。反抗暴君的权利。 

学习目标： 

1、介绍 16世纪欧洲的时代背景，分析民族国家兴起、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对近代政治思想的

作用，分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政治思想的内涵与影响，重点讲解马基雅维利、布丹和反暴君

派的政治思想。 

2、学生要了解 16世纪政治思想的社会背景，掌握三大历史事件：民族国家兴起、文艺复兴与

宗教改革的重大意义，并在此基础上理解马基雅维利和布丹政治思想的实质。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和民族国家崛起对政治思想产生了什么影响？ 

2、马基雅弗利对政治思想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3、布丹的主权论的基本内容及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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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教思想家关于世俗国家权力的思想的特点。 

知识单元 7：第五章 17世纪欧洲大陆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会背景 

一、资本主义发展与动荡并存 

二、科学与哲学显著发展 

三、政治思想世俗化 

第二节 格老秀斯 

一、生平 

二、自然法学说 

三、政治学方法论 

●先天的论证方法（依据人类本性） 

●后天的论证方法（参照普遍事实，借助理性推论） 

●开创了法学和政治学“论证体系”的时代 

四、国家与主权理论 

◇国家的产生 

◇主权具有内、外两个层面 

◇否定人民主权，主张君主主权 

五、国际法思想 

◆国际法的目的在于和平 

◆改变了古代的万民法 

◆“万民法”：近代意义的国际法 

◆ 国际关系的公法通则 

第三节 斯宾诺莎 

一、生平与著作 

二、自然权利观 

○自我保存是人之共性 

○理性是人性基础 

○理性指引人们保护自然权利 

三、社会契约论 

  ◇自然状态→社会契约→从社会到国家 
  ◇国家的统治权以人们订立契约时转让的权利为基础，是社会中的最大权威 
  ◇国家权力要强有力，借助恐惧来统治社会 
  ◇否定君主制，赞美民主制，倡导贵族共和制 
四、思想自由权 

  ●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 
  ●每个人是自己思想的主人，不能转让也不可放弃 
  ●维护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好方法 
  ●政府应允许自由争论 
  ●人在行动上要守法 

第四节 普芬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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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与著作 

  二、主要思想 
  ●自然义务理论 
  ●“两个契约”理论 
●相对主权理论 

学习目标： 

1、介绍 17世纪欧洲大陆的社会背景，分析格老秀斯、斯宾诺莎和普芬道夫的政治思想的内容

与特点，重点讲解格老秀斯对近代政治思想的影响、斯宾诺莎的思想自由理论和普芬道夫的契约论

与主权论。 

2、学生应了解 17世纪欧洲大陆政治思想的时代背景，掌握格老秀斯、斯宾诺莎和普芬道夫的

基本政治主张，适当把握 17 世纪欧洲政治思想的时代主题，理顺自然权利、契约理论、主权理论

以及国家学说的具体发展。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试论格老秀斯和斯宾诺莎的天赋人权思想。 

2、试比较布丹和格老秀斯的主权论。 

3、斯宾诺莎的思想自由论述评。 

1、 比较分析近代资产阶级自然法思想与古代自然法思想。 

2、 普芬道夫自然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知识单元8：第六章 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17世纪英国政治状况及政治思想的一般特点 

一、英国的政治传统和英国革命 

英国的宪政传统，英国革命及特点 

二、17世纪英国革命时期政治思想的特点 

以新教思想为思想背景，以自然法契约论为理论基础。以人权学说为基石。 

三、革命中的各派政治学说 

菲尔麦的父权论，霍布斯的专制集权理论，弥尔顿、哈灵顿的共和主义主张，利尔本的人民主

权理论，温斯坦莱的空想社会主义，洛克的自由主义。     

第二节 霍布斯的政治学说 

一、生平和著作    

    二、人性论与自然状态理论 
    机械唯物论是霍布斯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理论基础。抽象的人性论是其理论体系的出发点。人
性是自私的，趋利避害是人生的准则。自然状态是探讨国家起源的出发点。自然状态下人是自由平

等和独立的。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 
三、社会契约论 

国家产生于人们的契钓。人们订立契约的宗旨是自我保存。缔约者自愿交出全部权力和权利。

主权者没有参加契约，不受契约的限制。国家是集合在主权下的人群，国家具有独立的人格和绝对

权力。 

四、主权论与政体学说 

主权是给予国家以生命和运动的灵魂。凡与公共和平和安全有关的一切事务均属主权者管辖。

主权具有至上性、不可分割性和不可转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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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洛克的政治学说 

一、生平和著作 

二、自然状态和国家的起源 

从自然状态出发探讨国家权力的起源。自然状态是自由平等和和平的状态。但有缺陷。政府源

于人们的契约。契约的特点：立约者没有交出生命、自由、财产的权利。立约者交出的只是保护自

己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被授予权力的人是契约的参加者，必须受契约的限制。个人将权力交给了

社会共同体。 

三、个人的天赋权利，国家权力的性质、范围和目的 

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属于自然权利。人民没有交给国家。它们是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政

府权力的有限的，不是绝对的。政府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的自然权利，尤其是于保护人民的财产。    

四、民主、分权、法治思想 

代议制民主思想。 

国家必须依据正式颁布的法律进行统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对权力的制约，政府要依

法治理。政府只有依法治理才能有效地保障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法律是自由的保障，没有法

律就没有自由。自由必须以守法为前提。 

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执行权和对外权应由君主掌握；立法权应由代表人民

的国会行使。立法权与执行权必须分开。立法权高于执行权。执行权应服从议会。 

学习目标： 

1、介绍 17世纪英国的政治状况及政治思想的一般特点，描述英国革命时期各派政治学说的具

体内容，着重描述和阐释霍布斯和洛克的政治思想，分析霍布斯与洛克政治思想在西方政治思想上

的历史地位及理论影响。 

2、学生要理解 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的时代背景和整体特点，掌握霍布斯和洛克的思想框架，

理解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主权学说以及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和分权学说，分析二者的理论贡献。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霍布斯自然法契约论思想的意义何在？ 

2、试分析霍布斯的主权论。 

3、洛克是怎样论述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 

4、洛克分权学说的主要内容。 

5、比较分析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思想。 

6、比较分析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然权利思想。 

7、洛克的自由观述评。 

知识单元 9：第七章 18世纪法国政治思想（第一、二节）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及政治思想特点 

一、启蒙运动 

18世纪法国的君主专制及封建等级制，第三等级的崛起，启蒙运动的发展和影响。 

二、政治思想特点 

以理性论为基础，以平等为旗帜及对平等的不同理解。社会分层与思想分野。 

第二节 孟德斯鸠的政治思想 

一、生平和著作 

孟德斯鸠（1689一 1755年）18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主要政治著作有《波斯人信札》、《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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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褒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 

二、自由与分权学说 

自由的定义。政治的目的是自由。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滥用权力。防止滥用权力的唯一手段是

以权力制约权力。 

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三种权力中任何两个不能合一，必须由三个不同

机构来掌握。三权之间要相互制约。 

三、“法的精神” 

法的精神是法与政体原则、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人口、贸易、宗教等之间的联系。 

政体的性质与法的关系，政体的原则与法的关系。法与气候、土壤等自然环境的关系，法与人

口、国土面积、贸易、宗教等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介绍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背景与意义，分析启蒙运动时期政治思想的整体特点，梳理百

科全书派、伏尔泰的政治主张，着重分析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政治思想，重点掌握孟德斯鸠的法的精

神、分权制衡学说以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人民主权学说。 

2、学生要了解法国启蒙运动的背景和理论特点，理解孟德斯鸠的自由与分权学说的基本内涵，

以及法的精神的理论实质，认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近代其他社会契约论的差异，挖掘人权主权学

说的时代意义与理论贡献。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认识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 

2、孟德斯鸠关于法的精神理论的价值和局限性。 

3、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人民主权思想的关系是怎样的？ 

4、试分析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特点。 

知识单元 10：第七章 18世纪法国政治思想（第三节）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三节 卢梭的政治思想 

一、生平和著作 

卢梭（1712一 1778年）18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主要政治著作有《论人

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 

二、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 

自然状态人是自由的、平等的。人具有善良的天性，即怜悯心，使自然状态是和平状态。人类

的自我完善化能力是不平等的根源。私有制是不平等的直接原因。从经济上的不平等到政治上的不

平等。专制政体是不平等的顶点。专制政治被推翻，建立新的平等。 

三、社会契约论 

契约论的宗旨是在不丧失个人自由的前提下，寻找一种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保障个人安全和财

产的社会结合方式。契约是社会共同体各成员之间的共同约定。个人的权利和权力的转让是毫无保

留的。权利和权力转让给整个集体，而不是转让给某个人或某个团体；个人从社会共同体获得所丧

失的一切的等价物。 

四、人民主权学说 

人民主权是人民和主权者的统一，国家最高权力属于人民全体。人民主权是公意的体现与运用。

公意是人民整体的共同意志，以公共利益为目标。 

主权不可转让。主权不可分割。主权的绝对性和至上性。 

政府是主权者为自身利益建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权构，其权力是主权者的委托。政府官吏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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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公仆，人民可以限制、改变和收回委托给官吏的权力。 

学习目标： 

1、介绍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背景与意义，分析启蒙运动时期政治思想的整体特点，梳理百

科全书派、伏尔泰的政治主张，着重分析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政治思想，重点掌握孟德斯鸠的法的精

神、分权制衡学说以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人民主权学说。 

2、学生要了解法国启蒙运动的背景和理论特点，理解孟德斯鸠的自由与分权学说的基本内涵，

以及法的精神的理论实质，认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近代其他社会契约论的差异，挖掘人权主权学

说的时代意义与理论贡献。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认识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 

2、孟德斯鸠关于法的精神理论的价值和局限性。 

3、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人民主权思想的关系是怎样的？ 

4、试分析卢梭社会契约论的特点。 

知识单元 11：第八章 18世纪美国政治思想（第一、二节）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18世纪美国政治思想的背景 

一、美国的历史传统 

二、北美独立战争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 

美国政治思想的实践性。 

北美独立战争的理论依据是天赋人权学说。 

战后围绕制宪展开的争论。 

第二节 潘恩的政治思想 

一、生平与著作 

二、美国独立思想 

政治思想的核心 

最早区分社会与国家 

社会起源于人们追求幸福的需要，政府产生于人们的邪恶 

社会的目的在于使人们一体同心，增进公众的幸福；而政府的目的在于制止人们的恶行，使公

众安全和自由，政府是“避免不了的祸害” 

批判英国的君主制度，主张美国脱离英国而独立 

三、代议制共和政体思想 

政府分为三类：僧侣控制的政府、权力征服者的政府和宪法控制的理性政府 

政府受宪法的约束 

由人民决议产生并受宪法决议约束的政府就是共和政府，这是最好政府形式 

共和政府具有三大原则：公利、公正和代议 

选举权是人民的基本权利 

四、人权思想 

批判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柏克的人权观念 

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是人的不可转让的权利 

批判法国专制制度进而为法国大革命、为人民的革命权利做辩护 

天赋权利与公民权利思想是潘恩人权思想的核心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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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介绍 18世纪美国的社会特点与时代背景，结合民主党与联邦党的理论论争具体分析当时政

治思想的总体特点，厘清潘恩政治思想的内容及影响，重点掌握杰斐逊与联邦党人的政治思想。 

2、学生要了解 18世纪美国政治思想的背景和特点，重点理解潘恩的美国独立思想与人权思想，

理解杰斐逊的自然权利学说和共和思想，把握民主党派与联邦党人斗争的核心内容。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杰斐逊的自然权利学说述评。 

2、联邦党人对分权学说的发展。 

3、18世纪美国政治思想形成的原因和特点。 

4、潘恩的美国独立思想及其意义。 

5、潘恩的人权理论述评。 

知识单元 12：第八章 18世纪美国政治思想（第三、四节）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三节 杰斐逊的政治思想 

一、生平和著作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 年），18 世纪美国民主政治思想家，美国民主的奠基人。主要著

作：《杰斐逊集》 

二、天赋人权思想 

人人生来具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的精神自由权利应该得到保障，人民有革命的

权利。 

三、民主共和思想 

君主政体是最坏的政体，大国实行民主的保障：代议民主；中央与地方层层分权。 

防止暴政的制度：三权分立与制衡，中央与地方层层分权，人民广泛参政。 

第四节 联邦党人的政治思想 

一、宪法之争和《联邦党人文集》 

宪法的起草的论争，汉密尔顿，麦迪逊，杰伊简介。《联邦党人文集》。 

二、“联邦党人”的政治思想 

人性的缺陷与政府的权力，联邦制思想，分权制衡思想。 

学习目标： 

1、介绍 18世纪美国的社会特点与时代背景，结合民主党与联邦党的理论论争具体分析当时政

治思想的总体特点，厘清潘恩政治思想的内容及影响，重点掌握杰斐逊与联邦党人的政治思想。 

2、学生要了解 18世纪美国政治思想的背景和特点，重点理解潘恩的美国独立思想与人权思想，

理解杰斐逊的自然权利学说和共和思想，把握民主党派与联邦党人斗争的核心内容。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杰斐逊的自然权利学说述评。 

2、联邦党人对分权学说的发展。 

3、18世纪美国政治思想形成的原因和特点。 

4、潘恩的美国独立思想及其意义。 

5、潘恩的人权理论述评。 

知识单元 13：第九章 19世纪德国政治思想（第一、二、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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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会背景与政治思想的特点 

一、19世纪德国的社会背景 

  ●政治结构松散，渴望国家与民族的统一 
  ●经济发展缓慢，封建制度阻碍资本主义发展 
  ●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软弱，具有两重性 
  ●19世纪中期，德意志统一，专制制度与体制未变 
二、政治思想的特点 

  ●深受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影响 
  ●以中庸的立场解读革命思想，“法国革命理论的德国式表现”，将社会的进步理解为理性和道

德的发展，将现实政治要求解析为软弱空洞的道德原则 
  ●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统一成为政治思想的重要课题，“民族精神”是统一的根源与力量 
  ●从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中认识国家本质，发展国家学说 

第二节 康德 

一、生平与著作 

  ○1724－1804 
  ●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 
  ○哥尼斯堡大学讲授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 
  ●后转向哲学和社会科学 
  ○一生致力于教学与著述 
  ●一生未离开过家乡 
  ○受卢梭影响较深 
  ●《政治权利原则》、《论永久和平》 

○《道德形而上学》 

二、伦理学说 

  ◆道德不是建立在经验上，也不是幸福或快乐上 
  ◆真正的道德是“善良意志”的体现 
  ◆人的行为不能根据个人意志，而要遵守“道德法则” 
  ◆道德法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也叫“绝对命令” 
  ◆人是目的，而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 
  ◆人愈自由就愈能遵循道德法则行动，道德就愈发展；一个人愈按道德法则行动，道德愈发展，

人就愈加自由 
  ◆道德是内在而自觉的，而法律是外在而强制的 
三、国家学说 

●契约是国家建立的基础，但国家并不真实存在 

●国家是抽象“绝对命令”要求的结果，而非人的需要产物 

●国家权力源自公民的自由意志 

●国家的目的并非是公民幸福，而是维护法律秩序 

●人民对国家统治只有服从义务，没有反抗权利 

●坚持整体主义国家观 

●权力行使重于政体形式，注重分权制衡，反对人治 

●将共和制国家作为理想目标推致彼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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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永久和平思想 

  ●永久和平是政治的最高目标和道德善 
  ●永久和平是人类的目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反对战争，追求和平 
  ●和平的实现不能靠弱肉强食，而是各国平等携手建立国家联盟 

第三节 洪堡 

一、生平与著作 

  ○出身贵族，受过良好教育 
  ●受洛克、卢梭、康德的影响较深 
  ○多任外国公使 
  ●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反对政府控制大学和新闻检查 
  ○由于政见不合，被首相解职，结束政治生涯 
  ●《关于国家政治结构的思想》 
○《论国家的作用》 

二、自由与个性 

  ◎人是一切政治问题的核心 
  ◎自由是个人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个性的培育、维护与发展是自由的必要条件 
  ◎强调个性的崇高价值 
  ◎倡导人类追求与公民生活方式的最大可能多样化 

三、国家作用的范围 

  ☉国家干预只能为了公民的自我发展 
  ☉政府存在必要，但强大的政府权力是极大威胁 
  ☉国家的目的只能是保障安全，除此之外皆应禁止 
  ☉反对国家干预社会公共事务 
☉个人自由应免于国家干预 

学习目标： 

1、介绍 18世纪末 19世纪初德国的社会背景和思想特点，着重讲解康德、洪堡与黑格尔的政

治思想。 

2、学生要了解 19世纪德国政治思想的背景与特点，掌握康德的权利学说与国家观念的内涵，

把握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和国家学说的实质，认识洪堡自由主义主张的内在逻辑。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康德的国家学说内容是什么？ 

2、洪堡是如何论述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3、如何理解洪堡的国家作用理论？ 

4、黑格尔是怎样论述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 

知识单元 14：第九章 19世纪德国政治思想（第四节）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四节 黑格尔 

一、生平与著作 

  ●1770-1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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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 
  ●出身税务官家庭 
  ●18岁进入图宾根神学院学习神学与哲学 
  ●先后任教于耶拿大学、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 
  ●柏林大学校长 
  ●年轻时拥护革命，老年时转向保守，赞美君主专制 
  ●《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 

二、法哲学体系 

三、从市民社会到国家 

◆市民社会包括三环节：需要体系、司法、警察和公会 

◆市民社会是特殊性的集合，无力解决社会矛盾 

◆市民社会是伦理精神发展的中介，国家是发展必然 

◆国家是最高阶段，高于且优于市民社会 

◆国家的目的在于普遍利益，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国家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国家高于个人和社会 

◆个人必须服从国家，个人价值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实现 

四、君主立宪主张 

  ●一种最合乎理性和时代精神的政治制度 
  ○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王权 
  ●强调国家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崇尚王权，贬低立法权 

学习目标： 

1、了解自由主义的批评者的类型，认识自由主义的三个层面上的批评者，即最早的的批评

者、最具学理的批评者和最富挑战的批评者，把握梅斯特尔、斯密特和社群主义者的基本批评观

点。 

2、学生要理解自由主义的批评者对自由主义发展的重要意义，了解斯密特和部分社群主义的

基本理论主张。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康德的国家学说内容是什么？ 

2、洪堡是如何论述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3、如何理解洪堡的国家作用理论？ 

4、黑格尔是怎样论述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 

知识单元 15： 第十章 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会背景与政治思想特点 

一、社会背景 

法国大革命后政局动荡 

社会矛盾加剧 

工业资产阶级与金融贵族同盟与工人阶级日益对立 

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独立进行政治斗争 

二、各政治思想流派特点 

正统主义（波那尔、麦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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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孔斯坦、托克维尔） 

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 

空想共产主义（卡贝、布朗基） 

无政府主义（蒲鲁东） 

实证主义（孔德） 

第二节 贡斯当 

一、生平与著作 

1767－1830 

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资产阶级自由派领导人物， 

出身贵族，曾任立法委员会主席，国会议员 

著有四卷本《立宪政治教程》 

二、权利与自由思想 

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和重要内容 

自由分为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 

古代国家公民享有政治自由，没有个人自由；现代公民追求个人自由；自由就是个人独立性的

胜利 

反对国家干预个人自由，主张自由竞争 

人民主权与君主专制一样，都可能侵犯个人自由 

三、分权思想 

接受并发展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 

主张五权划分：君权、行政权、经常代表权（上院）、公共意见权（下院）和审判权（司法权） 

君权是一种特殊权力，高于其他各权，并节制和协调四权；行政权由各部大臣行使，对议会负

责；立法权赋予下院，立法院由选举产生。 

议员需要严格的资格限制，高额财产和高度文化修养 

反对人民参加政治权利 

第三节 托克维尔 

一、生平与著作 

1805－1859 

出身贵族，接受良好教育 

1827年，担任凡尔赛初审法院法官 

1830年七月革命后，为避嫌赴美国考察新监狱制度 

1835年，《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5年后下卷出版 

1848年，任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国会议员、外交部长 

1851年，回反对波拿巴被捕，出狱后弃政从文 

1851年，《回忆录》；1856年，《旧制度与大革命》 

二、民主思想 

民主是不可抗拒的趋势；法国贵族制度正在不可避免地衰落，正如民主不可避免地生长 

民主的实质是多数人掌权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政治制度，是人民共同参与的代议制政权形式 

民主以平等为基础，本身就是一种平等的社会状况 

国家的主要作用是引导民主 

未来的社会应当是民主的、法制的社会 

三、对美国民主的分析 

美国是最全面反映民主历史进程和规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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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主存在如下弊端： 

民主法制残缺不全 

在选择受委托执政的人方面常犯错误 

具有“多数暴政”的潜力 

民主何以在美国存续的原因 

四、自由与平等 

多数暴政是自由的极大威胁 

在法国，平等先于自由而存在，人们对平等的激情远大于自由 

自由与平等应完美结合 

代议制政府可以制止多数暴政 

限制政府权力可以保障自由 

学习目标： 

1、介绍 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的社会背景和思想特点，描述当时各政治流派的主张，着重讲解

贡斯当的自由理论与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 

2、学生要了解 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的背景和特点，对当时的正统主义、自由主义、空想社会

主义、空想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实证主义等政治流派有一定的认识，重点掌握贡斯当与托克维

尔的政治思想，适当把握贡斯当和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理论贡献。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托克维尔是怎样论述民主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 

2、贡斯当是怎样论述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别的？ 

3、托克维尔关于民主、自由与平等的思想及其意义。 

知识单元 16：第十一章 19世纪英国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会背景与思想演变 

一、社会发展与时代背景 

  ●工业革命发生 
  ●资本主义建立 
  ●政治制度稳定 
  ●政治斗争缓和 
  ●社会矛盾转变 
  ●社会改革兴起 
二、政治思想的演进与特点 

  ●理论基础为功利主义 
  ●关注重点从政治自由转向社会自由 
  ●保守主义地位上升 
  ●空想共产主义影响深远 

第二节 柏克 

一、生平与著作 

二、保守主义的社会政治观 

三、代议制思想 

第三节 边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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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与著作 

二、功利原则 

三、政府理论 

四、批判与改革主张 

第四节 密尔 

一、生平与著作 

二、发展功利理论 

三、自由思想 

四、代议制政府理论 

第五节 斯宾塞 

一、生平与著作 

二、普遍进化论 

三、社会有机论 

四、同等自由法则 

学习目标： 

1、介绍 18世纪末 19世纪英国的社会背景和理论特点，阐释柏克的保守主义主张，结合功利

主义的发展分析边沁与密尔政治思想的逻辑与内容，同时分析斯宾塞的社会理论。 

2、学生要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理论特点，把握功利主义政治思潮的演进脉络，理解斯宾塞

的社会有机论和普遍进化论的意义，重点掌握柏克的保守主义社会政治观、边沁的功利原则和密尔

的自由思想。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密尔社会自由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试分析边沁对自然法、自然权利和契约论的批判。 

3、柏克的保守主义思想述评。 

4、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述评。 

5、斯宾塞个人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3  

2 第一章 古希腊时期政治思想（第一、二节） 3  

3 第一章 古希腊时期政治思想（第三、四节） 3  

4 第二章 希腊化与罗马时期的政治思想 3  

5 第三章 中世纪时期政治思想 3  

6 第四章 16世纪西欧政治思想 3  

7 第五章 17世纪欧洲大陆政治思想 3  

8 第六章 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 3  

9 第七章 18世纪法国政治思想（第一、二节） 3  

10 第七章 18世纪法国政治思想（第三节） 3  

11 第八章 18世纪美国政治思想（第一、二节） 3  

12 第八章 18世纪美国政治思想（第三、四节） 3  

13 第九章 19世纪德国政治思想（第一、二、三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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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第九章 19世纪德国政治思想（第四节） 3  

15 第十章 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 3  

16 第十一章 19世纪英国政治思想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政治学原理 

后续课程： 当代西方政治思想思潮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各时代、各国别政治思想家的思想。 

难点： 思想与时代的互动与影响。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教师讲授为主，辅以学生讨论参与； 

2、教学课件展示教学内容和相关背景资料； 

3、借助板书设计深入讲解；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机动安排。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包

括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6、作业要求： 

读书报告。每章后的思考题。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学科发展与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编用“马工程”教材《西方政治思想史》。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马工程”教材：《西方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7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1年。 

2、马啸原：《西方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3、张桂琳：《西方政治哲学——从古希腊到当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4、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5、Ｇ.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 

6、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修订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7、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海南出版社，2003年。 

8、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 

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 

10、厄内斯特·巴克：《希腊政治理论——柏拉图及其前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11、涅尔谢相茨：《古希腊政治学说》，商务印书馆，1991年。 

12、洪涛：《逻各斯与空间——古代希腊政治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13、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14、塞涅卡：《幸福而短促的一生——塞涅卡道德书简》，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 

15、杨巨平：《古希腊罗马犬儒现象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 

16、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1982年。 

17、V．沃尔克：《基督教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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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丛日云：《在上帝与恺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2003年。 

19、马基雅弗利：《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8年。 

20、昆廷·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商务印书馆，2002年。 

21、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1年。 

22、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23、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 

24、霍布斯：《论公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 

25、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83年。 

26、列奥·施特劳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译林出版社，2001年。 

27、弥尔顿：《为英国人民声辩》，商务印书馆，1958年。 

28、詹姆士·哈灵顿：《大洋国》，商务印书馆，1981年。 

29、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 1961年。 

30、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 

31、卢梭：《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32、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33、杰斐逊：《杰斐逊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 

34、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 

35、潘恩：《常识》，商务印书馆，1995年。 

36、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0年。 

37、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 

38、洪堡：《论国家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39、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 

40、郁建兴：《自由主义批判与自由理论的重建—黑格尔政治哲学及其影响》，学林出版社，2002

年。 

41、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商务印书馆，1988年。 

42、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 

43、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商务印书馆，1999年。 

44、柏克：《法国革命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 

45、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 

46、边沁：《政府片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 

47、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7年。 

48、斯宾塞：《社会静力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 

执笔：×××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中国政治制度史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课程号：30501004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外政治制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使学生全方位地了解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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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学习，开阔政治历史视野，提高审美素养，优化思维方式； 

3、培养对中国政治制度的辩证认识，启发学生的现代文明价值观。 

中国政治制度史具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二重性格。它既是政治学的一门基础性分支学科，

又是政治学、历史学、法学、军事学、宗教学、民族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学科有关内容的综合，

实质上是一门交叉学科。 

政治制度史是研究国体与政体的起源、形式及演变规律的科学。政治制度主要是指政权的组织

形式，亦即政体，它涉及到国家的阶级本质，政治领域的各项制度、国家的组织形式、结构形式与

管理形式等。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具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

它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总之，政治制度寓国家本质与形式于一体，是国体与政体

的总和。 

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对象，是历代的国家性质与形式问题，亦即历代国体与政体的形成极其

发展规律问题。所谓国体，是指的国家本质。而政体问题，则应当是国家形式问题。通常的理解，

认为它是指的政权构成的形式。而按照政治学对国家形式的理解，它是国家组织形式、国家结构形

式和国家治理形式的概称。 

在确定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对象时，还会遇到政治制度与相关各种制度的区别及内容取舍问

题。为了避免把中国政治制度史看成是传统的典章制度汇编，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制度史的研究范围

和内容作一些明确的界定。归纳起来，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国体、政体、国家机构的设置，

官员的培训、选拔、任用、考核、奖惩、退休等制度，以及军事、法律、司法、监察等与管理国家

有关的制度。 

要深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史，不仅要阅读现代人所写的有关的论著，还需要查阅有关的史料，如

二十五史中的“志”和“表”；典志类“十通”；政书类“会要”；以典章为内容的私人历史笔记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概述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概述 

政治制度属于社会政治上层建筑，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其内容、特征及其发展、运

行、演变均反映了一定的经济关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但是，政治制度一经确立，就具有相对的独

立性、积极的能动性和长期的稳定性。它往往起着这样或那样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反过来影响着经济和文化。 

传统政治制度是一个历史范畴，但它又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上层建筑。除了它那可畏的惯力作

用外，还有着岁月对它的修正，使它一天比一天更合乎理想的标准。对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具

有参考价值和启迪作用。因此，那种以为搞现代化就要摈弃传统的观点是不对的。事实上，只有把

现代化注入传统，改造传统，以形成新的传统，才能保持我们的民族特色，实现真正的现代化。 

中国封建政治制度有如下特点： 

第一，中国封建中央集权体制时间长，持续了 2000多年，而且是惟一的政体形式。 

第二，中国皇帝握有几乎所有的国家权力，包括立法、行政、财政、军事等权力，且不受法定

的约束。 

第三，在古代中国起主导作用的意识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与宗教不同，他不是脱离世俗的，

而是与国家政权集合在一起，成为君主加强思想控制的重要手段。 

第四，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一整套严密而完善的官僚制度，而西欧直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

才出现系统的文官制度。 

第二节：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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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与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相比也有显著的特点： 

第一，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夏、商、周实行的分封制实际上一种小国寡民的社会，

各级封君的权力在空间范围上受到限制；而从战国到清代，除个别时期外，大部分时间内都保持了

统一的王朝形式； 

第二，神权政治色彩相对淡化。进入封建社会以后，神权政治因素虽然存在，如儒家宣扬的“君

权神授”，但神权政治的色彩已大大淡化，帝王的神事活动也只局限于一些重大庆典。 

第三，法制的逐步建立。在奴隶社会由于奴隶不具有独立人格，故刑赏无需法律规定。进入封建

时代，适应统治的需要，陆续制定了一些法律如战国时魏国的《法经》，后世的《唐律疏议》《唐六典》、

《大清律例》《清会典》等等。尽管当时未达到依法行政的水平，但毕竟比没有法律有了进步。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基本情况； 

2、掌握传统政治制度的成功经验：第一，有发达的政治分工和悠久的权力制衡观念；第二，

具有行政立法的传统，形成了一整套行政法规；第三，积累了一整套比较科学的人事管理经验，这

首先表现在考试制度的长期实行上。 

作业：收集相关资料，理清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发展脉络 

知识单元 2：皇帝和皇权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皇帝制度的特点 

一、皇权的至高无上及其专制性质。 

皇权是典型的全能型权力，首先，皇权可以干预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事务，社会各个领域在皇权

面前均没有自主性；其次，作为政治性权威，皇帝还被看作是意识形态领袖，有权对思想文化活动

进行干预；最后，皇权凌驾于整个政治机构之上，皇帝掌握着最高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也

掌握着最高的决定权和监督权。 

二、皇位的终身制与世袭制。 

个人化性质决定皇权必定采取终身制的形式。皇位及其权力与皇帝个人生命流程相始终。从历

史实际来看，皇权产生的基本途径是暴力，一旦取得政权之后，它便在特定的家族内传承，皇位继

承的唯一合法依据便是血统。所谓世袭制所体现的政治文化精神就是皇帝家族对国家权力的独占。

在未找到更合理的政权传承方式的情况下，世袭制显得简单便捷。作为一种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国家

权力转移形式，它的实施有助于避免因对皇权的激烈争夺而引发的政治动乱。但是世袭制对于政治

稳定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皇族内部的夺嫡争储的斗争时有发生。 

第二节 皇帝制度的确立与演变 

一、先秦时期的国王制度 

商周实行国王制度，经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演变，公元前 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确定皇帝为

国君的新称号，建立皇帝制度。从秦朝至清末，皇帝制度一直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皇帝制度的确立与早期演变 

秦始皇创立皇帝制度。汉承秦制，皇帝制度较秦健全。魏晋南北朝皇帝制度处于低谷，无规则

的暴力成为竟逐皇权的主要手段。 

三、隋唐宋元——皇权对相权的分割 

隋唐的皇帝制度更加完备。宋代将加强中央集权作为基本国策，皇权空前强化。 

四、明清—— 皇权的极端化发展 

明清时期宰相制度的废除，在一个侧面标志着皇权的极端化发展。为把皇帝与臣民区别开来，

使皇帝的衣食住行均具有法定专称，其父母、妻子儿女们也定下专门称号。皇帝除了名号以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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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死后也要加其它一些名号，即生前加尊号，死后加谥号。 

谥号：大致可分为褒扬、批评与同情三类。如表扬其功劳的有：经纬天地曰文，布义行刚曰景，

柔质慈民曰惠；批评其怠政的有：乱而不损曰哀、好内远礼曰炀、杀戮无辜曰厉等；同情其政的有；

恭仁短折曰哀、慈仁短折曰怀、在国遭忧曰愍等。 

庙号：封建帝王在谥号前面还有庙号，每朝的第一个皇帝的庙号称“祖”，有太祖、高祖、世

祖等，以后的皇帝则一般称宗，有太宗、世宗、穆宗等。 

但在后来也有例外，如明世祖（朱棣）。一般来讲，唐朝以前对皇帝的简称用谥号，如汉文帝、

隋炀帝等；唐朝以后用庙号，如唐太宗、宋太祖等；明以后也用年号代称皇帝，如万历、康熙、雍

正等。我国皇帝正式有年号，自汉武帝即位第一年，即建元元年（前 140年）开始。新君即位须改

年号，称改元。同一个皇帝在位期间可以有好几个年号。至明以后，皇帝即位以后基本用同一年号，

如万历、康熙、雍正等。 

第三节 皇位继承制度 

一、嫡长子继承制度的确立 

为防范皇位继承上的祸乱，历代统治者曾制定预立皇太子的制度和铲除可能妨碍皇位继承的政

治势力。汉初，嫡长子继承成为定制  

二、皇位继承的动荡时期 

中国历史上，在政局剧烈动荡时期，皇位继承制度也无法有效制止各种夺位阴谋政变的发生。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皇位继承非常混乱 

三、皇位继承的规范化 

清朝雍正时期，才从根本上废除了嫡长子预立皇太子的办法，实行秘密建储制度。 

第四节 后宫制度 

一、后妃制度概述  

后宫制度是皇帝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秦统一六国后，在咸阳广筑宫室。在两汉魏晋南北朝

时期，逐渐建立一套由皇后、妃嫔、女官等组成的、等级森严的后宫制度。隋唐两宋时期，后宫嫡

庶等级更加严格，后宫制度臻于完备，皇后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明清两代承前制并具有其特点。 

 二、女主与外戚干政 

外戚制度是从后妃制度派生而来的。外戚包括后妃的亲属，皇家公主的夫族。他们是依附于太

后、皇后、皇帝宠妃、公主的政治集团。一般在女主临朝情况下，外戚往往参政。皇帝则多借宦官

之力来诛灭外戚。历代的外戚专政多起消极作用。 

第五节 宦官制度 

一、秦汉宦官制度  

宦官制度出现于商周，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宦官最初不过是王室的杂役，是为帝王和后妃生

活服务的人员；历代王朝有相应的内侍机构。不少宦官凭着接近皇帝和后妃的身份，乘隙左右政治，

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起着令人注目的作用。秦朝的赵高乱政。东汉自顺帝以后，朝政开始为宦官

所控制。 

二、隋唐的宦官制度 

历史上的宦官干政，以汉、唐为烈，其中又以唐朝为甚。安史之乱以后，宦官开始掌握禁军军

权及担任实权极大的机密要职，控制朝政。宪宗、敬宗被宦官毒害致死，穆宗、文宗、武宗、宣宗、

懿宗、僖宗、昭宗都是因宦官的拥戴而登上帝位。 

三、明清的宦官制度 

明朝宦官组织系统庞杂完善，宦官二十四衙门，宦官总数达到十万人以上。宦官明目张胆干预

朝政，部分官僚屈服宦门。清朝设置“敬事房”为管理宦官的机构。采取一系列措施防范宦官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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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调节君主专制弊端的机制 

中国传统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存在着调节君主专制弊端的某种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在施政程序上有一套促使皇帝正确决策的制度，即所谓“人主莅权、大臣审权、争臣议

权”制度。二是为防止皇权的滥用，还有一些约束之法，如通过教育提高皇帝的素质；通过神权

来抑制君权，大臣可以利用灾变向失道的君主提出意见；大臣还可以利用皇帝生前的尊号、死后

的庙号或谥号的尊褒贬抑来促使皇帝刷新政治；开国皇帝所制定的制度及其训示也可以作为制止

皇帝越轨行为的工具。 

学习目标： 

1、皇帝制度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第一，皇权的至高无上及其专制性质。皇权是典型的全能型权力，首先，皇权可以干预国家的

经济和社会事务，社会各个领域在皇权面前均没有自主性；其次，作为政治性权威，皇帝还被看作

是意识形态领袖，有权对思想文化活动进行干预；最后，皇权凌驾于整个政治机构之上，皇帝掌握

着最高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也掌握着最高的决定权和监督权。 

第二，皇位的终身制与世袭制。个人化性质决定皇权必定采取终身制的形式。皇位及其权力与

皇帝个人生命流程相始终。从历史实际来看，皇权产生的基本途径是暴力，一旦取得政权之后，它

便在特定的家族内传承，皇位继承的唯一合法依据便是血统。所谓世袭制所体现的政治文化精神就

是皇帝家族对国家权力的独占。在未找到更合理的政权传承方式的情况下，世袭制显得简单便捷。

作为一种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国家权力转移形式，它的实施有助于避免因对皇权的激烈争夺而引发的

政治动乱。但是世袭制对于政治稳定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皇族内部的夺嫡争储的斗争时有发生。 

2、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调节君主专制弊端的机制 

中国传统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存在着调节君主专制弊端的某种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在施政程序上有一套促使皇帝正确决策的制度，即所谓“人主莅权、大臣审权、争臣议

权”制度。二是为防止皇权的滥用，还有一些约束之法，如通过教育提高皇帝的素质；通过神权

来抑制君权，大臣可以利用灾变向失道的君主提出意见；大臣还可以利用皇帝生前的尊号、死后

的庙号或谥号的尊褒贬抑来促使皇帝刷新政治；开国皇帝所制定的制度及其训示也可以作为制止

皇帝越轨行为的工具。 

作业： 

1、秦始皇为什么要确定新的国君称号？ 

2、嫡长子继承原则为什么很难推行？ 

3、什么情况下，容易出现外戚干政和宦官干政？ 

4、为什么清朝雍正皇帝将公开建储改为秘密建储？ 

知识单元 3：宰相与相权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宰相制度 

一、宰相制度的起源 

作为正式机构，宰相出现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实行了宰相制度。丞相之名始于秦。 

二、秦汉的宰相制度 

秦朝正式确立宰相制度。秦朝和西汉前期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西汉后期和东汉以

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是为宰相。另外，从东汉起，尚书的地位日重，其长官尚书令逐渐成为

真宰相。 

三、魏晋南北朝的宰相制度 

魏晋以后，丞相不常设。太宰（太师）、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大司马，都是虚

崇之位，无实权。皇帝的秘书、侍从由少府中独立出来，发展成为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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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长官为宰相。 

第二节 隋唐宋元时期的宰相制度 

一、隋唐时期的宰相制度 

隋及唐初，三省制定制：中书取旨，门下审议，尚书执行，三省长官并为宰相。为防止宰相的权

力过重，皇帝渐以级别较低的官员加上“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衔

为宰相。宰相议事地点称“政事堂”。中唐以后，皇帝又以翰林学士草拟密诏，因有“内相”之称。 

二、宋代宰相制度 

宋朝在宋神宗以前的一百多年，把隋唐以来的正式官称都变成无权的虚衔，仅有表示官员资历

待遇的意义。而以中书门下政事堂与枢密院并称“二府”（政府、枢府），宰相、参知政事和枢密使、

副使合称“宰执”。总管财政的三司使号称“计相”，其地位仅次于宰执。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

改制以后，撤消了中书门下，恢复了唐朝的三省制。同时废除了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尚书左、右

仆射为宰相。以后分别在徽宗政和年间，南宋高宗建炎年间和孝宗乾道年间又有三次名称上的变化。  

三、辽金元的宰相制度 

辽金元三代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强大政权。辽朝的国家机构分为南面官和北面官两个系统。金

朝废除中书、门下两省，只设尚书省。元朝以中书省为最高政务机关，六部为其下属。 

第三节 明朝的内阁制与清朝的军机处 

一、明朝的内阁制 

明朝废除秦汉以来的宰相制度，从文学侍从翰林院中，挑选若干翰林入内阁协助皇帝处理政务，

称内阁大学士，无宰相之名，然渐有宰相之实。六部直属皇帝。 

二、清朝的军机处 

清沿明制，于顺治十五年（1658）建立内阁，以大学士为首领，“赞理机务，表率百僚”。为了

加强皇权，于雍正七年（1729）成立军机处取代内阁实权。军机处权限的规定。 

第四节 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及其演化趋势 

中国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体制中长期以来存在着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君主专制意味着权力的集中

统一，国家的一切大事都由君主个人裁决。但是，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都是一些超大型王朝，仅靠

皇帝个人的“日理万机”是难以应付的，于是便有了“助理万机”的宰相的设置。宰相要想有所作

为，必然要扩大自己的职权，而皇帝要集权，就必然要限制宰相的权力，这就形成了皇权和相权的

矛盾和斗争。 

从总的发展趋势看，皇权向着扩大并膨胀的方向发展，相权则一步步缩小，到明清时干脆将宰

相废除了。皇帝削弱相权的手段主要有二：一是不断更替辅佐机构来削弱相权；二是使相权分散化。

皇权的不断强化虽然有利于君主专制国家的统一，但却防碍了大臣们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造成

国家机器运转迟缓和行政效率的低下，使整个行政系统因缺乏活力而走向衰落。 

宰相制与内阁制有根本不同：1、从职务设置上看，历代宰相皆定员定制，明代内阁大学士无

定员定制。2、从地位上看，宰相是法定的最高行政长官，六部及其他下属机构是法定的下属机构，

明代的内阁首辅却不是法定的最高行政长官，六部也不是其法定的直接下属。3、从职权上看，历

朝宰相拥有法定职权，即决策参与权和行政执行中的指挥权，而明代大学士包括首辅在内仅充任皇

帝个人的助手和顾问，仅有决策参与权，而不具备行政执行中的指挥权，即只遵旨草拟诏书，而不

参与施行。 

学习目标： 

1、中国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体制中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及其演化趋势 

中国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体制中长期以来存在着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君主专制意味着权 

力的集中统一，国家的一切大事都由君主个人裁决。但是，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都是一些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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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王朝，仅靠皇帝个人的“日理万机”是难以应付的，于是便有了“助理万机”的宰相的设置。宰

相要想有所作为，必然要扩大自己的职权，而皇帝要集权，就必然要限制宰相的权力，这就形成了

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和斗争。 

从总的发展趋势看，皇权向着扩大并膨胀的方向发展，相权则一步步缩小，到明清时干脆将宰

相废除了。皇帝削弱相权的手段主要有二：一是不断更替辅佐机构来削弱相权；二是使相权分散化。

皇权的不断强化虽然有利于君主专制国家的统一，但却防碍了大臣们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造成

国家机器运转迟缓和行政效率的低下，使整个行政系统因缺乏活力而走向衰落。 

2、秦汉至唐宋的宰相制与明代内阁制的区别 

宰相制与内阁制有根本不同：1、从职务设置上看，历代宰相皆定员定制，明代内阁大学士无

定员定制。2、从地位上看，宰相是法定的最高行政长官，六部及其他下属机构是法定的下属机构，

明代的内阁首辅却不是法定的最高行政长官，六部也不是其法定的直接下属。3、从职权上看，历

朝宰相拥有法定职权，即决策参与权和行政执行中的指挥权，而明代大学士包括首辅在内仅充任皇

帝个人的助手和顾问，仅有决策参与权，而不具备行政执行中的指挥权，即只遵旨草拟诏书，而不

参与施行。 

作业： 

1、皇权与相权斗争的实质是什么？ 

2、略述汉、唐、宋三代中枢机构演变的情况。 

3、明朝内阁制是怎样产生的？ 

4、清朝军机处的职权是什么？ 

知识单元 4：中央政府机构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秦汉魏晋南北朝中央政府机构 

一、秦汉中央政府机构 

秦汉三公九卿是中央政府机构的总称。九卿指奉常（太常）、郎中令（光禄勋）、卫尉、太仆、

廷尉、宗正、典客（大鸿胪）、治粟内史（大司农）、少府。其它重要的长官还有：中尉（执金吾）、

将作少府（将作大匠）、将行（大长秋）等。秦汉中央政治职能机构的长官称卿，官秩为二千石，

一般设有九卿。除此之外，还有与九卿地位相等的中尉（掌京师治安）、大长秋（掌皇后的各种事

务）等，他们和九卿合称列卿。 

列卿制度和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相适应，这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九卿虽名义上隶属三公，

但皇帝诏令可直达九卿，九卿上奏皇帝的表章也无需通过三公；第二，九卿虽然职责清楚，分工明

晰，但在实际行政运作中职务与职责会出现很大差异。列卿秉承皇帝的旨意，既可领兵作战，又可

以参加讨论不属于自己管辖范围内事务的集议，甚至还可以处理本部门管理范围以外的事务，由此

可见，列卿制度也体现了君主专制的精神，即官员必须绝对服从皇帝。 

二、魏晋南北朝中央政府机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尚书台（省）所属各曹，逐渐取代秦汉九卿的职权。九卿的名称虽大都保留，

但职权大为缩小，有的几乎成为另一个机构，如汉朝的光禄勋为掌管宫廷警卫的主要官署，而魏晋

以后的光禄寺，变为专管朝廷膳食的机构，御史台也从少府独立出来，成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 

第二节 隋唐中央政府机构 

一、三省六部的行政体制 

尚书省及其机构。中央的政务部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职能。六部的设立，使中央

政府有了严密的行政机关。 

二、九寺五监及与尚书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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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大理、宗正、鸿胪、司农、太府九寺。国子、少府、将作、军器、

都水五监。寺、监职掌趋于专一。六部为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具有领导职能，九寺五监在行政上受尚

书六部的节制，是中央内部的事务性机关。隋唐职能机构以尚书六部为主，以诸寺、监为辅，形成相

互平行，既有分工，又有制衡的行政职能部门体系。从分工上看，六部执掌政令，九寺五监分掌具体

事务，两者之间形成总领和具体分管的关系。从制衡上看，六部与诸寺、监形成双层制约关系。 

六部执掌政令而不管具体事务，而具体分管事务者有无政令之权，形成一层制约关系。具体分

管各项事务的诸寺、监要接受六部的指导和监督。但诸寺、监的长官也可以直接听从皇帝的指示，

在对六部指令有不同看法时，可直接上奏请示皇帝，形成又一层制约关系。 

第三节 宋元中央政府机构 

一、宋代中央政府机构 

宋朝特点是复杂多变，初年仍有三省、六部、九寺、五监，但多数形同虚设。六部机构多被其

它机构所分割，九寺五监大部分机构都不完备。元丰改制始复其职。 

二、元朝中央政府机构 

元朝采一省制，其六部机构仍为旧称，但六部属司颇为庞杂。六部名义上属于中书省，实际上

听命于皇帝和太子。元朝中央行政机构中还设立了些府院机构。它们是六部寺监以外的另一套行政

机构。重要的有宣政院、翰林国史院、通政院等。 

第四节 明清中央政府机构 

一、明朝中央政府机构 

明朝中央有六部、五寺（大理、太常、光禄、鸿胪、太仆）二监（国子、钦天）、二府（宗人、

詹事）、二院（翰林、太医）。六部在废中书省后，地位相对提高，直接对皇帝负责。在司的设置上，

加强了户部和刑部的权限，分别按地区分为十三司，这就打破了原有的六部二十司的体制。除六部

外，还设有都察院、通政使司。 

二、清朝中央政府机构 

清朝中央各部院衙门基本上与明朝相同。六部中的户、刑二部也按地区划分司，户部为十四司，

刑部为十八司。另外，还创立了理藩院，其长官地位与六部同，以满人担任。 

学习目标： 

1、秦汉列卿制度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关系 

秦汉中央政治职能机构的长官称卿，官秩为二千石，一般设有九卿。除此之外，还有与九 

卿地位相等的中尉（掌京师治安）、大长秋（掌皇后的各种事务）等，他们和九卿合称列卿。

列卿制度和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相适应，这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九卿虽名义上隶属三公，但

皇帝诏令可直达九卿，九卿上奏皇帝的表章也无需通过三公；第二，九卿虽然职责清楚，分工明晰，

但在实际行政运作中职务与职责会出现很大差异。列卿秉承皇帝的旨意，既可领兵作战，又可以参

加讨论不属于自己管辖范围内事务的集议，甚至还可以处理本部门管理范围以外的事务，由此可见，

列卿制度也体现了君主专制的精神，即官员必须绝对服从皇帝。 

2、隋唐六部与九寺五监之间既分工又制衡的关系 

隋唐职能机构以尚书六部为主，以诸寺、监为辅，形成相互平行，既有分工，又有制衡的行政

职能部门体系。从分工上看，六部执掌政令，九寺五监分掌具体事务，两者之间形成总领和具体分

管的关系。从制衡上看，六部与诸寺、监形成双层制约关系。六部执掌政令而不管具体事务，而具

体分管事务者有无政令之权，形成一层制约关系。具体分管各项事务的诸寺、监要接受六部的指导

和监督。但诸寺、监的长官也可以直接听从皇帝的指示，在对六部指令有不同看法时，可直接上奏

请示皇帝，形成又一层制约关系。 

作业： 

1、秦汉九卿名称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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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试比较“九寺”与“九卿”的异同。 

3、国子监的职能是什么？ 

4、理藩院的职能是什么？ 

知识单元 5：地方政府与治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秦汉地方政府机构 

一、郡县制的确立 

作为中央集权下的地方政府，萌芽于春秋战国时期，而形成于秦朝。 

秦朝实行郡县两级制，秦初划为三十六郡，秦末为四十余郡，郡设郡守、郡尉、郡监。县设令、

长和县丞。 

二、汉初郡国并行体制 

汉朝地方政府机构比秦复杂。汉仍为郡县制，但有“郡”、“国”之分。郡长官为太守（景帝改

郡守为太守），县长官仍为令、长、县丞。 

三、州的形成 

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监督，汉武帝元封五年将郡国分为十三州部，每州置刺史一人。东汉以后，

刺史权力增大，到东汉末年遂形成州、郡、县三级地方政府体制，但不断分州析郡增县。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地方政府机构 

一、州、郡、县三级地方体制 

地方行政一般为州郡县三级制。建置划小，州郡增加，并向南方发展。地方政府机构层次调整

的必然性。地方政府机构中军政合一的特点，州郡长官大多由武官兼任。重要州牧刺史，乃至郡守，

大都集行政、军政于一身。 

二、封国、侨州郡县 

封国与郡同为州县之间的一级行政单位，封国的行政长官为相或内史，东晋时期，王国官署已

是徒有虚名。战乱使得大量北方人口南移，他们往往相聚而居，保持原籍贯和地名，于是在南方出

现了大批北方的州郡名，只是加上一个“南”字，地方行政区划又陷于极大混乱之中。 

三、乡里基层组织 

宗主督护制。三长制。 

第三节 隋唐地方政府机构 

一、唐朝地方行政区划的改革 

隋朝地方政府机构前后不同。初期采取州、郡、县三级。隋开皇三年罢郡，以州统县。隋炀帝

大业三年，又改州为郡，使三级制复变为郡县两级制。 

二、唐朝地方政府机构 

唐朝主要是州县两级制。另外，在其上还设了道的监察机构。安史之乱以前全国为十五道，安

史之乱后分全国为五十道，已演化为行政区。各道以节度使为长官，掌握一道的行政、财政、军政

大权，遂形成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局面。 

三、乡里基层组织 

唐朝乡里组织分为乡、里、村、保、邻五级。乡设耆老、里正、村正、保长、邻长。 

第四节 宋辽金元地方政府机构 

一、宋代地方政府机构 

宋初沿唐制，宋太宗时改“道”为“路”。路级机构设置及其职权，为把权力集中到中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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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一级分设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抚使司等机构，分化事权，互不统辖。在路

下的州一级机构，有府、州、军、监四种，皆直属中央，州、府机构的官员设置。对州府长官监督

制约的措施。州以下设县，县的长官为知县。 

二、辽金地方政府机构 

辽朝划分道、州、县，名称与唐同。辽五京道的机构设置及其分权管理方式。辽代头下军州的

特殊管理方式。 金朝为路、州、县，名称与宋同。金代州的军政合一管理方式。金代行台尚书省

与元代行省制度的关系。辽金时期“因俗而治”原则在地方行政体制中的具体体现。 

三、元朝地方政府机构 

行省的建置。行省制的特点。行省制度形成的过程及其在政治制度史上的重要地位。行省在金

代就十分盛行，元初沿用了行省的称呼。金代行省称行尚书省，元代行省则随中央机构名称的改变

而改称行中书省。元初行省与前代行省一样，是因军事需要而临时设置的，是中央机构（中书省）

到地方行使中央权力的称呼，还不是一级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 

南宋灭亡以后，行中书省逐渐成为固定官府的名称和常设的地方行政机构，并进而成为一级地

方行政区划的名称。元在全国设十个行省，行省长官为丞相。但元代对丞相一职人选十分慎重，多

缺位不授人，而以平章政事作为行省最高长官。元代行省制度的确立是我国行政区划和政治制度上

的一次重大改革，以后这种地方行政区划一直保持至今。 

元代地方政府行政系统隶属关系的复杂性和混乱性。路、府、州及县。元朝将行中书省作为地

方最高行政机构，行省官员名称与中书省相同。行省之下的路、府、州、县均设“达鲁花赤”（蒙

古管理官）一员，掌握并监察辖区的行政。 

四、乡里基层组织 

宋朝乡里组织分为乡、里。王安石变法以后，县下推行保甲制。元朝基层有二个系统，社与乡、

都制和隅坊制，后逐渐合二为一，故又称里社制。 

第五节 明清地方政府机构 

一、明朝地方政府机构 

明朝为省、府、县三级制。省以“承宣布政使司”为行政机构，以“提刑按察使司”为司法机

构，以“都指挥使司”为军事机构。三司分权对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道的辖区的不定性和道员品

秩的差异性。明代地方层级变革的重点。另外，又以部院大臣出任总督、巡抚，驾凌于“三司”之

上。府，是又路而改，长官称知府。州有两种：直隶州和属州，长官称“知州”。县的长官称“知

县”。 

二、清朝地方政府机构 

清朝实行省、府（州、厅）、县三级制。一省设巡抚，二或三省设总督，二者合称“督抚”。明

代督抚与明代督抚的不同。都抚之间的制约关系。督抚的辅助官为布政使和按察使。府、州、县长

官名称与明同。 

三、乡里基层组织 

明代基层组织为里甲制度。清改里甲为保甲制。 

第六节 中国封建国家中央和地方割据的矛盾 

在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制经济占主导地位，非贵族身份的地主需要有 一个中央集权的、由大

批官僚组成的政府来维持封建秩序。但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兼并造成作为国家财政基础的自耕农阶

层减少，中央集权因而被削弱，地方豪强与当地官府相勾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中央集权与地方

割据的矛盾由此而生。 

中央与地方割据的矛盾的发展趋势是中央对地方集权的一步步深化。其方式有： 

一是通过任命职位低的监察官员对地方官员实行监控； 

二是实行分权制；三是实行文官考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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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中国封建国家中央和地方割据的矛盾 

中央集权和地方割据的矛盾与中国特定的谥号结构有关。在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制经济占 

主导地位，非贵族身份的地主需要有 一个中央集权的、由大批官僚组成的政府来维持封建秩

序。但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兼并造成作为国家财政基础的自耕农阶层减少，中央集权因而被削弱，

地方豪强与当地官府相勾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矛盾由此而生。 

中央与地方割据的矛盾的发展趋势是中央对地方集权的一步步深化。其方式有：一是通过任命

职位低的监察官员对地方官员实行监控；二是实行分权制；三是实行文官考试制度。 

2、行省制度形成过程及其在政治制度史上的地位 

行省在金代就十分盛行，元初沿用了行省的称呼。金代行省称行尚书省，元代行省则随中央机

构名称的改变而改称行中书省。元初行省与前代行省一样，是因军事需要而临时设置的，是中央机

构（中书省）到地方行使中央权力的称呼，还不是一级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南宋灭亡以后，行中

书省逐渐成为固定官府的名称和常设的地方行政机构，并进而成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划的名称。元在

全国设十个行省，行省长官为丞相。但元代对丞相一职人选十分慎重，多缺位不授人，而以平章政

事作为行省最高长官。元代行省制度的确立是我国行政区划和政治制度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以后这

种地方行政区划一直保持至今。 

作业： 

1、试述汉朝地方政府机构演进的情况。 

2、唐朝的“道”的性质。 

3、宋朝的路所设的“四司”是什么？ 

4、清朝的省级长官都有哪一些？ 

知识单元 6：官员的选拔与任用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选官制度 

一、秦汉以前的乡举里选和以客入仕 

商周实行世卿世禄制度。春秋战国逐步向官僚制度过渡，已经出现荐举、招贤、自荐等选官途

径。 

二、秦汉的选官制度 

秦朝选官制度主要采取“推择为吏”、“考试取吏”、“通法入仕”和“征士”等选官制度。 

三、汉朝的选官制度 

汉朝的主要选官制度为实行察举征辟制。察举或征辟之后，再经过考试，合格者授官。此外，

还有任子、赀选、博士弟子等选官方式。 

察举是汉武帝以后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其具体方法是由皇帝下诏指定荐举科目，丞相、列侯、

公卿和郡国守相按诏令要求考察和荐举人才，然后由皇帝亲自对被荐举者进行策问，根据对策等第

高下授予官职。察举制与战国荐举制的基本精神一致，但察举制制度化程度较高，在察举科目、日

期、人数、标准和程序上都有明确规定。但察举制缺乏严密的考试制度，其中虽有考试程序，但与

后世科举制下的考试不同，是一种以保举为主，附加复试的考试，保举才是汉代察举的关键环节。 

四、魏晋南北朝的选官制度 

察举制到魏晋南北朝演变为“九品中正制”，主要方法是：设置中正、品第人物和按品授官，

但为世族门阀所控制，压制寒门，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腐败情况。 

第二节 隋唐至明清的选官制度 

一、隋唐选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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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于公元 587年（开皇七年）废除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又于公元 607年（大业三年）设“进

士科”，标志科举制度确立。由于科举制度的实行，扩大了庶族士人参与政治的途径，选官权力也

完全集中于中央。到唐朝科举制度更加完善，科举制分为常科、制科和武科。常科考试科目以明经、

进士两科最重要。在常科登科以后，再经吏部考试才能授官。制科是对常科的一种补充，制科的考

试科目名目繁多。 

二、宋元选官制度 

宋朝继承唐朝的科举制度，常科有“取解试”和礼部试（省试），考试的内容仍然是进士科重

诗赋，诸科重帖经墨义。制科不如唐朝兴盛。宋朝的科举制度远比唐朝完善：增加了殿试，定立进

士及第、进士出身、进士同出身的制度，确立科举考试三年一次的制度，以及关于防止科举考试舞

弊的规定等。 

到元朝，由于蒙古贵族有一套自己的选官制度，故科举考试出现一个中落时期，并且在科举考

试中杂有民族歧视。 

三、明清选官制度 

明朝科举考试分郡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清承明制，也为四级考试。明清的科举考试发

展到鼎盛期。实行了 1300 年之久的科举制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科举制主要以考试

成绩为任官依据，打破了门阀世族对选拔国家官员的垄断，职官选任由中央直接控制，这有利于中

央集权体制的持续维系和政治稳定，有利于政府运作过程的客观化和理性化。科举制使许多出身下

层的社会成员有机会通过考试改变身份，因而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古代职官队伍的成分构成，还进而

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科举制度对传统社会的廉政建设起到了

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异途选任制度 

历代统治者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还有其它选官途径作为主要选官途径的补充。主要有以下几

种：1、荐举（保举）制，有私人荐举与官府荐举。2、恩荫（任子、荫任、门荫）制，表示君主恩

赐。3、赀选（纳赀、捐纳）制，即卖官制度。4、军功选任制，是战时的选官法，盛于秦汉魏晋南

北朝时期。5、技艺（方技）制，是以一伎之长入仕，多见于汉魏晋南北朝时期。6、吏员（胥吏）

制，吏员指的是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中供职的人，他们可以通过一定途径为官。7、计吏拜

官制，它是随着汉代的“上计”制度而形成的，以汉朝为盛，魏晋南北朝渐少。 

第三节 官吏任用条件和程序 

一、任用条件 

自秦朝以降至清朝，凡高级官吏皆由皇帝亲自任命。中下级官吏分别由吏部和兵部负责。不

同等级的官吏有不同的任命程序，除高级官吏要由皇帝亲自核准外，中级官吏要由主管部门核准

备案，报皇帝批准生效。低级官吏在入品时，也要由其长官报请中央主管部门批复。年龄、财

产、职业、身份条件。 

二、任用程序 

唐朝任官的“三注三唱”。明朝的“特简”、“廷推”、“部选”、“会推”、“掣签”。清朝的“官缺

制”、“密保”与“明保”。 

第四节 任用种类和任用期限 

一、任用种类 

历代在任用官吏时，一般都要按临时或长期，试用或实授，何职或何级等不同情况，分别给

以不同名称，以正其名，安其位。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对试用官吏，以“试”、“守”、等名

称；候补官吏，以“待诏”、“听选”等名称；兼领官吏，以“兼”、“领”、“录”、

“权”、“督”等名称；实授官吏，以“拜”、“授”等名称。唐宋时期，也有同类名称，而

“检校”、“差遣”名目则为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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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职差遣是唐朝一种特殊的任职法。唐朝任命某官负责处理专门事务，称为差遣。大致说来，

差遣可归结为“置使”和“检校”两大类。置使又可细分为两类：一是国家常有之事务，但又不适

宜设专官加以管理。二是为某专门事项临时委任负责人。置使的目的是为了弥补政务管理体制的不

足，以增强起机动应变能力。“检校”本是检查校阅之意。所谓检校官是在名义上不授某官职，而

在实际上让其管理某官职应负责的实际事务。这类差遣职是在原有行政管理体制内采取一些非正常

的临时性措施，通过这种方式皇帝达到插手具体事物集权于一身的目的。 

二、任用期限 

关于任用期限，汉朝时以久用为常，有的吏员终身任一种官职。魏晋南北朝以后至明清，各

朝均有不等的任期年限。 

第五节 任用限制和任用回避 

一、任用限制  

所谓任官限制，是指历代统治者对宗室、外戚、宦官的限制，对非学校和科举出身人员在任官

上的限制；对某种技术人员限任某种官的规定；还有任官上的民族限制等等。 

二、任用回避 

回避制度始于汉。汉规定“宗室不宜典三河”，汉末制定“三互法”，是我国第一个官吏任用回

避法，可以称为地区回避。对于地区回避历朝执行不一，至清代回避更为细密。此外还有亲族回避、

职务回避、师生回避及科场回避等等。 

第六节 致仕制度 

商代即有“告归”之事，西周有“大夫七十而致仕”并养老于学的制度。 

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 1 年）下令：“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三分故禄，所一与

之，终其身。”标志着致仕制度的确立。同时，还实行休假制度。魏晋南北朝仍为七十致仕。 

唐朝不仅有对官吏致仕的年龄、身体、品级、职务条件的规定，还有关于休假、致仕待遇和具

体安置等规定。后世各代，大都在这些方面，根据本朝特点又有具体规定。唐朝官员退休以 70 为

限，但这只是常例，并非不容许例外情况。唐朝规定，凡申请致仕者，五品以上奏闻，六品以下由

尚书省录奏。退休以后，五品以上官可得半禄。有功之臣蒙得皇帝恩典，亦可得全禄，但有唐一代

得此恩典者甚少。京官六品以下、外官五品以下退休，各有永业田可以养老。 

宋朝的致仕制度规定，文武官员年满 70 可以致仕，待遇特别优厚，往往加衔晋级。一般官员

致仕，都可升转一官，如不愿升官转资，其亲属中有 1名至 3名可以得到较低官衔。为了安排致仕

官吏，自宋真宗时起，还特设祠禄官，即让退休的高级官吏去管理道教宫观，以借其名义领取俸禄，

故称之为“祠禄官”。 

学习目标： 

1、察举制与战国荐举制和后世科举制的区别 

察举是汉武帝以后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其具体方法是由皇帝下诏指定荐举科目，丞相、 

列侯、公卿和郡国守相按诏令要求考察和荐举人才，然后由皇帝亲自对被荐举者进行策问，根

据对策等第高下授予官职。察举制与战国荐举制的基本精神一致，但察举制制度化程度较高，在察

举科目、日期、人数、标准和程序上都有明确规定。但察举制缺乏严密的考试制度，其中虽有考试

程序，但与后世科举制下的考试不同，是一种以保举为主，附加复试的考试，保举才是汉代察举的

关键环节。 

2、科举制的历史作用 

隋朝废除九品中正制以后，隋炀帝大业年间正式开科取士，从此确立科举制度。科举本意知分

科举拔人才，士人可不必经过荐举而直接报名参加考试，由国家择优录取。科举制度自正式确立以

后，就成为历代王朝选官制度中的主要内容，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实行了 1300 年之久的科举制

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科举制主要以考试成绩为任官依据，打破了门阀世族对选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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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官员的垄断，职官选任由中央直接控制，这有利于中央集权体制的持续维系和政治稳定，有利于

政府运作过程的客观化和理性化。科举制使许多出身下层的社会成员有机会通过考试改变身份，因

而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古代职官队伍的成分构成，还进而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尤其值得

我们注意的是，科举制度对传统社会的廉政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作业： 

1、什么是察举征辟制度？ 

2、九品中正制取代察举制的原因是什么？ 

3、科举制为何能在我国沿用 1300年之久？ 

4、什么历代选官方法不止一种？ 

知识单元 7：考课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秦汉魏晋南北朝考核制度 

一、秦汉考核制度 

秦朝考课的主要形式是上计制度，上，向上汇报；计，计簿。是一种根据各郡上送平时工作记

载—— “计簿”给中央来考核官吏的做法。汉代考核制度渐趋完备，主要形式是课计，即考课与

上计。特点：考课立法化、程序化、考课与奖惩结合。 

二、魏晋南北朝考核制度 

魏晋及南朝刘宋，仍行上计制。北魏建立“三等九品”的考课方法。北齐基本沿袭北魏。 

第二节 唐宋考核制度 

一、唐朝考试制度 

唐朝的四善二十七最。唐朝考核制度臻于完善，主要表现在考核组织日趋严密，组织完善；法

律化、程序化加强；方法与标准是“四善二十七最”。 

二、宋代考核制度 

宋代的两院三级考核制度。 宋朝设审官院和考课院，分别负责对京官和地方官的考核。宋朝

考核又称“磨勘”，即检查、复核、防止申报不实或升降不当之意。文武任职满一年一小考，三年

一大考，“凡内外官，计在官之日满一岁为一考，三考为一任”，各考的记录积累起来，成为资历。

任满之后，需对资历进行审核，审核结果便是日后能否升迁的依据，即为磨勘。磨勘分为三等，凡

文武官员公勤廉恪又职可修举为上，公勤廉恪又有一长为中，既无廉声又多谬政为下。上者或转官

或减磨勘，中者无所奖赏，下者皆降官展磨勘。在实际执行中，多以循资（年资）考绩为主，不是

以政绩建树为先，官员大多老成持重，凡在任期内不发生过错者借可升迁。 

第三节 明清考核制度 

一、明代考核制度 

明代的考满和考察。明朝以吏部尚书和都御使主持考课，考课分“考满”和“考察”。考满是

对所有官吏的全面考核，决定其升、留、降。考察，是对不称职的官吏实行行政处理的制度。 

二、清代考核制度 

清代的京察与大计。清代考核基本依照明制，清朝的考核称为京察与大计。京察是对京官的考

核。大计，是对地方官的考核。对考核制度的评述： 第一、官吏考核重视职位分类；第二、注意

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结合；第三、考核奖惩结合；第四、考核制度逐步趋向法律化制度化。 

学习目标： 

宋代的考核制度—— 磨勘 

宋朝设审官院和考课院，分别负责对京官和地方官的考核。宋朝考核又称“磨勘”，即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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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防止申报不实或升降不当之意。文武任职满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凡内外官，计在官

之日满一岁为一考，三考为一任”，各考的记录积累起来，成为资历。任满之后，需对资历进行审

核，审核结果便是日后能否升迁的依据，即为磨勘。磨勘分为三等，凡文武官员公勤廉恪又职可修

举为上，公勤廉恪又有一长为中，既无廉声又多谬政为下。上者或转官或减磨勘，中者无所奖赏，

下者皆降官展磨勘。在实际执行中，多以循资（年资）考绩为主，不是以政绩建树为先，官员大多

老成持重，凡在任期内不发生过错者借可升迁。 

作业： 

1、唐朝的考核制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试评述古代的回避制度。 

知识单元 8：言谏与监察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秦汉言谏与监察制度 

一、秦汉言谏制度 

秦中央设谏议大夫和给事中为谏官。汉承秦制，但在规模上有所扩大。秦汉言谏制度最主要作

用是为皇帝决策提供咨询和建议。 

二、秦汉中央监察制度 

秦代尚无专门的监察机构，而是以副丞相御史大夫兼管检察工作。西汉仍然以御史大夫主管监

察，武帝设置丞相司直与司隶校尉为监察机构，以分御史大夫的监察权。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 8

年），以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以御史台专司监察，但仍属少府节制。汉中央监察机构的职掌：1、掌

制律令，参与制定国家主要法律，并主持草拟有关法令。2、纠弹违失，察举非法。3、考课百官，

荐举人才。3审理重案、疑案。4、以监军身份督军作战。 

三、秦汉地方监察机构 

秦朝的监御史被派驻各郡负责对地方的监察。为加强对地方的监督，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

106年），将全国分为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监察郡国守相。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言谏与监察制度 

一、魏晋南北朝言谏制度 

言谏制度的发展与门下省。 

二、南北朝监察制度 

魏晋时期御史台已脱离少府，成为有皇帝直接控制的监察机构，御史台长官为御史中丞， 

权力很大。从晋朝以后，御史台的组成人员日益庞大，御史人员名目有多种。御史台三类官吏

及其职责。  

第三节 隋唐言谏与监察制度 

一、隋唐时期的言谏制度 

唐朝设置了一系列负责谏议的官员，主要有给事中、谏议大夫、补阙、拾遗等谏官，构成了唐

朝的谏诤制度。在监察体制建设上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二、隋唐时期的中央监察制度 

唐朝对御使台制度有进一步完善，在御使台中分设台院、殿院、察院，使御使分工更加专一。 

三、隋唐时期的地方监察制度 

唐朝设置地方监察区—— 道，每道设采访处置使，道逐渐从地方一级监察区向地方一级行政

区转化。 

第四节 宋元言谏与监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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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宋时期的言谏制度 

宋朝言谏和监察制度出现较大变化：言谏机构职权行使的对象有所扩大；御使开始兼领言谏之

责，台谏实行合一的趋势。  

二、两宋中央监察制度 

中央监察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监察制度的加强，御使职责的提高，“风闻弹奏”与“辱台钱”。 

三、两宋的地方监察制度 

地方路级监察机构主要有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等，监司之间互不统属且又互相监

察，此外还有走马承受、通判等地方监察官。 

宋朝监察制度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台谏趋于合一。宋仿唐制设御

史台，御史台下设台、殿、察三院。但机构和规模较唐朝为小。北宋时始设谏院，它是一个独立的

机关。谏官的职责是对皇帝提出批评性建议，以图纠正皇帝的决策错误。宋代以前的谏官、御史职

责分明，神宗改制后，谏官可以行使御史的弹劾百官之权。哲宗时规定台、谏同时上殿，台、谏官

职责开始混杂。到南宋时台、谏合用一符。台谏合一使监察的锋芒集中于各级官员，特别是宰执，

这和专制皇权提高的趋势是相应的。第二，皇帝直接控制台谏官。隋唐时期台谏官多由宰相推荐，

从北宋庆历年间开始不再用现任宰相推荐者为台谏官，后又取消了宰执亲属担任台谏官的资格。台

谏官由皇帝直接任免，使其脱离了宰相的控制，成为皇帝加强专制权力的工具。第三，轻重相制，

交叉监督。宋朝不仅加强了对各级官吏的监察，而且加强了对监察人员本身的监察，形成轻重相制，

交叉监督的格局。 

四、元朝的监察制度 

元朝御使台与中书省互不统属，并提高御使的品位，以蒙古贵族任御使大夫。设立行御使台，

是一个重大发展。 

第五节 明清言谏与监察制度 

一、明清的言谏制度 

明朝的言谏机构主要为通政司、六科给事中（以监察六部），六科于 1723年（雍正元年）并入

都察院，彻底实现言谏合一，六科职权缩小。 

二、明清的中央监察制度 

明初设御使台，后改为都察院，以都御使、副都御使、佥都御使为长官；清承明制设都察院，

以左都御使、左副都御使为长官。都察院下按省划分十五道，为执行监察任务的机构。监察机构设

置的严密性和完整性。监察制度与君主高度集权的关系。 

三、明清的地方监察制度 

明朝于全国十三个行政区设置十三个按察司，为地方最高监察机构。清朝在地方上设置三级监

察机构。另外，在省府之间又设小监察区，称为道。道有守道和巡道之分。 

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一种具有双重职能的特殊制度。一方面，它是皇帝加强专制统治的工

具，体现的是专制皇帝个人的意志，这是主要的方面；另一方面，它又统治阶级维护封建法制、进

行自我调节的制度，反映着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维护封建统治

秩序，保证中央政令的执行，肃清吏治，提高行政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学习目标： 

1、中国封建社会监察制度的作用及其实质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监察制度是一种具有双重职能的特殊制度。一方面，它是皇帝加强专 

制统治的工具，体现的是专制皇帝个人的意志，这是主要的方面；另一方面，它又统治阶级维

护封建法制、进行自我调节的制度，反映着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监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保证中央政令的执行，肃清吏治，提高行政效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宋代监察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宋朝监察制度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台谏趋于合一。宋仿唐制设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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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台，御史台下设台、殿、察三院。但机构和规模较唐朝为小。北宋时始设谏院，它是一个独立的

机关。谏官的职责是对皇帝提出批评性建议，以图纠正皇帝的决策错误。宋代以前的谏官、御史职

责分明，神宗改制后，谏官可以行使御史的弹劾百官之权。哲宗时规定台、谏同时上殿，台、谏官

职责开始混杂。到南宋时台、谏合用一符。台谏合一使监察的锋芒集中于各级官员，特别是宰执，

这和专制皇权提高的趋势是相应的。第二，皇帝直接控制台谏官。隋唐时期台谏官多由宰相推荐，

从北宋庆历年间开始不再用现任宰相推荐者为台谏官，后又取消了宰执亲属担任台谏官的资格。台

谏官由皇帝直接任免，使其脱离了宰相的控制，成为皇帝加强专制权力的工具。第三，轻重相制，

交叉监督。宋朝不仅加强了对各级官吏的监察，而且加强了对监察人员本身的监察，形成轻重相制，

交叉监督的格局。 

作业： 

1、我国的监察制度始于何朝？何时独立？ 

2、试述汉代中央监察机构的职能。 

3、简述汉代地方监察制度。 

4、简述唐朝的地方监察制度。 

5、与唐代相比，宋的中央监察制度有那些主要变化？ 

6、宋代地方监察制度的主要特点。 

7、简述明朝的六科给事中制度。 

8、试述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廉政建设中的作用。 

知识单元 9：古代司法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秦汉魏晋南北朝司法制度 

一、秦朝的司法制度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巩固统一，采取了一系列统一律

令的措施。中央司法机关，廷尉与御史大夫。地方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合一，郡、县两级制。 制

定统一的法律、法令，并将其中的重要原则，刻石颁布，以号令天下； 提倡以吏为师，促使全国

明习律令并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控制司法官吏的任用权，皇帝直接任用地方官吏兼管司法，向皇

帝负责。 监督各级官吏执行国家制定的法律法令，官吏有消极抵制或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以

“废令”或“慢令”罪论处。 

二、汉朝的司法制度 

尚书的司法审判职能与廷尉并立，御史大夫及御史中丞。地方司法机构：郡县两级制。诉讼与

审判制度。“春秋决狱”与以经注律。 

三、魏晋南北朝司法制度 

司法机构，廷尉改称大理寺。律博士的设置。诉讼制度，“登闻鼓”直诉制的设立。审判制度，

皇帝频繁参与审判。建立“死刑复奏制”。刑讯制度。 

第二节 隋唐司法制度 

一、隋唐司法机构 

中央的刑部、大理寺与御史台。“三司推事”。2、地方行政司法合一的机构。 

二、隋唐诉讼制度 

告诉程序及责任。告诉的限制。明确规定司法官的责任：“出入人罪”。审判的依据。对拷讯的

限制。亲仇回避制度。严格规定上诉复审及死刑复奏制度。 

第三节 宋元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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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朝的司法制度 

加强中央集权是宋代的基本国策，对两宋的立法、法律内容、司法机构及诉讼审判制度均产生

了重大影响。编敕的经常化、中枢与地方行政机构的演变、差遣制的确立、经济立法的加强以及审

刑院、提点刑狱司的创设、大案奏裁制与鞫谳分司制的确立等，均与加强中央集权有关。 

中央司法机构：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审刑院的作用。受理向朝廷直诉的登闻鼓院、登闻检

院、理检院。地方司法机构。帅、漕、宪、仓的司法职能。州（府、军监）、县司法职能的变化。

诉讼审判制度：大案奏裁制、翻异别推制、鞫谳分司制。对于审判时限的确定。申诉制度的制定。 

二、元朝的司法制度 

中央司法机构。大中正府对蒙古、色目人案件的管辖。刑部兼有司法行政和司法审判职能。宣

政院对宗教人员案件的管辖。地方司法机构。行中书省。路、府（州）、县。达鲁花赤的司法审判

权。诉讼审判制度。 

第四节  明清司法制度 

一、明朝的司法制度 

中央司法机构：中央“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会审”。地方司法机构：地

方省、府、县三级制。对地方基层司法审判的监督。诉讼制度特点：严厉制裁诬告；严禁越诉；军

官军人诉讼自成系统；明确抵御管辖原则；强调民间半官方组织调解“息讼”；申明亭制与乡约制。

审判制度：确立逐渐复审制。发展会审制度：“热审”、“朝审”、“大审”。会审制的性质。刑讯制度。 

二、清朝司法制度 

中央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理藩院对各地少数民族司法事务的管理权。地方司法

机构：巡抚总督、省按察司、府、县四级制。旗人审判系统。诉讼制度。限制起诉。烦琐的程序与

严格的书面诉状。对“讼师”的查禁。审判制度  自理词讼。“秋审”制：秋审的情实、缓决、可

矜可疑、留养存祀等处理方式的确定原则。幕友与胥吏的重要作用。 

学习目标： 

1、秦朝法律采取那些措施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巩固统一，采取了一系列统一律

令的措施。 

其一，制定统一的法律、法令，并将其中的重要原则，刻石颁布，以号令天下； 

其二，提倡以吏为师，促使全国明习律令并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其三，控制司法官吏的任用权，皇帝直接任用地方官吏兼管司法，向皇帝负责。其四，监督

各级官吏执行国家制定的法律法令，官吏有消极抵制或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以“废令”或“慢

令”罪论处。 

2、两宋法制与加强中央集权的关系 

加强中央集权是宋代的基本国策，对两宋的立法、法律内容、司法机构及诉讼审判制度均产生

了重大影响。编敕的经常化、中枢与地方行政机构的演变、差遣制的确立、经济立法的加强以及审

刑院、提点刑狱司的创设、大案奏裁制与鞫谳分司制确立等，均与加强中央集权有关。 

作业： 

1、春秋决狱的历史影响及评价。 

2、唐朝审判制度对前代的发展。 

3、简述宋代的“鞫谳分司”制。 

4、试析明朝的“热审”、“朝审”、和“大审”的内容和性质。 

5、试析清代幕友、胥吏与地方长官的关系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概述 4 课堂讲授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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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皇帝和皇权（一） 4 课堂讲授与讨论 

3 皇帝和皇权（二） 4 课堂讲授与讨论  

4 宰相与相权（一） 4 课堂讲授与讨论 

5 宰相与相权（二） 4 课堂讲授与讨论  

6 中央政府机构（一） 4 课堂讲授与讨论 

7 中央政府机构（二） 4 课堂讲授与讨论  

8 地方政府与治理（一） 4 课堂讲授与讨论 

9 地方政府与治理（二） 4 课堂讲授与讨论  

10 官员的选拔与任用（一） 4 课堂讲授与讨论  

11 官员的选拔与任用（二） 4 课堂讲授与讨论  

12               考课制度 4 课堂讲授与讨论  

13 言谏制度 4 课堂讲授与讨论  

14  监察制度 4 课堂讲授与讨论  

15 古代司法制度（一） 4 课堂讲授与讨论  

16 古代司法制度（二） 4 课堂讲授与讨论  

四、课程说明 

（一）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中国政治制度史是政治学的一门基础性分支学科；作为社会科学，它又是

介于政治学、历史学、法学、军事学、宗教学、民族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学科有关内容的综合，

实质上是一门交叉学科。 

（二）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发展的总趋势 

掌握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过程 

掌握传统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原因 

难点：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制度发展的总趋势 

理解皇权与相权的互动关系 

理解传统中央政府机构演变的历史轨迹 

理解地方政府治理的历史过程 

理解传统社会监察机制及其法制建设 

（三）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方法：本课程主要为专题授课形式，鼓励学生在课堂内外收集知识，参与课堂汇报。 

手段：教师使用 PPT讲授，部分结合音像教学，每节课进行课堂讨论 

（四）实践教学环节 

学生课下收集资料，开展课堂汇报，形成专题讨论成果 

（五）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要求学生一学期阅读相关文献不少于 800页，同时结合课程专题讲座，开展小组讨论，鼓励学

生听学术讲座、阅读网站材料。 

（六）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到课情况、课堂讨论、课程作业、课堂汇报、结课论文等方面。 

（七）课程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课堂汇报至少一次；随堂提交 3000字左右论文；结课时提交 5000

字左右课程论文。 

（八）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杨阳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纲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 200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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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荐参考书目 

（一）皇帝和皇权 

张晋樊、王超：《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沈任远：《隋唐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 

陶希圣、沈任远：《明清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7 年版。 

（二）宰相和相权 

祝总彬：《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 

沈任远：《隋唐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 

陶希圣、沈任远：《明清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7 年版。 

杨树藩：《宋代中央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 

张晋藩、王超：《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杨阳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纲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 2001 年版。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三）中央政府机构 

杨树藩：《中国文官制度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2 年版。 

沈任远：《隋唐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 

陶希圣、沈任远：《明清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7 年版。 

杨树藩：《宋代中央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郭松义等：《清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年版。 

张晋藩、王超：《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杨阳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纲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 2001 年版。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四）地方政府与治理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 

李治安主编：《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台北 1961 年版。 

商文立：《中国历代地方政治制度》，台北中正书局 1980 年版。 

沈重：《略论历代政区演变与中央集权》，《中国史研究》1991 年 2 期。 

王超：《我国封建时代中央和地方关系述论》，《中国社会科学》1983 年 1 期。 

李孔怀：《中国封建社会地方政体刍议》，《复旦学报》1987 年 5 期。 

张晋樊、王超：《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杨阳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纲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 2001 年版。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五）官员的选拔与任用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三联书店，1998 年版。 

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许树安：《古代选举及科举制度概述》，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任爽、石庆环：《科举制度与公务员制度》，商务印书馆，2001 年版。 

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与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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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晋藩、王超：《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杨阳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纲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 2001 年版。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杨树藩：《中国文官制度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2 年版。 

沈任远：《隋唐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 

陶希圣、沈任远：《明清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7 年版。 

屈超立：《科举制度的廉政效应》，《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1 年 5 期。 

屈超立：《科举制与监察机制的关系述论》，《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 年 2 期。 

屈超立：《科举制的政治功能—— 唐宋与明清的比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 年 5 期。 

（六）考课制度 

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与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张晋藩、王超：《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杨阳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纲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 2001 年版。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杨树藩：《中国文官制度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2 年版。 

沈任远：《隋唐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 

陶希圣、沈任远：《明清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7 年版。 

杨树藩：《宋代中央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 

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郭松义等：《清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年版。 

（七）言谏与监察制度 

彭勃、龚飞：《中国监察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李小树；《秦汉魏晋南北朝监察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贾玉英：《宋代监察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 

张序：《我国古代官员监察弹劾制度之演变》，《政治学研究》1987 年 5 期。 

白钢：《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文史知识》1989 年 6 期。 

宿志丕：《中国古代御史、谏官制度的特点及作用》，《清华大学学报》1994 年 2 期。 

杨阳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纲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张晋藩、王超：《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八）古代司法制度 

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 

屈超立：《宋代地方政府民事审判职能研究》，巴属书社 2003 年版。 

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张晋樊、王超：《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杨阳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纲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 2001 年版。 

白钢：《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韦庆远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杨树藩：《中国文官制度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2 年版。 

沈任远：《隋唐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7 年版。 

陶希圣、沈任远：《明清政治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7 年版。 

执笔：屈超立    审稿：杨阳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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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政府与政治 
Foreig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课程号：305010053 

一、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外国政府与政治》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外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知识、外国政府的基本

运作方式和外国政治活动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外国政府与政治进行比较分析，使学生扩展视野，

形成对外国政府与政治的理论与实践的辨析能力。 

本课程有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外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知识，主要包括：宪法与 

宪法的监督审查、议会、国家元首、政府（行政）、官僚（文官）机构、利益集团政治、政党

政治、选举制度和国家结构形式。 

第二部分是世界主要国家的和典型的政府与政治。只要包括：英国政府与政治、美国政府与政

治、法国政府与政治、瑞士政府与政治、日本政府与政治、印度政府与政治。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第一讲  外国政府与政治基础知识 

教学目标：介绍外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知识、界定外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概念、梳理外国政府

与政治的发展和历史沿革中的一般问题。 

教学要求：学生对外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概念要明确，基本知识掌握的要牢固，对外国政府与

政治历史沿革中的基本问题要熟悉。 

教学时数：15课时 

一、宪法与宪法的监督审查 

1，宪法的法律特征 

2，宪法与民主政治 

3，宪法的监督审查 

二、议会 

1，议会的起源和发展 

2，议会的组织机构 

3，议会的功能和职权 

三、国家元首 

1，国家元首的形式和产生方式 

2，国家元首的地位和职权 

四、政府（行政） 

1，政府的定义 

2，内阁 

3，政府的组织机构 

4，政府的职权和责任 

五、官僚（文官）机构 

1，官僚机构的功能 

2，官僚机构的权力来源 

3，官僚机构的组织形式 

六、利益集团政治 

1，利益集团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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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利益集团影响政治的方式 

3，决定利益集团影响力的因素 

七、政党政治 

1，政党的特点 

2，政党的功能 

3，政党的分类 

八、选举制度 

1，选举的基本原则 

2，选举的程序和方法 

九、国家结构形式 

1，单一制 

2，联邦制 

3，地方政府与政治 

复习思考题 

1，西方国家的宪法监督审查方式主要有哪些？ 

2，如何理解西方国家议会的职权和功能？ 

3，总统制、议会内阁制政府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4，如何理解西方国家的“官僚政治”现象？ 

5，西方国家利益集团影响政治和政策的方式有哪些？ 

6，西方国家政党的功能？ 

7，比较“多数当选制”和“比例代表制”。 

8，单一制和联邦制的区别？ 

9，西方国家国家元首的形式有哪几种？ 

第二讲 英国政府与政治 

教学目标：通过讲解英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问题，使学生了解英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运作。 

教学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英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运作，还应该在此基础上理解英国政府与政

治的特征（独特性）。 

教学时数：6课时 

一、英国宪法 

1，英国宪法的非法典性 

2，英国宪法的“柔性” 

3，英国“政治习惯”的作用 

二、英国议会 

1，贵族院 

2，平民院 

3，贵族院与平民院的关系 

三、英国政府体制 

1，英国政府概述 

2，英国国王 

3，内阁与议会 

4，首相与内阁 

四、英国政党政治 

1，英国两党制的形成与发展 

2，英国两大政党的区别 



3135 

3，其他政党 

五、英国地方政府和政治 

1，地方政府的结构与人事 

2，地方政府的权力与功能 

3，地方政府的财政 

4，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复习思考体 

1，如何理解英国“政治习惯”的作用？ 

2，分析贵族院与平民院的关系？ 

3，分析英国内阁与议会的宪政关系？ 

4，英国当代两大政党有什么区别？ 

5，英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第三讲  美国政府与政治 

教学目标：通过讲解美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问题，使学生了解美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运作。 

教学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美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运作，还应该在次基础上理解美国政府与政

治的特征（独特性）。 

教学时数：6课时 

一、美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原则 

1，国民主权与有限政府 

2，权力分立与制衡 

3，联邦制 

二、美国国会 

1，国会的组织和结构 

2，国会的职权 

3，国会的特点 

三、美国总统与美国联邦政府 

1，美国总统的产生 

2，美国总统的职权 

3，联邦行政机构和文官机制 

四、美国政党政治 

1，政党组织 

2，美国两党制的特点 

3，美国两大政党以外的其他政党 

五、美国州和地方政府 

1，州宪法和州政府体制 

2，地方政府的组织形式 

六、美国司法制度 

1，联邦司法系统 

2，联邦法院的组织系统 

3，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复习思考题 

1，怎样理解美国政治中的权力分立与制衡？ 

2，与其他国家立法机关相比，美国国会有哪些特点？ 

3，美国总统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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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国两党制的特点？ 

5，美国地方政府有哪些组织形式？ 

6，如何理解美国的“司法审查权”？ 

第四讲  法国政府与政治 

教学目标：通过讲解法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问题，使学生了解法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运作。 

教学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法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运作，还应该在次基础上理解法国政府与政

治的特征（独特性）。 

教学时数：6课时 

一、法国宪政的历史沿革 

1，从专制君主制到第四共和国 

2，第五共和国的特征及其制度改革 

二、法国议会 

1，议会的组织机构与选举制度 

2，议会的职权和立法程序 

3，议会两院的关系 

三、法国总统、总理和内阁 

1，总统 

2，总理与内阁 

3，总统与总理与内阁的关系 

四、法国的政党和利益集团 

1，当代法国政党政治的特点 

2，当代法国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影响 

五、法国地方管理制度 

1，地方政府的沿革和弊端 

2，社会党的改革和现行地方政府的特征 

复习思考题 

1，法国 1958年宪政改革的背景。 

2，法国议会的宪政地位？ 

3，怎样理解法国总统与政府的关系？ 

4，当代法国政党政治的特点？ 

5，当代法国地方政府改革主要方面？ 

第五讲 瑞士政府与政治 

教学目标：通过讲解瑞士政府与政治的基本问题，使学生了解瑞士政府与政治的基本运作。 

教学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瑞士政府与政治的基本运作，还应该在次基础上理解瑞士政府与政

治的特征（独特性）。 

教学时数：6课时 

一、联邦制度在瑞士的演进 

1，瑞士联邦制度的形成 

2，瑞士联邦宪法的演变 

二、联邦委员会和联邦行政机关 

1，联邦委员会的构成和职权 

2，联邦行政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 

三、联邦立法机关和直接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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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联邦立法机构 

2，直接民主制 

四、瑞士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1，联邦与州的权力划分 

2，州与市镇的政治机构及职能 

3，联邦与州际合作 

复习思考题 

1，瑞士联邦制度的特点？ 

2，瑞士联邦委员会的组成形式及其意义？ 

3，瑞士的直接民主制度有哪些形式？ 

第六讲  日本政府与政治 

教学目标：通过讲解日本政府与政治的基本问题，使学生了解日本政府与政治的基本运作。 

教学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日本政府与政治的基本运作，还应该在次基础上理解日本政府与政

治的特征（独特性）。 

教学时数：5课时 

一、二战以后的日本政治改革 

1，二战以前的日本政治 

2，战后日本民主改革 

3，1946年日本宪法 

二、日本宪法和政治制度的特点 

1，确认资产阶级民主 

2，否认皇权神授，承认主权在民 

3，放弃战争、奉行和平原则 

三、日本天皇 

1，天皇的地位、职权和作用 

2，天皇的继承和皇室机构 

四、日本国会 

1，国会的组织机构 

2，国会的职权 

3，国会两院的关系 

五、日本首相和内阁 

1，内阁的组织机构和组成 

2，内阁总理和内阁的职权 

3，内阁与国会的关系 

六、日本政党政治 

1，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特点 

2，“五五体制”的破产 

3，日本政党政治的新发展 

七、日本地方政府制度 

1，地方自治制度的形成 

2，地方自治机构及其职权 

3，居民自治与居民的权利 

4，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复习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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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战后日本政治改革的背景 

2，1946年日本宪法的基本原则 

3，如何理解天皇的宪法地位？ 

4，国会两院的关系如何？ 

5，日本内阁与国会的关系如何？ 

6，什么是“五五体制”？它是如何破产的？ 

7，日本的地方自治制度有和特点？ 

第七讲  印度政府与政治 

教学目标：通过讲解印度政府与政治的基本问题，使学生了解印度政府与政治的基本运

作。 

教学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印度政府与政治的基本运作，还应该在次基础上理解印度政府与政

治的特征（独特性）。 

教学时数：4课时 

一、印度政治制度的历史沿革 

1，殖民统治下的印度政治 

2，独立后印度政治的特点 

二、印度议会 

1，议会的组织机构和选举 

2，议会的职权 

3，议会两院的关系 

三、印度总统 

1，总统的权力和作用 

2，总统的产生和任期 

3，总统的从属机构 

四、印度总理、部长会议和内阁 

1，总理 

2，部长会议和内阁 

3，联邦政府部门 

五、印度各邦和地方的立法、行政制度 

1，邦的立法机构 

2，邦政府的建制和制度 

3，邦以下的政府建制 

六、印度政党政治 

1，印度政党的发展 

2，印度政党政治的特点 

3，当代印度的主要政党 

复习思考题 

1，独立后印度政治的特点？ 

2，印度议会两院的关系？ 

3，如何理解印度总统权力和作用？ 

4，印度总理与内阁的关系如何？ 

5，印度地方制度有何特点？ 

6，印度政党政治有何特点？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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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外国政府与政治基础知识 3  

2 外国政府与政治基础知识 3  

3 外国政府与政治基础知识 3  

4 外国政府与政治基础知识 3  

5 外国政府与政治基础知识， 3  

6 英国政府与政治 3  

7 英国政府与政治， 3  

8 美国政府与政治 3  

9 美国政府与政治 3  

10 法国政府与政治 3  

11 法国政府与政治， 3  

12 瑞士政府与政治 3  

13 瑞士政府与政治 3  

14 日本政府与政治 3  

15 日本政府与政治，印度政府与政治 3  

16 印度政府与政治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 

后续课程：比较内阁制度，比较政党制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外国政府与政治基础知识 

难点：外国政治制度运行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国家政府与政治活动的特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以课堂教学为主，辅之以课后作业。 

教学手段： 

1.，利用多媒体，文图并用。 

2，开展课堂讨论。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以期末考试为主，占总评 80%，以平时作业和课堂讨论发言为辅，占 2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外国政府与政治》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田为民、张桂琳，《外国政治制度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 

2，董建萍，《西方政治制度传承与变革》，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2年版。 

执笔：田为民  审稿：×××  审定：政管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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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课程号：30501006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学科的通识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系统讲授 1949年以来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主要构成及其演变，使学

生对当代中国政治和政府形式形成基本认知框架；2、使学生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形成正确合理

的评价标准；3、使学生初步掌握根据政治学基本原理认识当代中国政治的学习方法。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课名诠释 

2．认知当代中国政治的三个维度：制度、行为与观念 

3．当代中国政治中的重大问题 

4．学习中国政治的基本方法 

5．课程内容与要求的介绍 

学习目标： 

重点掌握如何从制度、行为与观念三个维度认知中国政治，思考中国政治中面对的重大问题。 

作业： 

1． 和同学讨论何为“中国传统”。 

2． 和同学讨论当代中国社会中常见的外来因素，包括观念、制度、行为和物质因素。 

知识单元 2：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当代中国政治模式在政体类型学中的位置。 

2．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由来。 

3．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基本特征。 

4．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主要机制 

学习目标： 

1．认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2．在比较政治的视野中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机制、组织及其效果。 

作业： 

1． 深入阅读所列参考书目，思考“四项基本原则”提出的背景。 

2． 和同学讨论中共的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委和全国党代会之间的权力关系。 

知识单元 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演变历程。 

2．政治代表理论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内容和运作方式。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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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政治代表理论与代议制度设计的基本关系。 

2．了解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政府等国家机构的关系。 

作业： 

1．和同学讨论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人大的立法工作。 

2．学习 82宪法与人大及地方政府组织法。 

知识单元 4：政治协商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审议民主与协商政治等概念的辨析。 

2．政治协商制度的演变。 

3．政治协商制度的内容和运作方式。 

4、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学习目标： 

1．认识政治协商制度的理论基础。 

2．了解当代中国的协商政治的各种实践方式。 

作业： 

1． 和同学讨论西方概念和中国制度之间的对应与错接关系。 

2． 和同学讨论政协代表的产生方式和选择标准。 

知识单元 5：政府过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政府过程的理论。 

2．政府过程中的输入。 

3．政府过程中的决策与执行。 

4、政府过程中的反馈。 

学习目标： 

1、认知政府过程中的决策及执行的基本流程、环节与机制。 

2、了解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 

作业： 

阅读关于党的高层工作领导小组的研究文献。 

知识单元 6：中央地方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央地方关系的基本原理。 

2．1949年以前中央地方关系的基本演变。 

3．1949年至今中央地方关系的变迁。 

4．当代中国中央地方关系的各方面。 

学习目标： 

1．认知中央地方关系涉及到的法律法规、条块管理、党管干部、财政与预算等制度。 

作业： 

1．和同学讨论，通过“争高铁”的案例分析中央地方关系。 

2．精英统治的益处和弊端辨析。 

知识单元 7：政治录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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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录用的概念和基本模式。 

2．当代中国政治录用的基本规则。 

3．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政治录用。 

学习目标： 

1．理解政治录用和政治系统论的关系。 

2．根据政治学原理认识“三个代表”、“保持先进性”等理论的意义。 

作业：1、和同学讨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吸纳精英的原则。 

知识单元 8：政治参与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政治参与的概念与理论。 

2．当代中国的政治运动与政治参与。 

3．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参与。 

4、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政治参与 

4．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的现状及未来。 

学习目标： 

1．认知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的基本特征。 

2．了解政治发展与政治参与的相关性。 

作业： 

1、阅读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2、和同学讨论人大代表选举中的竞选和协商方式。 

知识单元 9：族群政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族群政治的概念与基本理论。 

2．族群政治涉及的多样性治理。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学习目标： 

1．认知多样性治理的各种表现形式。 

2．了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原理与运作方式。 

作业： 

1． 和同学讨论民族认同的形成。 

2． 和同学讨论多族群相处的经验。 

知识单元 10：文武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文武关系的概念和基本理论 

2．文武关系与政治发展。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军队的地位和职能 

学习目标： 

1．认识执政党和军队的关系。 

2.  了解“党指挥枪”原则的确立 

作业： 

1．和同学讨论阅兵等活动的政治意义。 

知识单元 11：基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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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治理的概念与基本理论。 

2．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范围和议题。 

3．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模式。 

4、基层治理的改革与中国的政治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三农问题”的来龙去脉。 

2．了解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方式。 

作业： 

1、和同学讨论农民“上访”的原因。 

2、和同学讨论“拆迁”冲突的原因。 

知识单元 12：台湾政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台湾问题的由来。 

2．战后台湾政治的演变。 

3．两岸关系的内容与处理方式 

学习目标： 

1．了解一国两制与台湾问题的关系。 

2.  认知台湾政治发展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作业： 

1．和同学讨论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 

2．和同学讨论台湾政治各政党的大陆政策。 

知识单元 13：港澳政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香港问题的由来与香港回归。 

2．香港归回以来的政治变迁与央地关系。 

3．澳门问题的由来与澳门回归。 

4、澳门回归以来的政治经济转型 

学习目标： 

1．了解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原理。 

2．了解港澳特区内部政治经济的演变对中央地方关系的影响。 

作业： 

1. 和同学讨论香港与大陆民众的相互感受。 

3、和同学讨论澳门博彩业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关系。 

知识单元 14：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2．当代中国的社会分层与社会变迁。 

3．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和机构。 

4、社会治理的基本议题。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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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政法委和综治委的职能。 

2.  了解“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原因和处理方式 

作业： 

1．和同学讨论阅兵等活动的政治意义。 

知识单元 15：政治经济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新政治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研究。 

2．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 

3．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及其解释。 

2．了解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关系。 

作业： 

1. 和同学讨论国企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意义。 

2. 和同学讨论土地制度改革的各种方案。 

知识单元 16：集体讨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让学生自己选择感兴趣的中国政治中的某个重要现象和问题，运用所学方法和理论展开讨论。 

学习目标： 

1．通过学生自组织的参与来体现学习的成果。 

2．通过学生的讨论来激发学生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兴趣。 

作业： 

1. 对讨论课上的话题展开后续的阅读。 

（二） 发言和讨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内容：每次课都安排学生按照教师命题发言和讨论。但最后一堂课集中就课堂上老师没有专题

涉及的某个问题展开讨论。 

要求：表述知识准确、回答问题敏锐、表达流畅清晰。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3  

3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3  

4 政治协商制度 3  

5 政府过程 3  

6 中央地方关系 3  

7 政治录用 3  

8 政治参与 3  

9 族群政治 3  

10 文武关系 3  

11 基层治理 3  

12 台湾政治 3  

13 港澳政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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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社会治理 3  

15 政治经济关系 3  

16 集体讨论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 

后续课程：现代化与中国政治发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与执政方式是教学重点，贯穿于各个专题内容之中。 

难点：如何理解形式政治与实际政治之间的关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案例分析（主要）。 

2． 逻辑分析（主要）。 

3． 历史比较。 

4． 交叉学科。 

教学技术： 

1．讲授、侧重引入学术界的研究范式来观察和理解中国政治。 

2．学生规定发言，计分考察。 

3．课堂辩论。 

4．学生作业等。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学习时间至少为 15小时，准备发言 2小时，准备期中作业 2小时，准备期末作业 4小时，

阅读大约 5小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满分 100分，发言 10%，期中 30%，期末 60%。 

7、作业要求： 

见上面知识单元内容。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知识比较全面准确，内容编排适合历史和逻辑的顺序，符合中国政治现实，能及时跟进学术研

究成果的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景跃进等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1月版。 

（二）推荐参考书 

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出版社，2003年。 

2．凌志军 马立诚：《交锋》，人民日报出版社，2008年。 

3.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 

4. 沈大伟: 《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4. 托马斯·海贝勒：《中共的治理与适应》，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 

      执笔：尹钛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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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政治分析 
Analysis of Rural Politics in China 

课程号：30501009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了解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帝国与乡村社会的关系； 

2、了解帝国解体到新中国前，由于国家、国家构建对于乡村社会的影响 

3、了解中国共产党发起的新国家重构对于乡村社会的影响，包括土地改革、集体化、人民公

社化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民自治、税费改革、新农合等 

本课程采用阅读-讨论的互动授课方式，以学生阅读、发言、讨论为主，老师引导、评述为辅，

不拘泥于基础知识的把握，重在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 

本课程旨在现代中国国家构建的概念、理论框架下，讨论国家组织架构、意识形态、国家与社

会关系的变化引起的乡村社会变化，包括其权力结构、社会关系、伦理道德等方面。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第 1周：理论准备 

现代国家构建：中国与西欧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现代国家概念：韦伯式国家 

2．西欧封建社会与现代国家构建 

3、传统中华帝国：封建与集权 

本课程试图在国家、现代国家构建的理论框架下讨论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及其与国家关系的变

化，因此何为国家、现代国家构建的概念理论极为重要。通过阅读与授课，希望能够让学生了解，

现代国家构建之前（以 1905-1911年为界）的中国，与西欧现代国家构建之前的状态，似乎截然不

同（集权与分立），但相较现代国家而言，却有一些共同特征。此为我们思考中国乡村社会政治权

力关系变化的前提与因变量。 

阅读材料： 

《民族、暴力与国家》: （43-98页）  

[英] 安东尼·吉登斯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译者: 胡宗泽 / 赵力涛 / 王铭铭  

出版年: 1998-5 

“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   

张静《开放时代》（广州市社科院），2001年 10期 

《文化、权力与国家》：（1-3页）   

[美] 杜赞奇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译者: 王福明  

出版年: 2003-8         

第 2周：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传统帝国的与乡村社会的联系，保甲制度与里甲制度，士绅模式、双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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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 

《岳村政治》第一章 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 

作者: 于建嵘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 2001-12-1 

《中国绅士》                    

作者: 张仲礼  

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译者: 李荣昌  

出版年: 1991-07-01 

《基层政权：乡村诸问题研究》 ：“历史：地方权威授权来源及其变化” 

作者: 张静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 2007年 1月 

《文化、权力与国家》：（31-32页）   

[美] 杜赞奇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译者: 王福明  

出版年: 2003-8   

第 3周：帝国晚期的基层改造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晚清帝国出现的基层社会的武装化、 地方自治  

阅读材料：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作者: [美] 孔飞力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副标题: 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 

原作名: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译者: 谢亮生 等  

出版年: 1990-11 

《基层政权：乡村诸问题研究》：“地方权威进入管治授权系统” 

作者: 张静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乡村制度诸问题（增订本） 

出版年: 2007年 1月 

第 4-5周：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从双轨政治到单轨政治  权力的文化网络 国家政权内卷化  

阅读材料 

《文化权力与国家》  

作者: [美] 杜赞奇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译者: 王福明  

出版年: 2003-8 

《基层政权：乡村诸问题研究》：“地方权威与地方社会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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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静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乡村制度诸问题（增订本） 

出版年: 2007年 1月 

“三论双轨政治”、“基层行政的僵化” 

作者：费孝通 

《乡土重建》，《费孝通文 集》第四卷，群言出版社，1999 

第 6-7周：土地改革与运动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中共发动土地改革的动机 土改对于乡村权力结构、社会关系、伦理观念的影响、

对于此后土地制度的影响 

阅读材料： 

“动员结构与运动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运动的政治运作(1946—1949) ” 

作者：张鸣 

“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 

作者：秦晖《社会学研究》, 1998:14-23 

“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 

作者：周其仁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编《中国经济学—1994》，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8-9周：集体化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1950年代集体化的动力 人民公社制度的特点  集体化发展和人民公社集体过程中

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博弈 

阅读材料： 

“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 （重点全文阅读） 

作者：周其仁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编《中国经济学—1994》，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作者: 张乐天  

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年: 1998-01 

《岳村政治》第一章 传统乡村社会的政治特征 

作者: 于建嵘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 2001-12-1 

第 10周：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土地制度的特征及其蕴含的矛盾 

阅读材料： 

“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  

作者：周其仁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编《中国经济学—1994》，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杜润生自述 

 杜润生自述 作者: 杜润生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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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 中国农村体制改革重大决策纪实 

出版年: 2005-8 

第 11周：回顾与讨论：新中国土地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传统社会的小农经济、地主与农民关系、土改、集体化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土地

关系的演变  

第 12-14周：村民自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人民公社制度解体后农村出现的一些列矛盾  围绕解决这些矛盾的讨论  村民自治

制度的内容 两委关系 两票制  村民自治与中国民主 

阅读材料： 

“探求新的民主化模式:乡村中国的基层民主” 

《当代中国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一期（总第 56期） 

作者王旭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 

作者: 徐勇  

出版社: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1997 

“村民自治，两委关系以及中国政治转型” 

作者：景跃进 

本文系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学术研讨会（2005.4.29）记录 

“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   

 张静《开放时代》（广州市社科院），2001年 10期 

第 15周：税费改革及其影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农村改革后，农民负担问题的变化，税费改革的内容，及其对农村基层政权、村民

自治、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影响 

阅读材料： 

“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影响” 

作者：周飞舟 

《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 3期 

第 16周：城镇化与乡村变迁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新世纪以来城市化对于三农问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农村城市化 vs农村衰败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理论：现代国家构建：中国与西欧 3  

2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 3  

3 帝国晚期的基层改造 3  

4 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 1 3  

5 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 2 3  

6 土地改革与运动 1 3  

7 土地改革与运动 2 3  

8 集体化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1 3  

9 集体化与人民公社化运动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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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其影响 3  

11 回顾与讨论：新中国土地制度 3  

12 村民自治 1 3  

13 村民自治 2 3  

14 村民自治 3 3  

15 城镇化与乡村变迁 3  

16 开放性讨论：改革 30多年来的农村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 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集体化、村民自治 税费改革。 

难点：现代国家构建作为自变量对于乡村社会的影响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主要是教师引导教学，提前给学生布置阅读材料，课堂上学生发言、讨论，教师予以穿

插、评论、提出问题，但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问题本身的呈现就是对学生最好的兴趣激发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 

7、作业要求： 

每次课前布置阅读材料 供课堂讨论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无教材，教师自选文章与专著 

执笔：张立鹏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1日 

 

比较政治学 
Comparative Politics 

课程号：3050101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政治学专业/国际政治专业/行政管理专业/公共事业管理

专业等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这门课题的学习，可以让学生掌握比较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和

方法，进一步培养提高学生的政治思维能力和比较分析能力。比较政治学不仅仅是政治学中经验性

知识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且又是具有方法论特征的政治学分支学科。比较政治学作为学科门类而言，

与其它社会科学的交叉和借鉴要更多一些，多种学科知识都被交叉和借鉴过来，比较政治学始终是

居于政治学中的前沿的位置。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比较政治学的基本知识；并深入地理解并

掌握比较政治学的方法和范式，以及主要理论问题。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比较政治学的描述与解释的功能，来为比较研究来提供进一步研究的背

景知识；通过建构与验证的功能来比较分析研究求得验证假设的成立；通过分析与预测的功能来比

较研究来预测一定的政治体系、结构未来发展变迁的过程与结果。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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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比较政治学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比较研究的流变。 

2．比较政治学的特点。 

3．比较政治的意义与功能。 

学习目标： 

1．比较政治的历史发展。 

2．了解中外各个国家的政治。 

3．掌握比较各个国家政治的异同。 

4. 在比较的基础上概括出一般比较政治理论。 

作业： 

1.  比较政治的功能与意义是什么？ 

2.  简述比较政治的发展史？ 

知识单元 2：比较政治的研究方法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掌握并能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根本

方法。 

2．比较政治研究的操作技术。 

3．比较政治研究的模型化。 

4. 比较政治与技术方法。 

学习目标： 

1． 确立比较的目的、明确比较的目标。 

2.  解决本国政治问题。 

3.  明确比较的目标：描述异同；解释异同；评价异同；预测异同。 

4.  掌握当代比较政治理论发展趋势。 

作业： 

1．列宁的《哲学笔记》的内容是什么？ 

2．比较政治的基本方法是什么？ 

知识单元 3：比较政治的研究范式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范式与范式革命。 

2．实证主义范式。 

3．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 

4．不同政治取向型范式。 

5. 范式间的争论及其启示。 

学习目标： 

1．库恩的“范式”和理论。 

2．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 

3．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理论。 

4．主流范式和替代范式的对比。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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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式革命的意义？ 

2．结构功能主义对比较政治理论的影响？ 

知识单元 4：国家理论与体系理论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主要传统国家理论。 

2．主流政治体系理论。 

3．新国家理论的论争。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 

2．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3．当代西方西方国家理论。 

4．政治民主化理论。 

作业： 

1．社会契约论关于国家理论观点哪些？ 

2．三种传统国家观主要观点是哪些？ 

3．回归国家学派的主要观点有哪些？ 

知识单元 5：政治发展理论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政治现代化理论。 

2．政治发展与政治变迁。 

3．政治民主与民主化。 

4．政治发展与民族主义。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的政治现代化理论区别与联系。 

2．了解民主化是历史的过程。 

3．了解民族主义对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意义和局限。 

作业： 

1．第三波的内容和意义有哪些？ 

2．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色和主题是什么？ 

知识单元 5：比较政治文化研究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政治社会化。 

2．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 

3．政治文化与传统文化。 

4．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国家的政治文化。 

2．了解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的区别和联系？ 

3．了解不同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的意义与局限？ 

作业： 

1．政治社会化对塑造政治文化的意义？ 

2．传统政治文化如何向现代政治文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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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1：绪论   比较政治学导论 2  

2 2：比较政治研究的操作技术 3  

3 2：比较政治研究的模型化 3  

4 2：比较政治与技术方法 3  

5 3：范式与范式革命 2  

6 3：实证主义范式 2  

7 3：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 2  

8 4：主要传统国家理论 3  

9 4：主流政治体系理论、新国家理论的论争 3  

10 5：政治现代化理论、政治发展与政治变迁 3  

11 5：政治民主与民主化、政治发展与民族主义 3  

12 5：政治文化与传统文化事、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外国政府与政治、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

想史 

后续课程：中国乡村政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较政治学的基本功用、库恩的“范式”和理论、实证主义范式的特点、帕森斯的结构功

能主义、体系理论与新国家理论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 

难点：精英主义、多元主义、法团主义、民主转型理论、权威主义政治文化、政治学新制度主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本教学大纲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本科基本内容、国际关系、公共管理的选修课程。这些

内容主要通过讲授、课外作业等教学环节进行教学的。 

2．本课程是一门理论性强，并与现实有密切联系的课程。为了使学生便于理解讲课内容，在

教学过程中要穿插一些历史、实际案例分析，使学生在学完本课程后，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分析

和解决现实中复杂的政治问题，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  

3．本课程采取一般的讲授与讨论结合的形式作为课堂讲授的主要方式，同时辅以书面报告、

撰写专业小论文等形式使学生参与教学互动过程，以加深学生对相关专业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4．作业主要以课后的思考题为主，以便使学生掌握主要的理论知识，并运用所学的知识解释

现实中的一些政治问题和现象，并在每次上课时提出自己的见解，并由教师点评。 

教学手段： 

1.直观教学法，投影关于国内外比较政治音视频。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电脑、投影。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以理论书籍阅读为主，结合自身实践，掌握不同国家政治的特点。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课堂讨论、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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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主讲老师自编内部讲义，仅供参考。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小劲：《比较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 

（二）推荐参考书 

1．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 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 

2．程同顺：《当代比较政治学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年。 

3．R·H·奇尔科特：《比较政治学：新范式的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年。 

4．Comparative Politics:Notes and Readings, 6th ed. Chicago, Ill: The Dorsey Press, 1986. 

5．迈耶：《比较政治学》，华夏出版社 2001 年。6. 斯梅尔塞：《社会科学的比较方法》，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年。 

7．西里尔•E•布莱克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年。  

8．赵虎吉：《比较政治学：后发展国家的视角》，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  

9．程同顺：《当代比较政治学理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  

10．张小劲：《比较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11．阿尔蒙德：《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12．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3．撒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14．撒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8年。  

15．撒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  

16．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  

17宁  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 

18．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9．麦克里迪斯：《比较政治研究》，1955年 。 

20．阿尔蒙德和科尔曼：《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60年 。 

21．阿尔蒙德和小鲍威尔：《比较政治学：发展研究途径》，1966年。  

22．曹沛霖等主编：《比较政治制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  

23．詹姆斯·布赖斯：《现代民治政体》，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 

24．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年。 

25. 利希巴赫、朱克曼：《比较政治：理性、文化和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26. Jan-Erik Lane and Svante Ersson：Comparative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and New 

Approach ，Polity Press，1994。 

27.（美）鲍威尔：《当代比较政治学（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 

执笔：孙昊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年 6月 8日 

 

政治学方法论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Political Science 

课程号：3050102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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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两个政治学类专业的通识必修课程，该课程主要讲述政治

科学研究的基本概念与程序。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政治学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概念体系与一般程序；2、坚持教学

与实践相结合，把定量研究方法的教学与数据库的具体使用和操作相结合，让学生能够对定量研究

的方法既有感性的认识，又有实际的动手能力；3、了解定量研究、定性研究两种政治学研究风格。 

开设本课程，旨在让学生系统地了解国内外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系和分类，理解当代政

治科学研究的一般步骤和通行标准，掌握当今学术界主要研究方法（以定量研究为主）的基础性应

用，形成完整、前沿的方法论知识体系，并初步具备独立进行“科学”研究、撰写符合学术规范的

科研论文的能力。此外，作为基础阶段的教学，本课程也旨在提高学生对方法论重要性的认识，了

解自身在这方面的需求和不足，从而为有效规划自己未来的方法论学习（高级方法论课程），更好

地从事相关研究做准备。 

本课程会从变量这一基础概念入手，继而介绍不同类型的变量，在此基础上探讨相关性与因果

性，最后介绍相关性分析的一些基本工具、以及多元回归模型等。该课程会介绍如何使用 SPSS这一

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以及多元回归分析。同时，该课程收集了中国一些具体数据库，并以这些数据

库为基础，讲述相关性分析以及多元回归分析的具体操作，以及如何从理论上阐释定量研究的结果。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学时 

知识单元 1：政治科学研究方法与理论检验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A. 政治科学及其特征；B. 理论、假设与命题；C. 概念与

变量。 

2．政治科学研究的一般步骤。 

3．政治科学中的理论。A. 好的理论的特征；B. 如何创造理论；C. 如何检验理论。 

学习目标： 

1．熟悉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概念。 

2．了解科学研究的目的、组成要素和政治科学研究的一般步骤 

3.  掌握政治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及其应用 

作业：选择一篇研究论文，分析指出其研究的基本步骤以及理论检验的方法。 

知识单元 2：抽样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抽样的原理。 

2．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 

3. 问卷调查。 

学习目标： 

1．了解抽样的原理和分类抽样 

2．掌握概率抽样方法（随机抽样、等距抽样、分层抽样等） 

3．了解非概率抽样方法及其适用条件（就近抽样、滚雪球抽样、配额抽样等） 

作业：选取一篇问卷调查论文并讨论其抽样方法的优缺点。 

知识单元 3：概念化、操作化以及测量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概念化、操作化和测量的概念及举例。 

2．测量层次、测量标准、信度与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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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标、指数、量表和分类。 

学习目标： 

1．了解关于测量的基本术语。 

2．学会区分测量层次并判断测量的好坏。 

3. 了解几种常见的测量问题格式。 

作业：选取“世界价值观调查”问卷问题并讨论它们的测量格式和所得变量的测量层次，并尝

试建立一个指数。 

知识单元 4：集中量数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集中量数的含义 

2．算术平均数 

3．算术平均数的性质和意义 

4．中数 

5．中数的特点 

6．众数 

7．平均数、中数、众数之间的比较 

学习目标： 

1. 理解各种集中量数的含义。 

2. 理解算术平均数、中位数、众数的性质和作用。 

3. 熟练运用算术平均数、中位数、众数描述数据的集中趋势。 

作业：以课程所提供的数据库为基础，选取一个定比测量的变量、一个定序测量的变量、一个

定类测量的变量，然后分别计算它们的算术平均数、中位数、和众数。 

知识单元 5：离散量数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离散量数的含义 

2．全距 

3．标准差、方差 

4．标准差的意义 

5．离散系数 

6．标准分数 

7．四分位差 

学习目标： 

1. 要求理解各种离散量数的含义。 

2. 理解全距、四分位差、标准差、方差的性质和作用。 

3. 熟练运用全距、四分位差、标准差、方差描述数据的离散趋势。 

作业：以课程所提供的数据库为基础，选取一个定比测量的变量，然后计算它的标准差和方差；

选取一个定序测量的变量，然后计算它的四分位差。 

知识单元 6：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因子分析？ 

2．什么是探索性因子分析？ 

3．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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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理解因子分析的含义。 

2．熟练运用因子分析将个数较多的观测变量转化为个数较少的潜在变量 

作业：以课程所提供的数据库为基础，选取一组关于主观态度的测量变量，尝试使用因子分析

将这一组观测变量转化为个数较少的潜在变量。 

知识单元 7：列联表分析（Cross-Tab）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列联表分析？ 

2．交叉分类 2×2表的关联分析 

3．交叉分类 3×3表的关联分析 

学习目标： 

1．理解列联表分析的含义。 

2．熟练运用列联表分析解释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作业：以课程所提供的数据库为基础，选取两个定类变量，尝试运用列联表分析解释两个变量

之间的关系。 

知识单元 8：相关性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相关性分析的概念 

2. 线性相关分析 

3．Pearson积差相关系数 

4.  Spearman和 Kendall相关系数 

5. 偏相关分析的概念  

6. 距离分析 

学习目标： 

1．理解相关性分析的含义。 

2．熟练运用相关性分析解释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作业：以课程所提供的数据库为基础，选取两个定比变量，尝试运用 Pearson积差相关系数来

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知识单元 9：多元回归分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基本概念 

2. 多元线性回归 

3. 理论假设 

4. 回归方程的建立 

5. 线性回归的检验 

6. 线性回归的线性回归适用性检验 

7. 自变量的选择 

学习目标： 

1．理解多元回归分析的含义。 

2．熟练运用多元回归分析解释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作业：以课程所提供的数据库为基础，选取若干个相关变量，尝试建立一个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知识单元 10：定性研究 



3158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定性研究？ 

2. 定性研究的范式 

3. 定性研究的五个发展阶段 

4. 定性研究的理论路径 

5. 常见的定性研究材料收集方法 

6. 用于定性研究分析过程的常见工具 

学习目标： 

1. 理解定性研究的含义与哲学基础。 

2. 掌握定性研究的常见分析工具。 

作业：谈谈本专业的一些经典定性分析研究并结合实例讨论定性研究设计的具体步骤以及注意

要点。  

知识单元 11：实地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实地研究? 

2. 实地研究的特征 

3. 实地研究的局限性 

4. 实地研究的一般程序 

5. 观察法 

6. 访谈法 

学习目标： 

1. 理解实地研究的特征与一般程序 

2. 掌握观察法与访谈法两种具体分析技术 

作业：根据你参加过的科研创新活动或实践活动分析你采用了哪种研究方法；或者说明一下你

对问卷调查、实地研究方法之间差异的理解。 

知识单元 12：比较研究法与方法论总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比较研究法概述 

2. 比较研究法的设计 

3. 方法论融合的问题及理论评析 

学习目标： 

1．理解比较研究法的含义与一般程序 

2．理解方法论的发展趋势 

作业：讨论方法论发展趋势以及评述定量与定性分析的结合。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4学时 

实验：政治学数据库的 SPSS 分析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计算机操作 

实验要求：运用 SPSS软件对教师提供的数据进行单变量和双变量的统计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政治科学研究方法与理论检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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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抽样 2  

3 概念化、操作化以及测量 2  

4 集中量数分析 2  

5 离散量数分析 2  

6 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 2  

7 列联表分析（Cross-Tab） 2  

8 相关性分析 2  

9 多元回归分析 4  

10 定性研究 2  

11 实地研究 2  

12 比较研究法与方法论总结 2  

13 政治学数据库的 SPSS 分析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 

后续课程：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英语双语）、现代调查理论与方法、数据收集与实验、政治

学案例分析、比较政治案例分析、制度理论与方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政治学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术语体系；政治学方法论中的定量研究方法。 

难点：完整、前沿的方法论知识体系的形成；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初步掌握和运用；熟练掌握

SPSS软件的操作并能完成描述性分析与相关性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以授课为主，兼有计算机操作内容，注重学生的参与和课堂表现，坚持教学与实践相结

合，把定量研究方法的教学与数据库的具体使用和操作相结合，让学生能够对定量研究的方法既有

感性的认识，又有实际的动手能力。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教学多媒体环境（需要投影仪、影像设备等工具，需要 SPSS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按照课程进度完成课前教材、参考书内容，以及课后推荐阅读材料的阅读；学生通过学习小组

在课外完成相应的作业，学习掌握 SPSS 软件的操作并完成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与多元回归分

析。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容有：小组作业的完成情况、在课程网络

平台（毕博平台）讨论版的参与情况；期末考试占 50％。 

7、作业要求 

课程会有 6次左右的小组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课程内容及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教学教材及其他阅读参考资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 11版），此书由邱泽奇翻译，华夏出版社 2009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美] 斯蒂芬·范埃弗拉：《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此书由陈琪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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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克雷斯威尔：《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定性、定量与混合研究的路径》，此书由崔延强

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3．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4．王德育编著：《政治学定量分析入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5．郭志刚主编：《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1999年版。 

6．卢纹岱主编：《SPSS for Windows统计分析（第 3版）》，电子工业出版社 2006年版。 

7．薛薇编著：《统计分析与 SPSS的应用（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2008年版。 

8．Gujarati, Damodar N., Basic Econometrics,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95.    

执笔：卢春龙  审稿：卢春龙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5日 

 

政治心理学 
Political Psychology 

课程号：3050102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政治心理学学科与理论发展简史；2、明晰政治心理学关键概念

与核心议题；3、能够运用理论与原理分析具体政治心理案例。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政治心理学基础知识、包括群体

政治心理学原理与个人政治心理学原理等内容，了解权力人格、政治认同、政治情感等概念，为多

样性治理、当代政治思潮与政治学案例分析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6学时 

知识单元 1：群体政治心理学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群体的性质、构成、类型与发展 

2. 群体政治的特点及其影响力 

3. 群体政治心理学的表现类型：从众与操纵、冲突与联盟、个性与统一等 

学习目标： 

1．了解从众、去个性化、小群体思维等群体政治心理学关键概念 

2．掌握期望状态理论、习性学理论等理论要点 

作业： 

种族屠杀政治心理案例分析 

知识单元 2：个体政治心理学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人格类型与政治心理  
 2．政治领导者与追随者、政治决策者与参与者的政治心理分析 
 3. 公民身份与政治心理 

学习目标： 

 1．了解弗洛伊德、拉斯韦尔关于个体政治心理学的理论要点 
 2．掌握权力-权利关系、国家-公民关系、公共-私人领域中的人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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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比较心理传记学在案例中的运用与分析 
知识单元 3：意识形态与政治心理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种族主义政治心理学 
 2．民族主义政治心理学 
 3. 恐怖主义政治心理学 
学习目标： 

 1．了解意识形态中群体心理与个体心理的特点与差异 
 2．掌握族群冲突、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文明冲突中的政治心理类型 
作业： 

极端政治组织中的群体与个体心理分析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3个，共 6学时 

实验 1： 群体政治心理小组案例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选择一个能够体现特定群体政治心理特点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并展示 

实验要求：熟悉群体政治心理基本概念与理论；研究了解群体政治的特定类型；掌握政治心理

学案例研究方法。 

实验 2：个体政治心理学小组案例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选择一个能够体现特定个体政治心理特点的具体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并展示 

实验要求：熟悉人格类型与特征在个体政治心理中的关键作用；研究不同政治关系中的个体心

理差异；掌握比较政治心理学研究方法。 

实验 3： 意识形态与政治心理小组案例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以具体案例分析呈现意识形态与文明、价值冲突中的政治心理特点 

实验要求：熟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的政治心理特点；研究意识形态与政治心理的

必要关联；掌握政治文化中的政治心理研究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何为政治心理？何为政治心理学 

（政治心理与政治合法性） 
2  

2 群体政治心理学的基本理论 2  

3 界定群体：定义、性质、结构与类型特点 2  

4 群体态度、认知、信念与政治认同 2  

5 小组报告 2  

6 个体政治心理学的基本理论 2  

7 界定政治中的个体：公民与臣民 2  

8 个体情绪与政治情感 2  

9 政治心理学中的人格类型 2  

10 小组报告 2  

11 意识形态冲突中的政治心理 2  

12 政治心理学的冲突理论 2  

13 种族主义政治心理 2  



3162 

14 民族主义政治心理 2  

15 恐怖主义政治心理 2  

16 小组报告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西方政治思想史 

后续课程：政治学方法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政治心理学核心概念与基本学说理论发展脉络。 

难点：运用政治心理学基本原理进行具体案例分析、理解政治现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理论建构与案例分析相结合； 
 充分解释与反思批判相结合； 
 描述分析与列举争议相结合。 
教学手段： 

 教师讲述为主，辅以课程大纲、课程内容提要与图像展示； 
 学生分组案例分析并定期做小组报告。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课根据课程内容与自己时间灵活安排，主要用于小组报告与课程论文的研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小组报告占 30%；期末考试

占 6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政治心理学的导论类及案例分析类书籍作为主要教材，政治心理学经典著作为推荐参考

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美）科塔姆等著《政治心理学(第 2 版)》，胡勇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 2

月 第 1版。  

2.（美）霍顿著《政治心理学:情境、个人与案例》，尹继武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年 12

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拉斯韦尔著《权力与人格》，胡勇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8月 第 1版。 

2. 斯特罗齐尔等编著《领袖：一项心理学史研究》，梁卿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年 5 月

底 1版。 

执笔：黄璇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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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学名著选读(英语双语) 
Selected Readings of Western Political Works 

课程号：3050102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政治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西方政治学经典名著；2、基本掌握阅读名著的方法与要领；3、

了解主要思想人物；4、培养双语阅读与双语思维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引导学生对西方政治学名著进行有针对性地阅读与分析，使学生基本掌

握西方政治思想的主要脉络以及阅读名著的基本方法，使学生充分了解著名西方政治学家的观点与

主张的同时，能够对其历史地位做出恰当评价，并通过加强学生双语阅读与双语思维的能力，为政

治学专业英语、政治学经典研读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知识与方法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4学时 

知识单元 1：古代名著选读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柏拉图的《理想国》 
 2.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学习目标： 

 1．掌握《理想国》和《政治学》的主要内容。 
 2．提炼两本名著的基本要点并对其做出比较评价与分析 

作业： 

 《理想国》、《政治学》读书笔记 
知识单元 2：近代名著选读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 
 2. 洛克的《政府论》（下篇） 
 2．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3. 密尔的《论自由》   
学习目标： 

 1．掌握《君主论》、《政府论》、《社会契约论》、《论自由》的基本内容 
 2．对四本著作的核心要点进行比较分析 
作业： 

《君主论》、《政府论》、《社会契约论》、《论自由》读书笔记 

知识单元 3：当代名著选读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 

2. 亨廷顿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3.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 

学习目标： 

 1．了解当代西方政治学关注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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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掌握《极权主义的起源》、《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内容 
 3. 精读并分析三本著作的重点段落 
作业： 

 《极权主义的起源》、《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政治自由主义》读书笔记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4个，共 8学时 

实验 1：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小组读书报告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理想国》与《政治学》主要观点提炼、评价与重点段落分析 

实验要求：熟悉著作基本内容；评介柏拉图在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地位；研究亚里士多德著述的

基本特点；掌握阅读与分析名著的基本方法 

实验 2：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洛克《政府论》、卢梭《社会契约论》、密尔《论自由》小组

读书报告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主要观点提炼、评价与重点段落分析 

实验要求：熟悉著作主要内容；对比分析启蒙运动前后政治思想与学科关注的转变；掌握解释

与批判相结合的读书方法。 

实验 3：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小组读书报告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极权主义的起源》主要观点提炼、评价与重点段落分

析 

实验要求：熟悉著作主要内容；清晰梳理著作的主要脉络；掌握阅读与分析当代政治科学名著

的基本方法。 

实验 4：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小组读书报告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政治自由主义》主要观点提炼、评价与重点段落分析 

实验要求：熟悉著作主要内容；厘清书中主要观点逻辑关系；掌握当代政治哲学理论关注热点。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理想国》导读、作者简介及思想概要 2  

2 《理想国》重点段落分析及观点评述 2  

3 《政治学》导读、作者简介及思想概要 2  

4 《政治学》重点段落分析及观点评述 2  

5 小组读书报告 2  

6 《君主论》、《政府论》导读、作者简介及思想概要 2  

7 《君主论》、《政府论》重点段落分析及观点评述 2  

8 
《社会契约论》导读、作者简介及思想概要，重点段落分

析及观点评述 
2  

9 
《论自由》导读、作者简介及思想概要，重点段落分析及

观点评述 
2  

10 小组读书报告 2  

11 
《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导读、作者简介及思想概要，

重点段落分析及观点评述 
2  

12 
《极权主义的起源》导读、作者简介及思想概要，重点段

落分析及观点评述 
2  

13 小组读书报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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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政治自由主义》作者简介及思想概要 2  

15 《政治自由主义》重点段落分析及观点评述 2  

16 小组报告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西方政治史、西方政治思想史 

后续课程：政治学经典研读、政治学专业英语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熟悉所选西方政治学名著的主要内容、基本观点与相关争论 

难点：形成运用双语思考并理解名著的能力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启发式教学法 
 2. 双语教学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以小组读书报告及展示、小组研讨等形式对特定问题进行分析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课根据课程内容与自己时间灵活安排，主要用于小组读书报告与课程论文的研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小组读书报告占 40%；期末

考试占 5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西方政治学名著及相关导读、注疏类书籍为教材及参考书目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 
 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 
 3.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5年版； 
 4.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年版； 
 5.卢梭：《社会契约论》，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年版； 
 6.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 2005年版； 
 7.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8.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8年版； 
 9.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1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费拉里编《柏拉图<理想国>剑桥指南》，陈高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2. 巴恩斯编著《剑桥亚里士多德研究指南》，廖申白等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3. 阿尔瓦热兹著《马基雅维利的事业:<君主论>疏证》，贺志刚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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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4. 拉斯莱特著《洛克<政府论>导论》，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7年版； 

5. 吉尔丁著《设计论证: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卢梭注疏集)，尚新建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6

年版； 

6. 李宏图著《密尔<论自由>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7. 霍尔等编著《阿伦特手册：生平·著作·影响》，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 

8. 莱宁著《罗尔斯政治哲学导论》，孟伟译，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执笔：黄璇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6日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课程号：3050200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及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帮助学生建立完整的学科知识背景；2、为四年的专业学习奠定基础；

3、初步了解并掌握基础的专业概念、理论工具和思考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政治学一级学科的基本概念和术语，熟悉其学科

思想理论的重要发展背景和成果，在此基础上了解二级学科国际政治中的主流理论和研究方法，为

学生今后的专业学习打下坚实基础，为西方政治思想史、国际政治学原理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学

习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5学时 

知识单元 1：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基本工具与方法。 

2．历史起源、大国崛起、格局建立。 

3. 经典外交案例提供的经验教训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关系史的专业学习方法。 

2．掌握更具“3S”原则分析国际关系的思路。 

知识单元 2：维也纳体系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主权体系的建立与巩固。 

2．门罗主义与东方问题。 

3. 中欧权力的变迁 

学习目标： 

1．了解维也纳体系的突出特征。 

2．掌握均势理论的分析方法。 

3．经典民族国家实现统一的外交案例。 

作业：复述欧洲权力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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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3：俾斯麦体系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德意志的地缘政治。 

2．东方问题的发展。 

3. 欧洲体系到全球体系的过渡。 

学习目标： 

1．独立评述德意志的外交之路。 

2．了解国际政治权力转移理论。  

知识单元 4：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20世纪初的权力转移。 

2．一战后的欧洲与亚太。 

3. 主权原则的时代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20年危机”。 

2．总结评价美国外交的经验教训。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什么是国际关系学科视角 3  

2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 3  

3 欧洲五强格局 3  

4 七年战争后的波兰和美利坚 3  

5 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国际关系 3  

6 维也纳体系的运行与门罗主义 3  

7 东方问题 3  

8 克里米亚战争后的中欧权力整合 3  

9 俾斯麦体系 3  

10 国际关系体系由欧洲向全球的过渡 3  

11 第一次世界大战 3  

12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3  

13 20年危机 3  

14 第二次世界大战 3  

15 雅尔塔体系 3  

16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后续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国际政治学原理、战后国际关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学科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 

难点：对均势原则的理解和独立思考。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授与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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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例分析。 

教学手段： 

1.课件。 

2.视频。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考试占 10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唐贤兴等编著《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7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汉斯·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1月 第 1版 

执笔：李晓燕  审稿：刘星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30日 

 

国际政治学原理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课程号：305020053 

一、课程教学目标： 

国际政治学原理是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国际政治学是揭示国际社会中各种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及

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旨在 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国际政治学

原理的主要内容，学习的重点和教学目的，掌握国际政治学原理的主要研究方法，提高专业理论水

平，为从事国际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第一章 导论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与学科范畴 

国际政治学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是揭示国际社会中各种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

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得一门新兴学科。它不同与国际关系学，侧重于研究国家间的政治关

系。 

二、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国际社会中各个国际政治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

一般规律。首先，国际社会是一定历史时期内各个人类共同体或国家间相互交往关系的总和，是国

际政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其次，国际政治行为主体是国际政治社会中最主要的构成要素，包括国

家行为主体，即主权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即国际组织、跨国政党、跨国公司等。第三，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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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主要研究行为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 最后，国际社会各构成要素之间政治关系发展变化的一般

规律。  

三、国际政治研究的实用方法 

1、国际政治系统论。50年代后期，系统论被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国际政治学家开始运用系

统论来研究国际政治问题，特别是研究国际政治社会和国际政治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变革。  

2、国际政治沟通论。 60 年代以后科学行为主义方法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人物是美国

哈佛大学教授卡尔·多伊奇。沟通论源于控制论，强调政治系统与其他诸系统一样，是一个借信息

的获取、传递、处理、利用而实现维持、变化和控制的过程。  

3、博弈论，又称对策论。原是一种数学的运筹学方法，20 世纪 40 年代被应用到经济学中，

用来分析经济和贸易竞争。50 年代以后被广泛应用于国际政治研究领域，最常见的国际政治博弈

论模型有“小鸡游戏”、“囚犯的困境”等。  

4、国际合作机制论。最早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提出“国际合作机制”概念的是约翰·鲁杰，他

把国际合作机制定义为已经被一部分国家所接受的一系列相互期望、规则和规定、计划、组织的能

量和财政义务。  

5、公共选择范式。公共选择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方法”，主要是运用现代的或古典经济学的

方法来分析政治过程和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新现实主义的研究方法之一。公共选择范式

主要是通过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对政治过程和政治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分析。  

6、比较政治经济方法。 主要运用来对国际政治经济进行比较研究，其研究的重点是各种不同

的政治经济制度的运行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 

第二节 国际政治学的形成与发展 

一、国际政治学形成的条件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确立和发展，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国际分工的

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把世界各国从经济上联结成为一体，使得彼此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之

间的依存关系不断加深，从而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构成了当今世界的国际政治社会。 

2、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垄断逐渐取代自由竞争而占据统治地位，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成为垄

断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帝国主义国家为攫取高额的垄断利润而在经济上和领土上将世界瓜分完

毕，同时，也使整个世界形成为经济和政治上的整体，形成了统一的资本主义全球国际关系体系。  

3、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于 20世纪 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束以后，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在西方国家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步形成广较为专门

和系统的国际政治教科书和理论著作。  

二、国际政治学的理论渊源 

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的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学科： 

1、哲学。哲学是社会科学中最古老的学科之一，在东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过程中，“人性论”占

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历代哲学家都从人性的“善”或“恶”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人与人之间、国家

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2、政治学。国际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受政治学的影响最为直接。政治学说中

的国家主权理论，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理论，以及国家意志论、社会有机体论、功利主义和实证

主义等等，都对国际关系理论具有重要的影响。 

3、世界史学。世界史学对世界历史中具体史实的研究，大量涉及到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理论

问题，而目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本身，就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4、国际法学。国际法是调整国家间相互关系，规定其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原则和制度的总和，

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直接相关。国际法学自近代以后逐步完善，先于国际政治学而形成了自己独

立的学科体系。  

5、地理学。地理学与政治学的结合，早在古代就已出现，近代以后，随着政治学的发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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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学从国家的地理状况，以及不同的地理空间和位置的角度，

论及了不同国家所应采取的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在国际政治学形成以后，成了国际政治学的一个

重要的分支。 

6、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起源于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政

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早期的政治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将其应用于对国际问题的研究，论述

了国际关系中的政治经济互动，为后来国际政治学中的现实主义理论、新现实主义理论，特别是国

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三、国际政治学的发展与演变 

国际政治学自形成至今，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1、国际政治学的创立阶段。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政治学处于初创阶段。首先是在组织机构的法发展，

其次是各国大学、学院中的国际关系教学研究机构大量涌现，国际关系的课程有了明显的发展，一

些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教科书和论著作陆续出版。 

2、西方完整的国际政治学的确立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至 20世纪 6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胜利对整个世界面貌的变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美国凭借其雄厚的经

济军事实力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战前已初具规模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在战后以美

国为中心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 

3、国际政治学在全球范围内大发展的时期（20世纪 70-80年代）。 

首先，西方国际政治学有了新的发展。 其次，在西欧，与西欧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对外关系的

实践相适应，西欧主要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有了很大发展。 第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学

相继建立起来。  

4、冷战结束后的新发展（20世纪 90年代以来）。 

首先，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在理论体系、子学科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均趋于完善。其次，

当代马克思主义取得新的进展。 第三，世界范围内围绕世界新秩序而进行的理论探讨逐步深入。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学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研究国际政治的基本方法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其重要理论贡献在于消除了以往历史理论的重要缺

陷，不仅考察人们历史活动的动机，而且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不仅阐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

客观规律，而且阐述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规律的根源，并且强调了人民群众对创造历史的作用。 

2、坚持政治与积极相结合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

政治学有机结合的产物。重商主义强调政治决定经济，古典政治经济学强调经济决定政治，而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将其贯彻于对国际政治经济相互作用

的分析，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理论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3、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方法。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际政治的重要理论  

1、时代观。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基础是对不同历史时期生产方式和由此产生的阶级关系的分

析。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不同生产方式看作

不同的社会时代，对自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基本特点作了精辟分析。列宁根据所处时代的变化，

提出了生产方式与世界革命形势现结合的时代划分方法，提出了时代发展阶段性的观点，提出了“战

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 

2、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体系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世界体系的分析是建立在其对国际

分工、世界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产阶级及其历史地位的分析基础上的。 列宁依据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世界体系进行了系统阐述。 

3、民族殖民地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的特点及其对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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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和发展的作用进行了详尽论述。 列宁发展了这一理论，就区分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问题，

殖民地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问题，民族自决权原则问题，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战争

问题进行了客观的阐述。 

4、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应用于国际政治学研究，重

点研究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出发，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对社会关系进行抽象的理论学科，以劳动价值论为

基础，为剩余价值论为核心，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现象背后所隐含的各种政治、经济及社会关系。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从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后的基本特征出发，论述了与国际政治经济相关的一些

基本问题，得出了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 

第四节 中国的国际政治学 

一、中国国际政治学的建立与发展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外交系，1955年扩大为外交学院。60年代起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大学和复旦大学设立了国际政治系。一些外国问题研究机构建立，专业刊物出现，编辑和翻译的国

内外学术及政治著作和教科书出版。文化大革命时期国际问题研究受到严重损害。1978 年中国改

革开放后，国际问题的研究出现新的高潮。 

二、中国国际政治学的现状 

目前正处在探索和创建阶段，方向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正确地吸收和借鉴国

外国际政治学理论中的科学成分，继承和发扬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在坚持与发展、借鉴与扬弃

中，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三、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理论框架 

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起步较晚，但是依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为建立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科

体系做出了奠定了基础。主要的理论贡献有（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三个世界战略划分；（3）

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4）国际政治新秩序；（5）国际关系民主化；（6）新安全观；（7）和谐世界

等。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教学，旨在帮助学生了解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和基本研究方法；熟悉国

际政治学形成的历史演变过程，国际政治学形成的基本条件和理论渊源；掌握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

学的主要内容，并对探索和发展中的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有所了解。 

作业： 

1、试析国际政治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2、通常分析国际问题的方法有哪些？试用一方法分析一国际问题。 

3、如何看待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学？ 

4、你认为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科建设需要做哪些工作？ 

知识单元 2：第二章 当代西方国际政治学基本理论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主要流派 

一、理想主义学派 

理想主义学派（Idealism）,也称规范主义理论，是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中形成最早的一个学

派 。 

理想主义学派在哲学观点上主张的是人性善的学说。在政治观点上，理想主义崇尚国家和世界

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主张恢复国际规范，建立国际普遍安全机构，完善国际法及其职能，加强国家

间的相互合作，用理性战胜邪恶，最终实现一种和平稳定的世界秩序，避免世界战争的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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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最初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第 28 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理想主

义学说受到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二、现实主义学派 

现实主义学派（Realism）是在对理想主义学派的批判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中逐步形成

的。现实主义学派与理想主义学派的主要分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政治哲学观上、在伦理观点上、

在看待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作用上 、在对国际社会及其发展前景的看法上都不相同。现实主义的

代表人物是英国威尔士大学教授爱德华·N·卡尔。 战后，西方最著名的现实主义理论代表是美国

的汉斯·摩根索、法国学者雷蒙利隆以及乔治·凯南、昆西·赖特等人。现实主义的理论中最核心

的概念是权力和利益。 

三、新现实主义学派 

新现实主义学派（Neo-Realism）产生于 20世纪 70年代，正值美国的霸权地位衰落和第三世

界异军突起。1973 年的石油斗争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战后一直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中占统治

地位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已经无法单纯用权力和利益来解释国际社会的现实。西方一批学者

开始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进行改造和补充，形成了新现实主义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肯尼思·华

尔兹等人。  

四、新自由主义学派 

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强调的是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认为这种经济联系是国际体系之

内确立和维持秩序的基础。按照这一理论的假定，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与一体化，以及各国经济利

益的日益融合，国家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会越来越深化，越来越普遍。正是这种日益发展的相

互依存,深刻的改变着国际关系的性质，使得国际合作日益成为可能。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罗

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 

五、建构主义学派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冷战结束以来在欧美国家国际关系研究中凸显的一个重要学派。

与传统的主流学派相比，该学派被认为对国际政治的一些重要问题更具解释力。建构主义认为，物

质世界并不决定或构成行为者所从事的行为，还存在一个意义与知识的世界，这个世界包含了行为

者对其周围世界的解释和理解。代表人物为亚历山大·温特。 

第二节 西方国际政治学基础理论 

一、均势理论 

均势理论是最古老，也是最持久、影响最为广泛的“国际关系”理论。均势政策首先由英国的

红衣主教沃尔西提出，后来，在 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和 1815年的《巴黎条约》中明文写入。

从此以后，它一直是欧洲国际关系舞台上不可或缺的主角。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和凡

尔赛——华盛顿体系，到“冷战”时期，美苏两霸高度对峙的状态，无不显示着均势的思想和战略。   

二、霸权理论 

霸权理论 20世纪 70-80年代兴起，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乔治·莫德尔斯基、

罗伯特·吉尔平和罗伯特·基欧汉。根据他们的理论，霸权看作是一种正常的、合理的历史现象，

霸权的兴衰是一种超越时代的周期循环，甚至是使国际格局稳定的因素。此外，他们还将霸权战争

看作是永久存在的，是国际政治变革的基本动力所在。  

三、相互依赖理论 

相互依赖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代表作是他们合作的著作《权力与

相互依赖》。  

四、世界体系理论 

世界体系理论是一种以新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理论框架的理论，它以批评帝国主义而著名。该理

论认为，世界政治是发生于全球资本主义逻辑支配下的世界体系的范围之内。这个世界体系的一个

关键性的结果就是富裕和强大是以贫穷和弱小为代价。世界体系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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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旨在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流派和基础理论。这些流

派和理论对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源远流长，影响极大。准确地把握这些理论范式的内涵和特征，

对于研究国际问题是十分重要和必须的。 

作业： 

1、试分析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异同。 

2、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观点是什么？ 

3、建构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与理性主义理论相比，有哪些长处与短处？ 

4、运用均势理论，分析欧洲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均势状态，并说明其原因。 

5、你怎样看待霸权理论，是否同意霸权是维持国际秩序不可缺少的因素？ 

6、“相互依赖”如何影响一国独立于他国行使的能力？其弱点是什么？ 

7、试用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两种基调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进行客观评说。 

知识单元 3：第三章 国际政治行为主体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国际政治行为体 

一、国际政治行为主体 

国际行为主体是指能够独立地参与国际事务并发挥影响和作用的一系列实体。目前国内外学者

普遍认为，构成国际行为实体的主体应当具备一些基本的要素或基本特征。主要包括必须具有一定

的行为能力；必须具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必须拥有相对稳定或固定的组织形式，必须具有一定的独

立性和自主性。国际行为主体经历了一个由一元变为多元的发展过程，由开始的单一主权国家行为

主体逐步发展为国家与非国家两大类国际政治行为主体并存。 

二、国家政治行为体及其特征 

主权国家虽然不是国际舞台上唯一的行为主体，却是国际政治中最主要的行为主体。国家作为

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的基本特征与国家在国内政治学意义上的本质特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家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必须具备三大要素：具有固定的领土和一定数量的居民；

具有一定的政权机构；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作为国际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我们研究的不是作

为一般政治形态的国家，而主要是研究国家的对外行为，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主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地

位和作用。  

三、非国家行为体及其特征 

非国家行为主体是指那些主权国家中外的、能够独立地参与国家事务并发挥职能作用的政治、

经济实体。非国家行为主体的出现是国际关系不断发展的产物。非国家行为主体大致可以区分为国

际组织和跨国公司这两种基本类型。非国家行为主体的重要特征是参与国家事务的间接性；对外行

为的跨国性和职能作用的协调性。 

第二节 民族与国家 

一、近代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最早的民族国家大约是历、17 世纪在欧洲大陆孕育产生的，经历了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

14 世纪末期，欧洲封建割据势力受到抑制，王权加强了自己的地位，由此产生出以民族为基础的

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从基督教社会到民族国家的转变，是欧洲进入一个以国家主权为特征的新时

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西欧的专职国家多以一个主体民族为基础，王权统治疆域与民族的生存

疆域基本吻合，因此，民族冲突呈现出向外的性质，表现为国家间的冲突和对外战争。 

二、民族国家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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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首先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的民族主义的核心概念，是一种理想的国家形

式，是可能性意义上的国家。中世纪的欧洲，既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更没有民族国家。随着资

本主义的发展，在建立统一国内市场的要求驱动下，在西欧形成了以建立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民族主

义的要求。现实中的民族国家与理想的民族国家并不一致，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现实

的民族国家基本上都不是单一民族建立的，民族的界线与国家的界线总是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不一

致，即使是被看作民族国家之典型的英国和法国，在民族构成上也不是单一的和同质的。  

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主要指一些共性的特点，它们是：（1）国家主权的独立性；（2）国家领土

的统一性；（3）国家权力的世俗性；（4）国家民族单一性。民族国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现实的

政治进程中，民族国家可以转变为多民族家，多民族国家也可以分化为多个民族国家。 

三、民族主义与当代国际政治 

民族主义的定义是多种多样的，无论如何界定，民族主义总是各种各样的社会要求的产物，诸

如政治要求、文化要求、宗教要求等。在这些要求中，最根本的是政治要求。在政治层面上，民族

主义可以说是一个具有认同感的人类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休戚与共，这些人有民族地位意识，谋求给

予这种共同体一个政治实体，要么是建立独立的国家，要么则实现自治。 当代的民族主义运动就

清楚地反映出了这种特点。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全球性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引起了世界政治局势的激烈动荡，出现了许多

热点地区。  

第三节 国家利益与国家实力 

一、国家利益及其特征 

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内有利于其绝大多数居民的共同生存与进一步发展的诸因素的综合。根

据国家利益的不同组成部分的重要程度，可将其分为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根据国家利益的时效性，

可将其分为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根据国家利益的适用程度，可将其分为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目

前比较常用的方法是从国家的安全、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四个方面来界定。  

国家利益的基本特征有（1）客观性和抽象性；（2）客观性与主观性；（3）全民性和阶级性。     

二、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 

权力即强力是西方政治现实主义的传统概念。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追求利益，主要通过权力的运

作来实现。具体表现为运用权力关系来实现相互影响。施加影响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和平的。

接受影响的方式也不是单一的，可以是被迫的，也可以是主动的或自愿的。权力作为一种政治概念

和政治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主要是指，在国际政治互动关系中，一个国家影响或

改变其他国家行为的能力。 

三、综合国力及其判定 

国家的实力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既包括有形的构成，如地理条件、人口、自然资源、经济

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也包含无形的构成，如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局势等，它是两者

的结合。在估价一个国家的实力时，必须将两者综合起来加以分析，即“综合国力”。国家的实力

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国家实力的不同构成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在

国家的实力构成中，物质构成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一般情况下，物质力越强大的国家，实力地位就

强，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的作用就大。但是在有的情况下，小国、弱国同样可以取得较强的实力地位，

发挥较大的作用。  

第四节 国家对外决策 

一、国家对外目标 

国家的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目标设定关系重要。一般而言，任何一项外交政策都以最大程

度地实现国家利益为最终目标。但是国家利益并非抽象的，它由各种具体的利益综合而成，因此外

交政策的目标，除了最终目标之外，还有诸多具体的目标。外交政策目标的分类，一般可分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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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目标，（2）现实目标，（3）发展目标，也可称预期目标。主要指一国在可预见的未来所要达到

的外交目标，这类目标大多是较现实可行的目标。（4）理想目标，也可称战略目标。它更多地表现

为对本国利益与国际社会发展趋势的一种目标设定。最佳的外交目标设定应是根本目标、现实目标、

发展目标与理想目标的有机综合。  

二、国家外交决策过程  

各国的政治体制、外交程序与机构组织不尽相同，外交决策也无相同的模式。各国的外交决策

一般都有自己的传统习惯，但是无论形式有何差异，外交决策过程一般总有以下几个阶段。（1）准

备阶段。（2）加工处理阶段。（3）外交决策阶段。（4）实施与调整阶段。  

三、影响外交政策的基本因素 

设定外交目标，应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结合、科学分析与综合的结果。任何一类外交目标的设定

都受到外界多种因素的影响，只有对客观因素有清醒认识，才可能产生较合理的外交目标。影响外

交目标设定的客观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1）国际环境因素，主要包括世界政治与经济发展状况；

国际舆论状况；重大关系国的态度与反应等。（2）国内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军事力量与自然资

源因素；国内政局、国内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因素等。 

四、外交政策的决策模式 

外交决策的过程不仅是力量与手段的抗衡，也是智慧的较量。特别是实力接近的冲突各人，谋

略就更重要。高明的谋略要求把双方可能的选择和后果都估计到，在此基础上找到一种最有利于自

己的方案。策略博奕论被当作国际关系中一种特殊的决策分析方法，也被当作指导国际冲突和对冲

突结局进行估价的一种特殊手段。策略博奕论的基本模式有两种。（1）“零和对策”，或称“零点对

策”，即一方所得必为另一方所失，得失之和为零。 （2）“非零和对策”，即双方所得所失之和并

非都等于零。其典型模式有“小鸡游戏”与“囚犯困境”。 “非零和对策”是在国际冲突中常用的

对策方式。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旨在帮助学生对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内涵和外延有准确的了解和把握。国际

政治行为主体主要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两大类，民族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形

成于近代社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重点分析国家利益的构成，国家实力的计算方法，以及国家

在对外决策时主要考虑的因素和基本过程。 

作业： 

1.阐述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中心地位 

2.试析非国家行为体在当今国际政治现实中的地位及发展趋势。 

3.什么是国家利益？如何界定国家利益  

4.国家实力是如何测算的？对国家对外关系的影响是什么？ 

5.为什么说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 

6.国家制定对外战略的重要依据是什么？ 

7.影响国家外交决策的因素有哪些？兼评内政与外交的关系。    

8.试使用搏弈论的决策模式分析国际关系实例。 

知识单元 4：第四章 国际政治的体系、格局与秩序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国际政治体系 

一、国际政治体系的内涵 

体系即系统，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构成体系的基本条件，是组

成部分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  

国际政治体系，是国际政治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既对立又统一的有机整体。它区分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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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体系和区域体系，包括有政党体系、国际组织体系和各类国家体系等，这些体系就是不同层次的

子系统，其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最终形成国际政治体系，即总系统。 

在历史长河中，国际政治体系先后曾具体表现为：（1）帝国体系，如罗马帝国、英殖民帝国，

具有集权式的统治机构；（2）势力范围体系，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集团，具有健全的组

织指挥机构；（3）和平共处体系，如不结盟运动，具有平等协商，共同决策和轮流主持的会议机构；

（4）无世界政府无国际组织的无政府主义体系；（5）无世界政府而有国际组织的无序与有序并存

的国际体系。国际政治体系不是国际社会，它不完全由主权国家组成，也无密切的经济联系，缺少

公认的行为准则。 

二、国际政治体系的基本特征 

国际政治体系由基本政治单元组成，体系的特点既取决基本政治单元，也取决于基本单元相互

作用，对立统一的体系自身的结构状态。因此，应该从国际政治研究的第二层次与第三层次，即主

权国家层次与国际体系层次，进行综合分析，才能较客观的发现国际政治体系的一般特点。（1）国

际政治体系的相对稳定由一般国际行为规则维护。（2）基本单元的共同行为与相互作用构成体系的

基本特点。国际政治体系的特点，取决于基本单元所处时代的基本性质。（3）基本单元的多样性决

定国际政治体系的表现形态的复杂性。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体系中稳定性最强、消亡率最低的基本

单元。（4）基本单元的综合国力的对比关系决定了国际政治体系的存在形式。  

三、国际政治体系的发展演变及其规律 

迄今为止，国际政治体系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 

第一时期从拿破仑战争开始，近代国际体系向现代国际体系的转化。19 世纪后期，欧洲力量

格局再度改变，奥地利在资产阶级革命风暴中被削弱，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削弱，而普鲁士却

通过对丹、奥、法的三次战争统一德国，取得欧洲大国的地位。英法两国为取得优势地位，也捐弃

前嫌，结成联盟，于是欧洲新的力量均势形成了。欧洲两大联盟的对峙，在 20 世纪初，演变为重

新瓜分殖民地的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一战”结束，英法集团取胜。巴黎和会签订了《凡尔赛和约》，并建立第一个国际性的综合

组织国际联盟。英法成了欧洲政治体系的中心。华盛顿会议的召开标明美国在欧洲国际政治体系中

逐步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的确立，表明欧洲中心的国际体系逐步瓦解，西欧

北美联合的国际体系形成。 

第二时期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二战”爆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被埋葬。

英法在战后已衰落，丧失昔日主宰世界事务的地位，德、意、日作为战败国已一蹶不振。“二战”

中，美国大发其财，并在中途参战，战后由地区大国上升为世界超级大国。苏联在战后经济迅速恢

复，上升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国。以美苏为主，由美、苏、英、中四大国构筑的“雅尔塔体系”

取代“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力量均势，取代了西欧北美的列强的力量

均势，“雅尔塔体系”建立了战后 40余年的以“冷战”对峙为特点的国际政治体系。 

第三时期从 20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初，战后出现的“雅尔塔体系”显示了一些新的特点：

沿袭了国家主权、国际法、均势原则等三项国际政治体系的基本原则，但以《联合国宪章》取代《国

际联盟盟约》，以联合国取代国际联盟。维持着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力量平衡，主要是美苏

之间的势力平衡，这种均势以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为基础，以军备竞赛与冷

战遏制对抗为特征，以美苏全球争霸为主线。加速了殖民体系的崩溃，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高涨，

第三世界在两大势力角逐的夹缝中形成并发展为独立的国际政治力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意味着雅尔塔体系不复存在，新的国际政治力

量正在重新分化组合，以形成新的力量均势，一霸多强或一极多元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各国对新

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的设想不尽相同，未来的国际政治体系尚未成型，世界人民正盼望出现更合

理更平等的世界新秩序。 

第二节 国际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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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政治基本格局 

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国际政治系统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其相互关联主要表现为以主

权国家为主角的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冲突。竞争、合作。依存。  

所谓格局，是指事物内在的结构、规模或样式。国际政治格局，是指国际舞台上的主要政治力

量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结构状态。换言之，国际政治格局就是国际

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力量的对比状态。国际政治格局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系统，与一般国际政治系统或

广义国际政治系统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国际政治格局的构成要素并不是所有的国际行为角色，而是

国际政治力量。  

二、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 

国际政治格局最为国际系统的一种表现形式，无论其居于各种类型，均具有一些共同性的特征。

（1）国际政治格局总是同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相联系，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2）国际政治格

局总是同世界经济格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3）国际政治格局总是同一定形式的国际秩序相互

联系、相互作用的。（4）国际政治格局在其演进、变化的过程中，总是相互交错、呈现过渡性的特

征。 

三、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模式 

国际政治格局是一种政治力量对比的结构状态，政治力量与权力是完全不同的。区分格局的不

同类型，主要应当依据格局的内部结构和外在形态。所谓内部结构，是指构成一定格局的政治力量

的特征以及各种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容与结构。所谓外在形态，是指政治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组

合形式与规模特征。国际政治格局区分为四种基本类型（1）一元格局，或称单极格局。（2）两极

格局，即两个大国或两大集团之间的相互对立和相互制约，对整个国际事务起着决定性的影响。（3）

多极格局，即多种政治力量相互制约，各种政治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各自独立、基本平等，相互之间

不存在两盟或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4）两极多元格局，这是一种由两极向多极、或由多极向两极

的过渡性格局。 

第三节 国际政治秩序 

一、秩序与格局 

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历史范畴。国际格局是指一定时段内国际

主要战略力量的实力对比和力量组合而形成的基本结构；其基本特征是一是具有整体性，它体现为

一种世界权力体系，而不是地区范围的权力结构。二是具有客观性，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世界权力

结构，而不是一种主观设定。三是具有相对确定性，它一经形成就会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

体系的相对稳定。四是具有均衡性，体系内的各种战略力量相互作用、牵制，使该体系在一定时期

内能维持均势结构。 

国际秩序，包括国际政治秩序和国际经济秩序，则指的是国际社会主要战略力量之间围绕某种

目标和依据一定规则相互作用运行的机制，它是大国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实力和对外政策相互作用

的产物。国际秩序也有三个特点：一是具有相对稳定性； 二是具有一定时效性；三是具有协调作

用性，它体现为对国际主要战略力量相互关系和相和相互利益的协调作用，对不同类型国家在国际

社会中的地位及排序有很大影响。  

二、国际秩序理论的演进 

近代国际政治理论中，有关国际秩序的论述往往与均势论、国际法与世界政府等观念相关联。

现代国际政治学研究中，均势学说、国际法与世界政府学说被人们视为国际秩序研究的基本理论和

手段。（1）均势理论意味着均衡和平衡，从古典均势理论发展为现代均势理论，为的是克服国际社

会的无政府状态，建立稳定的国际秩序。（2）维持国际秩序的另一种范式是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

准则。20 世纪以来，国际法主体增多，国际法作用增大，成为约束国家间行为的一种力量。（3）

世界政府。这一思想起源于中世纪，后不断发展演进。国际新秩序的创立，与这三种因素密切相关。 

三、各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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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世界格局的转型与演进，为各国，特别是世界大国与未来世界大国改变其国际地位，

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各国都想设计某种方案，为自己在未来世界格局中谋求一个有利的位置，并且

展开了一场争夺建立国际新秩序主导权的斗争。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国际新秩序的理论有（1）美国

领导的“世界新秩序”。海湾战争为美国提出其主张提供了极好时机。布什利用海湾战争的胜利来

证明：美国是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全能冠军”，以此构筑“单极世界”。（2）西欧

主张的“美欧日三极体系”。欧洲多数国家不接受美国领导的新秩序，不赞成美国的“单极世界”，

但在政治目标上与美国保持一致。（3）日本主张与西欧类似，即组成美欧日“三极世界”，日在其

中起“主导作用”，日本认为美国“是未来新秩序中最重要的因素”。主张实现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

观与政治多元化。（4）中国。中国主张多极化世界，大小国家本质上一律平等，建立具有公正合理

的全新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教学，旨在帮助学生从宏观上了解和把握国际社会的整体架构；国际政治体系的构建，

发展演变的历史及其主要特征；国际格局的形成及其演变，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演变及其不同国家

的主张；掌握分析和研究国际社会总体面貌的基本方法和视角。 

作业： 

1.论述国际政治的体系、格局与秩序之间的关系。 

2.从国际政治学角度，评述“欧洲中心论”。 

3.如何认识国际政治格局与国际经济格局之间的关系。 

4.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的特点是什么？ 

知识单元 5：第五章 国际政治的制约因素分析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自然因素 

一、自然三要素 

自然环境通常是指环绕人类社会的自然界，其中包括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各种自然条

件。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社会物质生活经常必要的条件。（1）地理因素。其中包

括：地理位置、国土面积、地形地貌等。（2）人口状况。人口状况既是指世界人口的总体状况以及

人口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的分布情况，也包括某一国家的人口状况。（3）自然资源。一般是指天然存

在的自然物，不包括人类加工制造的原材料。如土地资源、矿藏资源、海洋资源、生物资源。水利

资源等等。自然环境作为一种有形的物质存在，对国家综合国力的构成产生着直接的、甚至是巨大

的影响。 

二、地缘政治学 

地缘政治学又称地理政治学，产生于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它逐步发展成为一种解释政治现象

与地理因素关系的理论，并进而成为在国际政治中利用地理知识来支持和指导国家决策的一门学

科。其代表人物及主要流派有美国海军退役军官、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汉及其海权理论；英国

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特•麦金德及其陆权理论；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拜克曼的边缘地带说；德国的极

端主义学派代表人物豪斯浩弗等。地缘政治学对一国决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影响，但是片面夸大其

作用容易走向“地理环境决定论”。 

三、自然因素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 

自然环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和作用不仅表现在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及其对外决策与对外行

为的制约作用上，而且还表现在国家之间的相互行为与相互作用方面。自然环境对国家间相互行为

和相互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自然环境在全球范围内分布的基本状况影响了

一定时期内各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关系，从而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发展与演变产生制约作用。（2）由于

地理位置对国家行为能力和国家利益的重要制约作用，大凡地处海峡、海道以及陆上战略通道等战



3179 

略要地的国家与地区，因其扼守着大国谋求世界霸权的咽喉，往往成为国际政治争夺的热点地区。

（3）对自然资源全面争夺是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4）由于战后科技革命的发展与应用，环

境问题已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成为全球所面临的共同性问题。  

第二节 科技因素 

一、科技的发展及主要内容 

所谓科技革命，是指科学技术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根本性的质的突破和飞跃。科技革命的

这种推动主要作用于国际政治的总体结构并决定了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历次科技革命对

人类社会的影响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第一次科技革命开始于 18世纪 60年代的欧洲，它是以蒸汽

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工业大革命。这场革命造成了纺织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造船业以

及航海交通的大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当时欧洲各国生产力的发展。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于 19 世纪

下半叶的欧洲和北美地区，它以电力技术的推广与应用为标志，引起了电灯、电报、电话和电动机

的出现及其生产力的大发展。整个世界形成了以少数欧洲国家为中心的、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

行殖民压迫的完整的全球体系。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美国。以电子计算

机、原子能和空间技术的发明与应用为标志，并且紧密地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第四次科技革命的

浪潮开始于 70 年代，给世界政治和经济带来了一系列全球共同关心的问题，使得世界在时间和空

间上变得更加狭小和透明，人类的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和扩大，世界政治经济的全球化和整体化

不断向纵深发展。 

二、科技革命对国家对外行为的影响 

科技因素对国家实力地位和对外行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构成一国综合国力的诸要素起制约

作用，改变国家的实力地位来限制国家对外目标的选择范围和对外政策的实施手段。具体表现在（1）

科技因素改变了自然环境这一国力构成的相对稳定的因素，使环境对人类政治行为的影响变得更为

复杂化。（2）科学技术对国家经济实力的影响。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力，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转

化为直接的生产力，通过作用于经济领域而成为影响国家实力地位的重要因素。（3）科学技术对国

家军事力量的作用。许多新的科技人叫和发展往往是在军事科学领域里首先取得并应用的。（4）科

技因素对国力构成的精神要素的影响。国家科技水平的发展，会提高全体国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

感，增强国民士气和政府的组织能力以及国家的凝聚力，从而使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了全面的提高。 

三、科技革命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科技战已成为当前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这主要表现在：（1）科技战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政

治斗争的重要内容。 （2）科技因素使得战争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更加复杂化。（3）科技革

命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了国际政治的全球化，并大大丰富了国际政治的新内容。  

第三节 军事因素 

一、军事因素及其构成 

军事因素反映的是各国的军事实力状况和对外军事战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际军事关

系。主要包括：（1）战争。（2）武装冲突。（3）军备与军事实力。（4）军事集团与军事同盟组织。

国际政治关系表现为政治权力关系、军事关系、外交关系、法律关系，甚至文化关系等许多方面，

军事因素是其中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  

二、军事因素与国家对外决策 

军事因素制约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战略必然对其对外政

策的制定与实施产生影响，并对其对外决策的目标和行为方式产生直接的影响，进而制约着国家在

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1）军事力量是构成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内容。（2）军事因素导致对外

决策的调整。（3）军事战略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军事因素与当代国际政治关系 

军事因素制约国际政治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对一国的综合国力，对外行为和对外决策的影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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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还通过一系列具体的形式对国际政治体系的运行产生制约作用。（1）军事因素改变国际政治的力

量对比，促使国家政治格局发展演变。（2）军事因素是制约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手段，直接关系到国

际政治目标的实现与否，进而影响国际政治关系的发展状况。（3）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科技革命

的发展，使国际政治中出现了相互依存的趋势，军事因素在国际政治中出现作用弱化的现象。 

第四节 文化与意识形态因素 

一、文化与国际政治 

1、化的定义及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所谓文化，从广义上说，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

上说，则专指社会意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即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

教等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国际政治中所研究和分析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上的文化。文化因素对

国际政治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文化因素是构成国家综合国力的基本要素之一。（2）文

化上的差异和矛盾是导致国际政治冲突的重要原因。（3）文化关系是实现国际对外政治经济目的的

手段和工具。  

2、塞缪尔•亨廷顿与《文明冲突论》 

3、宗教与国际政治 

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形式。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拥有如此众多的教徒和相当

严密的组织机构，必然会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1）宗教本身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同样

具有动员和团结本国人民的作用。（2）宗教和教派争端乃至战争是造成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内乱

与经济落后的主要根源。（3）宗教矛盾和冲突是导致国家间冲突和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意识形态与国际政治 

意识形态是指关于某一社会制度或生活方式的一系列根本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的价值观念，是

文化因素的一部分。在国际政治体系中政治文化的功能主要表现在（1）意识形态导致国际政治力

量的分化组合，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巨大影响。（2）意识形态影响着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3）意

识形态是国际政治斗争的手段。可以作为一种政治信念统一和团结本国人民；可以通过宣传抵制和

削弱地对意识形态的渗透；可以为本国的对外政策进行解释等。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教学，旨在帮助学生了解影响和制约国际政治发展变化的诸多因素。其中，既有自然

因素，经济因素和科技因素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有军事因素、文化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等内部原

因的影响，这些因素直接参与国际政治体系的运动过程，制约和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国际政治

的发展。 

作业： 

1.分析自然环境作用于国际政治的途径与方式。 

2.中国自然环境的基本要素及其与对外政策的影响。 

3.如何认识和评价地缘政治学理论？ 

4.文化的内涵是什么？影响国际政治的文化因素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5.你如何看待和评价“文明冲突论”？ 

6.军事因素在现代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 

知识单元 6：第六章 国际冲突、合作与安全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国际冲突及合作 

一、国际冲突及其处理 

国际冲突作为国际关系的交往形式之一，是一种矛盾对立的态势。 冲突作为一种态势，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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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而演变为激烈对抗或武装冲突，也可缓和而达成妥协，消除冲突。冲突根据空间领域分类，可

以包括：国际冲突、地区冲突、国内冲突、个人冲突；根据性质划分，有政治冲突、经济冲突、文

化与意识形态冲突等。从冲突的一般意义出发，国际冲突也可界定为主权国家或国际行为体之间的

矛盾对立态势。 

当代国际冲突具有的特点有：（1）全球性、广泛性和联动性。（2）国际冲突主要形式的转移与

兼容性。（3）国际冲突的频率与时间性发生变化。（4）国际冲突潜在的危险性与可控性。 

二、国际合作及其特点 

所谓国家间合作，一般指国家间为满足共同利益需要和实现共同目标过程中的协调和联合。国

家间合作一般以正式文件为基础，通过协议、条约或合作组织来实现。国际合作种类繁多，既有全

球范围的合作，也有区域性合作；既有双边合作，也有多边合作；既有平等自愿合作，也有不平等

的强制性合作；既有结盟的战略性合作，也有不结盟的一般性合作。国际合作现象尽管早已有之，

但作为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则在 20世纪获得充分发展。 冷战后期国际局势趋于缓和，国际合作，

尤其是区域性经济合作比重提高，全球合作呈现出超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广泛性、稳定性与形式

多样性等特点，并且与和平及发展的世界主题相关联。 

国际合作的内容主要表现在：（1）全球性社会问题。（2）消除日益扩大的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

问题。（3）促进一些国内问题的彻底解决，如人口增长、失业率高、资金不足等。国际合作的主要

特点有：全球性、普遍性、主动性、机制性、超意识形态性等。  

第二节 战争与和平 

一、国际战争 

战争与和平是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数千年的人类战争史，依武器性质为标准划分，

可分为若干不同的阶段。近代工业革命与第一次科技革命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可称作“冷兵器时

代”，其武器性质是以金属制的刀、剑、矛、箭为主。 近代工业革命的爆发，各类火药和机械兵器

的发明，开始了“机械火器时代”，其武器性质以各类机械枪、炮与黄色炸药等为主。 “二战”结

束之际，人类发明了核武器，从此，人类开始了由“非核时代”向“核时代”的历史转折。  

冷战结束后爆发世界大战的危险大大减少，但是由于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领土与边界纠纷等

因素，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并时有发生，制止战争，维护和平，仍然是人类面临

的首要任务。 

二、西方关于战争起源的理论 

战争的根源问题，是人类长期以来加以探讨的问题。西方研究战争起源问题有两大流派。持微

观战争起源理论的学者认为，国家仅仅是个人的扩大，因此，国家间战争的根源应当从个人因素中

去寻找。他们从生物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等角度出发，试图按照人的本性、心理活动或行为规律

来解释战争的根源。持宏观战争起源理论的学者则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组织学、政治学、

系统论等学科的角度，力图从国家的内部社会及经济结构、国家间的经济及政治关系以及国际体系

的变化来说明战争的起因。  

三、马克思主义战争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是产生战争的根源，战争只能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列宁认为，

“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内容，而这种政策的继续便是帝国主

义战争。 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国际关系的巨大发展及其带来的复杂化、多样化，当代社会出现

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已经不能完全用原有的战争观来解释，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

观点和方法来进行新的考察，并作出的新的判断。  

四、核战争时代的基本理论 

核武器的出现是武器的质的飞跃，它的特点是威力大，射程远，命中率高，作用时间长，后果

特别严重。它对战争的传统观念和某些规律提出了重大挑战：（l）改变了战争的形式与规模，改变

了传统的战争的时间和空间观念，改变了传统战争的程序。（2）对传统的战争目的提出了挑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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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的战争性质，即正义或非正义的判断，也提出了挑战。（4）核武器因其具有的毁灭性而难以

作为纯武器使用。总之，核武器是一把双刃剑，既威胁人类生存，又对世界战争起阻遏作用，即所

谓“核武器的自我约束”。因此，现实的世界和平是核恐怖下的和平，一种有巨大潜在危险的和平。

核大战将不再是政治的继续。 

第三节 国际安全 

一、国际安全的概念 

国际关系范畴的“安全”概念，是一个产生于西方的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提法

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常用的标准概念，成为取代诸如军事事务、对外政策、外交事务等较陈旧词

汇的新提法。 

自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安全概念的应用日益增多。尽管人们广泛使用这个概念，但对这个概

念的内涵却始终不能达成一致。有学者认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

的问题，人们往往会对“国家安全”作出不同的解释。因此，“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概念非常复杂，

任何一般的界定，都难免以偏概全。安全概念的界定之所以引起很多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原因有两

个：（1）安全研究只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子学科，而国际关系研究本身存在许多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

理论范式，这种情况必然造成对安全界定的不一致；（2）安全概念含有规范性因素，这意味着分析

家和决策者在检验以经验为根据的数据时会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并因而会对现实安全问题作出不

同的概念界定。  

二、国际安全关系的不同观点 

安全关系作为一个范畴，主要指的是国际行为体在安全事务中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安全研

究中，如何看待和解释这种安全关系的构成和属性，如何解释安全关系对于行为体的影响，是决定

研究者安全观的最基本的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对安全关系作出了不同的解释，才导致他们形成了不

同的安全观念和不同的研究范式。主要有：（1）现实主义理论范式。（2）新现实主义与安全合作。

（3）新自由主义安全观。(4)新安全观。  

三、国际安全战略选择 

国家要维护自己的安全，就要有适当的安全战略。国家的安全观包括两个范式：实力政治与合

作安全。实力政治的理论基础，就是权力政治。按照实力政治的观点，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

只有处于较强状态才是安全的，反之，则是不安全的。 1982年，以帕尔梅为首的“裁军与安全问

题独立委员会”率先提出了“共同安全”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核战争根本

没有胜利的希望，战争的双方只能同归于尽，因此，对抗的双方必须谋求共同的生存。持久的安全

只有在全体国家能够共享安全的时候才能实现，而这一点的实现只能通过建立在平等、正义和互惠

原则之上的合作。但是，国际安全体系中的任何合作都不可能是牢不可破的，因此安全合作具有脆

弱性。  

四、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 

从理论上探讨国际组织解决争端的机制，可以看到，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是存在着某种两难关

系的。这种两难关系表现为：国家是按照理想主义的模式创建国际组织的，但不得不按照现实主义

的方式在其中行事以维护自己的利益。 在这种合作中，每一个参与的国家都存在如何处理与国际

组织的关系问题。这种以契约为体现的关系既反映个别国家的利益与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的关系，

亦反映个别国家的权力与国际组织的权力的关系。 

第四节 国际和平维持机制及其建设 

一、冷战结束后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 

冷战结束后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有（1）恐怖主义。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重大的恐怖主义

袭击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主要表现以下几个特点：恐怖活动范围不断扩大；恐怖活动手段高科技化

等。恐怖主义成为 19世纪和 20世纪早期大规模战争的替代品”，是危害当代国际安全与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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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力量。（2）大规模毁伤性武器，又称“ABC”武器。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扩散是指上述武器

和运载工具及其技术和材料的扩散。冷战后的国际防扩散体制仍面临多种困难和挑战。（3）霸权主

义和强权政治。冷战结束后，世界的主题依然是和平与发展，但局部战争和冲突仍此起彼伏。一个

重要因素是少数国家继续坚持“冷战思维”，在国际关系中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二、和平维持机制及其建设 

国际和平维持机制，就是在军事、政治、经济范围内对战争危险的直接抑制，对战争能力与手

段的直接管制。并在其他广泛领域里积极调节和控制冲突，在广义上也可以视为消除和减少战争危

险，间接地维护了和平。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军备控制与裁军。所谓军备控制，是指对各国军事装备的发展、试验、部署和使用的限制

和管制。而裁军是指裁减军队和军事装备。两者目的均是降低对抗强度，缓和国际局势，克制冲突

发展，减少战争危险。   

2、强化国际法作用。国际法旨在调整国际关系，形成对国家行为和国家间相互关系有法律约

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为和平解决国际冲突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以及仲裁、审判等司法程序

和机构。国际法只要能得到世界各国的承认，就能对整个国际社会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国际法效

力是以国家意志的协议为依据的，本质上体现了国家利益的协调。只有确立了国家关系和国际生活

共同遵循的基本法律原则，才能有效地指导和规范国际社会的活动，抑制侵略和战争行为，建立起

一个新的稳定、安全和繁荣的世界。 

3、联合国维持和平机制与行动。联合国大会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所作的决议有强大的

政治与道义力量，安全理事会对此负有主要责任，是唯一有权采取强制行动的维持和平机关，其决

定对会员国有约束力。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的权威性必须得到维护。  

4、核威慑。核威慑是以核军备和核战争威胁来威逼对手因面临无法承受的报复而不敢贸然发

动战争的一种策略与手段，它是核战略的核心，其目标是以最小的战争风险，换取最大的威慑效果。

核武器的毁灭性威力，构成了核威慑的充分心理基础和客观基础，使它能以物质手段去达到心理效

果，即最大限度的威慑目的，成为阻遏核大国之间战争的有力手段。， 核武器的威慑作用，是一种

战略性的威慑作用。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旨在帮助学生掌握国际关系基本形态，国际竞争、国际冲突和国际合作的内

涵；战争与和平的基本理论，战争起源的东西方诠释；国际安全机制的形成及其特征。重点分析冷

战结束后国际社会面临的安全威胁，并就国际安全的保障机制进行研究和分析。 

作业： 

1.国际冲突与国际合作的辩证关系是什么？ 

2.在诸多关于战争起源的阐释中，你认可哪一种最有道理，为什么？ 

3.如何界定安全的基本概念？ 

4.怎样认识传统安全观与新安全观？ 

5.非传统安全因素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影响国际安全的？ 

6.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政治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7.如何评价国际组织在当今世界的作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导论 3  

2 第一章 导论 3  

3 第一章 导论 3  

4 第二章 当代西方国际政治学基本理论 3  

5 第二章 当代西方国际政治学基本理论 3  

6 第二章 当代西方国际政治学基本理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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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三章 国际政治行为主体 3  

8 第三章 国际政治行为主体 3  

9 第四章 国际政治的体系、格局与秩序 3  

10 第四章 国际政治的体系、格局与秩序 3  

11 第五章 国际政治的制约因素分析 3  

12 第五章 国际政治的制约因素分析 3  

13 第五章 国际政治的制约因素分析 3  

14 第六章 国际冲突、合作与安全 3  

15 第六章 国际冲突、合作与安全 3  

16 第六章 国际冲突、合作与安全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后续课程：国际战略学、当代中国外交、专业英语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通过学习，使学生系统的了解和把握国际政治理论的基本内涵，加强观察和分析国际问

题的能力，努力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难点：本课程理论性较强，需要学生对国际政治学的主要流派及其都要有全面的学习和把握，

需要学生大量阅读相关理论书目并准确把握各种理论的基本内涵。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启发教学法 

2. 引导讨论法 

3. 影视演示法 

4. 读书指导法 

教学手段： 

1. 课堂讲授。 

2. 音像资料放映。 

3. 课堂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学生出勤与课堂参与占 10%，期中作业占 20%，期末闭卷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参考书目和思考题。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蔡拓主编：《国际关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资中筠：《国际政治理论探索在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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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海国际关系学会：《国际关系理论初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1年。 

3、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4、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5、黄硕风：《综合国力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6、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7、刘金质：《美国国家战略》，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 

8、H·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 

9、K·N·沃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2年。 

10、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 

11、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 

12、A·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13、R·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年。 

14、H·基辛格：《国家战略问题》，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 

15、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 

16、库库尔卡：《国际关系理论问题》，商务印书馆，1990年。 

17、E·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 

18、R·基欧汉等：《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 

19、R·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 

20、R·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21、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2012年。 

22、倪世雄：《我国的地缘政治及其战略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年。 

23、邢悦：《国际关系：理论、历史与现实》，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24、托布约尔·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25、罗伯特·杰克逊：《国际关系学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执笔：刘长敏       审稿：      审定：    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0日 

 

国际政治经济学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课程号：305020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设置本课程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的学习，掌握国际与市场的关系，

以及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由此发生的经济关系所导致的政治后果，掌握分析国家与市场之间

的现实问题的方法和基本思路。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国际政治经济学：历史、理论与方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的理论和历史背景。 

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于 20世纪 70年代的欧洲和美国，是作为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分

支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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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 世纪学者们所从事的不是政治学研究或者是经济学研究，而是政治经济学。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学者开始将政治学与经济学分离开来。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十分强

调自由放任的政策，政治学和经济学分道扬镳。进入 60 年代中期以后，国际社会现实出现了非常

大的变革，不仅出现在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上，也表现在世界经济面临的新挑战。新出现的这些问

题，传统的政治学无法回答，新古典经济学也难以解释。理论必须充分研究国家的行为，同时也必

须考虑像跨国公司、银行和投资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此外，还必须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经

济增长率、贸易方式、投资、货币和财政政策等问题。 

2．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 

现代世界“国家”与“市场”的共存及其相互作用产生了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与市场，就不

可能有政治经济学。 

国家以及其政治作用如何影响生产和财富的分配，尤其是政治决策与政治利益如何影响生产和财

富的分配，以及这种活动的成本和利润的分配等等。市场及其经济力量如何对国家和其他政治行为主

体之间权力与福利的分配施加影响，尤其是这些经济力量如何改变政治与军事力量在国际上的分布。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含义。问题的焦点在于：国家和市场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全球性经

济及技术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同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政治体系的持续分化的冲突，是国际政治经济

学的重大主题。由世界经济依存关系建立起来的国际权力关系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心的问题。 

3.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 

借助西方 19 世纪以前形成的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统，解释当代国际体系中出现的新问题——

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发展、环境、全球化、区域化以及国际新秩序等。在 19 世纪以

前就政治经济学而言，主要有三种学术传统：一种是重商主义传统，一种是自由主义传统，一种是

马克思主义传统。自由主义——主张推动贸易的发展，是世界财富获得增长，从而各个国家都受益。

相互依存论——最适应的经济是世界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依附论和世界体系

论。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霸权稳定论和国家主义理论（新重商主义、经济现实主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但并不是仅仅研究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活

动——这些经济行为体包括国家、跨国公司、金融组织、政治军事组织、社会和文化组织，以及各

种各样的非政府特殊利益集团。。 

研究方法。经济和社会历史方法，国际机制分析方法 ，公共选择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背景知识。 

2．掌握相关的学派内容。 

作业： 

1. 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2.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是什么？ 

3.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是什么？ 

知识单元 2：古典重商主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重商主义的历史。 

古典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威廉·司塔福特（1554－1612）；安徒安·德·孟克列钦；托马斯·

孟（1571－1641）；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 

重商主义时代：16世纪中叶至 17世纪中叶重商主义政策实行的第一阶段；重商主义的第二阶

段即 17世纪中叶至 18世纪中叶。 

2．重商主义的表现。 

地理扩张；贸易的拓展；商业资本的兴起；国家机器的加强。 

3. 古典重商主义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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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重商主义的政策主张：货币即财富，国家干预经济。 

古典重商主义的理论观点：强调生产力是国家生产的基础；工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关税是保

护国内工业的主要手段。 

五、古典重商主义的启示 

1，国家利益与国际体系。重商主义者认为，一国政府应该积极干预新兴的国内工业和贸易的

发展，并且依靠保护主义政策保护国内工业，反对外来竞争。 

2，民族经济与工业化。 

学习目标： 

1．了解古典重商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2．掌握古典重商主义的政策主张。 

作业： 

1. 古典重商主义的产生背景是什么？ 

2. 古典重商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3. 古典重商主义的启示如何？ 

知识单元 3：古典自由主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关于古典自由主义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的时代。 

2. 《国富论》的主要内容 

对重商主义的批判。 

市场与价格机制。 

分工与经济增长。 

政府的作用。 

绝对利益与自由贸易 

3.李嘉图的思想 

大卫·李嘉图。 

李嘉图的时代。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反对《谷物法》；劳动价值论；比较优势。 

学习目标： 

1．了解古典自由主义产生的背景。 

2．掌握古典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 

作业： 

1. 古典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 

2. 古典自由主义的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如何？ 

知识单元 4：古典马克思主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征——工业国家的资产阶级迅速致富，无产阶级仍然贫困。 

理论来源：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2. 古典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 

原始资本积累。 

劳动力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3188 

3. 列宁与帝国主义 

垄断组织的出现。 

金融寡头的形成。 

资本的输出。 

资本家同盟分割世界。 

列强瓜分世界。 

4.  古典马克思主义内容 

马克思主义基本特征：对认识和社会的辩证法研究；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

研究；对社会主义的规范化认识。 

5.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剩余转让。 

资本积累。 

工资水平。 

资本主义体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古典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2．掌握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主张。 

作业： 

1.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2.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启示是什么？ 

知识单元 5：相互依存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相互依存论的兴起 

相互依存论产生的理论背景：源自于 20世纪 50－60年代的现实主义。 

相互依存论产生的现实背景：20世纪 60－70年代相互依存的现实——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 

2.  相互依存论的内容 

相互依存的概念。在国际政治中，相互依存指的是国家之间或者不同国家中的行为体之间相互

影响的情形。这些相互影响往往是国际交往所产生的结果，例如货币、商品、人员以及信息等跨国

界的交流。 

权力与相互依存的敏感性。敏感性——是指在某种政策框架内各国之间的相互反应程度，也就

是说，某国发生的变化导致另一国有代价的变化的速度有多块，所付的代价就有多大。 

权力与相互依存的脆弱性。脆弱性——相互依存被切断时所蒙受的损失程度。 

复合相互依存的特征：A. 社会联系是多渠道的；B. 问题之间的等级是可以消失的；C. 军事

力量不起主要作用。 

复合相互依存的政治过程：联系战略；议题的确定；跨国及跨政府关系；国际组织的作用。 

相互依存与国际机制：经济过程解释模式；总体权力结构解释模式；问题领域结构解释模式；

国际组织解释模式。 

3. 相互依存论的贡献及面临的挑战 

相互依存论的理论贡献。将非国家因素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之中，并将其系统化。B. 将权力和

相互依存结合起来，拓宽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C. 将国际机制和相互依存结合起来，为后来国

际机制的研究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相互依存论面临的挑战。A. 机制功能理论——霸权稳定论；B. 国际制度主义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相互依存论的理论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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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相互依存理论的研究方法。 

作业： 

1. 相互依存论的产生背景？ 

2. 相互依存论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如何应对？ 

知识单元 6：霸权稳定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霸权稳定论的兴起 

霸权稳定论兴起的背景：世界贸易的飞速发展；国际经济制度的建设；美国霸权的确立。 

新出现的问题：20世纪 7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经济滞胀；固定汇率制的结束；美国霸权衰退。 

2.  霸权稳定论的基本观点 

霸权稳定论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讨论。 

理解霸权的三种模式：基本力量模式——就是在物质资源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在这些物资资源

中，有四种资源尤其重要，其中包括：原材料、资本、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产品中的竞争优势。力

量行动模式——是指一个国家有足够的能力来维持主宰国家之间关系的必要规则，并且有意愿这样

做。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沃勒斯坦认为霸权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体系之中，国家体

系中的霸权主要是指一种机制：在所谓的大国之间的竞争中，一个大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他在政

治、经济、军事、外交甚至文化上的原则和意愿强加于国家体系中。 

霸权和国际体系的稳定：世界经济领域的霸权；世界政治和军事领域的霸权； 

理解霸权和国际体系稳定需要注意的问题：其一，霸权国家的利益；其二，国际体系的公共利

益；其三，国际体系中的相互受益。 

3. 霸权周期和国际体系的变革 

霸权周期一般是指霸权国家从兴起到衰退的整个历史时期。霸权周期—默德尔斯基周期。霸权

周期－沃勒斯坦周期。霸权周期－吉尔平周期。 

4. 霸权周期的动力 

吉尔平的分析：霸权周期的动力来自于成本。沃勒斯坦的分析：一个国家的霸权在于在生产、

商业和金融领域的优势。康德拉捷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 

5. 霸权战争与国际体系的变革 

霸权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霸权战争导致国际体系基本规则的变革；霸权失衡：增加资源、减

少成本；霸权战争是确定国际体系中大国相对地位的最终定位器。 

6. 霸权稳定论的影响和局限 

霸权稳定论的影响。 

霸权稳定论的局限性。 

学习目标： 

1．了解霸权稳定产生的条件。 

2．掌握霸权稳定理论方法。 

作业： 

1. 霸权稳定论能够解释历史吗？ 

2. 霸权稳定论的现实基础是什么？ 

3. 霸权稳定与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关系如何？ 

知识单元 7：国家主义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国家主义理论复兴的背景 

相互依存论产生的理论背景：吉尔平的理论。卡赞斯坦的理论。克拉斯那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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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依存论产生的现实背景：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美国带头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欧

洲区域一体化的深化。 

2.  国家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关于国家与市场的理论模式：主权困境模式——由于不断增长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以及在通讯

和交通上的技术进步，民族国家正在变得不合时宜。依附论模式——在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一种剥削和被剥削关系；发展与欠发展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重商

主义模式——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是世界经济的首要因素。 

3. 罗伯特 ·吉尔平的批判 

主权困境模式——没有处理好民族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的关系。依附论模式——夸大美欧日共

同利益、低估了亚非中东及加拿大等国的地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关系问题。重商主义

模式——美国仍然主宰着世界经济，仍然为欧日提供安全保障。 

4. 吉尔平的国际权力分析方法 

经济增长和扩散不仅有利于核心区，而且有利于边缘区，导致边缘区愿意接受核心国家制定并

且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规则。国内政治和经济政策与对外投资——在国内事务中，市场力量和政治秩

序以及公共政策的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工业扩展和国际冲突——冲突是暂时的，这与核心国家的

衰退有关系。 

5. 卡赞斯坦的比较研究分析方法 

国家、社会与对外经济政策——统治联盟以及政策网络是决定和补充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组织

的核心，即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国内因素和力量。国内政治结构、国际力量与对外经济政策

——不同的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政策是如何受到国内政治和国际力量相互制约的。 

6. 克拉斯那的国家主义分析方法 

前提：国家和社会是有区别的；国家的目标主要是依据意识形态。国家利益：逻辑演绎——国

家将追逐其特定的目标，特别是领土的完整以及政治的统一；经验归纳——根据国家的操作者所说

以及所为来定义国家利益，也就是根据统治机构的具体兴趣来定义国家利益。 

7. 国家主义理论的贡献 

在国际体系中，国家所获得的权力并不总是对称的。主张将机制引入国家之间的关系分析之中。

推动了国内权力政治及其结构的分析。 

8、国家主义理论面临的挑战 

民族国家主权与全球化。 

民族国家主权与区域化。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家主义的历史渊源。 

2．掌握国家主义的政策主张。 

作业： 

1. 国家主义理论与古典重商主义的学术渊源在哪里？ 

2. 当今国家主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知识单元 8：依附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依附理论的兴起背景                                                           

现代化理论的崛起：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经济学。现代化理论的共同点。 

现代化理论的困境：民族主义和知识分子解放运动挑战西方模式权威性；一体化挑战民族国家；

冷战导致国家集团化；南北差距加大，民族国家的发展无法脱离外部世界。 

2.  依附理论的基本观点 

桑托斯的定义：某些国家的经济取决于他们所从属的另外一些经济的发展与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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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的形式：殖民性依附。金融－工业依附。新依附。旧依附和新依附的比较。 

3. 依附理论的基本观点 

基本理论假设：存在一个中心－外围的结构。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等价交换；二元社

会结构。 

外围社会的一般形态及其发展。在国营部门中，农业资本主义占主导；产生一个追随占统治地

位的外国资本的当地资产阶级；具有当代外围地区所特有的特殊官僚主义发展的趋势；无产阶级化

的现象具有不完全的特点。 

4.  依附理论的影响 

依附理论的贡献。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并且将其创造性地应用到国际

经济关系的分析中，否定了西方主流学术界关于“存在一个普遍的现代化模式”。 

关于依附理论的争论：新马克思主义对之的批判：过分强调民族主义；缺乏辨证态度；乌托邦

思想。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概念模糊；方法论不充分；忽视成功模式。 

学习目标： 

1．了解依附论的产生背景。 

2．掌握依附论的政策主张。 

作业： 

1. 东亚区域主义的发展与前景如何？ 

2. 依附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 依附产生的社会现实基础是什么？ 

知识单元 9：世界体系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世界体系论的兴起 

世界体系论的社会现实起源：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一体化在世界许多地区出现。冷战格局形

成。南北差距加大。 

世界体系论的学术思想渊源：熊比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波拉尼的《大转变：

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普雷维什的《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 

世界体系论的分析方法起源：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和大范围。康德拉捷耶夫：经济周期和百

年趋势。卡尔·马克思：资本积累。 

2.  世界体系论的基本观点 

单一的世界经济。多重国家体系。作为一种文明的世界体系。 

3.  世界体系论的影响 

世界体系论的影响：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研究。对世界政治的长周期研究。国际体系的历史研究。 

关于世界体系论的争论：1500 年以前的世界体系是否存在？世界体系究竟有什么特征？世界

的未来是社会主义还是其他？世界体系论是否是一种新的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世界体系理论的理论与现实的渊源。 

2．掌握世界体系的分析方法。 

作业： 

1. 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2. 世界体系论所解释的世界的范围是什么？ 

3. 世界体系论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是什么？ 

知识单元 10：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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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斗争 

战后争取确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民族独立运动：60 年代达到高潮，独立国家在经济发

展上的挑战，摆脱旧有的依附性的国际经济秩序，发展本国经济，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努力。 

第三世界的概念：兴起和冷战的影响。不结盟运动开始是政治运动，到 70 年代转变成要求建

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加强南南合作。南南合作的领域：贸易合作；资金合作；技术合作；区

域合作。南南合作的结果：比较成功的是东盟。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能源危机的作用。美国等发达国家坚持市场原则。 

2.  国际经济新秩序 

国际经济新秩序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公正、平等、合理。主权平等：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模

式，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公正：打破发达国家对国际经济规则和运行的垄断与控制，让发展中国家

参与决策；发达国家对殖民时代予以补偿，包括援助、技术转让等。 

全球化与发展问题。发展观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理念上与发达国家缩小了差距；经济自

由化和开放经济成为时尚；IMF、世界银行的作用；自由化带来的问题；忽视了风险制度建设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二战后国家间经济斗争。 

2．掌握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遵循原则。 

作业： 

1. 南南合作的发展途径是什么？ 

2. 如何在新的发展观下看待全球化问题？ 

知识单元 11：国际金融的政治经济分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货币制度演变 

金本位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1880-1914 年的 35 年间，主要西方国家通行金本位制，即各国

在流通中使用具有一定成色和重量的金币作为货币，金币可以自由铸造、自由兑换及自由输出入。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实质上是一种可调整的钉

住汇率制，它兼有固定汇率与弹性汇率的特点，即在短期内汇率要保持稳定，这类似金本位制度下

的固定汇率制；但它又允许在一国国际收支发生根本性不平衡时可以随时调整，这类似弹性汇率。 

浮动汇率制度。全球金融体系自 1973年 3月以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就不复存在，

而被浮动汇率制度所代替。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大都是世界主要工业国，如、美国、英国、德

国、日本等，其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仍然实行钉住的汇率制度，其货币大都钉住美元、日元、法国

法郎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IMF 是政府间的国际金融组织。它是根据 1944 年 7 月在美国新罕

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和联盟国家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而

建立起来的。于 1945年 12月 27日正式成立，1947年 3月 1日开始办理业务。同年 11月 15日成

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但在经营上有其独立性。至今，IMF已有 182个成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业务活动。向成员提供货款，在货币问题上促进国际合作，研究国际货

币制度改革的有关问题，研究扩大基金组织的作用，提供技术援助和加强同其它国际机构的联系。 

3.  世界银行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１９４４年７月在美国布雷顿森林举行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上通过了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７日，２８个国家政府的代表签署了这一协定，

并宣布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正式成立。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５日开始营业，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５日起成

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间金融机构之一。 

世界银行有三个限制条件：（１）只有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家，才允许申请成为世界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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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成员，贷款是长期的，一般为１５—２０年不等，宽限期为５年左右，利率为６．３％左右。

（２）只有成员国才能申请贷款，私人生产性企业申请贷款要由政府担保。（３）成员国申请贷款

一定要有工程项目计划，贷款专款专用，世界银行每隔两年要对其贷款项目进行一次大检查。  

世界银行的资金来源：各成员国缴纳的股金；向国际金融市场借款；发行债券和收取贷款利息。  

世界银行主要下设机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由成员国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或级别相

当的官员担任理事。每年秋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召开年会。执行董事会由２１名执行董事组

成，其中５名由拥有股份最多的美、英、法、日、德委派，另外１６名由其他成员国按地区选出。

该行历届行长一般由美国总统提名，均为美国人。行长同时兼任国际开发协会会长，国际金融公司

主席，多国投资保证机构的主席等职。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金融制度。 

2．掌握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历史。 

作业： 

1. 如何看待 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2.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有何不同？ 

知识单元 12：国际投资的政治经济分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资本流动的微观视角 

亚当·斯密关于企业的理论，主要在于分工理论和股份公司理论的论述。穆勒论述的是联合供

给产品理论。在马歇尔的理论中，对于企业投资而言，主要关注的是市场竞争的结构和企业的规模

问题。新古典企业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企业以营利为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即厂商力求使销售的

总收入与总成本之间的差额达到极大值。厂商的总收入取决于产销量及其价格，厂商的总成本等于

投入的生产要素的数量与要素价格的乘积。因而，此时的企业理论涉及到的是成本问题：投入和产

出之间的物质技术关系和生产要素的价格。新古典企业理论对企业的组织形式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论

述和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类：一类是关于产权和习惯法，

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姆塞茨、阿尔奇安和波斯纳等人；一类是关于公共选择过程，包括寻租过程和分

配合谋过程，代表人物是奥尔森等；一类是关于组织，包括詹森和麦克林等。 

2. 资本流动的宏观视角 

垄断优势理论。垄断优势理论是最早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立理论，它产生于 20世纪 60年代

初。1960 年美国学者海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以垄断优势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以后

美国学者金德尔伯格以及其他学者又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发展和补充。其他的学者意见稍有不同。对

于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构成，在后来的研究中，有许多新的发展。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维农提出的，这一理论既可以用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

也可以用来解释产品的国际贸易问题。 

内部化理论又称市场内部化理论形成于 20世纪 70年代，是当前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比较

流行的理论，一般称其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是由英国学者巴克莱和卡森，以

及加拿大学者鲁格曼共同提出来的。。 

比较优势理论是日本学者小岛清（Kiyoshi Kojima）教授在 20世纪 70年代提出来的。比较优势

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以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优势的产业（边际产业）依次

进行。这些产业是指已处于比较劣势的劳动力密集部门以及某些行业中装配或生产特定部件的劳动力

密集的生产过程或部门。凡是本国已趋于比较劣势的生产活动都应通过直接投资依次向国外转移。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国际生产综合理论，是 20世纪 70年代由英国著名跨国公司专家、雷丁

大学国际投资和国际企业教授邓宁提出的。邓宁认为，自 60 年代以来，国际生产理论主要沿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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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向发展：以垄断优势理论为代表的产业组织理论；以阿利伯的安全通货论和拉格曼的证券投资

分散风险为代表的金融理论；厂商理论即内部化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新进展。近年来，国际经济学者克服了以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片面性和

局限性，提出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任何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在投

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组合作用下而发生的。 

3. 资本流动的中观视角：政府间博弈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经济博弈。从根本上说，制度创新的动力源自于制度供给不

足。制度的供给有其本身的特殊性，其供给基于已经存在的制度遗产、制度结构或制度环境，资源

和文化差异很大的环境比技术变迁导向型的环境更容易使制度的供给合法化。体制环境的营造是基

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者之间的经济博弈中进行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两个不同的利

益集团，地方政府在整个博弈中始终处于占优战略，在整个转轨期间，地方利益独立化和扩散化。 

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经济博弈。地区利益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方经济

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地方官员政绩的需要。地方政府不仅代表国家管理地区经济，它们追求自

身利益的动机。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 

2．掌握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不同产业政策。 

作业： 

1. 为什么跨国公司选择的是对外直接投资，而不是间接投资？ 

2. 如何评价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之间的关系？ 

3. 如何认识国内政治结构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 

知识单元 13：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分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关于贸易的经济学理论 

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主要是由在生产方面的诸要素如资本、劳工和资源

的相对丰裕和缺乏（丰裕程度或匮乏程度）决定的，在此基础上开展国际分工，区分出资本密集型

国家（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国家（发展中国家）。对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修正: 影响贸易的因

素除自然禀赋外，还包括历史事件、政府政策与累积原因。 

里昂惕夫悖论:引入“人力资本”、规模经济等概念到贸易理论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解释了悖论。 

斯托普尔－萨谬尔森理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解释：一国为什么存在反对、赞成自由贸

易的集团，自由贸易有利于该国比较丰富的生产要素而不利于该国较稀缺的要素。 

战略贸易政策的基本观点： (1)强调国际竞争与贸易方式是以日益增加的利润为基础的独有的

专业化的结果，不是资源禀赋差异的结果；（2）技术与规模经济日益重要；（3）国家通过确立产业

政策（industrial targeting），可以创造竞争优势；（4）强调国家干预经济；更倾向于人为的比

较优势或竞争优势（arbitrary comparative advantage or competitive advantage）发展高科技。

（5）把高收入工作岗位留在国内。 

构成战略贸易理论的新理论元素：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干中学、研究与开发等。 

竞争优势论观点：（1）比较研究发现:国家经济或政治经济的国家体系的内在特点影响国内公

司的环境，促进或阻碍某些产业的竞争优势的发展。（2）国内竞争决定该国公司在国际的竞争力。

寡头垄断公司，目标获得市场份额，不是利润最大化，主要通过产品创新、把科技运用于生产过程

与重视质量控制来实现。（3）国家政策的差异：一国政府在帮助或阻碍公司创造竞争优势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政府影响供求因素、新兴产业的保护政策、支持研发、帮助公司获得外国技术、专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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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等。 

2.  国际贸易政治的理论 

内嵌式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把效率与更广大的价值结合在一起考虑。在全球

化面前，国内弱势群体，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弱势国家最易受到打击。国家要发挥管理经济的作用。

在设计国际经济体制的时候，必须兼顾国内劳工利益。国际组织要发挥协调作用，减少弱势国家的

风险。 

公共选择（利益集团）论。主要研究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市场。关税的决定机制：关税是政治

市场的均衡决定。 

3.  多边贸易体制的政治分析 

WTO的基本原则。WTO的基本原则是在继承 GATT（关贸总协定）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必要

的补充和修改而来的。它们源自于 GATT、服务贸易总协定和历次多边贸易谈判所达成的一系列协

议。关贸总协定协定下的多边贸易谈判。 

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宗旨和原则。WTO 的宗旨与 1947 年签订的关贸总协定的宗旨基本相似，

但由于时代的不同而有所补充：第一，有关全球性环境保护的补充。第二，有关发展中国家待遇的

补充内容。 

4.  多边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分析 

发达国家对贸易谈判的影响。按照互惠原则，国内市场大、贸易额的大国要做出最大的减让，

因此，他们也具有最大的谈判筹码。  

发展中国家与国际贸易体制。与过去相比，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关注和参与多边贸易规则的

制定，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将决定着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方向。发展中国家的活动表明，发

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 WTO谈判进程以及对整个多边贸易组织的影响力增加了。 

5. 多边贸易体制的贡献 

制约了以国家为基础的保护主义；推动了全球经济的整合；政治意义明显，经济利益纷争有了

机制化解决的渠道，为其他领域冲突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范例 

多边贸易体制的局限；发达国家的主导问题：存在为其政策目标服务的问题；贸易分割问题存

在，正在得到逐步解决；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照顾问题，即特殊待遇问题；灰色领域问题；区域化

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贸易的经济学理论。 

2．掌握国际贸易政治学的分析方法。 

作业： 

1. 什么是贸易政治？贸易政治的主要理论有哪些？ 

2. 什么是“内嵌式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主要有哪些观点？ 

3. 在国际贸易政治中有什么重要意义？ 

4. 如何用贸易政治理论来分析中国加入 WTO的努力？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国际政治经济学：历史、理论与方法 4  

2 古典自由主义；古典马克思主义。 4  

3 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 4  

4 国家主义理论；依附论。 4  

5 世界体系论；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分析。 4  

6 国际金融的政治经济分析 4  

7 国际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分析 4  

8 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分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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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经济学原理、国际关系史。 

后续课程：全球治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本课程的基本要求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

论、基本政策和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需要掌握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国家与市场的古

典理论、国家与市场的当代理论、以及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以及发展等方面的现实

经验分析。本课程的重点是国家与市场的当代理论。。 

难点：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析和表达方式。在此基础上，要求学生能

够应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某些国际政治经济现象。其难点在于，用国际政治经济学要

求的方法尤其是一些定量分析方法阐述这些理论和政策。。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和讨论相结合。 

2.案例研究方法。 

教学手段： 

1.板书等传统教学手段。 

2.多媒体等电化教学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30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测验占 20%；期末考试占 6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Thomas Oatle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5th  ed, Longman 2012. 
2. 王正毅著《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年版。 

2.［英］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0年。  

执笔：任洪生  审稿：任洪生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30日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流派 
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ies 

课程号：30502008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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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学习者能够掌握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知识和主要流派的代表人

物的基本理论观点；2、对国际关系理论主要著作和经典文献有所掌握；3、能够学会运用国际关系

理论分析现实问题；4、培养起国际关系理论思维，具备国际关系理论分析的基本素质。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案例分析训练，使学生掌握国际关系基础理论知识，为后续

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本课程作为专业必须课中的重要核心课程，其内容系统性强，知识含量

规模庞大，内容主要包括国际关系理论在二十世纪的理论论战与发展；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

主义等主流理论流派；国际社会学派、批判理论/激进理论、认知学派、世界体系论、后现代主义、

女性主义等非主流理论流派；以及冷战后的一些新理论等理论内容。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

学习者还要结合理论发展的最新进展，适当增添新的理论内容。在教学和学习中，本门课程基本以

讲授为主，同时要求结合国际关系事实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研讨，如课堂讨论、专题研讨、案例分

析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 

(1)国际关系的理论建构。科学主义与理论建构；哲学思辨与理论建构；历史与理论建构。 

（2）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国际关系宏理论与微观取向的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关

系理论史。 

2．国际关系理论渊源。 

（1）西方古典文明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古典政治理论中的“人、政治与社会”理论；

西方古典文明时期的政治学说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源起。 

（2）中世纪晚期及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家的国际理论。中世纪晚期及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国际理

论；近代政治思想家的国际理论。 

（3）西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研究主题；

爱德华•卡尔的《二十年危机》；斯拜克曼二战期间对权力政治和地缘政治的研究；冷战期间的国际

关系理论研究。 

3.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 

（1）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学术流派；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的演进。 

（2）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要素与理论的建构过程。假设；推理；层次分析；因果分

析。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学科内涵和理论渊源。 

2．掌握国际关系理论从古代到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发展线索；初步了解国际关系理论学习和研

究的基本方法。 

…… 

作业：  

1．谈谈你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 

2．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3．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哪些？ 

知识单元 2：国际关系理论论战与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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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的三次大论战。 

（1）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理论的起源与主要观点；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的批判。 

（2）科学主义挑战传统主义。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发展；科学行为主义对传统主义的批判与科

学行为主义的革命；传统主义对科学主义的批评。 

（3）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鼎立。新现实主义的出现及其理论特征；新现实主义与新自

由主义论争的主要内容。 

2. 新“战国”时代——论战的深化与拓展。 

（1）主流学派之间的范式之争与非主流的挑战。传统主流学派之间的争论；主流学派的论战；

非主流学派的挑战。 

（2）冷战后国际关系论战的三种内涵。传统主流学派争论的继续；建构主义的异军突起；理

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论战。 

3. 走进新千年：国际关系理论的新进展。 

（1）在本体论上，继续向着软理论的方向迈进。（2）在认识论上，经验主义和诠释性理论分

析视角平分秋色。（3）在方法论上，科学实证主义方法仍然占据主导地位。（4）在研究议题上，向

着分散化方向发展，众多传统研究议题重新回归到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历史线索。 

2．掌握国际关系理论历次论战和发展阶段的主题；初步了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演变的趋势。 

作业： 

1．阐述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的批判。 

2. 阐述科学行为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和方法论主张。 

3. 科学行为主义对传统主义的批判主要有哪些内容？ 

4. 如何评价第三次大论战？ 

5. 阐述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知识单元 3：现实主义（I）：学术流派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现实主义理论概说。 

（1）现实主义理论的起源。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对人性的悲观看法，对权力的关注，对政治

是由利益冲突所决定的，是对权力的争夺和分配的观点，成为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和哲学基础。而

主权国家中心论，则成为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 

（2）现实主义的理论特点。 

（3）现实主义的学术分支。古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m）；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

进攻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防御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新古典现实主义

(neoclassical realism)。这些分支有共同的假定，也有不同的观点。 

2．古典现实主义。 

（1）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渊源与主要代表人物。 

（2）古典现实主义：基本理论假定与理论特征。国家是主要行为体；国家是单一/理性的行为体；

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生存是国家的首要目标）；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冲突（悲观、循环史观）。 

（3）汉斯·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思想。摩根索现实主义六原则；权力政治理论，权力斗争

中国家的政策目标（维持现状、帝国主义、追求威望）；国际和平的条件（自我克制、均势机制、

外交）。 

（4）古典现实主义的其他代表人物。沃尔弗斯；雷蒙·阿隆；约翰·赫兹（安全困境理论）等。 

（5）对古典现实主义的评价。 

3. 新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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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战后现实主义的发展历程与新现实主义的出现。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出现于 20

世纪 70年代末，主要代表作是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1979年发表的《国际政治理论》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2）肯尼斯·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思想。 新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改造；新现实主义的

基本概念：体系结构；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新现实主义的主要观点：国际体系的排列规则、国

家特性、国家能力差异。 

（3）罗伯特·吉尔平的新现实主义思想。体系变化论；霸权兴衰论。 

（4）对新现实主义的评价。 

4. 新古典现实主义。 

（1）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产生背景、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基本思想。新古典现实主义进一步强调

了内部变量与外部变量、系统变量与单位变量的结合。国家的外交政策取决于它的国际地位和相对

物质力量。不过，这种权力地位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以国家领导人的作用为媒介，即领导人如何认识

国家权力地位以及对资源的支配程度如何。 

（2）对新古典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学派的评价与批判。 

学习目标： 

1．了解现实主义的理论起源于历史发展；理解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

的主要理论内涵。 

2．掌握现实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弄清现实主义理论之要义。深入理解古典现实主

义、新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内在联系与区别；学会联系现实以及通过与其他国际关系

理论流派的比较来评估现实主义的理论价值。 

作业： 

1．比较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区别与联系。 

2．阐述汉斯·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思想。 

3. 阐述肯尼斯·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思想。 

4．简述罗伯特·吉尔平的现实主义思想。 

5．试简要评价现实主义思想。 

知识单元 4：现实主义（II）：战略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均势理论。 

（1）均势概念。力量均衡论；稳定状态论；权力手段论；保守政策论。 

（2）均势模式：摩根索两模式论（直接对抗式和竞争式）；西奥多·考伦毕斯和詹姆斯·沃尔

弗的均势变体论；埃弗里·戈登斯坦的均势三范式。 

（3）均势的历史轨迹：戴维·休姆的古典均势；伯纳多·鲁塞莱和马基雅维里的意大利均势；

乌德勒支和威斯特伐利亚均势；维也纳均势；美苏核均势。 

（4）四种均势类型与当代均势理论。欧洲均势（维也纳会议至一战爆发）；过渡性全球均势（两

次世界大战间）；两极均势；全球多级均势（20世纪 60年代以后）。 

（5）当代均势理论：基辛格、英尼斯·克劳德、卡尔·多伊奇、、默顿·卡普兰等人的均势观点。 

（6）对均势理论的反思和评价。 

2．冲突与战争理论。 

（1）冲突概念。冲突是指某一可认同的人群有意识地反对一个或几个其他可自我认同的人群，

原因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相互抵触或看上去相互抵触。有关冲突概念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刘易斯

的价值冲突说；科塞尔的环境冲突说；乌尔斯·路特巴希尔的理性决策说；沃尔兹的冲突三意象说

（人性冲突论、行为冲突论和体系冲突论）。 

（2）冲突的种类。暴力冲突与非暴力冲突；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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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冲突的微观理论。生物学和心理学解释；社会学的解释。 

（4）冲突的宏观理论：国际战争。冲突的宏观层次：社会层次、民族国家层次和全球体系层

次；冲突的宏观理论：冲突功能论；内部冲突与外部冲突互动论；社会冲突论（文化、种族差异等）；

革命战争理论；昆西·赖特等人的战争起源论；军备竞赛与战争理论。 

3. 威慑理论。 

（1）威慑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与代表人物。伯纳德·布罗迪、基辛格、罗伯特·鲍伊、罗伯

特·奥斯古德、唐纳德·布伦南、托马斯·谢林、赫尔曼·卡恩等。 

（2）威慑理论的主要内容。威慑和军备-反应过程；核威慑战略与核战争的控制理论；裁军、

军控与威慑；21世纪的核威慑理论。 

（3）对威慑理论的评价与反思。 

学习目标： 

1．了解现实主义战略理论的基本内容，明晰均势战略、冲突理论和威慑战略的起源。 

2．从理论和历史经验两个层面上掌握各种战略理论的基本要旨；理解各种战略理论在历史中

的发展变化。 

作业：  

1．试述均势概念的内涵。 

2．简要评价均势理论。 

3．试述冲突概念的内涵。 

4．阐述冲突的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的主要内容。 

5．阐述威慑理论的主要内容。 

知识单元 5：自由主义（I）：学术流派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自由主义理论概说。 

（1）自由主义的理论起源。 

（2）理论特点与主要观点。坚持人性本善论，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强调国际关系中非权

力因素、沟通与合作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全球系统相互依赖过程的分析。 

（3）主要学术分支。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功能主义、相互依存

自由主义、国际一体化与区域一体化理论等。 

2．相互依赖的自由主义。 

（1）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与理论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是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

和约瑟夫·柰（Joseph Nye, Jr.），他们的代表作是《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1972）和《权力与相互依赖》（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1977）。 

（2）相互依赖与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相互依赖”指一个体系中的不同行为体或事件的相互

影响；福和相互依赖的三个一般性假定及主要内涵：国家并不是国际关系中的唯一行为体，经济、

社会和生态问题在国际议程中已取得了与政治、军事问题同样重要的地位，经济相互依存连同扩大

了的政治联系增大了合作的价值而减小了暴力的功效。  

（3）相互依存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比较。 

（4）对相互依赖自由主义的评价。与现实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不仅关注以国家为中心的国

际关系，而且关注更广泛的行为者和更复杂的国际关系，不仅关注战争与和平问题，而且关注经济、

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的问题。由于这一理论强调以国际制度和国际机构来管理相互依赖，因此人

们认为它继承了理想主义的传统，并因而获得了“新自由主义”之名。  

3. 经济自由主义。 

（1）经济自由主义的起源与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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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查德·罗斯克兰斯与贸易和平论的主要观点。军事技术的革命是战争变得具有一毁俱

毁的残酷性；国内政治的变革有助于阻止战争的发生；世界相互依存的加强使得军事-政治世界的

战争手段遭遇到更大的困难；国家数量的增加，贸易成为维持国际体系存在的重要因素。 

（3）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评价。 

4. 共和自由主义 

（1）共和自由主义的起源与历史发展。共和自由主义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早在 17、18世纪，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洛克、卢梭等政治自由主义思想家就部分地将政治民主与战争问题联系

起来。18 世纪末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论”更进一步将政治民主制度与世界

永久和平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民主和平论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主要代表人物：米歇尔·多伊尔、布鲁斯·拉西

特的民主和平思想；民主和平论的核心观点；对共和自由主义的评价。 

（3）共和自由主义的其他理论发展。世界主义；世界主义民主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各种自由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内容；弄清相互依存理论、贸易和平理论和民

主和平理论的思想起源。 

2．掌握各种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旨；理解和把握各种自由主义理论在新世纪的发展变化趋

势。重点把握各种自由主义的理论的基本内容；从理论和历史经验两个层面上把握各种自由主义理

论的基本内涵。 

作业：  

1．阐述自由主义各流派的主要思想观点。 

2．阐述相互依存理论的主要内容。 

3．阐述贸易和平理论的主要内容。 

4．阐述民主和平论的主要内容。 

知识单元 6：自由主义（II）：组织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新自由制度主义。 

（1）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产生。产生背景；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罗伯特•基欧汉、罗伯特•阿

克塞尔罗德。 

（2）罗伯特•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思想。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概念：国际制度；新自由

制度主义基本观点：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 

（3）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比较。关于无政府状态的性质与结果；关于国际合作；关

于相对受益于绝对收益；关于国家优先目标；关于意图和实力；关于制度和机制 

（4）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评价。 

2. 集体安全理论。 

（1）集体安全理论的产生。产生背景；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 

（2）概念。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就是若干国家相互承担义务，确立反对侵略的

相互依存的安全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所有成员国将共同行动，反对破坏和平的国家，对其实行经

济制裁，必要时则实行军事制裁。 

（3）集体安全的基本要素：第一，集体安全组织的成员来源具有普遍性。第二，集体安全要

求建立一套合法有效的防止侵略的安全机制，这是集体安全能否成功的关键。第三，集体安全的目

的是为了防止内部成员国发生的侵略行为。 

（4）集体安全的前提条件：主观条件是指成员国对集体安全的一般接受能力。客观条件是全

球形势应适合集体安全的运作。 

（5）集体安全理论的历史实践及其分析。国际联盟的历史实践；联合国的历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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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集体安全理论的主要观点。集体安全表现为一种国际安全体系；集体安全表现为一种安

全保障机制；集体安全表现为一种保护国家安全的手段； 

（7）集体安全的困境。第一，集体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矛盾；第二，国家主权与集体安全的矛

盾；第三，国际安全与大国一致性原则之间的矛盾。 

（8）集体安全的未来前途。 

3.功能主义理论。 

（1）功能主义理论的产生。产生背景；功能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戴维·米特朗

尼与《有效的和平体制》。 

（2）新功能主义的产生。新功能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厄恩斯特·哈斯、菲利普·施

米特、列昂·林德伯格、约瑟夫·奈等。 

（3）戴维德·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1888－1975年） 的功能主义。在各个功能领域建

立国际组织，以经济统一为政治协定的达成奠定基础。 

（4）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的“新功能主义”强调政党、利益集团及政治精英的作

用。新功能主义理论提出了系统的“外溢”理论。 

（5）约瑟夫·奈的一体化七过程机制以及一体化潜力和条件。 

（6）对功能主义理论的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新自由制度主义、集体安全理论和功能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背景及其基本内容；弄清

新自由制度主义、集体安全理论和功能主义理论的思想起源。 

2．掌握新自由制度主义、集体安全理论和功能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理解和把握各种自由主

义理论在新时代条件下的发展和变化。重点把握新自由制度主义、集体安全理论和功能主义理论的

基本内容；从理论和历史经验两个层面上把握各种理论的基本内涵。 

作业：  

1．阐述罗伯特·基欧汉的国际制度思想。 

2．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争论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3．阐述集体安全理论的主要内容。 

4．如何看待集体安全理论的困境及其未来前途？ 

5．阐述功能主义与新功能主义的主要观点。 

知识单元 7：建构主义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关系研究中建构主义的兴起。 

（1）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建构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一词

最早是在 1989 年由尼古拉斯•奥努尔（Nicholas Onuf）提出的，而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

三大流派之一；冷战的终结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反思。 

（2）主流理论与反思主义的对话。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视角；批判理论

中的反思主义视角。 

2. 建构主义理论概说。 

（1）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征。建构主义关注的焦点是社会本体论；强调行动者或主体的社

会建构性质；建构主义既注意因果解释，也注意建构解释；建构主义的研究战略是方法论的整体主

义而不是个体主义。 

（2）建构主义的发展谱系。建构主义的先驱是国际关系中的反思主义（reflectvism）。代表

人物有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德•代元（Der Derian）、戴维•坎贝尔（David Campell）、

沃克尔(R.B.J.Walker)、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和吉米•乔治（Jim George）等。中间立场的

建构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温特、卡赞斯坦和费里莫。欧洲建构主义主要以《欧洲国际关系》、《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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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和《千禧年》等学术刊物为阵地。 

（3）建构主义的基本分类。  

（4）建构主义的主要概念。主要概念：主体间互动、文化、观念、认同、规范等。 

（5）建构主义基本理论。规范理论、认同理论和安全共同体理论。 

3.奥努夫、克拉托齐威尔、温特与建构主义。 

（1）奥努夫的建构主义思想。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任何社会关系包括国际关系总是行动者

和结构和建构相互建构的过程；言语是建构的媒介，社会建构总是规范的；规则作为媒介，可以赋

予行动者以不同的机会和利益的非对称分配。 

（2）克拉托齐威尔的建构主义思想。 

（3）温特的建构主义思想。在温特看来，国际体系的行动者和结构是相互建构的。一方面是

行动者通过互动创造了结构，没有互动的实践，结构就不可能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实践生产

和再生产了主体间性的意义，反过来，主体间性的意义同样也建构了行动者。国家在互动的过程中

建立起不同角色，他们根据这些角色类型再现自我和他者。国家通过自然选择和文化选择的方式所

建立起来的主题间性理解和塑造了不同的体系结构。因此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并非只有一种，即不会

存在单一的逻辑：新现实主义的自助和权力政治。无政府状态可以有多种类型的逻辑。温特抽象出

了三种无政府“文化”的理想类型，这三种文化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霍布斯的

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敌人”角色，是你死我活，敌人没有生存和自由的权利。在洛

克的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竞争对手”的角色，竞争对手有着生存和自由的权利，但

没有免于暴力的权利。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主权的确认就是一个标志。在康德的无政府文化中，国

家的相互定位是“朋友”。朋友之间相互承担义务：不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在出现侵略的情况下相

互帮助，从而导致多元安全共同体和集体安全。温特的三种结构（文化）塑造了行动者的三种身份

认同，即霍布斯文化的敌人身份、洛克文化的竞争对手身份、和康德文化的朋友身份。温特认为国

际体系的结构是变化的。行动者的实践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国际体系的结构是可变的，

另一方面，结构的变化又是不易的。在温特看来，这三种文化代表了国际社会的演变方向。霍布斯

文化是主权体系之前的时期，洛克文化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现实，康德文化则指向未来。 

4.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评析。 

（1）建构主义对国际政治学发展的贡献。以新的国际政治本论解读主流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命

题；国际政治研究议题的变化；构主义还大量扩展了国际政治的研究方向，促进了学科之间的渗透。 

（2）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 

学习目标： 

1．了解 20世纪 80年代以后非理性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所引起的变革，了解建构主义

理论的发展谱系。 

2．掌握建构主义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建构主义重要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重点

把握身份、认同、文化、主体间性、安全共同体等建构主义核心概念以及温特的国际无政府文化理

论。 

作业： 

1．简述建构主义兴起的理论背景。 

2．简述建构主义的理论特点。 

3．试论述奥努夫、克拉托齐威尔、温特的建构主义思想。 

4．简要评述建构主义理论的局限与不足。 

知识单元 8：国际社会学派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社会学派概说。 

（1）国际社会学派的产生。马丁•怀特与《权力政治》；赫德利•布尔与《无政府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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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际社会理论的思想来源及基本概念。“国际社会”；“国家的体系”；国际法。 

2．国际社会学派的主要观点。 

（1）国际社会的基本目标。有两大类：一类是任何社会都共同拥有的，如限制人身暴力、保

持交易信用和稳定财产权三项基本目标。另一类是国际社会独有的，如保存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自

身、维系国家独立和主权以及促进和平是三项基本目标。两类相加，国际社会的基本目标共六项。 

（2）国际社会的构成条件。判断一个国际体系是否为一个国际社会，要看该体系是否满足了

实现这些基本目标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各国在实现上述基本目标方面享有共同利益，并形成共

同利益的认同；各国间默契地认同一系列限定国家行为的规则；国家间应建立一系列确保上述规则

行之有效的制度。如果一个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在实现上述基本目标方面满足了这三个条件，那

么，这个体系就可被称之为国际社会。 

（3）国际社会学派的主要观点。强调西方文明的价值及其扩展意义；强调国际社会与国际体

系的概念之分；强调国际社会与世界社会的观念差异。 

（4）对国际社会学派的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社会学派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历史中的地位和意义；了解 9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学

派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所引起的变革。。 

2．掌握国际社会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国际社会学派的发展谱系、国际社会学派重

要代表人物及其重要观点。重点把握国际社会学派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过程中的独特地位；从

理论和历史经验两个层面上把握国际社会理论的基本内涵。 

作业：  

1．阐述国际社会概念的基本内涵。 

2．国际社会的基本目标和构成条件有哪些？ 

3．阐述国际社会理论的主要观点。 

4．如何评价国际社会学派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位？ 

知识单元 9：马克思主义与激进主义及其发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马克思主义与激进主义概说。 

（1）激进主义的学术传统及其历史演进。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

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 

2. 马克思主义。 

（1）经典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国际主义思想；战争与和平观；殖民地理论。 

（2）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帝国主义理论；战争与革命理论。 

（3）依附理论。代表人物与流派：结构主义依附论；新马克思主义依附论；正统马克思主义。

依附理论的主义思想观点。 

（4）世界体系论。思想渊源与代表人物；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多个政治体系；体系文

化；反体系运动；核心区、边缘化与半边缘化；核心化与“邀请”。 

2.批判理论。 

(1)批判理论概说。批判理论的思想来源与产生；主要代表人物有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

和考克斯（Robert Cox）等。 

（2）批判理论的主要观点。解放的政治；主体间性；解释与改造世界。 

（3）考克斯（Robert Cox） 的批判理论。 考克斯在《社会力量、国家与世界秩序：超越国

际关系理论》（"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中进行了解决问题理论（problem-solving theory）与批判理论的区分。 解决问题理论

认为世界连同组织在其中的社会和权力关系以及制度，都是被该理论所发现的东西，这种客观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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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就是人们在其中进行活动的既定框架。解决问题的总目标就是通过有效地处理麻烦根源而使这些

权力关系和制度顺利地运作。而批判理论认为，理论总是有利于某人或某种目的。 批判理论关注：

理论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中处于怎样的地位？这种地位对理论化有怎样的影响？能不

能以某种方式向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秩序中的不正义、不平等提出挑战？  

（4）对批判理论的评价。 

4. 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1）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产生的背景。 

（2）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核心概念与主要观点：后现代主义与“元叙述”；权力与知识；

系谱学(genealogy)；知识与“现实世界”；“文本” （textuality）；解构（deconstruction）

与双读（double reading）。 

（3）后现代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观点与评价。 

5.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1）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及代表人物。 

（2）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派别。自由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马克思主义的女性

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post-modernist feminism）；观点女性主义（standpoint feminism）。 

（3）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理论主张。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主张；

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战争理论的批判；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批

判；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安全论；蒂克纳的女性主义六原则。 

（4）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马克思主义与各种激进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内容；弄清批判理论、后现代主

义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思想起源。 

2．掌握马克思主义与各种激进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旨；理解和把握各种激进主义理论在新世纪

的发展和变化。 

作业： 

1．阐述世界体系论的主要观点。 

2. 阐述批判理论的主要理论内容。 

3．阐述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解构和重建。 

4．阐述女性主义理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和改造。 

知识单元 10：其他国际关系理论与流派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认知学派。 

（1）认知学派概说。认知学派产生的背景；认知学派的代表人物与代表作。 

（2）认知学派的核心概念。认知；知觉与错觉；强悍型领袖；参与型领袖；精英；个性；知

觉环境。 

（3）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及其主要观点。理论假设；知觉与错误直觉

的概念；知觉与冲突；错误知觉的生成机制；经常发生的错误知觉。 

（4）对认知学派的评价 

2.哥本哈根学派。 

（1）哥本哈根学派的兴起。代表人物：巴瑞·布赞、奥利·维夫。 

（2）新安全论。拓展了安全的内容和范围；强调了安全的社会维度；赋予国家之外的各种行

为主体的安全主体地位。 

（3）评价。 

3.“软权力”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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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软权力”论提出的历史背景与代表人物。代表人物：约瑟夫·奈。 

（2）软权力三要素：价值标准，尤其是指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市场经济，特别是自由

市场经济体制；西方文明，指文化、宗教的影响等。 

（3）软权力的来源：经济、文化与制度。 

（4）软权力与硬权力的关系：相互补充。 

（5）对软权力理论的评价。 

4.文明冲突论 

（1）文明冲突论概说。文明冲突论的出现。1993年夏，美国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发表《文

明的冲突》，1996年底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2）何谓文明冲突？文明冲突是指现在国际社会中所产生的激烈的矛盾都是由于文化与文化

之间的不同而产生的一个断层线，这个断层线被称为文明与文明的冲突。 

（3）文明冲突的八大文明：西方文明或者说是基督教文明（核心，美国）；儒教文明主要是

中国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即东正教文明（俄罗斯）；拉丁美洲文明；

有可能的非洲文明。 

（4）文明冲突论的核心观点。全球规模的冲突；核心国家之间的矛盾；文明断层线的冲突。 

（5）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内容。“一个多文明的世界”；“变动中

的文明力量对比”；“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未来世界的冲突模式与“文明的冲突”；“文明的

未来”；对文明冲突的应对。 

（6）对文明冲突论的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认知学派、哥本哈根学派、软权力论和文明冲突论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内容；弄清各

流派的思想起源。 

2．掌握认知学派、哥本哈根学派、软权力论和文明冲突论的基本要旨；理解和把握认知学派、

哥本哈根学派、软权力论和文明冲突论等各流派在新世纪的发展和变化。从理论和历史经验两个层

面上把握各理论流派的基本内涵。 

作业： 

1．阐述杰维斯的认知理论的主要内容。 

2.阐述约瑟夫·奈的软权力观的主要内容。 

3.如何评价文明冲突论？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教学主要为课堂问题分析原理分析练习，没有专门的实验课堂

安排。课堂问题分析和案例分析练习安排在每个教学课堂中穿插进行，十六周的理论原理教学课堂

每个课堂约为 0.5个课时，共计约为 8个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讲  导论 全球化与国际关系理论 3 讲授 

2 第二讲  三次大论战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 3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课堂问题

分析练习 

3 第三讲  现实主义：学术流派（I） 3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课堂问题

分析练习 

4 第四讲  现实主义：学术流派（II） 3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课堂案例

分析练习 

5 第五讲  现实主义：战略理论（I） 3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课堂案例

分析练习 

6 第六讲  现实主义：战略理论（II） 3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课堂案例

分析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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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七讲  自由主义：学术流派（I） 3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课堂案例

分析练习 

8 第八讲  自由主义：学术流派（II） 3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课堂案例

分析练习 

9 第九讲  自由主义：组织理论（I） 3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课堂案例

分析练习 

10 第十讲  自由主义：组织理论（II） 3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课堂案例

分析练习 

11 第十一讲  建构主义(I) 3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 

12 第十二讲  建构主义(II) 3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课堂问题

分析练习 

13 第十三讲  国际社会学派 3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课堂问题

分析练习 

14 
第十四讲  马克思主义与激进主义及其发

展(I) 
3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课堂问题

分析练习 

15 
第十五讲  马克思主义与激进主义及其发

展(II) 
3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课堂案例

分析练习 

16 第十六讲  其他国际关系理论与流派 3 
理论讲授、案例分析、课堂案例

分析练习 

17 
18 

期末考试 2 笔试，闭卷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政治学原理》、《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后续课程：《国际问题研究方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国际社会学派等各理论流派及其分支和代表人物的思

想观点。 

难点：各理论流派在新世纪的发展前沿及其主要趋势。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各知识单元主要采取专题讲授的方式授课。 

2.案例分析。每个知识单元都采取专题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授课 

3.课堂案例分析和现实问题分析的练习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课堂讨论。 

3. 课堂练习与测验。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阅读经典原著，撰写读书报告两份以上。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5％，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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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问题分析与案例分析练习占 15%；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需按照章节预留作业进行课下阅读和练习。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已经出版的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一章，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2. 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与历史》，第一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
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版。 

2．肯尼斯•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3．托布约尔•克努成著，余万里、何宗强译：《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4．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5．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6．阎学通、孙学峰著：《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7. 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秦亚青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8. 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9.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王辑思校），北京，中

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0. 肯尼思·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耿协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邓正来校），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1994年版。 
12. 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门红华、孙英春译，古田校），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年版。 
13.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14. 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二、四、五部分。 
15. 肯尼思•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年版。 
16.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

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17. （美）威廉森·默里，阿尔文·伯恩斯坦，（英）麦格雷戈·诺克斯主编：《缔造战略：统治者、

国家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年版。 
18. （美）帕雷特（PoterParet）等：《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时殷弘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年版。 
19. （美）加迪斯 著，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年版。 
20. 大卫•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 3-26页。 
21.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22. 约瑟夫•奈（Nye,J.S.）著，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23. 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主编：《国际化与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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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25.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 2001年版。 

26. 莉萨·马丁、贝恩·西蒙斯：《国际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一-四部分。 
27. 史哲：《无政府状态与联合国集体安全》[博士论文]；王杰指导，国际政治学: 国际组织研

究: 北京大学；2003年版。 
28. 郭学堂：《论集体安全: 一种历史与理论分析》[博士论文]；倪世雄教授指导。国际关系: 国

际关系理论: 复旦大学 1998年版。 
29.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30. 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31. 彼得•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新华出版社 2002年版。 
32. 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33. 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长征出版社 2001年版。 
34.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1 第

1-5章。 
35. 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刘德斌等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 
36. 约翰·文森特:《人权与国际关系》(凌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年版。 
37. 苗红妮著：《国际社会理论与英国学派的发展》[博士论文]；秦亚青指导；国际关系: 国际

关系理论: 外交学院 2005年版。 
38. 克瑞斯汀·丝维斯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Christine Sylvester，Feminist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a Postmodern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浙江人民
出版社 2003年版。 

39. 胡传荣：《冲突、张力与有关合作的期待——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学三大主流学说》，《世
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 12期。 

40. 李英桃：《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41. 李英桃：《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42. 巴巴拉·阿内尔：《政治学与女性主义》郭夏娟译，东方出版社 2005年版。 
43. 刘永涛：《后现代主义思潮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欧洲》1998年第 5期。 
44. 刘永涛：《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国际关系：一个基本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 7期。 
45. 庄礼伟：《后现代主义对国际关系研究的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 7期。 
46. 詹姆斯·德代元：《国际关系理论批判》，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47.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 1999年版。 
48.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72-179页。 
49. 申玉庆：《外交决策的微观认知视角——对杰维斯认知理论的几点评价和思考》《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2005年第 5期。 
50. 陈刚：《历史上的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吗?——〈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评介》《现

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 3期。 
51. 张清敏：《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国际论坛》2003年第 1期。 
52.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三卷），高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53. 特伦斯·K.霍普金斯(Ternce K.Hopkins)，(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著：

《转型时代: 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1945～2025》吴英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54. 江华著：《世界体系理论研究》[博士论文]；张广智指导；世界史: 复旦大学 2003年版。 
55. 王建娥著：《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研究》[博士论文]；张广智教授指导；世界上古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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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世界文化史:复旦大学 1998年版。 
56. 李滨著：《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视野下的市场与国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57. 王正毅，张岩贵著：《国际政治经济学: 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 
58.苏珊•斯特兰奇(Strange,S.)著：《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出

版社 1990年版。 
59. 罗伯特 ·吉尔平(Robert Gilpin)著：《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60．Marc Genest著：《冲突与合作：演进中的国际关系理论》（英文版），第一章，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03年版。或者参考Marc Genest，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rcourt Brace& Company, 1996.  

61．Patrick M. Morgan,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th Edition,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6. 

62．M.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63．Paul R. Viotti，Mark V. Kauppi,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Pluralism, 
Globalism, and Beyond.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9. 

64.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65. Elisabeth Prugl, The Glob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Home-Based Work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66. Martin Wight, System of States, Leicester: Leicei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67. Barry Buzan,“From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International Socie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7

（3），1993，pp.327-352。 
68. Barry Buzan, From International to World Society ? English School Theory and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69. Dunne Timothy,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tlne English School, London: 

Macmillan，1998. 
70.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1992. 
71. J. Ann Tickner, “What Is Your Research Program: Some Feminist Answer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ethodological Ques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9, No. 1, March 2005. 
72. Christine Sylvester，Feminis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Unfinished Journ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73.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中译本: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出

版社 2003年版。 

执笔：刘贞晔  审稿：刘贞晔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8日 

 

国政专业英语（二）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jor 

课程号：305020113-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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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提高国政专业本科生的听

说读写英语的能力；2、熟悉国政专业常用的英语词汇、表达、知识点和理论等；3、让学生熟悉西

方国际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教学风格，锻炼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国政研究思维；等等。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在全英文环境中对西方国际政治学的

基础内容、理论流派和研究动态进行再认知，提高国政专业本科生的专业素质、英语能力和交流能

力，为他们将来进行深造或者从事相关对外工作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0学时 

知识单元 1：非传统安全研究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非传统安全的概念和热点问题。 

2．全球化、环境政治等。 

学习目标： 

1．了解关于全球化、非传统安全的概念和挑战。 

2．学会用国际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全球化和非传统安全问题 

作业：你如何理解全球变暖问题及其背后的国际政治争端？ 

知识单元 2：国际政治学的区域研究 

参考学时：28学时 

学习内容： 

1．东亚政治和外交。 

2．俄罗斯与东欧研究。 

3. 中东问题研究 

4. 美国研究 

5. 拉丁美洲研究 

6. 非洲研究 

学习目标： 

1．熟悉国际政治学的区域研究方法和成果 

2．了解区域研究热点问题和主要争鸣。 

3. 熟悉某一特定区域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作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某个或几个区域研究课题，撰写读书报告。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8学时 

实验 1：非传统安全专题讨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联合国大会模拟 

实验要求：了解某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来龙去脉；掌握联合国大会的程序、要点以及各国在该

问题上的立场；模拟体验外交外事工作。 

实验 2：中国对外关系专题讨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课堂辩论 

实验要求：熟悉大国关系分析的框架；掌握中日、中美、中俄等重要对外关系的热点问题以及

中方的立场；培养辩论的逻辑和技巧。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3 全球化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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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传统安全专题讨论 4  

5-11 区域研究（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等） 28  

12 中国对外关系专题讨论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预备课程：国政专业英语（一）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中国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 

难点：对相关内容的全英文教学的理解和掌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以授课为主，兼有课堂模拟、辩论等实验内容，注重学生的参与和课堂表现。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教学多媒体环境（需要投影仪、影像设备等工具）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出勤和课堂演讲（60%）+ 期末考试（4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Joshua S. Goldstein (ed.), 2005.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th ed.). Pearson Education Asia 
Limited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 吴冰主编，2010, 《汉译英口译教程》，外研社出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Lankov, Andrei. 2009. Changing North Korea: An Information Campaign Can Beat the Regime. 
Foreign Affairs 88.6: 95-105. 

2. Simon, Sheldon. 2008. “ASEAN and Mutlilateralism: The Long, Bumpy Road to Community.”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30.2: 264-92. 

3. Trenin, Dmitri. 2009. Russia Reborn: Reimagining Moscow’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Affairs 88.6: 
64-78. 

4. Rubin, James P. Building a New Atlantic Alliance: Restoring America’s Partnership with Europe. 
Foreign Affairs 87.4: 99-110 

5. Zakaria, Fareed. 2013. The Year We Reckon With Iran. 
6. Gallagher, Julia. 2011. Ruthless Player or Development Partner? Britain’s Ambiguous Reaction to 

China in Afric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7.5: 2293-2310  
执笔：严挺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119日 

 

国政专业英语（一）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jor 

课程号：305020113-0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提高国政专业本科生的听

说读写英语的能力；2、熟悉国政专业常用的英语词汇、表达、知识点和理论等；3、让学生熟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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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际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教学风格，锻炼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国政研究思维；等等。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在全英文环境中对西方国际政治学的

基础内容、理论流派和研究动态进行再认知，提高国政专业本科生的专业素质、英语能力和交流能

力，为他们将来进行深造或者从事相关对外工作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0学时 

知识单元 1：西方国际政治学概论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国际政治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 

2．西方国际政治学的主要理论流派。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框架、理论派别和发展历史。 

2．了解并掌握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流派的代表人物和观点。 

作业：你认为哪个理论流派更能说明国际政治的现实？为什么？ 

知识单元 2：国际关系历史和外交决策分析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关系史。 

2．外交决策分析、理论流派和实践。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和经典案例。 

2．了解常见的外交政策理论模型和适用场景。 

3. 了解安全问题研究的热点问题和流行理论。 

作业：运用埃利森三模型的原理，举例分析某个外交事件的决策。 

知识单元 3：国际法与国际组织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法在国际政治学中的地位和研究趋势。 

2．国际组织的理论和研究。 

学习目标： 

4．了解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了解国际组织的作用和争议 

5．了解有关国际组织研究的理论流派和观点。 

作业：讨论国际法对解决国际政治问题的重要性，比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南海问题。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8学时 

实验 1：国际政治经济专题研究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谈判模拟 

实验要求：讨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流派和重点内容，掌握国际经济谈判的博弈思维和技巧 

实验 2：国际安全专题研究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课堂辩论 

实验要求：学会应用国际政治各理论流派分析现实国际问题，提高国际政治专业的批判性思维

和辩证思想。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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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2 国际政治学简介：概念、理论和方法 8  

3-4 国际政治学理论概述 8  

5-6 国际政治简史 8  

7-8 外交决策分析专题 8  

9 国际安全专题研究 4  

10-11 国际法和国际组织 8  

12 国际政治经济专题研究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后续课程：国政专业英语（二）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西方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内容、主要理论流派和热点国际问题研究 

难点：对以上内容的全英文教学的理解和掌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以授课为主，兼有课堂模拟、辩论等实验内容，注重学生的参与和课堂表现。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教学多媒体环境（需要投影仪、影像设备等工具）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出勤和课堂演讲（40%）+ 期末考试（40%）+ 期末论文（2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Joshua S. Goldstein (ed.), 2005.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th ed.). Pearson Education Asia 
Limited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 Keohane, Robert O. (ed.) 1986.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二）推荐参考书 

1. Nye, Joseph, S. 1990.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80(summer): 153-171 
2. Allison, Graham. 1969. “Conceptual Model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 (September): 689-718. 
3. Mearsheimer, John J. 1994-1995.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3: 5-49 
4. Schelling, Thomas C. 2002. “What Makes Greenhouse Sense? Time to Rethink the Kyoto 

Protocol.” Foreign Affairs 81.3: 2-9  
执笔：严挺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1日 

 

战后国际关系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课程号：3050201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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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战后国际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掌握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战后两大阵营

的形成、对抗及分化、第三世界的崛起、世界的多极化发展趋势、世界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学习使学生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掌握历史的脉搏，

追踪历史的脚步，思考历史的变幻。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战后国际关系的特点及演变历程。 

2.战后国际关系的特点 

3.战后国际关系的演变历程 

4.战后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范围 

学习目标： 

1．了解战后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范围。 

2．掌握战后国际关系的特点及演变历程 

作业： 

1、战后国际关系的特点是什么？ 

2、如何把握战后国际关系的演变历程？ 

3、如何掌握科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 

知识单元 2：冷战的起源与东西方阵营的激烈对抗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同盟国在处理战败国问题上的矛盾及斗争 

2．冷战的概念性质及学术分歧 

3. 冷战的起源的内因、外因及思想根源 

学习目标： 

1．了解同盟国在处理战败国问题上的分歧。 

2．掌握冷战的缘起。 

作业： 

1．何为“冷战”，试析冷战的起源。 

2．试析马歇尔计划计划出台的背景、经过及意义。 

3．简述杜鲁门主义的内容及其出台背景 

知识单元 3：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 

参考学时：11学时 

学习内容： 

1.冷战初期的美苏关系（1945-1953）  

2.美苏关系的第一次缓和（1953-1964） 

3.美苏关系的再度缓和（1964-1981） 

4.美苏关系的缓和与新冷战（1981-1989） 

学习目标： 

掌握冷战期间美苏关系的三次缓和 

作业： 

1.试析冷战期间美苏关系三次缓和的异同 

2.试述古巴导弹危机的起因及影响 

3.试述尼克松主义出台的背景及其内容、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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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4：冷战期间的地区力量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联合自强的西欧 

2.重新崛起的日本 

3.冷战期间的第三世界 

学习目标： 

掌握冷战期间西欧联合发展的历程、日本政治及外交发展历程、第三世界的崛起 

作业： 

1.试述不结盟运动形成的基础及意义。 

2.试析 20世纪 70至 80年代欧洲一体化的发展。 

3.试析日本确立政治大国战略目标的原因。 

知识单元 5：冷战后的国际关系 

参考学时：11学时 

学习内容： 

1.冷战的终结 

2.冷战后的超级大国——美国 

3.冷战后的地区力量 

学习目标： 

1． 掌握冷战终结的根源 

2． 掌握美国冷战后的发展 

3． 掌握俄罗斯、日本、西欧、第三世界的对外关系的发展 

作业： 

1.试析苏联解体的历史原因。 

2.简述布什政府的“超越遏制”战略的背景、内容及影响。 

3.试析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 

4.试析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强化及其影响。 

5.试对冷战后欧洲一体化深入发展的表现及其原因进行分析。 

6.试析俄罗斯由“一边倒”外交转向全方位外交的原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冷战的起源与东西方阵营的激烈对抗 3  

2 冷战的起源与东西方阵营的激烈对抗 3  

3 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 3  

4 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 3  

5 冷战后的美苏关系 3  

6 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 3  

7 冷战期间的地区力量 3  

8 冷战期间的地区力量、冷战后的国际关系 3  

9 冷战后的国际关系 3  

10 冷战后的国际关系 3  

11 冷战后的国际关系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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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冷战、美苏关系的三次缓和、欧洲一体化进程、日本政治大国战略、俄罗斯外交政策的

调整、第三世界的崛起及冲突 

难点：冷战的起源、美苏关系的三次缓和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老师讲授为主。 

2.学生自学为辅 

3.课堂讨论 

4.期中作业，教师点评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影像资料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师，能上网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学习，不占用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国际关系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自主编写《国际关系》，待出版。 

（二）推荐参考书 

1．王绳祖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 7、8、9、10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2．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上下册），北京大学出版

社，1999年版； 

4． 刘德斌主编：《国际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5． 刘金质：《冷战史》（上、中、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版。 

6．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十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年版。 

7．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主编：《国际关系史》，第十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年版。 

执笔：刘艳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日 

 

外交学 
Diplomacy 

课程号：305020153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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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必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熟悉外交学的基本内容 2、熟悉掌握外交学与国际政治学、国际关

系史的相关知识 3、了解大国外交的基本内容。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有关外交学研究的基础知识，理解国际政治学和

国际关系史的一些基本概念以及中美日等大国的外交政策，并具备一定的专业分析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54学时 

知识单元 1：影响外交的基本因素 

参考学时：24学时 

学习内容： 

1． 理解掌握影响外交的基本因素 

2． 组织参观或邀请外交实务工作者举办讲座 

学习目标： 

1． 熟悉影响外交的基本因素 

2． 熟悉外交学研究的基本知识点 

知识单元 2：外交决策、外交手段 

参考学时：24学时 

学习内容： 

1． 外交决策、手段与大国外交。 

学习目标： 

1. 熟悉外交决策的主要内容。 

2. 熟悉实施外交的主要手段。 

3. 了解大国外交的基本政策与特点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介绍外交学的定义和课程的构成 3  

2 外交的历史与理论（1）西方和国际体系 3  

3 外交的历史与理论（2）非西方和中国 3  

4 外交行为体 3  

5 影响外交的国际因素（一）国家权力 3  

6 影响外交的国际因素（二）国际法、国际道义 3  

7 影响外交的国内因素（一）政治制度与决策者 3  

8 影响外交的国内因素（二）议会、媒体舆论 3  

9 外交机构与外交官 3  

10 外交决策（一）外交决策机制与过程 3  

11 外交决策（二）外交决策理论 3  

12 外交谈判与外交语言 3  

13 外交机构与外交人员 3  

14 外交手段（一）政治与军事 3  

15 外交手段（二）经济与文化 3  

16 大国外交与“小国”外交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政治专业相关课程 

后续课程：国际政治专业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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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外交决策、外交的组成因素。 

难点：决策理论、国际关系史相关知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授课。 

2. 参观或举办讲座 

教学手段： 

1.ppt为主。 

2.视情况结合课堂讨论等。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特殊要求。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闭卷考试。出勤、课堂表现等将视具体情况而定。原则上，平时表现占 30%，期末

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无特殊要求。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无特殊要求。 

（二）推荐参考书 

1. 贝里奇（英）著《外交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2. Jeremy Black：A History of Diplomacy， Reaktion Books Ltd.,2010.  

执笔：刘星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7日 

 

国际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课程号：305020172-01 

一、课程的意义及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主要讲授国际组织的产生、特征、分类、运行机制及

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有关的国际组织的理论等内容。二战后至今，以联合国为中心的

国际组织，日益崛起，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数量众多、领域多样的跨国体系，在成员结构、决策

程序、机构运行、规章制度等方面日益完善，成为在国际社会扮演重要角色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对

国际关系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独特影响。因此，了解和认知国际组织已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

交学等专业的学生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 

就中国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和自身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越来越积极参与国际组

织活动，国际组织在中国总体外交战略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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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不仅为中国提供了多边外交的主要舞台，成为中国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场所，而且也是

中国运筹与其他国家关系、与世界其他国家相互交流与合作的不可或缺的平台。特别是在中国快速

发展的今天，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更加复杂，中国自身的发展需要营造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

肩负的国际责任也更加繁重，这些都需要我们更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活动，利用国际组织这一重要的

渠道来缓解压力与矛盾、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因此，加强对国际组织的全面了解

和认识，积累国际组织方面的基础知识，培养相关人才，进行相关研究，也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

外交学专业学生学习、丰富自身中国外交知识的主要途径之一。 

当然，通过相关知识的学习，提高分析相关问题的能力，丰厚自身的专业素养更是本课程希望

达到的目标。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单元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第一章 基本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念 

国际组织在概念上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广义来说，凡是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其政府、政党、

民间团体、个人基于特定的非赢利性目的和任务，以一定的协议或法律形式而建立的各种常设机构，

都可以称为国际组织。而狭义的国际组织仅指政府间国际组织，它是由两个以上的国家组成的一种

国家联盟或国家联合体，是由其成员国政府，为谋求符合共同利益的特定目标，通过符合国际法的

协议而创立的一种常设体系或机构。这一概念指的是严格的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组织。 

第二节   特征  

一般来说，国际组织有着这样几方面的特性： 

第一，多国性。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一是由多国成员构成。无论何种类型

的国际组织，其成员的法律地位虽然会存在着巨大差异，但任何一个国际组织，其成员的来源必定

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国际组织的成员可以是国家政府，也可以是民间团体，还可以是个人，

但不可能都来自一个国度；二是活动领域和作用范围一般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具有跨国性。

国际组织是一种以国际合作与理解为目标的跨越国界的机构，国际舞台是其开展活动，发挥作用的

主要空间。三是资金来源的多国化和多元化。 

第二，工具性。国际组织是组织成员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工具。来自不同国家的身份、地位差异

极大的组织成员之所以倡导、创立、加入国际组织，是因为它能服务于有关的共同利益的实现，这

是国际组织存在的根本意义。国际组织的成员通过制定组织文件，依据自己的意愿，设定该组织的

宗旨、职能和活动范围，赋予该组织以权力和行动能力。如果国际组织达不到成员所预期的利益要

求，该组织只能趋于消亡。由于国际组织的行动能力是本组织成员授予的，具有间接性，又不具备

实施其主张的直接物质手段，因此国际组织的活动能力和作用范围都是有限的，必须依据本组织成

员的意愿来确定。即使是享有国际法主体资格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它也只是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建

立于主权制度上的非等级制机构，而不是世界政府。 

第三，非赢利性。国际组织在活动中，不以赢利为目的。虽然它们也可能进行一定的经营活动，

但它们的这类活动大多是为了弥补经费的不足或满足一些特殊要求。比如，联合国就进行出售邮票

和出租一些场地的赢利性活动，但这并非联合国宗旨和职责之所在，联合国的任务是维护和平与促

进发展。这是国际组织与跨国公司的最本质的差异。 

第四，制度化。国际组织不同于多边国际会议，不是一种临时性的权宜之计。它必须根据本组

织的章程，履行组织成员所议定的职责，以达到成立该组织的目的。这就需要国际组织必须设立能

够承担一系列持续职责的常设的正式机构，通过制度化的途径，使组织成员所追求的共同利益实现

得到稳定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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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一定的独立性。国际组织一旦成立，就拥有了自己的法律人格和单独意志。它的一整套

制度化的机构体系和独立的决策程序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自主权和独立行动的能力。它不是某

个特定成员的代表，它反映的是组织内各成员的共同利益，具有独立的本体地位和一定的超国家的

色彩。 

第三节   国际组织的分类 

对国际组织进行分类是认识和研究国际组织的一个基本途径。国际组织名目繁多，宗旨不一，

组织结构和活动程序各不相同。依据不同的标准可将国际组织划分为不同类型。 

若按照基本性质和职能来划分，可分为一般性国际组织和专门性国际组织两大类。一般性国际

组织具有较广泛的宗旨、原则和职能范围，其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国际社会生活的

各个方面。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联盟和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是这类国际组织的典型代表。专门

性国际组织的宗旨铰为单纯，职能范围受到特定的专业技术限制，活动局限于某个专门领域，如科

技、经济、军事、文化、体育、卫生等。 

若按照地域的特点来划分，可分为世界性组织与区域性组织两大类。世界性国际组织对所有国

家均开放，对成员没有地理条件上的限制。各组织的成员数量不等，最大的是联合国，目前拥有

191个成员国。各种世界性的专门组织也属于这类组织。区域性国际组织一般只吸收特定地区的成

员，职能范围也常常局限于本组织所在地区。 

若按照成员的法律地位来划分，可分为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两 

大类。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国际关系的最主要行为体——国家的创造物，其成员一般为拥有主权

的国家。它们根据自身的需要，在一定范围赋予有关的国际组织以若干职权和法律行为能力，使政

府间国际组织具有了国际法主体资格，在参与国际事务时能超越其成员的个别利益而采取行动，并

能直接以该组织的整体形态来承担国际义务和权利，成为国际关系领域里具有特定宗旨、目标和行

为方式的独立的行为体。国际非政府组织则是不同国家的民间团体或个人为一定目的而组织起来的

联合机构，由于法律地位的不同，国际非政府组织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在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以及组

成、运作和作用上都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它们的活动受到各国政府的影响和制约，主要是通过加强

民间的国际交流，进而从各自的角度对国际关系发展进程施加间接的影响。但在数量上，国际非政

府组织远远超过政府间国际组织。在一定条件下，国际非政府组织有可能发展成为政府间国际组织。 

还可以按照封闭性组织与开放性组织、国家间组织与具有若干超国家因素的组织、常设性国际

组织与临时性国际组织、等标准来对国际组织进行分类。国际组织千差万别，划分标准也是多种多

样。这些划分标准并无好坏优劣之分，对某一标准的采用是基于分类的目的。需要指出的是，依据

不同标准进行分类时，会出现重叠交叉的现象。因为这些标准本身就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容纳

的。一个国际组织可能会符合多个标准的要求。如联合国，它既是一个世界性组织，成员囊括了几

乎所有的主权国家，又具有普遍性职能，活动领域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国际组织自身

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处于一种动态发展过程中。这给对国际组织进行明确的分类带来一定的

难度。目前，由于将国际组织分为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这一分类方式简单易行，且便于对国际

组织与国家行为体和国际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进行分析，因而成为国际关系学界常用的

国际组织分类法。 

第四节  有关国际组织的理论观点 

一、理想主义 

主要观点、代表人物、产生背景及其影响 

二、现实主义 

经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各流派主要观点、代表人物、产生背景及其影响 

三、新自由主义 

主要观点、代表人物、产生背景及其影响 



3222 

四、功能主义与新功能主义 

主要观点、代表人物、产生背景及其影响 

五、其他理论 

建构主义、沟通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 

单元学习目标： 

了解与掌握国际组织的基本概念、主要特征、分类状况及其有关理论流派的主要观点、代表人

物等。 

作业：思考题 

1、国际恐怖组织和跨国公司是否属于国际组织的范畴? 为什么？ 

2、以地域为划分标准时，跨区域组织如何归类？ 

知识单元 2：第二章  国际组织的形成与演变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国际组织的萌芽与形成 

一、萌芽时期      

1、 17世纪中期的国际会议是国际组织的重要前身 

国际组织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形成后，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国家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对于涉及多个国家的问题必须有新的协调方式，国际会议应运而生。会议

所制定的一系列公约及所提出的一些新的议事规则，为初期的国际组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威斯特伐利亚会议开创了国际关系史上通过国际会议解决国际问题的先例 

二、形成时期 

为现代国际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开辟道路的实践活动主要体现于三方面: 

其一, 欧洲协调 

始于维也纳会议,是指以会议外交的方式处理欧洲或与欧洲有关事务的一种定期协商制度,特

点为多边、高层次和大国操纵。 

亚琛会议         特洛波会议 

莱巴赫会议       维罗纳会议 

其二, 海牙体系 

指的是 1899年与 1907年两次海牙会议在发展国际法和寻求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减少战争伤害方

面所取得的成就和随之形成的体制。 

其三，国际行政组织 

19 世纪中叶以后．在实施国际会议订立的多边公约及协定的基础上，出现了若干为特定目的

而设立的一些常设机构。它们是最早出现的国际行政组织，是现代国际组织的原始形态，如 1815

年的莱茵河委员会和 1856年的多瑙河委员会。  

在国际行政组织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组织,如：世界气象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国际度量衡

组织等。 

作为现代国际组织的雏形，早期的国际行政组织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宗旨较为单纯，协调领

域有限，是一些功能性的合作组织；第二，均有较完善的常设机构和较为系统的组织程序，为后来

的国际组织提供了比较成熟的组织模式。 

第二节       国际组织的普遍化时期 

进入 20 世纪之后，国际关系内容日益丰富。与此相适应，国际组织的种类从最初的专门性和

技术性组织向一般性和政治性组织扩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世界性国际

政治组织——国际联盟。它的结构形式和运作程序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国际组织的结构模式。它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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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国际和平作为自己的重要宗旨之一，大大地丰富了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w 个案研究——国际联盟 

第三节      国际组织的快速发展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立了第二个世界性国际政治组织——联合国。联合国在借鉴国际联

盟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组织，拥有国联从未有过的活力和

权威性，开创了国际组织发展史上的新纪元。 

此后，国际组织蓬勃发展，数量和种类均呈急剧增多之势，组织运行机制日益完善，权威性不

断提高，活动领域不断拓宽，几乎涉及国际社会的各个方面，且相互之间的协调也在不断加强。发

展的原因分析。 

第四节     国际组织的发展趋势 

数量仍会增加，但不会达到二战后一段时间里的增长速度；活动范围将进一步宽泛；国际组织

的组织形态多元化；国际组织之间的协调性将进一步加强； 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趋于进一步加强；

地域上的不平衡性继续发展。 

单元学习目的： 

了解和掌握国际组织产生的背景、发展历程及原因，认识国际组织的发展趋势。 

作业：思考题 

1、国际组织产生的背景是什么？  

2、促进国际组织发展的原因是什么？  

3、国际组织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知识单元 3：第三章  国际组织的运行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国际组织的运行机制 

国际组织是一个具有反应、决策和实施能力的大系统，一般拥有较为完整的结构体系和运行机

制，但如何设置本组织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准。各个国际组织可以依据本组织

的宗旨和职责要求，自行设计和建立自身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 

一、 内部组织结构 

一般由三个不同层次的机构组成：（1）最高机构，即“大会”或“理事会”，由该组织的全体

成员派出代表组成，拥有决策权。最高机构一般定期举行会议。 

（2）执行与主管机构，处理两次大会期间的有关组织职能和大会决议的事宜； 

（3 ）行政管理机构，承担本组织日常的行政管理事务。此外，有些国际组织还将处理争端和

纠纷的司法机构也纳入到其组织机构里。 

二、议事规则 

在国际组织运行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其决策程序的设定，即它是如何作出决议或决定的。表

决是国际组织决策程序的核心内容，一般遵循三种表决方式：（1）协商一致，即通过广泛协商，不

经投票而形成一致同意的决议；（2）一致同意，即一个成员一票，达成一致；（3）多数同意，可再

细分为一个成员一票的多数同意与一个成员数票的加权表决制。 

联合国是具有最完备、最复杂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的国际组织，它的组织结构具有典型性。 

第二节   影响国际组织运行的因素 

国际组织在运行乃至作出决定的过程中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从内部来看，成员的共同利益

与个体利益的相互制约、平衡，组织内部成员的力量对比状况，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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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的运行方式等都会产生程度不同的作用。从外部来看，国际体系大环境对国际组织的运行也有

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第三节   国际文官制度 

以联合国为例，介绍国际公务员制度的形成、内容及目前的实施状况。 

单元学习目标    

了解国际组织的组织结构和体系的产生、发展及运行状况，掌握国际组织决策机制和程序以及

它们的利弊得失，知晓国际公务员制度的起源、相关原则及其运行规则。 

作业：思考题 

1、国际组织的组织结构有着怎样的发展历程？ 

2、试析各类表决方式的利弊得失 

3、澳大利亚国际法学家斯塔克说:“一致同意原则原是为保护少数而确定的,但由于夸大了平

等原则,结果变成了少数对多数的一种暴政。”请谈谈你对这一观点的看法。 

知识单元 4：第四章  国际组织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关于国际组织法的定义 

国际组织法指的是，用以调整国际组织内部及其对外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包括有关国际组织

建立、存在与活动的一切有约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和。国际组织法是现代国际法一个非

常重要的新分支。 

第二节    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 

国际组织开展活动的基础是在其活动领域内占有必要的法律地位。国际组织拥有法律地位的前

提条件是必须具有相对独立于其成员国的一定的法律人格。法律人格指的是，国际组织依法独立享

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一种资格。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使其拥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自主行为能力。国际

组织法律地位的局限性在于：国际组织拥有的法律人格不同于主权国家的法律人格，是一种相对独

立的法律人格，具有派生性和局限性。 

第三节    国际组织与国际法及国际组织法的相互影响 

国际法及国际组织法对国际组织的形成、发展和巩固有着积极的影响，因为国际法及国际组织

法为国际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表现在： 

第一，国际组织的建立不可能没有成员国之间的协议，建立国际组织的章程是基于一般国际法

而缔结的一种多边条约，国际组织的活动也需要国际法律规范的调整；第二，国际法承认各主权国

家有权缔结建立国际组织的条约，而各种条约并不使成员国通常的国际法主体资格受到限制；第三，

建立某些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基本文件本身，往往包含着若干重要的国际法原则与制度，从而使国际

组织有可能发挥更大作用。 

国际组织作为现代国际社会的法律人格者，对国际法，尤其是现代国际法及国际组织法也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表现在：第一，真正有系统、有影响力、全面的国际法编纂工作是从国际联盟，特

别是从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成立后才开始的。国际组织所具有的某种程度的造法功能，大大促进了

国际法的编纂工作及国际组织法的形成；第二，国际组织的重要决议、宣言、纲领和方案等，以及

国际组织对国际事务的处理，都会对国际法及国际组织法产生补充和完善的作用；第三，国际组织

自身的法律规范大大丰富和扩展了国际法及国际组织法的内容。 

总之，两者相互促进，关系密切。国际法及国际组织法的形成与发展为国际组织的建立和进行

活动提供了法律前提，国际组织的发展对国际法及国际组织法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日益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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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学习目标： 

了解和掌握国际组织法的基本内涵及其与国际组织的相互作用 

作业：思考题 

1、什么是国际组织法? 国际组织法有哪些主要议题？ 

2、国际组织法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何在? 

3、如何认识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 

4、如何理解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法与国际组织的相互作用? 

知识单元 5：第五章  国际组织的作用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国际组织是国际交往的高级形式，是实现成员国共同利益的重要工具，是国际关系的独立参与

者。它作为国际社会朝着规范化、民主化发展的桥梁与纽带，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在广度和深度上呈

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特别是冷战后，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组织在国际关

系的运行过程中表现的极为活跃，发挥着主权国家无法替代的作用。 

第一节  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作用  

第一，充当多边外交场所和国际论坛，为世界各国进行国际交往提供活动空间。国际组织的存

在使得世界各国有了举行会晤，进行交流，表明立场，提出问题，消除分歧，化解矛盾，增进了解

的畅通渠道。在形形色色的国际组织中，成员国不论大小、强弱，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阐述自

己的看法，为国际社会在全球性问题和一些热点问题上达成共识奠定舆论基础。 

第二，进行世界范围的信息收集和交流活动，协调成员国的行动。国际社会从它形成的那天起，

就基本上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各主权国家及其他行为体自行其事。但是，国际社会的成员之间也

存在着共同的利益需求。要实现这些利益需求就必须对各行其是的国际社会成员的行动进行协调。

这种协调需要一定的组织框架的保障，国际组织可以说是进行协调活动的合适选择。通过国际组织

这一形式，动员有关成员，制定使之采取目标一致的行动的框架，并提供机制上的保障，从而促进

国际协调活动的顺利进行，以达到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目的。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充当国际社会管理者的角色。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国家间的相互依赖

不断加深，全球性问题的凸现，使得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强化，这就从客观上要求国际制度体系的完

善和国际社会向更加有序化的方向发展，作为国际机制的重要载体之一的国际组织，其地位也相应

地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国际组织制定的有关解决问题的各种规则与程序，有助于降低国家间谈判的

成本。如世界贸易组织，现在人们很难想象，没有它，单个国家将如何在双边层面上处理它们进行

全球贸易时遇到的问题。国际社会可以借助于国际组织的机构网络制定有一定约束力的国际法律规

则，指导和管理各类行为体在各领域的活动，并对蓄意破坏者和违规行为采取某些集体制裁措施，

由此国际组织成为维护国际秩序的重要的力量源泉之一。 

第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护者。众多国际组织都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为自己的宗旨，在

冲突和争端各方之间进行积极的斡旋活动，有效地缓解或平息了武装冲突和内部动乱，防止了战火

的蔓延，为争端的解决、和平的恢复作出了贡献。尽管国际组织在这方面的活动并非十全十美，也

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但它们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国际社会安全的重要作用显而易见。 

案例——欧洲联盟、世卫组织、世行集团、IMF 

第二节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近年来，国际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活动尤为活跃，

它们的影响和能量之大超出人们的预料。 

一、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发展与特征 

发源于西方国家，迄今已有 100多年的历史。20世纪 80年代以前，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主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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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于经济、社会、人权及人道主义事务等方面。之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越来越多地涉及军控、

环保等新领域。90 年代，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签订国际禁雷公约、设立国际刑事法庭过程中所发挥

的重大影响有目共睹。冷战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地位提升和影响力日益凸显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

90年代以来的遍及全球的改革浪潮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意识的上升，“公民社会”的兴起，都

为非政府组织提供了发展和“填补真空”的机会。人类面临的各种新问题的越来越多，需要国际非

政府组织参与解决。西方国家及一些重要的政府间组织（如联合国）的大力支持，使国际非政府组

织的壮大具备了更为有利的法律和财政资源。另外，科技的进步使大多数国家政府实际上已无法控

制信息的越界传播，给国际非政府组织进行跨国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国际非政府组织具有性质与

规模多样化，影响和作用多方面，各组织间差异多于共性，组织目标较为单纯，专业性较强等鲜明

的特点。 

二、活动方式与作用 

名目繁多、种类复杂的国际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渠道，以咨询、游说、宣传、倡议等方式，向

国家和政府间组织提供咨询和信息，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敦促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重视一些具

有紧迫性、全球性的问题，协助有关各方达成协议，制定解决问题的行动框架并监督实施；依靠自

身的专长，参与各种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项目的实施，为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特定服务；作为

国际冲突与争端的非正式调解者，开展斡旋活动，促使争端的降温或和平解决。虽然，对于国际非

政府组织在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国际关系体系中的作用、发展前景等问题，还存在着很多的争议，

但作为国际关系中一支独特的力量，它的地位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 

案例——国际红十字会 

第三节   国际组织作用的局限性 

与主权国家相比，国际组织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受到在国际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主权国家的控

制和制约，呈现出派生性和不确定性，是有限的。国际组织自身存在的大量问题也制约了其在当代

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国际组织种类纷繁，成员自身状况和预定目标、组织的内部关系五花八门。许

多国际组织宗旨单一，组织结构松散，没有统一的权力机关，对成员的约束力有限，协调行动也非

易事，成员常常自由组合，各自为战，难于对国际关系形成较为强有力的冲击，即使有，大多也只

能是间接的或局部的。 

单元学习目的： 

了解和掌握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舞台发挥的作用，认识和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崛起、发挥作

用的途径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定位，认清及客观评价国际组织的局限性。 

作业：思考题 

1、如何理解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2、如何认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崛起及其特征以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3、试以“集体行动的逻辑”之理论分析国际组织的局限性。 

知识单元 6：第六章  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中国走向国际社会，参与国际组织活动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及影响力

与中国的综合国力、整体战略、观念及国际组织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第一节  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发展 

历经曲折，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1949年至 1970年时期 

建国初期，中国分别向联合国、万国邮政联盟、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民用航空

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电讯联盟、国际奥委会、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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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十字组织等组织，提出了恢复合法席位的要求，但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阻挠，新中国参与这些

组织的愿望绝大部分未有结果。新中国主要是与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国际组织发生了较为密切的

往来。 

二、1971年至 1978年时期 

中国在这一时期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之后又同大批国际组织建立、恢复了友好关系，

其特点在于，主要是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类组织建立关系，与国际经济、贸易、文化等组

织的联系相对较少。 

三、1978年至 1990年时期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加强了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同国际组织的关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

了较大的突破，而且不仅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发展合作关系，也同一些非政府组织建立了联系。 

四、冷战后时期 

中国加快了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参加了各种国际组织的活动，并在其

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二节 加强与国际组织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 

一、存在的问题 

数量有限；在已加入的国际组织中作用有限，影响力不强；就任高级职务和技术职务的人数太

少；国际组织的研究和教学相当薄弱；等等。 

二、对策研究 

更新观念；制定适宜的国际组织战略；强化研究；培养人才；建立相关机构与数据库；争取资

金；等等。 

第三节 个案研究 

案例一：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 

案例二：中国与上合组织 

单元学习目的： 

了解和掌握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发展历程及其背景、取得的进展与存在的问题，认识与国际

组织的关系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定位与作用。 

作业：思考题 

1，如何认识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演变及其特点？ 

2、中国对国际组织的认知有着怎样的变化，原因何在？ 

知识单元 7：第七章  联合国 

参考学时：6学时 

单元学习内容： 

第一节   联合国的创立及其机构 

建立一个集体维护国际和平与共同致力社会进步的新的国际组织，体现和反映了各国人民对和

平的祈求，对发展的向往。在这一背景下，美英苏中等反法西斯盟国汲取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一

起筹建了联合国。 

一、筹建联合国 

1、早期设想与联合国家宣言 

2、莫斯科宣言、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 

3、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与雅尔塔会议 

4、旧金山会议 

1945年 4月，联合国家组织的制宪会议在旧金山隆重召开。出席会议的 50国代表经过 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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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在 6月 26日签署了联合国宪章。10月 24日，联合国宪章竟半数以上国家，包括五个常

任理事国的批准，正式生效，联合国诞生。这一天被称为“联合国日”。 

二、联合国宪章 

1、联合国宪章的主要内容 

联合国宪章是联合国的根本大法，是世界人民争取和平与平等，反对强权政治的法律依据，

是指导现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宪章由序言和 19章、共 111款条文组成，对联合国的宗旨、会

员国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会员国资格、组织机构、职能与运作程序、宪章的修正、批准和签字

等诸多事项进行了详尽的规定。2、与国联盟约的比较 

宪章与盟约的历史联系和渊源  如果说国际联盟继承和发展了 19 世纪国际组织的发展成果，

那么联合国又继承和发展了国际联盟的成果。联合国的框架结构及运作机制均与国联有着相似或

相同之处。 

宪章的进步性  由于时代的不同，两者的宗旨和原则上有差异；鉴于国际联盟的教训，宪章

注意从机制上保持本组织的活力和权威性；宪章对集体安全的构想优于盟约；宪章重视经济与社

会发展领域里的各项问题。 

三、联合国的组织机构及其职能 

联合国设置了 6 大主要机构，以保证宪章的规定得以履行： 大会——组成、表决程序、职

能、特别联大与紧急特别联大。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组成、职权。托管理事会——组成、职能

及托管历史使命的结束。国际法院——组成、工作程序、权限。秘书处——组成、职能、秘书长

的地位和作用。安理会——地位、组成、运行程序、否决权问题。 

联合国的辅助机构 

根据需要联合国还有为数众多的辅助机构。联合国辅助机构的组织形式、职权范围、活动程序

和作用差别甚大，其中大会和经社理事会下设的辅助机构最多。安理会下属的有军参团、常设委员

会、特设机构等。 

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和相关组织 

概念、性质与特征 

联合国专门机构和相关组织不是联合国本身的直接下属机构，而是依据宪章有关规定被纳入联

合国体系的特殊的专门性国际组织。 

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特征在于：是政府间组织；具有专业性；与联合国有法律关系，但有很强的

自主性。 

合作活动——专门机构及相关组织与联合国体系内机构的合作，由联合国秘书长担任主席的行

政协调委员会进行沟通、联系。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以加强各机构之间的工作配合，实施联

合国与专门机构的决议。从整体上看，宪章中规定的实现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国际合作的宗旨，是由

联合国与这些机构和组织有机地、共同地完成的。 

第二节   联合国的活动及其局限性 

一、推进非殖民化运动，结束种族隔离制度 

1、有关概念：非自治领土、国际托管制度与托管领土 

2、联合国的使命 

非殖民化是联合国一直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国际性问题。联合国宪章第一次使民族自决成为公认

的国际法原则。1960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非殖民化宣言，1961 年联合国成立了非殖民化委员会，

这些标志着联合国促进非殖民化以后运动进入新的阶段。1994年 10月，贝劳独立，成立共和国，

标志着宪章规定的国际托管制度已完成了历史使命。 

3、评价：促使殖民主义成为历史陈迹，是联合国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 

二、 编纂和完善国际法及各类国际行为规范 

二战后，国际法的制定、发展和编纂工作基本上都是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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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进行这些工作主要有三种形式： 

①制定国际公约 

②大会的重要宣言和决议 

③国际法院的判决和咨询意见 

个案研究——海洋法的制订 

三、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改善人类所处的环境 

1、联合国发展观念的拓展 

促进国际经济与社会发展是联合国宪章的根本宗旨之一；联合国国际发展战略与发展观念的变

化；联合国在 20世纪 60—70年代制定的四个国际发展战略反映了联合国发展观念的进步；发展纲

领、联合国发展观念的进一步拓展主要表现在：其一，“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发展观

得到补充，确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强调发展应当惠及全体民众，人与自然应和谐

共存；其二，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深度和范围得到强化；其三，强调发展问题的综合性，提出发展

文化的概念。总之，联合国发展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综合化的过程，形成了以人的发展和可

持续发展为核心，注重社会公正和人民参与，强调多层次合作的发展思路和体系。  

2、联合国发展活动的内容与特点 

内容——促进非洲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努力；90 年代支援最不发达国家行动纲领；联合国

第一个消灭贫穷十年（1997—2006）；倡导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促进一些全球性问题的解决。 

特点——随着联合国发展观念的进一步完善，近年来的发展活动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主要

有目标具体，针对性加强；完善机制，强化联合国系统在发展活动中的协调性；重视非政府组织及

其他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等。 

3、对联合国发展活动的评价 

联合国的发展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国际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联合国在发展问题上受到的制约 

全球化促使联合国在发展领域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 

四、缓和国际冲突，确立集体安全体系，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1、宪章的规定及联合国有关宣言与决议 

宪章及有关宣言和决议几乎囊括了与当代世界和平与安全有关的所有方面的问题，表达了联合

国所有成员国对世界和平前景的构想，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决心和基本立场、原则和主要手段。

这些文件提供了实现世界和平的广阔可能性、法律依据和有力手段。 

2、联合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努力 

促进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维持和平行动；推动国际裁军和军备控制的进展；动员国际舆论，

伸张国际正义，同时提出一系列原则、规章等，以维护国际和平，具有道义上的威慑力。 

五、局限性 

第一，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 

①受历史条件和本身机制的限制，联合国不能有效地解决大国之间的争端，对大国危害和平的

行为无有效的制约力。 

②联合国在一定时期里甚至充当了个别大国对外侵略扩张的工具。 

联合国在朝鲜战争的教训。联合国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不属于联合国维和行 

动的范畴。自联合国介入朝鲜战争起，就由于美国“表决机器”的作用，没有按照宪章的宗旨

和原则公正地对待朝鲜问题，给联合国历史留下了一个不光彩的记录。 

③联合国在海湾战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海湾战争中，联合国一改旧貌，对危机作出果断反应。安理会大体上是在宪章集体安全机制的

框架范围内运作的，证明宪章设定的集体安全机制对于制止侵略还是可行的，但也提出了许多问题，

如联合国和安理会被架空的情况，多国部队军事行动是否超过安理会授权范围的问题，如何处理好

集体安全与尊重国家主权的问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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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联合国自身的问题，如资源、机制等。 

第三节   联合国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其改革 

一、联合国的总体作用分析 

半个多世纪以来，联合国走过了坎坷艰难却又不平凡的历程，在推动世界非殖民化进程和结

束种族隔离制度；缓和国际冲突，确立集体安全体系，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加强国际合作，促

进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改善人类所处的环境；编纂和完善国际法和各类国际行为规范等方面，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然，联合国有面临着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内部机制的不平

衡，造成联合国“重和平，轻发展”的现象。再如，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的问题也

很突出。联合国的财政困难更是其长期存在的痼疾。 

从本质上来说，联合国是一个主权国家的集合体，不是世界政府，它的行动能力源于成员国的

授权，对它乃至其他国际组织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实践活动和影响力应持科学的态度和客观的评

价。 

二、世界格局转换使联合国面临新形势 

1，冷战后联合国地位与作用得以加强 

冷战的结束，大和平、小战争局面的形成，南北差距的扩大，全球性问题的突出等国际形势

给联合国带来了更大的活动空间。联合国内部力量结构的变化，多极化趋势的发展等，为联合国

对国际事务影响力的增大创造了条件。因此冷战后联合国各机构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大会以

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决议数量不断增加，安理会空前活跃，秘书长和秘书秘书处的任务不断扩

大，世界各国将联合国视为就全球各种问题进行全面对话的中心场所，并把维护国际和平与安

全，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的责任交给了联合国，联合国的功能正得到逐步提高和加强。 

2，联合国面临一系列挑战 

首先，联合国先有的机制已无法适应冷战后国际形势的需要。大国合作机制的加强固然有利

于提高安理会的权威性，但冷战后西方国家在联合国内地位的上升，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

的忧虑，联合国的公正性受到质疑。而且大国对抗导致联合国无所作为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其

次，对联合国期望过高，联合国任务不断增多也使联合国面临不堪重负之虞。第三，如何在新形

势下，维护国家主权原则，反对和防止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抬头，如何处理联合国干预机制与

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如何处理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面对崛起的非政府组织的

挑战，等等。第四，联合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一切都是联合国需要认真对待的重大问

题，这些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联合国未来发展。 

三、联合国改革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为了应对新的机遇和挑战，联合国开始了新一轮的改

革进程，此轮改革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精简机构，提高效率，加强联合国的协调和管

理能力；其二，完善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特别是冷战后随着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增多、职能扩

大，大国的插手，使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存在偏离宪章的危险，联合国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这

种情况的发生；其三，改革安理会，这是联合国改革的关键和热点。其四，财政改革，以免联合

国先入资源枯寂的困境。联合国改革涉及各成员国的根本利益，涉及它们在联合国中权利和义务

的再分配，涉及联合国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等重大问题，因此不可避免地

充满矛盾和斗争，要想获得成功，必须进行长期和艰苦的努力。联合国任重道远。  

第四节    中国与联合国 

一、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波折 

1、中国为创建联合国做出重大贡献 

中国在联合国创建过程中，逐步享有了大国的地位。由于历史和现实状况，中国注重国家主权

和民族自决原则，坚持为弱小国家利益讲话，积极表达受强权政治之害的小国、弱国及有色人种之



3231 

声。由国共两党代表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在筹建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上，发挥了美英苏三国难以替

代的独特作用。 

2、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1950 年 1 月，周恩来即代表新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要求答复关于开除国民

党代表和新中国代表何时出席会议并参加工作的问题。只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的阻挠，新

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无理剥夺。 

二、第 26届联大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 

1、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阻挠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本有可能解决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变得复杂化并被长期拖

延下来。从 1951年到 1960年，美国操纵联大多次通过决议，以延期讨论为的方式，将中国代表权

的问题搁置了起来。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和联合国成员国中发展中国家数量的不断上升，美国要在联合国

内拒绝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是越来越困难了，因此自 1961年起到 1970年，美国又以中国代表权问

题是“重要问题”，需有三分之二多数票才能决定为由，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2、第 26届联大和“2758号决议” 

1971年第 26届联大召开，美国不仅再提“重要问题”提案，而且为保险起见，还提了一个“双

重代表权案”，但美国的企图未能得逞，本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

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的 23国提案，即“2758号决议”。1971年 11月，以乔冠华

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大会议，受到热烈欢迎。 

3、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三次建交高潮” 

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加强了中国对国际事务的作用

和影响，给中国的外交活动开辟了一片新天地。由此，中国外交政策得到更多国家的了解和赞赏，

中国对外关系上出现了建国以来的第三次建交高潮。  

三、中国重视联合国的作用，积极参与联合国事务 

1、中国对联合国认识的逐步加深及观念的转变 

最初，受国内“左”的思潮影响，加上联合国曾有过一些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举措，中国国内

对联合国仍有着不少较为偏激的看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对国际

事务的参与力度加大，程度加深，对联合国这一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组织日益重视，认为尽管

联合国走过了曲折的历程，现在也还有它的弱点，但联合国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它对世界的影响，

是不可替代的”。中国政府对联合国认识的不断深化，使中国在联合国的多边外交有了坚实的思想

基础。 

2、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各项活动 

中国致力于贯彻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伸张正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护

和平与安全活动；积极参与联合国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活动；重视联合国制定国际法律规范行动

与联合国改革 

四、中国的联合国研究 

中国的联合国研究起步较晚，其发展过程与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程度及中国对联合国和多边

外交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密切相关。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的联合国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出现了硕果累累的可喜局面。中国联合国研究的领域和视野逐步扩展，角度日益多样化，已有一支

学术队伍和若干重点课题。但与其他学科，甚至与国际问题其他领域研究相比，中国的联合国研究

还存在许多不足。只有清楚地认识到不足，这一学科才能取得更大发展。 

单元学习目标： 

了解和掌握联合国的基本情况，客观认识联合国的作用及其局限性，理解中国与联合国关系的

变化。 

作业  思考题： 



3232 

1，联合国创立的历史背景。 

2，联合国的组织机构及运行程序，如何认识“大国一致”原则？如何理解联合国与大国之间

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 

3，联合国与国际联盟的比较分析。 

4，联合国总体作用分析。 

5，联合国改革的进程及存在的问题。 

6，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对中国外交的影响。 

7，中国在联合国的多边外交活动。 

三、课程进度表（每周四学时）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国际组织概念、特征、分类及相关理论 4  

2 国际组织的形成与演变 4  

3 国际组织的运行 4  

4 国际组织法 2  

4-5 国际组织的作用 6  

6-7 中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 6  

7-8 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 6 包括复习与答疑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政治学或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史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等课程，为本课程的学习提

供了专业知识背景，给本课程的学习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本课程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提供了一个

新的分析角度以及更为广阔的专业知识背景，有益于拓展学生的专业视野，丰厚学生的专业素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国际组织的概念；国际组织的发展与国际关系发展之间的密切关联；国际组织的运行机制；国

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其局限性；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崛起及其影响；中国与国际组织

的关系；如何认识联合国及其与中国的关系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授为主，课堂讨论为辅，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进行模拟、辩

论、书籍或论文的评析等活动，以强化教学效果。 

4、课程自主学习时 

拟抽出三至六课时，就选定的专业著作进行阅读后的讨论，事先需确定主题；或进行研究现状

的评析，事先需进行资料收集工作。自主学习可分组进行，之后的学习心得与成果可由全班同学评

议并交教师批改。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于永达编著《国际组织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修订版。需提及的是，教材的选用将依

据研究成果的出版状况加以更新。若有条件，将选用相关的英文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渠梁、韩德主编：《国际组织与集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版。 
2、梁西著：《国际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3、饶戈平主编：《国际组织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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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叶宗奎、王杏芳主编：《国际组织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5、蒲俜著：《当代世界中的国际组织》，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2年版。 
6、仪名海著：《20世纪国际组织》，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3年版。 
7、王杰等主编：《全球治理中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8、刘贞晔著：《国际政治领域中的非政府组织》，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年。 
9、王逸舟主编：《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3

年版。 
10、埃克诺米和奥克森伯格主编：《中国参与世界》，新华出版社 2001年版。 
11、许光建主编：《联合国宪章诠释》，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12、李铁城著：《联合国五十年》，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6年版。 
13、陈鲁直等主编：《联合国与世界秩序》，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3年版。 
14、袁士槟等主编：《联合国机制与改革》，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版。 
15、谢启美等编：《走向 21世纪的联合国》，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年版。 
16、李铁城主编：《跨世纪的联合国》，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17、李东燕：《联合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 
18、饶戈平主编：《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19、（美）巴尼特、芬尼莫尔著，薄燕译：《为世界制定规则》，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20、霍淑红著：《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的角色分析》，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1年版。 
21、（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集体行动的逻辑》，格致出版社，2011

年 9月版。 
22、（美）戴尔、德鲁克曼著，聂军译：《和平行动的评价》，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年版。 
23、LeRoy Bennett & James K. Oliv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Principles and Issuess, Pearson 

Education. Inc.2002 
24、UIA ed: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5、Clive Arc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USA., 2001 
26、Shamima Ahmed and David M﹒Potter,  NGO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Kumarian Press Inc﹒

2006  
27、Bob Reinalda Routledg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From 1815 to the present 

dayRoutledge 2009 
28、Thomas G. Weiss and Ramesh Thakur,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U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10 
执笔：孙洁琬   

修订时间 2016年 6月 9日 

 

欧盟政治与政策 
Politics and polic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课程号：30502049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在国际体系的大框架中认识欧共体/欧盟的产生、演进与未来发展趋势； 

2、认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系统掌握有关欧盟组织机构、政策职能、联盟属性以及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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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关系的基础性知识； 

3、学习欧洲一体化的有关理论，了解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理论流派与学术论争。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课堂讨论、资料查阅、论文写作等训练，使学生掌握有关欧

盟的基础知识、欧洲一体化演进的基本历程、欧洲统合的基本概念与原理，为国际组织、国际关系

理论与流派等课程学习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2学时 

知识单元 1：基本概念与基础性知识 

参考学时：24学时 

学习内容：  

1．欧洲一体化发展简史。 

2．欧盟的组织机构，主要包括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盟部长理事会、欧盟首脑会议、欧

盟法院、欧洲中央银行以及经社委员会与地区委员会等各机构的内在建构、相互间的制衡与协作关

系等。 

3. 欧盟的有关政策，具体涉及共同农业政策、构建统一大市场的有关政策、货币联盟政策、

司法与内务合作政策及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其他主要的职能政策。 

学习目标： 

1．了解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基本历程。 

2．掌握欧盟运行的基础性知识。 

作业：撰写读书笔记 

知识单元 2：欧盟统合与欧洲一体化理论 

参考学时：18学时 

学习内容： 

1．欧盟的法权渊源与制度建构，主要包括欧盟的法律体系、政治制度的多层次建构以及决策

和运行机制。 

2．欧洲一体化的有关理论，主要包括新职能主义、政府间主义、比较政治学派、治理学派、

规制学派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界说等。 

学习目标： 

1．了解欧盟制度的基本属性。 

2．掌握关于欧盟与欧洲一体化的理论知识。 

作业：撰写研究论文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教学为 2个，共 6学时 

实验 1：欧洲议会全会决策模拟教学（一）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欧洲议会全会决策辩论 

实验要求：熟悉欧洲议会的内部构建；研究欧洲议会决策机制。 

实验 2：欧洲议会全会决策模拟教学（二）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欧洲议会全会投票与表决 

实验要求：熟悉欧洲议会的主要党团及政治取向；研究欧洲议会议员表决程序；了解代议制民

主在超国家层面独特的体现形式等有关知识。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欧洲一体化发展简史：发展历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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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欧洲一体化发展简史：欧洲之父 3  

3 欧盟的组织机构：欧盟委员会 3  

4 欧盟的组织机构：欧洲议会 3  

5 欧盟的组织机构：部长理事会 3  

6 
欧盟的组织机构：欧盟首脑会议、欧洲法院、欧洲

中央银行以及经社委员会与地区委员会等。 
3  

7 
欧盟的政策：共同农业政策、构建统一大市场的有

关政策、货币联盟政策 
3  

8 
欧盟的政策：司法与内务合作政策及共同外交与安

全政策以及其他主要的职能政策。 
3  

9 欧洲议会全会决策模拟教学（一） 3  

10 欧洲议会全会决策模拟教学（二） 3  

11 欧盟的法权渊源与制度建构：欧盟的法律体系 3  

12 
欧盟的法权渊源与制度建构：欧盟的政治制度与多

层次建构 
3  

13 
欧盟的法权渊源与制度建构：欧盟的制度结构与决

策和运行机制。 
3  

14 
欧洲一体化的主流理论：联邦主义、邦联主义、传

统职能主义、新职能主义、政府间主义 
3  

15 
欧洲一体化的主流理论：比较政治学派、治理学派、

规制学派 
3  

16 
欧洲一体化的非主流理论：英国学派与西方马克思

主义的相关理论界说。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学原理、国际政治专业英语 

后续课程：国际关系理论与流派、国际组织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欧盟及欧洲一体化发展与运行的基础性知识。 

难点：欧盟及欧洲一体化属性的认识及有关理论的掌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启发式与注入式教学方法相结合，适当引入实践教学法。 

教学手段： 

1. 课堂讲授。 

2.模拟教学。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Neil Nugent,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European Union, Basingst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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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2、李世安等编著《欧洲一体化史》，（教育部研究生推荐教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法布里斯·拉哈著，彭姝祎、陈志瑞译：《欧洲一体化史：1945－2004》，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2005年版。 

2、陈玉刚著：《国家与超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3、曹建明著：《欧洲联盟法》，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4、刘文秀、埃米尔·J·科什纳著：《欧洲联盟政策及政策过程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5、贾文华著：《法国与英国欧洲一体化政策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6、Alberto Alesina and Francesco Giavazzi, Europe and the eur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7、Rikard Bengtsson, The EU and the European security order : interfacing security 

actors, New York, NY : Routledge, 2010. 

8、Ben Rosamond, Theories of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New York : St. Martin's Press, 

2000. 

执笔：贾文华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30日 

 

行政学原理 
Theorie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课程号：3050300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 培养公共精神和公共意识； 

2. 掌握行政学理论和知识； 

3. 提高运用行政学理论分析公共问题的能力； 

4. 提高运用行政管理技术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行政思维训练，使学生掌握行政学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

基本思维方式，为组织行为学、公共政策分析、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公务员制度、中国政府与行政

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总论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基本概念、行政范围和行政学研究对象。 

2．古代和近代行政思想、现代和当代行政理论及其发展。 

3. 府际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的发展和行政理论的历史演变。 

2．掌握基本概念、行政理论发展各阶段的主要观点和府际关系理论。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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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析公共管理、行政管理、公共行政之异同； 

辨析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之异同； 

描述中国的府际关系。 

知识单元 2：分论 

参考学时：24学时 

学习内容：  

1．官僚制组织理论与政府结构。 

2．人事理论与制度。 

3．公共决策理论模式。 

4．公共行政的逻辑过程。 

5．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 

6．多元行政途径。 

7．行政监督理论。 

8．行政改革与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政府结构、人事制度的历史沿革、政府决策程序、行政管理过程、多元行政途径、公

共服务供给、行政监督现状、行政改革历史。 

2．掌握理想官僚制理论、现代人事制度精神、不同决策模式、三阶段行政理论、准立法和准

司法理论、非直接供给机制、政府责任的实现机制、行政改革模型。 

作业： 

简述官僚制组织的高效与低效； 

简述现代人事制度的基本原理； 

比较不同决策模式在现实中的运用； 

公共问题界定的理论探讨； 

准立法行政问题分析； 

服务外包中的责任机制研究； 

主观责任与客观责任分析； 

试述渐进式行政改革之利弊。 

知识单元 3：案例研讨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问题之界定。 

2．利益关系之分析。 

3. 多样化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4. 市场监管体制与方法。 

5. 行政改革路径研究。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行政之复杂性、公共决策多元价值之平衡、公共服务供给的多样性、行政改革的

曲折性等。 

2．掌握公共行政案例的基本分析方法、各个案例根本特征及其扩展思维方式。 

作业： 

运用行政学理论和知识分析公共行政案例。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研究对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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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史沿革 3  

3 府际关系 3  

4 案例分析 3  

5 公共组织 3  

6 公共人事 3  

7 案例分析 3  

8 公共决策 3  

9 行政过程 3  

10 案例分析 3  

11 行政途径 3  

12 服务供给 3  

13 案例分析 3  

14 行政监督 3  

15 行政改革 3  

16 案例分析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 

后续课程：公共组织学、公共政策分析、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组织行为学、公务员制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行政范围、理论发展、府际关系、行政组织、人事行政、行政决策、行政过程、行政途

径、服务机制、行政改革。 

难点：公共问题界定、多元价值平衡、行政改革路径、责任实现机制。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法。 

2.案例研讨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师生互动教学。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闭卷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针对课程主题内容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行政学原理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无 

（二）推荐参考书 

    马建川/翟校义:《公共行政原理》,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3年。 
    吴琼恩:《行政学》,三民书局,中华民国九十年。 
    张康之:《公共行政学》（第二版）,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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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国庆:《公共行政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夏书章：《行政管理学》（第四版），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8年。 
    [美]沙夫里茨:《公共行政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 
    [美]罗森布鲁姆:《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 
    [日]西尾胜:《行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 
    [法]德巴什:《行政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年。 

执笔：×××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公务员制度 
Civil Service System 

课程号：30503003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本科专业的主干课程和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通过理论教学，系统地了解和把握我国公务员管理中从录用到退出等各个环节的制度规范，

掌握国家对公务员人事管理的知识与方法，领会其与西方不同的制度价值。 

2、通过课堂模拟和实验教学，全面了解和认识我国公务员的角色和职能，培养学生自觉遵守

制度规范的态度，帮助其树立科学的从政观。 

3. 以培养学生的公共服务精神为导向，促进学生思考和探索解决我国公务员现行管理面临的

难题和问题，为之后有志于从事公务员工作的学生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与能力训练。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我国公务员制度的重要意义、基

本功能、运行机制和制度体系，全面了解我国公务员的角色与职能，为人力资源与管理、行政法与

行政诉讼法、外国行政制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5学时 

知识单元 1：公务员制度概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学习公务员制度的意义、方法 

2. 公务员的概念界定和适用范围：公务员的概念；各国公务员不同的适用范围；我国公务员

的适用范围。  

3．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西方文官制度的起源与建立过程；我国科举制度的兴衰过程；

建国后我国公务员制度建立的过程。 

4. 公务员制度的特征：西方公务员制度的特征；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中西方公务员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2．掌握公务员的概念与适用范围，理解中西方公务员制度不同的制度特征。 

作业： 

1．在干部、公务员、文官、政府雇员、公共雇员、政府职员概念中，哪个概念能够确切地表

达公务员概念？ 

2. 各国如何界定公务员的范围？ 

3．公务员制度等同于公务员法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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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说明中西方公务员制度基本特征之差异，并分析形成这些差异的理由。 

5. 为什么说党管干部是中国公务员制度的核心原则？ 

知识单元 2：公务员考录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理论教学 1学时+实践教学 2学时） 

学习内容：  

1．各国公务员考录的现实情况以及我国的考公热潮。 

2. 初任公务员考录的基本原则、资格条件、考录的程序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务员考录的基本状况，理解公务员考录的基本原则 

2．掌握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所需的资格条件与基本程序。 

作业： 

1. 分析目前中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之区别。 

2．请思考中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3．请分析公务员录用中存在的各种歧视的表现形式，并分析其成因。 

4．请思考中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与西方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之区别。 

知识单元 3：其它公务员录用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理论教学 2学时+实践教学 1学时） 

学习内容：  

1．除考录之外，各国其它方式的公务员录用制度介绍。 

2. 我国公务员调任制度：概念、概况等。 

3. 我国的公开选拔制度介绍。 

4. 我国的公务员聘任制度：改革与试点。 

5. 我国军队转业干部转任公务员情况介绍。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除初任公务员考试录用之外，其它多样化的公务员录入制度概况。 

2．掌握我国公务员调任的概念界定，理解公务员聘任的意义。 

作业： 

1. 什么是公务员调任？与公务员考任有何区别？ 

2. 如何认识与评价我国公务员聘任制改革？ 

3. 请找出现实中的公开选拔案例并对其进行评价与分析？ 

知识单元 4：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公务员职位分类的基本概念：职位、职级、职等、职位说明书、职等说明书、职位管理等

等。 

2. 品位分类与职位分类：方法与利弊比较分析。 

3. 我国公务员的职位分类情况：依据《公务员法》规定而建立的职务——等级体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务员职位设置与管理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2．掌握公务员职位分类的基本概念；我国公务员职务——等级体系的划分。 

作业： 

1. 中国的行政改革一直走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怪圈，请从职位管理

角度分析问题的根源何在？ 

2. 有人认为，中国的干部等级制度就是西方的品位分类制度，你是否同意该观点，为什么？ 

3. 如何区分品位分类与职位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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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5：公务员任职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我国选任制公务员的产生、任职与罢免。 

2. 我国委任制公务员的职务任免。 

3. 我国聘任制公务员的选聘与解聘。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不同类型公务员的职务任免形式。 

2．掌握我国非政府组成人员中的任免权界定和选任制中的选任程序。 

作业： 

1. 有人认为，中国的领导干部实行的仍然是终身制，你同意这种观点么，为什么？ 

2．请问如何加强对干部任免权的监督与约束？ 

3. 从任免制度的角度看，人事腐败问题主要出现在那些环节，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4．你认为聘任制中存在哪些问题，通过完善哪些制度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 

知识单元 6：公务员权利与权利救济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公务员权利的概念、意义、《公务员法》规定的公务员权利内容，包括获得工作条件权、身

份保障权、获得报酬权、参加培训权、批评建议权、申诉控告权、申请辞职权、其他法定权。 

2. 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的两种主要制度：申诉与控告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务员的基本权利，理解《公务员法》的法律意义。 

2．掌握申诉与控告所适用的范围与基本程序。 

作业：  

1．根据权利三要素理论对公务员的各项权利进行分析。 

2. 你认为公务员到底应该享有哪些权利，为什么？ 

3. 公务员是否应该“出让”一些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什么？ 

4. 请对我国申诉与控告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并评价其权力救济作用与局限性？ 

知识单元 7：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我国公务员工资制度：工资的概念、构成；工资制度的基本原则；我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的

现状与面临的挑战。 

2. 我国公务员福利制度：公务员福利的概念与福利项目；目前公务员福利制度的改革 

3. 我国公务员保险制度：公务员保险的概念与保险类别；我国公务员保险制度改革与社会保

险制度的并轨。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公务员工资福利和保险的基本状况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2．掌握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的基本概念、区别及其在公务员保障中起到的作用与意义。 

作业： 

1．请分析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基本原则对工资制定的意义和作用？ 

2. 你认为我国公务员工资是否体现工资体制的基本原则？并评价目前的工资制度改革。 

3. 你认为目前我国公务员的福利状况究竟如何？ 

4. 公务员保险项目是否能够全部纳入社会保险的范围？ 

知识单元 8：公务员培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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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务员培训及培训制度的概念、意义。 

2. 我国公务员培训的基本原则、分类、内容与科目。 

3. 我国公务员培训的管理机构与施教机构；发展历程与改革思路。 

4. 国外公务员培训制度的借鉴。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务员培训对公务员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各国公务员培训的情况 

2．掌握我国公务员培训的分类、内容与公务员培训改革的方向。 

作业： 

1. 我国公务员培训的种类有哪些？ 

2. 如何看待我国对基层官员进行的大规模集训？ 

3.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海外培训官员的做法？ 

4. 国外公务员培训实践对我国改革公务员培训有何借鉴？ 

知识单元 9：公务员职位交流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职位交流制度对公务员培养的意义与作用。 

2. 转任的定义、意义、形式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改革。 

3. 挂职锻炼的定义、意义，实践中的问题和改革 

学习目标： 

1．了解除调任外，转任和挂职锻炼等职务交流形式对培养公务员的意义和作用。 

2．掌握我国公务员调任、转任、挂职锻炼等不同形式职位交流的区别及实践情况。 

作业： 

1. 请详细地分析调任、转任与挂职锻炼三种交流形式各自的利弊。 

2. 如何看待目前公务员职务交流中的困境？请结合改革中的实践，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知识单元 10：公务员考核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务员考核及考核制度的涵义；考核的范围与原则。 

2. 公务员考核的内容、标准、方法与程序 

3. 公务员考核结果及其使用。 

4. 对我国公务员考核实践的思考及考核制度改革的思路探讨。 

5. 国外公务员考核制度介绍。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务员考核制度的基本状况，能深入思考公务员考核制度的改革问题。  

2．掌握我国公务员考核的内容、程序及考核结果的使用。 

作业： 

1. 请思考公务员考核如何实现公平与客观？ 

2. 结合目前公务员考核的实践与改革，阐述我国公务员考核的问题与对策。 

3. 如何借鉴国外公务员考核制度的经验？ 

知识单元 11：公务员奖励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务员奖励及奖励制度的涵义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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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公务员奖励的原则、条件与权限。 

3.  我国公务员奖励的种类、程序与撤销。 

4. 对我国公务员奖励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思考。 

5. 国外公务员奖励制度借鉴。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公务员奖励制度的基本状况，思考公务员奖励中存在的问题。 

2．掌握我国公务员奖励的原则、种类、应用与撤销。 

作业： 

1. 如何看待“廉政保证金”对公务员廉政的激励作用？ 

2. 如何解释现实中屡屡出现的贪官贪誉现象？ 

知识单元 12：公务员职务升降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务员职务升降对公务员激励的作用与意义。 

2. 关于公务员降职：含义、事由、程序与现实中的问题 

3. 公务员职务晋升的原则、条件、程序 

4. 公务员职务晋升的几种途径 

5．现实中公务员职务晋升制度的改革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公务员职务升降的现状，尤其是职务晋升的现实。 

2．掌握我国公务员职务晋升的原则与程序，探索现实中公务员职务晋升制度的改革路径。 

作业： 

1. 公务员降职是一种处分吗？如何看待现实中的公务员降职？ 

2. 公务员实现职务晋升需要经过哪些程序？ 

3. 结合目前公务员实现晋职的途径，思考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职务晋升制度的激励功能？ 

知识单元 13：公务员义务、纪律与惩戒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务员义务与纪律的涵义；义务、纪律、责任的区分。 

2. 我国公务员义务、纪律与惩戒制度的主要内容。 

3. 我国公务员行政处分的条件、形式、处分期间与解除。 

4. 我国公务员惩戒制度中的问题与改革。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务员义务、责任与纪律的主要内容；理解公务员义务、纪律与责任的区别。 

2．掌握我国公务员行政处分的形式、种类、处分期间与解除。  

作业： 

1. 请区分公务员义务、纪律与责任？ 

2. 依法行政的义务和服从命令的义务是否冲突，为什么？ 

3. 公务员行政处分有哪些形式，处分的解除能在处分期间进行吗？ 

4. 如何保持公务员惩戒与权利保护的适当平衡？ 

知识单元 14：公务员政治、道义责任追究与回避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务员政治责任的涵义与追究方式。 

2. 公务员道义责任的涵义与追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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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咎辞职制度的涵义、意义与在中国的实施。 

4. 公务员回避的涵义、意义、形式及其实施中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除行政惩戒外，政治责任、道义责任及回避制度对公务员的监督约束作用与意义。 

2．掌握政治责任、道义责任、任职回避、公务回避的涵义与主要内容。 

作业： 

1. 请问对于违反公务员义务和纪律的公务员，除给予纪律处分外，还有可能追究其他什么形

式的责任吗？ 

2. 什么是公务员的政治责任？其追究方式有哪些？ 

3. 公务员回避分哪几种？你认为回避的制度设计如何应对网络时代的挑战？ 

4. 什么是引咎辞职？请结合近年来我国引咎辞职的实践，分析其实质性意义。 

知识单元 15：公务员退出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制度对公务员系统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 

2. 我国公务员退休的概念、种类、条件与管理。 

3. 我国公务员辞职的涵义、特点、原因、条件、程序与法律后果。 

4. 我国公务员辞退的条件、程序与法律后果。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务员退出制度对公务员系统健康发展的意义以及各种退出途径的现实状况。  

2．掌握公务员辞职与辞退的条件与法律后果；公务员退休养老社会化改革的意义。 

作业： 

1. 请结合现实阐述建立与完善公务员退出制度的意义？ 

2. 请举例说明公务员辞职的原因？ 

3. 结合实际阐述如何完善改革公务员退出制度，优化退出机制？ 

知识单元 16：国外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英国、美国等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动因与背景。 

2. 英美等主要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3. 国外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趋势探讨。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外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基本情况。 

2．掌握国外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大趋势。 

作业： 

1. 请结合现实，阐述国外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背景与动因？ 

2. 结合国外公务员制度改革实践，评述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发展的趋势？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3学时 

实验 1：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模拟我国公务员考录。组织学生从发布招考公告到进行公务员笔试、面试、录用等

全过程进行模拟。 

实验要求：熟悉我国公务员考录制度的规范；研究如何实现公务员考录的公开、公平与择扰；

初步体会公务员考试笔试与面试。 

实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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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模拟公开选拔的全过程。组织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对公开选拔公务员的一系列过程

进行模拟体验。 

实验要求：熟悉公开选拔公务员的过程；研究公开选拔公务员的制度设计；掌握除初任公务员

考录进入公务员系统外，其他的进入途径。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概论：公务员的基本概念及适用范围；公务员制度的概念及中外公

务员制度发展历史与特征比较。 
 3  

2 
公务员录用制度之一：公务员考录的原则、条件、程序等相关制度

规范；初任公务员考试的模拟演练 
 3  

3 
公务员录用制度之二：调任、公开选拔、聘任、军转等其它录用制

度的相关规范；相关的模拟与实验 
 3  

4 
公务员任用制度之一：职位分类。公务员职位分类的意义、基本原

理、种类及利弊比较；我国公务员职位分类的具体规范及方法。 
 3  

5 
公务员任用制度之二：任职制度。对除考任制度外的公务员任职制

度的介绍，包括选任、委任、聘任等；对公务员兼职的讨论 
 3  

6 
公务员保障制度之一：公务员权利与救济。权利的概念与特征；我

国公务员权利规定；申诉与控告等权利救济 
 3  

7 
公务员保障制度之二：工资福利保险。分别介绍工资福利保险的概

念与适用范围，结合实际情况，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分析。 
 4  

8 
公务员培养制度之一：培训制度。培训的概念；公务员培训的原则、

程序、结果；我国公务员培训的实践；中外比较。 
 3  

9 
公务员培养制度之二：调任、轮岗与挂职锻炼。重点介绍轮岗和挂

职锻炼的意义、概念、规范及我国的实践与改革 
 2  

10 
公务员激励制度之一：考核。考核的概念、意义、原则、分类、程

序、结果及使用，现实中考核面临的问题。 
 3  

11 
公务员激励制度之二：奖励。奖励的条件、种类、形式等相关规定； 

现实中奖励对公务员激励的作用分析。 
 3  

12 
公务员激励制度之三：职务升降。关于职务升降的原则、条件、形

式、结果等制度规范；对现实中的公务员职务升降存在问题探讨。 
 3  

13 

公务员监督约束制度之一：公务员义务、纪律与惩戒制度。公务员

义务、纪律的概念、相关规定；公务员惩戒的条件、种类、形式、

程序、结果等。 

 3  

14 

公务员监督约束制度之二：公务员政治与道义责任追究。政治责任

与道义责任的涵义、责任追究方式和途径；重点在领导干部辞职制

度。领导干部辞职的原因、种类，尤其是对引咎辞职制度的探讨。

公务员监督约束制度之三：公务员回避制度。有关回避的概念与适

用范围、意义、现实中回避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 

 3  

15 
公务员退出制度：公务员退出制度建立与发展的意义；退休、辞职、

辞退、调出、开除、解聘等退出方式的相关介绍 
 3  

16 国外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发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管理学原理、行政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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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外国行政制度、公共政策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关于公务员录用制度、任用、保障、培养和退出制度的基本内容。 

难点：结合行政现实与改革实践，对公务员激励与监督约束制度存在问题进行探讨，并思考改

革之路。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基础理论教学 

2. 现实中的小案例分析 

3. 课堂即时讨论 

4. 课堂角色扮演和模拟 

教学手段： 

1. 口头讲解，多媒体、视频音频和网络技术等教学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课堂桌子的座位能自由移动的教室、多媒体网络教学设备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依据淡化一次性考试、注重学习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

核内容包括：学生出勤、课堂表现及随堂检测。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6、教材选用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推荐教学选用教材和参考书，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结合教学实践

和经验，自主编写出版《中国公务员制度：理论与实践》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李如海著《公务员制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1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刘俊生著《中国人事制度概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2月 第 1版 

2. 舒放、王克良主编《国家公务员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9月 第 3版 

3. 李德志著《公务员制度》，科学出版社，2013年 6月 第 1版 

4. 张旭霞、包法宝编著《公务员制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第 2版  

执笔：王丽莉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0日 

 

公共行政原理  
Theo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课程号：305030043 40503045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公共行政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

论知识和思维方法，掌握公共行政学专业的前沿理论。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专业意识及运用理论

知识分析行政现象和政策问题的能力。实现掌握专业知识和提高学习能力的双重目的。2、通过课

程学习、案例讨论、社会专题调查、专题讨论会和方案设计等形式，要求在知识、理论、技能等方

面得到较好的训练。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学习利用各种有效手段收集和整理信息，学会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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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及创新性思维。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公共行政原理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行政学的概念、研究范畴、学科目的。 

2．学科特点与研究方法。 

3. 公共行政学与相关学科的区别。 

4. 公共行政的基础。 

5. 现代行政现象与现代行政精神。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公共行政原理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如何理解它的学科定位和学科特点，它

的研究方法有哪些。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热点有哪些？ 

知识单元 2：公共行政学的产生与发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学的萌芽形式。 

2．中国古代行政思想概要。 

3．行政学产生的条件。 

4．行政学的发展阶段及主要学说。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现代行政学产生的条件和时代背景。理解掌握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基本阶段，

每阶段的主要研究特点、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是什么。有哪些有代表性的行政学派和主要观点，行

政学发展史上出现过哪些著名的论战。 

知识单元 3：公共选择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选择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 

2．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观点。 

3．如何理解和评价公共选择学派。 

4．如何用公共选择理论分析行政现象。 

学习目标：理解掌握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特点和研究方法，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观点和政策主

张，并对其进行评价。能够使用公共选择学派的分析工具对现实政治生活和行政现象进行解读和分

析。 

知识单元 4：新公共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理念。 

2．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特征。 

3．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中国行政发展的启示。 

学习目标：理解掌握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观点、政策主张和研究方法。了解针对新公共管理

理论的主要争论，并对其进行评价。了解西方行政改革中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运用，及其对当代中国

行政改革的启示。 

知识单元 5：行政环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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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生态理论。 

2．行政环境的构成。 

3．行政管理与环境的互动。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行政生态理论的主要观点，理解里格斯的三种行政模式，并对其进行评价。

了解行政环境的主要内容和构成，理解行政环境与行政管理活动的互动关系，并能对现实政治现象

进行分析。 

知识单元 6：行政权力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权力的含义。 

2．行政权力的特征。 

3．行政权力的行使。 

学习目标：理解掌握行政权力的基本要素，行政权力的渊源、构成、基础、手段等内容，理解

行政权力和其他公共权力间的关系与区别。理解行政权力行使的原则和要求，及该如何对行政权力

的行使进行监督和制约。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行政权力监督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知识单元 7：行政职能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职能的概念。 

2．行政职能的演变。 

3．转变政府职能。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政府职能的演变历程，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能，政府工具的内容。理解政府

职能转变的方向，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基本内容。了解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必要性、现状、发展方向

及改革难点。 

知识单元 8：行政组织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组织理论的发展。 

2．行政组织的变革。 

2．政府机构改革。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行政组织理论的发展阶段，及其中的主要代表理论。了解行政组织的种类

及结构层次，了解组织机构变革的动力和阻力。了解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历程，“大部制”改革的

现状，及推动政府机构改革的思路。 

知识单元 9：行政过程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决策。 

2．行政执行。 

3．行政效率。 

学习目标：了理解掌握行政决策的原则、类型、体制、程序和方式。理解掌握行政决策的科学

化和民主化。了解行政执行方法和过程，行政效率的评估。我国行政决策、行政执行和政府绩效管

理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知识单元 10：公务员制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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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务员制度的相关概念。 

2．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历程。 

3．我国的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内容。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公务员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发展阶段，西方文官制度的核心价值及变革

趋势。了解我国公务员制度的主要内容、相关规定及与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区别。了解我国公务员制

度的发展现状及突出问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公共行政学的产生 3  

3 公共行政学的发展 3  

4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内容和运用 3  

5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和运用 3  

6 行政生态理论及行政环境 3  

7 行政权力的理论内容 3  

8 行政权力的行使 3  

9 行政职能的理论内容 3  

10 政府职能转变 3  

11 行政组织理论 3  

12 政府机构改革 3  

13 行政过程 3  

14 政府工具 3  

15 西方公务员制度 3  

16 我国公务员制度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公共管理导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行政权力、行政职能、行政组织。 

难点：政府工具、行政改革。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互动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90％。 

5、作业要求： 

部分章节结束会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3250 

  张国庆著《行政管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杰伊·M·沙夫里茨等编《公共行政学经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戴维·罗森布鲁姆《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3.  J·史蒂文·奥特等编《公共行政导论：文献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埃利诺•奥斯特罗姆著《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执笔：刘星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8日 

 

政策科学 
Policy Science 

课程号：30503006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了解政策的基本知识；2、使学生理解政策过程；3、使学生

初步具有分析政策的基本框架。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案例分析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公共政策的基础知识、公共

政策系统的基本原理、政策基本过程原理，了解政策活动中的常见概念，为学生分析政策问题、解

构政策现象、提高政策创新思维能力奠定必要的专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54学时 

知识单元 1：政策科学的概念与学科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政策概念。关于政策概念中的三个关键要素：政策主体、政策目的、政策过程。从互联网

中查找相关学者的观点，比较分析不同学者的表述，建构公共政策的概念。 

2．政策本质。关注常见的六种理论对政策的探究。 

中国古代观点——帝王之术与治国之术 

自然法学派观点——自然与理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要求的体现。 

功利主义观点——避苦求乐 

实证主义观点——事实问题和规范问题应当分开讨论 

马克思主义观点——阶级统治工具 

自由主义——个体做主、市场是最好的 

3. 政策的基本特征 

鲜明的政治性。 

管理功能（目的性）。 

权威性。 

一定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政策具有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时间特征。 

4. 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政策集包含法律集。关于政策集中哪些政策是法律的问题，往往与各国的立法机制有关，一般

认为与特定机构、授权有关，即特定机构说与宪政授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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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政策研究的关键范畴 

政策系统；政策制定及其改进；政策执行；政策评估。 

6.政策研究的沿革 

政策科学与政策分析从不同途径进行政策研究的历史渊源，以及这两个范式对政策研究的认

识，资料可在互联网上查阅。 

政策研究的最新主流动向——围绕政策黑箱进行研究，力图使政策黑箱透明化。政策黑箱缘起

于政治系统里的政治黑箱；垃圾桶模型；多源流理论；与此同时，在黑箱透明化的基础上又有几个

力图全面解释政策的有几个经典解释框架，分别是：间断平衡理论、制度分析理论、支持联盟分析

框架。关于这部分内容，可参考保罗·A·萨巴蒂尔主编的《政策过程理论》，并以该论文集文献为

索引，可进一步学习。 

学习目标： 

1.理解什么是政策。 

2.政策的基本特征。 

3.政策科学的历史演进。 

4.政策研究的经典范式。 

要求： 

1．建立政策科学的基本认识。 

2.了解政策科学的概念。 

3．初步了解政策研究的常见模式。 

作业： 

1.理解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2.请尝试为政策下一个定义。 

3.总结政策科学与政策分析对政策研究的影响。 

知识单元 2：政策要素（一）政策主体与政策客体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政策主体的概念。关键点：参与决策行动，具有主导支配地位，并承担政治、行政、法律

责任。 

2.政策主体的特征。政治倾向；实体影响；系统与层次性；主观性和能动性；角色的双重性和

相对性；构成主体的差异性；权力、责任以及民事法律关系的继承性。 

3.政策主体作用的途径与形式。直接途径与形式主要集中在决策、执行、监控、研究与评估。

间接影响政策系统的运行和公共政策的形式主要是：组织化的公众、退休政要、历史形成的权威、

专业人才、非正式的组织关系相关人员、极端维权事件等。 

4.政策主体的具体形式。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政党、利益团体（特别是压力集团）、公众（集

体行动）、国际力量（联合国及其分支机构、地区组织、双边关系、跨国公司） 

5．政策客体的概念 

政策客体是指公共政策所要发生作用的对象，包括公共政策所为处理和解决的政策问题而需要

指向的社会成员和社会资源两部分。 

有些学者认为政策客体包括公共政策所要处理和解决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及所要发生作用的社

会成员两个方面。 

政策客体的最终对象是社会活动中的自然人。 

政策客体的三个层次。  

6.政策客体的特征。 

复杂性与广泛性。 

发展与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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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规律与可改变特征。 

对政策具有对策性。 

具有记忆和学习能力。  

7.政策客体的核心内容。 

作为政策客体的政策相对人。 

作为政策客体的资源。  

政策空间资源。  

对政策客体的时间资源管制。  

物质资源分配。  

社会评价的价值资源。  

学习目标： 

1．了解政策主体与政策客体的基本范围。 

2．掌握政策主客体的内在机理。 

3.政策客体的内容。 

作业： 

政策主体的继承性指的是什么？与政策的连续性有什么关系？ 

政策主体的影响力是如何体现的？ 

政策客体的资源指的是什么？ 

知识单元 3：政策要素（二）政策价值与政策内容及形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政策价值。  

政策价值指政策的偏好或倾向，实际反映在一定环境下政策主体的价值取向。是政策主体通过

政策过程实现自己价值趋向的体现，也是政策运行过程的生命力所在。 

政策价值的形成受到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环境因素、技术发展水平以及决策者意志等因素影

响。 

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标准是社会活动的基本理性规则。 ——“政者正也”：正义、公正、效率、

规律？天理国法人情？ 

2．政策价值的特征。 

多元一体性。 

层次性。 

阶段性。 

3.政策价值构成。文化传统、意识形态、政策理论、政策理想、政策认识、政策情感、政策态

度。  

4.政策内容的构成。政策主题、政策对象、政策价值（有时是隐藏的）、政策目标、政策适用

原则、政策保障手段与控制措施、政策的时空边界、政策评价标准与手段、政策主体、发布日期。 

5.政策形式。政策形式是把政策内容运用特定的语言文字表述出来的文体、文本和其他可供传

播的载体。政策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政策性的文件和政要论述（最主要的是领导人讲话）。 

6.政策形式的微观要求。  

政策形式的微观要求与政策主体中的政策制定机关和政策发布机关有关，同时也与政策所指向

的事项有关。在我国主要是： 

立法系统主要受《立法法》约束。 

行政系统主要受《立法法》和《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约束。 

司法系统——人民法院系统受《人民法院公文处理办法》约束，以及《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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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系统——《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文处理办法》（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正式施行）以及《检察

法律文书格式》。 

各部门的示范文本。 

7.政策形式的运用要求。一般要求：形式准确，针对性强；语言流畅、用词严谨；形式简明、

文字精炼；严肃规范；标识完整，权威。 

特别注意：政策是政府最权威的信息表达。政策是让普通民众看的，应当让民众无误解地看明

白。 

学习目标： 

1．了解政策价值的构成。 

2．掌握政策价值的社会引导功能。 

3.熟练掌握不同政策形成的功能。 

作业： 

1.如何理解政策活动中的偏好？ 

2.从政策价值的形成过程看政策价值的含义是什么？ 

3.在移风易俗中，政策该发挥何种作用？ 

4.政策形式为什么需要规范？ 

知识单元 4：政策系统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政策体系的宏观层面。 

纵向结构。 

横向结构。 

总体结构。 

2．政策体系的宏观特征及效应。 

宏观特征（整体性、层序性、关联性、异化）。 

宏观效应（功能更新效应、整体效能增减效应、效果延滞效应、局部放大效应、要素连锁效应、

宏观辐射效应、周期波动效应）。  

3.政策体系的微观层面。 

政策体系的微观层面主要是从技术操作角度对政策进行研究，它关注的对象是具体政策，在技

术上可分为：政策战略、政策模型和政策实施三部分。  

4.政策体系的运行规则。 

理论原则。 

运行规则的影响因素。集中在：宪政规则及其实际效力（违宪审查机制是关键）、政治权力结

构、政策主体序列、司法系统的权力及能力。 

中国政策体系运行的主要制度安排。 

中国政策体系运行的微观控制结构。 

学习目标： 

1．了解政策作为一个体系的系统性特征及效应。 

2．掌握微观政策体系的操作技术。 

3.理解不同政策体系的共同的理论指引下有不同的运行规则的事实。 

作业： 

1.政策体系为什么随时间会发生哪些变化？ 

2.分析政策战略、政策模型及政策实施各自要解决的问题。 

3.我国政策体系运行机制的特点。 

知识单元 5：政策环境与政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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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政策环境的特征及其对政策潜在要求。 

复杂多样——要求政策具有一定的模糊性、灵活性和原则性。 

差异性（地域跨度、自然条件、社会人文）——要求政策具有包容性。 

动态性/时效性（随时间变化）——要求政策既要稳定又要与时俱进。 

不可复制性/特定性——要求政策学习和借鉴不能简单复制和照搬。 

2.政策环境的类别。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地缘关系、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环境（社会经济

状况或发展水平），经济实力（GDP、财政收入），体制或制度条件（政策是在制度内做出的、制度

空间有多大？），政治与政治、行政文化，国际环境。 

3.多变的政策环境。国际关系，政治生态，社会心理，变化速度快。 

4.政策功能。指公共政策在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它包括目标功能和实际功能两方面。一般而

言，这两种功能之间会存在差异，其差异的大小是评估公共政策效果的基础。增进效益和分配效益

并以分配效益为主。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政策目的被认为是合理的，因此评价具体政策的功能往往会

与公共利益联系在一起，但公共利益本身往往是有争议的。 

5.政策的基本管理功能。导向功能，协调功能，控制功能，分配功能。 

6.从不同的角度理解政策的功能。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激励、沟通、规划、衡平、

参与；效率——“激励”，公平——“控制”or“……？”。政策功能灵魂是“分配”。  

7.政策环境与政策功能的发挥。 

政策功能只能在政策环境中得到释放。政策在环境中存在，功能在互动中实现。 

政策主体的相对性（双重身份）和环境的非自主性决定政策功能在环境中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8.政策与环境的协调是政策功能展现的常态。不断地协调，在微观上处在冲突中，在宏观上处

在协调中，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 

9.政策与环境的两种关系——政策改变环境与环境决定政策。有所作为与无为而治两种社会治

理思想，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两种政治倾向。 

学习目标： 

1．了解政策功能发挥与环境的关系。 

2．掌握政策环境对政策的潜在影响。 

作业： 

1.为什么在政策中会提出“因时因地制宜”、“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这样的要求。 

2.如何理解政策环境的非自主性？ 

3.政策功能的发挥受那些因素的影响？ 

4.政策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5.如何理解政策活动中的顺势而为？ 

知识单元 6：政策研究方法论（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宏观意义上的科学方法论。科学方法论在宏观上是指科学论。方法论的层次：问题类方法、

学科类方法、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哲学方法。 

2.微观意义上的方法论。W．I．B．贝弗里奇认为主要有五个步骤（参考《科学研究的艺术》

第 13页）。问题的识别与表述；搜集相关资料；用归纳得出假说，说明资料中的因果相关关系及重

要模式；用假说进行演绎，进而验证假说；推理。同时贝弗里奇认为这种方法也有不可靠性主要在

于：问题表述不准；资料相关度难以判断；归纳很容易走向片面，不可靠性较大；演绎过程中，验

证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在一般情况下，结果都是不确定的，充其量也是有概率的，同一结果的

解释往往是多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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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代科学方法论的认识原则。 

实际知识由经验和理性获得，不存在超凡的认识能力。  

提出问题并依据经验和理性，在已有的成型知识的帮助下解决问题，是科学的基本任务。  

检验问题的解决结果应依据某些客观方法，不能仅仅考虑与原有观念是否冲突。权威与直觉在

解决认识问题中并不起决定作用。  

自发的观察对科学不具有决定价值，缺乏足够的知识积累，观察所得的新知识十分有限。  

理论的宽容与多元性及其相互竞争，有利于科学的发展。  

科学的合理性是随着认知而改变的，这个认知以人类当时所能达到的标准为度。  

科学的基本原理和基础假定，将随着新知识的积累而修正。  

4.政策研究中的基本关系。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定性与定量。  

宏观与微现。  

理论与实践。  

历史、现实与未来。  

5.什么情况下用定性分析 

──我们所要研究的群体与我们有着重大的文化差异（代际的、职业的、地域的、民族的）； 

──我们要发现隐秘的、深层的、微妙的需要与原因； 

──我们要发现最新的心理需要与产品概念的开发； 

──由于某种原因而使我们需要了解的问题具有敏感性，人们在表层意识上拒绝向第三人透露真

情。  

6.定性研究的两个层次（参考） 

定性研究旨在判明事物的构成要素及其实际联系与作用方式，其功能具有明显的探索性与解剖

性，在实际应用中有两个应用层次： 

作为描述性研究方法（Descriptive Technique）：探索性地了解民众在讨论相关问题时所使用

的典型语言，发掘思维要点，区分行为类别，对社会假设检验，帮助开发定量研究问卷。了解行为

模式。了解对于政策宣传、新政策、新政府行为等的初步反应。  

作为诊断性研究方法（Projective Technique）：动机性研究，探询公众的信念、态度、需要、

动机及行为激发机制，需要适当的心理技术，系统模型及结构。创意性研究，需要特殊技术激发受

访者及研究者的想像力，以用于开发新政策。策略性研究，使用头脑风暴法进行策略挖掘，如突破

点、创新点研究。 

学习目标： 

1.了解科学的方法是什么。 

2.掌握研究问题的基本路径。 

作业： 

1.找一个事件，严格用微观方法的步骤对其进行结构和重构。 

2.使用描述和诊断，对某一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3.历史的眼光与发展的眼光在政策活动中具有什么价值？ 

4.如何理解“理论是公共政策最主要的工具”？ 

5.试举例说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认识原则在科学研究中的价值。 

知识单元 7：政策研究方法论（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行为研究（事实研究）  

行为研究回答的问题是：是什么？在什么时候？到什么程度？有多少？…… 关心的是事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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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的问题。 

基本假设：“如果反复观察到某种事实，则某个确定的结局将以一个确定的概率发生。” 

首要准则就是尊重事实，一定要注意排除各种干扰和主观因素影响，特别注意不能依据个人的

价值观念或上级的价值观念臆造事实。 

最主要的学术语言是概率，其只讲事物以某种概率发生，而不进行模糊的表述。  

2．行为研究的工具和方法。 

定性工具：描述、观察、讨论。  

定量工具：计数、度量、推理、计算置信度。  

推理主要有三种形式：逻辑推理、概率推理、模糊推理。  

3.价值研究。 

价值研究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为谁?许诺什么?多大风险?应优先考虑什么?等主要是偏好问

题。价值研究实际上是在研究系统的偏好。 

价值研究通过价值的确认与分析而直接面对价值问题，其前提是人类系统中的价值观，在一定

的客观现实基础上决定了人类各种行动和行为。 

价值研究所做出的基本判断是：“该系统的偏好是……”或“经过考虑，系统的偏好是……”。 

4.表达和理解价值观的方法。  

对价值表征和政策标准的各个方面进行行为研究。  

对比较成形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分析。  

决策分析，决策者的价值观体现在其实际的选择行为中。包含对不同价值的灵敏度进行分析，

特别是决策者对不同价值的灵敏度进行分析。  

准确判断个人与团体的价值观的基本含义和范围。  

预算分析，资源分配是表示偏好重要方式。  

调查。  

5.规范研究。 

规范研究回答是问题是：应该是什么?应该怎样做?并通过确定和肯定为达到预期目的所采取的

行动和手段，来证实上述问题答案。  

规范研究是一种未来研究。  

规范研究最主要的方法是演绎推理。从抽象的原则得出具体问题的结论。  

规范研究的基本判断是：“如果你想得到某种结果，那么在特定的条件下采取规定的行动，就

会以某种确定的概率获得成功。”  

6.规范研究与行为研究的对应。 

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与对未来的研究。 

归纳的方法与演绎的方法。 

是一个完整思考过程的两个部分。 

7.规范研究中问题的产生。 

只要实际状态不同于所期望的状态，问题就产生了。常见的来源：行为研究的结果表明事态已

经发生了变化；价值研究表明在价值观上发生了不协调；规范研究要求某种变革；任何一种事件和

分析工作的组合表明，系统的实际状态与期望状态之间产生了偏差。 

8.可行性研究。 

可行性研究回答的问题是：这样做是否行得通?领导或广大公众是否会同意? 

可行性研究包括两个方面：可行与不可行，不可行主要指困难和风险。  

最关注不可行研究的领域是军事领域，特别是战场上的决策。 

9.政策可行性研究的重点。 

政治可行性。 

技术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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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的可行性。 

一般的可行性报告主要关注后两个，政策的可行性研究中政治可行性的位置更重要。  

10.定量研究 

自学 LINDO 

建议学习运筹学和博弈论。 

建议学习微观经济学。 

把以上学科的模型及知识应用到政策分析中。 

学习目标： 

1．了解行为研究、价值研究、规范研究的基本范畴。 

2．掌握问题的探索途径。 

作业： 

1.定性研究方法的共同特征是什么？ 

2.为什么说行为研究是定性研究的基础？ 

3.如何发现政策的价值倾向？在政策科学中，价值研究常用的方法主要有哪些？ 

4.规范研究最主要的方法是演绎推理，请问演绎推理的基本前提是什么？在政策研究中，哪些

可以作为演绎的基础？ 

5.为什么说政策可行性研究的结果并不一定是我们所期望的？ 

6.如何衡量政策研究中政治可行性的地位？ 

知识单元 8：政策问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从问题到政策问题。 

问题是现实与期望之间的差距。  

问题的层次：私人问题、社会问题、公共问题、政策问题。 

进入政府议程的问题被称为政策问题。 

2．公共政策问题的基本特征。关联性、客观化的主观性、人为性、动态性、历史连续性。 

3.政策问题的结构。主要从如下变量分析：决策者的数量、政策方案的数量、后果的风险性、

或然率的可计算性、对目标的共识程度。 

4.影响政策问题认定的因素。 

政治领袖与政要的认知、价值等。 

压力集团与利益集团的利益集中程度、敏感程度与活动能力。 

危机与特殊事件。 

公众激烈的抗议活动。 

大众传媒的动向。 

各方对问题的敏感度。 

5.政策问题构建的常见程序。 

第一阶段：以“问题感知”体悟“问题情境”，进而认定问题。 

第二阶段：以“问题搜索”认定“元问题”，进而说明问题。 

第三阶段：以“问题界定”发现“实质问题”，进而确定原因。 

第四阶段：以“问题陈述”建立“正式问题”，进行问题表述。 

6.社会问题转化为政策问题的常见障碍。 

政治原则的偏离。价值体系的排斥。政府体系的封闭。承受能力的不足。表达方式的失当。 

7.政策问题构建——边界分析。 

饱和抽样；诱导性地提出问题；边界估计。 

8.政策问题构建——分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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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是通过归纳推理实现的；分类分析以两个主要程序为基础：逻辑划分和逻辑归类。  

9.政策问题构建——层级分析  

政策问题的层次分析是为了确认导致政策问题的原因。导致政策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类：可能

的原因、合理的原因、可行的原因。政策问题的层次分析一般不用于团体性的政策分析，而主要用

于个人的政策分析。  

10.政策问题构建——类比分析。 

政策分析人员经常使用下列四类相似性比较：人的类比、直接类比、符号类比、想象类比。 

11.政策问题构建——假设分析。  

能够更有效地处理结构不良问题。运用假设分析，大致有以下 5个步骤：相关人员的确定；假

设呈现；假设挑战；假设的汇集；假设合成。 

学习目标： 

1．了解政策问题的基本知识。 

2．掌握构建政策问题的基本方法。 

作业： 

1.尝试从传媒资料中，发现一个政策问题，并使用某一种构建方法对其进行构建。 

2．尝试用假设分析分析班级集体活动。 

知识单元 9：政策议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政策议程的定义。  

政策议程又称之为政策日程，通常是指某一引起公共政策决策者深切关注并确认必须解决的公

共问题，被正式提起政策讨论，决定政府是否需要对其采取行动、何时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的

政策过程。  

2.政策议程的类型。  

对政策发生影响的两种社会活动系统：公民社会系统与政府公共权力系统。 

公众议程（系统议程）。此系统主要是指社会政治系统，有层级之分，也有区域之分；系统议

程是一种公众讨论的议程，即公众共同讨论某一现象或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的是非好坏，进而讨论

社会的应有态度和政府应当采取的对策。  

政府议程（正式议程）。是指针对那些引起了政府官员的深切关注，在政府议政过程中被提起

的政策问题，开展政治活动的过程。政府议程在程序方面较为固定，在方式方法上较为严谨或精确，

在讨论的内容方面较为具体或较为集中。其流程主要集中在各种议事规则中。 

3.解决社会问题的模式。 

社区模式——非正式、低成本、低管制、高回应；人际干扰、随意性。 

政府模式——正式、机构化、法制化、管制、非赢利；政府失灵。 

市场模式——私人机构、赢利性、分散决策、自愿交易；市场失灵。 

第三部门模式——自愿性，一般非赢利；自愿失灵。 

4．政策议程的创立类型。  

参考罗杰.W.科布的分类：外在创始型、政治动员型、内部创始型。 

5.政府在议程活动中的角色。  

放任其产生；鼓励其产生；促使其产生；阻止其产生。 

6.政策议程模型 

政策黑箱；垃圾桶模型；多源流模型；间断平衡理论；制度分析理论；支持联盟分析框架。 

7.政府的议程控制。 

控制议程相当于控制结果。 

控制议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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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控制与议程安排技术。 

福利干扰与短期效应。 

学习目标： 

1．了解政策议程基本知识。 

2．掌握分析政策议程的基本路径。 

作业： 

1.参考政策议程知识，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要会议议程。 

2.阅读一本政策议程方面的专著，写一个读书笔记。 

知识单元 10：政策工具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政策工具的特点。 

共通性，可以被不同的政策主体使用；针对性，往往针对某种问题很有效；使用效果依赖于使

用者的技巧。 

2.政策工具的四个流派。 

工具论；过程论；备用论；系统论。 

3. 政策工具分类著作。 

著名政策分析家狄龙(Van der Doelen)将政策工具划分为法律工具、经济工具和交流工具三类，

每组工具都有其变种，可以限制和扩展其影响行动者行为的可能性。另一种更新近的三分法是将政

策工具分为管制性工具、财政激励工具和信息转移工具。 

加拿大公共政策学者霍莱特和拉梅什(M·Howlett and M·Ramesh)在《公共政策研究》（1995）

一书中根据政策工具的强制性程度来分类，将政策工具分为自愿性工具（非强制性工具）、强制性

工具和混合性工具三类。与其他分类方法相比，他们的分类框架更具解释力、更合理。  

4.政策工具分类。 

强制性工具(Compulsory instruments)也称指导性工具，它借助国家或政府的权威及强制力，

迫使目标团体及个人采取或不采取某种行为。包括：管制，规章、标准、许可、禁止、法律秩序和

执行程序；公用企业，水、电、气、道路、铁路、通讯、医院等；直接提供，国防、外交、警察、

消防、教育、社会保障、公有地管理、公园和道路的维修、人口普查、地理测量。 

非强制性工具（自愿性工具）的特征是它没有或很少有政府参与，它的任务是在自愿的基础上

完成的。政府在许多公共问题上往往不做什么事情或不主动介入，而留给社会去处理，因为它相信，

市场、家庭或志愿者组织自身能够处理好这些问题。非强制性工具是执行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重

要工具。包括：家庭和社区；志愿者组织；市场； 

混合工具。非强制性工具（自愿性工具）的特征是它没有或很少有政府参与，它的任务是在自

愿的基础上完成的。政府在许多公共问题上往往不做什么事情或不主动介入，而留给社会去处理，

因为它相信，市场、家庭或志愿者组织自身能够处理好这些问题。非强制性工具是执行经济政策和

社会政策的重要工具。混合工具是政府强制提供，是否使用由政策客体自愿选择。包括：信息和规

劝——统计信息、信息公开、指路标；补贴——补贴有各种形式，包括拨款、税收减免和担保书等；

产权拍卖——排污权交易等；税收和使用者付费。 

5.当前政府常用工具。 

市场化工具：民营化（签约外包、国有资产私有化、公私合作、减免税收）；使用者付费（公

共产品的价格）；管制与放松管制（药品、酒类管制；价格放松、许可）；合同外包（网络维护、车

辆维修）；.分权与权力下放；内部市场；产权交易。 

工商管理技术类工具：战略管理技术、绩效管理技术、顾客导向技术、目标管理技术、全面质

量管理、标杆管理技术、流程再造。 

社会化手段工具：社区治理；个人与家庭；志愿者；公私伙伴关系；公众参与和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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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评价政策工具的原则。 

系统性原则。 

客观性原则。 

7.评价标准。 

古典经济学中，通过看是否符合帕累托最优来判断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在新制度经济学时代，

建议除了资源配置效率外，还应引入适应效率评价标准。现在我们通常会运用效率和公平作为选择

政策工具的标准。 

胡德的政策工具评价标准——可替代、适应性、伦理、代价 

常见的对政策工具评价标准从有效性、效率、公平、适应性、可管理性和政治合法性等六个方

面进行评价。分别是：有效性、效率、公平性、适应性、可管理性、合法性（或政治可行性）。 

8.政策工具的选择。 

工具选择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基本途径，政策执行本身就是工具选择过程，是政策成功与否的关

键。 

影响政策选择的因素：政策目标、工具特性、应用工具的组织、以前的工具选择、意识形态。 

9．政策工具的选择角度 

选择角度：多纬度、多角度 

具体选择往往从以下角度进行选择：强制程度、直接程度、自治程度、可见程度。 

学习目标： 

1．了解政策工具的评价标准的具体含义。 

2．掌握政策工具选择的技术。 

3.掌握政策设计中的常见工具。 

作业： 

1.自己选取一个政策，分析其政策工具，分析其中的政策工具选择标准。 

2.政策工具的替换产生什么潜在影响，请举例说明。 

知识单元 11：政策方案设计与政策合法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确定目标。 

确定目标必须与政策问题相关。 

尽可能与参与者达成目标共识。 

目标要具体明确，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与政策体系大目标系统相协调。 

确定目标时，尽可能把目标进行分化。 

在多目标决策过程中，多目标间协调是关键。 

2.方案设计的四种思路。 

模拟与比较、借鉴；一揽子解决方案；渐进方法；程序替代目标。 

3.政策活动中常见的创造性思维方法。 

个人判断法；头脑风暴；德尔菲法；脚本写作。 

4.方案设计的基本要求。  

设计方案过程中要大胆运用智谋，不可拘拟。 

就问题谈问题，切忌避免卷入权力斗争。 

对方案后果及其效应有基本估计。 

要包涵必要的实施细节。 

5．对方案设计的限制因素。 

政治可行性；经济与财政；技术可行性；行政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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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政策方案评估——决策的前提。  

建立评估标准。 

成本收益、外部性、主体资格与公正。 

连续多方博弈。 

7.专家治国倾向。 

专业知识与政策前景。 

政策中的专业知识及其权重。 

格林沃德指出专业的特征：系统的理论、权威、社会认同、伦理符号、一种文化。 

专业的特殊性源于：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与不可见性（invisibility)，决定了“信任”

成为不可避免。 

8.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 

科学决策关注评估标准的合理性与对问题的准确把握。 

民主决策在于参与式的决定机制。 

政治家的权力该有多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在科学与政治冲突时，短期看政治是决定力量，长期看科学是决定力量。  

9.常见的决策途径。 

政治性决策途径(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approach)。  

渐进决策途径(incremental approach)。 

理性广博决策途径(rational-comprehensive approach)。  

混合扫瞄决策途径(mixed-scanning approach)。 

满意决策途径(satisfying approach)。 

10.政策合法化的意义。 

“政策合法化”(policy legitimating)指政府机关针对公共问题在规划解决方案后，将方案

提交并经过有权核准的机关（例如；立法机关、决策委员会、行政首长等）加以审议核准，完成法

定程序，以便付诸执行的动态过程。  

11.行政机关的政策合法化。 

政策分析员如果希望他所推荐的政策方案能够获得权威性个人(行政首长)或团体(委员会)所

接受，必须注意以下三件事：政策分析人员应有适当的作为；对决策者具有相当了解；对决策团体

具有相当了解。 

12.立法机关的政策合法化。 

行政机关将政策方案(法案)提送立法机关审议时，大多希望设计方案不修正或小幅度修正通

过，为此，政策设计者经常从三方面努力：了解政策合法化参与者的立场；设法建立支持的多数；

采取适当的合法化政策。 

学习目标： 

1．了解政策方案设计的一般过程。了解常见的政策方案决策途径。 

认识政策合法化的意义。 

2.了解政策方案设计的一般路径。 

3．能够准确判断政策合法化过程中的陷阱。 

4.在考虑比较周全的基础上，可以设计简单的政策方案。 

作业： 

1.如何理解政策目标与政策问题的关系？ 

2.如何理解政策设计中的创造性以及未被采用的政策方案的价值？ 

3.政策合法化的过程在我国有什么特点？ 

4.如何正确看待政策合法化过程中的阴谋？ 

5.试举例说明政策合法化过程中说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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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何认识政策决策中的非理性因素？ 

7.为什么说政策制定过程的典型特征是它的复杂性与紊乱性？ 

8.为什么政策科学把政策制定系统的优化看作是政策科学化的起点？ 

知识单元 12：政策执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政策执行的含义。 

琼斯(Charles O. Jones)的定义，执行指导向一个方案实施的有关活动，这些活动可以分成三

大类：阐释性活动(interpretation activities)、组织性活动(organization activities)、应用

性活动(application activities)。 

2.政策执行的特点  

人为活动。  

组织化的活动。  

真实的利益调整。  

动态的过程。  

多层次的活动。 

3.政策执行的两种模式。 

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 

自下而上的政策执行。 

4.政策执行的典型模型。 

T.B.斯密斯模型。关注：理想化的政策、标的团体、执行机构、环境因素四个方面。 

G.爱德华兹模型。关注：沟通、资源、执行者意向、机关结构四个方面。 

米特—霍恩模型。关注：标准与目标；资源；组织间的沟通与执行活动；执行机关的特性；社

会、经济与政治环境；执行者意向六个方面。 

5.影响政策执行的政策本身的因素。  

政策问题的性质。  

政策的理论依据。  

政策目标。  

政策的合法性。  

政策方案规划。  

政策资源。  

政策标准。 

6.影响政策执行的执行主体因素。 

执行机关选择准确与否。 

执行机关为多机构时，协调与配合程度。 

主要领导管理人员的能力。 

保证与惩诫。 

机关的层级、幅度、权威体系。 

直接责任人员的素质。 

7.影响政策执行的政策标的团体因素。 

政策对标的团体的规定是否准确。 

标的团体的组织化程度。 

标的团体受领导的情形及领导人对政策的受领情况。 

标的团体政策经验。 

标的团体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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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影响政策执行的政策环境因素。 

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国际环境；技术环境。环境变迁。 

9.政策执行再决策。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根据某种需要对正在生效的政策方案所做的修正、更改

或补充。 

政策执行再决策的特点。发生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属于政策微观调整；目标是解决与原政策相

同的政策问题；是一种决策活动；决策主体地位相比与原政策决策者地位较低。 

10.政策执行再决策的依据。 

元政策变动。 

政策体系发生漂移。 

政策的主要任务、目标、路线变化。 

政策适用空间变化。 

政策执行时间距离决策时间延长。 

社会观念变迁。 

政策偏差发生。 

政策副作用引发新问题。 

11.政策执行再决策常见形态。 

现场指挥决策。 

解释与重新解释。 

例外事件决策。 

跟踪决策。 

冲突或重复中的选择与取舍。 

阶段性总结。 

12.政策执行偏差。  

政策执行偏差指的是政策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各种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或制约，偏离政策目标，

并产生不良后果的政策现象。  

政策执行偏差的常见形式包括：象征性政策执行；附加式政策执行；残缺式政策执行；替代式

政策执行；观望式政策执行；机械式政策执行。 

学习目标： 

1．理解政策执行的特点。 

2.掌握有关理论模型。 

3.对政策执行有一个相对准确的认识。 

4.能够用政策执行模型分析政策执行问题。 

5.重点了解影响政策执行的各种因素。 

作业： 

1.请思考政策执行的逻辑过程是什么? 

2.政策执行中谁对政策相对人的影响力最大？ 

3.如何理解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资源问题？ 

4.在政策执行中，谁具有行动的主动权？该主动权在社会活动中意味着什么？ 

知识单元 13：政策控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政策控制的涵义。  

政策控制的基本涵义有二：目标控制；过程控制。 

按对象分主要控制在：目标控制、界限控制（边界控制）、效力控制、效应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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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策控制的常见主体。 

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政党、利益集团、社会舆论和大众传媒。 

3.政策控制程序的步骤。 

确立标准——衡量绩效——纠正偏差 

4.政策控制的主要特点。  

重视宣传、教育。  

手段复杂多样。  

动态更新过程。  

二重性——控制者本身往往也是被控制者。 

5.政策控制的常见手段或技术。（参考安德森《公共决策》） 

非强制的行动形式。检查。资格审查与许可证收放。贷款、津贴和福利。合同，通过政府合同

进行控制。预算和开支控制。市场和专卖活动，政府参与市场竞争，对市场竞争施加影响，如粮食

的保护价问题。税收。直接的权力，许多行政管理机构在裁决秩序的基上拥有发布命令或指令权威。

非正式的程序。制裁。 

6.政策监测。  

政策行动——政策投入；政策程序。  

政策结果——政策产出；政策影响。  

7.政策监测的功能。 

顺服功能。 

审计功能。  

会计功能。  

解释功能。 

8.政策顺从原因。 

政治社会化。 

政策制定合法化。  

成本利益。  

基于理性。  

基于私利。  

避免遭受惩罚。  

情势发生变迁。  

9.标的人群不顺服政策的原因。  

政策内容与社会价值观念冲突。  

受同辈团体社会化。  

大众传播媒体影响。  

贪图一时方便。  

个人选择性认知。  

政策内涵混淆不清。 

学习目标： 

1．了解政策控制的基本涵义，并学会从一项政策中分析其所携带的控制手段和有可能利用的

政策控制手段。 

2．了解政策控制的常见技术。 

3.学会分析政策控制过程中的难点建立起解决难题的初步思路。 

作业： 

1.分析目标控制与过程控制的优缺点。 

2.导致政策失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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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什么说严格的政策控制是多路回馈的控制? 

4.分析激励与惩罚在政策控制中的作用？ 

5.评价自由裁量权在政策控制中的作用。 

6.试分析有时候公民会与政策对抗的成因。 

知识单元 14：政策评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政策评估的含义。 

政策评估指政策评估机构或人员利用科学方法与技术，系统的搜集相关信息，对政策规划方案

之内容、执行过程、执行结果进行比较、评价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目的在提供政策选择以及持续、

加强、修正或终止政策方案所需的信息。 

政策评估活动不仅指政策执行绩效的评估，也包含政策执行前及执行中的评估。 

2.政策评估的积极目的 

比较各备选方案优先级的根据。  

继续或停止执行政策的参考。  

改善政策执行程序与技术。  

其它机关或地方推动类似政策的参考。  

分配各竞争政策资源的根据。  

接受或拒绝某一政策所涉及的途径或理论的基础。  

3.政策评估可被故意利用的消极方面。  

迟延做出决定。  

辩护或合法化已做出的决策。  

规避决策责任。 

从事公共关系。  

经费补助。  

伪证、掩饰与攻击的需要。  

4.政策评估分类。  

预评估(pre-evaluation)指对于政策方案在规划阶段进行的可行性评估、优缺点评估、优先级

评估。一般可分为三类：规划评估；可评估性评估；修正方案评估。  

过程评估是指对政策问题的认定过程、政策方案的规划过程、政策方案的合法化过程、与政策

方案的执行过程进行评估。 

结果评估指对于政策方案的执行结果进行评估。包括：产出评估——直接的、往往是可计量的；

影响评估——间接的、往往不可计量，比如民众对后续政策的支持的可能性，民众的政策经验指向等。 

5.政策评估的一般标准。  

效率性。 

有效性或效能性。  

充分性。  

公正性。  

响应性。  

适当性。 

6.影响评估标准的因素。  

利害关系人。  

目标不确定性程度。  

利益冲突的连续性。  

评价资源的有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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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资料的不全面性。 

评价对象中的超理性因素。 

因果关系的判断能力。  

7.政策评估所采用的比较途径。 

比较途径一——方案执行前后的比较。 

比较途径二——以方案执行前之时间趋势预估资料与方案执行后之实际资料相互比较。 

比较途径三——与非该方案服务对象的地区或人口进行比较。  

比较途径四——比较计划中的绩效与实际达成的绩效，时间点的选择对评估结果有重大影响。  

比较途径五——采取有控制的实验方式。  

8.政策评估的程序。  

确定分析评估主题。  

统一分析评估标准。  

设计可供选择的评估方案。  

建立系统评估模型。  

采集信息。  

分析信息。  

检验分析评价结果。  

提交评价报告。 

9.政策评估的主要困难。  

政策目标的不确定性。 

因果关系。  

分散的政策效果。  

获取数据困难。  

官方的抵制。  

评价缺乏效果难被认同。  

10.政策评估的结果处理  

政策方案的调整。 

政策方案的持续。  

政策方案的终止。  

政策方案的重组。 

学习目标： 

1．了解政策评估的常见标准及使用范围。 

2．掌握政策评估的基本模式。 

作业： 

1.政策评估的意义何在？ 

2.政策评估的基本类型有哪些？ 

3.简述政策评估的过程。 

4.政策评估的困难主要有哪些？ 

知识单元 15：政策调整与终结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引发政策调整的因素。 

政策决策主体价值取向发生变化。 

决策者的目标发生转移。 

政策执行者的强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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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标的团体变化。 

政策环境急剧改变。 

政策资源稀缺性发生变化。 

2.影响政策调整社会效果的因素。  

选择调整的时机是否恰当。 

调整力度是否到位。 

调整步骤是否科学，是否符合事物受影响的动态规则。 

多政策、多机构调整时，相互间的协同程度。 

3.政策调整的人为因素。  

决策者的利益，包括期望利益和既得利益。 

决策者的心理健康状况。 

决策者的素质——对问题，对政策的驾驭能力。 

决策者所依据的信息资源。 

4.改善政策调整的措施。  

提高决策者的整体素质。 

强有力的信息支持。 

政策过程公开化。 

公开政策评价的结果。 

选择恰当的时机、力度和步骤。 

5.政策调整以渐进模式为主导的原因。 

利益刚性限制。 

现行政策的制约。 

公共意志的集中——中间人投票。 

变革成本的约束。 

人类理性的限制。 

社会稳定的需要。 

6.政策终结。 

政策终结指政策在事实上丧失其直接影响效力的过程。主要指在时空效力上的终结和对对象效

力的终结  

7.政策终结的形式。 

事实终结 ——没有人认为其还有效。 

自然终结 ——对象消失，并且不会再现。 

司法终结 ——司法机构的行动导致终结。 

强制终结 ——一个政策宣布某个或某几个政策废止。 

8.政策终结的倡导者。  

利益被动者。 

价值观冲突者。 

改革者。 

政策评估者。 

政策研究者。 

9.政策终结的障碍。 

心理上的抗力。 

组织机构的惯性。 

保守派的影响力。 

程序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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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昂的终结成本。 

学习目标： 

1．了解政策调整与终结的基本知识。 

2．掌握政策调整与终结的支持力量与反对力量的源泉。 

作业： 

1．如何理解政策终结与政策周期？ 

2.政策终结的主要障碍有哪些？ 

3.政策调整的常见技术有哪些？ 

4.决策者在政策调整中的角色是什么，有哪几种形态？ 

5.政策调整会对政策体系产生什么影响？这些影响能够人为控制吗？ 

6.利用政策调整和政策终结的只是和分析方法分析我国改革过程中的政策阻力。 

学习目标： 

1．了解应对政策逆境的基本常识。 

2．掌握政策逆境中政府应对逆境的常见措施。 

作业： 

1.如何理解政策逆境？ 

2.如何评价政府中心决策系统应对逆境的第一反应？ 

3.你能举例说明你所见到的政策逆境吗？请试着用本章的内容对其进行分析。 

4.什么是政策质量赤字？在现实中政策质量赤字有什么表现？试举例说明。 

5.如何理解应对政策逆境的策略？如果你是一个决策者你将会如何考虑？如果你是一个决策

者的智囊，你将如何向他提供应对逆境的建议？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3学时 

实验：政策价值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收集超过三个核心领导人的政府公开信息，分析近 20-30年的公共政策价值走向变

化及其内在原因。 

实验要求：熟悉收集资料的方式；研究政策价值；至少掌握一种公共政策价值研究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知识单元 1 3  

2 知识单元 2 3  

3 知识单元 3 3  

4 知识单元 4 3  

5 知识单元 5 3  

6 知识单元 6 3  

7 知识单元 7 3  

8 实验 3  

9 知识单元 8 3  

10 知识单元 9 3  

11 知识单元 10 3  

12 知识单元 11 3  

13 知识单元 12 3  

14 知识单元 13 3  

15 知识单元 14 3  

16 知识单元 1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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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公共行政学、政治学、中国政府、统计学与概率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需要学生将在专业学习中所学的知识运用在本课程中，本课程是许多课程知识的汇聚和

应用。 

难点：学生是否愿意花费精力去参与到政策研究中，一种需要行动才能掌握的知识，挑战学生

既有的学习模式。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案例导引。 

3.开展政策分析。 

教学手段： 

1.讲授。 

2.视频与网络资料。 

3.学生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网络、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3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20%；期末考试占 6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与本课程的特点，本课程不指定教材，但提供参考书目。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无。 

（二）推荐参考书 

1.陈庆云：《公共政策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6年版及后来版本。 

2.张国庆：《现代公共政策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3.张金马：《政策科学导论》，中国人民出版社 1992年。 

4.林德全等著：《政策研究方法论》，延边大学出版社 1989。 

5.【韩】吴锡泓、金荣枰编著：《政策学的主要理论》，金东日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 

6.【美】德勃拉·斯通著：《政策悖论——政治决策中的艺术（修订版）》，顾建光译，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 

7.【美】保罗•A•萨巴蒂尔主编：《政策过程理论》，彭宗超、钟开斌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 2004年。 

8.【美】约翰·W·金登著：《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第 2 版》，丁煌、方兴译，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2004年。 

9.【美】B·盖伊·彼得斯、弗兰斯·K·M·冯尼斯潘编：《公共政策工具》，顾建光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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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10.【美】戴维·L·韦黙、【加】艾丹·R·维宁著：《政策分析——理论与实践》，戴星翼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书 2003年。 

11.【美】乔·B·史蒂文斯著：《集体选择经济学》，杨晓维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

社 1999年。 

12.【以】叶海卡·德洛尔著：《逆境中的政策制定》，王满船、尹宝虎、张萍译，上海远东出

版社 1996年。 

执笔：翟校义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6月 21日 

 

管理学原理 
Management Science 

课程号：30503013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理解管理学基本知识原理；2、运用管理学原理分析问题；3、培养

学生成为优秀管理人才的潜质。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管理学基础知识、管理规划、组

织、激励、控制的主要原理，为后续各种管理课程奠定必要的知识和能力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5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管理、管理学、管理者的基本概念。 

2．管理理论的发展演进。 

学习目标： 

1．了解管理学基本概念 

2．了解管理理论的主要流派和发展过程 

作业：对课堂讲授知识进行复习 

知识单元 2：规划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掌握组织环境、战略管理、目标计划、管理决策方面的基础知识 

学习目标： 

1．了解管理规划几个主要方面的基础知识 

2．掌握管理规划的主要原则。 

作业：对课堂讲授知识进行复习 

知识单元 3：组织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掌握组织结构、职务设计、人员配备、组织变革方面的基础知识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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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管理组织设计方面的基础知识 

2．学习运用这些原理进行组织设计和人员配置的实践能力。 

作业：对课堂讲授知识进行复习 

知识单元 4：激励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掌握行为基础、激励理论、领导、沟通方面的基础知识 

学习目标： 

1．了解管理激励方面的基础知识 

2．培养成为优秀领导者和进行激励的实际能力。 

作业：对课堂讲授知识进行复习 

知识单元 5：控制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掌握管理评估、信息方面的基础知识 

学习目标： 

1．了解管理信息和评估方面的基础知识 

2．培养进行管理评估的能力。 

作业：对课堂讲授知识进行复习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3学时 

实验 1：案例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对企业管理案例进行分析 

实验要求：熟悉管理原理在实践中的应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管理与管理学 3  

2 绪论——管理理论 3  

3 规划——组织环境 3  

4 规划——战略管理 3  

5 规划——组织目标与计划 3  

6 规划——管理决策 3  

7 组织——结构与职务 3  

8 组织——人员配备 3  

9 组织——组织变革 3  

10 激励——行为基础 3  

11 激励——激励理论 3  

12 激励——领导 3  

13 激励——沟通 3  

14 控制——控制理论与技术 3  

15 控制——管理信息 3  

16 案例分析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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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公共行政原理、公共管理导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管理学各主要阶段的基本知识和原理。 

难点：管理过程的实践性很强，怎样增加实践教学部分，增加实践体验。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分组讨论陈述 

3.案例分析 

教学手段： 

1.讨论 

2.案例 

3.多媒体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小组讨论陈述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分组陈述；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节结束后复习。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管理学院里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刘俊生等编著《管理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执笔：梅燕京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管理心理学 
Management Psychology 

课程号：30503015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1、使学生了解管理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发展简史；2、是学生领会管理心

理学的关键概念，明晰管理心理学的核心议题；3、开拓学生的思维视野，促使学生思考现代管理

中人的因素的影响及其重要性。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讨论互动，使学生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掌握管理心理学的

基础知识，理解人格理论并将其与组织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公务员制度、公共人力资源管理、

行政组织原理、行政伦理案例研讨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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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教学：48学时（教师讲授与学生讨论相结合）。 

第一知识单元：组织管理的内涵拓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管理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内容范围、学科基础和研究方法 

2、管理思想的演进： 

（1）传统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 

（2）古典管理理论的形成  

（3）行为科学学派代表人物及主要理论 

（4）现代管理科学理论  

学习目标：了解管理学发展的脉络及管理心理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掌握管理心理学的研究视角

及学科来源。 

作业： 

1、管理心理学的学科来源是什么？ 

2、管理心理学各种研究方法的特点是什么？ 

3、学习管理心理学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4、管理学的发展有几个阶段？ 

5、什么是管理心理学？它是如何产生的？ 

6、如何理解霍桑实验对管理科学发展的意义？          

第二知识单元：调整知觉  重建理性认知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1、一般知觉概述 

2、社会知觉的定义及影响因素 

3、社会知觉的分类及偏见 

4、归因理论 

学习目标：了解社会知觉的主观性的特点，掌握基本知识点，在日常生活及管理中培养客观理

性全面的社会直觉，不断更新理念，健全健康开放的管理心态。 

作业： 

 1、怎样理解认知的调整？对管理工作有何意义？ 

2、社会知觉的偏见有哪些？如何防止与调适？ 

第三知识单元：人格分析与组织管理 

参考学时：14学时 

学习内容： 

1、气质差异与组织管理 

（1）高级神经活动的类型特点 

（2）气质的概念及气质类型 

（3）气质类型与组织管理 

2、 性格差异与组织管理  

 （1）性格的概念 

（2）性格与气质的异同 

（3）性格类型 

（4）性格的生理机制 

（5）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对于管理心理学的贡献 

学习目标：了解个性心理包括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两部分的知识。明白为什么欲人尽其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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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了解人、理解人，然后方能有的放矢，诸如选拔、录用、晋升以及安排与之相适应的工作，首先

需要做好人格分析。掌握人格心理学的经典性理论贡献，理解认识人的个性是组织管理中必须具备

的能力与品质。 

作业： 

1、试用巴甫洛夫学说解释气质的生理机制。 

2、四种气质类型的特征是什么及其对管理的意义。 

3、什么是性格？为什么说性格是个性中的核心成份？ 

4、性格结构的静态特征有哪些表现？ 

 5、阐述性格与气质的关系及性格对管理工作的意义。 

第四知识单元：个体行为动机与激励 

参考学时：14学时 

学习内容： 

1、需要、动机与激励 

   2、内容型激励理论 

（1）需求层次论（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 

（2）双因素理论（Two-factors theory） 

（3）成就激励理论（Achievement motivation theory） 

（4）生存-交往-发展理论（ERG theory）。 

3、过程型激励理论 

（1）公平理论 

（2）弗鲁姆的期望理论 

（3）帕特和劳勒的激励模式 

（4）目标设置理论 

（5）挫折理论。 

学习目标：了解个体行为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动机与激励，掌握激励理论的内容与应用。          

作业： 

1、需要有哪些特点？了解需要的特点有什么意义？ 

2、举例说明如何去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 

3、目标管理的内容和特点是什么？ 

4、激励理论的产生发展与管理理论的产生发展有什么关系？ 

5、如何正确应用金钱的激励作用？ 

第五知识单元： 工作压力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压力的基本概念、工作压力形成的原因、反应与职业倦怠 

2、压力的调节 

（1）个体压力的调节 

（2）组织调节  

学习目标：了解工作压力产生的原因与过程，掌握去除压力的基本原理与应用。 

作业: 

1、分别从个人和组织的角度谈谈压力的管理。 

2、分析组织中压力产生的原因。   

第六知识单元：组织文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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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织文化的内涵 

2、组织文化的目标 

3、心理契约与组织承诺  

学习目标：通过对组织文化与伦理的研究，帮助学生理解、预测和把握组织成员、乃至整个组

织的行为。 

作业： 

1、什么是组织？不同组织文化对人的心理有何影响？ 

2、组织为什么要进行组织文化建设？组织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主要有哪些途径？ 

第七知识单元：学习型组织 

参考课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学习型组织诞生的时代背景 

2、 培训与员工的成长 

（1）更新观念、重视培训 

（2）培训的方式 

（3）技能培训的种类 

学习目标：了解学习型组织的内容，掌握学习型组织的现实意义。 

作业： 

1、学习型组织有什么样的特点？如何建设学习型的组织？ 

2、什么叫第五项修炼？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2 管理心理学的内涵拓展 4  

2-4 调整知觉  重建理性认知 7  

4-9 人格分析与组织管理 14  

9-13 个体行为动机与激励 14  

14 工作压力管理 3  

15 组织文化 3  

16 学习型组织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与管理学原理、政治学原理、行政管理学等先修课程共同为奠定行政管理专业学生

的知识积累及各方面的能力打下基础。 

后续课程：为公务员制度、政策科学、人力资源管理、社会保障等后续课程提供了分析问题的

能力，培养人文主义的情怀，使之具有应该具备的知识修养及人格素质。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管理心理学研究的是组织内部的社会心理系统，在这个系统内，主要强调人的个性特征、

人的需要、动机、人的知觉与观念、组织文化以及领导风格等心理因素在管理中的作用，所以本课

程的重点是如何把人格理论与管理理论有机融合，探讨管理过程中激发与制约工作积极性的人格心

理因素。 

难点：如何培养解决组织利益最大化与个性成长之间的矛盾，如何最大限度的挖掘组织成员的

潜能，既服务组织目标，也确保组织成员个人的发展，使之最终达成人与组织之间和谐发展的目标。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讲授穿插师生互动讨论。 



3276 

2.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平时考核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商磊著《组织与人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 10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商磊著 《组织与人格》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2．刘永忠 金才兵主编《管理的故事》 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 

3．[台]陈照明 著《实用管理心理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4．[美]杜拉克原著《杜拉克管理思想全书》苏伟伦编译 九州出版社，2001 

5．关培兰 编著《组织行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6．李磊 马华维主编《管理心理学》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执笔：商磊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3日 

 

公共管理导论 
Introduction to Public Management 

课程号：30503018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公共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使学生初步了解公共管理学体系。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公共管理基础知识、公共管理原

理，为公共管理专业的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概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领域。 

2．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畴。 

2．熟悉公共管理学的基本方法。 

知识单元 2：公共决策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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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决策理论。 

2．决策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决策理论。 

2．掌握公共决策方法。 

知识单元 3：公共领导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领导理论。 

2．公共领导方法的局限。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领导的作用。 

2．掌握公共领导理论和方法。 

知识单元 4：公共组织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科层制。 

2．科层制的弊病。 

学习目标： 

1．了解科层制的性质。 

2．掌握公共组织基本理论。 

知识单元 5：公共政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政策理论。 

2．公共政策制定过程。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政策制定过程。 

2．掌握公共决政策理论。 

知识单元 6：公共财政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财政理论。 

2．公共财政政策制定过程。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财政政策制定过程。 

2．掌握公共财政基本理论。 

知识单元 7：公共管理中的法律与伦理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管理中的法律。 

2．公共伦理。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伦理基本理论。 

2．掌握公共管理中法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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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8：公共管理的发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管理的历史。 

2．公共管理的未来展望。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管理的历史。 

2．掌握公共管理未来发展。 

知识单元 9：治理理论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传统公共管理的盲点。 

2．自治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自治理论。 

2．掌握自治思想。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概论 3  

2-3 公共决策 6  

4 公共领导 3  

5-7 公共组织 9  

8 公共政策 3  

9 公共财政 3  

10-11 公共管理中的法律与伦理 6  

12-13 公共管理学的发展 6  

14-16 自治理论 9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学 

后续课程：公共组织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公共管理的特征。 

难点：公共领域的界定。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案例讨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7、作业要求： 

准备下一节课的案例讨论。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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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用教材 

1. 马建川等编著《公共行政原理》，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 7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张成福等编著《公共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8月 第 2版。 

执笔人：胡叔宝 

 

公共组织理论 
Public Organization Theory 

课程号：3050302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介绍组织理论的历史展开进程及其研究路径；2、梳理各学派的理论

内核；3、理解组织决策的实质；4、探讨主流的政策分析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围绕组织的构造（封闭模型）、组织的人（开放模型）和组织的

力学（综合模型）三种理论体系展开关于（公共）组织的理性分析，使学生理解并掌握组织理论的演

进过程与研究系谱、各主要流派的结构体系与逻辑脉络、各代表理论的核心内容与基本主张，从而提

升学生的理论思考与模型建构能力，进而逐步形成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学术意识与思想理路。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48学时（导论 3学时+本论 30学时+分论 15学时） 

知识单元一：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组织与公共组织概说 

（二）组织理论的研究系谱 

1、研究史 

2、研究路径（管理途径、政治途径、法律途径、政策途径） 

学习目标： 

1、通过比较私人组织与公共组织，了解公共组织的本质特征（公共性与正当性、政治性与强

制性、系统性与权威性、非盈利性、独占性、公共利益的抽象性等）。 

2、关于组织理论的历史展开进程及其研究路径，形成初步理解。 

作业： 

查阅相关教科书（例：罗森布鲁姆《管理途径、政治途径、法律途径》），深化关于理论视角与

研究路径的理解。   

知识单元二：本论（参考学时：30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章 封闭模型（古典组织理论） 

第一节 泰勒与科学管理学派 

（一）时间-动作研究       

（二）科学管理的原则 

第二节 组织/行政管理学派 

（一）法约尔的普通/行政管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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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利克和厄威克的组织理论    

第三节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一）理性与社会行为   

（二）社会统治模式与正当性权威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三）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官僚制 

1、官僚行政的特征 

2、法理型权威/官僚制中公职人员的活动 

3、官僚制的诊断 

学习目标： 

1、了解封闭模型的一般性特征。 

2、结合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与福特主义的兴起，深化关于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历史背景与理

论内核的理解。 

3、熟悉官僚制的相关内容，基本了解韦伯的理论体系。 

作业： 

观看网易公开课《The Man Who Built America》。 

延伸阅读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第二章 开放模型（行为关系理论） 

第一节 人际关系学派 

（一）激励理论 

1、激励内容理论 

马斯洛：人间欲求理论    

赫茨伯格：双因素理论 

2、激励过程理论 

弗鲁姆：期望理论 

波特、劳勒：“波特-劳勒”激励模式 

洛克：目标设置理论 

公平理论 

3、激励强化理论 

（二）人性理论 

1、麦格雷戈：“X-Y理论” 

2、沙因：复杂人假设 

3、阿吉里斯：“人性与组织”理论 

第二节 组织发展学派  

1、利克特：支持关系理论 

2、布莱克&穆顿：管理方格理论 

3、坦南鲍姆&施米特：领导风格连续统一体理论 

第三节 组织环境学派 

1、卡斯特和罗森茨维克：系统与组织权变理论 

2、本尼斯：组织发展理论 

3、里格斯行政生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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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开放模型的一般性特征。 

2、理解三种学派的相互关系。 

3、掌握激励理论、人性理论、领导理论、权变理论的主要内容。 

作业： 

1、运用理论模型进行案例分析，课堂报告和讨论。 

2、撰写课程论文。 

第三章 综合模型 

第一节 巴纳德的组织理论 

1、组织平衡理论 

2、组织决策理论 

第二节 西蒙的理性行政模型 

1、行政决策论 

2、组织行为理论 

学习目标： 

1．掌握组织的内部平衡与外部平衡、有限理性假说等重要理论内容。 

2、理解组织决策的实质。 

作业： 

阅读西蒙《管理行为》和《组织》。 

知识单元三：分论（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章 组织的结构（封闭模型） 

第一节 组织结构概说 

第二节 组织结构的形式 

组织的五类型：领导者-追随者型组织、网络型组织、金字塔型组织、矩阵型组织、团队型组织 

第二章 组织中的人（开放模型） 

第一节 行政人性论 

第二节 社会心理学三模型 

第三节 组织中的领导学 

第三章 组织的决策（综合模型） 

第一节 政策的过程 

第二节 政策分析方法 

第三节 组织决策的主要模式 

学习目标： 

1．通过分论的讲解，强化学生关于本论内容的理解能力。 

2、了解组织结构的五种形态以及主流的政策分析方法。 

作业： 

1、阅读社会心理学相关书籍，例如《文明的冲突》，《乌合之众》等。 

2、查阅政策分析相关教科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本论 封闭模型：科学管理学派  行政管理学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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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封闭模型：韦伯体系（1） 3  

4 封闭模型：韦伯体系（2） 3  

5 开放模型：人际关系学派（激励理论） 3  

6 开放模型：人性关系学派（人性理论） 3  

7 开放模型：组织发展学派、组织/环境学派 3  

8 课堂报告和讨论 3 
适用相关开放模型进

行案例分析。 

9 综合模型：巴纳德的理论 3  

10 综合模型：西蒙的理论（1） 2  

11 综合模型：西蒙的理论（2） 2  

12 本论的总结与讨论 2  

13 分论 组织的结构 2  

14 组织中的人：社会心理学三模型 2  

15 组织中的人：组织的领导学 2  

16 组织的决策：政策分析方法 3  

17 组织的决策：决策模式 3  

18 全部知识的总结与讨论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心理学、公共管理学 

后续课程：政策分析相关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科学管理学派、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激励理论、西蒙的决策理论、组织结构的五模型、

组织决策的主要模式。 

难点：人性与组织理论、政策分析相关内容、组织决策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件讲授 

2. 课堂讨论 

3. 读书指导 

教学手段： 

多媒体课件教学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强化课外自主学习，课堂报告与讨论 6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包括学生出勤与课堂表现；读书报告与

课堂讨论占 2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周结束均布置查阅整理资料、撰写读书报告等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陈振明：《公共组织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登哈特：《公共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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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参考书 

1、西蒙：《管理行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年 

2、西蒙、马奇：《组织》，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 

3、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4、杰伊沙夫里茨《组织理论经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执笔：孙晓冬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非营利组织管理 
Non-Profit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课程号：3050302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掌握非营利组织的范畴、内涵、属性和类型，熟悉非营利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理论，了

解国内外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历史脉络、基本特征、现存挑战及发展走向等基本知识； 

2、掌握非营利组织治理、领导、决策、战略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项目管理、营

销、评估等运作管理的基本概念、方式方法和基本技能，提高学生在公共和第三部门就业的实际工

作能力和综合素质； 

3、熟悉和了解我国社会组织内外部治理的现状、问题和改革对策，通过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提高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5学时 

知识单元 1：非营利组织概述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定义和属性。 

2．类型划分。 

3. 活动领域。 

学习目标： 

1．掌握非营利组织的基本涵义、属性特征和类型划分。 

2． 熟悉非营利组织的主要活动领域及其特点。 

作业： 

1. 什么是非营利组织？它具有哪些特点？ 

⒉ 试比较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组织、营利组织的不同点。 

⒊ 在我国非营利组织主要包括哪些类型？ 

4.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主要活动领域包括哪些方面？  

知识单元 2：非营利组织的相关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组织本质的视角。 

2． 组织生成与发展的视角。 

3． 组织间关系的视角。 

4． 组织治理与运作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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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熟悉公民社会和结社自由理论。 

2. 掌握政府失灵理论、市场失灵理论、第三方管理理论、志愿失灵理论。 

3. 了解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企业间关系的相关理论。 

4. 熟悉利益相关者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 

作业： 

1. 试述公民社会和自由结社的基本内涵。 

2. 请分别从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志愿失灵的角度解释非营利组织的产生和发展。 

3. 联系实际说明我国志愿失灵的具体表现。 

4. 请运用组织间关系及资源依赖的相关理论，分析推动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选择。 

5. 请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分析我国非营利组织内外部各种委托代理关系。 

知识单元 3：国外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外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历史。 

2．国外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主要特征与存在的问题。 

3. 代表性国家的非营利组织。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外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历史。 

2．掌握国外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主要特征及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  熟悉主要西方国家非营利组织的规制治理机制。 

作业： 

1. 简述国外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历史。 

2. 试述国外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基本特征。 

3. 当前国外非营利组织发展存在什么问题？请与我国进行比较。 

4. 试述美、德、日等国非营利组织规制治理机制的基本内容及其特点。 

知识单元 4：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兴起与发展阶段。 

2． 管理体制与机制。 

3.   发展路径、问题与对策。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兴起与发展阶段。 

2．掌握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体制与机制。 

3.  熟悉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路径、问题与对策。 

作业： 

1. 简述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阶段。 

2. 试述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体制机制的基本内容及其变革走向。 

3. 联系实际讨论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知识单元 5： 非营利组织治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非营利组织治理概述。 

2． 非营利组织的内部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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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营利组织的外部治理。 

学习目标： 

1．掌握非营利组织治理的基本概念及其特点。 

2．熟悉非营利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及其运行机制。 

3.  熟悉非营利组织外部治理结构及其运行机制。 

作业： 

1. 试述非营利组织治理的基本概念及其特点。 

2. 试述非营利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主要内容。 

3. 试述非营利组织外部治理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主要内容。 

知识单元 6： 非营利组织领导与决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领导与领导者。 

2． 变革型领导。 

3.  组织决策模式。 

学习目标： 

1．熟悉非营利组织领导与领导者的基本涵义及其特征。 

2．掌握变革型领导对于非营利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 

3.  掌握非营利组织决策模式的基本内容及特点。 

作业： 

1. 试述非营利组织的基本涵义及其特点。 

2. 什么是变革型领导？其对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具有怎样的作用和意义？ 

3. 请结合实际论述非营利组织决策模式的基本内容及特点。 

知识单元 7： 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概述。 

2．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的设计。 

3.  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的实施。 

学习目标： 

1．掌握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的涵义与特征。 

2．熟悉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设计的具体流程。 

3. 掌握非营利组织战略分析的主要工具。 

4. 了解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实施的基本内容。 

作业： 

1. 联系实际说明非营利组织愿景与使命的基本内涵与区别。 

2. 试述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的基本特征。 

3. 试述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的基本流程。 

4. 试述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中常用的分析手段。 

5. 试述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实施的基本内容。 

知识单元 8： 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概述。 

2．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构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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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营利组织员工的从业动机与激励。 

4.  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管理。 

学习目标： 

1．掌握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定义、属性与指导思想。 

2．熟悉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构成体系。 

3.  掌握非营利组织员工的动机分类与激励机制。 

4. 了解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管理的基本内容。 

作业： 

1. 试述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属性及其与政府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区别和联系。 
2. 联系实际说明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构成体系的基本内容。 

3. 联系实际讨论非营利组织员工的从业动机模型及相应的激励机制。 

4. 试述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管理的基本内容。 

知识单元 9：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概述。 

2．预算管理。 

3. 筹资管理。 

4. 投资管理。 

5. 财务报告与分析。 

学习目标： 

1．掌握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特点、内容和目标。 

2．熟悉非营利组织预算管理的概念、体系和编制。 

3.  掌握非营利组织筹资管理的渠道和影响因素。 

4. 了解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编制和分析。 

作业： 

1. 试述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的特点、内容和目标。 

2. 联系实际说明非营利组织预算管理体系的具体内容。 

3. 联系实际讨论如何进行非营利组织筹资模式创新。 

4. 试述非营利组织财务报告与分析的基本内容。 

知识单元 10： 非营利组织营销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概述 

2．营销环境分析 

3.  营销策略 

学习目标： 

1．掌握非营利组织营销的概念、分类和特点。 

2．熟悉非营利组织营销的基本过程。 

3. 了解非营利组织的营销环境。 

4. 掌握非营利组织营销的具体策略。 

作业： 

1. 试述非营利组织营销的类型及特点。 

2. 试述非营利组织营销的基本过程。 

3. 与企业相比，非营利组织营销具有哪些难点？请联系实际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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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非营利组织应如何进行营销环境的分析？请结合实际加以讨论。 

5. 结合实际讨论和分析非营利组织营销的具体策略。 

知识单元 11： 非营利组织评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非营利组织评估概述 

2． 非营利组织评估的实施 

3.  非营利组织评估体系的探索 

学习目标： 

1．掌握非营利组织评估的概念、分类与特点。 

2．熟悉非营利组织评估的主要理论。 

3. 熟悉非营利组织评估的功能与原则。 

4. 掌握非营利组织评估的方法与程序。 

5. 了解国内外有关非营利组织评估体系的探索。 

作业： 

1. 联系实际说明非营利组织评估的类型划分。 

2. 简述非营利组织评估的特点。 

3. 联系实际讨论非营利组织评估主要方法的使用。 

4. 简述非营利组织评估的基本流程。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教学为 1次，共 3学时 

实践教学：社会企业创新典型案例调查 

参考学时：3学时 

实践内容：社会企业创新典型案例的田野调查与访谈 

实践要求：熟悉我国社会企业产生和发展的背景；研究典型社会企业具体的创新机制及其策略；

掌握田野调查和实地访谈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非营利组织概述（1） 3  

2 非营利组织概述（2） 3  

3 非营利组织的相关理论（1） 3  

4 非营利组织的相关理论（2） 3  

5 国外非营利组织发展 3  

6 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 3  

7 非营利组织治理 3  

8 非营利组织领导与决策 3  

9 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 3  

10 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1） 3  

11 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2） 3  

12 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 3  

13 非营利组织营销 3  

14 非营利组织评估 3  

15 实践教学：社会企业创新典型案例调查 3  

16 学生自主学习、教师答疑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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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课程：政治学、管理学。 

后续课程：公共事业管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非营利组织基础知识、非营利组织基本理论、非营利组织运作管理的重点环节。 

难点：国外非营利组织理论消化、借鉴及转化，中国典型案例调查及总结，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 采取教师课堂讲授与学生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强调教学互动。 

2. 重点章节应用案例教学，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视频资料和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 

3. 引入典型案例田野调查和实地访谈等实践教学手段，强调知识学习向能力提升的转化。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践课时 

6课时。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课内实践教学成绩占 1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要求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及加强延伸阅读的基础上认真完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冉著《非营利组织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11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名著《社会组织论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3月第 1版。 

2.【美】詹姆斯·P·盖拉特著《非营利组织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1月第 1版。  

执笔：李程伟   审稿：李程伟   审定：政管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0日 

 

社会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课程号：30503034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一年级公共管理专业学生开设的通识必修课程。教学目标是： 

1、训练学生整体看问题的视角与思维方式，社会学是一种现实分析方法。 

2、提供一种可以解释和理解我们自己生活的重要工具。因为社会学使我们能够了解社会结构、

社会发展的规律，了解人与人之间与组织之间的关系，锻炼我们把握社会提供的机遇的能力。 

3、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社会学不可能对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提供全部的解释，

但能够对理解社会结构与人的行为提供更多的视角。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第一知识单元：社会学的视野 

参考课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二．社会学的历史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学的基本知识、发展历程及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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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社会学特殊的看问题的视角及其思维方法。 

作业： 

1、在社会学初创时期有哪些代表人物？他们的社会学思想是什么？ 

2、宏观社会学中存在哪几个基本流派？它们各自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谁？ 

3、当代社会学的发展有哪些趋势？ 

4、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第二知识单元：人的社会化 

参考课时：8学时 

学习内容： 

一．社会化的内涵 

二．社会化的主要类型 

三、社会化的主要理论 

四、社会化的困境 

学习目标： 

1．了解有关社会化的基本概念及复杂含义、不同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有关社会化的基本理论与

经典贡献。 

2．掌握分析问题的能力，比如如何看待人与社会的关系。 

作业： 

1、什么是社会化？广义的社会化有哪些内容？ 

2、社会化的机构有哪些？分别起着怎样的作用？ 

3、转型社会主要的社会化问题有哪些？ 

本节课加入“转型期社会化的问题”的学生讨论，共 2学时 

第三知识单元：社会互动 

参考课时：9学时 

学习内容： 

一、社会互动的内涵 

二、互动的性质 

三、  社会互动的理论 

（一）符号互动论 

（二）拟剧论 

（三）本土方法论 

（四）霍曼斯的社会交换理论 

四、 社会互动的类型 

学习目标：了解社会互动的基本知识、概念、含义以及社会学家有关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掌握

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  

作业： 

1、什么是社会互动？有关社会互动主要有那些理论？ 

2、按照社会互动的性质，可以把社会互动划分为哪些类型？ 

第四知识单元：越轨与社会控制 

参考课时：7学时 

学习内容：        

一、失范与越轨行为的概念分析  

二、越轨的类型 

三、越轨的功能 

四、西方社会学关于越轨、犯罪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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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病理学的观点： 

（二）社会解组论 

（三）偏差行为观点 

（四）标签论 

五、社会控制的分类 

六、控制的功能和形式 

学习目标： 

1、了解对于越轨不同的定义及理解，我们可能需要一种更为人道的分析方法；了解越轨这一

社会现象背后复杂的成因并且懂得如何有效的防治。 

2、掌握符号互动论、功能主义与冲突论解释越轨视角的不同。 

作业： 

1、什么是越轨行为？它包括哪些类型？ 

2、什么是社会控制？它有什么特点？ 

3、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有哪些？ 

4、如何理解社会控制理论？ 

第五知识单元：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 

参考课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集体行为的特征 

二、集体行为产生的原因 

三、 社会运动 

四、社会运动发生的理论 

1.心理失衡理论 

2. 压抑理论 

3. 戴维斯（james Davies）的“倒 J曲线”理论 

4. 资源动员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秩序就是指社会运行的协调性。 

2．掌握并理解经典性理论，紧密结合社会现实分析群体性事件的起因、爆发，如何防治，并

能举例说明。 

作业： 

1、什么是集体行为？它有哪些特征？ 

2、集体行为有哪些类型？ 

3、如何理解集体行为？影响集体行为的因素有哪些？ 

4、社会运动有哪些类型？有哪些代表性理论？ 

第六知识单元：社会分层 

参考课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 社会阶层的含义 

（一）社会分层的定义 

（二）社会阶层的划分 

二、社会分层的基础  

三、 社会分层的理论解释 

学习目标： 

1、了解在每个社会里，社会报酬例如财富、权利和声望是不平等分布的，在这种不平等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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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每一个人拥有某个特定的社会位置，它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了解为什么社会分层普遍存

在？阶级划分由什么决定？ 

2、结合社会现实掌握功能主义以及冲突论对于社会分层的不同分析视角，培养自己对于社会

现实比较客观全面的分析能力。 

作业： 

1、什么是社会不平等？应该如何看待社会的不平等？ 

2、关于阶级 

3、什么是社会分层，社会分层的主要分析单位是什么？ 

第七知识单元：社会流动 

参考课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社会流动的类型和功能 

（一）社会流动的类型 

（二）社会流动的功能 

二、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 

（一）结构流动 

（二）个人流动。 

三、中国社会流动状况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阶层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很大的影响。但是在分层体系中每个人并非固定的，在所

有的社会中都有一些社会流动。了解当今社会现实社会流动的类型与特点，制约社会流动的因素有

哪些？影响社会流动的消极后果是什么？ 

2、掌握社会流动的基本理论，并拥有将社会越轨、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等理论融会贯通的理

解能力与分析现实的能力。 

作业： 

1、什么是社会流动？它有哪些不同类型？ 

2、社会流动有哪些积极的社会功能？ 

3、影响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4、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状况是怎样的？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社会学的视野 6  

2 人的社会化 8  

3 社会互动 9  

4 集合行为与社会运动 6  

5 越轨与社会控制 7  

6 社会分层 6  

7 社会流动 6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与管理学原理、政治学原理等先修课程共同为奠定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知识积累及

各方面的能力打下基础。 

后续课程：为行政管理、管理心理学、政策科学、人力资源管理、社会保障等后续课程提供了

分析问题的能力，培养人文主义的情怀，使之具有应该具备的知识修养及人格素质。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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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了解社会学的分析视角，了解其中的四个部分：个人、社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差异

性的后果。关注我们的行为如何塑造了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又如何被我们所生活其中的世界所塑

造。建立个人社会学与公共社会学两大层面的理论架构和与之相应的现实分析的能力。 

难点：培养社会学的想象力，既拥有宏观分析问题的能力，对决定我们社会生活的大过程加以

理解并描述；又要拥有微观分析的能力，关注我们日常生活中如何通过日常互动建构社会。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讲授穿插师生互动讨论。 

2.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友琴等编著《社会学概论》，科学出版社，2000年 9月 第 1版，厦门大学面向 21世纪

系列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美]马特拉斯《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1975。（Matras,Judah.1975. Social 

Lnequality, Stratification,and Mobility, 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Hall.A basic 

text that summarizes the major research and theories in this field） 

3、[美]格尔哈斯·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 

4、[美]科尔曼和雷恩沃特《美国的社会地位》，1978。纽约：基础出版社。  

5、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6、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华夏出版社。 

7、亨利·伯格森《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贵州人民出版社。 

8、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9、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 
执笔：商磊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6日 

 

公共经济学  
Public Economics 

课程号：3050304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公共管理专业的通识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理解掌握公共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和基本概念框架；2、了解掌

握中国公共财政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课堂教学和讨论，使学生掌握公共经济

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熟悉公共收支的基本形式、主要内容，财政平衡等有关理论；了解我国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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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制、财政政策、国债制度的演进过程。并在此基础上，从我国公共产品的供求机制、政府职

能、公共支出、公共收入、公共预算管理、公共债务管理、国有资产管理等方面分析和探讨改革完

善的对策，提高学生理解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公共经济学导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经济学的发展阶段。 

2．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3.  公共经济学的研究现状。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定位。了解公共经济学的发展阶段，代表人

物及主要观点。理解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工具在公共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了解公共经济学研究的

前沿问题。 

知识单元 2：效率与公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经济体系的均衡。 

2．资源配置的效率。 

3．社会公平分析。 

4．公平与效率的辨正关系。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什么是经济体系的均衡，什么是帕累托效率及效率观的演变。了解掌握公

共经济学中对公平的理解和评价，理解三次分配是怎样进行的。理解掌握基尼系数和洛伦兹曲线，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知识单元 3：市场与政府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完全竞争市场与市场失灵。 

2．政府失灵。 

3．现代政府的财政职能。 

学习目标：理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概念、表现及原因。理解公共选择理论，多数票规则中

的投票悖论，阿罗不可能定理，官僚理论，寻租等概念。了解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及现代政府

的财政职能。 

知识单元 4：公共产品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产品的定义与性质。 

2．公共产品的有效供应。 

3．外部性。  

学习目标：理解掌握公共产品的概念、特点、分类及供给方式。理解掌握多级政府财政体制下

对公共产品的供给及“蒂布特模型”。理解掌握外部性的经济学内涵，外部性的性质及与产权的关

系，了解科斯定理及排污权交易。理解掌握减少负外部性的主要途径。 

知识单元 5：公共预算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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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算概述。 

2．预算制度。 

3．预算程序。 

学习目标：理解掌握公共预算的概念、特点和原则。理解掌握预算制度的种类、预算管理体制、

预算程序、分税制、国库集中支付等概念。了解我国预算制度的现状，问题及改革方向。 

知识单元 6：公共支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支出的总量分析。 

2．公共支出的结构分析。 

3．公共支出的效益分析。 

4．政府采购。 

学习目标：理解掌握公共支出的规模及衡量指标，影响公共支出规模的因素。理解掌握公共支

出结构的内涵及影响因素。理解掌握不同种类的公共支出的特点、功能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了解

我国公共支出的现状，问题及改革方向。 

知识单元 7：公共收入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税收概述。 

2．税收制度。 

3．非税收入。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政府的多种筹资方式及区别。理解掌握税收的支付能力原则与受益原则，

税收的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理解掌握税收转嫁及税收归宿，及影响税负转嫁的因素。理解掌握主

要税种。了解我国现行税收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存在问题，了解税制改革的历程及发展。 

知识单元 8：财政政策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财政政策概述。 

2．财政政策的类型。 

3．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学习目标：理解掌握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目标与工具、财政政策类型。财政政策传导机制、财

政政策效应。理解掌握财政政策乘数及对经济的影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以及政策

的不同组合。了解我国财政政策的演变，以及当前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和作用。 

知识单元 9：财政平衡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财政平衡概述。 

2．财政赤字。 

3．财政风险。 

学习目标：理解掌握财政平衡、财政赤字的含义，财政平衡与社会总供求平衡的关系。财政赤

字与国债发行和货币供给的关系，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和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等。理解掌握李嘉图

等价的含义，国民储蓄及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内债和外债的含义。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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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导论 3  

3 效率与公平 3  

4 市场与政府 3  

5 公共产品 3  

6 公共产品 3  

7 公共预算 3  

8 公共预算 3  

9 公共支出 3  

10 公共支出 3  

11 公共收入 3  

12 公共收入 3  

13 财政政策 3  

14 财政政策 3  

15 财政平衡 3  

16 财政平衡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公共产品、公共收入、公共支出。 

难点：财政政策、财政平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互动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90％。 

5、作业要求： 

部分章节结束会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鲁照旺、赵新峰著《政府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年 4月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大卫·A·海曼著《财政学 理论在政策中的当代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哈维·S·罗森《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公共部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林德尔·G·霍尔库姆《公共经济学：政府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执笔：刘星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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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学 
Theories of Social Security 

课程号：30503043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公共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学生掌握社会保障的一系列核心概念及其变化、社会保障学的学科性质及其与经济学、社

会学的关系； 

2、学生掌握社会保障基本制度、基本理论的发展变化历史及其对当今中国的借鉴； 

3、学生掌握社会保障研究的文献分析方法及其基本运用； 

4、理解社会保障的未来发展趋势。 

5、掌握运用社会保障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等，结合当今国内外相关典型案例，理论与实际

相结合综合性、多角度进行典型案例分析的过程。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掌握社会保障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制度、

基本内容，社会保障在中西方的起源与发展史，国内外社会保障的现状与未来趋势，为福利国家与

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实务与案例分析、社会保障国际比较、中国社会保障前沿研究、中国福利模式

与制度安排、社会保障经典文献选读（双语）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专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社会保障概念、理论与学科性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保障及其相关核心概念的定义、内涵与特征； 

2．社会保障学的产生、研究对象、研究任务、理论体系与基本内容； 

3．社会保障学的理论渊源与理论基础； 

4．社会保障学的学科性质及其与经济学、社会学的关系； 

5．西方国家社会保障理论思潮。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保障学的理论渊源与理论基础；西方国家社会保障理论思潮；社会保障学与经济

学、社会学的关系。 

2．掌握社会保障及其相关核心概念的定义、内涵与特征；社会保障学的产生、研究对象、研

究任务、理论体系与基本内容；社会保障学的学科性质。 

作业： 

1、你是怎样理解“社会保障”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的？ 

2、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对当今中国深化改革有什么作用？ 

3、你如何看待当今中国的家庭保障与家庭社会保障的？ 

4、你所理解的社会保障学应该包括哪些基本内容？ 

5、你如何看待社会保障学的学科性质及其与经济学、社会学的关系？ 

6、社会保障学主要流派与思潮的更迭与论争对你有什么启示？ 

知识单元 2：中国大陆社会保障研究的起源、过程与趋势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NLC文献分析方法及其分析指标体系的设计与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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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NKI文献分析方法及其分析指标体系的设计与运用。 

学习目标： 

1．了解研究或者分析样本的选择方法，开展多维度分析。 

2．掌握文献分析方法的定位、范围、典型样本选择与分析指标体系的设计及其运用。 

作业： 

1、NLC与 CNKI文献的指标体系在设计上为什么会存在差异？ 

2、如何运用年份方法梳理社会保障研究的起源、发展过程和测未来趋势？ 

3、NLC与 CNKI文献分析的结论有哪些新特点和不同点？主要原因是什么？ 

知识单元 3：公共政策、社会保障法制与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政策的定义、内涵、产生、发展、基本特征与本质；公共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2．社会保障政策基本内涵、社会保障政策与立法的关系。 

3．社会保障政策与管理。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政策的定义、内涵、产生、发展、基本特征与本质；公共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2．掌握社会保障政策基本内涵、社会保障政策与立法的关系；社会保障政策与管理。 

作业： 

1、当前中国大陆关于公共政策与社会保障关系的研究存在哪些不足？ 

2、社会保障政策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3、当前中国社会保障立法中存在哪些主要问题？ 

4、社会保障立法应该遵循哪些原则？ 

5、当前中国社会保障立法的原则主要有哪些？ 

6、当今中国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主要包括哪些？ 

7、社会保障管理的意义是什么？ 

8、社会保障管理的原则主要有哪些？ 

知识单元 4：社会保障基金运行及其监管问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内容概述（定义、内涵、特征、分类、功能、内容与意义）。 

2．社会保障基金筹集、运营与监管。 

3．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运用中的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内容概述（定义、内涵、特征、分类、功能、内容与意义）。 

2．掌握社会保障基金筹集、运营与监管；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基金运用中的问题。 

作业： 

1、怎样理解社会保障基金的内涵与特征？ 

2、社会保障基金的内容主要有哪些？ 

3、社会保障基金筹集的原则是什么？ 

4、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主要有哪些渠道？ 

5、将来我国开征社会保障税的意义和应该注意的问题有哪些？ 

6、在当今中国，为什么必须强调要加强对社会保障基金运营的监管？ 

知识单元 5：养老保险：现状、问题与趋势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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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养老保险的概念、基本特征、作用与原则。 

2．西方养老保险制度概述。 

3．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概述。 

4．目前养老保险的前沿问题。 

5．当今世界六个养老保险典型案例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养老保险制度概述；目前养老保险的前沿问题。 

2．掌握养老保险的概念、基本特征、作用与原则；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概述；当今世界六个

养老保险典型案例分析的方法及其运用。 

作业： 

1、养老保险与老年保障有什么区别？ 

2、我国养老保险改革的原因与重点是什么？ 

3、补充养老保险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 

4、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监督中的问题与对策是什么？ 

知识单元 6：医疗保险：西方与中国概述与前沿问题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医疗保险制度概述。 

2．当代中国医疗保险概述。 

3．当前中国医疗保险前沿问题。 

4．当今世界六个医疗保险典型案例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医疗保险制度概述；当前中国医疗保险前沿问题。 

2．掌握当代中国医疗保险概述；当今世界六个医疗保险典型案例分析的方法及其运用。 

作业： 

1、 福利国家的医疗保险的发展历程、主要作用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分别是什么？ 

2、 美国的奥巴马医疗改革进程及其阻力分别是什么？ 

3、 当今我国医疗保险的双轨制并轨进展为什么只在近年来有较大推进？ 

4、 如何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角度看待我国的医疗保险改革？ 

知识单元 7：失业保险：起源、理论转型与对策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失业保险概述（定义、内涵、特征、分类、功能、内容与意义）。 

2．西方失业保险概述。 

3．当今中国失业、失业保险及其相关核心概念区别。 

4．当今中国失业保险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变化。 

5．当今有关失业与失业保险前沿问题。 

6．当今世界六个失业保险典型案例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失业保险概述；当今有关失业与失业保险前沿问题。 

2．掌握失业保险概述（定义、内涵、特征、分类、功能、内容与意义）；当今中国失业、失业

保险及其相关核心概念区别；当今中国失业保险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变化。 

作业： 

1、通过分析当今中国大陆有关失业保险的著作与文章，你认为在研究上我们应该注重哪些改进？ 

2、西方国家在失业保险方面有那些有益的东西可以供我们借鉴，试举出几点并且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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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怎样看待 1949年以来我国失业保险的立法演进历程，你认为存在哪些不足，又有对你有一

定的启示？ 

4、你的家乡、亲友中是不是有些人正处于失业的困扰之中，或者面临失业的危险？对于他们

的状况当地的政府是如何对待的？如果有，你又是怎么思考这些现实问题的？ 

5、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你如何从相对客观的角度评价失业的双重作用的？ 

6、在假期走亲访友期间，你会留心你周围的失业现象并且做一定的思考吗？你会把你学过的

理论用来分析你遇到的这种现象吗？ 

知识单元 8：工伤保险：社会问题与国际比较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工伤保险概述（定义、内涵、特征、分类、功能、内容与意义）。 

2．西方发达国家工伤保险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工伤保险概述。 

3．当今中国工伤事故与职业病的基本状况。 

4．当今中国工伤保险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变化。 

5．当今有关工伤（含职业病）保险前沿问题。 

6．当今世界六个工伤保险典型案例分析 

学习目标： 

1．西方发达国家工伤保险和部分发展中国家工伤保险概述；当今中国工伤事故与职业病的基

本状况；当今有关工伤（含职业病）保险前沿问题。 

2．掌握工伤保险概述的基本内容（定义、内涵、特征、分类、功能、内容与意义）；当今中国

工伤保险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变化；当今世界六个工伤保险典型案例分析的方法及其运用。 

作业： 

1、当今对工伤保险的研究存在哪些致命的缺陷？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缺陷？ 

2、从中西方工伤保险立法的进程比较，你认为西方的作法对我们国家有哪些启示？ 

3、当今中国的工伤保险存在哪些主要问题？有什么危害？ 

4、当今中国“矿难”持续发生，其背后的利益黑洞是什么？ 

5、当今中国的职业病存在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应该怎样对待它们？ 

知识单元 9：生育保险：城乡差异与未来走势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生育保险概述（定义、内涵、特征、分类、功能、内容与意义）。 

2．西方发达国家生育保险概述。 

3．当今中国生育保险概述。 

4．当今有关生育保险前沿问题。 

5．当今世界六个生育保险典型案例。 

学习目标： 

1．西方发达国家生育保险概述；当今有关生育保险前沿问题。 

2．掌握生育保险概述的基本内容（定义、内涵、特征、分类、功能、内容与意义）；当今中国

生育保险概述；当今世界六个生育保险典型案例分析的方法及其运用。 

作业： 

1、 中国生育保险与西方失业保险制度在制度发展过程中存在哪些显著差别？ 

2、社会转型期的我国生育保险是社会群体的一体化方面有哪些制度性差异？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3、发达国家的生育保险制度设计及其实施有哪些值得我国借鉴？ 

4、你如何看待近年来出现的男性带薪休“产假”护理妻儿问题？ 

5、如何结合计划生育政策与生育保险完善我国的生育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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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0：社会救助：异化与复归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救助的概念、起源与发展历史。 

2．社会救助的特征、内容、原则与理论基础。 

3．当代中国的社会救助政策变化与问题。 

4、当代中国社会救助前沿问题。 

5．当今世界六个社会救助典型案例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当代中国社会救助前沿问题。 

2．掌握社会救助的概念、起源与发展历史；社会救助的特征、内容、原则与理论基础；当代

中国的社会救助政策变化与问题；当今世界六个社会救助典型案例分析的方法及其运用。 

作业： 

1、社会救助与社会救济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2、当今中国为什么社会救助的发展至少要与社会保险的发展并重？ 

3、当今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救助在制度、内容上有哪些巨大进展？其促进因素有哪些？ 

4、当前社会救助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5、城乡低保制度及其管理问题有哪些？ 

6、国外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社会救助制度与做法对大陆有哪些借鉴？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社会保障概念、理论与学科性质 3  

2 中国大陆社会保障研究的起源、过程与趋势 3  

3 公共政策、社会保障法制与管理 3  

4 社会保障基金运行及其监管问题 3  

5 养老保险：现状、问题与趋势 3  

6 养老保险典型案例分析 3  

7 医疗保险：西方与中国概述与前沿问题 3  

8 医疗保险典型案例分析 3  

9 失业保险：起源、理论转型与对策 3  

10 失业保险典型案例分析 3  

11 工伤保险：社会问题与国际比较 3  

12 工伤保险典型案例分析 3  

13 生育保险：城乡差异与未来走势 3  

14 生育保险典型案例分析 3  

15 社会救助：异化与复归 3  

16 社会救助典型案例分析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政策科学 

后续课程：福利国家与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实务与案例分析、社会保障国际比较、中国社会保

障前沿研究、中国福利模式与制度安排、社会保障经典文献选读（双语）。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社会保险、社会救助。 

难点：西方社会保障主要理论流派与理论思潮、社会保障文献研究、案例研究的方法及其运用。 



3301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案例。 

教学手段： 

1.教室课堂讲授与学生课下按照推荐阅读书单相结合。 

2.借助多媒体，运用 PPT。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需要多媒体、投影仪等。 

5、课程自主学习课时 

不少于 40课时（需读推荐数目中 3-5本）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争取在 2017年前后结合自己最新研究进展，出版自主编著的《社会保障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 5本推荐教材作为参考用书，主要以每年教师的最新更新课件

为主。 

（二）推荐参考书 

专题一：绪论——社会保障概念、理论与学科性质 

1、（法）布吕内尔：《饥荒与政治》，王吉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荷兰）汉斯·范登·德本，本·范·韦尔瑟芬：《民主与福利经济学》，陈刚等译，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99。 

3、（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2006。 

4、（英）简·米勒主编：《解析社会保障》，郑飞北、杨慧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5、（英）尼古拉斯·巴尔、大卫·怀恩斯主编：《福利经济学前沿问题》，贺晓波、王艺译，中

国税务出版社、北京腾图电子出版社，2000。 

6、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7、李珍主编：《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 

8、彼得.A.戴蒙德、彼得.R.欧尔萨格：《拯救社会保障：一种平衡方法》，吕文洁译，上海财

经大学出版社，2012。 

9、万明国：《社会保障的市场跨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0、郑功成：《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商务印书馆，2003。 

11、薛小建：《社会保障救济模式的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 

专题二：社会保障历史研究： 

1、丁建定：《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黄惠运：《中央苏区社会保障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刘燕生：《社会保障的起源、发展和道路选择》，法律出版社，2000。 

4、魏新武编著：《社会保障世纪回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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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谢圣远：《社会保障发展史》，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6、张祖平：《明清时期政府社会保障体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专题三：社会保障国别研究： 

1、白澍等编著：《法国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陈蒙蒙：《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3、李超民编著：《埃及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4、李健、兰莹编著：《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5、刘文海：《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时事出版社，2001。 

6、邵芬主编：《欧盟诸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 

7、杨翠迎、郭光芝编著：《澳大利亚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8、杨光、温伯友主编：《当代西亚非洲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出版社，2001。 

9、姚玲珍编著：《德国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0、郑春荣编著：《英国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11、和春雷主编：《社会保障制度的国际比较》，法律出版社，2001。 

专题四：社会保障相关研究现状与全球发展趋势 

１、邓大松等：《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回顾、评估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9。 

2、张永理：《中国大陆社会保障研究的起源与发展（1931－2007）》，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3、国际劳工局：《社会保障——新共识》，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4、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编：《21世纪初的社会保障》，侯宝琴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5、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编：《地球村的社会保障——全球化和社会保障面临的挑战》，华迎放等

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专题五：公共政策、社会保障法制与管理 

1、（英）《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2、《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3。 

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规全书 2012》，法律出版社，2012。 

4、《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规全书 2013》，法律出版社，2013。 

5、《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典》，法律出版社，2013。 

6、樊小钢、朱计：《浙江省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公共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7、国务院：《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2006年-2010年）》（2006年 10

月 13日）。 

8、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政府白皮书），2002年 4月。 

9、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政府白皮书），2004年 9月。 

10、《2013社会保障政策法规汇编》，中国社会保障杂志社，2014 

11、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劳动和社会保障重要文献选编》，中

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 

12、林嘉、张世诚主编：《社会保险立法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1。 

13、（美）托马斯·戴伊：《理解公共政策（第十一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4、刘苓玲：《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城乡衔接理论与政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15、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1年 7月 1日起施行）。 

16、人保部等：《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2012年 6月）。 

17、王延中主编：《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18、徐嘉辉、郭翔宇：《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19、余向东：《残疾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 

20、岳宗福：《近代中国社会保障立法研究（1912－1949）》，齐鲁书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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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徐青：《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 

22、王俊杰：《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专题六：社会保障基金管理 

1、郭士征主编：《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2、龙菊：《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与投资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 

3、鲁毅：《中国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4、孙建勇主编：《社会保障基金运营与监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5、宋明岷：《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理论.实践与案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6、丛春霞：《社会保障基金运行的行为效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7、曲大维：《社会保障基金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8、于洪：《社会保障筹资机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9、王国辉著：《中国社会保险个人缴费减免问题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2。 

10、柯卉兵：《中国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 

专题七：养老保险 

1、（日）高山宪之编著：《信赖与安心的养老金改革》，张启新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安增龙：《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3、公维才：《中国农民养老保障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国务院：《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2001-2005年）》（2001年 8月 13日）。 

5、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老龄事业的发展》（2006年 12月）（政府白皮书）。 

6、韩大伟等：《建立 21世纪的养老金体系——改革国家的经验与教训》，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7、侯立平：《欧美养老保险改革及其启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8、李时宇：《双重困境下的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研究：基于老龄化和城镇化的视角》，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3。 

9、李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分析与评估：基于养老金水平的视角》，人民出版社，2013。 

10、李珍等：《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体制选择》，人民出版社，2005。 

11、刘昌平：《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2、刘昌平等：《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3、米红主编：《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理论、方法与制度设计》，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14、申曙光、彭浩然：《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问题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 

15、苏保忠：《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16、杨翠迎：《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理论与政策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17、（美）威廉.G.盖尔等编著：《改革中的美国养老金制度——趋势、效果以及改革建议》，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3。 

18、叶宁：《中国灵活就业者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19、伊志宏等：《养老金投资与资本市场——国际经验及中国的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0、张运刚：《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21、宋金文：《日本农村社会保障——养老的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2、刘骥：《阶级分化与代际分裂——欧洲福利国家养老金政治的比较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3、吴永求：《中国养老保险扩面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4、王章华：《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5、席恒：《两岸四地养老保险制度比较与可携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6、谭中和：《主要国家和地区养老保险改革经验和发展趋势》，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4。 

27、褚福灵：《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接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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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八：医疗保险 

1、Richard B. Saltman等编：《社会医疗保险体制国际比较》，张晓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

版社，2009。 

2、蔡仁华等编著：《发达国家医疗保险制度》，时事出版社，2001。 

3、高洁：《我国西部农村地区社会医疗保险的政府供给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 

4、高荣海等：《医疗保险改革政策与海南医改实践》，海南出版社，2000。 

5、国锋：《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6、何忠伟等：《北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 

7、贾洪波：《中国基本医疗保险适度缴费率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 

8、金晶：《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 

9、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 

10、刘广太：《加拿大医疗保险制度的缘起和演变》，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11、庞士让主编：《聚焦神木：全民免费医疗探索之路》，人民出版社，2012。 

12、邵德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供给模式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 

13、锁凌燕：《转型期中国医疗保险体系中的政府与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4、王晓燕：《我国社会医疗保险费用的合理分担与控制研究:基于系统动力学的视角》，经济

管理出版社，2010。 

15、翁小丹：《医疗保险的基础风险与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 

16、伍凤兰：《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变迁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17、杨辉：《公平视角的我国城镇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 

18、曾煜：《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 

19、张奇林：《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 

20、赵曼等：《社会医疗保险中的道德风险》，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21、周绿林：《我国医疗保险费用控制研究》，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 

22、朱文轶：《在神木，做个幸福的中国人》，凤凰出版社，2011。 

23、梅丽萍：《走向聪明型监管——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监管的模式和路径》，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4。 

24、翟绍果：《从医疗保险到健康保障的偿付机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5、孙淑云：《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 

26、俞卫：《国际社会保障动态——全民医疗保险体系建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专题九：失业保险 

1、程连升：《中国反失业政策研究（1950－200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郭继强：《工资、就业与劳动供给》，商务印书馆，2008。 

3、黄丙志：《农村劳动力转移与社会保障》，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4、纪韶：《中国失业保险问题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 

5、廉思主编：《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6、廉思主编：《蚁族Ⅱ：谁的时代》，中信出版社，2010。 

7、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 

8、杨成钢：《失业属性与中国失业问题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9、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中英失业保险项目组编：《中国失业保险：实践、政策与绩效》，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 

10、袁志刚：《中国的城乡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理论与经验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11、翟志俊：《中国失业保险历史回顾及其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12、赵建国、苗莉编著：《城市就业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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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沈水根：《中国城镇职工失业保险问题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14、魏红英：《群体失业风险的政府管理机制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15、林江：《中国青年失业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16、杨河清：《中国高校毕业生失业问题及其派生社会风险和应对策略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

学出版社，2014。 

17、曾显荣：《我国失业问题的成因及对策探讨》，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 

18、孙永君：《中国失业产出关系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 

专题十：工伤保险 

1、冯英、康蕊编著：《外国的工伤保险》，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2、葛蔓主编：《工伤保险改革与实践》，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 

3、郭晓宏：《日本劳动安全管理与工伤保险体制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0。 

4、郭晓宏：《中国工伤保险制度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 

5、蒋月主编：《工伤保险法：案例评析与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6、王显政：《工伤保险与事故预防研究及实践》，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7、余飞跃：《工伤保险预防制度研究目标、机制与条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8、张礼文等：《工伤保险权益维护》，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 

9、张永伟主编：《法定职业病预防与控制指南》，海洋出版社，2004。♣ 

10、郑尚元：《工伤保险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1、郑晓珊：《工伤保险法体系——从理念到制度的重塑与回归》，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12、《工伤保险条例相关法律法规文件汇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3。 

13、于欣华：《工伤保险法论》，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 

14、曹丰春：《工伤损害赔偿责任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 

15、乔庆梅：《中国职业风险与工伤保障——演变与转型》，商务印书馆，2010。 

专题十一：生育保险 

１、《生育保险专辑》，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2。♣ 

2、曾煜编著：《新编生育保险实用指南》，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3。♣ 

专题十二：社会救助 

１、（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方福前译，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2、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1。 

3、曹明睿：《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4、曹艳春：《我国城乡社会救助系统建设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5、陈桦、刘宗志：《救灾与济贫: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救助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多吉才让：《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01。 

7、方鹏骞：《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社会医疗救助制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 

8、胡永和：《中国城镇新贫困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9、李小尉：《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社会救助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0、李彦昌：《城市贫困与社会救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1、王娟：《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 

12、王俊秋：《中国慈善与救济》，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13、王伟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践》，法律出版社，2008。 

14、王增文：《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可持续性研究：基于对中国 10省份 33县市农村居民的调

查》，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15、杨立雄、兰花：《中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人民出版社，2011。 

16、杨思斌：《中国社会救助立法研究》，中国工人出版社，2009。 

17、姚建平：《中美社会救助制度比较》，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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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张浩淼：《转型期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19、张举国、卢毅刚：《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制度研究：以兰州市为例》，青海人民出版

社，2009。 

20、张军：《统筹城乡社会救助制度建设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 

21、俞德鹏：《社会救助专项立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2、陈珊：《我国自然灾害事件下社会救助法治体系研究——基于汶川地震的实证分析》，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23、《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人民出版社，2014。 

执笔：张永理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7月 1日 

 

公共事业管理概论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课程号：30503040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公共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掌握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系统的定义及其特征，国内外对公共事业组织的分类情况，认识公

共事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以及职能优势与局限性，公共事业组织作为公共事业管理主体作

用的具体表现； 

2、掌握中国公共事业组织管理的法律制度、立法的特点及立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了解和掌

握公共事业管理组织的法律制度、事业单位法律制度、社团法律制度、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律制度、

基金会法律制度几个法律体系的概念、分类、主要特征等内容。 

3、掌握公共事业管理环境概述、特征、分类以及公共事业管理与环境的基本关系，生态环境

和人文环境、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公共关系环境和国际环境对公共事业管理环境的影响和作用； 

4、掌握公共事业管理中的沟通与绩效，学习与掌握沟通的含义、目的、基本方式及作用，充

分理解效率在公共事业管理中的作用。掌握公共事业组织的公共责任与管理的监督机制，了解目前

我国组织监督机制的现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监督机制的措施。 

5、掌握公共事业伦理的含义、特点、养成及加强公共事业伦理的必要性，通过政府部门的检

查与考核、民意测验、新闻媒体报道、群众满意度等外部评价。掌握当前公共事业管理对人才培养

的要求，探索出公共事业管理人才培养的模式，并对加强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人才培养提出建议。 

6、掌握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历史，对其存在的公共事业活动的非经济化、机构的行

政化、资源配置非社会化、运行机制非效率化、管理的非法制化等问题有深刻认识，并分别具体到

科技、体育、文化、卫生、教育等几个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公共事业管理组织系统、法律制度、管理环境、

管理中沟通与效率、公共责任与监督、伦理与外部评价、人才培养、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

等方面的知识，使其对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运行有深刻的认识。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公共事业管理导论（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事业：含义与发展趋势 

2.公共事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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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事业：一般概述 

4.公共组织——公共事业管理主体概述 

学习目标： 

1.了解事业、公共事业、公共事业管理的概念、内涵及特征。 

2.公共事业管理产生的社会背景，改革开放前后事业管理体制发生的变化。 

作业： 

1.你是如何看待事业单位体制及其在当今社会中的境遇的？ 

2.你如何理解公共事业管理的若干理论基础的？ 

3.如何理解公共事业语公共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 

知识单元 2：公共事业管理导论（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事业管理：一般概述 

2.公共事业管理与相关管理的关系 

3.传统事业管理体制在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学习目标： 

1.掌握公共事业管理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管理中权力的定义与分类。 

2.了解公共事业管理与企业管理、行政管理的区别和联系；认识到传统事业管理体制在运行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 

作业： 

1.公共事业管理与公共管理、行政管理、企业管理的主要区别有哪些？ 

2.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政府事业体制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存在哪些问题？对我们当

前新型的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形成存在哪些巨大障碍与阻力？ 

3.当今建构科学的公共事业管理体制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有哪些促进作用？ 

知识单元 3：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系统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定义 

2.第三部门及其特征 

3.公共事业组织的分类、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 

4. 公共事业组织的职能优势与局限性，其作为公共事业管理主体作用的具体表现 

学习目标： 

1.了解组织的概念与分类，第三部门及其具有的五个特征，公共事业组织在国内外的分类情况。 

2.掌握公共事业组织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同时它也存在着职能优势与局限性。公共事业组织

作为一种组织创新，它在公共事业管理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作业： 

1.公共事业组织具有哪些特征？如何对其进行分类？ 

2.公共事业组织存在和发展的优势是什么？又存在哪些局限性？ 

3.公共事业组织作为公共事业的管理主体地位，有哪些具体作用？ 

知识单元 4：公共事业管理与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公共事业组织管理的法律制度 

2.事业单位法律制度 

3.社团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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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律制度 

5.基金会法律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公共事业组织管理法律制度的发展历史、公共事业组织立法的特点及立法中存在的

主要问题。 

2.掌握事业单位法律体系及其分类情况，了解事业单位的概念及主要特征、范围、成立，事业

单位的财产管理及行政管理。 

3.掌握社团法律制度的定义、社团登记的法律制度要求、条件、程序、变更与注销。了解社团

财务管理的法律制度，社团内部管理的法律制度，对社会团体的行政管理制度。 

4.了解民办非企业单位法律制度、的定义、范围、成立及相关程序、民事主体地位等内容。 

5.了解基金会法律制度的定义、行政管理体制、成立及相关程序。组织机构及管理情况、财产

及资助的领域。 

作业： 

1.中国公共事业组织管理的法律制度经历怎样的历史过程？ 

2.公共事业组织立法具有什么特点？立法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 

3.事业单位法律制度是什么情况？事业单位与其他社会组织有什么区别？ 

4.社团法律制度都包括哪些内容？ 

知识单元 5：公共事业管理环境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事业管理环境概述 

2.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 

3.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 

4.公共关系环境和国际环境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事业主体所处的内外环境，掌握公共事业管理环境的特征及分类，公共事业管理与

环境的基本关系。 

2.深刻认识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公共关系环境和国际环境对公共事业

管理环境的影响和作用。 

作业： 

1.公共事业管理环境的分类与主要内容是什么？ 

2.自然环境如何影响公共事业管理？ 

3.人文环境中主要有哪些因素并通过什么方式影响公共事业管理？ 

4.如何区分公共管理文化和公共政治文化？它们各自是如何对公共事业管理产生影响的？ 

5.公共事业管理的公共关系环境通常指什么？基本构成是什么？这些因素在公共事业管理的

哪些方面起作用？如何评价这些作用？ 

6.当代公共事业管理的国际环境有什么重要意义？ 

知识单元 6：公共事业管理中的沟通与绩效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事业管理中的沟通 

2.公共事业管理效率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事业管理中沟通的主要目的和作用，掌握公共事业管理中沟通的基本方式和提高沟

通效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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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公共事业管理中提高效率的主要措施。 

作业： 

1.沟通在公共事业管理中有什么作用？沟通的基本方式可分为哪几种？ 

2.如何提高沟通的效果？ 

3.公共事业管理中，哪些措施可以提高效率？ 

4.高效团队有哪些特征？ 

知识单元 7：公共责任与监督机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事业组织的公共责任 

2.公共事业管理的监督机制 

3.我国公共事业组织监督机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4.完善我国公共事业组织监督机制的措施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事业组织的公共责任所在。 

2.了解目前我国组织监督机制的现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监督机制的措施。 

作业： 

1.你认为公共事业组织应具有哪些公共责任？  

2.公共事业管理的监督机制如何形成？ 

3.目前，我国公共事业组织监督机制的现状是什么？存在哪些问题？ 

4.如何完善我国公共事业组织监督机制？ 

知识单元 8：公共事业伦理与外部评价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事业伦理的必要性 

2.公共事业伦理的外部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公共事业伦理的含义、特点、养成及加强公共事业伦理的必要性，了解公共事业品德是

如何形成。 

2.掌握如何养成通过社会认同的公共事业伦理道德。 

作业： 

1.伦理在公共事业管理中的必要性是什么？公共事业伦理如何养成？公共事业品德如何形成？ 

2.对公共事业伦理的外部评价都来自哪些方面？ 

知识单元 9：公共事业管理中的人才培养探索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与开发 

2.当今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 

3.当今我国社区治理中的突出问题。 

学习目标： 

1.掌握公共事业管理人才的培养要求，加强对公共事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提出加强对

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人才培养的建议。 

作业： 

1.为当今公共事业管理的学科建设与课程设置与你们的要求有哪些脱节和不适宜的地方，为什么？ 

2.为当今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式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有什么弊端？如何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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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0：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事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具体的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学习目标： 

1.掌握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历史。 

2.对公共事业管理体制存在的公共事业活动的非经济化、机构的行政化、资源配置非社会化、

运行机制非效率化、管理的非法制化等问题有深刻认识。 

作业： 

1.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 

2.公共事业管理体制存在哪些问题？你有什么改善建议？ 

知识单元 11：科技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我国科技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 

2.认识我国科技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和提出改进措施的建议。 

学习目标： 

1.掌握我国科技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和现状，对当前我国科技事业管理体制改革中存

在的问题有深刻认识，并能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作业： 

1.目前，我国科技事业管理现状是什么？科技事业管理体制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2.在完善我国科技事业管理体制上面，有什么建议？ 

知识单元 12：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我国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 

2.认识我国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和提出改进措施的建议。 

学习目标： 

1.掌握我国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和现状，对当前我国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中存

在的问题有深刻认识，并能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作业： 

1.目前，我国体育事业管理现状是什么？体育事业管理体制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2.在完善我国体育事业管理体制上面，有什么建议？ 

知识单元 13：文化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我国文化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 

2.认识我国文化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和提出改进措施的建议。 

学习目标： 

1.掌握我国文化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和现状，对当前我国文化事业管理体制改革中存

在的问题有深刻认识，并能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作业： 

1.目前，我国文化事业管理现状是什么？文化事业管理体制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2.在完善我国文化事业管理体制上面，有什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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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4：卫生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我国卫生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 

2.认识我国卫生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和提出改进措施的建议。 

学习目标： 

1.掌握我国卫生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和现状，对当前我国卫生事业管理体制改革中存

在的问题有深刻认识，并能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作业： 

1.目前，我国卫生事业管理现状是什么？卫生事业管理体制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2.在完善我国卫生事业管理体制上面，有什么建议？ 

知识单元 15：教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我国教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 

2.认识我国教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和提出改进措施的建议。 

学习目标： 

1.掌握我国教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和现状，对当前我国教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中存

在的问题有深刻认识，并能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作业： 

1.目前，我国教育事业管理现状是什么？教育事业管理体制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2.在完善我国教育事业管理体制上面，有什么建议？ 

知识单元 16：交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我国交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 

2.认识我国交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和提出改进措施的建议。 

学习目标： 

1.掌握我国交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和现状，对当前我国交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中存

在的问题有深刻认识，并能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作业： 

1.目前，我国交通事业管理现状是什么？交通事业管理体制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2.在完善我国交通事业管理体制上面，有什么建议？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公共事业管理导论（一） 3  

2 公共事业管理导论（二） 3  

3 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系统 3  

4 公共事业管理与法律制度 3  

5 公共事业管理环境分析 3  

6 公共事业管理中的沟通与绩效 3  

7 公共责任与监督机制 3  

8 公共事业伦理与外部评价 3  

9 公共事业管理中的人才培养 3  

10 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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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科技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3  

12 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3  

13 文化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3  

14 卫生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3  

15 教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3  

16 交通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公共管理导论、管理学原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公共事业管理与行政管理、企业管理的联系和区别；公共事业管理沟通技能及绩效评价、

我国公共事业体制改革的战略及路径。 

难点：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的分类；公共事业管理法制；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事业改

革现状及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案例。 

3.情景模拟 

教学手段： 

1.教室课堂讲授与学生课下按照推荐阅读书单相结合。 

2.借助多媒体，运用 PPT。 

3.角色扮演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需要多媒体、投影仪等。 

5、课程自主学习课时 

不少于 30课时（需读推荐数目中 3-5本）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手机编写公共事业管理典型案例集。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无 

（二）推荐参考书 

著作类： 

1.毕监武：《社团革命——中国社团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2.成思危主编：《中国事业单位改革——模式选择与分类引导》，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0。★ 

3.崔运武编著：《公共事业管理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冯云廷、苗丽静：《公共事业管理导论》，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 

5.冯云廷：《公共事业管理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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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编著：《<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暂行管理条例>释义》，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7.贾西津等：《转型时期的行业协会——角色、功能与管理体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8.娄成武、郑文范：《公共事业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9.欧阳黔、杜金陵主编：《中国行业协会改革与探索》，中国商业出版社，1999。 

10.魏志春：《公共事业管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11.赵立波：《事业单位改革——公共事业发展新机制探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12.赵立波主编：《公共事业管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3.郑文范编著：《公共事业管理案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4.朱仁显主编：《公共事业管理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论文类： 

1.陈华平：《立足第三部门建构公共事业管理学科体系》，《行政论坛》2006年第 2期。★ 

2.崔运武：《论当代中国公共事业管理的基本内涵和价值》，《思想战线》2002年第 1期。★ 

3.单学勇：《论中国公共事业管理的内涵价值与体制建构》，《经济研究参考》2003年第 91期。 

4.贺荣兰：《公共事业管理的制度选择》，《甘肃科技纵横》2007年第 3期。★ 

5.侯江红：《公共事业管理的比较研究》，《思想战线》2002年第 2期。★ 

6.蒋云根：《公共事业管理社会化刍议》，《党政论坛》2002年第 6期。★ 

7.李冬：《对我国公共事业管理内涵价值与体制建构的思考》，《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 4期。 

8.梁俐：《公共事业管理的现状及前景展望》，《市场周刊·财经论坛》2003年 6月号。★ 

9.宋君、陈惠民：《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探析》，《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 3期。★ 

10.杨燕英：《公共事业管理改革应引入市场机制》，《大众科技报》2003年 9月 25日。★ 

11.杨燕英：《我国传统公共事业管理存在的弊端及其改革》，《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期。★ 

12.赵立波：《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转型初论》，《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

第 6期。★ 

13.朱广忠：《公共事业管理的若干基本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 10月 20日。★ 

执笔：詹承豫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1月 04日 

 

行政组织理论 
Theory of Public Organization 

课程号：30503046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行政组织的基本特性；2、行政组织理论；3、组织结构设计。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组织理论与组织设计的基础知识、

理性组织原理、社会组织原理、系统组织原理、适应性组织原理、学习型组织原理，了解行政组织

的概念与公共性特性，为人力资源管理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解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2学时 

知识单元 1：行政组织的公共性 

参考学时：9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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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组织的概念、种类与发展源流。 

2．行政组织的概念与公共性。 

3. 行政组织理论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组织与行政组织的基本概念与特性。 

2．掌握组织的发展历史。 

3. 了解基本的研究方法。 

作业： 

如何理解行政组织的公共性 

知识单元 2：行政组织理论 

参考学时：21学时 

学习内容： 

1．理性组织理论。 

2．社会组织理论。 

3. 系统组织理论。 

4. 适应性组织理论。 

5. 学习型组织理论。 

6. 其他组织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组织理论的基本内容。 

2．掌握组织理论的主要流派及其观点。 

作业： 

谈谈对韦伯理性官僚制是否过时的看法 

知识单元 3：组织结构设计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组织结构的要素。 

2．组织结构的基本模式。 

3. 组织结构设计的权变因素。 

4. 组织理论对组织结构设计的影响。 

5. 组织结构设计的基本过程。 

学习目标： 

1．了解组织结构的要素和基本模式。 

2．掌握权变因素对组织结构设计的影响。 

作业： 

组织的战略是如何影响组织结构设计的 

知识单元 4：行政组织的管理与改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组织冲突管理。 

2．组织病诊治。 

3. 行政组织改革。 

学习目标： 

1．了解组织的冲突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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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行政组织的病态诊治。 

3. 掌握我国行政组织改革的历史与主要内容 

作业： 

我国行政组织改革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经验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理论或案例讨论为 2次，共 6学时 

讨论 1：行政组织与私人组织的区别 

参考学时：3学时 

实践内容：理论研讨 

实践要求：熟悉行政组织的公共性特征；研究公共行政与私人组织的基本区别；掌握组织理论

与方法对行政组织与私人组织的不同影响。 

讨论 2：“表哥事件”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实践内容：案例分析 

实践要求：熟悉组织环境理论；研究环境对行政组织的影响；掌握行政组织适应环境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组织的概念、种类、发展源流 3  

2 行政组织的概念与公共性 3  

3 讨论 1：行政组织与私人组织的区别 3  

4 行政组织理论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3  

5 泰勒的组织理论、法约尔的组织理论 3  

6 韦伯的理想型官僚组织理论 3  

7 古力克与厄威克的组织理论、蒙尼与莱里的组织理论 3  

8 梅奥的人际关系组织理论、巴纳德社会系统组织理论 3  

9 西蒙的决策过程组织理论、环境组织理论 3  

10 社会系统组织理论、生态组织理论 3  

11 适应性组织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 3  

12 组织结构的要素与基本模式 3  

13 组织理论与权变因素对组织设计的影响 3  

14 讨论 2：“表哥事件”分析 3  

15 组织结构设计的基本过程 3  

16 行政组织改革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经验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公共行政导论、公共行政原理。 

后续课程：人力资源管理等必修课与专业选修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行政组织的公共性、行政组织理论、组织结构设计、行政组织改革。 

难点：对行政组织公共性的理解、不同组织理论的理解、权变因素对组织设计的影响、行政组

织改革的基本过程和主要经验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理论讲授。 

2.案例讨论。 

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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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堂研讨。 

2.作业。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考试占 10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陈振明、孟华主编《公共组织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月。 

（二）推荐参考书 

1.  W•理查德•斯格特 《组织理论》，华夏出版社，2002年 1月。 

2.  海尔•G•瑞尼《理解与管理公共组织》，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年 8月。 

3.  罗伯特•丹哈特《公共组织理论教程》，华夏出版社，2003年 5月。 

4.  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 8月。 

5.  雅米尔•吉瑞赛特《公共组织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演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10月。 

执笔：马建川     审稿：      审定：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5年 10月 25日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Administrative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课程号：30503049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和掌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理论；2.了解和掌握现行行政

法与行政诉讼法主要法律制度。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54学时 

知识单元 1：行政法学概论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 

2．行政法。 

3．行政法学。 

学习目标： 

1．了解私行政、实质行政、形式行政、行政管理关系、行政法制监督关系、行政救济关系、

内部行政关系、行政权、行政职权、行政权限等概念，域外主要国家和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历史，行

政法与行政权、法治国家建设的关系，行政法形式与内容上的特点，行政法学与宪法学、行政管理

学、行政诉讼法学的关系。 

2．掌握公共行政、行政法、行政法学、行政关系等概念，私行政与公行政的区别，行政法调

整的四类行政关系，行政法的法源，行政法学的主要内容，行政法学的主要流派。 

作业：结合教材与参考书目消化课堂学习内容，阅读有关行政法发展历程、趋势的论文。 

知识单元 2：行政法基本原则 



3317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基本理论。 

2．实体性基本原则。 

3．程序性基本原则。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概念、性质、功能，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各种观点，行政公开、

公正、公平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越权无效原则。 

2．掌握依法行政原则、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优先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正当法律

程序原则。 

作业：结合教材与参考书目消化课堂学习内容，阅读有关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论文，学习相关案

例。 

知识单元 3：行政法律关系主体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主体。 

2．公务员制度。 

3．行政相对人。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机关的性质、特征、分类、责权、体系，行政组织、行政机关、行政机构的区别

与联系，受委托组织，公务员的权利与义务，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权利与义务。 

2．掌握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直接相对人、间接相对人、法律法规授

权组织、受委托组织、公务员等概念，行政主体的范围，派出机关、派出机构及二者的区别，全垂

直、半垂直领导部门，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范围及与受委托组织的区别，公务员的范围、分类、进

入与退出机制、回避制度、人事处理与处分、二级申诉制、聘任制与人事争议仲裁制度，特别权力

关系理论，公务员公务行为与个人行为的区分。 

作业：结合教材与参考书目消化课堂学习内容，阅读有关行政主体制度、公务员制度的论文，

学习理解相关案例。 

知识单元 4：行政行为概述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行为的概念、特征、分类。 

2．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和合法要件。 

3．行政行为的效力。 

4．行政行为的无效、撤销、废止。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行为的特征，行政行为的分类，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合法要件，对行政行为的

违法性进行补救的方式。 

2．掌握行政行为、不作为行政行为、终局行政行为等概念，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

区别，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行政行为无效、撤销、废止的情形及法律后

果。 

作业：结合教材与参考书目消化课堂学习内容，阅读有关行政行为效力、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

论文，学习理解相关案例。 

知识单元 5：抽象行政行为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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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行政立法。 

2．其他规范性文件。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立法的分类，行政立法的原则，行政立法的程序。 

2．掌握行政立法、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概念，行政立法的主体与权限，效力位阶与冲突规则，

其他规范性文件与行政立法的区别。 

作业：结合教材与参考书目消化课堂学习内容，阅读有关行政立法、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论文，

学习理解相关案例。 

知识单元 6：应申请行政行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许可。 

2．行政确认。 

3．行政裁决。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许可的作用，行政确认的概念、特征、种类、作用、原则。 

2．掌握行政许可的概念、特征、种类、范围、设定、实施主体、实施程序、经费制度，行政

许可的撤回、撤销、吊销与注销，行政裁决的概念、特征、种类，行政裁决与行政调解的区别。 

作业：结合教材与参考书目消化课堂学习内容，阅读有关行政许可、行政裁决的论文，学习理

解相关案例。 

知识单元 7：依职权行政行为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处罚。 

2．行政征收。 

3．行政强制。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处罚的管辖与适用，行政征收、征用与征购，行政强制执行的体制与程序。 

2．掌握行政处罚的概念、特征及与行政处分、刑罚的区别，行政处罚的种类、原则、设定、

实施主体与程序，行政强制的概念、特征、种类与原则，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特征、种类与设定，

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特征、种类与设定。 

作业：结合教材与参考书目消化课堂学习内容，阅读有关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强制的论

文，学习理解相关案例。 

知识单元 8：行政程序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程序的概念、特征、分类、价值。 

2．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 

3．行政程序法。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程序的分类、价值，行政程序法发展概况。 

2．掌握行政程序的概念、特征、基本原则、基本制度。 

作业：结合教材与参考书目消化课堂学习内容，阅读有关行政程序的论文，学习理解相关案例。 

知识单元 9：行政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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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复议的概念、特征、性质、基本原则。 

2．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 

3．行政复议的范围、机关与管辖、参加人、程序。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复议的性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 

2．掌握行政复议的概念、特征、基本原则，行政复议的范围、机关与管辖、参加人、程序。 

作业：结合教材与参考书目消化课堂学习内容，阅读有关行政复议的论文，学习理解相关案例。 

知识单元 10：行政诉讼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诉讼的概念、性质、作用、理论基础、基本原则。 

2．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3．行政诉讼管辖。 

4．行政诉讼参加人。 

5．行政诉讼证据。 

6．行政诉讼程序。 

7．行政诉讼法律适用。 

8．行政诉讼判决、裁定与决定。 

9．行政诉讼执行。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诉讼的性质、作用、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行政诉讼执行。 

2．掌握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管辖、参加人、证据、程序、法律适用，行政诉讼判决、裁定与

决定。 

作业：结合教材与参考书目消化课堂学习内容，阅读有关行政诉讼的论文，学习理解相关案例。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 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行政法学概论 3  

2 行政法学概论、行政法基本原则 3  

3 行政法基本原则 3  

4 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法律关系主体 3  

5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 3  

6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行政行为概述 3  

7 行政行为概述、抽象行政行为 3  

8 抽象行政行为、应申请行政行为 3  

9 应申请行政行为 3  

10 依职权行政行为 3  

11 依职权行政行为、行政程序 3  

12 行政程序、行政复议 3  

13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3  

14 行政诉讼 3  

15 行政诉讼 3  

16 行政诉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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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行政法法源，行政法学流派，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正当法律程序

原则，行政立法主体与权限，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设定权，行政复议范围、机关，行政

诉讼受案范围、管辖等。 

难点：行政主体制度，行政行为无效、撤销、废止的情形与法律后果，行政复议管辖，行政诉

讼参加人、判决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 

2. 案例教学法。 

3. 启发式教学法。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次课后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国内优质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普通

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罗豪才等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2. 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执笔：王湘军  审稿：王湘军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8日 

        

公民社会与治理 
civil society and governance  

课程号：3050305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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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第三部门与治理的基础知识、治

理理论，了解第三部门、治理的概念，为非营利组织管理、社会保障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

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三部门的理论视野——国家－社会的视角 2  

2 第三部门的理论视野——公共领域的视角 2  

3 第三部门的理论视野——公共治理的视角 2  

4 社会企业 2  

5 社团 2  

6 民办非企业 2  

7 基金会 2  

8 第三部门参与治理的基本理论 2  

9 第三部门参与治理的制度安排 2  

10 协同政府 2  

11 政府间合作 2  

12 合同外包 2  

13 特许经营 2  

14 凭单制 2  

15 公民参与 2  

16 课堂展示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后续课程：社会保障、非营利组织管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第三部门理论、治理 

难点：协同治理、合同外包中的控制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推荐参考书 

1.  [美]普特南著，王列、赖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江西人

民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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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珍妮特·V·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3． [美]B·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4． [美]理查德·Ｃ·博克斯：《公民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5． [美]唐纳德•凯特尔：《权力共享：公共治理与私人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6． [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 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江村经济》， 《中国绅士》 

8． 秦晖：《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9． 罗伯特D.帕特南 ：《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独自打保龄》 

10． 迈克尔·麦金尼斯主编 ：《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上海三联书店 2000年版。 

11． 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著：《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 

13．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帕克斯和惠特克：《公共服务的制度建构》，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14．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15．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执笔：吕芳  审稿：吕芳 审定：政管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0日 

 

外国行政制度  
Foreign administrative system 

课程号：3050305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全面、系统地认识所研究国家的行政体制及其行政运作过程；2. 阐

述和分析不同国家行政体制的特点，把握不同国家行政体制所具有的共同之处，加深对行政管理基

本规律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3.总结外国行政发展的经验教训，推进我国的行政改革实践。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课堂教学和专题讨论，使学生掌握公共行政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认识公

共行政的发展趋势，揭示公共行政发展的一般规律，帮助学生形成扎实的专业基础、完整的知识结

构和开放性的理性思维。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相关基本概念； 

2．研究内容和研究范畴 

3. 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 

学习目标：通过这一单元的讲授，帮助学生初步了解有关外国行政体制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

整体把握外国行政体制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和研究途径，正确认识外国行政体制的教

学目的和意义。 

作业：课下阅读参考书目 

知识单元 2：美国行政体制  

参考学时：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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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联邦政府与政府首脑；  

2．联邦政府职能； 

3．联邦政府机构设置； 

4. 州与地方政府； 

5. 中央与地方关系； 

6. 美国行政体制的特点及其成因 

学习目标：通过对美国行政体制的全面描述和系统介绍，帮助学生对美国政府的基本架构、

职责权限、运行机制等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对美国行政体制的特点及其产生的背景有一个基本的

了解。 

作业：准备小组专题发言，课下阅读相关参考书目。 

知识单元 3：英国行政体制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内阁与政府首脑；  

2．中央政府职能； 

3．中央政府机构设置； 

4. 地方政府； 

5. 中央与地方关系； 

6. 英国行政体制的特点及其成因 

学习目标：通过对英国行政体制的全面描述和系统介绍，帮助学生对英国政府的基本架构、

职责权限、运行机制等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对英国行政体制的特点及其产生的背景有一个基本的

了解。 

作业：准备小组专题发言，课下阅读相关参考书目。 

知识单元 4：法国行政体制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央政府与政府首脑；  

2．中央政府职能； 

3．中央政府机构设置； 

4. 地方领土单位； 

5. 中央与地方关系； 

6. 法国行政体制的特点及其成因 

学习目标：通过对法国行政体制的全面描述和系统介绍，帮助学生对法国政府的基本架构、职

责权限、运行机制等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对法国行政体制的特点及其产生的背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作业：准备小组专题发言，课下阅读相关参考书目。 

知识单元 5：日本行政体制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央政府与政府首脑；  

2．中央政府职能； 

3．中央政府机构设置； 

4. 地方公共团体； 

5. 中央与地方关系； 

6. 日本行政体制的特点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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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通过对日本行政体制的全面描述和系统介绍，帮助学生对日本政府的基本架构、职

责权限、运行机制等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对基本行政体制的特点及其产生的背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作业：准备小组专题发言，课下阅读相关参考书目。 

知识单元 6：德国行政体制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联邦政府与政府首脑；  

2．联邦政府职能； 

3．联邦政府机构设置； 

4. 州与地方政府； 

5. 中央与地方关系； 

6. 德国行政体制的特点及其成因 

学习目标：通过对德国行政体制的全面描述和系统介绍，帮助学生对德国政府的基本架构、职

责权限、运行机制等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对德国行政体制的特点及其产生的背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作业：准备小组专题发言，课下阅读相关参考书目。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设计、相关基本概念 2  

2 研究内容和研究范畴 2  

3 研究方法和教学目的 2  

4 美国联邦政府、政府首脑以及联邦政府职能 2  

5 美国联邦政府机构设置以及州与地方政府 2  

6 美国府际关系以及行政体制的特点及其成因 2  

7 英国中央政府的组成及其职能 2  

8 英国中央政府机构设置以及地方政府 2  

9 英国府际关系以及行政体制的特点及其成因；法国中央政府的组成 2  

10 法国中央政府职能及机构设置 2  

11 法国地方政府、府际关系以及行政体制的特点及其成因 2  

12 日本中央政府的组成及其职能 2  

13 日本中央政府机构设置以及地方政府 2  

14 日本府际关系以及行政体制的特点及其成因；德国联邦政府的组成 2  

15 德国联邦政府职能及机构设置 2  

16 德国州与地方政府、府际关系以及行政体制的特点及其成因 2  

四、说明  

1. 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行政学原理、管理学原理、政治学原理 

后续课程：  

2. 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所研究国家行政体制的基本架构及其行政运行过程。 

难点： 所研究国家行政体制的特点及其成因。 

3. 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专题讨论 

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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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媒体 

2.拓展阅读 

4. 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闭卷考试，占总成绩的 100%。 

5. 作业要求： 

每一知识单元结束布置作业。 

6. 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外国行政体制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宁骚主编：外国政府与政治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费勒尔·海迪：《比较公共行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古莉亚主编：《西方行政制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 10 月版  

执笔：潘小娟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课程号： 3050305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人力资源管理是一门系统地研究组织的人力资源的规律的科学。本课程是行政管理、公共事业

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设置本课程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在全面了解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的基础

上，系统掌握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理论、方法与技术，具备组织设计、实施人力资源管理的体系

方案和业务流程的实际技能，从而胜任现代组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 

1.知识与技能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人力资源管理的历史演变、当今的挑战以

及未来的趋势，明白人力资源管理对于组织（企业）与个人的重要作用；掌握工作分析的作用与方

法，当前招聘的多种技术以及绩效管理、薪酬管理等基本内容与方法；掌握劳动关系管理、职业生

涯管理及无领导小组讨论、综合评价中心、循证思维、胜任力等理论与方法，能够学以致用。 

2.过程与方法目标：通过对于案例的分析、场景的模拟等方法使得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

对问题诊断与分析的能力也得到进一步的训练，同时，理论联系实际，为日后的求职、工作奠定其

理论基础。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发展目标：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作为一个优秀人才所必须

具备的坚持不懈的学习精神，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为未来的学习、工作和生

活形成自身一种特定的资本——人力资本。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及案例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章 企业核心能力与人力资源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企业的核心能力要素与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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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通过人力资源管理形成企业的核心能力与竞争优势 

    第三节 提高竞争优势的人力资源管理的角色与职责承担 

    第四节 人力资源管理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学习目标： 

了解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中的战略地位及其发展和演变。理解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关键，

在于其有没有有效的支撑企业的竞争优势，有没有提升企业的核心能力。人力资源管理是否能够真

正支撑企业的竞争优势，企业究竟应该如何建立基于核心能力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这就是本章所

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作业： 

1、什么是企业的核心能力？核心能力与企业的竞争优势、企业的可持续成长与发展是什么关

系？ 

2、识别企业核心能力要素的标准是什么？企业核心能力的来源是什么？ 

3、什么是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具有哪些特征？ 

4、什么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不同学者对人力资源管理的看法存在着怎样的差异？ 

5、人力资源管理是如何形成和维持企业的核心能力与竞争优势，从而支持企业的可持续成长

与发展的？ 

6、人力资源管理者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7、企业各层各类人员如何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责任分担？人力资源部门主要承担什么样的职

责？ 

8、作为一个优秀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9、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历程主要有哪几种理论？ 

10、当前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主要存在着哪些问题？人力资源管理在 21 世纪发展的主要特点是

什么？ 

知识单元 2：第二章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设计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设计的基础和依据。 

2、第二节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组成要素。 

3、第三节 人力资源管理的机制。 

4、第四节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业务运行 

学习目标： 

通过对本章内容的学习，应了解和掌握如下问题： 

1、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和依据是什么，怎样理解？ 

2、在组织体系、人力资源管理的人性假设方面的理论研究有哪些？ 

3、如何理解人力资本价值？ 

4、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组成要素有哪些？具体内容是什么？各要素 

如何相互协调从而共同体现出人力资源管理选人用人育人留人的功能？ 

5、人力资源管理的四大运行机制具体内容是什么？它们是如何从不同的角 

度来整合和激活组织的人力资源、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效性的？ 

6、怎样理解四大机制的重心在于企业人力资源价值链管理的整合？ 

7、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两大基础和五大模块之间的内在接口和运行机理是怎样的？整个人力

资源管理系统是如何相互衔接与配合从而为实现整个系统的整合提供基础的？ 

作业： 

1．Z集团是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2．Z集团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构建基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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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Z集团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由哪些模块构成，其特点是什么? 

知识单元 3：第三章 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职位分析与职位评价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职位分析及其运用。 

2、第二节 职位评价及其运用。 

学习目标： 

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职位分析、职位评价的概念、作用、内容和程序，理解职位分析、职位评

价的重要性，以及进行职位分析、职位评价的流程、方法和影响因素，了解编制工作说明书的基本

方法。 

作业： 

1、什么是职位分析? 

2、职位分析在战略、组织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中的作用如何? 

3、如何构建目标导向的职位分析系统? 

4、常见的职位分析方法有哪些? 

5、如何编写职位说明书? 

6、什么是职位评价? 

7、职位评价在战略、组织、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如何? 

8、如何构建战略导向的职位评价方法? 

9.  常见的职位评价方法有哪些？ 

10. 在职位评价中，员工应有多大的参与程度，是不是应完全公开透明? 

11. 技术类职位应如何确定其报酬水平? 

12. 职位评价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知识单元 4：第四章 人力资源战略规划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人力资源战略规划概述。 

2、第二节 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的操作程序与方法。 

3、第三节 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的执行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应了解和掌握如下问题： 

1、什么是人力资源战略规划? 

2、企业经营战略与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的关系如何? 

3、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的价值与内容是什么? 

4、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的操作程序与方法是什么? 

5、如何实施人力资源战略规划? 

作业： 

1、赵某的想法是否正确?酒店是否必须从外地雇佣一批新的骨干人员? 

2、赵某应当采取哪些措施以解决酒店目前面临的问题? 

3、酒店的人力资源规划重点是什么?服务员是否需要进行规划，或者等到需要时再招聘? 

4、赵某应当与什么人一起完成酒店的人力资源规划?在进行人力资源规划的过程中，会遇到哪

些问题? 

知识单元 5：第五章 员工素质模型的建立与应用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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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节 素质及相关概念释义。 

2、第二节 员工素质模型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 

3、第三节 员工素质模型建立的流程、技术与方法 

4、第四节 员工素质模型的应用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应了解和掌握如下问题： 

1、素质及其相关概念的定义是什么？员工素质模型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如何？ 

2、建立员工素质模型的流程、技术与方法是什么？ 

3、如何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应用员工素质模型？ 

作业： 

1、请你对上述两个员工的说法做出评价，并说明理由。 

2、请分析 B 企业在推行“以此为生，精于此道”的前后两个阶段截然不同的两种现象背后的

原因。 

3、你如何评价“干一行，爱一行”与“爱一行，干一行”？ 

4、如果你是 B 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企业通过广泛接触并收集员工意见反馈后，决定将原先

“以此为生，精于此道”的内涵改为“爱一行，干一行”，但是仍然以“以此为生，精于此道”作

为企业一贯的职业发展理念，那么你应该如何对员工进行解释，以引导员工朝着新的方向发展？相

应的，作为人力资源部门而言，你们的工作理念、方法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请举例说明。 

知识单元 6：第六章 人力资源的获取与再配置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人力资源的获取与再配置。 

2、第二节 人员招募与甄选。 

3、第三节 人力资源再配置 

学习目标： 

了解并掌握人力资源的获取与再配置的基本流程和方法 

作业： 

1、什么是人力资源的获取与再配置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2、组织内部与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关系如何？ 

3、如何构建人力资源获取与配置的系统模型？ 

4、如何选择人员招募的策略和渠道？ 

5、如何选择人员甄选的依据和工具？ 

6、人力资源再配置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7、人力资源再配置方式有哪些？ 

知识单元 7：第七章 企业绩效管理体系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企业绩效与绩效管理的概念。 

2、第二节 以战略为导向的绩效管理体系。 

3、第三节 关键绩效指标体系 

4、第四节 绩效管理实施过程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绩效的概念，了解行为与绩效的关系，理解什么是绩效管理；区分绩效

考评与绩效管理，掌握哪些因素会影响员工的绩效。明确绩效考评的意义、目的和原则，了解绩效

考评的一般程序和考评标准与指标的设计，掌握绩效考评的方法与技术，绩效考评的实施及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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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作业： 

1、什么是企业绩效？什么是绩效管理？绩效管理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2、绩效管理实践中常见的问题有哪些？ 

3、什么是以战略为导向的绩效管理体系？它是如何构建的？ 

4、绩效管理体系和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关系是什么？ 

5、指标体系在绩效管理体系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6、什么是关键绩效指标？关键绩效指标如何开发？ 

7、平衡计分卡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如何应用？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8、绩效管理实施过程包括哪些环节？目标体系如何建立？监控体系如何建立？绩效考评常见

的方法有哪些，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9、沟通在整个绩效管理体系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应该如何沟通？ 

【案例分析、讨论】 

1、从整个系统的角度，帮助 AAA 集团的高层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强制比例分布面临

很大压力？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应该怎么解决？你是如何看待强制比例分布的？ 

2、不同部门、不同工作难度、不同工作量的员工应该如何进行评价才公平？ 

3、努力和敬业的员工绩效考评的结果就一定高吗？如何引导员工接受你的观念？ 

4、你是如何看待部门绩效和员工绩效挂钩的问题？如何引导员工接受你的观念？ 

知识单元 8：第八章 薪酬设计与薪酬管理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薪酬设计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2、第二节 基础工资体系的设计 

    3、第三节 绩效调薪的设计 

    4、第四节 奖金体系的设计 

    5、第五节 福利体系的设计 

    6、第六节 薪酬设计与管理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薪酬的构成，明确奖酬的本质与意义及奖酬原则，理解奖酬管理的决策

及其影响因素，掌握工资制度设计的方法和程序。掌握福利的含义、特点和作用，掌握福利设计的

原则；培养理论联系实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作业： 

1、什么是薪酬？薪酬一般由哪些要素构成？ 

2、薪酬设计必须遵循哪些基本原理？如何在操作和技术上落实？ 

3、我们应如何从经济学、心理学和管理学角度来理解薪酬，其对薪酬设计的技术和方法有何

启示？ 

4、如何设计以职位为基础的工资体系？需要把握哪些关键的技术和方法？ 

5、如何设计以任职者为基础的工资体系？需要把握哪些关键的技术和方法？ 

6、绩效调薪主要有哪些技术和方法？ 

7、企业的奖金体系设计主要有哪几种基本的思路？应该如何来设计基于组织、团队和个人三

个层面的奖金体系？ 

8、福利有何特殊功能？它有哪些主要的形式？应该如何根据员工的个性化需求设计自助餐式

的福利体系？ 

9、薪酬设计中主要存在着哪些需处理的税务问题？企业在薪酬设计中如何合理避税？ 

10、应如何进行薪酬沟通，以提升薪酬的可行性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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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讨论】 

1、摩托罗拉的薪酬管理的特色在哪里?它能够如何支持公司提升其竞争力? 

2、摩托罗拉的薪酬管理体系体现了哪些薪酬管理的基本原理，采用了哪些薪酬管理的技术或

者可以采用哪些薪酬管理的技术来实现其目的? 

3、摩托罗拉的薪酬管理与绩效管理和培训体系是如何进行衔接的?这样的衔接具有什么样的好

处? 

知识单元 9：第九章 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系统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概述。 

2、第二节 企业培训开发系统的建立与管理。 

3、第三节 培训效果评估。 

4、第四节 培训开发技术与方法。 

5、第五节 管理人员的培训与开发。 

学习目标： 

理解培训与开发的内涵、目的和意义及其主要形式和主要内容和方法。 

作业： 

1、培训与开发的概念及其内涵是什么? 

2、培训与开发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 

3、什么是培训开发系统运作模型? 

4、如何构建有效的培训开发体系? 

5、如何确保培训成果的转化与应用? 

6、如何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 

7、培训开发流程与技术方法是什么? 

8、什么是管理人员的培训、开发及继任计划? 

【案例分析、讨论】 

1、麦当劳的培训理念是什么? 

2、麦当劳是如何将培训与企业需要有效结合在一起的? 

3、麦当劳在培训评估方面有哪些可取之处? 

4、麦当劳对员工职业生涯的关注表现在哪些地方?从组织或者员工的角度来思考，你认为该如

何保证组织发展和员工发展的双赢? 

知识单元 10：第十章 人力资源外包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人力资源外包概述。 

2、第二节 人力资源外包的步骤。 

3、第三节 外包合作关系的建立与维护 

4、第四节 人力资源外包的发展趋势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应了解和掌握如下问题： 

1、人力资源外包的基本定义是什么? 

2、人力资源外包的主要特点和价值是什么? 

3、如何掌握人力资源外包的基本流程和关键技巧? 

4、如何熟悉人力资源外包的关键用语?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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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戴西在什么范围进行了什么调查? 

2、AWP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会发生哪些变化? 

3、AWP公司的人力资源外包方案应包含什么要点和内容? 

4、如果你是戴西，你会如何组织 AWP公司的人力资源外包工作?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8个，共 24学时 

穿插在各章的学习中。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企业核心能力与人力资源管理 3  

2 第二章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设计 3  

3、4 第三章 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职位分析与职位评价 6  

5、6 第四章 人力资源战略规划 6  

7、8 第五章 员工素质模型的建立与应用 6  

9、10 第六章 人力资源的获取与再配置 6  

11、12 第七章 企业绩效管理体系 6  

13、14 第八章 薪酬设计与薪酬管理 6  

15 第九章 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系统 3  

16 第十章 人力资源外包 3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使学生从宏观上认识到人力资源管理在当代世界各国人才竞争中的核心位置。 

讲解人力资源管理相关的基本概念。 

让学生掌握人力资源计划编写的基本要点和步骤。 

讲解员工招聘的基本步骤。 

熟悉员工甄选的基本要求。 

明白员工使用与管理之间的关系。 

让学生明白如何实施绩效考评工作。 

熟练掌握薪酬设计的基本技巧。 

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项目的实施 

讲解分析创新的海外人力资源管理方法。 

使学生清楚人力资源会计核算的主要项目。 

如何建设新型的人力资源管理文化。 

结合实例讲解员工的安全与健康管理的实施细则。 

难点： 

让学生将所学的基本理论知识运用到具体的案例分析和实际应用当中。 

如何将抽象的理论知识与具体的案例分析相结合。 

理论讲解与实习实训的有机结合。 

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概念与企业管理的具体实施效果分析。 

人力资源管理在实际运用中的实施细则。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适时适当地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和演示，尤其是涉及到具体案例的分

析与讲解，有关图表的制作和分析讲解。 

必要的时候可以观看成功的人力资源管理实例录像，结合多媒体教学，在相关软件上让学生对

人力资源管理的实施细则进行电脑图表设计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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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能的情况下，带领学生到当地一些成功的企业当中，让学生亲身领会到人力资源管理在企

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使学生切实掌握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技巧和常见方法。 

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以教师课堂讲解为主，同时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理论教学的各个环节当

中，并把学生当作实习实训的主体，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基本概念切实运用到具体案例分析和实施

过程当中。 

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动手操作能力，在

必要的教学环节中让学生进行案例分析总结，让当堂进行基本技巧操作和演示。 

在结合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的同时，把学生引领到具体企业当中进行实地教学和观摩体会。 

在理论讲解方面：重视更新研究的方法，从根本上提高理论水平，注意精选典型的案例，增强

理论的形象感、说服力。讲授要阐明本课程的理论概念和基本原理，并对教学中的实际问题予以科

学的说明、分析和阐释，使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得到较好的结合和统一。讲授采取启发式，重在培

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强化能力方面：从宏观上摸索能力培养的科学程序，在微观上注意改革课型，开展观摩、见

习、调查、总结、案例分析、电脑演示、辩论、主题讨论、实地教学、实习、专题论文写作、延伸

阅读、练习等教学实践活动。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4、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彭剑锋主编《人力资源管理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 版（教材荣获第六届高

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二）推荐参考书 

1. 萧鸣政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科学出版社，2009年 10月版 

2. （美）Gary Dessler（加里·德斯勒）著《人力资源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5月第 12版  

    执笔：谭兰英  王明杰   审稿：王明杰  谭兰英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6月 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Foreign Relationg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课程号：3050400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国际政治专业学生开设的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本课程主要讲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今的中国对外政策及对外关

系，迄今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大致划分为前 30年(1949一 l978)和后 30年(1979年至

今)两大时期。本课程以中国对外政策为线索和依据，概括分析 l949年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过

程和主要特点，以呈现这段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概貌。目的在于使学生全面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

交的基本原则和发展过程，为将来从事有关工作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教学方式： 讲授与讨论相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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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导论：2学时 

知识单元 1：《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研究对象 

参考学时：0.5学时 

学习内容： 

1．对外关系概念的界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特点。 

学习目标： 

1．了解相关概念和理论。 

2．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特点。 

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特点是什么？ 

知识单元 2：《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阶段 

参考学时：0.5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到 50年代中期。 

2．第二个时期是 50年代中期到 60年代中期。 

3. 第三个时期是 60年代中期到 70年代。 

4. 第四个时期是 70年代末到 80年代初 

5. 第五个阶段是 80年代末到现在 

学习目标： 

1．了解 60多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 

2．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发展不同阶段的主要特点及取得的主要成就。 

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及每个阶段的主要特点？ 

知识单元 3：《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研究概况 

参考学时：0.3学时 

学习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研究和各高校开设情况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研究和各高校开设情况。 

2．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研究最主要的方法。 

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现在研究最主要的成果？ 

知识单元 4：《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参考学时：0.3学时 

学习内容： 

1．系统了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情况，充分领会新中国领导人不同特色的外

交战略。 

2．树立爱国主义思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 

3．开拓视野。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时期的外交战略。 

2．掌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情况。 

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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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5：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学习方法 

参考学时：0.4学时 

学习内容： 

1.老师课堂讲授。 

2.同学课堂上讨论。 

3.多媒体教学。 

学习目标： 

了解如何准备收集课下阅读资料和准备课堂上讨论。 

作业： 

思考如何学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这门课程？ 

（二）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1949—1955）9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节  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制订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二、新的对外基本方针的制订 

1．“一边倒”（站在社会主义一边） 

2．“另起炉灶” 

3．“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三、《共同纲领》和第一部宪法对外交政策的规定 

四、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 

1． 解放前和新中国成立之初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概况 

2． 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势力的概况 

五、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 

1．.关于承认问题 

2．第一次建交高潮 

学习目标： 

1．了解相关概念、理论和方针政策。 

2．掌握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制订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作业： 

1．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政策？ 

2．为什么新中国成立之初采取“一边倒”方针？ 

3．新中国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之我见？ 

4．新中国是如何争取国际社会承认的？ 

5．为什么中英建立的是代办级外交关系？ 

参考书目： 

1．《毛泽东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2．《周恩来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1990 

3．《毛泽东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4．《周恩来传》（全四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5．伍修权 《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1950——1958）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 

6．李越然 回忆，权延赤整理 《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 解放军出版社，1989 

7．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 《新中国外交风云》（1——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8．李同成 《中外建交秘闻》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 

9．陶文钊 《中美关系史——1911—1950》 重庆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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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爱德温•马丁：《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的反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年版 

11．何虎生 《告别西柏坡走进中南海的中共领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2．阮  虹 《一个外交家的经历：韩叙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13．陈敦德 《开国外交实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14．尼·特·费德林 等 《毛泽东与斯大林 、赫鲁晓夫交往录》 东方出版社，2004 

15．伍修权 《回忆与怀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6．安·葛罗米柯 鲍·波诺马廖夫 《苏联对外政策史（1945～1980）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1989 

17．汪东兴 《汪东兴日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8．薛衔天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19．黄  华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20．宗道一 等 《周南口述 遥想当年羽扇纶今》 

21．《章汉夫传》编写组  《章汉夫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22．耿飚 《耿飚回忆录》上、下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外交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1949——

1955） 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 

24．徐京利 《解密中国外交档案》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 

25．陈敦德 《崛起在 1949——开国外交实录》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26．徐友珍  《分歧与协调——美英关系中的承认新中国问题》（1949—1951） 武汉大学出版

社 2007 

27．杨奎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全两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知识单元 2：第二节  以中苏同盟为核心的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 中苏同盟关系的建立 

1．中苏结盟的历史背景 

2．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和中苏新条约的缔结 

3．中苏关系的全面发展 

4．中苏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 

二、同南斯拉夫和古巴的关系 

1．同南斯拉夫的关系 

(1) ．南斯拉夫概况 

（2）．中南外交关系的建立 

(3)． 中南两国关系的曲折发展 

2．同古巴的关系 

（1）．古巴概况 

（2）．中古外交关系的建立 

（3）．两国关系的曲折发展 

三、 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发展 

1．中国同周边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发展 

（1）．中朝关系 

（2）．中越关系 

（3）．中蒙关系 

2．中国同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发展 



3336 

学习目标： 

1．了解 50年代以中苏同盟为核心的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2．掌握新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原则。 

作业： 

1．《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主要内容及意义。 

2．如何看待中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 

参考书目： 

1．徐则浩 《王稼祥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2．刘晓 《出使苏联八年》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3．[俄]尼•费德林著，周爱琦译 《我所接触德中苏领导人——费德林回忆录》 新华出版社，

1995 

4．伍修权 《回忆与怀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5．师哲口述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6．安·葛罗米柯 鲍·波诺马廖夫 ，苏联对外政策史（1945～1980）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1989 

7．沈志华 李丹慧 《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 人民出版社，

2006 

8．沈志华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新华出版社，2007 

9．叶子龙口述 《叶子龙回忆录》 温卫东整理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10．李家忠 《越南国父胡志明》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1．师 博 《外蒙古独立内幕》 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 

12． 李 健 《台湾与前苏联交往秘录》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3．邸延生 《历史的真迹：毛泽东两访莫斯科》 新华出版社 2006 

14．李  华  《北京与莫斯科：结盟·对抗·合作》 人民出版社， 2007 

15．中央档案馆 《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 》 档案出版社，1999 

16．蒋本良 《给共和国领导人作翻译（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17．《斯大林文选》 人民出版社，1962 

18．杨尚昆 《杨尚昆日记》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19．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0．李仁峰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1．杨奎松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22．杨奎松 《冷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3．师秋郎 整理 《师哲回忆——领袖毛泽东》 红旗出版社，1997 

24．《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迹》(1949—1975)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25．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上中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26．尹家民 《红墙见证录》（上中下）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27．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 三联书店，1962 

28． 李巧宁 《新中国的中苏友好话语构建》（1949—1960）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9．徐则浩 《王稼祥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30．汪东兴 《汪东兴日记》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 

知识单元 3：第三节  中美对抗的形成与抗美援朝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美对抗的形成 

1．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初步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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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战爆发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 

3．解放战争后期中共与美国的直接接触 

4．美国“等待尘埃落定”的对华政策 

二、朝鲜战争爆发。 

1．朝鲜“三•八”线的由来 

2．南北朝鲜成立，朝鲜内战爆发 

3．朝鲜问题国际化，美国决定干涉朝鲜 

三、中美关系危机的处理，抗美援朝决策的形成 

1．中美关系危机的处理 

2．抗美援朝决策的形成 

四、朝鲜战争升级的制止和抗美援朝初期的外交斗争 

1．朝鲜战争升级的制止 

2．志愿军入朝初期中国的外交斗争 

五、朝鲜停战谈判 

1．双方就举行谈判问题达成协议 

2．边打边谈的谈判进程 

学习目标： 

1.了解中美对抗形成的原因及抗美援朝的决策。 

2..掌握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外交上的斗争。 

作业： 

1.中美对抗形成的原因？ 

2.如何评价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 

参考书目： 

1．邓泽宏 《1945——1949年美国对华政策和中共建国方略》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2．时殷弘 《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 南京大

学出版社，1995 

3．陶文钊 《中美关系史——1911—1950》 重庆出版社，1993 

4．邓泽宏 《1945——1949年美国对华政策和中共建国方略》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5．郝  平 《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李跃森 《司徒雷登传》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7．《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 1982 

8．洪学智 《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录》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 

9．杨成武 《杨成武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97 

10．杨昭全、韩俊光 《中朝关系简史》 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 

11． 柴成文、赵勇田  《抗美援朝纪实》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12．《陈赓传》编写组 《陈赓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13．王 焰 《彭德怀年谱》 人民出版社，1998 

14．[美]哈里·杜鲁门 著  李石 译 《杜鲁门回忆录》（上下册） 东方出版社，2007 

15．[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著 樊迪 静海 等译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1—4） 东方出

版社，2007 

16．宋长琨 主编 《麦克阿瑟传》 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17．[美]贝文•亚历山大著，郭维敬等译 《朝鲜：我们第一次失败——美国人的反思》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8．[美] 李奇微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 《朝鲜战争》 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 

19．赵学功 《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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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沈志华 《朝鲜战争揭秘》 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 

21．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22．王波 《毛泽东艰难决策（一）：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6 

23．赵学功 《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 

24．林利民 《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 时事出版社，2000 

25．武立金 《毛岸英在朝鲜战争》 作家出版社，2006 

26．张泽石 《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 时事出版社，2000 

27．徐一朋 《直弧：朝鲜停战高层决斗录》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28．程绍昆 黄继阳 《美军战俘—朝鲜战争火线纪事》时事出版社，2003 

29．边震遐 《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 

30．《开国第一战：抗美援朝战争全景纪实》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31．徐 焰 《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3 

32．张民 张秀娟 《周恩来与抗美援朝战争》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3．伍修权 《伍修权回忆录》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34．沈志华 杨奎松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8卷本 东方出版中心，2009 

知识单元 4：第四节 援越抗法与参加日内瓦会议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援越抗法 

1．援越抗法的背景 

（1）越南成为法国的殖民地 

（2）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3）越南抗法战争开始 

2．中国援越抗法政策的确定与执行 

（1）中越外交关系的建立 

（2）中国向越南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 

（3）奠边府大捷 

二、参加日内瓦会议 

1．日内瓦会议召开的背景 

（1）．关于确定在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2)．关于确定在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问题 

2．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内外的外交活动 

(1)．中国为日内瓦会议的召开进行卓有成效的努力 

(2)．日内瓦会议对朝鲜政治问题的讨论 

(3)．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和决定 

(4)．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内外的外交活动 

学习目标： 

1．了解援越抗法和日内瓦会议召开的背景。 

2．掌握中国为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做了哪些准备和努力。 

作业： 

1.试析援越抗法的必要性？ 

2.中国为日内瓦会议的召开进行了哪些努力？ 

参考书目： 

1．钱 江 《在神秘的战争中——中国军事顾问赴越南征战记》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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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贵波 等著 《鸿爪遗综》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3．钱  江 《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4．王俊彦 《大外交家周恩来》（上下）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5．季明 刘强 《周恩来的外交艺术》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 

6．王旭东 《周恩来的魅力》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 

7．曹应旺 《中国外交第一人 周恩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8．张 麟 《军事档案：台海风云 援越抗法 援越抗美 边境扫雷行动》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9．李家忠 《胡志明传奇的一生》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知识单元 5：第五节  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参加万隆会议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景、简要经过和理论根源 

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景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简要经过 

3．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理论根源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步扩大为国际关系准则 

二、万隆会议及“万隆精神” 

1．万隆会议的召开 

（1）．万隆会议召开的背景 

（2）．中国应邀参加万隆会议 

（3）．“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 

2．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求同存异外交 

（1）．发表“求同存异”演说，明确会议主旨 

（2）．解开和平共处问题上的死结，推动会议达成协议 

3．周总理的“会外外交” 

4．万隆会议召开的重大意义 

学习目标： 

1.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和万隆会议召开的背景。 

2.掌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内容和万隆会议召开的重大意义。 

作业： 

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景 

2．万隆会议召开的重大意义 

参考书目： 

1．李海文 主编 《周恩来研究述评》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2．[英] 威尔逊 著 封长虹 译 《周恩来》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3．黄华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4．裴默农 《周恩来外交学》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5．《陈毅传》编写组 《陈毅传》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2006 

6．陈敦德 《迈步在 1955——周恩来飞往万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7．熊华源 《周恩来万隆之行》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8．吴妙发 《外交才子乔冠华》 海天出版社，1998 

9．南  哲 《中外领袖之间》 红旗出版社，2003 

10．童小鹏 《风雨四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11．程运行 《风云特使——老外交家王炳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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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杨公素 《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会议》海南出版社 

13．周卫平 《百年中印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4．杨 凡 《中国外交方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国》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15．宫 力 《和平为上：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与现实》 九州出版社，2007 

知识单元 6：第六节  台湾海峡危机的处理和中美大使级会谈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台湾问题的由来和中国政府的立场 

1．关于台湾回归祖国问题 

2．美国政府对台政策的转变 

3．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 

二、第一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处理 

1．台湾海峡危机的出现 

2．台湾海峡危机的升级 

三、中美大使级会谈 

1．中美交流渠道的建立 

（1）．中美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初步接触 

（2）．中美双方在万隆会议上就举行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 

2．中美双方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协议 

3．中美关于重大实质问题的谈判 

四、 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的处理 

1．第二次台湾海峡危机出现的背景 

2．台湾海峡危机的出现与升级 

3．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4．海峡危机的缓解和结束 

学习目标： 

1．了解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背景及过程。 

2．掌握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 

作业： 

1．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 

2．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主要内容和作用？ 

参考书目： 

1．袁成毅 钱志坤 主编 《1949年以前的台湾》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2．陈小冲 著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年版 

5．王炳南 《中美会谈九年回顾》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6．程运行 《风云特使——老外交家王炳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2001 

7．陶文钊 主编 （1949——1972）《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年 

8．《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至十集，1949—1963年）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1965 

9．[美]费正清 著 《美国与中国》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 

10．苏格 著  《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年 

11．曹治洲 余克礼主编 《台湾问题实录》上、下册 九州出版社 2002年 

12．[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受命变革》，三联书店 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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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美]罗•费•伊万诺夫：《艾森豪威尔传》，新华出版社 1987年版 

14．高景轩 吴汝华著 《蒋介石与台湾》 新华出版社 1997 

15．[美] 龙伯格 著 贾宗谊 武文巧 译 《悬崖勒马—美国对台政策与中美关系》 新华出版

社，2007 

16．戴超武 《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7．席来旺 《中美交往实录》 京华出版社，1995 

18．席来旺 《大洋季风》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19．王永钦  主编 《中国结——两岸关系重大事件内幕》 新华出版社，2003 

20．郝雨凡 张燕东 《无形的手》新华出版社，2000 

21．王 焰 《彭德怀年谱》 人民出版社，1998 

22．陈毓钧[台湾] 《我们是谁？台湾是什么？》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三）第二章  发展与探索并行的外交十年（1956—1965）5 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节  新外交方针的酝酿与形成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新外交方针的酝酿与形成 

一、 新外交方针提出的背景 

1．新外交方针提出的国内背景 

2．新外交方针提出的国际背景 

二、 中共八大新外交方针的形成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共八大新外交方针提出的主要背景。 

2．掌握中共八大新外交方针的主要内容。 

作业： 

1．中共八大新外交方针的主要内容？ 

参考书目： 

1．《毛泽东外交文选》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2．《周恩来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1990 

3．杨胜群 陈晋 《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纪实》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6 

知识单元 2：第二节  探索解决陆地边界遗留问题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 解决中缅间历史遗留的问题 

1．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 

2．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 

3．逃缅国民党残匪问题的解决 

二、同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边界问题的解决 

1．同尼泊尔边界问题的解决 

2．同蒙古边界问题的解决 

3．同巴基斯坦边界问题的解决 

4．同阿富汗边界问题的解决 

三、中印历史遗留问题的由来和发展 

1．解决西藏地方同印度的关系问题 

（1）．西藏的历史地位 

（2）．西藏问题的由来印度企图继承英国在西藏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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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印边界问题的由来和发展 

（1）．中印边界问题的由来 

（2）．中印边界武装冲突 

（3）．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影响及原因 

学习目标： 

1．了解 50年代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背景及中印边界问题的由来及发展。 

2．掌握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和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原因。 

作业： 

1．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立场。 

2．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原因。 

参考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外交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 （1949——

1955） 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 

2 ．徐京利 《解密中国外交档案》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 

3．张植荣 《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吕一燃 《近代边界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7 

5．余定帮 《中缅关系史》 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 

6．巴塔拉伊 [尼泊尔] 《尼泊尔与中国》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7．[印] 古普塔著，王宏伟、王至亭译 《中印边界秘史》中国臧学出版社，1990 

8．赵蔚文 《印中关系风云录》 时事出版社，2000 

9．朱契 《中国和印尼人民的友谊关系和文化交流》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 

10．周卫平《百年中印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1．杨公素 《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会议》 海南出版社 

12．[印]谭中 [中]耿引曾 《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 商务印书馆，2006 

13．骆威 《世界屋脊上的秘密战争》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 

14．郑瑞祥 《印度的崛起与中印关系》 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15．张忠祥 《尼赫鲁外交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6．程瑞声 《睦邻外交四十年——外交官看世界》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17．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 编著 《华侨华人概述》 九州出版社，2005 

18．唐  慧 《印度尼西亚历届政府华侨华人政策的形成与演变》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9．黄昆章 《印尼华侨华人史》（1950至 2004年）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0．朱杰勒 《东南亚华侨史》（外一种） 中华书局出版社， 2008 

知识单元 3：第三节  同苏东国家关系的曲折发展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苏关系出现分歧   

1．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 

2．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 

3．两国关系出现分歧 

二 、中苏关系的恶化 

1．两党公开论战 

2．在经济等领域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 

3．边界冲突 

4．中国为改善两国关系所做出的努力 

5．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3343 

三、同东欧国家关系的变化 

1．同东欧五国的关系 

2．同罗马尼亚的关系 

3．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内容和中阿关系恶化的发展过程。 

2. 掌握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影响及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 

作业： 

1．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中苏恶化的主要影响是什么？ 

3．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4．从中阿关系的曲折发展中应吸取什么教训？ 

参考书目： 

1．李越然 《中苏外交亲历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2．吴冷西 《十年论战（1956—1966）》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3．苏]鲍里索夫等著，肖东川，谭实译 《苏中关系（1945——1980）》 三联书店，1982 

4．[苏]A普罗霍罗夫著，北京印刷三厂等译 《关于苏中边界问题》 商务印书馆，1977 

5．[美]洛乌著，南生译 《龙与熊——中苏争端始末》 兵器工业出版社，1989 

6．[英]琼斯•凯维尔著，郭学德译 《中苏关系内幕纪实——1949—1984》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4 

7．王奇 《二战后中苏（中俄）关系的演变与发展》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8．刘晓等著 《我的大使生涯》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9．[俄]尼·特·费德林 伊·弗·科瓦廖夫等 《毛泽东与斯大林 赫鲁晓夫交往录》 东方出

版社，2004 

10．[俄]尼•费德林著，周爱琦译 《我所接触德中苏领导人——费德林回忆录》 新华出版社，

1995 

11．沈志华 李丹慧 《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 人民出版社，

2006 

12．汪东兴 《汪东兴日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3．安·葛罗米柯 鲍·波诺马廖夫 ，苏联对外政策史（1945～1980）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1989 

14．程中原 《张闻天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15．多勃雷宁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 肖敏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16．王泰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 》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17．薛衔天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18．人民出版社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 人民出版社，1965 

19．李仁峰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20．《赫鲁晓夫回忆录》 东方出版社，1988 

21．拉齐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2．孙其明 《中苏关系始末》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3．[俄] 麦德维杰夫 《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 

24．[俄]谢·赫鲁晓夫 《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 郭家申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25．[苏]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 《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 赵敏善等译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26．外交部档案馆编 《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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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沈志华 《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 

28．聂荣臻 《聂荣臻回忆录》（三册） 解放军出版社，1982 

29．林中斌 《龙威：中国的核力量与核战略》 刘戟锋等译 湖南出版社，1992 

30．《肖劲光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88  

31．王焰 《彭德怀年谱》 人民出版社，1998 

32．蒲国良 《中苏大论战的起源》 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33．蒋本良 《给共和国领导人作翻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34．王洪起 《“山鹰之国“亲历》新华出版社，2008 

知识单元 4：第四节 积极发展同亚非拉新独立民族国家的关系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坚决支持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是中国的一贯政策 

二、以实际行动支持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 

1．支持越老柬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 

2．中国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及其意义 

3．支持刚果人民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 

4．支持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 

三、第二次建交高潮 

1．中国同亚非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 

2．建交过程中采取既严肃又灵活的方式 

四、周恩来总理出访亚非 13国  

1．周恩来总理对亚非 13国的出访 

2．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重要意义  

学习目标： 

1．了解 60年代周总理访问亚非欧十四国的背景和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意义。 

2．掌握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内容。 

作业： 

1. 60年代周恩来总理对亚非 13国出访的重要意义？ 

2. 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主要内容？ 

参考书目： 

1．主编 邓力群 《外交战略家毛泽东》(上下)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2．刘万镇 李庆归 主编 《毛泽东国际交往录》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 

3．陈敦德 《探路在 1964—周恩来飞往非洲》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4．廖心文 熊华源 陈杨勇 《走出国门的周恩来》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5．张文和《走出国门的刘少奇》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6．符浩、李同成主编，徐明远著 《出使岛国——在南太的风雨岁月》 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 

7．南开大学历史系编 《中国和阿拉伯人民的友好关系》 河北人民出版社，1958 

8．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写部 《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 人民出版社，2005 

9．陆苗耕 黄舍骄 林怡 主编 《同心若金：中非友好关系的辉煌历程》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0．尹家民 《红墙见证录》（上中下）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11．周伯萍 《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12．陆庭恩 《非洲问题论集》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13．《纵横》 编辑部 《新中国外交大写意》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14．王运泽 主编 《携手同行：中非人民友情写真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5．（加蓬）阿苏梅 著 罗汉苏 译 《觉醒后的中国》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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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崔京生 《出门看看》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17．冯秀文 《中墨关系：历史与现实》 2007 

18．刘贵波等著 《鸿爪遗综》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19．钱江 《在神秘的战争中——中国军事顾问赴越南征战记》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知识单元 5：第五节    中法外交关系的建立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 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 

二、两国建交的主要原因 

三、两国外交关系建立的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中法两国建交的主要背景。 

2.掌握中法两国建交的主要影响。 

 

作业： 

1.中法建交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中法建交的重要意义？ 

参考书目： 

1．陈敦德 《破冰在 1964——中法建交实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2．黄舍骄 《春华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3．张锡昌 周剑卿 《战后法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4．吴汇雄 主编 《毛泽东评点国际人物》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 

5．朱  洪 《将军·外交家黄镇》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6．徐晓亚 《百年中法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7．杨元华 《中法关系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8．[法] 戴高乐 《希望回忆录》 《希望回忆录》翻译组译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9．[法] 德拉戈尔斯著 《戴高乐传》 曹松豪 译 商务印书馆，2006 

10．《陈毅传》编写组 《陈毅传》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2006 

11．蔡方柏 《从戴高乐到萨克齐》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四）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外交十年（1966—1976）7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节   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的干扰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极左外交思潮发发展的演变过程 

1．60年代的国内外局势 

2．毛泽东对时局的看法 

3．对王稼祥的错误批判 

二、 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影响 

1．否认正确的外交路线 

2．几乎陷于中断的外交关系 

3．摆脱极左思潮的干扰 

学习目标： 

1．了解 60年代极左外交思潮发发生的背景及演变过程。 

2．掌握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造成的主要干扰和从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的干扰应引起的思考。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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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造成哪些干扰？ 

2．毛泽东等是如何扭转中国外交混乱局面的？ 

3．从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的干扰应引起什么样的思考？ 

参考书目： 

1．《毛泽东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2．《毛泽东年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3．《毛泽东百周年纪念》（上、中、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4．赵存生 陈占安主编：《北京大学纪念毛泽东诞辰 110周年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力平著：《周恩来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6．杨宗丽 明伟著：《周恩来二十六年总理风云》，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 

7．刘武生 徐晓红编：《评说晚年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8．董峥编：《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9．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10．黄华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11．徐成芳 《和平方略—中国外交策略研究》 时事出版社 ，2001 

12．宗道一 等 《周南口述 遥想当年羽扇纶今》 

13．《章汉夫传》编写组  《章汉夫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4．耿飚 《耿飚回忆录》上、下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5．《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知识单元 2：第二节  中国安全战略的转变与中美关系僵局的打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国安全战略的转变 

1．中国周边环境的日益恶化 

2．“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方针的确立 

3．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主要原因 

二、 中美关系僵局的打开 

1．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2．中美关系的缓和 

3．尼克松访华与《上海公报》的发表 

学习目标： 

1．了解 70年代“一条线”战略方针确立的背景及主要原因。 

2．尼克松访华与《上海公报》的主要内容。 

作业： 

1．7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主要原因？ 

2．中美上海公报的主要内容及意义？ 

参考书目： 

1．陈敦德 《毛泽东尼克松在 1972》 昆仑出版社，1988 

2．刘德喜 《两个伟人和两个大国》 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 

3．周盅菲 《中美建交中的台湾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4．[美]霍尔德里奇 《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5．宫力 《跨越鸿沟——1968——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6．彭谦等 《中国为什么说不？——论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误区》 新世界出版社，1996 

7．[美]卡恩著，陈亮等译 《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 新华出版社，1980 

8．[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 《美国与中国——第四版》 商务印书馆，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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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约翰•H•霍尔德里奇著，杨立义译 《1945 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 上海译文出

版社，1997 

10．[美]邹谠著，王宁 周先进译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1．熊志勇 《百年中美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2．[美] 尼克松 《尼克松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13．[美] 基辛格 《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14． 张颖 《外交亲历记》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15．唐下瑞 《1969.1—1999.12 中美棋局中的台湾问题》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6．熊向晖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17．[美] 基辛格 《基辛格越战回忆录》海南出版社，2009 

18．王立 《回眸中美关系中演变的关键时刻》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知识单元 3：第三节  基本完成同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 

1．中日外交关系的建立 

2．两国关系的发展 

二、同西欧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 

1．同意大利外交关系的建立 

2．同联邦德国外交关系的建立 

3．同英国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建立 

4．同西欧其他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 

三、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外交关系的建立 

1．同加拿大外交关系的建立 

2．同澳大利亚外交关系的建立 

学习目标： 

1.了解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台湾因素和 70年代中国同西方国家外交关系建立的背景。 

2. 掌握中国与西方国家建交的不同特点。 

作业： 

1．中日邦间正常化的主要原因？ 

2．为什么直到 70年代中英之间才建立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3．中国与联帮德国之间建交的主要特点？ 

参考书目： 

1．孔繁丰 纪亚光 《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友好》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2．[日] 永野信利 《日中谈判建交纪实》时事出版社，1989 

3．赵全胜 《日本政治背后的政治——论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与日中关系》 香港商务印书馆，1996 

4．宋成有等 《战后日本外交史》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5．田桓 《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6．田桓 《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7．田桓 《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金熙德 《中日关系—复交 30周年的思考》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9．张耀武 《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新华出版社，2004 

10．王振锁 《战后日本政党政治》 人民出版社，2004 

11．王泰平 《田中角荣》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12[日] 早坂茂三 《田中角荣秘闻》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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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 永野信利 《日本外务省研究》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14．[日] 大平正芳 《我的履历书》 北京出版社，1979 

15．[日] NHK采访组 《周恩来的决断》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16．[日] 本泽二郎 《日本政界的“台湾帮”》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17．[日]古井喜实著，田家农、田红译 《日中关系十八年——古井喜实回忆录》 中国和平出

版社，1993 

18．李德安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19．潘邦富 《一衣带水话沧桑——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20 周年学术论文集》 安徽人民出版

社，1993 

20．王仲全 《当代中国民间友好交流》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21．王 殊等著 《不寻常的谈判》（新中国大使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22．王 殊 《中德建交亲历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22．宋家珩、董林夫 《中国与加拿大——中加关系的历史回顾》 齐鲁书社，1993 

23．侯敏跃 《中澳关系史》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24．肖冬连 《六十年国事纪要》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知识单元 4：第四节 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一切合法权利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 

1．创建新型国际组织的构想 

2．中国式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 

3．董必武的旧金山之行 

二、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席位风波 

2．风云变幻的时局 

3．第 26届联合国大会 

三、中国在联合国发挥重要作用 

1．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作用 

2．中国在促进世界发展中的作用 

3.．中国与裁军 

4．中国与联合国改革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过程及背景。 

2．掌握中国在联合国如何发挥重要作用。 

作业： 

1．中国在联合国如何发挥重要作用？ 

2．中国关于裁军的原则立场？ 

参考书目： 

1．王杏芳 《中国与联合国》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2．张树德 《中国重返联合国纪实》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3．李铁城 《世界之交的联合国》 人民出版社，2002 

4．《邓小平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人民出版社，1974 

5．赵磊 《建构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动的演进》 九州出版社，2007 

6．[美] 斯托勒 编 刘宇光 郭建青 译 《联合国总部大厦》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7．叶成坝 《亲历联合国高层》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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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联合国协会编 《模拟联合国指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9．李铁成主编 《联合国里的中国人（1945—2003） 》上下 人民出版社 ，2004 

10．李铁城 钱文荣 主编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关系》 人民出版社， 2006 

11．王德春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暑与中国（1945—1947） 》人民出版社，2004 

12．刘恩照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法律出版社 1999 

13． 郑佳节 《潘基文联合国掌门人》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14．凌青 《从延安到联合国—凌青外交回忆录》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15．赵磊 《建构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为的演进》 九州出版社，2007 

16．中国联合国协会 《中国的联合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17．秦华孙 《出使联合国》新华出版社，2010 

知识单元 5：第五节  “三个世界”思想的形成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  支持亚非拉国家实现民族独立的斗争 

1．同亚非拉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 

2．同亚非一些国家关系的曲折 

3．同亚非拉国家关系的发展 

二、“三个世界”思想的提出 

1．反霸国际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 

2．联合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 

3．“三个世界”思想的提出和形成 

4．邓小平在联大对“三个世界”思想的全面阐述 

作业：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的内容及意义。 

参考书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2．《毛泽东外交思想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3．《毛泽东年谱》（1949—1976年），人民出版社 

4．《毛泽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 

5．胡乔木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人民出版社，1994 

6．刘万镇 李庆贵 《毛泽东国际交往录》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 

7．《邓小平》文选 2—3卷 人民出版社，1993—1994 

8．王泰平 《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9． 陈忠经 《冷眼向洋看世界—研究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0．外交部挡案馆 《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11．杨奎松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全两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五）第四章  新时期的对外关系（上）(1978—1989）9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节   新时期对外政策的提出与形成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新时期外交政策提出的背景 

1．外交政策调整的内部原因 

2．外交政策调整的外部原因 

二、新时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1．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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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形势 

3．确立对外开放为长期基本国策 

4．以“一国两制”促进祖国的统一 

三、新时期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 

1．将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 

2．强调和平的交往方式 

3．重视经济外交 

4．外交风格灵活务实 

学习目标： 

1．了解新时期外交政策调整的背景。 

2．掌握新时期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基本特点。 

作业： 

1．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8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参考书目： 

1．《邓小平文选》1—3卷 人民出版社，1993—1994 

2．《邓小平思想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3．王泰平 主编 《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4．陈忠经 《冷眼向洋看世界—研究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丛凤辉主编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 当代世界出版社，1996 

6．外交部档案馆 编 《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7．裴坚章 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1957—1969、1970—1978） 世界

知识出版社 1994、1998、1999 

8．刘金山 《走出国门的邓小平》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9．叶自成 著 《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

较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卡普尔 《觉醒中的巨人——一个外国人看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外交政策》 国际文化出版社

公司，1987 

11．卡普尔著，光楚译 《开放中的中国——国外专家对我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分析》 国际文化

出版社公司，1988 

12．[日]中江要介 《中国的走向——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 时事出版社，1994 

13．[美]费正清 《眺望中国》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14．邓中好 《和平外交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青岛出版社，1993 

15．金镛 孙文良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16．李素侠 《中国国际战略理论与实践研究》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 

17．俞新天 《改革开放 30年；国际体系中的中国角色（国际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 

知识单元 2：第二节 中美建交与中美关系的发展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美关系的徘徊 

1．美国政局的变动 

（1）尼克松下台 

（2）福特继任总统 

2．美国外对政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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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 

4．中国外交“文革”的影响 

二、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 

1．美国政局的变动--吉米·卡特就任美国第 39届总统 

2．美国外对政策的变化 

3．中国政局的变化 

4．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 

5．中美建交谈判 

6．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 

三、中美关系的发展 

1．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 

2．中美关系的倒退 

3．美国售台武器与《八一七公报》 

4．中美关系的全面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 70年代中美建交的过程。 

2．掌握 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和 1982年《八一七公报》的主要内容。 

作业： 

1．8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参考书目： 

1．刘连第，汪大为 《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 时事出版社，1995 

2．符浩、李同成主编 《鹿死谁手——中国外交官在美国》 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 

3．丁幸豪 [美]托马斯•罗宾逊 《中美关系的新思想和新概念》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4．季鸿生 《中美关系五十年》 百家出版社，1993 

5．张其昌 王国钧 《中美关系演化》 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90 

6．熊志勇 《中国与美国——迈向新世纪的回顾》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7．席来旺 《中美交往实录》 京华出版社，1995 

8．席来旺 《大洋季风》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9．夏旭东 王书中 《走向 21世纪的中美关系》 东方出版社，1996 

10．武桂馥 《最惠国待遇与中美关系》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11．[美]哈丁著 柯雄等译 《美中关系的现壮与前景》 新华出版社，1993 

12．[美]谢勒著 徐泽荣译 《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 三联书店，1985 

13．苏格 《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14．丁松泉 《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5．张颖 《外交亲历记》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16．阮  虹 《一个外交家的经历：韩叙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17．黄  华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知识单元 3：第三节  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原因 

1．苏联原因 

2．中国原因 

二、消除两国关系中的三大障碍 

1．苏联长期在中蒙边境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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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越南入侵柬埔寨 

3．苏联入侵阿富汗 

三、两国关系的改善 

1．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 

2．葬礼外交 

3．邓小平通过齐奥赛斯库传话 

四、两国关系正常化 

1．两国外长互访 

2．戈尔巴乔夫访华 

学习目标： 

1.了解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原因。 

2. 掌握中苏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 

作业： 

1．中苏两国是如何实现关系正常化的？ 

参考书目： 

1．胡忠礼等著 《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 300年》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2．钱其琛 《外交十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3．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新华出版社，2007 

4．刘德喜 《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 5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5．周晓沛 《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6．刘新生 《新中国重大外交事件纪实》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知识单元 4：第四节 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与发展中日关系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 

1．《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曲折谈判 

2．《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内容 

二、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 

1．邓小平访日 

2．日本 3000青年访华 

3．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背景。 

2．掌握《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主要内容。 

作业： 

1．《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内容？ 

参考书目： 

1．林代昭 《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2）》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杨正光主编 张暄编著 《当代中日关系四十年（1949—1989）》时事出版社，1993 

3．俞彭年 《走向 21世纪的中日关系》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 [日]中田庆雄著 《寄予可爱的日本和中国》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 

5．冯昭奎 《对话——北京和东京》 新华出版社，1999 

6．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编写委员会编 《东亚三国的进现代史—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读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7．余杰 《铁与梨：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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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江永 《中日关系二十讲》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9．郝祥满 《朝贡体系的建构：另眼相看中日关系史》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10．张历历 《百年中日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11．刘新生 《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1978—2008）（全三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知识单元 5：第五节  发展与欧洲国家的关系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同西欧国家的关系 

1．同德国的关系 

2．同法国的关系 

3．同英国的关系 

4．同西欧其他国家的关系 

二、同东欧国家的关系 

1．同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的关系 

2．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关系 

3．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 80年代中国同西欧国家经济关系快速发展的原因及同东欧国家关系恢复的大致过程。 

2．掌握中国同西欧与东欧关系的特点。 

作业： 

1.中国同西欧国家经济关系快速发展的原因？ 

2.中国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从亲密到恶化的反思？ 

参考书目： 

1．[英]G•F•赫德逊著，王遵仲等译 《欧洲与中国》，1995 

2．薛君度 周荣耀 《面向 21世纪的中欧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顾卫民 《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 东方出版社， 2000 

4．王为民《百年中英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5．徐晓亚《百年中法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6．潘琪昌《百年中德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7．蒋本良 《给共和国领导人作翻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8．王洪起 《“山鹰之国“亲历》新华出版社，2008 

9．范承祚 《往事如诗 范承祚回忆录》南京出版社，2008 

知识单元 6：第六节  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关系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政策 

二、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关系 

1．与亚洲地区的国家关系 

（1）东北亚国家的关系 

（2）．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3）．与南亚国家的关系 

（4）．与蒙古的关系 

2．与非洲地区的国家关系 

3．与拉丁美洲地区的国家关系 

三、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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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 80年代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外交关系。 

2．掌握新时期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政策。 

作业： 

1.新时期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政策的主要内容？ 

参考书目： 

1．唐希中、刘少华、陈本红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1949——200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2．阎学通等著 《中国与亚太安全》 时事出版社 ，1999 

3．张政文 《中国与周边主要国家关系》 南京出版社，1993 

4．[新加坡] 黄朝翰著，张乃坚等译 《中国与亚太地区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关系》 暨南大学出

版社，1990 

5．郭明 《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6．郭明 《中越关系新时期》 时事出版社，2007 

7．陈和丰 《90年代中国与南亚关系》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8．李连庆 《我在印度当大使/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9．张蕴岭 《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新型伙伴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知识单元 7：第七节  发展与国际组织的关系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国与世界性的国际组织 

1．恢复在联合国所属机构的权利 

2．恢复在联合国专门机构的权利 

二、中国与地区性的国际组织 

1．参加亚太地区的国家组织 

2．参加其他地区的一些国际组织 

三、中国与裁军 

1．联合中小国家共同反对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 

2．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实行裁军 

学习目标： 

1.了解 80年代中国同世界性和地区性的国际组织的关系。 

2．掌握中国关于裁军的原则立场。 

作业： 

1. 中国关于裁军的原则立场是什么？ 

参考书目： 

1．中国联合国协会编 《模拟联合国指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2．李铁成主编 《联合国里的中国人（1945—2003） 》上下 人民出版社 ，2004 

3．李铁城 钱文荣 主编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关系》 人民出版社， 2006 

4．王德春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暑与中国（1945—1947） 》人民出版社，2004 

5．刘恩照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法律出版社 1999 

6． 郑佳节 《潘基文联合国掌门人》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7．凌青 《从延安到联合国—凌青外交回忆录》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8．赵磊 《建构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为的演进》 九州出版社，2007 

9．楚树龙 金成 《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 时事出版社，2008 

10．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 《中国与世界共同利益的互动》时事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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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缉思 总主编  牛军分册主编 《中国学者看世界 中国外交卷》 新世界出版社，2007 

12．王缉思 总主编  王逸舟分册主编 《中国学者看世界 国家利益卷》 新世界出版社，2007 

13．王缉思 总主编  金灿荣分册主编 《中国学者看世界 大国战略卷卷》 新世界出版社，2007 

14．《光荣记忆:中国人民解放军征程亲历记》编委会 编 《光荣记忆 6：精兵之路》 解放军

出版社，2007 

（六）第五章  新时期的对外关系（下）(1989—现在）12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节   确立后冷战时期的外交方针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后冷战时期外交方针提出的背景 

1．外交方针提出的内部原因 

2．外交方针的外部原因 

二、后冷战时期外交方针的主要原则 

1．“冷静” 

2．“韬光养晦” 

三、后冷战时期外交方针提出的影响 

1．国内影响 

2．国际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后冷战时期外交方针提出的外部原因。 

2．掌握后冷战时期中国在制订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时所坚持的原则。 

作业： 

1．后冷战时期外交方针提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后冷战时期外交方针提出的主要原则是什么？ 

3．如何评价后冷战时期的外交方针？ 

参考书目： 

1．《邓小平文选》1—3卷 人民出版社，1993—1994 

2．《邓小平思想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3．王泰平 主编 《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4．陈忠经 《冷眼向洋看世界—研究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丛凤辉 主编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 当代世界出版社，1996 

6．外交部档案馆 编 《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7．裴坚章 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1957—1969、1970—1978） 世界

知识出版社 1994、1998、1999 

8．刘金山 《走出国门的邓小平》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9．叶自成 著 《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

较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日]中江要介 《中国的走向——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 时事出版社，1994 

11．[美]费正清 《眺望中国》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12．邓中好 《和平外交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青岛出版社，1993 

13．金镛 孙文良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14．李素侠 《中国国际战略理论与实践研究》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 

15．俞新天 《改革开放 30 年；国际体系中的中国角色（国际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8 

知识单元 2：第二节 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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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美关系的巨大变动 

1．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 

（1）“中国崩溃论” 

（2）“中国无用论” 

2．中国发生政治风波 

3．美国发起并带头对中国进行制裁 

二、中美关系的稳定 

1．美国派特使到中国访问 

2．美国逐步采取措施放松对中国的制裁 

3．中国为缓和中美关系而采取的措施 

三、中美关系的恶化 

1．台湾问题 

2．人权问题 

3．经济贸易摩擦问题 

四、中美关系的全面发展 

1．中美两国领导人互访 

2．中美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协议 

3．军事合作领域的加强 

学习目标： 

1．了解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 

2．掌握 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作业： 

1．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是什么？ 

参考书目： 

1．刘连第，汪大为 《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 时事出版社，1995 

2．符浩、李同成主编 《鹿死谁手——中国外交官在美国》 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 

3．丁幸豪 [美]托马斯•罗宾逊 《中美关系的新思想和新概念》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4．季鸿生 《中美关系五十年》 百家出版社，1993 

5．张其昌 王国钧 《中美关系演化》 东北工学院出版社，1990 

6．熊志勇 《中国与美国——迈向新世纪的回顾》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7．席来旺 《中美交往实录》 京华出版社，1995 

8．席来旺 《大洋季风》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 

9．夏旭东 王书中 《走向 21世纪的中美关系》 东方出版社，1996 

10．武桂馥 《最惠国待遇与中美关系》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11．[美]哈丁著 柯雄等译 《美中关系的现壮与前景》 新华出版社，1993 

12．[美]谢勒著 徐泽荣译 《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 三联书店，1985 

13．苏格 《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14．丁松泉 《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15．张颖 《外交亲历记》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16．阮  虹 《一个外交家的经历：韩叙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17．黄  华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18．孙 哲 《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案例与分析》时事出版社 2004 

19．熊志勇 《中美关系 60年》 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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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3：第三节  建立与发展中俄关系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实现由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转变 

1．江泽民主席访问苏联 

2．苏联解体 

3．中国宣布承认俄罗斯联邦 

二、建立面向 21世纪的新型关系 

1．中俄两国政治关系的发展 

2．中俄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 

三、中俄友好合作关系的主要特点 

1．中俄新型国家关系机制的建立，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2．经济合作是中俄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军事信任度不断提高，两国安全感增强 

4．在国际问题上两国共识增加 

学习目标： 

1.了解建立中俄友好合作关系的背景。 

2. 掌握中俄友好合作关系的特点。 

作业： 

1．中俄友好关系的特点是什么？？ 

参考书目： 

1．刘远图 《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郑 羽 庞昌伟 《俄罗斯能源外交与中俄油气合作》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3．姜 毅  《新世纪的中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4．栾景河 《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2004 

5．戚文海 《中俄能源合作战略与对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6．张蕴岭 蓝建学主编 《面向未来的中俄印合作》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7．关海庭 等主编 《渐进式的超越：中俄两国转型模式的调整与深化》 北大出版社，2006 

8．杨 闯 等著 《百年中俄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9．崔宪涛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法司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事务条约集：中俄卷（上下） 》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11． 王树春 《经济外交与中俄关系》，2007 

12．周力编著 《中俄建交 55周年（1949—2004） 》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13．王树春 《冷战后的中俄关系》 时事出版社，2005 

14．李学君 （俄）季卡廖夫主编 《俄中关系：世纪之交时的求索》 民族出版社，2001 

15．孙晓郁 主编 《面向未来的中俄经贸关系》 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 

16．张蕴岭 主编 《伙伴还是对手——调整中的中美日俄关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邢广

程 孙壮志 《上海合作组织研究》 2007 

17．姜长斌 《中俄国界东段的演变》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18．周晓沛 《中苏中俄关系亲历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知识单元 4：第四节 稳定与发展中欧关系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国同老欧洲国家关系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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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的影响 

2．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影响 

3．跟随美国孤立中国 

4．提升与台湾的政治关系 

二、中国同老欧洲国家关系的回升 

1．中国政府的努力 

2．欧洲国家内部的原因 

3．逐步取消对中国的制裁 

4．全面伙伴关系的建立 

5．目前存在的问题 

三、中国同新欧洲国家的关系 

1．政治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2．经贸关系的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冷战结束后中国同西欧国家关系恶化的原因。 

2．掌握中欧在人权问题上较量的主要分歧。 

作业： 

1．中国同老欧洲国家存在的主要问题？ 

2．中国同新欧洲国家的关系如何？ 

参考书目： 

1．[英]G•F•赫德逊著，王遵仲等译 《欧洲与中国》，1995 

2．薛君度 周荣耀 《面向 21世纪的中欧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顾卫民 《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史略》 东方出版社， 2000 

4．王为民《百年中英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5．徐晓亚《百年中法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6．潘琪昌《百年中德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7．蒋本良 《给共和国领导人作翻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8．王洪起 《“山鹰之国“亲历》新华出版社，2008 

9．范承祚 《往事如诗 范承祚回忆录》南京出版社，2008 

知识单元 5：第五节  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日关系的波动 

1．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的影响 

2．追随美国但又采取与美国不同的对华政策 

二、中日两国关系的恢复和改善 

1．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恢复同中国高层领导人互访 

2．1991年海部俊树首相访华 

3．中日关系的全面恢复 

4．1992年江泽民主席访日 

5．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 

6．中日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 

三、中日关系再次出现波动 

1．中日关系再次出现波动的原因 

2．中日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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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问题 

（2）台湾问题 

（3）地区安全问题 

（4）领土争端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中日之间出现波动的几次过程。 

2．掌握目前中日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作业： 

1．目前中日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参考书目： 

1．吴寄男 陈鸿斌 《中日关系瓶颈论》 时事出版社，2004 

2．冯昭奎 《对话——北京和东京》 新华出版社，1999 

3．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编写委员会编 《东亚三国的进现代史—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读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余 杰 《铁与梨：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5．刘江永 《中日关系二十讲》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6．郝祥满 《朝贡体系的建构：另眼相看中日关系史》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7．孙乃民 《中日关系史》(全三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8．刘新生 《中日友好交流三十年》（1978—2008）（全三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9．【日】、加藤嘉一 《以谁为师—一个日本 80后对中日关系的观察与思考》东方出版社，2009 

10．廉德瑰 《“大国”日本语中日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知识单元 6：第六节  睦邻政策与改善周边关系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国政府的睦邻友好政策 

1．中国周边的地缘安全形势出现重大变化 

2．进一步丰富了睦邻友好政策 

二、改善周边关系 

1．中国同中亚五国外交关系的建交 

2．中国积极发展同朝鲜北南双方的关系 

3．中国进一步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4．中国同南亚国家的关系取得了重大的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政府提出睦邻友好政策的背景 

2．掌握睦邻友好政策的主要内容。 

作业： 

1.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周边形势出现了哪些新的特点？ 

2.中国提出的睦邻友好政策的主要内容？ 

参考书目： 

1．唐希中、刘少华、陈本红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1949——200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2．阎学通等著 《中国与亚太安全》 时事出版社 ，1999 

3．张政文 《中国与周边主要国家关系》 南京出版社，1993 

4．[新加坡] 黄朝翰著，张乃坚等译 《中国与亚太地区变化中的政治经济关系》 暨南大学出

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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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明 《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6．郭明 《中越关系新时期。 时事出版社，2007 

7．陈和丰 《90年代中国与南亚关系》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8．李连庆 《我在印度当大使/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9．张蕴岭 《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新型伙伴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0．杨军 王球彬 《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文库》，2006 

11．徐文吉 《朝鲜半岛时局与对策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12．韦 红 《地区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东盟合作研究。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3．杨武 《当代东盟经济与政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4．梅平 杨泽瑞 《中国与亚太经济合作-现状与前景》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15．邢广程 孙壮志 《上海合作组织研究》 2007 

16．张兴堂 《跨界民族与我国周边外交》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知识单元 7：第七节  巩固和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关系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 始终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立足点 

二、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关系 

1．不追随西方国家制裁中国 

2．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合作 

3．在联合国加强协商 

三、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 

1．同非洲贸易的加强 

2．同拉丁美洲贸易的加强 

3．同中东地区各国贸易的加强 

学习目标： 

1.了解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2．掌握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 始终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立足点。 

作业： 

1.为什么中国始终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立足点？ 

参考书目： 

1．张兵 《别样风雨》 新华出版社 2007 

2．沙丁等 《中国和拉丁美洲简史》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3．[巴西]雅尼丝 伊利克主编，张宝宇等译 《巴西与中国——世界秩序变动中的双边关系》 世

界知识出版社，2001 

4．朱杰勤 《中国和伊朗关系史稿》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5．汤铭新《飞架太平洋上空的虹桥：外交官看世界》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6．周伯萍 《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7．陆庭恩 《非洲问题论集》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8．《纵横》 编辑部 《新中国外交大写意》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9．郭新宁 徐弃郁 《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概论》 时事出版社，2007 

10．何中顺 《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理论与实践》时事出版社，2007 

11．王运泽 主编 《携手同行：中非人民友情写真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2．（加蓬）阿苏梅 著 罗汉苏 译 《觉醒后的中国》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3．崔京生 《出门看看》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14．高斯坦 主编 《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 100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3361 

15．彭树智 主编 《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 商务印书馆 ，2002 

16．黄志良 《中拉建交纪实》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17．时延春 《中东枭雄/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知识单元 8：第八节  全面参与国际组织与发展多边外交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 、全面参与国际组织 

1．中国同国际组织的关系飞速发展 

2．中国积极参与非政府国际组织 

3．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各项活动 

二、中国多边外交的发展历程 

1．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原则立场 

2．多边外交的发展历程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全面参与的主要国际组织概况。 

2．掌握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原则立场。 

作业： 

1．中国开展多边外交活动的原则立场。 

2．中国在联合国如何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书目： 

1．中国联合国协会编 《模拟联合国指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2．李铁成主编 《联合国里的中国人（1945—2003） 》上下 人民出版社 ，2004 

3．李铁城 钱文荣 主编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关系》 人民出版社， 2006 

4．刘恩照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法律出版社 1999 

5．郑佳节 《潘基文联合国掌门人》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6．赵磊 《建构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为的演进》 九州出版社，2007 

7．楚树龙 金成 《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 时事出版社，2008 

11．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 《中国与世界共同利益的互动》时事出版社，2008 

12．中国联合国协会 编 《中国的联合国外交》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13．秦华孙 《出使联合国》 新华出版社，2010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2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

（1949—1955） 
3 

第一节  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制订（1.5课时） 

第二节  以中苏同盟为核心的中国与社会主

义国家的关系（1.5课时） 

3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

（1949—1955） 
3 

第三节  中美对抗的形成与抗美援朝 (1.5

课时） 

第四节  援越抗法与参加日内瓦会议（1.5课时） 

4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

（1949—1955） 
3 

第五节  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参加万隆

会议（1.5课时） 

第六节  台湾海峡危机的处理和中美大使级

会谈（1.5课时） 

5 
第二章 发展与探索并行的外交

十年（1956—1965） 
3 

第一节  新外交方针的酝酿与形成（1课时） 

第二节  探索解决陆地边界遗留问题（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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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二章 发展与探索并行的外交

十年（1956—1965） 
3 

第三节  同苏东国家关系的曲折发展（1 课

时） 

第四节  积极发展同亚非拉新独立民族国家

的关系（1课时） 

第五节  中法外交关系的建立（1课时 

7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外

交十年（1966—1976） 
3 

第一节  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的干扰（1 课

时） 

第二节  中国安全战略的转变与中美关系僵

局的打开（2课时） 

8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外

交十年（1966—1976） 

 

3 

第三节  基本完成同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

（1.5课时） 

第四节  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一切合法

权利（1.5课时） 

9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外

交十年（1966—1976） 
1 第五节  “三个世界”思想的形成（1课时） 

10 
第四章 新时期的对外关系（上）

(1978—1989） 
3 

第一节  新时期对外政策的提出与形成（1.5

课时） 

第二节  中美建交与中美关系的发展（1.5课

时） 

11 
第四章 新时期的对外关系（上）

(1978—1989） 
3 

第三节  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1.5课时） 

 第四节  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与发展

中日关系（1.5课时） 

12 
第四章 新时期的对外关系（上）

(1978—1989） 
3 

第五节  发展与欧洲国家的关系（1课时） 

第六节  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关系（1课时） 

 第七节  发展与国际组织的关系（1课时） 

13 
第五章 新时期的对外关系（下）

(1989—现在） 
3 

第一节 确立后冷战时期的外交方针（1.5 课

时） 

 第二节 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1.5课时） 

14 
第五章 新时期的对外关系（下）

(1989—现在） 
3 

第三节 建立与发展中俄关系（1.5课时） 

稳定与发展中欧关系（1.5课时） 

15 
第五章 新时期的对外关系（下）

(1989—现在） 
3 

第五节 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1.5课时） 

睦邻政策与改善周边关系（1.5课时） 

16 
第五章 新时期的对外关系（下）

(1989—现在） 
3 

第七节 巩固和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关系（1.5

课时） 

全面参与国际组织与发展多边外交（1.5课

时） 

17 讨论课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学原理、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学概论、口述当代中国外交、中

国对外关系与边疆问题等课程，为本课程的学习提供了专业知识背景，给本课程的学习奠定了一个

良好的基础。本课程为后续《国际组织》、《当代中国外交决策分析》、《外交谈判》等课程的学习提

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角度以及更为广阔的专业知识背景，有益于拓展学生的专业视野，丰富学生的专

业素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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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的对外基本方针的制订——“一边倒”对外战略的确立与实施 

2．三项对外基本方针提出的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 

3. 中苏结盟的社会历史背景 

4.中美对抗形成的原因 

5.中国是否有必要出兵朝鲜 

6.援越抗法的必要性 

7.日内瓦会议召开的背景 

8.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背景 

9.万隆会议召开的重要意义 

10.为什么台湾问题成为中美之间的问题 

11. 50年代关于中国同邻国边界问题解决的基本原则 

12．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及影响 

13.60年代中国提出对外援助八项原则的内容及意义 

14.60年代中法两国建交的主要原因及影响 

15.7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进行调整的主要原因及内容 

16.70年代中国同西方大国建交的特点 

17.中国在联合国如何发挥重要作用 

18. 70年代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的内容及意义 

19. 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进行调整的主要原因及内容 

20. 中美三个公报的主要内容 

21. 80年代中苏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 

22. 中日之间的“四个政治文件”的主要内容 

23. 新时期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政策 

24．中国关于裁军的原则立场 

25. 后冷战时期中国外交方针提出的原因及主要内容 

26. 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27. 21世纪以来中欧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28. 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29. 中俄友好合作关系的特点 

30．后冷战时代中国政府提出睦邻友好政策的背景及主要内容 

31. 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原则立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授为主，课堂讨论为辅，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进行模拟、辩

论、书籍或论文的评析等活动，以强化教学效果。 

……………… 

4、课程自主学习时 

拟抽出三至六课时，就选定的专业著作进行阅读后的讨论，事先需确定主题；或进行研究现状

的评析，事先需进行资料收集工作。自主学习可分组进行，之后的学习心得与成果可由全班同学评

议并交教师批改。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讨论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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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牛军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1949-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5

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李宝俊 著《当代中国外交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2月 第 1版 

2. 张历历 著《当代中国外交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3月 第 1版 

3. 王逸舟 著《中国外交十难题》，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 2月 第 1版 

4. 门洪华主编《中国外交大布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 2月 第 1版 

5.仇华飞 著《当代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时事出版社，2013年 2月 第 1版 

6.梁守德 陈岳 李义虎主编《新型大国关系、国际秩序与中国外交新动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4年 10月 第 1版 

执笔：李群英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公共行政原理  
Theo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课程号：305030043 40503045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公共行政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

论知识和思维方法，掌握公共行政学专业的前沿理论。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专业意识及运用理论

知识分析行政现象和政策问题的能力。实现掌握专业知识和提高学习能力的双重目的。2、通过课

程学习、案例讨论、社会专题调查、专题讨论会和方案设计等形式，要求在知识、理论、技能等方

面得到较好的训练。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学习利用各种有效手段收集和整理信息，学会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及创新性思维。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公共行政原理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行政学的概念、研究范畴、学科目的。 

2．学科特点与研究方法。 

3. 公共行政学与相关学科的区别。 

4. 公共行政的基础。 

5. 现代行政现象与现代行政精神。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公共行政原理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如何理解它的学科定位和学科特点，它

的研究方法有哪些。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热点有哪些？ 

知识单元 2：公共行政学的产生与发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学的萌芽形式。 

2．中国古代行政思想概要。 



3365 

3．行政学产生的条件。 

4．行政学的发展阶段及主要学说。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现代行政学产生的条件和时代背景。理解掌握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基本阶段，

每阶段的主要研究特点、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是什么。有哪些有代表性的行政学派和主要观点，行

政学发展史上出现过哪些著名的论战。 

知识单元 3：公共选择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选择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 

2．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观点。 

3．如何理解和评价公共选择学派。 

4．如何用公共选择理论分析行政现象。 

学习目标：理解掌握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特点和研究方法，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观点和政策主

张，并对其进行评价。能够使用公共选择学派的分析工具对现实政治生活和行政现象进行解读和分

析。 

知识单元 4：新公共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理念。 

2．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特征。 

3．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中国行政发展的启示。 

学习目标：理解掌握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观点、政策主张和研究方法。了解针对新公共管理

理论的主要争论，并对其进行评价。了解西方行政改革中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运用，及其对当代中国

行政改革的启示。 

知识单元 5：行政环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生态理论。 

2．行政环境的构成。 

3．行政管理与环境的互动。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行政生态理论的主要观点，理解里格斯的三种行政模式，并对其进行评价。

了解行政环境的主要内容和构成，理解行政环境与行政管理活动的互动关系，并能对现实政治现象

进行分析。 

知识单元 6：行政权力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权力的含义。 

2．行政权力的特征。 

3．行政权力的行使。 

学习目标：理解掌握行政权力的基本要素，行政权力的渊源、构成、基础、手段等内容，理解

行政权力和其他公共权力间的关系与区别。理解行政权力行使的原则和要求，及该如何对行政权力

的行使进行监督和制约。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行政权力监督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知识单元 7：行政职能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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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职能的概念。 

2．行政职能的演变。 

3．转变政府职能。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政府职能的演变历程，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能，政府工具的内容。理解政府

职能转变的方向，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基本内容。了解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必要性、现状、发展方向

及改革难点。 

知识单元 8：行政组织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组织理论的发展。 

2．行政组织的变革。 

2．政府机构改革。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行政组织理论的发展阶段，及其中的主要代表理论。了解行政组织的种类

及结构层次，了解组织机构变革的动力和阻力。了解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历程，“大部制”改革的

现状，及推动政府机构改革的思路。 

知识单元 9：行政过程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决策。 

2．行政执行。 

3．行政效率。 

学习目标：了理解掌握行政决策的原则、类型、体制、程序和方式。理解掌握行政决策的科学

化和民主化。了解行政执行方法和过程，行政效率的评估。我国行政决策、行政执行和政府绩效管

理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知识单元 10：公务员制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务员制度的相关概念。 

2．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历程。 

3．我国的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内容。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公务员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发展阶段，西方文官制度的核心价值及变革

趋势。了解我国公务员制度的主要内容、相关规定及与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区别。了解我国公务员制

度的发展现状及突出问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公共行政学的产生 3  

3 公共行政学的发展 3  

4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内容和运用 3  

5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和运用 3  

6 行政生态理论及行政环境 3  

7 行政权力的理论内容 3  

8 行政权力的行使 3  

9 行政职能的理论内容 3  

10 政府职能转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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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行政组织理论 3  

12 政府机构改革 3  

13 行政过程 3  

14 政府工具 3  

15 西方公务员制度 3  

16 我国公务员制度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公共管理导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行政权力、行政职能、行政组织。 

难点：政府工具、行政改革。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互动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90％。 

5、作业要求： 

部分章节结束会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张国庆著《行政管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杰伊·M·沙夫里茨等编《公共行政学经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戴维·罗森布鲁姆《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3.  J·史蒂文·奥特等编《公共行政导论：文献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埃利诺•奥斯特罗姆著《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执笔：刘星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8日 

 

台湾政治 
Taiwan Politics 

课程号：40501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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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了解台湾的基本政治发展历史 

2、了解台湾的基本政治架构、选举制度、政党制度 

3、了解台湾意识、台独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关系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1：台湾历史、文化、人口简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台湾的族群构成 

2、简要的历史发展 

…… 

学习目标： 

1．了解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历史联系 

2．掌握主要族群的语言、文化特点 

作业： 

到中国台湾网查阅相关内容 www.taiwan.cn 

知识单元2：台湾意识与中国民族主义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民族概念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 

2．台湾意识的发展历程 

日据时期 台湾光复-1949  两蒋统治时期 李登辉执政时期 

学习目标： 

1．了解台湾意识与台独意识的关系 

2．掌握上述两种意识在中国民族主义发展中的位置 

…… 

作业：中华民族是个想象的共同体吗？ 

阅读《想象的共同体》 

作者: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原作名: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译者: 吴叡人  

出版年: 2005-05 

知识单元3：威权政治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台湾政治发展的几大影响因素 

2．日剧时期的主要统治 

3. 两蒋统治时期的二元统治 

4. 1970年代的蒋经国“新政” 

5. 党外运动和美丽岛事件 

6 1980年代蒋经国的开启自由化改革 

学习目标： 

了解台湾威权统治的特点 必要时可比较台湾威权统治与韩国维权统治的异同，为学习台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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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化开启与进程打下基础。 

作业:课下看台湾电影《悲情城市》 

知识单元4：民主化与宪政改革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民主化的背景与动因 

2．法统危机与国是会议 

3. 野百合学生运动 

4. 7次宪法修改及其意义 

学习目标： 

了解威权体制到民主转型在台湾何以相对平和展开，被称为静悄悄的革命；了解民主化过程中

政治人物如果掌握步伐、整合力量推进政治议程；思考，台湾“宪法”的修改一方面推进了民主，

另一方面也为台独进行的铺垫，但也遇到了刚性的阻碍力量。 

推荐阅读： 

第三波 作者: [美] 塞缪尔·亨廷顿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副标题: 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原作名: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译者: 刘军宁  

出版年: 1998-10 

知识单元5：台湾的政府体制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政府体制基本架构 

2．双首长制度 

学习目标： 

掌握台湾的基本政治机构，了解与韩国、法国等半总统制国家政府体制的异同 

知识单元6：台湾的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台湾的选举制度 

2．台湾的政党制度 

学习目标：了解台湾选举制度的特点，其政党制度与意识形态和选举制度的关系 

知识单元7：讨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内容： 

1．台湾的民主质量：责任 vs民粹 

2．台湾的民主与中国大陆的权威主义 

推荐阅读： 

《政治秩序的起源》作者: [美]弗朗西斯·福山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 

原作名: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译者: 毛俊杰  

出版年: 2012-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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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台湾历史、文化、人口简介 2  

2 台湾意识与中国民族主义 1 2  

3 台湾意识与中国民族主义 2 2  

4 威权政治之：两蒋时代的二元统治 2  

5 威权政治之：1970年代的蒋经国“新政 2  

6 威权政治之：美丽岛事件与自由化改革 2  

7 民主化之：民主化的背景与动因 2  

8 民主化之:法统危机与国是会议 2  

9 民主化之:野百合学生运动 2  

10 民主化之：宪政改革 2  

11 政府体制之基本架构 2  

12 政府体制之双首长制 2  

13 台湾的选举制度 2  

14 台湾的政党制度 2  

15 讨论：台湾的民主质量：责任 vs民粹 2  

16 讨论：台湾的民主与中国大陆的权威主义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 

后续课程：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比较政治学 外国政府与外国政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台湾意识与中国民族主义、民主化转型 政府制度 

难点：台湾民主的质量 民粹主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 

2 讨论 

……………… 

教学手段： 

大量视频资料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本门课程比较特殊，大陆没有合适合格的教材，基本上都是教师编写资料讲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无专门教材 主要为教师推荐阅读文献 
执笔：张立鹏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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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政治思想 
Contemporary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s 

课程号：405010072-0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学科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侧重讲授 20 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思想的知识脉络；2、评价主要西

方政治思想的智识意义和社会影响；3、建立西方现代政治观念与中国经验的关联。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教学、作业和讨论，使学生比较专业地掌握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的谱系，

认知现代政治规范，强化概念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历史思维。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序言和新自由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课名诠释 

2．课程内容在所属领域知识谱系中的定位 

3．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历史和逻辑框架 

4．新自由主义出现的背景和特征 

5．格林的新自由主义观念 

6．威尔逊的新自由主义观念和实践 

学习目标： 

重点掌握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在知识谱系中的定位和格林的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念。 

作业： 

3． 找到课程主要参考书 

4． 提炼 20世纪以前自由主义的主要观念，考虑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区别。 

5． 结合格林的公共承认观念，思考个人道德实践和他人的关联。 

知识单元 2：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思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5． 极权主义的概念。 

6． 公共领域与积极生活。 

7． 参与式民主与非暴力反抗。 

8． 平庸的恶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学习目标： 

1．判断政治现象和政治体制是极权主义的标准。 

2．人的孤立、孤独与平庸，及其政治意义。 

作业： 

3． 举例证明极权主义。 

4． 走向公共领域，在现实中指的是什么？ 

知识单元 3：达尔的多元民主观念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对麦迪逊民主和平民民主的批判。 

2．多元民主的定义、制度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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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元民主的困境与出路 

4．多元民主在各国民主发展中的评估意义 

学习目标： 

1．掌握多元民主的观念。 

2．宪政民主、平民民主和社团民主的比较。 

作业： 

1．思考社团对公共生活的意义。 

2．阅读中国法律关于社团登记的规定。 

知识单元 4：罗尔斯的正义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罗尔斯论证正义规则的逻辑。 

2．重叠共识和公共理性。 

3．国际社会的正义规则 

学习目标： 

1．罗尔斯的正义规则是如何论证出来的。 

2．罗尔斯的正义规则对美国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作业： 

1． 正义是社会的首要价值吗？概括你的正义观。 

2． 看《秋菊打官司》和《肖申克的救赎》，说说他们的正义观是什么。 

知识单元 5：雅塞重申自由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各种自由主义的各种问题。 

2．自由主义的宗旨和对政治的认可。 

3．自由主义的六条基本规则 

学习目标： 

重点掌握自由主义的六条规则。 

作业： 

根据前 5单元自由主义的内容，按照教师命题，进行论文写作。 

知识单元 6：精英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精英主义的知识谱系。 

2．帕累托的精英观念。 

3．莫斯卡的社会理论。 

4．米歇尔斯的精英统治铁律。 

学习目标： 

1．帕累托的精英定义。 

2．米歇尔斯的精英统治铁律。 

作业： 

1．你认为现代各国的政治实践打破了精英统治铁律吗？用国别经验来论证。 

2．精英统治的益处和弊端辨析。 

知识单元 7：伯恩斯坦的社会民主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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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民主主义概述。 

2．资本主义的变化。 

3．社会主义的新定义。 

4．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学习目标： 

1．认识资本主义的变化。 

2．伯恩斯坦对社会主义有哪些修正。 

知识单元 8：法西斯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背景。 

2．思想渊源五种。 

3．墨索里尼的法团主义。 

4．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 

学习目标： 

1．了解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 

2．清晰地了解法西斯主义的常用词语和修辞法。 

作业： 

看《浪潮》电影，用一般化的语言还原人群法西斯化的过程。 

知识单元 9：新左派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新左派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来源。 

2．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反思。 

3．福柯对微观权力的解构。 

学习目标： 

1．了解新左派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主要观点和边界。 

2．对哪种观念感兴趣，就以哪种新左派的观点作为学习重点。 

作业： 

1．查阅哲学辞典，了解“批判性思维”的词条涵义。 

2．新左派与中国左派指的是同样一些观点吗。 

知识单元 10：自由保守主义之一：奥克肖特与伯林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自由保守主义在 20世纪的发展。 

2．奥特肖特对理性主义政治的反思和主张追求暗示的政治。 

3．伯林的消极自由积极自由观念和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 

学习目标： 

1．保守主义这个概念的内涵。 

2．伯林关于不同自由观念导致的政治后果的分析。 

3．自由和民族观念的矛盾和矛盾的消解。 

作业： 

1． 讨论民族主义在 21世纪的发展和趋势。 

2． 现实经验中，有没有一种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 

知识单元 11：自由保守主义之二：哈耶克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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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自发秩序和人造秩序的比较 

2．规则的进化对于社会发展文明程度的衡量意义。 

3．知识不及论为基础的自由观念 

4．计划导致奴役的原因和法治观念。 

学习目标： 

1．自发秩序的概念。 

2．规则、自由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 

作业： 

1．列举选举中的不同计票规则，选择一种，对其适用性进行批判性地分析。 

2．哈耶克说计划导致奴役，其中的计划指的是什么，奴役又指什么，提出你同意或不同意这

个论点的论据。 

知识单元 12：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交叉研究（备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政治社会学的兴起。 

2．政治文化观念和行为主义后行为主义。 

3．政治发展的研究。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思想发展的交叉研究趋向。 

2．了解政治思想研究的实证方法。 

作业： 

阅读本课三个知识点的相关书籍，比较规范论证和实证研究的方法上的差异。 

（二） 发言和讨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内容：每次课都安排学生按照教师命题发言和讨论。 

要求：表述知识准确、回答问题敏锐、表达流畅清晰。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序言和新自由主义 3  

2 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反思 3  

3 达尔的多元民主观念 3  

4 罗尔斯的正义论 3  

5 雅塞重申自由主义 3  

6 精英主义 3  

7 社会民主主义 3  

8 法西斯主义 3  

9 自由保守主义之一 3  

10 自由保守主义之二 3  

11 新左派 3  

12 当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交叉研究 3 备用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 

后续课程：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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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自由主义的发展及其对自由主义的挑战，交锋点是重点。 

难点：各种观念对西方社会的影响，西方政治观念对中国政治的解释力和规范意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历史社会学方法（主要）。 

2． 逻辑分析（主要）。 

3． 比较。 

4． 交叉学科。 

教学技术： 

1．讲授、侧重引入英文文献。 

2．学生规定发言，计分考察。 

3．课堂辩论。 

4．学生作业等。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学习时间至少为 15小时，准备发言 2小时，准备期中作业 2小时，准备期末作业 4小时，

阅读大约 5小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满分 100分，期中 30分，期末 70分。 

7、作业要求： 

见上面知识单元内容。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知识比较全面准确，内容编排适合历史和逻辑的顺序，相对权威的作者。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徐大同：《现代西方政治思想》，人民出版社，2003年。 

（二）推荐参考书 

1．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 

2．杰弗里·托马斯：《政治哲学导论》，顾肃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执笔：聂露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6月 15日 

 

西方政治思想史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s 

课程号：4050101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并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

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非政治学理论专业的学生了解西方政治思想史发展的基本脉络；2、

熟悉西方政治思想史的重要思想家及其理论；3、从侧面了解西方政治史及政治文明史；4、比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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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政治思想及其文明。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西方政治思想史发展脉络和重

要思想家及其理论等基础知识，了解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要概念和重要思想，以便提高行政管理专

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等这些实用学科学生的理论素养。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6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本发展脉络。 

2．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价值。 

3、课程安排。 

学习目标： 

梳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历史分期，总结各个历史时期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总体特征，从而把握西

方政治思想史发展脉络主要线索。 

作业： 

整理中西著名西方政治思想史教科书的编排模式并从中总结各种思想范式。 

参阅文献 

1、乔治•霍兰•萨拜因著，托马斯•兰敦•索尔森修订，《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 1986年。 

2、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 主编，《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3年。 

3、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海南出版社 2003年。 

4、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2年。 

知识单元 2：（公元前 6世纪至公元前 4世纪）古希腊城邦时期的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希腊城邦与雅典民主制度。 

2．苏格拉底之死与雅典民主 

3、柏拉图的政治理念。 

4、亚里士多德与政治学的创立 

学习目标： 

1．了解希腊城邦制度和雅典民主安排。 

2．了解作为政治和思想事件的苏格拉底之死。 

3、把握柏拉图的城邦理念和亚里斯多德的政体分类。 

作业： 

1、雅典民主的定位（与现代西方民主比较）。 

2、雅典民主中的个人自由问题。 

3、polity的翻译问题。 

参阅文献 

1、约翰·索利，《雅典的民主》，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年。 

2、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 

3、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 

4、柏拉图，《游叙弗伦 / 苏格拉底的申辩 / 克力同》，商务印书馆。 

5、斯东，《苏格拉底的审判》，北京三联 1998年。 

6、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或《柏拉图全集》第二卷之《国家篇》，王晓朝译，人民

出版社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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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柏拉图，《法律篇》，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或《柏拉图全集》第三卷之《法篇》，王晓

朝译，人民出版社 2003年。 

8、柏拉图，〈第七封信〉，《柏拉图全集》第四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 2003年。 

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 1965 年；《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年。  

8、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年。 

9、W. D. 罗斯，《亚里士多德》，商务印书馆。 

知识单元 3：（公元前 4世纪至公元前 1世纪）希腊化时期的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城邦的崩溃与世界性帝国的建立。 

2．犬儒主义。 

3、伊比鸠鲁学派。 

4、斯多葛学派。 

学习目标： 

1．了解希腊化时期的政治及政治思想的总体特征。 

2．掌握犬儒主义、伊比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的基本政治主张。 

作业： 

为什么希腊化时期的政治思想基本表现为疏离政治这一总体特征。 

参阅文献 

1、阿里安著，《亚历山大远征记》商务印书馆。 

2、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年。 

3、李莱佳德，《伊壁鸠鲁》，中华书局 2005年 

4、塞涅卡，《塞涅卡伦理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 

5、马可·奥勒留，《沉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 

知识单元 4：（公元前 2世纪至公元 5世纪）古罗马的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古罗马政治制度。 

2．波利比阿与西塞罗的政治思想。 

3、罗马法的政治意涵 

学习目标： 

1．了解古罗马政治制度和罗马法的政治意涵 

2．掌握波利比阿与西塞罗的主要思想。 

作业： 

通过亚里斯多德对雅典民主和波利比阿、西塞罗对罗马共和的理论阐述，比较雅典民主与罗马

共和在制度安排上的不同。 

参阅文献： 

1、戴维·肖特，《罗马共和的衰亡》，海译文出版社 2001年。 

2、R. H. 巴洛，《罗马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 

3、库朗热，《古代城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 

4、西塞罗，《论共和国·论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 

5、朱塞佩·格罗索，罗马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年。 

知识单元 5：（公元 1世纪至公元 16世纪）基督教神学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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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基督教与中世纪封建制度。 

2．基督教早期政治思想。 

3、教权与政权之争——从中世纪到宗教改革 

学习目标： 

1．了解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和发展简史。 

2．掌握基督教早期政治思想和从中世纪开始的教权与政权之争中主要政治思想。 

作业： 

1. 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区别。 

2. 西欧封建与中国封建的区别。 

参阅文献： 

1、法兰克·卡尔蒂尼，《基督教历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年 

2、G.F.穆尔，《基督教简史》，商务印书馆 2000年。 

3、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东方出版社 2002年。 

4、布洛赫，《封建社会》，商务印书馆 2004年。 

5、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 

6、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王晓朝 译，人民出版社 2006年；吴飞 译，上海三联 2008-2009

年。 

7、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商务印书馆 1997年 

8、（德）路德 / （法）加尔文，《论政府》，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年。 

知识单元 6：（14至 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城市共和国与文艺复兴。 

2．帕多瓦的马西略。 

3、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 

学习目标： 

1．了解中世纪晚期出现的城市政体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特征。 

2．通过学习帕多瓦的马西略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主张，掌握政治人文主义的基本理念。 

作业： 

欧洲中世纪城市与现代城市和中国古代城市的区别。 

参阅文献 

1、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 1985。 

2、L. 贝纳沃罗，《世界城市史》，科学出版社 2000。 

3、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 2002年。 

4、加林，《意大利人文主义》，北京三联 1998。 

5、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和平的保卫者》，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年。 

6、马基雅维里，《论李维》，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  

7、马基雅维里，《君主论》，商务印书馆 2004年。 

知识单元 7：（16世纪以后）近代主权国家的制度安排与理论阐释 

参考学时：11学时 

学习内容： 

1．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的形成。 

2．在绝对主义主题下了解让·布丹、霍布斯以及黑格尔等的政治思想。 

3. 在权力分立与有限政府主题下学习洛克、孟德斯鸠等的政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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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民主与自由主题下把握卢梭、贡斯当和托克维尔等的政治理念。 

学习目标： 

通过学习让·布丹、霍布斯、黑格尔、洛克、孟德斯鸠、卢梭、贡斯当和托克维尔等近代思想

家的政治思想，掌握西方现代政治制度形成过程的主要政治理论及其对制度安排的影响。 

作业： 

1、霍布斯与卢梭：绝对主义者抑或自由主义者？ 

2、比较卢梭与贡斯当的自由观念。 

参阅文献： 

1、波齐，《近代国家的发展》，商务印书馆 1997年 

2、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3、博丹，《主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4、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 

5、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 

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7、约翰·洛克，《政府论》，商务印书馆。 

8、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 

9、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 

10、伊曼努尔•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 译，林荣远 校，商务印书馆 1991年。 

11、威廉·冯·洪堡，《论国家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 

12、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 

13、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贡斯当政治论文选》，商务印书馆 1999年。 

14、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   

15、密尔，《代议制政府》， 汪瑄译，商务印书馆；《论自由》， 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古希腊城邦时期的政治思想 3  

2 古希腊城邦时期的政治思想 3  

3 希腊化时期的政治思想 3  

4 古罗马的政治思想 3  

5 基督教神学政治思想 3  

6 基督教神学政治思想 3  

7 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思想 3  

8 近代主权国家的制度安排与理论阐释 3  

9 近代主权国家的制度安排与理论阐释 3  

10 近代主权国家的制度安排与理论阐释 3  

11 近代主权国家的制度安排与理论阐释 2  

1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西方文明通论 

后续课程：当代西方政治思潮、自由主义专题、新共和主义专题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本脉络、古希腊政治思想、近代主权国家的制度安排与理论阐释。 

难点：古希腊政治思想、希腊化时期的政治思想、共和与民主的区分、民主与自由的区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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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以教师讲授为主，考虑学生对西方文化了解的程度，教师需不断比照中国历史进行阐释；每个

知识单元给学生布置参阅文献，并提出思考问题，并在下次课提问与解答；结合当下就学生感兴趣

的问题进行启发式提问。 

教学手段： 

充分利用 1.多媒体视频（如《世界历史》）；2.历史图表；3．绘画（如《雅典的学校》等，使

抽象的理论课程尽量生动以激发学生的兴趣。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 30 分（包括平时作业、讨论发言情况、出勤），期末论文 70 分。 

7、作业要求： 

每个知识单元布置要求学生思考的问题，并于下次课提问。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阿·库·穆霍帕德希亚，《西方政治思想概述 》，姚鹏等译，求实出版社 1984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乔治•霍兰•萨拜因著，托马斯•兰敦•索尔森修订，《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 1986年。 

2. 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 主编，《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3年。 

3. 约翰•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海南出版社 2003年。  

执笔：张辰龙  审稿：××× 审定：政管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0日 

 

中国政治思想史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课程号：4050102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专业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内容有一个宏观整体的了解和认识；2、

把握中国政治思想发展演变的脉络线索；3、达到既认知历史知识，又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的目的。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对中国政治思想内容的了解和学习，使学生全面系统把握中国政治思想

中的主要观念和重要理论问题，进而能够系统把握中国政治思想发展演变的脉络特征，并能进行比

较深入的理论分析和评判，进而提高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该课程将按时间顺序，系统讲授中国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演变历程，内容包括：三代

神权政治思想、先秦儒墨道法重要思想流派、从秦汉到明清专制政治思想的发展演变。学生通过对

该课程的系统学习，不仅可以掌握中国政治思想主要思想内容及其发展演变的线索和脉络，而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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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与学术思想的特色。 

知识单元 1 ：导 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 

（一）学科性质 

（二）研究对象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文化模式 

和谐文化模式构成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精髓 

人际和谐群体和谐天人和谐 

三、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文化体系 

（一）究天人之际 

（二）明修身之道 

（三）施治国方略 

（四）求天下为公 

四、《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分期 

五、学科特点及学习的目的、意义和方法 

学习目标： 

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相关内容以及中国

政治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阶段特征及分期划分等相关内容有一个宏观整体的了解，使学生对该学科

内容和特点有初步认识，明确学习的目的意义及学习方法。 

作业： 

1.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是什么？ 

2．学习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目的和方法是什么？ 

参考阅读书目： 

1.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部分。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简体横排版，“序论”部分。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绪论”部分。 

4.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导言”部分。 

知识单元 2：  夏商周三代神权政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三代的形成 

二、商代的政治思想 

（一）商代时的神、祖崇拜 

1．帝是至上神 

2．祖先崇拜 

3．帝祖合而为一 

（二）商代的王权专制思想 

1．王是最高统治者 

2．王权神化 

三、周公尊天敬德思想 

（一）“尊天”“敬德”“保民”“慎罚” 

尊天  天即上帝 

敬德 



3382 

保民 

慎罚 

（二）“天子独尊”的王权专制思想 

1.把王说成是上帝和天的人格体现 

2.强化尊祖敬宗观念 

3.宣扬天子至德 

（三）宗法政治制度的创设与确立 

1.嫡（正妻）长子继承制 

2.宗法制 

3.分封制 

另外，井田制发展起来。 

学习目标： 

通过该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中国政治思想发轫期即商周时期的主要政治观念、政治思想

有基本的认识，了解到这一时期政治思想体现出神权政治的特色，而且这些政治观念奠定了以后中

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思想根基。 

作业： 

1. 在周公发布的一系列诰命中阐述了哪些重要的政治观念？ 

2. 这一时期神权政治的特点是如何体现的？ 

参考阅读书目： 

1.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一章、第二章。 

2.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一章。 

3.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 

知识单元3：孔子的伦理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孔子以礼仁为中心的政治思想 

孔子立意重整陷于崩坏失范的社会秩序。 

政治理想：“有道之世”。 

“贵贱有等，上下有序，各出其位，各称其事”。 

（一）从周与以礼治国 

“礼”在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 

其一，在孔子看来，治国治民光靠政、刑不行，要以德和礼； 

其二，用礼作为社会整合的准则，维系“贵贱不愆”的等级制度； 

其三，以礼作为言行规范； 

其四，把正名作为礼治的起点。 

（二）仁：政治与伦理的一体 

礼的规范的核心是分贵贱、上下、等级。 

仁则主要强调的是由己及人的过程和关系原则，可归纳为如下几点：复礼，克己，孝悌，爱人

——忠恕。 

复礼的关键是“克己”，克己而后才能回到礼，克即克制。 

“修己”是“克己”的重要方式。 

“约”即约之以礼，“自戒”，“自讼”、“自省”和“自责”等。 

孝悌是仁的又一基本内容。 

把仁用于人与人的关系就是爱人。 

爱人的具体办法是忠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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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人的原则贯彻到政治上或落实在政策上，表现为先德而后刑和富民足君两大政策。 

（三）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关系 

1.孔子认为道德为主，刑政为辅 

2.孔子把政治的实施过程看作是道德感化过程 

3.孔子认为君臣之间不只是权力制约关系，而且要靠礼、忠、信等道德来维系 

4.孔子主张人治 

在政治诸种因素中，孔子最注重执政者的作用，认为治理的好坏取决于人，“其人存，则其政

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 

由人治出发，必然导出贤人政治，执政者只要是“君子”、“仁人”、“贤人”，一切问题就

可以解决。所以孔子又主张“举贤才”。 

学习目标： 

通过对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孔子提出的仁、礼这两个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有具体的认

识和把握，理清二者的关系，并了解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主张。 

作业： 

1. 孔子提出的仁和礼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是什么，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 

2. 孔子在政治上的主张是什么？ 

参考阅读书目： 

1．《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简体横排版，“本论”部分第三、四、五、

六、七章。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编第二、三章。 

4.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六章。 

5.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三章。 

6.《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五章。 

7.林存光、郭沂：《旷世大儒——孔子》，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章。 

知识单元4：孟子的仁政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性善说” 

性善的核心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不忍人之心又称为“恻隐之心”，即对别人不幸的同情心。围绕“不忍人之心”，还有“羞恶

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公孙丑上》）。概括言之称为“四心”。 

四心便是仁、义、礼、智四大伦理范畴的根芽。 

孝和亲是仁的根本。 

义发端于“羞恶之心”。 

礼，指揖让进退之类的行为规范。 

智，根于“是非之心”，作用在于明“是非”。 

为什么人性是善的？ 

其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其二，人与动物不同。 

其三，人同类说。 

其四，人之本能为善。 

二、仁政 

一，给民以“恒产”。 

二，主张轻徭薄赋。徭役要以“不违农时”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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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对株连，主张轻刑罚。 

四，救济穷人，认为实行仁政必须先从救济鳏、寡、独、孤做起。 

五，保护工商。 

三、民为贵 

民为贵 

得民 

与民同忧乐 

四、君臣关系 

1.君权神授 

2.以贤能为主选拔官吏 

3.在君臣关系上，主张臣事君要以道义为基础。 

五、王道、霸道与统一 

所谓王道，指先王之道，这里指孟子的仁政理论与政策，要点在于实行仁政，“保民（而王）”，

行德和服民心。 

王道更强调当政者的“人德”和地位的合法性。 

所谓霸道，则是指“以力服人”，凭借武力假行仁义。 

孟子提倡王道，而反对霸道（尊王黜霸）。 

学习目标： 

本章内容主要是围绕孟子的政治思想，孟子从人的自然性出发，提出了人性善的观点，并进而

提出了仁政的政治主张，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孟子的仁政思想的理论基础和仁政的具体

内容有详细的了解和把握。 

作业： 

1. 孟子是怎样论证人性善的？试阐述其论证结构？ 

2. 仁政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参考阅读书目： 

1.《孟子译注》，杨伯峻注译，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简体横排版，“本论”部分第三、四、五、

六、七章。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编第二、三章。 

4.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六章。 

5.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三章。 

6.《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五章。 

7.林存光、郭沂：《旷世大儒——孔子》，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章。 

知识单元5：荀子的礼治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人与动物的区别 

一是人有知有血气。 

二是人有辨。 

三是动物不能群而人能群。 

二、人性恶论 

荀子认为人的本性首先是自然性，即自然生就的本能。“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正名》 

“性者，本始材朴也”《礼论》 

性的外在表现是情和欲 

人的性、情、欲的具体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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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感官欲望。 

二是好利，具体内容是对财产的追求和占有。 

三是排他性和嫉妒心。 

四是好荣恶辱（权力欲）。 

荀子认为人的本性之中包含恶的基因，当这些本能向外扩展的时候，便走向了恶。 

如果顺乎本性，就会与辞让、忠信、礼仪文理发生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是恶的。 

性恶还表现在人的欲望的扩展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破坏了财权与政权的稳定。 

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主张对人性必须进行矫饰。 

一是最根本的是圣人起伪（礼义法度）以化性。 

二是靠老师的教育。 

三是靠环境和习俗的熏陶。 

四是自我的修身，以“道”、“理”节制本性。 

三、礼治、法治和人治 

礼、法是矫治人性的工具，是由圣人制作的。 

荀子认为，圣人制定礼法正是为了消除和解决社会矛盾。 

矛盾首先表现在欲的无限性和物的有限性上。 

矛盾还表现在欲望的平等性与社会关系的不平等上。 

在荀子看来，人类的生存除了自然条件之外，必须依靠“群”和“分”来保证。没有“群”，

个人无法存在；没有“分”，“群”也难以维系。 

礼仪和法的基本精神便在于“分”。 

礼义之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可以调节欲与物的矛盾，求得两者的平衡 

2.礼之分又表现在等级规定上 

3.表现在职业分工上，礼之分即使农、士、工、商各守其业 

礼是治国安民之本。 

法治 

荀子主张礼治，又主张行法。法主要指法律和政令 

法要以礼为根据。 

有法必依，不能以私乱法。 

严于执法是绝对必要的。 

四、有治人无治法 

礼法为治国之具，但荀子认为人的因素更重要，所以他说：“有治人，无治法”。 

一是，人是法、礼、政策的主体。 

二是，圣主、暴君决定国家的兴衰 

三是，礼法是由圣人制造出来的，人重于礼法。 

五、荀子的君道论与君舟民水论 

“君道”包括哪些内容呢？ 

君主的职责在于养人、治人、用人和教育人。 

君道的中心又可称之为“分”，分而后能群。 

“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富国》 

“分”又通礼，“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君道》 

总之，君主的职责在善群，能分。 

荀子在君民关系上主张君民舟水论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 

六、“王道”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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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主张的理想国是“王制”也即“王道”，王是理想化的王，是王的最高典型与理论化的表

现。 

他从“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论”、“王者之法”四个方面描绘了他的理想国。 

学习目标： 

本部分的内容主要是介绍学习荀子的礼治思想，通过该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荀子的人性

恶、礼治、法治等相关内容有完整认识，了解荀子礼法结合、隆礼重法的礼治思想。 

作业： 

1. 荀子的人性论观点是怎样的？怎样阐述人性恶的？ 

2. 荀子的礼治思想内容是怎样的？ 

参考阅读书目： 

1．《荀子简释》，梁启雄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简体横排版，“本论”部分第三、四、五、

六、七章。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编第二、三章。 

4.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六章。 

5.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三章。 

6.《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五章。 

7.林存光、郭沂：《旷世大儒——孔子》，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章。 

知识单元6：老子的自然无为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是讲“道”。 

“道”是道家思想整个理论中的核心范畴，也是他们整个理论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 

二是讲因道或法自然。 

自然（或因道）是道家思想的另一共同特点。道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因道意在引导人们的

行动要符合道，符合自然。 

一、道与政治 

“道的含义”： 

第一，代表宇宙和事物的本原。 

第二，是规律性的“道”。 

第三，指生活准则的“道”。 

老子认为人道与天道是相背的。 

 “道”的政治特点： 

1．“道”是一个融哲学、伦理、政治为一体的概念 

2．混沌 

3．政治与自然的一体化 

二、无为政治 

“无”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和本性，“有”生于“无”，应守住“无”，“无”表现为人事便是

无为。 

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的伪、善、丑等现象，而罪魁祸首正是人们的聪明、才智和欲望，即“有

为”。 

当时人们都是沿着“有为”的道路行事，为了把人们从有为的道路拉到无为的道路上来，老子

想了许多主意，主要有两点： 

一是劝统治者减少活动，二是使民失去有为的条件。 

对统治者，《老子》要求他们减少政事活动，具体而言，主要指薄税敛，轻刑罚，慎用兵，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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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俭，即“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 

对人们，在《老子》看来，“有欲”、“有智”是产生有为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要实现无

为，关键是消除智和欲，即消除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 

无为政治主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不尚贤，使民不争 

2．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3．绝圣弃智，绝仁弃义 

4．慎征伐 

三、弱用之术 

 “弱”是“道”的最根本的属性，而刚强、进取与“道”是对立的。强、刚、壮等在发展中

会突破道的规律性，柔弱则是保持事物符合于道的最妙手段。 

老子的弱用之术有以下数种： 

1.静观 

2.守弱用柔 

3.知盈处虚 

4.居上谦下 

5.不争 

６．知微、治弱 

四、“小国寡民”说 

小国寡民是《老子》的理想国。 

“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

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

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章） 

学习目标： 

“道”是老子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老子具体阐述了道的内涵、道与政

治的关系，也阐述了无为政治的具体主张。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老子的道论、道法自

然的思想有具体了解，对其弱用之术及无为无不为的政治主张有内在的理解和把握。 

作业： 

1． 老子的“道论”包含哪些内容？ 

2． “道”与“无为”政治是什么关系？ 

参考阅读书目： 

1．《老子译注及评价》，陈鼓应著，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简体横排版，“本论”部分第八、九章。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编第五章。 

4.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七章。 

5.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五章。 

6.《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七章。 

7.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章第五节。 

知识单元7：庄子的自然主义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课程教学内容 

一、人性自然说 

人是属于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的一种存在形式。 

人的生命是自然赋予的，整个人生不过是一种自然的过程。 

1．人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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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既然是自然的一种存在形式，那么人的本性也如同自然界的其他事物一样，应该从自然中去

寻找。 

自然的原生性是庄子人性论的最主要的论点。 

在庄子看来，人的能动性与性是对立的。 

人的意识与性是对立的，集中表现在“心”与“性”的对立上。 

心既是破坏性之源，由心计而产生的机巧便是破坏性的工具，起着“削其性”、“侵其德”、

毁其“常然”的作用。 

心与情欲相通，情欲也是人性的对立物。 

2．反性归朴 

庄子认为，只有取消心计，禁绝一切欲望，摆脱一切社会关系，使人保持纯自然状态，才是最

完整地保存了人性。 

这种自然生活有一个标志，那就是“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

人哉！”  

忘己、无己、与天合一是反性归朴的更高级阶段。 

人的自然性又与现实社会有矛盾，为改变这种状况，人就要“反性”、“修性”、“循德”，

善于“全形养生”。 

二、批判桎梏人性的社会观念 

1．对治人治世与权力的批判 

2．对心计与知识的批判 

3．对名利的批判 

4．对忠孝仁义的批判 

5．对喜生恶死观念的批判 

三、自然主义政治思想 

1.顺从自然 

第一，顺从自然，不对天有任何违抑行为 

第二，人的行为要以天然本性为根本 

第三，以“知”养天 

第四，圣人善于契合自然而拙于人为。 

2.顺民情 

庄子认为治民之要在于顺形率情。 

庄子认为，为了使民“安其性命之情”，至关紧要的是“无擢其聪明”《在宥》。 

3.君主无为 

他认为取得君位的方式不应是争和盗，而应该是通过修行道德（无为天德）而来。 

四、理想社会 

庄子所描绘的理想国，就是“至德之世”、“建德之世”、“至治之世”、“无何有之乡”等等。 

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人完全回到了自然，人与“万物群生，连属其乡”《马蹄》，“民如野鹿”

《天地》。 

学习目标： 

本章内容主要是关于庄子的人性自然思想及对社会的批评思想，通过该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

生对庄子的人性自然、外生死的观点有明确认识，对庄子关于社会价值观念、权势利欲等观点的激

烈批判都有进一步的认识。 

作业： 

1. 阐述庄子的人性自然思想 

2. 解释“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句话的意思。 

参考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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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注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简体横排版，“本论”部分第八、九章。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编第五章。 

4.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七章。 

5.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五章。 

6.《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七章。 

7.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章第五节。 

知识单元8：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兼相爱、交相利 

尧舜和三代圣王时期是理想的黄金时代，但到了墨子生活的时代就全然不同了，整个天下如同

一片水火。 

这种状况的原因正在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或者根源在于“自爱”。 

兼相爱，交相利 

所谓“兼相爱、交相利”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

身。”《兼爱中》 

兼相爱是一种精神，落实在实际上则是交相利。 

墨子提倡的“兼”是为了取代“别”，“别”指差别和等级，与“自爱”“自利”相通；“别”

不仅分你我彼此，而且要分上下，损人以利己。“兼”则不同，指平等相待。 

交相利的内容： 

1.交相利的起点是要保证每个人的“生利”。 

2.珍惜财物是交相利的基础。 

3.从实际效用出发，用财、用物都应获得实际利益。 

4.交相利还表现在上下调和，调和生利。 

二、墨子的社会政治观 

“一人一义”的混乱时代 

他认为社会历史的混乱状况是由“一人一义”造成的，而这也正是刑政与政长产生和起源的必

要性、必然性所在。 

墨子认为刑政、政长，即国家机器和官吏，不是与生民俱来的。 

在人类历史上曾有过“未有刑政”“未有政长”之时。在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人

都有自己的“义”。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到后来人“不可胜计”，“义”也就“不可

胜计”了。 

建立“刑政”、设立“政长”，使一人一义走向统一，而政长之首就是天子。 

天子由天选立，天子的基本职责也就是同一天下之义。 

由天子再置三公，封建诸侯，诸侯之下又立大夫，再下又设乡长、里长，这就是“政长”系统。 

与“政长”系统相配合，还有“刑政”制度，即国家机构。在“政长”和“刑政”的领导和强

制下，天下才会走向太平大治。 

三、尚同说与君主专制主义 

尚同说 

墨子认为天下之乱在于“异义”。尚同说便是为了解决“异义”。 

 “义”的基本内容 

1.经济上，维护私有制，反对民对富人私有权的侵犯，也主张“富民”，鼓励民更多地为富人

出力。 

2.政治上，主张打破旧的“亲戚”等级制和贵族专权，建立新的上下尊卑等级，反对民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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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尚贤，反对攻国等。 

3.人伦关系上，就是兼爱。人的伦理关系准则是“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天志中》。 

4.敬奉神鬼。 

统一之义具体表现在刑法政令上，墨子主张由“家君”和天子来制定刑法政令。 

怎样来推行和实现“义”呢？ 

墨子提出了两个基本的方法或手段，即：“富贵以道其前，明罚以率其后。”《尚同下》 

首先使民能够安心生产，当人民反抗的时候，主张施以刑罚。 

专制主义政治体系 

实现尚同还必须由一定的“政长”体系来保证。 

墨子所设想的政治体系，由天子、三公、诸侯、将军、大夫及乡长、里长等行政序列组成。 

四、尚贤、节用、非攻思想 

尚贤 

墨子所称赞的贤人就是所谓的“奉公守法”、“廉洁尽职”的清官。 

尚贤必有术，墨子之术即“置三本”。 

节用 

墨子主张把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结合在一起考察。 

物质生产是用的基础，要发展物质生产，就要鼓励增加人口。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消费还要节约，节用是积财之道。 

非攻 

凡是不符合墨子所谓的义或利的任何行动，他皆称之为“攻”，包括经济、政治、伦理道德等

方面的事。 

“非攻”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 

学习目标： 

本章主要的内容是关于墨子的兼爱、尚同的社会政治思想，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使学生了解

和把握墨子关于政长和刑政体系的思想内容，了解他的尚同、尚贤、非攻等观点。理解到墨家的思

想其实更切合于时代需要。 

作业： 

1. 概述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的内容。 

2. 墨子的政长体系是如何设置的？ 

参考阅读书目: 

1．《墨子闲诂》，（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01年 4月版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简体横排版，“本论”部分第十、十一、

十二章。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编第四章。 

4.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八章。 

5.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六章。 

6.《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八章。 

7.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章第六节。 

知识单元9：法家的法治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法家政治思想的特征： 

第一， 特别强调法的作用。君主在立法时要充分考虑立法的客观根据，这就是：顺天道，随

时变，因人情，循事理，量可能。 

另外，在执法上，法家主张赏罚严明，而且多数法家主张实行重罚、苛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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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倡导耕战，以实现富国强兵为目的。法家特别注重实力，认为实力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

本手段。 

在社会各种因素中，他们认为农与战是力的源泉，所以提出了一系列加强耕战的政策。 

第三，主张强化君主专制和独裁。 

第四，法家关于社会的基本理论是历史分阶段演进说和人性好利。 

第五，法家在政治上使用的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主要有法、势、术、刑、罚、赏、利、公、

私、耕、战等等。 

一、慎到的以势行法思想 

（一）贵势并倡导天子为天下说 

在权、法、礼、政策等等政治诸因素中，慎到把权力即势放在了首要地位，掌握权势是从事政

治活动的前提条件。 

他把权力看成高于一切，把道德、才能、是非看成不过是权力的仆从。 

在政治体制上，慎到主张君主一元化的独头政治，即一国之内只能有一个君主，最要紧的是权

势一定要超过一切臣属，最忌讳的是同一种权力有“两”。 

慎到另一方面也提出，君主应该掌权为天下，而不应借权吞（占有、据为私有）天下。 

（二）崇尚法治而反对尚贤和人治 

慎到主张治国之道在于实行法治，所谓“唯法所在”、“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佚文》。 

慎到极力反对“身治”，即人治。 

他指出“身治”有两大弊端：一是，“身治”无一定标准，随心而定。二是，人治使“国家之

政要在一人之心矣”《威德》。 

慎子还主张“尚法而不尚贤”。 

不尚贤有两个理由： 

其一，尚贤会危及一元化政治。 

其二，尚贤与尚法相矛盾，  

法要因“道”，同时又要因人情。 

法与“分”、“公” 

法的目的是要求奉公弃私，具体通过“分”来实现。 

所谓“分”，就是分清每个人的职守，分清每种行为的界限。 

执法的关键人物是君主。 

（三）主张“君无事臣有事”的驭臣之术 

慎到反对“尚贤”，但在用人上是极力倡导君主应充分发挥臣下的智能与作用，所以他提出

“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的主张。 

做到这一点，不一定需要有超众的才能，而只需要有相当的驭臣之术就可以了。这种术即贵势、

尚法、兼蓄、用长。 

慎到认为君主应该“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因为“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

莫可得而用矣”《因循》。 

慎到主张“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  

二、申不害的术治思想 

什么是术呢？ 

即君主驾驭臣下或督课用人的方法和政治手腕。 

申不害所说的术主要有如下两种： 

1．正名责实之术 

2．静因无为之术 

三、韩非的政治思想 

（一）历史进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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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人类的历史发展分作四个时期：上古、中古、近古、当今。 

历史进化的原因：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生产增长的速度，人们为了争夺生活空间引起了社会

矛盾与斗争。 

时代在变，政治应随时代而变。 

“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五

蠹》 

（二）人性好利论 

他认为人性好利首先基于人的本能需要，“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

心。”《解老》 

他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也是计利而行的。 

人的本性是“自为”、“好利”，政治就应从这个实际出发，为了“利”，人们可以相互为用，

也可以相互斗争。 

（三）君利中心论 

韩非认为君主之利高于国家之利，“国者，君之车也”。《外储说右下》 

臣和民都是为君服务的，他主张用利导的办法，使臣民服务于君主。 

政治之妙术在于善于因顺。 

他认为君与臣的关系是一种交换买卖关系，关键在于君主要善于做买卖。 

必须要把民也动员起来，动员的办法是一个“利”字。 

（四）法、术、势相结合 

势治 

在法、术、势三者中，势最重要。他认为帝王之所以为帝王，首先在于有势，“凡明主之治国

也，任其势。”《难势》 

他把势分为“自然之势”与“人为之势”。人为之势包括两方面： 

一为“聪明之势”。 

二为“威严之势”。  

势的内容就是德和刑，君主只有操德和刑二柄，才能制服臣下。具体要注意如下几点： 

⑴禁止臣下结党营私 

⑵严格控制重臣的政治、经济实力 

⑶臣不得专擅兵权、人权 

法治 

“法者，事最适者也”，所谓“事最适者”，就是适合时代、符合事理、利于君主之用，即“治

事”。  

为使大家都尊法、守法，以法为路，法要详细具体。 

法还要明，要公诸于众。举国上下，一切裁断于法。 

韩非主张以法治国，反对贤人政治。 

术治 

韩非讲的术主要指君驭臣之术。 

所以“明主治吏不治民”。 

他的术中有些属于积极的考课监察方法： 

第一，任能而授官。第二，赏罚严明。第三，形名参验。第四，众端参观，听无门户。 

在韩非看来，法、术、势三者相辅相成。 

法和术是人主统治臣民的工具，而势则是运用法术的前提和条件。 

学习目标： 

本章是关于法家的政治思想的全面介绍，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慎到的势治思想，申

不害的术治思想，商鞅的法治与耕战思想以及韩非子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有全面系统的



3393 

了解和把握，了解法家的政治思想对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形成起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作业： 

1. 先秦法家政治思想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2. 如何理解韩非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 

参考阅读书目： 

经典原著：《慎子》、《商君书》、《韩非子》、《管子》等。 

1．《韩非子》（中华经典藏书），陈秉才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7年 3月 

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编第七章。 

3.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五章。 

4.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四章。 

5.《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六章。 

6.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章第七节。 

7.蒋重跃：《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简体横排版，“本论”部分第十三、十四、

十五、十六章。 

知识单元10：两汉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汉朝建立后，吸取秦亡教训，几代统治者明倡黄老，辅以儒家，暗用法家。 

一、汉初黄老思想 

黄老政治最主要的特点是清净无为，主要内容是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减免苛刑，节约皇室与

国家开支，少修土木工程等。这些措施对恢复社会经济和安定人民生活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淮南子》就是以无为政治为主的一部著作，其主要论旨归纳为： 

1.法自然与无私 

2.顺时变法与礼法 

3.顺人情与以民为本 

第一，人性本善。 

第二， 人性清净。 

第三，人性混合说。 

二、儒家政治思想 

（一）陆贾的政治思想 

1.统物通变 

认为治国的圣人高明之处在于能“统物通变”。统物，就是熟悉天文、地理、人事，做到“天

人合策”；通变，就是根据情况的变化，应时举措，不墨守成规。 

2.以仁义为治之本 

3.以无为为用 

（二）贾谊的政治思想 

1.实行仁义，以民为本 

认为仁义、德政的中心是爱人和利人。 

2.行礼法、定名号 

3.以加强皇权为中心的治安策 

其一是削藩，加强皇权；其二是崇本抑末；其三，国家垄断铸币权；其四，轻徭役；其五，解

除匈奴威胁。 

三、法家的政治思想 

晁错认为治国之大体和通人事在于配天地，顺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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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人事在于本人情，把人情归结为“四欲”：欲寿、欲富、欲安、欲逸。 

主张一切法令和政事都要以人情为依据。 

衣食是人生之本，应成为政治之首。 

法律也是与民利最为紧密的一大问题，认为立法的目的是兴利除害，尊主安民。法制的主要手

段是赏和刑。 

晁错主张君主集权并切实掌握权力。 

四、蕫仲舒的天人合一政治论 

1.天人合一 

他认为构造人类社会有三个基本要素：“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春秋繁露》。 

人副天数 

人的形体和内在的道德、情感、意志都是从天那里演化而来。 

2.君权至上和天谴说 

把君主看作国家政治的核心，说：“君人者，国之本也”《立元神》，董仲舒提出了“君权天

予”说。 

天谴说 

3.阴阳合分论与德治主张 

 “阴阳合分论” 

他运用阴阳之道概括人们的社会政治关系，提出“阴阳合分论”。  

合分关系还体现在等级关系上。 

德治 

他运用阴阳之道规范封建统治者的政策原则，提倡德刑兼备，以“德治”为主。天道“任德不

任刑”，君主遵循天道治国，必须推行德治。 

德治主要有两方面：其一，行教化；其二，施仁政。 

学习目标： 

通过对该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汉初黄老道家无为思想、汉中期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天谴

说以及晁错的法治思想都有一个全面认识，汉朝综合利用各家学说作为理论指导，形成了天下大一

统的安定局面，汉代也是儒学走向官学化的开始。 

作业： 

1. 概述《淮南子》一书中的道家思想。 

2. 分析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与政治的关系。 

参考阅读书目： 

1.经典原著：《淮南子》、《春秋繁露》 

2．徐复观著：《两汉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5.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学习单元11：隋唐君道论和儒家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君道论 

（一）民本论 

隋炀帝称：“民惟国本，本固邦宁”。 

唐太宗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 

1.立君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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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养君 

3.民择君 

4.民归于君 

提出系列重民政策原则： 

1.君主无为 

2.因顺民心 

3.不竭民力 

4.以农为本 

5.调整官民关系 

（二）君臣一体论 

1.君不可以独治说 

2.君臣合道 

3.君臣师友 

4.君臣利害攸关说 

5.君主臣辅 

二、法制论与谏议论 

（一）人治与法治 

隋唐诸帝都主张“以法理天下”，提出了以王权为依归的法制理论。 

其一，法自君出，狱由君断。 

其二，沿革随时，务当政要。 

其三，“失礼之禁，著在刑书”。 

其四，德主刑辅，禁暴防奸。 

其五，“纳之轨度，令行禁止”。 

其六，“按举不法，震肃权豪”。 

（二）谏议论：兼听与独断 

纳谏的政治功能： 

其一，闻过补阙，献可替否。 

其二，兼听博纳，集思广益。 

其三，尊师听教，以臣为鉴。 

其四，通下情，防壅蔽。 

其五，辨忠奸，去馋佞。 

其六，正身黜恶，受谏则圣。 

其七，君主虽圣，亦应受谏。 

其八，拒谏国亡，纳谏兴邦。 

三、孔颖达的道论与治道 

自然本体与伦理本位相结合的道论。 

1.大道为本 

他认为道先天地而生，既是天地万物之母，又是天地万物的法则。 

天道自然而伦、理、道、义同实异名，作为“人之常理”的“君臣父子之义”都是“法天明道

为之”，也可以称为“道”。 

天地未分之前就有礼，天地万物皆有尊卑，这是自然法则所决定的，因此礼可以用来“经天地，

理人伦”。 

尊卑自然而有，天地初分之后，即应有君臣治国，等级制度、君主制度与天地共生并存。 

2.以礼仁为中心的治国之道 

他认为等级制度和君主政治的一切法则都是由“道”所决定的。“道”见诸政治就是治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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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其主旨有六：一曰法天地，二曰重人伦，三曰制礼法，四曰行仁义，五曰用中庸，六曰为无为。 

礼源于天，礼就是道，礼是政教之本。 

3.君德论 

他认为道在德上，大德同道，道是德的依据，德是道的实践。所以，君主必须为政以德。 

要做到大公无私、诚信公平、崇尚节俭等。 

三、柳宗元的大中之道及国家政体论 

1.天与人不相干预论 

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元气自然形成，“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

也”。《天说》 

元气的自我矛盾推动着世间一切事物发展变化，一切人事都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

说》 

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属于两个不同领域，反对把四时、五行及灾异与政治牵强附会，认为“顺

时之得天，不如顺人顺道之得天也”。《断刑论下》 

劝统治者重人事，行仁政。 

2.国家政体论 

他把社会矛盾视为君主制度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的，君主与国

家产生于武力与争斗，君主制度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他认为分封制并不是最完善的政治体制，只是国家政体形式发展长链上的一个环节。 

郡县制有利于选贤任能，是优于分封制的国家政体，所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是必然的。 

3.大中之道与仁义之政 

他以儒家的“圣人之道”为内核和主干，兼容佛、道，论证了以纲常、仁义、礼法、经权等为

主要内容的“大中之道”。 

在他看来，治国之道的主旨是“立大中”，具体而言，即立三纲，守五常，行仁义，有经权。 

他把君臣之设、典章文物、礼乐刑法等视为道的体现。 

他重视礼与法在政治中的作用。他认为礼与法都是治国之利器，“礼之大本，以防乱也”，法

体现公，礼体现义。 

4.“吏为民役”论 

他立志行道，关心民众的疾苦。他主张君主实施仁政，推行“均赋”，依法治吏。 

他认为官吏是“民之役”，他们由民众供养，实属民众的雇工、仆役，必须为民众“勤力而劳

心，否则理应被罢免，受处罚。 

四、韩愈的道统论与尊君思想 

1.道统论 

他以道统论作为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道统，即道义传承的统绪。他以道统的传承者自居，致

力于重建儒家道论，并把一切与孔孟之道相违背的学说归入异端。 

儒家开始自觉地以“道”来概括、统辖自己的学说体系，并以自家之道对抗异端之道。 

在政治思想上，他把应天道、顺自然的法天思想与合人道、行仁义的济世思想结合在一起，主

张以孔孟之道重整伦理纲常。 

2.性品说 

他认为性有仁、义、礼、智、信五德，而仁是基本的，第一位的；情有喜、怒、哀、惧、爱、

恶、欲七种。 

人的性与情都是有品级的，性有三品，情也有三品，上品之人本性善，具备仁、义、礼、智、

信，而喜、怒、哀、惧、爱、恶、欲也不偏不激，这种人就学而易明；中品之人本性善恶相混，一

德有偏，其余四德杂而不纯，情也有过之而不及，这种人可导而上下；下品之人本性恶，一德不备，

其余四德也多有偏差，且纵情恣意，这种人“畏刑而寡罪”。 

上品自然向善，中品需要教化，下品惟可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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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圣人创制立法、拯救人类说 

人类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政治制度都是圣人发明创造的，“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

久矣”《原道》 

他认为圣人创造的君主制度、等级制度是不容置疑的，在这种制度中，君、臣、民分为三个身

份和规范完全不同的等级。 

君、臣、民的基本关系是由天道所注定、圣人所规定的，每一等级都应各守其职，各尽其分。 

学习目标：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繁荣时代，这一时期思想学术也很发达，开始形成系统的君道思想，

建构儒家的道统。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孔颖达的大本之道的思想和韩愈的道统思想、尊

君思想及柳宗元的大中之道和政体论等思想有全面的认识和把握。 

作业： 

1. 孔颖达的“大本之道”指的是什么？ 

2. 概述韩愈的“道统论”的内容。 

参考阅读书目： 

1.徐复观著：《两汉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5.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知识单元12：两宋理学派的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理学基本论题 

1.理即天理 

理学又称“性理之学”，其基本论题是“性与天道”，即人与外部世界，或人性与自然的关系

问题。 

理学开山祖周敦颐融合儒道，重新勾画一个宇宙生成图式。 

阴阳五行是万物生成的必然环节，天地万物均可经由五行、阴阳的环节，归本于太极。 

张载从另一角度探索世界本原，提出“太虚”本原说。 

他认为“太虚者，气之体”《横渠易说·系辞上》。 

气是太虚的具体形态，太虚是气的原初形式。 

程颢和程颐对“太虚即气”说进行调整，使用“理”或“天理”的概念作为世界的本原，天地

万物都是从理派生出来的，象气、数这些具体事物形态皆归本于天理。 

朱熹继承二程之说，使理论进一步完善，认为理是“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是理的

具体形态，属于“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朱文公文集·答黄道夫》。 

2.理一分殊 

周敦颐用宇宙图式说明天地万物的生成过程，同时也解释了人性和道德的产生。 

在太极－阴阳－五行的运动过程中，同时蕴育着仁义道德，仁义之德先天地存在人的心中，是

人的本质体现，道德与人性是同一事物。 

张载从“太虚即气”出发，比较明确阐述了“理一分殊”思想。 

当太虚通过气的流行造就万物和人时，也就把道德本性赋予了每件事物和每一个人。 

二程和朱熹对“理一分殊”的表述十分明确。 

第一，万物和人都有各自之理； 

第二，人各自之理皆源于天理，是天理的具体体现。 

“理一分殊”是理学思潮的核心命题，它的根本政治价值是论证了封建伦理道德和等级秩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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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 

首先，他们将道德伦常上升到本体地位，天理与道德是同一事物。 

其次，他们提出天理先于事物而存在。 

再次，理一分殊论证了社会不平等的合理性。 

3.性说 

“性”是理学的基本命题，周敦颐认为性源于太极。其中除了人之性，还包括天下万物各自的

性。他将天下之性分作五种：刚善、刚恶、柔善、柔恶、中。 

五种性的表现不一样，惟有中是最佳之性。 

张载提出，性与天、道一样，都源于“太虚之气”，天下万物本性同一，所谓“性者万物之一

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正蒙·诚明》。 

他将性一分为二，提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命题，天地之性是“太虚”的本性，与

道相通，气质之性是天下万物各自具体的性。 

二程承袭张子之说，提出“天命之性”和“生之谓性”。 

“性说”的政治意义： 

第一，从性命角度论证了人类社会不平等的合理性。 

第二，进一步论证了君主权力和君主政治制度的合理性。 

第三，强调了道德规范的权威性，人生伊始即处于伦理道德的规范之下。 

4.进修之术 

张载主张“穷理尽性”，尽性是悟解和把握自身本性的过程，人们能够“穷尽”自身品性，就

能进一步穷尽他人和万物之性，直至通达天性，达到道德的最高境界，即“诚”。 

二程本着“性即理”的原则，重视穷理的过程，提出“格物穷理”说。格物穷理有多种途径：

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其中读书学习最重要。 

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 

修炼的最高境界就是在道德和精神上皈依于圣人，实现“内圣外王”。 

5.理欲之辨和义利之辨 

周敦颐提出了“无欲”，他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周子全书·太极

图说》。 

张载对天理人欲问题进一步阐述，理“能悦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正蒙·诚明》 

理是一种教化人民的普遍道德准则，可是，人们多有利欲之心，很难达到理想的道德要求。 

二程和朱熹对理欲问题进一步发挥。 

首先，辨析了理欲的内涵。天理是宇宙本体和道德本原，对于人来说，构成人的本质，人欲指

的是人们的种种欲求。 

其次，阐述了“灭人欲”之方，关键能克己和持敬。 

义利之辨 

张载提出“公利”说，认为利有公私之分。 

二程认为义和利是区分天下事物的两个根本标准，二者相互对立。“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

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 

其中，利是人们得以生存的基本立足点，人们生而皆知趋利避害，天理是天下之至公，是天下

之公利的最高体现。朱熹认为义利相通，循天理就是最大的利。 

6.理学诸子的政策 

变革和师古——必须“遵从圣人之训”，效法“先王之治”。 

德治其一，以礼治国，实行礼治。 

其二，以德修己。要求君主“正心诚意”，以公去私。 

仁政仁政的精髓是仁心，即爱人之心。 

仁心在政策上表现为“爱民如子”，“平易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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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杀认为刑杀是不可缺少的治民工具，充分发挥刑杀的惩戒功能，主张“宽猛相济”。 

宗法、分封和井田 

宗法制能敦厚风俗，增强人们的道德习尚，也能为君主政治建立坚实的权利基础；分封制有利

于巩固中央集权维护王朝统治； 

井田制是“养民之本”，有利于实现社会的有序和稳定。 

求贤才 

“人君为政在于得人”， 

“帝王之道也，以择任贤俊为本” 

二、张载的政治思想 

张载（1020－1077），关中人，被称“关学”，著作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等。 

（一）气一元论 

认为世界万物都统一于气，有形可见的万物和无形象可见的虚空，都是由气构成的。 

在气一元论的基础上，提出天人合一说，天指自然，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与人是合一的，

都统一于气，人之气源于天之气，人之道源于天之道，人之理源于天之理。 

（二）“仁道及人”的民本思想 

他的政治抱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思录拾遗》，

在此基础上，提出“仁道及人”的思想主张，主张施仁政，以仁道感化民心，博施天下民众，把仁

道推及到天下人，才能治理好天下。 

张还提出了“足民”的主张，认为“欲生于不足则民盗，能使无欲则民不为盗”，他认为必须

满足民众的生活需求，使民众生活富足，才能使民众安定，从而治理好国家。 

（三）“井地治天下”的均平思想 

“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以井田制解决当时社会官僚大地主兼并土

地所造成的贫富不均问题。 

三、二程的政治思想 

二程是程颐、程颢，长期在洛阳讲学，称“洛学”，主要著作有《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

文集》等。 

（一）理一元论天理观 

认为“天者，理也”，认为天理是最高实体，是自然界万物的根本法则。理不但是自然界的根

本法则，也是社会的根本法则。 

（二）“仁为王道之本”的仁政思想 

他把仁政作为王道政治的根本，“王道之本，仁也”。 

（三）“以顺民心为本”的民本思想 

“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养民之道，在爱其力。民力

足则生养遂。生养遂则教化行而风俗美，故为政以民力为重也”。必须爱养民力，以民力为重，以

理顺民心为治国的根本。 

（四）“以立志为本”的君道观 

所谓君道观就是封建君主立身处世的准则。强调君主要以立志为本，立志就是心要至诚，以道

自任，也就是信守圣人之训，实行先王之治。 

（五）“以择任贤俊为本”的人才观 

“盖有天下者，以知人为难，以亲贤为急”治理天下，必须以知人善任、亲贤人为急务，根本

问题是择任贤俊的人才。择人标准，提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六）“仁义未尝不利”的义利统一观 

“凡顺理无害处便是利，君子未尝不欲利”。 

“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 

四、朱熹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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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1130－1200），号晦庵，别号紫阳。主要著作《四书章句集注》《朱文公文集》《朱子语

类》等。 

（一）理一元论 

理，是万物的根本，具有道德属性，是封建道德的根本准则，这种根本准则也是自然界的基本

原则。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

之具也”，理是第一性的，是创造万物的根本，气是第二性的，是创造万物的具体材料。 

（二）“为政以德”的仁政思想 

仁是一种先天的根本的东西，仁的原则是无往不利的原则，德是一种道德上的善心，如果能从

心力体现这种仁心，也就具备了德。 

把仁德的善心推往政事，提出为政以德。君主行仁政，必须修养君德，以仁德之心去感化人民，

以身率人，使人感化。 

（三）“足食为先”的民本思想 

提出“人君为政在于得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为此提出足食为先的民本思想，他说：

“生民之本，足食为先”。民众的根本在足食，衣食足才能懂得遵守封建礼节。 

（四）“仁义为先”的义利之辨 

认为圣贤之治必须以仁义为先务，而不是急功近利。在义利关系问题上，把义放在第一位，认

为义就是适宜，适宜才能有利，主张重义轻利。 

由此引出理欲之辨，认为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必须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把人的正当生活要

求视为人欲。主张恢复和保持体现天理的公心，去掉利欲的私心，即循天理之公，灭人欲之私。 

（五）改良积弊的政治主张 

首先，要改革军制。 

其次，要打击豪强、防止兼并、减轻赋役。 

学习目标： 

宋代儒释道三家思想经过冲突融合，进一步合流，形成了理学思想，使儒学形成精致的本体论

哲学思想。但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没有大的突破，恪守了儒家传统的仁政、德治思想。本章内容重

点讲张载、二程的政治思想，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宋代理学家的政治主张有更加具体的

认识和把握。 

作业： 

1. 如何理解理学家的“义利之辩”？ 

2. 理学家对孟子的仁政思想有哪些发展？ 

参考阅读书目： 

1.原著：《正蒙》《二程集》 

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知识单元13：两宋功利学派的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陈亮的政治思想 

（一）陈亮“倡事功”政治思想 

陈亮反对性理空论，倡行事功。 

呼吁人们经世务实，讲求功利。他说“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龙川学

案》。他以除患安民的实事实功为己任，表现出强烈务实精神和社会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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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在事物 

陈亮不同意程朱理学的道论，程朱认为道是排除了任何利欲杂质的超物质的理性原则。 

陈亮认为“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勉强行道大有功》， 

天地万物，人情利欲无不涵容于道，“夫天下岂有道外之事哉”《勉强行道大有功》。 

在他看来，道贯穿于一切事物，任何事物都是道的体现。 

1.道不能脱离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道贯通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在具体历史过程中，表现为

人道。 

2.人的喜怒哀乐爱恶等情欲皆自然生成，并非与道绝对对立，而是“得其正则为道，失其正则

为欲”《勉强行道大有功》。 

3.人道的实践内含功利。 

（三）王霸义利关系 

陈认为王霸义利之间自有贯通处，王与霸、义与利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义利双行，王霸并

用。 

“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的虽甚好，

做的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又甲辰秋书》 

在理论上称为王道，在实践中则表现为霸道。王霸混杂，并无根本区别。他肯定了利欲的合理

性。 

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人生目的。 

（四）论君臣 

他认为君臣的出现是必然的，君主具备优于常人的才能和品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君主的职

责是“辨邪正，专委任，明政之大体，总权之大纲”《论执要之道》，臣的职守为忠于君主。 

君与臣形成配合默契的政治团体，调顺君臣关系： 

1.君主执掌大权不可过于专断 

2.君主须以天下为公，摒弃私心私利 

3.君主应罢退书生，重用豪杰奇才 

臣要尽臣的职分，君主应认真听取臣的意见，君臣上下同心协力，尽职尽责，才能治理好国家。 

（四）辨和战 

他反对求和苟安，坚决主战。 

他说：“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大患也。”《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他要孝宗以复兴国势，收还失地作为基本国策。主张全国要积极备战，长备不懈。 

二、叶适的政治思想 

（一）功利、道义并立论 

讲求功利是贯穿叶适政治思想的基本价值准则，他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古

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指出道义、功利实为表里，不能偏执。提出要义利并立，

结合事功讲义理。 

道器关系 

道指普遍原则，器为具体事物，“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有止，道无止也。非知道者不能

该物，非知物者不能不能至道”《习学记言序目》，强调离器无道。 

政治原则必须在具体事物中参验其功效：“上古圣人之治天下，至矣。其道在于器数，其通变

在于事物”。《别集进卷》 

义理也只有在具体的事功中才有意义，“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论高而

实违，是又不可也”《别集·进卷》道在于器数，其通变在于事物。 

（二）重势与分权相结合 

他认为天下之兴衰，政治之得失，自有其必然之理。治理国家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另有建树。 

他主张分权，认为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利于治内却失之御外。 



3402 

他认为改弱就强的方法是分权，君主要将一部分权力下移到地方，以发挥地方政府的治安和御

外职能，他主张的分权的前提是“重势”，即在君主总揽最高权力的前提下。 

（三）德治 

他认为如果纯任法治必然导致法密刑繁，这非但不能治平天下，反而使“治道不举”，法度过

密，人们听命于法，一举一动都受法的制约，个人才能无法施展。刑法也不能制服人心。 

他坚持德治作为基本政策原则： 

1.服天下之心“臣闻人君必以其道服天下，而不以名位临天下”； 

2.善治以礼“安上治民，齐之以礼”； 

3.得民养人“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 

（四）宽民之政的民本思想 

他的民本思想在宽民，他说：“为国之要，在于得民”，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得到人民的支持，

主张宽民之政。尽量减轻赋役，免除苛捐负担。 

（五）“以利与人”的功利思想 

叶适认为要宽民重民，必须在实际上有所体现，要真正让民众在实际功利方面有所收益。强调

义利统一，认为离开利就无所谓义，认为只有给民以实际功利，才能显示出光明的道义。 

（六）本末并兴的思想主张 

他说：“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习学记言序目·史记一》，对传

统重农抑商思想进行了修正，认为士农工商四民不可偏废，互为补充。 

（七）用贤 

主要任用才德兼备之人。 

（八）御侮 

反对议和，奏请抵御金人侵略，收复失地。 

改弱就强之方：修实政；行实德。 

学习目标： 

本章内容主要是对功利学派政治思想进行介绍学习。陈亮和叶适是功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陈亮倡事功，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叶适主张义利并列，提出宽民之政的民本思想和以利于人

的功利思想。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功利派的思想有具体认识，理解到他们的观点是与理

学派针锋相对的。 

作业： 

1. 分析陈亮“倡事功”思想提出的理论前提。 

2. 叶适是如何处理道义与功利的关系的？ 

参考阅读书目： 

1.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知识单元14：明末清初士人的政治反思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明末清初，剧烈社会动荡和国破君亡的政治大变局，一大批士人反思明代弊政，反思宋明理学，

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主张明道救世、崇实致用，形成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批判思潮。 

一、黄宗羲的政治思想 

（一）“天下为主，君为客”说 

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无君时代。“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人们都孜孜于一己之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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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是有君且王者大公无私时代。“天下为主，公而忘私； 

第三阶段是君主一心谋私的时代。当此之时，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有君反而不

如无君，君主成为天下的大害。 

他认为君主制度是为了公众利益的需要而设立的，君主理应是公众利益的代表，有君且君心大

公无私是最理想的政治模式。他认为应以天下为公，一人为私。 

他认为“王霸之分，不在事功而在心术”认为战国以来，帝王皆无“王者之心”，而行“霸者

之事”。导致“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主要表现有四： 

1.引发了围绕最高权力的厮杀和征战； 

2.君民关系恶化，形成对立关系，使王道仁政变为霸道霸政； 

3.君臣形成主奴关系，在他看来，君臣共治天下，彼此之间是分工合作关系“君与臣，共曳木

之人也”。 

 4.帝王行“非法之法”，导致天下大乱。他以“三代之法”为典范，抨击秦汉以来的制度是

“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 

（二）宰相理政、方镇御边、学校议政 

他认为理想的政治模式是“三代之法”，主张恢复三代的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制。他提

出恢复宰相制度和学校议政制度。主张参行郡县和方镇两种体制。 

他主张天子“公其是非于学校”，认为学校议政是圣王之制，即学官由国家任命改为公议推举，

学校定期评议政治，天子百官必须接受舆论监督。 

在他的政治设计中，有两个具体制度： 

一是天子定期亲临太学听谏制度； 

二是地方官定期接受士绅批判制度。 

（三）“重定天下之赋”与工商皆本 

他主张改革田制，重定税法，实现“工商皆本”，以减轻民众负担，发展经济。 

这些举措着眼于调整君民关系，着眼于发展“切于民用”的事业，以达到天下安富。 

二、顾炎武改革君主集权政体的设想 

（一）批判“私天下”的政治体制 

他认为君主集一切权力于一身，是各种政治弊端的根源。 

1.君主一人的才能根本无法胜任使天下致治之责 

2.君主猜忌群臣，移权于法，造成吏治败坏 

（二）“寓封建之意于郡县” 

他主张改“独治”为“众治”，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权力。主张“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从中

央到地方层层分权，赋予县令“生财治人”之权和选聘县丞以外其他吏职之权；尊令长之职，改七

品知县为五品县令，并选拔熟悉风土人情的贤才担任；经三年试用和十二年考察，反称职的县令晋

级益禄且得为终身之任；获终身留任的县令，年老退休时可传子或荐贤为新县令。 

（三）废天下之生员 

他认为重振儒家经学，废除生员制度。 

他主张大幅度改革国家的育才选官制度，其要有二：一改革考试内容，限制生员人数；二仿照

古代的乡举里选做法，以“辟举”制度代替现行生员制度。 

三、王夫子的政治思想 

（一）论“循天下之公” 

他以“公天下”为最高政治价值标准，他认为“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读通鉴论》卷

末，“一姓之兴亡，私也；而民之生死，公也”《读通鉴论》卷十七。 

他坚持天下为公、君为私的标准，主张“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据此对秦汉以

来的政治作了深刻分析、评判。 

他从三个方面批判了历代暴君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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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帝王“独富”是民生疾苦的政治根源。不均、不公是天下之大弊； 

第二，帝王“独尊”是导致君臣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第三，法制之弊是导致政治腐败的重要原因。 

（二）理势相成与政治变革 

他有丰富的变革思想，认为理是“当然而然”，势是“不得不然”，“得理自然成势”，顺势

亦即合理。势因理成，理因于势。 

他根据理势合一的哲学观，提出“时异而事异，势异而理亦异矣”，他认为“事随势迁而法必

变”，治国平天下之法不是一成不变的。 

他认为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任何具体的制度、法律、规范都会有自身的缺陷，历代制度皆有利

弊得失，历代的政治方略、制度、法令、政策都是适应那个时代而构建的完整的体系。 

他针对宋明以来的制度之弊，主张仿效隋唐制度，恢复并完善宰相制度、会议制度、封驳制度、

谏议制度，中央与地方都实行逐级负责制，并强化地方权力。 

他主张天子、郡县、乡邑分级而治。主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一律实行分级而治。 

（三）理欲合一论与人禽之辨 

他对理欲的关系重新作了辨析。他认为，由于性是生之理，与人的形体同在，故理欲同体，“私

欲之中，天理所寓”，“人情天理合一”（《四书训义》卷二十六）。 

他主张以礼为价值尺度对理和欲加以辨析，一方面批评“须是人欲净尽，然后天理自然流行”，

反对一味禁欲，另一方面又肯定了“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说法，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

欲望。 

在修养论上，主张“格物”“致知”两者相济。 

在政治论上，主张面向实际，注重功利。 

（四）道器统一论与任人任法并重 

道器统一论 

他主张道器合一论。认为“道者器之道”“无其道则无其器”“无其器则无其道”，道器相须，

道丽于器。 

主张“尽器明道”与“尽道审器”结合起来，据此论证礼与法制在政治中的作用，提出任人与

任法并重。 

王把道器关系从哲学领域引向政治领域以论说政治原则、伦理规范与社会制度、政治设置的关

系。 

他认为“礼因器以载道，器用上达”，礼乐之道是通过一系列礼器、礼仪体现的，离开具体的

君臣、父子关系就不存在相应的道德规范；社会政治制度和人际关系在变化，礼乐原则、伦理规范

也在变化。 

任人与任法并重 

一是礼法是道的体现，国家应以法制规范政治，整饬吏治； 

二是人是弘道者，“治之弊也，任法而不任人”，君主不能单靠法制治国； 

三是必须任人任法并重，“举一废一，而害必生焉”； 

四是“治者因人”，政治的关键是“先有制法之主”，弘道之君才是政治之本。 

（五）道统、治统与尊君 

所谓道统，即孔孟之道，亦即礼仁政治的基本原则。所谓治统，即君统、帝统、帝王之统。君

统或治统是道统的一种传绪形式。 

他认为道统与君统是分二合一的关系，其分与合决定治与乱。 

道统与治统合一是王的政治理想，他认为“君天下者，道也，非势也”,“德立而后道随之，

道立而后政随之”，全部希望寄托在“圣人垂训，天子行法”上。 

学习目标： 

明代社会积弊丛生，病因在君主专制，思想家都对理学家空谈心性的思想提出批判，指出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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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之弊。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

主张明道救世、崇实致用。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明代的反思批判思想有深刻的认识。 

作业： 

1. 阐释王夫之“理势相成”思想与他的政治改革主张的关系。 

2. 解释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思想的政治意义。 

参考阅读书目： 

1.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导论 2  

2 夏商周三代神权政治思想 2  

3 孔子的伦理政治思想 2  

4 孟子的仁政思想 2  

5 荀子的礼治思想 2  

6 老子的法自然无为政治思想 2  

7 庄子的自然主义政治思想 2  

8 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 2  

9 法家的法治政治思想 2  

10 先秦政治思想大讨论 2  

11 两汉政治思想 2  

12 隋唐的君道论和儒家政治思想 2  

13 两宋理学家的政治思想 2  

14 两宋功利学派的政治思想 2  

15 明末清初士人的政治反思 2  

16 宋明政治思想比较分析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政治思想名著选读》 

后续课程：《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当代中国政治思潮》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课程重点对先秦时期的各流派政治思想进行学习分析，对各流派共同关注的天人关系、

人性论思想及政治主张、治国策略等问题进行重点讲解分析。 

难点：理清各时期不同思想流派的思想观点并把握其发展演变的脉络线索是需要渗透理论分析的。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传统讲授与课堂研讨相结合 

教学手段： 

1.教师讲授 

2.辅以相关视听材料 

3.ppt课件展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学生出勤、课堂表现、平时作业合占 20%；期末考试占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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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业要求： 

每部分内容结束有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以指定教材为主，辅以一些相关参考资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 1996年版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执笔：张春林  审稿：×××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 

 

外国政府与政治 
Foreig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课程号：4050102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外国政府与政治》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外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知识、外国政府的基本

运作方式和外国政治活动的特点。在此基础上，对外国政府与政治进行比较分析，使学生扩展视野，

形成对外国政府与政治的理论与实践的辨析能力。 

本课程有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外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知识，主要包括：宪法与 

宪法的监督审查、议会、国家元首、政府（行政）、官僚（文官）机构、利益集团政治、政党

政治、选举制度和国家结构形式。 

第二部分是世界主要国家的和典型的政府与政治。只要包括：英国政府与政治、美国政府与政

治、法国政府与政治、瑞士政府与政治、日本政府与政治、印度政府与政治。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第一讲  外国政府与政治基础知识 

教学目标：介绍外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知识、界定外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概念、梳理外国政府

与政治的发展和历史沿革中的一般问题。 

教学要求：学生对外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概念要明确，基本知识掌握的要牢固，对外国政府与

政治历史沿革中的基本问题要熟悉。 

教学时数：10课时 

一、宪法与宪法的监督审查 

1，宪法的法律特征 

2，宪法与民主政治 

3，宪法的监督审查 

二、议会 

1，议会的起源和发展 

2，议会的组织机构 

3，议会的功能和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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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元首 

1，国家元首的形式和产生方式 

2，国家元首的地位和职权 

四、政府（行政） 

1，政府的定义 

2，内阁 

3，政府的组织机构 

4，政府的职权和责任 

五、官僚（文官）机构 

1，官僚机构的功能 

2，官僚机构的权力来源 

3，官僚机构的组织形式 

六、利益集团政治 

1，利益集团的分类 

2，利益集团影响政治的方式 

3，决定利益集团影响力的因素 

七、政党政治 

1，政党的特点 

2，政党的功能 

3，政党的分类 

八、选举制度 

1，选举的基本原则 

2，选举的程序和方法 

九、国家结构形式 

1，单一制 

2，联邦制 

3，地方政府与政治 

复习思考题 

1，西方国家的宪法监督审查方式主要有哪些？ 

2，如何理解西方国家议会的职权和功能？ 

3，总统制、议会内阁制政府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4，如何理解西方国家的“官僚政治”现象？ 

5，西方国家利益集团影响政治和政策的方式有哪些？ 

6，西方国家政党的功能？ 

7，比较“多数当选制”和“比例代表制”。 

8，单一制和联邦制的区别？ 

9，西方国家国家元首的形式有哪几种？ 

第二讲 英国政府与政治 

教学目标：通过讲解英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问题，使学生了解英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运作。 

教学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英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运作，还应该在此基础上理解英国政府与政

治的特征（独特性）。 

教学时数：6课时 

一、英国宪法 

1，英国宪法的非法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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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国宪法的“柔性” 

3，英国“政治习惯”的作用 

二、英国议会 

1，贵族院 

2，平民院 

3，贵族院与平民院的关系 

三、英国政府体制 

1，英国政府概述 

2，英国国王 

3，内阁与议会 

4，首相与内阁 

四、英国政党政治 

1，英国两党制的形成与发展 

2，英国两大政党的区别 

3，其他政党 

五、英国地方政府和政治 

1，地方政府的结构与人事 

2，地方政府的权力与功能 

3，地方政府的财政 

4，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复习思考体 

1，如何理解英国“政治习惯”的作用？ 

2，分析贵族院与平民院的关系？ 

3，分析英国内阁与议会的宪政关系？ 

4，英国当代两大政党有什么区别？ 

5，英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第三讲  美国政府与政治 

教学目标：通过讲解美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问题，使学生了解美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运作。 

教学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美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运作，还应该在此基础上理解美国政府与政

治的特征（独特性）。 

教学时数：6课时 

一、美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原则 

1，国民主权与有限政府 

2，权力分立与制衡 

3，联邦制 

二、美国国会 

1，国会的组织和结构 

2，国会的职权 

3，国会的特点 

三、美国总统与美国联邦政府 

1，美国总统的产生 

2，美国总统的职权 

3，联邦行政机构和文官机制 

四、美国政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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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党组织 

2，美国两党制的特点 

3，美国两大政党以外的其他政党 

五、美国州和地方政府 

1，州宪法和州政府体制 

2，地方政府的组织形式 

六、美国司法制度 

1，联邦司法系统 

2，联邦法院的组织系统 

3，最高法院的司法审查权 

复习思考题 

1，怎样理解美国政治中的权力分立与制衡？ 

2，与其他国家立法机关相比，美国国会有哪些特点？ 

3，美国总统在美国政治中的地位？ 

4，美国两党制的特点？ 

5，美国地方政府有哪些组织形式？ 

6，如何理解美国的“司法审查权”？ 

第四讲  法国政府与政治 

教学目标：通过讲解法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问题，使学生了解法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运作。 

教学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法国政府与政治的基本运作，还应该在次基础上理解法国政府与政

治的特征（独特性）。 

教学时数：6课时 

一、法国宪政的历史沿革 

1，从专制君主制到第四共和国 

2，第五共和国的特征及其制度改革 

二、法国议会 

1，议会的组织机构与选举制度 

2，议会的职权和立法程序 

3，议会两院的关系 

三、法国总统、总理和内阁 

1，总统 

2，总理与内阁 

3，总统与总理与内阁的关系 

四、法国的政党和利益集团 

1，当代法国政党政治的特点 

2，当代法国利益集团对政治的影响 

五、法国地方管理制度 

1，地方政府的沿革和弊端 

2，社会党的改革和现行地方政府的特征 

复习思考题 

1，法国 1958年宪政改革的背景。 

2，法国议会的宪政地位？ 

3，怎样理解法国总统与政府的关系？ 

4，当代法国政党政治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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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当代法国地方政府改革主要方面？ 

第五讲 瑞士政府与政治 

教学目标：通过讲解瑞士政府与政治的基本问题，使学生了解瑞士政府与政治的基本运作。 

教学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瑞士政府与政治的基本运作，还应该在次基础上理解瑞士政府与政

治的特征（独特性）。 

教学时数：4课时 

一、联邦制度在瑞士的演进 

1，瑞士联邦制度的形成 

2，瑞士联邦宪法的演变 

二、联邦委员会和联邦行政机关 

1，联邦委员会的构成和职权 

2，联邦行政机构的设置及其职能 

三、联邦立法机关和直接民主制 

1，联邦立法机构 

2，直接民主制 

四、瑞士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1，联邦与州的权力划分 

2，州与市镇的政治机构及职能 

3，联邦与州际合作 

复习思考题 

1，瑞士联邦制度的特点？ 

2，瑞士联邦委员会的组成形式及其意义？ 

3，瑞士的直接民主制度有哪些形式？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外国政府与政治基础知识 2  

2 外国政府与政治基础知识 2  

3 外国政府与政治基础知识 2  

4 外国政府与政治基础知识 2  

5 外国政府与政治基础知识 2  

6 英国政府与政治 2  

7 英国政府与政治， 2  

8 英国政府与政治， 2  

9 美国政府与政治 2  

10 美国政府与政治 2  

11 美国政府与政治， 2  

12 法国政府与政治 2  

13 法国政府与政治， 2  

14 法国政府与政治 2  

15 瑞士政府与政治 2  

16 瑞士政府与政治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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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比较内阁制度，比较政党制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外国政府与政治基础知识 

难点：外国政治制度运行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国家政府与政治活动的特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以课堂教学为主，辅之以课后作业。 

教学手段： 

1.，利用多媒体，文图并用。 

2，开展课堂讨论。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以期末考试为主，占总评 80%，以平时作业和课堂讨论发言为辅，占 2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外国政府与政治》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田为民、张桂琳，《外国政治制度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 

2，董建萍，《西方政治制度传承与变革》，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2年版。 

执笔：田为民  审稿：××× 审定：政管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0日 

 

现代化与中国政治发展 
Modern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 

课程号：4050102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现代化及其进程的性质和特点；2、了解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和

文明模式与中国文明的关系；3、了解国内外围绕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主要争论；4、了解中

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目标、任务和难点。 

开设本课程，目的是使学生在初步掌握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对现代

化、现代社会、中国现代化进程，以及围绕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产生的相关争论有初步之了解，通

过相关知识的讲授，激发学生对现代化、特别是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兴趣，提高其理论思辨能力，培

养其关注重大理论问题、特别是关系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重大理论问题的习惯与情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现代化及其进程中的重大政治问题 

参考学时：8 

学习内容 

一、现代社会的一般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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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特征 

2、社会特征 

3、政治特征 

4、文化特征 

二、现代社会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 

1、理解“系统”的含义 

现代社会是一个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的系统 

现代社会各个方面有着同质性 

同质性：行为模式及其核心价值取向 

2、理解“独特” 

现代文明作为一种文明形态不同于以往任何传统文明 

现代文明由英国文明孕育发展而来，逐渐扩展而具有的世界性 

对非西方国家而言，尽管形式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实质却不能不同 

三、中国传统的独特性：理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前提 

1、如何理解中国文明的“独特性” 

2、“独特性”：现代化不是中国文明演进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中国文明有着自身的演进逻辑 

现代化在中国的启动是西方文明压力的结果 

现代化对中国文明而言具有更明显的革命性 

文明模式的革命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质 

四、传统文明转换为现代文明必须完成的主要工作 

1、社会组织之重建 

现代性要素的孕育与社会的碎片化 

克服危机与组织重建 

相互矛盾的组织再造目标 

2、民主政治之建立 

政治民主产生之的必然性 

民主政治的内在逻辑 

民主制度的主要特征 

3、法制秩序的建立 

传统治理模式与法治治理模式 

公平与效率：法治秩序的目标模式 

4、法理型权威的建立 

传统权威合法性的来源 

法理型权威 

五、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难题 

1、权威一元下的三大政治传统 

集权模式：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 

权力支配社会 

政教一体化 

2、三大政治传统与现代文明的根本冲突 

有现代性经济要素却难生长为现代经济模式 

有社会自由空间却难以生长出市民社会 

意识形态优先与政治改革的极限 

3、整合危机的克服与现代要素的培育 

4、危机克服的途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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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2：现代化：几个理论问题的讨论 

参考学时：8 

一、“现代化”：概念和指标体系的合理性问题 

1、“两分法”与概念合理性 

分类概念与两分法 

“现代“与“传统” 

2、现代化的开放性与“指标参照系” 

现代化的指标体系 

选择欧美蓝本的合理性 

二、现代化：选择中的价值问题 

1、欧洲中心论及其批判 

现代化进程与殖民主义：马恩的经典观点 

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以汤因比为例 

2、文化价值的相对主义 

作为事实认识的文化价值相对主义 

作为价值认识的文化价值相对主义 

3、社会选择中的唯美主义 

没有最好的，我们还要不要 

价值唯美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 

三、现代化：普世模式的有与无 

1、非西方化：20世纪三种现代化模式的实践 

苏联东欧模式及其破产 

意大利、德国的法西斯模式及其破产 

所谓第三条道路：印度及其 1990年代以来的改革 

2、国情论：真理与谬误的交错 

作为工具理性的国情论 

作为现代化目标模式的国情论 

3、现代化不等于西化：隐蔽在常识中的荒诞 

从白马非马说起 

普遍性与特殊性 

荒诞逻辑背后的政治意图 

四、现代化：自发或人为的社会形态 

1、哈耶克命题：意义与局限 

2、自发与人为：社会变化中的自然演进与理性建构 

3、哈耶克命题下中国自由主义的幼稚转向 

4、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 

五、拉美经验与依附理论 

1、依附理论的特点 

2、殖民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 

知识单元 3：学界对现代化以及中国现代化路径的认识 

参考学时：8 

一、19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对现代化认识 

1、对现代化认识上的几个特点 

启动和推进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是对物质界面的追求 

现代化是实现强国梦的一种手段 

从未完全接受现代化的主要价值信念和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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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化内涵的个人主义、市场经济、法治核心价值等接受极其缓慢 

2、20世纪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目标模式的认识 

全盘西化 

以西方现代社会为蓝本，杂糅中国传统 

以西方因某些批判现代化而产生的社会理想作为目标模式 

杂糅各种西方社会理论 

3、路径选择 

改良与革命的轮回 

土地、农村与农民问题 

二、新权威主义：80年代对中国现代化路径的一种战略思考 

1、新权威主义：问题意识与产生背景 

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 

意识形态的消解与整合危机 

诸侯经济与中央权威的流失 

2、新权威主义的主要理论诉求 

新权威主义的兴起与代表性人物 

新权威主义的概念 

历史哲学：新权威主义的理论特点 

普遍规律与过渡性权威：新权威主义历史哲学的两种理解 

新权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三步走 

3、新权威主义的理论的局限与价值 

粗糙的理论 

敏锐的问题意识 

较强的实践意义 

市场经济意义的发现 

三、市民社会，一个充满悖论的选择 

1、市民社会思潮：问题意识与产生背景 

新权威主义预言成谶 

保守主义的全面兴起 

《社会科学季刊》与市民社会讨论的兴起 

2、市民社会理论思潮的兴起与主要观点 

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政治民主的路线图 

3、市民社会理论思潮的局限与理论价值 

实践意义的匮乏：学术精致化下的孱弱与贫困 

理论价值：市场、社会、民主三者关系的首次发现 

学术价值：开启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四、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现代化的一种路径思考 

1、中国传统社会大共同体本位与现代化的关系 

个人自由与现代社会 

对租佃决定论和乡村和谐论批评 

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共同体本位定位 

大共同体本位与权力支配社会 

2、两种现代化演进模式的提出 

公民与王权联盟对抗小共同体---公民联合对抗王权争取个体自由 

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对抗大共同体-----公民反对小共同体争取自由 

3、模式的长处与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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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变量的缺失 

历史经验 

解构大共同体本位必然带来的整合危机 

救亡压倒启蒙的现代经验 

知识单元 4：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的难点与出路 

参考学时：8 

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特征：政教合一与大共同体本位 

1、大共同体本位理论的局限 

外在之技术条件限制：技术手段之匮乏 

政治法律技术手段的落后 

财政能力之不足 

官僚制一般性通病 

前现代国家控制能力上的疑问 

2、政教一体化：对大共同体本位理论的支持 

政教一体化：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高度一体化 

政教一体化的结构特点之一 

政教一体化的结构特点之二 

3、政教一体化结构下的大共同体本位现象 

政治权力支配经济领域 

政治权力支配社会领域 

政治权力支配宗教文化领域 

二、政教合一下大共同体本位社会结构之功能分析 

1、社会整合之双剑合壁 

权力之横延：突破地域、文化、习俗差异； 

权力之下延：通过乡绅实现对农村的统治 

儒生作为载体的意识形态网络将帝国连成整体 

2、权威重叠下之危机并发症 

权威联体与权威丧失的交互影响 

治乱两极与中国之周期性大动乱 

3、托古改制与政治革命 

政教一体化下政治共同体社会天然具有保守性； 

托古改制：政教一体化社会的危机应对模式； 

托古改制必然命运：大动乱——革命的序言篇。 

三、政教一体化对政治的影响 

1、政治整合依赖于意识形态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资源依赖于意识形态 

行政、司法统一性依赖于意识形态 

政治权力的联结纽带：意识形态 

政治运行动力之获得：意识形态 

2、意识形态规则弥散为政治规则 

权威合法性观念的意识形态化 

行政与司法目标、原则的意识形态化 

任官标准的意识形态化 

官员考评制度的意识形态化 

政策评估的意识形态化 

政治冲突的意识形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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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治主义与无规则政治 

政治的宗教人伦化与形式主义政治 

对政治的扭曲认知及其危害 

暴力主导之政治：政治无规则（流氓文化） 

四、中国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根本性冲突 

1、政教一体化下自由之必然缺席 

人存在合理性后置 

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合体的后果 

人权观念之缺席 

全民目的论对个体权利实现二次剥夺 

有限政府观念之缺席 

权力制衡观念的缺席 

2、理性政治之缺席 

依赖意识形态，抑制制度创新与政治技术之进步 

意识形态笼罩下的煽情政治 

3、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几个核心问题及其基础 

为政府祛魅与为政治正名 

人权观念之建立 

有限政府之观念建立 

理性（法治）政治之建立 

五、中国现代化的成绩与困局 

1、现代化与改革开放 

意识形态的消解与现代化的重新启动 

分权：自由增量扩大与经济增长 

现代性要素的增长与整合危机 

2、30年来的两种改革走向 

分权与市场化：1980年代的改革思路 

集权与克服整合危机：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走向 

3、中国模式：成绩、困境与出路 

（二） 实践教学  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现代化的一般特征与特点 2  

2 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2  

3 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2  

4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难题 2  

5 现代化概念与指标体系的合理性 2  

6 现代化讨论中的价值问题 2  

7 现代化讨论中的价值问题 2  

8 现代化讨论中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 2  

9 现代化是自发的或人为秩序 2  

10 依附理论、中国学界对现代化认识的主要特点 2  

11 新权威主义思潮 2  

12 市民社会理论思潮 2  

13 大共同体本位与两种现代化模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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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与功能 2  

15 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根本冲突 2  

16 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成绩与困局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 

后续课程：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西方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制度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现代化理论与各国的实践，特别是中国现代化启动以来所产生的种种争论，中国现代化

进程的目的与路径。  

难点：课程涉及面很广，需要学生有较高的理论素养，更为宽广的知识视野和知识储备。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以授课为主，兼有课堂讨论和演示等内容，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方法论素质和

对世界与中国历史的相关知识。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按照课程进度完成课前教材、参考书内容，以及课后推荐阅读材料的阅读；组织课外读书活动，

鼓励选课学生积极参与。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课程内容及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教学教材及其他阅读参考资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无 

（二）推荐参考书 

1.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2、罗荣渠、牛大勇编：《现代化新论续编：东亚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3. 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4、【以】N.S.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5、【美】C.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 

6、杨阳：《家、国、天下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 

执笔：杨阳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s in China 

课程号：4050102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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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政治学专业的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政治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对中国近现代产生的主要政治思潮进行全面系统的介绍；2、梳理清

楚贯穿于各种政治思潮中的政治观念及其发展演变的脉络线索；3、客观分析评价这些政治思潮对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发展演变产生的影响作用。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对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相关内容的学习，使学生能结合中国近现代社会

政治背景，对近现代产生的主要政治思潮有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和认识，对贯窜于各政治思潮中的

重要政治观念的内涵及其演变发展有清晰认识，进而能够深入把握中国近代以来政治思想发展演变

的脉络特征。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本课程以专题的形式，对近现代以来的主要政治思潮进行讲解学习，主要内容包括地主阶级革

新派的革新思想及近代的经世思潮，洋务思潮与改良思潮的比较分析，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思潮，

清末的立宪思潮，晚清的革命思潮及三民主义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潮，国家

主义思潮，西化自由主义思潮，保守主义思潮（新儒家政治哲学）。通过该课程学习，使学生对近

代以来产生的重要政治思潮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和把握，进而对近现代政治思想发展的状貌特征有宏

观整体的把握。 

知识单元 1：前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政治思潮 

政治思潮是某一时期具有群体特性的政治思想倾向，对现实政治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反映

了该时期普遍的民众心理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方向的意识形态。 

政治思潮是对时代主题的反映和表达。 

二、近现代以来何以思潮丛生 

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向何处去？”成为当时的重大社会问题。

围绕这一问题出现出现各种不同的政治——文化设计，产生各种不同的政治思潮。 

三、社会背景 

(一)中国国情 

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封建文化

遭到破环。 

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两条主线：救亡与启蒙。 

所要解决的社会主题是：独立、民主、富强。 

(二)国际环境 

17世纪 40年代资产阶级革命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争夺势力范围，争夺市场与

海外贸易和争夺殖民地。外国侵略者的触角伸入到中国，由武力侵略发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全

面的侵略。 

四、文化背景 

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观念传入中国。形成“西学东渐”的两个

时期：（一）明末西方传教士所传播的天主教神学和一些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二）鸦片战争后，特

别是五四时期，形成西学东渐的热潮。西方的科学技术、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也传入中

国。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观念也被引入。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些不同流派的

思想，都对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五、思想根源 

（一）国内 

“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主张务实和解决实际问题。（洋务运动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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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 

进化论思想影响，求变。 

科学主义（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影响。 

逻辑经验论的影响；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 

六、社会根源 

（一）传统价值体系破坏和传统价值结构逐渐解体，带来权威丧失 

明末清初以来，反思批判思潮出现，近代“心力”思想形成对天命观念的冲击，今文经学的兴

起，冲击传统权威。辛亥革命结束帝制，传统价值系统失去了固有的物质承当。从戊戌到“五四”，

传统儒家社会——政治价值观与信仰，从被怀疑到被批判，同时又出现近代社会思潮。 

（二）近代以来社会结构的变化与社会制度的更迭 

沿海开放口岸增加和现代工商业发展，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新型知识分子，即早期资产

阶级。 

报刊的创办既造就新式知识分子，又传播了新思想观念,有些社会思潮以某种刊物为其名称。 

晚清以来教育制度的改革。同文馆成立，近代教育起步，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学西学，办西学

为主的学堂，教育内容和体制演进，价值观念也在变化。 

七、主要政治思潮 

1.地主阶级革新派的革新思想及近代的经世思潮 

2.洋务思潮与改良思潮的比较分析 

3.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思潮 

4.清末的立宪思潮  

5.晚清的革命思潮及三民主义思想 

6.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 

7.无政府主义思潮 

8.国家主义思潮 

9.西化自由主义思潮 

10.保守主义思潮（新儒家政治哲学） 

学习目标: 

通过本次课程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及思想状况有一个全

面清晰的认识，明白为什么近代以来产生了多种政治思潮。 

作业: 

中国近现代以来何以产生了多种政治思潮？ 

参考书目: 

1.朱义禄、张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年版 

2.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3.邵德门：《中国政治思潮研究（1840-1920年）》，吉林教育出版社 

4.刘健清、李振亚：《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5.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 

6.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东方出版中心 2000年版 

知识单元 2：地主阶级革新派的革新思想及近代的经世思潮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社会背景 

1.清王朝的没落和资本主义的入侵 

2.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 

3.商品经济发达，思想观念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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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主阶级革新派的共同思想主张 

1.对清王朝的腐朽黑暗有清醒的认识，对当时的社会危机进行充分揭露 

包世臣抨击封建官僚政治是“百为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龚自珍指出当时社会

已是衰世，对君主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进行了批判，对空疏的学风进行了批判。 

2.提出系列兴利除弊的改革主张 

为挽救社会危机，他们提出减轻赋税、限田、兴修水利、重农桑、利商、便民等一系列兴利除

弊的改革主张。 

3.总结经验教训，了解学习西方的长处 

林则徐编写《四洲志》，汇编了《华夷事言》等书，成为近代初期最早的研究西方的著作，魏

源把林则徐提出的“师敌之长技以制敌”发展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此作为编写《海国图志》

的指导思想， 

三、龚自珍、魏源的历史变易论 

“奈何不思之更法” 

龚自珍提出“自改革”的主张，把一个社会能自觉地进行内部自我改革当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动

力。 

“势则日变不可复” 

魏源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势则日变不可复”，发

展的趋势是后代胜于前代，当今胜于往古。变革之是否必要，以能否有利于民众为基石。 

四、传统夷夏秩序观念受冲击 

1.近代人对西方的认识，是从了解世界地理开始的 

《海国图志》从地理出发，述及各国历史沿革、行政区域、民情风俗、人口土地、政治制度等。 

2.摆脱老大自居的天朝上国的政治文化心态，力图运用西方人眼光去看待西方 

魏源对世界政治形势做了研究后，认为英国是当时最强大的国家。 

思考题： 

革新派的“新”体现在哪里？ 

五、经世致用思想主张 

（一）林则徐的思想主张 

1.注重经世致用，关心民情，提出民为邦本的政治思想； 

2.注重保护民间工商业，提出与工商业者利益一致的“藏富于民”主张； 

3.注重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 

（二）魏源的经世思想 

1.注重实用与当代 

2.注重德性与礼法 

3.注重时变 

4．提出“以夷攻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 

5.积极主张变法、改制 

（三）龚自珍的经世思想 

1．对封建“末世”的揭露与批判 

2．更法、改制的思想 

3.读书、治学为经世 

学用一致，学为经世，学为参与社会变革。 

4.人才观 

5.反对外国侵略 

六、经世致用思想的实践 

主要体现为洋务派的洋务活动中。 



3421 

（一）曾国藩的经世实践 

1.首重“尊德性”，提倡“德治” 

2.致力于经学，推行“礼治” 

3.他用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教，尊卑上下的封建等级，同乡同井的乡土观念，武装编练湘军 

4.主张学习西方的船炮技术，注重水师建设 

（二）左宗棠的经世实践 

1.本之于外儒内法思想，认定为政在重纲纪，信赏必罚，主张以威与势整顿纲纪 

2.主张各省自筹防御。主张兴办造船厂，仿造西洋船炮，改革旧有的水师 

3.重民情，关心人民的生活状况，重视农事及农民生活的改善，并以此为施政重心 

4.注重边疆，喜好地理学及兵学，即曾自绘全国地图，成功经营陕甘边疆 

学习目标： 

本次课内容主要是地主阶级革新派的革新思想和近现代的经世思想。通过该专题的学习，使学

生对革新派的革新思想有具体认识，这是中国跨入近代以来学习西方迈出的重要一步，提出了许多

新的革新观念。经世思想是贯穿近现代的重要思想，是近代政治思想改革的指导理论。 

作业： 

经世思潮对中国近代化产生的影响作用？ 

参考书目： 

1.龚自珍：《龚自珍全集》 

2.包世臣：《安吴四种》 

3.魏源：《海国图志》 

4.林则徐：《林则徐集》 

知识单元 3：洋务思潮与改良思潮的比较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从“自强求富”到“中体西用”的洋务派 

1.“洋务”代替“夷务” 

2.“法贵变通”与“自强求富” 

曾国藩与李鸿章承继了龚自珍、魏源的变易史观，主张“变通”。 

李鸿章认为“自强”是国家“自立”的前提。“求富”是洋务派的另一主张，就是创办民用工

业，增加财政收入和开辟兵饷来源，使政治力量更加雄厚。 

3.“中体西用”论 

“中体西用”的大旨，可以变通的是优于中国的具体器物，如制器、练兵及科学技术等，而作

为中国立国之本的等级制度、伦常纲纪等是不变的。 

“中体西用”是早期改良派与洋务派的共同主张，经早期改良派阐发而成为洋务派的从政纲

领。 

二、早期改良派的政治思想 

1860 年前后到甲午战争期间，是早期改良派活跃时期。代表人物有冯桂芬、薛福成、王韬、

郑观应、马建忠等。代表作有《庸庵全书》、《盛世危言》、《适可斋记言记行》等。 

1.变通趋时的圣人形象 

早期改良派将圣人改塑与重构成为变通随时的楷模，他们认为社会历史的变易是永恒的自然规

律，当今中国社会处于急剧的变动中，唯一的出路就是“变古以就今”。 

2.中西论争中的道器、本末之辨 

王韬以道器、本末来区分中学与西学，以为器是可变的，道是不变的，主张“器则取诸西国，

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 

正是在中体西用、中道西器说的指引下，中国人对西学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船坚炮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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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练兵——科学技术——政治制度。 

3.提出对君主立宪制的设想 

一面批判专制制度，一面提倡立宪。 

首先，挽救民族危亡是设立议院的一个主要出发点。 

其次，设立议院为国家富强之本。 

再次，议院设立是杜绝君主专制的良方，并由此对君主专制进行激烈指责。 

把商人参政看作“新政”的前提，要求商人参政，以财产限选、商人应选为议员的要求。 

4.民权思想的倡导 

认为民众的权力是天所赋予的，是与生俱来的，任何人不得以各种借口剥夺，人人都有自主的

权利，庸愚与圣智同一。借助上天的权威，否定了人间圣人崇拜的权威。认为民权之有无是国家兴

废的标准。王韬主张“伸民权” 

学习目标： 

本次课内容主要是对洋务思潮和早期改良思潮的比较分析，通过该专题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

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的思想主张有明确的认识，他们的思想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有差异处。 

作业： 

洋务思潮与改良思潮的比较分析。 

参考书目： 

1.中国史学会：《洋务运动》 

2.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 

3.张之洞：《劝学篇》 

4.薛福成：《庸庵全书》 

5.郑观应：《盛世危言》 

6.王韬：《弢园文录外编》 

知识单元 4：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思潮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进化论与进化史观 

严复系统地向国人介绍进化论思想，梁启超、谭嗣同也都介绍过进化论。 

（一）严复的“天演之学” 

1.译介《天演论》 

赫胥黎《天演论》依据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主要论点是：生物是进化的，不是不变的，进化

的理由是“物竞天择”。 

2.比较中西政治思想 

他认为中国古代圣贤是惧怕自由的，而西方思想家则崇尚自由，认为自由是根本，民主是自由

的表现形式，主张“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他认为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二）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 

1.公羊“三世”说 

“三世”分别代表了三种各异的政治体制，即君主专制、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 

2.借孔子“托古改制” 

康有为用托古改制的手法对孔子这一理想人格进行了改塑，认为孔子是变通趋时的楷模，是讲

进化论和主张民主的，他说：“六经之中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 

3.创办刊物，提倡议院制 

康有为将自己的理论化为政治实践，创办《时务报》、《强学会》，在《上清帝第二书》中讲议

院制，提出富国之法、养民之法、教民之法，要求设置定期变换的“议郎”，以行开设议院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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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谭嗣同的“器体道用”论 

谭嗣同强调的是道依存于器，用依存于体，道器、体用是不能割裂的。学习西方不能只停留在

器物层面，而不进入到制度层面，根本的是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与法律体系。 

二、向往中的批判 

（一）“屈私以为公”的民主思想 

严复把西方国家富强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法则屈私以为公”，提

倡科学，强调民主。 

1．以契约论解释国家的起源 

他用西方的社会契约论来解释国家的起源。 

2．批判韩愈的圣人史观 

严复从两方面批判了韩愈的观点。首先，他认同孟子的民本思想，认为民本思想是古代政治思

想中最具民主性的因素，到了近代又被增入民权的内容。其次，他从天赋人权的思想出发，提出民

众是国家的主人而非奴仆的思想。 

（二）“破中外之见”与“冲决网罗” 

1．“仁以通为第一义” 

谭嗣同视“以太”为“原质之原”，是天地万物的本原，是世界上一切事物日新月异变化的推

动者。 

“以太”的功用就是“通”。“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

“仁”的首要涵义是“通”，通有四个涵义，即“中外通”、“上下通”、“男女内外通”、“人

我通”，达到完全平等。“通之象为平等”，从“通”即平等出发，他提出“破中外之见”。 

2．“破中外之见” 

第一个方面是破除传统文化中的夷夏秩序观。 

第二个方面是要求破除西方人没有伦理道德的想法。 

3．“冲决网罗” 

“冲决网罗”即冲破封建君主专制、伦常名教、天命论与君权神授论。 

（三）尽善尽美的“大同之世” 

1．财产公有、计划经济、按劳分配 

2．教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民智的开拓是社会的主要任务之一。 

3．免苦求乐 

4．个性解放，人人平等 

5．提倡妇女解放 

学习目标： 

通过本次课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宣传的理论观点有系统全面的认识，这

是中国学习西方更进一步的尝试。 

作业： 

1.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分析。 

2.维新变法思想在中国近代政治发展中的影响作用。 

参考书目： 

1.严复：《原强》，《严复集》 

2.严复：《辟韩》，《严复集》 

3.严复：《群己权界说》，《严复集》 

4.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 

5.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 

6.康有为：《大同书》，《康有为全集》 

知识单元 5：清末立宪思潮 



3424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清末新政 

（一）清政府的立宪安排 

1.派员出国考察政治，以决定是否立宪。 

2.改革中央官制，以仿行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 

3.设置宪政编查馆，以编订宪法草案。 

4.设立资政院和咨议局，筹备设立中央和省级议会。 

5.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钦定宪法大纲》的主要内容。 

（二）假维新中的真改革 

1.政治体制改革 

2.军事体制改革 

3.教育体制改革 

二、立宪派的主要政治活动 

1.创办政闻社 

政闻社的宗旨为四条：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二，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

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2.成立各种团体组织 

立宪派团体遍布各地，江浙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广东的自

治会等，最大的是 1906年 12月在上海成立的预备立宪公会。 

3.创办报刊，出版书籍 

在立宪思潮兴起前后创办《大公报》、《新民丛报》、《东方杂志》、《时报》等报刊，介绍国外立

宪情况，宣传实行君主立宪的必要性。另外，还组织翻译机构，翻译出版了一批宪政方面的书籍。 

4.组织国会请愿运动 

组织三次规模较大的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1909 年一次，1910 年一次，

同年 10月进行第三次请愿活动。清廷宣布于 1913年召开国会，比原定 9年缩短 3年。 

5.附从革命 

在清末的保路运动中，湖南、湖北、广东三省，都是大批立宪派人士发动并有革命党人参加的

爱国斗争。 

学习目标： 

清末立宪是满清政府主动进行的一次自改革运动，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一次重要宪政尝试。通过

本次课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清末立宪的思想主张有具体的认识。 

作业： 

1.清末立宪是否是假立宪？ 

2.如何客观评析清末立宪思潮？ 

参考书目： 

1.《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 1979年版。 

2.《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三联书店 1977年版。 

3.《民报》、《申报》 

4.韦庆远著:《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知识单元 6：晚清革命思潮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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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排满反帝的民族主义 

革命派主张把排满和反帝结合起来，主张“外拒白种，内覆满洲”。 

章太炎提出“用国粹激动种姓”的口号。 

他认为要实现革命的目标，最要紧的是“第一，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用

国粹激起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 

2.开民智、进文明的革命进化论 

革命派把进化与革命相联系，视革命是实现社会政治变革的主要手段。他们强调革命就是质的

变革而非量的递进。革命是要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机体。 

3．铲除奴性的“无圣”与“革天” 

革命派认为，民众的奴性还集中体现在作古圣先贤的奴隶、作天命神学的奴隶这两方面。圣学

是培养奴性的工具，使人人成为仰赖守成之顺奴。 

反“圣学”就是反对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 

革命派的另一口号是“革天”，认为传统社会对天命的信仰，体现在社会的统治思想与风俗习

惯方面，革命派否定天命神学，要破的是君权神授，要立的是天赋人权。 

二、孙中山的政治思想 

（一）进化论为依据的民生史观 

孙中山由进化论出发，提出了民生史观，人类社会历史就是“求生存的进化发展史”。“民生

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 

孙中山依据其民生史观来分析社会发展，将人类的历史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首先是远古时代

的野蛮时期；后来进化到渔猎时代政治上讲神权的时期；进而到了生活上的游牧时代，政治上有了

国家和君权；最后是工商时代，人民同君主相争，讲求民权。这种潮流最后要达到的是“大道之行

也，天下为公”。 

（二）三民主义的政治主张 

1.反清排满与五族共和 

孙中山提倡“反清排满”的民族革命，他的反清主要是因为清政府残害中国人民，他的“排

满”也不是单纯地找满族复仇，而是要反对清王朝的政治统治。 

2.民权革命和“五权宪法” 

孙中山认为民权政治是指历史已经进化到了民权代替君权的政治时代，得乘民族革命之机，同

时进行政治变革，实行民权革命。 

孙中山具体设想了“五权分立”的主张，他认为西方的三权分立也有流弊，所以要进行补救，

提出“五权分立”的主张。 

“五权宪法” 

在西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增加弹劾权和考试权，形成五权宪法体系。 

主张“直接民权” 

孙中山认为五权分立也只是代议制，具体实行起来很难做到民主权利普及于每一个人。所以他

进一步主张“直接民权”，即要求实行“四大民权”，人民拥有直接创制、复决、选举、罢免官员

的权力，更好地体现民意。 

3.民生主义与“平均地权” 

孙中山进行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他认为的历史发展的中心问题——民生。

解决民生就是社会革命，民生问题解决的根本则在于“平均地权”。 

(三)“知难行易”说与三民主义的新解释 

“知难行易”说 

孙中山认为，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革命党人，对于革命的宗旨、方略、信仰不笃和奉行

不力。错误的根源又在于“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后他提出“知难行易”，不仅要求别人行，他本

人也始终不断地致力于行，总以“行其所不知以致知”，来说明这是“人类进化…必要之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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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之新解释： 

首先，他重新解释了民族主义，明确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

则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其次，他对民权主义进行了新说明，认为我们所主张的民权和欧美的民权不同，国民党所主张

之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公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 

最后对民生主义也进行了说明，指出国民党之民生主义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

制资本。并明确提出要实行“耕者有其田”。 

学习目标： 

本次课的内容主要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思想观点，通过该专题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在了

解史实的基础上，对革命派的政治观念和民主共和方案有全面的了解，这是中国政治模式转型的一

次重要尝试。 

作业： 

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作用？ 

参考书目： 

1.章太炎：<排满平议>、<訄书>、<五无论>，《章太炎全集》 

2.邹容：《革命军》 

3.陈天华：《猛回头》 

4.孙中山：《孙中山全集》 

5.章开沅:《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知识单元 7：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潮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五四运动 

代表五四前后几年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和活动的整个发展过程。 

五四运动包括： 

1.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 

（从 1915年到 1919年的反封建的启蒙运动） 

2.1919年的五四事件 

3.从 1919年到 1921年的科学社会主义启蒙运动 

一、五四运动时期的政治思想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 

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1.反对尊孔复古，反对帝制复辟 

维护民主共和，反对复辟势力的尊孔复古行为，反对以孔子和孔教为核心的旧思想、旧道德，

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反对宗法家族制度。 

2.“自我权威”的确立与“偶像破坏论” 

新文化运动体现在政治思想解放上，就是要确立人的“自我权威”，以打破传统的权威主义，

冲决包括孔子在内的旧偶像的束缚。 

3.提倡“民主”、“科学” 

五四时期，激进民主主义者大力宣传“赛先生”、“德先生”，提倡民主科学。 

他们所讲的民主基本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是以民众为主人，以自由、平等、独立为基调，以为

人人都有了“自身本位”的意识，并尊重别人的这一意识，才会有整个社会的自由和平等。二是民

众有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即要求学习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建立西洋式的社会与国家。 

科学的内涵除了包括西方的自然科学及其研究方法，还包括一种人生观不能离开科学方法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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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科学主要针对封建迷信思想的禁锢，要求发展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广义的科学

理性精神。 

（1）人权思想的高扬 

什么是人权？陈独秀界说：“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也。个

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思想，亦即天赋人权论。 

人权思想在五四期间，发展为民主思想的主流。人权的内涵包括四方面内容：生存权、经济权、

政治权、发展权。新文化运动主要要求的是政治权，保证人们自由的权利，以及确立人与人之间的

平等关系。言论自由是实行共和政治的先决条件。 

（2）独立人格的呼唤 

人格是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条件下形成的，旨在调节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行为准则，

以及在实际行为中所凸现出来的精神素质。 

（3）群体人格的凸现 

群体人格是社会成员个体人格的放大与综合，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对立统一的。 

a.女性人格解放的狂飚 

b.奋斗抗争的“国格”意识 

（二）五四事件 

（三）科学社会主义启蒙运动 

1919年到 1921年的科学社会主义启蒙运动推动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的日益成熟

和发展。 

十月革命胜利后，科学社会主义传到中国，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

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 

二、东西文化问题论争 

（一）守旧文人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扑 

国故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派 

1．国故派的代表主要有林琴南、辜鸿铭、刘师培。因其以月刊《国故》为阵地而得名，他们

主张尊孔读经，宣传古代的旧制度，旧伦理思想，攻击新文化运动。 

2．学衡派以南京东南大学的梅光迪、吴宓等人为中心组成，他们大都从国外回来，他们创办

了《学衡》杂志，标榜“昌明国粹，融化新知”，攻击新文化运动。 

3．东方文化派主要指五四以后以梁启超、梁漱溟等为代表，这一派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

以东方文化优越论来反抗西方文化的入侵，强调中国的精神文明与西方的物质文明的调和。主要刊

物有《东方杂志》。 

（二）东西文化问题论争的展开 

指大约从 1915年到 1925年的十年间，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西化论者同复古守旧

的封建思想文人之间关于东西文明比较的一场争论。 

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展开了对西方文化的宣传和对“东方精神文明”“国粹”

的猛烈进攻。 

以《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为代表的封建思想文人，为了保存、捍卫“国粹”，反对西化，遂

同陈独秀等人进行激烈交锋，东西文化论战开始。 

此论争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15年《新青年》创刊到 20年代初，论战内容大体集中于比较东西文明的优劣

和关于东西文化能否调和的争论； 

第二阶段，20年代初至 1925年，论战内容主要是科学与玄学之争论。 

科学与玄学论战 

科学与玄学之争是围绕着“科学人生观”问题展开的，张君劢、梁启超是玄学派的主角，丁文

江、胡适等代表科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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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争的焦点是由科学还是玄学解释人生观的问题。玄学派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

精神，强调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人生观与科学是不相容的。

而科学派则认为科学是教育和修养最好的工具，主张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 

论争的真正核心在于： 

现时代的中国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才有助于国家富强和社会稳定，因此这场论争从根本上

则是两种社会思想的对立。 

三、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关于实验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思想方法和社会改造道

路的争论。 

林毓生“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 

学习目标： 

通过本次课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五四运动的多方面内容有全面系统认识，五四运动包括五四

新文化运动、五四事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认识到这是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的一次重要文化反

思。 

作业： 

1.五四运动是全盘反传统吗？ 

2.五四运动是否造成了全盘反传统的后果？ 

参考书目： 

1.《青年杂志》、《新青年》 

2.胡适：《胡适文存》 

3.陈独秀：《复辟与尊孔》、《吾人之最后觉悟》、《偶像破坏论》，《独秀文存》 

4.李大钊：《<晨钟>之使命》、《我与世界》、《民彝与政治》《培根之偶像说》 

5.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知识单元 8：无政府主义思潮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产生于 19世纪上半叶，19世纪下半叶广泛流行于法国、意大

利、西班牙。无政府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潮。早期代表人物有施蒂纳、

浦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 

欧洲的无政府主义主要分成三个派别:施蒂纳、蒲鲁东的无政府个人主义，巴枯宁的无政府工

团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 

无政府主义的基本主张： 

主张绝对个人自由，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反对无产阶级组织政党，反对专制主义，否认一切

国家政权与任何政治组织，主张消灭任何形式的国家，建立无权力、无服从、绝对自由的“无政府

状态”的社会。 

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基本主张： 

无政府主义理论是建立在人类的“良心”、“公理”、“自然人性”等先验性的概念基础之上； 

第一，反对强权和专制统治,仇视私有制，希望保持小农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 

第二,强调“互助”是人的天性,合群是人的本能,主张人与人的自由联合； 

第三,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提出不断进行社会革命的主张。 

一、无政府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 

1.政治因素 

2.经济根源 

3.社会心理状态 

4.思想及文化积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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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政府主义传播的情况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02年到 1905年，为无政府主义传入时期。高潮在 1903年“苏报案”前后，重

点是介绍与宣传俄国虚无党人的思想与行动。 

第二阶段为无政府主义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时期。时间在 1906 年到五四运动前后。天义派与新

世纪派，这两个以旅日与旅法的人员为主，活动于域外的流派，同刘师复为代表的师复主义，都是

具有中国特色的无政府主义派别。 

第三阶段从 1921年到 1940年，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由鼎盛走向衰落的时期。 

三、早期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 

（一）天义派 

张继翻译无政府主义著作，何震创办“女子爱权会”，刘师培与张继于 1907 年发起组织“社

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半月刊。 

天义派主要观点： 

1.以“破坏社会”为号召，声言要废尽天下的帝王、官僚、世袭爵位的人与议员，废尽天下的

法律、军队与警察、废尽天下资本家与有财产之人。提出公平的新社会应该有的四条标准：一是不

设政府；二是废尽货币；三是人人劳动；四是人人衣食居住均一律持平。 

2.设计了一幅没有阶级、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蓝图。人类有

三权：平等权、独立权、自由权，三大权属于天赋人权，以平等为最重要，人类社会要打破国界，

重新划区。 

3.把“运动农工”作为实现无政府主义的手段，提出了“运动农工为本位”主张，重视农民问

题。 

4.突出妇女解放问题，宣扬“男女革命论”。 

（二）新世纪派 

主要是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其中有《互助》、《法律与强权》、《面包取略》等。 

主要宣传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反对国粹主义，主张“尊今薄古”。 

主要观点： 

1.鼓吹废强权，废私产，实行“大同革命”。 

2.提倡“以教育为革命”，主张通过“教育感化”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通过“教育感化”，

唤起人们“公德心”，无政府主义就可以实现了。 

3.主张“尊今薄古”和“行孔丘之革命”，反对“复兴古学”的国粹主义，批判孔学。 

（三）师复主义 

以刘师复的活动和思想为主，以反抗强权为宗旨，以单纯破坏为手段。1912 年 5 月成立“晦

鸣学舍”，同年 7月组织“心社”。 

主要思想观点： 

1.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反对强权和国家，主张建立人人平等的无政府共产主义。 

2.确信人类有三大天赋的、不言而喻的权利，这就是：平等权、独立权、自由权。3.主张“实

行共产，废除政府”，实行无政府共产主义，认为采取个人恐怖，实行工团主义是实现无政府主义

的根本途径。 

4.反对宗教、迷信、废除婚姻家庭，把“家庭革命、圣贤革命、纲常革命”作为无政府主义党

人思想革命的口号。 

5.坚持互助主义和工团主义，以“传播”“感化”和工团主义作为实现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主要

手段，他强调“传播主义”，通过“传播”、“感化”，使主义深入人心。 

后来分化为两派： 

无政府共产主义派、无政府个人主义派。 

四、天义派与新世纪派的同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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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之处： 

他们笃信无政府主义为“科学公理”、“理想之谈”，他们从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基石，即人的

绝对自由与抽象平等出发，要求排除强权的代表——政府。 

第二，他们赞同革命，强调以下层劳苦大众的斗争来实现无政府革命。 

相异之处： 

1.天义派以“平等”作为政治理想的内核，新世纪派则将“平等、自由、博爱、进化”等近代

民主思想包含于“至公”的思想中。 

2.在中西文化问题上，天义派钟情于国粹，新世纪派带有更多欧化倾向。 

3.在历史观问题上，天义派主张复古，仇视物质文明，反对资本主义，新世纪派则赞成进化，

向往资本主义。 

4.在革命问题上，两派都赞成革命，天义派主张在革命后废除政府，反对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

体；新世纪派以民族民主革命为通向无政府革命目标的“过渡物”，主张在实现无政府主义的目标

前实行共和政治为过渡。 

5.两派都强调以下层劳苦大众的斗争来实现无政府革命，但天义派寄望于农民，新世纪派侧重

于会党。 

五、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1.批驳无政府主义借口反强权，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2.批驳无政府主义宣传的“绝对自由” 

3.批驳无政府主义主张的“自由联合”小生产观点及分配上的绝对平均主义 

评析无政府主义。 

学习目标： 

无政府主义是五四前后在中国思想界盛行的一种政治思潮，通过本次课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

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主张有具体了解，并反思这种取消政府的主张在中国是否可行？ 

作业： 

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是否适合中国当时的国情？ 

参考书目： 

1.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2.庭芬：《无政府主义思潮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周积泉：《无政府主义思想批判》，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4.李怡：《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张九海：《执著的乌托邦追求：刘师复无政府主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6.李宝明：《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想研究》[博士论文] 

知识单元 9：国家主义思潮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预习题： 

一、国家主义思潮的国家观是怎样的？ 

二、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是怎样的？ 

一、国家主义派 

国家主义派是 20 世纪由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等一些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和政客组成的一个政治派别，接受了欧洲国家主义的观点，称为国家主义派。 

国家主义主张以国家为核心，国家至上，个人利益必须绝对服从国家利益。国家主义宣扬爱国

主义，号召国内民众团结一致对外。 

国家主义属于民族主义的范畴。 

二、国家主义在中国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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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传入中国，朱执信为主要宣传人物，他指出国家主义作为“一种生活形式”，“而认

国家为之手段”，也就是“国家”只是实现理想生活方式的某种工具，而要达到这种生活方式，亦

不外社会主义。 

国家主义派在政治理念方面确定： 

共同目标：“内除国贼，外抗强权”; 

共同的手段:“全民革命”; 

共同的理想:“全民政治”，从而最终建立全民福利的现代国家。 

三、国家主义派的国家观及其演变 

国家主义派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一是“进化说”，即认为国家是长期进化的结果。在家庭发

展到宗族，又发展到部落的过程中，风俗逐渐演变为法律，国家由此产生。二是“人性说”,即认

为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有合群的要求，国家即根据这一人性的需求而产生。 

1.“个人为目的，国家为工具” 

国家的目的和职责就在于维护人民的权利，提高人民的生活与道德水准，增进个人与社会的共

同发展。换句话说，在理论设想上，个人、社会是目的，国家是工具。 

2.“国家与个人合一” 

国家与个人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分离的，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对等，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的

关系。 

3.“国家至上” 

国家是人类历史的主题和中心，一切历史都围绕着国家这个中心演进。 

国家是一个包含一切社会组织的总体……是一切社会的中心组织,而不是与其他社会平列的一

种组织。……在国家之上，没有比国家更高的世界组织或社会组织。 

四、国家主义派的组织活动 

1923年 12月在巴黎成立中国青年党。 

1924年，曾琦等人回国创办《醒狮》周报，宣传国家主义理论和政治主张。 

国家主义组织也有很大发展，有北京的国魂社、南京的国光社等， 

宣传刊物有《国魂》、《国光》、《独一》、《爱国青年》等。 

在国外，以巴黎的《先声》杂志社、“巴黎救国杂志社”为组织，闻一多等人在美国成立“大

江学会”，在上海办了《大江》季刊，留日学生组织“孤军社”宣称以国家主义为宗旨。 

五、国家主义派的政治主张 

1.“国家观念”的倡导 

德国哲学家费希特主张以国家为机体，实现社会的经济和精神之平等。他主张国家是社会公众

意志的代表并维护公正，任何人对国家所代表的一切，都只能尊重而不可蔑视。国家具有无上的尊

严和权力，任何人不能违背。 

2.宣扬“阶级合作” 

国家主义者用生物进化的观点来解释国家的起源，“人类由于求生之欲望与自卫之本能提结成

群”，渐渐地由小群发展到部落，进而市府，最后形成国家。 

“国家”是保种卫群的最好办法和手段。 

3.“内除国贼，外抗强权” 

所谓“国贼”，即其行为有背于国民的公意，有害于国家的生存者。军阀政客、贪官污吏、流

氓土匪等恶势力，都是要铲除的国贼，但“以共产党为主体”。 

所谓“强权”，即指“以种种压力强加于个人或国家者”，以其强大之政治势力、军事势力、

经济势力及文化势力侵入我国，致我国之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不能独立者。 

4.全民革命，全民政治 

全民革命的主旨，在合全国士农工商各界国民于一体，对治者中属于国贼者，实行革命。 

全民政治具体地说“就是全体人民大家起来过问国家的政治”，即是要在政治上将国家造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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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国家，一切政治都是为人民的，都是由一般人民直接或间接实施的。 

六、逆潮流而动的政治实践 

1.顽固的反共、反苏立场 

2.与“恶势力”同流合污 

3.与国民党的合作 

七、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响导》和《中国青年》为主要阵地，开展对国家主义的批判。 

第一，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批判醒狮派的反动国家观。 

共产党人还批判了国家主义派鼓吹“全民革命”，反对阶级斗争的观点。 

学习目标： 

国家主义是五四前后思想界活跃的政治主张，主张以国家为核心，凝聚民族力量，实现民族独

立，国家统一。通过该专题内容学习，使学生对国家主义的思想主旨有更加明确的认识，进而更要

深刻分析国家主义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的偏执及背谬。 

参考书目： 

1.《国家主义演讲集》，上海醒狮周报社，1925年版 

2.《国家主义论文集》，少年中国学会编，1925年版 

3.余家菊：《国家主义概论》，北京：新国家杂志社，1927 

4.田嵩燕：《国家主义派政治思想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 

5.张少鹏：《民初的国家主义派研究》[博士论文]，2005 

6.康之国：《曾琦国家主义思想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7.何新：《论政治国家主义》，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 

8.孙承希：《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思想之演变》[博士论文]，2002 

9.田嵩燕：《醒狮》时期(1924-1930)国家主义派的民族国家建设构想[博士论文] 

知识单元 10：自由主义思潮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几个阶段 

（一）20世纪初，自由主义思想被介绍到中国 

1905 年，维新运动走向高潮，严复在《直报》发文，介绍西方思想，将以洛克为代表的英国

经验论传统的自由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自由主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自由主义表现为提倡伦理、道德革命。 

提倡个性解放、个人独立的伦理道德革命，实现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自由主义。 

（三）20世纪 20年代末 30年代初“人权派”的出现 

20年代以《新月》杂志创刊为标志，自由主义的发展进入致力于政治改革与人权运动的阶段。 

（四）20世纪 40年代后期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活动 

20世纪 40年代后期，抗战胜利后，自由主义者试图在国共两党之外，走“第三条道路”，他

们以《世纪评论》、《大公报》、《观察》等报刊为阵地，对时局发表政见，希望走民主政治的道路。 

（五）50年代之后，赴台自由知识分子以自由主义思想进行启蒙论政，抨击国民党专制独裁。

以胡适、殷海光、雷震等人为代表。 

二、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 

（一）具体阐述自由的内涵 

1.分析“自由”的内涵意义 

指出个人与群体的不同权界，将自由区分为“国群自由”与“小己自由”。 

自由包括行己自由、思想言论自由、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认为国家自由优先于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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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倡一种个体主义的价值观，突出个人自由的重要性，并将个体自由作为增进民智、民德的

先决和必要条件。 

3.将自由与大学“洁矩之道”会通 

4.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二）主张建立维护个人自由的法制和政治制度 

他主张效法英国的立宪制度，推进中国的民主化。但他并不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因为民

主政治意味着完全的民众自治，是“治制之权盛”，为“民智最深民德最优时事”，他认为中国的

民智民德不够高，不能实现民主政治。 

（三）提倡经济上的放任主义 

他主张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反对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的随意干预，强调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作

用。他希望实现“足民富国”的目标。 

三、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 

（一）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来源 

1.易卜生个人主义思想对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 

2.杜威实验主义思想对胡适人权思想的影响 

3.美国民主政治生活的实践对胡适人权思想的影响 

（二）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内容 

1.自由的基本内涵 

胡适所说的自由主要是指个人的基本人权，诸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第二层涵

义是民主。胡适认为“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 

2．人格的独立是实现自由的前提 

胡适认为人格的独立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独立思想；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

完全责任，不怕权威。 

3.思想言论自由是自由最重要的体现 

在胡适看来，思想言论自由之所以是自由最重要的体现，在于独立的思想是独立人格的标志，

而独立人格又是自由的前提。 

4.容忍是自由的重要特征 

胡适提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5.和平渐进的改革实践是自由实现的途径 

胡适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渐进的改革，包括两层涵义：第一是和平的转移政权；第二是用

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作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 

（三）胡适晚年对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思考 

胡适晚年开始重新审视自由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谋求在两者之间作一些会通的工作。 

严复与胡适自由主义思想之比较： 

1.个体与群体：群体优先与个体本位 

2.民主宪政：“不可期之以骤”与“幼稚园的政治” 

3.经济自由：放任主义与社会主义 

4.思想言论自由：个体争取与社会容忍 

四、殷海光的自由主义思想 

（一）殷海光前期自由主义思想 

1.继承五四“科学”“民主”精神，积极启蒙论政 

（1）教导学生学习逻辑，形成“讲理”的习惯 

（2）以五四的“科学”、“民主”作为启蒙的精神旗帜 

（3）反对传统家族制度，反对国民党极权专制 

2.高举科学理性的旗帜，激烈反对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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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批判传统“泛价值主义”的思维系统 

（2）批判传统哲学，反对道学 

（3）与《民主评论》对垒，与徐复观论战 

3.殷海光早期经验论的自由主义思想 

（1）肯定个人自由，批判唯心主义哲学 

（2）批评张佛泉两张自由的划分 

（3）阐明自由主义四个层面意义 

（4）希望自由人发挥自主自动的精神 

（二）殷海光后期自由主义思想 

1．以进化论理性主义和“无知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论基础 

2.全面阐述自由主义思想 

（1）自由的含义和划分 

（2）个人自由是“终极的社会原子” 

（3）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起点和终点 

（4）自由的伦理基础：“把人当人” 

（5）自由实现的条件：私有财产权和法治 

（三）重新认识传统文化 

1.深刻反省“五四” 

2.对近代以来的几张文化主张做出客观评析 

3.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道路和途径 

4.关注人生与心灵问题 

5.关注存在与自由问题 

6.提出“道德重建”的思想 

学习目标： 

自由主义思潮是五四时期在国内非常活跃的政治思潮，胡适成为宣传自由主义思想的旗手，通

过本专题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全面了解自由主义的思想主张，并明了其在中国的传播情况，进而分

析自由主义思想主张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转型及人格解放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作业： 

西方自由主义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沟通融合？ 

参考书目： 

1.李强：《自由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年版。 

2.刘军宁主编：《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年版。 

3.胡伟希：《十字街头与塔──自由主义思潮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英)穆勒著，严复译：《群己权界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英)约翰·穆勒著，严复译：《论自由》，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 

7.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

司，1998 

8.胡适著，潘光哲编：《容忍与自由》，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9.欧阳哲生：《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之现代阐释》，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 

知识单元 11：新儒家政治哲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徐复观的政治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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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徐复观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批判分析 

（一）徐复观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了诠释 

传统文化是心的文化，把道德价值的根源归结为道德主体的仁心、良心。 

（二）徐复观对中国传统专制政治的批判 

他认为传统中国政治是一人专制的专制政体，而法家思想是传统中国专制政治的思想根源。 

二、徐复观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分析 

（一）指出西方民主政治的实质和历史根源 

民主政治的实质：个人的自由平等，是现代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预设。 

民主政治历史文化根源：1.基督教的教义 2.人有理性能力。 

（二）指出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的区别处 

1.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权力的来源不同； 

2.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的权力的限度是不相同的； 

3.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对于防止权力的滥用的作用是不相同的。 

三、指出儒家的道德理想只有在民主政治中才能实现 

儒家的道德政治理想是“天下为公”，只有在民主政治中才能实现。 

首先，在观念上，要真正确立民为政治的主体，吸纳民主、自由、人权等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 

其次，在手段、方法上，建立民主政治的制度，把权力的根源，从君的手上移到民的手上，以

“民意”代替“君心”。 

四、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自由民主结合的“相互充实”论 

（一）性善论－儒家自由主义的人性依据 

（二）人格主义：儒家自由主义传统的社会哲学依据 

（三）寻求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平衡 

（四）注重社会公正的平等观 

（五）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的社会治理模式 

五、如何使民主政治落到实处 

（一）间接民主 

（二）有限多数原则 

（三）对权力加以限制 

张君劢的政治哲学思想 

一、张君劢民主政治思想的渊源 

英美的自由主义和宪政民主思想。 

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阐述的民主理论。 

二、对东西政治思想之比较分析 

1.中国有天下观念或世界观念，而西方有国家团体观念。 

2.历史上中国政体为专制君主，主权在君主一人手里；西方国家之主权，为宪法所限定，主权

属于人民全体。 

3.中国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同属于行政机关；而欧洲近代国家之立法、行政、司法分属于三

机关。 

4.中国由于是君主专制政体，无所谓个人自由；而欧洲近代国家确认各阶级中各个人的根本权

利。 

5.历史上中国是德治国；欧洲国家为法治国。 

三、复兴儒家思想，沟通儒家思想与民主政治 

张君劢认为复兴儒家思想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他认为宋明理学的复兴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和前提，力求在文化与哲学的深层次上，使民主政治

在中国生根。儒家传统文化并不是与民主政治对立的，经过创造性转化可以成为支持民主政治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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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资源。 

儒家思想中有民主的种子和理性的成分。 

四、民族主义国家观 

他认为国家既是法的共同体，又是道德的共同体，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必须遵循和重视法律

与道德两大原则。 

张君劢关于民族国家的界定，其核心在于认定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体，是国人之“公器”。 

国家存在的必要性在于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 

五、张君劢的宪政模式：修正的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的内容有二：权力、自由。 

民主政治的建立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个人自由和社会公道。 

民主政治的三条原则：第一，人权之尊重与否；第二，被统治者之同意与否；第三，政府之负

责与否。 

张君劢进行了“修正的民主政治”的设计。 

“修正的民主政治”旨在调和个人、社会、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于政府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

求一种调和方案。 

培养国民的自由人格，使人民养成“自动自发参加国事”的精神。 

为提高政府效率，张君劢提出了由 11条条款所组成的方案。 

六、社会主义思想 

张君劢在经济方面，提出社会主义思想，以社会公道来安排好国家、社会和个人。 

社会主义是他的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 

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经历了三个时期的转变：从社会民主主义到国家社会主义再到民主社会主义。 

七、宪政 

宪政的第一块基石：人权。 

改造国民的“资格”，即去掉人民当中一切有碍于实行宪政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 

主张建立法治与道德并重的国家组织。 

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学习目标： 

以徐复观、张君劢为代表的新儒家从传统文化本位的立场出发，主张在政治上实行民主政治或

宪政。通过本专题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新儒家学者的理论方案有更加完整的认识，他们力主“内

圣开新外王”，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民主自由的沟通融合，但他们的思想理论有内在的困境，

值得我们深思。 

作业： 

1.徐复观相互充实的“植根论”缺陷何在？ 

2.张君劢的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社会主义如何可能？ 

参考书目： 

1.黄克剑等人主编：《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北京：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2.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3.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4.宇培峰：《新儒家新儒学及其政治法律思想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5.何信全：《儒学与现代民主──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 

6.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7.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 

8.肖滨：《传统中国与自由理念——徐复观思想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张君劢：《宪政之道》，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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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君劢：《政制与法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10.张君劢：《立国之道》，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2008 

11.翁贺凯：《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张君劢民族建国思想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0 

12.丁三青：《张君劢解读——中国史境下的自由主义话语》，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3.薛化元：《民主宪政与民族主义的辨证发展——张君劢思想研究》，台湾：稻禾出版社，1993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前言（近现代以来何以思潮丛生？） 3  

2 地主阶级革新派的革新思想及近代的经世思潮 3  

3 洋务思潮与改良思潮的比较分析 3  

4 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思潮 3  

5 清末的立宪思潮 3  

6 晚清的革命思潮及三民主义思想 3  

7 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 3  

8 无政府主义思潮 3  

9 国家主义思潮 3  

10 西化自由主义思潮 3  

11 保守主义思潮（新儒家政治哲学）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 

后续课程：《当代中国政治思潮》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课程的重点是近代以来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个时代问题，政治思想家所进行的政

治思想努力和理论探索，诸如：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思潮、清末立宪思潮、晚清的革命思潮及五四

前后传入中国并产生重要影响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及国家主义思潮等进行重点介绍分析。 

难点：力图从政治哲学、政治文化的角度对贯穿于政治思潮中的政治观念进行细致分析梳理，

并对某些重要政治观点进行深入比较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主要是学生课下预读，教师课堂讲授和研讨相结合。 

教学手段：1.传统讲授；2.课堂研讨；3.多媒体课件。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学生出勤、课堂表现、平时作业占 30％，期末论文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以推荐的参考书目为主，同时针对具体内容提供其他相关参阅文献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朱义禄、张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刘健清、李振亚：《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2.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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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邵德门：《中国政治思潮研究（1840-1920年）》，吉林教育出版社 

4.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 

5.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东方出版中心 2000年版 

执笔：张春林  审稿：×××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中国行政制度史 
History of Chinese Administrative System 

课程号：4050102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公共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让学生获得关于行政制度历史的知识。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资料挖掘，使学生掌握行政制度历史知识，让学生明白在古

代中国，行政制度是从属于皇帝制度。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学时 

知识单元 1：制度的利益分析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什么是制度的利益分析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利益人、不同利益内涵制度等概念。 

2．掌握几种推理模式。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二）具体分析 

知识单元 1：对强者来说皇帝制度之魅力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强者总是钟情于皇帝制度，因为皇帝制度让皇帝独占天下，因此这种制度对皇帝来说极具魅力。 

学习目标： 

通过资料挖掘，认识此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2皇帝制度的渊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皇帝制度的渊源问题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通过资料挖掘，对皇帝制度渊源的问题加深认识。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3先秦行政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先秦行政制度的构成、特征等进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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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通过资料挖掘，掌握先秦行政制度以及相关知识。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4秦汉皇帝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秦朝皇帝制度的建立以及汉朝皇帝制度的发展问题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通过资料挖掘，掌握秦汉皇帝制度以及相关知识。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5秦汉行政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秦汉行政制度以及相关知识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通过资料挖掘，掌握秦汉行政制度以及相关知识。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6隋唐五代宋皇帝制度与行政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隋唐五代宋皇帝制度与行政制度以及相关知识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通过资料挖掘，掌握隋唐五代宋皇帝制度与行政制度以及相关知识。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7明代皇帝制度与行政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明代皇帝制度与行政制度以及相关知识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通过资料挖掘，掌握明代皇帝制度与行政制度以及相关知识。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8清代皇帝制度与行政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清代皇帝制度与行政制度以及相关知识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通过资料挖掘，掌握清代皇帝制度与行政制度以及相关知识。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9袁世凯时期政治制度与行政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袁世凯时期政治制度与行政制度以及相关知识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通过资料挖掘，掌握袁世凯时期政治制度与行政制度以及相关知识。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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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制度的利益分析理论 2  

2 对强者来说皇帝制度之魅力 2  

3 皇帝制度的渊源 2  

4 先秦行政制度 2  

5 秦汉皇帝制度 2  

6 秦汉行政制度 2  

7 隋唐五代宋皇帝制度与行政制度 2  

8 明代皇帝制度与行政制度 2  

9 清代盛世时期皇帝制度与行政制度 2  

10 清代后盛世时期皇帝制度与行政制度 2  

11 太平天国时期的政治制度 2  

12 戊戌变法时期皇帝制度与行政制度 2  

13 预备立宪时期皇帝制度与行政制度 2  

14 袁世凯时期政治制度与行政制度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2.……。 

……………… 

教学手段： 

1.……。 

2.……。 

………………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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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等编著《××××》，××××出版社，××××年××月 第×版（教材获奖情况） 

（二）推荐参考书 

白钢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执笔：陈忠云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当代全球问题 
Contemporary Global Issues 

课程号：4050103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全球化时代世界发展趋势；2、了解全球化进程重塑人类社会生

活的动因；3、明晰各个领域全球问题的发展变化趋势，以及对个人生活造成的影响。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有代表性的全球问题的基础知识、全球化进程对

人类社会生活造成影响的原理，了解全球化、全球治理和全球问题等概念，为战后国际关系、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与流派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全球化与全球问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全球化的缘起和发展脉络。 

2．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生活各领域造成的全方面的冲击，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 

3. 全球化的背后动因。 

学习目标： 

1．了解全球化的发展变化趋势，及其背后的动力因素。 

2．掌握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生活的新质。 

3. 掌握有代表性的全球治理理论。 

作业：500-1000 字的小论文，从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任远一个，论述个人感受到的全球

化进程对个人生活的影响。 

知识单元 2：全球治理机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全球行为体的定义、分类和发展趋势。 

2．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时代的调整与变化。 

3. 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时代的发展与前景。 

学习目标： 

1．了解主权国家在全球时代受到的冲击与挑战。 

2．了解跨国公民社会的行动特质和目标导向。 

3. 掌握重要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贸组织等的组织结构特征和目标宗旨。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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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联合国官方网站，并制作联合国组织结构的结构图。 

知识单元 3：全球发展问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全球贫富分化的数据和全息图景，以及发展趋势。 

2．全球化进程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造成的不同影响。 

3. 跨越国界的各式发展援助的形式、数据。 

4.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介绍和比较。 

学习目标： 

1．了解当今世界南北分化的发展形势。 

2．了解经济全球化对发展鸿沟的影响。 

3.  掌握发展援助的概念和存在的问题。 

作业： 

搜集“孟加拉乡村银行”的相关资料信息，并对该银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是否具有借鉴意

义，完成一篇 1000字左右的小论文。 

知识单元 4：全球人口问题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传统人口理论与“人口爆炸”的假说。 

2．全球人口发展变化趋势。 

3.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口结构的差异。 

4. 当今世界人口问题的表象和特征。 

5. 全球时代的跨国移民问题和趋势。 

6. 全球难民的增长以及管理难民问题的困境。 

7. 全球人口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及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马尔萨斯和罗马俱乐部的人口理论。 

2．掌握全球人口年龄结构的分布差异。 

3. 掌握全球移民的数量、流向以及移民汇款的数额。 

4. 了解全球人口城市化的进展和带来的相应问题。 

5. 掌握国际法对难民问题的相关规定，并了解与现实社会实践的差距。 

6、掌握移民与难民的界定差别。 

作业： 

以土耳其和美国为案例，比较不同的人口普查工作对人口数据统计的影响。 

知识单元 5：全球经济治理与反全球化运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国际经济机制的建立。 

2．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宗旨、结构。 

3. 发展中国家的反全球化运动。 

4. 全球公民社会的反全球化运动。 

学习目标： 

1．了解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机制和功能。 

2．了解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与全球化的关系。 

3. 掌握各类反全球化运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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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搜集相关资料，针对委内瑞拉 80年代末期对全球经济机制的批评，完成 500-1000字的评论。 

知识单元 6：全球冲突与和平运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暴力冲突和战争的定义、分类。 

2．全球暴力冲突的变化趋势。 

3. “保护的责任”与国际干预。 

4. 和平运动的种类和代表人物。 

学习目标： 

1．了解全球暴力冲突的发展变化趋势。 

2．了解“保护的责任”，以及由此引起的主权和人权之间的辩证关系。 

3. 掌握和平运动的不同指向和主要思想 

作业： 

搜集相关资料，了解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以及联合国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知识单元 7：全球公域治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集体行动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 

2．全球公域的定义与特征。 

3. 南极治理的发展与现状。 

4. 网络治理的发展与现状。 

5. 公海治理的发展与现状。 

5. 外太空治理的发展与现状。 

学习目标： 

1．了解全球公共物品和全球公域的定义、特征。 

2．掌握集体行动理论及其在全球层面的意义。 

3.  掌握有代表性的全球公域的治理现状和面临的挑战。 

作业： 

搜集相关资料，比较南极治理和北极治理的差异，并完成一篇 1000字左右的分析报告。 

知识单元 8：全球环境问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带来的挑战。 

2． 气候变化问题以及背后的国家博弈。 

3.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实践。 

学习目标： 

1．了解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定义。 

2．掌握气候变化的相关数据和争论。 

作业： 

搜集相关资料，针对对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可能后果，完成一篇 1000字左右的论文。 

知识单元 9：信息时代与技术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信息技术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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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息革命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 

3. 信息化与全球化的互动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信息化对传统国际关系造成的冲击。 

2．掌握网络安全概念。 

作业： 

结合学生自己的生活，完成一篇 1000 字左右小论文，叙述亲身体验的信息技术的变化及其对

个人生活的影响。 

知识单元 10：全球公共卫生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传染疾病在人类社会发生、发展和传播的历史演进。 

2．人类社会治理公共卫生的努力和实践。 

3. 全球化对全球公共卫生带来的新挑战及其治理机制。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卫生的内涵。 

2．掌握传染疾病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 

3.  了解全球化时代公共卫生治理机制。 

作业： 

试分析传染疾病在人类社会中的蔓延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对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机制

做出自己的分析，完成一篇 1000字左右论文。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全球化与全球问题 3  

2 全球治理机制 3  

3 全球发展问题 3  

4 全球人口问题（上） 3 全球人口数量和结构 

5 全球人口问题（下） 3 全球人口流动 

6 全球经济治理与反全球化运动 3  

7 全球冲突与和平运动 3  

8 全球公域治理 3  

9 全球环境问题 3  

10 信息时代与技术发展 3  

11 全球公共卫生问题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组织、国际政治经济学 

后续课程：战后国际关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流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全球治理理论、全球问题特征、全球问题治理机制。 

难点：主权与人权关系、全球化与地方化关系、多元行为体的互动关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法：受人以鱼先于授人以渔，对于本科生来说，学习本门课程的首要目的是接受

当代全球问题的相关信息，包括数据、发展特征和治理之道等方面。传递相关信息的工作主要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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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课堂讲授来完成，通过展示相关国际组织的权威数据和有代表性学者的理论观点，让学生首

先获取充实的信息。 

2. 案例教学法：在学生对全球议题的整体形式有全面了解后，教师会结合具体案例向学生展示数

据和理论背后的鲜活的社会实践，以加深学生对全球议题内涵的矛盾、面临的挑战有生动的认识。 

3. 情景教学法：将本课程的教学过程安置在一个模拟的、特定的情景场合之中，如外交论坛、

代议决策辩论等。通过教师的组织、学生的演练，在仿真提炼、愉悦宽松的场景中达到教学目标。 

教学手段： 

1. 数据库：与课堂讲授法传达的信息相关，引导学生了解和使用各种全球议题相关的数据库，

如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数据库、皮尤民调中心、联合国文献系统等。一方面加深学生对全球问题的了

解，另一方面，提高学生搜集学术素材的能力。 

2. 幻灯片与视频相结合：与案例教学法相关，通过精美的幻灯片向学生展示全球问题的具体

案例，特别通过国内外电视台制作的优秀记录片，用轻松、生动的方式加深学生对全球问题经典案

例的直观感受和理解。 

3. 课堂讨论：与情景教学法相关，留给学生适当的时间，进行有针对性的课堂讨论，并特别

注意讨论的形式，倾向于将学生分为小组，或按照全球问题的不同立场划分为不同的角色带包，通

过热烈的课堂讨论激发学生的思考和兴趣。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周授课结束后均布置相应作业，并于下一课时开始之前提交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蔡拓主编《全球问题与新兴政治》为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蔡拓主编《全球问题与新兴政治》，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 8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蔡拓等编著《全球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5月 第 1版； 

2. 蔡拓等编著《全球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4月第 1版； 

3. 约翰·塞兹等著《全球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3月 第 1版； 

4. 丹尼斯·米都斯著《增长的极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12月第 1版； 

5. 蕾切尔·卡逊著《寂静的春天》，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12月第 1版； 

6. 乔根·兰德斯著《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译林出版社 2013年 9月第 1版； 

7. 曼弗雷德·斯蒂格利茨著《全球化面面观》，译林出版社，2009年 4月第 1版； 

8. 戴维·赫尔德著《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12月第 1版； 

9. 乌尔里希·贝克著《世界主义的观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9月第 1版； 

10. 科菲·安南著《干预：战争与和平的一生》，译林出版社，2014年 6月第 1版。 

执笔：杨昊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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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学 
Political sociology 

课程号：4050103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和分析能力； 

2、帮助学生了解政治社会学的理论，提高理论水平和分析相关问题能力； 

3、增进学生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认识。 

开设本课程，通过《政治社会学》课程的教学，可以使学生了解政治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基本

理念，使学生理解政治活动的一般规律，认识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理解政治活动对人群的作用和

影响。本课程的学习可为学生参加实践工作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章   多维视角看政治现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感知与认知。 

2．形而上学的理论构建。 

3．不同角度的社会形态划分。 

4. 不同政治研究对象、方法、目标、价值观导致的不同理论划分。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建构基础。 

2．掌握基本的哲学方法论。 

作业： 

列举一些不同政治研究对象、方法、目标、价值观导致的不同理论划分。 

知识单元 2：第二章   社会学与政治学的交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韦伯 、戴伊、本迪尼克特、达尔的理论分析。 

2. 社区政治、绿色政治、非暴力不合作理论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社会学理论的起源和发展过程。 

2．掌握政治社会学的理论演变过程。 

作业：达尔的基本政治理论。 

知识单元 3：第三章   政治权力的解构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权力历来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2．权力为一种社会关系，只能存在于有利益关系的人与人之间。 

3.  政治权力的构成要素。 

4.  政治权力形成的重要条件。 

5. 政治权力的动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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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权力的特点。 

2．掌握政治权力的动态发展过程。 

作业：政治权力形成的重要条件有哪些。 

知识单元 4：第四章   政治文化的解构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政治文化的系统化分析。 

2．政治文化研究理路的思想资源。 

3. 从多元文化论到文明冲突论（阿尔蒙德、亨廷顿）。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文化对政治生活的影响。 

2．掌握主要的政治文化理论。 

作业：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再认识。 

知识单元5： 第五章   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社会的演进。 

2．社会主义的演进。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社会的演变过程。 

2．掌握政治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特点。 

作业：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 

知识单元6：第六章   政治发展与社会环境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政治发展是与人类的政治生活相伴随的一个基本事实。 

2．政治发展不仅仅是指物质的制度、组织和机构的建立和维持，更为重要的还在于政治文化

观念。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发展过程中民主与政治稳定的关系。 

2．掌握政治发展的社会环境要求。 

作业：为什么政治改革是政治关系的调整和完善。 

知识单元7：第七章  政治规范与政治合法性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政治伦理。 

2．政治规范--法律（宪法、组织法）。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规范的基本形式。 

2．掌握政治伦理与制度环境的关系。 

作业：政治伦理与制度环境的关系。 

知识单元8： 第八章  政治制度的社会学分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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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权与分权的问题。 

2．斗争与制衡的问题。 

3. 利益问题与代议制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政治制度的特点。 

2．掌握社会学角度的制度分析。 

作业：怎样理解政治制度中的集权与分权问题。 

知识单元9：第九章  社会分层和政治分层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利益一致性问题。 

2．权力和权利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分层和政治分层的关系。 

2．掌握权力和权利的关系。 

作业：制度建设对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保护问题。 

知识单元10：第十章  政治组织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派别与政党的问题。 

2．组织内的利益粘和剂。 

3. 信仰的分量--个体化差异。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组织的社会学特点。 

2．掌握政治组织的力量来源。 

作业：权力的获得方式有哪些。 

知识单元 11：第十一章  政治社会化的模式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政治体系的自我延续机制和功能运行机制。 

2．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3. 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和方式。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2．掌握关于政治社会化途径和方式的理论。 

作业：如何传承政治文化、维系政治社会的运行和延续。 

知识单元12：第十二章  制度路径的差异性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不同制度的社会学分析。 

2．社会因素与政治活动。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制度形成的社会环境因素。 

2．掌握社会因素对政治活动的影响。 

作业：形成不同制度的社会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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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多维视角看政治现象 2  

2 第二章   社会学与政治学的交结 2  

3 第三章   政治权力的解构 2  

4 
第四章   政治文化的解构  

政治文化的系统化分析 政治文化研究的思想资源 
2  

5 
第四章   政治文化的解构  

从多元文化论到文明冲突论（阿尔蒙德、亨廷顿） 
2  

6 第五章   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作用 2  

7 第六章   政治发展与社会环境 2  

8 第七章  政治规范与政治合法性 2  

9 
 第八章  政治制度的社会学分析 

集权与分权的问题  斗争与制衡的问题 
2  

10 
 第八章  政治制度的社会学分析 

利益问题与代议制的关系 
2  

11 
第九章  社会分层和政治分层 

利益一致性问题 
2  

12 
第九章  社会分层和政治分层 

权力和权利问题 
2  

13 
第十章  政治组织 

派别与政党的问题 
2  

14 
第十章  政治组织 

组织内的利益粘和剂 信仰的分量--个体化差异  
2  

15 

第十一章  政治社会化的模式 

社会政治体系的自我延续机制和功能运行机制 政

治社会化的过程 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和方式 

2  

16 
第十二章  制度路径的差异性分析 

不同制度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因素与政治活动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社会学概论 

后续课程：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国际政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政治文化的系统化分析 、政治文化研究的思想资源分析、政治文化的解构、政治社会

化的过程分析、 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和方式分析。 

难点：政治权力的解构、政治文化的解构、政治制度的社会学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以教师讲授为主，同时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作用，实现师生互动。 

教学手段： 

1.每次上课开始由学生针对上次课所讲内容和思考题，谈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其他同学针对这

些同学的发言提出自己的质疑或不同观点，由教师总结。 

2.教师先讲授新的课程内容，再通过多媒体演示案例。 

3.留下思考题和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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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有播放音视频设备的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0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 30分（包括读书笔记、课堂反应、出勤），期末论文 70分。 

7、作业要求： 

参见每章结尾的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毛寿龙著 《政治社会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安东尼.奥罗姆著 《政治社会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2.  [法]迪韦尔热著 《政治社会学》 华夏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  

执笔：梁旭  审稿：梁旭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2日 

 

西方政治史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s 

课程号：4050104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关于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的重要概念与主要争

论；2、厘清西方政治史的基本脉络；3、了解西方政治史中的重大事件；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西方政治史基础知识、政治思想

原理、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原理，了解“西方”、城邦政治、政教合一、革命、联邦制等概念，为

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学名著选读、比较政治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6学时 

知识单元 1：西方古代政治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古希腊城邦政治 

2．古罗马共和国与帝国政治 

3. 中世纪政教合一政治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古代政治总体特点与重大事件。 

2．掌握古代民主制、共和制与政教之争政制的重要政治理念。 

作业： 

问题研讨——“古代人的政治正义与现代人的政治正义” 

知识单元 2：西方现代政治的开端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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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文艺复兴时期的绝对主义政治 

2．英国革命与现代国家建构 

3. 法国革命与启蒙政治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现代政治开端的国家范型及其特点。 

2．掌握西方政治之现代性问题的基本属性。 

作业： 

问题研讨——现代革命比较之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 

知识单元 3：西方现代政治的成型与畸变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制宪与联邦政制 

2．平等诉求与民权运动 

3. 俄国革命与乌托邦政治 

4. 种族屠杀与纳粹政治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现代政治的规范型态与畸变型态。 

2．掌握现代政治中权力制衡与权力专断的基本理念。 

作业： 

问题研讨——西方现代政治的悖论：理性的畸变与妥协中的低效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3个，共 6学时 

实验 1：西方古代政治小组报告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城邦政治、古代共和与帝国政治、中世纪政治时期内任选主题。 

实验要求：熟悉西方古代政治的基本特点；研究政治事件背后的制度背景与相关思想；掌握合

作研究与系统表述观点的方法。 

实验 2：西方现代政治的开端与转型小组报告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文艺复兴时期政治、光荣革命时期与启蒙运动政治范畴内任选主题。 

实验要求：熟悉作为西方现代政治的开端的重要政治思想人物与政治事件；研究；掌握合作研

究与系统表述观点的方法。 

实验 3：西方现代政治的成型与畸变小组报告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美国建国时期直至二十世纪末当代政治期间任选主题。 

实验要求：熟悉西方现代政治在演变中产生的多种型态；研究联邦政制、乌托邦政治与极权政

治等相关理念；掌握合作研究与系统表述观点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什么是西方政治史？ 2  

2 “苏格拉底之死”与古希腊城邦政治 2  

3 “刺杀恺撒”中的罗马共和国 2  

4 罗马帝国的兴衰与中世纪“双剑论” 2  

5 小组报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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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与西方现代政治的开端 2  

7 英国“光荣革命”与现代国家的建构 2  

8 法国大革命与启蒙年代的政治 2  

9 革命的反思与保守主义政治的态势 2  

10 小组报告 2  

11 费城制宪会议与联邦政制的设计 2  

12 “我有一个梦想”与美国民权运动 2  

13 十月革命与登峰造极的乌托邦政治 2  

14 种族屠杀与纳粹极权政治 2  

15 冷战与后冷战时期的西方政治 2  

16 小组报告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 

后续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学名著选读、政治心理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西方政治史总体脉络，现代西方国家建构与规范进程。 

难点：政治事件与政治思想、政治观念之间的联系；古代政治理念与现代政治理念在内涵与指

向上的差异。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理论建构与案例分析相结合； 

充分解释与反思批判相结合； 

描述分析与列举争议相结合。 

教学手段： 

教师讲述为主，辅以课程大纲、课程内容提要与图像展示； 

学生分组讨论并定期做小组报告。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课根据课程内容与自己时间灵活安排，主要用于小组报告与课程论文的研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

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小组报告占 40%；期末课程论文占 5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介绍西方政治的通论类、导论类历史书籍、以及针对西方政治重大问题研究著作作为参考

书目。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丛日云主编：《西方文明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3 月 第 2 版（全国高等院校

通识课教材） 

2. 莱斯利·里普森著，刘晓等译，《政治学的重大问题——政治学导论》，华夏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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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萨拜因、索尔森著《政治学说史》，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1月 第 4版； 

2. 罗伯茨著《欧洲史》，李腾等译，东方出版中心 2015年 5月 第 1版； 

3. 莱瓦克等著：《西方世界：碰撞与转型》,陈恒等译，格致出版社 2013年 11月第 1版。 

执笔：黄璇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7日 

 

自由主义专题 
Project on Liberalism 

课程号：4050104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让学生从整体上了解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2.对自由主义蕴含的政治

哲学问题有清晰认识；3.了解自由主义思想家对政治基本问题的解决方案及其限度；4.把握政治哲

学、思想史、法学等多学科的互补协作关系。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课堂讨论，使学生掌握自由主义基本概念、基本逻辑，理解

自由主义引领的诸多政治哲学争论，为当代西方政治思潮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自由和自由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自由”概念辨析。 

2．“自由主义”核心的确定。 

3．思想史、哲学、神学的思维逻辑。 

学习目标： 

1．了解“自由”的多重含义。 

2．理解“主义”的复杂性：核心的确定和边缘的不确定。 

3．了解思想史、哲学、神学思维逻辑的差异性和各自的作用。 

作业： 

阅读哈耶克《自由辨》、伯林《两种自由概念》 

知识单元 2：自由和个人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自我”概念辨析。 

2．自由主义为什么必须是个人主义的。 

3．了解思想史、哲学、神学思维逻辑的交叉与协作。 

学习目标： 

1．了解“自我”的多重含义。 

2．理解“个人”是世界的微观基础。 

3．了解思想史、哲学、神学思维逻辑的互补性。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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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阅读沙拉汉《个人主义的谱系》“导言”、卢克斯《个人主义》第八章“伦理个人主义”、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第一章“无法逃避的框架” 

知识单元 3：自由和权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Liberty：从特权到人权。 

2．自由为什么离不开法治。 

3．思想史、哲学、神学的法学呈现。 

学习目标： 

1．了解 liberty的多重含义及其之间的一致与冲突。 

2．理解自由与法治的共生共存关系。 

3．了解思想史、哲学、神学为什么必须呈现为法学。 

作业： 

课前阅读霍布斯《利维坦》第二十六章“论民约法”、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五章“内

部规则：自由的法律” 

知识单元 4：自由和权力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Constitution：宪法，结构，生活方式。 

2．自由为什么离不开权力的妥善安排。 

3．如何计算权力进而形成可欲的制度安排。 

学习目标： 

1．了解 constitution的多重含义。 

2．理解宪政是自由必然而首要的政治目标。 

3．了解政治学对于自由的极端重要性。 

作业： 

课前阅读洛克《政府论下篇》第七、八、九章，雷克：《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中的哲学争论》，

高全喜《司法宪政主义与政治宪政主义》 

知识单元 5：自由和平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平等和民主的概念。 

2．自由为什么不能抛弃平等、不能反对民主。 

3．罗尔斯正义论。 

学习目标： 

1．了解“正义两原则”的含义及其理论语境。 

2．理解自由与平等的共生共存关系。 

3．了解政治哲学为什么与道德哲学相联系，但又相区别。 

作业： 

课前阅读林肯《皮奥里亚演说》、《分裂之家演说》、《葛底斯堡演说》，罗尔斯《正义论》第二

章“正义的原则” 

知识单元 6：自由和道德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自由主义当真只是一种与道德无涉的政治框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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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由与价值多元论的关系。 

3．观念史和政治思想史的联系与区别。 

学习目标： 

1．了解价值多元论。 

2．理解自由与道德的共生共存关系以及自由主义为什么安排了使二者保持距离的基本框架。 

3．了解观念史与观念结构对政治的重要性。 

作业： 

课前阅读伯林《自由立于希望与恐惧》、刘擎《面对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伯林论题的再考

察》 

知识单元 7：自由和市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 

2．自由与市场经济的政治关系。 

3．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制度（产权）经济学的政治哲学。 

学习目标： 

1．了解市场经济对自由的极端重要性和不可避免的伤害。 

2．理解自由与市场经济的良性关系必须有政治架构来保障。 

3．了解经济学对于政治和政治学的帮助和局限。 

作业： 

课前阅读洛克《政府论下篇》第五章“论财产”，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第一、二、三章，

科斯《社会成本问题》 

知识单元 8：自由和宗教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宽容是必须的吗？自由主义是软弱的吗？ 

2．诸神之争、宗教战争与恐怖主义。 

3．整全自由主义还可能吗？必要吗？ 

学习目标： 

1．了解宗教对于社会的重大意义。 

2．理解自由主义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框架。 

3．了解宗教和神学的差别及其对政治的意义。 

作业： 

课前阅读丛日云《在上帝与凯撒之间》第三章第四节“自由主义：上帝的尘世遗物”、任剑涛

《拜谒诸神：西方政治理论与方法寻踪》“导论”、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第四讲“重叠共识的

理念” 

知识单元 9：自由和传统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柏克是自由主义者吗？哈耶克是保守主义者吗？ 

2．启蒙自由主义与保守自由主义的变奏。 

3．传统是自由之必须吗？ 

学习目标： 

1．了解传统的当下性和可塑性。 

2．理解自由主义对“传统”态度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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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向前看”和“向后看”的思维差别及其对政治的意义。 

作业： 

课前阅读柏克《致布里斯托城行政司法长官书》、《论传统与变革》、《论改革的原则》，哈耶克

《自由秩序原理》“跋：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希尔斯《论传统》第十章“永恒的任务” 

知识单元 10：自由主义和意识形态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吗？ 

2．意识形态的逻辑。 

3．作为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的可接受性和缺陷。 

学习目标： 

1．了解意识形态对于社会和政治的重大意义。 

2．理解自由主义的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和联系。 

3．了解意识形态的研究方法（知识社会学）对政治的意义。 

作业： 

课前阅读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第二章“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

剖析》“导论”，应奇《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第五章“从自由民族主义到立宪爱国主义” 

知识单元 11：自由主义和中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自由主义在中国当真水土不服吗？ 

2．自由主义基本逻辑与中国的适应、冲突、融合。 

3．中国一定要是自由主义的吗？自由主义一定要是中国的吗？ 

学习目标： 

1．了解自由主义在中国百年发展的线索。 

2．理解自由主义的韧性和中国深刻而微妙的变化。 

3．了解当下争论对政治和政治学的意义。 

作业： 

课前阅读胡适《自由主义》、刘擎《中国语境下的自由主义：潜力与困境》、任剑涛《自由主义

与中国现代社会理论的建构》、江宜桦《自由主义的处境与未来》、丛日云《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

“群众”概念》、周濂《自由民族主义之“薄”与儒家民族主义之“弱”》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自由和自由主义 3  

2 自由和个人主义 3  

3 自由和权利 3  

4 自由和权力 3  

5 自由和平等 3  

6 自由和道德 3  

7 自由和市场 3  

8 自由和宗教 3  

9 自由和传统 3  

10 自由和意识形态 3  

11 自由主义和中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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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西方政治思想史 

后续课程：当代西方政治思潮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自由主义的基本概念和基本逻辑，自由主义对自由和自我、权利、权力、平等道德、市

场、宗教、传统、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自由主义与中国的复杂关系。 

难点：把握自由主义的原则性和弹性，把握政治哲学思考与诸多学科之间的关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讲授引导； 

2.辅以学生讨论参与。 

教学手段： 

1.教学课件展示教学内容和相关背景资料； 

2.借助板书设计深入讲解。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投影仪等。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自主安排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勤占 10%；期末论文占 70％。 

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 

自编文选。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自编文选。 

（二）推荐参考书 

总体 

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曹海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李强：《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具体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 

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 

沙拉汉：《个人主义的谱系》，储智勇译，吉林人民出版集团，2009年版。 

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 

洛克：《政府论下篇》，瞿菊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罗森鲍姆编：《宪政的哲学之维》，郑戈等译，三联书店，2001年版。 

高全喜：《司法宪政主义与政治宪政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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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选集》，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刘擎：《面对多元价值冲突的困境——伯林论题的再考察》，载《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5年第 6期。 

亚当斯密：《国富论》，郭大力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丛日云：《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三联书店，2003年版。 

任剑涛：《拜谒诸神：西方政治理论与方法寻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第四讲“重叠共识的理念” 

柏克：《美洲三书》，缪哲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柏克：《自由与传统》，蒋庆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希尔斯：《论传统》，傅铿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黎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曦中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应奇：《从自由主义到后自由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版。 

胡适：《自由主义》，载《胡适文集》（第 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刘擎：《中国语境下的自由主义：潜力与困境》，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 4期。 

任剑涛：《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社会理论的建构》。 

江宜桦：《自由主义的处境与未来》，载许纪霖主编：《知识分子论丛》，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 

丛日云：《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 2期。 

周濂：《自由民族主义之“薄”与儒家民族主义之“弱”》，载《文化纵横》2011年 10月刊。 

执笔：李筠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中国近现代政治史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s 

课程号：4050104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学科的通识选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掌握 1840 年以来中国政治演变的基本线索和逻辑；2、对这

段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形成比较深入的了解，对重要政治人物做出合理的评价；3、对中

国政治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形成合乎学理的认识，并联系当代中国政治做出分析。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课名诠释 

2．历史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3．政治史的概念和基本内容 

4．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前沿领域 

5．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的基本概念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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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程内容介绍 

学习目标： 

重点掌握政治史研究的认识论和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的基本慨念。 

作业： 

1． 和同学讨论存不存在“客观历史”。 

2． 和同学讨论如何评价历史人物。 

3． 结合格林的公共承认观念，思考个人道德实践和他人的关联。 

知识单元 2：民族国家理论与现代中国的历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帝国与民族国家的认知框架。 

2． 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 

3． 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历程。 

学习目标： 

1．了解以西方政治发展历史的经验来认识中国历史进程的局限性。 

2．认识中国“民族-国家”构建历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 

作业： 

1． 和同学讨论“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理涵义。 

2． 和同学讨论“中华民族”如何形成。 

知识单元 3：鸦片战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天朝体系的概念及不同的解读。 

2．天朝体系中的观念、制度与行为。 

3．鸦片战争的起因与进程。 

4．鸦片战争对中国政治体系造成的影响。 

学习目标： 

1．掌握天朝体系的含义及其中的政治制度与行为。 

2．掌握鸦片贸易循环的政治经济意义。 

作业： 

1．思考当代中国“天下”观念复兴的意义。 

2．和同学讨论治外法权形成的过程。 

知识单元 4：太平天国与同治中兴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对太平天国评价之演变。 

2．太平天国运动的原因与机制。 

3．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果 

4. 同治中兴的成就与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各种动员机制。 

2．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多样面目。 

3. 了解同治中兴中的“中兴名臣”的事迹 

作业： 

1． 讨论革命史学与对太平天国评价的演变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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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论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理由。 

知识单元 5：甲午战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对甲午战争的不同视角。 

2．甲午战争中中日战争因素的比较。 

3．清政府中央政争对甲午战争的影响 

4. 民族-国家构建与甲午战争 

5. 甲午战争与远东国际格局的转换 

学习目标： 

1. 掌握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民族认同、国家建构与战争结局的关系。 

2. 掌握甲午战争对远东国际政治秩序的影响。 

作业： 

1. 讨论如何评论“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这种说法。 

2. 讨论梁启超“甲午战争使天朝迷梦惊醒”的说法。 

知识单元 6：戊戌变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戊戌时代的政治情势与思想观念。 

2．康有为的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 

3．慈禧、袁世凯与戊戌政变。 

4．对戊戌变法的评价与变法失败的后果。 

学习目标： 

1．理解政治人物的政治实践与其思想的关系。 

2．理解政治人物的多面性。 

作业： 

1．和同学讨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2．和同学讨论政治家与政治思想家身份的结合与角色冲突。 

知识单元 7：庚子事变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庚子事变中涉及的各种政治力量。 

2．义和团运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 

3．义和团运动的机制。 

4．庚子事变中的中外战争及其后果。 

学习目标： 

1．理解教案与民教冲突的发生机制。 

2．掌握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叙事形成的过程。 

作业： 

1. 思考“义和团形象”如何演变？ 

2. 和同学讨论当代中国的宗教治理问题。 

知识单元 8：清末新政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清末新政的发起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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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与效果。 

3．清末新政的后果。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改革与革命的关系。 

2．了解清末宪政改革的内容与步骤。 

作业： 

1.和同学讨论科举制度废除的后果。 

2.和同学讨论新军与革命的关系。 

知识单元 9：辛亥革命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辛亥革命的历史叙事。 

2．辛亥革命的性质。 

3．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政治制度的构建。 

学习目标： 

1．把握革命史叙事对辛亥革命研究的认识。 

2．了解中华民国政治制度的缺陷。 

作业： 

1．和同学讨论孙中山形象的形成。 

2．和同学讨论清末族群关系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知识单元 10：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北洋统治的基础 

2.北洋统治的演变 

3.北洋统治的内政外交 

学习目标： 

1.正确认识北洋政府的历史地位 

2.适当评价北洋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 

3.理解北洋政治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中的关系 

作业： 

1.阅读《文武北洋》等参考书目 

2.和同学讨论张学良的历史作用 

知识单元 11：国民革命与第一次国共内战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国民革命的起源与世界共产主义革命。 

2．国共合作中的矛盾。 

3．国民革命的进程。 

4.  国民革命的分裂与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革命与国际政治格局的关系。 

2． 掌握国共矛盾的主要形式。 

3． 了解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的关系。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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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和同学讨论“帝国主义”概念如何形成。 

4． 和同学讨论国共两党的组织差异。 

知识单元 12：抗日战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抗日战争的国际政治背景 

2．抗日战争与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 

3．抗日战争中的主要政治力量。 

4．抗日战争的后果。 

学习目标： 

1．了解抗日战争对中国政治演变的影响。 

2．掌握抗日战争中国共日三方的博弈关系。 

作业： 

1．和同学讨论抗战胜利的原因。 

2．和同学讨论日本右翼史观的基本观点。 

知识单元 13：中共的根据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土地革命的起源 

2.农村包围城市革命路线的确立 

3.土地革命的方式 

4.根据地建设的内容 

5.根据地建设与武装斗争 

学习目标: 

1. 了解中国革命斗争的基本方法 

2. 了解根据地建设的方式和基本作用 

作业： 

1. 阅读根据地史料，从中形成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2. 和同学讨论游击战争的正当性。 

知识单元 14：解放战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治局势。 

2．国共内战的进程。 

3．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比较。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共政治分歧的主要方面。 

2．掌握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 

作业： 

1. 和同学讨论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 

2. 和同学讨论蒋介石日记的内容。 

知识单元 15：从重庆谈判到新政协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重庆谈判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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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共的统一战线 

3.新政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学习目标： 

1.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正当性来源 

2.了解新政协成员的来源和背景 

作业： 

观看影片《建国大业》并和同学讨论其中的叙事线索。 

知识单元 16：集体讨论 

参考学时：2学时 

讨论内容： 

中国现代政治史的几种代表性叙事 

（二） 发言和讨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内容：每次课都安排学生按照教师命题发言和讨论。最后一堂课安排集体讨论 

要求：表述知识准确、回答问题敏锐、表达流畅清晰。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2 民族国家理论与现代中国的历程 2  

3 鸦片战争 2  

4 太平天国与同治中兴 2  

5 甲午战争 2  

6 戊戌变法 2  

7 庚子事变 2  

8 清末新政 2  

9 辛亥革命 2  

10 北洋统治时期 2  

11 国民革命与第一次国共内战 2  

12 抗日战争 2  

13 根据地建设 2  

14 解放战争 2  

15 从重庆谈判到新政协 2  

16 集体讨论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当代中国政治史专题研究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教学重点在于汲取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展示政治史中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多重面

相，正确认识革命史观与多元史观之间的关系。 

难点：如何引导学生对他们习以为常的政治历史知识发生研究兴趣，如何将学术界的研究认识

与本科阶段的认知水平结合起来。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5． 历史社会学方法（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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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逻辑分析（主要）。 

7． 比较。 

8． 交叉学科。 

教学技术： 

1．讲授、侧重介绍参考材料。 

2．学生规定发言，计分考察。 

3．课堂讨论。 

4．学生作业等。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学习时间至少为 15小时，准备发言 2小时，准备期中作业 2小时，准备期末作业 4小时，

阅读大约 5小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满分 100分，发言 10%，期中 30%，期末 60%。 

7、作业要求： 

见上面知识单元内容。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依据学术界的权威研究结果，结合海内外的参考资料，形成重点突出、材料扎实、观点可靠的

教学方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二）推荐参考书 

1．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店出版社，1999年。 

2．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3.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中国法治出版社，2009年。 

4.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执笔：尹钛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政治学案例分析 
Case Studies of Political Science 

课程号：4050104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案例分析，让学生对什么是政治学有个较为透彻的理解。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案例分析使学生掌握政治学相关知识、了解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学的用

处。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学时 

知识单元 1：制度的利益分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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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什么是制度的利益分析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利益人、不同利益内涵制度等概念。 

2．掌握几种推理模式。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具体分析 

知识单元 1：独裁者的概念说明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独裁者的概念以及对独裁者如何行为的问题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1．了解独裁者的概念。 

2．非洲暴君博卡萨的案例等。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2：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权力需制约、不受制度制约的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问题。 

学习目标： 

从案例中理解权力需制约、不受制度制约的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3 权力继承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政治权力如何继承的问题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从案例中理解政治权力继承的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4 文字狱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古代文字狱问题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通过案例理解古代文字狱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5 奉承拍马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政治领域中的奉承拍马问题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从案例中了解政治领域中的奉承拍马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6 唐朝凌烟阁二十四功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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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理解唐朝凌烟阁二十四功臣问题。 

学习目标： 

理解唐朝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有什么政治功用。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7愚民术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古代政治领域的愚民术问题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通过案例理解古代政治领域的愚民术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8镇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独裁者控制民众的手段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从具体的案例中理解古代的十恶不赦等内容。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9选举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选举的概念以及功用等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通过案例对选举的功用进行理解。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10 执政正当性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执政正当性的概念等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通过案例了解执政正当性的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11 权力监督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权力监督的概念等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从案例中理解权力监督的重要性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12政治领域中的企业私有问题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什么是政治领域中的企业私有问题进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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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从案例分析中认识政治领域中的企业私有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13政治领域中的土地问题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什么是政治领域中的土地问题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从案例分析中认识政治领域中的土地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14理性选择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认识什么是理性选择理论。 

学习目标： 

通过案例分析认识什么是理性选择理论。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15博弈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认识什么是博弈论。 

学习目标： 

通过案例分析认识什么是博弈论。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制度的利益分析理论 2  

2 独裁者的概念说明 2  

3 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2  

4 权力继承 2  

5 文字狱 2  

6 奉承拍马 2  

7 唐朝凌烟阁二十四功臣问题 2  

8 愚民术 2  

9 镇压 2  

10 选举 2  

11 执政正当性 2  

12 权力监督 2  

13 政治领域中的企业私有问题 2  

14 政治领域中的土地问题 2  

15 理性选择理论 2  

16 博弈论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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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2.……。 

……………… 

教学手段： 

1.……。 

2.……。 

………………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等编著《××××》，××××出版社，××××年××月 第×版（教材获奖情况） 

（二）推荐参考书 

罗伯特 古丁编著：《政治科学新手册》，三联书店，2005年版。 

执笔：陈忠云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当代中国政治史专题研究 
Seminar in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s 

课程号：4050104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训练学生进行演说的能力。2、培养学生对当代政治问题的兴趣。 

开设本课程，旨在使学生学习当代中国政治史中的各个重大问题。理解这些问题发生的来龙去

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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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教学：××学时 

知识单元 1：制度的利益分析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什么是制度的利益分析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利益人、不同利益内涵制度等概念。 

2．掌握几种推理模式。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具体分析 

知识单元 1：土地改革运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土地改革运动的问题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通过资料挖掘，认识土地改革运动的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2三反五反运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三反五反运动以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通过资料挖掘，认识三反五反运动的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3朝鲜战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朝鲜战争的问题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通过资料挖掘，认识朝鲜战争的问题。 

知识单元 4农业合作化运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问题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通过资料挖掘，认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5富田事变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富田事变真相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通过资料挖掘，认识富田事变发生的来龙去脉。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6延安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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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延安整风运动的问题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通过资料挖掘，认识延安整风运动的问题。 

知识单元 7反右运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反右运动的问题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通过资料挖掘，认识反右运动的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8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的问题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通过资料挖掘，认识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的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9七千人会议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七千人会议以及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通过资料挖掘，认识七千人会议以及相关的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10四清运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四清运动以及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通过资料挖掘，认识四清运动以及相关的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11文革运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文革运动以及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通过资料挖掘，认识文革运动以及相关的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12林彪事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林彪事件以及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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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资料挖掘，认识林彪事件以及相关的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13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变革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变革以及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通过资料挖掘，认识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变革的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14改革开放以后的政治变革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改革开放以后的政治变革以及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通过资料挖掘，认识改革开放以后的政治变革以及相关的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15对中国未来的思考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关于对中国未来的思考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进行了解。 

学习目标： 

通过资料挖掘，认识中国未来的政治与经济的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制度的利益分析理论 2  

2 土地改革运动 2  

3 三反五反运动 2  

4 朝鲜战争 2  

5 农业合作化运动 2  

6 富田事变 2  

7 延安整风运动 2  

8 反右运动 2  

9 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 2  

10 七千人会议 2  

11 四清运动 2  

12 文革运动 2  

13 林彪事件 2  

14 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变革 2  

15 改革开放以后的政治变革 2  

16 对中国未来的思考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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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2.……。 

……………… 

教学手段： 

1.……。 

2.……。 

………………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等编著《××××》，××××出版社，××××年××月 第×版（教材获奖情况） 

（二）推荐参考书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执笔：陈忠云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西方政治学研究方法（英语）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Methodology 

课程号：4050106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本科的专业选修课程（国际政治学、公共管理、行政管理适用）。本课程的教

学目标是：1、系统介绍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重要性、演变、体系和趋势；2、让学生掌握一些专业

领域的基础研究方法并能初步具备独立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3、培养学生的方法论素养、批

判性思维和专业国际化意识；等等。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提高学生对方法论重要性的认识，了解自身

在这方面的需求和不足，掌握初步的方法论知识和技能并应用到自己的专业研究之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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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学时 

知识单元 1：西方政治学方法论概述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科学研究的目的、概念和组成。 

2．方法论的概念与重要性。 

3. 西方政治学中的比较方法论 

学习目标： 

1．了解有关科学研究和方法论的术语和研究问题 

2．掌握比较方法论的逻辑和基本概念。 

3. 了解研究设计的步骤、要素和规范 

作业：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课题，依照规范写一份简单的研究设计草案。 

知识单元 2：概念化、操作化以及测量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概念化、操作化和测量的概念及举例。 

2．测量层次、测量标准、信度与效度。 

3. 指标、指数、量表和分类。 

学习目标： 

1．了解关于测量的基本术语。 

2．学会区分测量层次并判断测量的好坏。 

3. 了解几种常见的测量问题格式。 

作业：选取“世界价值观调查”问卷问题并讨论它们的测量格式和所得变量的测量层次。 

知识单元 3：抽样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抽样的原理。 

2．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 

3. 问卷调查与田野调查。 

学习目标： 

6．了解抽样的原理和分类抽样 

7．掌握概率抽样方法（随机抽样、等距抽样、分层抽样等） 

8．了解非概率抽样方法及其适用条件（就近抽样、滚雪球抽样、配额抽样等） 

作业：选取一篇问卷调查论文并讨论其抽样方法的优缺点。 

知识单元 4：常见定性及定量研究方法选讲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非介入性研究方法（Unobtrusive Research）。 

2．统计研究方法基础 

学习目标： 

1. 掌握了文本分析方法及其在政治学科中的应用 

2. 掌握基本统计研究方法的一些术语和图表特征 

作业：讨论范例文章的回归分析表格并讨论各数字的代表意义。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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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政治学数据库的 SPSS 分析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计算机操作 

实验要求：运用 SPSS软件对教师提供的数据进行单变量和双变量的统计分析。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西方政治学方法论概述 9  

2 概念化、操作化以及测量 9  

3 抽样 4  

4 常见定性及定量研究方法选讲 6  

5 政治学数据库的 SPSS 分析 4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研究设计、抽样原理和方法、统计研究方法 

难点：对以上内容的全英文理解以及基础的软件操作。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以授课为主，兼有计算机操作内容，注重学生的参与和课堂表现。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教学多媒体环境（需要投影仪、影像设备等工具，需要 SPSS软件）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出勤（20%）+ 期末考查（8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Babbie, Earl. 2007.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7th Edition). Belmont, CA: Thomson 
Wadsworth. 

2. King, Gary,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二）推荐参考书 

卢淑华：《社会统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执笔：卢春龙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5日 

 

制度理论与方法 
Theory and Method of Institutions 

课程号：4050106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让学生跟踪政治学制度理论最前沿。2、教会学生构建相关理论的方

法。3、教会学生对政治学领域具体问题进行分析的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政治学制度理论基础知识、了解利益人、不同利益内涵制度等概

念，使学生能够对具体的制度问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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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学时 

知识单元 1： 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理论在分析古代中国政治制度问题中的困境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对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理论的认识。 

2．这种理论是否适合于对中国政治制度问题的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什么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什么是历史制度主义理论。 

2．确认这些理论无法对中国政治制度问题进行分析的原因。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确认什么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什么是

历史制度主义理论。 

知识单元 2：从利益角度构建新的制度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什么是制度的利益分析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利益人、不同利益内涵制度等概念。 

2．掌握几种推理模式。 

作业：阅读《从利益角度构建新的制度理论》论文，杂志《思想战线》2011年 02期。 

（二） 利用理论进行具体分析 

资料考证研究之一：与第一推理模式相关问题的考证 

共 18学时 

知识单元 1 等级礼制形成原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什么是等级礼制。 

学习目标： 

1．了解等级制度、什么是等级礼制等概念。 

2．为何人们对等级制度、等级礼制等不同的概念没有明确的了解。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2 西周初制礼作乐与敬德保民策略的研究——兼论周公的权力之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什么是制礼作乐、敬德保民等概念。 

学习目标： 

理解周代统治者的制礼作乐、敬德保民等主张的目的。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3 秦始皇皇帝制度形成契机以及秦王朝速亡原因的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秦始皇皇帝制度形成契机以及秦王朝速亡原因。 

学习目标： 

对秦始皇皇帝制度形成契机以及秦王朝速亡原因有个较为明确的认识。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3476 

知识单元 4 汉初皇帝利益追求的策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汉初皇帝利益追求的策略。 

学习目标： 

汉初皇帝有三个较为明显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策略。策略之一，重新确立皇帝制度。策略之

二，对超越具体利益计算的感恩孝亲制度进行巧妙的利用，以达到以孝劝忠的目的。策略之三，实

施无为而治的政策。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5 在皇帝制度之下汉武帝追求利益的策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汉武帝追求利益的策略。 

学习目标： 

皇帝制度是影响汉武帝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变量，研究汉武帝的行为须考虑其背后的皇帝制度。

皇帝在皇帝制度之下不受有效的制度制约，极容易为所欲为、胡作非为。理解汉武帝在皇帝制度之

下行为的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6 权力顶峰——王莽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如何评价两千余年前的新朝皇帝王莽问题。 

学习目标： 

如何评价两千余年前的新朝皇帝王莽，是一个至今未有定论的历史悬案。本课将尝试破解这个

历史悬案。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7 在皇帝制度之下唐太宗追求利益的策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唐太宗追求利益的策略。 

学习目标： 

本知识单元将把唐太宗的执政人生分为前期与中后期的两个阶段进行阐述，并对唐太宗两个问

题的解释。一是皇帝制度必然使人胡作非为，但唐太宗在统治前期阶段为何较为谨慎？二是在其统

治的中后期阶段，皇帝制度使人作恶的威力已经开始发挥，他已经开始胡作非为，却为何依然大鸣

大放其豪言壮语？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8 初期基督教生存与发展策略的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初期基督教生存与发展策略。 

学习目标： 

初期基督教能够生存与发展，与基督教创始人各种成功的组织策略分不开。基督教创始人准确

地把握利益人追求利益的特性，把看得见的现世利益与看不见的来世利益捆绑在一起免费打包赠

送，是吸引穷人、壮大教会力量的重要策略。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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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9 宗教改革前罗马教会圣职腐败原因的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宗教改革前罗马教会圣职腐败原因。 

学习目标： 

宗教改革前罗马教会圣职人员腐败问题，屡屡让一些教皇感受到统治的危机。他们因此决心进

行反腐败。但是教会反腐败效果甚微。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有二。一，教皇制度本身就具有浓厚

的腐败体质。因为教皇制度是维护教皇绝对权力的制度，而绝对权力绝对使人腐败。在这种制度之

下反腐败，难见效果。二，这种教皇制度是一种制度体系，罗马教会属下的所有教会干部都处于这

种制度体系之下，上上下下教会干部的权力基本上都不受刚性的制度制约，所以他们都容易为所欲

为、甚至胡作非为。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三） 利用理论进行具体分析 

资料考证研究之二：与第二推理模式相关问题的考证 

知识单元 1古代中国经济领域程序化公正制度形成的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古代中国经济领域程序化公正制度形成情况。 

学习目标： 

经济领域所谓的公正，是指追求物质利益手段的公正，尽可能地不让自己的利益受损，也不占

别人的便宜。起初，两厢情愿，物物交换，交换的手段较为粗略，但体现了早期社会人们的朴素公

正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不断开发各种交换技术，如货币、度量衡、契约等，为人们进行更

为精确的公正交换提供了技术的支持，促进了程序化交换制度形成。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2先秦中国民众制约权力的制度设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先秦中国民众制约权力的制度设计情况。 

学习目标： 

先秦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政治利益完全向权贵一边倒的王权制度。在这种制度之下，权贵由于不

受任何刚性制度的制约而胡作非为，民众的利益因此受到严重的损害。民众对此感到不满，甚至为

了守卫自己的利益奋起反抗。他们追求公正、平等、法治的政治理念，并在此理念的基础上设计制

约权力以及平等参与政治活动的政治制度。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3古希腊雅典民主制度形成原因的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古希腊雅典民众制约权力的制度设计情况。 

学习目标： 

与先秦中国的统治者一样，在权力被控制之前的古希腊雅典统治者往往也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

化，设置利益向自己严重倾斜的制度，如王权制度、贵族制度等。他们在这种制度之下获得的各种

利益，总是以损害民众的利益为代价。弱者也是利益人，他们欲在公正、平等、法治的政治理念的

基础上建立制约权力的政治民主制度。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4古代东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形成与否原因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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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古代东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形成与否原因。 

学习目标： 

考察古代东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形成的情况。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知识单元 5英国民主制度形成原因的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了解英国民主制度形成的原因。 

学习目标： 

部分学者认为促使英国民主制度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原始民主遗风、或者是某先知的预先设计。

这些观点可能误导民众，使民众认为英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形成民主制度是因为有其特殊的历

史背景，而没有这些特殊历史背景的东方国家，可能难以形成民主制度。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

上，英国弱者对强者的反抗是英国民主制度形成的主要原因。要做到理解这个问题。 

作业：回家或到图书馆或到互联网阅读相关资料，加深了解。 

共 12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理论在分析古代中国政治制度问题中的困境 2  

2 从利益角度构建新的制度理论 2  

3 等级礼制形成原理 2  

4 西周初制礼作乐与敬德保民策略的研究 2  

5 秦始皇皇帝制度形成契机以及秦王朝速亡原因的研究 2  

6 汉初皇帝利益追求的策略 2  

7 在皇帝制度之下汉武帝追求利益的策略 2  

8 权力顶峰——王莽成功与失败的分水岭 2  

9 在皇帝制度之下唐太宗追求利益的策略 2  

10 初期基督教生存与发展策略的研究 2  

11 宗教改革前罗马教会圣职腐败原因的研究 2  

12 古代中国经济领域程序化公正制度形成的研究 2  

13 先秦中国民众制约权力的制度设计 2  

14 古希腊雅典民主制度形成原因的研究 2  

15 古代东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形成与否原因的考察 2  

16 英国民主制度形成原因的研究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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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教学手段： 

1.……。 

2.……。 

………………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推荐参考书 

1. 陈忠云：《超越不同形式政治制度的研究范式——制度的利益分析理论之魅力》，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2016年 3月出版。 

执笔：陈忠云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共和主义专题 
Seminar on Republicanism 

课程号：4050106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进一步把握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脉络；2、更深入了解当代西方政

治思潮；3、熟悉当代西方政治理论争议的热点。 

《共和主义专题》是为政治理论专业的高年级本科生开设一门专题课。作为研讨课，《专题》

并非仅仅使学生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演变，并由此了解近代西方政治制度形

成过程中各种观念交锋，以及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之背后支撑的各种政治理念。更是通过对共和主

义进行深度探讨，经由文本的精读和教师主持的课堂辩难，以期培养学生研读文本、提出问题、思

考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西方政治思想史与共和主义流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梳理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历史分期，总结各个历史时期西方政治思想史的总体特征，从而把握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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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脉络，尤其是西方近代政治思想演变过程中的各种思想流派。 

学习目标： 

从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挖掘共和主义的演变线索，特别是共和主义在西方近代兴起的社会和思想

背景。 

作业： 

1、文献梳理 

（1）整理中西著名西方政治思想史教科书的编排模式并从中总结各种思想范式。 

（2）梳理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主要流派。 

2、问题研讨 

（1）共和主义的古代渊源。 

（2）近代共和主义的特征。 

（3）近代共和主义的起因。 

3、答疑与总结 

（1）西方政治思想演变过程中的共和主义脉络 

（2）近代共和主义与古典共和思想 

参阅文献 

（1）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 1986年。 

（2）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海南出版社 2003年。 

（3）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年。 

（4）阿·库·穆霍帕德希亚，《西方政治思想概述 》，姚鹏等译，求实出版社 1984年。 

知识单元 2：自由主义兴盛与共和主义在西方近代的衰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近代西方的政治发展。 

2、近代西方政治变迁中的自由主义兴盛和共和主义衰落。 

3．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建立进程及基本安排 

学习目标： 

通过了解自由主义兴盛和共和主义衰落在西方近代的过程，以及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安

排，探究西方近代自由主义兴盛和共和主义衰落的成因，进而总结何谓政治的现代性及自由主义与

之相应的制度安排。 

作业： 

1、问题研讨 

（1）近代自由主义的主要理念。 

（2）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核心特征。 

2、答疑与总结 

（1）何谓现代性，何谓政治现代性？ 

（2）政治现代性的安置：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 

参阅文献 

（1）昆廷•斯金纳 著，《近代英国政治话语》，潘兴明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 

（2）昆廷•斯金纳 著，《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李宏图 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4年。 

（3）弗里德里希•沃特金斯 著，《西方政治传统——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研究》，黄辉，杨健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李丰斌 译，新星出版社 2006。 

（4）哈罗德•J•拉斯基，《欧洲自由主义的兴起》，林冈，郑忠义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 

（5）阿巴拉斯特 著，《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曹海军 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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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年。 

知识单元 3：当代西方政治问题与共和主义复兴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当代西方存在的主要政治问题：思想与制度。 

2．共和主义在当代西方的复兴过程。 

学习目标： 

通过了解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中各种争议和当代各种政治理论争议的焦点，探讨西方自由主义政

治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自由主义对当代西方政治问题的解决之道及面临的困境，进而把握新

共和主义在当代复兴的因由。 

作业： 

1、问题研讨 

（1）当代西方政治问题及自由主义的解答。 

（2）各种反自由主义的价值诉求 

（3）新共和主义的基本主张 

（4）新共和主义针对当代西方政治问题的解决之道。 

2、答疑与总结 

（1）自由主义制度安排与政治冷漠症。 

（2）共和主义在当代西方何以复兴？ 

参阅文献 

（1）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3年。 

（2）霍尔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曦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 

（3）凯克斯 ，《反对自由主义》，应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 

（4）应奇，刘训练 编，《共和的黄昏：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吉林出版社 2007

年。 

知识单元 4：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自由观种种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自由观种种。 

2．自由主义自由观。 

3、新共和主义自由观。 

学习目标： 

通过了解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各种自由观准确定位古典自由主义自由观，进而探究共和主义自

由观和自由主义自由观之间的关键差异，并由此引出二者对当代西方政治问题的应对之不同。 

作业： 

1、问题研讨 

（1）梳理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出现的各种自由观。 

（2）总结自由主义自由观内部的分歧与交叉共识。 

（3）概括新共和主义自由观。 

2、答疑与总结 

（1）英美自由主义与欧陆自由主义之间。 

（2）共和主义之新雅典学派与新罗马学派的分歧。 

（3）斯金纳与佩迪特：新罗马学派内部。 

参阅文献 

（1）邦雅曼•贡斯当 著，阎克文、刘满贵译，冯克利校：《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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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1999。【特别是其 1819年的演讲】 

（2）以赛亚·柏林:《自由四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7年。 

（3）斯金纳，“第三种自由概念”（应奇/译），《第三种自由》，应奇、刘训练编，东方出版社

2006年。 

（4）菲利普•佩迪特，“消极自由：自由主义的与共和主义的”，《第三种自由》，应奇、刘训练

编，【当代实践哲学译丛】东方出版社 2006年。 

（5）菲利普•佩迪特，《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刘训练/译，凤凰出版传媒

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 

知识单元 5：共和与民主：西方政治制度背后的理论意涵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何谓共和？共和理念与共和制度。 

2．何谓民主？各种民主理念与民主制度 

学习目标： 

通过仔细辨别共和与民主理念的差异探究西方政治制度背后的共和构建与民主因素，从而把握

西方政治制度中的各种制度构件的理论意涵。 

作业： 

1、问题研讨 

（1）共和与民主的区分：理念与制度。 

（2）西方政治制度的构件：共和、民主与自由。 

2、答疑与总结 

（1）自由主义理念与自由主义制度。 

（2）共和与民主：自由主义理念的制度落实。 

参阅文献 

（1）保罗•约翰逊，《现代：从 1919 到 2000 年的世界》，李建波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2）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3）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 1997年。 

（4）约翰·索利，《雅典的民主》，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年。 

（5）戴维·肖特，《罗马共和的衰亡》，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年。 

知识单元 6：共和主义之于中国传统及当代中国问题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重温中国政治思想史并挖掘其中的共和主义元素。 

2．中国当代经济改革进程。 

3、当代中国的政治演进。 

4、当代中国的各种政治思潮。 

学习目标： 

通过了解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和政治变革轨迹以及各种政治思潮的交锋，进而把握当代中

国经济改革的政治意味及其局限，以便探究当代中国政治变革之道及其所需借助的理论资源。 

作业： 

1、问题研讨 

（1）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共和主义资源。 

（2）中国经济改革所累积的政治问题。 

（3）当代中国问题的政治争议：自由主义与新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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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答疑与总结 

（1）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意涵。 

（2）自由主义的局限与共和主义的补充 

参阅文献 

（1）李世涛编，《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时代文艺出版 2000年。 

（2）哈佛燕京学社等编，《儒家与自由主义》，三联书店 2001年。 

（3）哈维 著，《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年。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言/西方政治思想史与共和主义流变 3  

2 自由主义兴盛与共和主义在西方近代的衰败 3  

3 当代西方政治问题与共和主义复兴（上） 3  

4 当代西方政治问题与共和主义复兴（下） 3  

5 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自由观种种（上） 3  

6 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自由观种种（中） 3  

7 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自由观种种（下） 3  

8 共和与民主：西方政治制度背后的理论意涵（上） 3  

9 共和与民主：西方政治制度背后的理论意涵（下） 3  

10 共和主义之于中国传统及当代中国问题（上） 3  

11 共和主义之于中国传统及当代中国问题（下）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制度、当代西方政治思潮、自由主义专题。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西方思想传统这的共和主义脉络、共和主义在近代的衰落、当代西方政治问题、自由主

义的困境、共和主义对当代西方政治问题的针砭及解决之道。 

难点：共和与民主的区分、自由主义自由观的精确定位、自由主义的内部分歧。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学生研讨为主，教师讲授为辅。每次研讨课之前学生需认真阅读教师布置的相关文献并写出

读书报告，教师根据选课人数安排发言并进行点评。每次研讨课最后，教师进行总结性讲授。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 30 分（包括平时作业、讨论发言情况、出勤），期末论文 70 分。 

7、作业要求： 

除导论课外，每个知识单元之前布置下次课程要研讨的问题，学生的书面解答应在下次课开课

前电邮与老师。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阅读文献 

《共和主义:古典与现代》，任军锋 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 

（二）推荐参考书 

1、《公民共和主义》，（美）阿兰•博耶 等著，东方出版社 2006年； 

2、《第三种自由》，应奇、刘训练编，东方出版社 2006年； 

3、《后伯林的自由观》，刘训练 编，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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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共和的黄昏：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应奇、刘训练 编，吉林出版社 2007年； 

4、《自然权利和新共和主义》，（美）扎科特 著，吉林出版社 2008年； 

5、《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澳）佩蒂特 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年。 

执笔：张辰龙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0日 

 

中国政治思想名著选读 
Selective Reading in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Works 

课程号：4050106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专业的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政治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通过阅读原典文献，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内容有更加全面深入

的了解和把握。2.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和提高学生阅读文言文献的能力。3.扎实学生的专业

基础，提高理论分析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对原典文献的阅读，使学生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的思想观点有更加全

面细致的了解，因而能够完整把握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演变的脉络线索，通过阅读文言文献，进

一步扎实专业基础知识，提高独立思考能力和理论分析评判能力，为系统学习中国政治思想相关课

程打下扎实专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本课程属于理论学科，以理论教学研讨为主。考虑到学分和课时的要求，这门课的教学内容只

能是少而精的，该课程只精选了各个历史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原典文献中的名篇来讲，而且必须充分

考虑教学对象的知识基础和接受能力，所选内容还考虑到要尽可能地和“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教

学相配合。该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各不同历史时段主要思想流派、主要思想家的经典文献。大致包

括以下几部分：先秦部分（《论语》《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商

君书》）；两汉部分（《春秋繁露》《举贤良对策》《盐铁论》）；隋唐部分（《天说》《天对》

《封建论》《原道》《原性》）。 

知识单元 1：《论语》选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导读 

（一）作者及作品简介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     

孔子（前 551--前 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

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到汉代时，有《鲁论

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

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

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

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

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现代以来，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和杨伯峻先生的《论

语译注》也较有影响。 

（二）主要思想内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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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通过对孔子言行的记载，来阐发其以“仁”、“礼”为核心的思想。在《论语》中，

“仁”字共出现了一百零五次，而论述“仁”的地方则有五十八处之多。那么，“仁”到底是什么

呢，简单来说，就是“仁者爱人”，这种爱是一种基于道德情感的互相体谅互相尊重，是“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雍也》），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前

者是尽己之心以待人的忠道，后者是推己之心以及人的恕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里仁》）

“仁”的根基则是“孝弟”，“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在孔子看来，父慈子孝、兄友

弟恭的亲情是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规范的发源地。 

 "仁"是孔子思想的精神内核，在具体的为人处事上，则表现为恭、宽、信、敏、智、勇、

忠、恕、孝、悌等诸多内容。孝悌是仁的基本内容，把仁用于人与人的关系就是爱人，爱人的具体

办法是忠恕，爱人的原则贯彻到政治上或落实在政策上，表现为先德而后刑和富民足君两大政策。

作为统治者如果“为政以德”，则会“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他说：“道

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对待百姓，如果

只用权力和刑罚，百姓可能不犯罪了，但不会有廉耻之心；但如果用仁义来 教导他们，用礼制来

约束他们，他们就不仅会有廉耻之心，而且还会归服于统治者。孔子还提倡“养民”、“富（民）”、

“教（民）”（《子路》），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 

  “礼”是另一重要范畴，“礼”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和准则。在《论语》中，“礼”

字出现了七十四次，讲到“礼”的地方有四十九处。孔子公开维护礼制，这是他思想的出发点和着

眼点。他批评当时“礼崩乐坏”的现实，对西周初期的礼制推崇备至。孔子以"六艺"治世和教育学

生，而"礼"则为六艺之道。在政治上，孔子主张“以礼治国”，以礼作为言行规范，以礼作为社会

整合的准则，正名为礼治之始。复礼是仁的终点和客观标准，是基本政治目的。复礼的关键是“克

己”。 

孔子思想的另一主要方面便是他的“中庸”思想，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

矣。”（《雍也》）意思是说，“中庸”作为一种最高的德性，人们很久已经不具备了。孔子认为

维护和巩固“道”的最好办法就是采用“中庸”的方法，所谓“允执厥中”（《尧曰》）。在谈到

有人向他请教，他采取的方法时说：“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所以，他反对“攻乎异

端”（《为政》），反对“过”和“不及”。正唯此，孟子称赞他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

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上）的“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 

二、《论语》文本解读和大义解析 

三、课堂讨论 

学习目标：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通过对《论语》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到儒家思想的一些基本理念，

把握儒家思想的基本理论特征，特别是孔子提出的“仁”与“礼”的思想，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理

念，一直影响了以后的儒家思想的发展。 

作业： 

1．孔子的“仁”与“礼”的关系是怎样的？ 

2．儒家思想的理论特征是什么？ 

参考阅读书目： 

1．《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版。 

2．《论语正义》，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版。 

3．《论语新解》，钱穆著，北京：三联书店2002 年版。 

4．《四书章句集注》，朱熹撰，北京：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知识单元 2：《孟子》选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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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读 

（一）作者作品简介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  

 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皱国（今山东皱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

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  

 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较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更为变乱，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同时，思想也更加

活跃正当“百家争鸣”的时代。所以，孟子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等，另一方面

又有所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同时，在与墨家、道家、法家等学派的激烈交锋中，

孟子维护了儒家学派的理论，也确立了自己在儒学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仅次于孔子的正宗大儒。随

着儒家地位的不断提高，孔子被尊为“圣人”，孟子也被称为“亚圣”。  

 今天我们所见的《孟子》七篇，每篇分为上下，约三万五千字，一共二百六十章。但《汉书·艺

文志》著录“孟子十一篇”，比现存的《孟子》多出四篇。赵岐在为《孟子》作注时，对十一篇进

行了鉴别，认为七篇为真，七篇以外的四篇为伪篇。东汉以后，这几篇便相继亡佚了。  

 历代为《孟子》作注释比较重要的有东汉赵岐的《孟子》注和宋代朱熹的《孟子集注》。清代

的焦循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撰成《孟子正义》一书，是集大成的著作。  

（二）主要思想内容介绍 

《孟子》认为人之有“四心”，人生来都有一种最基本的共同的天赋本性，即“不忍人之心”、

“恻隐之心”，除此之外还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孟子认为 “仁义礼

智”这四种道德品质的就是从这四种天赋的“心“发端的。 

他坚持人性善，认为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人生来就具有“善端”，也就是有为善的倾向。这些

“善端”是天赋的，为心中固有的。因此，又叫“良知”。 

孟轲的性善论是他“仁政”学说的基础，也是他教育理论的根据。 孟轲发展了孔子的“礼治”

和“德政”思想，提倡“王道”，主张“仁政”，并以此到齐、梁、鲁、邹、宋、滕等国游说诸侯。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轲所说的“王道”，是“以德行仁”。孟轲认为：“行仁政而王，

莫之能御也”。就是说，以“仁政”统一天下，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他认为实行“仁政”，首先要

争取“民心”，统治者应以仁爱之心去对待民众。他还提出要重视民众，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但他同时却又十分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地位之不可改变，他说：“劳心者治人，劳力

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二、《孟子》文本解读和大义解析 

《尽心上》、《尽心下》、《公孙丑上》、《公孙丑下》、《告子上》、《告子下》、《梁惠王上》、《梁惠

王下》、《离娄上》、《离娄下》 

三、课堂讨论 

学习目标： 

孟子是儒家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孔子“仁”学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仁政”、“王道”

的主张，通过对《孟子》的研读学习，使学生系统了解孟子的性善论思想，以及 “仁政”、“王

道”思想的主要内容。 

作业： 

1．孟子“性善论”思想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2．孟子的“仁政”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3．孟子“王道”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参考阅读书目： 

1．《孟子正义》，焦循撰，北京：中华书局1998 年版。 

2．《孟子字义疏证》，《戴震全书》（六），合肥：黄山书社1995 年版。 

3．《四书章句集注》，朱熹撰，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版。 

4．《孟子译注》，杨伯峻注译，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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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3：《荀子》选读 

参考学时：3学时 

课程教学内容： 

一、导读 

（一）作者作品简介 

《荀子》一书是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的著作。 

荀子（一为公元前334－前236，一为公元前314－前217）。荀子，名况，字卿，后避汉宣帝讳，

改称孙卿。战国时期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儒家重要代表人

物之一，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提倡性恶论，常被与孟子的性善论比较。 

荀子于五十年始来游学于齐，至襄王时代“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后来被逸而适楚，春

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家居兰陵，在此期间，他曾入秦，称秦国“治之至也”。又

到过赵国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面前。最后老死于楚国。 

《荀子》全书共20 卷，32 篇，仿《论语》，始于《劝学》，终于《尧问》，系统性和思想性

都比较强。在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均有精论，为先秦儒家学派的重要著作

之一。其中，《天论》、《礼论》、《解蔽》、《正名》、《性恶》、《非十二子》等篇的哲学性

颇强，是《荀子》的核心篇目。本课堂所选，主要侧重于《荀子》“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

“解蔽”、“虚壹而静”、“人性本恶”的观点。 

《荀子》的注本，除唐杨倞《荀子注》外，清王先谦《荀子集解》汇集清代学者的训诂考订成

就，内容翔实；梁启雄《荀子简释》综合诸家校释成果，尤重“简易、简明、简要”。 

（二）主要思想内容介绍 

在自然观方面，他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并提出人定胜天

的思想；在《荀子》一书中，反映荀况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主要是《天论》、《非相》等篇。彻底否

定了天有意志的说法，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区分开来。这就是荀况“天人相

分”的观点。他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

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荀况大胆地提出了“制

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 

荀子认为人的本性首先是自然性，即自然生就的本能。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 《正名》

性的外在表现是情和欲，“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

求之，情之所必不可免也”《正名》 人的性、情、欲的具体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感官欲望。

二是好利，具体内容是对财产的追求和占有。三是排他性和嫉妒心。四是好荣恶辱（权力欲）。 

荀子认为人的本性之中包含恶的基因，当这些本能向外扩展的时候，便走向了恶。如果顺乎本

性，就会与辞让、忠信、礼仪文理发生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是恶的。性恶还表现在人的欲

望的扩展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破坏了财权与政权的稳定。荀子主张对人性必须进行矫饰。一是

最根本的是圣人起伪（礼义法度）以化性。二是靠老师的教育。   三是靠环境和习俗的熏陶。四

是自我的修身，以“道”、“理”节制本性。    

荀子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主要反映在《王制》、《富国》、《王霸》、《君道》、《臣道》、《强国》

等篇中。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巩固地主阶级政权，荀况提出了“隆礼敬士”、“尚贤使能”的用人原

则。荀子主张礼治，又主张行法。法主要指法律和政令，法要以礼为根据。 “礼者，法之大分，

类之纲纪也”《劝学》，礼是法的纲领和指导原则。礼法为治国之具，但荀子认为人的因素更重要，

所以他说：“有治人，无治法”。荀子认为国家的兴亡盛衰是由圣主、暴君造成的，起决定作用的

是人，而不是法。人重于礼法。荀子提出“君道论”，主张君主的职责在于养人、治人、用人和教

育人。君主的职责在善群，能分。在君民关系上指出君舟民水的关系。 

荀子主张的理想国是“王制”也即“王道”，王是理想化的王，是王的最高典型与理论化的表

现。他从“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论”、“王者之法”四个方面描绘了他的理想国。 

二、《荀子》文本解读和大义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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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恶》、《解弊》、《正名》、《礼论》、《天论》、《王制》、《修身》 

三、课堂讨论 

学习目标： 

荀子是儒家思想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针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性恶论”的主张，在

政治思想上提出“隆礼重法”的主张。通过对《荀子》重要篇章的学习，可以对荀子的“天人相分”

唯物主义自然观思想和“隆礼重士”、“赏贤使能”等政治经济思想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和了解。 

作业： 

1．孟旬的人性论思想之比较分析。 

2．荀子的政治主张是什么？ 

参考阅读书目： 

1．《荀子简释》，梁启雄著，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版。 

2．《荀子诂译》，杨柳桥译，济南：齐鲁书社1985 年版。 

3．《荀子校注》，张觉校注， 长沙：岳麓书社 2006 年版。 

知识单元 4：《墨子》选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导读 

（一）作者作品简介 

墨子(约前 480～前 420)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家创始人。名翟。春秋末战国初鲁国人。善于制

造守城器械等，学过儒学，后创立墨家学派。墨子出身低贱，一生中除著书立说和教授门徒外,还

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他曾仕于宋,为大夫，又到过卫、齐、楚、越诸国。楚惠王时，公输般作攻

战之具，打算为楚攻宋。墨子闻讯，行走十昼夜，到楚加以阻止。楚惠王晚年，墨子曾向惠王上书。

他和楚贵族鲁阳文君相友善。 

《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著作，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墨

子》原有 71篇，现存 53篇，其中较能代表墨子学说和思想者有《尚贤》、《尚同》、《兼爱》、《非攻》、

《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

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子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

《大取》、《小取》等 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

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 

《墨子》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

学的重要史料。西晋鲁胜、乐壹都为《墨子》一书作过注释，可惜已经散失。现在的通行本有孙诒

让的《墨子闲诂》，以及《诸子集成》所收录的版本。 

（二）主要思想内容介绍 

《墨子》的思想主要包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兼爱非攻。所谓兼爱是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

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 

  第二，天志明鬼。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不仅决定自然界星辰、四时、寒暑等的运动变化，

还对人世间的政治起支配作用。因“天之爱民之厚”，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能得

天之赏。对于鬼神，墨子不仅坚信其有，而且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也会赏善罚暴。 

  第三，尚同尚贤。尚同是要求百姓上同于天子。墨子认为，国君是国中贤者，百姓应以君上之

是非为是非。他还认为上面了解下情也很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尚贤是要求君上能尚

贤使能，即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贤看得很重，以为是政事之本，提出“官无常贵，民

无终贱”的主张。 

  第四，节用。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

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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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墨子》文本解读和大义解析 

《兼爱中》、《修身》、《尚贤上》、《尚同上》、《天志上》、《明鬼下》《节葬下》 

三、课堂讨论 

学习目标： 

墨子曾从学于孔子，在学习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又另有新意，另辟新径，提出“兼爱”“非攻”

等思想观点。通过对墨家经典的阅读，使学生对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尚同尚贤等思想观点有进

一步详尽的了解。 

作业： 

1．墨子的“兼爱”思想是针对什么提出的？意义何在？ 

2．概述《墨子》的主要思想观点。  

参考阅读书目： 

1．《墨子闲诂》，（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  2001年 4月版 。   

2．《墨子解说》，罗炳良等编，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7年 4月版。 

知识单元 5：《老子》选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导读 

（一）作者作品简介 

《老子》，又叫《道德经》，它是道家的主要精典著作，也是研究老子哲学思想的直接材料。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楚国苦县（今鹿邑县）人。约生活于前571年至471年之 

间 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老子幼年牧牛耕读，聪颖勤快。晚年在故里陈国居住，后出关赴秦讲 学，

死于扶风 。 老子是我国人民熟知的一位古代伟大思想家，他所撰述的《道德经》开创了 我国古

代哲学思想的先河。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 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 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子》中国古代重要哲学著作。又称《道德经》，共81章，5000余言，分上下篇。成书时间 

相传老子修道德，著书上下篇。春秋末期已有老子其人。现在通行本《老子》，多数学者认为在孔

子、墨翟之后，可能成书于战国中前期。王弼注本、傅奕本上篇言道，下篇言德。1973年长沙马王

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甲、乙本，则上篇为“德篇”，下篇为“道篇”。在上下篇中分章次第，

以及《道德经》的题名都是后人所加。 

历代学者研究和考释《老子》的著作很多，据不完全统计不下千种，但大多已亡佚。其中主要

有：韩非的《解老》、《喻老》；东汉的《老子想尔著》；魏晋时期何晏的《老子道德论》、王弼

的《老子注》；明代焦竑撰《老子翼》；清代毕沅的《老子道德经考异》。近代以来，许多名家都

对《老子》作了考释，如罗振玉的《老子经考异》、马叙伦的《老子校诂》、奚侗的《老子集释》、

高亨的《老子正诂》、朱谦之的《老子校释》以及陈鼓应的《老子注译及评介》等。现在通行本的

《老子》81 章，共5000 余言，分上下两篇。上篇三十七章，中心论“道”，主要讨论宇宙和人生

的哲理；下篇四十四章，中心论“德”，主要讨论社会与政治问题。 

（二）主要思想内容介绍 

《道德经》一书的一个主要观念是“道”，道，具有自然无为，无形无名，既看不见又摸不着，

又不可言说的特性；它是天地开辟之前宇宙浑沌混一的原初形态，又是超越一切有形事物的最高自

然法则。道是宇宙和事物的本原。芸芸众物的本源是什么？道家认为一切原于“道”，“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

之名曰大。” (二十五章)道是规律之道。如“反者，道之动。”（四十章）“反”字可作“相反”，

也可作“返”、“返回”讲。道也是生活准则。 形而上的“道”落实到生活的层面，作为人们行

为的准则，就成为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处世的方法了。 

当“道”落实、作用于万物，而内化形成各种事物的属性或特性，这就是“德”；同样，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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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生层面而作为我们生活准则的“道”，也是“德”。 

在政治主张上，提出“无为”，主张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认为，当时人们都是沿着“有为”的

道路行事，为了把人们从有为的道路拉到无为的道路上来，老子想了许多主意，主要有两点：一是

劝统治者减少活动，二是使民失去有为的条件。  

对统治者，《老子》要求他们减少政事活动，具体而言，主要指薄税敛，轻刑罚，慎用兵，尚

节俭，即“去甚，去奢，去泰” （二十九章）。对人们，在《老子》看来，“有欲”、“有智”

是产生有为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要实现无为，关键是消除智和欲，即消除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

活的追求。 

无为政治主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不尚贤，使民不争。2．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3．绝圣弃智，绝仁弃义。4．慎征伐。并据此提出“静观”、“守弱用柔”等“弱用之术”。 

二、《老子》文本解读和大义解析 

三、课堂讨论 

学习目标： 

《老子》是道家思想的主要著作，通过研读学习《老子》，使学生对道家思想的核心观念“道”

的内涵有全面的了解，对道家的讲道、法自然思想以及政治主张上的“无为”之治有深入的了解。 

作业： 

1．老子的“道”包括哪些内涵？ 

2．怎样理解老子的“道”与其“无为”政治的关系？ 

参考阅读书目： 

1．《老子校释》，朱谦之撰，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版。 

2．《老子译注及评价》，陈鼓应著，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版。 

3．《老子指归》，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版。 

4．《老庄研究》严灵峰著，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9 年版。 

5．《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詹剑峰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知识单元 6：《庄子》选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导读 

（一）作者作品简介 

庄子（约前 369年—前 286年），名周，字子休，一字子沐，战国时代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

北，另一说是今安徽蒙城县）人，曾任蒙之漆园吏。贫而乐道，不慕富贵。他是庄子学派的创始人。 

庄子是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老子哲学

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代表作《庄子》（又被称为《南华经》）阐发了道家思想的精髓，发展了

道家学说，使之成为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哲学流派。 

《庄子》共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的七篇

文字肯定是庄子所写的，“外篇”十五篇一般认为是庄子的弟子们所写，或者说是庄子与他的弟子

一起合作写成的，它反映的是庄子真实的思想；“杂篇”十一篇的情形就要复杂些，应当是庄子学

派或者后来的学者所写，有一些篇幅就认为肯定不是庄子学派所有的思想，如《盗跖》、《说剑》

等。 

庄子的注释，以晋代郭象《庄子注》最为有名，该注是根据向秀的注扩充、修改而成的，它重

在借注发挥自己的思想，故与《庄子》原意不尽合。是当今通行本之一。清末王先谦的《庄子集解》，

则比较简明。近人马叙伦的《庄子义证》，对《庄子》的文字作了许多校勘和考订。近人王叔岷的

《庄子校释》，收集了现在所有《庄子》的不同版本，重点在文字方面作了很多考订。另外还有今

人陈鼓应的《庄子今注今译》，在注释和译文方面，也颇为用力。 

（二）主要思想内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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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宇宙观方面，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是“无为无形，可传而

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庄子·大宗师》。)的，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太极之先而不为

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莫知其高，莫知其终”(同

上。）这种超越感觉的道，却是世界万物的本源，“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同上)，否

定了世界有神的主宰，具有泛神论的色彩。 

庄子主张“人性自然”，人既然是自然的一种存在形式，那么人的本性也如同自然界的其他事

物一样，应该从自然中去寻找。人性如同鸭子腿短、仙鹤脖子长一样，都是自然生就的。人的能动

性与性是对立的，如《秋水》曰：“牛马四足，是谓天；落（同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所

以他主张“反性归朴”，主张取消心计，禁绝一切欲望，摆脱一切社会关系，使人保持纯自然状态，

如同日月、星辰、禽兽、树木一样，任其自然生活，把人类完全融化在自然之中，和自然融为一体，

如牛马悠然漫步在原野，才是最完整地保存了人性。要求回到“浑沌”世界去，即所谓“至德之世”。 

庄子批判桎梏人性的社会观念：1．对治人治世与权力的批判；2．对心计与知识的批判；3．对

名利的批判；4．对忠孝仁义的批判；5．对喜生恶死观念的批判。 

庄子提出自然主义政治思想。 1. 顺从自然。庄子认为“治”属于人的范畴，认为最好不要提

出“治”的问题，最好“不治天下”，如果“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无为也而后安其

性命之情。”《在宥》2.顺民情。庄子认为治民之要在于顺形率情。“形莫若缘，情莫若率。缘则

不离，率则不劳”《山木》庄子认为，为了使民“安其性命之情”，至关紧要的是“无擢其聪明” 

《在宥》。3.君主无为。         庄子虽然对君主进行了正面的抨击，但并不是彻底的无君论者。

他认为取得君位的方式不应是争和盗，而应该是通过修行道德（无为天德）而来。 

庄子在人生观方面又集中体现在所谓“逍遥游”，追求精神上的绝对自由。他在《逍遥游》中

说，大鹏的高飞，要有一定的条件，即“有待”，这不能算是绝对的自由；而要真正地达到自由，

就要无条件的，即“无待”，这样才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自由自在地遨游于无穷无尽

的天地之间，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世界。 

庄子主张绝对待，齐是非。他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

为夭”(《庄子·齐物论》。世界上没有是非、善恶、美丑之分，“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

非其所是”(同上。）]双方都自以为是，而以对方为非，实际上没有绝对的是非。 

二、《庄子》文本解读和大义解析 

《逍遥游》、《齐物论》、《大宗师》的东西 

三、课堂讨论 

学习目标： 

通过对《庄子》中主要篇目《逍遥游》、《齐物论》、《大宗师》等研读学习，使学生对庄子

的 “道法自然”的自然观和“人性自然”、“反性归朴”人性思想以及追求无待逍遥、绝对待、

齐是非等观点有系统认识。 

作业： 

1．庄子的“自然人性”有什么特征？ 

2．老子、庄子思想的同异之处在哪里？ 

参考阅读书目： 

1．《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注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 年版。 

2．《庄子集释》，郭庆藩撰；王孝渔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版。 

3．《庄子发微》，钟泰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 

4．《老庄研究》严灵峰著，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9 年版。 

5．《老庄新论》，陈鼓应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 

6．《庄学研究》，崔大华，北京：人民出版1992 年版。 

知识单元 7：《韩非子》选读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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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一、导读 

（一）作者作品简介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  

 韩非（约前 280-前 233），是韩国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和李

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

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

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 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

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势”

相结合的理论，主要反映在《难势》、《难三》、《定法》、《扬权》、《有度》等篇中，达到了先秦法家

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二）主要思想内容介绍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

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 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

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认为人性好利论。他认为人性好利首先基于人的本能需要，“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

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解老》他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也是计利而行的，“父母之于子也，

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六反》人的本性是“自为”、“好利”，

政治就应从这个实际出发，为了“利”，人们可以相互为用，也可以相互斗争。 

在政治上，作者集商鞅、申不害、慎到等法家思想为一体，又吸收道、儒、墨各家思想，提出

了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在法、术、势三者中，势最重要。他认为帝王之所以为帝王，首

先在于有势，“凡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难势》 势是实行法、术的前提条件，君主失去权

势就不成其为君主，“主失势而臣得国。”《孤愤》他把势分为“自然之势”与“人为之势”。自

然之势指在客观的既成条件下掌权和对权力的运用。人为之势指在可能条件下能动地运用权力。真

正的势在于人为之势。韩非主张以法治国，反对贤人政治。他提出“上法而不上贤”。“法者，事

最适者也”，所谓“事最适者”，就是适合时代、符合事理、利于君主之用，即“治事”。 韩非

讲的术主要指君驭臣之术。所以“明主治吏不治民”。他的术中有些属于积极的考课监察方法，如：

第一，任能而授官。第二，赏罚严明。第三，形名参验。第四，众端参观，听无门户。 

韩非主张加强君主集权，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 物

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

“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他还认为

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提倡奖励耕战，厉行赏罚，

谋求富国强兵。从而将法治理论系统化，奠定了秦王朝统一中国的理论基础。主张法治，提出重赏、

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 

二、《韩非子》文本解读和大义解析 

《二柄》、《孤愤》、《难势》、《五蠹》、《定法》、《有度》 

三、课堂讨论 

学习目标： 

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通过对《韩非子》中主要篇章的学习，使学生对法家主张法术势

相结合的理论有进一步了解，对法家主张法治，重刑罚的思想有全面系统的认识。 

作业： 

1．韩非的法、术、势各指什么，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2．为什么说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参考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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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韩非子》（中华经典藏书），陈秉才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7年 3月。 

2．《韩非子校注》，张觉校注，长沙：岳麓书社 2006年 5月版。 

3．《韩非子》（全文注释本），任峻华编，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年 5月版。 

知识单元 8：《商君书》选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导读 

（一）作者作品简介 

《商君书》是战国时期商鞅一派法家著作的汇编，又名《商子》。 

商鞅（约公元前 390年～公元前 338年），他出身于卫国国君的远亲，名鞅，所以称卫鞅或者

公孙鞅，后来因为在秦国变法有功，被封在商，所以后人一般都称他商鞅。他年轻时就喜欢法律之

学，曾经在魏国相公叔痤的手下做过家臣，对李悝和吴起等人在魏国的变法情况很熟悉，在公元前

361年，秦孝公即位，广求贤才，商鞅于是带着《法经》到了秦国，开始在秦国变法，史称“商鞅

变法”。孝公死，太子即位，为政敌以谋反罪追捕，车裂而死。 

《商君书》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言论著作集。《汉书·艺文志》法家类著录 29篇，今实存 24篇。 

此书文笔古奥，流传过程中又有脱文错简。清以来学者校本有多种，但文字句读仍难完全订正。

今有朱师辙《商君书解诂定本》、王时润《商君书集解》，又有中华书局《商君书锥指》1986年版。 

（二）主要思想内容介绍 

《商君书》主要记载了商鞅的变法理论和具体措施。《开塞》篇提出了社会发展的四个阶段：

上世，中世，下世，现今，“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今世强国事兼

并，弱国务力守。”所以，在当今之世，首要的任务是生存，但要生存就必须增强国力，实行“以

力服人”的“霸道”，而不能实行儒家主张的“王道”。《商君书》提出人性好利的思想。所以变

法改革必须抓住人民的意愿，即利益。提出力的原则，社会政治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力量的对比

决定的。力量藏于人民中间，而君主用赏罚的目的也就在于换取民力。而力量来自于耕战或农战。

所以提出使民务农之道：一种办法叫“劫以刑”，另一种办法是“驱以赏”，还提出使民勇战的思想。 

《商君书》主张法治，商鞅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即变法要根据现在的具体情况，

不能再守旧。法治理论的主要点包括：定分尚公，保证利出一孔，胜民弱民和轻罪重罚四项内容。 

二、《商君书》文本解读和大义解析 

《更法》、《农战》、《开塞》、《立本》、《赏刑》、《弱民》、《君臣》、《慎法》 

三、课堂讨论 

学习目标： 

《商君书》是法家思想的重要著作，通过对本经典著作的研读学习，可以对商鞅一派的法家思

想有系统的了解，他们主张法治，注重农战，主张极刑厚赏，以富国强兵为急务，主张“以力服人”

的霸道政治。 

作业： 

1．《商君书》的核心思想是什么？ 

2．《商君书》的法治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法家和儒家的政治主张的主要差异是什么？ 

参考阅读书目： 

1．《商君书》校注，张觉校注，长沙：岳麓书社 2006年 5月版。 

2．《商君书·韩非子》，商鞅、韩非著，张觉点校，长沙：岳麓出版社 2006年 11月版。 

知识单元 9：《春秋繁露》、《举贤良对策》选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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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作品简介 

董仲舒（前 179～前 104），董子，汉代思想家，政治家。为儒学取得正统地位作出巨大贡献。

广川人(今河北景县)，汉族。是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

文经学大师。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 134），董仲舒在著名的《举

贤良对策》中，提出其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

其后，任江都易王刘非的国相 10年；元朔四年（前 125），任胶西王刘端的国相，4年后辞职回家。

此后，居家著书，朝廷每有大议，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问之，仍受武帝尊重。董仲舒以《公羊春

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

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

会、历史问题，给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春秋繁露》、《举贤良对策》和《蕫仲舒公羊治狱》是其政治思想的主要著作。公元前 134，

汉武帝又令郡国举孝廉，策贤良，而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董仲舒亦连答三章，其

中心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史称《天人三策》（或《贤良对策》），后被班固全文收在《汉书·董仲

书传》之中。 

中国现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 年）江右计台刻本，现藏于北京

图书馆。注本很多，最详尽的是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其版本有《永乐大典》所载《宋本》，

明代兰雪堂活字本，清代卢文弨抱经堂校刊本。注释本有清代凌曙的《春秋繁露注》和苏舆的《春

秋繁露义证》等。 

（二）主要思想内容介绍 

《春秋繁露》宣扬"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思想。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

是至高无上的神。《春秋繁露》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神秘化的比附，认为天按照自己的形体

制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人类的一切都是天的复制品，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社会中的尊卑

贵贱制度，都是天神"阳贵而阴贱"的意志的体现。君、父、夫为阳，臣、子、妇为阴，所以君臣、

父子、夫妇的关系就是主从关系。"天子"是代替天在人间实行统治的，君主之权是天所授予的，并

按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这就是神化君权的"君权神授"思想。 

《春秋繁露》还大力宣扬"天人感应"说。认为"天"不但为人世安排了正常秩序，还密切注视人

间的活动，监督正常秩序的实现。如果人间违背了封建道德即天的意志，君主有了过失而不省悟，

天便会降下灾异警告，这就是所谓"谴告"说。反之，如果君主治理天下太平，天就会出现符瑞。 

《举贤良对策》中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道”是封建社会据以存在的根本原理，其核心是三纲五常。“天”主要是指自然界的最高主宰或

天意。董仲舒认为，封建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由天决定的，天是永恒不变的，因而按天意建立的封建

社会之“道”，也是永恒不变的。一个新朝代的君王，受天命统治人民，必须改制，徙居处，更称

号，改正朔，易服色，就起居饮食等制度的具体形式作一些改变，但治理封建社会所必须遵循的根

本大道，是不能改变的。在董仲舒看来，“王道之三纲”取诸阴阳（天）之道。阳为主,阴为从,“君

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臣、子、妻受君、父、夫的统治之道也是不能

变的。董仲舒以“天不变道亦不变”来论证封建制度和君主统治的合理性和稳定性。 

二、《春秋繁露》、《举贤良对策》文本解读和大义解析 

三、课堂讨论 

学习目标： 

这两部著作是汉代思想家蕫仲舒的重要代表作，通过对这两部著作的研读，学生会对蕫仲舒“天

人合一”、“天人感应”以及“天谴说”思想有系统认识，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君权至上说，特别是《举

贤良对策》中他提出的天人三策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主要代表，受到皇帝重视。 

作业： 

1．《春秋繁露》都讲了几个议题？ 

2．蕫仲舒是怎样论述“天人感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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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人三策”都是哪三策？蕫仲舒怎样回答的？ 

参考阅读书目： 

1．《春秋繁露义证》，苏与撰，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年版。 

2．《春秋繁露校释》，钟肇鹏校释，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3．《两汉思想史》，徐复观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4．《文臣——中国历史人物丛书》，金鹰达著，海口：南海出版社2007年版。 

知识单元 10：《原道》、《原性》选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导读 

（一）作者作品简介 

韩愈（公元 768—825年），字退之，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县）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与柳宗

元创导古文运动，主张“文以载道”，复古崇儒，抵排异端，排斥佛老，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韩愈出身于官宦家庭，从小受儒学正统思想和文学的熏陶，并且勤学苦读，有深厚的学识基础。

但三次应考进士皆落第，至第四次才考上，时二十四岁。又因考博学宏词科失败，辗转奔走。唐德

宗贞元十二年（796）起，先后在宣武节度使董晋、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下任观察推官，其后在国

子监任四门博士。贞元十九年（803 年），升任监察御使。这一年关中大旱，韩愈向德宗上《论天

旱人饥状》，被贬为阳山县令。以后又几次升迁。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上《论佛骨表》，

反对佞佛，被贬为潮州刺史。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召回长安，任国子祭酒，后转兵部侍郎、吏

部侍郎。后世称为“韩吏部”。死后谥号“文”，故又称为“韩文公”。  

主要作品收在《韩昌黎集》中，包括文三十卷，诗赋十卷，共四十卷。又“外集”十卷，“遗

文”20 余篇。书前有《韩昌黎集序》、《韩昌黎集叙说》及《重校昌黎集凡例》。书末附《朱子

校昌黎先生集传》和陈景云《韩集点勘四卷》及《书后》。他的《原性》、《原道》、《原人》、

《原鬼》是思想史上的名篇。 

（二）主要思想内容介绍 

《原道》是韩愈政治思想和哲学理论的代表作。收入《韩昌黎集》杂著部。全文中心是反对佛

老，发挥儒家正统思想。认为唯有孔孟之道是“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的治世良方；老子“去

仁与义”、佛教“灭其天常”都与封建伦理纲常相违背，应当坚决禁绝。  

  《原道》以仁义为“道”的内容，第一次提出儒家的道统说，认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

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韩愈以继承孟轲的“道统”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原道》批判佛老，提出“道统”说，在当时具有

积极意义。 

《原性》是韩愈关于人性论的代表作。收入《韩昌黎集》杂著部。 论文不赞成孟子的 “性善”

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也不赞成扬雄的“性善恶混”说。而发挥董仲舒的理论，第一次明确提出

“性之品有三”：上品性善，生来具有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中品五德有所欠缺,性可善可

恶；下品五德都不具备,性恶。同时还认为人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情亦有三品：

上品七情控制适中；中品七情或多或少，“有所甚，有所亡”；下品则“亡与甚直情而行”。情与性

的品级正相对应。上品之人本性善，具备仁、义、礼、智、信，而喜、怒、哀、惧、爱、恶、欲也

不偏不激，这种人就学而易明；中品之人本性善恶相混，一德有偏，其余四德杂而不纯，情也有过

之而不及，这种人可导而上下；下品之人本性恶，一德不备，其余四德也多有偏差，且纵情恣意，

这种人“畏刑而寡罪”。上品自然向善，中品需要教化，下品惟可刑治。 

二、《原道》、《原性》文本解读和大义解析 

三、课堂讨论 

学习目标： 

通过对隋唐儒学代表人物韩愈的经典名篇《原道》、《原性》的研读，使学生对韩愈排斥佛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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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儒家的“道统论”思想有全面认识，对韩愈的“性三品”说及君主制度、等级制度有更深入了解。 

作业： 

1．韩愈的“道统”论是怎样的一个体系？ 

2．韩愈的“性三品”说包含哪些内容？ 

参考阅读书目： 

1．《韩昌黎文集校注》，韩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版 

2．《韩愈诗文选评》，孙昌武撰，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 

知识单元 11：《天说》、《天对》、《封建论》选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导读 

（一）作者作品简介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和散文家，与韩愈，欧阳修，苏洵，苏轼，

苏辙，王安石，曾巩被称为唐宋八大家。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人。汉族。代宗大历八年（773）

出生于京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刘禹锡与之并称“刘

柳”。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与之并称“王孟韦柳”。世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柳宗元一生留诗文作品达 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论说性强，笔锋

犀利，讽刺辛辣，富于战斗性，游记写景状物，多所寄托。柳宗元的作品由唐代刘禹锡保存下来，

并编成集。有《柳河东集》。哲学著作有《天说》、《天对》、《封建论》等。 

全书四十五卷，外集二卷，集前有柳宗元的好友刘禹锡写的序文。全书按文体分类，体例明晰。

原为宋人刻本。现在流行的有 1960年中华书局排印本和 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印本。这个集子

收录了柳宗元的全部诗文。 

（二）主要思想内容介绍 

《天说》是柳宗元的代表作之一，提出了天与人不相干预的观点。“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

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蓏、痈

痔、草木也。”指出天、地、阴阳与果瓜、草木等同样都是自然现象，是物质存在的不同形式。天

没有意志，不能赏功罚恶，“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国家的兴亡衰盛,个人的贵贱祸福,与天根本不

存在互相感应的关系。《天说》坚持唯物主义观点，阐述了天人关系的问题，但忽视人类认识和掌

握自然规律的能动作用。 

《天对》柳宗元的代表作之一，是对战国时期伟大诗人屈原《天问》中一些问题的解答，认为

世界是由元气构成的。《天对》指出,在天地形成之前,只是一团混沌的元气，“庞昧革化，惟元气存”，

根本不存在有意志的天帝。还说“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吁炎吹冷，交错而功”，认为阴、阳，天

统一而为元气。运动是元气本身对立“交错”的作用，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是元气自身的阴阳二气

相互作用的结果。 

《封建论》为阐发郡县制的优越性，抨击恢复 “封建” 制的复古思潮而作。收入《柳河东集》。

《封建论》，往往引史为证，阐发郡县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论文反对恢复封国土、建诸侯的封建

制，说“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

封建，非圣人意也”。文中指出，历史发展有客观趋势，封建制的形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不是

圣人主观意志所决定的。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封建制为郡县制所代替，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之

“势”。从而否定了圣人创造历史的观点。 

二、《天说》、《天对》、《封建论》文本解读和大义解析 

三、课堂讨论 

学习目标： 

通过对《柳河东集》中的主要篇章《天说》、《天对》、《封建论》等主要篇章的学习，对柳宗元

“自然元气论”、“天与人不相干预”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有一个基本认识，对其仁政思想、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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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发展的历史观及郡县制主张有全面系统的了解和认识。 

作业： 

1．《天说》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2．《封建论》的主要思想观点是什么？对当时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参考阅读书目： 

1．《柳河东集》，柳宗元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版。 

2．《柳河东集》讲疏，高二适著，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1年版。 

3．柳宗元《封建论》译注，中山大学中文系译注，广州：广大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论语》节选 3  

2 《孟子》节选 3  

3 《荀子》节选 3  

4 《老子》节选 3  

5 《庄子》节选 3  

6 《墨子》节选 3  

7 《韩非子》节选 3  

8 《商君书》节选 3  

9 《春秋繁露》、《举贤良对策》节选 3  

10 《天说》、《天对》、《封建论》节选 3  

11 《原道》、《原性》节选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政治思想史》 

后续课程：《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当代中国政治思潮》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本课程以阅读先秦诸子原典文献为主，结合《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内容，拓展学生的

阅读视野和加强阅读理解深度。 

难点：首先，是学生的文言文基础，阅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典籍，需要学生具有良好扎实的文

言文基础。其次，是学生要有坚持阅读和反复阅读的习惯，做到真正读下来和读明白，真正了解大

义和理清思路。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本课程教学以学生阅读，教师课堂教授和讨论为主。 

教学手段：传统讲授和 ppt多媒体展示相结合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出勤、课堂表现和平时作业占 30％，期末撰写读书报告和学术论文占 70％。 

5、作业要求： 

每次内容讲授之前布置阅读内容和撰写读书报告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课程特点，自主打印和借阅相关阅读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没有固定教材，随阅读要求，借阅相关书目 

执笔：张春林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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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政治思潮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oughts in China 

课程号：4050106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专业的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政治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对当代中国主要政治思潮进行比较系统全面的介绍；2、梳理分析贯

穿于政治思潮中的政治观念提出的历史渊源和当代中国社会背景；3、客观分析评价这些政治思潮

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作用。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相关内容的学习，使学生能结合当代中国社会政治

现实，对这些政治思潮有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和认识，对贯穿于这些主要政治思潮中的重要政治观

念的内涵及其产生发展有清晰认识，寻找这些政治思潮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土壤及其变迁的内在逻

辑，进而能够深入把握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发展演变的脉络特点，理解这些政治思潮对当代中国政治

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作用。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本课程以专题的形式，对近现代以来的主要政治思潮进行讲解学习，主要内容包括人道主义思

潮、新传统主义思潮、西化思潮、新权威主义思潮、精英主义思潮、市民社会思潮、自由主义思潮、

新左派思潮、“第三条道路”思想以及治理与善治相关理论。通过该课程学习，使学生对当代中国

存在的重要政治思潮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和把握，进而对当代政治思想发展的状貌特征有宏观整体的

把握。 

知识单元 1：前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政治思潮的内涵及取向 

政治思潮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可大致归结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共同政治倾向和较

为广泛影响的重大政治思想潮流。 

政治思潮的取向 

1.政治思潮的价值取向 

政治思潮的排他性价值取向决定了政治思潮具有较为壮烈的导引效应和鼓动效应，构成了人类

社会特有的观念世界或意识形态丛林。 

2.政治思潮的实践取向 

政治思潮在价值和制度层面上，表达了一种继承或否定某种政治传统的设想和方案。 

3.政治思潮的问题取向 

政治思潮通过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关注，表达着对某种价值的肯定和颂扬。 

4.政治思潮的流动取向 

包含从发端者向受动者的流动，也包含着从一种政治思潮向另一种政治思潮的流动。 

二、当代政治思潮兴起的外在条件 

1.政治学在中国的恢复 政治学的恢复，奠定了学科基础和学术基础 

2.社会变革 是新旧交替，社会变革的反应 

3.知识群体 知识群体是政治思潮的表达者 

4.知识生产、传播体系、出版业的快速崛起和教育制度的改革 

三、政治思潮演进的内在逻辑 

1.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尽管发生在当代，但关注的主题以及展开的方式，与近现代政治思潮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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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相承的关系。近现代政治思潮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提供了可以关照和追溯的文化资源。 

2当代政治思潮试图通过思想的力量改造或完善既定的政治体系，当代政治思潮要在与既定政

治体系的关系中，通过“迂回话语”展现着一种矛盾而复杂的面貌。 

3.政治思潮是知识群体介入政治发展进程的一种反映，政治思潮的变动是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

之关系的一种映射。 

当代 20世纪 80年代出现的政治思潮，是以对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反思以及试图对权威体系

的改造作为其总体特征的。人道主义是反思意识形态的典型代表，西化论是反思和试图改造政治体

制的典型代表。  

20世纪 90年代，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出现一个大转折，体现为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两级对立的

局面开始消解。 

首先，市场化开始缔造限制国家权力无限扩张的边界，国家与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分

化的雏形开始形成。  

其次，市场化导致了知识群体的分化。 

最后，在世俗化的轨道上形成的理性化力量把来自文化权力的颠覆力量抵消掉了。 

四、当代政治思潮的主题 

（一）西方化与中国化 

西方化与中国化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在制度层面的冲突。体现为个人本位主义和国家本位

主义的冲突。 

（二）个体化与国家化 

  个体化与国家化冲突的根源在于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国家与社会的分野。自由主义的总体期

望是试图在一种开放性的社会中完成对集权体制的摆脱，从而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抵制与改造，完成

向个人权利的回归。 

（三）精英化与平民化 

在中国老百姓眼里，民主政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平民政治就是民主政治。一些精英主义披着

自由的外衣，诚为个人权利的捍卫者。 

（四）全球化与本土化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是围绕本土价值在全球化时代的命运展开的。 

（五）传统化与现代化 

西化论者不仅坚持政治制度上的西方化，还力主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西方化，新传统主义

试图在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保留传统文化信仰延续和弘扬的空间。 

五、当代政治思潮的基本内容 

（一） 价值重估运动和权威体系改造运动：对改革开放时代的早期回应 

主要包括对人道主义的重估、对西方式民主的重估、对传统文化的重估和对平民主义的重估。 

1978 年改革开放运动激发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兴起，标志就是对“文革”时期所否定的一

系列价值观念进行重新估价。 

（二） 国家——社会关系重构运动：对市场化的现代回应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以及中国共产党推行的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战略，以社会重构运动作为标

志的各种政治思潮出现，代表性的思潮包括自由主义、/新左派等。 

（三） 改革政府运动：对市场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制度性回应 

主要体现为建设性的改革政府运动之中，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塑是基本主题。 

（四） 民族主义与民族复兴运动：对后冷战时代与全球化的政治回应 

学习目标： 

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当代政治思潮产生的现实基础和思想渊源有所了解，对当代

政治思潮的主要内容及其演进逻辑和特点有整体宏观的把握。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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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政治思潮主要包括几大方面的内容？ 

参考书目： 

1.刘建军：《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王炳权：《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3.朱义禄、张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年版 

4.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知识单元 2：人道主义思潮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人道主义的理论依据 

人道主义在英文中有两个词：一是 humanism,意为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二是 humanitarianism,

意为博爱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人道主义是一个内涵十分广泛、丰富的概念，它概括了 14 世纪以

来一种广泛的意识形态现象和一种伴随着资产积极的产生而产生的社会思潮。其核心内容是：（1）

以“人道”同“神道”对立，用“以人为本”反对“以神为本”，具有明显的反对基督教思想统治

和世俗统治的倾向；（2）推崇、歌颂和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幸福，人的尊严，与天堂生活相对的人

的世俗生活和以人为目的的生活；（3）是具有反封建性质的思想运动；（4）是以后一切思想滥觞鹤

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而博爱主义人道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爱人，这种爱是不分男女，不分贵贱，

不分君臣和百姓，不分种族，不分阶级甚至不分人、神的泛爱。 

其共同的存在的理论基础是人性论。 

20世纪 80年代中国的人道主义思潮其思想来源继承了西方人道主义中的“人性论”思想，试

图把人从阶级性的束缚和吞并中解放出来。其理论依据主要是基于对早年马克思的解读，主要是其

“异化”思想。 

二、人道主义的主要观点 

人道主义的兴起与“文革”有密切关系。文革时期极左政治路线极大摧残人性，真正的“人”

已经消失，代之以“阶级斗争”的工具，人被划分为两部分，一是革命的人，二是反革命的人。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的人道主义是基于重新发现人、重新寻找人、重新认识人这一使命而在中国文

学界思想界出现的。 

人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要复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面貌，主要特征是用人道主义改

造马克思主义，并为这种改造提供理论上的依据，这种反思与重建是以对意识形态的质疑作为总体

特征的，既要完成对反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又要完成对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超越。 

王若水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列阐述，他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转变为批判传统社

会主义体制的武器，即把马克思所言的“劳动异化”扩展为“政治异化”、“宗教异化”、“经济异化”

等。从现实生活中举例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依靠人道主

义重构马克思主义，证明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开始逐渐成形。 

周扬 被称为“党的文艺政策的传达者”，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高潮。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1983年 3月的报告，成为反思反现代性马克思主

义的重要象征。认为：“异化”是一个辨证的概念，马克思讲的异化，是现实的人的异化，主要是

劳动的异化，各种异化现象，都是束缚人、奴役人、贬低人的价值。社会主义的异化不同于资本主

义的异化，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能克服异化，异化的根源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体制上的问题。 

当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相连时，导致人道主义对既定国家意识形态的挑战，人道主义从文学思

潮向政治思潮转折，试图挖掘“共同的人性”，试图将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构建在抽象的人民性的

基础之上，，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 

人道主义显示出与既定意识形态的对抗性，最终在反“精神污染”的运动中趋于消解 

80 年代初发生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之后，意识形态批判发生了分化。1986 年对政治体制

的批评以“西化论”的面目出现，意识形态批判被政治体制批判所替代。政治体制的西化论从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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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直延续到 1989年。 

中共党将“反精神污染”逐渐融入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之中，使之服从于中国现

代化建设的基本逻辑，避免了一系列负面效应的产生与蔓延。 

学习目标： 

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人道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理论基础有清晰的认识，对

人道主义的思想内容有完整的认识，并把握其发展演变的历程。 

作业： 

阐述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英]凯蒂﹒索珀：《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3.白桦：《白桦的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4.王若水：《谈谈异化问题》，《新闻战线》，第 8期，1980。 

5.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文汇报》，1983年 1月 17日。 

6.王若水：《论社会主义需要人道主义》，《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 1期 6. 

7.王若水：《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文艺报》，1979年第 11—12期合刊。 

8.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1983年 3月的报告。 

9.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日报》，1987年 1月 27日。 

10.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12.高磊：《1983:人道主义与异化争论的分析 ——以周扬、胡乔木为中心》，2015年硕士论文。 

知识单元 3：新传统主义思潮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80 年代，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来临，以新儒家为主体的新传统主义，逐渐在大陆兴

起，新儒家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思潮，意味着一种价值的整合与重建。 

一、“传统”及其歧义 

传统是人类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

造性想象的沉淀。 

传统包括一个社会在特定时刻所继承的建筑、纪念碑、景观以及保存在人们记忆和寓言中的所

有象征性事物。传统是人类创造的、赋予象征意义的所有产品的复合整体。文化传统则是今天所拥

有的作为心理结构一部分的精神资源。 

二、新传统主义兴起的原因 

新儒家在 80 年代的复兴主要以海外人物的策动和国内部分研究者的呐喊与传播作为主要表现形

式。1980——1985年杜维明教授在大陆较长时间的讲学活动对新儒学的复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随着东亚儒家文化圈中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探讨儒家思想与现代化

之亲和关系的思潮弥漫在学术界，也即形成儒学第三期发展。 

1987 年 1 月和 8 月在新加坡和中国分别召开了“儒家伦理与工业东亚的现代化”国际研讨会

和“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当时以研究新儒家为主题的书充斥各大书店。1989年先后在北京和上

海两地召开的以“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和“儒学与未来社会”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方克立先生在

1990年为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撰写总序，指出新儒学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 

20世纪 80年代，以曾经受过彻底批判和否定的新儒学为代表的新传统主义所奉守的“大传统”

被重新呼唤出来，成为一道独特的政治文化景观，有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 

首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及其儒学神奇功能的神话效应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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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学的兴起是内外相互影响的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一种通过文化与价值重建推进中国现

代化的设想。 

其次，1978 年以来推行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知识界对这一改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文化

和价值上的检讨。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个人主义、物质万能主义、消费主义等问题，使得中国知识

界必须通过确立一种新型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以拯救日益西方化的中国。 

再次，新传统主义比之其他任何一种思潮，都具有一种潜在的“政治正确性”，也就是说建设

性的效应可以与执政者的国家建设战略合流，甚至为国家建设和国家认同提供一种非体制性的文化

资源。 

最后，西方世界对儒家文化的重新探讨成为激发新传统主义在中国复兴的外部刺激力量。西方

人希望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搜寻拯救西方社会危机的良药。 

三、新传统主义的基本主张 

新儒家是一种强调继承、发扬孔孟程朱陆王思想，以之为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根本精神，并

以其为主体来吸收、接受和改造西方近代思想和西方哲学，以寻求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出路的学术

流派。 

20世纪 70年代以来以杜维明、刘述先为代表的第三代新儒家，其基本主张是，作为中国文化

核心、主流学说的儒家学说，代表着一个不变的“常道”，它在各个不同时代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或

开展。 

新儒学认为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人文主义，在近代并未堕落，且其理想为人类提供了唯一健康的

信仰出路。传统“内圣外王”、“内外合一”的理想完全可以被赋予全新的内容，以儒家注重人际关

系、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念，来统驭现代科学的成果，不致使人流为机器工业和现代经济制度的

奴隶。 

他们主张重新改组儒家理想，通过知识分子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继承其优良传统，扬弃其危

害糟粕，引进西方文化而又清除其负面现象，会使中国文化得到创新，儒家文化完全可能找到它的

现代意义和全新的复兴。 

80 年代的新传统主义包含以下几个新的话题：一是儒家伦理与现代化的关系，即儒家伦理是

否包含现代化动力；二是儒家学说在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中的地位和命运；三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创

造性转化问题；四是儒家学说与现代民主的关系问题。 

新传统主义对对韦伯命题的反证不仅引发了西化论者的反感，也引发了包括新儒家在内的质

疑。不能仅从思想文化方面解释工业东亚的经济起飞。 

新儒学在政治上能否通过“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观点缺乏客观冷静的分析，在最终的立场

上又退出了政治。 

学习目标： 

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新传统主义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有明确认识，对其思想主张

有系统全面了解，了解新传统主义面对古今中西文化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以及他们对中国现代化的理

想设计。 

作业： 

新传统主义者相对于前辈新儒家提出了哪些新的主张？ 

参考文献： 

1．[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2.[美]E﹒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杜维明：《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日本和“四小龙”的道德教育与经济文化》，美国哈佛

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刘述先：《儒家思想开拓的尝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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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述先：《儒家思想的转型与展望》，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8.刘述先：《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9.成中英：《合内外之道：儒家哲学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朱维铮：《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复旦学报》，1987年第 1期。 

12.庞朴：《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 5期。 

知识单元 4：西化思潮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西化思潮的渊源 

左右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的主线是“求变”，西化与现代化的问题交织。30年代的文化大论战，

使原来僵化的“东方化”“西化”发生了分化，现代化演化为一种具有涵盖力和包容性的观念，陈

序经的全盘西化和胡适的折中的西化论都成为西化论的代表。 

二、西化思潮的兴起与变迁 

1988 年电视系列片《河殇》，通过电视的传播渠道，展现出彻底西化的思想。《河殇》否定传

统是其表，核心在于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的革命传统，进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20 世纪

80年代的西化论思潮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另外一种表达。主要通过街头政治、沙龙政治、

地下出版物以及特定的研讨会表达出来。部分地借助了一系列政治事件而得以显现出其实践效应和

颠覆效应。这些事件有：（1）1979年前后的“人权游行、示威”运动以及“民主推进”运动。（2）

1981-1983 年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否定运动。（3）1985-1987 年以改造政治体制为目的的运动。（4）

1989年以颠覆既定权威体系为直接目标的“六四”政治风波。 

三、西化思潮的基本主张 

西化论借助对政治学理论中的诸如人权、民主、分权等基本概念的直觉理解，并通过与权威体

系在话语和行动上的彻底决裂，转化为一种街头政治和运动政治。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对既定权威体

系的颠覆，即以多党制替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资本主义道路替代社会主义道路，以三权分立替

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直接选举替代目前的选举制度。 

西化思潮的基本内容就是从大陆文明到海洋文明，从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用分权代替集权，

进而达到对既定权威体系的整体性改造。 

四、西化思潮的思想特征 

（1）西化思潮颠覆性的介入机制具有典型的激进主义特征。 

（2）1992年之后，现代化与西化两极互动格局结束。 

（3）西化论是当代政治思潮从文化反思过渡到制度反思的体现，核心在于否定既定的社会主

义政治制度，全盘采用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学习目标： 

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西化思潮产生的背景及其引发的政治事件，进而深入理解

西化思潮的思想内核及其产生的严重社会影响。 

作业： 

西化思潮的思想实质是什么？ 

参考文献： 

1.张世保：《西化思潮的源流与评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988年电视系列片《河殇》。 

2.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 

3.曹维劲、魏承思主编：《中国 80年代人文思潮》，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4.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 

5. 《河殇》座谈会发言选登，《文艺报》，1988年 7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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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许纪霖：《文化认同的困境──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反西化思潮》，《战略与管理》，1996年

第 5期。 

7.余英时：《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沈阳：时代文艺

出版社，2000年版，第 15页。 

8. 俞 可 平 ：《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还 是 西 方 式 现 代 化 》， 来 自

http://bbs.cqzg.cn/thread-68910-1-1.html 

知识单元 5：新权威主义思潮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新权威主义兴起的社会背景 

80年代中后期，在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选择问题上，理论界展开激烈论战，

即围绕“新权威主义”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一种独特的理

论思考，同时也是一些学人对当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政治文化反应。 

新权威主义出现的根源：（1）政治民主化的意外后果。（2）经济发展中的地方主义和混乱状态。

（3）后发现代化国家成功的昭示。 

二、新权威主义的内涵 

新权威主义的定义：（1）新权威是由“新”和“权威”两部分组成，新即领导人必须是现代意

识的产儿，权威即领导人必须是社会权力的控制者。（2）指第三世界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其早期

现代化发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种特殊政治形态。（3）是一种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形态，具

有普遍意义。 

总体共识：首先，主张治国者在经济上必须具备一定的现代化导向，所订立的治国、发展目标，

应当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市场化趋同，其权威的合法性来自民族主义及其现代化导向。其次，

主张在政治上凭借庞大的官僚体制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实行自上而下的统治。再次，在意识形态上

对传统的价值体系有更多的认同，认为传统的价值体系有利于凝聚民族精神。最后，把剥夺还是保

障个人自由，作为新旧权威的分水岭。 

新权威主义外来的思想背景与影响： 

一是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压力。二是“东亚四小龙”经济起飞的成功范例。三是美国学者亨廷

顿的政治学说。 

何谓“新权威”？ 

三、新权威主义产生的条件 

政治全能主义的存在，即集政治、经济于一体的“政治全能主义”。只有实现了政治、经济的

二元化，才能保证经济形态的转化和经济的高度发展，从而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在二

元结构实现之前，必须有足够的权威力量去排除旧体制的受益者的力量障碍，因而需要实行半集权

制。同时通过市场运行还可以培育出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使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至于变为

剥夺个人财产的原则，从而避免民主原则与经济增长原则的冲突。 

五、代表人物及主要主张 

南派：萧功秦；北派：吴稼祥、张炳九 

萧认为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演化，如果将现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直接嫁接到非自主国民性

之上的话，其结果就是导致社会全面失序。因此，应该建立一种过渡性权威，加强社会整合。 

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在于自主性人格及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多元化，这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只

能通过过渡性的权威来镇制非自主个体的无序化倾向，并经由发展市场经济培育新型人格来实现。 

1.民主政治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才能真正建立  

新权威主义者普遍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市场经济长期发展的产物。市场经济的发展确立了

契约性的人际关系，而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说就是这种契约性关系的延伸；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还

促进了社会结构及社会利益的分化，促进了社会的多元化；市场经济还促进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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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这也是民主得以建立的前提。我国当前缺乏实行民主化的条件，民主应缓行，有待于继续

完善其条件。 

2.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政治  

在旧体制向现代商品经济秩序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有现代化导向的权

威政治来协调整合社会秩序，并引导现代化进程。 

3.新权威主义最终指向现代民主政治 

六、与新权威主义相关的问题 

（一）新权威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价值导向 

新权威主义认为，新权威就是推进国家现代化的最理想的价值导向。具有现代意识的新权威能

使整个社会在保持必要秩序与稳定的前提下，顺利推进国家的现代化事业。 

（二）新权威与新生产力 

新权威主义者认为，新权威能够代表新的社会生产力，因为它能促进经济繁荣，实现政治多元

化。通过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即个人独裁是可以走向现代化。 

（三）开明专制与精英民主 

传统社会中，权威更多地建立在传统或个人魅力的基础上，而在现代社会，权威则主要建立在法

律与理性的基础上，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过程中，应该放弃民主化进程，甚至不惜以专制

的手段来强化中央集权，有的则主张实行半集权制，即“开明专制”，也就是精英民主阶段，依靠强人

政治的铁腕作风，自上而下地建立起权威政治，然后由这种政治精英设计和推行经济现代化。 

（四）新权威主义与东亚模式 

新权威主义者认为东亚模式是自由经济与集权政治的结合。他们认为，专制政体有助于实现现

代化，而倡导民主、自由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反而会导致社会动乱，政局不稳。因而主张抑制民

主自由，以利于经济发展。尤其在不发达国家，虽然已经具备了一个中产阶级阶层，并形成了一种

维护商品生产正常发展的“市场秩序”，但是这种市场秩序还未强壮到能够整合社会秩序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助于强大的国家力量，通过强人政治的有效统治，来维持整个社会发展的秩序

与安定，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为中产阶级的发育、壮大，创造出一个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 

（五）新权威主义与操作民主 

新权威主义者认为，目前中国改革，不应当谋求建立民主制，应当依赖于一个有力的专制体制

来强制地推行改革。认为民主化的宪法不现实。 

（六）新权威主义与反腐败 

新权威主义认为，腐败的出现与权力下放有关。因为权力下放，中央权威被削弱，导致腐败横

行，对策只能是强化专制权威。 

（七）新权威主义与政治稳定 

新权威主义者认为，权威的重构不能通过民主制度来进行，只能靠政治上的铁腕作风，还认为

民主会导致暴民专政。 

学习目标： 

通过本专题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新权威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有基本认识，明白其针对的现实

问题，把握其基本的政治主张，理解其对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思考理路。 

作业： 

正确理解“新权威主义”概念的内涵。 

参考文献： 

1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萧功秦：《关于新权威主义体制与国家治理问题的若干思考》，《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4

年第 5期。 

3.吴稼祥：《权威落差与政治稳定》，《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 7期。 

4.张炳九：《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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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军：《“新权威主义”论争简介》，《光明日报》，1989年 3月 17日。 

6.俞可平：《论权威主义——兼谈“新权威主义”》，《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年第 3期。 

7.罗晋辉：《新权威主义讨论综述》，《湖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 3期。 

8.刘军、李林编：《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年版。 

知识单元 6：精英主义思潮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精英主义的理论源头 

精英主义是一种理解政治和历史的范式，其最极端的形式是认为社会总是处于少数人（精英）

的统治之下，是他们在社会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并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精英主义的解释模式来自

意大利社会学家盖塔诺﹒莫斯卡、维尔夫雷多﹒帕累托和德国的罗伯特﹒米歇尔斯的著作。 

帕累托提出“精英流动”观念，提出“精英循环理论”，这一理论把社会划分为较高的精英阶

层变化和较低的非精英阶层。该理论描述了个人从较低向较高阶层变化的一种规则的模式。精英包

括统治的社会阶层，也包括非统治的社会阶层。人们根据自己专业方面的能力上升进入其中。这个

理论意味着社会等级制度和统治的必然性，但又假设下层阶级不断向较高阶层上升的渴望导致了精

英阶层的兴替。 

二、精英主义的基本观点 

精英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精英治国论”，这里的精英主要是指知识群体，它是对知识群体边缘

化的一种反思。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中包含着精英主义的传统。当代中国的精英主义最初萌发于

80年代初关于知识分子地位、作用的讨论热潮中。 

精英治国论主要包含三点主张：（1）主张社会的精英阶层来治理整个社会。（2）认为正处于现

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的成功依赖于精英统治，并为其不断提供社会基础。（3）承认精英治国

导致政治制度及活动的高效能，但反过来不可简单对其作伦理价值上的是非判断。 

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派别： 

1. 知识精英统治论 

认为知识精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先进意识形态的代表，

具有独立性和历史使命感，知识分子也是现今政治势力的代表，主张用知识分子的一系列先进思想

观点指导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在知识分子的先进理论武装和组织指挥下，把工农群众的分

散潜力变成具有正确方向的现实力量，并推进改革。 

2.能者统治论 

把知识精英扩大到社会精英，认为知识分子是“新的普遍阶级”，即代表全人类利益和未来发

展方向的阶级，能者即同行们所认可的获得个人成就和地位的主体，能者即知识分子。 

3.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结合论 

这一观点认为古往今来社会精英分为政治、事业和知识三大类型的精英，他们始终是推动社会

发展最直接、最强劲的动力；三大精英阶层的协调与适度矛盾斗争产生正向和最佳的社会总功能，

最大限度推进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在中国当前的国情下，发挥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作用是必要

的，而且要不断结合。  

4.民主的精英治国论 

这种观点认为应实行以社会精英为主的政治民主制来治理国家，主张通过精英控制的议会来影

响政治决策，来填补权威真空。建立新的权威基础及法制和民主的制度，但在建立过程中必须有一

个议会民主形式的“精英治国”形式作为过渡，社会的各种精英人物、集团通过议会发表政见，来

影响乃至控制政府决策行为和执行功能，使之合理化，以使中国现代化的良好政治基础逐渐生长并

成熟，从而建立新的权威基础、新的政治形式来领导整个社会的有效稳定的社会化。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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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精英主义理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特别是对中国 80 年代精

英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具体主张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和了解，了解这一时期知识群体参与社会

政治的方式和政治设计。 

作业： 

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关系是怎样的？ 

参考文献： 

1．[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2.罗德里克﹒马丁：《权力社会学》，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 

3.曹维劲、魏承思主编：《中国 80年代人文思潮》，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4..苏文：《不要民粹主义，但能要“精英主义”吗？》，《读书》，1997年第 10期。 

5..耿传明：《精英主义话语的出现及其对“西方”的想象》，《南开学报》，2001年第 5期。 

6.李强：《勿将民粹当民主》，《新闻周刊》，2003年第 7期。 

7.吴嫁祥：《民粹主义的三只手》，《南方周末》，2008年第 4月。 

8.乔新生：《警惕精英主义的抬头》，《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 9月 

知识单元 7：市民社会思潮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市民社会思潮兴起的背景及其根源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行和深入，逐渐出现了一个独立于国家统治权力体系之外的新空间，这个

由个人、企业组织、社团等要素组成的新领域，是传统的单位体制所无法涵盖和容纳的。学术界借

用一个新概念——市民社会，以此来解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试图通过建构市民社会自下而上地

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 

二、市民社会的内涵及其中国意义 

中国对市民社会的理解，赋予市民社会更多政治含义，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公共权威之外的私

人活动空间，是由私人活动中逐渐产生的公共领域，是一个外在且独立于国家的社会，是一个具有

高度自主性的社会。 

市民社会具有的要素：（1）个人主义（2）多元主义（3）公开性和开放性（4）参与性（5）法

治（6）社会自治 

中国的市民社会是非官方的公域和私域的合成。当市民社会内部发生利益冲突或纠纷而其本身

又无能力解决时，就需要国家这个公共管理机关从外部介入进行干预、仲裁和协调。 

三、市民社会的相关理论 

（一） 市民社会有益论 

从消极的意义上说，市民社会是制衡国家的力量，亦即市民社会自维护其独立性自主性时力争

并捍卫自由，使自己免受国家的超常干预和侵犯；从积极意义上讲，市民社会的发展培育了多元利

益社团，这些社团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求在政治上表达它们的利益，在这一

意义上，市民社会为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 市民社会局限论 

反对者认为，西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经历了体制外抗衡、一体化发展、体制内自治三个阶

段，但最后成熟阶段即体制内自治阶段仅仅表明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民主关系，但无法从根本

上影响国家内部政治民主的建构，因此，市民社会对政治民主的意义是有限的。 

（三） 市民社会泡影论 

首先，理论建构的成功，并不标志着现实操作上的可行。在中国传统中无法找到有助于市民社

会成长的资源，而且中国难以形成独立的市民阶级，当然也就不可能形成市民社会。 

其次，中国传统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及其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具有十分强大的生命力，对于

国家和社会之间新型关系的重构，造成了一种严重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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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市民社会神话论 

代表人物是张汝伦，他把市民社会置于现代性语境中，对其内在的学理基础进行了批判性的梳

理和考察，提出通过市民社会来保障民主不过是一种现代性的神话。根据如下：首先，市民社会面

临着正义的困境。其次，市民社会是制约国家权力的重要力量，但无法制约国家权力无限之扩张。

再次，依靠市民社会所建构出来的民主政治不是真的民主，而是假的民主。最后，市民社会的性质，

其不但不能保障真正民主的实施，而且实际上还消解了公民民主参与的动力和能力。 

学习目标： 

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市民社会的相关理论有明确认识，并对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

基本主张及受到的质疑批判有完整正确的认识，并能结合中国政治实际进行相对中肯的评析。 

作业： 

市民社会理论为什么会受到质疑和批判？ 

参考文献： 

1．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 王邦佐、潘世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3． 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4． 张汝伦：《思考与批判》，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5． 景跃进：《“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述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
年总第 5期。 

6  .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 4期。 

7.  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 1期。 

知识单元 8：自由主义思潮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自由主义在中国兴起 

自由主义是 20世纪 90年代兴起的政治思潮，是市民社会思潮在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上的双重

演化所致。是市场化改革的产物。作为计划经济对立面的市场经济首先要求国家和政府给予其足够

的“自由”——“看不见的手”，尤其是要求对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体系和政府体系进

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二、自由主义所理解的“自由” 

首先，是人文主义的自由观。第一，它是一种宽泛的或广博的教育；第二，它是指绅士和自由人

的教育。其次，自由在 16世纪末发生了一种转向，成为放纵和放荡的同义语。再次，自由作为一种道

德价值和哲学范畴而存在，显示了它在近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本体论地位。最后，我们今天所讲的自由

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自由包括参与政治生活的自由权利和免于外在和束缚的个人自由。 

在中国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中，可能只存在人文主义的自由观以及与放纵等同的自由观。参与

政治事务，在儒家学说里，不是自由，而是道德责任。西方式的人文主义自由观在中国文化传统更

多地表现为一种“心灵自由”。中国的心灵自由始自老庄的启发，而不是儒家的教诲。 

90 年代兴起的自由主义，对自由的理解既不是放弃责任与义务的“放纵式”自由，也与中国

传统的“心灵自由”不同。首先把自由视为是个人的自由，其出发点不是集体和社会，而是个人。

自由首先是个人的，个人财产权的保护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也就是消极自由。李慎之、许

纪霖、朱学勤等人试图把自由从经济学视野的消极状态中解放出来，赋予自由更多的积极的含义，

试图使自由转换为一种表达，一种参与。使自由发生一种政治转向。 

中国自由主义者在继承西方社会中的权力维度和政治维度的自由时，即放弃了道德维度上的自

由，也淡忘了人文主义上的自由。 

三、自由主义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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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思想史上把自由主义分为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和英美自由主义。前者倾向于将“抽象理性”

应用于人类事务，后者则是经验主义的。另一种倾向是斯密主义的观点，把自由主义和私有制、财

产权以及看不见的手联系在一起。在立宪主义的传统中审视自由主义。 

中国自由主义的属性： 

1.自由主义的个人取向 强调个人主义的立场，坚持个人至上。 

2.自由主义的经济取向 ，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体现，经济自由主义成为保护财富、保护产

权、保护有钱人扩张的意识形态外衣。自由主义在中国有两重面貌，一是经济自由主义，一是政治

自由主义。 

3.自由主义的保守取向 自由主义的保守色彩主要体现在对革命传统的否定中。中国革命脱离

了世界文明的主流——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就是要向这一主流艰难回归。 

4.自由主义的精英取向 自由主义的精英取向在对间接民主的肯定中体现出来。自由主义反对

直接民主。 

5.自由主义的全球倾向 自由主义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视为是向世界潮流回归的过程，认为这一

世界潮流在当代就表现为资本主义化。 

自由主义者认为五四以来一直有两个精神病灶，一个是民粹主义，一个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

是颠覆政治秩序的渊籔，民族主义则是专制主义的支持力量。 

学习目标： 

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中的自由内涵有确切了解，对中国自由主

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理论特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能进行客观的分析评价。 

作业： 

中国 90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的思想主旨是什么？ 

参考文献： 

1.[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英]阿克顿：《自由史论》，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3.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4. 张世保：《西化思潮的源流与评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开放时代》，1999年 5、6月 

7.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90年代思想文选》（第二卷），南宁：广西人民

出版社，2000年版。 

8.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90年代思想文选》（第二卷），南宁：广西人民出

版社，2000年版。 

9.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

中 国 思 想 界 的 分 化 》， 长 春 ： 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 2000 年 版 。

http://intellectual.member.easyspace.com/debates/cn991025c.htm. 

知识单元 9：“新左派”思潮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新左派的由来 

新左派是中国在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浪潮中诞生的一种政治思潮。新左派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指的是那种试图通过对先进工业社会进行激进批判来复兴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和知识运动的集合体。

新左派不仅反对旧左派，即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反对非激进化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新左派

反对议会道路，否定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化，主张凭借直接斗争经验和直接行动来解决问题。新左

派的突现起因于与自由主义的论战。 

中国的改革在进入 90 年代之后，出现了很多社会经济问题。严重的贪污腐化、化公为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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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产大量流失、贫富两级分化不断加剧。新左派认为自由主义者用抽象化的市场和市场化过程，

用市场主义拜物教严格平等的价值，削弱了社会经济过程和政治权力间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新左派”的属性 

新左派包含两个概念，一是新，二是左。首先，新在与老左派的差异，新左派告别了与国家权

力直接结合的激进左派的暴力崇拜、斯大林主义、僵硬的计划经济与集权政治体制，又告别了传统

左派单纯从意识形态视角论述问题的理路。其次，新在左倾立场的更新。它以伸张人民主权与普遍

民主、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力及文化霸权的姿态出现。前者以同情者的姿态出现，后者以批判主

流的方式立论。再次，新在左倾方法的调整。它以反对意识形态的非本质主义姿态出现，借助于西

方后学的解构武器，将近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理性主义、资本主义直接钩联起来，

加以抨击，而且以单纯的理论辨析的姿态出现，以对民族、国家乃至世界全面负责的面目立论。 

新左派之左，其一，激烈痛斥资本主义。其二，为社会主义呼唤。其三，对既有成就的否定。 

新左派的基本主张并不具有理论上的一致性，而是一种以某些相对接近的理论组合而成的松散

的政治思潮，大致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拒斥自由主义的言述，二是拒斥市场经济的理路，

三是拒斥经典社会科学的言路。 

三、新左派的思想主张 

1.新左派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是个体，而是社会。它把自身视为社会公意和人民民主的代言人，

要对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一切现代政治制度加以清算。 

2.批评自由主义谈论的自由主要是不平等的自由，大谈富人、强人、能人的自由，却忽视了弱

势群体的平等权利，偏离了每一个人和所有人都是平等自由的道德个体这一平等的自由理念。 

3.在新左派看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主要的方法是既要发展政治民主，又要发展经济民主，

应该挖掘历史，寻求“制度创新”。其中，直接民主具有重要意义，对基层民主抱有很大希望，对

中国草根民主的高涨表示高度支持与认同，认为它代表了中国民主健全发展的道路选择。 

4.新左派认为经济不是一个完全自律的领域，需要超越启蒙主义的狭隘民主观，民主的实质在

于承认人的基本权利，承认公民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过程的公共参与，需要用更为广泛的、全面的

民主来遏制垄断、强权和支配，限制权力市场化和市场权力化。 

5.针对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关系，新左派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在 20世纪 90年代造成了集权

体制与资本一体化格局的出现，全球化背后是不平等的关系，其历史和过程是把各个区域、社会和

个人编织进一个等级化的、不平等的结构之中。   在全球化这一背景下，新左派对民族主义进行

了新的诠释，认为只要民族国家体系没有彻底瓦解和重组，民族主义作为民族国家同一性的基础就

不会消失。 

学习目标： 

通过本专题的学习，使学生对新左派政治主张及其现实针对性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对于新左派

与自由主义争论的问题有系统的认识和把握，并能进行客观分析评判。 

作业： 

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争论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参考文献： 

1.王彬彬：《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天涯》，1997年第 2期。 

2．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天涯》1998年第 5期 

3．崔之元：《经济民主的两层含义》，1996年“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研讨会”发言稿 

4．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

与 中 国 思 想 界 的 分 化 》， 长 春 ： 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 2000 年 版 。

http://intellectual.member.easyspace.com/debates/cn991025c.htm. 

5．汪晖：《一九八九社会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

与现代性问题》 

6．徐友渔：当代中国思想：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北大讲演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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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佚名：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分与和（互联网） 

8．谢岳：《“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学之争》，《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3年第 1期。 

9．秦晖：《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 5期。 

知识单元 10： “第三条道路”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第三条道路”兴起的国际国内背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以美国当地克林顿、意大利的普罗迪、法国的若斯潘、英国的布莱尔、

德国的施罗德等为代表的政党相继上台执政，他们宣称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奉行一种既不同

于传统的“左派”，又不同于右翼主流的“新中派”策略。即：“第三条道路”。 

克林顿将“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作为竞选的主题，认为政府的责任是创造更多的机会，人民的

责任是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布莱尔上台后，也是举起了第三条道路的旗帜。 

“第三条道路”在欧美世界出现，有其特定的背景。一是两大意识形态对立格局结束在很大程

度上消解了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为各种思想和探索的出现提供了更广的发展空间。二是全球化进

程的加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三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变革，为国家发展提

供了新的平台。四是国内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呼唤着新的思维和行动。五是政治“代际”的更替为

西方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了变化的直接动力。 

90 年代“第三条道路”在中国出现，有其内在的原因，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一系列社会

问题随之产生，最为突出的是贫富分化、阶层分化、政治——社会关系的紧张、社会流动、新社会

阶层诞生。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派观点：“层化论”、“碎片论”、“断裂论”。 

二、“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源头 

吉登斯对第三条道路理论进行阐述。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引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框政

府管制。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如下：1.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  针对社会的过度原子化状态，提出

要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使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参与到社会之中，培养共同体精神。2.

确立能够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的新政治中心  一是在政治思维上打破左右两分法，团结各种政治力

量，尤其是大量的中间力量。二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社会正义，借社会正义重塑社会团

结的凝聚力，确立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和价值号召力。三是改革既有封闭的政治制度和政

党制度，扩大制度的包容度，实现工党和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3.由政府管理向治理转变  建立

政府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合作互动关系，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协调政府各机构之间的关系，建立

整体性政府，实现国际和全球范围的治理。4.改革福利国家，重新定位国家  一是要承认新右派对

福利国家的批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会导致异化和官僚主义，培植既得利益集团，扭曲

福利制度建立的初衷。二是必须承认福利制度的改革是不争的事实。要变消极福利观为积极福利观。 

三、“第三条道路”：对“左”“右”之争的超越 

在西方国家，市民社会运动与劳工运动合流，资本主义逐渐融合了社会主义。中国学者对第三

条道路的关注，不仅想借助这一思潮来平衡和消解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更重要的是，想

借此来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新的思想资源。走出“左”与“右”的争论，达到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

理性注视和综合诊断。 

学习目标： 

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第三条套路”主张提出的社会背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

这种超越“左”和“右”，比较折中调和的政治方案有一个具体的把握，他们提出的是一个具有建

设性的整体性的政治观。 

作业： 

阐述“第三条道路”的整体政治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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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 

2.杨雪冬、薛晓原：《“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3.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严海兵：《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新变化的政治分析》，《江汉论坛》，2006年第 4期。 

5.许纪霖等：《寻求“第三条道路”》，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

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 332页。 

6.张汝伦：《“第三条道路”》，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

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 339页。 

知识单元 11：治理与善治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治理思潮提供了中国重新思考政府定位的思想资源，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和个人，都已经认

识到只有将公共管理体系建立在政府资源与非政府资源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从统治向治理的转

变，才能使政府从传统的制度惯性中走出来。 

一、治理与善治思潮兴起的内在根源 

治理与善治思潮的崛起是与政权属性更新、政府职能转变以及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系列

变化不仅促成了新社会结构和新权力结构的诞生，而且导致了新型国家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转变。 

1.政权属性更新的政治要求  政权属性更新是中国试图在发展、效率、稳定和秩序之间求取平

衡已构建有效的国家治理模式的体现。从统治型政权到革命型政权的转型，是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

一次真正变革。从革命型政权到发展型政权，发展型政权的目的在于培育和开发现代国家建设的资

源，为民生的改善缔造坚实的基础，从而走出一条独特的强国富民之路。发展型政权赋予了政府新

的职能，从一个强化统治管理职能向推动经济发展职能的转变。 

未来发展战略：发展型政权与服务型政权的双重构建 

发展型政权的根本在于强国富民。政府往往是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社会活动直接介入者而存

在的。发展的速度、绩效以及质量就成为合法性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发展”与“以人为本”

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点，科学发展赋予了发展型政权以新的内容，以人为本孕育出新

的政权形态。 

2.政府复合角色的外在影响 

在民主化和全球化的压力之下，东亚发展型国家不同程度出现了转型。中国不断反思发展型政

权带来的意外后果影响，特别是在推动地方政府从发展型政权向服务型政权的转变中，看到可一种

公共治理体系的生长，看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共治主义体系。在未来中国的发展进程中，不同层级

政府的属性和职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发展型政权对高层政府的适用程度要高于对地方政府的

适用程度。相反，服务型政权对地方政府的适用程度要高于对高层政府的适用程度，保证发展与有

效治理的平衡。 

地方治理的质量高低取决于地方共同利益的实现程度。地方政府必须在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和相

互融合中，才能真正使地方共同利益得以建构起来。 

3.社会转型的政治效应 

一方面，这一效应可以作为积极的力量，通过体制化的方式，为各种主体力量提供参与国家治

理的途径，拓展参与国家治理的空间。另一方面，社会转型可能会产生压力型的效应，在参与渠道

不畅、社会诉求无法得到积极应对的时候，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抗争即群体性事件。 

中国各级政府实际上处于各种社会抗争的压力之下，治理和善治提供了消解压力的方案：一是

通过制度化的建设保障有序民主的展开和地方治理体系的创新，二是通过法治化的途径构建新型法

治政府和法治化的社会环境。 

4.网络空间的政治激发 

网络空间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推动中国追求有效治理和善治的最重要、最直接、最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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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在动力。作为展示公众意见的网络空间，正在孕育着一种有别于传统实体性公民社会的虚拟公

民社会。网络空间催生了网上政治这一新型政治形态的诞生。 

二、治理与善治：一种新政治观 

当代政治学界，对这一理论阐述比较完备的是俞可平。 

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下，公民社会组织正在承担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重要的公共管

理职能。 

治理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

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

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所以，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 

善政则是人们所期望的理想政治管理模式，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善治的基本要素：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 

三、从政府统治走向合作治理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成为治理和善治思潮的最原始化的思想资源。在公共领域，整个

社会透过公共媒体交换意见，从而对问题产生质疑或形成共识。 

中国现代化进程主要是以市场化改革作为表现形式的。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从大政府转

向小政府，从政治统治转向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 

四、公民社会：治理与善治的基石 

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结果，是脱离政府控制之领域出现。单位体制的松懈导致人们对公民社会的

关注，公民社会作为后单位社会替代性的制度和组织资源，成为维持治理和走向善治的基石。 

公民社会通过自我约束、自我治理、自我救助，能够极大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公民

社会理论认为，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存在大量的超出私人生活又低于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域，期间活

跃着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 

学习目标： 

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治理和善治的理念有更明晰的认识，更深刻地认识到这是政

府观变革的体现，是新型的国家治理理念，是统合政府资源和非政府资源的一种新型治理理念，而

公民社会是实现治理和善治的基石。 

作业： 

治理和善治思想主张提出的内在根源是什么？ 

参考文献： 

1.[法]基佐：《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美]托马斯﹒戴伊：《民主的嘲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3.[美]罗伯特﹒L﹒西蒙：《社会政治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第125-126页。 

5.查尔斯﹒泰勒：《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载《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第 200、

202页。 

6.[美]朱莉﹒费希尔：《NGO与第三世界政治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7.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8.庄礼伟：《中国：呼唤公民社会》，《城市管理》，2003年第 5期。 

9.张静：《基层政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前言 3  

2 人道主义思潮 3  

3 新传统主义思潮 3  

4 西化思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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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权威主义思潮 3  

6 精英主义思潮 3  

7 市民社会思潮 3  

8 自由主义思潮 3  

9 “新左派”思潮 3  

10 “第三条道路”主张 3  

11 治理与善治思想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 

后续课程：《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课程的重点是 80、90 年代以来围绕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问题，因而引发一系列学理

上的争论。诸如人道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第三条道路的选择以及治

理与善治等思想进行重点介绍分析。 

难点：力图结合当代国际环境及中国政治现实，从政治哲学、政治文化的角度对贯穿于政治思

潮中的政治观念进行细致分析梳理，并对某些重要政治观点进行深入比较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主要是学生课下预习，教师课堂讲授和研讨相结合。 

教学手段：1.传统讲授；2.课堂研讨；3.多媒体课件展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学生出勤、课堂表现、平时作业占 30％，期末论文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以推荐的参考书目为主，同时针对具体内容提供其他相关参阅文献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刘建军：《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王炳权：《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2.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邵德门：《中国政治思潮研究（1840-1920年）》，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4.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 

执笔：张春林  审稿：×××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当代中国政治思潮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oughts in China 

课程号：4050106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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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政治学专业的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政治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对当代中国主要政治思潮进行比较系统全面的介绍；2、梳理分析贯

穿于政治思潮中的政治观念提出的历史渊源和当代中国社会背景；3、客观分析评价这些政治思潮

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作用。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相关内容的学习，使学生能结合当代中国社会政治

现实，对这些政治思潮有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和认识，对贯穿于这些主要政治思潮中的重要政治观

念的内涵及其产生发展有清晰认识，寻找这些政治思潮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土壤及其变迁的内在逻

辑，进而能够深入把握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发展演变的脉络特点，理解这些政治思潮对当代中国政治

发展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作用。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6学时 

本课程以专题的形式，对近现代以来的主要政治思潮进行讲解学习，主要内容包括人道主义思

潮、新传统主义思潮、西化思潮、新权威主义思潮、精英主义思潮、市民社会思潮、自由主义思潮、

新左派思潮、“第三条道路”思想以及治理与善治相关理论。通过该课程学习，使学生对当代中国

存在的重要政治思潮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和把握，进而对当代政治思想发展的状貌特征有宏观整体的

把握。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前言 3  

2 人道主义思潮 3  

3 新传统主义思潮 3  

4 西化思潮 3  

5 新权威主义思潮 3  

6 精英主义思潮 3  

7 市民社会思潮 3  

8 自由主义思潮 3  

9 “新左派”思潮 3  

10 “第三条道路”主张 3  

11 治理与善治思想 3  

12 讨论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 

后续课程：《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课程的重点是 80、90 年代以来围绕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问题，因而引发一系列学理

上的争论。诸如人道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争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第三条道路的选择以及治

理与善治等思想进行重点介绍分析。 

难点：力图结合当代国际环境及中国政治现实，从政治哲学、政治文化的角度对贯穿于政治思

潮中的政治观念进行细致分析梳理，并对某些重要政治观点进行深入比较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主要是学生课下预习，教师课堂讲授和研讨相结合。 

教学手段：1.传统讲授；2.课堂研讨；3.多媒体课件展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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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求：学生出勤、课堂表现、平时作业占 30％，期末论文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以推荐的参考书目为主，同时针对具体内容提供其他相关参阅文献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刘建军：《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王炳权：《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2.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邵德门：《中国政治思潮研究（1840-1920年）》，吉林：吉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4.许纪霖编：《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 

执笔：张春林  审稿：×××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前  言 

课程教学目标 

本部分主要是宏观介绍当代政治思潮的相关内容，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初步了解当

代政治思潮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主要内容，把握其演进的内在逻辑，结合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了解

当代的政治主题。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教学内容 

一、政治思潮的内涵及取向 

政治思潮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可大致归结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共同政治倾向和较

为广泛影响的重大政治思想潮流。 

政治思潮的取向 

1.政治思潮的价值取向 

政治思潮的排他性价值取向决定了政治思潮具有较为壮烈的导引效应和鼓动效应，构成了人类

社会特有的观念世界或意识形态丛林。 

2.政治思潮的实践取向 

政治思潮在价值和制度层面上，表达了一种继承或否定某种政治传统的设想和方案。 

3.政治思潮的问题取向 

政治思潮通过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关注，表达着对某种价值的肯定和颂扬。 

4.政治思潮的流动取向 

包含从发端者向受动者的流动，也包含着从一种政治思潮向另一种政治思潮的流动。 

二、当代政治思潮兴起的外在条件 

1.政治学在中国的恢复 政治学的恢复，奠定了学科基础和学术基础 

2.社会变革 是新旧交替，社会变革的反应 

3.知识群体 知识群体是政治思潮的表达者 

4.知识生产、传播体系、出版业的快速崛起和教育制度的改革 

三、政治思潮演进的内在逻辑 

1.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尽管发生在当代，但关注的主题以及展开的方式，与近现代政治思潮有一

脉相承的关系。近现代政治思潮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潮提供了可以关照和追溯的文化资源。 

2当代政治思潮试图通过思想的力量改造或完善既定的政治体系，当代政治思潮要在与既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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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体系的关系中，通过“迂回话语”展现着一种矛盾而复杂的面貌。 

3.政治思潮是知识群体介入政治发展进程的一种反映，政治思潮的变动是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

之关系的一种映射。 

当代 20世纪 80年代出现的政治思潮，是以对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反思以及试图对权威体系

的改造作为其总体特征的。人道主义是反思意识形态的典型代表，西化论是反思和试图改造政治体

制的典型代表。  

20世纪 90年代，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出现一个大转折，体现为文化权力与国家权力两级对立的

局面开始消解。 

首先，市场化开始缔造限制国家权力无限扩张的边界，国家与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相分

化的雏形开始形成。  

其次，市场化导致了知识群体的分化。 

最后，在世俗化的轨道上形成的理性化力量把来自文化权力的颠覆力量抵消掉了。 

四、当代政治思潮的主题 

（一）西方化与中国化 

西方化与中国化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在制度层面的冲突。体现为个人本位主义和国家本位

主义的冲突。 

（二）个体化与国家化 

  个体化与国家化冲突的根源在于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国家与社会的分野。自由主义的总体期

望是试图在一种开放性的社会中完成对集权体制的摆脱，从而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抵制与改造，完成

向个人权利的回归。 

（三）精英化与平民化 

在中国老百姓眼里，民主政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平民政治就是民主政治。一些精英主义披着

自由的外衣，诚为个人权利的捍卫者。 

（四）全球化与本土化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是围绕本土价值在全球化时代的命运展开的。 

（五）传统化与现代化 

西化论者不仅坚持政治制度上的西方化，还力主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西方化，新传统主义

试图在经济现代化的进程中，保留传统文化信仰延续和弘扬的空间。 

五、当代政治思潮的基本内容 

（一） 价值重估运动和权威体系改造运动：对改革开放时代的早期回应 

主要包括对人道主义的重估、对西方式民主的重估、对传统文化的重估和对平民主义的重估。 

1978 年改革开放运动激发了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的兴起，标志就是对“文革”时期所否定的一

系列价值观念进行重新估价。 

（二） 国家——社会关系重构运动：对市场化的现代回应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以及中国共产党推行的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战略，以社会重构运动作为标

志的各种政治思潮出现，代表性的思潮包括自由主义、/新左派等。 

（三） 改革政府运动：对市场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制度性回应 

主要体现为建设性的改革政府运动之中，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模式的重塑是基本主题。 

（四） 民族主义与民族复兴运动：对后冷战时代与全球化的政治回应 

学习目标 

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当代政治思潮产生的现实基础和思想渊源有所了解，对当代

政治思潮的主要内容及其演进逻辑和特点有整体宏观的把握。 

作业 

当代政治思潮主要包括几大方面的内容？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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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建军：《当代中国政治思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王炳权：《当代中国政治思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3.朱义禄、张劲：《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年版 

4.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专题一  人道主义思潮 

课程教学目标 

本专题内容是对 80 年代以来人道主义思想的介绍，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到人

道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基于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重估，其内在理论基础是人性论，把握人道主义的

具体内容及其演变过程。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教学内容 

一、人道主义的理论依据 

人道主义在英文中有两个词：一是 humanism,意为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二是 humanitarianism,

意为博爱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人道主义是一个内涵十分广泛、丰富的概念，它概括了 14 世纪以

来一种广泛的意识形态现象和一种伴随着资产积极的产生而产生的社会思潮。其核心内容是：（1）

以“人道”同“神道”对立，用“以人为本”反对“以神为本”，具有明显的反对基督教思想统治

和世俗统治的倾向；（2）推崇、歌颂和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幸福，人的尊严，与天堂生活相对的人

的世俗生活和以人为目的的生活；（3）是具有反封建性质的思想运动；（4）是以后一切思想滥觞鹤

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而博爱主义人道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爱人，这种爱是不分男女，不分贵贱，

不分君臣和百姓，不分种族，不分阶级甚至不分人、神的泛爱。 

其共同的存在的理论基础是人性论。 

20世纪 80年代中国的人道主义思潮其思想来源继承了西方人道主义中的“人性论”思想，试

图把人从阶级性的束缚和吞并中解放出来。其理论依据主要是基于对早年马克思的解读，主要是其

“异化”思想。 

二、人道主义的主要观点 

人道主义的兴起与“文革”有密切关系。文革时期极左政治路线极大摧残人性，真正的“人”

已经消失，代之以“阶级斗争”的工具，人被划分为两部分，一是革命的人，二是反革命的人。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的人道主义是基于重新发现人、重新寻找人、重新认识人这一使命而在中国文

学界思想界出现的。 

人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要复原“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面貌，主要特征是用人道主义改

造马克思主义，并为这种改造提供理论上的依据，这种反思与重建是以对意识形态的质疑作为总体

特征的，既要完成对反现代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又要完成对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超越。 

王若水对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系列阐述，他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转变为批判传统社

会主义体制的武器，即把马克思所言的“劳动异化”扩展为“政治异化”、“宗教异化”、“经济异化”

等。从现实生活中举例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依靠人道主

义重构马克思主义，证明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开始逐渐成形。 

周扬 被称为“党的文艺政策的传达者”，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高潮。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1983年 3月的报告，成为反思反现代性马克思主

义的重要象征。认为：“异化”是一个辨证的概念，马克思讲的异化，是现实的人的异化，主要是

劳动的异化，各种异化现象，都是束缚人、奴役人、贬低人的价值。社会主义的异化不同于资本主

义的异化，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能克服异化，异化的根源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体制上的问题。 

当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相连时，导致人道主义对既定国家意识形态的挑战，人道主义从文学思

潮向政治思潮转折，试图挖掘“共同的人性”，试图将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构建在抽象的人民性的

基础之上，，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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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显示出与既定意识形态的对抗性，最终在反“精神污染”的运动中趋于消解 

80 年代初发生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之后，意识形态批判发生了分化。1986 年对政治体制

的批评以“西化论”的面目出现，意识形态批判被政治体制批判所替代。政治体制的西化论从 1986

年一直延续到 1989年。 

中共党将“反精神污染”逐渐融入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之中，使之服从于中国现

代化建设的基本逻辑，避免了一系列负面效应的产生与蔓延。 

学习目标 

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人道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理论基础有清晰的认识，对

人道主义的思想内容有完整的认识，并把握其发展演变的历程。 

作业 

阐述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英]凯蒂﹒索珀：《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3.白桦：《白桦的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4.王若水：《谈谈异化问题》，《新闻战线》，第 8期，1980。 

5.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文汇报》，1983年 1月 17日。 

6.王若水：《论社会主义需要人道主义》，《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 1期 6. 

7.王若水：《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

会上的报告》，《文艺报》，1979年第 11—12期合刊。 

8.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1983年 3月的报告。 

9.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人民日报》，1987年 1月 27日。 

10.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12.高磊：《1983:人道主义与异化争论的分析 ——以周扬、胡乔木为中心》，2015年硕士论文 

专题二  新传统主义思潮 

课程教学目标 

本专题内容为 80 年代产生的新传统主义，通过本部分讲解学习，使学生了解在中国现代化的

过程中，新传统主义者是如何对待传统与现代、西化与中化这些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了解和把握新

传统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思想主张。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教学内容 

80 年代，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来临，以新儒家为主体的新传统主义，逐渐在大陆兴

起，新儒家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思潮，意味着一种价值的整合与重建。 

一、“传统”及其歧义 

传统是人类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

造性想象的沉淀。 

传统包括一个社会在特定时刻所继承的建筑、纪念碑、景观以及保存在人们记忆和寓言中的所

有象征性事物。传统是人类创造的、赋予象征意义的所有产品的复合整体。文化传统则是今天所拥

有的作为心理结构一部分的精神资源。 

二、新传统主义兴起的原因 

新儒家在 80 年代的复兴主要以海外人物的策动和国内部分研究者的呐喊与传播作为主要表现

形式。1980——1985 年杜维明教授在大陆较长时间的讲学活动对新儒学的复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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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80年代中期，随着东亚儒家文化圈中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崛起，探讨儒家思想与现代化

之亲和关系的思潮弥漫在学术界，也即形成儒学第三期发展。 

1987 年 1 月和 8 月在新加坡和中国分别召开了“儒家伦理与工业东亚的现代化”国际研讨会

和“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当时以研究新儒家为主题的书充斥各大书店。1989年先后在北京和上

海两地召开的以“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和“儒学与未来社会”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方克立先生在

1990年为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撰写总序，指出新儒学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 

20世纪 80年代，以曾经受过彻底批判和否定的新儒学为代表的新传统主义所奉守的“大传统”

被重新呼唤出来，成为一道独特的政治文化景观，有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 

首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及其儒学神奇功能的神话效应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新儒学的兴起是内外相互影响的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一种通过文化与价值重建推进中国现

代化的设想。 

其次，1978 年以来推行的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知识界对这一改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文化

和价值上的检讨。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个人主义、物质万能主义、消费主义等问题，使得中国知识

界必须通过确立一种新型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以拯救日益西方化的中国。 

再次，新传统主义比之其他任何一种思潮，都具有一种潜在的“政治正确性”，也就是说建设

性的效应可以与执政者的国家建设战略合流，甚至为国家建设和国家认同提供一种非体制性的文化

资源。 

最后，西方世界对儒家文化的重新探讨成为激发新传统主义在中国复兴的外部刺激力量。西方

人希望从中国文化传统中搜寻拯救西方社会危机的良药。 

三、新传统主义的基本主张 

新儒家是一种强调继承、发扬孔孟程朱陆王思想，以之为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根本精神，并

以其为主体来吸收、接受和改造西方近代思想和西方哲学，以寻求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出路的学术

流派。 

20世纪 70年代以来以杜维明、刘述先为代表的第三代新儒家，其基本主张是，作为中国文化

核心、主流学说的儒家学说，代表着一个不变的“常道”，它在各个不同时代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或

开展。 

新儒学认为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人文主义，在近代并未堕落，且其理想为人类提供了唯一健康的

信仰出路。传统“内圣外王”、“内外合一”的理想完全可以被赋予全新的内容，以儒家注重人际关

系、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念，来统驭现代科学的成果，不致使人流为机器工业和现代经济制度的

奴隶。 

他们主张重新改组儒家理想，通过知识分子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继承其优良传统，扬弃其危

害糟粕，引进西方文化而又清除其负面现象，会使中国文化得到创新，儒家文化完全可能找到它的

现代意义和全新的复兴。 

80 年代的新传统主义包含以下几个新的话题：一是儒家伦理与现代化的关系，即儒家伦理是

否包含现代化动力；二是儒家学说在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中的地位和命运；三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创

造性转化问题；四是儒家学说与现代民主的关系问题。 

新传统主义对对韦伯命题的反证不仅引发了西化论者的反感，也引发了包括新儒家在内的质

疑。不能仅从思想文化方面解释工业东亚的经济起飞。 

新儒学在政治上能否通过“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观点缺乏客观冷静的分析，在最终的立场

上又退出了政治。 

学习目标 

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新传统主义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有明确认识，对其思想主张

有系统全面了解，了解新传统主义面对古今中西文化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以及他们对中国现代化的理

想设计。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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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统主义者相对于前辈新儒家提出了哪些新的主张？ 

参考文献 

1．[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2.[美]E﹒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4.杜维明：《东亚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日本和“四小龙”的道德教育与经济文化》，美国哈佛

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刘述先：《儒家思想开拓的尝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7.刘述先：《儒家思想的转型与展望》，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8.刘述先：《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9.成中英：《合内外之道：儒家哲学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郑家栋：《断裂中的传统：信念与理性之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1.朱维铮：《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复旦学报》，1987年第 1期。 

12.庞朴：《文化传统与现代社会》，《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 5期。 

专题三  西化思潮 

课程教学目标 

本部分内容主要围绕 80 年代产生的西化思潮，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交织着西化、现代

的问题，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到 80年代的西化思潮已经由文化反思走向体制批判，

并且引起了政治风波，深入了解西化思潮的历史影响。 

课程教学内容和学习目标 

教学内容 

一、西化思潮的渊源 

左右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的主线是“求变”，西化与现代化的问题交织。30年代的文化大论战，

使原来僵化的“东方化”“西化”发生了分化，现代化演化为一种具有涵盖力和包容性的观念，陈

序经的全盘西化和胡适的折中的西化论都成为西化论的代表。 

二、西化思潮的兴起与变迁 

1988 年电视系列片《河殇》，通过电视的传播渠道，展现出彻底西化的思想。《河殇》否定传

统是其表，核心在于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中国的革命传统，进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20 世纪

80年代的西化论思潮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另外一种表达。主要通过街头政治、沙龙政治、

地下出版物以及特定的研讨会表达出来。部分地借助了一系列政治事件而得以显现出其实践效应和

颠覆效应。这些事件有：（1）1979年前后的“人权游行、示威”运动以及“民主推进”运动。（2）

1981-1983 年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否定运动。（3）1985-1987 年以改造政治体制为目的的运动。（4）

1989年以颠覆既定权威体系为直接目标的“六四”政治风波。 

三、西化思潮的基本主张 

西化论借助对政治学理论中的诸如人权、民主、分权等基本概念的直觉理解，并通过与权威体

系在话语和行动上的彻底决裂，转化为一种街头政治和运动政治。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对既定权威体

系的颠覆，即以多党制替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资本主义道路替代社会主义道路，以三权分立替

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直接选举替代目前的选举制度。 

西化思潮的基本内容就是从大陆文明到海洋文明，从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用分权代替集权，

进而达到对既定权威体系的整体性改造。 

四、西化思潮的思想特征 

（1）西化思潮颠覆性的介入机制具有典型的激进主义特征。 

（2）1992年之后，现代化与西化两极互动格局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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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西化论是当代政治思潮从文化反思过渡到制度反思的体现，核心在于否定既定的社会主

义政治制度，全盘采用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 

学习目标 

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西化思潮产生的背景及其引发的政治事件，进而深入理解

西化思潮的思想内核及其产生的严重社会影响。 

作业 

西化思潮的思想实质是什么？ 

参考文献 

1.张世保：《西化思潮的源流与评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988年电视系列片《河殇》。 

2.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 

3.曹维劲、魏承思主编：《中国 80年代人文思潮》，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4.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 

5. 《河殇》座谈会发言选登，《文艺报》，1988年 7月 16日。 

6．许纪霖：《文化认同的困境──9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反西化思潮》，《战略与管理》，1996年

第 5期。 

7.余英时：《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沈阳：时代文艺

出版社，2000年版，第 15页。 

8. 俞 可 平 ：《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还 是 西 方 式 现 代 化 》， 来 自

http://bbs.cqzg.cn/thread-68910-1-1.html 

专题四  新权威主义思潮 

课程教学目标 

本部分内容主要围绕新权威主义，这是在 80 年代围绕政治体制改革产生的一种政治思想，通

过本专题内容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新权威主义不同于权威主义，了解新权威主义的问题指向及其基

本主张。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教学内容 

一、新权威主义兴起的社会背景 

80年代中后期，在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选择问题上，理论界展开激烈论战，

即围绕“新权威主义”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一种独特的理

论思考，同时也是一些学人对当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政治文化反应。 

新权威主义出现的根源：（1）政治民主化的意外后果。（2）经济发展中的地方主义和混乱状态。

（3）后发现代化国家成功的昭示。 

二、新权威主义的内涵 

新权威主义的定义：（1）新权威是由“新”和“权威”两部分组成，新即领导人必须是现代意

识的产儿，权威即领导人必须是社会权力的控制者。（2）指第三世界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其早期

现代化发过程中所经历的一种特殊政治形态。（3）是一种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渡形态，具

有普遍意义。 

总体共识：首先，主张治国者在经济上必须具备一定的现代化导向，所订立的治国、发展目标，

应当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市场化趋同，其权威的合法性来自民族主义及其现代化导向。其次，

主张在政治上凭借庞大的官僚体制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实行自上而下的统治。再次，在意识形态上

对传统的价值体系有更多的认同，认为传统的价值体系有利于凝聚民族精神。最后，把剥夺还是保

障个人自由，作为新旧权威的分水岭。 

新权威主义外来的思想背景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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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压力。二是“东亚四小龙”经济起飞的成功范例。三是美国学者亨廷

顿的政治学说。 

何谓“新权威”？ 

三、新权威主义产生的条件 

政治全能主义的存在，即集政治、经济于一体的“政治全能主义”。只有实现了政治、经济的

二元化，才能保证经济形态的转化和经济的高度发展，从而为民主政治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在二

元结构实现之前，必须有足够的权威力量去排除旧体制的受益者的力量障碍，因而需要实行半集权

制。同时通过市场运行还可以培育出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使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至于变为

剥夺个人财产的原则，从而避免民主原则与经济增长原则的冲突。 

五、代表人物及主要主张 

南派：萧功秦；北派：吴稼祥、张炳九 

萧认为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演化，如果将现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直接嫁接到非自主国民性

之上的话，其结果就是导致社会全面失序。因此，应该建立一种过渡性权威，加强社会整合。 

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在于自主性人格及社会结构的分化和多元化，这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只

能通过过渡性的权威来镇制非自主个体的无序化倾向，并经由发展市场经济培育新型人格来实现。 

1.民主政治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才能真正建立  

新权威主义者普遍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是市场经济长期发展的产物。市场经济的发展确立了

契约性的人际关系，而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说就是这种契约性关系的延伸；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还

促进了社会结构及社会利益的分化，促进了社会的多元化；市场经济还促进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

的形成，这也是民主得以建立的前提。我国当前缺乏实行民主化的条件，民主应缓行，有待于继续

完善其条件。 

2.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政治  

在旧体制向现代商品经济秩序和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有现代化导向的权

威政治来协调整合社会秩序，并引导现代化进程。 

3.新权威主义最终指向现代民主政治 

六、与新权威主义相关的问题 

（一）新权威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价值导向 

新权威主义认为，新权威就是推进国家现代化的最理想的价值导向。具有现代意识的新权威能

使整个社会在保持必要秩序与稳定的前提下，顺利推进国家的现代化事业。 

（二）新权威与新生产力 

新权威主义者认为，新权威能够代表新的社会生产力，因为它能促进经济繁荣，实现政治多元

化。通过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即个人独裁是可以走向现代化。 

（三）开明专制与精英民主 

传统社会中，权威更多地建立在传统或个人魅力的基础上，而在现代社会，权威则主要建立在

法律与理性的基础上，在一个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过程中，应该放弃民主化进程，甚至不惜以

专制的手段来强化中央集权，有的则主张实行半集权制，即“开明专制”，也就是精英民主阶段，

依靠强人政治的铁腕作风，自上而下地建立起权威政治，然后由这种政治精英设计和推行经济现代

化。 

（四）新权威主义与东亚模式 

新权威主义者认为东亚模式是自由经济与集权政治的结合。他们认为，专制政体有助于实现现

代化，而倡导民主、自由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反而会导致社会动乱，政局不稳。因而主张抑制民

主自由，以利于经济发展。尤其在不发达国家，虽然已经具备了一个中产阶级阶层，并形成了一种

维护商品生产正常发展的“市场秩序”，但是这种市场秩序还未强壮到能够整合社会秩序的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助于强大的国家力量，通过强人政治的有效统治，来维持整个社会发展的秩序

与安定，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为中产阶级的发育、壮大，创造出一个比较有利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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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权威主义与操作民主 

新权威主义者认为，目前中国改革，不应当谋求建立民主制，应当依赖于一个有力的专制体制

来强制地推行改革。认为民主化的宪法不现实。 

（六）新权威主义与反腐败 

新权威主义认为，腐败的出现与权力下放有关。因为权力下放，中央权威被削弱，导致腐败横

行，对策只能是强化专制权威。 

（七）新权威主义与政治稳定 

新权威主义者认为，权威的重构不能通过民主制度来进行，只能靠政治上的铁腕作风，还认为

民主会导致暴民专政。 

学习目标 

通过本专题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新权威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有基本认识，明白其针对的现实

问题，把握其基本的政治主张，理解其对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思考理路。 

作业 

正确理解“新权威主义”概念的内涵。 

参考文献 

1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局》，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萧功秦：《关于新权威主义体制与国家治理问题的若干思考》，《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14

年第 5期。 

3.吴稼祥：《权威落差与政治稳定》，《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 7期。 

4.张炳九：《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与协调》 

5.刘军：《“新权威主义”论争简介》，《光明日报》，1989年 3月 17日。 

6.俞可平：《论权威主义——兼谈“新权威主义”》，《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年第 3期。 

7.罗晋辉：《新权威主义讨论综述》，《湖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 3期。 

8.刘军、李林编：《新权威主义——对改革理论纲领的论争》，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年版。 

专题五  精英主义思潮  

课程教学目标 

本专题内容是关于精英主义的，通过本部分内容的讲解学习，使学生了解到在中国现代化过程

中，知识群体针对社会中出现的问题所进行的政治思考，对知识精英治国论的政治主张有具体的认

识和了解。 

课程教学内容和学习目标 

教学内容 

一、精英主义的理论源头 

精英主义是一种理解政治和历史的范式，其最极端的形式是认为社会总是处于少数人（精英）

的统治之下，是他们在社会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并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精英主义的解释模式来自

意大利社会学家盖塔诺﹒莫斯卡、维尔夫雷多﹒帕累托和德国的罗伯特﹒米歇尔斯的著作。 

帕累托提出“精英流动”观念，提出“精英循环理论”，这一理论把社会划分为较高的精英阶

层变化和较低的非精英阶层。该理论描述了个人从较低向较高阶层变化的一种规则的模式。精英包

括统治的社会阶层，也包括非统治的社会阶层。人们根据自己专业方面的能力上升进入其中。这个

理论意味着社会等级制度和统治的必然性，但又假设下层阶级不断向较高阶层上升的渴望导致了精

英阶层的兴替。 

二、精英主义的基本观点 

精英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精英治国论”，这里的精英主要是指知识群体，它是对知识群体边缘

化的一种反思。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中包含着精英主义的传统。当代中国的精英主义最初萌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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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初关于知识分子地位、作用的讨论热潮中。 

精英治国论主要包含三点主张：（1）主张社会的精英阶层来治理整个社会。（2）认为正处于现

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社会的成功依赖于精英统治，并为其不断提供社会基础。（3）承认精英治国

导致政治制度及活动的高效能，但反过来不可简单对其作伦理价值上的是非判断。 

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派别： 

2. 知识精英统治论 

认为知识精英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是先进意识形态的代表，

具有独立性和历史使命感，知识分子也是现今政治势力的代表，主张用知识分子的一系列先进思想

观点指导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在知识分子的先进理论武装和组织指挥下，把工农群众的分

散潜力变成具有正确方向的现实力量，并推进改革。 

2.能者统治论 

把知识精英扩大到社会精英，认为知识分子是“新的普遍阶级”，即代表全人类利益和未来发

展方向的阶级，能者即同行们所认可的获得个人成就和地位的主体，能者即知识分子。 

3.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结合论 

这一观点认为古往今来社会精英分为政治、事业和知识三大类型的精英，他们始终是推动社会

发展最直接、最强劲的动力；三大精英阶层的协调与适度矛盾斗争产生正向和最佳的社会总功能，

最大限度推进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在中国当前的国情下，发挥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作用是必要

的，而且要不断结合。  

4.民主的精英治国论 

这种观点认为应实行以社会精英为主的政治民主制来治理国家，主张通过精英控制的议会来影

响政治决策，来填补权威真空。建立新的权威基础及法制和民主的制度，但在建立过程中必须有一

个议会民主形式的“精英治国”形式作为过渡，社会的各种精英人物、集团通过议会发表政见，来

影响乃至控制政府决策行为和执行功能，使之合理化，以使中国现代化的良好政治基础逐渐生长并

成熟，从而建立新的权威基础、新的政治形式来领导整个社会的有效稳定的社会化。 

学习目标 

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精英主义理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特别是对中国 80 年代精

英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具体主张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和了解，了解这一时期知识群体参与社会

政治的方式和政治设计。 

作业 

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关系是怎样的？ 

参考文献 

1．[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2.罗德里克﹒马丁：《权力社会学》，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版。 

3.曹维劲、魏承思主编：《中国 80年代人文思潮》，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4..苏文：《不要民粹主义，但能要“精英主义”吗？》，《读书》，1997年第 10期。 

5..耿传明：《精英主义话语的出现及其对“西方”的想象》，《南开学报》，2001年第 5期。 

6.李强：《勿将民粹当民主》，《新闻周刊》，2003年第 7期。 

7.吴嫁祥：《民粹主义的三只手》，《南方周末》，2008年第 4月。 

8.乔新生：《警惕精英主义的抬头》，《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 9月 

专题六  市民社会思潮 

课程教学目标 

本部分内容是关于市民社会的，市民社会是随着市场化改革出现的一个新空间，本专题主要向

学生讲授关于市民社会的相关理论，中国的市民社会思潮是重构国家——社会关系的一种理论尝

试，使学生对其思想主张有全面的认识并能进行客观评判。 



3526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教学内容 

一、市民社会思潮兴起的背景及其根源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行和深入，逐渐出现了一个独立于国家统治权力体系之外的新空间，这个

由个人、企业组织、社团等要素组成的新领域，是传统的单位体制所无法涵盖和容纳的。学术界借

用一个新概念——市民社会，以此来解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试图通过建构市民社会自下而上地

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 

二、市民社会的内涵及其中国意义 

中国对市民社会的理解，赋予市民社会更多政治含义，认为市民社会是一个公共权威之外的私

人活动空间，是由私人活动中逐渐产生的公共领域，是一个外在且独立于国家的社会，是一个具有

高度自主性的社会。 

市民社会具有的要素：（1）个人主义（2）多元主义（3）公开性和开放性（4）参与性（5）法

治（6）社会自治 

中国的市民社会是非官方的公域和私域的合成。当市民社会内部发生利益冲突或纠纷而其本身

又无能力解决时，就需要国家这个公共管理机关从外部介入进行干预、仲裁和协调。 

三、市民社会的相关理论 

（一） 市民社会有益论 

从消极的意义上说，市民社会是制衡国家的力量，亦即市民社会自维护其独立性自主性时力争

并捍卫自由，使自己免受国家的超常干预和侵犯；从积极意义上讲，市民社会的发展培育了多元利

益社团，这些社团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求在政治上表达它们的利益，在这一

意义上，市民社会为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 市民社会局限论 

反对者认为，西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经历了体制外抗衡、一体化发展、体制内自治三个阶

段，但最后成熟阶段即体制内自治阶段仅仅表明了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民主关系，但无法从根本

上影响国家内部政治民主的建构，因此，市民社会对政治民主的意义是有限的。 

（三） 市民社会泡影论 

首先，理论建构的成功，并不标志着现实操作上的可行。在中国传统中无法找到有助于市民社

会成长的资源，而且中国难以形成独立的市民阶级，当然也就不可能形成市民社会。 

其次，中国传统高度集权的政治模式及其社会经济和文化基础，具有十分强大的生命力，对于

国家和社会之间新型关系的重构，造成了一种严重的阻力。 

（四） 市民社会神话论 

代表人物是张汝伦，他把市民社会置于现代性语境中，对其内在的学理基础进行了批判性的梳

理和考察，提出通过市民社会来保障民主不过是一种现代性的神话。根据如下：首先，市民社会面

临着正义的困境。其次，市民社会是制约国家权力的重要力量，但无法制约国家权力无限之扩张。

再次，依靠市民社会所建构出来的民主政治不是真的民主，而是假的民主。最后，市民社会的性质，

其不但不能保障真正民主的实施，而且实际上还消解了公民民主参与的动力和能力。 

学习目标 

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市民社会的相关理论有明确认识，并对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的

基本主张及受到的质疑批判有完整正确的认识，并能结合中国政治实际进行相对中肯的评析。 

作业 

市民社会理论为什么会受到质疑和批判？ 

参考文献 

1．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 王邦佐、潘世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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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4． 张汝伦：《思考与批判》，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5． 景跃进：《“市民社会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述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
年总第 5期。 

6.  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 4期。 

7.  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概念、分类与制度环境》，《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 1期。 

专题七  自由主义思潮 

课程教学目标 

自由主义思潮是 90 年代兴起的重要政治思潮，是随着市场化改革而兴起的政治思潮，本专题

通过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对照分析，向学生讲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兴起的社会机缘及其基本内涵，以

及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模式。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教学内容 

一、自由主义在中国兴起 

自由主义是 20世纪 90年代兴起的政治思潮，是市民社会思潮在经济层面和政治层面上的双重

演化所致。是市场化改革的产物。作为计划经济对立面的市场经济首先要求国家和政府给予其足够

的“自由”——“看不见的手”，尤其是要求对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国家体系和政府体系进

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二、自由主义所理解的“自由” 

首先，是人文主义的自由观。第一，它是一种宽泛的或广博的教育；第二，它是指绅士和自由

人的教育。其次，自由在 16 世纪末发生了一种转向，成为放纵和放荡的同义语。再次，自由作为

一种道德价值和哲学范畴而存在，显示了它在近代社会中所具有的本体论地位。最后，我们今天所

讲的自由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自由。自由包括参与政治生活的自由权利和免于外在和束缚的个人自

由。 

在中国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中，可能只存在人文主义的自由观以及与放纵等同的自由观。参与

政治事务，在儒家学说里，不是自由，而是道德责任。西方式的人文主义自由观在中国文化传统更

多地表现为一种“心灵自由”。中国的心灵自由始自老庄的启发，而不是儒家的教诲。 

90 年代兴起的自由主义，对自由的理解既不是放弃责任与义务的“放纵式”自由，也与中国

传统的“心灵自由”不同。首先把自由视为是个人的自由，其出发点不是集体和社会，而是个人。

自由首先是个人的，个人财产权的保护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也就是消极自由。李慎之、许

纪霖、朱学勤等人试图把自由从经济学视野的消极状态中解放出来，赋予自由更多的积极的含义，

试图使自由转换为一种表达，一种参与。使自由发生一种政治转向。 

中国自由主义者在继承西方社会中的权力维度和政治维度的自由时，即放弃了道德维度上的自

由，也淡忘了人文主义上的自由。 

三、自由主义的属性 

政治思想史上把自由主义分为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和英美自由主义。前者倾向于将“抽象理性”

应用于人类事务，后者则是经验主义的。另一种倾向是斯密主义的观点，把自由主义和私有制、财

产权以及看不见的手联系在一起。在立宪主义的传统中审视自由主义。 

中国自由主义的属性： 

1.自由主义的个人取向 强调个人主义的立场，坚持个人至上。 

2.自由主义的经济取向 ，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体现，经济自由主义成为保护财富、保护产

权、保护有钱人扩张的意识形态外衣。自由主义在中国有两重面貌，一是经济自由主义，一是政治

自由主义。 

3.自由主义的保守取向 自由主义的保守色彩主要体现在对革命传统的否定中。中国革命脱离



3528 

了世界文明的主流——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就是要向这一主流艰难回归。 

4.自由主义的精英取向 自由主义的精英取向在对间接民主的肯定中体现出来。自由主义反对

直接民主。 

5.自由主义的全球倾向 自由主义把中国的改革开放视为是向世界潮流回归的过程，认为这一

世界潮流在当代就表现为资本主义化。 

自由主义者认为五四以来一直有两个精神病灶，一个是民粹主义，一个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

是颠覆政治秩序的渊籔，民族主义则是专制主义的支持力量。 

学习目标 

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中的自由内涵有确切了解，对中国自由主

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和理论特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能进行客观的分析评价。 

作业 

中国 90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的思想主旨是什么？ 

参考文献 

1.[法]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2.[英]阿克顿：《自由史论》，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3.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4. 张世保：《西化思潮的源流与评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开放时代》，1999年 5、6月 

7.许纪霖：《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90年代思想文选》（第二卷），南宁：广西人民

出版社，2000年版。 

8.朱学勤：《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90年代思想文选》（第二卷），南宁：广西人民出

版社，2000年版。 

9.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

中 国 思 想 界 的 分 化 》， 长 春 ： 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 2000 年 版 。

http://intellectual.member.easyspace.com/debates/cn991025c.htm. 

专题八  “新左派”思潮 

课程教学目标 

“新左派”是中国改革进入 90年代之后出现了很多社会经济问题时产生的一种政治思潮，“新

左派”主要针对和批判自由主义，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新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有

全面的了解，对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争论的学理问题及现实诱因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教学内容 

一、新左派的由来 

新左派是中国在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浪潮中诞生的一种政治思潮。新左派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指的是那种试图通过对先进工业社会进行激进批判来复兴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和知识运动的集合体。

新左派不仅反对旧左派，即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反对非激进化的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新左派

反对议会道路，否定政治经济权力的集中化，主张凭借直接斗争经验和直接行动来解决问题。新左

派的突现起因于与自由主义的论战。 

中国的改革在进入 90 年代之后，出现了很多社会经济问题。严重的贪污腐化、化公为私、国

有资产大量流失、贫富两级分化不断加剧。新左派认为自由主义者用抽象化的市场和市场化过程，

用市场主义拜物教严格平等的价值，削弱了社会经济过程和政治权力间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新左派”的属性 

新左派包含两个概念，一是新，二是左。首先，新在与老左派的差异，新左派告别了与国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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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直接结合的激进左派的暴力崇拜、斯大林主义、僵硬的计划经济与集权政治体制，又告别了传统

左派单纯从意识形态视角论述问题的理路。其次，新在左倾立场的更新。它以伸张人民主权与普遍

民主、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力及文化霸权的姿态出现。前者以同情者的姿态出现，后者以批判主

流的方式立论。再次，新在左倾方法的调整。它以反对意识形态的非本质主义姿态出现，借助于西

方后学的解构武器，将近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理性主义、资本主义直接钩联起来，

加以抨击，而且以单纯的理论辨析的姿态出现，以对民族、国家乃至世界全面负责的面目立论。 

新左派之左，其一，激烈痛斥资本主义。其二，为社会主义呼唤。其三，对既有成就的否定。 

新左派的基本主张并不具有理论上的一致性，而是一种以某些相对接近的理论组合而成的松散

的政治思潮，大致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拒斥自由主义的言述，二是拒斥市场经济的理路，

三是拒斥经典社会科学的言路。 

三、新左派的思想主张 

1.新左派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是个体，而是社会。它把自身视为社会公意和人民民主的代言人，

要对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一切现代政治制度加以清算。 

2.批评自由主义谈论的自由主要是不平等的自由，大谈富人、强人、能人的自由，却忽视了弱

势群体的平等权利，偏离了每一个人和所有人都是平等自由的道德个体这一平等的自由理念。 

3.在新左派看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主要的方法是既要发展政治民主，又要发展经济民主，

应该挖掘历史，寻求“制度创新”。其中，直接民主具有重要意义，对基层民主抱有很大希望，对

中国草根民主的高涨表示高度支持与认同，认为它代表了中国民主健全发展的道路选择。 

4.新左派认为经济不是一个完全自律的领域，需要超越启蒙主义的狭隘民主观，民主的实质在

于承认人的基本权利，承认公民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过程的公共参与，需要用更为广泛的、全面的

民主来遏制垄断、强权和支配，限制权力市场化和市场权力化。 

5.针对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关系，新左派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在 20世纪 90年代造成了集权

体制与资本一体化格局的出现，全球化背后是不平等的关系，其历史和过程是把各个区域、社会和

个人编织进一个等级化的、不平等的结构之中。   在全球化这一背景下，新左派对民族主义进行

了新的诠释，认为只要民族国家体系没有彻底瓦解和重组，民族主义作为民族国家同一性的基础就

不会消失。 

学习目标 

通过本专题的学习，使学生对新左派政治主张及其现实针对性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对于新左派

与自由主义争论的问题有系统的认识和把握，并能进行客观分析评判。 

作业 

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争论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参考文献 

1.王彬彬：《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天涯》，1997年第 2期。 

2．韩毓海：《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天涯》1998年第 5期 

3．崔之元：《经济民主的两层含义》，1996年“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研讨会”发言稿 

4．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

与 中 国 思 想 界 的 分 化 》， 长 春 ： 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 2000 年 版 。

http://intellectual.member.easyspace.com/debates/cn991025c.htm. 

5．汪晖：《一九八九社会运动与“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

与现代性问题》 

6．徐友渔：当代中国思想：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北大讲演稿） 

7．佚名：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分与和（互联网） 

8．谢岳：《“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学之争》，《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3年第 1期。 

9．秦晖：《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 5期，  

专题九  “第三条道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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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目标 

本专题的主要内容是超越“左”和“右”的“第三条道路”。通过本部分内容的讲解学习，使

学生了解到，针对改革中出现的突出社会问题，还有折中的“第三条道路”的探索，使学生能够结

合中国国情，了解这些思想主张提出的国际国内背景，把握他们提出的建设性的国家政府建构设想。 

课程教学内容和学习目标 

教学内容 

一、“第三条道路”兴起的国际国内背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以美国当地克林顿、意大利的普罗迪、法国的若斯潘、英国的布莱尔、

德国的施罗德等为代表的政党相继上台执政，他们宣称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奉行一种既不同

于传统的“左派”，又不同于右翼主流的“新中派”策略。即：“第三条道路”。 

克林顿将“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作为竞选的主题，认为政府的责任是创造更多的机会，人民的

责任是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布莱尔上台后，也是举起了第三条道路的旗帜。 

“第三条道路”在欧美世界出现，有其特定的背景。一是两大意识形态对立格局结束在很大程

度上消解了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为各种思想和探索的出现提供了更广的发展空间。二是全球化进

程的加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三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变革，为国家发展提

供了新的平台。四是国内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呼唤着新的思维和行动。五是政治“代际”的更替为

西方社会政治生活提供了变化的直接动力。 

90 年代“第三条道路”在中国出现，有其内在的原因，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一系列社会

问题随之产生，最为突出的是贫富分化、阶层分化、政治——社会关系的紧张、社会流动、新社会

阶层诞生。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派观点：“层化论”、“碎片论”、“断裂论”。 

二、“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源头 

吉登斯对第三条道路理论进行阐述。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引入一个完全不同的框政

府管制。 

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如下：1.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  针对社会的过度原子化状态，提出

要建立合作包容型的新社会关系，使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参与到社会之中，培养共同体精神。2.

确立能够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的新政治中心  一是在政治思维上打破左右两分法，团结各种政治力

量，尤其是大量的中间力量。二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社会正义，借社会正义重塑社会团

结的凝聚力，确立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和价值号召力。三是改革既有封闭的政治制度和政

党制度，扩大制度的包容度，实现工党和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3.由政府管理向治理转变  建立

政府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合作互动关系，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协调政府各机构之间的关系，建立

整体性政府，实现国际和全球范围的治理。4.改革福利国家，重新定位国家  一是要承认新右派对

福利国家的批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会导致异化和官僚主义，培植既得利益集团，扭曲

福利制度建立的初衷。二是必须承认福利制度的改革是不争的事实。要变消极福利观为积极福利观。 

三、“第三条道路”：对“左”“右”之争的超越 

在西方国家，市民社会运动与劳工运动合流，资本主义逐渐融合了社会主义。中国学者对第三

条道路的关注，不仅想借助这一思潮来平衡和消解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更重要的是，想

借此来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新的思想资源。走出“左”与“右”的争论，达到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

理性注视和综合诊断。 

学习目标 

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第三条套路”主张提出的社会背景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

这种超越“左”和“右”，比较折中调和的政治方案有一个具体的把握，他们提出的是一个具有建

设性的整体性的政治观。 

作业 

阐述“第三条道路”的整体政治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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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 

2.杨雪冬、薛晓原：《“第三条道路”与新的理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3.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结构变化趋势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4.严海兵：《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新变化的政治分析》，《江汉论坛》，2006年第 4

期。 

5.许纪霖等：《寻求“第三条道路”》，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

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 332页。 

6.张汝伦：《“第三条道路”》，载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

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 339页。 

专题十  治理与善治思想 

课程教学目标 

本部分内容是关于治理与善治理论的，通过本部分内容的讲解学习，让学生了解到，这是随着

改革进程的推进出现的新型国家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使学生能更深入地认识到治理和善治思想出

现的内在根源，更准确地了解治理和善治思想的内涵精神和实质意义。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教学内容 

治理思潮提供了中国重新思考政府定位的思想资源，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和个人，都已经认

识到只有将公共管理体系建立在政府资源与非政府资源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从统治向治理的转

变，才能使政府从传统的制度惯性中走出来。 

一、治理与善治思潮兴起的内在根源 

治理与善治思潮的崛起是与政权属性更新、政府职能转变以及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系

列变化不仅促成了新社会结构和新权力结构的诞生，而且导致了新型国家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转

变。 

1.政权属性更新的政治要求  政权属性更新是中国试图在发展、效率、稳定和秩序之间求取平

衡已构建有效的国家治理模式的体现。从统治型政权到革命型政权的转型，是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

一次真正变革。从革命型政权到发展型政权，发展型政权的目的在于培育和开发现代国家建设的资

源，为民生的改善缔造坚实的基础，从而走出一条独特的强国富民之路。发展型政权赋予了政府新

的职能，从一个强化统治管理职能向推动经济发展职能的转变。 

未来发展战略：发展型政权与服务型政权的双重构建 

发展型政权的根本在于强国富民。政府往往是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和社会活动直接介入者而存

在的。发展的速度、绩效以及质量就成为合法性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发展”与“以人为本”

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重要支撑点，科学发展赋予了发展型政权以新的内容，以人为本孕育出新

的政权形态。 

2.政府复合角色的外在影响 

在民主化和全球化的压力之下，东亚发展型国家不同程度出现了转型。中国不断反思发展型政

权带来的意外后果影响，特别是在推动地方政府从发展型政权向服务型政权的转变中，看到可一种

公共治理体系的生长，看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共治主义体系。在未来中国的发展进程中，不同层级

政府的属性和职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发展型政权对高层政府的适用程度要高于对地方政府的

适用程度。相反，服务型政权对地方政府的适用程度要高于对高层政府的适用程度，保证发展与有

效治理的平衡。 

地方治理的质量高低取决于地方共同利益的实现程度。地方政府必须在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和相

互融合中，才能真正使地方共同利益得以建构起来。 

3.社会转型的政治效应 

一方面，这一效应可以作为积极的力量，通过体制化的方式，为各种主体力量提供参与国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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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途径，拓展参与国家治理的空间。另一方面，社会转型可能会产生压力型的效应，在参与渠道

不畅、社会诉求无法得到积极应对的时候，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抗争即群体性事件。 

中国各级政府实际上处于各种社会抗争的压力之下，治理和善治提供了消解压力的方案：一是

通过制度化的建设保障有序民主的展开和地方治理体系的创新，二是通过法治化的途径构建新型法

治政府和法治化的社会环境。 

4.网络空间的政治激发 

网络空间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推动中国追求有效治理和善治的最重要、最直接、最有力

的外在动力。作为展示公众意见的网络空间，正在孕育着一种有别于传统实体性公民社会的虚拟公

民社会。网络空间催生了网上政治这一新型政治形态的诞生。 

二、治理与善治：一种新政治观 

当代政治学界，对这一理论阐述比较完备的是俞可平。 

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背景下，公民社会组织正在承担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重要的公共管

理职能。 

治理是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

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

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所以，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 

善政则是人们所期望的理想政治管理模式，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善治的基本要素：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有效、参与、稳定、廉洁、公正。 

三、从政府统治走向合作治理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成为治理和善治思潮的最原始化的思想资源。在公共领域，整个

社会透过公共媒体交换意见，从而对问题产生质疑或形成共识。 

中国现代化进程主要是以市场化改革作为表现形式的。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从大政府转

向小政府，从政治统治转向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 

四、公民社会：治理与善治的基石 

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结果，是脱离政府控制之领域出现。单位体制的松懈导致人们对公民社会的

关注，公民社会作为后单位社会替代性的制度和组织资源，成为维持治理和走向善治的基石。 

公民社会通过自我约束、自我治理、自我救助，能够极大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公民

社会理论认为，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存在大量的超出私人生活又低于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域，期间活

跃着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 

学习目标 

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治理和善治的理念有更明晰的认识，更深刻地认识到这是政

府观变革的体现，是新型的国家治理理念，是统合政府资源和非政府资源的一种新型治理理念，而

公民社会是实现治理和善治的基石。 

作业 

治理和善治思想主张提出的内在根源是什么？ 

参考文献 

1.[法]基佐：《欧洲代议制政府的历史起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美]托马斯﹒戴伊：《民主的嘲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3.[美]罗伯特﹒L﹒西蒙：《社会政治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第 125-126

页。 

5.查尔斯﹒泰勒：《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载《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第 200、

202页。 

6.[美]朱莉﹒费希尔：《NGO与第三世界政治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7.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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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庄礼伟：《中国：呼唤公民社会》，《城市管理》，2003年第 5期。 

9.张静：《基层政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公共建筑与政治思想 
public architecture and political idea  

课程号：4050106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以拓展学生知识视野为基本目标，通过分析公共建筑提高对政治思想的

认识和领悟，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公共建筑与政治思想的联系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建筑的构成  

2．意义与象征   

3.  时空变换与大事件 

4. 谁的视角 

5. 公共建筑与公民教育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公共建筑与政治思想之间的关联  

知识单元 2：天安门广场的政治象征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设计者的争论  

2．内涵的变迁 

3．广场政治 

学习目标：以天安门广场为研究个案，分析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程。 

知识单元 3：美国国会山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设计者的初衷 

2．建设与修葺 

3．重大事件 

4．比较人民大会堂与国会山 

学习目标：以美国国会山为研究对象，分析美国政治思想发展的脉络 

知识单元 4：拉霍亚社区活动中心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社区活动中心的公共功能 

2．百年历史 

3．日常运行 

学习目标：以小规模建筑为研究个案，分析美国民众的政治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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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公共建筑概述 2  

2 公共建筑的构成 2  

3 意义与象征 2  

4 研究视角 2  

5 公共建筑与公民教育 2  

6 天安门广场的设计者们 2  

7 设计中的寓意 2  

8 天安门周边 2  

9 天安门的广场政治 2  

10 美国国会上的设计意图 2  

11 修缮与变化 2  

12 比较国会山与人民大会堂 2  

13 拉霍亚社区活动中心的百年历史 2  

14 运营与活动 2  

15 社会公共生活 2  

16 自由讨论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公共建筑所表达的政治思想 

难点：对比美国国会山与中国人民大会堂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讲授 

2.学生报告 

教学手段：课堂讲授与课后辅导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察 

考核要求： 

7、作业要求：随堂布置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由教师提供阅读材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Rudolf Arnheim: The Dynamics of Architecture Form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8) Rudolf 
Arnheim :Revealing vision  

Rudolf Arnheim: Art and visual perception : a psychology of the creative 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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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s Rapoport’s The Meaning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A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Approach 
(Sage Publication, 1982) 

执笔：郑红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0日 

 

政治学专业英语 
English Specialized in Political Theory  

课程号：4050107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以拓展学生知识视野为基本目标，提高学生阅读英文原始文献的能力，

培养学生口头和书面表达专业思想的能力。通过对核心词汇的阅读，口头报告的演讲和书面撰写的

训练，奠定学生的专业英语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6学时 

知识单元 1：核心词汇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Liberty/freedom, liberalism, conservatism, socialism.  
2．Constitutionalism, right, duty, politics, sovereignty   
3. governance, political development  
学习目标：．核心词汇的基本含义和演变 

知识单元 2：专业阅读(节选)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Hobbes：Levithan  
2．Rossue：Social Contract 
3．Modern political theory, such as global governance  
学习目标：提高阅读速度与质量。 

知识单元 3：专业写作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基本框架 

2．语言习惯 

3．格式与规范 

4．练习与课堂讲评 

学习目标：提高语言应用的能力 

知识单元 4：口头报告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口头报告与书面写作的区别。 

2．口头报告的内容组织 

3．技巧与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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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提高口语表达的能力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核心词汇阅读 2  

2 核心词汇阅读 2  

3 核心词汇阅读 2  

4 核心词汇阅读 2  

5 文献阅读 2  

6 文献阅读 2  

7 报纸阅读 2  

8 报纸阅读 2  

9 写作介绍 2  

10 写作练习 2  

11 写作讲评 2  

12 写作讲评 2  

13 写作讲评 2  

14 口头报告介绍 2  

15 口头报告展示 2  

16 口头报告展示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英语语言的输出，即写作和口头表达。提高阅读的速度与质量 

难点：口头表达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讲授 

2.学生报告 Presentation 

教学手段：课堂讲授与课后辅导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察 

考核要求： 

7、作业要求：随堂布置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由教师提供阅读材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执笔：郑红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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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的治理 
The Governance of Diversity 

课程号：4050107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学科的通识选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充分认识到我们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多样性的现实，以及这些

现实对国家的治理造成的挑战；2、让学生根据所学习的基础理论初步掌握多样性的表现形式中所

涉及的政治理论、公共政策；3、从比较政治的视野来认识中国的多样性现实所面临的问题，并形

成自己的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多样性释义 

2．多样性与政治理论。 

3．多样性与公共政策。 

4．多样性与政治冲突。 

5．课程内容介绍 

学习目标： 

重点掌握多样性的概念和一般表现形式。 

作业： 

1． 和同学讨论自己经历的文化冲击。 

知识单元 2：帝国时代的多样性治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帝国与民族国家的谱系。 

2． 帝国时代的多样性状况 

3． 帝国的多样性治理策略与技术 

学习目标： 

1．了解帝国的政治结构。 

2．掌握帝国时代基本的多样性治理技术。 

作业： 

1． 和同学讨论直接统治与间接统治的后果。 

2． 和同学讨论殖民帝国的统治策略。 

知识单元 3：民族国家的多样性治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民族国家的历程。 

2．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多样性。 

3．当代中国的多样性状况。 

学习目标： 

1．掌握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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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中国的族群、宗教、语言、文化多样性状况。 

作业： 

1．思考当代中国政治儒学复兴的意义和后果。 

2．和同学讨论民族与族群的概念。 

知识单元 4：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论争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及相关概念。 

2．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差异。 

3．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基础。 

4. 多元文化主义的论争议题。 

5. 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调整。 

学习目标： 

1．掌握多元文化主义兴起的时代背景。 

2．掌握多元文化主义权利主张的理论进路。 

作业： 

1． 讨论各国多元文化政策差异的形成原因。 

2． 讨论多元文化理论与政策的关系。 

知识单元 5：公民身份与多样性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公民身份的多重内涵。 

2．公民身份与多样性的矛盾。 

3．公民身份与移民政策 

4. 公民身份与政治共同体 

学习目标： 

1. 掌握公民身份概念的演变。 

2. 理解多样性的发展对公民身份造成的挑战。 

作业： 

1. 讨论欧洲公民身份的最新趋势。 

2. 讨论发达国家移民政策中的公民课程的变迁。 

知识单元 6：族群多样性的治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族群、民族与种族概念的辨析。 

2．族群冲突的机制。 

3．族群多样性的治理策略。 

4．中国族群政治的形成。 

学习目标： 

1．对族群冲突的原因形成基本的认识。 

2．了解族群治理的主要策略。 

3. 掌握中国的主要族群政策。 

作业： 

1．观看电影《辛德勒的名单》。 

2．阅读和讨论《民主的暗面》。 

知识单元 7：宗教多样性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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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宗教多样性的状况。 

2．宗教战争、政教分离与国教 

3. 宗教多样性对公共政策形成的挑战。 

4．宗教极端主义的控制。 

5．宗教多样性的治理。 

学习目标： 

1．掌握理解政教关系的基本理论。 

2．掌握宗教多样性对于公共政策造成的挑战。 

3. 了解宗教极端主义的形式。 

作业： 

1. 思考义和团运动中的“民教冲突”如何发生？ 

2. 和同学讨论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 

知识单元 8：多样性与社会政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政策的内容与演变。 

2．多样性对社会政策造成的挑战。 

3．中国的社会政策与多样性治理。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政策中面临的多样性问题。 

作业： 

1.和同学讨论就业中的歧视问题。 

知识单元 9：多样性与教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中的多样性问题。 

2．教育政策与教育内容的多样性政治。 

3．中国的教育政策与多样性。 

学习目标： 

1. 掌握教育的公共性特征。 

2. 理解教育内容面临的多样性挑战。 

3. 掌握各国教育政策如何处理多样性问题。 

作业： 

1．和同学讨论“少数民族加分”政策。 

2．和同学讨论宗教学校应不应该获得国家资助。 

知识单元 10：语言政策与语言多样性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语言政策与政治共同体的构建。 

2．语言政策与文化权利。 

3．语言政策中的争议。 

学习目标： 

1．认识语言与共同体构建的关系。 

2．理解语言作为文化权利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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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和同学讨论英语考试的利弊。 

2． 和同学讨论普通话的历史。 

知识单元 11：集体讨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就同学感兴趣的某个课程内容集中展开分组讨论。 

2．由同学陈述自己的作业提纲，其他同学参与讨论。 

学习目标： 

1．通过讨论使学生加深对问题的认识，增强其对多样性治理的兴趣。 

2．使学生形成多元主义的思维方式，避免独断论的倾向。 

作业： 

1．撰写结课论文 

（二） 发言和讨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内容：每次课都安排学生按照教师命题发言和讨论。但在最后一节课集中讨论学生选中的某个

话题展开深入讨论。 

要求：表述知识准确、回答问题敏锐、表达流畅清晰。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2 帝国时代的多样性治理 2  

3 民族国家的多样性治理 2  

4 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论争（一） 2  

5 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论争（二） 2  

6 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论论争（三） 2  

7 公民身份与多样性（一） 2  

8 公民身份与多样性（二） 2  

9 族群多样性的治理（一） 2  

10 族群多样性的治理（二） 2  

11 宗教多样性的治理（一） 2  

12 宗教多样性的治理（二） 2  

13 多样性与社会政策 2  

14 多样性与教育 2  

15 语言政策与语言多样性 2  

16 集体讨论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教学重点在于汲取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充分揭示多样性治理中涉及的深层理论与公

共政策。 

难点：多样性现象本身的复杂和丰富使得要清晰讲述其问题面临海量的资料和案例，有时还涉

及敏感的现实政治问题，学生本科阶段的知识基础可能难以把握这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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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历史社会学方法（主要）。 

2． 逻辑分析（主要）。 

3． 比较。 

4． 交叉学科。 

教学技术： 

1．讲授、侧重介绍参考材料。 

2．学生规定发言，计分考察。 

3．课堂讨论。 

4．学生作业等。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学习时间至少为 15小时，准备发言 2小时，准备期末作业 10小时，阅读大约 5小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满分 100分，发言 30分，期末 70分。 

7、作业要求： 

见上面知识单元内容。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依据学术界的权威研究结果，结合海内外的参考资料，形成重点突出、材料扎实、观点可靠的

教学方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李丽红编：《多元文化主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沃特森：《多元文化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金里卡：《多元文化公民权：一种有关少数族群权利的自由主义理论》 
2．Keith Banting &. Will Kymlicka, Multiculturalism and Welfare St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Amy Gutmann,The Challenge of Multiculturalism in Political Ethics 
4.Multiculturalism Reconsidered: Culture and Equality and its Ctitics, Edited by Paul Kelly, Polity 

Press, Cambridge, UK,2002 
5. Multicultur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edited by Anthony Simon Laden and David Owen, New 

York, Melbourne, Madrid, Cap Toun,Cambridge Press,2007      
执笔：尹钛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政治学经典研读 
Political Classics Reading Selected 

课程号：4050107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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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以拓展学生知识视野为基本目标，培养学生阅读英文原始文献的能力。

通过对具体篇目的研读，学生能够深入了解并掌握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思想、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

公民文化的类型、政治过程的系统分析法、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腐败的关系等内容。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6学时 

知识单元 1：Aristotle:  Politics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Political animal 。 

2．Justice 。 

3.  four elements  

学习目标： 

1．了解经典命题“人天生是政治动物”，正义是平等的人得到平等的对待。 

2．掌握古代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基本逻辑推演。 

知识单元 2：Niccolo Machiavelli : Il Principe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Fox and lion。 

2．New prince。 

学习目标： 

1．了解意大利近代政治的基本状况。 

2．掌握新君主巩固权力的方法。 

3．共和国与君主国 

知识单元 3：David Easton: 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1．Political environment。 

2．Feedback loop。 

学习目标： 

1．了解系统分析中的政治环境。 

2．掌握反馈环的构成。 

作业： 

设计案例，用反馈环表示 

知识单元 4：Gabriel Almo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政治文化的类型。 

2．墨西哥政治文化的特点。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文化的概念，分类。 

2．掌握墨西哥政治文化的特殊性，阅读分析表格。 

作业： 

设计问卷和答案，表达三种政治文化 

知识单元 5：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参考学时：10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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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现代化的基本指标。 

2．腐败的概念，与现代化的关系，与政党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现代化与腐败的关联 

2．掌握消除腐败的若干途径。 

作业： 

思考当代中国消除腐败可以有哪些途径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Aristotle:  Politics 2  

2 Aristotle:  Politics 2  

3 Niccolo Machiavelli : Il Principe 2  

4 Niccolo Machiavelli : Il Principe 2  

5 David Easton: 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2  

6 David Easton: 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2  

7 David Easton: 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2  

8 Gabriel Almo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2  

9 Gabriel Almo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2  

10 Gabriel Almo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2  

11 Gabriel Almond, Sidney Verba: The Civic Culture 2  

12 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2  

13 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2  

14 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2  

15 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2  

16 答疑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比较政府与政治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古代希腊城邦的正义观、反馈环、政治文化的类型、腐败与现代化的关系。 

难点：墨西哥政治文化的特征，现代化国家消除腐败的途径。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讲授 

2.学生报告 Presentation 

教学手段：课堂讲授与课后辅导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 20%，期末试卷 80% 

7、作业要求：见知识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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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由教师提供阅读材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执笔：郑红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0日 

 

国家学专题 
Seminars in Study of State 

课程号：4050107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理解国家形成的历史过程；2、理解国家的复杂结构；3、理解国家

运行的基本逻辑。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国家学的基础知识、国家结构的基本原理、国家

运行的基本原理，了解国家、政治、正义等概念，为《自由主义专题》、《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

政治制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和观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共和的衰微与帝制的崛起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从自然状态到政治状态 

2. 共和的强盛和衰落 

3. 帝国的兴起和衰落 

学习目标： 

1．了解自然状态和政治状态。 

2．掌握共和和帝国的基本原理。 

作业： 

阅读相关材料 

知识单元 2：基督教的兴起与教会独立的斗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基督教：犹太教的草根分支 

2. 使徒传教：基督教的普遍主义 

3. 帝国的迫害与收编 vs.基督教的反抗与独立 

4. 基督教基本教义学 

学习目标： 

1．了解教会。 

2．掌握基督教政治的基本原则。 

作业： 

阅读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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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3：日耳曼人的兴起与查理曼帝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蛮族入侵与黑暗时代 

2. 封建体系的建立 

3. 政治的蜕化 

4. 教会的崛起 

学习目标： 

1．了解封建制度的形成。 

2．掌握中世纪早期的基本状况。 

作业： 

阅读相关材料。 

知识单元 4：教皇革命与政教之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叙任权之争 

2. 教皇君主制 

3. 教权与俗权 

学习目标： 

1．了解教皇制度。 

2．掌握中世纪政治斗争的基本状况。 

作业： 

阅读相关材料。 

知识单元 5：阿奎那神学与国家的政治实体地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基督教的奥古斯丁传统 

2. 政教斗争的理论战场 

3. 亚里士多德革命 

4. 阿奎那的综合 

5. 阿奎那理论的政治利用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实体。 

2．掌握阿奎那的贡献。 

作业： 

阅读相关材料。 

知识单元 6：教会法、主权与布丹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作为前传的罗马法复兴 

2. 教会法的贡献 

3. 管辖权竞争 

4. 最高权力：从中世纪到现代 

学习目标： 

1．了解主权。 

2．掌握主权的属性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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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阅读相关材料。 

知识单元 7：君之两体与政治公共性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君之两体 

2. 权力公共性的中世纪逻辑 

3. 权力的公共性与效能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公共性。 

2．掌握维护政治公共性的基本原则。 

作业： 

阅读相关材料。 

知识单元 8：现代国家诞生的类型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支配的类型和古今之变 

2. 战争-常备军-税收财政-官僚体系 

3. 蒂利模型和埃特曼模型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家形成的动态过程。 

2．掌握国家运行的基本原则。 

作业： 

阅读相关材料。 

知识单元 9：马基雅维利与国家的现代性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从埃特曼回到马基雅维利：密尔-洛克-霍布斯 

2. 国家的自主性：战争国家-守夜人国家-福利国家 

3. 国家的现代性：去国家化与再国家化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家的现代属性。 

2．掌握国家发展的现代趋势。 

作业： 

阅读相关材料。 

知识单元 10：讨论：城邦、共和、帝国、王国、国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五者的差别 

2. 它们都是“国家”吗？ 

3. 政体选择的约束条件是什么？ 

4. 政体的内在成长逻辑有哪些？ 

学习目标： 

1．了解基本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异同。 

2．掌握区分政治共同体的原则。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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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相关材料。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共和的衰微与帝制的崛起 3  

2 基督教的兴起与教会独立的斗争 3  

3 日耳曼人的兴起与查理曼帝国 3  

4 教皇革命与政教之争 3  

5 阿奎那神学与国家的政治实体地位 3  

6 教会法、主权与布丹 3  

7 君之两体与政治公共性 3  

8 现代国家诞生的类型学 3  

9 马基雅维利与国家的现代性 3  

10 讨论：城邦、共和、帝国、王国、国家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西方政治史、西方政治思想史 

后续课程：自由主义专题、国际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制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国家形成的历史逻辑、国家的属性、国家的运行逻辑、国家的哲学/神学定位。 

难点：基督教基本教义学、韦伯国家理论、国家与经济的关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 

2. 讨论。 

3. 论文评议 

教学手段： 

1. 讲授。 

2. 图片和视频分析。 

3. 分组对抗式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投影仪。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分组合作并对抗。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两次小论文分别在第 4周和第 10周完成，各占总成绩 30%，期末考试占 4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阅读材料。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择机自主编写出版《国家学》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2. 李筠：《论西方中世纪王权观——现代国家权力观念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3. 勒纳等：《西方文明史》，王觉非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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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参考书 

罗马 

4. 马尔蒂诺：《罗马政制史》（第二卷），薛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14年。 

5. 西塞罗：《国家篇 法律篇》，沈叔平等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 

6.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婉玲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7. 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黄宜思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 

基督教 

8. 《圣经》 

9. 雪莱：《基督教会史》，刘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0. 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等译，2003年。 

11. 蒂利希：《基督教思想史》，尹大贻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 

12. 丛日云：《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三联书店，2003年。 

中世纪 

13. 布洛赫：《封建社会》，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 

14. 汤普逊：《中世纪社会经济史》，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15. 汤普逊：《中世纪晚期社会经济史》，徐家玲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 

16. 皮朗：《中世纪欧洲社会经济史》，乐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 

17. 艾因哈德：《查理大帝传》，戚国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 

18.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 

19. J. H. Burns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350-14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严禁使用三联书店中译本代替） 

20.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 

21. E. H. Kantorowicz, 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in Medieval Political The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现代 

22. 韦伯：《支配社会学》，康乐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3. 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 

24. 埃特曼：《利维坦的诞生》，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 

25. 波齐：《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 

26.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 

27. 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28.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 

29.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 

30.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 

31.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  

执笔：李筠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0日 

 

美国政治与外交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THE US 

课程号：4050201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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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帮助学生全面了解美国政治与外交的历史发展与和核心内容；2、正

确认识二战后国际政治的现实以及美国的国际地位；3、指导学生理性思考与评价美国及其国际影

响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美国政治与外交的基础知识，了解美国政治与外

交中的核心概念，学会用所学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的理论及方法分析美国这个典型国家，帮助学生

形成完整成熟的专业知识体系。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美国政治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美国政治基本特征。 

2．美国政治体制。 

3. 美国政治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政治系统。 

2．掌握美国政治反映的核心理念及其具体实施。 

作业：通过阅读和思考形成对美国政治中核心问题的独立认识 

知识单元 2：美国外交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美国外交的思想文化渊源。 

2．美国外交重要历史阶段的外交战略、重大行动，及发展趋势。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外的重大事实与发展脉络。 

2．掌握分析美国外交动因和决策层过程的方法。 

作业：结合课程讲授对美国外交重大事实与决策过程形成系统评述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美国政治核心特征 2  

2 美国政治体制 3  

3 美国政治文化 3  

4 三权分立 3  

5 联邦制中的分权与集权 3  

6 宪政主义的确立与发展 3  

7 美国外交文化渊源 2  

8 美国外交的大陆主义阶段 3  

9 美国外交的海洋主义阶段 3  

10 美国外交的全球主义阶段 3  

11 美国外交的内部决策 2  

12 美国外交的外部谈判 2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系统了解美国政治系统体系的思想理念、清楚美国外交的文化渊源与决策机制 。 

难点：对美国政治系统的比较与贯通认识、掌握美国外交的二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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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1.课堂讲授。2.经典案例研讨分析。 

教学手段：1.课件、视频。2.案例研讨。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认真听讲、积极参加研讨、独立完成符合主题的研究论文 。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鉴于美国政治与外交在国际政治专业学习中的突出特征：美国对二战后世界政治的影响，本课

程不指定教材，要求学生在学习中根据老师推荐广泛阅读与思考。 

（二）推荐参考书 

同上原因，不推荐。 

执笔：李晓燕  审稿：刘星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0日 

 

日本政治与外交 
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Japan 

课程号：4050202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本课程旨在通过文献评述、专题讨论的方法理解当代日本的变迁，着重探讨二战以后至 

今日本的内政外交以及政治参与。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学习使学生对战后日本政治与外交的发展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掌握战后

日本政治体制的运行方式，日本外交的发展演变的脉搏等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研究日本的必要性。 

2.日本社会概况 

3.研究方法与参考书目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社会发展的概括。 

2．掌握该门课程的研究方法。 

作业： 

1、如何掌握科学的日本政治与外交的研究方法？ 

2、试析日本的资源状况对其外交的影响 

知识单元 2：日本天皇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天皇制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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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战后天皇制的确立 

3.战后天皇制的特点及其存续的原因 

学习目标： 

1．掌握战后日本天皇制的特点及影响 

2.掌握战后日本宪法的出台过程，把握战后日本修宪的动向。 

作业： 

1．如何理解战后日本国民对象征天皇和天皇制的态度？ 

2.美国部分保留天皇制的原因及其对日本的影响。  

知识单元 3：战后日本政党政治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战后初期的日本政党 

2.自民党长期政权 

3.多党联合执政时代 

学习目标： 

1.了解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 

2.重点掌握日本五五体制建立的背景、特点及崩溃 

3.分析冷战后日本政局动荡的原因，并深刻理解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实质。 

作业： 

1.试析五五体制形成的背景及特点 

2.试析五五体制崩溃的原因 

3.试析五五体制对日本经济现代化的作用 

知识单元 4：战后日本的政治参与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战后日本的选举制度 

2.日本的利益集团 

学习目标： 

1. 了解日本政治参与的形式及其实质， 

2. 掌握日本的选举制度的演变，利益集团的种类、大众传播媒介的现状及影响 

3. 掌握日本现行选举制度的特点及弊端， 

作业： 

1.试析现行日本选举制度对其政党政治的影响 

2.试析日本的利益集团的种类及其影响 

知识单元 5：战后日本外交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 日本外交决策机制及其过程 

2.二战后日本外交的演变过程 

3.日本外交的基轴——日美同盟 

4.日本的联合国外交 

学习目标： 

1． 掌握日本的外交决策机制 

2． 掌握战后日本外交的演变过程 

3． 掌握日美同盟强化的过程、原因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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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掌握冷战后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具体表现 

作业： 

1.试析日本外交决策机制的特点及过程。 

2.简述二战后日本外交的演变 

3.试析冷战后日美同盟走向强化的原因、表现及影响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日本天皇制 3  

2 日本天皇制、日本政党政治 3  

3 日本政党政治 3  

4 日本的政党政治 3  

5 日本的政党政治 3  

6 日本的政党政治、日本的政治参与 3  

7 日本的政治参与 3  

8 日本的政治参与、战后日本外交 3  

9 战后日本外交 3  

10 战后日本外交 3  

11 战后日本外交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战后国际关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日本天皇制、五五体制、日本利益集团、日本选举制度、日美同盟 

难点：五五体制、日美同盟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老师讲授为主。 

2.学生自学为辅 

3.课堂讨论 

4.期中作业，教师点评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影像资料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师，能上网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学习，不占用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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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徐万胜：《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商务印书馆 1990年版。 

2.[日]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 

3.王新生：《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日本模式”再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版。 

4.王振锁：《《战后日本政党政治》，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5.[日]五百旗头真主编：《新版战后日本外交史 1945-2005》，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年版。 

6.金熙德：《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日本外交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 

7.宋成有等：《战后日本外交史 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年版。 

8.[美]迈克尔·格林：《美日联盟——过去、现在与未来》，新华出版社 2000年版。 

9.刘世龙：《美日关系 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版。 

执笔：刘艳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日 

 

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Sino-U.S.Relations and the Taiwan Tissues 

课程号：4050202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国际政治学生开设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在于分析台湾问题的由来及其走向，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

通过对中美关系、两岸关系、美台关系演变的系统分析，达到理顺历史脉络，明辨是非曲直，着眼

未来发展的目的。使青年学生能够对台湾问题有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关注祖国的统一大业，并成

为两岸统一大业的积极推动者。同时，能够使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正确理解中国政府应对的原则、措

施和政策，培养和提高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在于能够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完善学生的智能结构，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导论：2学时 

知识单元 1：一、《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的研究对象 

知识单元 2：二、《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发展的阶段 

知识单元 3：三、关于《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的目的与意义 

知识单元 4：四、关于《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的学习方法 

知识单元 5：五、关于《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的学习内容 

第一章 台湾问题的缘起 

第二章 三次台海危机与 50、60年代的中美关系 

第三章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台湾问题（70——80年代初） 

第四章 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与台湾问题 

第五章 冷战后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二）第一章  台湾问题的缘起  5 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节 台湾概况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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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台湾概况 

二、台湾回归祖国 

三、国民党败退台湾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学习目标： 

1．了解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 

2．掌握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台湾的政策。 

作业： 

1．为什么说台湾 1945年已经回归祖国？ 

知识单元 2：第二节 战后美国对台政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 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二、 美国国内对台湾问题的争论 

三、 美国国内对台政策的初步酝酿 

四、 美蒋矛盾 

学习目标： 

1．了解战后美国国内对华和对台湾问题上的主要分歧。 

2.  掌握战后美国对华和对台湾政策的几次调整。 

作业： 

1． 战后美国国内对华和对台湾问题上调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3：第三节 朝鲜战争影响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 朝鲜战争爆发 

二、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 

三、台湾问题成为国际问题 

四、中国政府的态度 

五、蒋介石的打算 
学习目标： 
1．了解战后美国国内对华和对台湾问题上的不同意见。 
2.  掌握战后美国对华和对台湾政策的几次调整。 

作业： 

1．为什么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 

2. 朝鲜战争的爆发对解放台湾的影响？ 

3.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为什么没有反攻大陆？ 

参考书目： 

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二、三、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3．《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4．《周恩来选集》（上、下）人民出版社 1984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8 

6．陶文钊 主编 （1949——1972）《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7. 沈志华 杨奎松 主编 《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8卷本）东方出版中心 2009 

8．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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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重庆出版社 1987 

10．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11．爱德温•马丁：《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的反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12．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三联书店 1979 

13．《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 1982 

14.【美】 司徒雷登 著 《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  黄  山书社 2009 

15.【美】克雷 著 王启明译《陆军五星上将乔治·C·马歇尔——军人和国务活动家》 军事

谊文出版社 2004 

16．李松林 《蒋氏父子在台湾》，中国友谊出版社 2001 

17.【美】陶涵 著《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中信出版社 2012 

18.【台湾】阮大仁 著 》《蒋中正日记揭秘》华文出版社 2012 

19. 张秀章编著 《蒋介石日记揭秘》（上下册）团结出版社 2007 

20．孙宅巍 著 《蒋介石的宠将陈诚》，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5 

21. 陈诚   著  《陈诚回忆录 ——建设台湾》东方出版社 2011 

22．张耀武 著 《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新华出版社 2004 

23．袁成毅 钱志坤 主编 《1949年以前的台湾》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24．陈小冲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25．[台湾] 宋光宇 《台湾史》 人民出版社 2007 

26.李善惠 著《金门之殇——来自台湾的一位参战老兵亲口讲述的历史》 2012 

27.王洪光 著《追思金门战役》江苏教育出版社 2011 

28．Alexander, Bevin, Korea: The First War We Lost. New York, 1986 

29．Blum, Robert. Drawing the Line: The Origin of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In East 

Asia. New York,1982. 

（三）第二章  三次台海危机与 50、60年代的中美关系  5学时 

知识单元 1. 第一节  第一次台海危机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美台关系的密切往来 

二、美蒋矛盾 

三、《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实质 

四、武力“解放台湾”口号的提出 

五、第一次台海危机的结束 

学习目标： 

1． 了解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台关系的密切往来。 

2． 了解武力“解放台湾”口号提出的背景。 

3． 了解第一次台海危机的过程。 

4． 掌握《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实质。 

5． 掌握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决策。 

作业： 

1．《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1954年为什么再次提出武力解放台湾？ 

知识单元 2：第二节 第二次台海危机与美蒋声明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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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立 

二、“和平解放台湾”口号的提出 

三、蒋介石“反功大陆”口号的提出 

四、炮击金门始末 

五、美蒋在金门、马祖问题上的矛盾 

六、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结束 

学习目标： 

1． 了解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建立的背景。 

2． 了解“和平解放台湾”口号提出的背景。 

3． 了解蒋介石“反功大陆”口号提出的背景。 

4  .了解第二次台海危机的过程。 

5.  掌握美蒋在金门、马祖问题上的矛盾。 

6.  掌握第二次台海危机毛泽东的战略决策。 

作业： 

1．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背景、作用和影响？ 

2.50年代中期“和平解放台湾”口号提出的背景是什么？ 

3.台湾问题上的“绞索政策”的含义是什么？ 

知识单元 3：第三节  第三次台海危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国大陆左倾政策 

二、对中国不利的国际局势 

三、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骚扰 

四、中美联手反对蒋介石进攻大陆 

五、第三次台海危机的结束 

六、“一纲四目”的提出 

学习目标： 

1． 了解 60年代初蒋介石对中国大陆骚扰的背景。 

2． 了解“一纲四目”提出的背景。 

3 .了解第三次台海危机的过程。 

4.  掌握美蒋在对大陆骚扰问题上的矛盾。 

5.  掌握“一纲四目”的内容。 

作业： 

1．三次台海危机的背景、过程和结果？ 

2. “一纲四目”提出的背景、及其内容？ 

参考书目： 

1．《毛泽东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2．《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至十集，1949—1963年）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1965 

3. 沈志华 唐启华 主编 《金门：内战与冷战》九州出版社 2010 

4 沈卫平著《8.23炮击金门》华艺出版社 2006 

5. 徐焰 著《金门之战 1949——1959》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1 

6. 李显荣著 《炮击金门：战略思维的经典之作》人民出版社，2008 

7．费正清 著 《美国与中国》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8．苏格著  《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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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曹治洲 余克礼主编 《台湾问题实录》上、下册 九州出版社 2002 

10．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受命变革》，三联书店 1978 

11．罗•费•伊万诺夫：《艾森豪威尔传》，新华出版社 1987 

12．《杜勒斯言论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 

13．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14．《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15．秦风 编著 《岁月台湾》（1900—2008）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6．王光远 《蒋介石在台湾》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8 

17．戴超武 著 《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关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18．张春英 《海峡两岸关系史》（1—3卷）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19．刘丕林 《国共对话秘录》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 

20．Blum, Rober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World Affairs. New York, 1966. 

21．Buhite , Russell D.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in Asia, 1945---1954,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1.   

（四）第三章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台湾问题（70——80年代初）5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节 中美关系改善与美台关系的变化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美关系改善的背景 

二、中美第一个公报《上海公报》的发表 

三、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 

四、台湾当局的态度 

学习目标： 

1．了解中美关系改善的背景。 

2．了解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 

3.  掌握中美第一个公报《上海公报》的主要内容。 

作业： 

1．中美第一个公报《上海公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主要分歧是什么？ 

知识单元 2：第二节  尼克松下台与中美关系停滞不前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1974年尼克松下台 

二、中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地位的下降 

三、福特总统的对华政策 

学习目标： 

1．了解 70年代中期的美苏关系。 

2．掌握福特总统的对华政策。 

作业： 

1．福特总统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3：第三节  中美关系正常化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国际背景 

二、中美建交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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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美第二个公报《中美建交公报》的发表 

四、台湾当局的恐慌 

五、《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 

学习目标： 

1．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国际背景。 

2．了解中美建交谈判的大致过程。 

3. 了解《告台湾同胞书》发表的背景。 

4. 掌握中美第二个公报《中美建交公报》的主要内容。 

5. 掌握《告台湾同胞书》的主要内容。 

作业： 

1．中美第二个公报《中美建交公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 《告台湾同胞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4：第四节  《与台湾关系法》和《八·一七》公报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卡特总统签署《与台湾关系法》的背景 

二、《与台湾关系法》的主要内容 

三、《八·一七》公报的背景 

四、《八·一七》公报的主要内容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台湾关系法》的背景。 

2．了解《八·一七》公报的背景。 

3. 掌握《与台湾关系法》的主要内容。 

4. 掌握《八·一七》公报的主要内容。 

作业： 

1．《与台湾关系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 《八·一七》公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参考书目：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2．王锦侠 张奇 《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 

3．金羽 《邓小平国际战略研究》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4．陈敦德 《毛泽东尼克松在 1972》 昆仑出版社，1988 

5．刘德喜 《两个伟人和两个大国》 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 

6．周盅菲 《中美建交中的台湾问题》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 

7．[美]霍尔德里奇 《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8．宫力 《跨越鸿沟——1968——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9．彭谦等 《中国为什么说不？——论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误区》 新世界出版社，1996 

10．[美]卡恩著，陈亮等译 《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 新华出版社，1980 

11．[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 《美国与中国——第四版》 商务印书馆，1987 

12．[美]约翰•H•霍尔德里奇著，杨立义译 《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 上海译文出

版社，1997 

13．[美]邹谠著，王宁 周先进译 《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4．熊志勇 《百年中美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5．[美] 尼克松 《尼克松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16．[美] 基辛格 《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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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张颖 《外交亲历记》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18．唐下瑞 《1969.1—1999.12 中美棋局中的台湾问题》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9．熊向晖 《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20．[美] 基辛格 《基辛格越战回忆录》海南出版社，2009 

21．王立 《回眸中美关系中演变的关键时刻》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22．甘观仕等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四十八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23．刘红 郑庆勇 著 《国民党在台 50年》 九州出版社 2001 

24．王长鱼主编 《一国两制与台湾》 华文出版社 1996 

25．刘映仙 殷存毅著 《跨越海峡的桥梁》 台海出版社 1999 

26．李仁 李松林主编 《台湾四十年》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27．郝雨凡 张燕冬  著 《无形的手》 新华出版社 2000 

28．李松林 著 《晚年蒋经国》 九州出版社 2006 

29．王红续 著 《大战略；邓小平与祖国统一》九州出版社 2004 

30．宋连生 巩小华编著 《穿越台湾海峡的中美较量》 云南人民出版社 

31.【美】卡特 著 赵正祥译 《永活的信心》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五）第四章  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与台湾问题   5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节 中美双方重新审视对方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制定 

二、美国“新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 

三、美国对台军售的内在矛盾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制定的背景及过程。 

2．了解美国对台军售的内在矛盾。 

3.  掌握美国“新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 

作业： 

1． 美国“新现实主义”对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2：第二节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形成过程 

二、 美国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态度 

三、台湾当局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反应 

学习目标： 

1．了解“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形成过程。 

2．掌握“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主要内涵。 

3.  掌握美国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态度。 

4.  掌握台湾当局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反应。 

作业： 

1．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制定的背景及主要内容是什么？ 

2．美国为什么继续向台湾出售高精尖武器？ 

3．“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形成过程是什么？ 

4．台湾当局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反应？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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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2．王锦侠 张奇 《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5 

3．金羽 《邓小平国际战略研究》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 

4．甘观仕等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四十八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5．刘红 郑庆勇 著 《国民党在台 50年》 九州出版社 2001 

6．王长鱼主编 《一国两制与台湾》 华文出版社 1996 

7．刘映仙 殷存毅著 《跨越海峡的桥梁》 台海出版社 1999 

8．李仁 李松林主编 《台湾四十年》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2 

9．郝雨凡 张燕冬  著 《无形的手》 新华出版社 2000 

10．李松林 著 《晚年蒋经国》 九州出版社 2006 

11．王红续 著 《大战略；邓小平与祖国统一》九州出版社 2004 

12．宋连生 巩小华编著 《穿越台湾海峡的中美较量》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  

13.【美】陶涵 《蒋经国转》 华文出版社 2010 

14.【美】傅高义 《邓小平时代》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六）第五章  冷战后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10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节 冷战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冷战后，中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地位的下降。 

二、台湾问题的突出 

学习目标： 

1. 0年代初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国内背景。 

2. 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 

3．掌握冷战后美国对华和对台政策。 

作业： 

1.么冷战后台湾问题日益突出？ 

知识单元 2：“一国两制”政策的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坚持“一国两制” 

二、胡锦涛关于台湾问题的主张 

三、习近平关于台湾问题的新主张 

学习目标： 

1. 了解冷战后江、胡、习提出的对台政策的背景。 

2．掌握江、胡、习提出的对台政策的主要内容。 

作业： 

1. 江、胡、习提出的对台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3：第三节  美对台政策的调整：以台制华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克林顿政府的对台政策  

二、小布什政府的对台政策 

三、奥巴马政府的对台政策 

学习目标： 

1.了解克林顿政府对台政策的背景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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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小布什政府对台政策的背景和过程。 

3．了解奥巴马政府对台政策的背景和过程。 

4.  掌握克林顿政府对台政策的内容。 

5.  掌握小布什政府对台政策的内容。 

6.  掌握奥巴马政府对台政策的内容。 

作业： 

1. 克林顿政府对台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 小布什政府对台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 奥巴马政府对台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4：第四节 台湾自身政策的变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蒋经国后期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的调整 

二、李登辉主政后的政策演变 

三、陈水扁主政后的政策演变 

四、马英九主政后的政策演变 

五、蔡英文主政后的政策演变 

学习目标： 

1.了解蒋经国后期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调整的背景和过程。 

2．掌握李登辉主政后的政策演变。 

3.掌握陈水扁主政后的政策演变。 

4. 掌握马英九主政后的政策演变。 

5掌握蔡英文主政后的政策演变。 

作业： 

1．冷战后，中国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 

2．“一国两制”有何新的发展？ 

3．美国对台政策调整的实质是什么？ 

4．台湾自身政策发生了哪些变化？ 

参考书目： 

1．彭付芝 编著 《台湾政治与经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4 

2．王永钦 主编 《中国结——两岸关系重大事件内幕》 新华出版社 2003 

3．李义虎 主编 《政治赌博中的台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9 

4．陈凇山 主编 《跨世纪台湾政界人物》 新华出版社 1998 

5．张冠华 著    《跨越新时期门槛之路》 台海出版社 1998 

6．王功安 陈奇文 曾宪林 主编 《国共两党关系概论》 武汉出版社 1996 

7．徐学讲主编 《危险的一步——李登辉“两国论”真面目》新华出版社 1999 

8．许介鳞 著 《李登辉与台湾政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9．窦应泰 著 《李登辉弄权秘录》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7 

10．郝雨凡 张燕冬 主编 《限制性接触——布什政府对华政策 走向》 新华出版社 2001 

11．范丽青著 《台湾变局——民进党与国民党的政权争战》 新华出版社 1998 

12．李家泉著 《两岸“双赢”之路》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1 

13．许世铨 编 《台海风云录》 华艺出版社 1998 

14．许世铨 著 《激荡中的台湾问题》 九州出版社 2007 

15．谢正一 [台湾] 《一个中国与统独大战》 台湾 环宇出版社 1995 

16．邵宗海 [台湾] 《大陆政策与两岸关系》 台湾 华泰书局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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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范希周 主编 《台湾政局与两岸关系》 九州出版社 2005 

18．陈峰强 范玉周 著 《陈水扁与台湾民进党》 群众出版社 2000 

19．[台湾] 李敖 李庆元 著 《陈水扁的真面目》 中国友谊出版社 2004 

20．范永江 著 《马英九传》 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 2006 

21．丁松泉 著 《中美崛起与中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22．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局 编 《两岸关系与和平统一—2006年重要谈话和文章选编》

（上下册） 九州出版社 2007 

23．彭光谦 著 《中国军事战略问题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2006 

24．李铁城 钱文荣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关系》 人民出版社 2006 

25．孙哲 主编 《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26．全国台湾研究会编 《台湾 2004》 九州出版社 2005 

27．刘卫兵 著 《随访连战的日子》 九州出版社 2007 

28．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编 《两岸对话与谈判重要文献选编》 九州出版社 2004 

 29.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编 《“九二共识”历史存证》 九州出版社 2005 

30徐博东等著 《大国格局变动中的两岸关系》九州出版社 2009 

31.唐桦 著 《两岸关系中的交往理性》九州出版社 2011 

32.周志怀 主编 《两岸关系：共同利益与和谐发展》九州出版社 2010 

33.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 编 《海峡两岸关系日志》（1999—2008.5）九州出版 

社 2010 

34.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 编 《两岸关系新里程》九州出版社 2008 

35.李宝明 著 《两岸经济关系 20年：突破与发展历程的实证分析》人民出版社 2007 

36 孙云 著 《台湾政治生态的变化与两岸关系》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 

37.李义虎，海龙，张植荣 著《海峡两岸关系舆情调研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 

38.吴心伯 主编 《21世纪的美国与中国》 时事出版社 2013 

39.刘振涛 等著 《两岸和平发展战略》 学习出版社 2014 

40.蔡永飞 著《国民党、民进党和两岸关系》 团结出版社 2015 

41.【美】沈大伟 《缠绵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 新华出版社 2015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2 第一章  台湾问题的缘起 5  

3 第一章  三次台海危机与 50、60年代的中美关系 5  

4 第三章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台湾问题（70——80年代初） 5  

5 第四章 中美关系的继续发展与台湾问题 5  

6 第五章 冷战后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10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学原理、中国对外关系与边疆问题、口述当代中国外交、台湾

政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等课程，为本课程的学习提供了专业知识背景，给本课程的学习奠

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本课程为后续《国际组织》、《当代中国外交决策分析》、《外交谈判》等课程

的学习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角度以及更为广阔的专业知识背景，有益于拓展学生的专业视野，丰富

学生的专业素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1．台湾问题的由来 

2．朝鲜战争对台湾问题的影响 



3563 

3．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台湾的态度 

4．《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实质 

5．三次台海危机 

6．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立 

7．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 

8．中美三个公报的主要内容 

9．《与台湾关系法》的主要内容 

10．“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 

11．台湾当局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反应 

12．美国对台军售的内在矛盾 

13．冷战后台湾问题的突出 

14．“一国两制”政策的发展 

15．美国对台政策的调整 

16.台湾当局对大陆政策的调整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授为主，课堂讨论为辅，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进行模拟、辩

论、书籍或论文的评析等活动，以强化教学效果。 

……………… 

4、课程自主学习时 

拟抽出三至六课时，就选定的专业著作进行阅读后的讨论，事先需确定主题；或进行研究现状

的评析，事先需进行资料收集工作。自主学习可分组进行，之后的学习心得与成果可由全班同学评

议并交教师批改。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 

选用教材 

1. 孙岩编著《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8月 第 1版 

执笔：李群英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公务员制度 
Civil Service System 

课程号：4050203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政治学专业、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通过理论教学，系统地了解和把握我国公务员管理中从录用到退出等各个环节的制度规范，

掌握国家对公务员人事管理的知识与方法，领会其与西方不同的制度价值。 

2、通过课堂模拟和实验教学，全面了解和认识我国公务员的角色和职能，培养学生自觉遵守

制度规范的态度，帮助其树立科学的从政观。 



3564 

3. 以培养学生的公共服务精神为导向，促进学生思考和探索解决我国公务员现行管理面临的

难题和问题，为之后有志于从事公务员工作的学生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与能力训练。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我国公务员制度的重要意义、基

本功能、运行机制和制度体系，全面了解我国公务员的角色与职能，为人力资源与管理、行政法与

行政诉讼法、外国行政制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公务员制度概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学习公务员制度的意义、方法 

2. 公务员的概念界定和适用范围：公务员的概念；各国公务员不同的适用范围；我国公务员

的适用范围。  

3．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西方文官制度的起源与建立过程；我国科举制度的兴衰过程；

建国后我国公务员制度建立的过程。 

4. 公务员制度的特征：西方公务员制度的特征；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中西方公务员制度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2．掌握公务员的概念与适用范围，理解中西方公务员制度不同的制度特征。 

作业： 

1．在干部、公务员、文官、政府雇员、公共雇员、政府职员概念中，哪个概念能够确切地表

达公务员概念？ 

3. 各国如何界定公务员的范围？ 

3．公务员制度等同于公务员法吗？为什么？ 

4．说明中西方公务员制度基本特征之差异，并分析形成这些差异的理由。 

5. 为什么说党管干部是中国公务员制度的核心原则？ 

知识单元 2：公务员考录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理论教学 1学时+实践教学 1学时） 

学习内容：  

1．各国公务员考录的现实情况以及我国的考公热潮。 

2. 初任公务员考录的基本原则、资格条件、考录的程序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务员考录的基本状况，理解公务员考录的基本原则 

2．掌握我国公务员考试录用所需的资格条件与基本程序。 

作业： 

1. 分析目前中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与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之区别。 

2．请思考中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3．请分析公务员录用中存在的各种歧视的表现形式，并分析其成因。 

4．请思考中国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与西方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之区别。 

知识单元 3：其它公务员录用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理论教学 1学时+实践教学 1学时） 

学习内容：  

1．除考录之外，各国其它方式的公务员录用制度介绍。 

2. 我国公务员调任制度：概念、概况等。 

3. 我国的公开选拔制度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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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的公务员聘任制度：改革与试点。 

5. 我国军队转业干部转任公务员情况介绍。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除初任公务员考试录用之外，其它多样化的公务员录入制度概况。 

2．掌握我国公务员调任的概念界定，理解公务员聘任的意义。 

作业： 

1. 什么是公务员调任？与公务员考任有何区别？ 

2. 如何认识与评价我国公务员聘任制改革？ 

3. 请找出现实中的公开选拔案例并对其进行评价与分析？ 

知识单元 4：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公务员职位分类的基本概念：职位、职级、职等、职位说明书、职等说明书、职位管理等

等。 

2. 品位分类与职位分类：方法与利弊比较分析。 

3. 我国公务员的职位分类情况：依据《公务员法》规定而建立的职务——等级体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务员职位设置与管理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2．掌握公务员职位分类的基本概念；我国公务员职务——等级体系的划分。 

作业： 

1. 中国的行政改革一直走不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怪圈，请从职位管理

角度分析问题的根源何在？ 

2. 有人认为，中国的干部等级制度就是西方的品位分类制度，你是否同意该观点，为什么？ 

3. 如何区分品位分类与职位分类？ 

知识单元 5：公务员任职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我国选任制公务员的产生、任职与罢免。 

2. 我国委任制公务员的职务任免。 

3. 我国聘任制公务员的选聘与解聘。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不同类型公务员的职务任免形式。 

2．掌握我国非政府组成人员中的任免权界定和选任制中的选任程序。 

作业： 

1. 有人认为，中国的领导干部实行的仍然是终身制，你同意这种观点么，为什么？ 

2．请问如何加强对干部任免权的监督与约束？ 

3. 从任免制度的角度看，人事腐败问题主要出现在那些环节，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4．你认为聘任制中存在哪些问题，通过完善哪些制度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 

知识单元 6：公务员权利与权利救济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公务员权利的概念、意义、《公务员法》规定的公务员权利内容，包括获得工作条件权、身

份保障权、获得报酬权、参加培训权、批评建议权、申诉控告权、申请辞职权、其他法定权。 

2. 我国公务员权利救济的两种主要制度：申诉与控告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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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公务员的基本权利，理解《公务员法》的法律意义。 

2．掌握申诉与控告所适用的范围与基本程序。 

作业：  

1．根据权利三要素理论对公务员的各项权利进行分析。 

2. 你认为公务员到底应该享有哪些权利，为什么？ 

3. 公务员是否应该“出让”一些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什么？ 

4. 请对我国申诉与控告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并评价其权力救济作用与局限性？ 

知识单元 7：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我国公务员工资制度：工资的概念、构成；工资制度的基本原则；我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的

现状与面临的挑战。 

2. 我国公务员福利制度：公务员福利的概念与福利项目；目前公务员福利制度的改革 

3. 我国公务员保险制度：公务员保险的概念与保险类别；我国公务员保险制度改革与社会保

险制度的并轨。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公务员工资福利和保险的基本状况与存在的主要问题。 

2．掌握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的基本概念、区别及其在公务员保障中起到的作用与意义。 

作业： 

1．请分析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基本原则对工资制定的意义和作用？ 

2. 你认为我国公务员工资是否体现工资体制的基本原则？并评价目前的工资制度改革。 

3. 你认为目前我国公务员的福利状况究竟如何？ 

4. 公务员保险项目是否能够全部纳入社会保险的范围？ 

知识单元 8：公务员培训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务员培训及培训制度的概念、意义。 

2. 我国公务员培训的基本原则、分类、内容与科目。 

3. 我国公务员培训的管理机构与施教机构；发展历程与改革思路。 

4. 国外公务员培训制度的借鉴。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务员培训对公务员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各国公务员培训的情况 

2．掌握我国公务员培训的分类、内容与公务员培训改革的方向。 

作业： 

1. 我国公务员培训的种类有哪些？ 

2. 如何看待我国对基层官员进行的大规模集训？ 

3.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海外培训官员的做法？ 

4. 国外公务员培训实践对我国改革公务员培训有何借鉴？ 

知识单元 9：公务员职位交流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职位交流制度对公务员培养的意义与作用。 

2. 转任的定义、意义、形式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改革。 

3. 挂职锻炼的定义、意义，实践中的问题和改革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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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除调任外，转任和挂职锻炼等职务交流形式对培养公务员的意义和作用。 

2．掌握我国公务员调任、转任、挂职锻炼等不同形式职位交流的区别及实践情况。 

作业： 

1. 请详细地分析调任、转任与挂职锻炼三种交流形式各自的利弊。 

2. 如何看待目前公务员职务交流中的困境？请结合改革中的实践，提出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知识单元 10：公务员考核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务员考核及考核制度的涵义；考核的范围与原则。 

2. 公务员考核的内容、标准、方法与程序 

3. 公务员考核结果及其使用。 

4. 对我国公务员考核实践的思考及考核制度改革的思路探讨。 

5. 国外公务员考核制度介绍。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务员考核制度的基本状况，能深入思考公务员考核制度的改革问题。  

2．掌握我国公务员考核的内容、程序及考核结果的使用。 

作业： 

1. 请思考公务员考核如何实现公平与客观？ 

2. 结合目前公务员考核的实践与改革，阐述我国公务员考核的问题与对策。 

3. 如何借鉴国外公务员考核制度的经验？ 

知识单元 11：公务员奖励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务员奖励及奖励制度的涵义及意义。 

2. 我国公务员奖励的原则、条件与权限。 

3.  我国公务员奖励的种类、程序与撤销。 

4. 对我国公务员奖励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思考。 

5. 国外公务员奖励制度借鉴。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公务员奖励制度的基本状况，思考公务员奖励中存在的问题。 

2．掌握我国公务员奖励的原则、种类、应用与撤销。 

作业： 

1. 如何看待“廉政保证金”对公务员廉政的激励作用？ 

2. 如何解释现实中屡屡出现的贪官贪誉现象？ 

知识单元 12：公务员职务升降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务员职务升降对公务员激励的作用与意义。 

2. 关于公务员降职：含义、事由、程序与现实中的问题 

3. 公务员职务晋升的原则、条件、程序 

4. 公务员职务晋升的几种途径 

5．现实中公务员职务晋升制度的改革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公务员职务升降的现状，尤其是职务晋升的现实。 

2．掌握我国公务员职务晋升的原则与程序，探索现实中公务员职务晋升制度的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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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公务员降职是一种处分吗？如何看待现实中的公务员降职？ 

2. 公务员实现职务晋升需要经过哪些程序？ 

3. 结合目前公务员实现晋职的途径，思考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职务晋升制度的激励功能？ 

知识单元 13：公务员义务、纪律与惩戒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务员义务与纪律的涵义；义务、纪律、责任的区分。 

2. 我国公务员义务、纪律与惩戒制度的主要内容。 

3. 我国公务员行政处分的条件、形式、处分期间与解除。 

4. 我国公务员惩戒制度中的问题与改革。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务员义务、责任与纪律的主要内容；理解公务员义务、纪律与责任的区别。 

2．掌握我国公务员行政处分的形式、种类、处分期间与解除。  

作业： 

1. 请区分公务员义务、纪律与责任？ 

2. 依法行政的义务和服从命令的义务是否冲突，为什么？ 

3. 公务员行政处分有哪些形式，处分的解除能在处分期间进行吗？ 

4. 如何保持公务员惩戒与权利保护的适当平衡？ 

知识单元 14：公务员政治、道义责任追究与回避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务员政治责任的涵义与追究方式。 

2. 公务员道义责任的涵义与追究方式。 

3. 引咎辞职制度的涵义、意义与在中国的实施。 

4. 公务员回避的涵义、意义、形式及其实施中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除行政惩戒外，政治责任、道义责任及回避制度对公务员的监督约束作用与意义。 

2．掌握政治责任、道义责任、任职回避、公务回避的涵义与主要内容。 

作业： 

1. 请问对于违反公务员义务和纪律的公务员，除给予纪律处分外，还有可能追究其他什么形

式的责任吗？ 

2. 什么是公务员的政治责任？其追究方式有哪些？ 

3. 公务员回避分哪几种？你认为回避的制度设计如何应对网络时代的挑战？ 

4. 什么是引咎辞职？请结合近年来我国引咎辞职的实践，分析其实质性意义。 

知识单元 15：公务员退出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建立公务员正常退出制度对公务员系统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 

2. 我国公务员退休的概念、种类、条件与管理。 

3. 我国公务员辞职的涵义、特点、原因、条件、程序与法律后果。 

4. 我国公务员辞退的条件、程序与法律后果。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务员退出制度对公务员系统健康发展的意义以及各种退出途径的现实状况。  

2．掌握公务员辞职与辞退的条件与法律后果；公务员退休养老社会化改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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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请结合现实阐述建立与完善公务员退出制度的意义？ 

2. 请举例说明公务员辞职的原因？ 

3. 结合实际阐述如何完善改革公务员退出制度，优化退出机制？ 

知识单元 16：国外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英国、美国等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动因与背景。 

2. 英美等主要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3. 国外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趋势探讨。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外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基本情况。 

2．掌握国外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大趋势。 

作业： 

1. 请结合现实，阐述国外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背景与动因？ 

2. 结合国外公务员制度改革实践，评述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发展的趋势？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2学时 

实验 1：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模拟我国公务员考录。组织学生从发布招考公告到进行公务员笔试、面试、录用等

全过程进行模拟。 

实验要求：熟悉我国公务员考录制度的规范；研究如何实现公务员考录的公开、公平与择扰；

初步体会公务员考试笔试与面试。 

实验 2：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模拟公开选拔的全过程。组织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对公开选拔公务员的一系列过程

进行模拟体验。 

实验要求：熟悉公开选拔公务员的过程；研究公开选拔公务员的制度设计；掌握除初任公务员

考录进入公务员系统外，其他的进入途径。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概论：公务员的基本概念及适用范围；公务员制度的概念及中外公

务员制度发展历史与特征比较。 
2  

2 
公务员录用制度之一：公务员考录的原则、条件、程序等相关制度

规范；初任公务员考试的模拟演练 
2  

3 
公务员录用制度之二：调任、公开选拔、聘任、军转等其它录用制

度的相关规范；相关的模拟与实验 
2  

4 
公务员任用制度之一：职位分类。公务员职位分类的意义、基本原

理、种类及利弊比较；我国公务员职位分类的具体规范及方法。 
2  

5 
公务员任用制度之二：任职制度。对除考任制度外的公务员任职制

度的介绍，包括选任、委任、聘任等；对公务员兼职的讨论 
2  

6 
公务员保障制度之一：公务员权利与救济。权利的概念与特征；我

国公务员权利规定；申诉与控告等权利救济 
2  

7 
公务员保障制度之二：工资福利保险。分别介绍工资福利保险的概

念与适用范围，结合实际情况，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分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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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务员培养制度之一：培训制度。培训的概念；公务员培训的原则、

程序、结果；我国公务员培训的实践；中外比较。 
2  

9 
公务员培养制度之二：调任、轮岗与挂职锻炼。重点介绍轮岗和挂

职锻炼的意义、概念、规范及我国的实践与改革 
2  

10 
公务员激励制度之一：考核。考核的概念、意义、原则、分类、程

序、结果及使用，现实中考核面临的问题。 
2  

11 
公务员激励制度之二：奖励。奖励的条件、种类、形式等相关规定； 

现实中奖励对公务员激励的作用分析。 
2  

12 
公务员激励制度之三：职务升降。关于职务升降的原则、条件、形

式、结果等制度规范；对现实中的公务员职务升降存在问题探讨。 
2  

13 

公务员监督约束制度之一：公务员义务、纪律与惩戒制度。公务员

义务、纪律的概念、相关规定；公务员惩戒的条件、种类、形式、

程序、结果等。 

2  

14 

公务员监督约束制度之二：公务员政治与道义责任追究。政治责任

与道义责任的涵义、责任追究方式和途径；重点在领导干部辞职制

度。领导干部辞职的原因、种类，尤其是对引咎辞职制度的探讨。

公务员监督约束制度之三：公务员回避制度。有关回避的概念与适

用范围、意义、现实中回避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 

2  

15 
公务员退出制度：公务员退出制度建立与发展的意义；退休、辞职、

辞退、调出、开除、解聘等退出方式的相关介绍 
2  

16 国外公务员制度改革与发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管理学原理、行政学原理 

后续课程：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外国行政制度、公共政策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关于公务员录用制度、任用、保障、培养和退出制度的基本内容。 

难点：结合行政现实与改革实践，对公务员激励与监督约束制度存在问题进行探讨，并思考改

革之路。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基础理论教学 

2. 现实中的小案例分析 

3. 课堂即时讨论 

4. 课堂角色扮演和模拟 

教学手段： 

1. 口头讲解，多媒体、视频音频和网络技术等教学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课堂桌子的座位能自由移动的教室、多媒体网络教学设备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依据淡化一次性考试、注重学习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

核内容包括：学生出勤、课堂表现及随堂检测。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6、教材选用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推荐教学选用教材和参考书，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结合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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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验，自主编写出版《中国公务员制度：理论与实践》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李如海著《公务员制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1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刘俊生著《中国人事制度概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2月 第 1版 

2. 舒放、王克良主编《国家公务员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9月 第 3版 

3. 李德志著《公务员制度》，科学出版社，2013年 6月 第 1版 

4. 张旭霞、包法宝编著《公务员制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第 2版  

执笔：王丽莉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0日 

 

比较政党制度 
Comparative Study of Party System 

课程号：4050203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政治学专业/国际政治专业/行政管理专业/公共事业管理

专业等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比较各类政党和政党制度的目的是吸收借鉴、为我所用、完善和发

展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2、通过各种类型和各种模式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比较及其政党与议会、政

府、司法关系的比较分析,了解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3、注重吸收国内外最新理论成果，使学

生了解中西方政党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走向；4、关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建设、政治文明

建设中的热点问题，培养学生的理论分析判断能力和世界眼光。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政党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全面了解当代世界主要国家的政

党制度和政党的基本概况，掌握政党的基本理论,掌握各主要国家政党制度、政党政治的特点及发

展规律、趋势，掌握各主要国家之间在政党制度方面的区别及其内在原因，提高对政党政治、分析

政党问题思维水平。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与比较政党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政党制度比较的价值。 

2．政党制度比较研究的方法、比较政党的意义。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外政党发展的历史和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律。 

2．掌握并能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法。 

3．掌握西方政党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 

作业： 

1. 比较政党制度的价值取向？ 

2. 学习政党制度比较的现实意义？ 

3、比较政党制度的研究方法？ 

知识单元 2：世界主要政党与政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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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政党与政治社会。 

2．政党制度与政党政治。 

3．西方政党与政党制度。 

4. 后发国家政党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政党的产生和发展历史。 

3． 掌握西方政党制度的特点、类型和一般规律。 

3.  中国政党制度的内容和特点 

4.  掌握当代政党与政党制度的发展趋势。 

作业： 

1．政党的涵义？ 

2．政党的组织结构是什么？ 

3．政党的类型有哪些？ 

知识单元 3：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作用。 

2．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政党理论。 

3．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中国化。 

4．西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马克思关于政党发展一般规律。 

2．掌握从马克思到列宁的政党理论。 

3．掌握马克思政党理论的中国化。 

4．掌握西马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 

作业： 

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如何论述无产阶级政党的？ 

2．毛泽东到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政党理论是什么？ 

3．卢森堡、葛兰西等人西马代表人物的政党理论是什么？ 

知识单元 4：西方主要政党理论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国家主要政党理论。 

2．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 

3．西方政党制度的新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国家基本的政党与政党制度。 

2．主要代表人物关于西方政党及其制度的观点。 

3．当代西方政党与政党制度最新发展。 

作业： 

1．西方国家普通民众与政治精英对政党的认识？ 

2．西方学者对政党及其制度的主要观点？ 

3．绿党等新型政党组织对西方政党制度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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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5：中外政党与制度的比较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中西方政党与议会的关系。 

2．中西方政党与政府的关系。 

3．中西方政党与人事、司法及军队的关系。 

4．政党与社会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外政党与政党制度区别。 

2．了解中外政党制度不同的形成环境。 

作业： 

1．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是什么？ 

2．西方政党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是什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1：绪论     比较与比较政党制度 2  

2 2：西方政党与政党制度 2  

3 2：后发国家政党制度 2  

4 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政党理论 3  

5 3：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中国化 1  

6 3：西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3  

7 4：西方国家主要政党理论 3  

8 4：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 3  

9 4：西方政党制度的新发展 3  

10 5：中西方政党与议会的关系 3  

11 5：中西方政党与政府的关系 3  

12 5：中西方政党与人事、司法及军队的关系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理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外国政府与政治、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

想史 

后续课程：比较政治学、比较内阁、比较议会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中国政党制度、西方政党制度、发展中国家政党制度、马克思经典理论家的重要论述。 

难点：政党形成的历史原因、政党制度形成原因、民主与政党制度的关系、政党与国家关系、

政党与社会关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启发式互动教学。 

2.学生讨论与教师主讲结合。 

教学手段： 

1.直观教学法，投影关于政党政治音视频。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电脑、投影。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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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论书籍阅读为主，结合自身实践，掌握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课堂讨论、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主讲老师自编内部讲义，仅供参考。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梁琴、钟德淘：《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2000 年。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

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梁琴、钟德淘：《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商务印书馆 2000年。 

2. 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1年。 

3. 施雪华：《政党政治》，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 

4. [日]冈泽宪芙：《政党》，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1年。 

5.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年。 

6. 萧超然  晓韦主编：《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论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年。 

7. 齐 彪:《当代世界政党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1年。 

8. 赵晓呼主编：《政党论》，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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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 
Geopolitics 

课程号：4050203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政治类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对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学习，掌握地缘因素在国际政治关系中的重要

作用，以及各国由此发生的在地缘政治关系中应该采取的政策，掌握分析地缘政治现实问题的方法

和基本思路。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地缘政治学的基本理

论和分析地缘政治问题的基本方法。需要掌握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古典地缘政治理论：海权论、陆

权论和空权论，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理论，和现代地缘政治理论：边缘论、新空权论、棋局论以及文

明冲突论等。在此过程中还要求学生掌握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分析和表达方式。在此基础上，要求学

生能够应用地缘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分析某些地缘政治现象。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国际关系史，地缘

政治学作为政治学和地理学的交叉学科，因此，要学好地缘政治学，必须有扎实的相关基础知识。

同时，地缘政治学又是一门导论性的课程，所以它与国际政治学、政治思想史等课程有密切的前后

关系。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学时 

知识单元 1：地缘政治学：历史、现状和未来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地缘政治学的概念 

地缘政治学是政治地理学中的一种理论。它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

预测世界或地区范围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地缘政治学源自于两个词：Geopolitics 

和 Geopolitik，这两个词本身是同义词，但是翻译成中文时却成了两个词。英语 Geopolitics 被

翻译成政治地理学，德语 Geopolitik 被翻译成地缘政治学。现在统一则将 political geography

译为政治地理学， Geopolitics 地缘政治学。 

2．地缘政治学的产生   

19 末期以后，由于全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地缘政治理论。1917 年契伦

（1864－1922）在《论国家》一书中首先提出“地缘政治学”一词，称它是“把国家作为地理的有

机体或一个空间现象来认识的科学。” 

3.  地缘政治学的现状 

二战以后，地缘政治学被打入冷宫。大学取消的地缘政治学学科，甚至是政治地理学。直到

20世纪 60年代，利物浦大学才率先重新开始设立这门课。现今地缘政治学的理论流派主要有海权

论、陆权论、空权论、德国地缘政治学、新型地缘政治学、环带论、中心论、多元论等。 

4.  地缘政治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地缘政治学已经成为表达全球大国间政治战略上的对抗与竞赛的通俗术语；在学术界，地缘政

治重新成为一个热门领域；欧美大国的政党、议会和各种政治势力集团对影响自己国家利益的各种

国际事件、变革和关系、格局十分敏感。 

学习目标： 

1．了解地缘政治学基本概念。 

2．掌握地缘政治学发展概况。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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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缘政治学的是如何产生的？ 

2.  他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3. 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知识单元 2：海权论：理论及其实践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海权论的产生 

阿尔弗雷德•T 马汉，（1840—1914）。马汉生于美国西点军校，父亲是西点军校的教授。马汉

在西点军校度过了一个十分美好的童年。1884 年，美国在罗得岛成立了海军学院，院长卢斯将军

邀请马汉去任讲师，此时马汉已经 44 岁了。但是这里给他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马汉在此开始

研究 17世纪和 18世纪的海战史，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海权理论。 

《海军战略》是马汉关于海军战略的代表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海军战略理论专著。主要著

作：1890年—《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年－1783年》；1892年－《海权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

响：1793－1812年》；1897年－《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和未来》；1900年－《亚洲问题及其对国

际政治的作用》；1905年－《海权与 1812年战争的关系》。 

2．海权论产生的历史条件 

马汉海权理论的提出也是应时而生，正值美国推行门罗主义，拒绝欧洲干预美洲事务，同时亚

洲事务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和机会均等政策，企图与欧洲列强共同主宰亚洲事务，走出孤立主义，关

注全球事务的关键时刻。 

3． 海权论的理论基础 

海权论的核心概念——制海权,所谓制海权——一个国家控制航海的能力。争霸世界的关键在

于夺取制海权。通过控制世界上重要的航海通道和海峡能够获得制海权。 

4. 海权的必要条件。 

优越的地理位置——一个国家想要发展海权，首先它必须在地理上便于进入世界的海洋。国家

的自然结构合理，其中包括合理的生产结构和优良的海港。适当领土范围和海洋人口——如果拥有

同海岸线长度成正比的人口分布，那么在这个国家的海权发展的主要内部阻碍就不存在了。一个国

家领土范围的大小对发展海权至关重要。拥有众多的从事海洋事业的人口——要想建立一只持久的

海上力量，必须有充足的人口。就人口而言，这并非仅仅是指纯粹的总数，而是指从事于海洋事业

的人口数量，或者至少能够迅速为航海业所使用且从事海洋物质生产的人口数量。这些必须加以计

算。对于海洋利益有渴求的民族特性——人口众多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人口的活

力和素质。建立一只强大的海上力量不单是靠一些人的意愿，关键还在于全体公民对海上商业利益

的渴望和需求，他们必须以追逐有利可图的海外商业贸易。政府性质——即政府发展海上力量的决

心，亦即整个民族的文化取向问题。 

5. 获得海权的充分条件 

认为海上贸易是致富的重要途经，是民族繁荣和强盛的主要因素，因此任何一个大国都要有自

己的海上活动自由，控制海洋。而控制海洋的前提是国家要拥有足够的商品进行海上贸易，拥有足

够的商务船只和基地，拥有足以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强大海军。一个国家国内的生产力水平，必须要

不断扩大生产可供对外贸易的产品。海上权力真正建立在和平与广泛的商业基础上，所有的人都寻

求收获并且或多或少地追逐金钱。然而，寻找收益的方式却会对居住于一国之内民众的历史与商业

运气造成显著的影响。拥有进行海外贸易的大规模的船只。殖民地和基地应能够保障扩大和保护船

只的运输。必须有一支海上武装力量——海军来保护海外基地和殖民地与本国基地间的交通线。 

6.  一国海权的核心力量来源——海上武装力量 

要控制海洋必须建立起一支由装备着大口径火炮的重型战列舰组成的强大海军。它必须保持对

敌优势，能够在海洋上积极进攻和机动作战。那种主张建立单纯防御的要塞舰队（把舰队作为要塞

防御的手段）和“存在舰队”（认为舰队可以不要基地、要塞而存在）的想法都是错误的。海上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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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力量因竞争而产生，反过来，这又导致更加激烈的竞争。海军的存在不仅是战斗，它导致本国和

竞争对手之间海权的此消彼长。海军不仅担负着一国海权扩张的任务，而且还推行一个的外交政

策。总之，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力足以建立海上武力保障它们的活动，海权体系就形成了。 

7. 马汉理论的影响 

马汉的思想在上个世纪初对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代世界各国海

军第一主义思想几乎都起源于《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年 1783年》这本书。对美国的影响：力

主张美国大力开展国际贸易竞争和渗入国际市场，全力保卫萨摩亚群岛、夏威夷和巴拿马地峡。发

展强大的海军与世界上第一流的海军相匹敌的。如何处理俄国、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海权理论。 

2．掌握海权分析方法。 

作业： 

1. 海权论产生的历史条件是什么？ 

2. 海权论的主要内容什么？ 

分析世界上的主要海洋大国，其海权影响力如何？ 

知识单元 3：陆权论：理论及其实践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陆权论的产生 

哈尔福德••••••丁••麦金德（sir Halfa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1904年，麦金德

发表了《地缘政治论》其中包括两篇文章——《历史的地理枢纽》和《民主的理想和现实》。商务

印书馆出版为《历史的地理枢纽》，其中包括这两篇文章，一起构成了现代地缘政治学的奠基石。

1943 年，《巨大的世界和和平的赢得》，主要讨论如果俄国战胜德国，战争将使他的地缘政治论提

前二十年或者四十年前更加有效和有用。 

2.麦金德公式 

麦金德试图通过对国际和各国局势变化的历史观察和思考，寻找一种“至少能表明世界历史中

某些地理因素的公式，而这个公式应当具有透视国际政治中的一些对抗势力的适用价值。”一、通

过对欧亚大陆争霸史的分析，麦金德首先基于俄国的自然地理来寻找他的公式——欧亚核心区非常

地适合马匹和骆驼的机动性。二、通过东西方世界关系的分析，麦金德认为铁路给欧亚大陆带来了

新的优于海洋的机动性。 

麦金德公式：谁控制枢纽地区（心脏地带），谁将成为世界帝国。 

睡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 

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 

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麦金德公式的两个推论：其一，如果德国和俄国结盟，那么这个世界帝国就有望了；其二，加

入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推翻俄罗斯并且征服其领土，那时他们既有广大的陆地资源，由于辽阔的

海洋资源，这种双重优势是俄罗斯人所见不到的，那么他们必将成为威胁世界的黄祸。 

3.陆权论的主要内容 

麦金德在他的论文中首先提出了“封闭式空间”的理论。哪里是新的陆权时代的自然中心呢？

欧亚大陆即是这一自然中心，或是世界政治的核心地带。具体的说就是——西从伏尔加流域、东至

贝加尔湖、北从北冰洋、南至喜马拉雅山这一片广大的平原。这一地区资源丰富、外部力量很难到

达。欧亚非被大洋所包围，因而称之为世界岛。世界岛呈两个新月形分布：内新月形包括德国、奥

地利、中国和印度；外新月形包括英国、日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 

整个世界由海洋和岛屿组成，亚非欧组成了一个战略单位——世界岛，南北美洲是另外极具作

用的小岛。世界的核心力量来自于亚欧大陆心脏地带。麦金德认为，欧亚大陆这一核心地带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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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真正支柱，在世界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同时，这也是一个充满侵略、角逐的危险地

带。通过陆地控制海洋比通过海洋控制陆地要容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包括许多国家，试图

通过控制海洋来控制陆地，都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主要原因在于基地不断地被陆上力量所控制。

如果没有领土根基，海上力量的机动性和扩张将不复存在。富饶而安全的生产基地是根本，生产基

地不仅是船只装备，而且也是与航海相关的一切陆地服务的支柱，对海洋的控制基于强大的陆地资

源。 

4.麦金德理论的修正 

麦金德理论的第一次修正 

麦金德的这种分析基于两个现实原因：首先，海洋是一个整体。其次，大陆的地理现实是存在

着两个心脏地带，北心脏地带和南心脏地带。 

麦金德理论的第二次修正 

首先，英/美/法之间必须进行有效地长久合作，即建立大西洋联盟，即相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合

作，空间上纵深防御。另一方面作为海权和陆权之间的平衡。其次，上述三者必须和苏联合作，不

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合作，确保战争不在发生。 

学习目标： 

1．了解海陆权理论。 

2．掌握陆权分析方法 

作业： 

麦金德公式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一个国家如何才能获得陆权？ 

陆权论的局限性在哪里？ 

知识单元 4：空权论：理论及其实践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空权论的产生 

空权论的创立者包括三个名字——意大利的吉里奥•杜黑，英国人休•特伦查德和美国的比利•

米切尔。其中杜黑将军被公认为“空军的马汉”。 

2. 空权论的主要内容  

空权论的理论假定：飞机具无比能力进攻工具。 一般民气将因对人口集中地区轰炸而惊慌失措。  

航空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活动领域——空中领域，结果就必然形成一个新的战场。制空权的

获得是取胜的关键。空战进攻作战中最重要的。攻击敌方的交通要道、供给和生产中心以及民居中

心。即使最富有的国家，他所能够用于国防的资源也不是无限的，想要获得最有效的国防，必须正

确安排陆、海、空军力量的比例。空中航行无疑是一种文明进步的手段，它为民用航空事业的发展

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3. 空权论对各个时代国际战略的影响 

意土战争中，意大利航空队在的黎波里的成功初步显示了飞机的威力，预示了现代战争的战略、

战术将发生革命性变化，从而引起世界各国军方的瞩目和效仿，并极大地促进了军事航空业的发展。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已拥有一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航空部队。这支空中力量由帝国

陆军航空勤务队和帝国海军航空勤务队两部分组成，分别从属于陆、海军，遂行陆上侦察、情报收

集以及海上搜索、救援任务。 

美国人塞维尔斯基于 1950 年《空军：生存的关键》一书提出了航天理论和北极中心思想，发

展了杜黑的空权论。 

4. 对制空权理论的评说 

杜黑认为空军的出现改变了战争面貌，带来了一场革命。这个观点至今仍然是正确的。空军与

陆军、海军航空兵的参战是现代战争的重要标志之一。现代空中力量拥有强大的实力。杜黑给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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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下的定义基本反映了制空权的本质，至今仍为军事界普遍认可。 

另外，杜黑认为未来战争将不再是军队之间在战场上进行的交战，而成为整个国家全民之间的

全面战争、总体战争；杜黑主张要对全体国民进行未来战争的教育；陆海空军应成为国家武装力量

的整体，为共同的目的相互充分协同。这些见解被实践证明也是正确的，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学习目标： 

1．了解空权理论。 

2．掌握空权分析方法。 

作业： 

1. 空权论的局限性在哪里？ 

2. 在现代，空权论的意义何在？ 

3. 空权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5：德国地缘政治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早期德国地缘政治学 

拉策尔的地缘政治学思想。拉策尔出生在德国的巴登州，1868 年获得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

位。其最主要的著作有《人类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和《人类史》。拉策尔的受到两个人的影响，

其一是达尔文；其次是斯宾塞。 

鲁道夫·契伦的地缘政治学思想。契伦第一次提出了地缘政治学这一个概念。1916 年，契伦

出版了《作为有机体的国家》，提出来，将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同时讨论它的基本理论问题，

他将拉策尔的理论联系到了德国的实际，开始以德国为中心来分析地缘政治问题。 

豪斯霍夫的理论内容：国家经济自给自足；生存空间——指足以供养一国人口的土地面积和自

然资源；海权和陆权——前者是控制心脏地带，谋求与俄国的合作；后者从心脏地带向内新月扩展，

进一步夺取外新月地区，进而控制世界；泛地区——德国应该突破狭隘的国家疆界观念，应该强大

到接管泛美和泛亚地区。 

2. 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兴起 

德国扩张主义的哲学基础：康德的地缘政治哲学、黑格尔的地缘政治哲学和尼采的地缘政治哲

学。 

德国控制欧洲及其扩张计划历史背景。首先，普鲁士军队传统的形成。其次，军国主义传统的

形成。最后，德意志帝国开始形成。 

3. 法西斯主义地缘政治学 

法西斯主义地缘政治学兴起的历史背景。 

欧洲进入重工业发展阶段以后，德国获得了生产上的便利。第一次世界大战粉碎了德国的强国

梦。遗留下了两大问题：领土问题和赔款问题。 

4. 德国地缘政治学的理论核心内容。 

国家是一个有机体。国家是一个由固定土地和人口组成的有机体。意志决定国家生命。国家是

所有生命形式中最高级的。 

有机体必须进行扩张。大国是一个动力学概念，是一个生理学概念。德国的大国包括：祖国、

殖民地、夺取第三国土地、夺取地球上的生活和呼吸空间。 

战争是允许的。国家有拥有武器的基本权利；空间的获得以牺牲他国为前提；边界是战争的结

果，而非原因。 

极权主义是后盾。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战斗要求经济边界不可超越防御边界。极权主义能够决定

土地的使用，决定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对外作战的要求在于：极权主义和自给自足经济的结合。 

以轴心国为手段。轴心国连接种族区域范围。欧亚东西轴心（柏林－东京）——文化、人口、

经济轴心。欧洲南北中心（柏林－罗马）——人口、军事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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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缘政治学和希特勒德国对外政策 

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源自于双重原因：内在原因经济问题和领土问题；外在原因在于

当时的国际环境。在纳粹德国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在于种族优越、生存空间。 

经济问题。在 1929 年开始，爆发了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各个国家都为摆脱经济危

机而绞尽脑汁，这时出现经济理论就是凯恩斯主义。 

国际环境。二战前，英国首相张伯伦之所以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是基于对罗斯福政府孤立

主义态度的绝望。 

地缘政治学的推波助澜。契伦和豪斯霍费尔等人的地缘政治理论赋予了侵略的合法性。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地缘政治学理论。 

2．掌握德国地缘政治分析方法。 

作业： 

1. 德国地缘政治学产生的历史条件是什么？ 

2. 德国地缘政治学主要主张是什么？ 

3. 德国地缘政治学与德国的侵略扩张有何关系？ 

知识单元 6：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新趋向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传统地缘政治学对自身理论的修正 

传统地缘政治学与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区别。地缘政治学形成以后，分成了明显的两个流派：以

豪斯霍夫等为代表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和以麦金德为代表的传统的地缘政治学。 

传统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家们仍然渴望自己的理论变成政治家和政策制订者的实践指南，于是对

地缘政治学理论进行了修改。从更广的地理范围来证明其理论的正确性。苏联控制心脏地带，并且

进一步控制了东欧，世界帝国已经形成，欧亚大陆的陆权和边缘地区的海权国家对抗将不可避免，

这是战后的新的地理现实。陆地中心海洋成为美国和苏联之间建立均势的地理基石。麦金德建议的

均势体系——法国——英国——美加，边缘力量的结合。新时期国际体系中任何国家在连续不断的

权力斗争中的成败取决两个因素：其一，是任何国家的权力与之包含的位置和自然特征存在不可分

割的联系；其二，运输手段和武器技术对某些不变的战略条件的影响力；但是，麦金德否认空间技

术和武器技术对于某些不变的战略条件的影响力。 

2. 对传统地缘政治学理论的继续修正 

斯匹克曼的修正。其主要理论主张有：第一，推崇契伦等人，积极宣扬地缘政治学的重大作用。

第二，提出了“边缘地带”学说。斯匹克曼提出：谁控制了边缘地区，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控

制了欧亚大陆，谁就能决定世界的命运。斯匹克曼理论对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斯匹克曼主张，

美国任何战略的制定都必须基于一种认识——在无休止的权力斗争中，国家间相互制约。美国建立

强权政治，以武力征服世界。 

梅尼格的修正。梅尼格提出了五个范畴：心脏地带；大陆边缘地带；近海边缘地带；外部岛屿；

内部岛屿。和麦金德与斯匹克曼的公式相比，梅尼格这些范畴并无过多的差别。但是，对于边缘地

带的解释有些差距。麦金德和斯匹克曼的理论中，边缘地带既不是陆权国家的领地，也不是海权国

家的范围，而是一种具有两栖特点的地理区域，海权和陆权进行对抗的地区。梅尼格认为这个过于

简单，随着运输技术和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一地区要么归陆权，要么归海权。 

其他的修正。第一，纯粹局限于心脏地带这一地理区域，将主意力放在苏联及其主要敌手的实

力分析上。但是，有两派主张：一派认为空权不过是一种和陆权和海权一样遵循同样的战略规律并

依托海陆的新的支撑力量；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空权完全属于一种不同的实力组织。第二，避开各种

宏大理论体系，倾向于一种由较小的地域单元所构成的世界。代表人物有：科恩、克龙、德波利吉、

坎特里、斯皮格尔、哈斯、多伊切、埃奇尼等。这主要发生在 20世纪 60、70年代，国际格局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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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稳定，尤其是中国与苏联的联盟关系已经成为过去。第三，重视科技进步的作用，摈弃片

面的地缘政治观点，赞成更加全面的、整体地看待国际关系的“生态学观点”。 

学习目标： 

1．了解地缘政治学的新进展。 

2．掌握二战后新兴起的分析方法。 

作业： 

1. 传统地缘政治学与德国地缘政治学有哪些不同？ 

2. 传统地缘政治学对自身理论进行修正的原因何在？ 

3. 修正后的地缘政治学呈现的哪些特点？ 

知识单元 7： 美国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及其实践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冷战期间美国地缘政治学——区域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科恩的《分裂的世界图示》。地缘政治的框架首先分为世界性地区——地缘战略区、地区性地

区——地缘政治区。地缘政治区是地缘战略区的分区。中东“破碎地带”；东南亚“破碎地带”。

两个破碎地带源于殖民体系，由于长期受到连续不断的外部压力，因而内部缺乏地理政治核心。 

科恩对图示的修改。全球政治体系在各等级之间和较大区域之间的关系是特征上具有一种类似

生态学的动态平衡。该体系是由美国、欧洲沿海国家、苏联和中国四大实力组成的多中心体系。全

球的均衡在于世界权力核心的多极化，而不是两级世界。 

1982 年科恩的修改。首先修改的是第二级的分区上，即将地缘政治区的地位，根据西欧、中

国和日本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的提高，及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制约和平衡作用，确定为新的世界

大国。另外，对南部非洲，根据美苏矛盾，当地各种势力的冲突被确定第三个破碎地带，原来的东

南亚基于越战的结束，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 

1991－1994 年的修改。破碎地带只剩下了中东地区，东南亚和非洲的破碎地带已经不复存在

了。南部非洲和南美是“四分之一地球的战略边缘区”。提出通道概念，包括通道区和通道国家。 

2. 战后初期美国面临的地缘战略问题——遏制理论 

战后美国地缘战略理论问题的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对外政策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

双重问题。另外，昔日欧洲的主要力量全部萎缩，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苏联成为了战争的最大胜利者

之一，成为世界上主要的陆权国家。麦金德的预言即将出现，美国认为只有他才能扮演平衡者的角色，

以阻止苏联。美国在战后的遏制战略理论依据来自于乔治·凯南的“8000字电报”和“X”文章。 

遏制理论。第一，苏联是热衷于扩张的国家。苏联官方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及其行为，是俄国传

统的不安全感的产物。第二，美国对苏联的扩张能够采取的唯一合理的政策就是遏制。苏联的理智

逻辑迟钝，但是对于武力逻辑却很敏感。美国对苏联的政策最主要方面就是长期的、耐心但坚定和

保持警惕的对俄国扩张倾向的遏制。 

战后美国地缘战略的实践。凯南的理论直接影响了杜鲁门政府的对苏政策，不过杜鲁门主义不

仅仅是乔治·凯南的思想，同样也受到马汉、麦金德以及斯皮格曼等人的观点。1947 年 2 月英国

照会美国，英国无力在援助土耳其和希腊，美国必须结果这个担子，否则的话就会引起连锁反应。

杜鲁门在 1947年 3月向国会咨文，要求美国援助希腊和土耳其。 

3. 冷战后期的地缘政治实践与尼克松－基辛格构想。 

基辛格均衡外交原则。第一，共产主义世界并非坚如磐石，其间有很大的差异，对世界力量进

行地理划分时，要考虑这一点。第二，致力于苏美两个国家之间就所有重大问题达成协议，确立均

衡状态，进而在国际社会上建立规范。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充当平衡者的角色。第三，强调武力与外

交同等的重要性，这样美国的安全将不会因地球上任何地区的混乱而受到威胁。 

基辛格对世界新秩序的思考。世界新秩序框架。从国家层次来看，新秩序是一个僵硬的格局，

几个强国同在：美、欧、中、日、俄、印；但是，任何小问题都要全世界范围内解决，特别是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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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的才能解决。展望世界新秩序。从美国的角度看，重要的是不让欧亚大陆的任何一半——欧洲

和亚洲——出现一个支配性国家。 

4. 冷战后地缘政治学的进展。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中心内容是说：文明冲突将控制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

线将是未来的战线。其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文明的冲突是下一个世界冲突的模式。第二，关于文

明的性质。第三，文明为什么会发生冲突？这是由文化认同引起的。未来的最重大的冲突将会在各

大文明的断层线处爆发。第四，将来的冲突发生在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中间。 

布热津斯基关于失控的世界。第一，苏联解体的冲击和地缘政治上的真空。第二，美国的前景

和西方问题。第三，世界格局和中国的角色。 

布热津斯基的棋局论。 

新的历史契机。在 20世纪的最后 10年中，世界事务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苏联的失败和崩溃

是一个西半球大国美国迅速上升为唯一的而且的确也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的进程中的最后

一步。可是，欧亚大陆依然保持着它地缘政治的重要性。除了培育力量的各种新领域（技术、通讯、

信息以及贸易和金融）之外，美国的对外政策还必须继续关注地缘政治问题，而且必须在欧亚大陆

运用它的影响，以建立一种以美国为政治仲裁者的稳定的大陆均势。 

新的地缘战略。美国是目前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而欧亚大陆是全球的中心舞台。因此，欧

亚大陆力量分配的变化，对美在全球的首要地位和美国的历史遗产，都将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美国如何巧妙地处理同欧亚棋盘上的重要地缘战略棋手的关系，以及美国如何同欧亚大陆那些

关键性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打交道，这对于美国长久和稳固地保持其在全球的首要地位是至关重要

的。在欧洲，最主要的棋手仍将是法国和德国。美国的中心目标应是加强和扩大在欧亚大陆西部现

有的民主阵地。在欧亚大陆的远东地区，中国可能将越来越重要。除非美中两国能成功地就地缘战

略达成共识，否则美国在亚洲大陆将失去政治立足点。欧亚大陆的中部，即在日益扩大的欧洲和在

地区内日益倔起的中国之间，将仍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黑洞。至少在俄罗斯内部围绕后帝国时期自我

定位的争斗见分晓之前这一状况不会改变。而俄罗斯以南的地区，即欧亚大陆的巴尔于，则有可能

成为种族冲突和大国角逐集中的场所。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地缘政治学。 

2．掌握美国地缘政治学的分析方法。 

作业： 

1. 美国冷战政策的地缘政治学基础是什么？ 

2. 冷战结束后地缘政治学的有哪些新的理论突破？ 

3. 如何看待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地缘政治形势？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3个，共 4学时 

实验 1: 海权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海权理论及其应用 

实验要求：熟悉海军作战理论；研究海军战略；掌握 海军战略规划方法。 

实验 2： 陆权论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陆权理论及其应用 

实验要求：熟悉陆权理论；研究陆权战略；掌握 陆权研究方法。 

……………… 

实验 3： 空权论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空权理论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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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要求：熟悉空权理论；研究空权战略；掌握 空权战略发展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1 地缘政治学：历史、现状和未来 4  

1. 2 海权论：理论及其实践 4  

1. 3 陆权论：理论及实践 4  

1. 4 空权论：理论及其实践 4  

1. 5 实验：:陆权论 &实验 2:海权论  & 4  

1. 6 德国地缘政治学 4  

1. 7 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新发展 4  

1. 8 美国地缘政治学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关系史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需要重点掌握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古典地缘政治理论：海权论、陆权论和空权论，德国

地缘政治学派理论，和现代地缘政治理论：边缘论、新空权论、棋局论以及文明冲突论等。 

难点：课程点难点在于学生掌握地缘政治学理论的分析和表达方式，用地缘政治学要求的方法

分析具体的现实地缘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和讨论相结合。 

2.案例教学法。 

教学手段： 

1.板书等传统教学。 

2.多媒体等电化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30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随堂测验占 20%；期末考试占 6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刘从德编著：《地缘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3月 第 1版（21世纪政

治学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李义虎著：《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9月。 

2. 叶自成著：《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出版社，1998年 。      

执笔：任洪生  审稿：任洪生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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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经济学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课程号：4050203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设置本课程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的学习，掌握国际与市场的关系，

以及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由此发生的经济关系所导致的政治后果，掌握分析国家与市场之间

的现实问题的方法和基本思路。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国际政治经济学：历史、理论与方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的理论和历史背景。 

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于 20世纪 70年代的欧洲和美国，是作为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分

支学科。 

17－19 世纪学者们所从事的不是政治学研究或者是经济学研究，而是政治经济学。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学者开始将政治学与经济学分离开来。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十分强

调自由放任的政策，政治学和经济学分道扬镳。进入 60 年代中期以后，国际社会现实出现了非常

大的变革，不仅出现在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上，也表现在世界经济面临的新挑战。新出现的这些问

题，传统的政治学无法回答，新古典经济学也难以解释。理论必须充分研究国家的行为，同时也必

须考虑像跨国公司、银行和投资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活动。此外，还必须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经

济增长率、贸易方式、投资、货币和财政政策等问题。 

2．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 

现代世界“国家”与“市场”的共存及其相互作用产生了政治经济学，没有国家与市场，就不

可能有政治经济学。 

国家以及其政治作用如何影响生产和财富的分配，尤其是政治决策与政治利益如何影响生产和

财富的分配，以及这种活动的成本和利润的分配等等。市场及其经济力量如何对国家和其他政治行

为主体之间权力与福利的分配施加影响，尤其是这些经济力量如何改变政治与军事力量在国际上的

分布。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含义。问题的焦点在于：国家和市场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全球性

经济及技术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同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政治体系的持续分化的冲突，是国际政治

经济学的重大主题。由世界经济依存关系建立起来的国际权力关系是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心的问

题。 

3.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 

借助西方 19 世纪以前形成的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传统，解释当代国际体系中出现的新问题——

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投资、发展、环境、全球化、区域化以及国际新秩序等。在 19 世纪以

前就政治经济学而言，主要有三种学术传统：一种是重商主义传统，一种是自由主义传统，一种是

马克思主义传统。自由主义——主张推动贸易的发展，是世界财富获得增长，从而各个国家都受益。

相互依存论——最适应的经济是世界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依附论和世界体系

论。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霸权稳定论和国家主义理论（新重商主义、经济现实主义）。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但并不是仅仅研究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活

动——这些经济行为体包括国家、跨国公司、金融组织、政治军事组织、社会和文化组织，以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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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各样的非政府特殊利益集团。。 

研究方法。经济和社会历史方法，国际机制分析方法 ，公共选择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背景知识。 

2．掌握相关的学派内容。 

作业： 

1. 国际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2.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是什么？ 

3.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是什么？ 

知识单元 2：古典重商主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重商主义的历史。 

古典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威廉·司塔福特（1554－1612）；安徒安·德·孟克列钦；托马斯·

孟（1571－1641）；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55－1804）；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 

重商主义时代：16世纪中叶至 17世纪中叶重商主义政策实行的第一阶段；重商主义的第二阶

段即 17世纪中叶至 18世纪中叶。 

2．重商主义的表现。 

地理扩张；贸易的拓展；商业资本的兴起；国家机器的加强。 

3. 古典重商主义评述 

古典重商主义的政策主张：货币即财富，国家干预经济。 

古典重商主义的理论观点：强调生产力是国家生产的基础；工业是国家经济的基础；关税是保

护国内工业的主要手段。 

五、古典重商主义的启示 

1，国家利益与国际体系。重商主义者认为，一国政府应该积极干预新兴的国内工业和贸易的

发展，并且依靠保护主义政策保护国内工业，反对外来竞争。 

2，民族经济与工业化。 

学习目标： 

1．了解古典重商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2．掌握古典重商主义的政策主张。 

作业： 

1. 古典重商主义的产生背景是什么？ 

2. 古典重商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3. 古典重商主义的启示如何？ 

知识单元 3：古典自由主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关于古典自由主义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的时代。 

2. 《国富论》的主要内容 

对重商主义的批判。 

市场与价格机制。 

分工与经济增长。 

政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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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利益与自由贸易 

3.  李嘉图的思想 

大卫·李嘉图。 

李嘉图的时代。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反对《谷物法》；劳动价值论；比较优势。 

学习目标： 

1．了解古典自由主义产生的背景。 

2．掌握古典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 

作业： 

1. 古典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 

2. 古典自由主义的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如何？ 

知识单元 4：古典马克思主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征——工业国家的资产阶级迅速致富，无产阶级仍然贫困。 

理论来源：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2. 古典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 

原始资本积累。 

劳动力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3. 列宁与帝国主义 

垄断组织的出现。 

金融寡头的形成。 

资本的输出。 

资本家同盟分割世界。 

列强瓜分世界。 

4.古典马克思主义内容 

马克思主义基本特征：对认识和社会的辩证法研究；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

研究；对社会主义的规范化认识。 

5.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启示 

剩余转让。 

资本积累。 

工资水平。 

资本主义体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古典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 

2．掌握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主张。 

作业： 

1.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2. 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启示是什么？ 

知识单元 5：相互依存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相互依存论的兴起 

相互依存论产生的理论背景：源自于 20世纪 50－60年代的现实主义。 



3587 

相互依存论产生的现实背景：20世纪 60－70年代相互依存的现实——相互依存的国际社会。 

2.  相互依存论的内容 

相互依存的概念。在国际政治中，相互依存指的是国家之间或者不同国家中的行为体之间相互

影响的情形。这些相互影响往往是国际交往所产生的结果，例如货币、商品、人员以及信息等跨国

界的交流。 

权力与相互依存的敏感性。敏感性——是指在某种政策框架内各国之间的相互反应程度，也就

是说，某国发生的变化导致另一国有代价的变化的速度有多块，所付的代价就有多大。 

权力与相互依存的脆弱性。脆弱性——相互依存被切断时所蒙受的损失程度。 

复合相互依存的特征：A. 社会联系是多渠道的；B. 问题之间的等级是可以消失的；C. 军事

力量不起主要作用。 

复合相互依存的政治过程：联系战略；议题的确定；跨国及跨政府关系；国际组织的作用。 

相互依存与国际机制：经济过程解释模式；总体权力结构解释模式；问题领域结构解释模式；

国际组织解释模式。 

3. 相互依存论的贡献及面临的挑战 

相互依存论的理论贡献。将非国家因素引入国际关系研究之中，并将其系统化。B. 将权力和

相互依存结合起来，拓宽了国际关系研究的视角。C. 将国际机制和相互依存结合起来，为后来国

际机制的研究以及“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相互依存论面临的挑战。A. 机制功能理论——霸权稳定论；B. 国际制度主义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相互依存论的理论渊源。 

2．掌握相互依存理论的研究方法。 

作业： 

1. 相互依存论的产生背景？ 

2. 相互依存论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如何应对？ 

知识单元 6：霸权稳定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霸权稳定论的兴起 

霸权稳定论兴起的背景：世界贸易的飞速发展；国际经济制度的建设；美国霸权的确立。 

新出现的问题：20世纪 7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经济滞胀；固定汇率制的结束；美国霸权衰退。 

2.  霸权稳定论的基本观点 

霸权稳定论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讨论。 

理解霸权的三种模式：基本力量模式——就是在物质资源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在这些物资资源

中，有四种资源尤其重要，其中包括：原材料、资本、市场以及在高附加值产品中的竞争优势。力

量行动模式——是指一个国家有足够的能力来维持主宰国家之间关系的必要规则，并且有意愿这样

做。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沃勒斯坦认为霸权存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体系之中，国家体

系中的霸权主要是指一种机制：在所谓的大国之间的竞争中，一个大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将他在政

治、经济、军事、外交甚至文化上的原则和意愿强加于国家体系中。 

霸权和国际体系的稳定：世界经济领域的霸权；世界政治和军事领域的霸权； 

理解霸权和国际体系稳定需要注意的问题：其一，霸权国家的利益；其二，国际体系的公共利

益；其三，国际体系中的相互受益。 

3. 霸权周期和国际体系的变革 

霸权周期一般是指霸权国家从兴起到衰退的整个历史时期。霸权周期—默德尔斯基周期。霸权

周期－沃勒斯坦周期。霸权周期－吉尔平周期。 

4. 霸权周期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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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平的分析：霸权周期的动力来自于成本。沃勒斯坦的分析：一个国家的霸权在于在生产、

商业和金融领域的优势。康德拉捷耶夫周期和霸权周期。 

5. 霸权战争与国际体系的变革 

霸权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霸权战争导致国际体系基本规则的变革；霸权失衡：增加资源、减

少成本；霸权战争是确定国际体系中大国相对地位的最终定位器。 

6. 霸权稳定论的影响和局限 

霸权稳定论的影响。 

霸权稳定论的局限性。 

学习目标： 

1．了解霸权稳定产生的条件。 

2．掌握霸权稳定理论方法。 

作业： 

1. 霸权稳定论能够解释历史吗？ 

2. 霸权稳定论的现实基础是什么？ 

3. 霸权稳定与区域主义和全球主义关系如何？ 

知识单元 7：国家主义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国家主义理论复兴的背景 

相互依存论产生的理论背景：吉尔平的理论。卡赞斯坦的理论。克拉斯那的理论。 

相互依存论产生的现实背景：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美国带头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欧

洲区域一体化的深化。 

2.  国家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关于国家与市场的理论模式：主权困境模式——由于不断增长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以及在通讯

和交通上的技术进步，民族国家正在变得不合时宜。依附论模式——在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中，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一种剥削和被剥削关系；发展与欠发展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重商

主义模式——民族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目标是世界经济的首要因素。 

3. 罗伯特 ·吉尔平的批判 

主权困境模式——没有处理好民族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的关系。依附论模式——夸大美欧日共

同利益、低估了亚非中东及加拿大等国的地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关系问题。重商主义

模式——美国仍然主宰着世界经济，仍然为欧日提供安全保障。 

4. 吉尔平的国际权力分析方法 

经济增长和扩散不仅有利于核心区，而且有利于边缘区，导致边缘区愿意接受核心国家制定并

且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规则。国内政治和经济政策与对外投资——在国内事务中，市场力量和政治秩

序以及公共政策的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工业扩展和国际冲突——冲突是暂时的，这与核心国家的

衰退有关系。 

5. 卡赞斯坦的比较研究分析方法 

国家、社会与对外经济政策——统治联盟以及政策网络是决定和补充对外经济政策的国内组织

的核心，即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国内因素和力量。国内政治结构、国际力量与对外经济政策

——不同的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政策是如何受到国内政治和国际力量相互制约的。 

6. 克拉斯那的国家主义分析方法 

前提：国家和社会是有区别的；国家的目标主要是依据意识形态。国家利益：逻辑演绎——国

家将追逐其特定的目标，特别是领土的完整以及政治的统一；经验归纳——根据国家的操作者所说

以及所为来定义国家利益，也就是根据统治机构的具体兴趣来定义国家利益。 

7. 国家主义理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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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体系中，国家所获得的权力并不总是对称的。主张将机制引入国家之间的关系分析之中。

推动了国内权力政治及其结构的分析。 

8、国家主义理论面临的挑战 

民族国家主权与全球化。 

民族国家主权与区域化。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家主义的历史渊源。 

2．掌握国家主义的政策主张。 

作业： 

1. 国家主义理论与古典重商主义的学术渊源在哪里？ 

2. 当今国家主义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知识单元 8：依附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依附理论的兴起背景                                                           

现代化理论的崛起：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经济学。现代化理论的共同点。 

现代化理论的困境：民族主义和知识分子解放运动挑战西方模式权威性；一体化挑战民族国家；

冷战导致国家集团化；南北差距加大，民族国家的发展无法脱离外部世界。 

2.  依附理论的基本观点 

桑托斯的定义：某些国家的经济取决于他们所从属的另外一些经济的发展与扩张。 

依附的形式：殖民性依附。金融－工业依附。新依附。旧依附和新依附的比较。 

3. 依附理论的基本观点 

基本理论假设：存在一个中心－外围的结构。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等价交换；二元社

会结构。 

外围社会的一般形态及其发展。在国营部门中，农业资本主义占主导；产生一个追随占统治地

位的外国资本的当地资产阶级；具有当代外围地区所特有的特殊官僚主义发展的趋势；无产阶级化

的现象具有不完全的特点。 

4.  依附理论的影响 

依附理论的贡献。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并且将其创造性地应用到国际

经济关系的分析中，否定了西方主流学术界关于“存在一个普遍的现代化模式”。 

关于依附理论的争论：新马克思主义对之的批判：过分强调民族主义；缺乏辨证态度；乌托邦

思想。非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概念模糊；方法论不充分；忽视成功模式。 

学习目标： 

1．了解依附论的产生背景。 

2．掌握依附论的政策主张。 

作业： 

1. 东亚区域主义的发展与前景如何？ 

2. 依附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 依附产生的社会现实基础是什么？ 

知识单元 9：世界体系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世界体系论的兴起 

世界体系论的社会现实起源：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一体化在世界许多地区出现。冷战格局形

成。南北差距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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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体系论的学术思想渊源：熊比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波拉尼的《大转变：

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普雷维什的《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 

世界体系论的分析方法起源：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和大范围。康德拉捷耶夫：经济周期和百

年趋势。卡尔·马克思：资本积累。 

2.  世界体系论的基本观点 

单一的世界经济。多重国家体系。作为一种文明的世界体系。 

3.  世界体系论的影响 

世界体系论的影响：政治和经济相结合的研究。对世界政治的长周期研究。国际体系的历史研

究。 

关于世界体系论的争论：1500 年以前的世界体系是否存在？世界体系究竟有什么特征？世界

的未来是社会主义还是其他？世界体系论是否是一种新的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世界体系理论的理论与现实的渊源。 

2．掌握世界体系的分析方法。 

作业： 

1. 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2. 世界体系论所解释的世界的范围是什么？ 

3. 世界体系论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是什么？ 

知识单元 10：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斗争 

战后争取确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民族独立运动：60 年代达到高潮，独立国家在经济发

展上的挑战，摆脱旧有的依附性的国际经济秩序，发展本国经济，发展中国家的集体努力。 

第三世界的概念：兴起和冷战的影响。不结盟运动开始是政治运动，到 70 年代转变成要求建

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运动：加强南南合作。南南合作的领域：贸易合作；资金合作；技术合作；区

域合作。南南合作的结果：比较成功的是东盟。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冲突。能源危机的作用。美国等发达国家坚持市场原则。 

2.  国际经济新秩序 

国际经济新秩序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公正、平等、合理。主权平等：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模

式，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公正：打破发达国家对国际经济规则和运行的垄断与控制，让发展中国家

参与决策；发达国家对殖民时代予以补偿，包括援助、技术转让等。 

全球化与发展问题。发展观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理念上与发达国家缩小了差距；经济自

由化和开放经济成为时尚；IMF、世界银行的作用；自由化带来的问题；忽视了风险制度建设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二战后国家间经济斗争。 

2．掌握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遵循原则。 

作业： 

1. 南南合作的发展途径是什么？ 

2. 如何在新的发展观下看待全球化问题？ 

知识单元 11：国际金融的政治经济分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货币制度演变 

金本位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1880-1914 年的 35 年间，主要西方国家通行金本位制，即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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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通中使用具有一定成色和重量的金币作为货币，金币可以自由铸造、自由兑换及自由输出入。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实质上是一种可调整的钉

住汇率制，它兼有固定汇率与弹性汇率的特点，即在短期内汇率要保持稳定，这类似金本位制度下

的固定汇率制；但它又允许在一国国际收支发生根本性不平衡时可以随时调整，这类似弹性汇率。 

浮动汇率制度。全球金融体系自 1973年 3月以后，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制度就不复存在，

而被浮动汇率制度所代替。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大都是世界主要工业国，如、美国、英国、德

国、日本等，其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仍然实行钉住的汇率制度，其货币大都钉住美元、日元、法国

法郎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IMF 是政府间的国际金融组织。它是根据 1944 年 7 月在美国新罕

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联合国和联盟国家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而

建立起来的。于 1945年 12月 27日正式成立，1947年 3月 1日开始办理业务。同年 11月 15日成

为联合国的一个专门机构，但在经营上有其独立性。至今，IMF已有 182个成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业务活动。向成员提供货款，在货币问题上促进国际合作，研究国际货

币制度改革的有关问题，研究扩大基金组织的作用，提供技术援助和加强同其它国际机构的联系。 

3.  世界银行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１９４４年７月在美国布雷顿森林举行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上通过了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７日，２８个国家政府的代表签署了这一协定，

并宣布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正式成立。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５日开始营业，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５日起成

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间金融机构之一。 

世界银行有三个限制条件：（１）只有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家，才允许申请成为世界银

行的成员，贷款是长期的，一般为１５—２０年不等，宽限期为５年左右，利率为６．３％左右。

（２）只有成员国才能申请贷款，私人生产性企业申请贷款要由政府担保。（３）成员国申请贷款

一定要有工程项目计划，贷款专款专用，世界银行每隔两年要对其贷款项目进行一次大检查。  

世界银行的资金来源：各成员国缴纳的股金；向国际金融市场借款；发行债券和收取贷款利息。  

世界银行主要下设机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由成员国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或级别相

当的官员担任理事。每年秋天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召开年会。执行董事会由２１名执行董事组

成，其中５名由拥有股份最多的美、英、法、日、德委派，另外１６名由其他成员国按地区选出。

该行历届行长一般由美国总统提名，均为美国人。行长同时兼任国际开发协会会长，国际金融公司

主席，多国投资保证机构的主席等职。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金融制度。 

2．掌握国际金融体系的演变历史。 

作业： 

1. 如何看待 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2.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有何不同？ 

知识单元 12：国际投资的政治经济分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资本流动的微观视角 

亚当·斯密关于企业的理论，主要在于分工理论和股份公司理论的论述。穆勒论述的是联合供

给产品理论。在马歇尔的理论中，对于企业投资而言，主要关注的是市场竞争的结构和企业的规模

问题。新古典企业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企业以营利为目的，追求利润最大化，即厂商力求使销售的

总收入与总成本之间的差额达到极大值。厂商的总收入取决于产销量及其价格，厂商的总成本等于

投入的生产要素的数量与要素价格的乘积。因而，此时的企业理论涉及到的是成本问题：投入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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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之间的物质技术关系和生产要素的价格。新古典企业理论对企业的组织形式并没有做出相应的论

述和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三类：一类是关于产权和习惯法，

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姆塞茨、阿尔奇安和波斯纳等人；一类是关于公共选择过程，包括寻租过程和分

配合谋过程，代表人物是奥尔森等；一类是关于组织，包括詹森和麦克林等。 

2. 资本流动的宏观视角 

垄断优势理论。垄断优势理论是最早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立理论，它产生于 20世纪 60年代

初。1960 年美国学者海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以垄断优势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以后

美国学者金德尔伯格以及其他学者又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发展和补充。其他的学者意见稍有不同。对

于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构成，在后来的研究中，有许多新的发展。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维农提出的，这一理论既可以用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

也可以用来解释产品的国际贸易问题。 

内部化理论又称市场内部化理论形成于 20世纪 70年代，是当前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比较

流行的理论，一般称其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是由英国学者巴克莱和卡森，以

及加拿大学者鲁格曼共同提出来的。。 

比较优势理论是日本学者小岛清（Kiyoshi Kojima）教授在 20世纪 70年代提出来的。比较优

势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以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优势的产业（边际产业）

依次进行。这些产业是指已处于比较劣势的劳动力密集部门以及某些行业中装配或生产特定部件的

劳动力密集的生产过程或部门。凡是本国已趋于比较劣势的生产活动都应通过直接投资依次向国外

转移。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国际生产综合理论，是 20世纪 70年代由英国著名跨国公司专家、雷丁

大学国际投资和国际企业教授邓宁提出的。邓宁认为，自 60 年代以来，国际生产理论主要沿着三

个方向发展：以垄断优势理论为代表的产业组织理论；以阿利伯的安全通货论和拉格曼的证券投资

分散风险为代表的金融理论；厂商理论即内部化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新进展。近年来，国际经济学者克服了以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片面性和

局限性，提出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任何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在投

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组合作用下而发生的。 

3. 资本流动的中观视角：政府间博弈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经济博弈。从根本上说，制度创新的动力源自于制度供给不

足。制度的供给有其本身的特殊性，其供给基于已经存在的制度遗产、制度结构或制度环境，资源

和文化差异很大的环境比技术变迁导向型的环境更容易使制度的供给合法化。体制环境的营造是基

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三者之间的经济博弈中进行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两个不同的利

益集团，地方政府在整个博弈中始终处于占优战略，在整个转轨期间，地方利益独立化和扩散化。 

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经济博弈。地区利益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方经济

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地方官员政绩的需要。地方政府不仅代表国家管理地区经济，它们追求自

身利益的动机。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 

2．掌握对于国际直接投资的不同产业政策。 

作业： 

1. 为什么跨国公司选择的是对外直接投资，而不是间接投资？ 

2. 如何评价跨国公司和东道国之间的关系？ 

3. 如何认识国内政治结构和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 

知识单元 13：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分析 

参考学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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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关于贸易的经济学理论 

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主要是由在生产方面的诸要素如资本、劳工和资源

的相对丰裕和缺乏（丰裕程度或匮乏程度）决定的，在此基础上开展国际分工，区分出资本密集型

国家（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国家（发展中国家）。对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修正: 影响贸易的因

素除自然禀赋外，还包括历史事件、政府政策与累积原因。 

里昂惕夫悖论:引入“人力资本”、规模经济等概念到贸易理论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

解释了悖论。 

斯托普尔－萨谬尔森理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解释：一国为什么存在反对、赞成自由贸

易的集团，自由贸易有利于该国比较丰富的生产要素而不利于该国较稀缺的要素。 

战略贸易政策的基本观点： (1)强调国际竞争与贸易方式是以日益增加的利润为基础的独有的

专业化的结果，不是资源禀赋差异的结果；（2）技术与规模经济日益重要；（3）国家通过确立产业

政策（industrial targeting），可以创造竞争优势；（4）强调国家干预经济；更倾向于人为的比

较优势或竞争优势（arbitrary comparative advantage or competitive advantage）发展高科技。

（5）把高收入工作岗位留在国内。 

构成战略贸易理论的新理论元素：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干中学、研究与开发等。 

竞争优势论观点：（1）比较研究发现:国家经济或政治经济的国家体系的内在特点影响国内公

司的环境，促进或阻碍某些产业的竞争优势的发展。（2）国内竞争决定该国公司在国际的竞争力。

寡头垄断公司，目标获得市场份额，不是利润最大化，主要通过产品创新、把科技运用于生产过程

与重视质量控制来实现。（3）国家政策的差异：一国政府在帮助或阻碍公司创造竞争优势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政府影响供求因素、新兴产业的保护政策、支持研发、帮助公司获得外国技术、专利保

护等。 

2.  国际贸易政治的理论 

内嵌式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把效率与更广大的价值结合在一起考虑。在全球

化面前，国内弱势群体，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弱势国家最易受到打击。国家要发挥管理经济的作用。

在设计国际经济体制的时候，必须兼顾国内劳工利益。国际组织要发挥协调作用，减少弱势国家的

风险。 

公共选择（利益集团）论。主要研究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市场。关税的决定机制：关税是政治

市场的均衡决定。 

3.  多边贸易体制的政治分析 

WTO的基本原则。WTO的基本原则是在继承 GATT（关贸总协定）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必要

的补充和修改而来的。它们源自于 GATT、服务贸易总协定和历次多边贸易谈判所达成的一系列协

议。关贸总协定协定下的多边贸易谈判。 

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宗旨和原则。WTO 的宗旨与 1947 年签订的关贸总协定的宗旨基本相似，

但由于时代的不同而有所补充：第一，有关全球性环境保护的补充。第二，有关发展中国家待遇的

补充内容。 

4.  多边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分析 

发达国家对贸易谈判的影响。按照互惠原则，国内市场大、贸易额的大国要做出最大的减让，

因此，他们也具有最大的谈判筹码。  

发展中国家与国际贸易体制。与过去相比，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关注和参与多边贸易规则的

制定，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将决定着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方向。发展中国家的活动表明，发

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对 WTO谈判进程以及对整个多边贸易组织的影响力增加了。 

5. 多边贸易体制的贡献 

制约了以国家为基础的保护主义；推动了全球经济的整合；政治意义明显，经济利益纷争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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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化解决的渠道，为其他领域冲突的解决提供了一个范例 

多边贸易体制的局限；发达国家的主导问题：存在为其政策目标服务的问题；贸易分割问题存

在，正在得到逐步解决；对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照顾问题，即特殊待遇问题；灰色领域问题；区域化

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贸易的经济学理论。 

2．掌握国际贸易政治学的分析方法。 

作业： 

1. 什么是贸易政治？贸易政治的主要理论有哪些？ 

2. 什么是“内嵌式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主要有哪些观点？ 

3. 在国际贸易政治中有什么重要意义？ 

4. 如何用贸易政治理论来分析中国加入 WTO的努力？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1 国际政治经济学：历史、理论与方法 4  

1. 2 古典自由主义；古典马克思主义。 4  

1. 3 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 4  

1. 4 国家主义理论；依附论。 4  

1. 5 世界体系论；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分析。 4  

1. 6 国际金融的政治经济分析 4  

1. 7 国际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分析 4  

1. 8 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分析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经济学原理、国际关系史。 

后续课程：全球治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本课程的基本要求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

论、基本政策和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基本方法。需要掌握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国家与市场的古

典理论、国家与市场的当代理论、以及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以及发展等方面的现实

经验分析。本课程的重点是国家与市场的当代理论。。 

难点：本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析和表达方式。在此基础上，要求学生能

够应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析某些国际政治经济现象。其难点在于，用国际政治经济学要

求的方法尤其是一些定量分析方法阐述这些理论和政策。。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和讨论相结合。 

2.案例研究方法。 

教学手段： 

1.板书等传统教学手段。 

2.多媒体等电化教学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30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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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测验占 20%；期末考试占 6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Thomas Oatle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5th  ed, Longman 2012. 
2. 王正毅著《国际政治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年版。 

2.［英］苏珊·斯特兰奇：《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0年。  

执笔：任洪生  审稿：任洪生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5日 

 

日本政治与外交 
Th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Japan 

课程号：405024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本课程旨在通过文献评述、专题讨论的方法理解当代日本的变迁，着重探讨二战以后至 

今日本的内政外交以及政治参与。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学习使学生对战后日本政治与外交的发展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掌握战后

日本政治体制的运行方式，日本外交的发展演变的脉搏等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6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研究日本的必要性。 

2.日本社会概况 

3.研究方法与参考书目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社会发展的概括。 

2．掌握该门课程的研究方法。 

作业： 

1、如何掌握科学的日本政治与外交的研究方法？ 

2、试析日本的资源状况对其外交的影响 

知识单元 2：日本天皇制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天皇制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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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战后天皇制的确立 

3.战后天皇制的特点及其存续的原因 

学习目标： 

1．掌握战后日本天皇制的特点及影响 

2.掌握战后日本宪法的出台过程，把握战后日本修宪的动向。 

作业： 

1．如何理解战后日本国民对象征天皇和天皇制的态度？ 

2.美国部分保留天皇制的原因及其对日本的影响。  

知识单元 3：战后日本政党政治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战后初期的日本政党 

2.自民党长期政权 

3.多党联合执政时代 

学习目标： 

1.了解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发展 

2.重点掌握日本五五体制建立的背景、特点及崩溃 

3.分析冷战后日本政局动荡的原因，并深刻理解日本“政治大国”战略的实质。 

作业： 

1.试析五五体制形成的背景及特点 

2.试析五五体制崩溃的原因 

3.试析五五体制对日本经济现代化的作用 

知识单元 4：战后日本的政治参与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战后日本的选举制度 

2.日本的利益集团 

学习目标： 

4. 了解日本政治参与的形式及其实质， 

5. 掌握日本的选举制度的演变，利益集团的种类、大众传播媒介的现状及影响 

6. 掌握日本现行选举制度的特点及弊端， 

作业： 

1.试析现行日本选举制度对其政党政治的影响 

2.试析日本的利益集团的种类及其影响 

知识单元 5：战后日本外交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 日本外交决策机制及其过程 

2.二战后日本外交的演变过程 

3.日本外交的基轴——日美同盟 

4.日本的联合国外交 

学习目标： 

掌握日本的外交决策机制 

掌握战后日本外交的演变过程 

掌握日美同盟强化的过程、原因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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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冷战后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具体表现 

作业： 

1.试析日本外交决策机制的特点及过程。 

2.简述二战后日本外交的演变 

3.试析冷战后日美同盟走向强化的原因、表现及影响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日本天皇制 3  

2 日本天皇制 3  

3 日本政党政治 3  

4 日本的政党政治 3  

5 日本的政党政治 3  

6 日本的政党政治 3  

7 日本的政治参与 3  

8 日本的政治参与 3  

9 战后日本外交 3  

10 战后日本外交 3  

11 战后日本外交 3  

12 战后日本外交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战后国际关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日本天皇制、五五体制、日本利益集团、日本选举制度、日美同盟 

难点：五五体制、日美同盟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老师讲授为主。 

2.学生自学为辅 

3.课堂讨论 

4.期中作业，教师点评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影像资料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师，能上网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学习，不占用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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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徐万胜：《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商务印书馆 1990年版。 

2.[日]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 

3.王新生：《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日本模式”再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版。 

4.王振锁：《《战后日本政党政治》，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5.[日]五百旗头真主编：《新版战后日本外交史 1945-2005》，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年版。 

6.金熙德：《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日本外交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 

7.宋成有等：《战后日本外交史 1945-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年版。 

8.[美]迈克尔·格林：《美日联盟——过去、现在与未来》，新华出版社 2000年版。 

9.刘世龙：《美日关系 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版。 

执笔：刘艳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8日 

 

外事口译 
Interpretation of Foreign Affairs 

课程号：4050204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熟知国际关系专业英语；2、掌握国际历史和国际关系学科史的互动；

3、了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导论：课程介绍、何为国际关系经典？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课程结构与设置、何为国际关系经典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2：学科：国际关系学学科的起源 Alfred Zimmern, “Educ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Goodwill”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掌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关系学科的起源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3：历史：战间期的国际关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关系发展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4：学科：“第一次大辩论论？ E.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学习卡尔的《二十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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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5：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起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6：学科：国际关系的美国化，Hans Morgenthau, “Six Principles of Realism”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国际关系学科从英国转移到美国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7：历史：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8：学科：威慑理论的崛起，Thomas Schelling, Strategy of Conflic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以谢林为代表的威慑理论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9：历史：美苏缓和，越战与国际经济合作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美苏缓和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10：学科：依赖论的产生与发展，Keohane &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学习相互依赖理论的产生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11：历史：国际制度的兴起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理解在 20世纪 70-80年代国际制度的兴起背景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12：学科：新自由主义的时代，Keohane, After Hegemony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13：历史：冷战终结与苏联解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冷战的解体对世界政治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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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14：学科：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 Ruggie, “What Hangs the World Together?”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冷战后以建构主义的崛起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15：历史：南斯拉夫内战、911 与恐怖主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冷战后的地区和局部冲突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16：学科：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语言学与视觉学转向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 

学习目标： 

作业：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课程介绍、何为国际关系经典？ 2  

2 
学科：国际关系学学科的起源 Alfred Zimmern, “Educ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Goodwill” 

2  

3 历史：战间期的国际关系 2  
4 学科：“第一次大辩论论？ E.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2  
5 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起源 2  

6 
学科：国际关系的美国化，Hans Morgenthau, “Six Principles of 
Realism” 

2  

7 历史：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 2  
8 学科：威慑理论的崛起，Thomas Schelling, Strategy of Conflict 2  
9 历史：美苏缓和，越战与国际经济合作 2  

10 
学科：依赖论的产生与发展，Keohane &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2  

11 历史：国际制度的兴起 2  
12 学科：新自由主义的时代，Keohane, After Hegemony 2  
13 历史：冷战终结与苏联解体 2  

14 
学科：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 Ruggie, “What Hangs the World 
Together?” 

2  

15 1. 历史：南斯拉夫内战、911 与恐怖主义 2  

16 
学科：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语言学与视觉学转向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关系史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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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理解国际关系历史和理论的互动 

难点：掌握国际关系历史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15%考勤，35%期中论文，50%期末考试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待定 

（二）推荐参考书 

Peter Wilson & David Long, Thinkers in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Oxford: Oxford UP.  

执笔：×××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当代国际关系经典案例分析 
Slected Case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anal Relations 

课程号：4050204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当代国际关系经典案例（以下简称案例）是为国际政治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专业选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第一，通过经典案例的回顾和分析，帮助同学们对当代国际关系中一些

带有标志性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有全面了解和掌握，以弥补在其他课程学习过程中无法涉及的内

容。第二，本课程将具体的个案分析与以往学习过的相关理论课程、国际关系史相互联系和衔接，

促进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有助于提高学生们分析问题和研究问题的能力。第三，对任何

一个案例的分析，都需要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对事态发展进程的梳理，并分析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在国际法上的意义等多重视角，有助于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促进各门学科和课程之间的融会贯通，

加强跨学科研究的意识。最后，对任何一个案例的分析和讨论都应建立在对史实和研究成果熟悉了

解的基础之上，因此，通过布置参考文献和开展课程讨论等环节，可以增强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课堂

教学参与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主要介绍课程的主要内容、特色、教学方法与要求、研究方法等。 

知识单元 2：经典案例之一：世纪审判（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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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世纪审判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争，是一场空前的浩劫。  

这场历时６年之久的世界战争，先后有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参战，波及２０亿人口（占当时世

界人口的８０％），战火燃及欧、亚、非、大洋洲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作战区域

面积为２２００万平方公里，交战双方动员兵力达１．１亿人，因战争死亡的军人和平民超过５５

００万，直接军费开支总计约１．３万亿美元，占交战国国民总收入的６０％至７０％，参战国物

资总损失价值达４万亿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和日本人对中国南京的屠城大屠杀是人类历史

上最惨烈的种族灭绝灾难。为了惩罚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肃清法西斯的余孽，通过法庭审

判的方式伸张正义，惩治邪恶，维护人性和生命的尊严。战争结束后，盟国在纽伦堡和东京两地组

建国际军事法庭，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划、组织和实施者追究个人的战争责任。 

（二）世纪审判的法理基础 

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法的复兴作为三大支柱，构成了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理论基础。 

格老秀斯的万国法理论是国际公法学的开山之作，对后世影响最大。他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

系不外乎战争与和平两种，战争有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之分。战争还必须具备应当遵守的共同规

则。这些对国际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格老秀斯有关国际法所提出的主要原则包括：(1)守法原

则；(2)中立国原则；(3)和平原则；(4)人道主义原则；(5)海洋自由原则。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在西方具有广泛的影响。在战争问题上，他认为，交战双方损害敌方的

权力不是无限的，隐含着超出军事需要的破坏和屠杀行为应是违法行为，战俘的生命应受到保护和

尊重，而不能任意剥夺。 

自然法学派强调法的正义性，即“恶法非法”，而实证法学派正相反，强调只要是经过法定程

序制定实施的法律，就是需要得到遵守的，即“恶法亦法”。 新康德主义法学的著名代表人物拉德

布鲁赫促进了实证法与自然法的统一与融合，他主张自然法和实证法不是截然对立的，法律应该是

实证的,而其精神却应该是自然法的。这样,传统的自然法和实证法就在拉德布鲁赫的理论中找到了

一条妥协折衷之路，新自然法开始流行。 

1899 年在海牙召开的和平会议及随之缔结的《国际纷争和平解决公约》(也称《关于和平解决

国际争端的第一公约》) ,第一次明确对以战争解决国际争端的“权利”加以限制。 

1928年的《非战公约》，是第一个正式宣布废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性国际公

约。而在此之前，西方传统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一向认为主权国家有诉诸战争的绝对权利。它也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审判和惩处德日甲级战犯（危害和平罪）的主要法律根据。 

（三）世纪审判的国际实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与伤害。为了避免类似惨剧的再次发生,1919 年 1 月,

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以及日本的外交部长在凡尔赛召开会议期间,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处

理战争发动者的责任和刑罚问题(Commission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Author of War and 

Enforcement of Penalties)。 

这是国际社会对以建立国际法庭的方式审判战争罪犯进行的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尝试。由于受

当时国际关系风云变幻的影响,审判工作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尽管如此，国际社会将战争罪犯绳之

于法的努力并未因此停顿，在国际联盟框架内又作了多次尝试。 

1945年 11月至 1946年 10月, 美、苏、英、法四大盟国共同组织对德国纳粹战犯的纽伦堡审

判(the Nuremberg Trial)。经过 10 个月多的审判,法庭最终判决 22名被告中的 12人绞刑。 

1946 年 1 月 19 日,同盟国发布《盟军最高统帅部宣布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通告,决定

在东京设立临时军事法庭,对日本的战争罪行进行审判,这是二战结束以后依照国际公法成立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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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战争犯罪审判法庭,也是继纽伦堡审判以后第二个具有完备规范性和程序性的国际军事法庭,

其管辖范围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与日本战争犯罪有关的国际刑事案件，判处东条英机等 7名甲级战

犯绞刑。 

（四）世纪审判的意义与影响 

1、纽伦堡原则的确立。1946年 12月 11日联合国大会确认并通过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

章及该法庭应适用的国际法原则”，即“纽伦堡七原则”，确立了国际战争犯罪的认定、种类和责

任。纽伦堡审判及东京审判修改传统国际法,认定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必须在法律上承担责任；明

确规定国家及其领导人不仅要对本国及其人民承担义务,而且必须对人类共同体及世界和平负有责

任；由此，国际安全的归责原则被改变，引导了战后国际安全观的改变。 

2、确立了现代战争伦理。以格老秀斯的正义战争学说为理论框架,以《海牙公约》、《非战公约》、

《国际联盟盟约》、《联合国宪章》为法理依据，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最终实现了关于战争伦理的

法律实践。西方世界大致确认了关于正义战争的规范标准，影响了以联合国为框架的集体安全体系

的构建。 

3、促进了战后国际刑法的发展。推动国际法的发展和新原则的确立，通过追究个人的刑事责

任来避免和减少战争的发生，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20世纪 90年代起，前南法庭、卢旺达法庭、

国际刑事法庭相继实践，国际安全问题纳入国际刑事法律的规范。  

4、促进了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一方面，现实主义流派产生。另一方面，战后，盟国着

手对德国和日本进行政治改造,实施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肃清纳粹主义和法西斯军国主义,消灭

垄断集团。在传统的国家惩罚措施以外,还对德国实施政权变更，改变日本的政治体制,从而开创了

对犯有国际罪行战败国内政进行干预的先例。 

学习目标： 

本讲的主要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历史背景的回顾，对这一重大审判过程的介绍和意义的分析，

使同学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以及战后对法西斯集团的处置、战争罪犯的惩处有更为清晰的了

解，特别要明晰纽伦堡原则的产生及其对国际关系的意义。要求选课同学事先阅读相关参考文献，

了解事件的全貌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并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作业： 

1、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2、如何客观评价世纪审判？ 

3、世纪审判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遗产是什么？ 

4、人类如何才能避免和遏制战争？ 

知识单元 3：经典案例之二：柏林危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柏林危机案例回放 

欧洲战事结束后，盟军占领了纳粹德国，美、英、法部队从西部，苏军从东部接连进驻柏林，

分别占据了柏林东西两部分。在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后不久，柏林成为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和资本主

义的西欧之间的分界线，而西柏林则成为一块东德辖区内的飞地。 

第一次柏林危机（1948.6-1949.5）1948 年 6 月 24 日，苏联占领当局开始封锁柏林与西占区

之间的交通，禁运各种物质，切断了柏林与西方盟友的联系，美、英、法三国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

应，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 

第二次柏林危机（1958.11-1959.春）1958年 11月 27日，苏联單方面向英美法二国发出照会，

要求它們六個月內撤出西柏林的駐軍，使西柏林成為自由市，否則，苏联会把西柏林的过境检查改

由东德负责。苏联自知统一無望，故迫使西方承認东德。英美法三國拒绝了苏联的要求，並且宣称

如果苏联封锁进入西柏林的通道，它們將不惜诉诸武力，苏联对回应作出强烈抗议，史称第二次柏

林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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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柏林危机（（1961.6-8）1961年 6月，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谈，在谈判德国和

柏林问题时，双方意见尖锐对立，互不相让。6月 4日，赫鲁晓夫向肯尼迪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要

求迅速缔结对德和约，结束西方对西柏林的占领和交通权，使西柏林成为一个自由城市。6 月 15

日，赫鲁晓夫在就维也纳会谈所作的电视讲话中声明了 6个月的最后期限和苏联以武力对武力的决

心。7 月 8 日，赫鲁晓夫宣布增加军事预算 1/3，同时暂停执行 1960 年 1 月宣布的裁减军队员额

120万的计划。苏联的咄咄逼人使得柏林形势在 6月 4日之后迅速紧张，出现危机。8月 13日，长

达 166公里的柏林墙开始修建，将整个西柏林环形包围。 

（二）柏林危机的终结与柏林墙的拆除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柏林危机有所缓和。1971年 9月 3日，苏﹑美﹑英﹑法四国签署《西

柏林协定》，柏林危机基本结束。 

1987年 6月 12日，罗纳德·里根访问西柏林时，在勃兰登堡门的柏林墙前发表演说并建议推

倒这堵墙。   

1989年 11月 9日，新东德政府开始计划放松对东德人民的旅游限制，人民误以为柏林墙即将

开放，导致数以万计的市民走上街头，拆毁围墙。此事件后来被称为“柏林墙倒塌”事件。 柏林

墙的推倒最终导致德国在 1 9 9 0年 1 0月 3日实现了国家统一,改变了德国以及千千万万德国人

的命运,同时也使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政治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两大政治阵营从此放弃了冷战,

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显现。   

（三）对柏林危机事件的解读与分析 

1、柏林危机是冷战时期美苏争霸本质的典型体现  

战后美国的全球覇权战略与苏联关注的周边地区，特别是东欧的地缘政治利益之间的矛盾日趋

激烈。美苏公开、全面的对抗不可避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彻底让位于美国与苏联这两个侧翼

大国。但是美苏冷战在欧洲正式爆发后，依然是以欧洲作为对抗与僵持的主战场。   

2、柏林危机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危机加强了美国同欧洲国家的政治军事联系和合作，促进了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影响。由于柏

林封锁给美国等西方国家带来的危机感，促使它们加快了筹建北约的步伐，1949年 4月由 12国组

建，8月正式成立。 

苏联封锁柏林，使保持中立的北欧国家感受到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除了瑞典继续保持中

立外，挪威、丹麦和冰岛均加入了北约组织。  

3、柏林危机与核战争  

1961 年 9 月，美制订“战略空中计划与柏林”的备忘录，详细描述了 美军核战争计划

(SIOP-62)，要求战略空中指挥部所辖的全部武库（2258 枚导弹和携带著总数为 3423 核武器的轰

炸机）全部投向“东方集团”的 1077个军事和城市工业目标”。做好了核战争准备。  

4、柏林危机与大国关系 

法国坚持强硬立场，主张不对苏联进行任何形式的妥协，认为要改变现状的应该是苏联人。西

德希望美英法能够承担责任，坚决不承认东德，不希望看到任何西方对苏联的妥协。英美一方面向

维护西方在西柏林的利益，一方面又不想与苏联兵戎相见，对法德的不合作态度表示不满。 

5、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 

苏联认为只有加强战略地位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解决问题，这种观念推动了赫鲁晓夫在古巴部

署中程导弹的决定。 1961 年 8 月 13 日，苏联在东柏林修建柏林墙的行动并没有引起西方的强烈

反应，事后美国还主动作出种种建议方案，给赫鲁晓夫造成一种错觉，即只要对美国施加更大的直

接压力，美国就会屈服于苏联的要求，直接导致了苏联的战争冒险。 

6、柏林危机与解决国际危机新机制 

经过柏林危机的严峻对抗，美苏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夺依然在进行，但是如何避免对立和斗争演

变成严重的对抗和失控的冷战特点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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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开始谋求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妥协并实行合作共治，1963 年 6 月美苏两国达成的“热线”

协定。决定在两国首都之间建立常年畅通的直接联系线路，以便两国最高领导层在紧急情况下及时

磋商。为解决国际社会解决国际危机提供了一个控制机制模本。  

学习目标： 

本讲的主要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三次柏林危机历史的回顾，爆发原因及解决过程的分析，使

同学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爆发初期的历史，特别是美国与苏联的对抗历史有更为清晰的了

解，深刻体会两大阵营的对立冲突的严峻性。要求选课同学事先阅读相关参考文献，了解事件的全

貌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并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作业： 

1、柏林危机的起源及发展 

2、柏林危机对冷战的影响 

3、柏林危机中大国关系研究 

4、柏林危机对德国历史的影响 

知识单元 4：经典案例之三：古巴导弹危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一）20世纪 60年代的古巴 

古巴位于加勒比海西北部墨西哥湾入口处，是西印度群岛中最大的岛国，面积约为 11 万多平

方公里。 

1959年 1月 1日，卡斯特罗与格瓦拉等人一同起义，建古巴共和国，任第一任总理。1965年

卡斯特罗·鲁斯组建的七·二六运动组织改名为古巴共产党，卡斯特罗任第一书记。 

60 年代初，卡斯特罗·鲁斯政府领导古巴人民同美国的侵略、干涉、封锁和颠覆进行了不屈

的斗争。在经济、社会等方面实行一系列改革，废除一切租让地，把美资企业和私营银行收归国有。

对 53,636 家私营商业和手工业实行国有化，在农村进行两次土地改革。 

在对外政策上，与社会主义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特别是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在 1963～1981年与苏联签署了 5项经济协定。1972年古巴参加经济互助委员会，苏古贸易额 1977

年达 44 亿美元，约占古巴外贸总额 61％，1983 年占至 67％。向苏联出口的主要产品是糖和镍。

从苏联进口石油、机械、粮食等。 

（二）古巴导弹危机案例回放 

1959 年 8 月，美国在美洲国家会议上拟通过“监督委员会”“泛美警察部队”，干涉古巴内

政，并支持流亡的兰斯上将从佛罗里达起飞，对古巴进行空袭。 

1960 年 4 月，“猪湾事件”发生，中情局训练的流亡者在古巴登陆，企图推翻卡政权。行动

失败后，美停止对古巴的一切援助；1961年 1月，美国与古巴两国断交。 

为了应对美国的挑战，古巴调整对苏政策，两国达成布署导弹的秘密协定，苏古同盟关系宣告

建立。 

1962年 10月，美国一架 U-2型高空侦察机首次拍摄到苏联在古巴部署地对地中程导弹的照片。

肯尼迪总统立即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执委会（Ex Comm.）、，研究如何应对问题，最终决定采纳海上

封锁方案，古巴导弹危机爆发， 美苏两个核大国在加勒比海的严重对抗公开化。 

苏联发表强硬声明，坚决拒绝美国拦截开往古巴的船只，表示将对美国的威胁进行最强烈的回

击。在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建议下，苏联同意停止向古巴输送军火 3星期。在双方剑拔弩张，战争

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之时，赫鲁晓夫与肯尼迪基于对可能引起热核战争的忧虑，做出了最后的抉择。

苏联政府作出拆除进攻性武器，并将其包装运回国的表示，苏美之间的公开对抗暂告缓和。 

11月，苏联在古巴部署的 42枚导弹及其装备运离古巴港口。美国宣布停止隔离政策，取消了

其中对武装部队发布的命令。随后，苏联也解除了对武装力量的有关动员令，古巴导弹危机的军事

对抗格局遂告结束。 



3606 

（三）古巴导弹危机的分析与解读 

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的原因分析：苏联在全球构筑与美国的战略平衡是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的根本

缘由；猪湾事件的发生是古巴接受苏联军援的直接原因；“门罗主义”是美国做出激烈反应的重要

原因。  

古巴导弹危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标志着冷战时期苏美关系的转折  

1963年 6月 20日，苏美两国签订了两国首脑直接通讯联系的协定，在克里姆林宫和白宫之间

架起了直接电话线。1963年 8月 5日，美、苏、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正式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

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根据该条约，签字国不得在大气层、星际空间或水下进行核武

器试验或任何其他核爆炸。双方在核战略方面的协调明显加强。  

2、坚定了苏联抢占战略核优势的决心 

1962年至 1972年的十年间，苏联共建造了 910艘舰艇，平均每年 90 艘，其中包括航空母舰

和为海军装备的陆基超音速逆火式轰炸机，从而大大提高了远洋投送和攻击能力。美苏战略态势发

生转变，美攻苏守为苏攻美守所取代。 

3、对拉美地区和平进程产生积极影响 

为了换取苏联撤出导弹核武器，美国苏联作出了不入侵古巴的承诺，基本上停止了对古巴的入

侵计划。  

加速建立拉美无核区。危机后，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和厄瓜多尔向联合国递交建立拉美无核

区的决议案。 1967 年 15 个拉美国家签订“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宣布：只为和平目的使

用核材料和核设施，禁止在各自领土上设置或储存核武器。 

4、推动国际社会从两极向多极化发展  

法国不满意美国的核垄断立场，1966年 2月 21日，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  

英国改变了与美长期以来的特殊关系，开始回归欧洲，调整了自己的外交策略，多次提出申请

加入西欧共同体。 

危机直接导致苏联与其盟国的关系恶化。  

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的关系出现裂痕，中苏关系走向决裂。  

学习目标： 

本讲的主要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古巴导弹危机发生背景的介绍，危机发生及其解决过程的回

顾，使同学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之间的高度对抗，核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性有更为深刻的了

解。特别是危机的解决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说明对抗无法解决国际冲突，只有对话才能够化解危机。

要求选课同学事先阅读相关参考文献，了解事件的全貌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并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作业： 

1、古巴导弹危机爆发的起源 

2、从战后苏联与古巴的关系看社会主义阵营的构成 

3、解读美国与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处理模式 

4、古巴导弹危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知识单元 5：经典案例之四：伊朗人质危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一）伊朗与美伊关系 

伊朗位于亚洲西南部，北邻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西与土耳其和伊拉克接壤，东

面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相连，南面濒临海湾和阿曼湾，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伊朗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丰富，是世界第二大原油出口国。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居于世界第五位。

已探明的天然气储量仅次于俄罗斯，居世界第二位。石油收入占全部外汇收入的 90%，并以此成为

欧佩克成员国中第二大原油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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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是一个多民族的穆斯林国家，有波斯、阿塞拜疆、库尔德、阿拉伯及土库曼等多个民族，

98.8%的伊朗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其中 91%为什叶派，7.8%为逊尼派。  

20世纪 70年代初期，美国应伊朗政府之邀，支持伊朗充当海湾地区的警察，向伊朗出售大量

的武器，并提供军事训练和技术帮助。美国将这一政策称为“双柱”政策，即将伊朗和沙特打造成

美国中东战略的两大支柱。 

1979 年伊朗革命以后，伊朗认为美国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变世界的面貌，美国的政策是要

遏制和制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压服伊朗追随美国指定的全球新秩序之路，双边关系恶化。 

（二）伊朗伊斯兰革命与人质危机 

1978年，革命风暴席卷伊朗全国，巴列维国王的统治岌岌可危。1979年 2月，曾被巴列维驱

逐出境的宗教领袖霍梅尼重返伊朗，建立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内实行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对

外推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政策路线，美伊关系恶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强烈的

反美色彩也使美国卡特政府对霍梅尼持敌对态度。  

在如何对待伊朗国王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美国又不顾伊朗当局的抗议，

于 10月 22日准许前国王巴列维途经墨西哥赴美治病，更激起了伊朗人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伊朗与

美国之间的对抗与较量渐趋高潮。 

1979年 11月 4日，伊朗学生包围了德黑兰美国大使馆，将美国大使馆 28名使馆外交人员、

20 余名使馆行政技术人员和多名美国国民扣押在使馆馆舍内作为人质人员，要求美国引渡巴列维

并将巴列维王室在美国的财产归还伊朗。卡特政府随即宣布冻结伊朗在美国的所有财产，并对伊朗

实施经济制裁，伊朗人质事件发生。 

1980年 7月 27日，巴列维在美国病逝。人质危机的最初诱因消失，高度对峙的美伊关系进入

相对缓和时期。伊拉克与伊朗关系进一步恶化，连续发生边境冲突事件；9月，两伊战争爆发，美

伊矛盾得到大大缓解。 

1980年 11月 2日，伊朗议会通过了释放人员的 4项条件。1980年底，在 11月举行的美国大

选中，里根当选为新总统。伊朗急于在里根上台前解决问题，与美在 1981年 1月 19日达成协议持

续两年之久的人质危机最终得以解决。 

（三）伊朗人质危机的分析与解读 

1、美国干涉他国内政导致美伊关系的严重恶化。美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在伊朗维护巴列维国

王的统治，反对伊朗的民主改革，对他国内政进行粗暴干涉，引起了伊朗人民的不满。 

1979 年伊朗革命以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新的政权一改以往政府的亲美政策，认为美国要

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变世界，进而遏制和制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特别是强烈要去引渡巴列维国王，

双方分歧严重，最终导致了危机的发生。 

2、“伊斯兰革命”激发了穆斯林国家的反美意识。“革命”得到了许多穆斯林国家特别是穆

斯林国家的认同和支持。伊斯兰意识的上升使得建立伊斯兰政府的呼声此起彼伏。伊拉克、沙特等

国都先后爆发了原教旨主义的骚动或企图夺取政权的行动。  

3、美国的中东政策导致冲突发生的必然性。美国在中东的“双柱”政策，将伊朗作为美国中

东战略的重要支撑点之一。一方面扶植伊朗制衡其他国家，另一方面也坚决不允许伊朗的崛起。伊

朗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美冲突带有文明冲突的成分。 

4、伊朗人质危机是一起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1979 年 11 月，美国政府向国际法院书记处

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对伊朗提起诉讼，请求国际法院判决并宣布伊朗违反 1961 年《维也纳外交关

系公约》等国际条约。1979年 12月，国际法院在伊朗未出庭的情况下开庭审理本案，要求伊朗放

人，赔偿。 

根据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1981年 1月 20日美国人质全部获释。美国随后请求国际法院中

止关于赔偿要求的诉讼，国际法院据此将本案从其案件总表上注销。 

5、危机后伊朗社会、政治生活全面倒退。危机后，西方国家纷纷与伊朗断交，伊朗在外交上

陷入空前的孤立姿态。政治生活中权力斗争激烈，霍梅尼与巴尼萨德尔总统之间的斗争残酷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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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本讲的主要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伊朗概况的介绍，20世纪 70年代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伊朗人质

危机发生的基本情况的了解，对中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宗教情况全面把握，特别是要熟悉美国在

中东的战略重点，美国与伊朗关系的发展演变，以便对危机的发生及解决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伊朗

人质危机的深层次原因亦包含两种文化的冲突。要求选课同学事先阅读相关参考文献，了解事件的

全貌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并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作业： 

1、伊斯兰革命兴起的原因与过程 

2、美国的中东政策与伊斯兰革命的关系 

3、伊朗人质危机对国际法的影响  

4、伊朗人质危机及其解决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知识单元 6：经典案例之五：卢旺达大屠杀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一）卢旺达危机的由来 

卢旺达位于非洲中东部赤道南侧，内陆国家。西和西北与刚果（金）为邻，北与乌干达接壤，

东与坦桑尼亚毗连，南界布隆迪。面积为 26338平方公里，首都基加利（Kigali）。人口 801万，

由胡图（占 85％）、图西（占 14％）和特瓦（占 1％）三个部族组成。  

卢旺达族群纷争的由来：从 1894 年开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卢旺达、布隆迪和坦桑

尼亚的大部分土地被德国占领，当时称为德属东非。  

德国殖民者利用图西族国王对当地进行间接统治，并把社会达尔文主义移植到非洲，杜撰了

“含米特假说”，认为图西族是优等民族，而胡图族和特瓦族是劣等民族，利用图西国王加强在殖

民地的统治。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其海外殖民地被战胜国瓜分，卢旺达和布隆迪成为比利时的

委任统治地。  

比利时强化图西人的统治，将卢旺达的统治阶层更换为清一色的图西人。 1959年，45个首领

中有 43个是图西人，559个下级首领中有 549个是图西人，在某些地区 83%的法官、地方官和兽医

都由图西人控制。  

20世纪 50年代后，比利时政府转而支持胡图族，1959年两族发生冲突，大量图西人逃亡国外，

胡图人疯狂迫害图西人，图西人在国外成立武装流亡组织，对抗升级。1962 年 6 月，联合国大会

结束了比利时在中非的托管，同年 7月 1日，卢旺达宣布独立。 

1973 年 7 月，哈比亚利马纳带领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卡伊班达政权，成立第二共和国并自

任总统。他拒绝流亡国外的图西族难民回国的要求，引起了难民的不满。  

1979 年，难民在乌干达成立以图西族为主的“卢旺达全国统一联盟”，1987 年改名“卢旺达

爱国阵线”，目标是抗击卢旺达政府，要求回国。1990 年，发动了卢旺达内战。在国内外的重重

压力下，卢旺达政府与卢旺达爱国阵线进行了多次谈判。 交战双方于 1993年 8月 4日在坦桑尼亚

的阿鲁沙取得了一致，达成了《阿鲁沙和平协议》，同意停火。   

（二）卢旺达大屠杀 

1994 年 4 月，卢旺达总统、胡图人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恩塔里亚米拉乘坐的飞机在卢

旺达首都基加利机场被不明飞弹击落，两位总统和其他机上人员全部遇难。随即，卢旺达总统卫队

（胡图族为主）与卢旺达爱国阵线（图西族为主）在基加利市区爆发激烈冲突，规模不断扩大，烈

度不断升级，蔓延至全国，演变成一场胡图族极端分子对图西族人的疯狂杀戮，卢旺达大屠杀惨剧

便由此展开。  

从 4月 6日到 7月初的 100天，约有 100万人被屠杀，其中 94%是图西人，约占卢旺达总人口

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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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卢旺达爱国前线与邻国乌干达的军队反攻进入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击败了胡图人政府。

1994年 7月宣布推翻前政府，成立过渡政府，宣布内战结束并执政至今。  

（三）卢旺达军事法庭及其审判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及联合国安理会《第 995 (1994)号决议》的精神，国际社

会决定设立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for Rwanda, ICTR) （筒称“卢

旺达刑庭”），并批准了《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ICTR Statue)。目的是起诉在 1994年 1月

1日至 1994年 12月 31日期间凡在卢旺达境内对犯有种族灭绝和其他严重破坏国际人道主义法负

有责任的人卢旺达公民。   

自 1995年 11月卢旺达刑庭提出了第一项起诉以来，刑庭已对 22名被告作出判决，其中 9名

被判处终身监禁。到 2004年年底，刑庭审结和审理中的案件将涉及 80名被告。目前有 21人在押

候审。   

2003年 8月，安理会通过第 1503号决议，要求卢旺达刑庭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落实“完成战

略”，即在 2004年底完成所有的调查和起诉，2008年底完成所有案件的一审，2010年完成上诉案

件的审理。   

（四）卢旺达悲剧的分析与思考 

1、国家恐怖主义的典型  

国家由于不法行为需要承担国际责任的主观要件是：不法行为归因于国家，是由政府主导或指

使，因此，需要追究卢旺达政府的法律责任。   

胡图族政权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的作法，包括：通过意识形态灌输和媒体宣传为大屠杀制造气氛

和依据；由各层级地方政府领导人直接指挥大屠杀行动；以身份证来确定种族身份，并以此作为大

屠杀的依据；所有反对这个行动的人和组织都将被视为违法乱纪者而被施以报复。  

2、联合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司令、加拿大人达莱尔将军在 3个月前就预感到可能发生大屠杀，并向联

合国维和行动部发出警告，但没有得到重视。 

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向安理会请求向卢旺达增派维和部队，但是美国态度消极，安理会决定象征

性地在卢旺达保留 270人，职责仅仅是调停停火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大屠杀持续一个多月后，联合国终于决定将联合国驻卢旺达援助团人数增加到 550人，并扩大

其行动授权，但是悲剧已经无可挽回。  

3、美国的漠然和无动于衷  

美国在非洲的战略利益主要集中于地缘和石油方面，所以卢旺达并未引起美国足够的重视。美

国对于世界各个角落的政治动态了如指掌，但是大屠杀发生前美国漠视不管；大屠杀发生后，美国

纵容而不加制止。 

在法国在卢旺达的干预行动无以为继时，美国不费吹灰之力就实现了对非洲中部地区的有效占

领，把法国势力排挤出该地区，反映了美国的国家政策和利益考虑 。  

4、国际社会的反思  

从 1990年 10月起的三年内，位处世界上最穷国家行列的卢旺达，变成了非洲第三大武器进口

国。在导致屠杀发生的这三年间总共有 112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购买武器。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国

际社会的重视，这些武器直接为卢旺达内战的升级和大屠杀的扩大提供了技术前提。 

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考虑，大部分国家对于国际干涉持否定态度，“世界舍弃了卢旺达”。 

学习目标： 

本讲的主要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卢旺达国情和历史的介绍，对 20世纪 90年代发生在卢旺达

境内的种族大屠杀残案的背景、基本情况及其最终解决有全面的了解。特别是要通过对这一案例的

分析，引发一些深层次的思考。面对一场发生在国家内部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国际社会应该如何

有效的干预？联合国应该如何有效的行动？同时，还要对卢旺达国际刑庭的审判过程及结果予以关

注。要求选课同学事先阅读相关参考文献，了解事件的全貌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并积极参与课堂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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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作业： 

1、卢旺达种族纠纷的由来 

2、卢旺达大屠杀的悲剧是如何形成的 

3、卢旺达大屠杀对人类社会的启示是什么 

4、从卢旺达国际刑庭的设立看国际刑法的发展 

知识单元 7：经典案例之六：科索沃战争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一）科索沃问题的由来 

科索沃（阿尔巴尼亚语：Kosova），是塞尔维亚的两个自治省之一。在国际上至今仍被视为塞

尔维亚的一部分，地理面积是 10887km，官方语言是阿尔巴尼亚语、塞尔维亚语,首府是普利什蒂

娜。科索沃位于巴尔干半岛的战略要地上，东、北面是塞尔维亚其余部分，南面是马其顿共和国，

西南面是阿尔巴尼亚，西北为黑山。总人口约 200 万（2003 年），88%为阿尔巴尼亚族、7%为塞尔

维亚族。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12 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时由奥斯曼帝国划归塞尔维亚，1918 年

加入南斯拉夫王国。铁托时期：将科索沃设为塞尔维亚的自治区(后又改为自治省)，并给予当地阿

族人地方自治， 引起阿族人的不满。1981年开始，科索沃阿族人要求在南斯拉夫国内建立一个独

立的共和国。 

1989年，塞尔维亚共和国领导人米洛舍维奇决定取消 1974年宪法赋予科索沃的自治地位，缩

小了科索沃的自治权利，阿族人强烈抗议，并抵制科索沃议会选举。 

1991 年阿族人举行“全民公决”，成立“科索沃共和国”；次年 5 月，选举鲁戈瓦为“科索

沃共和国”总统，建立政府，拒绝承认塞尔维亚共和国政府任命的权力机构，科索沃出现了双重政

权并存的局面。 

1996年，阿族中的激进分子在境外势力的支持下，组建了“科索沃解放军”（即科解，KLA）,

试图通过暴力手段取得独立。西方势力随之加紧渗透，科索沃问题日益国际化。 

1998年，95%的塞尔维亚人在全民公决中，反对国际调停科索沃问题，导致国际社会的制裁。

科索沃解放军乘机控制 40%科索沃土地，安理会要求双方停火。10月北约空袭塞尔维亚，塞尔维亚

总统同意撤军，以及允许国际社会进行监督。 

1999年科索沃战争后，该地区由联合国科索沃问题特派使团接管。 

2008年 2月，科索沃宣布对立，截至 2008年底，已有 50余国承认。 

（二）科索沃战争 

1998 年 2 月，科索沃阿族人武装组织“科索沃解放军”与驻科塞尔维亚警察发生了大规模的

冲突，最终引发了所谓的“科索沃危机”。 

1999年 1月 15日，南联盟塞族警察在科索沃南部的拉察克村和佩特罗沃村搜捕杀害警察的凶

手时，同阿族武装人员发生冲突，四十多名阿族武装分子被打死。 西方宣布死者均为平民，表示

强烈抗议。 

1999 年 1 月，北约提出和平解决科索沃危机的“十项原则”，南斯拉夫无法接受这一条件，

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于 3月 23日宣布对南进行“大规模空袭”。  

1999年 3月 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以阻止人道主义灾难和种族清洗、避免更大的战争

为借口，对南联盟实施了代号为“联盟力量”的大规模空袭作战，发动了科索沃战争。  

南斯拉夫在顽强抵抗了两个多月后接受了北约和俄罗斯一起拟订的和平方案，同意从科索沃撤

军，国际部队进驻科索沃。1999年 6月 10日，空袭结束。 

（三）科索沃战争与国际安全 

1、联合国为主的集体安全制度遭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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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联合国的宗旨：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阻止战争，以使后世人民免遭战祸。挑战安

理会的权威：国际社会给予联合国尤其是其安全理事会以最大的权威、权力与地位，以实现世界各

国人民所达成的公意。挑战安理会的表决机制：安理会的重要表决制度是“大国一致”原则。美国

在没有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发动科索沃战争，使得战后形成的集体安全制度的预设受

到严重冲击。 

2、北约职能转变对国际安全的影响 

冷战后的北约成为世界最大的军事政治联盟, 其职能和防务范围也开始超出欧   洲—大西洋

区域而向全球发展。这一职能的转变必将对国际安全产生深刻的影响。  

1999年 4月 23日—25日，北约在华盛顿举行第 15届首脑会议，成立 50周年后推出“新战略”。

从以“保障和平”为主发展为以“维护稳定为主”；其重心由“集体防御”发展为“危机处理” ；

防御范围从成员国领土发展到周边地区；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从“伙伴”向“盟友”方向发展。   

3、科索沃战争与“新干涉主义” 

西方国家发动科索沃战争的理论基础是新干涉主义，他们高喊“人权高于主权”、“主权有限

论”或“主权过时论”等口号，促使科索沃问题国际化，通过信息轰炸确认米洛舍维奇的“暴君形

象”，其目的是扫除南联盟，为北约东扩做准备。 

（四）科索沃战争与国际法 

1、科索沃战争与国际法基本原则 

《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文件中一再确认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原

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等，因此选择战争的方式处理科索沃危机是有违国际

法基本原则精神的。 

2、科索沃战争与区域性国际组织解决争端 

《联合国宪章》第八章中的有关规定: 不排除旨在处理有关维持和平的区域机构和行动的存

在；在将区域性争端提交联合国前,应力求和平解决；区域性国际组织采取行动不行矣安理会授权

为限；对已采取或正在考虑采取的行动,应向安理会充分报告。 

美国领导的北约组织在科索沃战争问题上没有得到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授权，行动缺乏合法

性。前南领导人米洛舍维奇是否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事实，应该由联合国国际人权组织认定,并由安

理会授权处理。 

3、科索沃战争与战时人道主义 

依据 1907年海牙第 4公约，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1977年《日内瓦公

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等条约的相关规定，禁止以任何手段国际或轰击不设防城镇、村庄、建筑物等

场所和不分皂白的攻击。北约的狂轰乱炸造成平民的巨大生命财产损失，并引发了难民潮。 

4、科索沃战争与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 

根据 1961年签署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使馆馆舍享有特权与豁免权。1999年 5月 7日，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三颗导弹袭击，使馆严重受损，新华社记者 邵云环,许杏虎,朱颖 3人

死亡，多人受伤。  

美国为首的北约严重违反了国际法的相关规定，中国政府予以强烈谴责。 

5、前南国际刑庭的设立及其对米洛舍维奇的国际审判  

1993年 5月 25日，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 827号决议建立前南刑庭，专门负责审判自 1991年

以来在前南联盟境内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犯罪嫌疑人。 

2001年 6月 28日米洛舍维奇被引渡到前南国际法庭，被指控犯有包括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

族屠杀罪在内的 60多项罪行。2006年 3月 11日，米洛舍维奇被发现死在囚禁的监室中。 

学习目标： 

本讲的主要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概况的介绍，科索沃历史的回顾，要求

自治和独立过程的梳理，介绍科索沃危机的发生和科索沃战争的爆发的全过程。教学重点在于通过

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探讨国际安全体系的缺失，地区国际争端解决的法律依据。通过国际法院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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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前南国际法庭，对前南领导人米洛舍维奇和卡拉季奇的审判，探讨国际刑法的发展和审判的意义。

要求选课同学事先阅读相关参考文献，了解事件的全貌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并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作业： 

1、科索沃危机为什么会国际化 

2、如何评价科索沃危机中北约的行为 

3、科索沃危机的处理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影响  

4、中国对科索沃问题的基本立场 

知识单元 8：经典案例之七：索马里维和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一）索马里问题的由来 

19 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非洲大陆时，索马里被分成几个国家。二战后，索马里被联合国托

管理事会托管。1960 年 6 月和 7 月，英属及意属索马里分别独立，同时南北合并，成立索马里共

和国。1969年至 1991年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任总统，1991年 1月被索马里“联合大会”领导

人之一穆罕默德·阿里·马赫迪连同其他派别发动政变推翻下台。1 月 28 日马赫迪宣布成立“索

马里共和国”自任临时总统;而联合大会的另一领导人穆罕默德·法拉赫·艾迪德不承认迈赫迪的

地位。两派为争夺国家权力公开发生分裂，导致冲突不断。    

由于索马里己处于军阀割据的混乱状态，无合法政府，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经济全面崩溃，

盗匪横行，抢劫成风，国际救援物资无法发挥作用。再加上连年的干旱，农业歉收，人民群众处于

水深火热之中，引起了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 

（二）联合国开展科索沃维和 

1992年 1月 20日，索马里临时政府向安理会求助，要求联合国进行干预。1月，安理会一致

通过了第 733(1992)号决议，要求所有国家应立即禁止向索马里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增加对索马

里的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马赫迪和艾迪德两派举行和平谈判，以利于在索马里建立稳定与和平。

3月 17日，安理会又通过第 746(1992)号决议，决定迅速向索马里派遣一支技术小组，以敦促各方

遵守停火，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3月 27日和 28日，在联合国代表的斡旋下，马赫迪和艾迪德分

别签署协议，原则上同意联合国在索马里部署维和部队。4 月 24 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第 751(1992)

号决议，决定建立联合国索马里行动(联索行动)，任务是促使立即停止战争、维持停火以及提供人

道主义援助等，第一期索马里维和行动开始。  

1992年 12月 3日，安理会通过第 794(1992)号决议，决定向索马里派遣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

队，以确保向索马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运送和分发。1993年 3月 26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第

814(1993)号决议，决定扩大驻索马里维和部队的任务，用联合国维和部队取代以美国为主的多国

部队，开始执行第二期联合国索马里维和行动，即“恢复索马里行动”。但是，行动一开始，就遭

到索马里艾迪德派的强烈抵制，以艾迪德为首的“索马里全国联盟”一向反对外部势力干预索马里

问题，主张民族自决。在联合国维和部队尚未完全到位时，1993 年 6 月 5 日，联合国维和部队在

对艾迪德派控制的一武器库进行例行检查时，遭到索马里武装分子的围攻，混战中 24 名巴基斯坦

维和士兵阵亡，酿成“六·五”渗案。这是自 1961年刚果事件以来联合国部队在维持和平行动中

遇难人数最多的一次，导致艾迪德派与联合国的对抗公开化。 

联合国安理会于 1993年 9月 22日一致通过第 856(1993)号决议，重申实现联合国索马里维和

行动的目标，并决定于 1995年 3月完成其行动。10月 3日，美军在执行抓捕艾迪德派武装分子的

过程中，遭到伏击，致使 18名美军战死，75人受伤，2架黑鹰直升机被击落，酿成“十·三”惨

案。联合国索马里维和行动陷入困境。 

1994年 11月 4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第 954(1994)号决议，决定在 1995年 3月 31日终止联合

国索马里维和行动。 

（三）索马里维和失败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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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人道主义干预中的武力使用问题 

国际人道主义干预中，是使用和平手段还是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强制性手段，一直是干预行动

中颇受争论的问题。联合国维和行动强调自愿、中立、非武力等基本原则。然而,随着冷战后人道

主义问题的上升，国际人道主义干预越来越倾向于武力的使用,甚至一向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人道

主义危机的联合国，也开始采取武力手段来行使人道主义干预。但是，联合国在索马里维和行动中

对武力的使用并没有有效控制索马里的国内局势,反而使得该国持续陷入军阀混战局面，维和部队

也屡次遭到武装袭击。 

 2、大国主导维和行动 

第 794(1992)号决议授权联合国秘书长及有关成员国对多国部队的统一指挥和控制进行必要的

协调，对何时结束这一行动拥有发言权。而“恢复希望”的行动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行动，联合国安

理会难以对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发挥协调作用。 

在联合国索马里维和行动遭到挫折之后，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利益考虑，单方面宣布从索马里撤

军。这使得联索行动进退维谷,最终不得不仓促结束使命。当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维和

行动任务和功能的局限性。在联索行动中，霸权力量与维和机制力量相互角逐，使得维和行动无法

实现突破。 

 3、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再思考 

 如何加强联合国维和机制的合法性和权威性。联合国维和机制的天生缺陷是《联合国宪章》

对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使得维和机制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缺乏宪章保证。因此，需要通过进一步修

改和完善宪章，健全维和机制的组织规则和行为准则。 

此外，冷战后联合国维和机制始终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与大国之间的关系。维和行动的

决策权在联合国安理会,而安理会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又受制于大国，从而造成了联合国决策中的

大国意志化。  

学习目标： 

本讲的主要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索马里内战概况的介绍，联合国第一期，第二期维和行动的

回顾，使同学们了解索马里危机发生的原因和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全过程。教学重点在于通过这一经

典案例的回顾，着重探讨国际人道主义干预的依据、界限，大国与联合国的博弈，以及联合国维和

行动遵从的原则。要求选课同学事先阅读相关参考文献，了解事件的全貌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并积

极参与课堂讨论。 

作业： 

1、索马里内战爆发的原因 

2、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依据和原则 

3、如何看待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大国因素  

4、索马里维和失败的教训是什么 

知识单元 9：经典案例之八：911与伊拉克战争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一）911事件与伊拉克战争的由来 

1、2001年 9月 11日，19名恐怖分子劫持 4架波音飞机以自杀性袭击方式对美国纽约和华盛

顿发动攻击，摧毁美国纽约标志性建筑之一的双子塔，并给位于华盛顿的美国五角大楼以重创，共

造成近 3000人死亡，数千人受伤。9·11”事件严重冲击了美国的安全观，甚至改变了世界安全局

势，促使国际社会反恐联盟的产生。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对其全球战略和局部政策上进行了大幅

度调整，“单边主义”、“先发制人”战略、新保守主义等等外交战略地提出，成为布什政府外交政

策转变的标志。  

 2、伊拉克战争 

 2002 年 9 月，布什总统公开宣布“倒萨”，以惩戒恐怖主义。美国在原海湾地区驻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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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连续不断地投送兵力，到 2003年 3月联军在海湾地区集结了近 30万兵力(其中美军 25万人)。

开战后继续增兵,到 4月 18日战争高峰时共部署了 46.6985万人。 

战争大致可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3月 20日至 31日，空袭与地面作战相结合，联军

地面部队迅速向巴格达逼近，但针对萨达姆及其高级成员的“斩首”突击的行动未见成效。美国随

后有发起针对伊首脑机关、指挥通讯系统和新闻宣传系统的“震摄行动”，及旨在切断萨达姆与军

队联系的“切断蛇头”行动。第二阶段从 3月 30日至 4月 15日，打击伊重要目标，主要是共和国

卫队，同时在空中力量的配合下，地面部队开始对伊拉克的重要城市和防御重点进行了攻坚作战，

攻占了了巴士拉、巴格达、提克里特等城市。第三阶段从 4月 15日到 5月 1日，空中巡逻并打击

伊军残余的武装力量，尤其是共和国卫队，在伊拉克国内搜捕伊军政要员。2003年 12月 13日,萨

达姆被美军捕获。经过长达三年的审判，于 2006年 12月 31日清晨被处以绞刑。 

（二）伊拉克战争与国际政治 

1、“9·11”事件使美国及世界各国对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在国际安全中的重要性有

了全新的认识，推动了新的国际安全观的重塑。 

在传统安全领域中，安全威胁是伴随国家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主要表现为国家的生存问题；

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中，主要表现为国家或地区(若干国家)的安定与发展问题，其安全的内涵、要素、

范围及影响，己经大大超出了国家的界限，包括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南北贫困问题、经济安全问题、

信息安全问题、公共卫生安全问题、跨国犯罪问题和生态安全问题等等。与传统安全威胁相比，非

传统安全威胁具有跨国性、威胁来源不确定、突发性强等新的特点。 

2、“9·11”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反恐斗争，导致国家关系的“重新洗牌”，对国际关系

特别是大国之间关系的调整和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9·11”事件后，大国关系中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改善。2002

年 5月 24日，俄罗斯与美国签署了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并发表了美俄新型战略关系的联合

声明，宣布两国已成为“伙伴和朋友”。俄罗斯还与北约 19国签署了建立俄罗斯—北约理事会的《罗

马宣言》，宣告它们从此成为“平等伙伴”。而中美关系在“9·11”事件后开始确立了战略性合作

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3、“先发制人”是一种带有明显进攻性的国家安全战略，它是对二战后美国基于“遏止”和

“威慑”的防御战略的突破。 

其实质含义是对于美国已经确认的敌人，只要它具有威胁美国的能力，美国就可以对它实施预

防性打击，而不管这种威胁是迫切还是已经成为现实。“9·11”使美国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美国

的安全与世界息息相关，增加了危机感，并决定主动出击。  

（三）伊拉克战争与国际法 

1、如何界定“恐怖主义” 

在二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上相继缔结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反恐条约，逐步明确了国际法意义

上的“国际恐怖主义”，为国际社会在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综观各反恐怖

主义条约，由于情况复杂，国情差异，只能对一般性的国际恐怖主义进行定义， 特别是对于政治

上的恐怖主义与国际法上的恐怖主义如何区别，还无法得出使各国满意的统一的表述和相关约定。 

2、恐怖主义袭击是否属于战争 

美国主要将恐怖主义定性为战争，主要考虑有以下三点：第一 若将恐怖主义视为战争，则不

必过分着重于个人的罪责，只要大致准确地查明责任就可以找到对手。对于证据也不需要达到法庭

鉴定的质证，处理问题会简单许多。第二、作为战争模式的恐怖主义是对抗双方中较弱方对付强敌

的一种“非对称”战略。美国援引《联合国宪章》第 51 条关于“自卫权”的条款，绕开联合国，

单独或与盟国集体采取反击行动。第三、更主要的是“要把反恐怖主义与美国战略的其他任务更好

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将恐怖主义危险置于国家安全面临的其他各种危险的背景之中，纳入国家

“大战略”的考量。  

3、恐怖主义袭击中的国家责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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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法领域中，无论是历史的法律规范还是现代的法律规范；也无论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

对组织、团体及个人的恐怖主义国际刑事追究都毫无争议。但是，国家应如何对上述非国家行动者

的行为承担责任，学术界有不同见解和看法。有些学者指出，现行国际法在结构层次上是“二分”

的—国家和个人，而“恐怖主义集团作为有组织的“非国家行动者”，事实上是一种介于国家和个

人两者之间的主体形式，正是这样的事实导致国际法在反恐怖主义问题上面临困境。 

学习目标： 

本讲的主要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 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回放，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过程介绍，

了解二者之间的联系。教学重点在于通过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探讨国际安全体系中的缺失，以及

大国战略调整给国际安全、国际法提出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要求选课同学事先阅读相关参考文献，

了解事件的全貌和相关的研究成果，并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作业： 

1、911事件的发生 

2、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动因和指导思想 

3、伊拉克战争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4、伊拉克战争引发的国际法律问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2 经典案例之一：世纪审判（纽伦堡审判） 2  

3 经典案例之一：世纪审判（东京审判） 2  

4 经典案例之二：柏林危机 2  

5 经典案例之三：古巴导弹危机 2  

6 经典案例之三：古巴导弹危机 2  

7 经典案例之四：伊朗人质危机 2  

8 经典案例之四：伊朗人质危机 2  

9 经典案例之五：卢旺达大屠杀 2  

10 经典案例之五：卢旺达大屠杀 2  

11 经典案例之六：科索沃战争 2  

12 经典案例之六：科索沃战争 2  

13 经典案例之七：索马里维和 2  

14 经典案例之七：索马里维和 2  

15 经典案例之八：911与伊拉克战争 2  

16 经典案例之八：911与伊拉克战争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政治学原理、国际关系史、当代国际关系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案例分析。 

难点：对案例历史细节的了解与把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启发教学法 

2. 引导讨论法 

3. 影视演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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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读书指导法 

教学手段： 

1. 课堂讲授。 

2. 音像资料放映。 

3. 课堂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学生出勤占 10%，课堂参与及问题准备占 20%，期末结课作业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参考书目和思考题。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多重视角下的当代国际关系经典案例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格老秀斯著：《战争与和平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2、慕亚平等：《当代国际法论》，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3、[日]粟屋宪太郎：《东京审判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年版       

4、余光予：《东京审判始末》，历史性审判回忆录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5、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年中译版，第 561页  

6、库特•宗特海默尔:《联邦德国政府与政治》，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年中译版，第 215页   

7、威廉•格雷韦:《西德外交风云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4年中译版，第 201, 238页  

8、 埃里希•昂纳克:《我的经历》，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年中译版，第 335-336,  365页  

9、杨存堂编著：“美苏冷战的一次极限——加勒比海导弹危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10、戴•霍罗威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 

11、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 

12、赵伟明 著：《中东问题与美国中东政策》，时事出版社 2006年 5月版  

13、杨兴礼、冀开运、陈俊华 著：《伊朗与美国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年 5月版  

14、陈建民 著：《当代中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7月版  

15、高祖贵 著：《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时事出版社，2005年 2月版  

16、吴华：《全球冲突与争端》（非洲•综合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年版 

17、[英]科林•勒古姆：《八十年代的非洲——一个危机四伏的大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2年版 

18、舒运国：《非洲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19、陆忠伟：《非传统安全论》，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3年版 

20、祁长松等编：《走向疯狂：北约 50年之路》，专利文献出版社 1999年 6月版  

21、高秋福主编：《硝烟为散：科索沃战争与世界格局》，新华出版社 1999年 8月版  

22、许光建主编：《联合国宪章诠释》，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8年 12月版  

23、陈佩尧著：《北约：战略与态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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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纽维敢著：《国际法与国际关系案例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25、钱其琛著：《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3年版 

执笔：刘长敏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0日 

 

当代中国外交决策案例分析 
Analysis on the Policy Decision of Modern China’s Diplomacy 

课程号：4050204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的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国际政治系学生开设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

外交也开始了新的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6年了，当代中国外交也走过了 66年的风雨历程。

66 年来，中国历届领导人根据国际战略环境的演变，为谋求中国最大的生存、发展和尊严利益，

在与国际社会互动中形成了一系列外交思想和理论，并根据这些思想和理论制定了一系列外交战

略。这些理论和战略，有的专门针对当时的国际环境，为新中国渡过一个又一个国际政治惊涛骇浪

发挥了历史性作用，有的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非常强的指导意义，引导着中国外交沉着应对复杂多变

的国际风云，为中国的高速发展不断创造并延长着有利的国际和周边环境。 

《当代中国外交决策案例分析》以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发展为主

线，用具有说服力的案例进行分析和点评。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导论：2学时 

知识单元 1：一、新中国的外交决策 

参考学时：0.5学时 

学习内容： 

（一）新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建立 

（二）新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变化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新中国外交及决策的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相关概念和理论。 

2．掌握新中国外 

外交决策机制的过程和特点。 

作业： 

 新中国外交决策的过程和特点是什么？ 

知识单元 2：其他国家的外交决策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美国外交决策机制研究 

（二）俄罗斯（苏联）外交决策研究 

（三）英国外交决策机制研究 

（四）法国外交决策机制研究 

（五）德国外交决策机制研究 

（六）日本外交决策研究 

（七）印度外交决策机制研究 



3618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大国外交决策的基本过程。 

2．掌握西方大国外交决策的基本内容。 

作业： 

西方大国外交决策的基本内容？ 

知识单元 3：《当代中国外交决策案例分析》的教学目的、基本要求和学习方法 

参考学时：0.5学时 

学习内容： 

1.老师布置相关题目和参考书目 

2.同学们课下按照问题准备相关材料 

3.课堂上老师引导学生进行讨论 

4.老师做总结和点评 

学习目标： 

1．了解本门课程的基本情况。 

2．掌握本门课程的学习方法。 

作业： 

你准备如何学好《当代中国外交决策案例分析》这门课程？ 

参考书目： 

1．吴建民 《外交案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张历历 《外交决策》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3．郝雨凡  林 苏 《中国外交决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7 

4．周启朋 等译 《国外外交学》 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5．阎学通 《中国国家利益分析》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6．赵晓春 《发达国家外交决策制度》 时事出版社，2001 

7．叶自成  《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 北京出版社，1998 

8．冯玉军 《俄罗斯外交决策机制》时事出版社，2002 

9．洪  波 《法国政治制度变迁：从大革命到第五共和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10．陈乐民 《西方外交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1．法国外交部《法国》 法国文献出版社，1999 

12．吕耀坤 《德国政治制度》时事出版社，1997 

13．[美] 汉斯·摩根索 《国际纵横论——要和平争强权》 上海译文出版社 

14．[美] 威廉·奥克森等编 《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15．[美] 卡尔·陶意志 《国际关系的解析》 （中国台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 

16．[美] 亨利·基辛格 《大外交》 海南出版社 1997 

17．[美] 罗斯·麦格迪斯 《当代各国外交政策》 胡祖庆 译 （中国台湾） 五南图书出版有

限公司，1991 

18． [日] 坂野正高 《现代外交分析》 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 

19．[印] 罗伊·新德里 《外交学》 斯特林出版公司，1984 

20．[苏] 科瓦缪夫 《外交入门》 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89 

（二）第一讲  领袖外交   8学时 

知识单元 1：一、毛泽东在新中国外交决策中的核心作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以毛泽东主管中苏关系决策为例 



3619 

1．中苏关系背景 

2．毛泽东主管中苏关系的决策过程分析 

3．毛泽东关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根本原因 

4．苏联领导人在苏中关系中决策过程中的作用 

5．评价 

（二）以毛泽东主管中美关系决策为例 

1．中共中央外交决策核心层的形成 

2．毛泽东在中美关系决策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分析 

3．毛泽东关注中美两国关系的根本原因 

4．美国总统在美中关系决策过程中的作用 

5．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的历史和现状。 

2．掌握毛泽东在中苏关系决策过程中和中美关系决策中的核心作用。 

作业： 

1． 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外交决策？ 

参考书目： 

1．《毛泽东选集》（1—4卷） 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文集》（1—8卷） 人民出版社，1993—1999 

3．《毛泽东军事文集》 军事科学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998 

5．《毛泽东早期文稿》 湖南出版社，1990 

6．《毛泽东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7．《毛泽东书信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3 

8．《毛泽东传》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9．《毛泽东年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0．主编 邓力群 《外交战略家毛泽东》(上下)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11．刘万镇 李庆归 主编 《毛泽东国际交往录》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 《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13．叶自成 《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

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4．杨奎松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15．师秋郎整理 《师哲回忆——领袖毛泽东》 红旗出版社，1997 

16．《毛泽东自传》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 

17．毕桂发 主编  《毛泽东评说世界政要》 解放军出版社，2004 

18．徐学初 周永章  《毛泽东眼中的美国》 中国文艺出版社，1997 

19．于俊道 李捷  《毛泽东交往录》 人民出版社，1991 

20．阿古拉泰  《一百个名人眼中的毛泽东》 青岛出版社，1993 

21．华敏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22．吴汇雄 主编 《毛泽东评点国际人物》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 

23．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4．尹家民 著《共和国风云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 

25．[美] R·特里尔 著  刘路新 高庆国等译 《毛泽东传》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26．胡乔木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 人民出版社，1994 

27．萧延中 等编著 《从奠基者到‘红太阳’——外国学者评毛泽东（第二卷） 》 中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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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版社，1997 

28．孔东梅 《改变世界的日子 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29．黄华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30．［俄］ 尼·特·费德林 伊·弗·科瓦廖夫 等 《毛泽东与斯大林 赫鲁晓夫交往录》 东

方出版社，2004 

31．王波 《毛泽东的艰难抉择》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2．[俄]尼•费德林著，周爱琦译 《我所接触德中苏领导人——费德林回忆录》 新华出版社，

1995 

33．沈志华 李丹慧 《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 人民出版社，

2006 

34． 汪东兴 《汪东兴日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5．徐则浩 《王稼祥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36．伍修权 《回忆与怀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37．李越然 《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38．师哲口述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39．外交部外交史编辑部 《新中国外交风云》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40．［俄］多勃雷宁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 肖敏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41．王泰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 》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42．薛衔天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43．《斯大林文选》 人民出版社，1962 

44．人民出版社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 人民出版社，1965 

45．李仁峰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46．《赫鲁晓夫回忆录》 东方出版社，1988 

47．拉齐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48．孙其明 《中苏关系始末》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9．刘晓 《出使苏联八年》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50．聂荣臻 《聂荣臻回忆录》（三册） 解放军出版社，1982 

51．林中斌 《龙威：中国的核力量与核战略》 刘戟锋等译 湖南出版社，1992 

52．叶子龙口述 《叶子龙回忆录》 温卫东整理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53．《肖劲光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88  

54．王焰 《彭德怀年谱》 人民出版社，1998 

55．李越然 《中苏外交亲历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56．吴冷西 《十年论战（1956—1966）》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57．刘晓等著 《我的大使生涯》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58．王炳南 《中美会谈九年回顾》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 

59．陈敦德 《毛泽东尼克松在 1972》 昆仑出版社，1988 

60．刘德喜 《两个伟人和两个大国》 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 

61．邓泽宏 《1945——1949年美国对华政策和中共建国方略》 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62．时殷弘 《敌对与冲突的由来——美国对新中国的政策与中美关系》（1949—1950） 南京

大学出版社，1995 

63．[美] 尼克松 《尼克松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64．[美] 基辛格 《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65． 张颖 《外交亲历记》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66．[美]霍尔德里奇 《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67．宫 力 《跨越鸿沟——1968——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3621 

68．[美]卡恩著，陈亮等译 《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 新华出版社，1980 

69．[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 《美国与中国——第四版》 商务印书馆，1987 

70．[美]约翰•H•霍尔德里奇著，杨立义 译 《1945 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 上海译文

出版社，1997 

71．郝  平 《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72．李跃森 《司徒雷登传》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73．《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 1982 

74．爱德温•马丁：《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的反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年版 

75．马建国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军事合作》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7 

76．朱建华 蒋建农 《毛泽东外交生涯第一幕》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知识单元 2：二、周恩来在新中国外交决策中的突出作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  以周恩来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例 

1．内容 

2．背景 

3．提出过程 

4．周恩来、尼赫鲁、吴努三人的作用 

5．各方反映 

6．评价 

（二） 以在日内瓦会议上中英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为例 

1．背景 

2．日内瓦会议上的接触 

3．周恩来的个人因素 

4．英国的积极活动 

5．中英代办级外交关系的建立 

6．国际上有无其他代办级外交关系的例子 

7．评价 

（三）以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原则为例 

1．提出 

2．背景 

3．会场上的斗争 

4．周恩来的个人因素 

5．尼赫鲁的作用 

6．各方反应 

7．评价 

（四）以亲善四邻，安定友邦——中缅关系为例 

1．友好邻邦 

2．背景 

3．周恩来多次出访 

4．缅甸领导人多次回访 

5．边界条约的签订 

6．其他亲善四邻，安定友邦的例子 

7．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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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 

2. 掌握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外交风格和特点。 

作业： 

1.周恩来在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过程中的突出作用是什么？ 

2．从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分析周恩来外交的主要风格是什么？ 

3．周恩来为什么多次出访缅甸？ 

4．毛泽东与周恩来外交风格的异同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参考书目： 

1.《周恩来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2．《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迹》(1949—1975)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年谱(1949—1976) 》上中下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编 《周恩来自述》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5．裴坚章 主编 《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传(1949—1976) 》上中下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7．熊华源 廖心文 著 《周恩来总理生涯》 人民出版社，1997 

8．李海文 主编 《周恩来研究述评》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9．[英] 威尔逊 著 封长虹 译 《周恩来》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0．金冲及 主编 《周恩来传》（全四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1．曹应旺 《中国外交第一人 周恩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2．黄华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13．裴默农 《周恩来外交学》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14．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 》 中央文献出版

社，1997 

15．孟戈非 《未被揭开的谜底—中国核反应堆事业的曲折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6．安建设 《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 

17．王俊彦 《大外交家周恩来》（上下）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18．季明 刘强 《周恩来的外交艺术》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 

19．陈敦德 《崛起在 1949——开国外交实录》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20．陈敦德 《迈步在 1955——周恩来飞往万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21．钱  江 《周恩来与日内瓦会议》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22．王旭东 《周恩来的魅力》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 

23．南  哲 《中外领袖之间》 红旗出版社，2003 

24．童小鹏 《风雨四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25．廖心文 熊华源 陈杨勇 《走出国门的周恩来》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26．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 三联书店，1962 

知识单元 3：三、邓小平在中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以邓小平主管中美关系为例 

1．背景 

    2．中美建交 
    3．亲自到美国访问 
    4．原则问题决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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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人因素 
    6．遗留问题 
    7．评价 
（二）以邓小平主管中日关系为例 

    1．背景 
    2．首次访问日本 
    3．中日友好关系达到高潮 
    4．遗留问题 

5．评价 

（三）以邓小平主管香港回归为例 

    1．背景 

    2．邓小平与“铁娘子”的较量 

    3．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4．艰难的谈判 

    5．启示 

6．评价 

（四）以邓小平主管中苏关系为例 

    1．背景 

    2．为中苏关系正常化定调 

    3．漫长的过程 

4．中苏关系正常化 

5．评价 

（五）以 1989年“六·四”风波后邓小平主管中美关系为例 

    1．背景 
    2．邓小平如何处理中美关系 
    3．从邓小平处理中美关系来看邓小平的外交风格 
    4．从现在来看当时的处理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 

5．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 20世纪 70和 8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 

2．掌握邓小平的外交风格和特点。 

作业： 

1．1979年在中美建交后邓小平为什么要亲自到美国进行访问？ 

2．邓小平亲自主导中日关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3．在与英国撒切尔首相的会谈过程中，邓小平为什么强调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 

4．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邓小平为什么提出了三个前提条件？ 

5．从 1989年“六·四”风波后邓小平处理中美关系来看邓小平的外交风格是什么？ 

参考书目： 

1．《邓小平文选》1—3卷 人民出版社，1993—1994 

2．《邓小平思想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3．王泰平 主编 《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4．陈忠经 《冷眼向洋看世界—研究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5．丛凤辉 主编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 当代世界出版社，1996 

6．外交部档案馆 编 《伟人的足迹—邓小平外交活动大事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 

7．裴坚章 主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1957—1969、1970—1978）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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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出版社 1994、1998、1999 

8．刘金山 《走出国门的邓小平》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9．裴华 编著 《中国外交风云之中的邓小平》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0．陈敦德 《起航在 1979：中美建交纪实（下）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11．田曾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12．[美]霍尔德里奇 《1945年以来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13．熊志勇 《百年中美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4．[美] 龙伯格 著 贾宗谊 武文巧 译 《悬崖勒马—美国对台政策与中美关系》 新华出版

社，2007 

15．孙哲 《崛起与扩张：美国政治与中美关系》 法律出版社，2004 

16．钱江 《邓小平与中美建交风云》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17．黄华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18．赵全胜 《日本政治背后的政治——论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与日中关系》 香港商务印书馆，

1996 

19．宋成有等 《战后日本外交史》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20．田桓 《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21．田桓 《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2．田桓 《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3．金熙德 《中日关系—复交 30周年的思考》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24．张耀武 《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新华出版社，2004 

25．王振锁 《战后日本政党政治》 人民出版社，2004 

26．王泰平 《田中角荣》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27．[日] 永野信利 《日本外务省研究》 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28．[日] 大平正芳 《我的履历书》 北京出版社，1979 

29．[日] 本泽二郎 《日本政界的“台湾帮”》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30．[日]古井喜实著，田家农、田红译 《日中关系十八年——古井喜实回忆录》 中国和平出

版社，1993 

31．李德安 《周恩来与日本朋友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32．潘邦富 《一衣带水话沧桑——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20 周年学术论文集》 安徽人民出版

社，1993 

33．林晓光 《日本政策开发援助与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34．余绳武 刘蜀永 《20世纪的香港》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35．海绵 《香港，1997》 开明出版社，1993 

36．陈雪英 《邓小平与香港》，1997 

37．宗道一 等 编著 《周南口述 遥想当年羽扇纶巾》 齐鲁书社，2007 

38．[英]理查德·伊文思著：《邓小平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39．郑 谦 主编《毛泽东与邓小平》，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 

40．朱正红 《岁月留言》 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 

41．张连兴 《香港二十八总督》 朝华出版社，2007 

42．齐鹏飞 《邓小平与香港回归》 华夏出版社，2004 

43．[英]韦尔什 著 王皖强 黄亚红 译 《香港史》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44．[英]撒切尔 著 李宏强 译 《撒切尔夫人：通往权力之路》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45．金圣基 《聚焦人民大会堂》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46．李 健  《钓鱼台国事风云》（上中下三册） 太白文艺出版社，1995 

47．胡忠礼等著 《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 300年》 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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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钱其琛 《外交十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知识单元 4：四、江泽民在中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以江泽民主管中美关系——1997年正式访问美国为例 

1．背景 

2．精心准备 

3．访问过程 

4．各方反应 

5．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 20世纪 80年代末和 90年代初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 

2．掌握江泽民的外交风格和特点。 

作业： 

从 1997年江泽民访美看江泽民的外交风格是什么？ 

参考书目： 

１．［美］库恩 著 谈峥 于海红 译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2．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2006 

3． 卢瑞麟 《共和国领袖们的决策艺术》 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 

4． 中央档案馆《党的文献》编写部 《共和国重大决策和事件述实》 人民出版社，2005 

5． 钟之成 《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６ 

6． 冼国明 陈继勇 《当代世界经济格局下的中美经贸关系》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7． 王勇 《中美经贸关系》 中国市场出版社，2007 

8． 朱立群 王帆 《东南地区合作与中美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9． 孙哲 《崛起与扩张：美国政治与中美关系》 法律出版社，2004 

10.王东 闫知航 《让历史昭示未来：中美关系史纲》东方出版社，2006 

11.吕乃澄 周卫平 《大棋局：中美日风云五十年》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1 

12.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编 《中美战略关系新论》 时事出版社，2005 

13.[美]孔秉德 [美] 尹晓煌 编《美籍华人与中美关系》 新华出版社，2004 

14.唐下瑞 《1969.1—1999.12 中美棋局中的台湾问题》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5.武桂馥 《最惠国待遇与中美关系》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16.贾庆国 汤炜 《棘手的合作——中美关系的现状与前瞻》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知识单元 5：五、胡锦涛在中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以胡锦涛主管中日关系——中日两国最高领导人互访为例 

一、背景 

（一） 以小泉纯一朗首相为首的日本政界接连参拜靖国神社 

（二）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二、我方面临的几种选择 

（一）态度强硬—— 拒绝日本首相正式访华 

（二）无原则性—— 欢迎日本首相正式访华 

（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在一定条件下欢迎日 本首相访华 

三、具体执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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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多次拒绝小泉纯一朗首相访华 

(二) 热烈欢迎安倍晋三首相访华 

(三) 温家宝总理对日本进行回访 

(四) 高规格迎接福田康夫首相访华 

(五) 胡锦涛亲自到日本访问 

四、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发展的背景。 

2．掌握胡锦涛的外交风格和特点。 

作业： 

从胡锦涛处理中日关系来看胡锦涛的外交风格是什么？ 

参考书目： 

1．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编写委员会编 《东亚三国的进现代史—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读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余杰 《铁与梨：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3．刘江永 《中日关系二十讲》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郝祥满 《朝贡体系的建构：另眼相看中日关系史》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5．张历历 《百年中日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6．邱震海 《中日需要“亚洲大智慧”：邱震海论中日关系》 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7．陈小冲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8．冯绍奎 林昶 《中日关系报告》时事出版社，2007 

9．金熙德 《21世纪的中日关系》 重庆出版社，2007 

10．孙晓郁 《中日韩可能建立的自由贸易区》 商务印书馆，2006 

11．朱宁 《胜算—中国地缘战略与东亚重塑》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12．杨道金《以退为进——福田康夫传》时事出版社，2008 

13．王 柯 王智新《安倍晋三传》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14．[德] 杜浩 著 陈来胜 译 《冷战后中日安全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 

15．［日］天儿慧  《日本人眼里的中国》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6. 杨振亚 《出使东瀛》 上海辞书出版社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7 

17.  [日] 吉田裕 《日本人的战争观》 新华出版社，2000 

知识单元 6：六、习近平在中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以习进平主管中俄关系——中俄两国最高领导人互访为例 

一、背景  

（一）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对俄采取强硬态度 

（二）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二、我方面临的几种选择 

（一）对俄态度强硬—— 站在西方一边 

（二）对俄非常友好—— 站在俄罗斯一边 

（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在与俄加强友好往来的情况下继续与西方发展关系 

三、访问过程和成果 

学习目标： 

1．了解冷战结束后中俄关系发展的背景。 

2．掌握习近平的外交风格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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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从习近平处理中俄关系来看习近平的外交风格是什么？ 

参考书目： 

1.《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学习读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 

2.《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出

版社，2013 

3.《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3 

4.《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三）第二讲   军事冲突  4 学时 

知识单元 1：一、以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是否出兵为例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 事件经过 

（二） 背景 

1.朝鲜半岛的局势 

2.中朝、中韩、中苏、中美关系 

(三) 

我方面临的几种选择 

1.不出兵 

2.苏联出空军，我出陆军 

3．派出少量志愿军 

4．大规模派出志愿军 

5．派出大量正规军 

（四）具体执行过程 

（五）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朝鲜战争的背景和两大阵营的较量。 

2．掌握当时中国的外交政策。 

作业： 

朝鲜战争爆发后，哪种选择对中国最为有利？ 

参考书目： 

1．洪学智 《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录》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 

2．杨成武 《杨成武回忆录》 解放军出版社，1997 

3．杨昭全、韩俊光 《中朝关系简史》 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 

4． 柴成文、赵勇田  《抗美援朝纪实》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5．《陈赓传》编写组 《陈赓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6．王焰 《彭德怀年谱》 人民出版社，1998 

7．[美]哈里·杜鲁门 著  李石 译 《杜鲁门回忆录》（上下册） 东方出版社，2007 

8．[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著 樊迪 静海 等译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1—4） 东方出

版社，2007 

9．宋长琨 主编 《麦克阿瑟传》 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10．[美]贝文•亚历山大著，郭维敬等译 《朝鲜：我们第一次失败——美国人的反思》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11．[美] 李奇微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 《朝鲜战争》 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 

12．赵学功 《朝鲜战争中的美国与中国》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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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沈志华 《朝鲜战争揭秘》 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 

14．沈志华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15．王波 《毛泽东艰难决策（一）：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6 

16．林利民 《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 时事出版社，2000 

17．武立金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 作家出版社，2006 

18．张泽石 《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 时事出版社，2000 

19．徐一朋 《直弧：朝鲜停战高层决斗录》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20．程绍昆 黄继阳 《美军战俘—朝鲜战争火线纪事》时事出版社，2003 

21．边震遐 《朝鲜战争中的美英战俘纪事》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4 

22．《开国第一战：抗美援朝战争全景纪实》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23．徐 焰 《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3 

24．张民 张秀娟 《周恩来与抗美援朝战争》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知识单元 2：二、以 1962年中印武装冲突为例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 事件经过 

（二）背景 

1.印度基本概况 

2.中印关系 

3.中印边界不断出现磨擦 

（三） 我方面临的几种选择 

1.忍耐——默认印度蚕食我领土 

2.反击——开枪直接反击 

3.先礼后兵——在谈判未果的情况下反击 

4.提交联合国 

（四） 具体执行过程 

（五） 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新中国成立后 50至 60年代的中印关系。 

2．掌握中印武装冲突的背景、过程和影响。 

作业： 

在 1962年的中印武装冲突中，试析中国政府的得与失？ 

参考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外交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 （1949——

1955） 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 

2 ．徐京利 《解密中国外交档案》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 

3．[印] 古普塔著，王宏伟、王至亭译 《中印边界秘史》中国臧学出版社，1990 

4．赵蔚文 《印中关系风云录》 时事出版社，2000 

5．朱契 《中国和印尼人民的友谊关系和文化交流》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 

6．周卫平《百年中印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7．杨公素 《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会议》海南出版社 

8．[印]谭中 [中]耿引曾 《印度与中国—两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荡》 商务印书馆，2006 

9．骆威 《世界屋脊上的秘密战争》 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 

10．郑瑞祥 《印度的崛起与中印关系》 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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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忠祥 《尼赫鲁外交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2．马约生 钱澄 《和平之愿——20世纪冲突与化解》 南京出版社，2006 

13．晨立 丁伟 编著 《惊雷狂飙：百年中国军事大事——20 世纪军事回眸》 科学普及出版

社，2003 

知识单元 3：三、以 1969年中苏发生珍宝岛边境武装冲突为例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事件经过 

（二）背景 

1．当时苏联的基本情况 

2．当时中国的基本情况 

3．当时中苏之间的关系 

4．中苏边界问题的由来 

（三）我方面临的几种选择 

1．继续与苏联进行边界谈判 

    2．寻求国际支持 
    3．妥协——默认苏联占我领土 
    4．反击——不打无把握之仗 
（四）具体执行过程 

（五）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 50年代中期后中苏关系交恶的过程。 

2. 掌握新中国 50年代和 60年代的外交政策。 

作业： 

1．在 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争端中，中国政府是否有必要进行武装反击？从现在来看，还有没

有其他的选择？ 

参考书目： 

1．何明 编著 《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 人民出版社，   2007 

2．陈锡联 《陈锡联回忆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7 

3．张麟 《军事档案：新中国军旅大事纪实》 湖南出版社，2006 

4．萧心力 主编 《毛泽东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 人民出版社，2001 

5．杨闯 等著 《百年中俄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6．[苏]鲍里索夫等著，肖东川，谭实译 《苏中关系（1945——1980）》 三联书店，1982 

7．[苏]A普罗霍罗夫著，北京印刷三厂等译 《关于苏中边界问题》 商务印书馆，1977 

8．[美]洛乌著，南生译 《龙与熊——中苏争端始末》 兵器工业出版社，1989 

9．[英]琼斯•凯维尔著，郭学德译 《中苏关系内幕纪实——1949—1984》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4 

10．蒋建农 主编 《中南海三代领导集体与共和国军事实录》（上中下卷）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 

11．魏彦杰 《封冻时节》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 

12．马约生 钱澄 《和平之愿——20世纪冲突与化解》 南京出版社，2006 

13．晨立 丁伟 编著 《惊雷狂飙：百年中国军事大事——20 世纪军事回眸》 科学普及出版

社，2003 

知识单元 4：四、以 1979年中国对越南自卫反击战为例 

参考学时：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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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一）事件经过 

（二）背景 

1．当时越南的基本情况 

2．当时中国的基本情况 

3．当时的中越关系 

（三）我方面临的几种选择 

1．与越南进行全面谈判 

2．与越南只进行边界谈判 

3．提交联合国 

4．武力教训越南 

（四）具体执行过程 

（五）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新中国成立后中越关系由友好变恶化的过程。 

2. 掌握新中国 70年代的外交政策。 

作业： 

从现在来看，中国是否有必要在 1979年对越南进行一场自卫反击战？其影响是什么？ 

参考书目： 

1．马约生 钱澄 《和平之愿——20世纪冲突与化解》 南京出版社，2006 

2．晨立 丁伟 编著 《惊雷狂飙：百年中国军事大事——20世纪军事回眸》 科学普及出版社，

2003 

3．李家忠 《越南国父胡志明》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4．刘贵波 等著 《鸿爪遗综》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5．钱江 《在神秘的战争中——中国军事顾问赴越南征战记》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 

（四）第三讲  外交事件——以 1967年中国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为例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背景 

1．当时英国的基本情况 

2．当时中国的基本情况 

3．当时香港的基本情况 

4．当时的中英关系 

二、事件的经过 

1．中英围绕香港事态的冲突 

2．火烧英国代办处 

3．中英双方都采取了冷静和克制的态度 

三、其他外交事件 

四、启示 

五、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新年中国成立后中英关系发展的大致历程。 

2．掌握文革期间中国外交的主要特点。 

作业： 

从 1967年中国火烧英国代办处来看，中国政府应该如何来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外交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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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史 中央档案馆 《中共党史资料（2003—2）》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    

2．王为民 《百年中英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3．萨本仁 潘兴明 《20世纪的中英关系》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五）第四讲  在野党外交——以中国与澳大利亚建交为例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澳建交 

二、背景 

三、建交前中澳外交往来 

四、水到渠成 

五、其他在野党外交 

六、启示 

七、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的基本原则。 

2．掌握中国同澳大利亚建交的基本过程。 

作业： 

1． 从中澳建交来看，在野党在外交中的重要作用是什么？ 

参考书目： 

1．侯敏跃 《中澳关系史》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刘攀德 《澳大利亚东亚政策的演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3．陈敦德 《新中国外交谈判》，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 

4．于杭 梁再冰 《澳大利亚》重庆出版社，2004 

5．张秋生 《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六）第五讲  务实外交——以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建交为例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背景 

（一）沙特阿拉伯的基本情况 

（二）中国的现状 

（三）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 

（四）中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 

二、中沙建交 

（一）接触 

（二）中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武器 

（三）中沙经济往来 

（四）中沙建交谈判 

（五）水到渠成——中沙建交 

三、其他务实外交 

四、启示 

五、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冷战后中国同部分国家外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大致过程。 

2. 掌握 90年代初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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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新时期之后，试举出中国务实外交的其他例子？ 

参考书目： 

1．安惠侯 黄舍骄 等 《丝绸之路——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 50年外交历程》 2006 

2．时延春 《大使的四十年中东情》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3．袁鲁林 《波斯湾争夺目击记》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4．钱学文 《当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社会与文化》，2003 

5．王彤 主编《当代中东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七）第六讲  多边外交——    5学时 

知识单元 1：一、以 1981年联合国第五任秘书长选举为例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以 1981年联合国第五任秘书长选举为例 

结果 

背景 

1．联合国秘书长选举的基本情况 

2．中国是拥有否决权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3．联合国第五任秘书长候选人的基本情况 

（三）1981年联合国安理会上的斗争 

1．安理会上的形势 

2．具体过程 

（四）我方面临的几种选择 

1．态度坚决——只同意第三世界的惟一候选人萨利姆 

2．作出妥协——瓦尔德海姆再担任一届后，由萨利姆接替 

3．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同意从第三世界其他国家推选秘书长 

（五）其他类似第五任秘书长选举的例子 

（六）启示 

（七）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过程。 

2．掌握中国作为五大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的作用。 

作业： 

1．中国政府是否有必要坚决反对瓦尔德海姆连任联合国的秘书长？ 

参考书目： 

1．王杏芳 《中国与联合国》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2．张树德 《中国重返联合国纪实》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3．李铁城 《世界之交的联合国》 人民出版社，2002 

4．《邓小平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人民出版社，1974 

5．赵磊 《建构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动的演进》 九州出版社，2007 

6．[美] 斯托勒编 刘宇光 郭建青 译 《联合国总部大厦》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7．叶成坝 《亲历联合国高层》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8．中国联合国协会编 《模拟联合国指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9．李铁成主编 《联合国里的中国人（1945—2003） 》上下 人民出版社 ，2004 

10．李铁城 钱文荣 主编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关系》 人民出版社， 2006 

11．王德春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暑与中国（1945—1947） 》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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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刘恩照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法律出版社 1999 

13． 郑佳节 《潘基文联合国掌门人》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知识单元 2：二、以以日内瓦的人权斗争为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结果 

（二）背景 

1．人权委员会的基本情况 

2．中国加入人权委员会的过程 

3．1990—1996西方六次反华提案的破产 

（三）1997年人权委员会上的斗争 

 1．第 53届人权委员会的形势 

 2．具体操作过程 

（四）其他多边外交斗争的例子 

（五）启示 

（六）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 90年代后中国人权斗争的国际背景。 

2．掌握中国在人权委员会斗争的基本原则。 

作业： 

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在日内瓦人权委员会上的斗争？ 

参考书目： 

1．韩云川 《中美人权之争》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 

2．中国人权研究会 编 《新世纪中国人权》 2005 

3．洪国起 黄国辉 《透视美国人权外交》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4．钟瑞添 《当代中国与人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5．周琪 《美国人权外交政策》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6．周琪 主编 《人权外交：人权与外交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时事出版社，2002 

7．罗艳华 《国际关系中的主权与人权：对两者关系的多维透视》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8．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 《国际人权文件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知识单元 3：三、以南沙群岛的争端为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现状 

（二）背景 

1．南沙群岛的基本情况 

2．南沙群岛争端的出现 

（三）多方争执的问题所在 

（四）我方面临的几种选择 

1．用武力强占 

2．提交联合国 

3．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五）具体解决问题的过程 

（六）国际上岛屿争端的解决办法 

（七）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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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产生南沙问题的原因和背景。 

2．掌握中国在南沙问题上的基本原则。 

作业： 

你认为解决南沙群岛争端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参考书目： 

1．傅铸 《关于我国的领海问题》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2．刘宝银 编著 《南沙群岛 东沙群岛 澎湖列岛》 海洋出版社，１９９６ 

3．李金明 《南海波涛：东南亚国家与南海问题——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海洋出版社，2005 

4．张海文 主编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释义集 海洋出版社，2006 

5．郭文路 黄硕琳 《南海争端与南海渔业资源区域合作管理研究》海洋出版社，2007 

6．吴士存 编著 《世界著名岛屿经济体选论》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7．张玉坤 张慧 编著 《戍海周边：海上安全环境与海洋权益维护》 海潮出版社，2004 

（八）第七讲  危机处理——以 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为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事件发生 

二、背景 

（一）小布什总统刚刚上台，美国对外政策处于调整期 

（二）在新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 

（三）撞机事件发生 

三、我方面临的几种选择 

（一）态度强硬—— 人机都不放 

（二）作出妥协—— 人机同时放 

（三）先强硬 后妥协—— 先放人  后放机 

四、具体操作过程 

（一）第一阶段：释放美军机组人员 （4月 1日——4 月 12日） 

（二）第二阶段：美侦察机回国问题的处理（4月 11日——6月 7日） 

（三）第三阶段：赔偿问题（6月 7日——8月 11日） 

五、遗留问题 

六、其他危机处理的例子 

七、启示 

八、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小布什上台后中美关系的背景。 

2．掌握中国处理危机的基本原则。 

作业： 

你认为解决中美撞击事件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参考书目： 

1．郝雨凡 张燕冬 《限制性接触——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走向》 新华出版社，2001 

2．杨洁勉 《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2006 

4．彭 谦 等 《中国为什么说不？——论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误区》 新世界出版社，1996 

5．孙哲等著 《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案例与分析》时事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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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建飞 《敌人朋友还是伙伴——中美日战略关系演变》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7．周溢湟 《中美关系风云录——中国外交官手记丛书》 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 

8．全国美国经济学会·浦东美国经济研究中心 《美国经济走势与中美经贸关系》 上海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2006 

9．丁松泉 《中国崛起与中美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九）第八讲  使馆工作    4学时 

知识单元 1：一、关于驻外使馆突发紧急事件的决策——以 1991年中国从索马里撤除使馆人员为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撤馆 

（二）背景 

1．中索关系的现状 

2．索马里的局势 

（三）使馆面临的几种选择 

1．报告国内，由国内定夺 

2．建议国内予以积极考虑，等待国内指示 

3．按国内指示办的同时，根据情况灵活处理 

（四）具体撤退过程 

1．第一次撤退 

2．第二次撤退 

（五）其他驻外使馆突发紧急事件的例子 

（六）启示 

（七）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 90年代初索马里问题产生的背景。 

2．掌握中国领事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内容。 

作业： 

从 1991 年中国从索马里撤除使馆人员来看，中国政府应该在外交领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危机

应对机制？ 

参考书目： 

1．张历历 《外交决策》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2．郭靖安 吴军 《出使非洲的岁月——外交官看世界》 四川人民出版社 

3．周溢潢 主编 《惊心动魄的外交岁月——中国外交官手记》 湖南出版社，2006 

4．《改变世界的１００个系列》编辑部 《改变世界的１００场战争与冲突——改变世界１０

０系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朱崇坤 《霸权的历程：美国军事战略冷观察》 新华出版社，2000 

（十）第九讲  礼宾工作    2学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访华 

二、背景 

（一）中苏关系的现状 

（二）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的讲话 

（三）中方对勃列日涅夫讲话的反应 

（四）磋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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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达成协议 

（六）破冰之旅 

三、礼宾接待工作 

（一）精心准备 

（二）礼品 

（三）没铺红地毯的国宾欢迎议式 

（四）国宴 

（五）会谈  

（六）没有完成的工作 

（七）国宾车队弯弯绕 

四、其他礼宾工作的典型例子 

五、启示 

六、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中苏关系发展的背景和过程。 

2．掌握中国礼宾工作的基本原则。 

作业： 

礼宾工作的重要性表现在什么方面？ 

参考书目： 

1．马保奉 《礼宾春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2．吴德广 刘一斌 主编 《礼宾：鲜为人知的外交故事》，新华出版社，2008 

3．金正昆 刘桦 《现代礼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金正昆 《国际礼仪》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金正昆 《外事礼仪概论》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6．金正昆 《外事礼仪》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2 第一讲 领袖外交 8  

3 第二讲 军事冲突 4  

4 第三讲 外交事件 1  

5 第四讲 在野党外交 1  

6 第五讲 务实外交 1  

7 第六讲 多边外交 5  

8 第七讲 危机处理 2  

9 第八讲 使馆工作 4  

10 第九讲 礼宾工作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关系史》、《战后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学原理》、《中国对外关系与边疆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口述当代中国外交》等课程，为本课程的学习提供了专业知识背景，

给本课程的学习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本课程为后续、《外交谈判》、《外交礼仪》等课程的学习

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角度以及更为广阔的专业知识背景，有益于拓展学生的专业视野，丰富学生的

专业素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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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在新中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 

2．周恩来在新中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 

3.  邓小平在新中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 

4. 江泽民在新中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 

5. 胡锦涛在新中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 

6. 习近平在新中国外交决策中的作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以学生的讨论为主，老师讲授相关背景、理论并进行点评和总结，并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进行模拟、辩论、书籍或论文的评析等活动，以强化教学效果。 

……………… 

4、课程自主学习时 

每次上课就选定的专业著作进行阅读后的讨论，事先需确定主题；或进行研究现状的评析，事

先需进行资料收集工作。自主学习可分组进行也可每人独立学习，之后的学习心得与成果可由全班

同学评议并交教师批改。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执笔：李群英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国际关系理论前沿问题 
New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ies 

课程号： 4050205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属于研讨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国际关系理论基本原理和概念知识；2、了解和把握国际关系理

论发展前沿动态；3、能够运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课堂案例分析训练，使学生掌握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知识和

国际关系基本原理，了解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基本前沿问题，为各种区域和国别问题的课程学习提

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全球化与当代国际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全球化与当代国际关系的转型 

（1）什么是全球化？全球化是指当代人类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

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进程与趋势。 全球化具有跨越国界的全球联结性、跨国

性和不可分割性的特点。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全球化不同于现代化、国际化、一体化；全球化绝非

单一的经济全球化，而是全面的全球化；全球化首先是一种客观现象与进程，但它同时也存在着被

意识形态化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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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主权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敏感性与脆弱性，非国家化，主权弹性增强，国际机制网络的厚密和

权威的增强。 

2.全球化与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向 

（1）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2）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定位与战略选择。必须坚定不移地融入全球化。努力改变全球化进程

中的不公正与不平衡。 

3.国际关系理论与学习方法 

（1）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学术流派；国

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的演进。 

（2）如何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问题；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案例；国际

关系研究中的数据；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史料。 

（3）国际关系有哪些“门槛”？基础元素——概念；理论范式与逻辑方法。 

4.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论价值 

5.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研究的主要文献。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基本概貌和主要文献。 

2．掌握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 

作业： 

1.如何看待全球化给中国外交带来的影响？ 

2.列举国际关系研究和中国外交中的主要“问题”。 

3.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4.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哪些？ 

知识单元 2：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演变及其层次分析方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演变 

（1）古典文明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古典政治理论中的“人、政治与社会”理论；西方

古典文明时期的政治学说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源起。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 

（2）中世纪晚期及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家的国际理论。中世纪晚期及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国际理

论；近代政治思想家的国际理论。 

（3）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研究主题；爱德

华•卡尔的《二十年危机》；斯拜克曼二战期间对权力政治和地缘政治的研究；冷战期间的国际关系

理论研究。 

2.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层次分析法 

（1）层次分析法的历史发展。肯尼斯·华尔兹的《人、国家与战争》从人性、国家、国际体

系三个“意象”（image）对战争根源进行了综合分析，从而开创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方法。

层次分析法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方法之一，最早由在 1959 年出版中提出。在书中，华尔兹而第一

位将层次分析法作为方法论提出来的则是戴维·辛格。1961 年，他在《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问

题》一文中，把影响外交政策的因素划分为两大层次：国际体系与民族国家。詹姆斯·罗斯诺提出

了 5个分析层次变量：个人、角色、政府、社会、国际系统。后来，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

尔发展了罗斯诺的层次体系，提出了从宏观到微观的 6个层次，依次是：世界系统、国际关系、国

内社会、国家政府、决策者角色、决策者个人。世界系统指国际行为体所处的世界环境，如国际系

统结构和进程、世界科学发展水平等；国际关系指国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国内社会指决策者所处

的国内社会环境，如社会的富裕程度、利益集团的行为特征、社会成员的素质等；国家政府指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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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所在政府的性质和结构，如国家政治制度和政府机构的安排等；决策者角色指决策者的职务;决

策者个人指决策者的性格、价值观念等纯属个人的因素。 

（2）层次分析法的基本要义。国际体系层次（世界体系层次与国家间关系层次）；国家层次（政

治体系结构、利益集团及其结构、社会结构）；个体层次（个体角色、个体特性）。 

（3）层次分析法的实质。究其本质，国际关系的分析层次实际上有两重涵义：一是不同的层

次代表了不同的“解释来源”（自变量）所处的位置；二是不同的层次代表了不同的“研究对象”

（因变量）所处的位置。 从本质上讲，层次分析的主要目的是使研究者更好地辨别和区分国际关

系研究中的各种变量，从而使研究者能够在不同的变量间建立可供验证的关系假设。 

学习目标： 

1．通过本讲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演变进程和层次分析法的产生和发展。 

2．掌握国际关系理论从古代到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发展线索；初步了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基

本方法。 

作业： 

1．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主要有哪几个阶段？ 

2．层次分析法的要义是什么？ 

知识单元 3：21世纪的国际体系及其变革趋势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体系及其历史演进 

（1）什么是国际体系 .体系与国际体系；国际体系的内容要素。 

（2）国际体系的性质。无政府状态；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特征  

（3）国际体系的历史演进：国际体系的早期形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冷战后的国际体系。 

2．国际体系的结构 

（1）国际体系的结构.国际体系的结构就是体系单元的排列组合模式，单元的能力分配(权力

分配)状况决定了单元在体系内的不同排列组合模式，也即决定了体系的结构类型。由于单元能力

分配决定了单元在体系结构中的等级地位，因此，单元的如何排列就成为国际体系结构的基本问题。 

（2）国际体系的结构模式。莫顿·卡普兰国际体系六模式说；霍尔斯蒂国际体系五模式说；

约翰·罗尔克国际体系四模式说。三种国际体系结构模式：单极体系、两极体系、多极体系。 

3. 国际体系的稳定性与国际秩序。 

（1）国际体系稳定性的主要学说。国际体系结构视角的分析；相互依赖和制度视角的分析；

国际体系文化视角的分析。 

（2）均势与国际体系的稳定。“均势” 概念；均势思想的发展演变；均势的主要内容；均势

理论的局限性。  

4. 国际体系的变革及当代趋势。 

（1）国际体系变革的理论视角。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变革观；自由主义的国际体系变革观；

激进主义的国际体系变革观。  

（2）国际体系的变革因素。体系层次的变革因素；单元层次的变革因素；互动层次的变革因素。 

（3）当代国际体系的变革趋势。当代国际体系的主要特点；当代国际体系的变革趋势。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体系结构发展演变的历史与趋势。 

2．掌握国际体系结构的内涵及国际体系结构模式；掌握国际体系稳定与变革的主要因素；初

步学会运用国际体系结构理论分析国际问题。 

作业： 

1. 什么是国际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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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体系结构的主要含义是什么？ 

3. 国际体系结构的主要要素有哪些？ 

4. 阐述国际体系结构模式的主要学说。 

5. 国际体系稳定与变革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6. 未来的国际体系演变趋势如何？ 

知识单元 4：全球化、相互依存与国家主权变迁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全球化的内涵与影响。 

（1）全球化的内涵与历史发展。全球化的内涵；全球化的历史发展阶段与特征；全球化发展

的内容与动力。 

（2）全球化的表现与质疑。全球化的表现；对全球化的质疑。 

2．全球化、相互依赖与国家主权变迁。 

（1）相互依赖与相互依赖的政治。相互依赖的政治含义；复合相互依赖及其在 21世纪的发展。 

（2）全球化、相互依赖与国家主权变迁。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的挑战；对全球化时代

下的主权认知。 

（3）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政治转型。世界秩序模式转向；权力模式转向；权利与利益政治模式

转向。 

学习目标： 

1．了解全球化的内涵与影响，理解全球化和相互依赖对国家主权变迁带来的影响。 

2．掌握相互依赖政治与复合相互依赖的内涵；初步了解全球化和相互依赖对国际政治转型的

意义。 

作业： 

1. 什么是全球化？ 

2. 全球化给国家主权带来哪些影响？ 

3. 相互依赖的政治主要内涵是什么？ 

4. 如何看待相互依赖中的权力 ？ 

5. 什么是复合相互依赖？ 

6. 全球化与相互依赖对当今国际政治的影响有哪些？ 

7.  如何看待相互依赖与地缘政治的关系？是经济因素还是地缘政治更能够对相互依赖程度

产生影响？可以用相互依赖理论解释中美关系吗？  

8. 如何看待国家主权在 21世纪的演变？ 

知识单元 5：冲突、战争与和平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冲突与战争。 

（1）冲突的基本概念。多尔蒂、普法尔茨格拉芙：某一可以确认的人群（如部族、人种、语

言、文化、宗教、社会经济、政治或其他群体）有意识地反对一个或几个可以确认的人群，原因是

它们各自在谋求不同的或看起来不同的目标。刘易斯·科塞尔：冲突是一场争夺价值以及少有的地

位、权力和资源的斗争，敌对者的目的是压制、伤害或消灭对方。 

（2）冲突的特征：一是双方目标和利益的不相容；二是双方为了达到目标采取了敌对行为。  

（3）冲突的分类。潜在冲突、明显冲突、危机、严重危机、战争；打到底的冲突与共存的冲

突；根本性冲突与偶然性冲突；可驾驭与不可驾驭冲突；古典战争、总体战争、后现代战争；冲突

与战争的历史发展。 

（4）战争发生的原因。国际体系层次的原因；国家层次的原因分析；个体层次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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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冲突的解决与消除。 

2．国家安全。 

军事力量与国家安全；作为政治工具的武力使用。 

3. 国际安全 

（1）集体安全。集体安全的含义；集体安全的历史发展；集体安全机制（国际联盟与联合国）。 

（2）军备控制与裁军。军备控制与裁军的历史发展；军备控制方法（限制武器数量、种类、

研究、开发与部署、转让）；冷战后世界军控与裁军的特点。 

（3）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国际裁军。 

（4）中国的核立场与裁军。 

4. 人的安全与世界安全。 

（1）反思国家安全。人的安全；人类安全。 

（2）世界安全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冲突与战争的基本理论；。 

2．掌握战争发生的原因、集体安全、人的安全、人类安全和世界安全的基本理论；初步了解

国际裁军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的基本发展态势及其中存在的问题。 

作业： 

1. 什么是冲突？ 

2. 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3. 什么是集体安全、人的安全和人类安全？ 

4.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领域存在症结主要有哪些？ 

5. 试阐述和分析中国的核立场和政策主张。 

知识单元 6：东亚国际体系与东亚合作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国际共同体。 

（1）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和国际共同体的概念与内涵。 

（2）东亚国际体系、东亚国际社会与东亚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2．东亚区域合作与东亚共同体建设。 

（1）东亚区域合作的主要机制及其功能和不足。 

（2）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主要指向、面临的问题及可能的出路。 

学习目标： 

1．了解东亚地区历史上出现的国际关系形态和当今东亚区域主要合作机制。 

2．掌握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与国际共同体的概念内涵；初步了解和学会分析东亚区域合作机

制存在问题及其发展路径。 

作业： 

1. 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与国际共同体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2. 东亚区域合作机制主要有哪些？其主要功能及存在问题是什么？ 

3. 试分析东亚区域合作和东亚共同体建设可能的出路。 

知识单元 7：全球经济政治长周期与 21世纪的国际经济政治发展趋势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全球经济长周期理论。 

（1）早期的世界经济长周期思想。 

（2）全球经济长周期理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熊彼得的创新视角的长周期理论；资本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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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周期理论及其发展；创新视角长周期理论及其发展；对经济长周期理论的应用与检验。 

2．全球政治长周期理论。 

沃勒斯坦的政治长周期理论；莫德尔斯基的全球政治长周期理论；全球政治长周期理论的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全球经济长周期与政治长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 

2．初步领会和理解 21世纪全球经济政治发展的长期趋势。 

作业： 

1. 你如何看待全球政治经济长周期？ 

2. 如何看待美国在 21世纪的霸权发展态势？ 

3. 面对 21世纪的政治经济长周期，中国的国际战略应向哪些方面发展？ 

知识单元 8：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未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大国崛起概念与中国崛起。 

（1）大国崛起的概念与性质。崛起的概念；崛起的零和性；崛起阶段与国际环境 

（2）大国崛起与体系战争。核时代的大国崛起与体系战争；民主大国崛起与体系战争。 

（3）崛起战略选择与大国崛起成败。崛起大国面临的崛起困境；缓解崛起困境的不同思考；

崛起战略、相对实力与崛起成败。 

（4）中国崛起的影响。中国的崛起将使亚洲和平更有保障；中国崛起将使世界更加文明；中

国崛起将是世界更加繁荣。 

2. 中国崛起战略与国际秩序的未来。 

（1）中国和平崛起的内涵及其途径。中国和平崛起的内涵；中国和平崛起的途径。 

（2）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挑战与安全合作战略。中国崛起与西方的忧虑；中国崛起与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中崛起国家的逻辑；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安全问题与挑战；中国崛起的安全合作战

略。 

（3）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未来。国际秩序的性质与中国崛起；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未来。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及面临的挑战。 

2．掌握大国崛起的主要概念内涵；初步把握中国崛起在未来的崛起路径和国际秩序演变的趋势。 

作业： 

1. 大国崛起的主要内涵是什么？ 

2. 大国崛起面临的主要困境有哪些？ 

3. 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挑战有哪些？ 

4. 试阐述中国崛起对未来国际秩序演变的影响。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教学主要为课堂问题分析原理分析练习，没有专门的实验课堂

安排。课堂问题分析和案例分析的训练主要安排在每个专题教学课堂中穿插进行，八个知识单元的

教学中，除导论外有七个知识单元共计 9周次的课堂专题教学，每周课堂专题教学约为 0.5个课时，

共计约为 4-5个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讲 导论：全球化与当代国际关系 3 讲授 

2 第二讲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演变及其层次分析方法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

课堂问题分析练习 

3 第三讲 21世纪的国际体系及其变革趋势（I）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

课堂问题分析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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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三讲 21世纪的国际体系及其变革趋势(II)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

课堂案例分析练习 

5 第四讲 全球化、相互依存与国家主权变迁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

课堂案例分析练习 

6 第五讲 冲突、战争与和平(I)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

课堂案例分析练习 

7 第五讲 冲突、战争与和平(II)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

课堂案例分析练习 

8 第六讲 东亚国际体系与东亚合作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

课堂案例分析练习 

9 
第七讲  全球经济政治长周期与 21世纪的国际经济

政治发展趋势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

课堂案例分析练习 

10 第八讲 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未来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

课堂案例分析练习 

11 结课考查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政治学原理》、《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后续课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流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第二知识单元层次分析法、第三知识单元国际体系与国际体系结构模式、第四知识单元

全球化和相互依赖对国家主权变迁的影响、第五知识单元国际安全与人的安全的内涵于主要内容等。 

难点：第二知识单元如何理解和学会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问题、第三知识单元如何运用国际体

系结构理论分析当今国际体系、第五知识单元如何理解与调和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的张力、第

六知识单元如何把握全球政治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第七知识单元如何理解和评估东亚共同体建设存

在的有利和不利条件、第八知识单元如何评估中国崛起对未来国际秩序的影响。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各知识单元主要采取专题讲授的方式授课。 

2.案例分析。每个知识单元都采取专题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授课 

3.课堂案例分析和现实问题分析的练习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课堂讨论。 

3. 课堂练习与测验。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阅读经典原著，撰写读书报告两份以上。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5％，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问题分析与案例分析练习占 15%；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需按照章节预留作业进行课下阅读和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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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由于本门课程属于课堂研学课，课程内容又主要跟踪学术前沿进展，故暂无适用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无。 

（二）推荐参考书 

1.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

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版。 

2．肯尼斯•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第四至六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3．托布约尔•克努成著，余万里、何宗强译：《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4．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5．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6、阎学通、孙学峰著：《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7、Marc Genest著：《冲突与合作：演进中的国际关系理论》（英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或者参考 Marc Genest，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rcourt Brace& Company, 1996. Chapter 1. 

8、Patrick M. Morgan,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th Edition,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6. 

9、 M.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10．Paul R. Viotti，Mark V. Kauppi,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Pluralism, Globalism, and Beyond.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9. 

11．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12．(澳)凯米莱里/(澳)福尔克：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 李东燕 翻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13．赵汀阳：《天下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14．郭定平主编：《东亚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15．张蕴岭：《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我对东亚合作的研究、参与和思考》，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 

16．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17．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执笔：刘贞晔  审稿：刘贞晔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8日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对策分析 
China’s Peripheral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Corresponding Strategy 

课程号：4050205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巩固和运用国际政治专业理论和专业知识；2、进一步熟悉中国周边

安全环境现状和发展趋势；3、培养学生成为本专业的研究性人材和实用性人材。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国际政治专业基础知识、国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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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原理，了解相关概念，为国际安全学、当代中国外交决策案例分析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专业

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16学时 

知识单元 1：美国东亚政策与中国的安全环境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演变及特点。 

2．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相关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中美关系的特点及对中国安全的意义。 

2．掌握霸权理论和国际权力转移理论的要点。 

作业： 

运用霸权理论和国际权力转移理论分析中美关系相互博弈和中国的对策 

知识单元 2：日本的国际安全作用对中国安全影响研讨与对策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日本对外战略演变。 

2．日本在东亚权力转移中的作用和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冷战后日本对外战略演变。 

2．掌握国际权力转移理论和相互依存理论。 

作业： 

运用国际权力转移理论和相互依存理论分析中日关系走向及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 

知识单元 3：中俄关系与中国的安全环境 

参考学时：2 

学习内容： 

1．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实质和特点。 

2. 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国安全环境的意义。 

学习目标： 

1. 认识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国安全的意义。 

2. 深入理解地缘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作业： 

分析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国安全环境的意义 

知识单元 4：中亚形势与中国的安全环境 

参考学时：2 

学习内容： 

1．中亚国家政治经济形势 

2.  中亚地区三种势力的影响 

学习目标： 

1. 中亚政治经济形势的特殊性 

2. 认识民族、宗教、分裂势力对我国安全的影响 

作业：三种势力的危害性及和我国安全的威胁及对策 

知识单元 5：南亚形势与中国的安全环境 

参考学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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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南亚形势分析 

2.  中印关系的现状和前景 

学习目标： 

1.  南亚战略形势对我国安全的意义 

2. 新兴大国关系的构建与我国安全环境 

作业：分析中印关系与南亚战略形势对我国安全的影响 

知识单元 6：东盟对华政策与中国的安全环境 

参考学时：2 

学习内容： 

1．东盟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         

2.  东盟国家对华政策分析 

学习目标： 

1. 东盟国家政策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 

2. 经济合作与安全环境的关系 

作业：分析东盟国家对华政策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 

知识单元 7： 地区安全安排与中国的安全环境 

参考学时：2 

学习内容： 

1．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机制 

2. 东亚安全合作机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 

学习目标： 

1. 了解东亚安全机制的多样性 

2. 中国如何运用安全机制维护自身安全和构建安全环境 

作业：东亚安全机制对中国的影响和如何运用安全机制维护国家利益 

知识单元 8：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估计和对策分析 

参考学时：2 

学习内容： 

1．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总体把握中国安全环境 

2.  中国安全环境对策的思考方式探讨 

学习目标： 

1. 对中国安全环境分析的总结 

2. 对安全对策分析的总结 

作业：本课程学习总结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8个，共 16学时 

实验 1：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的安全环境研讨与对策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的安全环境研讨与对策分析 

实验要求：熟悉美国对华政策；研究美国对华政策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掌握运用所学专业

理论进行分析的方法。 

实验 2：日本的国际安全作用对中国安全影响研讨与对策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日本的国际安全作用对中国安全影响研讨与对策分析  

实验要求：熟悉日本国际安全作用的演变趋势；研究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掌握相关对策

的思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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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3：中俄关系与中国的安全环境研讨和对策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中俄关系与中国的安全环境研讨和对策分析  

实验要求：熟悉中俄关系现状；研究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掌握相关分析和对策研究的方

法。 

实验 4：中亚形势与中国的安全环境研讨和对策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中亚形势与中国的安全环境研讨和对策分析  

实验要求：熟悉中亚形势；研究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掌握研讨和分析对策的方法。 

实验 5：南亚形势与中国的安全环境研讨和对策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南亚形势与中国的安全环境研讨和对策分析  

实验要求：熟悉南亚形势；研究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掌握相关研讨和对策分析方法。 

实验 6：东盟对华政策与中国安全环境研讨和对策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东盟对华政策与中国安全环境研讨和对策分析 

实验要求：熟悉东盟对华政策；研究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掌握相关对策和研究方法。 

实验 7： 地区安全安排与中国安全环境研讨和对策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地区安全安排与中国安全环境研讨和对策分析  

实验要求：熟悉中国周边地区安全机制；研究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掌握研讨和对策分析

方法。 

实验 8：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和对策分析的总结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和对策分析的总结……  

实验要求：熟悉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研究相关对策分析；掌握对策研究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2 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的安全环境 2  

3 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安全环境研讨与对策分析 2  

4 日本的国际安全作用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2  

5 日本的国际安全作用对中国安全影响研讨与对策分析 2  

6 中俄关系与中国的安全环境 2  

7 中俄关系与中国安全环境研讨与对策分析 2  

8 中亚形势与中国的安全环境 2  

9 中亚形势与中国安全环境研讨与对策分析 2  

10 南亚形势与中国的安全环境 2  

11 南亚形势与中国安全环境研讨与对策分析 2  

12 东盟对华政策与中国安全环境 2  

13 东盟对华政策与中国安全环境研讨与对策分析 2  

14 地区安全安排与中国的安全环境 2  

15 地区安全安排与中国安全环境研讨与对策分析 2  

16 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和对策分析的总结 2  

17 对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和对策分析的总结 2  

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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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政治学原理，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战后国际关系 

后续课程：国际安全学，当代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当代中国外交决策案例分析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美国及周边国家对华政策和安全政策，影响中国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国际安全理论及

实际运用，中国安全环境对策分析。 

难点：掌握国际政治理论和专业知识实际运用的能力，安全对策分析能力。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集体研讨。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 相关图像资料。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多媒体教室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自编教材结合国际形势最新动态进行分析和研讨。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2.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杨成緖主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透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 

4.朱听昌主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与安全战略》，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 

5.王缉思主编：《高处不胜寒— —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与世界地位》，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年版。 

6.刘世龙：《美日关系（19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7.孙承：《日本与东亚――一个变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苏浩：《亚太合作安全研究――从哑铃到橄榄》，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9.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太战略场――世界主要力量的发展与角逐》，时事出版社，2002

年版。 

10.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 

11.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

版社，1998年版。 

12.（美）约瑟夫·奈：《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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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美）查尔斯·库普钱：《美国时代的终结――美国外交政策与 21 世纪的地缘政治》，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4. （美）迈克尔.格林、帕特里克.克罗宁：《美日联盟：过去现在和将来》，新华出版社，2000

年版。 

15. 阿米塔·阿查亚：《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6. [美]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7. [美]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18. [英] 巴瑞·布赞、奥利·维夫等：《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9．（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执笔：孙承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4日 

 

国际谈判实务（英语双语）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PRACTICE 

课程号：4050205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帮助学生掌握国际谈判基本方法；2、以充分的模拟练习培养学生良

好的国际谈判素养；3、指导学生充分了解国际谈判中的语言文化障碍。……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国际谈判基础知识、原理、与技

巧，了解国际谈判的经典案例与实际操作，为学生毕业后从事相关工作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16学时 

知识单元 1：国际谈判基本方法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核心利益。 

2．多元选择。 

3. 客观标准 

4. 人际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谈判基本方法。 

2．掌握谈判规程与技巧运用。 

作业： 

英文模拟案例资料的搜集与分析 

知识单元 2：国际谈判常见难题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权力之争。 

2．信用问题。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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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如何运用谈判中的权力。 

2．掌握应对信用危机的技巧。 

…… 

作业： 

基于英文背景的练习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16学时 

实验 1：针对国际谈判方法的四个模拟案例 

参考学时：10学时 

实验内容：发现谈判中的利益、选择、标准、人际关系 

实验要求：熟悉国际谈判基本方法；研究应对不同谈判类型的具体途径；掌握处理语言文化障

碍的多元方法。 

实验 2：针对国际谈判常见难题的两个模拟案例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权力的运用、信用危机的应对 

实验要求：熟悉谈判中的权力来源；研究应对信用难题的策略；掌握达到最优结果的方法。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什么是“原则式谈判”？ 2  

2 寻找核心利益 2  

3 模拟一：求职面试 3  

4 发现多元选择 2  

5 模拟二：寻找突破 3  

6 建立客观标准 2  

7 模拟三：国际冲突之后 3  

8 重视人际关系 3  

9 模拟四：巴以关系中的水资源 3  

10 权力运用 3  

11 模拟五：多方关系中的危机 3  

12 信用难题与一个模拟练习 3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国际谈判基本方法。 

难点：灵活处理谈判中的语言文化障碍。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解、课件、视频。 

2.经典案例与模拟练习。 

教学手段： 

1.基于案例的分析与总结。 

2.公开讨论。 

……………… 

3、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全英文环境的课堂模拟练习。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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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认真听讲、积极参加模拟练习与研讨。 

5、作业要求： 

经提前阅读、思考后认真准备参加模拟练习的英文资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罗杰·费希尔等编著《谈判力》，王燕译，中信集团出版社，2012年 8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基于课程的实践教学与双语教学特征，不建议太大拓展阅读，要求重点基于课程英文模拟资料

深度挖掘相关背景信息，锻炼谈判资料的英文写作与表达。  

执笔：李晓燕  审稿：刘星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0日 

 

口述当代中国外交 
Oral Contemporary Chinese Foreign Affairs 

课程号：4050205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政治学专业、行政管理专业和公共管理专业的通识选修课程。本课程

是面向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学生开设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

外交也开始了新的篇章。半个世纪以来，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曾面临过西方大国的干涉

和压力，也出现过来自共和国内部“左”的错误的干扰，但新中国外交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

江泽民三代领导人的亲自领导下，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取得了伟大成就。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

会主义中国以崭新的面貌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口述当代中国外交》主要是请新中国成立后的驻外大使们，以自己亲身的经历和见证，给同

学们讲述新中国外交的风云片段，使同学们与大使们零距离接触，多角度了解新中国的外交历程。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导论：2学时 

知识单元 1：一、新中国外交的特色和风格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新中国外交的特色 

1．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 

2．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结合 

3．坚持正义，“不信邪” 

4．信守诺言，“说话算数” 

（二）新中国外交的风格 

   1．实事求是 
    2．求同存异 
    3．不卑不亢 
    4．平等待人 
   5．热情友好 

    6．诚恳磊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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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以理服人 
学习目标： 

1．了解相关概念和理论。 

2．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风格和特点。 

作业： 

新中国外交的特点和风格是什么？ 

知识单元 2：《口述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参考学时：0.5学时 

学习内容： 

1．研究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 

2．范围是从 1949年到现在大国或者重要地区的外交。 

学习目标： 

1．了解大国及重要地区的基本情况。 

2．掌握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国及重要地区的外交政策。 

作业： 

新时期以来中国与不同大国之间的的外交关系？ 

知识单元 3：《口述当代中国外交》的教学目的、基本要求和学习方法 

参考学时：0.5学时 

学习内容： 

1. 大使口授 

2. 老师讲相关背景材料 

3. 同学们准备问题相结合。 

学习目标： 

1．了解本门课程的基本情况。 

2．掌握本门课程的学习方法。 

作业： 

你准备如何学好《口述当代中国外交》这门课程？ 

参考书目： 

1．外交部外交史编辑部 《新中国外交风云》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2．[英] 贝里奇 著 庞中英 译 《外交理论与实践——外交学译丛》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金桂花 著 《话说外交调研：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4．王福春 主编 《外事管理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5．金正昆 著 《现代外交学概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6．鲁 毅 等著 《外交学概论》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7．马保奉 著 《礼宾春秋》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8．吴德广 刘一斌 主编 《礼宾：鲜为人知的外交故事》 新华出版社，2008 

9．叶自成  著《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 北京出版社，1998 

10．叶自成 著 《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

比较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11．[美] 罗斯·麦格迪斯 《当代各国外交政策》 胡祖庆 译 （中国台湾） 五南图书出版有

限公司，1991 

12．[印] 罗伊·新德里 《外交学》 斯特林出版公司，1984 

13．[苏] 科瓦缪夫 《外交入门》 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89 

（二）第一讲  新中国外交的奠定  4 学时 

知识单元 1：一、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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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 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二）毛泽东、周恩来等制定的外交方针 

（三）《共同纲领》和第一部宪法对外交政策的规定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学习目标： 

1．了解新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 

2．掌握《共同纲领》和第一部宪法对外交政策的规定。 

作业： 

1．新中国的外交为什么要“另起炉灶”？ 

知识单元 2：二、外交部的成立及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外交部的成立 

（二）外交部人员的构成 

（三）外交部机构的确立与演变 

（四）外交部办公地址的变迁 

学习目标： 

1．了解外交部几十年来的大致发展历程。 

2. 掌握外交部成立时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讲话精神。 

作业： 

2． 外交部成立时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参考书目： 

1．中央档案馆 《共和国五十年（珍贵档案） 》 档案出版社，1999 

2．青峰石 《外交部大楼里的故事》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3．李力 著 《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 人民出版社，2008 

4．谢君桢 编著 《从板门店到芝加哥-外交官看世界》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5．朱仲丽 著 《毛泽东与王稼祥疾风知劲草》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6．廉正保 王景堂 黄韬鹏 编著 《解密外交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1949——1955） 

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 

（三）第二讲  新中国外交官的素质、遴选与培训  2 学时 

知识单元 1：一、各国对外交官的选拔标准 

参考学时：0.5学时 

学习内容： 

（一）西方国家对外交官的选拔标准 

（二）东方国家对外交官的选拔标准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大国对外交官的选拔标准。 

2．掌握东方国家对外交官的选拔标准。 

作业： 

1．中共东西方对外交官选拔准备的异同？ 

知识单元 2：二、 新中国对外交官的选拔标准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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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中国对外交官的政治要求 

1．站稳立场 

2．掌握政策 

（二） 新中国对外交官的业务素质的要求 

1．钻研业务 

2．严守纪律 

学习目标： 

1．了解新中国对外交官提出的 16字方针的背景。 

2．掌握新中国对外交官提出的 16字方针的内容。 

作业： 

1．如何理解新中国对外交官提出的 16字方针？ 

知识单元 3：三、新中国外交官的选拔与培训 

参考学时：0.5学时 

学习内容： 

（一）新中国外交官的选拔 

1．初、中级外交官的选拔 

2．大使的选拔 

（二） 新中国外交官的培训 

1．外交官培训的摇篮 

2．外交学院的成立 

3．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成立 

4．其他的培训基地和途径 

学习目标： 

1.了解新中国外交官选拔的过程。 

2. 掌握新中国外交官选拔的标准。 

作业： 

新中国的外交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参考书目： 

1．《毛泽东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外交文选》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3．黄金祺 著 《怎样当好外交外事人员：论涉外人员素质修养》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4．黄  华 《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5．宗道一 等 《周南口述 遥想当年羽扇纶今》 

6．《章汉夫传》编写组  《章汉夫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7．耿飚 《耿飚回忆录》上、下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解密外交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1949——

1955） 中国画报出版社，2006 

9．徐京利 《解密中国外交档案》 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 

10．陈敦德 《崛起在 1949——开国外交实录》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11．李肇星 《从未名到未名：李肇星感言录》 青岛出版社，2008 

12．王 凡 著 《吴建民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13．王之栋 著《我这个外交官》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 

14．倪征（日加奥），淡薄从容莅海牙》 法律出版社，1999 

15．郎劲松 著 《新闻发言人实务》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 

16．吴德广 著 《从礼宾官到总领事》 新华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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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章亚南 陈泽梁 主编 《涉外工作常识》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8 

18．邹建华 著 《外交部发言人揭密》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19．郑 言 编 《外交纪实》（1——4）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 

20．周溢潢 主编 《惊心动魄的外交岁月——中国外交官手记》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四）第三讲  第一次建交高潮  2学时 

知识单元 1：一、中苏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参考学时：0.3学时 

学习内容： 

（一）新中国第一位驻苏大使的任命——王稼祥 

（二）新中国第一位驻苏大使走马上任 

（三）历任驻苏(俄)大使 

    王稼祥 (1949.10——1951.02) 
    张闻天 (1951.04——1955.01) 
    刘  晓 (1955.02——1962.10) 
    潘自力 (1962.12——1966.05) 
    刘新权 (1970.11——1976.03) 
    王幼平 (1977.08——1979.07) 
    杨守正 (1980.04——1985.01) 
    李则望 (1985.02——1987.07) 
    于洪亮 (1988.09——1991.11) 
    王荩卿 (1991.12——1995.06) 
    (苏联解体后于 1992年改任驻俄罗斯大使) 
    李凤林 (1995.06——1998.09) 
    武  韬  (1998.09——2001.07) 
    张德广  (2001.07——2003.10) 
    刘古昌  (2003.11—— 2009.07) 
    李  辉   (2009.08——       ) 
学习目标： 

1．了解中苏、中俄外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大致历程。 

2．掌握当前中俄关系的主要特点。 

作业： 

1．苏联解体后为什么很快我们就承认了俄罗斯？ 

知识单元 2：二、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参考学时：0.2学时 

学习内容： 

（一）新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的任命——曹祥林 

（二）新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的任命——王幼平 

（三）新中国驻匈牙利大使的任命——黄镇 

（四）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的任命——谭希林 

（五）中国驻朝鲜大使的任命——倪志亮 

（六）中国驻波兰大使的任命——彭明治 

（七）中国驻蒙古大使的任命——吉雅态 

（八）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的任命——姬鹏飞 

（九）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任命——徐以新 

（十）中国驻越南大使的任命——罗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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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外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共同特点。 

2．掌握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基本原则。 

作业： 

1．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知识单元 3：三、同部分民族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参考学时：0.2学时 

学习内容： 

（一）新中国驻印度大使的任命——袁仲贤 

（二）新中国驻缅甸大使的任命——姚仲明 

（三）新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的任命——王任书 

（四）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的任命——韩念龙 

（五）新中国驻阿富汗大使的任命——丁国钰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同部分民族主义国家外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大致过程。 

2. 掌握中国同部分民族主义国家外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基本原则。 

作业： 

1．中国同部分民族主义国家外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知识单元 4：同部分西北欧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参考学时：0.3学时 

学习内容： 

（一）新中国驻瑞典大使的任命——耿 飙 

（二）新中国驻丹麦大使的任命——郑为之 

（三）新中国驻瑞士大使的任命——冯 铉 

（四）新中国驻芬兰大使的任命——陈辛仁 

（五）新中国驻挪威大使的任命——王幼平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同部分西北欧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的过程。 

2．掌握中国中国同部分西北欧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基本原则。 

作业： 

1．新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参考书目： 

1．徐则浩 《王稼祥年谱》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2．程中原 《张闻天传》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3．刘晓 《出使苏联八年》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4．刘晓等著 《我的大使生涯》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5．李同成 著 《在异国星空下》（外交官看世界）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6．刘贵波等著 《鸿爪遗综》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7．蒋本良 《给共和国领导人作翻译（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8．程运行 《风云特使——老外交家王炳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2001 

9．杨公素 《沧桑九十年——一个外交特使的会议》海南出版社 

10．李连庆 《我在印度当大使/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11．王洪起 《“山鹰之国“亲历》新华出版社，2008 

12．范承祚 著 《往事如诗——范承祚回忆录》 南京出版社，2008 

13．刘彦顺 著 《波兰十月风暴》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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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耿飚 《耿飚回忆录》上、下册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程瑞声 著 《睦邻外交四十年——外交官看世界》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15．李家忠 著 《从未名湖到还剑湖：我与越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五）第四讲  第二次建交高潮  2 学时 

知识单元 1：一、中国同亚非拉外交关系的建立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驻柬埔寨大使的任命——王幼平 

（二）驻埃及大使的任命——陈家康 

（三）驻几内亚大使的任命——柯 华 

（四）驻阿尔及利亚大使的任命——曾 涛 

（五）驻古巴大使的任命——申 健 

学习目标： 

1．了解新中国第二次建交高潮的背景。 

2．掌握新中国第二次建交高潮的基本特点。 

作业： 

1．新中国第二次建交高潮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知识单元 2：二、中法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驻法国大使的任命——黄 镇 

（二）驻法大使的使命 

（三）历任驻法大使 

黄 镇（1964.06——1973.03） 

曾 涛 (1973.06——1977.02） 

韩克华 (1977.08——1980.01） 

姚 广  (1980.05——1982.12） 

曹克强 (1983.02——1986.10） 

周  觉 (1986.11——1990.10） 

蔡方柏 (1990.11——1998.10） 

吴建民 (1998.11——1998.10）      

赵进军 (2003.7 ——2008.02） 

孔  泉 (2008.03—— 2013.05） 

翟  隽（2014.01——      ） 

学习目标： 

1．了解中法外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的背景及大致过程。 

2．掌握法国为什么成为大国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 

作业： 

1．第二次建交高潮的特点是什么？ 

2. 法国为什么成为大国中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 

参考书目： 

1．朱  洪 《将军·外交家黄镇》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2.陈敦德 《破冰在 1964——中法建交实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3．黄舍骄 《春华秋实四十年——中法建交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4．张锡昌 《四十年法国缘》（外交官看世界）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3658 

5．蔡方柏 《从戴高乐到萨克齐》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6．吴建民 施燕华 著 《在法国的外交生涯》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7．佘春树 主编 《柬埔寨饱经沧桑》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4 

8．周伯萍 《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9．江 翔 著 《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我在非洲十七年》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10．詹世亮 著 《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出使土耳其、埃及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11．时延春 著 《中东枭雄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12．朱祥忠 著 《拉美亲历记——外交官看世界》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13．王成家 著 《解读卡斯特罗神话：王大使与菲德尔的不解之缘》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六）第五讲  第三次建交高潮  2学时 

知识单元 1：一、中国同加拿大、意大利、奥地利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参考学时：0.5学时 

学习内容： 

（一）驻加拿大大使的任命——黄 华 

（二）驻意大利大使的任命——沈 平 

（三）驻奥地利大使的任命——王越毅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同加拿大、意大利、奥地利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的背景及过程。 

2．掌握中国同加拿大、意大利、奥地利外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基本原则。 

作业： 

2． 中国同加拿大、意大利、奥地利外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知识单元 2：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发展 

参考学时：0.7学时 

学习内容： 

（一）基辛格秘密访华 

（二）尼克松访华 

（三）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的任命 

黄 镇  (1973.05——1977.11) 

柴泽民 (1978.08——1979.03) 

（四）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 

（五）驻美大使的任命 

（六）历任驻美大使 

柴泽民 (1979.03——1982.12) 

章文晋 (1983.03——1985.04) 

韩  叙 (1985.05——1989.08) 

朱启祯 (1989.105——1993.03) 

李道豫 (1993.04——1998.02) 

李肇星 (1998.03——2001.01) 

杨洁篪 (2001.02——2005.03) 

周文重 (2005.04—— 2009.12) 

张业遂（2010.03——       ） 

学习目标： 

1．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和曲折发展的过程。 

2．掌握 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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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世纪以来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是什么？ 

知识单元 3：三、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参考学时：0.3学时 

学习内容： 

（一）驻联合国常驻代表的任命 

（二）常驻联合国历任代表 

黄 华  (1971.11——1976.10) 

陈 楚  (1977.05——1980.06) 

凌 青  (1980.08——1985.06) 

李鹿野 (1985.08——1999.05) 

秦华孙 (1995.02——2000.02) 

王英凡 (1999.10——2003.06) 

王光亚 (2003.04——2008.10) 

张业遂 (2008.10——2010.02) 

李保东（2010.02——      ）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背景和过程。 

2. 掌握中国在联合国中拥有的合法权利。 

作业： 

1.如何进一步发挥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地位和作用？ 

知识单元 4：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 

参考学时：0.2学时 

学习内容： 

（一）驻日本大使的任命 

（二）历任驻日大使 

陈 楚 (1973.04——1976.12) 

符 浩 (1977.08——1982.02) 

宋之光 (1982.03——1985.08) 

章  曙 (1985.09——1988.06) 

杨振亚 (1988.01——1993.03) 

徐敦信 (1992.12——1998.06) 

陈  健 (1998.04——2001.07) 

武大伟 (2001.07——2004.08) 

王  毅 (2004.09——2007.09) 

崔天凯 (2007.09—— 2010.01) 

程永华（2010.02——      ） 

学习目标： 

1.了解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的背景和过程。 

2掌握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主要原因。 

作业： 

1．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主要原因？ 

知识单元 5：中国同西欧其他发达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参考学时：0.2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英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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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驻英国代办的任命 

宦  乡 (1954.10——1963.03) 

熊向辉 (1962.06——1967.01) 

2、驻英国大使的任命 

3、历任驻英国大使 

宋之光  (1972.07——1977.12) 

柯  华 (1978.09——1983.03) 

陈肇源  (1983.04——1985.03) 

胡定一  (1985.04——1987.06) 

冀朝铸  (1987.08——1991.03) 

马毓真  (1991.05——1995.11) 

姜恩柱  (1995.12——1997.01) 

马振岗  (1997.03——2002.07) 

查培新  (2002.08——2007.03) 

傅  莹  (2007.04—— 2010.02) 

刘晓明 （2010.02——       ） 

（二）中国联邦德国外交关系的建立 

1、驻联邦德国大使的任命 

2、历任驻德国大使 

王雨田 (1973.06——1974.05) 

王  殊 (1974.09——1976.11) 

张  彤 (1977.08——1982.10) 

安致远 (1983.02——1985.04) 

郭丰民 (1985.04——1988.04) 

梅兆荣 (1988.05——1997.01) 

卢秋田 (1997.01——2001.12) 

马灿荣 (2002.01——2009.07) 

吴洪波（2009.08——2012.08） 

史明德（2012.08——现在  ） 

学习目标： 

1.了解中英、中德（西德）建交的背景和过程。 

2掌握当前中英、中德关系的主要特点。 

作业： 

1．当前中英、中德关系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知识单元 6：六、中国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外交关系的建立和发展 

参考学时：0.1学时 

学习内容： 

（一）驻澳大利亚大使的任命——王国权 

（二）驻新西兰大使的任命——裴坚章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外交关系建立和发展的背景和过程。 

2．掌握中国同澳大利亚、新西兰关系的基本原则。 

作业： 

1. 澳大利亚、新西兰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 

2. 第三次建交高潮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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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张 颖 《外交亲历记》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2．王 殊等著 《不寻常的谈判》（新中国大使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符 浩、李同成主编 《鹿死谁手——中国外交官在美国》 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 

4． 王 立 著 《回眸中美关系演变的关键时刻》 世界知识出版社 

5．阮  虹 《一个外交家的经历：韩叙传》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 

6．杨振亚 《出使东瀛》 上海辞书出版社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7 

7．凌 青 《从延安到联合国—凌青外交回忆录》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 

8．庞 森 著 《走进联合国》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9．叶成坝 著 《亲历联合国高层》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0．王亚丽 《爱琴海岸：一个女外交官的希腊生活》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1．张 兵 著 《远离祖国的领土》 新华出版社，2008 

12．王 殊 著 《五洲风云纪》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13．黄德良 著 《中拉建交纪实》（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14．宋家珩、董林夫 《中国与加拿大——中加关系的历史回顾》 齐鲁书社，1993 

15.马振岗 著《难忘英伦》 东方出版中心，2008 

16．侯敏跃 《中澳关系史》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七）第六讲  新时期外交关系的建立  3学时 

知识单元 1：一、同亚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的重新任命——钱永年 

（二）驻新加坡大使的任命——张 青 

（三）驻韩国大使的任命——张庭延 

（四）驻沙特阿拉伯大使的任命——孙必干 

（五）驻以色列大使的任命——林 真 

学习目标： 

1.了解新时期中国印尼、新加坡、韩国、沙特、以色列外交关系恢复和建立的背景和过程。 

2．掌握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作业： 

1. 新时期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知识单元 2：二、同非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驻津巴布韦大使的任命——褚启元 

（二）驻纳米比亚大使的任命——吉佩定 

（三）驻南非大使的任命——王学贤 

（四）马拉维大使的任命——林松添 

学习目标： 

1.了解新时期中国同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南非、马拉维外交关系建立的背景和过程。 

2．掌握新时期中国外交调整的主要内容。 

作业： 

1.新时期中国外交调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3：三、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 

参考学时：0.5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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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一）驻哥伦比亚大使的任命——赵政一 

（二）驻玻利维亚大使的任命——原焘 

（三）驻哥斯达黎加大使的任命——汪晓源 

学习目标： 

1.了解新时期中国同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外交关系建立的背景和过程。 

2．掌握十八大后中国外交的主要内容。 

作业： 

1. 十八大后中国外交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4：四、中国同大洋洲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 

参考学时：0.5学时 

学习内容： 

（一）驻瓦努阿图大使的任命——申志伟（兼） 

（二）驻汤加大使的任命——张滨华 

学习目标： 

1.了解新时期中国瓦努阿图、汤加等大洋洲岛国外交关系建立的背景和过程。 

2．掌握新时期外交关系建立的共同特点。 

作业： 

1. 掌握新时期外交关系建立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参考书目： 

1．钱其琛 《外交十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2．黄志良 《中拉建交纪实》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3．时延春 《中东枭雄/见证历史：共和国大使讲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4．苏丽雅 黄培昭 著 《中东：时间的风景》 南京师范大学 2005 

5．李连庆 著 《我在印度当大使》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6．杨洪林 著 《亲历与见证：战后中国首任驻伊拉克大使杨洪林手记》 明天出版社，2006 

7．潘占林 著 《战火中的外交官——亲历北越炸馆和南联盟战火》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8．吴钟华 著 《南太不了情：一个外交官鲁滨逊式经历——外交官看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6 

9．马振岗 著 《难忘英伦》（中国大使手札） 东方出版中心，2008 

10．沈允熬 著 《情系大洋彼岸》（中国大使手札） 东方出版中心，2008    

11．陈云照 著 《枫雪桑梓情 》 （中国大使手札） 东方出版中心，2008 

12．黄土康 著 《出使拉美三国感怀》（中国大使手札） 东方出版中心，2008 

13．张来元 著 《中东非洲不了情》（中国大使手札） 东方出版中心，2008 

14．郭靖安 吴军 著 《出使非洲的岁月》（外交官看世界）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15．刘新生 潘正秀 著《飞向世外桃源》（外交官看世界）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16．陈文照 著 《吴音柔媚醉天涯》（外交官看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17．汤铭新 著 《飞架太平洋上空的虹桥》（外交官看世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18．郁兴志 著 《在沙特当大使的日子》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三、大使讲座主要内容 

知识单元 1：第一讲 中国伊朗关系的过去和现在 

参考学时：3学时 

主讲人 前驻伊朗大使 华黎明先生 

学习内容： 

一、伊朗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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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与伊朗的关系 

三、美国与伊朗的关系 

四、伊朗在中东的地位 

大使简介： 

1939年生于上海。 

1956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自 1963年起至 1983年先后在中国驻阿富汗使馆、外交部西亚北非司和中国驻伊朗使馆任职员、

三等秘书、二等秘书和一等秘书。 

1983年后先后任外交部西亚北非处处长、参赞和副司长。 

1991年-1995年任中国驻伊朗大使。 

1995年-1998年任中国驻阿联酋大使。 

1998年-2001年任中国驻荷兰大使兼中国常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代表。  

现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联合国协会常务理事。重点研究中东海湾及西欧问

题尤其对伊朗核问题有很深入精辟的研究。 

知识单元 2：第二讲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三十周年和当前的中日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主讲人 前驻日本大使 徐敦信先生 

学习内容： 

一、《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的背景 

二、邓小平访问日本 

三、当前的中日关系 

四、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外交官 

大使简介： 

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1991.4～1993.4)。江苏扬州人。1956 年～1962 年，先后在

上海复旦大学英语系和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曾在广播事业局对外部实习工作。1964 年 7 月入外

交部，历任翻译队翻译，亚洲司副处长，驻日本使馆一秘，亚洲司处长、副司长，驻日本使馆公使

衔参赞(1985.8～1988.2)，亚洲司司长(1988.3～1989.10)，部长助理(1989.10～1991.4)。1993

年 4月至 1998年出任驻日大使。任部长助理后，1989年 12月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就两国关系正

常化的有关问题进行会谈。1990年 7月在北京和新加坡代表就中新建交问题进行会谈。1990年～

1991年多次参加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1991年 8月在北京同

越南副外长就中越关系正常化和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进行磋商；次年 9月赴河内参加中越关系正常

化后两国第一次副外长级磋商。1991 年 4 月率中国外交代表团对文莱进行首次访问并就中文建交

问题进行会谈。1992年 2月赴印度参加中印边界磋商；同年 5月～8月作为中方首席代表在北京就

中韩建交问题同韩方代表进行谈判。 

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顾问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 中巴友好论坛中方主席 

知识单元 3：第三讲   中法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参考学时：3学时 

主讲人 前驻法国大使 蔡方柏先生 

学习内容： 

一、中国与法国关系简述 

二、法国在欧盟中的作用 

三、我所了解的萨科齐 

四、中法关系的未来发展趋势 

大使简介： 

1936年 1月生于湖北咸宁市。1952年进入武汉市合作总社干部科工作，后毕业于北京外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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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和瑞士日内瓦大学。1964 年起在外交部工作，历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参赞、公使

衔参赞，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中国驻瑞士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1998 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人

大代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4 年任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会长、欧洲学会法国研

究会会长。 

知识单元 4：第四讲   中苏（俄）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参考学时：3学时 

主讲人 前驻俄罗斯大使 李凤林先生 

学习内容： 

一、苏联解体时的中苏（俄）关系 

二、目前的中俄关系现状 

三、中苏（俄）边界问题 

四、我是如何成为一名外交官的 

大使简介： 

祖籍河北，1953 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留校任教两年后进入莫斯科大学深造。李凤林曾作为

翻译和工作人员参加了从 1964年到 1989年中苏边界谈判的全过程，后来从 1995年到 1998年担任

中国驻俄大使期间也曾介入谈判工作，共 28 年参于其中。在担任中国驻俄大使之前还曾在保加利

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担任过大使。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所长、外交部特约调研员、中国战略协会高级顾问、俄罗斯社

科院院士、北京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 

知识单元 5：第五讲  走向成熟的中印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主讲人 前驻俄罗斯大使 周刚先生 

学习内容： 

一、我所了解的印度 

二、中印关系概述 

三、中印边界与西藏问题 

四、未来的中印关系 

大使简介： 

1955 年考入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后被分到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方系学习印度专业； 

1962 年进入外交部，在亚洲司四处（主管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工作，分管印度事务；

1970年起驻印度使馆任三等秘书；1976-1980年驻孟加拉国国使馆任二等秘书、研究室主任、使馆

党委委员； 1980-1988年，在亚洲司先后任副处长、处长、副司长；1988年 7月起任驻马来西亚

大使（兼使馆党委书记）； 1991年 5月─1995年 3月，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兼使馆党委书记）；1995

年 8月─1998年 2月：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兼使馆党委书记）； 1998年 4月─2001年：任驻印

度大使（兼使馆党委书记）； 2000年 5月：促成前印度总统纳拉亚南访华； 2001年 6月，印度国

际联合基金会授予其「终身外交成就奖」，以表彰他在促进印中两国关系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印度

前总理高达出席授奖仪式。 

现任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

问 、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知识单元 6：第六讲  我与朝鲜半岛 

参考学时：3学时 

主讲人 前驻韩国大使 张庭延先生 

学习内容： 

一、朝鲜半岛分裂的由来 

二、我所看到的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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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所看到的韩国 

四、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之我见 

大使简介： 

1936 年生，北京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1958年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在中国驻朝鲜使馆

工作多年，曾任中国驻韩国首任大使，参与了中韩建交谈判，是中韩建交的历史见证人之一，著有

《出使韩国》、《永远的记忆》等书。 

现任中国人民外交协会理事，国际问题研究基金理事，北京市政府外事顾问，山东大学韩国学

院名誉院长。 

知识单元 7：第七讲  在伊拉克创造奇迹的背后 

参考学时：3学时 

主讲人 前驻伊拉克大使 孙必干先生 

学习内容： 

一、伊拉克战争概况 

二、中伊关系 

三、战火中的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 

四、我所理解的怎么当好一名合格的外交官？ 

大使简介： 

曾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90年—1994年）、驻伊拉克大使（1994年—1998

年）、驻伊朗大使（1999年—2002年）。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赴伊就任驻伊拉克使馆复馆小组

组长，并于 2004年当选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2006年 4月 1日至 2009年 3月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 

知识单元 8：第八讲  越南的昨天 今天和明天 

参考学时：3学时 

主讲人 前驻越南大使 李家忠先生 

学习内容： 

一、越南概况 

二、蜜月时期的中越关系 

三、中越关系的曲折 

四、当前的中越关系 

五、我所认识的越南领导人 

大使简介： 

1936年 12月生于天津。1956年毕业于天津第三中学。同年 9月起先后就读于北京外语学院法

语系、北京大学东语系和越南国家大学。1963 年进入外交部，曾任亚洲司科员、副处长、处长，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二秘、一秘、政务参战。1994年 2月至 2000年 7月先后任中国驻老挝和越南大

使。 

现为外交部外交笔会副会长， 中国外交史学会理事，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基金会理事。 

知识单元 9：第九讲  全天候的关系：中巴友谊的见证 

参考学时：3学时 

主讲人 前驻巴基斯坦大使 周刚先生 

学习内容： 

一、全天候的中巴友好关系 

二、巴基斯坦人眼中的中国 

三、印巴关系 

大使简介： 

1955 年考入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后被分到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东方系学习印度专业； 

1962 年进入外交部，在亚洲司四处（主管印度、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国）工作，分管印度事务；



3666 

1970年起驻印度使馆任三等秘书；1976-1980年驻孟加拉国国使馆任二等秘书、研究室主任、使馆

党委委员； 1980-1988年，在亚洲司先后任副处长、处长、副司长；1988年 7月起任驻马来西亚

大使（兼使馆党委书记）； 1991年 5月─1995年 3月，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兼使馆党委书记）；1995

年 8月─1998年 2月：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兼使馆党委书记）； 1998年 4月─2001年：任驻印

度大使（兼使馆党委书记）； 2000年 5月：促成前印度总统纳拉亚南访华； 2001年 6月，印度国

际联合基金会授予其「终身外交成就奖」，以表彰他在促进印中两国关系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印度

前总理高达出席授奖仪式。 

现任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

问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 

知识单元 10：第十讲  中欧关系三十年 

参考学时：3学时 

主讲人 前驻德国大使 梅兆荣先生 

学习内容： 

一、我所看到的德国统一  

二、亲历中德建交谈判 

三、中德关系 

四、中国与欧盟 

五、欧洲人眼中的达赖 

大使简介： 

江苏崇明（今属上海市）人，1934年出生。1951年至 1953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读书。

同年赴民主德国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日耳曼语言文学系学习。１９５６年后，历任驻民主德国

大使馆随员，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副处长，驻民主德国大使馆、联邦德国大使馆二等秘书，1985 年

起任外交部西欧司司长。1988年 6月至 1997年 1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特

命全权大使。在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中，梅兆荣先生曾担任中央两代核心领导人德语主要翻译，

出版了多本译著，积极参加各种国际问题研讨会活动，并发表国际问题分析和评论文章数十篇。目

前被外交部聘为特邀调研小组成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

所所长等职。 

知识单元 11：第十一讲  中英关系及英美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主讲人 前驻英国大使 马振岗先生 

学习内容： 

一、中英关系简述 

二、英美关系简述 

三、英国与欧盟 

四、英联邦问题 

大使简介： 

1965年 7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1965年到 l967年在英国伊林技术

学院和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学习。  

1970 年进入外交部，先后担任美大司美国处副处长、处长，美大司副司长、司长等职。曾在中国

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驻加拿大温哥华总领事馆、驻美国大使馆工作。  

    1995年担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1997年 3月至 2002年 7月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在英

国期间，获得米德萨克斯大学名誉博士、中兰克郡大学名誉院士、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名誉会员和伦

敦金融城荣誉市民等头衔。曾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 

现任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会长、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会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

会副理事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今日中国论坛理事会副



3667 

理事长等职，武汉大学名誉教授。另在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担任理事、顾问等。  

知识单元 12：第十二讲  达尔富尔问题的由来、现状和前景 

参考学时：3学时 

主讲人 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 刘贵今先生 

学习内容： 

一、中国对非洲的政策 

二、达尔富尔问题的由来、现状和发展 

三、西方对非洲的政策 

大使简介： 

1945 年 8 月生，山东郓城人，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1972 年-1981 年在外交部办公厅工作；

1981年-1986年任驻肯尼亚共和国大使馆随员、三秘、二秘；1986年-1990年任外交部非洲司二秘、

副处长、处长；1990年-1993年任驻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大使馆参赞；1993年-1995年任外

交部非洲司副司长；1995年-1998年任我国驻津巴布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1998年-2001年任外

交部非洲司司长；2001年-2007年任我国驻南非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2007年 5月 10日，任首位

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鉴于目前苏丹达尔富尔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刘贵今大使又

荣任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 

知识单元 13：第十三讲  我眼中的拉丁美洲 

参考学时：3学时 

主讲人 前驻乌拉圭 委内瑞拉大使 王珍先生 

学习内容： 

一、我所看到的拉丁美洲 

二、我的朋友查韦斯其人其事 

三、外交官的苦与乐 

大使简介： 

1942年出生， 1966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之后分配到外交部从事外交工作。他曾在非、

欧、拉美等地区的国家工作过，先后担任中国驻多个国家大使馆一秘、参赞、大使等职务。最近约

20年来，一直在拉美地区工作，对拉美地区政治、经济、外交局势尤其熟悉。 

王珍大使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中国国际

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国家发展改革国际合作中心特邀研究员。 

知识单元 14：第十四讲  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 

参考学时：3学时 

主讲人 前驻美国大使 李道豫先生 

学习内容： 

一、中美关系发展的几个阶段 

二、中美关系的核心是台湾问题 

三、中美关系不断发展的历史经验 

大使简介： 

李道豫，曾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88年 5月至 1990年 6月），大使(副部级)。安徽合肥市人。

1948年 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入外交部，历任外交部国际司科员、副处长。1980年 9月至

1981年 2月，外交部国际司处长。1981年 2月至 1983年 1月，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1983年 1

月至 1984年 11月，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副代表。1984年 12月至 1988年 5月，外交部国际

司司长。1988年 5月至 1990年 6月，外交部部长助理、部党委委员。1990年 6月至 1993年 3月，

常驻联合国代表、大使（副部级）。1993年 4月至 1998年 2月，驻美国大使（副部级）。1998年 3

月至 2003年 2月任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全国人大中德友好小组主席、全国人大中美议会交流小组副主席。1999年 3月 17日李道豫当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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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CIPRA）会长。2004年 1月离休。 

目前担任：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会长、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

长、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副会长、外交学会理事、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

高级顾问等职，同时担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外交学院、复旦大学

美国研究所、同济大学太平洋研究所等校的兼职教授。  

知识单元 15：第十五讲  “一带一路“——来自中东的声音 

参考学时：3学时 

主讲人 前中国中东特使 吴思科先生 

学习内容：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 

二、中东各国重视“一带一路” 

三、和中东域外大国也要搞好关系 

大使简介： 

安徽人，中共党员，高级资深外交官，中国知名外交家，曾任外交部亚非司处长、副司长、司

长、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公使衔参赞、中国驻沙特阿拉伯王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驻阿拉伯埃及共和

国特命全权大使兼驻阿拉伯国家联盟首任全权代表。在外交部工作期间，曾多次陪同党和国家领导

人以及外交部长出国访问，并多次以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团长、资深中东问题专家等身份参加有

关中东问题的国际和地区会议，足迹遍及世界 8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同以色列国建交的参与者

和见证者.2009年 3月起担任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

中国-阿拉伯国家友好协会副会长、中国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副会长、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

会委员、外交部公共外交委员会委员 

知识单元 16：第十六讲  南海问题的由来 

参考学时：3学时 

主讲人 前驻泰国、新加坡大使 张九桓先生 

学习内容： 

一、南海问题的由来 

二、南海问题争端各方的看法 

三、大国的插手 

大使简介： 

张九桓，1947 年 8 月生，广西玉林市龙潭区人，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工作，历

任中国驻尼泊尔王国特命全权大使；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中国驻新加坡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中国

驻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驻泰期间，获泰国普密蓬国王颁发的“特级皇冠勋章”与兰甘亨大学等授

予的国际政治、人文和语言学荣誉博士学位。 

曾为第 11 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亚太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

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和孔子学院总部顾问，外交学院兼职教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2 第一讲  新中国外交的奠定 4  

3 第二讲  新中国外交官的素质、遴选与培养 2  

4 第三讲 第一次建交高潮 2  

5 第四讲 第二次建交高潮 2  

6 第五讲 第三次建交高潮 2  

7 第六讲 新时期外交关系建立 3  

8 大使讲座 第一讲 中国伊朗关系的过去和现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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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大使讲座 第二讲 当前的中日关系 3  

10 大使讲座 第三讲 中法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3  

11 大使讲座 第四讲 中苏（俄）关系的历史与现状 3  

12 大使讲座 第五讲 走向成熟的中印关系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学原理、中国对外关系与边疆问题等课程，为本课程的学习提

供了专业知识背景，给本课程的学习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本课程为后续《国际组织》、《当代中

国外交决策分析》、《外交谈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等课程的学习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角

度以及更为广阔的专业知识背景，有益于拓展学生的专业视野，丰富学生的专业素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1．新中国的外交为什么要“另起炉灶”？ 

2．新中国的外交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3. 新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4. 第二次建交高潮的特点是什么？ 

5. 第三次建交高潮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6. 新时期外交关系建立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老师讲授外交相关背景和理论，大使用自己亲身的外交实践给同学们讲授相关的外交案

例，辅以与同学们的课堂互动，并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进行模拟、辩论、

书籍或论文的评析等活动，以强化教学效果。 

……………… 

4、课程自主学习时 

拟抽出三至六课时，就选定的专业著作进行阅读后的讨论，事先需确定主题；或进行研究现状

的评析，事先需进行资料收集工作。自主学习可分组进行，之后的学习心得与成果可由全班同学评

议并交教师批改。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执笔：李群英     审稿：××× 审定：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分裂国家统一方式案例分析 
Models about Unification of Divided Countries 

课程号：4050205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专业的案例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相关分裂国家的分裂原因；2、了解统一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解

决办法及其统一的经验和教训；3、养成敏锐感知问题存在的学术意识，养成独立收集资料整理资

料和分析资料的资料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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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国家、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体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本单元的学习内容主要有民族（族群）、国家、主权、民族国家及民族国家体系等。 

学习目标： 

本单元的学习目标是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理解和掌握政治学中的国家、主权以及民族国家等

概念的涵义。 

思考问题： 

1．宗教原教旨主义（religious fundamentalism）的兴起对当代民族国家体系产生何种影响？ 

2.如何理解约瑟夫∙斯大林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民族定义的不同？ 

知识单元 2：国家的结构形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要内容为民族国家的结构，单一制、联邦制、邦联制等概念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在当今国际体系内民族国家的政府结构形式，统一的具体涵义、

统一的正当性及实现统一的可选路径等。 

思考问题： 

1.何种因素决定着一个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 

2.欧盟是一种怎样的结构形式？ 

知识单元 3： 也门的统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要内容为也门分裂的历史背景，南北也门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发展状态比较，

南北也门的统一协商过程以及统一后也门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面临的问题。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了解也门的分裂背景、理解南北也门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

发展状态对其统一过程的影响，了解也门在统一过程中在民族意识培育、统一协商的平台以及政治、

经济、社会统合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措施，加深对也门统一之后所发生的社会冲突之根源的理解。 

思考问题： 

1．南北也门各自的国内政治结构对统一的影响 

2．“1+1”方式实现制度统合的利与弊。 

知识单元 4：越南的统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要学习内容为越南的分裂背景及统一过程，在统一过程中的政治、经济统合政策以

及北越在主导统一的过程中对国际介入问题的处理方式。 

学习目标：本单元的学习目标是使学生了解越南分裂的背景，掌握越南统一过程中的政治经济

政策和对国际介入问题的处理经验。 

思考问题： 

1．越南在统一过程中对南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 

知识单元 5：德国的统一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要内容是德国简史及分裂背景、东西德各自的相互政策及统一政策，东西德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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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以及统一过程中对外部介入问题的处理和吸收统一后在处理原东德问题的主要经验、在政治、

经济 、社会等各方面产生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 

学习目标： 

使学生了解阿登纳、艾哈德、基辛格、勃兰特以及科尔时期西德的统一政策，了解从 50 年代

至 80 年代两德间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形态，了解东德体制改革与东西德统一之间的关联关系，掌握

德国统一过程中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等方面的主要措施。 

思考问题： 

1．东西德缔结的《交通问题协定》对东西德公民同一身份认同的形成具有的意义。 

2．西德在主导统一的过程中对外部介入问题处理的经验。 

知识单元 6：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要学习内容为朝鲜半岛的历史与分裂的历史背景以及数十年来朝韩相互政策。 

学习目标：使学生了解朝鲜的对韩国政策及统一方案，了解韩国的对朝政策及其统一政策的嬗

变，掌握朝韩与美、中、日、俄关系的演变过程及现状。使学生理解朝韩关系的变化与美、中、日、

俄之间关系变化的影响机制，了解现今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国际关系存在的主要悬而未决之

问题及其对东北亚格局的影响。 

思考问题： 

1．冷战后韩国对朝政策的变化及其原因。 

2．围绕着朝鲜半岛之国际关系的互动机制. 

知识单元 7：两岸关系和中国的统一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本单元的主要学习内容是海峡两岸的相互政策及关系演变。 

学习目标：使学生了解 80年代末 90年代初台湾的“宪政改革”对台湾政治结构及两岸关系的

影响，理解大陆对台湾政策的主要特征，理解台湾民众意识的变化及其对台湾政治格局及台湾当局

之大陆政策的影响，了解两岸关系的变化对东亚国际体系的影响与东亚国际体系的变化对两岸关系

的影响机制。 

思考问题： 

1．“宪政改革”对台湾政局及两岸关系的影响。 

2．台湾民众意识的变化及其原因。 

3．两岸三通对两岸民众意识统合的影响。 

知识单元 8：总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分裂国家统一方式比较 

学习目标： 

1．总结、比较越南、也门、德国统一方式 

2．理解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的复杂与敏感性 

3．探索两岸实现统一的方式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国家、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体系 3  

2 国家的结构形式 3  

3 也门的统一 3  

4 越南的统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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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德国的统一（一） 3  

6 德国的统一（二） 3  

7 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一） 3  

8 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二） 3  

9 两岸关系与中国的统一（一） 3  

10 两岸关系与中国的统一（二） 3  

11 总结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国家、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体系、社会经济统合。 

难点：民族国家构建、社会经济统合。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研讨教学法。 

教学手段：.使每位选修同学发表，其他同学参与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投影。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本课程的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期末论文等。 

6、作业要求： 

每次课结束布置相应作业和下节课学习内容。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韩献栋著《分裂国家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年 7月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张春英：《海峡两岸关系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2.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两岸对话与谈判重要文献选编》，九洲出版社 2004年版。  

执笔：韩献栋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日本社会与政治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Japan 

课程号：4050205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日本民族与文化的特点；2、学习日本的长处及其社会现代化建

设的经验；3、学会正确、客观地看待日本。4、消除障碍积极发展中日友好关系。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课堂讨论，使学生掌握日本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知识、懂得日

本政治结构及其政治发展过程、明晰日本政治未来发展战略的走向，探讨打破两国间发展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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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后续的《外国政府与政治》等课程以及进一步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日本的民族特性与日本文化的再认识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日本概观。 

2．日本的民族特性分析。 

3. 《菊与刀》研讨。 

4. 日本文化的再认识。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民族特性及其日本文化的特点。 

2．掌握日本民族与日本文化形成的相关知识以及学会正确、客观地看待日本。 

作业： 

1. 从日本概观的学习中你对日本有什么新的认识？ 

2. 你是如何理解日本民族特性的？ 

3. 通过课上本尼迪克特《菊与刀》的研讨你有什么感想？ 

4. 为什么以及怎样对日本文化进行再认识？ 

知识单元 2：日本现代化发展与社会问题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日本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成就与问题。 

2．日本大国崛起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特点。 

2．掌握日本大国崛起的经验和教训。 

作业： 

1. 通过日本现代化发展过程的分析你有什么启示？ 

2. 试深刻解读日本大国崛起的内在与外在的重要因素。 

知识单元 3：日本政治制度结构及特点和未来走向 

参考学时：17学时 

学习内容： 

1．日本政治制度结构及其特点。 

2．日本政党制度的形成和演变。 

3. 日本选举制度的发展与改革。 

4. 日本政治右倾化与日本社会右翼。 

5. 日本政治发展战略与外交困境。 

6. 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政治制度结构及其特点。 

2．把握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走向。 

作业：  

1. 试分析日本政治制度结构的内在关联及其特点。 

2. 试解析日本政党制度“五五体制”的重大演变及未来发展走向。 

3. 如何看待日本选举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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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什么日本政治越来越右倾化？ 

5. 如何解读日本政治发展战略？ 

6. 怎样才能走出中日关系发展的困境？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日本的民族特性 3  

2 第二章 《菊与刀》研讨 3  

3 第三章 日本文化再认识 3  

4 第四章 日本现代化发展与社会问题 3  

5 第五章 大国崛起的“光”与“阴” 3  

6 第六章 日本政治制度结构及其特点 3  

7 第七章 日本政党制度的形成和演变 3  

8 第八章 日本选举制度的发展与改革 3  

9 第九章 日本政治右倾化与日本社会右翼 3  

10 第十章 日本政治发展战略与外交困境 3  

11 第十一章 中日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  

后续课程：《外国政府与政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日本民族特性与文化的认识、日本社会现代化的经验、日本政治制度结构及其特点、日

本政治战略的未来走向、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 

难点：日本国民性的正确认识、日本政治右倾化的有效对应、中日关系走出困境的战略与策略。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2.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3. 基本原理与案例分析相结合。 

4. 课堂教学与课上课下读书相结合。 

5. 国外经验与国内国情相结合。 

教学手段： 

1. 利用电子网络布置、检查作业与相关辅导和热点问题讨论等。 

2. 利用定期召开读书会形式加深对讲授课程的理解。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堂小组讨论占 10%；期末考试

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徐万胜著《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人民出版社，2006年 5月 第 1版 

2. 王振锁著《战后日本政党政治》，人民出版社，2004年 8月 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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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参考书 

1.（美）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 1月 第 1版 

2.（日）新渡户稻造著《武士道》，商务印书馆，1993年 2月 第 1版 

3.（日）内田树著《日本边境论》，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 3月 第 1版 

4.（日）内藤湖南著《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商务印书馆，2012年 6月 第 1版 

5.（日）土居健郎著《日本人的心理结构》，商务印书馆，2006年 9月 第 1版 

6.（日）南博著《日本人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月 第 1版 

7.（日）铃木贞美著《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 4月 第 1版 

8.（日）富永健一著《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04年 1月 第 1版 

9. 李丽辉著《法律与民族性——日本法律近代化何以可能》，法律出版社，2012年 4月 第 1版 

10.（日）柳原修著《日本的国会与政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 1月 第 1版 

11. 高洪著《日本政党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1月 第 1版 

12. 张经建著《日本权力制衡机制的演进——幕府末年以来日本三权分立问题的历史学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2月 第 1版 

13. 周杰著《日本选举制度改革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3月 第 1版 

14.（日）小泽一彦著《现代日本的政治结构》，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 11月 第 1版 

15.（日）安世舟著《漂流的日本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3月 第 1版 

16. 张广宇著《冷战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与政治右倾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6月 第 1版 

17. 步平等著《日本右翼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10月 第 1版 

18. 崔新京等著《日本法西斯思想探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0月 第 1版 

19. 王希亮著《战后日本政界战争观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9月 第 1版 

20. 黄大慧著《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5月 第 1版 

执笔：张天民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东南亚国家政府与政治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课程号：4050205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比较政治学的视角，学习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政治制度，以了解该地

区国家的政府形态，学习该地区国家的政治组织及其政治参与，以了解该地区国家的政治发展状态。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序言：政治文化、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政治文化、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 

2．政治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文化、政治制度的涵义。 

2．掌握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影响机制。 

思考题： 

（1）政治制度（体制）有没有优劣、先进与落后之分？为什么？ 

为什么要创设政治制度？其目的为何？这是判断政治制度有无优劣之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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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治制度的演进与发展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例如一个实行民主制的国家是否会实行威

权政体？如果是，在何种情况下？这是一个涉及到政治发展的问题。 

（3）政治发展涉及到政治文化的变迁、政治制度的演进以及基于这种变迁和演进所带来的行

为体政治行为的变化。 

知识单元 2：东南亚历史发展状况（1945年以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之前、之初的东南亚。 

2．东南亚的殖民地化过程。 

3．东南亚的民族意识形成和独立化运动 

学习目标： 

1．了解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发展变迁过程。 

2．掌握东南亚地区民族意识形成的历史过程和环境因素。 

思考题： 

（1）泰国能够保持独立的原因。 

（2）日本的入侵对东南亚地区历史发展的影响。 

知识单元 3：东南亚历史发展状况（1945年以后）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战后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政策。 

2．战后东南亚的独立化运动和建国。 

学习目标： 

1．了解战后西方国家的殖民地政策。 

2．掌握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建国历程。 

思考题： 

（1）战后西方国家对东南亚地区的再殖民化政策失败的原因。 

（2）造成东南亚国家制度差异的原因。 

知识单元 4：东南亚地区的民族国家建构与政治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东南亚地区的民族国家建构与政治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东南亚地区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 

2．掌握东南亚地区历史遗产与政治发展路径的关系。 

思考题： 

（1）民族国家建构与民族建构的关系。 

（2）全球秩序的转换和权力转移对东南亚民族国家建构的影响。 

知识单元 5：越南、老挝、柬埔寨政府与政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的政府架构、政治体制与政治发展问题。 

学习目标： 

1．掌握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政治体制。 

2．了解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政治发展的状况和面临的主要课题。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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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越南为什么能够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在具备何种条件下，这种改革才会得以推行？ 

（2）老挝人民革命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 

（3）洪森为什么能够长期主导柬埔寨。 

知识单元 6：缅甸、泰国政府与政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缅甸的政府架构、政治体制与政治发展问题。 

2．泰国的政府架构、政治体制与政治发展问题。 

学习目标： 

1．掌握缅甸的政治体制。 

2．了解缅甸政治发展的状况和面临的主要课题。 

3．掌握泰国的政治体制。 

4．了解泰国政治发展的状况和面临的主要课题。 

思考题： 

1．为什么缅甸军人统治能持续如此长的一个时期？ 

2．缅甸实现政治转型的条件？ 

3．军事政变为什么在泰国如此容易发生？ 

4.以红衫军和黄衫军为标志的泰国政治龟裂是如何形成的？ 

知识单元 7：马来西亚、新加坡政府与政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政府架构、政治体制与政治发展问题。 

学习目标： 

1．掌握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政治体制。 

2．了解马来西亚、新加坡政治发展的状况和面临的主要课题。 

思考题： 

1．马哈蒂尔之后的马来西亚在政治发展方面表现出怎样的特征？ 

2、威权政治是新加坡的必然选择吗？ 

知识单元 8：印度尼西亚政府与政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印尼的政府架构、政治体制与政治发展问题。 

学习目标： 

1．掌握印尼的政治体制。 

2．了解印尼政治发展的状况和面临的主要课题。 

思考题： 

1．印尼的政治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由民主政治向威权政治的倒退？ 

2、苏哈托之后的印尼政治发展展现出怎样的特征吗？ 

知识单元 9：菲律宾政府与政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菲律宾的政府架构、政治体制与政治发展问题。 

学习目标： 

1．掌握菲律宾的政治体制。 

2．了解菲律宾政治发展的状况和面临的主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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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菲律宾的政党体制具有怎样的特征？ 

2、最早建立民主制度的菲律宾在政治上为什么展现出如此浓厚的家族化特征？ 

知识单元 10：文莱、东帝汶政府与政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文莱、东帝汶的政府架构、政治体制与政治发展问题。 

学习目标： 

1．掌握文莱、东帝汶的政治体制。 

2．了解文莱、东帝汶政治发展的状况和面临的主要课题。 

思考题： 

1．文莱政治体制的合法性来源。 

2、东帝汶政治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知识单元 12：总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东南亚地区 11国政治的综合比较 

学习目标： 

1．全面宏观掌握东南亚地区政治发展的多样性态势 

2．掌握东南亚地区政治发展的整体状况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序言：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行为 3  

2 东南亚历史发展状况（1945年以前） 3  

3 东南亚历史发展状况（1945年以后） 3  

4 东南亚地区的民族国家建构与政治发展 3  

5 越南、老挝、柬埔寨政府与政治 3  

6 缅甸、泰国政府与政治 3  

7 马来西亚、新加坡政府与政治 3  

8 印尼政府与政治 3  

9 菲律宾政府与政治 3  

10 文莱、东帝汶政府与政治 3  

11 总结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民族国家建构。 

难点：民族国家建构。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研讨法 

教学手段：.使每位选修同学提前阅读指定资料并发表，其他同学参与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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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本课程的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期末论文质量等。 

6、作业要求： 

每次课结束均布置相应思考问题和下节课学习内容。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芬斯顿，张锡镇译：《东南亚政府与政治》，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梁英明、梁志明：《东南亚近现代史》，昆仑出版社，2005年。 

2. Wand Gungwu, Nation−−Building: Five Southeast Asian Histories, (ISEAS Publications, 
2005) 

 执笔：韩献栋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博弈理论与外交决策模型 
Gam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Making Models  

课程号：4050206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将系统地介绍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博弈理论应用

的内容、发展和前景以及关于外交决策方面的各种理论分析模型。通过这些内容，本课程旨在拓展

学生在国际政治理论和方法上的视野，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和应用能力，同时提高学生在批判性思

维和国际政治研究规范上的素养。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7学时 

知识单元 1：外交决策研究综述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外交决策的主体分析。 

2．外交决策的理论方法。 

3．外交决策的理性选择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外交决策的主体分类和对应的理论模型。 

2．掌握理性选择理论并如何将它应用于外交决策分析 

作业：如何用空间模型（spatial model）来解析某个多边外交问题，如伊朗核问题谈判。 

知识单元 2：博弈论基础及其在外交决策中的应用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3．博弈论概念、分类和发展历史等。 

4．完全及完美信息静态博弈。 

7. 纳什均衡、混合策略和正规博弈解题 

8. 动态博弈和逆推归纳法 

9. 重复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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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博弈模型在外交决策中的应用实例 

11. 外交决策的非理性选择理论 

学习目标： 

1．掌握博弈论基础知识和解题方法 

2．了解外交决策的常见博弈论模型。 

3.  能够独立创建博弈论模型并应用于外交政策分析。 

作业：用博弈论结构解析某一外交危机的处理，并撰写结课论文。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5学时 

实验 1：换位思考的重要性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课堂实验 

实验要求：学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事情并进行决策；理解互动的博弈论思维。 

实验 2：博弈论模型体验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课堂实验 

实验要求：通过现场体验经典的博弈论实验，掌握博弈论的基本概念，包括收益、纳什均衡、

逆推归纳法等等。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换位思考的重要性（课堂实验） 3  

2-5 外交决策研究综述 12  

6-10 博弈论基础及其在外交决策中的应用 15  

11 博弈论模型体验 2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博弈论基础知识及其在外交决策中的应用 

难点： 博弈论的解题思路以及如何用博弈论分析外交决策。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以授课和课堂实验为主，注重学生的参与和课堂表现。 

3、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教学多媒体环境（需要投影仪、影像设备等工具）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出勤和课堂表现（20%）+作业演示（20%）+ 学期论文（6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谢识予编著，2002, 《经济博弈论》（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2. Charles W. Kegly, Jr. eds.,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k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影印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Hermann and Hermann. 1989. “Who Makes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and How.”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3: 361-387. 
2. Allison, Graham T. 1969. “Conceptual Models and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 689-718. 
3. 胡宗山：《博弈论与国际关系研究:历程、成就与限度》，载《世界政治与经济》，2006年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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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67-74 
4. Jervis, Robert. 1968. “Hypothesis on Misperception.” World Politics 20 (April): 454-79. 

 执笔：严挺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1日 

 

国际战略学 
International Strategy 

课程号：4050206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一般通识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战略学的基本内容 2、了解战略学与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史

的相关知识 3、了解大国战略的基本内容。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有关战略学研究的基础知识，了解战略研究、国

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史的一些基本概念以及中美日等大国的战略。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影响战略的基本因素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影响战略的基本因素 

学习目标： 

1． 了解影响战略的基本因素 

2． 了解战略研究的基本知识点 

知识单元 2：战略研究的基本内容与大国战略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 战略研究与大国战略。 

学习目标： 

1.了解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 

2. 大国战略的基本特点。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介绍战略学研究基本内容和课程构成 3  

2 地理因素与地缘政治 3  

3 军队组织与军事技术 3  

4 战略与国民经济 3  

5 战略文化 3  

6 战略决策与实施 3  

7 军事战略、军备竞赛与裁军 3  

8 大战略 3  

9 美国国家战略 3  

10 日本国家战略 3  

11 随堂开卷考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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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特殊要求 

后续课程：无特殊要求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战略决策、战略研究组成因素、大国战略。 

难点：军事学相关概念、国际关系史相关知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授课。 

教学手段： 

1.ppt为主。 

2.每次课后会留有思考题。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特殊要求。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随堂开卷考试。出勤、课堂表现等将视具体情况而定。原则上，平时表现占 30%，

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无特殊要求。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无特殊要求。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威廉森·默里 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年。 

2. 【美】彼得·帕雷特 等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世界知识出版

社 2006年版  

执笔：刘星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6日 

 

中国对外关系与边疆问题 
History of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and Border Issues 

课程号：4050206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历史上中国同周边国家和世界的关系，中国在东亚和世界上的

地位；2、了解中国同西方交往后对外观念的变化和近代外交的特点，中国外交思想演变、发展和

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内外因素；3、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势力对中国的侵略，通过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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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和中国近代疆域的形成，中国人民反对侵略、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斗争。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中国对外关系和边疆问题的基础

知识和相关概念，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考察和分析相关问题，为中国政治、

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专业基础和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学习中国对外关系和边疆问题课程的意义和方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中国在历史上同周边国家的关系 

2．了解中国对世界的认识。 

3．理解学习中国对外关系和边疆问题课程对学习中国外交和中外关系的意义。 

4. 学习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对外关系和边疆问题的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学习中国对外关系和边疆问题课程的意义。 

2．掌握学习中国对外关系和边疆问题课程的方法。 

作业： 

1、如何理解学习中国对外关系史与学习当代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史的关系？ 

2、你认为中国对外关系史学科有哪些需要研究的问题？ 

知识单元 2：古代中国同世界的交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古代中国同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 

2．古代中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体制。 

3.  宗藩制度与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体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古代中国同周边国家交往历史的基本脉络和特点、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基本思想和原

则，了解古代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和作用。。 

2．掌握宗藩制度的相关原则和概念。 

作业： 

1、 古代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的特点是什么？ 

2、 古代中国在亚洲和世界占有怎样的地位？ 

3、 古代中国的外交思想有哪些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 

4、 古代中国外交体制演变的基本脉络是什么？ 

5、 什么是宗藩制度、华夷秩序、朝贡制度？ 

6、 华裔秩序的原则和基本理念是什？ 

7、 华裔秩序崩溃的原因是什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知识单元 3： 西力东渐与早期中西关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资本主义兴起与早期殖民扩张。 

2．西方殖民势力入侵与明政府的态度。 

3. 清朝的闭关政策与限制贸易政策。 

4.沙俄向远东扩张与尼布楚条约签订 

5.布连斯奇条约、恰克图条约和早期中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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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戛尔尼使华和早期中英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后向外扩张的情况、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对西方的认识、

中国与沙俄和英国的早期接触；了解处于传统社会阶段的中国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接触后产生的震

动和文化冲突。 

2．掌握中西文化接触后中国的反应和中俄早期疆界的划定。 

作业： 

1、 西方资本主义是怎样向东方扩张的？ 

2、 中国是如何对待西方贸易和西方文化的？ 

3、 如何评价早期中俄关系？ 

4、 如何评价早期中英关系？ 

知识单元 4：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外关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中英围绕鸦片贸易的斗争。 

2．林则徐禁烟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 

3.  南京条约签订与战后中外关系的变化。 

4. 第二次鸦片战争发生的原因。 

5.第二次鸦片战争与俄乘机割占中国领土（中俄瑷珲条约） 

6. 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与北京条约 

学习目标： 

1．了解鸦片战争的起因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侵略本质、清朝统治者昧于世界形势招致战争

失败的惨痛经历，以及战后中国被强行编入世界市场，中外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历史。 

2．掌握西方资本主义对华侵略的本质和对中国领土的侵占。 

作业： 

1、 鸦片战争前英国实行怎样的远东政策？ 

2、 中英围绕鸦片贸易的斗争的实质是什么？ 

3、 中国为什么在鸦片战争中失败？ 

4、 《中英南京条约》和以后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国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5、 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哪些变化？ 

6、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 

7、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采取怎样的对策？ 

8、沙俄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领土的侵占。 

9、《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5：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外交的开端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洋务运动与洋务派外交思想。 

2． 清政府的“抚夷”政策。 

3. 中国近代外交机构的建立。 

4.遣使出洋的尝试。 

5.西方列强的对华“合作政策”。 

6.中国民间的反洋教运动。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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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洋务运动中外交思想的变化和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形成，以及西方对华侵略继续深入

和中西文化、宗教冲突。 

2．掌握洋务运动中中国外交思想的变化和中国近代外交机构的建立。 

作业： 

1、 洋务运动产生的背景是什么？你对洋务运动如何评价？ 

2、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外交思想有哪些变化？ 

3、 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的对外政策有哪些新变化？ 

4、 试述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建立和作用。 

5、 美国倡导“合作政策”的原因是什么？对西方列强的对华政策有何影响？ 

6、 对蒲安臣使团和蒲安臣条约如何评价？ 

7、 西方扩大对华宗教侵略的原因是什么？ 

8、 如何分析反洋教运动的性质？ 

知识单元 6：中国边疆普遍危机的开始与左宗棠收复新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英俄觊觎西北边疆。 

2．英法觊觎西南边疆。 

3.  海防、塞防之争与左宗棠收复新疆。 

4．崇厚使俄与《里瓦机亚条约》。 

5.曾纪泽使俄与《伊犁条约》。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列强侵占中国领土的原因、经过和中国应对边疆危机的政策及经验教训。 

2．掌握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国际形势变化对中国边疆形势的影响。 

作业： 

1、 中国边疆危机日益严重的原因是什么？ 

2、 中英《烟台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 海防、塞防之争反映了怎样的对外思想？ 

4、 中俄伊犁交涉的经验教训是什么？ 

知识单元 7：日本侵略台湾、琉球和朝鲜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日本侵略台湾与《北京专条》。 

2．日本吞并琉球与中日交涉。 

3. 日本侵略朝鲜与清政府的对策。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早期对外扩张的历程。 

2．掌握日本早期对外扩张的动因。 

作业： 

1、 清政府关于日本侵略台湾、朝鲜和吞并琉球与日本交涉的教训是什么？ 

知识单元 8：中法战争与中法《越南条款》签订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国侵略越南与中法交涉。 

2．清政府避战求和政策与法国发动侵华战争。 

3.  清政府妥协求和政策与中法《越南条款》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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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法国对印度支那半岛的殖民侵略和中法战争的经过。 

2．掌握法国发动殖民侵略战争的动因。 

作业： 

1、 中法战争的原因和经过以及反映了清政府怎样的对外思想？ 

2、 中法《越南条款》对中国的危害是什么？ 

知识单元 9：中国边疆危机的加深和与列强的交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中法关于商务界务问题的交涉。 

2．英国吞并上缅甸和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 

3. 葡萄牙扩大在澳门的特权。 

4. 英国窥伺西藏及第一次侵藏战争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和西方列强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的经过。 

2．掌握中国边疆危机进一步加深的原因。 

作业： 

1、 英、法侵略中国西南边疆出于何种目的？经过如何？ 

2、 葡萄牙是怎样扩大在澳门权益的？ 

3、 英国是怎样策划对西藏的侵略的？ 

知识单元 10：日本扩大对朝鲜的侵略与中日甲午战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中日《天津条约》与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活动。 

2． 清政府加强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及影响。 

3.   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战争准备。 

4. 日本的军事外交阴谋与清政府寻求列强干预 

5. 日本挑起战争与清政府消极应战 

6．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7. 三国干涉还辽。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大陆政策和吞并朝鲜、侵略中国的图谋和甲午战争的经过。 

2．掌握日本大陆政策的侵略实质和中日甲午战争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影响。 

作业： 

1、 日本是怎样策划对朝鲜的侵略的？ 

2、 清政府对朝鲜政策有哪些错误“ 

3、 甲午战争前中日围绕朝鲜半岛的斗争焦点是什么？ 

4、 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5、 《马关条约》的内容和影响是什么？ 

6、 三国干涉还辽反映了列强在华利益存在哪些矛盾？ 

知识单元 11：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甲午战争后的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 

2．清政府的联俄政策与中俄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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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列强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和清政府的妥协外交。 

4.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辛丑条约》签订。 

5. 清政府要求沙俄归还东三省的交涉 

学习目标： 

1．了解清政府的联俄政策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角逐、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抢占租借地和

划分势力范围的情况、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辛丑条约》给中国造成的危害。 

2．掌握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野心更加膨胀，要求在华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面临被瓜分的

危机；帝国主义联手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把中国彻底推向半殖民地

深渊。 

作业： 

1、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和世界形势发生怎样变化？ 

2、 如何评价清政府的联俄政策？ 

3、 帝国主义列强是怎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进行争夺的？ 

4、 如何评价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 

5、 你是怎样认识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如何评价？ 

6、 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是怎样相互勾结镇压义和团的？ 

7、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是怎样变化的？ 

8、 《辛丑条约》的内容和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 

知识单元 12：日俄战争及战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扩张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清末新政中外交思想的变化。 

2．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 

3.  日俄战争与战后安排。 

4.战后日本扩大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学习目标： 

1．了解清末“新政”反映的对外思想的变化、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东北的争夺、日俄战争的

原因和经过、清政府应对列强争夺的政策。 

2．掌握日本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作业： 

1、 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中国东北的原因是什么？ 

2、 清政府对于日俄在东北的侵略扩张采取了怎样的政策？ 

3、 日本在日俄战争后是怎样扩张在中国东北的势力的？ 

4、 中外铁路修建权之争说明了什么？ 

5、 美日在中国的扩张政策有何不同？ 

知识单元 13：英国对中国西藏的侵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英国侵略西藏和中英关于西藏的交涉。 

2．北洋政府初期中英西藏问题交涉。 

3.  西姆拉会议。 

4. 西姆拉条约与麦克马洪线 

学习目标： 

1．了解英国殖民当局对中国西藏侵略的事实经过。 

2．掌握英国对中国西藏领土侵占的非法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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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中英西藏交涉的关键是什么？ 

2．所谓“西姆拉条约”是什么性质？ 

知识单元 14：中俄外蒙古问题交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沙俄在外蒙古的扩张。 

2．沙俄煽动外蒙古独立。 

3.  俄蒙协约 

4. 中蒙关于外蒙古问题谈判。 

5. 孙宝琦声明。 

6. 中俄蒙协议 

7. 

学习目标： 

1．了解。 

2．掌握。 

作业： 

1. 《中俄蒙协约》的影响是什么？ 

知识单元 15：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北洋政府时期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2．北京关税会议和北京法权会议。 

3.  南京国民政府的修约外交。 

4.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平等条约全部废除。 

学习目标： 

1．了解。 

2．掌握。    

作业： 

1． 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和结果如何？ 

2． 南京国民政府修约外交的开展情况，有何进展？ 

3.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平等条约是怎样全部废除的？ 

知识单元 16：近代中国对外关系与边疆问题的总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历史总结 

2． 近代中国边疆问题的历史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 

2．掌握。    

作业： 

1. 对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和边疆问题的历史认识。 

2. 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和边疆问题对今天中国外交的的影响。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个，共××学时 

实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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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实验 2：……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学习中国对外关系和边疆问题课程的意义和方法 2  

2 古代中国同世界的交往 2  

3 西力东渐与早期中西关系 2  

4 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外关系 2  

5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外交的开端 2  

6 中国边疆普遍危机的开始与左宗棠收复新疆 2  

7 日本侵略台湾、琉球和朝鲜 2  

8 中法战争与中法《越南条款》签订 2  

9 中国边疆危机的加深和与列强的交涉 2  

10 日本扩大对朝鲜的侵略与中日甲午战争 2  

11 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2  

12 日俄战争及战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扩张 2  

13 英国对中国西藏的侵略 2  

14 中俄外蒙古问题交涉 2  

15 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 2  

16 近代中国对外关系与边疆问题的总结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近现代史 

后续课程：中国政治、中国外交、国际关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宗藩制度、中国近现代外交思想及其转变、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及其方式、西方

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与中国近代边疆的形成、中国为维护国家主权所进行的斗争。 

难点：对宗藩制度的评价、中国外交思想在中国对外交往中的作用、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关系、中国近代边疆形成过程及历史教训、中国政府和民众在维护国家主权斗

争中的作用及其评价。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为主。  

2.课堂问答和讨论为辅。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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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

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自编讲义 

（二）推荐参考书 

1. 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2.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1988年版。 

3. 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4. 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 黄枝连：《天朝礼制体系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6.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7. 刘培华：《近代中外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8. 王绍坊：《中国外交史――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 1840－1911》，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9．季平子：《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0. 王立诚：《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 王晓秋：《近代中国与世界――互动与比较》，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3. 吴东之：《中国外交史――中华民国时期 1911－1949》，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4. 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5. 李育民：《中国废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16. 赵佳楹：《中国现代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执笔：孙承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行政改革理论研讨 
Theoretical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ve Reform 

课程号：4050208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中国行政改革理论研讨》是行政管理专业限选课程，以理论研讨为主要形式，属于教学实践

中的创新课程形式，主要面向本科阶段高年级学生开设。主要教学目标： 

1.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现状及行政改革的历史进程； 

2.深入认识中国当代社会面临的各类公共问题以及政府改革思路； 

3.熟练掌握运用公共行政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行政改革中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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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养敏锐的社会洞察能力和理性的学理批判精神以及成熟的改革意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6学时 

知识单元 1：挑战与使命——变革时代的公共行政 

学习内容： 

1.1 大变革时代的社会特征 

1.2 西方行政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1.3 公共行政的理论挑战与实践困境 

研讨议题： 

1. 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2. 全球化、民主化、信息化对公共行政的挑战是什么？ 

3. 当代西方行政改革有哪些发展趋势？ 

4. 如何看待官僚制遭受的理论质疑和批判？ 

5. 公共行政在大变革时代的主要困境是什么？ 

知识单元 2：从革命到改革——行政改革的中国语境 

学习内容： 

2.1 审思革命：近代中国的历史困局 

2.2 回归改革：后革命时代的现实抉择 

2.3 话语转向：从经济建设到治理现代化 

研讨议题： 

1．评述近代中国在革命与改革的历史抉择。 

2．如何评价革命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多重效应？ 

3. 如何理解改革与开放的关系？ 

4.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主题是如何确立起来的？ 

5. 如何理解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知识单元 3：回顾与反思——中国行政改革的历史进程 

学习内容： 

3.1 行政改革的历史回顾 

3.2 行政改革的现状反思 

3.3 行政改革的理论探索 

研讨议题： 

1. 评述建国初期的行政体制。 

2. 为何改革开放前一再出现集权与分权的循环怪圈？ 

3. 如何评价“中国模式”？ 

4. 中国行政改革存在哪些问题？ 

5. 评述服务型政府理论。 

知识单元 4：在市场与社会之间：行政改革的逻辑边界 

学习内容： 

4.1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4.2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4.3 政府职能模式变迁 

研讨议题： 

1. 如何理解市场作用从“基础性”地位向“决定性”地位的转变？ 

2. 行政审批改革的阻力和难题有哪些？ 

3. 如何看待“强政府、强社会”的理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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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应当如何处理好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5. 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有何特征？ 

知识单元 5：从管理到服务：行政改革的目标指向  

学习内容： 

5.1 管理主义的理论终结 

5.2 服务型政府的兴起 

5.3 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 

研讨议题： 

1. 管理主义的理论缺陷是什么？ 

2. 政府从管理向服务转变的历史动因有哪些？ 

3. 服务型政府的理论主张是什么？ 

4. 如何推进中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5. 如何评价中国现有的公共服务体系？ 

知识单元 6： 专项领域的改革实践 

学习内容： 

6.1 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 

6.2 政府治理工具与管理创新 

6.3 政府多领域改革的实践探索 

研讨议题： 

主要结合政府在具体改革领域的实践调研进行研讨。 

知识单元 7：从行政改革到治理革命——面向未来的社会治理  

学习内容： 

7.1 行政改革的时代迷思 

7.2 新兴理论对公共行政的启示 

7.3 范式转换：走向治理革命 

研讨议题： 

1. 如何理解行政改革的多重困境？ 

2. 如何理解行政理论的内在缺陷？ 

3. 治理理论多行政改革有何启示？ 

4. 后现代公共行政对行政改革有何启示？ 

5. 如何实现从行政改革到治理革命的转变？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5学时 

实验 1：行为实验之集体博弈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博弈中的个体选择与集体行动  

实验要求：多人互动进行集体博弈的行为选择，掌握小组内集体决策的规则及策略选择的方法，

研究集体行动中信任与合作关系建立的内在机制。 

实验 2：行政改革理论研讨会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行政改革小型专题学术研讨会 

实验要求：熟悉小型学术会议的基本规则和组织流程；独立撰写或合作提交有关行政改革的学

术论文或调研报告并进行相互评议，形成有关行政改革专题领域的理论共识。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挑战与使命：变革时代的公共行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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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革命到改革：行政改革的中国语境 3  

3 回顾与反思：中国行政改革的历史进程 3  

4 行为实验：集体博弈游戏 3 政务模拟 

5-6 在市场与社会之间：行政改革的逻辑边界 6  

7 从管理到服务：行政改革的目标指向 3  

8-9 专项领域的改革实践：调研报告 6 实践调研+研讨汇报 

10 从行政改革到治理革命：面向未来的社会治理 3  

11 行政改革理论研讨会 2 课程论文+学术座谈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行政学原理、当代中国政府与行政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政府职能模式转变、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服务型政府理论。 

难点：中国行政改革的理论反思、变革时代公共行政的挑战、社会治理的范式转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实行专题研讨（辩论） 

政务模拟实践教学 

分组案例研讨 

实践调研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总成绩=平时成绩（50%）+课程论文（50%） 

平时成绩：出勤状况、行为实验、专题研讨、实践调研。 

课程论文：根据专题自选题目，提交课程论文（或调研报告）。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推荐参考书 

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唐铁汉主编：《中国公共管理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薛刚凌主编：《行政体制改革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陶学荣、陶睿：《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唐铁汉等：《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执笔：刘柏志  审稿：××× 审定：政管学院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朝鲜半岛政治与安全 
Politics and Security of Korea Peninsula 

课程号：4050208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朝鲜半岛的政治发展；2、了解东北亚安全局势的现状和演变趋势.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朝鲜半岛的历史变迁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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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东亚国际体系。 

2．朝鲜半岛的历史变迁。 

学习目标： 

1．了解东亚国际体系的变迁。 

2．掌握朝贡体系等概念。 

3．掌握朝鲜半岛地区国家的形成过程。 

思考题： 

1.朝贡体系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差异 

知识单元 2：朝鲜半岛的分裂过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朝鲜半岛的分裂过程。 

2．独立初期朝鲜半岛内部的政治生态。 

学习目标： 

1．了解战后初期的美苏对朝鲜半岛政策。 

2．掌握朝鲜半岛内部政治龟裂的原因。 

思考题： 

1.如何理解朝鲜半岛分裂的原因。 

知识单元 3：朝鲜的政治体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朝鲜的政治体制。 

2．朝鲜劳动党简史。 

学习目标： 

1．了解朝鲜政治体制的建立、发展、演变过程。 

2．了解主题思想的内容、朝鲜劳动党的组织发展形态等。 

思考题： 

1．朝鲜政治体制独特性的体现。 

知识单元 4：韩国的政治发展与政治体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韩国的政治发展过程。 

2．韩国的政治体制。 

学习目标： 

1．了解韩国政治的发展过程。 

2．掌握韩国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政治体制的特征。 

思考题： 

1．韩国民主化转型的成果经验是什么？ 

知识单元 5：朝韩关系的演变与半岛的统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朝韩关系的演变过程。 

2．朝韩的统一方案。 

学习目标： 

1．了解朝韩关系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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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朝韩统一方案的主要内容。 

思考题： 

1．朝鲜半岛的统一对东北亚地区结构的影响。 

知识单元 6：美国与朝鲜半岛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美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 

2．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演变。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与朝韩关系的现状。 

2．掌握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目标与实施手段。 

思考题： 

1．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与东亚政策的关系。 

知识单元 7：日本与朝鲜半岛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关系。 

2．日本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演变。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与朝鲜半岛关系的现状。 

2．掌握日本的朝鲜半岛政策目标与实施手段。 

思考题： 

1．中日关系与朝鲜半岛。 

知识单元 8：俄罗斯与朝鲜半岛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俄罗斯与朝鲜半岛的关系。 

2．俄罗斯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演变。 

学习目标： 

1．了解俄罗斯与朝鲜半岛关系的现状。 

2．掌握俄罗斯的朝鲜半岛政策目标与实施手段。 

思考题： 

1．俄罗斯的东北亚政策与朝鲜半岛。 

知识单元 9：中国与朝鲜半岛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 

2．中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演变。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现状。 

2．了解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目标。 

思考题： 

1．朝鲜半岛地缘政治与中国的国家安全。 

知识单元 10：朝鲜核问题和东北亚地区军备竞赛与军控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3696 

1．朝鲜核计划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2．六方会谈机制。 

3．东北亚地区国家的安全政策。 

4．东北亚地区军备竞赛现状。 

学习目标： 

1．了解朝鲜核开发的历史。 

2．掌握朝鲜核危机的爆发原因。 

3．了解东北亚各国的安全政策。 

4．了解东北亚地区军备竞赛的现状。 

思考题： 

1．朝鲜核计划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的影响。 

2．赫尔辛基和平进程实施的条件。 

3．推进东北亚地区军备控制和裁军的突破口。 

知识单元 12：总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朝鲜半岛地区安全的特征。 

2．东北亚地区安全结构。 

学习目标： 

1．了解朝鲜半岛地区安全的特征。 

2．掌握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问题的观察能力。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朝鲜半岛的历史变迁 3  

2 朝鲜半岛的分裂过程 3  

3 朝鲜政治体制 3  

4 韩国的政治发展与政治体制 3  

5 朝韩关系的演变与半岛的统一 3  

6 美国与朝鲜半岛 3  

7 日本与朝鲜半岛 3  

8 俄罗斯与朝鲜半岛 3  

9 中国与朝鲜半岛 3  

10 朝鲜核问题和东北亚地区军备竞赛与军控 3  

11 总结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朝鲜半岛历史变迁、朝鲜核问题、东北亚军备竞赛现状。 

难点：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东北亚军备竞赛。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研讨法 

教学手段：使每位选修同学阅读指定资料并发表，其他同学参与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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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本课程的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期末论文等。 

6、作业要求： 

每次课结束均布置思考问题和下节课学习内容。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韩献栋著《朝鲜半岛的安全结构》，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年 8月 版。 

（二）推荐参考书 

 杨军、王秋彬 著《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 8月版。  

 执笔：韩献栋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8日 

 

当代美日关系分析 
Contemporary U.S.-Japan Relations 

课程号：405020842（英语双语）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研讨课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二战后美日关系的发展 2、通过案例分析美日关系的特点 3、通

过案例加深对外交学相关领域的理解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有关二战后美日关系的发展历程，通过案例分析

理解战后美日关系的特点，并探讨形成这些特点的背景、两国外交谈判的方法与目的等，并进而探

讨外交学有关领域的问题，为国际政治、外交学相关专业等学习的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部分理论和

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当代美日关系的发展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当代美日关系发展的简单历程 

学习目标： 

1． 了解当代美日关系发展的主要时期及特点 

2． 了解当代美日关系的问题点与展望 

知识单元 2：案例分析与讨论 

参考学时：18学时 

学习内容： 

1． 案例分析。 

学习目标： 

1．通过案例分析了解美日关系的特点。 

2．一定程度上加深对外交学有关领域的理解。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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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二战前的美日关系 3  

2 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 3  

3 冷战期间的美日关系 3  

4 冷战后的美日关系 3  

5 案例 1讲解 3 案例每年将有所不同 

6 案例 1的分析与讨论 3  

7 案例 2讲解 3  

8 案例 2的分析与讨论 3  

9 案例 3讲解 3  

10 案例 3的分析与讨论 3  

11 随堂开卷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特殊要求 

后续课程：可与国际政治专业任何课程衔接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美日安全关系、美日外交特点 

难点：可阅读日文文献者更有助于学习。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授课。 

2.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ppt为主。 

2.研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特殊要求。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随堂开卷考试。平时表现将由 3次案例讨论决定，原则上占 60%，期末考试占 40%。 

7、作业要求： 

无特殊要求。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无特殊要求。 

（二）推荐参考书 

1. 五百旗头真等著《日美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 

2. Walter Lafeber：The Clash ，W.W.Norton & Company，1997.  

执笔：刘星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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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学 
Public Relation Science 

课程号： 4050306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同时本课程也是面向全校学生开

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初步了解公共关系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历史条件。 

2.掌握公共关系学的研究范畴及其学科建设状况。 

3.明确社会组织进行公共关系活动的意义及各种公共关系活动状态。 

4.掌握公共关系的基本概念，构成要素及基本原理及方法。 

5.认识公共关系构成要素及其各自特点，掌握社会组织，公众，公共关系传播等构成要素的相

关理论。 

6.在掌握理解相关公共关系学基本理论及方法的基础上，学会审视社会组织在社会中的各种活

动，熟悉并掌握进行公共关系实务操作的技巧与方法。 

公共关系学是一门研究现代社会组织树立社会组织形象,以期与其社会公众建立相互理解支持

协作的良好社会关系的相关原理、原则、方法、技巧及其规律的科学，公共关系学是广泛吸纳诸多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最新成果的一门综合性的应用学科。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使学生熟悉和掌握有关社会组织公 

共关系理论的基础知识与方法技巧，了解公共关系的概念与词义解析，社会组织树立组织形象

进行形象设计的 CIS原理，组织进行公众分类与公众分析的理论，有效进行公共关系传播和效果评

估的相关原理，进行公共关系活动的工作程序等实务操作的相关原理与原则。通过对这些公共关系

基本理论及原理方法等基础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使学生形成公共关系概论的大致轮廓，为进一步了

解和学习公共关系专业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也具备了一定的公共关系基本实务操作能力。同时为管

理学，行政管理学的学习与理解提供了一个实务操作性很强的学科领域视角。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    第一章  公众关系概述 

参考学时：6学时。 

教学目标： 

1． 了解和掌握公共关系的含义、构成要素和特征。 

2． 掌握公共关系学的界定和研究范围。 

3． 了解公关的历史发展沿革，熟悉公共关系发展的阶段、特点、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4． 理解公关观念及理论的演变，了解公共关系发展的趋势。 

5． 了解公共关系在中国的发展状况。 

教学重点及难点： 

1． 公共关系的含义及构成要素。 

2． 现代公共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二战后公共关系发展的主要成就。 

3． 现代公共关系代表人物的主要理论观点及成就。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公共关系的概念 

一．公共关系的含义 

（一）词义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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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一词，译自英文 Public Relations（简称“PR”）。 

 “Public Relations” 

“Public”作形容词时，意即“公开的”、“公共的”；作名词时，意即“公众”、“群体”；“Relations”

一词，意即“关系”，词尾加“s”表明这种关系是复数的形式，表明是多种关系及其综合。 

（二）有关“公共关系”的各种定义与表述 

1．管理职能论：（强调公共关系的管理功能） 

2．传播沟通论（强调公共关系的传播沟通功能）。 

3．社会关系论：（强调公共关系的社会属性） 

4．“表征综合论”：“现象描述论” 

5．强调公共关系的预测功能、咨询功能 

（三）公共关系涵义的分析 

公共关系涵义：是指社会组织为塑造良好的社会组织形象，通过传播沟通的手段与组织特定的

公众沟通联络，以取得公众的理解支持和合作，建立和组织特定公众之间的和谐稳定关系的一种管

理活动。 

二、公共关系构成要素与公共关系理论核心概念 

（一）公共关系构成要素 

1．组织 

2．公众 

3．传播 

（二）公共关系理论核心概念 

组织形象是公共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 

1． 组织形象 

组织形象是公众对社会组织的总体评价，是社会组织的表现与特 

征在公众心目中的反映。 

2．组织形象构成 

组织形象有多种要素构成，可分为组织外在形象和内在形象两个部分，或称为实体形象和精神

形象、硬件形象和软件形象。 

3．组织形象的评价指标 

评价组织形象的最基本的指标有两个：知名度与美誉度。 

第二节     公共关系学 

一.公共关系学的含义 

公共关系学是一门研究现代社会组织与其社会公众建立良好公共关系的原理、原则、方法、技

巧及其规律的科学，公共关系学是广泛吸纳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最新成果的一门（多门类）交

叉（性）（边缘性）综合性的应用学科。 

二．公共关系学的研究范围 

1.公共关系一般理论研究 

2.发展史研究 

3.公共关系实务 

第三节     公共关系的特征 

一．以事实为依据 

（一）事实是公共关系活动的绝对前提 

（二）公共关系活动从掌握事实开始 

（三）真诚是公关人员的信条 

二．以沟通为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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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清沟通的公众对象 

（二）明确沟通的重要目标 

（三）立足于长远的沟通 

三．以互惠为原则 

第四节    公共关系发展概述 

一．人类早期的公共关系 

现代公共关系诞生于 20世纪初。 

现代公关产生之前，公关活动经历了完全缺乏理论上的概括与指导，只是低层次上的感性活动

的漫长的蒙昧时期。即“准公共关系”时期，公共关系的前史或“前公共关系”时期。 

公元前 6世纪，希腊最大的城邦雅典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政治上的民主体制，引发了公共关

系的诞生。 

古代社会的组织程度很低，除了政府及附属于政府的一些组织之外，社会上几乎不存在其他类

型的组织。所以，所谓古代社会的公共关系实际上主要表现为政府公共关系。 

在美国，最早的公共关系起始于独立战争时期。 

19世纪 20—30年代，公共关系开始活跃。19世纪末，由于印刷技术的提高，报业的发展，政

治生活中的公共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 

二．现代公共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成熟期 

（一）现代公关的产生和发展 

1903年，埃维·李创办了宣传顾问事物所，标志着公共关系职业正式诞生。 

1923 年， 爱德华·伯纳斯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公共关系著作《公众舆论之凝结》，在纽约大

学第一个开设公共关系课程，1928 年，撰写《舆论》一书。伯纳斯在理论上的贡献，对于公共关

系学科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里程碑的作用。 

公共关系在 20世纪 20——60年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二）公共关系繁荣和普及时期 

二战后，公共关系进入全面繁荣和发展时期，取得的成就如下。 

1.职业的社会化得到迅速地扩展 

2.职业的科学化倾向加强 

3.职业的标准化得以逐步确立 

4.职业的国际化趋势进一步深入 

第五节   中国公共关系的产生和发展 

在中国，公共关系的产生和发展都得益于西方公共关系理论的输入与传播，得益于西方公关教

育与公关实践发展水平的深刻影响。 

一．公共关系在中国的产生 

二．公共关系行业组织的出现 

三．公关教育的的发展 

思考题： 

1． 简述公共关系的含义及公共关系的特征。 

2． 如何看待人们对公共关系涵义的争论？ 

3． 有关公共关系的定义有哪些种类？这些公关定义所反映出的公关研究达成的共识有哪
些？ 

4． 阐述公共关系的构成要素，如何理解各公关要素在公共关系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 

5． 如何理解公共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 

6． 如何理解早期公共关系产生的条件？早期公共关系有哪些特点？ 

7． 如何理解巴纳姆时期是公共关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这一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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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阐述埃维·李与伯纳斯的主要公共关系理论及贡献。 

9． 二战后公共关系发展的主要成就有哪些？ 

10.  如何评价中国早期公共关系活动？ 

11. 结合公共关系的各个发展阶段，理解这门学科体现的进步性。 

知识单元 2     第二章    公共关系的基本职责与功能 

参考学时：2学时。 

教学目标： 

1． 了解和掌握组织公共关系的基本职责与相关功能。 

2． 掌握组织公关部门收集信息的内容。 

3． 了解组织公共关系提供决策咨询的内容。 

4． 理解和掌握公共关系对内、对外沟通协调的具体内容。 

5． 了解和掌握公共关系树立组织形象的功能 

6． 理解和把握优化组织生存环境的功能。 

7． 了解组织公关部门所进行的公关培训的职责内容。 

教学重点与难点： 

1． 公共关系提供的决策咨询的具体内容。 

2． 公共关系传播沟通过程中公众心理及传播效果的把握。 

3． 公共关系外部沟通协调的主要公众及相关内容。 

4． 树立组织形象的公共关系功能。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公共关系的基本职责 

一、 收集信息，监测环境 

（一）组织形象信息 

1． 公众对组织管理机构的评价 

2． 公众对组织管理水平的评价 

3． 公众对组织人员素质的评价 

4.  公众对组织服务质量的评价 

（二）产品形象信息 

（三）社会环境信息 

1．政府决策信息 

2．立法信息 

3．社会环境信息 

4．与组织有关的其他组织的信息 

二、 提供决策咨询 

1． 为确立决策目标提供咨询建议 

2． 为决策提供信息服务 

3． 协助拟定和选择决策方案 

4． 帮助组织实施决策方案 

5． 从公众关系角度评价决策效果 

三、 传播沟通 

四、协调关系 

（ 一） 内部关系的协调 

1． 协调组织内部管理者与员工的关系 

2． 协调组织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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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外部关系的协调 

1． 处理好各类直接的业务往来关系 

2． 处理好与政府各有关职能管理部门和权力制约部门的关系 

3． 主动建立和发展各种非业务性的社会关系 

五、教育培训 

第二节    公共关系功能 

一、 树立组织形象 

二、 优化社会环境 

思考题： 

1． 社会组织公共关系的基本职责有哪些？ 

2． 如何理解组织公共关系的功能？ 

3． 公共关系监测环境时所要收集、整理、分析哪些方面的信息？ 

4． 公共关系提供的决策咨询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5． 如何理解和把握公共关系传播沟通效果？ 

6． 如何进行公共关系内部关系的协调？ 

7． 公共关系外部协调主要针对哪些公众关系？ 

8． 如何理解公共关系树立组织形象的功能？ 

知识单元 3  第三章  公共关系主体 

参考学时：6课时 

教学目标： 

1. 了解公共关系主体的含义和范围。 

2. 熟悉和掌握社会组织的含义和公关角度的社会组织分类。 

3. 了解社会组织的环境因素。 

4. 理解社会组织树立良好组织形象的公共关系目标，并了解和掌握 CIS设计战略及在组织形

象塑造中的作用。 

5. 熟悉和掌握 CIS的含义和构成要素。 

6. 熟悉公共关系的组织机构，掌握公关部和公关公司各自公关活动的特点。 

7. 了解和掌握公共关系部的基本职责及机构模式。 

8. 了解公关从业人员所具备的基本素质要求及职业准则。 

重点与难点： 

1. 公共关系主体，公共关系的专门组织机构。 

2. CIS设计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CIS设计战略及在组织形象塑造中的作用。 

3. 公关部和公关公司各自公关活动的特点。 

4. 公关部的基本职责。 

5. 公关从业人员所具备的基本素质要求。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社会组织 

一、社会组织的含义 

二、社会组织的分类 

从公共关系角度对社会组织进行分类，社会组织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互益性组织  

（二）营利性组织 

（三）服务性组织 

（四）公益性组织 



3704 

三．社会组织与环境 

（一）组织环境的内容 

1．宏观环境 

（1）社会政治环境 

（2）社会经济环境 

（3）社会文化环境 

（4）科学技术环境 

（5）法律环境 

（6）国际环境 

2． 微观环境 

（1）自然物质环境 

（2）关系环境 

（3）意识环境 

（二）环境的特征 

四．社会组织的公共关系目标 

（一）树立社会组织的良好形象 

1．组织形象的含义 

2．社会组织形象的内容 

3．社会组织形象的特点 

（二）社会组织形象的塑造与设计 

1．CIS设计的含义 

2．CIS设计发展状况 

3．CIS的构成要素 

（1）理念识别   Mind Identity   简称 MI 

（2）行为识别   Behaviour  Identity  简称 BI 

（3）视觉识别   Visual Identity   简称 VI 

4．CIS战略在组织形象塑造中的作用 

第二节 公共关系机构 

一、组织的公共关系部 

    (一) 公共关系部的地位 
    （二）公共关系部的基本职责 
    （三）公共关系部的组织机构模式 
    （四）公共关系部活动的优劣势 
二、公共关系公司 

（一）公关公司的类型 

1．单一型公关公司 

2、集团型公共关系公司 

（二）公共关系公司的服务方及收费方式 

（三）公共关系公司的工作原则 

（四）公关公司活动的优劣势 

三、公共关系社团 

（一）公共关系社团的特征与类型 

（二）公共关系社团的工作内容 

1．联络会员 

2．制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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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专业培训 

4．普及知识 

5．编辑印制宣传品 

第三节 公共关系从业人员 

一、 公共关系人员的基本素质要求 

（一）职业道德修养 

1．坚持宗旨，尊重公众 

2．坚持真实和准确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不传播虚假、失真或易产生误解的的信息。 

3．遵守社会公德，客观公正地对待所服务的公众 

4．对所服务的组织和公众的信息和情报应该承担保密义务 

5．公平合理 

（二）基本的职业素质 

1．公共关系意识 

2．公共关系从业人员的心理素质 

3．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 

二、公共关系从业人员的职业准则 

思考题： 

1. 公共关系主体的含义是什么？ 

2. 如何理解公关主体在公关活动中的主导作用？ 

3. 从公共关系角度可以把社会组织分成哪些类型？其各自的公关特点是什么？ 

4. 组织环境包括哪些内容？你是如何理解组织的关系环境的？ 

5. 公共关系部在基本职责有哪些？公关部的机构设置模式有哪些？ 

6. 阐述组织公共关系部公关活动的特点。 

7. 为什么有的组织设立了公共关系部，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利用相关的专业公关公司的服
务？ 

8. 公关公司的服务原则有哪些？简述公关公司从事公关活动的特点。 

9. 公关公司的基本特性有哪些？ 

10. 简述 CIS设计的构成要素。分析 CIS设计在组织形象战略中的作用。 

11. 公关从业人员具备的基本素质要求有哪些？ 

12. 结合现实事例，谈谈公关机构和公关人员对做好公关工作的重要性。 

知识单元 4  第四章  公共关系公众 

参考学时：6课时 

教学目标： 

1. 了解公众的含义和特征。 

2. 明确公众分析的意义与步骤。 

3. 熟悉和掌握公众分类的方法。 

4. 理解和掌握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是公众分析中具体要分析的基本目标公众。 

5. 掌握公共关系工作中常见的目标公众。 

6. 了解和掌握组织外部公众的主要公众。 

7. 熟悉公众的心理倾向与心理影响。 

8. 了解顾客关系，媒介关系，政府关系及社区关系的处理。 

教学重点与难点： 

1. 公众的含义及公众分析的意义。 

2. 公众分析的步骤与公众分类的方法。 

3. 公共关系工作中常见的目标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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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织外部的主要公众及其沟通方式。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公众及其分类 

一、公众的定义及公众的特征 

二、公众分析的步骤 

（一） 公众分析的步骤 

1. 基本分析 

2．分类分析 

3．目标公众分析 

（二） 公众分析的意义 

1．认识公众是组织生存发展的条件之一 

2．确认不同类型的公众是开展公众关系工作的前提 

3．科学的公众分类，有利于抓住公共关系工作的重点 

三．公众的分类 

（一）公众发展分类法：根据公众与组织关系的发展程度、情况 

（二）组织态度分类法 

（三）公众态度分类法 

（四）公众重要程度分类法 

（五） 按公众与组织的关系进行分类 

第二节 内部公众 

一.内部公众的概念及包含的范围 

内部公众主要包括：员工、股东、董事会、顾问、家属等。 

二、员工关系 

（一）员工关系处理的基本内容 

（二）协调员工关系的具体方法 

三、股东关系 

第三节、  外部公众 

一、顾客关系 

二、媒体关系 

三、政府关系 

四、社区关系 

五、其他外部公共关系 

思考题： 

1． 公众具有哪些基本特征？ 

2． 结合实际思考各种公众分类方法的作用和意义。 

3． 内部公众关系和外部公众关系包括哪些内容？ 

4． 如何建立良好的股东关系？ 

5． 如何处理好内部员工关系？谈谈其对树立组织整体形象的作用。 

6． 为什么说内部公众是组织公共关系的首要公众？ 

7． 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有什么意义？ 

8． 简述顾客关系，媒体关系，政府关系，社区关系的主要内容。 

9． 为什么要和新闻媒介建立良好的关系？ 

10.结合现实的事例，谈谈对公众环境的理解与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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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5    第五章  公共关系传播 

参考学时：6课时 

教学目标： 

1. 了解和掌握传播的含义和构成要素。 

2. 熟悉传播的一般模式。 

3. 明确公共关系传播的含义和公共关系传播的模式。 

4. 了解和掌握公共关系传播的特点，熟悉把关人理论。 

5. 了解和掌握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公众传播、大众传播的传播方式及各自的特点。 

6. 了解公共关系利用大众传播的方式，掌握新闻制造的含义及特点。 

7. 熟悉和掌握传播媒介及媒介的选择，把握公共关系传播中传播媒介的使用。 

8. 了解传播效果的相关理论。 

9. 明确和掌握公共关系传播的相关原则。 

教学重点与难点： 

1. 公共关系传播的含义及传播模式。 

2. 公共关系传播方式，特别是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的特点及规律，公共关系利用大众传播的
方式。 

3. 传播媒介及媒介的选择。 

4. 公共关系传播的相关原则。 

教学内容： 

第一节、传播原理 

一、传播及公共关系传播的含义 

传播，英文为“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除为“传播”外，也译“交流”、“联络”、“交往”、“沟通”等。 

公共关系传播：是指社会组织利用各种媒介，将信息或观点有计划地与公众进行交流的沟通活

动。 

二．传播的基本要素 

传播者、传播内容、编码、传播渠道、传播对象、译码、干扰、共同经验范围、反馈、环境。 

三、传播的模式 

（一）线性传播模式 

美国传播学家——拉斯韦尔“五个 W”模式 

香农——韦弗模式： 

（二）控制论传播模式 

美国的大众传播学权威施拉姆提出的传播模式。 

四．公共关系传播的一般模式 

第二节  公共关系传播 

一．公共关系传播的特点 

 (一) 组织的传播活动 

（二）传者、受者地位平等 

（三）公众是传播的核心 

（四）重点研究“把关人” 

二．公共关系传播的（方式）类型 

（一）人际传播 

（二）组织传播： 

（三）公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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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众传播 

三．大众传播的方式 

（一）公关广告 

（二）新闻报道 

1.组织内部人员自己准备新闻稿。 

2．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等活动，邀请记者参加，由记者撰写新闻报道。 

3．“制造新闻”，吸引大从传媒记者报道。 

（１）新闻制造的含义 

（２）新闻制造的特点 

四．公共关系传播媒介及媒介的选择 

（一）公共关系传播媒介 

（二）传播媒介的选择 

1.要把各种传播方式特点与具体公共关系工作结合起来。 

2.根据传播对象的特点选择 

3.根据传播信息内容来选择 

4.遵守经济合理的原则 

第三节 公共关系传播效果 

一．传播效果理论 

１．传播效果“威力无比”论。 

２．传播效果“影响有限”论 

二．传播效果的层次 

公共关系传播效果可分为四个层次： 

（一）认知层次效果 

（二）情感层次效果 

（三）态度层次效果 

（四）行为层次效果 

第四节 公共关系传播原则 

一．了解对象明确目的 

二．树立有效传播者形象 

三．恰当选择传播内容 

四．科学掌握和运用一些具体传播原则 

五．反馈和评估调整 

（一）排除干扰 

（二）及时获得反馈 

（三）。评估调整 

思考题： 

1. 公共关系传播的含义及特点有哪些？ 

2. 人际传播的含义和特点有哪些？ 

3. 公共关系传播为何要研究把关人理论？ 

4. 为何说组织传播方式在传播方式里更具主动性？ 

5. 大众传播和公众传播有什么不同？ 

6. 公共关系利用大众传播渠道的方式有哪些？ 

7. 新闻报道的三种形式是什么？ 

8. 简述新闻制造的含义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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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关传播过程中存在哪些影响传播效果的干扰因素？ 

10. 为了保证传播的效果，如何选择传播媒介？ 

11. 结合现实事例，分析为何传播活动中要树立有效传播者形象？ 

12. 结合传播效果的相关理论，分析公关传播应该遵循的相关原则。 

知识单元 6   第六章  公共关系工作程序 

参考学时：2课时 

教学目标： 

1. 了解个把握公关调查的含义，明确公关调查的目标和内容。 

2. 了解公关调查的程序和公关调查的方法。 

3. 熟悉和掌握公关计划的种类。 

4. 了解和掌握公关策划的“六步工作法”。 

5. 掌握公共关系的传播实施的意义，原则要求，实施的过程。 

6. 了解公共关系效果评估的原因，掌握如何进行公共关系效果的评估。 

教学重点与难点： 

1. 公关调查的目标和内容。 

2. 公关策划的程序。 

3. 公共关系传播实施的原则要求和实施过程。 

4. 公共关系效果评估的实施。 

教学内容： 

一．调查分析 

（一）.公关调查的目标 

（二）．公关调查的内容 

１．社会组织基本情况调查 

２．社会组织经营状况 

３．公众意见及公众情况调查 

４．组织的社会环境调查 

二、制定计划 

（一）计划的种类 

1．长期战略规划 

2．年度公关计划 

3．项目活动计划 

（二）公关策划的“六步工作法” 

1．确定目标 

2．设计主题 

3．分析目标公众 

4．选择传播渠道和媒介 

5．编制预算 

6．审定方案 

三、实施传播 

四．公关效果评估 

（一）评估的原因 

（二）效果评估 

思考题： 

1. 公共关系调查的目标和内容有哪些？ 

2. 公关调查的程序是怎样的？采用的调查方法有哪些？ 

3. 为什么说公共关系调查是公共关系工作的第一个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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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共关系策划的程序是怎样的？怎样可以保证公关策划具有创意性？ 

5. 现实生活中，有哪些大型的专题公共关系活动？如何举办大型的专题公关活动？ 

6. 如何进行公共关系传播活动的效果评估？ 

知识单元 7   第七章   公共关系危机管理 

参考学时： 2课时 

教学目标： 

1． 掌握公共关系危机的含义。 

2． 领悟公共关系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 

3． 熟悉和掌握公共关系危机管理的程序。 

4． 领悟组织处理公共关系危机时的相关对策。 

教学重点与难点： 

1． 公共关系危机管理的程序。 

2． 公共关系危机管理的原则和对策。 

教学内容： 

一.公共关系危机管理的含义与原则 

二.公共关系危机管理的程序 

三.公共关系危机管理的对策 

思考题： 

1． 公共关系危机的含义是什么？ 

2． 公共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3． 阐述如何进行有效的公共关系危机管理？相关的公共关系危机管理程序与对策有哪些？ 

4． 结合现实里的事例，谈谈你如何关系危机的“危”与“机”。 

知识单元 8  第八章    公共关系广告及公共关系礼仪 

参考学时：2课时 

教学目标： 

1． 了解和掌握公共关系广告的含义和特点。 

2． 熟悉共公共关系广告的各种类型。 

3． 了解和掌握公共关系广告制作的基本原则和程序。 

4． 明确公共关系礼仪的含义。 

5． 了解公共关系礼仪的作用。 

6． 了解社交的基本原理，认识公共关系社交的特点，熟悉掌握及应用公共关系的基本礼仪规范。 
教学重点与难点 

1． 公共关系广告的各种类型。 

2． 公关广告的基本制作原则和程序。 

3． 公共关系礼仪的基本规范。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公共关系广告 

一. 公共关系广告的含义及特点 

二. 公共关系广告的类型 

三. 公共关系广告的基本原则 

四. 公共关系广告的制作程序 

第二节      公共关系礼仪 

一.  公关礼仪的含义和作用 

二.  公共关系交往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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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聚会与庆典礼仪 

四.  外事往来礼仪 

五.  公共关系交谈礼仪 

思考题： 

1． 简述公共关系广告的含义和特点。 

2． 简述公关广告的类型及其不同公关广告的特点。 

3． 公共关系广告和商业广告有什么不同？ 

4． 公共关系广告制造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5． 制作公共关系广告的程序有哪些？ 

6． 简述公共关系礼仪在公共关系活动中的作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公众关系概述 6  

2 第二章 公共关系的基本职责与功能 2  

3 第三章  公共关系主体 6  

4 第四章  公共关系公众 6  

5 第五章  公共关系传播 6  

6 第六章  公共关系工作程序 2  

7 第七章   公共关系危机管理 2  

8 第八章  公共关系广告及公共关系礼仪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公共关系是组织管理活动中一项职能活动，了解公共关系的课程内容，需在管理学

原理的基础上进行。 

后续课程：公共关系学，是公共关系专业理论课程的概论课，是继续学习公共关系专业的入门

课程。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以教师课堂讲解为主，学生课堂讨论和引导学生自学为辅。在教学过程运

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和演示，必要的时候可以观看成功案例录像。 

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实务操作的意识，

组织学生进行不同形式的课堂讨论，在必要的教学环节中让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基本概念切实运

用到具体案例中进行案例分析总结。同时引导学生课下自学，积极参与到理论教学的各个环节当中。 

本课程在教学过程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和演示，尤其是涉及到具体案例的分析与讲解，有关图

表的制作和分析讲解。 

必要的时候可以观看成功的案例录像，结合多媒体教学，将学生引领到一些成功企业的实务操

作中，让学生亲身领会到公共关系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使学生切实掌握公共关系的基本理论，

基本技巧和常见方法。 

在理论讲解方面：重视更新研究的方法，从根本上提高理论水平，注意精选典型的案例，增强

理论的形象感、说服力。讲授要阐明本课程的理论概念和基本原理，并对教学中的实际问题予以科

学的说明、分析和阐释，使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得到较好的结合和统一。讲授采取启发式，重在培

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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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不具体指定教材，可以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公共关系学教材为参考。 

（二）推荐参考书 

1. 边翠兰主编《公共关系理论与应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年 10月，第一版 

2. 邓理峰著《声音的竞争——解构企业公共关系影响新闻生产的机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
社，2014年 1月，第一版 

3. 丁光梅著《媒体公共关系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年 5月，第一版 

4. 樊帅，贺亚锋，马海牡等编著《企业公共关系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 7月，第一版 

5. 费明胜主编《公共关系学》，中山大学出版社，2015年 1月，第二版 

6. 管玉梅主编《公共关系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 7月，第一版 

7. 侯书生等编著《公共危机管理与公共关系维护》，红旗出版社，2013年 8月，第一版 

8. 居延安编著《公共关系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6月，第五版 

9. 劳泰伟主编《实用公共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 9月，第一版 

10. 李亚子，乔雅洁主编《现代公共关系学理论与实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

7月，第一版 

11. 廖为建主编《政府公共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1月，第二版 

12. 秦勇，庞仙君著《现代公共关系学》，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 4月，第一版 

13. 杨芳编著《公共关系伦理》，华东师大出版社，2014年 6月，第一版 

14. 于然著《现代组织公共关系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1月，第二版 

15. 张雷著《公共关系学派——一种广域的视野》，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8月，第一版 

16. 张岩松等编著《现代公共关系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年 4月，第三版 

17. 张云主编《公共关系——理论、实践与案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8月，第一版 

18. 甄珍主编《公共关系实务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8月，第一版 

19. 周华主编《公共关系学实用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4月，第二版 

20. 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组编《中国公共关系年度报告
（2014）》，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 6月，第一版 

执笔：谭兰英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8日 

 

中国现行政策分析 
Analysis of Current Policies in China 

课程号：4050300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与行政学、国际政治、行政管理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属于案例

课组。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深化政策科学理论知识；2、提升理论应用能力；3、了解中国实践

并做出专业分析与判断。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政策科学基础知识、政策分析原

理，了解政策制定、执行以及评估等方面的概念和知识体系，为学生的社会实践以及毕业论文的写

作，以及运用理论分析实践问题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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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12学时 

知识单元 1：政策分析逻辑与示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政策分析师的世界：解释的与建构的；分析的与倡议的。 

2．政策分析的层次：事实分析、价值分析、规范分析以及可行性分析。 

3.  政策分析的理论视角：政治的、经济的与价值的。 

4. 案例分析示例：矛盾与冲突：如何理解美国堕胎政策与枪支自由政策上的不同观点？ 

学习目标： 

1．了解政策分析的复杂体系以及不同的分析层面。 

2．掌握政策分析的政治理论、经济理性与分析逻辑、以及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定位。 

作业：请从政策不同的分析视角来理解同性恋婚姻合法性上的争论。 

知识单元 2：政策过程理论及其应用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政策过程理论研究的视角及其范围。 

2．政策过程的基本理论：政策模糊与多源流模型；政策变迁的断裂式均衡与渐进演进；政策

设计中的民主过程；政策执行综合模型；政策反馈理论；倡议联盟框架；政策阐释框架。 

3. 比较政策制度分析框架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 

4. 案例分析示例：西方禁烟政策的演进过程；中国房价调控政策的系统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理论分析政策的出发点与假设；了解制度分析框架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 

2．掌握政策分析的多源流模型、倡议联盟框架、政策变迁均衡理论等理论框架，并掌握如何

运用理论框架解释现实政策。 

作业：阅读参考书目［美］保罗·A·萨巴蒂尔编：《政策过程理论》，三联出版社 2004年版。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3个，共 20学时 

实验 1：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分析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我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演进及其分析 

实验要求：熟悉我国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过程；研究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发展演进的动力与

因素；掌握政策演进的制度分析方法。 

实验 2：环境治理政策分析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北京治理“雾霾”的政策之能 

实验要求：熟悉环境治理政策问题的特性以及北京市的主要政策工具；研究北京市治理雾霾政

策的工具及其限制；京津冀地区不同省份的政策制定及其执行；掌握政策分析中相关的政策制定与

执行理论，并掌握理性逻辑分析方法。 

实验 3：户籍制度分析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户籍制度破冰的阻力与动力 

实验要求：熟悉我国户籍制度的建立及其发展过程；研究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与阻力；掌握政

策分析中的系统分析方法。 

实验 4：讨论与总结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对课程中的案例进行综合分析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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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要求：通过课程所分析的案例，总结中国政策过程的突出特点、优化改进空间、未来挑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政策分析逻辑与示例 3  

2 政策过程理论及其应用 3  

3 政策过程理论及其应用 3  

4 政策过程理论及其应用 3  

5 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分析 3  

6 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分析 3  

7 环境治理政策分析 3  

8 环境治理政策分析 3  

9 户籍制度破冰的阻力与动力 3  

10 户籍制度破冰的阻力与动力 3  

11 讨论与总结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策科学、政治学原理、管理学原理、公共行政原理 

后续课程：社会实践、毕业论文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政策分析的多重视角、政策分析的过程理论及不同解释框架。 

难点：如何运用专业的理论视角分析多元复杂的政策实践；如何选择分析视角得出专业判断。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案例研讨。 

教学手段： 

1.案例演示。 

2.分组讨论与辩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桌椅可灵活组合的教室，能够播放音频和视频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分组案例发言 2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完成课后布置的文献阅读以及小论文。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美］托马斯·R·戴伊：《理解公共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十二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保罗·A·萨巴蒂尔编：《政策过程理论》，三联出版社 2004年版。 

执笔：王冬芳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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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学 
Urban Studies 

课程号：4050301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与行政学、管理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市政学》课程帮助学生了解市政学的理论与实践，提高理论水平和分析问题能力； 

2、提高学生的管理理论思维水平和对一些基本理论的分析能力； 

3、增进学生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认识。 

开设本课程，通过《市政学》课程的教学，可以使学生了解市政管理的基本概念、基本理念和

基本原则，使学生理解市政管理的一般规律，认识市政管理的方方面面。掌握市政管理从古代萌芽、

到近代构建再到当代转变的历史发展进程。本课的主要内容包括：市政学的研究方法；城市功能与

种类；城市的政治系统；市政职能；市政体制；城市的环境管理；城市的基础设施管理；城市的教

科文卫管理；城市的社会治安管理等。本课程的学习可为学生参加实践工作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第一章       导论  

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学目的：梳理市政管理概念的演进，分析市政管理的宏观变迁、分析层次、基本特征和具体

形式。使学生了解市政学的研究方法。 

教学要求：学生要了解市政管理的发展过程，理解市政管理的概念，并对市政管理的整体变迁

和基本特征有所认识。 

教学课时：2学时 

教学方式：讲授为主，讨论为辅。 

第一节 市政学研究对象 

一 研究范围 

1．城市国家政权机关 

2．城市有关公共事物 

3．有效管理的规律 

二 市政的含义 

所谓市政，是指国家在城市区域设置的国家政权机关，特别是政府行政机关，为实现城市自身

和国家整体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各种手段对城市及市民有关公共事物进行有效的管理活动。 

第二节 市政学的研究意义 

一 市政学的研究历史 

1． 西方市政管理学的发展 

2． 我国市政管理学的发展 

二 市政学的研究意义 

1．随着整个社会分化程度的提高，随着政府职能的强化和扩张，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

进步，行政管理日趋专业化和技术化，这是世界范围内行政发展的一个共同的趋向。而建立新的政

府决策体系对于中国社会来讲，具有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双重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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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3．建设现代化城市。 

三 市政学的研究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辨证唯物主义的方法 

比较的方法 

统计的方法 

调查的方法 

复习与思考题： 

管理与服务的关系? 

调查方法的不足之处是什么？ 

市政学的研究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关系？ 

市政学的研究与建设现代化城市的关系？ 

拓展阅读书目： 

徐理明 《市政学》  科学出版社 1989年版 

邹德慈 《城市规划导论》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年。 

第二章   城市概论    

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学目的：梳理城市概念的演进，分析城市的宏观变迁、基本特征和具体形式。使学生了解城

市的不同形态，城市的发展方向。 

教学要求：学生要了解城市的发展过程，理解城市的概念，并对城市的整体变迁和基本特征有

所认识。 

教学课时：4学时 

教学方式：讲授为主，讨论为辅。 

第一节 城市概念 

一 城市特征 

1．聚集性 

2．整体性 

3． 开放性 

4． 复杂性 

二 城市功能与种类 

1． 承载功能 

2． 经济功能 

3． 政治功能 

4． 文化功能 

5． 社会功能 

第二节  城市的发展历程 

一 城市的起源 

1． 政治功能的城 

2． 经济功能的市 

二 城市发展的规律 

1． 城乡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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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和区域相互依存，彼此推动。 

3． 不同规模，不同功能的城市同时并存。 

4． 城市由低功能向高功能，由封闭到开放。 

5． 城市负荷能力与城市规模相适应。 

6． 城市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三 我国城市发展的方针 

   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 

第三节  城市形态  

一 旧城市形态 

1．原始城市形态：城堡。 

2．前工业社会城市形态：商业城市。 

3．工业社会城市形态：工业城市。  

二 新时期城市新形态  

1．金融城市。 

2．生态城市。 

3．尖端科技城。 

4．山水园林城。 

5．数字城市。 

6．世界城市。 

7．后福特城市。 

8．信息城市。 

9．智慧城市。 

10．学习型城市。  

11．健康城市。 

复习与思考题： 

未来的城市发展趋势? 

传统城市与现代城市的主要区别？ 

现代城市的主要功能？ 

首都北京的发展趋势？ 

拓展阅读书目： 

徐理明 《市政学》 科学出版社 1989年版。 

邹德慈 《城市规划导论》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2年。 

第三章   城市的政治系统   

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学目的：梳理城市政治系统的演进，分析我国城市权力政治系统层次、基本特征和具体形式。

使学生了解市政政治系统的研究方法。 

教学要求：使学生了解共产党组织系统与其他组织系统的关系。 

教学课时：4学时 

教学方式：讲授为主，讨论为辅。 

第一节    政治系统概述 

一 政治系统含义 

二 政治系统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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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权力政治系统 

2． 非权力政治系统 

第二节 我国城市权力政治系统 

一 共产党的城市组织系统 

1．市党委 

2．区党委 

3．基层党支部 

二 城市的国家权力系统 

1． 市人大 

2． 区人大 

三 城市的行政系统 

1． 市政府 

2． 区政府 

3． 街道办事处 

四 城市的司法系统 

1．法院系统 

2．检察院系统 

3．公安系统 

五 城市的社团组织 

1．工会 

2．共青团 

3．妇联 

4．工商联 

六 城市公民 

1．长住居民 

2．临时居民 

3．居委会 

复习与思考题： 

我国的政治系统如何保持长期稳定？ 

新旧时代的工会有什么区别？ 

居委会的职能是什么？ 

共青团的性质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徐理明 《市政学》 科学出版社 1989年版。 

梁旭 《节约型社会建设与政府决策选择》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四章   市政职能     

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学目的：梳理市政职能的演进，分析市政管理职能基本特征和具体形式。使学生了解市政职

能的研究方法。 

教学要求：使学生了解我国的市政职能如何转化。 

教学课时：4学时 

教学方式：讲授为主，讨论为辅。 

第一节 市政职能概述 



3719 

从功能主义方法论的角度看，政府能力综合体现为公共产品的生产力，具体表现为体系产品、

过程产品和政策产品的生产能力。体系产品的生产力表现为政治体系维持和适应的能力；过程产品

的生产力表现为接纳政治参与的能力、形成社会支持与服从的能力和实现公正司法的能力；政策产

品生产力表现为福利政策、安全政策和公民自由权利保障能力。 

第二节  西方国家的市政职能 

一 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职能 

二 城市规划职能 

三 交通运输职能 

四 维护生活环境卫生职能 

五 劳动组织职能 

六 社会福利职能 

七 产业振兴职能 

八 教育职能 

九 文化职能 

十 生活服务职能 

第三节  我国的市政职能 

一 基本职能 

1．规划职能 

2．建设职能 

3．管理职能 

二 职能特点 

第四节  我国的市政职能转化 

一 由管理转向服务 

各级政府要全面履行职能，在继续搞好经济调节、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

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特别要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提高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二 由人治转向法治 

公共部门如何高效率地利用现有公共资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它在研究

“纯粹的”公共部门即政府组织时，也应把政府组织当成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机

构的，研究的重点是如何把政府机构自身管理好，以便更有效地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复习与思考题： 

政府的职能究竟是什么？ 

西方国家的市政职能与我国的市政职能的区别？ 

人治与法治的关系？ 

如何实现政府由管理转向服务？ 

拓展阅读书目： 

Christopher Hood:《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Public Administration》,Vol 69 Spring1991。 
Owen Hghes;《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Owen Hghes：《Public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An Introduction》,New YorkSt Martin's Press 

1994。 

第五章 市政体制      

教学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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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梳理市政管理体制的演进，分析市政管理体制的宏观变迁、分析层次、基本特征和

具体形式。 

教学要求：使学生了解影响市政体制的因素。 

教学课时：2学时 

教学方式：讲授为主，讨论为辅。 

第一节 市政体制的概念 

一 市政体制的特点 

1．地方性 

2．中观性 

3．相对独立性 

4． 复杂性 

5． 变迁性 

二 影响市政体制的因素 

1．共产党执政 

2．传统文化 

三 市政体制的类型 

1．传统型 

2．过渡型 

3．现代型 

第二节 西方国家的市政体制 

一 市长——议会制 

二 市委员会制 

三 市经理制 

第三节 我国的市政体制 

一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二 议行合一 

三 司法体制的属地主义 

四 市政体制具有稳定性 

复习与思考题： 

我国市政体制的弊端，如何解决？ 

西方国家的市政体制与我国的市政体制的区别？ 

什么是市长经理制？ 

大城市的市政体制的最好选择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Norman Flynn And Franz Strehl:《Public Sector Management in Europe》,PrenticeHall Europe 
Campus,400,1996。 

第六章   市政首长       

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学目的：分析市政首长基本特征和具体形式。使学生了解市政首长的素质要求。 

教学要求：使学生了解市长的目标形象。 

教学课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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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式：讲授为主，讨论为辅。 

第一节  市长的目标形象 

一 城市规划的科学制定和顺利实施 

二 城市建设的巨大活力和综合效益 

三 城市管理的正确领导和严格监督 

第二节  市长的外部形象 

一 市长的风度 

1．言谈 

2．举止 

3．态度 

二 市长的胸怀 

1．容人之言 

2．容人之短 

3．容人之过 

三 市长的作风 

廉洁自律 

第三节  市长的内在形象   

一 思想 

1．原则观念 

2．公仆意识 

3． 事实求是 

4． 民主思想 

5． 战略思想 

二 能力 

1．智力 

2．领导能力 

3．决策能力 

4．组织能力 

5．鼓动能力 

6．分析能力 

7．判断能力 

8．统御能力 

9．协调能力 

10．应变能力 

11．人际关系能力 

12．全面综合能力 

三 知识 

1．基础知识 

2．领导知识 

第四节  市长的病态形象 

一 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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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精神老化 

三 个性偏异 

复习与思考题： 

官本位思想的根源和危害？ 

官员腐败为什么屡禁不止？ 

拓展阅读书目： 

Christopher Hood:《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Public Administration》,Vol 69 Spring1991。 
Owen Hghes;《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第七章  城市的环境管理   

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学目的：梳理城市的生态系统的演进，分析人口与城市环境、经济与城市环境的关系，讨论

城市环境问题的解决办法。 

教学要求：学生要了解城市环境的综合整治的方法。 

教学课时：4学时 

教学方式：讲授为主，讨论为辅。 

第一节  城市环境概述 

一 城市的生态系统 

二 人口与城市环境 

三 经济与城市环境 

四 环境问题分类 

1．空气污染 

2．水污染 

第二节  我国城市环境问题与治理 

一 环境问题的原因 

二 治理原则 

三 治理措施 

1．污水处理 

2．固体垃圾处理 

四 综合整治 

五 园林绿化 

复习与思考题： 

经济建设与环保的关系？ 

我国环境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城市的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是什么？ 

环境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王文佳 柯金良 《 我们共同的未来》 台湾地球日出版社 1992年版。 

第八章  城市的基础设施管理   

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学目的：分析城市基础设施的基本特征和具体形式。 

教学要求：学生要了解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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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课时：4学时 

教学方式：讲授为主，讨论为辅。 

第一节  基础设施的地位 

一 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二 发挥城市辐射能力的物质保障 

三 城市高效益的动力 

第二节  基础设施分述 

一 供水与排水 

二 垃圾处理 

1．一般城市垃圾的分类处理 

2．垃圾的焚烧处理 

3．垃圾的堆肥处理 

4．垃圾的填埋处理 

三 供气与供暖 

1．城市煤气 

2．城市集中供热 

四 城市邮电与通信 

1．邮政 

2．电信 

五 城市防洪 

1．防洪标准 

2．防洪措施 

六 城市消防 

消防方针：预防为主，防消结合。 

七 城市交通 

1．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结构 

2．我国城市交通现状 

3．城市交通发展趋势 

4．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对策 

复习与思考题： 

邮电通信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我国防洪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 

供暖政策的不合理表现在哪里？ 

如何合理利用能源？ 

拓展阅读书目： 

王文堂 《加快能源市场建设 促进资源合理利用》 《中国能源》1999年第 8期。 

张大威 《依法治能促进能源工作》  《能源管理》1998年第 9期。 

邵玉良 《能源管理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引用》 《能源管理》1998年第 3期。 

夏青 《论能源可持续性发展战略》 《技术经济》2003年第 6期（总 186期）。 

第九章  城市的教科文卫管理   

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学目的：使学生了解教育和卫生事业的改革紧迫性和难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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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学生要了解城市教科文卫管理的机构、体制、方针和职能。 

教学课时：2学时 

教学方式：讲授为主，讨论为辅。 

第一节  教育管理 

一 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唯一途径，中国应继续重视发展多层次、多方面的教育，逐年增加

教育投入，办好全民教育，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潜力。 

二 教育体制 

1．幼儿教育 

2．初等教育 

3．中等教育 

4．高等教育 

5．成人教育 

第二节  科技管理 

第三节  文化管理 

一 我国传统的城市文化管理体制 

二 我国现行的城市文化管理体制 

第四节  卫生管理 

一 城市医疗制度 

二 城市卫生防疫制度 

三 城市妇幼卫生制度 

四 城市中西医药制度 

五 城市卫生宣传教育出版制度 

六 城市医学教育与科研制度 

复习与思考题： 

教科文卫的建设以政府为主导还是以为社会主导？ 

科技创新的政策要求是什么？ 

中医药如何管理？ 

我国教育体制的弊端是什么？ 

我国需要电影分级制吗？ 

文艺创作有界线吗？ 

拓展阅读书目： 

徐理明 《市政学》  科学出版社 1989年版。 

梁旭 《节约型社会建设与政府决策选择》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十章  城市的社会治安管理   

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学目的：梳理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的演进，分析社会治安管理的宏观变迁、分析层次、基本

特征和具体形式。使学生了解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的方法。 

教学要求：学生要了解市政治安管理的发展过程，理解社会治安管理的概念，并对社会治安管

理的整体变迁和基本特征有所认识。 

教学课时：2学时 

教学方式：讲授为主，讨论为辅。 



3725 

第一节  社会治安管理的基本制度 

一 户口管理制度 

二 社会治安秩序管理制度 

1．城市公共娱乐场所管理制度 

2．特种行业管理制度 

3．危险物品管理制度 

4．城市治安巡逻制度 

三 交通安全管理制度 

1．机构 

2．交通秩序管理制度 

3．交通安全教育 

四 消防管理制度 

1．城市消防组织 

2．城市火灾防救 

第二节 城市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一 综合治理的意义 

关系到每个家庭，每个个人。要求调动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和市民的积极性。 

二 综合治理的目标 

1．与城市的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 

2．讲究科学，事实求是。 

三 综合治理的指标 

1．发案率 

2．破案率 

3．突发性事件发生数 

4．重新犯罪率 

5．重大刑事案件在刑事案件中的比率 

6．初犯率 

7．安全感和安全度 

四 综合治理的对策 

1．强化公安机关的职能，提高刑事案件破案率和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 

2．建立群众性的治安防范体系。 

复习与思考题： 

户口制度的取消时机？ 

破案指标的确定是否合理？ 

如何加强消防管理？ 

拓展阅读书目： 

徐理明 《市政学》  科学出版社 1989年版。 

梁旭 《节约型社会建设与政府决策选择》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曲格平、李金昌 《中国人口与环境》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年。 

李竟能 《21世纪中国人口理论研究的展望》 《人口研究》1998年第 2期。 

梁龙勇 《论中国区域开发战略与人口、资源及环境的协调发展》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1998年第 2期。 

蒋正华 《21 世纪中国人口热点问题》 《地理知识》1997年第 4期。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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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导论   2  

2 第二章 城市概论 城市概论、发展历程  2  

3 第二章 城市概论  城市类型 2  

4 第三章 城市权力系统 概述 2  

5 第三章 城市权力系统 我国城市权力系统 2  

6 第四章 市政职能  概述 2  

7 第四章 市政职能  我国城市市政职能 2  

8 第五章 市政体制 概述 我国市政体制 2  

9 第六章 市政首长 目标形象 外部形象 2  

10 第六章 市政首长 内在形象 病态形象 2  

11 第七章 城市环境管理  概述 2  

12 第七章 城市环境管理 环境问题与治理 2  

13 第八章 城市基础设施管理  概述 2  

14 第八章 城市基础设施管理  分述 2  

15 第九章 城市教科文卫管理 教科管理 文卫管理 2  

16 第十章 城市社会治安管理  治安管理基本制度 治安综合治理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学、公共政策学 

后续课程：行政管理、中国政府与政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城市环境管理 、 城市教科文卫管理、 城市社会治安管理、市政首长。 

难点：城市权力系统 、我国城市权力系统、市政职能 、 我国城市市政职能、市政体制 、城

市治安综合治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以教师讲授为主，同时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作用，实现师生互动。 

教学手段： 

1.每次上课开始由学生针对上次课所讲内容和思考题，谈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其他同学针对这

些同学的发言提出自己的质疑或不同观点，由教师总结。 

2.教师先讲授新的课程内容，再通过多媒体演示案例。 

3.留下思考题和参考资料。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有播放音视频设备的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0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 30分（包括读书笔记、课堂反应、出勤），期末论文 70分。 

7、作业要求： 

参见每章结尾的复习与思考题。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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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桃  《市政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年 9月第三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市政管理学》   杨宏山  ISBN：7300064175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8月第一版。 

2）《市政学》 张永桃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 6月第一版。 

3)《现代城市管理学》 马彦琳、刘建平 ISBN：7030108205 2003年 6月 科学出版社第一版。 

4）《现代城市管理学》尤建新 ISBN：7030116064   2008年 2月 科学出版社第一版。 

执笔：梁旭  审稿：梁旭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4日 

 

非营利组织管理 
Non-Profit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课程号： 4050302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掌握非营利组织的范畴、内涵、属性和类型，熟悉非营利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理论，了

解国内外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历史脉络、基本特征、现存挑战及发展走向等基本知识； 

2、掌握非营利组织治理、领导、决策、战略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项目管理、营

销、评估等运作管理的基本概念、方式方法和基本技能，提高学生在公共和第三部门就业的实际工

作能力和综合素质； 

3、熟悉和了解我国社会组织内外部治理的现状、问题和改革对策，通过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提高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非营利组织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定义和属性。 

2．类型划分。 

3. 活动领域。 

学习目标： 

1．掌握非营利组织的基本涵义、属性特征和类型划分。 

3． 熟悉非营利组织的主要活动领域及其特点。 

作业： 

1. 什么是非营利组织？它具有哪些特点？ 

⒉ 试比较非营利组织与政府组织、营利组织的不同点。 

⒊ 在我国非营利组织主要包括哪些类型？ 

4. 我国非营利组织的主要活动领域包括哪些方面？  

知识单元 2：非营利组织的相关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组织本质的视角。 

2． 组织生成与发展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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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织间关系的视角。 

4． 组织治理与运作的视角。 

学习目标： 

1. 熟悉公民社会和结社自由理论。 

2. 掌握政府失灵理论、市场失灵理论、第三方管理理论、志愿失灵理论。 

3. 了解非营利组织与政府、企业间关系的相关理论。 

4. 熟悉利益相关者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 

作业： 

1. 试述公民社会和自由结社的基本内涵。 

2. 请分别从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志愿失灵的角度解释非营利组织的产生和发展。 

3. 联系实际说明我国志愿失灵的具体表现。 

4. 请运用组织间关系及资源依赖的相关理论，分析推动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选择。 

5. 请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分析我国非营利组织内外部各种委托代理关系。 

知识单元 3：国外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外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历史。 

2．国外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主要特征与存在的问题。 

3. 代表性国家的非营利组织。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外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历史。 

2．掌握国外非营利组织发展的主要特征及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  熟悉主要西方国家非营利组织的规制治理机制。 

作业： 

1. 简述国外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历史。 

2. 试述国外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基本特征。 

3. 当前国外非营利组织发展存在什么问题？请与我国进行比较。 

4. 试述美、德、日等国非营利组织规制治理机制的基本内容及其特点。 

知识单元 4：中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兴起与发展阶段。 

2． 管理体制与机制。 

3.   发展路径、问题与对策。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兴起与发展阶段。 

2．掌握我国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体制与机制。 

3.  熟悉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路径、问题与对策。 

作业： 

1. 简述我国非营利组织的发展阶段。 

2. 试述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体制机制的基本内容及其变革走向。 

3. 联系实际讨论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知识单元 5： 非营利组织治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非营利组织治理概述。 



3729 

2． 非营利组织的内部治理。 

3.  非营利组织的外部治理。 

学习目标： 

1．掌握非营利组织治理的基本概念及其特点。 

2．熟悉非营利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及其运行机制。 

3.  熟悉非营利组织外部治理结构及其运行机制。 

作业： 

1. 试述非营利组织治理的基本概念及其特点。 

2. 试述非营利组织内部治理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主要内容。 

3. 试述非营利组织外部治理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主要内容。 

知识单元 6： 非营利组织领导与决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领导与领导者。 

2． 变革型领导。 

3.  组织决策模式。 

学习目标： 

1．熟悉非营利组织领导与领导者的基本涵义及其特征。 

2．掌握变革型领导对于非营利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 

3.  掌握非营利组织决策模式的基本内容及特点。 

作业： 

1. 试述非营利组织的基本涵义及其特点。 

2. 什么是变革型领导？其对我国非营利组织发展的具有怎样的作用和意义？ 

3. 请结合实际论述非营利组织决策模式的基本内容及特点。 

知识单元 7： 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概述。 

2．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的设计。 

3.  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的实施。 

学习目标： 

1．掌握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的涵义与特征。 

2．熟悉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设计的具体流程。 

3. 掌握非营利组织战略分析的主要工具。 

4. 了解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实施的基本内容。 

作业： 

1. 联系实际说明非营利组织愿景与使命的基本内涵与区别。 

2. 试述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的基本特征。 

3. 试述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的基本流程。 

4. 试述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中常用的分析手段。 

5. 试述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实施的基本内容。 

知识单元 8： 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概述。 

2．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构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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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营利组织员工的从业动机与激励。 

4.  非营利组织的志愿者管理。 

学习目标： 

1．掌握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定义、属性与指导思想。 

2．熟悉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构成体系。 

3.  掌握非营利组织员工的动机分类与激励机制。 

4. 了解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管理的基本内容。 

作业： 

1. 试述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属性及其与政府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区别和联系。 

2. 联系实际说明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构成体系的基本内容。 

3. 联系实际讨论非营利组织员工的从业动机模型及相应的激励机制。 

4. 试述非营利组织志愿者管理的基本内容。 

知识单元 9： 非营利组织营销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概述 

2．营销环境分析 

3.  营销策略 

学习目标： 

1．掌握非营利组织营销的概念、分类和特点。 

2．熟悉非营利组织营销的基本过程。 

3. 了解非营利组织的营销环境。 

4. 掌握非营利组织营销的具体策略。 

作业： 

1. 试述非营利组织营销的类型及特点。 

2. 试述非营利组织营销的基本过程。 

3. 与企业相比，非营利组织营销具有哪些难点？请联系实际加以讨论。 

4. 非营利组织应如何进行营销环境的分析？请结合实际加以讨论。 

5. 结合实际讨论和分析非营利组织营销的具体策略。 

知识单元 10： 非营利组织评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非营利组织评估概述 

2． 非营利组织评估的实施 

3.  非营利组织评估体系的探索 

学习目标： 

1．掌握非营利组织评估的概念、分类与特点。 

2．熟悉非营利组织评估的主要理论。 

3. 熟悉非营利组织评估的功能与原则。 

4. 掌握非营利组织评估的方法与程序。 

5. 了解国内外有关非营利组织评估体系的探索。 

作业： 

1. 联系实际说明非营利组织评估的类型划分。 

2. 简述非营利组织评估的特点。 

3. 联系实际讨论非营利组织评估主要方法的使用。 

4. 简述非营利组织评估的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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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教学为 1次，共 2学时 

实践教学：社会企业创新典型案例调查 

参考学时：2学时 

实践内容：社会企业创新典型案例的田野调查与访谈 

实践要求：熟悉我国社会企业产生和发展的背景；研究典型社会企业具体的创新机制及其策略；

掌握田野调查和实地访谈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非营利组织概述 3  

2 非营利组织的相关理论 3  

3 国外非营利组织发展 3  

4 中国非营利组织发展 3  

5 非营利组织治理 3  

6 非营利组织领导与决策 3  

7 非营利组织战略规划 3  

8 非营利组织人力资源管理 3  

9 非营利组织营销 3  

10 非营利组织评估 3  

11 实践教学：社会企业创新典型案例调查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管理学。 

后续课程：公共事业管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非营利组织基础知识、非营利组织基本理论、非营利组织运作管理的重点环节。 

难点：国外非营利组织理论消化、借鉴及转化，中国典型案例调查及总结，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 采取教师课堂讲授与学生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强调教学互动。 

2. 重点章节应用案例教学，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视频资料和多媒体教学手段的运用。 

3. 引入典型案例田野调查和实地访谈等实践教学手段，强调知识学习向能力提升的转化。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践课时 

6课时。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课内实践教学成绩占 1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要求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及加强延伸阅读的基础上认真完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冉著《非营利组织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11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名著《社会组织论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3月第 1版。 

2.【美】詹姆斯·P·盖拉特著《非营利组织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1月第 1版。  

执笔：李程伟   审稿：李程伟   审定：政管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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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行政改革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oreign Administrative Reform 

课程号：4050303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了解 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行政改革历程，

了解各国的改革动因、改革取向与发展趋势，了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行政改革在市场化、社会化、

效能化、分权化、法治化等方面的具体做法。2、使学生了解中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在所处阶段、

改革性质、理论基础、组织基础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理解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的主要措施和重点难点，并能对行政现象和问题进行解读分析。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当代行政改革的背景及动因。 

2．行政改革的特点和主要内容。 

3.  行政改革的主导理论。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当代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和主要方向，了

解当代行政改革的主要类型。掌握当代行政改革的主导理论，理解转轨国家行政改革的特殊性，能

够比较我国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异同。 

知识单元 2：市场化改革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背景及动因。 

2．市场化改革的内涵和途径。 

3．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职能。 

4．对市场化改革的理解和评价。  

5．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现状及问题。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公共服务市场化、市场化工具、公私部门伙伴关系等概念的内涵，理解掌

握市场化改革中的民营化、特许经营、合同外包、用者付费、产权交易、内部市场等具体措施。理

解市场化改革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市场化改革的边界及政府职能的转变。了解我国公共服务市场

化的现状、问题及动向。 

知识单元 3：社会化改革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服务社会化的背景及动因。 

2．社会化改革的内涵和途径。 

3．社会化改革中的政府职能。 

4．对社会化改革的理解和评价。 

5．我国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的现状及问题。 

学习目标：理解掌握公共服务社会化、非营利组织、社区服务、自愿供给等概念的内涵。了解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公共服务社会化提供的主要途径和发展现状，理解掌握社会化改革的条件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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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政府在社会化改革中的职能转变。了解我国公共服务社会化的现状、问题及动向。 

知识单元 4：效能化改革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绩效管理的理论。 

2．政府绩效改革的历程。 

3．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现状及问题。 

学习目标：理解掌握政府绩效、质量管理、标杆管理、平衡计分卡等概念的内涵。了解政府绩

效的特点、绩效评估的流程和工具，了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政府绩效管理上的主要做法和经验。

了解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现状、问题及动向。 

知识单元 5：分权化改革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2．规制改革。 

3．政府流程再造。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在政府层级间分权、行政组织内部分权、政府部门分化、

政治家与非民选官僚间分权等不同形式和途径。理解掌握规制的概念、作用及改革的主要方向。了

解掌握政府流程再造、电子政务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探索。 

知识单元 6：政府机构改革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机构设置。 

2．职能重塑与机构重组。 

3．我国的政府机构改革。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政府机构设置的基本情况、主要特征、改革经验。理解

掌握大部制、执行机构、组织模式等概念的内涵。理解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历程，存在问题，及发

展方向。 

知识单元 7：公务员制度改革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务员管理基本制度的改革。 

2．公务员管理体制的改革。 

3．公务员管理运行机制的创新。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公务员制度改革的背景、大体方向和主要措施。理解掌

握合同制、聘用制、公务员绩效考核、薪金奖励等概念。了解我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发展历程及发

展方向。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2 市场化改革理论 2  

3 市场化改革实践 2  

4 市场化改革讨论 2  

5 社会化改革理论 2  

6 社会化改革实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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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社会化改革讨论 2  

8 效能化改革理论 2  

9 效能化改革实践 2  

10 效能化改革讨论 2  

11 分权化改革理论 2  

12 分权化改革实践 2  

13 分权化改革讨论 2  

14 政府机构改革理论 2  

15 政府机构改革实践 2  

16 公务员制度改革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公共管理导论，行政学原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公共服务市场化、公共服务社会化、政府绩效管理。 

难点：市场化改革、社会化改革。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教学。 

2. 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 

2. 互动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90％。 

5、作业要求： 

部分章节结束会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1.《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周志忍著，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 

2.《西方政府的治道变革》，毛寿龙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B·盖伊·彼得斯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 

5.《政府改革手册：战略与工具》，戴维·奥斯本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E·S·萨瓦斯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执笔：刘星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8日 

 

西方管理思想史 
The Evolution of Management Thought 

课程号：4050304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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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行政管理学、公共管理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了解西方历史上管理思想演进的基本脉络，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经典作家的主要管理

思想。 

2、了解这些管理思想产生的社会实践基础和它们对西方社会变革与文明进步的影响力。 

3、培养学生理解西方历史上管理思想的内容和实践价值的能力，同时为学生研究和探讨现实

管理问题提供历史知识的借鉴。 

开设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西方历史上管理思想的基础知识、管理思想演进的基本脉络和发

展变革的基本趋势，为后续课程的学习与深刻领会奠定必要的历史知识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古代社会管理思想精华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氏族组织管理精华。 

2、古埃及等管理精华。 

3、古希腊、罗马时期管理思想精华。 

4、中世纪末期管理思想概述。 

学习目标： 

1、了解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对氏族组织管理经验的总结。 

2、了解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管理思想主张。 

3、了解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一书中的领导思想。 

作业： 

1、氏族组织管理的基本特征。 

2、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管理内涵。 

3、亚里士多德的政体思想的基本内容。 

4、马基雅维里关于君主领导思想综述。 

知识单元 2：17-19世纪科学管理的探索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17-19世纪科学管理探索的社会背景。 

2、17-19世纪思想家们对科学管理的探索。 

3、英国索霍工厂管理经验。 

4、美国科学管理先驱者的贡献。 

学习目标： 

1、了解 17-19世纪科学管理探索的文化基础。 

2、了解 17-19世纪思想家们对科学管理探索的理论贡献。 

3、了解 19世纪美国科学管理先驱者的实践探索与贡献。 

作业： 

1、17-19世纪探索科学管理的文化基础。 

2、萨伊关于管理作为生产的“第四要素”的意义。 

3、亚当·斯密人性理论的主要内容。 

4、亚当·斯密“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管理寓意分析。 

5、19世纪美国科学管理先驱者的实践探索与贡献分析。 

知识单元 3：管理科学创立时期管理思想概说 

参考学时：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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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威尔逊的公共行政管理思想。 

2、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 

3、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 

4、韦伯的理想行政组织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威尔逊“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理论内容与实践价值。 

2、了解泰罗“科学管理原理”的基本内容以及研究科学管理的宗旨和实践价值。 

3、了解法约尔对建构现代管理学基本原理的贡献。 

4、了解韦伯的“理想行政组织理论”、权威理论以及文化之于社会进步、管理变革等问题上的

理论贡献。 

作业： 

1、威尔逊“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基本内容以及理论与实践价值分析。 

2、泰罗关于研究科学管理的宗旨以及实现科学管理需要“精神革命”的启示。 

3、法约尔关于管理和管理能力的理论主张。 

4、韦伯关于文化与管理变革关系的基本主张。 

知识单元 4：行为科学时期管理思想概说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 

2、马斯洛的人本主义思想和需要理论。 

3、布莱克等人的“领导方格理论”。 

4、威廉·大内的“Z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梅奥人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容和“霍桑试验”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2、了解马斯洛的人本主义思想和需要理论的内容和重大社会价值。 

3、了解布莱克对组织领导者和下级不同行为模式的归纳与分类。 

4、了解威廉·大内对美日两国管理典范所做的归纳、比较以及新的建议。 

作业： 

1、对马斯洛需要理论的完整梳理。 

2、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3、布莱克对组织领导者和下级不同行为模式的分类和说明。 

4、威廉·大内的“Z理论”的主要内容。 

知识单元 5：20世纪中叶以来管理科学诸学派管理思想概说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管理理论诸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研究领域和理论特色。 

2、德鲁克的管理理论。 

3、西蒙的决策理论。 

4、巴纳德的权威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 20世纪中叶以来管理科学繁荣的时代背景，重要的流派以及各自的主要研究领域和理

论特色。 

2、了解领导决策与管理决策的关系。 

3、了解德鲁克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理论贡献和实践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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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了解西蒙决策理论的基本内容、理论贡献和实践影响 

5、了解巴纳德权威理论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理论贡献。 

作业： 

1、德鲁克对现代管理学的贡献。 

2、西蒙决策理论的基本内容及评价。 

3、巴纳德对权威理论的贡献。 

知识单元 6：20世纪晚期管理科学的变革与发展趋势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丹尼尔·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先知与描述。 

2、奥斯本的管理理论比较研究。 

3、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理论。 

4、德鲁克关于 21世纪管理变革与挑战。 

学习目标： 

1、了解丹尼尔·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特征以及与“工业社会”区别的描述。 

2、了解奥斯本企业家政府理论和摈弃官僚制的基本观点。 

3、了解彼得·圣吉“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基本内容。 

4、了解德鲁克关于 21世纪管理变革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作业： 

1、丹尼尔·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特征的描述。 

2、奥斯本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实践价值。 

3、彼得·圣吉“学习型组织”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实现方式。 

4、德鲁克关于 21世纪管理变革的要点。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古代社会管理思想精华 2  

2 古代社会管理思想精华 2  

3 古代社会管理思想精华 2  

4 17-19世纪科学管理的探索 2  

5 17-19世纪科学管理的探索 2  

6 17-19世纪科学管理的探索 2  

7 17-19世纪科学管理的探索 2  

8 行为科学时期管理思想概说 2  

9 行为科学时期管理思想概说 2  

10 行为科学时期管理思想概说 2  

11 行为科学时期管理思想概说 2  

12 20世纪中叶以来管理科学诸学派管理思想概说 2  

13 20世纪中叶以来管理科学诸学派管理思想概说 2  

14 20世纪中叶以来管理科学诸学派管理思想概说 2  

15 20世纪晚期管理科学的变革与发展趋势 2  

16 20世纪晚期管理科学的变革与发展趋势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行政学原理等。 

后续课程：行政学说史、西方政治思想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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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与难点主要是：把握西方管理思想演进的逻辑，理解管理思想和理论与社会变革和文明进

步的关系，领会西方历史上的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明晰学习西方管理思想史对我们从事管理科学

研究和管理实践的意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任课教师讲授。 

2、课堂研讨。 

教学手段： 

1、PPT。 

2、教学参考资料。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根据所列参考书选择自主学习的内容，课时根据教学进度做出适当调整和安排。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1、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2、考核要求：期末总评成绩中，平时考核占 30％，考核内容包括：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

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核占 70％，考核形式以结课论文写作为主。 

6、作业要求： 

每章留有相应的作业选题，其中提交 2至 3三次书面作业作为平时成绩考核的依据。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姜杰等编著《西方管理思想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2、[美]丹尼尔·A·雷恩著《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版。 

2、[古希腊]柏拉图著《理想国》，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963年版。 

4、[意大利]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商务印书馆 1985年版。 

5、[美]詹姆斯.W.汤普森著《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 1992年版。 

6、[美]罗伯特·杜普莱西斯著《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7、[美]罗伯特·金·默顿著《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商务印书馆 2000年版。 

8、[法]保尔·芒图著《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 

9、[荷]伯纳德•曼德维尔著《蜜蜂的寓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 

10、[英]亚当•斯密著《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商务印书馆 1972年版。 

11、[美]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著《看得见的手》，商务印书馆 1987年版。 

12、[美]F•W•泰罗著《科学管理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版。 

13、[法]亨利•法约尔著《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 

14、[德]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15、[美]古德诺著《政治与行政》，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16、[美]乔治•梅奥著《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工业文明的

人类问题》，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年版。 

17、[加拿大]亨利•明茨伯格著《管理工作的本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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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美]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著《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19、[美]C•I•巴纳德著《经理人员的职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 

20、[美]马斯洛著《动机与人格》（第三版），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22、[美]威廉·大内著《Z理论》，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版。 

23、[美]赫伯特•A•西蒙著《管理决策新科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8年版。 

24、[美]赫伯特•A•西蒙著《管理行为》（第四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年版。 

25、[美]彼得•德鲁克著《管理实践》、《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大变革时代的管理》、《后资本

主义社会》，以上均为上海译文出版社。 

26、[美]彼得•德鲁克著《21 世纪的管理挑战》，三联书店 2000 年版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年版。 

27、 [美]彼得•圣吉著《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新华出版社 1997年版。 

28、[美]戴维•奥斯本等著《改革政府》，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摒弃官僚制》，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执笔与审稿：辛锋  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20日 

 

公共行政原理  
Theor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课程号：40503045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公共行政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

论知识和思维方法，掌握公共行政学专业的前沿理论。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专业意识及运用理论

知识分析行政现象和政策问题的能力。实现掌握专业知识和提高学习能力的双重目的。2、通过课

程学习、案例讨论、社会专题调查、专题讨论会和方案设计等形式，要求在知识、理论、技能等方

面得到较好的训练。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学习利用各种有效手段收集和整理信息，学会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及创新性思维。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54学时 

知识单元 1：公共行政原理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行政学的概念、研究范畴、学科目的。 

2．学科特点与研究方法。 

3. 公共行政学与相关学科的区别。 

4. 公共行政的基础。 

5. 现代行政现象与现代行政精神。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公共行政原理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如何理解它的学科定位和学科特点，它

的研究方法有哪些。公共行政学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热点有哪些？ 

知识单元 2：公共行政学的产生与发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学的萌芽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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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古代行政思想概要。 

3．行政学产生的条件。 

4．行政学的发展阶段及主要学说。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现代行政学产生的条件和时代背景。理解掌握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基本阶段，

每阶段的主要研究特点、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是什么。有哪些有代表性的行政学派和主要观点，行

政学发展史上出现过哪些著名的论战。 

知识单元 3：公共选择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选择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 

2．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观点。 

3．如何理解和评价公共选择学派。 

4．如何用公共选择理论分析行政现象。 

学习目标：理解掌握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特点和研究方法，公共选择学派的主要观点和政策主张，

并对其进行评价。能够使用公共选择学派的分析工具对现实政治生活和行政现象进行解读和分析。 

知识单元 4：新公共管理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理念。 

2．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特征。 

3．新公共管理理论对中国行政发展的启示。 

学习目标：理解掌握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观点、政策主张和研究方法。了解针对新公共管理

理论的主要争论，并对其进行评价。了解西方行政改革中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运用，及其对当代中国

行政改革的启示。 

知识单元 5：行政环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生态理论。 

2．行政环境的构成。 

3．行政管理与环境的互动。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行政生态理论的主要观点，理解里格斯的三种行政模式，并对其进行评价。

了解行政环境的主要内容和构成，理解行政环境与行政管理活动的互动关系，并能对现实政治现象

进行分析。 

知识单元 6：行政权力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权力的含义。 

2．行政权力的特征。 

3．行政权力的行使。 

学习目标：理解掌握行政权力的基本要素，行政权力的渊源、构成、基础、手段等内容，理解

行政权力和其他公共权力间的关系与区别。理解行政权力行使的原则和要求，及该如何对行政权力

的行使进行监督和制约。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行政权力监督方面的经验和做法。 

知识单元 7：行政职能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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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职能的概念。 

2．行政职能的演变。 

3．转变政府职能。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政府职能的演变历程，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能，政府工具的内容。理解政府

职能转变的方向，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基本内容。了解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必要性、现状、发展方向

及改革难点。 

知识单元 8：行政组织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组织理论的发展。 

2．行政组织的变革。 

2．政府机构改革。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行政组织理论的发展阶段，及其中的主要代表理论。了解行政组织的种类

及结构层次，了解组织机构变革的动力和阻力。了解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历程，“大部制”改革的

现状，及推动政府机构改革的思路。 

知识单元 9：行政过程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决策。 

2．行政执行。 

3．行政效率。 

学习目标：了理解掌握行政决策的原则、类型、体制、程序和方式。理解掌握行政决策的科学

化和民主化。了解行政执行方法和过程，行政效率的评估。我国行政决策、行政执行和政府绩效管

理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知识单元 10：公务员制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务员制度的相关概念。 

2．公务员制度的发展历程。 

3．我国的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内容。 

学习目标：了解掌握公务员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发展阶段，西方文官制度的核心价值及变革

趋势。了解我国公务员制度的主要内容、相关规定及与西方公务员制度的区别。了解我国公务员制

度的发展现状及突出问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公共行政学的产生 3  

3 公共行政学的发展 3  

4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内容 3  

5 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解和运用 3  

6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 3  

7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运用 3  

8 行政生态理论及行政环境 3  

9 行政权力的理论内容 3  

10 行政权力的行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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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行政职能的理论内容 3  

12 政府职能转变 3  

13 行政组织理论 3  

14 政府机构改革 3  

15 行政过程 3  

16 政府工具 3  

17 西方公务员制度 3  

18 我国公务员制度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公共管理导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行政权力、行政职能、行政组织。 

难点：政府工具、行政改革。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互动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90％。 

5、作业要求： 

部分章节结束会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张国庆著《行政管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杰伊·M·沙夫里茨等编《公共行政学经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戴维·罗森布鲁姆《公共行政学：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 

3.  J·史蒂文·奥特等编《公共行政导论：文献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埃利诺•奥斯特罗姆著《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执笔：刘星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0日 

 

宪政文本选读 
Constitutionalism  Reading 
课程号：405030542-0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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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宪政的基本观念；2、批判性地分析宪政现象；3、掌握阅读文

本的若干进路。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西方和中国的宪政概念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政治历史中的立宪主义。 

2．西方的宪政观念（三类）。 

3．中国文献中的宪政观念。 

4．本课使用的宪政观念。 

5．三种视角：如何看待不同的宪政概念。 

6．学习下定义的方法和阅读文本中的概念界定。 

学习目标： 

1．掌握西方的宪政观念的分类。 

2．批判性地认识本课使用的宪政概念。 

3．掌握看待宪政概念的三种视角。 

作业： 

1． 搜索和寻找中国文献中的宪政观念。 

2． 练习如何下定义。 

知识单元 2：宪政原则之一：人民主权原则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宪法和政治经验中的人民主权原则。 

2．人民主权原则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 

3．人民主权原则内含的矛盾和问题：主体、实现和效能。 

4．人民主权与宪政是什么关系？ 

5．学习提炼作者的论证思路。 

学习目标： 

1．了解人民主权原则与宪政的关联和冲突。 

2．了解人民主权原则内在的张力。 

作业： 

1． 阅读卢梭的相关章节，了解人民主权理论的内容和论证过程。 

2． 阅读政治性文件，看看其中的人民指的是什么人。 

知识单元 3：宪政原则之二：有限政府原则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有限政府原则与宪政的关联 

2．有限政府的理论解释三种 

3．有限政府与市场经济 

4．有限政府与政府改革 

5．学习案例分析的方法 

学习目标： 

1．掌握有限政府的观念的第三种。 

2．有限政府的视角是什么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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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用案例来解释。 

2． 案例分析的方法。 

知识单元 4：宪政原则之三：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宪政两者之间的关联。 

2．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的基本内容。 

3．权力分立与制衡有哪些方案。 

4．分立与制衡各自的内在陷阱及出路。 

5．从文本中选择有价值的观点，学习辩护。 

学习目标： 

1．了解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技术性意义和政治意义。 

2．熟悉主要西方国家权力分立与制衡的不同制度方案。 

作业： 

1． 阅读老师指定材料，了解文本中有价值的观点。 

知识单元 5：宪政原则之四：法治原则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宪政与法治的关联。 

2．法治的传统。 

3．法治国的传统。 

4．司法独立和违宪审查。 

5．学习比较研究的文本阅读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法治的两种传统。 

2．熟悉违宪审查的主要模式。 

作业： 

1．阅读指定文本，练习比较的阅读方法。 

知识单元 6：宪政原则之五：人权原则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人权原则与宪政的关联。 

2．人权原则的基本涵义、理论渊源。 

3．人权原则的分类和解释。 

4．人权的救济 

5．中国研究宪政问题的文献综述 

6．批判性地阅读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人权观念的分类。 

2．人权的救济途径。 

3．批判性阅读方法。 

作业： 

1．阅读指定材料，写作论文。 

2．练习批判性阅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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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践教学   

实验 1：讨论与写作 

参考学时：10学时，根据课程内容安排。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宪政的概念 3  

2 专题讨论 3  

3 人民主权原则 3  

4 专题讨论 3  

5 有限政府原则 3  

6 专题讨论 3  

7 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 3  

8 专题讨论 3  

9 法治原则 3  

10 专题讨论 3  

11 人权原则与中国宪政研究综述 3  

12 专题讨论 3 备用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宪法或比较政治制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宪政的五个基本观念性原则。 

难点：批判性地看待宪政概念，宪政概念的解释力，宪政概念的量化研究。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思想史的方法 

2．比较政治制度的方法 

3．文本阅读的基本方法 

教学手段： 

1． 教师讲授前沿知识 

2． 学生充分讨论、各种形式地写作 

3．学生有问题导向地阅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自主学习约 12个小时，每次讨论都需要准备 2个小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中作业 30分，期末考查 70分。 

7、作业要求： 

见上面知识单元。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由于宪政研究是前沿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从知识的体系性考虑没有最合适的专著，因此以阅

读和使用论文文献为主。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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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用教材 

无。教材目前是以教师研究创作的教案为主。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2. 狄冀：《宪法学教程》，辽海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 

执笔：聂露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6月 16日 

 

民族政治学 

Politics on Ethnicity 
课程号：4050305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与法学必要的专业选修课程，更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是中国

政法大学所有专业都应选修的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对民族政治的产生、现象、特征，及其发展规律进行解析，阐释民族政治现象的当代特点；

民族政治问题或者文明的关系问题大有取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争端的主流地位； 

2、挖掘民族政治发展规律性；要顺应古代、近代发展到现代的趋势研究；确立民族政治的合

理定位，发现国家政治高于民族政治、全球政治引领国家政治的政治阶梯规律。 

3、预测当代民族政治行为走向，肯定民族政治的同时克服民族政治的缺陷，从民族政治提升

为国家（国族）政治，再提升为全球政治的历史潮流。 

4、研究重点是当代民族问题，因此在分析民族政治发展中遇到各种问题，在追溯民族政治发

展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上，基于民族政治发展规律，重点预测民族政治发展的走向和趋势。 

5.挖掘中国新疆问题的民族宗教根源，分析“疆独”“暴恐”问题的不当民族政治理论。提倡

公民意识高于民族意识，国家利益高于民族利益，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出路。 

开设本课程宗旨：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民族政治进行解析，提出当代民族政治学的现实价值包括两方面的服务

价值。一是要为国家服务：提出避免落入民族政治发展中的误区与陷阱，提出解决民族问题的政治

对策的基本思路，设计出有效的政治解决方式，避免民族冲突。二是为民服务：避免民族当事人卷

入民族冲突带来的种种灾难，为改善民族政治生活服务。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和第一章“民族范畴的历史演变”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当代民族政治学研究对象包括三内涵：其一：阐释民族政治现象的当代特点；民族政治问题或

者文明的关系问题大有取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争端的主流地位；其二：挖掘民族政治发

展规律性；要顺应古代、近代发展到现代的趋势研究；其三：预测当代民族政治行为走向。 

研究民族政治发展规律是民族政治学的高级研究对象，是当代民族政治学追求目标之一。民族

政治学对各种民族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是为了全面、透彻了解和把握民族政治生活的本

质和发展规律。规律和本质的层次不同，规律是本质的展开。故客观描述民族政治生活是前提，提

炼民族政治生活的本质、揭示其发展演变规律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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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源于何时，还是一个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但广义的民族源于氏族社会走向部落联盟

时代则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民族的产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人类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轨迹：1.氏族社会；2.古代国家社会（王族或贵族社会）；3.近代民族

国家；4.现代国族与族群；5.区域共同体；6、人类共同体。 

学习目标是解决如下问题： 

1. 当代民族政治学的对象是什么？ 

2. 当代民族政治学的学科性质是什么？ 

3. 当代世界热点问题为何聚焦于民族冲突与宗教冲突的合力？ 

4. 民族政治的凝聚力是什么？是爱国主义，还是民族宗教？ 

5. 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合力对政治的影响是什么？ 

6.世界热点问题发生在哪个洲最多？为什么？ 

7.亚洲有几个国家主流信仰是基督教？为什么会这么少？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8. 最早的“民族”理念源于什么时代？ 

9.人类共同体发展过程中有多少层社会群体表现？ 

10.国族与族群有何区别和联系？ 

11.如何理解斯大林民族理念的合理性是“国族”？ 

12.怎样理解民族分为两个层次，即包括国族与族群？ 

13.试论“一族一国”的理念的合理性与缺陷。 

14.个人认同到底有多少个层次？个人认同的重心是由什么决定的？个人认同的聚焦点为什么

是不同的？ 

15.民族认同能够选择吗？如果不可选，那么是否可以规避？什么情况下才规避民族认同？ 

知识单元 2：第二章 民族与政治、民族划分的缺陷与出路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当今世界热点问题中，很多威胁着国家安全和世界安全的 问题就是民族宗教问题，与民族划

分的缺陷有直接关系。因此，剖析国际上民族划分的缺陷与出路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具有重大的

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以往的民族划分有很多，最流行的划分是主体民族和非主体民族（少数民族）、主导民族和从

属民族两种。不同学者根据研究的需要也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民族。学界较为流行的是公民性民族

（实为国族）和族裔性民族。实践证明，这些民族划分方式都存在诸多缺陷。 

学习目标是解决如下问题： 

1.为什么说民族划分的缺陷问题威胁着国家安全和世界安全？ 

2.以往是怎样划分民族的？ 

3.把民族划分为主体民族和非主体民族存在严重哪些缺陷甚至是危害？ 

4.主体民族与主导民族有何区别？ 

5.以组建国家为标准，把民族划分为哪些民族？其划分的合理性和缺陷各是什么？ 

6.“一族一国”论在近代具有相对合理性吗？在现代为什么具有巨大危害性？ 

7.民族国家理念的合法性何在？能和“一族一国”相提并论吗？ 

8.世界上多民族国家所占比列是多少？为什么？ 

9. “一族一国”的危害性都有哪些？ 

10.克服民族划分缺陷的出路有哪些？ 

知识单元 3：第三章 民族政治主体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从主体角度看，民族政治包括民族政治人和民族政治组织两个方面组成的民族政治统治。从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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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看，民族主体就是民族政治人。从集体角度看，民族主体就是民族政治组织。 

学习目标是诠释民族政治人和民族政治组织： 

民族政治人，就是在民族政治生活中存在和活跃着的各种具有明确的政治人格特征的政治角

色。这些政治角色是具体的，同时也是典型的。在民族政治生活中，正是由于这些具体政治角色的

领导、发动、推动和参与，各种各样的民族政治组织、民族政治过程、民族政治运动才能形成，民

族政治生活才能正常地运行。在民族政治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民族政治角色有民族领

袖、民族精英和民族大众等基本的类型。 

在民族政治生活中，存在着许多按照一定的程序建立起来并履行着一定政治功能的组织，这就

是民族政治组织。这些组织各自的政治目标、组织程序、活动方式和表现形式并不相同，但都具有

确定的政治人格，履行着明确的政治功能，因而是明确的政治行为主体。它们是民族政治生活和政

治活动的组织者、发动者和领导者，在民族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民族政治牛活中的

重大事件和重大问题都与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民族政治组织的种类繁多，功能各异，这里仅

就其中最为突出的几种类型进行概括性地分析。 

知识单元 4：第四章 民族政治行为与民族政策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解释民族政治行为的奥秘。民族政治行为包括民族成员的政治参与和和民族政策。 

学习目标是解决如下问题： 

政治参与是民族成员中最普遍同时也是最广泛的个体性政治行为。这种政治行为同民族的其他

政治行为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它往往构成了其他许多民族政治行为的基础，影响和制约

着其他民族政治行为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在考察民族政治行为时，必须对这种政治行为进行必要

的讨论。 

民族政策是指国家和政党为调节民族关系，处理民族问题而采取的相关措施、规定等的总和。

从世界范围来看，民族政策的实质和作用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前者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发

展政策；后者如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政策等。 从内容来看，有政策原则和政策措施之分。民族政

策原则一般是指在民族工作的全局中必须遵循的大政方针，新中国实行的民族政策维护了中国共产

党自土地革命时期开始和少数民族结成的政治统一战线，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知识单元 5：第五章 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全球主义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站在不同社会群体的立场上，产生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等三种政治主张。民族主义

是站在民族立场上对社会的一种政治诉求。国家主义是站在国家立场上对社会的一种政治诉求。全

球主义是站在全球化的立场上对社会的一种政治诉求。三种政治主张之间产生积极的互动关系。 

学习目标是解决如下问题： 

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民族政治行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对民族政治具有重要影响的意识形

态。民族政治生活中许多根本性的重大事件，如民族国家的建立、民族解放运动、民族分离问题等，

都与民族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本身，内容既十分庞杂又处于一个

不断演变的过程中。因此，在民族政治中，民族主义是一个不仅要给予充分的关注，而且必须进行

深入研究的问题。 

国家主义(Statism/Nationalism)是近代兴起的关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问题的一

种政治学说。在本质上，国家主义就是一种研究治国之道和治国之术政治哲学学说。其价值的归依

是国家。国家主义认为国家的正义性毋庸置疑，并以国家利益为神圣的本位，倡导所有国民在国家

至上的信念导引下，抑制和放弃私我，共同为国家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而努力。 

全球化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日益凸现的新现象，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  全

球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讲，从物质形态看，全球化是指货物与资本的越境流动，经历了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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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局部的国际化以及全球化这几个发展阶段。货物与资本的跨国流动是全球化的最初形态。在此

过程中，出现了相应的地区性、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组织与经济实体，以及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

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的跨国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总的来看，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

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

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全球化”可概括为科技、经济、政治、

法治、管理、组织、文化、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国际关系十个方面的全球化。 

知识单元 6： 第六章 民族政治关系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民族共同体在展开自己的政治生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政治关系。这些政

治关系构成了民族政治生活的架构。事实上，民族政治生活中的各种政治结构、政治过程、政治行

为，都是这些政治关系的静态或动态的体现。民族政治关系也有自身的结构，而且在不断地改变着，

并因此引起了整个民族政治生活的变迁。 

学习目标是解决如下问题： 

民族政治关系是人类社会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类型。它有着自己特定的本质内容，并展现出一

系列的特点，从而与民族社会关系的其他类型相区别。作为稳定的人群共同体，民族之间总是相互

联系的。这种联系发生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因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民族关系。所谓民族政治关

系，是民族在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联系。民族政治的核心，是民族政治权力。因此，凡是民族

关系中与政治权力发生联系的，如各个民族通过自己的政治体系发生的相互关系、各种需要通过政

治权力来协调的关系，以及某个民族群体与某种政治权力组织的联系等，都属于民族政治关系的范

畴。 

民族政治关系与政治权力直接相关，这是从本质上来说的。在具体的民族政治生活中，民族政

治关系又采取了各具特色的具体形态，而且这些形态随着时间、空间的改变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民族政治问题是与民族政治关系相伴而生的。有了民族政治关系，就会有民族政治问题。民族

政治关系是民族政治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民族政治问题是民族政治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 

知识单元 7：第七章 民族政治的演变与发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任何事物都处于发展之中，民族政治也不例外。当然，有的民族政治形态发展的速度比较快，

所达到的程度比较高；有的民族政治发展的速度却比较慢，所达观的程度比较低；有的民族政治发

展的显著时期来得早一些，而有的民族政治形态发展的显著时期则来得晚一些；有的民族政治形态

的发展至今还不显著。但是，民族政治发展是一种普遍性的政治现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与国家政治发展不同，民族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以不同的标准，可以把民族政治形态划

分为不同的发展形态。如果以民族社会经济技术状态、民族主体发展状况为标准，那么，（广义的）

民族政治发展经历氏族政治、古代民族政治、近代民族政治、多民族国家政治、全球化时代的民族

政治极大环节。 

学习目标是解决如下问题： 

构成民族政治形态的因素有多个方面，但概括起来就是民族政治权力、民族政治机构、民族政

治关系、民族政治行为、民族政治文化等几个基本的方面。民族政治权力，即民族社会或多民族社

会的公共权力，是民族政治的核心。民族的整个政治生活，都是围绕它而展开的。在民族社会或多

民族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这个核心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它不仅涉及到公共权力的性质，而且涉及

到权力的分配、权力的作用方式等诸多因素。民族政治权力不能独立地、孤立地存在，它需要通过

一定的组织或机构来承担和行使，这些组织或机构就是民族政治机构。这些承担和行使权力的机构

又具有不同的产生方式，以及内部结构。民族政治权力和民族政治机构的存在，必然会形成各种各

样的政治角色。这些政治角色之间，又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关系。这些处于一定政治关系中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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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角色，在政治生活中都是一定的政治行为主体，都会产生一定的政治行为。这些政治行为所形成

的各种政治过程，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政治生活。在这种政治生活中，自然会形成一定的民族政

治文化，从而构成了民族政治生活的文化背景，以及民族的政治行为模式。在现实的民族政治生活

中，这些方面在互动的过程中紧密地整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有机的民族政治形态。 

作为一种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过程，民族政治的发展也有自己的内在机制。这种机制就是民族

政治发展中的内部构造，考察这种内在机制是全面把握民族政治发展的基本途径。 

受民族自身的发展程度、民族政治形态的内外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每一种具体的民族政治发展

都是独特的，都有自己特定的内容。但是，为了进一步揭示民族政治发展的内涵，有必要从各种具

体的民族政治发展中概括出一些基本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 

民族政治发展的道路不仅漫长，而且不平坦，其中还暗藏着许多的陷阱。其中，最为突出的有

政治不稳定、行政无力和政治腐败。从主观上说，任何一种民族政治发展都不愿意并且力图避免落

人这些陷阱，但这些陷阱又往往设于民族政治发展的道路中央，而且十分的隐蔽，民族政治在发展

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导致始料不及的后果。一旦落入这样的陷阱，民族政治发展的成果也就前功尽

弃了，而且还会给民族的发展造成巨大的障碍和破坏。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如何避免落人这些陷

阱，是每一种民族政治形态都必须小心翼翼地面对的重大问题。 

知识单元 8：第八章  中西民族的不同政治根源：“民本”与“民主”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人民在中华政治文化传统中始终占有显赫地位，并且能够成为王权执政的合理基础。 

从尧舜时代“民受之”一直到西周的“敬天保民”，再到春秋战国时代孟子的“贵民”，好的

统治者都把“民安”视为合理执政的基础。从三皇五帝发展夏商周三代，中国组建的社会并不是奴

隶社会，而是可能保民或害民的王族社会。 

中国社会早在西周年间就把“保民”、“贵民”作为建国之本。由于中国从来就没有经过像西

方那样经历过典型的奴隶社会，因此虽然中国古代社会的主体也有主仆之分，但绝没有奴隶主阶级

和奴隶阶级之分，社会中的所有人民包括底层人民都被视为“保护”的对象，从这种意义上讲，人

民在古老中国被无形提升为政治法律关系的主体，虽然主体地位很低。 

纵观中国历史，各朝各代政权的根本问题是政权有效性、合法性与合理性的问题。中国传统政

治文明发展的规律性或进路是在解决天道、王道和民意三者关系中，“民贵”与“民本”越来越深

入，从而成为政权合法性的根本。 

学习目标是解决如下问题： 

中国古代“政权合法性”是基于是否“民本”的根本。中国“民本”政治思想经历了从“民受

之”到“保民”再到“贵民”和“民本” 的复杂发展历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一个规律性的

东西始终在发挥作用，那就是主权者在组建国家政权制度中能否确保“贵民”、“保民”、“民本”成

为中国历朝各代盛衰的根本。 

古代中国是否能够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天道、王道和民意（或者苍天、君主、

臣民）的三者的特殊关系。重心在于解决政权统治合法性的问题。 

西方和中国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开发出不同的政权合法性与合理性，两者共同滋养着人类政治

文明的发展。中国传统文明把政权合法性归于“民本”，开发了民本主义思想与制度。西方则归功

于“民主”，开发了民主主义死于与制度。 

“民主”是西方早在古希腊就已经开发出来的政权合法性资源。 

近现代西方人把政权合法性归属于民主与法治，它起源于古希腊时代。早“在公元前 507年，

雅典人就采用了一种民选政府的制度。” 

古希腊民主与法治思想的典型代表是亚里斯多德。他认为，最好的政权政体是共和政体。执政

者应当是最能顺应理性的阶级。公民分为极富阶级、极穷阶级和中产阶级。由于“节制与中庸常常

是最好的品德”，因此中产阶级“最能顺从理性”。在法治好还是人治好的问题上，他认为法治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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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理由是多数人的考虑要比少数人考虑得周到一些，更正确一些。 

后来，西方由于基督教的崛起，成为主宰一切文明的中枢，神权高于王权，自由、平等、民主

与法治等思想都顺从了基督教神权政治。以“民主”、“法治”反对并替代中世纪的“神治”、“人治”

和“专制”，以“主权在民”替代“君主权力至高无上”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贡献。在

西方诸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意义异常深远的首推法国革命。法国革命中最大的两个亮点就是孟德斯

鸠三权分立的思想和卢梭主权在民的思想。卢梭的名著《社会契约论》是当时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先

声，也是后来美国革命的立宪基础。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2 “导论”和第一章“民族范畴的历史演变” 4  

3 第二章 民族与政治、民族划分的缺陷与出路 4  

4 第三章 民族政治主体 4  

5 第四章 民族政治行为与民族政策 4  

6 第五章 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全球主义 4  

7 第六章民族政治关系 4  

8 第七章 民族政治的演变与发展 4  

9 第八章中西民族的不同政治根源：民本与民主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民族学 

后续课程：世界民族、宗教学、民族宗教学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民族与政治的关系；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全球主义；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 

难点：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 

3、 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学科层次深入法：从政治学一般原理深入到民族政治学分支学科，再深入到当今世界民族热

点类型问题。 

2.民族政治类型分析法：根据民族政治问题和宗教文明的现实热点，把当代民族政治冲突的热

点问题划分为基穆冲突型、犹穆冲突型、巴以冲突、僧泰冲突型等。 

3.动态分析法：与国家政治发展不同，民族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以不同的标准，可以把

民族政治形态划分为不同的发展形态。如果以民族社会经济技术状态、民族主体发展状况为标准，

那么，（广义的）民族政治发展经历氏族政治、古代民族政治、近代民族政治、多民族国家政治、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政治极大环节。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每章布置思考题，课后复习与思考。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思考题，下次课堂提问）。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周平著《民族政治学导论》和曹兴著《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宗教问

题》为教材，并自主编写思考题库。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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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用教材 

1. 周平著《民族政治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曹兴著：《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宗教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执笔人：曹兴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   2016年 5月 28日 

 

学术论文写作 
Academic Writing 

课程号：4050306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学科的通识选修课，属于学术研究的案例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掌握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方法和技巧；2、对学术研究工作的

性质、方法和职责形成比较深入的了解；3、对学术作品形成合理的评价和认知标准；4、为学年论

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6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学术和学术论文。 

2．学术论文写作的认知前提。 

3．课程内容介绍 

学习目标： 

重点掌握学术研究的性质。 

作业： 

1． 根据提示搜集代表性的研究论文。 

2． 和同学讨论学术研究的干扰因素。 

知识单元 2：如何确定论文选题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影响论文选题的因素。 

2． 论文选题的主要路径。 

3． 学术研究课题的基本类型。 

4． 如何限制论文的选题。 

学习目标： 

1．掌握论文选题的基本方法。 

2．根据政治学方法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对论文课题做出类型与性质的判断。 

作业： 

1． 和同学讨论一个感兴趣的问题，看是否可以转化为学术论文。 

2． 阅读政治学中的经典论文。 

知识单元 3：如何搜集和使用资料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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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资料的使用原则。 

2．寻找资料的途径。 

3．使用和保存资料的方法。 

学习目标： 

1．掌握学术研究中资料的类型与利用原则。 

2．掌握主要的资料搜集方法和途径。 

3.掌握资料分类和保存的方法。 

作业： 

1．思考网络文献的学术价值。 

2．和同学讨论和分享主要的电子书网站。 

知识单元 4：如何论证学术观点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提出论点时应该明确的五个问题。 

2．论证的结构。 

3．金字塔思维方式与学术思维 

学习目标： 

1．掌握简洁地提炼学术观点的方法。 

2．掌握论证结构中的构成因素。 

3. 了解观点与意见的区别。 

作业： 

1． 和同学就某个问题辩论，指出其论据与观点之间的关系。 

2． 阅读韦伯的《以学术为业》。 

知识单元 5：起草和撰写论文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论文起草时应当明确的问题。 

2．论文起草时可能面临的陷阱。 

3．论文的结构。 

4. 如何展示论文的观点。 

5. 如何撰写导论。 

6. 如何修改论文。 

学习目标： 

1. 掌握论文的通常结构。 

2. 掌握论文导论与学术研究背景或脉络之间的关系。 

作业： 

1. 找一篇代表性的论文，提炼其观点。 

2. 找一篇代表性的论文，向同学解释其学术脉络。 

知识单元 6：论文的综述、摘要和关键词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学术综述的功能。 

2．学术综述的写作方法。 

3．论文摘要的结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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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关键词的选择方式。 

学习目标： 

1．掌握各种类型学术综述的要求与写作方法。 

2．掌握摘要的写作方法和关键词的选取方式。 

作业： 

1．选择一篇学术论文，撰写其摘要。 

知识单元 7：学术规范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学术规范。 

2．学术引用规范。 

3．学术注释规范。 

4．学术评价与批评规范。 

学习目标： 

1．认识学术抄袭的界定。 

2．掌握学术引用和注释的各种方式。 

作业： 

1. 和同学讨论牛顿与莱布尼兹发明微积分时，学术贡献属于谁。 

2. 和同学讨论当前著名的学术抄袭或作假案例。 

（二） 发言和讨论 

参考学时：12学时 

内容：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一个研究课题，形成观点、论文结构与参考文献，在课堂上

陈述其研究，请教师和其他同学对其研究提出批评与建议。 

要求：每位同学的陈述控制在 8-10 分钟内，清晰有条理地陈述其论文观点与论证结构，阐述

其研究的学术脉络。指定其他同学发表评论。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2 导论 2  

3 如何确定论文选题（一） 2  

4 如何确定论文的选题（二） 2  

5 如何确定论文选题（三） 2  

6 如何搜集和使用材料 2  

7 如何论证学术观点 2  

8 起草和撰写论文 2  

9 论文的综述、摘要和关键词 2  

10 学术规范 2  

11 案例教学（一） 2  

12 案例教学（二） 2  

13 案例教学（三） 2  

14 互动批评与讨论 2  

15 互动批评与讨论 2  

16 互动批评与讨论 2  

17 互动批评与讨论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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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课程：政治学方法论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使学生掌握学术研究与其他工作的差别，形成对学术研究性质的认知，掌握论文选题的

基本模式，学术规范的基本内容。 

难点：让学生熟悉学术脉络或学术背景的概念，形成学术思维的习惯。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案例教学（主要）。 

2． 逻辑分析（主要）。 

3． 比较。 

4． 交叉学科。 

教学技术： 

1．讲授，侧重介绍学术界的代表性论文与著作。 

2．学生规定发言，计分考察。 

3．课堂讨论。 

4．学生作业等。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学习时间至少为 15小时，准备发言 8小时，准备期末作业 25小时，阅读大约 15小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满分 100分，发言 20分，期末 80分。 

7、作业要求： 

见上面知识单元内容。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依据学术界的综合性的研究成果，采用内容全面、细节丰富的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杨玉圣、张保生主编：《学术规范读本》，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二）推荐参考书 

1．赵汀阳、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一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 

2．唐纳德·肯尼迪著：《学术责任》，新华出版社，2002年。 

3.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电子书。 

执笔：尹钛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国际安全学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Studies 

课程号：4050306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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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从安全学角度分析国家行为的方法 2、理解安全的内涵与种类，

3、了解安全学研究的历史发展进程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导论：课程介绍、什么是安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课程结构介绍、什么是国际安全？ 

学习目标：掌握本课程的整体安排 

了解国际安全的相关概念 

知识单元 2：第一部分：安全学研究的理论分析、安全学的发展历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国际安全学学科的历史发展进程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3：理论分析（1）：权力、均势与联盟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从现实主义角度研究国际关系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4：理论分析（2）：世界宪政与国际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从自由主义理解国际安全的内涵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5：理论分析（3）：理性威慑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理性威慑战略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6：理论分析（4）：社会学的方法，“人：社会=国家：国际社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安全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7理论分析（5）：语言与安全的建构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有关语言的哲学理论如何建构安全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8：理论分析（6）：女权主义视角，“男权=不安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女权主义视角下的安全概念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9：第二部分：安全学研究的议题、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国际安全议题的历史演进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0：议题分析（1）：大国冲突与国际体系的转换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国家安全与大国间的冲突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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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1：议题分析（2）：武器的逻辑与军备动力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武器技术的发展与军备对安全的影响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2：议题分析（3）：情报机关、阴谋论与媒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情报机关和媒体在建构安全上的作用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3：议题分析（4）：经济安全与货币战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货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4：议题分析（5）：跨国社会的侵害（恐怖主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恐怖主义与公民的伤害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5：议题分析（6）：环境污染与保护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环境污染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6：结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总结课程知识，备考期末 

学习目标：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课程介绍、什么是安全？ 2  

2 第一部分：安全学研究的理论分析、安全学的发展历程 2  

3 理论分析（1）：权力、均势与联盟 2  

4 理论分析（2）：世界宪政与国际法 2  

5 理论分析（3）：理性威慑理论 2  

6 理论分析（4）：社会学的方法，“人：社会=国家：国际社会” 2  

7 理论分析（5）：语言与安全的建构 2  

8 理论分析（6）：女权主义视角，“男权=不安全”？ 2  

9 第二部分：安全学研究的议题、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 2  

10 议题分析（1）：大国冲突与国际体系的转换 2  

11 议题分析（2）：武器的逻辑与军备动力 2  

12 议题分析（3）：情报机关、阴谋论与媒体 2  

13 议题分析（4）：经济安全与货币战争 2  

14 议题分析（5）：跨国社会的侵害（恐怖主义） 2  

15 议题分析（6）：环境污染与保护 2  

16 结论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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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国际安全的研究方法 

难点：应用理论分析具体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分组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课堂参与） 15%，期中论文 35%，期末考试 50% 

7、作业要求： 

课后思考题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暂无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中文教材待定 

（二）推荐参考书 

K.M. Fierke, Critic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Polity, 2007.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执笔：×××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宪政原理 
the 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al Law     

课程号：4050306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行政管理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开设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宪政原理基础知识，为学生学习中外政治制度、

中外行政体制、公共政策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何谓宪政？   

2 何谓宪政？   

3 宪法观念的沿革   

4 宪法观念的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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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宪法观念的沿革   

6 违宪审查   

7 违宪审查   

8 国家结构形式   

9 国家结构形式   

10 选举制度   

11 选举制度   

12 公民权利导论   

13 自由权   

14 自由权   

15 平等权   

16 平等权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中外政治制度、中外行政体制、公共政策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对宪政的理解 

难点：宪政理论在现实中的运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案例教学法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千帆著《宪政原理》，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执笔：吕芳  审稿：吕芳 审定：政管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0日 

 

政策科学 
Policy Science 

课程号：4050307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与公共行政学、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公共政策的基本知识与原理；2、建立公共政策的专业思维体系，

分析具体的政策实践；3、能够运用公共政策的理论知识分析政治学以及国际政治中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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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政策科学的基础知识、政策过程

运行的基本原理、了解政策分析概念与路径，为中国现行政策分析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4学时 

知识单元 1：公共政策及其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政策的本质。 

2．公共政策的基本特征与主要功能。 

3. 政策科学的研究路径。 

学习目标： 

1．了解政策科学的发展进程及其研究路径，了解公共政策的价值分析。 

2．掌握公共政策的本质、特征及其主要功能。 

作业： 

案例分析：请从美国的《科尔曼》报告书，以及《婴儿：产品还是服务》两则案例中阐释公共

政策的本质及其价值争论。 

知识单元 2：政策系统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政策主体。 

2．公共政策客体。 

3. 公共政策环境。 

4. 公共政策工具。 

学习目标： 

1．了解政策生态系统分析框架，以及政策系统与政策功能之间的关系。 

2．掌握政策系统各要素及其对政策的潜在影响。 

作业： 

案例分析：从怒江水电站开发案例中，分析政策系统要素对于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知识单元 3：政策过程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政策制定过程及其理论模型。 

2．政策执行过程及其理论模型。 

3. 政策评估及其理论。 

4. 政策终结及其形式。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视角中的政策过程以及制度演进。 

2．掌握政策过程中的政策议程、铁三角、多源流模型、倡议联盟框架、政策执行综合框架、

政策评估标准与争论、政策终结概念与形式等基本原理与理论模型。 

作业： 

案例分析：结合美国环境污染问题进入政策议程案例分析影响政策议程的主体要素。结合我国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来分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 

知识单元 4：公共政策：问题、方案与结果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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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策问题的界定。 

2．政策方案的比较与选择。 

3. 政策效果的预期与评估 

学习目标： 

1．了解经济学视角下的政策理性及其逻辑。 

2．掌握政策问题界定的方法、政策方案比较与评估的方法、政策效果评估的方法。 

作业： 

案例分析：城管和小商贩的“猫鼠游戏”中体现出政策的什么问题？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4个，共 8学时 

实验 1：公共政策本质与价值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案例分析，从美国的《科尔曼》报告书，以及《婴儿：产品还是服务》两则案例中

阐释公共政策的本质及其价值争论。 

实验要求：熟悉公共政策的不同界定视角、本质与功能；研究公共政策的价值争论；掌握公共

政策的价值分析方法。 

实验 2：公共政策系统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案例分析，从怒江水电站开发案例中，分析政策系统要素对于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实验要求：熟悉政策系统要素；研究政策系统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政策功能的影响；掌握

政策的系统分析方法。 

实验 3：政策过程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案例分析，结合美国环境污染问题进入政策议程案例分析影响政策议程的主体要素；

结合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来分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 

实验要求：熟悉政策过程的基本知识与理论模型；研究政策制定与执行影响要素；掌握 公共

政策的政治视角研究方法。 

实验 4：公共政策：问题、方案与结果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案例分析，城管和小商贩的“猫鼠游戏”中体现出政策的什么问题？ 

实验要求：熟悉公共政策从问题到方案、结果过程中的基本理论方法；研究公共政策的理性研

究逻辑；掌握公共政策经济学视角下的分析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公共政策本质与价值 3 理论教学 

2 公共政策本质与价值:案例分析 2 实践教学 

3 政策系统 3 理论教学 

4 政策系统 3 理论教学 

5 政策系统：案例分析 2 实践教学 

6 政策过程 3 理论教学 

7 政策过程 3 理论教学 

8 政策过程 3 理论教学 

9 政策过程:案例分析 2 实践教学 

10 公共政策：问题、方案与结果 3 理论教学 

11 公共政策：问题、方案与结果 3 理论教学 

12 公共政策：问题、方案与结果（案例分析） 2 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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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政治学原理、公共行政原理 

后续课程：中国现行政策分析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公共政策的基本概念、公共政策系统、公共政策过程。 

难点：公共政策的政治视角、经济视角与价值分析视角、公共政策中定量方法的使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案例分析。 

教学手段： 

1.案例演示。 

2.分组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桌椅可灵活组合的教室，能够播放音频和视频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2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阅读课程案例材料并针对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陈庆云主编：《公共政策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二版。 

（二）推荐参考书 

1.［美］托马斯·R·戴伊：《理解公共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第十二版。 

2.［美］保罗·A·萨巴蒂尔编：《政策过程理论》，三联出版社 2004年版。 

3.［美］詹姆斯·安德森：《公共政策制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第五版。  

执笔：王冬芳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2日 

 

社会政策 
social policy 

课程号：4050307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和掌握社会政策的基本概念、理论和相关知识； 

2、提高社会科学的分析研究能力； 

3、提高学术英语能力，包括写作、听力和阅读以及口语。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课堂演讲和讨论，使学生掌握社会政策的概念以及具体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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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内容及变迁，以及如何分析社会政策。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6学时 

知识单元 1：社会政策的涵义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政策的涵义 

2．以支出类型定义社会政策 

3. 如何分析社会政策 

4. 社会福利的理解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政策、社会行政、社会福利、福利国家和社会支出的涵义 

2．掌握社会政策所包含的目标：再分配、对于风险的管理、减少社会排斥 

3. 能够区分社会政策的目的与目标、方法以及对于风险的管理 

4. 能够明确满足社会需要的方法，尤其是政府、市场和家庭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作业： 

选择一项中国现行社会政策，运用在本单元所学知识和方法，对其进行分析。 

知识单元 2：社会需要和不平等的类型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需要”的定义 

2．”需要”与不平等 

3. 福利国家与不平等 

4. 英国的人口学变化 

学习目标： 

1．了解 “社会需求”的涵义 

2．掌握社会需求、贫困、和各类型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3. 了解并思考社会的人口学变化如何影响了社会需求 

4. 社会需求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 

作业： 

查资料来了解中国近 30年来的人口学变化，并思考其对于社会需求的影响。 

知识单元 3：工作与福利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工作对于福利的重要性 

2．工作的变化 

3. 失业与社会排斥 

4. 政策应对 

学习目标： 

1．了解在过去 50年中，工作的世界中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掌握性别和年龄对于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影响 

3. 失业被看作是社会问题的原因 

4. 围绕就业问题的社会政策干预的政治争论 

5. 在英国的现行有关政策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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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资料，了解中国的失业状况以及相关的社会政策。 

知识单元 4：家庭与福利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家庭的涵义 

2．家庭的理论和政策视角 

3. 家庭生活的人口学趋势 

4. 家庭中福利的产生 

5. 家庭中负福利的产生 

6. 社会政策与家庭的未来 

学习目标： 

1．了解家庭和家庭成员的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 

2．掌握家庭在福利中所扮演的角色 

3. 掌握家庭政策的原则以及最近政策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4. 在文化多元和快速社会变化的的背景下，“家庭”的真正意义 

作业： 

思考中国家庭政策的现状，以及制定相关家庭政策的建议。 

知识单元 5：儿童保护与儿童照顾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现代儿童照顾体系的起源 

2．儿童虐待 

3. 儿童保护 

4. 儿童、青少年与犯罪及福利 

学习目标： 

1．了解儿童虐待的现状与原因 

2．掌握儿童保护的框架 

3. 了解对于家庭的支持服务及其和儿童保护之间的关系 

4. 了解与收养儿童相关的问题 

5. 了解影响儿童保护和照顾体系的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 

作业： 

思考中国儿童虐待相关政策与法律 

知识单元 6：健康与健康政策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健康与健康不平等 

2．健康政策 

学习目标： 

1． 了解英国国家健康体系的历史 

2． 掌握英国国家健康体系发展的主要原则 

3． 能够描述健康的类型 

4． 掌握能够解释健康和健康结果不同的理论 

5． 能够说明和评价在健康服务的管理和财政方面的主要问题及立场 

作业： 

思考中国健康体系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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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社会政策的涵义 2  

2 社会政策的涵义 2  

3 社会需要和不平等的类型 2  

4 社会需要和不平等的类型 2  

5 工作与福利 3  

6 工作与福利 3  

7 家庭与福利 3  

8 家庭与福利 3  

9 儿童保护与儿童照顾 3  

10 儿童保护与儿童照顾 3  

11 健康与健康政策 3  

12 健康与健康政策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 

2. 学生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 

1） 小论文，英文，3000字， 45% 

2） 期末考试，45% 

3） 平时表现，包括出勤、课堂表现以及随堂检测情况，10% 

7、作业要求： 

对于每知识单元所布置的作业，认真完成。教师会不定期检查。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John Baldock, Nick Manning, Sarah Vickerstaff编著的《Social Policy》， 牛津大学

出版社， 2007年出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周沛著《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 6月 

2. 何子英著 <社会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3. 朱亦松著 <社会政策》，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2年 7月  

执笔：李环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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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思想概论 
A Survey of Lao-tzu and Zhuangzi’s Thoughts          

课程号：4050308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使学生初步了解道家思想。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道家观念。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概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道家概论。 

学习目标： 

1．了解道家思想发展史。 

知识单元 2：《逍遥游》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逍遥游》 

学习目标： 

掌握《逍遥游》思想。 

知识单元 3：《齐物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齐物论》 

学习目标： 

掌握《齐物论》主旨。 

知识单元 4：《养生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养生主》 

学习目标： 

掌握《养生主》思想。 

知识单元 5：《人间世》、《德充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人间世》、 《德充符》 

学习目标： 

掌握《人间世》、《德充符》思想。 

知识单元 6：《大宗师》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大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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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掌握《大宗师》思想 

知识单元 7：《应帝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应帝王》 

学习目标： 

掌握《应帝王》思想。 

知识单元 8：《秋水》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秋水》 

学习目标： 

掌握《秋水》思想。 

知识单元 9：答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庄子》思想。 

学习目标： 

答疑补缺。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概论 3  

2 《逍遥游》 3  

3 《齐物论》 3  

4 《养生主》 3  

5 《人间世》 3  

6 《德充符》 3  

7 《大宗师》 3  

8 《应帝王》 3  

9-10 《秋水》 6  

11 答疑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庄子思想。 

难点：无我、无物思想。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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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方法：考核。 

7、作业要求： 

准备下一节课的材料阅读。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胡叔宝著《庄子释义》，新华出版社，2016年 7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傅佩荣著《庄子》，东方出版社，2012年 5月 第 1版。 

 

公共事业管理概论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课程号：4050308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公共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掌握公共事业管理环境概述、特征、分类以及公共事业管理与环境的基本关系，生态环境

和人文环境、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公共关系环境和国际环境对公共事业管理环境的影响和作用；； 

2、掌握公共事业管理中的沟通与绩效，学习与掌握沟通的含义、目的、基本方式及作用，充

分理解效率在公共事业管理中的作用。掌握公共事业组织的公共责任与管理的监督机制，了解目前

我国组织监督机制的现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监督机制的措施。。 

3、掌握公共事业伦理的含义、特点、养成及加强公共事业伦理的必要性，通过政府部门的检

查与考核、民意测验、新闻媒体报道、群众满意度等外部评价。掌握当前公共事业管理对人才培养

的要求，探索出公共事业管理人才培养的模式，并对加强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人才培养提出建议。 

4、掌握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历史，对其存在的公共事业活动的非经济化、机构的行

政化、资源配置非社会化、运行机制非效率化、管理的非法制化等问题有深刻认识，并分别具体到

科技、体育、文化、卫生、教育等几个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公共事业管理环境、管理中沟通与效率、公共责

任与监督、伦理与外部评价、人才培养、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等方面的知识，使其对我国

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运行有深刻的认识。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公共事业管理导论（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事业：含义与发展趋势 

2.公共事业的理论基础 

3.公共事业：一般概述 

4.公共组织——公共事业管理主体概述 

学习目标： 

1.了解事业、公共事业、公共事业管理的概念、内涵及特征。 

2.公共事业管理产生的社会背景，改革开放前后事业管理体制发生的变化。 

作业： 

1.你是如何看待事业单位体制及其在当今社会中的境遇的？ 

2.你如何理解公共事业管理的若干理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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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理解公共事业语公共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 

知识单元 2：公共事业管理导论（二）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事业管理：一般概述 

2.公共事业管理与相关管理的关系 

3.传统事业管理体制在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学习目标： 

1.掌握公共事业管理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管理中权力的定义与分类。 

2.了解公共事业管理与企业管理、行政管理的区别和联系；认识到传统事业管理体制在运行中

存在的主要问题。 

作业： 

1.公共事业管理与公共管理、行政管理、企业管理的主要区别有哪些？ 

2.我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形成的政府事业体制在当今社会转型时期存在哪些问题？对我们当

前新型的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形成存在哪些巨大障碍与阻力？ 

3.当今建构科学的公共事业管理体制对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有哪些促进作用？ 

知识单元 3：公共事业管理环境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事业管理环境概述 

2.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 

3.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 

4.公共关系环境和国际环境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事业主体所处的内外环境，掌握公共事业管理环境的特征及分类，公共事业管理与

环境的基本关系。 

2.深刻认识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公共关系环境和国际环境对公共事业

管理环境的影响和作用。 

作业： 

1.公共事业管理环境的分类与主要内容是什么？ 

2.自然环境如何影响公共事业管理？ 

3.人文环境中主要有哪些因素并通过什么方式影响公共事业管理？ 

4.如何区分公共管理文化和公共政治文化？它们各自是如何对公共事业管理产生影响的？ 

5.公共事业管理的公共关系环境通常指什么？基本构成是什么？这些因素在公共事业管理的

哪些方面起作用？如何评价这些作用？ 

6.当代公共事业管理的国际环境有什么重要意义？ 

知识单元 4：公共事业管理中的沟通与绩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事业管理中的沟通 

2.公共事业管理效率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事业管理中沟通的主要目的和作用，掌握公共事业管理中沟通的基本方式和提高沟

通效率的方法。 

2.掌握公共事业管理中提高效率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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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沟通在公共事业管理中有什么作用？沟通的基本方式可分为哪几种？ 

2.如何提高沟通的效果？ 

3.公共事业管理中，哪些措施可以提高效率？ 

4.高效团队有哪些特征？ 

知识单元 5：公共责任与监督机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事业组织的公共责任 

2.公共事业管理的监督机制 

3.我国公共事业组织监督机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4.完善我国公共事业组织监督机制的措施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事业组织的公共责任所在。 

2．了解目前我国组织监督机制的现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监督机制的措施。 

作业： 

1.你认为公共事业组织应具有哪些公共责任？  

2.公共事业管理的监督机制如何形成？ 

3.目前，我国公共事业组织监督机制的现状是什么？存在哪些问题？ 

4.如何完善我国公共事业组织监督机制？ 

知识单元 6：公共事业伦理与外部评价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事业伦理的必要性 

2.公共事业伦理的外部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公共事业伦理的含义、特点、养成及加强公共事业伦理的必要性，了解公共事业品德

是如何形成。 

2．掌握如何养成通过社会认同的公共事业伦理道德。 

作业： 

1.伦理在公共事业管理中的必要性是什么？公共事业伦理如何养成？公共事业品德如何形

成？ 

2.对公共事业伦理的外部评价都来自哪些方面？ 

知识单元 7：公共事业管理中的人才培养探索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与开发 

2.当今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 

3.当今我国社区治理中的突出问题。 

学习目标： 

1.掌握公共事业管理人才的培养要求，加强对公共事业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提出加强对

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人才培养的建议。 

作业： 

1.为当今公共事业管理的学科建设与课程设置与你们的要求有哪些脱节和不适宜的地方，为什

么？ 



3771 

2.为当今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式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有什么弊端？如何改进？ 

知识单元 8：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事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具体的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学习目标： 

1.掌握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历史。 

2.对公共事业管理体制存在的公共事业活动的非经济化、机构的行政化、资源配置非社会化、

运行机制非效率化、管理的非法制化等问题有深刻认识。 

作业： 

1.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 

2.公共事业管理体制存在哪些问题？你有什么改善建议？ 

知识单元 9：科技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我国科技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 

2.认识我国科技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和提出改进措施的建议。 

学习目标： 

1.掌握我国科技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和现状，对当前我国科技事业管理体制改革中存

在的问题有深刻认识，并能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作业： 

1.目前，我国科技事业管理是什么样子的？科技事业管理体制存在什么问题？ 

2.在完善我国科技事业管理体制上面，有什么建议？ 

知识单元 10：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我国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 

2.认识我国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和提出改进措施的建议。 

学习目标： 

1.掌握我国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和现状，对当前我国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中存

在的问题有深刻认识，并能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作业： 

1.目前，我国体育事业管理是什么样子的？体育事业管理体制存在什么问题？ 

2.在完善我国体育事业管理体制上面，有什么建议？ 

知识单元 11：文化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我国文化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 

2.认识我国文化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和提出改进措施的建议。 

学习目标： 

1.掌握我国文化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和现状，对当前我国文化事业管理体制改革中存

在的问题有深刻认识，并能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作业： 

1.目前，我国文化事业管理是什么样子的？文化事业管理体制存在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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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完善我国文化事业管理体制上面，有什么建议？ 

知识单元 12：卫生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我国卫生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 

2.认识我国卫生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和提出改进措施的建议。 

学习目标： 

1.掌握我国卫生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和现状，对当前我国卫生事业管理体制改革中存

在的问题有深刻认识，并能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作业： 

1.目前，我国卫生事业管理是什么样子的？卫生事业管理体制存在什么问题？ 

2.在完善我国卫生事业管理体制上面，有什么建议？ 

知识单元 13：教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我国教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 

2.认识我国教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和提出改进措施的建议。 

学习目标： 

1.掌握我国教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过程和现状，对当前我国教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中存

在的问题有深刻认识，并能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作业： 

1.目前，我国教育事业管理是什么样子的？教育事业管理体制存在什么问题？ 

2.在完善我国教育事业管理体制上面，有什么建议？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公共事业管理导论（一） 2  

2 公共事业管理导论（二） 2  

3 公共事业管理环境分析 2  

4 公共事业管理中的沟通与绩效 2  

5 公共责任与监督机制 2  

6 公共事业伦理与外部评价 2  

7 公共事业管理中的人才培养探索 2  

8 公共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3  

9 科技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3  

10 体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3  

11 文化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3  

12 卫生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3  

13 教育事业管理体制改革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公共管理导论、管理学原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公共事业管理与行政管理、企业管理的联系和区别；公共事业管理沟通技能及绩效评价、

我国公共事业体制改革的战略及路径。 

难点：公共事业管理主体的分类；公共事业管理法制；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事业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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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现状及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案例。 

3.情景模拟 

教学手段： 

1.教室课堂讲授与学生课下按照推荐阅读书单相结合。 

2.借助多媒体，运用 PPT。 

3.角色扮演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需要多媒体、投影仪等。 

5、课程自主学习课时 

不少于 30课时（需读推荐数目中 3-5本）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公共事业管理典型案例集等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无 

（二）推荐参考书 

著作类： 

1.毕监武：《社团革命——中国社团发展的经济学分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2.成思危主编：《中国事业单位改革——模式选择与分类引导》，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0。★ 

3.崔运武编著：《公共事业管理概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冯云廷、苗丽静：《公共事业管理导论》，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 

5.冯云廷：《公共事业管理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6.国务院法制办政法司、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编著：《<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暂行管理条例>释义》，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 

7.贾西津等：《转型时期的行业协会——角色、功能与管理体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8.娄成武、郑文范：《公共事业管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9.欧阳黔、杜金陵主编：《中国行业协会改革与探索》，中国商业出版社，1999。 

10.魏志春：《公共事业管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11.赵立波：《事业单位改革——公共事业发展新机制探析》，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12.赵立波主编：《公共事业管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13.郑文范编著：《公共事业管理案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14.朱仁显主编：《公共事业管理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论文类： 

1.陈华平：《立足第三部门建构公共事业管理学科体系》，《行政论坛》2006年第 2期。★ 

2.崔运武：《论当代中国公共事业管理的基本内涵和价值》，《思想战线》2002年第 1期。★ 



3774 

3.单学勇：《论中国公共事业管理的内涵价值与体制建构》，《经济研究参考》2003年第 91期。 

4.贺荣兰：《公共事业管理的制度选择》，《甘肃科技纵横》2007年第 3期。★ 

5.侯江红：《公共事业管理的比较研究》，《思想战线》2002年第 2期。★ 

6.蒋云根：《公共事业管理社会化刍议》，《党政论坛》2002年第 6期。★ 

7.李冬：《对我国公共事业管理内涵价值与体制建构的思考》，《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 4期。 

8.梁俐：《公共事业管理的现状及前景展望》，《市场周刊·财经论坛》2003年 6月号。★ 

9.宋君、陈惠民：《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建设中的问题与对策探析》，《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 3期。★ 

10.杨燕英：《公共事业管理改革应引入市场机制》，《大众科技报》2003年 9月 25日。★ 

11.杨燕英：《我国传统公共事业管理存在的弊端及其改革》，《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

年第 2期。★ 

12.赵立波：《我国公共事业管理体制转型初论》，《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

第 6期。★ 

13.朱广忠：《公共事业管理的若干基本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 10月 20日。★ 

执笔：詹承豫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1月 04日 

 

中国福利模式与制度安排 
Models of Chinese Social Welfare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课程号：4050308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正确汲取国内外福利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2、清楚把握目前中国福

利模式的特点及其未来制度走向；3、客观地看待中国福利制度安排中的“十大民生问题”。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现实问题的讨论，使学生进一步掌握社会福利的基础知识、

弄懂福利制度建设的基本原理，了解中国福利制度发展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走向，为《社会保障国

际比较》、《福利国家论》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专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国内外福利模式的历史发展及其经验教训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福利”释义及福利模式架构的解析。 

2．当代国外福利模式类型及其利弊分析。 

3. 建国以来中国福利模式的演变和经验教训。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内外福利模式的历史发展及其经验教训。 

2．掌握理性、客观地分析方法。 

作业： 

1. 从“福利”及“福利模式”建构的基本含义出发阐释理想福利社会的基本特征。 

2. 国外福利模式的建设过程中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可借鉴的经验？ 

3. 如何解读建国以来中国福利模式发展道路上的深刻教训？ 

知识单元 2：目前中国福利模式的特点与未来的发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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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目前中国福利模式的框架与特点。 

2．未来中国新型福利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实现路径。 

3. 改革是福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主旋律。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福利制度发展的现状及未来走向。 

2．掌握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个重要因素。 

作业： 

1. 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福利模式的框架构成？ 

2. 你认为未来中国新型福利社会的特征是什么样的？ 

3. 结合福利制度建设实际谈谈怎样把握“改革”的正确含义？ 

知识单元 3：聚焦中国福利的“十大民生问题” 

参考学时：17学时 

学习内容： 

1．聚焦十大民生问题：养老与医疗。 

2．聚焦十大民生问题：就业与教育。 

3. 聚焦十大民生问题：住房与物价。 

4. 聚焦十大民生问题：食品安全与环境保护。 

5. 聚焦十大民生问题：收入分配与弱势群体保障。 

6. 民生——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 

学习目标： 

1．了解目前中国福利模式建构中所面临的重大民生问题。 

2．把握“改善民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这个攸关命题。 

作业： 

1. 如何看待有关民生的养老医疗问题？ 

2. 如何看待有关民生的就业与教育问题？ 

3. 如何看待有关民生的住房与物价问题？ 

4. 如何看待有关民生的食品安全与环境保护问题？ 

5. 如何看待有关民生的收入分配与弱势群体保障问题？ 

6. 为什么说“民生问题”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导论：“福利”释义及福利模式架构的思考 3  

2 第二章 当代国外福利模式类型及其利弊分析 3  

3 第三章 建国以来中国福利模式的演变和经验教训 3  

4 第四章 目前中国福利模式的框架与特点 3  

5 第五章 未来中国新型福利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实现路径 3  

6 第六章 聚焦十大民生问题：养老与医疗 3  

7 第七章 聚焦十大民生问题：就业与教育 3  

8 第八章 聚焦十大民生问题：住房与物价 3  

9 第九章 聚焦十大民生问题：食品安全与环境保护 3  

10 第十章 聚焦十大民生问题：收入分配与弱势群体保障 3  

11 第十一章 民生——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主题 2  

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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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保障学》 

后续课程：《社会保障国际比较》、《福利国家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国内外福利模式发展的经验教训、目前中国福利模式的框架与特点、未来中国新型福利

社会的实现路径。 

难点：现实民生问题的客观解读、应对“改善民生”问题的有效对策。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2.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3. 基本原理与案例分析相结合。 

4. 课堂引导与课下读书相结合。 

5. 国外经验与国内国情相结合。 

教学手段： 

1. 利用电子网络布置、检查作业与相关辅导和热点问题讨论等。  

2. 利用定期召开读书会形式加深对讲授课程的理解。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堂小组讨论占 10%；期末考试

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陈银娥主编《社会福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8月 第 2版 

2. 周良才主编《中国社会福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英）诺曼·巴里著、储建国译《福利》，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 1月 第 1版 

2. （美）威廉姆 H·怀特科等著、解俊杰译《当今世界的社会福利》，法律出版社 2003年 11

月 第 1版 

3. （丹）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著、郑秉文译《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法律出版社，

2003年 11月 第 1版 

4. （加）R·米什拉著、郑秉文译《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法律出版社，2003年 11月 第

1版 

5. 高鹏怀著《历史比较中的社会福利国家模式》，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 5月 第 1版 

6. 李秉勤等著《欧美福利制度》，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 8月 第 1版 

7. 贡森等著《福利体制和社会政策的国际比较》，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 9月 第 1版 

8. 周沛著《社会福利体系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 6月 第 1版 

9.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构建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 3

月 第 1版 

10. 王齐彦主编《中国新时期社会福利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 12月 第 1版 

11. 景天魁等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与制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11年 3月第 1版 

12. 彭华民著《从沉寂到创新：中国社会福利构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4月 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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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吴桂英主编《新型社会福利体系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 1月 第 1版 

14. 陈立行等主编《向社会福祉跨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7月 第 1版 

 执笔：张天民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Work 

课程号：4050308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增强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感；2、提高社会实践的专业素质；3、扩大

将来就业的门路。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使学生掌握社会工作的基础知识、懂得社会工作

的基本原理、学会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和技巧，为将来走向社会奠定必要的专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3学时 

知识单元 1：社会工作的发展与基本理论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2．社会工作的历史演变。 

3. 社会工作价值观。 

4. 社会工作主要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工作的基本内涵及历史发展过程。 

2．掌握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基本理论。 

作业： 

1. 试从具体实际出发说明什么是社会工作。 

2. 从社会工作历史演变过程看社会工作目标与任务的定位。 

3. 如何理解社会工作的价值观？ 

4. 试结合具体案例阐明社会工作某一理论的实际应用。 

知识单元 2：社会工作的通用模式与技巧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工作的通行模式。 

2．社会工作的基本技巧。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工作的通行模式。 

2．掌握社会工作的基本技巧。 

作业： 

1. 通过实际案例具体说明社会工作通行模式的各个环节。 

2. 用自己周边发生过的事情解释如何恰当地运用社会工作的某些技巧。 

知识单元 3：社会工作的三大基本工作方法 



3778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个案社会工作。 

2．小组社会工作。 

3. 社区社会工作。 

学习目标： 

1．学会个案工作方法。 

2. 掌握小组工作方法。 

3．了解社区工作方法。 

作业： 

1. 通过具体案例说明个案工作方法的实际应用。 

2. 结合具体案例阐明小组工作方法的实际应用。 

3. 运用具体案例解释社区工作方法的实际应用。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训练 3次，共 9学时 

实践 1：个案社会工作的实践及总结 

参考学时：3学时 

实践内容：实际运用或模拟个案社会工作方法（拍摄相关视频）。 

实践要求：熟悉个案工作原理；研究个案工作技巧；掌握个案工作方法。 

实践 2：小组社会工作的实践及总结 

参考学时：3学时 

实践内容：实际运用或模拟小组社会工作方法（拍摄相关视频）。 

实践要求：熟悉小组工作原理；研究小组工作技巧；掌握小组工作方法。 

实践 3：社区社会工作的实践及总结 

参考学时：3学时 

实践内容：实际运用或模拟社区社会工作方法（拍摄相关视频）。 

实践要求：熟悉社区工作原理；研究社区工作技巧；掌握社区工作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导论：什么是社会工作 2  

2 第二章 社会工作的历史演变 3  

3 第三章 社会工作主要理论 3  

4 第四章 社会工作的通用模式 3  

5 第五章 社会工作的基本技巧 3  

6 第六章 个案社会工作 3  

7 第七章 个案工作实践训练及总结 3  

8 第八章 小组社会工作 3  

9 第九章 小组工作实践训练及总结 3  

10 第十章 社区社会工作 3  

11 第十一章 社区工作实践训练及总结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学概论》  

后续课程：《社会保障实务与案例分析》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社会工作价值观、社会工作基本理论、社会工作通用模式、社会工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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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个案、小组及社区工作方法的具体把握与运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2.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3. 基本原理与案例分析相结合。 

4. 课堂引导与课下读书相结合。 

5. 国外经验与国内国情相结合。 

教学手段： 

1. 利用电子网络布置、检查作业与相关辅导和热点问题讨论等。 

2. 利用定期召开读书会形式加深对讲授课程的理解。 

3. 利用社会考察及实践训练手段巩固所学过的专业知识。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5％，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实践训练占 15%；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5月 第 2版 

2. 顾东辉主编《社会工作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5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O·威廉姆·法利等著《社会工作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3月 第 9版 

2. 查尔斯·H扎斯特罗著《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10月 第

7版 

3. 马尔科姆·派恩著《现代社会工作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1月 第 3版 

4. 劳伦斯·纽曼等著《社会工作研究方法:质性和定量方法的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0月 第 1版 

5. 查尔斯·H·扎斯特罗等著《社会工作实务:应用与提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1

月 第 7版 

6. 隋玉杰主编《个案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4月 第 1版 

7. 吕新萍编著《小组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7月 第 2版 

8. 夏建中主编《社区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3月 第 2版 

9. 何式凝主编《中国社会工作案例》，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 3月 第 1版 

执笔：张天民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社会保障实务与案例分析 
Case Analysis of Social Security 

课程号：4050309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全院学生开设的选修主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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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能够把握劳动与社会保障的实务操作；2、能够正确分析劳动与社会

保障的相关案例；3、能够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的相关法律知识。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具体实际案例分析，使学生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的基础知识、

了解劳动与社会保障的实务及原理，学会相关案例的审视与解析，为将来走向社会工作岗位奠定必

要的法律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劳动保障实务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劳动合同与劳动报酬实务。 

2．劳动保险与劳动保护实务。 

学习目标： 

1．掌握劳动保障基本知识。 

2．懂得劳动保障相关法律。 

作业： 

1. 如何把握劳动社会保障实务与案例分析？ 

2. 梳理劳动合同与劳动报酬实务的相关法律要点。 

3. 汇总劳动保险与劳动保护实务的相关法律知识。 

知识单元 2：劳动保障案例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劳动合同与劳动报酬案例。 

2．劳动保险与劳动保护案例。 

学习目标： 

1．了解相关案例法律知识。 

2．掌握相关案例分析方法。 

作业： 

1. 根据劳动合同与劳动报酬的相关案例概括该类型案例的特点。 

2. 根据劳动保险与劳动保护的相关案例概括该类型案例的特点。 

知识单元 3：社会保障实务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养老与医疗保险实务。 

2．工伤与生育保险实务。 

3. 失业保险与公积金实务。 

学习目标： 

1．掌握社会保障基本知识。 

2．懂得社会保障相关法律。 

作业： 

1. 运用养老与医疗保险实务知识分析相关案例。 

2. 运用工伤与生育保险实务知识分析相关案例。 

3. 运用失业保险与公积金实务知识分析相关案例。 

知识单元 4：社会保障案例 

参考学时：9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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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社会保险案例。 

2．社会救助案例。 

3. 社会福利案例。 

4. 社会优抚案例。 

学习目标： 

1．了解相关案例法律知识。 

2．掌握相关案例分析方法。 

作业： 

1. 根据社会保险的相关案例概括该类型案例的特点。 

2. 根据社会救助的相关案例概括该类型案例的特点。 

3. 根据社会福利的相关案例概括该类型案例的特点。 

4. 根据社会优抚的相关案例概括该类型案例的特点。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导论：何为社会保障实务与案例分析 2  

2 第二章 劳动保障实务（一）：劳动合同与劳动报酬 3  

3 第三章 劳动保障实务（二）：劳动保险与劳动保护 3  

4 第四章 劳动保障案例（一）：劳动合同与报酬案例 3  

5 第五章 劳动保障案例（二）：劳动保险与保护案例 3  

6 第六章 社会保障实务（一）：养老与医疗保险 3  

7 第七章 社会保障实务（二）：工伤与生育保险 3  

8 第八章 社会保障实务（二）：失业保险与公积金 3  

9 第九章 社会保障案例（一）：社会保险案例 3  

10 第十章 社会保障案例（二）：社会救助案例 3  

11 第十一章 社会保障案例（三）：社会福利与社会优抚案例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保障学》  

后续课程：《社会保障国际比较》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劳动保障案例分析、社会保障案例分析。 

难点：案例分析的方法与具体法律的把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2.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3. 基本原理与案例分析相结合。 

4. 课堂引导与课下读书相结合。 

5. 国外经验与国内国情相结合。 

教学手段： 

1. 利用电子网络布置、检查作业与相关辅导和热点问题讨论等。  

2. 利用定期召开读书会形式加深对讲授课程的理解。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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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堂小组讨论占 10%；期末考试

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刘钧主编《社会保障案例评析》，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 7月 第 1版。 

2. 万明国编著《社会保险案例评析》，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 1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石先广编著《劳动法律问题与实务操作》，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 8月 第 1版 

2. 王林清编著《劳动法典型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 4月 第 1版 

3. 李瑜青主编《劳动纠纷仲裁与诉讼》，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 6月 第 1版 

4. 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0年 11月 第 1版 

5. 岳宗福编著《五险一金制度、案例、答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 7月 第 1版 

6. 黄乐平主编《养老保险实务精解》1，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 2月 第 1版 

7. 黄乐平主编《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实务精解》2，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 2月 第 1版 

8. 黄乐平主编《失业保险实务精解》3，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 2月 第 1版 

9. 黄乐平主编《工伤保险实务精解》4，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 2月 第 1版 

10. 黄乐平主编《住房公积金实务精解》5，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 2月 第 1版 

11. 杨立雄主编《养老保险案例》，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年 6月 第 1版 

12. 仇雨临主编《医疗保险案例》，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年 7月 第 1版 

13. 孙树菡主编《工伤保险案例》，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年 7月 第 1版 

14. 韩克庆主编《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案例》，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年 8月第 1版 

执笔：张天民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信息社会与网络政治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Virtual Politics  

课程号：4050309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网络政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2、明确网络政治的特点、构成

及其运作方式；3、探索互联网发展的有效监管方法；4、把握互联网政治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课堂讨论，使学生掌握网络政治产生与发展的基础知识、弄

清网络政治构成及其运作的基本原理、清楚政府网络监管的必要对策，懂得互联网政治发展对中国

民主政治转型的重大意义，该课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并为后续的《外国政府与政治》、《当代中

国政府与政治》课程的开设奠定必要的专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网络政治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其与传统政治的联系与区别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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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网络政治出现的历史定位与重大意义。 

2．网络政治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形成动因。 

3. 网络政治与传统政治的联系与区别。 

学习目标： 

1．了解网络政治出现的历史背景及其重大意义。 

2．掌握网络政治与传统政治的联系与区别。 

作业： 

1. 如何认识网络政治出现的重大意义？ 

2. 试解读网络政治产生的历史条件。 

3. 怎样把握网络政治与传统政治的联系与区别？ 

知识单元 2：网络政治的构成、运行方式及其对负向因素的监管与治理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网络政治的构成、运行方式及操作手段。 

2．网络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负向因素及其对网络的监管和治理。 

3. 网络民意与网络道德和网络法制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网络政治的构成及运行方式的特点。 

2．掌握网络监管和治理的正确方式与方法。 

作业： 

1. 如何认识网络政治的构成及其运行方式？ 

2. 如何正确把握自由表达与网络监管的关系？ 

3. 如何看待网络民意？ 

知识单元 3：中国互联网政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的互联网革命与中国民主政治的转型。 

2．网络问政、网络反腐与网络政治参与。 

3. 网络信息公开与隐私权保护。 

4. 网络安全与网络政治。 

5. 网络舆情与政府网络危机管理。 

6. 网络民主、网络政府与网络政治的未来。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互联网政治发展的特点及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2．把握网络舆情、网络安全管理的有效对策。 

作业： 

1. 怎样理解互联网革命给中国民主政治带来了重大转型？ 

2. 网络政治参与在网络问政和网络反腐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3. 在“大数据时代”如何切实保护个人隐私的安全？ 

4. 为什么说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5. 网络舆情的快速传播给政府管理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 

6. 中国如何走向互联网政治的未来？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网络政治”出现是政治学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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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 信息社会——网络空间——网络政治 3  

3 第三章 网络政治与传统政治的联系与区别 3  

4 第四章 网络政治的构成、运行方式及操作手段 3  

5 第五章 网络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负向因素及其对网络的监管和治理 3  

6 第六章 网络民意与网络道德和网络法制的关系 3  

7 第七章 中国的互联网革命与中国民主政治的转型 3  

8 第八章 网络问政、网络反腐与网络政治参与 3  

9 第九章 网络安全与网络政治 3  

10 第十章 网络舆情与政府网络危机管理 3  

11 第十一章 网络民主、网络政府与网络政治的未来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  

后续课程：《外国政府与政治》、《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网络政治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动因、网络政治的特点、构成及运行方式、网络监管与治

理的方式和方法、中国互联网政治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难点：虚拟政治与现实政治的有效结合、自由表达与政府监管的关系、网络空间中“公域”与

“私域”的界定、网络道德与网络法制的关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2.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3. 基本原理与案例分析相结合。 

4. 课堂引导与课下读书相结合。 

5. 国外经验与国内国情相结合。 

教学手段： 

1. 利用电子网络布置、检查作业与相关辅导和热点问题讨论等。 

2. 利用定期召开读书会形式加深对讲授课程的理解。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堂小组讨论占 10%；期末考试

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李斌著《网络政治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4月 第 1版 

2. 刘文富著《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商务印书馆，2002年 12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英）安德鲁·查德威克著《互联网政治学》，华夏出版社，2010年 4月 第 1版 

2.（美）W.兰斯·本奈特等主编《媒介化政治：政治传播新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 10

月 第 1版 

3.（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等著《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浙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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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出版社，2013年 1月 第 1版 

4.（美）丹尼尔·沙勒夫著《隐私不保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12月 第 1版 

5.（美）理查德·斯皮内洛著《铁笼，还是乌托邦——网络空间的道德与法律》，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7年 8月 第 1版 

6. 殷俊等著《从舆论喧嚣到理性回归——对网络人肉搜索的多维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2月 第 1版 

7. 胡泳著《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9

月 第 1版 

8. 杜骏飞等著《政府网络危机》，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 3月 第 1版 

9. 张小罗著《论网络媒体之政府管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 5月 第 1版 

10. 何精华著《网络空间的政府治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6月 第 1版 

11. 李永刚著《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10月 

第 1版 

12. 互联网实验室编著《第三浪：互联网未来与中国转型》，华文出版社，2009年 5月第 1版 

13. 钟忠编著《中国互联网治理问题研究》，金城出版社，2010年 1月 第 1版 

执笔：张天民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当代中国政府与行政 
Contemporary Chinese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课程号：40503098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公共管理类的专业选修课程。 

• 认识当代中国政府的基本构成、权力结构、组织体系、运行方式等。 

• 了解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实践过程、运行体制。 

• 掌握当代中国政府职能变迁和行政改革的基本逻辑与发展趋势。 

• 运用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等相关基础理论对当代中国政府与行政的重大问题进行学理
分析和知识建构。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2学时 

知识单元 1：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概念与原理 

1.1 国家与政府 

1.2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1.3 现代国家治理能力 

1.4 共同体演进中的政府与行政 

讨论与思考： 

1. 如何认识国家的起源？ 

2. 如何理解现代国家的治理结构？ 

3. 如何理解国家与政府的联系与区别？ 

4. 评价“好政府”“坏政府”的标准是什么？ 

5. 共同体演进的内在逻辑和未来趋势是什么？ 

知识单元 2：中国政府的历史源流  

2.1 古代政府体制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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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近代以来的政府体制探索 

2.3 当代中国政府体制及其演变 

讨论与思考： 

1. 如何评价中国古代政府体制的得失？ 

2. 古代官僚体系与现代官僚制有何区别？ 

3. 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对政府体制的确立有何影响？ 

4. 当代中国政府体制的理论渊源是什么？ 

知识单元 3：宪法原则与行政法治 

3. 1宪法与宪政 

3.2 宪法的基本原则 

3.3 依法治国与行政法治 

3.4 行政立法、行政执法与行政司法 

讨论与思考： 

1. 如何认识宪法的地位及作用？ 

2. 宪政的基本精神是什么？ 

3. 法治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4. 如何区分行政立法与公共政策？ 

5. 如何看待行政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 

知识单元 4：党政体制与官僚体制 

4.1 党政体制的历史源起 

4.2 党政体制的基本关系 

4.3 党政体制的运行机制 

4.4 官僚体制的组织特性 

4.5 官僚体制的行动逻辑 

讨论与思考： 

1. 如何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特殊性？ 

2. 如何看待党政体制的历史源起？ 

3. 如何改革中国的党政关系？ 

4. 如何理解官僚体制中的“体制化”悖论？ 

5. 中国官僚体系与理性官僚制有何异同？ 

知识单元 5：国家机构体系 

5.1 国家机构的主要构成 

5.2 中央政府 

5.3 地方政府 

5.4 地方自治机关 

讨论与思考： 

1. 中国国家机构的设置有何特点？ 

2. 如何看待精简机构对于政府改革的意义？ 

3. 国务院系统的组织有何特征？ 

4. 如何评价中国地方政府的创新？ 

5. 如何评价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 

知识单元 6：府际关系 

6.1 府际关系理论 

6.2 中央与地方关系 

6.3 政府间横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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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区域公共管理 

讨论与思考： 

1. 比较单一制与联邦制。 

2. 比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3. 如何实现央地关系的法治化？ 

4. 如何看待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与合作？ 

5. 如何构建跨域治理的合作机制？ 

知识单元 7：政府职能 

7.1 当代中国政府的主要职能 

7.2 政府职能模式的变迁 

7.3 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讨论与思考： 

1. 如何看到政府从消极职能到积极职能的转变？ 

2. 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 

3. 政府失灵的原因是什么？ 

4. 如何理解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内涵？ 

知识单元 8：决策与执行过程 

8.1 政府决策体系 

8.2 政策过程 

8.3 行政执行 

8.4 行政参与 

讨论与思考： 

1. 如何扩展公共决策中的公众参与？ 

2. 如何看待执政党在政府决策中的影响和作用？ 

3. 如何评价行政执行过程中的“运动式”执行？ 

4. 如何看待智库在公共决策中的角色和地位？ 

知识单元 9：责任与监督体系 

9.1政府责任体系的构成 

9.2行政问责制 

9.3内部行政监督 

9.4 外部行政监督 

讨论与思考： 

1. 为什么说责任政府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 

2. 如何理解政府的道德责任？ 

3. 现有的行政监察存在哪些缺陷？ 

4. 比较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 

知识单元 10：港澳台地区的政府与行政 

10.1 香港特区的政府与行政 

10.2 澳门特区的政府与行政 

10.3 台湾地区的政府与行政 

讨论与思考： 

1. 香港特区的行政受哪些政治因素的影响？ 

2. 澳门特区的行政有哪些特殊性？ 

3. 台湾政治民主下的行政面临哪些现实的挑战？ 

4. 比较大陆与港澳台地区行政文化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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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6学时 

实验 1：政务模拟之模拟人大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模拟人大会议 

实验要求：熟悉人大基本职能、工作流程，人大代表的角色定位和主要职权；研究人大议程设

置，民主决策过程和重大事项的审议工作；掌握提案的写作和政府工作质询的方法。 

 

实验 2：模拟公共决策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根据既定情境模拟公共决策 

实验要求：理解公共决策的一般过程、基本原理及决策方法与技巧，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扮演

相应的角色，并根据设定的决策目标进行问题分析、方案设计、方案择优等一系列程序，并对决策

方案进行评估。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现代国家治理：概念与原理 3  

2 中国政府的历史源流 3  

3-4 宪法原则与行政法治 6  

5 党政体制与官僚体制 3  

6-7 国家机构 6  

8-9 府际关系 6  

10 政务模拟之模拟人大 3  

11 政府职能 3  

12-13 决策与执行过程 3 （含模拟决策） 

14 责任与监督体系 3  

15 港澳台地区的政府与行政 3  

16 期末考试 3 随堂开卷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行政学说史、行政学原理、政治学原理 

后续课程：中国行政改革理论研讨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政府理论、宪政理论、行政法治、公共决策、行政责任……。 

难点：党政关系、央地关系、政府职能……。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开放式讨论（辩论） 

政务模拟实践教学 

分组案例研讨 

实践调研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 平时成绩 40%： 

• 出勤考核/课堂表现（10%） 

• 政务模拟（10%） 

• 课外实践（10%）——小组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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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报告（10%）——个人独立完成 

• 期末考试 60%： 

• 统一开卷考试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 景跃进、陈明明、肖滨主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 魏娜，吴爱明：《当代中国政府与行政》（第 3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 杨光斌：《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 俞可平：《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 孙柏瑛：《当代地方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 谢庆奎等：《中国地方政府体制概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8年版。 

• 乔耀章：《政府理论》，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 唐娟：《政府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版。 

• 朱光磊：《现代政府理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执笔：刘柏志  审稿：××× 审定：政管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8日 

 

人员素质测评 
Evaluation of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课程号：4050309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正确认识求职应聘者的特长素质、一般素质与不良素质，选拔与录

用到真正合乎职位要求的职员；2、根据对每个职员素质测评的结果，可以对全体职员进行优化调

配与组合，用人所长，避人所短，取长补短，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与开发；3、根据工作行为与素

质的测评结果，可以为职员的绩效管理、调动晋升、技能鉴定等管理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人才测评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基础

知识、人才测评的原理，了解素质、人才测评的概念，为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

的基础。明确人才测评的技术操作体系和人才测评理念；熟悉人才测评的发展历史和应用现状；掌

握人才测评的内容、各种测评方案的实施、运用情况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学会运用测评技术选拔

人才。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实践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章 人员素质测评概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素质的概念、素质的结构与素质的特点；人员素质测评概念及其各种类型的特点与

操作；人员素质测评的功能与作用，以及有效发挥的条件因素。 

学习目标： 

1．了解素质的概念、素质的结构与素质的特点；。 

2．掌握人员素质测评概念及其各种类型的特点与操作； 

3. 人员素质测评的功能与作用，以及有效发挥的条件因素。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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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素质？现实中常有哪些关于素质的说法？ 

2. 从“素质”一词的来源解释素质的真实内涵。 

3. 素质与绩效、发展的关系如何？ 

4. 素质由哪些内容构成？ 

5. 什么是人员素质测评？其分类情况如何？ 

6. 怎样看待选拔性测评在企业实践中的应用？ 

7. 人员素质测评的主要功用有哪些？ 

为什么说“如果素质测评缺乏评定功用，那么素质测评就纯属一般的调查与了解。”？ 

知识单元 2：第二章  人员测评与选拔的历史与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中国古代人员素质测评的思想与方法 

2．第二节  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的素质测评思想研究 

3. 第三节  西方人员测评与选拔的发展 

4. 第四节  近代中国人员素质测评与选拔 

学习目标：了解我国人员测评的历史与现状。掌握中国古代人员素质测评的思想与特点、中国

古代人员选拔中的测评思想与方法、西方人员测评与选拔的发展历程、我国近代人员素质测评与选

拔的发展、当前人员素质测评的发展趋向。 

作业： 

1.结合古代素质测评的思想，试论人员素质测评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2.结合本章内容，试分析古代人员素质测评的标准有何特点。 

3.结合本章内容，试分析古代人员素质测评的方法与技巧。 

4.古代素质测评有哪些方法，试对它们进行不同的分类（例如，以主观—客观、测品性—测能

力两个维度进行分类）。 

5.试分析我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中的素质测评思想。 

6.为什么现代的人才测评与选拔的理论产生于西方？ 

7.试分析现代人才测评理论产生的学科基础。 

8.试总结我国人才测评与选拔的历史发展过程。 

9.试分析当前素质测评与选拔的趋势。 

知识单元 3：第三章  测评与选拔的原理与基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人员测评的原理。 

2．第二节  人员选拔的原理。 

学习目标： 

熟练应用人员测评各种量化形式；掌握人员测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人员测评的学科基础与实

践中的原理、工作分析对人员测评与选拔的基础性作用及应用方法与流程、胜任特征模型对人员测

评与选拔的基础性作用及应用方法与流程。 

作业： 

1． 试述人员测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 人员测评在实践中的原理有哪些？ 

3． 人员测评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4． 试述工作分析对人员测评与选拔的作用。 

5． 结合实际谈谈你对胜任特征模型在人员测评与选拔过程中的作用。 

知识单元 4：第四章  量化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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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人员测评与选拔量化及其作用。 

2．第二节  人员素质测评的主要形式与广义量化。 

学习目标： 

1.掌握人员素质测评与选拔量化的实质与作用。 

2. 人员素质测评与选拔量化的主要形式与广义量化理论。 

3. 测评资料统计分析的基本方法。差异检验的方法。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主要综合测评的数

学模型。 

作业： 

1. 结合本章内容，试分析人员素质测评的实质，分析量化与数学化的异同。 

2.结合实际情况，分析量化在人员测评中的作用。 

3.根据自身经验与体会，考虑有无哪一种素质是不可以量化的，为什么？ 

4.以某种职业为例，分别找出 4个以上的素质样本进行一次量化和二次量化。 

知识单元 5：第五章  测评与选拔标准体系设计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测评与选拔标准体系概述。 

2．第二节  测评与选拔标准体系设计的基本问题。 

3. 第三节  测评与选拔标准体系设计步骤 

4. 第四节  测评与选拔标准体系设计案例 

学习目标： 

1. 了解测评与选拔内容的标准化，即把抽象与广泛的测评内容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标准体系。 
2.  掌握标准体系建构的作用、构成、原则、方法、步骤等。 

作业： 

1.测评内容、目标与指标相互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2.什么是测评标准体系?它与测评内容、测评目标、测评指标间有什么关系? 

3.为什么说工作分析是建构测评标准体系的基础? 

4.如何看待建立测评标准体系的七个步骤?提出你的建设性意见。 

5.分析选拔性素质测评标准体系与配置性素质测评标准体系的不同之处。 

6.利用主观经验法确定测评指标的权重是否合理?试举例说明。 

7.试一试，能否对一位营销经理的品德素质和业务技能、体质素质三个方面的测评指标划分层

次结 

知识单元 6：第六章  测评与选拔的主要方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心理测验方法。 

2．第二节  面试方法。 

3. 第三节  评价中心技术 

4. 第四节  履历档案分析 

学习目标： 

掌握心理测验的一般原理； 

掌握面试的基本概念和面试的理论依据； 

了解评价中心的发展历程、趋势、基本内容； 

掌握履历档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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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什么是心理测验？进行心理测验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2．传统的人事测评方法中有哪些常见的误差？各是什么含义？ 
    3．什么是心理测验的整体性和独立性原则？ 
    4．在人事测评中应用心理测验有什么重要意义？ 
    5．心理测验与其他的人事测评方法相比有哪些优势？为什么？ 
    6．卡特尔 16PF测验和艾森克人格测验相比有什么异同点？ 
    7．常见的心理测验有哪些类别？你能说出每个类别中一两个典型的测验名称吗？ 
    8．了解心理测验编制的程序对人事测评有什么意义？ 
    9．如何正确使用心理测验？ 
    10．什么是面试？试比较本节之中所列的各种解释，哪一种更为可取，为什么？ 
    11．面试与其他素质测评相比较，有哪些特点？ 
    12．面试为什么能够成为人员素质测评的有效工具？其理论依据是什么？ 
    13．面试与其他素质测评形式相比，独特功用是什么？试举例说明。 
    14．面试的主要内容包括哪几个方面，为什么主要限于这几个方面？ 
    15．面试的类型有多少种不同的划分？本节所介绍的各种面试形式各有什么利弊，试比较之。 
    16．“问”有哪些技巧？“看”有哪些技巧？“听”有哪些技巧？“评”有哪些技巧？ 
    17．面试是否应该有标准答案？请谈谈自己的看法。 
    18．面试什么时候可替代笔试？什么时候只能起补充作用？请举例说明。 
    19 评价中心是什么？试举例说明。 
    20．评价中心有哪些特点？其中哪些最为本质？ 
    21．评价中心有哪些具体形式？哪种使用频率最高？哪一种最低？ 
    22．什么是小组讨论法，它有什么特点？适合于测评哪些素质？ 
    23．什么是公文处理法？它有哪些特点？适合于测评哪些素质？ 
    24．什么是管理游戏法？它有哪些特点？适合于测评哪些素质？ 
    25．试用表格形式比较各种评价中心具体方式的特点、功能、优缺点、适用范围等。 
    26．评价中心中的情景模拟设计应遵循哪几个原则？为什么？ 
    27．评价中心操作包括哪几个步骤？你认为其中的关键步骤是哪几步？ 
    28．评价中心存在哪些不足？如何改进？ 
    29．履历表、档案为什么能作为素质测评的有效手段？ 
知识单元 7：第七章  其他测评和选拔方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书面信息分析。 

2．第二节  操作能力测试。 

3. 第三节  生理特征分析 

4. 第四节  员工推荐 

学习目标： 

1.掌握：申请表的设计； 

2.掌握推荐信的效度及其用于选拔的条件，工作样本法和工作模拟法的异同和作用，笔迹分析

的基本内容，员工推荐的作用和应用原则 

作业： 

  １.怎样设计一份具有良好测评功能的申请表？ 
  ２.怎样的推荐信是有价值的？ 
  ３.工作样本测试和工作模拟测试有什么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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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哪些情况下应该采取药物测试和身体检查？ 
  ５.企业应该怎样对员工推荐加以管理？ 
知识单元 8：第八章   知识测评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知识测评概述。 

2．第二节  常用试题的编制方法。 

3. 第三节  测评试卷的组织 

学习目标： 

1．了解知识测评的概念，特点； 

2. 掌握常用的试题的编制方法和测评试卷的组织。 

作业： 

1.知识测评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2.常见试题的编制方法有哪些？  

3.试题编制的基本原则。 

知识单元 9：第九章  品德测评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品德的概念及品德测评的含义。 

2．第二节  品德测评的需求分析及其功能。 

3. 第三节 品德测评的理论依据与量化 

4. 第四节 品德测评的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品德的概念、特征与品德测评的含义； 

2. 掌握品德测评的现实需求以及基本功能、品德测评的量化依据、量化的方法以及量化中应

注意的问题、品德测评的方法。 

作业： 

1.什么是品德？品德有什么特征？ 

2.什么是品德测评？它与心理测量，品德评估，品德考核有什么区别？ 

3.品德测评有什么功能？为什么要进行品德测评？ 

4.品德测评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5.品德测评量化的实质是什么 

6.试分析品德测评量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7.品德测评量化都有哪些形式？ 

8.请简述品德测评的 FRC方法，OSL方法。 

知识单元 10：第十章  能力测评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能力的概念。 

2．第二节  能力测评的起源与发展。 

3. 第三节  能力测评常用方式 

4. 第四节  一般能力测评 

5. 第五节  特殊能力测评 

6. 第六节  创造力测评 

7. 第七节  学习能力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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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八节  职业能力倾向测评 

学习目标： 

1.了解能力的含义、特点及其与智力、个性、知识与技能、资历、能力倾向的区别与联系； 

2. 掌握能力测评的历史发展、一般能力（智力）和特殊能力的含义及常用测评方法、创造力

和学习能力的含义及常用测评方法、能力倾向的含义及常用测评方法。 

作业： 

1、怎样理解能力的含义和特点，其与智力、个性、知识和技能、资历和能力倾向的区别联系

如何？ 

2、怎样理解智商的含义，怎样表示智商？ 

3、怎样理解一般能力的含义？列举几种常见的一般能力的测评方法。 

4、怎样理解特殊能力的含义？列举几种常见的特殊能力的测评方法。 

5、创造力和学习能力的测评方法有哪些？ 

6、怎样理解能力倾向的含义，能力倾向测评对于选拔人才有什么意义？ 

知识单元 11：第十一章  测评与选拔质量检验与分析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测评与选拔的可靠性检验与分析。 

2．第二节 测评与选拔的有效性检验与分析。 

3. 第三节 测评项目质量分析 

4. 第四节 其它质量指标分析 

学习目标： 

掌握测评信度的含义和测评的有效性，从而使人员测评科学合理，是测评的结果既有信度又有

效度。 

知识单元 12：第十二章  测评与选拔结果的报告与运用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测评结果报告。 

2．第二节  测评结果的运用。 

学习目标： 

1.掌握素质测评结果报告的形式与特点，数据分析的技术方法； 

2. 掌握素质测评结果运用应注意的问题，对素质测评结果进行跟踪分析的意义。 

作业： 

  1. 结合实际情况，总结编写素质测评结果报告的思路。 
  2．试述名次、百分位数、Z分数、T分数、标准九分、C量表分数和斯坦分数的计算方法。 
  3．分析并比较数据综合的五种方法。  
  4．试述众数、平均数、两极差、平均差、方差、标准差、差异系数的计算方法 
   5．在运用测评结果时往往存在哪些误区？怎样加以避免？ 
   6．怎样进行测评结果的跟踪分析？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人员测评与选拔导论 3  

2 第二章 人员测评与选拔的历史与发展 3  

3 第三章 人员测评与选拔的原理与基础 3  

4 第四章 素质量化的理论与方法 3  

5 第五章 人员测评与选拔的标准体系设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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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六章 人员测评与选拔的主要方法 3  

7 第七章 其他测评和选拔方法 3  

8 第八章 知识测评 3  

9 第九章 品德测评 3  

10 第十章 能力测评 3  

11 
第十一章 人员测评与选拔质量检验与分析 

第十二章 人员测评与选拔结果的报告与运用 
2  

四、说明  

1、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 

2. 讨论法。 

3. 案例分析。 

4.情景模拟。 

2、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模拟；期末考试占

70％。 

3、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选用教材 

萧鸣政主编《人员测评与选拔》，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 10月第 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

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本丛书荣获第六届高等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二）推荐参考书 

1.刘远我. 现代实用人才测评技术 .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8 

2.肖鸣政，Mark Cook, 人员素质测评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行政伦理案例研讨 
Case Study on Ethic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课程号：405031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与行政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引导学生运用前期所学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理论与方法、并且

在进一步学习伦理学的基础上，对行政现实中存在的伦理困境进行案例分析，不仅使学生认识行政

伦理学的基本学科体系和范式架构，掌握行政伦理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方法，为后续中国行政改

革理论研讨、中国现行政策分析、社会政策前沿问题研究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基础；更重要的通

过倡导和强调具有公共性、约束性、道德性的行政伦理价值与理念，增强学生的行政道德意识，提

高学生正确分析和解决伦理困境的能力，以适应以德行政和公务员素质提高的需要。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10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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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行政伦理研究与案例研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行政伦理研究的源起、国内外研究现状 

2． 行政伦理研究的主要内容、特征。 

3．什么是案例研讨方法。 

4. 如何撰写案例研讨报告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内外行政伦理研究的现状、特点。 

2．掌握行政伦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案例研讨方法。 

作业： 

1. 请阐述行政伦理国外内的研究现状？ 

2. 你认为行政伦理究竟要回答什么问题？ 

3. 如何看待案例研究方法？请找出你认为经典的案例研究进行评析？ 

知识单元 2：公共权力伦理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权力伦理的涵义、主要内容。 

2．权力内部关系：上下级关系、平级关系，尤其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3. 行政自由裁量权：涵义与分寸 

4. 公共权力与公众权利保障之间的冲突。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权力伦理的涵义和包括的主要内容。 

2．掌握如何处理行政权力的内部关系、如何正确看待与运用行政自由裁量权、如何解决公共

权力与公众权利保障间的冲突。 

作业： 

1. 如何理解公共权力及特征？ 

2. 行政人员如何面对不正当命令？ 

3. 如果你是刚进入基层工作的公务员，你如何看待街头官僚？ 

4. 假如你想成为一个有作为的官员，如何面对少数群体利益受损的问题？ 

知识单元 2：政府伦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政府是什么，什么是好政府？重新理解利益 

2．个人利益与好政府的实现：面对个人利益差距 

3. 部门利益与好政府的实现：界定、表现形式、产生原因与冲突的避免 

4. 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实现：公共利益的界定，其一致性分析 

5. 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冲突：政府俘获与权力资本化 

学习目标： 

1．了解政府的相关理论及政府伦理中要处理的各种关系。 

2．掌握利益、公共利益、部门利益、长远利益等概念的界定；学会正确看待与处理利益间的

冲突。 

作业： 

1. 你认为一个好政府的特征有哪些？ 

2. 当公务员尽职尽责而影响其个人利益的追求时，如何看待和面对这种差距与失衡？ 

3. 部门利益不可避免吗？请说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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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认为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一致性体现在哪里？ 

5. 请结合案例阐述何为政府俘获与权力资本化？ 

知识单元 4：行政责任伦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责任的涵义。 

2. 责任观的演变：对义务论的梳理。 

3. 公共行政人员的责任：主要内容 

4. 公共行政人员的责任伦理：涵义、内容 

5. 公共行政人员面临的忠诚冲突 

6. 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冲突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行政人员的责任观，特别是行政责任的主要内容。 

2．掌握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内涵与区别，理解忠诚冲突的实质。 

作业： 

1. 请从义务观的角度对责任观的演变进行梳理？ 

2. 行政组织中公共行政人员总是会面临哪些忠诚冲突？ 

3. 请举例说明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不同，并评述？ 

知识单元 5：行政制度伦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制度的内涵与作用。 

2．制度与伦理的关系。 

3. 制度伦理：基本原则、价值 

4. 制度伦理与经济人假设 

5. 伦理的制度化：道德的成本与风险 

学习目标： 

1．了解制度的内涵和作用。 

2．掌握制度的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的涵义与实质。 

作业： 

1. 结合实践谈谈制度的作用及其与伦理的关系？ 

2. 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制度伦理可行吗？为什么？ 

3. 请从道德成本与风险的角度分析伦理制度化的必要性？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1个，共 22学时 

实验 1：关于命令：服从还是抗拒？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运用两个案例：财政局长“服从”的代价和洪水中水利局长的“抗命”，分析公共

行政人员如何应对不当命令。 

实验要求：熟悉公共权力的基本理论；研究如何处理公共权力内部命令与服从关系；尤其是掌

握法制主义途径对破解“服从”困局的局限性，承认并支持公务员个体性、自发性将促进其道德思

考和伦理决策能力。 

实验 2：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分寸考量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运用两个案例：社会抚养费的收费恐怖主义和山西公路货运车的买路钱，分析行政

自由裁量权的必要性及行使的分寸。 

实验要求：熟悉何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研究行政伦理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度的把握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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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实质。 

实验 3：公共权力行使与公众权利保障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两个案例：最富争议的仇和模式和湖南嘉禾强拆事件，分析公共权力的行使者

应秉承何种价值理念从政，分析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利弊，继尔引导学生思考法治与人治在当代中国

的影响力。 

实验要求：熟悉功利主义理论；研究公共权力行使中的功利主义是否可取？人治化的治理能否

促进法治化的发展；掌握权力运行中的功利主义的实质。 

实验 4：个人利益与好政府的实现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两个案例：从缉毒英雄到贩毒大王的人生和“好干部”孙善武的是是非非，

分析公务员如何处理个人利益追求与尽职尽责的两难决择，引导学生重新理解“利益”。 

实验要求：在熟悉案例的基础上研究公务员如何处理个人利益追求与尽职服务出现的利益差

距；掌握利益的内涵和实质。 

实验 5：部门利益与好政府的实现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两个案例：各种古怪事儿的背后和安徽铜陵市的义务教育改革，分析部门利益

存在的必然性与获得，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判断部门利益对一般利益的侵害以及避免的可能性。 

实验要求：熟悉案例和有关部门利益的基础知识；研究如何判断部门利益与一般利益的冲突；

掌握避免部门利益对一般利益侵害的路径与方法。 

实验 6：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实现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神木免费医疗改革这一典型案例，分析其改革动因与背景，分别从不同的角色

引导学生理解政府利益，并探讨如何避免政府利益的追求与保障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 

实验要求：熟悉案例及公共利益的相关理论；研究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间的关系；掌握和理解

公共利益的实质。 

实验 7：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冲突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两个案例：谁为污染负责和汉源事件引发的思考，引导学生探讨地方政府追求

眼前利益的原因，分析政府俘获发生的背景，指出其权力资本化的危险后果。 

实验要求：熟悉案例；研究政府在主导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关

系；掌握和理解重视长期利益的重要意义。 

实验 8：关于忠诚的冲突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分析案例“水门事件中的费尔特”。通过引导学生分析水门事件中的“深喉”费尔

特的心境，理解其成为“深喉”的动因与艰难的心路历程，对公共行政人员忠诚于上级还是忠诚于

组织使命的两难困境进行深入探讨。 

实验要求：熟悉案例；研究与义务有关的行政忠诚困境；理解“深喉”出现的必要性，掌握处

理行政忠诚冲突的方法。 

实验 9：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分析案例：吕日周现象：《他改写一页历史》和中国式的引咎辞职现象，引导

学生理解什么是政治人的素质，探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异同。 

实验要求：熟悉案例与行政责任的相关理论；研究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内涵与区别；探讨行

政责任伦理自觉的过程，掌握责任伦理的实质。 

实验 10：制度与伦理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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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分析案例“各种各样的离婚潮因何而起？”引导学生探讨制度正义的意义、在

制度与伦理之间如何看待人性，理解经济人的假设对实现制度伦理化的必要性。  

实验要求：熟悉案例；分析各种各样的离婚潮现象的原因；研究制度伦理化与经济人假设之间

的内在关系；掌握制度伦理化的内涵和实质。 

实验 11：伦理制度化与官员私德的界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分析案例：任人唯孝”能否拯救官德？引导学生讨论官德建设与伦理制度化

的关系，探讨伦理制度化的度。 

实验要求：熟悉案例；研究伦理建设中的道德成本和道德风险；掌握伦理制度化的涵义和意义。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行政伦理研究与案例研讨方法 2  

2 
公共权力伦理：命令与服务、行政自由裁量权、公权行使与公众

权利保障 
2  

3 
案例一：财政局长“服从”的代价 

案例二：洪水中水利局长的“抗命” 
2  

4 
案例三：社会抚养费的收费恐怖主义 

案例四：山西公路货运车的买路钱 
2  

5 
案例 5：最富争议的仇和模式 

案例 6：湖南嘉禾强拆事件 
2  

6 

政府伦理：个人利益获得与服务社会的差距、组织利益与公众利

益的选择、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

权衡 

2  

7 
案例 7：从缉毒英雄到贩毒大王的人生 

案例 8：“好干部”孙善武的是是非非 
2  

8 
案例 9：各种古怪事儿的背后 

案例 10：铜陵市的义务教育 
2  

9 案例 11：神木免费医疗改革 2  

10 
案例 12：谁为污染负责 

案例 13：汉源事件引发的思考 
2  

11 行政责任伦理：关于忠诚的冲突、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冲突 2  

12 案例 14：水门事件中的费尔特 2  

13 
案例 15：吕日周现象：《他改写一页历史》 

案例 16：中国式的引咎辞职 
2  

14 制度伦理：制度与伦理的冲突、伦理制度化与官员私德的界限 2  

15 案例 17：各种各样的离婚潮因何而起？ 2  

16 案例 18：“任人唯孝”能否拯救官德？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公共管理原理、公务员制度 

后续课程：中国现行政策分析、社会政策前沿问题研究、地方治理专题研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公共权力伦理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分寸、政府伦理中好政府的特征与对利益的理解；责

任伦理中行政人员的责任观、制度伦理中制度与伦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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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公共权力伦理中命令与服从的冲突；政府伦理中政府俘获与权力资本化问题； 责任伦

理中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涵义与区别；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从案例研讨中理解行政伦理的相关理论。 

教学方式：案例引入，提出问题，小组讨论，各组发言，观点碰撞，得出结论，教师在其中引

导发言，思考和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学设备、网络、移动的桌椅。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案例会提前安排与布置，要求学生必须课前自主学习，详细了解案例及阅读相关文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依据淡化一次性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课内实验即案例研讨占 50%，期末考核以案例报告形

式呈现占 30%。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本课程基于现实行政案例，没有选用固定教材。将会结合教学情况，自主编写《中国行政伦理：

理论与案例》。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推荐参考书 

1. （美）库珀著，张秀琴译《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 3月 第 5版。 

2. 张康之、李传军著《行政伦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1月 第 3版。 

3. 张康之著《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12月 第 1版。 

4. 刘祖云著《行政伦理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 12月 第 1版。 

5. 李建华、左高山主编《行政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6月 第 1版。 

6、马国泉著《行政伦理学：美国的理论与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6月 第 1版。 

7. 谢文新、白歌乐著《执政能力建设：行政伦理学案例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 8月 第 1版。 

执笔：王丽莉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0日 

 

社会政策前沿问题研究 
Issues of Social Policy 

课程号：405031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全面了解社会政策的前沿问题； 

2、深入了解社会政策的某一方面问题； 

3、提高查阅资料、获取信息的能力；提高写作和演讲能力；锻炼学术研究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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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社会政策的基本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意识形态与社会政策。 

2．价值与社会政策 

3. 如何分析社会政策。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民主主义、新右派、第三条道路等等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以及怎样影响了社会政策。 

2．掌握社会需求、公民权利、社会排除、平等、社会正义等价值的内容。 

3. 学会从目标、行政和财政以及结果的角度来分析社会政策。 

知识单元 2：福利政治与行政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福利政治。 

2．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模式与执行。 

学习目标： 

1．了解福利政治的基本概念；掌握用党派政治分析福利政治的方法；了解福利政治的模式。 

2．掌握影响社会政策制定之因素及相关理论观点；了解社会政策的制定模式；掌握社会政策

的执行。 

知识单元 3：工作与福利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工作对于福利的重要性。 

2．最近 50年工作世界所发生的变化。 

3. 失业与社会排斥 

4. 相关的社会政策 

学习目标： 

1．了解最近 50年工作世界所发生的变化。 

2．掌握性别和年龄对于劳动力市场参与率的影响。 

3. 为什么失业会被视为政策问题。 

4. 围绕失业问题政策干预的政治争论。 

5. 失业与社会政策：比较的视角。 

知识单元 4：家庭与福利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家庭的涵义。 

2．家庭的理论和政策视角。 

3. 家庭中福利和非福利的产生。 

4. 中国家庭生活的人口学变化。 

5. 未来家庭政策的变化：比较的视角。 

学习目标： 

1．了解在后工业化社会，家庭及其成员的生活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掌握家庭中福利和非福利的内容。 

3. 了解有关家庭的理论。 

4. 了解中国家庭生活的人口学变化。 

5. 讨论中国家庭政策及变化，并与其他国家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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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5：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女性群体的认识及社会政策。 

2．少数民族群体的认识及社会政策。 

3. 残疾群体的认识及社会政策 

学习目标： 

1．了解平等机会的历史发展及主要内容。 

2．掌握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及影响。 

3. 从比较的角度了解和掌握中国相关的政策 

知识单元 6：健康政策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健康与健康不平等。 

2． 健康政策。 

学习目标： 

1．了解健康不平等的涵义和理论。 

2．掌握中国主要的健康政策，并运用相关理论分析相关政策。 

3. 了解主要发达国家的健康政策。 

知识单元 7：儿童保护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儿童虐待的相关理论、现状和干预。 

2． 收养及相关问题。 

3. 青少年犯罪相关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儿童虐待的原因、现状，在各阶层的分布，以及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 

2．了解儿童遭遇性侵的原因和学界研究的前沿。 

3. 对于机构虐待的了解。 

4. 了解对于儿童虐待的预防和家庭支持。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社会政策的基本理论 3  

2 社会政策的基本理论 3  

3 工作与福利 2  

4 工作与福利 3  

5 家庭与政策 2  

6 家庭与政策 3  

7 弱势群体社会政策 3  

8 福利政治 2  

9 健康与社会政策 2  

10 健康与社会政策 2  

11 儿童保护 2  

12 儿童保护 3  

13 社会政策的制订过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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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行政管理学，社会政策学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教师讲授 

2. 学生查阅资料，写作相关文章 

3. 学生课堂演讲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 90%；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占 10%。 

7、作业要求： 

要求熟悉每章的内容。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推荐参考书 

1. John Baldock, Nick Manning等编著 <Social Policy>,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7年 

2. 黄源协，萧文高著 <社会政策与社会立法》，双叶书廊有限公司，2006年 

3. 杨伟民编著《社会政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 3月第 2版  

执笔：李环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6日 

 

城市安全管理研讨 
Safety Management of City 

课程号：40503103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理解城市安全管理中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的主要原则；2、通过应用

这些原则进行案例分析，提高案例分析和讨论能力；3、提高学生安全意识和参与意识。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城市安全管理中风险管理和应急

管理的基础知识、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基本流程，并能够运用知识原理分析实际问题，在课堂参与

讨论中提高讨论、陈述能力，培养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学时 

知识单元 1：城市安全管理基本原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城市安全意义内容 

2．风险管理基本流程 

3.  风险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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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险控制方法 

5.  应急管理基本流程 

学习目标： 

1．了解城市安全管理基本流程方法。 

2．掌握风险分析流程技术、风险控制方法和应急管理主要环节。 

作业：对课堂讲授内容进行复习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4个，共 12学时 

实验 1：案例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对选择的安全事故案例进行分析 

实验要求：熟悉运用风险管理原理对案例进行分析和分组讨论的基本方法。 

实验 2：案例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对选择的自然灾害案例进行分析 

实验要求：熟悉熟悉运用风险分析和应急管理原理对案例进行分析的要点，掌握分组讨论和陈

述的方法。 

实验 3：案例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对选择的公共安全案例进行分析 

实验要求：熟悉运用应急管理原理对案例进行分析的要点，掌握分组讨论和陈述的方法。 

实验 4：案例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对选择的公共卫生案例进行分析 

实验要求：熟悉运用应急管理原理对案例进行分析的要点，掌握分组讨论和陈述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城市安全管理基本原理 3  

2 案例研讨 1 3  

3 案例研讨 2 3  

4 案例研讨 3 3  

5 案例研讨 4 3  

6 考查 1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公共风险管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城市安全管理主要原理、运用原理对具体案例进行分析。 

难点：案例分析的思路、有效的分组讨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讨论 

教学手段： 

1.案例。 

2.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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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媒体，每个案例都是由视频呈现。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因为课程较短期末考查占 100％ 

7、作业要求： 

每次课后复习基本原理。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周玲等编著《公共部门与风险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2. 张永理等编著《公共危机管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  

执笔：杨炳霖  审稿：  审定：政管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8日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Administrative Law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Law 

课程号：40503104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和政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和掌握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基本理论；2.了解和掌握现行行政

法与行政诉讼法主要法律制度。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54学时 

知识单元 1：行政法学概论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 

2．行政法。 

3．行政法学。 

学习目标： 

1．了解私行政、实质行政、形式行政、行政管理关系、行政法制监督关系、行政救济关系、

内部行政关系、行政权、行政职权、行政权限等概念，域外主要国家和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历史，行

政法与行政权、法治国家建设的关系，行政法形式与内容上的特点，行政法学与宪法学、行政管理

学、行政诉讼法学的关系。 

2．掌握公共行政、行政法、行政法学、行政关系等概念，私行政与公行政的区别，行政法调

整的四类行政关系，行政法的法源，行政法学的主要内容，行政法学的主要流派。 

作业：结合教材与参考书目消化课堂学习内容，阅读有关行政法发展历程、趋势的论文。 

知识单元 2：行政法基本原则 

参考学时：5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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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基本理论。 

2．实体性基本原则。 

3．程序性基本原则。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概念、性质、功能，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各种观点，行政公开、

公正、公平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越权无效原则。 

2．掌握依法行政原则、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优先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正当法律

程序原则。 

作业：结合教材与参考书目消化课堂学习内容，阅读有关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论文，学习相关案

例。 

知识单元 3：行政法律关系主体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主体。 

2．公务员制度。 

3．行政相对人。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机关的性质、特征、分类、责权、体系，行政组织、行政机关、行政机构的区别

与联系，受委托组织，公务员的权利与义务，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权利与义务。 

2．掌握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直接相对人、间接相对人、法律法规授

权组织、受委托组织、公务员等概念，行政主体的范围，派出机关、派出机构及二者的区别，全垂

直、半垂直领导部门，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范围及与受委托组织的区别，公务员的范围、分类、进

入与退出机制、回避制度、人事处理与处分、二级申诉制、聘任制与人事争议仲裁制度，特别权力

关系理论，公务员公务行为与个人行为的区分。 

作业：结合教材与参考书目消化课堂学习内容，阅读有关行政主体制度、公务员制度的论文，

学习理解相关案例。 

知识单元 4：行政行为概述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行为的概念、特征、分类。 

2．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和合法要件。 

3．行政行为的效力。 

4．行政行为的无效、撤销、废止。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行为的特征，行政行为的分类，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合法要件，对行政行为的

违法性进行补救的方式。 

2．掌握行政行为、不作为行政行为、终局行政行为等概念，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区别，

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行政行为无效、撤销、废止的情形及法律后果。 

作业：结合教材与参考书目消化课堂学习内容，阅读有关行政行为效力、无效行政行为制度的

论文，学习理解相关案例。 

知识单元 5：抽象行政行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立法。 

2．其他规范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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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立法的分类，行政立法的原则，行政立法的程序。 

2．掌握行政立法、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概念，行政立法的主体与权限，效力位阶与冲突规则，

其他规范性文件与行政立法的区别。 

作业：结合教材与参考书目消化课堂学习内容，阅读有关行政立法、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论文，

学习理解相关案例。 

知识单元 6：应申请行政行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许可。 

2．行政确认。 

3．行政裁决。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许可的作用，行政确认的概念、特征、种类、作用、原则。 

2．掌握行政许可的概念、特征、种类、范围、设定、实施主体、实施程序、经费制度，行政

许可的撤回、撤销、吊销与注销，行政裁决的概念、特征、种类，行政裁决与行政调解的区别。 

作业：结合教材与参考书目消化课堂学习内容，阅读有关行政许可、行政裁决的论文，学习理

解相关案例。 

知识单元 7：依职权行政行为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处罚。 

2．行政征收。 

3．行政强制。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处罚的管辖与适用，行政征收、征用与征购，行政强制执行的体制与程序。 

2．掌握行政处罚的概念、特征及与行政处分、刑罚的区别，行政处罚的种类、原则、设定、

实施主体与程序，行政强制的概念、特征、种类与原则，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特征、种类与设定，

行政强制措施的概念、特征、种类与设定。 

作业：结合教材与参考书目消化课堂学习内容，阅读有关行政处罚、行政征收、行政强制的论

文，学习理解相关案例。 

知识单元 8：行政程序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程序的概念、特征、分类、价值。 

2．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 

3．行政程序法。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程序的分类、价值，行政程序法发展概况，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与结构模式。 

2．掌握行政程序的概念、特征、基本原则、基本制度。 

作业：结合教材与参考书目消化课堂学习内容，阅读有关行政程序的论文，学习理解相关案例。 

知识单元 9：行政复议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复议的概念、特征、性质、基本原则。 

2．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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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行政复议的范围、机关与管辖、参加人、程序。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复议的性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 

2．掌握行政复议的概念、特征、基本原则，行政复议的范围、机关与管辖、参加人、程序。 

作业：结合教材与参考书目消化课堂学习内容，阅读有关行政复议的论文，学习理解相关案例。 

知识单元 10：行政诉讼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诉讼的概念、性质、作用、理论基础、基本原则。 

2．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3．行政诉讼管辖。 

4．行政诉讼参加人。 

5．行政诉讼证据。 

6．行政诉讼程序。 

7．行政诉讼法律适用。 

8．行政诉讼判决、裁定与决定。 

9．行政诉讼执行。 

学习目标： 

1．了解行政诉讼的性质、作用、理论基础和基本原则，行政诉讼执行。 

2．掌握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管辖、参加人、证据、程序、法律适用，行政诉讼判决、裁定与

决定。 

作业：结合教材与参考书目消化课堂学习内容，阅读有关行政诉讼的论文，学习理解相关案例。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 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行政法学概论 3  

2 行政法学概论、行政法基本原则 3  

3 行政法基本原则 3  

4 行政法基本原则、行政法律关系主体 3  

5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 3  

6 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行政行为概述 3  

7 行政行为概述、抽象行政行为 3  

8 抽象行政行为、应申请行政行为 3  

9 应申请行政行为 3  

10 依职权行政行为 3  

11 依职权行政行为、行政程序 3  

12 行政程序、行政复议 3  

13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 3  

14 行政诉讼 3  

15 行政诉讼 3  

16 行政诉讼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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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行政法法源，行政法学流派，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正当法律程序

原则，行政立法主体与权限，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设定权，行政复议范围、机关，行政

诉讼受案范围、管辖等。 

难点：行政主体制度，行政行为无效、撤销、废止的情形与法律后果，行政复议管辖，行政诉

讼参加人、判决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 

2. 案例教学法。 

3. 启发式教学法。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期末考查占

70％。 

7、作业要求 

每次课后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国内优质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最新版（普通

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罗豪才等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2. 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执笔：王湘军  审稿：王湘军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8日 

         

公民社会与治理 
civil society and governance  

课程号：4050310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公民社会与治理的基础知识、治理

理论，了解公民社会、治理的概念，为非营利组织管理、社会保障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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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6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何谓公民社会？ 2  

2 公民社会理论视野 2  

3 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与变迁 2  

4 社会企业 2  

5 社团 2  

6 民办非企业 2  

7 基金会 2  

8 公私合作的基本理论 2  

9 公私合作的制度安排 2  

10 协同政府 2  

11 政府间合作 2  

12 合同外包 2  

13 PPPs 2  

14 凭单制 2  

15 公民参与 2  

16 课堂展示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后续课程：社会保障、非营利组织管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公民社会理论、治理 

难点：协同治理、合同外包中的控制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推荐参考书 

1.  [美]普特南著，王列、赖海榕译：《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江西人

民出版社，2001年 

2.  [美]珍妮特·V·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3． [美]B·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4． [美]理查德·Ｃ·博克斯：《公民治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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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唐纳德•凯特尔：《权力共享：公共治理与私人市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6． [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执笔：吕芳  审稿：吕芳 审定：政管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0日 

 

公共风险管理 
Public Risk Management 

课程号：405031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风险管理的基本原理；2、培养实际运用风险分析的能力；3、

提高风险预防意识。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风险管理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风险管理的基础知识、

风险分析、风险控制原理、了解风险管理的发展过程，在政策制定及监管中的应用。 为城市安全

管理研讨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学时 

知识单元 1：风险管理基本概念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讲授风险有关的基本概念，包括风险、风险要素、风险评估、风险控制、风险管理、风险

治理等。 

学习目标： 

1．掌握风险管理有关的基本概念和内涵。 

作业：对课堂讲授内容进行复习 

知识单元 2：风险管理的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讲授风险管理兴起的原因 

2．讲授风险管理国际国内发展趋势。 

学习目标： 

1．了解风险管理兴起的原因和国际国内发展趋势。 

作业：对课堂讲授内容进行复习 

知识单元 3：政策制定与风险分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讲授西方国家在政策制定中运用风险分析的流程 

学习目标： 

1．了解风险分析在政策制定中应起到怎样的作用 

作业：对课堂讲授内容进行复习 

知识单元 4：政策实施与风险分析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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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讲授在政策实施监管的过程中怎样运用风险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风险分析在政策实施中应起到怎样的作用 

作业：对课堂讲授内容进行复习 

知识单元 5：组织层面的风险管理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讲授在组织层面怎样运用风险管理 

2．讲授风险管理的流程与风险分析技术 

学习目标： 

1．掌握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 

2．了解风险分析的主要技术  

作业：对课堂讲授内容进行复习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4学时 

实验 1：案例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观看并分析安全事故案例 

实验要求：掌握运用风险管理原理对具体事故进行分析的思路和方法。 

实验 2：案例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观看并分析自然灾害事故案例 

实验要求：掌握运用风险管理原理对具体事故进行分析的思路和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风险管理基本概念 2  

2 风险管理基本概念 2  

3 风险管理基本概念 2  

4 风险管理的兴起与发展 2  

5 政策制定与风险分析 2  

6 政策制定与风险分析 2  

7 政策实施与风险分析 2  

8 政策实施与风险分析 2  

9 政策实施与风险分析 2  

10 组织层面的风险管理 2  

11 组织层面的风险管理 2  

12 组织层面的风险管理 2  

13 组织层面的风险管理 2  

14 组织层面的风险管理 2  

15 案例分析 2  

16 案例分析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 

后续课程：城市安全管理研讨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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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掌握风险有关基本概念、风险管理流程、风险分析基本技术。 

难点：理解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别、对风险分析的实际应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讨论 

3.案例分析。 

教学手段： 

1.案例 

2.讨论 

3.多媒体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校园风险分析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课外分组校园风险分析占 50%；期末考试占 50％。 

7、作业要求： 

每节结束后复习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周玲等编著《公共部门与风险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2. 张海波著《公共安全管理：整合与重构》，三联书店，2013年  

执笔：杨炳霖  审稿：××× 审定：政管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监管治理 
Regulatory Governance 

课程号：4050310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监管治理的基本知识和原理；2、认识监管治理的精髓在于主体

塑造；3、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监管治理基础知识，了解多主体

协同监管的原理和方法，改变传统政府一元监管观的桎梏。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学时 

知识单元 1：监管基本概念和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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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监管有关基本概念 

2．理解监管的理论和分类。 

学习目标： 

1．理解监管不限于政府 

2．理解监管的总体体系 

3．为理解多主体监管打下基础。 

作业：对课堂讲授内容进行复习 

知识单元 2：监管治理的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介绍西方国家监管发展的趋势 

2．不同监管领域之间互相促进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国家从政府监管到监管治理的发展脉络。 

2．理解不同监管领域之间互相促进的关系。 

作业：对课堂讲授内容进行复习 

知识单元 3：经济性监管理论与实践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经济性监管的基本原理 

2．经济性监管的有关实践。 

学习目标： 

1．了解管制经济学的有关理论 

2．了解经济性监管在实践中的应用。 

作业：对课堂讲授内容进行复习 

知识单元 4：监管主体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 监管主体多样性的哲学基础 

2. 不同监管主体的监管方法和特点 

学习目标： 

1．理解存在多种监管主体的原因 

2．认识到不同监管主体监管各自优缺点 

作业：对课堂讲授内容进行复习 

知识单元 5：协同型监管治理体系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不同监管方法之间互相促进的关系 

2. 政府在监管治理中的作用 

学习目标： 

1．理解怎样构建起协同监管治理体系 

2．理解在监管治理中政府的角色和作用 

作业：对课堂讲授内容进行复习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4学时 

实验 1：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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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矿业安全案例 

实验要求：熟悉监管治理原理在实践中的应用方法。 

实验 2：案例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核电安全案例 

实验要求：熟悉监管治理原理在实践中的应用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监管基本概念和理论 2  

2 监管基本概念和理论 2  

3 监管治理的发展 2  

4 经济性监管理论和实践 2  

5 经济性监管理论和实践 2  

6 监管主体 2  

7 监管主体 2  

8 监管主体 2  

9 监管主体 2  

10 监管主体 2  

11 协同型监管治理体系 2  

12 协同型监管治理体系 2  

13 协同型监管治理体系 2  

14 协同型监管治理体系 2  

15 案例分析 2  

16 案例分析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行政学原理、公共风险管理、公共危机管理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理解监管主体多样性、监管治理体系构建的方法。 

难点：对自我监管的理解，案例比较复杂，监管领域比较具体，国内体系不同，难以找到国内

适合的案例。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讨论 

3.案例 

教学手段： 

1.案例 

2.讨论 

3.多媒体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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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案例讨论和分组辩论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节课后复习讲授内容。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杨炳霖著《回应性管制:以安全生产为例的管制法和社会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 

 执笔：杨炳霖  审稿：××× 审定：政管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福利国家研究 
Theory of Welfare State  

课程号：4050310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公共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介绍福利国家发展史；2、理清经济要因说、政治要因说和福利体制论

(welfare regime)等相关理论；3、分析福利资本主义的多样性现状；4、探索福利国家的发展趋势。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全面系统地描述和介绍福利国家的发展历程，使学生掌握福利国家的制

度构成、福利三角理论、福利国家形成论等知识，帮助学生把握不同国家福利体制的异同之处，加

深对福利国家基本概念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开阔学生的研究视野，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印象篇—福利国家的意味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Welfare State的定义与本源 

2．福利国家的制度构成 

3、福利国家的本质  

学习目标： 

1．了解福利国家概念。 

2．掌握福利国家的构成要件。 

3、关于市场、国家以及福利，形成基本的理解。 

作业： 

查阅资料，整理归纳“福利国家”概念相关内容。 

知识单元 2：历史篇—福利国家的历史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济贫法的萌芽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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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改良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时代 

3．贝弗里奇报告与福利国家的体制确立 

学习目标： 

1．了解福利国家的发展历史。 

2．掌握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流派。 

作业： 

了解费边社会主义、贝弗里奇报告等相关内容，阅读《英国史》。 

知识单元 3：理论篇—福利国家的理论分析 

参考学时：11学时 

学习内容： 

1．经济要因说 

2．政治要因说 

3. 福利体制论 

学习目标： 

1．了解福利国家形成过程中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 

2．理解福利国家的发展逻辑。 

3. 理解 welfare regime理论视角。 

作业： 

绘制并扩充福利国家形成的逻辑框架图。 

知识单元 4：现实篇—福利资本主义的多样性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福利国家的类型论 

2．福利多元主义和福利三角 

3．福利资本主义的制度构造 

学习目标： 

1．了解福利国家的基本类型 

2．掌握福利体系中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构造和主流意识形态等结构性要素。 

作业： 

阅读埃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撰写读书报告。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印象：Welfare State的本源 2  

2 印象：福利国家制度构成 2  

3 历史：济贫法的发展—从旧济贫法到新济贫法  3  

4 历史：改良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改良时代的救济制度 3  

5 历史：贝弗里奇报告与福利国家体制的确立 3  

6 理论：福利国家形成的经济要因 3  

7 理论：福利国家形成的民主逻辑 3  

8 理论：福利国家形成的政治要因 3  

9 现实：福利多元主义和福利三角 3  

10 现实：福利资本主义的制度构造 3  

11 现实：美国与瑞典 2  

12 总结与考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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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西方文明通论 

后续课程：社会保障学 社会保障国际比较研究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济贫法的发展、福利国家的类型、福利多元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的制度构造。 

难点：福利国家形成要因、改良社会主义思想流派。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4. 课件讲授 

5. 课堂讨论 

6. 读书指导 

教学手段： 

多媒体课件教学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每学习单元结束后，自主讨论 2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读书报告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周结束均布置查阅整理资料、撰写读书报告等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无 

2. 学习内容参见课件 

（二）推荐参考书 

1、埃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年 

2、埃斯平-安德森：《转型中的福利国家：全球经济中的国家调整》，商务印书馆，2010年 

3、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大、三联书店，2000年 

4、.贝弗里奇：《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障和相关服务》，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 

5、庇古：《福利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 

6、克劳斯•奥非：《福利国家的矛盾》，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 

7、R·米什拉：《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法律出版社，2003年  

执笔：孙晓冬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非营利组织与治理案例分析 
Case Studies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and Governance 

课程号： 40503109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学生的研修课程。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了解非营利组织参与治理的形式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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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掌握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形式与合作条件。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实践教学：18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基本理论 1  

2 印度喀拉拉邦的建筑工人的福利基金会 3  

3 尼泊尔的社区用水 3  

4 美国印第安纳州的社区治安 3  

5 中国上海浦东新区的罗山市民会馆 3  

6 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业灌溉协会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公民社会与治理，非营利组织管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执笔：吕芳 审稿：吕芳 审定：政管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0日 

 

创新理论与公共管理 
Innovation Theory and Public Management 

课程号：4050310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党的十八大对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做出重要部署，国务院对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提出明确要求，要

求高校建设依次递进、有机衔接、科学合理的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群。《创新理论与公共管理》

是面向全校尤其是公共管理类学科的入门课程，也是行政管理的通识选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是： 

1、强调理论性，系统学习“创新学”的基础知识——创新的历史演化、创新过程、创新系统、

创新主体、创新与全球化问题等； 

2、构建对创新的总体框架性理解，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理解国家创新、产业创新和

企业创新； 

3、注重创新理论与公共管理学科相结合，掌握公共管理创新、政府治理创新、创新战略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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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等概念本质； 

4、建立创新管理与战略的全球视野，通过国际比较分析，全面理解中国自主创新战略； 

5、理论联系实际，掌握创新理论研究方法，培养大学生（尤其是文科学生）的创新思维。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科技创新基础知识、经典创新理

论及战略，了解创新学的基本概念，建立创新理论与公共管理的学科联系，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思维，

为公共管理、电子政务和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群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创新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课程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课程大纲：计划、定位、学法。 

2. 基本概念：创新、公共管理、国家创新体系（NIS）、科学技术。 

3. 创新的学科特征与框架性理解。 

4. 《创新理论与公共管理》的现实背景、政策背景和学术背景。 

学习目标： 

1. 了解课程定位、整体架构和学习计划。 

2. 掌握创新、公共管理、国家创新系统（NIS）、科学技术等基本概念。 

作业： 

1. 学生分组。 

2. 确定创新案例选题。 

知识单元 2：什么是创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创新”还是“Innovation”？ 

2. “创新”与“发明”。 

3. “创新”的相关概念辨析。 

学习目标： 

1．掌握“创新”与“Innovation”的差异。 

2.  创新的相关概念辨析。 

作业： 

1. 小组讨论：“创新”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 

2. 四大发明与创新的关系。 

知识单元 3：创新的形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创新的线性模型。 

2. 创新的五种类型。 

3. 创新的本质。 

学习目标： 

1. 掌握创新线性模型理论及其应用。 

2. 学习创新的五种类型。 

3. 理解创新的本质。 

作业： 

确定创新案例研究题目，并完成一份《研究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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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4：创新的历史演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三次产业革命及影响。 

2. 英德美日崛起的历史、组织、制度、技术、国际环境分析。 

学习目标： 

1．运用“历史方法”，理解创新的历史演化与模式变迁。 

2．通过国别比较，了解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过程。 

作业： 

1. 历史上，英德美日的技术创新如何促进了国家繁荣？ 

2. 三次产业革命创新的不同特征和社会条件是什么？ 

知识单元 5：创新系统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系统？ 

2. 什么是创新系统？ 

3. 创新系统方法的优缺点。 

4. 创新系统方法的表现形式。 

学习目标： 

1. 初步理解系统分析方法。 

2. 从总体上理解创新系统的三个层次。 

3. 掌握国家创新系统、产业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和企业创新的概念和区别。 

作业： 

1. 创新系统的构成要素有哪些？如何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理解创新系统？ 

2. 不同的国家创新系统在哪些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知识单元 6：创新主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主体、客体？ 

2. 什么是创新主体？ 

3. 创新主体的分类。 

4. 案例分析：《北京市自行车共享系统的创新模式分析》。 

学习目标： 

1. 了解各种创新主体——企业、研究机构、高等学校、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 

2. 掌握创新主体的分类、特征和主要创新行为。 

3. 初步涉及“公共管理创新案例分析”——《北京市自行车共享系统的创新模式分析》。 

作业： 

1. 联系实际，分析企业、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和政府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 

2. 为什么技术创新以企业为主体？你认为企业创新的瓶颈问题有哪些？ 

3. 阅读材料：OECD《中国创新政策研究报告》：P97-112. 

知识单元 7：开放式创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从“美的、海尔、InnoCentive”说起…… 

2. 什么是“开放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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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放式创新的启示与讨论。 

学习目标： 

1. 掌握“开放式创新”的理论内容，以及“开放式创新”与“封闭式创新”的区别。 

2. 熟悉国内外开放式创新的 3个典型案例（美的、海尔、InnoCentive开放式创新平台）。 

作业： 

项目讨论：公共管理开放式创新平台设计方案（国家、北京市、昌平区、校园、家乡……）。 

知识单元 8：颠覆性创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理论内容：颠覆性创新、持续性创新。 

2. “颠覆性创新”的案例分析：电商 & 商店、新能源汽车、IPhone。 

3. “颠覆性创新”的特征。 

4. “颠覆性创新”的类型。 

学习目标： 

1. 理解“颠覆性创新”的理论内容。 

2. 掌握“颠覆性创新”和“持续性创新”的区别。 

作业： 

请结合各自的创新案例研究，思考哪些创新案例属于典型的颠覆性创新案例？ 

知识单元 9：科技创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科学、技术与创新的概念辨析。 

2. 科技创新（STI）的多维度研究：历史学的维度、经济学的维度、哲学的维度、社会学的

维度、政治学的维度、管理学的维度。 

学习目标： 

1. 掌握科学、技术与创新的区别。 

2. 以科技创新为例，学习多维角度的学术思考。 

作业： 

1. 明确科学、技术与创新的区别？ 

2. 尝试从多维角度思考自己的创新案例，有哪些启示？ 

知识单元 10：企业创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企业创新的几个核心概念。 

2. 企业创新的模块化系统。 

3. 企业创新的案例分析： 

（1）盈利模式创新：Next Restaurant 

（2）网络创新：UPS和东芝 

（3）结构创新：FABINDIA 

（4）流程创新：宜家家居、ZARA、印度联合利华 

（5）产品表现创新：产品设计、超市 vs. 柜台销售、SUBWAY、玛氏食品 M & M’s 

（6）产品系统创新：微软、4S店、健达奇趣蛋 

（7）服务创新：Men’s Wearhouse、7-11便利店 

（8）渠道创新：NIKETOWN 

（9）品牌创新：屈臣氏、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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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客户交互创新：苹果公司 

学习目标： 

1. 掌握“企业”、“企业创新”的定义。 

2. 理解应用企业创新的模块化系统。 

作业： 

1. 掌握创新的模块化系统工具，初步分析企业创新策略。 

2. 借鉴“创新工具箱”，得出对公共管理创新策略的启示。 

知识单元 11：产业创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产业分类方法。 

2. 不同产业的创新特征。 

3. 创新生态理论。 

4. 服务业创新案例分析：以电影业创新为例。 

学习目标： 

1. 掌握产业分类方法（国际分类法、国内分类法），重点掌握三次产业结构的划分。 

2. 理解不同产业的创新特点不同（如：制造业、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3. 理解创新生态理论内容和应用。 

作业： 

1. 问题与思考：如何理解互联网+时代的创新理论？ 

2. 请每位同学思考：自己正在进行的创新案例研究属于哪个产业？其创新特点是什么？ 

3. 阅读材料：吴金希. 创新生态体系的内涵、特征及其政策含义[J]. 科学学研究, 2014， 

32(1)：44-50, 91. 

知识单元 12：NIS视角的创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家创新系统（NIS）：定义、理论基础、模型。 

2. 中国的自主创新：定义、争论、历史演化。 

学习目标： 

1. 掌握“国家创新系统”（NIS，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的定义。 

2. 理解“国家创新系统”的理论基础：NIS、三重螺旋理论、开放式创新理论。 

3. 了解中国的自主创新战略、成就、挑战及改革方向。 

作业： 

1. 分析中国的自主创新战略所面临的挑战。 

2. 阅读材料：柳卸林. 基于创新生态观的科技管理模式[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5, 

36(1): 18-27. 

知识单元 13：公共管理创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几个基本概念：工业 4.0、Web 2.0、创新 2.0、政府 2.0。 

2. 政府 2.0：创新 2.0视野下的政府创新。 

学习目标： 

1. 了解创新理论与公共管理的几个相关概念：工业 4.0、Web 2.0、创新 2.0、政府 2.0。 

2. 掌握“工业时代的创新 1.0”与“信息时代的创新 2.0”的区别。 

3. 掌握政府 2.0的定义、特征，以及微观层面、宏观层面的含义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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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工业 4.0是由哪国提出的？工业 4.0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2. 企业管理与政府管理有哪些相同之处？有哪些显著区别？你还知道哪些企业创新模式对
政府创新有借鉴意义？ 

3. 阅读材料：石亚军. 当前推进政府职能根本转变亟需解决的若干深层问题[J]. 中国行政

管理, 2015, (6): 8-20. 

孟庆国. 政府 2.0——电子政务服务创新的趋势[J]. 电子政务 E-Government, 2012, (11): 

2-7. 

知识单元 14：创新案例指导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创新案例研究目的。 

2. 创新案例研究过程：确定选题、明确研究对象、撰写过程、研究范文《北京市自行车共享
系统的创新模式分析》。 

学习目标： 

1. 掌握“确定选题”、“明确研究对象”和“撰写过程”等学术论文写作的重要环节。 

2. 以《北京市自行车共享系统的创新模式分析》为例，明确公共管理创新案例的研究方向与
方法工具，以及创新理论在公共管理实践中的应用。 

作业： 

借鉴《创新案例指导》思路方法，完善自己的创新案例研究。 

知识单元 15：创新者的培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对创新能力的理解。 

2. 国内外大学创新课情况介绍。 

3. 文科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内外大学创新课情况。 

2. 培养大学生（尤其是文科学生）的创新思维。 

作业： 

1. 你认为创新者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创新技能可以学到吗？ 

2. 谈谈你学习这门课程的收获有哪些？ 

知识单元 16：思维导图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思维导图？ 

2. 读懂一幅思维导图。 

3. 绘制思维导图的关键要素。 

4. 思维导图的用途。 

5. 思维导图软件工具 XMind 7。 

学习目标： 

1. 学习一种创造性、组织性的思维工具。 

2. 启发创新性思维方法。 

作业： 

1. 绘制自己的第一幅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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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用思维导图工具方法，总结这一学期《创新理论与公共管理》的知识体系。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导论 2  

2 什么是创新？ 2  

3 创新的形成 2  

4 创新的历史演化 2  

5 创新系统 2  

6 创新主体 2  

7 开放式创新 2  

8 颠覆性创新 2  

9 科技创新 2  

10 企业创新 2  

11 产业创新 2  

12 NIS视角的创新 2  

13 公共管理创新 2  

14 创新案例指导 2  

15 创新者的培养 2  

16 思维导图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公共管理、电子政务、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群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1）创新的定义和形成过程；（2）构建对“创新”框架性理解的三个层次（宏观、中观、

微观）；（3）国家创新体系；（4）中国自主创新战略；（5）中国科技创新政策演进过程。 

难点：（1）创新网络的定义和五个发展阶段；（2）构建创新管理与战略的全球化视野；（3）创

新 2.0下的政府 2.0；（4）公共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政府治理创新；（5）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

中的作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 

1. 多学科视角讲授：从管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交叉学科视角切入创新学，启发学生将创
新理论应用于公共管理领域的跨学科思考。 

2. 研究型教学方式：以问题为导向，从历史发展、现状描述、原因剖析、解决问题和政策建
议的研究逻辑，共同探讨公共管理创新、政府创新等领域热点问题，初步渗透公共政策分析、大数

据等研究思路和方法。 

3. 案例教学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有针对性地从 3个方面选取典型案例：（1）通过国别比较，

学习发达国家创新案例与新兴经济体的追赶过程，构建创新学习的国际视野；（2）借鉴企业创新、

产业创新的成功经验，启发学生对于国家创新、政府创新的深入思考；（3）创新案例紧密联系大学

学习和生活，培养大学生（尤其是文科学生）的创新思维。 

4. 交流与讨论：本课程将鼓励学生自愿参与讨论和沟通交流，完成 1-2次小组报告。小组成

员分工，鼓励团队合作研究，大胆创新，共同深入研究一个有价值的问题。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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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1）课堂参与（10%）：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2）课堂展示（20%）：认真完成案例并课堂展示；（3）高质量的课程论文（70%）：就一个前沿性

的理论问题，认真完成 3000字的课程总论文。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的思考题即为作业，学生需按要求阅读参考资料，并任选一题作答，以课堂发言或者

纸质作业的方式提交。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本课程不指定具体教材；推荐 6册参考书，其中《牛津创新手册》

为重点推荐参考书；教师会根据课程需要，随堂印发课件和阅读材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注：不规定具体教材，请参见推荐参考书。 

（二）推荐参考书 

1. [挪]詹·法格博格等编著，柳卸林等翻译.《牛津创新手册》，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 6

月 第 1版。 

2. OECD，薛澜等翻译.《中国创新政策研究报告》，科学出版社，2011年 10月第一版。 

3. 陈劲.《科学、技术与创新政策》，科学出版社，2013年 11月第一版。 

4. 苏竣.《公共科技政策导论》，科学出版社，2014年 3月第一版。 

5. [德]柏林科学技术研究院著，吴金希等翻译.《文化 vs.技术创新》，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年 5月第一版。 

6. [美]马克·斯特菲克等著，吴金希等翻译.《创新突围》，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年 1 月

第一版。 

执笔：孙蕊  审稿：××× 审定：政管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8日 

 

行政学说史 
History of Administration Theory 

课程号：405031093 

一、课程教学目标： 

《行政学说史》是公共管理类学科的入门课程，也是行政管理的专业性基础课程，主要面向本

科一二年级学生开设。本课程的教学目标主要是： 

1. 了解行政学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 

2. 学习和理解行政学发展各阶段的理论流派、代表性观点； 

3. 掌握行政学思想演变的内在逻辑和未来发展趋势； 

4. 总结和反思西方行政学说发展中的经验和不足，为行政学学体系建设和行政改革的实践提
供理论支持； 

5. 增强对行政学理论旨趣的理解和认同，激发学生的专业意识；引导学生理性批判和知识建
构，并运用行政学思想学说对公共管理实践活动进行理论研究。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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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教学：36学时 

知识单元 1：行政学说的源与流 

教学目标与要求： 

n 了解行政学产生之前的行政思想以及行政学发展的理论历程； 

n 理解行政学产生的思想渊源与社会背景； 

n 掌握行政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和理论主张。 

1.1 行政学产生之前的行政思想 

亚里士多德的行政思想； 

马基雅维利的行政思想； 

洛克的行政思想； 

卢梭的行政思想； 

密尔的行政思想； 

中国古代的行政思想。 

1.2 行政学的诞生 

社会治理模式的历史变迁； 

行政学诞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行政学诞生的学科背景； 

行政学研究的基本任务。 

1.3 行政学的发展 

发展阶段论：三阶段说、六阶段说 

范式论：库恩的范式革命与行政理论 

正典与非正典化：从传统到后现代 

讨论与思考： 

n 如何认识古代社会的行政思想？ 

n 为什么行政学科没有在中国诞生？ 

n 如何理解行政学的诞生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n 怎样看待行政学发展的理论历程？ 

n 如何理解行政学的研究任务？ 

知识单元 2：行政学的正典化 

教学目标与要求： 

n 了解威尔逊行政学说的思想渊源和社会背景； 

n 理解行政学理论的三大理论基石； 

n 掌握“政治与行政二分”的基本内涵。 

2.1 威尔逊的行政学说 

生平与著述 

思想渊源与社会背景 

主要理论主张：行政学研究的必要性；行政学的目标和任务；本土化研究与研究方法论；人事

行政与行政监督思想。 

简要评论 

2.2 古德诺的行政学说 

生平与著述 

主要理论主张：对政治与行政二分的进一步阐释；政治与行政的协调。 

简要评论 

2.3 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 

生平与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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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理论主张：标准化作业；激励薪酬；职能分开；职能工长制；雇主与工人间的心智革命。 

简要评论 

2.4 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 

生平与著述 

主要理论主张：组织活动和管理职能理论；管理的十四条原则；组织论。 

简要评论 

2.5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生平与著述 

主要理论主张：权威基础理论；官僚制及其特征。 

简要评论 

讨论与思考： 

n 如何看待行政学正典的确立？ 

n 如何理解政治与行政二分思想？ 

n 比较泰勒与法约尔的管理思想。 

n 如何认识评价官僚制？ 

n 理解和评价行政学的三大理论基石。 

知识单元 3：行政科学 

教学目标与要求： 

n 了解行政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过程； 

n 理解行政科学的基本理论主张和研究目的； 

n 掌握行政管理的一般原则。 

3.1 怀特的行政学思想 

生平与著述 

主要理论主张：行政环境思想；行政组织思想；行政协调思想；人事行政思想；行政伦理思想；

行政监督思想。 

简要评论 

3.2 古利克与厄威克 

生平与著述 

主要理论主张：科学与行政；行政组织理论；行政管理原则的系统化。 

简要评论 

3.3 巴纳德的系统行政组织学说 

生平与著述 

主要理论主张：组织的本质；组织三要素；非正式组织；组织平衡论；权威接受论；组织决策

论。 

简要评论 

生平与著述 

主要理论主张： 

简要评论 

讨论与思考： 

n 如何理解怀特对行政学的理论贡献？ 

n 行政学何以成为一门科学？ 

n 如何理解行政管理的一般原则？ 

n 如何看待非正式组织在行政管理中的意义？ 

n 简要评价巴纳德的行政组织学说。 

知识单元 4：行为主义行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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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与要求： 

n 了解行为主义学说的研究主张及其对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影响； 

n 理解传统公共行政所受到的挑战和批评； 

n 掌握西蒙与沃尔多之争的理论主张。 

4.1 福莱特的动态行政管理思想 

生平与著述 

主要理论主张：群体原则与建设性冲突；权力、权威、控制与协调思想；行政领导思想。 

简要评论 

4.2 西蒙的行政思想 

生平与著述 

主要理论主张：对传统行政学的理论批评；行政学研究方法论；行政决策论；行政组织论。 

简要评论 

4.3 沃尔多的行政思想 

生平与著述 

主要理论主张：对传统行政学的评论；与西蒙的理论论战。 

简要评论 

4.4 帕金森定律与彼得原理 

生平与著述 

主要内容：帕金森定律；彼得原理。 

简要评论与启示 

讨论与思考： 

n 如何理解和评价行为主义对行政学的影响？ 

n 如何理解“建设性冲突”及其理论启示？ 

n 传统行政学说面临哪些方面的批评和挑战？ 

n 评述西蒙与沃尔多之争的主要内容。 

n 帕金森定律对现实行政管理有何启示？ 

知识单元 5：政策科学 

教学目标与要求： 

n 了解政策科学运动的时代背景和理论主张； 

n 理解各主要政策学派代表人物的基本观点； 

n 掌握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方法和理论。 

5.1 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理论 

生平与著述 

基本理论主张：理论背景；主要内容；基本原则。 

简要评述 

5.2 德罗尔的政策科学思想 

生平与著述 

基本理论主张：政策科学的本质特征；政策科学方法论；逆境中的政策制定；宏观政策分析。 

简要评述 

5.3 奎德的政策分析理论 

生平与著述 

基本理论主张：政策分析的必要性；政策分析的要素；政策分析的过程。 

简要评述 

5.4 罗茨的政策网络理论 

生平与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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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论主张：政策网络的起源、政策网络的类型、政策网络的要素 

简要评述 

讨论与思考： 

n 理解公共政策运动对传统公共行政的反叛。 

n 简述渐进决策理论的基本观点。 

n 政策科学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n 简述政策分析的基本过程。 

n 如何理解政策网络中的政策共同体？ 

知识单元 6：行政生态学与发展行政 

教学目标与要求： 

n 了解行政生态学产生的背景； 

n 理解行政生态学的基本理论主张； 

n 掌握发展行政的主要观点及其评价。 

6.1 里格斯的行政生态理论 

生平与著述 

基本理论主张：三大行政模式；五种行政生态要素；过渡型社会的公共行政。 

简要评述 

6.2 发展行政 

发展行政的概念与目标；发展行政与行政发展；发展行政的理论争议。 

6.3 比较行政 

比较行政运动的发展；比较行政的研究主题与方法；理论争议。 

讨论与思考： 

n 如何认识和评价行政生态理论？ 

n 过渡型社会的公共行政对我国的行政改革有何启示？ 

n 如何理解发展行政与行政发展的区别和联系？ 

n 比较发达国家的行政与欠发达国家的行政。 

知识单元 7：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 

教学目标与要求： 

n 了解新公共行政对社会公平价值观的主张。 

n 理解新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主张； 

n 掌握作为新公共服务理论对行政改革的启示。 

7.1 黑堡宣言与新公共行政 

新公共行政运动的社会历史背景 

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批判 

明诺布鲁克会议 

新公共行政的理论主张 

弗雷德里克森的行政思想 

简要评述 

7.2 新公共管理 

社会历史背景及理论基础 

主要理论主张：官僚制批判；管理主义的回归；市场取向；对私营部门管理的借鉴；重视产出

和效率。 

企业家政府理论：改革政府的十项原则。 

简要评述 

7.3 新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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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公共管理的批判； 

主要理论主张：服务而不是掌舵；重视公共利益；公民权理论。 

简要评述 

讨论与思考： 

n 何认识公共行政的公共性？ 

n 为什么说社会公平是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 

n 评价新公共行政对行政学发展的影响。 

n 企业家政府理论对行政改革有何启示？ 

n 比较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行政之间的理论区别。 

知识单元 8：民主行政与治理理论 

教学目标与要求： 

n 了解民主行政理论的基本理论主张； 

n 理解多中心治理的理论观点； 

n 掌握治理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8.1奥斯特罗姆的民主行政理论 

民主行政的理论渊源；理论兴起的时代背景；基本理论主张。 

简要评述 

8.2 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治理的理论观点：公共物品理论；公共池塘资源；自主组织与自主治理；多中心秩序。 

简要评述 

8.3 治理与善治 

治理理论的兴起；治理理论的基本观点；善政与善治；全球治理。 

简要评述 

8.4网络治理理论 

主要理论：网络社会的兴起；网络组织；网络治理的基本形式。 

简要评述 

讨论与思考： 

n 民主行政与官僚行政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n 多中心治理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n 如何评价治理理论？ 

n 网络治理理论对当代行政改革有何启示？ 

知识单元 9：行政理论的多元化发展 

教学目标与要求： 

n 了解公共行政学的最新发展趋势； 

n 理解后现代公共行政的理论主张和话语理论； 

n 掌握中国在行政理论上的本土化探索成果。 

9.1 后现代公共行政 

后现代公共行政的社会背景 

理论主张及对主流公共行政的批判 

简要评述 

9.2 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 

话语理论的基本观点 

简要评述 

9.3 公共行政的社会建构 

社会建构的理论主张 



3832 

简要述评 

9.4 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 

行政理论的中国本土化探索 

行动主义的理论主张 

理论展望 

讨论与思考： 

n 如何认识后现代公共行政对主流公共行政的批判？ 

n 后现代公共行政的基本理论主张是什么？ 

n 如何理解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 

n 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知识单元 10：公共行政的思想谱系 

10.1 行政学说的范式转换 

10.2行政理论的知识图谱 

10.3 从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 

讨论与思考： 

n 如何理解范式在社会科学中的意义？ 

n 如何看待行政学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 

n 在历史视角下应当如何理解社会治理的理论发展？ 

附录 

n 公共行政学代表人物 

n 公共行政经典著作 

n 行政学大事年谱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3学时 

实验：集体选择与公共决策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政务模拟之公共决策 

实验要求：熟悉理性决策的相关原理；研究集体选择的行为逻辑；掌握公共决策的基本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3 无 0 新生军训 

4 行政学说的源与流 4  

5-6 行政学的正典化 8  

7 行政科学 4  

8 行为主义行政学 4  

9 政策科学 4  

10 行为实验&政务模拟 4  

11 行政生态学与发展行政 4  

12 新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 4  

13 民主行政与治理理论 4  

14 行政理论的多元化发展 4  

15 公共行政的思想谱系 4  

16 期末考试  闭卷考试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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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管理学原理、行政学原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行政学的理论基石、科学管理理论、理性官僚制、新公共服务理论……。 

难点：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新公共行政、民主行政理论、行政学的范式转换……。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n 以历史发展与理论逻辑双维轴线构建课程体系，将发展阶段与理论流派相结合； 

n 以行政学自身的理论发展为核心，辅以管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的分析； 

n 以西方理论学说的发展演变为主线，同时观照非西方国家的行政思想和实践模式。 

n 以理论争论和变迁为研究聚焦，同时关注相应的历史背景、社会问题及改革实践。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 

平时成绩（30%）：上课考勤+课程实验+读书报告 

期末成绩（70%）：期末统一闭卷考试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张康之、张乾友．公共行政的概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丁煌．西方行政思想史（修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竺乾威．公共行政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唐兴霖．公共行政学：历史与思想．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竺乾威．西方行政学说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彭和平．国外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精选．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J.S.奥特，E.W.罗素．公共行政导论：文选选读（影印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沙夫里茨、海德．公共行政学经典（影印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沙夫里茨、奥特．组织理论经典（影印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执笔：刘柏志  审稿：××× 审定：政管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发展行政学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课程号：4050311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使学生掌握发展行政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2、了解发展行政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 

3、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反观中国的发展道路。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发展行政学的概念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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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行政的涵义 

2．发展行政的需要和边界 

学习目标： 

1．了解发展行政的涵义。 

2．掌握发展行政和传统行政的不同。 

3. 了解公民参与对于发展行政的作用 

知识单元 2：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特性 

2．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特性 

3.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特性 

4.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行政特性 

学习目标： 

1．了解和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的政治、社会、经济和行政特性。 

2．掌握政治、社会、经济背景对于行政的影响。 

知识单元 3：发展行政与生态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生态问题。 

2．发展过程对于生态的影响。 

3. 可持续发展 

4. 环境行政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于环境和生态的不同政策。 

2．掌握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及路径 

3. 了解发展过程中环境行政的主要内容。 

知识单元 4：发展行政与经济发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东亚国家主要经济发展过程、特点及相关行政。 

2．拉美国家主要经济发展过程、特点及相关行政。 

3. 中国主要经济发展过程、特点及相关行政。 

学习目标： 

1．了解有代表性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的战略、政策以及政府角色。 

2．掌握相关的主要概念和理论。 

3. 反观中国经济发展相关问题 

知识单元 5：发展行政与社会发展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发展与教育和培训。 

2．发展与社会福利。 

3. 发展与收入分配、犯罪率和就业率。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的发展模式在教育和培训上所采取的不同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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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在发展过程中对于社会福利的不同做法。 

3.  了解不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于收入分配，社会治安以及就业等方面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

结果 

知识单元 6：发展行政与官僚系统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官僚系统对于发展的作用。 

2．相关概念。 

3. 东亚和拉美官僚系统的比较 

学习目标： 

1．了解发展过程中官僚系统的重要性。 

2．掌握相关的概念和理论。 

3. 掌握东亚经验中，官僚系统的特点以及如何形成有利于发展的官僚系统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发展行政学的概念 3  

2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3  

3 发展行政与生态 3  

4 发展行政与经济发展 3  

5 发展行政与经济发展 3  

6 发展行政与社会发展 3  

7 发展行政与社会发展 3  

8 发展行政与社会发展 3  

9 发展行政与社会发展 3  

10 发展行政与官僚系统 3  

11 发展行政与官僚系统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行政管理学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教师讲授。 

2.学生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小论文 45%；期末考试 45%；平时：10% 

5、作业要求：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推荐参考书 

1. Palekar. S.K. 著《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Raj Press出版社，2012年 

2. Dr. Kempe Ronald Hope 著 《 The Dynamics of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Greenwood Press出版社，1984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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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andbooks of Comparative and Development Public Administration>, CRC Press, 2001

年 6月 

4. Gedeon M. Mudacumur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CRC Press, 

2005年 12月 

5. Paul Collins <Applying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Development: Guideposts to the 

Future>, Wiley Press, 2004年 5月 

6. 德怀特著， 颜超凡译《东亚发展：战略和基础》中信出版社， 2015年 8月 

7. 斯蒂格里茨编，王玉清译 ，《东亚奇迹的反思》，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月 

8. 王永钦著，《“脱嵌”是如何发生的：东亚模式的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 11

月 

9. 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 1993年 

10. 苏振兴， 徐文渊主编，《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7年  

执笔：李环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9日 

 

英美两国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讨 
Research 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olicy in Britain and US 

课程号：4050311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 比较两国的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 

2、提高查阅文献、寻找信息的能力；提高学术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提高学术研究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和学生自主学习、课堂讨论等等，使学生掌握社会发展和社会

政策的基本理论，了解在英国和美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历史，以及具体的社会政策。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社会发展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发展的涵义。 

2．社会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发展的涵义。 

2．掌握如何评价社会发展的方式。 

作业： 

…… 

知识单元 2：英美两国社会发展综述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美国社会发展综述。 

2．英国社会发展综述。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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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二战以后，英美两国社会发展的历史。 

2．掌握现阶段英美两国在收入平等、犯罪率、国民受教育程度、人均寿命等等方面的发展程

度。 

知识单元 1：英国相关社会政策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与工作相关社会政策。 

2．健康政策。 

3. 儿童保护政策 

4. 家庭政策 

5. 住房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工作世界变化的背景和特点，并掌握工作相关社会政策发展变化的趋势。 

2．掌握英国二战以后所建立的国家健康体系的基本特点，并了解其改革的路径。 

3. 了解儿童虐待发生的原因、现状及与阶层的关系；掌握相关社会政策。 

4. 了解英国的家庭政策变迁的历史。 

5. 了解英国的住房制度，尤其是面向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制度。 

知识单元 1：美国社会政策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与工作相关社会政策。 

2．健康政策。 

3. 儿童保护政策 

4. 家庭政策 

5. 住房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工作相关社会政策的历史与现状。 

2．掌握与健康政策相关的历史与现状。 

3. 了解儿童保护政策相关的历史与现状。 

4. 掌握家庭政策相关的历史与现状。 

5. 掌握住房制度相关的历史与现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社会发展概述 3  

2 二战以后英国的社会发展概述 3  

3 二战以后美国的社会发展概述 3  

4 英国社会政策 3  

5 英国社会政策 3  

6 英国社会政策 3  

7 英国社会政策 3  

8 美国社会政策 3  

9 美国社会政策 3  

10 美国社会政策 3  

11 美国社会政策 2  

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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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政策学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 

2. 学生演讲。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 

1. 小论文 60%  

2. 期末考试：30% 

7、作业要求：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推荐参考书 

1. 米奇利著，苗正民译 《社会发展》，格致出版社，2009年 3月  

2. 谢立中等编著《社会发展： 理论、评估、政策》，格致出版社，2012年 4月 

3. 王喆著《一条鲇鱼：社会发展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 9月 

4. 霍华德 格伦内斯特著，苗正民译，《英国社会政策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2003年 

5. 李超民编著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 12月   

执笔：李环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公共危机管理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课程号：40504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公共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掌握危机、危机管理、公共危机、公共危机管理的含义、特征、分类，公共危机管理的历

史与发展，国内外关于公共危机管理的相关理论研究情况，公共危机管理与风险管理、风险治理的

区别； 

2、了解应急预案的历史演变及现状，掌握应急预案的含义、目的和作用，掌握我国应急预案

体系的建设（应急预案分类、预案概况、预案工作重点），部门应急预案编制管理情况（省级部门

应急预案、市级部门应急预案、县级部门应急预案），企业应急预案编制管理情况（预案编制导则、

预案编制介绍、预案评审方法），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工作内容（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应急预案管理

办法、部门预案评审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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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会区分危机决策和常规决策，准确地把握危机决策的特征。同时，通过危机决策模型的

学习，可以更加准确的体会危机决策的特征。要求能够将危机决策流程分析的理论运用于实践，快

速高效的应对危机时作出危机决策。充分了解专家在危机决策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及专家如

何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 

4、重点概述了公共危机管理体制的一般理论，分别介绍了在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政府主体、

社会主体和国际主体的地位、职能及责任，论述了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引导着我们更清晰、深

入的了解公共危机管理体制。 

5、了解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历史演变，经历哪几个阶段，通过历史案例比较深入剖析我国应

急管理体系的主要优势和存在问题；系统分析我国应急管理体系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6、掌握公共危机中公共沟通的含义、特点及准则，掌握公共危机中公共沟通的方式与策略，

了解公共沟通中媒体的角色和功能、公共沟通中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公共危机沟通管理中的媒体应

如何运用，掌握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含义、在公共沟通中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意义、政府新闻发布

在危机处理中的必要性。 

7、掌握公共危机管理保障体系的内涵、内容及其作用，了解人、财、物等各类应急保障资源

的运行管理机制，并通过思考讨论，案例分析、实务操作演练等学习活动，掌握公共危机管理保障

体系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8、要认识到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的内涵、必要性和意义，熟悉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法律体系的

基本构成和建设状况，并了解国际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建设的特点，深刻体会其对我国的启示。 

9、通过对历史案例分析，了解我国四大类突发事件即自然灾害类、事故灾难类、公共卫生类、

社会安全类，总应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应急法制、预案编制等方面的状况。对现存的应急管理

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改善建议。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公共危机管理基础理论、应急预案编制与管理、

公共危机决策、应急管理体系、媒体沟通在公共危机中的作用、应急知识的宣教培训等方面的知识，

使其对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有深刻的认识。 

二、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公共危机管理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危机管理的历史与发展 

2.公共危机管理的基本概念 

3.公共危机管理的理念与原则 

4.公共危机管理的运行机制 

5.公共危机管理的基本理论 

学习目标： 

1.对公共危机管理的历史与发展情况有所了解。重点掌握突发事件、危机、危机管理、风险管

理、公共危机管理等概念的内涵。 

2. 理解公共危机管理的理念与原则。同时掌握好公共危机管理的运行机制和基本理论。 

作业： 

1.当代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2.突发事件的法律含义是什么？ 

3.危机管理与风险管理的区别是什么？ 

4.公共危机管理中应遵循的原则有哪些？ 

5.公共危机管理的运行机制是什么？ 

6.你如何理解公共危机管理的阶段划分理论？ 

知识单元 2：应急预案编制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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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应急预案的历史演变 

2.应急预案的含义、目的和作用 

3.应急预案体系的建设与编制 

学习目标： 

1.掌握我国应急预案的演变历史过程。 

2.掌握应急预案的含义、预案编制的目的和作用。 

3.了解应急预案的分类、概况，部门、企业应急预案编制和管理情况。 

4.掌握应急预案备案管理工作的内容。 

作业： 

1.什么是应急预案？编制应急预案的目的是什么？应急预案有哪些作用？ 

2.我国当前应急预案体系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改进？ 

知识单元 3：公共危机决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危机决策概述 

2.公共危机决策的流程分析 

3.公共危机决策的主要方法 

4.现状及改进 

学习目标： 

1.学会区分危机决策和常规决策，准确地把握危机决策的特征。 

2.通过对危机决策模型的学习，可以更加准确的体会危机决策的特征。 

3.要求能够将危机决策流程分析的理论运用于实践，快速高效的应对危机时作出危机决策。 

4.充分了解专家在危机决策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及专家如何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 

作业： 

1.简述公共危机决策与常规决策的区别？并概括公共危机决策的特征？ 

2.简述公共危机决策的几种模型？ 

3.简要说明决策的流程图？并阐述学者们对公共危机决策的约束条件的论证？ 

4.公共危机决策的主要方法是哪些？分别说明各自特征和具体方法？ 

5.试述专家辅助在公共危机决策中的作用？ 

6.我国公共危机决策的现状是什么？有哪些不足？改进意见如何？ 

知识单元 4：公共危机管理体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危机管理体制概述 

2.公共危机管理的政府主体 

3.公共危机管理的社会主体 

4.公共危机管理的国际主体 

5.主体间的互动模式 

学习目标： 

1.学习和掌握公共危机管理体制的一般理论。 

2.了解公共危机管理过程中的政府主体、社会主体和国际主体的地位、职能及责任。 

3.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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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公共危机管理体制？ 

2.公共危机管理体制的主体都包括什么？ 

3.公共危机管理政府主体包括哪些，分别的地位和职责是什么？ 

4.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职能具体有哪些？  

5.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责任具体有哪些？ 

6.公共危机管理社会主体包括哪些，分别的地位和职责是什么？ 

7.举例说明公共危机管理国际主体在危机管理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8.描述公共危机管理主体间的互动模式。 

知识单元 5：应急管理体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应急管理体系的历史演变 

2.应急管理体系的主要优势和存在问题 

3.应急管理体系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历史演变，经历哪几个阶段。 

2.通过历史案例比较深入剖析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主要优势和存在问题。 

3.系统分析我国应急管理体系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作业： 

1.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经历了哪几个过程的演变？每个阶段有什么特点？ 

2.当前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具有哪些优势？同时存在什么问题？ 

3.应急管理体系的演变具有什么特征？哪些因素影响其发生变化？ 

知识单元 6：公共危机的公共沟通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沟通的含义、特点及准则 

2.公共危机中公共沟通的方式与策略 

3.公共沟通中媒体的角色和功能 

4.公共沟通中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公共危机沟通管理中的媒体应如何运用 

5.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含义、在公共沟通中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意义、政府新闻发布在危机处

理中的必要性 

学习目标： 

1.掌握公共危机中公共沟通的含义、特点及准则，掌握公共危机中公共沟通的方式与策略。 

2.了解公共沟通中媒体的角色和功能、公共沟通中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公共危机沟通管理中的

媒体应如何运用。 

3.掌握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含义、在公共沟通中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意义、政府新闻发布在危

机处理中的必要性。 

作业：  

1.什么是公共危机中的公共沟通？其具有什么特点和准则？ 你认为公共沟通在公共危机中讲

究什么策略？ 

2.媒体在公共沟通中是什么样的角色？具有什么功能？应如何运用媒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

作用？ 

3.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在公共沟通中具有哪些意义和必要性？  

知识单元 7：公共危机管理的应急保障体系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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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公共危机管理应急保障体系的内涵、作用及构成 

2.财力保障 

3.人力保障 

4.物资保障 

5.技术保障 

学习目标： 

1.掌握公共危机管理保障体系的内涵、内容及其作用。 

2.了解人、财、物等各类应急保障资源的运行管理机制 

3.通过思考讨论，案例分析、实务操作演练等学习活动，掌握公共危机管理保障体系的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 

作业： 

1.公共危机管理保障体系的内涵是什么? 

2.如何对应急资金进行管理和使用? 

3.加强应急人力资源队伍建设? 

4.如何完善应急物资保障机制？ 

5.如何加强应急管理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6.什么是应急平台体系？如何加强应急平台体系建设？ 

知识单元 8：公共危机管理法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内涵、必要性及原则 

2.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建设的基本构成、建设现状。 

3.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依法行政、公民的权利保障。 

学习目标： 

1.认识到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化的内涵、必要性和意义。 

2.熟悉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和建设状况。 

3.了解国际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建设的特点，深刻体会其对我国的启示。 

作业： 

1.相对于正常状态下的法制，公共危机管理法制有哪些不同的特点？ 

2.公共危机管理法制的原则有哪些？ 

3.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法律体系包括那些内容？ 

4.你认为完善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法制需要从哪些方面努力？ 

5.行政紧急权力应受哪些法律规制？ 

6.公共危机管理中有哪些基本的公民权利？ 

7.国际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建设有哪些特点？对我国的危机管理有哪些启示？ 

知识单元 9：案例分析——自然灾害类事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案例分析 

2.自然灾害事件中的应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应急法制、预案编制等情况。 

3.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学习目标： 

1.掌握自然灾害事件中的应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应急法制、预案编制等情况。 

2.对当前应对自然灾害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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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面对自然灾害事件，如何应对？ 

2.当前的应急管理体系在应对自然灾害事件时，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改进？ 

知识单元 10：案例分析——事故灾难类事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案例分析 

2.事故灾难事件中的应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应急法制、预案编制等情况。 

3.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学习目标： 

1.掌握事故灾难事件中的应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应急法制、预案编制等情况。 

2.对当前应对事故灾难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作业： 

1.面对事故灾难事件，如何应对？ 

2.当前的应急管理体系在应对事故灾难事件时，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改进？ 

知识单元 11：案例分析——公共卫生事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案例分析 

2.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应急法制、预案编制等情况。 

3.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学习目标： 

1.掌握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应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应急法制、预案编制等情况。 

2.对当前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作业： 

1.面对公共卫生事件，如何应对？ 

2.当前的应急管理体系在应对公共卫生事件时，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改进？ 

知识单元 12：案例分析——社会安全事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案例分析 

2.社会安全事件中的应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应急法制、预案编制等情况。 

3.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学习目标： 

1.掌握社会安全事件中的应急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应急法制、预案编制等情况。 

2.对当前应对社会安全事件的应急管理体系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 

作业： 

1.面对社会安全事件，如何应对？ 

2.当前的应急管理体系在应对社会安全事件时，存在哪些问题？应如何改进？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 3  

2 应急预案编制与管理 3  

3 公共危机决策 3  

4 公共危机管理体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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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应急管理体系 3  

6 公共危机的公共沟通 3  

7 公共危机管理保障 3  

8 公共危机管理法制 3  

9 案例分析——自然灾害事件 2  

10 案例分析——事故灾难事件 2  

11 案例分析——公共卫生事件 2  

12 案例分析——社会安全事件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公共管理导论、管理学原理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社区的概念及其内涵、社区治理的概念性质与方法、我国社区研究的起源与变迁、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的社区治理、当代中国社区政策法规、社区突发事件应对与安全社区建设。 

难点：社区研究方法与社区治理方法、社区的分类、西方学者的社区研究理论、社区政策法规、

社区权力结构。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案例。 

3.情景模拟 

教学手段： 

1.教室课堂讲授与学生课下按照推荐阅读书单相结合。 

2.借助多媒体，运用 PPT。 

3.案例分析及讨论 

4.情景模拟 

5.双语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需要多媒体、投影仪等。 

5、课程自主学习课时 

不少于 30课时（需读推荐数目中 3-5本）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本校教师已编制出版相关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公共危机管理-第二版》，张永理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 2月 第 2版。 

2.《应急管理概论——理论与实践》，闪淳昌、薛澜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9月第 1

版。 

（二）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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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薛澜等著：《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2.汪永清 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解读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 

3.詹承豫等著：大城市应急法制建设探索——《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办法办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 

4.李程伟主编：《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探索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 

5.赵成根主编：《国外大城市危机管理模式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 02月。 

6.（英）雷吉斯特，拉尔金 著，谢新洲 等译：《风险问题与危机管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5年 10月。 

7.罗伯特·希斯 著 王成 宋炳辉 金瑛 译：《危机管理 》，中信出版社，2001年 01月。 

8.《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9.《国家总体应急预案》 

执笔：詹承豫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1月 04日 

 

社区治理 
Community Governance 

课程号：40504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公共管理专业的专业必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掌握社区、社区治理、社区管理、社区研究、网络社区（虚拟社区）等一系列核心概念的

起源、发展、基本内涵及其区别； 

2、掌握中国近代以来的“类”社区治理的发展变迁及其基本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

区治理的时代背景（含政策背景、社会背景）、政策法规演进、城乡社区治理的发展及其出现的突

出问题及其主要原因，近 20年来我国乡村社区治理中的大学生村官问题； 

3、掌握社区治理在中西方的起源，近代以来社区治理在欧美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历

程、学术研究历程及其经验借鉴。 

4、掌握社区突发事件应对及安全社区建设，社区环境治理。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社区治理基础知识、中外历史上的社区治理及其

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问题、原因及未来发展走向，为《中国农村政治分

析》、《现代化与中国政治发展》、《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地方治理专题研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

要的专业基础。 

二、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社区的概念及其内涵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社区概念的起源与变迁。 

2．社区的构成要素与基本特征。 

3．社区的功能与分类。 

学习目标： 

1．了解社区概念的起源及其在中西方的变化，在网络时代的新发展；社区的功能、构成要素。 

2．掌握社区在当前中国社会治理中的核心内涵及其在城乡的变化，社区的分类标准及其科学

性；社区的基本特征；当今普遍存在的社区概念泛化现象及其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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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在学习本书之前你在街头和网站上看到“社区”这个词，你是怎么理解它的？ 

2、我们当前对社区的定义与滕尼斯最初的社区定义有什么不同？主要区别在哪里？ 

3、当前有人把社区译为“social community”，这种翻译方式是画蛇添足吗？为什么？ 

4、通过对本章社区有关知识的学习，你认为社区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为什么？ 

5、滕尼斯社区概念中的社区意识能否成为现在社会的精神主导？为什么？ 

6、“网络社区”的出现与滕尼斯关于社区的最初界定有什么共性？网络社区能否在新的层次上

复归滕尼斯当初的社区意识？网络社区能否超越血缘、地缘、业缘的范围构筑起现代社区精神？ 

知识单元 2：社区相关概念与社区研究方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社区相关概念辨析。 

2．中西方社区的形成路径。 

3．社区研究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中西方社区形成、发展变化的基本路径及其产生巨大差异的原因。 

2．掌握社区与社会、居委会、单位、街道、居民小区等相关概念的基本区别与联系；社区研

究的主要方法。 

作业： 

1、社区与街道有什么区别？在当今我国二者之间为什么常常出现混同现象？ 

2、“单位社区”、“单位制社区”说法为什么是错误的？社区与单位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3、中西方社区形成的路径为什么有本质上的差异？目前我国社区发展路径需要怎样走向完善

化？ 

4、田野调查在 20世纪 30年代至 40年代一直是我国学者社区研究最主要和最常用的研究方法，

为什么？ 

5、在当今，我们的社区研究方法应该如何做到与时俱进？ 

知识单元 3：西方社区研究的主要历程与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社区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2．西方学者的社区研究理论。 

3．国际组织在社区研究与发展中的作用。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社区研究的起源与发展；国际组织在社区研究与发展中的作用。 

2．掌握西方学者的社区研究的经典理论。 

作业： 

1、在 20世纪末，安东尼·吉登斯为什么提出“社区建设”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这一看法？ 

2、社区研究中的区位学理论借用生物学术语来建立自己的社区研究理论，你如何看待社区研

究理论中的借用现象？ 

3、社区研究中的精英论和多元论在现实生活中都能够找到支撑其观点的很多典型实例，这对

我们今后开展社区研究有什么启示？ 

4、你赞同“社区消亡论”这一观点吗？为什么？ 

5、罗伯特.D.帕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一书对我们今后的社区研

究有哪些借鉴意义？ 

6、21世纪是全球化和高科技主宰社会生活的时代，如何根据这一时代背景思考未来的社区及



3847 

其治理？ 

7、你是如何看待西方学者社区研究理论流派的，其中有哪些使你深受启发？ 

8、二战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推进社区建设、社区发展和社区研究中的作用显著，我们的

社区研究和社区建设应该如何尽快弥补以前缺失的这一课？如何主动吸收其先进理念和有益经验

并积极融入社区治理的全球化进程？ 

知识单元 4：我国社区研究的起源与变迁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1949年以前我国的社区研究。 

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区研究。 

学习目标： 

1．了解 1949年以前我国的社区研究特点、成就及其存在的问题。 

2．掌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区研究现象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作业： 

1、1949年以前我国的社区研究有哪些主要特点？为什么？ 

2、1949年至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区研究出现中断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3、在当今我国开展社区研究有什么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研究有哪些主要成就？存在哪些严重不足？如何弥补不足？ 

5、在今后社区治理的体制改革研究方面，今后应该着重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 

6、安全问题是目前我国很多社区存在的突出问题，如何通过社区研究促进社区安全？ 

7、如何通过细化研究，逐步达到未来理想社区的目标？ 

知识单元 5：社区治理：概念、性质与方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社区治理概念的界定。 

2．社区治理的性质与理论基础。 

3．社区治理的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社区治理、社区管理的概念变化及其基本区别。 

2．掌握社区治理的性质、理论基础与主要方法，掌握社区治理方法与社区研究方法的区别。 

作业： 

1、为什么“社区治理”的概念有取代“社区管理”概念的趋势？  

2、为什么说社区治理的性质属于社会公共管理？ 

3、社区治理的主要理论基础是什么？ 

4、为什么会出现社区研究方法与社区治理方法混淆的现象？ 

5、你认为社区治理还应该有哪些切实可行的好方法？ 

知识单元 6：近现代中国的“类”社区治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近现代中国“类”社区治理的背景与动因。 

2．近现代中国“类”社区治理的典型事例。 

3．近现代中国“类”社区治理的基本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近现代中国“类”社区治理的典型事例。 

2．掌握近现代中国“类”社区治理的背景、动因和对其基本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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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近现代中国推行地方自治的被动性因素和主动性因素分别有哪些？ 

2、孙中山的“县自治”思想为什么在后来的推行中基本上走向失败？ 

3、米鉴三父子的翟城村治、卢作孚的乡村建设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存在哪些显著的不同？这

些不同对当今我国的社区治理有哪些借鉴意义？ 

4、近现代中国的“类”社区治理为什么都是立足于农村而不是城市？ 

5、近现代“类”社区治理为当今我国的社区治理提供了哪些基本教训？ 

知识单元 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区治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治理的背景。 

2．当今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 

3．当今我国社区治理中的突出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治理的背景；当今我国社区治理的发展。 

2．掌握当今我国社区治理中的突出问题。 

作业： 

1、当今我国社区治理发展的时代背景主要是什么？ 

2、当今我国城乡社区治理有哪些制度创新？效果如何？ 

3、当今我国城乡社区治理有哪些基本特点？城市与乡村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4、当今我国城乡社区治理有哪些突出问题？城市与乡村的差异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5、有人说，当今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败于乡村，你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6、产生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主要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7、要想走向成熟、完善的社区治理，我国的改革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知识单元 8：当代中国社区政策法规(1949—2015)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社区政策法规的限定。 

2．城市社区政策法规分析。 

3．乡村社区政策法规分析。 

4．社区政策法规总体评析。 

学习目标： 

1．了解城乡社区政策法规的基本内容及其多维度分析。 

2．掌握社区政策法规的限定；社区政策法规总体评析。 

作业： 

1、如何从时间发展脉络看待当代中国社区政策法规的主要变化及其时代背景？ 

2、从制定部门分布来看，我国社区政策法规有什么显著特点？ 

3、从其基本内容来看，我国城乡社区政策法规的内容变化体现了哪些进步？ 

4、当今我国城乡社区政策法规存在哪些突出问题？基本原因是什么？ 

5、我国城乡社区的未来发展趋势应该是什么样的？为什么？ 

知识单元 9：当今我国城乡社区权力结构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社区权力结构的内涵。 

2．社区权力结构中党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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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区权力结构中政府的指导。 

学习目标： 

1．了解社区权力结构中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指导。 

2．掌握社区权力结构的内涵及其变化。 

作业： 

1、当今我国的社区权力结构与西方的社区权力结构有哪些本质区别？ 

2、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区的权力结构变迁要比城市社区复杂得多？ 

3、我国相关法律和党章是如何确定党组织在社区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 

4、在当前城乡社区治理中如何把坚持党的领导与避免党包办社区具体事务有机结合？ 

5、如何理解政府在当今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中的指导作用？ 

6、在当前，政府在社区治理中的越位、缺位现象比较普遍，其主要原因是什么？ 

7、如何在改革中切实推进政府在社区治理中“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合理边界，并且保

证这种科学界定的边界在实际工作中不发生偏离？ 

8、在社区治理中探索出的沈阳模式、江汉模式、青岛模式等模式中，它们创造的公开招选社

区管理者并且当作经验在推广，你觉得这种行为合适吗？为什么？ 

知识单元 10：社区突发事件应对与安全社区建设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社区突发事件的概念与分类。 

2．当前社区突发事件的类型变化与特点。 

3．社区突发事件应对中的问题与原因。 

4．社区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安全社区建设。 

学习目标： 

1．了解社区突发事件的概念与分类；社区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安全社区建设。 

2．掌握当前我国社区突发事件的类型变化与特点；社区突发事件应对中的问题与原因。 

作业： 

1、社区突发事件的分类分级与国家层面相比有哪些不同？为什么？ 

2、当前我国城乡社区突发事件的类型有哪些变化，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变化？ 

3、当今我国社区突发事件应对中存在哪些突出问题，主要原因是什么？ 

4、安全社区建设对提升社区突发事件应对有什么意义？ 

5、社区减灾为什么在安全社区建设和社区突发事件应对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6、今后我国社区突发事件应对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强化？ 

知识单元 11：当前中国社区治理中的大学生村官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大学生村官计划的起源与发展。 

2．大学生村官任职期间的工作。 

3．大学生村官计划实施的特点与作用。 

4．大学生村官计划及其实施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大学生村官计划的起源与发展；大学生村官任职期间的工作。 

2．掌握大学生村官计划实施的特点与作用；大学生村官计划及其实施问题。 

作业： 

1、大学生村官计划产生的政策本身前后存在哪些矛盾？为什么？ 

2、从市场经济角度看，大学生村官现象与市场经济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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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什么说大学生村官在优化社区权力结构、促进农村民主发展和完善村民自治等方面的作

用微乎其微？ 

4、你是如何看待大学生村官的作用的？ 

5、大学生村官计划及其实施存在哪些突出问题？如何改进？ 

6、当今的大学生村官计划及其实施应该吸收历史上哪些经验教训？ 

知识单元 12：社区治理环境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社区环境概述。 

2．社区环境治理内容。 

2．新型社区环境治理。 

学习目标： 

1．了解社区环境概述。 

2．掌握社区环境治理内容；新型社区环境治理。 

作业： 

1、社区环境有哪些构成要素？ 

2、社区环境如何分类最为科学？ 

3、如何把握社区环境治理的动态性？ 

4、我国现实生活中的新型社区环境治理如何？ 

5、网络社区环境的独特性是什么？如何有效治理？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社区概念的起源与变迁、社区的构成要素 2  

2 社区的基本特征、功能与分类 2  

3 社区相关概念与社区研究方法 2  

4 西方社区研究的主要历程与理论 2  

5 我国社区研究的起源与变迁  2  

6 社区治理:概念、性质与方法 2  

7 近现代中国的“类”社区治理（一） 2  

8 近现代中国的“类”社区治理（二） 2  

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区治理（一） 2  

1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区治理（二） 2  

11 当代中国社区政策法规(1949—2015)（一） 2  

12 当代中国社区政策法规(1949—2015)（二） 2  

13 当今我国城乡社区权力结构 2  

14 社区突发事件应对与安全社区建设 2  

15 当前中国社区治理中的大学生村官 2  

16 社区治理环境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管理学原理、社会学概论 

后续课程：中国农村政治分析、现代化与中国政治发展、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地方治理专题

研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社区的概念及其内涵、社区治理的概念性质与方法、我国社区研究的起源与变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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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以来我国的社区治理、当代中国社区政策法规、社区突发事件应对与安全社区建设。 

难点：社区研究方法与社区治理方法、社区的分类、西方学者的社区研究理论、社区政策法规、

社区权力结构。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案例。 

教学手段： 

1.教室课堂讲授与学生课下按照推荐阅读书单相结合。 

2.借助多媒体，运用 PPT。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需要多媒体、投影仪等。 

5、课程自主学习课时 

不少于 30课时（需读推荐数目中 3-5本）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2014 年 9 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自主编写出版了《社区治理》教学

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永理编著《社区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9 月 第 1 版。（北京大学博雅书系；

21世纪公共管理学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一、社区起源及国外社区研究 

1、（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商务印书

馆，1999年版。★ 

2、（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全 2册），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3、（美）R.E.帕克等：《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宋俊岭等译，华夏出

版社，1987年版。★ 

4、（美）理查德.C.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 21世纪的美国社区》，孙柏瑛等译，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美）罗伯特.S.林德、海伦·梅里尔·林德：《米德尔顿：当代美国文化研究》，盛学文等

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6、（美）威廉·富特·怀特：《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黄育馥译，

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7、（美）肯尼斯.B.霍尔.JR、杰拉尔德.A.波特菲尔德：《社区设计——关于郊区和小型社区

的新城市主义》，许熙巍、徐波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8、（美）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刘波等译，北京大学出版

社，2011年版。★ 

9、（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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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版。 

10、侯钧生、陈钟林编著：《发达国家与地区社区发展经验》，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 

11、李水山：《韩国新农村运动及启示》，广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12、美国德鲁克基金会主编：《未来的社区》，魏清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版。 

13、谢芳：《美国社区》，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二、民国及其以前我国乡村社区研究 

1、（美）葛学溥：《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周大鸣译，知识产

权出版社，2012年版。 

2、（美）李怀印：《华北村治：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国家与乡村》，岁有生、王士皓译，中华书局，

2008年版。★ 

3、（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午晴、唐军译，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 

4、（日）中岛乐章：《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以徽州文书为中心》，郭万平、高飞译，江苏人民

出版社，2010年版。 

5、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6、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7、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 5卷，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 

8、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庄孔韶、林宗成译，三联书店，1989年

版。 

9、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 

10、谭景玉：《宋代乡村组织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1、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张雄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2、祝彦：《“救活农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回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3、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 第五卷（1919.1－1921.11）》，中华书局，

2011年版。★ 

14、梁漱溟：《乡村建设论文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出版，1934年版。★ 

15、曾邵东：《南京国民政府地方自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16、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7、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8、韩玲梅：《阎锡山实用政治理念与村治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9、陈序经：《乡村建设运动》，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版。 

20、李德芳：《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1、杨天竞：《乡村自治》，大东书局，1931年版。 

2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3、冷隽：《地方自治述要》，正中书局，1935年版。 

三、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综合研究 

1、白友涛：《城市社会建设新杠杆——社区民间组织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陈伟东：《社区自治——自组织网络与制度设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窦泽秀：《社区行政——社区发展的公共行政学视点》，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4、李凡主编：《中国城市社区直接选举改革》，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潘小娟：《城市基层权力重组——社区建设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6、潘小娟：《中国基层社会重构——社区治理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7、唐娟：《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发展研究》，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 

8、田玉荣：《非政府组织与社区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9、王剑敏：《城市社区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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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敬尧：《参与式治理——中国社区建设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1、王振海等：《社区政治论——人们身边悄悄进行的社会变革》，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 年

版。★ 

12、徐永祥：《社区发展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3、徐勇等：《中国城市社区自治》，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 

14、张俊芳：《中国城市社区的组织与管理》，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5、张玉枝：《转型中的社区发展——政府与社会分析视角》，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年版。★ 

16、王健：《社区服务社会化体系建设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版。 

17、曾鹏：《社区网络与集体行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18、梁莹：《基层政治信任与社区自治组织的成长——遥远的草根民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版。★ 

19、邬春生：《社区治理：基层组织运行机制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0、黎熙元等：《社区建设——理念、实践与模式比较》，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21、刘伯奎：《突发事件社区化解》，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1年版。 

22、邬春生：《社区治理：基层组织运行机制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3、卢爱国：《使社区和谐起来：社区公共事务分类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四、当代中国社区治理：城市社区研究 

1、侯伊莎主编：《透视“盐田模式”——社区从管理到治理体制》，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2、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三联书店，2005年版。 

3、李光等：《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新探索——百步亭花园社区研究》，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 

4、吴志华等：《大都市社区治理研究——以上海为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谢健等：《城市社区建设研究——温州模式的一个新视角》，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叶南客：《都市社会的微观再造——中外城市社区比较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卜长莉等：《社区冲突与社区建设——东北城市社区矛盾问题案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9年版。★ 

8、李雪萍：《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9、侯岩主编：《中国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研究报告》，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10、徐雪梅：《老工业基地改造中的社区建设研究——以辽宁为个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版。★ 

11、俞德鹏：《城市社区建设中的法律问题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2、董小燕：《公共领域与城市社区自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13、何金晖：《中国城市社区权力结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4、杨贵华等：《自组织：社区能力建设的新视域——城市社区自组织能力研究》，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10年版。★ 

15、陈喜强：《中国城市基层社区组织身份治理模式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 

16、马西恒、刘中起主编：《都市社区治理：以上海建设国际化城市为背景》，学林出版社，2011

年版。★ 

17、朱健刚：《国与家之间：上海邻里的市民团体与社区运动的民族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版。 

18、何金晖：《中国城市社区权力结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9、丁茂战：《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20、侯岩主编：《中国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研究报告》，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 

21、王巍：《社区治理结构变迁中的国家与社会——以盐田区为研究个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9年版。★ 



3854 

22、轩明飞：《村（居）改制——城市化背景下的制度变迁——以济南市前屯改制为个案》，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23、刘君德等：《中国大城市基层行政社区组织重构：以上海市为例的实证研究》，东南大学出

版社，2013年版。 

24、 孙斌：《城市安全社区建设与管理实务》，气象出版社，2013年版。★ 

25、黄立敏：《社会资本视阈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武汉大学

出版社，2013年版。 

26、何海兵：《城市社区治理：变革与创新》，学林出版社，2012年版。★ 

27、姚玉舟编著：《铜陵城市社区综合体制改革探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年版。★ 

五、当代中国社区治理：农村社区研究 

1、陈吉元、胡必亮主编：《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2、刘豪兴：《中国乡村考察报告——乡镇社区的当代变迁——苏南七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3、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学林出版社，

2000年版。 

4、杨达：《赣南 90 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的村级社区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版。 

5、郑传贵：《社会资本与农村社区发展——以赣东项村为例/》，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 

6、潘嘉玮、周贤日：《村民自治与行政权的冲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罗中枢、王  卓：《公民社会与农村社区治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8、于建嵘：《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9、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中国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 

10、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刘子富：《新群体事件观：贵州瓮安“6·28”事件的启示》，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 

12、宋维强：《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3、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素兰、纳日碧力戈译，三联书店，

2002年版。★ 

14、寇延丁、袁天鹏：《可操作的民主：罗伯特议事规则下乡全纪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15、梁鸿：《中国在梁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6、卢福营、应小丽：《村民自治发展中的地方创新：基于浙江经验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12年版。★ 

17、孙琼欢：《派系政治：村庄治理的隐秘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18、谭同学：《桥村有道：转型夏村的道德权力与社会结构》，三联书店，2010年版。 

19、萧楼：《夏村社会：中国“江南”农村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结构（1976－2006）》，北京：三

联书店，2010年版。 

20、应星：《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 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知识产

权出版社，2009年版。 

21、赵树凯：《农民的政治（增订版）》，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22、喻新安、刘道兴主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探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3、张明：《建设和谐社区和谐村镇研究：以苏南城乡社区为研究基地》，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  

执笔：张永理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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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国际比较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课程号：4050400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另外也是面向政治学及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开设

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加深理解社会保障学的基础知识；2、把握国际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

模式和类型；3、挖掘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对中国可借鉴的经验。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相关讨论，使学生掌握社会保障国际比较的基础知识、加深

对社会保障学原理的进一步理解、把握世界社会保障发展的前沿动态，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与完善提供必要的经验借鉴，同时也为《中国社会保障前沿问题研究》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专业

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世界社会保障的主要模式及其管理经验 

参考学时：11学时 

学习内容： 

1．目前世界社会保障面临的困境与问题。 

2．世界社会保障的主要模式。 

3. 世界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主要做法及经验。 

4. 世界社会保障的发展目标及具体管理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世界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模式类型及其特点。 

2．掌握世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主要经验和教训。 

作业： 

1. 试结合具体案例分析目前世界社会保障面临的困境与问题。 

2. 试分析世界社会保障主要模式的长处和短处及对我国的借鉴与思考。 

3. 试就世界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经验谈谈我国如何借鉴。 

4. 试就社会保障的公平与效率问题谈谈你的看法。 

知识单元 2：福利国家模式的特点与制度走向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英国福利国家建成的特点与面临的困境。 

2．瑞典福利国家橱窗的特点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福利国家模式类型的特点及其制度困境。 

2．把握目前福利国家改革的动向。 

作业： 

1. 如何看待福利国家模式及其所面临的困境？ 

2. 如何评价福利国家的改革？ 

知识单元 3：投保资助型模式的特点及制度走向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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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 

2．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及发展过程。 

3.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制度体系。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保险型模式的特点及其面临的挑战。 

2．把握该类型目前的改革走向。 

作业： 

1. 试分析投保资助型模式的利弊及其改革措施。 

2. 试就美国的奥巴马医改谈谈你的看法。 

3. 试将德国和日本的护理保险制度进行比较并予以深刻分析。 

知识单元 4：自我积累型模式的特点及其制度走向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及其特点。 

2．智利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过程及特点。 

3. 新加坡、智利社会保障的经验对中国的借鉴。 

学习目标： 

1．了解新加坡、智利自我积累型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2．把握该类型的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作业： 

1. 如何评价社会保障的自我积累型模式？ 

2. 新加坡、智利的经验对中国有哪些借鉴意义？ 

3. 中国如何借鉴世界社会保障的经验来进一步发展自己？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导论：世界社会保障向何处去 2  

2 第二章 社会保障模式的国际比较 3  

3 第三章 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的国际比较 3  

4 第四章 社会保障发展目标与具体项目的国际比较 3  

5 第五章 英国社会保障制度 3  

6 第六章 瑞典社会保障制度 3  

7 第七章 德国社会保障制度 3  

8 第八章 美国社会保障制度 3  

9 第九章 日本社会保障制度 3  

10 第十章 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 3  

11 第十一章 智利社会保障制度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保障学》  

后续课程：《中国社会保障前沿问题研究》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世界社会保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世界社会保障三种主要模式的特点及其改革对策、中

国对世界社会保障经验的借鉴。 

难点：不同社会保障模式与类型比较的方法与尺度、社会保障制度优劣的判别标准、社会保障

的公平与效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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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2.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3. 基本原理与案例分析相结合。 

4. 课堂引导与课下读书相结合。 

5. 国外经验与国内国情相结合。 

教学手段： 

1. 利用电子网络布置、检查作业与相关辅导和热点问题讨论等。 

2. 利用定期召开读书会形式加深对讲授课程的理解。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堂小组讨论占 10%；期末考试

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吕学静编著《社会保障国际比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3年 8月 第 2版 

2. 穆怀中编著《社会保障国际比较》,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 8月 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丁建定编著《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8月 第 1版 

2. 郑春荣编著《英国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1月 第 1版 

3. 粟芳等编著《瑞典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1月 第 1版 

4. 姚玲珍编著《德国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1月 第 1版 

5. 李超民编著《美国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2月 第 1版 

6. 宋健敏编著《日本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10月 第 1版 

7. 李健兰莹编著《新加坡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7月 第 1版 

8. 李曜等编著《智利社会保障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1月 第 1版 

执笔：张天民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四书》专题研讨 
《Sishu》 Symposium         

课程号：405040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初步了解古典儒家思想，掌握《四书》思想体系。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概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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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儒家概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儒家思想发展史。 

知识单元 2：朱熹对《四书》的解读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四书》章句集解。 

学习目标： 

掌握朱熹对《四书》的解读。 

知识单元 3：王阳明对《四书》的解读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传习录》 

学习目标： 

掌握《传习录》的基本思想。 

知识单元 4：朱熹、王阳明对《四书》解读的异同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四书》 

学习目标： 

掌握朱熹、王阳明对《四书》解读的异同。 

知识单元 5：答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四书》思想。 

学习目标： 

答疑补缺。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概论 3  

2-4 朱熹对《四书》的解读 9  

5-7 王阳明对《四书》的解读 9  

8-10 朱熹、王阳明对《四书》解读的异同 9  

11 答疑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儒家思想。 

难点：性即理、心即理思想。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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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媒体。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核。 

7、作业要求： 

准备下一节课的材料阅读。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王阳明著《传习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12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朱熹著《<四书>章句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12月 第 1版. 

 

外事礼仪 
FOREIGN AFFAIRS ETIQUETTE  

课程号：4050400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帮助学生理解基本的外交外事礼仪规范；2、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外

交外事素养；3、指导学生开展独立的外交外事礼宾活动。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外事礼仪基础知识，了解外交外

事工作的基本规范、办事程序和文书写作，为学生毕业后从事相关工作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0学时 

知识单元 1：国宾礼仪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国宾礼仪基本程序。 

2．外事文书写作与处理。 

……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宾礼仪基本环节与规范。 

2．掌握外事文书写作要点。 

…… 

作业：独立完成一篇外事文书写作 

知识单元 2：个人礼仪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形象礼仪、言行礼仪、迎送礼仪、餐饮礼仪。 

2．礼仪原则、礼宾次序。 

…… 

学习目标： 

1．了解个人礼仪全面内容。 

2．掌握礼仪规范要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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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3：国别礼仪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欧洲礼仪、亚太礼仪、西亚非洲。 

2．国际规范与民族特色的结合。 

…… 

学习目标： 

1．了解地区礼仪的特点。 

2．掌握外事交往规范。 

…… 

作业： 

完成一篇关于地区外事活动的策划案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12学时 

实验 1：个人礼仪定题演示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学生分组完成个人礼仪的规定项目 

实验要求：熟悉礼仪内容；研究处理难题的办法；掌握个人礼仪规范。 

实验 2：地区礼仪选题策划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学生独立完成针对某地区外交外事活动的策划 

实验要求：熟悉地区礼仪规范；研究具体外交外事活动程序；掌握外事活动流程。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简介与要求 2  

2 国宾礼仪基本程序 2  

3 外事文书写作 2  

4 形象礼仪 3  

5 言谈礼仪 3  

6 餐饮礼仪 3  

7 出行礼仪 3  

8 个人礼仪定题演示总结 3  

9 欧洲礼仪 3  

10 亚太礼仪 3  

11 西亚非洲礼仪 3  

12 地区礼仪选题策划分析 2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系统了解个人礼仪规范与地区礼仪特点。 

难点：形成独立的外交外事活动能力。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解。 

2.集中演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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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手段： 

1.教学课件、视频。 

2.具体案例分析。 

……………… 

3、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课堂模拟外交外事活动。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认知听讲、积极参加实践练习。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因课程的实践教学性质，无固定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因课程性质，无具体数目推荐，要求多渠道观察、了解和积累外交外事礼仪经验与知识。 

执笔：李晓燕  审稿：刘星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0日 

 

网络社会的政府与行政专题研讨 
Special Topic of   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Cyberspace 

课程号：4050401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网络社会政府与行政运行及操作的基本原理；2、明确网络社会

条件下民主管理和政府治理的原则与方法；3、把握网络社会的政府与行政改革的未来发展趋势。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专题讨论方式，使学生掌握网络社会政府与行政运作的基础

知识，懂得网络社会条件下民主管理和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明确网络社会政府与行政发展

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并探寻相应解决的对策，为《外国行政制度》、《外国政府与政治》等后续课程

的教学奠定必要的专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网络政府的出现及其政府权力结构的演变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导论：网络社会的到来给政府管理与服务带来新挑战。 

2．互联网革命与网络政府。 

3. 网络社会与政府权力结构的演变。 

学习目标： 

1．了解网络政府出现的历史背景。 

2．掌握网络社会下政府权力结构演变的特点。 

作业： 

1. 网络社会的到来给政府管理与服务带来哪些新挑战？ 

2. 网络政府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3. 网络社会下的政府权力结构与传统社会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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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2：网络社会的政府决策、监督与政府治理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网络社会的政府决策与公民参与。 

2．网络社会的网络问政与网络反腐。 

3. 网络社会的政府治理与网络法制。 

学习目标： 

1．了解网络社会中政府决策、监督与公民参与的内在关联。 

2．掌握网络社会下政府治理的基本原理。 

作业： 

1. 网络社会中政府决策与公民参与有什么样的特点？ 

2. 试解读网络问政与网络反腐的功能与作用。 

3. 在网络社会发展中政府怎样才能进行有效的治理？ 

知识单元 3：网络社会的民主管理与公共服务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网络社会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2．网络社会的信息公开与隐私权保护。 

3. 网络社会的媒介重构与“数字民主”。 

学习目标： 

1．了解网络社会民主管理的重要性及必要性。 

2．掌握网络社会公共服务及权益保护的新形式。 

作业： 

1. 在网络社会中如何深入开展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2. 在“大数据时代”如何切实保护个人的隐私权？ 

3. 在网络社会条件下如何实现“数字民主”？ 

知识单元 4：网络社会的政府与行政改革与未来发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网络社会的电子政府再造。 

2．网络社会的电子政务建设。 

3. 网络社会的政府与行政改革及发展趋势。 

学习目标： 

1．了解电子政府与电子政务建设的基本原理。 

2．掌握网络社会的政府与行政改革的未来发展趋势。 

作业： 

1. 为什么要进行电子政府再造？ 

2. 如何大力开展电子政务建设？ 

3. 试结合具体事例分析网络社会政府与行政改革的未来发展趋势。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导论：网络社会的到来给政府管理与服务带来新挑战 2  

2 第二章 互联网革命与网络政府 3  

3 第三章 网络社会与政府权力结构的演变 3  

4 第四章 网络社会的政府决策与公民参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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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章 网络社会的网络问政与网络反腐 3  

6 第六章 网络社会的政府治理与网络法制 3  

7 第七章 网络社会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3  

8 第八章 网络社会的信息公开与隐私权保护 3  

9 第九章 网络社会的媒介重构与“数字民主” 3  

10 第十章 网络社会的电子政府与电子政务 3  

11 第十一章 网络社会的政府与行政改革及发展趋势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行政学原理》 

后续课程：《外国行政制度》、《外国政府与政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网络政府的权力结构演变、网络政府监督与网络政府治理、网络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电子政府与电子政务。 

难点：网络民主的有效开展与实施、信息公开与隐私权保护、网络法制的建设。 

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2.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3. 基本原理与案例分析相结合。 

4. 课堂引导与课下读书相结合。 

5. 国外经验与国内国情相结合。 

教学手段： 

1. 利用电子网络布置、检查作业与相关辅导和热点问题讨论等。 

2. 利用定期召开读书会形式加深对讲授课程的理解。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5％，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堂小组讨论占 15%；期末考试

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袁峰等著《网络社会的政府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8月 第 1版 

2. 刘文富著《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商务印书馆，2002年 12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等著《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浙江人

民出版社，2013年 1月 第 1版 

2. 蔡文之著《网络：21世纪的权力与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月第 1版 

3. 张淑华著《网络民意与公共决策：权利和权力的对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3月 第

1版 

4. 敬又嘉主编《网络时代的公共管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9月 第 1版 

5. 邓兆安等著《中国式网络问政》，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 10月 第 1版 

6. 袁峰著《网络反腐的政治学：模式与应用》，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 6月 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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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丹尼尔·沙勒夫著《隐私不保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12月 第 1版 

8. 向淑君著《敞开与遮蔽——新媒介时代的隐私问题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 6月 第

1版 

9. 杜骏飞等著《政府网络危机》，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 3月 第 1版 

10. 何精华著《网络空间的政府治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6月 第 1版 

11. 马骏等著《中国的互联网治理》，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 8月 第 1版 

12. 钟瑛等著《中国互联网管理与体制创新》，广东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 12月 第 1版 

13. 钟忠编著《中国互联网治理问题研究》，金城出版社，2010年 1月 第 1版 

执笔：张天民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领导学 
Science of Leadership 

课程号：407030162/5070202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等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也是全校通识选修课之一。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1、领导学是以人以及人的共同行动为研究对象，探讨的是人作为行动主体，通过特定的人际

关系——领导关系——实现个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协作与共赢，实现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

价值的统一。 

2、本课程主要围绕领导的本质和宗旨，领导活动要素，领导体制，领导职能和领导方略，领

导决策、用人、权威，组织文化与领导效能等专题展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导论  领导学的历史、现状与变革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分工与领导活动产生的历史逻辑。 

2、领导学发展的历史阶段。 

3、当下社会领导变革的趋势。 

学习目标： 

1、了解分工理论的基本内容。 

2、了解领导活动存在的基础和社会实践价值。 

3、了解领导学的产生背景、研究对象。 

4、了解领导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趋势。 

作业： 

1、关于分工问题的重要经典作家及主要观点。 

2、关于领导活动与管理活动的关系。 

3、关于领导学与管理学、政治学的关系。 

知识单元 2：领导范畴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领导的含义。 

2、领导活动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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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领导活动的职能。 

4、领导力与执行力的含义和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领导活动的本质。 

2、理解领导活动的实践价值。 

作业： 

1、关于领导活动实践价值的说明。 

2、关于领导力与执行力的范畴分析。 

知识单元 3：领导主体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领导主体范畴和结构关系。 

2、领导角色与人际关系基本规范。 

3、领导活动价值预设的历史共识。 

4、颠覆领导价值预设的诸种危机。 

5、集体意识、核心价值观与团队领导。 

学习目标： 

1、了解领导主体结构关系及其现实表征。 

2、理解领导活动中人的角色与人格尊严的关系。 

3、理解“公共善”作为领导价值预设的必然性 

4、了解“寡头统治铁律”、“乌合之众”、“民主悖论”、“潜规则”等现象对领导价值的颠覆性。 

5、理解领导活动中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关系问题。 

作业： 

1、关于“公共善”作为领导活动普世价值预设的思考。 

2、关于孔子“君臣关系”的合理解读问题。 

3、关于“善治”与“恶治”的辨析。 

4、关于“寡头统治铁律”的价值论分析。 

知识单元 4：领导体制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体制的含义与领导体制的结构。 

2、领导体制的两种典范或传统 

3、领导体制的历史类型。 

4、领导活动中的法治与德治 

学习目标： 

1、了解领导体制的结构关系。 

2、了解领导体制两种典范的主要观点。 

3、了解领导体制两种基本类型的主要特征。 

4、理解领导活动中法治和德治的含义和意义。 

作业： 

1、关于曼德维尔“私恶即公利”核心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2、亚当·斯密对“自然秩序”典范的理论贡献。 

3、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的主要观点解读。 

4、关于领导民主体制与专制体制正误之辩。 

5、关于“法治”与“德治”的要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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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5：领导决策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决策范畴释义。 

2、领导决策的要义、过程和原则。 

3、领导决策中的理性与非理性问题。 

4、有效领导决策的策略与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决策的含义、类型、过程、原则和方法。 

2、了解领导决策与管理决策的关系。 

3、了解领导决策的普遍、重大的实践价值。 

4、了解领导决策的常见危机与困境。 

作业： 

1、林德布洛姆决策过程理论的认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德鲁克决策理论的要点。 

3、西蒙决策理论的主要内容。 

知识单元 6：领导权威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权威的本质与权威范式的演进。 

2、权威的实践表征：公信力、极权主义和科学技术。 

3、权威的中国式演绎。 

学习目标： 

1、了解领导权威的来源、本质、类型以及不同的范式。 

2、了解权威在领导实践中的不同实践表征。 

3、了解中国文化中的权威意识与实践征候。 

作业： 

1、关于对恩格斯《论权威》一文的合理解读问题。 

2、关于科学技术与权威之关系。 

3、关于权威、民主与公信力之关系。 

4、巴纳德的权威理论及其实践价值。 

知识单元 7：领导人才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人才的价值。 

2、人才的类型与素质。 

3、用人标准和原则。 

4、动机与激励的理论与方法。 

5、人本主义传统对领导人才思想与实践的贡献。 

学习目标： 

1、了解人才的类型与人才的价值。 

2、了解用人标准和原则。 

3、了解动机与激励的主要理论与方法。 

4、理解人本主义思想在领导用人活动中的实现方式。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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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合理解读问题。 

2、德鲁克关于人才价值的有关思想主张。 

3、关于审美教育对人才素质和实践价值的影响分析。 

4、关于识人、用人问题上常见的心理误区的说明。 

5、马斯洛需要理论以及人本主义思想对领导活动的价值分析。 

知识单元 8：领导效能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组织文化与领导力。 

2、社会结构、民族禀性与领导力。 

3、科学技术与领导力。 

4、分工协作、领导力增长与成员自我价值实现。 

学习目标： 

1、了解组织文化、社会传统对领导力的影响。 

2、了解社会教育对领导力的影响。 

3、了解领导力增长中成员自我价值实现问题。 

作业： 

1、从费孝通《乡土中国》所描述的文化传统看对领导力的影响。 

2、柯林斯通过《基业长青》一书对组织领导力增长原因的考察和研究报告。 

3、关于领导力增长中成员协作与共享问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2 导论 2  

3 导论 2  

4 领导主体论 2  

5 领导主体论 2  

6 领导体制论 2  

7 领导体制论 2  

8 领导决策论 2  

9 领导决策论 2  

10 领导权威论 2  

11 领导权威论 2  

12 领导人才论 2  

13 领导人才论 2  

14 领导效能论 2  

15 领导效能论 2  

16 研讨与课程总结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政治学原理等。 

后续课程：政策科学、人力资源管理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与难点问题主要有：领导职能、领导价值、民主与法治、权威、人才、领导力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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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任课教师讲授。2、课堂研讨。 

教学手段： 

1、PPT。2、教学参考资料。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根据所列参考书选择自主学习的内容，课时根据教学进度做出适当调整和安排。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1、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2、考核要求：期末总评成绩中，平时考核占 30％，考核内容包括：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

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核占 70％，考核形式以结课论文写作为主。 

6、作业要求： 

每章留有相应的作业选题，其中提交 2至 3三次书面作业作为平时成绩考核的依据。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刘建军编著，《领导学原理》（第四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2、冯秋婷著，《领导学概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1年版。 

3、[美]安德鲁·J·杜柏林著《领导力—研究·实践·技巧》，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6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963年版。 

2、[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下），商务印书馆 1963年版。 

3、[意大利]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商务印书馆 1985年版。 

4、[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5、[荷]伯纳德•曼德维尔著《蜜蜂的寓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 

6、[英]亚当•斯密著《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商务印书馆 1972年版。 

7、[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商务印书馆 1988年版；《旧制度与大革命》，

商务印书馆 1992年版。 

8、[法]涂尔干著《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 2000年版。 

9、[美]彼得•M•布劳著《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商务印书馆 2008年版。 

10、[德]罗伯特•米歇尔斯著《寡头统治铁律》，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11、[法]勒庞著《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年版。 

12、[英]威廉•葛德文著《政治正义论》，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13、[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 

14、恩格斯著《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5、[美]汉娜•阿伦特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 2008年版。 

16、[美]赫伯特•A•西蒙著《管理行为》（第 4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年版。 

17、[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版。 

18、[美]达尔著《民主理论的前言》，三联书店 1999年版。 

19、[美]阿瑟•奥肯著《公平与效率》，华夏出版社 1999年版。 

20、[德]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21、[美]C•I•巴纳德著《经理人员的职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 

22、[美]C·E·林德布洛姆著《决策过程》，华夏出版社 1987年版；《市场体制的秘密》，江苏

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23、[英]查尔斯·汉普登-特纳等著《国家竞争力》，海南出版社 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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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美]劳伦斯·彼德著《彼德原理》，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6年版。 

25、[美]马斯洛著《动机与人格》（第三版），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26、[美]海伦•帕尔默著《九型人格》，华夏出版社 2006年版。 

27、[德]席勒著《审美教育书简》，译林出版社 2009年版。 

28、汉宝德著《汉宝德谈美》，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年版。 

29、[美]柯林斯等著《基业长青》，中信出版社 2009年版。 

30、梁漱溟著《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31、费孝通著《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32、吴思著《潜规则》，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3年版。 

33、林语堂著《吾国与吾民》，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年版。 

34、[澳大利亚]雪珥著《国运 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35、刘峰著《领导大趋势》，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3年版。 

36、中国古代经典著作：《老子》《大学》《中庸》《管子》《荀子》《韩非子》《孙子兵法》《吕氏

春秋》《史记》《人物志》等。 

执笔与审稿：辛锋  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20日 

 

福利国家与社会保障 
Research on Welfare State and Social Welfare 

课程号：5050100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介绍福利国家发展史；2、理清经济要因说、政治要因说和福利体制论

(welfare regime)等相关理论；3、分析福利资本主义的多样性现状；4、探索福利国家的发展趋势。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全面系统地描述和介绍福利国家的发展历程，使学生掌握福利国家的制

度构成、福利三角理论、福利国家形成论等知识，帮助学生把握不同国家福利体制的异同之处，加

深对福利国家基本概念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开阔学生的研究视野，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印象篇—福利国家的意味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Welfare State的定义与本源 

2．福利国家的制度构成 

3、福利国家的本质  

学习目标： 

1．了解福利国家概念。 

2．掌握福利国家的构成要件。 

3、关于市场、国家以及福利，形成基本的理解。 

作业： 

查阅资料，整理归纳“福利国家”概念相关内容。 

知识单元 2：历史篇—福利国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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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济贫法的萌芽和发展 

2．改良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时代 

3．贝弗里奇报告与福利国家的体制确立 

学习目标： 

1．了解福利国家的发展历史。 

2．掌握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流派。 

作业： 

了解费边社会主义、贝弗里奇报告等相关内容，阅读《英国史》。 

知识单元 3：理论篇—福利国家的理论分析 

参考学时：11学时 

学习内容： 

1．经济要因说 

2．政治要因说 

3. 福利体制论 

学习目标： 

1．了解福利国家形成过程中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 

2．理解福利国家的发展逻辑。 

3. 理解 welfare regime理论视角。 

作业： 

绘制并扩充福利国家形成的逻辑框架图。 

知识单元 4：现实篇—福利资本主义的多样性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福利国家的类型论 

2．福利多元主义和福利三角 

3．福利资本主义的制度构造 

学习目标： 

1．了解福利国家的基本类型 

2．掌握福利体系中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构造和主流意识形态等结构性要素。 

作业： 

阅读埃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撰写读书报告。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印象：Welfare State的本源 2  

2 印象：福利国家制度构成 2  

3 历史：济贫法的发展—从旧济贫法到新济贫法  3  

4 历史：改良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改良时代的救济制度 3  

5 历史：贝弗里奇报告与福利国家体制的确立 3  

6 理论：福利国家形成的经济要因 3  

7 理论：福利国家形成的民主逻辑 3  

8 理论：福利国家形成的政治要因 3  

9 现实：福利多元主义和福利三角 3  

10 现实：福利资本主义的制度构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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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现实：美国与瑞典 2  

12 总结与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西方文明通论 

后续课程：社会保障学 社会保障国际比较研究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济贫法的发展、福利国家的类型、福利多元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的制度构造。 

难点：福利国家形成要因、改良社会主义思想流派。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7. 课件讲授 

8. 课堂讨论 

9. 读书指导 

教学手段： 

多媒体课件教学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每学习单元结束后，自主讨论 2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读书报告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周结束均布置查阅整理资料、撰写读书报告等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无 

2. 学习内容参见课件 

（二）推荐参考书 

1、埃斯平-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法律出版社，2003年 

2、埃斯平-安德森：《转型中的福利国家：全球经济中的国家调整》，商务印书馆，2010年 

3、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北大、三联书店，2000年 

4、.贝弗里奇：《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障和相关服务》，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 

5、庇古：《福利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6年 

6、克劳斯•奥非：《福利国家的矛盾》，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 

7、R·米什拉：《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法律出版社，2003年 

执笔：孙晓冬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前沿 
Frontier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s 

课程号：50502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教育主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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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讲授二战以来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政治思想和思潮； 

2、解析和评述前沿的西方政治思想和西方政治问题之间的关联 

3、使学生学习最新的西方政治思想、了解多元化政治理论之间的争论、开阔政治理论视野、

培养现代的、规范的、理性的、建设性的政治认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前言和当代民主理论之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课程介绍等信息。 

2．当代民主理论争论的核心问题。 

3．五种不同的民主理论及其相互之间的争议问题和讨论思路。 

4．协商民主与代议民主之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主要观点和核心问题。 

2．重点学习精英民主和参与民主。 

作业： 

1． 根据教师命题写作，或安排协商民主的课堂模拟。 

知识单元 2：追求公平的自由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自由主义内部的两种趋势。 

2．罗尔斯正义论的规则和论证。 

3．罗尔斯正义论的社会影响。 

4．诺奇克对罗尔斯的批判。 

学习目标： 

1．了解正义规则的论证过程。 

2．了解诺奇克与罗尔斯的争论。 

作业： 

1．思考你的正义观念是什么？ 

知识单元 3：追求自由至上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哈耶克的自由观念 

2．知识论的路径的论证 

3．从社会政治理论到法律理论 

4．哈耶克理论的批判 

学习目标： 

1．哈耶克自由观念的内容 

2．哈耶克关于秩序的观点推导出什么结论？ 

作业： 

1．比较哈耶克的自由观念和罗尔斯的自由观念。 

2．自发秩序意味着无所作为吗？ 

知识单元 4：政治文化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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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政治文化复兴的基本主张。 

2．代表人物：阿尔蒙德与维巴 

3．代表人物：英格尔哈特 

4．代表人物：英格尔斯 

5．代表人物：普特南 

6．政治文化复兴的理论启示。 

学习目标： 

1．政治文化复兴的意义。 

2．几位代表人物的研究方法之间的比较。 

作业： 

1．用案例来分析政治文化和民主之间的关系。 

知识单元 5：新共和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共和与共和主义的基本概念。 

2．古典共和主义的人物、主张与特色。 

3．当代共和主义的复兴。 

4．当代共和主义的价值转向。 

学习目标： 

1．共和和共和主义的基本概念。 

2．重点学习当代共和主义的复兴。 

作业： 

1． 思考当代共和主义有哪些贡献？ 

2． 从中国的政治文本中寻找共和话语的使用，并理解其内涵。 

知识单元 6：社群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群主义的兴起。 

2．社群主义的批判。 

3．社群主义的基本主张。 

4．自由主义对社群主义的回应。 

学习目标： 

1．了解社群主义的基本观念。 

2．辨析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矛盾冲突与共同点。 

作业： 

1．阅读俞可平写作的《社群主义》。 

知识单元 7：绿色和平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绿色和平主义的经济基础。 

2．绿色和平主义的经济和社会主张。 

3．绿色和平主义的政治观点。 

4．现实政治中的绿色和平主义。 

学习目标： 

了解绿色和平主义的政治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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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绿色和平主义与全球气候变化的议题有什么关系？ 

2． 你认为绿色和平主义的政治诉求在政治发展中处于什么地位？ 

知识单元 8：政治发展与政治民主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政治发展的概念和政治发展的问题域。 

2．政治发展与政治民主化。 

3．政治发展与公民权。 

4．从统治到治理。 

学习目标： 

1．掌握政治发展的概念，了解发展政治学的知识领域。 

2．政治民主化的基本理论和复杂经验。 

3．政治发展中的政府治理趋势。 

作业： 

1． 中国的政治发展目标的制定者、争论者、内容分别是什么？ 

2． 政治民主化需要什么条件？ 

3． 什么叫治理，举中国的实例加以说明。 

知识单元 9：女性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女性主义的概念。 

2． 二战前的女性争取普选权的运动。 

3． 二战后的女性平等运动。 

4． 女性主义流派：自由女性主义、社会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和心理女性主义。 

学习目标： 

1．了解女性主义的基本诉求。 

2．熟悉四种女性主义流派的基本观点。 

作业： 

1． 女性主义议题在中国表现为哪些问题，请根据经验加以概括。 

2． 你认为“女性是天生的吗？”请阐述理由。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前言和当代民主理论 3  

2 追求公平的自由主义 3  

3 追求自由至上主义 3  

4 政治文化的复兴 3  

5 新共和主义 3  

6 社群主义 3  

7 绿色和平主义 3  

8 政治发展与政治民主化 3  

9 女性主义 3  

10 讲座 3  

11 考试 3  

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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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不限 

后续课程：不限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民主与民主化、自由主义的适用性、政治文化的研究视角。 

难点：民主与民主化。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辩论的展示方法。 

2．历史社会学方法。 

3．专题教学方法。 

4．强调思想与现实问题和现实经验的联系。 

教学手段： 

1．论文竞赛。 

2．网页展示。 

3．讨论与模拟。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5小时，准备期中作业和期末考试。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200人以内课容，期中 30分，期末 70分；200人以上课容，期末 100分。 

7、作业要求： 

见上面知识单元。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除了每个专题都有专门的主要参考书目外，本课程教材正在撰写过程中。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无。 

（二）推荐参考书 

1．卡罗尔·佩特曼：《参与和民主理论》，陈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2．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3．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4.【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徐

湘林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 

5．菲利普·佩迪特：《共和主义》，刘训练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俞可平：《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7．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 

8．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9．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执笔：聂露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6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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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政治思想史 
A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课程号：505030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明晰西方政治思想史脉络；2、把握核心政治思想理念；3、了解主

要思想人物；4、能够准确评价思想史上的重要观点与事件。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充分了解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主要脉络、

核心理念、发展趋势，能够基本掌握主要政治思想家的观点与主张，且能够对其历史地位做出恰当

评价，为西方政治制度、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前沿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知识与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6学时 

知识单元 1：城邦国家的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界定与影响 
 2.西方政治思想的发端：城邦政治 
 3.柏拉图政治思想 
 4.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  

学习目标： 

 1．了解作为理性传统开端的西方古代政治思想。 
 2．掌握柏拉图《理想国》、《法律篇》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主要内容。 

作业： 

《理想国》、《政治学》读书札记 

知识单元 2：世界社会的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斯多葛学派的政治思想。 
 2．西塞罗与塞涅卡的罗马法传统。 
 3. 中世纪的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 
学习目标： 

 1．了解世界社会政治与城邦政治的差异。 
 2．掌握自然法思想、罗马法传统和神权政治理念。 

作业： 

中世纪政教关系主题研究 

知识单元 3：民族国家的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14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政治思想的现代开端 
 2. 十七世纪唯理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思想之争 
 3. 十八世纪启蒙政治思想 
 4. 西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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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了解西方政治思想的现代脉络。 
 2．掌握现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多元化发展取向。 
作业： 

评价启蒙运动时代的思想争论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3个，共 6学时 

实验 1：小组展示公民身份专题研究成果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公民身份概念的古与今 

实验要求：熟悉公民身份基本概念；研究古代城邦与现代国家公民身份的差异；掌握思想史中

的比较研究方法。 

实验 2：小组展示政教合一专题研究成果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政教合一中的教权与王权之争 

实验要求：熟悉政教合一的中世纪政治境况；研究教权与王权之间的关系；掌握个案研究与文

献研究的方法。 

实验 3：小组展示意识形态思潮研究成果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意识形态之争与意识形态的终结 

实验要求：熟悉意识形态的特点和具体类型；研究意识形态的；掌握批判与解释的研究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西方政治思想：界定与影响 2  

2 西方政治思想的发端：城邦政治 2  

3 古希腊政治思想之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2  

4 小组报告 2  

5 古罗马政治思想之自然法：斯多葛学派 2  

6 古罗马政治思想之罗马法：西塞罗与塞涅卡 2  

7 中世纪政治思想：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 2  

8 小组报告 2  

9 
西方政治思想的现代开端： 

马基雅维利，路德和加尔文，让-博丹 
2  

10 17世纪欧洲大陆唯理主义政治思想：格劳修斯与斯宾诺莎 2  

11 17世纪英国经验主义政治思想：霍布斯与洛克 2  

12 18世纪法国启蒙政治思想：孟德斯鸠、伏尔泰与卢梭 2  

13 18世纪德国启蒙政治思想：康德与黑格尔 2  

14 18世纪美国启蒙政治思想：联邦党人与杰斐逊派 2  

15 现代政治意识形态 2  

16 小组报告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西方政治史 

后续课程：西方政治制度、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前沿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理解西方政治思想史核心概念的起源、发展与变化。 

难点：恰当把握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各种重大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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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启发式教学法。 

2.理论与实际结合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以小组展示、辩论等形式对特定问题进行研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课根据课程内容与自己时间灵活安排，主要用于小组报告与课程论文的研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小组报告占 30%；期末课程

论文占 6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评介西方政治思想的通论类、导论类书籍作为参考书目。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萨拜因著《政治学说史》，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4月 第 4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麦克里兰著《西方政治思想史》，彭淮栋译，海南出版社，2003年 6月 第 1版 

2. 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五卷本），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3月 第 1版 

执笔：黄璇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7日 

 

近现代国际关系史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课程号：5050300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及国际政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帮助学生建立完整的学科知识背景；2、为四年的专业学习奠定基础；

3、初步了解并掌握基础的专业概念、理论工具和思考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政治学一级学科的基本概念和术语，熟悉其学科

思想理论的重要发展背景和成果，在此基础上了解二级学科国际政治中的主流理论和研究方法，为

学生今后的专业学习打下坚实基础，为西方政治思想史、国际政治学原理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学

习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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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基本工具与方法。 

2．历史起源、大国崛起、格局建立。 

3. 经典外交案例提供的经验教训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关系史的专业学习方法。 

2．掌握更具“3S”原则分析国际关系的思路。 

知识单元 2：维也纳体系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主权体系的建立与巩固。 

2．门罗主义与东方问题。 

3. 中欧权力的变迁 

学习目标： 

1．了解维也纳体系的突出特征。 

2．掌握均势理论的分析方法。 

3．经典民族国家实现统一的外交案例。 

作业：复述欧洲权力均势 

知识单元 3：俾斯麦体系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德意志的地缘政治。 

2．东方问题的发展。 

3. 欧洲体系到全球体系的过渡。 

学习目标： 

1．独立评述德意志的外交之路。 

2．了解国际政治权力转移理论。  

知识单元 4：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20世纪初的权力转移。 

2．一战后的欧洲与亚太。 

3. 主权原则的时代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20年危机”。 

2．总结评价美国外交的经验教训。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什么是国际关系学科视角 2  

2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建立 2  

3 欧洲五强格局 2  

4 七年战争后的波兰和美利坚 2  

5 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国际关系 2  

6 维也纳体系的运行与门罗主义 2  



3880 

7 东方问题 2  

8 克里米亚战争后的中欧权力整合 2  

9 俾斯麦体系 2  

10 国际关系体系由欧洲向全球的过渡 2  

11 第一次世界大战 2  

12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2  

13 20年危机 2  

14 第二次世界大战 2  

15 雅尔塔体系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后续课程：西方政治思想史、国际政治学原理、战后国际关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学科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 

难点：对均势原则的理解和独立思考。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授与研讨。 

2.案例分析。 

教学手段： 

1.课件。 

2.视频。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考试占 10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唐贤兴等编著《近现代国际关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7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汉斯·摩根索著《国家间政治》，徐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1月 第 1版 

执笔：李晓燕  审稿：刘星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0日 

 

中国政治思想史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课程号：5050300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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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专业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内容有一个宏观整体的了解和认识；2、

把握中国政治思想发展演变的脉络线索；3、达到既认知历史知识，又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的目的。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对中国政治思想内容的了解和学习，使学生全面系统把握中国政治思想

中的主要观念和重要理论问题，进而能够系统把握中国政治思想发展演变的脉络特征，并能进行比

较深入的理论分析和评判，进而提高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该课程将按时间顺序，系统讲授中国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演变历程，内容包括：三代

神权政治思想、先秦儒墨道法重要思想流派、从秦汉到明清专制政治思想的发展演变。学生通过对

该课程的系统学习，不仅可以掌握中国政治思想主要思想内容及其发展演变的线索和脉络，而且可

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与学术思想的特色。 

知识单元1 ：导 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 

（一）学科性质 

（二）研究对象 

二、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文化模式 

和谐文化模式构成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精髓 

人际和谐群体和谐天人和谐 

三、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文化体系 

（一）究天人之际 

（二）明修身之道 

（三）施治国方略 

（四）求天下为公 

四、《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分期 

五、学科特点及学习的目的、意义和方法 

学习目标： 

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相关内容以及中国

政治思想发展演变的历史阶段特征及分期划分等相关内容有一个宏观整体的了解，使学生对该学科

内容和特点有初步认识，明确学习的目的意义及学习方法。 

作业： 

1.中国政治思想史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是什么？ 

2．学习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目的和方法是什么？ 

参考阅读书目： 

1.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前言”部分。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简体横排版，“序论”部分。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绪论”部分。 

4.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导言”部分。 

知识单元 2：  夏商周三代神权政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三代的形成 

二、商代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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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代时的神、祖崇拜 

1．帝是至上神 

2．祖先崇拜 

3．帝祖合而为一 

（二）商代的王权专制思想 

1．王是最高统治者 

2．王权神化 

三、周公尊天敬德思想 

（一）“尊天”“敬德”“保民”“慎罚” 

尊天  天即上帝 

敬德 

保民 

慎罚 

（二）“天子独尊”的王权专制思想 

1.把王说成是上帝和天的人格体现 

2.强化尊祖敬宗观念 

3.宣扬天子至德 

（三）宗法政治制度的创设与确立 

1.嫡（正妻）长子继承制 

2.宗法制 

3.分封制 

另外，井田制发展起来。 

学习目标： 

通过该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中国政治思想发轫期即商周时期的主要政治观念、政治思想

有基本的认识，了解到这一时期政治思想体现出神权政治的特色，而且这些政治观念奠定了以后中

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思想根基。 

作业： 

3. 在周公发布的一系列诰命中阐述了哪些重要的政治观念？ 

4. 这一时期神权政治的特点是如何体现的？ 

参考阅读书目： 

1.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一章、第二章。 

2.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一章。 

3.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知

识单元3：孔子的伦理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孔子以礼仁为中心的政治思想 

孔子立意重整陷于崩坏失范的社会秩序。 

政治理想：“有道之世”。 

“贵贱有等，上下有序，各出其位，各称其事”。 

（一）从周与以礼治国 

“礼”在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 

其一，在孔子看来，治国治民光靠政、刑不行，要以德和礼； 

其二，用礼作为社会整合的准则，维系“贵贱不愆”的等级制度； 

其三，以礼作为言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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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把正名作为礼治的起点。 

（二）仁：政治与伦理的一体 

礼的规范的核心是分贵贱、上下、等级。 

仁则主要强调的是由己及人的过程和关系原则，可归纳为如下几点：复礼，克己，孝悌，爱人

——忠恕。 

复礼的关键是“克己”，克己而后才能回到礼，克即克制。 

“修己”是“克己”的重要方式。 

 “约”即约之以礼，“自戒”，“自讼”、“自省”和“自责”等。 

孝悌是仁的又一基本内容。 

把仁用于人与人的关系就是爱人。 

爱人的具体办法是忠恕。 

爱人的原则贯彻到政治上或落实在政策上，表现为先德而后刑和富民足君两大政策。 

（三）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关系 

1.孔子认为道德为主，刑政为辅 

2.孔子把政治的实施过程看作是道德感化过程 

3.孔子认为君臣之间不只是权力制约关系，而且要靠礼、忠、信等道德来维系 

4.孔子主张人治 

在政治诸种因素中，孔子最注重执政者的作用，认为治理的好坏取决于人，“其人存，则其政

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 

由人治出发，必然导出贤人政治，执政者只要是“君子”、“仁人”、“贤人”，一切问题就

可以解决。所以孔子又主张“举贤才”。 

学习目标： 

通过对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孔子提出的仁、礼这两个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有具体的认

识和把握，理清二者的关系，并了解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主张。 

作业： 

3. 孔子提出的仁和礼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是什么，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 

4. 孔子在政治上的主张是什么？ 

参考阅读书目： 

1．《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简体横排版，“本论”部分第三、四、五、

六、七章。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编第二、三章。 

4.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六章。 

5.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三章。 

6.《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五章。 

7.林存光、郭沂：《旷世大儒——孔子》，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章。 

知识单元4：孟子的仁政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性善说” 

性善的核心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不忍人之心又称为“恻隐之心”，即对别人不幸的同情心。围绕“不忍人之心”，还有“羞恶

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公孙丑上》）。概括言之称为“四心”。 

四心便是仁、义、礼、智四大伦理范畴的根芽。 

孝和亲是仁的根本。 



3884 

义发端于“羞恶之心”。 

礼，指揖让进退之类的行为规范。 

智，根于“是非之心”，作用在于明“是非”。 

为什么人性是善的？ 

其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其二，人与动物不同。 

其三，人同类说。 

其四，人之本能为善。 

二、仁政 

一，给民以“恒产”。 

二，主张轻徭薄赋。徭役要以“不违农时”为原则。 

三，反对株连，主张轻刑罚。 

四，救济穷人，认为实行仁政必须先从救济鳏、寡、独、孤做起。 

五，保护工商。 

三、民为贵 

民为贵 

得民 

与民同忧乐 

四、君臣关系 

1.君权神授 

2.以贤能为主选拔官吏 

3.在君臣关系上，主张臣事君要以道义为基础。 

五、王道、霸道与统一 

所谓王道，指先王之道，这里指孟子的仁政理论与政策，要点在于实行仁政，“保民（而王）”，

行德和服民心。 

王道更强调当政者的“人德”和地位的合法性。 

所谓霸道，则是指“以力服人”，凭借武力假行仁义。 

孟子提倡王道，而反对霸道（尊王黜霸）。 

学习目标： 

本章内容主要是围绕孟子的政治思想，孟子从人的自然性出发，提出了人性善的观点，并进而

提出了仁政的政治主张，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孟子的仁政思想的理论基础和仁政的具体

内容有详细的了解和把握。 

作业： 

3. 孟子是怎样论证人性善的？试阐述其论证结构？ 

4. 仁政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参考阅读书目： 

1.《孟子译注》，杨伯峻注译，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简体横排版，“本论”部分第三、四、五、

六、七章。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编第二、三章。 

4.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六章。 

5.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三章。 

6.《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五章。 

7.林存光、郭沂：《旷世大儒——孔子》，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章。 

知识单元5：荀子的礼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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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人与动物的区别 

一是人有知有血气。 

二是人有辨。 

三是动物不能群而人能群。 

二、人性恶论 

荀子认为人的本性首先是自然性，即自然生就的本能。“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正名》 

“性者，本始材朴也”《礼论》 

性的外在表现是情和欲 

人的性、情、欲的具体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一是感官欲望。 

二是好利，具体内容是对财产的追求和占有。 

三是排他性和嫉妒心。 

四是好荣恶辱（权力欲）。 

荀子认为人的本性之中包含恶的基因，当这些本能向外扩展的时候，便走向了恶。 

如果顺乎本性，就会与辞让、忠信、礼仪文理发生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是恶的。 

性恶还表现在人的欲望的扩展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破坏了财权与政权的稳定。 

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主张对人性必须进行矫饰。 

一是最根本的是圣人起伪（礼义法度）以化性。 

二是靠老师的教育。 

三是靠环境和习俗的熏陶。 

四是自我的修身，以“道”、“理”节制本性。 

三、礼治、法治和人治 

礼、法是矫治人性的工具，是由圣人制作的。 

荀子认为，圣人制定礼法正是为了消除和解决社会矛盾。 

矛盾首先表现在欲的无限性和物的有限性上。 

矛盾还表现在欲望的平等性与社会关系的不平等上。 

在荀子看来，人类的生存除了自然条件之外，必须依靠“群”和“分”来保证。没有“群”，

个人无法存在；没有“分”，“群”也难以维系。 

礼仪和法的基本精神便在于“分”。 

礼义之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可以调节欲与物的矛盾，求得两者的平衡 

2.礼之分又表现在等级规定上 

3.表现在职业分工上，礼之分即使农、士、工、商各守其业 

礼是治国安民之本。 

法治 

荀子主张礼治，又主张行法。法主要指法律和政令 

法要以礼为根据。 

有法必依，不能以私乱法。 

严于执法是绝对必要的。 

四、有治人无治法 

礼法为治国之具，但荀子认为人的因素更重要，所以他说：“有治人，无治法”。 

一是，人是法、礼、政策的主体。 

二是，圣主、暴君决定国家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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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礼法是由圣人制造出来的，人重于礼法。 

五、荀子的君道论与君舟民水论 

“君道”包括哪些内容呢？ 

君主的职责在于养人、治人、用人和教育人。 

君道的中心又可称之为“分”，分而后能群。 

“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富国》 

“分”又通礼，“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君道》 

总之，君主的职责在善群，能分。 

荀子在君民关系上主张君民舟水论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 

六、“王道”理想 

荀子主张的理想国是“王制”也即“王道”，王是理想化的王，是王的最高典型与理论化的表

现。 

他从“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论”、“王者之法”四个方面描绘了他的理想国。 

学习目标： 

本部分的内容主要是介绍学习荀子的礼治思想，通过该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荀子的人性

恶、礼治、法治等相关内容有完整认识，了解荀子礼法结合、隆礼重法的礼治思想。 

作业： 

1. 荀子的人性论观点是怎样的？怎样阐述人性恶的？ 

2. 荀子的礼治思想内容是怎样的？ 

参考阅读书目： 

1．《荀子简释》，梁启雄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简体横排版，“本论”部分第三、四、五、

六、七章。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编第二、三章。 

4.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六章。 

5.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三章。 

6.《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五章。 

7.林存光、郭沂：《旷世大儒——孔子》，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章。 

知识单元6：老子的自然无为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是讲“道”。 

“道”是道家思想整个理论中的核心范畴，也是他们整个理论体系赖以存在的基础。 

二是讲因道或法自然。 

自然（或因道）是道家思想的另一共同特点。道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因道意在引导人们的

行动要符合道，符合自然。 

一、道与政治 

“道的含义”： 

第一，代表宇宙和事物的本原。 

第二，是规律性的“道”。 

第三，指生活准则的“道”。 

老子认为人道与天道是相背的。 

 “道”的政治特点： 

1．“道”是一个融哲学、伦理、政治为一体的概念 



3887 

2．混沌 

3．政治与自然的一体化 

二、无为政治 

“无”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和本性，“有”生于“无”，应守住“无”，“无”表现为人事便是

无为。 

社会生活中存在大量的伪、善、丑等现象，而罪魁祸首正是人们的聪明、才智和欲望，即“有

为”。 

当时人们都是沿着“有为”的道路行事，为了把人们从有为的道路拉到无为的道路上来，老子

想了许多主意，主要有两点： 

一是劝统治者减少活动，二是使民失去有为的条件。 

对统治者，《老子》要求他们减少政事活动，具体而言，主要指薄税敛，轻刑罚，慎用兵，尚

节俭，即“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 

对人们，在《老子》看来，“有欲”、“有智”是产生有为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要实现无

为，关键是消除智和欲，即消除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 

无为政治主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不尚贤，使民不争 

2．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 

3．绝圣弃智，绝仁弃义 

4．慎征伐 

三、弱用之术 

 “弱”是“道”的最根本的属性，而刚强、进取与“道”是对立的。强、刚、壮等在发展中

会突破道的规律性，柔弱则是保持事物符合于道的最妙手段。 

老子的弱用之术有以下数种： 

1.静观 

2.守弱用柔 

3.知盈处虚 

4.居上谦下 

5.不争 

６．知微、治弱 

四、“小国寡民”说 

小国寡民是《老子》的理想国。 

“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

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

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章） 

学习目标： 

“道”是老子的一个核心概念，是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老子具体阐述了道的内涵、道与政

治的关系，也阐述了无为政治的具体主张。通过本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老子的道论、道法自

然的思想有具体了解，对其弱用之术及无为无不为的政治主张有内在的理解和把握。 

作业： 

3． 老子的“道论”包含哪些内容？ 

4． “道”与“无为”政治是什么关系？ 

参考阅读书目： 

1．《老子译注及评价》，陈鼓应著，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简体横排版，“本论”部分第八、九章。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编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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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七章。 

5.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五章。 

6.《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七章。 

7.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章第五节。 

知识单元7：庄子的自然主义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课程教学内容 

一、人性自然说 

人是属于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的一种存在形式。 

人的生命是自然赋予的，整个人生不过是一种自然的过程。 

1．人性自然 

人既然是自然的一种存在形式，那么人的本性也如同自然界的其他事物一样，应该从自然中去

寻找。 

自然的原生性是庄子人性论的最主要的论点。 

在庄子看来，人的能动性与性是对立的。 

人的意识与性是对立的，集中表现在“心”与“性”的对立上。 

心既是破坏性之源，由心计而产生的机巧便是破坏性的工具，起着“削其性”、“侵其德”、

毁其“常然”的作用。 

心与情欲相通，情欲也是人性的对立物。 

2．反性归朴 

庄子认为，只有取消心计，禁绝一切欲望，摆脱一切社会关系，使人保持纯自然状态，才是最

完整地保存了人性。 

这种自然生活有一个标志，那就是“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

人哉！”  

忘己、无己、与天合一是反性归朴的更高级阶段。 

人的自然性又与现实社会有矛盾，为改变这种状况，人就要“反性”、“修性”、“循德”，

善于“全形养生”。 

二、批判桎梏人性的社会观念 

1．对治人治世与权力的批判 

2．对心计与知识的批判 

3．对名利的批判 

4．对忠孝仁义的批判 

5．对喜生恶死观念的批判 

三、自然主义政治思想 

1.顺从自然 

第一，顺从自然，不对天有任何违抑行为 

第二，人的行为要以天然本性为根本 

第三，以“知”养天 

第四，圣人善于契合自然而拙于人为。 

2.顺民情 

庄子认为治民之要在于顺形率情。 

庄子认为，为了使民“安其性命之情”，至关紧要的是“无擢其聪明”《在宥》。 

3.君主无为 

他认为取得君位的方式不应是争和盗，而应该是通过修行道德（无为天德）而来。 

四、理想社会 



3889 

庄子所描绘的理想国，就是“至德之世”、“建德之世”、“至治之世”、“无何有之乡”等等。 

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人完全回到了自然，人与“万物群生，连属其乡”《马蹄》，“民如野鹿”

《天地》。 

学习目标： 

本章内容主要是关于庄子的人性自然思想及对社会的批评思想，通过该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

生对庄子的人性自然、外生死的观点有明确认识，对庄子关于社会价值观念、权势利欲等观点的激

烈批判都有进一步的认识。 

作业： 

3. 阐述庄子的人性自然思想 

4. 解释“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句话的意思。 

参考阅读书目： 

1．《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注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简体横排版，“本论”部分第八、九章。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编第五章。 

4.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七章。 

5.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五章。 

6.《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七章。 

7.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章第五节。 

知识单元8：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兼相爱、交相利 

尧舜和三代圣王时期是理想的黄金时代，但到了墨子生活的时代就全然不同了，整个天下如同

一片水火。 

这种状况的原因正在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或者根源在于“自爱”。 

兼相爱，交相利 

所谓“兼相爱、交相利”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

身。”《兼爱中》 

兼相爱是一种精神，落实在实际上则是交相利。 

墨子提倡的“兼”是为了取代“别”，“别”指差别和等级，与“自爱”“自利”相通；“别”

不仅分你我彼此，而且要分上下，损人以利己。“兼”则不同，指平等相待。 

交相利的内容： 

1.交相利的起点是要保证每个人的“生利”。 

2.珍惜财物是交相利的基础。 

3.从实际效用出发，用财、用物都应获得实际利益。 

4.交相利还表现在上下调和，调和生利。 

二、墨子的社会政治观 

“一人一义”的混乱时代 

他认为社会历史的混乱状况是由“一人一义”造成的，而这也正是刑政与政长产生和起源的必

要性、必然性所在。 

墨子认为刑政、政长，即国家机器和官吏，不是与生民俱来的。 

在人类历史上曾有过“未有刑政”“未有政长”之时。在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人

都有自己的“义”。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到后来人“不可胜计”，“义”也就“不可

胜计”了。 

建立“刑政”、设立“政长”，使一人一义走向统一，而政长之首就是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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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由天选立，天子的基本职责也就是同一天下之义。 

由天子再置三公，封建诸侯，诸侯之下又立大夫，再下又设乡长、里长，这就是“政长”系统。 

与“政长”系统相配合，还有“刑政”制度，即国家机构。在“政长”和“刑政”的领导和强

制下，天下才会走向太平大治。 

三、尚同说与君主专制主义 

尚同说 

墨子认为天下之乱在于“异义”。尚同说便是为了解决“异义”。 

 “义”的基本内容 

1.经济上，维护私有制，反对民对富人私有权的侵犯，也主张“富民”，鼓励民更多地为富人

出力。 

2.政治上，主张打破旧的“亲戚”等级制和贵族专权，建立新的上下尊卑等级，反对民造反，

主张尚贤，反对攻国等。 

3.人伦关系上，就是兼爱。人的伦理关系准则是“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天志中》。 

4.敬奉神鬼。 

统一之义具体表现在刑法政令上，墨子主张由“家君”和天子来制定刑法政令。 

怎样来推行和实现“义”呢？ 

墨子提出了两个基本的方法或手段，即：“富贵以道其前，明罚以率其后。”《尚同下》 

首先使民能够安心生产，当人民反抗的时候，主张施以刑罚。 

专制主义政治体系 

实现尚同还必须由一定的“政长”体系来保证。 

墨子所设想的政治体系，由天子、三公、诸侯、将军、大夫及乡长、里长等行政序列组成。 

四、尚贤、节用、非攻思想 

尚贤 

墨子所称赞的贤人就是所谓的“奉公守法”、“廉洁尽职”的清官。 

尚贤必有术，墨子之术即“置三本”。 

节用 

墨子主张把物质生产和人的生产结合在一起考察。 

物质生产是用的基础，要发展物质生产，就要鼓励增加人口。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消费还要节约，节用是积财之道。 

非攻 

凡是不符合墨子所谓的义或利的任何行动，他皆称之为“攻”，包括经济、政治、伦理道德等

方面的事。 

“非攻”并不是反对一切战争。 

学习目标： 

本章主要的内容是关于墨子的兼爱、尚同的社会政治思想，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使学生了解

和把握墨子关于政长和刑政体系的思想内容，了解他的尚同、尚贤、非攻等观点。理解到墨家的思

想其实更切合于时代需要。 

作业： 

3. 概述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的内容。 

4. 墨子的政长体系是如何设置的？ 

参考阅读书目: 

1．《墨子闲诂》，（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2001年 4月版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简体横排版，“本论”部分第十、十一、

十二章。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编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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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八章。 

5.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六章。 

6.《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八章。 

7.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章第六节。 

知识单元9：法家的法治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法家政治思想的特征： 

第三， 特别强调法的作用。君主在立法时要充分考虑立法的客观根据，这就是：顺天道，随

时变，因人情，循事理，量可能。 

另外，在执法上，法家主张赏罚严明，而且多数法家主张实行重罚、苛刑。 

第二，倡导耕战，以实现富国强兵为目的。法家特别注重实力，认为实力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

本手段。 

在社会各种因素中，他们认为农与战是力的源泉，所以提出了一系列加强耕战的政策。 

第三，主张强化君主专制和独裁。 

第四，法家关于社会的基本理论是历史分阶段演进说和人性好利。 

第五，法家在政治上使用的最基本的概念和范畴，主要有法、势、术、刑、罚、赏、利、公、

私、耕、战等等。 

一、慎到的以势行法思想 

（一）贵势并倡导天子为天下说 

在权、法、礼、政策等等政治诸因素中，慎到把权力即势放在了首要地位，掌握权势是从事政

治活动的前提条件。 

他把权力看成高于一切，把道德、才能、是非看成不过是权力的仆从。 

在政治体制上，慎到主张君主一元化的独头政治，即一国之内只能有一个君主，最要紧的是权

势一定要超过一切臣属，最忌讳的是同一种权力有“两”。 

慎到另一方面也提出，君主应该掌权为天下，而不应借权吞（占有、据为私有）天下。 

（二）崇尚法治而反对尚贤和人治 

慎到主张治国之道在于实行法治，所谓“唯法所在”、“事断于法，是国之大道也”《佚文》。 

慎到极力反对“身治”，即人治。 

他指出“身治”有两大弊端：一是，“身治”无一定标准，随心而定。二是，人治使“国家之

政要在一人之心矣”《威德》。 

慎子还主张“尚法而不尚贤”。 

不尚贤有两个理由： 

其一，尚贤会危及一元化政治。 

其二，尚贤与尚法相矛盾，  

法要因“道”，同时又要因人情。 

法与“分”、“公” 

法的目的是要求奉公弃私，具体通过“分”来实现。 

所谓“分”，就是分清每个人的职守，分清每种行为的界限。 

执法的关键人物是君主。 

（三）主张“君无事臣有事”的驭臣之术 

慎到反对“尚贤”，但在用人上是极力倡导君主应充分发挥臣下的智能与作用，所以他提出

“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的主张。 

做到这一点，不一定需要有超众的才能，而只需要有相当的驭臣之术就可以了。这种术即贵势、

尚法、兼蓄、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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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到认为君主应该“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因为“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

莫可得而用矣”《因循》。 

慎到主张“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  

二、申不害的术治思想 

什么是术呢？ 

即君主驾驭臣下或督课用人的方法和政治手腕。 

申不害所说的术主要有如下两种： 

1．正名责实之术 

2．静因无为之术 

三、韩非的政治思想 

（一）历史进化说 

他把人类的历史发展分作四个时期：上古、中古、近古、当今。 

历史进化的原因：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生产增长的速度，人们为了争夺生活空间引起了社会

矛盾与斗争。 

时代在变，政治应随时代而变。 

“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五

蠹》 

（二）人性好利论 

他认为人性好利首先基于人的本能需要，“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

心。”《解老》 

他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也是计利而行的。 

人的本性是“自为”、“好利”，政治就应从这个实际出发，为了“利”，人们可以相互为用，

也可以相互斗争。 

（三）君利中心论 

韩非认为君主之利高于国家之利，“国者，君之车也”。《外储说右下》 

臣和民都是为君服务的，他主张用利导的办法，使臣民服务于君主。 

政治之妙术在于善于因顺。 

他认为君与臣的关系是一种交换买卖关系，关键在于君主要善于做买卖。 

必须要把民也动员起来，动员的办法是一个“利”字。 

（四）法、术、势相结合 

势治 

在法、术、势三者中，势最重要。他认为帝王之所以为帝王，首先在于有势，“凡明主之治国

也，任其势。”《难势》 

他把势分为“自然之势”与“人为之势”。人为之势包括两方面： 

一为“聪明之势”。 

二为“威严之势”。  

势的内容就是德和刑，君主只有操德和刑二柄，才能制服臣下。具体要注意如下几点： 

⑴禁止臣下结党营私 

⑵严格控制重臣的政治、经济实力 

⑶臣不得专擅兵权、人权 

法治 

“法者，事最适者也”，所谓“事最适者”，就是适合时代、符合事理、利于君主之用，即“治

事”。  

为使大家都尊法、守法，以法为路，法要详细具体。 

法还要明，要公诸于众。举国上下，一切裁断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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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主张以法治国，反对贤人政治。 

术治 

韩非讲的术主要指君驭臣之术。 

所以“明主治吏不治民”。 

他的术中有些属于积极的考课监察方法： 

第一，任能而授官。第二，赏罚严明。第三，形名参验。第四，众端参观，听无门户。 

在韩非看来，法、术、势三者相辅相成。 

法和术是人主统治臣民的工具，而势则是运用法术的前提和条件。 

学习目标： 

本章是关于法家的政治思想的全面介绍，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慎到的势治思想，申

不害的术治思想，商鞅的法治与耕战思想以及韩非子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有全面系统的

了解和把握，了解法家的政治思想对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形成起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作业： 

3. 先秦法家政治思想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4. 如何理解韩非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 

参考阅读书目： 

经典原著：《慎子》、《商君书》、《韩非子》、《管子》等。 

1．《韩非子》（中华经典藏书），陈秉才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2007年 3月 

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一编第七章。 

3.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五章。 

4.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四章。 

5.《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六章。 

6.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章第七节。 

7.蒋重跃：《韩非子的政治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8.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简体横排版，“本论”部分第十三、十四、

十五、十六章。 

知识单元10：两汉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汉朝建立后，吸取秦亡教训，几代统治者明倡黄老，辅以儒家，暗用法家。 

一、汉初黄老思想 

黄老政治最主要的特点是清净无为，主要内容是劝课农桑、轻徭薄赋、减免苛刑，节约皇室与

国家开支，少修土木工程等。这些措施对恢复社会经济和安定人民生活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淮南子》就是以无为政治为主的一部著作，其主要论旨归纳为： 

1.法自然与无私 

2.顺时变法与礼法 

3.顺人情与以民为本 

第一，人性本善。 

第四， 人性清净。 

第三，人性混合说。 

二、儒家政治思想 

（一）陆贾的政治思想 

1.统物通变 

认为治国的圣人高明之处在于能“统物通变”。统物，就是熟悉天文、地理、人事，做到“天

人合策”；通变，就是根据情况的变化，应时举措，不墨守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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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仁义为治之本 

3.以无为为用 

（二）贾谊的政治思想 

1.实行仁义，以民为本 

认为仁义、德政的中心是爱人和利人。 

2.行礼法、定名号 

3.以加强皇权为中心的治安策 

其一是削藩，加强皇权；其二是崇本抑末；其三，国家垄断铸币权；其四，轻徭役；其五，解

除匈奴威胁。 

三、法家的政治思想 

晁错认为治国之大体和通人事在于配天地，顺人情。 

通人事在于本人情，把人情归结为“四欲”：欲寿、欲富、欲安、欲逸。 

主张一切法令和政事都要以人情为依据。 

衣食是人生之本，应成为政治之首。 

法律也是与民利最为紧密的一大问题，认为立法的目的是兴利除害，尊主安民。法制的主要手

段是赏和刑。 

晁错主张君主集权并切实掌握权力。 

四、蕫仲舒的天人合一政治论 

1.天人合一 

他认为构造人类社会有三个基本要素：“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春秋繁露》。 

人副天数 

人的形体和内在的道德、情感、意志都是从天那里演化而来。 

2.君权至上和天谴说 

把君主看作国家政治的核心，说：“君人者，国之本也”《立元神》，董仲舒提出了“君权天

予”说。 

天谴说 

3.阴阳合分论与德治主张 

 “阴阳合分论” 

他运用阴阳之道概括人们的社会政治关系，提出“阴阳合分论”。  

合分关系还体现在等级关系上。 

德治 

他运用阴阳之道规范封建统治者的政策原则，提倡德刑兼备，以“德治”为主。天道“任德不

任刑”，君主遵循天道治国，必须推行德治。 

德治主要有两方面：其一，行教化；其二，施仁政。 

学习目标： 

通过对该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汉初黄老道家无为思想、汉中期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天谴

说以及晁错的法治思想都有一个全面认识，汉朝综合利用各家学说作为理论指导，形成了天下大一

统的安定局面，汉代也是儒学走向官学化的开始。 

作业： 

3. 概述《淮南子》一书中的道家思想。 

4. 分析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与政治的关系。 

参考阅读书目： 

1.经典原著：《淮南子》、《春秋繁露》 

2．徐复观著：《两汉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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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5.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学习单元11：隋唐君道论和儒家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君道论 

（一）民本论 

隋炀帝称：“民惟国本，本固邦宁”。 

唐太宗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 

1.立君为民 

2.民养君 

3.民择君 

4.民归于君 

提出系列重民政策原则： 

1.君主无为 

2.因顺民心 

3.不竭民力 

4.以农为本 

5.调整官民关系 

（二）君臣一体论 

1.君不可以独治说 

2.君臣合道 

3.君臣师友 

4.君臣利害攸关说 

5.君主臣辅 

二、法制论与谏议论 

（一）人治与法治 

隋唐诸帝都主张“以法理天下”，提出了以王权为依归的法制理论。 

其一，法自君出，狱由君断。 

其二，沿革随时，务当政要。 

其三，“失礼之禁，著在刑书”。 

其四，德主刑辅，禁暴防奸。 

其五，“纳之轨度，令行禁止”。 

其六，“按举不法，震肃权豪”。 

（二）谏议论：兼听与独断 

纳谏的政治功能： 

其一，闻过补阙，献可替否。 

其二，兼听博纳，集思广益。 

其三，尊师听教，以臣为鉴。 

其四，通下情，防壅蔽。 

其五，辨忠奸，去馋佞。 

其六，正身黜恶，受谏则圣。 

其七，君主虽圣，亦应受谏。 

其八，拒谏国亡，纳谏兴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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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孔颖达的道论与治道 

自然本体与伦理本位相结合的道论。 

1.大道为本 

他认为道先天地而生，既是天地万物之母，又是天地万物的法则。 

天道自然而伦、理、道、义同实异名，作为“人之常理”的“君臣父子之义”都是“法天明道

为之”，也可以称为“道”。 

天地未分之前就有礼，天地万物皆有尊卑，这是自然法则所决定的，因此礼可以用来“经天地，

理人伦”。 

尊卑自然而有，天地初分之后，即应有君臣治国，等级制度、君主制度与天地共生并存。 

2.以礼仁为中心的治国之道 

他认为等级制度和君主政治的一切法则都是由“道”所决定的。“道”见诸政治就是治国之

道，其主旨有六：一曰法天地，二曰重人伦，三曰制礼法，四曰行仁义，五曰用中庸，六曰为无为。 

礼源于天，礼就是道，礼是政教之本。 

3.君德论 

他认为道在德上，大德同道，道是德的依据，德是道的实践。所以，君主必须为政以德。 

要做到大公无私、诚信公平、崇尚节俭等。 

三、柳宗元的大中之道及国家政体论 

1.天与人不相干预论 

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元气自然形成，“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

也”。《天说》 

元气的自我矛盾推动着世间一切事物发展变化，一切人事都是“功者自功，祸者自祸”。《天

说》 

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属于两个不同领域，反对把四时、五行及灾异与政治牵强附会，认为“顺

时之得天，不如顺人顺道之得天也”。《断刑论下》 

劝统治者重人事，行仁政。 

2.国家政体论 

他把社会矛盾视为君主制度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进化的，君主与国

家产生于武力与争斗，君主制度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他认为分封制并不是最完善的政治体制，只是国家政体形式发展长链上的一个环节。 

郡县制有利于选贤任能，是优于分封制的国家政体，所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是必然的。 

3.大中之道与仁义之政 

他以儒家的“圣人之道”为内核和主干，兼容佛、道，论证了以纲常、仁义、礼法、经权等为

主要内容的“大中之道”。 

在他看来，治国之道的主旨是“立大中”，具体而言，即立三纲，守五常，行仁义，有经权。 

他把君臣之设、典章文物、礼乐刑法等视为道的体现。 

他重视礼与法在政治中的作用。他认为礼与法都是治国之利器，“礼之大本，以防乱也”，法

体现公，礼体现义。 

4.“吏为民役”论 

他立志行道，关心民众的疾苦。他主张君主实施仁政，推行“均赋”，依法治吏。 

他认为官吏是“民之役”，他们由民众供养，实属民众的雇工、仆役，必须为民众“勤力而劳

心，否则理应被罢免，受处罚。 

四、韩愈的道统论与尊君思想 

1.道统论 

他以道统论作为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道统，即道义传承的统绪。他以道统的传承者自居，致

力于重建儒家道论，并把一切与孔孟之道相违背的学说归入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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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开始自觉地以“道”来概括、统辖自己的学说体系，并以自家之道对抗异端之道。 

在政治思想上，他把应天道、顺自然的法天思想与合人道、行仁义的济世思想结合在一起，主

张以孔孟之道重整伦理纲常。 

2.性品说 

他认为性有仁、义、礼、智、信五德，而仁是基本的，第一位的；情有喜、怒、哀、惧、爱、

恶、欲七种。 

人的性与情都是有品级的，性有三品，情也有三品，上品之人本性善，具备仁、义、礼、智、

信，而喜、怒、哀、惧、爱、恶、欲也不偏不激，这种人就学而易明；中品之人本性善恶相混，一

德有偏，其余四德杂而不纯，情也有过之而不及，这种人可导而上下；下品之人本性恶，一德不备，

其余四德也多有偏差，且纵情恣意，这种人“畏刑而寡罪”。 

上品自然向善，中品需要教化，下品惟可刑治。 

3.圣人创制立法、拯救人类说 

人类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政治制度都是圣人发明创造的，“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

久矣”《原道》 

他认为圣人创造的君主制度、等级制度是不容置疑的，在这种制度中，君、臣、民分为三个身

份和规范完全不同的等级。 

君、臣、民的基本关系是由天道所注定、圣人所规定的，每一等级都应各守其职，各尽其分。 

学习目标： 

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繁荣时代，这一时期思想学术也很发达，开始形成系统的君道思想，

建构儒家的道统。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孔颖达的大本之道的思想和韩愈的道统思想、尊

君思想及柳宗元的大中之道和政体论等思想有全面的认识和把握。 

作业： 

3. 孔颖达的“大本之道”指的是什么？ 

4. 概述韩愈的“道统论”的内容。 

参考阅读书目： 

1.徐复观著：《两汉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5.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知识单元12：两宋理学派的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理学基本论题 

1.理即天理 

理学又称“性理之学”，其基本论题是“性与天道”，即人与外部世界，或人性与自然的关系

问题。 

理学开山祖周敦颐融合儒道，重新勾画一个宇宙生成图式。 

阴阳五行是万物生成的必然环节，天地万物均可经由五行、阴阳的环节，归本于太极。 

张载从另一角度探索世界本原，提出“太虚”本原说。 

他认为“太虚者，气之体”《横渠易说·系辞上》。 

气是太虚的具体形态，太虚是气的原初形式。 

程颢和程颐对“太虚即气”说进行调整，使用“理”或“天理”的概念作为世界的本原，天地

万物都是从理派生出来的，象气、数这些具体事物形态皆归本于天理。 

朱熹继承二程之说，使理论进一步完善，认为理是“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是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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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形态，属于“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朱文公文集·答黄道夫》。 

2.理一分殊 

周敦颐用宇宙图式说明天地万物的生成过程，同时也解释了人性和道德的产生。 

在太极－阴阳－五行的运动过程中，同时蕴育着仁义道德，仁义之德先天地存在人的心中，是

人的本质体现，道德与人性是同一事物。 

张载从“太虚即气”出发，比较明确阐述了“理一分殊”思想。 

当太虚通过气的流行造就万物和人时，也就把道德本性赋予了每件事物和每一个人。 

二程和朱熹对“理一分殊”的表述十分明确。 

第一，万物和人都有各自之理； 

第二，人各自之理皆源于天理，是天理的具体体现。 

“理一分殊”是理学思潮的核心命题，它的根本政治价值是论证了封建伦理道德和等级秩序的

合理性。 

首先，他们将道德伦常上升到本体地位，天理与道德是同一事物。 

其次，他们提出天理先于事物而存在。 

再次，理一分殊论证了社会不平等的合理性。 

3.性说 

“性”是理学的基本命题，周敦颐认为性源于太极。其中除了人之性，还包括天下万物各自的

性。他将天下之性分作五种：刚善、刚恶、柔善、柔恶、中。 

五种性的表现不一样，惟有中是最佳之性。 

张载提出，性与天、道一样，都源于“太虚之气”，天下万物本性同一，所谓“性者万物之一

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正蒙·诚明》。 

他将性一分为二，提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命题，天地之性是“太虚”的本性，与

道相通，气质之性是天下万物各自具体的性。 

二程承袭张子之说，提出“天命之性”和“生之谓性”。 

“性说”的政治意义： 

第一，从性命角度论证了人类社会不平等的合理性。 

第二，进一步论证了君主权力和君主政治制度的合理性。 

第三，强调了道德规范的权威性，人生伊始即处于伦理道德的规范之下。 

4.进修之术 

张载主张“穷理尽性”，尽性是悟解和把握自身本性的过程，人们能够“穷尽”自身品性，就

能进一步穷尽他人和万物之性，直至通达天性，达到道德的最高境界，即“诚”。 

二程本着“性即理”的原则，重视穷理的过程，提出“格物穷理”说。格物穷理有多种途径：

或读书，讲明义理；或论古今人物，别其是非；或应接事物而处其当，其中读书学习最重要。 

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 

修炼的最高境界就是在道德和精神上皈依于圣人，实现“内圣外王”。 

5.理欲之辨和义利之辨 

周敦颐提出了“无欲”，他说“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周子全书·太极

图说》。 

张载对天理人欲问题进一步阐述，理“能悦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正蒙·诚明》 

理是一种教化人民的普遍道德准则，可是，人们多有利欲之心，很难达到理想的道德要求。 

二程和朱熹对理欲问题进一步发挥。 

首先，辨析了理欲的内涵。天理是宇宙本体和道德本原，对于人来说，构成人的本质，人欲指

的是人们的种种欲求。 

其次，阐述了“灭人欲”之方，关键能克己和持敬。 

义利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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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提出“公利”说，认为利有公私之分。 

二程认为义和利是区分天下事物的两个根本标准，二者相互对立。“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

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 

其中，利是人们得以生存的基本立足点，人们生而皆知趋利避害，天理是天下之至公，是天下

之公利的最高体现。朱熹认为义利相通，循天理就是最大的利。 

6.理学诸子的政策 

变革和师古——必须“遵从圣人之训”，效法“先王之治”。 

德治其一，以礼治国，实行礼治。 

其二，以德修己。要求君主“正心诚意”，以公去私。 

仁政仁政的精髓是仁心，即爱人之心。 

仁心在政策上表现为“爱民如子”，“平易近民”。 

刑杀认为刑杀是不可缺少的治民工具，充分发挥刑杀的惩戒功能，主张“宽猛相济”。 

宗法、分封和井田 

宗法制能敦厚风俗，增强人们的道德习尚，也能为君主政治建立坚实的权利基础；分封制有利

于巩固中央集权维护王朝统治； 

井田制是“养民之本”，有利于实现社会的有序和稳定。 

求贤才 

“人君为政在于得人”， 

“帝王之道也，以择任贤俊为本” 

二、张载的政治思想 

张载（1020－1077），关中人，被称“关学”，著作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等。 

（一）气一元论 

认为世界万物都统一于气，有形可见的万物和无形象可见的虚空，都是由气构成的。 

在气一元论的基础上，提出天人合一说，天指自然，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天与人是合一的，

都统一于气，人之气源于天之气，人之道源于天之道，人之理源于天之理。 

（二）“仁道及人”的民本思想 

他的政治抱负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近思录拾遗》，

在此基础上，提出“仁道及人”的思想主张，主张施仁政，以仁道感化民心，博施天下民众，把仁

道推及到天下人，才能治理好天下。 

张还提出了“足民”的主张，认为“欲生于不足则民盗，能使无欲则民不为盗”，他认为必须

满足民众的生活需求，使民众生活富足，才能使民众安定，从而治理好国家。 

（三）“井地治天下”的均平思想 

“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以井田制解决当时社会官僚大地主兼并土

地所造成的贫富不均问题。 

三、二程的政治思想 

二程是程颐、程颢，长期在洛阳讲学，称“洛学”，主要著作有《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

文集》等。 

（一）理一元论天理观 

认为“天者，理也”，认为天理是最高实体，是自然界万物的根本法则。理不但是自然界的根

本法则，也是社会的根本法则。 

（二）“仁为王道之本”的仁政思想 

他把仁政作为王道政治的根本，“王道之本，仁也”。 

（三）“以顺民心为本”的民本思想 

“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养民之道，在爱其力。民力

足则生养遂。生养遂则教化行而风俗美，故为政以民力为重也”。必须爱养民力，以民力为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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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顺民心为治国的根本。 

（四）“以立志为本”的君道观 

所谓君道观就是封建君主立身处世的准则。强调君主要以立志为本，立志就是心要至诚，以道

自任，也就是信守圣人之训，实行先王之治。 

（五）“以择任贤俊为本”的人才观 

“盖有天下者，以知人为难，以亲贤为急”治理天下，必须以知人善任、亲贤人为急务，根本

问题是择任贤俊的人才。择人标准，提出“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六）“仁义未尝不利”的义利统一观 

“凡顺理无害处便是利，君子未尝不欲利”。 

“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 

四、朱熹的政治思想 

朱熹（1130－1200），号晦庵，别号紫阳。主要著作《四书章句集注》《朱文公文集》《朱子语

类》等。 

（一）理一元论 

理，是万物的根本，具有道德属性，是封建道德的根本准则，这种根本准则也是自然界的基本

原则。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

之具也”，理是第一性的，是创造万物的根本，气是第二性的，是创造万物的具体材料。 

（二）“为政以德”的仁政思想 

仁是一种先天的根本的东西，仁的原则是无往不利的原则，德是一种道德上的善心，如果能从

心力体现这种仁心，也就具备了德。 

把仁德的善心推往政事，提出为政以德。君主行仁政，必须修养君德，以仁德之心去感化人民，

以身率人，使人感化。 

（三）“足食为先”的民本思想 

提出“人君为政在于得人”“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为此提出足食为先的民本思想，他说：

“生民之本，足食为先”。民众的根本在足食，衣食足才能懂得遵守封建礼节。 

（四）“仁义为先”的义利之辨 

认为圣贤之治必须以仁义为先务，而不是急功近利。在义利关系问题上，把义放在第一位，认

为义就是适宜，适宜才能有利，主张重义轻利。 

由此引出理欲之辨，认为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必须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把人的正当生活要

求视为人欲。主张恢复和保持体现天理的公心，去掉利欲的私心，即循天理之公，灭人欲之私。 

（五）改良积弊的政治主张 

首先，要改革军制。 

其次，要打击豪强、防止兼并、减轻赋役。 

学习目标： 

宋代儒释道三家思想经过冲突融合，进一步合流，形成了理学思想，使儒学形成精致的本体论

哲学思想。但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没有大的突破，恪守了儒家传统的仁政、德治思想。本章内容重

点讲张载、二程的政治思想，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宋代理学家的政治主张有更加具体的

认识和把握。 

作业： 

3. 如何理解理学家的“义利之辩”？ 

4. 理学家对孟子的仁政思想有哪些发展？ 

参考阅读书目： 

1.原著：《正蒙》《二程集》 

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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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知识单元13：两宋功利学派的政治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陈亮的政治思想 

（一）陈亮“倡事功”政治思想 

陈亮反对性理空论，倡行事功。 

呼吁人们经世务实，讲求功利。他说“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龙川学

案》。他以除患安民的实事实功为己任，表现出强烈务实精神和社会责任心。 

（二）道在事物 

陈亮不同意程朱理学的道论，程朱认为道是排除了任何利欲杂质的超物质的理性原则。 

陈亮认为“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勉强行道大有功》， 

天地万物，人情利欲无不涵容于道，“夫天下岂有道外之事哉”《勉强行道大有功》。 

在他看来，道贯穿于一切事物，任何事物都是道的体现。 

1.道不能脱离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道贯通天地自然和人类社会，在具体历史过程中，表现为

人道。 

2.人的喜怒哀乐爱恶等情欲皆自然生成，并非与道绝对对立，而是“得其正则为道，失其正则

为欲”《勉强行道大有功》。 

3.人道的实践内含功利。 

（三）王霸义利关系 

陈认为王霸义利之间自有贯通处，王与霸、义与利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义利双行，王霸并

用。 

“诸儒自处者曰义曰王，汉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头自如此说，一头自如彼做；说的虽甚好，

做的亦不恶，如此却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又甲辰秋书》 

在理论上称为王道，在实践中则表现为霸道。王霸混杂，并无根本区别。他肯定了利欲的合理

性。 

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人生目的。 

（四）论君臣 

他认为君臣的出现是必然的，君主具备优于常人的才能和品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君主的职

责是“辨邪正，专委任，明政之大体，总权之大纲”《论执要之道》，臣的职守为忠于君主。 

君与臣形成配合默契的政治团体，调顺君臣关系： 

1.君主执掌大权不可过于专断 

2.君主须以天下为公，摒弃私心私利 

3.君主应罢退书生，重用豪杰奇才 

臣要尽臣的职分，君主应认真听取臣的意见，君臣上下同心协力，尽职尽责，才能治理好国家。 

（四）辨和战 

他反对求和苟安，坚决主战。 

他说：“一日之苟安，数百年之大患也。”《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他要孝宗以复兴国势，收还失地作为基本国策。主张全国要积极备战，长备不懈。 

二、叶适的政治思想 

（一）功利、道义并立论 

讲求功利是贯穿叶适政治思想的基本价值准则，他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古

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指出道义、功利实为表里，不能偏执。提出要义利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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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事功讲义理。 

道器关系 

道指普遍原则，器为具体事物，“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有止，道无止也。非知道者不能

该物，非知物者不能不能至道”《习学记言序目》，强调离器无道。 

政治原则必须在具体事物中参验其功效：“上古圣人之治天下，至矣。其道在于器数，其通变

在于事物”。《别集进卷》 

义理也只有在具体的事功中才有意义，“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无考于器者其道不化，论高而

实违，是又不可也”《别集·进卷》道在于器数，其通变在于事物。 

（二）重势与分权相结合 

他认为天下之兴衰，政治之得失，自有其必然之理。治理国家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另有建树。 

他主张分权，认为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利于治内却失之御外。 

他认为改弱就强的方法是分权，君主要将一部分权力下移到地方，以发挥地方政府的治安和御

外职能，他主张的分权的前提是“重势”，即在君主总揽最高权力的前提下。 

（三）德治 

他认为如果纯任法治必然导致法密刑繁，这非但不能治平天下，反而使“治道不举”，法度过

密，人们听命于法，一举一动都受法的制约，个人才能无法施展。刑法也不能制服人心。 

他坚持德治作为基本政策原则： 

1.服天下之心“臣闻人君必以其道服天下，而不以名位临天下”； 

2.善治以礼“安上治民，齐之以礼”； 

3.得民养人“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 

（四）宽民之政的民本思想 

他的民本思想在宽民，他说：“为国之要，在于得民”，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得到人民的支持，

主张宽民之政。尽量减轻赋役，免除苛捐负担。 

（五）“以利与人”的功利思想 

叶适认为要宽民重民，必须在实际上有所体现，要真正让民众在实际功利方面有所收益。强调

义利统一，认为离开利就无所谓义，认为只有给民以实际功利，才能显示出光明的道义。 

（六）本末并兴的思想主张 

他说：“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习学记言序目·史记一》，对传

统重农抑商思想进行了修正，认为士农工商四民不可偏废，互为补充。 

（七）用贤 

主要任用才德兼备之人。 

（八）御侮 

反对议和，奏请抵御金人侵略，收复失地。 

改弱就强之方：修实政；行实德。 

学习目标： 

本章内容主要是对功利学派政治思想进行介绍学习。陈亮和叶适是功利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陈亮倡事功，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叶适主张义利并列，提出宽民之政的民本思想和以利于人

的功利思想。通过本章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功利派的思想有具体认识，理解到他们的观点是与理

学派针锋相对的。 

作业： 

3. 分析陈亮“倡事功”思想提出的理论前提。 

4. 叶适是如何处理道义与功利的关系的？ 

参考阅读书目： 

1.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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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知识单元14：明末清初士人的政治反思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明末清初，剧烈社会动荡和国破君亡的政治大变局，一大批士人反思明代弊政，反思宋明理学，

在批判反思的基础上，主张明道救世、崇实致用，形成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批判思潮。 

一、黄宗羲的政治思想 

（一）“天下为主，君为客”说 

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无君时代。“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人们都孜孜于一己之私利； 

第二阶段是有君且王者大公无私时代。“天下为主，公而忘私； 

第三阶段是君主一心谋私的时代。当此之时，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有君反而不

如无君，君主成为天下的大害。 

他认为君主制度是为了公众利益的需要而设立的，君主理应是公众利益的代表，有君且君心大

公无私是最理想的政治模式。他认为应以天下为公，一人为私。 

他认为“王霸之分，不在事功而在心术”认为战国以来，帝王皆无“王者之心”，而行“霸者

之事”。导致“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主要表现有四： 

1.引发了围绕最高权力的厮杀和征战； 

2.君民关系恶化，形成对立关系，使王道仁政变为霸道霸政； 

3.君臣形成主奴关系，在他看来，君臣共治天下，彼此之间是分工合作关系“君与臣，共曳木

之人也”。 

 4.帝王行“非法之法”，导致天下大乱。他以“三代之法”为典范，抨击秦汉以来的制度是

“一家之法，非天下之法”。 

（二）宰相理政、方镇御边、学校议政 

他认为理想的政治模式是“三代之法”，主张恢复三代的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制。他提

出恢复宰相制度和学校议政制度。主张参行郡县和方镇两种体制。 

他主张天子“公其是非于学校”，认为学校议政是圣王之制，即学官由国家任命改为公议推举，

学校定期评议政治，天子百官必须接受舆论监督。 

在他的政治设计中，有两个具体制度： 

一是天子定期亲临太学听谏制度； 

二是地方官定期接受士绅批判制度。 

（三）“重定天下之赋”与工商皆本 

他主张改革田制，重定税法，实现“工商皆本”，以减轻民众负担，发展经济。 

这些举措着眼于调整君民关系，着眼于发展“切于民用”的事业，以达到天下安富。 

二、顾炎武改革君主集权政体的设想 

（一）批判“私天下”的政治体制 

他认为君主集一切权力于一身，是各种政治弊端的根源。 

1.君主一人的才能根本无法胜任使天下致治之责 

2.君主猜忌群臣，移权于法，造成吏治败坏 

（二）“寓封建之意于郡县” 

他主张改“独治”为“众治”，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权力。主张“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从中

央到地方层层分权，赋予县令“生财治人”之权和选聘县丞以外其他吏职之权；尊令长之职，改七

品知县为五品县令，并选拔熟悉风土人情的贤才担任；经三年试用和十二年考察，反称职的县令晋

级益禄且得为终身之任；获终身留任的县令，年老退休时可传子或荐贤为新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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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废天下之生员 

他认为重振儒家经学，废除生员制度。 

他主张大幅度改革国家的育才选官制度，其要有二：一改革考试内容，限制生员人数；二仿照

古代的乡举里选做法，以“辟举”制度代替现行生员制度。 

三、王夫子的政治思想 

（一）论“循天下之公” 

他以“公天下”为最高政治价值标准，他认为“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读通鉴论》卷

末，“一姓之兴亡，私也；而民之生死，公也”《读通鉴论》卷十七。 

他坚持天下为公、君为私的标准，主张“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据此对秦汉以

来的政治作了深刻分析、评判。 

他从三个方面批判了历代暴君暴政： 

第一，帝王“独富”是民生疾苦的政治根源。不均、不公是天下之大弊； 

第二，帝王“独尊”是导致君臣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第三，法制之弊是导致政治腐败的重要原因。 

（二）理势相成与政治变革 

他有丰富的变革思想，认为理是“当然而然”，势是“不得不然”，“得理自然成势”，顺势

亦即合理。势因理成，理因于势。 

他根据理势合一的哲学观，提出“时异而事异，势异而理亦异矣”，他认为“事随势迁而法必

变”，治国平天下之法不是一成不变的。 

他认为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任何具体的制度、法律、规范都会有自身的缺陷，历代制度皆有利

弊得失，历代的政治方略、制度、法令、政策都是适应那个时代而构建的完整的体系。 

他针对宋明以来的制度之弊，主张仿效隋唐制度，恢复并完善宰相制度、会议制度、封驳制度、

谏议制度，中央与地方都实行逐级负责制，并强化地方权力。 

他主张天子、郡县、乡邑分级而治。主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一律实行分级而治。 

（三）理欲合一论与人禽之辨 

他对理欲的关系重新作了辨析。他认为，由于性是生之理，与人的形体同在，故理欲同体，“私

欲之中，天理所寓”，“人情天理合一”（《四书训义》卷二十六）。 

他主张以礼为价值尺度对理和欲加以辨析，一方面批评“须是人欲净尽，然后天理自然流行”，

反对一味禁欲，另一方面又肯定了“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的说法，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

欲望。 

在修养论上，主张“格物”“致知”两者相济。 

在政治论上，主张面向实际，注重功利。 

（四）道器统一论与任人任法并重 

道器统一论 

他主张道器合一论。认为“道者器之道”“无其道则无其器”“无其器则无其道”，道器相须，

道丽于器。 

主张“尽器明道”与“尽道审器”结合起来，据此论证礼与法制在政治中的作用，提出任人与

任法并重。 

王把道器关系从哲学领域引向政治领域以论说政治原则、伦理规范与社会制度、政治设置的关

系。 

他认为“礼因器以载道，器用上达”，礼乐之道是通过一系列礼器、礼仪体现的，离开具体的

君臣、父子关系就不存在相应的道德规范；社会政治制度和人际关系在变化，礼乐原则、伦理规范

也在变化。 

任人与任法并重 

一是礼法是道的体现，国家应以法制规范政治，整饬吏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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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人是弘道者，“治之弊也，任法而不任人”，君主不能单靠法制治国； 

三是必须任人任法并重，“举一废一，而害必生焉”； 

四是“治者因人”，政治的关键是“先有制法之主”，弘道之君才是政治之本。 

（五）道统、治统与尊君 

所谓道统，即孔孟之道，亦即礼仁政治的基本原则。所谓治统，即君统、帝统、帝王之统。君

统或治统是道统的一种传绪形式。 

他认为道统与君统是分二合一的关系，其分与合决定治与乱。 

道统与治统合一是王的政治理想，他认为“君天下者，道也，非势也”,“德立而后道随之，

道立而后政随之”，全部希望寄托在“圣人垂训，天子行法”上。 

学习目标： 

明代社会积弊丛生，病因在君主专制，思想家都对理学家空谈心性的思想提出批判，指出君主

专制之弊。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张，

主张明道救世、崇实致用。通过这部分内容的学习，使学生对明代的反思批判思想有深刻的认识。 

作业： 

3. 阐释王夫之“理势相成”思想与他的政治改革主张的关系。 

4. 解释黄宗羲的“天下为主君为客”思想的政治意义。 

参考阅读书目： 

1.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导论 2  

2 夏商周三代神权政治思想 2  

3 孔子的伦理政治思想 2  

4 孟子的仁政思想 2  

5 荀子的礼治思想 2  

6 老子的法自然无为政治思想 2  

7 庄子的自然主义政治思想 2  

8 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 2  

9 法家的法治政治思想 2  

10 先秦政治思想大讨论 2  

11 两汉政治思想 2  

12 隋唐的君道论和儒家政治思想 2  

13 两宋理学家的政治思想 2  

14 两宋功利学派的政治思想 2  

15 明末清初士人的政治反思 2  

16 宋明政治思想比较分析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政治思想名著选读》 

后续课程：《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潮》、《当代中国政治思潮》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课程重点对先秦时期的各流派政治思想进行学习分析，对各流派共同关注的天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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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论思想及政治主张、治国策略等问题进行重点讲解分析。 

难点：理清各时期不同思想流派的思想观点并把握其发展演变的脉络线索是需要渗透理论分析

的。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传统讲授与课堂研讨相结合 

教学手段： 

1.教师讲授 

2.辅以相关视听材料 

3.ppt课件展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学生出勤、课堂表现、平时作业合占 20%；期末考试占 80％。 

5、作业要求： 

每部分内容结束有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以指定教材为主，辅以一些相关参考资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刘泽华主编：《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曹德本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2.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 1996年版 

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执笔：张春林  审稿：×××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 

 

中西古典政法比较 
Comparison of Classical Politics and Law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课程号：5050300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与法学必要的专业选修课程，更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是中国

政法大学所有专业都应选修的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对中西方政治学、政治制度、政治思想进行深刻比较，通晓中西方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的

异同，发现中西方政治文明的各自优缺点，寻找互补的政治方案。 

2、对中西方法学、法律制度、法律思想进行深刻比较，在通晓中西方法律制度、法律思想的

异同基础上，揭秘中西方法律文明的各自优缺点，寻找互补的法律方案。 

3、通过对比中西古典政法文明的根本区别，让学生明白，现实中国腐败的历史根源在于古典

时代的王道主义、王权主义、王法主义这种传统力量的深厚性。本课程是著者经历一个八年抗战写

罢的，是一部救国救民的好书。救民是基础，救国是结果。不能救国不救民。 

4、避免的办法不能简单采用西方的三权分立，而要从传统优秀文明的继承与糟粕的剔除上挖

掘根源。重点为中国根治腐败培养真正的政法人材。 

5、本课程对比研究了中西方古典政治法律制度及其思想发展史，发现了很多规律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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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完善中西方文明对比研究最好的理论书籍，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另一方面， 挖掘中国式

执政的合理性和不足，也是在揭秘中国反腐败的历史根据，因此对现实反腐具有重大意义。 

开设本课程宗旨：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中西政法比较的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中西政法的异同的基础知识、政

治学和法学、中西政法比较学的原理、了解中国政法忠孝的核心、西方政法的正义与民主的核心理

念，解析中西方古典政法的区别，对寻找中国如何克服古代不足，继承传统精华，因此具有非常重

大的现实意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和“两种地理经济：大河文明与大洋文明”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一方面，阐释中国古代文明是大河文明，拥有重农抑商的人文地理环境。另一方面，阐述古希

腊文明是大洋文明，有着开辟重商主义的人文地理环境。所以称中国古代大河文明， 是因为中国

古代虽有广袤的海岸线，但古人乡土亲为第一；古代农业文明最先进。重农抑商的人文地理。古希

腊的海洋文明虽然农业环境极差，海洋环境最佳，铸造了重商主义。 

学习目标是解决如下问题： 

1.古中国与古希腊的地理结构有何本质不同？ 

2. 乡土中国与希腊爱琴对民族性格的影响是什么？ 

3. 山区、草原、平原与河流等不同的奇妙组合产生什么样的不同后果？ 

4. 试比较古中国和古希腊不同地理环境。 

5. 中国广阔海洋资源在古代为何发挥不出任何优势？ 

6. 古希腊地理环境的优劣各是什么？ 

7. 中国重农抑商与古希腊重商主义的地理元素是什么？ 

8.何为大河文明？为何中国的大河文明铸造了乡土文明？ 

9.何为海洋文明、大洋文明？从人文地理解读看古希腊文明和美国文明有何区别？ 

知识单元 2：两种政统：王政与民政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阐述中国古代执政的合理性在于王道主义，为此形成王政体制。古希腊执政合理性是民道主义，

为此形成民政体制。 

本章只解决政统问题，即王权主义与民权主义，不解决道统问题。政统问题解决的是合法性问

题，道统解决的是合理性问题，实际上是政权执政来源问题。 

学习目标是解决如下问题： 

1.古老中国把保民、贵民、爱民提升到执政的合理性基础，为何没有发展为 民主制，而是民

最贱王最贵？ 

2.古希腊底层人民是奴隶，奴隶命运最悲惨，不被视为人（是法律关系客体而非主体），为什

么女生制度偏偏发生于古希腊？ 

3.何为执政为民的陷阱？ 

我把最不惜民反倒民主制最为贵民反倒专制的现象称为“中西古代执政为民的陷阱。 

4.古希腊公民占全社会的多少比列？古希腊贵族妇女有公民权吗？ 

5.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近现代系放公民是如何放大的？其发展规律是什么？ 

6.为什么说古代中国的政治轴心是执政为王，古希腊是执政为（公）民？ 

7.政治制度取决于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发展的根本在于政治价值取向 

8.中西古典政治的价值核心格式什么？ 

9.中国帝王世袭制的优缺点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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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君主制好，还是民主制好？ 

11.古希腊民主制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12.中国传统执政的手段和目的各是什么？ 

13.如何理解中西古典政体是金字塔威武与梯形落体？ 

14中西古典政治结构发展规律特征各是什么？ 

15.宗法制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16.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有何区别？ 

17.何为隶属型政治与平权型政治？ 

18. 中西元点政治伦理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知识单元 3：两种法统：王法与贵族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一、王法：中国古典社会的法律核心 

1. 人定法的奠基：“刑始于兵”与“礼起于祀” 

2. 中国王法的萌芽  

3. 王法的特色  

二、自然法和民法：古希腊社会的法律重心 

1. 自然法精神：城邦对社会内部政治的合理诉求 

2. 希腊前期正义观路线图：正义从神灵降到自然 

3. 苏格拉底对正义的杰出贡献 

4. 苏格拉底弟子对正义思想的发展 

三、中西成文法典的比较 

1.《法经》的法律精神 

2. 《格尔蒂法典》与《十二表法》的法律精神 

3.《法经》与《十二铜表法》法律精神的比较 

学习目标是解决如下问题： 

1.为什么中国人把法律称为“王法”而不是“国法”？ 

2.王法与国法到底有什么区别？ 

3.王法重点保护的是谁的利益，而国法重点保护的又是谁的利益？ 

4.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公民”的范畴，只有黎民、庶民、刁民等说法？ 

5.世界历史，为什么惟独古希腊社会才有“公民”？ 

6.古希腊的“公民”包括所有人吗？主要包括谁？ 

7. “刑始于兵”是如何从“国际法”引申为“国内法”的？ 

8.中国最早”制“五刑”的人是谁？社会背景是什么？ 

9.如何理解兵与刑的区别是“刑外”与“刑内”的关系？ 

10.中国地区调整族际关系和族内关系两大特点是什么？（8-10） 

11. “礼起于祀”和“礼起于祀”最初适用范围的区别是什么？（8-10） 

12.中国的王权最早起源于那个时代，由什么演变而来？（12） 

13.尧舜时代是不是所有人都有祭天祭祖的 权力？（家长才有祭祀鬼神祭祖的特权，只有帝王

才有祭天的权力。13） 

14.礼的适用范围是如何逐渐扩大的?(14) 

15.如何理解“礼”从最早祭祖神到习惯法再到王法？（15） 

16.从颛顼到夏代臣民的三种法律规范是什么？（16） 

17.周王如何克服夏商两代灭亡的根本？（17） 

18. “定分止争”出于何人之手，何人完善，为何从礼法发展为刑法？（18-19） 

19. 为什么说祖先崇拜是中国人解决天人关系的初始点（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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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对内对外社会功能是什么？（23） 

21.如何从祖先图腾崇拜发展到龙凤崇拜的？（24） 

22.人类为什么要从图腾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发展为天神崇拜？25 

23.中国的王道王权王法为什么最初产生于氏族保护神的联合？29 

24.王法的两大特色是什么？30 

25.中国古代法律文本对“民”都有哪些称谓，为什么没有公民？ 

26. 为什么说中国古代社会没有公民，是王法产生的社会前提。 

27 古希腊有公民范畴所以营造发达的民法；夏商周时代营造了异常发达的王权与王法，却并

未营造出“民权”与“民法”的政治理念？ 

28.中国古代如果说仁政、善治、贵民是手段，那么目的是什么？ 

29. “七出”和“三不去”的服务对象为何是王权？ 

知识单元 4：两种法治：为王与为民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比较中国法家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法治。有的学者把中国诸子百家中法家的“法治”与亚里士多

德的“法治”完全等同起来。然而，有很多学者发现了其中的重要差别，两者不能同日而语。本课

程认定，由于中英文翻译的无能为力，两者似乎都用“法治”一词，可是内涵却有很大的区别。阐

释二者的区别及其联系是区分中西古典法治文明的一个根本。 

学习目标是解决如下问题： 

1. 法治和法制有何区别？ 

2.二者是否只是同一概念的不同写法，还是有天壤之别？ 

3. 中文的“法治”与外文的“法治”的含义一样吗？ 

4. 如果从政法源头看，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法家提出的“法治”和古希腊“法治”是不是一回事？ 

5. 法家的法治与儒家的仁治有何区别，其本质的一致性什么？ 

6. “三钢”仅仅是儒家的原则吗？不是法家原则？王政是其攻守同盟吗？ 

7. 为什么法家的无神论者多，而儒家的远神论者多？ 

8.法家为何反对儒家“礼仁治”而主张法治？（16） 

9. 商鞅主张重罚轻赏的原因是什么，合理吗？（14） 

10.为什么“礼治”是儒家和法家的共同主张？（17） 

11. 儒法道三家在神权、君权、民权上各有什么主张？（18） 

12. 在君权与民权关系问题上，儒法两家有何不同？（19） 

13. 儒法德治还是法治上的分野根本在哪里？（20） 

14. 儒法在礼刑关系上的区别（21） 

15. 为什么说“法家的法治并不追求民主，而是追求王权王法的至尊”？（22） 

16. 亚氏的法律特征说（28） 

17. 亚里士多德“正义是国家和法律的灵魂”的意义何在？（31） 

18 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和孔子有何不同？（32） 

19.法律、政体和正义三者何为贵？（34） 

20. 什么是最好的政体，什么是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呢？（35） 

21. 亚里士多德提出，何为真正的法治？（36） 

22.法治与人治的分野是什么？（38-39） 

23.什么是亚氏共和制与孔子的君主制分水岭？（40） 

24.法家思想的局限性或重大缺陷是什么？（48） 

25. 古希腊法治能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50） 

知识单元 5：两种人治：礼治与智治 

参考学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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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对比分析“孔子的人治是礼治与仁治”和“柏拉图人治是哲学王智慧之治”。两人的人治都是

善治，而非恶治之人治。 

中西方早在古典时代就充分发展了有关“人治”的思想。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的孔子和古希

腊的柏拉图。孔子和柏拉图是中西元点文明两位最伟大的政法思想家。在法律治理本位思想方面，

他们两位都提出了治理国家的人治方案，都是人治的代表，但理念导向是根本不同的。 

虽有异曲同工之妙，但都在沿着各自不同的政法理念的路线向后发展。因此准确地说，中西两

种人治的异同奥秘在于貌合神离。因为，虽然孔子和柏拉图虽然都是人治的代表，但两位的人治思

想是有根本不同的：孔子的人治是礼治和仁治，柏拉图的人治是智慧之治。因此不能把二人的人治

思想相提并论。 

 

学习目标是解决如下问题： 

1.孔子的人治和柏拉图的人治有何区别和联系？为什么？ 

2.孔子的人治是礼治还是仁治？ 

3.礼治始于什么年代？ 

4.儒家思想是不是孔子一人的思想？ 

5.孔子的礼治的渊源何在？ 

6.为什么儒家推崇人治，而法家主张法治？ 

7.人治思想是孔子的创造还是对历史的承继与发展？ 

8.人治和礼治是什么关系？ 

9.能不能仅仅把人治简单归结为礼治？ 

10.礼治如何成为可能？礼治是否成为现实（历史）？ 

11.孔子为什么提倡从礼治发展到仁治，而不简单提倡人治？ 

12.孔子的仁治好还是柏拉图的哲学王智慧之治好？ 

13.仁治何以得到保证？仁治有没有制度的保证？ 

14.礼治、仁治、哲学王治三者何者有保证？为什么？怎么办？ 

15.柏拉图的人治与孔子的人治有何区别？ 

16. 柏拉图本来反对民主，理应反对法治，为何后半生去主张法治？ 

17.柏拉图认识到，政治家不求正义，其合理性与缺陷是什么？ 

18.柏拉图理想政治和现实政治缘何有别？ 

19.古希腊政治家与（政治）学术家的分水岭是什么？ 

20.为什么说王政需要礼治的制度化？ 

21.礼治包括的亲亲、尊尊、长长和男女有别是什么意思？ 

22.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最早定于什么朝代？其根本意义是什么？能否理解为礼与刑

不同调整对象？ 

23.从东周到秦朝，政法核心从礼治发展到法治，为何礼治体制始终并未退出历史舞台？ 

24.最好的人治的合理性都包括哪些内容？ 

25.孔子的仁治和柏拉图的智慧之治有何异同？ 

26.中国古代直到晚晴一直是君主制，而古希腊为何有过多种政体？那种政体更好？ 

知识单元 4：中国的王道主义与诸子百家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中华古典政治文明的权力宗旨是为王族利益服务的，因此其政治表现为王权主义，决定在法律

制度的价值取向是王法主义。 

中华古典文明大厦的轴心是政治文明，中华古典政治文明不仅决定了中华传统法制文明，还决

定了后来政治文明、法制文明的发展方向，而且决定了中华伦理文明，甚至是经济文明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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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路径，如政治上的王权主义重心决定了法律上的王法主义重心，从而决定了重农抑商的经济文

明的模式。 

学习目标是解决如下问题： 

1.古代中国和古希腊执政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各是什么？ 

2.具体分析中国先民执政合理规律。 

3.诸子百家的多元性与向心力各是什么？ 

4.从西周演变为东周的时代意义是什么？ 

5.诸子百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缘何只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四家？ 

6.中国缘何铸造了政治大一统？ 

7.墨家三大主要观点是什么？（兼爱、非攻、尚贤），为何与儒家观点尖锐对立，互为天敌？

包括哪些对立观点？ 

8.墨家是怎样一个社会团体？ 

9.墨家具有哪些优良传统？ 

10.墨家的基本思想 

11.墨子关于国家起源理论是什么？ 

12.墨家衰微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13.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民主思想吗？如果有，为何昙花一现？ 

14.道家缘何要无为而治？ 

15.如何理解道家的小国寡民的思想？ 

16.老子思想是出世还是入世？为什么？ 

17.三纲为何是儒法共同的治国纲领？ 

18.为什么说认定三纲是儒家特有是大错特错的？ 

19.中国古人的天下主义是狭隘的？ 

20.如何走出狭隘的天下主义？ 

21.为什么说中华古典政治权力宗旨是为王族利益服务的？ 

22.从尧舜“天与之民受之”到夏商“奉天罚罪”与“宾于帝”再到西周“敬天保民”是如何

发展的？ 

23.中国朝代盛衰的发展规律是什么？ 

24.夏朝国家和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有何区别？ 

25.中国几千年王朝更替的规律是什么？ 

26. “宾于帝”、“敬天保民”和“天子”提出有何意义？ 

27.商朝的灭亡有何启示？ 

28.周人最大的担忧是什么？如何解决这种担忧的？ 

29.王权保民德行的内在合理性标准是什么？ 

30.西周以后中国证券更替的内在规律性是什么？ 

知识单元 7：古希腊的民主正义精神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西方元点政法的火种或者主流精神是古希腊人开辟出来的，构建的是以民主为主流政治形式，

以追求正义为政治目的，以自然法为表现形态，以贵族范围内的三民主义为重心的西方古典政法形

态。中国古代则是以君主制为形式，以忠孝为手段，以服务于王族利益为目的，以王法为表现形态，

以三王主义为重心的中国古典政法形态。（红色字体是新加的）。 

西方元点政法把解决政权合理性与合法性价值核心归结于正义、公平与公正，因此政法精神才

追求自由、平等、民主和法治，主张民主主义、民权主义和民法主义。 

第一节 古希腊政治制度中的正义精神 

一、古希腊政治文明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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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希腊从氏族“政治”走向奴隶政治 

三、雅典的民主政治改革 

四、斯巴达的贵族民主制 

第二节 民权主义：古希腊罗马执政理念发展路线图 

一、古希腊执政合理性：公民范围内追求正义 

二、古希腊的“宪政” 

三、古罗马政治文明：公民社会的扩大 

第三节 古希腊后期自然法对正义的提升 

一、古希腊正义第二次转向：从自然正义到人性至善 

二、苏格拉底对正义的伟大贡献 

第四节 古希腊晚期的衰落与正义观的缺陷 

一、雅典政权的衰微与正义的缺陷 

二、古希腊晚期“福德”之争 

三、古希腊哲学提前为基督教腾出至尊地位 

学习目标是解决如下问题： 

1.中西古典政法精神有何重大区别？ 

2.古希腊的政法正义观的发展规律是什么？为什么？ 

3.如何理解西方政法发展的同源不同流？ 

4.古希腊最初的民主制如何残留了原始民主与平等的理念？ 

5.古希腊氏族如何走向国家的？ 

6.古希腊是如何实现从君主政体向贵族寡头政治，再转向民主政治的？ 

7.为什么说提秀斯政治改革导致雅典社会民主共和的产生？ 

8.雅典民主制是如何从全民选举到贵族选举的？ 

9.梭伦改革的 历史意义是什么？ 

10.梭伦改革的“解负令”如何扩大了社会的自由度和正义的适用范围？ 

11.缘何认定梭伦也是个提倡中庸的政治家？ 

12.斯巴达社会把人分为哪些等级？ 

13.斯巴达与雅典民主制的区别是什么？ 

14.为什么说中国和古希腊执政合理性在于是否在公民范围内追求正义？ 

15.如何理解自由平等源于正义？可否理解，中国古代不求正义所以没有自由平等？ 

16.古希腊追求正义的价值结果是什么？ 

17.为何古代社会只有古希腊培育出宪政制度？ 

18.宪政需要哪三个条件？ 

19.宪政的核心是政党还是公民权利和民主制度？ 

20.为什么说西方政法的合理的根本就在于放大正义的适用范围？ 

21.古罗马社会，平民拥有多少权利？ 

22.什么叫完全意义上的公民？古罗马时代的平民是完整的公民吗？ 

23.西方社会的公民适用范围是如何逐步扩大的？ 

24.古希腊人误认为自然正义能够替代人间正义的错误在哪里？ 

25.希腊人用人本主义的正义观代替了自然哲学家的自然正义观是成功的吗？ 

26.如何看待普罗泰戈拉的陷阱？苏格拉底靠什么走出这个陷阱的？（人与自然相互评价，何

者更优没有定论）。 

27.如何理解斯巴达人战胜雅典人是集体主义战胜个人主义的一个历史典型？ 

18.雅典文明和斯巴达文明那个更合理？何者更强？为什么？ 

29.在反省中希腊人缘何丧失昔日自信？ 

30.古希腊晚期，宿命论、怀疑主义、神秘主义等思潮缘何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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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人类幸福是在欲望之快乐还是正义之德行？是身体上的快乐还是精神上的愉悦？ 

32.如何理解伊壁鸠鲁的幸福论？ 

33.宗教对人的幸福有益还是有害？如何理解伊壁鸠鲁认为要把人从宗教迷信中解放出来，就

必须研究自然规律，认清它的真相？ 

34.为了精神幸福就一定要牺牲生理上的物质幸福吗？ 

35.古希腊哲学缘何支持了基督教思想的传播？ 

知识单元 8：古希腊到古罗马正义接力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西方元点政法的提升是通过古希腊人到古罗马人的接力棒实现的过程。其中有一条看不见但能

提炼出来的内在轨迹。这条看不见的发展主线就是以正义观为目的或价值理性，以自然法提升为基

本主线，以罗马法为结晶的发展历程。 

为什么说从古希腊到古罗马的实质性进步就在于正义的适用范围的扩大？从古希腊时代走向

古罗马时代的社会发展合理性就在于，古希腊人把正义交给了不足 10%的公民，而罗马人则把正义

给了更多的人。因此，西方历史从古希腊发展到古罗马的合理的根本就在于放大正义的适用范围。 

本章内容： 

第一节 正义从古希腊走向古罗马 

一、古希腊民主正义的局限性 

二、古罗马人对正义的接力 

三、波利比阿的“混合政体” 

四、西塞罗的正义精神 

第二节 古罗马的政治制度 

一、古罗马王政时代的政治制度 

二、古罗马共和国时代撤离运动扩大公民范围 

三、古罗马共和国的权力结构 

四、古罗马帝国君主制 

第三节 罗马的民族精神 

一、罗马商品经济与罗马法的关系 

二、罗马帝国时代的基督教政治思想 

三、基督教沉淀的罗马民族精神 

四、罗马对希腊正义理念的提升：国与民分离 

第四节 罗马法的世界贡献 

一、罗马法的完善 

二、罗马法的深远影响 

三、古罗马民法与私法发达的政法价值 

四、罗马法的根本：权利成为权力基础 

学习目标是解决如下问题： 

1.为什么说从古希腊到古罗马的实质性进步就在于正义的适用范围的扩大？ 

2.为什么雅典人从坚信正义沦丧到丧失伸张正义的热情？ 

3.伯罗奔尼撒战争如何暴露了古希腊民主制缺陷的？或者说古希腊民主追求的正义局限性有

哪些？ 

4.罗马人建立了不同种族共同体的世界意义是什么？ 

5.波利比阿的“混合政体”理论有何积极意义？君主制、民主共和制以及混合制那种政体更好？ 

6.波利比阿生活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有何政治意义？ 

7.波里比阿的历史观有何亮点？ 

8.如何理解波利比阿总结希腊失败原因是在六种政体中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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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波利比阿如何从罗马混合政体提炼出分权制衡原则？ 

10.西塞罗是如何提出三权制衡思想的？ 

11.为什么说，西塞罗法律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是他的自然法思想？ 

11.为何希腊文化对罗马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12.罗马国王缘何与与专制君主不同？或者说，中西方国王的权力有何区别？ 

13.古罗马立法体制为何还有对罗马人处死判决权？ 

14.如何理解古罗马的民主制局限于公民范围？ 

15.古罗马贵族是在订婚从氏族首领演化而来的？ 

16.古罗马平民的主体是谁，享有多大权利？ 

17.古罗马王政第六个国王采取了哪些重大改革？ 

18.西方公民社会是如何扩大的？ 

19.如何理解罗马平民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民？ 

20. “撤离运动”威胁罗马政权的意义何在？ 

21.罗马贵族特权是如何淡化的？ 

22. “罗马公民”以及“共和国”的社会意义是什么？ 

23.社会正义的社会主体基础是什么？ 

24.元老院的权力重心从国王到执政官的意义是什么？或者任命元老人事权的转移社会意义是

什么？ 

25.罗马梯形政治结构的社会意义是什么？ 

26.元老院对立法具有决定性影响是什么？ 

27.基督教是如何凭借罗马衰落而兴起的？18.基督教如何凭借罗马衰落而兴起的？ 

28.为什么说罗马文明是介于古希腊文明与中世纪文明的桥梁？ 

29.罗马商品经济是如何罗马法平等精神的？ 

30.如何理解只有罗马法才最大追求主体关系的平等和公民范围内的公平与正义？ 

31.如何理解古罗马与古代中国的下民地位与意义？ 

32.罗马法复兴的的合理性成分是什么？ 

33.欧洲市场经济发展对复兴罗马法的意义是什么？ 

34.拿破仑法典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35.基督教缘何成为后期罗马全社会的精神需要？ 

36.基督教经历了哪三个发展阶段？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两种地理经济：大河文明与大洋文明 4  

2 两种政统：王政与民政 4  

3 两种法统：王法与贵族法 4  

4 两种法治：为王与为民 4  

5 两种人治：礼治与智治 4  

6 中国的王道主义与诸子百家 4  

7 古希腊的民主正义精神 4  

8 古希腊的民主正义精神;古希腊到古罗马正义接力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法理学 

后续课程：政治比较学、西方文明发展史、宪法学、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

思想史、法国法制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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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三王主义与三民主义、本课程三民主义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区别与联系、中国古代执政

的合理性合法性、古希腊古罗马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中国忠孝体制、古希腊罗马自然法、追求正

义的思想体制。 

难点：三王主义缘何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执政合理性与合法性、三民主义缘何成为古希腊古罗

马社会的执政合理性与合法性、中国古代贵民思想缘何不能成为中国政法体制的根据。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 内在比较的方法，能够使学生掌握中西方两种文明的横纵向比较。 

2. 政法制度的文本分析，不仅对中西方古典政法制度进行比较分析，而且对中西方政法发展
史进行比较分析。 

3. 哲理剖析法：由于本人最早从事哲学研究，因此此课程融入政法的哲学分析，尤其是政治
哲学、法哲学的比较十分深入。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每章布置思考题，课后复习与思考，第二次口试考察。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思考题，下次课堂提问）。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中西元点政法比较》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政

法”综合考量的特点，自主编写思考题库。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曹兴著《中西元点政法比较：三王主义与三民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 4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丛日云主编：《西方文明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2. 刘兆兴主编：《比较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执笔人：曹兴  审稿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  2016年 5月 28日 

 

后现代自由民主专题研讨 
The research on the special subject of the post-modern freedom and democracy 

课程号：5050301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后现代自由民主的基础知识，了

解后现代理论的基本概念，为法学理论、政治哲学、公共管理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思想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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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概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后现代思潮与自由民主的关系。 

2．现象学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后现代思想。 

2．掌握后现代自由理论。 

作业： 

阅读书籍。 

知识单元 2：胡塞尔现象学与后现代思潮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胡塞尔思想来源。 

2．胡塞尔思想。 

学习目标： 

1．了解后现代思想发源。 

2．掌握胡塞尔现象学基本理论。 

作业： 

阅读书籍。 

知识单元 3：海德格尔思想与后现代思潮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海德格尔基本思想。 

2．海德格尔思想与自由民主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海德格尔思想与后现代思想的关系。 

2．掌握后现代自由民主理论。 

作业： 

阅读书籍。 

知识单元 4：现代自由民主理论与后现代自由民主理论的关系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现代自由民主理论的特征。 

2．后现代自由民主理论的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现代自由民主理论。 

2．掌握后现代自由民主理论。 

作业： 

写论文。 

知识单元 5：答疑 

参考学时：2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概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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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塞尔现象学与后现代思潮 3  

3 胡塞尔现象学与后现代思潮 3  

4 胡塞尔现象学与后现代思潮 3  

5 海德格尔思想与后现代思潮 3  

6 海德格尔思想与后现代思潮 3  

7 海德格尔思想与后现代思潮 3  

8 现代自由民主理论与后现代自由民主理论的关系 3  

9 现代自由民主理论与后现代自由民主理论的关系 3  

10 现代自由民主理论与后现代自由民主理论的关系 3  

11 答疑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后现代自由民主基本理论。 

难点：现象学思路。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研讨。 

教学手段： 

1.PPT。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唐士起《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9月。 

（二）推荐参考书 

1. 徐大同著《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 11月。 

2. 吴玉军著《西方政治思想史》，商务出版社，2013年 2月。  

执笔：胡叔宝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新儒家概论 
Introduction to neo-confucianism 

课程号：5050301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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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国学基础知识，了解儒家基本概

念，为走向社会的学生和深入研究国学的学生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概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儒家理论简史。 

2．新儒家面临的挑战。 

学习目标： 

1．了解儒家理论发展历史。 

2．掌握儒家的基本派别。 

作业： 

阅读书籍。 

知识单元 2：熊十力思想概论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唯识论。 

2．熊十力的唯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唯识论的基本思路。 

2．掌握熊十力新唯识论的基本思想。 

作业： 

阅读书籍。 

知识单元 3：冯友兰思想概论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冯友兰思想的来源。 

2．冯友兰基本思想。 

学习目标： 

1．了解新实在论的基本思路。 

2．掌握冯友兰的基本思想。 

作业： 

阅读书籍。 

知识单元 4：牟宗三思想概论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牟宗三思想的来源。 

2．牟宗三中西哲学会通的基本思路。 

学习目标： 

1．了解康德的基本思想。 

2．掌握牟宗三的基本思想。 

作业： 

阅读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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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5：答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概论 3  

2 熊十力思想概论 3  

3 熊十力思想概论 3  

4 熊十力思想概论 3  

5 冯友兰思想概论 3  

6 冯友兰思想概论 3  

7 冯友兰思想概论 3  

8 牟宗三思想概论 3  

9 牟宗三思想概论 3  

10 牟宗三思想概论 3  

11 答疑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介绍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的基本思想。 

难点：新儒家研究面临的困境。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讨论。 

教学手段： 

1.PPT。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熊十力著《新唯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3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牟宗三著《中西哲学会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12月 第 1版。 

2. 冯友兰著《贞元六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12月 第 1版。  

执笔：胡叔宝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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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课程号：5050409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科学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和分析能力； 

2、帮助学生了解政治学的理论，提高理论水平和分析相关问题能力； 

3、增进学生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认识。 

开设本课程，通过《政治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可以使学生了解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念，

使学生理解政治活动的一般规律，认识社会政治的方方面面。理解政治活动对人群的作用和影响。

本课程的学习可为学生参加实践工作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章    政治界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作为政府艺术的政治（统治——技巧） 

2．作为公共事务的政治（利益分配——管理） 

3.  作为妥协和共识的政治（协调——技巧） 

4.  作为权力和资源分配的政治（现象——解构）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科学学科的理论建构基础。 

2．掌握基本的哲学方法论。 

作业： 

列举一些不同政治研究对象、方法、目标、价值观导致的不同理论划分。 

知识单元 2：第二章   政治研究综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哲学传统---神学来源 

2. 经验传统---实证主义 

3. 科学传统---马克思---行为主义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学理论的起源和发展过程。 

2．掌握政治学的理论演变过程。 

作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政治理论。 

知识单元3：第三章   政治意识形态---政治目标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意识形态（ideology）无疑是社会科学中最为聚讼纷纭的概念之一。在过去很多时间里，它都

被看作是一个贬义的概念，并成为政治论争中谴责和批评政治对手、为自己争取理论“合法性”的

有力武器。直到近年来，人们才开始努力从一种较为中立、客观，不带事先理论预设的角度来审视

它，并开始关注其中所蕴含着的巨大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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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了解政治意识形态的特点。 

作业：政治意识形态形成的重要条件有哪些。 

知识单元 4：第四章   政治文化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参与文化 
    2.臣民文化 
    3.地域文化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文化对政治生活的影响。 

2．掌握主要的政治文化理论。 

作业：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再认识。 

知识单元5： 第五章   政治民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多元主义 

    2  精英主义 

    3  法团主义 

    4  新右派 

    5  马克思主义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政治民主理论的特点。 

2．掌握政治民主的本质。 

作业：如何实现政治民主。 

知识单元6：第六章   国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资本主义国家 

2．社会主义国家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制度国家的特点。 

2．掌握国家发展的社会环境要求。 

作业：为什么国家会长期存在。 

知识单元7：第七章  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阶级 

2．种族 

3．性别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人群的基本形式。 

2．掌握权利与制度环境的关系。 

作业：政治权利与制度环境的关系。 

知识单元8： 第八章   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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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多元政体（多头制） 

2. 过渡型政体 

3. 东亚政体 

4. 伊斯兰政体 

5. 军人政权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政体的特点。 

2．掌握政体类型分析。 

作业：怎样理解不同政体共存问题。 

知识单元9：第九章 民族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群体形成凝聚力的需要 

2. 文化民族 

3. 政治民族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的关系。 

2．掌握民族和权利的关系。 

作业：制度建设对各民族的利益保护问题。 

知识单元10：第十章  国家结构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单一 

2. 联邦 

3. 邦联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家结构特点。 

2．掌握联邦国家的力量来源。 

作业：联邦国家形式有哪些。 

知识单元 11：第十一章  政党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一党 

2. 一党独大（日本自民党） 

3. 两党 

4. 多党 

5. 利益集团 

学习目标： 

1．了解政党发展的过程。 

2．掌握关于政党政治的理论。 

作业：如何维系政党的运行和延续。 

知识单元12：第十二章  政府机构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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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中央机构 

总统制---内阁制 

2. 政务官---事务官 

科层制（韦伯）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政府形成的社会因素。 

2．掌握政府对政治活动的影响。 

作业：形成不同制度的社会环境因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政治界定 2  

2 第二章   政治研究综述 2  

3 第三章  政治意识形态---政治目标 2  

4 第四章   政治文化 参与文化 2  

5 第四章   政治文化 臣民文化 地域文化 2  

6 第五章   政治民主 2  

7 第六章   国家 2  

8 第七章   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工 2  

9 
第八章  政体 多元政体（多头制） 

过渡型政体  
2  

10 
第八章  政体 东亚政体 

伊斯兰政体 军人政权 
2  

11 第九章 民族 群体形成凝聚力的需要 2  

12 第九章 民族  文化民族 政治民族 2  

13 第十章   国家结构 单一制 2  

14 第十章   国家结构 联邦 邦联 2  

15 
第十一章   政党制度 一党 

一党独大（日本自民党）两党  多党 利益集团 
2  

16 
第十二章  政府机构 中央机构 

总统制---内阁制 政务官---事务官 科层制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学概论 

后续课程：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国际政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政治文化研究的思想资源分析、政党制度 、政治意识形态。 

难点：政治界定、政治文化的解构、政治制度的社会学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以教师讲授为主，同时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作用，实现师生互动。 

教学手段： 

1.每次上课开始由学生针对上次课所讲内容和思考题，谈自己对问题的理解，其他同学针对这

些同学的发言提出自己的质疑或不同观点，由教师总结。 

2.教师先讲授新的课程内容，再通过多媒体演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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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留下思考题和参考资料。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有播放音视频设备的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0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 30分（包括读书笔记、课堂反应、出勤），期末论文 70分。 

7、作业要求： 

参见每章结尾的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孙关宏 胡雨春 任军锋 主编《政治学概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二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杨光斌 著 《政治学导论》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 11月第四版。 
    2.  王浦劬 著 《政治学原理》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4年 11月第一版。 

执笔：梁旭  审稿：梁旭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2日 

 

公共关系学 
Public Relation Science 

课程号：5050409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掌握公共关系的基本理论；2、使学生认识公共关系的重要性，

并认识清楚公共与社会其它“关系”的区别；3、掌握开展公共关系活动的基本技能。在些基础上，

培养学生管理公共关系的基本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公共关系学基础知识、了解公共

关系基本概念，以及公共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的区别、公共关系的功能和管理公共关系的基本原则，

为公民社会与治理、非营利组织管理、公共危机管理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公共关系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公共关系的基本问题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关系的含义。 

2．公共关系的要素。 

3．公共关系的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历史上各种对公共关系的定义、关系的评价及其标准。 

2．掌握公共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公共关系的三大构成要素和公共关系的三大特征。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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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什么要对关系做正确的认识？公共关系与“拉关系、走后门”的区别何在？ 

2. 如何理解公共关系主体与公众对象在利益目标上“大家都赢”的原则？ 

知识单元 2：公共关系的历史沿革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关系的前史。 

2．现代公共关系的产生与发展。 

3．公共关系在中国。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关系产生的一般社会历史条件、人类早期的公共关系、公共关系在中国的传播和

发展以及中国公共关系前瞻。 

2．掌握现代公共关系的起源与发展、现代公共关系产生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现代公共关系发

展的基本趋势。 

作业： 

1. 为什么说人类早期的“公共关系”只有类似于现代公共关系的特性？试举例说明？ 

2. 谈一谈当前中国公共关系发展的困境有哪些？应该如何改进？ 

知识单元 3：公共关系的功能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关系对组织的功能。 

2．公共关系对社会的作用。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关系对社会的四大作用。 

2．掌握公共关系对组织的五大功能。 

作业： 

1. 如何理解公共关系对组织和社会所发挥的作用？ 

2. 公共关系优化社会环境体现在哪些方面？ 

知识单元 4：公共关系的组织机构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关系部。 

2．公共关系公司。 

3．公共关系社团。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关系部的地位与职能、一般模式、公共关系部的规模及内部分工；公共关系公司

的特点与职能、种类、工作原则及公共关系社团的发展趋势。 

2．掌握组建公共关系部的原则；公共关系社团的特征、类型与工作内容。 

作业： 

1. 试比较分析公共关系部与公共关系公司各自的优势与不足？ 

2. 假如你是某公司的公共关系部经理，你将如何制定公共关系部的工作计划？ 

知识单元 5：公共关系从业人员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关系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 

2．公共关系从业人员的职业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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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关系从业人员的群体组合。 

4．公共关系从业人员的培养与考评。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关系从业人员的公共关系意识、心理素质、职业道德和准则。 

2．掌握组织内外公共关系从业人员的群体组合，以及公共关系从业人员的培养途径、方法和

考评。 

作业： 

1. 公共关系从业人员应掌握哪些专业知识？具备哪些职业能力？ 

2. 公共关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包括哪些内容？ 

3. 公共关系从业人员群体组合有哪两种类型？ 

4. 组织内部公共关系从业人员的群体组合应考虑哪些因素？ 

知识单元 6：公共关系的对象构成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众的含义和特征。 

2．公众的分类。 

3．基本的目标公众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八种基本的目标公众的分析。 

2．掌握公众的含义与特征、公众的三种分类方法以及公众分类的意义。 

作业： 

1. 建立良好的员工关系对树立企业整体形象有什么作用？ 

2. 联系实际列举和分析本组织的目标公众与对象。 

知识单元 7：内部公共关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组织内部的公共关系解析。 

2．内部公共关系运作机理。 

3．内部公共关系沟通目标与渠道。 

4．内部公共关系操作要点。 

学习目标： 

1．了解组织内部三种公共关系操作的要点以及内部公共关系障碍及其消除对策。 

2．掌握组织内部公共关系的构成要素、分类、特点和功能；掌握四种内部公共关系运作的机

理；掌握内部公共关系的沟通的目标、形式与网络。 

作业： 

1. 为什么说“内部公共关系是塑造形象的起点”？ 

2. 内部公共关系的功能是什么？内部公共关系的沟通目标是什么？ 

3. 有效沟通员工关系应当从哪些方面入手？ 

4. 如何化解和消除内部公共关系保障？ 

知识单元 8：公共关系的传播媒介与沟通原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关系的传播媒介。 

2．公共关系的沟通原则。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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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传播的基本含义以及公共关系的传播媒介。 

2．掌握公共关系的四大沟通原则。 

作业： 

1. 什么是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什么是符号媒介、实物媒介和人体媒介？ 

2. 公共关系的沟通原则有哪些？ 

知识单元 9：公共关系调查与策划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关系调查。 

2．公共关系策划。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关系调查和公共关系策划的意义。 

2．掌握公共关系调查和公共关系策划的原则、内容及方法。 

作业： 

1. 怎样设计一份调查问卷？ 

2. 列举一个你所掌握的公共关系案例，并简述其中的主要策略过程。 

知识单元 10：公共关系计划的实施与评估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关系计划实施的意义和特点。 

2．公共关系计划实施的原则与方法。 

3．公共关系评估的意义和程序。 

4．公共关系评估的标准和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关系计划实施的意义和实施过程中的特点、公共关系评估的意义。 

2．掌握影响公共关系计划实施的因素分析、五中公共关系计划实施的原则与方法，掌握公共

关系评估的目的和程序以及对准备过程、实施过程和实施效果的评估标准与方法，以及发展公共关

系评估的途径。 

作业： 

1. 公共关系的工作过程一般包括哪几个步骤？试举例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2. 为什么要了解和研究公共关系计划实施过程中的沟通障碍？排除或减少沟通障碍的原则、
对策是什么？ 

3. 运用公共关系计划实施的某种原则和方法为一项公共关系工作拟定一个实施方案。 

4. 怎样在公共关系计划实施的不同阶段进行评估？ 

知识单元 11：公共关系的专题活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新闻性公共关系活动。 

2．广告性公共关系活动。 

3．人际沟通性公共关系活动。 

学习目标： 

1．了解新闻性公共关系的职能和活动类别、公共关系广告的含义及分类、人际沟通性公共关

系活动的含义及其分类。 

2．掌握新闻性公共关系活动、广告性公共关系活动以及人际沟通性公共关系活动的活动原则

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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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请为你所在的单位进行一次新闻性公共关系专题活动的策划。 

2. 公共关系广告与产品广告有何区别与联系？ 

知识单元 12：营利组织公共关系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工业企业公共关系。 

2．商业企业公共关系。 

3．饭店、旅游业公共关系。 

4．邮电、运输、金融业公共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四种营利组织的公共关系的主要目标和特点。 

2．掌握工业企业的危机公关关系管理、商业企业的内部及外部公共关系。 

作业： 

1. 与其他行业相比，工业企业公共关系的特点是什么？ 

2. 公共关系人员应当怎样处理企业发生的危机事件？ 

3. 商业企业如何有效开展对外公共关系活动？ 

4. 试举例说明饭店、旅游业公共关系工作的任务是什么？重点在哪里？ 

知识单元 13：非营利组织公共关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非营利组织与公共关系。 

2．非营利组织公共关系举要。 

学习目标： 

1．了解六种非营利组织的公共关系。 

2．掌握非营利组织公共关系的特点和主要作用、公共关系在筹款工作中的应用以及政府公共

关系。 

作业： 

1. 非营利组织的公共关系与营利组织相比有何区别？ 

2. 政府机关如何与群众进行沟通？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公共关系的基本问题 2  

2 公共关系的历史沿革 2  

3 公共关系的功能 2  

4 公共关系的组织机构 2  

5 公共关系从业人员 2  

6 公共关系的对象构成分析 2  

7 内部公共关系 2  

8 公共关系的传播媒介与沟通原则 2  

9 公共关系调查和策划 2  

10 公共关系计划的实施与评估（一） 2  

11 公共关系计划的实施与评估（二） 2  

12 公共关系的专题活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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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营利组织公共关系（一） 2  

14 营利组织公共关系（二） 2  

15 非营利组织公共关系 2  

16 答疑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政治学原理、社会学原理 

后续课程：公民社会与治理、公共危机管理、非营利组织管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公共关系的含义和特征、公共关系对组织的功能、公众的含义和特征、公共关系的沟通

原则、非营利组织与公共关系。 

难点：公共关系的特征、公共关系的沟通原则、公共关系评估的标准与方法、非营利组织公共

关系举要。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结合本课程教材，对公共关系重要的理论知识采用讲授的教学方法，直接、快速、

精炼的让学生掌握，为学生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 

2.案例教学法：在授课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对选定的具有代表性的公共关系典型案例，进行

有针对性的分析和讨论，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评价，以拓宽学生的思维空间，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 

3.讨论法：在本课程的课堂教学中多处采用讨论法，学生通过对公共关系重要问题的讨论，让

学生在小组或团队中展开合作学习，让所有的人都能参与到明确的集体任务中。 

教学手段： 

1.投影板书：将公共关系的重要理论知识及相关问题和文字案例以 ppt板书的形式展示给同学

们。 

2.视频资料：将公共关系相关案例以视频方式直观的向同学们展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堂提问占 10%，考核内容包括学生在课堂的对老师随机提问回答的准确

性、逻辑性以及创造力；期末考核占 70％，要求学生在学期末上交期末论文一篇，要求内容与公

共关系学相关，由学生独立完成，字数不少于 3000字。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的思考题即为作业，学生可任选一题作答，以课堂发言或者纸质作业的方式提交。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专业教学和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熊源伟主编的《公共关

系学》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熊源伟主编《公共关系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 4月 第 3版（全国优秀畅销书）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赖瑞·泰伊著 刘体中译 《公关之父伯奈斯》，海南出版社，2003年 6月 第 1版 



3930 

2. 周安华、苗晋平编著《公共关系：理论、实务与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5

月 第 1版 

执笔：梅燕京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当代中国政治概论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课程号：5050410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全校本科生通识选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对于当代中国政治的演变历程有基本认识；2、使学生掌握认

识中国政治的基本路径与方法；3、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各主要方面和重大问题有初步的认识；4，对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模式形成科学合理的评价。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学习当代中国政治的认识论。 

2．当代中国政治的各主要方面。 

3．课程内容介绍 

学习目标： 

重点掌握事实、价值与实践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 

作业： 

1． 和同学讨论如何区分事实与价值。 

知识单元 2：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概述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 

2． 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演变。 

3．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政治演变。 

4． 第二次国共内战。 

学习目标： 

1．掌握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历程。 

2．掌握当代中国基本政治体制的历史渊源。 

3. 了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合法性。 

作业： 

1． 和同学讨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来历。 

2． 和同学讨论国共重庆谈判的主要议题及其解决方案。 

知识单元 3：当代中国政体概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政体类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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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较政治视野中中国的政体。 

3．中国政体的基本特征与运作机制。 

学习目标： 

1．了解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在政治科学知识中的定位。 

2．了解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3. 把握中国政治体制运作的主要机构和机制。 

作业： 

1．和同学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核心特征。 

2．和同学讨论十八大政治报告中的重要创新。 

知识单元 4：当代中国政治中的重要方面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当代中国政治中的意识形态。 

2．当代中国政治中的社会控制。 

3．当代中国政治中的文武关系 

学习目标： 

1．掌握当代中国主要政治思潮。 

2．了解当代中国政治中的社会治理机制。 

3. 了解军队在当代中国政治中的特殊地位。 

作业： 

1． 和同学讨论当代中国左派、右派等概念的涵义。 

2． 和同学讨论政法委与综治委的作用。 

知识单元 5：港澳政治与台湾政治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台湾政治的演变与台湾的认同政治。 

2．香港政治的演变与中央地方关系。 

3．澳门政治的演变与博彩经济。 

学习目标： 

3. 掌握特区基本政治制度。 

4. 了解两岸关系的基本演变历史。 

作业： 

1. 和同学讨论电影《悲情城市》。 

2. 和同学讨论香港基本法二十一条的争论。 

（二） 发言和讨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内容：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当代中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展开讨论。 

要求：每位同学的陈述控制在 8-10 分钟内，清晰有条理地陈述其对话题的看法，说明学术界

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评论其他同学的观点。 

三、 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2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概述（一） 2 清末政治史 

3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概述（二） 2 清末政治史 

4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概述（三） 2 北洋时代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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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使学生掌握学习中国政治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形成对学术研究性质的认知，对当代中国

政治的基本问题形成知识基础和基本评价。 

难点：让学生理解实际政治与形式政治的区别。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5． 案例教学（主要）。 

6． 逻辑分析（主要）。 

7． 比较。 

8． 交叉学科。 

教学技术： 

1．讲授，侧重介绍政治史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内在关联。 

2．学生规定发言，计分考察。 

3．课堂讨论。 

4．学生作业等。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学习时间至少为 10小时，准备发言 2小时，准备期末作业 5小时，阅读大约 15小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满分 100分，发言 20%，期末 80%。 

7、作业要求： 

见上面知识单元内容。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依据学术界的综合性的研究成果，采用内容全面、细节丰富的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景跃进：《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二）推荐参考书 

5 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概述（四） 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治史 

6 当代中国政体概论（一） 2 政体类型学与党国体制 

7 当代中国政体概论（二） 2 党国体制的机构与机制 

8 当代中国政体概论（三） 2 党国体制中的政治动员 

9 当代中国政治中的重要方面（一） 2 意识形态与管理机制 

10 当代中国政治中的重要方面（二） 2 基层治理与社会控制机制 

11 当代中国政治中的重要方面（三） 2 文武关系 

12 台湾政治 2  

13 香港政治 2  

14 澳门政治 2  

15 互动批评与讨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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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俞可平著：《增量民主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 

3. 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执笔：尹钛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外交学 
Diplomacy 

课程号：505041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一般通识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外交学的基本内容 2、了解外交学与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史

的相关知识 3、了解大国外交的基本内容。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有关外交学研究的基础知识，了解国际政治学和

国际关系史的一些基本概念以及中美日等大国的外交政策。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影响外交的基本因素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影响外交的基本因素 

学习目标： 

1． 了解影响外交的基本因素 

2． 了解外交学研究的基本知识点 

知识单元 2：外交决策、外交手段与大国外交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 战略决策、手段与大国外交。 

学习目标： 

1.了解外交决策的主要内容。 

2.了解实施外交的主要手段。 

3. 大国外交的基本政策与特点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介绍外交学的定义和课程的构成 3  

2 外交的历史与理论（1）西方和国际体系 3  

3 外交的历史与理论（2）非西方和中国 3  

4 影响外交的国际因素 3  

5 影响外交的国内因素 3  

6 外交决策 3  

7 外交手段（一）政治与军事 3  

8 外交手段（二）经济与文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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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外交机构与外交官 3  

10 外交谈判与外交语言 3  

11 随堂开卷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特殊要求 

后续课程：无特殊要求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外交决策、外交的组成因素、大国关系。 

难点：决策理论、国际关系史相关知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授课。 

教学手段： 

1.ppt为主。 

2.每次课后会留有思考题。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特殊要求。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随堂开卷考试。出勤、课堂表现等将视具体情况而定。原则上，平时表现占 30%，

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无特殊要求。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无特殊要求。 

（二）推荐参考书 

1. 贝里奇（英）著《外交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2. Jeremy Black：A History of Diplomacy， Reaktion Books Ltd.,2010. 

执笔：刘星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6日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 Theories and Reality 

课程号：505041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主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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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习者了解和掌握该课程所涉及的基础知识体系和核心概念；2、

通过案例分析培养学习者运用国际关系学科思维来分析现实问题，理解国际关系学科的理念与价

值；3、培养和生成全球视野与价值关怀，即培养学习者站在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高

度来观察和审视当代国际关系现实。 

开设本课程，旨在对学习者进行关于国际关系学科基本知识和分析现实问题能力的教育。作为

全校通识教育主干课程，本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在大学生通识教育中进行国际关系学科基础知识的

“入门”教育。通常来说，一个学科专业学生的培养，其“入门”教育是通过课程体系设置的一系

列专业基础课程来完成的。而本门课程的内容设计主要是国际关系学科的最基本的入门索引：一是

基础原理框架，包括国家与国际体系两个部分；二是主流理论与流派，包括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

和建构主义理论流派的基本内容；三是国际关系的核心主题，包括了国际冲突与合作以及当今最前

沿的全球治理内容；最后是对国际关系未来发展趋势及中国应扮演的角色进行总结和展望。从根本

上来说，本课程三个主体部分的内容，即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视角、基础框架和基本现实，事实上

是关于国际关系的基本理论工具、基本分析方法和核心主题的阐述，涵盖了国际关系学的核心内容。

可以说，作为通识教育课程，本门课程的设计和教学目的就是要达到，使学生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

能够了解和掌握国际关系学科的这些入门索引，学生在入门索引的指导和指引下，通过自主学习也

能够找到入门之道。可以形象地说，该门课程是要交给学生一个国际关系学科入门的总指引或是总

开关。本门课程的根本目的是要起到将学生带到该学科的“大门口”的作用，只要学生能够掌握和

运用其中的基本知识原理，就能够打开这门学科的大门。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全球化与当代国际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全球化与当代国际关系的转型 

（1）全球化与当代国际关系的转型。全球化的概念与全球化在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全球化

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2）全球化与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向。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定

位与战略选择。 

2.全球化发展对中国的影响 

（1）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2）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定位与战略选择。必须坚定不移地融入全球化。努力改变全球化进程

中的不公正与不平衡。 

3. 国际关系理论与学习方法。 

（1）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学术流派；国

际关系理论研究方法的演进。 

（2）如何学习和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问题；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案例；国际

关系研究中的数据；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史料。 

（3）国际关系有哪些“门槛”？基础元素——概念；理论范式与逻辑方法。 

4.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论价值 

5.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研究的主要文献。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象、学科内涵和理论渊源。 

2．掌握国际关系理论从古代到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发展线索；初步了解国际关系理论学习和研

究的基本方法。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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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看待全球化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影响？ 

2. 谈谈你对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的认识。 

3.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4. 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哪些？ 

知识单元 2：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演变及其层次分析方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演变。 

（1）古典文明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 

（2）中世纪晚期及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家的国际理论。 

（3）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产生。 

2.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层次分析法 

（1）层次分析法的历史发展。肯尼斯·华尔兹的人性、国家、国际体系三个“意象”（image）；

戴维·辛格的国际体系与民族国家两层次分析法；詹姆斯·罗斯的个人、角色、政府、社会、国际

系统五层次分析法；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的六层次分析法：世界系统、国际关系、国内

社会、国家政府、决策者角色、决策者个人。 

（2）层次分析法的基本要义。国际体系层次（世界体系层次与国家间关系层次）；国家层次（政

治体系结构、利益集团及其结构、社会结构）；个体层次（个体角色、个体特性）。 

（3）层次分析法的意义。 

学习目标： 

1．通过本讲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演变进程。 

2．掌握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基本分析方法。 

作业： 

1．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主要有哪几个阶段？ 

2．层次分析法的要义是什么？ 

知识单元 3：国际体系及其在 21世纪的发展趋势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体系及其历史演进 

国际体系的早期形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

冷战后的国际体系。 

2．国际体系的结构 

（1）国际体系的结构及其模式。莫顿·卡普兰国际体系六模式说；霍尔斯蒂国际体系五模式

说；约翰·罗尔克国际体系四模式说。三种国际体系结构模式：单极体系、两极体系、多极体系。 

3. 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变革。 

（1）国际体系稳定性的主要学说。国际体系结构视角的分析；相互依赖和制度视角的分析；

国际体系文化视角的分析。 

（2）国际体系的变革及当代趋势。现实主义的国际体系变革观；自由主义的国际体系变革观；

激进主义的国际体系变革观。  

（3）当代国际体系的变革趋势。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体系结构发展演变的历史与趋势。 

2．掌握国际体系结构的内涵及国际体系结构模式；掌握国际体系稳定与变革的主要因素；初

步学会运用国际体系结构理论分析国际问题。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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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什么是国际体系？ 

8. 国际体系结构的主要含义是什么？ 

9. 阐述国际体系结构模式的主要学说。 

10. 国际体系稳定与变革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知识单元 4：现实主义与权力政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古典现实主义。 

（1）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渊源；主要代表人物；主要理论特征。 

（2）汉斯·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思想。摩根索现实主义六原则；权力政治理论，权力斗争

中国家的政策目标（维持现状、帝国主义、追求威望）；国际和平的条件（自我克制、均势机制、

外交）。 

2. 新现实主义。 

（1）二战后现实主义的发展历程与新现实主义的出现。 

（2）肯尼斯·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思想。 新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改造；新现实主义的

基本概念：体系结构；新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新现实主义的主要观点：国际体系的排列规则、国

家特性、国家能力差异。 

（3）罗伯特·吉尔平的新现实主义思想。体系变化论；霸权兴衰论。 

3. 新古典现实主义。 

（1）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产生背景、主要代表人物及其基本思想。 

（2）对新古典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学派的评价与批判。 

学习目标： 

1．了解现实主义的理论起源于历史发展；理解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

的主要理论内涵。 

2．掌握现实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弄清现实主义理论之要义。 

作业： 

1．阐述汉斯·摩根索的古典现实主义思想。 

2. 阐述肯尼斯·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思想。 

3．简述罗伯特·吉尔平的现实主义思想。 

4．试简要评价现实主义思想。 

知识单元 5：自由主义与合作政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理想主义与自由主义理论概说。 

（1）理想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理论起源。 

（2）理论特点与主要观点。坚持人性本善论，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强调国际关系中非权

力因素、沟通与合作能力的重要性以及全球系统相互依赖过程的分析。 

（3）主要学术分支。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功能主义、相互依存

自由主义、国际一体化与区域一体化理论等。 

2．功能主义理论。 

（1）功能主义理论的产生与新功能主义理论。 

（2）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的“外溢”理论。 

（3）约瑟夫·奈的一体化七过程机制以及一体化潜力和条件。 

3. 相互依赖的自由主义。 

（1）新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与理论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是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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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约瑟夫·柰（Joseph Nye, Jr.），他们的代表作是《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1972）和《权力与相互依赖》（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1977）。 

（2）相互依赖与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相互依赖”指一个体系中的不同行为体或事件的相互

影响；福和相互依赖的三个一般性假定及主要内涵：国家并不是国际关系中的唯一行为体，经济、

社会和生态问题在国际议程中已取得了与政治、军事问题同样重要的地位，经济相互依存连同扩大

了的政治联系增大了合作的价值而减小了暴力的功效。  

4. 共和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 

（1）共和自由主义的起源与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观点。民主和平论主要代表人物有米歇尔·多

伊尔、布鲁斯·拉西特；民主和平论的核心观点。 

（2）经济自由主义的起源与理查德·罗斯克兰斯的贸易和平论。 

5. 新自由制度主义。 

（1）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产生。产生背景；主要代表人物和著作：罗伯特•基欧汉、罗伯特•阿

克塞尔罗德。 

（2）罗伯特•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思想。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概念：国际制度；新自由

制度主义基本观点：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 

学习目标： 

1．了解各种自由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内容。 

2．掌握各种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要旨；重点把握各种自由主义的理论的基本内容。 

作业：  

1．阐述自由主义各流派的主要思想观点。 

2．阐述罗伯特·基欧汉的国际制度思想。 

3．阐述相互依存理论的主要内容。 

知识单元 6：建构主义与认同政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建构主义理论概说。 

（1）建构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征。建构主义关注的焦点是社会本体论；强调行动者或主体的社

会建构性质；建构主义既注意因果解释，也注意建构解释；建构主义的研究战略是方法论的整体主

义而不是个体主义。 

（2）建构主义的主要概念和理论观点。主要概念包括主体间互动、文化、观念、认同、规范

等；建构主义基本理论包括规范理论、认同理论和安全共同体理论等。 

2.温特的建构主义思想。 

（1）温特的主体间建构主义思想。 

（2）温特的三种无政府“文化”思想。这三种文化是分别是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

化。在霍布斯的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敌人”角色，是你死我活，敌人没有生存和自

由的权利。在洛克的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竞争对手”的角色，竞争对手有着生存和

自由的权利，但没有免于暴力的权利。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主权的确认就是一个标志。在康德的无

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朋友”。朋友之间相互承担义务：不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在出现

侵略的情况下相互帮助，从而导致多元安全共同体和集体安全。温特的三种结构（文化）塑造了行

动者的三种身份认同，即霍布斯文化的敌人身份、洛克文化的竞争对手身份、和康德文化的朋友身

份。温特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是变化的。行动者的实践导致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国际体系的

结构是可变的，另一方面，结构的变化又是不易的。在温特看来，这三种文化代表了国际社会的演

变方向。霍布斯文化是主权体系之前的时期，洛克文化是我们目前所处的现实，康德文化则指向未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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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建构主义理论特征。 

2．掌握温特的国际无政府文化理论内涵。 

作业： 

1．简述建构主义的理论特点。 

2．试论述温特的建构主义思想。 

知识单元 7：国家行为体及其对外决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家对外决策 

（1）国家行为体概说。国家的基本要素；国家的民族特征；主权的要义及其演变； 

（2）国家利益的内涵及其复杂性. 

（3）国家权力。国家权力的内涵与构成 ；综合国力与国家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2. 国家对外决策。 

（1）国家对外决策的内涵。国家对外决策即外交决策；外交决策的概念与特征；外交决策的

基本特征。 

（2）影响国家对外决策的因素。心理因素；环境因素；国际因素；国内因素。 

（3）各国的对外决策机制。美国的对外决策机制，主要包括总统 、国家安全委员会（NSC，

白宫、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等）、国会（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总监办

公室 ODNI，http://www.dni.gov/）、专家和智库、新闻媒体和舆论。中国的决策机制，包括中国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含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外交部、中联部、与具体

外交事务相关的各职能部门（商务部等）、社会舆论与智库等。 

3. 国家对外外交决策过程。 

（1）国家对外决策的主要过程。内外环境相互作用中外部环境变化；决策者认识到变化的出

现；决策者根据国家利益、目的、印象、价值体系等对变化进行认知、判断；决策者根据上述认知

进行决策；决策者实施政策以改变国际环境。 

（2）外交决策的研究动向。主要研究领域与主要决策行为体。 

4. 外交决策理论（外交决策模型）。 

（1）理性行为体模型 。 

（2）组织行为模型 。 

（3）官僚政治模型 。 

（4）认识（心理）过程模型。决策的认知过程 ；决策过程中的“心理”作用；战后的“慕尼

黑症候群”与“多米诺骨牌理论”案例分析；建国后中国的对外认识。 

5. 案例分析：古巴导弹危机。 

（1）古巴导弹危机时间的主要经过。 

（2）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决策过程。 

（3）古巴导弹危机的教训与经验。情报的重要性与欺骗的危险性；决策过程中充分讨论的必

要性；秘密外交的必要性；妥协的艺术；核战争威胁的共同认识；过大评价本国实力导致外交的被

动；军事作为外交手段的不可预测性和危险性。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家行为体的基本内涵及其对外决策的一般过程。 

2．掌握国家行为体的基本要义和外交决策的定义，把握国家对外决策的基本过程及各阶段的

关键因素，理解外交决策理论的基本流派及发展方向，并通过案例研究予以详细、多元性说明。 

作业： 

1.试析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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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家权力包括哪些内容？它是如何影响国际关系的？ 

3．简述国际环境对国家对外战略与对外政策的影响。 

4．谈谈你对对外决策影响因素的认识。 

5．试述国家对外决策的主要模型 

知识单元 8：国际冲突及其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冲突的类型与根源 

（1）国际冲突的涵义。国际冲突就是指国际社会各行为体之间为了争有限的资源、权力和地

位等进行的竞争、压制、伤害或消灭对方的行为以及与国际行为体的目标不相容时所处的一种状态。 

（2）国际冲突的类型。关于国际冲突类型的划分，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划分，根

据国际学术界对冲突类型的研究，国际冲突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因领土争端、资源争端等引

起的国家之间的边境冲突；二是因民族、宗教矛盾而导致的民族宗教冲突；三是大国与大国、大国

与小国、小国与小国之间由于彼此矛盾的不可调和而导致的国家之间的冲突。 

（3）国际冲突的根源。经济利益、地缘战略矛盾、民族主义、宗教矛盾、帝国主义、非均势

化、国际社会的结构性差异、意识形态差异等。 

2. 国际危机与国际战争。 

（1）冲突与战争理论。冲突概念及其种类；冲突的微观理论：生物学和心理学解释、社会学

的解释；冲突的宏观理论：冲突功能论、内部冲突与外部冲突互动论、社会冲突论（文化、种族差

异等）、革命战争理论、昆西·赖特等人的战争起源论、军备竞赛与战争理论。 

（2）国际冲突的升级。冲突的升级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潜在的对抗和语

言象征性冲突；第二个层次，非暴力的实质性行为冲突；冲突的第三个层次是暴力的对抗性冲突。

暴力手段可分为小规模的军事对抗，如边境争端；局部战争或有限战争以及全面战争。赫尔曼·康

恩还把国际冲突的逐步升级分为 44 个阶梯、6 个门槛，以此构成逐步升级的一组模型，但现实中

的每一次国际冲突都是复杂的，都有其特定的环境条件和内在动因，很难套入某一固定模式。而且

每一个国际冲突的发展过程中，常常会出现几个阶梯同时到位的情况，并非必然是依次递进的。 

（3）国际危机的概念与分类。 

（4）国际战争。国际战争的类型；当代国际战争的最新表现及其问题。 

3. 国际冲突的预防与解决。 

（1）国际冲突的预防。.增加双边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理解；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影响力，

增加外交的透明度；建立某种协调机制。 

（二）国际冲突的解决的解决的主要途径。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在冲突解决中的作用日益重

要；大国势力的介入仍起着重要作用；国际法的作用应该亟待加强；新观念的倡导与构建。鉴于当

前国际冲突的复杂性，任何解决方法都需要各种手段的综合运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当前国际

冲突的本质根源在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因而要彻底消除国际冲突就必须铲除其生成的根源，也

就是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4.国际冲突与国际安全。 

（1）国际冲突引发国际安全。 

（2）当代传统安全关涉的主要问题。局部战争和冲突频发；军备竞赛呈加剧之势；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的扩散。 

（3）国际干涉与国际安全的维护。国际干涉的概念、国际干涉的主体、国际干涉的方式、国

际干涉的对象。 

（4）国际安全的维护。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冲突理论的基本观点；理解国际冲突的主要根源。 



3941 

2. 掌握国际安全之要义；把握国际冲突预防与解决的主要手段途径；学会运用国际冲突的相

关理论分析现实问题。 

作业： 

1．试述冲突概念的内涵。 

2．阐述冲突的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的主要内容。 

3．试述安全概念的内涵。 

4．简要评述当今国际冲突预防的主要观点。 

知识单元 9：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述。 

（1）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可分为系统理论和非系统理论。其

系统理论是与国际政治学科的理论一脉相承的，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及其相关理论等。但其理论偏重经济视角的解释，与整体政治学科的理论框架有较大不同。除此之

外的理论统称为非系统理论。下面我们将一一介绍这些理论。 

（2）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与主要观点。代表人物有修昔底斯、马基雅维

利、摩根索、沃尔兹等。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有：强调相对收益（relative gains）

对国家间合作的负面影响；认为国家间贸易的依赖性与国家安全相互冲突；认为经济政策是实现政

治目标的手段,经济是权力斗争的延伸。历史上从属这一理论学派的观点包括：重商主义

（merchantilism），贸易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以及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3）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及观点。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威尔

逊、基欧汉、约瑟夫•奈等。相互依存理论（interdependence）以及古典自由经济学等都属于这一

流派。与现实主义相比，自由主义理论对国际政治经济有着截然不同的预期，具体来讲，其主要观

点包括：在国家间交往中，绝对收益（absolute gains）的影响要大于相对收益的考虑（例：“双

赢”），所以国际合作的前景是乐观的；国际规范和组织将会大力促进国家间合作，因而国际组织的

发展是未来趋势；低端政治（low politics）的重要性（例：“软实力”概念）。 

（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理论可以被认

为是马克思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诠释。与之相关，依附（dependency theory）和世界体系理

论（world system theory）在国际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中有着长期深远的影响（例：拉丁美洲的左

派）。 

2.主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1）重商主义以及贸易保护主义。 

重商主义起源于 16、17世纪，贸易保护主义是其当今的形式。美国国父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

顿（Hamilton）的经济政策主张可以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代表，其言论包括：(1)多出口、少

进口;(2)提高关税、保护国内市场和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 (3)扶植有竞争力的出口工业，建立专

营海外贸易公司。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则是原始重商主义的代表，主张政治军事都要为经济服务，其名

言就是“金子买不来好战士，但好战士总能带来金子”（“gold alone will no procure good soldiers, 

but good soldiers will always procure gold”） 

（2）霸权稳定论（国际经济领域）。 

美国政治学家吉尔平（Gilpin）提出了国际经济的霸权稳定论。 他认为，当且仅当一个霸权

国发挥领导作用时，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才能保持稳定。有霸则稳，无霸则乱。在霸权国占据压倒优

势的时候，世界经济和安全领域是和平有序的；而当霸权国实力和控制能力下降的时候，国际关系

中则充满冲突和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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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互依存理论。 

相互依存理论是自由主义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一支，它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占据理论

主导地位，这一点与国际政治整个学科不同。该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 

第一，世界市场的扩张使货币、商品、人员、信息的跨国界流通急剧增加，各国的利益交错、

难以割裂，事实上处于相互依存的网络当中； 

第二，相互依存，即“彼此之间的依赖”，指的是国际社会中不同角色之间互动的影响和制约

关系。 

（4）古典自由经济学（classic liberal economics)及贸易和平论。大卫•李嘉图（Ricardo)

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Theorum)或要素禀赋论；斯托普尔－萨

谬尔森理论(Stopler-Samuelson Theorum)。 

（5）马克思主义及其他相关理论。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学

的解释。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滞涨会导致帝国主义经济体系的崩溃、社会主义革命和

国际经济新秩序。依附理论是与马克思主义相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其代表人物是埃及经济学

家萨米尔•阿明(Smir Amin)，主要观点包括：第三世界贫穷的根源在于国际结构，而不是自身因素；

国际分工划分为原材料供给国和工业生产国；世界市场越进步，不发达国家越难发展。 而美国学

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划分为中心区-半边

缘区-边缘区的结构；经济盈余由边缘区转移到中心区。该理论重视在中心区国家中统治地位的争

夺，认为它对整个体系的影响最大。 

（6）非系统理论。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相互作用的理论；外交决策理论；国际组织、地区合

作等的理论。 

3.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常用研究方法。博弈论(game theory)；定量分析。 

4.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概览。 

（1）国际贸易的发展。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关贸总协定（GATT) 及世界贸易组

织（WTO）。 

（2）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世界银行（world bank)。 

（3）其他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经济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和现状，并对当代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热点议题有一定的认

识和理解。 

2．掌握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流派的观点以及基本研究方法，学会运用其基本原理分析具体

现实问题。 

作业： 

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什么？它与国际政治学、经济学等有什么联系和区

别？ 

2.什么是比较优势？什么是要素禀赋论？它们适用于中国的贸易和经济发展吗？ 

3. WTO 和 IMF 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贡献吗？它们又有什么缺陷呢？如果需要改革的话，你

认为这两个国际组织的改革重点和方向在哪里？ 

4. 你认为全球化的利弊在哪里？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对中国而言呢？ 

知识单元 10：21世纪国际关系的转变与中国崛起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21世纪国际关系的基本走势 

（1）从国际政治走向全球政治。 

（2）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 

（3）合作政治与国际机制的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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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议题政治与全球治理的凸显。 

（5）环境政治的凸显。 

2. 当代中国对外关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1）走向崛起的结构性压力与挑战。 

（2）长期存在的政治与意识形态鸿沟。 

（3）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3. 当代中国的国际定位与战略选择。 

（1）国际定位的概念。 

（2）中国的国际定位。中国是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是理性和负责任的国际共同体成员；

中国是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注重并拥有软权力资源的文明古国。 

学习目标： 

1．了解 21世纪国际关系的基本走势。 

2．把握中国国际定位的基本面向。 

作业： 

1、试述 21世纪国际关系的基本走势。 

2、当代中国对外关系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主要有哪些？ 

3、阐述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主要指向。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教学主要为课堂问题分析原理分析练习，没有专门的实验课堂

安排。课堂问题分析和案例分析练习安排在每个专题教学课堂中穿插进行，十个专题的教学课堂每

个课堂约为 0.5个课时，共计约为 5个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

时 
备   注 

1 第一讲 导论：全球化与当代国际关系 3 讲授 

2 
第二讲 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演变及其层次分析方

法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课堂

问题分析练习 

3 第三讲 国际体系及其在 21世纪的发展趋势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课堂

问题分析练习 

4 第四讲 现实主义与权力政治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课堂

案例分析练习 

5 第五讲 自由主义与合作政治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课堂

案例分析练习 

6 第六讲 建构主义与认同政治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课堂

案例分析练习 

7 第七讲 国家行为体及其对外决策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课堂

案例分析练习 

8 第八讲 国际冲突及其管理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课堂

案例分析练习 

9 第九讲 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课堂

案例分析练习 

10 第十讲 21世纪国际关系的转变与中国崛起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 

11 结课考查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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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国际政治学原理》、《外交学》、《国际关系史》。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法；国际体系结构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

主义各理论流派的基本观点、国际冲突与管理的基本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各主要流派的基本理论

观点、全球意识与全球治理的基本内涵、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 

难点：对层次分析法和国际体系结构理论分析方法的运用、国际关系各理论流派观点的评价和

在分析问题中的具体运用、国际冲突管理与国际经济竞争中各种观点的评估。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各知识单元主要采取专题讲授的方式授课。 

2.案例分析。每个知识单元都采取专题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授课 

3.课堂案例分析和现实问题分析的练习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课堂讨论。 

3. 课堂练习与测验。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阅读经典原著，撰写读书报告两份以上。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5％，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问题分析与案例分析练习占 15%；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需按照章节预留作业进行课下阅读和练习。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自编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年出版，刘贞晔主编《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刘贞晔主编：《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年出版。 

2.约翰•罗尔克：《世界舞台上的国际政治》（第九版），华夏出版社 2004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

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版。 

2．肯尼斯•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3．托布约尔•克努成著，余万里、何宗强译：《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4．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5．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6．阎学通、孙学峰著：《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7. 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8. 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王辑思校），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9.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武军等译，邓正来校），北京，中国人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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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1994年版。 

10. 法利德·扎卡利亚：《从财富到权力》（门红华、孙英春译，古田校），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年版。 

11.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12.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1945-1988）》，上

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13. （美）威廉森·默里，阿尔文·伯恩斯坦，（英）麦格雷戈·诺克斯主编：《缔造战略：统

治者、国家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年版。 

14. （美）帕雷特（PoterParet）等：《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时殷弘

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年版。 

15. （美）加迪斯 著，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年版。 

16.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17. 约瑟夫•奈（Nye,J.S.）著，门洪华译：《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18. 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

出版社 2001年版。 

19.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20. 玛莎•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21. 彼得•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新华出版社 2002年版。 

22. 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23. 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长征出版社 2001年版。 

24. 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3-11-1 

第 1-5章。 

25.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 1999年版。 

26. 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72-179页。 

27. 申玉庆：《外交决策的微观认知视角——对杰维斯认知理论的几点评价和思考》《外交评论

-外交学院学报》2005年第 5期。 

28. 陈刚：《历史上的战争都是不可避免的吗?——〈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评介》《现

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 3期。 

29. 张清敏：《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国际论坛》2003年第 1期。 

30.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三卷），高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31. 特伦斯·K.霍普金斯(Ternce K.Hopkins)，(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等著：《转型时代: 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1945～2025》吴英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32. 李滨著：《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视野下的市场与国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33. 王正毅，张岩贵著：《国际政治经济学: 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 

34.苏珊•斯特兰奇(Strange,S.)著：《国际政治经济学导论:国家与市场》杨宇光等译；经济科

学出版社 1990年版。 

35.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著：《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杨宇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36．Marc Genest 著：《冲突与合作：演进中的国际关系理论》（英文版），第一章，北京大学

出版社 2003 年版。或者参考 Marc Genest，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rcourt Brace& Company, 1996.  

37．Paul R. Viotti，Mark V. Kauppi,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Pluralism, Globalism, and Beyond.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9. 

38.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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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y Press, 1995. 

39.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中译本:罗伯特·杰维斯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版。 

执笔：刘贞晔  审稿：刘贞晔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8日 

 

全球治理 
Global Governance 

课程号：505100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主干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习者了解和掌握该课程所涉及的基础知识体系和核心概念；2、

通过专题教学和案例分析培养学习者运用全球治理理论来分析现实问题，了解当今时代全球化以及

对全球化问题治理发展的核心内容和最新动态，把握其发展的未来趋势；3、该课程通过对中国在

当今全球治理舞台上的定位及其对全球治理秩序发展演变的影响和作用的讲授，指导当代大学生了

解和把握全球治理与中国责任的时代课题，并将自身的发展与这样的时代命运与机会自觉地结合起

来，增强自身的综合素质。 

开设本课程，旨在对学习者开展关于全球治理基础理论与分析现实问题能力的教育。作为全校

通识教育主干课程，本门课程立基于当代全球化与全球问题发展的时代趋势和时代内容，同时立足

于中国在 21 世纪的全球舞台上所扮演的全球治理角色和作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

把握全球治理领域的基本动态和未来发展趋势。《全球治理》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全球治理的基本理

论与实践两大部分，全球治理的基本理论包括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和当代国际关系

带来的新问题与新挑战，全球治理的主要行为体与全球治理体系，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与有效性，

全球治理的机制变革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完善等；全球治理的实践包括了大国关系以及新兴经济体对

全球治理发展变革的影响，全球经济治理（全球经济一体化、全球贸易机制、国际货币与投资机制

的治理）、全球发展与贫困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控制、恐怖主义、联合国维和

与和平重建）、全球气候变化的治理以及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与参与战略等内容。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全球化、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全球化、全球性问题及其对当今人类社会的影响。 

（1）全球化的概念 

（2）全球问题的内涵。所谓全球问题，就是指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一系列超越国家和地区界

限，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具体而言，当代全球问题主要包括以下问题：战争与

和平、南北关系、国际新秩序、生态失衡与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口爆炸、粮食危机与全球贫困、

海洋利用与宇宙开发、人权、民族主义、恐怖主义、难民、毒品、艾滋病、精神迷乱与道德失落，

等等。以上列举的问题又可划分为三类：一是涉及人于人的关系；二是涉及人于自然的关系；三是

涉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对自身素质、能力、发展方向的反思。 

（3）全球问题的基本特点。全球性、全面性、相互缠结性、超意识形态性、挑战性。 

（4）全球问题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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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意识。 

（1）全球意识的内涵。所谓全球意识，就是在承认国际社会存在共同利益，人类文化现象具

有共同性的基础上，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克服民族国家和集团利益的限制，以全球的

视野去考察、认识社会生活和历史现象的一种思维方式。在认识和把握全球意识时，必须紧紧抓住

人类共同利益与人类文化的共同性两个基本点。 

（2）全球意识与人类共同利益。 

（3）全球意识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首先，全球意识有助于人们用一种整体性思维与观念认

识、分析、处理当代国际关系。其次，全球意识有助于人们确立人类共同利益观，并以这种观念认

识、分析、处理当代国际关系。总之，全球意识以其整体性、共同性反映并强化着人类和地球的整

体性、共同性。它从另一个侧面揭示着人类社会生活的问题、内容与意义，而这个侧面恰恰是全球

化和全球问题所显现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当代国际关系。 

3.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 

（1）全球问题呼唤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治理。 

（2）全球治理概念 。“治理”（governance）概念的含义主要是指人类社会中各种行为体运

用权威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和过程，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是当今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公共事务治理

的两大核心领域。 迄今为止, 被学术界引证最多的全球治理的定义是由全球治理委员会作出的。

这个定义是: “治理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

和。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通过这一过程, 各种相互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调和, 并采取合作

行动。这个过程包括授予公认的团体或权力机关强制执行的权力, 以及达成得到人民或团体同意或

者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协议” 

（3）全球治理与权力政治的区别。多元行为体 ；规则治理 ；从政府转向非政府；从国家转

向社会；从领土政治转向非领土政治；从强制性、等级性管理转向平等性、协商性、自愿性和网络

化管理；全球治理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权威。 

4.研究全球治理的意义和价值 

（1）人类共同利益和价值的诉求 。和平、繁荣、权利和尊严  

（2）国家和民族利益与价值诉求 。文明个性与普遍性、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国家发展

与人类共同发展。 

（3）个体利益和价值的诉求。国家公民与全球公民、个体发展与民族和人类发展。 

5. 全球治理的研究内容。 

（1）全球安全治理：战争与冲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控制、恐怖主义、非传统安全治理、

联合国维和等。 

（2）全球经济治理：全球贸易治理、全球金融治理、全球投资治理、全球与区域一体化等。 

（3）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  

（4）其他非传统安全治理。全球卫生治理、全球移民与难民治理、全球能源资源资源安全的

治理、跨国犯罪的治理，等等。 

6.全球治理研究与学习方法。 

（1）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 

（2）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假设；推理；层次分析；因果分析；规范研

究等。 

（3）学习方法。阅读经典文献和学术期刊、查阅官方数据等。 

学习目标： 

1．了解全球化的基本内涵及其性质，认识和理解全球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以及人类应

对全球化与全球性问题的迫切性。 

2．掌握和理解人类共同利益与全球意识、全球治理的内涵及其对解决其问题的重要性。本章

的教学重点与难点：认识和把握全球化对当今时代提出的政治挑战以及如何应对这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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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全球治理的主要内容以及全球治理发展对当今世界政治产生的影响。 

4．掌握全球治理与权力政治的区别。 

作业： 

1．全球化对当代提出了哪些政治挑战，如何应对？ 

2．你认为人类有共同利益吗？它能否影响国际关系？ 

3．如何认识与评价全球治理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4. 什么是全球治理？ 

5. 全球治理与权力政治的区别是什么？ 

6. 全球治理包含哪些内容？ 

7. 全球治理对当今世界秩序产生了哪些影响？ 

知识单元 2：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主权国家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 

（1）主权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治理优势。 

（2）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面临的挑战。 

（3）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角色与责任。 

2．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 

（1）国际组织的历史发展与全球治理的兴起。 

（2）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优势。 

（3）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面临的困境。 

（4）国际组织治理功能的完善与全球治理的出路。 

3. 其他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与作用。 

（1）跨国公司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 

（2）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与作用。 

（3）个人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与作用。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组织的发展历史和全球治理的历史发展。 

2．掌握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和其他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与作用。 

作业： 

1.阐述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与作用。 

2.阐述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与作用。 

3.阐述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与作用。 

知识单元 3：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大国兴衰理论。 

（1）莫德尔斯基的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内容。 

（2）罗伯特·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迁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内容。 

（3）霸权稳定论的内容，特别是该理论对新兴国家与霸权国之间互动关系的循环论观点，并

探讨传统理论在全球时代面临的挑战与变迁。 

2. 全球时代新兴国家的相关讨论。 

（1）新兴国家概念的提出、发展，以及与新兴市场、崛起国家等概念之间的辨析。 

（2）全球时代新兴国家的主要代表、分类及其外交特征，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为代表

的“金砖国家”，以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土耳其为代表的“薄荷国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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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议题中的观点和立场，如全球经济治理议题、全球安全治理议题等。 

3. 全球时代传统大国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博弈关系。 

（1）八国集团（G8）与二十国集团（G20）的概念、发展历程以及宗旨目标。 

（2）八国集团与二十国集团之间的互动关系介绍，特别观照八国集团与新兴国家之间互动的

“海利根达姆进程”的发展历程及前景。 

（3）传统大国与新兴国家在全球治理结构和有代表性的全球议题上的立场差异比较，以及背

后的原因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霸权稳定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对国际权力结构变迁的主要观点

和各自代表人物。 

2．了解全球化进程对新兴国家崛起的影响作用，包括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两个方面。 

3. 掌握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和金砖国家集团的内涵、特征、外交立场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

系。 

作业： 

搜集相关资料，完成一篇 1000 字左右小论文，试论述八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在“海利根达姆进

程”中观点和立场的异同。 

知识单元 4：全球安全治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暴力冲突与战争概述 

（1）暴力冲突的定义以及暴力冲突与战争的分界线，以克劳塞维茨、卢梭和加拿大“人类安

全项目”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依据； 

（2）暴力冲突与战争的分类：如国家间的冲突和国内冲突、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冲突和单边

暴力冲突（种族灭绝和政治清洗）等，以及不同种类的暴力冲突和战争的内涵和特征； 

（3）人类社会暴力冲突和战争的发展史，从部落冲突到古希腊时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从威

斯特法利亚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从冷战到冷战后的全球冲突。并根据时间线索梳理不同时期

暴力冲突和战争爆发的原因，包括资源争夺、权力变迁、文明冲突等。 

2. 全球暴力冲突的新趋势 

（1）国家间冲突、国内冲突、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冲突以及单边暴力行动在数量、频次、造

成的人员伤亡和财物损失等方面呈现出来的数据变化， 

（2）解释并分析全球暴力冲突新趋势发展变化背后的原因，如战争成本的上升对战争趋势的

影响、战争技术的变化对人员伤亡和财物损失造成的影响、以及观念冲突取代物质冲突从而对单边

暴力冲突（种族灭绝、政治清洗）的推动作用。 

3. 主权与人权关系之辨析 

（1）“保护的责任”概念的提出背景和发展历程：从索马里维和行动失败到卢旺达大屠杀等人

权事件对“保护的责任”的概念的推动作用； 

（2）“保护的责任”的提出和主要内涵，主要包括联合国的系列文件和会议声明，如《一个更

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2004）、《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2005）和

《履行保护的责任》（2009）等。以及该概念的三大支柱：国家的责任、国际援助与能力建设、及

时果断的集体行动。 

（3）“保护的责任”对联合国“干预”行动的影响，并由此引起的人权与主权之间的争论，以

及不同国家在人权主权问题上的不同立场。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种类暴力冲突在全球时代的消长趋势，以及暴力冲突引起的后果的发展变化。 

2．理解全球化时代暴力冲突新特征的塑造因素，包括技术层面、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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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3. 掌握“干预”的内涵，以及与此相关的主权和人权之间的辩证关系。 

作业： 

搜集相关资料，比较联合国在海湾战争中的“干预”行动和利比亚战争期间的“干预”行动的

异同，完成 1000左右小论文。 

知识单元 5：全球经济治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缘起 

（1）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历程，以及会议上的大国博弈，重点突出该体系与战后国际社会对国

际经济的秩序安排之间的关系； 

（2）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主要机制的介绍，包括关贸总协定（GAT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三大机构的目标宗旨和组织结构重； 

（3）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潜在危机和最终崩溃。 

2.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确立 

（1）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兴起和内涵，如里根、撒切尔夫人等代表人物的相关理念； 

（2）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传统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转型，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集团（WB）各自的宗旨变迁、组织结构调整； 

（3）有代表性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对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作用。 

3.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与调整 

（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结构调整项目”（SAPs）的内涵、实际操作，以及

该项目与新自由主义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 

（2）由“结构调整项目”引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抵制和抗议，以委内

瑞拉骚乱事件为例；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引起的全球公民社会对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地址和抗议，

以 1999年西雅图事件为例； 

（3）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的内涵，特别是新兴国家争取更多发言权和决策权的要求，以及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相应调整。 

学习目标： 

1．了解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和代表人物，以及该理论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之间的相互

关系。 

2．了解有代表性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

的宗旨、组织结构和活动内容。 

3. 掌握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结构调整项目”的内涵，以及有该项目引起的全球经济治理机

制与反全球化运动之间的辩证关系。 

作业： 

搜集相关资料，就全球公民社会对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批评和抗议提出自己的看法，完成一篇

1000字左右小论文。 

知识单元 6：全球发展与贫困治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 

（1）南南合作概况。南南合作，即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合作(由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分布

在南半球或北半球的南部，因而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合作被称为"南南合作")，是促进发展的

国际多边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谋求进步的重要渠道，也是确保

发展中国家有效融入和参与世界经济的有效手段，例如安第斯开发协会，西非国家中央银行、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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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委员会等。 

（2）南北合作概况。南北合作，指的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北:指的是发达国家。因发展中国

家多在南半球，发达国家多在北半球，故以"南北"分别指代之。意指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在

经济﹑技术等领域内的广泛合作。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是世界主要发展中国家

和发达国家就重大国际问题交流看法、协调立场、共谋对策的一个平台，目标是通过南北合作推动

全球性问题的解决。 

2．联合国与全球发展。 

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对全球贫困问题的关注、治理简况以及取得的初步成果。全面了解

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以及下属的联合国友好慈善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联合国组织机

构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扶贫济困，促进发展的一系列活动。 

3．经济全球化与全球贫困治理。 

（1）国际贸易与贫困治理。经济一体化潮流和自由贸易谈判趋势下的全球发展和贫困治理状

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浅谈未来贫困治理的多种可能渠道。在多哈世界贸易谈判僵持不下的时

候，多个国家开始尝试自行与相关成员国进行高规格的自由贸易谈判，毋庸置疑的是在 FTA区内，

相关成员国经济更加融合、自由、市场化，但是与此同时却拉大了区内与区外的经济差距，那些处

于经济链低端的国家的经济红利将进一步被抵消，贫困治理已然取得的成果无疑将会发生某从程度

上的倒退。 

（2）全球贫困治理的可能路径。贫困治理怎样应对这样一种经济“划片治理”的困局将是解

决贫困问题的首要难题，当务之急就是要探索在此种困境下的可能途径。 

学习目标： 

1.对比分析不同地区贫困难题的根源，找出异同。 

2.了解全球经济结构的演变历程，探究其余经济发展和贫困问题的内在关系。 

3．了解包括 G20、世界银行在内的多种国际组织对贫困问题的治理，分析治理的行动困境。 

作业： 

1．查阅相关资料，对比 20世纪与当前经济一体化与自由贸易谈判趋势下的全球发展治理的异

同，并分析当前全球发展的行动困境和未来可能的途径。 

2．什么是依附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其中二者对发展问题和贫穷问题都有着各具特色

的的论述，试分析二者的不同，以及所具有的时代性和局限性。 

3．试用体系层次的方法分析全球的发展问题和贫穷问题。国际体系层次、国家层次、个体层

次对贫困问题的影响程度取决于那些因素？哪个层次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知识单元 7：全球气候治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全球气候变化与全球气候治理。 

全球气候变化的现状，以及已经发生的对人类产生的危害，梳理人与自然互动博弈的阶段特征。

自从人类的出现，自然界就被深深的烙下了人类的印记，经历了最初的崇拜与依赖；认识与了解之

后的开发和利用；为满足自身无止尽欲望的征服和索取，遵循自然界自身规律后的和谐相处与发展。

而这个演变过程就是我们现今探求全球气候治理的需求所在。 

2.全球气候治理的兴起、发展、演变与行动困境。 

（1）全球气候治理的兴起、发展与演变。最重要的几次联合国气候大会以及成果：1997年 12

月京都气候大会，大会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对 2012 年前主要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种类、减

排时间表和额度等作出了具体规定，也是设定强制性减排目标的第一份国际协议；2007年 12月巴

厘岛气候大会，本次大会取得了里程碑式的突破，确立了“巴厘路线图”，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

关键议题确立了明确议程。“巴厘路线图”建立了双轨谈判机制；2008年 12月，波兹南气候大会，

正式启动 2009年气候谈判进程，同时决定启动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基金。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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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会议通过了《哥本哈根协议》提出建立帮助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

变化的绿色气候基金。2010年 11月底至 12月中旬，坎昆气候大会 成果：本次会议的成果体现在，

一是坚持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坚持了“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原则，确保了 2011 年的谈判继续按照“巴厘路线图”确定的双轨方式进行；二是就适

应、技术转让、资金和能力建设等发展中国家所关心问题的谈判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谈判进程

继续向前，向国际社会发出了比较积极的信号。多哈气候大会 2012年 11月底至 12月上旬，成果：

大会通过的决议中包括《京都议定书》修正案，从法律上确保了《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在 2013

年实施。 

（2）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困境。 

3.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矛盾与分歧。 

了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分歧和矛盾，论述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

和战略选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是因为考虑到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责任和当前人

均排放上存在差异，才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发达国家率先减排，

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支持下，采取措施减

缓或适应气候变化。正是由此引发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治理责任谁较多承担的问题争执不

下，双反相互推诿，真正有益的气候治理举步维艰。 

4．全球气候治理未来的发展趋势与出路。 

学习目标： 

1．掌握全球气候治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打破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的界限，了解气候外交与

在此背景下的地缘政治博弈。气候治理显然属于低级政治的范畴，但是在各国展开的气候外交或者

多边气候外交中彰显的仍然是权力政治的作用，从议题的设置、影响力的发挥、科学技术的应用、

对决议的实施等等仍然是把握在那些对世界事务拥有主导权的成员国身上。以全球主义为出发点促

成的气候治理机制在某种程度上易演变成以国家主义为前提的地缘政治博弈。 

2．区别全球气候治理与全球政治与经济治理的异同，了解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议题设置和制定

规则的博弈过程。 

3．掌握全球气候治理面临的困境，以及正确处理好科技发展与气候治理的相互关系，重新审

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作业： 

1.查阅相关资料，论证科技发展对气候治理所带来的影响？ 

2.用权力政治理论试着预测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发展趋势？ 

3.试分析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所起的作用？ 

知识单元 8：全球人权保护与治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联合国与全球人权保护。 

简要介绍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情况，梳理关于人的权利的发展演变

过程。人权理事会是联合国系统中的政府间机构，负责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工作，

解决侵犯人权的状况以及对此提出建议。理事会负责讨论全年所有需要关注的人权问题和状况，在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会议。《世界人权宣言》是联合国大会于 1948年 12月 10日通过的一份旨

在维护人类基本权利的文献。 

2．人权保护的法理与道义基础。 

了解人权问题的法理与道义基础，举例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对人权的重视和保护，并以时政为例

论述当前人权治理的困境。中国古代便有了人权意识，但直到在近代才产生了人权思想。在人与人

的关系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性善论”。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倡导“民本”

和“仁政”思想：“士”、“商”、“农”、“民”各行各业人伦关系和谐，国家便能长治久安，便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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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天下为公”的境界。 

4.人权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人权治理的困境在于与主权之间的矛盾关系，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以及处理好国家之间对此的

分歧和矛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学习目标： 

1、区分对人的治理和对人权的治理，学会正视国际社会对人权的争议和冲突，了解人权治理

的冲突根源在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认识到国际社会范围内人权治理的任重而道远。 

2、掌握人权的普适性、新干涉主义的正义性，以及二者与国际法国家主权原则的冲突，关注

国际社会的舆论倾向，国际社会价值观的主要变化。 

作业： 

1、查阅相关资料，对比中国的人权概念与西方人权概念的异同，并且探究中国在人权问题上

态度倾向的背景原因。 

2、怎样解释民主国家人权保护与非民主国家主权保护的内在矛盾，西方国家 300 多年前通过

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确定的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在今日似乎正在被西方的民主国家逐步瓦

解，以此为背景来探索一下主权与人权二者未来的发展关系。 

3、中国一贯奉行“主权涉及一国内政，不容他国以任何理由干涉”的原则，而现今从阿拉伯

之春以及延续至今的叙利亚动乱来看，主权正在遭受“民主、人权”等原则的侵蚀，从联合国近来

通过的决议来看，国际舆论开始倒向“人权正义”的一方，中国所坚守的“主权任何时候不可侵犯”

的原则的国际支持力不断下降。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外交战略应该怎样应对，同时面对其他国家对中

国人权问题的指责我们又该怎样反击才能合情合理？ 

知识单元 9：全球公域治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全球公共物品与全球公域 

（1）全球公共物品的概念和内涵：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区别与特征、公共物品的分类，

主要介绍俱乐部物品和公共资源的概念；外部性的概念；公共物品外部性的外溢范围与全球公共物

品。 

（2）全球公域的概念和种类：公域与公共资源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全球治理和战略安全两种

视角下的全球公域的定义；全球公域的种类，包括地壳以下资源、极地、公海、国际空域、外层空

间以及网络空间等。 

2. 全球公域面临的挑战与治理之道 

（1）集体行动理论的内涵和主要观点，以及集体行动理论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中的理论和

实践意义，特别强调从全球公共物品概念和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困境出发加深对全球治理困境的理

解。 

（2）通过囚徒困境博弈、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及公地的悲剧等理论模型阐述全球公域治理面临

的挑战； 

（3）公域治理困境的解决之道，包括引入公共权力的作用、产权私有化的方式以及自组织制

度主义的路径，以及以上方式在国际舞台上的代表思想； 

3. 全球公域案例分析 

（1）南极治理：南极治理的发展历程、主权国家对南极的主权宣示和权力斗争、国际科学联

合理事会（ICSU）等非政府组织对南极治理的引导、《南极条约》的签订以及南极条约组织的建立、

南极资源的治理现状和发展前景等； 

（2）外层空间治理：外层空间的界线及其争论、外层空间军事化以及超级大国在外层空间的

博弈；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COPUOS）对外层空间治理的规范、外层空间治理的现状及

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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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海治理：领海和公海的概念区分、“公海”概念的争议和发展历程、《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与国际社会不同行为体的立场、公海治理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等。 

学习目标： 

1．了解集体行动理论与公共物品理论的基本假设，特别是后者的供给困境问题，以及不同学

者对公共物品供给的不同观点。 

2．掌握全球公域治理实践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特别是理解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辩证关

系。 

3. 了解国际社会对有代表性的全球公域的治理实践史和治理现状，如南极治理和公海治理，

并掌握现象背后的利益动因、观念动因和国际政治互动动因。 

作业： 

试比较南极治理与北极治理的异同，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完成一篇 1000字左右的小论文。 

知识单元 10：中国崛起与全球治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大国崛起理论与中国崛起。 

（1）大国崛起的概念与性质。崛起的概念；崛起的零和性；崛起阶段与国际环境 

（2）大国崛起与体系战争。核时代的大国崛起与体系战争；民主大国崛起与体系战争。 

（3）崛起战略选择与大国崛起成败。崛起大国面临的崛起困境；缓解崛起困境的不同思考；

崛起战略、相对实力与崛起成败。 

（4）中国崛起的影响。中国的崛起将使亚洲和平更有保障；中国崛起将使世界更加文明；中

国崛起将是世界更加繁荣。 

2. 中国崛起路径与面临的挑战。 

（1）中国和平崛起的内涵及其途径。中国和平崛起的内涵；中国和平崛起的途径。 

（2）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挑战与安全合作战略。中国崛起与西方的忧虑；中国崛起与西方国

际关系理论中崛起国家的逻辑；中国和平崛起面临的安全问题与挑战；中国崛起的安全合作战略。 

3. 全球治理的发展与中国的参与。 

（1）新世纪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世界前所未有的变革（权力流散、安全性质的变化、相互

依赖与全球化的发展）；全球治理规则滞后（落后于权力格局变化、安全性质、相互依存的形势）；

世界秩序面临的困境（集体行动的前所未有大范围、权威从何而来、替代性方案是什么）。 

（2）全球治理变革及其未来趋势。权力结构基础的变化；治理规则变革；治理权威与秩序的

变化。 

（3）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进程也是中国国家利益诉求与

身份地位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敌视、抵制与排斥参

与”阶段，时间大致为新中国成立至 20 世纪七十年代末。其中影响中国国家利益诉求和身份认知

的主要因素包括，国际上的军事和政治经济封锁、孤立政策，以及国内层面在经济、政治、文化和

意识形态上走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阵营的道路以及采取了一些错误和极端的政策与路线。 第

二阶段 “从谨慎参与到全面参与”阶段，时间大致为改革开放后到 2000年前后，在这一时期影响

国家利益诉求和身份定位的主要因素包括意识形态、国家战略转变和国际角色追求。 第三阶段“深

化参与、有所作为阶段”，时间大致是在新世纪以后，这一阶段影响国家利益诉求和身份认知变化

的主要因素包括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在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中国自身利

益诉求与国际规范塑造的推动同等重要。 

（4）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塑造。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崛起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及面临的挑战；了解全球治理变革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

历史进程。 



3955 

2．掌握大国崛起的主要概念内涵；初步把握中国崛起在未来的崛起路径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

与角色。 

作业： 

5. 大国崛起的主要内涵是什么？ 

6. 大国崛起的路径及面临的主要困境有哪些？ 

7. 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8. 试阐述中国崛起对全球治理变革的影响。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教学主要为课堂问题分析原理分析练习，没有专门的实验课堂

安排。课堂问题分析和案例分析练习安排在每个专题教学课堂中穿插进行，十个专题的教学课堂每

个课堂约为 0.5个课时，共计约为 5个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讲 全球化、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 3 专题讲授、课堂问题分析 

2 第二讲 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 3 专题讲授、课堂问题分析练习 

3 第三讲 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课堂案例

分析练习 

4 第四讲 全球安全治理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课堂案例

分析练习 

5 第五讲 全球经济治理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课堂案例

分析练习 

6 第六讲 全球发展与贫困治理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课堂案例

分析练习 

7 第七讲 全球气候治理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课堂案例

分析练习 

8 第八讲 全球人权保护与治理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课堂案例

分析练习 

9 第九讲 全球公域治理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课堂案例

分析练习 

10 第十讲 中国崛起与全球治理 3 专题讲授、案例分析 

11 结课考查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国际政治学原理》、《当代全球问题》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全球治理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主权国家与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与作用、大国在

全球治理中的独特角色与作用、各议题领域全球治理（全球安全治理、全球经济治理、全球发展与

贫困治理、全球气候治理、全球人权保护、全球公域治理）的主要治理机制及存在问题与挑战、中

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与责任。 

难点：对未来全球治理发展趋势的把握、各议题领域全球治理未来出路。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各知识单元主要采取专题讲授的方式授课。 

2.案例分析。每个知识单元都采取专题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授课 

3.课堂案例分析和现实问题分析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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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课堂讨论。 

3. 课堂练习与测验。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阅读经典原著，撰写读书报告两份以上。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5％，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问题分析与案例分析练习占 15%；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需按照章节预留作业进行课下阅读和练习。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全球治理》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

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已出版自主编写教材：《全球治理》（蔡拓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16年出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蔡拓等编著《全球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迈克尔·巴尼特、玛莎·芬妮莫尔编著《为世界定规则：全球政治中的国际组织》，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9年 8月 第 1版； 

2. 安德鲁·库珀等编著《全球治理中的新兴国家：来自海利根达姆进程的经验》，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9年 8月 第 1版； 

3. 彼德·哈吉纳尔编著《八国集团体系与二十国集团：演进、角色与文献》，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 11月第 1版； 

4. 约翰·加尔通编著《和评论》，南京出版社，2006年 1月第 1版； 

5.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编著《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年 6月第 1版； 

6. 英吉·考尔等编著《全球化之道》，人民出版社，2006年 11月第 1版； 

7. 罗伯特·吉尔平编著《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人民出版色，2007年 1月第 1版； 

8. 约翰·伊斯比斯特：《靠不住的诺言:贫穷和第三世界发展的背离》，蔡志海译，广州:广东

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9. 让-雅克·加巴：《南北合作困局》， 李洪峰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版。 

10. 史军：《自然与道德:气候变化的伦理追问》，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4年版。 

11. 王学东：《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博弈与各国政策研究》，时事出版社 2014年版。 

12. 齐延平主编：《人权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 

13. 董志龙等编：《地球告急 全球面临的五大问题》，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0年版。 

14. 罗宾斯编：《资本主义文化与当代全球问题》，姚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15. 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16. (澳)凯米莱里/(澳)福尔克：主权的终结(日趋缩小和碎片化的世界政治)/ 李东燕 翻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17．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18．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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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Todd Sandler, Global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20. Susan Buck, The Global Commons: An introduction, Island Press,1998; 

21. Marco Ferroni and Ashoka Mody,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Incentives, Measurement 

and Financing,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 

执笔：刘贞晔、杨军、杨昊  审稿：刘贞晔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8日 

 

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课程号：3060100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和国际商务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培养学生基本的经济学思维方式；2、培养学生进行经济实证分析能

力；3、培养学生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4、使学生掌握主流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案例分析，使学生掌握微观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为

宏观经济学、企业管理学、产业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说明：教学要求较高的内容用“理解”、“掌握”、“熟悉”、“明确”等词表述，要求较低

的内容用“了解”、“会”等词表述。标有*号的内容为选学部分，教师可以根据课时和专业情况

灵活掌握。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引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什么是西方经济学 

第二节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由来和演变 

第三节 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 

第四节 有关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几点建议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经济学的由来和演变。 

2．掌握西方经济的研究对象和所要解决的问题。 

3.  明确对西方经济学应持有的态度。 

作业： 

复习与思考单数题目 

知识单元 2：均衡价格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微观经济学的特点 

第二节 需求曲线 

第三节 供给曲线 

第四节 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 

第五节 经济模型 

第六节 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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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运用供求曲线的事例 

第八节* 蛛网模型（动态模型的一个例子） 

学习目标： 

1．了解蛛网模型。 

2．掌握需求、供给、均衡、弹性等基本概念。 

3. 掌握供求决定商品价格的理论。 

4. 熟悉运用供求理论解释或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事例。 

5. 掌握运用弹性分析进行商品销售决策的方法。 

6. 掌握有关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的基本概念。 

作业： 

复习与思考双数题目 

知识单元 3：消费者选择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效用论概述 

第二节 无差异曲线 

第三节 效用最大化与消费者选择 

第四节 价格变化和收入变化对消费者均衡的影响 

第五节 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第六节 市场需求曲线 

第七节* 不确定性和选择 

学习目标： 

1．掌握效用、基数效用、边际效用、序数效用、无差异曲线、消费者均衡、消费者剩余、替

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等基本概念。 

2．掌握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和无差异曲线分析。 

3. 掌握消费者均衡的实现条件和需求曲线的推导方法。 

4. 熟悉运用效用最大化方法解释实际经济问题的事例。 

作业： 

复习与思考单数题目 

知识单元 4：生产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厂商 

第二节 生产 

第三节 短期生产函数 

第四节 长期生产函数 

学习目标： 

1．掌握短期与长期生产函数、扩展线、规模报酬等基本概念。 

2. 掌握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3. 掌握生产者短期生产的合理投入区间 

4. 掌握利润最大化生产者供给的确定条件。 

作业： 

复习与思考双数题目 

知识单元 5：成本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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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第一节 成本 

第二节 成本最小化 

第三节 短期成本曲线 

第四节 长期成本曲线 

学习目标： 

1．掌握机会成本、经济成本、显性成本、隐性成本、会计成本、经济利润、超额利润、正常

利润、会计利润等基本概念。 

2. 掌握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之间的关系。 

3. 掌握各种成本曲线之间的关系以及短期成本曲线与短期产量曲线之间的关系。 

作业： 

复习与思考单数题目 

知识单元 6：完全竞争市场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厂商和市场的类型 

第二节 利润最大化 

第三节 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均衡和短期供给曲线 

第四节 完全竞争行业的短期供给曲线 

第五节 完全竞争厂商的长期均衡 

第六节 完全竞争行业的长期供给曲线 

第七节 完全竞争市场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 

第八节 完全竞争市场的福利 

学习目标： 

1．掌握完全竞争市场的概念和形成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 

2. 掌握完全竞争厂商的需求曲线、短期供给曲线。 

3. 掌握完全竞争行业长期供给曲线。 

4. 掌握生产者剩余概念。 

5. 了解消费者统治说法。 

作业： 

复习与思考双数题目 

知识单元 7：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垄断 

第二节 垄断竞争 

第三节 寡头 

第四节 不同市场的比较 

学习目标： 

1．掌握不同市场的概念和按照竞争程度区分的各种不同市场形成的条件。 

2. 认识竞争在经济中的作用。 

3. 掌握完全竞争市场的经济效率，并与不完全竞争市场进行比较。 

作业： 

复习与思考单数题目 

知识单元 8：要素价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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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完全竞争厂商使用生产要素的原则 

第二节 完全竞争厂商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 

第三节 从厂商的需求曲线到市场的需求曲线 

第四节 对供给方面的概述 

第五节 劳动供给曲线和工资率的决定 

第六节 土地的供给曲线和地租的决定 

第七节* 资本的供给曲线和利息的决定 

第八节 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 

学习目标： 

1．了解收入分配理论和要素所有者供给生产要素的原则。 

2. 了解基尼系数的意义。 

3. 掌握生产要素的分类和引致需求的概念。 

4. 掌握完全竞争厂商使用生产要素的原则，并据此原则分析完全竞争厂商对生产要素的需求

曲线。 

5. 掌握利用生产要素供给原则对劳动、土地和资本三种关键的生产要素供给进行分析，并展

示生产要素供给曲线的形状。 

作业： 

复习与思考双数题目 

知识单元 9：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一般均衡 

第二节 经济效率 

第三节 交换的帕累托最优条件 

第四节 生产的帕累托最优条件 

第五节 交换和生产的帕累托最优条件 

第六节 完全竞争和帕累托最优状态 

第七节 社会福利函数 

第八节 效率与公平 

学习目标： 

1．了解一般均衡的含义 

2. 了解完全竞争经济的优越性和完美性。 

3. 掌握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和帕累托最优条件。 

作业： 

复习与思考单数题目 

知识单元 10：博弈论初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博弈论和策略行为 

第二节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纯策略均衡 

第三节*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混合策略均衡 

第四节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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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博弈论基本概念。 

2．掌握纯策略均衡、混合策略均衡的判断。 

作业： 

复习与思考双数题目 

知识单元 11：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不完全竞争 

第二节 外部影响 

第三节 公共物品和公共资源 

第四节 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 

学习目标： 

1．掌握市场失灵的主要方面及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从而认识微观经济政策的必要性。 

2．掌握外部性、公共产品、信息不对称等基本概念。 

作业： 

复习与思考单数题目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引论 3  

2 第二章 均衡价格理论（一） 3  

3 第二章 均衡价格理论（二） 3  

4 第三章 消费者选择理论（一） 3  

5 第三章 消费者选择理论（二） 3  

6 第四章 生产理论（一） 3  

7 第四章 生产理论（二）+第五章 成本理论（一） 3  

8 第五章 成本理论（二） 3  

9 第六章 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一） 3  

10 第六章 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二） 3  

11 第七章 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一） 3  

12 第七章 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二） 3  

13 第八章 要素价格理论 3  

14 第九章 一般均衡论与福利经济学 3  

15 第十章 博弈论初步 3  

16 第十一章 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经济学、高等数学（一元微积分、多元微积分） 

后续课程：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现代企业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均衡理论和弹性理论、效用的概念、边际的概念及规律、无差异曲线和最大化方法的应

用、生产函数、成本函数、规模报酬的概念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利润最大化生产者供给的确定条

件、基本概念和各种成本曲线之间的关系以及短期成本曲线与短期产量曲线之间的关系、形成完全

竞争市场的条件和完全竞争厂商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不同市场的均衡分析、完全竞争厂商使用

生产要素的原则、生产要素的供给原则和利用生产要素供给原则对劳动、土地和资本三种关键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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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要素供给进行分析、帕累托最优标准和条件。 

难点：弹性理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各种成本曲线之间的关系以及短期成本曲线与短期产

量曲线之间的关系、完全竞争厂商的均衡分析、寡头模型、完全竞争厂商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问题驱动型课堂讲授。 

2.任务驱动型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为主。 

2. 板书为辅。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可根据课堂情形设计模拟情景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因课程内容较多，教师可指定部分内容让学生课堂外自学。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考核。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成绩占 2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高鸿业等编著《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7月 第 6版（“十

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曼昆 著，《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梁小民，梁砾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社，2015年 5月 第 7版 

2. （美）哈尔 R. 范里安 著， 《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费方域 朱保华 等 译 ，格致出

版社，2015年 1月 第九版。  

执笔：岳清唐、刘婷文  审稿：巫云仙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5日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课程号：3060100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和国际商务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培养学生基本的经济学思维方式；2、培养学生进行经济实证分析能

力；3、培养学生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4、使学生掌握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5、

使学生能够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原理和含义。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案例分析，使学生掌握宏观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为

财政学、货币银行学、金融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宏观经济学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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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教学要求较高的内容用“理解”、“掌握”、“熟悉”、“明确”等词表述，要求较低

的内容用“了解”、“学会”等词表述。标有*号的内容为选学部分，授课教师可以根据课时和专

业情况灵活掌握。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宏观经济的基本指标及其衡量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宏观经济学的特点  

第二节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核算方法  

第三节 国民收入的其他衡量指标  

第四节 国民收入的基本公式  

第五节 名义 GDP和实际 GDP  

第六节 失业和物价水平的衡量 

学习目标： 

1．掌握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 

2. 掌握国内生产总值及国民收入各个总量的概念及其关系； 

3. 掌握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方法； 

4. 掌握国民收入核算中的恒等式； 

5. 掌握失业率和消费价格指数的意义和计算； 

6. 了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作业： 

复习与思考双数题目 

知识单元 2：国民收入的决定:收入—支出模型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均衡产出  

第二节 凯恩斯的消费理论  

第三节 两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及变动  

第四节 乘数论  

第五节 三部门经济的收入决定  

第六节 三部门经济中各种乘数  

第七节 四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 

学习目标： 

1．了解凯恩斯理论产生时代的经济背景； 

2．掌握凯恩斯的消费理论； 

3. 掌握两部门、三部门、四部门经济中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 

4. 掌握投资乘数等乘数概念和计算。 

作业： 

复习与思考单数题目 

知识单元 3：国民收入的决定: IS—LM模型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投资的决定  

第二节 IS曲线  

第三节 利率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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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LM曲线  

第五节 IS-LM分析  

第六节 凯恩斯的基本理论框架 

学习目标： 

1. 掌握投资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 

2. 掌握 IS曲线和 LM曲线的概念及其移动 

3. 掌握货币需求动机和货币需求函数 

4. 了解利率的决定 

5. 掌握 IS－LM模型的分析方法 

6. 掌握凯恩斯的主要理论内容 

作业： 

复习与思考双数题目 

知识单元 4： 国民收入的决定：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总需求曲线  

第二节 总供给的一般说明 

第三节 两种极端的总供给曲线  

第四节 常规总供给曲线 

第五节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对现实的解释 

第六节 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的数学小结 

学习目标： 

1. 总需求函数及价格水平变动对总需求的影响 

2. 总需求曲线的代数及图形推导及移动 

3. 长，中，短期的总供给函数及特点 

4. 总供给-总需求模型分析 

作业： 

复习与思考单数题目 

知识单元 5： 失业与通货膨胀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失业的描述  

第二节 失业的原因 

第三节 失业的影响与奥肯定律 

第四节 通货膨胀的描述 

第五节 通货膨胀的原因 

第六节 通货膨胀的成本 

第七节 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菲利普斯曲线 

学习目标： 

1. 失业及相关概念 

2. 失业的经济学解释 

3. 奥肯定律 

4. 通货膨胀的类型及成因的经济学解释 

5. 通货膨胀的成本解释 

6. 菲利普斯曲线的演变和经济学解释及政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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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复习与思考单数题目 

知识单元 6： 宏观经济政策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以及经济政策影响  

第二节 财政政策及其效果 

第三节 货币政策及其效果 

第四节 两种政策的混合使用 

第五节 博弈论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应用 

第六节 关于总需求管理政策的争论 

第七节 供给管理的政策 

学习目标： 

1. 宏观经济政策的四大目标 

2. 财政政策的主要工具 

3. 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 

4. 货币创造机制 

5. 挤出效应 

6. 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的因素 

7. 自动稳定器 

作业： 

复习与思考单数题目 

知识单元 7： 开放经济下的短期经济模型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汇率和对外贸易 

第二节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第三节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应用  

第四节 南北关系的一种经济分析 

学习目标： 

1. 汇率及汇率制度 

2. 净出口函数 

3.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4. 浮动汇率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5. 固定汇率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6. 南北关系的概念及一种经济分析 

作业： 

复习与思考单数题目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十二章 宏观经济的基本指标及其衡量 3 包含课程概论 

2 第十二章 宏观经济的基本指标及其衡量 3  

3 第十三章 国民收入的决定:收入—支出模型 3  

4 第十三章 国民收入的决定:收入—支出模型 3  



3966 

5 第十四章 国民收入的决定: IS—LM模型（一） 3  

6 第十四章 国民收入的决定: IS—LM模型（二） 3  

7 第十五章 国民收入的决定: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3  

8 第十五章 国民收入的决定:总需求—总供给模型 3  

9 第十六章 失业与通货膨胀 3  

10 第十六章 失业与通货膨胀 3  

11 第十七章 宏观经济政策 3  

12 第十七章 宏观经济政策 3  

13 案例讨论 3  

14 第十八章 开放经济下的短期经济模型 3  

15 第十八章 开放经济下的短期经济模型 3  

16 答疑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高等数学（一元微积分、多元微积分） 

后续课程：财政学、货币银行学、金融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国民收入的概念、国民收入的核算方法、消费函数、储蓄函数、

两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三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四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乘

数理论、投资函数、IS曲线、LM曲线、IS－LM模型、AD-AS模型的短期和长期分析、短期经济波

动分析、失业的原因和影响、通货膨胀的原因、造成的危害和治理方法、菲利浦斯曲线、宏观经济

政策的目标、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分类、汇率概念、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等。  

难点： 宏观微观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国民收入的核算方法、乘数理论、流动性陷阱、IS－LM

模型分析、挤出效应、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分析、通货膨胀的原因、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不同汇率

制度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分析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问题驱动型课堂讲授。 

2.任务驱动型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为主。 

2. 板书为辅。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可根据课堂情形设计模拟情景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因课程内容较多，教师可指定部分内容让学生课堂外自学。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考核。期末总评中，①平时成绩占 10％，考核

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②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成绩占 20%；③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高鸿业等编著《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7月 第 6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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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曼昆 著，《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梁小民，梁砾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社，2015年 5月 第 7版 

2. （美）多恩布什，费希尔，斯塔兹 著，《宏观经济学》，王志伟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 1月第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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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概论 
The Introduction to World Economy 

课程号：30601003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商务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要求学生了解整个世界经济格局；2、掌握当今世界经济面临的重要

问题；3、对经济问题能够从全球视角展开分析 

开设本课程，旨在开拓学生视野，丰富知识、提高分析能力，培养专业综合素质为基 

本目的。课程学习旨在培养学生从国际视野分析全球经济问题，构建一个整体的、全局的架构。

鉴于学科特点，该门课程在讲授时必须保持与时俱进，因而课程教学内容在不断更新。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共 48学时 

知识单元 1：社会生产力和世界经济的形成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概念、形成与发展； 

2、 掌握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类型及发展趋势 

学习内容 

1.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经济萌芽的准备阶段 

（1）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经济的影响 

2. 第一次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的萌芽 

（1）科技革命的含义 

（2）第一次科技革命及其特点 

（3）第一次科技革命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 

（4）世界经济的萌芽 

3. 第二次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的形成 

（1）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概述 

（2）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特点 

（3）世界经济的最终形成 

学时分配：3学时 

作业： 

1、 试述第一次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萌芽出现的作用 

2、 试述第二次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最终形成的作用 

知识单元 2：社会生产力和世界经济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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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了解科技革命的趋向和规律 

2、掌握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因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学习内容 

1、 第三次科技革命及其成因 

（1）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生 

（2）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原因 

2、 科技革命的趋向和规律 

（1） 科技革命的新趋向 

（2） 科技革命的规律 

3、 第三次科技革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1） 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2） 科技革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业结构软化 

（3） 科技革命促进各国经济更加国际化 

学时分配：3学时 

作业： 

1、 与前两次科技革命相比，第三次科技革命有哪些新的特点？ 

2、 简述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速科技进步的基本形式 

3、 简述战后科技革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物质生产部门结构调整的关系。 

知识单元 3：社会生产力和世界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 

学习目标： 

1、 了解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周期理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特点及其原因 

2、 理解并掌握新经济和经济周期以及经济周期长波论 

学习内容： 

1、 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周期理论 

（1） 经济危机周期爆发根源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2） 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由若干阶段组成 

（3） 固定资本更新是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 

（4） 生产下降不一定就是周期性经济危机 

2、 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特点及其原因 

（1） 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 

（2） 战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特点及其成因 

3、 新经济和经济周期 

（1） 美国新经济的特点 

（2） “新经济”的出现并不意味着经济周期理论的失效 

（3）“新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4、经济周期长波论 

（1）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 

（2）熊彼特长波理论 

（3）长波学派的三个流派 

学时分配:3学时 

作业： 

1、 简述中间性经济危机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联系和区别 

2、 比较美国传统经济时期、滞胀时期和新经济时期经济政策的选择 

3、 以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为背景，对菲利普斯曲线作一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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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世界上很多经济学家认为 20世纪 90年代美国进入“新经济”时代，你认为美国新经济“新”

在何处？ 

知识内容 4：制约社会生产力增长的因素和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世界经济增长极限论 

2、掌握制约社会生产力增长的因素 

3、明确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学习内容： 

1、 世界经济增长的极限 

（1） 世界经济增长极限论的思想渊源 

（2） 经济增长有限论 

（3） 对经济增长有限论的评价 

2、 制约社会生产力增长的因素 

（1） 世界人口及人力资源 

（2） 世界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 

3、 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 

（2）知识经济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学时分配：3学时 

作业： 

1、 试述经济增长有限论的内容，并作简要评价 

2、 谈谈你对世界人口、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与世界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看法。 

3、 阐述知识经济的特征及发展概况 

知识单元 5：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分工的发展阶段，掌握影响国际分工发展的因素和国际分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2、了解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学习内容： 

1、 国际分工 

（1） 国际分工的一般定义 

（2） 社会分工与国际分工 

（3） 国际分工的发展阶段 

（4） 影响国际分工发展的因素 

（5） 国际分工的形式 

（6） 垂直型国际分工削弱的原因 

（7） 国际分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2、 世界市场 

（1） 世界市场的含义 

（2） 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3） 当代世界市场的发展 

学时分配：3 

作业： 

1、 影响国际分工发展的主要因素 

2、 简述国际分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3、 谈谈你对当代世界市场发展新特点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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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6：国际贸易关系 

学习目标 

1、 掌握国际贸易的若干理论 

2、 了解不同类型国家的贸易关系 

学习内容： 

1、 国际贸易若干理论 

（1） 重商主义的对外贸易学说 

（2） 绝对优势说 

（3） 相对优势说 

（4） 保护贸易理论 

（5） 赫克歇尔-俄林资源禀赋说 

（6） 超保护贸易说 

（7） 产品生命周期假说 

2、 不同类型国家的贸易关系 

（1） 发达国家经济关系的演变 

（2） 经互会的发展及其解体 

（3）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关系 

3、 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协调 

（1）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成立及作用 

（2） 关贸总协定适用的基本法律原则、例外和“灰色区域”措施 

（3） 世界贸易组织逐步取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背景及其若干特点 

（4） 世界贸易组织的运行及其在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中的作用 

学时分配：3学时 

作业： 

1、 试述绝对优势说、相对优势说和赫克歇尔-俄林资源禀赋说三种国际贸易理论的联系和区

别 

2、 发展南北经贸关系对各自经济的发展有什么特殊意义？ 

3、 简述世界贸易组织在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中的作用 

知识内容 7：国际金融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 

2、了解国际金本位制的形成，认识国际金本位制的特点、作用和缺陷，掌握其自动调节机制 

3、了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主要内容及其崩溃，并对其进行评价 

4、了解牙买加体系的主要内容并能够对其进行评价 

5、认识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及改革，并对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出建议 

学习内容： 

1、 国际货币体系 

（1） 国际货币体系的含义 

（2） 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内容 

2、 国际金本位制 

（1） 国际金本位制的形成 

（2） 国际金本位制的特点和作用 

（3） 国际金本位制自动调节国际收支机理分析 

（4） 国际金本位制的缺陷 

（5） 国际金本位制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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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次大战后的金本位制 

3、 布雷顿森林体系 

（1）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2）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内容 

（3） 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评价 

（4）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内容 

（5） 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评价 

（6）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 

4、 牙买加体系 

（1）《牙买加协定》的主要内容 

（2）对牙买加体系的评价 

5、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与改革 

（1）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 

（2）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3）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 

6、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 

作业： 

1、 为什么说多元化的国际储备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特里芬难题”？ 

2、 为什么说布雷顿森林体系为美国输出通货膨胀开了方便之门？ 

3、 谈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的看法。 

知识内容 8：国际投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投资的方式和发展 

2、掌握影响国际投资的基本因素 

3、掌握跨国公司在当今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地位 

学习内容： 

1、 国际投资关系概述 

（1） 国际投资的概念 

（2） 国际投资方式 

（3） 国际投资的发展 

（4）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国际投资的特点和发展趋向 

2、 国际直接投资 

（1） 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 

（2） 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因素 

（3） 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理论 

（4） 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与影响 

3、 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 

（1） 跨国公司的概念 

（2） 跨国公司国外投资的参与形式 

（3） 跨国公司的经营策略 

（4） 各国对跨国公司的政策 

4、 国际间接投资 

（1） 国际间接投资的类型 

（2） 影响国际间接投资的因素 

（3） 国际间接投资对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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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分配：3学时 

作业： 

1、 试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迅速发展的原因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2、 试结合我国现实实际，论述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知识内容 9：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学习目标： 

1、 掌握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 

2、 了解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成因和特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形成和发展 

3、 掌握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的影响 

学习内容： 

1、 经济全球化 

（1） 经济全球化的含义 

（2） 经济全球化基本成因 

（3） 经济全球化特征 

（4） 经济全球化发展阶段 

2、 区域经济一体化 

（1）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与成因 

（2） 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 

（3）世界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与发展 

（4）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影响 

3、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系 

（1）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联系 

（2）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别 

学时分配：3 

作业： 

1、 简述金融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2、 试述当今世界主要一体化经济组织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知识内容 10：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世界性问题 

学习目标： 

1、 掌握债务危机的定义及衡量，了解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对经济的影响 

2、 了解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问题 

3、 认识石油价格波动对经济的影响 

4、 了解经济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 

学习内容： 

1、 债务危机 

（1） 债务危机的定义及衡量 

（2） 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 

（3） 债务危机的经济影响 

（4） 针对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 

2、 全球性通货问题 

（1） 通货膨胀 

（2） 通货紧缩 

3、 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石油问题 

（1） 国际油价的历史波动 

（2） 石油价格飙升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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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石油高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4、 经济的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 

（1） 贸易的自由主义和保护主义 

（2） 金融的自由主义和金融压制 

学时分配：3 

作业： 

1、 简述债务危机的经济影响 

2、 试述通货紧缩的成因及其经济影响 

3、 试述影响世界石油价格波动的因素及未来石油价格走势分析 

知识内容 11：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学习目标： 

1、 了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特征 

2、 理解并掌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不同模式 

学习内容： 

1、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特征 

（1） 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完善的市场体系 

（2） 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来干预经济 

（3） 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高度发达 

（4） 产业结构演进 

2、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不同模式 

（1） 现代市场经济的四种模式 

（2） 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比较 

3、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1） 拥有世界最高的生产力水平和最强大的经济实力 

（2）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既有推动作

用，又有阻碍作用 

（3） 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优势地位 

（4） 在国际经济事务中起支配作用 

学时分配：3学时 

作业： 

1、 简述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区别及产生的原因 

知识内容 12：迅速崛起的市场经济国家（地区）——新兴工业国（地区） 

学习目标 

1、了解新兴工业国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2、理解新兴工业国的不同经济发展战略及对我国的启示 

学习内容： 

1、 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形成及基本经济特征 

（1） 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形成 

（2） 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基本经济特征 

2、 新兴工业国（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 

（1） 进口替代经济发展战略 

（2） 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 

（3） 实施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的宏观调控措施 

3、 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发展模式与金融危机 

（1） 新兴工业国（地区）的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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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新兴工业国（地区）发展模式的再认识 

（3） 新兴工业国（地区）金融危机的启示 

4、 新兴工业国（地区）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1） 新兴工业国（地区）经济在当代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2） 新兴工业国（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 

学时分配：3 

作业：  

1、 怎样认识“东亚模式”与“拉美模式” 

2、 简述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基本经济特征                                 

知识内容 13：成长中的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 

学习目标 

1、了解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经济特征 

2、理解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 

学习内容： 

1、 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经济特征 

（1） 生产力水平、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低 

（2） 多元的社会经济形态 

（3） 自然资源丰富、经济结构单一 

（4） 严重的人口、粮食和债务问题 

2、 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 

（1） 处于市场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2） 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 

（3） 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 

3、 发展中国家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1）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 

（2） 发展中国家经济相对于发达国家仍处于依附、从属地位 

（3） 发展中国家未来经济发展 

学时分配：3学时 

作业：                               

1、 简述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经济特征 

2、 怎样认识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知识单元 14：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 

学习目标： 

1、 了解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及对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2、 深刻认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路径选择 

学习内容： 

1、 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1） 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特点 

（2） 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历史贡献 

（3） 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 

2、 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1）20世纪 50年代中期至 70年代末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2）20世纪 80年代经济管理体制的根本性改革 

（3）传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得失 

（4）20世纪 90年代初传统经济管理体制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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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路径选择 

（1）关于经济转型的华盛顿共识和后华盛顿共识 

（2）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激进式和渐进式改革理论的主要内容 

（3）俄罗斯和东欧大多数国家选择激进式改革方案的原因 

（4）激进式改革方案在波兰和俄罗斯的实践 

（5）“休克疗法”在波兰和俄罗斯实施受挫的原因 

4、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若干问题 

（1）关于私有化问题 

（2）关于放开物价问题 

（3）关于改革金融、贸易体制问题 

（4）关于经济体制转轨的现状和前景 

学时分配：3 

作业： 

1、 简述苏联和东欧国家对传统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的原因 

2、 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国家金融体制改革取得哪些新进展？ 

知识单元 15：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经济 

学习目标： 

1、 了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 

2、 理解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 

学习内容： 

1、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1） 改革模式的选择及其特征 

（2） 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 

（3） 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变化 

2、 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 

（1） 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2）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3） 农业与农村经济问题 

（4） 就业问题 

学时分配：2 

作业： 

1、 简述我国实行渐进式改革的特点 

2、 简述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 

3、 简述我国 20世纪 90年代后半期通货紧缩现象发生的原因 

知识单元 16：对外贸易与中国经济发展 

学习目标： 

1、 了解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特征 

2、 了解中国的外贸体制改革历程 

学习内容： 

1、 中国对外贸易概述 

（1）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特征 

（2） 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重要作用 

（3） 我国对外贸易保持持续稳定的高增长的原因 

2、 中国的外贸体制改革 

（1） 高度集中的外贸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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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宏观层面的管理体制改革 

（3） 微观层面的企业改革 

3、 中国外贸发展展望 

学时分配：1 

作业： 

1、 为什么我国对外贸易能在改革开放后的 30年内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 

2、 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谈谈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知识单元 17：涉外金融与中国经济发展  

学习目标： 

1、 了解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 

2、 深刻认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对中国金融发展的重要意义 

 

学习内容： 

1、 中国的国际收支 

（1） 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2） 中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基本分析 

（3） 影响中国国际收支的因素及政策选择 

2、 中国的外汇管理与外汇储备 

（1） 中国的外汇管理 

（2） 中国的外汇储备 

3、 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 

（1） 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发展状况 

（2） 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 

（3）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业对外开放 

学时分配：2 

作业： 

1、 简述影响我国国际收支变化的主要因素 

2、 试述一国汇率制度选择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 

知识单元 18：参与国际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引进外资的发展历程 

2、了解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历程 

3、认识对外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学习内容： 

1、 中国的外资引进 

（1） 中国引进外资的发展历程 

（2） 引进外资作用于中国 

（3） 中国引进外资的形式：有主有次，新芽初现 

2、 中国的对外投资 

（1） 对外投资的发展历程 

（2） 对外投资作用于中国经济 

（3） 对外投资的方式选择 

学时分配：1 

作业： 

1、 简述近年来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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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述对外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 1章 社会生产力和世界经济的形成 3  

2 第 2章 社会生产力和世界经济进一步发展 3  

3 第 3章 社会生产力和世界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波动 3  

4 第 4章 制约社会生产力增长的因素和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 3  

5 第 5章 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 3  

6 第 6章 国际贸易关系 3  

7 第 7章 国际金融关系 3  

8 第 8章 国际投资关系 3  

9 第 9章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3  

10 第 10章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世界性问题 3  

11 第 11章 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3  

12 第 12章 迅速崛起的市场经济国家——新兴工业国（地区） 3  

13 第 13章 成长中的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 3  

14 第 14章 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国家 3  

15 
第 15章 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经济 

第 16章 对外贸易与中国经济发展 
3  

16 
第 17章 涉外金融与中国经济发展 

第 18章 参与国际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 

后修课程：国际经济热点问题分析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国际经济关系、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和全球性问题。 

难点：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国际经济关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在系统讲授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对教学难点进行重点讲解。 

2.结合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分析难点问题。 

教学手段： 

1.课堂讲授。 

2.组织学生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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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选用：庄起善，世界经济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庄起善，世界经济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二）推荐参考书 

Ø 崔日明、任靓，世界经济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Ø 刘文革等，世界经济概论，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 

Ø 桑百川、李玉梅等，国际直接投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Ø 蔡宏波，国际服务贸易，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Ø 佟家栋、周申，国际贸易学——理论与政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Ø 孙莹，国际经济合作，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 

Ø 姜春明、佟家栋，世界经济概论（第六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Ø 高德步、王珏，世界经济史（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执笔：杨丽花  审稿：张淑静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2月 30日 

 

西方经济思想史 
History of Western Economic Thoughts  

课程号：306010133、706010023、4060101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经济学和管理学各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该课程旨在通过讲述西方经济思想的演变和发展历程，使学生了解和掌握

经济理论发展进程中各种观点和学说的演化过程，熟悉西方经济思想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般规

律，引导学生从经济学的角度思考问题。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研究对象与研究任务 

2、 西方经济学的历史演化 

3、 经济学史上的方法论演变 

4、 经济学流派的判定 

5、 学习意义  

学习目标： 

主要从整体上了解和掌握经济学思想的演进历史，阐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一般问题，明了研究

方法。 

作业：酌情布置 

知识单元 2：西方经济学体系化之前的经济思想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西方经济学的萌芽时期 

2、 重商主义的经济思想 

3、 重农主义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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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学习目标： 

1、 了解前古典经济学时期是经济学的萌芽时期，人们从总体上研究社会经济问题，依据情感
和道德对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的猜想。 

1、 重点介绍古希腊、古罗马和欧洲中世纪的经济思想。 

3、学习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的经济思想。 

作业：酌情布置 

知识单元 3：古典经济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古典经济学概述。 

2．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与分析范式。 

3．古典经济学的先驱代表。 

学习目标： 

1．了解古典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2．掌握古典经济学的基本信条。 

3、把握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分析范式。 

作业：酌情布置 

知识单元 4：古典学派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亚当·斯密的生平和著作 

2．斯密经济学的思想和方法 

学习目标： 

1、 了解斯密是英国古典时代最杰出的经济学家，是古典经济学的奠基者，是古典经济学的集
大成者和古典经济学体系最伟大的代表。 

2、 掌握斯密方法论在内容上具有的二重性。 

作业：酌情布置 

知识单元 5：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 

参考学时：6学时 

1．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 

2．李嘉图的经济思想。 

学习目标： 

1．了解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和其他经济理论。 

2．掌握李嘉图的经济思想与方法。 

3、李嘉图体系的解体及其后果。 

作业：酌情布置 

知识单元 6：古典经济学中斯密体系的后继者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詹姆斯·穆勒的经济思想 

2．边沁的经济思想 

3、萨伊的经济思想 

4、西斯蒙第的经济思想 

5、西尼尔的经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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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巴师夏的经济思想 

7、经济学的第一次大综合：约翰·穆勒 

学习目标： 

1．了解斯密体系的各国后继者包括穆勒的经济学。 

2．重点掌握穆勒的经济学、边沁的功利主义经济学、萨伊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3．了解约翰·穆勒为什么是继李嘉图之后被认为非常有影响切对古典经济学做出原创性贡献

的经济学家。 

作业：酌情布置 

知识单元 7：古典经济学的第一次挑战：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学习目标： 

1．了解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类型。 

2．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理论和方法。 

作业：酌情布置 

知识单元 8：古典经济学的第二次挑战：德国历史学派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德国历史学派概述 

2．德国历史学派的方法论 

3．德国旧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 

4．德国新历史学派 

5．德国历史学派的解体及其影响 

6．德国历史学派经济思想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历史学派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与否定。 

2．掌握德国历史学派从历史的类比中发现和认识经济过程的“历史的方法”。 

作业：酌情布置 

知识单元 9：古典经济学的第三次挑战：边际主义学派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边际主义学派概述 

2．边际主义的方法论 

3．边际主义先驱的经济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边际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特点。 

2．掌握边际主义学派的重大影响。 

作业：酌情布置 

知识单元 10：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形成：新古典经济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新古典经济学概述 

2．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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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古典经济学的派别 

4．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建者：马歇尔 

5．新古典经济学的评价 

6．新古典经济学的货币主义经济学 

7．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完全竞争的经济学 

学习目标： 

1．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特征。 

2．掌握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作业：酌情布置 

知识单元 11：新古典经济学的反对者：旧制度经济学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概述 

2．代表人物及其代表观点 

学习目标： 

1．了解旧制度经济学产生的背景。 

2．掌握旧制度经济学的类型和研究方法。 

作业：酌情布置 

知识单元 12：福利经济学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福利经济学概述 

2．福利经济学的方法论  

3．福利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学习目标： 

了解福利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和特点。 

作业：酌情布置 

知识单元 13：数理经济学派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数理经济学概述 

2．数理经济学的方法论 

3．数理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学习目标： 

重点了解数理经济学的研究特点。 

作业：酌情布置 

知识单元 14：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完成者：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概述 

2．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论 

3．凯恩斯主义革命的内容 

4．凯恩斯模型与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区别 

5．凯恩斯本人的经济思想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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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凯恩斯革命的内容、方法、特点。 

2．把握凯恩斯经济学的重大影响。 

作业：酌情布置 

知识单元 15：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思想和方法论 

2．新剑桥学派的经济思想 

3．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 

学习目标： 

1．了解新剑桥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2．把握不同凯恩斯主义学派之间的关联与区别。 

作业：酌情布置 

知识单元 16：当代经济学的发展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当代经济学的方法论 

2．当代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与思潮 

3．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的兴起 

4．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学习目标： 

1．掌握当代经济学注重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自洽性。 

2．了解各个学派的基本特点及其影响。 

作业：酌情布置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知识单元 1导论 3  

2 知识单元 2西方经济学体系化之前的经济思想 3  

3 知识单元 2西方经济学体系化之前的经济思想 3  

4 知识单元 3古典经济学 3  

5 知识单元 4古典学派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 3  

6 知识单元 5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托马斯·马尔萨斯 3  

7 知识单元 5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大卫·李嘉图 6  

8 知识单元 6古典经济学中斯密体系的后继者 3  

9 
知识单元 7古典经济学的第一次挑战：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3  

10 知识单元 8古典经济学的第二次挑战：德国历史学派 3  

11~12 知识单元 9 古典经济学的第三次挑战：边际主义学派 3  

13 知识单元 10 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形成：新古典经济学 3  

知识单元 11新古典经济学的反对者：旧制度经济学 1 
14 

知识单元 12福利经济学  知识单元 13数理经济学派 2 
 

15 
知识单元 14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完成者：凯恩斯主义经济

学 
3  

知识单元 15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发展 1 
16 

知识单元 16当代经济学的发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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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可有可无 

后续课程：理论经济学各科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古典经济学的史前期、古典经济学、边际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难点：经济学产生过程的主要思想、观点、方法及其学术影响。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为主。 

2、互动讨论为辅。 

教学手段： 

1、以开放教学理念激活学生思维。 

2、引导学生阅读各种文献资料。 

3、适时课堂讨论。 

4、适时写作论文。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即可满足教学需要。 

5、课程自主学习 
适时下放部分内容让学生自学。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适度淡化考试、注重教学过程。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

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可酌情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西方经济思想史教材应能更加贴合实际需要。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任保平等编著：《西方经济学说史》，科学出版社，2010年 9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斯坦利.布鲁著：《经济思想史》（原书第六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 9月第 1版。 

2.（意）阿列桑德洛·荣卡格利亚著：《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9 年 8

月第 1版。 

3.蒋雅文等编著：《西方经济思想史》，科学出版社，2010年 7月第 1版。  

执笔：支小青  审稿：黄立君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计量经济学 
Econometrics 

课程号：306010213、4060105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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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经济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工商管理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培养学生经济管理数据处理的能力；2、培养学生建立模型研究经济

管理现实问题的能力；3、培养学生应用实证方法分析经济管理问题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计量经济学基础知识、回归分析

的原理，了解计量经济学检验等概念，为实证经济研究奠定必要的专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9学时 

知识单元 1：回归分析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一元线性回归模型。 

2．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学习目标： 

1．了解回归模型概述。 

2．掌握一元、多元回归模型参数估计、统计检验、预测。 

3．掌握回归模型的其他形式、参数约束。 

作业： 

P21：4、6、7、8；P59：2、4、5、7、8、9、10、11、12；P104：4、9、10、12、13。 

知识单元 2：放宽假定的计量经济学检验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异方差性。 

2．序列相关。 

3．多重共线性。 

2．随机解释变量。 

学习目标： 

1．了解放宽假定的计量经济学模型的基本情况。 

2．掌握四类放宽假定计量经济学模型的检验。 

作业： 

P154：5、6、8、9、10。 

知识单元 3：计量经济学专门问题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虚拟变量模型。 

2．滞后变量模型。 

3．设定偏误。 

4．建模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虚拟变量、滞后变量模型的建立。 

2．掌握设定偏误、建模理论。 

作业： 

P186：2、5、8、10、11。 

知识单元 4：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模型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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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平稳性及其检验。 

2．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 

3．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 

学习目标： 

1．了解数据平稳性概念、协整与误差修正的基本原理。 

2．掌握平稳性与协整检验，能够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作业： 

P305：1、2、3、4、8。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3个，共 9学时 

实验 1：一元、多元回归分析模型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一元回归分析模型，多元回归模型 

实验要求：熟悉 STATA数据录入，回归分析；研究统计研究；掌握基本回归分析方法。 

实验 2：放宽假定的计量经济学检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异方差、序列相关、多重共线性、随机解释变量检验、校正 

实验要求：熟悉计量经济学检验；研究判别、校正；掌握计量经济学检验校正方法。 

实验 3：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模型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稳定性检验、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 

实验要求：熟悉平稳性检验；研究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掌握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3  

2 一元回归分析 3  

3 多元回归分析 3  

4 放宽假定的计量经济学检验 9  

5 计量经济学专门问题 12  

6 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模型 9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高等数学、概率统计 

后续课程：高级计量经济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回归分析统计学检验、计量经济学检验校正、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美学。 

难点：计量经济学检验校正。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实验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ppt讲授。 

2.计算机 STATA软件实验。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STATA软件、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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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48和 24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学习。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

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李子奈等编著《计量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9月 第 4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Wooldridge著《计量经济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6月 第 1版 

2. Murray等编著《现代计量经济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 3月 第 1版  

执笔：李景华  审稿：葛建华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6日 

 

宏观经济学（英语双语） 
Macroeconomics 

课程号：30601023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经济、金融、财会、工商管理等财经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通过教学和学习，使学生对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

以及这些理论、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运行机制和方法、调控的手段等有较全面的认识和理解；2、

通过教学和学习，使学生学会观察和分析经济运行中所需的环境、条件及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正确方

法，培养学生辨析经济理论和解决经济发展中实际问题的能力；3、注意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经济

意识和全新的经济理念，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既注重对经济理论的传递与积累，更要注重利用这

些经济理论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理论联系实际，做到运用理论分析现实经济的运行，以现实

经济发展的实际丰富经济理论。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宏观经济基础知识、IS-LM模型、

AD-AS模型、经济增长理论，了解总产出、失业、通胀、增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概念，为计

量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AN OVERVIEW OF THE WORLD ECONOMY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of China； 
2．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3.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of Europe； 
4.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of Japan； 
5.  Aggregate Output； 
6.  Un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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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世界主要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 

2．掌握产出、失业、通胀等概念及衡量方法。 

作业： 

1. Using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chapter, label ea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true, false or 
uncertain, explain briefly. 

a. The European “Unemployment miracle” refers to the extremely low rate of unemployment that 
Europe has been enjoying since the 1980s. 

b. The collapse of Japanese stock market in the early 1990s was followed by a sharp drop in 
Japanese output. 

c. The 1997 collapse of the stock market and many local currencies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is 
expected to have no effect on the growth rate of output in those countries. 

2. When will China Catch up? 
Suppose that from now on, the output of the PRC will grow at an annual rate of 9% per year, whereas 

the output of the US will grow at an annual rate of 3% per year. 
a. Using the latest data available from this chapter on the level of output in each country, how long 

will it be before China’s output become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U.S. 
b. Suppose also that the population of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remain constant from 

now on. How long will it be before China’s per worker become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U.S.? 
3. Suppose that instead of cooking dinner for an hour, you decide to work an extra hour, earning an 

additional $12. You then buy some Chinese food for $10 
a. By how much does measured GDP increase? 
b. Does true GDP increase by more or less? Why? 

知识单元 2：THE GOODS MARKET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The Composition of GDP； 
2．The Demand for Goods； 
3.  The Determination of Equilibrium Output； 
4.  Investment Equals Saving。 
学习目标： 
1．了解 the concepts of GDP、Investment and Saving。 
2．掌握 The Determination of Equilibrium Output。 
作业： 
1. Using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chapter, label ea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true, false or 

uncertain, explain briefly. 
a. The largest component of GDP is consumption. 
b. Government spending, including transfer, was equal to 18% of GDP in 1998. 
c. The equilibrium condition for the goods market states that consumption equals output. 
2. Suppose that the economy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following behavioral equations: 
C=160+0.6Yd 
I=150 
G=150 
T=100 
Solv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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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quilibrium GDP(Y) 
b. Disposable income(Yd) 
c. Consumption spending(C) 
For the economy in question2, assume output is equal to 900. Compare it with the total demand. Is it 

equal to production? Why? 
知识单元 3：FINANCIAL MARKETS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The Demand for Money； 
2．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Interest Rate； 
学习目标： 
1．了解 money demand, money supply. 
2．掌握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Interest Rate. 
作业： 
1. Using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chapter, label ea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true, false or 

uncertain, explain briefly. 
a. The unweighted average of a 20 percent rise and a 10 percent rise is a 15 percent rise. 
b. If ten televisions increase in price by 20 percent and two computers rise in price by 10 percent, 

then the weighted average of the rise in prices is 12 percent. 
c. The formula for the price level, as defined by the GDP deflator is:P = (Dc/Sc) x 100. 
d. Applying the formula for the price level, if the level of aggregate spending in our economy is 

$200, and the total volume of goods produced is 5 units, then the price level is $40 per unit. 
e. If the Federal Reserve increases the money supply to $300 and the volume of goods produced 

remains the same as in the previous problem, then the price level increases to $50 per unit. 
f. If the Federal Reserve keeps the money supply constant (invariable) relative to problem 4 (i.e., 

aggregate spending remains at $200) and the volume of goods produced increases to 10 units, then the 
price level decreases to $20 per unit. 

2. A bond promises to pay $100 in one year. 
a. What is the interest rate on the bond if its price today is $75? $85? 
b. If the rate is 8%, what is the price of the bond today? 
3. Suppose that money demand is given by Md=$Y(0.25-i) 
Where $Y is $100. Also , suppose that the supply of money is $20. Assume equilibrium in the 

financial market. 
a. What is the interest rate? 
b. If the FRB wants to increase i by 10%, at what level should it, set the supply of money? 

知识单元 4：THE IS-LM MODEL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The Goods Market and the IS Relation； 
2．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LM Relation； 
3.  Putting the IS and the LM Relations Together； 
4.  Using a Policy Mix. 
学习目标： 
1．了解 the concepts of IS relation、LM relation. 
2．掌握 IS- LM model and Policy Mi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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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Using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chapter, label ea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true, false or 

uncertain, explain briefly. 
a. The main determinants of investment are the level of sales and the interest rate. 
b. An increase in output at a constant interest rate can only be achieved using a monetary-fiscal 

policy mix. 
c. An increase in government spending decreases investment 
2. Drive the LM curve. What happens to the LM curve as the interest rate gets very close to zero? 
3. Can an expansionary monetary policy increase output when the rate is already very close to zero? 
4. Suggest a policy or policy mix to achieve the following objective: 
a. Increase Y while keeping i constant 
b. Decrease the deficit while keeping Y constant, what happens? 

知识单元 5：THE LABOUR MARKET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An overview of the Labor Market； 
2．Movements in Unemployment； 
3.  Wage Determination； 
4.  Price Determination； 
5.  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学习目标： 

1．了解 Labor Market。 
2．掌握Wage Determination, Price Determination, and 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作业： 
1. What is a free trade area? Make a brief account of the most notable free trade area in the world.  
2. In what way is a customs union different from a free trade area?  
3.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common market？Which organization remained a common 

market for some years in the past?  
4.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an economic union? Can members of an economic union keep all 

of their national sovereignty?  
5. Make a brief account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U.  
6. What is the most powerful institution of the EU? What is the executive body of the EU? How does 

it operate?  
7. Explain briefly the five layer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8. What are the tenet and objectives of APEC? What is meant by its two wheels?  
9. What are the nature and objectives of OPEC? 
知识单元 6：THE AS-AD MODEL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Aggregate Supply； 
2．Aggregate Demand； 
3.  Equilibrium in the Short Run and in the Medium Run； 
4.  The Effects of a Monetary Expansion; 
5.  A Decrease in the Budget Deficit; 
6.  Changes in the Price of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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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 Aggregate Supply、Aggregate Demand. 
2．掌握 Equilibrium in the Short Run and in the Medium Run, The Effects of a Monetary policy and 

Fiscal policy 
作业： 
1. Using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chapter, label ea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true, false or 

uncertain, explain briefly. 
a. The aggregate supply relation implies that an increase in output leads to an increase in price 

level. 
b. The aggregate demand relation implies that an increase in the price level leads to an increase in 

output. 
c. In medium run, price and output always return to the same value. 
2. Using the AD-AS model developed in this chapter, show the effects of each of the following 

shocks on the position of the IS, LM, AD,AS curves in the medium run. Then show the effect on the 
output, the interest rate, and the price level, also in the medium run. Assume that before the changes, the 
economy was at the nature level of output. 

a. An increase in consumer confidence 
b. An increase in taxes 
In what sense is money neutral? Why is monetary policy useful even though money is neutral? 

知识单元 7：THE PHILLIPS CURVE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Inflation, Expected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2．The Phillips Curve； 
3.  Summary and Warnings； 
学习目标： 
1．了解 Inflation, Expected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2．掌握 The Phillips Curve。 
作业： 
1. Discuss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 The Philips curve implies that when unemployment is high, inflation is low, and vice verse. 

Therefore, we may experience either high inflation or high unemployment, but we will never experience both. 
b. As long as we don’t mind having high inflation, we can achieve as low a level of unemployment 

as we want. All we have to do increase the demand for goods and services by using, e.g. Expansionary 
fiscal policy 

2.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oil shocks of the 1970s, the price of oil has substantially declined in the 
1990s. 

a. Can this explain the good performance of both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in the 1990s? 
b. What has been the probable effect on 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3. Suppose that you are advising a government that wants to reduce its inflation rate. It is 

considering two options: a gradual reduction over several years and an immediate reduction. 
a. Lay out the arguments for and against each option 
b. If the only criterion you were to consider was the sacrifice ratio, which option would you take? 
What particular features of the economy might you want to look at before giving your advice? 

知识单元 8：INFLATION AND DISINF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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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Output, Un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2．Disinflation； 
3.  Expectations, Credibility, and Nominal Contracts； 
学习目标： 
1．了解 Disinflation. 
2．掌握 okun’s Law。 
作业： 
1. Using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chapter, label ea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true, false or 

uncertain, explain briefly. 
a. The U.S. unemployment rate will remain constant as long as output growth is positive 
b. There is a reliable negative relation between the rate of inflation and growth rate of output  
c. In the medium run, the rate of inflation and the growth is equal to the rate of nominal money growth 
2. Suppose that you are advising a government that wants to reduce its inflation rate. It is 

considering two options: a gradual reduction over several years and immediate reduction. 
a. Lay out the argument for and against each option 
b. If the only criterion you were to consider was the sacrifice ratio, which option would you take? 

Why might you want to consider other criteria? 
What particular features of the economy might you want to look at before giving your advice? 

知识单元 9：ECONOMIC GROWTH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The Facts of Growth； 
2．A Broader Look Across Time and Space； 
3.  Interactions Between Output and Capital； 
4.  Implications of Alternative Saving Rates； 
5.  Getting a Sense of the Magnitudes； 
学习目标： 

1．了解 The Facts of Growth。 
2．掌握 Interactions Between Output and Capital。 
作业： 

1. Here is data on population, nominal GDP, and the price index for a hypothetical country in 
various years. Fill in the missing values from the table. 
Year Population Nominal GDP Price index Real GDP Real GDP Per Capita 
1980 120 million $1.23 trillion 0.94 ? ? 
1985 125 million $1.81 trillion 1.16 ? ? 
1990 132 million $2.22 trillion 1.33 ? ? 
1995 139 million $2.80 trillion 1.45 ? ? 

2. What was 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in nominal GDP between 1985 and 1995?  
3. What was 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in real GDP between 1980 and 1990?  
4. What was the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in real GDP per capita between 1990 and 1995?  
5. Which period had the fastest average annual inflation rate?  
6. From 1980 to 1985, which was growing faster--real GDP or population?  
7. If real GDP per capita were higher in 1983 than in 1985, then which grew faster between 1983 

and 1985--real GDP or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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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nflation is defined as the average growth rate of the price index. From 1990-1995, which was 
growing faster--nominal GDP or inflation?  

9. Suppose that from 1990 to 1993 inflation grew faster than nominal GDP. What would happen to 
real GDP?  

10. India's per capita GDP is $2000, and the per capita GDP in the U.S. is $27,000. Suppose that 
from now on, India's per capita GDP grows at a 5 percent annual rate,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per capita 
GDP grows at a 1.5 percent annual rate. Which economy will have a higher GDP per capita in 20 years? 
in 50 years? in 100 years? 
知识单元 10：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GROWTH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Rate of Growth； 
2．The Determinants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3.  The Facts of Growth Revisited； 
4.  Productivity and 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5.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Distribution Effects. 
学习目标： 
1．了解 The Determinants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2．掌握 Productivity and the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 
作业： 
1. Using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chapter, label ea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true, false or 

uncertain, explain briefly. 
a. Because our production function exhibits constant returns to capital and effective labour, output 

per effective worker also exhibits constant returns to capital per effective worker. 
b. In steady state, output per effective worker grows at the rate of population growth. 
c. In steady state, output per worker grows at the rate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change in 

employment and output per capita in the U.S. since 1900 lends to the argument that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consistent with a steady increase in employment. 

d. Workers and consumers benefit equally from the proces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e.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the real wages of unskilled U.S. workers have declined in both a relative 

and an absolute sense. 
2. Where doe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come from for the economic leaders of the world? Where 

does it come fro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Do you see any reasons why developing countries may choose 
to have poor patent protection? Are there any dangers in such a policy? 

3. Use the medical and automobile industries to provide example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that 
have not yet fully diffused in the economy. Can you think of some advances in those industries whose 
diffusion is relatively more important than other for society? Name a policy that would accelerate the 
diffusion process. Would such a policy also have disadvantages for society? Explain.  

 “Higher labour productivity allows firms to produce more goods with the same number of workers, 
and thus sell the goods at the same or even lower prices. That’s why increases in labor productivity can 
permanently decrease the rate of unemployment without causing inflation.” Discuss the statement. 
知识单元 11：EXPECTIONS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Nominal VS Real Interest 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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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pected Present Discounted Values； 
3.  Nominal and Real Interest Rates, and the IS-LM Model； 
4.  Bond Prices and the Yield Curve； 
5.  The Volatility of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6.  Monetary Policy, Deficit Reduction, Expectations, and Output； 
学习目标： 
1．了解 Nominal VS Real Interest Rates，Expected Present Discounted Values 。 
2．掌握 Nominal and Real Interest Rates, and the IS-LM Model，Monetary Policy, Deficit Reduction, 

Expectations, and Output 。 
作业： 
1. The present value of an infinite stream of dollar payments of $Z(that starts next year) is $z/i 

when the price of a consol. It also is a good approximation for the present discounted value of a stream of 
constant payment over long but not infinite periods. Let us examine how close the approximation is. 
Suppose that i =10% 

a. Let $Z=100. What is the present value of the consol? 
b. What is the expected present discounted value for a bond that pays $Z over the next 10years? 

20years? 60years? 
c. Repeat the exercise with i= 2% and i=5%. 
1. Suppose that the interest rate this year is 5% and financial markets expect the interest rate to 

increase by 0.5% each year for the following three years. Determine the yield to maturity on a 
a. One-year bond 
b. Two-year bond 
c. Three-year bond 
2. A pretzel manufacture is considering buying a pretzel-making machine that cost $100000. The 

machine will depreciate by 8% per year. It will generate real profits equal to $18000 next year, 
$18000(1-8%) two years from now, $18000(1-8%)2 three years from now, and so on. Determine whether 
the manufacture should buy the machine if the real interest rate is assumed to remain constant at: 

a. 5% 
b. 10% 
c. 15% 
“The rational expectations assumption is unrealistic, because it essentially amounts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economy.” Discuss this statement. 
知识单元 12：OPENNESS IN GOODS AND FINANCIAL MARKETS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Openness in Goods Markets； 
2．Openness in Financial Markets； 
学习目标： 
1．了解 Openness in Goods Markets。 
2．掌握 Openness in Financial Markets。 
作业： 
1. Retrive the nominal exchange rates between Germany and France from the Internet. A useful and 

free Canadian site that allows you to construct graphs on-line is located at 
http://pacific.commerce.ubc.ca/xr/ 

Plot the DM versus the franc since 1979, and compare this graph with that of the DM versu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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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llar in the text. In particular, how are the trend and volatility of the two series different in the 1980s? 
For the exchange rate between the DM and the franc,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behaviour of the 
exchange rate across time periods 1979 to 1987, 1988 to 1991 and 1992 to 1998. 

2. When Ronald Reagan was president, the U.S. trade deficit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Democrats 
pointed to the trade deficit as a sign that the U.S. economy was no longer competitive. Ronald Reagan 
pointed to the large net capital inflows instead as a sign that the  U.S. economy had become a very 
attractive place for foreign investors. Who was right? 

3.Consider the following prices for government bonds and foreign exchange in the U.S. and 
Germany. Assume that both government securities are one-year bonds, paying the face value of the bond 
one year from now. The exchange rate E stands at 1DM=0.95Dollar. 

The face values and prices on the two bonds are given by 
  Face Value Price 
U.S. 1yr bond $10000 $9615.38 
Germany 1yr bond DM13333 DM12698.10 

a. Compute the nominal interest rate on each of the bonds 
b. Compute the expected exchange rate next year consistent with uncovered interest parity. 

知识单元 13：TRADE BALANCE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The IS Relation in an Open Economy； 
2．Increases in Demand, Domestic or Foreign； 
3.  Depreciation, the Trade Balance, and Output； 
4.  Looking at Dynamics: the J-Curve； 
学习目标： 
1．了解 Open Economy。 
2．掌握 the J-Curve。 
作业： 
1. Consider two open IS-LM economies. 
a. Consider a domestic tax, at rate t, on imports of foreign goods. How does this affect the import 

relation? The export relation? 
b. What ar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tax on equilibrium output and net exports in the domestic 

country? 
c. What ar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tax on equilibrium output and net exports in the foreign country? 
2. Consider an economy with a fixed exchange rate. Assume that the price level is fixed. 
a. What is the effect on equilibrium income and trade balance of a depreciation in the first six months 

after the depreciation? 
b. What is the effect on equilibrium income and trade balance of the depreciation after the first six 

months? 
知识单元 14：MUNDEL-FLEMING MODEL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Putting Goods and Financial Markets Together； 
2．The Effects of Policy in an Open Economy； 
3.  Fixed Exchange Rates；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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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 Fixed Exchange Rates。 
2．掌握 The Effects of Policy in an Open Economy。 
作业： 
1. Consider an economy with fixed exchange rates. Suppose that the government devalues unexpectedly 

and that investors believe that there will be no further devaluation on output and on interest rate? 
2. Suppose instead that, after the devaluation, investors believe that devaluation is likely to come 

soon. What’ll be the effects of the initial devaluation on output and on the interest rate?  
3. Consider a small open IS-LM economy with a fixed exchange rate, where output is at its nature 

level, but there is a trade deficit. What is the appropriate fiscal-monetary policy mix? 
4. Consider a monetary expansion in an economy operating under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Discuss 

the effects on consumption, investment, and net export. 
知识单元 15：EXCHANGE RATES REGIMES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Exchange Rate Regime； 
2．Fixed Exchange Rates and the Adjustment of the Real Exchange Rate； 
3.  Exchange Rate Crises； 
4.  Choosing Between Exchange Rate Regimes； 
学习目标： 
1．了解世界主要国家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 
2．掌握产出、失业、通胀等概念及衡量方法。 
作业： 
1. Assume that the nominal interest rate on 10-year bonds is 10% at home and 6% abroad. Further, 

assume inflation is expected to be 6% at home and 3% abroad. 
a . What is the expected annual real depreciation consistent with interest parity? 
b. What is the expected annual nominal depreciation consistent with interest parity? 
c. If you expected a nominal appreciation of the currency over the next ten years, which bond would 

you purchase?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6学时 

实验 1：利用 IS-LM 模型研究货币与财政政策功能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IS-LM Model 

实验要求：熟悉货币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运行机理；研究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产

出与利率的决定；掌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整经济运行的方法。 

实验 2：利用 AD-AS 模型研究货币与财政政策功能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AD-AS Model 

实验要求：熟悉 AD-AS模型；研究 AD-AS模型冲击到达均衡的机理；掌握货币与财政政策调整

宏观经济运行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CHAPTER 1  AN OVERVIEW OF THE WORLD ECONOMY 3  
2 CHAPTER 2   THE GOODS MARKET 3  
3 CHANPER 3.  FINANCIAL MARKETS 3  
4 CHAPTER 4  THE IS-LM MODE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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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验 1：利用 IS-LM 模型研究货币与财政政策功能 3  
6 CHAPTER 5  THE LABOUR MARKET 3  
7 CHAPTER 6   THE AS-AD MODEL 3  
8 实验 2：利用 AD-AS 模型研究货币与财政政策功能 3  
9 CHAPTER 7  THE PHILLIPS CURVE 3  
10 CHAPTER 8  INFLATION AND DISINFLATION 3  
11 CHAPTER 9  ECONOMIC GROWTH 3  
12 CHAPTER 10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GROWTH 3  
13 CHAPTER 11  EXPECTIONS 3  
14 CHAPTER 12  OPENNESS IN GOODS AND FINANCIAL MARKETS 3  
15 CHAPTER 13  TRADE BALANCE 3  
16 复习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高等数学、统计学 

后续课程：计量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IS-LM Model、AD-AS Model、Monetary Policy、Fiscal Policy、Economic Growth、Exchange 

Rate Crises。 
难点：IS-LM Model、AD-AS Model、Monetary Policy、Fiscal Policy、Economic Growth、Exchange 

Rate Crises。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研讨。 

3.实验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网路数据库。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电脑、网络数据库。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18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Olivier Blanchard等编著《Macroeconomics》，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 10月 第 6版。 

（二）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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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regory Mankiw等编著《Macroeconomics》，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10月 第 7版 

2. Michael Parkin等编著《Macroeconomics》， Prentice Hall 出版社，2012年 11月 第 10版  

执笔：李泳  审稿：杨丽花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1日 

 

会计学原理（英语双语） 
Principles of Accounting （a bilingual course） 

课程号：30601024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商务、工商管理、经济学和成思危现代金融菁英班等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介绍有关会计学和会计核算的基本概念、理论与方法框架；2、培养

学生运用会计方法与思维分析人士企业等组织的经济活动；3、为学生深入学习经济学、工商管理、

金融等有关课程奠定必要的基础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会计学的基础知识、会计核算的

基本原理和方法、会计分析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了解会计信息对于经济管理的重要意义与作用，为

财务管理、货币银行学、投资学、金融市场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知识性与方法性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与方法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会计与企业环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会计的基本概念与原则 

2．会计等式 

3. 经济业务的分析 

4. 编制财务报表 

5. 评估企业业绩 

学习目标： 

1．了解快的基本概念和若干工作规范……。 

2．掌握会计等式的概念与意义 

3. 理解经济业务的概念以及对其进行分析的方法 

4. 理解财务报表的概念和内容 

5. 了解评估企业业绩的概念与意义，以及会计信息对于评估的作用 

知识单元 2：登记经济业务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有关的会计术语 

2．会计中借与贷的概念及其运用 

3. 在日记账中登记经济业务 

4. 将日记账中的会计记录过记到分类账有关账户中 

5. 编制试算平衡表 

学习目标： 

1．了解有关会计记录的术语 

2．掌握复式记账的规则及其运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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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掌握日记账的概念、形式及其记录方法 

4. 掌握分类账的概念、形式及其记录方法 

5. 掌握试算平衡表的概念、形式及其编制方法 

知识单元 3：调整程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应计制会计与现金制会计 

2． 收入实现原则与成本配备原则 

3． 编制期末调整分录 

4． 编制调整后的试算平衡表 

5． 依据调整后的试算平衡表编制财务报表  

学习目标： 

1．掌握应计制会计与现金制会计的概念与内容，以及二者的区别 

2．掌握收入实现原则与成本配比原则的内容及其运用 

3. 掌握调整分录的类型及其编制方法 

4. 掌握调整后的试算平衡表的结构及其编制方法 

5. 掌握依据调整后的试算平衡表编制财务报表的方法 

知识单元 4：完成会计循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工作底稿的概念、内容及其编制 

2. 工作底稿的作用 

3. 收入账户、费用账户与撤资账户的结清 

4. 流动资产与长期资产的划分 

5. 流动负债与长期负债的划分 

6． 流动比率与资产负债率的内容与作用  

学习目标： 

1．掌握工作底稿的概念、内容与编制方法 

2．了解工作底稿的作用 

3. 掌握如何结清收入账户、费用账户与撤资账户 

4. 掌握流动资产与长期资产的概念及其划分标准 

5. 掌握流动负债与长期负债的概念及其划分标准 

6. 了解流动比率与资产负债率的计算方法及其作用 

知识单元 5：商业企业经营义务及其核算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存货采购义务的核算 

2. 存货销售业务的核算 

3. 商业企业的期末调整与结账 

4. 运用毛利率与存货周转率评价企业的业绩 

5. 采用期末盘存制条件下销售成本的计算 

学习目标： 

1． 掌握商业企业存货采购业务的内容与核算方法 

2． 掌握商业企业存货销售业务的内容与核算方法 

3． 掌握商业企业期末调整与结账业务的内容与核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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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掌握毛利的概念与计算方法 

5． 掌握毛利率与存货周转率的意义与计算方法 

6． 掌握期末盘存制的意义与特点 

7． 掌握在期末盘存制条件下销售成本的计算方法 

知识单元 6：商品存货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运用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与平均成本法核算存货 

2. 比较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与平均成本法对于存货计量的影响 

3. 运用成本市价孰低方法计量存货 

4. 成本计量错误 

5. 运用毛利法估计期末存货成本 

学习目标： 

1. 掌握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与平均成本法的概念与意义 

2. 掌握运用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与平均成本法计算存货成本的方法 

3. 掌握成本市价孰低法的概念及其运用 

4. 掌握存货计量错误的概念与影响 

5. 掌握运用毛利法估计期末存货成本的方法 

知识单元 7：会计信息系统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了解会计信息系统的作用 

2. 了解手工与计算机化的会计信息系统 

3. 了解扩展表在会计信息系统中的应用 

4. 了解销售日记账、现金收款日记账与应收账款分类账的作用 

5. 了解采购日记账、现金付款日记账与应付账款分类账的作用 

学习目标： 

1. 理解会计信息系统有效性的概念与标准 

2. 了解手工与计算机化的会计信息系统及其特点 

3. 了解扩展表在会计核算中的应用 

4. 了解销售日记账、现金收款日记账与应收账款分类账的结构和用途 

5. 了解采购日记账、现金付款日记账与应付账款分类账的结构和用途 

知识单元 8：内部控制与现金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内部控制的概念 

2. 良好的内部控制程序 

3. 银行存款调节表的编制与相关的会计分录 

4. 对现金收入的内部控制 

5. 对现金支出的内部控制 

6. 对经济业务所作的符合职业道德的专业判断 

学习目标： 

1. 掌握内部控制的概念 

2. 掌握内部控制程序运行是否良好的评价标准 

3. 掌握银行存款调节表的结构与编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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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掌握与银行存款调节相关经济业务的会计分录的编制 

5. 掌握对于现金收支的内部控制程序 

6. 了解如何对经济业务作出符合职业道德的专业判断 

知识单元 9： 应收款项 

学习内容： 

1. 对于应收款项的内部控制 

2. 应用被抵法核算坏账 

3. 应用直接冲销法核算坏账 

4. 应收票据的核算 

5. 运用速动比率和应收账款周转率指标评价企业应收款项管理水平 

学习目标： 

1. 掌握应收款项内部控制的程序 

2. 掌握应用备抵法核算坏账的方法 

3. 掌握应用直接冲销法核算坏账的方法 

4. 掌握应收票据的概念、形式与核算方法 

5. 理解速动比率与应收账款周转率的概念、意义与计算方法 

知识单元 10： 厂场资产与无形资产 

学习内容： 

1. 厂场资产的计量 

2. 折旧的核算 

3. 折旧方法及其对于税负的影响 

4. 厂场资产清理的核算 

5. 自然资源的核算 

6. 无形资产的核算 

学习目的： 

1. 理解厂场资产的概念及其计量方法 

2. 掌握厂场资产折旧的概念以及计算折旧费用的各种方法 

3. 掌握厂场资产折旧的核算方法 

4. 掌握厂场资产清理的核算方法 

5. 掌握自然资源的概念与核算方法 

6. 掌握无形资产的概念与核算方法 

知识单元 11： 流动负债与工资 

学习内容： 

1. 金额确定的流动负债的核算 

2. 金额需经过估计确定的流动负债的核算 

3. 计算工作总额、各种扣除以及实际支付的工资额 

4. 登记工资业务 

5. 工资核算系统的设置与运用 

6. 流动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列示 

学习目的： 

1. 掌握流动负债的概念及其分类 

2. 掌握金额确定的流动负债的核算方法 

3. 掌握金额需经估计确定的流动负债的核算方法 

4. 掌握工资总额、各种扣除与实际支付工资额的计算方法 

5. 掌握工资业务发核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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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了解工资系统的概念、作用与设置运用方法 

7. 了解流动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列示方法 

知识单元 12： 公司：缴入资本与资产负债表 

1. 公司的特点 

2. 股票发行的记录 

3. 编制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者权益部分 

4. 现金股利的核算 

5. 在决策制定过程中所运用的各种股票价值 

6. 估计资产回报率与所有者权益回报率 

7. 公司所得税的核算 

学习目的： 

1. 了解公司制企业的特点 

2. 了解股票发行记录的方法 

3. 掌握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者权益部分的编制方法 

4. 掌握现金股利的核算方法 

5. 了解在决策制定过程中所运用的各种股票价值 

6. 了解资产回报率与所有者权益回报率的概念与计算方法 

7. 掌握公司所得税的核算方法 

知识单元 13：公司：留存收益与利润表 

学习内容： 

1. 股票股利的核算 

2. 股票分割与股票股利 

3. 库存股票的核算 

4. 留存收益限制的记录 

5. 公司利润表的分析 

学习目的： 

1. 掌握股票股利的概念及其核算方法 

2. 掌握股票分割与股票股利的概念及其相互差异 

3. 掌握库存股票的概念及其核算方法 

4. 了解留存收益记录的内容与方法 

5. 了解利润表的分析方法 

知识单元 14：长期负债 

学习内容： 

1. 应付债券的核算 

2. 运用直线摊销法确定利息费用 

3. 应付债券的偿还与转换的核算 

4. 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列示 

5. 举债的优缺点 

学习目的： 

1. 掌握债券概念与应付债券的核算方法 

2. 掌握运用直线法确定利息费用的方法 

3. 掌握债券偿还与转换的核算方法 

4. 了解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列示方式 

5. 了解举债融资的优缺点 

知识单元 15：现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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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 现金流量表的作用 

2. 经营现金流、投资现金流与融资现金流 

3. 运用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 

4. 运用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 

学习目的： 

1. 了解现金流量表的内容与作用 

2. 掌握经营现金流、投资现金流、融资现金流的概念及其区别 

3. 掌握运用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的方法 

4. 掌握运用直接法编制现金流量表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会计与企业环境 3  

2 登记经济业务 3  

3 调整程序 3  

4 完成会计循环 3  

5 商业企业经营业务及其核算 3  

6 商业企业经营业务及其核算/会计信息系统 3  

7 会计信息系统 3  

8 内部控制与现金管理 3  

9 内部控制与现金管理/应收账款 3  

10 应收账款 3  

11 厂场资产与无形资产 3  

12 流动负债与工资 3  

13 公司：缴入资本与资产负债表 3  

14 公司：留存收益与利润表 3  

15 长期负债 3  

16 现金流量表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微观经济学 

后续课程：公司理财、财务报表分析、中级财务会计、管理会计、投资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会计与企业环境、登记经济业务、调整程序、完成会计循环 

难点：登记经济业务、调整程序、现金流量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教授……。 

2. 课前预习阅读与课后复习阅读 

3. 课后作业 

教学手段： 

1. 课堂讲授 

2. 课后作业批改与讲评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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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包括考勤、课下作业成绩占期末总评成绩的 20%，期末闭卷考试成绩占期

末总评成绩的 8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美英等国著名学者编著，著名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教材 

执笔：王燕祥  审稿：陈佳俊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2月 30日 

 

当代中国经济 
Contemporary China's Economy 

课程号：30601026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经济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变迁历程；2、基于经济学视角

科学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经济问题；3、学会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分析现实经济问题。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及其问题，

掌握社会主义经济改造、改革开放成就、三农问题、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财税改革、国企改

革等当代中国经济学基础知识，为中国现行经济政策与理论研讨课、中国经济史等后续课程奠定必

要的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课程基础知识。 

2．课程大纲。 

学习目标： 

1．了解当代中国经济学习任务。 

2．掌握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当代中国经济基本方法与原则。 

作业：GDP概念  经济学定义 

知识单元 2：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 

2．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构建。 

3．计划经济体制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改革历程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 1949年以来社会经济变迁，尤其是中国经济成就。 

2．掌握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 

作业：三大改造内涵  人民公社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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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3： 当代中国经济政策及其改革 
参考学时：24学时 

学习内容： 

1．1978年以来中国在财税、金融、人口、土地、三农、企业、城市化、工业化、区域经济、

对外开放等方面的制度变迁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 

2．多角度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成就 

学习目标： 

1．正确和全面的认识中国改革开放成就。 

2．形成深化改革的问题意识。 

作业：三农问题  新型城镇化  分税制改革  人口红利 国企改革 

知识单元 4：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及其走向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形势 

2．中国经济改革未来 

学习目标： 

1．正确和全面的认识全面深化改革。 

2．科学认识新形势下中国经济新常态。 

作业：经济新常态  二胎政策  土地制度改革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当代中国经济导论 3  

2 近代中国的选择 3  

3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战略 3  

4 中国经济成就及其解释 3  

5 经济体制改革与转型 3  

6 人口与劳动力 3  

7 三农问题和城市化 3  

8 国企改革与民营经济 3  

9 财税制度与社会保障 3  

10 金融体制改革 3  

11 新型工业化 3  

12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3  

13 教育改革与经济增长 3  

14 中国的开放经济 3  

15 全面深化改革成就 3  

16 中国经济走向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原理（一） 

后续课程：中国现行经济政策与理论研讨课、中国经济史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改革开放、国企改革、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 

难点：三大改造、财税改革、三农问题、人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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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 

2. 案例教学法。 

3. 情景教学法。 

4. 讨论法. 

教学手段： 

1. 口头语言。 

2. 文字和书籍。 

3.多媒体网络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提供参考书籍，自助学习，定期教师答疑。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当代中国经济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

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宇，卢获等编著《当代中国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6月 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林毅夫编著《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9月 第 1版 

2. 吴敬琏等编著《重启改革历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年 1月 第 1版  

执笔：熊金武  审稿：巫云仙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中级宏观经济学 
Intermediate Macroeconomics  

课程号：30601027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商学院经济学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培养学生基本的经济学思维方式；2、培养学生进行经济实证分析能

力；3、培养学生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4、使学生掌握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5、

使学生能够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原理和含义。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案例分析，使学生掌握中级宏观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为高级宏观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金融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宏观经济学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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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经济增长 

2. 总供给-总需求模型 

3. 经济周期 

学习目标： 

1．掌握宏观经济学的三个主要模型的内在联系； 

2. 理解长期生产力增长理论讨论框架； 

3. 理解中期的宏观总供给-总需求模型框架； 

4. 理解短期经济理论框架； 

作业： 

复习与思考双数题目 

知识单元 2：国民收入核算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产出的生产与对生产要素的支付  

2. 支出与需求的构成  

3. 一些重要的宏观经济学恒等式 

4. 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  

5. 一些基本的宏观经济学变量 

学习目标： 

1．掌握国内产出概念； 

2．掌握国内需求概念； 

3.  掌握国民收入恒等式； 

4.  掌握 GDP衡量方法； 

5.  掌握通货膨胀与价格指数，失业，利率和实际利率，汇率等一系列基本宏观经济学变量 

作业： 

复习与思考单数题目 

知识单元 3：增长与积累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增长核算 

2. 增长的经验估算  

3. 增长理论：新古典模型  

学习目标： 

1. 掌握生产函数 

2. 掌握资本-劳动比率 

3. 掌握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4. 掌握增长核算方程 

5. 掌握索洛剩余 

6. 掌握新古典增长理论 

7. 掌握稳态均衡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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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双数题目 

知识单元 4： 增长与政策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增长理论：内生理论  

2. 增长政策 

学习目标： 

1. 掌握内生增长理论 

2. 掌握绝对趋同 

3. 掌握条件趋同 

4. 理解私人报酬和社会报酬 

5. 掌握稳定均衡和非稳定均衡 

作业： 

复习与思考单数题目 

知识单元 5： 总供给与总需求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总供给曲线 

2. 总供给曲线和价格调节机制 

3. 总需求曲线 

4. 不同供给假定下的总需求政策 

5. 供给学派经济学 

6. 长期内将总供给放在一起 

学习目标： 

1. 掌握总供给曲线 

2. 掌握凯恩斯总供给曲线 

3. 掌握古典总供给曲线 

4. 理解摩擦性失业，自然失业 

5. 掌握总需求曲线 

6. 掌握供给学派观点 

7. 掌握长期总供给模型 

作业： 

复习与思考单数题目 

知识单元 6： 总供给：工资，价格与失业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通货膨胀和失业  

2. 滞胀，预期通货膨胀及通货膨胀-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3. 理性预期革命 

4. 工资-失业关系：为何工资是黏性的 

5. 从菲利普斯曲线到总供给曲线 

6. 供给冲击 

学习目标： 

1. 掌握简单菲利普斯曲线 

2. 掌握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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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解理性预期 

4. 理解工资黏性 

5. 理解滞胀 

6. 理解内部人-外部人模型 

7. 理解效率工资 

8. 理解交错价格调整 

9. 掌握总供给曲线推导 

10.掌握供给冲击 

作业： 

复习与思考单数题目 

知识单元 7： 通货膨胀与失业的解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失业 

2. 通货膨胀 

3. 失业的解剖 

4. 充分就业 

5. 失业的代价 

6. 通货膨胀的代价 

7. 通货膨胀与指数化：防止通货膨胀影响的经济 

8. 轻微的通货膨胀 

9. 政治性经济周期理论 

学习目标： 

1. 掌握失业概念和理论 

2. 掌握通货膨胀概念和理论 

3. 理解充分就业 

4. 理解通货膨胀及指数化问题 

5. 掌握政治性经济周期理论 

作业： 

复习与思考单数题目 

知识单元 8： 政策预览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关于政策实践的一个中级水平的观点 

2. 规则的政策 

3. 利率和总需求 

4. 如何得到政策目标的计算 

学习目标： 

1. 掌握泰勒规则 

2. 掌握封闭环路控制 

3. 掌握开放环路控制 

4. 掌握利率和总需求的内在关系 

作业： 

复习与思考单数题目 

知识单元 9： 收入与支出 
参考学时：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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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 总需求与均衡产出 

2. 消费函数与总需求 

3. 乘数 

4. 政府领域 

5. 预算 

6. 充分就业预算盈余 

学习目标： 

1. 掌握均衡产出的决定 

2. 理解投资等于储蓄 

3. 掌握乘数概念 

4. 掌握自动稳定器 

5. 掌握充分就业预算盈余理论及依据 

作业： 

复习与思考单数题目 

知识单元 10： 通货，利息与收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商品市场与 IS曲线 

2. 货币市场与 LM曲线 

3. 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均衡 

4. 总需求曲线的推导 

5.  IS-LM模型的规范分析 

学习目标： 

1. 掌握 IS曲线和 LM曲线 

2. 掌握财政和货币政策乘数 

3. 掌握 IS-LM模型 

4. 理解实际余额需求 

5. 理解实际货币余额 

作业： 

复习与思考单数题目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导论 3 包含课程概论 

2 第二章 国民收入核算 3  

3 第三章 增长与积累 3  

4 第三章 增长与积累 3  

5 第四章 增长与政策 3  

6 第四章 增长与政策 3  

7 第五章 总供给与总需求 3  

8 第五章 总供给与总需求 3  

9 第六章 总供给：工资，价格与失业 3  

10 第六章 总供给：工资，价格与失业 3  

11 第七章 通货膨胀与失业的解剖 3  

12 第八章 政策预览 3  



4010 

13 第九章 收入与支出 3  

14 第九章 收入与支出 3  

15 第十章 货币，利息与收入 3  

16 课程回顾及答疑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高等数学（一元微积分、多元微积分）、宏观经济学（初级） 

后续课程：财政学、货币银行学、金融学、高级宏观经济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宏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和问题、基本的长中短期三大模型的区别和内在联系，构筑

长期模型的基本生产函数，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一系列与其相关的概念，内生增长理论及一系列与

其相关的概念，建立在上述两个模型基础上的各种长期经济政策，AD-AS模型的短中期和长期分析、

菲利普斯曲线，泰勒规则，IS－LM模型及经济政策方案等。  

难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索洛剩余，稳态均衡，新古典增长模型及经济政策，内生增

长理论及经济政策，条件趋同和绝对趋同，稳定均衡和非稳定均衡，简单的菲利普斯曲线和附加预

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劳动市场的各种分析，总供给曲线的具体推导，不同学派的总供给曲线的差异

及其一系列政策观点的区别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问题驱动型课堂讲授。 

2.任务驱动型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为主。 

2. 板书为辅。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大班授课，无实践教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因课程内容较多，教师可指定部分内容让学生课堂外自学。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考核。期末总评中，①平时成绩占 10％，考核

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②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成绩占 20%；③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美）多恩布什，费希尔，斯塔兹等编著，王志伟译，《宏观经济学（第十版）》，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10年 1月第十版（“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曼昆，《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梁小民，梁砾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社，

2015年 5月 第 7版。 

2. 高鸿业等编著，《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7月第

6版（“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执笔：张毅来  审稿：张弛    审定：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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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史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y  

课程号：30601028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经济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古代、近代、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变迁历程；2、基

于经济学视角科学认识中国长历史的社会经济问题；3、学会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分析历史上的经济

问题，了解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文化。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了解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变迁及其

思想观念转型，了解气候、文化、技术、人口、土地等要素对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掌握中国

历史上土地制度、农工商产业制度、金融制度、财税制度、国际贸易制度的基础知识，为中国现行

经济政策与理论研讨课、发展经济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经济史研究方法。 

2．中国经济史核心问题与基础知识。 

2．中国经济史课程进度。 

学习目标： 

1．了解经济史研究基础方法及其与经济学关系。 

2．掌握中国经济史课程核心问题。 

作业：大分流  欧洲中心论 

知识单元 2：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因素 
参考学时：18学时 

学习内容： 

1．人口、技术、气候、地理禀赋等因素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2．婚姻、女性地位、宗教文化、暴力、社会流动性等因素的经济原因。 

3．上述因素对东西方大分流的解释。 

学习目标： 

1．了解东西方大分流的自然因素。 

2．掌握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社会经济史问题。 

作业：妇女地位变动  人口政策变迁  李约瑟之谜    

知识单元 3：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结构及其变迁 
参考学时：18学时 

学习内容： 

1．土地制度、农业制度、金融制度、财税制度、工商业制度、行政制度等变迁。 

2．中国传统社会兴盛和衰落的制度原因。 

学习目标： 

1．了解东西方大分流的制度因素。 

2．掌握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社会经济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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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中国历代田制变迁  重农轻商  盐铁专卖  科举制 王安石变法 

知识单元 3：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转型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近代、现代以及当代社会经济变迁。 

2．世界范围内看中国近代大转型 

学习目标： 

1．了解东西方大分流的国际因素。 

2．理解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迁 

作业：土地改革  计划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经济史研究方法与基础知识 3  

2 气候与社会经济变迁 3  

3 中国人口变迁  3  

4 中国传统婚姻经济 3  

5 女性地位与社会经济变迁 3  

6 传统中国社会流动性与科举制 3  

7 李约瑟之谜与技术进步 3  

8 宗教文化对经济的影响 3  

9 中国土地制度变迁 3  

10 中国农业经济变迁 3  

11 中国工商业政策变迁 3  

12 中国财税制度变迁 3  

13 中国金融制度变迁 3  

14 中国传统社会的政府经济 3  

15 中国近代社会经济转型 3  

16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与未来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经济学原理（一）、经济学原理（二）、当代中国经济 

后续课程：中国现行经济政策与理论研讨课、发展经济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土地制度、工商业政策、金融制度、财税制度 

难点：大分流、土地制度、人口政策、工业化。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 

2. 案例教学法。 

3. 情景教学法。 

4. 讨论法. 

教学手段： 

1. 口头语言。 

2. 文字和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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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媒体网络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提供参考书籍，自助学习，定期教师答疑。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中国经济史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

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王玉茹等编著《中国经济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1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赵晓雷编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 6月 第 3版 

2. 侯家驹著《中国经济史》，新星出版社，2008年 1月 第 1版  

执笔：熊金武  审稿：巫云仙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中级微观经济学 
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 

课程号：30601029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经济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在学习完西方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理解经济模

型的基本构造；2、学习较高深的微观经济理论，理解微观经济活动的运行过程；3、熟悉和掌握微

观经济分析的数理分析方法，掌握一些从复杂的现实过渡到简单理论的研究和分析经济问题的技

巧；4、初步具备利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问题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介绍微观经济学的中级理论，是对微观经济学初级理论提高与扩展。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消费者行为（Consumer Behavior）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预算约束（budget constraints） 

1）预算线 

消费集（consumption set）：消费者面对的所有商品组合（X） 

消费束（consumption bundle）：消费者面对的某一个商品组合（x1 ,x2 , …） 

预算集（budget set）：在既定收入和价格下，消费者所能负担的消费束集合 

预算线（budget line）：在既定收入和价格下，消费者的所有收入能够购买的消费束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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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线的斜率：预算线斜率的绝对值是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表示在市场上用商品 1替代商品

2的比率，即任何消费者为了多消费 1单位商品 1所要放弃的商品 2的数量 

两种商品已足够：在实际分析中，可将除了我们所关注的商品之外的其他商品都视为商品 2，

或者简单地将购买其他商品的货币看作商品 2 

价格和收入的变化影响预算线的变动。 

计价物：设 x1价格为 1，其他价格都通过实际价格与 x1的价格的比值来表示。 

2）应用：税收或补贴 

从量税、从价税、补贴、配给等政策会使预算集发生变动。 

2.偏好 

1）偏好 

偏好（preference）：消费者对不同消费束的排列 

弱偏好（weak preference）：对于两个消费束 x
1
和 x

2
，如果消费者认为 x

1
至少和 x

2
一样好，

称 x
1
弱偏好于 x

2  ， 
x
1
≥

 
x
2 

严格偏好（strict preference）：如果消费者认为 x
1
比 x

2
好，称 x

1
严格偏好于 x

2， 
x
1
＞

 
x
2
 

无差异（indifference）：如果消费者认为 x
1
与 x

2
没区别，称 x

1
与 x

2
无差异，x

1
～x

2  

2）关于偏好的假定 

一般地，假定偏好满足以下性质： 

假定 1：完备性（completeness）：任何消费束都是可比较的 

假定 2：传递性（transitivity） 

假定 3：单调性（monotonicity）：如果消费束 x
1
中至少有一种商品的数量比 x

2
多，那么消费

者严格偏好于 x
1 

假定 4：凸性（convexity）：平均消费束弱偏好于端点消费束 

满足假定 1-4的偏好称为良好性状偏好（well-behaved preference），良好性状偏好是单调的

（多多益善）和凸的。 

3)无差异曲线 

无差异曲线（indifference curve）：与特定消费束无差异的消费束集合。 

弱偏好集：弱偏好于特定消费束的所有消费束。无差异曲线是弱偏好集的边界。 

无差异曲线的特征：根据偏好的完备性和传递性，表示不同偏好水平的无差异曲线不能相交；

根据偏好的单调性，无差异曲线斜率为负，且越往右上方的无差异曲线代表的偏好水平越高；若偏

好是凸的，则弱偏好集是凸集，即无差异曲线的斜率非递减；若偏好是严格凸的，则弱偏好集是严

格凸集，无差异曲线斜率递增。 

4）特殊商品的偏好及其无差异曲线 

完全替代品（perfect substitutes）、完全互补品（perfect complements）、中性商品（natural 

goods）、厌恶品（bads）、餍足、离散商品、拟线性偏好（quasi-linear preference）、凹性偏好。 

5）边际替代率 

无差异曲线的斜率衡量了消费者愿意用一种商品去替代另一种商品的比率，称为边际替代率

（marginal rates of substitution, MRS） 

商品 1对商品 2的边际替代率：为了多得到 1单位的商品 1而愿意放弃的商品 2的数量 

                    MRS12＝△x2/ △ x1 

边际替代率的性质:根据偏好的单调性，边际替代率为负数，但是为了方便，我们常用其绝对

值表示边际替代率;根据偏好的凸性，边际替代率非递增；根据偏好的严格凸性，边际替代率递减。 

边际替代率的衡量：交换或不交换的边际上，表示边际支付意愿，面临价格相同时，每个人有

相同的 MRS，并以相似的方式来交换这两种商品。 

3.效用 

1）偏好和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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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行为完全可以通过偏好理论加以阐释，但偏好理论难以数学化，所以引入效用（utility）

的概念。 

2）效用函数 

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一个效用函数的单调变换仍然是代表同样偏好关系的效用函

数。 

只有当偏好是理性的时，它才能用一个效用函数来表示（马斯-克莱尔等，1995）。如果偏好满

足完备性、传递性、连续性和强单调性，那么存在一个代表该偏好的连续效用函数（瓦里安，1992）。 

效用函数的单调变换（Monotonic transforms)：当 u1>u2，意味着 f(u1)>f(u2)时，称 f(u)为

原效用函数的单调变换。其最重要的含义是：对于某一种偏好关系来说，其函数表达形式不唯一。 

常见的单调变换例子：对原效用函数乘上一个正数；对原效用函数加上任意一个数；对原效用

函数取奇次幂；对数函数与指数函数互为单调变换函数。 

3)边际效用 

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 MU）：保持其他商品的消费量不变，消费者从某一商品的微小

增量中获得的效用改变量。边际效用的大小随着效用函数选择的不同而不同，但两种商品边际效用

的比值却有其特殊含义。 

4)边际替代率 

4.选择 

1）选择 

无差异图描绘了消费者对于不同消费束的偏好，但是这些消费束不一定是消费者能够负担得起

的。预算集给出了消费者有能力购买的消费束，但是无法判定消费者会选择哪一个消费束。因此，

消费者选择问题是：在预算集中选择最偏好的消费束。为讨论问题方便，我们首先考虑良好形状偏

好。 

2）最优消费束 

3）效用最大化 

效用最大化问题的约束条件是预算约束，实际上是不等式约束。但如果偏好满足单调性，则消

费者一定会用完所有的收入来实现最大效用，从而简化为等式约束（线性等式约束）问题 

4）最优选择 

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与市场的交换比率：边际替代率给出消费者对与两种商品的主观交换比

率，它对于每个消费者都是不同的；价格比给出市场上两种商品的客观交换比率，它对于每个消费

者都是相同的；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消费者通过调整商品数量调整自己的边际替代率，直到主观

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客观的市场交换比率才能实现最优。 

5）边际替代率条件的含义 

以价格比衡量边际替代率是一种为消费束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估计的途径，价格反映人们对边

际物品的评价。 

5.需求 

1）需求函数 

最优消费束与价格和收入有关，如果偏好满足完备性、传递性、凸性和单调性，那么对于给定

的价格和收入，一定存在最优消费束。 

进一步的，如果偏好满足严格凸性，那么对于给定的价格和收入，存在唯一一组最优消费束与

之对应。因而可以建立以价格和收入为自变量的最优消费束函数，称为需求函数（或瓦尔拉斯需求

函数、马歇尔需求函数）。 

2）收入变化的影响 

收入扩展线（income expansion path）: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变化引起的最优消费束移动

的轨迹。把每一收入水平下某种商品的最优消费量记录下来，即可得到该商品的恩格尔曲线（Engel 

curve）。该曲线代表了消费者在每一收入水平下对该商品的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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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价格变化的影响 

价格扩展线（price  expansion path）：收入和其他商品价格不变，一种商品价格变化引起的

最优消费束移动的轨迹。把每一价格水平下这种商品的最优消费量记录下来，即可得到该商品的需

求曲线（demand curve）。该曲线代表了在每一个价格水平下该商品的最优消费量。 

零次齐次性（homogeneity of degree zero ）：如果偏好满足完备性、传递性、凸性和单调性，

那么当收入与价格发生同比例变化时，最优消费束不发生变化。需求函数的这种性质称为零次齐次

性。 

4）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某种商品价格变动后，两商品之间交换比率发生变化，引

起最优消费束的变化。“转动”：相对价格变化，购买力不变，预算线斜率变化。即： 

            △x1
s 
= x1 ( p1’, m’) - x1 (p1, m) 

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价格变动引起实际收入水平变动，引起最优消费束变动。“移动”：

购买力不变，预算线平行移动。即： 

             △x1
n 
= x1(p1’, m) - x1(p1’, m’) 

5）需求的总变动－斯卢茨基方程 

需求的总变动＝替代效应＋收入效应 

△x1
 
= x1(p1’, m) - x1(p1 , m ) 

△x1
 
=△x1

s 
＋

 
△x1

n  
= 〔x1 ( p1’,m’) - x1(p1, m) 〕＋〔x1(p1’,m) - x1(p1’, m’)〕 

用变动率表示的斯卢茨基方程（Slutsky Equation） 

△x1
 
/ △p1 ＝ △x1

s 
/
 
△p1

 
－ （△x1

n 
/ △ m） x1

 

6）市场需求（market demand ） 

7）反需求函数：对于给定的收入水平，也可以探讨为了达到特定需求束所要求的价格，是为

反需求函数 

8）弹性 

需求弹性与生产者收益：若|ep|>1，则 dR/dp<0，收益与价格反方向变化；若|ep|= 1，则 dR/dp=0，

价格变化不引起收益变化；若|ep|<1，则 dR/dp>0，收益与价格同方向变化。 

6.显示偏好 

1）显示偏好 

以上分析遵循“偏好关系——效用函数——需求函数——比较静态分析”的路径，即从对人性

的假定出发推导其行为，理论前提是知道偏好关系。但在现实中，偏好无法直接观察到，我们往往

是通过人的行为来推导其偏好的，也就是说，行为显示了偏好。 

在根据行为判断偏好时，有几个基本假定：消费者选择最偏好的消费束；消费者会花光所有的

钱；对于每一个预算约束，有且只有一个需求束(严格凸)；偏好是稳定的。 

显示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如果一个消费束被直接显示偏好于且被间接显示偏好于另

一个消费束，称第一个消费束被显示偏好于第二个消费束。 

2）显示偏好公理 

显示偏好弱公理（weak axiom of revealed preference）：如果(x1,x2) 被直接显示偏好于

(y1,y2)，且(x1,x2) ≠(y1,y2)，那么， (y1,y2)被不可能直接显示偏好于(x1,x2) ，即：如果在购买

X时，有能力购买 Y，那么，在购买 Y时，X就是无能力购买的。 

有 p1x1+p2x2≥p1y1+p2y2，那么就不可能有 q1y1+q2y2≥q1x1+q2x2 

显示偏好强公理（strong axiom of revealed preference）：如果消费者追求最优，那么它的

行为一定满足显示偏好强公理；反之，如果消费者的行为满足显示偏好强公理，那么一定可以找到

反应这种行为的偏好。 

3）显示偏好理论的应用：指数 

在对消费者不同时期的消费进行比较时涉及到指数问题，引入拉氏指数和帕氏指数（Laspey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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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asche index）。 

7.消费者的福利变动 

1）消费者剩余 

分析消费者行为的困难之处在于我们观察到的是行为本身，而偏好和效用是无法直接观察到

的。因此，当价格发生变化时，我们很难确定消费者的福利（或效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运用显

示偏好理论，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测价格变化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在这一节里，我们将用货

币来度量价格变化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消费者为每一单位商品实际支付的价格都等于市场价格，

而之前任何一单位商品的保留价格都高于市场价格。消费者愿意为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支付的价格

总额与实际支付的价格总额之间的差额即为消费者剩余。 

2）补偿变化和等价变化 

补偿变化（com pensating variation）、等价变化（equivalent variation）。 

等价变化以原有价格为标准，一般用于比较不同政策的福利效果；补偿变化以新的价格为标准，

一般用于计算价格变动后的补偿。拟线性效用下，三者相等。 

8.购买和销售 

消费者的收入是用自己拥有的商品（时间、资本、自己生产的商品等）换来的，这些商品的价

格变化同样会影响消费者行为。对于每种商品，消费者有可能是净购买者，也有可能是净销售者。

本节考察禀赋（endowment）和禀赋变动下效用最大化选择修正的斯卢茨基方程。 

9.不确定性 

1）不确定性（uncertainty）和风险 

当存在客观不确定性时，消费者的选择依赖于消费束的概率分布。或有消费计划：依赖于某个

事件结果的计划。 

概率：一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 p1,p2… 

期望：通常以实际结果与人们对该结果的期望值之间的离差来度量某一事件的风险程度的大

小。 

实际中风险常常以概率论中的“方差”或“标准差”来度量。 

2）期望效用理论 

效用函数：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x1,x2; p1,p2） 

期望效用函数(VNM函数) ：指各种可能消费水平下消费者所获效用水平的加权平均值 

                      EU（x1,x2; p1,p2）=p1U(x1)+p2U(x2) 

期望值的效用：指各种可能消费水平期望值的效用 

                      U(EX)=U（p1x1+p2x2） 

正仿射变换：表示偏好相同的期望效用函数                    

                      V(U)=aU+b,   其中 a>0 

3）风险偏好 

风险偏好 效用函数 期望效用 偏 好与期望值效用 

厌恶风险 

风险中性 

偏好风险 

凹函数               EU<U(Ex)            财富的期望值 

线性函数             EU＝U(Ex)           不关心风险 

凸函数            EU>U(Ex)        财富的随机分布（赌博） 

根据效用函数凹凸性判断风险偏好：若 u(x)是凸函数，风险爱好 risk-loving；若 u(x)是线

性函数，风险中立 risk-neutrality；若 u(x)是凹函数，风险规避 risk-aversion 

4）不确定性的降低 

学习目标： 

1. 分析消费者在预算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决策，从消费者最优决策中推导需求曲线； 

2. 分析不同类型的商品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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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显示性偏好理论、消费者跨时选择问题、价格指数，以及不确定情况下的消费者选择
问题等。 

4. 掌握目前有关效用理论的前沿理论。 

作业： 

请使用显示偏好原理分析消费者的行为。 

知识单元 2：生产者行为（Producer Behavior）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技术 

1）投入与产出 

生产者面临的约束包括预算约束、市场约束和技术约束。 

技术：反映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是施加于生产者的自然约束，只有某些投入组合才能生产出既

定的产量。 

生产束（production bundle）：描述某一个生产过程中每种商品的净产出的向量。 

生产集（production set）：对于生产者而言，技术上可行的生产束集合（Y）。 

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生产集的边界，投入的最大产出。 

等产量线（isoquant curve）：刚好能生产出数量为 q的产出的投入组合。 

2）技术的假设 

单调性（monotonicity）：如果增加至少一种投入，产出至少与原来一样多。单调性意味着多

余的投入不会产生损失，生产者可以无成本地处置多余的投入，因此该性质又被称为自由处置（free 

disposal）。 

凸性（convexity）：两种投入的加权平均值能生产出至少同样的产量。投入要求集是凸的意味

着生产函数是拟凹的，并且等产量线是凸向原点的。 

3）技术的边际分析 

边际产出（marginal product, MP）：保持其他投入数量不变，某种投入的微小增量引起的产

出变动。与边际效用不同，边际产出有其实际意义。 

技术替代率（technical rates of substitution, TRS）：保持产量不变，用一种投入替代另

一种投入的比例，技术替代率等于等产量线的斜率。 

技术替代率的性质：根据生产的单调性，技术替代率为负数，但是为了方便，我们常用其绝对

值表示技术替代率；据生产的凸性，技术替代率递减。 

4）短期和长期 

不变要素（fixed factor）：即便企业的产出为零也必须支出的数量固定的要素。 

可变要素（variable factor）：根据产出数量而变化的要素。 

短期和长期（short-run & long-run）：短期内有些要素是不变要素，长期内所有要素都是可

变要素。 

5）技术的特征 

规模报酬（returns to scale）：在技术水平和要素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当所有要素投入都按

同一比例变动时，产量的变动情况。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表达式： 

Q=f(K,L),t＞1 

如 f(tK,tL) ＞tf(K,L),   则称规模报酬递增； 

如 f(tK,tL) ＜tf(K,L)，则称规模报酬递减； 

如 f(tK,tL) ＝tf(K,L)，则称规模报酬不变。 

2.利润最大化 

1）利润和利润最大化 

利润（profit）是收益与成本之差，指经济利润。成本是指经济成本、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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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短期利润最大化 

考虑只有一种产出，一种可变要素 x1的情况。 

等利润线（isoprofit curve）：刚好能生产出利润π的投入和产出的组合。 

利润最大化条件：生产函数曲线与等利润线相切 

比较静态分析：可变要素价格变化、不变要素价格变化、产品价格变化时，对短期利润最大化

进行考察。 

3）长期利润最大化 

要素需求法则和供给法则：要素需求法则意味着如果产品价格不变，要素需求与要素价格翻方

向变化；供给法则意味着如果要素价格不变，供给量与产品价格同方向变化。与需求法则不同，产

品价格变化对供给量的影响只存在替代效应而不存在收入效应。 

4）显示赢利 

以上分析遵循“生产函数——要素需求函数/供给函数——比较静态分析”的路径，即从对生

产函数的假定出发推导生产者行为。但正如显示偏好理论一样，我们也可以不对生产函数做出任何

假定，而是根据生产者对投入量的选择和相应的产出来推导生产者的行为准则。 

利润最大化弱公理（weak axiom of profit maximization） 

3.成本最小化 

1）成本最小化 

成本最小化：给定产出水平和要素价格，求出能够令成本最小的要素组合。可以证明利润最大

化意味着成本最小化。采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证明成本最小化意味着利润最大化。 

2）成本函数和条件要素需求函数 

成本函数（cost function）：定义成本最小化问题的值函数为成本函数 c(w,q)，即在要素价

格 w下生产 q单位产出的最小成本。 

条件要素需求函数（conditional factor demand function）：定义成本最小化问题的解为条

件要素需求函数 x1(w1,w2,q),   x2 (w1,w2,q)，即既定产量水平 q 下的最小成本选择（要素投入组

合）。 

3）显示成本最小化（成本最小化弱公理） 

成本最小化弱公理（weak axiom of cost minimization）： 

要素价格变化对条件要素需求的影响：如果要素 2的价格不变，要素 1价格提高，其条件要素

需求会减少，即条件要素需求曲线向下倾斜。 

4）成本函数及相关概念 

了解以下成本函数及相关概念：平均成本函数、短期成本函数、长期成本函数；不变成本、准

不变成本、沉没成本。 

4.成本曲线 

1）短期成本曲线 

在本节中，假定要素价格不变。这样，成本仅仅是产量的函数。即：c=c(q)。本节内容是成本

函数的几何表述。 

短期成本的相关概念： 

不变成本（fixed）：FC 

可变成本（variable）：VC=VC(q) 

成本（c）：c(q)=FC+VC(q) 

平均不变成本（AFC）： AFC=FC/q 

平均可变成本（AVC）：AVC=VC(q)/q 

平均成本（AC）：AC=c(q)/q=FC+VC(q) 

边际成本（MC）：MC=dc(q)/dq 

2）短期成本曲线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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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C曲线随产量增加而下降 

AVC曲线最初下降，但在可变要素与不变要素达到最佳组合之后开始上升 

AC曲线最初由于 AFC和 AVC曲线的下降而下降，最后由于 AVC曲线的上升而上升 

在刚开始投入生产的时候，MC=AVC 

AVC/AC曲线下降时，MC曲线在 AVC/AC曲线的下方；AVC/AC曲线上升时，MC曲线在 AVC/AC曲

线的上方 

3）长期成本曲线 

简单地，将生产规模（资本投入）视为不变要素 k，从而短期成本函数为 c(q,k)。生产规模在

长期中可以调整，对于给定的产量 q，都存在最优生产规模令成本最小化。用 k(q)表示这一最优规

模，则长期成本函数为 c(q)=c(q,k(q))。 

短期成本曲线和长期成本曲线的关系为：长期成本曲线总是位于短期成本曲线的下方；对于给

定的产量 q，长期成本曲线将与代表最优生产规模的那条短期成本曲线相切，也就是说，长期成本

曲线是短期成本曲线的下包络线（envelope curve）；对于给定的产量 q，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与短

期平均成本曲线的关系同样具有上述两个特征。 

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与短期平均成本曲线：LAC曲线是无数条 SAC曲线的下包络线，对于每一个

产量水平，都存在 LAC曲线与代表最优生产规模的 SAC曲线的切点，该切点对应的平均成本是该产

量水平下可以实现的最小平均成本，而 LAC曲线代表在长期内每一个产量水平上可以实现的最小平

均成本。 

学习目标： 

1.了解供给曲线背后的生产者行为。 

2.掌握生产者决策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一是物质生产的技术状况，即生产函数；二是各种投

入要素的支出状况，即成本函数。 

作业： 

求解成本既定或产量既定下的生产者的最大化。 

知识单元 3：完全竞争市场（Perfect Competitive Market）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完全竞争厂商的均衡 

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每个厂商都是价格接受者（price-taker），单个厂商不能

影响市场价格。 

主要特征：每个厂商提供的产品完全同质；厂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或退出市场（要素充分流动）；

交易双方均拥有完全信息；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厂商可以完全不考虑其他厂商的行为，也不用考虑

价格决定问题，只需要关心产量的问题。 

1）收益和收益曲线 

收益（revenue）：厂商的销售收入。了解几个概念：总收益（total revenue,TR））平均收益

（average revenue,AR）、边际收益（marginal revenue,MR）。 

收益曲线：平均收益曲线 AR与需求曲线 D重合，向右下方倾斜 

2）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 

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一阶条件要求利润最大化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二阶条件要求利

润最大化时边际收益曲线的斜率小于边际成本曲线的斜率，边际成本递增；上述条件适用于任何类

型的厂商。 

在最优产量水平上，产量 y满足 p＝MC（y），边际成本曲线恰好是其供给曲线。 

利润＝py－Cv（y）－F 

生产者剩余＝ py－Cv（y） 

3）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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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曲线与完全竞争厂商的需求曲线：市场需求曲线由消费者行为决定，向右下方倾斜。 

完全竞争厂商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其面临的需求曲线的特征是：在市场价格处是水平直线；

高于市场价格时需求量为 0；低于市场价格处是整个市场需求曲线；当市场价格发生变化时，厂商

面临的需求曲线也会发生相应的移动。 

完全竞争厂商的收益曲线：由于厂商的销售价格不变，因而 AR=MR=p，即需求曲线、平均收益

曲线与边际收益曲线是重合的，是一条水平线。 

完全竞争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边际成本等于价格 

利润最大化条件是 MC=p。因此， MC曲线上的点代表了在每一市场价格 p下令厂商利润最大化

的最优产量 q，换言之，MC曲线代表了在每一价格水平下厂商愿意提供的产量，这就是完全竞争厂

商的供给曲线 s(p)。厂商短期均衡为价格水平线与短期供给曲线的交点。 

4）生产者剩余 

生产者剩余（producer surplus）：厂商的供给曲线表示给定价格水平下令厂商利润最大化的

供给量，这种关系也可理解为：对于给定的产量水平，存在一个价格水平令厂商利润最大化。供给

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因此产量越高，对应的最优价格水平也越高。这意味着对于给定产量水平 q之

前的每一个产量，生产者愿意接受的价格都低于 q所对应的最优价格水平。因此，生产者实际获得

的收益与他愿意接受的收益之间存在一个差值，这个差值称为生产者剩余。可以用价格线以下，供

给曲线以左部分的面积表示。 

2.完全竞争行业的均衡 

1）完全竞争行业的短期均衡 

行业短期供给：短期内不存在厂商的进入和退出，某一行业的厂商数量是固定的。行业短期供

给曲线由该行业内所有厂商短期供给曲线的水平加总得到。这条曲线向右上方向倾斜，代表了在每

一价格水平下该行业能够获得最大利润的最优产量。 

行业短期均衡：行业短期供给曲线与行业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行业短期均衡，即均衡价格和行

业均衡产量 

在均衡价格下，单个厂商的利润存在几种情况： 

价格线在 AC曲线最低点之上：正利润 

价格线经过 AC曲线最低点：零利润 

价格线在 AC曲线最低点和 AVC曲线最低点之间：负利润，但维持生产 

价格线在 AVC曲线最低点之下：负利润，停产 

2）完全竞争行业的长期均衡 

行业长期供给曲线：假定每个厂商的长期成本函数相同，令长期平均成本的最小值为

AC*=AC(q*)，则 p*=AC*是令厂商继续经营的最低价格；行业内有 1家厂商时，行业供给曲线为 S1；

正利润诱使第 2家厂商进入该行业（或者这个厂商新建一家厂商），行业供给曲线为 S2；…直至第

5家厂商进入，出现负利润。该行业最多容纳 4家厂商，每家厂商均获得正利润；若市场需求足够

大，能够容纳的厂商足够多，则市场供给曲线近似平行，此时每个厂商的利润趋近于 0。 

进一步的，若每个厂商的长期生产成本函数不同，则行业长期供给曲线最终将由平均成本最低

的厂商的成本曲线决定，高成本厂商退出。当然，如果市场需求足够大，低成本厂商和高成本厂商

可能共存，前者获得正利润。 

上述分析假定行业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厂商的成本曲线。事实上行业供给量增加有可能提高或

降低厂商的成本，从而行业长期供给曲线可能向右上方或右下方倾斜。长期中完全竞争行业的利润

为零意味着所有成本（即机会成本）都得到了补偿。 

3）经济租金 

经济租金（economic rent） 生产者为获得某种生产要素而愿意支付的数额超过其实际支付数

额的部分。（实际上，租金＝生产者剩余） 

                                P*y*－Cv(y*)－租金＝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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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金 ＝P*y*－Cv(y*)                 

从表面上看，某些厂商由于租金而获得了利润，但考虑到这种要素在市场上的价值，实际上厂

商因为拥有这种生产要素而承担着隐性成本。因此如果把隐性成本也计入成本，那么厂商的利润仍

然为 0。 

寻租（rent seeking）:为了获得能带来租金的某些生产要素而采取的行为。寻租不创造更多

的产量，只是改变了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关系，因而从社会的角度看是一种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 

3.完全竞争市场的局部均衡分析 

1）竞争均衡 

到目前为止，我们完成了完全竞争条件下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和市场均衡的分析。这些分

析是针对单个产品市场的，假定产品的消费和供给仅仅取决于该产品的价格，称为局部均衡分析

（partial equilibrium analysis） 

本节讨论完全竞争市场局部均衡的最后一个问题，即完全竞争的效率 

竞争均衡（competitive equilibrium） 

2）竞争均衡与福利最大化 

福利最大化 

经济剩余（economic surplus）的视角：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之和，可视为对社会总福利

的度量。 

3）竞争均衡与帕累托效率 

上述分析表明，如果社会目标是总效用最大化，那么竞争均衡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接下来的问

题是：产品的配置状况是否还有改进的余地？也就是说，目前的这种配置状况是否令所有社会成员

都无法变得更好？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的概念。 

在保持其他人福利不变的条件下，如果任何可能的配置都无法使得某一个人的福利变得更好，

则称这一配置状态具有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帕累托效率也称经济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或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 

4.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分析 

1）从局部均衡分析到一般均衡分析 

本节探讨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分析（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研究所有市场同

时达到均衡时的价格决定问题。某种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受到其他产品价格的影响。产品价格的变化

影响消费者收入，进而影响其需求。 

具体分析分三个步骤：纯交换经济中的一般均衡；包含生产和交换的一般均衡；一般均衡的福

利特性。 

2）交换 

引入埃奇沃斯方框图，方框内所有帕累托有效的配置点的集合即契约曲线（帕累托集），是从

方框内任一点开始的相互交易所可能产生的全部结果。市场均衡：均衡点上所有的消费者面临相同

的价格和边际替代率。 

瓦尔拉斯均衡（Walarsian equilibrium）和瓦尔拉斯定律（Walars’ Law）。 

相对价格：与纯交换经济中一样，在瓦尔拉斯定律的约束下，瓦尔拉斯均衡要求的 k个方程中

只有 k-1个是独立的。但由于超额需求函数对于价格是零次齐次的，因此可以任意设定一种商品的

价格为 1，并根据均衡条件解出 k-1个相对价格 

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对一般均衡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的讨论超出了本课

程的范围，这些理论贡献主要归功于 Debreu和Arrow等人。（可参看：马斯-科莱尔等（1995），Chap17）

简单而言，偏好和生产集的凸性是保证瓦尔拉斯均衡存在的条件。 

3）福利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律（First Theorem of Welfare Economics）：如果(x,y,p)是一个瓦尔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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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那么(x,y)是帕累托最优的。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律的前提和含义。前提：完全竞争，交易双方都是价格接受者；不存在消费

和生产的外部性，每个消费者仅仅关心自己商品的消费，每个生产者仅仅关心自己产品的生产；完

全信息。含义：配置的效率性，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个体最大化行为能够产生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信

息利用的效率性，个体只需要知道它所关心的商品的价格；不涉及公平的问题。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律（Second Theorem of Welfare Economics）：如果每个消费者的偏好是凸

的和单调的，每个生产者的生产集是凸的，那么对于每一个帕累托最优配置(x,y)，存在一个价格

p≠0使得 (x,y,p)是一个瓦尔拉斯均衡。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律的前提和含义。前提：存在瓦尔拉斯均衡，偏好是凸的和单调的（严格地

讲是局部非饱和的），生产集是凸的（从而技术不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含义：如果社会或政府试图

达到某一帕累托最优配置的目标，那么可以通过禀赋和股权的再分配来实现，而不必对价格进行干

预。 

4）社会福利函数（social welfare function） 

完全竞争可以产生帕累托最优的配置，但帕累托最优只关注效率，不关心福利的分配。从社会

的角度看，一个有效率的配置未必是合意的配置。因此必须知道社会的目标，从而引入社会福利函

数。为方便起见，我们仅讨论纯交换经济。 

社会福利函数的两种常见形式：古典效用主义或边沁福利函数（Bentham）、最大最小福利函数

或罗尔斯福利函数（Rawls）。 

效用可能性集（utility possibility sets）： 

可以证明，如果每个消费者的偏好是凸的（从而效用函数是拟凹的）则效用可能性集是凸集。

效用可能性集的边界称为效用可能性边界（utility possibility frontier）。效用可能性边界是

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效用水平集合 

5）社会福利最大化与帕累托最优 

如果某一配置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那么它一定是帕累托最优的。因为若非如此，必然存在另

一个可行配置，使得在其他消费者效用不变的条件下某一个消费者的效用得到增加。由于社会福利

函数是增函数，那么新配置下的社会福利必然大于原有配置下的社会福利，这与开始时社会福利最

大化的假设矛盾。 

对于一个帕累托最优配置，如果所有消费者的偏好是凸的和单调的，那么存在一个瓦尔拉斯均

衡使得每个消费者在禀赋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并且可以找到一个特定的线性社会福利函数，使

得对于这个特定的社会福利函数而言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假定社会福利函数是线性的，引入社会无差异曲线或等福利线（a1u
1
+ a2u

1
 =W

0
），令社会福利

最大化的配置出现在社会无差异曲线与效用可能性边界相切之处 

社会福利函数是存在的吗？上述分析假定社会福利函数已知，问题是，能否以根据反映个体理

性的效用函数构造出理性的社会福利函数？ 

理性的社会偏好（社会福利函数）应满足三个条件： 

理性原则：社会偏好是完备的、可传递的 

帕累托原则：对于备选方案 x和 y，如果每个人都偏好于 x，那么社会也应该偏好于 y 

独立性原则：社会对于 x和 y的偏好与其它备选方案无关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不可能存在同时满足性质 1、2、3

的社会偏好（社会福利函数），除非它是独裁，所有的社会偏好顺序就是独裁者的偏好顺序（Arrow，

1951）。阿罗不可能定理意味着不存在民主的决策方式把理性的个体偏好加总为理性的社会偏好，

除非放弃理性社会偏好的某些性质，譬如放弃独立性。 

6）平等和公平（equality & equity） 

如果在禀赋约束下，没有一个消费者对其他任何消费者的商品束的偏好超过对自己商品束的偏

好，称这种配置是平等的。如果每个消费者的商品束都相同，称这种配置是对称的。对称的配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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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平等的。 

如果消费者 i对消费者 j的商品束的偏好超过对自己商品束的偏好，称 i妒忌 j。如果配置是

平等的，就不存在一个消费者妒忌另一个消费者。如果一种配置是平等的并且帕累托有效，称这种

配置是公平的。 

如果禀赋的配置是对称的（从而是平等的），那么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实现最终的公平配

置。 

简单的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保证对于任意禀赋都存在一个瓦尔拉斯均

衡，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律，这一配置是帕累托最优的。如果最终的配置使得消费者 i妒忌消费

者 j，那么 j的商品束一定是 i负担不起的，但由于禀赋是对称的，i一定能够负担得起 j的商品

束。因此 i不可能妒忌 j，从而最终的配置一定是平等的。 

学习目标： 

1.了解完全竞争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 

2. 讨论完全竞争市场的效率与福利状况； 

3. 分析建立在局部均衡基础上的一般均衡的含义，以及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 

作业： 

推导短期和长期情况下的完全竞争厂商和行业的供给曲线； 

知识单元 4：不完全竞争市场（Imperfect Competitive Market）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垄断与垄断行为 

1）垄断 

垄断：一种商品只有一个生产者，没有替代品。该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就是该生产者所面对的

需求曲线，垄断者的商品和其它商品有着很高的差异性，需求交叉价格弹性等于零，可不受竞争的

威胁，存在巨大的进入障碍。 

虽然说严格意义上的完全垄断市场在现实中极为少见，但是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确实存在着形

成垄断市场的内在根源。存在原因包括：规模经济、原料控制、政府特许、专利发明等。 

2）垄断定价 

第一级价格歧视：垄断厂商按不同的价格出售不同单位的产量，并且这些价格是因人而异的。

这种情况有时也称为完全价格歧视。在一级价格歧视即完全价格歧视的情况下，每个单位的产品都

出售给对其评价最高，并且愿意按最高价格支付的人。这种定价方式的结果是帕雷托有效率的。 

第二级价格歧视：垄断厂商按不同的价格出售不同单位的产量，但是购买相同数量产品的每个

人都支付相同的价格。因此，不是不同的人之间，而是不同的产量之间存在价格歧视。公用事业部

门普遍地采用这种形式的价格歧视；例如，点的单价通常取决于购买的电量。 

第三级价格歧视：垄断厂商对不同的人按不同的价格出售产品，但对于既定的团体，每单位商

品却都按相同的价格出售。这是最常见的价格歧视形式，这样的例子有对老年公民的折让优惠，对

学生的折扣优惠。 

搭售：将各种相关的产品打包一起销售。最常见的例子就有 Office办公软件、你得装有 XP或

VISTA的笔记本电脑。当你向几个不同的人销售一件产品是，价格是由具有最低支付意愿的购买者

确定的。个人之间的定价越分散，你就不得不索要越低的价格，以卖掉既定数量的产品。搭售则会

降低支付意愿的分散程度，即允许垄断厂商为搭售的产品制定一个较高的价格。 

两部收费制：两部收费机制与价格歧视相关并提供了剥夺消费者剩余的另一种方法。它要求消

费者为购买一种产品的权利预先付一定费用，然后消费者再为他们希望消费的每单位产品付一个额

外的费用。  

2.垄断竞争 

1）垄断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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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垄断竞争市场具有两个关键的特征： 

第一，厂商之间是通过销售有差别的产品竞争，这些产品相互之间是高度可替代的但不是完全

可替代的。 

第二，自由进出—新厂商带着这种产品的新品牌进入市场和已有厂商在他们的产品已无利可图

时退出市场都比较容易。 

上述两个垄断竞争市场的特征推出垄断竞争市场最终均衡的三个条件：每个厂商都按它的需求

曲线上的价格和产量组合出售产品；给定它所面临的需求曲线，每家厂商都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新

厂商的进入使每家厂商的利润降低至零。 

垄断竞争和市场效率：尽管利润为零，但情况是帕累托低效率的。当价格大于边际成本时，增

加产量是有效率的；厂商通常是在最低平均成本左边的产量处经营，这种情况下垄断竞争厂商存在

“过剩的生产能力”。这与完全竞争市场相比较就能更好的说明。 

2）产品差异化 

产品差异化简而言之就是你的商品与其他人的有什么不同或独到之处。它可以有技术差异化 

（飞利浦的剃须刀）、功能差异化 （索爱手机强力开发 MP3功能 ）、文化差异化 （ZIPPO 打火机）

等等。当厂商使自己的商品拥有消费者肯定的差异化后，他就会有更大的垄断势力，从而索取更高

的价格。 

3.博弈论及博弈论的应用 

1）博弈论 

用博弈互动的思想分析人的行为，在人类的思想史上早已有之，但作为一门独立分支学科出现

是以约翰·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的奠基性著作《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944） 为标志。

书中提出的标准型、扩展型和合作型博弈模型解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奠定了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

合作型博弈在 20世纪 50年代达到了巅峰。 

诺依曼的博弈论由于它过于抽象，使应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博弈论的

研究知之甚少，只是少数数学家的专利，所以，影响力很有限。非合作博弈 ——“纳什均衡”的

产生标志着博弈论的新时代的开始 。 

博弈论(game thoery )是描述和分析多个人之间互动行为的一种分析理论,是指某个个人或是

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从各自选择的行为或是策

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在经济学上博奕论是个非常重要的

理论概念。  

一般的博弈问题由三个要素所构成：即局中人(players)又称当事人、参与者，策略(strategies)

集合以及每一对局中人所做的选择和赢得(payoffs)集合。其中所谓赢得是指如果一个特定的策略

关系被选择，每一局中人所得到的效用。所有的博弈问题都会遇到这三个要素。 

2）博弈行为分析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在 n 人博弈中如果局中人只需采取一次行动,也就是局中人的策略集等于

他的行动集,则称这样的博弈为静态博弈。如果博弈中的每位局中人都知道所有其他局中人的策略

集和支付函数，则称该博弈为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纳什均衡：如果给定参与人 2的选择，1的选

择是最优的，并且给定参与人 1的选择，2的选择是最优的，那么。这样一组策略就是一个“纳什

均衡”。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指提这样一种均衡，在这种均衡下，给定其他参与人的策略选择概率，

每个参与人都江堰为自己确定了选择每一种策略的最优概率。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主要特点：行动是顺序发生的；每个局中人行动前所有以前的行动都能观

测到；所有的收益都是已知的。 

此类博弈的求解方法（逆向归纳法）： 

从博弈的反向考虑局中人的选择行为，以前述博弈为例，由于在局中人 2之前局中人 1已经选

择了行动 a1,这样局中人 2的选择问题为 

                          maxu2(a1,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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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问题局中人 2可得到一个对局中人 1的策略 a1的最优反应 R2(a1),局中人 1在预期到

局中人 2对自己每一个策略 a1的最优反应之后，自己所面临的选择问题为 

                maxu1(a1,R2(a1)) 

解上述问题可得到唯一的最优解 a1*, 

我们称(a1*, R2(a1*))为博弈的逆向解。 

重复博弈。有限重复博弈：对给定的阶段博弈 G,用 T表示博弈重复进行 T次的有限重复博弈,

并且在下一次博弈开始前,每个局中人都能观测到所有以前进行的阶段博弈。无限重复博弈：在很

多现实情况中，长期合作关系的维系远比一次简单的际遇来得容易，因此短期博弈理论往往具有很

多限制性。为此，奥曼首先提出了完整详尽的无限期重复博弈理论，并严格论证了何种结果能够在

长时期的关系中得到维持。无限期博弈理论阐明了众多机构存在的理由，比如商业协会、组织犯罪、

工资谈判以及国际贸易协议等，  

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如果局中人的策略在每一个子博弈中都构成了纳什均衡则称纳什均衡是

子博弈精炼的。 

学习目标： 

1.了解垄断的原因、垄断的定价原则及其均衡情况、产品差异化等问题； 

2.了解博弈论的基础知识，利用博弈论对寡头厂商的行为进行分析，其中包括“囚犯困境”等

一系列经典博弈模型 

作业： 

三级价格歧视的条件、定价方式与效率分析。 

知识单元 5：不对称信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隐蔽的信息”（hidden information）是指生产过程之外在市场上交易双方由于对所交易

的对象的信息不对称而会发生的效率损失问题。 

交易的双方往往对交易的对象具有不对称的信息。一方对于交易对象具有信息优势（又称之为

有信息的一方），而另一方在信息上处于劣势（又称为无信息的一方）。这种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严重

的后果。 

1． 模型 1：次品（lemons）问题与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指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劣质品驱逐优质品，进

而出现市场交易产品平均质量下降的现象。 

分析二手车市场的买主决策和卖主决策，在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下，信息是隐蔽的、私人的、不

对称的，阻碍了正常交易的进行，妨碍了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的实现。质量好的卖主就会退出市场，

拥车不卖，好车会逐渐走光，二手车的平均质量会日益降低。这就是逆向选择。 

若上述逆向选择有止境，使称之为逆向选择下的市场均衡。 

这就是说，逆向选择的过程是：在价格 p给定后，好车逐渐退出市场→买主出价越来越低→次
好车又进一步退出市场→买主出价更低→二手车平均质量更低→…→p=0，q=0。均衡结果：最后没

有交易，市场彻底萎缩。 

如果关于质量 q的信息是公开的，买主对 q一目了然，就不会发生μ与 p之间的恶性循环，则

买卖双方就会双赢。但信息不对称，就断送了这种机会。逆向选择的后果是整个市场萎缩。市场失

灵的根源在于价格充当了双重功能：一方面价格决定了供货者的产品的平均质量；另一方面，价格

又决定了二手车质量在供求之间的均衡。 

2．模型 2：文凭的信号模型 

假设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可分为高（H）与低（L）两类。又设高能力的劳动者对企业的贡献为

y=2，而低能力的劳动者对企业的贡献只为 y=1，对前者、后者支付的工资分别为 w=2及 w=1。 

教育成本这里仅指一个人为了完成某一个 MBA项目，获得毕业证书所付出的努力成本，而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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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学费。假设能力较低的人为获得某一毕业证书的成本为 c(e)=e，能力较高的人则为 c(e)=ke（k

＜1）。 

劳动者如获得工作，得到工资 w，则其得益为 w－c(e)；企业若雇佣了一位职工，职工的贡献

为 y，这样，企业的得益为 y－w。 

企业的难题是找出一个教育的门槛水平 e
*
，使得企业能凭 e

*
去识别一个人能力的高低。企业希

望 e
*
具有下列功能，即如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 e＜e

*
，则该人应该是能力低的；否则，能力就是高

的。 

企业的工资只有两档，如果 e＜e
*
，则 w=1；如果 e≥e

*
，则 w=2。从这种工资政策出发，劳动

者对教育的选择也只有两种：要么选择 e=0，反正工资是 1；要么选择 e=e
*
，得工资 w=2。 

能力高的人选择 e=e
*
的得益应该大于其选择 e=0的得益，能力低的选择 e=0的得益应该大于其

选择 e=e
*
的得益。当激励相容约束条件满足时，企业的愿望与信念会得到实现：所有选择 e≥e

*
的

人的确是能力高的人，所有选择 e＜e
*
的人是能力低的人。 

3．模型 3：保险政策的筛选模型 

该模型的目的是为保险公司设计出一种让投保人自我选择的机制。 

假设有两类投保人：风险较高的及风险较低的。前者闯祸的概率（q）较高；而后一类出事概

率（r）较低。O＜r＜＜p＜1。 

设所有的投保人都有财产 W，发生事故时损失 L。因此，若不买保险，消费者的最终财产或为

W，或为 W－L。一旦买了保险，则必然要付出保险费 P。同时，保险公司还规定有部分损失应由投

保人自负（称为可减损失 D）。所以，买了保险后，消费者的最终财产或为 W－P，或为 W－P－D。 

市场均衡：当保险公司只提供单一加权平均保费率п时，风险低于п的个体就有可能只够买部

分保险甚至完全不购买保险，而风险高于п的个体则会过度购买保险，这样保险市场中低风险的投

保人会越来越少，而高风险的投保人充斥整个市场，而出现与保险公司意愿相违背的逆向选择现象。 

“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是指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享有自己行为的收益，而

将成本转嫁给别人，从而造成他人损失的可能性。道德风险的存在不仅使得处以信息劣势的一方受

到损失，而且会破坏原有的市场均衡，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保险市场上“道德风险”的解决办法：保险公司一般不会向消费者提供“完全”的保险，通过

使消费者承担部分风险，保险公司就能确保消费者始终又采取一定量提防行动的激励。 

学习目标： 

1．了解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重点理解信息不完全对市场均衡的影响。 

2．掌握次品问题模型、文凭的信号模型、保险政策的筛选模型。 

作业： 

以二手市场为例，说明次品问题的形成及对均衡的影响。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消费者行为 1 3  

2 消费者行为 2 3  

3 消费者行为 3 3  

4 生产者行为 1 3  

5 生产者行为 2 3  

6 生产者行为 3 3  

7 完全竞争市场 1 3  

8 完全竞争市场 2 3  

9 习题讲解 3  

10 不完全竞争市场 1 3  

11 不完全竞争市场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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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不完全竞争市场 3 3  

13 不对称信息 1 3  

14 不对称信息 2 3  

15 不对称信息 3 3  

16 复习与整理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经济学原理（一）、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后续课程：其它将经济学专业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对称信息。 

难点：消费者在预算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决策、不确定情况下的消费者选择、一般均衡理论、博

弈论及博弈论的应用、信息不完全对市场均衡的影响。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 

2．案例讨论。 

3. 自主选题发言。 

教学手段： 

1.PPT教学课件。 

2．案例分析。 

3.课外阅读材料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大班授课，无实验教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教师提供本课程“课外阅读”、“参考书目”数十万字，用于课下学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思考题，部分作业上交并评分作为平时成绩。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国内外高校优秀、经典的西方经济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范里安著《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九版，格致出版社，2015年.  

2.范里安著《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英文版，电子版。 

3.罗伯特·S.平狄克(RobertS.Pindyck)，微观经济学(第 7版)英文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二) 推荐参考书 

1. 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 蒋中一：《数理经济学德基本方法》，商务印书馆，1999年。  

3. 尼克尔森：《微观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4. 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1991年版。 

5. 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 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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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 1992年版。 

7. 罗纳德·科斯，阿门·阿尔钦和道格拉斯·诺思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
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 1991版和 1994年新 1版。 

8.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9. 温特劳布（1982）《经济数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年中译本 

10. 曼斯菲尔德《应用微观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11. 弗里得曼，《微观经济政策分析》，纽约：麦格劳—希尔公司，1984年版。 

12. 夸克与沙鲍斯尼克，《一般均衡论和福利经济学引论》，麦克鲁—希尔公司，纽约，1968年 

13. 布坎南，《公共物品的需求和供给》，芝加哥：兰特麦克那赖公司，1968年。 

14. 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 ，格致出版社，2014年 

15. 科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格致出版社，2014年 

执笔：邓达  审稿：张弛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2月 31日 

 

经济学原理（一） 
Economics-1 

课程号：3060103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经济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介绍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2、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

原理和方法思考和初步分析现实经济问题。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价格理论、消费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

分配理论，及丰富的多媒体技术，将西方经济学分析中必备的图形、图表、案例等内容直观、生动

地丰富到课堂中，并通过分析生活中的经济学，让学生充分领略经济学分析的乐趣，为其他经济类

理论和应用学科打好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引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资源的稀缺性构成了经济学关注的经济

问题，即怎样使用有限的相对稀缺的资源来满足无限多样化的需要的问题。 

现代西方经济学把经济学原理或经济理论，即有关经济问题知识体系的全部内容分为两大组成

部分，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在经济分析中以单个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作为考察

对象，宏观经济学把一个社会的整体经济活动作为考察对象。个体经济单位是指单个消费者、单个

厂商和单个市场等。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市场价格理论。它依次分析：供求理论或供求曲线，效用论或消费者

行为理论，生产论或生产者行为理论，成本论，不同市场结构中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和绩效，

分配论或厂商、消费者对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供求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

政府管制等。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1）微观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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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观经济学中，为了理论分析的开展，对每个问题的研究都是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进行的。

其中，基本的假设条件有两个： 

合乎理性的人的假设条件。它假定在经济活动中，人们总是在利己的动机下，力图以最小的代

价去换取最大的利益。 

完全信息的假定。它假定市场上每一个从事交易活动的人都对有关经济情况有完全的信息。 

2)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 

阐述事物“是怎样”的命题，称为实证命题，属于实证性质的经济理论称为实证经济学。陈述

“应该怎样”的命题，称为规范命题，经济分析中属于规范性质的命题，称为规范经济学。 

从经济思想的发展史来看，基本一致的看法是，经济学既是一门实证科学，也是一门规范科学。 

3）经济模型 

经济模型是指用来描述所研究的经济事物的有关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结构。经济模型

可以用文学语言或数学形式（包括几何图形和方程式等）来表示。如果用数学方程式来表示均衡价

格决定模型，则可以是： 

Q
d
=α－β·P 

Q
s
=－δ＋γ·P 

Q
d
=Q

s
 

根据以上三个联立方程，可以求出商品的价格和数量的均衡解。 

4)内生变量、外生变量和参数 

经济变量是经济模型的基本要素。在一个经济模型中，内生变量指该模型所要决定的变量，外

生变量是指由该模型之外的因素所决定的已知变量，外生变量决定内生变量。参数通常被看做是外

生变量。例如，在上面的均衡价格决定模型中，参数α、β、δ和γ为外生变量，Q和 P为内生变量。 

5）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在一个经济模型中，根据既定的外生变量值来求得内生变量值的分析方法，被称为静态分析。

当外生变量的数值发生变化时，内生变量的数值也会发生变化时。研究外生变量变化对内生变量变

化的影响方式，以及比较不同数值的外生变量下的内生变量的不同数值，被称为比较静态分析。 

在静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中，变量所属的时间被抽象掉了。而在动态模型中，则要区分变量

在时间上的先后差别，研究不同时点上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这种动态模型做出的分析，被

称为动态分析。 

经济学十大原理 

经济学家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从自己当学生时的视角出发，归纳了十条原理，十分深入浅

出。这十大原理是： 

1）人们面临交替关系。 

2) 某些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 

3）理性人考虑边际量。 

4) 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 

5）贸易能使每个人的状况更好。 

6）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 

7）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 

8）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和劳务的能力。 

9）当政府发行了过多货币时，物价上升。 

10）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暂交替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假设条件和理论体系的框架。 

2．初步掌握经济学的十大原理。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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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稀缺性？和经济学研究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知识单元 2：需求和供给理论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需求曲线 

1）需求 

需求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的价格条件下，消费者所愿意购买某种商品的数量。 

2）需求的决定因素 

一种商品需求数量由很多因素决定，主要有：该商品的价格、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相关商品的

价格、消费者的偏好和消费者对该商品的预期等。 

3)需求函数、需求表和需求曲线 

假定其他条件都不变，仅分析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对商品需求量的影响。需求量与价格的关系

可以分别用需求表、需求曲线和需求函数来表示。 

需求表就是利用表格的形式表明价格与需求量的一种关系。在每一个价格下，将市场中的每个

人的需求量加总便可得到市场需求表。 

需求曲线是表明商品价格与需求量之间关系的一条曲线。 

需求函数是表明商品价格与需求量的函数，一般表示为： 

Q
d
=f（P） 

如果需求函数为线性的，则可写成： 

Q
d
=α－β·P  (α、β为常数，且α、β>0) 
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之间成反向变动的关系，相应地，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  

4）需求曲线的移动 

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价格的变动引起该商品的需求数量的变动，在几何图形上表现为沿着需

求曲线的点的移动。 

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其他因素的变动引起的该商品的需求数量的变动，在几何图形上表现需

求曲线的位置发生移动，表明整个需求情况的变化。 

2.供给曲线 

1）供给 

供给是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价格条件下企业愿意生产并销售某种商品的数量。 

2)供给的决定因素 

一种商品供给数量由很多因素决定，主要有：该商品的价格、生产的成本、生产的技术水平、

相关商品的价格、生产者对该未来的预期等。 

3）供给函数、供给表和供给曲线 

假定其他条件都不变，仅分析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对其供给量的影响。供给量与价格的关系可

以分别用供给表、供给曲线和供给函数来表示。 

供给表就是利用表格的形式表明价格与供给量的一种关系。在每一个价格下，将市场中的每个

厂商的供给量加总便可得到市场供给表。 

供给曲线是表明商品价格与供给量之间关系的一条曲线。 

供给函数是表明商品价格与供给量的函数，一般表示为： 

Q
s
=f（P） 

如果供给函数为线性的，则可写成： 

Q
s
=－δ＋γ·P  (δ、γ为常数，且δ、γ>0) 
商品的价格和供给量之间成正向变动的关系，相应地，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  

4）供给曲线的移动 

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价格的变动引起该商品的供给数量的变动，在几何图形上表现为沿着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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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曲线的点的移动。 

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其他因素的变动引起的该商品的供给数量的变动，在几何图形上表现供

给曲线的位置发生移动，表明整个供给情况的变化。 

3.供求曲线的共同作用 

1）均衡 

均衡的最一般的意义是指经济事物中的有关变量在一定的条件下的相互作用下所达到的一种

相对静止的状态。 

在微观经济分析中，市场均衡可以分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是就单个市场或部分市

场的供求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和均衡状态进行分析。一般均衡是就一个经济社会中的所有市场的供求

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和均衡状态进行分析。 

2）均衡价格的决定 

一种商品的均衡价格是指该种商品的市场需求量和市场供给量相等时候的价格。在均衡价格水

平下的相等的供求数量被称为均衡数量。从几何意义上说，均衡出现在该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和市

场供给曲线相交的交点上，该交点 E称为均衡点。均衡点上的价格和相等的供求数量分别被称为均

衡价格和均衡数量。 

 

 

商品的均衡价格表现为商品市场上需求和供给这两种相反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在市场

的供求力量的自发调节下形成的。 

3）均衡价格的移动 

需求曲线或供给曲线位置的移动都会引起均衡价格水平发生变动。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变动分别引起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同方向变动，供给变动分

别引起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反方向变动，供求同时变动时，均衡的变动方向不确定。 

分析外部事件发生时均衡变动的三个步骤：一是确定该事件是移动供给曲线还是需求曲线（或

两者）；二是确定曲线移动的方向；三是用供求图形说明这种移动如何改变均衡。 

4.弹性的概念 

1）弹性的含义 

只要两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函数关系，就可以建立两者之间的弹性关系。弹性是用来表示因变

量的相对变动对于自变量的相对变动的反应程度的。弹性的一般公式为： 

弹性系数=
自变量的相对变动

因变量的相对变动
 

如果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为 Y＝f（X），以 e表示弹性系数，则弹性公式为 

e =
X/X
Y/Y

∆
∆

 = •
∆
∆

X
Y

Y
X

 

或者    

e =
X/X
Y/Ylim

0x ∆
∆

→∆
 =

X/dX
Y/dY
＝ •

dX
dY

Y
X

 

 

上面两个弹性公式分别为弧弹性和点弹性公式。弹性是一个数值，它与函数的自变量和因变量

P 

Q 

S 

D 

E 
P'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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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度量单位无关。 

2） 需求弹性 

这里研究的需求弹性是指需求的价格弹性。其公式为： 

需求弹性系数＝
价格的变动百分比

需求量的变动百分比
－  

在上式中加一个负号，是为了使需求弹性系数在一般情况下为正值，以便于需求弹性之间的比较。 

需求弹性分为需求弧弹性和需求点弹性。需求弧弹性表示某商品需求曲线上两点之间的弹性。

公式为 

e =
P/P
Q/Q

∆
∆

－  = •
∆
∆

P
Q

－
Q
P
 

需求弧弹性也可以用以下的中点公式来计算： 

e = •
∆
∆

P
Q

－
2/)(Q

2/PP

21

21

Q+
）＋（

 

需求弧弹性分为五个类型： de >1为富有弹性， de <1为缺乏弹性， de =1为单位弹性， de =∞

为完全弹性， de =0为完全无弹性。 

需求点弹性表示某商品需求曲线上某一点的弹性。公式为： 

e =
P/P
Q/Q

d
d

－  = •
P
Q

d
d

－
Q
P
 

需求点弹性也可以用几何方法求得，可以得到线性需求曲线点弹性的五种类型。 

 

3） 商品的需求弹性和厂商的销售收入 

厂商的销售收入等于 PQ，其中，P、Q分别表示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当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

时，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的大小会影响厂商的销售收入。这种影响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对于 de >1的富有弹性的商品，销售收入与商品价格反方向变动； 

2)对于 de <1的缺乏弹性的商品，销售收入与商品价格同方向变动； 

de >1 

de =1 

de <1 

de =0 

B        Q 

P 
A 

Q 

P 
de =∞ 

Q=f(P) 

Q=f(P) 

Q 

P 

de =0 Q=f(P) 

de =∞ 



4034 

3)对于 de =1的单位弹性商品，商品价格的变动不影响销售收入。 

4） 影响需求弹性的因素 

影响需求弹性的主要因素有：商品的可替代性、商品用途的广泛性、商品对消费者生活的重要

程度、商品的消费支出在消费者预算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以及消费者调节需求量的时间。一种商品

的需求弹性系数值，取决于影响该商品需求弹性的所有因素的综合作用。 

5） 其他弹性 

供给弹性，这里指供给的价格弹性。供给弹性也分为供给弧弹性和供给点弹性。供给弧弹性表

示某商品供给曲线上两点之间的弹性。以 se 表示供给弹性系数。供给点弹性表示某商品供给曲线上

某一点的弹性。 

需求的交叉弹性，被用来研究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和它的相关商品的需求量变化之间的关系。

假定需求函数为 )(Qx YPf= ， xQ 和 YP 分别表示 X的需求量和 Y的价格，且以 XYe 表示当 Y的价

格发生变化时的 X的需求交叉弹性系数，则商品 X的需求交叉弧弹性公式为： 

XYe ＝
YY

xx

P/P
Q/Q

∆
∆

 = •
∆
∆

Y

X

P
Q

X

Y

Q
P

 

相应的商品 X的需求交叉点弹性公式为： 

XYe ＝
YY

xx

P/P
Q/Q

d
d

 = •
Y

X

P
Q

d
d

X

Y

Q
P

 

如果 X、Y 两商品之间互为替代品，则 XYe >0，如果 X、Y 两商品之间互为互补品，则 XYe <0

如果 X、Y两商品之间无相关关系，则 XYe ＝0。也可以反过来，根据需求交叉弹性系数的符号来判

断 X、Y两商品之间的相关关系。 

弹性概念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的运用。经济学家根据所研究问题的不同需要，可以建立各种弹

性关系，以考察有关的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程度。 

5.供求规律的运用 

价格控制政策。政府在微观政策上会采用一些价格控制政策来调节市场，包括价格上限和价格

下限。这样的政策会对由供求变动调节的市场产生干预作用。 

谷贱伤农。由于农产品往往是缺乏需求弹性的商品，销售收入与商品价格反方向变化，在丰收

的年份，农产品均衡价格下降的幅度大于农产品的均衡数量增加的幅度，农民的总收入反而减少了。 

 

1) 弹性与税收归宿。税收归宿是关于由谁来承担税收负担的研究。税收抑制了市场活动，买
卖双方分摊了税收负担。税收更多地落在缺乏弹性的市场一方身上。弹性实际上衡量当市场条件不

Q 

P 
 
P1  
 
P2 

 

Q1  Q2 
 

E1   

E2 

S   

S’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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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时，买方或卖方离开市场的意愿。 

6.蛛网模型（动态模型的一个例子） 

蛛网模型研究生产周期较长的商品（如农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在偏离均衡状态以后的实际波动

过程及结果。该模型所涉及的经济变量都是属于一定时点上的变量，故蛛网模型是一个动态模型。

蛛网模型可以用以下三个联立的方程式来表示： 

d
tQ =α－β· tP  

s
tQ =－δ＋γ· 1-tP  

d
tQ =

s
tQ  

其中，t表示时期，t＝1、2、3…… 

用图解法可以得到商品的产量和价格波动的三种情况，即波动的幅度分别为收敛、发散和保持

不变。这三种情况取决于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斜率。 

学习目标： 

1．了解供求规律、弹性理论。 

2．掌握供求如何决定价格。 

3. 掌握弹性在市场行为中的作用。 

4. 分析微观价格政策。 

作业： 

1.名词解释 

需要、需求与供给、需求函数、供给函数、需求规律、供给规律、供求均衡、供求定理、需求

量变动与需求变动、供给量变动与供给变动、个别需求与市场需求、个别供给与市场供给、需求价

格弹性、需求收入弹性、需求交叉弹性、供给价格弹性、供给成本弹性、需求价格点弹性与弧弹性。 

2.已知某一时期内某商品的需求函数为 Q
d
＝50－5P，供给函数为 Q

s
＝－10＋5P。 

(1)求均衡价格 Pe和均衡数量 Qe，并作出几何图形。 

(2)假定供给函数不变，由于消费者收入水平提高，使需求函数变为 Q
d
＝60－5P。求出相应的

均衡价格 Pe和均衡数量 Qe，并作出几何图形。 

(3)假定需求函数不变，由于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使供给函数变为 Q
s
＝－5＋5P。求出相应的均

衡价格 Pe和均衡数量 Qe，并作出几何图形。 

(4)利用(1)、(2)和(3)，说明静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的联系和区别。 

(5)利用(1)、(2)和(3)，说明需求变动和供给变动对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影响。 

3.假定下表是需求函数 Q
d
＝500－100P在一定价格范围内的需求表： 

价格(元) 1 2 3 4 5 

需求量 400 300 200 100 0 

(1)求出价格 2元和 4元之间的需求的价格弧弹性。 

(2)根据给出的需求函数，求 P＝2元时的需求的价格点弹性。 

(3)根据该需求函数或需求表作出几何图形，利用几何方法求出 P＝2 元时的需求的价格点弹

性。它与(2)的结果相同吗？ 

知识单元 3：效用论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效用论概述 

1）效用 

效用是指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即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效用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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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心理评价。 

2）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 

基数效用论者认为，效用如同长度、重量等概念，可以具体衡量并加总求和。效用的度量单位

是“效用单位”。基数效用论者用边际效用分析方法来研究消费者行为。 

序数效用论者认为，效用如同香、臭、美、丑等概念，其大小无法具体衡量，效用之间的比较

只能通过顺序或等级来表示。序数效用论者用无差异曲线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消费者行为。 

3)基数效用论和边际效用分析方法概述 

基数效用论者区分了总效用和边际效用。总效用和边际效用分别用 TU和 MU表示。假定某消费

者对某商品的消费量为 Q，则总效用函数为： 

TU＝TU（Q） 

相应的边际效用为： 

MU＝
Q

TU(Q)
∆

∆
 

或者 

MU＝
Q

TU(Q)lim
0 ∆
∆

→∆Q
 ＝

Q
TU(Q)
d

d
 

由上式可知，每一商品数量上的边际效用值是总效用曲线的斜率。基数效用论提出了边际效用

递减规律的假定，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在其他商品消费数量不变的前提下，随着对某种商品消费量

的增加，消费者从该商品连续增加的每一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效用增量即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基数效用论关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是：在收入固定和市场上各种商品价格已知的条

件下，消费者应使他所购买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或者说，应使花费在各种商品

购买上的最后一元钱所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该均衡条件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IXPXPXP nn =+++ ......2211  

1

1

P
MU

＝
2

2

P
MU

==
n

n

P
MU

λ  

1P、 2P …… nP 表示 n种商品的价格， 1X 、 2X …… nX 表示 n种商品的数量， 1MU 、 2MU ……

nMU 表示 n种商品的边际效用， I 表示收入，λ表示货币的边际效用（在此假定不变）。 

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假定下，根据消费者在购买一种商品时的均衡条件
P

MU
＝λ，基数效

用论推出了需求曲线。基本思路是：商品的需求价格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对一定量的某种商品

所愿意支付的价格，它取决于商品的边际效用。由于商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所以，随着商品消

费量的连续增加，在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的条件下，商品的需求价格是下降的。据此，基数效用论

推导出了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并说明了需求曲线上每一点的需求量都是在相应价格水平下可

以给消费者带来最大效用的需求量。 

2.无差异曲线及其特点 

1)关于消费者偏好的假定 

序数效用论者认为，可以用消费者的偏好来表达商品效用的顺序或等级。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组

合的偏好程度的差别，决定了这些不同组合的效用的大小顺序。 

关于消费者偏好的三个基本假设条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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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任意两个商品组合 A和 B，消费者总是可以作出，而且也仅仅只能作出以下三种判断中的

一种：对 A的偏好大于对 B的偏好，对 A的偏好小于对 B的偏好，对 A的偏好等于对 B的偏好。 

 对于任意三个商品组合 A、B和 C，若消费者已经作出判断：对 A的偏好大于（或小于、或等

于）对 B的偏好，对 B的偏好大于（或小于、或等于）对 C的偏好，则消费者必然作出对 A的偏好

大于（或小于、或等于）对 C的偏好。 

 如果两个商品组合的区别仅在于其中一种商品的数量的不同，那么，消费者总是偏好含有这

种商品数量较多的那个组合。这意味着消费者对每种商品的消费都处于饱和以前的状态。 

2)无差异曲线及其特点 

无差异曲线是消费者偏好相同的各种不同组合的轨迹。 

 

同一条无差异曲线表示一个相同的效用水平，不同的无差异曲线表示不同的效用水平。与无差

异曲线相对应的效用函数为 

U＝ ),( 21 XXf  

其中， 1X 和 2X 分别表示商品 1和 2的数量，U为效用指数，它是常数，具有序数效用的性质。 

无差异曲线有以下特点： 

第一， 在同一坐标平面上可以有无数条无差异曲线，离原点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代表的效用水

平越高。 

第二， 在同一坐标平面上的任意两条无差异曲线不相交。 

第三， 无差异曲线是凸向原点的。 

3.商品的边际替代率  

1)商品的边际替代率 

在维持效用水平不变或满足程度不变的前提下，消费者增加一单位某种商品的消费时所要放弃

的另一种商品的消费数量，被称为商品的边际替代率。以 RCS表示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则商品 1对

商品 2的边际替代率为 

12RCS ＝
1

2

X
X

∆
∆

−  

或者 

12RCS ＝
1

2

01

lim
X
X

X ∆
∆

−
→∆

＝
1

2

dX
dX

−  

无差异曲线上任何一点的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就是无差异曲线在该点上的斜率的绝对值。 

2)商品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 

I1  

I2 
 

I3 
 

X1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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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数效用论提出的商品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假定：在维持效用水平不变或满足程度不变的前

提下，随着一种商品消费量的连续增加，消费者为得到每一单位这种商品所需要放弃的另一种商品

的消费数量是递减的。 

由于从几何意义上讲，商品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表示无差异曲线的斜率的绝对值递减，所以，无

差异曲线是凸向原点的。 

某些无差异曲线具有特殊的形状。完全替代品的无差异曲线是直线型的，完全互补品的无差异

曲线为直角形状。 

4.消费者的预算线  

1)预算线的含义 

预算线表示在假定消费者收入和商品的价格既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全部收入所能购买的两种

商品的不同数量的各种组合。如图所示。 

 

图中的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商品 1和商品 2的数量，线段 AB为预算线，OB表示全部收入购买

商品 1的数量，OA表示全部收入购买商品 2的数量。唯有预算线 AB上的任何一点，才是消费者的

全部收入刚好用完所购买到的商品组合点。 

预算线方程为： 

2211 XPXPI +=  

也可以写为： 

2X ＝
2

1
2

1

P
IX

P
P

+−  

由上式可见，预算线的斜率是
2

1

P
P

− ，预算线在纵轴上的截距为
2P

I
。 

2)预算线的变动 

任何关于消费者收入 I的变动，以及两商品价格 1P和 2P 的变动，都可以影响预算线的位置。

若两商品的价格比
2

1

P
P
发生变化，则预算线的斜率会发生变化；若

1P
I
或

2P
I
的值发生变化，则预算

线在横轴或纵轴上的截距会发生变化。 

5.消费者的均衡  

1)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 

在消费者的偏好序不变、消费者收入固定和两种商品的价格已知的条件下，消费者的预算线和

I=P1X1+P2X2 
 

X1   

X2   

A 
 

B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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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差异曲线的相切点，便是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点，如图中的Ｅ点。Ｅ点表明，消费者的

最优购买组合为（ １X ， 2X ）。在消费者的均衡点，无差异曲线的斜率等于预算线的斜率，即有： 

12RCS ＝
2

1

P
P

 

这就是序数效用论者关于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该条件表示：在消费者的均衡点

上，消费者愿意用一单位的某种商品去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数量应该等于该消费者能够在市场上用一

单位的这种商品去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数量。 

 

２)不同方法得出的均衡条件 

虽然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分别用不同的方法研究消费者行为，并得出不同的均衡条件，但

本质上是相同的。因为，若假定商品的效用可以用基数来衡量，则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可以写为： 

12RCS ＝
1

2

dX
dX

− ＝
２MU

MU1  

于是，序数效用论关于消费者的均衡条件可以改写为： 

２MU
MU1 ＝

2

1

P
P

 

或者：          

1

1

P
MU

＝
2

2

P
MU

＝λ  

上式就是基数效用论关于消费者的均衡条件。 

6.消费者的需求曲线  

序数效用论者从消费者的均衡条件出发，利用价格－消费曲线推导出消费者的需求曲线。 

I1  

I2 
 

I3 
 

X1   

X2   

E 
 

2X   

  

１X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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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 P.P.C.是一条价格－消费曲线，它是其他条件都不变时，与商品 1的不同价格水平相

联系的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点的轨迹。将价格－消费曲线所体现的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之间

的一一对应关系描绘在坐标图上，就可以得到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其上与每一价格水平

相对应的商品数量都是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最大效用的商品需求量。 

7.正常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1） 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含义 

一种商品价格变动所引起的该商品需求量的变动可分解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两个部分。由商

品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实际收入水平变动，进而引起该商品需求量的变动，为收入效应。由商品价格

变动所引起的商品相对价格变动，进而引起该商品需求量的变动，为替代效应。 

2）正常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图中分析正常物品（商品 1）价格下降时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X1=f(P1)   

X1   

P1  

  

 

 

P’’1 

 
P1 

P’1 
O 
 ''1X  1

0X 1'X  

E 
 
E1 
 

E2 
 

E3 
 

I1  

I2 
 

I3 
 

X1   

X2   

''1X  1
0X 1'X  

  

O 
 

P.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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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需求量的变化量 X1'X1 '' 为替代效应，它与价格 P成反方向变动。收入效应为需求量

的变化量 X1 ''X1'''，它与价格 P也成反方向变动。由于商品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变

化量是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和，所以，正常物品的价格与需求量成反方向变动，需求曲线是向右

下方倾斜的。 

8.低档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1）正常物品和低档物品的区别及收入效应 

商品可分为正常物品和低档物品两大类。正常物品的需求量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成同方向变

动，低档物品的需求量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成反方向变动。由此可知，当商品价格变动时，正常物

品的收入效应与价格成反方向变动，低档物品的收入效应与价格成同方向变动。 

由于正常物品和低档物品的区别不对替代效应产生影响，所以所有物品的替代效应都与价格成

反方向变动。 

2）低档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图中分析低档物品（商品 1）价格下降时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图中的需求量的变化量 X1'X1 '' 为替代效应，它与价格 P成反方向变动。收入效应为需求量

的变化量 X1 ''X1'''，它与价格 P成同方向变动。在多数情况下，替代效应的作用大于收入效应

的作用，所以，大多数低档物品的价格与需求量成反方向变动，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 

3）吉芬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在某些场合，低档物品的收入效应的作用大于替代效应的作用，于是，这类特殊的低档物品的

价格与需求量成同方向变动，相应的需求曲线呈现向右上方倾斜的特殊形状。这类特殊的低档物品

被称为吉芬物品，其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分析如图所示。 

X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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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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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从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到市场需求曲线  

把某个市场上所有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水平相加，便可以得到该市场的需求曲线。因此，在

一般情况下，市场需求曲线也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而且市场需求曲线上的每个点都表示在相应价格

水平下可以给全体消费者带来最大效用的市场需求量。 

学习目标： 

1．了解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 

2．掌握消费者均衡的实现。 

作业： 

1．简述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因。 

2．简述边际效用与总效用的关系。 

3．消费者剩余的本质是什么？ 

4．为什么要把购买最后一个单位不同商品的边际效用均等作为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 

5．比较基数论和序数论的需求曲线。 

6．无差异曲线是否总是双曲线？ 

7．简述预算线的性质、移动的原因和特征。 

8．简述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交点向均衡点的移动。 

9．简述收入效应、替代效应的区别。 

10．补偿预算线的意义是什么？它与原无差异曲线相切、与新的预算线平行的意义是什么？ 

11．比较价格上升和下降时，正常品、低档品和吉芬商品的总效应。 

12. 简述不确定性条件下资源配置的类型、基本思想。 

知识单元 4：生产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生产函数 

1）生产函数的引入 

在微观经济分析中，生产者也称厂商。厂商被假定为合乎理性的经济人，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

追求最大的利润。 

生产函数表示在一定时期内，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中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数

量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它可以写为： 

Q＝f（X1,X2……Xn） 

其中，X1,X2……Xn顺次表示生产中所使用的 n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Q表示产量。 

假定生产中只使用劳动和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以 L和 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则生

产函数为： 

X1   O 
 

1'X 1''X 1'''X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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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2  

I1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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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L，K） 

生产函数所表示的生产中的投入量和产出量之间的依存关系，普遍存在于各种生产过程之中。 

2）常见的生产函数 

固定投入比例的生产函数。是指在每一产量水平上任何一对要素投入量之间的比例都是固定不

变的生产函数。通常形式为： 

Q＝Minimum（
U
L
，

V
K
） 

其中，Q表示产量，L和 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U和 V表示固定的劳动和资本的生

产技术系数。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Q＝ALαKβ 

其中，Q表示产量，L和 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A、α和β是三个参数，0<α<1,0<β<1。 
该生产函数以其简单的形式具备了经济学家所关心的一些性质。例如，在α＋β＝1时，根据参

数α和β值，可以知道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在总产量中所占的相对份额；根据（α＋β）的值，可以
判断生产的规模报酬的变化情况；根据参数 A的值，可以估算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大

小。  

2.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 

1） 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 

微观经济学通常以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来考察短期生产理论，以两种可变生产要素的

生产函数来考察长期生产理论。这里的短期和长期的区别是以生产者能否变动全部生产要素的投入

数量为标准。短期是指生产者来不及调整全部生产要素的数量，至少有一种生产要素的数量是不变

的时间周期。长期是指生产者可以调整全部生产要素的数量的时间周期。 

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通常形式为： 

Q＝f（L，Κ） 

其中，Q表示产量，L表示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Κ表示不变要素资本的投入量。 

2）总产量、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 

总产量 TPL、平均产量 APL和边际产量 MPL的定义公式分别是： 

TPL＝f（L，Κ） 

APL＝
L

)K(L,TPL
 

MPL＝
L

)K(L,TPL

∆
∆

 

或者 

MPL＝
L

)K(L,TPlim L

0L ∆
∆

→∆
＝

dL
)K(L,dTPL  

3）总产量曲线、平均产量曲线和边际产量曲线 

如图所示，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和产量，TPL、APL和 MPL分别表示劳动

的总产量、劳动的平均产量和劳动的边际产量曲线。三条曲线都是先上升，各自达到最高点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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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下降。 

 

这三条曲线的相互关系如下： 

当 APL曲线达到极大值时，TPL曲线必定有一条从原点出发的最陡的切线，即图中的 C'和 C点

是相对应的。 

当 MPL曲线达到极大值时，TPL必定存在一个拐点，即图中的 B'和 B点是相对应的。 

 APL曲线和 MPL曲线必定相交于 APL曲线的最高点，即图中的 C'点。 

4）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在连续地把等量的某一种可变生产要素增

加到其它不变生产要素上去的过程中，这种可变要素的边际产量先是递增的，达到最大值后，是递

减的。其原因在于，对于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来说，可变要素投入量和不变要素投入量之间都存在

一个最佳的组合比例。 

5）生产的三个阶段 

在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的情况下，生产的三个阶段如图所示。在第Ⅰ阶段，可变要素

的投入量太少，厂商增加可变要素投入量是有利的。第Ⅲ阶段，可变要素投入量太多，厂商只要减

少可变要素投入量就可以增加产量。所以，厂商总是在第Ⅱ阶段进行生产，只有第Ⅱ阶段才是合乎

类型的生产阶段。 

3.两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 

1）两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 

长期生产函数可写为： 

Q＝f（X1,X2……Xn） 

其中，Q表示产量，X1,X2……Xn分别表示生产中所使用的 n种可变要素的投入数量。 

通常以两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来考察长期生产理论，其形式为： 

Q＝f（L，K） 

2)等产量线 

等产量线是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生产同一种产量的两种可变要素的投入量的各种不同组

合的轨迹。 

TPL  

APL  

MPL   

Q  

B  

C  

D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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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L1      L 2   L 3      L 4   

第Ⅰ阶段 第Ⅱ阶段  第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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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劳动投入量和资本投入量。同一条等产量线代表一个相同的产量水

平，不同的等产量线代表不同的产量水平。离原点越近的等产量线代表的产量水平越低，离原点越

远的等产量线代表的产量水平越高。同一坐标上的任意两条等产量线不会相交。等产量线是凸向原

点的。 

3）边际技术替代率 

在维持产量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增加一单位的某种要素投入量时所减少的另一种要素的投入数

量，被称为边际技术替代率。劳动对资本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的公式是： 

LKTSR ＝
L
K

∆
∆

−  

或者 

LKTSR ＝
L
Klim

0L ∆
∆

−
→∆

＝
dL
dK

−  

等产量线上某一点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就是该点上的斜率的绝对值。 

边际技术替代率可以表示为两种要素的边际产量比。 

LKTSR ＝
K

L

MP
MP

 

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是指：在维持产量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当一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不

断增加时，每一单位的这种要素所能替代的另一种要素的数量是递减的。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

决定了等产量线是凸向原点的。 

4）生产的经济区域 

利用下图可分析生产的经济区域问题。 

 

Q3 =150  

K  

B 

C  

D  

A  

L1  L 2   L 3 L 4   L 5   
L  

E  

Q1 =50  

Q2 =100  

R  

K5

K1   
K4 

   
K2

K3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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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脊线 OE和 OF将生产划分为两个区域。在脊线以外的区域，等产量线的斜率为正值，表

示两种可变要素必须同时增加，才能生产既定的产量。而且，脊线 OE以上的区域的资本的边际产

量为负值，脊线 OF以下的区域的劳动的边际产量为负值。在脊线之内的区域，等产量线的斜率都

为负值，表示可以通过对两种可变要素的相互替代来生产既定的产量。所以，对于厂商来说，脊线

之内的区域为生产的经济区域。 

4.成本方程 

厂商的成本方程为： 

C＝wL+rK 

其中，C表示成本，w、r分别表示已知的劳动和资本的价格，L、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数

量。 

由成本方程可得： 

K＝－
r
CL

r
w
＋  

与成本方程对应的等成本线是在既定的成本和生产要素价格条件下，生产者可以购买到的两种

生产要素的各种不同数量组合的轨迹。 

 

等成本线的斜率为
r
w

－ ，等成本线在横轴和纵轴上的截距分别为
w
C
和

r
C
。只有等成本线上

的任何一点，才表示用既定的全部成本刚好能够买到的要素组合。 

任何成本和要素价格的变动，都会引起等成本线的变动。 

L  O  

K  

C=wL+rK   

K  

O  L  

C/r  

C/w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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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最优的生产要素组合 

下图分别表示厂商在既定成本条件下实现最大产量的要素组合和在既定产量下实现最小成本

的要素组合。 

 

 

图中的等产量线和等成本线的切点 E点是最优要素组合的生产均衡点。由此可得最优生产要素

组合的原则： 

LKTSR ＝
r
w

 

该式表示，厂商应选择最优的要素组合，使得两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等于两要素的价格比。

由上式可得： 

w
MPL ＝

r
MPK  

该式表示，厂商应选择最优的要素组合，使得购买两要素的最后一单位的货币成本所带来的边

际产量相等。 

6.利润最大化可以得到最优的生产要素组合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总是可以得到最优的生产要素组合。其证明如下。 

厂商的利润等于收益减去成本，所以，厂商的利润等式为： 

π（L，K）＝P·f(L，K)－(wL＋rK) 

利润的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0w
L
fP

L
＝－＝

∂
∂

∂
∂π

 

K  

O  L  

A  

L1   B  

Q  

E  K1   

K  

O  L  

A  

L1   B  

Q1   
Q2   

Q3   

E  

K1   



4048 

0r
K
fP

K
＝－＝

∂
∂

∂
∂π

 

由此可得： 

K

L

MP
MP

＝
r
w

 

此式就是最优生产要素组合的原则。 

7.扩展线 

等斜线是一组等产量线中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相等的点的轨迹，如图 OS线。 

 

当等产量线和等成本线平移时所形成的一系列的等产量线和等成本线相切的生产均衡点的轨

迹，就是扩展线。如图 ON线。扩展线一定是一条等斜线。 

 

当其他条件都不变时，若生产成本或产量发生变化，厂商应沿着扩展线来选择最优的要素组合，

以实现一定成本条件下的最大产量或一定产量下的最小成本。 

8.规模报酬 

规模报酬问题分析的是企业的生产规模变化与所引起的产量变化之间的关系，分为三种情况。

假定生产中全部的生产要素都以相同的比例发生变化。如果产量增加的比例大于各种生产要素增加

的比例，则为规模报酬递增。如果产量增加的比例等于各种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则为规模报酬不

变。如果产量增加的比例小于各种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则为规模报酬递减。 

一般来说，在企业的规模从很小开始逐步扩大的过程中，会顺次出现规模报酬递增、不变和递

减这样三个阶段。 

学习目标： 

K  

O  L  

E1   

E2   

E3   

Q1   
Q2   

Q3   

N   

K  

O  L  

T1   
A  T2   

T3   

Q1   
Q2   

Q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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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生产函数出发分析生产者行为，研究短期和长期生产中的投入量和产出量之间的关系及

其规律。 

2．求解最优的生产要素组合。 

作业： 

1．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重要特性有哪些？ 

2．.简述总产品、平均产品和边际产品的关系。 

3．在一种可变要素的生产中划分生产三个阶段的意义是什么？ 

4．固定比例的生产函数反映了生产要素的什么特性？ 

5．规模报酬反映了生产要素的什么特性？ 

6. 生产者均衡表达了什么思想？等斜线、扩展线的意义是什么？ 

知识单元 5：成本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成本的概念和分类 

（1）机会成本和生产成本 

机会成本：生产要素用于某种特定的用途时，所放弃的在其它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最高收益 

（2）隐成本和显成本 

隐含成本：企业自己拥有并自己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 

（3）社会成本和个别成本 

社会成本：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由社会其它成员承担的成本损失 

（4）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 

短、长期判断标准：能否改变固定生产要素的投入 

（5）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固定成本：不随产量变化而变化的成本 

  如：前期研发费用、厂房、设备、机器、广告费等 

可变成本：随产量变化而变化的成本 

  如：燃料、原材料等 

短期成本及其性质 

①总成本（TC）= 固定成本（FC）+ 可变成本（VC） 

②平均成本（AC）= AVCAFC
Q

AC
Q
FC

Q
ACFC

Q
TC

+=+=
+

=  

③平均固定成本（AFC）= 
Q
FC

 

④平均可变成本（AVC）= 
Q

AC
 

⑤边际成本（MC）= 
ΔQ

ΔTC
  每增加一个产量使得总成本增加的部分 

短期成本曲线及其性质 

（1）固定成本曲线 

（2）可变成本曲线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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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点出发，向右上方倾斜，先以递减的方式增长，然后以递增的方式增长 

 

 

 

 

 

 

 

 

 

 

（3）总成本曲线   

位置由固守成本决定，形状由可变成本决定，即由可变成本曲线向上平移到固定成本的位置 

 

 

 

 

 

 

 

 

（4）平均固定成本曲线 

随产量增加持续下降 

 

 

 

 

 

 

 

 

（5）边际成本曲线（MC）、平均可变成本曲线（AVC）、平均成本曲线（AC） 

①它们都是一条“U”字型的先降后升的曲线，到达最低点的顺序先后为 MC，AVC，AC 

②MC与 AVC，AC相交于它们的最低点 

③MC的最低点是 TC与 VC曲线的拐点 

 

 

 

 

 

 

 

 

 

 

Q 
A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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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已知 TC = 0.04Q
3
 – 0.8Q

2
 + 10Q +5 

求：FC，VC，AC，AFC，AVC，MC 

解：TC’= 0.12Q2 – 1.6Q + 10 

MC = TC’ 

FC = 5  （不随 Q变化） 

VC = TC – FC = 0.04Q
3
 – 0.8Q

2
 + 10Q 

AC = TC/Q = 0.04Q
2
 – 0.8Q + 10 +5/Q 

AFC = FC/Q = 5/Q 

AVC = VC/Q = 0.04Q
2
 – 0.8Q + 10 

2）．根据以下数据计算并填表（表中带*号的为已知条件） 

Q TC FC VC AC AFC AVC MC 

0 840* 840 -- -- -- -- -- 

1 900 840 60* 900 840 60 60 

2 940 840 100 470 420 50 40* 

3 960 840 120 320 280 40* 20 

4 980 840 140 245* 210 35 20 

5 1020 840 180 204 168 36 40* 

6 1080* 840 240 160 140 40 60 

技巧：先关注 MC这列，因为 MC=△TC/△Q，上下两行 TC的差/Q的差 即为 MC 

长期成本曲线及其性质 

（1）长期总成本 LTC曲线 

 

 

 

 

M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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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成本投入规模与产量规模相匹配 

LTC曲线：企业所有固定成本变动的范围包含在内的包络线 

LTC是 STC（短期）的包络线，从原点出发，形状与 STC相同 

①可变、固定成本不区分 

②LTC表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厂商总可以使固定成本的规模适应自己的产量，从而使总成本

最低 

（2）长期平均成本 LAC曲线 

 

 

 

 

 

 

 

 

 

①LAC是 SAC的包络线，其形状与 SAC相同 

②LAC表示厂商长期内在每一个产量水平上，可以实现最小的平均成本 

 

 

 

 

 

 

 

 

 

 

（3）长期边际成本 LMC曲线（p202） 

①LMC的形状与 SMC相同，它的最低点是 LTC的拐点 

②LMC与 LAC相交时，后者处于它的最低点 

学习目标： 

1．掌握各类成本的概念，熟悉短期和长期成本曲线的性质。 

TC
T

F

F

F

S
S

S
L

L

变形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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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边际成本、长期成本曲线的推导。 

作业： 

1．理解以下名词：成本函数、机会成本、显成本和隐成本、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沉淀成本、

短期成本结构、长期成本 

2．U 型 SAC 与 U 型 LAC 的原因。 

3．规模报酬与规模经济 

4．SMC 与 SAC 的关系。 

5．扩展线构成的长期成本与短期成本组成的长期成本。 

6. 试分析软件、影视、 图书等信息产品的成本结构与成本特征。 

知识单元 6：完全竞争市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市场的类型 

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 

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和需求收益曲线 

1)条件 

无数分散的厂商，生产和销售同一种产品的市场组织 

条件： 

①价格的客观性（价格不可能被操控） 

②产品的同质性 

③进出该行业没有障碍 

④信息完全 

2)需求特征 

（1）行业的需求曲线 向右下倾斜 

（2）个别企业的需求曲线与横轴平行 

收益与利润 

1)收益、成本与利润 

收益 

广义成本 经济利润（超额利润） 

会计成本 必要利润（机会成本） 利润 

2)总收益（TR） 

TR = P × Q  

（1）在销售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完全竞争市场 

 

 

 

 

 

 

 

（2）在销售价格递减的情况下：垄断市场 

 

 

 

 

Q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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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均收益（AR） 

AR = 
Q

QP
Q

TR ×
=  = P 

（1）在销售价格不变的条件下 

 

 

 

 

 

 

 

（2）在销售价格递减的条件下 

 

 

 

 

 

 

 

4)边际收益（MR） 

MR =
Q

TR
∆

∆
 

（1）销售价格不变 

MR=AR=P 

（2）销售价格递减 

曲线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直线，但其斜率是平均收益曲线的两倍 

简单推理过程： 

假定 Q = a – bP；P = a – bQ 

∴AR = P = a – bQ 

TR = P Q = Q (a – bQ) 

∴MR = TR’= a – 2bQ 

∴边际收益曲线的斜率是平均收益曲线的两倍 

 

 

 

 

Q 

Q 

AR

Q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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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利润最大化及其条件 

（1）销售价格不变 

 

 

 

 

 

 

 

 

 

 

 

 

 

 

 

TR的斜率即为 MR 

切线的斜率（也就是 TC的斜率）即为 MC 

即 MR = MC时利润最大化 

 

 

 

 

 

 

 

 

 

 

MR = MC时利润最大化 

也可以这样 

 

 

M

AR 

亏损 盈利 亏损

盈亏相等点 

利润最大化 
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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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左边：MR > MC 即增加 Q，TR > TC，有利润空间 

Q*右边：MR < MC 即增加 Q，TR < TC，亏损 

6)完全竞争市场的短期均衡 

结合实例 

 

 

 

 

 

 

 

 

 

 

如上图： 

P1：AR > AC  （MR = MC = P = AR） 

阴影区为总利润 

P2：AR = AC  利润 = 0 

P3：AR < AC  亏损（做比不做少亏损一点） 

P4：AR = AVC 生产与不生产一个样，都要亏损一样多 

P5：AR < AVC 停产 

结论（条件）： 

①MR = MC 

②MR ≥ AVC 

即：MC = MR ≥ AVC 

7)完全竞争市场的长期均衡 

 

 

 

 

 

 

 

 

 

d = P = AR = MR 

MC 

AC 

AVC 

P1 

P2 
P3 
P4 

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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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点：生产者可以获得利润最大化，消费者可以最低价格获得需求 

结论：LMC = MR = LAC 

学习目标： 

1．了解完全竞争、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四种市场结构。 

2．掌握在不同市场结构中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特点及其市场绩效的差别。 

 

作业： 

1．简述下列概念 

市场结构 完全竞争 完全信息 市场 行业 总收益 平均收益边际收益收支相抵点 

停止营业点生产者剩余 租金 准租金经济租金 

2．简述短期供给曲线 

3．简述短期内完全竞争厂商利润最大化条件。 

4．简述完全竞争市场厂商长期均衡条件。 

5．简述完全竞争市场成本不变行业、成本递减行业和成本递增行业长期成本的特征和形成条

件。 

知识单元 7：不完全竞争的市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完全垄断市场 

1)定义 

某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被一个厂商所控制的市场组织 

（1）价格的主观性：厂商具有价格控制权 

（2）产品的排它性：某产品没有相应的替代品 

（3）生产的唯一性：厂商进入市场的门槛太高，不能进入 

2)原因 

（1）资源垄断（自然垄断） 

（2）行政垄断 

（3）专利垄断 

3)市场需求状况 

行业的需求 = 企业的需求 

4)短期均衡 

 

 

 

Q 

LMC 

LAC 
P1 

P* 

P2 

Q* 

P = AR =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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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要通过需求曲线来决定 P* 

Q*是 MR = MC交点决定，即最优产量 

 

 

 

 

 

 

 

 

 

 

 

 

追求亏损最小化 

如：专利所付出的成本高于需求 

 

 

 

 

 

 

 

 

 

 

 

 

停业 

结论：MC = MR ≥ AVC（P = AR > MR） 

要求：通过计算作图 

5)长期均衡 

 

M

A

A

d = P = 

M
A

C 

A

* 

d = P = 

M
A

C 
A

* 

d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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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C = MR ≥ LAC 

垄断竞争市场 

1)定义 

许多厂商共同生产和销售某一类既有差别但又可以互相替代的产品的市场组织 

2)需求状况 

（1）垄断性的需求曲线（d） 

体现行业的垄断性，产品的差别性，表示个别厂商单独行为时所面对的需求状况，其斜率较小 

（2）竞争性的需求曲线（D） 

体现行业的竞争性，产品的替代性，表示许多厂商共同行为时所面对的需求状况，其斜率较大 

 

 

 

 

 

 

 

 

 

 

 

 

对上图的解释： 

可以结合四川长虹的彩电价格大战的实例 

某家企业 C降价 

P1 à P2，则相应的 Q1 à Q2 

全行业 Q2 à Q3 达到暂时的均衡，企业 C的需求曲线也相应的 d à d’ 

企业 C继续降价 

P2 à P3，则相应的 Q3 à Q4 

全行业 Q4 à Q5 达到暂时的均衡，企业 C的需求曲线也相应的 d’à d” 

3)短期均衡 

注意：MR的斜率 = 2 * d的斜率 

MR = MC的交叉点上得到与 d对应的 P1，随着 P的变化，d会发生平移，MR也会发生平移，MR

与 MC的交叉点会发生变化，又会引起新一轮的 P变化 

L

L
AC 

* 

d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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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点：MR = MC  d = D  AR ≥ AVC 

4)长期均衡 

MR = LMC，  AR = LAC 

 

 

 

 

 

 

 

 

寡头垄断 

1)定义 

少数厂商控制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市场组织 

（1）按寡头数量的多少分类 

①双寡头 

②多寡头 

（2）按产品的特征分类 

①纯粹的寡头垄断（关键识别点：产品无差别）如：钢铁 

②差别的寡头垄断（产品有差别）如：汽车 

（3）按相互关系 

①对抗性 

②联合性（托拉斯） 

2)需求状况—拐折的需求曲线 

 

 

 

 

 

 

 

 

虚线部分的解释：（d上有折点） 

在寡头垄断市场，P* à P1时，市场反应较快，市场马上就会收缩到 d线上 

比如说，某企业降价，其它企业马上跟进；某企业涨价，其它企业不会跟进 

 

 

 

 

 

 

 

 

 

 

L

L

d 
D

Q
M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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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出现断裂，价格比较稳定 

3)寡头垄断例子—古诺模型 

（1）基本假定 

①双寡头市场组织 

②两个寡头厂商生产成本相同 

③生产成本不变，即 MC = 0 

④某一寡头 A已进入该行业 

 

 

 

 

 

 

 

 

 

第一轮 

QA = 
2
1
Q 

这时 B进入市场 

QB = 
2
1
（Q – QA）= 

4
1
Q 

这样，A的均衡点会发生变化（原来 Q的市场空间à
4
3
Q的市场空间） 

第二轮 

A调整 

QA = 
2
1
（Q – QB）= 

2
1
×

4
3
Q = 

8
3
Q 

B调整 

QB = 
2
1
（Q – QA）= 

2
1
×

8
5
Q = 

16
5

Q 

 

结论： 

 

QA = 
2
1
（Q – QB）             QA = 

3
1
Q 

QB = 
2
1
（Q – QA）             QB = 

3
1
Q 

古诺解 

QA = QB = 
3
1
Q 

QA + QB = 
3
2
Q 

一般解 

⇒

Q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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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 QB = … = QN = 
1N

1
+

Q 

QA + QB + … + QN = 
1N

N
+

Q 

博弈论初步 

1)相关概念 

博弈论研究决策主体相互作用时的决策及其均衡问题。 

博弈：决策主体(player)在一定环境和规则下，按一定的次序和次数选择和实施策略以取得相

应结果的过程。博弈论强调把对手看成是理性人，推断对手对自己行为的反应。 

博弈次数。一次性博弈、重复博弈(repeated games)又分为：有限次数博弈(finitely repeated 

games)，无限次重复博弈(infinite repeated game)。重复博弈重视合作。 

信息(information)。参与人关于双方环境、条件或特征、策略及不同策略的得益信息的知识，

是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决定结果的重要因素。对称信息(symmetric information)与不对称信息

(asymmetric information) 。包括完全信息(complete information)、完美信息” (perfect 

information)。完美完全或不完全、不完美完全或不完全信息等。 

均衡 equilibrium：参与人从博弈中获得的效用水平。包括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常和

博弈(constant-sum game)，变和博弈(variance-sum game)。 

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强调团体理性(collective 

rationality)、效率(efficiency)、公正(fairness)、公平(equality)。非合作博弈

(non-cooperative game ， Selten，Harsanyi)，强调个人理性(individual rationality)和个人

最优决策；策略设计要求把对手看成是理性人，推断对手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但个人理性可能与集

体理性冲突，竞争是一切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本的。 

2)非合作博弈与合作博弈 

非合作博弈。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最优选择与最优结果不符。

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古诺模型各厂商的产量1/3<各自追求的1/2 产量。 

合作博弈。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可能实现，其最好策略是“以牙还牙” ( Tit for tat strategy) 

或“触发策略”(trigger strategy):试图合作并用报复、惩罚等威胁来维护合作的策略。 

无限重复博弈指出了参与人权衡短期和长期利益中产生合作的可能性，产生集体理性的可能

性。只要每个人有足够的耐心，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都是微不足道的，参与人都有积极性为自

己建立了与合作的声誉，都有积极性惩罚机会主义行为。 

学习目标： 

1．了解完全竞争、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四种市场结构。 

2．掌握在三类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特点及其市场绩效的差别。 

作业： 

1．垄断市场的特征和条件 

2．垄断市场的 AR 曲线、TR 曲线和 MR 曲线及其相互关系。 

3．垄断市场的短期、长期均衡条件 

4．垄断厂商的价格歧视、价格歧视的条件和效应。 

5．区分一级价格歧视、二级价格歧视和三级价格歧视。 

6．垄断竞争市场的条件 

7．独立的需求曲线、平均需求曲线 

8．垄断竞争厂商的短期、长期均衡的产量特征。 

9．寡头市场的条件 

10．古诺模型的寡头反应函数 

11．纳什的囚徒困境模型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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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比较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 

13．比较完全竞争市场、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的效率特征. 

知识单元 8：生产要素市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生产要素市场均衡与收入分配 

讨论工资、租金和利息的供求规律。运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进一步讨论要素市场均衡对收

入的影响。 

生产要素的需求 

1）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边际产值 VMP 

VMP：每增加一个生产要素使总收益增加的数量 

VMP = MP（边际产量）× P     

 

 

 

 

 

 

 

 

 

2）生产要素的边际成本—生产要素的价格（工资） 

 

 

 

 

 

 

 

 

 

 

3)生产要素的使用原则 VMP = w 

 

 

 

 

 

 

 

 

 

L*左边：VMP > 工资水平，意味着凡是新增加 L，收益 > 工资 

L*右边：VMP < 工资水平，意味着凡是新增加 L，收益 < 工资 

所以，L*是均衡点（利润最大化） 

P 

0 
L 

VMP 

MP 

P 

0 
L 

w 

0 
L 

w 

VMP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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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以上的讨论是基于产品和要素的完全竞争市场 

下面的曲线分别指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 

VMP  产品完全竞争 

w     要素完全竞争 

MRP  产品垄断 

MFC  要素垄断 

产品 要素 使用原则 

完全竞争 完全竞争 VMP = w 

完全竞争 垄断 VMP = MFC 

垄断 完全竞争 MRP = w 

垄断 垄断 MRP = MFC 

 

 

 

 

 

 

 

 

 

 

 

3.要素供给的原则 

MUl = MUL 

若 MUl > MUL ，则把更多的时间配置给自用要素 

若 MUl < MUL ，则把更多的时间配置给出售要素 

 

 

 

 

 

 

 

 

 

该图对要素都有一般性意义 

4.要素供求的均衡 

 

 

 

 

 

 

 

 

P 

0 
L 

w 

VMP 
MFC 

MRP 

P 

0 
L 

P 

0 
L L*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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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 

学习目标： 

1．了解厂商使用要素的原则、要素所有者供给要素的原则。 

2．掌握各类要素均衡价格决定。 

作业： 

1．为什么说要素价格决定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 

2．决定引致需求有哪些因素？ 

3．简述厂商使用要素的原则及其在不同特征市场下的表现形式。 

4．用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证明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要素使用的原则。 

5．简述工人劳动供给的均衡条件。 

6．工人工资的替代效应的高低和收入效应的高低分别对工人个人的供给曲线产生什么样的影

响？ 

7．工会垄断对均衡工资的决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8．为什么在土地有不同的用途时，或个人所有的土地有自用部分时，市场供给部分的曲线可

能是正斜率的？而土地只有一种用途时的供给曲线是垂直的？ 

9．什么因素会使土地的需求曲线移动？ 

10．比较租金、准租金、生产者剩余和经济租金的之间的异同点。 

知识单元 9：一般均衡与福利经济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 

局部均衡分析研究的是单个（产品或要素）市场。在这种讨论中，该市场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仅

仅被看成是其本身的价格的函数，其他商品的价格则被假定为不变。 

一般均衡分析则是将所有相互联系的各个市场看成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在一般均衡理论中，

每一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不仅取决于该商品本身的价格，而且也取决于所有其他商品（例如替代品和

互补品）的价格。当整个经济的价格体系恰好使所有商品的供求都相等时，市场就达到了一般均衡。 

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经济学说史最先充分认识到一般均衡问题的重要性。他第一个提出了

一般均衡的数学模型并试图解决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 

在瓦尔拉斯的模型中，有 n-1个价格需要决定，同时有 n-1个独立的方程。瓦尔拉斯认为，n-1

个独立方程可以唯一地决定 n-1个未知数，即存在一般均衡。 

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和现状 

瓦尔拉斯通过计算方程数目和未知数数目来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是错误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学家用集合论、拓扑学等数学方法证明，一般均衡体系只有在

极其严峻的假设条件下才可能有解。 

一般均衡理论的作用 

一般均衡论企图证明：供求相等的均衡不但可以存在于单个的市场，而且还可以同时存在于所

有的市场。这个理论是西方经济学论证“看不见的手”原理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 

实证经济学研究实际经济体系是如何运行的，它对经济行为做出有关的假设，根据假设分析和

陈述经济行为的后果，并试图对结论进行检验。 

规范经济学则试图从一定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出发，根据这些标准，对一个经济体系的运行进

行评价，并进一步说明一个经济体系应当如何运行，以及为此提出相应的经济政策。 

福利经济学就是一种规范经济学。 

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帕累托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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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标准是：如果至少有一人认为 A优于 B，而没有人认为 A劣于 B，则认为从

社会的观点看，亦有 A优于 B。 

1）帕累托改进 

以帕累托最优状态标准来衡量为“好”的状态的改变称为帕累托改进。 

即：资源重新配置后，可以增加一个人的福利而不减少其它任何人福利的状态。 

如：农村联产承包制，个人、集体、国家都得利 

2)帕累托最优 

如果对于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所有的帕累托改进均不存在，则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

（即经过一系列帕累托改进之后就得到帕累托最优） 

资源配置正处于不减少其它人的福利就无法增进任何一个人福利的状态，该状态即为社会资源

配置的最优状态 

帕累托最优状态被认为是经济最有效率的状态。 

3）帕累托次优 

帕累托最优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难以达到，所以退而求其次--帕累托次优 

三、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实现条件 

1）基本假定 

（1）只有两个消费者 A和 B；两个生产者 C和 D。 

（2）只有两种产品 x和 y，既定数量为x和 y；两种要素 L和 K，既定数量为 KL和  

（3）无剩余产品x  = ax + bx 

               y  = ay + by 

    无剩余要素L  = LC +LD 

               K  = KC +KD 

 

（4）A和 B的消费偏好已知 

 

 

 

 

 

 

 

 

 

 

2）交换的帕累托最优条件 

在关于交换的埃奇沃斯方盒中，两条无差异曲线的切点表示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由此可得交换

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对于任意两个消费者来说，任意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必须相等： 

MRSAXY=MRSBXY 

该式所表达的意思：给出交换的底线，即任何一方都不会损失，否则交换不成立 

埃奇沃斯方盒的做法：将 A、B对 x和 y的无差异曲线图重叠，并将 B的偏好旋转 180度而成。 

y 

0 x 

a3 
a2 

a1 

y 

0 x 

b3 

b2 
b1 

A的偏好 B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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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一切点上有： 

x  = ax + bx 

y  = ay + by 

a，b无差异曲线切点上都意味着最优分配状况。 

所有无差异曲线切点的轨迹连线即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集合叫做交换的契约曲线。 

3）生产的帕累托最优条件 

在关于生产的埃奇沃斯方盒中，两条等产量曲线的切点表示生产的帕累托最优。由此可得生产

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对于任意两个生产者来说，任意两种要素的边际替代率必须相等： 

MRTS
C
LK=MRTS

D
LK 

所有等产量曲线切点的轨迹连线即生产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集合叫做生产的契约曲线。 

4）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条件 

生产契约曲线上的一点，是两条等产量线的切点，因而表示两种产品的一个最优产出对。遍取

生产契约曲线上的每一点，可得到相应的所有最优产出对。所有最优产出对的集合的几何表示就是

生产可能性曲线。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右下方倾斜，且向右上方凸出。在生产可能性曲线左下方的区

域是生产无效率区域，在生产可能性曲线右上方的区域是生产不可能性区域。生产可能性曲线的位

置高低则取决于投入要素的数量和技术状况。 

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任选一点 B，则就给定了一对最优产出组合（X，Y）。以 X和 Y可构造一

个交换的埃奇沃斯方盒。在交换的埃奇沃斯方盒中加进两个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即无差异曲线，则由

这些无差异曲线的切点轨迹可得到交换的契约曲线 VV‘。VV’上任意一点满足交换的帕累托最优。

如果上有一点，如 e，其边际替代率恰好等于生产可能性曲线 PP‘上点 B的边际转换率，则此时 e

同时满足生产和交换的最优，其条件为： 

MRS
AB
XY=MRT

CD
XY 

完全竞争和帕累托最优状态 

在完全竞争经济中，每个人和每个厂商都是价格的接受者，即根据市场形成的同一价格行事。

因此，帕累托最优的三个条件均能得到满足： 

1）商品的均衡价格实现了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在完全竞争经济中，对于任何一个消费者 A或者 B来说，其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都是，

任意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这两种商品的价格比率。所以总有下式成立： 

MRS
A
XY=PX/PY=MRS

B
XY 

2)要素的均衡价格实现了生产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在完全竞争经济中，任意一个生产者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之一是，对该生产者来说，任意两

y 

0 

a3 
a2 

a1 
x 

0 

b3 

b2 
b1 

ax 

bx 

ay 

by 



4068 

种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等于这两种要素的价格比率。所以有： 

MRTS
C
LK=PL/PK=MRTS

D
LK 

3）产品的均衡价格实现了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产品对产品的边际转换率就是：MRT
CD
XY =|ΔY/ΔX| 

它表示增加ΔX就必须减少ΔY，因此，可以把ΔY看成是 X的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用 MCX

来表示；同样，ΔX也可以被看作是 Y的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用 MCY来表示。那么就有： 

MRT
CD
XY =|ΔY/ΔX|=|MCX/MCY| 

而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生产者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产品的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即 

PX=MCY           PY=MCY 

于是 MRT
CD

XY = PX / PY 

而同时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条件为：MRS
AB
XY = PX / PY 

所以有 MRT
CD

XY= MRS
AB

XY 

即在完全竞争经济中，产品（进而商品）的均衡价格实现了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社会福利函数 

1)社会福利函数 

给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一点 B，可以得到一点 e满足帕累托最优的三个条件。再由 e得到一对

最优效用水平组合（U
e
A，U

e
B）。遍取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每一点，可以得到相应的最优效用水平组

合的集合，最优效用水平组合的几何表示就是效用可能性曲线。 

社会福利函数是社会所有个人的效用水平的函数。在两人社会中它可以写成： 

W=W（UA，UB） 

由社会福利函数可以得到社会无差异曲线。社会无差异曲线与效用可能性曲线的切点代表了可

能得到的最大社会福利。 

但是，在非独裁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有适用于所有个人偏好类型的社会福利函数。这就是所

谓的阿罗不可能定理。 

2）阿罗不可能定理 

（1）．给定偏好状态 

阿罗不可能定理 Arrow，Kenneth Joseph (美)1972.  

在有众多的个人偏好中，缺乏基本的传递规则，故不可能得到由个人偏好次序形成的社会偏好

次序。能够存在的从个人偏好得到的社会偏好次序有：独裁规则代替大多数的规则；所有人的偏好

一致；。政府的偏好与投票规则(即按大多数人的意见)相结合。 

假定：a，b，c三人，x，y，z三种状态（偏好，比如增加税率、不变、降低税率） 

a的偏好：x > y > z 

b的偏好：y > z > x 

c的偏好：z > x >y 

（2）．投票表决 

对 y与 z投票 对 x与 z投票 对 x与 y投票 

a投 y a投 x a投 x 

b投 y b投 z b投 y 

c投 z c投 z c投 x 

y > z 通过 z > x 通过 x > y 通过 

以上的结果表明：x > y， y > z， z > x 这样的结果显然是矛盾的 

所以阿罗认为：福利是不可度量的 

学习目标： 

1.了解一般均衡理论 

2.了解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帕累托最优态、最大社会福利及其条件。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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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别帕累托标准和帕累托最优状态。 

2．简述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状态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后改变配置之间的关系。 

3．为什么说交换契约曲线和生产效率曲线分别代表两种商品在两个消费者之间最优分配的组

合，和两种要素在两个生产者之间最优分配的组合？ 

4．简述阿罗不可能定理。 

知识单元 10：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市场失灵 

在某些情况下，指市场机制会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即无效率的结果，这就是市场失灵。换句话说，

市场失灵是自由的市场均衡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情况。导致市场失灵的情况包括：垄断，外部影响，

公共物品，不完全信息等。 

垄断 

西方学者认为，在垄断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产量上，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因此，存在有帕累托改

进的余地，即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因此，必须对垄断厂商的价格和产量进行管制。在管制中，决定垄断价格的原则之一是：“对

公道的价值给予一个公道的报酬”。 

政府对垄断的更加强烈的反应是制定反垄断法或反托拉斯法。 

外部影响 

由厂商某种经济行为的个别成本与个别收益与其所引起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别所

引起的经济现象。 

（1）正外部性（如：教育） 

（2）负外部性（如：污染） 

在本章以前的论述中，西方学者的假设是：公共的效益和成本与私人的效益和成本是相一致的。 

由于外部经济效果和负效果，私人和社会的收益和成本并不一致。例如，教育的社会收益大于

私人收益。而工厂的污染则使生产的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 

因此，国家必须用津贴来鼓励那些具有外部经济效果的行业，如教育与卫生，用税收来消除那

些具有外部经济负效果的行业所待来的不良影响。此外，国家还可以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方法来改

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 

科斯定理可以表述如下：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其交易成本为 0或很小，则无论在开始时

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但是，在实际中运用科斯定理来解决外部影

响问题并不一定真的有效。这是因为，有些资产的财产权并不总是能够明确的加以规定，而已经明

确的财产权并不总是能够转让的。此外，即使通过市场转让也未必能达到有效率的结果。 

公共产品 

不具备消费的竞争性的产品，称为公共物品。比如说道路、军队、警察等。 

由于非竞争性的存在，每个人从非竞争性物品中所得到的效用远少于他为此而支付的代价，从

而都想作一个“免费乘车者”。这样，政府必须承担制造“公共物品”的职能。 

把所有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曲线从垂直方向而不是从水平方向相加，即得到对公共物品的市

场需求曲线。 

判断公共物品是否值得生产的方法之一是“成本—收益分析”。 

除了非竞争性之外，如果同时还具备消费的非排他性，即无法排除一些人“不支付也消费”，

则这类公共物品又被称为纯公共物品。否则称为非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 

同时具备消费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物品称为私人物品，市场机制只有在私人物品的场合才真正

起作用，才有效率。 

政府提供的物品并不都是公共物品，政府也提供私人物品，如邮政。 

不完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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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失灵的第四个重要原因是不完全信息（最常见的说法是来自二手汽车市场）。 

由于认识能力的限制，经济主体不可能具有充分的信息。此外，由于信息本身的特点，市场机

制也无法生产足够的信息并有效地配置它们。 

信息不完全带来许多问题。当商品存在质量上的差别，而消费者对此缺乏足够的了解时，价格

就成了判断商品质量的一个指示器。商品的平均质量将随其价格水平的上升而上升。在这种情况下，

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曲线是向后弯曲的。当向右上方倾斜的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向右上方倾斜部分

相交时，便出现了市场失灵：此时最优价格高于供求均衡价格，它所决定的产量从社会的观点来看

是不足的。 

学习目标： 

1．了解造成市场失灵的垄断、外部影响、公共产品、不完全信息等原因。 

2．学习和研究减缓市场失灵的微观经济政策。 

作业： 

理解下列名词: 

市场失灵 外部经济 外部不经济 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 信息不完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引论 4  

2 需求和供给理论 1 4  

3 需求和供给理论 2 4  

4 效用论 1 4  

5 效用论 2 4  

6 生产论与成本论 4  

7 完全竞争市场 4  

8 不完全竞争市场 4  

9 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需求方面 4  

10 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 4  

11 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 4  

12 复习与习题讲解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经济学原理二、中级微观经济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经济学十大原理、供求规律、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

场、要素市场与收入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市场失灵与政府行为。 

难点：价格机制、经济人和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标、市场与政府的行为边界、平等与效率、数学

方法的初步运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 

2．案例讨论。 

3. 自主选题发言。 

教学手段： 

1.PPT教学课件。 

2．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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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外阅读材料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大班授课，无实验教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教师提供本课程“课外阅读”、“参考书目”数十万字，用于课下学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思考题，部分作业上交并评分作为平时成绩。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优秀、经典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也是多数高校通用的考研指定用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二) 推荐参考书 

16.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17.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1972年版。 

18. 纳德·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 1990年版。 

19. 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年版。 

20. 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1991年版。 

21. 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 1989年版。 

22.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 1992年版。 

23. 罗纳德·科斯，阿门·阿尔钦和道格拉斯·诺思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
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格致出版社，2014年。 

24. 阿尔弗雷德·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25. 保罗，A.萨缪尔逊，威廉； D 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年第十六版

中文版。 

26. 宋承先著，《现代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27. 王秋石主编，《微观经济学原理》，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1年版。 

28. 蔡继明主编，《微观经济学》，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29. 斯蒂格利茨著，《经济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30. 黎诣远主编，《西方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31. 范里安著《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32. 曼昆 著，梁小民、梁硕译，《经济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文版 

执笔：邓达  审稿：张弛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2月 31日 

 

经济学原理（二）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acro-part ) 

课程号：3060103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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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面向经济学方向一年级学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系统地向学生介绍凯恩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并辅之以宏观

经济理论主要流派的代表性争论。2、以宏观总供求分析为基础，同时考虑经济增长方式转换、

中国宏调体系特点等因素，对需求管理政策和供给管理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进行

深入学习。3、从抑制短期经济波动和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相结合，实现内部充分就业和外

部国际收支平衡相结合的角度，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宏观经济运行复杂性。4、结合当今国际

形势与中国国情，帮助学生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本课程利用多媒体的技术，将宏观经济学分析中必备的公式、模型、图表、案例等内容直观、

生动地展现在课堂中，并通过分析宏观经济现象和典型案例剖析，让学生充分领略研究宏观经济的

重要意义，旨在为其他经济类应用课程打好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宏观经济学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经济理论的演进与经济层次的划分 

2．宏观经济学的概念及研究范围 

3．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变量和常用概念 

4．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历史透视 

5．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部分关键问题 

6．对宏观经济学的基本认识——基于宏微观经济的对比 

7．宏观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
 

学习目标： 

1．了解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的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和主要任务上的差别。 

2．理解存量与流量、均衡与出清的概念。 

3．掌握宏观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区别与联系。 

作业： 

1、简述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2、为什么对一些看似对微观经济成立的命题，在宏观经济领域则不再发挥作用？ 

知识单元 2：宏观经济的基本指标及其衡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描述宏观经济的三个维度 

2．基本总产量指标——GDP 

3．GDP核算的三种方法 

4．与 GDP相关的其他总量指标 

5．国民收入的基本公式 

6．名义 GDP和实际 GDP 

学习目标： 

1．掌握收入核算的基本原理和三种核算方法。 

2．理解 GDP的概念、指标优点及缺陷。 

3．掌握国民收入账户的其他总量与 GDP的关系。 

4．掌握国民收入构成的基本公式。 

5．理解名义 GDP与实际 GDP的关系。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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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述测度宏观经济波动状况的三个维度。 

2、宏观经济统计核算中为什么不使用数量指标而采用价值指标？ 

3、简述国民收入账户建立的基本理念和会计框架。 

4、如何评价中国的宏观赋税水平？ 

5、为什么要区分不同的价格指数？ 

知识单元 3：国民收入的决定：均衡产出和宏观消费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简单经济关系的假设 

2．总支出和均衡产出 

3．宏观非均衡的调节机制 

4．凯恩斯的消费理论 

5．其他消费理论 

学习目标： 

1．掌握凯恩斯短期消费函数。 

2．掌握其他消费理论的主要内容与模型。 

作业： 

1、简述下列概念 

均衡产出    消费函数   平均消费倾向   边际消费倾向   储蓄函数  平均储蓄倾向 

边际储蓄倾向   社会消费函数    

2、简述凯恩斯的绝对收入消费理论、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

消费理论和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 

3、简述宏观经济短期波动的产量调节机制。 

知识单元 4：国民收入的决定：NI-AE模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两部门经济中的国民收入的决定和变动 

2．三部门经济中的国民收入的决定 

3．四部门经济中的国民收入的决定 

4．非均衡的调整过程 

5．乘数原理  

学习目标： 

1．掌握从两部门到四部门国民收入的决定及变动分析。 

2．理解乘数的概念及其作用机制。 

1、简述下列概念 

投资乘数   政府支出乘数   税收乘数   政府转移支付乘数   平衡预算乘数 

2、写出两部门、三部门含定量税的均衡国民收入公式，写出含定量税的投资乘数、政府购买

乘数、政府转移支付乘数、税收乘数和平衡预算乘数公式。 

3、简述乘数发挥作用的条件和机制过程。 

4、乘数可以用哪三种方法加以表达？ 

知识单元 5：国民收入的决定：IS模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投资的决定 

2．基本投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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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S曲线 

4．IS曲线的特殊形状和 IS曲线外的非均衡
*
 

学习目标： 

1．理解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国民收入的决定过程与简单国民收入的决定的区别。 

2．可使用代数的方法和几何的方法推导 IS曲线。 

3．掌握 IS曲线的经济含义及影响 IS曲线变化（斜率及位置）的因素（三部门变动税制及四

部分除外）。 

4．掌握 IS曲线的特殊形状及非均衡的调整。 

作业： 

1、什么是投资需求函数？ 

2、IS的定义、特征和移动因素各有哪些？ 

3、为什么会出现 IS曲线的极端情况？ 

4、如何理解 IS曲线以外的产品市场局部非均衡状态？其调整过程如何？ 

知识单元 6：国民收入的决定：LM模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凯恩斯的货币理论 

2．流动偏好陷阱 

3．利率决定于货币的供求 

4．LM曲线 

5．LM曲线的特殊形状和 LM曲线外的非均衡
*
 

6．两个市场同时均衡的利率和收入：IS-LM模型 

7．凯恩斯的三大心理规律和简明结论 

学习目标： 

1．理解凯恩斯有关利率的决定的观点。 

2．学习货币需求函数的不同组成部分。 

3．使用代数的方法和几何的方法推导 LM曲线。 

4．掌握 LM曲线的经济含义及影响 LM曲线变化（斜率及位置）的因素。 

5．掌握 IS-LM模型的含义及非均衡调整过程。 

6．理解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作业： 

1、什么是货币需求函数？ 

2、利率如何在金融市场上被决定？ 

3、LM的定义、特征和移动因素各有哪些？ 

4、为什么会出现 LM曲线的极端情况？ 

5、如何理解 LM曲线以外的产品市场局部非均衡状态？其调整过程如何？ 

6、试述 IS-LM曲线以外的非均衡的动态调整过程。 

知识单元 7：国民收入的决定：AD模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总供求分析的假定前提 

2．总需求的概念 

3．总需求函数：斜率及位置 

4．推导总需求曲线的三种方法 

5．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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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掌握以 IS—LM和总需求管理为理论基础建立 AD曲线。 

2．理解总需求曲线的位置取决于一定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3．掌握影响总需求曲线斜率的因素。 

作业： 

1、简述总需求曲线的定义及理论来源。 

2、简述总需求曲线形成的若干方法。 

3、为什么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是短期内主要旨在影响总需求的需求管理政策？ 

知识单元 8：国民收入的决定：AS模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总供给的定义 

2．宏观生产函数 

3．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水平决定 

4．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 

5．古典的总供给曲线 

6．凯恩斯的总供给曲线 

7．常规的总供给曲线 

8．AS-AD模型对现实经济的解释 

学习目标： 

1．学习以生产函数和劳动市场理论为基础建立的 AS曲线。 

2．掌握总供求的分析方法并理解关于总供给曲线的争论。 

作业： 

1、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家关于总供给曲线的形状争议最大？ 

2、古典供给曲线垂直的原因是什么？此时什么样的机制能够确保劳动力充分就业？ 

3、货币中性理论的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9：短期经济波动；失业与奥肯定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失业的定义 

2．失业率 

3．失业的种类 

4．奥肯定律 

5．失业的原因解释 

学习目标： 

1．掌握失业的概念。 

2．学习失业率的计算公式。 

3．理解自然失业率的涵义。 

4．理解奥肯定律。 

5．理解失业的原因。 

作业： 

1、失业的分类和自然失业率。 

2、失业的影响和奥肯定律。 

3、有哪些原因导致失业的发生？ 

4、统计失业数据的时候通常存在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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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治理失业的具体政策手段有哪些？ 

知识单元 10：短期经济波动：通货膨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通货膨胀的概念 

2．通胀率的数学表达 

3．通胀的货币数量论分析 

4．通货膨胀的分类 

5．通货膨胀的原因 

6．通货膨胀的效应及治理 

7．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关系 

学习目标： 

1．理解通货膨胀的概念、原因、类型和影响。 

2．掌握总供求的分析方法并理解总供给曲线的争论。 

3．掌握通过奥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线研究短期总供给和价格水平的基本思路。 

作业： 

1、通货膨胀的类型和原因。 

2、菲利普斯曲线的政策含义。 

3、为什么会出现长期和短期不同的菲利普斯曲线？ 

知识单元 11：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宏观经济政策的含义及目标 

2．财政政策的含义 

3．自动稳定器 

4．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5．财政政策的效果分析 

6．凯恩斯主义的极端情况 

7．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与效果的决定因素
*
 

学习目标： 

1．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体系。 

2．理解挤出效应的涵义。 

3．理解财政的优势与缺陷。 

4．学习影响财政政策效果大小的因素。 

5．理解凯恩斯极端的政策含义。 

作业： 

1、什么是自动稳定器？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功能如何发挥？ 

2、挤出效应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3、为什么说凯恩斯极端情况下财政政策充分有效，货币政策完全无效？ 

4、简述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与效果的决定因素。 

知识单元 12：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现代商业银行体系 

2．货币政策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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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货币政策创造过程 

4．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 

5．货币政策的问题与缺陷 

6．货币政策的效果分析 

7．古典主义的极端情况 

8．两种政策的混合使用 

学习目标： 

1．理解现代商业银行的运作体系。 

2．理解货币政策效应与 IS、LM曲线斜率的关系。 

3．掌握货币创造乘数的概念。 

4．理解货币政策的优势与缺陷（与财政政策对比分析）。 

作业： 

1、什么是高能货币？ 

2、什么是古典主义的极端情况？ 

3、简述货币创造的过程。 

4、试述货币政策的三大工具的特点以及三者之间的异同。 

5、如何针对不同的经济情况配合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6、试分析与评价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 

知识单元 13：开放条件下的短期经济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开放经济的含义 

2．主要贸易理论 

3．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 

4．净出口函数 

5．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关键假设 

6．开放经济的 IS
*
曲线 

7．货币市场与 LM
*
曲线 

8．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9．开放条件下不同汇率制度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学习目标： 

1．了理解开放宏观经济的条件。 

2．掌握主要贸易理论的基本观点。 

3．理解汇率以及不同类型的概念。 

4．学习净出口函数。 

5．掌握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关键假设。 

6．理解开放条件下的 IS*-LM*模型。 

7．掌握利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进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分析。 

作业： 

1、什么是开放经济和开放度？ 

2、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说、李嘉图相对成本说的主要论点。 

3、赫克歇尔定理、规模经济论的主要论点。 

4、影响汇率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5、完全资本流动的含义是什么？小国模型和大国模型中，资本完全流动带来的结果有何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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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资本完全流动的小国开放经济中，为什么国内利率水平与国际利率水平总能保持一

致？ 

7、利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考察固定汇率制度下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 

8、利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考察浮动汇率制度下紧缩性财政政策的影响。 

知识单元 14：经济增长：核算、模型与政策含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民收入长期趋势和经济波动 

2．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3．增长的核算 

4．增长核算方程 

5．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6．哈罗德模型 

7．多马模型 

8．新古典增长理论 

9．应用新古典增长模型 

10．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学习目标： 

1．掌握索洛余量的概念。 

2．理解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3．掌握关于增长因素分析的主要观点。 

4．学习哈罗德-多马模型。 

5．掌握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分析思路。 

6．理解稳态及其条件。 

作业： 

1、说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2、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 

3、试述经济增长受到影响的因素。 

4、什么是资本的黄金分割率？ 

5、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储蓄率变动、人口增加对经济有哪些影响？ 

6、推导某一时期总产量、人均产量和人口这三者的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7、简述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选择。 

知识单元 15：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2．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3．卢卡斯总供给函数
*
 

4．新古典宏观经济模型的政策含义 

5．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及特征 

学习目标： 

1．掌握货币学派的沿革演进及观点。 

2．推导卢卡斯总供给曲线。 

3．理解新凯恩斯主义对经济波动的解释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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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述货币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 

2、简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假设条件？ 

3、如何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 

知识单元 16：西方经济学与中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 

2．08年金融危机与我国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问题 

3．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学习目标： 

1．理解西方经济学科学性的局限和争议。 

2．理解当前国内宏观经济研究的主要领域及观点。 

作业： 

1、你认为西方经济学是科学吗，为什么？ 

2、应用西方经济学时应考虑哪些特殊国情？ 

3、为什么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可能带来什么
问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宏观经济学导论 3  

2 宏观经济的基本指标及其衡量 3  

3 国民收入的决定：均衡产出和宏观消费理论 3  

4 国民收入的决定：NI-AE模型 3  

5 国民收入的决定：IS模型 3  

6 国民收入的决定：LM模型 3  

7 国民收入的决定：AD模型 3  

8 国民收入的决定：AS模型 3  

9 短期经济波动：失业与奥肯定律 3  

10 短期经济波动：通货膨胀 3  

11 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 3  

12 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 3  

13 开放条件下的短期经济 3  

14 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分析和政策含义 3  

15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3  

16 西方经济学与中国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经济学原理（一）》、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是经济学专业其他应用类课程的基础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指标体系、国民收入的决定与均衡、总供求分析、现代西方主要经

济学流派及代表观点、失业与通货膨胀问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工具和作用机制、汇率与国际

收支平衡、主要经济周期理论、主要经济增长理论等。 

难点：市场与政府的行为边界、事前均衡与事后核算、IS-LM（-BP）模型、AS-AD 模型、（开

放条件下的）政策的有效性及问题、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分析、宏观经济的传导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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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案例讨论。 

3．自主选题发言。 

教学手段： 

1．PPT教学课件。 

2．案例分析读本。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大班授课，无实验教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可利用多媒体课件作为辅助，阅读课堂推荐的课外材料、参与教师举办的专题研讨活动以

及创新项目训练等形式，提升学习效果。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思考题。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使用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高鸿业编著《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7 月第 6 版（普通

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曼昆，《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3月第 5版. 

2.杰佛里·萨克斯，菲利普·拉雷恩，《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4年 6月版。 

3.保罗•萨缪尔森、威廉姆•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双语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年

版。 

4.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 

5.多恩布什，费希尔，《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7.K·卡什伯特勋，《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争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8.M·弗里德曼等著、高榕译，《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结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年

版。 

9.P·C·罗伯茨著、杨鲁军等译，《供应学派革命》，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版。 

10.斯诺登，《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1.苏剑，《宏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2.戴维·罗默，《高级宏观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张延，《中级宏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执笔：张弛  审稿：黄立君    审定：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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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英语双语)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课程号：306010333 

一、课程教学目标： 

国际经济学作为一种与世界经济现象密不可分的分析方法，并非仅局限于关于抽象模型的抽象

理论，因此，本课程强调概念及其应用，是经济学、金融学与管理学专业学生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讲授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进展。使学生理解基础概念的内涵、

国际经济运行的基本机理和国际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拓宽学生对前沿理论的了解，增强学

生对经济学理论的认知和兴趣。 

2、通过讲述理论在分析有关国际经济现象和问题中的应用，向学生展示理解变化中的世界经

济和分析国际经济政策领域实际问题的基础和前沿分析范式，增强学生应用理论工具分析经济问题

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夯实学生的国际经济学基础，提高对理论的认知和方法的掌握，增强学生应

用理论分析框架研究世界经济问题的实践能力。课程教学紧密结合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发展，随着知

识体系的演进而不断更新。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共 48学时） 

知识单元 1：世界贸易概述 

Unit 1 Introduction of World Trade 
Study Objectives学习目标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know what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s about,  
2. understand the basic theme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 know the logic of the trade pattern and the gravity model 
4. understand the trends of changing pattern of world trade. 
Contents 学习内容 
1. Basic ideas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 An over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l the intu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l a glance over key events that shape ou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l data demonstrating the growth in trade and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mes 
l the gains from trade, patterns of trade, effects of government policies on trade; 
l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exchange rate determination, the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4. A glance over the motives for and implications of pattern of trade between countries 
5.  The observations on the pattern of world trade 
l distance matters: countries tend to trade with nearby economies 
l size matters: trade is proportional to country size 
6. The gravity model: an empirical model considering the pattern of world trade. 
7. The way trade has evolved over time: living in a becoming “smaller” world 
l the great waves of globalization; 
l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rade; 
l service outsourcing (or offshoring) 
Course hours and the time allocation学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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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1 0.6  0.3 3 

Homework作业 
1. Key Terms 
the gains from trade, the pattern of trade, Protectionism,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exchange rate determination, the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developing countries, gravity model,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  
service offshoring (service outsourcing), third world, trade agreement.  
2. Discussion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3. Problems. 
(1) Using the gravity model to explain the following three questions. 
a) Canada and Australia are (mainly)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with populations that are not too 

different in size (Canada’s is 60 percent larger). But Canadian trade is twice as large, relative to GDP, as 
Australia’s. Why should this be the case? 

b) Mexico and Brazil have very different trading patterns. While Mexico trades main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razil trades about equal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In addition, 
Mexico does much more trade relative to its GDP. Explain these differences using the gravity model. 

c)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East Asian economies have increased their share of world GDP. 
Similarly, intra–East Asian trade—that is, trade among East Asian nations—has grown as a share of world 
trade. More than that, East Asian countries do an increasing share of their trade with each other. 

(2) Looking at world trade as a whole, economists have found that an equation of the following form 
predicts the volume of trade between any two countries fairly accurately, 

Tij= A × Yi × Yj / Dij          (2-1) 
where A is a constant term, Tij is the value of trade between country i and country j, Yi is country i’s 

GDP, Yj is country j’s GDP, and Dij i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conomists often estimate a 
somewhat more general gravity model of the following form: 

Tij= A ×Yi
a ×Yj

b / Dij
c
          (2-2) 

This equation says that the three things that determine the volume of trade between two countries are 
the size of the two countries’ GDPs and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countries, without specifically assuming 
that trade is proportional to the product of the two GDPs and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distance. Instead, a, 
b and c are chosen to fit the actual data as closely as possible. If a, b and c were all equal to 1, Equation 
(2-2) would be the same as Equation (2-1). 

Equation (2.1) says that trade between any two countries is proportional to the product of their GDPs. 
Does this mean that if the GDP of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doubled, world trade would quadruple? 
知识单元 2：劳动生产率和比较优势：李嘉图模型 

Unit 2 Labor Productivity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 Ricardian Model 
Study Objectives 学习目标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know the concept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2. use the Ricardian model 
3. understand the gains from trade,  
Contents 学习内容 
1. Theories of why trade occ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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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Differences across countries 
i. The Ricardian model examines differences in the productivity of labor (due to differences in 

technology) between countries. 
ii.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examines differences in labor, labor skills, physical capital, land, or 

other factors of production between countries. 
l Economies of scale (larger scale of production is more efficient) 
2. Opportunity Cost,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rade 
l A simple example  
l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producing something measures the cost of not being able to produce 

something else with the resources used. 
l A country ha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producing a good if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producing 

that good is lower in the country than in other countries.  
l When countries specialize in production in which they have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more 

goods and services can be produced and consumed.  
3. A one-factor Ricardian model 
l Assumptions  

i. Labor is the only factor of production. 
ii. Labor productivity varies across countries due to differences in technology, but labor productivity 

in each country is constant. 
iii. The supply of labor in each country is constant. 
iv. Two goods. 
v. Competition allows workers to be paid a “competitive” wage equal to the value of what they 

produce, and allows them to work in the industry that pays the highest wage. 
vi. Two countries: home and foreign. 
l A unit labor requirement  

i. indicates the constant number of hours of labor required to produce one unit of output. 
ii. A high unit labor requirement means low labor productivity. 
l Production, Prices, and Wages 

i. 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frontier (PPF) of an economy shows the maximum amount of a goods 
that can be produced for a fixed amount of resources. 

ii.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a goods 
iii. Relative Prices, Wages, and Supply 
l Trade in the Ricardian Model 

i. A country can be more efficient in producing both goods, but it will have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only one good. 

ii. Even if a country is the most (or least) efficient producer of all goods, it still can benefit from 
trade. 

l Relative Supply and Relative Demand 
i. To see how all countries can benefit from trade, need to find relative prices when trade exists. 

ii. World relative supply is a step function. 
4. Gains from trade 
l come from specializing in the type of production which uses resources most efficiently, and using 

the income generated from that production to buy the goods and services that countries desire. 
l Specialization 

i. “using resources most efficiently” means producing a good in which a country has a compa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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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 
ii. With trade, a country can specialize its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for the mix of goods that it 

wants to consume. 
l Consumption possibilities 

i. With trade, consumption in each country is expanded because world production is expanded 
when each country specializes in producing the good in which it ha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l A Numerical Example 
5. Wages and trade 
l Relative Wages 

i. are the wages of the home country relative to the wages in the foreign country. 
ii. Productivity (technological) differences determine relative wage differences across countries. 

iii. Relative wages cause Home to have a cost advantage in only one goods and Foreign to have a 
cost advantage in another goods. 

l Productivity and Wages 
6. Misconceptions about comparative advantage 
7. Comparative Advantage With Many Goods 
8. Transportation costs and non-traded goods 
9. Empirical evidence 
l The main implications of the Ricardian model are well supported by empirical evidence 

i.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i. comparative advantage (not absolute advantage) matters for trade 

Course hours and the time allocation学时分配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2 0.6  0.2 3 

Homework作业 
1. Key Terms 
absolute advantage, comparative advantage, derived demand,   
gains from trade,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nontraded goods,  
opportunity cost, partial equilibrium analysis, pauper labor argument,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relative demand curve, relative supply curve,  
relative wage, Ricardian model, unit labor requirement,  
2. Problems 
(1) Country 1 has 1,000 units of labor available. It can produce two goods, cloth and wine. The unit 

labor requirement in cloth production is 3, while in wine production it is 2. 
a) Graph Country 1’s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b) What is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wine in terms of cloth? 
c) In the absence of trade, what would the price of wine in terms of cloth be? Why? 
(2) Country 1 is as described in problem (1). There is now also another country, country 2, with a 

labor force of 600. Country 2’s unit labor requirement in cloth production is 4, while in wine production it 
is 1. 

a) Graph country 2’s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b) Construct the world relative supply curve. 
(3) Now suppose world relative demand takes the following form: Demand for cloth/demand for 

wine = price of wine/price of cloth. 
a) Graph the relative demand curve along with the relative supply cu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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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What is the equilibrium relative price of wine? 
c) Describe the pattern of trade. 
d) Show that both countries’ gain from trade. 

知识单元 3：特定要素和收入分布 

Unit 3 Specific Factor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Study Objectives 学习目标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know the concept of specific factors, 
2. use the specific factors on the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3.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within a country. 
Contents 学习内容 
1. Main reaso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ffect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within a country 
l Resources cannot move immediately or costlessly from one industry to another. 
l Industries differ in the factors of production they demand. 
2. The Specific Factors 
3.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Specific Factors Model 
l allows trade to affect income distribution. 
l Assumptions: 

i. Two goods, cloth and food 
ii. Three factors of production: labor(L), capital (K) and land (T). Land and capital are both specific 

factors used only in the production of one good. 
iii. Perfect competition prevails in all markets. 
iv.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 Possibilities. 
l Prices, Wages, and Labor Allocation 

i. Demand for labor 
ii. Relative Pric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ii. Trade and Relative Prices 
4.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he Gains from Trade 
5.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l Trade and Unemployment 
l Movements in Factors of Production 
6. International Labor Mobility 
l Wages do not actually equalize, due to barriers to migration such as policies restricting 

immigration and natural reluctance to move. 
l Labor migration increases world output. 
l Income distribution by flows of workers. 
l Migration moved the world toward more equalized wages. 
l Case: Immigration and the U.S. Economy 
Course hours and the time allocation学时分配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2 0.6  0.2 3 

Homework作业 
1. Key Terms 
budget constraint, diminishing returns, 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  
mobile factor, production function,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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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fic factor, specific factors model, U.S. 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 program,  
2. Problems 
(1) In 1986, the price of oil on world markets dropped sharply.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is an 

oil-importing country, this was widely regarded as good for the U.S. economy. Yet in Texas and Louisiana, 
1986 was a year of economic decline. Why? 

(2) An economy can produce good 1 using labor and capital and good 2 using labor and land. The 
total supply of labor is 100 units. Given the supply of capital, the outputs of the two goods depend on 
labor input as follows: 

Labor Input to Good 1 Output of Good 1 Labor Input to Good 2 Output of Good 2 
0 0.0 0 0.0 
10 25.1 10 39.8 
20 38.1 20 52.5 
30 48.6 30 61.8 
40 57.7 40 69.3 
50 66.0 50 75.8 
60 73.6 60 81.5 
70 80.7 70 86.7 
80 87.4 80 91.4 
90 93.9 90 95.9 
100 100 100 100 

a) Graph the production functions for good 1 and good 2. 
b) Graph the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Why is it curved? 
(3) 3. The 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 curves corresponding to the production functions in problem (2) 

are as follows: 
Workers Employed MPL in Sector 1 MPL in Sector 2 

10 15.1 15.9 
20 11.4 10.5 
30 10.0 8.2 
40 8.7 6.9 
50 7.8 6.0 
60 7.4 5.4 
70 6.9 5.0 
80 6.6 4.6 
90 6.3 4.3 
100 6.0 4.0 

a) Suppose that the price of good 2 relative to that of good 1 is 2. Determine graphically the wage 
rate and the allocation of labor between the two sectors. 

b) Using the graph drawn for problem 2, determine the output of each sector. Then confirm 
graphically that the slope of the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at that point equals the relative price. 

c) Suppose that the relative price of good 2 falls to 1.3. Repeat (a) and (b). 
d) Calculate the effects of the price change from 2 to 1.3 on the income of the specific factors in 

sectors 1 and 2. 
知识单元 4：资源与贸易：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Unit 4 Resources and Trade: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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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bjectives 学习目标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understand 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under different factor proportions,  
2. use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3.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4.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f trade o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between owners of different factors. 
Contents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of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l The Heckscher-Ohlin theory argues that trade occurs due to differences in labor, labor skills, 

physical capital, capital, or other factors of production across countries.  
2. Assumptions of Two Factor Heckscher-Ohlin Model  
l Two goods,  
l Two factors of production: labor and capital. 

i. The mix of labor and capital used varies across goods. 
ii. The supply of labor and capital in each country is constant and varies across countries. 

iii. In the long run, both labor and capital can move across sectors, equalizing their returns (wage and 
rental rate) across sectors. 

3. 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l With more than one factor of production, the opportunity cost in production is no longer constant 

and the PPF is no longer a straight line.  
l 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are influenced by both capital and labor. 
4. Changing the mix of inputs 
l Producers may choose different amounts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used to make cloth or food. 
l Their choice depends on the wage, w, paid to labor and the rental rate, r, paid when renting 

capital. 
5. Factor Prices and Goods Prices 
l In competitive markets, the price of a good should equal its cost of production, which depends on 

the factor prices. 
l How changes in the wage and rent affect the cost of producing a good depends on the mix of 

factors used. 
l Stolper-Samuelson theorem: If the relative price of a good increases, then the real wage or rental 

rate of the factor used intensively in the production of that good increases, while the real wage or rental 
rate of the other factor decreases. 

l Any change in the relative price of goods alters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6. Resources and Output  
l An economy with a high ratio of labor to capital produces a high output of cloth relative to food. 
7. Trade in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l The countries are assumed to have the same technology and the same tastes. 
l Like the Ricardian model,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predicts a convergence of relative prices 

with trade. 
l Relative prices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l Heckscher-Ohlin theorem: An economy ha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producing, and thus will 

export, goods that are relatively intensive in using its relatively abundant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will 
import goods that are relatively intensive in using its relatively scarce factors of production. 

8. 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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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Unlike the Ricardian model,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predicts that factor prices will be 
equalized among countries that trade. 

l Free trade equalizes relative output prices. 
l Due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output prices and factor prices, factor prices are also equalized.  
l Trade increases the demand of goods produced by relatively abundant factors, indirectly 

increasing the demand of these factors, raising the prices of the relatively abundant factors. 
9. Trad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l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predicts that owners of relatively abundant factors will gain from 

trade and owners of relatively scarce factors will lose from trade. But little evidence supporting this 
prediction exists. 

l It would be better to compensate the losers from trade (or any economic change) than prohibit 
trade. 

l There is a political bias in trade politics: potential losers from trade are better politically 
organized than the winners from trade. 

10. Empirical evidence 
l Tests on US data: Leontief paradox. 
l Tests on global data 
Course hours and the time allocation学时分配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4.2 1.2  0.6 6 

Homework作业 
1. Key Terms 
abundant factor, biased expansion of 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equalization of factor prices, factor 

abundance, factor intensity, factor prices,  
factor-proportions theory, Heckscher-Ohlin theory, Leontief paradox,  
scarce factor, 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2. Problems. 
(1)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land is cheap, the ratio of land to labor used in cattle raising is higher 

than that of land used in wheat growing. But in more crowded countries, where land is expensive and 
labor is cheap, it is common to raise cows by using less land and more labor than Americans use to grow 
wheat. Can we still say that raising cattle is land-intensive compared with farming wheat? Why or why 
not? 

(2) The world’s poorest countries cannot find anything to export. There is no resource that is 
abundant—certainly not capital or land, and in small poor nations not even labor is abundant.” Discuss. 
知识单元 5：标准贸易模型 

Unit 5 The Standard Trade Model 
Study Objectives 学习目标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review the traditional trade models,  
2. understand the standard trade model, 
3. understand relative supply and demand 
4. understand basic pattern of the welfare effects of trade and their policy implication. 
Contents 学习内容 
1. The Standard Trad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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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s a general model that includes Ricardian, specific factors, and Heckscher-Ohlin models as 
special cases. 

2. Relative Supply and Demand 
l 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l Relative prices and relative supply 
l Indifference curves 
l Consumption choice 
l Relative prices and relative demand 
3. The Welfare Effects of Changes in the Terms of Trade 
l The terms of trade refers to the price of exports relative to the price of imports. 
l A decline in the terms of trade decreases a country’s welfare. 
l Determining Relative Prices 
4.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Growth 
l Growth is usually biased: it occurs in one sector more than others, causing relative supply to 

change. 
l Biased growth and the resulting change in relative supply causes a change in the terms of trade. 
l Export-biased growth and Import-biased growth 
l The effects of the growth in Asia on the welfare of high-income countries 
5. Import Tariffs and Export Subsidies 
l simultaneous shifts in relative supply and demand, influence the terms of trade and therefore 

national welfare and drive a wedge between prices in world markets and prices in domestic markets. 
l Relative Price and Supply Effects of a Tariff 
l Effects of an Export Subsidy 
l Implications of Terms of Trade Effects: Who Gains and Who Loses? 
6. International Borrowing and Lending 
l Home exports current consumption and imports future consumption. 
l Home lends to Foreign by consuming less than it produces now. 
l Foreign pays back the loan by consuming less than it produces in the future. 
l When international borrowing and lending are allowed, the relative price of future consumption 

– and thus the world real interest rate - is determined by the intersection of world relative demand and 
world relative supply. 

Course hours and the time allocation学时分配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8 0.8  0.4 4 

Homework作业 
1. Key Terms 
biased growth, export-biased growth, export subsidy, external price,  
immiserizing growth, import-biased growth, import tariff, terms of trade, 
indifference curves, internal price, intertemporal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intertemporal trade, isovalue lines, real interest rate, standard trade model,  
2. Problems. 
(1) Assume that Norway and Sweden trade with each other, with Norway exporting fish to Sweden, 

and Sweden exporting Volvos (automobiles) to Norway. Illustrate the gains from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using the standard trade model, assuming first that tastes for the goods are the same in both 
countries, but that the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s differ: Norway has a long coast that border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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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 Atlantic, making it relatively more productive in fishing. Sweden has a greater endowment of capital, 
making it relatively more productive in automobiles. 

(2) The counterpart to immobile factors on the supply side would be lack of substitution on the 
demand side. Imagine an economy where consumers always buy goods in rigid proportions—for example, 
one yard of cloth for every pound of food—regardless of the prices of the two goods. Show that an 
improvement in the terms of trade benefits this economy as well. 

(3) Japan primarily exports manufactured goods, while importing raw materials such as food and oil. 
Analyze the impact on Japan’s terms of trade of the following events: 

a) A war in the Middle East disrupts oil supply. 
b) Korea develops the ability to produce automobiles that it can sell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 U.S. engineers develop a fusion reactor that replaces fossil fuel electricity plants. 
d) A harvest failure in Russia. 
e) A reduction in Japan’s tariffs on imported beef and citrus fruit. 

知识单元 6：外部规模经济和生产的国际区位 

Unit 6 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he International Location of Production 
Study Objectives 学习目标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know the concepts of 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2. understand economies of scale and market structure 
3. understand relation between trade and location 
Contents 学习内容 
1.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or economies of scale 
2. Economies of Scale and Market Structure 
l 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occur when cost per unit of output depends on the size of the 

industry. 
l In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occur when the cost per unit of output depends on the size of a firm. 
l Different implications for the structure of industries 
3. The Theory of External Economies 
l The effects of concentrating production. 
l Reasons of External economies 

i. Industrial linkage: Specialized equipment or services may be needed for the industry, but are only 
supplied by other firms if the industry is large and concentrated. 

ii. Labor pooling: a large and concentrated industry may attract a pool of workers, reducing 
employee search and hiring costs for each firm. 

iii. Knowledge spillovers: workers from different firms may more easily share ideas that benefit each 
firm when a large and concentrated industry exists.  

l A forward-falling supply curve: the larger the industry’s output, the lower the price at which firms 
are willing to sell. 

4. External Econom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l If external economies exist, however, the pattern of trade could be due to historical accidents 
l No guarantee that the right country will produce a good that is subject to external economies. 
l Trade based on external economies has an ambiguous effect on national welfare. 
l It’s better for the world that each industry with external economies be concentrated somewhere. 
5. Dynamic Increasing Retu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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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Dynamic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exist if average costs fall as cumulative output over time 
rises. 

l Dynamic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could arise if the cost of production depends on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which depend o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ver time. 

l A learning curve. 
l Used to justify protectionism. 
6.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Geography 
l Non-tradable goods 
l the pattern of trade may be due to historical accidents 
l Broad definition of economic geography: how humans transact with each other across space. 
l The effects of communication changes 
Course hours and the time allocation学时分配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3.8 0.8  0.4 5 

Homework作业 
1. Key Terms 
average cost of production, dynamic increasing returns, economic geography,  
economies of scale, 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forward-falling supply curve,  
infant industry argument, in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labor market pooling, 
interregional trade, knowledge spillovers, learning curve, specialized suppliers,  
2. Problems. 
(1) For each of the following examples, explain whether it is a case of external or in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a) Most musical wind instru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produced by more than a dozen 

factories in Elkhart, Indiana. 
b) All Hondas sold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either imported or produced in Marysville, Ohio. 
c) All airframes for Airbus, Europe’s only producer of large aircraft, are assembled in Toulouse, 

France. 
d) Hartford, Connecticut, is the insurance capital of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2) It is often argued that the existence of increasing returns is a source of conflict between countries, 

since each country is better off if it can increase its production in those industries characterized by 
economies of scale. Evaluate this view in terms of the external economy model. 

(3) Give two examples of products that are traded on international markets for which there are 
dynamic increasing returns. In each of your examples, show how innovation and learning-by-doing are 
important to the dynamic increasing returns in the industry. 

(4) Evaluat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economies of scale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causing the 
following: 

a) Most of the world’s aluminum is smelted in Norway or Canada. 
b) Half of the world’s large jet aircraft are assembled in Seattle. 
c) Most semiconductors are manufactured in either the United States or Japan. 
d) Most Scotch whiskey comes from Scotland. 
e) Much of the world’s best wine comes from France. 

知识单元 7：全球经济中的厂商：出口决策，外包和跨国企业 

Unit 7 Firms in the Global Economy: Export Decisions, Outsourcing,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Study Objectives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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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know the concept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2. understand the trade model under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3. understand some international trade instruments. 
Contents 学习内容 
1. The effects of in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on trade:  
l In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causes the industry to become uncompetitive. 
l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between sectors and firms 
l Why integration causes the better-performing firms have a greater incentive to enga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2. The theory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l Firms’ market powers in imperfect competition 
l A Brief Review of Monopoly 

i. A larger firm is more efficient because average cost decreases as output increases 
ii. The monopolist earns some monopoly profits 

3.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Trade 
l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i. Basic Properties 
ii. A simple model  
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lead to trade between similar countries 

with no comparative advantag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l The Significance of Intra-industry Trade 
l Firm Responses to Trade 

i. Increased competition tends to hurt the worst-performing firms 
ii. The best-performing firms take the greatest advantage of new sales opportunities and expand the 

most. 
iii. Overall industry performance improves 
l Trade Costs and Export Decisions 

i. A major reason why trade costs reduce trade so much is that they drastically reduce the number of 
firms selling to customers across the border.  

ii. Two important predictions 
4. Protectionism and Dumping 
l Dumping 

i. An example of price discrimination: the practice of charging a lower price for exported goods 
than for goods sold domestically. 

ii. Dumping can be a profit-maximizing strategy: 
l Most economists believe that the enforcement of dumping claims is misguided. 
5. Multinationals and Outsourcing 
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fers to investment in which a firm in one country directly controls or 

owns a subsidiary in another country. 
l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l Greenfield FDI and Brownfield FDI (or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 Greenfield FDI has tended to be more stable, while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end to 
occur in surges. 

l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been the biggest recipients of inward 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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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Steady expansion in the share of FDI flowing to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countries.  
l Sales of FDI affiliates are often used as a measure of multinational activity. 
6. The Firm’s Decision Regard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 Two main types of FDI: Horizontal FDI and Vertical FDI 

i. Vertical FDI is mainly driven by production cost differences between count. 
ii. Horizontal FDI is dominated by flows between developed countries 
l Proximity-concentration trade-off: 

i. High trade costs associated with exporting create an incentive to locate production near 
customers.  

ii.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in production create an incentive to concentrate production in fewer 
locations. 

l Foreign outsourcing or offshoring occurs when a firm contracts with an independent firm to 
produce in the foreign location.  

l Internalization occurs when it is more profitable to conduct transactions and production within a 
single organization 

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hould benefit the countries involved for reasons similar to why 
international trade generates gains. 

Course hours and the time allocation学时分配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4.6 1.0  0.4 6 

Homework作业 
1. Key Terms 
antidumping duty, average cost, dump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  
foreign outsourcing, horizontal FDI, imperfect competition, in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internalization motive, intra-industry trade, location motive, marginal cost, marginal revenue, markup 
over marginal cost,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offshoring, oligopoly, pure monopoly, vertical FDI,  

2. Problems. 
(1) In perfect competition, firms set price equal to marginal cost. Why can’t firms do this when there 

are in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2) Suppose that fixed costs for a firm 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start-up costs of factories, capital 

equipment, and so on) are $5 billion and that variable costs are equal to$17,000 per finished automobile. 
Because more firms increase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the market price falls as more firms enter an 
automobile market, or specifically, P=17,000 + (150/n), where n represents the number of firms in a 
market. Assume that the initial size of the U.S. and the European automobile markets are 300million and 
533 million people, respectively. 

a) Calculate the equilibrium number of firms in the U.S. and European automobile markets 
without trade. 

b) What is the equilibrium price of automobi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if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is closed to foreign trade? 

c) Now suppos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ecides on free trade in automobiles with Europe. The trade 
agreement with the Europeans adds 533 million consumers to the automobile market, in addition to the 
300 mill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 many automobile firms will there b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combined? What will be the new equilibrium price of automobiles? 

d) Why are pr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different in (c) and (b)? Are consumers better off with free 
trade? In what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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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8：贸易的政策工具 

Unit 8 The Instruments of Trade Policy 
Study Objectives 学习目标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understand costs and benefits of a tariff 
2. use the trade theory on basic analysis of tariffs,  
3. understand some instruments of trade policy. 
Contents 学习内容 
1. What is tariffs 
l A tariff is a tax levied when a good is imported.  
l A specific tariff and an ad valorem tariff 
2. Supply, demand, and trade in a single industry 
l How a tariff affects a single market. 
l An import demand curve and an export supply curve 
l World Equilibrium 

i. The Equilibrium of import demand and export supply 
ii. home demand, supply; foreign supply, demand; world demand, supply. 

3. The effects of a tariff 
l A tariff acts like a transportation cost, making sellers unwilling to ship goods unless the Home 

price exceeds the Foreign price by the amount of the tariff 
l A tariff makes the price rise in the Home market and fall in the Foreign market. 
l A “small” country would have no effect on the foreign (world) price 
4. Measuring the costs and benefi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protection 
l measures how much protection a tariff (or other trade policy) provides, which represents the 

change in value that firms in an industry add to the production process when trade policy changes, which 
depends on the change in prices the trade policy causes. 

l Effective rates of protection often differ from tariff rates because tariffs affect sectors other than 
the protected sector, causing indirect effects on the prices and value added for the protected sector. 

l How to measure these costs and benefits? Use the concepts of consumer surplus and producer 
surplus. 

i. Consumer Surplus measures the amount that consumers gain from purchases by computing the 
difference in the price actually paid from the maximum price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pay for each unit 
consumed. 

ii. Producer surplus measures the amount that producers gain from sales by computing the difference 
in the price received from the minimum price at which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sell. 

l A tariff raises the price in the importing country 
5. Costs and Benefits of Tariffs 
l A tariff raises the price of a good in the importing country, so it hurts consumers and benefits 

producers there. 
l For a “large” country, whose imports and exports affect world prices, the welfare effect of a 

tariff is ambiguous.  
l The tariff distort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decisions: producers produce too much and 

consumers consume too little. 
l The government gains at the expense of consumers and foreigners. 
6. Export Subsi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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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n export subsidy can also be specific or ad valorem: a payment per unit exported. 
l An ad valorem subsidy is a payment as a proportion of the value exported. 
l An export subsidy raises the price in the exporting country, decreasing its consumer surplus 

(consumers worse off) and increasing its producer surplus (producers better off). 
l An export subsidy lowers the price paid in importing countries  
l An export subsidy damages national welfare. 
l The export subsidy distort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decisions: producers produce too much 

and consumers consume too little compared to the market outcome. 
l A case: Export Subsidy in Europe 
7. Import Quota 
l An import quota is a restriction on the quantity of a good that may be imported, which is usually 

enforced by issuing licenses or quota rights. 
l A binding import quota will push up the price of the import because the quantity demanded will 

exceed the quantity supplied by Home producers and from imports. 
l Quota rents. When a quota instead of a tariff is used to restrict imports, the government receives 

no revenue. Instead, the revenue from selling imports at high prices goes to quota license holders. 
8.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 
l A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 works like an import quota, except that the quota is imposed by the 

exporting country rather than the importing country, which are usually requested by the importing country. 
l The profits or rents from this policy are earned by foreign governments or foreign producers. 
9. Local Content Requirement 
l A local content requirement is a regulation that requires a specified fraction of a final good to be 

produced domestically. 
l From the viewpoint of domestic producers of inputs, a local content requirement provides 

protection in the same way that an import quota would. 
l From the viewpoint of firms that must buy home inputs, the requirement does not place a strict 

limit on imports, but allows firms to import more if they also use more home parts. 
l Local content requirement provides neither government revenue (as a tariff would) nor quota 

rents. 
10. Other Trade Policies 
l Export credit subsidies 

i. A subsidized loan to exporters 
ii. Government procurement 

iii. Bureaucratic regulations 
l The Effects of Trade Policy 
Course hours and the time allocation学时分配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2 0.6  0.2 3 

Homework作业 
1. Key Terms 
ad valorem tariff, consumer surplus, consumption distortion loss,  
effective rate of protection, efficiency loss, export restraint, export subsidy,  
export supply curve, import demand curve, import quota, producer surplus, 
local content requirement, nontariff barriers, production distortion loss,  
quota rent, specific tariff, terms of trade gain,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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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oblems. 
(1) Home’s demand curve for wheat is 
D = 100 – 20 P.  
Its supply curve is 
S = 20 +20 P 
Derive and graph Home’s import demand schedule. What would the price of wheat be in the absence 

of trade? 
(2) Now add Foreign, which has a demand curve 
D* = 80 – 20 P.  
and a supply curve 
S* = 40+ 20 P.  
a) Derive and graph Foreign’s export supply curve and find the price of wheat that would prevail 

in Foreign in the absence of trade. 
b) b. Now allow Foreign and Home to trade with each other, at zero transportation cost. Find and 

graph the equilibrium under free trade. What is the world price? What is the volume of trade? 
(3) Home imposes a specific tariff of 0.5 on wheat imports. 
a) Determine and graph the effects of the tariff on the following: (1) the price of wheat in each 

country; (2) the quantity of wheat supplied and demanded in each country; (3) the volume of trade. 
b)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the tariff on the welfare of each of the following groups:(1) Home 

import-competing producers; (2) Home consumers; (3) the Home government. 
c) Show graphically and calculate the terms of trade gain, the efficiency loss, and the total effect 

on welfare of the tariff. 
知识单元 9：贸易政策中的政治经济学 

Unit 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Study Objectives学习目标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understand the case for and against free trade 
2. know the welfare arguments again free trade 
3. understan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s of trade policy 
4. know the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Contents 学习内容 
1. The Cases for Free Trade 
l the argument that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allocate resources most efficiently when 

governments do not distort market prices through trade policy. 
i. National welfare of a small country is highest with free trade. 

ii. With restricted trade, consumers pay higher prices and consume too little while firms produce too 
much. 

l Free trade allows firms or industry to take advantage of economies of scale. 
l Protected markets limit gains from 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by inhibit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ies:  
i. Too many firms to enter the protected industry.  

ii. The scale of production of each firm becomes inefficient. 
l Free trade provides competition and opportunities for innovation (dynamic benefits). 
l By providing entrepreneurs with an incentive to seek new ways to export or compete with 

imports, free trade offers more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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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Free trade avoids the loss of resources through rent seeking. 
i. Spend time and other resources seeking quota rights and the profit that they will earn. 
l The political argument for free trade says that free trade is the best feasible political policy, even 

though there may be better policies in principle. 
i. Any policy that deviates from free trade would be quickly manipulated by political groups, leading 

to decreased national welfare. 
2. The Cases Against Free Trade  
l For a “large” country, a tariff lowers the price of imports in world markets and generates a terms 

of trade gain. 
i. This benefit may exceed the losses caused by distortions i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l A small tariff will lead to an increase in national welfare for a large country. 

i. But at some tariff rate, the national welfare will begin to decrease as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loss 
exceeds the terms of trade gain. 

l A tariff rate that completely prohibits imports leaves a country worse off, but tariff rate to may 
exist that maximizes national welfare: an optimum tariff. 

l An export tax (a negative export subsidy) that completely prohibits exports leaves a country 
worse off, but an export tax rate may exist that maximizes national welfare through the terms of trade. 

i. An export subsidy lowers the terms of trade for a large country; an export tax raises the terms of 
trade for a large country. 

ii. An export tax may raise the price of exports in the world market, increasing the terms of trade. 
l A second argument against free trade is that domestic market failures may exist that cause free 

trade to be a suboptimal policy. 
i.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loss calculations using consumer and producer surplus assume that 

markets function well. 
l Types of market failures include 

i. Persistently high underemployment of workers 
ii. Persistently high underutilization of structures, equipment, and other forms of capital  

iii. Property rights not well defined or well enforced 
iv. technological benefits for society discovered through private production, but from which private 

firms cannot fully profit 
v. environmental costs for society caused by private production, but for which private firms do not 

fully pay 
vi. sellers that are not well informed about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production or buyers that are not 

well informed about value from consumption 
l Economists calculate the marginal social benefit to represent the additional benefit to society 

from private production.  
i. With a market failure, marginal social benefit is not accurately measured by the producer surplus of 

private firms, so that economic efficiency loss calculations are misleading. 
l It’s possible that when a tariff increases domestic production, the benefit to domestic society 

will increase due to a market failure. 
l The domestic market failure argument against free trade is an example of a more general 

argument called the theory of the second best. 
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at distorts market incentives in one market may increase national 

welfare by offsetting the consequences of market failures elsewhere. 
3. Counter-Arg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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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olitical models of trade policy 
l How is trade policy determined? 
l Models of governments maximizing political success rather than national welfare: 

i. Median voter theorem 
ii. Collective action 

iii. A model that combines aspect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median voter theorem 
5. Median Voter 
l The median voter theorem predicts that democratic political parties pick their policies to court 

the voter in the middle of the ideological spectrum (i.e., the median voter). 
l Suppose the level of a tariff rate is the policy issue. 
l Assumptions of the model: 

i. There are two competing political parties. 
ii. The objective of each party is to get elected by majority vote. 
l Both parties will offer the same tariff policy to court the median voter (the voter in the middle of 

the spectrum) in order to capture the most votes. 
6. Collective Action 
l Political activity is often described as a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i. While consumers as a group have an incentive to advocate free trade, each individual consumer has 
no incentive because his benefit is not large compared to the cost and time required to advocate free trade. 

ii. Policies that impose large losses for society as a whole but small losses on each individual may 
therefore not face strong opposition. 

l for groups who suffer large losses from free trade (for example, unemployment), each individual 
in that group has a strong incentive to advocate the policy he desires. 

7. A Model of Trade Policy 
l While politicians may win elections partly because they advocate popular policies as implied by 

the median voter theorem, they also require funds to run campaigns. 
l These funds may especially come from groups who do not have a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and 

are willing to advocate a special interest policy. 
l Models of trade restrictions try to measure the trade-off between the reduction in welfare of 

constituents as a whole and the increase in campaign contributions from special interests. 
8.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of trade policy 
l After rising sharpl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30s, the average U.S. tariff rate has decreased 

substantially from the mid-1930s to 1998. 
l Since 1944, much of the reduction in tariffs and other trade restrictions has come about through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l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mobilize exporters to support free trade if they believe export markets 

will expand. 
l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also help avoid a trade war between countries, where each country 

enacts trade restrictions. 
l A trade war could result if each country has an incentive to adopt protection, regardless of what 

other countries do.  
9.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s: A Brief History 
10.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 WTO negotiations address trade restrictions in at least 3 ways: 

i. Reducing tariff rates through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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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Binding tariff rates: a tariff is “bound” by having the imposing country agree not to raise it in the 
future. 

iii. Eliminating nontariff barriers: quotas and export subsidies are changed to tariffs because the costs 
of tariff protection are more apparent and easier to negotiate. 

l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s based on a number of agreements: 
i.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covers trade in goods. 

ii.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Services: covers trade in services (ex., insurance, consulting, 
legal services, banking). 

iii.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vers international property rights 
(ex., patents and copyrights). 

iv. The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 a formal procedure where countries in a trade dispute can bring 
their case to a panel of WTO experts to rule upon. 

l In 2001, a new round of negotiations was started in Doha, Qatar. 
11. Preferential Trading Agreements 
l trade agreements between countries in which they lower tariffs for each other but not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l Under the WTO, such discriminatory trade policies are generally not allowed. 
l There are two types of preferential trading agreements in which tariff rates are set at or near 

zero: 
i. A free trade area: an agreement that allows free trade among members, but each member can have 

its own trade policy towards non-member countries. 
ii. A customs union: an agreement that allows free trade among members and requires a common 

external trade policy towards non-member countries. 
l Preferential trading agreements increase national welfare when new trade is created, but not 

when existing trade from the outside world is diverted to trade with member countries. 
l Trade creation  
l Trade diversion  
Course hours and the time allocation学时分配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2 0.6  0.2 3 

Homework作业 
1. Key Terms 
binding, collective action, customs union, domestic market failures, efficiency case for free trade, 

free trade area,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marginal social 
benefit, median voter, optimum tariff, political argument for free trade, rent-seeking, preferential trading 
agreement, Prisoner’s dilemma, theory of the second best, terms of trade argument for a tariff, trade 
creation, trade diversion, trade round, trade war,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2. Problems. 
(1)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re potentially valid arguments for tariffs or export subsidies, and which 

are not? Explain your answers. 
a) “The more oil the United States imports, the higher the price of oil will go in the next world 

shortage.” 
b) “The growing exports of off-season fruit from Chile, which now accounts for 80percent of the 

U.S. supply of such produce as winter grapes, are contributing to sharply falling prices of these former 
luxury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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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S. farm exports don’t just mean higher incomes for farmers—they mean higher income for 
everyone who sells goods and services to the U.S. farm sector.” 

d) “Semiconductors are the crude oil of technology; if we don’t produce our own chips,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that is crucial to every industry that uses microelectronics will be impaired.” 

e) “The real price of timber has fallen 40 percent, and thousands of timber workers have been 
forced to look for other jobs.” 

(2) A small country can import a good at a world price of 10 per unit. The domestic supply curve of 
the good is 

S = 20 + 10 P 
The demand curve is 
D = 400 – 5P. 
In addition, each unit of production yields a marginal social benefit of 10. 
a) Calculate the total effect on welfare of a tariff of 5 per unit levied on imports. 
b) Calculate the total effect of a production subsidy of 5 per unit. 
c) Why does the production subsidy produce a greater gain in welfare than the tariff? 
d) What would the optimal production subsidy be? 

知识单元 10：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 

Unit10 Trade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tudy Objectives 学习目标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know the strategy and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of 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2. know the trade liberalization,  
3. understand trade and growth. 
Contents 学习内容 
1. 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l 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was a trade policy adopted by many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before the 1980s. 
l The policy aimed to encourage domestic industries by limiting competing imports. 
l The principal justification of this policy was/is the infant industry argument:  

i. Countries may have a potenti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some industries, but these industries 
cannot initially compete with well-established industries in other countries. 

ii. To allow these industries to establish themselves, governments should temporarily support them 
until they have grown strong enough to compete internationally. 

l Problems with the Infant Industry Argument 
i. It may be wasteful to support industries now that will have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future. 

ii. With protection, infant industries may never “grow up” or become competitive. 
iii. There is no justification fo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unless there is a market failure that prevents 

the private sector from investing in the infant industry. 
l Infant Industries and Market Failures, Two arguments for how market failures prevent infant 

industries from becoming competitive:  
i. Imperfect financial asset markets 

ii. The problem of appropriability 
l Countries adopting these policies grew more slowly than others. 

i. 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worked to encourag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the 1950s and 1960s.But economic development, not encour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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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ing, was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policy. 
l It appeared that the infant industry argument was not as valid as some had initially believed. 

New industries did not become competitive despite or because of trade restrictions. 
l Import-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involved costs and promoted wasteful use of resources. 
2. Trade Liberalization  
l Some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that had relatively free trade had higher average 

economic growth than those that followed import substitution. 
l By the mid-1980s, many governments had lost faith in import substitution and began to 

liberalize trade. 
l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ccurred along with a dramatic increase in the 

volume of trade. 
l A number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achieved extraordinary growth while becoming more, 

not less, open to trade. 
l The evidence of the trade liberalization promoted development is mixed. 

i. Growth rates in Brazil and othe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been slower since trade 
liberalization than they were during 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ii. Other countries like India have grown rapidly since liberalizing trade in the 1980s, but it is unclear 
to what degree liberalized trade contributed to growth.  

iii. Some economists also argue that trade liberalization has contributed to income inequality, as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predicts.  

3. Trade and Growth: Takeoff in Asia 
l Instead of import substitution, several countries in East Asia adopted trade policies that 

promoted exports in targeted industries. 
l Japan, Hong Kong, Taiwan, South Korea, Singapore, Malaysia, Thailand, Indonesia, and China 

have experienced rapid growth in various export sectors and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general. 
l These high-performance Asian economies generated a high volume of exports and imports 

relative to total production. 
l Their policy reforms were followed by a large increase in openness, as measured by their share 

of exports in GDP. So it is possible to develop through export-oriented growth. 
l It’s unclear if the high volume of exports and imports caus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or was 

merely correlated with rapid economic growth. 
i. High saving and investment rates could have led to both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general and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export sectors.  
ii. Rapid growth in education led to high literacy and numeracy rates important for a productive labor 

force. 
iii. These nations also undertook other economic reforms. 

Course hours and the time allocation学时分配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1.4 0.6   2 

Homework作业 
1. Key Terms 
appropriability, developing countries, imperfect capital markets,  
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2. Problems. 
(1) Which countries appear to have benefited the most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during the last f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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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ades? What policies do these countries seem to have in common? Does their experience lend support 
for the infant industry argument or help to argue against it? 

(2) A country currently imports automobiles at $8,000 each. Its government believes that, given time, 
domestic producers could manufacture autos for only $6,000 but that there would be an initial shakedown 
period during which autos would cost $10,000 to produce domestically. 

a) Suppose that each firm that tries to produce autos must go through the shakedown period of 
high costs on its own.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would the existence of the initial high costs justify infant 
industry protection? 

b) Now suppose, on the contrary, that once one firm has borne the costs of learning to produce 
autos at $6,000 each, other firms can imitate it and do the same. Explain how this can prevent 
development of a domestic industry and how infant industry protection can help 
知识单元 11：贸易政策中的争议 

Unit 11 Controversies in Trade Policy 
Study Objectives 学习目标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know the arguments for activist trade policy,  
2. know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low-wage labor,  
3. know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 
Contents 学习内容 
1. Arguments for an Activist Trade Policy 
l An activist trade policy usually means government policies that actively support export 

industries through subsidies. 
l Arguments for activist trade policies use an assumption that 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cases against free trade  used: market failure. 
2. Technology and Externalities 
l Firms that invest in new technology generally create knowledge that other firms can use without 

paying for it: an appropriability problem. 
i. By investing in new technology, firms are creating an extra benefit for society that is easily used by 

others. 
ii. An appropriability problem is an example of an externality: benefits or costs that accrue to parties 

other than the one that generates it. 
iii. An externality implies that the marginal social benefit of investment is not represented by producer 

surplus. 
l Governments may want to actively encourage investment in technology when externalities in 

new technologies create a high marginal social benefit. 
l When considering whether a government should subsidize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consider: 

i. The ability of governments to subsidize the right activity. 
ii. Instead of subsidizing specific industries, the U.S. subsidiz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tax code.  
iii. 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externalities. 
iv. Externalities may occur across countries as well. 
l Some argu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have a deliberate policy of promoting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and helping them compete against foreign rivals. 
l Fear in the 1980s that Japan’s dominance of the semiconductor memory market would translate 

into a broader dominance of computers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 proved to be unfo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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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the decline in U.S. employment in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ICT) 
industries, which are at the heart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large U.S. trade deficits in 
ICT goods have renewed fears. 

3.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Strategic Trade Policy 
l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industries are typically dominated by a few firms that generate 

monopoly profits or excess profits. 
l In an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industry, government subsidies can shift excess profits  from a 

foreign firm to a domestic firm. 
l the Brander-Spencer analysis:  

i. the predicted outcome depends on which firms invest/produce first. 
ii. but a subsidy by the European Union can alter the outcome by making it profitable for Airbus to 

produce regardless of Boeing’s action. 
iii. A government policy to give a domestic firm a strategic advantage in production is called a 

strategic trade policy. 
l Criticisms of the Brander-Spencer analysis include: 

i. Practical use of strategic trade policy requires more information about firms than is likely available. 
ii. Foreign retaliation also could result 

iii. Strategic trade policy, like any trade policy, could be manipulated by politically powerful groups.  
4. Trade and Low-Wage Labor 
l Manufactured exports from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have been increasing. Compared 

to rich-country standards, workers who produce these goods are paid low wages and may work under poor 
conditions. 

l Some have opposed free trade for this reason.  
l One example: Opponents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l A Ricardian model predicts that while wages in Mexico should remain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U.S. due to low productivity in Mexico, they will rise relative to their pretrade level. 
l A Heckscher-Ohlin model does predict that unskilled workers in the U.S. will lose from NAFTA, 

but it also predicts that unskilled workers in Mexico will gain. 
l Despite the low wages earned by workers in Mexico, both theories predict that those workers 

are better off with trade than they would be if trade had not taken place.  
l Some labor activists want to include labor standards in trade negotiations. 
l A policy that could be agreeable for governments of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is a 

system that monitors wage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and makes this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consumers. 
5.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l Compared to rich-country standards,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in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are lax. 
l Some have opposed free trade for this reason. 
l It cannot be concluded that trade hurts the environment, sinc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in 

the absence of trade have degraded the environment. 
l Some environmental activists want to include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in trade negotiations. 
l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income per person 
l A pollution haven is a place where an economic activity that is subject to strict environmental 

controls in some countries is moved to (sold to) other countries with less strict regulation. 
l The pollution in some countries may cause a negative externality for othe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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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Some activists believe that trade destroys culture in other countries. 
Course hours and the time allocation学时分配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1.4 0.6   2 

Homework作业 
1. Key Terms 
beggar-thy-neighbor policies, Brander-Spencer analysis, carbon tariffs,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xcess returns, externalities, pollution haven,  
strategic trade policy 
2. Problems. 
(1) What are the disadvantages of engaging in strategic trade policy even in cases in which it can be 

shown to yield an increase in a country’s welfare? 
(2) Suppose that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sked you to develop a brief on behalf of subsidizing 

European software development—bearing in mind that the software industry is currently dominated by 
U.S. firms, notably Microsoft. What arguments would you use? What are the weaknesses in those 
arguments? 

(3) What is the main critique against the WTO with respect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ow does 
the WTO justify its position on trade disputes that involve environmental issues? 

(4) France, in addition to its occasional stabs at strategic trade policy, pursues an active nationalist 
cultural policy that promotes French art, music, fashion, cuisine, and soon. This may be primarily a matter 
of attempting to preserve a national identity in an increasingly homogeneous world, but some French 
officials also defend this policy on economic grounds. In what sense could some features of such a policy 
be defended as a kind of strategic trade policy? 
知识单元 12：国际金融概述 

Unit 12 An Int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Study Objectives 学习目标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understand national income account and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2. understand some basic concepts on exchange rates. 
3. know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4. know the argument on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Contents 学习内容 
1. National Income Accounting and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l The National Income Accounts  

i. National Product and National Income 
ii. Capital Depreci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nsfers 

iii. Gross Domestic Product 
l National Income Accounting for an Open Economy 

i. Consumption, Investment, Government Purchases 
ii. The National Income Identity for an Open Economy 

iii. An Imaginary Open Economy 
iv. The Current Account and Foreign Indebtedness 
v. Saving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vi. Private and Government Saving 
l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Acc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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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mples of Paired Transactions 
ii. The Fundamental Balance of Payments Identity 

iii. The Current Account, Once Again 
iv. The Capital Account 
v. The Financial Account 

vi. Net Errors and Omissions 
vii. Official Reserve Transactions 

2. Exchange Rates and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An Asset Approach 
l Exchange Rates and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 

i. Domestic and Foreign Prices 
ii. Exchange Rates and Relative Prices 
l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i. The Actors 
ii.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rket 

iii. Spot Rates and Forward Rates 
iv. Foreign Exchange Swaps 
v. Futures and Options 
l The Demand for Foreign Currency Assets 

i. Assets and Asset Returns 
ii. Risk and Liquidity 

iii. Interest Rates 
iv. Exchange Rates and Asset Returns 
v. A Simple Rule 

vi. Return, Risk, and Liquidity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l Equilibrium in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i. Interest Parity: The Basic Equilibrium Condition 
ii. How Changes in the Current Exchange Rate Affect Expected Returns 

iii. The Equilibrium Exchange Rate 
l Interest Rates, Expectations, and Equilibrium 

i. The Effect of Changing Interest Rates on the Current Exchange Rate 
ii. The Effect of Changing Expectations on the Current Exchange Rate 

3.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s: An Historical Overview 
l Macroeconomic Policy Goals in an Open Economy 

i. Internal Balance: Full Employment and Price Level Stability 
ii. External Balance: The Optimal Level of the Current Account 
l Classifying Monetary Systems: The Open-Economy Trilemma 
l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 Policy under the Gold Standard, 1870–1914 

i. Origins of the Gold Standard 
ii. External Balance Under the Gold Standard 

iii. The Price-Specie-Flow Mechanism 
iv. The Gold Standard “Rules of the Game”: Myth and Reality 
v. Internal Balance Under the Gold Standard 
l The Interwar Years, 1918–1939 

i. The Fleeting Return to Gold 
ii. International Economic Dis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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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 Goals and Structure of the IMF 

ii. Convertibility and the Expansion of Private Capital Flows 
iii. Speculative Capital Flows and Crises 
l Analyzing Policy Options for Reach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Balance 

i. Maintaining Internal Balance 
ii. Maintaining External Balance 

iii. Expenditure-Changing and Expenditure-Switching Policies 
l The External Balance Problem of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Bretton Woods 
l The Mechanics of Imported Inflation 
l The Case for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i. Monetary Policy Autonomy 
ii. Exchange Rates as Automatic Stabilizers 

iii. Exchange Rates and External Balance 
l Macro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Under a Floating Rate 
l What Has Been Learned Since 1973? 

i. Monetary Policy Autonomy 
ii. The Exchange Rate as an Automatic Stabilizer 

iii. External Balance 
iv. The Problem of Policy Coordination 
l Are Fixed Exchange Rates Even an Option for Most Countries? 
4.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Opportunity and Crisis 
l The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and the Gains from Trade 

i. Three Types of Gains from Trade 
ii. Risk Aversion 

iii.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as a Motive for International Asset Trade 
iv. The Menu of International Assets: Debt versus Equity 
l 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i. The Struc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ii. Offshore Banking and Offshore Currency Trading 

iii. The Growth of Eurocurrency Trading 
iv. The Importance of Regulatory Asymmetries 
v. The Shadow Banking System 
l Regulating International Banking 

i. The Problem of Bank Failure 
ii. Moral Hazard 

iii. Difficulties in Regulating International Banking 
iv.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Cooperation 
v. Two Episodes of Market Turmoil: LTCM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f 2007–2009 
l How Well Hav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Allocated Capital and Risk? 

i. The Extent of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ii. The Extent of Intertemporal Trade 

iii. Onshore-Offshore Interest Differentials 
iv. The Efficiency of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Course hours and the time allocation学时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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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3.5 1.0  0.5 5 

Homework作业 
1. Key Terms 
asset, balance of payments, accounting, capital account, central bank, consumption, current account 

balance, financial account, government budget deficit, government purchase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 investment, national income accounting, 

national saving, official foreign exchange intervention, official international reserves,  
official settlements balance (or balance of payments), private saving,  
appreciation, arbitrage, depreciation, exchange rat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balance of payments equilibrium, Bretton Woods agreement, confidence problem,  
convertible currency, Basel Committee, debt instrument, emerging markets, equity instrument,  
moral hazard, offshore banking, offshore currency trading, portfolio diversification, risk aversion,  
shadow banking system 
2. Problems. 
(1) We stated in this Unit that GNP accounts avoid double counting by including only the value of 

final goods and services sold on the market. Should the measure of imports used in the GNP accounts 
therefore be defined to include only imports of final goods and services from abroad? What about 
exports? 

(2) A U.S. dollar costs 7.5 Norwegian kroner, but the same dollar can be purchased for 1.25 Swiss 
francs. What is the Norwegian krone/Swiss franc exchange rate? 

(3) Under a gold standard of the kind analyzed by Hume, describe how balance of payments 
equilibrium between two countries, A and B, would be restored after a transfer of income from B to A. 

(4) Imagine a world of two countries in which the only causes of fluctuations in stock prices are 
unexpected shifts in monetary policies. Under which exchange rate regime would the gains from 
international asset trade be greater, fixed or floating?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Unit 1 Introduction of World Trade 3  

2 
Unit 2 Labor Productivity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 Ricardian Model 

3  

3 Unit 3 Specific Factor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3  
4 Unit 4 Specific Factor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3  
5 Unit 5 Resource and Trade: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3  
6 Unit 5 Resource and Trade: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3  
7 Unit 6 The Standard Trade Model 3  

8 
Unit 6 The Standard Trade Model  
Unit 7 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he International 
Location of Production 

3  

9 
Unit 7 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he International 
Location of Production 

3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neo-trade 
theory 

10 Unit 8 Firms in the Global Economy 3  
11 Unit 8 Firms in the Global Economy 3  
12 Unit 9 The Instruments of Trade Polic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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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Unit1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3  

14 
Unit11 Trade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Unit12 Controversies in Trade Policy 

3  

15 
Unit12 Controversies in Trade Policy 
Unit13 An Int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3  

16 Unit12 An Int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后修课程：国际金融、国际投资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借助于贸易理论模型，理解基于国际贸易纽带的国际经济运行规律，包括比较优势和规模

经济两种基本机制及其对贸易格局和经济结构的影响，掌握国际贸易政策工具及其运行原理和局限。 

难点：理解经济理论模型分析工具；理解贸易政策分析方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系统讲授教学内容，总结梳理重点难点，并启发和引导学生精读经典和前沿文献； 

2.展示经济理论分析的数学工具及其基本操作，深化对贸易理论研究的认知； 

3.通过课堂和课后互动的形式，启发学生系统追踪热点问题的相关信息，进而通过课堂讨论，

巩固所学分析方法，提升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 

教学手段：课堂讲授，文献精读，热点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考核方法（分数分配）：考勤与课堂表现（10%）、平时作业（20%）、期末考试（70%） 

5、作业要求： 

课程分为 5-6个板块，各板块由数个知识单元组成。一个板块的教学完成后，将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著，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十版)，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6年. 

（二）推荐参考书 

阿尔·戈尔 (Al Gore). 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G.M.格罗斯曼，E.赫尔普曼. 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G.M.格罗斯曼，E.赫尔普曼. 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世界秩序. 中信出版社，2015. 

克鲁格曼. 流行的国际主义.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克鲁格曼.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克鲁格曼. 地理和贸易. 北京：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克鲁格曼. 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乔根·兰德斯 (Jorgen Randers) . 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译林出版社，2013. 

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MIT Press, 2007. 
Bertil Ohlin.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Douglas A. Irwin, Free Trade under Fire, 3rd e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Elhanan Helpman and Paul Krugman. Trade Policy and Market Structure. Cambridge: MIT Pres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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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man, Elhanan. Understanding Global Trad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11. 
Helpman, Elhanan, and Sadka, Efraim. Economic Policy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ssays in 

Honor of Assaf Raz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Keith Head. Elements of Multinational Strategy. New York: Springer, 2007. 
T. N. Srinivasan and Suresh D. Tendulkar. Reintegrating India with the World Economy.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Understanding the WTO. Genev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7.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Significant U.S. Import Restraints. 

Washington, D.C., 2009. 
执笔：梁涵 审稿：张淑静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计量经济学（英语双语） 
Econometrics 

课程号：3060105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经济、金融、财会、工商管理等财经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通过教学和学习，使学生掌握计量经济学建模的基本原理；熟知计

量经济分析的基本内容和工作程序；2、通过教学和学习，使学生学会处理和解决实证分析中所需

的假设、条件及可能出现的问题的正确方法，培养学生辨析正确建模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3、

注意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数量分析意识和创新计量分析理念，在教学和学习过程中，既注重对建模

理论和方法的传授，更要注重利用建模理论和方法分析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理论联系实际，做到

运用理论分析现实经济问题，不断提高建模技巧。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计量建模基础知识、简单回归模

型、多元回归模型、二元变量模型、时间序列数据模型、混合数据模型的建模方法和步骤，明白异

方差性、序列相关性等问题的处理办法，为计量经济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

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The Nature of Econometrics and Economic Data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What Is Econometrics? 
2．Steps in Empirical Economic Analysis； 
3.  The Structure of Economic Data； 
4.  Causality and the Notion of Ceteris Paribus in Econometric Analysis； 
学习目标： 
1．了解 Causal Effect、Econometric Model、The Structure of Economic Data. 
2．掌握 Causality and the Notion of Ceteris Paribus in Econometric Analysis. 
作业： 
1.1 Suppose that you are asked to conduct a study to determine whether smaller class sizes lead to 

improved student performance of fourth graders. 
(i) If you could conduct any experiment you want, what would you do? Be spe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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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More realistically, suppose you can collect observational data on several thousand fourth graders 
in a given state. You can obtain the size of their fourth-grade class and a standardized test score taken at 
the end of fourth grade. Why might you expect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lass size and test score? 

(iii) Woul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necessarily show that smaller class sizes cause better performance? 
Explain. 

1.2 A justification for job training programs is that they improve worker productivity. Suppose that 
you are asked to evaluate whether more job training makes workers more productive. However, rather 
than having data on individual workers, you have access to data on manufacturing firms in Ohio. In 
particular, for each firm, you have information on hours of job training per worker (training) and number 
of nondefective items produced per worker hour (output). 

(i) Carefully state the ceteris paribus thought experiment underlying this policy question. 
(ii) Does it seem likely that a firm’s decision to train its workers will be independent of worker 

characteristics? What are some of those measurable and unmeasurable worker characteristics? 
(iii) Name a factor other than worker characteristics that can affect worker productivity. 
(iv) If you fin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output and training, would you have convincingly 

established that job training makes workers more productive? Explain. 
1.3 Suppose at your university you are asked to “fi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ekly hours spent 

studying (study) and weekly hours spent working (work).” Does it make sense to characterize the problem 
as inferring whether study “causes” work or work “causes” study? Explain. 
知识单元 2：The Simple Regression Model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Definition of the Simple Regression Model； 
2．Deriving the Ordinary Least Squares Estimates； 
3.  Properties of OLS on Any Sample of Data； 
4.  Units of Measurement and Functional Form; 
5. Expected Values and Variances of the OLS Estimators; 
6. Regression through the Origin. 
学习目标： 
1．了解 four Assumptions SLR.1 through SLR.4, the OLS estimators。 
2．掌握(1) the behavior of the OLS estimates when we change the units of measurement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 or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2) the use of the natural log to allow for constant 
elasticity and constant semi-elasticity models.。 
作业： 
2.1 Let kids denote the number of children ever born to a woman, and let educ denote years of 

education for the woman. A simple model relating fertility to years of education is 

uedukids ++= 10 ββ , where u is the unobserved error. 

(i) What kinds of factors are contained in u? Are these likely to be correlated with level of education? 
(ii) Will a simple regression analysis uncover the ceteris paribus effect of education on fertility? 

Explain. 

2.2 In the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uxy ++= 10 ββ , suppose that 0)( ≠uE  Letting 

)(0 uE=α , show that the model can always be rewritten with the same slope, but a new intercep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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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where the new error has a zero expected value. 
2.3 The following table contains the ACT scores and the GPA (grade point average) for eight college 

students. Grade point average is based on a four-point scale and has been rounded to one digit after the 
decimal. 
知识单元 3：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Estimation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Motivation for Multiple Regression； 
2．Mechanics and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east Squares； 
3.  The Expected Value of the OLS Estimators; 
4. The Variance of the OLS Estimators； 
5. Efficiency of OLS: The Gauss-Markov Theorem 
学习目标： 
1．了解 The Gauss-Markov Assumptions. 
2．掌握Mechanics and Interpretation of Ordinary Least Squares. 
作业： 
3.1 Using the data in GPA2.RAW on 4,137 college students, the following equation was estimated by 

OLS: 

 
where colgpa is measured on a four-point scale, hsperc is the percentile in the high school graduating 

class (defined so that, for example, hsperc =5 means the top five percent of the class), and sat is the 
combined math and verbal scores on the student achievement test. 

(i) Why does it make sense for the coefficient on hsperc to be negative? 
(ii) What is the predicted college GPA when hsperc=20 and sat = 1050? 
(iii) Suppose that two high school graduates, A and B, graduated in the same percentile from high 

school, but Student A’s SAT score was 140 points higher (about one standard deviation in the sample). 
What is the predicted difference in college GPA for these two students? Is the difference large?  

(iv) Holding hsperc fixed, what difference in SAT scores leads to a predicted colgpa difference of .50, 
or one-half of a grade point? Comment on your answer. 

3.2 The data in WAGE2.RAW on working men was used to estimate the following equation: 

 
where educ is years of schooling, sibs is number of siblings, meduc is mother’s years of schooling, 

and feduc is father’s years of schooling. 
(i) Does sibs have the expected effect? Explain. Holding meduc and feduc fixed, by how much does 

sibs have to increase to reduce predicted years of education by one year? (A noninteger answer is 
acceptable here.) 

(ii) Discus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efficient on meduc. 
(iii) Suppose that Man A has no siblings, and his mother and father each have 12 years of education. 

Man B has no siblings, and his mother and father each have 16 years of education. What is the predicted 
difference in years of education between B and A? 

3.3 The following model is a simplified version of the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used by Biddle and 
Hamermesh (1990) to study the tradeoff between time spent sleeping and working and to look at other 
factors affecting sl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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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sleep and totwrk (total work) are measured in minutes per week and educ and age are 
measured in years. (See also Computer Exercise C2.3.) 

(i) If adults trade off sleep for work, what is the sign of β1? 
(ii) What signs do you thinkβ2 andβ3 will have? 
(iii) Using the data in SLEEP75.RAW, the estimated equation is  

 
If someone works five more hours per week, by how many minutes is sleep predicted to fall? Is this a 

large tradeoff? 
(iv) Discuss the sign and magnitude of the estimated coefficient on educ. 
(v) Would you say totwrk, educ, and age explain much of the variation in sleep? What other factors 

might affect the time spent sleeping? Are these likely to be correlated with totwrk? 
知识单元 4：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Inference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Sampling Distributions of the OLS Estimators； 
2．Testing Hypotheses about a Single Population Parameter: The t Test； 
3.  Confidence Intervals； 
4.  Testing Hypotheses about a Single Linear Combination of the Parameters. 
5.  Testing Multiple Linear Restrictions: The F Test； 
6. Reporting Regression Results。 
学习目标： 
1．了解 Sampling Distributions of the OLS Estimators. 
2．掌握 The t Test、Confidence Intervals、The F Test. 
作业： 
4.1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an cause the usual OLS t statistics to be invalid (that is, not to have t 

distributions under H0)? 
(i) Heteroskedasticity. 
(ii) A sampl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95 between two independent variables that are in the model. 
(iii) Omitting an important explanatory variable. 
4.2 Consider an equation to explain salaries of CEOs in terms of annual firm sales, return on equity 

(roe, in percent form), and return on the firm’s stock (ros, in percent form):  

 
(i) In terms of the model parameters, state the null hypothesis that, after controlling for sales and roe, 

ros has no effect on CEO salary. State the alternative that better stock market performance increases a 
CEO’s salary. 

(ii) Using the data in CEOSAL1.RAW, the following equation was obtained by OLS: 

 
By what percentage is salary predicted to increase if ros increases by 50 points? Does ros have a 

practically large effect on salary? 
(iii) Test the null hypothesis that ros has no effect on salary against the alternative that ros h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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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effect. Carry out the test at the 10% significance level. 
(iv) Would you include ros in a final model explaining CEO compensation in terms of firm 

performance? Explain. 
4.3 The variable rdintens is expenditures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as a percentage of 

sales. Sales are measured in millions of dollars. The variable profmarg is profits as a percentage of sales. 
Using the data in RDCHEM.RAW for 32 firms in the chemical industry, the following equation is 
estimated: 

 
(i) Interpret the coefficient on log(sales). In particular, if sales increases by 10%, what is the 

estimated percentage point change in rdintens? Is this an economically large effect? 
(ii) Test the hypothesis that R&D intensity does not change with sales against the alternative that it 

does increase with sales. Do the test at the 5% and 10% levels. 
(iii) Interpret the coefficient on profmarg. Is it economically large?  
(iv) Does profmarg have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ffect on rdintens? 

知识单元 5：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LS Asymptotics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Consistency； 
2．Asymptotic Normality and Large Sample Inference； 
3.  Asymptotic Efficiency of OLS； 
学习目标： 
1．了解 Asymptotic Efficiency of OLS. 
2．掌握 Consistency、Asymptotic Normality and Large Sample Inference. 
作业： 
5.1 In the simple regression model under MLR.1 through MLR.4, we argued that the  

 
5.2 Suppose that the model 

 
satisfies the first four Gauss-Markov assumptions, where pctstck is the percentage of a worker’s 

pension invested in the stock market, funds is the number of mutual funds that the worker can choose 
from, and risktol is some measure of risk tolerance (larger risktol means the person has a higher tolerance 

for risk). If funds and risktol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hat is the inconsistency in , the slope 

coefficient in the simple regression of pctstck on funds? 
5.3 The data set SMOKE.RAW contains information on smoking behavior and other variables for a 

random sample of single adul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he variable cigs is the (average) number of cigarettes 
smoked per day. Do you think cigs has a normal distribution in the U.S. adult population? Explain. 
知识单元 6：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Further Issues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Effects of Data Scaling on OLS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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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ore on Functional Form； 
3.  More on Goodness-of-Fit and Selection of Regressors； 
4.  Prediction and Residual Analysis; 
学习目标： 
1．了解 Effects of Data Scaling on OLS Statistics. 
2．掌握 Goodness-of-Fit and Selection of Regressors，Prediction and Residual Analysis。  
作业： 
6.1 The following equation was estimated using the data in CEOSAL1.RAW: 

 
This equation allows roe to have a diminishing effect on log(salary). Is this generality necessary? 

Explain why or why not. 
6.2 Using the data in RDCHEM.RAW, the following equation was obtained by OLS: 

 
(i) At what point does the marginal effect of sales on rdintens become negative? 
(ii) Would you keep the quadratic term in the model? Explain. 
(iii) Define salesbil as sales measured in billions of dollars: salesbil _ sales/1,000. Rewrite the 

estimated equation with salesbil and salesbil2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Be sure to report standard 
errors and the R-squared. [Hint: Note that salesbil2 _ sales2/(1,000)2.] 

(iv) For the purpose of reporting the results, which equation do you prefer? 
6.3 In Example 4.2, where the percentage of students receiving a passing score on a tenthgrade math 

exam (math10) i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does it make sense to include sci11—the percentage of eleventh 
graders passing a science exam—as an additional explanatory variable? 

6.4 Suppose we want to estimate the effects of alcohol consumption (alcohol) on college grade point 
average (colGPA). In addition to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grade point averages and alcohol usage, we 
also obtain attendance information (say, percentage of lectures attended, called attend). A standardized test 
score (say, SAT) and high school GPA (hsGPA) are also available. 

(i) Should we include attend along with alcohol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in a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 (Think about how you would interpret _alcohol.) 

(ii) Should SAT and hsGPA be included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Explain. 
知识单元 7：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with Qualitative Information: Binary (or Dummy) Variables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Describing Qualitative Information； 
2．A Single Dummy Independent Variable； 
3.  Using Dummy Variables for Multiple Categories； 
4.  Interactions Involving Dummy Variables; 
5. A Binary Dependent Variable: The Linear Probability Model; 
6. More on Policy Analysis and Program Evaluation 
学习目标： 
1．了解 How to Describe Qualitative Information。 
2．掌握 Dummy Independent Variable, The Linear Probabilit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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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7.1 Using the data in SLEEP75.RAW (see also Problem 3.3), we obtain the estimated equation 

 
The variable sleep is total minutes per week spent sleeping at night, totwrk is total weekly minutes 

spent working, educ and age are measured in years, and male is a gender dummy. 
(i) All other factors being equal, is there evidence that men sleep more than women? How strong is 

the evidence? 
(ii) Is there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radeoff between working and sleeping? What is the estimated 

tradeoff? 
(iii) What other regression do you need to run to test the null hypothesis that, holding other factors 

fixed, age has no effect on sleeping? 
7.2 The following equations were estimated using the data in BWGHT.RAW: 

 
and 

 
The variables are defined as in Example 4.9, but we have added a dummy variable for whether the 

child is male and a dummy variable indicating whether the child is classified as white. 
(i) In the first equation, interpret the coefficient on the variable cigs. In particular, what is the effect 

on birth weight from smoking 10 more cigarettes per day? 
(ii) How much more is a white child predicted to weigh than a nonwhite child, holding the other 

factors in the first equation fixed? Is the differenc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ii) Comment on the estimated effect an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of motheduc. 
(iv) From the given information, why are you unable to compute the F statistic for joint significance 

of motheduc and fatheduc? What would you have to do to compute the F statistic? 
7.3 Using the data in GPA2.RAW, the following equation was estimated: 

 
The variable sat is the combined SAT score, hsize is size of the student’s high school graduating class, 

in hundreds, female is a gender dummy variable, and black is a race dummy variable equal to one for 
blacks and zero otherwise. 

(i) Is there strong evidence that hsize2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model? From this equation, what is 
the optimal high school size? 

(ii) Holding hsize fixed, what is the estimated difference in SAT score between nonblack femal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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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black males? How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s this estimated difference? 
(iii) What is the estimated difference in SAT score between nonblack males and black males? Test the null 

hypothesis that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scores, against the alternative that there is a difference. 
(iv) What is the estimated difference in SAT score between black females and nonblack females? 

What would you need to do to test whether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知识单元 8：Heteroskedasticity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Consequences of Heteroskedasticity for OLS； 
2．Heteroskedasticity-Robust Inference after OLS Estimation； 
3.  Testing for Heteroskedasticity； 
4.  Weighted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 
5.  The Linear Probability Model Revisited. 
学习目标： 
1．了解 Consequences of Heteroskedasticity for OLS, Heteroskedasticity-Robust Inference after OLS 

Estimation. 
2．掌握 Testing for Heteroskedasticity, Consequences of Heteroskedasticity for OLS, Weighted Least 

Squares Estimation. 
作业： 
8.1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re consequences of heteroskedasticity? 
(i) The OLS estimators, _ ˆ j, are inconsistent. 
(ii) The usual F statistic no longer has an F distribution. 
(iii) The OLS estimators are no longer BLUE. 
8.2 Consider a linear model to explain monthly beer consumption: 

 
Write the transformed equation that has a homoskedastic error term. 
8.3 True or False: WLS is preferred to OLS, when an important variable has been omitted from the model. 
8.4 Using the data in GPA3.RAW, the following equation was estimated for the fall and second 

semester students: 

(  
Here, trmgpa is term GPA, crsgpa is a weighted average of overall GPA in courses taken, cumgpa is 

GPA prior to the current semester, tothrs is total credit hours prior to the semester, sat is SAT score, hsperc 
is graduating percentile in high school class, female is a gender dummy, and season is a dummy variable 
equal to unity if the student’s sport is in season during the fall. The usual and heteroskedasticity-robust 
standard errors are reported in parentheses and brackets, respectively. 

(i) Do the variables crsgpa, cumgpa, and tothrs have the expected estimated effects? Which of these 
variables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t the 5% level? Does it matter which standard errors are used? 

(ii) Why does the hypothesis H0: _crsgpa _ 1 make sense? Test this hypothesis against the two-s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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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native at the 5% level, using both standard errors. Describe your conclusions. 
(iii) Test whether there is an in-season effect on term GPA, using both standard errors. Does the 

significance level at which the null can be rejected depend on the standard error used? 
知识单元 9：More on Specification and Data Problems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Functional Form Misspecification； 
2．Using Proxy Variables for Unobserved Explanatory Variables； 
3.  Properties of OLS under Measurement Error； 
4.  Missing Data, Nonrandom Samples, and Outlying Observations； 
学习目标： 
1．了解 Functional Form Misspecification, Proxy Variables, Properties of OLS under Measurement 

Error。 
2．掌握Missing Data, Nonrandom Samples, and Outlying Observations。 
作业： 
9.1 In Problem 4.11, the R-squared from estimating the model 

 
using the data in CEOSAL2.RAW, was R2 =.353 (n= 177). When ceoten2 and comten2 are added, 

R2 = .375. Is there evidence of functional form misspecification in this model? 
9.2 Let us modify Computer Exercise C8.4 by using voting outcomes in 1990 for incumbents who 

were elected in 1988. Candidate A was elected in 1988 and was seeking reelection in 1990; voteA90 is 
Candidate A’s share of the two-party vote in 1990. The 1988 voting share of Candidate A is used as a 
proxy variable for quality of the candidate. All other variables are for the 1990 election. The following 
equations were estimated, using the data in VOTE2.RAW: 

 
And 

 

(i) Interpret the coefficient on voteA88 and discuss it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i) Does adding voteA88 have much effect on the other coefficients? 
9.3 Let math10 denote the percentage of students at a Michigan high school receiving a passing score 

on a standardized math test (see also Example 4.2). We are interested in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per 
student spending on math performance. A simple model is 

 
where poverty is the percentage of students living in poverty. 
(i) The variable lnchprg is the percentage of students eligible for the federally funded school l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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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Why is this a sensible proxy variable for poverty? 
(ii) The table that follows contains OLS estimates, with and without lnchprg as an explanatory variable. 

知识单元 10：Basic Regression Analysis with Time Series Data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The Nature of Time Series Data； 
2．Examples of Time Series Regression Models； 
3.  Finite Sample Properties of OLS under Classical Assumptions； 
4.  Functional Form, Dummy Variables, and Index Numbers; 
学习目标： 
1．了解 The Nature of Time Series Data, Finite Sample Properties of OLS under Classical 

Assumptions。 
2．掌握 Time Series Regression Models。 
作业： 
10.1 Decide if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ea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nd give a brief 

explanation of your decision: 
(i) Like cross-sectional observations, we can assume that most time series observations are 

independently distributed. 
(ii) The OLS estimator in a time series regression is unbiased under the first three Gauss-Markov 

assumptions. 
(iii) A trending variable cannot be used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in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iv) Seasonality is not an issue when using annual time series observations. 
10.2 Let gGDPt denote the annual percentage change i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let intt denote a 

short-term interest rate. Suppose that gGDPt is related to interest rates by 

 

where ut is uncorrelated with intt, intt_1, and all other past values of interest rates. Suppose that the 
Federal Reserve follows the policy rule: 

 

where . (When last year’s GDP growth is above 3%, the Fed increases interest rates to prevent 

an “overheated” economy.) If vt is uncorrelated with all past values of intt and ut, argue that intt must be 
correlated with ut_1. (Hint: Lag the first equation for one time period and substitute for gGDPt_1 in the 
second equation.) Which Gauss-Markov assumption does this violate? 

10.3 When the three event indicators befile6, affile6, and afdec6 are dropped from equation (10.22), 
we obtain R2 _ .281 and R¯2 _ .264. Are the event indicators jointly significant at the 10% level? 

10.4 Suppose you have quarterly data on new housing starts, interest rates, and real per capita income. 
Specify a model for housing starts that accounts for possible trends and seasonality in the variables. 
知识单元 11：Further Issues in Using OLS with Time Series Data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Stationary and Weakly Dependent Time Series； 
2．Asymptotic Properties of OLS；  
3.  Using Highly Persistent Time Series in Regression Analysis； 
4.  Dynamically Complete Models and the Absence of Serial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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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 Stationary and Weakly Dependent Time Series，Asymptotic Properties of OLS. 
2．掌握 Using Highly Persistent Time Series in Regression Analysis，Dynamically Complete Models 

and the Absence of Serial Correlation. 
作业： 

 

知识单元 12：Serial Correlation and Heteroskedasticity in Time Series Regressions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Properties of OLS with Serially Correlated Errors； 
2．Testing for Serial Correlation； 
3.  Correcting for Serial Correlation with Strictly Exogenous Regressors; 
4.  Differencing and Serial Correlation; 
5.  Serial Correlation-Robust Inference after OLS; 
6.  Heteroskedasticity in Time Series Regressions. 
学习目标： 
1．了解 Properties of OLS with Serially Correlated Errors, Serial Correlation-Robust Inference after OLS. 
2．掌握 Testing for Serial Correlation, Differencing and Serial Correlation, Heteroskedasticity in 

Time Series Regressions. 
作业： 
12.1 When the errors in a regression model have AR(1) serial correlation, why do the OLS standard 

errors tend to underestimate the sampling variation in the ? Is it always true that the OLS standard 

errors are too small? 
12.2 Explain what is wrong with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The Cochrane-Orcutt and Prais-Winsten 

methods are both used to obtain valid standard errors for the OLS estimates when there is a serial 
correlation.” 

12.3 In Example 10.6, we estimated a variant on Fair’s model for predict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 
out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 What argument can be made for the error term in this equation being serially uncorrelated? (Hint: 
How often do presidential elections take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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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When the OLS residuals from (10.23) are regressed on the lagged residuals, we obtain  
and . What do you conclude about serial correlation in the ut? 

(iii) Does the small sample size in this application worry you in testing for serial correlation? 
12.4 True or False: “If the errors in a regression model contain ARCH, they must be serially 

correlated.” 
12.5 (i) In the enterprise zone event study in Computer Exercise C10.5, a regression of the OLS 

residuals on the lagged residuals produces  and . What implications does this have 
for OLS? 

(ii) If you want to use OLS but also want to obtain a valid standard error for the EZ coefficient, what 
would you do? 
知识单元 13：Pooling Cross Sections across Time: Simple Panel Data Methods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Pooling Independent Cross Sections across Time； 
2．Policy Analysis with Pooled Cross Sections； 
3.  Two-Period Panel Data Analysis； 
4.  Policy Analysis with Two-Period Panel Data； 
5.  Differencing with More Than Two Time Periods 
学习目标： 
1．了解 Pooling Independent Cross Sections across Time, Policy Analysis with Pooled Cross 

Sections. 
2．掌握 Two-Period Panel Data Analysis, Policy Analysis with Two-Period Panel Data. 
作业： 
13.1 In Example 13.1, assume that the average of all factors other than educ have remained constant 

over time and that the average level of education is 12.2 for the 1972 sample and 13.3 in the 1984 sample. 
Using the estimates in Table 13.1, find the estimated change in average fertility between 1972 and 1984. 
(Be sure to account for the intercept change and the change in average education.) 

13.3 Why can we not use first differences when we have independent cross sections in two years (as 
opposed to panel data)? 

13.4 If we think thatβ1 is positive in (13.14) and that Δui and Δunemi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hat is the bias in the OLS estimator of β1 in the first-differenced equation? (Hint: Review Table 3.2.) 

13.5 Suppose that we want to estimate the effect of several variables on annual saving and that we 
have a panel data set on individuals collected on January 31, 1990, and January 31, 1992. If we include a 
year dummy for 1992 and use first differencing, can we also include age in the original model? Explain. 

13.6 In 1985, neither Florida nor Georgia had laws banning open alcohol containers in vehicle 
passenger compartments. By 1990, Florida had passed such a law, but Georgia had not. 

(i) Suppose you can collect random samples of the driving-age population in both states, for 1985 
and 1990. Let arrest be a binary variable equal 

to unity if a person was arrested for drunk driving during the year. Without controlling for any other 
factors, write down a linear probability model that allows you to test whether the open container law 
reduced the probability of being arrested for drunk driving. Which coefficient in your model measures the 
effect of the law? 

(ii) Why might you want to control for other factors in the model? What might some of these factors be? 
(iii) Now, suppose that you can only collect data for 1985 and 1990 at the county level for the two 

state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would be the fraction of licensed drivers arrested for drunk driving d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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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year. How does this data structure differ from the individual-level data described in part (i)? What 
econometric method would you use? 
知识单元 14：Advanced Panel Data Methods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Fixed Effects Estimation； 
2．Random Effects Models； 
3.  Applying Panel Data Methods to Other Data Structures； 
学习目标： 
1．了解 Fixed Effects Estimation, Random Effects Models. 
2．掌握 Applying Panel Data Methods to Other Data Structures. 
作业： 

 

(iii) If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s are not very highly correlated across time, what does part (ii) suggest 
about whether the inconsistency in the between estimator is smaller when there are more time periods? 

14.4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collegiate athletic performance on applicants, you collect 
data on applications for a sample of Division I colleges for 1985, 1990, and 1995. 

(i) What measures of athletic success would you include in an equation? What are some of the timing 
issues? 

(ii) What other factors might you control for in the equation? 
(iii) Write an equation that allows you to estimate the effects of athletic success on the percentage 

change in applications. How would you estimate this equation? Why would you choose this method? 
14.5 Suppose that, for one semester, you can collect the following data on a random sample of 

college juniors and seniors for each class taken: a standardized final exam score, percentage of lectures 
attended, a dummy variable indicating whether the class is within the student’s major, cumulative grade 
point average prior to the start of the semester, and SAT score. 

(i) Why would you classify this data set as a cluster sample? Roughly, how many observations would 
you expect for the typical student? 

(ii) Write a model, similar to equation (14.12), that explains final exam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attendance and the other characteristics. Use s to subscript student and c to subscript class. Which 
variables do not change within a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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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If you pool all of the data and use OLS, what are you assuming about unobserved student 
characteristics that affect performance and attendance rate? What roles do SAT score and prior GPA play 
in this regard? 

(iv) If you think SAT score and prior GPA do not adequately capture student ability, how would you 
estimate the effect of attendance on final exam performance?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3学时 

实验：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LS Asymptotics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实验要求：1) 估计回归方程：用 OLS估计未知参数;Equation窗口顶部按钮的功能。Equation

窗口顶部有很多按钮，他们的功能与前面第一部分第二章讲过的 Series类型 object窗口、Graph

类型 object 窗口顶部按钮的功能与操作类似;相关系数矩阵.当遇到多变量回归时，有时需要计算

相关系数矩阵。作法：选中变量，双击打开这些变量，点击 Views/Correlation/click，就得到相

关系数矩阵。 

2)异方差检验 

(1) 图示法 

① 生成残差平方
2
ie
序列。Workfile 窗口中点击 GENR 按钮，弹出对话框，在对话框中输入

e2=resid*resid。点击 OK即可得出残差平方序列。 

②作散点图：点击 Quick/Graph/click，在对话框中输入 X、E2，点击 OK。弹出新对话框，在

图表类型中（Graph  type）中选择散点图（Scatter Diagram），点击 OK即可得到图 3.3.4。 

(2)Goldfeld-Quandt (戈德菲尔德-匡特)检验： 

① 将样本观测按解释变量 X排序。在 Workfile窗口中点击 Procs/sort series/click，弹出

对话框，输入 X，并选择按升序排序，点击 OK即可。 

② 在 Workfile窗口中，点击 Sample，将样本范围改为 1978-1985，用 OLS法做 Y对 X的线性

回归。记住残差的平方和。 

③ 将样本范围改为 1991-1998，再做回归。记住残差的平方和。构造 F统计量，进行检验。 

(3)White检验（pp103） 

在 Y对 X回归时，出现 Equation窗口，点击该窗口中 View /residual test/ White，弹出结

果框，直接给出了相关的统计量（F-statistic和 Obs*R-squared），据此判断。 

(4)ARCH检验 

在 Y对 X回归时，出现 Equation窗口，在该窗口中点击 View/residual test/ ARCH /回车，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滞后期数，点击 OK即可。 

3)异方差性的修正: 

(1)加权最小二乘法; (2)对原模型变换的方法;(3)模型的对数变换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CHAPTER 1  The Nature of Econometrics and Economic Data 3  
2 CHAPTER 2   The Simple Regression Model 3  
3 CHANPER 3.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Estimation 3  
4 CHAPTER 4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Inference 3  
5 CHAPTER 5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LS Asymptotics 3  
6 CHAPTER 6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Further Issues 3  

7 
CHAPTER 7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with Qualitative 
Information: Binary (or Dummy) Variabl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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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HAPTER 8  Heteroskedasticity 3  
9 CHAPTER 9  More on Specification and Data Problems 3  
10 CHAPTER 10  Basic Regression Analysis with Time Series Data 3  

11 
CHAPTER 11  Further Issues in Using OLS with Time Series 
Data 

3  

12 实验：多元回归 Heteroskedasticity 3  

13 
CHAPTER 12  Serial Correlation and Heteroskedasticity in Time 
Series Regressions 

3  

14 
CHAPTER 13  Pooling Cross Sections across Time: Simple Panel 
Data Methods 

3  

15 CHAPTER 14  Advanced Panel Data Methods 3  
16 复习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统计学 

后续课程：金融学、国际经济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简单回归及多元回归系数估计、参数检验、置信区间、模型设定、模型检验。 

难点：异方差检验及修正、序列相关检验及修正、虚拟变量。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研讨。 

3.实验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网路数据库。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电脑、网络数据库、Eviews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18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Jeffrey M. Wooldridge等编著《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A Modern Approach》，清

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 10月 第 4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李子奈等编著《计量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10月 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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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nathan D. Cryer and Kung-Sik Chan编著《Time Series Analysis with Applications 

in R》， Springer 出版社，2008年 11月 第 5版  

执笔：李泳  审稿：杨丽花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1日 

 

微观经济学（一）（英语双语） 
Migroeconomics-1 

课程号：30601053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成思危现代金融菁英班的专业必修课程，双语教学。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介绍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2、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

原理和方法思考和初步分析现实经济问题。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价格理论、消费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

分配理论，及丰富的多媒体技术，将西方经济学分析中必备的图形、图表、案例等内容直观、生动

地丰富到课堂中，并通过分析生活中的经济学，让学生充分领略经济学分析的乐趣，为其他经济类

理论和应用学科打好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引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资源的稀缺性构成了经济学关注的经济

问题，即怎样使用有限的相对稀缺的资源来满足无限多样化的需要的问题。 

现代西方经济学把经济学原理或经济理论，即有关经济问题知识体系的全部内容分为两大组成

部分，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在经济分析中以单个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作为考察

对象，宏观经济学把一个社会的整体经济活动作为考察对象。个体经济单位是指单个消费者、单个

厂商和单个市场等。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市场价格理论。它依次分析：供求理论或供求曲线，效用论或消费者

行为理论，生产论或生产者行为理论，成本论，不同市场结构中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和绩效，

分配论或厂商、消费者对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供求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

政府管制等。 

2.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1）微观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设条件 

在微观经济学中，为了理论分析的开展，对每个问题的研究都是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进行的。

其中，基本的假设条件有两个： 

合乎理性的人的假设条件。它假定在经济活动中，人们总是在利己的动机下，力图以最小的代

价去换取最大的利益。 

完全信息的假定。它假定市场上每一个从事交易活动的人都对有关经济情况有完全的信息。 

2)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 

阐述事物“是怎样”的命题，称为实证命题，属于实证性质的经济理论称为实证经济学。陈述

“应该怎样”的命题，称为规范命题，经济分析中属于规范性质的命题，称为规范经济学。 

从经济思想的发展史来看，基本一致的看法是，经济学既是一门实证科学，也是一门规范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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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经济模型 

经济模型是指用来描述所研究的经济事物的有关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结构。经济模型

可以用文学语言或数学形式（包括几何图形和方程式等）来表示。如果用数学方程式来表示均衡价

格决定模型，则可以是： 

Q
d
=α－β·P 

Q
s
=－δ＋γ·P 

Q
d
=Q

s
 

根据以上三个联立方程，可以求出商品的价格和数量的均衡解。 

4)内生变量、外生变量和参数 

经济变量是经济模型的基本要素。在一个经济模型中，内生变量指该模型所要决定的变量，外

生变量是指由该模型之外的因素所决定的已知变量，外生变量决定内生变量。参数通常被看做是外

生变量。例如，在上面的均衡价格决定模型中，参数α、β、δ和γ为外生变量，Q和 P为内生变量。 

5）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在一个经济模型中，根据既定的外生变量值来求得内生变量值的分析方法，被称为静态分析。

当外生变量的数值发生变化时，内生变量的数值也会发生变化时。研究外生变量变化对内生变量变

化的影响方式，以及比较不同数值的外生变量下的内生变量的不同数值，被称为比较静态分析。 

在静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中，变量所属的时间被抽象掉了。而在动态模型中，则要区分变量

在时间上的先后差别，研究不同时点上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这种动态模型做出的分析，被

称为动态分析。 

3. 经济学十大原理 

经济学家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从自己当学生时的视角出发，归纳了十条原理，十分深入浅

出。这十大原理是： 

1）人们面临交替关系。 

2) 某些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 

3）理性人考虑边际量。 

4) 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 

5）贸易能使每个人的状况更好。 

6）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 

7）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 

8）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和劳务的能力。 

9）当政府发行了过多货币时，物价上升。 

10）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暂交替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假设条件和理论体系的框架。 

2．初步掌握经济学的十大原理。 

作业： 

如何理解稀缺性？和经济学研究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知识单元 2：需求和供给理论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需求曲线 

1）需求 

需求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的价格条件下，消费者所愿意购买某种商品的数量。 

2）需求的决定因素 

一种商品需求数量由很多因素决定，主要有：该商品的价格、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相关商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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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消费者的偏好和消费者对该商品的预期等。 

3)需求函数、需求表和需求曲线 

假定其他条件都不变，仅分析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对商品需求量的影响。需求量与价格的关系

可以分别用需求表、需求曲线和需求函数来表示。 

需求表就是利用表格的形式表明价格与需求量的一种关系。在每一个价格下，将市场中的每个

人的需求量加总便可得到市场需求表。 

需求曲线是表明商品价格与需求量之间关系的一条曲线。 

需求函数是表明商品价格与需求量的函数，一般表示为： 

Q
d
=f（P） 

如果需求函数为线性的，则可写成： 

Q
d
=α－β·P  (α、β为常数，且α、β>0) 
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之间成反向变动的关系，相应地，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  

4）需求曲线的移动 

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价格的变动引起该商品的需求数量的变动，在几何图形上表现为沿着需

求曲线的点的移动。 

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其他因素的变动引起的该商品的需求数量的变动，在几何图形上表现需

求曲线的位置发生移动，表明整个需求情况的变化。 

2.供给曲线 

1）供给 

供给是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价格条件下企业愿意生产并销售某种商品的数量。 

2)供给的决定因素 

一种商品供给数量由很多因素决定，主要有：该商品的价格、生产的成本、生产的技术水平、

相关商品的价格、生产者对该未来的预期等。 

3）供给函数、供给表和供给曲线 

假定其他条件都不变，仅分析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对其供给量的影响。供给量与价格的关系可

以分别用供给表、供给曲线和供给函数来表示。 

供给表就是利用表格的形式表明价格与供给量的一种关系。在每一个价格下，将市场中的每个

厂商的供给量加总便可得到市场供给表。 

供给曲线是表明商品价格与供给量之间关系的一条曲线。 

供给函数是表明商品价格与供给量的函数，一般表示为： 

Q
s
=f（P） 

如果供给函数为线性的，则可写成： 

Q
s
=－δ＋γ·P  (δ、γ为常数，且δ、γ>0) 
商品的价格和供给量之间成正向变动的关系，相应地，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  

4）供给曲线的移动 

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价格的变动引起该商品的供给数量的变动，在几何图形上表现为沿着供

给曲线的点的移动。 

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其他因素的变动引起的该商品的供给数量的变动，在几何图形上表现供

给曲线的位置发生移动，表明整个供给情况的变化。 

3.供求曲线的共同作用 

1）均衡 

均衡的最一般的意义是指经济事物中的有关变量在一定的条件下的相互作用下所达到的一种

相对静止的状态。 

在微观经济分析中，市场均衡可以分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是就单个市场或部分市

场的供求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和均衡状态进行分析。一般均衡是就一个经济社会中的所有市场的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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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和均衡状态进行分析。 

2）均衡价格的决定 

一种商品的均衡价格是指该种商品的市场需求量和市场供给量相等时候的价格。在均衡价格水

平下的相等的供求数量被称为均衡数量。从几何意义上说，均衡出现在该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和市

场供给曲线相交的交点上，该交点 E称为均衡点。均衡点上的价格和相等的供求数量分别被称为均

衡价格和均衡数量。 

 

 

商品的均衡价格表现为商品市场上需求和供给这两种相反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在市场

的供求力量的自发调节下形成的。 

3）均衡价格的移动 

需求曲线或供给曲线位置的移动都会引起均衡价格水平发生变动。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变动分别引起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同方向变动，供给变动分

别引起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反方向变动，供求同时变动时，均衡的变动方向不确定。 

分析外部事件发生时均衡变动的三个步骤：一是确定该事件是移动供给曲线还是需求曲线（或

两者）；二是确定曲线移动的方向；三是用供求图形说明这种移动如何改变均衡。 

4.弹性的概念 

1）弹性的含义 

只要两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函数关系，就可以建立两者之间的弹性关系。弹性是用来表示因变

量的相对变动对于自变量的相对变动的反应程度的。弹性的一般公式为： 

弹性系数=
自变量的相对变动

因变量的相对变动
 

如果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为 Y＝f（X），以 e表示弹性系数，则弹性公式为 

e =
X/X
Y/Y

∆
∆

 = •
∆
∆

X
Y

Y
X

 

或者    

e =
X/X
Y/Ylim

0x ∆
∆

→∆
 =

X/dX
Y/dY
＝ •

dX
dY

Y
X

 

 

上面两个弹性公式分别为弧弹性和点弹性公式。弹性是一个数值，它与函数的自变量和因变量

的度量单位无关。 

6） 需求弹性 

这里研究的需求弹性是指需求的价格弹性。其公式为： 

需求弹性系数＝
价格的变动百分比

需求量的变动百分比
－  

在上式中加一个负号，是为了使需求弹性系数在一般情况下为正值，以便于需求弹性之间的比

较。 

需求弹性分为需求弧弹性和需求点弹性。需求弧弹性表示某商品需求曲线上两点之间的弹性。

P 

Q 

S 

D 

E 
P'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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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为 

e =
P/P
Q/Q

∆
∆

－  = •
∆
∆

P
Q

－
Q
P
 

 

需求弧弹性也可以用以下的中点公式来计算： 

e = •
∆
∆

P
Q

－
2/)(Q

2/PP

21

21

Q+
）＋（

 

需求弧弹性分为五个类型： de >1为富有弹性， de <1为缺乏弹性， de =1为单位弹性， de =∞

为完全弹性， de =0为完全无弹性。 

需求点弹性表示某商品需求曲线上某一点的弹性。公式为： 

e =
P/P
Q/Q

d
d

－  = •
P
Q

d
d

－
Q
P
 

需求点弹性也可以用几何方法求得，可以得到线性需求曲线点弹性的五种类型。 

 

 

7） 商品的需求弹性和厂商的销售收入 

厂商的销售收入等于 PQ，其中，P、Q分别表示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当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

时，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的大小会影响厂商的销售收入。这种影响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对于 de >1的富有弹性的商品，销售收入与商品价格反方向变动； 

2)对于 de <1的缺乏弹性的商品，销售收入与商品价格同方向变动； 

3)对于 de =1的单位弹性商品，商品价格的变动不影响销售收入。 

8） 影响需求弹性的因素 

影响需求弹性的主要因素有：商品的可替代性、商品用途的广泛性、商品对消费者生活的重要

程度、商品的消费支出在消费者预算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以及消费者调节需求量的时间。一种商品

de >1 

de =1 

de <1 

de =0 

B        Q 

P 
A 

Q 

P 
de =∞ 

Q=f(P) 

Q=f(P) 

Q 

P 

de =0 Q=f(P) 

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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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弹性系数值，取决于影响该商品需求弹性的所有因素的综合作用。 

9） 其他弹性 

供给弹性，这里指供给的价格弹性。供给弹性也分为供给弧弹性和供给点弹性。供给弧弹性表

示某商品供给曲线上两点之间的弹性。以 se 表示供给弹性系数。供给点弹性表示某商品供给曲线上

某一点的弹性。 

需求的交叉弹性，被用来研究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和它的相关商品的需求量变化之间的关系。

假定需求函数为 )(Qx YPf= ， xQ 和 YP 分别表示 X的需求量和 Y的价格，且以 XYe 表示当 Y的价

格发生变化时的 X的需求交叉弹性系数，则商品 X的需求交叉弧弹性公式为： 

XYe ＝
YY

xx

P/P
Q/Q

∆
∆

 = •
∆
∆

Y

X

P
Q

X

Y

Q
P

 

相应的商品 X的需求交叉点弹性公式为： 

XYe ＝
YY

xx

P/P
Q/Q

d
d

 = •
Y

X

P
Q

d
d

X

Y

Q
P

 

如果 X、Y两商品之间互为替代品，则 XYe >0，如果 X、Y两商品之间互为互补品，则 XYe <0

如果 X、Y两商品之间无相关关系，则 XYe ＝0。也可以反过来，根据需求交叉弹性系数的符号来判

断 X、Y两商品之间的相关关系。 

弹性概念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的运用。经济学家根据所研究问题的不同需要，可以建立各种弹

性关系，以考察有关的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程度。 

 

5.供求规律的运用 

2) 价格控制政策。政府在微观政策上会采用一些价格控制政策来调节市场，包括价格上限和
价格下限。这样的政策会对由供求变动调节的市场产生干预作用。 

3) 谷贱伤农。由于农产品往往是缺乏需求弹性的商品，销售收入与商品价格反方向变化，在
丰收的年份，农产品均衡价格下降的幅度大于农产品的均衡数量增加的幅度，农民的总收入反而减

少了。 

 

4) 弹性与税收归宿。税收归宿是关于由谁来承担税收负担的研究。税收抑制了市场活动，买
卖双方分摊了税收负担。税收更多地落在缺乏弹性的市场一方身上。弹性实际上衡量当市场条件不

利时，买方或卖方离开市场的意愿。 

6.蛛网模型（动态模型的一个例子） 

蛛网模型研究生产周期较长的商品（如农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在偏离均衡状态以后的实际波动

过程及结果。该模型所涉及的经济变量都是属于一定时点上的变量，故蛛网模型是一个动态模型。

蛛网模型可以用以下三个联立的方程式来表示： 

Q 

P 
 
P1  
 
P2 

 

Q1  Q2 
 

E1   

E2 

S   

S’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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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tQ =α－β· tP  

s
tQ =－δ＋γ· 1-tP  

d
tQ =

s
tQ  

其中，t表示时期，t＝1、2、3…… 

用图解法可以得到商品的产量和价格波动的三种情况，即波动的幅度分别为收敛、发散和保持

不变。这三种情况取决于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斜率。 

学习目标： 

1．了解供求规律、弹性理论。 

2．掌握供求如何决定价格。 

3. 掌握弹性在市场行为中的作用。 

4. 分析微观价格政策。 

作业： 

1.名词解释 

需要、需求与供给、需求函数、供给函数、需求规律、供给规律、供求均衡、供求定理、需求

量变动与需求变动、供给量变动与供给变动、个别需求与市场需求、个别供给与市场供给、需求价

格弹性、需求收入弹性、需求交叉弹性、供给价格弹性、供给成本弹性、需求价格点弹性与弧弹性。 

2.已知某一时期内某商品的需求函数为 Qd＝50－5P，供给函数为 Qs＝－10＋5P。 
(1)求均衡价格 Pe和均衡数量 Qe，并作出几何图形。 
(2)假定供给函数不变，由于消费者收入水平提高，使需求函数变为 Qd＝60－5P。求出相应的

均衡价格 Pe和均衡数量 Qe，并作出几何图形。 
(3)假定需求函数不变，由于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使供给函数变为 Qs＝－5＋5P。求出相应的均

衡价格 Pe和均衡数量 Qe，并作出几何图形。 
(4)利用(1)、(2)和(3)，说明静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的联系和区别。 
(5)利用(1)、(2)和(3)，说明需求变动和供给变动对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影响。 
3.假定下表是需求函数 Qd＝500－100P在一定价格范围内的需求表： 

价格(元) 1 2 3 4 5 

需求量 400 300 200 100 0 

(1)求出价格 2元和 4元之间的需求的价格弧弹性。 

(2)根据给出的需求函数，求 P＝2元时的需求的价格点弹性。 

(3)根据该需求函数或需求表作出几何图形，利用几何方法求出 P＝2元时的需求的价格点弹

性。它与(2)的结果相同吗？ 

知识单元 3：效用论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效用论概述 

1）效用 

效用是指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即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效用是一种

主观心理评价。 

2）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 

基数效用论者认为，效用如同长度、重量等概念，可以具体衡量并加总求和。效用的度量单位

是“效用单位”。基数效用论者用边际效用分析方法来研究消费者行为。 

序数效用论者认为，效用如同香、臭、美、丑等概念，其大小无法具体衡量，效用之间的比较

只能通过顺序或等级来表示。序数效用论者用无差异曲线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消费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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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数效用论和边际效用分析方法概述 

基数效用论者区分了总效用和边际效用。总效用和边际效用分别用 TU和 MU表示。假定某消费

者对某商品的消费量为 Q，则总效用函数为： 

TU＝TU（Q） 

相应的边际效用为： 

MU＝
Q

TU(Q)
∆

∆
 

或者 

MU＝
Q

TU(Q)lim
0 ∆
∆

→∆Q
 ＝

Q
TU(Q)
d

d
 

由上式可知，每一商品数量上的边际效用值是总效用曲线的斜率。基数效用论提出了边际效用

递减规律的假定，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在其他商品消费数量不变的前提下，随着对某种商品消费量

的增加，消费者从该商品连续增加的每一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效用增量即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基数效用论关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是：在收入固定和市场上各种商品价格已知的条

件下，消费者应使他所购买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或者说，应使花费在各种商品

购买上的最后一元钱所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该均衡条件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IXPXPXP nn =+++ ......2211  

1

1

P
MU

＝
2

2

P
MU

==
n

n

P
MU

λ  

1P、 2P …… nP 表示 n种商品的价格， 1X 、 2X …… nX 表示 n种商品的数量， 1MU 、 2MU ……

nMU 表示 n种商品的边际效用， I 表示收入，λ表示货币的边际效用（在此假定不变）。 

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假定下，根据消费者在购买一种商品时的均衡条件
P

MU
＝λ，基数效

用论推出了需求曲线。基本思路是：商品的需求价格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对一定量的某种商品

所愿意支付的价格，它取决于商品的边际效用。由于商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所以，随着商品消

费量的连续增加，在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的条件下，商品的需求价格是下降的。据此，基数效用论

推导出了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并说明了需求曲线上每一点的需求量都是在相应价格水平下可

以给消费者带来最大效用的需求量。 

2.无差异曲线及其特点 

1)关于消费者偏好的假定 

序数效用论者认为，可以用消费者的偏好来表达商品效用的顺序或等级。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组

合的偏好程度的差别，决定了这些不同组合的效用的大小顺序。 

关于消费者偏好的三个基本假设条件是： 

对于任意两个商品组合 A和 B，消费者总是可以作出，而且也仅仅只能作出以下三种判断中的

一种：对 A的偏好大于对 B的偏好，对 A的偏好小于对 B的偏好，对 A的偏好等于对 B的偏好。 

 对于任意三个商品组合 A、B和 C，若消费者已经作出判断：对 A的偏好大于（或小于、或等

于）对 B的偏好，对 B的偏好大于（或小于、或等于）对 C的偏好，则消费者必然作出对 A的偏好

大于（或小于、或等于）对 C的偏好。 

 如果两个商品组合的区别仅在于其中一种商品的数量的不同，那么，消费者总是偏好含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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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商品数量较多的那个组合。这意味着消费者对每种商品的消费都处于饱和以前的状态。 

2)无差异曲线及其特点 

无差异曲线是消费者偏好相同的各种不同组合的轨迹。 

 

同一条无差异曲线表示一个相同的效用水平，不同的无差异曲线表示不同的效用水平。与无差

异曲线相对应的效用函数为 

U＝ ),( 21 XXf  

其中， 1X 和 2X 分别表示商品 1和 2的数量，U为效用指数，它是常数，具有序数效用的性质。 

无差异曲线有以下特点： 

第四， 在同一坐标平面上可以有无数条无差异曲线，离原点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代表的效用水

平越高。 

第五， 在同一坐标平面上的任意两条无差异曲线不相交。 

第六， 无差异曲线是凸向原点的。 

3.商品的边际替代率  

1)商品的边际替代率 

在维持效用水平不变或满足程度不变的前提下，消费者增加一单位某种商品的消费时所要放弃

的另一种商品的消费数量，被称为商品的边际替代率。以 RCS表示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则商品 1对

商品 2的边际替代率为 

12RCS ＝
1

2

X
X

∆
∆

−  

或者 

12RCS ＝
1

2

01

lim
X
X

X ∆
∆

−
→∆

＝
1

2

dX
dX

−  

无差异曲线上任何一点的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就是无差异曲线在该点上的斜率的绝对值。 

2)商品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 

序数效用论提出的商品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假定：在维持效用水平不变或满足程度不变的前

提下，随着一种商品消费量的连续增加，消费者为得到每一单位这种商品所需要放弃的另一种商品

的消费数量是递减的。 

由于从几何意义上讲，商品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表示无差异曲线的斜率的绝对值递减，所以，无

差异曲线是凸向原点的。 

某些无差异曲线具有特殊的形状。完全替代品的无差异曲线是直线型的，完全互补品的无差异

I1  

I2 
 

I3 
 

X1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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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为直角形状。 

4.消费者的预算线  

1)预算线的含义 

预算线表示在假定消费者收入和商品的价格既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全部收入所能购买的两种

商品的不同数量的各种组合。如图所示。 

 

图中的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商品 1和商品 2的数量，线段 AB为预算线，OB表示全部收入购买

商品 1的数量，OA表示全部收入购买商品 2的数量。唯有预算线 AB上的任何一点，才是消费者的

全部收入刚好用完所购买到的商品组合点。 

预算线方程为： 

2211 XPXPI +=  

也可以写为： 

2X ＝
2

1
2

1

P
IX

P
P

+−  

由上式可见，预算线的斜率是
2

1

P
P

− ，预算线在纵轴上的截距为
2P

I
。 

2)预算线的变动 

任何关于消费者收入 I的变动，以及两商品价格 1P和 2P 的变动，都可以影响预算线的位置。

若两商品的价格比
2

1

P
P
发生变化，则预算线的斜率会发生变化；若

1P
I
或

2P
I
的值发生变化，则预算

线在横轴或纵轴上的截距会发生变化。 

 

5.消费者的均衡  

1)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 

在消费者的偏好序不变、消费者收入固定和两种商品的价格已知的条件下，消费者的预算线和

无差异曲线的相切点，便是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点，如图中的Ｅ点。Ｅ点表明，消费者的

最优购买组合为（ １X ， 2X ）。在消费者的均衡点，无差异曲线的斜率等于预算线的斜率，即有： 

I=P1X1+P2X2 
 

X1   

X2   

A 
 

B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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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RCS ＝
2

1

P
P

 

这就是序数效用论者关于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该条件表示：在消费者的均衡点

上，消费者愿意用一单位的某种商品去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数量应该等于该消费者能够在市场上用一

单位的这种商品去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数量。 

 

２)不同方法得出的均衡条件 

虽然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分别用不同的方法研究消费者行为，并得出不同的均衡条件，但

本质上是相同的。因为，若假定商品的效用可以用基数来衡量，则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可以写为： 

12RCS ＝
1

2

dX
dX

− ＝
２MU

MU1  

于是，序数效用论关于消费者的均衡条件可以改写为： 

２MU
MU1 ＝

2

1

P
P

 

或者：          

1

1

P
MU

＝
2

2

P
MU

＝λ  

上式就是基数效用论关于消费者的均衡条件。 

6.消费者的需求曲线  

序数效用论者从消费者的均衡条件出发，利用价格－消费曲线推导出消费者的需求曲线。 

I1  

I2 
 

I3 
 

X1   

X2   

E 
 

2X   

  

１X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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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 P.P.C.是一条价格－消费曲线，它是其他条件都不变时，与商品 1的不同价格水平相

联系的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点的轨迹。将价格－消费曲线所体现的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之间

的一一对应关系描绘在坐标图上，就可以得到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其上与每一价格水平

相对应的商品数量都是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最大效用的商品需求量。 

7.正常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2） 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含义 

一种商品价格变动所引起的该商品需求量的变动可分解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两个部分。由商

品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实际收入水平变动，进而引起该商品需求量的变动，为收入效应。由商品价格

变动所引起的商品相对价格变动，进而引起该商品需求量的变动，为替代效应。 

2）正常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图中分析正常物品（商品 1）价格下降时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X1=f(P1)   

X1   

P1  

  

 

 

P’’1 

 
P1 

P’1 
O 
 ''1X  1

0X 1'X  

E 
 
E1 
 

E2 
 

E3 
 

I1  

I2 
 

I3 
 

X1   

X2   

''1X  1
0X 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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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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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需求量的变化量 X1'X1 '' 为替代效应，它与价格 P成反方向变动。收入效应为需求量

的变化量 X1 ''X1'''，它与价格 P也成反方向变动。由于商品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变

化量是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和，所以，正常物品的价格与需求量成反方向变动，需求曲线是向右

下方倾斜的。 

8.低档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1）正常物品和低档物品的区别及收入效应 

商品可分为正常物品和低档物品两大类。正常物品的需求量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成同方向变

动，低档物品的需求量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成反方向变动。由此可知，当商品价格变动时，正常物

品的收入效应与价格成反方向变动，低档物品的收入效应与价格成同方向变动。 

由于正常物品和低档物品的区别不对替代效应产生影响，所以所有物品的替代效应都与价格成

反方向变动。 

2）低档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图中分析低档物品（商品 1）价格下降时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图中的需求量的变化量 X1'X1 '' 为替代效应，它与价格 P成反方向变动。收入效应为需求量

的变化量 X1 ''X1'''，它与价格 P成同方向变动。在多数情况下，替代效应的作用大于收入效应

的作用，所以，大多数低档物品的价格与需求量成反方向变动，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 

3）吉芬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在某些场合，低档物品的收入效应的作用大于替代效应的作用，于是，这类特殊的低档物品的

价格与需求量成同方向变动，相应的需求曲线呈现向右上方倾斜的特殊形状。这类特殊的低档物品

被称为吉芬物品，其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分析如图所示。 

X1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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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从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到市场需求曲线  

把某个市场上所有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水平相加，便可以得到该市场的需求曲线。因此，在

一般情况下，市场需求曲线也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而且市场需求曲线上的每个点都表示在相应价格

水平下可以给全体消费者带来最大效用的市场需求量。 

学习目标： 

1．了解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 

2．掌握消费者均衡的实现。 

作业： 

1．简述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因。 

2．简述边际效用与总效用的关系。 

3．消费者剩余的本质是什么？ 

4．为什么要把购买最后一个单位不同商品的边际效用均等作为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 

5．比较基数论和序数论的需求曲线。 

6．无差异曲线是否总是双曲线？ 

7．简述预算线的性质、移动的原因和特征。 

8．简述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交点向均衡点的移动。 

9．简述收入效应、替代效应的区别。 

10．补偿预算线的意义是什么？它与原无差异曲线相切、与新的预算线平行的意义是什么？ 

11．比较价格上升和下降时，正常品、低档品和吉芬商品的总效应。 

12. 简述不确定性条件下资源配置的类型、基本思想。 

知识单元 4：生产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生产函数 

1）生产函数的引入 

在微观经济分析中，生产者也称厂商。厂商被假定为合乎理性的经济人，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

追求最大的利润。 

生产函数表示在一定时期内，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中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数

量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它可以写为： 

Q＝f（X1,X2……Xn） 

其中，X1,X2……Xn顺次表示生产中所使用的 n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Q表示产量。 

假定生产中只使用劳动和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以 L和 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则生

产函数为： 

X1   O 
 

1'X 1''X 1'''X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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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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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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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f（L，K） 

生产函数所表示的生产中的投入量和产出量之间的依存关系，普遍存在于各种生产过程之中。 

2）常见的生产函数 

固定投入比例的生产函数。是指在每一产量水平上任何一对要素投入量之间的比例都是固定不

变的生产函数。通常形式为： 

Q＝Minimum（
U
L
，

V
K
） 

其中，Q表示产量，L和 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U和 V表示固定的劳动和资本的生

产技术系数。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Q＝ALαKβ 

其中，Q表示产量，L和 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A、α和β是三个参数，0<α<1,0<β<1。 
该生产函数以其简单的形式具备了经济学家所关心的一些性质。例如，在α＋β＝1时，根据参

数α和β值，可以知道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在总产量中所占的相对份额；根据（α＋β）的值，可以
判断生产的规模报酬的变化情况；根据参数 A的值，可以估算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大

小。  

2.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 

2） 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 

微观经济学通常以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来考察短期生产理论，以两种可变生产要素的

生产函数来考察长期生产理论。这里的短期和长期的区别是以生产者能否变动全部生产要素的投入

数量为标准。短期是指生产者来不及调整全部生产要素的数量，至少有一种生产要素的数量是不变

的时间周期。长期是指生产者可以调整全部生产要素的数量的时间周期。 

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通常形式为： 

Q＝f（L，Κ） 

其中，Q表示产量，L表示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Κ表示不变要素资本的投入量。 

2）总产量、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 

总产量 TPL、平均产量 APL和边际产量 MPL的定义公式分别是： 

TPL＝f（L，Κ） 

APL＝
L

)K(L,TPL
 

MPL＝
L

)K(L,TPL

∆
∆

 

或者 

MPL＝
L

)K(L,TPlim L

0L ∆
∆

→∆
＝

dL
)K(L,dTPL  

 

3）总产量曲线、平均产量曲线和边际产量曲线 

如图所示，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和产量，TPL、APL和 MPL分别表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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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产量、劳动的平均产量和劳动的边际产量曲线。三条曲线都是先上升，各自达到最高点以后，

再下降。 

 

这三条曲线的相互关系如下： 

当 APL曲线达到极大值时，TPL曲线必定有一条从原点出发的最陡的切线，即图中的 C'和 C点

是相对应的。 

当 MPL曲线达到极大值时，TPL必定存在一个拐点，即图中的 B'和 B点是相对应的。 

 APL曲线和 MPL曲线必定相交于 APL曲线的最高点，即图中的 C'点。 

4）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在连续地把等量的某一种可变生产要素增

加到其它不变生产要素上去的过程中，这种可变要素的边际产量先是递增的，达到最大值后，是递

减的。其原因在于，对于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来说，可变要素投入量和不变要素投入量之间都存在

一个最佳的组合比例。 

5）生产的三个阶段 

在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的情况下，生产的三个阶段如图所示。在第Ⅰ阶段，可变要素

的投入量太少，厂商增加可变要素投入量是有利的。第Ⅲ阶段，可变要素投入量太多，厂商只要减

少可变要素投入量就可以增加产量。所以，厂商总是在第Ⅱ阶段进行生产，只有第Ⅱ阶段才是合乎

类型的生产阶段。 

3.两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 

1）两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 

长期生产函数可写为： 

Q＝f（X1,X2……Xn） 

其中，Q表示产量，X1,X2……Xn分别表示生产中所使用的 n种可变要素的投入数量。 

通常以两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来考察长期生产理论，其形式为： 

Q＝f（L，K） 

2)等产量线 

等产量线是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生产同一种产量的两种可变要素的投入量的各种不同组

合的轨迹。 

TPL  

APL  

MPL   

Q  

B  

C  

D  

A  

B’   
C’   

D’  

L1      L 2   L 3      L 4   

第Ⅰ阶段 第Ⅱ阶段  第Ⅲ阶段   

L  



4140 

 

图中的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劳动投入量和资本投入量。同一条等产量线代表一个相同的产量水

平，不同的等产量线代表不同的产量水平。离原点越近的等产量线代表的产量水平越低，离原点越

远的等产量线代表的产量水平越高。同一坐标上的任意两条等产量线不会相交。等产量线是凸向原

点的。 

3）边际技术替代率 

在维持产量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增加一单位的某种要素投入量时所减少的另一种要素的投入数

量，被称为边际技术替代率。劳动对资本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的公式是： 

LKTSR ＝
L
K

∆
∆

−  

或者 

LKTSR ＝
L
Klim

0L ∆
∆

−
→∆

＝
dL
dK

−  

等产量线上某一点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就是该点上的斜率的绝对值。 

边际技术替代率可以表示为两种要素的边际产量比。 

LKTSR ＝
K

L

MP
MP

 

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是指：在维持产量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当一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不

断增加时，每一单位的这种要素所能替代的另一种要素的数量是递减的。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

决定了等产量线是凸向原点的。 

4）生产的经济区域 

利用下图可分析生产的经济区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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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脊线 OE和 OF将生产划分为两个区域。在脊线以外的区域，等产量线的斜率为正值，表

示两种可变要素必须同时增加，才能生产既定的产量。而且，脊线 OE以上的区域的资本的边际产

量为负值，脊线 OF以下的区域的劳动的边际产量为负值。在脊线之内的区域，等产量线的斜率都

为负值，表示可以通过对两种可变要素的相互替代来生产既定的产量。所以，对于厂商来说，脊线

之内的区域为生产的经济区域。 

4.成本方程 

厂商的成本方程为： 

C＝wL+rK 

其中，C表示成本，w、r分别表示已知的劳动和资本的价格，L、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数

量。 

由成本方程可得： 

K＝－
r
CL

r
w
＋  

与成本方程对应的等成本线是在既定的成本和生产要素价格条件下，生产者可以购买到的两种

生产要素的各种不同数量组合的轨迹。 

 

等成本线的斜率为
r
w

－ ，等成本线在横轴和纵轴上的截距分别为
w
C
和

r
C
。只有等成本线上

的任何一点，才表示用既定的全部成本刚好能够买到的要素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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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L+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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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成本和要素价格的变动，都会引起等成本线的变动。 

5.最优的生产要素组合 

下图分别表示厂商在既定成本条件下实现最大产量的要素组合和在既定产量下实现最小成本

的要素组合。 

 

 

图中的等产量线和等成本线的切点 E点是最优要素组合的生产均衡点。由此可得最优生产要素

组合的原则： 

LKTSR ＝
r
w

 

该式表示，厂商应选择最优的要素组合，使得两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等于两要素的价格比。

由上式可得： 

w
MPL ＝

r
MPK  

该式表示，厂商应选择最优的要素组合，使得购买两要素的最后一单位的货币成本所带来的边

际产量相等。 

6.利润最大化可以得到最优的生产要素组合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总是可以得到最优的生产要素组合。其证明如下。 

厂商的利润等于收益减去成本，所以，厂商的利润等式为： 

π（L，K）＝P·f(L，K)－(wL＋rK) 

利润的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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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w
L
fP

L
＝－＝

∂
∂

∂
∂π

 

0r
K
fP

K
＝－＝

∂
∂

∂
∂π

 

由此可得： 

K

L

MP
M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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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此式就是最优生产要素组合的原则。 

7.扩展线 

等斜线是一组等产量线中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相等的点的轨迹，如图 OS线。 

 

当等产量线和等成本线平移时所形成的一系列的等产量线和等成本线相切的生产均衡点的轨

迹，就是扩展线。如图 ON线。扩展线一定是一条等斜线。 

 

当其他条件都不变时，若生产成本或产量发生变化，厂商应沿着扩展线来选择最优的要素组合，

以实现一定成本条件下的最大产量或一定产量下的最小成本。 

8.规模报酬 

规模报酬问题分析的是企业的生产规模变化与所引起的产量变化之间的关系，分为三种情况。

假定生产中全部的生产要素都以相同的比例发生变化。如果产量增加的比例大于各种生产要素增加

的比例，则为规模报酬递增。如果产量增加的比例等于各种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则为规模报酬不

变。如果产量增加的比例小于各种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则为规模报酬递减。 

一般来说，在企业的规模从很小开始逐步扩大的过程中，会顺次出现规模报酬递增、不变和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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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这样三个阶段。 

学习目标： 

1．从生产函数出发分析生产者行为，研究短期和长期生产中的投入量和产出量之间的关系及

其规律。 

2．求解最优的生产要素组合。 

作业： 

1．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重要特性有哪些？ 

2．.简述总产品、平均产品和边际产品的关系。 

3．在一种可变要素的生产中划分生产三个阶段的意义是什么？ 

4．固定比例的生产函数反映了生产要素的什么特性？ 

5．规模报酬反映了生产要素的什么特性？ 

6. 生产者均衡表达了什么思想？等斜线、扩展线的意义是什么？ 

知识单元 5：成本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成本的概念和分类 

（1）机会成本和生产成本 

机会成本：生产要素用于某种特定的用途时，所放弃的在其它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最高收益 

（2）隐成本和显成本 

隐含成本：企业自己拥有并自己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 

（3）社会成本和个别成本 

社会成本：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由社会其它成员承担的成本损失 

（4）短期成本和长期成本 

短、长期判断标准：能否改变固定生产要素的投入 

（5）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固定成本：不随产量变化而变化的成本 

  如：前期研发费用、厂房、设备、机器、广告费等 

可变成本：随产量变化而变化的成本 

  如：燃料、原材料等 

2. 短期成本及其性质 

①总成本（TC）= 固定成本（FC）+ 可变成本（VC） 

②平均成本（AC）= AVCAFC
Q

AC
Q
FC

Q
ACFC

Q
TC

+=+=
+

=  

③平均固定成本（AFC）= 
Q
FC

 

④平均可变成本（AVC）= 
Q

AC
 

⑤边际成本（MC）= 
ΔQ

ΔTC
  每增加一个产量使得总成本增加的部分 

3. 短期成本曲线及其性质 

（1）固定成本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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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变成本曲线 

假设： 

从原点出发，向右上方倾斜，先以递减的方式增长，然后以递增的方式增长 

 

 

 

 

 

 

 

（3）总成本曲线 

位置由固守成本决定，形状由可变成本决定，即由可变成本曲线向上平移到固定成本的位置 

 

 

 

 

 

 

 

 

（4）平均固定成本曲线 

随产量增加持续下降 

 

 

 

 

 

 

 

 

（5）边际成本曲线（MC）、平均可变成本曲线（AVC）、平均成本曲线（AC） 

①它们都是一条“U”字型的先降后升的曲线，到达最低点的顺序先后为 MC，AVC，AC 

②MC与 AVC，AC相交于它们的最低点 

③MC的最低点是 TC与 VC曲线的拐点 

 

 

 

 

 

 

 

 

 

 

 

Q
A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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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已知 TC = 0.04Q
3
 – 0.8Q

2
 + 10Q +5 

求：FC，VC，AC，AFC，AVC，MC 

解：TC’= 0.12Q2 – 1.6Q + 10 

MC = TC’ 

FC = 5  （不随 Q变化） 

VC = TC – FC = 0.04Q
3
 – 0.8Q

2
 + 10Q 

AC = TC/Q = 0.04Q
2
 – 0.8Q + 10 +5/Q 

AFC = FC/Q = 5/Q 

AVC = VC/Q = 0.04Q
2
 – 0.8Q + 10 

2）．根据以下数据计算并填表（表中带*号的为已知条件） 

Q TC FC VC AC AFC AVC MC 

0 840* 840 -- -- -- -- -- 

1 900 840 60* 900 840 60 60 

2 940 840 100 470 420 50 40* 

3 960 840 120 320 280 40* 20 

4 980 840 140 245* 210 35 20 

5 1020 840 180 204 168 36 40* 

6 1080* 840 240 160 140 40 60 

技巧：先关注 MC这列，因为 MC=△TC/△Q，上下两行 TC的差/Q的差 即为 MC 

4. 长期成本曲线及其性质 

（1）长期总成本 LTC曲线 

 

 

 

 

M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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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成本投入规模与产量规模相匹配 

LTC曲线：企业所有固定成本变动的范围包含在内的包络线 

LTC是 STC（短期）的包络线，从原点出发，形状与 STC相同 

①可变、固定成本不区分 

②LTC表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厂商总可以使固定成本的规模适应自己的产量，从而使总成本

最低 

（2）长期平均成本 LAC曲线 

 

 

 

 

 

 

 

 

 

①LAC是 SAC的包络线，其形状与 SAC相同 

②LAC表示厂商长期内在每一个产量水平上，可以实现最小的平均成本 

 

 

 

 

 

 

 

 

 

 

（3）长期边际成本 LMC曲线（p202） 

①LMC的形状与 SMC相同，它的最低点是 LTC的拐点 

②LMC与 LAC相交时，后者处于它的最低点 

学习目标： 

1．掌握各类成本的概念，熟悉短期和长期成本曲线的性质。 

2．掌握边际成本、长期成本曲线的推导。 

TC
T

F

F
F

S
S

S
L

L

变形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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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理解以下名词：成本函数、机会成本、显成本和隐成本、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沉淀成本、

短期成本结构、长期成本 

2．U 型 SAC 与 U 型 LAC 的原因。 

3．规模报酬与规模经济 

4．SMC 与 SAC 的关系。 

5．扩展线构成的长期成本与短期成本组成的长期成本。 

6. 试分析软件、影视、 图书等信息产品的成本结构与成本特征。 

知识单元 6：完全竞争市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市场的类型 

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 

2. 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和需求收益曲线 

1)条件 

无数分散的厂商，生产和销售同一种产品的市场组织 

条件： 

①价格的客观性（价格不可能被操控） 

②产品的同质性 

③进出该行业没有障碍 

④信息完全 

2)需求特征 

（1）行业的需求曲线 向右下倾斜 

（2）个别企业的需求曲线与横轴平行 

3. 收益与利润 

1)收益、成本与利润 

收益 

广义成本 经济利润（超额利润） 

会计成本 必要利润（机会成本） 利润 

2)总收益（TR） 

TR = P × Q  

（1）在销售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完全竞争市场 

 

 

 

 

 

 

（2）在销售价格递减的情况下：垄断市场 

 

 

 

 

 

 

Q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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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均收益（AR） 

AR = 
Q

QP
Q

TR ×
=  = P 

（1）在销售价格不变的条件下 

 

 

 

 

 

 

 

（2）在销售价格递减的条件下 

 

 

 

 

 

 

 

4)边际收益（MR） 

MR =
Q

TR
∆

∆
 

（1）销售价格不变 

MR=AR=P 

（2）销售价格递减 

曲线是一条向右下倾斜的直线，但其斜率是平均收益曲线的两倍 

简单推理过程： 

假定 Q = a – bP；P = a – bQ 

∴AR = P = a – bQ 

TR = P Q = Q (a – bQ) 

∴MR = TR’= a – 2bQ 

∴边际收益曲线的斜率是平均收益曲线的两倍 

 

 

 

 

 

 

 

 

 

 

5)利润最大化及其条件 

AR

AR

M

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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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销售价格不变 

 

 

 

 

 

 

 

 

 

 

 

 

 

 

 

TR的斜率即为 MR 

切线的斜率（也就是 TC的斜率）即为 MC 

即 MR = MC时利润最大化 

 

 

 

 

 

 

 

 

 

 

MR = MC时利润最大化 

也可以这样 

 

 

 

 

 

 

 

 

 

Q*左边：MR > MC 即增加 Q，TR > TC，有利润空间 

Q*右边：MR < MC 即增加 Q，TR < TC，亏损 

6)完全竞争市场的短期均衡 

结合实例 

 

亏损 盈利 亏损

盈亏相等点 

利润最大化 
切线 

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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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图： 

P1：AR > AC  （MR = MC = P = AR） 

  阴影区为总利润 

P2：AR = AC  利润 = 0 

P3：AR < AC  亏损（做比不做少亏损一点） 

P4：AR = AVC 生产与不生产一个样，都要亏损一样多 

P5：AR < AVC 停产 

结论（条件）： 

①MR = MC 

②MR ≥ AVC 

即：MC = MR ≥ AVC 

7)完全竞争市场的长期均衡 

 

 

 

 

 

 

 

 

 

 

 

均衡点：生产者可以获得利润最大化，消费者可以最低价格获得需求 

结论：LMC = MR = LAC 

学习目标： 

1．了解完全竞争、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四种市场结构。 

2．掌握在不同市场结构中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特点及其市场绩效的差别。 

作业： 

1．简述下列概念 

市场结构 完全竞争 完全信息 市场 行业 总收益 平均收益边际收益收支相抵点 

停止营业点生产者剩余 租金 准租金经济租金 

2．简述短期供给曲线 

3．简述短期内完全竞争厂商利润最大化条件。 

4．简述完全竞争市场厂商长期均衡条件。 

d = P = AR = MR 

MC 

AC 

AVC 

P1 

P2 
P3 
P4 

Q 

LMC 

LAC 
P1 

P* 

P2 

Q* 

P = AR = 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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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简述完全竞争市场成本不变行业、成本递减行业和成本递增行业长期成本的特征和形成条

件。 

知识单元 7：不完全竞争的市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完全垄断市场 

1)定义 

某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被一个厂商所控制的市场组织 

（1）价格的主观性：厂商具有价格控制权 

（2）产品的排它性：某产品没有相应的替代品 

（3）生产的唯一性：厂商进入市场的门槛太高，不能进入 

2)原因 

（1）资源垄断（自然垄断） 

（2）行政垄断 

（3）专利垄断 

3)市场需求状况 

行业的需求 = 企业的需求 

4)短期均衡 

 

 

 

 

 

 

 

 

 

 

 

 

Q*要通过需求曲线来决定 P* 

Q*是 MR = MC交点决定，即最优产量 

 

 

 

 

 

 

 

 

 

 

 

追求亏损最小化 

如：专利所付出的成本高于需求 

M

A

A

d = P = 

M
A

C 

A

* 

d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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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业 

结论：MC = MR ≥ AVC（P = AR > MR） 

要求：通过计算作图 

5)长期均衡 

 

 

 

 

 

 

 

 

 

 

 

LMC = MR ≥ LAC 

2. 垄断竞争市场 

1)定义 

许多厂商共同生产和销售某一类既有差别但又可以互相替代的产品的市场组织 

2)需求状况 

（1）垄断性的需求曲线（d） 

体现行业的垄断性，产品的差别性，表示个别厂商单独行为时所面对的需求状况，其斜率较小 

（2）竞争性的需求曲线（D） 

体现行业的竞争性，产品的替代性，表示许多厂商共同行为时所面对的需求状况，其斜率较大 

 

 

 

 

 

 

 

 

 

 

 

M
A

C 
A

* 

d = P = 

L

L
AC 

* 

d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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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图的解释： 

可以结合四川长虹的彩电价格大战的实例 

某家企业 C降价 

P1 à P2，则相应的 Q1 à Q2 

全行业 Q2 à Q3 达到暂时的均衡，企业 C的需求曲线也相应的 d à d’ 

企业 C继续降价 

P2 à P3，则相应的 Q3 à Q4 

全行业 Q4 à Q5 达到暂时的均衡，企业 C的需求曲线也相应的 d’à d” 

3)短期均衡 

注意：MR的斜率 = 2 * d的斜率 

MR = MC的交叉点上得到与 d对应的 P1，随着 P的变化，d会发生平移，MR也会发生平移，MR

与 MC的交叉点会发生变化，又会引起新一轮的 P变化 

均衡点：MR = MC  d = D  AR ≥ AVC 

4)长期均衡 

MR = LMC，  AR = LAC 

 

 

 

 

 

 

 

 

 

3. 寡头垄断 

1)定义 

少数厂商控制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市场组织 

（1）按寡头数量的多少分类 

①双寡头 

②多寡头 

（2）按产品的特征分类 

①纯粹的寡头垄断（关键识别点：产品无差别）如：钢铁 

②差别的寡头垄断（产品有差别）如：汽车 

（3）按相互关系 

①对抗性 

②联合性（托拉斯） 

2)需求状况—拐折的需求曲线 

 

 

 

 

 

 

 

 

L

L

d 
D

Q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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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线部分的解释：（d上有折点） 

在寡头垄断市场，P* à P1时，市场反应较快，市场马上就会收缩到 d线上 

比如说，某企业降价，其它企业马上跟进；某企业涨价，其它企业不会跟进 

 

 

 

 

 

 

 

 

 

 

MR出现断裂，价格比较稳定 

3)寡头垄断例子—古诺模型 

（1）基本假定 

①双寡头市场组织 

②两个寡头厂商生产成本相同 

③生产成本不变，即 MC = 0 

④某一寡头 A已进入该行业 

 

 

 

 

 

 

 

 

 

第一轮 

QA = 
2
1
Q 

这时 B进入市场 

QB = 
2
1
（Q – QA）= 

4
1
Q 

这样，A的均衡点会发生变化（原来 Q的市场空间à
4
3
Q的市场空间） 

第二轮 

A调整 

QA = 
2
1
（Q – QB）= 

2
1
×

4
3
Q = 

8
3
Q 

B调整 

QB = 
2
1
（Q – QA）= 

2
1
×

8
5
Q = 

16
5

Q 

结论： 

Q0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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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 
2
1
（Q – QB）             QA = 

3
1
Q 

QB = 
2
1
（Q – QA）             QB = 

3
1
Q 

古诺解 

QA = QB = 
3
1
Q 

QA + QB = 
3
2
Q 

一般解 

QA = QB = … = QN = 
1N

1
+

Q 

QA + QB + … + QN = 
1N

N
+

Q 

4. 博弈论初步 

1)相关概念 

博弈论研究决策主体相互作用时的决策及其均衡问题。 

博弈：决策主体(player)在一定环境和规则下，按一定的次序和次数选择和实施策略以取得相

应结果的过程。博弈论强调把对手看成是理性人，推断对手对自己行为的反应。 

博弈次数。一次性博弈、重复博弈(repeated games)又分为：有限次数博弈(finitely repeated 

games)，无限次重复博弈(infinite repeated game)。重复博弈重视合作。 

信息(information)。参与人关于双方环境、条件或特征、策略及不同策略的得益信息的知识，

是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决定结果的重要因素。对称信息(symmetric information)与不对称信息

(asymmetric information) 。包括完全信息(complete information)、完美信息” (perfect 

information)。完美完全或不完全、不完美完全或不完全信息等。 

均衡 equilibrium：参与人从博弈中获得的效用水平。包括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常和

博弈(constant-sum game)，变和博弈(variance-sum game)。 

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cooperative game)强调团体理性(collective 

rationality)、效率(efficiency)、公正(fairness)、公平(equality)。非合作博弈

(non-cooperative game ， Selten，Harsanyi)，强调个人理性(individual rationality)和个人

最优决策；策略设计要求把对手看成是理性人，推断对手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但个人理性可能与集

体理性冲突，竞争是一切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本的。 

2)非合作博弈与合作博弈 

非合作博弈。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最优选择与最优结果不符。

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古诺模型各厂商的产量1/3<各自追求的1/2 产量。 

合作博弈。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可能实现，其最好策略是“以牙还牙” ( Tit for tat strategy) 

或“触发策略”(trigger strategy):试图合作并用报复、惩罚等威胁来维护合作的策略。 

无限重复博弈指出了参与人权衡短期和长期利益中产生合作的可能性，产生集体理性的可能

性。只要每个人有足够的耐心，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都是微不足道的，参与人都有积极性为自

己建立了与合作的声誉，都有积极性惩罚机会主义行为。 

学习目标： 

1．了解完全竞争、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四种市场结构。 

2．掌握在三类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特点及其市场绩效的差别。 

作业： 

1．垄断市场的特征和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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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垄断市场的 AR 曲线、TR 曲线和 MR 曲线及其相互关系。 

3．垄断市场的短期、长期均衡条件 

4．垄断厂商的价格歧视、价格歧视的条件和效应。 

5．区分一级价格歧视、二级价格歧视和三级价格歧视。 

6．垄断竞争市场的条件 

7．独立的需求曲线、平均需求曲线 

8．垄断竞争厂商的短期、长期均衡的产量特征。 

9．寡头市场的条件 

10．古诺模型的寡头反应函数 

11．纳什的囚徒困境模型的思想 

12．比较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 

13．比较完全竞争市场、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的效率特征. 

知识单元 8：生产要素市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生产要素市场均衡与收入分配 

讨论工资、租金和利息的供求规律。运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进一步讨论要素市场均衡对收

入的影响。 

2. 生产要素的需求 

1）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边际产值 VMP 

VMP：每增加一个生产要素使总收益增加的数量 

VMP = MP（边际产量）× P     

 

 

 

 

 

 

 

 

 

2）生产要素的边际成本—生产要素的价格（工资） 

 

 

 

 

 

 

 

 

 

3)生产要素的使用原则 VMP =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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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左边：VMP > 工资水平，意味着凡是新增加 L，收益 > 工资 

L*右边：VMP < 工资水平，意味着凡是新增加 L，收益 < 工资 

所以，L*是均衡点（利润最大化） 

注意：以上的讨论是基于产品和要素的完全竞争市场 

下面的曲线分别指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 

VMP  产品完全竞争 

w     要素完全竞争 

MRP  产品垄断 

MFC  要素垄断 

产品 要素 使用原则 

完全竞争 完全竞争 VMP = w 

完全竞争 垄断 VMP = MFC 

垄断 完全竞争 MRP = w 

垄断 垄断 MRP = MFC 

 

 

 

 

 

 

 

 

 

3. 要素供给的原则 

MUl = MUL 

若 MUl > MUL ，则把更多的时间配置给自用要素 

若 MUl < MUL ，则把更多的时间配置给出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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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对要素都有一般性意义 

4. 要素供求的均衡 

 

 

 

 

 

 

 

 

 

5. 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 

学习目标： 

1．了解厂商使用要素的原则、要素所有者供给要素的原则。 

2．掌握各类要素均衡价格决定。 

作业： 

1．为什么说要素价格决定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 

2．决定引致需求有哪些因素？ 

3．简述厂商使用要素的原则及其在不同特征市场下的表现形式。 

4．用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证明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要素使用的原则。 

5．简述工人劳动供给的均衡条件。 

6．工人工资的替代效应的高低和收入效应的高低分别对工人个人的供给曲线产生什么样的影

响？ 

7．工会垄断对均衡工资的决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8．为什么在土地有不同的用途时，或个人所有的土地有自用部分时，市场供给部分的曲线可

能是正斜率的？而土地只有一种用途时的供给曲线是垂直的？ 

9．什么因素会使土地的需求曲线移动？ 

10．比较租金、准租金、生产者剩余和经济租金的之间的异同点。 

知识单元 9：一般均衡与福利经济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 

局部均衡分析研究的是单个（产品或要素）市场。在这种讨论中，该市场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仅

仅被看成是其本身的价格的函数，其他商品的价格则被假定为不变。 

一般均衡分析则是将所有相互联系的各个市场看成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在一般均衡理论中，

每一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不仅取决于该商品本身的价格，而且也取决于所有其他商品（例如替代品和

互补品）的价格。当整个经济的价格体系恰好使所有商品的供求都相等时，市场就达到了一般均衡。 

2. 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经济学说史最先充分认识到一般均衡问题的重要性。他第一个提出了

一般均衡的数学模型并试图解决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 

在瓦尔拉斯的模型中，有 n-1个价格需要决定，同时有 n-1个独立的方程。瓦尔拉斯认为，n-1

个独立方程可以唯一地决定 n-1个未知数，即存在一般均衡。 

3. 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和现状 

瓦尔拉斯通过计算方程数目和未知数数目来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是错误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学家用集合论、拓扑学等数学方法证明，一般均衡体系只有在

P 

0 
L L*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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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其严峻的假设条件下才可能有解。 

4. 一般均衡理论的作用 

一般均衡论企图证明：供求相等的均衡不但可以存在于单个的市场，而且还可以同时存在于所

有的市场。这个理论是西方经济学论证“看不见的手”原理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5.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 

实证经济学研究实际经济体系是如何运行的，它对经济行为做出有关的假设，根据假设分析和

陈述经济行为的后果，并试图对结论进行检验。 

规范经济学则试图从一定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出发，根据这些标准，对一个经济体系的运行进

行评价，并进一步说明一个经济体系应当如何运行，以及为此提出相应的经济政策。 

福利经济学就是一种规范经济学。 

6. 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标准是：如果至少有一人认为 A优于 B，而没有人认为 A劣于 B，则认为从

社会的观点看，亦有 A优于 B。 

1）帕累托改进 

以帕累托最优状态标准来衡量为“好”的状态的改变称为帕累托改进。 

即：资源重新配置后，可以增加一个人的福利而不减少其它任何人福利的状态。 

如：农村联产承包制，个人、集体、国家都得利 

2)帕累托最优 

如果对于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所有的帕累托改进均不存在，则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

（即经过一系列帕累托改进之后就得到帕累托最优） 

资源配置正处于不减少其它人的福利就无法增进任何一个人福利的状态，该状态即为社会资源

配置的最优状态 

帕累托最优状态被认为是经济最有效率的状态。 

3）帕累托次优 

帕累托最优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难以达到，所以退而求其次--帕累托次优 

7. 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实现条件 

1）基本假定 

（1）只有两个消费者 A和 B；两个生产者 C和 D。 

（2）只有两种产品 x和 y，既定数量为x和 y；两种要素 L和 K，既定数量为 KL和  

（3）无剩余产品x  = ax + bx 

               y  = ay + by 

    无剩余要素L  = LC +LD 

               K  = KC +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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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和 B的消费偏好已知 

 

 

 

 

 

 

 

 

 

 

2）交换的帕累托最优条件 

在关于交换的埃奇沃斯方盒中，两条无差异曲线的切点表示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由此可得交换

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对于任意两个消费者来说，任意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必须相等： 

MRSAXY=MRSBXY 

该式所表达的意思：给出交换的底线，即任何一方都不会损失，否则交换不成立 

埃奇沃斯方盒的做法：将 A、B对 x和 y的无差异曲线图重叠，并将 B的偏好旋转 180度而成。 

 

 

 

 

 

 

 

 

 

 

 

 

在任一切点上有： 

x  = ax + bx 

y  = ay + by 

a，b无差异曲线切点上都意味着最优分配状况。 

所有无差异曲线切点的轨迹连线即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集合叫做交换的契约曲线。 

3）生产的帕累托最优条件 

在关于生产的埃奇沃斯方盒中，两条等产量曲线的切点表示生产的帕累托最优。由此可得生产

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对于任意两个生产者来说，任意两种要素的边际替代率必须相等： 

MRTS
C
LK=MRTS

D
LK 

所有等产量曲线切点的轨迹连线即生产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集合叫做生产的契约曲线。 

4）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条件 

生产契约曲线上的一点，是两条等产量线的切点，因而表示两种产品的一个最优产出对。遍取

生产契约曲线上的每一点，可得到相应的所有最优产出对。所有最优产出对的集合的几何表示就是

生产可能性曲线。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右下方倾斜，且向右上方凸出。在生产可能性曲线左下方的区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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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是生产无效率区域，在生产可能性曲线右上方的区域是生产不可能性区域。生产可能性曲线的位

置高低则取决于投入要素的数量和技术状况。 

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任选一点 B，则就给定了一对最优产出组合（X，Y）。以 X和 Y可构造一

个交换的埃奇沃斯方盒。在交换的埃奇沃斯方盒中加进两个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即无差异曲线，则由

这些无差异曲线的切点轨迹可得到交换的契约曲线 VV‘。VV’上任意一点满足交换的帕累托最优。

如果上有一点，如 e，其边际替代率恰好等于生产可能性曲线 PP‘上点 B的边际转换率，则此时 e

同时满足生产和交换的最优，其条件为： 

MRS
AB
XY=MRT

CD
XY 

8. 完全竞争和帕累托最优状态 

在完全竞争经济中，每个人和每个厂商都是价格的接受者，即根据市场形成的同一价格行事。

因此，帕累托最优的三个条件均能得到满足： 

1）商品的均衡价格实现了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在完全竞争经济中，对于任何一个消费者 A或者 B来说，其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都是，

任意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这两种商品的价格比率。所以总有下式成立： 

MRS
A
XY=PX/PY=MRS

B
XY 

2)要素的均衡价格实现了生产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在完全竞争经济中，任意一个生产者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之一是，对该生产者来说，任意两

种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等于这两种要素的价格比率。所以有： 

MRTS
C
LK=PL/PK=MRTS

D
LK 

3）产品的均衡价格实现了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产品对产品的边际转换率就是：MRT
CD
XY =|ΔY/ΔX| 

它表示增加ΔX就必须减少ΔY，因此，可以把ΔY看成是 X的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用 MCX

来表示；同样，ΔX也可以被看作是 Y的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用 MCY来表示。那么就有： 

MRT
CD
XY =|ΔY/ΔX|=|MCX/MCY| 

而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生产者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产品的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即 

PX=MCY           PY=MCY 

于是 MRT
CD

XY = PX / PY 

而同时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条件为：MRS
AB
XY = PX / PY 

所以有 MRT
CD

XY= MRS
AB

XY 

即在完全竞争经济中，产品（进而商品）的均衡价格实现了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9. 社会福利函数 

1)社会福利函数 

给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一点 B，可以得到一点 e满足帕累托最优的三个条件。再由 e得到一对

最优效用水平组合（U
e
A，U

e
B）。遍取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每一点，可以得到相应的最优效用水平组

合的集合，最优效用水平组合的几何表示就是效用可能性曲线。 

社会福利函数是社会所有个人的效用水平的函数。在两人社会中它可以写成： 

W=W（UA，UB） 

由社会福利函数可以得到社会无差异曲线。社会无差异曲线与效用可能性曲线的切点代表了可

能得到的最大社会福利。 

但是，在非独裁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有适用于所有个人偏好类型的社会福利函数。这就是所

谓的阿罗不可能定理。 

2）阿罗不可能定理 

（1）．给定偏好状态 

阿罗不可能定理 Arrow，Kenneth Joseph (美)1972.  

在有众多的个人偏好中，缺乏基本的传递规则，故不可能得到由个人偏好次序形成的社会偏好

次序。能够存在的从个人偏好得到的社会偏好次序有：独裁规则代替大多数的规则；所有人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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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政府的偏好与投票规则(即按大多数人的意见)相结合。 

假定：a，b，c三人，x，y，z三种状态（偏好，比如增加税率、不变、降低税率） 

a的偏好：x > y > z 

b的偏好：y > z > x 

c的偏好：z > x >y 

（2）．投票表决 

对 y与 z投票 对 x与 z投票 对 x与 y投票 

a投 y a投 x a投 x 

b投 y b投 z b投 y 

c投 z c投 z c投 x 

y > z 通过 z > x 通过 x > y 通过 

以上的结果表明：x > y， y > z， z > x 这样的结果显然是矛盾的 

所以阿罗认为：福利是不可度量的 

学习目标： 

1.了解一般均衡理论 

2.了解福利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帕累托最优态、最大社会福利及其条件。 

作业： 

1．区别帕累托标准和帕累托最优状态。 

2．简述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状态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后改变配置之间的关系。 

3．为什么说交换契约曲线和生产效率曲线分别代表两种商品在两个消费者之间最优分配的组

合，和两种要素在两个生产者之间最优分配的组合？ 

4．简述阿罗不可能定理。 

知识单元 10：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市场失灵 

在某些情况下，指市场机制会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即无效率的结果，这就是市场失灵。换句话说，

市场失灵是自由的市场均衡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情况。导致市场失灵的情况包括：垄断，外部影响，

公共物品，不完全信息等。 

2. 垄断 

西方学者认为，在垄断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产量上，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因此，存在有帕累托改

进的余地，即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因此，必须对垄断厂商的价格和产量进行管制。在管制中，决定垄断价格的原则之一是：“对

公道的价值给予一个公道的报酬”。 

政府对垄断的更加强烈的反应是制定反垄断法或反托拉斯法。 

3. 外部影响 

由厂商某种经济行为的个别成本与个别收益与其所引起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别所

引起的经济现象。 

（1）正外部性（如：教育） 

（2）负外部性（如：污染） 

在本章以前的论述中，西方学者的假设是：公共的效益和成本与私人的效益和成本是相一致的。 

由于外部经济效果和负效果，私人和社会的收益和成本并不一致。例如，教育的社会收益大于

私人收益。而工厂的污染则使生产的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 

因此，国家必须用津贴来鼓励那些具有外部经济效果的行业，如教育与卫生，用税收来消除那

些具有外部经济负效果的行业所待来的不良影响。此外，国家还可以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方法来改

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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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定理可以表述如下：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其交易成本为 0或很小，则无论在开始时

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但是，在实际中运用科斯定理来解决外部影

响问题并不一定真的有效。这是因为，有些资产的财产权并不总是能够明确的加以规定，而已经明

确的财产权并不总是能够转让的。此外，即使通过市场转让也未必能达到有效率的结果。 

4. 公共产品 

不具备消费的竞争性的产品，称为公共物品。比如说道路、军队、警察等。 

由于非竞争性的存在，每个人从非竞争性物品中所得到的效用远少于他为此而支付的代价，从

而都想作一个“免费乘车者”。这样，政府必须承担制造“公共物品”的职能。 

把所有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曲线从垂直方向而不是从水平方向相加，即得到对公共物品的市

场需求曲线。 

判断公共物品是否值得生产的方法之一是“成本—收益分析”。 

除了非竞争性之外，如果同时还具备消费的非排他性，即无法排除一些人“不支付也消费”，

则这类公共物品又被称为纯公共物品。否则称为非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 

同时具备消费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物品称为私人物品，市场机制只有在私人物品的场合才真正

起作用，才有效率。 

政府提供的物品并不都是公共物品，政府也提供私人物品，如邮政。 

5. 不完全信息 

市场失灵的第四个重要原因是不完全信息（最常见的说法是来自二手汽车市场）。 

由于认识能力的限制，经济主体不可能具有充分的信息。此外，由于信息本身的特点，市场机

制也无法生产足够的信息并有效地配置它们。 

信息不完全带来许多问题。当商品存在质量上的差别，而消费者对此缺乏足够的了解时，价格

就成了判断商品质量的一个指示器。商品的平均质量将随其价格水平的上升而上升。在这种情况下，

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曲线是向后弯曲的。当向右上方倾斜的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向右上方倾斜部分

相交时，便出现了市场失灵：此时最优价格高于供求均衡价格，它所决定的产量从社会的观点来看

是不足的。 

学习目标： 

1．了解造成市场失灵的垄断、外部影响、公共产品、不完全信息等原因。 

2．学习和研究减缓市场失灵的微观经济政策。 

作业： 

理解下列名词: 

市场失灵 外部经济 外部不经济 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 信息不完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引论 4  

2 需求和供给理论 1 4  

3 需求和供给理论 2 4  

4 效用论 1 4  

5 效用论 2 4  

6 生产论与成本论 4  

7 完全竞争市场 4  

8 不完全竞争市场 4  

9 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需求方面 4  

10 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 4  

11 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 4  

12 复习与习题讲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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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微观经济学二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经济学十大原理、供求规律、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

场、要素市场与收入分配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市场失灵与政府行为。 

难点：价格机制、经济人和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标、市场与政府的行为边界、平等与效率、数学

方法的初步运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 

2．案例讨论。 

3. 自主选题发言。 

教学手段： 

1.PPT教学课件。 

2．案例分析。 

3.课外阅读材料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大班授课，无实验教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教师提供本课程“课外阅读”、“参考书目”数十万字，用于课下学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双语。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思考题，部分作业上交并评分作为平时成绩。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优秀、经典的西方经济学教材，也是多数高校通用的考研指定用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2.曼昆著，梁小民改编，微观经济学原理（英文版，第六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普

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 推荐参考书 

33. 亚当斯密著，国富论（英文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年。 

34.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1972年版。 

35.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36. 纳德·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 1990年版。 

37. 冯·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年版。 

38. 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1991年版。 

39. 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 1989年版。 

40.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 1992年版。 

41. 罗纳德·科斯，阿门·阿尔钦和道格拉斯·诺思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
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格致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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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阿尔弗雷德·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43. 保罗，A.萨缪尔逊，威廉； D 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年第十六版

中文版。 

44. 宋承先著，《现代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45. 王秋石主编，《微观经济学原理》，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1年版。 

46. 蔡继明主编，《微观经济学》，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47. 斯蒂格利茨著，《经济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48. 黎诣远主编，《西方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49. 范里安著《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50. 曼昆 著，梁小民、梁硕译，《经济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文版 

51. 以上文献的英文版。 

执笔：邓达  审稿：张弛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2月 31日 

 

常微分方程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课程号：30601058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成思危金融数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将实际应用问题转化为常微分方程的能力；2、掌握求解常微分

方程的各种运算方法；3、掌握常微分方程的相关理论知识。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常微分方程的相关基础知识、求

解原理、解的特性原理，了解微分方程的概念，为偏微分方程、相关建模课程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

的工具使用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4学时 

知识单元 1：课程介绍及课程知识相关应用举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常微分的基本概念。 

2．常微分方程作为数学工具如何解决实际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什么是常微分方程。 

2．了解课程整体规划。 

3．掌握用常微分方程作为工具模拟实际问题的能力。 

作业：无 

知识单元 2：一阶常微分方程 
参考学时：14学时 

学习内容： 

1．Separable ODEs; 

2．Linear 1
st
 order ODEs; 

3．Exact Equations; 

4．Sub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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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istence and Uniqueness Theorem. 

学习目标： 

1．了解各种类型的一阶常微分方程。 

2．掌握各种类型的求解方法。 

作业： 

Problem Sheets 01 (Separable); 
Problem Sheets 02 (Linear 1st order ODE); 
Problem Sheets 03 (Exact Equations); 
Problem Sheets 04 (Substituations); 
Problem Sheets 05 (Existence and Uniqueness Theorem and Miscellaneous). 

知识单元 3：二阶（常系数）常微分方程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General properties of 2nd order linear ODEs; 
2．Complementrary Functions (CF); 
3．Particular integrals (PI); 
4．Cauchy-Euler equation; 
5．Methods of reduction of order and variation of parameters. 
学习目标： 

1．了解各种类型的二阶（常系数）常微分方程。 

2．掌握各种类型的求解方法。 

作业： 

Problem Sheets 06 (2nd order constant coefficient linear ODEs); 
Problem Sheets 07 (2nd order linear ODEs). 

知识单元 4：常微分方程的定性理论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Qualitative character and Qualitative behavior; 
2．Phase plane diagrams; 
3．An example of the phase plane diagrams for nonlinear ODE; 
4．Method to sketch phase plane diagrams without solving the ODE. 
学习目标： 

1．了解常微分方程解的定性理论。 

2．掌握相位平面图的画法和其定性理论。 

作业： 

Problem Sheets 08 (Phase plane diagram). 

知识单元 5：拉普拉斯变换 
参考学时：20学时 

学习内容： 

1．Introduction to Laplace Transform Method; 
2．Partial Fraction and Laplace Inversion; 
3．The linear Space ε; 
4．Linear Constant Coefficient ODE; 
5．Laplace transform solving nonconstant coefficients linear ODE; 
6．Convolution.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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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拉普拉斯变换的基本定理及它的逆运算。 

2．掌握应用拉普拉斯变换求解常微分方程的方法。 

作业： 

课本习题： 

Exercise 2.1 - 2.5； 
Exercise 2.7; 
Exercise 4.2 - 4.3. 

知识单元 6：常微分方程组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Linear Systems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s; 
2．The Matrix Exponential and its Laplace Transform; 
3．Constant Coefficient Linear Systems; 
4．General Linear Systems. 
学习目标： 

1．了解常微分方程租的基本定义及结构。 

2．掌握常微分方程组的求解算法。 

作业： 

Exercise 9.2; 
Exercise 9.5; 
Exercise 9.7;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Separable ODEs; Linear 1st order ODEs. 4  
2 Exact Equations. 4  
3 Substitutions. 4  
4 Existence and Uniqueness Theorem. 4  

5 
General properties of 2nd order linear ODEs;  
Complementrary Functions (CF);  
Particular integrals (PI). 

4  

6 
Cauchy-Euler equation; 
5Methods of reduction of order and variation of parameters. 

4  

7 
Qualitative character and Qualitative behavior; 
Phase plane diagrams. 

4  

8 
An example of the phase plane diagrams for nonlinear ODE; 
Method to sketch phase plane diagrams without solving the ODE. 

4  

9 Introduction to Laplace Transform Method. 4  
10 Partial Fraction and Laplace Inversion. 4  

11 
The linear Space ε; 
Linear Constant Coefficient ODE. 

4  

12 Laplace transform solving nonconstant coefficients linear ODE. 4  
13 Convolution. 4  

14 
Linear Systems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s; 
The Matrix Exponential and its Laplace Transform. 

4  

15 Constant Coefficient Linear Systems. 4  
16 General Linear System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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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微积分、高等代数。 

后续课程：偏微分方程、应用随机分析。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1
st
 order ODE, 2

nd
 order ODE, Qualitative Theory, Laplace transform, ODE system. 

难点：Phase plane diagram, Laplace transform, ODE system.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多媒体教学。 

2.举例说明。 

3.讲解。 

教学手段： 

1.PPT。 

2.板书演示运算过程。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投影仪和电脑。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需要课后多做练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考试占 100％。 

7、作业要求： 

每周课后布置作业，答案会在下一周上课前给出。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William A. Adkins and Mark G. Davidson,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s, Springer, 2012.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高雄，周之铭，朱思铭，王寿松编著《常微分方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3年 第二版 

2. Charles E. Roberts, Jr.,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s: Applications, Models, 

and Computing, CRC Press, 2010.  

执笔：张璞媚  审稿：李景华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5月 26日 

 

现代企业学 
Modern Enterprise Theory 

课程号：3060200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的必修课程，并面向全校其他专业开放的管理学科基础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和掌握现代企业的基本理论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内涵，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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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企业的本质、存在方式、制度规范、组织形式和结构体系等有比较全面的把握；2、要注重

理论学习，又要善于思考，特别是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学习掌握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方法。 

现代企业学是一门以专门研究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企业结构关系为特点的专业基础课。开设本

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案例分析与小组讨论等方式，使学生掌握现代企业学基础知识和研究范

式，为系统分析我国企业问题奠定扎实理论根基。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企业的本质与基本内涵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企业的本质 

1.1 传统经济学对企业的认识 

1.2 交易费用经济学对企业的认识 

2. 企业的组织 

2.1 企业的组织性质 

2.2 企业组织的扩展方式 

2.3 企业组织的边界 

3. 企业的制度 

3.1 制度的概念及特征 

3.2 企业的制度及其构成 

3.3 企业制度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对企业的本质和基本内涵有较全面和深入的把握，能够从

理论上对什么是企业予以分析和阐释。  

本章的重点包括：传统经济学与交易费用经济学对企业的不同认识，企业的组织性质及内在关

系，企业组织的扩展方式，企业组织的边界，企业的制度及制度构成特点，现代企业制度及其特征。 

本章的难点主要是对企业本质的理解，特别是基于交易费用理论分析企业产生的本质。 

作业： 

1．概念题 

生产函数   交易费用   制度   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    资产专用性   制度安排  

2. 简答题 

2.1 传统经济学认为企业是什么？它是怎样形成的？ 

2.2 怎么理解科斯关于企业的本质分析？  

2.3 威廉姆森对交易费用经济学主要有哪些新发展？      

2.4 试分析传统经济学与交易费用经济学对企业认识的区别？      

2.5 企业的组织性质是什么？      

2.6 企业组织的扩展主要有哪些方式？      

2.7 如何理解企业的边界问题？      

2.8 试析企业的制度构成。 

知识单元 2：企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近代以前的企业演变 

1.1企业的演变及早期的企业 

1.2近代公司企业的演变 

2. 现代企业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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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现代企业组织及其成长实质 

2.2现代企业组织的成长 

3. 企业组织的类型 

3.1企业组织的基本划分 

3.2公司的概念及特性 

3.3公司的主要组织形式 

学习目标：主要探讨企业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分析企业产生和发展的经济社会历史条件，明

确公司企业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而使我们对历史过程中的企业及其存在现状有一个比较全面

的认识。 

本章的重点包括：企业发展的历史分期，不同时期企业的形态和特点，现代企业组织的成长，

企业组织形式类型，公司的特性及其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本章的主要难点是现代企业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实质，以及不同公司的性质特征和现代公司的存

在方式。 

作业： 

1. 概念题 

现代企业组织   特许贸易公司   合股公司   业主制企业   合伙制企业   公司制企业   

公司    法人   营利法人 

2. 简答题  

2.1 如何理解企业形态的更替？ 

2.2 早期企业主要有哪些特点？ 

2.3 近代公司企业的发展有哪些特点？ 

2.4 传统企业组织与现代企业组织各有什么特点？ 

2.5 铁路企业的成长对现代工商企业的成长具有什么意义？ 

2.6 简述企业规模的扩张过程。 

2.7 如何理解现代企业组织成长的实质？ 

2.8 如何理解钱德勒关于现代企业组织成长的八个论点？ 

2.9 公司概念主要包含了哪些内涵？ 

2.10 公司的法定分类主要有哪些组织形式？我国对公司形式的选择主要有哪些考虑？ 

2.11 什么是股份有限公司？什么是有限责任公司？ 

2.12 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有哪些异同？ 

2.13 国外公司发展有哪些新特点？ 

知识单元 3：企业产权制度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产权的基本理论 

1.1 产权的含义 

1.2 资产的属性与产权安排 

2.企业产权结构与制度 

2.1 业主制企业的产权结构 

2.2 合伙制企业的产权结构 

2.3 现代公司的产权结构 

3 企业三重产权制度 

3.1 一重产权制度 

3.2 二重产权制度 

3.3 三重产权制度 

3.4 三重产权权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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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真正认识到企业组织形式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定产权关系的

反映，现代企业就其内在关系来看，实际上就是一定的产权安排的结果，因此，企业的产权制度是

企业的制度中最基础和最核心的制度。 

本章的重点包括：产权概念与产权界定；产权制度与外部效应；企业产权结构与制度；企业三

重产权制度；三重产权权能分析。 

本章的难点主要是对产权概念的理解，特别是以产权概念为基础如何理解企业制度结构及其多

重制度的特点。 

作业： 

1. 名词解释 

产权   共有产权   集体产权   产权制度   外部效应   剩余索取权   剩余控制权三重产

权制度   法人所有权   最终所有权及股权 

2. 简答题 

2.1 产权界定主要有哪几种形式？ 

2.2 简述产权界定的原则性规定。 

2.3 简述产权制度的形成过程。 

2.4 怎样理解产权界定的效率？ 

2.5 产权制度主要有哪些功能？ 

2.6 怎样理解企业产权的结构化问题？ 

2.7 现代的分离性产权结构的特点主要是什么？ 

2.8 简述三重产权制度的特点。 

2.9 简要分析三重产权的权能关系。 

2.10 试比较二重产权制度与三重产权制度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区别。 

知识单元 4：公司治理结构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几个基本问题 

1.1 为什么要进行公司治理？ 

1.2 关于公司目标之争：效率抑或控制权 

1.3 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概念之争 

1.4 历史渊源 

2. 公司治理的概念 

2.1 公司治理的涵义 

2.2 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 

2.3 公司治理的内部结构 

2.4 公司治理的外部结构 

2.5 企业代理问题与激励契约设计：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 

3 国外公司治理研究的主题 

3.1 如何控制公司经理人员行为以保护股东利益？ 

3.2 如何保护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4 公司治理的主要理论 

4.1 概述 

4.2 委托代理理论 

4.3 古典管家理论 

4.4 现代管家理论 

4.5 利益相关者理论 

5 公司治理涉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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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股东需要一种机制来有效地监督和制约经营者 

5.2 一个拥有大量股份的股东或股东团伙可能会完全有效地监督经营者，但是他们的权利也必

须受到制约，以防止他们做出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不公平行为 

5.3 “有限责任”对股东来说是一个优势，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5.4 公司当事人博弈行为和他们的专用性资产之间的关系构成关键的公司治理微观行为基础，

这一微观基础的表征也是公司治理的重要问题 

5.5 投资者希望在他们的投资中拥有流动性和多样性的优势——这一优势不一定与参与监控

所付出的始终一致 

5.6 设计一套机制来保证投资者能够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信息 

5.7 公司科层与市场契约之间的双向关系对公司治理的调节问题，使公司治理成为一个永恒的

主题 

6 公司治理的主要模式 

6.1 概述 

6.2 英美的市场监控模式 

6.3 德日的内部监控模式 

6.4 东亚的家族控制模式 

6.5 内部人控制模式 

6.6 公司治理模式的趋同趋势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的学习要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在关系和制衡机制有深入的认识，能够对公

司治理的各种关系进行分析。 

本章的重点包括：公司治理结构的构成；股东大会、董事会和执行机构的职责及特点；股东大

会与董事会的信任托管关系；董事会与经理人员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对经理人员的激励与制约。 

本章的主要难点在于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在制蘅关系，特别是对信任托管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

的理解及分析。 

作业： 

1. 概念题 

股东   董事   高层经理人员   股东大会   董事会   独立董事   激励机制   股票期权 

2. 简答题 

2.1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对任职董事的限制或要求主要是什么？ 

2.2 董事会主要有哪些职权？并受到哪些限制？ 

2.3 执行机构主要有哪些职权？ 

2.4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信任托管关系有什么特点？ 

2.5 如何理解股东大会的“信任”与董事会的“忠诚”？ 

2.6 大股东为什么更看重“人事权”？ 

2.7 如何理解董事会与经理人员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2.8 试析委托代理中的权限问题； 

2.9 试比较分析控制与合作中的三种类型的董事会； 

2.10 试析“制定政策与执行政策”中的控制与合作； 

2.11 如何对经理人员进行激励与约束？ 

知识单元 5：企业组织结构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 企业组织因素 

1.1 组织与组织结构 

1.2 组织结构的关系 

2. 企业组织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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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机械——科层制模式 

2.2 有机——专业化模式 

2.3 传统——手工模式 

2.4 机械——有机混合模式 

3. 企业组织结构类型 

3.1 传统组织结构类型 

3.2 现代组织结构类型  

4. 企业组织的变革与发展 

4.1 企业组织的变革趋势 

4.2 企业组织结构的新模式 

学习目标：企业在其内部的产权关系和治理关系的基础上，根据各种相关因素的作用，将形成

一定的组织结构形式。企业组织结构是完善企业组织和对其进行科学管理的基本框架。通过本章的

学习要求掌握企业组织结构的基本构成要素以及不同的企业组织模式，特别是对现代企业组织结构

应该有深入和全面的把握，同时对现代企业组织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应该有所了解。 

本章的重点包括：影响企业组织的主要因素；企业的基本组织模式；企业传统组织结构的基本

类型；现代企业组织结构的基本类型；现代企业组织发展的新变化。 

本章的主要难点是对现代企业组织的变化特征及其不同模式的选择与应用的认识和把握。 

作业： 

1. 概念题 

企业组织    组织结构   职权   直线组织   事业部   利润中心   矩阵组织   虚拟组织    

多维组织   信息租金   转移价格 

2. 问答题 

2.1 确立组织结构应考虑哪些问题？ 

2.2 影响企业组织的建立主要有那些因素？ 

2.3 现代组织结构的四种基本类型各有什么特点？（主要掌握：变量、结构特征） 

2.4 传统组织结构有哪些类型？ 

2.5 事业部组织有哪些特点和类型？ 

2.6 分权型“中心组织”有哪些类型？责任中心主要有哪几种？ 

2.7 矩阵组织有什么特点？ 

2.8 试分析虚拟组织的形成及其特点？ 

2.9 现代企业组织发展有哪些新特点、新趋势？ 

知识单元 6：企业文化与跨国企业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企业文化？ 

1.1 企业文化的概念 

1.2 企业文化的性质 

2. 企业文化的结构 

2.1 企业文化的构成要素 

2.2 企业文化的结构 

3. 企业文化的价值原则及功能 

3.1 企业文化的价值原则 

3.2 企业文化的功能 

4. 跨国企业的形成 

4.1 跨国企业的概念 

4.2 跨国企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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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跨国企业形成的原因 

5. 跨国企业组织及功能 

5.1 跨国企业组织及功能 

5.2 跨国企业功能 

5.3 跨国企业发展趋势 

学习目标：通过学习要能够真正认识到现代企业是内容丰富和结构有序的组织系统，企业组织

的有序性当然直接受到规范制度和组织部门的安排的影响，此外，还受其内部更深层次的作用力量

的影响，这就是企业组织的文化力量。同时要能够认识到现代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影响下，已越来越

多地成长为跨国企业。 

本章的重点包括：企业文化的概念及性质；企业文化的构成与功能；跨国企业的概念与特征；

跨国企业形成的理论分析；跨国企业的功能及其发展等。 

本章的主要难点在于对企业文化结构的深入认识以及对跨国企业的形成机制及演变方式的把握。 

作业： 

1. 概念题 

企业文化   跨国企业 

2.简答题 

2.1 简述“三层次”企业文化结构。 

2.2 跨国企业组织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几个阶段？ 

2.3 企业文化有哪些主要的构成要素？ 

2.4 企业文化对企业的发展主要具有哪些功能？ 

2.5 跨国企业的发展有哪些新趋势？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知识单元 1：企业的本质与内涵发展 1 3  

2 知识单元 1：企业的本质与内涵发展 2 3  

3 知识单元 1：企业的本质与内涵发展 3 3  

4 知识单元 2：企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 1 3  

5 知识单元 2：企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 2 3  

6 知识单元 2：企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 3 3  

7 知识单元 3：企业产权制度 1 3  

8 知识单元 3：企业产权制度 2 3  

9 知识单元 3：企业产权制度 3 3  

10 知识单元 4：公司治理结构 1 3  

11 知识单元 4：公司治理结构 2 3  

12 知识单元 4：公司治理结构 3 3  

13 知识单元 5：企业组织结构 1 3  

14 知识单元 5：企业组织结构 2 3  

15 知识单元 5：企业组织结构 3 3  

16 知识单元 6：企业文化与跨国企业 1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是一门以专门研究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企业结构关系为特点的工商管理专业本科生的

专业基础课，是后续各门管理学专业课程的基础。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详见各单元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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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 

3.1 以课堂讲述为主，每次课都有讨论及问答环节。 

3.2 从第二个知识单元开始，每次课程都有小组发言（自由组队），任选某一企业（案例），重

点分析其企业组织形式、产权结构、治理结构、组织结构任一或全部相关问题，每组 3-4人为最佳。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课堂讨论、小组发言、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成绩占 80％，以闭卷形式进行考核。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孙选中著：《现代企业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杨瑞龙主编：《企业理论：现代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2. 李维安主编：《公司治理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版。 

3. 张银杰著：《公司治理：现代企业制度新论》（第二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2年版。 

4. 吴申元主编：《现代企业制度概论》（第二版），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5. 刘延平主编：《现代企业组织理论与实践》，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6. 迈尔-舍恩伯格、库克耶著：《大数据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 

7. 里夫金著：《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信出版社 2012年版。 

8. 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何帆等译：《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年版。 

9． 吴晓波著：《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1992(上册)，中信出版社 2007年 1月版。 

10. 吴晓波著：《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93-2008(下册)，中信出版社 2008年 1月版。 

执笔：王玲（第一、二、五单元）、李超（第三、四、六单元）  

 参考：孙选中 《现代企业学》教学大纲  审稿：李景华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市场营销管理 
Marketing Management 

课程号：3060200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将介绍关键的市场营销观念和现象，尤其是为顾客提供价值这一核心问题。培养您开阔

的市场营销视野及辩证的市场营销观念，帮助您提升在营销分析和营销策划方面的技能。使你熟悉

营销战略（市场细分、目标营销和市场定位  即STP）及营销策略（产品战略、定价策略、渠道

策略及广告和沟通策略——即4P），提高你在该领域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制定决策的能力。本

课程作为基础性、核心性课程，是继续学习后续的营销调研、营销策划、消费者行为、国际营销等

分支课程的关键，对于学生毕业后到工商企业从事市场营销工作、进入政府管理部门、跨专业求职

和继续深造都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课程为您提供公开讨论的机会（书面及口头形式），您可以陈述和论证自己的建议，并对他

人的看法进行检视和探讨。我们研究以顾客需要、公司技能、竞争、合作者及与营销和产品开发有

关的环境为中心(即5c)的理论和实践，通过课堂教学、案例分析、小组项目和阅读材料等将综合运

用概念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我们鼓励各位同学对这些营销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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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市场营销概述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市场营销学是一门研究市场营销活动及其规律性的应用科学。通过本章学习，应熟练掌握市场

营销的相关概念；掌握市场营销观念的发展；了解学科的发展过程及主要学术流派、学科的发展过

程中出现的新动向；了解本课程的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学习目标： 

l 认识市场营销的相关概念及基本过程； 

l 明确市场营销的概念、任务与分析架构； 

l 把握市场营销观念的发展脉络 ； 

l 理解市场营销管理的理论前沿 

作业： 

1、市场营销的核心概念是交换。那么，交换的本质是什么？ 

2、您怎样理解“市场交换实际上不是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的”这句话？ 

3、营销是创造市场需求还是满足市场需求？ 

营销通常被定义为“确定并满足市场需求”。然而，批评家认为营销的作用不止于此，它还创

造了以前不曾存在的需要和欲望。根据这个论点，营销者应鼓励消费者在他们实际上不需要的商品

和服务上花更多的钱。 

辩题：“营销形成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Vs“营销仅仅是反映了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 

知识单元 2：市场营销战略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章将介绍企业的整体战略计划工作，讨论由整体战略计划所定义的营销活动在整个企业中的

作用，讲解市场营销的过程，即营销人员发挥其在企业中的作用所采用的过程。通过本章学习，应

掌握战略计划的阶段和步骤；明确如何定义企业的使命；如何设定企业的目标；学会分析当前的业

务组合和成长战略方格；熟悉市场营销计划的过程。 

学习目标： 

l 为什么要重视战略管理； 

l 战略思考的基本特点和意义； 

l 企业战略的基本层次； 

l 制定企业战略规划的基本过程； 

l 市场营销计划的基本结构。 

作业： 

1、企业战略分为哪几个层次？你认为不同层次的战略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2、企业战略计划过程有哪几个重要的步骤？  

3、明确企业使命时应考虑那些基本要素？ 

4、你认为通常企业应该在哪些方面设定战略目标？ 

5、有效的营销目标应该满足哪些条件？ 

6、简述波士顿矩阵法的基本步骤。 

7、简述安索夫矩阵？ 

知识单元 3：营销环境与行业结构分析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通过本章学习，熟练分析和把握各种营销环境要素，包括宏观环境要素和微观环境要素。宏观

环境是指那些能给企业造成市场机会和环境威胁的社会力量，微观环境是指与企业关系密切、能够



4178 

影响企业服务顾客的能力的各种因素。宏观环境对企业的影响是间接的、深远的；微观环境对企业

经营的影响是直接的、具体的。营销环境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营销环境分析要从环

境整体中把握环境发展趋势、识别市场机会和市场威胁。 

学习目标： 

· 认识分析营销环境的目的； 

· 明确宏观营销环境的构成； 

· 明确微观营销环境的构成； 

· 行业结构与竞争分析包括的基本内容； 

· 解释企业内部环境的基本因素； 

· 熟练应用 PEST、SWOT分析。 

作业： 

· 简述营销环境的特点。 

· 简述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技术环境、人口环境及自然环境方面的主要动

向是什么？它们对企业的市场营销有何影响？ 

· 简述市场营销微观环境诸因素。 

· 描述行业的基本经济特征的因素有哪些？ 

· 什么是行业的关键成功因素？ 

· 简述波特的五力模型。 

· 简述战略群组分析。 

· 解释 PEST和 SWOT分析在市场营销计划中的作用。 

知识单元 4：营销调研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通过本章学习，应掌握营销调研的定义、内容和基本类型；熟悉营销调研的基本过程；掌握营

销调研报告的基本格式；介绍问卷设计的主要步骤和应注意的问题。 

学习目标： 

l 营销调研的含义和重要性； 

l 明确三种调研类型在研究目的、研究问题性质和功能特点上的差异； 

l 能够概述营销调研过程的几个步骤； 

l 明确制定营销调研计划的基本内容； 

l 能够描述问卷设计的主要步骤和应注意的问题。 

l 市场营销计划的基本结构。 

作业： 

· 收集一个市场营销研究的实际案例，阐述其研究课题、研究方法、主要结果及其对营销决

策的指导意义。 

· 利用二手资料获取并描述最近 5年本行业的主要经济特征。 

· 简述营销调研的步骤。 

· 针对下列营销决策问题列出可能的营销研究课题： 

是否应当降价。 

本公司如何降低客户的流失率。 

本公司准备为出口而选择海外目标市场。 

· 请根据调研需要设计包含 20左右个问题的问卷一份。 

知识单元 5：市场细分与目标营销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章主要阐述目标市场营销的三个步骤：市场细分、选择目标市场和市场定位。首先介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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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细分"的概念，并分别讨论消费者市场和产业市场的细分。其次阐述目标市场涵盖战略和目标市

场的选择。最后，介绍"市场定位"的方式和步骤。 

学习目标： 

· 说明目标市场营销的三个步骤：市场细分、选择目标市场和市场定位。 

· 列出并讨论细分市场的主要层次，以及消费者市场和产业市场的细分因素。 

· 解释公司如何识别有吸引力的细分市场并选择市场覆盖战略。 

· 论述公司如何定位自己的产品，使其在市场上具有最大的竞争优势。 

作业： 

· 一个企业可以考虑怎样为其产品细分国际市场？如苹果公司怎样为 iPod 细分国际市

场？ 

· 本讲讨论了若干个有效细分市场的要求。假设你是一位区域性中式快餐店的营销经历，你

正在听一个关于糯米面餐包创意的报告，轮到你提问了。请写出你想问报告人的几个问题。每个问

题都应该针对有效细分市场要求的其中一个。 

· 如果某公司要进行市场细分，并从中筛选一个目标市场，你认为这个目标市场必须符合什

么样的条件？把它们写出来。 

· 请举例说明市场细分的程序、方法和标准。 

· 请具体说明如何进行产品或品牌的市场定位。 

知识单元 6：营销组合策略 
参考学时：18学时 

学习内容： 

（一）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以满足市场需要为中心，而市场需要的满足只能通过提供某种产品

或服务来实现。通过本章学习，应了解产品是企业市场营销组合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产品战略直接

影响和决定着其他市场营销组合因素的管理，对企业市场营销的成败关系重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

件下，企业须制定提高产品质量和优化组合结构的产品战略，以使企业更好的满足市场需要，取得

更好的经济效益。 

（二）价格是市场营销组合因素中十分敏感而又难以控制的因素，它直接关系着市场对产

品的接受程度，影响者市场需求和企业利润的多少，涉及到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等各方面

的利益。因此定价策略是企业市场营销组合战略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本章学习，

了解影响企业定价诸多方面的基本因素；熟悉企业定价步骤和方法；掌握运用灵活多变企业定

价策略。 

（三）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通过一定的市场营销渠道，才能在是党的时间、地点，以

适当的价格供应给官大消费者或用户，从而克服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蝉翼和矛盾，满足市场需

要，实现企业的市场营销目标。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掌握分销渠道的概念、分销渠道的主要类型，

以及对营销渠道的结构选择；并熟悉队分销渠道的管理，包括：对中间商类型的选择、控制、和

激励。 

（四）现代市场营销不仅要求企业发展适销对路的产品，制定吸引人的价格，使目标顾客易于

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产品，而且还要求企业控制其在市场上的形象，采取适当的方式促进产品销售。

而企业可利用的促销手段主要包括广告、人员推销、销售促进和公共关系。 

教学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掌握以下内容： 

（一）产品策略 

1、什么是产品：整体产品的概念和分类： 

2、如何建立和管理产品组合 

3、产品寿命周期理论 

4、如何制定品牌决策 

（二）定价策略 



4180 

1、影响企业定价的基本因素 

2、企业定价的主要方法 

3、企业定价战略 

4、价格战的原则 

（三）渠道策略 

1、分销渠道的概念和类型 

2、营销渠道的结构选择 

3、营销渠道的管理 

4、中间商的类型 

（四）促销策略 

1、了解可供企业选择的主要促销工具 

2、明确确定广告预算的主要方法、选择广告媒体考虑的主要因素 

3、明确人员推销的特点 

4、掌握可供企业选择的主要销售促进工具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个，共××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总学时（36） 实训与讨论 

一 市场营销学导论 6  

二 企业战略与营销计划 6  

三 市场营销环境与行业结构（一） 6 2 

四 营销调研 6  

五 市场细分与目标营销 6 1 

六 消费者行为分析 3  

七 产品策略 3 0 

八 价格策略 3  

九 渠道策略 3 1 

十 促销策略 3  

十一 小结 3  

合计 48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原理、现代企业学 

后续课程：国际市场营销、营销策划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营销观念、营销战略与营销定位、行业结构与竞争分析、营销组合。 

难点：企业战略与营销战略、营销战略定位、营销调研方法、消费者行为研究、品牌战略。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小组项目 

为了更好地分析和研究营销战略问题，我们建议您们建立研讨小组。小组的最佳规模是 5-8人。

我们建议您们给自己的小组起个好听的名字，从某种意义上讲，您们也在打造自己的品牌。 

我们认为，小组项目是一个共同创造价值的过程，因此，同学们应该积极参与小组活动，并在

小组活动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强烈建议您与小组成员共同选择研究课题和讨论研究课题，

通过与小组其他成员的互动，您将受益良多。 

请将您们小组的成员名单交给助教，指定一个联络人并提供他的电话号码。 

（2）课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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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从本课程中所获得的收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您在课堂讨论中的积极参与，为此，我们希望

您积极参与课堂讨论，与小组成员及全班同学分享您的观点，积极倾听，彼此给力。 

您在上课之前应该仔细阅读教材的相关内容和参考资料，并且来上课时，您得准备好自己认为

会吸引其他同学的一系列看法。准备得越充分，您学到的也越多。记住:只有当您真正来上课时，

您才能得到课堂参与的得分。 

（3）礼仪规范 

在本课程的教学中，请您按时到课；不随意外出；保持专业的氛围，这包括：发言时有绅士风

度和幽默感，采用合适的方式及礼仪，适当地使用电脑（比如不要在上课时浏览网页或收发电子邮

件），不采取其它不礼貌的行为（如面红耳赤、私下聊天和做小动作）。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平时考核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小组项目、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

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我们为您推荐一本著名的营销学教材：菲利普·科特勒著，李季等译：《市场营销原理》，（亚

洲版.第三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7月版。 

（二）推荐参考书 

（1）Principles of Marketing,12th，Philip Kotler，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年3月版 

（2）《营销管理》（第十一版），菲律普·科特勒，梅汝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Marketing management, Ninth Edition, Philip Kotler,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我们建议您选择一本科特勒的英文教材作为参考书，这对您的专业学习会更有帮助，并有助于

提升您的专业外语水平。 

期刊网： 

我们希望您能够经常上本校校园网，查阅中文数据库和英文数据库相关资料。中文数据库: （1）

中国期刊网；（2）万方数据库；（3）中国咨询行。外文数据库：（1）西文过刊数据库JSTOR；（2）

EBSCOhost全文数据库。 

相关网站： 

美国市场营销协会 http://www. ama. Com；中国市场营销http://www.ecm.com.cn/index.asp；

中国营销传播网 http://www. emkt.com.cn/；世界经理人网站http://marketing. icxo.com  

执笔：孙忠群  审稿：李景华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2月 31日 

 

公司理财 
Corporate Finance 

课程号：30602003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本科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通过讲授公司理财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辅助以现实案例教学，课堂讨论、

练习等教学方法，使学生熟悉和掌握公司理财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各类企业开展公司理财活动的

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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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2学时 

知识单元 1：财务管理基本原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司制企业的特点 

2.财务管理基本目标 

3.股东、经营者和债权人的利益要求与协调 

4.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 

5.财务管理的基本原则 

6.金融工具与金融市场 

学习目标： 

1．了解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 

2．掌握财务管理基本目标和财务管理的基本原则 

作业： 

一、单项选择题 

1．股东和经营者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     ）。 

A．具体行为目标不一致            B．利益动机不同 

C．掌握的信息不一致              D．在企业中的地位不同 

2．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每股收益最大化目标较之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优点在于(  )。 

A．考虑了货币时间价值因素 

B．考虑了风险因素 

C．反映了创造利润与投入资本之间的关系 

D．能够避免企业的短期行为 

3.在下列各项中，能够反映上市公司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实现程度的最佳指标是（    ）。 

A.总资产报酬率     B.权益净利率 

C.每股市价      D.每股收益 

4.准确的财务管理目标定位是股东财富最大化，即等同于（    ）。 

A.股东权益的市场增加值最大化        B.企业的市场增加值最大化 

C.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                D.股东权益市场价值最大化 

5.下列属于资本市场工具的是（    ）。 

A.短期国债                        B.商业票据 

C.大额可转让存单                  D.公司股票 

6.属于信号传递原则进一步运用的原则是指（    ）。 

A.自利行为原则                B.比较优势原则 

C.引导原则                    D.期权原则 

7.自利行为原则的依据是（    ）。 

A.理性的经济人假设 

B.商业交易至少有两方，交易是“零和博弈”，以及各方都是自利的 

C.分工理论 

D.投资组合理论 

8.“沉没成本”概念的提出是基于（    ）。 

A.自利行为原则                 B.资本市场有效原则 

C.引导原则                     D.净增效益原则 

9.“机会成本”概念的提出是基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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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自利行为原则                 B.比较优势原则 

C.风险报酬权衡原则             D.净增效益原则 

10.如果资本市场是完全有效的市场，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拥有内幕信息的人士将获得超额收益      B.价格能够反映所有可得到的信息 

C.股票价格不波动                        D.投资股票将不能获利 

二、多项选择题 

1.下列各项中能协调所有者与债权人之间冲突的方式有（    ）。 

A.市场对公司强行接收或吞并    B.债权人通过合同实施限制性贷款 

C.债权人不再提供新的贷款      D.债权人提前收回贷款 

2.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包括（    ）。 

A.资本融通功能                      B.风险分配功能 

C.价格发现功能                      D.调解经济功能 

3.下列属于资本市场融资工具的有(    )。 

A.股票                        B.公司 3年期债券 

C.融资租赁                    D.大额可转让存单 

4.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以下（    ）等方面不同。 

A.交易证券的期限              B.交易证券的利率 

C.交易证券的风险              D.交易证券的市场功能 

5.实施下列货币政策中，导致利率提高，企业投资意愿下降的有（    ）。 

A.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出售证券              B.提高贷款的贴现率 

C.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D.降低贷款的贴现率 

6.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股东财富可以用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来衡量 

B.股东财富的增加可以用权益的市场增加值来衡量 

C.股东财富的创造，主要靠提高股权现金流量和降低股权资本成本来实现 

D.在股东投资资本不变的情况下，股价可以衡量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程度 

7.以下属于营运资本管理的目标的有（    ）。 

A.最大限度地降低流动负债的水平        B.力求流动资产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 

C.加速流动资本周转                    D.最大限度地降低营运资本的资本成本 

8.根据财务管理的信号传递原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少发或不发股利的公司，很可能意味着自身产生现金的能力较差 

B.决策必须考虑机会成本 

C.过度依赖贷款可能意味着财务失败 

D.理解财务交易时，要关注税收的影响 

9.下列属于净增效益原则应用领域的有（    ）。 

A.委托—代理理论              B.机会成本概念 

C.差额分析法                  D.沉没成本概念 

10.下列属于自利行为原则进一步引申的原则有（    ）。 

A.双方交易原则                B.信号传递原则 

C.资本市场有效原则            D.投资分散化原则 

11.下列有关比较优势原则表述正确的有（    ）。 

A.要求企业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比较优势上，而不是日常的运行上 

B.“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是比较优势原则的一个应用 

C.优势互补是比较优势原则的一个应用 

D.比较优势原则主要是针对直接投资项目领域而不是金融投资项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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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有关双方交易原则表述正确的有（    ）。 

A.一方获利只能建立在另外一方付出的基础上 

B.承认在交易中，买方和卖方拥有的信息不对称 

C.双方都按自利行为原则行事，谁都想获利而不是吃亏 

D.由于税收的存在，使得一些交易表现为“非零和博弈” 

13.资本市场有效原则对投资者和管理者的意义在于（    ）。 

A.投资者是在徒劳地寻找超额投资回报 

B.市场为企业提供了合理的价值度量 

C.管理者的管理行为会被正确地解释并反映到价格中 

D.管理者对会计报表的粉饰行为不会引起证券价格的上升 

14.下列关于“引导原则”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应用该原则可能帮助你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案，也可能使你遇上一个最坏的方案 

B.应用该原则可能帮助你找到一个最好的方案，但不会使你遇上一个最坏的方案 

C.应用该原则的原因之一是寻找最优方案的成本太高 

D.在财务分析中使用行业标准比率，是该原则的应用之一 

15.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理财原则的正确性与其应用环境有关 

B.双方交易原则承认市场存在非对称信息 

C.双方交易原则是以自利行为原则为前提的 

D.有价值的创意原则主要用于间接投资项目 

16.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双方交易原则是以自利行为原则为前提的 

B.信号传递原则是自利行为原则的延伸 

C.引导原则是信号传递原则的一种应用 

D.理财原则是财务假设、概念和原理的推论 

17.假设市场是完全有效的，基于市场有效原则可以得出的结论有（    ）。 

A.在证券市场上，购买和出售金融工具的交易的净现值等于零 

B.股票的市价等于股票的内在价值 

C.账面利润始终决定着公司股票价格 

D.财务管理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 

知识单元 2：财务报表分析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财务比率分析 

2．财务分析体系 

学习目标： 

1．了解财务报表的构成及主要项目 

2．掌握财务报表分析方法 

作业： 

一、单项选择题 

1.影响速动比率可信性的最重要因素是（  ）。 

A.存货的变现能力               B.短期证券的变现能力 

C.产品的变现能力               D.应收账款的变现能力 

2.某公司年末财务报表上部分数据为：流动负债 60万元，流动比率为 2，速动比率为 1.2（假

设非速动资产只有存货），销售成本 100万元，年初存货为 52万元，则本年度按销售成本计算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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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周转次数为（  ）次。 

A．1.65                B．2 

C．2.3                 D．1.45 

3.某公司 2014年年末资产总额为 8000万元，产权比率为 3，流动负债为 1500万元，则其长

期资本负债率为（  ）。 

A.67.44%                 B.69.23% 

C.64.58%                 D.66.72% 

4.某公司 2014年年末的流动比率为 1.8，则 2014年年末的营运资本配置比率为（  ）。 

A.0.44                      B.0.72 

C.0.64                      D.0.58 

5.某公司 2014年年末长期资产为 1200万元，长期资本为 1500万元，股东权益为 800万元，

则 2014年年末营运资本为（   ）万元。 

A.1100                      B.300 

C.400                       D.500 

6.某公司 2014年年末的货币资金 50万元，交易性金融资产 500万元，总资产 2000万元，长

期资本 1200万元，则 2014年年末的现金比率为（   ）。 

A.0.6425                    B.0.8216 

C.0.6875                    D.0.7214 

7.某公司 2014年平均债务年利率为 8%，现金流量比率（假设债务按平均数计算）为 0.8，平

均流动负债为 400万元，占平均债务总额的 40%，则 2014年现金流量利息保障倍数为（  ）。 

A.3.2                       B.3.5 

C.4                         D.4.2 

8.某公司 2014年管理用财务分析体系中，权益净利率为 20%，净经营资产净利率为 14%，税后

利息率为 10%，则净财务杠杆为（   ）。 

A.2.2                       B.1.6 

C.1.5                       D.2.4 

9.某公司 2014年税前经营利润为 340万元，利息费用为 30万元，年末净经营资产为 800万元，

年末净负债为 300万元，各项所得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均为 25%。则权益净利率（假设涉及资产负债

表数据使用年末数计算）为（   ）。 

A.45.6%                     B.64.5% 

C.46.5%                     D.44.5% 

10.下列各项中，属于经营资产的是（   ）。 

A.短期债券投资               B.短期股票投资 

C.按市场利率计息的应收票据   D.长期权益性投资 

11.下列各项中，属于反映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财务指标是（   ）。 

A.长期资本负债率            B.利息保障倍数 

C.权益乘数                  D.营运资本配置比率 

12.某公司 2014年税前经营利润为 600万元，利息费用为 40万元，年末净经营资产为 1200万

元，年末股东权益为 400万元，各项所得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均为 25%（假设涉及资产负债表数据使

用年末数计算）。则杠杆贡献率为（   ）。 

A.67.50%                    B.62.73% 

C.54.28%                    D.46.20% 

13.假设某公司在偿还应付账款前速动比率大于 1，倘若偿还应付账款若干，将会（   ）。 

A.增大流动比率，不影响速动比率         B.增大速动比率，不影响流动比率 

C.增大流动比率，也增大速动比率         D.降低流动比率，也降低速动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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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过度提高现金流量比率，可能导致的结果是（  ） 。 

A.机会成本增加              B.财务风险加大 

C.获利能力提高              D.偿债能力降低 

15.某公司 2014年管理用财务分析体系中，权益净利率为 25%，净经营资产净利率为 15%，净

财务杠杆为 1.43，则税后利息率为（  ）。 

A.6.4%                      B.8.01% 

C.6%                        D.6.8% 

16.某公司 2014年销售收入为 500万元，年初应收账款为 160万元，年末应收账款为 200万元。

则该公司 2014年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为（ ）天，一年按 360天计算。 

A.86                        B.129.6 

C.144                       D.115.2  

17.下列关于资产负债率、权益乘数和产权比率之间关系的表达式中，正确的是（ ）。 

A.资产负债率+权益乘数=产权比率        B.资产负债率-权益乘数=产权比率 

C.资产负债率×权益乘数=产权比率       D.资产负债率÷权益乘数=产权比率 

18.某上市公司 2013年年底流通在外的普通股股数为 1000万股，2014年 3月 31日增发新股

200万股，2014年 7月 1日经批准回购本公司股票 140万股，2014年的净利润为 400万元，派发

现金股利 30万元，则 2014年的每股收益为（    ）元。 

A.0.36                      B.0.29 

C.0.4                       D.0.37 

二、多项选择题 

1.下列各项中，影响长期偿债能力的表外因素有（   ）。 

A.长期租赁                   B.债务担保 

C.未决诉讼                   D.偿债能力的声誉 

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会引起总资产周转率指标上升的经济业务有（  ）。 

A.用现金偿还负债              B.借入一笔短期借款 

C.用银行存款购入一台设备      D.用银行存款支付一年的电话费 

3.若流动比率大于 1，则下列结论不一定成立的有（  ）。 

A.速动比率大于 1              B.营运资本大于零 

C.资产负债率大于 1            D.短期偿债能力绝对有保障 

4.影响速动比率的因素有（    ）。 

A.应收账款   B.存货    C.短期借款   D.应收票据     

5.某公司目前的速动比率为 1.25，以下业务导致速动比率降低的有（   ）。 

A.用所生产的产品抵偿应付购买设备款 

B.从银行借入短期借款用以购买短期股票作投资 

C.赊购原材料一批 

D.用银行支票购买一台机床 

6.下列可能影响短期偿债能力的表外因素有（   ）。 

A.偿债能力的声誉              B.可以很快变现的非流动资产 

C.经营租赁合同中的承诺付款    D.与担保有关的或有负债 

7.下列各项中，属于金融资产的有（   ）。 

A.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B.持有至到期投资 

C.按市场利率计息的应收票据        D.长期权益性投资 

8.下列计算公式正确的有（   ）。 

A.经营差异率=净经营资产净利率-税后利息率 

B.杠杆贡献率=经营差异率×净财务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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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权益净利率=净经营资产净利率×杠杆贡献率 

D.净经营资产净利率=税后经营净利率×净经营资产周转次数 

9.下列影响权益净利率高低的指标有（  ）。 

A.税后经营净利率                 B.净经营资产周转次数 

C.税后利息率                     D.净财务杠杆 

10.下列各项中，属于经营活动损益的有（   ）。 

A.存货减值损失                   B.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C.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D.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收入 

11.某公司 2014年营业收入为 2000万元，税前经营利润为 500万元，利息费用为 20万元，年

末净经营资产为 1000 万元，年末净负债为 400 万元，各项所得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均为 25%（假设

涉及资产负债表数据使用年末数计算）。则关于该公司 2014年下列指标的说法正确的有（   ）。 

A.税后经营净利率为 18.75%        B.净经营资产周转次数为 2次 

C.净财务杠杆为 0.6667            D.杠杆贡献率为 22.50% 

12.下列属于实体现金流量的使用途径的有（    ）。 

A.向债权人支付利息               B.向股东支付股利 

C.从股东处回购股票               D.购买交易性金融资产 

三、计算分析题 

1.M公司 2013年和 2014年简化的比较资产负债表如下： 

                                     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资产 
2013年 

年末数 

2014年 

年末数 
负债和股东权益 

2013年 

年末数 

2014年 

年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30 35 短期借款 50 40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 12 交易性金融负债 0 0 

应收账款 400 420 应付账款 300 312 

应收票据 26 31 应付票据 6 8 

存货 38 42 应交税费 57 7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39 4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31 28 

流动资产合计 543 588 流动负债合计 444 461 

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负债：   

长期股权投资 200 180 长期借款 500 470 

固定资产 1200 1320 应付债券 0 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400 1500 长期应付款 60 80 

   非流动负债合计 560 550 

   负债合计 1004 1011 

   股东权益：   

   股本 500 500 

   留存收益 439 577 

   股东权益合计 939 1077 

资产总计 1943 2088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

计 
1943 2088 

M公司 2013年和 2014年简化的比较利润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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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 2014年 

一、营业收入 4000 4822 

减：营业成本 3302 4026 

营业税金及附加 36 46 

销售费用 72 80 

管理费用 110 140 

财务费用 45 59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0 0 

投资收益 20 16 

二、营业利润 455 487 

加：营业外收入 16 80 

减：营业外支出 2 6 

三、利润总额 469 561 

减：所得税费用（所得税税率为 25%） 117.25 140.25 

四、净利润 351.75 420.75 

2014年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484.75万元。 

要求： 

（1）直接利用报表计算 2014年年末的营运资本配置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现金流量比

率、权益乘数、长期资本负债率、利息保障倍数、现金流量利息保障倍数和现金流量债务比（为了

简化计算，涉及资产负债表数据均用年末数）。 

（2）直接利用报表计算 2014年的应收账款周转次数、存货周转次数（分别按营业收入和营业

成本计算）、流动资产周转次数、营运资本周转次数和总资产周转次数（涉及资产负债表数据使用

平均数计算）。 

（3）直接利用报表计算 2014年的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净利率和权益净利率（涉及资产负债表

数据使用平均数计算）。 

2.M公司 2013年和 2014年简化的比较资产负债表如下： 

                                   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资产 
2013年

年末数 

2014年

年末数 
负债和股东权益 

2013年

年末数 

2014年

年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金融） 30 35 短期借款 50 40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 12 交易性金融负债 8 15 

应收账款 400 420 应付账款 292 297 

应收票据 41 49 应付票据 6 8 

应收利息 18 14 应付职工薪酬 53 67 

预付账款 10 22 应交税费 30 27 

其他应收款 14 8 

存货 20 2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5 7 

流动资产合计 543 588 流动负债合计 444 461 

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负债：   

持有至到期投资 80 70 长期借款 100 20 

长期股权投资 120 110 应付债券 400 450 

固定资产 900 1000 长期应付款（经营） 6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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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动负债合计 560 550 

负债合计 1004 1011 

股东权益：   

股本 500 500 

无形资产 300 320 

留存收益 439 577 

非流动资产合计 1400 1500 股东权益合计 939 1077 

资产总计 1943 2088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

计 
1943 2088 

M公司 2013年和 2014年简化的比较利润表如下： 

                                     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 2014年 

一、营业收入 4000 4822 

减：营业成本 3302 4026 

营业税金及附加 36 46 

销售费用 72 80 

管理费用 105 129 

财务费用（利息费用） 45 59 

资产减值损失（持有至到期投资计提） 5 11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形成） 8 6 

投资收益（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12 10 

二、营业利润 455 487 

加：营业外收入 16 80 

减：营业外支出 2 6 

三、利润总额 469 561 

减：所得税费用（所得税税率为 25%） 117.25 140．25 

四、净利润 351.75 420．75 

要求： 

（1）分别计算 2013年年末和 2014年年末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经营资产、经营负债、净

经营资产和净负债。 

（2）分别计算 2013年和 2014年的税前经营利润、税后经营净利润和税后利息费用。 

（3）利用管理用财务分析体系计算 2014年的税后经营净利率、净经营资产周转次数、净经营

资产净利率、税后利息率、经营差异率、净财务杠杆、杠杆贡献率和权益净利率（涉及资产负债表

数据利用平均数计算）。 

3.ABC公司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比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销售收入 4000 4300 3800 

净利润 300 202.1 98.8 

年末资产 1430 1560 1695 

年末股东权益 600 650 650 

要求：     

（1）计算 2013年和 2014年的权益净利率、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次数和权益乘数（涉及

资产负债表数据利用平均数计算）。 

（2）利用因素分析法分析说明该公司 2014年与 2013年相比权益净利率的变化及其原因（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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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次数、权益乘数顺序）。 

4.甲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为了综合分析上年度的经营业绩，公司董事会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讨

论。公司相关资料如下： 

资料一：甲公司资产负债表简表如表 1所示： 

表 1：甲公司资产负债表简表（2014年 12月 31日）                        单位：万元 

资产 年末金额 负债和股东权益 年末金额 

货币资金 4000 流动负债合计 20000 

应收账款 12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40000 

存货 14000 负债合计 60000 

流动资产合计 30000 股东权益合计 4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70000   

资产合计 100000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00000 

资料二：甲公司 2014年销售收入为 146977万元，净利润为 9480万元。 

资料三：甲公司及行业标杆企业部分财务指标如表 2所示（财务指标的计算如需年初、年末平

均数时使用年末数代替）； 

表 2  甲公司及行业标杆企业部分财务指标（2014年） 

项目 甲公司 行业标杆企业 

流动比率 （A） 2 

速动比率 （B） 1 

资产负债率 * 50% 

销售净利率 * （F） 

总资产周转率（次） * 1.3 

总资产净利率 （C） 13% 

权益乘数 （D） （G） 

权益净利率 （E） （H） 

注：表中“*”表示省略的数据。 

要求： 

（1）确定表 2中英文字母代表的数值（同时需要列示计算过程）。 

（2）计算甲公司 2014年权益净利率与行业标杆企业的差异，并使用因素分析法依次测算总资

产净利率和权益乘数变动对权益净利率差异的影响。 

四、综合题 

1.M公司 2012年和 2014年简化的比较资产负债表如下： 

                                  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资产 
2013年

年末数 

2014年

年末数 
负债和股东权益 

2013年

年末数 

2014年

年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金融） 30 35 短期借款 50 40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 12 交易性金融负债 20 22 

应收账款 400 420 应付账款 280 290 

应收票据 26 31 应付票据 79 90 

应收股利（长期股权投

资） 
10 22 应付职工薪酬 11 13 

预付账款 15 18 

其他应收款 14 8 

应交税费 4 6 



4191 

存货 38 42 

流动资产合计 543 588 流动负债合计 444 461 

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负债：   

长期股权投资 200 180 长期借款 500 470 

固定资产 1200 1320 应付债券 0 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400 1500 长期应付款（经营） 60 80 

   非流动负债合计 560 550 

   负债合计 1004 1011 

   股东权益：   

   股本 500 500 

   留存收益 439 577 

   股东权益合计 939 1077 

资产总计 1943 2088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943 2088 

M公司 2013年和 2014年简化的比较利润表如下： 

                                     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 2014年 

一、营业收入 4000 4822 

减：营业成本 3302 4026 

营业税金及附加 36 46 

销售费用 72 80 

管理费用 110 140 

财务费用（利息费用） 45 59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交易性金融资产形成） 5 8 

投资收益（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15 8 

二、营业利润 455 487 

加：营业外收入 16 80 

减：营业外支出 2 6 

三、利润总额 469 561 

减：所得税费用（所得税税率为 25%） 117.25 140．25 

四、净利润 351.75 420．75 

要求利用管理用财务分析体系（涉及资产负债表数据利用年末数计算，计算净经营资产周转次

数和净财务杠杆时小数点后取四位小数，其他百分率指标小数点后取三位小数）： 

（1）分别计算 2013年和 2014年的净经营资产净利率、税后经营净利率和净经营资产周转次

数，并按顺序计算确定税后经营净利率和净经营资产周转次数变动对净经营资产净利率的影响。 

（2）分别计算 2013年和 2014年的税后利息率、经营差异率、净财务杠杆、杠杆贡献率和权

益净利率。 

（3）按顺序计算确定净经营资产净利率、税后利息率和净财务杠杆的变动对杠杆贡献率的影

响。 

2．已知 A公司有关资料如下： 

A公司资产负债表简表 

2014年 12月 31日            单位：万元 

资产 年初数 年末数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年初数 年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合计 175 150 

货币资金 50 45 长期负债合计 245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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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 60 90 负债合计 420 350 

存货 92 144    

预付账款 23 36    

流动资产合计 225 315    

固定资产 475 38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80 350 

资产合计 700 700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700 700 

同时，该公司 2013年度销售净利率为 16%，资产周转率为 0.5次（年末总资产），权益乘数为

2.5（年末数），权益净利率为 20%（年末股东权益），2014 年度营业收入为 420 万元，净利润为

63万元，利息费用为 10万元，各项所得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均为 25%。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 

（1）计算 2014年年末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资产负债率和权益乘数； 

（2）计算 2014年总资产周转率、销售净利率和权益净利率（涉及资产负债表数据使用年

末数计算）； 

（3）计算 2014年年末产权比率、长期资本负债率和利息保障倍数； 

（4）通过因素分析法，结合已知资料和（1）、（2）分析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和权益乘

数变动对权益净利率的影响（假设按此顺序分析）。 

知识单元 3：长期计划与财务预测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销售百分比法及其使用（增量模型） 

2．增长率与资本需求 

学习目标： 

1．了解销售百分比法预测资金需求量的基本原理 

2．掌握内含增长率和可持续增长率的计算、分析和应用 

作业： 

一、单项选择题 

1.某公司采用销售百分比法对资金需求量进行预测。预计 2015年的销售收入为 5700万元，预

计销售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分别为 75%、0.5%、19.5%、1.2%。

假定该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股利支付率为 40%。则该公司 2015年留存收益的增加额应为

（ ）万元。 

A.97.47             B.38.988 

C.129.96            D.60.648 

2.下列关于企业的外部融资需求量的计算公式正确的是（   ）。 

A．经营资产增加-预计总负债-预计股东权益 

B．经营资产增加-经营负债增加-留存收益的增加 

C．预计经营总资产-经营负债增加-留存收益的增加 

D．预计经营总资产-经营负债增加-预计股东权益增加 

3.已知 2014年经营资产增加 1000万元，经营负债增加 200万元，留存收益增加 400万元，销

售增加 2000万元，则 2014年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为（     ）。 

A.20%     B.25%    C.14%    D.35% 

4.已知 2015 年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为 60%，经营负债销售百分比为 20%，预计利润留存率为

50%，预计销售净利率为 10%，2014年销售收入为 1000万元，则 2015年内含增长率为（   ）。 

A.14.3%     B.14.8%    C.15.2%    D.15.6% 

5.某公司具有以下的财务比率：经营资产与销售收入之比为 1.6；经营负债与销售收入之比为

0.4；预计下年销售净利率为 10%，预计股利支付率为 55%，该公司去年的销售收入为 200万元，



4193 

假设这些比率在未来均会维持不变，并且所有的经营资产和经营负债都会随销售的增加而同时增

加，如果该公司不向外筹资，且没有可动用的金融资产，则销售最高可以增长（    ）。 

A.4.15%     B.3.90%    C.5.22%    D.4.6% 

6．某企业 2014年的销售净利率为 8%，总资产周转率为 0.6次，权益乘数为 2，利润留存比率

为 40%，则 2014年的可持续增长率为（ ）。 

A.3.99%     B.4.08%    C.5.14%    D.3.45% 

7.预计明年通货膨胀率为 10%，公司销量增长 10%，则销售收入的含有通货膨胀的增长率为

（    ）。 

A.21%                    B.11% 

C.10%                    D.15.5% 

8.某企业 2014年年末的所有者权益为 2400万元，可持续增长率为 10%。该企业 2015年的销

售增长率等于 2014 年的可持续增长率，其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包括不增发新股和回购股票）与

上年相同。若 2015年的净利润为 600万元，则其股利支付率是（   ）。 

A.30%                    B.40% 

C.50%                    D.60% 

9.假设市场是充分的，企业在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不变时，同时筹集权益资本和增加借款，以

下指标不会增长的是（ ）。 

A.销售收入               B.税后利润 

C.销售增长率             D.权益净利率 

二、多项选择题 

1.运用销售百分比法预测资金需要量时，下列各项中属于预测企业计划年度追加资金需要量计

算公式涉及的因素有（ ）。 

A.计划年度预计留存收益增加额    

B.计划年度预计销售收入增加额 

C.计划年度预计金融资产增加额    

D.计划年度预计经营资产总额和经营负债总额 

2.在“可持续增长率”条件下，正确的说法有（    ）。 

A.假设不增发新股或回购股份           B.假设不增加借款 

C.保持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不变         D.财务杠杆和财务风险降低 

3.如果希望提高销售增长率，即计划销售增长率高于可持续增长率，则可以通过（    ）实现。 

A.发行新股或增加债务                 B.降低股利支付率 

C.提高销售净利率                     D.提高资产周转率  

4.如果某年的计划增长率高于可持续增长率，则在不从外部股权筹资或回购股份，并且其他财

务指标不变的情况下，计算确定为了实现计划增长率所需的经营效率或财务政策条件时，可直接根

据期末股东权益计算的可持续增长率公式求得结果的财务指标有（   ）。 

A．总资产周转率                      B.权益乘数 

C．销售净利率                        D.利润留存率 

5.影响内含增长率的因素有（   ）。 

A.经营资产销售百分比                 B.经营负债销售百分比 

C.预计销售净利率                     D.预计股利支付率 

6.假设企业本年的经营效率、资本结构和股利支付率与上年相同，目标销售收入增长率为 30%

（大于可持续增长率），则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 

A.本年权益净利率为 30%               B.本年净利润增长率为 30% 

C.本年新增投资的报酬率为 30%         D.本年总资产增长率为 30% 

7.企业销售增长时需要补充资金。假设每元销售所需资金不变，以下关于外部融资需求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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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确的有（  ）。 

A.在预计销售净利率大于 0的情况下，预计股利支付率越高，外部融资需求越大 

B.在预计股利支付率小于 1的情况下，预计销售净利率越高，外部融资需求越小 

C.如果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为负数，说明企业有剩余资金，可用于增加股利或短期投资 

D.当企业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本年的内含增长率时，企业不需要从外部融资 

8.除了销售百分比法以外，财务预测的方法还有（   ）。 

A.回归分析                B.交互式财务规划模型 

C.综合数据库财务计划系统  D.可持续增长率模型 

9.下列计算可持续增长率的公式中，正确的有（  ）。 

 

三、计算分析题 

1.资料：A公司 2014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销售收入 10000 

营业利润 750 

利息支出 125 

税前利润 625 

所得税（税率 25%） 156.25 

税后利润 468.75 

分出股利（股利支付率 50%） 234.375 

利润留存 234.375 

期末股东权益（1000万股） 1250 

期末负债 1250 

期末总资产 2500 

要求： 

（1）假设 A公司在今后可以维持 2014年的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不断增长的产品能为市场所

接受，不变的销售净利率可以涵盖不断增加的利息，并且不打算从外部筹集权益资本。请依次回答

下列问题： 

①2015年的预期销售增长率是多少？ 

②今后的预期股利增长率是多少？ 

③假设 A公司 2014年年末的股价是 30元，股东期望的报酬率是多少？ 

④假设资本市场是完善的，A公司可以按 2014年的平均利率水平在需要时取得借款，其加权

平均资本成本是多少（资本结构权重以账面价值为基础）？ 

（2）假设 A公司 2015年的计划销售增长率为 35%，请回答下列互不关联的问题： 

①如果不打算从外部筹集权益资本，并保持 2014年的财务政策和资产周转率，销售净利率应

达到多少？ 

②如果想保持 2014年的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不变，需要从外部筹集多少股权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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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某企业上年末的资产负债表（简表）如下： 

                                  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期 末 数 项  目 期 末 数 

经营流动资产 240 短期借款 46 

长期股权投资 3 应付票据 18 

固定资产 65 应付账款 25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 12 应交税费 7 

  流动负债合计 96 

  长期负债合计 32 

  股本 90 

  资本公积 35 

  留存收益 67 

  股东权益合计 192 

资产总计 320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320 

根据历史资料考察，销售收入与经营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和应交税费等

项目成正比，企业上年度销售收入 4000万元，实现净利 100万元，支付股利 60万元。 

要求： 

（1）预计本年度销售收入 5000万元，销售净利率增长 10%，股利支付率与上年度相同，采用

销售百分比法预测外部融资额。 

（2）根据（1）计算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 

（3）预计本年度销售净利率增长 10%，股利支付率与上年度相同，预测企业本年的内含增长

率。 

（4）计算企业上年的可持续增长率。 

（5）假设其他条件不变，预计本年度销售收入 5000万元，预计本年度销售净利率与上年度相

同，董事会提议提高股利支付率 10%以稳定股价。如果可从外部融资 20万元，你认为是否可行？ 

3.ABC公司 2014年有关的财务数据如下： 

项   目 金 额 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 

流动资产 1400 35% 

长期资产 2600 65% 

资产合计 4000 100% 

短期借款 600 无稳定关系 

应付账款 400 10% 

长期负债 1000 无稳定关系 

实收资本 1200 无稳定关系 

留存收益 800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合计 4000  

销售收入 4000 100% 

净利 200 5% 

现金股利 60  

 要求：假设该公司实收资本一直保持不变，计算回答以下互不关联的 4个问题: 

（1）假设 2015年计划销售收入为 5000万元，需要补充多少外部融资（保持目前的股利支付

率、销售净利率和资产周转率不变）？ 

（2）假设 2015年不能增加借款，也不能发行新股，预计其可实现的最大销售增长率（保持其

他财务比率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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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持目前的全部财务比率，2015年可实现的销售收入是多少？ 

（4）若股利支付率为零，销售净利率提高到 6%，目标销售收入为 4500 万元，需要补充多少

外部融资（保持其他财务比率不变）？ 

4.M公司 2013年和 2014年简化的比较资产负债表如下： 

                                 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资产 
2013年

年末数 

2014年

年末数 
负债和股东权益 

2013年

年末数 

2014年

年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金融） 30 35 短期借款 50 40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 12 交易性金融负债 8 15 

应收账款 400 420 应付账款 292 297 

应收票据 41 49 应付票据 6 8 

应收利息 18 14 应付职工薪酬 53 67 

预付账款 10 22 应交税费 30 27 

其他应收款 14 8 

存货 20 28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5 7 

流动资产合计 543 588 流动负债合计 444 461 

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负债：   

持有至到期投资 80 70 长期借款 100 20 

长期股权投资 120 110 应付债券 400 450 

固定资产 900 1000 长期应付款（经营） 60 80 

非流动负债合计 560 550 

负债合计 1004 1011 

股东权益：   

股本 500 500 

无形资产 300 320 

留存收益 439 577 

非流动资产合计 1400 1500 股东权益合计 939 1077 

资产总计 1943 2088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943 2088 

M公司 2013年和 2014年简化的比较利润表如下： 

                                     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 2014年 

一、营业收入 4000 4822 

减：营业成本 3302 4026 

营业税金及附加 36 46 

销售费用 72 80 

管理费用 105 129 

财务费用（利息费用） 45 59 

资产减值损失（持有至到期投资计提） 5 11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形成） 8 6 

投资收益（长期股权投资收益） 12 10 

二、营业利润 455 487 

加：营业外收入 16 80 

减：营业外支出 2 6 

三、利润总额 469 561 



4197 

减：所得税费用（所得税税率为 25%） 117.25 140.25 

四、净利润 351.75 420.75 

假设 2013年的利润留存率为 60%。 

要求： 

（1）分别计算 2013年年末和 2014年年末的金融资产、金融负债、经营资产、经营负债、净

经营资产和净负债。 

（2）分别计算 2013年和 2014年的税前经营利润、税后经营净利润和税后利息费用。 

（3）分别计算 2013年和 2014年基于传统财务报表的可持续增长率。 

5.A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该公司 2013年和 2014年的主要财务数据以及 2015年的财务计划

数据如下表所示：（单位：万元） 

项目 2013年实际 2014年实际 2015年计划 

销售收入 1000 1411.80 1455.28 

净利 200 211.77 116.42 

股利 100 105.89 58.21 

本年收益留存 100 105.88 58.21 

总资产 1000 1764.75 2910.56 

负债 400 1058.87 1746.47 

股本 500 500 900 

年末未分配利润 100 205.88 264.09 

股东权益 600.00 705.88 1164.09 

假设公司产品的市场前景很好，销售收入可以大幅增加，贷款银行要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不得

超过 60%。董事会决议规定，以权益净利率高低作为管理层业绩评价的尺度。 

要求： 

（1）计算该公司上述 3 年的总资产周转率、销售净利率、权益乘数、利润留存率、可持续增

长率和权益净利率，以及 2014年和 2015年的销售增长率（计算时资产负债表数据用年末数，计算

结果填入给定的表格内，不必列示财务比率的计算过程）。 

项目 2013年实际 2014年实际 2015年实际 

资产周转率    

销售净利率    

权益乘数    

利润留存率    

可持续增长率    

权益净利率    

销售增长率    

（2）指出 2014年可持续增长率与上年相比有什么变化，其原因是什么。 

（3）指出 2014年公司是如何筹集增长所需资金的，财务政策与上年相比有什么变化。 

（4）假设 2015年预计的经营效率是符合实际的，指出 2015年的财务计划有无不当之处。 

（5）指出公司今年提高权益净利率的途径有哪些。 

    6.甲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建筑装饰材料生产与销售的股份公司。2014年年底，国家宏观经济增
势放缓，房地产行业也面临着严峻的宏观调控形势。甲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的发展与房地产行业

密切相关，公司战略需进行相应调整。 
  2015 年初，甲公司根据董事会要求，召集由中高层管理人员参加的公司战略规划研讨会。部
分参会人员发言要点如下： 
  市场部经理：尽管国家宏观经济增势放缓，但公司仍处于重要发展机遇期，在此形势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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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扩大规模，抢占市场，谋求更快发展。近年来，本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乙公司年均销售增长率达

12%以上，而本公司同期年均销售增长率仅为 4%，仍有市场拓展余地。因此，建议进一步拓展市
场，争取今明两年把销售增长率提升至 12%以上。 
  财务部经理：财务部将积极配合公司战略调整，做好有关资产负债管理和融资筹划工作。同时，

建议公司战略调整要考虑现有的财务状况和财务政策。本公司 2014年年末净经营资产总额50亿元，
净负债总额为 25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25亿元；2014年度销售总额为 40亿元，净利润为 2亿元，
分配现金股利 1亿元。近年来，公司一直维持 2的净经营资产权益乘数和 50%的股利支付率的财务
政策，假设公司不存在可动用的金融资产，同时不从外部进行股权融资。 
  总经理：公司的发展应稳中求进，既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也要积极防范财务风险。根据董事

会有关决议，公司净经营资产权益乘数一般不得高于 2.5这一行业平均值，股利支付率一般不得低
于 40%，公司有关财务安排不能突破这一红线。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 
  要求： 
  （1）根据甲公司 2014年度财务数据，分别计算该公司的内含增长率和可持续增长率；在保持
2014 年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不变以及不从外部进行股权融资的前提下，判断市场部经理的建议是
否合理，并说明理由。 
  （2）在保持销售净利率和净经营资产周转次数、董事会设定的净经营资产权益乘数和股利支
付率指标值不变，以及不从外部进行股权融资的前提下，计算甲公司可实现的最高销售增长率。 
四、综合题 

1.资料： 

E公司的 2014年度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单位：万元） 

销售收入 1000 

税后利润 100 

股利 40 

利润留存 60 

负债 1000 

股东权益（200万股，每股面值 5元） 1000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2000 

    要求： 
    请分别回答下列互不相关的问题： 
    （1）计算该公司的可持续增长率。 
    （2）假设该公司 2015年度预计销售增长率是 10%。公司拟通过提高销售净利率或提高资产负
债率来解决资金不足问题。请分别计算销售净利率、资产负债率达到多少时可以满足销售增长所需

资金。计算分析时假设除正在考查的财务比率之外其他财务比率不变，销售不受市场限制，销售净

利率涵盖了增加负债的利息，并且公司不打算发行新的股份。 
    （3）如果公司计划 2015年销售增长率为 15%，它应当筹集多少股权资本？计算时假设不变的
销售净利率可以涵盖增加负债的利息，销售不受市场限制，并且不打算改变当前的资本结构、利润

留存率和经营效率。 
    （4）假设公司为了扩大业务，需要增加资金 200 万元。这些资金有两种筹集方式：全部通过
增加借款取得，或者全部通过增发股票取得。如果通过借款补充资金，由于资产负债率提高，新增

借款的利息率为 6.5%，而 2014 年负债的平均利息率是 5%；如果通过增发股票补充资金，预计发
行价格为 10元/股。假设公司的所得税税率为 25%，固定的成本和费用（包括管理费用和营业费用）
可以维持在 2014年 125万元的水平，变动成本率也可以维持 2014年的水平，请计算两种筹资方式
的每股收益无差别点（销售收入）。 

2.G公司是一家商业企业，主要从事商品批发业务，该公司 2013年和 2014年的财务报表数据



4199 

如下（单位：万元）： 

                                  利润表 

项目 2013年 2014年 

一、营业收入 1000 1060 

减：营业成本 688.57 702.10 

销售和管理费用（不含折旧摊销） 200 210 

折旧 50 52 

长期资产摊销 10 10 

财务费用 20 29 

加：投资收益 40 0 

二、营业利润 71.43 56.90 

加:营业外收入（处置固定资产净收益） 0 34 

减：营业外支出 0 0 

三、利润总额 71.43 90.90 

减：所得税费用（25%） 17.86 22.73 

四、净利润 53.57 68.17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90.00 118.57 

五、可供分配的利润 143.57 186.74 

    减：应付普通股股利 25 31.82 

六、未分配利润 118.57 154.92 

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3年 2014年 

货币资金 26 29 

应收账款 143 159 

应收票据 30 0 

存货 220 330 

预付账款 113 76 

流动资产合计 532 594 

长期股权投资 0 0 

固定资产 628 1445.64 

其他长期资产 90 80 

长期资产合计 718 1525.64 

资产总计 1250 2119.64 

短期借款 64 108 

应付账款 87 114 

应交税费 185.43 239.89 

流动负债合计 336.43 461.89 

长期借款 285.25 942.73 

负债合计 621.68 1404.62 

股本 509.75 560.10 

未分配利润 118.57 154.92 

股东权益合计 628.32 715.02 

负债及股东权益总计 1250 2119.64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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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益净利率分析： 

计算 2013年和 2014年的权益净利率、总资产净利率、权益乘数、总资产周转率和销售净利率

（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按年末数计算）。 

根据杜邦分析原理分层次分析权益净利率变化的原因，包括：计算 2014 年权益净利率变动的

百分点，并将该百分点分解为两部分，其中总资产净利率变动对权益净利率的影响数按上年权益乘

数计算；计算总资产净利率变动的百分点，并将该百分点分解为两部分，其中销售净利率变动对总

资产净利率的影响数按上年资产周转率计算。 

（2）编制 2015年预计利润表和预计资产负债表。有关预算编制的数据条件如下： 

①2015年的销售增长率为 10%。 

②利润表各项目：折旧和长期资产的年摊销金额与上年相同；利息（财务费用）为年初有息负

债的 5%；股利支付率维持上年水平；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投资收益项目金额为零；所得税

税率预计不变（25%）；利润表其他各项目占销售收入的百分比与 2014年相同。 

③资产负债表项目：流动资产各项目与销售收入的增长率相同；没有进行对外长期投资；除

2014 年 12 月份用现金 869.64 万元购置固定资产外，没有其他固定资产处置业务；其他长期资产

项目除摊销外没有其他业务；流动负债各项目（短期借款除外）与销售收入的增长率相同；短期借

款维持上年水平；不考虑通过增加股本筹集资金；现金短缺通过长期借款补充，多余现金偿还长期

借款。 

知识单元 4：价值评估基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货币时间价值 

2．单项资产的风险与报酬 

3. 投资组合的风险与报酬 

4. β系数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5. 资本市场线与证券市场线的比较 

学习目标： 

1．了解货币时间价值的基本原理 

2．掌握投资组合的风险与报酬、β系数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作业： 

一、单项选择题 

1.已知某种证券报酬率的标准差为 0.2，当前的市场组合报酬率的标准差为 0.4，两者之间的

相关系数为 0.5，则两者之间的协方差是（ ）。  

A.0.04                       B.0.16 

C.0.25                       D.1.00 

2.构成投资组合的证券 A 和证券 B，其标准差分别为 18%和 30%。在等比例投资的

情况下，如果两种证券的相关系数为 1，则该组合的标准差为（  ）。 

A.24%                  B.20%  

C.19%                  D.15% 

3.已知 A股票的β 值为 1.3， 与市场组合的相关系数为 0.65， 市场组合的标准差为 0.1，则

A股票的标准差为（   ）。 

A.0.20                       B.0.22 

C.0.24                       D.0.25 

4.如果 A、B两只股票的报酬率变化方向和变化幅度完全相同，则由其组成的投资组合（ ）。 

A.不能降低任何风险           B.可以分散部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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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可以最大限度地抵消风险     D.风险等于两只股票风险之和 

5.标准差是各种可能的报酬率偏离（   ）的综合差异。  

A.期望报酬率                B.概率 

C.风险报酬率                D.实际报酬率 

6.下列关于资本资产定价原理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股票的必要报酬率与β值线性相关 

B.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经营杠杆较大的公司β值较大 

C.在其他条件相同时，财务杠杆较高的公司β值较大 

D.若投资组合的β值等于 1，表明该组合没有市场风险 

7．从投资人的角度看，下列观点中不能被认同的是（   ）。 

A.有些风险可以分散，有些风险则不能分散 

B.额外的风险要通过额外的报酬来补偿 

C.投资分散化是好的事件与不好事件的相互抵消 

D.投资分散化降低了风险，也降低了期望报酬  

8.有效集以外的投资组合与有效边界上的组合相比，不包括（    ）。 

A.相同的标准差和较低的期望报酬率     B.相同的期望报酬率和较高的标准差 

C.较低报酬率和较高的标准差           D.较低标准差和较高的报酬率 

9.已知风险组合的期望报酬率和标准差分别为 15%和 20%，无风险报酬率为 8%，某投资者除自

有资金外，还借入 20%的资金，将所有的资金用于购买市场组合，则总期望报酬率和总标准差分别

为（    ）。 

A.16.4%和 24%                          B.13.6%和 16% 

C.16.4%和 16%                          D.13.6%和 24% 

10.A、B两种证券的相关系数为 0.4，期望报酬率分别为 12%和 16%，标准差分别为 20%和 30%，

在投资组合中 A、B两种证券的投资比例分别为 60%和 40%，则 A、B两种证券构成的投资组合的期

望报酬率和标准差分别为（     ）。 

A.13.6%和 20%                      B.13.6%和 24% 

C.14.4%和 30%                      D.14.6%和 25% 

11.某只股票要求的必要报酬率为 15%，报酬率的标准差为 25%，与市场投资组合报酬率的相关

系数是 0.2，市场投资组合要求的报酬率是 14%，市场组合的标准差是 4%，假设处于市场均衡状态，

则市场风险报酬率和该股票的贝塔系数分别为（  ）。 

A.4%；1.25                      B.5%；1.75 

C.4.25%；1.45                   D.5.25%；1.55 

12.假设市场投资组合的报酬率和方差是 10%和 0.0625，无风险报酬率是 5%，某种股票报酬率

的方差是 0.04，与市场投资组合报酬率的相关系数为 0.3，则该种股票的必要报酬率为（  ）。 

A.6.2%                    B.6.25% 

C.6.5%                    D.6.45% 

13.企业发行债券，在报价利率相同的情况下，对其最有利的复利计息期是（   ）。  

A.1年             B.半年 

C.1季             D.1月 

14.现有两个投资项目甲和乙，已知甲、乙方案报酬率的期望值分别为 20%、28%，标准差分别

为 40%、55%，那么（   ）。 

A.甲项目的风险程度大于乙项目的风险程度 

B.甲项目的风险程度小于乙项目的风险程度 

C.甲项目的风险程度等于乙项目的风险程度 

D.不能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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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某人退休时有现金 10万元，拟选择一项回报比较稳定的投资，希望每个季度能收入 2000

元补贴生活。那么，该项投资的有效年利率应为（    ）。 

A.2%                     B.8% 

C.8.24%                  D.10.04% 

16.在利率和计息期相同的条件下，以下公式中，正确的是（   ）。 

A.普通年金终值系数×普通年金现值系数=1 

B.普通年金终值系数×偿债基金系数=1 

C.普通年金终值系数×投资回收系数=1 

D.普通年金终值系数×预付年金现值系数=1 

17.关于证券投资组合理论的以下表述中，正确的是（  ）。 

A.证券投资组合能消除大部分系统风险 

B.证券投资组合的总规模越大，承担的风险越大 

C.最小方差组合是所有组合中风险最小的组合，所以，报酬最大 

D.一般情况下，随着更多的证券加入到投资组合中，整体风险降低的速度会越来越慢 

18.某公司从本年度起每年年末存入银行一笔固定金额的款项，若按复利计息，用最简便算法

计算第 n年末可以从银行取出的本利和，则应选用的时间价值系数是（ ）。 

A.复利终值系数           B.复利现值系数 

C.普通年金终值系数       D.普通年金现值系数 

19.下列因素引起的风险，企业可以通过投资组合予以分散的是（  ）。  

A.市场利率上升        B.社会经济衰退  

C.技术革新            D.通货膨胀  

二、多项选择题 

1.下列关于资本资产定价原理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 

A．股票的必要报酬率与β值线性正相关 

B．无风险资产的β值为零 

C．资本资产定价原理既适用于单个证券，同时也适用于投资组合 

D．市场组合的β值为 1 

2.下列有关资本市场线和证券市场线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 

A.证券市场线无论对于单个证券，还是投资组合都可以成立 

B.资本市场线只对有效组合才能成立 

C.证券市场线和资本市场线的纵轴表示的均是期望报酬率，且在纵轴上的截距均表示无风险报

酬率 

D.证券市场线的横轴表示的是β 值，资本市场线的横轴表示的是标准差 

3.下列关于两只股票构成的投资组合，其机会集曲线表述正确的有（   ）。 

A.揭示了风险分散化的内在效应 

B.机会集曲线向左弯曲的程度取决于相关系数的大小 

C.可以反映投资的有效集合 

D.完全负相关的投资组合，其机会集是一条折线 

4.β系数是用来衡量系统性风险大小的一个指标，一只股票β值系数的大小取决于（   ）。 

A.该股票与整个股票市场的相关性          B.该股票的标准差 

C.整个市场的标准差                      D.该股票的期望报酬率 

5.下列属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假设条件的有（    ）。 

A.市场中每一位投资者都不具备“做市”的力量 

B.投资者可以不受限制地以固定的无风险利率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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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市场环境不存在摩擦 

D.投资者对未来的风险和报酬都有相同的估计 

6.某公司拟购置一处房产，付款条件是：从第 7年开始，每年年初支付 10万元，连续支付 10

次，共 100万元，假设该公司的资本成本率为 10%，则相当于该公司现在一次付款的金额为（  ）

万元。 

A.10×[（P /A，10%，15）-（P/A，10%，5）] 

B.10×（P/A，10%，10）×（P/F，10%，5） 

C.10×[（P/A，10%，16）-（P/A，10%，6）] 

D.10×[（P/A，10%，15）-（P/A，10%，6）] 

7.影响有效年利率的因素有（   ）。 

A.本金                        B.报价利率 

C.一年的复利次数              D.年限 

8.股票 A的报酬率的期望值为 10%，标准差为 25%，贝塔系数为 1.25，股票 B的报酬率的期望

值为 12%，标准差为 15%，贝塔系数为 1.5，则有关股票 A和股票 B风险的说法正确的有（    ）。 

A.股票 A的系统性风险比股票 B的系统性风险大 

B.股票 A的系统性风险比股票 B的系统性风险小 

C.股票 A的总风险比股票 B的总风险大 

D.股票 A的总风险比股票 B的总风险小 

9.以下关于投资组合风险的表述，正确的有（   ）。  

A.一种股票的风险由两部分组成，它们是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 

B.非系统风险可以通过证券投资组合来消除 

C.股票的系统风险不能通过证券组合来消除 

D.不可分散风险可通过β系数来测量 

10.A证券的期望报酬率为 12%，标准差为 15%；B证券的期望报酬率为 18%，标准差为 20%。投

资于两种证券组合的机会集是一条曲线，有效边界与机会集重合，以下结论中正确的有（  ）。 

A.最小方差组合是全部投资于 A证券 

B.最高期望报酬率组合是全部投资于 B证券 

C.两种证券报酬率的相关性较高，风险分散化效应较弱 

D.可以在有效集曲线上找到风险最小，期望报酬率最高的投资组合 

11.下列关于贝塔值和标准差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贝塔值测度系统风险，而标准差测度非系统风险 

B.贝塔值测度系统风险，而标准差测度整体风险 

C.贝塔值测度财务风险，而标准差测度经营风险 

D.贝塔值只反映市场风险，而标准差还反映特有风险 

12.在下列各项中，可以直接或间接利用普通年金终值系数计算出确切结果的项目有（  ）。 

A.偿债基金                     B.预付年金终值 

C.永续年金现值                 D.永续年金终值 

13．投资者风险回避态度和证券市场线斜率的关系有（    ）。 

A．投资者都愿意冒险，证券市场线斜率就小 

B．投资者都愿意冒险，证券市场线斜率就大 

C．投资者都不愿意冒险，证券市场线斜率就大 

D．投资者都不愿意冒险，证券市场线斜率就小 

14.在进行两个投资方案比较时，投资者完全可以接受的方案有（  ）。 

A.期望报酬相同，标准差较小的方案  

B.期望报酬相同，变化系数较小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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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期望报酬较小，变化系数较大的方案 

D.期望报酬较大，变化系数较小的方案 

15.对于两种资产构成的投资组合，有关相关系数的论述，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相关系数为-1时能够抵消全部风险 

B.相关系数在 0～+1之间变动时，则相关程度越低分散风险的程度越大 

C.相关系数在 0～-1之间变动时，则相关程度越低分散风险的程度越小 

D.相关系数为 0时，不能分散任何风险 

16.下列公式正确的有（   ）。 

A.预付年金现值系数=（1+i）×普通年金的现值系数 

B.预付年金终值系数=（1+i）×普通年金的终值系数 

C.偿债基金系数=（1+i）×普通年金的终值系数 

D.资本回收系数=（1+i）×普通年金的现值系数 

17.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复利终值和复利现值互为逆运算 

B.单利终值和单利现值互为逆运算 

C.普通年金终值和偿债基金互为逆运算 

D.普通年金现值和资本回收额互为逆运算 

三、计算分析题 

1.假设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成立，表中的数字是相互关联的。求出表中字母位置的数

字，并列出计算过程。 

证券名称 必要报酬率 标准差 与市场组合的相关系数 贝塔值 

无风险资产 A B C D 

市场组合 E 0.1 F G 

A股票 0.22 H 0.65 1.3 

B股票 0.16 0.15 I 0.9 

C股票 0.31 J 0.2 K 

2.已知甲股票的期望报酬率为 12%，报酬率的标准差为 16%；乙股票的期望报酬率为 15%，报

酬率的标准差为 18%。市场组合的报酬率为 10%，市场组合的标准差为 8%，无风险报酬率为 4%。假

设市场达到均衡，即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成立。 

要求： 

（1）分别计算甲、乙股票的必要报酬率。 

（2）分别计算甲、乙股票的β 值。 

（3）分别计算甲、乙股票的报酬率与市场组合报酬率的相关系数。 

（4）假设投资者将全部资金按照 60%和 40%的比例投资购买甲、乙股票构成投资组合，计算该

组合的β 系数、组合的风险报酬率和组合的必要报酬率。 

四、综合题 

某公司现有甲、乙两个投资项目可供选择，有关资料如下： 

市场销售情况 概率 甲项目的报酬率 乙项目的报酬率 

很好 0.2 30% 25% 

一般 0.4 15% 10% 

很差 0.4 -5% 5% 

要求： 

（1）分别计算甲、乙两个投资项目的期望报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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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别计算甲、乙两个投资项目报酬率的标准差； 

（3）分别计算甲、乙两个投资项目报酬率的变化系数； 

（4）假设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成立，无风险报酬率为 5%，股票市场的平均报酬率为 12%，分别

计算甲、乙两个投资项目的β 值； 

（5）假设股票市场报酬率的标准差为 8%，分别计算甲、乙两个投资项目报酬率与市场组合报

酬率的相关系数； 

（6）假设按照 70%和 30%的比例投资甲、乙两个投资项目构成投资组合，计算该组合的综合β

值和组合的投资报酬率。 

知识单元 5：资本成本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资本成本的概念 

2．债务资本成本的估计 

3. 权益资本成本的估计 

4.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计算 

学习目标： 

1．了解资本成本的概念 

2．掌握债务资本成本、权益资本成本和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计算 

作业： 

一、单项选择题 

1.在个别资本成本的计算中，不必考虑筹资费用影响因素的是（  ）。  

A.长期借款成本             B.债券成本  

C.留存收益成本             D.普通股成本 

2．某种股票当前的市场价格为 40元/股，每股股利是 2元，预期的股利增长率是 5%，则其市

场决定的普通股资本成本为（   ）。 

A.5%       B.5.5%      C.10%        D.10.25% 

3.某企业的资本结构中产权比率为 0.6，债务平均税前资本成本为 15.15%，股权资本成本是

20%，所得税税率为 25%，则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为（   ）。 

A.16.76%                   B.16.25% 

C.18.45%                   D.18.55% 

4.A企业负债的市场价值为 4000万元，股东权益的市场价值为 6000万元。债务的平均税前成

本为 15%， 权益β 为 1.41，所得税税率为 25%，股票市场的风险溢价是 9.2%，国债的利息率为 11%，

则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为（   ）。 

A.23.97%                         B.9.9% 

C.18.88%                         D.18.67% 

5．公司增发的普通股的市价为 12 元／股，发行费用率为市价的 6%，本年发放股利每股 0.6

元，已知同类股票的预计收益率为 11%，则维持此股价需要的股利年增长率为（ ）。 

A．5%                    B．5.39% 

C．5.68%                 D．10.34% 

6．某公司计划发行债券，面值 500 万元，年利息率为 10%，期限 5 年，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还本。预计发行价格为 600万元，所得税税率为 25%，则该债券的税后资本成本为（  ）。 

A．3.54%                 B．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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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02%                 D．3.12% 

7.在不考虑筹款限制的前提下，下列筹资方式中个别资本成本最高的通常是（ ）。 

A.发行普通股            B.留存收益筹资 

C.长期借款筹资          D.发行公司债券 

8.在下列各项中，不能用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计算的是（ ）。 

A.实际市场价值权重      B.目标资本结构权重 

C.账面价值权重          D.边际价值权重 

9.某企业发行普通股 1000万股，每股面值１元，发行价格为每股５元，发行费率为４%，每年

股利固定为每股 0.20元，则该普通股成本为（   ）。  

A.4%                     B.4.17% 

C.16.17%                 D.20% 

10.某公司折价发行 10年期，票面年利率 10%，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的公司债券，该

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税率为 25%，在不考虑发行费的前提下，则其税后资本成本（    ）。 

A.大于 7.5%                   B.小于 7.5% 

C.等于 6%                     D.小于 6% 

11．某公司发行普通股股票总额 600万元，发行费用率为 5%，本年股利率为 14%（股利占普通

股总额的比例），预计股利每年增长 5%，所得税税率 25%，该公司年末留存 50万元未分配利润用作

发展之需，则该笔留存收益的成本为（  ）。 

A．14.74%              B．19.7%  

C．19%                 D．20.47% 

二、多项选择题 

1．在计算个别资本成本时，需要考虑所得税抵减作用的筹资方式有（   ）。 

A．银行借款                         B．长期债券 

C．优先股                           D．普通股 

2.下列关于资本成本的说法中，正确的有（ ）。 

A．资本成本的本质是企业为筹集和使用资金而实际付出的代价  

B．企业的资本成本受利率和税率的共同影响  

C．资本成本的计算主要以年度的相对比率为计量单位  

D．资本成本可以视为项目投资或使用资本的机会成本  

3.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分期付息债券的发行价格高于面值，债券的资本成本降低 

B.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分期付息债券的发行价格低于面值，债券的资本成本提高 

C.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分期付息债券的发行价格与其资本成本反向变化  

D.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分期付息债券的发行费用与其资本成本同向变化 

4.下列有关企业资本结构的说法正确的有（    ）。 

A.拥有大量固定资产的企业主要通过长期债务资本和股权资本筹资 

B.少数股东为了避免控制权旁落他人，更倾向负债筹资 

C.企业适用的所得税税率越高，越偏好负债筹资 

D.如果预计未来利率水平上升，则企业应选择长期资本的筹集 

5.可能导致企业资本成本上升的因素有（   ）。 

A.在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况下货币需求增加      B.预期通货膨胀下降 

C.企业的经营杠杆提高                      D.证券市场的流动性差 

6.资本成本是企业的投资者对投入企业的资本所要求的最低收益率，从企业的角度看，资本成

本是投资项目的（    ）。 

A.未来成本          B.实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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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机会成本          D.过去成本 

7.以下事项中，会导致公司加权平均资本成本降低的有（  ）。 

A.因总体经济环境变化，导致无风险报酬率降低 

B.公司固定成本占全部成本的比重降低 

C.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改善了股票的市场流动性 

D.发行公司债券，适度增加长期负债占全部资本的比重   

三、计算分析题 

1.W公司正在着手编制明年的财务计划，公司财务主管请你协助计算其个别资本成本和加权平

均资本成本。有关信息如下： 

（1）公司银行借款年利率当前是 9%，明年将下降为 8.93%，并保持借新债还旧债维持目前的

借款规模，借款期限为 5年，每年付息一次，本金到期偿还； 

（2）公司债券面值为 1 元，票面利率为 8%，期限为 10 年，按年付息到期还本，当前市价为

0.85元； 

（3）公司普通股面值为 1元，普通股股数为 400万股，当前每股市价为 5.5元，本年派发现

金股利 0.35元，预计每股收益增长率维持 7%，并保持 25%的股利支付率； 

（4）公司当前（本年）的资本结构为： 

银行借款      150万元 

长期债券      650万元 

普通股        400万元 

留存收益      420万元 

（5）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25%； 

（6）公司普通股的β值为 1.1； 

（7）当前国债的收益率为 5.5%，市场上普通股平均收益率为 13.5%。 

要求： 

（1）计算银行借款的税后资本成本。 

（2）计算债券的税后资本成本。 

（3）分别使用股利增长模型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估计股权资本成本，并计算两种结果的平均

值作为股权资本成本。 

（4）如果仅靠内部筹资，明年不增加外部融资规模，计算其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计算时单项资本成本百分数保留 2位小数） 

2．某企业计划筹集资本 100万元，所得税税率为 25%。有关资料如下： 

（1）向银行借款 10万元，借款年利率 7%，期限为 3年，每年支付一次利息，到期还本。 

（2）按溢价发行债券，债券面值 14万元，发行价格为 15万元，票面利率为 9%，期限为 5年，

每年支付一次利息，到期还本。 

（3）发行普通股 40万元，每股发行价格 10元。预计第一年每股股利 1.2元，以后每年按 8%

递增。 

（4）其余所需资本通过留存收益取得。 

要求： 

（1）计算个别资本成本； 

（2）计算该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3.假设某公司的资本来源包括以下两种形式: 

（1）100万股面值为 1元的普通股。假设公司下一年的预期股利是每股 0.10元，并且以后将

以每年 10%的速度增长。该普通股目前的市场价格是每股 1.8元。 

（2）面值为 800000元的债券，该债券在 3年后到期，每年末要按面值的 11%支付利息，3年

到期支付本金。该债券目前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是每张 95元（每张面值 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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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不考虑发行费，所得税税率为 25%。 

要求： 

（1）分别计算该公司普通股资本成本和债券的资本成本。 

（2）计算该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四、综合题 

1．某公司 2014年的财务数据如下（假设债务全部为长期债券）： 

收入                       1000万元 

净利                        100万元 

现金股利                     60万元 

普通股股数                  100万股 

年末资产总额               2000万元 

年末权益乘数                      4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361.33万元 

所得税税率                      25% 

要求： 

（1）计算 2014年可持续增长率。 

（2）根据（1），外部融资销售增长比为 30%，则外部融资额为多少？ 

（3）根据（2），若通过发行债券筹资，面值为 30万元，发行费用为 5万元，到期还本，利息

每年付一次，票面利率为 10%，5年期。计算该债券的税后资本成本。 

（4）计算 2014年的现金流量债务比。 

2.某公司 2014年的有关资料如下： 

（1）息税前利润为 800万元；  

（2）所得税税率为 25%； 

（3）负债为 2000万元，均为长期平价债券，利息率为 10%，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本金到期偿

还； 

（4）预期普通股报酬率为 15%；  

（5）普通股股数为 600000股（每股面值 1元），无优先股。  

该公司产品市场相当稳定，预期无增长，所有盈余全部用于发放股利，并假定股票价格与其内

在价值相等。假定不考虑发行费。  

要求：  

（1）计算该公司每股收益、每股价格。 

（2）计算该公司市净率和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3）该公司可以增加 400万元的长期债券，使长期债券总额成为 2400万元，以便在现行价格

下购回股票（购回股票数四舍五入取整）。假定此项举措将使负债平均利息率上升至 12%，普通股

资本成本由 15%提高到 16%，息税前利润保持不变。试问该公司应否改变其资本结构（提示：以股

票价格高低判别）?  

（4）计算该公司资本结构改变前后的利息保障倍数。 

知识单元 6：债券、股票价值评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债券的价值及其到期收益率的计算 

2．债券价值的主要影响因素 

3. 普通股股票价值计算 

4. 普通股股票期望报酬率的计算 

5. 优先股价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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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掌握债券的价值及其到期收益率的计算、债券价值的主要影响因素 

2．掌握普通股股票价值计算 

作业： 

一、单项选择题 

1.假设某公司今后不打算增发普通股，预计可维持 2014年的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不变，不断

增长的产品能为市场所接受，不变的销售净利率可以涵盖不断增加的利息，若 2014年的可持续增

长率是 10%，该公司 2014年支付的每股股利是 0.55元，2014年年末的每股市价为 16元，则股东

期望的报酬率是（   ）。 

A.12.87%                        B.13.24% 

C.12.16%                        D.13.78% 

2.债券到期收益率计算的原理是（  ）。 

A.到期收益率是购买债券后一直持有到期的内含报酬率 

B.到期收益率是能使债券每年利息收入的现值等于债券买入价格的折现率 

C.到期收益率是债券利息收益率与资本利得收益率之和 

D.到期收益率的计算要以债券每年末计算并支付利息、到期一次还本为前提 

3．某企业准备购入 A股票，预计 3年后出售可得 2200元，该股票 3年中每年可获现金股利收

入 200元，投资的必要报酬率为 10%。该股票的价值为（    ）元。 

A.2150.24                     B.3078.57 

C.2552.84                     D.3257.68   

4．有一笔国债，5年期，溢价 20%发行，票面利率 10%，单利计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其到

期收益率是（   ）。 

A.4.23%       B.5.23%        C.4.57%         D.4.69% 

5.ABC公司平价购买刚发行的面值为 1000元（5年期、每半年支付利息 40元）的债券，该债

券按年计算的实际到期收益率为（   ）。 

A.4%                 B.7.84% 

C.8%                 D.8.16% 

6.某股票为固定增长股票，其固定增长率为 3%，预期第一年的股利为 4 元。假定目前短期国

债报酬率为 13%，平均风险股票的必要报酬率为 18%，而该股票的贝塔系数为 1.2，则该股票的价

值为（    ）元。 

A.25      B.40       C.26.67       D.30 

二、多项选择题 

1．下列各项中，能够影响债券内在价值的因素有（   ）。 

A.当前等风险投资的市场利率      B.债券的计息方式（单利还是复利） 

C.票面利率                      D.债券的付息方式（分期付息还是到期一次付息） 

2.下列关于影响债券价值因素的论述中，正确的有（    ）。 

Ａ.当等风险投资的市场利率保持不变时，随时间延续，债券价值逐渐接近其面值 

Ｂ.票面利率低于等风险投资的市场利率时，债券将以折价方式出售 

Ｃ.折价出售的债券，随付息频率的加快，其价值会下降 

Ｄ.到期日一次还本付息债券，实际上是一种纯贴现债券 

3.A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10%，若半年付息一次，平价发行，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A债券的票面计息期利率为 5% 

B.A债券的年有效折现率为 10.25% 

C.A债券的折现率的计息期利率为 5% 

D.A债券的报价折现率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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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某公司发行面值为 1000 元的五年期债券，债券票面利率为 10%，半年付息一次，发行后在

二级市场上流通。假设等风险投资的市场利率为 10%并保持不变，以下说法中错误的有（  ）。 

A.债券溢价发行，发行后债券价值随到期时间的缩短而逐渐下降，至到期日债券价值等于债券

面值 

B.债券折价发行，发行后债券价值随到期时间的缩短而逐渐上升，至到期日债券价值等于面值 

C.债券按面值发行，发行后债券价值一直等于票面价值 

D.债券按面值发行，发行后债券价值在两个付息日之间呈周期性波动 

5.某企业长期持有 A股票，目前每股现金股利 2元，每股市价 20元，在保持目前的经营效率

和财务政策不变，且不从外部进行股权筹资的情况下，其预计收入增长率为 10%，则该股票的股利

收益率和期望报酬率分别为（    ）。 

A.11%                    B.21% 

C.14%                    D.20%  

三、计算分析题 

甲公司欲投资购买 A、B、C三只股票构成投资组合，这三只股票目前的市价分别为 8元/股、

10元/股和 12元/股，β系数分别为 1.2、1.9和 2，在组合中所占的投资比例分别为 20%、45%、

35%，目前的股利分别为 0.4元/股、0.6元/股和 0.7元/股，A股票为固定股利股票，B股票为固

定增长股票，股利的固定增长率为 5%，C股票前 2年的股利增长率为 18%，2年后的股利增长率固

定为 6%。假设目前股票市场的平均报酬率为 16%，无风险报酬率为 4%。 

要求： 

（1）计算投资 A、B、C 三只股票构成的投资组合的 β 系数和风险报酬率。 

（2）计算投资 A、B、C 三只股票构成的投资组合的必要报酬率。 

（3）分别计算 A、B、C 三只股票的必要报酬率。 

（4）分别计算 A、B、C 三只股票目前的市场价值。 

（5）若按照目前市价投资于 A 股票，估计 2 年后其市价可以涨到 10 元/股，若持有

2 年后将其出售，计算 A 股票的持有期报酬率。 

（6）若按照目前市价投资于 B 股票，并长期持有，计算其期望报酬率。 

四、综合题 

A公司 2012年 3月 4日发行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0元，票面利率 10%，5年期。A公司适用

的所得税税率为 25%。 

要求通过计算回答下列互不相关的几个问题： 

（1）假定每年 3月 3日付息一次，到期按面值偿还。发行价格为 1060元/张，发行费用为 6

元/张，计算该债券的税后资本成本。 

（2）假定每年 3月 3日付息一次，到期按面值偿还。发行价格为 1000元/张，假设不考虑发

行费用，计算该债券的税后资本成本。 

（3）假定每年 3月 3日付息一次，到期按面值偿还。B公司 2015年 3月 4日按每张 1120元

的价格购入该债券并持有到期，计算该债券的到期收益率。 

（4）假定每年付息两次，每间隔 6个月付息一次，到期按面值偿还。B公司 2015年 3月 4日

按每张 1020 元的价格购入该债券并持有到期，计算该债券的报价年到期收益率和有效年到期收益

率。 

（5）假定每年 3月 3日付息一次，到期按面值偿还，报价折现率为 12%。B公司 2014年 3月

4日打算购入该债券并持有到期，计算确定当债券价格低于什么水平时，B公司才可以考虑购买。 

（6）假定每年付息两次，每间隔 6 个月付息一次，到期按面值偿还。折现率为 12%，B 公司

2014年 3月 4日打算购入该债券并持有到期，计算确定当债券价格低于什么水平时，B公司才可以

考虑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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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假定到期一次还本付息，单利计息，折现率为 12%。B公司 2014年 3月 4日打算购入该

债券并持有到期，计算确定当债券价格低于什么水平时，B公司才可以考虑购买。 

知识单元 7：期权价值评估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期权的到期日价值及净损益比较 

2．期权投资策略 

3. 期权的实值、虚值和平价 

4. 期权价值的含义及其比较 

5. 期权价值的影响因素分析 

6. 复制原理 

7. 套期保值原理和风险中性原理 

8. 看涨期权与看跌期权的平价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期权的到期日价值及净损益的确定 

2．掌握期权投资策略 

3.掌握期权价值的影响因素分析 

4. 掌握套期保值原理、风险中性原理和看涨期权与看跌期权的平价关系 

作业： 

一、单项选择题 

1.某公司股票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的执行价格均为 55元，期权均为欧式期权，期限 1年，目

前该股票的价格是 44元，期权费（期权价格）为 5元。在到期日该股票的价格是 34元。则购进股

票、购进看跌期权与购进看涨期权组合的到期净收益为（   ）元。 

A.1                B.6 

C.-7               D.-5 

2.当预计标的股票市场价格将发生剧烈变动，但无法判断是上升还是下降时，则最适合的投资

组合是（   ）。 

A.购进看跌期权与购进股票的组合 

B.购进看涨期权与购进股票的组合 

C.售出看涨期权与购进股票的组合 

D.购进同一只股票看跌期权与看涨期权的组合 

3.无论美式期权还是欧式期权、看涨期权还是看跌期权，（   ）均与期权价值正相关变动。 

A.标的资产价格波动率       B.无风险利率 

C.红利                 D.到期期限 

4.假设 ABC公司股票目前的市场价格为 45元，而在一年后的价格可能是 58元和 42元两种情

况。再假定存在一份 200股该种股票的看涨期权，期限是一年，执行价格为 48元。投资者可以按

10%的无风险利率借款。购进上述股票且按无风险利率 10%借入资金，同时售出一份 200 股该股票

的看涨期权。则套期保值比率为（   ）。 

A.125                      B.140 

C.220                      D.156 

5.某公司股票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的执行价格均为 40元，期权均为欧式期权，期限 4个月，4个

月的无风险利率为 2%，目前该股票的价格是 48元，看跌期权价格为 6元。则看涨期权价格为（  ）元。 

A.14.78                    B.7.96 

C.12.18                    D.10.52 

6.某公司股票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的执行价格相同，期权均为欧式期权，期限 3个月，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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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风险利率为 2%，目前该股票的价格是 20元，看跌期权价格为 4元，看涨期权价格为 1元，则

期权的执行价格为（  ）元。 

A.23.46                    B.24.86 

C.25.17                    D.22.52 

7.通用汽车公司拥有在芝加哥期权交易所交易的欧式看跌期权和看涨期权，两种期权具有相同

的执行价格 40美元和相同的到期日，期权将于 1年后到期，目前看涨期权的价格为 8美元，看跌

期权的价格为 2美元，年无风险利率为 10%。为了防止出现套利机会，则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的价格

应为（   ）美元。 

A.42.36                    B.40.52 

C.38.96                    D.41.63 

8.某公司股票看跌期权的执行价格是 55元，期权为欧式期权，期限 1年，目前该股票的价格

是 44元，期权费（期权价格）为 5元。如果到期日该股票的价格是 58元。则购进看跌期权与购进

股票组合的到期净收益为（   ）元。 

A.9                        B.14 

C.-5                       D.0 

9.某公司股票看跌期权的执行价格是 55元，期权为欧式期权，期限 1年，目前该股票的价格

是 44元，期权费（期权价格）为 5元。如果到期日该股票的价格是 34元。则购进看跌期权与购进

股票组合的到期净收益为（   ）元。 

A.8                        B.6 

C.-5                       D.0 

10.某公司股票看涨期权的执行价格是 55元，期权为欧式期权，期限 1年，目前该股票的价格

是 44元，期权费（期权价格）为 5元。在到期日该股票的价格是 58元。则购进股票与售出看涨期

权组合的到期净收益为（   ）元。 

A.8                        B.16 

C.-5                       D.0 

11.某公司股票看涨期权的执行价格是 55元，期权为欧式期权，期限 1年，目前该股票的价格

是 44元，期权费（期权价格）为 5元。在到期日该股票的价格是 34元。则购进股票与售出看涨期

权组合的到期净收益为（   ）元。 

A.-5                       B.10 

C.-6                       D.5 

二、多项选择题 

1.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看涨期权的价值上限是股价 

B.在到期前看涨期权的价格高于其价值的下限 

C.股价足够高时，看涨期权价值线与最低价值线的上升部分逐步接近 

D.看涨期权的价值下限是股价 

2.下列属于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假设条件的有（   ）。 

A.市场投资没有交易成本 

B.投资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 

C.允许以无风险利率借入或贷出款项 

D.未来股票的价格将是两种可能值中的一个 

3.假设 ABC公司股票目前的市场价格为 50元，而在一年后的价格可能是 60元和 40元两种情

况。再假定存在一份 100股该种股票的看涨期权，期限是一年，执行价格为 50元。投资者可以按

10%的无风险利率借款。购进上述股票且按无风险利率 10%借入资金，同时售出一份 100 股该股票

的看涨期权。则按照复制原理，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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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购买股票的数量为 50股      B.借款的金额是 1818元 

C.期权的价值为 682元         D.期权的价值为 844元 

4.下列属于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假设条件的有（   ）。 

A.标的股票不发放股利         B.交易成本和所得税税率为零 

C.期权为欧式看涨期权         D.标的股价接近正态分布 

5.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涉及的参数有（   ）。 

A.标的资产的现行价格                       B.看涨期权的执行价格 

C.连续复利计算的标的资产年收益率的标准差   D.连续复利的无风险年利率 

6.在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中涉及无风险利率的估计，下列关于该模型中无风险利率

的说法正确的有（   ）。 

A.无风险利率应该用无违约风险的固定证券收益来估计 

B.无违约风险的固定收益的国库卷利率指其市场利率 

C.无违约风险的固定收益的国库卷利率指其票面利率 

D.无风险利率是指按连续复利计算的利率 

7.如果用 S表示标的资产市价，X表示执行价格，则下列表达式中正确的有（  ）。 

A.多头看涨期权的到期日价值=Max（S-X，0） 

B.空头看涨期权的到期日价值=Min（S-X，0） 

C.多头看跌期权的到期日价值=Max（X-S，0） 

D.空头看跌期权的到期日价值=Min（X-S，0） 

8.下列（   ）投资组合可以实现规避风险的意图。 

A.购进看跌期权与购进股票的组合      B.购进看涨期权与购进股票的组合 

C.售出看涨期权与购进股票的组合      D.购进看跌期权、购进看涨期权与购进股票的组合 

9.对于美式期权而言，（   ）与期权价值（无论看涨期权还是看跌期权）正相关变动。 

A.标的资产价格波动率              B.无风险利率 

C.红利                        D.到期期限 

10.下列与看涨期权价值正相关变动的因素有（   ）。 

A.标的资产市场价格                B.标的资产价格波动率 

C.无风险利率                      D.红利 

11.下列与看跌期权价值正相关变动的因素有（   ）。 

A.执行价格                        B.标的资产价格波动率 

C.到期期限                        D.红利 

三、计算分析题 

1.目前的股票价格为 45 元，执行价格为 52 元，距离到期的时间为 6 个月，股价的

方差为 0.04，连续复利的无风险年利率为 0.065。 

要求： 

（1）根据上述特征利用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计算看涨期权的价值。 

（2）依据看涨期权——看跌期权平价定理计算对应的看跌期权的价值。 

2.假设某公司股票目前的市场价格为 25元，而在 6个月后的价格可能是 32元和 18元两种情

况之一。再假定存在一份 100股该种股票的看涨期权，期限是半年，执行价格为 28元。投资者可

以按 10%的无风险年利率借款。购进上述股票且按无风险年利率 10%借入资金，同时售出一份 100

股该股票的看涨期权。  

要求： 

（1）根据单期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计算一份该股票的看涨期权的价值。 

（2）假设股票目前的市场价格、期权执行价格和无风险年利率均保持不变，若把 6 个月的时

间分为两期，每期 3 个月，若该股票收益率的标准差为 0.35，计算每期股价上升百分比和股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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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百分比。 

（3）结合（2）分别根据套期保值原理、风险中性原理和两期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计算一份

该股票的看涨期权的价值。 

四、综合题 

假设 ABC公司股票目前的市场价格为 28元，而在一年后的价格可能是 40元和 20元两种情况。

再假定存在一份 100 股该种股票的看涨期权，期限是一年，执行价格为 28 元。投资者可以按 10%

的无风险利率借款。购进上述股票且按无风险利率 10%借入资金，同时售出一份 100股该股票的看

涨期权。 

要求: 

（1）根据复制原理，计算购进股票的数量、按无风险利率借入资金的数额以及一份该股票的

看涨期权的价值。 

（2）根据风险中性原理，计算一份该股票的看涨期权的价值。 

（3）根据单期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计算一份该股票的看涨期权的价值。 

（4）若目前一份 100股该股票看涨期权的市场价格为 600元，按上述组合投资者能否获利。 

知识单元 8：企业价值评估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企业价值评估方法—现金流量折现模型 

2．企业价值评估方法—相对价值法 

学习目标： 

1．掌握现金流量折现模型的应用 

2. 掌握相对价值法的应用 

作业： 

一、单项选择题 

1.某公司 2014 年的利润留存率为 40%，2015 年预计的权益净利率为 20%。净利润和股利的增

长率均为 4%，该公司的β值为 2，政府长期债券利率利率为 2%，市场平均股票收益率为 8%。则该

公司的内在市净率为（    ）。 

A.1.25                       B.1.2 

C.0.85                       D.1.4 

2. 某公司 2014 年的利润留存率为 50%。净利润和股利的增长率均为 6%，2015 年的预期销售

净利率为 10%。该公司的β值为 2.5，政府长期债券利率利率为 4%，市场平均股票收益率为 8%。则

该公司的内在市销率为（    ）。 

A.1.15                    B.1.25 

C.0.625                   D.0.425 

3.下列不属于市销率驱动因素的是 （   ）。 

A.股利支付率                   B.增长率 

C.股权资本成本                 D.权益净利率 

4.市净率模型主要适用于拥有大量资产而且（    ）。 

A.连续盈利，并且β值接近于 1的企业 

B.净资产为正值的企业 

C.销售成本率较低的服务业企业 

D.销售成本率趋同的传统行业的企业 

5.某公司 2014年年末的经营流动资产为 300万元，经营流动负债为 200万元，净负债为 160

万元，经营长期资产净值为 800万元，经营长期负债为 180万元。则 2014年年末该公司的投资资

本为（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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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20                            B.880 

C.650                            D.540 

6.某公司 2014年税前经营利润为 2000万元，所得税税率为 25%，折旧与摊销为 100万元，经

营流动资产增加 500万元，经营流动负债增加 150万元，经营长期资产总值增加 800万元，经营长

期负债增加 200 万元，利息 40 万元。假设该公司能够按照 40%的固定负债率为投资筹集资本，企

业保持稳定的财务结构不变，“净经营资产净投资”和“净负债增加”存在固定比例关系，则 2014

年股权现金流量为（    ）万元。 

A.960                          B.882 

C.754                          D.648 

7.某公司属于一跨国公司，2014 年每股收益为 12 元，每股资本支出 40 元，每股折旧与摊销

30元；该年比上年每股经营营运资本增加 5元。根据全球经济预测，经济长期增长率为 5%，该公

司的投资资本负债率目前为 40%，将来也将保持目前的资本结构。该公司的β值为 2，长期国库券

利率为 3%，股票市场平均收益率为 6%。则 2014年年末该公司的每股股权价值为（    ）元。 

A.78.75                            B.72.65 

C.68.52                            D.66.46 

8.某公司 2013年年末流动负债为 300万元，其中金融流动负债为 200万元，长期负债为 500

万元，其中金融长期负债 300万元，股东权益为 600万元；2014年年末流动负债为 550万元，其

中金融流动负债为 400万元，长期负债为 700万元，其中金融长期负债 580万元，股东权益为 900

万元。该公司不存在金融资产，则 2014年的净经营资产净投资为（   ）万元。 

A.780                           B.725 

C.654                           D.692 

9．下列关于“股权自由现金流量”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税后净利+折旧 

B．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C．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D．企业履行了所有财务责任和满足了再投资需要以后的现金流量净额 

10.某公司 2014年的股利支付率为 50%，净利润和股利的增长率均为 5%。该公司的β值为 1.5，

政府长期债券利率为 3%，市场平均股票收益率为 7%。则 2014年该公司的内在市盈率为（    ）。 

A.12.5                      B.10 

C.8                         D.14 

二、多项选择题 

1.下列有关企业价值评估提供的信息的说法正确的有（   ）。 

A.企业价值评估提供的信息不仅包括最终的评估值，而且还包括评估过程产生的大量信息 

B.企业价值评估提供的是有关“公平市场价值”的信息 

C.企业价值评估不否认市场的有效性，但是不承认市场的完善性 

D.企业价值受企业状况和市场状况的影响，它是动态的 

2.企业价值评估与投资项目评价的共同点有（    ）。 

A.无论是企业还是项目，都会给投资主体带来现金流量，而且流量越大则价值越大 

B.它们的现金流量都具有不确定性 

C.其价值计量都要使用风险概念 

D.其价值计量都要使用现值概念 

3.企业价值评估的现金流量折现模型遵循的财务原则主要有（    ）。 

A.货币时间价值原则               B.风险与收益的权衡原则 

C.资本市场有效原则               D.净增效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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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列关系式正确的有（   ）。 

A.实体现金流量=营业现金净流量-（经营长期资产总值增加-经营长期负债增加） 

B.实体现金流量=税后经营净利润-净经营资产净投资 

C.净经营资产净投资=∆净负债+∆所有者权益 

D.债务现金流量=税后利息-净负债增加 

5.某公司 2014年税前经营利润为 1000万元，所得税税率为 25%，折旧与摊销为 100万元，经

营流动资产增加 300万元，经营流动负债增加 120万元，金融流动负债增加 70万元，经营长期资

产总值增加 500万元，经营长期债务增加 200万元，金融长期债务增加 230万元，税后利息 20万

元。该企业不存在金融资产，则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该年的营业现金毛流量为 850万元         B.该年的营业现金净流量为 670万元 

C.该年的实体现金流量为 370万元           D.该年的股权现金流量为 650万元 

6．以下关于现金流量的说法，正确的有（    ）。 

A．营业现金毛流量等于税前经营利润加折旧与摊销减去经营利润所得税 

B．企业实体现金流量包括债务现金流量和股权现金流量 

C．股权现金流量是指满足债务清偿、资本支出和经营营运资本等所有的需要之后剩下的可以

提供给股权投资人的现金流量 

D．企业现金流量包括债务现金流量、股权现金流量和经营性现金流量 

7.下列有关企业价值评估的说法正确的有（   ）。 

A.价值评估的一般对象是企业整体的经济价值 

B.企业整体的经济价值是指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公平市场价值 

C.企业整体的公平市场价值通常用该资产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来计量 

D.价值评估提供的结论有很强的时效性 

8.企业的整体价值观念主要体现在（    ）。 

A.整体不是各部分的简单相加 

B.整体价值来源于要素的结合方式 

C.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能体现出其价值 

D.整体价值只有在运行中才能体现出来 

9.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 

A.经营营运资本增加=∆经营流动资产-∆经营流动负债 

B.股权现金流量=税后利润-（净经营资产净投资-净负债增加） 

C.投资资本=股东权益+净负债 

D.投资资本=经营营运资本+经营长期资产净值-经营长期负债 

10.市盈率的驱动因素包括（    ）。 

A.销售净利率                    B.股利支付率 

C.增长率                        D.风险（股权资本成本） 

11.市盈率和市净率的共同驱动因素包括（   ）。 

A.股利支付率                        B.增长率 

C.风险（股权资本成本）              D.权益净利率 

12.下列关于企业公平市场价值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公平市场价值就是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B.公平市场价值就是股票的市场价格 

C.公平市场价值应该是股权的公平市场价值与净负债的公平市场价值之和 

D.公平市场价值应该是持续经营价值与清算价值中的较高者 

13.在不增发新股的情况下，企业去年的股东权益增长率为 8%，本年的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与

去年相同，以下说法中，正确的有（   ）。 



4217 

A.企业本年的销售增长率为 8% 

B.企业本年的可持续增长率为 8% 

C.企业本年的权益净利率为 8% 

D.企业本年的实体现金流量增长率为 8% 

三、计算分析题 

1.B公司是一家服装制造公司，2014年的每股销售收入为 12.4元，每股收益为 3.10元，每股

资本支出为 1元，每股折旧为 0.6元。预期该公司在今后 5年内高速增长，预期销售收入增长率为

30%，净利润、资本支出、折旧和经营营运资本与销售收入同比例增长，β值为 1.3，长期政府债

券利率为 7.5%，2014年经营营运资本为销售收入的 20%。5年后公司进入稳定增长期，预期销售收

入增长率为 6%，即每股收益和每股经营营运资本按 6%的速度增长，资本支出可以由折旧来补偿，

β值为 1。该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共 3000 万股。市场平均风险溢价为 5%。假设净负债比率 60%

可以一直保持不变。 

要求：计算该公司的股权价值。 

2.M公司是一家拥有大量资产、净资产为正值的公司，其每股净资产为 5元，权益净利率为 15%，

每股股票价格为 28元。假设在该公司所处行业的上市公司中，股利支付率、增长率和风险与 M公

司类似的有 6家，它们的市净率以及权益净利率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实际市净率 权益净利率 

A 4.0 10% 

B 4.2 14% 

C 3.8 9% 

D 3.4 8% 

E 3.0 6% 

F 2.4 5% 

要求： 

（1）确定修正的平均市净率； 

（2）利用修正比率法确定M公司的每股股票价值； 

（3）请问M公司的股价被市场高估了还是低估了？ 

3.某公司 2014年每股销售收入 30元，每股经营营运资本 10元，每股净利润 6元，每股资本

支出 4元，每股折旧与摊销 1.82元。资本结构中净负债占 40%，可以保持此目标资本结构不变。 

预计 2015年～2019年的销售收入增长率保持在 10%的水平上。该公司的资本支出、折旧与摊

销、净利润与销售收入同比例增长，经营营运资本占收入的 20%，可以持续保持 5 年。到 2020 年

及以后股权现金流量将会保持 5%的固定增长速度。 

2015 年～2019 年该公司的β值为 1.5，2020 年及以后年度的β值为 2，长期国库券的利率为

6%，市场组合的收益率为 10%。 

要求：计算该公司股票的每股价值。 

4.A公司为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总数为 100000万股，B公司为其控股股东，拥有其中 90000万

股股份。2015年初，为促进股权多元化，改善公司治理结构，A公司制定了股权多元化方案，方案

建议控股股东转让 20000万股股份给新的投资者。B公司同意这一方案，但期望以 400000万元的

定价转让股份。 

为满足股份转让需要，B公司聘请某财务顾问公司对 A公司进行整体估值，财务顾问公司首先

对 A公司进行了 2015年至 2019年的财务预测，有关预测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税后经营利润 130000 169000 192000 223000 273000 

折旧与摊销 50000 65000 80000 95000 1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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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支出 120000  120000 120000 80000 60000 

经营营运资本增加 20000 30000 60000 120000 100000 

假定自 2020年起，A公司实体现金流量每年以 5%的固定比率增长。 

A公司估值基准日为 2014年 12月 31日，财务顾问公司根据 A公司估值基准日的财务状况，

结合资本市场相关参考数据，确定用于 A公司估值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为 13%。 

要求： 

（1）计算 A公司预测期各年实体现金流量。 

（2）计算 A公司 2019年年末的价值。  

（3）计算估值基准日 A公司的整体价值。  

（4）假设 2014年 12月 31日 A公司债务的市场价值为 300000万元，计算估值基准日 A公司的

股权市场价值。 

（5）以财务顾问公司的估值结果为基准。从 B公司股东财富最大化角度，分析判断 B公司拟

转让的 20000万股股份定价是否合理。 

四、综合题 

1.某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其未来连续五年预计的利润表和简化资产负债表如下： 

利润表                              单位：万元 

年度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一、营业收入 1200 1370 1518 1729 1915 

减：营业成本 380 466 540 780 900 

营业税金及附加 20 24 30 60 20 

减：销售和管理费用（不含折旧

与摊销） 

300 320 340 410 420 

折旧与摊销 40 55 60 80 85 

利息费用 28 32 37.25 41.25 45 

二、营业利润 432 473 510.75 357.75 445 

加：营业外收支净额 0 0 0 0 0 

三、利润总额 432 473 510.75 357.75 445 

减：所得税费用(25%) 108 118.25 127.6875 89.4375 111.25 

四、净利润 324 354.75 383.0625 268.3125 333.75 

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年度 目前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经营流动资产 400 550 590 620 640 700 

经营长期资产净值 800 850 910 1030 1160 1200 

资产总计 1200 1400 1500 1650 1800 1900 

流动负债 100 180 250 300 320 360 

其中：金融流动负债 60 80 110 150 160 190 

长期负债 710 770 740 742.5 850 820 

其中：金融长期负债 200 220 230 255 260 290 

股东权益合计 390 450 510 607.5 630 720 

负债及股东权益合计 1200 1400 1500 1650 1800 1900 

该公司目前的投资资本负债率为 40%，β值为 2，金融负债平均税后成本为 7%，公司全部所得

的所得税税率为 25%，市场风险溢价为 5%，无风险利率为 2%。假设该公司未来能够保持目前的资

本结构和风险程度不变，继续能够按照目前的负债成本筹资。 

假设该公司在 5年后实体现金流量和股权现金流量均能够保持 4%的固定增长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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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1）编制未来连续五年实体现金流量和股权现金流量计算表。 

                                                                  单位：万元 

年度 第 1年 第 2年 第 3年 第 4年 第 5年 

一、净利润      

+利息费用      

+所得税费用      

二、税前经营利润      

-经营利润所得税      

三、税后经营净利润      

+折旧与摊销      

四、营业现金毛流量      

-经营营运资本增加（即经营流动资产增加

-经营流动负债增加） 

     

五、营业现金净流量      

-经营长期资产总值增加      

+经营长期负债增加      

六、实体现金流量      

-税后利息      

+净负债增加      

七、股权现金流量      

（2）计算股权资本成本和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3）分别根据实体现金流量和股权现金流量计算该公司的实体价值和股权价值。 

2.A公司现准备以1500万元承担债务方式收购目标企业甲，向你咨询方案是否可行，有关资料

如下：去年底甲企业债务的账面价值等于市场价值为200万元，去年甲企业销售收入1000万元，预

计收购后前五年的现金流量资料如下：在收购后第一年，销售收入在上年基础上增长5%，第二、三、

四年分别在上一年基础上增长10%，第五年与第四年相同；税前经营利润率为4%，并保持不变。所

得税税率为25%，资本支出减折旧与摊销、经营营运资本增加额分别占销售收入增加额的10%和5%。

第六年及以后年度企业实体现金流量将会保持6%的固定增长率不变。市场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

率（溢价）分别为5%和2%，甲企业的贝塔系数为1.93。目前的投资资本结构为负债率40%，预计目

标资本结构和风险不变，金融负债平均税后成本6.7%也将保持不变。 

要求： 

（1）计算在收购后甲企业前五年的企业实体现金流量。 

（2）根据现金流量折现法评价应否收购甲企业。 

3.A公司是一家大型国有移动新媒体运营商，主营业务是利用移动多媒体广播电视覆盖网络，

面向手机、GPS、PDA、MP4、笔记本电脑及各类手持终端，提供高质量的广播电视节目、综合信息

和应急广播服务。B公司在上海，与 A公司经营同类业务，A公司总部在北京，在全国除 B公司所

在地外，已在其他 30 个省市区成立了子公司，为形成全国统一完整的市场体系，2015 年 1 月，A

公司开始积极筹备并购 B公司。 

A公司聘请资产评估机构对 B公司进行估值。资产评估机构以 2015年-2019年为预测期，对 B

公司的财务预测数据如下表所示： 

                             B公司财务预测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税后经营利润 1300 1690 1920 2230 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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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旧与摊销 500 650 800 950 1050 

资本支出 1200 1200 1200 800 800 

经营营运资本增加 200 300 600 1200 1000 

资产评估机构确定的公司估值基准日为 2014年 12月 31日，在该基准日，B公司资本结构为：

净负债/股东权益（D/E）=0.55，净负债的账面价值等于市场价值为 8400万元。 

假定选取到期日距离该基准日 5年的国债作为标准，计算出无风险报酬率为 3.55%。 

选取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成指，计算从 2010年 1月 1日-2014年 12月 31日 10年间年均股票

市场报酬率为 10.52%。 

选取同行业四家上市公司剔除财务杠杆的β系数，其平均值为 1.28，以此作为计算 B 公司β

系数的基础。 

目前 5年期贷款利率为 6.55%，以此为基础计算 B公司的税后债务资本成本。 

B公司为高科技企业，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 

假定从 2020年起，B公司实体现金流量以 5%的年复利增长率固定增长。 

要求： 

（1）计算 B公司预测期各年实体现金流量。 

（2）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3）计算 B公司预测期末价值（后续期现金流量终值）。（结果保留整数，下同） 

（4）计算评估基准日 B公司实体价值和股权价值。 

知识单元 9：资本预算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项目评价的基本方法 

2．项目评价的辅助方法 

3. 互斥项目的优选问题 

4. 投资项目现金净流量的确定 

5. 固定资产更新决策方法比较 

6. 项目实体现金流量法和股权现金流量法的比较 

7. 项目资本成本确定方式的比较 

8. 投资项目的敏感性分析 

学习目标： 

1．掌握项目评价的基本方法 

2. 掌握投资项目现金净流量的确定 

3. 掌握项目资本成本确定方式的比较 

4.掌握 投资项目的敏感性分析 

作业： 

一、单项选择题 

1.当折现率为 10%时，某项目的净现值为 500元，则说明该项目的内含报酬率（  ）。 

A.高于 10%                     B.低于 10% 

C.等于 10%                     D.无法界定 

2．下列关于评价投资项目的静态投资回收期法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它忽略了资金时间价值 

B.它需要一个主观上确定的最长的可接受回收期作为评价依据 

C.它不能测度项目的盈利性 

D.它不能测度项目的流动性 

3．年末 ABC公司正在考虑卖掉现有的一台闲置设备，该设备 8年前以 40000元购入，税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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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折旧年限为 10年，按直线法计提折旧，预计残值率为 10%，已提折旧 28800元;目前可以按 10000

元价格卖出，假设所得税税率为 25%，卖出现有设备对本期现金流量的影响是（    ）。 

A.减少 360元    B.减少 1200元      C.增加 9640元        D.增加 10300元 

4.下列无法直接利用现金净流量信息计算的指标是（    ）。 

A.投资回收期                     B.会计报酬率 

C.净现值                         D.内含报酬率 

5．在现金流量估算中，以销售收入替代经营性现金流入基于的假定是(  )。 

A．在正常经营年度内每期发生的赊销额与回收的应收账款大体相同 

B．经营期与折旧期一致 

C．营业成本全部为付现成本 

D．没有其他现金流入量 

6.下列各项中，不会对投资项目内含报酬率指标产生影响的因素是（ ）。 

A.原始投资          B.现金流量 

C.项目期限           D.资本成本 

7．在全部投资均于建设起点一次投入，筹建期为零，投产后每年现金净流量相等的情况下，

为计算内含报酬率所求得的普通年金现值系数应等于该项目的（   ）。 

A.现值指数指标的值                  B.预计使用年限 

C.静态投资回收期指标的值            D.会计报酬率指标的值 

8.某投资项目，折现率为 10%时，净现值为 500元，折现率为 15%时，净现值为-480元，则该

投资项目的内含报酬率是（   ）。 

A.13.15%                      B.12.75% 

C.12.55%                      D.12.25% 

9.已知某投资项目的筹建期为 2 年，筹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为 600 万元，增加的营运资本为

400万元，经营期前 4年每年的现金净流量为 220万元，经营期第 5年和第 6年的现金净流量分别

为 140万元和 240万元，则该项目包括筹建期的静态投资回收期为（   ）年。 

A.6.86                        B.5.42 

C.4.66                        D.7.12 

10.净现值和现值指数两个评价指标共同的缺点是（    ）。 

A.不能反映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B.没有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C.无法利用全部现金净流量的信息         D.不能直接反映投资项目的实际收益率 

11.企业拟投资一个工业项目，预计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流动资产分别为 2000万元和 3000万元，

两年相关的流动负债分别为 1000万元和 1500万元，则第二年新增的营运资本投资额应为（   ）

万元。 

A.2000                 B.1500 

C.1000                 D.500 

12.下列各项中，不属于投资项目现金流出量内容的是（    ）。 

A.固定资产投资               B.折旧 

C.增加的营运资本             D.新增付现成本 

13.某投资项目年营业收入为 180万元，年付现成本为 60万元，年折旧额为 40万元，所得税

税率为 25%，则该项目年营业现金流量为（   ）万元。 

A.81.8                     B.100 

C.82.4                     D.76.4 

14.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以实体现金流量法和股权现金流量法计算的净现值两者无实质区别 

B.实体现金流量包含财务风险，比股东的现金流量风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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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如果市场是完善的，增加债务比重会降低平均资本成本 

D.股权现金流量法比实体现金流量法简洁 

15.在进行是继续使用旧设备还是购置新设备决策时，如果这两个方案的未来使用年限不同，

且只有现金流出，没有新的现金流入。则最为合适的评价方法是（   ）。 

A.比较两个方案总成本的高低        B.比较两个方案净现值的大小 

C.比较两个方案内含报酬率的大小    D.比较两个方案平均年成本的高低 

16.某公司打算投资一个项目，预计该项目固定资产需要投资 1000万元，当年完工并投产，该

项目计划通过借款筹资，年利率 6%，每年年末支付当年利息。该项目预计使用年限为 5 年。预计

每年固定经营成本（不含折旧）为 40万元，单位变动成本为 100元。固定资产折旧采用直线法计

提，折旧年限为 5年，预计净残值为 10万元。销售部门估计每年销售量可以达到 8万件，市场可

以接受的销售价格为 280 元/件，所得税税率为 25%。则该项目经营期第 1 年的股权现金净流量为

（   ）万元。 

A.919.2                       B.1054.5 

C.786.8                       D.764.5 

二、多项选择题 

1.评价投资方案的静态投资回收期指标的主要缺点有（  ）。 

A.不可能衡量企业的投资风险       B.没有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C.没有考虑回收期满后的现金流量   D.不能衡量投资方案投资报酬率的高低 

2.某公司正在开会讨论投产一种新产品，对以下收支发生争论：你认为不应列入该项目评价的

现金流量有（   ）。 

A.新产品投产需要增加营运资本 80万元 

B.新产品项目利用公司现有未充分利用的厂房，如将该厂房出租可获收益 200万元，但公司规

定不得将厂房出租 

C.新产品销售会使本公司同类产品减少收益 100万元；如果本公司不经营此产品，竞争对手也

会推出新产品 

D.新产品项目需要购置设备的运输、安装、调试等支出 15万元 

3.下列几个因素中影响内含报酬率的有（  ）。 

A.投资人要求的最低报酬率       B.银行贷款利率 

C.投资项目有效年限             D.原始投资额 

4.计算投资项目的净现值可以采用实体现金流量法或股权现金流量法。关于这两种方法的下列

表述中，正确的有（  ）。 

A.计算实体现金流量和股权现金流量的净现值，应当采用相同的折现率 

B.如果数据的假设相同，两种方法对项目的评价结论是一致的 

C.实体现金流量的风险小于股权现金流量的风险 

D.股权现金流量不受项目资本结构变化的影响 

5.下列关于相关与非相关成本的说法正确的有（   ）。 

A.可避免成本是不相关成本            B.不可避免成本是相关成本 

C.机会成本是相关成本                D.沉没成本是不相关成本 

6.下列关于净现值和内含报酬率的说法正确的有（    ）。 

A.净现值是绝对数，反映投资的效益 

B.净现值的大小受事先给定的折现率的影响，而内含报酬率的大小不受事先给定的折现率的影

响 

C.内含报酬率是项目本身的投资报酬率 

D.内含报酬率大的方案其净现值一定大, 反之也一样 

7.净现值法的优点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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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考虑了货币时间价值               B.考虑了项目的全部现金净流量 

C.考虑了投资风险                   D.可以从动态上反映项目的实际收益率 

8.静态投资回收期法的弊端有（   ）。 

A.没有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因素           B.忽视回收期满后的现金流量 

C.无法利用现金流量信息              D.计算方法过于复杂 

9.在考虑所得税的情况下，下列各项影响内含报酬率计算的有（ ）。 

A.初始投资额                        B.各年的付现成本 

C.各年的销售收入                    D.投资者要求的报酬率 

10.下列评价指标的计算与项目事先给定的折现率有关的有（    ）。 

A.内含报酬率                        B.净现值 

C.会计报酬率                        D.现值指数 

11.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固定资产的平均年成本是指继续使用该项固定资产引起的现金流出与现金流入的差额的年

平均值 

B.固定资产的平均年成本是指继续使用该项固定资产引起的未来现金流出的年平均值 

C.平均年成本法是把继续使用旧设备和购置新设备看成是两个互斥的方案 

D.平均年成本法的假设前提是将来设备更换时，可以按原来的平均年成本找到可代替的设备 

12．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实体营业现金流量=税前经营利润×（1-所得税税率）+折旧与摊销 

B．实体营业现金流量=收入×（1-所得税税率）-付现经营成本×（1-所得税税率）+折旧与摊

销×所得税税率 

C．股权营业现金流量=税前经营利润×（1-所得税税率）+折旧与摊销-利息×（1-所得税税率） 

D．股权营业现金流量=收入×（1-所得税税率）-付现经营成本×（1-所得税税率）+折旧与摊

销×所得税税率-利息×（1-所得税税率） 

13.某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从事家用电器生产和销售，目前准备投资房地产项目。房地产行业上

市公司的β值为 1.2，行业标准产权比率为 0.5，投资房地产项目后，公司将继续保持目前的产权

比率 0.6不变。不考虑所得税的影响，则该项目的资产β值和股东权益β值分别是（   ）。 

A.0.8             B.0.76 

C.1.24            D.1.28 

14.某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从事商业批发和零售，目前准备追加投资扩大其经营规模。目前该公

司的β值为 1.5，资产负债率为 60%，追加投资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将达到 80%。不考虑所得税

的影响，则该项目的资产β值和股东权益β值分别是（   ）。 

A.0.4             B.0.6 

C.3               D.2.8 

15.某公司打算投资一个项目，预计该项目需固定资产投资 800万元，当年完工并投产。该项目计

划借款筹资 800万元，年利率 5%，每年年末付当年利息。该项目可以持续 5年。估计每年固定成本（不

含折旧）为 50万元，变动成本是每件 150元。固定资产折旧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年限为 5年，估计

净残值为 20万元。销售部门估计各年销售量均为 5万件，该公司可以接受 300元/件的价格，所得税

税率为 25%。则该项目经营期第 1年的实体现金流量和股权现金流量分别为（    ）万元。 

A.564               B.534 

C.648               D.594 

16.某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从事家用轿车的生产和销售，目前准备投资电子商务网络。电子商务

网络行业上市公司的β值为 1.5，行业标准产权比率为 0.6，投资电子商务网络项目后，公司的产

权比率将达到 0.8。两公司的所得税税率均为 25%，则该项目的资产β值和股东权益β值分别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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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8762            B.1.3442 

C.1.0345            D.1.6552  

17.使用公司目前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作为折现率评估投资项目时，存在一定的假设前提，包

括（   ）。 

A.企业存在着一个目标资本结构，这一结构在所考虑的投资项目的存续期内维持不变 

B.个别资本成本在目前和将来都是相同的，不会发生变化 

C.所考察的投资项目的风险与企业当前资产的平均风险相同 

D.所考察的投资项目的非系统性风险与企业其他投资项目的平均非系统性风险水平相近 

18.某投资项目的资金来源为银行借款，在确定经营期某年的现金净流量时，站在企业实体的

角度，需要考虑的因素有（    ）。 

A.该年因使用该固定资产新增的税后经营利润     B.该年因使用该固定资产新增的折旧 

C.该年回收的固定资产净残值                   D.该年偿还的相关借款本金 

19.下列关于共同年限法和等额年金法的说法正确的有（   ）。 

A.由于技术进步加快，某些项目不可能原样复制，对此分析时均没有考虑 

B.均没有考虑通货膨胀对重置成本的影响 

C.从长期来看，竞争会使项目可能被淘汰，对此分析时均没有考虑 

D.共同年限法要比等额年金法简单，但后者比较直观，易于理解 

三、计算分析题 

1.假如你是 ABC公司的财务顾问。该公司正在考虑购买一套新的生产线，估计初始投资为 3000

万元，预期每年可产生 500万元的税前经营利润（按税法规定生产线应以 5年期直线法计提折旧，

净残值率为 10%，会计政策与此相同），并已用净现值法评价方案可行。然而，董事会对该生产线

能否使用 5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董事长认为该生产线只能使用 4年，总经理认为能使用 5年，还

有人说类似生产线使用 6年也是常见的。假设所得税税率 25%，资本成本为 10%，无论何时报废净

残值收入均为 300万元。 

他们请你就下列问题发表意见： 

（1）该项目可行的最短使用寿命是多少年（假设使用年限与净现值成线性关系，插补法求解，

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 2位）？ 

（2）他们的争论是否有意义（是否影响该生产线的购置决策）？为什么？   

2．某公司拟投产一新产品，需要购置一套专用设备，预计价款 900000元，需增加营运资本投

资 145822元。公司的会计政策与税法规定相同，设备按 5年折旧，采用直线法计提，净残值率为

零。该新产品预计销售单价 20元／件，单位变动成本 12元／件，每年固定付现成本 500000元。

该公司所得税税率为 25%；投资的最低报酬率为 10%。 

要求：计算净现值为零的销售量水平（计算结果保留整数）。 

3.华东公司原有一台 4年前购入的设备，购置成本 96000元，估计仍可使用 6年，假定该设备

已提折旧 36000元，税法规定期满的残值收入为 6000元，预计残值收入为零。使用该设备公司年

销售收入为 200000元，每年的付现成本为 150000元。 

现在该公司的技术部门了解到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性能相同的新型设备，可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产

量，故提议更新设备。新设备的售价为 220000元，估计可使用 6年，预计残值收入为 35000元，

税法规定期满的残值收入为 40000元。若购入新设备，旧设备可折价 30000元出售，年销售收入提

高至 250000元，每年还可节约付现成本 10000元。 

固定资产按直线法计提折旧，若该公司要求的最低投资报酬率为 12%，所得税税率为 25%，为

该公司是否更新设备做出决策。 

4.假设某企业有一个投资方案，有关资料如下： 

该企业投资 80000元取得一项固定资产，该资产当年投资当年完工投产，预计的使用年限为 8

年，期末无残值，每年的现金净流量为 25000元。假设折现率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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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1）计算该方案的净现值。 

（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每年的营业现金流量至少为多少，这个方案才是可行的？营

业现金流量在什么幅度内变动，才不会影响原方案的可行性？ 

（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该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至少为多长，这个方案才是可行的？

使用寿命在什么幅度内变动，才不会影响原方案的可行性？ 

5.D公司正面临印刷设备的选择决策。它可以购买 10台甲型印刷机，每台价格 8000元，且预

计每台设备每年年末支付的修理费为 2000元。甲型设备将于第 4年年末更换，预计无残值收入。

另一个选择是购买 11台乙型设备来完成同样的工作，每台价格 5000元，乙型设备需于 3年后更换，

每年年末支付的修理费用分别为每台 2000元、2500元、3000元。在第 3年年末预计有 500元/台

的残值变现收入。 

该公司此项投资的机会成本为 10%；所得税税率为 25%（假设该公司将一直盈利），税法规定的

该类设备折旧年限为 3年，残值率为 10%；预计选定设备型号后，公司将长期使用该种设备，更新

时不会随意改变设备型号，以便与其他作业环节协调。 

要求：分别计算采用甲、乙设备的平均年成本，并据此判断应当购买哪一种设备。 

6.W公司是一家钢铁生产企业。最近公司准备投资建设一个汽车制造厂。公司财务人员对三家

已经上市的汽车生产企业 A、B、C进行了分析，相关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A B C 

β权益 1.1000 1.2000 1.4000 

资本结构：    

债务资本 40% 50% 60% 

权益资本 60% 50% 40% 

公司所得税税率 15% 25% 20% 

W公司税前债务资本成本是 10%，预计继续增加借款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公司所得税税率是 25%；

公司目标资本结构是权益资本占 60%，债务资本占 40%。该公司投资项目评价采用实体现金流量法。

当前的无风险收益率是 5%，平均风险收益率是 10%。 

要求：计算评价汽车制造厂建设项目的必要报酬率（计算时β值取小数点后 4位）。 

四、综合题 

1．某人拟开设一个彩扩店，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以下方案： 

（1）设备投资:冲扩设备购价 20万元，预计可使用 5年，报废时无残值收入；按税法要求该设备

折旧年限为 4年，使用直线法计提折旧，残值率为 10%；计划在 2015年 7月 1日购进并立即投入

使用。 

（2）门店装修:装修费用预计 4万元，在装修完工的 2015年 7月 1日支付，预计在 2.5年后

还要进行一次同样的装修。 

（3）收入和成本预计:预计 2015年 7月 1日开业，前 6 个月每月收入 3万元，以后每月收入

4万元；耗用相纸和冲扩液等成本为收入的 60%；人工费、水电费和房租等费用每月 0.8万元（不

含设备折旧、装修费摊销）。 

（4）营运资本投资:开业时垫付 2万元。 

（5）所得税税率为 25%； 

（6）投资要求的最低投资报酬率为 10%。 

要求：用净现值法评价该项目经济上是否可行。 

2.ABC公司研制成功一台新产品，现在需要决定是否大规模投产，有关资料如下： 

（1）公司的销售部门预计，如果每台定价 3万元，销售量每年可以达到 10000台；销售量不

会逐年上升，但价格可以每年提高 2%。生产部门预计，变动制造成本每台 2.1万元，每年增加 2%；

不含折旧费的固定制造成本每年 4000万元，每年增加 1%。新业务将在 2015年 1月 1日开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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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经营现金流发生在每年年底。 

（2）为生产该产品，需要添置一台生产设备，预计其购置成本为 4000 万元。该设备可以在

2014年底以前安装完毕，并在 2014年底支付设备购置款。该设备按税法规定折旧年限为 5年，净

残值率为 5%；经济寿命为 4年，4年后即 2018年底该项设备的市场价值预计为 500万元。如果决

定投产该产品，公司将可以连续经营 4年，预计不会出现提前中止的情况。 

（3）生产该产品所需的厂房可以用 8000万元购买，在 2014年底付款并交付使用。该厂房按

税法规定折旧年限为 20年，净残值率 5%。4年后该厂房的市场价值预计为 7000万元。 

（4）生产该产品需要的营运资本随销售收入而变化，预计为销售收入的 10%。假设这些营运

资本在年初投入，项目结束时收回。 

（5）公司的所得税税率为 25%。 

（6）该项目的成功概率很大，风险水平与企业平均风险相同，可以使用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

成本 10%作为折现率。新项目的销售收入与公司当前的销售收入相比只占较小份额，并且公司每年

有若干新项目投入生产，因此该项目万一失败不会危及整个公司的生存。 

要求： 

（1）计算项目的初始投资总额，包括与项目有关的固定资产购置支出以及营运资本增加额。 

（2）分别计算厂房和设备的年折旧额以及第 4 年年末的账面价值（提示：折旧按年提取，投

入使用当年提取全年折旧）。 

（3）分别计算第 4年末处置厂房和设备引起的税后净现金流量。 

（4）计算各年项目现金净流量以及项目的净现值、静态投资回收期和动态投资回收期。 

3.假设你是 F公司的财务顾问。该公司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家电生产企业，已经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多年。该公司正在考虑在北京建立一个工厂，生产某一新型产品，公司管理层要求你为其进

行项目评价。 

F 公司在 2 年前曾在北京以 500 万元购买了一块土地（假设不进行摊销），原打算建立北方区

配送中心，后来由于收购了一个物流企业，解决了北方地区产品配送问题，便取消了配送中心的建

设项目。公司现计划在这块土地上兴建新的工厂，目前该土地的评估价值为 800万元。 

    预计建设工厂的固定资产投资为 1000 万元。该工程将承包给另外的公司，工程款在完工投产

时一次付清，即可以将建设期视为零。另外，工厂投产时需要增加营运资本 750万元。 

    该工厂投入运营后，每年生产和销售 30万台产品，售价为 200元/台，单位产品变动成本 160

元；预计每年发生固定成本（含制造费用、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400万元。 

    由于该项目的风险比目前公司的平均风险高，管理当局要求项目的报酬率比公司当前的加权平

均税后资本成本高出 2个百分点。 

    该公司目前的资本来源状况如下：负债的主要项目是公司债券，该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6%，每

年付息，5年后到期，面值 1000元/张，共 100万张，每张债券的当前市价 959元；股东权益的主

要项目是普通股，流通在外的普通股共 10000 万股，市价 22.38 元/股，贝塔系数 0.875。其他资

本来源项目可以忽略不计。 

    当前的无风险收益率 5%，预期市场风险溢价为 8%。该项目所需资金按公司当前的资本结构筹

集，并可以忽略债券和股票的发行费用。公司平均所得税税率为 25%。新工厂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平

均为 8年（净残值为零）。土地不提取折旧。 

    该工厂（包括土地）在运营 5年后将整体出售，预计出售价格为 600万元。假设投入的营运资

本在工厂出售时可全部收回。 

要求： 

（1）计算该公司当前的加权平均税后资本成本（资本结构权数按市价计算）。 

（2）计算项目评价使用的含有风险的折现率（折现率保留到 1%）。 

（3）计算项目的初始投资（零时点现金流出）。 

（4）计算项目的年营业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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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计算该工厂在 5年后处置时的税后现金净流量。 

（6）计算项目的净现值。 

4.A公司 2014年 12月 31日资产负债表上的长期负债与股东权益的比例为 4:6，并且打算继续

保持下去。该公司计划于 2015年为一个投资项目筹集资金 180000万元，可供选择的筹资方式包括：

向银行申请长期借款和增发普通股。公司以现有资本结构作为目标结构。其他有关资料如下： 

（1）如果 A公司 2015年新增长期借款在 40000万元以下（含 40000万元）时，借款年利息率

为 6%；如果新增长期借款在 40000～100000 万元范围内，年利息率将提高到 9%；A 公司无法获得

超过 100000万元的长期借款。银行借款筹资费忽略不计。 

（2）如果 A公司 2015年度增发的普通股规模不超过 120000万元（含 120000万元），预计每

股发行价为 20元；如果增发规模超过 120000万元，预计每股发行价为 16元。普通股发行费率为

4%（假定不考虑有关法律对公司增发普通股的限制）。 

（3）A公司 2015年预计普通股股利为每股 2元，以后每年增长 5%。 

（4）A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5%。 

要求： 

（1）分别计算下列不同条件下的资本成本： 

①新增长期借款不超过 40000万元时的长期借款成本； 

②新增长期借款超过 40000万元时的长期借款成本； 

③增发普通股不超过 120000万元时的普通股成本； 

④增发普通股超过 120000万元时的普通股成本。 

（2）计算 A公司 2015年最大筹资额。 

（3）计算追加筹资总额不超过 200000万元时新增资本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4）该投资项目当折现率为 10%时，净现值为 812 万元；当折现率为 12%时，净现值为-647

万元，计算该项目的内含报酬率，并为投资项目是否可行进行决策。 

5.某大型企业 W准备进入机械行业，为此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计划按 25%的资产负债率筹资，固

定资产原始投资额为 5000万元，当年投资当年完工投产，借款期限为 4年，利息分期按年支付，

本金到期偿还。该项投资预计有 6年的使用年限，该方案投产后预计销售单价 40元，单位变动成

本 14元，每年经营性固定付现成本 100万元，年销售量为 45万件。预计使用期满有残值 10万元，

税法规定的使用年限也为 6年，税法规定的残值为 8万元，会计和税法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目前

机械行业有一家企业 A，A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 40%，权益的β 值为 1.5。A的借款利率为 12%，而

W 为其机械业务项目筹资时的借款利率可望为 10%，两公司的所得税税率均为 25%，市场风险溢价

为 8.5%，无风险利率为 8%，预计 4年还本付息后该项目的权益的β 值降低 20%，假设最后 2年仍

能保持 4年前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水平不变，权益资本成本和债务资本成本均不考虑发行费。 

要求：分别根据实体现金流量法和股权现金流量法用净现值法进行决策。（折现率保留到 1%）。 

6.资料：某公司正考虑用一台效率更高的新机器取代现有的旧机器。旧机器的账面折余价值为

120000元，在二手市场上卖掉可以得到 70000元；预计尚可使用 5年，预计 5年后清理的净残值

为零；税法规定的折旧年限尚有 5年，税法规定的残值可以忽略，折旧方法为直线法。购买和安装

新机器需要 480000元，预计可以使用 5年，预计清理净残值为 12000元。新机器属于新型环保设

备，按税法规定可分 4年折旧并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法定残值为原值的 1/12。

由于该机器效率很高，可以节约付现成本每年 140000元。公司的所得税税率 25%。如果该项目在

任何一年出现亏损，公司将会得到按亏损额的 25%计算的所得税额抵免。 

要求：假设公司投资本项目的必要报酬率为 10%，计算上述机器更新方案的净现值。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6学时 

实验 1：企业价值评估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大华水务公司价值评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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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要求：熟悉企业价值评估流程；研究现金流量折现法进行估值的应用，并采用相对估值法

进行分析验证；掌握企业价值评估方法的应用。 
实验 2：财务报表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绿地集团财务报表分析 

实验要求：熟悉财务报表分析的主要内容；研究企业总体的财务状况为总体战略选择提供依据；

掌握财务报表分析的主要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财务管理基本原理 3  

2 财务报表分析 3  

3 财务报表分析 3  

4 财务报表分析（实践课） 3  

5 长期计划与财务预测 3  

6 长期计划与财务预测 3  

7 价值评估基础 3  

8 资本成本 3  

9 债券、股票价值评估 3  

10 期权价值评估 3  

11 期权价值评估 3  

12 企业价值评估 3  

13 企业价值评估 3  

14 企业价值评估（实践课） 3  

15 资本预算 3  

16 资本预算 3  

合计 48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基础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 

后续课程：《管理会计》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财务报表分析、长期计划与财务预测、期权价值评估、企业价值评估和资本预算 

难点：期权价值评估、企业价值评估和资本预算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通过讲授公司理财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辅助以现实案例教学，课堂讨论、练习等教学方法，

使学生熟悉和掌握公司理财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各类大中型企业开展公司理财活动的实际需要。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案例资料、录影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阅读有关财经法规及与本课程有关的专业文章，以获取更丰富的公司理财学科方面的信息，扩

展自己的知识面，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和研究素质，需要 48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出勤考核及课堂参与 （20%）；期末闭卷考试 （80%） 

7、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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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中国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指定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编《财务成本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年 3月 出版（教

材获奖情况）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罗斯等 著，吴世农等 译《公司理财》，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 5月 第 9版 

2. 罗斯，韦斯特菲尔德，乔丹 著，张建平，王结冰 译注《公司理财精要（双语教学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6年 9月 

执笔：田明  审稿：陈佳俊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1日 

 

统计学原理 
Statistics 

课程号：30602005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商学院所有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基本的统计学概念、基础知识、基本原理；2、对统计学的基本

方法熟练掌握；3、熟练掌握统计软件如 SPSS、Excel的相关应用。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描述统计学、推断统计学描述性

统计、概率论基础、参数估计、假设检验、方差分析、回归分析、非参数方法、时间序列、统计指

数基础知识、相关与回归原理、时间序列、指数编制原理，了解集中趋势、离散趋势、参数估计、

假设检验、相关与回归、指数、时间序列等概念，结合自己的专业，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做好定量

分析，为计量经济学、管理会计、应用统计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统计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0学时 

知识单元 1：统计学基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统计学基础 

1．统计的涵义 

2.统计学的研究对象 

3.统计研究方法 

4.统计学中的几个基本概念及相互关系 

统计总体、总体单位；单位标志与标志表现；统计指标和指标体系。 

数据与数据的分类。 

学习目标： 

1．了解统计学提供基本的认识、研究对象、统计学的学科性质。 

2．掌握统计数据的分类，熟练进行数据的分类。 

作业： 

1．统计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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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统计指标与指标体系？ 

知识单元 2：统计数据的收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一手数据与二手数据的搜集 

1．统计调查的种类 

统计调查根据被研究总体的范围，分为全面调查和非全面调查。 

统计调查按调查登记的时间是否连续，分为连续调查和不连续调查。 

2.统计调查方法 

掌握各种统计调查方法的特点及应用条件：普查，抽样调查，统计报表，重点调查，典型调查。 

学习目标： 

1．了解统计调查的意义、种类、调查方案及调查的各种方法等问题。 

2．掌握统计调查的基本任务和要求。 

作业： 

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如何收集？ 

知识单元 3：统计数据的整理与显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统计整理的意义和内容： 

（1）统计整理的意义 

（2）数据整理的内容 

（3）数据整理的程序 

2.统计分组 

（1）统计分组的概念与种类 

（2）统计分组的原则 

（3）统计分组的种类 

（4）统计分组的方法 

数量标志分组的方法：分组时各组数量界限的确定必须能反映事物质的差别。 

根据被研究的现象总体的数量特征，采用适当的分组形式，确定相应的组距、组限。①分组的

形式如下：单项式分组 、组距式分组②组距分组的组限确定：“上限不在内” 原则③分组中的几

个基本概念：全距、组距、组数、组限、组中值、开口组与闭口组 

3.  分配数列 

分配数列的概念和种类：在统计分组的基础上，将总体所有的单位按某一标志进行归类排列。

可分为：品质数列和变量数列。分布数列的两个要素：一是总体按某标志所分的组；是各组所出现

的单位数，即频数，亦称次数（一般用 f 来表示）。 

变量数列的编制 

累计频数与累计频率：向上累计：由标志值小的方向向标志值大的方向累计。向下累计：由标

志值大的方向向标志值小的方向累计。 

频数分布的类型：钟型分布、U 型分布、J 型分布。  

4. 统计表 

统计表的作用 

统计表的定义和结构   

统计表的分类 

统计表的设计要求：统计表式设计应注意的事项，统计表内容设计应注意的事项。 

5.统计图 

常用的图形有四种：直方图、箱线图、茎叶图、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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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掌握统计数据的处理流程和各种方法。 

2．准确应用统计图和统计表显示统计数据的数量特征。 

作业： 

1. 搜集数据并分组； 

2. 练习绘制直方图、箱线图、茎叶图、雷达图。 

知识单元 4：数据的集中趋势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平均指标 

平均指标的概念及作用、平均数的种类及计算。 

数值平均数：简单算术平均数 ；加权算术平均数（1）单项式数列计算加权算术平均数 （2）

组距式数列计算加权算术平均数（3）平均数的大小受两个因素的影响（4）权数的概念（5）算术

平均数的数学性质：①各个变量值与算术平均数的离差总和等于零。②各个变量值与算术平均数的

离差平方总和为最小值。 

调和算术平均数：（1）概念（2）计算公式（3）加权平均数与调和平均数应用的条件：①加权

算术平均数一般用在未知分子的情况下。即总体标志总量未知。②调和算术平均数一般用在未知分

母的情况下。即总体单位数未知。 

由平均指标或相对指标计算平均数 

几何平均数 

常用的数值平均数的一般数量关系 

2. 位置平均数 

概念 

计算方法：位置平均数有两种：众数（Mo）、中位数（Me）。（1）众数①由单项式数列确定众数

②由组距式数列确定众数（2）中位数①未分组的原始资料②由已分组资料确定中位数 

3. 中位数、众数与算术平均数的关系  

学习目标： 

1．熟练掌握各种平均指标的计算方法及应用条件。 

2．准确理解、掌握中位数、众数与算术平均数的关系。 

作业：1.熟练计算教材的习题。 

2.用 SPSS计算集中趋势。 

知识单元 5：离散趋势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离散趋势的概念、作用和种类 

2．离散趋势指标的计算 

（1）全距 

全距的概念和特点 

（2）平均差 

平均差的概念和特点 

（3）标准差 

标准差的概念、特点及计算 

（4）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的意义和计算 

3.Z分数与异常值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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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熟练掌握各种离散指标的计算方法及应用条件。 

作业： 

1.熟练计算教材的习题。 

2.用 SPSS计算集中趋势。 

知识单元 6：抽样与抽样分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抽样 

（1）抽样调查的理论基础 

大数法则 

中心极限定理 

（2）抽样调查中的基本概念 

总体与样本 

（3）概率抽样与非概率抽样 

概率抽样 

非概率抽样 

（4）抽样框 

（5）抽样误差 

2.抽样分布 

抽样估计的特点 

抽样估计的优良标准 

抽样误差的概念 

（1）抽样实际误差 

（2）抽样平均误差的概念及计算 

（3）影响抽样误差大小的因素 

抽样极限误差 

学习目标： 

1. 掌握抽样方法的概念与具体操作程序。 

2. 掌握中心极限定理。掌握抽样推断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作业： 

1.熟练计算教材的习题。 

知识单元 7：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参数估计 

（1）点估计 

（2）区间估计 

2.假设检验 

（1）假设检验的意义和假设命题 

假设检验的意义 

显著性水平 

假设的命题 

（2）假设检验的方法 

假设检验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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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平均数的检验 

总体成数的检验 

学习目标： 

1．能够利用样本资料推断总体指标。 

2. 了解假设检验的意义、显著性水平及其在假设检验中的作用及假设检验的程序 

作业： 

1.熟练计算教材的习题。 

知识单元 8：相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相关的概念和种类 

相关的概念 

相关的种类 

（１）按相关的程度分，有完全相关、不完全相关和不相关。 

（２）按相关的性质分，有正相关和负相关。 

（３）按相关的形式分，有线性相关和非线性相关。 

（４）按影响因素多少分，有单相关和复相关。 

2.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的概念 

相关系数的计算与检验 

学习目标： 

了解相关分析的意义、相关的种类、熟练掌握相关系数的计算和应用。并能对实际问题进行分

析。 

作业： 

1.熟练计算教材的习题。 

2.熟练相关软件操作。 

知识单元 9：回归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１．回归分析的概念与意义 

２．相关与回归的区别和联系 

３．简单线性回归方程的建立及求解 

（1）配合回归直线 

（2）回归系数的意义 

4．回归直线的拟合 

(1)判定系数 

(2)估计标准误差 

估计标准误差的概念和作用 

5.回归直线的检验 

T检验 

F检验 

6.回归模型的预测 

学习目标： 

了解回归分析的意义；理解回归与相关的区别和联系，掌握简单线性回归方程的建立、应用和

分析方法。并能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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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熟练计算教材的习题。 

2.熟练相关软件操作。 

知识单元 10：时间序列分析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时间数列的概念和种类 

时间数列的概念 

时间数列的种类 

（１）总量指标动态数列 

（２）相对指标动态数列 

（３）平均指标动态数列 

编制时间数列的原则 

现象发展水平指标 

现象发展的速度指标 

2.速度问题 

发展速度 

定基发展速度与环比发展速度及相互关系 

定基发展速度与环比发展速度的计算 

增长量 

（１）逐期增长量与累积增长量及相互关系 

（２）平均增长量 

（３）增长量的计算 

增长速度 

定基增长速度和环比增长速度 

平均发展速度和平均增长速度 

（１）平均发展速度的计算 

· 几何平均法的计算 

· 方程式法的概念 

· 两种方法的不同点 

（２）平均增长速度的计算 

3.趋势分析  

影响动态数列的四个因素 

直线趋势的测定方法 

（１）时距扩大法 

（２）移动平均法 

（３）最小平方法 

季节变动的测定 

（１）季节变动的概念 

（２）按月平均法和趋势剔除法的不同特点 

学习目标： 

了解时间序列的概念、种类及编制原则。掌握现象发展水平指标和现象发展速度指标的计算，

了解时间数列的影响因素，掌握直线趋势测定的各种方法。能够应用于实际研究。 

作业： 

1.熟练计算教材的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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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熟练相关软件操作。 

知识单元 11：指数分析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指数的概念及种类 

指数的概念及作用 

广义指数的概念 

狭义指数的概念 

指数的作用 

指数的种类 

（１）按其所反映的对象范围的不同，分为个体指数和总指数。 

（２）按其所反映的指标性质不同，分为数量指标指数和质量指标指数。 

（３）按其计算方法和计算公式的表现形式不同，可分为综合指数、平均指数。 

综合指数 

综合指数的概念 

综合指数的特点 

编制综合指数，作为同度量因素的指标应该固定在哪个时期，要根据编制指数的具体任务以及

指数式的经济内容来决定。以经济内容为依据，确定综合指数中的同度量因素所属时期，具有一般

应用意义。同度量因素时期确定的一般方法是：编制质量指标综合指数应以计算期的数量指标为同

度量因素，说明在计算期实际条件下，此指标的变动对现实造成的影响具有实际意义。编制数量指

标综合指数则应以基期的质量指标为同度量因素。说明在质量指标保持不变的水平时，数量指标的

动态变化。在计算某一种综合指数时，分子与分母的同度量因素的数值必须是同一时期的。选择不

同时期的数值作为同度量因素，结果是不同的，经济意义也不相同。 

综合指数的计算及分析 

（１）数量指标指数 

编制时的一般原则是将同度量因素的时期固定在基期。 

（２）质量指标指数 

编制时的一般原则是将同度量因素的时期固定在报告期。 

平均指数 

平均指数的概念 

平均指数的计算 

（１）加权算术平均指数 通常以 p0q0为权数对个体数量指数进行加权算术平均，以此计算

的加权算术平均指数等于数量指标综合指数。 

（２）加权调和平均指数 通常以 p1q1为权数对个体质量指标进行加权调和平均，据此计算

的加权调和平均指数等于质量指标综合指数。 

2.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的意义 

因素分析的内容和步骤 

因素分析的具体形式： 

（１）总量指标因素分析： 

简单现象总体总量指标变动的因素分析。 

复杂现象总体总量指标变动的因素分析（综合指数体系的利用） 

（２）平均指标变动的因素分析 

学习目标： 

了解指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掌握总指数两种形式的编制方法，并能利用指数体系进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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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分析。能够应用于实际研究。 

作业： 

1.熟练计算教材的习题。 

知识单元 12：实验上机+复习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见实验 3。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3个，共 8学时 

实验 1：描述统计上机训练，实验室机房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描述统计 

实验要求：能熟练通过网络搜集间接数据。熟悉描述统计数字特征；研究一组数据的数字规律；

掌握直方图、箱线图、茎叶图绘制方法，掌握对不同类型的调查资料进行整理的方法，包括数据的

审核、问卷的编码方法、问卷的数据录入方法、对数据进行分组等。 

实验 2：相关与回归上机训练，实验室机房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熟悉散点图、运用常规方法计算相关系数、利用数据分析工具计算相关系数；研究

相关的现实数据的应用分析；掌握散点图方法，对回归分析结果进行显著性检验，进行回归预测。

能对结果进行解释。通过对数据的观察和分析，对适宜建立曲线方程的数据拟合曲线回归方程。 

实验 3：时间序列分析上机训练，实验室机房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熟悉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研究现实数据应用，掌握用统计软件对具体数据分析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统计学基础 3  

2 统计数据的收集 3  

3 统计数据的整理与显示 3  

4 统计数据的集中趋势 3  

5 统计数据的离散趋势 3  

6 统计实验上机 3  

7 抽样与抽样分布 3  

8 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 3  

9 相关分析 3  

10 回归分析 3  

11 相关与回归上机训练 3  

12 时间序列分析 1 3  

13 时间序列分析 2 3  

14 指数分析 1 3  

15 指数分析 2 3  

16 时间序列实验上机+复习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营销调研 

后续课程：计量经济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描述统计分析、相关与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指数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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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抽样分布、回归分析、时间序列分析、指数分析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 

2.案例讨论。 

3.自主选题发言。 

4.实践教学。 

教学手段： 

1.具体布置习题。 

2.组成研究小组。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学院实验室，电脑，excel和 spss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至少保证与授课同等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考虑到统计学学科发展实际，暂不自主编写出版统计学理论教学教

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南。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贾俊平等编著《统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5月 第 6版（普通高等教育“十

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教育部推荐教材、国家统计局优秀统计教材） 

2. 贾俊平编著《统计学学习指导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5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Terry Sincich著《例解商务统计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9月 第 1版 

2. 戴维 R 安德森等编著《商务与经济统计》，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 11月 第 1版  

执笔：张巍  审稿：刘志雄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2月 31日 

 

货币银行学 
Money and Banking 

课程号：30602013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商务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要使学生能充分了解金融与一国经济的相关性以

及金融固有的独特性，能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金融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以及我国在金融领域的

具体实践；2培养学生具有能运用这些基本理论知识来识别、阐明、分析、研究、探索当前金融主

要问题，特别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存在的实际问题的能力；3具有能独立思考、比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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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以适应新形势下对人才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的培养要求，切实贯彻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这一总的指导方针。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货币、利率、金融市场的基本概

念，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货币信用经济中的运行、地位及作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货币供求

的理论以及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实践，为国际金融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证券投资学、金融市

场学、保险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和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Why Study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Why Study Financial Markets? 
The Bond Market and Interest Rates 
The Stock Market 
Why Stud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Banking? 
Structure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Financial Crises 
Bank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inancial Innovation 
Why Study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Money and Business Cycles 
Money and Inflation 
Money and Interest Rates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Fiscal Policy and Monetary Policy 
Why Study International Finance?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How We Will Study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Exploring the Web 
Collecting and Graphing Data 
学习目标： 
It shows the student that money and banking is an exciting field because it focuses on economic 

phenomena that affect everydaylife. 
2. Using eight figures, this chapter encourages the student to look at data that bear on the 

centralissues in this field. 
3. An additional purpose of Chapter 1 is to provide an overview for the entire book, previewing the 

topics that will be covered in later chapters.  
作业： 
l 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  
l stockcharts.com/charts/historical/  
l www.federalreserve.gov  
l www.bls.gov/data/inflation_calculator.htm  
l www.kowaldesign.com/budget/  
l brillig.com/debt_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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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The Economagic Economic Time Series Page maintained by Economagic Inc. provides access 
to an extensive variety of economic time series (primarily U.S. data) with customized graphing and 
printing facilities. 

l General Resources on Macro and Financial Economics 
l Frederic S. Mishkin (Columbia University, NY) maintains a companion website for his 

text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seventh addition) that features audio clips, 
teaching tips, links to relevant data sources, and Federal Reserve websites. 

l The U.S. Federal Reserve Board maintains up-to-date Releases of Financial Time Series 
Dataavailable for downloading in a format suitable for Excel spreadsheet table and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s. 

l Market Research International (Beaumont, Texas) supports a site titled the Financial Forecast 
Center. This site provides freely available forecasts for stock prices, interest rates, foreign exchange rates, 
and other key economic indicators. Current economic indicators and historical data/graphs are also 
provided. 

l Business Week is a weekly economic news magazine, with a stress on the U.S. 
l CNN Financial Pages 
l The Economist is a highly regarded economic news magazine with an international orientation. 
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s a daily U.S. newspaper featuring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news. 
l The Financial Times publishes global business news and analysis. 
l The New York Times is a daily U.S. newspaper featuring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news. 
l Staff economists at the RFA (Regional Financial Associates) in West Chester, Pennsylvania, 

maintain a Website designed for economics students titled The Dismal Scientist. This site provides 
analysis of major economic events around the world as well as economic profiles of local areas by zip 
code. 

l The Economic Briefings site provides pointers to commentary on current newsworthy economic 
events. The site is maintained by John Irons as part of the About.com guide to online resources. 

l The Global Economic Forum provides commentaries on current economic events by Morgan 
Stanley economists (Steven Roach). 

l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IE) is a private, nonprofit, nonpartisan research 
institution devoted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The IIE attempts to anticipate emerging 
issues and to be ready with practical ideas to inform and shape public debate. Linked to the IIE home page 
is a "hot topics" site that provides commentaries, reports, and links focusing on important topical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l J. Bradford DeLong and Lawrence H. Summers, "The `New Economy': Backgrou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Questions, and Speculations" (html,84K),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Economic 
Review, Volume 86, Number 4, Fourth Quarter 2001, pages 29-59. 

l Nouriel Roubini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New York University) maintains a website 
on Global Economic Events that includes many resources related to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l Speeches by Alan Greenspan (out-going Chairma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and other top 
Fed officers on the state of the U.S. economy can be found at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Website. 
知识单元 2：Overview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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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verview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Func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Structure of Financial Markets 
Debt and Equity Markets 
Primary and Secondary Markets 
Exchanges and Over-the-Counter Markets 
Money and Capital Markets 
Financial Market Instruments 
Money Market Instruments 
Following the Financial News: Money Market Rates 
Capital Market Instruments 
Following the Financial News: Capital Market Interest Rate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Global: Are U.S. Capital Markets Losing Their Edge? 
International Bond Market, Eurobonds, and Eurocurrencies 
World Stock Markets 
Following the Financial News: Foreign Stock Market Indexes 
Function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Indirect Finance 
Transactions Costs 
Global: The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Relative to Securities Markets: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Risk Sharing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dverse Selection and Moral Hazard  
Types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Contractual Savings Institutions 
Investment Intermediaries 
Regulation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Increasing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Investors 
Ensuring the Soundness of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Financial Regulation Abroad 
学习目标： 
1.了解金融市场的概念、要素、分类；掌握金融工具的价格与收益及影响金融工具收益的因素；

掌握原生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的种类；了解货币市场各子市场的发展历程及市场的中外对比； 

2.重点掌握中国货币市场各子市场的经济政策意义及其发展方向；重点掌握货币市场与资本市

场的运作及其价格的形成；重点掌握资本市场的功能；了解证券发行市场的发行人、发行方式分类，

掌握证券选择及证券发行方式的选择；熟悉证券流通市场的参与人、组织方式和交易方式，了解证

券的上市与交易程序；了解基金市场、外汇与黄金市场以及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基本运作。在此基

础上，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完善等方面提出自己初步的认识和见解。 
作业： 
l http://stockcharts.com/freecharts/historical/  
l www.nyse.com/  
l www.nasdaq.com/  
l http://finance.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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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http://www.sec.gov/ 
l James Garve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maintains a guide to online 

financial economics resources at a website titled FINWeb. Included among these resources are journals, 
working papers, databases, and other finance-related websites. 

l Marc R. Saidenberg and Philip E. Strahan, "Are Banks Still Important for Financing Large 
Businesses?," Current Issues, Volume 5, Number 12, August 1999, publish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FRB-NY). To access this publication, visit the FRB-NY Research and Data Site. 
知识单元 3：What is Money?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Meaning of Money 
Functions of Money 
Medium of Exchange 
Unit of Account 
Store of Value 
Evolution of the Payments System 
Commodity Money 
Fiat Money 
Checks 
Electronic Payment 
E-Money 
FYI: Are We Headed for a Cashless Society? 
Measuring Money 
The Federal Reserve’s Monetary Aggregates 
Following the Financial News: The Monetary Aggregates 
FYI: Where Are All the U.S. Dollars? 
How Reliable Are the Money Data? 
学习目标： 
1.了解货币的起源，货币形式的发展与未来趋势; 

2.掌握货币的职能、本质、货币制度的基本内容，尤其要深刻理解货币层次的划分及其依据和

意义。 

作业： 
l www.federalreserve.gov/paymentsystems/default.htm  
l 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6/Current/ 
l The 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maintains a variety of sites on U.S. coins and currenc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money in the U.S., that can be accessed through theirEducational Site. 
l The Bureau of Engraving and Printing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maintains a variety of 

websites related to money, including Money Facts and The New Color of Moneyfocused on the newly 
redesigned $20 bill issued by the U.S. Federal Reserve System. 

l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maintains an on-line version of a 1995 Annual 
Report titled A Brief History of Our Nation's Paper Money. 

l The U.S. 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PBS) maintains on-line documentary materials for a 
variety of NOVA Programs Featuring Topics Related to Money 

l A Website on the History of Money is maintained by Glyn Davies and Roy Davies (University 
of Exeter, UK). See, also, the website maintained by Roy Davies titledMoney: Past, Pres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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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which provides sources of information on monetary history,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and the 
prospects for electronic money. 

l Dr. Phillip M. Hallam-Baker (World Wide Web Consortium) maintains a website on Electronic 
Payment Schemes. 

l John B. Taylor (Economics Professor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Under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2002) delivered a present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November 2002 titled A Half-Century of Changes in Monetary Policy. 
知识单元 4：Understanding Interest Rates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Measuring Interest Rates 
Present Value 
Application: Simple Present Value 
Application: How Much Is That Jackpot Worth? 
Four Types of Credit Market Instruments 
Yield to Maturity 
Application: Yield to Maturity on a Simple Loan 
Application: Yield to Maturity and the Yearly Payment on a 
Fixed-Payment Loan 
Application: Yield to Maturity and the Bond Price for a 
Coupon Bond 
Application: Perpetuity 
Global: Negative T-Bill Rates? It Can Happe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nterest Rates and Returns 
Maturity and the Volatility of Bond Returns: Interest-Rate Risk 
FYI: Helping Investors to Select Desired Interest-Rate Risk 
Summar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eal and Nominal Interest Rates 
Application: Calculating Real Interest Rates 
FYI: With TIPS, Real Interest Rates Have Become 
Observabl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Risk and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Risk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Default Risk 
Application: The Subprime Collapse and the Baa-Treasury 
Spread 
Liquidity 
Income Tax Considerations 
Summary 
Application: Effects of the Bush Tax Cut and Its Possible 
Repeal on Bond Interest Rates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s 
Following the Financial News: Yield Curves 
Expectations Theory 
Segmented Market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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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quidity Premium and Preferred Habitat Theories 
Evidence on the Term Structure 
Summary 
FYI: The Yield Curve as a Forecasting Tool for Inflation and 
the Business Cycle 
Application: Interpreting Yield Curves, 1980–2009 
学习目标： 
1.深刻理解利息的本质，了解利率种类及影响利率水平的决定因素； 

2.掌握利率的转换和计算方法； 

3.掌握几种重要的利率决定理论和利率的风险结构与期限结构理论的主要内容； 

4.掌握利率的一般功能，了解利率在宏观经济活动和微观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了解利率发挥作

用的环境与条件。 
作业： 
l www.bloomberg.com/markets/  
l www.teachmefinance.com/  
l www.martincapital.com/main/charts.htm  
l Clifford W. Smith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maintains a site titled Bonds as part of the on-lin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This site gives 
clear concise descriptions of the key attributes of U.S. Government bonds, corporate bonds, and municipal 
bonds. 

l The U.S. Federal Reserve Board maintains up-to-date Releases of Financial Time Series 
Data available for downloading in a format suitable for Excel spreadsheet table and graphical 
representations. 

l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Treasury Bills, Bonds, and Notes 
l Specific information about Treasury Inflation-Indexed Securities (TIPS) 
l TIAA-CREF provides access to various Publications by TIAA-CREF Institute researchers and 

other researchers that focus on various topics related to portfolio investment in bonds and stocks. 
l BondMarkets.Com provides research reports, links, newsletters and updates, and industry 

training manuals, materials, and tools related to the bond market. 
l Press releases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in 2004 can be found at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Press Releases Site. 
l Weekly releases of data regarding current interest rates for a variety of U.S. financial 

instruments are provided at the Federal Reserve Statistical Release Site. 
l Historical, current, and forecasted data on a variety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stocks, stock 

indexes, interest rates, exchange rates, etc.) are reported at The Financial Forecast Center. 
l Articles focusing on important current events related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interest rates can 

often be found in Business Week. Of particular interest for Mishkin Chapter 4 are the articles reported 
under BW's "Treasury Market Watch," where events significant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prices and 
interest rates on U.s. Treasury instruments are reported. 

l Investopedia.com maintains a tutorial site on Reading Financial Tables and Quotes. 
知识单元 5：Stock Market Pricing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The Stock Market, the Theory of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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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ing the Price of Common Stock 
The One-Period Valuation Model 
The Generalized Dividend Valuation Model 
The Gordon Growth Model 
How the Market Sets Stock Prices 
Application: Monetary Policy and Stock Prices 
Application: The Subprim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Stock Market 
The Theory of Rational Expectations 
Formal Statement of the Theory 
Rationale Behind the Theory 
Implications of the Theory 
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Rational Expectations in 
Financial Markets 
Rationale Behind the Hypothesis 
Stronger Version of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Application: Practical Guide to Investing in the Stock Market 
FYI: Should You Hire an Ape as Your Investment Advisor? 
Application: What Do the Black Monday Crash of 1987 and 
the Tech Crash of 2000 Tell Us About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Efficient Markets? 
Behavioral Finance 
学习目标： 
1.This chapter discusses theories of how stocks are priced and how information is incorporated into 

stock prices. Laying out the simple models of the oneperiod valuation model, the generalized dividend 
valuation model, and the Gordon growth model gives students the tools to understand how stock prices 
are determined.  

2.Two applications show students how relevant these models are by applying them to see how 
monetary policy influences stock prices. 

作业： 
l http://stocks.tradingcharts.com/  
l www.investorhome.com/emh.htm  
l John Duca, How Does the Stock Market Affect the Econom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Southwest Economy, September/October 2001. 
l William N. Goetzmann (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 Chapter VIII: Inform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Capital Markets (html), in An Introduction to Investment Theory. (Last Accessed: 
10/10/05) 

l Detailed stock market data (e.g., indices for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the S&P 500, 
and the NASDAQ composite) are provided by the Financial Forecast Center 

l Detailed stock quotes, charts, and historical stock data can also be accessed 
at http://stocks.tradingcharts.com 

l Free real-time streaming of stock market data is provided by Lycos Inc. 
at http://finance.lycos.com/home/livecharts 

l An introductory discussion of 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is provided 
at http://www.investorhome.com/em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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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nvestorHome.Com maintains an interesting site called Historical Stock Market Anomalies with 
links to resource sites on a various forms of anomalies (systematic deviations from 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alleged by researchers to have been found in financial market data. 

l "Dividend's End," The Economist, Print Edition, January 10, 2002, available online. 
l Dolan Capital Management maintains a Primer on Equity Valuation that reviews a number of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he valuation of common stock shares. 
l Dr. Edward Yardeni, Stock Valuation Models (pdf,31pp), Topical Study No. 58, Prudential 

Financial, January 6, 2003. 
l Geoffrey Friesen (Dept. of Finance, ISU) and Paul Weller (Dept. of Finance, U of Iowa), 

"Quantifying Cognitive Biases in Analyst Earnings Forecasts," Working Paper, Department of Finance, 
ISU, October 2003. 
知识单元 6：Financial Futures, Forward Rate Agreements, and Interest Rate Swaps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Futures contracts differ from forward contracts because they are traded on formal exchanges, 

involve standardized instruments, and positions require a daily marking to market. Forward contracts are 
negotiated between parties, do not necessarily involve standardized assets, and require no cash exchange 
until expiration. 

2. Futures traders who take speculative positions purposefully increase their overall risk position 
with the hope of earning extraordinary profits. 

3. Futures traders who hedge take a position to reduce overall risk. This is accomplished by 
positioning the futures contract to increase in value when the cash position decreases in value, and vice 
versa. With financial futures, risk cannot be eliminated, only reduced. Traders normally assume basis risk 
in that the basis (futures rate minus the cash rate) might change adversely between the time the hedge is 
initiated and closed. 

4. Microhedges with futures involve taking a futures position to reduce interest rate risk associated 
with a specific asset, liability, or commitment. Macrohedges involve taking a futures position to reduce 
interest rate risk associated with a bank's total portfolio. 

5. A hedger will sell financial futures contracts based on fixed-income securities to reduce risk of loss 
if cash rates were to rise. A hedger will buy the same financial futures contracts to reduce risk of loss if 
cash rates were to fall. 

6. The size of a futures position depends on the value of the cash market exposure to changing 
interest rates, the time over which the exposure exists, the face value of the futures contract, and the 
relative sensitivity of expected rate movements on the cash position compared to the futures instrument. It 
also reflect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trader wants to hedge the cash market exposure or speculate. 

A forward rate agreement (FRA) is a forward contract based on interest rates. The buyer of a 
FRA agrees to pay a fixed-rate coupon payment (at the exercise rate) and receive a floating-rate 

payment against a notional principal amount at a specified future date. The seller of a FRA agrees to make 
a floating-rate payment and receive a fixed-rate payment against a notional principal amount at a specified 
future date. Both parties will either make a cash payment or receive a cash payment if the actual floating 
rate at the specified future date (settlement date) differs from that originally expected. 

8.  The buyer of a FRA will receive (pay) cash when the actual interest rate at settlement is greater 
than the exercise rate (specified fixed-rate). The seller of a FRA will receive (pay) cash when the actual 
interest rate at settlement is less than the exercise rate. 

9. With basic (plain vanilla) interest rate swaps, two parties facing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est rate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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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exchange interest payments. One exchanges a fixed-rate payment for a floating rate payment, while 
the other exchanges a floating rate payment for a fixed-rate payment. When interest rates change, the 
party that benefits from a swap receives a net cash payment while the party that loses makes a net cash 
payment. 

10. Most swap transactions are handled by dealers who make a market in swap contracts. Swap 
dealers offer terms for both fixed-rate and floating rate payers and earn a spread for their services. Swap 
agreements often require that each party post collateral to cover potential decreases in value of the 
position. This mitigates credit risk. 

11. If they use swaps to hedge, banks that lose in the cash market when interest rates increase 
(decrease) will normally benefit from a basic swap if they agree to make (receive) a fixed-rate payment 
and receive (make) a floating rate payment. 

12. Banks may use swaps to manage interest rate risk by exchanging payments, or they may act as 
swap dealers (intermediaries) by arranging swap transactions for other participants. 

学习目标： 
1.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inancial futures contracts, how they are priced, and basic trading 

activity.  
2. Demonstrate differences between speculation and hedging activity.  
3. Explain how banks can use financial futures to manage interest rate risk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transactions (microhedging). 
4. Explain how banks can use financial futures to manage interest rate risk associated with the entire 

portfolio (macrohedging).  
5.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rward rate agreements.  
6. Explain how banks can use forward rate agreements to manage interest rate risk with specific 

transactions.  
7. Describe the mechanics of basic interest rate swaps and demonstrate their use in managing interest 

rate risk. 
作业： 
课堂习题 

知识单元 7：Options, Caps, Floors, and More Complex Swaps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A call option gives the buyer the right to buy a fixed amount of the underlying asset at a specific 

strike price for a set period of time. 
2. A put option gives the buyer the right to sell a fixed amount of the underlying asset at a specific 

strike price for a set period of time. 
3. A bank that buys a call option on Eurodollar futures gains when the price of the underlying futures 

contract increases, that is, when the underlying futures rate decreases. Banks thus buy call options as a 
hedge against falling interest rates. 

4. A bank that buys a put option on Eurodollar futures gains when the price of the underlying futures 
contract decreases, that is, when the underlying futures rate increases. Banks thus buy put options as a 
hedge against rising interest rates. 

5. The buyer of a call option or a put option pays a premium for the option. The premium represents 
the entire cost of the position as there is no margin requirement and the buyer can lose no more than the 
initial premium. One attraction to the purchase of either a call or put option is that the buyer knows the 
maximum potential loss, or cash outflow. Buying these options when used to offset interest rate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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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sewhere is like buying insurance. In contrast, the sale of an option has unlimited loss potential.  
6. The purchase of a put option effectively places a cap on a bank's borrowing cost. The bank can 

reduce the cost of the cap by simultaneously selling a call option. The premium received from the sale of 
the call option reduces the cash outlay on the put, but also sets a floor on the bank's borrowing cost. 
Brokers attempt to get banks to buy collars or reverse collars as a way to lower the up-front premium cost. 
Of course, the banks give up most of the positive outcome were rates to move in a favorable direction. 

7. A bank that buys a call option or put option as a hedge, generally prefers that the option expire 
worthless. In this situation, the bank normally gains in the cash market such that the option has no value at 
expiration. As such, gains in the cash market potentially exceed the premium cost of the long option 
position. 

8. The buyer of an option can exit the position by i) exercising the option and forcing the seller to 
perform, ii) letting the option expire, or iii) offsetting the position prior to expiration by taking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position (by selling the same option). 

9. Banks can buy interest rate caps, floors, collars, and reverse collars to hedge or speculate. The 
purchase of an interest rate cap is effectively the purchase of a call option on an interest rate. It protects 
against rising interest rates. The purchase of an interest rate floor is effectively the purchase of a put 
option on an interest rate. It protects against falling interest rates. The purchase of a cap is the 
simultaneous purchase of an interest rate cap and sale of an interest rate floor, which establishes bounds 
(or a collar) within which the underlying rate fluctuates. It protects against rising rates, but has a lower 
cost than a cap because the sale of the floor reduces the initial cash outlay. The purchase of a reverse 
collar is the simultaneous purchase of an interest rate floor and sale of an interest rate cap. It protects 
against falling interest rates, but at a lower cost than the outright purchase of a floor. 

10. Interest rate caps and floors can be used to convert fixed rate loans and deposits to floating rate 
instruments. They can also be used to hedge against general interest rate movements. As options, they 
protect against the adverse event, but retain potential benefits from favorable rate moves. 

11. Banks can also use interest rate swaps with call options and put options to hedge interest rate risk 
and to reduce borrowing costs. 

12. A swap with a call option gives the party that pays a fixed-rate and receives a floating rate the 
option to terminate the swap prior to swap expiration. A swap with a put option gives the party that 
receives the fixed rate and pays a floating rate the option to terminate the swap prior to swap expiration. 

学习目标： 
1. Introduc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tions on financial futures. 
2. Demonstrate how banks can use call and put options on financial futures to manage interest rate 

risk. 
3. Provide applications of options on financial futures for microhedging and macrohedging purposes. 
4. Demonstrate how interest rate caps, floors, and collars can be used to convert loans from fixed to 

floating rates, convert fixed deposit rates to floating deposit rates, and to generally manage interest rate 
risk. 

5. Introduce the features of interest rate swaps with call options and put options. 
6. Provide an application of how a firm can use interest rate swaps with options to reduce borrowing 

costs. 
作业： 
课堂习题 

知识单元 8：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inancial Structure 
参考学时：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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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Basic Facts About Financial Structure Throughout the World 
Transactions Costs 
How Transactions Costs Influence Financial Structure 
How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dverse Selection and Moral Hazard 
The Lemons Problem: How Adverse Selection Influences 
Financial Structure 
Lemons in the Stock and Bond Markets 
Tools to Help Solve Adverse Selection Problems 
FYI: The Enron Implosion 
How Moral Hazard Affects the Choice Between Debt and 
Equity Contracts 
Moral Hazard in Equity Contracts: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Tools to Help Solve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How Moral Hazard Influences Financial Structure in Debt Markets 
Tools to Help Solve Moral Hazard in Debt Contracts 
Summary 
Applicati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FYI: Should We Kill All the Lawyers? 
Application: Is China a Counter-Example to the Importanc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Conflicts of Interest 
What Are Conflicts of Interest and Why Do We Care? 
Why Do Conflicts of Interest Arise? 
What Has Been Done to Remedy Conflicts of Interest? 
FYI: The Demise of Arthur Andersen 
FYI: Credit-Rating Agencies and the Subprime Financial Crisis 
FYI: Has Sarbanes-Oxley Led to a Decline in U.S. Capital 
Markets? 
学习目标： 
1.This chapter provides an outline of this literature to the student and provides him or her with an 

economic understanding of why our financial system is structured the way it is.  
2.In addition, it emphasizes the ideas of adverse selection and moral hazard, which are basic 

economic concepts that are useful in understanding financial crises in Chapter 9, principles of bank credit 
risk management in Chapter 10, and principles of bank regulation in Chapter 11. 

作业： 
1.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laureates/2001/popular.html 
2.2001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to George Akerlof, 

Michael Spence, and Joseph Stiglitz for work on Markets with Asymmetric Information. 
3.Home page of the Enron Corporation. 
4.John C. Coffee, Jr., "What Caused Enron?: A Capsul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1990's" 

(pdf,51pp.), Working Paper No. 214, The Center for Law and Economic Studies, Columbia Law School, 
New York, NY, January 20, 2003. 

Abstract: Between January 1997 and June 2002, approximately 10% of all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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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announced at least one financial statement "restatement" -- i.e., a financial irregularity that 
was in need of correction. The author uses Enron, WorldCom and other specific case histories to 
investigate the three plausible explanations for this phenomenon: the "Gatekeeper Story"; the "Misaligned 
Incentives Story"; and the "Herding Story." 

5.Lerach Coughlin Stoia Geller Rudman & Robbins, Enron Fraud Website. 
Note: Lerach et al. are the attorneys who filed a consolidated class action lawsuit against Enron 

Corporation in the U.S. District Court in Houston. Included at this website are resources related to this 
lawsuit, including an explanation of the suit, recent court documents, press releases, and related article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a 2004 paper by attorney William S. Lerach titled "The Chickens Have Come 
Home to Roost" linked to this website. 

6.Government Documents on the Enron Corporation maintained by Purdue University Library. 
7.Enron Timeline (Wikpedia). 
8.Houston Chronicle, Special Report: Enron. 
Note: This site provides a number of resources related to Enron that appear to be current (as of 

11/7/05), including: Trial Calendar; Prosecution Scorecard; papers detailing the fall of Enron (including 
some primary materials); papers focusing on the nature of the accusations; and papers focusing on the 
investigations of Enron that have been launched. 

9.The Federal Energy Regulatory Commission (FERC) maintains a website titled FERC: Information 
Released in Enron Investigation. 

10.A statement of the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 can be found at this website maintained by 
FindLaw.com. 

11.A Summary of the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 can be found at this website maintained by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ICPA).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a section of this 
website that discusses How the Sarbanes-Oxley Act Affects the Accounting Profession. 
知识单元 9：Financial Crises and the Subprime Meltdow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Factors Causing Financial Crises 
Asset Market Effects on Balance Sheets 
Deterioration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Balance Sheets 
Banking Crisis 
Increases in Uncertainty 
Increases in Interest Rates 
Government Fiscal Imbalances 
Dynamics of Past U.S. Financial Crises 
Stage One: Initiation of Financial Crisis 
Stage Two: Banking Crisis 
Stage Three: Debt Deflation 
Application: The Mother of All Financial Crises: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Subprime Financial Crisis of 2007–2008 
Financial Innovations Emerge in the Mortgage Markets 
Housing Price Bubble Forms 
Agency Problems Arise 
Information Problems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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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ing Price Bubble Bursts 
Crisis Spreads Globally 
Banks’ Balance Sheets Deteriorate 
High-Profile Firms Fail 
Bailout Package Debated 
Recovery in Sight? 
Global: The Treasury Asset Relief Plan and Government 
Bailouts 
Dynamics of Financial Crises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Stage One: Initiation of Financial Crisis 
Stage Two: Currency Crisis 
Stage Three: Full-Fledged Financial Crisis 
Application: Financial Crises in Mexico, 1994–1995; 
East Asia, 1997–1998; and Argentina, 2001–2002 
Global: The Perversion of the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Globalization Process 
学习目标： 
This chapter is an application of the agency theory,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dverse selection and moral hazard), that was covered in the previous chapter. 
Agency theory is used to outline the six factors that play key roles in financial crises. 

作业： 
l www.amatecon.com/gd/gdtimeline.html  
l www.imf.org  
l http://assets.opencrs.com/rpts/RS22988_20081120.pdf 
l Ross Levine, "More on Finance and Growth: More Finance, More Growth?,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July/August 2003. 
l A speech by Alan Greenspan, Chairma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titled "Lessons from the 

Global Crises" and delivered on September 27, 1999, can be found at theFederal Reserve Board Website 
for 1999 Documents. 

l Nouriel Roubini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New York University) maintains a website 
on Current Controversies in Macroeconomics that includes materials on recent and past financial crises 
arising in a variety of different countries. 

l The World Bank is meant to be a source of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home page of the World Bank provides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its 
history, mission, organization, rules of operation, and ongoing projects. 

l David Ellerman, Can the World Bank be Fixed?, Post-Autistic Economics Review, Issue No. 33, 
14 September 2005, article 1. 

Abstract: This provocative and controversial article argues that most aid and "help" is actually 
unhelpful in the sense of either overriding or undercutting the autonomy of those being "helped." The 
author argues, in particular, that the World Bank is the primary example over the last half century of the 
failures of social engineering to "engineer" development. Moreover, frustration over these failures, 
particularly in Africa, is now leading the World Bank and many other development agencies towards the 
other form of unhelpful help, namely, long-term charitable relief.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fundamental conundrum of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s how to encourage autonomous development on the 
part of those in need of help without either overriding or undercutting autonomy through social 
engineering or long-term charitable rel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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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0：Banking and the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The Bank Balance Sheet 
Liabilities 
Assets 
Basic Banking 
General Principles of Bank Management 
Liquidity Management and the Role of Reserves 
Asset Management 
Liability Management 
Capital Adequacy Management 
Application: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Bank Capital 
Application: How a Capital Crunch Caused a Credit Crunch 
in 2008 
Managing Credit Risk 
Screening and Monitoring 
Long-Term Customer Relationships 
Loan Commitments 
Collateral and Compensating Balances 
Credit Rationing 
Managing Interest-Rate Risk 
Gap and Duration Analysis 
Application: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Interest-Rate Risk 
128 
Off-Balance-Sheet Activities 
Loan Sales 
Generation of Fee Income 
Trading Activities and Risk Management Techniques 
Global: Barings, Daiwa, Sumitomo, and Société Générale: 
Rogue Traders and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Managing Interest Rate Risk: GAP and Earnings Sensitivity 
学习目标： 
1. Explain the structure of risk-based capital standards at U.S. commercial banks. 
2. Explain what the function of bank capital is both from the view of bank regulators and bank 

managers. 
3. Demonstrate the influence of regulatory capital requirements on bank operating policies. 
4. Describe what balance sheet items constitute bank capital. 
5. Explain how the FDIC Improvement Act (FDICIA) established capital categories and prompt 

regulatory corrective actions associated with a bank’s capital profile. 
6.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pital. 
7. Describe the role and impact of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and proposals to improve current 

weaknesses of the system. 
8. Identify factors that cause a bank’s net interest income and net interest margin to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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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Describe the traditional static GAP model used to assess a bank's interest rate risk. 
10. Identify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static GAP model. 
11. Describe how embedded options in assets and liabilities make it difficult to assess actual 

repricing frequencies and the ultimate impact on expected cash flows. 
12. Demonstrate the basic features of earnings sensitivity analysis. 
13. Introduce a rate sensitivity report and earnings at risk report. 
14. Analyze strategies to manage interest rate risk. Address whether banks can vary GAP to take 

advantage of perceived movements in interest rates. 
15.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measuring interest rate risk in terms of price sensitivity of assets, 

liabilities, and stockholders’ equity. 
16. Demonstrate applications of Macaulay’s duration, modified duration, and effective duration in 

estimating price sensitivity. 
17. Introduce duration Gap and duration-based models of interest rate risk. 
18. Describe how sensitivity analysis is applied to a bank’s market value of equity (MVE). 
19. Document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GAP and duration gap analysis. 
20. Critique various strategies to manage earnings and MVE in terms of what a bank’s bets are 

versus the prevailing yield curve. 
作业： 
http://investor.bankofamerica.com/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upManual/default.htm#trading  

知识单元 11：Banking Industry: Structure,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Banking System 
Multiple Regulatory Agencies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the Growth of the “Shadow Banking 
System” 
Responses to Changes in Demand Conditions: 
Interest Rate Volatility 
Responses to Changes in Supply Condition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YI: Will “Clicks” Dominate “Bricks”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Avoidance of Existing Regulations 
FYI: Bruce Bent and the Money Market Mutual Fund Panic 
of 2008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Banking 
Structure of the U.S. Commercial Banking Industry 
Restrictions on Branching 
Response to Branching Restrictions 
Bank Consolidation and Nationwide Banking 
The Riegle-Neal Interstate Banking and Branching Efficiency 
Act of 1994 
What Will the Structure of the U.S. Banking Industry Look Like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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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Comparison of Banking Stru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 
Are Bank Consolidation and Nationwide Banking Good Things? 
Separation of The Banking and Other Financial Service Industries 
Erosion of Glass-Steagall 
The Gramm-Leach-Bliley 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 of 1999: Repeal of Glass-Steagall 
Implications for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Separation of Banking and Other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FYI: The Subprim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Demise of Large, 
Free-Standing Investment Banks 
Thrift Industry: Regulation and Structure 
Savings and Loan Associations 
Mutual Savings Banks 
Credit Unions 
International Banking 
Eurodollar Market 
Global: The Ironic Birth of the Eurodollar Market 
Structure of U.S. Banking Overseas 
Foreign Banks in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Analysis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Asymmetric Information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 
Government Safety Net 
Global: The Spread of Government Deposit Insurance 
Throughout the World: Is This a Good Thing? 
Restrictions on Asset Holdings 
Capital Requirements 
Prompt Corrective Action 
Global: Basel 2: How Well Will It Work? 
Financial Supervision: Chartering and Examination 
Assessment of Risk Management 
Disclosure Requirements 
Consumer Protection 
FYI: Mark-to-Market Accounting and the Subprime 
Financial Crisis 
Restrictions on Competition 
Summary 
FYI: The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Regulation 
Global: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gulation 
The 1980s Savings and Loan and Banking Crisis 
Banking Crises Throughout the World 
“Déjà vu All Over Again” 
Whither Financial Regulation After the Subp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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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Crisis? 
Increased Regulation of Mortgage Brokers 
Fewer Subprime Mortgage Products 
Regulation Compensation 
Higher Capital Requirements 
Additional Regulation of Privately Owned 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s 
Heightened Regulation to Limi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isk Taking 
Increased Regulation of Credit-Rating Agencies 
Additional Regulation of Derivatives 
The Danger of Overregulation 
学习目标： 
1. It provides an analytic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financial innovation in 

which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spond to changes in the financial environment by searching for innovations 
that are likely to be profitable. 

2. This framework is then used to show how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changes in the ability to 
process information have led to a decline in the traditional banking business and to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banking industry. 

3. This chapter stresses the economic way of thinking by conducting an economic analysis using 
the adverse sel ection and moral hazard concepts to show why our regulatory system takes the form it 
does and how it led to a banking crisis in the 1980s. 

作业： 
l www.ny.frb.org/banking/supervisionregulate.html  
l www.federalreserve.gov/bankinforeg/reglisting.htm  
l www.fdic.gov/regulations/laws/important/index.html  
l www.fdic.gov/bank/historical/bank/index.html  
l www.fdic.gov/bank/  
l http://www2.fdic.gov/hsob/index.asp  
l Kenneth J. Robinson, "Banks Venture Into New Territor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Policy Review, Volume 1, Number 2, 2002. 
l A speech by Alan Greenspan, Chairman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titled "The Evolution of 

Bank Supervision" and delivered on October 11, 1999, can be found at theFederal Reserve Board Website 
for 1999 Documents. 

l Stephen G. Cecchetti, "The Future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Regulation: An 
Overview," Current Issues, Volume 5, Number 8, May 1999, publish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FRB-NY). To access this publication, visit the FRB-NY Research and Data Site. 

l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maintains a website that explains its structure and operations and also 
provides recent press releases, testimony, and speeches by Federal Reserve officials. 

l The primary mission of the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is to protect 
investors and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U.S. securities markets. The home page of the U.S.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provides detail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SEC's history, mission, rules of operation, 
and regulatory actions. 

l A December 1999 speech by Laurence Meyer (Member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Governors) titled "The Implications of Financial Modernization Legislation for Bank Supervision" that 
focuses on the Gramm-Leach-Bliley Act, under which key provisions of the Glass-Steagall Act of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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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significantly weakened, can be found at theFederal Reserve Board Website for 1999 Documents. 
l A February 3, 2000 speech by Laurence Meyer (Member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Governors) titled "Implementing the Gramm-Leach-Bliley Act" can be found at theFederal Reserve Board 
Website for 2000 Documents. 

l A February 8, 2002 speech by Mark W. Olson (Member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Governors) titled "Implementing the Gramm-Leach-Bliley Act: Two Years Later" can be found at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Website for 2002 Documents. 

l The most important laws that have affected the banking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listed at 
a website titled Important Banking Legislation, maintained by the U.S.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FDIC). 

l The most important Federal regulations imposed on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listed and explained in a Regulation website maintain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l Resources linked to the home page for the U.S.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include a 
statement of FDIC law, regulations and related Acts. 

l A March 1, 2002 speech by Edward M. Gramlich (Member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Governors) titled "Lending to Lower-Income Households" focuses on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CRA) as a means of encouraging lending to low and moderate income 
borrow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speech can be accessed at Federal Reserve Board Website for 2002 
Documents. 

l Jonathan Zinman, "The Efficacy and Efficiency of Credit Market Interventions: Evidence from 
the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pdf, 53pp),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Job Market Paper, MIT, 
January 28, 2002. 

Using data on both banks and potential commercial borrowers,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CRA) does increases credit to small businesses as intended, with little suggestion of 
crowding out or adverse effects on bank performance. 
知识单元 12：Central Banks and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Price Stability Goal and the Nominal Anchor 
The Role of a Nominal Anchor 
The Time-Inconsistency Problem 
Other Goals of Monetary Policy 
High Employment 
Economic Growth 
Stability of Financial Markets 
Interest-Rate Stability 
Stability in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Should Price Stability Be The Primary Goal of Monetary Policy? 
Hierarchical Versus Dual Mandates 
Price Stability as the Primary, Long-Run Goal of Monetary Policy 
Origin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nside the Fed: The Political Genius of the Founde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Structure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Federal Reserve B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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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de the Fed: The Special Role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Member Banks 
The Price Stability Goal and the Nominal Anchor 
The Role of a Nominal Anchor 
The Time-Inconsistency Problem 
Other Goals of Monetary Policy 
High Employment 
Economic Growth 
Stability of Financial Markets 
Interest-Rate Stability 
Stability in Foreign Exchange Markets 
Should Price Stability Be The Primary Goal of Monetary Policy? 
Hierarchical Versus Dual Mandates 
Price Stability as the Primary, Long-Run Goal of Monetary Policy 
Origin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nside the Fed: The Political Genius of the Founde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Structure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Federal Reserve Banks 
Inside the Fed: The Special Role of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Member Banks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Inside the Fed: The Role of the Research Staff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FOMC) 
The FOMC Meeting 
Inside the Fed: Green, Blue, and Beige: What Do These 
Colors Mean at the Fed? 
Why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Really Runs 
the Show 
How Independent Is the Fed? 
Inside the Fed: How Bernanke’s Style Differs from 
Greenspan’s 
Structure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uropean System of Central Banks 
and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Governing Council 
How Independent Is the ECB? 
Structure and Independence of Other Foreign Central Banks 
Bank of Canada 
Bank of England 
Bank of Japan 
The Trend Toward Greater Independence 
Explaining Central Bank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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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de the Fed: The Evolution of the Fed’s Communication 
Strategy 
Should the Fed Be Independent? 
The Case for Independence 
The Case Against Independence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and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out the World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央银行设立的客观必要性及其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明确中央银行的性质； 
2.认识中央银行体制的类型，全面掌握中央银行的职能及中央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 
3.理解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及相对独立性； 
4.认识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关系，掌握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与分析方法； 
5.掌握中央银行的主要业务。 
作业： 
l www.federalreserve.gov/pubs/frseries/frseri.htm  
l www.federalreserve.gov/otherfrb.htm  
l www.federalreserve.gov/bios/boardmembership.htm  
l 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fomc.htm  
l www.ecb.int  
l www.bank-banque-canada.ca/  
l www.bankofengland.co.uk/index.htm  
l www.boj.or.jp/en/index.htm/  

知识单元 13：The Money Supply Process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Three Players in the Money Supply Process 
The Fed’s Balance Sheet 
Liabilities 
Assets 
Control of the Monetary Base 
Federal Reserve Open Market Operations 
Shifts from Deposits into Currency 
Discount Loans 
Other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Monetary Base 
Overview of the Fed’s Ability to Control the Monetary Base 
Multiple Deposit Creation: A Simple Model 
Deposit Creation: The Single Bank 
Deposit Creation: The Banking System 
Deriving the Formula for Multiple Deposit Creation 
Critique of the Simple Model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Money Supply 
Changes in the Nonborrowed Monetary Base, MBn 
Changes in Borrowed Reserves, BR, from the Fed 
Changes in the Required Reserve Ratio, r 
Changes in the Currency Hol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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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Excess Reserves 
Overview of the Money Supply Process 
The Money Multiplier 
Deriving the Money Multiplier 
Intuition Behind the Money Multiplier 
Money Supply Response to Changes in The Factors 
Application: The Great Depression Bank Panics, 1930–1933 
学习目标： 
1.2理解货币供给的基本概念，区分货币供给与货币供应量； 
2.掌握不同层次货币的创造过程及影响因素，货币供给同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间的关系，经

济活动的不同主体分别如何影响货币供给量； 
3.认识并理解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外生性问题，并能够运用相关原理解释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

的一些经济现象。 
作业： 
l 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rptcongress/annual04/  
l http://www.richmondfed.org/about_us/visit_us/tours/money_museum/index.cfm?WT.si_n=Sear

ch&WT.si_x=3  
l 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3/  
l 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6/  
l John B. Taylor (Economics Professor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Under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 2002) delivered a present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November 2002 titled A Half-Century of Changes in Monetary Policy. 

l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maintains a website titled U.S. Monetary Policy: 
An Introduction. This site describes U.S. monetary policy as it is currently conducted by answering a 
series of questions, e.g., how does monetary policy affect the U.S. economy? 

l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maintains a website titled Monetary Policy Links that 
provides a list of links to recent publications on monetary policy appearing in a variety of professional and 
academic outlets. 
知识单元 14：Tools of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 and Tactics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The Market for Reserves and the Federal Funds Rate 
Demand and Supply in the Market for Reserves 
Inside the Fed: Why Does the Fed Need to Pay Interest 
on Reserves? 
How Changes in the Tools of Monetary Policy Affect the 
Federal Funds Rate 
Application: How the Federal Reserve’s Operating 
Procedures Limit Fluctuations in the Federal Funds Rate 
Open Market Operations 
A Day at the Trading Desk 
Advantages of Open Market Operations 
Discount Policy 
Operations of the Discount Window 
Lender of Last Re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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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de the Fed: Using Discount Policy to Prevent a 
Financial Panic 
Inside the Fed: Federal Reserve Lender-of-Last-Resort 
Facilities During the Subprime Financial Crisi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iscount Policy 
Reserve Requirements 
Disadvantages of Reserve Requirements as a Policy Tool 
Monetary Policy Tools of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Open Market Operations 
Lending to Banks 
Reserve Requirements 
The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 and Tactics 
Monetary Targeting 
Monetary Targe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Germany 
Global: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s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 
Advantages of Monetary Targeting 
Disadvantages of Monetary Targeting 
Inflation Targeting 
Inflation Targeting in New Zealand, Canad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dvantages of Inflation Targeting 
Disadvantages of Inflation Targeting 
Monetary Policy With an Implicit Nominal Anchor 
Advantages of the “Just Do It” Approach 
Disadvantages of the “Just Do It” Approach 
Inside the Fed: Chairman Bernanke and Inflation Targeting 
Tactics: Choosing the Policy Instrument 
Criteria for Choosing the Policy Instrument 
Tactics: The Taylor Rule 
Inside the Fed: Fed Watchers 
Central Banks’ Response to Asset-Price Bubbles: Lessons From 
the Subprime Crisis 
Two Types of Asset-Price Bubbles 
Should Central Banks Respond to Bubbles? 
Should Monetary Policy Try to Prick Asset-Price Bubbles? 
Are Other Types of Policy Responses Appropriate? 
Fed Policy Procedures: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Early Years: Discount Policy as the Primary Tool 
Discovery of Open Market Operations 
The Great Depression 
Inside the Fed: Bank Panics of 1930–1933: Why Did the 
Fed Let Them Happen? 
Reserve Requirements as a Policy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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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Finance and the Pegging of Interest Rates: 1942–1951 
Targeting Money Market Conditions: the 1950s and 1960s 
Targeting Monetary Aggregates: the 1970s 
New Fed Operating Procedures: October 1979–October 1982 
De-Emphasis of Monetary Aggregates: October 1982– Early 1990s 
Federal Funds Targeting Again: Early 1990s and Beyond 
Preemptive Strikes Against Inflation 
Preemptive Strikes Against Economic Downturns and Financial 
Disruptions: LTCM, Enron, and the Subprime Meltdown 
International Considerations 
学习目标： 
1.了解货币政策的内容，明确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及各目标之间的关系； 
2.了解西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理解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原

因； 
3.深刻理解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掌握在不同经济时期货币政策的运用及其与财政政策的协

调。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进行分析研究。 
作业： 
l 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openmarket.htm  
l www.frbdiscountwindow.org/  
l 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reservereq.htm  
l 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fomc.htm  
l www.federalreserve.gov/pf/pf.htm  
l www.economagic.com/  
l 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3/  
l www.federalreserve.gov/aboutthefed/relatedWebSites.htm  
l www.bls.gov/cpi/  
l ftp://ftp.bls.gov/pub/special.requests/cpi/cpiai.txt  
l http://www.gpo.gov/fdsys/browse/collection.action?collectionCode=ERP 

知识单元 15：Transmission Mechanisms of Monetary Policy: The Evidence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Framework for Evaluating Empirical Evidence 
Structural Model Evidence 
Reduced-Form Evidence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s of Structural Model Evidenc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Reduced-Form Evidence 
FYI: Perils of Reverse Causation: A Russian Folk Tale 
Conclusions 
FYI: Perils of Ignoring an Outside Driving Factor: 
How to Lose a Presidential Election 
Application: The Debate on the Importance of 
Monetary Policy to Economic Fluctuations 
Early Keynesian Evidence on the Importance of Money 
Objections to Early Keynesian Evidence 
Early Monetarist Evidence on the Importance of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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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the Monetarist Evidence 
FYI: 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 and the Debate on 
Money and Economic Activity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of Monetary Policy 
Traditional Interest-Rate Channels 
Other Asset Price Channels 
Credit View 
FYI: Consumers’ Balance Sheets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Why Are Credit Channels Likely to Be Important? 
Application: The Subprime Recession 
Lessons for Monetary Policy 
Application: Applying the Monetary Policy Lessons to Japan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2.理解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择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进行分析研究。 
作业： 
l 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openmarket.htm  
l www.frbdiscountwindow.org/  
l 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reservereq.htm  
l www.federalreserve.gov/monetarypolicy/fomc.htm  
l www.federalreserve.gov/pf/pf.htm  
l www.economagic.com/  
l 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3/  
l www.federalreserve.gov/aboutthefed/relatedWebSites.htm  
l www.bls.gov/cpi/  
l ftp://ftp.bls.gov/pub/special.requests/cpi/cpiai.txt  
l http://www.gpo.gov/fdsys/browse/collection.action?collectionCode=ERP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Unit 1:  Why Study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Unit 2:  Overview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3  

2 Unit 2:  Overview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3  

3 
Unit 3:  What is Money? 
Unit 4:  Understanding Interest Rates 

3  

4 Unit 4:  Understanding Interest Rates 3  
5 Unit 5: Stock Market Pricing 3  

6 
Unit 6: Financial Futures, Forward Rate Agreements, and Interest 
Rate Swaps 

3  

7 
Unit 6: Financial Futures, Forward Rate Agreements, and Interest 
Rate Swaps  
Unit 7: Options, Caps, Floors And More Complex Swaps 

3  

8 Unit 7: Options, Caps, Floors And More Complex Swaps 3  

9 
Unit 8: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inancial Structure 
Unit 9: Financial Crises and the Subprime Meltdown 

3  

10 Unit 10: Banking and the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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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Unit 10: Banking and the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3  

12 
Unit 11: Banking Industry: Structure,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 
Unit 12: Central Banks and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3  

13 
Unit 13: The Money Supply Process 
Unit 14: Tools of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 and Tactics 

3  

14 
Unit 14: Tools of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 and Tactics 

3  

15 
Unit 15: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of Monetary Policy: The 
Evidence 

3  

16 final paper presentation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会计学 

后续课程：国际金融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证券投资学、金融市场学、保险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货币及信用、利率、金融市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货币信用经济中的运行、地位及

作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货币供求。 

难点：西方的利率理论、货币供求理论、金融衍生工具等及在我国金融发展、改革实践中的应

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学生分组展示。 

3.课程论文。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网络。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16周学生分组展示，3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Final Exam 50% ，Assignments 20% ，Final Project 30%– 10% Power Point 

presentation and 20% final paper.  

7、作业要求： 

每章课后阅读。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by Frederic Mishkin. Pearson, 

Addison Wesley, 9th Edition. ISBN-10: 0-321-59979-9 or ISBN-13: 978-0-321-599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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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参考书 

1. Koch and Macdonald: 《Bank Management》(7e), South-Western Cengage Learning，2010. 

2. ［美］Madura: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第 6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3. ［美］滋维·博迪：《投资学》（第 6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中译本。 

4. ［美］威廉·夏普：《投资学》（第 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译本。 

5. ［英］洛伦兹·格利茨：《金融工程学》（修订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 

6. 胡庆康：《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7. 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8. 付一书：《中央银行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9. 李崇淮，黄宪：《西方货币银行学》（增订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 

10. 李敏：《货币银行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11. 李扬，王国刚，何德旭：《中国金融理论前沿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2. 刘玉操：《国际金融实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13. 邱崇明：《现代西方货币理论与政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14. 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第 2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 

15. 伍海华：《西方货币金融理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 

16. 谢百三：《金融市场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17. 姚长辉:《货币银行学》（第 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8. 易纲，吴有昌：《货币银行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19. 易宪容，黄少军：《现代金融理论前沿》，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 

20. 王佩真：《货币金融理论与政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霍文文：《金融市场学教程》，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21. 陆前进，卢庆杰：《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年。 

22. 潘英丽:《商业银行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23. 龚明华：《现代商业银行业务与经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24. 张亦春，郑振龙，林海：《金融市场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25. 郑振龙，陈蓉：《金融工程》（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26. 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第 3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 

27. 郑振龙，陈蓉：《金融工程》（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执笔：李宗怡  审稿：杨丽花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2月 31日 

 

会计学 
Accounting 

课程号：306020163/7060200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经济学专业和工商管理双学位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明确会计的本质、基本职能、会计目标及其对象、任务，认识做好

会计工作对于加强企业经济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意义；2、理解会计要素、科目和账户的相

关理论和记账方法及其具体应用； 3、掌握会计凭证、账簿的基本内容和实务操作中的要求，初步

掌握成本计算和财产清查技巧；4、明确会计核算形式的种类和各种会计核算形式的执行程序；5、

能够阅读和编制基本会计报表，并进行与会计报表相关的财务评价指标计算；6、了解会计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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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内部管理制度的设置、对会计人员的要求和我国的会计法规体系等。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不仅学会运用各种方法处理问题，还

要弄清各种方法的基本道理，进而能够独立地进行操作演算。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广大学生要通

过本课程的学习概括理解会计的基本理论，初步掌握会计的基本技能，以便在后续课程中进一步深

入理解和运用。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总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会计的基本概念。 

2．会计的对象 

3.会计的任务 

4.会计假设 

5.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6. 会计核算基本程序和方法 

学习目标： 

1．理解会计的职能和特点。 

2．掌握会计对象、会计要素和会计的任务，在对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和会计信息质量要求这

两个会计理论问题作概括了解的基础上，明确会计核算方法的组成内容和相互联系。 

作业： 

1．会计有什么职能？ 

2．怎样理解会计的含义？ 

3．会计的对象是什么？ 

4．会计的任务是什么？ 

5．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是什么？ 

6．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包括哪几个？ 

7．会计核算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包括哪几种？ 

知识单元 2：会计科目和会计账户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会计要素。 

2．会计等式。 

3. 会计科目。 

4. 账户及其基本结构。 

学习目标： 

1． 理解会计要素的划分原则和划分方法 

2． 掌握会计等式中各个会计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业务发生后对会计等式中各个会计要
素的影响 

3． 熟悉会计科目的作用以及科目内容和科目级次， 

4． 掌握设置账户的必要性以及账户的基本结构。  

作业： 

1． 会计要素有哪几种？ 

2． 为什么说“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是会计基本等式？ 

3． 怎样理解会计科目与账户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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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3：复式记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复式记账原理。 

2．借贷记账法。 

3. 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的平行登记。  

学习目标： 

1． 掌握复式记账的概念。 

2． 理解复式记账的理论基础和意义。 

3． 掌握借贷记账方法的基本内容，并能够结合简单经济业务加以初步运用。 

4． 掌握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的关系。 

5． 理解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平行登记要点。 

6． 掌握平行登记的方法。  

作业： 

1．怎样理解复式记账原理？ 

2． 借贷记账法包括哪些内容？ 

3.什么是会计分录？如何编制会计分录？ 

4．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的平行登记的要点是什么？  

知识单元 4：账户和借贷记账法的应用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企业的主要经济业务。 

2．筹集资金业务核算。 

3. 采购业务核算。  

4.生产业务核算。 

5.销售业务核算。 

6.财务成果分配核算。 

学习目标： 

1． 理解企业资金筹集、生产准备、产品生产、产品销售、财务成果等业务活动的内容，账户
设置(账户的性质、用途和结构)和主要业务的账户对应关系。 

2． 掌握账户和借贷记账法的具体应用。 

作业： 

1． 企业的主要经济业务有哪些？ 

2． 会计核算过程中各需设置哪些账户？主要账户的对应账户有哪些？ 

知识单元 5：账户分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账户按经济内容的分类。 

2．账户按用途和结构的分类。 

学习目标： 

1. 了解账户按经济内容分为哪些类别，账户按用途和结构分为哪些类别，各类账户能够提供
什么性质的核算指标，怎样记录经济业务。 

2. 理解各类账户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3. 掌握各类账户在提供核算指标方面的规律性。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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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账户按经济内容如何分类？ 

2．账户按用途和结构如何分类？ 

知识单元 6：会计凭证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会计凭证的意义和种类。 

2．原始凭证的填制和审核。 

3. 记账凭证的填制和审核。 

4. 会计凭证的传递和保管。 

学习目标： 

1. 掌握会计凭证的概念，了解会计凭证的作用。 

2. 掌握会计凭证的分类方法，包括原始凭证的分类方法和记账凭证的分类方法。 

3. 了解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应包括的基本要素。 

4. 掌握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的填制方法。 

5. 熟悉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的审核内容。 

6. 了解会计凭证的传递和保管的基本要求。 

作业： 

1． 会计凭证的意义和种类如何？ 

2.原始凭证的填制方法和审核要求是什么？ 

3.记账凭证的填制方法和要求是什么？如何审核？ 

知识单元 7：账簿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账簿的意义和种类。 

2．账簿的设置和登记。 

3. 账簿启用和登记规则。 

4. 对账和结账。 

学习目标： 

1．理解设置和登记账簿对于系统地提供经济信息、加强经济管理的作用。 

2．熟悉日记账、总分类账、明细分类账的内容、格式、登记依据和登记方法。 

3.掌握登记账薄的各种规则，包括错账更正的规则。 

作业： 

1．账簿的意义和种类有哪些？ 

2．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如何平行登记？ 

3．账簿登记和使用的规则是什么？ 

4．更正错账的方法有哪些？。 

5．如何对账和结账？ 

知识单元 8：会计核算形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会计核算的形式的意义和要求。 

2．记账凭证核算形式。 

3. 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 

4. 多栏式日记账核算形式。 

5. 汇总记账凭证核算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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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记总账核算形式。 

7. 普通日记账核算形式。 

学习目标： 

1.理解合理建立会计核算形式的意义和基本要求。 

2.熟悉各种会计核算形式的基本内容，包括凭证、账簿的设置，账务处理程序和优缺点，并根

据企业的业务性质、经营规模、财会人员业务水平等条件，研究各种会计核算形式的适用范围。 

作业： 

    1．会计核算形式的意义和要求。 
    2．记账凭证核算形式。 
    3．科目汇总表核算形式。 
    4．多栏式日记账核算形式。 
    5．汇总记账凭证核算形式。 
    6．日记总账核算形式。 
    7．普通日记账核算形式。 
知识单元 9：财产清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财产清查的意义和种类。 

2．财产清查的方法。 

3. 财产清查结果的处理。 

学习目标： 

1. 理解财产清查的必要性和种类，重点研究各种材料物资、货币资金和往来款项的清查方法。 
2. 理解财产清查结果的业务处理和账务处理。 

3. 熟悉各种会计核算形式的基本内容，包括凭证、账簿的设置，账务处理程序和优缺点，并
根据企业的业务性质、经营规模、财会人员业务水平等条件，研究各种会计核算形式的适用范围。 

作业： 

    1．货币资金盘盈盘亏的账务处理。 
    2．财产物资盘盈、盘亏和毁损的账务处理。 
    3．坏账损失的账务处理。 
知识单元 10：财产报告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财务报告作用、种类和编制要求。 

2. 财务状况报表。 

3. 财务成果报表。 

4. 会计报表附表的编制。 

5. 财务会计报告的报送和汇总。 

学习目标： 

1.理解会计报表的作用、种类和编制要求。 

2.掌握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的结构原理和基本的编制方法。 

作业： 

1．会计报表的编制要求。 

    2．资产负债表的作用、结构和编制方法。 
    3．利润表的作用、结构和编制方法。 
    4．利润分配表的作用、结构和编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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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 
知识单元 11：会计工作的组织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组织会计工作的意义和要求。 

2. 会计机构。 

3. 会计人员。 

4. 会计法规制度。 

学习目标： 

1.理解会计报表的作用、种类和编制要求。 

2.掌握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的结构原理和基本的编制方法。 

作业： 

1.会计人员的职责是什么？ 

2.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包括哪些内容？ 

知识单元 12：会计管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会计信息。 

2. 会计预测。 

3. 会计决策。 

4. 会计控制。 

5. 会计分析。 

6. 会计检查。 

7. 会计电算化。 

学习目标： 

1.了解会计信息特征，学会如何处理会计信息。 

2.了解会计预测的作用，掌握预测的基本程序和方法。 

作业： 

1.会计人员的职责是什么？ 

2.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包括哪些内容？ 

（二） 实践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总论 3  

2 会计科目和账户 3  

3 会计科目和账户 3  

4 复式记账法 3  

5 账户和借贷记账法的应用 3  

6 账户和借贷记账法的应用 3  

7 账户和借贷记账法的应用 3  

8 账户和借贷记账法的应用 3  

9 账户分类 3  

10 会计凭证 3  

11 会计账簿 3  

12 会计核算形式 3  



4269 

13 财产清查 3  

14 财务会计报告 3  

15 财务会计报告 3  

16 会计工作的组织和会计管理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财务会计、财务管理、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审计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会计理论、会计核算。 

难点：会计分录编制。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授课。35课时对知识点的讲授。 

2.实训训练。19课时对知识点进行针对性的实操训练。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实务操作。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程自主时间根据学生的差异有所不同，平均 20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训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基础会计》，陈国辉、迟旭生 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年 2月第 4版。 

（二）推荐参考书 

1《企业会计准则》（2006、2014），财政部。 

2.《会计学原理》，吴水澎，经济科学出版社。 

3.《会计原理》（第三版），石本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执笔：张美玲、梁建桥、余宇莹  审稿：陈佳俊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2月 31日 

 

财政学 
Public Finance 

课程号：306020173、7060202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我校商学院经济学专业和国际商务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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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正确认识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2.掌握财政学的基本理论

框架和内容 3.了解财政的基本业务知识和技能 4.运用财政学理论和政策制度分析、认识经济财政

中的现实问题，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财政制度的核心框架如财政支出理论及其主要支

出项目，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尤其是税收理论与我国的主要税制以及政府公债制度、预算及其管

理体制等，为经济学与国际商务专业的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财政学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财政概念与财政职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财政概念 

2．政府和市场关系 

3．财政职能 

学习目标： 

1．了解财政，公共物品和公共需要，公共财政等基本概念和含义。 

2．掌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认识财政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3．掌握财政的三大职能。 

作业： 

1、公共财政的含义是什么？具有哪些特征？  

2、试述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及其财政介入经济生活的必要性。 

3、试述现代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三大职能。 

知识单元 2： 财政支出的基本理论问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共物品的提供、生产和定价 

2．财政支出效应的分析和评价  

3．财政的法制化、民主化和财政监督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物品的提供方式和公共定价的方法。 

2．掌握财政支出成本效益分析的工具。 

3．了解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内容。 

作业： 

1、简述准公共物品的提供方式及其选择。 

2、试述财政支出的成本效益方法。 

3、简述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内容。 

知识单元 3： 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财政支出分类 

2．财政支出规模分析  

3．财政支出结构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财政支出的功能分类和经济分类方法。 

2．掌握衡量财政活动规模的衡量指标以及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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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与优化的思路。 

作业： 

1、试述“瓦格纳法则”的基本原理。 

2、试述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宏观因素。 

3、试论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政策建议。 

知识单元 4：经常性支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行政管理与国防支出 

2．教育、科技和医疗卫生支出  

3．社会保险支出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行政管理支出和国防支出的变化、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了解我国教育、科技和医疗卫生支出的变化、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了解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及存在的问题。 

作业： 

1、试分析我国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偏高的原因。 

2、试述政府介入医疗卫生领域的理由，并思考介入的范围。 

3、试论如何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 

知识单元 5：投资性支出与转移性支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基础设施投资支出 

2．财政投融资制度  

3．财政补贴 

4．税收支出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支出的方式与改革。 

2．了解我国财政投融资的概念、特征、现状及改革。 

3．了解财政补贴的效应和我国财政补贴制度的调整与改革。 

4．了解税收支出的概念与形式 

作业： 

1、试分析政府投资的特点和范围的影响因素。 

2、试述财政投融资的概念及其特征。 

3、试论我国财政补贴的调整与改革。 

4、试述税收支出概念以及提出这一概念的意义。 

知识单元 6：财政收入规模与构成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财政收入的分类 

2．财政收入规模的影响因素及我国的实证分析  

3．我国财政收入的构成及非税收入的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财政收入的不同分类方法。 

2．掌握影响财政收入规模的主要经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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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我国财政收入规模的变化趋势并进行评估。 

4．了解我国非税收入的主要变化趋势。 

作业： 

1、为什么说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进步对财政收入起决定作用。 

2、试述收费不同于税收的性质和特殊作用。 

3、如何评价“土地财政”问题。 

知识单元 7：税收原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税收的属性、税收术语和税收分类 

2．税收原则 

3．税负的转嫁与归宿 

学习目标： 

1．掌握税收的三性，主要税收术语和税收分类方法。 

2．掌握税收的公平类与效率类原则以及了解税收中性问题。 

3．掌握税负转嫁与归宿的一般规律。 

作业： 

1、如何正确理解税收的“三性”。 

2、简述税收中性和超额负担。 

3、试述研究税负转嫁的现实意义。 

知识单元 8：税收的经济效应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税收经济效应的作用机制 

2．税收的经济影响 

3．税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学习目标： 

1．掌握税收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作用机理。 

2．掌握税收对劳动供给、居民储蓄、投资和个人收入分配的影响机理。 

3．了解税收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观点及实践。 

作业： 

1、试述税收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2、试说明“拉弗曲线”及其原理。 

3、试评析减税政策。 

知识单元 9：税收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税收制度及其历史演变 

2．世界各国税制改革的实践和趋势 

3．我国税制的历史演进和税制改革 

学习目标： 

1．了解税收制度发展的历史演进。 

2．了解最新的各国税制的改革实践活动。 

3．了解我国税收制度的历史演进。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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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述最适课税论的主要内容。 

2、简述世界各国工商税制改革的实践和趋势。 

3、简述我国取消农业税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 

知识单元 10：我国现行税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商品课税 

2．所得课税 

3．资源与财产课税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主要商品税种增值税与消费税及其改革。 

2．了解我国主要所得税种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及其改革。 

3．了解我国现行资源税与财产税及其改革。 

作业： 

1、简述我国增值税扩围的必要性。 

2、简述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实践和改革前景。 

3、试述我国财产税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知识单元 11：公债制度与市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债的概念、分类及其政策功能 

2．公债规模与风险的衡量 

3．公债市场及其功能 

4．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学习目标： 

1．掌握公债的概念、分类。 

2．掌握李嘉图定理及公债的功能。 

3．掌握公债风险的衡量指标。 

4．了解公债市场的功能与我国公债市场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5．掌握债务的风险分类，了解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 

作业： 

1、简述并评价李嘉图等价定理。 

2、如何评价《马约》规定的赤字率和债务率参考值的政策效应。 

3、试分析我国公债市场的现状及其完善的方向。 

4、试说明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现状及其治理的思路和前景。 

知识单元 12：政府预算与预算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政府预算概念与分类 

2．政府预算编制的原则 

3．我国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 

学习目标： 

1．掌握政府预算的概念与分类。 

2．了解预算编制的原则及其变化。 

3．了解我国政府收支的分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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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了解我国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实践。 

作业： 

1、简述编制政府预算的主要原则。 

2、试述编制部门预算的意义及其基本内容。 

3、试述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主要内容。 

知识单元 13：财政管理体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财政管理体制的概念与类型 

2．分级分税管理体制的特点 

3．我国分税制改革的实践 

学习目标： 

1．掌握财政管理体制的概念与类型。 

2．了解分级分税管理体制的特点。 

3．了解我国分税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存在的问题。 

作业： 

1、简述政府间收支划分的理论依据 

2、何谓粘蝇纸效应。 

3、试述我国分税制的主要内容及进一步完善的方向。 

知识单元 14：财政平衡与财政赤字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财政平衡的含义及财政赤字的计量 

2．财政赤字与社会总供求平衡 

3．财政赤字的经济效应 

学习目标： 

1．正确理解财政平衡。 

2．了解财政赤字的计量口径和分类。 

3．掌握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及其经济效应。 

4．掌握财政赤字的挤出效应等 

作业： 

1、如何正确理解财政收支平衡 

2、试分析我国当前财政赤字的状况。 

3、简述财政赤字债务化和货币化的经济效应。 

知识单元 15：财政政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财政政策的目标与工具 

2．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4．我国财政政策的实践 

学习目标： 

1．掌握财政政策的目标和工具。 

2．掌握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其乘数原理。 

3．掌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必要性及其各种不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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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了解我国财政政策的实践。 

作业 

1、简述自动稳定和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区别。 

2、试述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时滞差别的意义。 

3、试总结和评价我国财政政策实施和操作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 

知识单元 16：开放经济下的财政问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我国的关税以及出口退税制度 

2．我国的外债及其管理 

3．国际税收的内涵 

4．国际重复征税及其减除办法等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的关税及其出口退税制度及其作用。 

2．了解我国外债管理的主要制度及外债风险问题。 

3．掌握税收管辖权的含义。 

4．了解国际重复征税的主要减除办法。 

作业： 

1、简述保护关税的成本 

2、试述出口退税的理论依据及 WTO规则。 

3、简述国际重复征税及其减除办法。 

4、试分析内外平衡与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财政概念与财政职能 3  

2 财政支出的基本理论问题 3  

3 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分析 3  

4 经常性支出 3  

5 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 3  

6 财政收入规模与构成分析 3  

7 税收原理 3  

8 税收的经济效应 3  

9 税收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3  

10 我国现行税制 3  

11 公债制度与公债市场 3  

12 政府预算与预算管理 3  

13 财政管理体制 3  

14 财政平衡与财政赤字 3  

15 财政政策 3  

16 开放经济下的财政问题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经济学原理 

后续课程：其他财政经济类课程的基础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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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财政职能，财政支出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财政支出增长的理论解释，公共选择理论，

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财政投融资制度，税收原则与税负转嫁与归宿的原理，税收的经济效应，我

国税制的演变与现行税制，公债规模与风险评估，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我国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分

税制改革以及财政政策和国际税收等内容。 

难点：财政支出的成本效益分析，投票理论，税收的经济效应，最有税收理论，公债规模的风

险评估，隐性负债与或有负债，国际重复课税的减除办法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案例讨论。 

3．自主选题发言。 

教学手段： 

1． PPT教学课件。 

2．案例分析录像和读本。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大班授课，无实验教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可利用多媒体课件作为辅助，阅读课堂推荐的课外材料、参与教师举办的专题研讨活动以

及创新项目训练等形式，提升学习效果。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 3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使用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国家规划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陈共编著《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5月 第 8版（教育部经济管理类核心课

程教材；“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国家级精品课程）。 

（二）推荐参考书 

1.邓子基，陈工：《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4月第 3版。 

2.巫建国：《公共财政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年版。 

3.张义博：《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经济效应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5年版。 

4.丛树海，郑春荣：《国际社会保障全景图》，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2016年版。 

5毛程连，庄序莹：《西方财政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6.贾小雷：《公共产权收入问题研究》，年版。 

7.高志立：《税式支出:理念·政策·案例》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1年版。 

8.刘佐：《中国税制概览：2016年》，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年版。 

9.李华，樊丽明等著： 《优化中国税制结构的方向和路径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5

年版。  

10.胡怡建：《税收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11.李燕：《政府预算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执笔：郭琳、马丽娜 审稿：张巍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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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课程号：3060202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选修）课程。同时也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要求学生了解课程的性质、任务及其研究对象，全面了解课程的体系、结构，对人力资源

管理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2、要求学生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理解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学

会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分析和解决企业实际问题的方法。 

3、要求学生紧密联系实际，学会分析案例，解决实际问题，把学科理论的学习融入对经济活

动实践的认识之中，切实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含义和特点 

2．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目标和任务 

3．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兴起 

学习目标： 

1．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本概念 

2、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产生的历史背景 

3、我国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现状 

知识单元 2：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本原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关于人的哲学 

2、人事管理原理 

3. 中外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学习目标： 

1．了解人的哲学 

2、掌握人事管理原理 

3、明白中国古代的人事思想 

4、知道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知识单元 3：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础工作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组织结构设计 

2．工作分析 

3．职位评价 

学习目标： 

1．掌握组织设计的目的、方法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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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工作分析的基本方法 

3、了解职位评价的意义和步骤 

4、了解职位分类的基本的概念 

知识单元 4：人力资源计划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人力资源计划的含义 

2．人力资源需求预测 

3．人力资源供给预测 

学习目标： 

1、了解人力资源计划的必要性 

2、掌握人力资源需求分析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3、熟悉人力资源供给分析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4、知道制定企业人力资源计划的步骤 

知识单元 5：人员招聘与人事测评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招聘概述 

2．人员招聘 

3．人员选拔与人事测评 

4.  招聘管理工作 

学习目标： 

1、了解人员招聘的一般程序 

2、掌握人员选拔与人事测评技术 

3、掌握面试技巧 

4、了解测试的信度和校度的含义 

5、知道招聘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 

知识单元 6：人员使用与调配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人员使用的原则 

2．人员调配的作用和意义 

3．人员调配的原则和类型 

4.  人员职务升降 

5.  人员流动的理论基础 

6.  人员流动管理 

学习目标： 

1、掌握人员调配的原则和类型 

2、了解人员升降的功能 

3、掌握人员流动的理论基础 

4、了解人员流动管理 

知识单元 7：人事风险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人事风险的含义和危害 



4279 

2．人事风险的主要表现 

3．人事风险形成的原因 

4.  规避和防范人事风险的对策 

学习目标： 

1、掌握人事风险的含义和特征 

2、掌握人事风险的防范 

3、了解人事风险的主要表现和成因 

4、熟悉人事风险的防范对策 

知识单元 8：绩效考核管理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绩效考核的意义 

2．绩效考核结果的应用 

3．绩效考核的方法 

4. 对于部门的考核 

5. 绩效考核体系的设计 

6. 绩效考核中的问题 

学习目标： 

1、掌握绩效考核的意义 

2、了解绩效考核的难点 

3、知道绩效考核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4、掌握选择和应用可行的绩效考核方法 

5、熟悉绩效考核中易出现的问题及防范方法 

知识单元 9：薪酬管理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报酬的含义和内容 

2．薪酬的含义和内容 

3．工资制度 

4. 工资给付方式 

5. 工资关系 

6. 福利 

7. 奖励和惩罚 

8. 薪酬管理的影响因素 

9. 薪酬管理策略 

10. 现代薪酬管理思想 

11. 中国企业薪酬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学习目标： 

1、了解薪酬的基本概念 

2、掌握奖励和惩罚的综合运用 

3、掌握薪酬策略的制定方法 

4、了解现代薪酬管理思想 

5、了解中国企业薪酬管理现状与对策 

知识单元 11：人员培训 
参考学时：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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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  培训是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手段 

2．培训的原则和形式 

3．员工培训 

4. 管理人员的开发 

5. 培训的组织管理 

6. 组织学习与学习型组织 

学习目标： 

1、了解培训与人力资源开发的关系 

2、熟悉培育的重要性 

3、了解对不同培训对象的培训内容重点及培训形式 

4、掌握企业培训组织工作的主要内容 

5、掌握培训方案的意义 

6、了解组织学习与学习型组织的含义 

知识单元 11：职业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职业管理概述 

2．影响职业生涯的因素 

3．个人职业计划 

4. 企业的职业管理 

学习目标： 

1、了解职业生涯、职业规划、职业管理的含义 

2、熟知职业发展观的含义和意义 

3、掌握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的内容 

4、掌握企业进行职业管理的内容和方法 

知识单元 12：劳动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基本概念 

2．劳动者的地位和权益 

3．工会、职代会的地位和作用 

4. 劳动协商和谈判 

5. 劳动争议及处理 

学习目标： 

1、了解劳动关系的内涵 

2、了解工会和职代会在我国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3、掌握解决劳动争议的原则、途径和方法 

4、掌握中国当前劳动关系的趋势及其整合出路 

知识单元 13：组织文化建设 
参考学时：2.5学时 

学习内容： 

1.  组织文化的内涵 

2．理想追求与人力资源的动力开发 

3．群体价值观与组织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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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组织文化建设步骤 

5. 劳动争议及处理 

学习目标： 

1、了解组织文化的基本概念 

2、了解组织文化建设原理 

3、掌握组织文化与组织竞争力 

4、了解组织哲学 

知识单元 14：领导者与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 
参考学时：2.5学时 

学习内容： 

1.  领导者的权威观与人员能动性 

2．领导者的人才观与队伍素质 

3．领导集体的心理结构与领导团队的优化 

4. 领导者的价值观与组织文化 

学习目标： 

1、了解领导者价值观与人力资源开发 

2、掌握领导者心理结构与领导者团队建设 

知识单元 15：21世纪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21世纪的人力资源开发 

2. 21世纪的人力资源开发 

学习目标： 

1、了解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对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影响 

2、掌握 21世纪忍耐力资源开发与管理趋势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导论 2  

2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本原理     2  

3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础工作 3  

4 人力资源计划    2  

5 人员招聘与人事测评 3  

6 人员的使用与调配      2  

7 人事风险 2  

8 绩效考核管理 6  

9 薪酬管理 8  

10 人员培训 6  

11 职业管理    3  

12 劳动关系 3  

13 组织文化建设 2.5  

14 领导者与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2.5  

15 21世纪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1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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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组织行为学，组织结构设计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人力资源计划、人员招聘、人员培训、绩效评估、薪酬、劳动关系。 

难点：管理学基本原理、人力资源计划、绩效评估、薪酬、劳动关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案例分析法。本课采用案例教学法，用经典案例来引导学生理解。案例的引入丰富了教

学过程，使得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理论而不觉枯燥。 

（2）互动教学法。鉴于本课的概念众多且理论丰富，在教学过程中选择互动教学很有帮助。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取向学生提出问题的方式与学生互动。互动教学能更好地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动性。 

（3）情景模拟法。通过模拟工作场所的场景，更直观地向学生展示了对于学生来说还比较陌

生的工作中的管理实践。情景模拟法加深了学生的印象，提高了学生对陌生的实践领域的认识和理

解程度。 

（4）启发引导法。在课堂中通过综合运动多种图片，案例和问题引导学生对于知识主动的思

考。这种启发式教学法能够将学生的学习从被动接受转变成主动理解，同时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

提高教学的效果。 

（5）PPT和板书的结合运用。PPT可以通过视觉刺激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兴趣，而

板书可以展示本节课中最关键的内容，并以最简练的方式表现出来，可以加深学生对于本节课框架

和重点的印象。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PPT、板书和视频的结合使用。并安排学生做小组演示，增加学生的参与性。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在课后应对书本知识有一定时间的回顾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适当留出作业要求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德等编著《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1 月 第 4 版（普通

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董克用、叶向峰等编著《人力资源管理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9月 第 3版 

2. 彭剑锋主编《人力资源管理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2月 第 2版 

3. 加里-德斯勒等主编《人力资源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 6月 第 6版  

执笔：葛建华  审稿：李景华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6日 

第一章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导论（总 3学时） 

本章学习目标 

1、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本概念 

2、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产生的历史背景 

3、我国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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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含义和特点 

一、 人力资源定义： 

能够推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劳动者的能力，即处在劳动年龄的已直接投入建设和尚未投入

建设的人口的能力。 

人力资源定义的两种方式： 

1、从能力的角度 

2、从人的角度：一定社会区域内所有具有劳动能力的适龄劳动人口和超过劳动年龄的人口的

总和。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指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方法，对与一定物力相结合的人力进行合理的培训、组织与调配，使人力、

物力经常保持最佳比例，同时对人的思想、心理和行为进行恰当的诱引、控制和协调，充分发挥人

的主观能动性，使人尽其才，事得其人，人事相宜，以实现组织目标。 

1、对组织中的人力资源进行管理； 

2、对工作中的人和人的工作进行管理。 

3、管理的意义则是为了完成组织的目标。 

二、人力资源开发的特点 

1、人力资源的生物性 

2、人力资源的能动性 

3、人力资源的动态性 

4、人力资源的智力性 

5、人力资源的再生性 

6、人力资源的社会性 

三、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含义 

包括二个方面 

1、对人力资源外在要素----量的管理 

2、对人力资源内在要素----质的管理 

四、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特点 

1、综合性 

2、实践性 

3、发展性 

4、民族性 

5、社会性 

第二节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目标和任务 

在一切资源中，人力资源是第一宝贵的资源。不断提高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水平，不仅是当

前发展经济、提高竞争力的需要，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企业长期兴旺发达的

重要保证。 

一、取得最大的使用价值 

取得最大的使用价值，实现人力资源的精干与高效： 

根据价值工程理论    价值 V＝功能 F/成本 C 

要使人员使用价值最大化，可以有 4种 

1、功能提高、成本不变； 

2、成本降低、功能不变； 

3、成本提高、功能提得更高 

4、提高功能、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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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 4种办法最理想，即大价值、高效能、低成本----正如马克思所说：真正的财富在于用

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 

人的有效技能＝人的劳动技能×适用率×发挥率×有效率 

二、 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 

影响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 

1、 基本因素----价值标准和基本信念 

具体而言有三个层次 

（1） 社会价值观 

（2） 群体价值观 

（3） 个人价值观 

2、 实际因素----现实的激励因素 

（1） 任用情况 

（2） 信任程度 

（3） 晋升制度 

（4） 工资制度 

（5） 奖励制度 

（6） 处罚制度 

（7） 参与制度 

（8） 福利状况 

3、 偶发因素 

三、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管理人员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 

1、知识。必须知道如何处理问题和履行职责，必须熟悉所管理的领域如生产、销售、财务、

会计、技术等，怎样进行计划、组织、指挥、激励和协调。 

2、技能。具备解决问题和决策的技能，能够处理各种突发事件，与人沟通，善于抓住本质和

要害，良好的沟通能力、创造能力、敏感性、书面表达能力。 

3、态度。如何看待自己的职务？看待上下级关系？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对自己未来的希望和

抱负？如何看待挑战、变化和责任？ 

4、行为方式。衣着、仪表、风度、讲演方式、工作作风、感情流露方式、情感色彩等。 

现代组织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培养高素质、全面发展的人。 

第三节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兴起 

企业管理的全部历史，大致经历了经验管理、科学管理、文化管理三个阶段。 

一、 从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到文化管理 

1911 年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的出版，标志着企业管理由漫长的经验管理阶段，迈进了划

时代的科学管理新阶段。 

1、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 

时代背景（1850年以后）： 

自由竞争走向寡头垄断 

规模经济 

价格战 

利润率下降 

科学管理----泰勒的理想： 

动作/时间研究，确定工作方法与内容 

根据工作客观性，选择与培训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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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驱动，实行差别计件工资 

设立人事职能工头，进行考核评价，提高工作效率，使劳资两利 

找到一个组织存在下去的价值与理由  

作业管理四原则： 

有效动作必要时间 

日标准作业量 

标准的作业条件 

差别计件工资 

文化管理： 

霍桑试验从 1927年起，历时四年半，经历了三个阶段 

霍桑试验的结论： 

梅奥以”产业心理学”理论为依据，对霍桑试验的一系列结果作出了理论解释，于 1933 年发

表《产业文明中人的问题》； 

认为组织是人的集合，组织内人际关系以及相互沟通、彼此调整态度与看法等非理性因素，比

物理学意义上的理性因素更重要。 

管理阶层对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或协作态势，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以往组织不能保持最低

限度有效性的重要原因。 

二、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兴起 

与经验管理、科学管理、文化管理相对应的人力资源管理，大体上可以概括为雇佣管理、劳动

人事管理和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特征 经验管理 科学管理 文化管理 

年代 18世纪 60年代 1911--1980 1981年以来 

特点 人治 法治 文治 

组织 直线式 职能式 学习型组织 

控制 外部控制 外部控制 自我控制 

领导 师傅型 指挥型 育才型 

管理中心 物 物 人 

人性假设 经济人 经济人 自动人、观念人 

社会人、复杂的人 

激励方式 外激方式 外激方式 内激为主 

管理重点 行为 行为 思想 

管理性质 非理性 纯理性 非理性与理性相结合 

思考题 

1、 结合实例说明：怎样取得人力资源最大化的价值？ 

2、 试举例说明劳动人事管理与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区别？ 

第二章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本原理（总 3学时） 

本章学习目标 

1、关于人的哲学 

2、人事管理原理 

3、中国古代的人事思想 

4、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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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关于人的哲学 

认识人的本质是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础理论 

一、 人性假设理论 

沙因在《组织心理学》：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人假设、复杂人假设。 

1.经济人假设（X理论） 

（1）人是由经济诱因来引发工作动机的，其目的在于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 

（2）经济诱因在组织的控制之下，因此，人总是被动地在组织的操纵、激励和控制之下从事

工作； 

（3）人总是以一种合乎理性的、精打细算的方式行事，力图用最小的投入取得满意的报酬； 

（4）人的情感是非理性的，会干预人对经济利益的合理追求。组织必须设法控制个人的感情。 

2、社会人假设（梅奥等在霍桑试验中提出来的） 

（1）人类工作的主要动机是社会需要，而不是经济需要。人们要求有一个良好的工作气氛，

要求与同事之间建立良好的人机关系。 

（2）工业革命和工业合理化的结果，使得工作变得单调而无意义。因此必须从工作的社会关

系中去寻求工作的意义。 

（3）非正式组织有利于满足人的社会需要，因此，非正式组织的社会影响比正式组织的经济

诱因对人有更大的影响力。 

（4）人们最强烈期望于领导者的是能承认并满足他们的社会需要。 

3、自我实现人假设（Y理论）：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阿吉里斯的”不成熟－成熟理论”

中所谓成熟的个性，也就是自我实现的人。 

（1）人的需要从低级到高级可分为多种层次，其最终的目的是满足自我实现的需要，寻求工

作上的意义。 

（2）人们力求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实现自治和独立，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技术，以便富有弹性，

能适应环境。 

（3）人们能够自我激励和自我控制，外部激励和外部控制会对人产生威胁，造成不良的后果。 

（4）个人的自我实现同组织目标的实现并不是冲突的，而是能够达成一致的。在适当的条件

下，个人会自动地调整自己地目标，使之与组织目标配合。 

4、复杂人假设（超 Y理论） 

（1）人的工作动机不但是复杂的，而且变动性很大。 

（2）一个人在组织中可以形成新的需求和动机。因此，一个人在组织中表现的动机模式是他

原来的动机与组织经验交互作用的结果。 

（3）人在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团体中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动机模式。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中，

统一组织的不同的部门之间。 

（4）一个人是否感到心满意足，肯为组织尽力，决定于他本身的动机结构与他同组织之间的

相互关系；工作的性质、本人的工作能力和技术水平、动机的强弱、人际关系的好坏，都可能产生

影响。 

（5）人可以依自己的动机、能力及工作性质对不同的管理方式作出不同的反应。 

因此，没有一种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可能管理方式。复杂人假设理论产生了超 y理论，

成为权变理论的理论基础。 

5、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1943 年，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人类动机理论》提出。 

6、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 

（1）人的自然属性 

人属于自然界，这是人的自然化； 

人统治自然界，这是自然界的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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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的社会属性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

合”。 

人的需要存在着客观的社会尺度。 

人的全面发展取决于社会的高度发展。 

（3）、人的思维属性 

恩格斯认为认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感性阶段，即对个别事物的感觉知觉表象； 

第二个阶段是知性阶段，即对事物之间关系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演绎； 

第三个阶段是理性阶段，即通过辨正思维形成概念并研究概念的本性。 

第二节 人事管理原理 

一、同素异构原理 

本来是化学中的一个原理，意指事物的成分因在空间关系即排列次序和结构形式上的变化而引

起不同地结果，甚至发生质的变化。如：石墨与金刚石，甲醚与乙醇。 

二、 能级层序原理 

能位和能级的概念出自物理学。将能级层序原理引入人力资源开发管理领域，主要指具有 

不同能力的人，应摆在组织内部不同的职位上，给予不同权力和责任，实行能力与职位的对应

和适应。 

三、 要素有用原理 

含义：在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中，任何要素（人员）都是有用的，关键是为它创造发挥作用的

条件。换言之，”没有无用之人，只有没用好之人”。可从三个方面理解: 

1、”天生我才必有用”，但人才的任用需要一定的环境。 

知遇——伯乐难遇 

政策——良好的政策会给人才的任用创造出各种机遇。”公开招聘”“竞争上岗” 

2、人的素质往往表现为矛盾的二级性特征，或者呈现复杂的双向性。吝啬与慷慨，认真与马

虎，坚强与短怯，用人所长，避其所短。 

3、人的素质优缺点共生，领导要善做伯乐。 

四、 互补增值原理 

承担工作的群体，可以通过个体间取长补短而形成整体优势，达到组织目标。 

增值的客观标准：1＋1》2，如果 1＋1＝2则表明没有增值，若 1＋1《2则说明发生了内耗。 

互补的主要内容： 

1、知识互补 

2、能力互补 

3、性格互补 

4、年龄互补 

5、关系互补 

五、动态适应原理 

在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管理中，人与事的不适应是绝对的，适应是相对的，从不适应到适应是在

运用中实现的，是一个动态的适应过程。 

六、激励强化原理 

所谓激励，就是创设满足职工各种需要的条件，激发职工的动机，使之产生实现组织目标的特

定行为的过程。 

通过激励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强化期望行为，从而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 

七、公平竞争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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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指对竞争各方遵循同样的规则，公正地进行考核、录用、晋升和奖惩的竞争方式。 

竞争机制产生积极的效果，应该具备三个前提： 

（1）竞争必须是公平的。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公平包含两层意思——公道和善意。公道就

是严格按协定、规定办事，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善意就是领导者对所有人都采取与人为善的、鼓

励和帮助的态度。（员工辞退） 

（2）竞争有度。掌握好竞争的度是一种领导艺术。（华为总揽四家重点邮电学院毕业生） 

（3）竞争必须以组织目标为重。良性竞争与恶性竞争。（机会牵引人才，组织成长是良性竞争

的前提） 

八、信息催化原理 

即通过对员工的各类培训提高员工的能力。 

九、主观能动原理 

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差别影响了人的素质的差别。 

十、文化凝聚原理 

凝聚力包括两个方面： 

（1）组织对个人的吸引力，或个人对组织的向心力；  

（2）组织内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吸引力或粘结力。 

工资、奖金、福利、待遇等物质条件是组织凝聚力的基础； 

组织目标、组织道德、组织精神、组织风气、组织哲学、组织制度、组织形象等精神文化条件

是组织凝聚力的根本。 

第三节 中外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一、 中国古代的人事思想 

1、为政之要，惟在得人 

2、人生而有欲，相持而长 

《荀子》：”人生而有欲，”“所受乎天也，”“欲者情之应也。”“欲”指的是”需要”、”

需求”。 

第一，人生下来都有欲求，这是客观世界对人的影响，以及人的情感对客观世界感应的结果； 

第二，人的欲求有三条规律： 

（1）”欲不可去” 

（2）”欲不可尽”（关键是针对不同的阶段如何牵引） 

（3）”欲物相持而长”，亦即物质和欲望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中增长。 

3、取胜之本，在于士气 

士气——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4、刚柔相济，赏罚严明 

诸葛亮《便宜十六策·赏罚第十》：赏罚之政，谓赏善罚罪也。赏以兴功，罚以禁奸。赏不可

不平，罚不可不均。赏赐知其所施，则勇士知其所死；刑罚知其所加，则邪恶知其所畏。 

 5、知人善任，不课不用 

知人是用人的前提。知人很难，因为人有假象。 

（1）用人之所长，避其所短。汉朝东方朔：”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2）用人不疑：宋代政治家欧阳修：”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

信。” 

 6、勤于教养，百年树人 

培养人才是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一环。 

《管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二、西方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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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人为本，尊重个人 

2、对员工的需求经常进行评估，定期做员工满意度调查 

3、重视企业内部沟通——上下沟通、平行沟通 

4、重视员工发展的长远计划 

5、重视优秀人才的选拔与训练 

6、人力资源管理是总经理职责的重要组成部分 

7、最高管理层的责任是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8、应把人力资源看成是社会资源 

从战略实施观点看待人力资源管理，从战略目标出发，以战略为指导，确保人力资源政策的正

确性。 

9、 直线经理与人力资源部门在人力资源工作方面的系统合作 

三、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应的社会评估 

1、从企业角度进行评估 

2、从个人角度进行评估 

3、从社会角度进行评估 

四、企业主要的人力资源管理政策 

包含四个方面 

1、雇员影响 

主要体现在经营目标、工资待遇、工作条件、职务晋升、雇佣保障和任务自身 

2、人力资源流动：保证企业内人力资源的正向流动 

3、奖励体系：物质奖励、精神奖励；个人奖励、群体奖励（在了解雇员需求的基础上） 

4、工作体系 

制定人力资源政策时应考虑的八个要素 

1、法律与社会价值观 

2、企业经营战略 

3、企业的工作任务和技术特性 

4、劳动力特征 

5、劳动力市场条件 

6、工会的地位和作用 

7、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 

8、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经济实力 

思考题： 

1、人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对人性有不同的假设？ 

2、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有什么特点？试举例说明。 

3、发达国家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思想发展的轨迹和趋势。 

第三章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础工作（总 3学时） 

本章学习目标： 

1、组织设计的目的、方法和步骤 

2、工作分析的基本方法 

3、职位评价的意义和步骤 

4、职位分类的基本的概念 

第一节 组织结构设计 

一、组织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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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典管理学派对组织的定义： 

为了达到某些特定目标经由分工与合作及不同层次的权力和责任制度，而构成的人的集合。具

有三层意思： 

（1）组织必须具有目标，目标是组织存在的前提。 

（2）没有分工与合作也不能称其为组织 

（3）组织要有不同层次的权力与责任制度 

2、社会系统学派的巴纳德对组织的定义： 

组织是两人或两人以上有意识加以协调的活动或效力系统。组织的要素： 

（1）协作的意愿 

（2）共同的目的 

（3）信息交流 

3、系统学派对组织的定义： 

组织是开放的社会系统，具有许多相互影响共同工作的子系统，当一个子系统发生变化时，必

然影响其他子系统和整个系统的工作。 

4、组织环境 

组织必须适合周围环境的变化，不适应环境是组织失败的主要原因。巴纳德”正式组织不稳定

或短命的根本原因来自外界力量。”（组织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平衡） 

组织的价值是由组织所处的外部环境来评价的，是它所服务的对象决定的。 

二、组织设计的基本矛盾 

1、组织设计所面对的基本矛盾 

组织规模扩大和复杂性要求更多的人参与管理，这就需要分清权力和责任，分工与协调——这

就是组织结构。 

组织设计的基本任务，就是如何发挥管理者群体的作用，有效地管理复杂多变的对象。 

2、组织设计的目的 

系统论的观点：”发挥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优势，使有限的人力资源形成最佳的综合效果。” 

3、组织设计的步骤 

（1）工作划分（分层级的工作划分） 

（2）建立部门 

（3）决定管理跨度 

（4）确定职权关系 

上下级间的职权关系——纵向职权关系：上下级间权力和责任的分配，关键在于授权程度； 

直线部门与参谋部门之间的职权关系——横向职权关系。 

（5）通过组织运行不断修改和完善组织结构 

三、怎样设计一个富有弹性的组织结构 

1、组织必须适应于工作任务 

2、组织必须适应技术工艺特性 

3、组织要适合于周围环境 

四、常见的组织结构类型 

1、直线职能结构 

金字塔式的权力机构 

优点：权责分明、效率高、稳定性好 

缺点：权力分割沟通差、易各自为政目标不统一产生内耗、官僚化 

2、事业部结构：就是一个企业内对于具有独立的产品和市场、独立的责任和利益的部门实行

分权管理的一种组织形态。它必须具备 3个要素： 

（1）独立的产品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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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独立的利益，实行独立核算，是一个利润中心 

（3）是一个分权单位，具有足够的权力，能自主经营。 

3、矩阵结构：是从专门从事某项工作的工作小组形式发展而来的一种组织结构。 

第二节 工作分析 

一、工作分析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工具 

工作：一项工作是为达到特定的组织目标而必须完成的若干任务的组合。 

职位：一个人完成的任务和职责的集合。 

定义：工作分析是确定完成各项工作所需技能、责任和知识的系统过程。 

工作分析的结果——职位说明书包含两部分内容： 

（1）工作说明：一份提供关于工作任务、职责信息的文本说明。 

（2）工作规范：包含了一个人完成某项工作所必备的基本素质和条件。 

2、工作分析用于解决工作中的 6个问题： 

（1）该项工作包括哪些体力和脑力劳动？ 

（2）工作将在什么时间、什么节奏下完成？ 

（3）工作将在哪里完成，工作环境怎么样？ 

（4）人们如何完成这项工作？ 

（5）为什么要完成这项工作？ 

（6）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3、工作分析的作用： 

（1）人力资源计划 

（2）招聘甄选 

（3）培训 

（4）薪酬 

（5）考核 

（6）劳动考核 

二、工作信息的收集 

1、工作职责范围和工作职责内容 

（1）工作中所含的各项任务； 

（2）每项任务的工作流程； 

（3）工作流程中与其他工作的接触； 

（4）工作各个阶段成果的表现形式和保存形式。 

2、人的活动 

（1）与工作相关的基本动作和行为； 

（2）工作方式； 

（3）沟通方式。 

3、工作特征 

（1）工作的时间特征； 

（2）工作条件； 

（3）工作的空间环境特征； 

（4）工作的人际环境特征； 

（5）工作的技术性，创新性和复杂性。 

4、所采用的工具、设备、机器和辅助设施 

5、工作的任职要求 

（1）个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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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需要的学历和培训程度； 

（3）工作经验； 

（4）基本能力要求； 

（5）基本知识要求； 

（6）对身体条件的要求。 

6、工作业绩 

（1）工作目标 

（2）记录工作业绩的方式 

（3）业绩考核标准 

三、工作信息的收集方法 

1、问卷调查法 

2、访谈法 

3、观察法 

4、拍照法 

四、工作分析的实施过程 

1、成立工作分析的工作组 

（1）工作组人员 

（2）确定工作分析的目的与设计职位调查方案 

2、收集与工作相关的背景信息 

3、收集工作分析的信息 

4、整理和分析所得到的工作信息 

五、职位说明书的编写与管理 

职位说明书一般包括一下几项内容 

1、职位基本信息 

职位名称、所在部门、直接上级、定员、部门编码、职位编码 

2、工作目标与职责 

该职位的工作目标，以及主要的职责权限等，标准词汇应是：负责、确保、保证等。 

3、工作内容 

4、工作的时间特征 

5、工作完成结果及建议考核标准 

6、教育背景 

7、工作经历 

8、专业技能、证书与其他能力 

9、专门培训 

10、体能要求 

对于体力劳动型的工作，这项非常重要。 

第三节 职位评价 

一、 职位评价是科学的薪酬管理工具 

职位评价是介于工作分析和薪酬制度设计之间的一个环节，它以工作分析的结果作为评价 

的事实依据，同时，职位评价的结果---薪点，又是科学的薪酬制度设计的理论依据。 

二、职位评价方法 

1、因素比较法：基于报酬因素，即反映不同职位在工资报酬上出现差别的原因，它们共同构

成了职位评价的指标体系。（体现客观公平） 

（1）工作的复杂性和灵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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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受和实施的监督； 

（3）所需要的判断能力； 

（4）所要求的创造力； 

（5）人际工作关系的特点和目的； 

（6）责任； 

（7）经验； 

（8）需要的知识水平 

2、因素计点法（积分评点法、薪点法） 

3、分类法 

4、排序法 

1、职位分类 

将所有的工作岗位即职位，按其业务性质分为若干职组、职系（从横向上讲）；然后按责任 

大小，工作难易，所需教育程度及技术高低分为若干职级、职等（从纵向上讲），对每一职位

给予准确的定义和描述，制成职位说明书，以此作为对聘用人员管理的依据。 

2、基本概念： 

（1）职系（series）：是指一些工作性质相同，而责任轻重和困难程度不同，所以职级、职等

不同的职位系列。简言之，一个职系就是一种专门职业（如机械工程职系） 

（2）职组（group)：工作性质相近的若干职系综合而成为职组，也叫职群。 

（3）职级（class）：指将工作内容、难易程度、责任大小、所需资格皆很相似的职位划为同

一职级，实行同样的管理使用与报酬。 

（4）职等（grade）:工作性质不同或主要职务不同，按其困难程度、职责大小、工作所需资

格等条件充分相同之职级的归纳称为职等。 

3、职位评价的实施过程 

 

      

思考题： 

1、工作分析的科学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2、职位评价对薪酬管理有什么意义？ 

本章参考书目 

《经理人员的职能》 巴纳德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管理行为》  赫伯特.西蒙  机械工业出版社 

《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艾尔佛雷德•P•斯隆  京华出版社 

第四章  人力资源计划（总 3学时） 

本章学习目标： 

1、人力资源计划的必要性 

2、人力资源需求分析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3、人力资源供给分析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成立评价小组 

培训评价小组 

编制评价手册 正式评价 

建立评价标杆 

确定报酬因素 工作分析 

写职位说

清  岗 



4294 

4、制定企业人力资源计划的步骤 

第一节  人力资源计划的含义 

一、人力资源计划的定义 

人力资源计划就是一个国家或组织科学地预测、分析自己在环境变化中的人力资源供给和 

需求状况，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措施以确保自身在需要的时候和需要的岗位上获得各种需要的人

才（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并使组织和个体得到长期的利益。包括三个含义： 

二、人力资源计划的主要内容 

1、总体规划 

根据企业战略确定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总体目标和配套政策。 

2、配备计划 

组织中、长期内处于不同职务、部门或工作类型的人员的分布情况。（定岗定编） 

3、退休解聘计划 

因各种原因离职的人员情况及其所在岗位情况 

4、补充计划 

因组织规模扩大、原有人员的退休、离职等种种原因，组织中经常会出现新的空缺的职位，需

要组织制定相应地政策和措施，即人员补充计划。 

5、使用计划 

使用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晋升与轮换。晋升表现为员工岗位的垂直上升，轮换则主要表现为员工

岗位的水平变动。 

6、培训开发计划 

组织通过培训开发一方面可以使组织成员更好地适应正从事的工作，另一方面也为组织未来发

展所需要的一些职位准备好了后备人才。 

7、职业计划：  

职业计划就是企业为了不断地增强其成员的满意感并使其能与组织的发展和需要统一起来而

制定协调有关员工个人的成长、发展与企业的需求、发展相结合的计划。 

8、绩效与薪酬福利计划 

包括绩效标准及其衡量方法、薪酬结构、工资总额、工资关系、福利项目以及绩效与薪酬的对

应关系等。 

9、劳动关系计划 

即关于如何减少和预防劳动争议，改进劳动关系的计划。 

10、人力资源预算 

11、计划过程的控制（甘特图） 

三、人力资源计划的功能 

1、人力资源计划能加强企业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人力保证。 

2、有助于实现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化企业内部人员结构，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

人尽其才，提高企业的效益。 

3、对满足企业成员的需求和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有巨大的作用。 

第二节  人力资源需求预测 

一、影响人力资源需求的因素 

1、技术、设备条件的变化 

2、企业规模的变化 

3、企业经营方向的变化 

4、外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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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力资源需求预测的方法 

1、管理人员判断法 

即企业各级管理人员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直觉，自上而下确定未来所需人员。适用于小型企业的

中、长期预测，或大型企业的短期预测 

通常情况下，初始预测结果需要根据判断作修正： 

（1）改进产品或服务质量的决策 

（2）进入新市场的决策 

（3）技术、管理改进而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 

（4）财务资源的限制 

2、经验预测法，也叫比率分析，即根据以往的经验对人力资源需求进行预测。 

适用于技术较稳定地企业的中、短期人力资源预测。 

3、德尔菲法（40年代末美国兰德公司） 

一种使专家们对影响组织某一领域的发展的看法（例如组织将来对劳动力的需求）达成一致意

见的结构化方法。 

  应遵循的原则： 

（1）给专家充分的信息使其作出判断。 

（2）所问的问题应该是专家能够回答的问题 

（3）不要求精确 

（4）过程尽量简化 

（5）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各种概念要有统一的定义和解释 

（6）向涉及各方作好说明，争取理解和支持 

4、趋势分析法 

一种定量分析的方法，其基本思路：确定组织中哪一种因素与劳动力数量和结构的关系最大，

然后找出这一因素随雇用人数的变化趋势，由此推出将来的趋势，从而达到将来的人力资源需求。 

第三节  人力资源供给预测 

一、组织内部人力资源供给预测 

1、管理人员接续计划 

（1）确定计划范围，即确定需要制定接续计划的管理职位； 

（2）确定每个管理职位上的接替人选，所有可能的接替人选都应该考虑到； 

（3）评价接替人选； 

（4）确定职业发展需要以及将个人的职业目标与组织目标相结合。根据评价结果进行必要的

培训。 

2、马尔可夫分析 

基本思想：找出过去人事变动的规律，以此来推测未来的人事变动趋势。 

3、档案资料分析 

二、组织外部人力资源供给预测 

外部人力资源供给的来源：失业人员、各类学校毕业生、专业退伍军人、其他组织流出人员等。 

三、人力资源计划程序 

1、搜集准备有关信息资料 

企业的经营战略和目标； 

职务说明书 

企业现有人员情况； 

员工的培训、教育情况等 

2、人力资源需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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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发展战略计划和企业的内外条件选择合适的预测方法； 

预测人力资源需求的结构和数量； 

3、人力资源供给预测 

内部人员拥有量预测； 

外部供给量预测 

4、确定人员净需求 

净需求＝需求的预测数－同期内企业可供给的数 

净需求为正，需要招聘新员工或培训提拔旧员工 

净需求为负，需要精简或调配 

5、确定人力资源目标 

根据企业战略目标与战略计划来确定。 

6、确定具体计划 

包括补充计划、使用计划、培训开发计划、配备计划等 

如预测结果为短缺，即需求大于供给，相应的政策和措施： 

（1）培训本组织职工，择优提升补缺并提高其工资等待遇； 

（2）进行平行性岗位调动，适当进行岗位培训； 

（3）延长员工工作时间或增加工作负荷量，并给予奖励； 

（4）重新设计工作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5）雇用全日制临时工或非全日制临时工； 

（6）改进技术或进行超前生产； 

（7）制定招聘政策，向组织外进行招聘； 

如果预测结果为过剩，即供过于求，则可选择的策略： 

（1）永久性裁减或辞退职工； 

（2）暂时或永久性地关闭一些不盈利地分厂或车间，精简职能部门； 

（3）进行提前退休； 

（4）对员工进行重新培训，调王新岗位，或适当储备一些人员； 

（5）减少工作时间（随之亦相应减少工资） 

（6）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人分担一个工作岗位，并相应地减少工资。 

7、对人力资源计划的审核和评估 

通过审核与评估，可以听取管理人员和员工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意见，动员广大管理人员和

员工参与人力资源的管理，以利于调整人力资源计划和改进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 

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审核和评估，调整有关人力资源方面的项目及其预算。 

思考题： 

1、人力资源计划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2、制度人力资源计划的一般程序是什么？ 

3、假设已经确定了人力资源目标”未来两年里将人员流动比率降低到 10%以内”，请编制相应

的政策和措施并列出进行评估的主要问题。 

本章参考书目 

《杰克•韦尔奇自传》          中信出版社 

第五章 人员招聘与人事测评 （总 4学时） 

本章学习的目标： 

1、人员招聘的一般程序 

2、人员选拔与人事测评技术 

3、面试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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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测试的信度和校度的含义 

5、招聘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 

第一节  招聘概述 

一、招聘目的 

招聘就是企业吸引应聘者并从中选拔、录用企业需要的人的过程。招聘的直接目的就是获 

得企业需要的人，除此之外，还有以下潜在目标： 

1、树立企业形象 

2、降低受雇佣者在短期内离开公司的可能性：不仅要能把人招来，更要能把人留住。 

3、履行企业的社会义务：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 

二、招聘的程序 

如图所示： 

 

三、招聘的原则 

1、因事择人 

2、公开 

3、平等竞争 

4、用人所长 

第二节  人员招聘 

一、 招聘的途径 

主要有两个方面：内部招聘和外部招聘 

    

 

人力资源计划 
 
职务说明书 

  选    拔 

•初步筛选 

•笔试 

  招    募 

•了解市场 

•发布信息 

录    用 
 

•作出决策 

  招聘计划 

•时间 

•岗位 

评    价 

•程序 

•技能 

优 
点 

缺 
点 

内部招聘 外部招聘 

（1）了解全面，准确性高 

（2）可鼓舞士气，激励员工进取 

（3）应聘者可更快适应工作 

（4）使组织培训投资得到回报 

（1）来源局限于企业内部， 

水平有限 

（2）容易造成“近亲繁殖” 

（3）可能会因操作不公或员工 

（1）人员来源广，选择余地大，有利于招到一流人才； 

（2）新雇员能带来新思想、新方法； 

（3）当内部有多人竞争而难以做出决策时，向外部招聘 

 可在一定程度上平息或缓和内部竞争者之间的矛盾； 

（1）不了解企业情况，进入角色慢； 

（2）对应聘者了解少，可能找错人； 

（3）内部员工得不到机会，积极性可能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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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部招聘的来源与方法 

1、内部候选人的来源： 

（1）公开招募； 

（2）内部提拔； 

（3）横向调动； 

（4）岗位轮换； 

（5）重新雇佣或召回以前的雇员等 

三、外部招聘的来源与方法（1） 

来源：熟人介绍、自我推荐、职业介绍机构介绍 

方法： 

1、发布广告 

（1）选择广告媒体：重点考虑广告价格和潜在应聘者所在的地域、工作特性等因素。（企业网

站） 

（2）广告设计： 

吸引注意----广告设计的总体效果 

激发兴趣----引起求职者对工作的兴趣 

创造愿望----使应聘者不仅有兴趣，而且又得到工作的愿望 

促使行动----向应聘者提供联络方式，促使应聘者迅速采取行动 

2、借助中介机构 

（1）猎头公司----企业求取高级人才和高级人才流动的主要渠道之一。 

典型的步骤：分析客户需求，根据需要搜寻人才并进行面试、筛选、最后做出候选人报告供客

户抉择。 

（2）各种职业介绍机构：往往扮演双重角色，既为组织择人，也为求职者择业。 

3、上门招募 

（1）学校—校园招聘会 

（2）人才交流会 

4、推荐 

通过企业的员工、客户、合作伙伴等熟人推荐人选。被推荐人通过直接与介绍人接触，有利于

增进了解 

第三节  人员选拔与人事测评 

人员选拔就是从应聘者中选出企业需要的人的过程。由于它将直接决定企业最后所雇用的人，

因而这是招聘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也是技术性最强的一步，需要运用多种测试方法，包括人事测

评技术。 

一、人员选拔的信息依据 

选拔人员所依据的信息可以分为两大类： 

1、知识、技能、能力； 

2、人格、兴趣、偏好 

二、人事测评的含义 

所谓人事测评，就是测评主体采用科学的方法，收集被测评者在主要活动领域中的表征信 

息，针对某一素质测评目标系做出量值或价值的判断的过程。或者直接从表征信息中引发与推

断某些素质特性的过程。 

根据测评目的的不同可分为： 

1、选拔行测评 

2、开发性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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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诊断性测评 

4、考核性测评等 

三、人员选拔方法与人事测评技术 

1、申请表 

一种初始的筛选工具。目的在于收集关于求职者背景和现在的情况信息，以评价求职者是否能

满足最起码的工作要求。其基本内容包括应聘者的过去和现在的工作经历、受教育情况、培训情况、

能力特长、职业兴趣等。 

1、 笔试 

主要用来测试应聘者的知识和能力。 

笔试一般包括二个层次的测试，即一般知识和能力、专业知识和能力。 

2、 工作模拟 

即模拟实际工作情境，使应聘者参与，从而对其作出评价的一类测试方法。 

最常见的工作模拟方法有三种： 

（1） 文件篓测试法 

（2） 无首领小组讨论法 

（3） 商业游戏 

3、 评价中心 

由几种工作模拟方法组合而成，利用现场测试或演练，由评估人员观察候选人的具体行为，并

给予评分。尤其适合于复杂的属性和能力测试。 

4、 面试 

根据面试的结构化程度，分为结构化面试和非结构化面试。 

（1） 结构化面试：面试的问题、程序等均经过事先设计。适合于招聘一般员工和一般管理

人员。 

（2） 非结构化面试：主试人与应试人随意交谈，无固定题目，无限定范围。适合于招聘中

高级管理人员。 

5、 心理测试 

是指在控制的情境下，向应试者提供一组标准化刺激，以所引起的反应作为代表席位样本，从

而对其个人的行为作出评价。 

四、测试的信度和效度 

信度和效度是对测试的基本要求，只有信度和效度达到一定水平的测试，其结果才能作为决策

的依据。 

1、信度： 

主要指测试的可靠性和一致性。可靠性是指一次又一次的测试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他或者不

产生错误，或者产生同样的错误。 

2、效度： 

即有效性和精确性，是指实际测到应聘者的有关特征与想要测的特征的符合程度。 

第四节 招聘管理工作 

主要包括 5个方面。 

一、 招聘网络的开发与维护 

为保证人员的供给数量和质量，企业应选择适合自己需求的人员供给渠道并与之建立良好关

系，从而形成自己的招聘基地。 

二、相关文件和工具设计 

招聘过程中需要许多辅助文件和工具，包括申请表、面试评分表、书面通知、登记表等，要做

好这些工具的设计和开发，提高科学性、实用性、有效性。 



4300 

三、笔试与面试题库建设 

笔试和面试都需要大量的测试题目，其中应包含各种不同用途的题目，分别用以测试应聘者的

文化水平、管理能力、专业知识、性格品质等。 

四、对面试人员的培训 

提前队面试人员进行培训，以便其了解有关岗位要求，准确把握评分标准，能够称职地完成任

务。 

五、人才库建设 

建立自己的人才库，可以在招聘时更主动。 

六、案例：思科公司招聘人才的新策略 

1984 年的思科公司，标准硅谷模式的高科技公司。思科中国公司有员工 500 多人。招聘广告

是”我们永远在雇人”。面对大量高技术人才缺乏的情况，思科有 40%的员工是猎头公司找来的，

且职位是从上至下。 

思科还有大概 10%的应聘者是通过员工互相介绍进来的，思科有一项特别的鼓励机制，鼓励员

工介绍优秀人才加入，方式有点像航空公司累积旅程。思科规定：介绍一个人来面试就给你一个点

数，每过一道面试关又有一个点数，如果员工最后被雇用，则有事成的奖金，这些点数最后累积折

成海外旅游。 

这是思科创造性的做法，让所有员工都是猎头代理，有合适的人一定要介绍到公司来。 

思考题： 

1、 企业招聘人员的一般程序是什么？ 

2、 企业选拔人员的方法有哪些？怎样才能选拔出优秀的人才？ 

3、 怎样才能提高测试的信度和效度？ 

第六章 人员使用与调配（总 3学时） 

本章学习目标 

1、人员调配的原则和类型 

2、人员升降的功能 

3、人员流动的理论基础 

4、人员流动管理 

第一节  人员使用的原则（0.5学时） 

一、 人力资源管理的目的在于合理地使用人力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人力资源的使用效益。 

1、人适其事 

将每个人安排到适合其能力和特长的岗位和具体工作。 

2、事得其人 

每项工作和每个岗位都找合适的人来承担。 

3、人尽其才 

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企业获得员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和使用效益。 

4、事竟其功 

要使工作完成最好，或者在现有的条件下获得最好的效果。 

二、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1、 内容：正确看待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关系；调和职业与家庭之间的矛盾；缓解由于工作家庭
关系失衡而造成的压力。 

2、 压力管理战略： 

（1）远离压力源：工作期间小休、休息日、度假、休假 

（2）改变压力观念：增加员工的信心，适度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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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压力后果: 放松和沉思技巧 平安计划 

（4）获取社会支持：领导关怀，社交和支持小组。 

（5）消除压力源: 调动员工；最小化噪音、不安全条件和烦恼 

3、 公司改善方法： 

（1）清晰规范的用工政策以确保员工权益：确保员工规律生活，为员工提供充裕的个人生活

空间，员工的工作与兴趣能得到良好结合，轮岗制度、弹性工作制。 

• 提供弹性工作时间，使员工根据自己的个人需求或偏好，自由安排每天工作的开始和结束
时间。 

• 工作轮换 ——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员轮换担任一个职位 

• 个人休假—— 使员工有更多的时间和弹性去养育一个家庭、照顾年老父母、或丰富个人知

识 

• 远程办公 —— 员工在家或某个较远的地点工作，通常是利用电脑同办公室连接 

（2）团结和谐的工作氛围：温馨舒适家一般的工作环境，同事间相互支持的人文环境，丰富

多彩的员工活动。 

（3）福利保障：人性化的休假制度，关心员工健康体质（健身/体检等），关怀员工家庭（关

心单身/双亲/配偶/子女等）。 

第二节  人员调配的作用和意义（0.5学时） 

一、 人员调配的含义 

人员调配指经主管部门决定而改变人员的工作岗位职务、工作单位或隶属关系的人事变动。包

括企业之间和企业内部的变动。 

着重探讨在企业内部的不同单位之间，以及单位内部不同职位（岗位）或职务（如工种）之间

的变更。这种变更具有两个特点： 

第一，经过劳动人事部门认定并办理相应手续； 

第二，较长时间的职位或职务改变。 

二、人员调配的作用和意义 

人员调配的目的和作用，从根本上讲是促进人与事的配合及人与人的协调，充分开发人力资源，

实现组织目标。 

1、人员调配是实现组织目标的保证 

为了适应组织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内部条件及组织目标和任务的变化，只有不断进行人员调

配，才能适应这些变化，维持组织的正常运转和推动组织的发展壮大。 

2、人员调配是人尽其才的手段 

人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只有放在合适的岗位上，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人与事的最佳

结合，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动态的，需要及时进行相应的调整。 

3、人员调配是实施人力资源计划的重要途径     

人力资源计划中所确立的人员培训和劳动力转移等方案，都要通过人员调配手段来实现。 

4、人员调配是激励员工的有效手段 

人员调配包括职务的升降和平行调动。职务晋升和平行调动，都能对有关产生一种内在的激励、

新鲜感和应付挑战的亢奋，有利于挖掘其潜在的潜能。 

5、人员调配是改善组织气氛的措施之一 

对于风气不正的班组，可以通过人员调配，来改变不良风气。 

第三节 人员调配的原则和类型（0.5学时） 

一、人员调配的原则 

1、因事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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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人所长 

3、协商一致 

4、照顾差异 

（1）性别差异 

（2）年龄差异 

（3）气质差异 

（4）能力差异 

（5）兴趣差异 

二、人员调配的类型 

1、工作需要 

2、调整优化 

3、照顾困难 

4、落实政策 

三、人员调配的程序 

凡因个人原因要求组织调动的，一般按下列程序进行： 

（1）本人提出申请，填写调动审批表； 

（2）组织审核； 

（3）调出调人单位双方洽商； 

（4）调人单位发出干部调动通知； 

（5）办理调动手续 

第四节 人员职务升降（0.5学时） 

人员调配带来的职务变动，一般指平行调动，不涉及升迁。而人员职务的晋升和降低，则可视

为一种特殊的人员职务变动，即人员职位的垂直变动。 

一、人员职务升降的意义 

正确理解人员职务的升降，对推动我国人事制度的改革意义非同小可。 

正常的职务升降具有以下功能： 

1、经常保持人事相宜 

2、激励人员进取 

3、使干部队伍充满活力 

4、突破”关系网”的重要措施 

二、职务晋升的实施 

发达国家的职务晋升制度与中国有诸多不同：他们主张用人与伦理脱离关系，更重视能力与绩

效，其中美国和日本的晋升制度各有千秋。 

1、美国的”功绩晋升制” 

强调”能力主义”，判断能力高低靠的是绩效。同时，晋升时强调机会均等、竞争择优，如有

突出功绩，提倡破格提拔。 

2、日本的”年功序列制” 

即随着年龄和工龄的增加，逐渐提高其在企业中的职务。 

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在人员职务升降方面，应遵循以下原则： 

1、、德才兼备原则 

2、机会均等原则 

3、民主监督原则 

4、”阶梯晋升”与”破格提拔”相结合的原则 

5、有计划替补和晋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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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人事任用方式 

1、选任制 

2、委任制 

3、聘任制 

4、考任制 

第五节  人员流动的理论基础（0.5学时） 

一、勒温的场论 

美国心理学家勒温（K.Lewin）提出个人的绩效 B是个人的能力条件 p与所处环境 e的函数： 

                                     B＝f(p,e) 

一般而言，个人对环境往往无能为力，一个人要想改善自己的绩效，就只有离开现在的环境，

转到一个更适宜的环境去工作，这就是人员流动。 

二、卡兹的组织寿命学说 

          

三、库克曲线 

美国学者库克（Kuck）提出的，从如何更好地发挥人的创造力的角度，论证了人才流动的必要

性。 

     

 

四、中松义郎的目标一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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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一个人实际发挥出的能力； 

Fmax：一个人潜在的最大能力； 

θ 表示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之间的夹角。 

第六节  人员流动管理（0.5学时） 

一、人员流动的类型 

1、按流动原因划分 

（1）由于人与事不相适应而引起的流动，如用非所学，用非所长； 

（2）由于人际关系失调而引起的流动，如领导专横跋扈、任人惟亲、拉帮结伙，或与同事关

系紧张，难于合作； 

（3）由于生活或经济原因而引起的流动，如夫妻两地分居，子女上学过远，交通不便，工资

待遇较差，父母无人照顾，水土不服等等。 

第六节 人员流动管理 

一、人员流动的类型 

2、按人员隶属关系变动与否划分 

（1）改变隶属关系的流动需办理调动手续； 

（2）不改变隶属关系的流动，多指各种形式的智力交流、第二职业，无需办理调动手续。 

一、人员流动的类型 

3、按职位变动情况划分 

（1）职位业务性质和职级不变的流动属于职系内部的平调。 

（2）职位业务性质不变，职级变动的流动，属于职系内部的升调或降调。 

（3）职位业务性质改变，职等不变的流动，属于跨职系的平调。 

（4）职位业务性质改变，职等也改变的流动，属于跨职系的升调或降调。 

二、人员流动的原则 

1、用人所长原则 

2、合理流向原则 

3、最佳社会综合效益原则 

4、自主原则 

三、人员流动的形式 

1、招聘 

2、兼职 

3、借调 

4、承包、承租、领办 

5、咨询 

四、建立和完善人员流动的内部机制和外部环境 

 

θ 
F 

个人方向 

组织方向 0 

F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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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人员使用的原则是什么？ 

2、人员职务升降在现代企业中有何意义？应该遵循哪些原则？ 

3、如果企业出现了技术和销售人员纷纷跳槽的趋势，作为人力资源经理，你该如何应对？ 

第七章 人事风险（总 2学时） 

本章学习目标： 

1、人事风险的含义和特征 

2、人事风险的防范 

3、人事风险的主要表现和成因 

4、人事风险的防范对策 

第一节 人事风险的含义和危害（0.5学时） 

一、 人事风险的含义 

人事风险是指组织内从业人员的行为指向偏离组织期望和目标或由于从业人员的行为违背客

观规律、越轨等给组织造成的损失或损害。 

1、首先它是一种风险，具有破坏性； 

2、其次这种风险与人紧密相联，是人事领域中存在的风险。 

3、从风险类型看，人事风险属于人为的，内部的、主观的风险。 

二、人事风险的危害 

1、非正常损耗有形资产 

2、信誉损害 

3、干扰和破坏总体战略 

4、降低配置效率 

第二节 人事风险的主要表现（0.5学时） 

1、针对企业违法犯罪行为 

2、官僚主义 

3、虚报浮夸、截留、扭曲信息 

4、部门利益至上的小团体主义 

5、争权夺利的内部争斗 

6、违反客观规律的冒险行为 

7、任人惟亲，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嫉贤妒能 

8、人事风险的多种表现形式 

• 集体跳槽 

• 泄露商业机密 

• 人浮于事的风险—人闲事多、劣币逐良币 

• 晋升员工的风险—人事不相宜 

• 薪资管理的风险 

• 绩效考核的风险 

• 监守自盗的风险 

• 并购人员去留的风险 

• 解雇员工的风险 

• 裁员的风险 

案例：英国巴林银行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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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不当造成的人事风险，最典型的实例是巴林银行（Baring Brothers and Company）因一

位交易员尼克‧里森（Nicholas Leeson）越权乱搞而毁掉了二百多年历史的老店。 

荷兰裔德国人彼得‧巴林（Peter Baring）在 1762年于英国伦敦成立巴林银行，因从事国际贸

易融资而致富，其影响之大，在 1818 年让法国当年主政者希留（Due de Richelieu）首相说出：

「欧洲有六大势力：英格兰、法国、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和巴林兄弟」。 

但在 1995年巴林银行突然倒闭，肇因于其设在新加坡分行的明星交易员尼克‧里森进行未经授

权的证券价格的套利交易---1 个月内进行了 270 亿美元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大量购进了走势看涨

的日经指数期货，然而一场阪神大地震使日经指数狂跌，从而导致亏空高达 14亿美元的交易损失，

落得巴林银行以 1英镑卖给了 ING荷兰国际集团。 

第三节 人事风险形成的原因（0.5学时） 

一、人事风险特征 

1、人是人事风险的始作俑者 

2、人事风险有较大的隐蔽性和突发性 

3、人事风险的大小与当事人的职位正相关 

4、人事风险不可向企业外部转移 

二、人事风险产生的条件 

1、内因 

委托代理契约关系的形成，利益和目标函数的不一致，授权行为的发生一定潜伏着人事风 

险。 

人事风险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复杂人的假设 

2、外因：管理和制度上的漏洞。双重控制  

（1）社会人文环境 

（2）立法与执法 

（3）企业的制度因素： 

权力结构---职权界定不严格、边界不清楚、有模糊区域； 

权力过于集中、突出表现在法人代表身上； 

权力制衡不够（二套系统）； 

权责不对等（有权无责）。 

监控制约手段不足---信息不对称  

第四节 规避和防范人事风险的对策（0.5学时） 

一、对策的约束条件 

1、成本 

2、尊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保护企业创新的原动力 

3、合规合法 

第五节 规避和防范人事风险的对策 

二、防范人事风险的对策 

1、正确认识人事风险，增强防范意识 

2、加强企业文化建设，营造防范风险的良好氛围 

3、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1）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企业的内部结构和管理体制 

（2）严格界定权力边界 

4、强化企业内部的监督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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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范人事风险的具体措施 

1、企业要守法 

2、组织诊断 

3、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4、员工提交工作报告   

5、建立代理人制度 

6、职务轮调 

7、建立有效沟通机制 

8、听其言，观其行 

9、寻找规避风险的工具 

思考题： 

1、人事风险有什么特征？ 

2、人事风险为什么会存在，有哪些原因？ 

3、人事风险与企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第八章 绩效考核管理（总 6学时） 

本章学习目标： 

1、绩效考核的意义 

2、绩效考核的难点 

3、绩效考核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4、选择和应用可行的绩效考核方法 

5、绩效考核中易出现的问题及防范方法 

本章提示：“激励理论”是人力资源管理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章节。激励理论的内容和绩效考核

与薪酬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激励理论包括马斯洛需求原理，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成就理论，

期望理论，目标设定理论，公平理论，强化理论等等都是学生需要了解和掌握的内容。但鉴于学生

们在大一的必修课程“管理学原理”中，激励理论都是非常重要的章节。所以，在本门课中，由于

学生们已经详细学习过激励理论，为避免重复，本门课程就不把激励理论作为一个章节单独拿出来

讲授了。 

第一节  绩效考核的意义 

一、绩效考核的由来 

绩效考核（performance appraisal）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职能之一。 

绩效是人们所作的同组织目标相关的、可观测的、具有可评价要素的行为，这些行为对个人或

组织效率具有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中国古代《书·舜典》记录了对氏族中管理者进行考核的情况“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

“黜退其幽者，升进其明者”。 

1、绩效考核的定义： 

绩效考核，就是收集、分析、评价和传递有关某一个人在其工作岗位上的工作行为表现和工作

结果方面的信息情况的过程。 

绩效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表现出来，如企业、部门或工作团队，本章将集中在个人层次的绩效

考核，并适当介绍一些对子部门进行考核的进展。 

二、绩效考核员工管理模型 

    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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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效考核与人才测评的区别 

绩效考核是企业内部管理活动，它是企业在执行经营战略、进行人力资源管理中要求日常进行

的活动。它根据事实和职务要求，对员工的实际贡献进行评价，强调每个人、每个岗位的特许性。

从执行结果来看，它包含对人的管理、监督、指导、教育、激励和帮助等功能。 

人才测评是咨询诊断活动，是例外性工作，为企业选拔、评价和开发人才服务。它要求用标准

量表和统计分析方法对人本身的属性进行评价，强调人的共性。测评过程要求”中立”，不对测评

对象的行为发生实质性的影响。 

四、绩效考核的重要性 

1、绩效考核是人员任用的依据 

2、绩效考核是决定人员调配和职务升降的依据 

3、绩效考核是进行人员培训的依据 

4、绩效考核是确定劳动报酬的依据 

5、绩效考核是对员工进行激励的手段 

6、绩效考核是平等竞争的前提。 

五、绩效考核的内容 

我国企业经常用德、能、勤、绩四个方面进行工作业绩的考核。 

第二节 绩效考核结果的应用 

绩效考核的结果，可以应用于多个方面。既可以供管理人员为人力资源管理的决策提供信息，

也可以帮助人力资源开发找到恰当的方法，还可以用于员工个人业绩的改进，为置业生涯发展方面

提供借鉴。 

应用范围包括管理应用和开发应用。 

管理应用，指将绩效考核的结果应用于人力资源管理中计划、招聘、薪酬、晋升、调配、辞退

等各项具体的人力资源决策中。 

开发应用，指绩效考核可以提供员工优劣势的学习，帮助员工识别如何在现有的岗位上提高其

工作业绩，如何加强员工的学习和开发，以及为员工的职业生涯设计提供建议。 

一、 业绩提高 

一个设计很合理的系统，能够有助于实现组织的目标和提高企业和员工业绩。 

二、人力资源计划 

一个设计完善的评价系统会有助于对工作申请者业绩的预测。 

三、招聘和选择 

有助于对工作申请者业绩的预测，为描述面试者的反应提供基础标准。 

四、人力资源开发 

通过识别那些对业绩有不利影响的缺陷，人力资源和直线管理人员有能力制定出人力资源发展

方案已允许个人发挥他们的优点并使其缺点最小化。 

员工绩效改进计划 

确定员工绩效目标 

制定员工发展计划 

绩效考核及考核面

绩效考核结果的运

w业绩 
w目标 
w能力 w态度 

绩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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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职业计划和发展 

绩效考核数据在评价一个员工的优缺点及确定其潜能时都十分重要，经理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

评价下级，并帮助他们发展和执行他们的职业计划。 

六、内部员工关系 

绩效考核数据也常用于内部员工关系等几个领域的决策，如提升、降级、撤职、解雇和调动等

方面的决策。 

七、员工潜能的评价 

为了行为最好的预测是根据过去发生过的行为。 

第三节 绩效考核的方法（1.5学时） 

绩效考核的核心，是搜集导与每一个员工的工作状态、工作行为、工作结果有关的信息，并将

其转化为对员工工作的评价，据此为与员工管理或开发有关的活动提供信息支持。 

因此，绩效考核的方法，也就成为绩效考核的核心内容所在。 

一、民意测验法 

适用于进行群众工作的干部，比如企业中的工会主席、工会干部、人力资源部门负责员工福利

与劳动保护的干部等。 

二、共同确定法 

在像评定职称这类很难用量化指标或行为因素来进行的考核中，这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 

三、配比比较法 

将被考核者进行两两逐对比较，比较中认为绩效更好的得 1分，绩效不如比较对象的得 0分。 

四、等差图表法 

等差图表法在实际操作中主要考核两个因素：一是考核项目，二是评定分等。 

五、要素评定法（点因素法） 

实际上是在等差图表法的基础上，经过两点改动而形成的。 

六、欧德伟法 

它的基本方法是由主管人员将每一个下属员工在工作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非同寻常的好行为

或非同寻常的不良行为或事故记录下来，然后在某一固定的时间内，根据所记录的特殊事件来决定

下属的工作绩效。 

七、情境模拟法 

美国心理学家茨霍恩等首先提出的。 

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现场等技术手段进行模拟现场考核，或者通过代理职务进行真实现场考

核。比较适合关键岗位、特殊岗位的员工。 

八、关联矩阵法 

一般分为三个步骤 

1、确定指标体系和权重体系 

2、单项评价 

（1）专家评定法 

由 7-11 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按照考核指标体系和权重体系对被考核者进行全面的考核，然后

计分。      

（2）德尔菲咨询法 

利用专家们的知识和经验，通过保密的、背对背的方式进行循环打分，确定考核结果。 

（3） 综合评价 

根据各人在各单项的得分，按照权重体系计算出每个人的综合得分。 

九、强制选择法 

要求考核者从许多陈述中选择与被考核者的特征最相近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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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对于部门的考核（0.5学时） 

对于部门的考核与对员工的考核紧密相关，使得对部门的考核也非常需要。 

第一，每个员工都是在一个部门或团队中工作的。 

第二，事实上，部门领导或基层管理者的考核，从结果的方面看，就是该部门的业绩；当然，

从特征、行为的角度，还有其他一些因素。 

一、 平衡积分卡 

平衡计分卡（the Balanced Scorecard，BSC）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一种战略绩效管理

方法，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 Robert S. Kaplan和全球复兴战略集团总裁 David P. Norton提出。

它将企业的成功关键因素、绩效指标/企业目标同企业长期的愿景关联起来，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

绩效管理框架。 

    平衡计分卡不仅仅是一种业绩计量和评价工具，它还是一个以战略绩效为导向的管理系统，是

企业战略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 

平衡计分卡，在绩效测评的构成上，围绕着企业经营战略，分为四个不同的层面。除了传统的

财务指标之外，增加了对顾客、内部过程、学习和成长三个层面的业绩评价。这种绩效测评的架构，

确保了以企业战略为中心的绩效部署，同时也为组织最终目标的达成，提供了一种管理驱动的路径。 

如图所示： 

          

第五节  绩效考核体系的设计（1.5学时） 

一、绩效考核的过程 

1、建立共识 

2、成立考核评审委员会 

3、确定考核指标体系 

4、实施考核 

5、公布考核结果，兑现奖惩，并处理投诉或抱怨 

6、面谈和跟踪改进 

二、绩效考核的内容和方法 

西方学者们从理论上将这些考核方法分成三种类型： 

1、基于员工特征的方法 

2、基于员工行为的方法 

3、基于员工工作结果的方法 

员工特征是员工行为的原因，员工的行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员工是否在努力完成工作任务，员

财务角度 

使用资本报酬率 

现金流 

项目赢利性 

利润预测可靠性 

销售储备 内部业务角度 

与顾客讨论新工作的小时数 

投标成功率 

返工 

安全事件指数 

项目业绩指数 

项目终止周期 

顾客角度 

价格指数（第二层顾客） 

顾客排名调查 

顾客满意度指数 

市场份额（业务细分， 

第一层顾客，关键科目） 
创新与学习角度 

新服务收入所占比例 

提高指数 

职员态度调查 

雇员建议数（8～16） 

雇员人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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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作的结果则可被用来证实员工的行为和组织目标之间的联系。 

三类绩效考核方法的优缺点比较： 

基于特征的方法 基于行为的方法 基于结果的方法 

工作知识 

力气 

眼与手协调能力证书 

商业知识 

成就欲 

社会需要 

可靠性 

忠诚 

诚实 

创造性 

领导能力 

完成任务 

服从指令 

报告难度 

维护设备 

维护记录 

遵守规则 

按时出勤 

提交建议 

不吸烟 

不吸毒 

销售额 

生产水平 

生产质量 

浪费 

事故 

设备修理 

服务的客户数量 

客户的满意程度 

三、绩效考核结果的控制 

四、绩效考核的执行者 

1、绩效考核执行者选择的考虑因素 

上级、员工本人、下属、同事、专门的委员会等。 

2、360°考核 

就是在组织结构图上，位于每一个员工上、下、左右的公司内部其他员工（也就是上级、下级

及同事）、被考核的员工本人以及顾客，一起来考核这个员工的绩效。 

从全球的范围来看，《财富》杂志评出的前1000家大企业中，有90％以上的企业应用了360°考

核的部分或全部内容。 

对 360°考核的一些建议： 

（1）如果不是十分必要，不将 360°考核用在决策上，而只用在开发上，并将这一点情况告

诉 

雇员。 

（2）确保保密性 

（3）使考核者以相同的理解来对待每一个评估项目。 

（4）避免相互帮忙或有意报复 

（5）运用统计手段，给来自不同方面的考核分数分配权重，进行恰当的计算。 

（6）注意明显的误差，并加以消除。 

（7）帮助雇员解释这些评价并作出行动计划。 

（8）个人导师处理其中的不准确信息。 

（9）不要让所有考核者都考核所有方面。 

（10）有规律地执行 360°考核 

五、考核期限 

定期考核和平时考核都很重要。 

六、考核面谈、反馈与改进 

1、绩效面谈、反馈与改进的理论基础——反馈干涉理论 

反馈干涉理论认为，在满足以下五个基本假设的条件下，绩效考核面谈能够有效地提高员工的

绩效： 

（1）员工的行为调整，决定于反馈结果与一个目标或标准的比较； 

（2）目标或标准是分层次的； 

（3）员工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所以只有那些反馈与标准的差距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并调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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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4）注意力通常被导向层析的趋中层次； 

（5）反馈干涉改变了注意力的所在，从而影响行为。 

2、绩效考核面谈的原则 

（1）讨论员工的业绩； 

（2）帮助员工确定目标； 

（3）提出完成目标的建议； 

（4）对事不对人； 

（5）尽快安排面谈时间 

3、准备工作绩效考核面谈 

4、进行绩效考核面谈 

（1）谈话要直接而具体。 

（2）不要直接指责员工。 

（3）鼓励员工多说话。 

（4）不要绕弯子。 

第六节 绩效考核中的问题（0.5学时） 

一、指标体系难于建立 

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误差 

三、组织文化带来的误差 

四、绩效考核标准不明确 

五、晕轮效应，也叫”哈罗效应” 

六、偏松或偏紧倾向 

七、居中趋势 

八、近因效应 

九、偏见效应 

十、如何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 

（1）进行工作分析，以确定哪些绩效要素是成功地完成工作所必须的，图形表示即为： 

                    工作分析——绩效标准——绩效考核 

（2）将这些绩效要素合成为评价工具。 

（3）确保向所有的评价者和被评价者都提供没有法律漏洞的工作绩效标准。 

（4）使用明确地加以界定了的工作绩效要素（如数量、质量等）。 

（5）在使用行为尺度评价法时，避免使用抽象的要素名称（比如”忠诚”、”诚实性”等），

除非它们能够用可观察的行为来证实。 

（6）使用较为客观的主管人员来进行工作绩效考核（比如通过试验来选择）是使评价过程合

法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7）训练主管人员正确地使用工作绩效考核工具。 

（8）使评价人与被评价员工能够有频繁的日常接触。 

（9）一旦有可能，尽量使用一个以上的评价者各自独立完成同样的工效评价。 

（10）建立正式的申诉渠道和上级人事部门对绩效考核结果审查的制度。 

（11）如果发生了解解雇时间，制作与被解雇员工有关的书面工作绩效考核，以对解雇的原因

做出解释。 

（12）在适当的时候，对工作绩效较差的员工提供正确的指导。 

思考题： 

1、绩效考核在组织中有哪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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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别侧重于员工特征、行为和结果的考核方法各有哪些优、缺点？ 

3、平衡计分法如何将个人的绩效和组织的战略联系起来的？ 

4、绩效考核中可能出现哪些问题？ 

第九章 薪酬管理（总 8学时） 

本章学习目标： 

1、薪酬的基本概念 

2、奖励和惩罚的综合运用 

3、薪酬策略的制定 

4、现代薪酬管理思想 

5、中国企业薪酬管理现状与对策 

第一节  报酬的含义和内容（0.5学时） 

一、报酬的含义： 

报酬（rewards）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指的是作为个人劳动的回报而得到的各种类型的酬劳。 

二、报酬的内容 

报酬分为内在（intrinsic）酬劳和外在（extrinsic）报酬两大部分。 

外在酬劳依据其性质又分为直接、间接和非财务性等三类 

1、内在的报酬是指工作者由工作本身所获得的满足感而言的，包括： 

（1）参与决策权； 

（2）自由分配工作时间及方式； 

（3）较多的职权； 

（4）较有趣的工作； 

（5）个人成长的机会； 

（6）活动的多元化。 

第二节  薪酬的含义和内容（0.5学时） 

一、 薪酬的含义： 

薪酬（compensation）是企业因使用员工的劳动而付给员工的钱或实物。凡是具有下列两大要

素的报酬都属于薪酬的范围： 

（1）基于对组织或团队的贡献； 

（2）这种报酬被认为是具有效用的。 

二、薪酬的内容： 

薪酬分为直接薪酬和间接薪酬，直接薪酬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和股权，间接薪酬即

福利。 

1、工资：根据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按照事先规定的标准付给劳动者的劳动报酬，

也就是劳动的价格。 

Salary（白领工资）：从事管理工作和负责经营等的人员按年或按月领取的固定薪金。 

Wages（蓝领工资）：从事生产操作的人员按件、小时、日、周或月领取的固定薪金。 

总体的工资可以作如下分类： 

（1）基本工资 

（2）激励工资 

（3）成就工资（merit pay） 

2、奖金 

3、津贴与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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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权 

5、福利（benefits） 

第三节  工资制度 

主要有如下几类工资制度 

一、技术等级工资制 

是根据劳动的复杂程度、繁复程度、精确程度和工作责任大小等因素划分技术等级，按等级规

定工资标准的一种制度。 

其特点是：主要以劳动质量来区分劳动差别，进而依此规定工资差别。 

这种工资制度适用于技术比较复杂的工种，诸如机械行业的车、钳、铆、锻、焊、插、铣、刨、

磨、钻，以及模型、机修、保全等工种。 

1、技术等级工资制由工资等级表、技术等级标准和工资标准三方面组成。 

（1）工资等级表。是确定各级工人的工资标准和工人之间工资比例关系一览表。 

（2）技术等级标准。就是不同工种、不同级别应该达到的技术水平和劳动技能的标准： 

（3）工资标准。又称工资率，指对不同等级职工实际支付的工资总额。标准工资与工资标准

不同，二者关系可用下式表达：标准工资＝月工资标准－缺勤天数 X日工资标准。 

二、职务等级工资 

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所实行的按职务等级规定工资的制度。 

职务等级工资制由职务名称表、职务工资标准表、业务标准、职务条件等构成。 

三、结构工资制 

也被称为分解工资、组合工资或多元化工资。它根据决定工资的不同因素和工资的不同作用，

而将工资划分为几个部分，通过对各部分工资数额的合理确定，构成劳动者的全部报酬。 

1、结构工资的四个组成部分： 

（1）基础工资 

（2）职务（岗位、技术）工资 

（3）年功工资 

（4）浮动工资（奖励工资） 

2、结构工资的优点 

结构工资制是一种比较优秀的工资制度，考虑因素较全面，主要有几个优点： 

（1）较好地体现了工资的几种不同功能。 

（2）有利于实行工资的分级管理 

（3）能够适应各行各业的特点。 

四、岗位技能工资制 

就是按照工人的实际操作岗位及技术水平来规定工资标准。将职工工资分解为技能工资和岗位

工资，分别依据劳动技能水平和岗位要求确定工资率的工资制度。 

1、岗位工资（对某些员工来说是职务工资）： 

通过岗位评价（或称职位评价）的方法，根据各岗位的责任轻重、劳动强度大小及劳动条件好

坏三项内容的总积分，将各岗位划分为几个不同档次，并确定相应的工资标准。 

2、技能工资 

是根据员工的劳动技能水平确定的，反映了员工的潜在劳动形态，一般分为技术工人、非技术

工人、管理与专业技术人员三类。技能工资是根据岗位（职务）对员工的技术要求以及员工的实际

劳动技能确定的。它与员工实际所在岗位（或职务）有时并不一致。 

五、提成工资制 

企业实际销售收入减去成本开支和赢缴纳的各种税费以后，剩余部分在企业和员工之间按不同

比例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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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此制度的三要素是： 

（1）确定适当的提成指标； 

（2）确定恰当的提成方式； 

（3）确定合理的提成比例。 

六、谈判工资制 

是一种灵活反映企业经营状况和劳务市场供求状况并对员工的工资收入实行保密的一种工资

制度。 

第四节 工资给付方式 

工资给付方式也称为工资形式，我国现行的工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计时工资，二是计件

工资，还有一种是作为补充形式的奖金和津贴。 

1、计时工资制 

（1）小时工资制       

小时工资标准＝月工资标准÷月法定工作小时数 

（2）日工资制 

日工资标准＝月工资标准÷月计算日数 

（3）月工资制 

即根据规定的月工资标准来计算工资。                                                                 

2、计件工资制 

是指依据工人生产合格产品的数量或完成的工作量，以劳动定额为标准，预先规定计件单价来

计算劳动报酬的一种形式。 

（1）直接无限计件工资制 

（2）直接有限计件工资制 

（3）累进计件工资制 

（4）超额计件工资制 

（5）按质分等计件工资制 

2、计件工资制 

（6）包工工资制 

（7）提成工资制 

（8）间接计件工资制 

（9）最终产品计件工资制 

3、奖金和津贴 

一种辅助的工资形式。 

奖金应该是对劳动者提供的超额劳动的报酬，必须从企业的超额利润中提取。 

津贴是对劳动者提供特殊劳动所作的额外劳动消耗的一种补偿。 

主要的津贴形式： 

（1）地区津贴 

（2）野外作业津贴 

（3）井下津贴 

（4）夜班津贴 

（5）流动施工津贴 

（6）冬季取暖津贴 

（7）高温津贴 

（8）职务津贴 

（9）放射性或有毒气体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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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工资关系（0.5学时） 

工资关系是指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以及各类人员之间的工资差别及其内在联系。 

1、国家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的工资关系 

2、国家工作人员内部各类人员的工资关系 

3、不同地区之间劳动者的工资关系 

4、各部门、各行业间职工工资关系 

5、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工资关系 

第六节  福  利 

福利是指组织为员工提供的除工资与奖金之外的一切物质待遇。职工福利的内容可以分为两大

部分：法定福利和企业福利。 

1、福利的重要性 

（1）吸引优秀员工 

（2）提高员工的士气 

（3）降低员工流动率 

（4）激励员工 

（5）凝聚员工 

（6）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2、影响福利的因素 

（1）高层管理者的经营理念。 

（2）政府的政策法规。 

（3）工资的控制。 

（4）医疗费的急剧增加。 

（5）竞争性。 

（6）工会的压力 

三、福利的类型 

1、公共福利 

（1）医疗保险 

（2）失业保险 

（3）养老保险 

（4）伤残保险 

2、个别福利 

（1）养老金 

（2）储蓄 

（3）辞退金 

（4）住房津贴 

（5）交通费 

（6）工作午餐 

（7）海外津贴 

（8）人寿保险 

四、福利的管理 

1、福利的目标 

2、福利的成本核算 

3、福利沟通 

4、福利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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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福利的实施 

第七节 奖励和惩罚 

一、奖励和惩罚的种类 

1、按使用范围划分 

（1）国家规定的一般奖励和惩罚。 

（2）事业或企业单位内部特殊的奖励和惩罚。 

2、按奖励和惩罚的手段划分 

（1）物质手段 

（2）精神手段 

二、奖励的技巧 

1、对于不同的职工应采用不同的恶疾里手段 

2、注意奖励的综合评价 

3、适当拉开实际效价的档次，控制奖励的效价差 

4、奖励措施的个性化 

5、适当控制期望概率 

6、注意期望心理的疏导 

7、注意公平的心理疏导 

8、恰当地树立奖励目标 

9、注意掌握奖励时机和奖励频率 

三、惩罚的技巧 

1、惩罚标准 

2、惩罚种类 

3、惩罚技巧 

四、奖惩的综合运用 

1、奖励和惩罚不是目的 

2、必须从组织目标出发进行奖惩 

3、应坚持以奖励为主，以惩罚为辅 

4、科学的考核是奖惩的主要依据 

5、注意奖惩适度 

6、做到奖惩及时 

7、应注意非正式组织的作用 

8、认真疏导挫折心理 

9、思想工作应该贯穿奖励和惩罚的始终 

第八节  薪酬管理的影响因素（0.5学时） 

一、薪酬管理的主要影响因素 

可以归纳为三类： 

1、外在环境因素：（external environment factors） 

政府法令、经济、工会、社会、劳动力市场、团体协商、生活水平等 

2、组织内在因素：（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factors） 

包括财务能力、预算控制、薪酬政策、企业规模、比较工作价值、竞争力，公平因素。 

3、个人因素：（individual factors） 

二、影响工资制度和工资水平的因素 

1、职位的相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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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职者的技术水平 

3、市场价格 

4、企业效益和支付能力 

5、部门绩效 

6、劳资协商谈判结果 

7、法律的规定 

第九节  薪酬管理策略（0.5学时） 

薪酬管理策略大体包括：雇佣工资、调薪金额、调薪时间与临时工作津贴等项目 

一、薪酬管理的目的： 

1、吸引和留住组织需要的员工； 

2、鼓励员工积极提高工作所需要的技能和能力 

3、鼓励员工高效率地工作 

4、创造组织所希望的文化氛围 

5、控制运用成本 

二、合适的薪酬策略特征： 

1、独特性 

2、程序性 

3、弹性 

4、公布周知 

三、薪酬策略的内容 

包括工资计划、工资额度管理、工资制度管理等。 

薪酬策略应考虑的主要因素： 

1、竞争地位 

2、工资水平 

3、工资决定 

正式的薪酬策略，表达出各类职位的薪酬的决定方式。是否基于对其它企业相应职位的薪酬调

查？薪水决定是否来自于职位评价？ 

4、工资调升 

员工调整薪水的基准。 

5、起薪 

6、薪资变动 

7、特别事项 

8、组合方案薪资策略 

第十节  现代薪酬管理思想（0.5学时） 

薪酬管理思想包括以下内容： 

1、最根本的目的是对劳动生产率的管理 

2、金钱的作用是有限的 

3、不要忽视员工自我激励的能动性 

4、与绩效考核相联系 

5、薪酬结构应随行业、企业而变 

薪酬结构主要指工资、奖金、津贴、股权、福利之间的比例关系，以及固定工资与活动工资之

间的比例关系。  

一般而言，工资仍是薪酬的主体部分，奖金和津贴应该少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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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薪酬管理与企业文化、企业形象建设相得益彰 

7、对于知识型员工的管理，应以工作而非级别为基础 

8、竞争使薪酬管理充满活力 

薪酬管理的本质是提高劳动生产力，而公平竞争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杠杆，应充分表现出”奖

勤罚懒、奖优罚劣”的明显功能。 

第十一节  中国企业薪酬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一、 中国企业薪酬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企不分，政府对企业的薪酬管理干涉过多。 

2、平均主义严重。 

3、薪酬水平偏低，缺乏市场竞争力，尤其是主义经营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的薪酬水平，与市

场脱节，造成积极性不高，人才流失严重。 

4、现行的岗位技能工资以技能为主，年资过大，不利于调动青年员工的积极性。 

5、企业职位评价工作薄弱，缺乏科学管理的基础。因此，薪酬制度陈旧、不健全。 

6、奖金和补贴种类繁多，发放中的平均主义和随意性大。 

7、绩效考核不科学、欠公平。 

8、由于制度不健全、资金不到位，社会保障机制迟迟建立不起来，致使”员工能进能出”的

机制大打折扣，下岗工人的安排也成为一大社会问题。 

9、落后的观念严重妨碍了企业内部新的薪酬制度和动力机制的建立。 

二、案例 

某市探索股权设置模式推进企业改革 

某市在改革中薪酬制度变革的具体做法： 

按“岗”认股 

由经营管理层占大股或控股，其中主要经营者股权比例不低于２５％，可在先缴５０％的基础

上分３年付清。 

按“技”论股 

“技术股”的占股比例最高可达３５％。目前该市已有２０余家企业７０余名科技人员享有“技

术股”，总额达２４００余万元。 

按“知”配股 

对大学本科或中级职称以上的管理技术人员，可凭学历拿出高于普通职工１—３倍的资金参与

入股，企业配出相同金额的”知识股”，目前已有长江、华厦等８家骨干企业实施。 

按“龄”计股 

在绩优企业的一线职工中设置“工龄股”，连续工作５年以上职工可按工龄享有上浮 5％一 15％

的认股权。 

按”绩”奖股 

对业绩突出的经营者可奖励１５％以下的”期股”，目前该市已有１０家企业实行奖股，最高

一户达３００余万元。 

思考题： 

1、一个合理的薪酬结构有哪些特征？试举例说明。 

2、计件工资有何优缺点？如何完善计件工资？ 

3、举例说明如何正确进行奖励和惩罚？ 

4、报酬和薪酬在含义上有什么区别？新酬包括哪几部分？ 

5、如何正确地选择薪酬策略？ 

第十章  人员培训（总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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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学习目标： 

1、培训与人力资源开发的关系 

2、培育的重要性 

3、对不同培训对象的培训内容重点及培训形式 

4、企业培训组织工作的主要内容 

5、培训方案的意义 

6、组织学习与学习型组织的含义 

第一节  培训是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手段 

一、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 

人力资源开发就是企业通过培训及其他工作改进员工能力水平和企业业绩的一种有计划的、连

续性的工作。 

培训并不等同于人力资源开发： 

1、培训的目的是使对象获得目前工作所需的能力和知识； 

2、培训是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手段，但不是惟一手段。 

二、培训的作用 

培训的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培训是调整人与事之间的矛盾，实现人事和谐的重要手段 

人与事的不协调是绝对的，这是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要解决这一矛盾，一要靠人员流动，二

要靠人员培训。 

人员流动是用”因事选人”的方法实现人事和谐，而人员培训则是”使人适事”的方法实现人

事和谐； 

2、培训是快出人才、多处人才、出好人才的重要途径 

所谓人才，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具备一定的知识技能，并能以其劳动对社会发展作出较多

贡献的人。 

我国教育经费有限，办学能力远远满足不了社会需要，各种培训是培养企业专门人才的重要途

径。 

3、培训是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有效方法 

培训不仅有利于提高员工的素质和能力，也改善了工作动机和工作态度。 

4、培训是建立优秀组织文化的有力杠杆 

企业文化建设不是孤立的，特别是离不开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培训是建设企业文化的重要环节。 

5、培训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有利于企业掌握新技术，提高人员素质，增强竞争力 

第二节  培训的原则和形式 

不同企业的培训制度各有特色，但人员培训的原则和形式上有许多共同点，这是带有普遍意义

的。 

一、人员培训的原则 

1、理论联系实际，学用一致的原则 

为使培训与使用一致，应注意以下二点： 

（1）要全面规划； 

（2）要学用一致。 

2、知识技能培训与组织文化培训兼顾的原则 

培训内容应该与岗位职责相衔接。 

3、全员培训和重点提高相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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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严格考核和择优奖励原则 

二、培训形式分类 

1、从培训与工作的关系来划分，有在职培训、脱产培训和半脱产培训 

在职培训：针对性强，易发生不必要成本； 

脱产培训：可集中学习，往往针对性差； 

半脱产学习：介入上述两者之间 

2、从培训目的来划分，有文化补习、学历教育、岗位职务培训等。 

（1）改变态度：认知，情感，行为：积极的与消极的。 

（2）获取知识：基础性知识（数理化、语文、外语）；专业知识（有关企业生产经营各类职能

的理论与技术）；背景性的文化知识（涵盖科技、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 

（3）提高技能：管理人员近 80%时间与人打交道，须培训其人际能力（沟通能力、协调能力、

冲突处理能力等）；管理者的能力的核心是解决问题的能力（7 个环节：发现问题，分清主次，诊

断原因，拟定对策，比较对策，作出决策，贯彻执行）。 

第二节  培训的原则和形式 

3、从培训的层次上划分，有高级、中级和初级培训 

高级：培训的作用更多是创造情境、激发潜能、理论提高等 

中级：如管理技巧等 

低级：知识性的学习 

第三节  员工培训 

培训对象不同，培训的特点也不同。企业中的人员总体上可分为普通员工和管理人员二大类，

普通员工又可分为新员工培训和在职员工培训。 

一、新员工培训 

新员工培训通常也称为职前教育、导向教育等。 

1、新员工培训的目的 

（1）互相了解 

首先让他们了解企业，其次是管理者和新员工之间的相互了解。  

（2）打消疑虑 

新员工是怀着各种各样的想法进入企业的，不免有对新环境的不安和疑虑，他们迫切需要尽快

知道答案。良好的培训和接待将能够有助于他们打消疑虑，尽快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 

（3）适应工作 

让新员工了解自己即将从事的工作的基本内容和程序，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工作，如何尽快进入

角色。 

（4）培养归属感 

归属感是培养出来的。归属感就是让员工从思想、感情和心理上产生认同、依附、参与和投入。 

2、新员工培训的主要内容 

（1）企业文化培训 

（2）规章制度培训 

（3）业务培训 

（4）熟悉环境 

3、新员工培训的一般程序 

（1）概况介绍 

（2）参观 

（3）企业层次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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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门层次的培训 

（5）有关领导与新员工单独面谈 

二、在职员工的培训 

在职员工的培训是企业培训体系的主体，应贯穿于员工的整个发展过程。通常有六个方面。 

1、不脱产的一般文化教育 

夜校、业余自修学校或通过电视大学、函授大学、走读大学、夜大学等”五大”形式 

2、岗位培训 

师傅带徒弟、企业自己集中办班、委托专业的职工培训中心、培训机构协助进行等。 

3、专题培训（正虹的农业产业化战略选择） 

4、转岗培训 

5、个人自选培训 

6、脱产进修 

第四节  管理人员的开发 

管理人员在组织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管理人员开发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分。 

一、管理人员开发的重要性 

管理人员开发的误区： 

1、迷信个人经验，不把管理当科学。 

2、不了解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在素质和能力结构上要求差别很大。 

二、管理人员开发计划 

主要有因素： 

1、管理人员应具备的素质和能力 

（1）知识 

一名管理人员必须知道如何处理问题和履行职责，必须熟悉所管理的业务领域如生产、销售、

财务、会计、技术等。还必须有关于经验环境的知识，如社会、文化、政治、伦理等。 

（2）技能 

管理者必须具有解决问题和决策的技能，要能够处理各种突发事件，能与各种不同的人沟通，

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和要害，能运筹帷幄、当机立断等，要求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书面表达能力、

创造能力、敏感性以及综合运用各种方法的技能。 

（3）态度 

管理者如何看待自己的职务？如何看待上级与下级？如何看待与他人的关系？如何看待挑战、

变化和责任？这些都需要管理者有正确的态度。 

（4）行为方式 

管理者的衣着、仪表、风度、工作作风等，都要符合管理职位的要求。 

2、管理人员实际具备的素质和能力 

3、管理人员实际素质与管理职位要求的差距 

从培养目标和现有水平找差距。 

三、管理人员开发类型 

1、在职开发 

在工作中进行 

2、替补训练 

把一些较为出色的管理作人员指定为填补训练者，除原有责任外，要求他们熟悉本部门的上级

职责。一旦上级离任，替补训练者就可以按预先准备接替其工作。 

3、短期学习 

4、轮流任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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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层主管开发计划 

（1）班组长开发计划 

（2）改善上下级关系计划 

（3）提高素质的阅读计划 

6、决策训练 

7、决策竞赛 

8、角色扮演 

9、敏感性训练 

10、跨文化管理训练 

第五节  培训的组织管理 

由于培训工作涉及面广、内容复杂，而且各有关领导部门、领导者对培训工作的重视程度参差

不齐，培训工作很不平衡。因此，必须加强对培训工作的管理。 

一、培训工作流程 

如图所示： 

1、培训需求分析 

2、培训设计和实施 

3、培训评估 

            

二、培训的基本程序 

1、分析培训需求 

分析的层次：企业、部门（工作岗位）、个人 

分析的核心：差异分析 

分析的方法：面谈法、观察法、问卷法、考评法、自我分析法 

2、组织培训对象 

全员性 

层次性 

3、制定培训目标 

明确、具体、适度、实用 

4、 设计培训内容 

反馈 

后果评价 

培训评价 

培训监控 

对参加者 
预先测验 

制定标准 

实施培训 

培训内容及 
方法设计 目标确立 

培训需求评估 

培训工作流程 

需求分析 设计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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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培训的基本内容：态度培训、知识培训、技能培训、潜能培训 

5、确定培训方式 

送出去、请进来、在职、脱产 

6、选择培训师资 

卓越型培训师、专业型培训师、技巧型培训师、讲师型培训师 

7、实施培训控制 

8、搞好培训评估 

考核法：考试、调查法:问卷法、座谈法、观察法、指标法：指标分析 

三、企业培训工作的管理 

1、确立培训工作在企业中的重要地位 

企业主要负责人要深刻认识培训工作的深远意义，没有长远眼光，就做不好培训工作，更做不

好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2、制定培训计划 

培训是一项经常性、长期的、战略性的工作，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因此必须从本企业实际出

发全面规划，统筹安排。 

3、建立健全培训组织 

企业应该有专门负责培训俄部门或人员。 

4、严格培训考核 

既包括对培训者的考核，也包括对受训者的考核。培训考核的结果可作为员工转正、定级、使

用、职称评定、报酬等的依据。 

5、 保证培训投入 

要保证一定的物质条件，如场地、设备、经费等。 

第六节  组织学习与学习型组织 

一、组织学习的含义 

组织学习研究方面有四种理论基础，即组织行为学、运作管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和系统动力学

理论 

组织学习是一个主动适应环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组织及其成员积极学习并应用组织内外有用

的知识，指导组织的行为，同时也影响着组织的环境。 

二、学习型组织的定义（几种） 

1、学习型组织是为其成员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促进所有成员学习，并不断改造自己以实现

自己的战略目标的组织 

2、学习型组织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创造知识、获取知识和传递知识的技能，并能够不断根据新

的知识和观念来修正自身行为的组织。 

3、学习型组织就是一个从个人学习到团队学习，到组织学习，再到全局学习，这样一个不断

进行学习与转换的组织。 

4、学习型组织是指通过培养弥漫于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而建立起来的一种符合人性的、有机

的、扁平化的组织，这种组织具有持续学习的精神，是可持续发展的组织。 

综合各种观点，我们认为，学习型组织是某一组织或某一群体的全体成员在共同目标指引下注

重学习、传播、运用和创新知识，因而具备高度凝聚力和旺盛生命力的组织。 

三、学习型组织的特征 

1、组织成员拥有一个共同的愿景 

它是组织中所有员工共同愿望的景象，是他们的共同理想。 

2、组织由多个创造性个体组成 

3、善于不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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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终身学习、全员学习、全过程学习、团体学习。 

4、”地方为主”的扁平式结构 

5、自主管理 

6、组织的边界将被重新界定 

7、员工家庭与事业的平衡 

8、领导者的新角色：设计师、仆人和教师 

学习型组织通过保持学习的能力，及时铲除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不断突破组织成长的极限，从

而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 

思考题： 

1、培训工作的基本流程是什么？如何进行培训需求分析和培训效果评估？ 

2、常用的培训方法有哪些？每种方法的主要优点是什么？ 

3、培训与企业文化有怎样的关系？ 

4、组织学习和学习型组织理论对现代企业有何现实意义？ 

第十一章  职业管理（总 3学时） 

本章学习目标： 

1、职业生涯、职业规划、职业管理的含义 

2、职业发展观的含义和意义 

3、自我职业生涯管理的内容 

4、企业进行职业管理的内容和方法 

第一节  职业管理概述 

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企业既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员工的能力，又要为每一位员工

都提供不断成长以及挖掘个人最大潜力和建立成功职业的机会。这一观念使得职业管理成为人力资

源管理区别于人事管理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一、职业管理的有关概念 

1、职业生涯 

就是一个人从首次参加工作开始的一生中所有的工作活动与工作经历按编年的顺序串接组成

的整个过程。 

2、职业计划 

职业计划有个人和组织两个层次。 

企业为了不断地增强员工的满意感并使其能与企业组织的发展和需要统一起来而制定协调有

关员工个人成长、发展与组织需要和发展相结合的计划。 

3、职业管理 

是一种专门化的管理，即从组织角度，对员工从事的职业所进行的一系列计划、组织、领导和

控制等管理活动，以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人发展的有机结合。 

二、职业发展观及其重要意义 

1、职业发展观产生的背景 

（1）经济发展和人们需求层次的提高 

（2）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3）企业管理从科学管理到文化管理的飞跃 

（4）企业管理走向”以人为本” 

2、职业发展观的主要内容 

企业要为其成员构建职业发展通道，使之与组织的需求相匹配、相协调、相融合，以达到满足

组织及其成员各自需要、同时实现组织目标和员工个人目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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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是要使员工个人职业生涯和组织需求在相互作用中实现协调与融合。 

3、职业发展观的意义和作用 

（1）有利于促进员工的全面发展和增加他们的满意感。 

（2）有利于塑造优秀的企业文化 

（3）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发展 

第二节  影响职业生涯的因素 

一、影响职业生涯的个人因素 

1、职业性向（occupational orientation），也叫职业倾向、职业取向。 

美国职业咨询专家约翰•霍兰德提出来的，六种基本的职业性向： 

（1）技能性向；             （2）研究性向； 

（3）社交性向；             （4）事务性向； 

（5）经营性向；             （6）艺术性向 

2、能力 

（1）体能 

（2）心理素质 

（3）智能 

3、职业锚（career anchor）与职业性向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同于职业性向。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埃德加•施恩教授提出来的。 

职业锚就是当一个人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时候，他（她）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的职业中那种至关

重要的东西。实际上就是人们选择和发展自己的职业时所围绕的中心。 

（1）技术/职能型职业锚；     （2）管理型职业锚； 

（3）创造型职业锚；              （4）自主/独立型职业锚； 

（5）安全/稳定型职业锚 

4、人生阶段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二、影响职业生涯的环境因素 

1、社会环境因素 

（1）经济发展水平 

（2）社会文化环境 

（3）政治制度和氛围 

（4）价值观念 

2、企业环境因素 

（1）企业文化 

（2）管理制度 

（3）领导者素质和价值观 

第三节  个人职业计划（0.5学时） 

一、制定个人职业计划的原则 

1、实事求是、准确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是制定个人职业计划的前提 

2、要切实可行。 

3、个人职业计划目标要与组织目标协调一致 

4、在动态变化中制定和修正个人职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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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职业计划的内容 

1、个人自我评价 

（1）自我评价的目的和内容 

扬长避短、完善自我；正确选择和调整职业。 

（2）自我评价的工具和方法 

优/缺点平衡表 

好恶调查表 

标准化的纸笔测验 

2、选择职业道路 

人生职业的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就是就业，维持生存； 

第二层次是职业，从事比较稳定的工作，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 

第三层次是事业，这个层次不仅有丰富的生活物质， 

更有精神上的满足感。这三个层次逐步推进，逐步实现，并不能一步到位。 

三、职业生涯自我管理的其他内容 

1、自学 

2、发现并争取机会 

3、重视与上级、同事的沟通 

第四节  企业的职业管理（0.5学时） 

一、协调企业目标与员工个人目标 

1、树立人力资源开发思想 

2、了解员工需求 

3、使企业与员工结为利益共同体 

二、帮助员工制定职业计划 

1、设计职业计划表 

2、为员工提供职业指导 

有三种途径：通过管理人员进行；通过外请专家进行；向员工提供有关的自测工具。 

三、帮助员工实现职业计划 

1、在招聘时重视应聘者的职业兴趣并提供较为现实的发展机会 

2、提供阶段性的工作轮换 

使员工在一次次新尝试中了解自己的职业性向和职业锚，更准确地评价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另

一方面使员工得到多方面的培养和锻炼，为将来承担更重要的工作打下基础。 

3、多样化、多层次的培训 

4、以职业发展为导向的考核 

考核不能满足于为过去做一个结论，更要使员工了解怎样在将来做得更好。 

5、晋升与调动管理 

是员工职业发展的直接表现和主要途径。 

思考题： 

1、职业发展观的含义是什么？ 

2、个人如何制定职业计划？ 

3、企业怎样进行职业管理？ 

4、运用本章的有关理论分析你的职业计划并制定一个行动方案。 

第十二章 劳动关系（总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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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学习目标 

1、劳动关系的内涵 

2、工会和职代会在我国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3、解决劳动争议的原则、途径和方法 

4、中国当前劳动关系的趋势及其整合出路 

第一节 基本概念 （0.5学时） 

一、劳动关系的含义 

劳动关系既是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一个概念，也是一个法律概念，具有明确的法律内涵。 

它是指存在与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与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事实上已成为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的

成员，并为其提供有偿劳动的关系。 

二、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 

1、发生在现实劳动过程中的关系，与劳动者有着直接的联系。 

2、劳动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一方是劳动者，另一方是提供生产资料的劳动者所在单位，如企

业、 事业单位、政府部门等等。 

3、劳动关系的一方劳动者要成为另一方所在单位的成员，并遵守单位的内部劳动规则。 

劳动关系的基本内容：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工作时间、休息时间、劳动报酬、劳动安全卫生、劳动纪律与奖惩、劳动

保险、职业培训等形成的关系。还包括劳动行政部门与用人单位、劳动者在劳动就业、劳动争议和

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关系，工会与用人单位、职工之间履行工会的职责和职权，代表和维护职工会合

法权益而发生的关系等。 

三、处理好劳动关系的重要性 

1、能提高企业的赢利能力 

罢工、关键人员跳槽等是对企业赢利优势的明显破坏，这些问题的避免有赖于良好地处理劳动

关系。 

2、有利于管理者的晋升 

如何解决好劳动关系问题对于一个管理者的职业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3、能够帮助避免纠纷 

为员工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4、有助于处理日常管理中的很多问题 

5、发展专业化的管理，促进劳动者及其代表以合作的姿态解决问题，提高管理水平。 

四、我国与劳动关系有关法律规定 

劳动法、公司法、企业法等多部法律法规。 

第二节 劳动者的地位和权益（0.5学时） 

一、劳动者地位 

劳动者在企业内处于主体地位，经营管理者则处于主导地位，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劳动者的权利 

1、我国劳动者享有的权利： 

2、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 

3、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4、休息休假的权利 

5、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利 

6、接受技能培训的权利 

7、享有社会保险和保障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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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 

9、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三节 工会、职代会的地位和作用（0.5学时） 

一、 工会 

在西方是抵消资方讨价还价力量的雇员联合组织。它的作用是代表劳动者的利益，平衡雇主的

经济实力，核心作用是联合起来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 

在我国，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在《工会法》中，对工会的各项职能和

权利进行了规定，明确了工会在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重点是加强工会组织

建设，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二、职代会： 

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另一个特点。职代会有五项权利： 

1、定期听取厂长的工作报告 

2、审议通过厂长提出的企业各项经营方案 

3、审议决定职工福利基金使用方案 

4、评议、监督企业各级领导干部，并提出奖惩和任免建议 

5、主管机关任命或免除企业行政领导人的职务时，必须充分考虑职代会的意见。 

在我国企业的劳动关系中，工会和职代会在确保劳动者的权益得以实现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 

第四节 劳动协商和谈判（0.5学时） 

一、 西方劳资协商和谈判的基本模式 

劳资协商和谈判的主要内容是工资标准、劳动条件、解雇人数，还有其他有关职工权益的问题。

劳资双方的代表一方是工会，另一方是雇主。目前，国际上有三种水平的基本模式，这里介绍工资

水平的协商和谈判。 

1、 由宏观层次的劳资双方谈判决定，如新加坡、奥地利、挪威、瑞典等。 

通过一年一度的谈判，制定全国性的工资制度。 

2、 由产业中观层次劳资双方谈判决定，如德国、荷兰、瑞士等。 

谈判的主要内容有报酬问题、劳动条件及待遇等。 

3、 由企业微观层次劳资双方谈判决定，如日本、美国等。 

企业的工资标准由企业的劳资双方代表谈判，签订劳动集体合同加以确定。联邦政府除通过法

律规定最低工资和加班工资标准外，对企业的具体工资事务一般不加干涉。 

二、我国劳动协商制度的未来 

目前以企业内部劳动协商为主，一方为工会，一方为企业经营者，通过半年或一年一次的劳动

协商会议进行磋商。 

谈判的主要内容有：职工工资福利增长幅度；工资结构等。 

第五节 劳动争议及处理 

在劳动关系的发展中，劳资关系各方出现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正确处理劳动争议是维护和谐的

劳动关系，发挥人力资源潜力的重要方面。 

一、解决劳动争议的基本原则 

根据我国劳动法的规定，劳动争议处理应当遵循下述原则： 

1、调节和及时处理原则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劳动争议，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也可以协商解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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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是指在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前提下，由劳动争议处理机构在双方之间进行协商和疏通，目的

在于促使争议双方相互谅解，达成协议，从而结束争议的活动。 

调解原则适用于仲裁和诉讼程序。 

处理劳动争议还应遵循及时原则，防止久调不决。劳动法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

动争议发生之日起 60 天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仲裁裁决一般应当在收到仲裁申

请 60日内作出。 

2、在事实基础上依法处理，即合法原则 

在查清事实、明辨是非的基础上，依据劳动法规、规章和政策作出公正处理。 

3、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即公正原则 

当事人双方在处理劳动争议过程中法律地位平等，平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不得将自己意志

强加给另一方。 

劳动争议处理机构应当公正执法，保障和便利双方当事人行使权利，不得偏袒或歧视任何一方。 

二、解决劳动争议的途径和方法 

1、通过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劳动法规定在用人单位内部可以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它由职工代表、用人单位代表、工

会代表三方组成。 

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所进行的调解活动是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活动，具有群众性和非诉

讼的特点。 

一般程序为：申请、受理、调查、调解、制作调解协议书。 

2、通过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进行裁决：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是依法成立的、独立行使劳动争议仲裁权的劳动争议处理机构。以县、市、

市辖区为单位，负责处理本地区发生的劳动争议。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同级工会、雇主代表三方组成。劳动争议仲裁委员

会主任由劳动行政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担任。 

劳动争议仲裁的三个原则 

a) 调解原则 

先行调解，调解不成再仲裁。 

b) 及时迅速原则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期限结案，一般应在收到仲裁申请的 60 天内作

出。 

c) 一次裁决原则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每一起劳动争议案实行一次裁决即终结的法律制度。当事人不服裁决，

可在收到仲裁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管辖区的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仲裁决定书即发生

法律效力。 

劳动争议仲裁一般分为 5个步骤： 

受理案件阶段、调查取证阶段、调解阶段、裁决阶段、执行阶段。 

3、通过人民法院处理处理劳动争议 

人民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件的条件是： 

必须先经过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必须在收到仲裁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管辖区的人

民法院起诉。 

三、我国企业劳动关系的热点问题 

1、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障 

2、纪律处分 

3、辞职与解雇 

4、退养与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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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效率与公平 

案例讨论 

思考题： 

1、 何谓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包括哪些内容？ 

2、 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是什么？ 

3、 解决劳动争议的原则和途径都有哪些？ 

4、 哪些劳动争议可由人民法院处理？ 

第十三章 组织文化建设（总 3.5学时） 

本章学习目标： 

1、组织文化的基本概念 

2、组织文化建设原理 

3、组织文化与组织竞争力 

4、组织哲学 

第一节  组织文化的内涵（1学时） 

一、 组织文化的定义 

组织在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中所形成的，为组织多数成员所共同遵循的最高目标、基本信念、价

值标准和行为规范。 

它是理念形态文化、物质形态文化和制度形态文化的复合体。 

1、观念层 

是组织文化的核心和主体，它主要指组织的领导和员工共同信守的基本信念、价值标准、职业

道德及精神风貌。是形成物质层和制度层的基础和原因。 

2、制度层（中间层次） 

（1）一般制度 

如业务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劳动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 

（2）特殊制度 

非程序化的制度，如员工评议干部制度、总结表彰制度等 

（3）组织风俗 

组织内部长期形成、约定俗成的一些特殊典礼、仪式、风俗、节日、活动等 

3、器物层（外显层次）——行为层 

又可成为物质层。是组织文化在物质层次上的体现，属于组织文化的表层部分，是群体价值观

的物质载体。 

包括组织名称、标志、标准字、标准色、厂（校）旗、厂（校）服、厂（校）标、厂（校）容

厂（校）貌，产品样式和包装、设备特色、建筑风格、纪念物、纪念建筑等； 

组织的业余文化活动及其产品——摄影产品、电影、录像、美术作品、文学作品、歌舞作品等

等。 

二、组织文化的作用 

1、导向作用 

2、规范作用 

3、凝聚作用 

4、激励作用 

三、组织文化的影响因素 

1、民族文化因素 

2、制度文化因素：宏观制度文化，包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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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来文化因素 

4、组织传统因素 

5、个人文化因素 

四、组织文化与员工需要层次 

1、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与按需激励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论”： 

（1）人的需求可以从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安全、社交、自尊、自我实现； 

（2）需求产生动机，动机导致行为。只有在需求还未得到满足时，才能影响行为，已满足的

需要不再具有动力； 

（3）对人的行为起主导作用的需求一般从低到高依次发挥作用；一般只有在较低层次的需求

得到满足后，较高层次的需求才会对人的行为起主导作用 

2、员工需求结构与组织管理模式 

（1）”经济人”假设：员工都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 

以泰勒《科学管理原理》为标志 

（2）”社会人”假设。霍桑试验 

（3）”自我实现人”假设 

（4）”复杂人”假设：人的需要随着人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第二节  理想追求与人力资源的动力开发（1学时） 

一、基本概念 

1、理想： 

是指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对未来的一种期望、一种向往。理想是人们的人生奋斗目标，是一定

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反映。 

理想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1）社会理想 

（2）道德理想 

（3）生活理想 

（4）职业理想 

2、追求：是指人们行为的现实目标指向。 

（1）追求具有阶段性 

（2）追求具有社会性，人们的追求都是受周围环境所影响和制约的。 

（3）追求的基础是需要 

（4）追求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受本人理想的巨大影响和制约。 

二、人力资源的动力系统 

三、理想教育是人力资源动力开发的基础工作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尽管有时这些理想不够清晰和完整。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仅仅在

于理想层次的高低。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一种金钱理想的写照；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一种读书做官的理想；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是一种崇高的爱国理想；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是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先烈的心声。 

四、组织风气与员工行为管理 

1、组织风气的内涵 

（1）组织制度和组织纪律 

是由组织正式规定的，靠行政权力强制推行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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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风气 

非正式的、非强制性的行为规范，它由组织成员相互影响、约定俗成。一般来讲，所谓组织风

气是指组织在长期活动中逐步形成的行为习惯和精神风貌。 

2、组织风气对群体行为的影响 

1、潜移默化的作用 

2、规范作用 

3、筛选作用 

4、凝聚作用 

3、良好组织风气的养成 

（1）领导率先示范 

（2）舆论积极导向 

（3）骨干带头，蔚然成风 

（4）开展思想工作，促使少数人从众 

第三节  群体价值观与组织凝聚力（3学时） 

一、组织凝聚力是组织活力深层次的动力 

企业活力是指企业在现有的内外环境下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动力。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在要素： 

（1）资产的凝聚力； 

（2）产品的竞争力； 

（3）市场的应变力； 

（4）技术的开发力； 

（5）企业的凝聚力 

二、物质凝聚与精神凝聚 

1、物质凝聚： 

指通过满足职工的生存、安全需要，以物质满足形式形成的凝聚作用。物质凝聚是组织凝聚力

的基础。 

恩格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物质凝聚需要解决的问题： 

（1）提供员工满意的薪酬； 

（2）提供员工满意的福利； 

（3）提供员工满意的劳动保护； 

（4）提供员工满意的社会保险。 

2、精神凝聚： 

是指通过满足员工的社交、自尊、自我实现和超越自我的需要，以精神满足形式形成的凝聚作

用。精神凝聚是组织凝聚力的根本。 

精神凝聚需要解决的问题： 

（1）为每一位员工提供施展聪明才智的舞台； 

（2）尊重每一位员工的民主权利，倾听其建议和意见； 

（3）尊重和鼓励员工钻研技术、探讨经营、提高个人才干和素质； 

（4）在组织内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员工感受到群体的温暖、组织的关怀； 

（5）培养良好的组织文化。 

三、群体价值观在形成组织凝聚力中的作用 

1、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的整合 

整合方法： 

（1）丰富组织目标的内涵，使其包含着更多的个人目标，使职工为实现组织目标的努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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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导致个人需要的满足和个人目标的实现； 

（2）培育良好的群体价值观，使个人价值取向向群体价值观靠拢，个人目标向组织靠拢。 

2、职工之间个人目标的整合 

日本企业的凝聚力 

中国企业的”主人翁意识”、”爱厂如家”、”厂兴我荣，厂衰我耻”。 

第四节 组织文化建设步骤（0.5学时） 

一、组织文化建设步骤 

1、文化盘点 

2、文化设计 

3、文化实施 

二、 组织文化建设的心理机制 

1、运用心理定势 

2、重视心理强化 

3、利用从众心理 

4、 培养认同心理 

5、激发模仿心理 

6、化解挫折心理 

三、 组织文化与组织竞争力   

1、三力理论 

（1）政治力 

（2）经济力 

（3）文化力 

2、组织思想工作与组织文化威力 

3、组织文化与组织形象 

（1）组织文化与组织形象的层次一一对应 

（2）组织形象不等于组织文化 

（3）组织形象是组织文化在传播媒介上的映像 

思考题： 

1、 企业核心价值观对一个企业意味着什么？ 

2、 何谓组织文化建设的心理机制？ 

3、 为什么说持续繁荣的企业都有优秀的企业文化？ 

第十四章  领导者与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总 2.5学时） 

本章学习目标： 

1、领导者价值观与人力资源开发 

2、领导者心理结构与领导者团队建设 

第一节  领导者的权威观与人员能动性（1小时） 

一、两种权威观 

1、领导影响力的主要来源有两方面 

（1）职位权力 

（2）个人权力：模范权（高尚的品德和良好的作风）、专长权（丰富的学识、卓越的技术、超

凡的能力） 

2、两种权威观 



4335 

（1）正式权限论。古典管理学派，法约尔 

（2）权威接受论。社会系统学派，巴纳德 

二、不同的权威观导致不同的领导行为 

（1）专制作风 

（2）民主作风 

（3）放任作风 

三、不同的领导行为导致不同的下级行为 

具体而言，三种不同的领导行为，使下级行为具有不同的特点： 

1、专制作风的领导通过严格的管理、重奖重罚，使组织完成工作目标，具有一定的工作效率，

但却造成了组织成员的消极态度和对抗情绪的明显增加，以至于人员流动率高、出勤率低、不满事

件增多、劳资纠纷严重、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关系对立； 

2、民主作风的组织效率最高，不仅能较好地达到工作目标，而且组织成员积极主动，表现出

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 

3、放任作风工作效率最差。 

四、领导者应该树立正确的权威观 

1、正确权威观的内容 

（1）破除对职位权力的迷信。 

（2）正确认识权力的来源 

（3）正确地使用权力 

2、领导树立权威的误区 

（1）滥用职权 

（2）讨好下级 

（3）背景衬托 

（4）拉开距离 

（5）自吹自擂 

第二节  领导者的人才观与队伍素质（0.5学时） 

一、现代领导者应具备的人才观 

1、人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毛泽东：“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政治路线确定下来

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2、人才是事业成败的关键 

3、德才兼备是人才的基本标准 

4、识才、育才、用才、留才是领导者的主要职责 

二、人才观上的偏差带来队伍素质的缺陷 

1、唯政治论与队伍业务素质低下 

2、唯台阶论与领导干部的逐级老化 

3、求全论与过失性人才的浪费 

4、单位所有制论与人才流动的艰难 

5、能人决定论与腐败之风的盛行 

6、人情论与裙带关系的羁绊 

三、各级领导者面临人才观上的挑战 

1、理论观念的变革 

2、思维方式的变革 

3、工作方式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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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领导集体的心理结构与领导团队的优化（0.5学时） 

一、领导集体心理结构的内涵 

1、认识系统——它在人的心理活动中起着定向的作用 

包括感觉、知觉、表象、记忆、想象、思维 

2、动力系统——它在人的活动中起着驱动的作用 

包括需要、动机、情感和兴趣 

3、调节系统——它对人的行为起着调节控制作用 

包括意志、理想、信念和价值观 

二、改善领导集体心理结构与领导团队的优化 

1、在认识系统上互补 

2、在动力系统上共振 

3、在调节系统上同步 

三、领导者人事管理中的心理误区 

1、晕轮效应 

2、投射效应 

3、相互回报心理 

4、嫉妒心理 

5、马太效应 

6、戴维现象 

第四节 领导者的价值观与组织文化（0.5学时） 

一、领导者是组织文化的缔造者 

1、组织的主导价值观是领导者个人价值观的群体化 

2、组织领导者是组织文化更新的推动者 

3、组织领导者是组织文化建设的指挥者 

二、领导者应确立科学的、高境界的价值观 

1、事业至上 

2、国家至上 

3、信誉至上 

4、奉献为荣 

5、群体为高 

6、以人为本 

7、服务致胜 

8、创新是命 

思考题： 

1、 不同的领导作风会导致哪些不同的下级行为？ 

2、 为什么说领导者是组织文化的缔造者？领导者应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 

3、 怎样树立正确的权威观？领导树立权威的误区有哪些？怎样避免？ 

第十五章 21世纪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总 1学时） 

本章学习目标： 

1、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对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影响 

2、21世纪忍耐力资源开发与管理趋势 

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化人才的开发 

经济全球化改变了企业的竞争舞台，竞争对手的范围扩大，游戏规则改变，都要求各类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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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自我完善，也要求培养出一大批面向全球化的高级人才。 

二、 信息化和知识化对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同时，世界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的管理重点将由“手工工

作者”转向“知识工作者”，对人力资源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 企业似学校——开发重于管理 

知识经济下的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首先需要每一位员工都成为自觉学习的“学习人”，需要

企业管理者提供学习机会、创造学习氛围，实行开发重于管理的领导方式。 

四、 金字塔的倒塌——官僚组织让位于团队组织 

尊重他人、建立相互信任 

五、 育才型领导——管理者角色的转变 

意味着管理者主要通过授权、指导等管理手段给予员工充分的成长空间，使其提供学习提高工

作绩效，相应地提高企业的整体绩效。 

六、管理价值观——文化管理大行其道 

在控制手段上，更多地实行思想和文化控制，而不是行政和行为层次上的控制。管理价值观应

该是 21世纪企业家的基本功。 

七、中介组织——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专业化分工与合作 

人力资源管理中一些低附加值的部分，敬爱能够外包给“猎头公司”、“拓展学校”、“培训公司”

等专门机构。 

八、企业即人——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战略地位的上升 

全球范围内的人才争夺战将愈演愈烈 

1、全球范围高技术人才的争夺战 

2、面向全球化的高级经营人才的争夺战 

3、面向全球化的高级公务员的人才争夺战 

思考题： 

1、 请举世界知名企业为例，说明 21世纪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走势。 

2、 对知识型员工应该怎样管理？试举例说明。 

执笔：顾凡  审稿：李景华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5月 26日 

 

管理学原理 
Principles of Management  

课程号：3060202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和国际商务专业的专业必修（选修）课程。同时也是面向工商双学位，工商

辅修以及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工商管理专业本科生一般没有亲身的工作经历。通过管理学的学习，应使他们对实际管理活动

及其背后的基本原理有一定的认识和了解，为他们认识、理解实际管理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基本的

管理原理和方法反过来又指导他们毕业后的实际工作。本课程是围绕一切组织的管理活动而展开

的、以实践为指导的一门科学。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能够： 

1．了解并掌握管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了解管理的历史演进过程，不同时期管理要解

决的主要问题，管理学者和管理实践者解决管理工作和管理实践问题的方法和取得的成果； 

2．掌握管理学的基本方法，熟悉现代计划技术和方法、组织结构设计、人力资源管理、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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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沟通技能、控制技术，把握现代管理的决策支持、组织文化、激励方式、创新模式和信息系

统； 

3．能运用所了解所掌握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实际管理问题，如：运用所学

的知识分析实际管理案例，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法；如在学习完“计划”后，能运用所学内容编写

日常生活、学习计划，甚至编写班级工作计划等；通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和模拟演练，初步具备

解决实际管理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管理与管理学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管理概述 

2．管理学概述 

3．管理——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学习目标： 

1．理解管理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 

2．掌握管理的两重性和各种职能； 

3．理解管理人员的分类和技能要求； 

4．理解管理学的特点、研究对象和内容； 

5．了解学习和研究管理学的方法； 

6．理解管理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的含义。  

知识单元 2：管理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管理思想与理论的历史沿革 

2、古典管理理论 

3. 行为科学理论 

4. 现代管理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外管理思想、理论的演变； 

2．掌握各管理理论分支的代表人物、内容及特点。 

知识单元 3：战略管理与决策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管理环境 

2．管理战略 

3．决策 

学习目标： 

1．了解组织与管理环境的关系，掌握宏观、微观环境分析的内容； 

2．掌握战略管理的过程和企业战略的类型； 

3．掌握决策的定义、原则、类型、程序，掌握决策的基本方法 

知识单元 4：计划工作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计划工作概述 



4339 

2．现代计划技术与方法 

3．目标与目标管理 

学习目标： 

1．了解计划的概念与作用； 

2．了解计划的分类；掌握计划编制过程； 

3．掌握现代计划技术与方法； 

4．掌握目标管理的基本思想、特点与过程。 

知识单元 5：组织工作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组织概述 

2．组织设计 

3．组织结构 

4.  组织运行 

学习目标： 

1．了解组织的含义、功能； 

2．掌握组织设计的任务、原则、程序、内容； 

3．掌握各种组织结构的形式、特点、优缺点、适用范围； 

4．了解组织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 

5．掌握组织运行的有关情况，如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集权与分权； 

6．掌握职权的类型。 

知识单元 6：组织变革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组织变革的理论 

2．组织文化与跨文化管理 

3．团队建设 

学习目标： 

1．了解组织变革理论，包括变革的动力、阻力及克服； 

2．掌握组织文化的含义、特点、内容及其对管理实践的影响； 

3．了解跨文化管理； 

4．了解团队的功能，掌握团队建设的流程。 

知识单元 7：人力资源管理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人力资源管理概述 

2．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活动 

学习目标： 

1．了解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基础，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问题； 

2．掌握人力资源管理的含义与内容，人力资源规划的任务、内容及程序； 

3．了解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活动。 

知识单元 8：领导工作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领导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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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导理论 

3．领导艺术 

学习目标： 

1．明确领导的本质、内容与影响； 

2．弄清领导与管理的区别； 

3．掌握领导工作应遵循的原理； 

4．掌握领导理论及最新观点； 

5．了解领导艺术的特点与内容。 

知识单元 9：激励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激励概述 

2．激励理论 

3．激励实践 

学习目标： 

1．了解激励的心理机制； 

2．掌握激励的过程，明确激励的内容与意义； 

3．掌握各种激励理论； 

4．把握激励的原则，掌握激励方法与技巧。 

知识单元 10：信息沟通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信息沟通的概念和过程 

2．信息沟通的方式和渠道 

3．信息沟通的障碍及消除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沟通的概念、功能和作用； 

2．掌握沟通的过程与要素； 

3．掌握信息沟通的方式和渠道； 

4．能够进行沟通障碍分析，掌握消除办法； 

5．能够运用管理沟通的技巧。 

知识单元 11：控制工作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控制工作概述 

2．控制工作的过程 

3．控制技术与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控制的含义、类型以及控制系统的要素； 

2．掌握控制工作的过程； 

3．阐明控制基本原理与控制原则； 

4．明确控制的技术与方法。 

知识单元 12：当今管理的新发展与新挑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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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今管理学理论的新发展 

2．网络化、信息化给管理者带来的挑战 

3．全球化给管理者带来的挑战 

学习目标： 

1．了解并把握管理学理论的新发展； 

2．了解网络化、信息化、全球化给管理者带来的新挑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管理与管理学概述 3  

2 管理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3  

3 战略管理与决策 5  

4 计划工作 4  

5 组织工作 6  

6 组织变革  4  

7 人力资源管理 5  

8 领导工作 5  

9 激励 4  

10 信息沟通 3  

11 控制工作 3  

12 当今管理的新发展与新挑战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市场营销，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战略管理，组织行为学，组织结构设计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以职能为主线的管理理论的全面系统阐述，如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 

难点：如何将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理论兼收并蓄，与我国传统管理思想融合提炼， 

使之进一步转化为学生们的系统性管理知识，进而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和学以致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应用各种不同方式和方法（如启发式、讨论式、探究式、活动式、联想式等）调动学生

学习积极性，启发学生主动获取知识，深入理解和掌握课程内容。 

（2）在教学中采用多媒体教学，丰富课堂内容，扩大课堂信息量。 

（3）加强案例教学, 即理论讲授与案例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灵活运用管理学基本原理方法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学生独立思考，认真研究，以不同方式进行互动交流讨论。在整

个过程中启发引导学生积极思考问题，及时做好总结，鼓励创新思维。 

（4）充分应用网络资源，拓展同学们的视野，了解学科前沿，培养同学们的专业意识，有计

划地推动网络教学活动的实施。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PPT、板书和视频的结合使用。并安排学生做小组演示，增加学生的参与性。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在课后应对书本知识有一定时间的回顾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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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业要求： 

适当留出作业要求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查尔斯 W.L.希尔 (Charles W.L.Hill) , 史蒂文 L.麦克沙恩 (Steven L.McShane) , 李

维安， 周建编著《管理学》，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 7月 中国版（教育部高等学校工商管理类

学科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周三多主编，《管理学——教与学导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2.斯蒂芬·P·罗宾斯、大卫·A·德森佐著，《管理学原理》（第五版），东北财经大学出版

社，2005 年版。 

3. 顾锋主编，《管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4.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 

5.彼得·圣吉著，《第五项修炼》，上海三联书店，1994 年版。 

6.阿尔弗雷德·D·小钱德勒著，《管理学：历史与现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7.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世界是平的》，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年版。 

8.迈克尔·波特（美）著，《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5 年版。 

9.彼得·德鲁克著，《管理的实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版。 

10.彼得·德鲁克著，《管理：使命、责任、实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版。 

11.彼得·德鲁克著，《21 世纪的管理挑战》，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年版。 

12.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13.W·H·纽曼，小 C·E·萨默著，《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5 年版。  

执笔：柴小青  审稿：李景华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5日 

第一章  管理与管理学概述 

本章教学目标： 

1、理解管理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 

2、掌握管理的两重性和各种职能； 

3、理解管理人员的分类和技能要求； 

4、理解管理学的特点、研究对象和内容； 

5、了解学习和研究管理学的方法； 

6、理解管理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的含义。 

本章重点和难点： 

1、管理的定义； 

2、管理的职能及相互关系； 

3、管理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学时分配：3课时 

第一节  管理概述 

一、 管理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 

1、 管理的概念。管理是根据组织的内外环境条件，通过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一系列的
活动，对组织所拥有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以实现组织预定目标的过程。 

2、 管理的基本特征。管理的目的是实现组织的预定目标；管理是一个过程；管理达到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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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是正确地运用组织拥有的各种资源；管理的主体是管理者；管理活动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开

展的。 

二、 管理的性质 

1、 管理的两重性。自然属性；社会属性。 

2、 管理两重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 

三、 管理的职能 

1、 计划职能。计划是对未来活动如何进行的预先筹划。 

2、 组织职能。组织就是根据已制定好的计划，把组织活动的各个要素、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
从劳动的分工和协作上，从纵横交错的相互关系上，从时间和空间的连结上，合理地组织起来，已

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使组织的人、财、物、信息等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和利用。 

3、 领导职能。领导是指利用组织赋予的权利和自身的能力去指挥和影响下属为实现组织目标
而努力工作的管理活动过程。 

4、 控制职能。控制是促使组织的活动按照计划规定的要求展开的过程，是为了保证组织按预
定要求运作而进行的一系列工作。 

5、 四种职能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关联、相互制约、不可分割。 

四、 管理人员的分类 

1、 什么是管理人员。是指任何组织内要管理下属或有责任调动各种资源的人员。 

2、 管理人员的层次分类。高层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基层管理人员。 

3、 管理人员的领域分类。综合管理人员；专业管理人员。 

五、 管理人员的技能要求 

1、 技术技能。技术技能是指使用某一专业领域内有关的工作程序、技术和知识完成组织任务
的能力。 

2、 人际技能。人际技能是指与处理人事关系有关的技能，即理解、激励他人并与他人共事的
能力。 

3、 思维技能。思维技能是指综观全局、把握组织未来发展的能力，也就是洞察组织与环境相
互影响之复杂性的能力。 

第二节  管理学概述 

一、管理学的特点 

1、 历史性。管理学是对前人的管理实践、管理思想、管理理论的总结、扬弃和发展。 

2、 综合性。管理学是介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3、 实践性。管理学是一门应用科学。 

二、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1、 研究对象。组织实践活动的客观规律。 

2、 研究内容。生产力方面；生产关系方面；上层建筑方面。 

三、学习和研究管理学的方法 

1、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法是学习和研究管理学的理论指导。 

2、 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在管理中应用。 

3、 理论联系实际。 

4、 综合方法的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教育和激励、优化等方法。 

第三节  管理——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管理是利用系统化的管理科学知识，并根据实际情况发挥创造性的艺术。在管理实践中，管理

者要注重技术和技巧的运用和发挥，管理是一种通过其他人来完成工作的艺术。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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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管理的两重性原理？举例说明其现实意义何在？ 

2、 管理的职能有哪些？分别简述之。各管理职能之间有何关系？ 

3、 为什么说管理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你对此有何认识和体会？ 

4、 联系实际说明为什么要学习、研究管理学？   

讨论题： 

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只有两名雇员的自行车修理铺老板的工作与自行车车行总经理的工作具有

相似性？在什么样的工作情况下他们又有所区别？请讨论。 

互联网资料： 

中外管理   http://www.zwgl.com.cn 

中国管理传播网  http://manage.org.cn 

拓展阅读书目： 

1、朱鎔基，“管理科学，兴国之道”，载《光明日报》1996年 9月 8日。 

2、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1章，p.1—27。 

3、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 1章，

p.1—22。 

4、W·H·纽曼，小 C·E·萨默著，《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章，p.1—29。 

第二章  管理理论的演变与发展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中外管理思想、理论的演变； 

2、掌握各管理理论分支的代表人物、内容及特点。 

本章重点和难点： 

1、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 

2、法约尔的 14项管理原则； 

3、梅奥的霍桑试验； 

4、西蒙的决策理论。 

学时分配：3课时 

第一节  管理思想与理论的历史沿革 

一、中国管理思想的历史演进 

1、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儒家；道家；法家；兵家。 

2、 中国近代管理思想。民族资本主义经营中的经济管理思想。 

二、西方管理理论的形成与演变 

1、 亚当斯密，《国富论》，劳动分工。 

2、 泰罗，科学管理。 

第二节  古典管理理论 

一、科学管理理论 

1、 泰罗及他的科学管理理论。科学管理之父；制定工作定额；选择“第一流的工人”；实施
标准化管理；实行差别计件工资制；强调工人与雇主合作的“精神革命”；主张计划职能与执行职

能分开；实行职能工长制；在管理控制上实行例外原则。 

2、 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的发展。卡尔·巴斯；亨利·甘特；吉尔布雷斯夫妇；亨利·福特。 

二、古典组织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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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约尔的管理过程理论。现代经营管理之父；经营与管理的区别；管理的 5 项职能；14               

项管理原则。 

2、 韦伯的理想行政组织理论。组织理论之父；韦伯的理想科层制的六大组织特征。 

第三节  行为科学理论 

一、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二、梅奥及其人际关系理论 

霍桑实验；关于“社会人”的观点；关于非正式组织的观点；关于士气的观点。 

第四节  现代管理理论 

一、社会系统学派 

1、代表人物：巴纳德 

2、主要内容：⑴组织是一个协作系统；⑵正式组织的基本要素，协作意愿、共同目标、信息

沟通及其 7条准则；⑶关于组织中的非正式组织；⑷管理者的职能与权利。 

二、决策理论学派 

1、代表人物：西蒙 

2、主要内容：⑴管理就是决策；⑵关于决策过程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的划分；⑶主张用“令人

满意的准则”作为决策准则；⑷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的划分；⑸决策对组织机构设置的制约；

⑹决策的技术和方法。 

三、经验主义学派 

1、代表人物：彼得·德鲁克；埃尔弗雷德·斯隆；欧内斯特·戴尔 

2、主要内容：⑴管理的性质和任务；⑵目标管理思想；⑶企业管理的组织结构；⑷比较的方

法研究和概括企业管理经验。 

四、权变理论学派 

1、代表人物：弗雷德·卢桑斯；亨利·明茨伯格 

2、卢桑斯的“如果—就要”函数关系。 

五、管理科学学派 

1、管理科学学派对管理及管理学的理解 

2、主要特征：⑴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⑵组织管理中数学的应用；⑶管理中电子计

算机技术的应用；⑷将系统观念引进管理方法之中。 

六、系统管理学派 

1、 代表人物：弗里蒙特·卡斯特；杰伊·福莱斯特 

2、 卡斯特等人的系统理论：系统管理的内容；企业系统模型。 

3、 福莱斯特的工业动态系统理论：建立和分析工业动态系统模式的 6个步骤。 

思考题：  

1、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有哪些？为什么说泰罗是“科学管理之父”？ 

2、法约尔管理过程理论的内容是什么？ 

3、韦伯对古典组织理论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4、孔茨提出的“管理理论丛林”是什么意思？它涉及哪些主要学派？ 

讨论题： 

1、最近，管理学界出现“寻根问祖”的回归浪潮，如《大易管理》、《中国式管理》的热销，

你怎么看待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讨论其对现代企业经营有何启示。 

2、“泰勒和法约尔给予我们一些明确的管理原则，而权变方法却说一切取决于当时的情境，我

们倒退了 70年，从一套明确的原则退回到一套不明确的和模糊的指导方针上去了”。你是否同意这

种说法，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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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资料： 

管理世界  http://www.mwm.com.cn 

中国管理咨询网  http://www.chinamc.org.cn/index.htm 

拓展阅读书目： 

1、泰罗著，《科学管理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版。 

2、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 2章，p.27—64。 

3、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 2章，

p.22—44。 

4、阿尔弗雷德·D·小钱德勒著，《管理学：历史与现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D·A·雷恩著，《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三章  战略管理与决策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组织与管理环境的关系，掌握宏观、微观环境分析的内容； 

2、掌握战略管理的过程和企业战略的类型； 

3、掌握决策的定义、原则、类型、程序，掌握决策的基本方法。 

本章重点和难点： 

1、管理环境对管理实践的影响； 

2、战略的基本类型，利用波士顿矩阵进行战略组合分析； 

3、决策的基本方法，如盈亏平衡分析方法、最大最小收益值法、最大最大收益值                              

法、最小最大后悔值法、决策树法等定量分析方法的使用； 

4、决策的满意原则与最优原则的区别。 

学时分配：5课时 

第一节   管理环境 

一、 组织与环境的关系 

1、 宏观环境。宏观环境是指只对某一特定社会中所有企业或其他组织都有广泛影响的环境因
素，如国家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技术环境、社会环境等。 

2、 微观环境。微观环境是指与实现组织目标相关的环境，包括供应商、顾客、竞争者、社会
公众等。 

3、 组织与环境的关系。 

二、 宏观环境分析 

1、政治与法律环境。政治与法律环境泛指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政府的方针、政策以及国家

制定的有关法令、法规等。 

2、经济环境。经济环境反映了企业经营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经济状况，是影响组织行为诸

多因素中最关键、最基本的因素，对组织产生的影响更直接，更为重要。其中最主要的是宏观经济

周期性波动和政府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 

（1）可支配个人收入。 

（2）可随意支配个人收入。 

（3）货币收入。 

（4）实际收入。 

3、技术环境。技术是指管理者在设计、制造、分销产品和服务时所使用技能和设备的总称，

技术环境是指一个社会总体的科技水平。 

4、社会环境。社会是人群生活所组成的各种组织体及行为规范与态度的集合。社会环境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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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十分广泛，如人口及其年龄结构、家庭结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消费方式、审美标准、

宗教信仰、教育文化水平等。 

三、微观环境分析 

1、供应商。供应商是向组织供应原材料、部件、能源、劳动力和资金等资源的组织。与供应

商有关的主要威胁，是供应商强有力的讨价还价能力和限制企业获得重要资源的控制能力。 

2、顾客。德鲁克曾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有效的定义，那就是创造顾客。” 

（1）定义。顾客是指购买企业产品或服务的购买者，主要包括所有出于直接使用目的以及为

再加工或再销售目的而购买本企业的个人或组织。 

（2）五种购买市场。 

（3）组织与顾客的关系。 

3、竞争者。 

（1）定义。竞争者是指与本组织存在资源和市场争夺关系的其他同类型组织。          

（2）类型。愿望竞争者、一般竞争者、产品形式竞争者、品牌竞争者。 

4、社会公众。 

（1）定义。公众通常是指对组织实现其目标具有实际的或潜在的利害关系或影响力的任何团

体或个人。 

（2）类型。媒体公众、政府公众、地方公众等。 

第二节  战略管理 

一、 企业战略的概念及其特点 

1、战略管理思想的渊源。 

2、概念。企业战略是指在对企业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进行有效分析的基础上，为求得企业长

期的生存与发展，对企业目标的实现途径和手段的总体设想和谋划。 

3、现代企业管理重心向战略管理的转移。 

4、企业战略的特点。 

（1）全局性；（2）长远性；（3）竞争性；（4）纲领性；（5）风险性。 

二、战略管理的过程 

1、确定战略经营内容和使命。实行战略管理，首先必须明确战略方向。为此，必须对组织的

战略经营内容与使命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和认识，也即要明确在相当长的战略时期中，企业准备做什

么。 

2、制定战略目标。必须确定以下内容：所要实现的市场地位和竞争地位，年度盈利目标，通

过选择的行动要实现的主要财务和经营成果以及其他实绩目标。 

3、进行战略规划。 

（1）战略规划的内容：①对变化着的条件做出反应；②配置资源；③在所参与的行业中进行

竞争；④在企业的每一个经营单位内，在主要职能领域和经营部门采取什么行动和方法，可以使整

个经营单位形成一致而有力的战斗力量。 

（2）战略规划的层次：①总体战略；②经营事业战略；③职能战略。 

4、实施战略方案。 

（1）实施战略方案：①建立能够实施战略计划的组织机构；②编制战略支持预算与规划；③

使资源的投入能够保证实现组织目标及其选定的战略；④把奖惩结构直接与实现目标的结果挂起钩

来；⑤创造一种有利于全面实现战略目标的组织文化；⑥制定有利于战略实施的政策与方法；⑦建

立追踪和控制战略实施进程的信息与报告系统；⑧加强内部领导，推动战略实施，随时改进战略实

施方法。 

（2）战略实施的原则：“战略决定结构”。 

5、评估战略实施，进行积极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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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略的类型 

1、根据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态势和经营范围划分。 

（1）专业化战略。 

 ①定义：是指企业将其资源集中起来，运用某种专项技术生产某种专用产品并推向某个细分

市场。 

 ②优点与缺点。 

（2）一体化战略。 

 定义：是指在同一行业内扩大企业的经营范围，包括把企业的业务范围后向扩大到供给资源

和前向扩大到最终产品的直接使用者，还包括收买或兼并同类产品企业及与同类企业合营，以扩大

生产规模。 

（3）多角化战略。 

①定义：是指从事扩展与原有经营业务有明显区别的业务，企业同时生产或经营几个行业的产

品或劳务。 

②使用范围：规模庞大、资金雄厚、市场开拓能力强而适应能力差的大型企业。 

③作用：分散经营风险和有效利用经营资源。 

④形式：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相关多样化的四种常见方法。不相关多样化的三种常用

方法及其常见的三大障碍。 

2、根据企业所面临的竞争态势划分 

（1）防守型战略。适用于一般处于比较稳定环境中的企业和组织，或者市场领先者。 

（2）进攻型战略。适用于一般处于动荡不安的变化环境中的企业。 

（3）追随型战略。多数企业为了避免与主导者正面竞争而使双方两败俱伤所采取的战略。（4）

补缺型战略。适用于规模较小的企业避开大企业市场的情况。 

（5）撤退型战略。适用于经营环境不利的情况。 

3、根据企业所面临的经营态势划分 

（1）成本领先战略。 

（2）特色经营战略。 

（3）市场集中战略。 

4、战略组合 

波士顿矩阵图（明星、问号、金牛、瘦狗）。 

第三节   决策 

一、决策的概念及分类 

1、决策的概念。管理者为了达到某一目标而从若干可行方案中选择一个合理方案的分析、判

断的过程。要点：决策目标，若干可行方案，满意标准。 

2、决策的分类。 

（1）按决策的影响程度分类。 

① 战略决策：是指与确定组织发展方向和远景有关的重大决策。特点。 

② 管理决策：是指组织的中层管理人员所作的决策，是为了保证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而解决

组织局部重要问题的决策。 

③ 业务决策：是指组织基层人员为解决日常工作和作业任务中的问题所作的决策。 

（2）按决策问题的性质分类。 

① 程序化决策：是指对常规的、反复发生的问题进行决策。 

② 非程序化决策：是指对偶然发生的或首次出现而较为重要的非重复性问题进行决策。 

（3）按决策的条件和结果分类。 

①确定型决策：是指各方面的情况清楚，明确每一方案只有一个确定结果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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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不确定型决策：是指面临许多不可控因素，一个方案可能存在不同的结果，决策者在各种可

能的执行结果面前，连事件的概率也无从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的判断能力和随机应变

的能力。 

③风险型决策：是指有许多不可控因素，一个方案可能有不同的结果，决策者要根据影响决策

的客观因素所出现的概率来选择方案，但概率只是可能性的大小，不等于现实，因而需承担一定的

风险。 

二、科学决策的程序和步骤  

1、 发现问题。（1）当组织内的情况发生变化时；（2）当环境发生变化时；（3）当组织运行与

计划目标发生偏差时；（4）当组织管理工作受到各种批评时。 

2、 确定目标。（1）目标的可能性；（2）目标的可行性；（3）目标的可衡量性；（4）目标的重

要性；（5）目标的伸缩性；（6）目标的一致性。 

3、 明确价值准则。（1）确定价值指标；（2）价值指标排序；（3）指明约束条件。 

4、 拟定各种可行方案。（1）拟定出两个以上可行方案；（2）明确列出各个方案中的限制性因

素；（3）拟定方案要有创新性。 

5、 评价和选择方案。 

6、 实施决策人方案。 

7、 监督反馈。（1）规定规章制度；（2）分析评价方案的执行情况；（3）实施控制，纠正偏差，

进行有效的监督反馈。 

三、决策方法 

1、 定性决策法 

（1）定义：定性决策方法又称主观决策法，是指在决策中主要依靠决策者或有关专家的智慧

来进行决策的方法，这是一种软技术。 

（2）常用的方法：经理人员决策法、专家会议法、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其中德尔菲法：

①实施过程:拟定决策提纲，选定决策专家，征询专家意见，修改决策意见，确定决策结果。②特

点：匿名性、反馈性、收敛性。 

2、 定量决策法 

（1）定义。定量决策法又称计量决策方法，是建立在数学工具基础上的决策方法，是一种硬

技术。 

（2）分类。 

①确定型决策方法：盈亏平衡分析方法是对已确定投产的方案，在一定时期内产品制造成本、

售价与产量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研究。会用盈亏平衡分析方法进行决策。 

②非确定型决策方法：最大最小收益值法，最大最大收益值法，最小最大后悔值法 

③风险性决策方法：决策树法是以图解方式分别计算方案的损益期望值，再通过综合损益值比

较作出决策。决策树的要素：决策点、自然状态点、方案枝、概率分枝。单极决策问题的分析方法。

多级决策问题的分析方法。 

思考题： 

1、 管理环境主要包括哪些因素？他们对管理实践可能有什么影响？ 

2、 概述战略管理过程。 

3、 利用波士顿矩阵如何作战略组合分析？ 

4、 什么是满意决策？它与最优决策有何不同？ 

5、 简述决策的基本程序。 

讨论题： 

“越来越多的管理者使用计算机，这将使得决策更加合理。”你同意这句话吗？为什么？ 

互联网资料： 

《中国经营报》http://www.c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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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http://www.eobserver.com.cn 

 中国企业战略网 http://www.chinact.org 

拓展阅读书目： 

1、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3、6

章，p.55—72、p.117—138。 

2、F·X·贝阿等著，《企业管理学》（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 3、4章，p.113

—259、p.261—352。 

3、M·E·波特著，《竞争战略》，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第 1章，p.2—33。 

4、W·H·纽曼，小 C·E·萨默著，《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1、12、13、14章，p.291—400。 

第四章  计划工作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计划的概念与作用； 

2、了解计划的分类；掌握计划编制过程； 

3、掌握现代计划技术与方法； 

4、掌握目标管理的基本思想、特点与过程。 

本章重点和难点： 

1、SWOT分析法。 

2、滚动计划法、投入产出法、线性规划等现代计划技术方法的应用。 

3、目标管理的特点与过程。 

学时分配：4课时 

第一节  计划工作概述 

一、计划工作的概念、性质及作用 

1、计划工作的概念与性质 

（1）概念。计划是对现在及过去有关信息进行分析、对未来的发展进行预测，以确定使组织

能达到其目标的行为方案的全过程。 

（2）性质。目的性，主导性，普遍性，效率性，创造性。 

2、计划工作的作用 

（1）计划工作在整个管理工作中处于主导性的地位； 

（2）计划工作促使组织目标的更快实现； 

（3）计划工作使管理者对未来的机会或困难有足够的准备并提出对策； 

（4）计划工作是完成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必要前提。 

二、计划的类型 

1、根据计划的广度分类 

（1）战略计划。是指应用于整体组织，为组织设立总体目标和寻求组织在所对应的环境中的

地位的计划。 

（2）作业计划。是指规定总体目标如何实现的细节的计划。 

2、根据计划的时间期限分类 

（1）长期计划。又称远景规划，其时间跨度一般多在五年以上，是为实现组织的长期目标服

务的具有战略性、纲领性指导意义的综合性发展计划。 

（2）中期计划。时间跨度一般为二到五年，是根据长期计划提出的战略目标和要求，并结合

计划期内实际情况制定的计划。 

（3）短期计划。时间一般在一年以内，是为实现组织的短期目标服务的，最接近实施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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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3、根据计划的明确性分类 

（1）指导性计划。 

（2）具体性计划。 

三、计划工作的步骤 

1、评估状况：SWOT分析。 

2、确定目标 

3、确定前提条件 

4、拟定可行方案 

5、评价备选方案 

6、选择行动方案 

7、拟定派生计划 

8、编制预算 

第二节  现代计划技术与方法 

一、滚动计划法 

1、定义 

滚动计划法是一种动态编制计划的方法。等一项计划全部执行完了以后再重新编制下一个时期

的计划，而是在每次编制或调整计划时，均将计划时间顺序向前推进一个计划期，即向前滚动一次。 

2、适用范围。 

二、投入产出法 

1、定义 

投入产出法是在一种经济理论指导下，编制投入产出表，建立投入产出数学模型，研究各种经

济活动的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数量依存关系，特别是研究和分析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或各种产品的生产

与消耗之间数量依存关系的经济数学方法。 

2、投入产出表。 

三、线性规划 

1、定义 

线性规划主要用于研究对现有资源如何进行统一分配、全面安排、合理调度或最优设计等问题。 

2、用线性规划解决计划问题的条件。 

第三节  目标与目标管理 

一、目标的概念、特征与分类 

1、目标的概念 

目标就是指组织根据其内外环境和条件而提出的在一定时期内经过努力所要达到的预期成果。 

2、目标的特征 

（1）层次化：三个层次的划分。 

（2）多样化。 

（3）网络化。 

3、目标的分类 

（1）主要目标和次要目标。 

（2）控制性目标和突破性目标。 

（3）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 

（4）明确目标和模糊目标。 

（5）定性目标和定量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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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标管理 

1、目标管理的形成和发展 

由彼得·德鲁克在1954年发表的《管理的实践》一书中最早提出，也称为成果管理。 

2、目标管理的概念与特点 

（1）概念：目标管理（MBO）就是把最高管理层所制定的一定时期内的总目标，进行层层分解

和落实，要求下级管理人员以及每个员工都要根据上级目标，分别制定各自目标和保证措施，从而

形成一个目标体系，并以此做为各部门或个人考核的依据。 

（2）目标管理的理论体系。 

（3）特点：明确目标；参与决策；规定时限；评价绩效。 

3、目标管理的过程 

（1）确定整体目标。 

（2）建立目标体系。 

（3）明确责任。 

（4）组织实施。 

（5）目标评价与反馈。 

思考题： 

1、 简述计划工作的步骤。 

2、 滚动计划法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3、 什么是目标管理？对企业管理而言，目标管理的意义何在？ 

4、 什么是 SWOT分析法？ 

讨论题： 

1、“预测是浪费管理者的时间，因为没有人能准确的预测未来”，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请

说明你的观点。 

2、你认为在什么情况下 MBO最有用？试讨论。 

互联网资料： 

中国企管网：http://www.china-qg.com 

中华企管网：http://www.wiseman.com.cn 

聪科资本营运企划网：http://www.smartplan.com.cn 

拓展阅读书目： 

1、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 7章，

p.149—163。 

2、F·X·贝阿等著，《企业管理学》（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1章。 

3、彼得·德鲁克著，《管理的实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 

4、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3章，p.64—92。 

第五章  组织工作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组织的含义、功能； 

2、掌握组织设计的任务、原则、程序、内容； 

3、掌握各种组织结构的形式、特点、优缺点、适用范围； 

4、了解组织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 

5、掌握组织运行的有关情况，如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集权与分权； 

6、掌握职权的类型。 

本章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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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设计的任务； 

2、组织设计的原则； 

3、管理幅度； 

4、各种组织结构的区别运用； 

5、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 

6、集权与分权； 

7、直线职权与参谋职权。 

学时分配：6课时 

第一节  组织概述 

一、组织的含义及功能 

1、管理学中组织的概念 

（1）概念。首先，作为实体本身的组织，是人们为了实现某一共同目标，经过分工和合作，

建立起不同层次的责任和职权制度后而形成的人的集合。其次，作为涉及活动过程的组织是指为了

实现组织目标对组织的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过程。从本质上来说组织是人们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采

用的一种手段和工具。 

（2）组织的要素。①组织必须具有共同目标；②必须有分工与协作；③要有不同层次的权力

与责任制度；④激发员工自愿效力。 

2、组织的功能 

（1）组织的凝聚功能。 

（2）组织的协调功能。 

（3）组织的制约功能。 

（4）组织的激励功能。 

二、组织工作 

1、组织工作的定义 

组织工作是指通过设计和维持组织内部的结构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使人们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

有效的协调工作的过程。这个定义强调两个要点：一是指组织的内部结构，主要是指部门结构；二

是指组织的相互关系，主要是指组织成员中的权责关系。 

2、组织工作的内容和任务 

（1）组织设计；（2）组织联系；（3）组织运行；（4）组织变革。 

第二节  组织设计 

一、组织设计的任务 

组织设计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绘制组织结构系统图和编制职位说明书。 

1、组织结构系统图 

（1）定义。组织结构系统图简称组织结构图，是描述组织的所有部门以及部门之间关系的框

图。它描述了组织的职权分配、信息传递方式、部门划分以及组织的集权分权程度。 

（2）组织结构的五大效果。 

2、职位说明书 

（1）定义。职位说明书是描述组织中某一具体职位的书面说明，它不仅是组织规范化的管理

文件，而且是人员培训的主要标准。 

（2）内容。完整的职位说明书包括职位名称、直属上级、责任与义务、工作项目、素质、权

责范围、工作关系、工资等级等内容。 

二、组织设计的原则 

1、目标可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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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效性原则 

3、管理幅度原则 

管理幅度是指一名领导者能够直接而有效地指挥下级的人数。 

4、统一指挥原则 

统一指挥原则是指组织的各级机构以及个人必须服从一个上级的命令和指挥，从而保证命令和

指挥的统一，避免多头领导和多头指挥，使组织最高管理部门的决策得以贯彻执行。5、权责对等

原则 

尽力保证责、权、利三者的一致性。 

6、协调原则 

7、双向沟通原则 

双向沟通原则是指组织内部的信息沟通结构，要改变传统的垂直单向沟通模式，而形成自上而

下的有反馈、有交流的双向沟通网络。 

三、组织设计的程序 

1、确定组织目标 

2、确定业务内容 

3、部门化和层次化 

4、配备职务人员 

5、确定职责和职权 

6、联成一体 

四、组织设计的主要内容 

组织设计包括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分工的结果是部门的设置，纵向分工的结果是管理权

限的相对集中或分散。 

1、部门划分 

常见的部门设计方法：人数部门化,时间部门化,工艺部门化,职能部门化,产品部门化,区域部

门化,顾客部门化。 

2、管理层次划分 

影响管理幅度的因素：管理者的能力,下属的成熟程度,工作的标准化程度,授权程度,工作条件,

工作环境。 

第三节  组织结构 

一、影响组织结构形式的因素 

1、行业特点；2、生产规模；3、生产技术的复杂程度和专业化水平；4、市场需求的变化；5、

企业的地理分析；6、企业的管理水平。 

二、组织结构体系 

1、决策子系统；2、指挥子系统；3、参谋子系统；4、执行子系统；5、监督子系统；6、反馈

子系统。 

三、组织结构的主要形式 

1、直线制 

（1）特点：组织从决策到执行构成一个单线系统，指挥和管理的职能基本上都是由行政负责

人自己执行，一个下属部门只接受一个上级领导者的命令。 

（2）优点：结构简单，权力集中，责任分明，上下关系清楚，命令统一。 

（3）缺点：组织结构缺乏弹性，要求主管人员须通晓多种知识技能，亲自处理各种业务，一

旦决策失误，就会造成较大的损失。 

（4）适用范围：只适用于规模较小、生产技术比较简单的企业。 

2、职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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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点：在组织内各级管理部门除直线主管外，还建立了相应的职能机构。这些职能机构

有权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向下级单位下达指示和命令。因此，下级直线主管除了接受上级直线主

管的领导和命令，还要接受上级各职能机构的领导和指令。 

（2）优点：能够适应现代组织技术比较复杂和管理分工精细的特点，能发挥职能机构的专业

管理的作用，减轻上层主管人员的负担。 

（3）缺点：妨碍了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造成多头领导；不利于明确划分直线人员和职能科

室的职责权限，容易造成管理混乱。 

（4）适用范围：现代企业一般都不采用职能制。 

3、直线—职能制 

（1）特点：这种组织结构形式把企业管理结构和人员分成两套系统，一套是按命令统一原则

组织的指挥系统，在职权范围内行使决定权和对所属下级的指挥权，并对自己部门的工作负全部责

任；另一套是按专业化原则组织的职能系统，是直线人员的参谋，有权提出建议，提供信息，并对

下级进行业务指导，而不能进行直线指挥和命令。 

（2）优点：既保证了企业管理体系的集中统一，又可以在各级行政负责人的领导下，充分发

挥各专业管理机构的作用，职责分明，工作效率高，工作秩序井井有条，整个企业有较高的稳定性。 

（3）缺点：各职能参谋部门和直线指挥部门之间易产生矛盾，职能部门的许多工作要向上级

领导报告请示才能处理，使其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易发挥；各职能部门之间互通情报少，因  此协作

和配合性较差；难以从企业内部培养全面型管理人员。 

4、事业部制 

（1）特点：集中政策、分散经营，是一种高度集权下的分权管理体制，企业组织按产品类别、

地区或经营部门分别成立若干事业部。 

（2）优点：○1有利于总公司最高领导层集中精力搞好经营决策和长远规划，并使各个事业部

发挥经营管理的主动性，增强各事业部领导人的责任心；○2使各事业部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经营管

理系统，增强了企业的经营灵活性和市场适应性，提高了总公司的经营效率；○3有利于公司开展多

元化经营；○4是培养全面管理人才的最好组织方式之一。 

（3）缺点：○1对事业部一级的管理人员的水平要求较高，每个事业部都相当于一个单独的企

业，事业部经理要熟悉全面业务和管理知识才能胜任；○2从整个公司的角度看，每个事业部都设置

相关的职能部门，职能部门重复多，增加了管理人员和管理费用；○3事业部实行独立核算，各事业

部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影响了事业部之间的协作。 

（4）适用范围：适用于规模庞大、品种繁多、技术复杂的大型企业，是国外较大的联合公司

所采用的一种组织形式。 

5、模拟分权制 

（1）特点：模拟事业部制的独立经营、单独核算，而不是真正的事业部，实际上是一个个“生

产单位”，但这些生产单位没有自己独立的外部市场，他们之间的经济核算，依据的是企业内部的

价格，而不是市场价格。 

（2）优点：调动了生产单位的积极性；解决了企业规模过大不易管理的问题，因为高层管理

人员将部分权力分给生产单位，从而把精力集中到战略问题上来，使管理更加有效。 

（3）缺点：不易为模拟的生产单位明确任务，造成考核上的困难，各生产单位领导人不易了

解企业的全貌，在信息沟通和决策方面也存在缺陷。 

（4）适用范围：对于大型材料企业，如造纸、钢铁、化工等企业解决组织结构问题，是最有

效的形式。 

6、矩阵制 

矩阵制又称为目标规划制，是由纵横两套管理系统组成的。一套是纵向的职能系统，是在职能

部门经理的领导下的各职能或技术科室；另一套是为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而组成的横向项目系统，一

般是产品、工程项目或服务项目组成的专门项目小组或委员会，并设立项目小组经理，全面负责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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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方案的综合工作。 

（1）特点：为了完成某一特别的任务，由有关职能部门派人参加，力图做到条块结合，协调

各部门活动，以保证任务完成。而对于参加项目的有关人员，一般要接受两方面的领导。 

（2）优点：打破了传统的一个管理人员只接受一个部门领导的原则，使企业经营管理中的纵

向和横向联系很好地结合起来，加强了各职能部门之间的配合，能够及时互通情况，共同决策，使

各项专业管理能够比较协调灵活地执行任务，从而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把不同专业部门的人员组

织在一起，有利于激发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和提高专业人员的技术水平和管理业务水

平；将完成某项任务所需要的各种专业知识集中起来，有利于加速开发新技术和试制新产品，同时

也为综合管理和职能管理的结合提供了组织结构模式；组织结构具有较好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每个

小组所负担的产品和项目，可以根据情况变化而变动。 

（3）缺点：由于这种组织形式是实行横向、纵向双层领导，处理不当，会由于意见分歧而造

成工作中的扯皮现象和矛盾；组织关系较复杂，对项目负责人的要求较高；由于项目完成后，项目

小组即告解散，人员仍回到原单位，易产生临时观念，会导致人心不稳。 

（4）适用范围：适用于横向协作和攻关项目，企业可用来完成涉及面较广的、临时性的、复

杂的重大工程项目或管理改革任务。 

7、委员会制 

委员会由一群人所组成。委员会中各个委员的职权是平等的，并依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

问题。 

（1）特点：集体决策、集体行动。 

（2）分类：按时间长短分，有常设委员会和临时委员会；按职权分，有直线式和参谋式的；

还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 

（3）目的：为了集思广益，产生解决问题的更好方案；利用集体决策，防止个人或部门的权

限过大，滥用职权；加强沟通，了解和听取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协调计划和执行的矛盾；通过鼓

励参与，激发决策执行者的积极性。 

（4）优点：可以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避免个别领导人的判断失误；少数服从多数，可防止

个人滥用职权；地位平等，有利于从多个层次、多种角度考虑问题，并反映各个方面人员的利益，

有助于沟通和协调；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下属的参与感，有助于激发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5）缺点：作出决定往往需要较长时间；采用集体负责，个人责任不清；有委曲求全、折中

调和的危险；有可能为某一特殊成员所把持，形同虚设。 

（6）适用范围：对于处理权限争议问题和确定组织目标是比较好的一种形式。 

四、当代企业组织结构变化的基本趋势 

1、重心两极化。企业结构特征由“橄榄型”向“哑铃型”转变。 

2、外形扁平化。组织结构由“金字塔”向“扁平式”转变。 

3、运作柔性化。柔性指企业组织结构的可调整性，对环境变化、战略调整的适应能力。 

4、整体形态创新。虚拟企业的产生，它的突出特点是将传统企业固定的、封闭的、集权式结

构改变为开放式的网络结构。 

5、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是指通过培养整个组织的学习气氛，充分发挥组织成员的创造性

思维能力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有机的、高度弹性的、扁平化的、符合人性的能持续发展的组织。彼得·圣

吉在 1992年出版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一书中提出的。 

第四节  组织运行 

一、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 

1、定义 

○1正式组织是为了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而规定组织成员之间职责范围和相互关系的一种结构。

是经过组织程序设立的，并具有明确的目标，组织行动以实现目标为出发点，组织的管理者通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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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政策、规则、制度来约束和协调组织成员的行为。 

○2非正式组织是人们在共同工作或活动中由于抱有共同的社会感情和爱好，以共同的利益和需

要为基础而自发形成的群体。以成员的思想感情为纽带，组织中不存在成文的规则或制度，组织成

员也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2、非正式组织形成的原因 

价值较为一致，容易产生共同语言；志愿理想比较一致；追求共同事业、共同理想；兴趣爱好

相近，经常在一起活动；有类似的经历或现实境遇，有共同的生活体验；存在社会交往因素。其形

成的基础是共同的爱好和为实现个人单独不能实现的目标而进行的联合。 

3、非正式组织的特征 

自发性、内聚性、不稳定性、信息沟通灵活。 

4、正确处理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关系 

（1）非正式组织的影响作用 

○1积极作用：它可以为员工提供正式组织中很难得到的心理满足，创造一种更加和谐、融洽的

人际关系，提高员工的相互合作精神，最终改变正式组织的工作情况。 

○2消极作用：如果非正式组织的目标与整个组织的目标发生冲突，则可能对正式组织的工作产

生极为不利的影响。非正式组织要求成员行为一致性的压力，可能会束缚其成员的个人发展。此外，

非正式组织的压力还会影响到正式组织的变革进程，造成组织创新的惰性。 

（2）对待非正式组织的策略 

○1管理者必须认识到正式组织目标的实现，要求有效利用非正式组织的积极作用。为此，管理

者必须正视非正式组织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必要性，允许并鼓励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并为非正式组

织的形成提供条件，并努力使之与正式组织相吻合。 

○2要考虑到非正式组织可能具有不利影响，管理者需要通过建立、宣传正确的组织文化，以影

响与改变非正式组织的行为规范，从而更好地引导非正式组织作出积极的贡献。 

二、集权与分权 

所谓分权，就是在组织中将决策的权限分配给中下层组织单位的一种倾向。集权就是决策权主

要集中在高层领导手中或某一上级部门的掌握与控制，下级部门只能依据上级的决定和指示执行。 

1、衡量分权程度的标志 

（1）决策的数量：组织中较低管理层次做出决策的数目或频度越大，则分权程度越高。 

（2）决策的范围：组织中较低层次决策的范围越广，设计的职能越多，分权程度越高。 

（3）决策的重要性：组织中较低层次做出的决策涉及的费用越多，则分权程度越高。 

（4）决策的审核：上级对组织中较低层次做出的审核程度越低，这个组织的分权程度越大。

如果作出决策后还必须报上级批准，则分权的程度就越小。 

2、影响集权和分权的主要因素 

（1）组织的规模；（2）职责和决策的重要性；（3）组织文化；（4）下级管理人员的素质；（5）

控制的需要。 

3、合理授权 

（1）定义：授权是领导者将部分事情的决定权和处理权交给下级，即领导者对下属不仅指派

其工作，还授予他完成该工作所需要的某种程度的职权。 

（2）作用：使管理人员从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处理重大问题；可以提高下属的工作积

极性，增强其责任心，并增进工作效率；可以增长下属的才干，有利于管理人员的培养；可以充分

发挥下属的专长，以弥补授权者自身才能的不足。 

（3）内容：分派任务，授予权力，明确责任，确立监控权。 

三、直线职权和参谋职权 

1、职权的类型 

（1）直线职权：直线职权是直线人员所拥有的作出决策、发布命令以及执行决策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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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谋职权：是指职能机构或参谋人员所拥有的提出咨询建议，提供服务，协助直线机构

和直线人员进行工作的权利，它是一种辅助性职权。 

（3）职能职权：它是管理人员把原本属于自己的某些权利授给有关的参谋部门和参谋人员行

使，从而使参谋人员不仅具有参谋职权，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直接指挥和控制权力。 

2、直线职权和参谋职权之间的关系 

（1）双方要明确两种职权之间的关系，对直线职权和参谋职权之间的“参谋建议，直线指挥”

关系作出明文规定，以便相应人员能各司其职，形成有序的管理； 

（2）直线人员要注意倾听、采纳参谋人员的建议，并为参谋人员开展工作提供必要条件和信

息； 

（3）参谋人员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才能为直线人员提供有效的建议； 

（4）创造相互合作的良好氛围。 

思考题： 

1、如何理解管理学意义上的组织概念？ 

2、组织设计应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3、简述组织设计的程序。 

4、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有什么关系？其大小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5、如何理解组织中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关系？ 

6、为什么说组织不可能绝对地集权，也不可能绝对地分权？ 

7、简述直线职权和参谋职权的关系。 

8、当今企业组织结构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讨论题： 

1、参考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一书，试讨论如何创建学

习型组织？发表自己的看法。 

2、职权应当下放吗？如果你是经理，你会分权吗？怎样保证不过分分散权力？试讨论。 

互联网资料： 

中国企训网 http://www.chqx.com 

中国管理咨询网 http://www.chnmc.com 

柯达公司网站 http://www.kodak.com 

贝塔斯曼公司网站 http://www.bertelsma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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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F·X·贝阿等著，《企业管理学》（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2章。 

3、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7、8章，p.186—235。 

4、W·H·纽曼，小 C·E·萨默著，《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3、5、6章，p.29—78、p.105—147。 

第六章   组织变革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组织变革理论，包括变革的动力、阻力及克服； 

2、掌握组织文化的含义、特点、内容及其对管理实践的影响； 

3、了解跨文化管理； 

4、了解团队的功能，掌握团队建设的流程。 

本章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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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文化的内涵 ，组织文化对组织行为的影响； 

2、组织文化的建设与组织形象的塑造； 

3、团队的建设。 

学时分配：4课时 

第一节  组织变革的理论 

一、组织变革的动力 

组织变革，就是综合运用组织和行为科学的理论研究群体动力、领导、职权和组织再设计等问

题，通过组织内部的调整使之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过程。组织变革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1、组织外部环境的变化。科学技术进步，国家有关法规、法律的颁布与修订，国家宏观经济

调控手段的改变，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内政治

形势及政治制度的变化，国际外交形势及本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国际、国内市场需求的变化及市场

竞争的激烈程度的加剧。 

2、组织内部条件的变化。传统的组织结构存在明显不足，管理技术条件改变、管理人员的调

整与管理水平的提高，组织运行政策与目标的改革，组织规模的扩张与业务的迅速发展，组织成员

对工作的期望与个人价值观念的变化等。 

二、组织变革的内容 

1、以组织结构为重点的变革。主要是指对组织的基本组成部分或组织总体设计的改变，包括：

改变组织的部门或单位，改变职位及责权范围，改变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调整管理幅度和管理层次

以及授权范围等。组织总体设计的改变是选择或设计一种新的组织结构形式，如从高耸型的组织转

变为扁平化组织。 

2、以任务和技术为重点的变革。主要是指对组织各个部门或各个层次的工作任务进行重新组

合，改革原有的工作流程。一般包括工作范围的扩大化、工作内容的丰富化以及工作流程再造等。 

3、以人为重点的组织变革。主要包括组织成员的观念与态度的变革、技术知识的变革、改变

个人和群体行为。 

三、组织变革的实施 

1、确定问题。 

2、组织诊断，制定变革方案。组织诊断的常用方法有组织问卷，职位说明书，组织图，组织

手册等。 

3、选择较优方案，进行组织变革。 

4、变革的效果评估。 

四、组织变革的阻力及克服 

1、反对组织变革的现象。 

2、抵制组织变革的原因。 

○1历史的惯性和惰性；○2不确定感；○3威胁到既得利益和地位；○4缺乏信任和理解。 

3、 消除抵制的方法。 

○1保持公开性和透明度；○2参与；○3加强培训，提高适应性；○4必要的妥协；○5奖惩结合。 

第二节  组织文化与跨文化管理 

一、组织文化的含义 

1、定义：组织文化是处于一定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组织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生成和

发展起来的日趋稳定的独特的价值观以及以此为核心而形成的行为规范、道德准则、群体意识、风

俗习惯等。 

2、识别组织文化：斯蒂芬·P·罗宾斯在《管理学》一书中提到的组织的 10个特征。 

二、组织文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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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质文化 

（1）定义：物质文化是由企业职工创造的产品和各种物质设施等构成的器物文化，是一种以

物质形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表层文化。 

（2）物质层主要包括的方面。 

2、制度文化 

（1）定义：制度文化是具有本组织文化特色的各种规章制度、道德规范和职工行为准则的总

和，包括各种管理制度、工作标准、职工的行为规范等。 

（2）制度层主要包括的方面：一般制度，特殊制度，企业风俗。 

3、精神文化 

（1）定义：企业精神文化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受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影

响而形成的，并且由企业的领导和职工共同遵守的信念、价值标准、职业道德等精神成果和文化观

念。 

（2）精神层主要包括的方面：企业精神，企业最高目标，企业经营哲学，企业风气，企业道

德，企业宗旨。 

三、组织文化的特点 

1、社会性；2、差异性；3、民族性；4、稳定性；5、时代特征。 

四、组织文化对管理实践的影响 

五、跨文化管理 

跨文化管理又称为交叉文化管理，是指涉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事的管理。一般来说，跨

文化管理包括三种情况，即强势文化和强势文化之间、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弱势文化与弱势

文化之间的整合和融合。 

1、文化移植：就是直接将母公司的文化体系全套搬到子公司所在国家或地区，而无视子公司

所在地的本土文化或合作方的原有组织文化。 

2、文化嫁接：母公司认识到子公司所在地域文化的特征，并在尊重当地文化的前提下采取的

方式。 

3、文化合金：文化合金是两种文化的有机结合，选择各自精华的部分紧密融合，成为兼容性

强、多元化的合金。 

第三节  团队建设 

一、认识团队 

1、定义。团队是指由为数不多的员工所组成的正式群体，这些人具有互补的技能，对一个共

同目的、绩效目标及方法作出承诺并彼此负责。 

2、必要条件。具有共同的愿望与目标；相关的技能和谐、相互依赖的关系；具有共同的规范

与方法。 

3、团队形式。（1）专案团队，成员主要来自组织各单位的专业人员，他们为解决某一特定问

题而组织在一起，问题解决后，小组即告解散；（2）工作团队，其中又包括高效团队和自主管理团

队，这些团队通常是长期存在的，主要是希望通过群体协作来更高效地从事日常事务性与业务性的

工作。 

4、建立团队的目的。（1）为了使组织更好地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能够更迅速、更准确的对

千变万化的市场作出反应；（2）为了组织内部建立合作、协调机制以提高效率；（3）为了适应市场

需求多样化的要求而变大规模生产为灵活生产，变分工和等级制为合作和协调；（4）为了通过团队

这种组织形式更好地培养成员的团结协作精神，发挥整体优势。 

二、团队的功能 

1、提出更多解决方案。2、决策品质较佳。3、创造团结精神。4、共同成长。 

三、团队的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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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团队的规模。团队成员数量以保持在三～七人的规模为最佳。但规模到底应该多大，并无

定规。 

2、团队的内部角色。 

（1）通常一个团队需要两种不同技能类型的人：○1需要具有技术专长的成员；○2需要能够发

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和建议，然后作出有效选择的成员。 

（2）一个有效团队中至少有八种角色：产生创新思想的发明者、倡导和拥护所产生新思想的

筹划者、分析决策方案的开发者、提供结构的组织者、提供指导的生产者、检查具体细节的监督者、

处理外部冲突和矛盾的维护者、寻求全面信息的建议者。 

3、团队的规章准则。 

    团队规章至少包括以下几点：团队任务的战略或业务内容、团队的具体目标、预期的结果

及期限、团队成员的资格及角色等。 

四、团队建设的流程 

1、构思形成阶段。 

2、探索磨合阶段。 

3、稳定执行阶段。 

4、成功阶段。 

五、塑造团队精神 

1、团队精神的概念。团队成员共同的归属感与成就感，它能带来高昂的士气，是全队凝聚力

的高度体现。 

2、塑造团队精神的要求。（1）培养团队成员的合作观念，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2）个人目

标和团队目标的结合；（3）让员工分享公司的利益。 

思考题： 

1、试从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说明组织变革的必要性及其可行的途径和方法。 

1、什么是组织文化？ 

2、什么是团队？结合实际说明团队为何高效？ 

3、简述团队的功能。 

互联网资料： 

麦肯锡大中华分公司：http://www.mckinsey.com/locations/chinasimplified/ 

波士顿咨询公司：http://www.bcg.com.cn 

拓展阅读书目： 

1、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著，《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358

—370。 

2、斯蒂芬·P·罗宾斯、大卫·A·德森佐著，《管理学原理》（第五版），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7、8、9章，p.241—316。 

3、顾锋主编，《管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 8、13 章，p.188—196、p.284—

298。 

第七章  人力资源管理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基础，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问题； 

2、掌握人力资源管理的含义与内容，人力资源规划的任务、内容及程序； 

3、了解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活动。 

本章重点和难点：  

1、工作分析的作用与内容； 

2、人员招聘的方法与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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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员工的绩效考核； 

4、薪酬管理； 

5、职工培训。 

学时分配：5课时 

第一节  人力资源管理概述 

一、人力资源的概念 

1、人力资源的概念。人力资源是指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创造社会财富、能进行智力劳动和

体力劳动的人们的总称。 

2、人力资源的特征。能动性；两重性；社会性；自控性；成长性；时效性。 

二、人力资源管理的含义及内容 

1、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人力资源管理就是指由一定管理主体为实现人力扩大再生产和合理

分配使用人力而进行的人力开发、配置、使用、评价诸环节的总和。 

2、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功能。获取；整合；激励；调整；开发。 

3、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内容。人力资源规划；工作分析与设计；人员选聘；绩效考核；薪酬

管理；培训与职业发展；劳动关系；安全与健康。 

三、人力资源规划 

1、人力资源规划的概念。人力资源规划是根据组织的战略目标，科学预测组织在未来环境变

化中人力资源供给与需求状况，制定必要的人力资源获取、利用、保持和开发策略，确保组织对人

力资源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需求，是组织和个人获得长远利益。 

2、人力资源规划的任务及内容 

（1）人力资源规划的根本目的。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并依据组织的整体发展规划，保

证组织人力资源的素质与数量同组织的其他经济资源之间维持动态平衡。 

（2）人力资源规划的任务。○1根据组织的总的战略发展规划和中长期经营计划研究市场变化

趋势，掌握科学技术革新的方向，确定各种人力需求；○2研究未来企业组织变革的可能性，确定由

于企业活动范围的变动而导致的资源、组织原则与形态的变更，进而推定未来人力需求的变动情形；

○3分析现有人力资源的素质、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变动率及缺勤率、工作情绪的消长趋势等状况，

决定完成各项生产经营任务所需的各种人力；○4研究分析人才市场的供需情况，确定可以从人才市

场中直接招聘或者须与教育培训机构合作预先为之培养的各种人力；○5使人力资源规划体系中的各

项具体行动计划保持平衡，并使之与企业发展规划和经营计划能够相互衔接。 

（3）人力资源规划的内容。人力资源规划包括两个层次，即总体规划和各项业务计划。 

○1总体规划是有关计划期内人力资源管理的总目标、总政策、实施步骤和总预算的安排；（2）

○2业务计划包括人员补充计划、使用计划、接替与提升计划、教育培训计划、评价及激励计划、劳

动关系计划、退休解聘计划、人力资源预算等。 

3、人力资源规划的程序 

（1）调查分析。○1企业的战略决策分析；○2企业的经营环境分析；○3企业现有人力资源的状

况分析。 

（2）人力资源供求预测。 

（3）制定规划。 

（4）规划的实施、评估与反馈。 

4、人力资源规划的综合平衡 

(1)人力资源的供求平衡。 

(2)总体规划与各项业务计划之间的平衡。 

第二节  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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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分析 

1、定义 

工作分析是对组织中各岗位的设岗目的、组织关系、主要职能、衡量标准、工作权限、工作方

式、主要流程以及对从事此工作员工的素质、知识、技能要求进行设计与描述的过程，它的结果将

产生现代企业制度中所要求的工作描述和任职说明。 

2、作用 

（1）有助于选拔和任用合格人员；（2）有助于设计合理的员工开发计划；（3）可以为绩效评

估提供标准和依据；（4）有助于实现公平报酬；（5）有助于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之整合功能的实现；

（6）是实现人力资源调控的保障。 

3、内容 

（1）工作描述的内容：○1工作名称；○2工作活动和工作程序；○3社会环境；○4物理环境；○5聘

用条件 

（2）任职说明的内容：○1一般要求；○2生理要求；○3心理要求。 

二、人员招聘 

1、人员招聘的意义 

（1）确保组织发展所必需的高质量人力资源，关系到生产经营活动的成败。（2）当组织内部

的人力资源不能满足组织发展和变化的要求时，组织就需要根据人力资源规划和工作分析的数量与

质量要求，从外部吸收人力资源，为组织输入新生力量，弥补组织内人力资源的不足。（3）对高层

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招聘，可以为组织注入新的管理思想，可能给组织带来技术上的重大革新，为

组织增添新的活力。（4）成功的员工招聘，可以使组织更多地了解员工到本组织工作的动机与目标，

组织可以从众多的候选人中选出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趋于一致的，并愿与组织共同发展的员工，这

样组织可更多地保留人力资源，减少员工离职而带来的损失。 

2、招聘方法 

（1）内部招聘 

○1定义：内部招聘就是从组织内部招聘选拔能够胜任的人员来充实企业空缺的岗位。主要包括

员工晋升、工作调换、工作轮换与内部人员重新聘用等方面。 

○2优点：由于机构中的人员有较充实可靠的资料，可判断候选人是否适合新的工作；企业内部

员工对企业的历史和现状比较了解，能较快地胜任工作；由于工作有变化机会，可提高组织成员的

兴趣和士气，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 

○3招聘方法：发布公告、推荐法、档案法。 

（2）外部招聘 

○1优点：人员来源广泛，有可能招聘到高水平的理想人才，可避免“近亲繁殖”，会给组织带

来新的思想，调整企业的知识结构，增强创新能力。 

○2招聘方法：通过广告、就业服务机构、学校、组织内成员推荐以及网络招聘等途径。 

3、招聘过程 

招募与初步面试；填写申请表格；进行心理测验或笔试；面试；获取证明材料；体格检查。 

三、绩效考评 

1、绩效考评目的 

改善员工的工作表现，发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达到企业的经营目标，提高员工对工作和企

业的满意程度和成就感。美国组织行为学家约翰·伊凡斯维奇的理论。 

2、绩效考评内容 

（1）工作实绩；（2）行为表现。 

3、绩效考评方式 

（1）按考评时间不同，分为日常考评与定期考评；（2）按考评主体不同，可分为主管考评、

自我考评、同事考评和下属考评；（3）按考评结果的表现形式不同，分为定性考评和定量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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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绩效考评方法 

（1）书面报告；（2）排序法；（3）关键事件法；（4）目标管理法；（5）关键绩效指标法；（6）

图表法；（7）360度的反馈体系。 

四、薪酬管理 

所谓薪酬管理就是企业为实现目标、由人力资源部门负责、其他职能部门参与的，将员工薪酬

与组织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一系列管理活动，也是制定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鼓舞士气的薪酬

体系的过程。 

1、薪酬的含义和作用 

（1）含义：薪酬是指员工在从事劳动、履行职责并完成任务之后所获得经济上的酬劳或回报。

根据支付的形式，可以把薪酬分为直接货币报酬形式和间接货币报酬形式。 

（2）作用：保障作用；激励作用；调节作用。 

2、工资制度 

（1）技术等级工资制：根据劳动的复杂程度、繁重程度、精确程度和工作责任大小划分技术

等级，按等级规定工资标准。其特点是以劳动质量来区分劳动差别，进而依此规定工资差别。它一

般由工资等级表、技术等级标准和工资标准三方面内容组成。适用于技术比较复杂的工种，适用于

工人。 

（2）职务等级工资制：职务等级工资制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所实

行的按职务等级规定工资的制度。这种制度是根据职务的重要性、责任大小、技术复杂程度等因素，

按照职务高低规定统一的工资标准。在同一职务内，又分为若干等级。职务等级工资制由职务名称

表、职务工资标准表、业务标准、职责条件等构成。 

（3）结构工资制：一般包括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工资；浮动工资四部分。 

（4）企业员工持股制度：内部员工持股制度是指公司内部员工个人出资认购本公司部分股份，

并委托公司员工基金委员会进行集中管理的一种新型的工资构成形式。一般来说，内部员工股份为

优先股和普通股两种利益和风险不同的股份，在分配时对一线员工和各级管理人员应有所区别，高

层管理者所持有内部员工股中普通股应占多数，一线员工所持内部员工股中优先股应占多数。员工

持股制度的优点。 

（5）收益分享：要求员工或部门首先建立业绩目标，若实际工作结果超过这一目标，这些员

工或部门都将得到奖金。 

3、福利制度 

（1）经济型福利：额外金钱收入；交通性福利；住房性福利；医疗保健福利；教育培训福利；

文体旅游福利；金融性福利等。 

（2）非经济型福利：咨询性服务；保护性服务；工作环境保护等。 

五、培训与开发 

1、培训的作用 

（1）培训可以提高员工的知识和技能、使其以较少的失误和浪费得到更多的产出，而且员工

技能水平的提高会使岗位充实，最终使个人和组织均能受益； 

（2）培训是极为有效地促进观念转变的方法，改变对工作、技术、同事、顾客的态度； 

（3）培训对雇员周转率产生积极的影响，当时实施裁员和招聘计划时，对被替换的员工进行

再培训将降低这类计划的实施成本； 

（4）培训还具有激励作用，当员工被送去参加培训时，他们会有一种受到认可的感觉，从而

主动掌握新技能，提高培训效果； 

（5）通过培训，传达与企业文化相关的价值观，使员工对企业宗旨和目标有更好的理解，培

养员工对组织的认同。 

2、培训的层次：知识更新；能力培养；思维变革；观念转化；心理调整。 

3、职工培训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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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工培训是定向教育； 

（2）职工培训是开展终身教育； 

（3）职工培训是开发智力，培养人才。 

4、职工培训的内容 

（1）职前培训：职前培训的任务和目标。 

（2）培训和再教育：常用培训方法包括信息传播、模拟练习和上岗操作。 

（3）职业教育 

（4）职工培训的形式 

（5）员工职业发展 

 ○1职业发展观的主要内容：企业要为其成员构建职业发展通道，使之与组织的需求相匹配、

相协调、相融合，以达到满足组织及其成员各自需要，同时实现组织目标和员工个人目标的目的。 

○2员工职业计划：指员工确立职业目标并采取行动实现职业目标的过程。员工职业计划设计一

般包括自我评估、目标设定、目标实现、和反馈修正四个方面。 

○3职业管理：职业管理是指企业提供帮助员工成长、发展的计划与企业需求、发展相结合的行

为过程。主要内容包括对员工的个人能力和潜力的正确评价；向员工提供职业发展的信息，给予公

平竞争的机会；为员工制定培训与发展计划，确定职业生涯路径；为员工制定知识更新方案；为员

工提供职业指导，帮助员工实现职业计划等。 

5、管理人员的培训方法 

（1）工作轮换； 

（2）设置助理职务； 

（3）临时职务与彼得原理：○1彼得原理：在实行等级制度的组织里，每个人都崇尚爬到能力

所不逮的层次。○2如何防止彼得现象的产生：临时代理职务的设置。 

六、人力资源保护 

思考题： 

1、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2、内部招聘和外部招聘各有什么优缺点？ 

3、绩效考评的目的是什么？ 

3、企业职工培训的内容和形式有哪些？ 

4、为什么会出现彼得现象？如何防止彼得现象的产生？ 

讨论题： 

当前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比如“员工多样化问题”，你认为多样化问题给人力资

源管理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互联网资料： 

中国人力资源网：http://www.hr.com.cn 

前程无忧网：http://www.51job.com 

中国招聘网：http://www.zhaopin.com 

拓展阅读书目： 

1、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 12章，

p.279—308。 

2、P·F·德鲁克著，《有效的管理者》，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 4章，p.80—111。 

3、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12、13、14、15章，p.336—439。 

4、W·H·纽曼，小 C·E·萨默著，《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 7、8、9、10章， p.173—270。 

第八章  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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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目标： 

1、明确领导的本质、内容与影响； 

2、弄清领导与管理的区别； 

3、掌握领导工作应遵循的原理； 

4、掌握领导理论及最新观点； 

5、了解领导艺术的特点与内容。  

本章重点和难点： 

1、领导与管理的联系与区别； 

2、领导理论，尤其是管理方格图理论、费德勒模型理论； 

3、领导艺术。 

学时分配：5课时 

第一节  领导概述 

一、领导的本质 

1、领导的含义 

（1）含义：领导是指带领和指导群众实现组织目标的各种活动的过程。 

（2）为了准确把握领导的含义，必须明确与领导有关的三个概念：职权、权能、影响。○1职

权：组织中某一职位所赋予的权力；○2权能：领导者对于组织所赋予的职权的控制能力。这是个人

所拥有的并施加给别人的控制力；○3影响：领导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权力对别人施加作用的过程

或结果。 

2、领导与管理的区别和联系 

（1）领导与管理的区别：从职能上看，管理的职能范畴比领导的职能范畴要宽得多。从本质

上说，管理是建立在合法的职务权力基础上对下属的行为进行指挥的过程，下属必须服从管理者的

命令，但下属在工作过程中可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也可能出工不出力；而领导则更多的是通过领

导者的个人魅力与专长来影响追随者的行为，从本质上说，领导是一种影响力，或者说是对下属施

加影响的过程，这种影响或通过这个影响过程可以使下属自觉地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努力工作。 

（2）领导与管理的联系：各项管理活动都离不开有效的指导和引导，同时领导的思想和战略

则需要有管理方面的有效实施和配合才能完成。 

（3）领导者与管理者的区别。 

○1管理者是被组织任命的，并且拥有合法的权力，对其下属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职位赋予他们的

正式权力；而领导者可以是任命的，也可以是在群体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并且领导者既用正式权

利，也可用非正式权利来影响他人的活动。 

○2管理者的作用在于通过管理在组织中建立良好的秩序，使无序管理变为有序管理；而领导者

的作用在于引导组织不断地进行创新和变革，是组织能够长期生存和发展。 

○3管理者的工作偏重于计划、组织和控制等方面的工作；而领导者的工作偏重于人的工作，关

注人的因素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 

○4在理想情况下，所有的管理者都应是领导者，若管理者只用正式权利影响下属，那么他充其

量只能算个管理者，而不是领导者。当然所有的领导者不一定都是管理者，如非正式组织中的领导

者，组织并没有赋予他们职位和职权，但他们却能引导和激励甚至命令他们所领导的非正式组织的

成员。 

二、领导者的作用 

（1）指挥作用；（2）协调作用；（3）激励作用。 

三、领导的权力与影响 

1、领导的权力 

（1）定义：领导权力是指领导者有目的的影响和改变下属心理行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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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类：组织中的权利可分为正式权力和非正式权力两大类。 

○1正式权力：法定的权利；强制权；奖励权。 

○2非正式权力：专长的权利；品质的权利。 

2、领导的影响 

（1）外在影响 

○1定义：外在影响是指以正式权利为基础的，主要采用推动、强制等方式发生作用，对被领导

者的影响带有强迫性和不可抗拒性，被领导者的心理和行为表现为消极、被动的服从。 

○2影响方式：传统观念的影响；利益满足的影响；惧怕心理的影响。 

（2）内在影响 

○1定义：内在影响建立在非正式权力的基础上，主要着眼于以领导者的良好素质和行为吸引感

化被领导者，通过激发内在的动力，对职工心理和行为发生影响。 

○2影响方式：理性崇拜的影响；感情的影响。 

四、领导工作遵循的原理 

1、明确目标原理：在领导工作中，使全体成员明确理解组织的目标，知道应该怎样完成任务

和实现目标，则人们为实现组织目标所作出的贡献就会越大。同时也可相应地更好地满足组织成员

的个人需求。 

2、协调目标原理：这一原理可以表述为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若能取得协调一致，人们的行为

就会趋向统一，为实现组织目标而共同努力。 

3、命令一致性原理：这一原理可表述为主管人员在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下达的各种命令越

是一致，个人在执行命令中发生的矛盾就会越小，领导与被领导双方对最终成果的责任感也就越大。 

4、直接管理原理：这一原理是指管理人员同下级的直接接触越多，所掌握的各种情况就越多

越准确，从而使指导与领导工作更加有效。 

5、沟通联络原理：这一原理是指主管人员与下属之间越是有效地、准确地、及时地沟通联络，

整个组织就越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整体。 

6、激励原理：激励原理是指主管人员越是能够了解下属的需求和愿望并给于合理满足，就越

能调动下属的积极性，使之能为实现组织目标自觉地作出贡献。 

第二节  领导理论 

一、领导品质理论 

1、传统领导品质理论和现代领导品质理论 

2、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包莫尔的关于有效领导者 10大条件的理论 

    合作精神，决策能力，组织能力，精于授权，善于应变，勇于负责，敢于求新，敢担风险，

尊重他人，品德高尚。 

二、领导行为理论 

1、勒温理论 

（1）理论要点：美国心理学家勒温以权力定位为基本变量，通过各种试验，把领导者在领导

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工作作风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专制作风、民主作风、放任自流作风。认为：放任

自流的领导作风工作效率最低,只能达到组织成员的社交目标，但完不成工作目标；专制的领导作

风虽然通过严格管理能达到工作目标，但群体成员没有责任感，情绪消极，士气低落，争吵就多；

民主的领导作风工作效率最高，完成工作目标，而且组织成员之间关系融洽，工作积极主动，富于

创造性。 

（2）工作作风的基本类型：○1专制领导作风含义和特点。○2民主领导作风的含义和特点。○3放

任自流的领导作风的含义及其特点。 

2、四分图理论 

理论要点：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商业研究所将领导行为的内容归纳为两个方面，即以人为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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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作为重。以人为重是指注重建立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友谊、尊重和信任关系。包括尊重下

属的意见，给下属以较多的工作主动权，体贴他们的思想感情，注重满足下属的需要，平易近人，

平等待人，关心群众，作风民主。以工作为重是指领导者注重规定他与工作群体的关系，建立明确

的组织模式、意见交流渠道和工作程序，包括设计组织机构，明确责权关系，确立工作目标，制定

工作程序、工作方法和规章制度。领导者的行为可以是这两个方面的任意组合，若把每方面分为高

低两种情况，则两个方面的具体组合就是四种领导行为，即高关系低工作、高关系高工作、低关系

低工作、低关系高工作。这四种领导行为可以用二维平面的“四分图”来表示。通过四分图，就可

以鉴别领导，评定领导的类型。 

3、管理方格图理论 

（1）理论要点：美国心理学家布莱克和莫顿提出了管理方格图理论。将四分图中以人为重改

为对人的关心度，将以工作为重改为对生产的关心度，并将这两种关心度各划分为九个等分，这样

在二维平面上就形成了81个方格，每个小方格就表示关心人和关心生产这两个基本因素以不同程度

相结合的一个领导方式。在根据管理方格图评价领导者的领导行为时，应按他们这两方面的行为程

度在方格图中寻找交叉点，这个交叉点就是其领导行为类型。横轴数值越高，表示他越重视生产；

纵轴数值越高，表示他越关注人的因素。 

（2）布莱克和莫顿在管理方格图中列出了五种典型的领导行为：贫乏型、俱乐部型、任务型、

团队型、中间型。 

（3）布莱克和莫顿提出的培训管理人员的规划：六大要点。 

4、领导行为连续统一体理论 

理论要点：美国学者坦南鲍姆和施密特提出了领导连续统一体模型。他们指出领导风格并不是

只有独裁和民主两种极端的方式，而是在这两种极端的方式之间存在着一系列领导方式，这些领导

方式是随着领导者或主管人员授予下属的自主权程度而连续变化的。这种理论描述了以领导者权力

运用的程度为依据划分的领导方式，实际上是一个连续变化的系列，专制式和民主式只代表着两种

极端的领导方式，在他们之间还存在着七种有代表性的中间状态的领导方式。 

三、领导权变理论 

领导权变理论认为，若使领导行为有效，除取决于领导者的素质、才能，而且还取决于领导方

法所应用的情景，如被领导者的素质、工作性质等，它是诸多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有

效的领导行为应当随着被领导者的特点和环境变化而变化，这个关系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Z=f(L,F,S)    

式中：Z——领导者的有效性；L——领导者；F——被领导者；S——环境。 

1、费德勒权变模型 

费德勒的定义对一个领导者工作最起影响作用的环境因素包括以下三项内容：职位权力；任务

结构；上下级关系。LPC问卷。八种群体工作环境。 

2、应变领导模式理论 

由何塞和布兰查提出的。该理论把注意力放在下属的研究上，认为成功的领导者应根据下属的

成熟程度选择合适的领导方式。应变领导模式是由关系行为、任务行为和成熟度组成的三维领导理

论。任务行为是指领导者和下属为完成任务而形成的交往方式；关系行为是指领导者给下属的帮助

和支持的程度。由这两方面提出了四种领导方式：命令式、说明式、参与式、授权式。同时，把成

熟度分为四个等级，由不成熟到成熟分别用M1、M2、M3、M4来表示。 

3、路径——目标理论 

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罗伯特·豪斯提出。该理论认为，领导者可以而且应该根据不同的环

境因素来调整自己的领导方式和作风。领导方式是由环境因素决定的，环境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

是下属的特点；二是工作环境的特点。豪斯认为，领导方式一般有四种：指导性方式、支持性方式、

参与性方式、成就性方式。 

第三节  领导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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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艺术的特点 

1、随机性：也就是灵活性，是指管理者要依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正确的判断和认识

客观事物，随机应变的处理实际问题。 

2、主观能动性：是指依据管理者个人的主观思维进行创造性活动，从而对被管理者发生影响

作用。 

3、经验性：是指领导艺术与管理者的知识阅历和经验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4、情感性：是指在领导过程中必须注入管理者的感情色彩。 

二、领导艺术的内容 

1、决策艺术 

2、用人艺术 

3、授权艺术 

4、指挥和激励艺术 

5、集中精力抓主要环节的艺术 

6、领导变革的艺术 

思考题： 

1、在领导工作中，应遵循哪些工作原理？ 

2、领导的含义及本质是什么？ 

3、管理方格图理论有几种领导行为？你认为哪一种最有效？ 

4、费德勒模型理论认为影响领导方式的情境因素有几种？你是否认为有一种最佳的领导模式

可适用于各种情况？请说明理由。 

5、应变领导模式理论对管理者更好进行管理有何价值？ 

6、您认为在领导工作中，应该讲求什么样的领导艺术？ 

讨论题： 

    利用互联网、图书馆收集资料，讨论一下海尔首席执政官张瑞敏的领导风格以及他对于人

才的管理办法。 

互联网资料： 

世界经理人网站 http://www.cec.globalsources.com 

中国经理人网 http://www.sino-manager.com 

当代经理人 http:www.cm100.com.cn 

拓展阅读书目： 

1、P·F·德鲁克著，《有效的管理者》，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 

2、J·P·科特著，《现代企业的领导艺术》，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 

3、J·P·科特著，《总经理》，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 

4、J·P·科特著，《权力与影响》，华夏出版社，1997年版。 

5、E·戴尔著，《伟大的组织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九章  激励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激励的心理机制； 

2、掌握激励的过程，明确激励的内容与意义； 

3、掌握各种激励理论； 

4、把握激励的原则，掌握激励方法与技巧。 

本章重点和难点： 

1、需要层次理论、双因素理论、期望理论、公平理论，强化理论及其启示； 

2、激励方法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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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分配：4课时 

第一节  激励概述 

一、激励的心理机制 

1、需要 

（1）概念 

需要是一种人类心理反应过程，指人对某种目标的渴求或欲望。 

（2）产生条件 

○1人们感到缺乏什么，有不足之感，这种不足之感可以由他人的引发而产生；○2人们对所缺乏

的东西有一种得到的渴望，主观上有需求之感。 

（3）特性 

多样性，结构性，社会制约性，发展性 

2、动机 

（1）概念 

所谓动机是引起和维护个体行为并将此导向某一目标的愿望和意念，它是鼓励和引导一个人为

实现某一目标而行动的内在力量，是一个人产生某种行为的直接原因。 

（2）产生条件 

○1个体的生理或心理的需要；○2能够满足需要的客观事物，又称为外部诱因。 

（3）具体功能 

始发功能；指向功能；维持与强化功能。 

3、行为与目标 

行为指向目标，目标是行为所要实现的结果。 

4、需要、动机和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 

当人产生需要而未得到满足时，会产生一种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在遇到能够满足需要的目标

时，这种紧张的心理状态就会转化为动机，推动人们去从事某种活动，去实现目标。目标得以实现

就获得生理或心理的满足，紧张的心理状态就会消除。这时又会产生新的需要，引起新的动机，指

向新的目标。这是一个循环往复、连续不断的过程。 

二、激励的含义 

1、概念 

激励是指管理者促进、诱导下级形成动机，并引导行为指向目标的活动过程。即是根据人的需

要，通过一定的手段使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从而激发人的动机，诱导人的行为，使其充分发挥出内

在潜力，为实现所追求的目标而努力的过程。 

2、激励过程 

人的需要产生动机，在动机的驱使下人们采取行为，行动的结果达到预定的目标，使需要得到

满足，进而进一步强化原有需要或促进生成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导致新的激励过程的开始。 

3、激励的实质 

以未满足的需要为基础，利用各种目标、诱因激发动机，驱动和诱导行为，促进实现目标，提

高需要满足程度的连续的心理和行为的过程。 

4、选择和设置目标的要求 

（1）设置目标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满足组织成员个人需要，最终还是为了有利于完成组织目标。

因此在设置目标时，必须将组织目标纳入其中或将组织所希望出现的行为列为目标导向行动，使成

员只能在完成目标后才能达到个人的目标。 

（2）目标的设置必须是受激励者所迫切需要的。已经满足了的需要不可能激发动机或激发出

来的动机强度不高。 

（3）目标设置要适当，既不能俯拾即是，又不能高不可攀，应是通过努力可以达到，而不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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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则达不到。 

（4）设置目标最好让大家参与讨论，这样不仅可以使目标变得合理，还有助于对目标导向行

动的深刻理解，同时满足了职工参与感，使职工工作更努力，激励效果更强。 

三、激励理论对人的认识 

1、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工作的动机是为获得经济

报酬。所以运用奖励和惩罚等激励手段来激励员工产生管理者和组织所要求的行为。 

2、社会人假设 

社会人假设认为社会性需求的满足往往比经济上的报酬更能激励人们 。 所以组织应更加注意

从事工作的人们的要求，重视员工之间的关系，培养和形成员工的归属感，提倡集体奖励制度。 

3、自我实现人假设 

自我实现人假设认为人们除了物质和社会需求之外，还有充分运用自己的各种能力，发挥自身

潜力，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因此，组织应创造条件，提供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在让人们的这种成

就感得到满足的同时，也让组织目标得以实现。 

4、复杂人假设 

复杂人假设认为现实组织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不能把所有的人都简单化、一般化地归类为

前述某一种假设之中。要求管理者根据不同的人，因人因事而异，灵活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即用

“权变理论”作指导，来达到激励人的目的。 

四、激励工作的依据 

1、人的需求是复杂的，如何全面综合地识别人的需求，成了激励工作中的重要问题。 

2、人的需求是变化，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是处在变化之中的。 

第二节  激励理论 

一、需要型激励理论 

需要型激励理论也称内容型激励，它从激励过程的起点，即人的需要出发，试图解释是什么因

素引起、维持并且引导某种行为去实现目标这类问题。 

1、需要层次理论 

需要层次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 1943 年所著的《人的行为动机》一书中第一次提出

的。  

要点：（1）人的多种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

实现的需要；（2）人的需要分等分层，呈阶梯式逐级上升；（3）未被满足的需要才有激励作用。 

2、成就需要论 

成就需要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戴维·麦克莱兰于 20世纪 50年代提出的。 

要点：该理论认为人们在工作中有三种主要的动机或需要，即成就需要、权力需要和社交需要。

（1）成就需要即达到标准、追求卓越、争取成功的需要；（2）权力需要是指影响或控制他人且不

受他人控制的欲望；（3）社交需要是指建立友好亲密的人际关系的愿望。 

3、双因素理论 

双因素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于 20世纪 50年代末提出的。 

要点：赫茨伯格把企业中影响人的积极性的因素分为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两大类。 

（1）激励因素，往往与工作内容或工作成果有关。这类因素有成就、赏识、工作本身具有挑

战性、负有较大责任、在职业上得到发展等。这些因素能产生直接的激励作用，使职工对工作有一

种满足感，这是影响人们工作的内在因素，能够促使人们积极进取，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将这

类因素称为激励因素。 

（2）保健因素，在工作中使人们感到不满意的因素往往与工作环境或外在因素有关。这类因

素改善了，只能消除职工的不满、怠工与对抗，但不能使职工变得满意，不能直接起激励作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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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卫生保健对身体健康所起的作用一样，因而称之为保健因素。改善保健因素只能消除人们的不满，

起到安抚作用，即“没有不满意”，而不一定能起到激励作用。因此，要想真正激励员工努力工作，

就必须改善那些激励因素，这样才会增加员工对工作的满意感。 

二、过程型激励理论 

1、期望理论 

期望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于 1964年在《工作与激励》一书中提出来的。 

（1）要点：该理论认为，只有当人们认为实现预定目标的可能性很大，并且实现这种目标又

具有很重要的价值时，该目标对人的激励程度才会最大。也就是说，决定行为的因素有两个：即期

望值与效价。激励的程度由期望值与效价的乘积决定，用公式可表示为    M=EV  

M表示激励程度，反映一个人的工作积极性高低和持久程度，它表明人们为达到设置目标而努

力的程度。 

E表示期望值，是指人们对想要实现某一目标的主观概率，即主观估计达到目标的可能性的大

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经过努力后能达到组织目标的概率；二是组织能实现个人目标的概率。 

V表示效价，又叫做目标价值，是指人们对某一目标的重视程度与评价高低，即人们在主观认

为实现目标后获得报酬的价值大小。 

期望理论认为，一个人从事某项工作的动机强度是由其对完成该项工作的可能性、获取相应的

外在报酬的可能性的估计和对这种报酬的需求程度来决定的。即只有当期望值高，效价也高的情况

下才会对被激励对象产生最大的激励力量。而且激励是一个动态过程，当一个人对期望值、效价的

估计发生变化时，其积极性也将随之变化。上述公式实际上提出了在进行激励时要处理好三方面的

关系：努力与绩效的关系，绩效与奖励的关系，奖励与满足个人需要的关系。 

（2）增强动机水平和激励强度的方法：○1具体描绘出每个职工的行动成果的效价；○2具体规

定实现预期目标所要求的行动表现的标准和要求；○3说明所需要的行动的表现标准和要求是可以达

到的；○4要使职工的行动表现与期望目标的实现紧密地结合起来；○5认真分析妨碍职工实现目标的

各种相关影响因素，并为其创造各种有利条件；○6确定优厚的报酬。 

2、波特和劳勒的激励模型 

要点：○1努力来自奖励、报酬的价值和个人认为需要付出的努力和受到奖励的概率；○2工作的

实际绩效取决于能力的大小、努力程度以及对所需完成任务理解的深度；○3奖励要以绩效为前提；

○4激励措施是否会产生满意以及满意的程度，取决于受激励者认为获得的报偿是否公平；○5满意将

导致进一步的努力。 

三、状态型激励理论 

1、公平理论 

公平理论又称为社会比较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斯达西·亚当斯提出的。 

要点：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当一个人作出了成绩并取得了报酬以后，它不仅关心自己所得报

酬的绝对量（实际收入），而且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相对量（即所得与付出之比）。这里的付出和所

得都是个人的主观感觉和判断，付出指的是一个人自己觉得劳动量的多少、效率高低和质量好坏，

还包括年龄、性别、所受教育与训练、经验、技能、职务、社会地位、对组织的忠诚及努力程度等。

所得是指一个人所得到的劳动回报，包括工资、奖金、地位、权力、待遇、赞赏、表扬、对工作成

绩的认可、提升等。员工评价自己是否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在一般情况下是以同事、同行、亲友或

自己以前的情况作为参考依据，这就分成了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 

（1）横向比较：横向比较即将自己的所得和付出的比值与他人所得和付出的比值进行比较，

只有相等时，才认为是公平的。用公式表示为： Op/Ip=Oc/Ic 

式中：Op：自己对所获报酬的感觉; 

      Oc：自己对他人收获报酬的感觉; 

       Ip：自己对个人所做投入的感觉; 

       Ic：自己对他人所作投入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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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式不相等时，会出现两种情况： 

Op/Ip< Oc/Ic,他可能要求增加报酬或减少自己的投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 

Op/Ip >Oc/Ic,他可能要求减少报酬或自动多做工作，达到心理上的平衡。 

（2）纵向比较：纵向比较即把自己目前的投入与目前获得的报酬比值，同自己过去的投入与

过去所获得的报酬的比值进行比较，只有相等时，才认为公平。用公式表示：Opp/Ipp=Opl/Ipl 

式中：Opp：自己对现在所获报酬的感觉；   

      Opl：自己对过去所获报酬的感觉； 

       Ipp：自己对现在投入的感觉； 

       Ipl：自己对过去投入的感觉。 

当上式不相等时，也会出现两种情况： 

Opp/Ipp<Opl/Ipl，人会有不公平的感觉，这可能导致工作积极性的下降； 

Opp/Ipp>Opl/Ipl，人们不会因此产生不公平的感觉，但也不会觉得自己多拿了报偿，从而主动多

做些工作。 

2、强化理论 

强化理论又称为行为矫正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 B.F.斯金纳提出的。 

（1）要点：着重研究如何引导人的行为，使它朝着组织所希望的方向进行，强调人的行为结

果对其行为的反作用。有意识地对某种行为进行肯定强化时，可以促进这种行为重复出现。反之则

会消退和终止。这种状况心理学中称为“强化”。凡能增强反应强度的刺激物，即称为强化物。强

化理论强调，管理者在激励下属行为时，应该根据组织的需要和个人特定行为表现，不定期、不定

量地实施强化，使得每一次强化都能起到较大的行为刺激作用。 

（2）强化方式 

○1正强化：正强化又称为积极强化，即利用强化物刺激行为主体，来保持和增加某种积极行为

重复出现的频率。正强化包括表扬、奖励、提薪、提升、给予培训机会、安排担任挑战性的工作、

改善工作条件和人际关系等等。 

○2负强化：又称为消极强化，即利用强化物抑制不良行为重复出现的可能性。负强化包括批评、

惩罚、降职、降薪等。   

○3自然消退：自然消退即对行为不施以任何刺激，任其反应频率逐渐降低，以致慢慢消失。 

（3）哈姆纳提出的有助于行为强化思想的的六项行为规则 

○1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奖酬所有的人，绩效大小不同，奖酬也应不同；○2无反应本身具有强化的

效果，管理者经常通过他们不做某些事和实际做某些事来塑造下属的行为；○3一定要告诉下属，他

们怎样做才能得到奖酬，通过让下属清楚强化的灵活性，管理者能增加下属的工作自由度；○4告诉

下属他们正在做的哪些事实错误的，这个信息能帮助下属懂得如何改变工作习惯，否则下属就不可

能明白为什么奖励被取消或者为什么惩罚他；○5不要在下属的同事面前惩罚下属；○6使结果和行为

相一致，这就要求管理者公正地对待下属。 

3、归因理论 

归因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海德首先提出的，后来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罗斯等人加以发展。归

因理论是说明和推论人们活动的因果关系的理论。归因理论认为人们获得成功还是遭受失败可以归

为四种因素：努力程度、能力大小、任务难度、运气和机遇。当下属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遭受失

败时，管理者要及时帮助他们分析失败的原因，引导其继续保持努力行为，促使行为合理化。 

4、挫折理论 

挫折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提出的。 

（1）要点：挫折理论是专门研究人们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为什么会遭受挫折，遭受挫折后

人们又会产生什么反应，管理者如何帮助人们有效地战胜挫折，克服挫折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2）产生挫折的原因 

○1主观原因：个人目标定的过高，超出了自身能力的限制，结果事与愿违；个人同时追求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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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过多，由于精力和能力有限，不可能同时实现多个目标，结果一事无成；凭“想当然”的态度办

事，往往因脱离实际导致失败。 

○2客观原因：自然环境因素；物资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 

第三节  激励实践 

一、激励的意义 

1、有助于激发和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2、有助于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结合起来； 

3、有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促进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协调统一。 

二、进行有效激励的原则 

1、坚持物质利益原则； 

2、按劳分配原则； 

3、差异化和多样化原则； 

4、以身作则，发挥榜样作用。 

三、激励方式 

激励方法按照作用方式不同可以分为内在激励和外在激励两类：内在激励是指通过工作本身的

趣味性、价值、挑战性以及完成工作的成就感等激发职工的积极性；外在激励是借助环境以外的物

质诱因，如奖励、表扬、晋升等引发职工的积极行为。其中内在激励方法有工作丰富化、参与管理、

目标管理等；外在激励方法有奖酬制度、提供发展机会、改善工作环境、构造企业文化和团体精神、

加强信息反馈等。 

1、奖励：奖励是通过评价鉴定职工的工作表现及成果，并给予相应的报酬和奖励，来达到激

励职工积极性的目的。奖励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物质奖励包括奖金、晋升工资、奖励实物、提供

生活条件等。精神奖励包括对于成效的认可、表彰、授予称号、提级、升职等。在奖酬中应坚持公

平合理原则。 

2、职工参与管理：职工与管理是指在不同程度上让职工和下级参加组织决策和各级管理工作

的研究和讨论。民主原则。 

3、工作内容丰富化：工作内容丰富化是指职工通过改进工作设计，丰富工作内容，赋予更多

的尝试机会，来增加工作本身的刺激性和挑战性，使职工获得发挥聪明才智和取得个人成就的机会，

从而增进职工的满足感，同时提高工作效率。 

4、提供培训：教育培训的内容主要包括思想教育和业务知识与能力培训。通过教育培训，树

立崇高的理想和职业道德；通过专业技能培训，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 

5、建立和健全规章制度：职工守则、用工制度、用人制度、责任制度。 

6、股权激励：股票期权是指企业资产所有者对企业经营者实行的一种长期激励的报酬制度。

具体是指经营者享有在与企业资产所有者约定的期限内以某一预先确定的价格购买一定数量本企

业股票的权利。国际上通行的股权激励方式主要有：股票期权、模拟股票、股票增值权、长期业绩

奖励、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层股票购买计划和限制性股票等。 

思考题： 

1、阐述激励的含义。 

2、简述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以及对企业管理的实际意义。 

3、简述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以及对企业管理的现实意义。 

4、什么是公平理论？ 

5、在进行激励时，遵循哪些原则会使激励收到好的效果？ 

6、激励方法有几种，各自有何特点？ 

讨论题： 

1、讨论两个有高水平业绩的人，他们的能力相当，为什么会有截然不同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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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讨论为什么管理者应该经常使用正强化，而不是负强化？ 

3、你认为员工队伍的多样化会给管理者应用公平理论造成什么困难？ 

4、列出5种你选择职务时最重要的标准（如报酬、承认、挑战性等），按重要性排列，然后将

其分组比较你的反应，你可能会发现什么模式？ 

互联网资料： 

猎头网：http://www.lietou.com 

思强人才网：http://www.strongnet.com 

中国易聘网：http://www.emplychina.com 

拓展阅读书目： 

1、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 16章，

p.386—405。 

2、W·H·纽曼，小 C·E·萨默著，《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3章， p.631—647。 

3、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17章，p.464—490。 

第十章   信息沟通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沟通的概念、功能和作用； 

2、掌握沟通的过程与要素； 

3、掌握信息沟通的方式和渠道； 

4、能够进行沟通障碍分析，掌握消除办法； 

5、能够运用管理沟通的技巧。 

本章重点和难点： 

1、有效沟通的方式； 

2、正式沟通与非正式沟通； 

3、有效沟通的障碍及克服； 

4、管理沟通的技巧。 

学时分配：3课时 

第一节  信息沟通的概念和过程 

一、信息沟通的含义及作用 

1、含义：信息沟通是指信息的发送者通过多种渠道把信息传递给接收者，使接收者接受和理

解所传递的信息过程。 

2、作用：（1）收集信息，沟通过程实际上就是信息双向交流过程，组织内部的沟通，可以了

解员工意见倾向、价值观和劳动结果，他们的积极性源泉和需要，各部门之间的人际关系、管理效

率等，以作为决策的依据；（2）改善人际关系，沟通是人际交往，它可以解除人们内心的紧张和

怨恨，使人们感到精神舒畅，而且在相互沟通中易使双方产生共鸣和同情，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信

任，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减少人与人之间不必要的冲突；（3）改变行为，在沟通过程中，信息

接收者接收到了并理解了发送者的意图之后，一般来讲会作出相应的反应，表现出合作的行为，否

则沟通就是无效的。 

二、信息沟通的过程和要素 

1、过程：信息的发送者需要把某种意图通过一定形式转换成信息接收者所能理解的信息，然

后通过一定的沟通渠道，传递给信息的接收者，信息接收者对所接受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分析

接受和理解信息，然后把所理解的信息反馈给信息发送者，以便确认其所接收的信息是否正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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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沟通过程中，还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噪音”干扰。 

2、要素：信息发送者、编码、信息、沟通渠道、信息接收者、译码、反馈、噪音。 

第二节  信息沟通的方式和渠道 

一、信息沟通的方式 

沟通方式指的是信息传递的形式，即用什么信息媒介把所要表达的信息内容传递出去并使接收

者理解。 

1、言语沟通 

（1）口头沟通 

○1定义：口头沟通是用口头表达方式所进行的信息传递与交流，它是最常用的一种沟通手段，

包括面谈、会议、正式的一对一讨论、演说、非正式的讨论及传闻或小道消息的传播等。 

○2优点：比较灵活、速度快、双方可以自由讨论，有亲切感；交流深刻，掌握的信息丰富准确。 

○3缺点：对信息发送者的口头表达能力要求较高，具有时效性，存在着很大的信息失真的可能。 

（2）书面沟通 

○1定义：书面沟通指的是用文字作为信息媒介来传递信息的沟通方式。包括备忘录、报告书、

通知、内部刊物和公司手册、信函等。 

○2优点：书面沟通以文字的形式固化信息，可以使信息长期保存，可以核实、查询；书面沟通

通常有一种关注的意味，往往重要的信息沟通都以书面沟通为准，“口说无凭，立字为据”，它更

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书面沟通以“白纸黑字”避免了信息传递过程中的随意性，从而减少了辗转

传递、一再译解可能造成的错误；书面沟通可以以自己的阅读速度仔细阅读，以求了解更详尽。 

○3缺点：比较呆板、不易随客观情况的改变而及时修正；沟通效果受接收者文化水平的限制，

阅读能力差的人往往理解不了；沟通费时较多。 

2、非言语沟通：可以表达语言所无法表达或不愿表达的信息，有时可以强化语言效果。 

二、信息沟通的渠道 

1、正式沟通渠道 

（1）含义 

正式沟通渠道指的是组织内部或对外依据一定的组织原则，按照规章制度的规定，通过正式程

序所进行的信息传递和交流。主要包括按正式组织系统发布的命令、指示、文件，组织召开的正式

会议，组织内部上下级之间或同事之间因工作需要而进行的正式接触。正式沟通渠道传播的信息又

称“官方消息”。 

（2）模式 

○1链型 

特点：只能向上或向下进行逐级传递信息。 

○2 Y型 

特点：在逐级沟通中，两位领导通过一个下属或一个部门进行沟通。这种网络集中化程度高，

解决问题速度快，组织中领导人员预测程度高，但易导致信息曲解或失真，组织成员的平均满意程

度较低。 

适用范围：此网络适用于主管人员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需要有人选择信息，提供决策依据，

既节省时间又要对组织实行有效的控制。 

○3轮盘型 

特点：表示一个管理者与其他下级沟通，而下级之间没有互相沟通的现象。此网络集中化程度

高，解决问题的速度快，中心主管人员的预测程度高，但沟通的渠道很少，组织成员的满意程度不

高，士气低落。 

适用范围：这种网络是加强组织控制、争时间抢速度的有效方法，如果组织接受紧急的攻关任

务并要求进行严密控制，则可采用这种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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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型 

特点：表示允许成员与相邻的成员交流，但不允许与其他交流。组织的集中化程度和领导人的

预测程度都较低，畅通渠道不多，但组织中成员具有比较一致的满意度，组织士气高昂。适用范围：

如果一个组织需要创造出一种高昂的士气来实现组织目标，这种沟通网络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 

○5全通道型 

特点：允许每一个成员自由地与其他成员交流，交流是平等的，并无明显的中心人物。这是一

个开放式的网络系统，其中每个网络中组织的集中化程度及主管人员的预测程度均较低，但由于沟

通渠道很多，组织成员的平均满意程度高且差异小，士气高昂合作气氛颇浓厚，这对于解决复杂问

题，增强组织合作精神，提高士气均有很大作用。但是，这种网络沟通渠道太多，因此容易造成混

乱，并且也浪费时间，影响工作效率。 

2、非正式沟通渠道 

（1）含义 

非正式沟通渠道指的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与组织内部明文规章制度无关系的沟通

渠道。非正式沟通渠道传播的信息又称“小道消息”。 

（2）模式 

○1单串型：在个人之间相互转告，信息在非正式渠道中依次传递，把信息传播到最终的接收者。 

○2饶舌型：某人告诉大家，信息由Ａ传递给各人，A是非正式渠道中的关键人物，他主动把信

息传播给其他很多人。 

○3集合型：一些人有选择性转告他人，信息由A传递到几个特定的人B、C，然后再由他们传递

给一些特定的人。这种传播效率最高。 

○4随机型：个人之间随机地相互转告，信息由A随机地传递给某些人，某些人再随机地传递给

另一些人。 

（3）避免非正式沟通渠道消极影响的对策 

○1采取开放式的沟通方式，以客观事实防止谣言的产生；○2要善于发现非正式沟通中的关键人

物，在必要时要利用这关键人物来协助传递或澄清某些事实；○3培养员工对组织管理当局的信任和

好感，对企业的忠诚和热爱；○4人要高度重视传播面广、传播迅速的小道消息，一定要究其原因，

因为它可能反映出了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管理者不能置之不理；○5在制定重大决策时，应考虑一下

该决策会不会引起小道消息，应采取什么防止措施，是否可以利用非正式渠道来推进此政策；○6不

能滥用非正式渠道，在组织管理中，管理者还应该是以正式渠道为主。 

第三节  信息沟通的障碍及消除方法 

一、有效沟通的障碍 

1、主观障碍 

（1）个人心理障碍；（2）知识经验的差距；（3）语言表达能力差；（4）发送者的信誉不佳；

（5）沟通时机不当；（6）对信息的漠视。 

2、客观障碍 

（1）渠道不畅通；（2）空间距离远 

二、消除沟通障碍的方法 

1、增强信息的明确性 

2、提高信息接收的效率 

3、建立合理的信息传播体系 

4、提高利用非正式沟通的自觉性 

5、培养和掌握有效的沟通技巧：（1）运用反馈手段；（2）提高表达能力；（3）积极倾听；                                                              

（4）注重非语言提示。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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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述信息沟通的一般过程及要素组成。 

2、 在组织管理中最普遍使用的沟通方式有哪些？ 

3、 叙述正式沟通渠道的五种模式及各种模式的特点。 

4、 企业应该怎样对待非正式沟通？ 

5、 有效沟通的障碍有哪些？如何克服？ 

6、 “多数人不是好听众”，你同意吗？为什么？ 

7、 管理者怎样提高个人沟通技巧，才能收到良好的沟通效果？ 

讨论题： 

1、 讨论“话不投机半句多”现象。 

2、 当下属从上司处获得跟自己有关的下列信息时：被提升；被降职；工作中出现错误；增加
额外的工作任务；来年公司的假期安排，你认为何种媒介更合适？ 

互联网资料： 

中国营销传播网 http://www.emkt.com.cn 

中国资讯网 http://www.china-min.com 

中国协同知识管理 http://www.ckmchina.com 

拓展阅读书目： 

1、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 18章，

p.435—448。 

2、W·H·纽曼，小 C·E·萨默著，《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2章， p.611—628。 

3、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19章，p.521—545。 

第十一章  控制工作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控制的含义、类型以及控制系统的要素； 

2、掌握控制工作的过程； 

3、阐明控制基本原理与控制原则； 

4、明确控制的技术与方法。 

本章重点和难点： 

1、管理控制过程； 

2、管理控制原则； 

3、零基预算的应用； 

4、网络图的画法及计算。 

学时分配：3课时 

第一节  控制工作概述 

一、控制的含义及其重要性 

1、含义 

控制是指接收企业内外的有关信息，按规定的目标和标准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进行监督、

检查和发现偏差，采取纠正措施，使工作能按既定的计划进行或适当地调整计划，以达到管理工作

的预期目的。 

2、特点 

（1）控制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其目的是保证各项活动按照既定的计划进行； 

（2）控制职能的实现，是通过“监督”和“纠正偏差”这两种手段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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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控制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实现活动按计划进行的目的。 

3、控制与计划的关系 

4、重要性 

（1）组织环境的不确定性，控制工作起了执行和完成计划的保障作用； 

（2）组织活动的复杂性; 

 (3) 管理失误的不可避免性； 

（4）控制贯穿于其他管理职能之中。 

二、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素组成。 

1、控制的目标体系 

2、控制的主体 

3、控制的客体 

4、控制的方法和手段 

三、控制的类型 

1、按控制点的位置划分 

（1）前馈控制 

 ○1定义：前馈控制是在工作正式开始前对工作中可能产生的偏差进行预测和估计并采取防范

措施，是将可能的偏差消除于产生之前的一种控制方法，也称事先控制或预先控制。 

 ○2条件：必须对计划和控制系统作出透彻地、仔细地分析，确定需要的输入变量；建立前馈

控制系统的模式；要注意该模式的动态性，也就是要经常检查模式，以了解所确定的输入变量及其

相互关系是否仍然反映实际情况；必须定期收集输入变量的数据，并把它们输入控制系统；必须定

期估计实际输入的数据与计划输入的数量之间的偏差，并评价其对预期最终成果的影响；必须有保

证措施，前馈控制的作用同其他的计划和控制方法一样，不只是向人们指出问题，而且还要采取措

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2）现场控制 

○1定义：现场控制是通过对计划执行过程的直线检查和监督，将作业结果与计划相比较，找出

偏差和纠正偏差的过程，又称作业控制、同步控制或实时控制。 

○2内容：向下级指示恰当的工作方法和工作程序；监督下级的工作以保证计划目标的实现；发

现不符合标准的偏差时，立即采取纠正措施。 

（3）反馈控制 

○1定义：反馈控制就是通过分析工作的执行结果，将它与控制标准相比较，发现已经发生或即

将发生的偏差，分析其原因和对未来的可能影响，及时拟定纠正措施并予以实施，以防止偏差继续

发展或今后再度发生，也称事后控制。 

○2常用方法：财务报表分析、标准成本分析、质量控制方法、工作人员成绩评定等。 

2、按控制方式划分 

（1）集中控制 

集中控制就是在组织中建立一个控制中心，由它对所有的信息进行统一的加工处理，并由这一

控制中心发出命令，操纵所有的管理活动。 

（2）分散控制 

分散控制是与集中控制相对的一种控制形式，采用分散的方式，由组织各部分分别实施控制。 

（3）分层控制 

分层控制是一种把集中控制和分散控制结合起来的控制方式。 

3、按控制的原因或结果划分 

（1）间接控制 

○1定义：间接控制是控制计划执行的结果，即根据计划和标准对比和考核实际结果，追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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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的原因和责任，然后才去进行纠正。 

○2间接控制的五个假设：一是工作成效可以计量；二是人们对工作成效有个人责任感；三是追

查偏差所需时间有保证；四是出现的偏差可以预料并能及时发现；五是有关部门或人员将会采取纠

正措施。 

（2）直接控制 

○1定义：直接控制是相对间接控制而言的，它是通过提高主管人员的素质来进行控制工作的。

○2直接控制的四个假设：一是合格的主管人员所犯的错误最少；二是管理工作的成效是可以计量的；

三是在计量管理人员的工作成效时，判断标准往往是概念化的；四是管理的基本原理的应用情况是

可以评价的。 

第二节  控制工作的过程 

一、控制的前提条件 

1、要有一个科学的、切实可行的计划 

2、要有专门的组织机构 

3、控制要由反馈渠道 

二、控制的基本过程 

1、确定控制标准 

实物标准、费用标准、资本标准、收入标准、定性标准。 

2、衡量实际成效 

3、进行偏差分析 

（1）偏差的原因。○1组织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影响到组织计划规定的目标难以实现；○2在

执行任务过程中工作人员由于工作失误而造成的偏差；○3原有计划不合理及不完善所导致的偏差。 

（2）偏差的类型。○1正偏差：正偏差是指实际业绩超过了计划要求；○2负偏差：负偏差是指

实际业绩未达到计划要求。 

4、采取纠正措施 

（1）改进工作方法。 

（2）改进组织和领导工作。 

（3）调整或修正原有计划或标准。 

三、控制工作的原则 

1、控制关键点原则 

2、及时性原则 

3、灵活应变原则 

4、客观准确原则 

5、经济性原则 

6、例外原则 

7、控制趋势原则 

第三节  控制技术与方法 

一、预算法 

1、含义 

预算是一种计划技术，是未来某一个时期具体的、数字化的计划，它把计划分解成以货币或其

他数量单位的预算指标，用数字来表示预测的结果，要求各个部门的运作和开支在预算范围内。 

2、类型 

（1）收支预算：收支预算是以货币单位表示的收入和支出预算。 

（2）实物预算：实物预算是一种以实物为计量单位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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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资预算：投资预算是一个企业在特定的时间内固定资金运用的情况。 

（4）现金预算：现金预算就是对现金收支进行预测，并据此衡量实际现金的使用情况。 

（5）总预算：总预算是对组织中各种计划的准备而又相当全面地描述，是考虑各种因素后的

多项内容的预算，由组织中各种预算综合而成。 

（6）零基预算 

○1基本原理。 

○2具体做法。 

○3优点：准确全面地计算出各种数据，为计划的决策和控制标准的确定提供精确的资料，减少

了盲目性；使计划和控制富有弹性，增强了组织的应变能力；当管理决策出现失误时，便于及时纠

正。 

二、网络技术 

1、网络计划技术的基本原理。 

2、网络图的组成：网络图是由箭线，结点、虚箭线和路线组成。 

3、网络时间的确定：作业时间的确定；作业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的计算；总时差的计算。  

4、关键路线的确定。 

5、网络技术的优点。 

（1）编制网络的过程就是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有利于克服单凭经验，主观编制计划的弊端，

把计划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2）网络图能直观形象地反映出各项工作之间的制约、依赖关系，在生产之前就能掌握关键

所在，便于合理调配资源，确保重点，便于预测计划进度，易于控制和调度； 

（3）可以把一个复杂的生产管理问题，分解为若干分系统，分别进行控制，由局部最优达到

整体最优； 

（4）可利用电子计算机计算，大大推进管理现代化。 

三、排队论 

排队论又称随机服务系统理论或公用事业理论中的数学方法。主要研究随机服务系统应如何合

理地设计与控制，以达到既能满足顾客需要，又能使费用最少的目的。  

四、经营审计 

审计是对一个组织的财务往来和经营活动进行检查审核，一般分为外部审计和内部审计。外部

审计是由专门的审计部门定期对某一组织的有关经济往来账目和财务程序做综合审核；内部审计是

由企业内部组织人员进行审核。 

五、管理信息系统 

现代管理信息系统是依据系统观点建立，利用现代技术方法和计算机网络，提供各种作业、管

理和决策信息的集成化的人—机系统，它能准确、迅速地提供各级管理部门所需的信息。 

思考题： 

1、什么是控制工作？控制和计划的关系是什么？ 

2、不同控制位置的三种类型控制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在现代管理活动中，前馈控制为什么显

得更为重要？ 

3、控制工作中必须遵循哪些基本原则？ 

4、使用预算控制时需要防止哪些危害？ 

5、什么是零基预算？ 

讨论题： 

“组织有权监督员工——不管是工作中还是工作外。”请针对这一观点进行辩论。 

互联网资料： 

中国商业论坛 http://www.chinatrack.com 

资金预算 http://www.itw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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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书目： 

1、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理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 19章，

p.475—492 

2、W·H·纽曼，小 C·E·萨默著，《管理过程——概念、行为和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 24章， p.681—701。 

3、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著，《管理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

第 20章，p.552—572。 

第十二章   当今管理的新发展与新挑战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并把握管理学理论的新发展； 

2、了解网络化、信息化、全球化给管理者带来的新挑战。 

本章重点和难点： 

1、企业资源计划，供应链管理，客户关系管理； 

2、管理信息化的意义； 

3、21世纪的管理。 

学时分配：3课时 

第一节  当今管理学理论的新发展 

管理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古典管理、行为管理、现代管理之后，目前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任何管理理论的产生都是时代背景的深刻反映。新的管理理论的时代背景就是网络经济和全球化浪

潮的出现。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基于 Internet 的全球化数字通信基础设施的建立，使全球经济

进一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由网络经济催生的跨国经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改变着传统的企业组织

结构和生产方式。同企业组织形式变革相适应，当代管理理论也处于一个新的生长期，新观点层出

不穷。 

综合当前管理理论新的研究方向，有四个管理学分支应重点关注：   

  1、尊重知识价值，加强对知识管理的研究。知识管理，就是以知识为核心的管理，包括对知

识拥有者的管理和对知识本身的管理。 

2、企业面对更加复杂的竞争局面，战略管理势在必行。战略管理就是对全局的谋划，它具有

全局性、根本性、系统性、未来性、相对稳定性等特点。 

3、企业不仅仅要经营产品，也要学会跨文化管理。跨文化经营管理就是在跨国经营中，对不

同种族、不同文化类型、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子公司所在国的文化采取包容的管理方法，并据此创

造出公司独特文化的管理过程。 

4、一种反映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虚拟企业和虚拟管理。 

一、企业资源计划 

1、定义 

企业资源计划，即 ERP是指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以系统化的管理思想，为企业决策层及员

工提供决策运行手段的管理平台。 

2、主要发展阶段 

1960 年代开环的物料需求计划（开环 MRP）；1970 年代闭环物料需求计划（闭环 MRP）；1980

年代的制造资源计划（MRPⅡ）；1990年代的企业资源计划（ERP）。 

3、核心管理思想 

实现对整个供应链的有效管理。体现对整个供应链资源进行管理的思想，体现精益生产、同步

工程和敏捷制造的思想，体现事先计划与事中控制的思想。 

4、企业资源计划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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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前期工作：领导层培训及 ERP 原理培训；企业诊断；需求分析，确定目标；软件选

型。 

（2）实施准备阶段：项目组织；数据准备；系统安装调试；软件原型测试。 

（3）模拟运行及用户化：模拟运行及用户化；制定工作准则与工作规程；验收。 

（4）切换运行。 

（5）新系统运行。 

二、供应链管理 

1、 供应链 

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制成中间

产品以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

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模式。 

 2、供应链管理 

（1）概念：供应链管理是一种集成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它执行供应链中从供应商到最终用户

的物流的计划和控制等职能，它是通过前馈的信息流和反馈的物流及信息流，将供应商、制造商、

分销商、零售商乃至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管理模式。 

（2）内容：供应链管理主要涉及供应、生产计划、物流和需求四个主要领域。主要内容可分

为职能领域的管理和辅助领域的管理。其中职能领域包括产品工程、产品技术研发和支持、采购、

生产控制、库存管理和分销管理等；辅助领域主要包括客户服务、制造、设计工程、会计核算、人

力资源以及市场营销等。 

三、客户关系管理 

1、概念：客户关系管理（CRM）是一种旨在改善企业与客户之间关系的新型管理机制，它实施

于企业的市场营销、销售、服务与技术支持等与客户相关的领域。 

2、作用：改善服务、降低成本、扩大销售、提高效率、拓展市场、保留客户。 

3、组成部分：销售管理；营销管理；客户服务；技术支持。 

第二节 网络化、信息化给管理者带来的挑战 

信息技术正不断地改变着企业经营的过程和模式。信息技术提高了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控制能

力，促进了组织成员之间更有效的接触和沟通，便于企业适应急剧变化的经营环境，有利于充分利

用员工的知识和技能。因此，组织可以通过提高管理信息化的水平，来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 

一、 发挥预测作用 

二、 提高经营效率 

三、 推动战略变革 

四、 加强知识管理 

五、 促进分权管理 

六、 强调组织学习 

七、 加强有效控制 

第三节 全球化给管理者带来的挑战 

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托马斯·弗里德曼将全球化划分为三个阶段。 

“全球化 1.0”主要是国家间融合和全球化，开始于 1492 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时，持

续到 1800年前后，是劳动力推动着这一阶段的全球化进程，这期间世界从大变为中等。 

  “全球化 2.0”是公司之间的融合，从 1800年一直到 2000年，各种硬件的发明和革新成为这

次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从蒸汽船、铁路到电话和计算机的普及，这其间因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

战而被迫中断，这期间世界从中等变小。 

  而在“全球化 3.0”中，个人成为了主角，肤色或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不再是合作或竞争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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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的不断创新，网络的普及，让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和印度的人们可以通过因特网轻松实现自己的

社会分工。 

  新一波的全球化，正在抹平一切疆界，世界变平了，从小缩成了微小。 

一、全球化的市场 

地球村的出现；跨国公司的兴起；无边界组织的产生。 

1、全球化对组织的影响 

一个组织走向全球化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仅仅向外国出口本企业的商品；第二阶段，

管理层在国外公开出售他们的产品，或者是把产品交给国外的工厂直接生产；第三阶段，管理层有

强烈的愿望去主动追求国际市场，出现“战略联盟”的缔结。 

2、全球化对管理者的影响 

（1）需要克服和解决所谓“外国人”观念问题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价值观、道德观、社会习俗、政治和经济体制以及相关法律。 

（2）文化评估的分析框架 

○1霍夫斯蒂特的 5种价值维度框架：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生活数量与生活质量、

不确定性避免、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 

○2全球领导与组织行为效果（GLOBE）研究方法：自信、未来导向、性别差异、不确定性避免、

权力距离、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圈内集体主义、绩效导向、慈爱导向 9个描述国家及地区文化差

异的维度。 

二、21世纪的管理 

1、从管理科学到管理艺术 

2、从硬管理到软管理 

3、从“手段人”到“目的人” 

4、从强调个人间的竞争到重视组织成员间的协作 

5、从集权到分权 

6、从强调理性到重视直觉 

7、从外延式管理到内涵式管理 

8、从注重个别和局部到强调系统和整体 

思考题： 

1、信息技术如何影响组织结构和工作设计方式？ 

2、管理信息化使组织中的哪些成员获益最多？ 

3、简述 ERP的核心管理思想和实施过程。 

4、什么是供应链管理？ 

讨论题： 

1、请讨论你对“世界是平的”的理解。 

2、未来的管理会是什么样子？谈谈你的想法。 

拓展阅读书目： 

1、周三多、陈传明、鲁明泓著，《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622

—637。 

2、斯蒂芬·P·罗宾斯、大卫·A·德森佐著，《管理学原理》（第五版），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2章，p.45—75。 

3、顾锋主编，《管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 18章，p.387—413。 

4、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世界是平的》，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 

执笔：顾凡  审稿：李景华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5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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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学 
Operational Research 

课程号：306020302/406020402/7060300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经济学专业、工商管理双学位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线性规划基本原理、算法；2、熟悉 Excel 线性规划建模；3、

熟悉 TreePlan决策分析。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优化模型的基础知识、单纯型算

法的基本原理、了解灵敏度分析概念，为高级运筹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6学时 

知识单元 1：线性规划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线性规划基础。 

2．线性规划解法。 

学习目标： 

1．了解运筹的发展史。 

2．掌握线性规划图解法、单纯形法。 

3．建立 Excel线性规划模型。 

作业： 

P22：3、4、5、6；P69：1、2、3、4、5、6。 

知识单元 2：对偶与灵敏度分析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对偶规划。 

2．灵敏度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对偶规划、灵敏度分析的基本原理。 

2．掌握对偶规划算法，Excel灵敏度分析。 

作业： 

P91：1、2、3、4、5、6；P119：1、2、3、4、5、6、7、8。 

知识单元 3：整数规划、目标规划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整数规划。 

2．目标规划。 

学习目标： 

1．了解整数规划、目标规划的基本思想。 

2．掌握整数规划、目标规划的 Excel建模。 

作业： 

P145：1、2、3、4、5；P164：1、2、3。 

知识单元 4：决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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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决策分析的基本概念和准则。 

2．用 TreePlan构建决策分析模型。 

学习目标： 

1．了解决策分析的基本概念和准则。 

2．掌握用 TreePlan构建决策分析模型。 

作业： 

P197：1、2。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3个，共 6学时 

实验 1：线性规划模型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建立 Excel线性规划模型 

实验要求：熟悉 Excel建模；研究建模规律；掌握基本建模方法。 

实验 2：灵敏度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用 Excel建立灵敏度分析模型 

实验要求：熟悉灵敏度分析基本内容；研究相关算法；掌握 Excel灵敏度分析方法。 

实验 3：决策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TreePlan决策分析 

实验要求：熟悉 TreePlan软件；研究决策分析相关问题；掌握 TreePlan决策分析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线性规划 12  

2 对偶规划与灵敏度分析 6  

3 整数规划、目标规划 6  

4 决策分析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学、微观经济学、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高级运筹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线性规划、决策分析。 

难点：单纯形算法、对偶规划、灵敏度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试验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ppt讲授。 

2.计算机实验。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实验室、计算机、带 Solver的 Excel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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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和 6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学习。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

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运筹学》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

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李景华编著《运筹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 9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运筹学》教材编写组编著《运筹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 9月 第 4版 

2. 蒋学忠编著《数据、模型与决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月 第 1版  

执笔：李景华  审稿：葛建华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6日 

 

电子商务 
Electronic Commerce 

课程号：306020313、40602024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电子商务课程。该课程与商学院其他课程密切相关，而且是工商

管理课程体系中的重要课程之一。本课程主要介绍互联网电子商务的最新概念，方法，和技术。内

容涵盖有关企业电子商务战略，互联网技术，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的软硬件及其安全，

以及电子结算系统，在线零售、网络营销等具体电子商务技术在企业实践中的应用，通过电子商务

拓展新的商业空间，电子商务的商业机会，电子商务网站建设，电子商务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

素，技术投资项目的商业计划等等。在本课程中，学生可以学习到电子商务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理

解电子商务的运营模式，并且掌握运作、设计和开发电子商务系统的能力。 

在本课程的助学或教学中应当尽可能采用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并使用金融、商业、工业和政

府机构中的例子，以便学生能把这些方法应用于实际中。课程主要结合案例助学或教学。通过课程

的学习，学生应掌握阅读、分析电子商务案例的技巧。这些方法包括： 

（1）综合阅读技巧； 

（2）撰写案例分析报告技巧； 

（3）SWOT分析法（S/W/O/T分别指优势、弱点、机会、威胁）。 

在电子商务专业的助学或教学中，建议采用案例教学和案例考核方法。培养学生的上述能力是

十分必要的，这不仅能使学生学习尽可能多的知识，还使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2学时 

知识单元 1：电子商务概述 
参考学时：4学时 

第一节  互联网和 WWW的发展历程、电子商务的概念、电子商务发展的四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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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传统商务与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的优劣势。 

第三节  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的力量：经济力量、顾客交互和技术驱动的数字化融合。 

第四节  电子商务行业的构成。 

第五节  电子商务的类型和商业应用、在线中介的类型和职能。 

第六节  电子商务对经济问题（组织结构、价值链和管理）的影响。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首先应该了解电子商务的发展历程，掌握电子商务的概念，并通过考查

传统商务与电子商务间的差异进一步了解电子商务。学生还应掌握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的力量，电子

商务的行业构成、类型及商业应用，以及电子商务对经济问题的影响。 

作业： 

1、简述电子商务的发展的四个阶段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2、传统商务和电子商务的异同分别表现在哪里？适合采用电子商务方式进行销售的商品应该

具备哪些共同的特点？ 

知识单元 2：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包交换网、TCP（传输控制协议）与 IP（互联网协议）、HTTP、SMTP与 POP、IMAP（互

联网信息访问协议）、FTP（文件传输协议）。 

第二节  电子邮件、Telnet和 FTP的应用。 

第三节  标注语言；SGML、HTML与 XML。 

第四节  浏览器、WWW服务器和第三方服务；信息集成；数据库与 WWW的集成。 

第五节  内部网；外部网；公共网络、安全（专用）网络或虚拟专用网络（VPN）。 

第六节  Internet接入服务商（IAP）、Internet服务商（ISP）；带宽；不同接入方案的特点。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掌握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包括数据路由选择和基础协议、互联网

的应用、标注语言、WWW技术、互联网、内部网和外部网以及互联网接入的各种方案及其优缺点。 

作业： 

1、 上网查看 HTML的标准和版本资料。 

2、 从网上了解外部网的实现方案。 

3、 从网上查找并比较各种互联网的接入方案。 

知识单元 3：电子商务的软件和工具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WWW服务器硬件的选择，主机托管，操作系统，Windows NT或 UNIX的优缺点，对 WWW

服务器的硬件和软件组合的基准测试，基准测试程序。 

第二节  WWW 服务器功能，安全性和验证服务，文件传输协议（FTP）服务，检索引擎和索引

程序服务，WWW网站管理工具的功能，动态内容，网站开发工具的功能，内部网服务器和互联网服

务器，WWW服务器程序，Apache，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IIS），Netscape Enterprise Server

（NES）。 

第三节 网络门户，检索引擎，推式技术和智能代理。 

第四节 影响电子商务软件选择的因素，商品目录显示；购物车；交易处理机制；电子商务工具。 

第五节  主机托管的优点，基本功能软件包，在线商店的模板，全面服务的主机托管网站。 

第六节  中高档软件包，INTERSHOP Merchant Edition，WebSphere Commerce Start，Commerce 

Server，中档电子商务软件和企业级的电子商务软件之间的区别。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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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首先应该了解如何决策是否采用自营主机，如何选择服务器硬件，如何

使用不同的测试程序对 WWW服务器的硬件和软件组合进行基准测试；接下来是学习服务器软件的功

能，了解如何选择服务器的软件；对其它服务器工具也要了解；了解如何选择电子商务软件，了解

电子商务软件必须具备的功能；了解主机托管的优点和主机托管服务商提供基本功能软件的功能；

了解基本功能软件包和中档软件包之间的区别，中档电子商务软件和企业级的电子商务软件之间的

区别和企业级电子商务软件的功能。 

作业： 

1、 从网上了解并比较各家的主机托管方案。 

2、 从网上了解实际网站的软硬件平台。 

3、 从网上了解并比较各种 WWW服务器软件。 

4、 比较流行的检索引擎的功能特点。 

知识单元 4：电子商务的安全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计算机安全的含义和类型，保密、完整和即需的含义，安全措施、安全策略的含义和

内容。 

第二节 版权的含义，保护数字化的知识产权和保护传统的知识产权的区别，保护数字化版权

的方法。 

第三节 客户机易受到的安全威胁，活动内容如何导致安全问题，Java、Java 小应用程序和

JavaScript 如何导致安全问题，Active X 和电子邮件的附件如何导致安全问题，信息隐蔽，数字

证书，Cookie的处理和限制，防病毒软件。 

第四节 通讯信道的安全威胁，电子邮件信息受到的安全、完整和即需的威胁，通讯保密性、

消息完整性和信道可用性，加密，加密程序，解密程序，加密算法，加密的类型，散列编码、对称

加密和非对称加密，安全套接层（SSL）系统和 S-HTTP。 

第五节 服务器的安全威胁，公用网关接口，安全漏洞，WWW 商务服务器软件，商务服务器的

安全解决方案，访问控制和认证，防火墙，包过滤、网关服务器和代理服务器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首先要了解计算机有哪些安全问题，接下来分别分析存在的四种安全威

胁和相应的安全措施，即版权和知识产权、客户机、通信信道和服务器，使学生对电子商务可能遇

到的种种安全问题和应该采用的防范措施有全面的了解。 

作业： 

1、 上网查看各种活动内容的技术特征。 

2、 从网上了解各种安全措施的实现。 

3、 了解实际网站的安全措施的实现方案。 

知识单元 5：电子结算系统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电子结算系统的概念，发展的推动力量，主要目标；消费者的网上采购过程；传统结

算工具的局限性；小额结算；电子代币的概念；先付代币；后付代币；对电子代币结算方法的评价。 

第二节 电子现金的概念；电子现金的特点；电子现金的持有办法；电子现金的优缺点；电子

现金的工作原理；电子现金的安全保证；各种电子现金的状况。 

第三节 电子钱包的功能和优点；几种电子钱包的特点；W3C的电子商务组（ECIG）制定的“WWW

小额支付通用标记”；ECIG草案的框架；ECML（电子商务模型语言）。 

第四节 信用卡结算的步骤；基于信用卡的结算的类型；结算卡的安全机制；结算卡交易的步

骤；封闭系统；开放系统；安全电子交易（SET）；加密套接字协议层（SSL）；SET的特征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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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的局限性。 

第五节 智能卡；Mondex卡；电子支票。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首先应该了解电子结算系统的概念，推动电子结算系统发展的力量和电

子结算系统优势，电子代币的概念和对它们的评价方法；了解电子现金的概念、优势和特点，使用

的方法、工作原理、安全保障；了解电子钱包的功能、特点和优势以及电子钱包的两种标准；了解

信用卡结算的步骤、类型，SET的原理和特点；了解其它几种结算工具的特点和使用情况。 

作业： 

1、 根据实际网站所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的具体要求选择适合的结算工具。 

2、 从网上了解各种电子钱包的特点。 

3、 从网上了解并比较目前流行的结算工具。 

知识单元 6：在线零售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推动在线零售发展的重要因素；线零售渠道的三种形式；电视购物的优势；基于光盘

的购物；在线零售商的类型。 

第二节 消费者商业模式；商业模式的两个角度；消费者类型；购物经验的类型；购买行为类

型；消费者商业模型的三个阶段；消费者寻找；组织寻找；在线零售成功的关键。 

第三节 邮购的起源；在线购物与邮购的相同之处；在线零售相对邮购的优势；在线零售可从

邮购发展中吸取的教训。 

第四节 从目标市场、产品和品牌、分销、价格、促销、环境等方面评价某种产品或服务是否

适合在线销售。 

第五节 在线零售的订单履行的含义；困难的原因；在线订单履行业务面临四个主要挑战；在

线企业选择战略主要考虑的因素。 

第六节 WWW 销售的业务模式；邮寄目录的业务模式；销售知识产权的模式；广告支持的业务

模式；广告和订阅混合模式；交易费用模式。 

第七节 在线零售的管理问题；提出零售战略、管理渠道冲突、了解在线产品/服务的定价（在

线市场上有两种定价方法：接入定价和产品定价）、实现满意的购物经历、设计在线商店的布局、

管理品牌和建立正确的激励。 

第八节 网上拍卖；拍卖的种类；网上拍卖站点的三种主要类型；与拍卖有关的服务；卖家出

价拍卖；集体购买网站。 

学习目标： 

通过学习本章，学生应该首先了解推动在线零售发展的几个重要因素，在线零售渠道主要有三

种形式和在线零售商的类型；了解消费者类型，购买行为类型，消费者商业模型的三个阶段和在线

零售成功的关键；了解在线购物与邮购的相同之处，在线零售相对邮购的优势，在线零售可从邮购

发展中吸取的教训；了解适合在线销售的产品与服务；了解在线定单履行的困难和采取的措施；了

解 WWW销售的各种业务模式的特点和适用情况；了解在线零售带来的各种新的管理问题；了解网上

拍卖的类型和成功的经验。 

作业： 

1、 从网上了解并比较若干在线零售网站的业务、结算、物流等支持情况。 

2、 从网上了解并比较若干拍卖网站的拍卖方式、结算、物流等支持情况。 

3、 根据在线零售网站所销售的产品或服务特点设计网站的功能。 

知识单元 7：网络营销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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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目标群体；休闲规则；免费规则；行为准则。 

第二节  网络市场调查的本质；与传统的市场调查手段相比，互联网的优越性；一手和二手资

料的市场调查；检索工具和目录。 

第三节  WWW展示的目的和方法；可用性测试。 

第四节  WWW作为一种顾客接触媒体的地位和特性；如何识别和送达消费者。 

第五节  品牌的要素；WWW媒体的特性；关联营销；如何在 WWW上创建和维系品牌。 

第六节  网络营销规划的目的；网站建设的十七个阶段的任务和运作方法。 

第七节  外向营销战略的概念；外向营销的方法。 

第八节  网络营销与传统营销整合的原因和方法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首先了解网络营销的环境；了解网上调查的概念、优势和方法；了

解如何在 WWW进行展示，以及 WWW展示为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了解作为媒体的网站如何与顾客进

行沟通和接触；了解如何在网上创立和维系品牌；了解建立网站的十七个阶段的内容和实施的方法；

了解网站在营销过程中的主动地位，以及实施外向营销的战略；最后学习如何将网络营销与传统营

销整合起来以达到最佳的效果。 

作业： 

1、 从网上了解优秀网站的页面设计方式。 

2、 从网上了解并比较某类网站国内外设计方式之间的差别。 

3、 在网上检索资料，调查某种产品或服务的市场规模和目标市场。 

4、 在网上查找资料，了解主动的电子邮件营销和垃圾邮件之间的差别。 

知识单元 8：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后台系统的整合、企业应用的三个阶段和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

框架。  

第二节 客户关系管理概念、优势；客户关系管理的阶段。 

第三节 客户关系管理应用结构；客户关系管理相关的业务流程；连带销售和高销售、营销与

执行、客户服务和支持、店铺销售与现场服务以及客户维系管理；客户关系管理要求的五方面的有

效整合；实施客户关系管理导致的政治、文化和组织变革；呼叫中心和网站实现客户关系的方法；

建立客户关系管理应用结构的方法。 

第四节  销售链管理的概念；销售链管理业务战略的目标；推动销售链管理应用的业务因素和

技术因素。 

第五节 订单获取流程；销售链管理应用的整合；销售链管理应用的组成。 

第六节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组成；推动公司采用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因素；自行开发还是购

买现成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实施企业资源规划系统时管理人员要注意的问题；企业资源规划系统

的实施策略和实施阶段；企业资源规划系统未来的目标。 

第七节  供应链和供应链管理的概念、跨企业的供应链整合及其模式、供应链计划系统的模块、

供应链执行系统的模块、供应链应用整合的四个阶段、设计供应链要注意的问题。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首先了解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将后台系统整合的必要性、企业的

应用的三个阶段和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框架；客户关系管理的概念、优势和三个阶段；了解客户关

系管理应用结构，客户关系管理相关的业务流程，五方面的有效整合以及实施客户关系管理导致的

种种变革；了解客户关系管理的新趋势（呼叫中心和网站）；了解建立客户关系管理应用结构的方

法；了解销售链管理的概念和兴起的市场背景；了解管理订单获取流程的过程和销售链的结构组成；

了解企业资源规划的概念、推动因素、实施和未来；了解供应链和供应链管理的概念、跨企业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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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供应链管理系统的组成、供应链应用的整合。 

作业： 

1. 从网上了解某个行业的客户关系管理的优秀实践。 

2. 从网上查找资料，比较知名的客户关系管理软件包的性能特点。 

3. 从网上了解实际网站的订单获取流程。 

4. 从网上了解某个行业的供应链管理的优秀实践。 

5. 从网上查找资料，比较知名的供应链管理软件包的性能特点。 

知识单元 9：实施电子商务的业务计划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实施电子商务的业务计划的方面，开展电子商务的目标应包括预期效益和预期成本。

效益目标和成本目标的确定和比较。 

第二节  内部开发与外包之间的平衡。组建负责外包的内部团队。早期外包、晚期外包和部分

外包（局部外包）的含义。考虑主机托管服务的重要因素。 

第三节  管理复杂的商务软件实施的最好方法是采用正式的项目管理技术。项目计划包括有关

成本、时间安排和绩效的指标。确定开展电子商务所需的人员。事后审计的内容。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掌握确定电子商务的效益目标和成本目标，确定哪些电子商务项目

需要外包，决定网络主机服务方式，采用规范的项目管理技术来计划和控制电子商务实施以及为电

子商务项目配备人员，能够独立完成实施电子商务的业务计划。 

作业： 

1、 根据公司的业务特点，制订开展电子商务的业务计划，内容包括具体目标及完成各目标的成
本和效益，还要指出项目的哪些部分需要外包、需要什么样的主机托管服务以及需要聘用什么人员。 

2、 根据公司的业务特点，概括在建立电子商务网站时会出现的硬件、软件、安全、结算处理、
广告和法律方面的问题。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6学时 

实验：案例教学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学生根据实际案例进行分析 

实验要求：掌握本门课程所讲内容，并学以致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电子商务概述   4  

2 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 2  

3 电子商务的软件和工具 4  

4 电子商务的安全 6  

5 电子结算系统 4  

6 在线零售 6  

7 网络营销   6  

8 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 6  

9 实施电子商务的业务计划 4  

10 实验教学 6  

四、说明  

1、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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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例教学 

2.学生参与互动式教学 

2、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3、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4、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电子商务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

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R．卡拉科塔，A．惠斯顿等编著《电子商务管理指南》，爱迪生•韦斯利出版公司，1997 （Ravi 

Kalakota and Andrew Whinston．Electronic Commerce: A Manager’s Guide．ISBN 0-201-88067-9. 

Addison-Wesley 1997） 

（二）推荐参考书 

1．廖信博（Peter Newson）,彭雷迈（Michael Parent）编,电子商务案例（国际通用 MBA 教

材配套案例）.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2.R．卡拉科塔，M．鲁滨逊．电子商务的成功之路．爱迪生•韦斯利出版公司，1999（Ravi Kalakota 

and Marcia Robinson．E-Business: Roadmap for Success. ISBN 0-201-60480-9. Addison-Wesley 1999）  

执笔：于淼  审稿：李景华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2月 31日 

 

国际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课程号：30602039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商务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作为经济学中新兴的一门学科，可以用来分析

经济学中一些常见的、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现象和政策问题，即通过开放经济下对外帐户的

构成及不平衡所导致的内外部均衡的相互冲突的分析，学习其解决冲突的理论方法；掌握汇率变动

的影响及均衡汇率的决定以及汇率的管制和干预方法；了解国际资本流动所带来的汇率、货币危机

的产生及防范措施；强调内外均衡的国际协调的重要性及其对策。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分析和研究国际金融问题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不仅为其它专业课程的

学习打好理论基础，而且与本专业的其他课程相辅相成，使学生掌握理论联系实际的本领。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了解国际金融基本知识，如：国际收支、外汇的概念、汇率的种类及计算、金融衍生工具、

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储备等； 

2、掌握国际金融相关动态，如，欧洲货币体系的形成及特点、国际金融体系内部存在的问题、

货币危机的防范及对策、汇率政策的选择等； 

3、学习金融全球化下国际协调的方法和对策。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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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国际收支和国际收支平衡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收支相关概念,熟练分析国际收支平衡表。 

2．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各项目之间的关系及宏观经济含义。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收支概念、国际收支平衡表。 

2．掌握分析国际收支平衡表各项目的内容及相互联系。 

作业： 

1. IMF关于国际收支的定义有何优点？ 

2. 简述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原理。 

3. 如何测度一国国际收支的失衡？ 

4. 简述国际收支平衡表与国民收入账户的关系。 

知识单元 2：国际收支调节手段和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收支调节手段。 

2．国际收支调节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影响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六大因素。 

2．掌握内外均衡矛盾和政策搭配调节。 

3. 学习经典的国际收支调节理论。 

作业： 

1、如何理解国际收支均衡和失衡？ 

2、哪些因素引起国际收支不平衡？ 

3、简述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 

4、调节国际收支不平衡，有哪些政策选择？ 

5、简述马歇尔－勒纳条件。 

6、什么是 J曲线效应？ 

7、比较并评述国际收支弹性论、吸收论和货币论。 

知识单元 3：外汇和汇率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外汇和汇率基本概念。 

2．影响汇率变动的主要因素。 

3. 汇率贬值对经济的影响。 

4. 汇率决定理论 

学习目标： 

1. 掌握外汇与汇率的基本知识、汇率决定的依据、汇率波动的影响。 

2.了解决定汇率的理论与政策选择。 

作业： 

1、近年来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因素有哪些？ 

2、如果纽约市场上年利率为 14%,伦敦市场的年利率为 10%,伦敦外汇市场的即期汇率为

1GBP=USD2.40, 求 3个月的远期汇率。 

知识单元 4：汇率政策及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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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汇率制度的类型及汇率水平的管理。 

2. 外汇管制政策。 

3. 国际储备政策。 

学习目标： 

1. 掌握各种汇率制度特征及管理方法。 

2.了解外汇管制政策背景及效果。 

3.了解国际储备构成、作用及国际储备政策。 

作业： 

1. 从汇率制度的演变中思考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发展趋势。  

2. 发展中国家一般采取什么汇率制度?分析其依据? 

3. 浮动汇率制有哪些弊端? 

4. 分析我国汇率制度的特点。 

知识单元 5：国际金融市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金融市场的构成。 

2. 国际金融市场类型。 

3. 金融衍生品类型及特点。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种类、创新。 

2. 掌握金融衍生品特点。 

3. 理解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 

作业： 

1. 新兴的境外市场与传统的国际金融市场相比，有何特色？ 

2. 试述 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的新发展。 

3. 如何评价欧洲货币市场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4. 8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的主要金融创新工具有哪些？ 

5. 什么是衍生金融工具？它有何特点？ 

知识单元 6：国际资本流动与货币危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资本流动的原因。 

2. 国际资本流动的效果。 

3. 货币危机理论及治理措施。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际资本流动的动因及经济效应。 

2. 掌握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原因及对策。 

作业： 

1. 简述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类型及其特征。 

2. 简述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收支两者之间的关系。 

3. 简述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形成原因。 

4. 引发投机性冲击货币危机的基本条件有哪些？ 

5．在固定汇率制度下，预期汇率贬值一定会导致货币危机吗？IMF 汇率稳定政策是货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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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后最好的对策吗？ 

知识单元 7：国际货币体系与欧洲货币一体化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金本位体系。 

2. 布雷顿森林体系。 

3. 牙买加体系。 

4. 欧洲货币一体化。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过程，掌握二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及崩溃的原因。 

2. 掌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途径 

作业： 

1. 试析国际金本位制度的典型特征及崩溃原因。 

2. 简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内容。 

3. 分析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在的缺陷及崩溃额原因。 

4．比较当前国际货币制度中的汇率制度安排和国际收支调整机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国际收支和国际收支平衡表 3  

2 国际收支调节手段 3  

3 国际收支调节理论 3  

4 外汇和汇率 3  

5 汇率决定因素及对经济的影响 3  

6 汇率决定理论 3  

7 汇率制度 3  

8 汇率政策效果 3  

9 外汇管制 3  

10 国际储备政策 3  

11 国际金融市场构成及作用 3  

12 金融衍生品类型及特点 3  

13 国际资本流动 3  

14 货币危机理论 3  

15 国际货币体系 3  

16 欧洲货币一体化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 

后续课程：国际金融实务、金融工程、证券投资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分析开放经济下对外帐户的构成及不平衡所导致的内外部均衡的相互冲突原因、学习其

解决冲突的理论方法、掌握汇率变动的影响及均衡汇率的决定以及汇率的管制和干预方法、了解国

际资本流动所带来的汇率、货币危机的产生及防范措施、强调内外均衡的国际协调的重要性及其对

策。 

难点：国际金融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是由研究国际贸易的理论发展而成的，其理论性、业务

性较强，宏观、微观并重，研究范围广，交叉学科多，并需要一定计算技术的综合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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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手段，组成学习小组，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

观能动性，力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教学手段： 

1. 以多媒体讲授为主 

2. 辩论一次 

3. 学生自主讲课一次 

4. 课堂小考若干次 

5. 课堂讨论若干次 

6、课程论文一篇 

7、小组研究成果汇报两次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团队协作能力、科研

水平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学生出勤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姜波克编著《国际金融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12年 12月 第 5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克鲁格曼、奥伯斯法尔德著，黄卫平等译著《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下册 国际金融部

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2月 第 8版。 

2. 易纲，张磊等编著《国际金融》，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8年 10月 第 2版。  

执笔：金仁淑    审稿：杨丽花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日 

 

期货、期权和衍生证券（英语双语） 
Option, Future and Derivates 

课程号：306020453 

一、课程概述 

本课程将系统地讲授金融衍生工具，包括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运作机制、衍生工具的价格决定

以及衍生工具的交易策略等问题。讲授的金融衍生工具包括远期、期货、互换和期权等基本衍生工

具，以及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创新产品。其中，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运作机制和交易策略与期

权市场的运作机制、定价原理和交易策略是本课程的重点内容。此外，本课程也将适当讲解衍生工

具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当今国际金融市场上，衍生工具层出不穷，本课程对衍生工具的介绍自

然不可能面面俱到。课程着重突出远期、互换、期货和期权等基础性衍生工具。作为本科阶段的衍

生工具课程，重点要放在衍生工具的运作机制、基本原理和应用方面，而对于其定价则要把握好适

度原则。 

二、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数理经济与金融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成思危现代金融菁英班”学生

开设的必修课程。本课程的目的是为学生将来从事金融领域的实务工作打下必备的理论基础，为进

一步学习衍生工具定价和风险管理等高级课程提供必要的知识准备。要求学生熟练掌握衍生工具的

基本原理，同时对衍生工具的定价方法和现实应用有一定理解。在原理方面，要求学生掌握各种衍

生工具的概念、特征和相应的市场运作机制。在定价方面，要求学生对无套利定价、风险中性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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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法有一定的理解，对于其数学推导过程只要求有一定的了解。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一定的应

用这些理论与原理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第一章  期货市场的产生和发展 

课时分配： 3课时 

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要了解期货市场的产生和发展脉络、期货市场的交易对象以及期货交易

的特点。熟悉中国期货市场的建立和发展过程，要对中国期货市场的问题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期货市场的产生和发展 

一、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 

二、国际期货市场的发展趋势 

第二节 期货交易的对象 

一、对进入期货市场商品品种的要求 

二、期货交易的分类 

三、期货合约 

第三节 期货交易的特点 

一、合约标准化 

二、交易集中化 

三、双向交易和对冲机制 

四、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 

五、杠杆机制 

第四节 我国期货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一、我国期货市场产生的历史背景 

二、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的历程 

三、我国期货市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思考题： 

1、期货市场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2、哪些商品适合进行期货交易？ 

3、什么是双向交易和对冲交易？ 

4、如何理解期货交易的杠杆机制？ 

5、简要回顾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过程。 

6、目前我国期货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第二章 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和作用 

课时分配：3课时 

教学要求： 

本章要学习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与作用。学完本章学生应该掌握期货市场的两种基本功能：套

期保值和价格发行功能。同时还要掌握期货市场的基本经济作用。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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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套期保值的功能 

一、利用期货市场回避风险 

二、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的原理 

第二节 价格发现的功能 

一、价格发现的过程 

二、价格发现的原因及特点 

第三节 期货市场的作用 

一、期货市场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 

二、期货市场在微观经济中的作用 

思考题： 

1、举例说明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 

2、试述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过程。 

3、期货市场的微观经济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 

4、期货市场的宏观经济作用有哪些？ 

第三章  期货市场的组织结构 

课时分配： 3课时 

教学要求： 

本章学习期货市场的组织结构。要求学生掌握期货市场的整体框架构成，以及其组成部分的性

质、职能和作用。主要内容包括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期货结算机构以及期货市场的投资者

构成等。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期货交易所 

一、期货交易所的性质 

二、期货交易所的设立条件 

三、期货交易所的职能 

第二节 期货经纪公司 

一、期货经纪公司的性质 

二、期货经纪公司的设立条件 

三、期货经纪公司的职能和作用 

第三节 期货结算机构 

一、期货结算机构性质 

二、期货结算机构组织方式 

三、期货市场的结算体系 

四、结算机构的作用 

第四节 投资者 

一、套期保值者：1、套期保值的基本内容；2、套期保值者的作用；3、套期保值者在期货市

场上的操作方法 

二、投机者：1、投机者的基本特征；2、投机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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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期货交易所的职能有哪些？ 

2、期货经纪公司的设立条件有哪些？ 

3、期货结算体系的作用有哪些？ 

4、为什么期货市场不能离开套期保值者？ 

5、期货投机者的基本特征有哪些？  

6、投机者在期货市场中的作用有哪些？ 

第四章  期货交易流程 

课时分配：3课时 

教学要求： 

本章学习期货交易的过程。要求学生掌握如何开设期货交易账户，期货交易的指令和流程，期货

交易的竞价机制，期货交易如何结算以及实物交割流程。其中重点掌握交易流程、竞价机制和交割。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交易账户的开设 

一、选择期货经纪公司 

二、选择交易代理人 

三、开设交易账户的若干具体手续 

第二节 交易流程与交易指令 

一、交易流程 

二、交易指令的种类 

第三节 期货交易的竞价机制 

一、竞价方式 

二、成交回报与确认 

第四节 结算流程 

一、交易结算形式 

二、交易所的结算 

三、期货经纪公司的结算 

第五节 实物交割流程 

一、实物交割的作用与概念 

二、实物交割的买卖双方和货物要求 

三、交割方式和交割结算价 

四、实物交割的流程 

五、违约处理 

思考题： 

1、投资者在选择期货经纪公司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2、期货交易指令有哪些种？ 

3、期货交易竞价方式主要有哪些？ 

4、期货结算形式有哪些？ 

5、实物交割包括哪些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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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套期保值 

课时分配：3课时 

教学要求： 

本章学习期货套期保值的运作原理和具体策略。学生要掌握套期保值的原理和套期保值的基本

类型以及套期保值效果的影响因素。熟练掌握基差在套期保值中的作用。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套期保值交易概述 

一、套期保值的概念 

二、套期保值的原理 

第二节 套期保值交易的基本类型 

一、多头套期保值 

二、空头套期保值 

第三节 基差变化对套期保值的影响 

一、正向市场和反向市场：1、正向市场；2、反向市场 

二、基差：1、基差的概念；2、基差的作用；3、基差变化对套期保值的影响；4、套期保值交

易中应注意的问题 

思考题： 

1、举例说明多头套期保值策略 

2、什么是基差？它有哪些作用？ 

3、在正向市场上，基差变化对套期保值的影响有哪些？ 

4、举例说明空头套期保值交易策略 

第六章  投机与套利 

课时分配： 3课时 

教学要求： 

本章将学习另外两种交易策略：投机与套利。要求学生掌握投机的原理、方法及其作用，能够

理解投机和赌博之间的不同。 明确套利的概念，熟悉套利的基本策略。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投机概论 

一、投机的概念 

二、投机的作用 

三、期货投机与赌博的区别 

第二节 投机原理与投机方法 

一、投机的原理 

二、投机的方法 

第三节 套利交易 

一、套利的概念 

二、套利的特点 

三、套利的种类：1、跨期套利；2、跨商品套利；3、跨市场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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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投机有哪些作用？ 

2、投机和赌博有哪些不同？ 

3、投机应注意哪些问题？ 

4、举例说明跨期套利 

5、套利和投机是一回事吗？ 

第七章 期货定价 

课时分配：3课时 

教学要求： 

学完本章学生要掌握两个常见的期货价格形成理论：持有成本理论和预期理论。理解期货价格

和远期价格的关系；理解期货价格和远期价格的定价原理；理解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的关系。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期货价格形成理论 

一、持有成本理论 

二、预期理论  

第二节 期货价格与远期价格的关系 

一、一般结论 

二、实证研究结论 

第三节 不支付收益资产远期合约的定价 

一、例子 

二、一般结论 

第四节 支付已知现金收益资产远期合给的定价 

一、例子 

二、一般结论 

第五节 支付已知收益率资产远期合约的定价 

一、例子 

二、一般结论 

第六节、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的关系 

一、期货价格与现在的现货价格的关系 

二、期货价格与预期的未来现货价格的关系 

思考题： 

1、假定你签订了一份不支付红利股票的 6个月其的远期合约，现在股票价格为 30元，无风险

年利率为 12%（连续复利利息）。远期价格为多少。 

2、一份股票指数的期货价格是高于还是低于预期未来的指数价格呢？ 

3、假设 F1和 F2是基于同一商品的两份期货合约，到期日分别为 T1和 T2，且 T2>T1。请证明：

F2<F1EXP(r(T2-T1)).其中 r为无风险利率，没有存储费用。假定远期合约和期货价格相等。 

4、格兰特公司不知道支付或接收外币的准确时间，有时它愿意与银行签订一种在一段时间都

可以交割的远期合约。公司希望拥有权利选择交割的确切日期，以对应它的现金流。如果把你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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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位子上，你如何为格兰特公司想要的这项产品定价？ 

第八章 期货市场价格分析 

课时分配：3课时 

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可以掌握一些期货交易价格的分析方法。总体而言，期货市场价格的分

析方法有两种：技术分析和基本分析。对这两种方法的掌握有助于学生更好地了解期货价格行为。

从而为学生今后从事期货市场交易打下一定的基础。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基本分析法 

一、基本分析法的概念 

二、基本分析法的特点 

三、影响价格的因素 

第二节 技术分析法 

一、技术分析法的原理和特点：1、技术分析法的概念；2、技术分析法的三大假设；3、技术

分析法的特点 

二、技术分析法的种类：1、趋势分析和缺口分析；2、图形形态分析；3、指标分析；4、成交

量、空盘量分析 

三、道氏理论 

四、波浪理论 

思考题： 

1、技术分析的三大假设是什么？ 

2、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各自的缺陷是什么？ 

3、期货基本分析应该关注哪些问题？ 

4、什么是空盘量？ 

第九章 金融期货 

课时分配：3课时 

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掌握金融期货的产生和发展状况；金融期货的主要品种。掌握外汇期

货、利率期货和股票指数期货的概念；交易原理和风险状况。 

教学内容： 

第一节 金融期货的产生与发展 

一、金融期货的定义 

二、金融期货产生的背景 

三、国际主要金融期货市场 

四、金融期货市场的功能 

第二节 外汇期货 

一、外汇与外汇风险 

二、外汇期货 

三、影响汇率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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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利率期货 

一、债务凭证及其种类 

二、利率期货的概念与种类 

三、利率期货的产生与发展 

四、利率期货交易 

第四节 股票指数期货 

一、股票指数的概念及世界主要股票指数 

二、股票市场的风险与股票指数期货 

三、股票指数期货的产生与发展 

四、股票指数期货交易 

思考题： 

1、金融期货的产生原因有哪些？ 

2、金融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有哪些？ 

3、影响汇率的因素有哪些？ 

4、当今世界金融市场上交易的利率期货主要有哪些种？ 

5、股票指数期货有助于减少股票市场的风险吗？ 

第十章 期权市场概述 

课时分配：3课时 

教学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掌握期权市场的基本概念和运作机制等知识。了解期权交易的产生和发展、期权

合约的构成要素等。熟练掌握美式期权、欧式期权、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等概念。理解影响期权价

格的因素，熟练掌握单个期权头寸的盈亏状况。理解期权的套期保值作用。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期权交易概述 

一、期权交易的基本概念 

二、期权交易的产生和发展 

三、期权合约的构成要素：1、权利金；2、执行价格；3、合约到期日 

四、期权交易的基本形式：1、看涨期权；2、看跌期权；3、欧式期权；4、美式期权 

五、期权交易与期货交易的比较 

第二节 期权合约的价格 

一、期权价格的构成 

二、影响期权价格的主要因素 

第三节 期权交易的盈亏分析 

一、买进看涨期权 

二、卖出看涨期权 

三、买进看跌期权 

四、卖出看跌期权 

第四节 期权套期保值 

一、对现货市场的套期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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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 

参考题： 

1、期权合约的构成要素有哪些？ 

2、影响期权价格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3、期权交易与期货交易有哪些差别？  

4、用图形表示持有看涨期权多头和股票空头的盈亏状况。 

5、举例说明如何用期权对现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 

第十一章 期权套利策略 

课时分配： 3课时 

教学要求： 

本章中学生要掌握期权套利的各种形式，包括垂直套利、水平套利、碟式套利、比率套利、同

价套利和异价套利。其中的重点是垂直套利、水平套利和碟式套利。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垂直套利 

一、牛市看涨期权套利 

二、熊市看涨期权套利 

三、牛市看跌期权套利 

四、熊市看跌期权套利 

第二节 水平套利 

一、多头水平套利 

二、空头水平套利 

第三节 蝶式套利 

一、多头蝶式套利 

二、空头蝶式套利 

第四节 比率套利 

第五节 同价套利（Straddle）与异价套利(Strap) 

思考题： 

1、解释构造熊市差价期权的两种方法 

2、对于投资者来说什么时候购买碟式期权是合适的？ 

3、执行价格为 50元的看涨期权成本为 2元，执行价格为 45元的看跌期权的价格是 3元，解

释由这两种期权如何构造宽跨式期权，并表示出其损益状态。 

4、用表格说明执行价格为 X1和 X2（X1<X2）的看跌期权所构成牛市差价期权的损益状况。 

5、投资者相信股票价格将有巨大变动但方向不确定，请说明投资者能采用的六种不同交易策

略，并说明它们的不同点。 

第十二章 合成策略 

课时分配：3课时 

教学要求： 

本章学习期货、期权的合成交易策略。学生要掌握合成期货、合成期权的概念及运作原理。能

够用合成策略进行一些简单的交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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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第一节 合成期货 

一、合成买进期货 

二、合成卖出期货 

三、合成期货的价格与期权费收支之间的联系 

第二节 合成期权 

一、合成买进看涨期权 

二、合成买进看跌期权 

三、合成卖出看涨期权 

四、合成卖出看跌期权 

思考题： 

1、举例说明期货的合成买入和卖出。 

2、合成期货的价格和期权费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3、举例说明合成买进看跌期权策略 

4、举例说明合成卖出看涨期权策略 

第十三章  期权价格的范围 

课时分配：3课时 

教学要求： 

本章学习期权价格范围，要求学生理解期权价格的上下限，理解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的平价关

系，理解美式期权和欧式期权的价格关系。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期权价格的上下限 

一、期权价格的上限 

二、不付红利的看涨期权的下限 

三、不付红利的欧式看跌期权的下限 

第二节 看涨期权价格之间的联系 

一、看涨期权价格和执行价格的关系 

二、看涨期权价格之差不能超过它们的执行价格之差 

三、看涨期权的价格不应该低于股票价格减去执行价格的现值 

四、到期期限和看涨期权价格之间关系 

五、不应该提前执行不付红利的看涨期权 

第三节 看跌期权价格之间的联系 

一、到期日之前美式看跌期权的价格不应该低于执行价格减去股票价格 

二、到期日之前欧式看跌期权价格不应该低于执行价格的现值减去股票价格 

三、到期日期越长，美式看跌期权的价格就越高 

四、执行价格越高，看跌期权的价格越高 

五、两个美式看跌期权的价格之差不应该超过它们的执行价格的差 

六、欧式看跌期权的价格之差不超过它们的执行价格的现值之差 

第四节 看涨与看跌期权之间的平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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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请给出两个理由说明为什么提前执行无红利支付股票的美式看涨期权不是最好的。 

2、一份无红利支付欧式看跌期权到期日期为 1个月，股票价格为 12元，执行价格为 15元，

无风险年利率为 6%，该看跌期权的价格下限为多少？ 

3、请解释为什么对欧式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之间的平价关系的讨论用于美式期权不能得出同

样的结论。 

4、执行价格为 20元，3个月到期的欧式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出售价格都是 3元。无风险年

率为 10%，股票现价为 19元，预计 1个月后发红利 1元。请说明是否存在套利机会。 

第十四章  期权定价模型 

课时分配：6课时 

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学生要掌握期权定价的二叉树模型、Black-Scholes模型以及该模型的期权价

格行为。尤其要熟练掌握期权定价的无套利定价思想和风险中性定价方法。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二项式模型 

一、单期模型 

二、多期模型 

第二节 Black-Scholes模型 

一、模型的前提假设 

二、现货看涨期权的定价模型 

三、期货看涨期权的定价模型 

四、看跌期权的定价模型 

五、Black-Scholes模型的应用 

第三节 期权价格的敏感性指标 

一、Delta 

二、Gamma 

三、Theta 

四、Vega 

五、Rho 

思考题： 

1、什么是股票期权的 Delta？ 

2、试用单步二叉树模型说明如何用无套利和风险中性定价策略为欧式期权定价 

3、请考虑这样一种情形，在欧式期权的有效期内，股票价格的变动符合两步二叉树变动模式。

请解释为什么用股票和期权组合的头寸在期权的整个有效期内不可能一直是无风险的。 

4、某股票现价为 50元，6个月后价格将变为 55元或 45元。无风险年利率为 10%。执行价格

为 50元，6个月后到期的欧式看跌期权的价格是多少？ 

5、某股票现价为 100元。有连续两个时间步，单个时间步的步长为 6个月，每个单步二叉树

预期上涨 10%，或下跌 10%。无风险年利率为 8%。执行价格为 100元的一年期欧式看涨期权的价格

为多少？ 

6、阐述风险中性定价原则如何用于推导 Black-Scholes定价公式。 

7、什么是隐含波动率？用欧式看跌期权价格如何计算隐含波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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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求无红利支付股票的欧式看涨期权的价格。已知股票价格为 52元，执行价格为 50元，无

风险年利率为 12%，年波动率为 30%，到期日期为 3个月。 

第十五章  互换 

课时分配：3课时 

教学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掌握互换的概念，互换市场的运作机制以及互换的定价。本章的重点是互换的原

理和应用。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互换市场的产生与发展 

一、互换的定义 

二、互换的动机 

三、互换的特点 

第二节 利率互换 

一、利率互换的运作机制 

二、LIBOR 

第三节 交叉货币互换 

一、货币互换的原因 

二、交叉互换 

第四节 互换的运用 

一、利用互换转换某项负债 

二、利用互换转换某项资产 

三、利用互换转变资产和负债的货币属性 

第五节 利率互换的定价 

一、互换估值与债券价格的关系 

二、互换估值与远期利率协议的关系 

第六节 货币互换的定价 

思考题： 

1、请解释一份金融合约中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区别。哪种风险可以对冲掉？ 

2、请解释为什么一家银行签订了两个互相抵消的呼唤合约，仍然面临信用风险？ 

3、一个货币互换还剩 15 个月。它将年利率为 14%的名义本金为 2000 万英镑的利息转换成年

利率为 10%名义本金为 3000 万的利息。英国和美国的利息期限结构都是平坦的，如果互换合约今

天成交，互换的美元利率为 8%，英镑利率为 11%。所有利率都按年复利进行报价。即期汇率为 1.65。

对支付英镑的一方而言，互换的现值是多少？对支付美元的一方而言，互 

换的现值为多少？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期货市场的产生和发展 3  

2 第二章 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和作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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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章  期货市场的组织结构 3  

4 第四章  期货交易流程 3  

5 第五章  套期保值 3  

6 第六章  投机与套利 3  

7 第七章 期货定价 3  

8 第八章 期货市场价格分析 3  

9 第九章 金融期货 3  

10 第十章 期权市场概述 3  

11 第十一章 期权套利策略 3  

12 第十二章 合成策略 3  

13 第十三章  期权价格的范围 3  

14 第十四章  期权定价模型 3 重点讲解+实验 

15 第十四章  期权定价模型 3 重点讲解+实验 

16 第十五章  互换 3  

合计 48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投资学，数学分析，高等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随机过程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期权定价理论，期权定价的数值解。 

难点：伊藤引理，BLACK-SCHOLes偏微分方程及求解，美食看涨期权解析解，复杂衍生资产定

价，数值解编程。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教学+C++建模实验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股票、期货和期权数据库，PC机，VC++软件，MATlAB软件，等等。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金融实验室编写各种数值计算方法。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约翰•赫尔，期权、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英文版 第 6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2. 田文昭，金融资产的定价理论与数值计算（C++），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二）推荐参考书 

1. 约翰•赫尔，期权、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第 6版）（专业版）人民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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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ue-Kuen Kwok, mathematical models of financial derivatives,世界图书出版社，2009 

执笔：田文昭  审稿：陈佳俊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1日 

 

企业经营模拟（英语双语） 
Enterprise Operation Simulation 

课程号：30602046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的必修课程。 

通过经营决策的模拟训练，使学生学习、掌握并领悟企业经营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提高其在激

烈市场竞争中的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各种知识的能力、团队精神和创新

能力。 

l 知识综合运用能力－－系统思考 

l 分析判断能力－－诊断、预见 

l 组织能力－－大局观、团队协作精神 

l 决策能力－－科学决策、取舍 

l 执行能力－－精细管理 

l 竞争意识－－胜不骄，败不馁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能熟练运用信息管理工具，构建模拟企业的管理系统，辅助高层管理团

队进行决策； 

营销决策：掌握需求弹性测算、4P策略等营销决策技巧； 

生产决策：掌握生产策略、排班计划、产量优化等生产决策技能； 

财务决策：熟悉财务策略、成本优化、现金流量等财务指标分析工具； 

竞争决策：熟悉市场环境分析、竞争对手分析、博弈等竞争决策工具应用。 

本课程教学的指导思想是“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理论联系实际，在模拟实践中学知识、

用知识、长本领”。 

具体的教学内容包括企业模拟规则、实战模拟、企业模拟案例分析。图 1为企业模拟的流程。

图 2为企业模拟结果示例。 

市场机制
市场价格
产品广告
促销费用
供货数量
生产安排
机器数量
原材料
人员工资
贷款国债

市场份额
企业财务数据
市场调查报告
行业综合排名

决策变量 软件运行 经营结果

熟读模拟规则

分析历史数据

上期结果诊断

设定本期目标

下期结果预测

确定本期决策

得到模拟结果  

a)决策过程                            b）每期循环图 

图 1  企业模拟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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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课堂示例：模拟企业成绩排名（横轴为时间，纵轴为企业成绩） 

一、一般规则 

模拟参加者要服从模拟管理者的领导和指挥，按时、按规定的方式提交决策。参加本次模拟的

有 14个组，代表 14个相同类型、相同规模的企业(或称公司)，它们可以生产 4种产品，在 4个

市场上销售。模拟情景难度属第 9级(共 9 级)。各公司每期 (假定一期为一个季度) 做一个决策。

各公司要在管理者指定的时间以前将决策输入计算机(在网络上运行时)，或将决策交给模拟管理者

(在单机上运行时)。否则, 模拟管理者可以将该公司上期的决策作为该公司本期的决策。公司做决

策时应考虑本公司的现状、历史状况、经营环境以及其它公司的信息，综合运用学过的管理学知识，

发挥集体智慧与创造精神，追求成功的目标。公司做决策时一定要注意决策的可行性。比如, 安排

生产时要有足够的机时、人力和原材料, 要买机器要有足够的资金。当决策不可行时, 模拟软件将

改变公司的决策。这种改变有一定的随意性, 并不遵循优化原则。 

二、市场机制 

各市场对各种商品的需求与多种因素有关，符合基本的经济规律。 对某公司的需求量依赖于

该公司的决策及状况 (包括对商品的定价、广告费、促销费用及市场份额等)，也依赖于其它公司

的决策及状况。同时，需求量也与整个市场的容量、经济发展水平、季节变动等因素有关。价格、

广告和促销费的绝对值会影响需求，与其它公司比较的相对值也会影响需求。企业对产品的广告影

响该产品在各个市场上的需求，可能有滞后作用。促销费包括营销人员费用等，企业在各市场的促

销费影响它在该市场的各种产品的需求。企业的研发费、工人工资会影响产品的等级，等级高的产

品可以较高的价格出售。模拟中发布的动态消息是对下期的经济环境、社会变革、自然现象等突发

事件的预测，事件是否真正发生以及将造成多大影响都具有随机性，决策者要有风险意识。 

三、产品分销 

本期产品的 80% 和在工厂的全部库存可以运往各市场, 市场之间不转运。 

产品运输固定费用(元) (1) 

     <-------产品 A-------->   <-------产品 B--------> 

公司 市场 1 市场 2 市场 3 市场 4   市场 1 市场 2 市场 3 市场 4  

  1    500  2000  4000  5000    6000 10000 12000 13000 

  2   2000   500  4000  5000   10000  6000 12000 13000 

  3    680  1820  4000  5000    6500  9500 12000 13000 

  4   1820   680  4000  5000    9500  6500 12000 13000 

  5    770  1730  4000  5000    6750  9250 12000 13000 

  6   1730   770  4000  5000    9250  6750 12000 13000 

  7    860  1640  4000  5000    7000  9000 12000 13000 

  8   1640   860  4000  5000    9000  7000 12000 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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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50  1550  4000  5000    7250  8750 12000 13000 

 10   1550   950  4000  5000    8750  7250 12000 13000 

 11   1040  1460  4000  5000    7500  8500 12000 13000 

 12   1460  1040  4000  5000    8500  7500 12000 13000 

 13   1130  1370  4000  5000    7750  8250 12000 13000 

 14   1370  1130  4000  5000    8250  7750 12000 13000 

  产品运输固定费用(元) (2) 

     <-------产品 C-------->   <-------产品 D--------> 

公司 市场 1 市场 2 市场 3 市场 4   市场 1 市场 2 市场 3 市场 4  

  1  10000 14000 16000 17000   12000 16000 18000 19000 

  2  14000 10000 16000 17000   16000 12000 18000 19000 

  3  10500 13500 16000 17000   12500 15500 18000 19000 

  4  13500 10500 16000 17000   15500 12500 18000 19000 

  5  10750 13250 16000 17000   12750 15250 18000 19000 

  6  13250 10750 16000 17000   15250 12750 18000 19000 

  7  11000 13000 16000 17000   13000 15000 18000 19000 

  8  13000 11000 16000 17000   15000 13000 18000 19000 

  9  11250 12750 16000 17000   13250 14750 18000 19000 

 10  12750 11250 16000 17000   14750 13250 18000 19000 

 11  11500 12500 16000 17000   13500 14500 18000 19000 

 12  12500 11500 16000 17000   14500 13500 18000 19000 

 13  11750 12250 16000 17000   13750 14250 18000 19000 

 14  12250 11750 16000 17000   14250 13750 18000 19000 

  注  意：只要有产品运往市场，就要付固定运输费用。 

  产品运输变动费用(元) (1) 

     <-------产品 A-------->   <-------产品 B--------> 

公司 市场 1 市场 2 市场 3 市场 4   市场 1 市场 2 市场 3 市场 4  

  1     25   100   200   250     300   500   600   650 

  2    100    25   200   250     500   300   600   650 

  3     34    91   200   250     325   475   600   650 

  4     91    34   200   250     475   325   600   650 

  5     39    86   200   250     337   463   600   650 

  6     86    39   200   250     463   337   600   650 

  7     43    82   200   250     350   450   600   650 

  8     82    43   200   250     450   350   600   650 

  9     48    77   200   250     362   438   600   650 

 10     77    48   200   250     438   362   600   650 

 11     53    72   200   250     375   425   600   650 

 12     72    53   200   250     425   375   600   650 

 13     57    68   200   250     387   413   600   650 

 14     68    57   200   250     413   387   600   650 

  产品运输变动费用(元) (2) 

     <-------产品 C-------->   <-------产品 D--------> 

公司 市场 1 市场 2 市场 3 市场 4   市场 1 市场 2 市场 3 市场 4  

  1    500   700   800   850     600   800  1000  1050 

  2    700   500   800   850     800   600  1000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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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25   675   800   850     625   775  1000  1050 

  4    675   525   800   850     775   625  1000  1050 

  5    537   663   800   850     637   763  1000  1050 

  6    663   537   800   850     763   637  1000  1050 

  7    550   650   800   850     650   750  1000  1050 

  8    650   550   800   850     750   650  1000  1050 

  9    562   638   800   850     662   738  1000  1050 

 10    638   562   800   850     738   662  1000  1050 

 11    575   625   800   850     675   725  1000  1050 

 12    625   575   800   850     725   675  1000  1050 

 13    587   613   800   850     687   713  1000  1050 

 14    613   587   800   850     713   687  1000  1050 

注  意：变动运输费用是每个产品的运输费用。 

四、库存与预订 

库  存 

剩余原材料可存在企业的仓库, 库存费为每元原材料每期 0.05元。 

    成品可存于工厂的仓库或各市场的仓库, 单位成品每期库存费为: 

        产品 A:  50.00 元 

        产品 B:  90.00 元 

        产品 C:  150.00 元 

        产品 D:  200.00 元 

库存费在每期期末支付,库存量按期初和期末的平均数计算。 

预  订 

当市场对某公司的产品需求多于公司在该市场的库存加本期运去的总量时, 多余的 

需求按以下比例变为对下期的定货, 到时以本期价格付款。公司下期的运到该市场的产 

品优先满足上期定货。若上期定货不能被满足，剩余的不再转为下期定货。 

                  产品 A  产品 B  产品 C  产品 D  

         市场 1    24.0%   32.0%   36.0%   40.0% 

         市场 2    24.0%   32.0%   36.0%   40.0% 

         市场 3    22.0%   26.0%   32.0%   38.0% 

         市场 4    22.0%   26.0%   32.0%   38.0% 

注意：某公司不能满足的需求, 除了转为下期定货，其余的可能变为对其它公司的需求。 

五、生产作业 

生产单个产品所需要的资源 

               产品 A  产品 B  产品 C  产品 D  

    机  器(时)    120     180     400     600  

    人  力(时)    140     160     220     260  

  原材料(单位)    500    1200    1800    3000  

 班 次 

第一班正班:  6:00-14:00   第一班加班: 14:00-18:00 

第二班正班: 14:00-22:00   第二班加班: 22:00- 2:00 

一期正常班为 520小时（一季度 13周，每周 40小时)，加班为 260小时。 

机  器 

机器可在两班使用,但第一班加班和第二班用的机器总数不能多于公司机器总数。 

第一班加班用的机器在完工后的四小时也不能用于第二班正常班。 

机器价格为 100000元，折旧期为 5年，每期(季度)折旧为 5.0%，不管使用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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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购买机器，本期末付款，下期运输安装，再一期才能使用，使用时才计算折旧。 

六、材料定购 

原材料价格 

原材的标价为１元，但可以根据定货的多少得到批量价格优惠。优惠价格如下。 

    定购量 >=        单  价 

            0          1.00 

      1000000          0.97 

      1500000          0.95 

      2000000          0.94 

原材料运输费用 

原材料的运输费用分固定费用（按是否定货）和变动费用（按定货量）。 

原材料的运输费固定费用为     5000元，变动费用为 0.02元。 

购原材料的运费算作本期的成本, 批量优惠算作本期收入。 

原材料运输时间 

由于运输的原因, 本期决策订购的原材料至多有 75% 可以用于本期使用。 

七、管理成本 

公司每期的固定费用与生产的产品和班次有关。 

    第一班生产产品 A, 费用为 4000元;  第二班生产产品 A, 费用为 6000元。 
    第一班生产产品 B, 费用为 6000元;  第二班生产产品 B, 费用为 8000元。 
    第一班生产产品 C, 费用为 8000元;  第二班生产产品 C, 费用为 10000元。 
    第一班生产产品 D, 费用为 10000元;  第二班生产产品 D, 费用为 12000元。 

维 修 费 

每台机器每期的维修费为 500元, 不论使用与否。 

八、研究开发 

研发的作用 

企业要生产某种产品，需先投入基本的研发费用，其数量相当于下面的等级 1。它包括为生产

该新产品需要的专利的获得、设施的购置和技术的培训等。为了提高该产品的等级，企业还需要进

一步投入研发费。它包括为提高产品质量的技术革新和生产工艺的改进等。这些费用相当于下面的

等级 2、3、4、5。若产品等级高，可以增加客户的需求。在计算成本时，将本期的研发费用平均

分摊在本期和下一期。 

研发费用 

    各种产品达到不同等级需要的累积研发费用(简单加总)如下： 

    产  品      等级 1      等级 2      等级 3      等级 4      等级 5 

    产品 A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50000 

    产品 B      200000      300000      400000      500000      650000 

    产品 C      300000      400000      500000      600000      800000 

    产品 D      400000      500000      600000      700000      900000 

说  明： 

工人工资系数对产品等级的影响是在研发费用基础上的进一步调整。比如，研发费决定的产品

等级为 3，考虑工资系数后，产品等级调节后的区间为 (3.0, 3.9)。考虑研发费的产品等级的提

高要循序渐进，每期最多提高一级。 

九、人员招聘、退休与解聘 

新工人招聘与培训 

企业可以在每期期初招聘工人，但招收人数不得超过当期期初工人总数的  50.0%。本期决策

招收的新工人在本期为培训期。每个新工人的培训费为  800元。培训期间新工人的作用和工资相

当于正式工人的 25.0%。经过一期培训后，新工人成为熟练工人。 



4415 

工人退休或解聘 

企业每期有 3.0% 的工人正常退休。企业决策时，可以根据情况解聘工人。决策单中的解聘工

人数是退休和解聘人数之和。根据政府规定，退休和解聘人数之和不能多于期初工人数的 10%。 

本期退休或解聘的工人不再参加本期的工作，企业要发给退休和解聘的工人每人一次性生活安

置费 1500元。 

十、员工待遇与激励 

工作小时基本工资 

    第一班正班:    4.0元   第一班加班:   6.0元 
    第二班正班:    5.0元   第二班加班:   7.50元 
    每个工人只能上一种班，加班人数不能多于本班正班人数。未值班的工人按第一班正班付工资。 
员工激励 

以上的小时基本工资是本行业的基本工资，也是各企业确定工资的最低线。 

企业可以用提高工资系数的办法激励员工。设对应基本工资的工资系数为１，若工资系数为

1.2，则实际工资为基本工资乘以 1.2。提高工资系数有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减少废品率，

也可以提高产品的级别。当然，提高工资系数会增加成本。废品会浪费企业的资源、运费，还会因

为顾客退换产品造成折价 40%的经济损失。工资系数变化只对模拟难度 5 以上的情景。当难度等

级小于 5 时系数设为１，在决策单上不包括工资系数，也不考虑废品率。 

十一、资金筹措 

银行贷款: 

模拟开始时各公司有现金 3000000元。为了保证公司的运营，每期期末公司至少应有 3000000

元现金，若不足，在该公司信用额度的范围内，银行将自动给予贷款补足。企业也可以在决策时提

出向银行贷款。但是，整个模拟期间贷款的总数不得超过 10000000 元的信用总额。银行贷款的本

利在本期末偿还，年利率为  8.0% (每期的利率为年利率的 1/4)。 

国  债: 

公司每期都可以买国债，年利率为  6.0%。若购买国债，在本期末付款，本利在下期末兑现。 

发债券: 

公司为了筹集发展资金或应付财政困难，可以发行债券。当期发行的债券可以在期初得到现金。

公司某期发行的债券数额与尚未归还的债券之和不得超过公司该期初净资产的 50%。各期要按  

5.0%的比例偿还债券的本金，并付利息。债券的年利率为 12.0%。公司模拟开始几期, 可能已经发

行了债券。未偿还的债券总量可在公司信息里查看。本期发行的债券本利的偿还从下一期开始。债

券不能提前偿付或拖延。 

十二、纳税与分红 

税  务: 

    公司缴税是公司对国家应尽的义务, 也是评价公司经营绩效的一项重要指标。 
    税金为本期净收益的  30.0%, 在本期末缴纳。 
    本期净收益为负值时, 可按该亏损额的  30.0%在下一期（或以后几期）减税。 
分  红: 

    公司分红的条件: 
     (1)应优先保证期末剩余的现金数量超过  3000000元。 
     (2)分红数量不能超过公司该期末的税后利润。 
注  意: 

考虑到资金的时效性, 公司累计缴税和累计分红按 7.0% 的年息计算。 

十三、财务管理 

现金收支次序 

      期初现金       + 银行贷款        + 发行债券 
    - 部分债券本     - 债券息          - 培训费         - 退休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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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本工资 (工人至少得到第一班正常班的工资)          -机器维护费 
    +紧急救援贷款  -研发费  -购原材料  -特殊班工资 (第二班差额及加班) 
    - 管理费          - 运输费         - 广告费   - 促销费 
    + 销售收入        - 存储费         + 上期国债本息 
    - 本期银行贷款本息                 - 上期紧急救援贷款本息 
    - 税金           - 买机器          - 分红           - 买国债 
警  告: 

当资金不足时, 将按以上次序支出, 并修改决策。如果现金不够支付机器维护费以前的项目，

会得到紧急救援贷款。此贷款年利率为 40%，本息需在下期末偿还。 

十四、评判标准 

每期模拟结束后，软件根据各企业的经营业绩评定一个综合成绩。评判的标准包含七项指标：

本期利润、市场份额、累计分红、累计缴税、净资产、人均利润率、资本利润率。其中计算人均利

润率的人数包括本期解聘的和本期新雇的工人，计算资本利润率的资本等于净资产加未偿还的债

券。评定的方法是先按这些指标分别计算标准分，再按设定的权重计算出综合评分。各项指标的权

重分别为: 0.15, 0.15, 0.10, 0.15, 0.15, 0.15, 0.15，其中市场份额是按各个产品在各个市场

的销售数量的占有率，分别计算标准分后再求平均的。标准分的算法是先求全部公司某指标的均值

和标准差，用企业的指标减去均值，再除以该指标的标准差。标准分为 0 意味着企业的这一指标

等于各企业的均值；标准分为正，表示该指标较好；若为负，表示该指标不佳。在计算标准分时，

会考虑上期综合评分的影响，也会根据企业的发展潜力进行调整。如果企业所留现金小于本期期初

现金或本期费用，这意味着经营的连续性不佳，其标准分将适当下调。软件将公布各企业七项指标

各自的名次与综合评分。模拟结束后，除了综合评分领先的企业可以总结交流经验，其它企业也可

以就某个成功的单项指标进行总结。 

三、课程进度表 

根据本课程的特点，重点在于实践能力的培养，故此在教学安排上建议将教学的周次安排在 9

周以内（每周 6～9课时），总的时间在两个月以内，教学效果较好。具体的知识点和学时的安排如

下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介绍 3 
要求带计算机或可以上网

的设备、分组 

2 初次体验企业经营模拟 3 熟悉规则 

3 工具介绍（1） 3 生产 

4 工具介绍（2） 3 优化 

5 工具介绍(3) 3 财务与市场 

6 上岗测试（笔试） 3 规则考试 

7 三次小型模拟（2次） 3 要掌握规则，团队分工 

8 三次小型模拟（次）+总结 3  

9 实战模拟（12期）每节课 3期 3 初期 规划 

10 实战模拟（12期）每节课 3期 3 成长期 精准 

11 实战模拟（12期）每节课 3期 3 成熟期 博弈 

12 实战模拟（12期）每节课 3期 3 冲刺期 发行上市 

13 小组总结（1）：公司经营业绩 3 英文 公司展示 

14 小组总结（2）公司经营业绩 3 英文 公司展示 

15 小组总结（3）公开发行上市与定价 3 用英文向全球投资者路演 

16 课程总结 3 全部课程的总结 

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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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经济学、企业战略、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组织行为学、运筹学、数据模型等课程 

后续课程：企业金融、兼并与收购实务案例 

以学习者为中
心的实践能力

培养

（企业模拟）

人力资源管理

数据模型

市场营销

（商务智能软件）

(规则与法规）

战略

经济学

法律学科工商管理学科

会计、金融

（会计电算化软件）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将过去学到的经济学、企业战略、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组织行为学、运筹学等课程的

知识用到企业模拟的实际操作中。 

难点：能熟练运用信息管理工具，构建模拟企业的管理系统，辅助高层管理团队进行决策。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教学中，将学生分成几个公司，由学生分别担任总经理和部门经理，在模拟的市场环境里进

行竞争，分期做出经营决策，经多期后，按企业经营的绩效给出评价。模拟之后，学生要对整个模

拟过程的得失进行总结。每一个团队的模拟实战经营作为一个鲜活的案例进行仔细分析，实现学生

－学生、学生－教师、学生－学习内容的充分交互。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依托计算机网络、模拟仿真软件（实验室）。利用计算机、互联网建立一个“企业模拟”的交

互教学与实践平台，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便携设备的移动课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本课程需要学生主动参与，在授课期间学生将自主学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1)课程三次缺勤者，请自动申请重修。（特殊情况请假，必须本人以请假条的形式，提前交到

课程助教；事后补假条视为无效） 

(2)课程考核最终成绩=课程中期测试（10%）+企业经营模拟排名成绩（60%）+小组最后总结报

告（10%）+个人最终报告（10%）+团队内部评价（5%）+教师评价（5%） 

(3)具体说明： 

课程中期测试：上岗考核与规则测试 

企业经营模拟排名成绩：由计算机系统直接以本期利润、市场份额、累计分红、累计缴税、净

资产、人均利润率、资本利润率的实际数据得到的标准分（详细参看规则说明），以此为基础对应

到百分制的 70~99的区间。 

具体计算方式为： 

若所有公司均未破产，则第一名公司设定为 99，最后一名公司的成绩为 70。以某公司成绩为

例：公司百分制成绩=70+你公司的标准分（取正）/第一名公司标（取正）*29 

（注：此标准分为取正后的标准分，如最后一名标准分取正后为 0，第一名公司公司取正后的

标准分值=第一名与最后一名的标准分差距的绝对值） 

(4)个人最终报告（10%）：期末考试中以笔试形式完成，与正式笔试考试一样，但可以携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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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纸质材料或笔记本电脑（不允许联网），请提前备份所有数据到硬盘。 

7、作业要求： 
每节课结束后针对课程讲授内容的作业。 

主要包括三类： 

（1）企业模拟的决策（需要在计算机上完成） 

（2）企业模拟的最新国际期刊论文阅读，由指导教师指定学生分组阅读并完成论文的翻译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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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Lopes, M. C., Fialho, F. A. P., Cunha, C. J. C. A., & Niveiros, S. I. 2013. Business Games for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 Systematic Review. Simulation & Gaming, 44(4): 523-543. 

[10] Mayer, B. W., Dale, K. M., Fraccastoro, K. A., & Moss, G. 2011. Improving Transfer of 
Learning: Relationship to Methods of Using Business Simulation. Simulation & Gaming, 42(1): 64-84. 

[11] Scherpereel, C. M. 2005. Changing mental models: Business simulation exercises. Simulation & 
Gaming, 36(3): 388-403. 

[12] Thavikulwat, P. 2004. The Architecture of Computerized Business Gaming Simulations. 
Simulation & Gaming, 35(2): 242-269. 

[13] Wolfe, J. 1997. The Effectiveness of Business Game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Course Work. 
Simulation & Gaming, 28(4): 360-376. 

（3）模拟企业的案例分析（小组）、工作职能的总结（个人），根据学生情况建议用英文报告。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企业模拟理论教学教材（预计 2017年正式出版）；结

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王其文等编著，《决策模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第一版 

（二）推荐参考书 

周柏翔编著，《企业管理决策模拟》，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第一版 

执笔：朱晓武  审稿：李景华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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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y 

课程号：3060206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商学院各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教学目标旨在通过理论教学和思维训练，使学生掌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为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后续课

程奠定必要的专业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3、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学习意义 

学习目标：了解政治经济学的渊源，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 

作业：给出参考书目 

知识单元 2： 商品和货币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商品的二因素 

2、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 

3、商品的价值量 

4、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5、货币的起源、本质和职能 

6、价值规律 

7、劳动价值论的发展与深化 

学习目标： 

本章通过对商品和货币的剖析，揭示商品和货币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

及其运动规律，为学习和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提供必要的理论准备。 

作业：酌情布置 

知识单元 3: 资本和剩余价值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货币转化为资本 

2、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 

3、剩余价值生产的基本方法 

4、资本主义工资 

学习目标： 

本章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阐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揭示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和剩余价值的基本生产方式，并且进一步阐明与剩余价值理论密切联系的

资本主义工资理论，从而揭示劳资对立的经济根源。 

作业：酌情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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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4:资本积累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 

2、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 

3、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相对人口过剩 

4、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和历史趋势 

学习目标： 

本章通过对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过程的分析，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理论，揭露资本积累

的实质及其影响，同时阐述其人口规律、一般规律、历史作用和历史趋势。 

作业：酌情布置 

知识单元 5:资本的循环和周转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资本的循环 

2、资本的周转 

学习目标： 

本章把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统一起来考察，着力于刻画资本主义的流通过程，通过考察资本循

环，把握资本在运动中的形式、特点与条件；通过考察资本周转，分析资本运动的速度及其影响。 

作业：酌情布置 

知识单元 6: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经济危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总资本和社会总产品 

2、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 

3、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 

4、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学习目标： 

本章主要通过对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进行考察，阐述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揭示社会

资本再生产的一般规律和经济危机的成因。 

作业：酌情布置 

知识单元 7: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 

2、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3、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4、平均利润下降的规律 

学习目标： 

本章通过对利润和平均利润等问题的分析，阐明利润率平均化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

从而揭示整个劳资关系的本质。 

作业：酌情布置 

知识单元 8: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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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业资本 

2、商业利润 

3、商业流通费用及其补偿 

4、商业形式 

学习目标： 

本章考察作为资本的一种具体形式的商业资本和相应的剩余价值的一种具体形式的商业利润，

主要内容包括商业资本的职能和作用、商业利润的质与量、商业流通费用及其补偿、商业劳动的性

质及其实质。 

作业：酌情布置 

知识单元 9:借贷资本和利息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借贷资本和利息的形成及特点 

2、银行资本和银行利润 

3、股份资本和股息 

4、资本主义信用 

学习目标： 

本章通过对借贷资本和利息、银行资本和银行利润以及股份资本和股息的考察，阐明借贷资本

家、银行资本家同职能资本家共同分割剩余价值的经济关系，进而阐明借贷资本家、银行资本家和

股份资本的运行基础——资本主义信用关系。 

作业：酌情布置 

知识单元 10:资本主义地租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和地租 

2、级差地租 

3、绝对地租 

4、地租的其他形式和土地价格 

学习目标： 

资本主义农业土地所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地租是剩余价值的一

种具体形式。本章着重学习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地租的本质，把握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

这两种基本形式，弄清土地价格的决定及变化趋势。 

作业：酌情布置 

知识单元 11:私人垄断资本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生产集中和垄断的形成 

2、 垄断价格与垄断利润 

3、 金融资本及金融寡头 

4、 垄断和竞争 

学习目标：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至今经历了两个阶段：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本章重点分析私

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垄断价格的决定、垄断利润的来源。 

作业：酌情布置 

知识单元 12: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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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2、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形式及实质 

3、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经济的调节 

学习目标： 

本章重点通过读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必然性及其形成过程的考察，认识其在当代资本主义

经济发展中作用及对经济的调节，进而揭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 

作业：酌情布置 

知识单元 13: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关系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及表现 

2、 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发展 

3、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及国际经济关系 

学习目标：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关系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本章从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表现

出发，揭示在资本全面国际化的背景下，跨国公司的产生、发展及其对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影响，继

而对当代国际经济关系进行阐述。 

作业：酌情布置 

（二） 实践教学  酌情安排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知识单元 1 导论 4  

2 知识单元 2 商品和货币 4  

3 知识单元 2 商品和货币 4  

4 知识单元 3 资本和剩余价值 4  

5 知识单元 3 资本和剩余价值 4  

6 知识单元 4 资本积累 4  

7 知识单元 5 资本的循环和周转 4  

8 知识单元 6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经济危机 4  

9 知识单元 7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 4  

10 
知识单元 8  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 

知识单元 9 借贷资本和利息 
4  

11 知识单元 10 资本主义地租 4  

12 知识单元 11 垄断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暂无 

后续课程：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思想史、国际经济学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理论、平均利润

和生产价格理论。 

难点：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平均利润理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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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课堂互动。 

3.分组讨论。 

教学手段： 

1.要求查找文献资料。 

2.设计教学激励机制。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即可满足。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配合教学需要安排参观企业或其他单位，组织学习与讨论以深化教学内容。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兼有平时考核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配合进度和教学需要酌情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希望自主编写出版政治经济学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张型双等编著：《政治经济学原理——资本主义部分》，科学出版社，2010年 8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资本论》，（德）卡尔·马克思 

2、《共产党宣言》，（德）卡尔·马克思 

3、《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经济学导论》，（美）保罗·海恩，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4、《经济学原理》，（美）曼昆著，上海三联书店、北京大学出版社 

5、《经济学》，（美）斯蒂格利茨，人民大学出版社 

6、《迷惘的预言家——当代经济学家的历史》，小阿尔弗雷德.马拉伯，海南出版社 

7、《经济学的两面性》，（英）安东尼.D.道顿，经济科学出版社 

8、《走近经济学大师》，（英）迈克尔.帕金 梁小民译，华夏出版社 

9、《生活中的经济学》 (The Economics of Life)，加里.贝克、吉蒂.贝克，华夏出版社 

10、《经济学的智慧》（漫画），中国经济出版社 

11、《现代经济学入门》，于学平、黄春兴、易县容  著，经济科学出版社 

12《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宋承先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执笔：支小青  审稿：黄立君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货币银行学（英语双语） 
Money and Banking 

课程号：3060206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经济学专业成思危现代金融精英班的专业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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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is course is intended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role tha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lay i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hat they will face in the future; 

2、It also help students obt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se and other important financial issues 
facing private citizens and government policy-makers both here in China and abroad.  

3、Students will possess a solid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ies in the field of money and finance, and 
will be able to translate this knowledge into practice.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及学生参与的研讨和学术研究规范的基本训练，

使学生掌握货币、信用、利率、金融机构组织、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以及货币供给和需求等方面

的基础知识、金融市场运行、金融产品定价、金融机构组织管理，以及货币政策体系和传导机制的

基本原理，以及有效市场假说、存款创造和货币供给管理等原理，了解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体系

方面的基本概念，为《公司理财》、《证券市场概论》、《国际经济学》、《证券投资学》和《金融工程

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金融学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货币金融学》概述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Introduction to “Money and Finance”. 《货币金融学》导论 

2．What Is Money? 货币概论 

3.  An Overview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金融体系概览 

学习目标： 

1．了解《货币金融学》课程的基本框架体系。 

2．掌握有关货币的基本概念，支付制度的演变和最新发展趋势，以及货币供给量衡量的基本

指标。 

3.把握金融体系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区分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渠道的差异性，了解金融工具、

金融组织，以及监管体系的基本特点。 

作业：阅读米尔顿·弗里德曼著《货币的祸害》一书；完成 myeconlab相关章节的网络练习和

作业；学习用英文写出一份“30字个人简历”。 

知识单元 2：金融市场运行机制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Understanding Interest Rates 如何理解利率。 

2．The Behavior of Interest Rates 解释利率行为的理论。 

3.  The Term and Risk Structures of Interest Rates 利率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 

4.  The Stock Market, Theory of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股票市场、理性预期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 

学习目标： 

1．了解利率、到期收益率、信用、现值、终值、货币的时间价值、风险和预期收益等基本概

念。 

2．掌握现值与债券定价的关系原理、资产需求和投资组合的理论、影响利率的多种因素及其

相互作用的机制，以及股票定价的基本原理。 

3.  理解和掌握资本资产定价（CAPM）的一般原理、有效市场假说的内涵，以及行为金融学的

基本理论观点。 

作业：阅读罗伯特·希勒著：《非理性繁荣》；完成 myeconlab相关章节的网络练习和作业；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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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篇英文原著学术论文（NBER），并用中文写出 1000字左右的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3： 金融机构组织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inancial Structure 金融机构组织的经济学分析。 

2．Financial Crises in Advance Economies and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 

3.  Banking and the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银行和金融机构管理。 

4.  Economic Analysis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利益冲突、金融危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利率管理和金

融监管等基本概念。 

2．掌握有关解释金融中介存在原因的主要理论、金融危机发生的影响机制、商业银行经营管

理的基本原则和理论，以及对银行业和金融业进行监管的理论依据。 

作业：阅读哈罗德·文·B. 克里弗兰德，托马斯·F. 候尔塔斯等著：《花旗银行（1812-1970）》

一书；完成 myeconlab相关章节的网络练习和作业；阅读若干篇中文的学术论文，并写出 1000字

左右的文献综述。 

知识单元 4： 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Central Banks: A Global Perspective全球视野下的中央银行。 

2．The Money Supply Process货币供给过程。 

3.  The Tools of Monetary Policy 货币政策工具。 

4.  The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货币政策执行和传导

机制。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央银行、基础货币、货币供应乘数和名义锚等基本概念。 

2．掌握有关解释中央银行独立性和运行机制、存款多倍创造、传统性和非传统性货币政策工

具、货币政策工具与货币供求管理的基本原理，以及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联系渠道，及其对实体

经济的影响等基本理论。 

作业：阅读伍德著：《英美中央银行史》一书；完成 myeconlab 相关章节的网络练习和作业；

在阅读原著的基础上，写出 2000字左右的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5： 货币需求与货币政策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Quantity Theory, Infl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Money 货币需求理论。 

2．Monetary Policy Theory 货币政策理论 

3.  The Role of Expectations in Monetary Policy 预期在货币政策中的作用 

学习目标： 

1．了解货币的流通速度、交易方程式、货币需求、通货膨胀（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动型）、预

算赤字与债务货币化、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等基本概念。 

2．掌握有关货币数量论、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关于货币需求的不同理论模型的差别，货币政策

的不同规则及其影响，以及预期在货币政策中的作用等基本理论。 

作业：阅读贝克著：《金融的困境》一书；完成 myeconlab 相关章节的网络练习和作业；在小

组合作调研的基础上，写出 5000字左右的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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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to “Money and Finance” 3  
2 What Is Money? 3  
3 An Overview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3  
4 Understanding Interest Rates 3  
5 The Behavior of Interest Rates 3  
6 The Term and Risk Structures of Interest Rates 3  

7 
The Stock Market, Theory of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3  

8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inancial Structure 3  

9 
Financial Crises in Advance Economies and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2  

 Banking and the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1  
10 Banking and the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2  

 Economic Analysis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1  
11 Economic Analysis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1  
 Central Banks: A Global Perspective 2  

12 The Money Supply Process 2  
 The Tools of Monetary Policy 1  

13 The Tools of Monetary Policy 1  
 The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2  

14 The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3  
15 Quantity Theory, Infl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Money 3  
16 Monetary Policy Theory 2  

 The Role of Expectations in Monetary Policy 1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后续课程：投资学》、《国际经济学》、《商业银行管理》、《中央银行学》和《金融工程学》。2、

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货币理论、金融产品定价原理、金融市场理论、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 

难点：金融产品定价原理、有效市场假说、存款创造和货币乘数，以及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的

运行机制。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主讲教师讲授和引导。 

2. 引导学生进行文献研读和参与实践问题的讨论。 

教学手段： 

1. 传统教学手段，如 PPT课件、板书、公式推导和分析。 

2. 网络教学管理，如运用培生公司的 Myeconlab网络课堂管理方式，管理学生的课后学习。 

3. 通过互联网查找相关资料，以及案例材料，如美联储、英格兰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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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银行等机构发布的资料，还有就是可以利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学术资源。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阅读经典著作和最新的研究文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教学管理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

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三次月考，以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

占 50％。 

7、作业要求： 
详见每章结束所布置的课后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金融学的国际化和通用化知识体系，本课程选用的教材均是国际通用且最新的国外原版教

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Frederic S. Mishkin,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11
th
.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16. 

（二）推荐参考书 

1. 胡庆康主编：《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第 5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2. R. Glenn Hubbard, Anthony Patrick O’Brien, Money, Banking, and the Financial System, 

Pearson, 2013. 

执笔：巫云仙  审稿：黄立君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课程号：30602064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物流与供应链管理课程。该课程与商学院其他课程密切相关，而

且是工商管理课程体系中的重要课程之一。本课程是一门以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和生产运营管理等

为理论基础，以数理统计学方法、运筹学方法、计算机信息处理等为手段的课程。研究当前全球经

济一体化环境下企业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管理与运作问题。 

本课程首先介绍物流管理和供应链管理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接着系统地讲解供应链管理

中涉及到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市场营销理论、制造理论、需求和供给管理理论、客户关系管理理

论、库存管理和运输管理等内容，最后从整个供应链管理的角度介绍了供应链联盟策略、供应链管

理方法和绩效评价等方面的知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 

知识单元 1：供应链基本架构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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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应链概述和供应链设计：供应链发展的背景、供应链的概念、供应链的基本特征、供

应链的基本类型、链状结构的供应链模型、网状结构的供应链模型、供应链设计需要考虑的问题、

供应链设计步骤、供应链设计的领导人、供应链设计的不同情况。 

（2）供应链管理概述：供应链管理的形成动因、供应链管理的概念和内涵、供应链管理从企

业内部——外部上下游之间——产业动态供应链管理——全球供应链管理的发展历程、供应链管理

涉及的主要领域和供应链管理与传统企业管理的差异。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了解供应链发展的背景、掌握供应链的基本类型和基本特征、供应链

的基本模型和供应链设计的相关知识，并且在供应链的基础上掌握供应链管理的相关概念，从而对

供应链和供应链管理的基本架构有初步的了解。 

本章是学习其余章节的基础，因此具有重要的地位。 

作业： 

1、 上网查看有关供应链的资料。 

2、 从网上了解供应链管理的实现方案。 

3、 供应链管理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知识单元 2：物流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物流理论：物流的重要性、物流的概念和起源、物流的演变过程和发展、物流的种类、

物流的功能以及物流的作业流程。 

（2）物流管理理论：物流管理的概念、物流管理的任务、网络分析的内容、物流管理战略的

意义及其基本框架学习目标：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掌握物流的基本理论，包括物流的重要性、我国物流的状况、物流

的概念与起源、物流的演变过程和发展、物流的种类、物流体系的功能与作业流程、物流管理的战

略等内容。同时在掌握物流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对企业具体的物流管理案例进行简要地分析，

充分认识到物流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 

作业： 

1、 综合分析对比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物流作业流程。 

2、 简述物流的演变过程和发展历程。 

3、 物流管理在供应链中的地位如何？ 

4、 供应链管理环境下的物流管理的特点有哪些？ 

知识单元 3：市场营销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市场营销理概述：效率和竞争的观念、市场营销意识、营销；推销和销售的区别和联系、

供应链中的市场营销概念。 

（2）市场营销策略：市场分析、市场细分与顾客选择、产品生命周期与营销策略、市场地位

与营销策略、产品策略类型、价格策略类型、渠道策略主要类型、促销策略类型和品牌策略。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掌市场营销的基本理论，包括市场营销的重要性、我国市场营销的

状况、市场营销的概念与起源、市场营销的演变过程和发展、营销的种类、营销体系的功能与作业

流程、营销管理的战略等内容。市场营销理论不是供应链管理的重点，但学生学习供应链管理必须

具备基本的市场营销理论的知识。 

作业： 

1、 综合分析分析市场追随者可以使用的追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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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析成长期企业适用的营销策略。 

3、 简述产品生命周期导入期可以采取的四种策略并简述其各自的特点。 

4、 简述供应链市场营销策略的特点和影响因素。 

知识单元 4：制造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企业生产计划系统概述：企业生产计划系统的新概念、企业生产计划模型。 

（2）MRP原理与应用：基本 MRP的原理与主要内容、基本 MRP的不足和闭环 MRP基本原理、闭

环 MRP的主要缺陷以及 MRP II的基本原理。 

（3）JIT原理：JIT的起源、JIT的基本原理、JIT的主要实现手段。 

（4）企业资源计划：ERP的概念、ERP系统的管理思想体现、ERP同 MRPⅡ的主要区别、电子

商务环境下传统 ERP系统缺陷与不足。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掌握企业生产计划系统的新概念、企业生产计划模型、MRP 原理

与应用（包括 MRP、闭环 MRP、MRP II阶段）、JIT的基本原理、企业资源计划的概念、ERP系统的

管理思想、ERP同 MRPⅡ的异同以及电子商务环境下传统 ERP系统缺陷与不足。 

作业： 

1、 综合应用企业生产计划模型。 

2、 综合应用分析电子商务环境下传统 ERP系统缺陷与不足。 

3、 论述 ERP和 MRPⅡ的主要区别 

4、 简述敏捷制造的核心思想 

知识单元 5：供应链的需求与供给管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需求管理的概念、需求预测、需求计划、生产能力管理、库存管理、供给计划、供给调度、需

求满足的重要性和目的性、需求满足的功能、供应链上的牛鞭效应的概念及其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

消除牛鞭效应。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应该掌握供应链的需求管理、需求管理的概念、需求预测、需求计划、供应

链的供给管理、生产能力管理、库存管理、供应链上的牛鞭效应的概念、产生原因和消除牛鞭效应

的方法。 

作业： 

1、分析供给计划与供给调度，以及它们与需求计划、生产计划与进程。 

2、需求预测的实施步骤。 

3、论述牛鞭效应、产生的原因以及消除方法。 

4、论述需求预测前要进行的准备工作包括哪些？ 

知识单元 6：供应链策略联盟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供应链伙伴关系、供应链伙伴关系与传统企业关系的对比、影响伙伴关系联盟的主要因素、动

态联盟供应链、业务外包、业务外包的两种典型形式、第三方物流（TPL）的概念、第三方物流的

特征、我国第三方物流现状及其发展。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同学们应该掌握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伙伴关系、影响供应链伙伴关系的主要因

素、动态联盟供应链和业务外包的两种典型形式、第三方物流（TPL）的相关知识以及第三方物流

在我国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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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分析比较 OEM生产模式与物流业务外包的联系与区别 

2、 应用分析我国第三方物流的发展现状。 

3、 动态供应链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4、 分析第三方物流的优缺点。 

知识单元 7：客户关系管理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客户关系管理（CRM）概论：客户关系管理产生的背景、客户关系管理的核心思想、客户

关系管理定义、CRM在供应链中的作用和地位。 

（2）供应商关系管理（SRM）：供应商关系管理的意义、供应商关系管理定义和发展、供应商关

系管理在供应链中的作用和重要性。 

（3）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支持客户关系管理的相关业务流程、CRM系统的主要功能及模块组成、

企业设计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时应注意的问题。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同学们应该掌握客户关系管理（CRM）产生的背景、客户关系管理的核心思

想和定义、CRM在供应链中的作用和地位、供应商关系管理（SRM）、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相关知识。 

作业： 

1、 客户服务管理模块的主要功能。 

2、 供应商关系管理产生的原因。 

3、 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 

知识单元 8：供应链管理中的财务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财务因素对供应链决策的影响、供应链成本管理、供应链成本分析、供应链成本的计算方法、

贴现现金流分析、用决策树评价供应链管理。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同学们应该掌握供应链管理中涉及的财务因素，比如供应链管理中的库存维

持成本、订货和缺货成本以及运输成本的计算，同时了解现金流分析和决策树分析方法在供应链财

务评估中的具体应用。 

作业： 

1、应用分析和计算产量对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利润的影响，对直接成本进行分析和计算。 

2、订货成本与缺货成本的计算，运输成本的计算，搬运成本的计算。 

3、贴现现金流在供应链中的应用。 

4、学会使用决策树方法平价供应链管理。 

知识单元 9：供应链需求预测技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预测在供应链中的作用、预测的组成部分、预测方法概述、预测的时间序列法、在预测中使用

趋势因素和季节因素、对预测误差的认识、预测的定性方法。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学习，同学们应该掌握预测在供应链中的作用，预测的组成部分和预测方法。 

作业： 

1、 利用德尔菲法的进行决策。 

2、 应用移动平均值的计算，加权移动平均值的计算，运用基本的指数平滑模型预测。 

3、 用线性回归和季节指数两种方法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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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0：供应链中的库存管理技术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库存的基本概念：库存的基本概念、库存的成本构成、库存管理的衡量指标、库存的影响。 

（2）供应商管理库存的模式：供应商管理库存的概念、供应商管理库存的模型。 

（3）供应链库存的常用策略及计算模型：安全库存、安全库存的计算、循环库存、经济订货量

模型(EOQ)。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同学们应该掌握库存的基本概念，供应商管理库存的模式，供应链库存的常

用策略及计算模型，主要包括安全库存、循环库存和经济订货批量模型。 

作业： 

1、 需求率不变假设的含义。简单应用设置安全库存水平的原则。 

2、 应用实施供应商管理库存的主要内容，综合应用供应商管理库存的模型的含义。 

3、 经济批量订货的计算过程。 

知识单元 11：供应链中的运输管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供应链中的运输：运输在供应链中的作用、运输原理。 

（2）影响运输决策的因素：影响承运人决策的因素、托运人决策的影响因素。 

（3）基本运输模式：公路运输、铁路运输、航空运输、水路运输、管道运输、运输方式的选择。 

（4）运输网络模型及计算： 

运输网络模型的设计方案：①直接运输网络。②“送奶线路”型直接运输网络。③有配送中心

的运输网络。④有配送中心的“送奶线路”运输网络。 

几种复杂的运输模型及计算：①运输问题。②指派问题。③转运问题。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同学应该掌握供应链中的运输、运输的基本原理、影响运输决策的因素、5

种基本运输模式的特点及其有缺点、运输网络模型的设计方案及计算。 

作业： 

1、 我国公路运输与航空运输、铁路运输的竞争、铁路运输中使用问题的解决方法。 

2、 配送中心的作用、运输问题的建模、指派问题的建模、转运问题的建模。 

3、 运输的基本原理和功能是什么？ 

4、 四种基本的运输网络模型的优缺点分析 

知识单元 12：典型供应链管理方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快速响应（QR）：快速响应的原理、快速响应产生的背景、快速响应的意义、实现快速响

应的六个步骤、快速响应的最新发展。 

（2）有效顾客响应（ECR）：有效顾客响应产生的背景、有效顾客响应战略、有效顾客响应对成

本的节约。 

（3）快速响应与有效顾客响应的异同。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同学们应该掌握快速响应（QR）和有效顾客响应（ECR）的产生背景、实施

意义及其作用，然后能够充分了解快速响应与有效顾客响应的异同。 

作业： 

1、 综合运用快速响应对于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意义。 

2、 综合运用分析有效顾客响应对成本的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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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综合分析快速响应和有效顾客响应的异同。 

知识单元 13：供应链绩效评价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绩效评价的基本理论：供应链绩效评价概述、现行企绩效效评价与供应链绩效评价的比

较、供应链绩效评价的作用。 

（2）基于流程的供应链绩效评价模型：业务流程绩效的评价指标、企业之间的绩效评价指标。 

（3）供应链绩效评价模型：供应链评价体系模型、顾客价值模型、供应链成熟度。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同学应该掌握绩效评价的基本理论，基于流程的供应链绩效评价模型，供应

链绩效评价模型。 

作业： 

1、 如何理解基于客户服务质量的供应链绩效评价系统，推进绩效评价系统演变因素。 

2、 应用业务流程绩效的评价指标的计算。 

3、 传统绩效评价模型和供应链绩效评价模型的区别表现在哪里？ 

4、 顾客平衡积分卡在供应链的应用表现在哪里？ 

知识单元 14：信息技术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供应链中的信息：供应链中信息的重要性、信息在供应链中的作用 

（2）供应链中的信息技术：信息分类编码的概念、条码技术的概念、射频识别技术的概念、

EDI的概念、互联网的概念、信息编码标准化的重要性、EDI的发展、EDI的构成要素、信息编码

技术和种类、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技术、互联网为供应链成员提供的好处 

（3）电子商务和供应链：电子商务的概念、运用电子商务的公司能够开展的供应链活动、电子

商务对企业收益的影响、电子商务对成本的影响（包括降低和增加的成本）、电子商务建立的价值。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同学们应该掌握供应链中的信息的重要性和作用、供应链中的信息技术及其应

用、电子商务在供应链的作用及其影响。 

作业： 

1、分析自动识别和数据采集技术，互联网为供应链成员提供的好处。 

2、信息在供应链中的作用表现在哪里？ 

3、Internet对供应链管理有何影响？ 

4、电子数据交换技术对供应链的发展有何影响？ 

5、分析传统物流管理和电子商务环境下供应链管理的不同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4学时 

实验 1：案例分析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宝洁公司案例 

实验要求：本门课程所讲内容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供应链基本架构    2  

2 物流理论 2  

3 市场营销理论 2  

4 制造理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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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供应链的需求和供给管理  4  

6 供应链策略联盟 4  

7 客户关系管理 3  

8 供应链管理中的财务分析  2  

9 供应链需求预测技术  3  

10 供应链中的库存管理技术 4  

11 供应链中的运输管理 4  

12 典型供应链管理方法  3  

13 供应链绩效评价 3  

14 信息技术 4  

15 实验教学 4  

四、说明  

1、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 

2.学生参与互动式教学 

2、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3、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4、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宋华主编，经济出版社，2002 

（二）推荐参考书 

1．《企业战略管理》 解培才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供应链管理手册》 约翰. 加托纳 (澳)  (John Gattorna) 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2004 

3．《现代物流与配送中心》 何明珂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4．《供应链管理》，马士华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0  

5．《现代物流管理》夏文汇主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2002 

6.《现代物流学》，霍红马常红主编 中国物资出版社，2004  

执笔：于淼  审稿：李景华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2月 31日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Policy 

课程号：306020663 

一、课程教学目标：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也称为《国际贸易学》，是教育部规定的经济、财经类的专业主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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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之一，目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国际商务的专业必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有国际化的视野，扎实掌握国际贸易

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为专业学习垫底坚实的理论基础；2、国际贸易学作为开放的微观部分，是

微观经济学在其他经济学分支的扩展学科，通过本课程学习，让学生掌握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夯实

经济学的理论基础；3、让学生学习用所学理论和方法对国际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学会发现问题，

分析问题，并最终能解决问题。 

国际贸易学是研究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跨国界提供和接受的经济学分支科学。它主要探讨在

特定条件下的资源配置过程，以及这个过程按照一定模式运行的机制，对这种机制的阐述或概括是

国际贸易学的任务。在内容体系上，国际贸易学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政策两个方面。开设

本课程，旨在通过国际贸易理论教学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训练，使学生掌握国际贸易学的基础知识，

掌握古典贸易理论、现代和新贸易理论、生产要素流动与跨国公司理论、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关税

同盟等理论的精髓，了解比较利益、要素禀赋、关税壁垒、战略性贸易政策等相关的概念，了解国

际经贸环境，为后续的《中国对外贸易研究》、《国际贸易实务》等课程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5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贸易学（International Trade）的研究对象是商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并

以参与者获得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经济学分支科学。 

2．国际贸易的特点 

国际贸易是跨国界的贸易现象，与国内贸易不同，需要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每个国家都会更

多考虑本国的利益。 

3．国际贸易学的基本内容 

（1）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的基础。包括用技术差异来解释贸易基础的斯密模型和李嘉图模型，用资源的不同配

置来解释贸易基础的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用市场和生产规模的不同来解释贸易基础的规模经济

贸易模型，解释成本优势动态变动的产品周期理论；贸易产生的影响。包括对本国经济、本国社会

福利、国际市场和外国贸易伙伴利益的影响；国际贸易的动态变动。研究贸易模式和贸易量的动态

变化。 

（2）国际贸易政策 

包括贸易政策的影响和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4．国际贸易学的研究方法 

国际贸易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是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分析方法，包括一般均衡分析和局部均衡分

析的方法。国际贸易理论多采用一般均衡和比较静态分析方法。 

5.研究国际贸易学的意义： 

国际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起点和基础，不具备国际化知识的人在今天的知识结构是有欠缺的。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内容、特点和研究对象；。 

2．了解国际贸易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国际贸易学的意义 

作业： 

列举自己生活中实例阐明你个人认为学习国际贸易学的意义。 

知识单元 2：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 
参考学时：5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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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重商主义发展历程、基本观点和政策主张 

2．绝对利益论与绝对利益模型 

绝对利益论为科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建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它没能说明若一个国家

在所有产品上都不占有绝对优势，是否还要参与国际分工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3．比较利益论与比较优势贸易模型 

比较利益论古典主义的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来的，该理论说明一个国家即

使在所有商品生产中都处于劣势，依然可以按照 “两优择重，两劣择轻”的分工原则参与国际分

工，从而使各国获得贸易利益。 

该理论的提出标志着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形成。它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比较利益论是一个短

期、静态的理论，而且没有说明国际交换价格是怎样决定的。 

4．相互需求理论 

约翰·穆勒从需求方面入手，认为国际交换价格实际上是由两国的相互需求强度决定的。因此，

相互需求理论实质上是国际供求关系决定国际交换价格的理论。 

5．机会成本与比较利益 

前面所述的理论最终都可以通过机会成本概念，用新古典标准贸易模型表述出来。 

学习目标： 

1．了解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思想演变的发展历程。 

2．本章作为国际贸易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阐述了古老的重商主义，以及对国际贸易

理论仍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绝对利益论、比较利益论和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

生掌握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精髓，并学会用数学模型将其表述出来。 

作业： 

复习并思考下列问题 

1．试述重商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并说明重商主义的理论意义。 

2．封闭条件下的均衡与开放条件下的均衡有哪些不同？ 

3．提供曲线是如何推导的？ 

4．你如何看待比较利益论在中国对外开放中的作用？ 

知识单元 3：新古典贸易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H-O定理意义在于它把各国之间相对要素的差异或要素禀赋独立出来，作为比较优势和国际贸

易产生的基本原因或决定因素。H-O定理还说明了国际贸易的流向。H-O定理同样适用于国内贸易。 

2．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 

自由贸易不仅会使商品价格均等化，而且会使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 

3．里昂剔夫之谜与解释 

 “里昂剔夫悖论”出现意味着更多 H-O定理的假设条件被不断的扩大。 

学习目标： 

1．要求学生了解赫-俄理论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主线，它用要素禀赋的差异进一步解释了产

生比较利益的原因。 

2．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围绕着赫-俄理论这一主线，掌握 H-O定理和 H-O-S定理的内容和

意义，理解里昂惕夫悖论及其解释，并注重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结合。 

3．掌握 H-O定理和 H-O-S定理的证明。 

作业： 

1．阐述 H-O定理、H-O-S定理的内容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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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里昂剔夫之谜”？“悖论”的出现是对赫-俄理论的否定吗？为什么？ 

3．怎样理解要素禀赋论的假设条件？ 

4．请举出要素禀赋论能够解释的国际贸易现象，并用相关理论加以分析。 

知识单元 4：产业内贸易与国际贸易新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产业内贸易的概念和测度 

（1）产业内贸易 

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段时间内，同一产业部门产品既进口又出口的现象。 

（2）产业贸易的分类 

根据贸易是发生在不同生产过程之间还是发生在同一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之间，产业内贸易可

以分为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和垂直型产业内贸易。 

美国学者格鲁贝尔和澳大利亚学者劳埃德（H·G·Grubeland P·J·Lloyd）将产业内贸易分

为同质产品的产业内贸易和差异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两大类。 

（3）产业内贸易的测定 

产业内贸易指数公式为： 
MX
MX

T
+

−
−= 1  

（4）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一般规律 

产业内的国际分工是产业内贸易发生的前提，两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越小，其产业内贸

易的比重就越大。通过产业内贸易，消费者能获得更多的差异性产品。 

2．规模经济与国际贸易 

新贸易理论认为，规模经济是现今国际贸易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一国某种产品的价格优势或

成本优势可以既不是由技术水平差异引起的，也不是由要素禀赋的不同所引起的，而是由生产该产

品的生产规模所造成的。 

3．重叠性需求国际贸易理论 

林德认为一国的产品要成为潜在的出口产品首先必须是它的代表性需求的商品，并以此去交换

别国的产品，从而满足国内不同档次产品的消费者。该理论从需求的角度解释了同行业内的贸易，

以及发达国家之间更容易成为贸易伙伴的现象。 

4．市场结构与产业内贸易 

新贸易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将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嫁接到新古典贸易理论之上，从而

修正了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前提，阐述了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一般规律。 

2．掌握用于解释产业内贸易的新贸易理论模型，并能就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进行对比。 

3．掌握新贸易理论的数学推导，以及新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的关系。 

作业： 

1．同行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2．简述重叠性需求理论。 

3．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有什么意义？  

4．产业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的区别是什么？ 

5．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什么？ 

知识单元 5：动态国际贸易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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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对大国和小国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经济增长以后，一国的贸易的模式也必须发生改变。 

2．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该理论是动态的贸易理论，说明比较优势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比较优势理

论是静态研究的缺陷。根据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 

3．对外贸易乘数理论 

该理论从追求贸易顺差的思路和投资乘数原理出发，推导出一系列对外贸易乘数公式来分析贸

易顺差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以期使对外贸易成为刺激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有效工具。由于这一理

论具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因此也被称为新重商主义。 

4．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来的。他将企业竞争的思想引入到了国

际贸易中，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的概念，并认为“生产要素”、“国内需求”、“相关产业与支撑产业”、

“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四个基本要素是决定国家竞争优势的最重要的因素。由于这四个

要素之间的关系像钻石一样，所以，该模型也被称为“钻石模型”。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运用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对国际贸易现象进行动态研究。 

2．掌握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特别要深

刻理解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内涵。 

3．掌握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利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对经济增长与贸易条件和国民福利之间的

关系进行分析。 

作业： 

1．简述雷布琴斯基定理。（并请用图解说明） 

2．要素增长与生产可能性曲线有什么关系？ 

3. 什么是贫困化增长？其产生的条件是什么？ 

4．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阐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 

5．试述国际贸易乘数理论及其政策主张。 

6．加入 WTO后，中国如何利用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增强国际竞争力？ 

知识单元 6：国际贸易政策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关税及其经济效应 

关税是一国贸易政策中最常使用的一种手段。一国征收关税以后，会产生保护效应、消费效应、

贸易效应、财政效应、再分配效应和国际收支效应。征收 关税对大国和小国福利的影响是不一样

的，而最适当关税率使该国净福利最大化。 

关税结构不同，对最终产品的实际保护率是不一样的。 

2．非关税壁垒及其经济效应 

除关税以外的所有措施都称为非关税壁垒，包括直接的关税壁垒和间接的非关税壁垒。直接关

税壁垒，如进口配额和自动出口配额，其经济效应与关税有类似之处。具有隐蔽性、歧视性和有效

性的间接性非关税壁垒，如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更受到发达成员方的青睐。 

3．鼓励出口的措施 

（1）出口补贴与反补贴税 

一国政府为了鼓励本国商品出口而对本国出口厂商给与的直接或间接补贴叫出口补贴。 

出口补贴使本国的消费者蒙受损失，而生产者获益，大量的补贴还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并

且还有可能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 

当进口国发现出口国有出口补贴，并造成进口国市场混乱时，便会征收反补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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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的鼓励出口措施 

其他鼓励出口的措施还有出口信贷和出口信贷国家担保制。 

4．倾销与反倾销 

倾销是一种价格歧视行为。实行长期倾销的厂商必须是大的垄断企业，国内和国外面临着不同

的需求弹性，目的是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倾销是否为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问题上，经济学家

和法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倾销会使进口国的同类产品遭到竞争，进而要求征收反倾销税。 

反倾销打着维护公平贸易的旗号，已经成为最有效的贸易保护的手段之一。 

5．国际卡特尔 

为避免寡头之间的恶性竞争，20世纪 70年代形成了通过限产、限量，使垄断利润达到最大化

的垄断组织——国际卡特尔。 

6．贸易保护政策的理论辩解 

经济学家把贸易保护理论分为三类：错误的观点、含有合理因素的观点和非经济的观点。其中

最具有影响力的是保护幼年产业论，该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自由贸易的进程

应该不一样，允许落后国家通过贸易保护使其经济强大起来以后，再实行自由贸易。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伴随着市场结构的变化而产生的。它是新贸易理论的自然结果，也被称为新

幼稚产业保护理论。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贸易政策的内容。 

2．掌握对贸易政策的经济分析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主张，并注重理论和中国现实问题的结合。 

3．掌握关税、进口配额、倾销、出口补贴的经济分析，以及保护幼年产业论的内容和意义；

理解关税的一般均衡分析和对关税有效保护率理论。 

作业： 

1．关税局部均衡分析的经济效应是什么？ 

2．对于贸易大国和小国而言，关税一般均衡分析的经济效应是什么？ 

3．试述关税结构与有效保护率理论。 

4．进口配额与关税的经济效应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5．自动出口配额及其经济效应是什么？ 

6．出口补贴及其经济效应是什么？ 

7．持续性倾销的实现条件是什么？倾销对各国经济的影响是什么？针对反倾销调查，应该采

取怎样的对策？ 

8. 形成国际卡特尔的条件是什么？国际卡特尔定价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9. 试用博弈论解释国际卡特尔协议不能稳定的原因。 

10. 贸易保护政策的理论辩解主要有哪些？ 

11. 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试述保护“幼年”产业论的合理性。 

12．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可以用吗？  

13. 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贸易壁垒是哪些？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减少贸易壁垒造成的损害？ 

知识单元 7：关税同盟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经济一体化及其组织形式 

按照一体化的进程来看，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主要有：特惠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关税同

盟、共同市场和经济同盟五种形式。 

2．关税同盟的静态和动态经济效应 

关税同盟的静态经济效应主要有贸易创造和贸易转向。 

关税同盟的动态效应是更重要的。这些动态效应包括：市场结构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生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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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移动的经济效应和投资效应。 

3.关税同盟福利增加的条件 

4．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 

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简称 EC）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欧共

体的最终目标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联合，而且是要建立一个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上完全一致的

统一体。 

欧洲共同体的建立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北美地区自由贸易区（NAFTA）的发展。随着区域集

团化趋势的发展，各种区域性组织不断涌现，形成当前多边、区域性、双边贸易协定同时存在的局

面。如何对种现象进行解释给经济学理论提出了很多的挑战。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关税同盟理论的内容，并能结合所学理论分析区域经济集团

化趋势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了解欧共体、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的性质、目标

和发展过程。 

2．了解区域性组织最新的发展动向。 

作业： 

1．关税同盟的静态和动态经济效应是什么？ 

2．使关税同盟福利增加的条件是什么？ 

3． 试结合世界上目前存在的几大区域经济集团的兴起与发展史，谈谈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世界

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 

4. 你认为中国在区域集团化趋势的大背景下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知识单元 8：国际贸易体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关贸总协定概况 

二战后，为了减少贸易壁垒对世界经济的损害，在英、美两国的倡导下开始进行多边贸易谈判，

并准备建立一个国际贸易组织，并达成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宣布在国际贸易

组织宪章生效之前临时适用关贸总协定。 

关贸总协定成立的 45年时间内经过了 8轮谈判，第 8轮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最大成果是创立了

世界贸易组织并达成了范围广泛的一揽子协议。 

    2．世界贸易组织 

世贸组织的建立结束了二战以来多边贸易体制缺少一个正式的、健全的、规范化组织机构保证

的历史，它是对关贸总协定的进一步“扬弃”和发展。 

世贸组织的宗旨并不是推行自由贸易，而是提高生活水平，使各成员国经济持续发展，并确保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增长中获得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份额和利益。 

世贸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继承了关贸总协定的原则，并将这些原则扩大到其管辖的服务贸

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新的领域中。 

3．中国与世贸组织 

中国“复关”与“入世”的过程实际上中国接受市场经济是人类共同财富的过程。 “入世”

可以使中国有更好的市场准入，促进我国出口的增加；但同时中国也必须承担削减关税、逐渐取消

各种非关税壁垒、开放服务和农产品市场等义务。“入世” 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国民经

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多边贸易协定和国际贸易组织的原则和宗旨，并能够对中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探讨。 

2．了解多边贸易体系发展的历史和当前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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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复习并思考下列问题 

1. 简述世贸组织与关贸总协定的区别。 

2. 简述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职能和基本原则。 

3．“入世”对中国经济产生哪些影响？ 

4. 多边贸易体系当前面临哪些挑战？ 

知识单元 9：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与跨国公司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劳动力的国际移动 

劳动力国际迁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点主要是从要素价格低的国家流向要素价格高的国家。

劳动力的流动可以产生劳动力市场效应、生产效应、再分配效应、国际贸易效应，从而使资源配置

更合理。 

2．资本的国际移动 

国际资本移动主要有两种基本方式：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原因主要是在国外可以获得更高的

收益，并使投资风险分散化。  

资本国际移动的经济效应是使世界总资本的利用效率提高；使世界总产量增加，国民福利水平

提高；使两国的国民收入分配发生变化。 

一个国家吸引外资的能力不是无限的，它与由该国的物质技术基础决定的资本边际产值线有关。 

3．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也称多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载体，具有全球战略目标和高度集中统一的最显著

的特点。有关跨国公司的理论很多，主要有：垄断竞争理论、市场内部化理论、生产周期理论、区

位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发展水平理论。 

4．国际要素流动和国际贸易的关系 

（1）要素流动与贸易的替代关系 

罗伯特·蒙代尔在赫-俄理论的基础上得出国际贸易与要素流动之间是替代关系的结论。他进

一步推断，对国际贸易的阻碍会促进要素的流动，而对要素流动的限制则会促进国际贸易。 

（2）要素流动与贸易的互补与促进作用 

马库森改变了赫-俄模型中两国技术相同的假设条件，结果发现国际贸易与要素流动之间不仅

存在替代关系而且还存在互补关系。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生产要素流动和跨国公司的相关理论，并认识到要素的流

动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本章学习重点是资本、劳动要素的移动的经济效应；难点是对跨国公司理论的理解以及国

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的关系。 

作业： 

1．试分析劳动力国际移动的成本与收益。 

2．试比较劳动力与资本国际移动的经济效应的异同点。 

3．跨国公司理论主要有哪些流派？其基本观点是什么？ 

4．结合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趋势讨论跨国公司对世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3学时 

实验 1：关于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的辩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研读《抉择——关于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寓言》 

实验要求：在全体同学研读美国经济学家罗塞·罗伯茨著作《抉择——关于自由贸易与贸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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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主义的寓言》基础上，各班派 4位同学组成辩论队，通过正反两方辩论，让学生熟悉本学期所学

的内容；掌握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分析问题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对象、基本内容、研究方法和意义，

简要介绍古典贸易理论，讲述重商主义理论 
3  

2-3 第二章：古典贸易理论 5  

3-4 第三章：新古典贸易贸易理论 4  

5 第四章：产业内贸易与国际贸易新理论 3  

6 第五章：动态国际贸易理论  3  

7-10 第六章：国际贸易政策 12  

11-12 第七章：关税同盟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4  

13-14 第八章：国际贸易体系 3  

14-16 第九章：生产要素的移动与跨国公司  8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 

后续课程：中国对外贸易研究  国际贸易实务 国际贸易纠纷案例分析 国际商务管理案例分析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国际贸易理论发展与理论模型、贸易政策的影响和贸易政策制定中的政治经济学、经济

一体化的理论与发展，生产要素移动与跨国公司。 

难点：国际贸易理论的模型推导，关税的经济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生产要素移动经济效应

的理论模型推动和应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 学生自学 

3.课堂讨论和辩论 

教学手段： 

1.课堂讨论交流 

2.课堂提问与测试 

3.多媒体教学 

4.课后习题练习 

5.课堂测试 

6.读书报告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用讨论室，多媒体进行课堂辩论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作为规范经济学，课堂讲授固然重要的，但是要想很好掌握所学知识，课后练习是必备的，本

课程都会在重点章节后留计算题、证明题，并安排助教课后进行习题课程。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 

本课程注重学生学习过程的考核，平实成绩占 30-40%，成绩构成包括课堂考勤，课堂表现，

课堂测试，课后作业，为了激发学生对国际贸易学科的学习兴趣，要求学生必须写一篇经济学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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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读书报告。 

期末成绩占 60-70%。 

7、作业要求： 
重点章节单独留的计算题、证明题必须自己独立完成，以纸质版上交，并按时参加习题课辅导。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本教材采用“十二五”规划教材以及主讲教师参编的精品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赵春明、魏浩等：《国际贸易》（第 3版）（“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高

等学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主要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7月版。 

2．赵春明、宏结等：《国际经济学》（第 2版）（国际经济与贸易精品教材），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2年 6月。 

（二）推荐参考书 

1．[美]保罗·克鲁格曼等著：《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五版）,清华经济学系列英文版教

材，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2． [美]Dominick Salvatore：国际经济学（第八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年 7月版。 

3． [美]罗伯特•C•芬斯特拉（Robert C•Feenstra），张友仁译.国际贸易[M].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11. 

4． [美]罗塞·罗伯茨.《抉择——关于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寓言》.国际经济学译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 [美]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6． [美]保罗·克鲁格曼：《汇率的不稳定性》，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7． [美]保罗·克鲁格曼：《流行的国际主义》，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8． [美]保罗·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国际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译丛，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00。  

9． [美]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0． [美]保罗·克鲁格曼：《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政策——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和国际贸易》，

上海三联出版社，1993。 

11． [瑞典]伯尔蒂尔·俄林（王继祖等译校）：《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商务印书馆，1986年。 

12． [德]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61年。 

13． [意]G·甘道尔夫等：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 

14． 李坤望著：《国际经济学》（第 3 版高等学校经济学类核心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1年 8月版。 

15． 张伟伯：《国际经济学学习与习题指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3月版 

执笔：宏结  审稿：杨丽花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2日 

 

金融市场学（英语双语） 
Financial Market 

课程号：306020673 

一、课程教学目标： 

《金融市场学》是一门以经济学为基础，同时又相对独立的现代金融实务课。学习《金融市场

学》，必须了解和掌握金融市场的基本构成要素及相互有机联系；了解和掌握金融市场的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基本操作方式方法；了解和掌握金融市场的基本架构、基本功能和运行、发展的基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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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并能运用所学理论、方法分析、指导我国金融市场实践。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金融市场学的教学目的是要求学生掌握金融市场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金融市场的各种

运行机制，主要金融变量之间的相互联系，并能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金融市场的相

关问题，达到金融学专业培养目标的要求，为日后进一步学习、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奠定扎实的基

础。本课程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特色，结合本专业学生的特点，高职高专教材，将学科有关知识和

能力培养相结合，对于培养金融学专业人才有重要意义。 

本课程从阐述和分析构成金融市场的几大基本要素人手，进而阐述金融市场产生和发展的基本

脉络、金融市场体系的基本结构和基本功能；在了解和把握金融市场整体发展脉络、基本结构和功

能的基础上，对构成金融市场体系的几个主要子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债券市场、

股票市场、外汇市场、金融期货市场及投资基金市场等，进行分别具体的介绍和阐述；最后，对国

际和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进行展望。 

本课程从体系结构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包括第一章——金融市场总论；第二部分主

要包括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金融市场的基本要素；第三部分主要包括第六章、第

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章和第十二章——金融市场体系中的几个主要子市场；第

四部分主要包括第十三章——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展望、本课程的重点内容是第三部分。   

第一章 总论   

本章主要阐述金融市场的要素构成、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金融市场的主体结构及金融市场

的主要功能。力求对金融市场有一个概要的了解和总体的把握。重点是要了解和把握金融市场形成

与发展的基本脉络、金融市场的总体结构和基本功能。   

第一节 金融市场的要素构成   

第二节 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第三节 金融市场的结构   

第四节 金融市场的功能   

第五节 金融市场的监督管理   

第二章 金融市场主体——交易者   

本章主要介绍构成金融市场的基本要素之一，即金融市场的主体——金融市场的主要交易者或

金融市场的主要供给方和需求方。   

通过本章的学习，不仅要了解和掌握金融市场的主体有哪些，同时更要了解和掌握这些市场主

体的形成基础、活动领域和方式。   

第一节 金融市场主体之一——企业   

第二节 金融市场主体之二——政府   

第三节 金融市场主体之三——金融机构   

第四节 金融市场主体之四——机构投资者   

第五节 金融市场主体之五——家庭   

第三章 金融市场客体——交易工具   

本章主要介绍在金融市场进行交易的各种金融商品或金融工具。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了解有哪些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的金融商品，这些金融商品所具有的不

同特点，以及这些金融商品交易的方式等。   

第一节 金融市场客体之一——货币头寸    

第二节 金融市场客体之二——票据   

第三节 金融市场客体之三——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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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金融市场客体之叫——一股票   

第五节 金融市场客体之五——外汇   

第四章 金融市场媒体——中介人   

本章主要阐述作为金融市场的另一构成要素，即金融市场媒体。金融市场媒体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以自然人为载体的媒体，即作为金融市场的媒介的各种经纪人或交易商；另一类则是以法人

或会员组织为载体的媒体，即作为金融市场媒介的各种中介组织。本章主要阐述第一类媒体的构成、

扮演的角色、主要的活动领域和方式等。   

第一节 货币经纪人    

第二节 证券经纪人   

第三节 证券承销人   

第四节 外汇经纪人   

第五章 金融市场媒体——中介组织或机构   

本章主要阐述金融市场的另一类媒介，即以法人或会员组织为载体，主要包括证券公司、投资

银行或商人银行、其他金融机构、证券交易所和准证券交易所等。通过本章的学习，主要了解这些

中介机构的性质和职能；它们产生或存在的条件；它们在金融市场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及所发挥的

作用；它们在金融市场上的主要活动领域和方式等。   

第一节 证券公司   

第二街 证券交易所   

第三节 投资银行   

第四节 商人银行   

第五节 其它金融机构  来源:考试大-自考站  

第六章 同业拆借市场   

从本章开始将分别阐述金融市场的各个不同的子市场，首先从货币市场中的同业拆借市场入

手，阐述同业拆借市场的产生和发展、同业拆借市场的结构与功能、同业拆借市场的运作以及同业

拆借市场的调控与管理等。   

通过本章的学习，重点了解和掌握同业拆借市场的结构特征和运作规则。   

第一节 同业拆借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节 同业拆借市场的结构   

第三节 同业拆借市场的运作    

第四节 同业拆借市场的功能   

第五节 同业拆借市场的管理   

第七章 票据市场   

本章主要阐述票据市场的形成和发展，票据市场的种类和功能，并分别阐述商业票据市场、银

行承兑票据市场、大额可转让存单市场等子市场。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重点了解票据市场的基本结构、各种票据的发行和流通规则，以及对票据

市场的管理要求等。    

第一节 商业票据市场   

第二节 银行承兑汇票市场   

第三节 我国的票据承兑与贴现市场   

第四节 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市场   

第八章 债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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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阐述作为证券市场中最为发达的债券市场。通过本章的学习，主要了解和掌握债券形

成和发展、债券市场的结构与功能、债券的发行与承销、债券的发行利率、债券的流通转让；同时

对政府债券市场、企业债券及金融债券市场等也将有具体的了解。    

第一节 债券市场的形成与功能   

第二节 债券的发行市场   

第三节 债券的转让流通市场   

第四节 政府债券市场   

第五节 企业债券市场   

第九章 股票市场   

本章主要阐述证券市场中的另一个主要市场——股票市场。通过本章的学习，主要了解和把握

股票市场的基本结构、股票市场的基本功能、股票的发行市场、股票的流通市场以及对股票市场的

监督和管理等。    

第一节 股票市场的结构与功能   

第二节 股票的发行市场   

第三节 股票的流通市场   

第四节 股票市场的管理   

第十章 股票、债券的价格与收益率   

本章主要阐述股票、债券转让价格的形成基础，影响股票、债券转让价格变化的主要因素，其

价格与收益率的关系，如何反映股票、债券价格及收益率的水平，股票价格指数的种类及计算等。   

第一节 股票转让价格及主要影响因素   

第二节 股票价格指数   

第三节 债券转让价格及主要的影响因素   

第四节 债券收益率及其计算   

第十一章 股票、债券投资操作分析   

本章主要介绍股票、债券投资的一些基本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即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简言

之，通过基本分析的学习，可以了解和掌握选择值得投资的品种，而技术分析则告诉投资者买或卖

的时机。   

第一节 基本分析与技术分析概述   

第二节 技术分析   

第十二章 投资基金市场   

本章主要介绍基金的产生与发展、种类、各种基金的定义和优缺点，以及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

组建和发行。   

通过本章的学习，主要了解各种证券投资基金的意义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掌握各种投资

基金的内容、特点，以及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组建和发行程序与要求。   

第一节 证券投资基金及其在我国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节 投资基金的分类   

第三节 证券投资基金的组建与发行   

第十三章 外汇市场   

本章主要阐述外汇市场是怎样形成的，外汇市场具有什么功能，外汇市场的结构，外汇交易的

种类及主要交易方式，以及对外汇市场的调控与管理。通过本章的学习，要了解即期外汇市场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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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外汇市场交易的主要特点。   

第一节 外汇市场的形成与功能   

第二节 外汇市场的结构与运行机制   

第三节 外汇市场的管制   

第十四章 金融期货市场   

本章主要阐述作为金融市场创新的产物之一的金融期货市场。通过本章的学习，主要了解、金

融期货市场的形成、金融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金融期货市场的构成要素和金融期货市场的运作规

则；同时了解期货市场的几个子市场，即外汇期货市场、利率期货市场、股票与股票指数期货市场。   

第一节 金融期货市场的形成及功能   

第二节 金融期货市场的构成要素与操作   

第三节 外汇期货市场   

第四节 利率期货市场   

第五节 股票和股票指数期货交易市场   

第十五章 世界金融市场的回顾与前瞻   

本章主要从全球的角度，对金融市场的发展及前景进行简要的回顾和展望，阐述金融市场发展

的主要趋势。通过本章的学习，主要了解世界金融市场发展的主要轨迹以及影响金融市场发展的主

要因素；同时了解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主要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战略。   

第一节 金融市场发展回眸   

第二节 世界金融市场发展的展望   

第三节 世界金融市场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三、课时分配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金融市场学概论 3  

2 第二章货币市场 3  

3 第三章资本市场 3  

4 第四章外汇市场 3  

5 第五章衍生市场 3  

6 第六章利率机制 3  

7 第七章风险机制 3  

8 第七章风险机制\第八章风险资产的定价 3 第七章 1小时，第八章 2学时 

9 第八章风险资产的定价 3  

10 第九章效率市场假说 3  

11 第十章债券价值分析 3  

12 第十一章普通股价值分析 3  

13 第十二章远期与期货的定价 3  

14 第十三章期权的定价 3  

15 第十三章期权的定价 3  

16 第十三章期权的定价 3  

合计 48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后续课程：投资学，金融工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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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资产定价基础 

难点：各类金融机构职能，金融市场之间的区别，金融资产定价。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解+实验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金融软件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美）法博齐，（美）莫迪利亚尼，（美）琼斯，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基础（英文版，原书

第 4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1  

2. 田文昭，《金融资产的定价理论与数值计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 

（二）推荐参考书 

1. 罗斯，马奎斯，金融市场学 （英文版 原书第 10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4. 

2. Frederic S.Mishkin ，Stanley G.Eakins,,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第 3 版）,清华大学出

版社,2003.12. 

执笔：田文昭  审稿：陈佳俊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1日 

 

货币金融学（英语双语） 
Money and Finance 

课程号：3060300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经济学专业成思危现代金融精英班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is course is intended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role tha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lay i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hat they will face in the future; 

2、It also help students obt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se and other important financial issues 
facing private citizens and government policy-makers both here in China and abroad.  

3、Students will possess a solid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ies in the field of money and finance, and 
will be able to translate this knowledge into practice.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及学生参与的研讨和学术研究规范的基本训练，

使学生掌握货币、信用、利率、金融机构组织、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以及货币供给和需求等方面

的基础知识、金融市场运行、金融产品定价、金融机构组织管理，以及货币政策体系和传导机制的

基本原理，以及有效市场假说、存款创造和货币供给管理等原理，了解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体系

方面的基本概念，为《国际经济学》（二）、《投资学》、《公司理财》、《商业银行》、《期货、期权和

衍生证券》和《金融经济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金融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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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货币金融学》概述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Introduction to “Money and Finance”. 《货币金融学》导论 

2．What Is Money? 货币概论 

3.  An Overview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金融体系概览 

学习目标： 

1．了解《货币金融学》课程的基本框架体系。 

2．掌握有关货币的基本概念，支付制度的演变和最新发展趋势，以及货币供给量衡量的基本

指标。 

3.  把握金融体系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区分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渠道的差异性，了解金融工

具、金融组织，以及监管体系的基本特点。 

作业：阅读米尔顿·弗里德曼著《货币的祸害》一书；完成 myeconlab相关章节的网络练习和

作业；学习用英文写出一份“30字个人简历”。 

知识单元 2：金融市场运行机制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Understanding Interest Rates 如何理解利率。 

2．The Behavior of Interest Rates 解释利率行为的理论。 

3.  The Term and Risk Structures of Interest Rates 利率的期限结构和风险结构 

4.  The Stock Market, Theory of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股票市场、理性预期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说 

学习目标： 

1．了解利率、到期收益率、信用、现值、终值、货币的时间价值、风险和预期收益等基本概念。 

2．掌握现值与债券定价的关系原理、资产需求和投资组合的理论、影响利率的多种因素及其

相互作用的机制，以及股票定价的基本原理。 

3.  理解和掌握资本资产定价（CAPM）的一般原理、有效市场假说的内涵，以及行为金融学的

基本理论观点。 

作业：阅读罗伯特·希勒著：《非理性繁荣》；完成 myeconlab相关章节的网络练习和作业；阅

读一篇英文原著学术论文（NBER），并用中文写出 1000字左右的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3： 金融机构组织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inancial Structure 金融机构组织的经济学分析。 

2．Financial Crises in Advance Economies and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 

3.  Banking and the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银行和金融机构管理。 

4.  Economic Analysis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银行监管的经济学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利益冲突、金融危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利率管理和金

融监管等基本概念。 

2．掌握有关解释金融中介存在原因的主要理论、金融危机发生的影响机制、商业银行经营管

理的基本原则和理论，以及对银行业和金融业进行监管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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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阅读哈罗德·文·B. 克里弗兰德，托马斯·F. 候尔塔斯等著：《花旗银行（1812-1970）》

一书；完成 myeconlab相关章节的网络练习和作业；阅读若干篇中文的学术论文，并写出 1000字

左右的文献综述。 

知识单元 4： 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Central Banks: A Global Perspective全球视野下的中央银行。 

2．The Money Supply Process货币供给过程。 

3.  The Tools of Monetary Policy 货币政策工具。 

4.  The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货币政策执行和传导

机制。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央银行、基础货币、货币供应乘数和名义锚等基本概念。 

2．掌握有关解释中央银行独立性和运行机制、存款多倍创造、传统性和非传统性货币政策工

具、货币政策工具与货币供求管理的基本原理，以及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的联系渠道，及其对实体

经济的影响等基本理论。 

作业：阅读伍德著：《英美中央银行史》一书；完成 myeconlab 相关章节的网络练习和作业；

在阅读原著的基础上，写出 2000字左右的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5： 货币需求与货币政策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Quantity Theory, Infl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Money 货币需求理论。 

2．Monetary Policy Theory 货币政策理论 

3.  The Role of Expectations in Monetary Policy 预期在货币政策中的作用 

学习目标： 

1．了解货币的流通速度、交易方程式、货币需求、通货膨胀（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动型）、预

算赤字与债务货币化、通货膨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等基本概念。 

2．掌握有关货币数量论、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关于货币需求的不同理论模型的差别，货币政策

的不同规则及其影响，以及预期在货币政策中的作用等基本理论。 

作业：阅读贝克著：《金融的困境》一书；完成 myeconlab 相关章节的网络练习和作业；在小

组合作调研的基础上，写出 5000字左右的研究报告。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to “Money and Finance” 3  
2 What Is Money? 3  
3 An Overview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3  
4 Understanding Interest Rates 3  
5 The Behavior of Interest Rates 3  
6 The Term and Risk Structures of Interest Rates 3  

7 
The Stock Market, Theory of R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3  

8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inancial Structure 3  

9 
Financial Crises in Advance Economies and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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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anking and the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1  
11 Banking and the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2  
12 Economic Analysis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1  
13 Economic Analysis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1  
14 Central Banks: A Global Perspective 2  
15 The Money Supply Process 2  
16 The Tools of Monetary Policy 1  
17 The Tools of Monetary Policy 1  
18 The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2  
19 The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and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3  
20 Quantity Theory, Infl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Money 3  
21 Monetary Policy Theory 2  

 The Role of Expectations in Monetary Policy 1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后续课程：投资学》、《国际经济学》、《商业银行管理》、《中央银行学》和《金融工程学》。2、

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货币理论、金融产品定价原理、金融市场理论、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 

难点：金融产品定价原理、有效市场假说、存款创造和货币乘数，以及中央银行与货币政策的

运行机制。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主讲教师讲授和引导。 

2. 引导学生进行文献研读和参与实践问题的讨论。 

教学手段： 

1.传统教学手段，如 PPT课件、板书、公式推导和分析。 

2.网络教学管理，如运用培生公司的 Myeconlab网络课堂管理方式，管理学生的课后学习。 

3.通过互联网查找相关资料，以及案例材料，如美联储、英格兰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国际清

算银行等机构发布的资料，还有就是可以利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学术资源。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阅读经典著作和最新的研究文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教学管理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

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三次月考，以及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

试占 50％。 

7、作业要求： 
详见每章结束所布置的课后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金融学的国际化和通用化知识体系，本课程选用的教材均是国际通用且最新的国外原版教

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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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用教材 

1. Frederic S. Mishkin,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11
th
. 

Pearson Education, Inc. 2016. 

（二）推荐参考书 

1. 胡庆康主编：《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第 5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2. R. Glenn Hubbard, Anthony Patrick O’Brien, Money, Banking, and the Financial System, 

Pearson, 2013. 

执笔：巫云仙  审稿：黄立君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国际经济学（一）（英语双语）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 

课程号：3060300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国际经济学作为一种与世界经济现象密不可分的分析方法，并非仅局限于关于抽象模型的抽象

理论，因此，本课程强调概念及其应用，是经济学、金融学与管理学专业学生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讲授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进展。使学生理解基础概念的内涵、

国际经济运行的基本机理和国际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架构；拓宽学生对前沿理论的了解，增强学

生对经济学理论的认知和兴趣。 

2、通过讲述理论在分析有关国际经济现象和问题中的应用，向学生展示理解变化中的世界经

济和分析国际经济政策领域实际问题的基础和前沿分析范式，增强学生应用理论工具分析经济问题

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夯实学生的国际经济学基础，提高对理论的认知和方法的掌握，增强学生应

用理论分析框架研究世界经济问题的实践能力。课程教学紧密结合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发展，随着知

识体系的演进而不断更新。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共 48学时） 

知识单元 1：世界贸易概述 

Unit 1 Introduction of World Trade 
Study Objectives学习目标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know what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is about,  
2. understand the basic theme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3. know the logic of the trade pattern and the gravity model 
4. understand the trends of changing pattern of world trade. 
Contents 学习内容 
1. Basic ideas 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 An over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l the intu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l a glance over key events that shape our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l data demonstrating the growth in trade and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mes 
l the gains from trade, patterns of trade, effects of government policies on trade; 
l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exchange rate determination, the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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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glance over the motives for and implications of pattern of trade between countries 
2.  The observations on the pattern of world trade 
l distance matters: countries tend to trade with nearby economies 
l size matters: trade is proportional to country size 
1. The gravity model: an empirical model considering the pattern of world trade. 
2. The way trade has evolved over time: living in a becoming “smaller” world 
l the great waves of globalization; 
l the changing nature of trade; 
l service outsourcing (or offshoring) 
Course hours and the time allocation学时分配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1 0.6  0.3 3 

Homework作业 
1. Key Terms 
the gains from trade, the pattern of trade, Protectionism,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exchange rate determination, the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developing countries, gravity model,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  
service offshoring (service outsourcing), third world, trade agreement.  
2. Discussion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3. Problems. 
(3) Using the gravity model to explain the following three questions. 
a) Canada and Australia are (mainly)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with populations that are not too 

different in size (Canada’s is 60 percent larger). But Canadian trade is twice as large, relative to GDP, as 
Australia’s. Why should this be the case? 

b) Mexico and Brazil have very different trading patterns. While Mexico trades main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razil trades about equally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In addition, 
Mexico does much more trade relative to its GDP. Explain these differences using the gravity model. 

c)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East Asian economies have increased their share of world GDP. 
Similarly, intra–East Asian trade—that is, trade among East Asian nations—has grown as a share of world 
trade. More than that, East Asian countries do an increasing share of their trade with each other. 

(4) Looking at world trade as a whole, economists have found that an equation of the following form 
predicts the volume of trade between any two countries fairly accurately, 

Tij= A × Yi × Yj / Dij          (2-1) 
where A is a constant term, Tij is the value of trade between country i and country j, Yi is country i’s 

GDP, Yj is country j’s GDP, and Dij i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Economists often estimate a 
somewhat more general gravity model of the following form: 

Tij= A ×Yi
a ×Yj

b / Dij
c
          (2-2) 

This equation says that the three things that determine the volume of trade between two countries are 
the size of the two countries’ GDPs and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countries, without specifically assuming 
that trade is proportional to the product of the two GDPs and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distance. Instead, a, 
b and c are chosen to fit the actual data as closely as possible. If a, b and c were all equal to 1, Equation 
(2-2) would be the same as Equation (2-1). 

Equation (2.1) says that trade between any two countries is proportional to the product of their GD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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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is mean that if the GDP of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doubled, world trade would quadruple? 
知识单元 2：劳动生产率和比较优势：李嘉图模型 

Unit 2 Labor Productivity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 Ricardian Model 
Study Objectives 学习目标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know the concept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2. use the Ricardian model 
3. understand the gains from trade,  
Contents 学习内容 
1. Theories of why trade occurs: 
l Differences across countries 

i. The Ricardian model examines differences in the productivity of labor (due to differences in 
technology) between countries. 

ii.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examines differences in labor, labor skills, physical capital, land, or 
other factors of production between countries. 

l Economies of scale (larger scale of production is more efficient) 
2. Opportunity Cost,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rade 
l A simple example  
l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producing something measures the cost of not being able to produce 

something else with the resources used. 
l A country ha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producing a good if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producing 

that good is lower in the country than in other countries.  
l When countries specialize in production in which they have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more 

goods and services can be produced and consumed.  
3. A one-factor Ricardian model 
l Assumptions  

i. Labor is the only factor of production. 
ii. Labor productivity varies across countries due to differences in technology, but labor productivity 

in each country is constant. 
iii. The supply of labor in each country is constant. 
iv. Two goods. 
v. Competition allows workers to be paid a “competitive” wage equal to the value of what they 

produce, and allows them to work in the industry that pays the highest wage. 
vi. Two countries: home and foreign. 
l A unit labor requirement  

i. indicates the constant number of hours of labor required to produce one unit of output. 
ii. A high unit labor requirement means low labor productivity. 
l Production, Prices, and Wages 

i. 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frontier (PPF) of an economy shows the maximum amount of a goods that 
can be produced for a fixed amount of resources. 

ii.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a goods 
iii. Relative Prices, Wages, and Supply 
l Trade in the Ricardian Model 

i. A country can be more efficient in producing both goods, but it will have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only one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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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ven if a country is the most (or least) efficient producer of all goods, it still can benefit from trade. 
l Relative Supply and Relative Demand 

i. To see how all countries can benefit from trade, need to find relative prices when trade exists. 
ii. World relative supply is a step function. 

4. Gains from trade 
l come from specializing in the type of production which uses resources most efficiently, and 

using the income generated from that production to buy the goods and services that countries desire. 
l Specialization 

i. “using resources most efficiently” means producing a good in which a country ha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i. With trade, a country can specialize its production and exchange for the mix of goods that it wants 
to consume. 

l Consumption possibilities 
i. With trade, consumption in each country is expanded because world production is expanded when 

each country specializes in producing the good in which it ha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l A Numerical Example 
5. Wages and trade 
l Relative Wages 

i. are the wages of the home country relative to the wages in the foreign country. 
ii. Productivity (technological) differences determine relative wage differences across countries. 

iii. Relative wages cause Home to have a cost advantage in only one goods and Foreign to have a cost 
advantage in another goods. 

l Productivity and Wages 
6. Misconceptions about comparative advantage 
7. Comparative Advantage With Many Goods 
8. Transportation costs and non-traded goods 
9. Empirical evidence 
l The main implications of the Ricardian model are well supported by empirical evidence 

i. productivity differenc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i. comparative advantage (not absolute advantage) matters for trade 

Course hours and the time allocation学时分配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2 0.6  0.2 3 
Homework作业 
1. Key Terms 
absolute advantage, comparative advantage, derived demand,   
gains from trade,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nontraded goods,  
opportunity cost, partial equilibrium analysis, pauper labor argument,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relative demand curve, relative supply curve,  
relative wage, Ricardian model, unit labor requirement,  
2. Problems 
(4) Country 1 has 1,000 units of labor available. It can produce two goods, cloth and wine. The unit 

labor requirement in cloth production is 3, while in wine production it is 2. 
a) Graph Country 1’s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b) What is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wine in terms of cl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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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n the absence of trade, what would the price of wine in terms of cloth be? Why? 
(5) Country 1 is as described in problem (1). There is now also another country, country 2, with a 

labor force of 600. Country 2’s unit labor requirement in cloth production is 4, while in wine production it 
is 1. 

a) Graph country 2’s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b) Construct the world relative supply curve. 
(6) Now suppose world relative demand takes the following form: Demand for cloth/demand for 

wine = price of wine/price of cloth. 
a) Graph the relative demand curve along with the relative supply curve. 
b) What is the equilibrium relative price of wine? 
c) Describe the pattern of trade. 
d) Show that both countries’ gain from trade. 

知识单元 3：特定要素和收入分布 
Unit 3 Specific Factor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Study Objectives 学习目标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know the concept of specific factors, 
2. use the specific factors on the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3.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within a country. 
Contents 学习内容 
1. Main reaso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effect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within a country 
l Resources cannot move immediately or costlessly from one industry to another. 
l Industries differ in the factors of production they demand. 
2. The Specific Factors 
3.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Specific Factors Model 
l allows trade to affect income distribution. 
l Assumptions: 

i. Two goods, cloth and food 
ii. Three factors of production: labor(L), capital (K) and land (T). Land and capital are both specific 

factors used only in the production of one good. 
iii. Perfect competition prevails in all markets. 
iv.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 Possibilities. 
l Prices, Wages, and Labor Allocation 

i. Demand for labor 
ii. Relative Pric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ii. Trade and Relative Prices 
4.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he Gains from Trade 
5.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l Trade and Unemployment 
l Movements in Factors of Production 
6. International Labor Mobility 
l Wages do not actually equalize, due to barriers to migration such as policies restricting 

immigration and natural reluctance to move. 
l Labor migration increases world output. 
l Income distribution by flows of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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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Migration moved the world toward more equalized wages. 
l Case: Immigration and the U.S. Economy 
Course hours and the time allocation学时分配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2 0.6  0.2 3 
Homework作业 
1. Key Terms 
budget constraint, diminishing returns, 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  
mobile factor, production function,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specific factor, specific factors model, U.S. Trade Adjustment Assistance program,  
2. Problems 
(4) In 1986, the price of oil on world markets dropped sharply.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is an 

oil-importing country, this was widely regarded as good for the U.S. economy. Yet in Texas and Louisiana, 
1986 was a year of economic decline. Why? 

(5) An economy can produce good 1 using labor and capital and good 2 using labor and land. The 
total supply of labor is 100 units. Given the supply of capital, the outputs of the two goods depend on 
labor input as follows: 

Labor Input to Good 1 Output of Good 1 Labor Input to Good 2 Output of Good 2 
0 0.0 0 0.0 
10 25.1 10 39.8 
20 38.1 20 52.5 
30 48.6 30 61.8 
40 57.7 40 69.3 
50 66.0 50 75.8 
60 73.6 60 81.5 
70 80.7 70 86.7 
80 87.4 80 91.4 
90 93.9 90 95.9 
100 100 100 100 

a) Graph the production functions for good 1 and good 2. 
b) Graph the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Why is it curved? 
(6) 3. The 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 curves corresponding to the production functions in problem (2) 

are as follows: 
Workers Employed MPL in Sector 1 MPL in Sector 2 

10 15.1 15.9 
20 11.4 10.5 
30 10.0 8.2 
40 8.7 6.9 
50 7.8 6.0 
60 7.4 5.4 
70 6.9 5.0 
80 6.6 4.6 
90 6.3 4.3 
100 6.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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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ppose that the price of good 2 relative to that of good 1 is 2. Determine graphically the wage 
rate and the allocation of labor between the two sectors. 

b) Using the graph drawn for problem 2, determine the output of each sector. Then confirm 
graphically that the slope of the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at that point equals the relative price. 

c) Suppose that the relative price of good 2 falls to 1.3. Repeat (a) and (b). 
d) Calculate the effects of the price change from 2 to 1.3 on the income of the specific factors in 

sectors 1 and 2. 
知识单元 4：资源与贸易：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Unit 4 Resources and Trade: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Study Objectives 学习目标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understand 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under different factor proportions,  
2. use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3.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4. understand the effects of trade o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between owners of different factors. 
Contents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of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l The Heckscher-Ohlin theory argues that trade occurs due to differences in labor, labor skills, 

physical capital, capital, or other factors of production across countries.  
2. Assumptions of Two Factor Heckscher-Ohlin Model  
l Two goods,  
l Two factors of production: labor and capital. 

i. The mix of labor and capital used varies across goods. 
ii. The supply of labor and capital in each country is constant and varies across countries. 

iii. In the long run, both labor and capital can move across sectors, equalizing their returns (wage and 
rental rate) across sectors. 

3. 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l With more than one factor of production, the opportunity cost in production is no longer 

constant and the PPF is no longer a straight line.  
l 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are influenced by both capital and labor. 
4. Changing the mix of inputs 
l Producers may choose different amounts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used to make cloth or food. 
l Their choice depends on the wage, w, paid to labor and the rental rate, r, paid when renting 

capital. 
5. Factor Prices and Goods Prices 
l In competitive markets, the price of a good should equal its cost of production, which depends 

on the factor prices. 
l How changes in the wage and rent affect the cost of producing a good depends on the mix of 

factors used. 
l Stolper-Samuelson theorem: If the relative price of a good increases, then the real wage or rental 

rate of the factor used intensively in the production of that good increases, while the real wage or rental 
rate of the other factor decreases. 

l Any change in the relative price of goods alters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6. Resources and Output  
l An economy with a high ratio of labor to capital produces a high output of cloth relative to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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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rade in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l The countries are assumed to have the same technology and the same tastes. 
l Like the Ricardian model,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predicts a convergence of relative prices 

with trade. 
l Relative prices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l Heckscher-Ohlin theorem: An economy ha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producing, and thus 

will export, goods that are relatively intensive in using its relatively abundant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will import goods that are relatively intensive in using its relatively scarce factors of production. 

8. 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l Unlike the Ricardian model,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predicts that factor prices will be 

equalized among countries that trade. 
l Free trade equalizes relative output prices. 
l Due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output prices and factor prices, factor prices are also equalized.  
l Trade increases the demand of goods produced by relatively abundant factors, indirectly 

increasing the demand of these factors, raising the prices of the relatively abundant factors. 
9. Trad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l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predicts that owners of relatively abundant factors will gain from 

trade and owners of relatively scarce factors will lose from trade. But little evidence supporting this 
prediction exists. 

l It would be better to compensate the losers from trade (or any economic change) than prohibit 
trade. 

l There is a political bias in trade politics: potential losers from trade are better politically 
organized than the winners from trade. 

10. Empirical evidence 
l Tests on US data: Leontief paradox. 
l Tests on global data 
Course hours and the time allocation学时分配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4.2 1.2  0.6 6 

Homework作业 
1. Key Terms 
abundant factor, biased expansion of 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equalization of factor prices, factor 

abundance, factor intensity, factor prices,  
factor-proportions theory, Heckscher-Ohlin theory, Leontief paradox,  
scarce factor, 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  
2. Problems. 
(3) I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land is cheap, the ratio of land to labor used in cattle raising is higher 

than that of land used in wheat growing. But in more crowded countries, where land is expensive and 
labor is cheap, it is common to raise cows by using less land and more labor than Americans use to grow 
wheat. Can we still say that raising cattle is land-intensive compared with farming wheat? Why or why 
not? 

(4) The world’s poorest countries cannot find anything to export. There is no resource that is 
abundant—certainly not capital or land, and in small poor nations not even labor is abundant.” Discuss. 
知识单元 5：标准贸易模型 

Unit 5 The Standard Trad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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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bjectives 学习目标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review the traditional trade models,  
2. understand the standard trade model, 
3. understand relative supply and demand 
4. understand basic pattern of the welfare effects of trade and their policy implication. 
Contents 学习内容 
1. The Standard Trade Model 
l is a general model that includes Ricardian, specific factors, and Heckscher-Ohlin models as 

special cases. 
2. Relative Supply and Demand 
l Production Possibilities 
l Relative prices and relative supply 
l Indifference curves 
l Consumption choice 
l Relative prices and relative demand 
3. The Welfare Effects of Changes in the Terms of Trade 
l The terms of trade refers to the price of exports relative to the price of imports. 
l A decline in the terms of trade decreases a country’s welfare. 
l Determining Relative Prices 
4.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Growth 
l Growth is usually biased: it occurs in one sector more than others, causing relative supply to 

change. 
l Biased growth and the resulting change in relative supply causes a change in the terms of trade. 
l Export-biased growth and Import-biased growth 
l The effects of the growth in Asia on the welfare of high-income countries 
5. Import Tariffs and Export Subsidies 
l simultaneous shifts in relative supply and demand, influence the terms of trade and therefore 

national welfare and drive a wedge between prices in world markets and prices in domestic markets. 
l Relative Price and Supply Effects of a Tariff 
l Effects of an Export Subsidy 
l Implications of Terms of Trade Effects: Who Gains and Who Loses? 
6. International Borrowing and Lending 
l Home exports current consumption and imports future consumption. 
l Home lends to Foreign by consuming less than it produces now. 
l Foreign pays back the loan by consuming less than it produces in the future. 
l When international borrowing and lending are allowed, the relative price of future consumption 

– and thus the world real interest rate - is determined by the intersection of world relative demand and 
world relative supply. 

Course hours and the time allocation学时分配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8 0.8  0.4 4 
Homework作业 
1. Key Terms 
biased growth, export-biased growth, export subsidy, external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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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serizing growth, import-biased growth, import tariff, terms of trade, 
indifference curves, internal price, intertemporal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intertemporal trade, isovalue lines, real interest rate, standard trade model,  
2. Problems. 
(4) Assume that Norway and Sweden trade with each other, with Norway exporting fish to Sweden, 

and Sweden exporting Volvos (automobiles) to Norway. Illustrate the gains from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using the standard trade model, assuming first that tastes for the goods are the same in both 
countries, but that the 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s differ: Norway has a long coast that borders on the 
north Atlantic, making it relatively more productive in fishing. Sweden has a greater endowment of capital, 
making it relatively more productive in automobiles. 

(5) The counterpart to immobile factors on the supply side would be lack of substitution on the 
demand side. Imagine an economy where consumers always buy goods in rigid proportions—for example, 
one yard of cloth for every pound of food—regardless of the prices of the two goods. Show that an 
improvement in the terms of trade benefits this economy as well. 

(6) Japan primarily exports manufactured goods, while importing raw materials such as food and oil. 
Analyze the impact on Japan’s terms of trade of the following events: 

a) A war in the Middle East disrupts oil supply. 
b) Korea develops the ability to produce automobiles that it can sell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 U.S. engineers develop a fusion reactor that replaces fossil fuel electricity plants. 
d) A harvest failure in Russia. 
e) A reduction in Japan’s tariffs on imported beef and citrus fruit. 

知识单元 6：外部规模经济和生产的国际区位 
Unit 6 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he International Location of Production 
Study Objectives 学习目标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know the concepts of 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2. understand economies of scale and market structure 
3. understand relation between trade and location 
Contents 学习内容 
1.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or economies of scale 
2. Economies of Scale and Market Structure 
l 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occur when cost per unit of output depends on the size of the 

industry. 
l In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occur when the cost per unit of output depends on the size of a firm. 
l Different implications for the structure of industries 
3. The Theory of External Economies 
l The effects of concentrating production. 
l Reasons of External economies 

i. Industrial linkage: Specialized equipment or services may be needed for the industry, but are only 
supplied by other firms if the industry is large and concentrated. 

ii. Labor pooling: a large and concentrated industry may attract a pool of workers, reducing employee 
search and hiring costs for each firm. 

iii. Knowledge spillovers: workers from different firms may more easily share ideas that benefit each 
firm when a large and concentrated industry ex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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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 forward-falling supply curve: the larger the industry’s output, the lower the price at which 
firms are willing to sell. 

4. External Econom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l If external economies exist, however, the pattern of trade could be due to historical accidents 
l No guarantee that the right country will produce a good that is subject to external economies. 
l Trade based on external economies has an ambiguous effect on national welfare. 
l It’s better for the world that each industry with external economies be concentrated somewhere. 
5. Dynamic Increasing Returns 
l Dynamic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exist if average costs fall as cumulative output over time 

rises. 
l Dynamic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could arise if the cost of production depends on the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which depend o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ver time. 
l A learning curve. 
l Used to justify protectionism. 
6.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Geography 
l Non-tradable goods 
l the pattern of trade may be due to historical accidents 
l Broad definition of economic geography: how humans transact with each other across space. 
l The effects of communication changes 
Course hours and the time allocation学时分配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3.8 0.8  0.4 5 

Homework作业 
1. Key Terms 
average cost of production, dynamic increasing returns, economic geography,  
economies of scale, 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forward-falling supply curve,  
infant industry argument, in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labor market pooling, 
interregional trade, knowledge spillovers, learning curve, specialized suppliers,  
2. Problems. 
(5) For each of the following examples, explain whether it is a case of external or in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a) Most musical wind instru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produced by more than a dozen 

factories in Elkhart, Indiana. 
b) All Hondas sold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either imported or produced in Marysville, Ohio. 
c) All airframes for Airbus, Europe’s only producer of large aircraft, are assembled in Toulouse, 

France. 
d) Hartford, Connecticut, is the insurance capital of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6) It is often argued that the existence of increasing returns is a source of conflict between countries, 

since each country is better off if it can increase its production in those industries characterized by 
economies of scale. Evaluate this view in terms of the external economy model. 

(7) Give two examples of products that are traded on international markets for which there are 
dynamic increasing returns. In each of your examples, show how innovation and learning-by-doing are 
important to the dynamic increasing returns in the industry. 

(8) Evaluat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economies of scale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causing the 
following: 



4462 

a) Most of the world’s aluminum is smelted in Norway or Canada. 
b) Half of the world’s large jet aircraft are assembled in Seattle. 
c) Most semiconductors are manufactured in either the United States or Japan. 
d) Most Scotch whiskey comes from Scotland. 
e) Much of the world’s best wine comes from France. 

知识单元 7：全球经济中的厂商：出口决策，外包和跨国企业 
Unit 7 Firms in the Global Economy: Export Decisions, Outsourcing, an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Study Objectives 学习目标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know the concept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2. understand the trade model under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3. understand some international trade instruments. 
Contents 学习内容 
1. The effects of in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on trade:  
l In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causes the industry to become uncompetitive. 
l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between sectors and firms 
l Why integration causes the better-performing firms have a greater incentive to enga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2. The theory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l Firms’ market powers in imperfect competition 
l A Brief Review of Monopoly 

i. A larger firm is more efficient because average cost decreases as output increases 
ii. The monopolist earns some monopoly profits 

3.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Trade 
l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i. Basic Properties 
ii. A simple model  
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in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lead to trade between similar countries 

with no comparative advantag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l The Significance of Intra-industry Trade 
l Firm Responses to Trade 

i. Increased competition tends to hurt the worst-performing firms 
ii. The best-performing firms take the greatest advantage of new sales opportunities and expand the 

most. 
iii. Overall industry performance improves 
l Trade Costs and Export Decisions 

i. A major reason why trade costs reduce trade so much is that they drastically reduce the number of 
firms selling to customers across the border.  

ii. Two important predictions 
4. Protectionism and Dumping 
l Dumping 

i. An example of price discrimination: the practice of charging a lower price for exported goods than 
for goods sold domestically. 

ii. Dumping can be a profit-maximizing strategy: 
l Most economists believe that the enforcement of dumping claims is misgu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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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ultinationals and Outsourcing 
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refers to investment in which a firm in one country directly controls 

or owns a subsidiary in another country. 
l A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l Greenfield FDI and Brownfield FDI (or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 Greenfield FDI has tended to be more stable, while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end to 
occur in surges. 

l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been the biggest recipients of inward FDI. 
l Steady expansion in the share of FDI flowing to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countries.  
l Sales of FDI affiliates are often used as a measure of multinational activity. 
6. The Firm’s Decision Regard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 Two main types of FDI: Horizontal FDI and Vertical FDI 

i. Vertical FDI is mainly driven by production cost differences between count. 
ii. Horizontal FDI is dominated by flows between developed countries 
l Proximity-concentration trade-off: 

i. High trade costs associated with exporting create an incentive to locate production near customers.  
ii.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in production create an incentive to concentrate production in fewer 

locations. 
l Foreign outsourcing or offshoring occurs when a firm contracts with an independent firm to 

produce in the foreign location.  
l Internalization occurs when it is more profitable to conduct transactions and production within a 

single organization 
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hould benefit the countries involved for reasons similar to why 

international trade generates gains. 
Course hours and the time allocation学时分配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4.6 1.0  0.4 6 

Homework作业 
1. Key Terms 
antidumping duty, average cost, dump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  
foreign outsourcing, horizontal FDI, imperfect competition, in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internalization motive, intra-industry trade, location motive, marginal cost, marginal revenue, markup 
over marginal cost,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offshoring, oligopoly, pure monopoly, vertical FDI,  

2. Problems. 
(3) In perfect competition, firms set price equal to marginal cost. Why can’t firms do this when there 

are in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4) Suppose that fixed costs for a firm 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start-up costs of factories, capital 

equipment, and so on) are $5 billion and that variable costs are equal to$17,000 per finished automobile. 
Because more firms increase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the market price falls as more firms enter an 
automobile market, or specifically, P=17,000 + (150/n), where n represents the number of firms in a 
market. Assume that the initial size of the U.S. and the European automobile markets are 300million and 
533 million people, respectively. 

a) Calculate the equilibrium number of firms in the U.S. and European automobile markets 
without trade. 

b) What is the equilibrium price of automobi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if the auto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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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is closed to foreign trade? 
c) Now suppos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ecides on free trade in automobiles with Europe. The trade 

agreement with the Europeans adds 533 million consumers to the automobile market, in addition to the 
300 mill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 many automobile firms will there b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combined? What will be the new equilibrium price of automobiles? 

d) Why are pr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different in (c) and (b)? Are consumers better off with free 
trade? In what ways? 
知识单元 8：贸易的政策工具 

Unit 8 The Instruments of Trade Policy 
Study Objectives 学习目标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4. understand costs and benefits of a tariff 
5. use the trade theory on basic analysis of tariffs,  
6. understand some instruments of trade policy. 
Contents 学习内容 
1. What is tariffs 
l A tariff is a tax levied when a good is imported.  
l A specific tariff and an ad valorem tariff 
2. Supply, demand, and trade in a single industry 
l How a tariff affects a single market. 
l An import demand curve and an export supply curve 
l World Equilibrium 

i. The Equilibrium of import demand and export supply 
ii. home demand, supply; foreign supply, demand; world demand, supply. 

3. The effects of a tariff 
l A tariff acts like a transportation cost, making sellers unwilling to ship goods unless the Home 

price exceeds the Foreign price by the amount of the tariff 
l A tariff makes the price rise in the Home market and fall in the Foreign market. 
l A “small” country would have no effect on the foreign (world) price 
4. Measuring the costs and benefi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protection 
l measures how much protection a tariff (or other trade policy) provides, which represents the 

change in value that firms in an industry add to the production process when trade policy changes, which 
depends on the change in prices the trade policy causes. 

l Effective rates of protection often differ from tariff rates because tariffs affect sectors other than 
the protected sector, causing indirect effects on the prices and value added for the protected sector. 

l How to measure these costs and benefits? Use the concepts of consumer surplus and producer 
surplus. 

i. Consumer Surplus measures the amount that consumers gain from purchases by computing the 
difference in the price actually paid from the maximum price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pay for each unit 
consumed. 

ii. Producer surplus measures the amount that producers gain from sales by computing the difference 
in the price received from the minimum price at which they would be willing to sell. 

l A tariff raises the price in the importing country 
5. Costs and Benefits of Tariffs 
l A tariff raises the price of a good in the importing country, so it hurts consumers and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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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ers there. 
l For a “large” country, whose imports and exports affect world prices, the welfare effect of a 

tariff is ambiguous.  
l The tariff distort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decisions: producers produce too much and 

consumers consume too little. 
l The government gains at the expense of consumers and foreigners. 
6. Export Subsidy 
l An export subsidy can also be specific or ad valorem: a payment per unit exported. 
l An ad valorem subsidy is a payment as a proportion of the value exported. 
l An export subsidy raises the price in the exporting country, decreasing its consumer surplus 

(consumers worse off) and increasing its producer surplus (producers better off). 
l An export subsidy lowers the price paid in importing countries  
l An export subsidy damages national welfare. 
l The export subsidy distorts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decisions: producers produce too much 

and consumers consume too little compared to the market outcome. 
l A case: Export Subsidy in Europe 
7. Import Quota 
l An import quota is a restriction on the quantity of a good that may be imported, which is usually 

enforced by issuing licenses or quota rights. 
l A binding import quota will push up the price of the import because the quantity demanded will 

exceed the quantity supplied by Home producers and from imports. 
l Quota rents. When a quota instead of a tariff is used to restrict imports, the government receives 

no revenue. Instead, the revenue from selling imports at high prices goes to quota license holders. 
8.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 
l A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 works like an import quota, except that the quota is imposed by the 

exporting country rather than the importing country, which are usually requested by the importing country. 
l The profits or rents from this policy are earned by foreign governments or foreign producers. 
9. Local Content Requirement 
l A local content requirement is a regulation that requires a specified fraction of a final good to be 

produced domestically. 
l From the viewpoint of domestic producers of inputs, a local content requirement provides 

protection in the same way that an import quota would. 
l From the viewpoint of firms that must buy home inputs, the requirement does not place a strict 

limit on imports, but allows firms to import more if they also use more home parts. 
l Local content requirement provides neither government revenue (as a tariff would) nor quota 

rents. 
10. Other Trade Policies 
l Export credit subsidies 

i. A subsidized loan to exporters 
ii. Government procurement 

iii. Bureaucratic regulations 
l The Effects of Trade Policy 
Course hours and the time allocation学时分配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4.6 1.0  0.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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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work作业 
1. Key Terms 
ad valorem tariff, consumer surplus, consumption distortion loss,  
effective rate of protection, efficiency loss, export restraint, export subsidy,  
export supply curve, import demand curve, import quota, producer surplus, 
local content requirement, nontariff barriers, production distortion loss,  
quota rent, specific tariff, terms of trade gain,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VER), 
2. Problems. 
(4) Home’s demand curve for wheat is 
D = 100 – 20 P.  
Its supply curve is 
S = 20 +20 P 
Derive and graph Home’s import demand schedule. What would the price of wheat be in the absence 

of trade? 
(5) Now add Foreign, which has a demand curve 
D* = 80 – 20 P.  
and a supply curve 
S* = 40+ 20 P.  
a) Derive and graph Foreign’s export supply curve and find the price of wheat that would prevail 

in Foreign in the absence of trade. 
b) b. Now allow Foreign and Home to trade with each other, at zero transportation cost. Find and 

graph the equilibrium under free trade. What is the world price? What is the volume of trade? 
(6) Home imposes a specific tariff of 0.5 on wheat imports. 
a) Determine and graph the effects of the tariff on the following: (1) the price of wheat in each 

country; (2) the quantity of wheat supplied and demanded in each country; (3) the volume of trade. 
b)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the tariff on the welfare of each of the following groups:(1) Home 

import-competing producers; (2) Home consumers; (3) the Home government. 
c) Show graphically and calculate the terms of trade gain, the efficiency loss, and the total effect 

on welfare of the tariff. 
知识单元 9：贸易政策中的政治经济学 

Unit 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Study Objectives学习目标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understand the case for and against free trade 
2. know the welfare arguments again free trade 
3. understand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effects of trade policy 
4. know the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Contents 学习内容 
1. The Cases for Free Trade 
l the argument that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allocate resources most efficiently when 

governments do not distort market prices through trade policy. 
i. National welfare of a small country is highest with free trade. 

ii. With restricted trade, consumers pay higher prices and consume too little while firms produce too 
much. 

l Free trade allows firms or industry to take advantage of economies of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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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Protected markets limit gains from 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by inhibiting the concentration 
of industries:  

i. Too many firms to enter the protected industry.  
ii. The scale of production of each firm becomes inefficient. 
l Free trade provides competition and opportunities for innovation (dynamic benefits). 
l By providing entrepreneurs with an incentive to seek new ways to export or compete with 

imports, free trade offers more opportunities for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l Free trade avoids the loss of resources through rent seeking. 

i. Spend time and other resources seeking quota rights and the profit that they will earn. 
l The political argument for free trade says that free trade is the best feasible political policy, even 

though there may be better policies in principle. 
i. Any policy that deviates from free trade would be quickly manipulated by political groups, leading 

to decreased national welfare. 
2. The Cases Against Free Trade  
l For a “large” country, a tariff lowers the price of imports in world markets and generates a terms 

of trade gain. 
i. This benefit may exceed the losses caused by distortions i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l A small tariff will lead to an increase in national welfare for a large country. 

i. But at some tariff rate, the national welfare will begin to decrease as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loss 
exceeds the terms of trade gain. 

l A tariff rate that completely prohibits imports leaves a country worse off, but tariff rate to may 
exist that maximizes national welfare: an optimum tariff. 

l An export tax (a negative export subsidy) that completely prohibits exports leaves a country 
worse off, but an export tax rate may exist that maximizes national welfare through the terms of trade. 

i. An export subsidy lowers the terms of trade for a large country; an export tax raises the terms of 
trade for a large country. 

ii. An export tax may raise the price of exports in the world market, increasing the terms of trade. 
l A second argument against free trade is that domestic market failures may exist that cause free 

trade to be a suboptimal policy. 
i.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loss calculations using consumer and producer surplus assume that 

markets function well. 
l Types of market failures include 

i. Persistently high underemployment of workers 
ii. Persistently high underutilization of structures, equipment, and other forms of capital  

iii. Property rights not well defined or well enforced 
iv. technological benefits for society discovered through private production, but from which private 

firms cannot fully profit 
v. environmental costs for society caused by private production, but for which private firms do not 

fully pay 
vi. sellers that are not well informed about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production or buyers that are not 

well informed about value from consumption 
l Economists calculate the marginal social benefit to represent the additional benefit to society 

from private production.  
i. With a market failure, marginal social benefit is not accurately measured by the producer surplus of 

private firms, so that economic efficiency loss calculations are misl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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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t’s possible that when a tariff increases domestic production, the benefit to domestic society 
will increase due to a market failure. 

l The domestic market failure argument against free trade is an example of a more general 
argument called the theory of the second best. 

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at distorts market incentives in one market may increase national 
welfare by offsetting the consequences of market failures elsewhere. 

3. Counter-Argument 
4. Political models of trade policy 
l How is trade policy determined? 
l Models of governments maximizing political success rather than national welfare: 

i. Median voter theorem 
ii. Collective action 

iii. A model that combines aspect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 median voter theorem 
5. Median Voter 
l The median voter theorem predicts that democratic political parties pick their policies to court 

the voter in the middle of the ideological spectrum (i.e., the median voter). 
l Suppose the level of a tariff rate is the policy issue. 
l Assumptions of the model: 

i. There are two competing political parties. 
ii. The objective of each party is to get elected by majority vote. 
l Both parties will offer the same tariff policy to court the median voter (the voter in the middle of 

the spectrum) in order to capture the most votes. 
6. Collective Action 
l Political activity is often described as a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i. While consumers as a group have an incentive to advocate free trade, each individual consumer has 
no incentive because his benefit is not large compared to the cost and time required to advocate free trade. 

ii. Policies that impose large losses for society as a whole but small losses on each individual may 
therefore not face strong opposition. 

l for groups who suffer large losses from free trade (for example, unemployment), each individual 
in that group has a strong incentive to advocate the policy he desires. 

7. A Model of Trade Policy 
l While politicians may win elections partly because they advocate popular policies as implied by 

the median voter theorem, they also require funds to run campaigns. 
l These funds may especially come from groups who do not have a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 and 

are willing to advocate a special interest policy. 
l Models of trade restrictions try to measure the trade-off between the reduction in welfare of 

constituents as a whole and the increase in campaign contributions from special interests. 
8.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of trade policy 
l After rising sharpl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30s, the average U.S. tariff rate has decreased 

substantially from the mid-1930s to 1998. 
l Since 1944, much of the reduction in tariffs and other trade restrictions has come about through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l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mobilize exporters to support free trade if they believe export markets 

will expand. 
l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also help avoid a trade war between countries, where each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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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cts trade restrictions. 
l A trade war could result if each country has an incentive to adopt protection, regardless of what 

other countries do.  
9.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s: A Brief History 
10.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l WTO negotiations address trade restrictions in at least 3 ways: 

i. Reducing tariff rates through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s. 
ii. Binding tariff rates: a tariff is “bound” by having the imposing country agree not to raise it in the 

future. 
iii. Eliminating nontariff barriers: quotas and export subsidies are changed to tariffs because the costs 

of tariff protection are more apparent and easier to negotiate. 
l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s based on a number of agreements: 

i.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covers trade in goods. 
ii.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Services: covers trade in services (ex., insurance, consulting, 

legal services, banking). 
iii.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vers international property rights 

(ex., patents and copyrights). 
iv. The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dure: a formal procedure where countries in a trade dispute can bring 

their case to a panel of WTO experts to rule upon. 
l In 2001, a new round of negotiations was started in Doha, Qatar. 
11. Preferential Trading Agreements 
l trade agreements between countries in which they lower tariffs for each other but not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l Under the WTO, such discriminatory trade policies are generally not allowed. 
l There are two types of preferential trading agreements in which tariff rates are set at or near 

zero: 
i. A free trade area: an agreement that allows free trade among members, but each member can have 

its own trade policy towards non-member countries. 
ii. A customs union: an agreement that allows free trade among members and requires a common 

external trade policy towards non-member countries. 
l Preferential trading agreements increase national welfare when new trade is created, but not 

when existing trade from the outside world is diverted to trade with member countries. 
l Trade creation  
l Trade diversion  
Course hours and the time allocation学时分配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3 0.5  0.2 3 

Homework作业 
1. Key Terms 
binding, collective action, customs union, domestic market failures, efficiency case for free trade, 

free trade area,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marginal social 
benefit, median voter, optimum tariff, political argument for free trade, rent-seeking, preferential trading 
agreement, Prisoner’s dilemma, theory of the second best, terms of trade argument for a tariff, trade 
creation, trade diversion, trade round, trade war,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2.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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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re potentially valid arguments for tariffs or export subsidies, and which 
are not? Explain your answers. 

a) “The more oil the United States imports, the higher the price of oil will go in the next world 
shortage.” 

b) “The growing exports of off-season fruit from Chile, which now accounts for 80percent of the 
U.S. supply of such produce as winter grapes, are contributing to sharply falling prices of these former 
luxury goods.” 

c) “U.S. farm exports don’t just mean higher incomes for farmers—they mean higher income for 
everyone who sells goods and services to the U.S. farm sector.” 

d) “Semiconductors are the crude oil of technology; if we don’t produce our own chips,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that is crucial to every industry that uses microelectronics will be impaired.” 

e) “The real price of timber has fallen 40 percent, and thousands of timber workers have been 
forced to look for other jobs.” 

(4) A small country can import a good at a world price of 10 per unit. The domestic supply curve of 
the good is 

S = 20 + 10 P 
The demand curve is 
D = 400 – 5P. 
In addition, each unit of production yields a marginal social benefit of 10. 
a) Calculate the total effect on welfare of a tariff of 5 per unit levied on imports. 
b) Calculate the total effect of a production subsidy of 5 per unit. 
c) Why does the production subsidy produce a greater gain in welfare than the tariff? 
d) What would the optimal production subsidy be? 

知识单元 10：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 
Unit10 Trade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tudy Objectives 学习目标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know the strategy and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of 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2. know the trade liberalization,  
3. understand trade and growth. 
Contents 学习内容 
1. 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l 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was a trade policy adopted by many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before the 1980s. 
l The policy aimed to encourage domestic industries by limiting competing imports. 
l The principal justification of this policy was/is the infant industry argument:  

i. Countries may have a potential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some industries, but these industries 
cannot initially compete with well-established industries in other countries. 

ii. To allow these industries to establish themselves, governments should temporarily support them 
until they have grown strong enough to compete internationally. 

l Problems with the Infant Industry Argument 
i. It may be wasteful to support industries now that will have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future. 

ii. With protection, infant industries may never “grow up” or become competitive. 
iii. There is no justification for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unless there is a market failure that prevents 

the private sector from investing in the infant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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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nfant Industries and Market Failures, Two arguments for how market failures prevent infant 
industries from becoming competitive:  

i. Imperfect financial asset markets 
ii. The problem of appropriability 
l Countries adopting these policies grew more slowly than others. 

i. 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worked to encourag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the 1950s and 1960s.But economic development, not encouraging 
manufacturing, was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policy. 

l It appeared that the infant industry argument was not as valid as some had initially believed. 
New industries did not become competitive despite or because of trade restrictions. 

l Import-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involved costs and promoted wasteful use of resources. 
2. Trade Liberalization  
l Some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that had relatively free trade had higher average 

economic growth than those that followed import substitution. 
l By the mid-1980s, many governments had lost faith in import substitution and began to 

liberalize trade. 
l Trade liberal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ccurred along with a dramatic increase in the 

volume of trade. 
l A number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achieved extraordinary growth while becoming more, 

not less, open to trade. 
l The evidence of the trade liberalization promoted development is mixed. 

i. Growth rates in Brazil and othe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have been slower since trade 
liberalization than they were during 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ii. Other countries like India have grown rapidly since liberalizing trade in the 1980s, but it is unclear 
to what degree liberalized trade contributed to growth.  

iii. Some economists also argue that trade liberalization has contributed to income inequality, as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predicts.  

3. Trade and Growth: Takeoff in Asia 
l Instead of import substitution, several countries in East Asia adopted trade policies that 

promoted exports in targeted industries. 
l Japan, Hong Kong, Taiwan, South Korea, Singapore, Malaysia, Thailand, Indonesia, and China 

have experienced rapid growth in various export sectors and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general. 
l These high-performance Asian economies generated a high volume of exports and imports 

relative to total production. 
l Their policy reforms were followed by a large increase in openness, as measured by their share 

of exports in GDP. So it is possible to develop through export-oriented growth. 
l It’s unclear if the high volume of exports and imports caus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or was 

merely correlated with rapid economic growth. 
i. High saving and investment rates could have led to both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general and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export sectors.  
ii. Rapid growth in education led to high literacy and numeracy rates important for a productive labor force. 
iii. These nations also undertook other economic reforms. 

Course hours and the time allocation学时分配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3 0.5  0.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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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work作业 
1. Key Terms 
appropriability, developing countries, imperfect capital markets,  
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2. Problems. 
(3) Which countries appear to have benefited the most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during the last few 

decades? What policies do these countries seem to have in common? Does their experience lend support 
for the infant industry argument or help to argue against it? 

(4) A country currently imports automobiles at $8,000 each. Its government believes that, given time, 
domestic producers could manufacture autos for only $6,000 but that there would be an initial shakedown 
period during which autos would cost $10,000 to produce domestically. 

a) Suppose that each firm that tries to produce autos must go through the shakedown period of 
high costs on its own.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would the existence of the initial high costs justify infant 
industry protection? 

b) Now suppose, on the contrary, that once one firm has borne the costs of learning to produce 
autos at $6,000 each, other firms can imitate it and do the same. Explain how this can prevent 
development of a domestic industry and how infant industry protection can help 
知识单元 11：贸易政策中的争议 

Unit 11 Controversies in Trade Policy 
Study Objectives 学习目标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know the arguments for activist trade policy,  
2. know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low-wage labor,  
3. know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 
Contents 学习内容 
1. Arguments for an Activist Trade Policy 
l An activist trade policy usually means government policies that actively support export 

industries through subsidies. 
l Arguments for activist trade policies use an assumption that 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cases against free trade  used: market failure. 
2. Technology and Externalities 
l Firms that invest in new technology generally create knowledge that other firms can use without 

paying for it: an appropriability problem. 
i. By investing in new technology, firms are creating an extra benefit for society that is easily used by 

others. 
ii. An appropriability problem is an example of an externality: benefits or costs that accrue to parties 

other than the one that generates it. 
iii. An externality implies that the marginal social benefit of investment is not represented by producer 

surplus. 
l Governments may want to actively encourage investment in technology when externalities in 

new technologies create a high marginal social benefit. 
l When considering whether a government should subsidize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consider: 

i. The ability of governments to subsidize the right activity. 
ii. Instead of subsidizing specific industries, the U.S. subsidize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tax code.  



4473 

iii. The economic importance of externalities. 
iv. Externalities may occur across countries as well. 
l Some argu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have a deliberate policy of promoting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and helping them compete against foreign rivals. 
l Fear in the 1980s that Japan’s dominance of the semiconductor memory market would translate 

into a broader dominance of computers and related technologies proved to be unfounded. 
l the decline in U.S. employment in th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echnology (ICT) 

industries, which are at the heart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large U.S. trade deficits in 
ICT goods have renewed fears. 

3.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Strategic Trade Policy 
l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industries are typically dominated by a few firms that generate 

monopoly profits or excess profits. 
l In an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industry, government subsidies can shift excess profits  from a 

foreign firm to a domestic firm. 
l the Brander-Spencer analysis:  

i. the predicted outcome depends on which firms invest/produce first. 
ii. but a subsidy by the European Union can alter the outcome by making it profitable for Airbus to 

produce regardless of Boeing’s action. 
iii. A government policy to give a domestic firm a strategic advantage in production is called a 

strategic trade policy. 
l Criticisms of the Brander-Spencer analysis include: 

i. Practical use of strategic trade policy requires more information about firms than is likely available. 
ii. Foreign retaliation also could result 

iii. Strategic trade policy, like any trade policy, could be manipulated by politically powerful groups.  
4. Trade and Low-Wage Labor 
l Manufactured exports from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have been increasing. Compared 

to rich-country standards, workers who produce these goods are paid low wages and may work under poor 
conditions. 

l Some have opposed free trade for this reason.  
l One example: Opponents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l A Ricardian model predicts that while wages in Mexico should remain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U.S. due to low productivity in Mexico, they will rise relative to their pretrade level. 
l A Heckscher-Ohlin model does predict that unskilled workers in the U.S. will lose from NAFTA, 

but it also predicts that unskilled workers in Mexico will gain. 
l Despite the low wages earned by workers in Mexico, both theories predict that those workers 

are better off with trade than they would be if trade had not taken place.  
l Some labor activists want to include labor standards in trade negotiations. 
l A policy that could be agreeable for governments of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is a 

system that monitors wages and working conditions and makes this information available to consumers. 
5.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  
l Compared to rich-country standards,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in low- and middle-  income 

countries are lax. 
l Some have opposed free trade for this reason. 
l It cannot be concluded that trade hurts the environment, since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in 

the absence of trade have degraded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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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Some environmental activists want to include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in trade negotiations. 
l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income per person 
l A pollution haven is a place where an economic activity that is subject to strict environmental 

controls in some countries is moved to (sold to) other countries with less strict regulation. 
l The pollution in some countries may cause a negative externality for other countries. 
l Some activists believe that trade destroys culture in other countries. 
Course hours and the time allocation学时分配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3 0.5  0.2 3 

Homework作业 
1. Key Terms 
beggar-thy-neighbor policies, Brander-Spencer analysis, carbon tariffs,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xcess returns, externalities, pollution haven,  
strategic trade policy 
2. Problems. 
(5) What are the disadvantages of engaging in strategic trade policy even in cases in which it can be 

shown to yield an increase in a country’s welfare? 
(6) Suppose that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sked you to develop a brief on behalf of subsidizing 

European software development—bearing in mind that the software industry is currently dominated by 
U.S. firms, notably Microsoft. What arguments would you use? What are the weaknesses in those 
arguments? 

(7) What is the main critique against the WTO with respect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ow does 
the WTO justify its position on trade disputes that involve environmental issues? 

(8) France, in addition to its occasional stabs at strategic trade policy, pursues an active nationalist 
cultural policy that promotes French art, music, fashion, cuisine, and soon. This may be primarily a matter 
of attempting to preserve a national identity in an increasingly homogeneous world, but some French 
officials also defend this policy on economic grounds. In what sense could some features of such a policy 
be defended as a kind of strategic trade policy?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Unit 1 Introduction of World Trade 3  

2 
Unit 2 Labor Productivity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 Ricardian Model 

3  

3 Unit 3 Specific Factor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3  

4 Unit 4 Specific Factor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3  

5 Unit 5 Resource and Trade: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3  

6 Unit 5 Resource and Trade: The Heckscher-Ohlin Model 3  

7 Unit 6 The Standard Trade Model 3  

8 

Unit 6 The Standard Trade Model 
Unit 7 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he International 
Location of Production 

3  

9 
Unit 7 External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he International 
Location of Production 

3 

A brief introduction 

on the neo-trad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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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Unit 8 Firms in the Global Economy 3  

11 Unit 8 Firms in the Global Economy 3  

12 Unit 9 The Instruments of Trade Policy 3  

13 Unit 9 The Instruments of Trade Policy 3  

14 Unit10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 3  

15 Unit11 Trade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3  

16 Unit12 Controversies in Trade Policy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后修课程：国际金融、国际投资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借助于贸易理论模型，理解基于国际贸易纽带的国际经济运行规律，包括比较优势和规

模经济两种基本机制及其对贸易格局和经济结构的影响，掌握国际贸易政策工具及其运行原理和局

限。 

难点：理解经济理论模型分析工具；理解贸易政策分析方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系统讲授教学内容，总结梳理重点难点，并启发和引导学生精读经典和前沿文献； 

2.展示经济理论分析的数学工具及其基本操作，深化对贸易理论研究的认知； 

3.通过课堂和课后互动的形式，启发学生系统追踪热点问题的相关信息，进而通过课堂讨论，

巩固所学分析方法，提升理论联系实践的能力。 

教学手段：课堂讲授，文献精读，热点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考核方法（分数分配）：考勤与课堂表现（10%）、平时作业（20%）、期末考试（70%） 

5、作业要求： 

课程分为 5-6个板块，各板块由数个知识单元组成。一个板块的教学完成后，将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著，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第十版)，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16年. 

（二）推荐参考书 

阿尔·戈尔 (Al Gore). 未来:改变全球的六大驱动力.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G.M.格罗斯曼，E.赫尔普曼. 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G.M.格罗斯曼，E.赫尔普曼. 利益集团与贸易政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世界秩序. 中信出版社，2015. 

克鲁格曼. 流行的国际主义.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克鲁格曼.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克鲁格曼. 地理和贸易. 北京：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克鲁格曼. 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乔根·兰德斯 (Jorgen Randers) . 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 译林出版社，2013. 

Barry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MIT Press, 2007. 
Bertil Ohlin.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3. 
Douglas A. Irwin, Free Trade under Fire, 3rd e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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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hanan Helpman and Paul Krugman. Trade Policy and Market Structure. Cambridge: MIT Press, 
1989 

Helpman, Elhanan. Understanding Global Trad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11. 
Helpman, Elhanan, and Sadka, Efraim. Economic Policy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ssays in 

Honor of Assaf Raz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Keith Head. Elements of Multinational Strategy. New York: Springer, 2007. 
T. N. Srinivasan and Suresh D. Tendulkar. Reintegrating India with the World Economy.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3.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Understanding the WTO. Genev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2007.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Significant U.S. Import Restraints. 

Washington, D.C., 2009. 
执笔：梁涵、张淑静 审稿：杨丽花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国际经济学(二)(国际金融,英语双语) 
International EconomicsⅡ 

课程号：30603004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成班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 通过对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的学习，掌握汇率、国际收支、金融危

机理论，以及各国由此发生的经济关系中应采取的政策，掌握分析国际经济现实问题的方法和基本

思路。2.本课程的基本任务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比较系统的掌握国际金融学的基本理论、基

本政策和分析国际金融问题的基本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能够对国际经济中的一些主要现象、

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和理解。需要掌握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汇率决定理论、国际

收支调整理论、国际金融危机理论。需要掌握的基本政策主要有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平衡政策等。

在此过程中还要求学生掌握国际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的分析和表达方式。在此基础上，要求学生能够

应用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分析某些国际经济现象，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学生的理

论基础和应用能力，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对那些日后将从事对外经济

活动的学生，希望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能不同程度地提高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为我国对外开放的进

一步发展服务。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The current account, the capital account and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国民收入账户 

 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 
 资本折旧、国际转移支付和间接商业税 
 国内生产总值 

开放经济中的国民收入账户 

 消费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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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购买 
开放经济的国民收入恒等式 

 一个虚拟的开放经济 
 经常项目与外债 
 储蓄与经常账户 
 私人储蓄和政府储蓄 
国际收支帐户 

 交易的例子 
 国际收支恒等式的基本平衡 
 对经常账户的进一步讨论 
 金融项目 
 资本项目 t 
 统计误差 
 官方储备交易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掌握国际收支的相关概念、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构成及国际收支平衡的意义。 

作业： 

Readings 

Ø #Bernanke, B., The Global Saving Glut and the U.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2005. 
Ø #Dooley, M.P., Folkerts-Landau, D., and Garber, P.,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9, 307--‐313. 
Ø #Dooley, M.P., Folkerts-Landau, D., and Garber, P.,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s First 

Decade, NBER Working Paper 20454, 2014. 
Ø Auer,R., Rapid Current-Account Rebalancing in Southern Europe, VoxEU, 7 May 2013. 
Ø “Fear of the Dragon”, The Economist, January 7, 2010.  
Ø “Money Sent Home by Latin American Expatriates to Dro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2, 2009. 
Ø “U.S. Shrinks Trade Deficit as Oil Fall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8, 2012. 
Ø Frangos, T. Orlik, & L. Wei, “In Reversal, Cash Leaks Out of China,”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15, 2012.“Glorious and arduous: is China’s great wall of capital controls keeping money in or 
out?,” The Economist, August 10, 2013. 
知识单元 2：The determination of exchange rates: interest parity conditions.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汇率和国际交易 

定义和价格 

国内利率和国外利率 

套汇的作用 

外汇市场 

参与者 

外汇市场特征 

即期汇率与远期汇率 

外汇掉期交易 

外汇资产的需求 

资产与资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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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与流动性 

利率 

汇率和资产收益 

一个简单法则 

外汇市场的收益、风险和流动性 

外汇市场均衡 

利率平价：基本条件均衡 

当前汇率变动如何影响预期收益 

均衡汇率 

利率、预期与均衡 

利率变动对当前汇率的影响 

预期变动对当前汇率的影响 

专栏：预测汇率的冒险行动 

学习目标： 

1.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初步掌握外汇与汇率的基本知识，了解汇率决定的依据、汇率波动
的影响及相关理论与政策选择。 

2. 掌握利率平价理论。 

作业： 

Readings 

• #Froot, K. and Thaler, R. Anomalies: Foreign Ex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4, 
179--‐192, 1990. 

• #Frankel, J., Getting Carried Away: How the Carry Trade and Its Potential Unwinding Can 
Explain Movement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2007. 

• #King, Osler, and Rime, 2011.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structure, players and evolution,” 
Norges Bank Working Paper, October.  

• “Poor dollar standard”, The Economist, August 13, 2011. 
• “Carry on trading,” The Economist August 10, 2013 
• M. Chinn, “Expectations, Uncovered Interest Rate Parity, and the Zero Lower Bound: New 

Results,” Econbrowser, August 28, 2012. 
知识单元 3：Exchange rates with flexible prices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一价定律 

购买力平价 

购买力平价与一价定律之间的联系 

绝对购买力平价和相对购买力平价 

建立在购买力平价之上的长期汇率平价 

货币分析法的基本方程式 

持续通货膨胀、利率平价和购买力平价 

费雪效应 

购买力平价与一价定律的经验证明 

专栏：有关一价定律的一些生动证据 

如何解释购买力平价出现的问题 

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品 

非自由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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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香港出乎意料的高通货膨胀 

不同国家价格水平计量方面的区别 

短期和长期购买力平价 

专栏： 粘性价格和一价定律：来自斯堪的维纳亚人免税店铺的例子  

案例分析：为何国家越穷价格水平越低 

超越购买力平价：长期汇率的一般评价 

实际汇率 

需求、供给和长期实际汇率  

长期均衡中的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 

案例分析：为什么日元汇率不断上升？ 

国际利差和实际汇率 

实际利率平价 

学习目标： 

掌握购买力平价理论，弹性货币论。 

作业： 

Readings 
• #Pakko, Michael R. and Pollard, Patricia S., Burgernomics: A Big Mac™ Guide to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St Louis Fed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2003. 
• #McKinnon, R., Why China Should Keep its Exchange Rate Pegged to the Dollar: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rom Japan, 2006. 
• Krugman, P., Will There Be a Dollar Crisis? 2006. 
• #Chang, Gene Hsin, and Qin Shao, 2004. "How Much is the Chinese Currency Undervalued? A 

Quantitative Estimation," China Economic Review.  
知识单元 4：Exchange rates with sticky prices.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货币的定义：简短的回顾 

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 

作为计价单位的货币 

作为价值储藏的货币 

什么是货币 

货币供给是如何决定的 

个人货币需求 

预期收益 

风险 

流动性 

货币总需求 

均衡利率：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相互作用 

货币市场均衡 

利率和货币供给 

产出和利率 

短期货币供给与汇率 

把货币、利率和汇率联系起来 

美国货币供给与美元/欧元汇率 

欧洲货币供给与美元/欧元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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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货币、价格水平和汇率 

货币与货币价格 

货币供给变动的长期影响 

关于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的实证研究 

专栏：拉丁美洲的通货膨胀与货币增长  

长期中的货币与汇率 

通货膨胀与汇率的动态变化 

短期价格刚性与长期价格灵活性 

专栏：玻利维亚的货币供给增长与恶性通货膨胀 

永久性货币供给变动与汇率 

汇率超调 

汇率决定的资产组合平衡说 

    存量与流量分析 
    模型 l 
    短期分析 
    长期平衡 
学习目标： 

掌握汇率超调理论与资产组合平衡理论。 

作业： 

Readings 

Ø Kenneth Rogoff (2002), Dornbusch's Overshooting Model after 25 Years, IMF Staff Papers 49, 
1--‐34. 
知识单元 5：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under flexible and fixed exchange rates.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开放经济总需求的决定因素 

消费需求的决定因素 

经常项目的决定因素 

实际汇率变动对经常项目的影响 

可支配收入的变动如何影响经常项目 

总需求函数 

实际汇率和总需求 

实际收入和总需求 

短期内的产出决定 

短期产品市场均衡：DD曲线 

产出、汇率和产品市场均衡  

推导 DD 曲线 

使 DD 曲线移动的因素 

短期内资产市场的均衡： AA 曲线 

产出、汇率和资产市场均衡 

推导 AA 曲线 

使 AA 曲线移动的因素 

开放经济的短期均衡： DD 和 AA 曲线的结合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暂时变动 

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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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 

保持充分就业的政府政策 

通货膨胀偏向和政策制定中的其他问题 

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永久性变动 

货币供给的永久性增加 

对永久性货币供给增加的调整 

永久性财政扩张 

专栏：美元汇率和 2000年一月的美国经济下滑 

宏观经济政策和经常项目 

马歇尔—勒纳条件 

贸易流量的逐步调整和经常项目的动态分析 

J曲线 

汇率转嫁和通货膨胀 

为什么研究固定汇率？ 

中央银行干预和货币供给 

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与货币供给 

外汇干预与货币供给 

冲销操作 

国际收支与货币供给 

中央银行怎样固定汇率 

固定汇率下的外汇市场均衡  

固定汇率下的货币市场均衡 

图解分析 

固定汇率下的稳定政策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汇率变动 

财政政策的调整与汇率变动 

案例分析：用固定汇率来防止流动性陷阱 

国际收支危机和资本外逃 

专栏：墨西哥 1994年的国际收支危机 

有管理的浮动与冲销干预 

资产完全替代和冲销干预的无效性  

资产不完全替代情况下的外汇市场均衡 

资产不完全替代情况下冲销干预的影响 

冲销干预发挥作用的证据 

干预的信号效应 

学习目标： 

掌握 DD-AA模型和固定汇率制下的外汇干预理论。 

作业： 

Readings 
Ø Maurice Obstfeld (2001),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 Beyond the Mundell Fleming Model, 

IMF Staff Papers, Vol. 47, special issue. 
知识单元 6：EMU and Europe’s sovereign debt crisis.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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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欧洲单一货币的演变 

 1969-1978年欧洲货币改革的原因 
 1979 -1998的欧洲货币体系 
 德国在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及欧洲货币体系的信誉理论 
 欧盟“1992计划” 
 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 
欧元和欧元区内的经济政策 

 马斯特里赫特一致性标准及稳定与增长协定 
 专栏：设计并命名一种新的货币 
 欧洲中央银行体系 
 修正的汇率机制 

最优货币区理论 

 经济一体化和固定汇率区的利益：GG曲线 
 经济一体化和固定汇率区的成本：LL曲线 
 加入货币区决策：把 GG曲线和 LL曲线结合起来 
 什么是最优货币区？ 
案例分析：欧洲是最优货币区吗？ 

欧后内部贸易的范围 

 专栏：货币联盟创造了多少贸易？ 
 欧洲劳动力的流动情况如何？ 
 其它方面 
 总结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 

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未来 

学习目标： 

学会利用理论与数据分析欧盟作为最佳货币区与美国相比未来的发展前景以及欧洲经济和货

币联盟在未来可能会遇到的挑战。 

作业： 

Readings 
Ø #Feldstein, M., 2009. Reflections on Americans’ view of the euro ex ante, VoxEU. 
Ø #Feldstein, M., 199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Political Sources of an Economic Lia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4, 23--‐42 (Fall). 
Ø #Cross of Euros, Rourke & Taylor, (Summer 2013) 
Ø De Grauwe, P. and Ji, Y., Panic--‐driven austerity in the Eurozone and its implications, 

VoxEU, 21 February 2013. 
Ø Paris, P., and Wyplosz, C., To end the Eurozone crisis, bury the debt forever, VoxEU, 6 August 2013. 
Ø “All pain, no gain”, The Economist, December 9, 2010. 
Ø Paul Krugman, “Can Europe be saved”,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 2011. 
Ø #Teenage Sulks, Economist (11/13)  
Ø Euro Zone Rode the Shock Waves in 2013: WSJ, 12/29/13  

知识单元 7：Financial Crises, Speculative Attacks, and Contagion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A review of the recurrent currency, debt and banking crises in emerging markets. An examin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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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s of moral hazard, carry trades, contagion, and the lack of transparency in fomenting and 
propagating financial crises. 

• Calvo, Guillermo, “Crises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A Global Perspective,” NBER Working 
Paper (2005). PDF. 

• Claessens, Stijn, and Kose, M. Ayhan, “Financial Crises: Explanations, Types, and Implications,” 
IMF Working Paper (2013). PDF. 

• Dornbusch, Rudiger, “A Primer on Emerging Market Crises,” NBER Working Paper (2001). PDF. 
• Dornbusch Rudiger, Park Yung, Chul and Claessens, Stijn, “Understanding How Contagion 

Spreads,”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Vol 15, No. 2 (August 2000). PDF. 
Effectiveness of early warning systems to predict crisis. 
• MM, Chapter 13 
• Chamon, M., Ghosh, Atish, and Kim, Jun, “Are All Emerging Market Crises Alike?”, in Maurice 

Obstfeld, Dongchul Cho, and Andrew Mason (eds.), Global Economic Crises: Impact, Transmission and 
Recovery (2012). PDF. 

• Goldstein, Morris, Kaminsky Gabriela and Reinhart, Carmen, “Assessing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An Early Warning System for Emerging Markets” (PIIE, 2000), Chapter 8 Summary of Results and 
Concluding Remarks, PDF. 

• Reinhart, Carmen M., “A Series of Unfortunate Events: Common Sequencing Patterns in Financial 
Crises,” CEPR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2012). PDF. 

学习目标： 

掌握国际金融危机理论，危机传染理论和危机预警模型。 

作业： 

Readings 
Ø #Kaminsky, G., and C.M. Reinhart, “The Twin Crises: The Causes of Banking and 

Balance-of-Payments Proble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Ø #Kaminsky, G., C.M. Reinhart and C. Vegh, “The Unholy Trinity of Financial Contag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Ø #Never Saw It Coming, Alan Greenspan (Dec 2013)  
Ø This Time is Worse, Economist (01/11/14)  
Ø #“The Aftermath of Financial Crises”: Reinhart and Rogoff 
Ø The Origin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Crash Course, Economist 09/13 
Ø Monetary Policy: Stabilizing Prices and Output, Finance & Development  
Ø Fiscal Policy: Taking and Giving Away, Finance & Development  
Ø Lessons of the 1930s—There Could be Trouble Ahead: Economist (12/10/11)  
Ø Stimulus v Austerity: Sovereign Doubts, Economist (09/13) 

知识单元 8：Capital Inflows: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Policies and Capital Controls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流入新兴经济体资本的驱动因素 
a) Determinants and Impact of Capital Flows to Emerging Economies Balance of Payment and 

capital flows. Factors that determin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capital flows to emerging markets. Capital 
flow bonanzas, suddens stops and reversal. 

i. • DR, Chapter 3, pp.39-41, 51-56, Chapter 6 
ii. • Gosh, Atish, and Qureshi, Mahvash S., “What drives surges in capital flows?,” Vox, 26 

January 2012. Link. 
iii.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Capital Flows into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Jan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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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PDF. 
iv.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Capital Flows User Guide. PDF. 
v. • Reinhart, Carmen H., Calvo, Guillermo and Leiderman, Leonardo, “The capital inflows 

problem: Concepts and issues,” Contemporary Economic Policy 3.12 (1994) (1994). PDF. 
现在资本账户管制的有效性，资本开放程度的度量 
资本账户放开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资本管制政策的理论争论 
资本管制的政策工具 
学习目标： 

掌握资本流动理论与实证方法，资本管制政策理论与政策。 

作业： 

Readings 
Ø #Guillermo A. Calvo & Leonardo Leiderman & Carmen M. Reinhart, "Capital Inflows and Real 

Exchange Rate Appreciation in Latin America: The Role of External Factors," IMF Staff Papers, vol. 
40(1), pages 108-151, March.  

Ø #Atish R. Ghosh & Karl Friedrich Habermeier & Jonathan David Ostry & Marcos Chamon & 
Luc Laeven & Mahvash Saeed Qureshi & Annamaria Kokenyne, 2011. "Managing Capital Inflows: What 
Tools to Use?,"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s 11/06,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Ø #Mahvash S. Qureshi & Jonathan D. Ostry & Atish R. Ghosh & Marcos Chamon, 2011. 
"Managing Capital Inflows: The Role of Capital Controls and Prudential Policies," NBER Working 
Papers 1736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Tide Barriers: Capital Controls Would Work Better…., Economist (10/06/12) 
知识单元 9：Reserve Accumulation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国际储备的涵义 

国际储备的构成 

国际储备的作用 

Crowding Out Redefined The Role of Reserve Accumulation 
International Reserves Before and After the Global Crisis 
学习目标： 

掌握国际储备理论与政策。 

作业： 

Readings 

Ø Carmen M. Reinhart & Takeshi Tashiro, 2013. "Crowding Out Redefined: The Role of Reserve 
Accumulation," NBER Working Papers 1965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Inc. 

Ø What Drives Reserve Accumulation (and at What Cost)?, Yeyati (09/10)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1. The current account, the capital account and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3  

2 

1. The current account, the capital account and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2.The determination of exchange rates: interest parity 
condition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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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The determination of exchange rates: interest parity 
conditions. 

3  

4 3.Exchange rates with flexible prices. 3  

5 
3.Exchange rates with flexible prices.  
4. Exchange rates with sticky prices 

3  

6 4. Exchange rates with sticky prices 3  

7 
5.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under flexible and fixed exchange 
rates. 

3  

8 
5.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under flexible and fixed exchange 
rates. 

3  

9 6.EMU and Europe’s sovereign debt crisis. 3  

10 7. Financial Crises, Speculative Attacks, and Contagion 3  

11 7. Financial Crises, Speculative Attacks, and Contagion 3  

12 Class discussion 3  

13 
8. Capital Inflows: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Policies and 
Capital Controls 

3  

14 
8. Capital Inflows: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Policies and 
Capital Controls 

3  

15 9. Reserve Accumulation 3  

16 Class discussion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会计学，国际经济学Ⅰ，货币银行学 

后续课程：国际金融市场、国际投资学、国际金融管理、高级国际金融理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国际收支，汇率，汇率理论，开放宏观经济政策，国际金融危机，资本流动与管制，国

际储备。 

难点：汇率理论、开放宏观经济政策。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学生分组讨论展示。 

3.课程论文。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网络。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12周，16周两次学生分组展示，6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Final Exam 60% ，Assignments 20% ，Final Project 20%– 10% Power Point 

presentation and 10% final paper.  

7、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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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章课后阅读。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by Paul R. Krugman, Maurice Obstfeld, and Marc J. Melitz, 

9th edition, Addison-Wesley, 2011.  

（二）推荐参考书 

1. 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 4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2. 陈雨露，《国际金融》（第 2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3. 易纲，张磊，《国际金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4. 刘舒年，《国际金融》（第 3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 

5. 刘玉操，《国际金融实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6. ［美］J·戈莱比，《国际金融市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7. ［美］列维奇，《国际金融市场》，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 

8.  [美]多米尼克·萨尔瓦多，《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9. ［英］劳伦斯·科普兰，《汇率与国际金融》（第 3版），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  

10. [美]约翰.霍尔，《期权、期货和其他衍生产品》，华夏出版社，2000年。 

11. [美]博迪，《投资学》（第 6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  

12. 杜厚文，王广中，《欧元的世纪：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3年。 

13. 王爱俭，《国际金融理论研究：进展与评述》，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 

14. 于研，《国际金融管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年。 

15. 宋浩平，《国际信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年。  

16. 杨长江，姜波克，《国际金融学》 （第 3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17. 何璋，《国际金融》 （第 3版），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  

18. 徐景峰，于瑾，《国际金融市场》，科学出版社，2007年。  

19. 杨胜刚，姚小义，《外汇理论与交易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20. 杨胜刚，姚小义，《国际金融》，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执笔：李宗怡  审稿：杨丽花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2月 31日 

 

产业组织理论 
The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课程号：30603005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经济学专业的必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产业组织的基本理论和以博弈论为主的分析工具，熟用产业组织理

论的分析框架和主要分析方法，能对现实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产业组织现象进行较深入的经济学分析。 

2.学生除了掌握产业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之外，还需要及时关注重大的产业组织现

象、问题和产业组织政策变化，能从专业的角度解释并且评价现实产业组织的实践问题和现实政策，

有能力提出假说，建立理论模型或实证检验，并设计符合可行的产业组织政策。 

开设本课程，本课程的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兴趣，培养他们的研究能力，并促使他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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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进行原创性的经济研究。因此，我们力图从理论与应用的方面来讨论上述主题。产业组织理论在

理解微观经济现象，改进企业经营策略，指导反垄断实践和政府规制等方面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研究范畴 

2. 从微软案说起 

3. 产业组织理论的流派 

4. 研究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对象 

2.掌握：产业组织理论的流派 

作业： 

1.阅读下述两篇文章（伦纳德·里德：铅笔的故事；米尔顿·弗里德曼：《铅笔的故事》导语），

写一篇读书笔记。要求：有综述和自己的思考；字数不限。 

知识单元 2：非合作博弈论的基本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前言 

2. 标准式博弈 

2.1 标准式博弈三要素 

2.2 博弈的求解：均衡解是什么 

2.3 纳什均衡 

2.4博弈结果的福利比较 

3．扩展式博弈 

3.1 定义 

3.2 扩展式的标准式表示 

3.3 子博弈和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 

学习目标： 

1．了解博弈论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重要作用。 

2．掌握博弈论的基本知识。 

作业： 

1. 写出下图和平—战争博弈中国家 1和国家 2的最优反应函数，并确定哪些结果构成 NE。 

 

 
 
 

 
 

知识单元 3：技术、生产成本和需求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生产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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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生产函数 

1.2 边际产品 

1.3 规模报酬 

1.4 两种要素间的关系 

2. 成本函数 

2.1 成本函数 

2.2 生产函数与成本函数间的对偶性 

3.  需求函数 

3.1  需求函数 

3.3  需求价格弹性 

3.3  消费者剩余 

学习目标： 

1．了解：复习中级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为后续章节作好铺垫。 

2．掌握：三类函数的基本内涵。 

作业： 

考虑由 Q=l
α
+k
β
给出的生产函数，其中α>0。 

（1）参数α取什么值时，该生产技术表现出 IRS、CRS和 DRS？ 

（2）推断劳动和资本是互补性的，还是替代性的生产要素。 

知识单元 4：完全竞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前言 

2.  非规模报酬递增 

3.  规模报酬递增 

4.  边际成本定价与社会福利 

学习目标： 

1．了解：完全竞争市场结构  

2．掌握：规模与非规模报酬递增两类情况下的完全竞争均衡  

作业： 

1.请用图形描述社会福利。 

知识单元 5：垄断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垄断者的利润最大化问题 

2.  垄断与社会福利 

2.1 反垄断的传统理由 

2.2 垄断的社会成本 

3.  歧视性垄断者 

3.1 歧视性垄断者定价理论分析 

3.2 歧视性定价类型 

4.  卡特尔与多工厂垄断者 

4.1 卡特尔 

4.2 多工厂垄断者 

5.  耐用品垄断者 

5.1 面对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的耐用品垄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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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面对离散需求的耐用品垄断者 

6.  反托拉斯政策 

学习目标： 

1．了解：垄断市场结构。 

2．掌握：垄断的定价行为，尤其是耐用品情况下的特殊情况。 

作业： 

如果垄断者能在两个市场，即市场 1和 2之间进行价格歧视。市场 1的需求曲线是 q1=2-p1，

市场 2的需求曲线是 q2=4-p2。假定产品一旦卖出，就不能在其他市场转售。也就是说，假定套利

是不可能的，比如，由于在两个市场之间的边界上进行严格的出入境检查。假定垄断者生产每单位

的成本是 c=1。 

（a）计算垄断者在每个市场上销售的利润最大化产出水平。计算每个市场上收取的价格。 

（b）计算垄断者的利润水平。 

（c）如果市场 1和市场 2现在是开放的，所有消费者在两个市场之间可以自由贸易，无成本

地转让商品。这样，垄断者不再能实行价格歧视，必须收取用 p表示的统一价格，p=p1=p2。求利润

最大化的 p值。 

知识单元 6：同质品市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古诺市场结构 

1.1 双寡头古诺博弈 

1.2 N个厂商古诺博弈 

1.3 古诺均衡与福利 

2．序贯行动 

2.1厂商的选择策略 

2.2厂商的博弈结构 

2.3求解均衡：逆向归纳法 

2.4斯坦克尔伯格模型成立的条件 

3. 伯川德市场结构 

3.1 求解伯川德均衡 

3.2 生产能力约束与伯川德 

4. 古诺情形对伯川德情形 

5. 自动实现的共谋 

5.1 一次性博弈 

5.2 无限次重复博弈 

6. 同质品的国际贸易——双边倾销 

6.1 问题的提出：里昂惕夫之谜 

6.2 双边倾销模型 

学习目标： 

1.了解：同质品市场数量和价格博弈模型。 

2.掌握：同质品市场数量和价格博弈模型的均衡求解。 

作业： 

在某个行业中，有 N个企业生产一种同质产品，设 qi表示企业 i的产出水平，i=1，2，…，N，

并设 Q表示行业总生产水平。也就是说，Q≡∑qi（i从 1到 N）。该行业面对的需求曲线为 p=100-Q。

假如每个企业 i的成本函数为： 

           TCi（qi）≡F+（qi）
2
，如果 q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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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Ci（qi）≡0,如果 qi=0 

解以下问题： 

（a） 假如该行业中的企业数量 N足够小，所有 N个企业都获得超过正常水平的利润。计算

古诺均衡中每个企业的产量和利润水平。 

（b） 现在，假定准许企业进入或退出该行业。求作为 F的函数的该行业中的均衡企业数量。

提示：使你较早求得的一个企业利润水平等于零，解出 N。 

知识单元 7：差异产品市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问题的提出 

2. 两种差异产品的简单模型 

2.1  差异化产品的古诺博弈 

2.2  差异化产品的伯川德博弈 

2.3  差异化产品的古诺与伯川德博弈比较 

2.4  序贯行动的价格博弈 

3. 差异产品的垄断竞争 

4.  “位置”模型(空间竞争) 

4.1  线性城市模型 

4.2  环形方法 

学习目标： 

1. 了解：异质品市场数量和价格博弈模型。 

2. 掌握：异质品市场数量和价格博弈模型的均衡求解。 

作业： 

假定在一个长度为 1的线性城市，消费者均匀地分布于[0，1]区间，分布密度为 1；简单起见，

假定消费者具有单位需求，即或者消费 1或 0个单位。假设两家厂商位于区间的任一位置，企业 A

与 0点相距 a，企业 B与 1点相距 b，面临二次交通成本（单位交通成本为 t）；两厂商出售的产品

性能相同，每家提供单位产品的成本为 c。请求均衡解。 

知识单元 8：集中、兼并与进入壁垒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集中的衡量 

2. 兼并 

2.1  水平兼并与社会福利 

2.2  垂直兼并与社会福利 

2.3  水平兼并与社会福利：互补品的例子 

3. 进入壁垒 

3.1  非竞争市场结构中的集中与固定成本 

3.2  沉没成本可形成进入壁垒 

4. 进入威慑 

4.1 贝恩-西洛斯假设下的生产能力承诺 

4.2 放松贝恩-西洛斯假设 

4.3 柔道经济学 

4.4 可置信的空间先占权 

学习目标： 

1.了解：为什么企业愿意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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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解释进入壁垒与进入威慑 

作业： 

在一个行业中，有三个生产一种同质产品的企业，设 q1表示企业 i的产出水平，i=1，2，3。

设 Q表示行业总产出水平。也就是说，Q=q1+q2+q3。假设该行业面对的需求曲线是 p=100-Q。回答下

列问题： 

1) 求每个企业的古诺均衡产出和利润水平。 

2) 现在，假设企业 2和企业 3合并成一个企业，我们称之为企业 4.计算在古诺市场结构中

企业 4的利润水平。 

3) 企业 2和企业 3会从这次兼并中获益吗？ 

4) 现在，假设企业 1与企业 4发生兼并。企业 4会从与企业 1的兼并中获益吗？ 

5) 就兼并的收益性而言，解释第一次和第二次兼并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知识单元 9：研究与开发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引言 

2.工艺创新的分类 

2.1剧烈创新 

2.2小幅创新 

3.创新竞赛 

3.1 创新的重要性 

3.2. 创新竞赛模型 

4. 研发合作 

4.1 非合作研发 

4.2  合作研发 

4.3   专利 

5. 政府与国际研发竞赛 

5.1 对新产品开发的补贴 

5.2 对工艺创新的补贴 

学习目标： 

1.了解：市场部分中企业的研究行为。 

2.掌握：解释进入壁垒与进入威慑。 

作业： 

根据有关工艺研发的划分。假定总的逆需求函数由 p=a-Q给出，而且在开始时，所有企业都有

相同的单位成本，其大小由 c0度量，其中 c0<a<2c0，假定只有一个企业可以将其单位成本降低到

c1=2c0-a。推断这种工艺创新应当被看作是巨大的，还是微小的。 

知识单元 10：兼容性与标准的经济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兼容性与标准的简单分析 

1.1网络分类 

1.2兼容与网络外部性的定义 

2. 网络外部性方法 

2.1对通讯服务的相倚需求 

2.2标准化--多样性之间的权衡 

学习目标： 



4492 

1.了解：兼容性与标准的含义。 

2.掌握：网络外部性分析方法。 

作业： 

请用身边的案例说明网络外部性的分析方法。 

知识单元 11：广告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劝购性广告 

1.1 垄断者利润最大化的广告水平 

1.2劝购性广告是还是太少 

2.消息性广告 

3.目标性广告 

3.1企业和消费者 

3.2做广告的方式 

4 比较性广告 

4.1比较性广告的全面评述 

4.2比较性广告的策略性应用 

5. 有关广告的其他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广告的正面和负面效应  

2.掌握：几类不同广告的应用  

作业： 

你已被任命为乌佳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是面部油类美容产品的惟一生产商，你的第一

个任务是决定下一年的广告预算。市场营销部为你提供了三个重要信息：（1）预期公司将出售价值

达 1000万美元的产品。（2）据估计，广告预算增加 1%，产品销售量将增长 0.05%。（3）而且，据

估计，产品价格上升 1%，产品销售量将下降 0.2%。 

1) 在下一年，你将为广告分配多少资金？ 

2) 现假设市场营销部修改其对需求价格弹性的估算，新的估算为价格上升 1%，销售量将下

降 0.5%。在获知修改了的估算后，你将分配给广告多少资金？ 

3) 推断需求价格弹性的变化如何影响广告支出。 

知识单元 12：质量、耐用性和担保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个人收入和质量购买 

2. 作为纵向产品差异的质量 

2.1基本霍特林模型中的纵向差异 

2.2修正的霍特林纵向差异模型 

3．市场结构、质量和耐用性 

4. 创新和耐用性之间的权衡 

5. 次品市场 

5.1一个有关上旧车和新车市场的模型 

5.2次品问题的应用 

6. 质量信号博弈 

7. 担保 

7.1对称信息下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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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不对称信息下的担保 

学习目标： 

1.了解：质量中的耐用性 

2.掌握：耐用性与产品时间维度之间的关系 

作业： 

考虑修正的霍特林纵向差异模型，但假设消费者拥有保留效用，如果消费者的效用低于零，他

或她偏好于不购买任何品牌。回想偏好意味着从消费获得的效用没有下界。下图意味着偏好的这一

修改将不会影响购买高质量品牌的人数，因为所有被表示在[x
∧
,1]上的消费者，将从购买高质量品

牌中获得严格正的效用。然而，下图中的点 Z表明，被表示在[0,Z]上的消费者将不会购买任何品

牌，因为否则的话，其效用将会低于零。 

 

1) 证明对于给定的 a,b,pA和 pB，不购买任何品牌的消费者数量为 Z=pA/a。 

2) 推断企业 A的市场份额为 X-Z={（pB-pA）/(b-a)}-( pA/a)。 

知识单元 13：市场结构-行为-绩效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市场结构 

1.1  市场的定义 

1.2  市场结构的分类 

1.3  市场集中度  

1.4  产品差异化 

1.5  进入与退出壁垒 

2. 市场行为 

2.1  市场行为的定义及分类 

2.2 寡头企业行为—卡特尔 

2.3 寡头企业价格领袖制 

2.4 广告行为 

2.5 兼并行为 

3. 市场绩效 

3.1  市场绩效定义及评价指标 

3.2  市场绩效的综合评价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非合作博弈的基本思想 3  

3 技术、生产成本和需求 3  

4 完全竞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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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垄断 3  

6 同质产品市场 3  

7 同质产品市场 3  

8 差异产品市场 3  

9 差异产品市场 3  

10  集中、兼并与进入壁垒 3  

11 研究与开发 3  

12 兼容性与标准的经济学 3  

13 广告 3  

14 质量、耐用性和担保 3  

15 市场结构-行为-绩效 3  

16 课程总结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级微观经济学 

本课程是我国经济学门类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它是含原有的工业经济、农业经济、

商业经济、运输经济等多门学科的综合性应用经济学科。并且在局部本课程与西方经济学、管理经

济学有不同程度交叉。因而对本门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加强这些学科之间知识的融会贯通。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各种理论模型的推导。 

难点：如何运用课程介绍的理论模型来构建符合现实的经济模型。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以讲授产业组织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为主。 

2. 强调理论的应用。在教学过程中，既照顾理论的系统性，又突出教学重点，尤其是一些难

度较大的模型推导和前沿专题。 

教学手段：多媒体。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

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6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美)奥兹·夏伊：产业组织理论与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二）推荐参考书 

1.[美]丹尼斯·卡尔顿、杰弗里·佩罗夫：《现代产业组织》，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8年版。 

2.[美]刘易斯·卡布罗：《产业组织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2年。 

3．[日]植草益：《日本的产业组织》，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 

4. 派波尔、理查德斯、诺曼：《当代产业组织：数量方法》，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5. 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6.奥兹·夏伊：《产业组织：理论与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7.Church and Ware：《产业组织：战略方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8.莫塔：《竞争政策——理论与实践》，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执笔：刘志雄  审稿：张巍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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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学（英语双语） 
Investment 

课程号：3060400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数理经济与金融专业”的专业必修（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成思危现代金融

菁英班”学生开设的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了解和掌握从事金融研究、金融实务所必须的投资学知识，主要包

括投资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各种数学方法和模型在金融学中的应用。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概率

论基础、离散时间鞅等解决相关问题，掌握有限概率空间金融市场建模、效用函数、投资者行为、

证券投资组合的选择、市场有效性理论、金融风险测度等知识，为进一步深入学习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教学内容    

第一章  投资学引论  

第二章  数学方法在金融中的应用  

第三章  不确定性情况下的效用函数 

第四章  投资者行为分析  

第五章  市场有效性分析 

第六章  金融风险测度  

第七章  证券投资组合与资产定价  

第一章 投资学引论 

教学要求：本章讲述了投资学的基本思想，梳理了投资学的发展脉络，阐述了投资学与金融学、

数学的关系，确立了投资学在金融学科体系中的地位。通过本章学习重点掌握投资学的相关概念，

了解投资学的发展背景，认清投资学在金融学科体系中的作用。 

内容结构： 

第一节 投资学的相关机理 

一、投资学的含义 

二、投资学和相关学科的关系  

第二节  投资学的发展沿革 

一、投资学的历史发展 

二、投资学的现代进展 

第三节  投资学的结构框架 

一、经济学基础 

二、数学基础 

三、金融学基础 

第四节 行为金融学对投资学的挑战 

一、行为金融学概述 

二、行为金融学与投资学的关系 

三、行为金融学对投资学提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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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点（重要问题）： 

投资学的含义  投资学的三大基础 

第二章  数学方法在金融中的应用 

教学要求： 

投资学是数学与金融学的结合，它把大量数学方法应用于金融领域，提出一些研究方法。本章

重点介绍数学方法的基本应用原理和应用技巧，使学生掌握投资学研究基本数学方法的研究原理和

思路，为以后各章学习打下较扎实的数学基础。。 

内容结构： 

第一节  函数和微分在投资学中的应用 

一、投资学中的指数和对数函数 

1、 连续复利和实际利率 

2、 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 

3、 银行按揭贷款 

4、 分期付款 

5、 银行贴现 

二、投资学中微分方法的运用 

⒈边际效用函数分析 

⒉经济函数最优化 

⒊划拨价格的决定机制 

三、投资学中积分方法的运用 

⒈净投资时间积分测度 

⒉消费者利率和生产者利率的测度 

四、投资学中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的应用 

⒈运用微分方程决定动态平衡点 

⒉运用可分离变量微分方程求投资函数 

⒊运用差分方程制定滞后收入决定模型 

第二节  线性代数在投资学中的应用 

一、投资学中矩阵的应用 

⒈IS—LM分析 

⒉证券组合收益率和风险的测度 

二、特殊行列式和矩阵在投资学中的应用 

   ⒈雅各比行列式 
   ⒉海赛行列式 
   ⒊最优化问题中的海赛行列式 

第三节  随机过程在投资学中的应用 

一、 随机过程的含义 

二、 随机过程的特征 

三、 随机过程的类型 

第四节 经济计量学在投资学中的应用 

一、 经济计量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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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济计量学基本方法 

三、 经济计量学应用案例 

本章重点（重要问题）： 

复利的概念  微积分方法  微分方程  差分方程  矩阵  雅各比行列式   海赛行列式   随

机过程及其特征   随机过程的类型  经济计量学基本方法 

第三章  不确定性情况下的效用函数 

教学要求： 

本章重点讲授消费者效用函数，使学生掌握经济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偏好、效用函数、期望效

用函数。 

内容结构： 

第一节  偏好关系和偏好函数 

一、偏好关系 

   ⒈消费者行为 
   ⒉效用函数 
   ⒊偏好关系 

二、偏好函数 
   ⒈冯诺伊曼判定公理 
   ⒉偏好函数的数学表示 

第二节  期望效用函数 

一、期望的定义 

   ⒈概率论中的期望 
   ⒉效用理论中的期望 
二、期望效用函数 

   ⒈期望效用函数的数学表达形式 
   ⒉期望效用函数的经济理论解释 
   本章重点（重要问题）： 
   消费者行为   效用函数   偏好函数   期望效用函数 

第四章  投资者行为分析 

教学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掌握在有风险存在时的投资者行为及其函数表达形式，掌握绝对风险衡量因子、

相对风险衡量因子。 

内容结构： 

第一节  风险厌恶型投资者行为分析 

一、投资者对待风险的三种态度 

⒈风险偏好型 

⒉风险中性型 

⒊风险厌恶型 

二、风险厌恶型投资者行为分析 

   ⒈风险厌恶型投资者效用函数 
   ⒉风险厌恶型投资者期望效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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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投资者对风险的度量  

一、风险的数学衡量 

⒈绝对风险衡量因子 

⒉相对风险衡量因子 

第三节   多种风险资产的市场度量 

一、 单一资产的市场度量 

二、 多种资产的风险度量 

本章重点（重要问题）： 

投资者对待风险的三种态度   风险厌恶型投资者效用函数   风险厌恶型投资者期望效用函

数   绝对风险衡量因子   相对风险衡量因子 

第五章 市场有效性分析 

教学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掌握市场有效性的含义及分类，掌握信息结构及其模型，掌握帕累托最优分配及

动态完全市场，了解非对称信息下的竞争均衡和理性预期均衡。 

内容结构： 

第一节   市场有效性的含义和分类 

一、市场有效性的含义 

二、市场有效性的分类 

第二节   信息结构及模型 

一、信息结构 

二、信息模型 

第三节  帕累托最优分配 

一、帕累托最优的含义 

二、市场达到帕累托最优的数学分析 

第四节  非对称信息下的竞争均衡 

第五节  动态完全市场分析 

一、完全市场的定义 

二、动态完全市场 

第六节   理性预期均衡 

第七节   价格序列和交易量 

本章重点（重要问题）： 

市场有效性的含义和分类   信息结构及模型   帕累托最优分配 

第六章 金融风险的测度 

教学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掌握金融风险的分类，掌握金融风险的基本测度方法，了解金融风险的前沿测度

方法，了解测度方法在市场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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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结构： 

第一节  金融风险的分类 

一、系统风险 

二、非系统风险 

第二节  金融风险的测度 

一、期望方差测度法 

⒈风险期望值 

⒉风险方差值 

二、在险价值测度法（VaR） 

⒈VaR简介 

⒉均值—方差矩阵 

三、利率风险的测度 

   ⒈定义 
   ⒉久期和凸性  
   ⒊现金映射流 

四、信用风险的测度 

   ⒈定义 
   ⒉利率缺口分析 
   ⒊Creditmatrix方法和 KMV方法 
本章重点（重要问题）： 

期望方差测度法  在险价值测度法   均值—方差矩阵   久期和凸性   现金映射流   利率

缺口分析 

第七章 证券投资组合和套利定价 

教学要求： 

本章要求学生掌握证券投资组合的基本测度方法，CAPM模型、APT模型以及因子分析的相关方

法。 

内容结构： 

一、 存在无风险资产的证券投资组合 

二、 一般证券选择模型 

三、 CAPM模型 

四、 套利定价模型 

本章重点（重要问题）： 

证券投资组合   证券选择模型    证券选择模型 

重 点 章 节 

第一章：第 1、3节； 

第二章：第 1、2、3、4节； 

第三章：第 2节； 

第四章：第 1、2、3节； 

第五章：第 1、2、3、5节； 

第六章：第 1、2节； 

第七章：第 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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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章次 章  节  名  称 总计课时 授课课时 
备注 

（实验课）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投资学引论 3   

2 第二章数学方法在投资学中的应用 3   

3 第二章数学方法在投资学中的应用 3   

4 第二章数学方法在投资学中的应用 3   

5 第二章数学方法在投资学中的应用 3 实验课 2学时  

6 第三章不确定情况下的效用函数 3   

7 第三章不确定情况下的效用函数 3   

8 第四章投资者行为分析 3   

9 第四章投资者行为分析 3   

10 第五章市场有效性的分析 3 4 2 

10 第五章市场有效性的分析 3 实验课 2学时  

11 第六章金融风险测度 3 9 1 

12 第六章金融风险测度 3   

13 
第六章金融风险测度/第七章证券投资组合

和套利定价 
3 

第六章实验课

1学时 
 

14 第七章证券投资组合和套利定价 3   

15 第七章证券投资组合和套利定价 3   

16 第七章证券投资组合和套利定价 3 实验课 3学时  

合    计 48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高级微观经济学（数理），高级宏观经济学（数理），数学分

析，高等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随机过程 

后续课程： 期权期货与衍生证券，与金融相关的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金融市场的规范描述，无套利描述，跨期过程，金融风险测度。 

难点：高等概率路，随机过程，鞅，测度等在投资中的应用。 

3、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股票、期货和期权数据库，PC机，VC++软件，MATlAB软件，等等。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金融实验室编写各种数值计算方法。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Delbaen F, Schachermayer W, The Mathematics of Arbitrage, Springer,2008.。 



4501 

2. 田文昭，金融资产的定价理论与数值计算（C++），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二）推荐参考书 

1. 罗斯，数理金融初步（英文版 第 3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2. 德布鲁，价值理论（英文版），网上下载。 

3.  A.H 施利亚耶夫，随机金融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5. 

4. 威廉 夏普，投资学基础（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 

执笔：田文昭  审稿：陈佳俊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1日 

 

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英语双语）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课程号：3060600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金融市场学是研究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及其各主体行为规律的科学。它作为国际商务专业的必修

课程，是沟通理论教学和社会实践的桥梁，对于学生掌握金融市场运行原理和规律，动手能力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适应社会对于人才的要求具有重要意义。金融市场学的教学对象是已掌握宏微观经

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高等数学等理论知识的国际商务专业本科学生。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  

1．金融市场的基本知识  

2．基本金融理论（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期权定价模型、套利定价模型）； 

3．股票、债券、期货、期权、远期交易、货币资金、外汇等金融资产的定价；  

4．各主体的行为（包括投资、套期保值、套利、政策行为和监管行为等）；  

5．科学计算软件的使用方法，并能够分析和解决相关问题，为日后进一步学习和实际工作奠

定扎实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金融市场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金融市场 

2. 金融市场的类型  

3. 金融市场的主体  

4. 金融市场的趋势  

学习目标： 

1.了解：金融市场的趋势 

2.掌握：金融市场的定义、类型、主体 

作业： 

1.法博齐（第四版）第一章 10，第二章 5题。查找相关资料写一篇综述。要求：标明引用来

源，要有自己的思考；字数不限。 

知识单元 2：货币市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货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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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业拆借市场  

3.回购市场  

4.商业票据市场  

5.银行承兑汇票市场  

6.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  

7.短期政府债券市场  

8.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市场 

学习目标： 

1.了解：货币市场的构成 

2.掌握：各类货币市场的运行机制 

作业： 

1.法博齐（第四版）第三章 4，第四章 5题，第五章 3。查找相关资料写一篇综述。要求：标

明引用来源，要有自己的思考；字数不限。 

知识单元 3：资本市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股票市场  

2.债券市场  

3.投资基金  

学习目标： 

1.了解：资本市场的构成 

2.掌握：各类资本市场的参与者与运行机制 

作业： 

1.法博齐（第四版）第七章 4，5，6。查找相关资料写一篇综述。要求：标明引用来源，要有

自己的思考；字数不限。 

知识单元 4：外汇市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外汇市场概述  

2.外汇市场的交易方式  

学习目标： 

1.了解：外汇市场的参与者与运行机制 

2.掌握：汇率的决定与交易方式 

作业： 

1.法博齐（第四版）第三十二章 1,3,5。 

知识单元 5：衍生市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金融远期市场  

2.金融期货市场  

3.金融期权市场  

4.金融互换市场  

学习目标： 

1.了解：衍生市场的定义、构成 

2.掌握：各类衍生品的创造和市场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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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法博齐（第四版）第二十六章 4，第二十七章 5题，第二十八章 3。 

知识单元 6：利率机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利率概述  

2.利率水平的决定  

3.利率的结构  

学习目标： 

1.了解：利率的影响因素 

2.掌握：利率的结构和决定机制 

作业： 

1.法博齐（第四版）第九章 3，第十章 2，第十一章 2,3。 

知识单元 7：风险机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金融风险的定义和种类  

2.投资收益和风险的衡量  

3.证券组合与分散风险  

4.风险偏好和无差异曲线  

学习目标： 

1.了解：投资组合分散风险。 

2.掌握：风险偏好与无差异曲线，投资收益的衡量。 

作业： 

1.法博齐（第四版）第十二章 1,3,5,6。 

知识单元 8：资产的定价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有效集和最优投资组合  

2.无风险借贷对有效集的影响  

3.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学习目标： 

1.了解：最优投资组合的确定 

2.掌握：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作业： 

1.法博齐（第四版）第十二章 7,8,9，10。 

知识单元 9：有效市场假说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有效市场定义和分类  

2.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基础  

3.实证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有效市场假说的分类 

2.掌握：有效市场假说的理论与实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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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米什金（第七版）第六章简答题 1,2，计算题 1。 

知识单元 10：债券价值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债券属性与价值分析  

2.债券定价原理  

学习目标： 

1.了解：债券价值与属性 

2.掌握：债券定价机制 

作业： 

1.法博齐（第四版）第十五章 1,3，第十六章 5,6。 

知识单元 11：普通股价值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收入资本法  

2.股息贴现模型之一：零增长模型  

3.股息贴现模型之二：不变增长模型  

4.股息贴现模型之三：三阶段增长模型  

5.股息贴现模型之四：多元增长模型  

6.市盈率模型之一：不变增长模型  

7.市盈率模型之二：零增长和多元增长模型  

学习目标： 

1.了解：收入资本法 

2.掌握：贴现模型与市盈率模型的市值分析方法 

作业： 

1.法博齐（第四版）第 17章 1,3,5，第 18章 2,4,6。 

2.选择一支大盘蓝筹股，采用本知识单元讲授的方法进行定价，并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 

知识单元 12：远期和期货的定价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远期价格和期货价格的关系  

2.无收益资产远期合约的定价  

3.支付已知现金收益资产远期合约的定价  

4.支付已知收益率资产远期合约的定价  

5.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远期和期货的定义和分类 

2.掌握：远期和期货的定价方法，计算 

作业： 

1.法博齐（第四版）第二十八章 7,8,10。 

知识单元 13：期权的定价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期权价格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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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期权组合的盈亏分布  

3.期权定价的理论基础  

4.布菜克一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  

5.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  

学习目标： 

1.了解：期权价格的特性 

2.掌握：布菜克一斯科尔斯期权定价,二叉树模型定价 

作业： 

1.法博齐（第四版）第二十七章 1,5,9，二十八章 14,15。 

知识单元 14：投资行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投资管理  

2.投资分析  

3.投资业绩评价  

4.国际环境下的投资行为  

学习目标： 

1.了解：投资管理 

2.掌握：投资分析与业绩评价 

作业： 

1.阅读法博齐（第四版）与米什金（第七版）的投资行为部分，查找相关资料写一篇综述。要

求：标明引用来源，要有自己的思考；字数不限。 

知识单元 15：套期保值行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套期保值的基本原理  

2.基于远期的套期保值  

3.基于期货的套期保值  

4.基于期权的套期保值  

5.基于互换套期保值  

学习目标： 

1.了解：套期保值的基本原理 

2.掌握：期权期货和互换的套期保值计算 

作业： 

1.阅读法博齐（第四版）与米什金（第七版）的套期保值部分，查找相关资料写一篇综述。要

求：标明引用来源，要有自己的思考；字数不限。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金融市场概述 3  

2 货币市场 3  

3 资本市场 3  

4 外汇市场 3  

5 衍生品市场 3  

6 利率机制 3  

7 风险机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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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资产定价 3  

9 有效市场假说 3  

10 债券价值分析 3  

11 普通股价值分析 3  

12 远期和期货定价 3  

13 期权定价 3  

14 投资行为 3  

15 套期保值 3  

16 复习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微积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后续课程：期权期货与衍生证券、房地产金融学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货币、外汇和金融资本市场的功能机制与互动关系，资产定价和风险机制，有效市场假说，债

券、普通股和衍生品的价值确定，投资与套期保值、套利行为的运作机制，金融市场监管与政策制

定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对于本科生，主要通过板书以及幻灯、投影仪等电子化教学手段，采用课堂讲授法进行教学。 

同时，利用讨论教学法，把学生组织起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对于学生的课后学习，将采用自学指导法，引导学生阅读有关参考文献以及有关产业经济发展

的新闻报道、热点访谈等资料，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利用一定时间，通过小测验、小论文等方

式对学生的自学效果进行考察。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计算机、投影仪和 PPT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将指导学生进行课下讨论和自学，使用约 15小时时间阅读论文和准备 ppt讲演。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项目展示和论文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

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法博齐等编著《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基础》，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 3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米什金等编著《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 8月 第 1版 

执笔：霍钊  审稿：张巍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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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筹学（一） 
Operations Research 1 

课程号：33501004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成思危金融数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将实际应用问题转化为运筹学模型的建模能力；2、掌握求解运

筹学模型的各种运算方法；3、掌握对最优解处理及分析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运筹学的相关基础知识、建模方

法、求解原理、灵敏度分析，了解实际问题和模型之间的概念，为运筹学（二）及相关建模课程等

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工具使用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4学时 

知识单元 1：课程介绍及课程知识相关应用举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运筹学的历史及基本概念和建模流程。 

2．运筹学模型作为数学工具如何解决实际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什么是运筹学。 

2．了解课程整体规划。 

3．掌握用运筹学模型建模的能力。 

作业：无 

知识单元 2：线性规划建模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2-Variable LP; 

2．Graphical LP Solution; 

3．Linear Programming Applications. 

学习目标： 

1．了解 2个变量的线性规划模型及线性规划模型在多个领域中的应用。 

2．掌握建模能力和应用电脑软件求解模型的能力。 

作业： 

Problem Sheet (一些简单问题的建模练习)； 

课本习题： 

Problem Set 2.2A-B; 

Problem Set 2.4A-B-C-D. 

知识单元 3：单纯型方法和灵敏度分析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The Simplex Method; 

2．Artificial Starting solution; 

3．Special Cases in the Simplex Method; 

4．Sensitivity Analysis. 



4508 

学习目标： 

1．了解求解线性规划模型的方法。 

2．掌握单纯型方法和灵敏度分析。 

作业： 

课本习题： 

Problem Set 3.3B; 

Problem Set 3.4A-B; 

Problem Set 3.5A-B-C-D; 

Problem Set 3.6A-B-C-D. 

知识单元 4：对偶性与后最优分析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Primal-Dual Relationships; 

2．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Duality; 

3．Additional Simplex Algorithms; 

4．Post-Optimal Analysis. 

学习目标： 

1．了解线性规划的原始模型和其对偶模型的区别。 

2．掌握对偶单纯型方法和后最优分析。 

作业： 

课本习题： 

Problem Set 4.1A; 

Problem Set 4.2C-D; 

Problem Set 4.3A-B; 

Problem Set 4.4A-B; 

Problem Set 4.5A-B-C-D. 

知识单元 5：高级线性规划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Simplex Method Fundamentals; 

2．Bounded-Variables Algorithm; 

3．Duality; 

4．Parametric Linear Programming. 

学习目标： 

1．了解线性规划背后的数学理论知识原理。 

2．掌握应用矩阵算法替代单纯型方法的迭代运算。 

作业： 

课本习题： 

Problem Set 7.2B; 

Problem Set 7.3A; 

Problem Set 7.4B; 

Problem Set 7.5A; 

Problem Set 7.5B. 

知识单元 6：目标规划 
参考学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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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A Goal Programming Formulation; 

2．Goal Programming Algorithms. 

学习目标： 

1．了解哪些实际问题需要用目标规划建模。 

2．掌握目标规划的建模方法和相应算法。 

作业： 

课本习题： 

Problem Set 8.1A; 

Problem Set 8.2A-B. 

知识单元 7：整数线性规划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Applications; 

2．Integer Programming Algorithms. 

学习目标： 

1．了解哪些实际问题需要用整数规划建模。 

2．掌握整数规划的建模方法和相应算法。 

作业： 

课本习题： 

Problem Set 9.2A-B. 

知识单元 8：博弈论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Applications; 

2．Optimal solution of Two-person Zero-sum games; 

3．Solution of Mixed Strategy games. 

学习目标： 

1．了解博弈论的由来以及 2人对决游戏。 

2．掌握如何用单纯型方法求解博弈论问题。 

作业： 

课本习题： 

Problem Set 15.4A-B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2-Variable LP Modeling. 

4  

2 
Graphical LP Solution; 
Linear Programming Applications. 

4  

3 The Simplex Method. 4  

4 
Artificial Starting solution; 
Special Cases in the Simplex Method. 

4  

5 Sensitivity Analysis. 4  
6 Primal-Dual Relationships. 4  

7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Duality; 
Additional Simplex Algorithm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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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Post-Optimal Analysis. 4  
9 Simplex Method Fundamentals. 4  
10 Bounded-Variables Algorithm. 4  
11 Duality. 4  
12 Parametric Linear Programming. 4  

13 
A Goal Programming Formulation; 
Goal Programming Algorithms. 

4  

14 
ILP Applications; 
Integer Programming Algorithms. 

4  

15 
Game Theory Applications; 
Optimal solution of Two-person Zero-sum games. 

4  

16 Solution of Mixed Strategy games.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高等代数、数学分析、概率与数理统计。 

后续课程：运筹学（二）。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Simplex Algorithm, Sensitivity Analysis, Duality, Post-optimal Analysis, Goal 

Programming, Integer Programming, Game Theory. 

难点：Sensitivity Analysis, Duality, Post-optimal Analysis, Goal Programming.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多媒体教学。 

2.举例说明。 

3.模型软件求解演示。 

4.讲解。 

教学手段： 

1.PPT。 

2.板书演示运算过程。 

3.视频演示应用实例。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投影仪和电脑。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需要课后多做练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考试占 100％。 

7、作业要求： 
每周课后布置作业，答案会在下一周上课前给出。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哈姆迪·A·塔哈（Hamdy A. Taha）著《运筹学导论》英文版·基础篇，中国人民大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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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2014年 9月，第九版，管理科学与工程经典教材。 

2. 哈姆迪·A·塔哈（Hamdy A. Taha）著《运筹学导论》英文版·提高篇，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4年 9月，第九版，管理科学与工程经典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哈姆迪·A·塔哈（Hamdy A. Taha）著，刘德刚，朱建明，韩继业译《运筹学导论》中文

版·基础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 9月，第九版，管理科学与工程经典译丛。 

2. 哈姆迪·A·塔哈（Hamdy A. Taha）著，刘德刚，朱建明，韩继业译《运筹学导论》中文

版·提高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 9月，第九版，管理科学与工程经典译丛。  

执笔：张璞媚  审稿：李景华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5月 26日 

 

运筹学（二） 
Operations Research 2 

课程号：33501005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成思危金融数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将实际应用问题转化为运筹学模型的建模能力；2、掌握求解运

筹学模型的各种运算方法；3、掌握对最优解处理及分析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运筹学的相关基础知识、建模方

法、求解原理、灵敏度分析，了解实际问题和模型之间的概念，为相关建模课程等后续课程奠定必

要的工具使用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4学时 

知识单元 1：各种运输模型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Definition of Transportation Model;  

2．Nontraditional Transportation Models;  

3．The Transportation Algorithm; 

4．The Assignment Model. 

学习目标： 

1．了解什么是运输模型。 

2．掌握运输模型的建模及求解。 

作业： 

课本习题： 

Problem Set 4.1A; 

Problem Set 4.2C-D； 

Problem Set 4.3A-B； 

Problem Set 4.4A-B； 

Problem Set 4.5A-B-C-D. 

知识单元 2：网络模型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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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inimal Spanning Tree Algorithm; 

2．Shortest-Route Problem; 

3．Maximal Flow Model; 

4．CPM. 

学习目标： 

1．了解网络模型的应用。 

2．掌握网络模型的建模及求解各类型问题。 

作业： 

课本习题： 

Problem Set 6.1A; 

Problem Set 6.2a； 

Problem Set 6.3A-B-C； 

Problem Set 6.4B； 

Problem Set 6.5A-B-C. 

知识单元 3：确定性动态规划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Forward and Backward Recursion; 

2．Selected DP Applications; 

3．Problem of Dimensionality. 

学习目标： 

1．了解动态规划的模型及应用。 

2．掌握动态规划模型的建模及算法。 

作业： 

课本习题： 

Problem Set 12.1A; 

Problem Set 12.2A; 

Problem Set 12.3A-B-C-D; 

Problem Set 12.4A. 

知识单元 4：确定性库存模型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General Inventory Model; 

2．Static Economic-Order-Quantity (EOQ) Models; 

3．Dynamic EOQ Models. 

学习目标： 

1．了解什么是库存模型及其应用。 

2．掌握确定性库存模型的建模及算法。 

作业： 

课本习题： 

Problem Set 13.3A-B-C; 

Problem Set 13.4A-B-C-D-E. 

知识单元 5：启发式规划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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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reedy Heuristics; 

2．Metaheuristic; 

3．Application of Metaheuristics to Integer Linear Programs; 

4．Introduction to Constraint Prigramming. 

学习目标： 

1．了解启发式规划的模型及应用。 

2．掌握启发式规划模型的建模及算法。 

作业： 

课本习题： 

Problem Set 10.3A-B-C. 

知识单元 6：旅行销售员问题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TSP Mathematical Model; 

2．Exact TSP Algorithms; 

3．Local Search Heuristics; 

4．Mataheuristic. 

学习目标： 

1．了解启发式规划模型在旅行销售员问题中的应用。 

2．掌握旅行销售员问题的建模和解法。 

作业： 

课本习题： 

Problem Set 11.3B; 

Problem Set 11.4A.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Definition of Transportation Model; 
Nontraditional Transportation Models. 

4  

2 
The Transportation Algorithm; 
The Assignment Model. 

4  

3 Minimal Spanning Tree Algorithm. 4  
4 Shortest-Route Problem. 4  
5 Maximal Flow Model. 4  
6 CPM. 4  
7 Forward and Backward Recursion. 4  
8 Selected DP Applications. 4  
9 Problem of Dimensionality. 4  

10 General Inventory Model. 4  
11 Static Economic-Order-Quantity (EOQ) Models. 4  
12 Dynamic EOQ Models. 4  

13 
Greedy Heuristics; 
Metaheuristic. 

4  

14 
Application of Metaheuristics to Integer Linear 
Programs； 
Introduction to Constraint Prigramming. 

4  



4514 

15 
TSP Mathematical Model; 
Exact TSP Algorithms. 

4  

16 
Local Search Heuristics; 
Mataheuristic.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高等代数、数学分析、概率与数理统计、运筹学（一）。 

后续课程：其他建模类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Transportation Model, Network Model, Dynamic Programming, Inventory Model, TSP. 

难点：Dynamic Programming, Inventory Model, TSP.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多媒体教学。 

2.举例说明。 

3.模型软件求解演示。 

4.讲解。 

教学手段： 

1.PPT。 

2.板书演示运算过程。 

3.视频演示应用实例。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投影仪和电脑。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需要课后多做练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考试占 100％。 

7、作业要求： 
每周课后布置作业，答案会在下一周上课前给出。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哈姆迪·A·塔哈（Hamdy A. Taha）著《运筹学导论》英文版·基础篇，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14年 9月，第九版，管理科学与工程经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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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二）（英语双语） 
Microeconomics -2 

课程号：3350101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成思危现代金融菁英班的专业必修课程，双语教学。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在学习完西方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理解经济模

型的基本构造；2、学习较高深的微观经济理论，理解微观经济活动的运行过程；3、熟悉和掌握微

观经济分析的数理分析方法，掌握一些从复杂的现实过渡到简单理论的研究和分析经济问题的技

巧；4、初步具备利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问题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介绍微观经济学的中级理论，是对微观经济学初级理论提高与扩展。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消费者行为（Consumer Behavior）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预算约束（budget constraints） 

1）预算线 

消费集（consumption set）：消费者面对的所有商品组合（X） 

消费束（consumption bundle）：消费者面对的某一个商品组合（x1 ,x2 , …） 

预算集（budget set）：在既定收入和价格下，消费者所能负担的消费束集合 

预算线（budget line）：在既定收入和价格下，消费者的所有收入能够购买的消费束集合 

预算线的斜率：预算线斜率的绝对值是两种商品的相对价格，表示在市场上用商品 1替代商品

2的比率，即任何消费者为了多消费 1单位商品 1所要放弃的商品 2的数量 

两种商品已足够：在实际分析中，可将除了我们所关注的商品之外的其他商品都视为商品 2，

或者简单地将购买其他商品的货币看作商品 2 

价格和收入的变化影响预算线的变动。 

计价物：设 x1价格为 1，其他价格都通过实际价格与 x1的价格的比值来表示。 

2）应用：税收或补贴 

从量税、从价税、补贴、配给等政策会使预算集发生变动。 

2.偏好 

1）偏好 

偏好（preference）：消费者对不同消费束的排列 

弱偏好（weak preference）：对于两个消费束 x
1
和 x

2
，如果消费者认为 x

1
至少和 x

2
一样好，

称 x
1
弱偏好于 x

2  ， 
x
1
≥

 
x
2 

严格偏好（strict preference）：如果消费者认为 x
1
比 x

2
好，称 x

1
严格偏好于 x

2， 
x
1
＞

 
x
2
 

无差异（indifference）：如果消费者认为 x
1
与 x

2
没区别，称 x

1
与 x

2
无差异，x

1
～x

2  

2）关于偏好的假定 

一般地，假定偏好满足以下性质： 

假定 1：完备性（completeness）：任何消费束都是可比较的 

假定 2：传递性（transitivity） 

假定 3：单调性（monotonicity）：如果消费束 x
1
中至少有一种商品的数量比 x

2
多，那么消费

者严格偏好于 x
1 

假定 4：凸性（convexity）：平均消费束弱偏好于端点消费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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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假定 1-4的偏好称为良好性状偏好（well-behaved preference），良好性状偏好是单调的

（多多益善）和凸的。 

3)无差异曲线 

无差异曲线（indifference curve）：与特定消费束无差异的消费束集合。 

弱偏好集：弱偏好于特定消费束的所有消费束。无差异曲线是弱偏好集的边界。 

无差异曲线的特征：根据偏好的完备性和传递性，表示不同偏好水平的无差异曲线不能相交；

根据偏好的单调性，无差异曲线斜率为负，且越往右上方的无差异曲线代表的偏好水平越高；若偏

好是凸的，则弱偏好集是凸集，即无差异曲线的斜率非递减；若偏好是严格凸的，则弱偏好集是严

格凸集，无差异曲线斜率递增。 

4）特殊商品的偏好及其无差异曲线 

完全替代品（perfect substitutes）、完全互补品（perfect complements）、中性商品（natural 

goods）、厌恶品（bads）、餍足、离散商品、拟线性偏好（quasi-linear preference）、凹性偏好。 

5）边际替代率 

无差异曲线的斜率衡量了消费者愿意用一种商品去替代另一种商品的比率，称为边际替代率

（marginal rates of substitution, MRS） 

商品 1对商品 2的边际替代率：为了多得到 1单位的商品 1而愿意放弃的商品 2的数量 

                    MRS12＝△x2/ △ x1 

边际替代率的性质:根据偏好的单调性，边际替代率为负数，但是为了方便，我们常用其绝对

值表示边际替代率;根据偏好的凸性，边际替代率非递增；根据偏好的严格凸性，边际替代率递减。 

边际替代率的衡量：交换或不交换的边际上，表示边际支付意愿，面临价格相同时，每个人有

相同的 MRS，并以相似的方式来交换这两种商品。 

3.效用 

1）偏好和效用 

消费者行为完全可以通过偏好理论加以阐释，但偏好理论难以数学化，所以引入效用（utility）

的概念。 

2）效用函数 

效用函数（utility function）：一个效用函数的单调变换仍然是代表同样偏好关系的效用函

数。 

只有当偏好是理性的时，它才能用一个效用函数来表示（马斯-克莱尔等，1995）。如果偏好满

足完备性、传递性、连续性和强单调性，那么存在一个代表该偏好的连续效用函数（瓦里安，1992）。 

效用函数的单调变换（Monotonic transforms)：当 u1>u2，意味着 f(u1)>f(u2)时，称 f(u)为

原效用函数的单调变换。其最重要的含义是：对于某一种偏好关系来说，其函数表达形式不唯一。 

常见的单调变换例子：对原效用函数乘上一个正数；对原效用函数加上任意一个数；对原效用

函数取奇次幂；对数函数与指数函数互为单调变换函数。 

3)边际效用 

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 MU）：保持其他商品的消费量不变，消费者从某一商品的微小

增量中获得的效用改变量。边际效用的大小随着效用函数选择的不同而不同，但两种商品边际效用

的比值却有其特殊含义。 

4)边际替代率 

4.选择 

1）选择 

无差异图描绘了消费者对于不同消费束的偏好，但是这些消费束不一定是消费者能够负担得起

的。预算集给出了消费者有能力购买的消费束，但是无法判定消费者会选择哪一个消费束。因此，

消费者选择问题是：在预算集中选择最偏好的消费束。为讨论问题方便，我们首先考虑良好形状偏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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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优消费束 

3）效用最大化 

效用最大化问题的约束条件是预算约束，实际上是不等式约束。但如果偏好满足单调性，则消

费者一定会用完所有的收入来实现最大效用，从而简化为等式约束（线性等式约束）问题 

4）最优选择 

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与市场的交换比率：边际替代率给出消费者对与两种商品的主观交换比

率，它对于每个消费者都是不同的；价格比给出市场上两种商品的客观交换比率，它对于每个消费

者都是相同的；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消费者通过调整商品数量调整自己的边际替代率，直到主观

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客观的市场交换比率才能实现最优。 

5）边际替代率条件的含义 

以价格比衡量边际替代率是一种为消费束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估计的途径，价格反映人们对边

际物品的评价。 

5.需求 

1）需求函数 

最优消费束与价格和收入有关，如果偏好满足完备性、传递性、凸性和单调性，那么对于给定

的价格和收入，一定存在最优消费束。 

进一步的，如果偏好满足严格凸性，那么对于给定的价格和收入，存在唯一一组最优消费束与

之对应。因而可以建立以价格和收入为自变量的最优消费束函数，称为需求函数（或瓦尔拉斯需求

函数、马歇尔需求函数）。 

2）收入变化的影响 

收入扩展线（income expansion path）: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变化引起的最优消费束移动

的轨迹。把每一收入水平下某种商品的最优消费量记录下来，即可得到该商品的恩格尔曲线（Engel 

curve）。该曲线代表了消费者在每一收入水平下对该商品的需求量。 

3）价格变化的影响 

价格扩展线（price  expansion path）：收入和其他商品价格不变，一种商品价格变化引起的

最优消费束移动的轨迹。把每一价格水平下这种商品的最优消费量记录下来，即可得到该商品的需

求曲线（demand curve）。该曲线代表了在每一个价格水平下该商品的最优消费量。 

零次齐次性（homogeneity of degree zero ）：如果偏好满足完备性、传递性、凸性和单调性，

那么当收入与价格发生同比例变化时，最优消费束不发生变化。需求函数的这种性质称为零次齐次

性。 

4）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某种商品价格变动后，两商品之间交换比率发生变化，引

起最优消费束的变化。“转动”：相对价格变化，购买力不变，预算线斜率变化。即： 

            △x1
s 
= x1 ( p1’, m’) - x1 (p1, m) 

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价格变动引起实际收入水平变动，引起最优消费束变动。“移动”：

购买力不变，预算线平行移动。即： 

             △x1
n 
= x1(p1’, m) - x1(p1’, m’) 

5）需求的总变动－斯卢茨基方程 

需求的总变动＝替代效应＋收入效应 

△x1
 
= x1(p1’, m) - x1(p1 , m ) 

△x1
 
=△x1

s 
＋

 
△x1

n  
= 〔x1 ( p1’,m’) - x1(p1, m) 〕＋〔x1(p1’,m) - x1(p1’, m’)〕 

用变动率表示的斯卢茨基方程（Slutsky Equation） 

△x1
 
/ △p1 ＝ △x1

s 
/
 
△p1

 
－ （△x1

n 
/ △ m） x1

 

6）市场需求（market demand ） 

7）反需求函数：对于给定的收入水平，也可以探讨为了达到特定需求束所要求的价格，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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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需求函数 

8）弹性 

需求弹性与生产者收益：若|ep|>1，则 dR/dp<0，收益与价格反方向变化；若|ep|= 1，则 dR/dp=0，

价格变化不引起收益变化；若|ep|<1，则 dR/dp>0，收益与价格同方向变化。 

6.显示偏好 

1）显示偏好 

以上分析遵循“偏好关系——效用函数——需求函数——比较静态分析”的路径，即从对人性

的假定出发推导其行为，理论前提是知道偏好关系。但在现实中，偏好无法直接观察到，我们往往

是通过人的行为来推导其偏好的，也就是说，行为显示了偏好。 

在根据行为判断偏好时，有几个基本假定：消费者选择最偏好的消费束；消费者会花光所有的

钱；对于每一个预算约束，有且只有一个需求束(严格凸)；偏好是稳定的。 

显示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如果一个消费束被直接显示偏好于且被间接显示偏好于另

一个消费束，称第一个消费束被显示偏好于第二个消费束。 

2）显示偏好公理 

显示偏好弱公理（weak axiom of revealed preference）：如果(x1,x2) 被直接显示偏好于

(y1,y2)，且(x1,x2) ≠(y1,y2)，那么， (y1,y2)被不可能直接显示偏好于(x1,x2) ，即：如果在购买

X时，有能力购买 Y，那么，在购买 Y时，X就是无能力购买的。 

有 p1x1+p2x2≥p1y1+p2y2，那么就不可能有 q1y1+q2y2≥q1x1+q2x2 

显示偏好强公理（strong axiom of revealed preference）：如果消费者追求最优，那么它的

行为一定满足显示偏好强公理；反之，如果消费者的行为满足显示偏好强公理，那么一定可以找到

反应这种行为的偏好。 

3）显示偏好理论的应用：指数 

在对消费者不同时期的消费进行比较时涉及到指数问题，引入拉氏指数和帕氏指数（Laspeyres 

& Paasche index）。 

7.消费者的福利变动 

1）消费者剩余 

分析消费者行为的困难之处在于我们观察到的是行为本身，而偏好和效用是无法直接观察到

的。因此，当价格发生变化时，我们很难确定消费者的福利（或效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运用显

示偏好理论，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测价格变化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在这一节里，我们将用货

币来度量价格变化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消费者为每一单位商品实际支付的价格都等于市场价格，

而之前任何一单位商品的保留价格都高于市场价格。消费者愿意为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支付的价格

总额与实际支付的价格总额之间的差额即为消费者剩余。 

2）补偿变化和等价变化 

补偿变化（com pensating variation）、等价变化（equivalent variation）。 

等价变化以原有价格为标准，一般用于比较不同政策的福利效果；补偿变化以新的价格为标准，

一般用于计算价格变动后的补偿。拟线性效用下，三者相等。 

8.购买和销售 

消费者的收入是用自己拥有的商品（时间、资本、自己生产的商品等）换来的，这些商品的价

格变化同样会影响消费者行为。对于每种商品，消费者有可能是净购买者，也有可能是净销售者。

本节考察禀赋（endowment）和禀赋变动下效用最大化选择修正的斯卢茨基方程。 

9.不确定性 

1）不确定性（uncertainty）和风险 

当存在客观不确定性时，消费者的选择依赖于消费束的概率分布。或有消费计划：依赖于某个

事件结果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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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率：一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 p1,p2… 

期望：通常以实际结果与人们对该结果的期望值之间的离差来度量某一事件的风险程度的大

小。 

实际中风险常常以概率论中的“方差”或“标准差”来度量。 

2）期望效用理论 

效用函数：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U（x1,x2; p1,p2） 

期望效用函数(VNM函数) ：指各种可能消费水平下消费者所获效用水平的加权平均值 

                      EU（x1,x2; p1,p2）=p1U(x1)+p2U(x2) 

期望值的效用：指各种可能消费水平期望值的效用 

                      U(EX)=U（p1x1+p2x2） 

正仿射变换：表示偏好相同的期望效用函数                    

                      V(U)=aU+b,   其中 a>0 

3）风险偏好 

风险偏好 效用函数 期望效用 偏 好与期望值效用 

厌恶风险 

风险中性 

偏好风险 

凹函数               EU<U(Ex)            财富的期望值 

线性函数             EU＝U(Ex)           不关心风险 

凸函数               EU>U(Ex)        财富的随机分布（赌博） 

根据效用函数凹凸性判断风险偏好：若 u(x)是凸函数，风险爱好 risk-loving；若 u(x)是线

性函数，风险中立 risk-neutrality；若 u(x)是凹函数，风险规避 risk-aversion 

4）不确定性的降低 

学习目标： 

1. 分析消费者在预算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决策，从消费者最优决策中推导需求曲线； 

2. 分析不同类型的商品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 

3. 了解显示性偏好理论、消费者跨时选择问题、价格指数，以及不确定情况下的消费者选择
问题等。 

4. 掌握目前有关效用理论的前沿理论。 

作业： 

请使用显示偏好原理分析消费者的行为。 

知识单元 2：生产者行为（Producer Behavior）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技术 

1）投入与产出 

生产者面临的约束包括预算约束、市场约束和技术约束。 

技术：反映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是施加于生产者的自然约束，只有某些投入组合才能生产出既

定的产量。 

生产束（production bundle）：描述某一个生产过程中每种商品的净产出的向量。 

生产集（production set）：对于生产者而言，技术上可行的生产束集合（Y）。 

生产函数（production function）：生产集的边界，投入的最大产出。 

等产量线（isoquant curve）：刚好能生产出数量为 q的产出的投入组合。 

2）技术的假设 

单调性（monotonicity）：如果增加至少一种投入，产出至少与原来一样多。单调性意味着多

余的投入不会产生损失，生产者可以无成本地处置多余的投入，因此该性质又被称为自由处置（free 

disposal）。 

凸性（convexity）：两种投入的加权平均值能生产出至少同样的产量。投入要求集是凸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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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生产函数是拟凹的，并且等产量线是凸向原点的。 

3）技术的边际分析 

边际产出（marginal product, MP）：保持其他投入数量不变，某种投入的微小增量引起的产

出变动。与边际效用不同，边际产出有其实际意义。 

技术替代率（technical rates of substitution, TRS）：保持产量不变，用一种投入替代另

一种投入的比例，技术替代率等于等产量线的斜率。 

技术替代率的性质：根据生产的单调性，技术替代率为负数，但是为了方便，我们常用其绝对

值表示技术替代率；据生产的凸性，技术替代率递减。 

4）短期和长期 

不变要素（fixed factor）：即便企业的产出为零也必须支出的数量固定的要素。 

可变要素（variable factor）：根据产出数量而变化的要素。 

短期和长期（short-run & long-run）：短期内有些要素是不变要素，长期内所有要素都是可

变要素。 

5）技术的特征 

规模报酬（returns to scale）：在技术水平和要素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当所有要素投入都按

同一比例变动时，产量的变动情况。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表达式： 

  Q=f(K,L),t＞1 

如 f(tK,tL) ＞tf(K,L),   则称规模报酬递增； 

如 f(tK,tL) ＜tf(K,L)，则称规模报酬递减； 

如 f(tK,tL) ＝tf(K,L)，则称规模报酬不变。 

2.利润最大化 

1）利润和利润最大化 

利润（profit）是收益与成本之差，指经济利润。成本是指经济成本、机会成本。 

2）短期利润最大化 

考虑只有一种产出，一种可变要素 x1的情况。 

等利润线（isoprofit curve）：刚好能生产出利润π的投入和产出的组合。 

利润最大化条件：生产函数曲线与等利润线相切 

比较静态分析：可变要素价格变化、不变要素价格变化、产品价格变化时，对短期利润最大化

进行考察。 

3）长期利润最大化 

要素需求法则和供给法则：要素需求法则意味着如果产品价格不变，要素需求与要素价格翻方

向变化；供给法则意味着如果要素价格不变，供给量与产品价格同方向变化。与需求法则不同，产

品价格变化对供给量的影响只存在替代效应而不存在收入效应。 

4）显示赢利 

以上分析遵循“生产函数——要素需求函数/供给函数——比较静态分析”的路径，即从对生

产函数的假定出发推导生产者行为。但正如显示偏好理论一样，我们也可以不对生产函数做出任何

假定，而是根据生产者对投入量的选择和相应的产出来推导生产者的行为准则。 

利润最大化弱公理（weak axiom of profit maximization） 

3.成本最小化 

1）成本最小化 

成本最小化：给定产出水平和要素价格，求出能够令成本最小的要素组合。可以证明利润最大

化意味着成本最小化。采用同样的方法，可以证明成本最小化意味着利润最大化。 

2）成本函数和条件要素需求函数 

成本函数（cost function）：定义成本最小化问题的值函数为成本函数 c(w,q)，即在要素价

格 w下生产 q单位产出的最小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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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要素需求函数（conditional factor demand function）：定义成本最小化问题的解为条

件要素需求函数 x1(w1,w2,q),   x2 (w1,w2,q)，即既定产量水平 q 下的最小成本选择（要素投入组

合）。 

3）显示成本最小化（成本最小化弱公理） 

成本最小化弱公理（weak axiom of cost minimization）： 

要素价格变化对条件要素需求的影响：如果要素 2的价格不变，要素 1价格提高，其条件要素

需求会减少，即条件要素需求曲线向下倾斜。 

4）成本函数及相关概念 

了解以下成本函数及相关概念：平均成本函数、短期成本函数、长期成本函数；不变成本、准

不变成本、沉没成本。 

4.成本曲线 

1）短期成本曲线 

在本节中，假定要素价格不变。这样，成本仅仅是产量的函数。即：c=c(q)。本节内容是成本

函数的几何表述。 

短期成本的相关概念： 

不变成本（fixed）：FC 

可变成本（variable）：VC=VC(q) 

成本（c）：c(q)=FC+VC(q) 

平均不变成本（AFC）： AFC=FC/q 

平均可变成本（AVC）：AVC=VC(q)/q 

平均成本（AC）：AC=c(q)/q=FC+VC(q) 

边际成本（MC）：MC=dc(q)/dq 

2）短期成本曲线的特点 

AFC曲线随产量增加而下降 

AVC曲线最初下降，但在可变要素与不变要素达到最佳组合之后开始上升 

AC曲线最初由于 AFC和 AVC曲线的下降而下降，最后由于 AVC曲线的上升而上升 

在刚开始投入生产的时候，MC=AVC 

AVC/AC曲线下降时，MC曲线在 AVC/AC曲线的下方；AVC/AC曲线上升时，MC曲线在 AVC/AC曲

线的上方 

3）长期成本曲线 

简单地，将生产规模（资本投入）视为不变要素 k，从而短期成本函数为 c(q,k)。生产规模在

长期中可以调整，对于给定的产量 q，都存在最优生产规模令成本最小化。用 k(q)表示这一最优规

模，则长期成本函数为 c(q)=c(q,k(q))。 

短期成本曲线和长期成本曲线的关系为：长期成本曲线总是位于短期成本曲线的下方；对于给

定的产量 q，长期成本曲线将与代表最优生产规模的那条短期成本曲线相切，也就是说，长期成本

曲线是短期成本曲线的下包络线（envelope curve）；对于给定的产量 q，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与短

期平均成本曲线的关系同样具有上述两个特征。 

长期平均成本曲线与短期平均成本曲线：LAC曲线是无数条 SAC曲线的下包络线，对于每一个

产量水平，都存在 LAC曲线与代表最优生产规模的 SAC曲线的切点，该切点对应的平均成本是该产

量水平下可以实现的最小平均成本，而 LAC曲线代表在长期内每一个产量水平上可以实现的最小平

均成本。 

学习目标： 

1.了解供给曲线背后的生产者行为。 

2.掌握生产者决策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一是物质生产的技术状况，即生产函数；二是各种投

入要素的支出状况，即成本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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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求解成本既定或产量既定下的生产者的最大化。 

知识单元 3：完全竞争市场（Perfect Competitive Market）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完全竞争厂商的均衡 

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每个厂商都是价格接受者（price-taker），单个厂商不能

影响市场价格。 

主要特征：每个厂商提供的产品完全同质；厂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或退出市场（要素充分流动）；

交易双方均拥有完全信息；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厂商可以完全不考虑其他厂商的行为，也不用考虑

价格决定问题，只需要关心产量的问题。 

1）收益和收益曲线 

收益（revenue）：厂商的销售收入。了解几个概念：总收益（total revenue,TR））平均收益

（average revenue,AR）、边际收益（marginal revenue,MR）。 

收益曲线：平均收益曲线 AR与需求曲线 D重合，向右下方倾斜 

2）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 

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一阶条件要求利润最大化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二阶条件要求利

润最大化时边际收益曲线的斜率小于边际成本曲线的斜率，边际成本递增；上述条件适用于任何类

型的厂商。 

在最优产量水平上，产量 y满足 p＝MC（y），边际成本曲线恰好是其供给曲线。 

利润＝py－Cv（y）－F 

生产者剩余＝ py－Cv（y） 

3）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均衡 

市场需求曲线与完全竞争厂商的需求曲线：市场需求曲线由消费者行为决定，向右下方倾斜。 

完全竞争厂商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其面临的需求曲线的特征是：在市场价格处是水平直线；

高于市场价格时需求量为 0；低于市场价格处是整个市场需求曲线；当市场价格发生变化时，厂商

面临的需求曲线也会发生相应的移动。 

完全竞争厂商的收益曲线：由于厂商的销售价格不变，因而 AR=MR=p，即需求曲线、平均收益

曲线与边际收益曲线是重合的，是一条水平线。 

完全竞争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边际成本等于价格 

利润最大化条件是 MC=p。因此， MC曲线上的点代表了在每一市场价格 p下令厂商利润最大化

的最优产量 q，换言之，MC曲线代表了在每一价格水平下厂商愿意提供的产量，这就是完全竞争厂

商的供给曲线 s(p)。厂商短期均衡为价格水平线与短期供给曲线的交点。 

4）生产者剩余 

生产者剩余（producer surplus）：厂商的供给曲线表示给定价格水平下令厂商利润最大化的

供给量，这种关系也可理解为：对于给定的产量水平，存在一个价格水平令厂商利润最大化。供给

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因此产量越高，对应的最优价格水平也越高。这意味着对于给定产量水平 q之

前的每一个产量，生产者愿意接受的价格都低于 q所对应的最优价格水平。因此，生产者实际获得

的收益与他愿意接受的收益之间存在一个差值，这个差值称为生产者剩余。可以用价格线以下，供

给曲线以左部分的面积表示。 

2.完全竞争行业的均衡 

1）完全竞争行业的短期均衡 

行业短期供给：短期内不存在厂商的进入和退出，某一行业的厂商数量是固定的。行业短期供

给曲线由该行业内所有厂商短期供给曲线的水平加总得到。这条曲线向右上方向倾斜，代表了在每

一价格水平下该行业能够获得最大利润的最优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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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短期均衡：行业短期供给曲线与行业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行业短期均衡，即均衡价格和行

业均衡产量 

在均衡价格下，单个厂商的利润存在几种情况： 

价格线在 AC曲线最低点之上：正利润 

价格线经过 AC曲线最低点：零利润 

价格线在 AC曲线最低点和 AVC曲线最低点之间：负利润，但维持生产 

价格线在 AVC曲线最低点之下：负利润，停产 

2）完全竞争行业的长期均衡 

行业长期供给曲线：假定每个厂商的长期成本函数相同，令长期平均成本的最小值为

AC*=AC(q*)，则 p*=AC*是令厂商继续经营的最低价格；行业内有 1家厂商时，行业供给曲线为 S1；

正利润诱使第 2家厂商进入该行业（或者这个厂商新建一家厂商），行业供给曲线为 S2；…直至第

5家厂商进入，出现负利润。该行业最多容纳 4家厂商，每家厂商均获得正利润；若市场需求足够

大，能够容纳的厂商足够多，则市场供给曲线近似平行，此时每个厂商的利润趋近于 0。 

进一步的，若每个厂商的长期生产成本函数不同，则行业长期供给曲线最终将由平均成本最低

的厂商的成本曲线决定，高成本厂商退出。当然，如果市场需求足够大，低成本厂商和高成本厂商

可能共存，前者获得正利润。 

上述分析假定行业供给量的变化不影响厂商的成本曲线。事实上行业供给量增加有可能提高或

降低厂商的成本，从而行业长期供给曲线可能向右上方或右下方倾斜。长期中完全竞争行业的利润

为零意味着所有成本（即机会成本）都得到了补偿。 

3）经济租金 

经济租金（economic rent） 生产者为获得某种生产要素而愿意支付的数额超过其实际支付数

额的部分。（实际上，租金＝生产者剩余） 

                                P*y*－Cv(y*)－租金＝0 

                                 租金 ＝P*y*－Cv(y*)                 

从表面上看，某些厂商由于租金而获得了利润，但考虑到这种要素在市场上的价值，实际上厂

商因为拥有这种生产要素而承担着隐性成本。因此如果把隐性成本也计入成本，那么厂商的利润仍

然为 0。 

寻租（rent seeking）:为了获得能带来租金的某些生产要素而采取的行为。寻租不创造更多

的产量，只是改变了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关系，因而从社会的角度看是一种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 

3.完全竞争市场的局部均衡分析 

1）竞争均衡 

到目前为止，我们完成了完全竞争条件下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和市场均衡的分析。这些分

析是针对单个产品市场的，假定产品的消费和供给仅仅取决于该产品的价格，称为局部均衡分析

（partial equilibrium analysis） 

本节讨论完全竞争市场局部均衡的最后一个问题，即完全竞争的效率 

竞争均衡（competitive equilibrium） 

2）竞争均衡与福利最大化 

福利最大化 

经济剩余（economic surplus）的视角：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之和，可视为对社会总福利

的度量。 

3）竞争均衡与帕累托效率 

上述分析表明，如果社会目标是总效用最大化，那么竞争均衡能够实现这一目标。接下来的问

题是：产品的配置状况是否还有改进的余地？也就是说，目前的这种配置状况是否令所有社会成员

都无法变得更好？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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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持其他人福利不变的条件下，如果任何可能的配置都无法使得某一个人的福利变得更好，

则称这一配置状态具有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帕累托效率也称经济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或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 

4.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分析 

1）从局部均衡分析到一般均衡分析 

本节探讨完全竞争市场的一般均衡分析（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研究所有市场同

时达到均衡时的价格决定问题。某种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受到其他产品价格的影响。产品价格的变化

影响消费者收入，进而影响其需求。 

具体分析分三个步骤：纯交换经济中的一般均衡；包含生产和交换的一般均衡；一般均衡的福

利特性。 

2）交换 

引入埃奇沃斯方框图，方框内所有帕累托有效的配置点的集合即契约曲线（帕累托集），是从

方框内任一点开始的相互交易所可能产生的全部结果。市场均衡：均衡点上所有的消费者面临相同

的价格和边际替代率。 

瓦尔拉斯均衡（Walarsian equilibrium）和瓦尔拉斯定律（Walars’ Law）。 

相对价格：与纯交换经济中一样，在瓦尔拉斯定律的约束下，瓦尔拉斯均衡要求的 k个方程中

只有 k-1个是独立的。但由于超额需求函数对于价格是零次齐次的，因此可以任意设定一种商品的

价格为 1，并根据均衡条件解出 k-1个相对价格 

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对一般均衡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的讨论超出了本课

程的范围，这些理论贡献主要归功于 Debreu和Arrow等人。（可参看：马斯-科莱尔等（1995），Chap17）

简单而言，偏好和生产集的凸性是保证瓦尔拉斯均衡存在的条件。 

3）福利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律（First Theorem of Welfare Economics）：如果(x,y,p)是一个瓦尔拉斯

均衡，那么(x,y)是帕累托最优的。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律的前提和含义。前提：完全竞争，交易双方都是价格接受者；不存在消费

和生产的外部性，每个消费者仅仅关心自己商品的消费，每个生产者仅仅关心自己产品的生产；完

全信息。含义：配置的效率性，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个体最大化行为能够产生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信

息利用的效率性，个体只需要知道它所关心的商品的价格；不涉及公平的问题。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律（Second Theorem of Welfare Economics）：如果每个消费者的偏好是凸

的和单调的，每个生产者的生产集是凸的，那么对于每一个帕累托最优配置(x,y)，存在一个价格

p≠0使得 (x,y,p)是一个瓦尔拉斯均衡。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律的前提和含义。前提：存在瓦尔拉斯均衡，偏好是凸的和单调的（严格地

讲是局部非饱和的），生产集是凸的（从而技术不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含义：如果社会或政府试图

达到某一帕累托最优配置的目标，那么可以通过禀赋和股权的再分配来实现，而不必对价格进行干

预。 

4）社会福利函数（social welfare function） 

完全竞争可以产生帕累托最优的配置，但帕累托最优只关注效率，不关心福利的分配。从社会

的角度看，一个有效率的配置未必是合意的配置。因此必须知道社会的目标，从而引入社会福利函

数。为方便起见，我们仅讨论纯交换经济。 

社会福利函数的两种常见形式：古典效用主义或边沁福利函数（Bentham）、最大最小福利函数

或罗尔斯福利函数（Rawls）。 

效用可能性集（utility possibility sets）： 

可以证明，如果每个消费者的偏好是凸的（从而效用函数是拟凹的）则效用可能性集是凸集。

效用可能性集的边界称为效用可能性边界（utility possibility frontier）。效用可能性边界是

具有帕累托效率的效用水平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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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社会福利最大化与帕累托最优 

如果某一配置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那么它一定是帕累托最优的。因为若非如此，必然存在另

一个可行配置，使得在其他消费者效用不变的条件下某一个消费者的效用得到增加。由于社会福利

函数是增函数，那么新配置下的社会福利必然大于原有配置下的社会福利，这与开始时社会福利最

大化的假设矛盾。 

对于一个帕累托最优配置，如果所有消费者的偏好是凸的和单调的，那么存在一个瓦尔拉斯均

衡使得每个消费者在禀赋约束下实现效用最大化，并且可以找到一个特定的线性社会福利函数，使

得对于这个特定的社会福利函数而言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假定社会福利函数是线性的，引入社会无差异曲线或等福利线（a1u
1
+ a2u

1
 =W

0
），令社会福利

最大化的配置出现在社会无差异曲线与效用可能性边界相切之处 

社会福利函数是存在的吗？上述分析假定社会福利函数已知，问题是，能否以根据反映个体理

性的效用函数构造出理性的社会福利函数？ 

理性的社会偏好（社会福利函数）应满足三个条件： 

理性原则：社会偏好是完备的、可传递的 

帕累托原则：对于备选方案 x和 y，如果每个人都偏好于 x，那么社会也应该偏好于 y 

独立性原则：社会对于 x和 y的偏好与其它备选方案无关 

阿罗不可能性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不可能存在同时满足性质 1、2、3

的社会偏好（社会福利函数），除非它是独裁，所有的社会偏好顺序就是独裁者的偏好顺序（Arrow，

1951）。阿罗不可能定理意味着不存在民主的决策方式把理性的个体偏好加总为理性的社会偏好，

除非放弃理性社会偏好的某些性质，譬如放弃独立性。 

6）平等和公平（equality & equity） 

如果在禀赋约束下，没有一个消费者对其他任何消费者的商品束的偏好超过对自己商品束的偏

好，称这种配置是平等的。如果每个消费者的商品束都相同，称这种配置是对称的。对称的配置一

定是平等的。 

如果消费者 i对消费者 j的商品束的偏好超过对自己商品束的偏好，称 i妒忌 j。如果配置是

平等的，就不存在一个消费者妒忌另一个消费者。如果一种配置是平等的并且帕累托有效，称这种

配置是公平的。 

如果禀赋的配置是对称的（从而是平等的），那么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实现最终的公平配

置。 

简单的证明：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保证对于任意禀赋都存在一个瓦尔拉斯均

衡，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律，这一配置是帕累托最优的。如果最终的配置使得消费者 i妒忌消费

者 j，那么 j的商品束一定是 i负担不起的，但由于禀赋是对称的，i一定能够负担得起 j的商品

束。因此 i不可能妒忌 j，从而最终的配置一定是平等的。 

学习目标： 

1.了解完全竞争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 

2. 讨论完全竞争市场的效率与福利状况； 

3. 分析建立在局部均衡基础上的一般均衡的含义，以及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 

作业： 

推导短期和长期情况下的完全竞争厂商和行业的供给曲线； 

知识单元 4：不完全竞争市场（Imperfect Competitive Market）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垄断与垄断行为 

1）垄断 

垄断：一种商品只有一个生产者，没有替代品。该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就是该生产者所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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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曲线，垄断者的商品和其它商品有着很高的差异性，需求交叉价格弹性等于零，可不受竞争的

威胁，存在巨大的进入障碍。 

虽然说严格意义上的完全垄断市场在现实中极为少见，但是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确实存在着形

成垄断市场的内在根源。存在原因包括：规模经济、原料控制、政府特许、专利发明等。 

2）垄断定价 

第一级价格歧视：垄断厂商按不同的价格出售不同单位的产量，并且这些价格是因人而异的。

这种情况有时也称为完全价格歧视。在一级价格歧视即完全价格歧视的情况下，每个单位的产品都

出售给对其评价最高，并且愿意按最高价格支付的人。这种定价方式的结果是帕雷托有效率的。 

第二级价格歧视：垄断厂商按不同的价格出售不同单位的产量，但是购买相同数量产品的每个

人都支付相同的价格。因此，不是不同的人之间，而是不同的产量之间存在价格歧视。公用事业部

门普遍地采用这种形式的价格歧视；例如，点的单价通常取决于购买的电量。 

第三级价格歧视：垄断厂商对不同的人按不同的价格出售产品，但对于既定的团体，每单位商

品却都按相同的价格出售。这是最常见的价格歧视形式，这样的例子有对老年公民的折让优惠，对

学生的折扣优惠。 

搭售：将各种相关的产品打包一起销售。最常见的例子就有 Office办公软件、你得装有 XP或

VISTA的笔记本电脑。当你向几个不同的人销售一件产品是，价格是由具有最低支付意愿的购买者

确定的。个人之间的定价越分散，你就不得不索要越低的价格，以卖掉既定数量的产品。搭售则会

降低支付意愿的分散程度，即允许垄断厂商为搭售的产品制定一个较高的价格。 

两部收费制：两部收费机制与价格歧视相关并提供了剥夺消费者剩余的另一种方法。它要求消

费者为购买一种产品的权利预先付一定费用，然后消费者再为他们希望消费的每单位产品付一个额

外的费用。  

2.垄断竞争 

1）垄断竞争 

一个垄断竞争市场具有两个关键的特征： 

第一，厂商之间是通过销售有差别的产品竞争，这些产品相互之间是高度可替代的但不是完全

可替代的。 

第二，自由进出—新厂商带着这种产品的新品牌进入市场和已有厂商在他们的产品已无利可图

时退出市场都比较容易。 

上述两个垄断竞争市场的特征推出垄断竞争市场最终均衡的三个条件：每个厂商都按它的需求

曲线上的价格和产量组合出售产品；给定它所面临的需求曲线，每家厂商都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新

厂商的进入使每家厂商的利润降低至零。 

垄断竞争和市场效率：尽管利润为零，但情况是帕累托低效率的。当价格大于边际成本时，增

加产量是有效率的；厂商通常是在最低平均成本左边的产量处经营，这种情况下垄断竞争厂商存在

“过剩的生产能力”。这与完全竞争市场相比较就能更好的说明。 

2）产品差异化 

产品差异化简而言之就是你的商品与其他人的有什么不同或独到之处。它可以有技术差异化 

（飞利浦的剃须刀）、功能差异化 （索爱手机强力开发 MP3功能 ）、文化差异化 （ZIPPO 打火机）

等等。当厂商使自己的商品拥有消费者肯定的差异化后，他就会有更大的垄断势力，从而索取更高

的价格。 

3.博弈论及博弈论的应用 

1）博弈论 

用博弈互动的思想分析人的行为，在人类的思想史上早已有之，但作为一门独立分支学科出现

是以约翰·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特恩的奠基性著作《博弈论与经济行为》（1944） 为标志。

书中提出的标准型、扩展型和合作型博弈模型解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奠定了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

合作型博弈在 20世纪 50年代达到了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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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依曼的博弈论由于它过于抽象，使应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博弈论的

研究知之甚少，只是少数数学家的专利，所以，影响力很有限。非合作博弈 ——“纳什均衡”的

产生标志着博弈论的新时代的开始 。 

博弈论(game thoery )是描述和分析多个人之间互动行为的一种分析理论,是指某个个人或是

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从各自选择的行为或是策

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在经济学上博奕论是个非常重要的

理论概念。  

一般的博弈问题由三个要素所构成：即局中人(players)又称当事人、参与者，策略(strategies)

集合以及每一对局中人所做的选择和赢得(payoffs)集合。其中所谓赢得是指如果一个特定的策略

关系被选择，每一局中人所得到的效用。所有的博弈问题都会遇到这三个要素。 

2）博弈行为分析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在 n 人博弈中如果局中人只需采取一次行动,也就是局中人的策略集等于

他的行动集,则称这样的博弈为静态博弈。如果博弈中的每位局中人都知道所有其他局中人的策略

集和支付函数，则称该博弈为完全信息的静态博弈。纳什均衡：如果给定参与人 2的选择，1的选

择是最优的，并且给定参与人 1的选择，2的选择是最优的，那么。这样一组策略就是一个“纳什

均衡”。混合策略纳什均衡指提这样一种均衡，在这种均衡下，给定其他参与人的策略选择概率，

每个参与人都江堰为自己确定了选择每一种策略的最优概率。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主要特点：行动是顺序发生的；每个局中人行动前所有以前的行动都能观

测到；所有的收益都是已知的。 

此类博弈的求解方法（逆向归纳法）： 

从博弈的反向考虑局中人的选择行为，以前述博弈为例，由于在局中人 2之前局中人 1已经选

择了行动 a1,这样局中人 2的选择问题为 

                          maxu2(a1,a2) 

由上述问题局中人 2可得到一个对局中人 1的策略 a1的最优反应 R2(a1),局中人 1在预期到

局中人 2对自己每一个策略 a1的最优反应之后，自己所面临的选择问题为 

                         maxu1(a1,R2(a1)) 

解上述问题可得到唯一的最优解 a1*, 

我们称(a1*, R2(a1*))为博弈的逆向解。 

重复博弈。有限重复博弈：对给定的阶段博弈 G,用 T表示博弈重复进行 T次的有限重复博弈,

并且在下一次博弈开始前,每个局中人都能观测到所有以前进行的阶段博弈。无限重复博弈：在很

多现实情况中，长期合作关系的维系远比一次简单的际遇来得容易，因此短期博弈理论往往具有很

多限制性。为此，奥曼首先提出了完整详尽的无限期重复博弈理论，并严格论证了何种结果能够在

长时期的关系中得到维持。无限期博弈理论阐明了众多机构存在的理由，比如商业协会、组织犯罪、

工资谈判以及国际贸易协议等，  

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如果局中人的策略在每一个子博弈中都构成了纳什均衡则称纳什均衡是

子博弈精炼的。 

学习目标： 

1.了解垄断的原因、垄断的定价原则及其均衡情况、产品差异化等问题； 

2.了解博弈论的基础知识，利用博弈论对寡头厂商的行为进行分析，其中包括“囚犯困境”等

一系列经典博弈模型 

作业： 

三级价格歧视的条件、定价方式与效率分析。 

知识单元 5：不对称信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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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蔽的信息”（hidden information）是指生产过程之外在市场上交易双方由于对所交易

的对象的信息不对称而会发生的效率损失问题。 

交易的双方往往对交易的对象具有不对称的信息。一方对于交易对象具有信息优势（又称之为

有信息的一方），而另一方在信息上处于劣势（又称为无信息的一方）。这种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严重

的后果。 

1． 模型 1：次品（lemons）问题与逆向选择 

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指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产生的劣质品驱逐优质品，进

而出现市场交易产品平均质量下降的现象。 

分析二手车市场的买主决策和卖主决策，在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下，信息是隐蔽的、私人的、不

对称的，阻碍了正常交易的进行，妨碍了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的实现。质量好的卖主就会退出市场，

拥车不卖，好车会逐渐走光，二手车的平均质量会日益降低。这就是逆向选择。 

若上述逆向选择有止境，使称之为逆向选择下的市场均衡。 

这就是说，逆向选择的过程是：在价格 p给定后，好车逐渐退出市场→买主出价越来越低→次
好车又进一步退出市场→买主出价更低→二手车平均质量更低→…→p=0，q=0。均衡结果：最后没

有交易，市场彻底萎缩。 

如果关于质量 q的信息是公开的，买主对 q一目了然，就不会发生μ与 p之间的恶性循环，则

买卖双方就会双赢。但信息不对称，就断送了这种机会。逆向选择的后果是整个市场萎缩。市场失

灵的根源在于价格充当了双重功能：一方面价格决定了供货者的产品的平均质量；另一方面，价格

又决定了二手车质量在供求之间的均衡。 

2．模型 2：文凭的信号模型 

假设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可分为高（H）与低（L）两类。又设高能力的劳动者对企业的贡献为

y=2，而低能力的劳动者对企业的贡献只为 y=1，对前者、后者支付的工资分别为 w=2及 w=1。 

教育成本这里仅指一个人为了完成某一个 MBA项目，获得毕业证书所付出的努力成本，而不包

括学费。假设能力较低的人为获得某一毕业证书的成本为 c(e)=e，能力较高的人则为 c(e)=ke（k

＜1）。 

劳动者如获得工作，得到工资 w，则其得益为 w－c(e)；企业若雇佣了一位职工，职工的贡献

为 y，这样，企业的得益为 y－w。 

企业的难题是找出一个教育的门槛水平 e
*
，使得企业能凭 e

*
去识别一个人能力的高低。企业希

望 e
*
具有下列功能，即如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 e＜e

*
，则该人应该是能力低的；否则，能力就是高

的。 

企业的工资只有两档，如果 e＜e
*
，则 w=1；如果 e≥e

*
，则 w=2。从这种工资政策出发，劳动

者对教育的选择也只有两种：要么选择 e=0，反正工资是 1；要么选择 e=e
*
，得工资 w=2。 

能力高的人选择 e=e
*
的得益应该大于其选择 e=0的得益，能力低的选择 e=0的得益应该大于其

选择 e=e
*
的得益。当激励相容约束条件满足时，企业的愿望与信念会得到实现：所有选择 e≥e

*
的

人的确是能力高的人，所有选择 e＜e
*
的人是能力低的人。 

3．模型 3：保险政策的筛选模型 

该模型的目的是为保险公司设计出一种让投保人自我选择的机制。 

假设有两类投保人：风险较高的及风险较低的。前者闯祸的概率（q）较高；而后一类出事概

率（r）较低。O＜r＜＜p＜1。 

设所有的投保人都有财产 W，发生事故时损失 L。因此，若不买保险，消费者的最终财产或为

W，或为 W－L。一旦买了保险，则必然要付出保险费 P。同时，保险公司还规定有部分损失应由投

保人自负（称为可减损失 D）。所以，买了保险后，消费者的最终财产或为 W－P，或为 W－P－D。 

市场均衡：当保险公司只提供单一加权平均保费率п时，风险低于п的个体就有可能只够买部

分保险甚至完全不购买保险，而风险高于п的个体则会过度购买保险，这样保险市场中低风险的投

保人会越来越少，而高风险的投保人充斥整个市场，而出现与保险公司意愿相违背的逆向选择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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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是指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享有自己行为的收益，而

将成本转嫁给别人，从而造成他人损失的可能性。道德风险的存在不仅使得处以信息劣势的一方受

到损失，而且会破坏原有的市场均衡，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保险市场上“道德风险”的解决办法：保险公司一般不会向消费者提供“完全”的保险，通过

使消费者承担部分风险，保险公司就能确保消费者始终又采取一定量提防行动的激励。 

学习目标： 

1．了解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重点理解信息不完全对市场均衡的影响。 

2．掌握次品问题模型、文凭的信号模型、保险政策的筛选模型。 

作业： 

以二手市场为例，说明次品问题的形成及对均衡的影响。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消费者行为 1 3  

2 消费者行为 2 3  

3 消费者行为 3 3  

4 生产者行为 1 3  

5 生产者行为 2 3  

6 生产者行为 3 3  

7 完全竞争市场 1 3  

8 完全竞争市场 2 3  

9 习题讲解 3  

10 不完全竞争市场 1 3  

11 不完全竞争市场 2 3  

12 不完全竞争市场 3 3  

13 不对称信息 1 3  

14 不对称信息 2 3  

15 不对称信息 3 3  

16 复习与整理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一）、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后续课程：其它将经济学专业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对称信息。 

难点：消费者在预算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决策、不确定情况下的消费者选择、一般均衡理论、博

弈论及博弈论的应用、信息不完全对市场均衡的影响。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 

2．案例讨论。 

3. 自主选题发言。 

教学手段： 

1.PPT教学课件。 

2．案例分析。 

3.课外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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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大班授课，无实验教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教师提供本课程“课外阅读”、“参考书目”数十万字，用于课下学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双语。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思考题，部分作业上交并评分作为平时成绩。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国内外高校优秀、经典的西方经济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范里安著《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九版，格致出版社，2015年.  

2.范里安著《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英文版，电子版。 

3.罗伯特·S.平狄克(RobertS.Pindyck)，微观经济学(第 7版)英文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  

 (二) 推荐参考书 

1. 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2. 蒋中一：《数理经济学德基本方法》，商务印书馆，1999年。  

3. 尼克尔森：《微观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4. 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1991年版。 

5. 道格拉斯·诺思和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 1989年版。 

6. 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 1992年版。 

7. 罗纳德·科斯，阿门·阿尔钦和道格拉斯·诺思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
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 1991版和 1994年新 1版。 

8.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9. 温特劳布（1982）《经济数学》，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年中译本 

10. 曼斯菲尔德《应用微观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 

11. 弗里得曼，《微观经济政策分析》，纽约：麦格劳—希尔公司，1984年版。 

12. 夸克与沙鲍斯尼克，《一般均衡论和福利经济学引论》，麦克鲁—希尔公司，纽约，1968年 

13. 布坎南，《公共物品的需求和供给》，芝加哥：兰特麦克那赖公司，1968年。 

14. 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 ，格致出版社，2014年 

15. 科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格致出版社，2014年 

16. 上述文献的英文版。 

执笔：邓达  审稿：张弛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2月 31日 

 

公司理财（英语双语） 
Corporation Finance 

课程号：33501016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成思危现代金融菁英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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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财务管理的基本原理；2、熟悉企业的投资、筹资、资产管理、

财务控制等领域的理论；3、具有一定的公司理财实践操作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

方法和基本技能，为财务分析、金融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课程以理论教学为主，教学过程辅之案例教学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公司理财。 

2．企业组织。 

3.现金流的重要性。 

4.财务管理的目标。 

5.代理问题和公司的控制。 

6.法律法规。 

学习目标： 

1．了解财务管理决策的基本类型和财务经理的角色。 

2．了解不同公司组织结构的财务意义。 

3.了解财务管理的目标。 

4.理解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5.理解公司面临的各种管制。 

作业：1.中国的组织法定形式有哪些，不同组织形式的财务意义。 

2.我国有哪些法律法规用以缓解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 

知识单元 2：财务报表分析与财务模型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财务报表分析。 

2．比率分析。 

3. 杜邦恒等式。 

4. 财务模型。 

5. 外部融资与增长。 

6. 关于财务计划模型的注意事项。 

学习目标： 

1．了解如何转换为标准化财务报表用以公司之间的对比。 

2．了解如何计算和解释重要的财务比率。 

3.  掌握销售百分比法制定财务计划。 

4.  理解资本结构和股利政策如何影响公司的成长能力。 

作业：选择一家上市公司进行财务分析，选择 2-3组汇报作业。 

知识单元 3：折现现金流量估价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单期投资的情形。 

2．多期投资的情形。 

3. 复利计算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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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简化公司。 

5. 分期偿还贷款。 

6. 如何评估公司的价值。 

学习目标： 

1．能计算单期或多期的现金流的终值和现值。 

2．能计算投资报酬率。 

3.  能利用计算器或 excel解决货币时间价值问题。 

4.  理解年金和永续年金。 

作业：预付年金：每期期初支付年金。（1）计算预付年金的终值和现值。（2）对比普通年金和

预付年金的终值公式和现值公式。 

知识单元 4：利率和债券估值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债券和债券估值。 

2．政府债券与公司债券。 

3. 债券市场。 

4. 通货膨胀与利率。 

5. 债券收益的影响因子。 

学习目标： 

1. 了解债券的重要特点和债券类型。  

2. 理解债券价值的构成，理解为什么债券价值会波动。  

3. 理解债券的评级和它们的含义。  

4. 理解通货膨胀对利率的影响。 

5. 理解利率的期限结构和债券收益率的影响因素。  

作业：查询中银人民币国债交易净价指数、中银人民币国债交易全价指数、中银人民币金融债

交易净价指数、中银人民币金融债交易全价指数，并分析其历史趋势，解释指数波动的原因。 

知识单元 5：股票估值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普通股票的现值。 

2．股利折现模型中的参数估计。 

3. 增长机会。 

4. 市盈率。 

5. 股票市场。 

学习目标： 

1. 理解股票价格为什么决定于未来股利和股利增长。 

2. 利用股利增长模型计算股票价值。 

3. 理解增长机会如何影响股票价值。  

4. 理解什么是市盈率。  

5. 了解股票市场是如何运作的。 

作业：对所选的上市公司利用估值模型进行价值估值。 

知识单元 6：净现值和投资评价的其他方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为什么要使用净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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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回收期法。 

3. 折现回收期法。 

4. 内部收益法。 

5. 内部收益法存在的问题。 

6. 盈利指数法。 

7. 资本预算实务。 

学习目标： 

1.掌握投资回收期和贴现的投资回收期的计算,并了解这两种投资评价方法的不足。 

2.掌握内部收益率和盈利指数的计算,理解这两种投资评价方法的优点与不足。 

3.掌握净现值的计算，并了解为什么说净现值是最佳的投资评价标准。 

作业：熟悉利用 excel完成投资分析指标的计算。 

知识单元 7：投资决策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增量现金流量。 

2．Baldwin公司举例。 

3. 通货膨胀与资本预算。 

4. 经营性现金流量的不同算法。 

5. 约当年均成本法。 

学习目标： 

1. 熟悉针对不同的投资项目，如何判断出相关现金流量。 

2. 熟悉出于纳税目的应如何计算折旧费用。  

3. 明确在资本预算中引入通货膨胀。  

4. 理解计算经营现金流量的各种方法。 

5. 应用约当年均成本法解决问题。  

作业：结合第 6章和第 7章的内容，对所给的案例进行分析，给出小组的最后投资决策及其理

由。 

知识单元 8：风险分析、实物期权和资本预算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敏感分析、场景分析和盈亏平衡分析。 

2．蒙特卡洛模拟。 

3. 实物期权。 

4. 决策树。 

学习目标： 

1． 理解并能够运用敏感分析和场景分析。 

2． 理解盈亏平衡分析的各种形式。 

3． 理解什么是蒙特卡洛模拟。 

4． 理解实物期权在资本预算中的重要性。  

5． 熟悉决策树。  

作业：熟悉利用 excel完成风险分析。 

知识单元 9：风险与收益：市场历史的启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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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有期收益率。 

3. 收益统计。 

4. 股票的平均收益和无风险收益。 

5.风险统计。 

6.美国权益风险溢价。 

7.2008年：金融危机一年。 

学习目标： 

1.计算一项投资的报酬。 

2.计算一项投资报酬分布的标准差。 

3.理解各种不同类型投资的历史收益与风险分布。 

4.理解正态分布的重要性。 

5.理解代数平均收益与几何平均收益之间的差别。 

作业：计算用以财务分析的上市公司的历史投资回报率。 

知识单元 10：收益与风险：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单个证券。 

2．期望收益、方差和协方差。 

3. 投资组合的收益和风险。 

4. 两种资产组合的有效集。 

5.多种资产组合的有效集。 

6.无风险借贷。 

7.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学习目标： 

1. 能计算期望收益率。  

2. 能计算协方差、相关系数和β。 

3. 理解分散化投资的影响。  

4. 理解系统性风险。  

5. 理解什么是证券市场线。  

6. 理解风险与收益之间的权衡。  

7. 能应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作业：计算用以财务分析的上市公司的贝塔系数。 

知识单元 11：短期财务与计划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跟踪现金与净营运资本。 

2．经营周期与现金周期。 

3. 短期财务政策。 

4. 现金预算。 

5. 短期融资计划。 

学习目标： 

1.理解现金循环周期的构成以及为什么现金周期非常重要。 

2.理解各种短期融资政策的优点和不足。 

3.会编制现金预算。 

4.理解各种短期融资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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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分析用以财务分析的上市公司的短期筹资方式有哪些，现有筹资结构是否合理？ 

知识单元 12：现金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持有现金的理由。 

2．理解浮差。 

3. 现金回收与集中。 

4. 管理现金支出。 

5.现值现金的投资。  

学习目标： 

1. 理解浮差的重要性，以及浮差对公司现金余额的影响。  

2. 理解如果加快收款和管理现金支付。  

3. 理解持有现金的好处和不好的地方，理解投资闲置现金的方法。  

4. 能使用 BAT模型和 Miller-Orr模型。 

作业：分析用以财务分析的上市公司的现金管理是否合理？ 

知识单元 13：信用和库存管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信用和应收账款。 

2．销售条款。 

3. 分析信用政策。 

4.信用分析。 

5.收账政策。  

6.存货管理。 

7.存货管理方法。 

学习目标： 

1. 理解与信用管理相关的关键问题。  

2. 理解现金折扣的影响。  

3. 能对信用政策作出评价。  

4. 理解信用分析的内容的有哪些。  

5. 理解存货管理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6. 能使用 EOQ模型来判断最佳存货订购量。 

作业：分析用以财务分析的上市公司的信用政策有无变化，存货管理是否有优化的空间。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3  

2 财务报表分析与财务模型 3  

3 财务报表分析与财务模型 3  

4 折现现金流量估价 3  

5 利率和债券估值 3  

6 股票估值 3  

7 净现值和投资评价的其他方法 3  

8 净现值和投资评价的其他方法 3  

9 投资决策 3  

10 投资决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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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风险分析、实物期权和资本预算 3  

12 风险与收益：历史 3  

13 收益与风险：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3  

14 短期财务与计划 3  

15 现金管理 3  

16 信用和库存管理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会计学原理、财务会计、西方经济学、管理学 

后续课程：财务分析、金融风险管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投资决策、筹资决策。 

难点：现值、估价、风险分析方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讲授是本课的重要教学方法，教师讲解知识点。 

2.随堂讨论：以案例或实例为依托，注重培养学生分析能力和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以协助学

生掌握课程内容。 

3.作业：学生以小组形式，搜集资料，完成布置的作业，锻炼学生的研究能力和理论运用能力，

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案例分析。 

3.作业讲解。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熟悉利用 excel软件进行财务分析、风险评估、投资分析计算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根据学生的情况不同，平均 20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期末考试占 6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Stephen A.Ross, Randoph W. Westerfield and Bradford D. Jordan, Fundamentals of Corporate 
Finance(10th Edition), China Machine Press.2011. 

（二）推荐参考书 

1. Richard A. Brealey,Stewart C. Myers and Alan J. Marcus, Fundamentals of Corporate Finance(7th 
Edition),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12. 

2. Stephen A.Ross, Randoph W. Westerfield and Jeffrey F. Jaffe, Corporate Finance(9th Edition), 
China Machine Press.2011. 

 3. W. Carl Kester, Richard S. Ruback and Peter Tufano, Case Problems in Finance(12nd Edition),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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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iu Yizheng, Zhu Sue, Cases in Finance Management ,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2014  

执笔：余宇莹  审稿：陈佳俊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1日 

 

财务报表分析（英语双语） 
Business analysis and Valuation 

课程号：306020443 

一、课程教学目标： 

理论教学：48学时  

本课程是面向成思危班菁英班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重在帮助同学们认识财务报表，了

解财务报表是如何产生的、财务报表的逻辑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之间的勾

稽关系。掌握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战略环境下，理解管理层提交的财务报表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

够准确地反应企业运行的健康状况及价值，掌握企业经营分析的几大模块内容即经营战略分析、会

计分析、财务分析及前景分析以及分析方法，从而揭示出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与价值。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  框架 

参考学时：3学时 

n 课程内容 

第 1章 有效利用财务报表进行经营分析与评价的框架 

1.1 财务报告在资本市场上的作用 

1.2 经营活动到财务报表 

1.3 会计系统对信息质量的影响 

1.4 从财务报表到经营分析 

本章小结 

问题讨论 

n 学习目标 

1. 了解财务报告在资本市场上的作用 

2. 掌握利用财务报表进行经营分析的四个基本步骤 

3. 知晓经营战略分析、会计分析、财务分析以及前景分析的主要内容 

n 作业 

1.编制给定企业的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并指出这两张报表之间的勾稽关系； 

2. 建立报表分析小组，并选定财务报表分析候选公司 

知识单元 2  经营分析与评价的工具 

参考学时：6学时 

n 课程内容 

2.1 行业分析 

2.2 行业分析的具体应用:个人计算机行业 

2.3 竞争战略分析 

2.4 企业整体战略分析 

本章小结 

问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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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学习目标 

1. 了解什么是战略分析 

2. 战略分析的三个部分：行业选择、竞争定位以及企业战略 

3. 掌握行业分析、竞争战略分析和企业战略分析 

4. 掌握竞争战略的几种主要形式：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以及目标集聚性战略及其主要
特点与区别 

n 作业 

Discussion questions：P2-17~18 4、7 

所选公司及对标公司的战略分析 

知识单元 3  会计分析概述框架 

参考学时：6学时 

n 课程内容 

第 3章  

3.1 财务报告的制度框架 

3.2 影响会计质量的因素 

3.3 会计分析的步骤 

3.4 会计分析中常见的错误 

3.5 会计数据和会计分析的价值 

本章小结 

问题讨论 

n 学习目标 

1. 了解什么是会计分析 

2. 熟悉会计分析的 6个步骤 

n 作业 

所选公司及对标公司的会计分析 

知识单元 4 会计分析的实施  

参考学时：6学时 

n 课程内容 

4.1 调整财务报表 

4.2 资产失真 

4.3 资产高估 

4.4 资产低估 

4.5 负债失真 

4.6 债务低估 

4.7 权益失真 

本章小结 

问题讨论 

附录:将财务报表调整为标准模式 

n 学习目标 

1. 掌握如何标准化报表 

2. 发现会计失真 

3. 调整会计失真 

n 作业 

对分析公司及对标公司的会计报表进行保准化，找出会计失真，并对其进行调整 

知识单元 5  财务分析 

参考学时：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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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课程内容 

5.1 比率分析 

5.2 现金流量分析 

本章小结 

问题讨论 

附录 A:Wal-Mart公司的财务报表 

附录 B:Target公司的财务报表 

n 学习目标 

1.了解财务分析的两个主要工具：比率分析和现金流量分析 

2.了解比率分析的出发点 

3.会分析企业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运营能力以及未来增长能力及其主要指标 

n 作业 

对分析公司及对标公司的会计报表采用 EXECL模板进行财务分析 

知识单元 6  前景分析:预测 

参考学时：6学时 

n 课程内容 

6.1 预测的整体结构 

6.2 业绩表现:预测的出发点 

6.3 预测与其他分析的关系 

6.4 进行预测 

6.5 敏感性分析 

本章小结 

问题讨论 

附录:净资产收益率要素的变化趋势 

n 学习目标 

1.了解什么是全面预测，如何进行全面预测 

2.知晓各种财务统计数据的平均变化趋势以及是什么原因导致企业偏离平均趋势 

3.掌握为什么要进行季度预测，如何进行？ 

n 作业 

对分析公司及对标公司的 EXECL模板进行全面预测，编制预测的资产负债表、预测利润表及预

测现金流量表 

知识单元 7  前景分析:价值评估的理论与方法 

参考学时：6学时 

n 课程内容 

7.1 股利折现法 

7.2 超额收益折现法 

7.3 价格乘数估价法 

7.4 以收益为基础的价值评估方法的简化形式 

7.5 现金流量折现模型 

7.6 价值评估方法的比较 

本章小结 

问题讨论 

附录 A:资产价值评估方法 

附录 B:由股利折现模型推导出超额收益折现模型 

n 学习目标 

1. 掌握股利折现法、超常收益折现法及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法的公式及其特征与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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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价格乘数评估法 

n 作业 

在 EXECL模板上，采用股利折现法、超常收益折现法及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法对分析公司及对标

公司进行估值 

知识单元 8   前景分析:价值评估的实施 

参考学时：3学时 

n 课程内容 

8.1 计算折现率 

8.2 具体业绩预测 

8.3 终值 

8.4 计算资产和权益价值 

8.5 价值评估中的实际问题 

本章小结 

问题讨论 

n 学习目标 

1.了解实施价值评估活动的财务假设 

2．会计算权益成本和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3.掌握如何估计收益终值、自由现金流量和会计报酬率 

4.会采用收益、现金流量和报酬率计算企业的权益价值和资产价值 

5.掌握敏感性分析的基本方法 

n 作业 

l 在 EXECL模板上，采用股利折现法、超常收益折现法及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法对分析公司及

对标公司进行估值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 2次，共 6学时 

实验 1：财务报表比率分析方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财务报表的比率分析 

实验要求：熟悉财务报表分析的比率内容；研究企业总体的财务状况为总体战略选择提供依据；

掌握财务报表分析比率分析的主要内容：企业盈利能力、企业偿债能力、企业经营能力以及企业未

来发展能力的相关分析，熟悉杜邦体系对企业盈利能力分析和影响因素的分解。 

实验 2：企业价值评估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分析公司价值评估案例 

实验要求：采用 EXCEL 表格，熟悉企业价值评估的主要方法之一:现金流量折现法进行估值，

并采用相对估值法进行分析验证。使学生熟练掌握所分析公司价值评估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 1章 有效利用财务报表进行经营分析与评价的框架 3 总论 

2 第 2章 经营分析与评价的工具 3 

3 第 2章 经营分析与评价的工具 3 

4 战略分析案例 3 

战略分析 

5 第 3章 会计分析概述框架 3 

6 第 4章 会计分析的实施 3 

7 会计分析案例-1 3 

8 会计分析案例-2 3 

会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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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 5章 财务分析概述框架 3 

10 第 6章 财务分析的实施 3 

11 财务分析案例 3 

12 财务分析实验课 3 

财务分析 

13 第 7章 前景分析之预测 3 

14 第 7章 前景分析之估值 3 

15 前景分析案例 3 

16 企业估值实验课 3 

合计 48 

前景分析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会计学原理》、《中级财务会计》、《公司理财》、《管理会计》、《税法》、等金融、管

理学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财务报表分析的哈佛框架、企业战略分析、会计分析、财务分析及前景分析 

难点：会计分析、企业价值评估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通过讲授企业财务报表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辅助以现实案例教学，课堂讨论、练习等教

学方法，使学生熟悉和掌握财务报表分析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各类企业、银行、投资公司、金融

从业者的投资需要。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案例资料、录影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阅读有关公司战略、金融市场以及与本课程有关的专业文章，以及上市公司公开披露年报等信

息，培养自己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素质，课程需要 48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出勤及英语词汇考核（20%）及课堂参与 （20%）；期末闭卷考试 （30%）分析报告

（3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以外，各研究小组挑选 2家公司分析公司及对照公司，按照财务报

表分析的 4个模块，具体进行分析，形成一个具体公司的财务报表分析。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国际上最为流行的美国哈佛大学财务报表分析课程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经营分析与评价(Business Analysis and valuation), Krishnna G. Palepu, Pallul M. Healy, 

4Edition (McGraw-Hill International Edition)，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 4月 

二、教学参考书 

1.《财务报表分析—理论、框架、方法与案例》，黄世忠，中国财经出版社，2007年 2月 

2.《财务报表分析与证券定价》(第 2 版)， (美)斯蒂芬.H.佩因曼(Stephen Penman)， 中国

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09。 

执笔：陈佳俊  审稿：余宇莹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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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管理 
Marketing Management 

课程号：70602006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市场营销原理；2、了解和掌握一定的市场营销分析方法；3、

了解和掌握市场营销策略。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市场营销基础知识、市场细分目

标市场定位原理、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原理，了解市场营销的基本概念，为消费者行为学、市场调查、

客户关系管理、商务谈判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5学时 

知识单元 1：市场营销学导论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市场与市场营销的含义，以及与市场营销有关的概念。 

2．市场营销管理思想的演变与发展及其内容。 

3．市场营销管理与各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市场与市场营销的含义，以及与市场营销有关的概念。 

2．掌握市场营销管理思想演变与发展的具体内容。 

3. 掌握研究市场营销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作业： 

1. 正确理解与掌握现代市场营销管理的含义。 

2. 掌握市场营销管理思想演变与发展的具体内容。 

3. 正确理解市场营销管理与心理学、社会学等的关系。 

知识单元 2：企业战略计划与营销管理过程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企业战略的概念、特点。 

2．企业战略规划含义、内容。 

3．企业战略体系的构成，企业使命的界定，规划企业战略业务的组合。 

4．市场营销管理的任务。 

5．市场营销管理组合。 

学习目标： 

1．了解和掌握企业战略的概念、特点。 

2．掌握企业战略规划含义、内容，企业战略体系的构成。 

3．掌握企业使命的界定，规划企业战略业务的组合。 

4．掌握市场营销管理的任务。 

5．了解市场营销管理组合。 

作业： 

1．正确理解与掌握市场营销管理中的战略。 

2．正确理解与掌握市场营销管理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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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场营销管理组合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知识单元 3：市场营销环境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市场营销环境的含义、特点。 

2．微观环境的构成。 

3. 宏观环境的构成。 

学习目标： 

1．了解市场营销环境的含义、特点。 

2．了解和掌握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的构成。 

作业： 

1．正确理解与掌握微观环境对企业营销的影响。 

2．正确理解与掌握宏观环境对企业营销的影响。 

知识单元 4：消费者市场与购买行为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消费者市场的概念、特征。 

2．影响消费者购买的主要因素。 

3．消费者购买决策的过程。 

学习目标： 

1．了解消费者市场的概念、特征及影响消费者购买的主要因素。 

2．掌握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的一般规律。 

作业： 

1．正确理解与掌握影响消费者购买的主要因素。 

2．正确理解与掌握消费者购买决策的过程。 

3．用自己生活中的例子说明消费者市场。 

知识单元 5：组织者市场与购买行为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生产者市场、中间商市场和政府市场。 

2．生产者购买决策过程。 

学习目标： 

1．了解生产者市场、中间商市场和政府市场的概念和基本特点。 

2．掌握影响生产者购买决策的主要因素。 

3．掌握生产者购买决策过程各阶段的特征。 

作业： 

1．正确理解影响生产者购买决策的主要因素。 

2．生产者购买决策一般分为几个阶段。 

知识单元 6：市场营销调研与市场预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市场信息含义、市场营销信息系统的构成。 

2．市场营销调研的内容、程序和方法。 

3．市场预测的程序、种类、方法。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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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市场信息含义、市场营销信息系统的构成。 

2．了解市场营销调研的内容、程序和方法。 

3．了解市场预测的程序、种类、方法。 

作业： 

1．什么是市场营销调研。 

2．市场预测有哪些常用的方法。 

知识单元 7：市场竞争战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企业市场竞争的主要形式。 

2．发现识别竞争者。 

3．市场领先者、市场挑战者、市场跟随者、市场补缺者等各类竞争者的竞争战略。 

学习目标： 

1．了解企业市场竞争的主要形式。 

2．掌握市场领先者、市场挑战者、市场跟随者、市场补缺者等各类竞争者的竞争战略。 

作业： 

1．如何区分市场领先者、市场挑战者、市场跟随者、市场补缺者等各类竞争者。 

2．怎样理解市场领先者、市场挑战者、市场跟随者、市场补缺者等各类竞争者的竞争战略。 

知识单元 8：目标市场营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市场细分。 

2．目标市场。 

3．市场定位。 

学习目标： 

1．掌握市场细分的概念、市场细分的标准、方法、市场细分的原则。 

2．掌握目标市场的概念，了解目标市场评估的内容，掌握目标市场战略的三种类型。 

3．掌握市场定位的内涵，理解市场定位的分类、步骤、市场定位的战略。 

作业： 

1．什么是市场细分？ 

2．进军目标市场通常的战略有哪些？ 

3．市场定位的内涵是什么？ 

知识单元 9：产品策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产品整体。 

2．产品生命周期。 

3．新产品。 

学习目标： 

1．了解产品整体的涵义，掌握产品组合的有关概念。 

2．掌握产品生命周期的阶段特征及其营销策略。 

3．了解新产品的涵义，新产品开发的过程。 

作业： 

1．产品整体与日常生活中人们所说的产品有什么不一样。 

2．产品生命周期是指产品本身的寿命，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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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产品开发有什么规律吗？ 

知识单元 10：品牌与包装策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品牌。 

2．包装。 

学习目标： 

1．了解品牌的概念，掌握品牌的含义及其作用，品牌与商标的区别，品牌策略。 

2．掌握包装的含义及其策略。 

作业： 

1．正确理解与掌握品牌的含义，并阐述企业常用的品牌策略。 

2．试说明品牌与商标的区别。 

3．试论述包装的含义及其策略。 

知识单元 11：定价策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产品定价目标及影响定价的主要因素。 

2．成本导向定价、需求导向定价和竞争导向定价等一般定价方法和一些基本的定价策略技巧。 

学习目标： 

1．了解产品定价目标及影响定价的主要因素。 

2．掌握成本导向定价、需求导向定价和竞争导向定价等一般定价方法和一些基本的定价策略

技巧。 

作业： 

1．正确理解产品定价目标及影响定价的主要因素。 

2．产品定价有哪些方法、策略与技巧。 

知识单元 12：分销策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分销渠道的概念、种类。 

2．影响分销渠道设计和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3．批发商、零售商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4．物流管理的基本内容。 

学习目标： 

1．了解分销渠道的概念、种类，明确影响分销渠道设计和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2．掌握批发商、零售商的主要类型及特点，学会对分销渠道进行选择、管理。 

3．了解物流管理的基本内容。 

作业： 

1.影响分销渠道设计和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 

2.正确理解与掌握批发商、零售商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知识单元 13：促销策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促销的概念、作用与策略。 

2．促销组合的构成以及各种促销方式的特点。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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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促销的概念、作用与策略，促销组合的构成以及各种促销方式的特点。 

2．掌握广告和人员推销的基本策略，营业推广和公共关系的主要活动方式。 

作业： 

1．什么是促销？有什么作用？ 

2．正确理解与掌握广告和人员推销的基本策略。 

3．促销组合的构成有哪些？各种促销方式有什么特点？ 

知识单元 14：市场营销计划、组织与控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市场营销计划。 

2．市场营销组织。 

3．市场营销执行和控制。 

学习目标： 

1．了解市场营销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2．了解市场营销组织的演变，熟悉市场营销组织的含义和形式，掌握决定市场营销组织的因

素。 

3．了解市场营销执行中的问题与原因，熟悉市场营销执行和控制的含义。 

4．掌握年度计划控制、盈利能力控制、效率控制和市场营销审计。 

作业： 

1．正确理解与掌握市场营销计划。 

2．正确理解与掌握市场营销组织。 

3．正确理解与掌握市场营销控制。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3学时 

实验 1：模拟营销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模拟营销 

实验要求：熟悉营销知识；研究营销规律；掌握营销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市场营销学导论 1 3  

2 市场营销学导论 2 2  

3 企业战略计划与营销管理过程 4  

4 市场营销环境分析 3  

5 消费者市场与购买行为分析 3  

6 组织者市场与购买行为分析 3  

7 市场营销调研与市场预测 3  

8 市场竞争战略 3  

9 目标市场营销 3  

10 产品策略 3  

11 品牌与包装策略 3  

12 定价策略 3  

13 分销策略 3  

14 促销策略 3  

15 市场营销计划、组织与控制 3  

16 模拟营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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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经济学 

后续课程：市场研究方法、消费者行为学、客户关系管理、销售管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市场分析、市场营销策略。 

难点：市场营销观念的理解、市场分析、市场营销策略的制定与实施。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多媒体教学。  
    2．案例讲解。  
    3．模拟市场营销。  
    教学手段：  
    1．PPT。  
    2．案例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投影仪和电脑。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需要课后多复习、多做练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堂讨论、模拟营销占 30%；期

末考试占 5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市场营销管理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

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吴键安等编著《市场营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6月 第 4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菲利普·科特勒等编著《市场营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8月 第 16版 

2. 菲利普·科特勒等编著《营销管理》，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7月 第 14版  

执笔：马克态  审稿：李景华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6日 

 

成本会计 
Cost Accounting 

课程号：70602020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的专业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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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成本对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意义，了解成本会计在现代会计

学中的位置和作用，掌握成本会计的基本职能、概念和成本会计的基本原理，熟练掌握成本会计核

算的一般流程和方法，为本专业的学生学习公司理财等后续课程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总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成本的含义及经济实质 

一、成本会计的定义 

现代成本会计是会计与管理的直接结合，它是根据企业的成本核算资料和其他资料，运用现代

数学方法，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预测、决策、控制、考核、分析，促使企业生产经营以实现

最优运转的一种专门会计 。 

二、成本会计在现代会计中的位置 

现代会计主要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大分支。成本会计的一部分内容（如成本核算、分析）

属于财务会计，一部分内容（如预测、决策、计划、控制等）又属于管理会计。因此，成本会计在

内容上与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都有交叉。  

三、成本的含义  

（一）财务成本、管理成本 

财务会计是对外会计，它必须遵循国家统一的会计规范。在财务会计中，一般把成本理解为取

得资产的代价，这些成本的确定必须遵循国家统一的规范，我们可称之为财务成本。 

管理会计是对内提供会计信息的会计，不必象财务会计一样遵循统一的规范。相对财务成本而

言，在管理会计中为管理目的而使用的成本概念称为管理成本。 

财务成本、管理成本都是成本会计研究的对象。 

（二）成本的经济实质、理论成本  

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品的总价值 = 已耗费的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C）+劳动者

为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V） + 劳动者为社会劳动所创造的价值（M）。 

商品的理论成本 = C+V。成本的经济实质是理论成本的其货币表现形式。 

（三）实际成本，实际成本与理论成本的区别。 

实际成本以理论成本为依据，但并不等同于理论成本，它的运用和理论成本有一定程度的背离。

主要表现在： 

1．为了减少生产损失或简化成本核算工作，按照现行制度规定，某些不形成产品价值的损失

（如废品损失、停工损失等）作为生产费用计入产品成本（实际成本）。但是他们并不属于理论成

本的范畴。  

2．理论成本是一个“全部成本”的概念，而实际发生的费用，按照现行的企业会计制度，只

有部分计入产品成本，还有部分计入期间费用。 

3．理论成本仅仅是针对产品或商品而言的，而实际的成本概念是丰富多样的。如前面介绍的

“管理成本”，多数不符合理论成本的概念。 

（四）研究成本的意义 

研究成本主要是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服务。具体来说，成本的核算和分析是计算补偿生产耗费的

尺度；是制定产品价格的依据；可以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支持；也是综合反映企业经营业绩的指标。 

第二节  成本会计的一般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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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本会计的发展简史 

二、 成本会计的职能 

成本会计主要有两大职能：反映、监督。 

三、成本会计的对象  

（一）对于工业企业来说，成本会计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形成产品成本的生产费用，以及直接计

入损益的期间费用； 

（二）扩展到其他行业，如商品流通企业、运输企业等（不进行生产，因而无生产费用，但存

在经营活动和成本），则成本会计对象变为：生产经营业务成本和期间费用； 

（三）进一步归纳概括，成本会计的对象既包括财务成本，也包括管理成本。 

四、成本会计的任务  

成本会计的任务包括成本的核算、分析，以及预测、决策、计划、控制、考核。其中，成本核

算是成本会计的基本任务和中心环节。具体来说： 

（一）及时、正确地进行成本核算（成本会计的基本任务和中心环节）；  

（二）考核成本计划的完成情况，进行成本分析； 

（三）进行成本预测，参与经营决策，编制成本计划，为企业进行成本管理提供依据。 

（四）审核和控制费用支出，节约开支降低成本； 

五、成本会计工作的组织 

（一）工业企业的组织结构 

（二）成本会计的组织方式 

1．集中形式 

2．分散形式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理解成本的内涵和作用，了解成本会计的职能和任务，掌握成本会计

的内容、特征、职能、基础工作以及成本计算的对象、原则和方法。 

作业： 

1．什么是成本？结合你自身的体会，阐述成本管理对现代企业的重要意义。 

2. 理论成本和实际成本有什么区别？ 

3．成本会计在现代会计学科中处于什么位置？成本会计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知识单元 2：工业企业的成本核算要求和程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成本核算的要求 

在成本会计的任务中，成本核算是最基本、最核心的任务。在成本核算中，工业企业的产品成

本核算最为复杂。因此在本课程的学习中，主要以工业企业的产品成本核算为例来进行。 

一、 什么是成本核算 

指按照国家有关的法规、制度和企业经营管理的要求，对生产经营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各种劳动

耗费进行计算，并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提供真实、有用的成本信息。成本核算应做到“算管结合，

算为管用”。 

二、正确划分各种费用界限  

为了正确地计算工业企业的产品成本和期间费用，必须正确划分五个方面的费用界限： （一）

正确划分是否计入生产费用、期间费用的界限  

如购买固定资产的开支，不应计入生产费用或期间费用。 

（二）正确划分生产费用与期间费用的界限  

用于产品生产的费用，最终形成产品成本，并在产品销售后才能作为主营业务成本计入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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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期间费用是直接计入当月损益的费用。（三）正确划分各月份的生产费用和期间费用界限  

主要需处理好待摊费用、预提费用。 

（四）正确划分各种产品的生产费用界限  

如属于几种产品共同发生的费用，须采取适当的分配方法在这些产品之间分配这些费用。 

（五）正确划分完工产品与在产品的费用界限  

上述费用界限的划分过程，也就是产品成本的计算和各项期间费用的归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应贯彻“受益原则”，即何者受益，何者负担费用，何时受益，何时负担费用；负担费用的多少与

受益程度的大小成正比。  

三、正确确定财产物资的计价和价值结转方法  

工业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财产物资将逐渐转移为成本和费用。计价和价值结转方法包

括：固定资产原值的计算方法、折旧方法、折旧率的种类和高低、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的划分标

准等。对于财产物资的计价和价值结转方法，国家有统一规定的，应按国家统一规定的方法。方法

一经确定，应保持相对稳定性。 

四、做好各项基础工作  

为了加强成本控制，正确地核算成本，企业应做好以下几项基础工作： 

（一）做好定额的制定和修订工作 

（二）建立和健全材料物质的计量、收发、领退和盘点制度 

（三）建立和健全原始记录工作 

（四）做好厂内计划价格的制定和修订工作 

五、适应生产特点和管理要求，采用适当的成本计算方法  

具体采用哪种方法，要根据企业的生产特点（生产工艺、生产组织）和管理上的要求，从实际

情况出发来选择。  

第二节  费用的分类 

一、费用按经济内容的分类  

费用按其经济内容，主要可以划分为八大费用要素： 

（一）外购材料：指企业为进行生产经营而耗用的一切从外单位购进的原料、主要材料包装物、

低值易耗品等。 

（二）外购燃料：指企业为进行生产经营而耗用的从外单位购进的各种固体、液体和气体燃料。 

（三）外购动力：指企业为进行生产经营而耗用的从外单位购进的各种动力（电力、热力）。 

（四）职工薪酬：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或补

偿。包括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五）折旧费：按规定的资产折旧方法计提的折旧费用。 

（六）利息支出：利息支出减利息收入的差额。 

（七）税金：指应计入管理费用的各种税金。如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土地使用税等。 

（八）其他支出：指不属于以上各要素，但应计入产品成本或期间费用的费用，如邮电费、差

旅费、保险费等。 

二、费用按经济用途分类 

（一）生产费用和期间费用（经营管理费用） 

（二）生产费用按经济用途分类称成本项目，一般制造型的工业企业常设置的成本项目有： 

1．直接材料:指直接用于产品生产，构成产品实体的原料、主要材料以及有助于产品形成的辅

助材料费用。 

2．直接人工：指直接参加产品生产的工人薪酬费用。 

3. 直接燃料及动力，指直接用于产品生产的燃料和动力费用。 

4．制造费用：间接用于产品生产的各项费用，或虽直接用于产品生产，但不便于直接计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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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成本，因而没有专设成本项目的费用。 

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特点和管理要求对上述成本项目增减。 

（三）期间费用按经济用途分类 

1．销售费用：企业在产品销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以及为销售本企业产品而专设的销售机构

的各项费用，如广告费、运输费、包装费等。 

2．管理费用：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为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项费用，如董事会费、

工会经费、业务招待费、无形资产摊销等。 

3．财务费用：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而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利息支出、汇兑损失等。 

三、生产费用的其他分类方式  

（一） 按与生产工艺的关系 

1．直接生产费用：指由于生产工艺本身引起的、直接用于产品生产的费用。如原材料、生产

工人工资、机器设备折旧等。 

2．间接生产费用：与生产工艺没有联系，间接用于产品生产的各项费用。如机物料消耗、辅

助工人工资、厂房折旧等 

（二）按计入产品成本的方式 

1．直接计入费用：可以分清由哪种产品所耗用，能直接计入某种产品成本的费用。 

2．间接计入费用。不能分清由哪种产品所耗用，不能直接计入某种产品的费用。一般需要按

一定标准分配给各有关产品。  

（三）直接生产费用、直接计入费用；间接生产费用、间接计入费用的区别与联系 

多数情况下，直接生产费用是直接计入费用，间接生产费用是间接计入费用，但二者不能等同。 

第三节 成本核算的一般程序和会计科目 

一、成本核算的一般程序  

（一）确定成本计算对象 

计算对象可以是产品的品种、批次、步骤； 

（二）确定成本项目（费用项目） 

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三）开设产品成本明细账和期间费用明细账 

产品成本明细账按成本计算对象开设 

（四）归集和分配各种费用——产品成本明细账（期间费用明细账） 

二、成本核算的主要会计科目  

（一）基本生产成本 

基本生产是指为完成企业主要生产目的而进行的产品生产。“基本生产成本”总账科目是为了

归集基本生产所发生的各种生产费用和计算基本产品成本的科目。“基本生产成本”科目应按产品

品种、批别等成本计算对象设置基本生产成本明细账，又称为产品成本明细账，或成本计算单。 

（二）辅助生产成本 

辅助生产是指为基本生产服务而进行的产品生产和劳务供应。如工具、模具、运输、修理等车

间的生产活动。“辅助生产成本”科目应按辅助生产车间设置辅助产品成本明细账，账内按成本项

目或费用项目设置专行或专栏。 

（三）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的内容非常复杂，它包括间接用于产品生产的各项费用，或虽直接用于产品生产、没

有专设成本项目的费用。制造费用一般应按车间、部门设置明细账，账内按费用项目设置专栏进行

明细核算。 

（四）废品损失 

设置了废品损失科目、需要单独核算废品损失的企业，应按车间、部门设置明细账。 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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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不可修复废品的生产成本和可修复废品的修复费用。 

（五）销售费用 

（六）管理费用 

（七）财务费用 

（八）待摊费用 

受益期和支付期不一致的费用，主要有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两种类型。其中，支付在前，受益

在后的，为待摊费用（性质是资产）； 

（九）预提费用 

支付在后，受益在前的，为预提费用(性质是负债)。 

三、成本核算账务处理图（见教材 P29页）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初步掌握成本核算的基本要求和原则，了解费用的分类和种类，明确成本核

算的账务处理程序，熟练掌握成本核算的会计科目极其特点。 

作业： 

1．成本核算时，需要划分哪些方面的费用界限？ 

2．进行成本核算时所设立的“制造费用”会计科目，与“制造费用”成本项目之间是什么关

系？ 

3．“基本生产成本”科目月末有余额时，一般应在哪方，其余额表示什么意义？ 

知识单元 3：费用在各种产品及期间费用之间的归集和分配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各项要素费用的分配 

一、要素费用分配概述 

（一）专设成本项目的生产费用的归集分配 

直接用于产品生产、且专设成本项目的生产费用，在发生时应单独地记入“基本生产成本”、

“辅助生产成本”总账科目及相应的成本项目。 

（二）没有专设成本项目的生产费用的归集分配 

对于没有专设成本项目的直接、间接生产费用，先计入“制造费用”总账及明细账的相应费用

项目，月末再将各车间的制造费用分配转入基本生产成本账中。 

（三）间接计入费用的分配方法 

对于某种产品的直接计入费用，可以直接计入到该种产品成本明细账中，如果是几种产品的间

接计入费用，则应采用适当的分配方法，分配后分别计入。  

1．分配方法：一般采用先通过待分配费用/分配标准的方式来确定费用分配率，再通过分配率

来确定每个对象的分配费用的方法。  

2．分配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类： 

成果类，如产品的产量、重量、产值等； 

消耗类，如生产工时、机器工时、原材料消耗量等； 

定额类，如定额消耗量、定额费用等。 

3．分配步骤： 

（四）要素费用的分配步骤 

要素费用的分配，一般应编制相应的费用分配表，然后根据费用分配表编制会计分录，最后登

记各种成本、费用总账科目及所属明细账。  

二、材料费用分配的核算  

（一）材料的计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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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按实际成本计价：材料明细账中的收入材料按实际的成本计价；账中发出材料的金额

可按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个别计价法、全月一次加权平均法计价。 

2．材料按计划成本计价：原材料的收发凭证都按材料的计划单位成本计价，并据以登记材料

明细账。此时发出材料的实际成本通过材料的计划成本+“材料成本差异”科目来核算。 

“材料成本差异”账户用于核算企业各种材料的实际成本和计划成本的差异。其借方登记材料

成本的超支差异；贷方登记材料成本的节约差异，以及转出的发出材料的成本差异。 

（二）原材料费用的分配 

1．分配原则  

（1）直接用于产品生产、构成产品实体的原料和主要材料，直接或分配计入各产品成本明细

账（基本生产成本明细账）； 

（2）直接用于产品生产，有助于产品形成的辅助材料，一般属于间接计入费用，在采用适当

的方法分配后，计入各种产品成本明细账下的“原材料”成本项目； 

（3）直接用于辅助生产、专设成本项目的各种材料费用，记入“辅助生产成本”明细账的有

关成本项目。 

（4）用于基本或辅助生产，但没有专设成本项目的各种材料费用，计入“制造费用”明细账； 

（5）用于产品销售、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耗费的各种材料费用，分别记入“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账户。  

2．间接计入费用的分配方法：对于需要分配才能计入成本的原材料费用，其分配标准可以是

产品的重量、体积、材料定额消耗量、材料的定额费用等。如可按原材料定额消耗量比例分配、按

原材料定额费用分配等。  

（三）燃料费用分配的核算  

燃料费用在生产费用中所占比重较小时，合并在“原材料”科目核算，燃料费用比重  较大时，

应设立“直接燃料及动力”成本项目进行核算，同时还应增设“燃料”科目，单独核算燃料费用。

其他与原材料费用的核算方法同。 

（四）包装物的核算 

指包装产品而储备的各种包装容器（桶、箱子、袋等）。它不包括：各种包装材料（如铁丝、

绳等），以及用于储存产品，但不对外出售、出租、出借的包装物（作为固定资产或低值易耗品）

等。 

发出包装物在核算时：用于产品生产、构成产品实体的包装物，计入“基本生产成本”科目；

随同产品出售的包装物，如其单独计算价格，则其成本计入“其他业务支出”；如包装物不计价，

则其成本计入“销售费用”。出租的包装物，包装物摊销的成本计入“其他业务支出”；出借的包装

物，其摊销的成本计入“销售费用”。 

出租、出借包装物的摊销方法与低值易耗品相似，通常可采用一次摊销法、分期摊销法、五五

摊销法等。 

（五）低值易耗品摊销的核算  

低值易耗品是指劳动手段中单位价值和使用年限在规定限额以下（不作固定资产核算）的物品。

低值易耗品摊销费用在产品生产成本中所占比重较小，所以没有专设成本项目。 

为进行低值易耗品的收、发、摊、存的总分类核算，应设“低值易耗品”总账，按低值易耗品

的类别、品种、规格设立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  

低值易耗品与材料一样，可以按实际成本、或计划成本计价核算。如果按计划成本核算，还应

在“材料成本差异”总账科目下设置“低值易耗品成本差异”二级科目。  

低值易耗品的成本核算方法主要有三种： 

1．一次摊销法：即在领用低值易耗品时，将其全部价值一次性计入当月成本、费用。这种方

法比较适合单位价值较低、使用期限较短（容易破损）的低值易耗品。其特点是核算简便，但不利

于低值易耗品实物管理，同时可能会使各月成本费用负担不大合理。 



4554 

2．分次摊销法：将低值易耗品转作待摊费用（或长期待摊费用），按其使用期限的长短，分月

计入成本费用。这种方法比较适合单位价值较高，使用期限较长（更倾向于固定资产）的低值易耗

品。其特点是各月负担的低值易耗品摊销费用比较合理，但是核算工作量较大。  

3．五五摊销法：低值易耗品在领用时，摊销其价值的一半，在报废时，再摊销其价值的另一

半。 这种方法比较适合各月领用和报废比较均衡，各月摊销相差不大的低值易耗品。其特点是各

月成本费用负担比较合理，核算工作量比较大。 

三、外购动力费的分配 

（一）分配原则 

在车间装有外购动力的计量仪表时，可按仪表所显示读数计算和分配费用；在没有安装计量仪

表时，则可按产品的生产工时比例、机器工时比例、定额消耗量比例或其他比例分配。 

（二）分配计入的成本费用科目 

直接用于基本生产或辅助生产，专设“直接燃料及动力”成本项目的外购动力费用，应记入

“基本生产成本”或“辅助生产成本”总账和所属产品成本明细账的“直接燃料及动力”成本项

目；用于基本生产和辅助生产但未专设成本项目的动力费用，记入“制造费用”总账及所属明细账。

其他根据用如计入“管理费用”等科目。 

（三）会计分录 

借：基本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 

…… 

贷：应付账款（银行存款） 

四、职工薪酬的分配 

职工薪酬包括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等。由于短期薪酬是企业

薪酬的主要内容，因此本课程主要介绍短期薪酬的核算。短期薪酬又包括工资、职工福利、五险一

金等内容。 

（一）工资的核算 

工资是短期薪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又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

班加点工资、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二）工资分配原则和应计科目 

生产工人的计件工资，属于直接计入费用，直接记入基本生产成本明细账某种产品成本的“直

接人工”成本项目；生产工人的计时工资一般属于间接计入费用，应按产品的生产工时比例的方法，

分配后再计入各种产品成本明细账的“直接人工”成本项目。车间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工资，记

入“制造费用”科目；其他各部门人员的工资，根据其用途计入“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等科

目；  

（三）间接计入工资的分配 

间接计入工资主要是计时工资。通常可按生产工时（实际或定额）比例进行分配。计算公式如

下： 

工资费用分配率 = 
时总额该车间各种产品生产工

资总额某车间生产工人计时工
 

某产品应分配的间接计入工资费用 =该产品的生产工时数 x工资费用分配率 

（四）其他短期薪酬的分配 

其他短期薪酬包括职工福利费、各种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短

期带薪缺勤、利润分享计划等。 

一般来说，其他短期薪酬费用的分配应与工资的用途分配去向相同。 

五、固定资产折旧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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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旧是固定资产在使用中价值的转移。企业固定资产的价值通过折旧的方式转化成为生产费用

和期间费用。 

（一） 固定资产折旧费用的提取：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对所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但是，

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和单独计价入账的土地除外。 ”（应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包括已

使用和未使用）等。固定资产应按月计提折旧，但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不提折旧；当月减少

的固定资产，当月照提折旧。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折旧率一经确定，就不应随意变动。 

（二） 分配原则和应计科目：根据固定资产的用途，将其折旧计入到相应的会计科目中去。

如管理部门的固定资产折旧，计入到管理费用；生产部门的固定资产折旧，计入到“制造费用”。 

六、利息费用、税金和其他费用的分配 

（一）利息费用的核算  

利息费用属于财务费用。一般按季支付，如果数额较大，季内按月预提；如果数额不大，为了

简化核算工作，也可以不作预提处理，而在季末实际支付时全部计入当月财务费用。 

（二）税金的核算  

指属于管理费用的那部分税金。包括印花税、车船使用税等。其中印花税通常是先购买后使用，

因而不通过“应交税费”科目核算。而房产税、车船使用税等则一般通过“应交税费”科目核算。

因此它们在会计分录的处理上，也各不相同。 

（三）其他费用的核算 

其他费用指除了前面所述各要素以外的费用（包括邮电费、租赁费、印刷费、排污费、差旅费、

保险费等）。这些费用根据其用途分别计入“制造费用”、“管理费用”、“辅助生产成本”、“销

售费用”、“在建工程”或预提、待摊费用科目，贷“银行存款”或“现金”等科目。 

第二节  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的归集和分配 

凡是受益期和支付期不一致的费用，应该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分别采用待摊或预提的办法来

处理。  

一、待摊费用的归集和分配 

待摊费用的实质是资产。摊销期在一年以内的称待摊费用，摊销期在一年以上的称长期待摊费

用。发生待摊费用时，借记“待摊费用”，贷记“银行存款”、“库存现金”等科目；分月摊销时，

根据费用的用途借记“制造费用”、“管理费用”等科目，贷“待摊费用”。 

二、预提费用的归集和分配 

预提费用实质是一项应付而未付的负债。其预提期限应根据该费用的受益期限来确定的。  

预提费用账户是具资产、负债双重性质的账户，应按预提费用种类设置明细账。分月预提时，

根据费用的用途借记“制造费用”、“管理费用”等科目，贷“预提费用”；实际支付时，再借记“预

提费用”,贷“银行存款”或“库存现金”等科目。 

第三节  辅助生产费用的核算 

一、辅助生产的特点 

辅助生产，是为基本生产车间、企业行政管理部门等单位服务而进行的产品生产和劳务供应。  

二、辅助生产费用的归集  

通过“辅助生产成本”账户进行。“辅助生产成本”账户按车间及产品、劳务的种类设置明细

账，账内按成本项目或费用项目设置专栏。 

在核算辅助生产费用时，要注意分情况进行： 

（一）专设“制造费用——辅助生产车间”科目的辅助生产费用核算 

此时辅助生产成本明细账内按成本项目进行归集，其核算与基本生产成本科目大致相同。 

（二）不专设“制造费用——辅助生产车间”科目的辅助生产费用核算 

此时辅助生产成本明细账内按成本项目和费用项目同时开设，发生的生产费用不通过“制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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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目核算直接计入到辅助生产成本。 

这种情况一般是辅助生产不对外提供产品，因而不需要按规定的成本项目计算成本，且辅助生

产车间规模很小，制造费用少，为了减少成本核算工作，将成本项目和制造费用项目结合起来开设

辅助生产成本明细账。 

三、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方法 

某些辅助生产车间之间，存在相互提供产品和劳务的情况。为了正确核算辅助生产产品和劳务

的成本，应首先在各辅助生产车间之间进行费用的相互分配，然后再对外（辅助生产车间以外的各

受益单位）分配费用。辅助生产费用分配方法主要有： 

（一）直接分配法 

不考虑各辅助生产车间之间相互提供劳务的情况，而是将各种辅助生产费用直接分配给辅助生

产以外的各受益单位。这种方法很简单，主要适合于那些辅助生产内部相互提供劳务不多，不进行

费用的交互分配，对辅助生产成本和产品成本影响不大的情况下使用。  

（二）交互分配法 

辅助生产费用进行两次分配，首先根据劳务数量和交互分配前的辅助生产费用总额进行，在辅

助生产车间之间进行相互分配，然后再分配给辅助生产车间以外的其他受益单位。  

这种方法的特点是提高了分配结果的正确性，但需要计算两次分配率，增加了工作量，而且分

配结果也不是完全准确。 

（三）计划成本分配法 

按辅助生产车间提供的产品或劳务数量的计划单位成本分配辅助生产费用（包括其他辅助生产

车间）；再计算分配辅助生产实际发生的费用（本车间发生的费用 + 辅助生产间交互分配转入的费

用）；最后计算辅助生产的成本差异，并辅助生产成本差异全部调整计入管理费用，不再分配给辅

助生产以外的各受益单位。 

这种方法简化了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工作，但要求辅助生产的计划单位成本制定必须很准确，

否则将会使计算结果产生较大的偏差。 

（四）代数分配法 

根据解联立方程的原理，计算辅助生产劳务的单位成本，然后根据各受益单位耗用的数量和单

位成本分配辅助生产费用。 

这种方法分配结果最准确，但在分配以前要解联立方程，如果辅助生产车间、部门很多，未知

数也相应增多，计算工作比较复杂。主要适合于已经实行电算化会计的行业。 

（五）顺序分配法 

顺序分配法也称为梯形分配法，该种分配方法不进行交互分配，各辅助生产费用只分配一次，

既分配给辅助生产以外的受益单位，又分配给排列在后面的其他辅助生产车间或部门。 

该方法是直接分配法和交互分配法的一种调和与过渡。不准确，且计算工作量大 。 

第四节  制造费用的核算 

一、制造费用的归集与结转 

（一）归集 

制造费用的核算，是通过“制造费用”总账科目进行归集和分配的。该科目按车间（基本生产

车间、辅助生产车间）或部门设置明细账，账内按费用项目设专栏和专行。 

（二）结转 

在会计期末，将归集的制造费用按照一定的标准分配，从“制造费用”账户的贷方转出，转入

“生产成本——基本（辅助）生产成本”账户的借方。除季节性生产的车间、分厂以外，该科目期

末通常无余额 

二、制造费用的分配方法  

（一）生产工人工时比例分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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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各种产品所用生产工人工时的比率，分配制造费用的一种方法。  

（二）生产工人工资比例分配法  

以各种产品的生产工人工资的比例分配制造费用的方法，这种分配方法基本上与生产工时比例

法原理相同。这种方法只适用于产品生产机械化程度大致相同的情况下。 

（三）机器工时比例分配法  

按照各种产品所用机器设备运转时间的比例，分配制造费用的方法。分配过程与前面的方法基

本相同。主要适合于机械化程度比较高的企业。 

（四）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法  

按照年度开始前确定的全年适用的计划分配率分配费用的方法。不管各月的实际发生的制造费

用多少，每月各种产品成本中的制造费用都按年度计划确定的分配率分配。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季

节性生产的车间。  

采用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制造费用时，“制造费用”总账科目及其明细账一般有月末余额，可

能是借方余额，也可能是贷方余额。对制造费用科目的余额，平时不用调整，只有在年末有余额时，

一般应调整记入 12月份的产品成本。 

第五节    废品损失与停工损失的核算 

一、废品损失的归集及分配 

（一）定义  

废品：不符合规定的技术标准，不能按照原定的用途使用，或者需要加工修理后才能使用的在

产品、半成品和产成品。  

可修复废品：技术工艺上可以修复，而且所支付的修复费用在经济上合算的废品。  

不可修复废品：技术工艺上不可以修复，或虽可修复，但所支付的修复费用在经济上不合算的

废品。  

报废损失：指不可修复废品的生产成本（制造成本）扣除回收的材料和废料价值后的损失。 

修复费用：指可修复废品在返修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修复费用。其中应由过失单位或个人负担的

赔款，应从废品损失中扣除。  

废品损失：在生产过程或入库以后发现的各种不可修复废品的生产成本和可修复废品的修复费

用，在扣除废品残料价值和应收赔款后的损失。  

（二）账户设置 

核算废品损失时，增设“废品损失”会计科目、“废品损失”成本项目。 

废品损失按照车间设置明细账，账内按产品品种和成本项目登记废品损失的详细情况。月末核

算后的废品净损失结转到同种产品的合格品成本中去。 

借方：不可修复废品的生产成本和可修复废品的修复费用。  

贷方：登记废品残料回收的价值和应收的赔款；以及从“废品损失”科目贷方转入“基本生产

成本”科目借方的数额。该科目月末无余额。  

（三）不可修复废品损失的归集与分配 

如果废品成本按实际成本计算，则根据报废时废品和合格品发生的全部实际费用，采用一定的

分配方法，在合格品和废品之间分配。然后从“基本生产成本”的贷方转入“废品损失”科目的借

方。如果废品成本按定额成本计算，则按废品的数量和各项费用定额计算废品的定额成本，再将定

额成本扣除废品残料回收价值，即为废品损失。 

（四）可修复废品损失的归集与分配 

指废品在修复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可修复废品返修以前发生的费用，不必在“基本生产成

本”科目中转出；返修以后的修复费用，根据各种凭证计入“废品损失”科目的借方。  

（五）不单独核算“废品损失”的情况 

不单独核算废品损失的企业，不设“废品损失”的会计科目和成本项目。仅在回收废品残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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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原材料”，贷“基本生产成本”。辅助生产一般不单独核算废品损失。  

二、停工损失的归集与核算 

（一）停工损失的定义  

指企业的生产车间或车间的某个班组停工以后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停工期间，所发生的原材

料费用、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等。  

季节性生产企业的季节性停工，是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停工期间发生的费用不属于停

工损失，不作为停工损失核算。  

（二） 停工损失的处理 

单独核算停工损失的企业，应增设“停工损失”账户和停工损失成本项目。“停工损失”账户

按车间设置明细账，账内按成本项目设置分行或专栏进行明细核算。 

自然灾害引起的停工损失，按规定转作“营业外支出”。其他停工损失，如由于原材料不足、

设备故障、固定资产修理等原因引起的停工损失，均应计入产品成本 

不单独核算停工损失的，不开设“停工损失”账户。此时发生的属于停工损失的费用，计入“制

造费用”、“营业外支出”等科目。辅助生产一般不单独核算停工损失。 

（三） 账务处理 

通过设置“停工损失”科目核算： 

借方：归集应列作“停工损失”的各种费用。  

贷方：转出的费用，包括：  

过失人员的赔款，从该科目的贷方转入“其他应收款”等科目的借方；自然灾害引起的停工损

失，从该科目的贷方转入“营业外支出”等科目的借方；其他应由产品成本负担的部分，则转入“生

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科目的借方，并用合理的分配标准分配。  

该科目月末无余额。  

第六节   期间费用的核算 

一、期间费用的特点 

期间费用又称经营管理费用。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与产品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系，

属于某一时期耗费的费用。  

期间费用都不计入产品成本，不参与产品成本计算，也不存在分配问题。而是直接计入当期损

益。主要包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 

二、期间费用的归集与结转 

在归集各期间费用时，应开设各种费用的明细账。借方登记实际发生的各种费用，期末从贷方

结转到本年利润。 

（一）发生某种期间费用的时候 

借：**费用 

贷：应付工资等 

（二）期末结转时 

借：本年利润  

贷：**费用 

期间费用结转后，各账户月末应无余额。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成本核算的基本要求和原则，熟练掌握各种要素费用、辅助生产

费用、制造费用、废品损失与停工损失及期间费用的归集、核算、分配方法及各自特点。 

作业： 

1． 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方法有哪些？各有什么特点？ 

2． 制造费用的分配方法有哪些？其分配对象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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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什么是废品损失？应如何计算和分配？ 

4． 某企业生产甲、乙两种产品，共同耗用原材料 10500元。甲产品实际产量为 100 件，单

位材料消耗定额为 15公斤，乙产品实际产量为 50件，单位消耗量为 12公斤。请分配两种产品的

材料费用。 

5． 某企业低值易耗品采用分次摊销法，本月领用生产工具一批，计划成本 30000 元，本月

材料成本差异率为节约 3%，该批工具在一年半内分月平均摊销。请编制会计分录。 

6． 某企业低值易耗品采用五五摊销法，本月报废生产工具一批，计划成本 20000 元，回收

残料 1000元。其它条件同上（见第二题）。请编制会计分录。 

7． 某企业设有修理、运输两个辅助生产车间，本月发生辅助生产费用、提供的劳务量如下
表所示： 

辅助生产车间名称 修理车间 运输车间 

待分配费用 4000元 8000元 

供应劳务数量 12000小时 16000吨/公里 

计划单位成本（仅用于计划分配法时） 0.30元 0.52元 

修理车间  1000吨/公里 

运输车间 2000小时  

基本生产一车间 6000小时 8000吨/公里 
耗用劳务数量 

基本生产二车间 4000小时 7000吨/公里 

分别采用直接分配法、交互分配法、计划分配法、代数分配法分配辅助生产费用，并编制辅助

生产费用分配表和会计分录。 

8． 某基本生产车间全年制造费用计划为 234000元，全年产品的计划产量为：甲产品 19000

件，乙产品 6000件，丙产品 8000件。单件工时定额：甲产品 5小时，乙产品 7小时，丙产品 7.25

小时。本月实际产量：甲 1800件，乙 700件，丙 500件。本月实际制造费用为 30600元。要求：

按年度计划分配率计算、分配制造费用，并编制会计分录。 

9． 某企业不可修复废品按定额成本计算。某月 A产品不可修复废品 20件。每件直接材料定

额 15元；20件废品的定额工时共为 130小时。每小时费用定额为：直接人工 5元，制造费用 7元。

该月发生可修复废品的修复费用为：直接材料 500元，直接人工 360元，制造费用 800元。废品的

残料作为材料入库，价值 100元，应由责任人员赔偿的废品损失 200元。要求：计算、结转废品损

失、编制相应的会计分录。 

知识单元 4：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的归集和分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在产品数量的核算 

一、在产品收发结存的日常核算 

（一） 定义  

在产品：指没有完成全部生产过程、不能作为商品销售的产品（包括正在车间加工的在产品、

需要继续加工的半成品、等待验收入库的产品、正在或等待返修的废品等） 

不可修复废品、对外销售的半成品、完工的半成品都不属于在产品。 

（二） 在产品数量的核算 

应同时具备账面核算资料和实际盘点资料。为使得在产品账实相符，应对在产品进行定期或不

定期地进行清查（实地盘点法）。并将清查结果，列明在产品的账面数、实有数、盘盈盘亏数，并

对盘盈盘亏进行账务处理。  

二、在产品盘盈、盘亏和损毁的处理  

在产品盘盈、盘亏和损毁的处理，均通过“待处理财产损溢”账户核算。盘盈的账务处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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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或定额成本，借记“基本生产成本”科目，贷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核销时，对于应计

入产品成本的，冲减管理费用。借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贷记“管理费用”。盘亏或损毁的

账务处理与之相反。 

第二节  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的费用分配方法 

一、概述 

通常来说，生产车间的月初在产品费用、本月生产费用、本月完工产品费用和月末在产品费用

四者的关系如下：  

月初在产品费用 + 本月生产费用 = 本月完工产品费用 + 月末在产品费用 

二、分配方法 

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费用的分配方法，通常有如下四种： 

（一）不计算在产品成本 

在分配费用时，不考虑在产品的成本。这样上述等式就变为：本月生产费用=本月完工产品费

用。这种方法只适合于各月末在产品数量很少，不计算在产品的成本对完工产品的成本影响不大的

情况下。  

（二）在产品按年初固定数额计算 

这个方法的关键是确定年初固定数额，各月在产品成本均用年初固定数额计算。此时，某种产

品本月发生的生产费用，就是本月完工产品的成本。它适合于在产品各月数量变动很小，月初月末

产品成本差额不大的情况。 

（三）在产品按所耗直接材料费用计价法  

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等式变为： 

月初在产品直接材料费用 + 本月生产费用 = 本月完工产品费用 + 月末在产品直接材料费用 

它适合于在产品各月数量变动大，月末在产品成本数量较大，而且原材料费用在产品成本中所

占比重较大的情况。  

（四）约当产量比例法  

所谓约当产量：是指将在产品按完工程度折算为相当于完工产品的产量。约当产量比例法是按

照完工产品产量和在产品的约当产量的比例分配计算完工产品费用和月末在产品费用的方法。  

它适合于在产品各月数量变动大，月末在产品成本数量较大，而且原材料费用和工资福利费等

加工费用比重相差不大的情况，是在产品成本计算中常用的方法。 

此时，约当产量的计算应分两种情况进行： 

1．原材料在生产开始时一次性投入 

这种情况下，原材料不按约当产量计算和分配，而是按在产品的实际数量计算。其余生产费用

按约当产量计算和分配。 

2．原材料不是在生产开始时一次投料，而是随着生产进度陆续投料 

此时，原材料也应该按约当产量比例计算和分配。如原材料是随加工进度陆续投入的，则其约

当产量可按“分工序分别测定完工率”的方法来计算，且本工序完工率为 50%；如原材料是分工序

投入，且在每道工序开始时一次性投入，则仍按“分工序分别测定完工率”的方法来计算，且本工

序完工率为 100%。 

（五）在产品按完工产品成本计算法  

这种方法是将在产品视同完工产品分配费用，因而可以根据完工产品和在产品的数量比例，直

接进行费用的分配。它适用于月末在产品已经接近完工或已经加工完毕等待验收入库的情况。 

（六）在产品按定额成本计价法  

指按照预先制定的定额成本计算月末在产品成本，即月末在产品成本按其数量和单位定额成本

计算。它将每月生产费用脱离定额的差异，全部计入当月完工产品成本。 

它适用于定额管理基础比较好，各项消耗和费用定额比较准确稳定，而且各月在产品数量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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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的产品。  

（七）定额比例法  

将产品的生产费用，按照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的定额消耗量或定额费用的比例，分配计算完

工产品成本和月末在产品成本的方法。  

这种方法与在产品按定额成本计价法的最大区别，是需要将月初和月末在产品费用之间脱离定

额的差异，在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之间分配。  

它适用于定额管理基础比较好，各项消耗和费用定额比较准确稳定，而且各月在产品数量变动

较大的产品。  

三、完工产品成本的结转 

工业企业的生产费用，在经过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之间分配以后，还要将完工产品，从“生

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的贷方，结转到“库存商品（产成品）”（或原材料、低值易耗品）的

借方。并编制各种明细账和总账。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理解完工产品、在产品的概念，熟练掌握在产品收发结存核算，以及

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与在产品之间的各种分配方法。 

作业： 

1． 什么是约当产量比例法？什么是定额比例法？各有什么特点？ 

2． 某企业生产 A产品，原材料在生产开始时一次投入。产品成本中，原材料费用占很大比重。

月末在产品按所耗原材料费用计算。5月初在产品费用 2800元，5月发生生产费用为：原材料 12200

元，燃料及动力 4000元，工资福利费 2800元，制造费用 800元。本月完工产品 400件，月末在产

品 200件。要求：计算 A产品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成本，并登记产品成本明细账。 

3． 某厂生产 B产品，由两道工序完成，原材料在生产开始时一次投入。月初加本月生产费用

合计为：原材料 26000元，直接人工 14000元，制造费用 10080元，本月完工 100件，月末在产品

30件，完工程度为 40%。要求：按约当产量比例法计算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成本。 

4． 某车间 C产品基本生产明细账有关资料：月初在产品成本情况：原材料 1250元，直接人

工 1005元，制造费用 2314元；本月发生生产费用：原材料 3300元，直接人工 1291元，制造费用

4574元。 

5． 原材料定额消耗量：完工产品 560公斤、在产品 350公斤、工时定额：完工产品 3860小

时，在产品 1880小时。要求：采用定额比例法分配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费用，并编制会计分录。 

知识单元 5：产品成本计算的方法概述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生产特点和管理要求对成本计算方法的影响 

工业企业在选择成本计算方法的时候，必须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企业的生产特点和管理要求。  

一、企业按生产工艺特点分类 

按照工业企业的一般特点，企业的生产可以按如下标准分类： 

（一）单步骤生产 

指生产工艺过程不能间断，不可能或不需要划分为几个生产步骤的生产（简单生产,如发电厂）。  

（二）多步骤生产 

指生产工艺过程由若干可以间断的、分散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进行生产的生产步骤组成的生

产。如生产陶瓷的企业，有制模车间、烘干、烧烤车间等。  

二、按生产组织特点分类 

可以分为大量生产、成批生产和单件生产三种类型。  

（一）大量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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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不断地重复生产相同产品的生产，如化肥生产。  

（二）成批生产 

按事先规定的产品批别和数量进行的生产。一般来说，成批生产的产品品种比较多，而且具有

一定的重复性（如服装）。  

（三）单件生产 

单件生产一般是按照定货要求，生产个别的、性质特殊的产品。 

三、企业生产特点和管理要求对产品成本计算的影响 

生产特点和管理要求对产品成本计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成本计算对象的确定上。  

根据前面对生产的分类，成本计算对象主要分为三大类：  

产品的品种、产品的批别、产品的步骤。由此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成本计算方法：品种法、分批

法、分步法。成本计算对象的确定，是开设产品成本明细账、归集生产费用、计算产品成本的前提。 

第二节  产品成本计算的基本方法和辅助方法 

一、产品成本计算的基本方法 

它以成本计算对象为特征，是计算产品实际成本不可缺少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品种法、分

批法、分步法三种类型。  

二、产品成本计算的辅助方法 

除了上述基本方法，企业还采用的其他一些成本计算方法。如：分类法、定额法、标准成本法、

变动成本法（西方国家经常采用的方法）等。它们的特点为不是一种独立的成本计算方法，必须与

其他成本计算的基本方法相结合才能使用，因此称辅助方法。  

不论哪种生产类型，也不论成本管理的要求如何，采用哪种成本计算方法，最终都必须按照产

品品种计算出产品成本。因此，品种法又是三种基本方法中最基本的成本计算方法。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企业按生产工艺、组织特点的分类，掌握企业的生产特点、管理要求与

成本计算方法之间的关系。 

作业： 

1． 企业的生产特点、管理要求与成本计算方法的选择有什么关系？ 

2． 成本计算基本方法与辅助方法的联系和区别有哪些？ 

知识单元 6：产品成本计算的基本方法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品种法 

一、品种法的特点和适用范围 

（一）特点 

品种法是产品成本计算方法中的最基本方法。它体现了产品成本计算的一般程序。品种法的计

算，实际上是会计核算中成本费用项目的明细核算。 

品种法按产品品种归集生产费用。成本计算对象是产品品种，因而按产品的品种设置产品成本

明细账。 

（二）适用范围 

主要适用于大量、大批的单步骤生产；或管理上不要求按步骤计算产品成本的大量、大批多步

骤生产。  

（三）成本计算期 

每个月末。 

二、品种法的计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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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根据各种费用的原始凭证资料，编制费用分配表 

（二） 计算在产品盘盈、盘亏或损毁 

（三） 分配待摊预提费用 

（四） 归集分配辅助生产费用 

（五） 归集分配基本生产车间的制造费用 

（六） 根据上述资料，登记产品成本明细账，并分配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成本 

（七） 登记期间费用明细账 

（八） 结转产成品成本 

三、品种法举例 

第二节   分批法 

是按照产品的批别来汇总生产费用并计算产品成本的计算方法。分批法又叫定单法。但是，一

个定单可以有几个批别，也可以将几个定单合并为一个批别。  

一、分批法的特点  

分批法按照产品的批别归集生产费用、设置产品成本明细账 。一般来说，成本计算期是生产

周期（某批产品从开始生产到结束），而与会计报告期不一致。因此分批法通常不需要分配在产品

成本。只有在产品跨月陆续完工情况较多，为了在月份会计报表中提供已完工部分产品的成本，才

需要将生产费用在批内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之间分配。  

二、分批法的适用范围  

主要适用于单件、小批生产，或管理上不要求分步骤计算产品成本多步骤生产的企业，（如服

装、新产品试制等行业）。  

三、分批法的计算程序 

（一）分配要素费用、辅助生产费用、制造费用等，编制各费用分配表； 

（二）根据各费用分配表，汇总各批产品本月发生的生产费用，登记各批产品成本明细账。 

（三）分配完工产品与月末在产品之间的生产费用。（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分配） 

四、分批法举例 

五、简化的分批法  

又称为不分批计算在产品成本的分批法，也称为累计间接计入费用分配法。  

（一）适用范围 

同一月份投产的产品批数很多，且月末未完工产品的批数也很多的情况下。  

（二）计算步骤 

1．仍按产品的批别设置产品成本明细账；  

2．产品完工之前，产品成本明细账中只登记直接计入费用和生产工时；   

3．每月发生的间接生产费用，不是按月在各种产品之间分配，而是只登记在“基本生产成本

二级账”中。  

4．在某批产品有完工产品的月份，对完工产品，按累积生产工时的比例，将间接生产费用分

配到完工产品成本。  

（三）关于“基本生产成本二级账 ” 

简化的分批法，必须设立“基本生产成本二级账”；其作用在于：第一，可按月提供企业或车

间全部产品的累计生产费用和生产工时资料；第二，在有完工产品的月份，按特定的方法将累计间

接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之间进行分配。 

（四）费用的分配 

分成本项目计算累计间接计入费用分配率，用其作为间接计入费用的分配标准。 

（五）简化的分批法举例  

第三节  分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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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按照产品的生产步骤来汇总生产费用并计算产品成本的计算方法。分步法适用于大量、大批

的多步骤生产（主要是管理上要求分步骤计算产品的成本）。  

一、分步法的特点 

其特点主要有：按照每种产品的各个生产步骤归集生产费用、设置产品成本明细账；一般来说，

成本计算期是按月（同会计报告期）进行，而与生产周期不一致；通常需要分配完工产品和月末在

产品成本；此外，各步骤之间还存在成本结转的问题。 

二、逐步结转分步法  

（一） 逐步结转分步法的特点 

是指按照产品的生产步骤逐步计算、结转半成品成本，最后计算产品成本的方法。主要适用于

那些管理上要求提供各生产步骤半成品成本资料的企业。 

（二） 逐步结转分步法成本归集示意图  

（三） 半成品成本结转到下一步骤的方法  

采用逐步结转分步法时，半成品的实物转到下一步骤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经过“半成品库”

来收发、中转，一种是直接转到下一工序。如果是经过半成品库收发，还要增设“自制半成品明细

账”进行核算。  

同时，半成品的成本结转到下一步骤的方式又有两种：一种是本步骤的半成品转入下一步骤的

原材料（或半成品）项目——综合结转；另一种是本步骤的半成品分项目转入下一步骤的各成本项

目中——分项结转。 

1．综合结转法 

将上一步骤的半成品，作为本步骤的原材料（或专设的“半成品”项目）成本，进行成本结转。

此时，半成品可以按实际成本结转，也可以按计划成本结转。 

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便于各步骤进行成本考核和分析，也可以简化半成品核算和成本计算工

作。缺点是可能会引起成本项目结构失真，从而需要进行成本还原，即从最后一个步骤起，把所耗

用上一步骤的半成品还原为原材料、工资福利费、制造费用等成本项目，求得按原始成本项目反应

的成本资料。 

成本还原的方法：将本月产成品所耗上一步骤半成品的综合成本，按照本月所产这种半成品的

成本构成进行还原。  

某步骤还原分配率=
品成本本月上一步骤所产半成

品成本本月所耗上一步骤半成
 

可见，如果成本计算的步骤很多，则成本还原的工作量将很大。 

2．分项结转法 

上一步骤的半成品，按照成本项目分项转入本步骤的产品成本明细账中的各个成本项目中。也

可以按实际成本结转，也可按计划成本结转。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直接提供按原始成本项目反映的产成品资料，不需要进行成本还原；不

足的地方在于相对来说成本结转工作复杂，同时各步骤完工产品成本中看不出所耗上步骤半成品成

本、本步骤加工费用情况，不便于进行成本分析。 

（四） 逐步结转分步法总结 

不管是综合结转，还是分项结转都属于逐步结转分步法，其特点主要有： 

1．成本计算对象： —— 各步骤的半成品或产成品  

2．半成品成本随着半成品的实物的转移而结转  

3．半成品通过半成品库收发时，一般需要通过“自制半成品”明细账核算； 

4．核算工作量大（综合结转法，需要进行成本还原；分项结转法，结转工作量大） 

三、平行结转分步法  

在大量、大批的多步骤生产中，有的企业并不需要计算半成品成本，这时，为了简化和加快成

本计算工作，可以只计算本步骤发生发生的各项费用以及这些费用中应计入产成品的“份额”，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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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同种产品的各步骤成本明细账中的这些份额平行结转、汇总，即可计算出该种产品的产成品成本，

由此产生了平行结转分步法。  

（一） 平行结转分步法介绍  

1．适用范围 

在用分步法的大量大批多步骤生产的企业中，当半成品种类多，逐步结转半成品的工作量较大，

而管理上又不要求提供各步骤半成品成本资料时，可采用本方法。 

2．广义在产品的含义 

广义在产品指尚未最终加工完成的全部在产品和半成品。它包括三部分的内容：尚在本步骤加

工的在产品（即狭义在产品）、本步骤已经完工转入半成品库的半成品、已经从半成品库转到以后

各步骤进一步加工但尚未最后完成的在产品。 

3．平行结转分步法的特点 

其特点住要有：第一，仍按步骤开设产品成本明细账。但各步骤归集的生产费用不包括所耗上

一步骤的半成品费用，只归集步骤发生的各项其他费用（连续式加工的企业，除第一步骤外，只包

括加工费用；平行式加工各步骤包括原材料和加工费用）；第二，各步骤不计算和结转半成品成本；

第三，各步骤归集的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产成品）和广义在产品之间分配；第四，各步骤半成品

的成本和实物的流转是相分离的；第五，采用这一方法，不论半成品是在各步骤之间直接转移，还

是通过半成品库收发，都不通过“自制半成品”科目核算。 

（二） 平行结转分步法成本归集示意图  

（三） 平行结转分步法应用举例 

（四） 平行结转分步法的优缺点 

平行结转法的最大优点是简化了成本计算工作：各步骤可以同时计算产品成本，不需要等上一

步骤；同时能够直接提供按原始成本项目反映的产成品成本资料，不必进行成本还原，因而大大简

化和加速成本计算工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不能提供各个步骤的半成品成本资料；同时，由于

各步骤的半成品的费用不能随着实物的转移（下一步骤）而转出，而仍留在各步骤的月末在产品费

用中，因而不能为各个生产步骤在产品的实物管理和资金管理提供资料。 

（五） 平行结转分步法与逐步结转分步法的比较 

项目 逐步结转分步法 平行结转分步法 

成本计算对象 各步骤的半成品 各步骤应计入产成品的份额 

成本计算程序 从第一步开始，依次进行，直到最后一步 
各步骤同时进行，计算其应计入产成品成

本的份额 

月末在产品的

含义 

仅指本步骤正在加工的产品（狭义在产

品） 

广义在产品。包括本步骤正在加工的产

品，或本步骤已完工但尚未完成全部加工

过程的半成品。 

成本管理 半成品实物转移与成本结转同步 半成品实物转移与成本结转脱节 

学习目标： 

掌握品种法、分批法、分步法等基本成本计算方法的概念、特点和适用范围；熟悉各种方法的

费用归集和分配的方法及相应账处理，熟练掌握各种成本核算的基本方法的应用。 

作业： 

1． 说明品种法的成本计算程序 

2． 逐步结转分布法和平行结转分步法各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3． 什么是综合结转分步法？什么是分项结转分步法？ 

4． 什么是成本还原？为什么要进行成本还原？ 

5． 某企业有一个基本生产车间，大量生产甲、乙两种产品，另有一个机修辅助生产车间。
辅助生产车间须单独核算制造费用。该企业 3月份有关产品产量和成本资料如下： 

月初在产品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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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品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   计 

甲产品 7680 6592 3574.78 17846.78 

乙产品 8320 2008 2320.02 12648.02 

产量资料                              单位：件 

项  目 甲产品 乙产品 

月初在产品 340 280 

本月投产 860 720 

本月完工 800 600 

月末在产品 400 400 

原材料定额消耗量（单位：公斤）、生产工时记录（单位：小时） 

项目 生产工时（基本车间） 修理工时（辅助） 定额消耗量 

甲产品 2480  5400 

乙产品 1520  4600 
基本生产 

车间 
一般用  6000  

企业行政管理部门  4000  

生产费用资料（单位：元） 

项目 原材料 职工薪酬 折旧费 外购动力 待摊费用 其他 

甲产品 24,000      

乙产品 18,000      

两产品共同耗用 8,000 60,000     

基本生产

车间 

一般用 2,000 4,200 12,000 14,200 9,600 15,800 

生产用 600 5,800     辅助生产

车间 一般用 400 2,500 3,000 12,800 2,400 4,200 

合计 53,000 72,500 15,000 27,000 12,000 20,000 

材料在生产开始时一次性投入，在产品的完工率为 50%，甲、乙两种产品共同耗用的材料按两

种产品的定额消耗量比例分配，基本车间生产工人工资、制造费用按生产工时比例分配。辅助生产

车间费用按修理工时比例分配。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成本采用约当产量法计算。各种费用均用银

行存款支付。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用品种法计算两种产品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并编制各种费用分配表和

相应的会计分录。 

知识单元 7：产品成本计算的辅助方法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分类法 

一、分类法的特点 

分类法，是在产品品种、规格繁多，但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分类的情况下，为了简化计算工作，

以产品类别作为成本计算对象，归集生产费用。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分类法是品种法的一种延伸。

它把类别作为品种，按类别计算成本后，把每类产品的总成本在类中各产品之间分配，求出各种产

品成本。因此，它不是一种独立的成本计算方法。 

二、分类法的计算程序 

（一）合理确定产品的类别，按照产品类别设立产品成本明细账； 

（二）在开设的产品成本明细账内，按照成本项目归集生产费用，并按企业生产类型和管理要

求，选择一定的方法计算出本类完工产品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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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计算出各类产品的总成本后，选择合理的分配标准，分配、计算各种产品成本。  

三、同类产品内各种产品之间分配费用的标准  

选择分配标准时，应选择与产品各项生产耗费的高低有密切关系的分配标准。常用的分配标准

有：定额消耗量、定额费用、产品的体积、重量等。各成本项目可以采用同一分配标准；也可以分

别采用不同的分配标准。 

四、一种简化的分类法——系数法  

为简化分配工作，可将分配标准折算成相对固定的系数，按照系数分配类内各种产品的成本

——系数法，也可称为简化的分类法。  

五、分类法举例（略） 

六、分类法的适用范围 

凡是产品的品种繁多，而且可以按照前述要求划分为若干类别的企业或车间，均可采用分类法

计算成本。分类法与产品的生产类型没有直接联系，因而可以在各种类型的生产中应用。  

值得注意的是，联产品必须采用分类法计算各种产品的成本。所谓联产品，是指同一种原料，

可以生产出几种主要产品，比较典型的如原油冶炼，可以生产出汽油、煤油、柴油等联产品。 

七、副产品的成本计算  

副产品是指在生产主要产品的过程中，附带生产出来的非主要产品（如提炼原油过程中产生的

渣油，制皂过程中产生的甘油等）。 

如果副产品的比重较大，应将主、副产品视作联产品采用分类法计算成本 。 

如果副产品的比重不大，可采用类似分类法的方法计算：即将副产品与主产品合为一类设立产

品成本明细账，归集费用、计算成本；然后将副产品按一定的方法从总成本中扣除，剩下的即为主

产品的成本。 

第二节  定额法 

一、定额法的特点 

定额法，是以产品的定额成本为基础，通过加减脱离定额差异和定额变动差异来计算产品实际

成本的成本计算方法。 

事前：制定产品的消耗定额，费用定额和定额成本，作为成本控制的目标；  

事中：在生产费用发生的当时，分别列示符合定额的费用和脱离定额的差异，以加强对费用脱

离定额差异的日常核算、分析和控制； 

事后：在月末，通过定额成本加减各种差异，计算产成品、在产品的实际成本。 

可见，定额法不仅是一种产品成本计算的方法，还是一种对产品成本进行控制、管理的方法。 

二、定额法的适用范围 

适用于定额管理比较健全、定额基础较好、生产已经定型，产品消耗定额比较稳定的生产企业。  

三、定额成本的制定  

定额成本也可以叫企业目前的“应该成本”，总定额成本等于产品产量乘以单位产品的定额成

本。  

单位产品的定额成本：分成本项目制定。根据消耗定额（原材料消耗定额、工时定额）乘以计

划单价（原材料计划单价、计划小时工资率、计划的制造费用分配率）制定。 

注意：定额成本不包括废品损失和停工损失，他们都属于脱离定额成本的差异。 

定额成本的制定过程，就是对产品成本进行事前控制的过程。 

四、定额成本与计划成本的比较 

（一）定额成本与计划成本相同之处 

都是根据产品的消耗定额和计划单价确定的目标成本。 

定额成本和计划成本的制定过程，都是对产品成本进行事前控制的过程。  

（二）定额成本与计划成本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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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成本所依据的消耗定额、计划单价，在计划期内通常是不变的；而定额成本所依据的消耗

定额、计划单价，随着企业的生产率改变而不断修订、改变。 

五、定额法中实际成本的确定 

定额法需要按照下述步骤来计算确定实际成本： 

第一：计算定额成本  

第二：计算脱离定额的差异 

第三：计算定额变动差异、材料成本差异 

第四：计算产品的实际成本   

其中，产品的实际成本 = 定额成本 ± 脱离定额的差异± 定额变动差异 ± 材料成本差异  

六、脱离定额差异的计算  

生产费用实际发生后，对于脱离定额的费用，应及时进行核算，以便分析差异发生的原因，及

时采取处理措施 。 

主观因素：采取制止、奖励等措施 

发生差异的原因 

客观因素：应调整、修改定额 

（一）原材料脱离定额差异的计算  

1．限额法 

采用定额法，一般应使用限额领料单制，符合定额的原材料根据限额领料单和定额凭证领发。 

原材料用料差异  = 原材料实际消耗量 – 定额消耗量 

原材料实际消耗量 = 本期领料数量 + 期初余料数量 

                               – 期末余料数量 

原材料定额消耗量 = 产品投产数量 x 原材料消耗定额  

原材料脱离定额差异 = 原材料用料差异 x 计划单价 

2．切割核算法 

对于经过切割才能使用的材料，例如板材、棒材等，采用切割核算法，即通过材料切割核算单，

核算用料差异。  

注意：上述原材料脱离定额的差异计算中，只计算了由于原材料用量脱离定额所产生的差异，

没有计算由于原材料实际价格与计划价格之间的差所导致的差异。因而，要计算原材料实际成本脱

离定额成本的全部差异，还应计算统计其价格所造成的差异——材料成本差异。 

（二）生产工时和生产工资脱离定额差异的计算 

计件工资：属于直接计入费用，其按计件单价发放的都是定额费用，以外的为脱离定额费用。 

计时工资：属于间接计入费用，平时不能按产品直接计算，只有在月末实际生产工人工资总额

确定以后，才能计算。 

产品某产品脱离工资定额差异 = 该产品的实际生产工资 – 该产品的定额生产工资 

（三）制造费用脱离定额差异的计算（与工资类似） 

某产品制造费用脱离定额差异 =  该产品的实际制造费用 - 该产品的定额制造费用 

上述差异计算过程中，只有原材料脱离定额的差异仅计算了用量差异而没计算价格差异。直接

人工、制造费用脱离定额差异均包括了全部差异（用量和价格）。 

七、材料成本差异的分配 

在定额法下，材料通常是按计划成本计价的。此时，发出的材料还要核算材料成本差异。 

前面的材料脱离定额差异，是由于材料消耗量引起的差异——量差。 

材料成本差异，是由于材料实际价格与计划价格不一致而引起的差异——价差。现量差已有，

需要计算价差。某产品应分配的原材料成本差异=（该产品的原材料定额费用±原材料脱离定额差

异）x 

原材料成本差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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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材料应负担的成本差异应符合以下要求： 

1．必须按月分摊，不得在季末或年末一次计算； 

2．一般应使用当月的实际成本差异率（除委托外部加工的情况外）； 

3．材料成本差异率 =
本月收入材料计划成本月初结存材料计划成本

本月收入材料成本差异月初结存材料成本差异

+
+

 

八、定额变动差异的核算 

定额变动差异，是指由于修订消耗定额或生产耗费的计划价格而产生的新旧定额成本之间的差

额。 

在定额变动的月份，月初在产品的定额成本仍然是按照旧的定额计算的。为了统一，将月初在

产品旧定额成本按新定额表示以后，还应计算月初在产品的定额变动差异。  

因此，定额变动差异，主要是针对月初在产品计算的，计算如下： 

月初在产品定额变动的差异，可以根据定额发生变动的在产品盘存数量（或账面结存数量），

和修订前后的费用定额，确定在产品定额变动差异。但这种计算通常要按照零、部件和工序进行，

工作量较大。 

为了简化计算工作，可按简化的公式计算： 

定额变动系数=
品费用定额按旧定额计算的单位产

品费用定额按新定额计算的单位产
 

月初在产品定额变动差异 = 按旧定额计算的月初在产品定额费用 x（1-定额变动系数） 

注意：上述定额变动系数由于不是按产品的零、部件计算，而是按单项产品综合计算的，因而

能简化计算工作。但在零、部件生产不成套或成套性比较差的情况下，不能用上述系数折算法。 

九、各种差异的处理 

（一） 脱离定额的差异的处理 

通常需要在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之间分配； 

（二） 定额变动差异的处理 

通常需在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之间分配，但如果数额小，也可以全部由完工产品负担； 

（三） 材料成本差异的处理 

材料成本差异，通常由完工产品负担。 

十、定额法举例（略） 

十一、定额法总结 

定额法是一种成本计算方法，又是一种成本管理制度；它将事前计划、事中反映和核算、事后

监督融为一体。 

1．生产费用发生的当时，计算和反映脱离定额差异； 

2．有利于加强成本控制、进行成本分析； 

3．能简便地进行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之间的费用分配 

其缺点是核算工作量大。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成本计算的辅助方法的含义，掌握分类法、定额法的特点和核算流程，

熟悉辅助方法在联产品、副产品等业务情况下的应用。  

作业： 

1． 定额法的特点是什么？采用这种方法计算产品成本的优点有哪些？ 

2． 什么是联产品，什么是副产品？什么是系数法？ 

3． 某企业生产甲、乙、丙三种产品，同归为 A类。采用分类法计算产品成本，类内各种产品

之间的分配标准是：原材料按各种产品的原材料费用系数分配（按费用定额确定费用系数），其他

按定额工时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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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资料如下： 

产品名称 材料费用定额 工时消耗定额 本月产量 

甲 100 17 1000 

乙 120 15 1200 

丙 112 10 500 

本月 A类产品成本明细账如下： 

项目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成本合计 

月初在产品定额成本 36000 6000 4000  

本月生产费用 55000 4600 5600  

生产费用合计     

完工产品成本     

月末在产品定额成本 37000 7050 4500  

要求：用分类法计算各种产品成本并编制产品成本计算表。 

4． 某企业生产 A产品，采用定额法计算产品成本。该企业规定产品的定额变动差异和材料成

本差异均由完工产品成本负担，脱离定额差异按定额比例在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之间分配。原材

料在生产开始时一次投入。其他资料如下： 

（1）A产品月初在产品数量 50件，本月投产 150件，本月完工 140件，月末在产品 60件。 

（2）本月直接材料脱离定额差异：+1700元，直接人工脱离定额差异：-380 元，制造费用脱

离定额差异：+800元，本月材料成本差异率：+1%。 

（3）单位产品的定额成本资料如下： 

消耗定额 定额成本 定额变动差异 
成本项目 计划单价 

上月 本月 上月 本月 数量 金额 

直接材料 10 22 20 220 200 2 20 

直接人工 5 20 20 100 100   

制造费用 8 25 25 200 200   

合计 — — — 520 500   

（4）月初在产品资料如下： 

月初在产品 
成本项目 

定额成本 脱离定额差异 

直接材料 11000 1800 

直接人工 5000 -100 

制造费用 10000 -200 

合计 26000 1500 

要求：用定额法登记产品成本明细账，计算完工产品的成本。 

知识单元 8：变动成本法、标准成本法和作业成本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变动成本法 

一、成本按习性的分类 

成本习性，是指成本与业务量之间的依存关系，业务量，可以是产品的数量，也可以是与产品

工作量关系紧密的直接人工小时或机器工作小时。成本按习性的分类可以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

两大类。  

（一） 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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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成本：指在一定时期内和范围内，总额不随业务量的变动而变动的成本。 

变动成本：指在一定时期、范围内，总额随业务量的变动而成正比例变动的成本。如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等。  

（二） 总成本模型 

将成本按习性分为固定成本、变动成本以后，则：  

企业的总成本 = 固定成本总额 （a）+ 变动成本总额(b*x)  

二、混合成本极其分解 

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中，一些成本既具有固定成本的特点，又具有变动成本的特点。这类成本

称为混合成本。 

（一）混合成本的分类 

（二）混合成本的分解 

目标：把混合成本分解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两大类，再分别归入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中去。

方法：合同确认法、技术测定法、历史成本分析法等。 

三、 变动成本法的核心内容 

又称为直接成本法。将制造费用划分为变动制造费用、和固定制造费用两部分，在计算产品成

本时，只计算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变动制造费用，而把固定制造费用视为“期间成本”直接计

入当期损益。  

理由：固定制造费用不随着产品的产量的变化而变化，它是总要发生的费用，因此可归于每期

的期间费用。  

变动成本法产生以后，人们把前面的传统成本计算方法称为完全成本法。  

四、 变动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的比较 

（一） 成本的划分与内容 

在变动成本法下，产品的成本由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变动制造费用构成。而在完全成本法下

产品成本还须加上固定制造费用。因此： 

（完全成本法下的）非生产成本 + 固定制造费用 = （变动成本法下的）期间成本  

可见，采用变动成本法将导致其产品成本比完全成本法低；而期间费用比完全成本法高。  

（二） 产品存货估价的差别  

由于在变动成本法下，产品成本（包括产成品、半成品、在产品）= 变动生产成本，不计固定

制造费用，因此，其产品成本低于完全成本法下的产品成本。产品存货的估价也是一样。 

（三）损益计算上的差别  

1．损益计算程序上的差别 

2．损益计算结果的差别 

由于对产品成本的划分和内容不同（主要是对固定制造费用的处理不同），采用变动成本法和

完全成本法的损益计算结果也不一样。  

五、变动成本法举例 

六、变动成本法总结 

（一）变动成本法的优点 

1．有利于短期决策和本量利分析  

本量利分析，须将成本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而变动成本法正是按该标准进行成本划分的。  

如在进行产品的短期决策时，可用某种产品能否提供创利额来判断。  

2．有利于进行成本控制和分析  

区分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有利于分别找出各种成本的责任，并进行分析。  

3．促使企业注重销售，防止盲目生产  

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变动成本法下，只有企业的销售量大时，其利润才能比较大。即：利

润和销售量将会同方向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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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固定制造费用作为期间成本，可以简化成本计算工作  

（二）缺点 

1．不利于产品价格决策  

原因：将固定制造费用从产品成本中扣除，使得产品的单位成本下降了。  

2．不适用于企业长期决策的需要  

原因：从长期来看，企业的固定成本也是会发生变动的。如：机器设备、厂房成本，到一定程

度以后也将发生变动  

3．不符合传统成本的概念  

4．实践中，企业变动成本与固定成本的划分比较困难  

第二节  标准成本法 

一 特点 

（一）标准成本法起源于西方，它是一种将制定标准成本、计算和分析成本差异，以及处理成

本差异三个环节组成的成本管理和控制方法。  

（二）标准成本法与产品成本计算的实际成本法不同。实际成本法计算出的产品成本是产品实

际成本，标准成本法计算的不是产品的实际成本，而是产品的标准成本。  

（三）标准成本法以标准成本为基础，把成本的实际发生额区分为标准成本与成本差异两部分。

通过成本差异的计算分析，掌握形成差异的原因和责任；采取措施消除不利差异，对成本实现有效

控制。  

二、标准成本及其种类  

标准成本在实际工作中有两种含义：  

（一）单位产品的标准成本，是根据单位产品的标准消耗量和标准单价计算出来的，准确地说

是“成本标准”。 

单位产品的标准成本 = 单位产品的标准消耗量х标准单价  

（二）实际产量的标准成本，是根据产品的实际产量和单位产品标准成本计算出来的 。 

标准成本 = 实际产量х单位产品标准成本  

三、标准成本法的计算程序  

（一）制定单位产品的标准成本（按成本项目）  

（二）计算实际产量的标准产品成本  

（三）计算标准成本差异，将计算出的差异计入到各种专设的差异账户中  

（四）根据完工产品的实际产量和单位标准产品成本，计算并结转完工产品的标准成本  

（五）计算并结转各种标准成本差异  

四、单位产品标准成本的制定  

标准成本的制定，与定额成本的制定非常相似：分成本项目制定。 

在制定时，无论哪一个成本项目，都分别确定其用量标准和价格标准，两者相乘得出成本标准。  

用量标准，包括单位产品材料消耗量、单位产品直接人工工时等，主要由生产技术部门主持制

定，吸收执行标准的部门和职工参加。  

价格标准，包括原材料单价、小时工资率、小时制造费用分配率等。由会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

门共同研究确定。  

（一）直接材料的标准成本  

指生产每一个单位产品应该耗用的材料成本，它包含两个方面，即材料的标准价格和标准数量。  

单位产品的直接材料标准成本 = 直接材料的标准耗用数量×标准价格  

标准价格：指采购材料时，每单位材料的最后购货成本，包括材料的价格、运输、装卸、折扣

费等。  

标准数量：指每一单位产品应耗用的材料数量，包括正常的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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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接人工标准成本  

每一单位产品应投入的人工成本，包括两个方面：单位产品的标准工时和标准工资率。  

单位产品的直接人工标准成本 = 单位产品的标准工时量 ×标准工资率  

标准工资率，一般由劳动人事部门和技术部门共同确定。  

（三）制造费用的标准成本  

制造费用标准成本，分为变动制造费用标准成本和固定制造费用标准成本两个部分。对于固定

制造费用来说：  

单位产品固定制造费用标准成本 = 单位产品的标准工时量×固定制造费用分配率  

其中，固定制造费用分配率 = 
预算人工总工时

预算固定制造费用总额
 

变动制造费用标准成本，与固定制造费用标准成本类似  

（四）按成本项目求得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的标准成本以后，汇总，即可求得单位

产品的总标准成本。 

五、标准成本的差异分析  

差异分析就是运用标准成本对一定产量的产品的实际成本进行分析，以确定我们为获得这一产

量而耗用的材料、人工、制造费用是否合适。它帮助我们发现生产投入中的问题。  

（一）直接材料的成本差异分析  

造成直接材料成本差异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材料消耗量脱离标准；二是材料价格脱离标准。

前者，形成直接材料数量差异，后者形成直接材料价格差异。  

直接材料数量差异 =（实际数量–标准数量）× 标准价格  

直接材料价格差异 = 实际数量 × （实际价格 – 标准价格）  

通常来说，直接材料数量差异是在材料消耗过程中形成的，应由生产部门来负责的，直接材料

价格差异，是在材料采购过程中形成的，应由采购部门负责。  

（二）直接人工成本差异  

直接人工成本差异是指直接人工实际成本与标准成本之间的差异。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有两

个：一是人工工时脱离标准；二是人工工资率脱离标准。前者，形成直接人工效率差异，后者形成

直接人工工资率差异。  

直接人工效率差异 =（实际工时 – 标准工时） × 标准工资率 

直接工资率差异 = 实际工时 × （实际工资率 – 标准工资率）  

（三）变动制造费用差异分析  

变动制造费用的成本差异与直接材料、直接人工成本差异的确定方式类似。也可以分为两部分：  

变动制造费用效率差异= （实际工时–标准工时）×标准分配率 

变动制造费用开支差异= 实际工时×（实际分配率–标准分配率）  

（四）固定制造费用差异分析  

固定制造费用差异分析与变动制造费用的分析不同，其分析方法有“二分法”和“三分法”两

种。“二分法”是将差异分为耗费差异和能力差异；“三分法”将差异分为开支差异、效率差异和

能力差异。 

开支差异的计算与“二分法”相同，不同的是将二分法中的“能力差异”进一步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实际工时未达到标准能力而形成的能力差异，另一部分是实际工时脱离标准工时而形成的

效率差异。  

六、标准成本法的账务处理特点  

（一）“在产品”、“产成品”等账户只登记标准成本；同时设置各种成本差异账户，核算各

种成本差异。 账户设置： 

（二）会计期末对成本差异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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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各种成本差异，在产成品、在产品和已销售产品之间分配。分配标准：标准成本。 

2．将本期各种成本差异全部计入当期损益（销货成本，即主营业务成本）。西方企业多采用该

种方法。 

七、标准成本法与定额法比较 

（一）相同之处 

1．都是融成本计算、成本控制和管理为一体的成本计算方法； 

2．都必须事先指定成本控制标准（定额成本、标准成本） 

3．都要核算脱离标准差异，并分析差异，同时采取相应的成本管理措施。 

（二）不同之处 

1．定额法需要计算产品的实际成本，而标准成本法只需要计算产品的标准成本，而不需要计

算实际成本。（本质区别） 

2．定额法，不需要为成本差异单独设置账户，而标准成本法需要为各种成本差异单独设置账

户，核算各种成本差异。 

3．定额法需要将成本差异在各种产品、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进行分配。标准成本法一般将

各种成本差异全部计入当期损益。 

第三节  作业成本法 

作业成本法（Activity-based costing, ABC法），最早由美国会计学者科勒提出。到 20世纪

80年代以来，逐渐在企业界中得到推广应用。 

一、什么是作业成本法 

是以企业制造产品过程中的“作业”为对象，分配制造费用、计算产品生产成本的一种方法。

其成本核算思路是：“产品消耗作业，作业消耗成本（资源）”。 

而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通常是以“生产车间”或部门为对象，归集和分配制造费用。  

二、作业成本法的产生背景 

20世纪 70年代以后，以制造费用为主要内容的间接成本，在产品总成本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哈佛商学院的卡普兰教授在应用作业成本系统时，发现一些企业中，一些产品侵蚀企业利润的情况

被传统的计算方法所掩盖。 

这主要是因为传统的制造费用归集分配中，是以车间为单位，然后按照单一的分配标准进行分

配（如生产工时、机器工时等）。但是制造费用的内容非常丰富，简单采用一种标准分配，只是一

种近似的做法。当制造费用在产品成本中比重很大时， 传统方法将带来很大的信息失真，提高制

造费用的分配精确性成为企业界的强烈要求。作业成本法由此应运而生。 

三 作业成本法的原理 

“成本是无法管理的，只能管理引起成本的作业”。其基本原理是： 

产品（成本对象）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 

生产导致作业发生，作业导致成本发生。  

（一）作业 

  指企业为生产产品或劳务所进行的某项生产经营活动或某道生产工序，“是企业生产产品或劳务

所消耗的人力、技术、原材料和环境的集合体”。 

（二）作业链和价值链 

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可以看作由一系列前后有序的作业所构成。这些有序的、相互联系的作

业的集合称为作业链。 

（三）成本动因 

又称成本驱动因素，指驱动成本或费用产生的因素。分为资源动因和作业动因两类。 

资源动因：反映“作业消耗资源”的情况。是将资源的成本分配到作业的标准； 

作业动因：反映“产品消耗作业”的情况。是将作业成本分配到产品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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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作业成本法的基本核算程序 

（一）首先须确定成本计算对象。如可以是品种、批次或步骤； 

即：本方法须同基本方法集合起来使用。 

（二）进行作业分析，确认作业、设立作业中心； 

（三）以作业中心为成本库归集费用；  

通过资源动因将各类资源的价值耗费分配到各作业成本库中。 

（四）将各成本库归集的成本通过成本动因分配到产品成本中去。 

（五）可见，作业成本法中，制造费用分配标准由单标准改为多标准，提高了制造费用分配的

准确性。 

五 作业成本法总结 

（一）优缺点 

优点：作业成本法，可以更真实、更精确地分配制造费用。实际运用中，可以不局限于制造费

用，还可以扩充到其他间接计入费用的分配。它有利于加强成本控制和管理。 

作业成本法也存在缺点：  

1.作业中心的划分有一定难度和主观性；  

2.一方面，实施成本较高，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成本计算的工作量。  

（二）适用范围 

比较适合于制造费用项目复杂、在总成本中比重较大、管理上要求提高成本控制精度的企业。  

学习目标： 

要求学生在本章的学习中，掌握变动成本法、作业成本法、标准成本法的核算原理，了解这些

方法产生的原因、特点及各自的用途。 

作业： 

1．什么是变动成本法？它有什么特点？ 

2．变动成本法与完全成本法在计算损益时有什么不同？ 

3．什么是作业成本法？请说明作业成本法的基本原理和一般程序。 

4．什么是标准成本？标准成本差异应如何进行计算？ 

5．标准成本法与定额成本法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有哪些？ 

知识单元 9：成本报表的编制与分析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成本报表的概念和种类  

（一）什么是成本报表 

是按照企业的成本管理需要，根据产品成本和期间费用等核算资料编制的，用以反映企业一定

时期产品成本和期间费用水平和构成情况的报告文件。 

（二）成本报表的种类 

属于企业的内部报表，主要是为满足企业内部经营管理需要而编制的，不需要对外公开。因此，

成本报表的编制方法、内容、格式、种类，国家没有作统一的规定，而由企业自行决定。 

（三）成本报表的作用 

成本报表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及时为企业管理者、投资者、职工提供成本信息，作为经营决策（如价格制定）、加

强成本控制和管理、利润预测的依据 

另一方面，通过对成本报表进行分析，可以把握成本变动的趋势和规律，找到节约费用、降低

成本的正确路径。 

（四）常见的成本报表种类 

常见的成本报表主要有：全部产品生产成本表、主要产品单位成本表、制造费用明细表、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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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明细表；此外，还可以根据需要编制其他成本报表。 

二、成本报表的编制 

（一）编制依据 

报告期的成本账簿资料；本期成本计划和费用预算资料；以前年度的会计报表资料；及其他有

关资料。要真实、准确、及时、完整 。  

（二）全部产品生产成本表的编制  

全部产品生产成本表可以采用两种编制标准：一是按照产品的种类编制，一是按成本项目编制。 

按产品种类编制的全部产品生产成本表，可以反映企业在报告期内生产的各种产品的总成本、

及主要产品的单位成本情况。分为基本报表和补充资料两部分。 

1.基本报表：反映各种可比、不可比产品的本月及本年累计的实际产量、实际单位成本、实际

总成本。 

可比产品：过去曾经正式生产过，有完整资料可以比较的产品； 

不可比产品：过去没有正式生产缺乏可比较资料的产品； 

2.补充资料：只填列本年累计实际数的一些指标，如：可比产品成本降低额、可比产品成本降

低率、按现行价格计算的商品产值、产值成本率等。 

（三）主要产品单位成本表的编制  

主要产品单位成本表，是反映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各种主要产品的单位成本构成情况、以

及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情况的报表。 

主要产品单位成本表一般应按产品成本项目，分别反映产品单位成本及各成本项目的历史先进

水平、上年实际平均水平、本年计划、本年实际和本年累计实际平均水平情况。  

成本表中的主要项目应与“全部产品生产成本表”中相对应的资料相符。 

（四）各种费用报表的编制  

费用报表，通常包括：制造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报表。 

费用报表通常应按费用项目，分别反映各项费用的本年计划、上年同期实际数、本月实际数、

本年累计实际数。 

三、成本报表的分析  

成本分析，是企业成本管理工作的一部分，是成本核算工作的继续和延伸。成本分析属于事后

分析。  

（一）比较分析法  

通过实际数与基数的对比，找出差异，借以了解经营活动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的方法。通

常有几种比较形式： 

实际数与计划数（定额数）比较、实际数与前期数（往年数）比较、实际数与其他企业数目（行

业先进企业、一般企业）比较 。 

（二）比率分析法  

通过计算各项指标的比率，来考察企业经济业务水平。 

一般有几种形式： 

•相关指标比率：性质不同，但又相关的指标比率（如产值成本率 = 成本/产值、成本利润率 = 

利润/成本）等。 

•构成比率：计算某个经济指标的各组成部分占总体的比率（如直接材料费用比率 = 直接材料

费用/产品成本）。 

•动态比率：将不同时期的同类指标进行对比，求出比率，用以分析该项指标的变动趋势。 

（三）连环替代法  

将某一个综合指标分解为若干个相互联系的因素，然后，依顺序用各因素的实际数替换基准数，

来计算和分析各个因素影响程度的一种方法。 

连环替代法在计算某项因素变动的影响程度时，是以假定其他因素不变为前提条件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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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计算结果还决定于各因素的排列和替换顺序，因而在分析同一问题时候，必须按相同顺序来进行，

才有可比性。 

采用连环替代时，替代顺序的一般原则是：先数量、后质量；先实物量、后价值量；先主要、

后次要等。  

（四）差额计算法 

差额计算法是根据各因素的实际数和基数的差额，来计算和分析各项因素影响程度的方法。它

是连环替代法的一种简化形式。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成本报表的概念和种类，理解成本报表的意义，掌握产品生产成本表、

主要产品单位成本表和各种费用报表的结构、编制方法与分析。 

作业： 

1．编制成本报表的作用、特点和意义是什么？ 

2．常见的成本报表有哪些？ 

3．常见的成本分析方法有哪些？如何采用连环替代法进行成本分析？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总论 3  

2 第二章：成本核算的要求和程序 3  

3-6 第三章：各种费用的分配和归集 12  

7 第四章：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与在产品之间的分配 3  

8 第五章：产品成本计算方法概述 1  

9-12 第六章：产品成本计算的基本方法 9  

12-13 第七章：产品成本计算的辅助方法 9  

14-16 第八章：变动成本法、标准成本法和作业成本法 6  

16 第九章：成本报表的编制与分析 1  

16     总复习 1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会计学（或会计学原理） 

后续课程：财务管理、中级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工业企业的成本核算流程与方法；品种法、分批法、分步法等成本计算的基本方法的核

算流程；标准成本法、作业成本法的运用。 

难点：制造费用成本项目与会计科目的区别与联系；品种法的实例应用、分步法的核算与运用；

标准成本法的计算。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本课程的重点是成本核算，需要学习和掌握的核算方法较多，因此课堂讲授是主

要的教学方法。 

2.课堂讨论：针对课程中一些重点难点知识，展开课堂讨论，以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并提

升课堂的活跃程度和趣味性。 

3.案例教学：对核算业务中的一些知识点，可通过相关案例开展教学。 

4.模拟实训：基于本课程图表多，计算多，教学时可以引入 Excel辅助计算并进行模拟实训。 

教学手段： 

1.计算机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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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cel等 OFFICE办公软件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特殊要求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于富生 等编著《成本会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6 月 第 7 版（该教材获国

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教育部推荐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William N.Lanen等编著《成本会计精要》，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年 1月 第 1版 

2. 袁寒松等编著《成本会计学习指导》，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 7月 第 1版 

3. 万寿义等编著《成本会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 8月 第 3版 

执笔：梁建桥 审稿：陈佳俊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5日 

 

产业组织理论 
Theory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课程号：40209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经济学专业的必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产业组织的基本理论和以博弈论为主的分析工具，熟用产业组织

理论的分析框架和主要分析方法，能对现实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产业组织现象进行较深入的经济学分

析。 

2.学生除了掌握产业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之外，还需要及时关注重大的产业组织现

象、问题和产业组织政策变化，能从专业的角度解释并且评价现实产业组织的实践问题和现实政策，

有能力提出假说，建立理论模型或实证检验，并设计符合可行的产业组织政策。 

开设本课程，本课程的旨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兴趣，培养他们的研究能力，并促使他们开

始进行原创性的经济研究。因此，我们力图从理论与应用的方面来讨论上述主题。产业组织理论在

理解微观经济现象，改进企业经营策略，指导反垄断实践和政府规制等方面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研究范畴 

2. 从微软案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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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业组织理论的流派 

4. 研究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对象 

2.掌握：产业组织理论的流派 

作业： 

1.阅读下述两篇文章（伦纳德·里德：铅笔的故事；米尔顿·弗里德曼：《铅笔的故事》导语），

写一篇读书笔记。要求：有综述和自己的思考；字数不限。 

知识单元 2：非合作博弈论的基本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前言 

2. 标准式博弈 

2.1 标准式博弈三要素 

2.2 博弈的求解：均衡解是什么 

2.3 纳什均衡 

2.4博弈结果的福利比较 

3．扩展式博弈 

3.1 定义 

3.2 扩展式的标准式表示 

3.3 子博弈和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 

学习目标： 

1．了解博弈论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重要作用。 

2．掌握博弈论的基本知识。 

作业： 

1. 写出下图和平—战争博弈中国家 1和国家 2的最优反应函数，并确定哪些结果构成 NE。 

 
知识单元 3：技术、生产成本和需求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生产函数 

1.1 生产函数 

1.2 边际产品 

1.3 规模报酬 

1.4 两种要素间的关系 

2. 成本函数 

2.1 成本函数 

2.2 生产函数与成本函数间的对偶性 

3.  需求函数 

3.1  需求函数 

3.3  需求价格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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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消费者剩余 

学习目标： 

1．了解：复习中级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为后续章节作好铺垫。 

2．掌握：三类函数的基本内涵。 

作业： 

考虑由 Q=l
α
+k
β
给出的生产函数，其中α>0。 

（1）参数α取什么值时，该生产技术表现出 IRS、CRS和 DRS？ 

（2）推断劳动和资本是互补性的，还是替代性的生产要素。 

知识单元 4：完全竞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前言 

2.  非规模报酬递增 

3.  规模报酬递增 

4.  边际成本定价与社会福利 

学习目标： 

1．了解：完全竞争市场结构  

2．掌握：规模与非规模报酬递增两类情况下的完全竞争均衡  

作业： 

1.请用图形描述社会福利。 

知识单元 5：垄断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垄断者的利润最大化问题 

2.  垄断与社会福利 

2.1 反垄断的传统理由 

2.2 垄断的社会成本 

3.  歧视性垄断者 

3.1 歧视性垄断者定价理论分析 

3.2 歧视性定价类型 

4.  卡特尔与多工厂垄断者 

4.1 卡特尔 

4.2 多工厂垄断者 

5.  耐用品垄断者 

5.1 面对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的耐用品垄断者 

5.2 面对离散需求的耐用品垄断者 

6.  反托拉斯政策 

学习目标： 

1．了解：垄断市场结构。 

2．掌握：垄断的定价行为，尤其是耐用品情况下的特殊情况。 

作业： 

如果垄断者能在两个市场，即市场 1和 2之间进行价格歧视。市场 1的需求曲线是 q1=2-p1，

市场 2的需求曲线是 q2=4-p2。假定产品一旦卖出，就不能在其他市场转售。也就是说，假定套利

是不可能的，比如，由于在两个市场之间的边界上进行严格的出入境检查。假定垄断者生产每单位

的成本是 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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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计算垄断者在每个市场上销售的利润最大化产出水平。计算每个市场上收取的价格。 

（b）计算垄断者的利润水平。 

（c）如果市场 1和市场 2现在是开放的，所有消费者在两个市场之间可以自由贸易，无成本

地转让商品。这样，垄断者不再能实行价格歧视，必须收取用 p表示的统一价格，p=p1=p2。求利润

最大化的 p值。 

知识单元 6：同质品市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古诺市场结构 

1.1 双寡头古诺博弈 

1.2 N个厂商古诺博弈 

1.3 古诺均衡与福利 

2．序贯行动 

2.1厂商的选择策略 

2.2厂商的博弈结构 

2.3求解均衡：逆向归纳法 

2.4斯坦克尔伯格模型成立的条件 

3. 伯川德市场结构 

3.1 求解伯川德均衡 

3.2 生产能力约束与伯川德 

4. 古诺情形对伯川德情形 

5. 自动实现的共谋 

5.1 一次性博弈 

5.2 无限次重复博弈 

6. 同质品的国际贸易——双边倾销 

6.1 问题的提出：里昂惕夫之谜 

6.2 双边倾销模型 

学习目标： 

1.了解：同质品市场数量和价格博弈模型。 

2.掌握：同质品市场数量和价格博弈模型的均衡求解。 

作业： 

在某个行业中，有 N个企业生产一种同质产品，设 qi表示企业 i的产出水平，i=1，2，…，N，

并设 Q表示行业总生产水平。也就是说，Q≡∑qi（i从 1到 N）。该行业面对的需求曲线为 p=100-Q。

假如每个企业 i的成本函数为： 

           TCi（qi）≡F+（qi）
2
，如果 qi>0 

           TCi（qi）≡0,如果 qi=0 

解以下问题： 

（c） 假如该行业中的企业数量 N足够小，所有 N个企业都获得超过正常水平的利润。计算

古诺均衡中每个企业的产量和利润水平。 

（d） 现在，假定准许企业进入或退出该行业。求作为 F的函数的该行业中的均衡企业数量。

提示：使你较早求得的一个企业利润水平等于零，解出 N。 

知识单元 7：差异产品市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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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种差异产品的简单模型 

2.1  差异化产品的古诺博弈 

2.2  差异化产品的伯川德博弈 

2.3  差异化产品的古诺与伯川德博弈比较 

2.5  序贯行动的价格博弈 

3. 差异产品的垄断竞争 

4.  “位置”模型(空间竞争) 

4.1  线性城市模型 

4.2  环形方法 

学习目标： 

1. 了解：异质品市场数量和价格博弈模型。 

2. 掌握：异质品市场数量和价格博弈模型的均衡求解。 

作业： 

假定在一个长度为 1的线性城市，消费者均匀地分布于[0，1]区间，分布密度为 1；简单起见，

假定消费者具有单位需求，即或者消费 1或 0个单位。假设两家厂商位于区间的任一位置，企业 A

与 0点相距 a，企业 B与 1点相距 b，面临二次交通成本（单位交通成本为 t）；两厂商出售的产品

性能相同，每家提供单位产品的成本为 c。请求均衡解。 

知识单元 8：集中、兼并与进入壁垒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集中的衡量 

2. 兼并 

2.1  水平兼并与社会福利 

2.2  垂直兼并与社会福利 

2.3  水平兼并与社会福利：互补品的例子 

3. 进入壁垒 

3.1  非竞争市场结构中的集中与固定成本 

3.2  沉没成本可形成进入壁垒 

4. 进入威慑 

4.1 贝恩-西洛斯假设下的生产能力承诺 

4.2 放松贝恩-西洛斯假设 

4.3 柔道经济学 

4.4 可置信的空间先占权 

学习目标： 

1.了解：为什么企业愿意集中 

2.掌握：解释进入壁垒与进入威慑 

作业： 

在一个行业中，有三个生产一种同质产品的企业，设 q1表示企业 i的产出水平，i=1，2，3。

设 Q表示行业总产出水平。也就是说，Q=q1+q2+q3。假设该行业面对的需求曲线是 p=100-Q。回答下

列问题： 

6) 求每个企业的古诺均衡产出和利润水平。 

7) 现在，假设企业 2和企业 3合并成一个企业，我们称之为企业 4.计算在古诺市场结构中

企业 4的利润水平。 

8) 企业 2和企业 3会从这次兼并中获益吗？ 

9) 现在，假设企业 1与企业 4发生兼并。企业 4会从与企业 1的兼并中获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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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就兼并的收益性而言，解释第一次和第二次兼并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知识单元 9：研究与开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引言 

2.工艺创新的分类 

2.1剧烈创新 

2.2小幅创新 

3.创新竞赛 

3.1 创新的重要性 

3.2. 创新竞赛模型 

4. 研发合作 

4.1 非合作研发 

4.2  合作研发 

4.3   专利 

5. 政府与国际研发竞赛 

5.1 对新产品开发的补贴 

5.2 对工艺创新的补贴 

学习目标： 

1.了解：市场部分中企业的研究行为。 

2.掌握：解释进入壁垒与进入威慑。 

 

作业： 

根据有关工艺研发的划分。假定总的逆需求函数由 p=a-Q给出，而且在开始时，所有企业都有

相同的单位成本，其大小由 c0度量，其中 c0<a<2c0，假定只有一个企业可以将其单位成本降低到

c1=2c0-a。推断这种工艺创新应当被看作是巨大的，还是微小的。 

知识单元 10：兼容性与标准的经济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兼容性与标准的简单分析 

1.1网络分类 

1.2兼容与网络外部性的定义 

2. 网络外部性方法 

2.1对通讯服务的相倚需求 

2.2标准化--多样性之间的权衡 

学习目标： 

1.了解：兼容性与标准的含义。 

2.掌握：网络外部性分析方法。 

作业： 

请用身边的案例说明网络外部性的分析方法。 

知识单元 11：广告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劝购性广告 

1.1 垄断者利润最大化的广告水平 



4584 

1.2劝购性广告是还是太少 

2.消息性广告 

3.目标性广告 

3.1企业和消费者 

3.2做广告的方式 

4 比较性广告 

4.1比较性广告的全面评述 

4.2比较性广告的策略性应用 

5. 有关广告的其他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广告的正面和负面效应  

2.掌握：几类不同广告的应用  

作业： 

你已被任命为乌佳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该公司是面部油类美容产品的惟一生产商，你的第一

个任务是决定下一年的广告预算。市场营销部为你提供了三个重要信息：（1）预期公司将出售价值

达 1000万美元的产品。（2）据估计，广告预算增加 1%，产品销售量将增长 0.05%。（3）而且，据

估计，产品价格上升 1%，产品销售量将下降 0.2%。 

1) 在下一年，你将为广告分配多少资金？ 

2) 现假设市场营销部修改其对需求价格弹性的估算，新的估算为价格上升 1%，销售量将下

降 0.5%。在获知修改了的估算后，你将分配给广告多少资金？ 

3) 推断需求价格弹性的变化如何影响广告支出。 

知识单元 12：质量、耐用性和担保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个人收入和质量购买 

2. 作为纵向产品差异的质量 

2.1基本霍特林模型中的纵向差异 

2.2修正的霍特林纵向差异模型 

3．市场结构、质量和耐用性 

4. 创新和耐用性之间的权衡 

5. 次品市场 

5.1一个有关上旧车和新车市场的模型 

5.2次品问题的应用 

6. 质量信号博弈 

7. 担保 

7.1对称信息下的担保 

7.2不对称信息下的担保 

学习目标： 

1.了解：质量中的耐用性 

2.掌握：耐用性与产品时间维度之间的关系 

作业： 

考虑修正的霍特林纵向差异模型，但假设消费者拥有保留效用，如果消费者的效用低于零，他

或她偏好于不购买任何品牌。回想偏好意味着从消费获得的效用没有下界。下图意味着偏好的这一

修改将不会影响购买高质量品牌的人数，因为所有被表示在[x
∧
,1]上的消费者，将从购买高质量品

牌中获得严格正的效用。然而，下图中的点 Z表明，被表示在[0,Z]上的消费者将不会购买任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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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因为否则的话，其效用将会低于零。 

 

3) 证明对于给定的 a,b,pA和 pB，不购买任何品牌的消费者数量为 Z=pA/a。 

4) 推断企业 A的市场份额为 X-Z={（pB-pA）/(b-a)}-( pA/a)。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2 非合作博弈的基本思想 2  

3 技术、生产成本和需求 2  

4 完全竞争 2  

5 垄断 2  

6 同质产品市场 2  

7 同质产品市场 2  

8 差异产品市场 2  

9 差异产品市场 2  

10  集中、兼并与进入壁垒 2  

11 研究与开发 2  

12 兼容性与标准的经济学 2  

13 广告 2  

14 质量、耐用性和担保 2  

15 质量、耐用性和担保 2  

16 课程总结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博弈论、微观经济学、微积分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产业经济学结构——行为——绩效（SCP）的传统研究框架；竞争和垄断的社会福利含义；运

用古诺模型、伯川德模型分析寡头垄断企业行为的方法；运用博弈论的分析工具分析企业定价、产

品差异化、广告、研发、进入、退出等行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对于本科生，主要通过板书以及幻灯、投影仪等电子化教学手段，采用课堂讲授法进行教学。 

同时，利用讨论教学法，把学生组织起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对于学生的课后学习，将采用自学指导法，引导学生阅读有关参考文献以及有关产业经济发展

的新闻报道、热点访谈等资料，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利用一定时间，通过小测验、小论文等方

式对学生的自学效果进行考察。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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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投影仪和 PPT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将指导学生进行课下讨论和自学，使用约 15小时时间阅读论文和准备 ppt讲演。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项目展示和论文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产业组织理论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

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奥兹夏伊著《产业组织理论与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5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丹尼斯·W·卡尔顿等编著《现代产业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 月 第 1 版

（原书第四版） 

2. 泰勒尔著《产业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 8月 第 1版 

执笔：霍钊  审稿：张巍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5日 

 

产业经济学 
Industrial economics 

课程号：40601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国际商务专业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了解产业经济的产生与发展，重点理解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 

2. 理解产业的概念，并掌握产业界定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3．基于现实市场的竞争情况，研究产业内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的内在关系，

并相应分析中国产业内竞争和垄断的现实问题。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讲授产业组织理论，使学生掌握产业组织的市场结构（S）-市场行为（C）

-市场绩效（P）经典分析范式，并要求学生掌握运用所学理论进行实际产业分析的基本技能。培养

学生在本学科所涉及的领域内运用所掌握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更具体和现实的经济问题的逻辑思路

和能力，并为进一步学习包含在应用经济学领域内的有关宏观国民经济管理、微观企业经济管理以

及产业经济管理等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产业的定义及其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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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业的分类 

3. 学科性质、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4. 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及体系  

5. 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l 实证分析法 

l 规范分析法 

l 计量分析法 

l 博弈分析法 

l 案例分析法 

6. 学习资料推荐：国内重要的期刊、报纸和网站 

学习目标： 

1.了解：了解产业经济学学科的应用属性；我国产业经济学的科学体系 

2.掌握：产业概念及其分类；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哪些 

作业： 

1.阅读下述两篇文章（伦纳德·里德：铅笔的故事；米尔顿·弗里德曼：《铅笔的故事》导语），

写一篇读书笔记。要求：有综述和自己的思考；字数不限。 

知识单元 2：产业组织——产业组织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从微软案说起 

2. 产业组织理论的产生 

3．产业组织理论的形成 

4．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历程 

2．掌握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观点 

作业： 

1. 判断说明：某产业中企业个数越少，是否意味着垄断程度越高？为什么？ 

2. 试评价完全可竞争理论，并用你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加以解释。 

知识单元 3：企业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企业的目标 

2.  企业边界 

3.  企业之间为什么会有差异 

学习目标： 

1．了解：企业在产业中的地位；熟悉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重点掌握现代企业理论及

各个流派的主要观点。 

2．掌握：各种理论对企业性质以及企业边界的认识。 

作业： 

1.解释为什么看起来下列模式在许多行业存在： 

（1）小企业比大企业更可能将原料生产外包 

（2）标准半成品（如电子制造商可能采用的晶体管）比特制半成品（如为满足个别制造商而

设计的电路板）更可能被外包。 

2.一辆汽车的尾灯由两部分构成：塑料外壳和灯泡。其中哪一部分汽车公司更愿意自己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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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知识单元 4：市场结构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市场的定义 

2.  市场结构的分类 

3.  市场集中度  

4.  产品差异化 

5.  进入与退出壁垒 

学习目标： 

1．了解市场结构概念与类型。 

2．掌握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考察市场结构。 

作业： 

1.选择 1个行业，用合适的指标和数据，评估其市场结构。 

知识单元 5：市场行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市场行为的定义及分类 

2. 寡头企业行为—卡特尔 

3. 寡头企业价格领袖制 

4. 定价行为 

5. 广告行为 

6. 兼并行为 

学习目标： 

1．了解：市场行为的概述，市场结构与市场行为的关系。 

2．掌握：企业的价格和非价格等具体行为。 

作业： 

1. 请选择一个时间段观看电视，分析此时间段的广告行为，并加以解释。 

知识单元 6：市场绩效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市场绩效定义及评价指标……。 

2．市场绩效的综合评价……。 

3.  S-C-P分析框架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工业市场绩效的实证分析 

2.掌握：市场绩效的内涵及评价标准；影响市场绩效的因素分析。 

作业： 

请选择一个行业，撰写一份 SCP行业分析报告。 

知识单元 7：随堂考试 
参考学时：2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2 产业组织——产业组织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  



4589 

3 产业组织——产业组织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  

4 产业组织——产业组织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  

5 企业 2  

6 企业 2  

7 企业 2  

8 市场结构 2  

9 市场结构 2  

10 市场结构 2  

11 市场行为 2  

12 市场行为 2  

13 市场行为 2  

14 市场绩效 2  

15 市场绩效 2  

16 随堂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 

本课程是我国经济学门类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它是含原有的工业经济、农业经济、

商业经济、运输经济等多门学科的综合性应用经济学科。并且在局部本课程与西方经济学、区域经

济学、计量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有不同程度交叉。因而对本门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加强这些学科之

间知识的融会贯通。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 SCP框架的内容，并利用该框架撰写报告。 

难点：理解 SCP中各评价指标的经济学含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以讲授产业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为主。 

2. 强调方法的应用，以案例或个案分析为支撑。如以某一特定产业为对象分析其结构、行为

和绩效。讲授可以不拘泥于教材所限定的结构及其具体内容。适当组织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 

2. 优秀学生报告。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

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6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苏东水编著《产业经济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三版（《面向 21世纪课程教材·高

等学校经济管理类主要课程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美]丹尼斯·卡尔顿、杰弗里·佩罗夫：《现代产业组织》，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8年版。 

2.[英]多纳德·海：《产业经济学与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美]刘易斯·卡布罗：《产业组织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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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植草益：《日本的产业组织》，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 

5.《中国工业经济》杂志。 

执笔：刘志雄  审稿：张巍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0日 

 

国际商务谈判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gotiation 

课程号：40601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商务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传授国际商务谈判的相关理论知识。2.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综合分

析谈判案例的能力。3.培养学生的实际谈判能力。4.提高学生的团队精神。 

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理解商务谈判的特点、礼仪、多元文化影响等基础知识，掌握不同谈判阶

段的工作重点与重要策略。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为学生提供分享经验、团结互助的机会与

动力，使学生在“干中学”的过程中获取亲身经历之感，提高自身的谈判技能，通过自我训练，提

高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5学时 

知识单元 1：国际商务谈判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含 0.5学时模拟谈判相关内容） 
学习内容： 

1．国际商务谈判的概念与种类 

2．国际商务谈判的特点 

3. 国际商务谈判的基本程序 

4. 双赢理念与合作原则谈判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商务谈判的定义、种类、特点和基本程序。 

2．掌握合作原则谈判法的四大基本点，即对事不对人、着眼于利益而非立场、制定双赢方案、

引入客观评判标准。 

作业： 

推选小组长，每组认领两个模拟谈判案例。以四个组为例，每组 10人。 

知识单元 2：国际商务谈判的礼仪与礼节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商务谈判的礼仪。 

2．国际商务谈判的礼节。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内外商务礼仪、礼节的主要差别。 

2．掌握迎送、会谈、宴请、参观等特殊仪式下的重要礼节。 

作业： 

教师基于大家的选择，协调模拟谈判案例的分配。每组一个案例，分甲方、乙方。 

各组根据案情需要，分配角色，例如主谈、财务总监、市场总监、法律顾问等。 

知识单元 3：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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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6学时 （含 0.5学时模拟谈判相关内容） 
学习内容： 

1．霍夫施泰德的文化价值观五方面理论。 

2．川普涅尔与汉普登-特纳的文化分析模式。 

3. 主要国家的谈判风格、礼仪和禁忌——基于国家簇分类。 

学习目标： 

1．了解霍夫施泰德的文化价值观五方面理论，以及川普涅尔与汉普登-特纳的文化分析模式。 

2．掌握与我国经贸关系密切的美英法德意日等主要国家的谈判风格、礼仪和禁忌。 

作业： 

各组探讨将要模拟谈判的案例，分头搜集，汇总、整理相关信息。下次课，每组挑选一个代表，

当堂介绍甲方或者乙方的 SWOT分析结果，每人 10分钟。 

知识单元 4：国际商务谈判前的准备 
参考学时：6学时（含 1学时模拟谈判相关内容） 
学习内容： 

1．国际商务谈判人员的组织与管理。 

2．国际商务谈判前的信息准备。 

3.  国际商务谈判方案的制定。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商务谈判人员、信息、方案准备的基本流程与方法。 

2．掌握案情分析方法，以及制定谈判方案的技能。 

作业： 

1. 每个模拟谈判案例的甲方与乙方，分别制定己方的谈判方案。每组挑选一个代表，在下一
次课上当堂介绍己方的谈判方案，各 15分钟。 

2. 选派一个小组，在第二次课上进行模拟谈判，40 分钟。之后，大家一起进行口头评议，

约 20分钟。 

知识单元 5：国际商务谈判中的策略 
参考学时：9学时（含 2学时模拟谈判相关内容） 
学习内容： 

1. 开局阶段的策略 

2. 报价阶段的策略 

3．磋商阶段的策略 

4．打破僵局的策略 

5．收尾的策略 

学习目标： 

1．了解开局、报价、拒绝、还价、接受、收尾的谈判过程。 

2．掌握不同阶段的谈判策略，并运用到模拟谈判中去。 

作业： 

选派一个小组，在下一次课上进行模拟谈判，40分钟。之后，观众进行书面评议，约 20分

钟。 

知识单元 6：国际商务谈判合同的签订与履行 
参考学时：3学时 （含 1学时模拟谈判相关内容） 
学习内容： 

1. 签约的要诀 

2. 合同文本的审核 

3. 签约人与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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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后续谈判 

5. 合作关系的维系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国际商务谈判合同的区别与联系，国际商务谈判合同的要件和扩充条款，以及履

行合同的重要性。 

2．掌握国际商务谈判合同的谈判重点与分析方法。 

作业： 

最后两个小组，准备在下一次课上进行模拟谈判。每组谈判 40 分钟；观众进行书面评议，约

20分钟。 

（二） 实践教学  约 8学时 

1. 与理论知识的讲解同时进行 5学时。详见（一）理论教学。 

2. 最后一次课，模拟谈判 3学时。 

国际商务谈判是一门综合性实务课，融多学科、多方面的知识于一体，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本

课程以学生为主体，运用“干中学”的教学方法。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与模拟谈判相结合，课堂教

学与实战演练相结合。全程密切跟踪每年 11 月底举行的全国商务谈判大奖赛，做好参赛报名、案

例分析、模拟演练、队员选拔、正式参赛、赛后总结等工作。 

本课程的特点是全程组织模拟谈判，与全国商务谈判大赛基本保持一致。同时充分利用中国政

法大学的多学科优势，加强经济学、管理学与法学知识的密切结合。 

对学生的考核也与模拟谈判密切相关，既考查学生的个体表现，又考查谈判小组成员的集体绩

效，涉及模拟谈判方案与谈判合同，以及小组成员整体配合的默契程度、模拟谈判的效果、模拟谈

判资料的完整性与完美性。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 1讲  国际商务谈判导论 

1.1国际商务谈判的概念与种类 

1.2国际商务谈判的特点 

1.3国际商务谈判的基本程序 

1.4双赢理念与合作原则谈判法 

3 

模拟谈判： 

教师提供选题，说明运作

方式。 

2 

第 2讲 国际商务谈判的礼仪与礼节 

2.1国际商务谈判的礼仪 

2.2国际商务谈判的礼节 

3 

模拟谈判： 

检查分组结果。 

3 

第 3讲 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 

3.1霍夫施泰德的文化价值观五方面理论 

3.2 川普涅尔与汉普登-特纳的文化分析模式 

3 

模拟谈判： 

确定各组选题。 

4 

第 3讲 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的影响 

3.3主要国家的谈判风格、礼仪和禁忌 

——基于国家簇分类 

3 

模拟谈判： 

搜集资料，分析案例。 

5 

第 4讲 国际商务谈判前的准备 

4.1人员的组织与管理 

4.2信息准备 

3 

模拟谈判： 

SWOT分析。 

6 
第 4讲 国际商务谈判前的准备 

4.3方案的制定 
3 

观赏评析《历史转折中的

邓小平》片段。 

7 

第 5讲 国际商务谈判中的策略 

5.1 开局阶段的策略 

5.2 报价阶段的策略 

3 
模拟谈判： 

谈判方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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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 5讲 国际商务谈判中的策略 

5.3 磋商阶段的策略 
3 

观赏评析《中国合伙人》

片段。 

9 

第 5讲 国际商务谈判中的策略 

5.4 打破僵局的策略 

5.5 收尾的策略 

3 

模拟谈判： 

模拟谈判 1； 

口头评论。 

10 

第 6讲 国际商务谈判合同的签订与履行 

6.1合同文本的审核 

6.2常用合同文本的比较分析 

6.3签约人与签约仪式 

6.4后续谈判 

3 

模拟谈判: 

模拟谈判 2； 

书面评论。 

11 

 

期末检查 3 

模拟谈判 3； 

模拟谈判 4； 

书面评论。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经济学与管理学基础课程，最好学过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 

后续课程：无特殊要求。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案情分析、谈判方案拟定、谈判策略运用。 

难点： 谈判策略运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取师生互动、学生合作的多样化教学方法。教师结合案例讲解基础知识，师生共同分

析经典案例，师生共同评析视频资料，学生即兴表演非正式谈判片段。除此之外，从一开始便将全

班学生分成 2-5组，分担 2-5个模拟谈判任务，模拟谈判的准备、演示、评价、总结工作，将贯穿

始终，以此方式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并参与正式商务谈判的全过程。模拟谈判的目的是使学生通过实

际操练体会谈判基础知识的指导意义，获得比较接近实际的真实体验；同时，为全国商务谈判大赛

做好参赛准备。 

教学手段： 

本课程全方位使用 PPT课件、DVD播放机、网络视频、麦克风、谈判室（希望有）等。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教室最好有活动桌椅。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模拟谈判的准备工作均有学生自己完成，教师提供指导意见与修改建议，并对学生以戏剧性模

拟的公开谈判加以评述。模拟谈判贯穿教学阶段的始终，总计 8学时。与理论知识的讲解同时进行

5学时；最后一次课，模拟谈判 3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 

淡化一次性考试，注重全过程考查。 

考勤及课堂表现（30%）、模拟谈判（40%，包括谈判方案、合同、模拟谈判效果）、模拟谈判评

价（30%，试卷形式）。 

个人成绩与小组成绩相结合。对个人成绩的评估标准，主要是考勤、课堂表现、模拟谈判参与

度与表现、期末试卷。对于小组成绩的评估标准，主要是小组配合的默契程度、模拟谈判的效果、

模拟谈判资料的完整性与完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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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重点采用 21世纪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列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教材、教育部指定教材。 

同时，密切跟踪并参与全国商务谈判学会定期举办的全国英语谈判大赛、全国中文谈判大赛；

选用谈判学会分配的参赛案例，或者历年用过的经典案例。 

虽然没有自编教材，但是经过长期教学实践已经形成独特的教学体系。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白远。《国际商务谈判——理论、案例分析与实践》（第三版）（21世纪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列教

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版。 

（二）推荐参考资料 

1.刘园。《国际商务谈判》（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 丁建忠主编，《商务谈判教学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3.刘必荣。《策略性商务谈判中的谋略运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4.张强。《商务谈判学：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5.王建明。《商务谈判实战经验和技巧——对五十位商务谈判人员的深度访谈》。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0年出版。 

6. Herminia Ibarra, Deborah M. Kolb，《哈佛商学案例精选集---谈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3年版。 

7.《中国合伙人》、《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雪豹》、《华尔街故事》、《商战》、《办公室的故事》

等影视录像有关谈判的片段。 

执笔：张淑静  审稿：杨丽花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2月 31日 

 

农业经济学 
Agricultural Economics 

课程号：4060101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中国农业经济专题研究》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理论课，是研究农业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发展运动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三农问题”的产生和由来，农业生产

问题，农村合作经济，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农村土地问题，农村居民消费与购买力问题，农村社

会保障与农业保险，农村金融问题，乡镇企业，农村小城镇建设，农村社会问题，城郊农村的改革

与发展,中国城乡经济与区域经济问题、中国农村经济与对外开放和 WTO 问题，农村地区可持续发

展的问题等等。 

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希望培养面向二十一世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农村社会经济发

展的要求，熟悉农村社会经济生活，具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的高级应用型人才，使学生

掌握当代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有运用经济理论和农业经济管理理论分析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能力，熟悉我国有关经济和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了解国内外经

济学、农业经济科学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了解中国农业经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与现状

及其趋势，系统掌握我国 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农业政策的基本内容，了解我国农业经济发展

与改革的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运用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工具，分析和研究我国的农业经济问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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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绪论——农业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参考学时：3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农业的内涵和外延及其发展 

一、传统的认识 

内涵：农业是人类培育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以取得产品的社会生产部门。 

外延：种植业（狭义农业）、林业、牧业、副业、渔业（包含五个内容的广义农业） 

二、发展 

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农业的内容是变化的，主要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 

例如：农村传统副业独立成为农村二、三产业；白色农业（生物工程农业）；蓝色农业（海洋

农业）；绿色农业；（陆地或露地农业）；旅游（观光）农业。 

传统的认识把农业仅限于农业直接生产部门（狭义生产），而现代农业则把为农业生产服务的

产前、产中、产后部门也归为农业。 

第二节 农业生产的特点 

一、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 

二、具体体现及其经济学意义 

农业生产受自然的影响大，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土地是农业生产不可替代的最基本生产要素，必须珍惜和保护土地（尤其是耕地）。 

农业生产具有分散性，必须因地制宜。 

农业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不一致，必须充分利用农业劳动力的剩余时间。 

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强，及时生产和销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三节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一、“基础论” 

二、对农业基础地位的再认识 

1.发展经济学的“四大贡献”：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外汇贡献 

2.农业的“新”贡献 

生态贡献：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

要基础。农业是人类最大、最经济的生态产品生产部门。 

安全贡献：粮食安全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武器 

政治贡献：农民是一个国家重要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 

文化贡献：与农业相伴的农耕文化、田园风光 

三、研究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意义 

理论意义：更好地理解农业为什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实践意义：处理好农业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关系，促进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学习目标：认识农业的内涵及其构成，农业的经济特征，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作业：农业的经济特征。如何认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知识单元 2 ：中国农业的土地制度和经营制度  
参考学时：3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我国农地制度的历史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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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封建社会农地制度的特点 

二、近现代中国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四、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 

第二节 农业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 

一、依据  

二、道路：合作社 

三、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实践 

第三节  人民公社制度及其失败 

一、人民公社的建立 

二、人民公社弊端的初步显现 

三、人民公社制度的弊端 

学习目标： 

土地是稀缺的生产要素，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研究土地制度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土地资源

的配置效率，认识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掌握现行家庭承包制为什么是一项需要长期

坚持的基本制度，家庭承包制为什么需要发展完善，怎样发展完善？讲授内容：简要回顾中国封建

社会农地制度发展的历史线索，说明耕者有其田是中国农民千百年的梦想，必须实行土地公有制度；

分析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生和弊端。 

作业： 

简要回顾中国封建社会农地制度发展的历史线索。 

知识单元 3：家庭承包制及其创新 
参考课时：3课时 

学习内容： 

一、家庭承包制的变迁过程 

二、家庭承包制的制度创新 

1.重塑农业微观组织制度 

2．农户拥有独立产权 

3．形成“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新体制 

三．家庭承包制的绩效 

第二节 家庭承包制的发展完善 

一、家庭承包制的缺陷 

1.土地产权主体不清未根本解决 

2.农民土地产权残缺 

理论和实践中，关于农户土地产权的内容（有哪些权利），如何行使，如何保护，规定既不明

确，又十分混乱。 

3.土地频繁调整和承包期过短及其弊病 

4.“双层经营”名存实亡 

二、农地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理论探讨 

1．农地国有化 

2．土地私有化 

三、完善农地制度的实践探索 

1．贵州湄潭：增减人口，不再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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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东平度：两田制 

3.广东南海：土地股份合作制 

4.反租倒包 

5.北京顺义：集体农场 

6.湖南怀化：山地租赁 

7.山西吕梁:拍卖“四荒” 

四、现行农地制度基本框架 

为什么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村需要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

制度？ 

学习目标： 

说明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坚持这一制度的根本原因；分析家庭承包责任制制度安

排、创新和缺陷，说明这一制度完善的必要性和进展。 

作业： 

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特征。现行家庭承包制为什么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基本制度。 

知识单元 4：农产品供给与农业结构调整  
参考课时：3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农产品供给 

一、总量分析 

1.粮食：1949-2005年中国粮食产量 

2.主要农产品的人均产量  

二、结构分析 

1．改革以前 

2．改革以来农业结构的变化 

影响因素： 

市场机制。改革以来，获得了经营自主权的农民在增产增收的利益驱动下，主动适应市场，调

整生产结构，发展多种经营。 

政府调控。政府提出“决不放松粮食，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引导农民进行结构调整。 

3.我国农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日益突出 

第一，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的比重过高。 

第二，农业区域结构不合理，“同构”问题突出。 

第三，农产品质和质量低。 

农产品品质和质量主要指农产品的营养成份、卫生安全、口感、纯净度、整齐度和外观等特性。 

第二节 我国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世纪之交，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00 年 1 月，党中央提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

心任务是进行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增加农民收入。 

一、农业结构调整的基本理论 

二、为什么是“战略性结构调整”？ 

首先，农产品供求关系不同（主要农产品供求格局变化，从长期短缺转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

余，出现结构性过剩）。 

其次，结构调整的目标不同（收入目标与产量目标难以兼得）。 

第三，宏观经济背景不同（宏观经济膨胀与紧缩） 

三、战略性结构调整的目标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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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战略性结构调整不可忽视粮食生产 

学习目标： 

认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情况和进入新阶段的基本任务。  

作业： 

如何理解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知识单元 5： 农产品流通体制及其改革  
参考课时：3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农业产业化提出的背景和意义 

农业产业化的雏形：20世纪 80年代中期已经出现（产加销一体化、农工商一体化、贸工农一

体化）。 

农业产业化既是 80 年代发展的继续，更是为解决改革以来我国农业发展中积累性的矛盾而提

出的一项根本举措。 

第二节 农业产业化的内涵和本质 

一、农业产业化定义 

二、农业产业化的实质 

第三节 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 

一、公司+农户 

二、合作社+农户 

三、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 

四、专业批发商+农户 

第四节 农业产业化的要素培育 

1.培育主导产业 

2.培育商品基地 

3.培育龙头企业 

4.培育利益机制 

学习目标： 

认识我国以粮食为代表的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演变及其改革  

讲授重点和难点：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农产品统购统销体制的形成和弊端；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改

革的进展和现状。 

难点：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举步维艰的原因和难点。 

作业： 

改革以来我国粮食流通体制的演变过程。 

知识单元 6：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村城市化 
参考课时：3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二元经济模型 

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illiam Lewis)发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开创

了对不发达经济的二元结构分析。他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二、工业化与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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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基本含义 

2.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内在联系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 

工业化引致人口和生产力向城市聚集。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推动器”： 

城市为工业提供规模和廉价的基础设施服务。 

3.城市化滞后与超城市化 

第二节 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践 

一、计划经济时期 

二、改革以来：80—90年代 

三、近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一）转移特点 

（二）主要问题 

1.城乡二元体制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 

转移劳动力成为游离于城乡之间的“两栖人口”：一方面，转移劳动力不能成为城市人；另一

方面，农民割不断与土地的“脐带”。  

主要体制障碍：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居住；

医疗；失业；养老） 

2.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 

太低的工资水平；恶劣的工作条件；过长的工作时间；拖欠工资；甚至缺乏基本的人身安全保

障；社会管理缺失。 

3.农民工自身素质有待提高 

农民工文化素质低，主要从事简单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建筑、搬运、矿山、餐饮）。 

第三节 新世纪新思路 

1.取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各种准入限制，一视同仁，平等竞争。 

2.取消专门面向外出农民工的就业证明，简化手续。 

3.清理整顿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乱收费。 

4.保障农民工子女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5.在公共卫生领域给农民工市民待遇。 

6.规范企业用工制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7.做好将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范围。 

8.将农民工的培训纳入各级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 

9.进一步放宽农民进入大中城市就业和定居的条件。 

10.积极探索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学习目标： 

中国农业人口过多，提高农业效率和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这必须发展工业化和

城市化的意义。 

作业： 

1.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经济模式； 

2.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证分析和当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思路和措施。 

知识单元 7：农民负担与农村税费制度改革 
参考课时：3课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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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主要农民收入指标解释 

一、农民收入构成 

二、农民收入水平 

第二节 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轨迹和特征 

一、农民收入水平增长趋势 

1.绝对数和指数（不变价格） 

2.农民收入实际增长率 

结论：农民收入增长趋缓、日益困难。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4.2％，刹住了过去连续

四年增幅下跌。2005年，扣除物价因素，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 6.2%。 

二、农民收入结构特征 

三、农民收入差距扩大 

1.平均数掩盖的收入差距 

2.农民收入基尼系数扩大。 

3.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异扩大 

第二节 农民负担 

一、农民负担的内容 

1.农业税（公粮） 

2.村提留和乡统筹（三提五统） 

村提留：村提留是本村成员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的一部分收入，这部分收入由村集体经济组

织掌握，主要用于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三项。  

乡统筹：乡统筹是乡（镇）政府向所管辖范围内的农民收取的费用，主要用于乡村两级办学、

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和乡村道路建设费等五项。 

3.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 

每个农村劳动力每年承担 10-20个劳动积累工，5-10个义务工。  

4.收费（收费，集资，摊派） 

5.剪刀差（农民低价出售农产品给国家而蒙受的损失） 

二、农民负担沉重的表现 

三、农民负担沉重的制度原因 

1. 财政体制的弊端。 

2. 行政体制的弊端 

3. 国家宏观分配重城市轻农村。 

第三节 农村税费制度改革 

一、初期：分散试点 

二、2000年改革扩大到省 

三、2002年改革扩大到 20个省 

2002年，国务院确定河北、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江西、山东、四川、河南、湖北、湖南、

重庆、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 1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上海、

广东、浙江自费进行改革试点。其他省、直辖市、自治区选择少数县市进行改革试点。 

四、2003年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五、减免农业税 

学习目标： 

不断地增加农民的收入，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保证农业稳定和健康发展的根本性条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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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1980 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民收入增长不快，农民负担支出

增多，中央屡禁不止，农民怨声载道。减轻农民负担，开展农村税费制度改革，成为中国社会的一

个热点问题。了解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必要性和进展  

作业： 

1.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特点和趋势 

2.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进展 

知识单元 8：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农业保护 
参考课时：3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农业保护的基本理论和政策 

一、农业保护的涵义和实质 

二、农业保护的依据 

1.食品安全 

2.农业是风险产业 

三、农业保护的基本目标 

四、农业保护政策的基本工具 

1.国内保护 

2.边境保护 

关税和非关税措施(tariff and no-tariff barriers) 

第二节 加入WTO与中国农业 

一、中国加入 WTO的农业承诺 

1.市场准入 

（1）降低关税：  

（2）配额管理 

2.减少国内支持和不给予出口补贴 

3.逐步放开农产品贸易的国家垄断 

4.履行 WTO动植物检疫标准（《中美农业协议》） 

5.反倾销标准和产品保障条款 

二、加入 WTO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总体说，加入 WTO对中国农业发展既带来机遇，又带来挑战。 

对中国农业的可能冲击： 

第一，关于市场准入。 

第二，关于国内支持。  

第三，关于削减出口补贴。 

三、加入 WTO后中国农业保护政策的选择 

第一，尽快结束对农业的负保护。 

第二，增大“绿箱政策”力度。 

第三，精心使用“黄箱政策”。 

学习目的： 

了解世界贸易组织的农业贸易规定和中国加入 WTO对农业的影响 

讲授内容：农业保护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世界贸易组织的农业贸易规定；中国加入 WTO对农业

的影响 

难点：如何用好用足 WTO关于农业保护的政策  



4602 

作业： 

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农业贸易的基本规定。中国加入 WTO对农业的影响。 

知识单元 9：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参考课时：3课时。 

学习内容： 

一、基本理论 

1．现代化：基本涵义和标准 

现代化概念是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基本涵义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西方学者把现代化理解为一种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内容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提出的现代化标准： 

（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3000美元以上； 

（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12-15%以下； 

（3）服务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45%以上； 

（4）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 70%以上； 

（5）识字人口的比重 80%以上； 

（6）适龄青年中大学生的比重 10-15%以上； 

（7）每名医生服务的人数 1000人以下； 

（8）平均预期寿命 70岁以上； 

（9）婴儿自然死亡率 3%以下； 

（10）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50%以上； 

（11）人口自然增长率 1%以下。 

对研究农业现代化的启示 

农业现代化不应当仅仅是农业生产部门甚至农村内部的事，它必然要反映到农村乃至国家经

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以这些方面的变化为条件。  

2．现代农业：农业发展的一个阶段 

人类农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现代农业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阶段。 

从总体上说，这种划分是以生产力水平，主要包括生产工具、劳动者的技能和生产力的组合方

式等为标志的。  

1.原始农业 

2.传统农业 

3.现代农业 

二、农业现代化 

学习目的： 

了解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和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与现状，可持续发展在农业现代化中的意

义  

讲授重点和难点；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和标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和要求；中国农业现代化

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难点：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 

作业： 

农业现代化内涵认识的发展过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和发展战略。 

知识单元 10：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参考课时：3课时 

学习内容：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认识论前进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渊源与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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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旧中国 

（二）新中国 

1.计划经济时期 

“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概念在 20世纪 50年代就提出，此后，多次出现在党和政府的有关文

件以及领导人讲话中。 

1956 年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一次提出“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用语。 

1957年中央制定《1957—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其为“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 

2.改革以来 

改革初期：1982年、1983年、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也多次出现

在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以及领导人讲话中。 

 20世纪后期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党和政府提出建设小康社会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1987年，

党的十三大正式把小康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第二步。 

理论界对小康社会尤其农村小康的质和量的标识进行研究，开始间接地注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内容。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还缺乏对农村小康社会特征的全面概括性描述。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任务  

具体提出了八点：  

第一，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 

第二，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 

第三，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 

第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 

第五，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培养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型农民。 

第六，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体制保障。 

第七，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 

学习目标： 

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

之重。 

近期，党和政府“三农”工作的一个重大战略举措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作业： 

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过去党的“三农”工作方针政策在认识论上有何区别或前进？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渊源和时代内涵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任务？  

知识单元 11：随堂考试 
参考课时：3课时 

（二）实践教学：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农业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3  

2 中国农业的土地制度和经营制度 3  

3 农产品供给与农业结构调整 3  

4 农产品流通体制及其改革 3  

5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3  

6 农民收入、负担与农村税费制度改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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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农业保护  3  

8 农业现代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3  

9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3  

10 农村工业化、城市化 3  

11 考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思想史、 

后续课程：发展经济学、财政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课程重点： 

认识农业的内涵及其构成，农业的经济特征，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土地是稀缺的生产要素，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研究土地制度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土地资源

的配置效率。认识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特点。掌握现行家庭承包制为什么是一项需要长期

坚持的基本制度？家庭承包制为什么需要发展完善，怎样发展完善？讲授内容：简要回顾中国封建

社会农地制度发展的历史线索，说明耕者有其田是中国农民千百年的梦想，必须实行土地公有制度；

分析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生和弊端，说明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必要性以及坚持这一制度的根本原

因；分析家庭承包责任制制度安排、创新和缺陷，说明这一制度完善的必要性和进展。  

回顾新中国农业生产尤其改革后粮食生产发展的历史线索，说明目前我国农业的综合生产能

力；分析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说明历史形成的温饱模式和当前面临的问题；说明当前农业结构战略

性调整的任务、重点和进展。  

认识我国以粮食为代表的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演变及其改革  

了解世界贸易组织的农业贸易规定和中国加入 WTO对农业的影响 

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和标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和要求；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战略 

难点： 

1.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及其趋势；我国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和改

革的主要问题。 

2.如何理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3.深化现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现实选择。为什么当前农业发展必须“跳出”农

业？理解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  

4.理解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 

5.如何用好用足 WTO关于农业保护的政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任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课堂讲授为主，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和启发式教育，多媒体教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综合开

展阅读、作业、讨论和课程论文。 

教学方法： 

1.讲述法。 

2.小组讨论和课堂讨论结合方法。 

3.课余时间阅读参考读物和走访调研的方法。 

教学手段： 

1.网络。 

2.多媒体演示。 

3.PPT。 

4.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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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一到两个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朱道华主编：《农业经济学》，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主

编：“农业经济问题”杂志。  

（二）推荐参考书 

1．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 1975年 6月版。  

2．程恩富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3．卫兴华、顾学荣主编：《政治经济学原理》（全国自考经管类用），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3年版。 

4．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 1961年版。 

5．《毛泽东选集》1-5卷，人民出版社 1978年版。 

6．《邓小平文选》1-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7．《陈云文稿选编》，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 

8．[美]劳埃德.雷诺兹著：宏观经济学（分析与政策），商务印书馆 1994年版。 

9．[美]劳埃德.雷诺兹著：微观经济学（分析与政策），商务印书馆 19941994年版。 

10．《经济研究》杂志近年各期。 

11．谈世中主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2年版。 

12．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 

1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年版。 

13．黄春高：《西欧封建社会》，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年版。 

14．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 1982年版。 

执笔：齐勇    审稿：黄立君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经济学方法论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课程号：4060101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经济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 介绍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和具体分析方法问题，加深对经济学体系的认识。 

2、 了解基本科学哲学的思想。 

3、 了解计量经济学分析可能的陷阱，以及掌握基本的自然实验分析方法。 

4、 熟悉经济学研究的经典文献。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科学哲学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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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什么是科学？ 

2．归纳法与演绎法 

3．科学的研究方法 

4．科学与非科学的分析（卡尔.波普） 

学习目标： 

1． 了解科学的含义 

2． 明了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 

作业：无 

知识单元 2：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与概念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 

2． 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3． 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4． 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经济物品，稀缺，竞争，竞争准则，游戏规则，机会成本等 

5． 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 

6．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 

7． 为什么经济学是科学？ 

学习目标： 

1. 掌握经济学的基本逻辑体系和基本概念 

2. 明了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别 

3. 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学是科学 

作业：无 

知识单元 3：历史上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李斯特对斯密方法论的挑战 

2．门格尔 v.s. 施穆勒 

3．弗里德曼 v.s. 萨缪尔森 

学习目标： 

1． 了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历史思潮，以及范式的转变。 

2． 初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作业：无 

知识单元 4：经济哲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经济哲学？ 

2．对经济学的反思：效用理论，生产者理论，一般均衡等 

学习目标： 

1. 了解其他经济学派和主流经济学的局限性 

2.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作业：无 

知识单元 5：经济解释的基本方法: 边际分析法 
参考学时：3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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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什么是经济解释？ 

2．经济解释的方法：边际分析法 

3．应用 

学习目标： 

1. 能够对现象进行经济解释 

2. 掌握边际分析法 

作业：无 

知识单元 6：经济解释: 理论的选择与检验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 验证条件 

2. 原假说和备择假说 

3. 理论选择的原则 

学习目标： 

1. 了解什么是验证条件 

2. 掌握理论选择的原则 

作业：无 

知识单元 7：计量分析的可信度，参数可识别性问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内生性? 

2． 内生性的问题，参数可识别问题 

3． 内生性的原因 

学习目标： 

1.  明了参数可识别问题的重要性 

作业：无 

知识单元 8：自然实验(工具变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工具变量？ 

2. 为什么工具变量可以解决内生性问题? 

3. 应用 

学习目标： 

1. 掌握工具变量的使用条件 

作业：无 

知识单元 9：自然实验(双重差分分析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双重差分分析？ 

2. 双重差分分析的前提条件 

3. 应用 

学习目标： 

1. 掌握双重差分分析方法及前提条件 

作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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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0：自然实验(间断点分析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间断点分析法? 

2. 间断点分析法的前提条件 

3. 应用 

学习目标： 

1. 掌握间断点分析方法及前提条件 

作业：无 

知识单元 11：数据来源，收集与分析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数据处理 

2. 常用分析方法及问题 

3. 相关软件 

学习目标： 

1. 掌握数据处理的基本方法 

作业：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1 科学哲学 3 

2 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与概念 3 

3 历史上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 3 

4 经济哲学 3 

5 经济解释的基本方法: 边际分析法 3 

6 经济解释: 理论的选择与检验 3 

7 计量分析的可信度，参数可识别性问题 3 

8 自然实验（工具变量） 3 

9 自然实验（双重差分分析） 3 

10 自然实验 (间断点分析法) 3 

11 数据来源，收集与分析; 考察：课堂展示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后续课程：应用类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经济学的逻辑脉络，对经济理论或方法的批判性分析，经济解释。 

难点：自然实验分析方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课堂教学为主，介绍大纲中涉及的主要知识点。同时课堂上还将组织学生讨论，课堂展示，

通过练习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研究计划成绩占 70％，课堂展示占 30％。 

5、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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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研究计划。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以课件为主。 

（二）推荐参考书 
1. 张五常，《经济解释》，中信出版社，2011。 

2. 林毅夫，《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3. Angist and Pischke. Mostly Harmless Econometr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4. 伯德，《科学哲学是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5. 罗宾逊，《经济哲学》，商务印书馆，2011。  

       执笔：刘婷文  审稿：张弛   审定：商学院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0日 

 

《资本论》导读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apital 

课程号：4060101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作为面向经济学系本科生开设的一门基础理论选修课，

它的研究对象是以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状况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及与其

相联系的经济运行机制。 

本课程教学目标包括：1.通过对《资本论》的介绍，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和基本规律；

2.懂得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为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规律；3.了解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新特点、

新变化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方面和主要内容；4.了解资本主义经济中反映社会化

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规律的有关知识；5.把握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特征的一些天才设想。 

本课程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革命的理论武器和经济建设的理论宝库两者结合起来，着力

阐明《资本论》所揭示的规律，旨在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另一方面又结合

各章内容，专门介绍与评析了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旨在将马克思主义部分经济理论与资产阶级理论

作比较，使学习者能加深对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理解，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各种经济问题和解释经济

现象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3课时 

学习内容： 

一、马克思的研究和写作过程 

二、学习《资本论》的意义 

1．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意义 

2．对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意义 

3．其他意义 

三、《资本论》的不足 

四、如何学习《资本论》？  

学习目标：通过本节课的学习，掌握马克思研究和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以及学习《资本论》

的意义，用什么样的方法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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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吗？ 

知识单元 2：七篇序言和跋 
参考学时：3课时 

学习内容： 

一、介绍《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60年代初，他把《政治经济学批判》6册结构计划其中的第一册的“资本一般”部分扩展为独

立的著作，并称其为《资本论》，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是其副标题。 

二、《资本论》第一卷是一个单独的体系 

三、《资本论》第一卷的篇章结构 

四、介绍威廉·沃尔弗 

威廉·沃尔弗是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好和最可靠的战友。 

五、介绍《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版序言， 

包括《资本论》研究的方法——唯物辩证方法 

《资本论》研究的对象和目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

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 

六、论述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 

1．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阶级性的论述 

2．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经济学阶级性的论述 

七、介绍第二版跋 

学习目标： 

掌握《资本论》第一卷的结构、七篇序言和跋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论述以及马克思

对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以及研究方法的论述。 

作业： 

如何认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 

知识单元 3：第一篇商品和货币 
参考学时：3课时 

学习内容： 

一、第一篇商品和货币的主要内容 

第一章 商品 

第二章 交换过程（主要从理论体系上给予简单说明）第三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马克思对货币

职能理论进行说明。 

二、第一篇研究的主要问题 

三、第一章 商品的主要内容和内在逻辑关系 

四、商品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本节通过对商品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的分析，揭示价值本质，即商品价值体现了物物交换关系

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分为四个部分： 

一、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是从商品的形式本身发生的 

二、商品的拜物教性质是商品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 

三、商品的拜物教性质不存在于商品生产社会以外的社会形态中 

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商品拜物教的幻觉之中。     

五、组织课堂讨论： 

劳动价值论过时了吗？ 

学习目标：劳动价值理论是剩余价值论的基础。劳动价值论着重研究的是商品价值质的规定性

和量的规定性。本章通过对商品、货币、价值规律等理论的阐述，揭示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内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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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本章的学习，掌握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理解商品价值量的决定，把握价值形

式的发展和货币的本质和职能，深刻领会价值规律以及商品拜物教的内涵。 

作业： 

评价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量的批评。 

知识单元 4：第二篇  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 
参考学时分配：3课时 

学习内容： 

一、第二篇或者是第四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是研究简单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 

二、本章的中心和研究的主要问题 

第一，劳动力成为商品 

第二，资本的本质和它产生的历史条件 

提问：什么是原始资本积累？在封建社会后期，资本主义发展所需具备的两个基本条件是什

么？  

三、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主要内容及其逻辑关系；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主要内容之间的逻辑关系 

四、总公式的矛盾 

五、劳动力的买和卖 

1、结合中国、外国的经济史讲解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 

劳动者成为自由人，但是还必须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 

有大量的货币积累并且还要将货币投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中，反例如西班牙王室。 

2、资本、雇佣劳动是历史的范畴 

雇佣劳动、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的买和卖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历史条件，是资本主义产生

的重要前提和重要标志。 

3、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当前农民工劳动力是不是商品？在什么情况下成为商品？ 

4、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特殊性 

教学目的和要求：学习本章要掌握的重点是：资本总公式的矛盾、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

为资本的前提。劳动力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作业：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当前农民工劳动力是不是商品？在什么情况下成为商品？当前农民工劳动

力商品价值决定有什么新的特点？ 

知识单元 5：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参考学时分配：3课时 

学习内容： 

一、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开始进入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 

抽象掉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因素 

二、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各章之间内在逻辑关系 

5、6、7章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基本原理和概念，从第八章开始研究绝对剩余价值。 

三、讲解第五章 

四、讲解第六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分别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角度分别介绍了它们在绝

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更有助于说明剩余价值的来源。 

五、讲解第八章工作日 

六、讲述第九章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学习目标：本章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阐明了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

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实质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 

通过本章的学习，深刻掌握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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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工作日的长度的调

节。 

作业： 

从马克思在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分析，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私营企业的用工行为？ 

知识单元 6  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参考学时：3课时 

学习内容： 

一、介绍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之间的关系 

二、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主要内容及其内在逻辑关系 

三、讲解第十章 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四、讲解第十一章 协作。简单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从一般劳动过程看简单协作的一

般优点；资本主义协作的特点；资本主义协作的是协作发展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形式。 

五、讲解第十二章 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本节集中分析了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对抗性。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特征的种种表现 

第一，单个资本家手中的资本最低限额越来越增大，或者说，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越来

越多地转化为资本，这是由工场手工业的技朮性质产生的一个规律。 

第二，工场手工业使劳动者更加隶属于资本 

第三，工场手工业使体、脑劳动对立越来越加深。 

第四，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和劳动社会化的发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也成为生产相对剩余价

值的特殊方法。 

学习目标： 

了解第四篇的结构；相对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的概念； 

管理的二重性理论；了解简单协作、有分工的工场手工业及机器大生产如何推动资本主义生产

力的进步以及从生产关系上资本对劳动的控制的逐步深化； 

了解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对比马克思的企业理论和新制度学派的企业理论。 

作业： 

相对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的概念； 

管理的二重性理论。 

本章把机器看成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来研究。机器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说明工业革命完成

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了与其相适应的物质基础。所以，本章已经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物

质技术基础上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了。 

一、机械业和大工业 

本章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大工业发展过程，以及这一发展过程所引起的阶级对抗

的发展和机器大工业在彻底摧毁旧的生产方式，使全部社会生产发生革命变革中的作用，并提出了

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工农业的新结合、消灭三大差别，建立新的教育制度和家庭关系等。 

二、本篇内容的逻辑关系 

三、讲解 1．机器的发展 

机器的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过程。 

（一）机器资本主义使用的本质和目的 

（二）机器的发展过程 

四、讲解 2．机器的价值向产品的转移 

（一）机器使产品更加便宜 

（二）机器使用的资本主义界线 

五、讲解 3．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 

（ａ）资本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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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工作日的延长 

（ｃ）劳动的强化 

六、讲解第 13章 

 学习目标： 

了解第四篇的结构；相对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的概念； 

管理的二重性理论； 

了解简单协作、有分工的工场手工业及机器大生产如何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步以及从生产

关系上资本对劳动的控制的逐步深化； 

知识单元 7：第五篇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参考课时分配：3课时 

学习内容： 

一、本篇主要内容。第五篇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有三章内容，其中第十四章

是重点，意在阐明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关系，这也是全篇的核心思想。第十五章和十六

章可以不讲。 

二、讲解第十四章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主要内容 

主要有四个问题： 

（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 

（二）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关系 

（三）关于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问题 

（四）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批判 

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中有关企业理论的论述。 

学习目标：第五篇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有三章内容，其中第十四章是重点，

意在阐明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关系，这也是全篇的核心思想。第十五章和十六章可以不

讲。 

作业： 

如何理解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篇中有关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的论述？ 

知识单元 8：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参考课时：3课时 

学习内容： 

一、如果说前几篇是从孤立的、单个的资本运动过程角度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话，本篇

就从资本的连续不断运动过程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二、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的主要内容及其逻辑关系 

三、讲解第二十一章 简单再生产内容 

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分析，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1）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资是工人自己创造的。 

（2）全部资本归根到底是工人创造的； 

（3）工人的个人消费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必要条件。 

四、讲解第二十二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 

五、讲解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本章包括五节，分析了资本有机构成变化时积累对工人阶级命运所产生的影响，论述了无产阶

级的贫困化问题，指出资本积累的同时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积累。 

七、资本积累和相对人口过剩 

八、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及其效应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介绍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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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 

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理论容易理解。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理论理解有争论。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社会再生产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

的再生产的统一。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分析，可以得出三个结论：资本家付给工人的工

资是工人自己创造的；全部资本归根到底是工人创造的；工人的个人消费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必要

条件。简单介绍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什么是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和外延式的扩大再生

产；什么叫做资本积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的分析，重点介绍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

的所有权规律是如何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的？介绍资本积累的动因。为什么资本积累具有客

观必然性？本章分析了资本有机构成变化时积累对工人阶级命运所产生的影响，论述了无产阶级的

贫困化问题，指出资本积累的同时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积累。 

作业： 

西方近现代失业理论简析。现代资本主义失业问题与产业调整的现状 

知识单元 9：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课时分配：3课时 

学习内容： 

一、第 4 章从逻辑、理论的角度研究资本原始积累；24、25 章从历史、现实的角度研究资本

原始积累。 

二、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本节讲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作用与趋势。可以说是全篇甚至是全卷的总结。 

三、如何理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 

四、讲解第二十五章 现代殖民理论的主要内容 

学习目标：掌握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考察最初的资本关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最初的资本是

从哪里来的；理解马克思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论述；揭露了资本关系的拜物教性质，指出资本不

是物，而是以物为媒介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作业：  

如何理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 

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知识单元 10：《资本论》第二卷 
参考课时：3课时 

学习内容： 

一、《资本论》第二卷的对象和中心 

《资本论》第二卷的研究对象是资本的流通过程 

二、《资本论》第二卷的结构和内容 

该卷共三篇，二十一章。其主要理论可以概述为"三大理论、两个再生产、一个实现"。 

三、《资本论》第二卷的地位和意义 

四、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研究社会总资本运动的出发点：社会总产品。研究社会总资本运动的核心问题：社会总产品的

实现，也就是社会总产品的补偿问题。包括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 

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 

学习目标：了解《资本论》第二卷的对象和中心；"三大理论、两个再生产、一个实现"。了解

社会总资本运动的出发点：社会总产品。研究社会总资本运动的核心问题：社会总产品的实现，也

就是社会总产品的补偿问题。包括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课堂讨论： 

如何认识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运用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互

为条件的原理，正确处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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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简述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问题以及实现的关键 

知识单元 11：第三卷第一篇  转型理论 
课时分配：3课时 

学习内容：             

一、介绍《资本论》第三卷 

二、《资本论》第三卷研究对象 

三、《资本论》第三卷中心 

《资本论》第三卷研究对象应该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资本论》第三卷中心是剩余价值的分配。“剩余价值的分配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串着整个第

三卷。” 

《资本论》第三卷结构 

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篇到第三篇，分析利润问题； 

第四篇到第六篇，分析资产阶级各个剥削集团如何瓜分剩余价值问题； 

第七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不仅是第三卷而且是《资本论》的总结。 

四、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部门间的竞争和平均利润率的形成 

五、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生产价格是生产成本与平均利润之和。价值是生产价格的基础，生产价格是价值额转化形式。  

生产价格和平均利润学说的意义 

学习目标：介绍成本价格概念，介绍利润概念及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及剩余价值为什幺会转化

为利润？介绍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以及影响利润率高低的五个主要因素。介绍部门内部的竞争

和商品的社会价值的形成以及部门间的竞争和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介绍什幺因素在影响平均利润率

变动的趋势——影响平均利润率上升的因素以及阻碍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因素。介绍生产价格如何形

成，价值如何转化为生产价格，生产价格形成以后商品的价格围绕着生产价格上下波动并没有违背

价值规律。介绍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的两个伟大意义——解释了资本家阶级内部斗争的根源以

及资本家阶级及工人阶级整体利益的根本对抗性。 

作业： 

社会主义能不能与市场经济兼容？ 

学习内容：关于第九章转型问题的争论 

一、1894 年《资本论》第三卷问世，以洛里亚为首的资产阶级学者认为三卷抛弃了第一卷的

劳动价值论。洛里亚说：“什幺时候见过这样十足的谬论，这样重大的理论上的破产？什幺时候见

过这样大吹大擂地、这样庄严地犯下的科学上的自杀行为？”(《新文选》1895年 2月 1日第 477、

478和 479页) 洛里亚开始了转型争论的序幕。 

1896年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发表了《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下终结》，说“马克思的第三卷否

定了第一卷。平均利润率和生产价格论是不可调和的。”“第一卷极端强调地说全部价值的基础是劳

动，而且仅仅是劳动，即商品价值是同生产它们所必须的劳动成比例的。……可是，第三卷简单明

了的说，按照第一卷的说法必须如此的东西，却并不如此，而且决不能如此，即每个商品并不依照

它们所包含的劳动进行交换，同时，这种情况还不是暂时和偶然的，而是必然和长期的”。庞巴维

克，《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下终结》，英译本 1949年版，P29——30。庞巴维克的观点不是新的。其

实这是马尔萨斯攻击李嘉图的借口，即价值规律和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规律的矛盾。李嘉图学派

解决不了这个矛盾，导致其体系的破产。 

从庞巴维克以后，一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人，以“修订”、“补充”的名义，对马克思的转

型理论发起了挑战。柏林大学的鲍特基维茨 1906、1908 年发表两篇文章指责马克思的“转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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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不完善。即产出按照价格计算，但是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的 C和 V，却按照价值表示。马克思意识

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做到。因此，“总生产价格等于总价值，总平均利润等于总剩余价值”两

个命题不能同时成立。 

1957 年，英国牛津大学赛顿《价值转化理论》使持续多年的以数学方法为中心的争论告以终

结。赛顿在考察了各种数学解法后认为，马克思的转化的分析已经充分证明是正确的。 

以后，西方经济学家认识到，纠缠数学方法，只能给马克思的理论带来一些小麻烦，不能根本

摧毁其体系。于是提出价值转化理论是否有必要的问题。 

1960年，英国剑桥大学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本来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是为了批

判边际效用理论提供理论基础的。但是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发表以后，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发现斯拉法的体系可以用来代替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麻省理工学院萨缪尔森表现的最为突

出，他在 1970、1971 年发表文章认为，“在这个里昂惕夫和斯拉法的时代”，完全可以用纯粹数理

分析的逻辑方式来解释这个问题，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体系就成为不必要的了。萨缪尔森《理解马克

思的剥削概念》，载《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三辑，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P105——106。 

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要素通常是从市场上购买的，因此，成本中已经包含一个已经实现的

利润，这样，全社会总价值和总生产价格能不能一致就是一个问题，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中

间产品都包含利润）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这个论点好象和下述事实相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中，

生产资本的要素通常要在市场上购买，因此，它们的价格包含一个已经实现的利润，这样，一个产

业部门的生产价格，连同其中包含的利润一起，会加入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成本价格，就是说，一个

产业部门的利润会加入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成本价格。”P179 

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马克思首先解决的：“如果我们把全国商品的成本价格的总和放在—方，

把全国的利润或剩余价值的总和放在另一方，那末很清楚，我们就会得到正确的计算。例如，我们

拿商品 A来说。A的成本价格可以包含 B、C、D等等的利润，A的利润也可以再加入 B、C、D等等

的成本价格。如果我们进行计算，谁也不会把自己的利润算到自己的成本价格中。举例来说，如果

有 n个生产部门，每个部门的利润都等于 p，所有部门合起来计算，成本价格就＝k-np；从总的计

算来看，只要一个生产部门的利润加入另一个生产部门的成本价格，这个利润就已经算在最终产品

的总价格一方，而不能再算在利润一方。如果这个利润算在利润一方，那只是因为这个商品本身已

经是最终产品，它的生产价格不加入另一种商品的成本价格。”P179——180 

不过这一切总是这样解决的：加入某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多多少，加入另一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就

少多少，因此，商品生产价格中包含的偏离价值的情况会互相抵销。总的说来，在整个资本主义生

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

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P181 

必须记住，如果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把商品的成本价格看作和生产该商品时所消费的生产资料

的价值相等，那就总可能有误差。对我们现在的研究来说，这一点没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P185 

二、讲解第 10章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超额利润 

研究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通过什么途径形成。 

研究对象和研究次序 

部门内部竞争形成市场价值 

部门之间竞争形成生产价格 

本章结构 

分为四个部分 

1．价值理论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先于生产价格 

2．部门内部竞争与市场价值形成 

3．部门之间竞争与生产价格形成 

4．超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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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了解《资本论》第三卷第九章转型问题的争论；了解部门内部竞争与市场价值形成 

作业： 

供求对市场价值的影响是什么？ 

知识单元 12：讲第三篇 利润率倾向下降的规律 
参考课时：3课时 

学习内容： 

一、关于“利润率不断下降规律” 

二、讲解第十四章作用相反的各种原因 

三、讲解第十五章规律的各种内部矛盾的展开  

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的作用 这个规律的内在矛盾是利润率下降与利润量增加的矛盾。即

积累率随着利润率的下降同积累量反而会增加的矛盾。在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资本家为抵补利润

率下降的损失﹐必然加速资本积累﹐这又使得利润率进一步下降。在这个规律内在矛盾展开的过程

中﹐暴露出许多资本主义矛盾： 

生产与消费的矛盾﹐以及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的矛盾。 

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的矛盾。 

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的矛盾。 

学习目标：了解《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继承并用其创立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发展了利润率不

断下降的规律。马克思在诠释这个规律时陷于生产目的双重矛盾中：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是利润

率随着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而趋于下降和利润量同时增加的二重性规律。不仅如此，这一

理论还构成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理论的支柱。 

作业： 

利润率下降对资本主义的影响是什么？ 

知识单元 13：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参考课时分配：3课时 

学习内容： 

一、借贷资本的本质及其特点 

1．借贷资本的本质 

2．借贷资本的特点： 

二、利息和利息率 

（一）利息的本质和来源 

三、银行资本和银行利润 

四、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股份制的论述 

学习目标：了解资本主义生息资本的特点；理解马克思对股份制的论述，为理解中国现在的国

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提供理论基础。 

作业：股份制能不能搞好国有企业？ 

知识单元 14：第六篇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参考课时分配：3课时 

学习内容： 

一、资本主义地租的本质 

二、级差地租 

（一）级差地租产生的条件和原因 

（二）级差地租的源泉 

级差地租的源泉：是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的超额利润构成。（重点） 

三、绝对地租 

（一）绝对地租产生的条件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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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绝对地租的源泉 

四、土地价格 

土地价格＝地租/利息率，土地价格是地租收入的资本化。  

学习目标：了解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的形成道路和特点；理解资本主义地租本质；知道级差地

租、绝对地租形成的条件、原因和源泉；掌握土地价格的计算；了解资本主义的土地的国有化和私

有化问题。 

作业： 

1．如何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农业有机构成提高情况下的绝对地租？ 

2．土地私有化的后果是什么？ 

知识单元 15：第七篇  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参考课时：3课时 

学习内容： 

一、讲解第 48章三位一体的公式 

二、讲解第 49章关于生产过程的分析 

三、讲解第 51章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 

四、讲解第五十二章阶级 

学习目标：批判三位一体的公式和斯密教条；知道阶级和阶层的分部；了解资本主义的分配关

系和生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 

作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特征是什么？ 

知识单元 16：随堂考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课时 备 注 

1 绪论 3  

2 七篇序言和跋 3  

3 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 3  

4 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3  

5 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3  

6 第四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3  

7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3  

8 第二卷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3  

9 第三卷第一篇第二篇 3  

10 第三卷第三篇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3  

11 第三卷第四篇 3  

12 第三卷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3  

13 第三卷第六篇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3  

14 第三卷第七篇 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3  

15 第三卷第七篇 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3  

16 考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思想史、 

后续课程：发展经济学、财政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课程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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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重点。资本主义生产的几个阶段即简单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

业机器大工业的特点及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 

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是重点；讲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原始积累的本质等问题。  

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其中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重点。 

第三卷第三篇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是重点，用两次课。 

第四篇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不讲。 

第五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是重点。 

难点： 

第一卷第一章第 4节商品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是难点，本节通过对商品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的

分析，揭示价值本质，即商品价值体现了物物交换关系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 

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难点。资本主义生产的几个阶段即简单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

业机器大工业的特点及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 

第二卷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是难点。 

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一篇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第二篇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第三篇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是难点。 

第四篇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是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课堂讲授为主，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和启发式教育，多媒体教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综合开

展阅读、作业、讨论和课程论文。 

教学方法： 

1.讲述法。 

2.小组讨论和课堂讨论结合方法。 

3.课余时间阅读参考读物和走访调研的方法。 

教学手段： 

1.网络。 

2.多媒体演示。 

3.PPT。 

4.板书。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一到两个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二、三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马克思：《资本论》第 1、2、3卷，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 

2．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  

3．约瑟夫•库利舍尔：《欧洲近代经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4．吴易风等著：《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5．卢森贝著：《政治经济学史》，三联书店 1959年版。 

6．陈岱孙著：《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第 2版。 

7．吴易风著：《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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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 

9．《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 10月第 2版。 

10．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 1970年版。 

11．高德步、王珏：《世界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3版 (2011年 11月 1日) 

12．钱穆：《中国经济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 2013年版。 

13．梁晓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4年版。 

14．畅征：《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河南教育出版社 1988年版。 

15．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 

执笔：齐勇  审稿：黄立君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新制度经济学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课程号：40601019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经济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关于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的基本概念；2、

理解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安排，包括产权、市场、合约、企业、管制与政府；3、了解新制度经济学

的思想和方法；4、理解“制度安排”怎样影响人们的行为与经济运行。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案例讨论，使学生了解新制度经济学课程的产生与发展，充

分理解科斯定理、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制度起源、制度变迁、意识形态理论等，

结合国内外制度变迁的案例，引导学生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观察和研究制度的演变过程

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和案例教学融合：45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新制度经济学 

2．制度经济学的历史演变 

3．经济学为什么要关注和研究“制度” 

4．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基本假设 

5．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或理论体系 

学习目标： 

1．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历史演变的过程。 

2．掌握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基本假设。 

3．把握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或理论体系。 

作业： 

1.新制度经济学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 

2.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是什么关系？ 

3.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是什么关系？ 

4.新制度经济学的经验、历史和制度分析的具体方法主要有哪些？ 

5.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有哪些基本假设？ 



4621 

6.威廉姆森和努德海文的人性内核模型有何不同？ 

知识单元 2：交易费用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交易费用理论的创立与发展 

2．交易费用的含义 

3．交易费用的类型 

4．交易费用存在的决定因素 

5．交易费用的计量 

学习目标： 

1．了解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历程。 

2．把握交易费用跟生产成本的不同。 

3．了解交易费用的类型。 

4．理解交易费用存在的决定性因素。 

5．掌握交易费用的计量方法。 

作业： 

1.康芒斯对交易的论述有哪些内容？如何评价康芒斯的交易观？ 

2威廉姆森是如何分析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的？ 

3.诺思是如何分析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的？ 

4.交易费用范畴与方法的意义与不足何在？ 

知识单元 3：科斯定理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外部性及其解决思路 

2．科斯定理 

学习目标： 

1．了解外部性的含义及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传统办法。 

2．掌握科斯定理的基本内容。 

3．理解科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 

作业： 

1.什么是外部性？它有哪些类型？ 

2.解决外部性的传统思路是什么？如何评价解决外部性的传统思路？ 

3.什么是科斯定理？你是如何理解科斯定理的？ 

知识单元 4：产权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产权的含义、内容与形式 

2．产权的属性与功能 

3．产权的起源与保护 

学习目标： 

1．了解产权的含义、内容与形式。 

2．掌握产权的基本属性、产权的主要功能。 

3．了解产权是如何起源的。 

4．理解产权的保护机制。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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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理解产权的含义？产权包括哪些内容？ 

2.产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3.产权起源的原始模型是怎么分析产权起源的？包含利益集团的产权起源理论又是如何看待

产权的起源的？ 

4.在一个无国家的社会里，有没有可能存在排他性的产权？如果有，确立排他性产权的社会机

制有哪些？ 

知识单元 5：企业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企业的本质与边界 

2．企业产权理论 

3．公司治理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什么是企业。 

2．理解企业的产生、企业的本质及其边界决定。 

3．理解企业制度安排及企业内部产权的配置。 

4．掌握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办法。 

作业： 

1.新制度经济学家如何认识企业的性质？如何评价科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企业性质观？ 

2.业主制企业的产权结构有何特征？ 

3.如何评价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团队生产理论？ 

4.合伙制企业产权结构有何特点？它主要面临什么问题？ 

5.什么是委托代理关系？什么是代理问题和代理成本？ 

6.什么是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结构有何特点？外部结构是如何发挥治理作用

的？ 

知识单元 6：制度的基本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制度的含义与类型 

2．制度的形成 

3．制度的功能 

4．制度的效率 

学习目标： 

1．了解“制度”与“组织”的区别、制度的含义及类型。 

2．理解制度形成的两种途径。 

3．理解制度的核心功能与具体功能。 

4．把握影响制度效率的核心因素，掌握测度制度效率的可行方法以及制度效率的变化规律。 

作业： 

1.什么是制度？组织是不是制度？ 

2.制度形成的途径是什么？ 

3.制度有哪些功能？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4.什么是制度效率？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制度的效率是如何决定的？ 

5.为什么制度的效率会递减？ 

知识单元 7：制度变迁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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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制度变迁的动因 

2．制度变迁的过程与方式 

3．制度变迁的影响 

4．国家、意识形态与制度变迁 

学习目标： 

1．了解什么是制度变迁的供给与需求及其各自的影响因素。 

2．了解制度变迁的类型、动因和制度变迁的方式。 

3．掌握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时滞、路径依赖、连锁效应等现象。 

4．理解国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 

作业： 

1.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供求分析是如何形成的？ 

2.什么是制度变迁需求？影响制度变迁需求的因素有哪些？ 

3.新制度经济学家如何认识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对制度变迁需求的影响？ 

4.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技术进步是如何影响制度变迁与需求的？ 

5.什么是制度变迁供给？制度变迁供给的主体有哪些？ 

6.如何理解制度均衡？ 

7.制度变迁包括哪些一般过程？ 

8.什么是路径依赖？制度变迁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路径依赖？ 

9.国家提供制度的目标及其冲突是什么？ 

10.制度变迁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 

本课程使用案例：（共 14学时，融入相应的每一章节课堂理论教学之中） 

案例 1：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 
参考学时：1学时 

案例讨论目的：帮助学生理解制度的重要性。 

案例 2：通用汽车公司兼并费雪车身公司案 
参考学时：2学时 

案例讨论目的：帮助学生理解因资产专用性导致的纵向一体化。 

案例 3：全球一年一度的铁矿石价格谈判 
参考学时：1学时 

案例讨论目的：帮助学生理解资产专用性。 

案例 4：中世纪马格里布商人 VS.热那亚商人 
参考学时：2学时 

案例讨论目的：帮助学生理解人格化交易和非人格化交易。 

案例 5：荷兰奥斯米尔镇的鲜花市场 
参考学时：1学时 

案例讨论目的：帮助学生理解技术和制度对交易费用的影响。 

案例 6：蜜蜂的神话 
参考学时：1学时 

案例讨论目的：帮助学生理解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方法。 

案例 7：牧场主的牲畜破坏农场主的庄稼 
参考学时：1学时 

案例讨论目的：帮助学生理解科斯定理。 

案例 8：加拿大北部印第安部落土地产权的形成 
参考学时：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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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讨论目的：帮助学生理解产权的起源。 

案例 9：埃及上尼罗河地区努埃尔人游牧部落的产权保护 
参考学时：1学时 

案例讨论目的：帮助学生理解无国家社会的产权保护机制 

案例 10：2001-2002年间美国公司财务丑闻 
参考学时：1学时 

案例讨论目的：帮助学生理解公司治理。 

案例 11：“和平之烟”/悬赏天文钟 
参考学时：1学时 

案例讨论目的：帮助学生理解制度形成的两种途径。 

案例 12：1688-1689年英国光荣革命 
参考学时：1学时 

案例讨论目的：帮助学生理解制度变迁理论。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2 
知识单元 1：导论 6 其中案例讨论 2学时 

3 

4 
知识单元 2：交易费用理论 6 其中案例讨论 2学时 

5 

6 

7 

知识单元 3：科斯定理 9 其中案例讨论 2学时 

8 

9 

知识单元 4：产权理论 
6 其中案例讨论 2学时 

10 

11 

知识单元 5：企业理论 
6 其中案例讨论 2学时 

12 

13 
知识单元 6：制度的基本理论 6 其中案例讨论 2学时 

14 

15 
知识单元 7：制度变迁理论 6 其中案例讨论 2学时 

16 期末随堂考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假设；交易费用存在的决定因素、交易费用的计量；外

部性及其后果、科斯定理；产权的属性、产权的功能、产权的起源、产权的保护；企业的本质与边

界、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委托代理关系、公司治理结构；制度的形成途径、制度的功能、制

度的效率；制度变迁供给的影响因素、制度变迁需求的影响因素、制度变迁的均衡；制度变迁的过

程及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时滞、连锁效应；诺斯悖论等。 

难点：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内核模型、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分析方法、科斯定理的主要内

容、侵害的相互性、产权的起源、科斯关于企业本质的理解、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企业内部

的产权配置、如何通过公司治理来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人为构建的制度和自由演化的制度、制度效

率的测度方法、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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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1．问题驱动式教学法 

2．任务驱动式教学法 

3．启发式教学方法 

4．案例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板书辅助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阅读教师推荐文献。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期中考查；

期末考试占 7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卢现祥、朱巧玲主编：《新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2月第 1版（21世纪经

济学专业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黄少安主编：《制度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6月第 1版。 

2.【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

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 11月第 1版。 

3.【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 年 1

月第 2版。 

4.【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0月第 1版。 

执笔：黄立君  审稿：张弛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0日 

 

经济学原理 
Essentials of Economics 

课程号：4060102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专业一年级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系统地向学生介绍以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和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西

方经济学基本框架。2、介绍西方经济学宏微观部分的主要理论和科学的分析方法。3、结合当

今国际形势与中国国情，思考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开设本课程，通过学习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利用多媒体的技术，将西方经济学分析中必备的图

形、图表、案例等内容直观、生动地在课堂中展现。通过将理论应用与现实经济分析，旨在激发学

生主动思考，在现代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对比和相互借鉴的过程中，加深对两门学科的进一步认识，

提升和拓宽专业学习的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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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西方经济学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2．经济学十大原理 

3．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4．西方经济学与其他科学的典型不同 

学习目标： 

1．了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假设条件和理论体系的框架。 

2．掌握经济学的十大原理的初步表述。 

作业： 

1、如何理解稀缺性？和经济学研究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2、经济学十大原理有哪些？ 

知识单元 2：供求与价格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需求和需求曲线 

2．供给和供给曲线 

3．供求曲线的共同作用 

4．弹性的概念及应用 

5．供求规律的应用 

学习目标： 

1．掌握需求与供给的相关基本概念。 

2．理解需求和供给如何共同决定均衡价格与均衡数量。 

作业： 

1、理解下列名词：需求与供给、需求函数、供给函数、需求规律、供给规律、供求均衡、需

求价格弹性、供给价格弹性、均衡价格 

2、选择现实中的一个例子，用三个步骤的分析方法来描述均衡的变动。 

知识单元 3：消费者均衡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基数效用论概述 

2．序数效用论：无差异曲线 

3．预算约束线  

4．消费者均衡及条件  

5．消费者的需求曲线的条件性  

学习目标： 

1．理解通过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推导出需求曲线。 

2．掌握消费者均衡的实现。 

作业： 

1．简述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因。 

2．简述边际效用与总效用的关系。 

3．消费者剩余的本质是什么？如何理解水与钻石的价值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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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4：企业与市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生产论：短期和长期 

2．成本论：短期和长期 

3．市场结构理论——完全竞争市场 

4．市场结构理论——不完全竞争的市场 

5．博弈论初步
*
 

学习目标： 

1．理解如何从生产函数和成本出发分析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行为。 

2．通过学习完全竞争、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四种市场结构，掌握在不同市场结构中厂商追

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特点及其市场绩效的差别。 

作业： 

1、理解以下名词 

成本函数  机会成本  显成本和隐成本  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  规模报酬与规模经济 市场结

构  完全竞争  完全信息  市场  行业  总收益  平均收益  边际收益  收支相抵点  停止营业

点生产者剩余 

2、试分析软件、影视、 图书等信息产品的成本结构与成本特征。 

3、简述完全竞争市场厂商长期均衡条件。 

4、垄断厂商的价格歧视、价格歧视的条件和效应。 

5、比较完全竞争市场、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的效率特征。 

知识单元 5：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市场失灵 

2．垄断的低效率 

3．外部性 

4．公共产品 

5．不完全信息 

6．政府微观政策的选择
*
 

学习目标： 

1．学习和研究减缓市场失灵的微观经济政策。 

2．掌握造成市场失灵的垄断、外部影响、公共产品、不完全信息等原因。 

作业： 

1、理解下列名词：市场失灵  外部经济  外部不经济  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  信息不完全 

2、举一例说明，你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干预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知识单元 6：国民收入的统计与核算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内生产总值 

2．SNA体系中三种基本核算方法 

3．与 GDP相关的几个总量 

4．国民收入基本公式 

5．名义 GDP和实际 GDP 

6．短期宏观经济景气的其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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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掌握收入核算的基本原理和三种核算方法。 

2．GDP的概念、指标优点及缺陷。 

3．国民收入账户的其他总量与 GDP的关系。 

4．国民收入构成的基本公式。 

5．名义 GDP与实际 GDP的关系。 

作业： 

1、简述测度宏观经济波动状况的三个维度。 

2、宏观经济统计核算中为什么不使用数量指标而采用价值指标？ 

3、简述国民收入账户建立的基本理念和会计框架。 

4、如何评价中国的宏观赋税水平？ 

5、为什么要区分不同的价格指数？ 

知识单元 7：短期经济波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凯恩斯消费理论 

2．其他消费理论 

3．NI-AE模型：从两部门到四部门的均衡国民收入决定 

4．乘数理论 

5．AS—AD模型 

6．奥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线：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基本理论 

学习目标： 

1．掌握凯恩斯短期消费函数和其他消费理论。 

2．理解乘数的概念及其作用机制。 

3．理解通货膨胀的概念、原因、类型和影响。 

4．掌握总供求的分析方法并理解总供给曲线的争论。 

5．掌握通过奥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线研究短期总供给和价格水平的基本思路。 

作业： 

1、简述下列概念 

均衡产出    消费函数   平均消费倾向   边际消费倾向   储蓄函数  平均储蓄倾向 

边际储蓄倾向   社会消费函数   投资乘数   政府支出乘数   税收乘数   政府转移支付乘

数   平衡预算乘数 

2、简述凯恩斯的绝对收入消费理论、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

消费理论和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 

3、写出两部门、三部门含定量税、含税率均衡国民收入公式，写出含定量税和含税率的投资

乘数、政府购买乘数、政府转移支付乘数、税收乘数和平衡预算乘数公式。 

4、简述总需求曲线的定义、理论来源和形成的主要工具，形成的若干方法。 

5、简述总需求曲线移动的特征。 

6、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家关于总供给曲线的形状争议最大？ 

7、失业的分类和自然失业率。 

8、通货膨胀的类型和原因。 

9、菲利普斯曲线的政策含义。 

知识单元 8：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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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宏观经济政策的含义及目标 

2．财政政策 

3．货币政策 

4．两种政策的混合使用 

学习目标： 

1．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体系。 

2．理解挤出效应的涵义。 

3．掌握货币创造乘数的概念。 

4．理解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优势与缺陷。 

作业： 

1、什么是自动稳定器？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功能如何发挥？ 

2、挤出效应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3、简述货币创造的过程。 

4、如何针对不同的经济情况配合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5、试分析与评价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 

知识单元 9：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开放经济的含义 

2．主要贸易理论 

3．贸易限制的具体措施 

4．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 

5．开放条件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学习目标： 

1．了理解开放宏观经济的条件。 

2．掌握主要贸易理论的基本观点。 

3．理解汇率的概念。 

4．理解开放条件下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效力。 

作业： 

1、什么是开放经济和开放度？ 

2、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说、李嘉图相对成本说的主要论点。 

3、赫克歇尔定理、规模经济论的主要论点。 

4、影响汇率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5、试述“一价定律”的涵义。 

6、为什么封闭经济条件下和开放经济中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效果有明显不同？ 

7、如何看待中国在构建国际经济和治理新格局方面的努力？ 

8、亚投行可能面临怎样的风险与困难？ 

知识单元 10：西方经济学与中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 

2．我国借鉴西方经济学问题 

3．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面临的几个问题 

学习目标： 

1．理解西方经济学科学性的局限和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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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当前国内宏观经济研究的主要领域及观点。 

作业： 

1、你认为西方经济学是科学吗，为什么？ 

2、应用西方经济学时应考虑哪些特殊国情？ 

3、为什么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可能带来什么

问题？ 

知识单元 11：随堂考核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西方经济学导论 3  

2 供求与价格 3  

3 消费者的均衡 3  

4 企业与市场 3  

5 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 3  

6 国民收入的统计与核算 3  

7 短期经济波动 3  

8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3  

9 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 3  

10 西方经济学与中国 3  

11 随堂考核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可以作为思想政治专业选修其他现代经济学类课程的基础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经济学十大原理、供求规律、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市场失灵与政府行为、收入分

配理论、现代西方主要经济学流派及代表观点、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指标体系、总供求分析、失业

与通货膨胀、财政与货币政策、主要经济周期理论、主要经济增长理论等。 

难点：价格机制、经济人和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标、市场与政府的行为边界、平等与效率、事前

均衡与事后核算、政策的有效性及问题、内外均衡与长期增长、宏观经济的传导机制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案例讨论。 

3．自主选题发言。 

教学手段： 

1．PPT教学课件。 

2．案例分析读本。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大班授课，无实验教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可利用多媒体课件作为辅助，阅读课堂推荐的课外材料、参与教师举办的专题研讨活动以

及创新项目训练等形式，提升学习效果。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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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求：闭卷综合题，期末考试占 10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思考题。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历年商学院本科教学沿用的国内经典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高鸿业编著《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7月第

6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梁小民，《经济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弗里得曼，《微观经济政策分析》，纽约：麦格劳—希尔公司，1984年版。 

3．布坎南，《公共物品的需求和供给》，芝加哥：兰特麦克那赖公司，1968年。 

4．吴敬琏，《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5．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7．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8．杰佛里·萨克斯，菲利普·拉雷恩，《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7年版。 

9．曼昆，《经济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5月 第 6版 

10．保罗·A·萨缪尔逊、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 

11．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 

12．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13．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人民出版社，1975年。 

14．多恩布什、费希尔，《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执笔：张弛  审稿：黄立君  审定：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0日 

 

西方经济史 
Economic History of Western Countries  

课程号：4060102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经济学类本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使学生通过了解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历史及其成因，拓宽学生的知识

面；2、培养学生学会从西方国家实证历史中借鉴经验；3、掌握西方经济学演变的历史背景，增强

对各门专业理论课学习时的历史感和发展观；4、培养学生的经济学历史思维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拓宽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在学习有关专业课程时能够具备一定的历史观和

发展观，为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西方经济史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引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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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什么学习西方经济史 

2. 李约瑟之谜 

3. 键盘的故事 

4. 标准铁轨的故事 

5. 布置研讨论文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经济史的时空范围。 

2．理解历史对现在和未来是重要的。 

3.  明确对本课程的学习组织方式。 

作业： 

分组研究论文 

知识单元 2：古代西方经济的特点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古代西方上商贸经济比古代东方更广泛 

2. 古代西方奴隶制经济比古代东方更持久 

3. 学生课堂展示并讨论第 1篇研讨论文 

学习目标： 

1．理解地理因素对古代经济类型的影响 

2. 了解如何阅读学术论文 

作业： 

阅读第 2篇研讨论文 

知识单元 3：并非停滞的中世纪经济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政治制度的变迁 

2. 商业制度的创新 

3. 城市的复兴 

4. 民族国家的兴起 

5. 学生课堂展示并讨论第 2篇研讨论文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中世纪后期经济制度的缓慢变化 

2. 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  

作业： 

阅读第 3篇研讨论文 

知识单元 4：近代西方经济快速增长的再认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诺斯的新观点 

2. 诺斯的产权理论 

3. 诺斯的国家理论 

4. 诺斯的意识形态理论 

5. 学生课堂展示并讨论第 3篇研讨论文 

学习目标： 

1．增加对工业革命的新认识。 

2. 认识到制度在一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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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阅读第 4篇研讨论文 

知识单元 5：西方国家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政策和实践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有关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争论 

2. 自由贸易的理论和实践 

3. 保护贸易的理论和实践 

4. 学生课堂展示和讨论第 4篇研讨论文 

学习目标： 

1．理解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真实含义 

2. 充分认识不同贸易政策是一国不同发展时期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 

作业： 

阅读第 5篇研讨论文 

知识单元 6：西方经济史上的三大泡沫经济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荷兰郁金香泡沫 

2. 法国密西西比泡沫 

3. 英国南海泡沫 

4. 学生课堂展示并讨论第 5篇研讨论文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经济史上著名的泡沫经济案例 

2. 增加对泡沫经济现象的本质认识 

3. 以史鉴今：审视当代经济泡沫现象 

作业： 

阅读第 6篇研讨论文 

知识单元 7：爱尔兰的马铃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19世纪中期爱尔兰的经济 

2. 饥荒时期爱尔兰人的温饱问题 

3. 马铃薯成为爱尔兰人的吉芬物品 

4. 学生课堂展示并讨论第 6篇研讨论文 

学习目标： 

1．理解经济史对经济学理论的推动。 

2. 认识吉芬物品成立的两个条件。 

作业： 

阅读第 7篇研讨论文 

知识单元 8：经济自由与政府干预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经济自由的理论与实践 

2. 政府干预的理论与实践 

3. 学生课堂展示并讨论第 7篇研讨论文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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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西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2. 掌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3. 正确认识经济自由和政府干预在当代的反应 

作业： 

阅读第 8篇研讨论文 

知识单元 9：石油危机下的西方经济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石油危机的起因和表现 

2. 西方国家的经济滞涨 

3. 西方经济学对滞涨的解释 

4. 英美解决滞涨的措施 

5. 学生课堂展示并讨论第 8篇研讨论文 

学习目标： 

1．了解 20世纪中期西方国家的经济滞涨 

2. 把握西方宏观经济学争论的经济背景 

作业： 

阅读第 9篇研讨论文 

知识单元 10：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含义 

2. 西方主要国家工业化的历史 

3. 西方主要国家城市化的历史 

4. 学生课堂展示并讨论第 9篇研讨论文 

学习目标： 

1．理解传统工业化的三个阶段 

2. 思考当代条件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3. 城市化负面问题的解决经验 

作业： 

阅读第 10篇研讨论文 

知识单元 11：全球视野下的西方经济发展史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通过数据对比从大时空的角度看待东西方经济增长的历史 

学习目标： 

增加学生对经济史的数据感和全球感 

作业： 

提交课程论文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引论 3  

2 第二章 古代西方经济的特点 3  

3 第三章 并非停滞的中世纪经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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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章 近代西方经济快速增长的再认识 3  

5 第五章 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 3  

6 第六章 西方经济史上的三大泡沫经济 3  

7 第七章 爱尔兰的马铃薯 3  

8 第八章 经济自由和政府干预 3  

9 第九章 石油危机下的西方经济 3  

10 第十章 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3 本周前提交课程论文 

11 第十一章 全球视野下的西方经济发展史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世界历史、经济学原理 

后续课程：宏观经济学、财政学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学生对经济学历史感的养成  

难点：课堂研讨论文的组织和引导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问题驱动型课堂讲授 

2.任务驱动型课堂讨论 

本课程的讲授和研修将按照“问题驱动型和任务驱动型”以不同的专题展开，当然在这样做的

时候，会经常同时进行截面的和历史的比较，也会结合现实的问题，史论结合，理论联系实际。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为主 

2. 板书为辅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可根据课堂情形设计模拟情景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因课程研讨内容较多，研讨论文由学生课堂外组织小组翻译并预先讨论。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考核要求：本课程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考核。 

课程考核方法： 

课程总评中，①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②课堂论文研讨成绩

占 20%；③课程论文占 30%；④课程末开卷考试占 4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时布置下一次的研讨论文。 

课程论文：以课堂上所涉及到的内容为话题，写一篇 3000 字左右的学术小论文。要求符合学

术论文规范要求。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本课程不指定教材，以课程讲义和课堂研讨论文涉及到的内容为主。 

（二）推荐参考书 

高德步，王珏 著，《世界经济史》（21 世纪经济学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

级规划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11月第三版。  

执笔：岳清唐  审稿：巫云仙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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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课程号：40601038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政治与公管管理学学院公管管理专业一年级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系统地向学生介绍以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和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现

代微观经济学框架、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2、结合当今国际形势与中国国情，让学生能更好地

理解市场经济世界。3、思考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本课程利用多媒体的技术，将微观经济学分析中必备的图形、图表、案例等内容直观、生动地

在课堂中演示。通过分析生活中的经济学，让学生充分领略经济学分析乐趣的同时。，旨在激发学

生主动思考，为其他经管类学科及政治学的专业学习进一步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微观经济学概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2．经济学十大原理 

3．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4．微观经济学的特殊性 

学习目标： 

1．了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假设条件和理论体系的框架。 

2．掌握经济学的十大原理的初步表述。 

作业： 

1、如何理解稀缺性？和经济学研究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2、经济学十大原理有哪些？ 

知识单元 2：价格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需求和需求曲线 

2．供给和供给曲线 

3．均衡 

4．弹性的概念及应用 

5．供求规律的应用 

学习目标： 

1．理解与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有关的基本概念 

2．掌握需求和供给如何决定价格 

作业： 

1、理解下列名词：需求与供给、需求函数、供给函数、需求规律、供给规律、供求均衡、需

求价格弹性、供给价格弹性、均衡价格 

2、选择现实中的一个例子，用三个步骤的分析方法来描述均衡的变动。 

知识单元 3：消费理论——偏好与效用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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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基数效用论：边际效用及其递减规律 

2．序数效用论：无差异曲线 

3．边际替代率递减及其规律 

4．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的异同
*
 

学习目标： 

1．通过介绍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来分析需求曲线背后的消费者行为，并对消费者行为的

分析中推导出需求曲线。 

2．理解偏好的严格假定。 

3．掌握无差异曲线的几何特点。 

作业： 

1、简述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因。 

2、简述边际效用与总效用的关系。 

3、消费者剩余的本质是什么？如何理解水与钻石的价值悖论？ 

4、简述无差异曲线通常情况下凸向原点的原因。 

知识单元 4：消费理论——消费者均衡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预算约束线 

2．消费者均衡及条件  

3．消费者的需求曲线的推导过程  

4．正常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5．低档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学习目标： 

1．掌握消费者均衡的实现及非均衡的调整 

2．理解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与需求曲线之间的关系。 

作业： 

1、简述预算约束线的经济学含义。 

2、为什么消费者的均衡一定会出现在预算线与无差异曲线的切点上？ 

3、如何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推导出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 

知识单元 5：生产理论——短期生产函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现代企业理论研究思路 

2．微观经济学生产理论的前提假设 

3．短期生产函数的主要指标：TP、AP和 MP 

4．短期生产的最优决策区间 

5．短期生产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学习目标： 

1．掌握短期生产函数的基本特征。 

2．掌握 TP、AP和 MP之间的关系。 

3．理解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是短期生产中存在的普遍现象。 

作业： 

1、用图说明短期生产函数 ),( KLfQ = 的 TP、AP和 MP曲线的特征及相互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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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原因可能导致边际报酬出现递增的情况？ 

知识单元 6：生产理论——长期生产函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长期生产函数的概念 

2．等产量线 

3．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 

4．成本方程 

5．利润最大化与最优的生产要素组合 

6．扩展线
*
 

7．规模报酬 

学习目标： 

1．从生产函数和成本出发分析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行为。 

2．掌握边际替代率递减的规律的内容。 

3．理解规模报酬概念。 

作业： 

1、简述等产量线凸向远点的原因。 

2、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和规模报酬递增现象是否矛盾？为什么？ 

知识单元 7：成本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成本的概念和分类 

2．短期成本指标 

3．短期成本曲线 

4．长期成本指标和长期成本曲线
*
 

学习目标： 

1．理解机会成本、隐成本的概念。 

2．掌握短期成本函数主要指标之间的关系。 

3．学习长期成本曲线的推导过程。 

作业： 

1、名词解释：成本函数  机会成本  显成本和隐成本  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  规模报酬与规

模经济 

2、举出生活中一些机会成本的实例。 

3、在短期生产中，企业亏损为什么还要继续经营？ 

4、长期平均成本具有什么重要性？ 

5、试分析软件、影视、图书等信息产品的成本结构与成本特征。 

知识单元 8：市场结构理论——完全竞争市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市场类型的划分 

2．完全竞争市场及其需求收益曲线 

3．完全竞争厂商的决策环境和利润水平 

4．完全竞争厂商的短期均衡与供给曲线 

5．完全竞争厂商的长期均衡
*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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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区分市场结构的基本原则和不同市场类型的特点。 

2．理解完全竞争市场中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特点及其市场绩效。 

作业： 

1、理解以下名词：市场结构  完全竞争  完全信息  市场  行业  总收益  平均收益边际收

益收支相抵点  停止营业点生产者剩余 

2、简述完全竞争市场厂商长期均衡条件。 

3、为什么说完全竞争市场是最有效率的？ 

知识单元 9：市场结构理论——不完全竞争市场概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为什么研究不完全竞争市场？ 

2．信息作为商品的独特性质 

3．信息的不完全和信息的不对称 

4．逆向选择 

5．道德风险 

6．市场信号的重要作用 

学习目标： 

1．理解造成不完全市场的主要原因。 

2．掌握不完全市场条件下价格机制不再发挥作用的具体表现。 

作业： 

1、理解以下名词：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完全  逆向选择  道德风险  柠檬效应  市场信号  

2、分别以二手车市场、保险市场、劳动力市场为例，分析解决市场低效率的具体办法。 

知识单元 10：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垄断市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垄断市场的概念及特征 

2．垄断市场的成因 

3．垄断厂商的需求曲线和收益曲线 

4．垄断厂商的短期均衡 

5．垄断厂商的长期均衡
*
 

6．垄断厂商的价格歧视 

7．对垄断成本的经验研究
*
 

8．对垄断的干预策略
*
 

学习目标： 

1．掌握垄断者需求曲线的特点。 

2．通过模型分析垄断者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 

3．理解价格歧视的概念及分类。 

作业： 

1、什么是垄断？造成垄断的原因有哪些？ 

2、垄断厂商的价格歧视、价格歧视的条件和效应。 

3、比较完全竞争市场和垄断市场的效率特征。 

知识单元 11：政府行为的微观经济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市场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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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部性 

3．公共产品 

4．解决“公地悲剧”的方案 

5．政府行为的微观经济分析
*
 

学习目标： 

1．掌握造成市场失灵的垄断、外部影响、公共产品、不完全信息等原因。 

2．理解政府行为的经济分析的基本微观框架。 

作业： 

1、理解下列名词：市场失灵  外部经济  外部不经济  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  

2、举一例说明，你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干预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知识单元 12：随堂考核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微观经济学概论 4  

2 价格理论 4  

3 消费理论——偏好与效用 4  

4 消费理论——消费者均衡 4  

5 生产理论——短期生产函数 4  

6 生产理论——长期生产函数 4  

7 成本理论 4  

8 市场结构理论——完全竞争市场 4  

9 市场结构理论——不完全竞争市场概论 4  

10 不完全市场理论——垄断市场 4  

11 政府行为的微观经济分析 4  

12 随堂考核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可以作为公共管理专业选修其他经管类课程的基础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经济学十大原理、供求规律、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市场失灵与政府行为、收入分

配理论等。 

难点：价格机制、经济人和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标、市场与政府的行为边界、平等与效率、政策

的有效性及问题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案例讨论。 

3．自主选题发言。 

教学手段： 

1．PPT教学课件。 

2．案例分析读本。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大班授课，无实验教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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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可利用多媒体课件作为辅助，阅读课堂推荐的课外材料、参与教师举办的专题研讨活动以

及创新项目训练等形式，提升学习效果。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闭卷综合题，期末考试占 10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思考题。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历年商学院本科教学沿用的国内经典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高鸿业编著《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7月第 6版（普通

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梁小民，《西方经济学基础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 3版。 

2．弗里得曼，《微观经济政策分析》，纽约：麦格劳—希尔公司，1984年版。 

3．布坎南，《公共物品的需求和供给》，芝加哥：兰特麦克那赖公司，1968年。 

4．吴敬琏，《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5．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6．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7．曼昆，《经济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5月第 6版。 

8．保罗·A·萨缪尔逊、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 

9．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 

10．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执笔： 张弛  审稿：黄立君   审定：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0日 

 

区域经济学 
Regional Economics 

课程号：4060104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经济学和国际商务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重点介绍区域经济研究中已在经济学界形成共识且被广泛应用的相关区域经济学概念、理

论和模型，主要包括：区位理论、城市化、城镇体系与区域经济发展、区域产业布局与产业结构、

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区域分工与要素流动、区域经济规划、区域间经济空间结构理论、区域经济

发展战略等； 

2、通过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模型，并且能够较为熟练正确的运用这

些理论和模型分析实际区域经济问题。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研讨，使学生掌握区域经济学基础知识、区域经济学基本理

论、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和基本政策。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3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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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我国当前的区域经济问题。 

2．区域的含义与特点。 

3．区域经济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4. 区域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5. 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任务。 

6. 学习区域经济学的意义。 

7. 区域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区域的含义、特征、区域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区域经济学与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2．掌握区域经济学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任务。 

作业： 

1、区域的定义和特点。 

2、区域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客观基础。 

3、试阐述区域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4、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5、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主要研究内容。 

知识单元 2：经济区位与产业布局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区位的基本含义。 

2．影响产业布局的因素和主要机制。 

3.三大经典区位理论。 

4.产业布局指向的内涵，各产业的布局指向。 

学习目标： 

1．了解产业布局的指向及其类型，产业布局的地域合理规模及合理布局的评价。 

2．掌握产业布局的区位理论，影响产业布局的因素。 

作业： 

1.自然因素如何影响产业布局？  

2.有哪些社会因素如何影响产业区位布局？  

3.如何评价产业合理布局？ 

知识单元 3：城市化与城乡结构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城市的本质、划分标准。 

2.聚集经济的来源。 

3.城镇在经济发展中的基本功能。 

4.城市化的概念和测度。 

5.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工业化和城市相互作用的机制。 

6.城市化的规律。 

7.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特点、问题。 

8.城乡联系的形式和模式。 

9.城乡产业结构研究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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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城乡产业结构的形成和变化规律。 

11.城乡产业转移的动因、路径和结果。 

12.大都市城乡产业结构的变化。 

学习目标： 

1.了解城市的划分标准，我国城市化的特点和问题，城乡联系的形式和模式，城市化的测度。 

2.掌握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包括城市、城市化；掌握聚集经济的来源和城市的本质，城市化

的动力机制，城市化的规律，城乡产业结构研究的分析框架，能用该分析框架分析城乡产业结构的

形成和变化、城乡产业转移以及大都市城乡产业结构的形成和变化。 

作业题： 

1.城市的本质是什么？ 

2. 聚集经济是怎样产生的？ 

3.城市的基本功能是什么？ 

4.试阐述城市化的动力机制。 

5.如何建立分析城乡产业结构的分析框架？ 

6.试分析城乡产业结构的形成和变化。 

7.试分析城乡产业转移的动因、路径和结果。 

知识单元 4：城镇体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心地理论。 

2.城镇的规模体系。 

3.城镇的空间体系。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心地理论。 

2.掌握城镇规模体系和空间体系的内涵及形成规律。 

作业题： 

1.中心地理论的内容是什么？ 

2.城镇的规模体系有哪些理论？ 

3.试阐述城市的空间聚集过程。 

知识单元 5：区域产业结构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区域产业结构的分类。 

2.区域产业结构的配置。 

3.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标准。 

4.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 

5.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客观性。 

6.区域主导产业的更替规律。 

学习目标: 

1.了解区域产业结构的概念，区域产业的分类，我国区域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2.掌握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标准，区域产业结构的配置，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及主导产业

更替的规律。 

作业题： 

1．简述区域主导产业选择的标准。 

2.简述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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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导产业更替的原因和一般规律。  

知识单元 6：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及其联系和区别； 

2.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 

3.区域开发的目标及其协调； 

4.区域开发的类型； 

5.流域开发的原则； 

6.区域经济增长和开发的各种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区域开发的类型，区域经济增长和开发的各学派理论； 

2.掌握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概念，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联系和区别，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

因素，区域开发的目标及其矛盾和协调，流域开发的原则。 

作业题： 

1.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关系。  

2.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哪些？  

3.区域开发的目标有哪些？如何协调其矛盾？ 

4.流域开发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5.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开发的理论有哪些？  

知识单元 7：区域分工和要素流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区域分工产生的原因； 

2.区域分工的性质和意义； 

3.区域分工的特点和模式； 

4.区域分工理论； 

5.要素流动的方式及意义； 

6.资本、技术、劳动力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区域分工的特点和模式，区域分工的各种理论，资本、技术、劳动力流动的特点及对区

域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2.掌握区域分工产生的原因、性质和意义，要素流动的方式。 

作业题： 

1.区际分工对区域经济发展有何影响？  

2.简述区域分工产生的原因； 

3.阐述区域分工的效应； 

4.简述下列理论：（ 1 ）斯密绝对利益理论；（ 2 ）李嘉图比较利益理论；（ 3 ）赫克歇

尔—奥林要素禀赋理论；  

5.阐述要素流动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知识单元 8：区域经济规划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经济区划的含义、原则和方法； 

2.经济区划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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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域规划的概念和性质； 

4.区域规划任务； 

5.区域规划的类型； 

6.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 

学习目标： 

1.了解经济区划的类型，区域规划的任务和类型。 

2.掌握经济区划的原则和方法，区域经济规划的概念和性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过程。 

作业题： 

1.简述经济区划的原则和方法； 

2.简述区域经济规划的性质和类型； 

3.试阐述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过程。 

（二） 实践教学：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经济区位与产业布局 3  

3 经济区位与产业布局 3  

4 城市化与城乡结构 3  

5 城市化与城乡结构 3  

6 城镇体系 3  

7 区域产业结构 3  

8 区域产业结构 3  

9 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 3  

10 区际分工与要素流动 3  

11 区域经济规划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经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后续课程：城市经济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区域经济学研究对象、内容与任务；影响产业布局的重要因素，影响产业布局的主要机

制；城市的本质，城镇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基本功能，城市化的内涵，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城乡空

间结构的形成；城镇规模体系和空间体系；区域主导产业的选择标准，区域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

律，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导向分析，区域不同发展阶段主导产业的类型；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

发展的概念，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区域开发的类型；

区域分工与合作的客观基础；区域开发的战略目标及其协调，经济区划的原则和依据。 

难点：区域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区域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区位理论；城市化的动力机

制，城乡产业结构的形成；中心地理论；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客观性；区域经济增长和开发理论；

区域分工理论；经济区划的原则和依据。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讲授。 

2.课堂讨论。 

3.课外作业。 

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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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媒体手段。 

2.简单的课外调研。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不需要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上课主要听老师讲授，穿插一些讨论，会布置一些课外作业和简单的调研。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成绩占 80％，撰写一篇 4000字以上的论文，要求格式规范，选题合

理并有意义，对区域经济学中的某一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会布置下一次课的课前准备。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由孙久文、叶裕民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

家级规划教材及 21世纪经济学系列教材《区域经济学教程》，同时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特点和教

学要求增加了新的内容。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孙久文、叶裕民：《区域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陈秀山、张可云：《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 

2. 张敦富：《区域经济学原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社，1999年。 

3.艾德加·M·胡佛：《区域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 

执笔：陈明生  审稿：黄立君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人口经济学 
Economics of Population 

课程号：4060104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经济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系统学习人口经济学理论知识与方法；2、运用经济学原理及方法分

析人口问题；3、关注改革与民生，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与人文关怀。 

人口经济学是一门新兴边缘学科，以人口经济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人口生产、再生产以及

经济增长、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辨证关系。本课程以近、现代西方人口经济思想

发展的历史脉络为导线，推本溯源，分为微观和宏观两部分。21 世纪是人口老龄化时代，中国是

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自身

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由此，老龄人口经济学备受关注。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小组讨论等方式，使学生掌握人口经济学基础知识和研究范

式，为系统分析我国经济社会现实问题奠定扎实理论根基。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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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问题与方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人口问题的本质：发展问题。 

1.1 人口变量的变化所引发的人口系统内部失衡 

1.2 人口系统与非人口系统互动中的矛盾冲突 

1.3 人口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 

2．课程内容简介。 

3.研究范式与方法概述。 

学习目标： 

从总体上了解与掌握人口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历史及趋势，并重点结合人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实

际问题，运用人口经济学理论知识解决现实问题，重在激发学生对于本课程的问题意识与人文关怀。 

作业： 

1.请简要阐述你所感兴趣的人口经济问题。 

知识单元 2：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人口经济学的形成。 

1.1 西方人口经济学以人口学和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在这两个学科之间产生一门新兴的交叉

学科、边缘学科——人口经济学。 

1.2 研究对象：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人口经济关系 

1.3 定义：研究人口变量群和经济变量群之间存在着的极其复杂的多元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参

见大渊宽：《经济人口学》日文版） 

2．从人口数量经济理论到人口质量经济理论的演进。 

2.1 人口数量经济理论的演进 

2.2 人口质量经济理论的演进 

2.3 人口经济理论演进的特点 

3. 人口经济学与经济人口学的区别与联系。 

3.1 人口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Population）：从人口出发，考察人口变动对经济的影响，

与此同时，也考察经济对人口的影响。 

3.2 经济人口学（Economic-Demography）：从经济出发，考察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

的影响。 

3.3人口变量群与经济变量群相互依存关系的特点 

4.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4.1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简介 

4.2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4.3 马尔萨斯主义的发展 

4.4 马尔萨斯主义评价 

学习目标： 

掌握西方人口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以及主要的人口经济学流派及学说思想，奠定本门课程的整

体学术地位。 

作业： 

请简要评析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知识单元 3：微观人口经济学 
参考学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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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家庭规模的一般经济理论。 

1.1 人口、生育与发展 

1.2 生育需求和生育决策 

1.3 界定几个概念：家庭收入、孩子的价值、生育的成本与效用、边际孩子的效用 

2．生育的成本——效用分析。 

2.1 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 

2.2 孩子数量质量相互替代理论 

3. 生育的供给与需求分析。 

3.1 生育供给与需求分析的一般概念：再生产潜力（reproductive potential）、自然生育率

（natural fertility）、实际生育率（actual fertility）、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3.2 模型建立的理论背景 

3.3生育率决定的供给——需求模型分析 

4. 财富流理论。 

4.1 财富流理论介绍 

4.2财富流理论应用 

5. 家庭代际支持行为分析。 

5.1 代际关系理论介绍 

5.2 代际关系理论应用 

学习目标： 

掌握运用微观经济学方法分析诸如家庭规模、生育行为、子女数量等人口经济学问题。 

作业： 

1. 结合本讲内容，谈谈对我国生育政策的认知与理解。 

2. 以我国某一类家庭为样本，计量分析其家庭代际支持行为特点。 

知识单元 4：宏观人口经济学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经济适度人口理论。 

1.1 西方早期经济适度人口学说 

1.2 现代经济适度人口学说 

1.3 简评 

2．人口迁移理论。 

2.1 概述 

2.2 雷文斯坦（E.G.Ravenstein)的七大迁移律 

2.3 李（Everett S. Lee)的迁移规律 

2.4 推力——拉力理论（Push-Pull Theory） 

2.5 成本——收益理论（Cost- Benefit Theory） 

2.6 二元经济结构模型（The Dual Economy Model） 

2.7拉尼斯——费模型 

2.8 预期收入理论（Expected Income Theory） 

2.9 迁移效应 

2.10 城镇化与城市化 

3. 人口投资理论。 

3.1 理论简介 

3.2 人口投资概念、分类、性质及产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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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口投资的转化 

3.4 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与观念、投资方式 

3.5 教育培训的需求与供给 

4. 贫困人口问题。 

4.1 贫困的界定及标准 

4.2 贫困的测量 

4.3 中国贫困人口及其变化 

4.4 新贫困人口问题探讨 

5. 人口、环境与发展。 

5.1 人类初始时期的朴素人口生态思想 

5.2 现代生态伦理学的产生与发展 

5.3 人类中心主义：西方生态伦理的主流 

5.4 自然中心主义：西方生态伦理的新潮 

5.5 悲观主义人口生态思想 

5.6 乐观主义人口经济理论 

学习目标： 

掌握运用人口经济学方法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的能力。 

作业： 

1. 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下的适度人口理论的分析。 

2. 如何评价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质量？我国的城镇化发展不足、过度还是滞后？ 

3. 如何看待我国的教育投资与大学生就业问题？  

4. 如何看待我国的新贫困人口问题？ 

5. 举例分析我国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 

知识单元 5：老龄人口经济学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特点及趋势。 

1.1 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特点 

1.2 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2．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特点及趋势。 

2.1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特点 

2.2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 

3. 人口老龄化是好事还是坏事？ 

3.1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结果，是人类最重大的成就之一 

3.2 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3.3 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出路：发展经济 

4. 老年人口经济状况分析。 

4.1 老年人的客观经济收入分析 

4.2 老年人的主观收入充足感评价 

4.3 老年贫困问题探讨 

5. 老年人口需求分析。 

5.1老年人口需求的同质性和多样性特征 

5.2 基于家庭代际互动产生的特质需求 

5.3 信息通信技术（ICT）对老年消费者的影响 

6. 养老产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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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老年住房产业 

6.2 老年健康产业 

6.3 长期护理产业 

6.4 老年教育文化产业 

6.5 老年旅游产业 

6.6 老年金融产业 

6.7 与老年人保持年轻相关的产业：老年服装产业和老年美容产业等 

7. 老年劳动力分析。 

7.1何时退休成为一个新的世界性难题？ 

7.2中国老年人口的就业状况分析：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的国际比较 

7.3 老年劳动者与年轻劳动者就业比较 

7.4 老年劳动者的生产效率：雇主和雇员的不同观点 

学习目标：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性问题，国际公认的解决老龄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发展老龄产业。掌握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龄经济的主要研究内容、方法及范式。 

作业： 

1.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分析。 

2. 选取某一老年人群体为样本，具体分析其主客观经济状况。 

3. 请具体评价并预测信息通信技术对老年消费者的影响。 

4. 以某一细分养老子产业为例，计量分析其特点及发展趋势。 

5. 用抽样调查方法，实例比较我国老年劳动者与年轻劳动者工作效率的各个方面。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问题与方法 2  

2 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述 2  

3 微观人口经济学 1：家庭生育行为分析 2  

4 微观人口经济学 2：家庭代际支持行为分析 2  

5 宏观人口经济学 1：经济适度人口理论 2  

6 宏观人口经济学 2：人口迁移理论 2  

7 宏观人口经济学 3：人口投资理论 2  

8 宏观人口经济学 4：贫困人口问题 2  

9 宏观人口经济学 5：人口、环境与发展 2  

10 老龄人口经济学 1：全球及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特点 2  

11 老龄人口经济学 2：人口老龄化是好事还是坏事？ 2  

12 老龄人口经济学 3：老年人口经济状况分析 2  

13 老龄人口经济学 4：老年人口需求分析 2  

14 老龄人口经济学 5：养老产业分析 2  

15 老龄人口经济学 6：老年劳动力分析 2  

16 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  

后续课程：统计学、社会调查方法、计量经济学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家庭生育行为分析、人口投资理论、老年人口经济状况分析、养老产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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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家庭代际支持行为、最佳经济适度人口规模、人口迁移理论、老年人口需求分析、老年

劳动力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 
3.1 以课堂讲述为主，每次课都有讨论及问答环节。 

3.2 从第二次课程开始，每次课程都有小组发言（自由组队），从经济学视角，任选一题分析

人口问题（选题尽可能小而具体，避免过大），每组 3-4人为最佳，时间 20分钟（务必控制好时间）。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课堂讨论、小组发言、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成绩占 80％，以学术论文形式进行考核。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李仲生编著：《人口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 3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彭松建著：《现代西方人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2. 李通屏等编著：《扩大内需的人口经济学——人口转变、人口政策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

究》，商务印书馆 2012年版。 

3. 刘家强编著：《新编人口经济学概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4. 詹姆斯·H. 舒尔茨(James H. Schulz)著：《老龄经济学》（第七版），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 

5. 费晓闻（Ted C. Fishman）著：《揭秘老龄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版。 

6. 乔治·马格纳斯（George Magnus）著：《人口老龄化时代——人口正在如何改变全球经济

和我们的世界》，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版。 

7. 泰勒（Philip Taylor）编著：《趋向老龄化的劳动力：期待与愿景》，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8. 波斯纳著：《衰老与老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9. 西奥多·舒尔茨著：《对人进行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首都经济贸易出版社 2002年版。 

10. 查瑞传主编：《人口学百年》，北京出版社 1999年版。 

执笔：李超  审稿：张巍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2月 31日 

 

发展经济学 
Development Economics 

课程号：4060105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商学院的经济学专业、工商管理专业、国际商务专业所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1. 掌握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2.熟悉发展经济学分析方法与工具 

3.了解发展经济学各方面的专题研究 

4.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具体的发展问题与国别发展问题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念、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的

基本思路、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工业化和农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家干预和市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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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发展中国家的成就和困难、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等。

了解多元化的世界经济。学习本课程有助于学生对《环境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区域经济

学》等后续课程相关内容的理解和掌握，并对学生完成毕业论文提供研究方法和思路。 

二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 导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发展中国家与经济发展 

2. 发展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 

学习目标： 

1.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发展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2.掌握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与分类、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与区别、衡量发展的指标、

发展经济学研究对象等问题。 

作业：思考题 

1. 试述发展经济学的产生及演进。 

2. 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经济特征是什么  

3. 怎样认识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知识单元 2：增长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经济增长理论 

2.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学习目标： 

1.了解经济增长以及相应的基本概念 

2.掌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实际现状，以及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 

3.中国经济增长现状 

作业：思考题： 

1. 怎样理解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 

2. 概述主要增长模型及其所揭示的基本理论观点 

3. 中国为什么必须转换经济增长方式 

知识单元 3：资源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 

2. 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 

3. 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 

4. 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 

学习目标： 

1.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资本形成的途径，掌握资本形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2. 使学生了解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发展中国家人口相关政策，主要掌握马尔萨斯
“人口陷阱论”、“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及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 

3. 掌握技术引进的定义、引进技术的选择标准、发展中国家迅速提高科技水准的战略模式以
及国际间技术转移的类别、障碍、成本和途径。 

4. 了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掌握资源的概念与分类、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及自
然资源的合理利用。 



4653 

作业：思考题 

   1.“金融深化”是怎样阐述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 
   2.刘易斯、哈里斯、托达罗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理论分析有和启发作用？ 

    3.怎样看待中国以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现在的全面放开“二胎政策”？ 
    4.对极限增长理论的看法 
   5.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知识单元 4：结构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 

2. 农村发展 

3. 工业化与城市化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市场失败”与“政府干预”的内容、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工业

化与城市化问题，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以及“多重二元结构”现象产生的现状及原因 

作业： 

要求学生课后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大文件，以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文件，了解我国目前城市

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我国目前的贫困人口的现状，如何理解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精准扶贫”，

三农问题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知识单元 5：战略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战略 

2， 内向型发展战略与外向型发展战略 

3， 增长与分配战略 

学习目标： 

1. 让学生了解平衡增长战略和不平衡增长战略的差别及特点，理解区域经济的平衡不平衡增
长的适应性问题。 

2.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结合我国的实际，理解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
开放战略或者保守战略的各自的适应性。 

3. 掌握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处理效益原则和公平原则的关系 

作业：思考题 

1. 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对我们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有何借鉴意义 

2. 如何看待内向与外向发展战略的辩证关系 

3. 处理好增长与分配的关系，对于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 

知识单元 6：制度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制度与经济发展 

2. 市场与政府 

学习目标： 

1. 掌握制度的作用与分工和交易的水平有密切关系，了解制度、制度变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2. 了解市场作用的局限性，以及政府干预的代价，如何协调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一个困难的
课题 

作业：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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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2. 理解“产权是不可能充分界定的”的理由 

3. 如何理解“政府失效” 

三 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第一、二章） 3  

2 第三章 经济增长理论  3  

3 第四章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 3  

4 第五章 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 3  

5 第六章 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 3  

6 
第七章 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  第八章 技术进步

与经济增长 
3  

7 第九章 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 3  

8 第十章 农村发展 第十一章 工业化与城市化 3  

9 
第十二章 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             

第十三章 内向型发展战略与外向型发展战略 
3  

10 
第十四章增长与分配战略  

第十五章 制度与经济发展 
3  

11 总结复习以及结课考试 2 
如遇到节假日，课程将作

适当调整 

四 说明： 

(一) 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先修课程：经济学基础；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后续课程：环境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 

(二) 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1.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实绩以及原因分析 

2. 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形成的来源分析 

3. 人力资本的战略分析 

4. 如何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分二元经济结构现象 

5. 发展中国家如何处理好政府职能与市场的关系 

难点： 

1. 收集发展中国家的经发展的资料尤其是数据资料比较困难 

2. 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对于我们学习发展经济学有着实际的指导意义，但
是中国又是一个发展强劲的新兴经济体，和其他的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以及拉美的很多

发展中国家有着质的区别，所以让学生把中国的现状和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些理论对应起来是个难点 

(三) 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学手段： 

1. 传统教学与多媒体教学结合 

2. 以课堂授课为主，辅以课后练习与阅读分析 

3. 理论教学与相关的视音频资料相结合 

教学方法： 

1. 以启发式教学为主，引导学生善于自己思考问题 

2. 在讲授的同时，尽可能的进行课堂上随堂的讨论或者组织课后讨论 

3. 对于有些学生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指导学生课后议论文的形式谈谈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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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尽可能的淡化考核的简单化和一次性，把平时课堂的表现融合进来，争取能够为全

面的考核出学生本门课学习的真实水平。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

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的考核成绩占 80％ 

(五) 作业要求： 

针对当时比较热点的问题，每学期最少要有两次的课外作业。根据课程进度情况提供学生需要

阅读的参考书目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教材选用： 

根据我校的选修学生的人数以及专业的特点，我们选取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发展经济学》（马

春文 张东辉主编）——面向 21世纪课程教材，作为我们的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郭凡生.《贫困与发展》.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9。  

2.陈宗胜.《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9月。  

3.谭崇台.《发展经济学概论》.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 3月。  

4.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5月。  

5.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 7月。  

6.张道根.《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相关机制的系统分析》.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年 5月。  

7.H.钱纳里.《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 8月。  

8.W.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9月。  

9.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 10月。  

10.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年 10月。  

11.林毅夫 蔡昉 李周.《中国的奇迹 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

人民出版社.1994年 7月。  

12.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的农业发展》.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 7月。  

13.张培刚.《新发展经济学》.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月。  

14.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1月。  

15.加塔克 英格森.《农业与经济发展》.北京 华夏出版社.1987年 8月。  

16.郭鸿懋.《城市宏观经济学》.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 5月。  

17.李悦.《产业经济学》.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6月。  

18.刘伟.《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研究》.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2月。  

19.W.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 

20.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 7月。  

21.艾伯特.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 8月。  

22.杨叔进.《经济发展的理论与策略》.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 3月。  

23.谷书堂 逄锦聚.《经济和谐论》.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 5月。  

24.吉利斯.《发展经济学》.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 7月。  

25.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 布鲁斯.赫里克.《经济发展》.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 6

月。  

26.费景汉 古斯塔夫.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北京 华夏出版社.1989年 3月。  

27.加里.S.贝克尔.《人力资本》.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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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周天勇.《劳动与经济增长》.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9.托达罗（Todaro.M.P.）,史密斯（Smith,S.C.）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1 

执笔：于平  审稿：黄立君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法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课程号：40601074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经济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必修/主干）

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帮助学生学习和掌握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2、拓宽学生

关于经济学和法学的研究视野；3、增强学生从事社会科学跨学科交叉研究和创新研究的意识；4、

普及法经济学知识，进而推动中国法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案例讨论，使学生掌握现代经济学前沿学科——法经济学的

发展历史、基本原理、基础概念和研究方法；了解这一学科的基本框架和分析逻辑；培养学生运用

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它有关实证和

规范方法）观察、分析、和解释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理解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

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以及未来发展。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为新制度经济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

要的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和案例讨论融合：45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法经济学 

2．法经济学发展历史 

3、法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研究范围 

4、法经济学的流派 

5、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对法学研究的革命性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法经济学的学科渊源与发展历史。 

2．掌握法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及主要流派。 

3．理解经济分析方法对法学研究的革命性影响。 

作业： 

1．你是如何理解法经济学的？ 

2．你还知道哪些经济学家研究过法律问题，哪些法学家研究过经济问题？ 

3．你如何理解法律的价值标准——效率与公平？它们彼此矛盾和冲突吗？ 

4．经济学为什么可以用来分析法律？ 

知识单元 2：法经济学的分析基础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律市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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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律的成本收益分析 

3．法律的交易费用理论 

4．法经济学的基本定理 

学习目标： 

1．了解什么是法律的供给与需求，掌握影响法律供给与需求的主要因素。 

2．理解交易费用的定义和分类及其在法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3．理解什么是法律成本、法律收益，掌握法律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4．理解斯密定理、霍布斯定理、科斯定理以及波斯纳定理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掌握其运用。 

作业： 

1．跟普通商品相比，作为公共物品的法律，其供给与需求有哪些特点？ 

2．交易费用如何计算？作为判断制度效率的标准，它有何缺陷？ 

3．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是如何促进资源的配置的？ 

4．你如何理解科斯关于产权安排、交易费用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 

知识单元 3：财产法的经济分析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财产、产权与财产法 

2．为什么要建立所有权？ 

3．私人可以拥有什么财产 

4．所有者如何合法地处置其财产 

5．如何保护产权？如何赔偿对产权的侵犯？ 

学习目标： 

1．了解财产、产权与财产法的含义。 

2．掌握财产法的经济分析方法。 

作业： 

1．财产法包括哪些基本问题。 

2．为什么财产法的经济目的是促进稀缺资源的最优利用？ 

3．运用本章理论分析《物权法》第 109条、112条关于遗失物的法律规定。 

4．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先占取得的优点与缺点。 

5．外部性的概念、特性是什么？对比分析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各种制度安排的优劣势。 

知识单元 4：合同法的经济分析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合同法的基本内容 

2．什么合同在法律上是可强制履行的？违背可强制履行的合同应该给予什么补偿？ 

3．经典合同理论的主要观点 

4．合同的经济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什么是合同、合同法及其基本内容。 

2．掌握合同法的经济分析方法。 

作业： 

1．试述《合同法》的经济目的。 

2．什么是有效违约？你如何看待法经济学的有效违约理论？ 

3．特定履行相较于违约赔偿有何优势？ 

4．执行惩罚性违约金的经济理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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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5：侵权法的经济分析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侵权与侵权法 

2．侵权的经济理论：确定最优的规则原则 

3．侵权损害赔偿 

学习目标： 

1．了解什么是侵权及侵权法的基本法学构成。 

2．理解侵权法的目标。 

3．掌握侵权法的经济本质。 

4．理解不同归责原则下的预防投入与预防激励。 

5．了解市场品和非市场品损失赔偿的方法。 

6．理解惩罚性赔偿的经济学含义。 

作业： 

1．侵权法存在的经济根据是什么？ 

2．试举一个具体的预防行为的例子，谈谈你对预防行为及对预防行为进行经济分析的认识。 

3．解释：固定单边预防、互补单边预防、双边预防、汉德公式。 

4．阐释预防函数的基本模型和影响预防的各种因素。 

5．侵权法与安全管制、保险制度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6．全面阐述各个归责原则决定的预防行为体现及其效率状态。 

7．利用汉德公式说明如何对非市场品进行赔偿。 

（二）案例讨论：共 14学时（融入相应的每一章节课堂教学之中） 

案例 1：法院何以驳回邱兴华的精神病司法鉴定申请——一个经济学解释 
参考学时：1学时 

案例讨论目的：引导学生如何从经济视角分析法律问题。 

案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好法 VS.坏法——学术界的争论 
参考学时：1学时 

案例讨论目的：引导学生如何从经济视角分析法律问题。 

案例 3：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 
参考学时：2学时 

案例讨论目的：帮助学生理解法律需求的影响因素。 

案例 4：工厂烟尘损害居民户外衣服——外部性问题的解决办法 
参考学时：2学时 

案例讨论目的：帮助学生理解科斯定理。 

案例 5：河南：五地市争抢一片云 人工降雨引出法律空白 
参考学时：2学时 

案例讨论目的：帮助学生理解先占原则的优劣势。 

案例 6：好心有好报 
参考学时：2学时 

案例讨论目的：引导学生从经济学视角去审视我国《物权法》关于“拾得”的相关规定的有效性。 

案例 7：大学生为治青春痘服药 3年 “药毒”致其跳楼自杀 
参考学时：2学时 

案例讨论目的：引导学生理解为什么法经济学家认为交易中必须透露“危害性事实”。 

案例 8：集美大学学生董某父母诉集美大学案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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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讨论目的：帮助学生理解侵权法的经济目的。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2 

3 

知识单元 1：导论 9 其中案例讨论 2课时 

4 

5 

6 

知识单元 2：法经济学的分析基础 9 其中案例讨论 4课时 

7 

8 

9 

知识单元 3：财产法的经济分析 9 其中案例讨论 4课时 

10 

11 

12 

知识单元 4：合同法的经济分析 9 其中案例讨论 2课时 

13 

14 

15 

知识单元 5：侵权法的经济分析 9 其中案例讨论 2课时 

16 期末随堂考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后续课程：新制度经济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经济学发展历史、作为公共物品的法律、法律需求和供给的影响因素、法律的成本-

收益分析方法、交易费用理论、斯密定理、霍布斯定理、科斯定理、波斯纳定理、法经济学的谈判

理论、财产法的经济分析、合同法的经济分析、侵权法的经济分析等。 

难点：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对传统法学的革命性影响；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在大陆法系的应用、

对法律问题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中存在的困难、交易费用理论、科斯定理的理解与运用、财产法的

经济本质、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完备合同缺陷的纠正、有效违约、违约赔偿的经济学、侵权

归责原则、侵权法的经济本质、侵权损害赔偿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问题驱动式教学法 

2．任务驱动式教学法 

3．启发式教学方法 

4．案例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板书辅助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阅读教师推荐文献。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期中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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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占 7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魏建、周林彬主编：《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5月第 1版（21世纪经济

学系列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著：《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

人民出版社出版社，1994年 12月新 1版。 

2. 【美】理查德·波斯纳著：《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 6月第 1版.  

执笔：黄立君 审稿：张弛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0日 

 

中国现行经济政策与理论研讨课 
Current Economic Policies and Theories in China 

课程号：4060108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经济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对我国目前推行的一些战略或经济政策进行讨论，掌握经济政策的内容及精髓，政策制定

的原因、背景，政策推行的效果以及政策的发展趋势。 

2．通过学习我国的经济政策，掌握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从而让学生掌握运用经济理论分析

问题的能力。 

3．通过对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某一问题进行研究，撰写学术论文 1篇，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经济学基本理论，掌握现代经济

学分析方法，锻炼学生的自学能力、写作能力和研究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18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介绍教学目的及方法。 

2．介绍本课的教学内容。 

3. 介绍研讨的方法：头脑风暴法。 

学习目标：了解研讨的内容和方法。 

作业：准备下一次研讨的题目：我国能否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 

知识单元 2：研讨：我国能否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与同学们讨论我国能否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讨论时注意引导，要讨论的是中国有没有这

个能力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而不是需不需要进行军备竞赛；讨论的最终目的需要引导到：如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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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中国将能充分高效配置资源，鉴于中国是个资本充足的国家，且国家手中

掌握较多资源，中国完全有能力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 

2.总结和引导：从老子的思想得出市场经济作为自然法则，当前而言是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

介绍最小作用原理，进一步阐述市场的自然属性；介绍我国的资本丰裕度，进一步阐明只要中国充

分利用好市场，完全能够在军备方面与美国竞争。 

学习目标：让学生充分理解市场的作用。 

作业：准备下一节课的研讨内容：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社会保障与激励约束的关系？ 

知识单元 3：研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社会保障与激励约束的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围绕具体问题进行讨论：（1）西方国家近些年发生的问题，如“欧债危机”、“日本沦陷”

的原因是什么？（2）我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解决激励和保障的关系问题？  

2. 西方国家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1）水平过高的社会保障，（2）政府对于市场的过度干预；

上述两点使得人们失去了创新和工作的动力。 

3. 我国解决当前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问题的对策。具体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人力资本

理论，我国应将社会保障的重点放在人力资本积累上，包括卫生保健、教育等，这是短期利益和长

期利益统一的关键点。 

学习目标：让学生理解市场的缺陷，找到解决缺陷的办法，尤其是不能在解决市场缺陷的过程

中导致更大的问题。 

作业：准备下一节课的研讨内容：我国农业如何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知识单元 4：研讨：我国农业如何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围绕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包括（1）规模经营的必要性；（2）我国如何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 

2.农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对于农业发展规律的阐述。 

3.我国在经营形式上实现规模化的措施——农业产业化。 

4.实现农地的规模化经营。 

学习目标：让学生理解我国农业发展和改革的基本方向。 

作业：准备下一节课的研讨内容：如何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 

知识单元 5：研讨：如何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围绕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包括（1）我国粮食安全的前景；（2）我国如何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2. 粮食安全概念。 

3. 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 

4. 我国粮食安全短期形势。 

5. 粮食安全的前景。 

6. 解决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对策：调水治沙。 

学习目标：让学生理解我国粮食安全的严峻的形势，思考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对策。 

作业：阅读一些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对研究和论文撰写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知识单元 6：怎样撰写经济学论文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选题。 

2. 查阅文献。 

3. 撰写提纲。 



4662 

4. 撰写论文。 

学习目标：让学生了解写作论文的基本程序，了解 1篇学术论文的组成部分。 

作业：继续阅读一些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5个，共 14学时 

实验 1：撰写开题报告，进行开题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前一次课简单讲解怎么撰写开题报告，让学生准备开题报告，让 5-8位同学进行开

题，老师和其他同学提意见。 

实验要求：了解开题报告的内容和写作方法，了解开题的技巧和方法。 

实验 2：撰写论文的理论部分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前一次课告诉学生怎么写经济学论文的理论部分，让学生写好论文的理论部分，课

堂上以一些同学的论文相关部分作为范例，讲解他们写的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以及改进的方法。  

实验要求：了解论文理论基础和理论分析在论文中的意义，了解撰写论文理论部分的方法和技巧。  

实验 3：撰写论文的实证部分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前一次课告诉学生怎么写经济学论文的实证部分，让学生写好论文的实证部分，课

堂上以一些同学的论文相关部分作为范例，讲解他们写的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以及改进的方法。  

实验要求：了解论文实证研究的意义，了解撰写论文实证部分的方法和技巧。 

实验 4：撰写论文的摘要、关键词的选择、如何撰写论文的引言、结论和参考文献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前一次课告诉学生怎么写经济学论文的摘要、关键词、引言、结论和参考文献，让

学生写好论文的相关部分，课堂上以一些同学的论文相关部分作为范例，讲解他们写的好的地方和

不好的地方以及改进的方法。  

实验要求：了解写好论文的摘要、引言、结论和参考文献的意义，了解撰写论文摘要、引言、

结论和参考文献的方法和技巧。 

实验 5：论文答辩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前一次课告诉学生论文的答辩要求和答辩技巧，让部分同学做好答辩准备，让 5-8

位同学进行答辩，老师和其他同学提意见。 

实验要求：了解答辩的技巧和方法，明确自己的论文存在的问题，找到修改论文的方向和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研讨：我国能否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 3  

3 研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社会保障与激励约束的关系？ 3  

4 研讨：我国农业如何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3  

5 研讨：如何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 3  

6 怎样撰写经济学论文 3  

7 实验 1：撰写开题报告，进行开题 3  

8 实验 2：撰写论文的理论部分 3  

9 实验 3：撰写论文的实证部分 3  

10 
实验 4：撰写论文的摘要、关键词的选择、如何撰写论文的引
言、结论和参考文献 

3  

11 实验 5：论文答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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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经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市场的作用，市场的缺陷，规模经营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粮食安全，经济学学术论文

的各组成部分的撰写方法。 

难点：我国农业如何实现规模经营，如何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经济学学术论文的各组成部分

的撰写方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讨论。 

2.大量的课外作业。 

教学手段：多媒体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环形桌椅。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上课主要由讨论组成，包括对于问题的研讨，体验论文的写作过程。布置大量的课外作业。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成绩占 50％，完成一篇 4000字以上的论文，要求格式规范，选题合

理并有意义，对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某一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会布置下一次课的讨论或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自编教学内容和材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无 

（二）推荐参考书 

1、谢百三：《中国当代经济政策及其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2、杨瑞龙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3、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 

执笔：陈明生  审稿：黄立君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数理经济学 
Mathematical Economics 

课程号：40602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经济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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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介绍最基本的数理经济学基础知识和原理； 

2、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运用多元经济分析方法，分析解决经济学中的基础原理问

题，并具备基本的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 

3、使学生学会理论联系实际，能运用所学数理工具分析一些理论问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数理经济学概论，集合与向量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数理经济学概论 

2． 数学模型的构成 

3． 集合的概念 

4． 向量的概念  

学习目标： 

1． 了解数理经济学与非数理经济学的联系与区别； 

2． 掌握集合和向量的概念。 

作业：对应章节的偶数题目。 

知识单元 2：，矩阵，市场均衡模型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矩阵与向量 

2． 矩阵运算 

3． 对向量运算的注释 

4． 矩阵代数 

5． 克莱姆法则在市场模型和国民收入模型中的应用 

6． 里昂希夫投入-产出模型 

学习目标： 

1． 掌握矩阵代数的相关内容。 

2． 了解里昂希夫投入-产出模型。 

作业:  

对应章节的偶数题目。 

知识单元 3：导数与微分，边际与弹性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变化率与导数 

2． 倒数与曲线的斜率 

3． 极限的概念 

4． 极限定律 

5． 函数的连续性与可微性 

6． 求导法则 

7． 偏微分 

8． 微分与全微分 

9． 全导数 

10． 隐函数求导 

11． 边际与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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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掌握以上概念。 

作业:  

对应章节的偶数题目。 

知识单元 4：比较静态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比较静态学的性质 

2． 一般函数模型的比较静态学 

3． 比较静态学的局限性 

学习目标： 

1. 理解比较静态学的性质 

2. 学会对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进行比较静态分析。 

3. 了解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投入产出分析基本理论 

作业:  

对应章节的偶数题目。 

知识单元 5：无约束最优化问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最优化：一类特殊的均衡分析 

2． 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 

3． 最优化条件的微分形式 

4． 具有多于两个变量的目标函数 

5． 凹函数&凸函数 

6． 经济应用 

学习目标： 

1. 掌握无约束最优化的一阶和二阶条件 

2. 掌握凹函数&凸函数。 

作业:  

对应章节的偶数题目。 

知识单元 6：等式约束最优化问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约束的影响 

2． 稳定值 

3． 二阶条件 

4． 拟凹&拟凸函数 

5． 齐次函数 

6． 应用：效用最大化与消费者需求；投入的最小成本组合。 

学习目标： 

1. 掌握等式约束最优化的一阶和二阶条件 

2. 掌握拟凹&拟凸函数 

作业:  

对应章节的奇数题目。 

知识单元 7：不等式约束最优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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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库恩-塔克条件 

2． 约束规范 

3． 非线性规划中的充分性定理 

4． 极大值函数和包络定理 

5． 对偶和包络定理 

学习目标： 

1. 掌握不等式约束最优化的条件 

3. 掌握包络定理 

作业:  

对应章节的偶数题目。 

知识单元 8：积分计算方法及其经济学应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动态学与积分 

2． 不定积分 

3． 定积分 

4． 广义积分 

5． 积分的经济模型 

6． 多马增长模型 

学习目标： 

1． 掌握积分的概念 

2． 了解多马增长模型 

作业:  

对应章节的奇数题目。 

知识单元 9：一阶微分方程，高阶微分方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一阶微分方程 

2． 可变系数和可变项 

3． 恰当微分方程 

4． 一阶一次非线性微分方程 

5． 索洛增长模型 

6． 二阶线性微分方程 

7． 复数和三角函数 

8． 复根情况的分析 

9． 高阶微分方程 

10. 应用 

学习目标： 

1. 掌握微分的概念 

2. 了解索洛增长模型 

作业:  

对应章节的偶数题目。 

知识单元 10：差分方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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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离散时间、差分与差分方程 

2．解一阶差分方程 

3．均衡的动态稳定性 

4．蛛网模型 

5．非线性差分方程——定性图解法 

学习目标： 

1. 掌握差分的概念，定性图解法 

2. 了解蛛网模型 

作业:  

对应章节的偶数题目。 

知识单元 11：最优控制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最优控制的特性 

2．其他终止条件 

3．自治问题 

4．经济应用 

5．无限时间跨度 

6．动态分析的局限性 

学习目标： 

3． 了解最优控制理论 

4． 使用这些方法进行初步动态分析 

作业:  

对应章节的奇数题目。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1 数理经济学概论，集合与向量 3 

2 矩阵，市场均衡模型， 3 

3 导数与微分，边际与弹性分析 3 

4 比较静态分析 3 

5 无约束最优化问题 3 

6 等式约束最优化问题 3 

7 不等式约束最优化问题 3 

8 积分计算方法及其经济学应用 3 

9 一阶微分方程，高阶微分方程 3 

10 差分方程模型 3 

11 最优控制理论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高等数学 

后续课程：数学建模、金融数学、计量经济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最优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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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最优控制理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课堂教学为主，介绍大纲中涉及的主要知识点。同时课堂上还将组织学生讨论，通过平时练

习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作业成绩占 30％，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周课程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作业为对应章节的偶数题。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蒋中一等编著《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1月第 4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Akira Takayama. Mathematical Economics (second edition).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Lawrence Blume, and Carl Simon. Mathematical Economics. W.W.Norton & Company, Inc., 

1994.   

执笔：刘婷文  审稿：张弛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0日 

 

西方管理思想史 
History of Western Management Thoughts 

课程号：4060201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和国际商务专业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对管理思想产生的背景和环境、主要管理理论，

以及管理学大师、管理学家和管理实践者的贡献进行梳理，阐述西方管理思想的起源、发展和演变

过程，以及最新的发展趋势； 

2、揭示管理思想与社会经济、文化和国家政治制度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 

3、培养学生专业学习中的历史思维和历史感。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全面了解西方管理思想变化和发展的主要脉

络，管理思想不断发展的外部环境和挑战，以及思想内容本身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动力，掌握管理思

想发展的规律，以提高学生管理学的基础理论素养，为进一步深入学习管理学领域的专业知识奠定

学科基础，为后续的《组织行为学》、《企业社会责任》和《现代企业学》奠定必要的管理学专业基

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管理学的基本命题。 

2．管理、管理者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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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对象和特点和学科发展过程。 

4. 意义和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管理学的基本命题，以及管理、管理者和组织等基本概念。 

2．掌握本课程的研究对象，学科特点，以及学科的发展过程。 

3.  了解学习本课程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及有效的学习方法。 

作业：阅读一篇相关的中文文献。 

知识单元 2：欧洲早期的管理思想（中世纪之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6世纪以前古代社会的管理实践。 

2．中世纪的管理实践和思想。 

3. 欧洲文艺复兴对管理思想发展的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的概念，西方古代社会——希腊和罗马，以及欧洲中世纪时期关于国家和社会管

理的实践。 

2．掌握西方古代社会、欧洲中世纪的思想家、神学家、政治家关于管理思想的阐述和总结。 

3. 认识到西方文艺复兴对于后来管理思想发展的深渊影响。 

作业：阅读马基雅维利著《君主论》；对于威尼斯共和国的国家管理和企业管理进行案例分析。 

知识单元 3：欧洲工业化进程中的管理实践和思想 （15-19世纪）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背景和管理环境。 

2．实业家的管理实践和总结。 

3. 英国经济学家对管理问题的有关论述。 

4. 关于工业化时代的伦理和价值观。 

5. 工业革命后期欧洲经济学家的管理思想 

学习目标： 

1．了解欧洲工业化进程中管理实践和思想的变化，以及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关于管理思想的总

结和论述。 

2．掌握工业化时代西方社会所奠定的新的伦理和价值观。 

作业：选择一家历史悠久的企业进行案例分析 

知识单元 4：美国工业革命初期的管理实践和总结（19世纪）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美国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管理问题。 

2．美国铁路企业对经营管理的探索。 

3.  企业管理者的实践经验总结和管理教育的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独特管理问题。 

2．掌握美国铁路企业关于大企业如何治理的经验，及其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作业：案例分析：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 

知识单元 5：泰勒与科学管理理论（19世纪末 20世纪初）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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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学管理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2．泰勒面临的问题及其思考。 

3.  泰勒对科学管理的探索 

4.  科学管理理论的主要内涵及其理论评价 

5.  科学管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泰勒对科学管理理论和管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贡献，及其主要理论内涵。 

2．掌握科学管理理论是一个动态发展的理论体系，及其对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影响。 

作业：阅读泰勒著：《科学管理原理》一书。 

知识单元 6：组织管理理论（20世纪初）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 

2．马克斯·韦伯的行政官僚组织理论。 

3. 古典管理理论的系统化。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关于组织管理理论的一般论述，以及德国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马

克斯·韦伯关于行政官僚组织理论的贡献。 

2．掌握管理学理论发展的第一阶段——古典时代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古典管理理论的

系统化发展和演变。 

作业：阅读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 

知识单元 7：行为科学理论（20世纪 20至 50年代）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梅奥与人际关系理论和行为科学的建立。 

2．个体行为的研究。 

3.  群体和领导行为的研究 

学习目标： 

1．了解梅奥领导进行的霍桑实验，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际关系和行为科学理论。 

2．掌握行为科学理论的系统性内涵，包括个体、群体和领导行为等方面的内容。 

作业：阅读梅奥著《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一书。 

知识单元 8：现代管理理论丛林时代的管理学派（20世纪 50-80年代）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现代管理理论丛林的方法论基础。 

2．描述性管理理论和流派。 

3.  技术性管理理论和流派。 

学习目标： 

1．了解 20世纪 50年代以后管理思想发展的新趋势，出现了众多的管理理论流派。 

2．掌握比较主流的几个理论派别的主要思想观点，及其对管理实践的影响。 

作业：选择一家企业进行案例分析。 

知识单元 9：后工业化时代管理思想的新发展 （20世纪 80年代以后）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时代变革对管理实践和理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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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织新世界和组织理论的变化。 

3. 关于如何创造和实施战略的理论。 

4. 管理雇员、管理者和个人的新方法。 

5. 关于质量革命的理论。 

6. 营销改革和营销新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 20世纪 50至 80年代，管理思想发生转型变化的时代背景，及其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2．掌握关于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质量革命和营销改革等方面的新理论。 

作业：阅读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 著，周旭华等译：《空雨衣》，以及彼得斯、沃特曼：

《追求卓越》等著作。 

知识单元 10：21世纪管理思想发展和演变的趋势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商业模式和管理理论的调整。 

2．智能工业化对管理理论的挑战。 

3. 共享经济时代与管理变革。 

学习目标： 

1．了解 21世纪以来管理思想发生的又一次转型，在大数据背景下，原有的管理模式和理论将

会有较大的调整。 

2．掌握智能工业化和共享经济时代对于管理理论和管理变革的挑战。 

作业：阅读里夫金著：《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个物联网、合作共赢的新经济时代》。 

课程结束后提交调研约 3000字左右的报告一篇，或读书报告一篇，或案例分析一篇。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本课程是为新生在第 1学期开设的，课时安排为 11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欧洲早期的管理思想  （中世纪之前） 3  

3 欧洲工业化进程中的管理实践和思想 （15-19C） 3  

4 美国工业革命初期的管理实践和总结（19C） 2  

5 泰勒与科学管理理论 （19C末 20C初） 4  

6 组织管理理论（20C初） 2  

7 行为科学理论（20C20-50S） 4  

8 现代管理理论丛林时代的管理学流派（20C50-80S） 3  

9 后工业化时代管理思想的新发展 （20C 80S以后） 3  

10 21世纪管理思想发展和演变的趋势 3  

11 随堂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组织行为学》、《企业社会责任》和《现代企业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管理理论丛林、后工业化时代的管理思想。 

难点：科学管理理论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管理理论丛林时代各个管理学流派之间复杂的理论渊

源和联系，管理理论与一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互动影响关系，21 世纪以来的管理思想与之前的理

论是颠覆性的，还是继承和发展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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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主讲教师讲授和引导。 

2. 引导学生进行文献研读和参与实践问题的讨论。 

教学手段： 

1. 传统的 PPT讲授法，以及板书和提问。 

2. 借助于网络的资料搜集和查阅方法，还可以让学生进行案例分析和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阅读和案例分析。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5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课程结束后要求提交读书报告、或案例分析一篇。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了课件和详细教学大纲出版供学生参考。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郭咸纲著：《西方管理思想史》（插图修订第 4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姜杰等编著：《西方管理思想史》（第 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 （美）雷恩等著：《西方管理思想史》（第 6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执笔：巫云仙  审稿：黄立君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中国对外贸易研究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Trade 

课程号：4060201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商务专业的研讨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要求掌握对外贸易相关的理论和概念；2、提高运用国际贸易、对外

贸易理论分析现实国际经济问题的能力；3、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团队合作精神；4、激发学生科

学研究的热情，培养学生科学研究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课堂讨论，个人展示、论文写作等多种教学手段相结合，使

学生拓展国际贸易理论的广度和深度，掌握一国对外贸易发展通识性的理论知识和相关的概念，全

面了解改革开放，特别是“入世”以来，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取得的辉煌成绩，作为世界第一大

货物贸易国未来面临的挑战，探究中国如何由贸易大国完成贸易强国转变的路径选择，为服务贸易、

国际金融、跨国公司与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经济热点问题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本课程

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激发学生的科研潜能，培养和提升他们的科研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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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教学：22学时 

知识单元 1：中国对外贸易的地位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对外贸易的格局。一国对外贸易格局用以下几个指标表述：对外贸易规模、商品结构、

市场结构、地区结构、贸易方式来描述。 

2．对外贸易与中国经济增长 

（1）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 

（2）对外贸易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借助外贸依存度和外贸贡献度这两个指标，实证研究证明对外贸易的确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 

3．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1）世界贸易强国的基本特征 

（2）中国与世界贸易强国的差距 

（3）中国如何向贸易强国转变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历史，对外贸易的发展格局，我国与世界

贸易强国的差距和发展策略。 

2.掌握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方法。 

作业： 

1.中国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需要采取何种政策和措施？ 

2.什么是外贸依存度和外贸贡献度？利用这两个指标，以中国为例分析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

促进作用。 

知识单元 2：中国对外贸易的理论依据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贸易理论回顾 

2．国际贸易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单一的国际贸易理论难以解释全部国际贸易现象，因此，在解释当今复杂的国际贸易现象时，

必须针对特定情况选用特定理论。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的代表理论和学

说，学会用数学模型表达相关理论，并探讨各贸易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2．认真领会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学说、产品生命周期学说、产业内贸易等理论的精髓，

同时将相关的思想用数学模型表述出来是我们学习的重点和难点。 

作业： 

1.简述比较优势论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 

2. 产业内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简述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情况。 

3. 按照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论，一国的竞争优势由哪些因素决定? 比较优势与国家

竞争优势的关系如何? 

知识单元 3：中国对外贸易战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对外贸易战略的内涵和分类 

 进口替代战略，出口导向战略，混合发展战略的利弊 

2．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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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国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实践和国际经济学界对对外贸易战略的分类，中国的对外贸

易战略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进口替代战略；有限开放时期的混合发展战略；全

面开放时期的“大经贸”战略。 

此外，中国对外贸易还包括以质取胜、市场多元化等基础战略 

3．新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 

新时期，在选择中国对外贸易战略时，必须兼顾中国的大国经济特征以及国际、国内环境的限

制，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的综合对外贸易战略。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对外贸易战略的内涵、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演变过程以及

新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调整的主要内容，对当前对外贸易战略选择的问题有所了解，并且能提

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2．本章的学习重点和难点是新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选择。 

作业： 

1．国际贸易理论对中国对外贸易战略的制定起到了哪些指导作用？ 

2. 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借鉴各国经验的基础上，你认为中国在新时期要实现贸易大国向

贸易强国的转变应该实行哪种贸易战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讨论。 

知识单元 4：中国对外贸易体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对外贸易体制的改革 

对外贸易体制和经济体制一样，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因此，中国

对外贸易体制的变化与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密切相关的，外贸体制的改革，特别是中国“入世”

倒逼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 

2．对外贸易宏观管理体制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先后建立了对外贸易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全国性的外贸银行自律管理机构，

形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宏观管理体系。 

3．对外贸易经营体制 

随着中国“入世”，2004 年 7月 1日实施的新《外贸法》在对外贸易经营体制方面采取了一系

列的改革措施，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对外贸易经营者的资格管理  

（2）进出口货物国营贸易管理制度 

（3）进出口货物指定经营管理制度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历史沿革，掌握对外贸易宏观管理体

制及经营体制。 

2．本章的学习重点是对外贸易宏观管理体制及经营体制。 

作业： 

1．阐述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演变过程。 

2. 说明对外贸易宏观管理的必要性。 

3. 简述中国对外贸易宏观管理机构及其职能。 

知识单元 5：中国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对外贸易的法律体系 

“入世”以来，通过废、改、立，中国已初步建立起既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又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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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组织规则要求的，统一 、完备、透明的对外经贸法律体系。随着国际贸易范围的扩大，对外

贸易法律制度调整范围也日益扩大，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而且包括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以及与直

接投资相关的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 

2．中国对外贸易法及其修订的意义 

新修订的《外贸法》，确立了新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改革发展的基本法律框架，具有重要的意义。 

3．中国对外贸易救济措施 

贸易救济措施是指对进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在中国简称为“两反一保”。它

们实施的目的是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自由化和公平竞争原则。目前，中国已经建立起符合世贸

组织规则要求的完善的贸易救济制度。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了解中国对外贸易的法律体系，掌握并会应用中国对外贸易法和

贸易救济措施。 

2．本章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是对贸易救济措施的理解。 

作业： 

1．简述新《外贸法》的主要特点和主要内容。 

2．简述反倾销申诉的基本程序，并结合中国的实际说明中国如何应对日益增加的对华反倾销

诉讼。 

3．采取保障措施的条件是什么？它与反倾销的关系是怎样的？ 

4．中国如何应对入世过渡期的特别保障措施？ 

知识单元 6：中国的关税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关税制度的演变 

1949-1979年间，中国实行的是高关税保护政策。改革开放后，中国从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

在合理空间降低名义关税，尤其是 1992年后，中国开始自主地大幅度降低关税。加入 WTO后，中

国严格遵守承诺，不断调低关税。 

2．中国的海关税则与海关估价 

3．中国进出口税费的征收 

4．中国的原产地制度 

中国目前的原产地制度与世贸组织的《原产地规则协议》的规则一致，适用于实施最惠国待遇、

反倾销和反补贴、保障措施、原产地标记管理、国别数量限制、关税配额等非优惠性贸易措施以及

进行政府采购、贸易统计等活动对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的确定。优惠的原产地规则主要有 CEPA、《曼

谷协定》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 

学习目标： 

1．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中国关税制度的改革，掌握中国关税税则、海关估价制度及

原产地制度的基本内容，学会关税的计算。 

2．本章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是对中国的海关税则、海关估价和原产地制度的理解。 

作业： 

1．什么是海关估价？中国海关估价的原则及标准是什么？ 

2．什么是原产地规则？ 

3．简述中国非优惠原产地规则。 

4．简述中国现行关税政策。 

5．试分析中国“入世”后的关税减让承诺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哪些影响？ 

知识单元 7：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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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中国货物进出口管理制度 

2．中国商品进出口检验制度 

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做好商检工作，中国不仅建立、完

善了商品检验的立法体系，而且强化了商品检验的行政管理。 

3．中国外汇管理制度 

1994 年以后初步建立了以“汇率并轨制度，银行结、售、付汇制和外汇帐户管理制度”为主

要内容的现行外汇管理体制。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中国货物进出口管理制度、中国商品进出口检验制度和中

国外汇管理制度。 

2．本章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是正确理解和灵活运用中国货物进出口管理制度、中国商品进出口

检验制度和中国外汇管理制度的各种相关规定，更好地从事国际贸易的实际工作。 

作业：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对进出口货物的管制程度，简述进出口货物的分类以

及禁止和限制进出口货物的商品范围。 

2．中国对限制进出口和自由进出口的货物分别采取了何种主要管理手段？  

3．什么是进出口商品检验？简述进出口商品检验的依据、分类以及检验工作的主要内容。  

4．简述中国外汇管理制度历史沿革的主要内容。 

知识单元 8：中国的海关管理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海关概述 

海关是代表国家在进出境活动中行使监管职能的行政管理和执法机关，肩负着监管进出境的运

输工具、货物、行李物品、邮递物品和其他物品，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查缉走私，并编制海关统

计和办理其他海关业务等神圣职责。 

海关依法享有以下权力: 许可审批权、税费征收及减免权、行政强制权、行政处罚权、佩戴和

使用武器权以及其他行政处理权。 

中国海关分为海关总署、直属海关和隶属海关三级。全国海关接受海关总署的统一领导。 

2．中国海关报关制度 

3．中国海关通关制度 

通关是货物进出口的关键环节，其基本程序依次为：进出口货物方的有关人士填写进（出）口

货物报关单并向海关申报有关单证；海关依法审查申报的内容是否属实、单证单货是否相符；对经

查验合格者，海关予以正常放行、担保放行或信任放行。 

4．海关对进出境货物及其运输工具的监管 

5．海关对新型贸易方式进出境货物的监管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的海关管理制度，包括报关制度、通关制度以及对进出口货物及运输工具的监督

等。 

2．本章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是报关制度、通关制度以及对进出口货物及运输工具的监督。 

作业： 

1．中国海关的性质和基本职责是什么？机构设置有哪些特点？ 

2．中国的报关注册登记制度包括哪些内容？比较分析三大类报关企业在报关业务上的区别。 

3．进出口货物通关的基本程序是什么？列举海关放行的主要方式。 

4．海关对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监管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何为“红绿通道通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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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关如何对保税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货物进行监管？ 

知识单元 9：中国的贸易促进制度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的出口信贷制度 

出口信贷；福费庭业务；国际保理业务。 

2．中国的出口信用保险制度 

出口信用保险是在出口贸易或相关经济活动中发生的，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签订的一种保险协

议。对于扩大出口，增强出口企业的竞争力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3．中国的出口退税制度 

出口货物退（免）税，是指国际贸易中货物输出国对输出境外的货物免征其在本国境内消费时

应缴纳的税金或退还其按本国税法规定已缴纳的税金。这是国际贸易中通常采用的、并为各国所接

受的一种税收措施，目的在于鼓励各国出口货物进行公平竞争。出口退税对中国外贸起到了积极的

促进作用 

4．中国的出口促进组织 

中国的贸易促进组织主要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和中国进出口商会。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了解中国的出口促进政策和措施。 

2．本章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是中国的出口信贷制度、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和中国的出口退税制度。 

作业： 

1．中国出口买方信贷和卖方信贷的基本程序是什么？ 

2．保理业务与福费庭业务的区别？ 

3．简述中国出口信用保险的种类，如何发挥出口信用保险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作用？  

4．谈谈中国出口退税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办法。 

5．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更好地发挥贸易促进组织的作用？ 

知识单元 10：中国服务贸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世界服务贸易的概况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这一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

资本和劳动从物质生产部门向服务领域的转移加速，从而使社会分工更加深化，也使服务贸易得以

迅速发展。 

服务贸易自由化已被纳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管辖和监督范围。《服务贸易总协定》是历史上第一

部管理全球服务贸易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协议。 

2．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 

中国服务贸易一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确获得了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服务贸易与总体贸易发

展和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不对称性。 

3．中国实现服务贸易强国的对策 

大力发展服务业；优化服务产业结构，促进服务业产业升级；发挥比较优势，创造新的竞争优

势；多方式、多层次发展服务出口贸易；增强服务业企业国际竞争力；加大教育力度，大力开发人

力资本；加强政府对服务企业的扶持。 

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度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世界服务贸易的概况，掌握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状况和中

国实现服务贸易强国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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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章学习的重点是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状况和中国实现服务贸易强国的对策，难点是中国

服务贸易的实证分析。 

作业： 

1．“二战”后世界服务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何在？ 有何发展特征和趋势？  

2．相对货物贸易壁垒，服务贸易壁垒有何特点？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什么？  

3．《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主要原则是什么？ 

4．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有何特点? 

5．与世界服务贸易强国相比，中国服务贸易的差距何在？中国为实现服务贸易强国应采取的

对策有哪些？ 

6．中国对服务业开放由哪些承诺？ 

知识单元 11：中国技术贸易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技术贸易概述 

与国际技术贸易有关的重要概念是国际技术转让。 

中国开展国际技术转让的方式主要有：工业产权的转让或者许可、专有技术的许可、技术服务、

技术合同、计算机软件使用权的许可和设备租赁。 

2．中国技术进出口贸易 

中国技术出口的政策导向是：发展重点产业和技术领域的产品出口；加强对出口产品的高新技

术支持；利用高科技手段开展高新技术贸易；促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体制创新；加强技术贸易法律

法规体系建设。 

3．中国技术进出口管理 

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进行宏观调控、促进技术进出口的健康发展、维护技术进出口的经营秩序、

规范技术进出口经营行为，国家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配套规章，构成了中国技术贸易管理的

完整体系。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相关概念和开展国际技术贸易的主要方式，了解中国技术

进出口贸易的各发展阶段及中国技术进出口管理制度。 

2．本章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是中国国际技术贸易的主要方式以及中国技术进出口管理制度。 

作业： 

1．中国开展国际技术贸易的主要方式有哪些？并简述其概念。 

2．如何看待中国 50多年来的技术引进和 20多年来的技术出口状况？ 

3．中国对技术引进和技术出口进行管理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知识单元 12：中国对外贸易关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对外贸易关系概述 

本着“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重点发展中美、中日、中欧、中俄大国贸易关系，同时

也致力于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积极参与区域与多边经济合作。 

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主要原则：独立自主原则、平等互利原则、互惠对等原则、外贸外交互相

配合的原则。 

2．中国的双边贸易关系 

目前中国的对外大国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为：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欧关系和中俄关

系。双边关系中的经贸关系在促进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中国的区域贸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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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2）内地与香港、澳门的紧密合作安排 

（3）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 

成员经济体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 

4．中国与多边贸易体制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的双边贸易关系、区域贸易关系和多边贸易关系。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

解中国目前的对外贸易关系和前景。 

2．本章的重点和难点是要求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经济理论分析中国与各大国的贸易关系和前景。 

作业： 

1．发展中美贸易关系的主要障碍是什么？两国贸易发展前景如何？ 

2．中欧经贸关系有哪些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  

3．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发展经贸关系意义何在？ 

4．中国如何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知识单元 13：中国对外贸易的相关问题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加快，知识产权问题作为新的议题被列入到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来，并签

署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如何发挥这一协议的作用，同时避免知识产权成为贸易壁垒

是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前的一大挑战。 

2．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环境保护问题 

经济全球化和环境问题的全球化，都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出现的必然趋势。在人类

经济活动的低级阶段，环境问题仅是局部的点的问题。但在人类社会经历了将近三个世纪的工业化

后，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问题。 

3．中国对外贸易的技术壁垒问题 

技术贸易壁垒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设立相关技术法规、合格评定程序、包装和标签要求、

产品检疫检验制度，以及在信息技术、环境保护方面设置某种有利于自身的而国外暂时尚不具备的

技术限制，从而起到保护本国产品免受或减轻外来冲击的措施。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技术壁

垒问题及各相应对策。 

2．本章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是中国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技术壁垒

问题的对策。 

作业： 

1．中国在出口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已经做了哪些努力？尚有哪些不足？ 

2．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的非关税壁垒有哪些，同关税相比有哪些特点？  

3．谈谈运用技术引进跨越技术壁垒的应当注意的问题。 

4．外商投资企业主要的贸易方式是什么？你怎样认识这种方式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二） 实验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5个，共 10学时 

实验教学 1：专题一：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讨论对外贸易与工业化；对外贸易与技术进步；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 

实验要求：要求学生在学习了前 3个单元的内容后，通过小组讨论，课程做展示的方法，让学

生熟悉所学国际贸易理论；关注贸易对经济发展作用的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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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 2：专题二：对外贸易宏观管理体制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要求学生在学习了相关课程内容后，了解中国外贸宏观管理的方法和未来改进的方

向。 

实验要求：外贸管理体制涉及内容繁多，实践性强。要求学生通过课堂展示，熟悉和进一步学

习一国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对外贸进行宏观管理的手段和方法；为今后从事外贸实践活动奠

定基础。 

实验教学 3：专题三：对外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讨论和 PPT 展示中国吸引外资的经济效应研究；“走出去战略”与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贸易与投资的联带效应。 

实验要求：要求学生熟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吸引外资与金融危机后积极推进“走出去战略”，

对外投资的现状和特点；掌握运用所学理论，通过梳理文献的方法，对中国引进和对外直接投资进

行实证研究的方法。 

实验教学 4：专题四：国别贸易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中国区域一体化发展概况；中国东盟自贸区；中韩中澳自贸区；TPP、TTIP与中国。 

实验要求：要求学生在掌握区域经济一体化相关理论基础上，结合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格局，讨

论和 PPT展示实验内容确定的主题。 

实验教学 5：专题五：贸易摩擦对中国外贸的影响及对策选择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中国应对贸易调查和实施贸易救济措施；中国遭遇知识产权贸易摩擦；中国遭遇技

术环保贸易壁垒 

实验要求：要求学生通过讨论和 PPT展示，了解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整体情况，掌握贸易摩擦

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和法律规定，结合案例分析和已有国内外研究成果，研究贸易摩擦对中国外贸的

影响，并提出政策主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中国对外贸易的地位；第二章中国对外贸易的理论依据 3  

2 第三章中国对外贸易战略 3  

3 第四章中国对外贸易体制 3  

4 第五章中国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3  

5 第六章中国的关税制度 3  

6 第七章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 3  

7 第八章中国的海关管理制度 3  

8 第九章中国的贸易促进制度 2  

9 第十章中国服务贸易 2  

10 第十一章中国技术贸易 2  

11 第十二章中国对外贸易关系 3  

12 第十三章中国对外贸易的相关问题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实务，国际贸易法 

后续课程：国际商务管理；国际贸易纠纷案例；跨国公司与对外直接投资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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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中国对外贸易宏观管理，  

难点：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自由贸易区相关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课堂讨论交流 

3.课程论文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分小组研讨 

3．课堂展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讨论室和多媒体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需要在课外大量阅读文献，小组讨论所分配的专题。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发言讨论占

10%；个人和小组 PPT展示占 20%；结课论文占 40%；期末开卷考试占 30％。 

7、作业要求： 
每一小组，每一个同学都应当做 PPT展示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教材采用“十二五”国际经贸专业指定教材，所用版本尽可能新，以保证资料的更新。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曲如晓：中国对外贸易概论[M]（第 3 版十二五普通高校规划教材）.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年 7月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黄晓玲：中国对外贸易(第三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 赵春明、宏结等：国际经济学（第 2版）（国际经济与贸易精品教材）[M].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2. 

3. 石广生：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改革和 发展史[M].人民出版社，2013. 

4. 何晓兵：中国关税实务[M].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2 . 

5. 邵铁民：进出口货物海关通关实务[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6. 林毅夫：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7. 冯宗宪：国际服务贸易[M].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 

8. 裴长洪，高培勇：出口退税与中国对外贸易[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9. 朱新瑞：中国海关监管与征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 

10. [英]卡尔·波兰尼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11. [英]罗纳德·哈里·科斯 R.Coase，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中信出

版社，2013年. 

12. [美] 罗萨·罗伯茨: 抉择——关于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寓言[M].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1年版. 

13. 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M].中信出版

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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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美]杰里来·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M].中信出版社，2012. 

15.[美]谢得荪.源创新[M].五洲传播出版社，2012年. 

执笔：宏结  审稿：杨丽花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2日 

 

证券市场概论 
Introduction to securities market 

课程号：40602018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商学院各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也可作为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1、熟悉《证券市场概论》这个学科； 

2、了解证券这个市场； 

3、了解证券这个行业； 

4、了解证券这类企业； 

5、为成为证券研究人员、从业人员和政府文职人员做好准备。 

本课程，旨在通过证券市场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证券市场的基本理论和基础

知识，包括证券及证券市场的基本概念、性质和特征及其作用；各主要证券产品的概念、性质和特

征及其在证券市场中的作用；证券市场的运行；证券服务业；证券市场监管等问题。为后续的《证

券投资学》和《投资银行学》等课程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2学时 

知识单元 1：证券市场概述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证券与证券市场 

1、证券概述 

主要包括证券的概念、票面要素、基本特征和分类 

2、有价证券 

主要包括有价证券的定义、分类和特征 

3、证券市场 

 主要包括证券市场的特征、结构、地位、基本功能等 

二、证券市场参与者 

1、证券发行人 

2、证券投资人 

3、证券市场中介机构 

4、自律性组织 

5、证券监管机构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证券、有价证券和证券市场等基本概念。   

本章重点：有价证券的概念、分类及其特征；证券市场的概念、特征、结构、地位和基本功能，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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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什么是证券？什么是有价证券？ 

广义有价证券和狭义有价证券的区别？ 

有价证券是如何进行分类的？什么是虚拟资本？ 

有价证券的特征有哪些？ 

什么是证券市场？证券市场的特征有哪些？证券市场的结构如何？ 

证券市场在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如何？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有哪些？ 

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有哪些区别？ 

证券市场的参与者有哪些？  

知识单元 2：股票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股票的特征与类型 

主要包括股票的定义、性质、特征、类型 

二、股票的价值与价格 

主要包括股票的价值、价格以及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 

三、普通股与优先股 

1、普通股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2、优先股的定义、优先股的特征、优先股的种类 

四、我国现行的股票类型 

主要包括国家股、法人股、社会公众股、外资股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和掌握股票的概念、性质、股票的类型以及股票的价值与价格；了

解普通股和优先股的区别以及我国现行的股票类型。 

本章重点是股票的概念、性质、股票的类型以及股票的价值与价格；普通股和优先股的区别。 

复习与思考题： 

什么是股票？如何理解股票的性质？股票是如何进行分类的？股票的票面价值、帐面价值、清

算价值及内在价值有什么区别？股票的理论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区别是什么？ 

普通股股东和优先股股东的权利和义务有什么不同？ 

知识单元 3：债券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债券的特征与类型 

1、债券的定义和特征 

主要包括债券的定义、性质、票面要素、债券的特征 

2、债券的分类 

    3、债券的偿还方式 
    4、债券与股票的比较 
    二、政府债券 
    1、政府债券概述 
主要包括政府债券的定义、性质、特征、国家债券的概念、分类及我国的国债 

2、地方政府债券 

    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主体及我国的地方政府债券 
    三、金融债券与公司债券 

1、金融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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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包括金融债券的定义、特征、我国的金融债券 
    2、公司债券 
主要包括公司债券的定义、特征、类型 

3、我国的企业债券 

    四、国际债券 
    1、国际债券概述 
    主要包括国际债券的定义、特征、分类、我国的国际债券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和掌握债券的概念、特征、类型、偿还方式以及股票和债券的相同

与差异；政府债券的定义和特征、国家债券与地方政府债券及其分类；金融债券和公司债券；国际

债券的定义、特征、分类以及我国的国际债券等。 

本章重点：债券的概念、特征、类型、偿还方式以及股票和债券的相同与差异；政府债券的定

义和特征；国家债券与地方政府债券及其分类；金融债券和公司债券；国际债券的定义、特征、分

类等。 

复习与思考题： 

什么是债券？债券有哪些特征？债券是如何分类的？ 

债券的偿还方式有哪些？债券与股票的异同点有哪些？ 

什么是政府债券？政府债券的特征有哪些？ 

国家债券有哪些分类？ 

金融债券和公司债券的概念和特征有何不同？ 

什么是国际债券？其特征有哪些？如何分类？ 

知识单元 4：证券投资基金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证券投资基金概述 
1、证券投资基金 

主要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的概念、特点、作用、与股票、债券的区别 

    2、证券投资基金的分类 
    二、证券投资基金当事人 

1、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 

    主要包括基金持有人的概念、其权利和义务 
    2、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 
    主要包括基金管理人的概念、资格、职责、更换条件 
    3、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人 
    主要包括基金托管人的概念、条件、职责、更换条件 

4、证券投资基金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费用与资产估值 
1、证券投资基金的费用 

    主要包括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其他费用 
2、证券投资基金资产估值 

    主要包括基金资产净值、估值     
    四、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风险与信息披露 

1、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 

主要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构成、收益分配、投资风险 

    2、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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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基金的信息披露 
    五、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 
    1、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范围 
    2、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限制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和掌握证券投资基金的概念、特点、作用及其与股票和债券的区别，

证券投资基金的分类；证券投资基金的持有人、管理人和托管人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证券投资基

金的费用及其资产评估。 

本章重点：证券投资基金的概念、特点、作用及其与股票和债券的区别，债券投资基金的分类；

证券投资基金的持有人、管理人和托管人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证券投资基金的费用及其资产评估。 

复习与思考题： 

什么是证券投资基金？其特点与作用如何？其与股票和债券有何区别？ 

证券投资基金如何分类？ 

证券投资基金的持有人、管理人和托管人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如何？ 

证券投资基金的费用包括哪些？其资产如何评估？ 

知识单元 5：金融衍生工具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一、金融衍生工具概述 
1、金融衍生工具的概念和特征 

    主要包括金融衍生工具的概念、基本特征、分类 
    二、金融期货 
    1、金融期货的定义和特征 
    主要包括金融期货的定义、基本特征 

2、金融期货的种类 

3、金融期货的基本功能 

    4、金融期货的主要交易制度 
    5、金融期货的理论价格及其影响因素 
    主要包括金融期货的理论价格及影响金融期货价格的主要因素 
    三、金融期权 

1、金融期权的定义和特征 

    主要包括金融期权的定义、特征、与金融期权的区别 
    2、金融期权的主要种类 

3、金融期权的基本功能 
4、金融期权的理论价格及其影响因素 
四、可转换证券 

1、可转换证券的定义和特征 

主要包括可转换证券的定义、特征 

    2、可转换证券的要素 
    3、可转换证券的价值和价格 
    主要包括可转换证券的转换价值、理论价值、市场价格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和掌握金融衍生工具的概念、特征及分类；金融衍生工具产生和发

展的原因及其新发展；金融期货的定义、基本特征、其特有性质和交易的特有性质，金融期货的种

类、主要品种和交易规则，金融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和价格发现功能，金融期货的主要交易制度，



4686 

金融期货的理论价格及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金融期权的定义和特征、主要种类、主要功能，金融

期权的价格；可转换证券的定义和特征、可转换证券的要素、其转换价值和价格。 

本章重点：金融衍生工具的概念、特征及分类；金融期货的定义、基本特征、其特有性质和交

易的特有性质，金融期货的种类、主要品种和交易规则，金融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和价格发现功能，

金融期货的主要交易制度，金融期货的理论价格及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金融期权的定义和特征、

主要种类、主要功能，金融期权的价格；可转换证券的定义和特征、可转换证券的要素、其转换价

值和价格。 

复习与思考题： 

什么是金融衍生工具？其特征及分类如何？什么是金融期货？其基本特征、特有性质和交易的

特有性质有哪些？金融期货的种类、主要品种和交易规则有哪些？金融期货的功能有哪些？金融期

货的主要交易制度有哪些？金融期货的理论价格及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有哪些？什么是金融期

权？其特征、主要种类、主要功能有哪些？金融期权的价格形式及其决定因素是什么？什么是可转

换证券？其特征、要素有哪些？其转换价值和价格的表现形式有哪些？  

知识单元 6：证券市场运行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 
    1、证券发行市场 
    主要包括证券发行市场的含义、作用、参与者、证券发行与承销制度 
    2、证券交易市场 
主要包括证券交易所的定义、特征与功能、组织形式、证券上市制度、证券交易所的运作系统、

交易原则和交易规则、证券交易所的职能。 

还包括场外交易市场的定义和特征、功能及新三板市场     

    二、股票价格指数 
    1、股价平均数和股价指数 
    主要包括股票价格平均数的概念、简单算术股价平均数、加权股价平均数、修正股价平均数。 
    2、股票价格指数 
主要包括股票价格指数的概念、股票价格指数的编制步骤、股票价格指数的编制方法。 

2、我国主要的证券价格指数 

主要包括我国主要股票价格指数、债券指数、基金指数。 

    3、国际主要股票市场及其价格指数 
    三、证券投资的收益与风险 
    1、证券投资收益 
    主要包括股票收益、债券收益。 
    2、证券投资风险 
主要包括证券投资的风险的概念、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 

3、收益与风险的关系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和掌握证券发行市场和证券交易市场的概念、特征、功能及结构；

股票价格平均数及其计算方法，股票价格指数及其编制步骤和计算方法，我国主要的股票价格指数

及国际主要股票价格指数，股票价格指数的功能及影响股指波动的因素；证券投资的收益、证券投

资的风险、证券投资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关系。 

本章重点：证券发行市场和证券交易市场的概念、特征、功能及市场结构；股票价格平均数及

其计算方法，股票价格指数及其编制步骤和计算方法，我国主要的股票价格指数及国际主要股票价

格指数，股票价格指数的功能及影响股指波动的因素；证券投资的收益、证券投资的风险、证券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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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关系。 

    复习与思考题： 
什么是证券发行市场和证券交易市场？其特征、功能及市场结构如何？什么是股票价格平均数

及其计算方法如何？什么是股票价格指数？其编制步骤和计算方法如何？我国主要的股票价格指

数及国际主要股票价格指数有哪些？股票价格指数的功能及影响股指波动的因素有哪些？证券投

资的收益、证券投资的风险、证券投资收益与风险之间的关系如何？ 

知识单元 7：证券中介机构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证券公司 
1、证券公司的定义和功能 

    主要包括证券公司的概念、作用。 
   2、证券公司的主要业务 

    二、证券服务机构 
    1、证券服务机构概述 
    主要包括证券服务机构的定义和特征、主要类别 
    2、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3、证券投资咨询公司 
    4、其他证券服务机构 
    主要包括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有哪些，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

投资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资产评估机构和信用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在市场中的

作用、业务分工等。 

本章重点：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

资产评估机构和信用评估机构在市场中的作用。 

复习与思考题： 

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有哪些？ 

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投资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资产评估机

构和信用评估机构在市场中的作用、业务分工有何不同？ 

知识单元 8：证券市场法律制度与监管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证券市场法律法规概述 
1、法律 

    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2、行政法规 

(一)《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二)《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核准程序》 

(三)《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 

(四)《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 

3、部门规章 

    二、证券市场的监管体系 
1、证券市场监管的意义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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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证券市场监管的意义、原则。 

2、证券市场监管的目标和手段 

主要包括证券市场监管的目标、手段。 

3、证券市场监管机构 

主要包括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自律性管理机构。 

4、证券市场监管内容 

    主要包括信息披露的意义、基本要求、证券发行与上市的信息公开制度、持续信息公开制度、
证券交易所的信息公开制度、信息披露的虚假或重大遗漏的法律责任、操纵市场的概念、行为方式、

操纵市场行为、对操纵市场行为的监管、欺诈行为、内幕交易。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熟悉证券市场的法律制度：法律法规体系包括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行政法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等；部门规章。证券

市场监管的意义和原则、证券市场监管的目标和手段；证券市场监管的内容；证券市场的监管的组

织体系。 
本章重点：证券市场监管的意义和原则、证券市场监管的目标和手段；证券市场监管的内容；

证券市场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证券市场监管的组织体系。  

复习与思考题： 

什么是证券市场监管的意义和原则？证券市场监管的目标和手段有哪些？证券市场监管的内

容有哪些？证券市场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如何构成的？证券市场监管的组织体系是如何构成

的？证券从业人员的行为规范包括哪些？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6个，共 6学时，贯穿在相关教学内容之中。 

实验 1：证券市场交易行情软件下载与使用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证券市场交易行情软件下载与使用 
    实验要求：掌握证券市场交易软件下载和使用方法。 
实验 2：证券市场模拟交易软件下载与使用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证券市场模拟交易软件下载与使用 
实验要求：掌握证券市场模拟交易软件下载与使用方法。 

实验 3：股票价格波动的观察的方法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股票价格波动的观察方法 
    实验要求：掌握股票价格波动的观察方法 
实验 4：债券价格波动的观察的方法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债券价格波动的观察方法 
    实验要求：掌握债券价格波动的观察方法 
实验 5：挂牌基金价格波动的观察的方法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挂牌基金价格波动的观察方法 
    实验要求：挂牌基金价格波动的观察方法 
实验 6：金融衍生产品价格波动的观察方法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金融衍生产品价格波动的观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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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要求：掌握金融衍生产品价格波动的观察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证券市场概述 6  

2 股票 6  

3 债券 6  

4 证券投资基金 6  

5 金融衍生工具 9  

6 证券市场运行 6  

7 证券中介机构 6  

8 证券市场法律制度与监管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证券投资学》《投资银行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1、有价证券的概念、分类及其特征；证券市场的概念、特征、结构、地位和基本功能，货币

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区别。 

2、股票的概念、性质、股票的类型以及股票的价值与价格；普通股和优先股的区别。 

3、债券的概念、特征、类型、偿还方式以及股票和债券的相同与差异；政府债券的定义和特

征；国家债券与地方政府债券及其分类；金融债券和公司债券；国际债券的定义、特征、分类等。 

4、证券投资基金的概念、特点、作用及其与股票和债券的区别，债券投资基金的分类；证券

投资基金的持有人、管理人和托管人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证券投资基金的费用及其资产评估。 

5、金融衍生工具的概念、特征及分类；金融期货的定义、基本特征、其特有性质和交易的特

有性质，金融期货的种类、主要品种和交易规则，金融期货的套期保值功能和价格发现功能，金融

期货的主要交易制度，金融期货的理论价格及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金融期权的定义和特征、主要

种类、主要功能，金融期权的价格；可转换证券的定义和特征、可转换证券的要素、其转换价值和

价格。 

6、证券发行市场和证券交易市场的概念、特征、功能及市场结构；股票价格平均数及其计算

方法，股票价格指数及其编制步骤和计算方法，我国主要的股票价格指数及国际主要股票价格指数，

股票价格指数的功能及影响股指波动的因素；证券投资的收益、风险及其相互关系。 

7、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等在证券市场中的作用。 

8、证券市场监管的意义和原则、目标和手段、内容、法律法规体系、组织体系。  

难点：金融衍生工具、股票价格平均数及其计算方法、股票价格指数及其编制步骤和计算方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实践教学。 

3.案例教学 

4.模拟教学 

教学手段： 

1.PPT。 

2.证券交易行情软件。 

3.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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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实验室、多媒体教学平台设备和证券交易行情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相结合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5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复习与思考题。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安排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安排实

验操作指导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等编著《××××》，××××出版社，××××年××月 第×版（教材获奖情况） 

（二）推荐参考书 

1. 《证券市场概论》第 6版（新编 21世纪证券系列教材）魏建华 李雯 方芳 等编著，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2月出版 

2. 《证券市场基础知识》 2015版  中国证券业协会编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5年 6月
出版 

执笔：王晓明  审稿：李景华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5日 

 

货币银行学 
Money and Banking 

课程号：4060203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也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要使学生能充分了解金融与一国经济的相关性以及

金融固有的独特性，能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金融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以及我国在金融领域的具

体实践；培养学生具有能运用这些基本理论知识来识别、阐明、分析、研究、探索当前金融主要问

题，特别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存在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能独立思考、比较正确的处

理这些问题的能力。以适应新形势下对人才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的培养要求，切实贯彻教育要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这一总的指导方针。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货币与银行领域的基础知识、金

融市场原理、货币政策原理，了解货币、信用、利率、外汇等概念，为国际金融学、商业银行经营

管理学、证券投资学、金融市场学、保险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和应用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货币与货币制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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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货币的产生与发展 

一、货币的产生 

（一）中国古代关于货币起源的观点：1．先王制币说，2．自然产生说。 

（二）西方关于货币起源的学说：1．创造发明说，2．便于交换说，3．保存财富说。 

（三）马克思的货币起源学说：1．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式，2．扩大的或总和的价值形态，

3．一般价值形态，4．货币价值形态——货币的产生。 

二、货币的发展 

商品货币，代用货币，信用货币，电子货币。 

第二节  货币的本质与职能 

一、货币的本质 

（一）货币金属说，将货币与金属混同，认为货币是一种商品，必须具有金属内容，必须具有

实质价值。 

（二）货币名目说： 

1．货币国定论，该理论从国家法制的角度论述货币的本质。 

2．货币职能论，认为货币不具有内在价值,它的价值来自于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 

3．货币符号论，认为货币只是代表商品价值的一种符号。 

4．货币观念论，从观念的角度来分析货币的本质,认为货币只是一个观念的计量单位。 

（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说： 

1．货币是表现一切商品价值的材料； 

2．货币具有与所有商品直接交换的能力。 

二、货币的职能 

（一）价值尺度 

1．概念：货币可以用来表现商品的价值并衡量商品价值的大小。 

2．特点：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时只要是观念的或想象的货币就可以，而不需要现实的货

币。用货币表现出来的商品价值就是价格。 

（二）流通手段 

1．概念：货币在商品交换中充当交易媒介。 

2．特点：必须是现实的货币；可以是没有十足价值的货币符号。    

3．执行交换媒介的货币必要量取决于三个因素：流通中商品的数量；商品价格；货币流通速

度。 

（三）贮藏手段 

1．概念：货币退出流通领域，被人们当作社会财富的一般替代品和独立的价值形态保存和收

藏。 

2．特点：必须是现实的、足值的货币。货币作为贮藏价值，具有自发调节货币流通的作用。    

（四）支付手段 

1．概念：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用于清偿债务、缴纳赋税、支付工资和租金。 

2．特点：货币在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是必须是现实的货币。   

第三节  货币制度 

一、货币制度的产生 

货币制度是国家以法律形式确定的货币流通的结构和组织形式，反映了国家在不同程度，从不

同角度对货币所进行的控制。 

从历史上看,各个时期的各个国家都曾用不同的法律形式对货币流通进行种种规定,目的是保

证货币和货币流通的稳定,使之能够正常地发挥各种职能。货币制度最早是伴随着国家统一铸造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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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开始的,规范、统一的货币制度随着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确立才得以建立,成为典型的币制。 

二、货币制度及其要素 

（一）货币材料的确定 

规定货币材料就是规定币材的性质，确定不同的货币材料就形成不同的货币制度。 

（二）货币单位的确定 

1．货币单位的名称。 

2．货币单位的值。 

（三）货币种类的确定 

1．本位币：又称主币，是一国的基本通货，是一国计价、结算的唯一合法货币。 

2．辅币：是指主币以下小面额的通货，用于日常找零及供零星交易。       

（四）货币铸造和发行的规定 

1．金属货币的自由铸造与限制铸造。 

2．信用货币的分散发行与集中垄断发行。 

（五）货币支付能力的规定 

1．无限法偿：指具有无限的支付能力,即法律上赋予它流通的权力,不论每次支付的金额多大,

收款人均不得拒绝接受。 

2．有限法偿：即有限的支付能力,每次支付超过一定的限额,对方有权拒绝接受。 

三、货币制度的演变 

（一）银本位制 

银本位制的主要内容是白银作为货币材料。银铸币为本位货币，具有无限法偿能力。银币可以

自由铸造自由熔化。国际间白银和银币可以自由输出入。流通中的纸币可以与银币自由兑换。 

（二）金银复本位制 

金银两种金属均为币材，以金银铸币为本位货币。金银货币具无限法偿能力。金银币可以自由

铸造和熔化，金银和金银铸币在国际间能自由输出入。纸币和其他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银币。 

1．平行本位制：金银币之间的比价完全由金银的市场价格来决定。 

2．双本位制：由政府规定金币和银币的比价。 

3．跛行本位制：进一步削弱的双本位制。 

（三）金本位制 

1．金币本位制 

规定金铸币为本位货币，黄金可以自由铸造和自由熔化。流通中的其他货币可以自由兑换为金

币，黄金在国际间可以自由输出入。由于黄金的价值相对比较稳定，促进了各国商品经济合国际贸

易的发展。黄金由于产量有限储备有限，不能够完全满足不断扩大的商品流通对流通手段的要求。

金本位制盛行了一个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逐步开始受到削弱。 

2．金块本位制 

金币的铸造被停止，金币也不再流通，流通的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纸币的发行以金块作

为准备。 货币的价值与黄金保持等值的关系。人们持有的其他货币不能兑换金币，但可以兑换为

金块。黄金在国际间可以自由输出入，纸币可以与金块进行兑换，但不再是自由兑换，规定的兑换

限额较大。 

3．金汇兑本位制 

其主要特点与金块本位制大体相同。但人们持有的其他货币在国内不能兑换黄金，而只能兑换

与黄金有联系的外币。这种制度的实质是把本国的黄金存于国外的银行，换取国外的货币。用国外

的货币作为本国的纸币的发行准备金。国内居民可以购买外汇，并在理论上可以把外汇拿到国外去

换取黄金。 

（四）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 

是指一个国家的本位货币使用纸币而不与黄金发生任何联系的一种货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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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国的货币制度 

我国现行的货币制度是一种“一国多币”的特殊货币制度，即在香港、澳门、台湾、大陆实行

不同的货币制度。表现为不同地区各有自己的法定货币，各种货币各限于本地区流通，各种货币之

间可以兑换，人民币与港元、澳门元之间按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决定的汇价进行兑换，澳门元与港元

直接挂钩，新台币主要与美元挂钩。  

人民币是我国大陆的法定货币，人民币主币“元”是我国货币单位，具有无限法偿能力；人民

币辅币与主币一样具有无限法偿能力。人民币由国家授权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与管理。人民币是

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并以现金和存款货币两种形式存在，现金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存款货币

由银行体系通过业务活动进入流通。  

人民币汇率 1994年以前一直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并公布，1994年 1月 1日人民币汇率并轨

以后，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前一日银行间外

汇市场形成的价格，公布人民币对美元等主要货币的汇率，各银行以此为依据，在中国人民银行规

定的浮动幅度内自行挂牌。  

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发行与流通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发行基金计划的编制、发行基金的运送

管理、反假币及票样管理和人民币出入境管理等方面。 

第四节  货币的构成 

一、一般的货币层次划分 

M1 =流通中的现金＋商业银行体系的支票类存款 

M2 = M1 ＋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 

M3 = M2 ＋其他金融机构的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 

M4 = M3 ＋其他短期流动资产 

二、我国的货币层次 

M0 =现金流通量 

M1 = M0 ＋活期存款 

M2 = M1 ＋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其他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三、美国的货币层次 

M1包括（1）处于国库、联邦储备系统和存款机构以外的现金；（2）非银行发行的旅行支票；

（3）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支票存款），其中不包括存款机构、美国政府、外国银行和官方机构在

商业银行的存款；（4）其他各种与商业银行活期存款性质相近的存款，如 NOW、ATS等。 

M2等于 M1加以下各项： （1）存款机构发行的隔夜回购协议和美国银行在世界上的分支机构

向美国居民发行的隔夜欧洲美元；（2）货币市场存款账户（MMDA）；（3）储蓄和小额定期存款；（4）

货币市场互助基金（MMMF）等。 

M3等于 M2加以下各项： （1）大额定期存款；（2）长于隔夜的限期回购协议和欧洲美元等。 

M4等于 M3加非银行公众持有的储蓄券、短期国库券等。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货币的起源，货币形式的发展与未来趋势，掌握货

币的职能、本质、货币制度的基本内容，尤其要深刻理解货币层次的划分及其依据和意义。 

作业：  

1．如何理解货币的起源? 

2．货币经历了哪些形态？ 

3．金属货币与纸币和存款货币有哪些不同之处？  

4．你是如何看待电子货币的？你对未来货币形式的演变有何看法？ 

5．如何认识货币的本质？ 

6．西方学者对货币职能的论述和马克思有何不同？ 

7．货币制度的构成要素有哪几个？ 

8．金银复本位制下为什么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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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有什么特点？ 

10．我国 M1包含的内容与美国 M1的内容有何异同？ 

知识单元 2：信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信用的产生与发展 

一、信用的定义 

（一）经济学中信用的定义：所谓信用就是以偿还和付息为特征的借贷行为。 

（二）信用的基本特征：偿还性是信用的基本特征。 

二、信用的产生 

一般认为，当商品交换出现延期支付、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时，信用就产生了。信用的产生

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 

首先，信用是在商品货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 

其次，信用只有在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发生。 

三、信用形态的发展 

（一）高利贷信用 

以极高的利率为特征的一种借贷活动，它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是占主导地位的基本信用形

式。其特点是利率极高，且不稳定。 

（二）借贷资本信用 

既有闲置资本，又有对资本的需求，通过借贷方式将闲置资本转化为借贷资本，形成借贷资本

信用。它是一种商品资本，是所有权的暂时让度，具有特殊的运动形式：G—G’。 

第二节  主要信用形式 

一、商业信用 

（一）商业信用的概念、产生和发展 

商业信用是企业之间在进行商品买卖时，以延期付款或预付货款的形式所提供的信用，它是现

代信用制度的基础。 

（二）商业信用的特点 

与商品交易直接联系，买卖行为和借贷行为同时发生；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发生的信用关系。 

（三）商业信用的局限性 

具有严格的方向性；信贷规模受产业规模的限制；信用链条不稳定，受企业经营状况的影响。 

二、银行信用 

（一）银行信用的概念 

是由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以货币的形式，通过存款、贷款等业务活动提供的信用。  

（二）银行信用的特点 

广泛性；间接性；综合性。 

三、国家信用 

（一）国家信用的概念 

国家及其附属机构以债务人的身份，依照信用原则借助于债券向公众和外国政府筹集资金的一

种信用方式。 

（二）国家信用的种类 

中央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债券和政府担保债券。 

（三）国家信用的作用 

调节财政收支的短期不平衡；弥补财政赤字；调节经济与货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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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费信用 

（一）消费信用的概念 

是企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消费者个人所提供的，用于生活消费目的的信用。 

（二）消费信用的主要方式 

赊销；消费贷款；信用卡。 

（三）消费信用的作用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消费信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促进消费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并从而促进经济

的增长。但是，若消费需求过高，生产扩张能力有限，消费信用则会加剧市场供求紧张状态，促使

物价上涨，促成虚假繁荣等消极影响。 

五、国际信用 

（一）国际信用的概念 

国际信用是国际间一个国家官方（主要指政府）和非官方（如商业银行、进出口银行、其他经

济主体）向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银行、企业或其他经济主体提供的信用，属国际间的借贷行为。 

（二）国际信用的形式 

1. 国际商业信用是由出口商以商品形式提供的信用，有来料加工和补偿贸易等形式。 

2．国际银行信用可分为出口信贷、进口信贷和国际商业银行贷款。 

3．政府间信用通常是指由财政部出面向外国政府借款的行为。 

4．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即国际金融机构成员国政府提供的贷款。 

5．国际资本市场业务，主要是指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融资活动。包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购买

债券、股票或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股票。 

6．直接投资指一国居民直接对另一个国家的企业进行生产性投资,并由此获得对投资企业的管

理控制权。 

第三节  信用与现代经济 

一、 信用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信用在现代经济运行中发挥着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1．促进社会资金再分配，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2．通过各种信用活动，提供和创造信用流通工具，为商品流通服务。 
    3．政府部门利用信用活动可以调节经济结构，保证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 
二、对我国目前信用关系的若干看法 

信用关系发展迅速，信用规模快速扩大。 

各种形式基本齐备，信用关系的覆盖面已经很广。  

信用结构不合理，间接融资的比重过大。 

信用制度建设相对落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社会信用的基础薄弱。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信用的定义及其本质；了解各种信用形式及其在社

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地位及相互关系；理解信用在现代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在此基础上了解

我国信用的状况和发展前景。 

作业： 

1．名词解释：信用  商业信用  银行信用  国家信用  消费信用  国际信用。   

2．高利贷这一信用形式的特点和作用是什么？与现代信用有何区别？在现代经济中是否还存

在高利贷信用，为什么？ 

3．商业信用的局限性。 

4．银行信用为什么会取代商业信用，成为现代信用的主要形式？ 

5．结合我国的消费信贷现状，谈谈如何更好地开展消费信贷，才能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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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信用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 

7．什么是信用风险，结合我国金融改革的实际谈谈如何防范信用风险？ 

8．试从我国企业融资难的角度论述信用形式多样化的重要性。 

知识单元 3：利率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利率的本质及其种类 

一、利息的本质 

（一）西方经济学家们的观点 

庞巴维克（1851-1914），奥地利，时差利息论，利息是由现在物品与未来物品之间在价值上的

差别所产生的，是时间偏好的产物。 

马歇尔（1842-1924）英国，等待说与资本收益说，利息是延迟享受亦即等待所蒙受的牺牲的

报酬，等待就是储蓄、资本供给。 

魏克塞尔（1851-1926）瑞典，自然利率说，自然利率为实物资本的供求决定，相当于资本的

预期收益率。 

费雪（1867-1947）美国，时间偏好说与投资机会说，利率是现在财货与将来财货相交换时的

一种贴水，由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所决定。主观因素是时间偏好，即现在财货优于将来财货的边际

偏好，也叫人性不耐。客观因素就是投资机会。 

（二）马克思的观点 

利息是使用借贷资金的报酬，是货币资金所有者凭借对货币资金的所有权向这部分资金使用者

索取的报酬。 

二、 利率的含义 

利率即利息率，是衡量利息高低的指标，是一定时期内利息额同其相应本金的比率。利率作为

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杠杆，它对宏观经济运行和微观经济运行都有着极其重要的调节作用。  

三、利率的种类 

（一）固定利率与浮动利率 

（二）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 

（三）年率、月率和日率 

（四）市场利率、官方利率与公定利率 

（五）一般利率与优惠利率 

（六）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 

（七）基准利率与差别利率 

四、利率的转换和计算 

（一）不同期限利率的转换 

（二）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的关系 

（三）单利和复利的计算 

单利法和复利法是利息的两种计算方式。单利法是以本金为基数计算利息，所生利息不再加入

本金计算下期利息。用复利法计算利息时，要把上一期的利息加入原本金来计算下一期的利息。在

现实生活中，更有意义的往往是复利。 

（四）零存整取与整存零取  

零存整取是每月、每周或每年按同一的金额存入，到约定期限本息一并取出。整存零取是一次

存入一定金额，在以后的预定期限内每月或每年提取相等的货币，并在最后一次提取中，本利全部

取清。每次所取金额相当于年金，用投资回收系数计算。 

（五）现值与终值 

用复利的方法计算出的本利和，就称为终值。通过它的逆运算，知道终值和 使用的利率，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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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本金，即现值。现值和终值有很广泛的运用领域。 

（六）连续复利 

（七）平均利率 

第二节  利率的决定 

一、古典的利率理论 

古典的利率理论认为，利率决定于投资与储蓄的均衡点。投资是利率的递减函数；储蓄是利率

的递增函数。投资函数与储蓄函数共同决定了一个均衡的利率水平。 

二、凯恩斯流动偏好利率理论 

凯恩斯认为，利率是由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的数量决定的。货币需求又基本取决于人们的流动

性偏好。他认为人们流动性偏好的动机有三个，即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人们持有现金

从而满足其交易和预防货币需求的量与利率无关，与收入正相关；而满足投机需要的投机性货币需

求是利率的递减函数，与收入无关。货币的供应是外生变量，由中央银行控制。利率决定于货币的

供求关系，是人们保持货币的欲望（货币需求）与现有货币数量间（货币供给）的均衡价格。 

三、可贷资金利率理论 

利率是由可贷资金的需求与决定供给的。可贷资金的需求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投资需求（ I ），

二是货币贮藏的需求（△H ）。这里影响市场利率的货币贮藏需求是当年货币贮藏的增加额。可贷

资金的供给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储蓄（ S ），二是货币当局新增发的货币数量和商业银行的信用创

造（△M ）。  

可贷资金理论认为，△H与 I一样也是利率的递减函数；△M却不同于 S，△M是货币当局调节

货币流通的工具，是利率的外生变量，与利率无关。 

可贷资金理论认为投资与储蓄决定自然利率；而市场利率则由可贷资金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均

衡利率由 I = S和△H =△M同时成立来决定，此时自然利率与市场利率相等。 

四、IS－LM模型的利率决定 

由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首先提出、美国经济学家汉森加以发展而形成的 IS-LM模型，IS-LM分

析模型，是从整个市场全面均衡来讨论利率的决定机制的。 

五、决定和影响利率因素的一般分析 

（一）平均利润率 

（二）经济周期 

（三）预期通货膨胀率 

（四）中央银行货币政策    

（五）国际收支状况 

（六）政府财政赤字 

（七）借贷期限长短、借贷风险大小、国际利率水平高低、一国经济开放程度、银行成本、银

行经营管理水平等 

六、决定与影响我国利率的主要因素  

（一）利润率的平均水平  

（二）资金的供求状况  

（三）物价变动的幅度  

（四）国际经济的环境  

（五）政策性因素  

第三节  利率的作用 

一、利率的作用 

（一）利率与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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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率与经济调控 

1．利用利率可调节货币流通量，保证货币流通正常运行。 

2．国家利用利率杠杆，调节总需求和总供给，促进国民经济更加协调健康的发展 。 

3．利用利率杠杆可以优化产业结构。 

4．当国际收支不平衡时，还可以通过利率杠杆来调节 。 

（三）储蓄的利率弹性和投资的利率弹性 

（四）利率发挥作用的环境与条件 

1．市场化的利率决定机制。 

2．灵活的利率联动机制。 

3．适当的利率水平。 

4．合理的利率结构。 

二、我国的利率体制 

（一）利率管理体制的概念与类型 

1．概念：利率管理体制是一国经济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它规定了金融管理当局或中央银行

的利率管理权限、范围和程度。 

2．类型：(1) 国家集中管理；(2) 市场自由决定；(3) 国家管理与市场决定相结合。 

（二）中国的利率管理体制及其变革 

三、我国利率作用的实证分析 

（一）利率变动对居民储蓄的影响 

（二）存款利率变化对消费的影响 

（三）利率下调对投资的影响 

四、我国的利率市场化 

（一）利率市场化：是指通过市场和价值规律机制，在某一时点上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利率运行

机制，它是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由于强调在利率决定中市场因素的主导作用，故能够真实地反映

资金成本与供求关系，有利于利率灵活有效地发挥经济杠杆作用。 

（二）我国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必要性 

（三）我国实现利率市场化的步骤 

（四）我国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具体措施 

（五）各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 

第四节  利率的风险结构与期限结构 

一、利率的风险结构  

是指相同期限的债券不同利率水平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债券所承担的信用风险的大小对其收益

率的影响。 

（一）违约风险 

（二）流动性 

（三）税收因素 

二、利率的期限结构 

是指具有相同风险及流动性的债券，其利率即收益与到期时间之间的关系。 

（一）预期理论 

其基本观点是，利率曲线的形状是由人们对未来利率的预期所决定的，因此，对未来利率的预

期是决定现有利率结构的主要因素；长期利率是预期未来短期利率的函数，长期利率等于当期短期

利率与预期的未来短期利率之和的平均数。 

（二）流动性升水理论 

该理论认为，由于以下两个原因，短期债券的流动性比长期债券要高：第一，短期债券到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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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清偿的期限较短；第二，市场变化导致的价格波动比长期债券要小得多，因而更易于定价。故

持有长期债券存在风险，而且债券期限越长，风险就会越大。由于存在这种不确定性，以及考虑到

投资者具有短期倾向且为风险厌恶，即投资者对高流动性投资比对低流动性投资更为偏好。 

（三）市场分割理论 

该理论将不同期限的债券市场视为完全独立和分割的市场。由于市场是分割的，资金不能在长

短期市场上自由移动，这样，各种期限债券的利率就由该种债券的供求决定，而不受其他期限债券

预期回报率的影响，亦即收益率曲线的不同形状为不同期限债券的供求差异所决定。一般说来，投

资者偏好期限较短、利率风险较小的债券。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深刻理解利息的本质，了解利率种类及影响利率水平的决

定因素；掌握利率的转换和计算方法；掌握几种重要的利率决定理论和利率的风险结构与期限结构

理论的主要内容；掌握利率的一般功能，了解利率在宏观经济活动和微观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了解

利率发挥作用的环境与条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探

讨。 

作业： 

1．名词解释：名义利率  市场利率  浮动利率  优惠利率 

2．简述可贷资金利率理论的主要内容。 

3．为什么说 IS—LM分析的利率理论是一种一般均衡的利率理论？ 

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什么利息率应该通过市场机制形成？为此需要培育、创造

怎样的前提条件？ 

5．在我国储蓄利率弹性和投资利率弹性的情形如何？ 

6．我国目前实行的利率制度有何缺陷？我国利率制度改革应当如何进行？ 

7．运用可贷资金理论和流动偏好理论，说明债券风险增加将对利率产生怎样的影响，两种理

论得出的结果是否相同？ 

8．要充分发挥利率作用，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什么？ 

9．如何理解利率的风险结构与期限结构？ 

知识单元 4：金融市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金融市场概述 

一、金融市场概念  

（一）金融市场 

1．广义：广义金融市场是指能够从事资金集中与分配的一切场所，其中包括银行对资金的集

中与贷放。 

2．狭义：狭义的金融市场是指通过金融工具的买卖而实现资金的集中与配置的场所。 

3．特征： 

（1）以货币和资本为交易对象，通过短期和长期金融工具的买卖而形成。 

（2）并不一定是个具体的市场。 

（3）以直接融通资金为主要特征。 

（二）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 

1．直接融资：是指资金供求双方通过一定的金融工具直接形成债权债务关系或所有权关系的

融资形式。 

2．间接融资：是指资金供求双方通过金融中介机构间接实现资金融通的活动。 

3．二者的比较 

二、金融市场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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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的对象：货币与资本 

（二）交易的主体：包括个人、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 

（三）交易的工具：是作为债权债务关系载体的各类金融工具，如票据、债券、股票等 

（四）交易价格 

（五）交易的组织方式 

第二节  金融市场的结构与功能 

一、金融市场的分类 

（一）货币市场、资本市场 

（二）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 

（三）根据交易对象分类 

（四）现货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和信用交易市场 

（五）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 

（六）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 

二、金融市场的功能 

（一）金融市场的功能 

1．聚集和分配资金功能 

2．结算和支付功能 

3．分散与转移风险功能 

4．信息聚集功能 

5．金融市场正常发挥功能的条件 

（二）金融市场的有效性 

1．外在效率与内在效率 

2．法马的三类有效市场 

第三节  金融工具 

一、金融工具的概念和特征 

（一）金融工具的概念：是在信用活动中产生，能够证明金融交易金额、期限、价格的书面文

件。 

（二）金融工具的特征 

1．偿还期限 

2．流动性 

3．风险性 

4．收益率 

二、金融工具的种类 

（一）原生工具：是在实际信用活动中出具的能证明债权债务关系或所有权关系的合法凭证。 

1．票据 

（1）定义：是具有一定格式、载明金额和日期，到期由付款人对持票人或指定人无条件支付

一定款项的信用凭证。 

（2）特征：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产生，票面必须载明特定的内容，具有不可争议性和流动性。 

（3）种类：按票据的性质分为汇票(Bill of Exchange)、本票(Promissory Note)、支票(Check)。 

2．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 

（1）CD的推出和发展 

（2）特征：面额大，可转让，期限短且灵活，利率高于一般存款利率。 

（3）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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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国内存单 

②欧洲美元存单 

③扬基存单 

④储蓄机构存单 

3．回购协议 

（1）回购：是交易双方进行的以有价证券为权利质押的一种短期资金融通业务。 

（2）逆回购：是与回购相反的操作，指资金供应者从资金需求者手中购入证券，并承诺在约

定的期限以约定的价格返还证券。 

4．债券 

（1）种类 

①按发行主体划分 

Ø 政府债券(Treasury Bonds) 

ü Stripped Treasury Bonds 

ü Inflation-Indexed Treasury Bonds 

ü Brady Bonds 

ü Federal Agency Bonds 

ü 市政债券(Municipal Bonds) 

ü General Obligation Bonds 

ü Revenue Bonds 

Ø 公司债券(Corporate Bonds) 

Ø 金融债券(Financial Bonds) 

②按期限划分 

③按信用方式划分 

Ø 信用债券(Debentures) 

ü Subordinated Debentures 

Ø 抵押债券 

ü First Mortgage Bonds 

ü Chattel Mortgage Bonds动产抵押 

Ø 担保债券 

④按资金筹集方式划分 

Ø 公募债券(Public Offering Bonds) 

Ø 私募债券(Private Placements Bonds) 

⑤按发行区域划分 

Ø 国内债券 

Ø 国际债券 

ü 外国债券(Foreign Bonds) 

♦ 扬基债券(Yankee Bonds) 

♦ 武士债券(Samurai Bonds) 

♦ 将军债券(Shogun Bonds) 

♦ 艺者债券(Geisha Bonds) 

♦ 猛犬债券(Bulldog’s Bonds) 

ü 欧洲债券(Eurobonds) 

Ø 全球债券 

⑥按附息方式划分 

Ø 附息债券(Coupon B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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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贴现债券(Discounted Bonds) 

ü 零息债券(Zero-coupon Bonds) 

ü 低息债券(Low-coupon Bonds) 

⑦附权债券 

Ø 可回购债券(Callable Bonds) 

Ø 可回卖债券(Putable Bonds) 

Ø 可转换债券(Convertible Bonds) 

Ø 附新股认购权债券(Bonds with Warrants) 

⑧垃圾债券(Junk Bonds) 

⑨资产支撑债券(Asset Backed Bonds) 

（2）债券的收益指标 

①直接收益率 

②到期收益率 

③持有收益率 

（3）债券的风险指标 

①方差 

②久期 

③凸性 

④β系数 

5．股票 

（1）定义: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的，用以证明投资者的股东身份和权益，并能据以获得股

息和红利的凭证。它具有不可偿还性、收益性、流通性、风险性和参与性。 

（2）分类 

①按股东权利划分为普通股股票和优先股股票 

Ø 参与优先股和非参与优先股 

Ø 累积优先股和非累积优先股 

Ø 可转换优先股和不可转换优先股 

Ø 可赎回优先股和不可赎回优先股 

②按所有者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公众股 

③按上市地点或投资者的不同分为 A股、B股、H股、N股等 

④按收益水平和风险特征分为蓝筹股、成长股、收入股和投机股 

⑤记名股和无记名股；有面值股和无面值股；后配股，议决权股，无议决权股和否决权股；库

藏股 

（3）股票内在价值的确定 

①Price-Earnings (PE) Method 

②Dividend Discount Model 

Ø 永久持有的股票评价模型 

Ø 股利固定增长的估价模型 

Ø 留利率固定模式 

③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④套利定价模型 

（4）股价平均数:  是指某一时点上股票价格的绝对水平。 

①简单股价平均数 

②修正的算术平均数 

Ø 调整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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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调整除数 

③加权股价平均数 

（5）股票价格指数:  是由金融服务机构编制，通过对股票市场上一些有代表性的公司发行的

股票价格进行平均计算和动态对比后得出的数值。  

①计算方法 

Ø 算术平均法 

Ø 加权平均法  

②主要指数 

Ø 价值线平均数 

Ø 道·琼斯工业平均数 

Ø 标准普尔 500种股票综合指数 

Ø 纽约股票交易所综合指数 

Ø 美国股票交易所主要市场指数 

Ø 伦敦金融时报指数 

6．基金 

（1）定义:  是通过发行基金凭证，将众多投资者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由专业的投资机构分

散投资于股票、债券或其他金融资产，并将投资收益分配给基金持有者的投资制度 。 

（2）种类 

①按基金的收益凭证是否可赎回划分，可分为开放型和封闭型基金  

②按组织形式和法律地位划分，可分为契约型和公司型基金  

③按基金投资对象的不同划分，可分为股票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基金、专门基金、衍生基金

或杠杆基金、对冲基金与套利基金、雨伞基金及基金中的基金  

④按投资目的不同划分，可分为成长型、收入型和平衡型基金 

⑤按投资计划所编定的证券资产内容是否可以变更划分，可分为固定型、融通型和半固定型基

金 

⑥另外按投资基金投资的有价证券的风险高低划分，还可分为高风险基金、中等风险基金和低

风险基金；按买卖基金证券是否需要投资者支付手续费划分，可分为收费基金和不收费基金；按资

金来源和投资区域的不同，可分为国际基金、国内基金、全球基金（以上来源于国内）、离岸基金、

国家基金（以上来源于国外）、镜子基金（资金来源于国内外，但投向同一个对象、地区和领域）、

合作基金等 

（二）衍生工具 

1．远期 

（1）定义:  合约双方约定在未来某一日期按约定的价格买卖约定数量的相关资产。 

（2）与期货合约的区别 

2．期货: 是交易双方按约定价格在未来某一期间完成特定资产交易行为的一种方式。 

（1）期货市场的制度体系与组织结构 

①规范化、标准化的交易制度安排：合约品种，交易时间，交易数量及单位，价格变动单位，

价位涨跌幅度的限定，每日交易限量，对冲规定，交割期限，违约罚款，保证金数额。 

②严格的管理制度：保证金制度，限定的金融期货价格，交割期制度。 

③多样化的监管制度：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交易所自律。 

（2）外汇期货合约 

①定义:是一种法律契约，合约双方通过协商达成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就某种外国货币按规定内

容进行交易的具有法律约束的文件，双方依此文件可以获得结算公司的保证。 

②合约内容:  包括交易币种、交易单位、报价方法、最小变动单位、购买数量限制、交易时间、

交割月份、交割地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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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外汇期货市场行情解读 

④期货交易案例分析 

（3）利率期货合约 

①定义:是对未来发生的一笔期限固定的名义存款交易事先确定在未来存款期内适用的固定利

率和成交条件。买入一份利率期货合约，等同于进行存款；卖出一份期货合约，等同于提取存款或

借款。 

②分类 

Ø 利率期货 

Ø 债券期货 

③报价 

（4）股票价格指数期货合约 

①定义：是以股票价格指数作为交易标的的一种期货。 

②合约内容 

3．期权 

（1）定义：是指期权的买方有权在约定的时间或时期内，按照约定的价格买进或卖出一定数

量的金融资产，也可以根据需要放弃行使这一权利。  

（2）分类 

①看涨期权与看跌期权 

②美式期权与欧式期权 

（3）期权交易策略 

①保护性看跌期权 

②抛补的看涨期权 

③对敲 

④期权价格差 

⑤双限期权 

4．互换 

（1）定义和原理：指交易双方通过远期合约的形式约定在未来某一段时间内互换一系列的货

币流量的交易。  

（2）分类 

①利率互换 

Ø 附息互换(coupon swap) 

Ø 基差互换(basis swap) 

②货币互换 

Ø 固定利率货币互换(fixed rate currency swap) 

Ø 附息货币互换（currency coupon swap） 

Ø 基差货币互换（currency basis swap） 

第四节  货币市场 

一、货币市场概述 

（一）货币市场的概念和特点：是指以期限在一年以内的金融工具为媒介进行短期资金融通的

市场。 

（二）货币市场的重要性 

1．从货币市场的特点分析  

2．从各子市场的功能与作用分析  

3．从宏观金融调控的角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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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市场体系 

（一）票据市场 

1．商业票据市场 

2．银行承兑汇票市场 

3．我国票据市场的历史和现状 

（二）同业拆借市场 

1．拆借类型 

2．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 

3．同业拆借市场的作用 

（三）可转让大额定期存单市场 

1．发行人 

2．投资者 

（四）国库券市场 

1．特征：市场风险小、流动性强和税收优惠。 

2．我国的情况 

（五）回购协议市场 

1．特征：交易流动性强，安全性高，收益稳定且超过银行存款收益，商业银行利用回购协议

融入的资金不用交纳存款准备金。 

2．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 

第五节  资本市场 

一、资本市场概述 

（一）概念：又称长期资金市场，是以期限在 1年以上的金融工具为媒介进行长期性资金交易

活动的市场。 

（二）特征：金融工具期限长，收益高而风险大；资金借贷量大，解决长期投资性资金的需要。 

二、资本市场体系 

（一）证券发行市场 

是发行人向投资者出售证券的市场。 

（二）证券发行方式 

1．公募发行与私募发行 

2．直接发行与间接发行 

（1）代销 

（2）助销 

（3）包销 

（三）证券流通市场 

指已发行证券买卖、转让和流通的市场，又称为二级市场或次级市场。  

1．交易所市场 

2．场外市场 

（四）证券流通组织方式 

1．证券交易所 

2．证券上市 

3．柜台交易 

（五）国债市场 

1．国债的分类 

（1）凭证式国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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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记名国债 

（3）记账式国债 

2．国债发行市场 

（1）发行方式：①公募法②公卖法③包销法④摊派法 

（2）发行规模：①国债负担率②国债借债率③国债依存度④国债偿债率⑤国债限额的动态指

标⑥外债负担 

（3）期限结构 

（4）利率确定：①竞价方式②非竞价方式③财政部事先确定 

（5）偿还方式：①买销法②抽签法③一次性偿还法④调换偿还法 

3．国债流通市场 

（1）现货市场 

（2）回购市场 

（3）期货市场 

（六）股票市场 

1．股票发行市场 

（1）发行制度：①注册制②核准制 

（2）发行方式：①公募②私募：发起设立方式发行，内部配股，私人配股③直接发行④间接

发行：全额包销，余额包销，代销⑤有偿增资发行⑥无偿增资发行⑦并行增资发行 

（3）发行价格 

①发行价格种类：平价发行，溢价发行：时价发行，中间价发行，折价发行 

②发行价格的确定：累积订单方式，固定价格方式，累积订单与固定价格相结合的方式 

2．股票流通市场 

（1）市场结构 

①场内交易市场 

②场外交易市场：柜台交易市场，第三市场，第四市场 

（2）交易机制 

①指令驱动(Order一 driven)制度 

②报价驱动机制(Quote-driven)  

（3）市场交易方式：①现货交易②期货交易③信用交易④期权交易 

（七）基金市场 

1．基金发行市场 

（1）基金设立方式：注册制，核准制，中国：审批制 

（2）基金发起人资格 

（3）基金的募集：公募，私募 

（4）基金的管理机制：基金投资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 

2．基金的上市及投资运作 

（1）基金的上市：开放式基金，封闭式基金 

（2）基金的投资运作 

①投资目标：追求资本增值，追求固定收入，既追求资本增值又追求固定收入 

②投资策略：积极管理策略，消级管理策略，混合管理策略 

（3）投资限制 

第六节  外汇与黄金市场 

一、外汇市场 

（一）外汇市场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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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专门从事外汇买卖的场所或活动。 

（二）外汇市场的分类 

1．批发市场 

2．零售市场 

（三）外汇市场的主体 

1．外汇银行 

2．外汇经纪人 

3．进出口商及其他外汇供求客户 

4．中央银行 

（四）外汇市场的交易方式 

1．即期外汇交易(Spot Exchange Transaction) 

2．远期外汇交易(Forward Exchange Transaction)  

3．掉期外汇交易 

4．套汇交易 

5．套利交易 

6．外汇期货和期权交易  

二、黄金市场 

（一）黄金市场的概念 

是专门集中进行黄金买卖的交易中心、场所或活动。 

（二）黄金市场的分类 

1．根据对国际黄金市场影响程度，可分为国际性黄金市场与区域性黄金市场 

2．根据交易结算的期限，可分为黄金现货交易市场和黄金期货交易市场 

3．根据管理程度，可分为自由黄金交易市场与限制性黄金交易市场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金融市场的概念、要素、分类；掌握金融工具的价

格与收益及影响金融工具收益的因素；掌握原生金融工具和衍生金融工具的种类；了解货币市场各

子市场的发展历程及市场的中外对比；重点掌握中国货币市场各子市场的经济政策意义及其发展方

向；重点掌握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运作及其价格的形成；重点掌握资本市场的功能；了解证券发

行市场的发行人、发行方式分类，掌握证券选择及证券发行方式的选择；熟悉证券流通市场的参与

人、组织方式和交易方式，了解证券的上市与交易程序；了解基金市场、外汇与黄金市场以及衍生

金融工具市场的基本运作。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完善等方面提出自己初步的认识

和见解。 

作业：  

1．如何理解金融市场的概念及功能。 

2．了解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结构及其内容。 

3．金融交易主要有哪些组织方式？并各举一例。 

4．决定及影响证券价格的因素有哪些？ 

5．金融工具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6．简要说明期货合约、期权合约、互换合约。 

7．分析我国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策略。 

8．基金有哪些种类？ 

9．可转债包括哪些要素？ 

10．同业拆借市场的交易对象有哪些？  

11．在国库券市场上，政府、中央银行以及商业银行的活动有什么不同？  

12．回购交易有什么特点？  

13．在票据贴现市场上，商业银行通过哪些业务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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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中央银行参与货币市场的哪些交易活动? 

15．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有哪些不同? 

16．国债市场有哪些发行和流通方式？ 

17．什么是资产证券化？ 

18．外汇市场有哪些交易方式？ 

19．期权和期货的基本交易策略是什么？ 

知识单元 5：金融机构体系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金融机构体系 

一、金融机构体系概述 

（一）金融机构的概念 

金融中介机构是专业化的融资中介。 

（二）国家金融机构体系 

1．管理性机构 

2．商业经营性金融机构 

3．政策性金融机构 

（三）国际金融机构体系 

1．全球性金融机构：（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世界银行（3）国际金融公司（4）国际开发

协会（5）多边投资担保机构（6）国际清算银行 

2．区域性金融机构：（1）亚洲开发银行（2）泛美开发银行（3）非洲开发银行 

（四）中国大陆现行的金融机构体系 

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作为最高金融管理机构，对各类金融机构在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条件下实行分业监管，各类金融

机构主要包括：（1）银行业：中国大陆的金融机构体系以银行业为主体，目前银行业的金融机构

主要有两个体系，一是商业银行体系，一是政策性银行体系，它们都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的监管；（2）证券业：目前证券业的金融机构主要有：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基金管理公司；

各种中介服务机构，如证券登记结算公司、证券评级机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律

师事务所等；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3）保险业；（4）其他非银行机构：信托投资公司、财务

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机构、资产管理公司（信达、东方、长城、华融）。 

（五）香港金融机构体系 

香港是以国际金融资本为主体，以银行业为中心，外汇、黄金、证券、期货、共同基金和保险

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多元化的国际金融中心。主要特点是：（1）香港金融机构体系分为银行与非

银行金融机构两种。香港银行业实行三级管理制度，只有三类金融机构获准向公众吸收存款，这三

类是持牌银行、持牌接受存款公司、注册接受存款公司。香港银行业的同业组织是香港银行公会。

与一般自愿性同业组织不同，它是由香港政府立法成立的，所有持牌银行必须成为会员纳入银行业

监管体系。香港保险业经营的主要业务包括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和出口信用保险。香港政府保险业

监理处为主要的监管机构。香港股票交易所是亚洲较早成立的证券交易所之一，成立于 1891 年。

1969 年-1972 年又新建远东、金银和九龙交易所。1986 年港英政府将四家交易所合并为香港联合

交易所。证券与期货事务检查委员会负责监管香港联合交易所。（2）由于香港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外资银行一直在当地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外资拥有或控制的金融机构达 90%。（3）金融机

构监管主体是金融管理局。 

（六）澳门金融机构体系 

澳门金融机构体系由银行性和非银行性金融机构构成，银行所占市场比重大。澳门的首家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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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 1902 年，即葡资的大西洋银行。 1970 年 8 月，澳门颁布第一套银行法，标志着澳门银行

制度正式建立，首次形成了澳门银行业“三级制”银行体系：注册银行、注册银号和找换店。1982

年 8月又出台了新的银行法。 

澳门不实行外汇管制，资金进出自由，银行既可经营本币业务，又可经营外币业务，还可经营

离岸业务。澳门不设立中央银行，一直由澳门货币暨汇兑监理署代行中央银行职能，由大西洋银行

行使澳门发钞代理职能及代行政府库房职能。1995 年 10 月 16 日起，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加入发钞

行列，与澳门大西洋银行各自发钞的额度均为 50%。 

（七）台湾金融机构体系 

台湾的金融体系，包括正式的金融体系与民间借贷两部分。正式的金融体系分为金融中介机构

与金融市场机构，由“财政部”及“中央银行”共同管理，其中金融中介机构又分为存款货币机构

和非货币机构。台湾设有中央存款保险公司。民间借贷包括信用借贷、质押借贷、民间互助会、租

赁公司、分期付款公司、投资公司等。 

二、金融机构体系的构成 

（一）存款性金融机构 

是从个人和机构接受存款并发放贷款的金融中介机构。 

（二）非存款性金融机构 

是指利用自行发行证券的收入或来自于某些社会组织或公众的契约性融资，并以长期投资作为

其主要资产业务的金融中介机构。 

第二节  银行金融中介 

一、中央银行 

是由政府出面组织或授权赋予旨在集中管理货币储备并统一铸和发行货币的银行，它是国家最

高的最具有权威的金融机构。 

中央银行是一个国家的货币金融管理机构，其特点可概括为“发行的银行”、“国家的银行”、

“银行的银行”。 

二、商业银行 

是依法接受活期存款，并主要为工商企业和其他客户提供贷款以及从事短期投资的金融中介。 

其特点是可开支票的活期存款在所吸收的存款中占相当高的比重，被称为“存款货币银行”。 

三、专业银行 

是指有专门经营范围和提供专门性金融服务的银行。 

（一）储蓄银行 

是专门经办居民储蓄、以储蓄存款为其主要资金来源的专业银行。 

（二）投资银行 

是专门经营对工商企业投资和长期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  

（三）合作银行 

是指由私人和团体组成的互助性合作金融机构。 

（四）抵押银行 

是以土地、房屋等不动产作抵押办理长期放款业务的专业银行。 

（五）清算银行 

是指能直接参加票据交换所进行票据清算的银行。 

四、政策性银行 

（一）特征 

1.组织方式上的政府控制性。 

2.行为目标的非盈利性。根据政府的政策意图，支持某些特殊产业的成长，实现经济结构调整

以及政府某些特殊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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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融资准则的非商业性。  

4.业务领域的专业性。   

（二）分类 

1．开发银行 

2．农业政策性银行 

3．进出口政策性银行 

第三节  非银行金融中介 

一、保险公司 

专门经营保险业务的金融机构。 

（一）组织形式 

1．国营保险公司 

2．私营保险公司 

3．互助保险公司 

4．自保保险公司 

5．再保险公司 

6．政策性保险公司 

（二）分类 

1．寿险公司 

是为投保人因意外事故或伤亡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经济保障的金融机构。 

2．财产意外险公司 

是对法人单位和家庭住房提供财产意外损失保险的金融机构。 

（三）主要业务 

筹集资本金；出售保单，收取保费；给付赔偿款；其资金运作的主要方式有：银行存款、证券

投资、发放抵押贷款等。 

二、投资银行 

是为投资者在金融市场上买卖证券提供服务的投资机构。 

（一）发展模式 

1．全能银行附属发展模式 

2．独立发展模式 

3．金融控股公司关系型发展模式 

（二）我国的证券公司 

1．概况 

2．中外证券公司比较 

三、信用合作社 

是由个人集资联合组成、以互助为主要宗旨的合作金融组织。 

按照地域的不同，可分为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城市信用合作社。 

资金主要来自于合作社成员缴纳的股金和吸收的存款，贷款主要对象也是合作社成员。最初主

要发放短期生产贷款和消费贷款。现在较大的信用社已开始为解决生产设备更新，改进技术等提供

中长期贷款。 

四、信托投资公司 

信托是一种因信任而托付他人代办某事的行为。信托机构是从事信托业务、充当受托人的法人

机构。其职能是财产事务管理，即接受客户委托，代客户管理、经营、处置财产，可概括为“受人

之托、为人管业、代人理财”。 

五、财务公司 

它是经营部分银行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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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公司的业务：包销证券、经营外汇、投资咨询和不动产抵押贷款等。 

六、投资公司 

也称投资基金，它是一种集合投资机构，是由代理投资机构以法定文件为依据通过向投资发行

股份或受益凭证筹集资金，按照信托契约的规定将筹集的资金适当分散地投资于各种金融商品等以

谋取最佳投资收益，并将投资收益按基金份额分配给投资者的非银行金融中介。 

七、租赁公司 

是指专门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的机构。 

第四节  西方金融机构体系的变革及其趋势 

一、金融机构业务范围的变化 

（一）变化概况：金融机构突破原有的专业化业务分工，走上综合经营各种金融业务的道路，

即走上混业经营的道路。 

（二）变化的原因 

1.经济发展走向成熟，使资金的供求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2.金融创新模糊了银行业、证券业、信托业的传统分界。 

3.国债市场的迅速发展促进了资金分流。 

4.新技术革命大大提高了个人和企业的金融应变能力，直接导致了新型金融工具的出现，为金

融创新奠定了技术基础，也对金融机构的规模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金融机构之间的并购浪潮 

（一）兼并、合并的结果 

第一，银行数量减少，以欧美银行为代表的少数银行垄断了市场。 

第二，提高了盈利水平，增强了竞争能力，保持和加强了大银行在全球竞争中的实力与地位。 

（二）并购的动因 

1.规模经济 

（1）可以增强公众信心，扩大市场份额 

（2）可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优越的技术优势 

（3）可以产生业务范围广泛的规模经济 

（4）其他方面的规模经济 

2.规避风险 

第五节  金融监管机构 

一、金融监管概念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与金融管理的复合称谓。金融监督是指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施全面

的、经常性的检查和督促，并以此促使金融机构依法稳健地经营、安全可靠和健康的发展。金融管

理是指金融监管当局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实行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的活动。 

二、金融监管体制 

（一）集中监管体制 

指把金融业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统一进行监管，一般由一个金融监管机构承担监管的职

责，绝大多数国家是由中央银行来承担。 

（二）分业监管体制 

是根据金融业内不同的机构主体及其业务范围的划分而分别进行监管的体制。 

三、金融监管目标和原则 

金融监管的目标可分为一般目标和具体目标：一般目标应该是促成建立和维护一个稳定、健全

和高效的金融体系，保证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健康的发展，从而保护金融活动各方特别是存款人的

利益，推动经济和金融发展；具体监管目标各国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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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的基本原则包括：监管主体的独立性原则；依法监管原则；“内控”与“外控”相结

合的原则；稳健运行与风险预防原则和母国与东道国共同监管原则。这些原则渗透和贯穿在监管体

系的各个环节和整个过程的始终。  

四、金融监管内容和手段 

金融监管的内容包括：市场准入监管；市场运作过程的监管和市场退出的监管。  

金融监管的手段与方式有：依法实施金融监管，运用金融稽核手段实施金融监管和“四结合”

并用的全方位的监管方法。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国内、国际金融机构的概念、机构组成及相互

关系；了解金融机构的产生发展，掌握金融机构的主要功能，了解金融机构经营的特殊性；掌握各

类机构的性质及业务内容，机构体系的发展及变革情况。在此基础上，对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机构

体系尤其是我国金融机构体系的发展、完善提出自己的初步认识和见解。 

作业： 

1．如何理解金融机构在各国社会经济中的主要功能？ 

2．如何认识当代商业性金融机构同质化趋势？ 

3．了解国际金融机构的职能及业务分工。 

4．为什么说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和影响程度与一般企业不同？  

5．国家金融机构体系一般由哪些金融机构构成？  

6．新中国金融机构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主要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7．专业银行包括哪些类型？ 

8．政策性银行有哪些特征？ 

9．保险公司的类型有哪些？ 

10．信用合作社在经营和管理上有哪些特点？ 

11．证券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什么？ 

12．我国投资银行存在哪些发展的障碍？ 

13．我国信托机构主要经营哪些业务？ 

14．我国采用的是何种金融监管体制？ 

知识单元 6：商业银行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商业银行的职能和组织制度 

一、商业银行的职能 

（一）商业银行的产生 

（二）商业银行的发展模式 

1．以英国为代表的传统模式的商业银行 

2．以德国为代表的综合模式的商业银行 

（三）现代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 

银行业务全能化，银行业务证券化，银行资本更加集中，金融创新不断涌现。 

（四）商业银行的性质 

商业银行是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以多种金融负债筹集资金，以多种金融资产为其经营对象，

并向客户提供多功能、综合性服务的金融企业。 

（五）商业银行的职能 

信用中介职能，支付中介职能，信用创造功能，金融服务职能。 

二、 商业银行与信用创造 

（一）信用创造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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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准备金制度，部分现金提取。 

（二）多倍存款扩张 

（三）影响派生存款的其他因素  

超额准备金，支票存款转化为非交易存款，现金漏损 

三、 商业银行的组织制度 

（一）商业银行制度 

1．商业银行组织制度建立原则 

竞争原则，稳健原则，适度规模的原则。 

2．商业银行的产权结构 

股份制商业银行，私人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 

3．商业银行组织制度形式 

单一银行制，分支行制，银行控股公司制，连锁银行制。 

4．商业银行的分类 

（二）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 

1．决策机构 

2．执行机构 

第二节  商业银行的业务与管理 

一、商业银行业务 

（一）商业银行自有资本 

1．股本(Equity Capital) 

2．盈余(Surplus) 

3．未分配利润(Undistributed Profit) 

4．准备金(Reserve) 

5．资本票据和债券(Capital Note and Debenture) 

（二）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 

1．存款 

（1）支票存款 

活期存款，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NOWs），超级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Supper-NOWs），货币市

场存款账户（MMDA），自动转账服务账户（ATS） 。 

（2）定期存款 

传统存单式定期存款（10 万美元以下），货币市场存单（money markets certificates），其

他浮动利率存款（other variable-rate time deposits），个人退休账户（individual retirement 

accounts），91天储单（91-day saving certificates），High-fi 账户，10万美元以上存单。 

（3）储蓄存款 

（4）我国商业银行存款类型 

企业存款，财政存款，机关团体存款，城乡储蓄存款：活期储蓄、定期储蓄，农业存款。 

2．非存款负债 

（1）联邦基金（federal funds） 

（2）回购协议 

（3）欧洲美元借款 

（4）再贴现 

（三）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 

1．现金资产 

准备金，收款过程中的现金，同业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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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资 

银行的投资业务是指银行购买有价证券的活动。 

3．贷款 

（1）美国的贷款分类 

①工商企业贷款（industry & commercial loans） 

普通限额贷款，备用贷款承诺，循环贷款，备用信用证和商业信用证，票据发行服务，营运资

本贷款，中期贷款，项目贷款。 

②不动产贷款(real estate loans) 

③消费者贷款(consumer loans) 

④对金融机构的贷款(loans t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⑤其他贷款(other loans) 

农业贷款，国际贷款，贴现。 

（2）我国贷款分类 

①按贷款用途分为流动资金贷款和固定资金贷款 

②按贷款期限分为短期贷款（1年或 1年以内）、中期贷款（1至 5年，含 5年）和长期贷款（5

年以上） 

③按贷款的保障形式分为信用贷款、担保贷款（含保证贷款、抵押贷款和质押贷款）和票据贴

现贷款 

④按贷款的占用形态分为正常贷款、逾期贷款、呆滞贷款和呆账贷款（后三类为不良贷款）；

从 2000年开始采用贷款五级分类方法，把贷款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类 

（四）表外业务 

1．传统中间业务 

（1）结算业务(Settle) 

支票结算，汇兑结算(Remittance)，托收结算(Collection)，信用证结算(Letter of Credit)，

电子资金划拨系统(Electronic transfer of Fund)，承兑业务(Acceptance)。 

（2）代理业务(Proxy) 

代理收付款业务，代保管业务，代客买卖业务。 

（3）信托业务（Trust） 

（4）租赁业务(Lease)  

融资性租赁(Financial Lease)，杠杆租赁(Leveraged Lease)，操作性租赁(Operating Lease)，

转租赁(Sub-lease)。 

（5）银行卡业务 

（6）信息咨询服务 

2．担保业务 

（1）履约保证书 

（2）投标保证书 

（3）贷款担保 

（4）备用信用证 

3．承诺业务 

（1）票据发行便利 

（2）贷款承诺 

4．金融工具创新业务 

二、商业银行的管理 

（一）商业银行经营原则 

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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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 

1. 银行资本的性质与作用 

（1）银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 

（2）银行资本的多种功能 

2.  银行资本的构成  

（1）银行资本的一般来源 

（2）具体形式：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重估储备、权益准备金、次

级债务 

（3）对银行资产与银行资本关系的认识 

（4）《巴塞尔协议》的主要思想 

（5）《巴塞尔协议》对商业银行资本的分类 

核心资本：①股本金②公开准备 

附属资本：①未公开准备②重估准备③一般准备金／一般呆账准备金④混合性债务资本工具⑤

长期次级债务 

《巴塞尔协议》对资本扣除的规定：①从核心资本中扣除商誉 

②对从事银行业务和金融活动的附属机构的投资，而这项投资在本国制度下并未列入集团的资

产负债表中 

（6）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构成分析 

3.  资本充足与银行稳健 

（1）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资本充足的测定 

（2）新巴塞尔协议的主要精神 

4.  资本的筹集与管理 

（1）银行资本规模的衡量方法 

（2）影响银行资本需要量的因素 

（3）银行资本的内部筹集 

（4）银行资本外部筹集 

（三）商业银行的负债管理 

1.  存款的种类和构成 

2.  存款的定价  

3.  商业银行负债成本的管理 

4.  我国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分析 

（四）商业银行贷款政策与管理 

1.  贷款政策与程序 

2.  贷款审查 

3.  贷款的质量评价  

4.  有问题贷款的发现和处理 

5.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管理现状 

（五)资产负债联合管理 

1. 资金缺口管理法 

所谓缺口管理法，是根据期限或利率等指标将资产和负债分成不同类型，然后对同一类型的资

产和负债之间的差额，即缺口进行分析和管理。 

2.资产负债比例管理 

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是通过一系列资产负债比例指标来对商业银行的资产和负债进行监控和管

理。 

第三节  政府对商业银行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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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对银行业监管的主要内容 

（一） 对商业银行设立和变更事项的审批 

（二） 银行营运过程中的监管 

1. 资本充足率要求 

2. 流动性要求 

3. 资产质量监管 

4. 对银行内部控制制度的监管 

5. 风险集中和风险暴露的监管 

（三） 对有问题银行的处理 

二、存款保险制度 

存款保险制度要求商业银行按存款额的大小和一定的保险费率缴纳保险费给存款保险机构，当

投保银行经营破产或发生支付困难时，存款保险机构在一定限度内代为支付。  

三、我国对商业银行的监管 

监管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1984年）,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1995）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2003）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2003）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商业银行的产生和发展、商业银行的性质、职能和组

织制度，掌握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过程，掌握商业银行经营的主要业务，掌握商业银行经营原则、

资本管理、负债管理、信贷管理以及资产负债联合管理的方法。在此基础上，结合实践对我国商业

银行改革进行探讨。 

作业： 

1. 试述当代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 

2. 如何理解商业银行的性质？ 

3. 商业银行的职能有哪些？ 

4. 影响存款乘数的因素有哪些？ 

5. 商业银行的四种组织制度形式各有何优缺点？ 

6. 商业银行经营哪些业务？  

7. 什么是表外业务？为什么这类业务越来越受到重视？ 

8. 简述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  

9. 商业银行信贷管理的程序包括哪些环节？ 

10. 巴塞尔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7：中央银行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中央银行概述 

一、中央银行的产生与发展 

（一）设立中央银行的客观必要性 

1．统一银行券发行的需要 

2．统一票据清算的需要 

3．银行最后贷款人制度建立的需要 

4．金融监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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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央银行的产生和发展 

1．中央银行形成的两种方式 

2．中央银行成立的三次高潮 

3．中央银行职能完善的三个阶段 

二、中央银行体制 

（一）中央银行的机构设置体制 

1．单一式中央银行制度 

2．跨国中央银行制度 

3．依附型中央银行  

4．准中央银行制度 

（二）中央银行的资金来源体制 

1．国有资本的中央银行 

2．公私共同出资的中央银行 

3．企业法人持股的中央银行 

4．会员银行持股的中央银行 

（三）中央银行的隶属体制 

1．中央银行隶属于财政部 

2．中央银行名义上隶属于财政部,实际上有较高独立性 

3．中央银行隶属于国会 

第二节  中央银行的性质和职能 

一、中央银行的性质 

（一）中央银行发挥的作用看，它是保障金融稳健运行、调控宏观经济的国家行政机构 

（二）中央银行与一般的行政机关又有很大不同 

1．中央银行履行职责主要是通过特定金融业务进行 

2．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是分层次实现的 

3．中央银行在政策制定上有一定的独立性  

二、中央银行的职能 

（一）中央银行是“发行的银行” 

1．指国家赋予中央银行集中与垄断货币发行的特权，是国家唯一的货币发行机构 

2．指中央银行必须以维护本国货币的正常流通与币值稳定为宗旨 

（二）中央银行是“银行的银行” 

1．集中存款准备  

2．充当最后贷款人  

3．全国票据清算中心  

（三）中央银行是“国家的银行” 

1．代理国库 

2．代理发行政府债券 

3．为政府筹集资金 

4．代表政府参加国际金融组织和各种国际金融活动 

5．管理黄金和外汇 

6．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 

第三节  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 

一、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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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银行相对独立性的含义 

是指中央银行在国家相对性机构或政府的干预和指导下，根据国家的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目

标，独立制定和执行货币金融政策 。 

（二）中央银行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原因 

1．避免政治性经济波动产生的可能 

2．避免财政赤字货币化的需要 

3．为了适应中央银行特殊业务与地位的需要 

（三）中央银行独立性的主要内容 

1．建立独立的货币发行制度，以维持币值的稳定 

2．独立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 

3．独立地管理和控制整个金融体系的金融市场 

二、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 

（一）概述 

1．中央银行是“国家的银行”  

2．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要与政府的财政政策及其他政策相配合，共同调控一国的宏观经济活

动  

3．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还对政府提供信贷  

4．尽管中央银行与政府关系密切，但中央银行仍然保持相对的独立性  

（二）中央银行与政府关系的各种模式 

1．独立性较强的中央银行 

2．独立性较弱的中央银行 

3．独立性居中的中央银行 

三、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及有关问题 

（一）货币发行不独立 

1．货币的发行权属于国务院，而不属于中国人民银行 

2．货币发行受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收支状况所制约 

3．货币发行受财政的制约 

（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上不独立 

1．货币政策的制定权在国务院，而不属于中国人民银行 

2．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权在国务院，而不属于中国人民银行 

3．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受各级地方政府的制约 

第四节  中央银行的主要业务 

一、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中央银行负债。主要包括流通中的货币、各项存款和其他负债。 

中央银行的资产。主要包括贴现与放款、各种证券、黄金外汇储备和其他资产。  

由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是按照复式记账的会计原理编制的，因此在任何时点上，中央银行未

清偿负债总额与资本总额之和，必然等于其资产的价值。即资产＝未清偿负债＋资本项目。中央银

行可以通过调整自身的资产负债结构，来进行宏观金融调控。  

二、中央银行的负债业务 

（一）货币发行 

1．含义 

2．原则 

垄断发行、信用保证、弹性发行 

3．准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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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准备金的类型：现金准备、保证准备 

（2）货币发行准备比率 

（3）货币发行准备制度 

弹性比例制、保证准备制、保证准备限额发行制、现金准备发行制、比例准备制 

（二）代理国库 

1．国家财政预算收支保管形式 

国库制(独立国库制、委托国库制)，银行制 

2．主要业务内容 

（1）预算收入的吸纳、划分、报解 

（2）预算支出的拨付 

（三）集中存款准备金  

1．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内容 

（1）规定和调整存款准备金比率 

（2）按存款的类别规定（德国） 

（3）按银行规模、经营环境规定 

2．规定存款准备金构成 

第一准备金、第二准备金 

3．计提基础 

三、中央银行的资产业务 

（一）贷款和再贴现 

1．贷款 

（1）贷款种类 

①对商业银行放款 

②对财政部放款 

③其他放款 

（2）贷款特征 

①以短期贷款为主 

②不以盈利为目的 

③应控制对财政放款 

④一般不直接对工商企业和个人发放贷款 

2．再贴现 

（1）再贴现与贷款的区别 

（2）我国的再贴现业务 

（二）证券买卖 

1．证券买卖业务的种类 

美、日、德、法 

2．中国人民银行的证券买卖业务 

（三）金银外汇储备 

1．保管金银外汇储备的意义 

2．金银外汇储备的特点 

黄金、白银、外汇、特别提款权 

四、中央银行的支付清算业务 

（一）集中办理票据交换 

（二）办理异地资金转移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了解中央银行设立的客观必要性及其产生与发展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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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中央银行的性质；认识中央银行体制的类型，全面掌握中央银行的职能及中央银行在现代经济

中的作用；理解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及相对独立性；认识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关系，掌握中央银

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与分析方法；掌握中央银行的主要业务。 

作业： 

1．简述中央银行产生的客观必要性。 

2．中央银行有何职能？试分析中央银行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3．简述中央银行的性质。 

4．如何理解中央银行与政府的关系？ 

5．试分析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6．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有哪些业务关系？ 

7．与商业银行相比，中央银行负债业务有哪些特点？ 

8．为什么说中央银行的资产业务规模会影响其货币供应量？ 

9．我国中央银行最主要的资产项目是国外资产中的外汇，美国中央银行最主要的资产项目是

财政部债券，这种差异反映了什么问题？ 

知识单元 8：货币供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货币供给及其特性 

一、货币供给与货币供给量 

货币供给(money supply):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银行系统向经济中投入、创造、扩张（或收缩）

货币的行为,是银行系统向经济中注入货币的过程。 

货币供给量(money aggregate):一国经济中被个人、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持有的可用于各种

交易的货币总量。  

二、名义货币供给与实际货币供给 

名义货币供给是指一定时点上不考虑物价因素影响的货币存量。 

实际货币供给是指剔除了物价影响之后的一定时点上的货币存量。 

三、货币供给的特性 

（一）金属货币的供给特性 

1．马克思 

2．费雪 

3．亚当·斯密 

（二）混合通货的供给特性 

1．自然内生论 

2．控制内生论 

3．外生论 

（三）信用货币的供给特性 

1．凯恩斯 

2．弗里德曼 

第二节 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 

一、基础货币 

（一）基础货币的定义和公式 

基础货币是指流通中的现金和银行准备金的总和。 

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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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货币的供给 

1．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2．基础货币的投放渠道 

（1）公开市场业务 

（2）贴现贷款 

（3）购买对外资产 

（4）购买黄金 

3．影响中央银行控制基础货币的主要因素 

（1）银行的贴现贷款需求 

（2）政府预算赤字 

（3）中央银行稳定汇率的目标 

4．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渠道 

（1）中央银行向金融机构贷款，主要通过再贷款和再贴现 

（2）中央银行向财政透支，主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国债来进行 

（3）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基础货币 

（4）中央银行购买黄金来投放基础货币 

二、货币乘数 

（一）货币乘数的推导 

 

 

 

 

（二）影响货币乘数的因素 

1．活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 

2．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率 

3．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 

4．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率 

5．流通中通货与支票存款的比率 

（三）对货币乘数的进一步探讨：银行及非银行公众的行为 

1．影响银行超额准备金率的因素 

（1）利率 

（2）贷款的投资机会 

（3）借入资金的难易程度及成本大小 

2．影响公众通货持有比率的因素 

（1）财富总额 

（2）公众的流动性偏好 

（3）持有通货的机会成本 

（4）资产的相对风险 

3．影响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率的因素 

（1）财富总额 

（2）定期存款的利率 

第三节 货币供给的决定因素分析 

一、中央银行可以操纵的因素 

（一）基础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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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rd和定期存款准备金率 rt 

二、商业银行和其他存款机构决定的因素 

超额准备金率 e 

三、工商企业和消费者所能影响的因素 

（一）公众手持现金对活期存款比例 k 

（二）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比率 t 

四、政府的决定因素 

（一）增税 

（二）增发政府债券 

（三）改变基础货币 

第四节 内生与外生货币供给理论 

一、 外生的货币供给理论 

（一）弗里德曼——施瓦兹货币供给决定模式 

（二）卡甘的货币供给决定模式 

（三）乔顿的货币乘数模型 

二、内生的货币供给理论 

（一）代表人物：托宾（1963、1976）；萨缪尔森（1979）、琼·罗宾逊夫人（1982）等 

（二）主要依据：货币供给模型受众多主体行为影响，实际经济运行对货币供给有决定性作用；

金融创新对货币供给影响巨大；中央银行受制于多方因素，不能单独决定货币供给 

（三）政策意义：货币政策难以控制货币供给量，中间目标应该选择利率 

（四）货币供给理论中的“新观点” 

1．《拉德克利夫报告》的一般流动性命题 

2．格利和肖的金融中介机构理论 

3．托宾的“新观点” 

三、中国货币供给的可控性问题 

（一）目前我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具有强大的控制力 

（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增强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货币供给的基本概念，区分货币供给与货币供应量；

掌握不同层次货币的创造过程及影响因素，货币供给同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间的关系，经济活动

的不同主体分别如何影响货币供给量；认识并理解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外生性问题；并能够运用相

关原理解释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经济现象。 

作业： 

1．正确理解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的概念。 

2．银行体系是怎样创造货币的？ 

3．货币乘数是怎样推导出来的？ 

4．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个人的行为对货币供给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5．你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为什么？  

6．“货币乘数必然大于 1。”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还是不能确定？为什么？ 

7．如果中国人民银行向中国工商银行出售 100万元的国债，这对基础货币有何影响？ 

8．你认为除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有没有货币创造的功能？

为什么？ 

知识单元 9：货币需求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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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货币需求的含义及其影响因素 

一、货币需求的含义 

（一）宏观货币需求 

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这种货币量既能满足货币

需要，又不会引发通货膨胀。 

（二）微观货币需求 

是指个人、家庭或企业在既定的收入水平、利率水平和其他经济条件下，保持多少货币在手边

最为合适。 

（三）名义货币需求 

是指个人、家庭或企业等经济单位或整个国家在不考虑价格变动时的货币持有量，它受制于中

央银行的货币政策。 

（四）实际货币需求 

是指各经济单位所持有的扣除物价因素之后的货币数量。 

二、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 

（一）收入状况 

（二）市场利率 

（三）信用发达程度 

（四）消费倾向 

（五）货币流通速度、社会商品可供量和物价水平 

（六）预期 

第二节 宏观货币需求理论 

现金交易数量说 

 

 

上式中，Y代表实际国民收入；P代表一般物价水平（用价格指数来表示），因此 PY即为名义

国民收入；V代表一年中每一元钱用来购买最终产品或劳务的平均次数，我们把它称为货币的收入

流通速度。相应的，  被称为货币的交易流通速度 。 

名义国民收入完全取决于货币供应量。 

货币数量的变化将引起一般物价水平的同比例变化，即“货币数量决定着物价水平”。 

货币需求就取决于名义国民收入。 

第三节 微观货币需求理论 

一、现金余额说 

M = k·PY 

货币需求同名义国民收入成正比例 

二、 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 

（一）持有货币的三种动机 

即交易动机（transaction motive） 、预防动机（precautionary motive）和投机动机

（speculative motive） 。 

（二）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函数 

 

 

 

（三）结论 

PTMV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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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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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需求同实际收入成正向关系，与利率成方向关系。 

首先，货币需求是不稳定的。 

其次，在货币需求波动较大的情况下，货币流通速度也必然有较大的波动。 

最后，在货币流通速度波动很大的情况下，货币量 M与名义收入 PY之间就不具有稳定的关系，

因而名义国民收入完全由货币量决定的货币数量论观点就不能成立。 

三、 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 

（一）交易性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 

（二）预防性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 

（三）投机性货币需求理论的发展 

四、现代货币数量理论 

（一）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 

 

 

 

（二）现代货币数量论 

首先，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暗含这样的结论：货币需求对利率并不敏感。 

其次，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本身是相当稳定的，它不会发生大幅度的位移。 

由以上两点便可直接导出以下结论，即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可以预测的。 

只要货币流通速度是稳定的、可以预测的，当货币供给发生变化时，我们把货币流通速度的预

测值代入交易方程式，就可以估计出名义国民收入的变动。因此，货币供给是决定名义收入的主要

因素的货币数量论的观点仍然能够成立。 

五、关于货币需求的经验研究 

（一）关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 

（二）关于货币需求函数的稳定性 

（三）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 

六、中国货币需求函数的构造 

（一）现阶段影响我国货币需求的主要因素 

1．收入  

2．价格  

3．利率  

4．货币流通速度  

5．金融资产选择 

（二）货币化假说 

（三）国家能力假说 

第四节 货币供需均衡 

一、货币均衡的判断 

（一）货币均衡与非均衡 

（二）货币均衡和非均衡的判别标志 

二、货币供求均衡与社会总供求 

（一）货币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关系 

1．货币供给是社会总需求的载体 

2．货币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关系是：货币供给决定社会总需求 

（二）社会总供给与货币需求 

1．从宏观角度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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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观角度来看 

（三）货币供给与总供给 

1．当经济体系中存在着现实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源，且数量又很充分时 

2．当潜在未利用资源被逐渐利用而不断减少，货币供给却在继续增加时 

3．当潜在未利用资源已被充分利用，货币供给仍然继续增加时 

（四）货币供求和社会总供求的关系 

1．总供给决定货币需求，但同等的总供给可有偏大或偏小的货币需求 

2．货币需求引出货币供给，货币供给量应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但也绝非是等量的，货币供

求的非均衡是常态 

3．货币供给成为总需求的载体，同等的货币供给可有偏大或偏小的总需求 

4．总需求的偏大和偏小，对总供给产生巨大的影响 

5．总需求的偏大或偏小，也可以通过紧缩或扩张货币供给的政策来调节，但单纯控制总需求

难以真正实现均衡目标 

三、中央银行对货币供求的调节 

中央银行可以用来调控货币供求的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利率手段对货币供求调控 。 

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整基准利率影响市场利率的变化。 

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能力较强，而货币需求更多的取决于企业、个人的行为，中央银行

的影响很小。 

所以中央银行对货币供求均衡的调节一般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给量来实现。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货币需求的含义、分析角度和基本内容；认识并理

解各种货币需求理论的主要内容和理论贡献；认识影响我国货币需求的主要因素；了解货币供求均

衡与非均衡的表现和调节机理等内容，并能够运用相关原理解释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经济现

象。 

作业： 

1．在交易性货币需求与利率的关系上，凯恩斯的理论与平方根定律的分析有何不同?  

2．简述费雪方程式与剑桥方程式的区别。  

3．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与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理论有何不同？ 

4．目前货币需求问题研究中面临哪些问题？ 

5．考虑中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6．货币供求均衡和非均衡的表现？ 

7．货币供求与社会总供求的关系。 

知识单元 10：货币政策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货币政策目标 

一、货币政策及其内容 

（一）货币政策的定义 

货币政策也是金融政策，它是中央银行为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而采用各种方式调节货币供应

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各种方针和措施的总称。 

（二）货币政策的内容 

政策目标、实现目标所运用的政策工具、监测和控制目标实现的各种操作指标和中间目标、政

策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等基本内容。 

二、货币政策的目标 

（一）稳定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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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分就业 

（三）经济增长 

（四）国际收支平衡 

三、货币政策目标之间的关系 

（一）稳定物价与充分就业之间的关系 

（二）稳定物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三）稳定物价与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关系 

（四）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关系 

（五）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争论与选择 

我国专家学者关于货币政策目标的讨论有多种观点,如单一目标论、双重目标论、多重目标论、

通货膨胀目标论等。 

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五、战后西方各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比较 

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标应以稳定货币为主。 

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很重要。 

第二节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中介目标 

一、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 

（一）传统凯恩斯主义的传导机制理论 

1．IS－LM模型 

2．托宾 Q理论 

3．财富效应 

（二）货币主义的传导理论 

1．货币主义的资产组合传导理论 

2．汇率传导理论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传导理论 

1．信贷可得性理论 

2．CC－LM模型 

3．资产负债表渠道理论 

4．BGG模型 

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一）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 

1．可测性 

2．可控性 

3．相关性 

4．相容性 

（二）货币政策的远期中介目标 

1．长期利率 

2．货币供应量 

3．通货膨胀率 

4．汇率 

（三）货币政策的近期中介目标 

1．超额准备金 

2．基础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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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短期利率 

第三节  货币政策工具 

一、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 

（一）存款准备金政策 

1．定义 

是指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等存款货币机构的存款规定存款准备金率，强制性地要求商业银行等

货币存款机构按规定比例上缴存款准备金 

2．产生与发展 

3．内容 

（1）规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即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2）规定可充当法定存款准备金资产的内容，一般只能是中央银行发行的现金和中央银行创

造的存款 

（3）规定存款准备金计提的基础：一般是确定存款余额 

4．作用 

（1）保证商业银行等存款货币机构资金的流动性 

（2）集中一部分信贷资金 

（3）调节货币供应总量 

5．优点 

（1）对存款货币银行影响是平等的 

（2）对货币供给量具有极强的影响力 

6．局限性 

（1）存款准备金政策缺乏弹性 

（2）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可能会使商业银行资金严重周转不良 

（二）再贴现政策 

1．定义 

是中央银行通过提高或降低再贴现率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和市场利率,以实现货币政策

目标的一种手段。 

2．内容 

（1）调整再贴现率 

（2）规定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的资格 

3．传导机制 

4．作用 

（1）再贴现率的调整可以影响全社会的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 

（2）再贴现政策对调整信贷结构有一定的效果 

（3）再贴现政策有一定的“告示效应” 

5．优点 

央行可以利用它来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调节货

币总量和信贷结构等 

6．不足 

（1）中央银行在再贴现活动中处于被动地位，再贴现与否取决于商业银行 

（2）再贴现率的高低有限度，如果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再贴现率无论多高，都难以遏制商

业银行向中央银行再贴现或贷款 

（3）相对于法定准备金率来说，再贴现率容易调整，但随时调整也会引起市场利率的经常波

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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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开市场业务 

1．定义 

是指中央银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有价证券，以改变商业银行等存款货币机构的准备金，进

而影响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一种货币政策手段。 

2．内容 

根据货币政策目标的需要及经济情况，选择最佳时机、最适当的规模买进或卖出国库券、政府

公债等，增加或减少社会的货币供应量。 

3．作用 

（1）调控存款货币银行准备金和货币供给量  

（2）影响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  

4．优点 

（1）公开市场业务的主动权完全在中央银行手里，其操作规模与大小完全由中央银行控制 

（2）公开市场业务对经济的震动较小 

（3）公开市场业务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4）公开市场业务具有极强的可逆转性 

（5）公开市场业务可迅速操作  

5．不足 

（1）公开市场操作较为细微，技术性较强，政策意图的告示作用较弱 

（2）需要以较为发达的有价证券市场为前提  

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 

（一）证券市场信用控制 

指中央银行对有价证券的交易，规定应支付的保证金限额，其目的在于限制利用借款购买有价

证券的比重 。 

（二）不动产信用控制 

是指中央银行通过规定和调整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客户提供不动产抵押贷款的限制条件，控

制不动产贷款的信用量，从而影响不动产市场的政策措施。  

（三）消费者信用控制 

指中央银行对消费者购买房地产以外的耐用消费品所规定的信用规模和期限等的限制性措施。 

（四）优惠利率 

指中央银行对国家重点发展的经济部门或产业规定较低的贷款利率，目的在于刺激这些部门和

行业的生产，调动它们的积极性，以实现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 

三、其它政策工具 

（一）直接信用控制 

1．利率最高限额 

又称利率管制，是指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中央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最高水平。 

2．信用配给 

是指中央银行根据金融市场的资金供求状况及客观经济形势的需要，权衡轻重缓急，对商业银

行系统的信贷资金加以合理的分配和必要的限制。 

3．流动性资产比率 

是指商业银行持有的流动性资产在其全部资产中所占的比重 。 

4．信贷规模控制 

是规定贷款量的最高限额 。 

（二）间接信用控制 

1．道义劝告 

2．窗口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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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采用过哪些货币政策工具 

（一）1984-1994年: 

1．贷款计划:规模控制;再贷款额度控制 

2．存款准备金 

3．利率管制 

4．再贴现 

（二）1995年后由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转化 

1．贷款规模控制从逐步缩小到完全取消 

2．利率管制逐步放松 

3．再贴现业务得以长足发展 

4．启动公开市场业务和间接信用指导 

第四节  货币政策的运用 

一、紧缩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 

（一）紧缩性货币政策 

（二）扩张性货币政策 

二、货币政策的时滞 

（一）内部时滞 

1．认识时滞 

2．行动时滞 

（二）外部时滞  

1．操作时滞 

2．市场时滞 

三、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 

（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配合的必要性 

1．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共性 

（1）这两大政策作用于同一个经济范围，即本国的宏观经济方面 

（2）这两大政策均由国家制定 

（3）最终目标一致 

2．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区别 

（1）政策的实施者不同 

（2）作用过程不同  

（3）政策工具不同  

（4）可控性不同 

（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手段和配合方式 

1．“双紧政策” 

2．“双松政策” 

3．“松货币、紧财政”政策 

4．“紧货币、松财政”政策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货币政策的内容，明确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及各目

标之间的关系；了解西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理解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选

择的原因；深刻理解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掌握在不同经济时期货币政策的运用及其与财政政策的

协调。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进行分析研究。 

作业： 

1．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有哪几个？中央银行在同一时间实行同一种货币政策能否同



4730 

时达到这些目标？为什么？ 

2．联系实际，谈谈对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认识。 

3．中央银行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依据主要有哪些？ 

4．中央银行的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有哪几种？它们分别是怎样调控货币供给量的？其各自的

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5．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问题上，凯恩斯学派与货币学派分别有怎样的解释？ 

6．什么是货币政策时滞？ 

7．为什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要配合？其如何配合？ 

知识单元 11：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通货膨胀概述 

一、通货膨胀的定义 

通货膨胀是商品和劳务的货币价格总水平持续明显上涨的过程。 

二、通货膨胀的类型 

（一）按通货膨胀的程度不同划分 

1．温和的通货膨胀(moderate inflation) ，又称爬行的通货膨胀(creeping inflation)或不

知不觉的通货膨胀  

2．恶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 )，又称极度通货膨胀或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rampant 

inflation)   

3．跑马式的通货膨胀(galloping inflation) ，也称快步小跑式通货膨胀   

（二）按表现形式不同划分 

1．隐蔽的通货膨胀(hidden inflation )，又称压制型通货膨胀或被遏制的通货膨胀 

2．公开的通货膨胀(open inflation) ，又称开放式的通货膨胀 

（三）按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不同划分 

1．需求拉上型 (demand-pull inflation ) 

2．成本推进型  (cost-push inflation ) 

3．结构型 (structural inflation ) 

4．混合型 (compound inflation ) 

三、通货膨胀的衡量指标 

（一）消费物价指数 

也称为零售物价指数或生活费用指数，它反映消费者为购买消费品而付出的价格的变动情况。 

这种指数是由各国政府根据各国若干种主要食品、衣服和其他日用消费品的零售价格以及水、

电、住房、交通、医疗、娱乐等服务费用而编制计算出来的。 

（二）批发物价指数 

是根据制成品和原材料的批发价格编制的指数。 

（三）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减指数 

它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 

第二节  通货膨胀的成因 

一、需求拉上说 

这种理论认为当经济中总需求扩张超出总供给增长时所出现的过度需求是拉动价格总水平上

升、产生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 

二、成本推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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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推进说认为通货膨胀的根源不在于总需求的过度，而是在于总供给方面产品成本的上升。 

三、供求混合推进说 

现实生活中，需求拉上的作用与成本推进的作用常常是混合在一起的。因此人们将这种总供给

和总需求共同作用情况下的通货膨胀称之为供求混合推进型通货膨胀。 

四、部门结构说 

结构型通货膨胀的基本观点是，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部门结构的某些特点，当一些产业和部门

在需求方面和成本方面发生变动时，往往会通过部门之间的相互看齐的过程而影响到其他部门，从

而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 

第三节 通货膨胀的效应与调控 

一、通货膨胀经济效应的两种观点 

（一）通货膨胀促进论 

1．凯恩斯的“半通货膨胀”论 

2．新古典学派的促进论 

3．收入在政府与私人部门的再分配与通货膨胀促进论 

（二）通货膨胀促退论 

1．通货膨胀降低储蓄  

2．通货膨胀降低投资  

3．通货膨胀造成外贸逆差  

4．恶性通货膨胀会危机社会经济制度的稳定  

二、通货膨胀的社会效应 

（一）通货膨胀对就业的影响 

（二）通货膨胀对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的影响 

（三）恶性通货膨胀与经济社会危机 

三、通货膨胀的治理 

（一）需求政策 

1．紧缩性货币政策 

2．紧缩性财政政策 

（二）收入政策 

（三）供给政策 

（四）结构调整政策 

（五）浮动汇率政策 

第四节  通货紧缩 

一、通货紧缩的定义 

（一）经济学者的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通货紧缩是指物价的普遍持续下降的现象。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通货紧缩

是一种宏观经济现象，其含义与通货膨胀正好相反。 

第二种观点认为，通货紧缩是物价持续下跌、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 

第三种观点认为，通货紧缩是经济衰退的货币表现，因而必须具有三个特征：（1）物价持续下

跌、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2）有效需求不足、失业率高；（3）经济全面衰退。 

（二）通货紧缩的类型 

通货紧缩以其程度不同，可分为轻度通货紧缩、中度通货紧缩和严重通货紧缩三类。 

二、通货紧缩的原因 

理论上，导致通货紧缩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重大技术进步而使大部分商品的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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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从而引起价格总水平的降低。但是，现实中很难找到由于技术进步导致通货紧缩的实例。二

是由于总需求相对不足造成的价格下跌。西方经济学界将造成通货紧缩的总需求不足又分为三类：

第一是货币流通量相对于商品与服务数量的不足;第二是消费与投资需求不足;第三是政府的紧缩

政策，如提高利率或税率等。 

三、通货紧缩理论 

（一）消费不足论 

（二）伦敦学派的投资过度论 

（三）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论 

（四）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五）克鲁格曼的通货紧缩理论 

四、通货紧缩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一）通货紧缩的产出效应 

1. 通货紧缩的财富收缩效应 

2. 通货紧缩的经济衰退效应 

3. 通货紧缩的失业效应 

（二）通货紧缩的分配效应 

（三）通货紧缩的风险效应 

五、通货紧缩的治理 

（一）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 

（二）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三）优化供给 

（四）增加汇率制度的灵活性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内涵及产生的原因，了解其

表现及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衡量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标准及防范治理措施。在此基础上，了解和

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有关问题。 

作业： 

1．名词解释：通货膨胀    通货紧缩     菲利普斯曲线 

2．通货膨胀有那些种类？如何度量通货膨胀？ 

3．试述西方经济学对通货膨胀成因的解释。 

4．通货膨胀对经济有何影响？如何治理？ 

5．通货紧缩会造成什么后果？如何治理？ 

知识单元 12：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货币与金融 

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只将货币看作交易媒介，它不影响实际经济活动；货币供求关系虽然会影

响利率、价格，但对实质经济增长没有多大贡献。 

金融机构在宏观经济学中也只是起着对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的放大作用，除此之外其功能有

限。 

二、金融体系的功能 

（一） 改变资产流动性，实现投资风险的转移与分散 

（二） 信息揭示 

（三） 加强投资者的公司治理与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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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实现资本积聚和储蓄资金转移 

（五） 促进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 

三、金融发展过程 

（一）金融发展的总量指标 

1.货币总量 

2.利率 

3.信贷指标 

（二）金融总量的发展 

（三）金融结构演进与经济发展阶段 

（四）金融体系与法律制度环境 

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一）早期研究 

（二）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机制 

（三）金融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实证 

第二节  金融压制论与金融深化论 

一、概论 

(一)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的特征 

货币化程度低，金融发展呈现二元结构，金融市场落后，政府对金融业实行严格管制  

(二) 金融压制 

由于政府对金融业实行过分干预和管制政策，人为压低利率和汇率并强行配给信贷，造成金融

业的落后和缺乏效率从而制约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呆滞反过来又制约了金融业的发展时，金融和

经济发展之间就会陷入一种相互掣肘和双双落后的恶性循环状态，这种状态就称作金融压制。  

(三) 金融深化 

当金融业能够有效地动员和配置社会资金促进经济发展，而经济的蓬勃发展加大了金融需求并

刺激金融业发展时，金融和经济发展就可以形成一种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的良性循环状态，这种状

态可称作金融深化。 

二、金融压制与金融深化的理论模型 

三、金融深化论的政策涵义 

(一)改革金融体系,使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能真正发挥吸收和组织社会储蓄资金并将之引导到

生产性投资上去的功能 

(二)政府应放弃对利率的人为干预 

(三)政府不应采取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相反，应努力抑制通货膨胀来为经济增长

创造有利的金融环境 

(四)政府应放弃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的管制和限制，尽量容许和鼓励民营金融事业的发展 

(五)应放宽外汇管制，在适度范围内任由汇率浮动 

(六)财政政策方面，为鼓励储蓄，应取消利息税，并停止对国营事业的补贴，使之能自负盈亏，

减轻通货膨胀压力 

四、对金融深化论的评价 

(一)理论贡献 

1．强调了金融体制和金融政策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指出在发展中国家，货币与实际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品。特别批评了凯恩斯主义理论

和拉美国家的结构形通货膨胀论 

3．在政策主张方面提倡高利率以鼓励储蓄和投资，财政与外汇政策也应相应改革 

(二)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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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过分强调金融改革的作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失衡引起的困难估计不足 

2．发展中国家通过金融改革能否在国内筹集到足够满足发展所需的资金是有疑问的 

3．过分主张“金融自由化” 

五、对金融深化论的批评——金融约束论 

(一)新结构主义的批评 

(二)金融约束论 

1．模型 

2．政策主张 

3．金融自由化反论之反论  

（1）金融约束论者所称道的低利率和信贷配给政策优势很难实现，而且还有负作用 

（2）金融约束的政策精度难以把握和保证，有可能在实践中发展成政府的过度干预 

（3）金融约束论对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的建议也显得有些偏颇 

六、麦金农—肖学派对金融深化论的改进 

(一)现实中利率管制在发展中国家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二)宏观经济稳定和适当的银行监管是成功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的两个先决条件 

(三)认识到立即实行完全自由化的风险太大，转而赞成渐进的自由化措施 

(四)强调自由化的次序对保证自由化的成功至关重要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理解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

重要地位与作用及可能出现的不良影响；了解经济货币化与金融化的概念；掌握“金融压制论”与

“金融深化论”的主要内容，理解“金融二论”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 

… 

作业： 

1．经济货币化程度受哪些因素制约？  

2．为什么要消除发展中国家的压制？  

3．如何理解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4．结合国内外实际，谈谈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深化改革中应注意的问题。 

5．在金融深化论中，它为何主张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步？金融改革与外贸改革同步？ 

6．金融深化对经济发展的效应有哪些？ 

7．试述金融约束论的政策主张。 

8．金融发展各总量指标的优缺点是什么？ 

（二） 实践教学  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2 第一章 货币与货币制度 4  

3 第二章 信用 2  

4-6 第三章 利率 6  

7-8 第四章 金融市场 4  

9-10 第五章 金融机构体系 4  

11 第六章 商业银行 2  

12 第七章 中央银行 2  

13 第八章 货币供给 2  

14 第九章 货币需求 2  

15 第十章 货币政策 1  

15-16 第十一章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2  

16 第十二章 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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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以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为基础课程，并要求具有一定的会计学和统计学知识，

与财政学为平行课程。某些专业的学生必须学习这些后续课程，大部分专业的学生则不一定学习这

些后续课程。 

后续课程：国际金融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学、证券投资学、金融市场学、保险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利率、金融市场、商业银行、央行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及其在我国经济发展

中的实践。 

难点：西方的利率理论、货币供求理论、金融衍生工具等及在我国金融发展、改革实践中的应

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1.课堂讲授。2.案例教学。 

教学手段：PPT。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见每章结束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见下一环节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黄达：《货币银行学》(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教育部经济管理类核心课

程教材；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国家级精品课程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胡庆康：《现代货币银行学教程》(第五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姚长辉:《货币银行学》（第 4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美］米什金：《货币金融学》（第 9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中译本。 

执笔：胡明  审稿：杨丽花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2月 31日 

 

市场营销管理 
Marketing Management 

课程号：4060203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经济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市场营销原理；2、了解和掌握一定的市场营销分析方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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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和掌握市场营销策略。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市场营销基础知识、市场细分目

标市场定位原理、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原理，了解市场营销的基本概念，为消费者行为学、市场调查、

客户关系管理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市场营销学导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市场与市场营销的含义，以及与市场营销有关的概念。 

2．市场营销管理思想的演变与发展及其内容。 

3．市场营销管理与各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市场与市场营销的含义，以及与市场营销有关的概念。 

2．掌握市场营销管理思想演变与发展的具体内容。 

作业： 

正确理解与掌握市场营销管理的含义。 

知识单元 2：企业战略计划与营销管理过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企业战略的概念、特点。 

2．企业战略规划含义、内容。 

3．企业战略体系的构成，企业使命的界定，规划企业战略业务的组合。 

4．市场营销管理的任务。 

5．市场营销管理组合。 

学习目标： 

1．了解和掌握企业战略的概念、特点。 

2．掌握企业战略规划含义、内容，企业战略体系的构成。 

3．掌握企业使命的界定，规划企业战略业务的组合。 

4．掌握市场营销管理的任务。 

5．了解市场营销管理组合。 

作业： 

1．正确理解与掌握市场营销管理中的战略。 

2．正确理解与掌握市场营销管理的任务。 

知识单元 3：市场营销环境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市场营销环境的含义、特点。 

2．微观环境的构成。 

3. 宏观环境的构成。 

学习目标： 

1．了解市场营销环境的含义、特点。 

2．了解和掌握微观环境和宏观环境的构成。 

作业： 

1.正确理解与掌握微观环境对企业营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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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确理解与掌握宏观环境对企业营销的影响。 

知识单元 4：消费者市场与购买行为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消费者市场的概念、特征。 

2．影响消费者购买的主要因素。 

3．消费者购买决策的过程。 

学习目标： 

1．了解消费者市场的概念、特征及影响消费者购买的主要因素。 

2．掌握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的一般规律。 

作业： 

1．正确理解与掌握影响消费者购买的主要因素。 

2．正确理解与掌握消费者购买决策的过程。 

知识单元 5：组织者市场与购买行为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生产者市场、中间商市场和政府市场。 

2．生产者购买决策过程。 

学习目标： 

1．了解生产者市场、中间商市场和政府市场的概念和基本特点。 

2．掌握影响生产者购买决策的主要因素。 

3．掌握生产者购买决策过程各阶段的特征。 

作业： 

1．正确理解与掌握影响生产者购买决策的主要因素。 

2．正确理解与掌握生产者购买决策过程。 

知识单元 6：市场营销调研与市场预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市场信息含义、市场营销信息系统的构成。 

2．市场营销调研的内容、程序和方法。 

3．市场预测的程序、种类、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市场信息含义、市场营销信息系统的构成。 

2．了解市场营销调研的内容、程序和方法。 

3．了解市场预测的程序、种类、方法。 

作业： 

1．正确理解与掌握市场营销调研。 

2．正确理解与掌握市场预测。 

知识单元 7：市场竞争战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企业市场竞争的主要形式。 

2．发现识别竞争者。 

3．市场领先者、市场挑战者、市场跟随者、市场补缺者等各类竞争者的竞争战略。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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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企业市场竞争的主要形式。 

2．掌握市场领先者、市场挑战者、市场跟随者、市场补缺者等各类竞争者的竞争战略。 

作业： 

正确理解与掌握市场领先者、市场挑战者、市场跟随者、市场补缺者等各类竞争者。 

知识单元 8：目标市场营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市场细分。 

2．目标市场。 

3．市场定位。 

学习目标： 

1．掌握市场细分的概念、市场细分的标准、方法、市场细分的原则。 

2．掌握目标市场的概念，了解目标市场评估的内容，掌握目标市场战略的三种类型。 

3．掌握市场定位的内涵，理解市场定位的分类、步骤、市场定位的战略。 

作业： 

1．正确理解与掌握市场细分。 

2．正确理解与掌握目标市场。 

3．正确理解与掌握市场定位。 

知识单元 9：产品策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产品整体。 

2．产品生命周期。 

3．新产品。 

学习目标： 

1．了解产品整体的涵义，掌握产品组合的有关概念。 

2．掌握产品生命周期的阶段特征及其营销策略。 

作业： 

1．正确理解与掌握产品整体的涵义。 

2．正确理解与掌握产品生命周期。 

知识单元 10：品牌与包装策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品牌。 

2．包装。 

学习目标： 

1．了解品牌的概念，掌握品牌的含义及其作用，品牌与商标的区别，品牌策略。 

2．掌握包装的含义及其策略。 

作业： 

1．正确理解与掌握品牌的含义，品牌与商标的区别。 

2．正确理解与掌握包装的含义及其策略。 

知识单元 11：定价策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产品定价目标及影响定价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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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本导向定价、需求导向定价和竞争导向定价等一般定价方法和一些基本的定价策略技巧。 

学习目标： 

1．了解产品定价目标及影响定价的主要因素。 

2．掌握成本导向定价、需求导向定价和竞争导向定价等一般定价方法和一些基本的定价策略

技巧。 

作业： 

1．正确理解产品定价目标及影响定价的主要因素。 

2．正确理解与掌握产品定价的方法、策略与技巧。 

知识单元 12：分销策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分销渠道的概念、种类。 

2．影响分销渠道设计和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3．批发商、零售商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4．物流管理的基本内容。 

学习目标： 

1．了解分销渠道的概念、种类，明确影响分销渠道设计和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2．掌握批发商、零售商的主要类型及特点，学会对分销渠道进行选择、管理。 

作业： 

1．正确理解与掌握影响分销渠道设计和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 

2．正确理解与掌握批发商、零售商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知识单元 13：促销策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促销的概念、作用与策略。 

2．促销组合的构成以及各种促销方式的特点。 

学习目标： 

1．了解促销的概念、作用与策略，促销组合的构成以及各种促销方式的特点。 

2．掌握广告和人员推销的基本策略，营业推广和公共关系的主要活动方式。 

作业： 

1．正确理解与掌握促销的概念、作用与策略。 

2．正确理解与掌握广告和人员推销的基本策略。 

知识单元 14：市场营销计划、组织与控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市场营销计划。 

2．市场营销组织。 

3．市场营销执行和控制。 

学习目标： 

1．了解市场营销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2．了解市场营销组织的演变，熟悉市场营销组织的含义和形式，掌握决定市场营销组织的因

素。 

3．了解市场营销执行中的问题与原因，熟悉市场营销执行和控制的含义。 

作业： 

1．正确理解与掌握市场营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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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确理解与掌握市场营销组织。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2学时 

实验 1：模拟营销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模拟营销 

实验要求：熟悉营销知识；研究营销规律；掌握营销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市场营销学导论 1 2  

2 市场营销学导论 2 2  

3 企业战略计划与营销管理过程 2  

4 市场营销环境分析 2  

5 消费者市场与购买行为分析 2  

6 组织者市场与购买行为分析 2  

7 市场营销调研与市场预测 2  

8 市场竞争战略 2  

9 目标市场营销 2  

10 产品策略 2  

11 品牌与包装策略 2  

12 定价策略 2  

13 分销策略 2  

14 促销策略 2  

15 市场营销计划、组织与控制 2  

16 模拟营销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经济学 

后续课程：市场研究方法、销售管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市场分析、市场营销策略。 

难点：市场营销观念的理解、市场分析、市场营销策略的制定与实施。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多媒体教学。  
    2．案例讲解。  
    3．模拟市场营销。  
    教学手段：  
    1．PPT。  
    2．案例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投影仪和电脑。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需要课后多复习、多做练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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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堂讨论、模拟营销占 30%；期

末考试占 5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市场营销管理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

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吴键安等编著《市场营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6月 第 4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菲利普·科特勒等编著《市场营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8月 第 16版 

2. 菲利普·科特勒等编著《营销管理》，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7月 第 14版 

执笔：马克态  审稿：李景华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6日 

 

商务谈判 
Business Negotiation 

课程号：4060204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商务谈判的基本知识；2、掌握商务谈判的基本技能。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工商管理基础知识、市场运行原

理、商品交易原理，商务活动原理，商务人员有关谈判、沟通等原理，全面了解商务概念，为深入

全面学习工商管理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学时 

知识单元 1：谈判概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认识谈判。 

2．谈判的常见类型。 

学习目标： 

1．了解谈判的重要性。 

2．了解谈判的构成要素。 

3．掌握谈判的含义及其特征。 

作业： 

举例说明谈判。 

知识单元 2：商务谈判概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商务谈判及国际商务谈判的概念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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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务谈判的基本特征、作用。 

学习目标： 

1．了解商务谈判的构成要素。 

2．掌握商务谈判的基本程序。 

3．商务谈判的 PRAM运行模式。 

作业： 

举例说明商务谈判。 

知识单元 3：商务谈判的基本原则与类型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商务谈判的基本原则。 

2．商务谈判的基本类型。 

学习目标： 

1．了解商务谈判的基本类型。 

2．掌握商务谈判基本原则的精神。 

作业： 

各种谈判类型的优缺点及适用场合。 

知识单元 4：商务谈判的需要与心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在商务谈判中的应用。 

2．谈判人员的个体心理。 

3．谈判人员的群体心理。 

学习目标： 

1．了解和掌握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在商务谈判中的应用。 

2．了解个体人员特征对谈判的潜在影响，发挥谈判群体效能的最大化。 

作业： 

如何认识谈判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心理挫折。 

知识单元 5：商务谈判的准备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谈判所需信息的含义、作用、类型和内容。 

2．信息搜集、加工整理的各种具体方法和技巧。 

3．商务谈判的目标，安排谈判日程，组建谈判团队，进行模拟谈判等。 

学习目标： 

1．了解谈判所需信息的含义、作用、类型和内容。 

2．掌握并能正确使用信息搜集、加工整理的各种具体方法和技巧。 

3．确定商务谈判的目标，安排谈判日程，组建谈判团队，进行模拟谈判等。 

作业： 

认识商务谈判准备的重要性、内容。 

知识单元 6：商务谈判的开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商务谈判的开局。 

2．商务谈判开局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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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商务谈判开局的方式。 

2．掌握商务谈判开局的策略。 

作业： 

商务谈判开局对整个谈判的重要性。 

知识单元 7：商务谈判的磋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商务谈判报价的制定及其技巧策略。 

2．商务谈判还价的制定及其技巧策略。 

3．商务谈判讨价还价的制定及其技巧策略。 

学习目标： 

1．了解商务谈判报价、还价以及讨价还价的制定及其技巧策略。 

2．掌握商务谈判磋商的技巧。 

作业： 

如何正确理解商务谈判中的讨价还价。 

知识单元 8：商务谈判的僵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引起商务谈判僵局的原因。 

2．化解僵局的原则。 

3．解决谈判僵局的策略。 

学习目标： 

1．了解引起商务谈判僵局的原因。 

2．掌握化解僵局的原则。 

3．掌握解决谈判僵局的策略。 

作业： 

如何正确理解商务谈判中的僵局。 

知识单元 9：商务合同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商务谈判成交前的信号。 

2．商务合同的构成条款。 

3．商务合同的审核、签订程序以及发生争议时如何解决与处理。 

学习目标： 

1．了解商务谈判成交前的信号。 

2．熟习商务合同的构成条款。 

3．掌握商务合同的审核、签订程序以及发生争议时如何解决与处理。 

作业： 

如何正确理解、掌握商务合同的主要条款。 

知识单元 10：商务谈判的风格与礼仪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人的谈判风格。 

2．商务谈判中常用的礼仪与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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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在国际商务谈判中，各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人的谈判风格。 

2．了解和掌握商务谈判中常用的礼仪与礼节。 

作业： 

如何正确理解、掌握商务谈判中的礼仪与礼节。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4学时 

实验 1：模拟商务辩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模拟商务辩论 

实验要求：熟悉商务辩论知识；研究商务辩论规律；掌握商务辩论方法。 

实验 2：模拟商务谈判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模拟商务谈判 

实验要求：熟悉商务谈判知识；研究商务谈判规律；掌握商务谈判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谈判概论 2  

2 商务谈判概论 2  

3 商务谈判的原则 2  

4 商务谈判的类型 2  

5 商务谈判的需要 2  

6 商务谈判的心理 2  

7 商务谈判辩论 2  

8 商务谈判的准备 1 2  

9 商务谈判的准备 2 2  

10 商务谈判的开局 2  

11 商务谈判的磋商 1 2  

12 商务谈判的磋商 2 2  

13 商务谈判的僵局 2  

14 商务合同 2  

15 商务谈判的风格与礼仪 2  

16 模拟商务谈判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经济学原理、市场营销管理 

后续课程：市场营销管理、商务合同 

（无绝对先后课程，需反复多次结合才能深入理解与掌握）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商务谈判的原则、商务谈判的准备、商务谈判的实施。 

难点：商务谈判原则的理解、商务谈判的技巧、商务谈判与工商管理的关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多媒体教学。  
    2.案例讲解。  
    3.模拟谈判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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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手段：  
    1.PPT。  
    2.模拟谈判。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投影仪和电脑。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需要课后多复习、多做练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堂讨论、模拟谈判占 30%；期

末考试占 50％。 

7、作业要求： 
每周课后布置作业，作业会在下一周上课时讨论、讲解。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商务谈判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马克态编著《商务谈判——理论与实务》，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 2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聂元昆主编《商务谈判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1月 第 1版 

2. 方其主编《商务谈判——理论、技巧、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6月 第 3版  

执笔：马克态  审稿：李景华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6日 

 

管理会计 
Management Accounting 

课程号： 4060204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理论教学：48学时  

本课程是面向工商管理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重在介绍管理会计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和基本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企业如何运用财务、会计信息进行内部经营决策，为

企业管理者提供决策所需各种选择方案。培养学生收集相关财务信息，并运用相关信息分析问题、

解决经营管理决策的能力。 

本课程共包括十讲：第一讲，管理会计与商业环境；第二讲，产品成本的确定——分批法；第

三讲，产品成本的确定——分步法；第四讲，作业成本法和服务部门成本；第五讲，成本性态和本

—量—利分析；第六讲，吸收和变动成本法及决策相关成本；第七讲，总预算；第八讲，弹性预算

和标准成本；第九讲，分权经营、责任会计和转移价格；第十讲，管理会计定价策略和发展趋势。

具体包括：定价政策概述，成本基础定价，目标成本与定价，其他定价策略，质量管理和质量成本

报告。第十一讲 弹性预算和间接费用分析；第十二讲 分部报告和分权制以及第十三讲决策相关

成本。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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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教学：42学时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  管理会计与商业环境 

参考学时：3学时 

n 课程内容 

1.1 管理者和其他使用者需要的信息 

1.2 商业环境的变化 

1.3 成本与管理会计的作用  

1.4 管理会计概念框架 

1.5 国际道德准则 

1.6 管理会计师（ＣＭＡ） 

n 学习目标 

1. 辨别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之间的主要差别和相似之处 

2. 明白管理会计人员在组织中的职责作用 

3. 理解适时制（JIT）、全面质量管理（TQM）、流程再造和约束理论（TOC）所依托的基本概

念 

4. 理解坚持道德准则的重要性。 

n 作业： 

一、填空题 

l．管理会计的服务对象侧重于（  ）。 

A．投资人  B．债权人  C．内部管理人员  D．政府机关 

2．财务会计的服务对象侧重于（  ）。 

A．内部管理人员  B．外部信息使用者 C．企业董事会 D．企业总经理 

3．财务会计主要是通过（  ）为企业外部的各种社会集团服务。 

A．原始凭证  B．记账凭证  C．会计凭证  D．定期财务会计报表 

7．管理会计重在（  ）。 

A．反映过去  B．反映现在  C．历史陈述  D．面向未来 

二、问答题 

1.什么是管理会计？  

2.管理会计有哪些职能？   

3.你认为管理会计在不同发展阶段上有什么特色？管理会计具有怎样发展趋势？   

4.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之间存在哪些主要联系和区别？ 

知识单元 2   成本术语、概念和分类 

参考学时：3学时 

n 课程内容 

1. 一般成本分类 

2. 产品成本与期间成本之比较 

3. 财务报表上的成本分类 

4. 产品成本流转 

5. 用于成本习性预测的成本分类 

6. 向成本对象分配成本而采用的成本分类 

7. 用于决策的成本分类 

n 学习目标 

1. 辨别生产成本的三个基本类别并分别举例说明 

2. 区分产品成本和期间成本并分别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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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制汉销货成本计算在内的利润表 

4. 编制产成品成本计算表 

5. 理解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之间的区别 

6. 理解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之间的区别 

7. 定义决策中使用的成本类别：差别成本、机会成本和沉没成本，并分别举例说明 

n 作业 

名词解释 

1．财务会计                  2．管理会计 

3．变动成本                  4．固定成本 

5．可控成本                  6．产品成本 

7．期间成本                  8．机会成本 

9．直接成本                  10．间接成本 

11．边际成本                 12．差别成本 

13．沉没成本                 14．相关成本   

知识单元 3   产品成本的确定——分批法 

参考学时：3学时 

n 课程内容 

3.1  分步成本法和分批成本法 

3.2分批成本法-综述 

3.3 分批成本法—成本流转 

3.4 间接费用分配问题 

3.5 服务公司中的分批成本法 

3.6 信息技术的使用 

n 学习目标 

1. 区分分步法及分批法以及会识别哪些公司会用到这两种成本核算方法 

2. 确定在分批成本法下使用的单据 

3. 计算预定费用分配率并解释为什么估计的间接费用成本（而不是实际的间接费用）被用于
成本核算过程？ 

4. 理解在分批成本法系统中的成本流转并编制合适的会计分录以记录成本 

5. 运用预定费用分配率将见见面费用成本分配到“在产品” 

6. 编制产品制造成本表和产品销售成本表 

7. 运用 T字帐反映分批成本法系统中的成本流转 

8. 计算少分配的或多分配的间接费用成本并编制会计分录以结转“制造费用”账户的余额到
合适的账户 

n 作业 

思考题： 

1. 为什么不是实际的间接费用成本被追溯到各批次工作？ 

2. 什么时候更应该使用分批成本法而不是分步成本法？ 

3. 在分批成本核算系统下，分批成本单的作用是什么？ 

4. 请解释销售订单、生产订单材料需求表以及人工时间票如何与产品生产和产品成本核算相
关？ 

5. 在产品销售成本表上对于少分配的间接费用做了什么调整？对于多分配的简介费用呢？ 

练习题 ：1.P78（6）；2.分析题：P79 （2）3. 分析题：P82（6） 

知识单元 4   制度设计：分步法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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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课程内容 

3.1 分批成本计算法及分步成本法的比较  

3.2 生产约当量  

3.3 生产报告 - 加权平均法 

3.4 操作成本法 

n 课程目标 

1. 记录分步成本法下的料工费的流转 

2. 运用加权成本法计算约当产量 

3. 运用加权成本法编制数量计算表 

4. 运用加权成本法计算单位约当产量成本 

5. 运用加权成本法编制成本调节表 

n 作业 

思考题 P103 1、6、9、15； 

练习题 P103 1、5、 

分析题  P106 3 

知识单元 5   成本性态：分析与应用 

参考学时：3学时 

n 课程内容 

5.1 成本形态模式的类型 

5.2 混合成本的分析 

5.3 贡献毛益式利润表 

n 学习目标 

1. 理解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的特性以及如何利用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进行成本预测 

2. 运用散布图法分析成本性态 

3. 应用高低点法分析混合成本 

4. 使用贡献毛益格式编制利润表 

5. 采用最小平方挥杆法分析混合成本 

n 作业 

思考题：P129 1-15 

练习题 ：P130 2、5； 

分析题：P133 5 

案例题：P134 1 

知识单元 6   本量利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n 课程内容 

6.1 本量利（CVP）分析的基础 

6.2 保本分析 

6.3 在选择成本结构方面的 CVP考虑 

6.4 设计销售用佣金 

6.5 销售品种结构的概念 

6.6 CVP 分析的假设 

n 学习目标 

1. 解释业务量的变化对边际贡献和营业净收益的影响 

2. 绘制并解释本量利图（ＣＶＰ） 

3. 运用边际贡献率（CM ratio）计算销售量变化所引起的边际贡献和营业净收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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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说明变动成本、固定成本、销售价格及其数量变化对边际贡献的影响； 

5. 计算报表销售量和保本销售额 

6. 确定完成预期目标利润的销售水平 

7. 计算安全边际并解释其重要性 

8. 计算特定销售水平下的经营杠杆系数，并解释怎样运用经营杠杆系数预测营业净收益的变化； 
9. 计算多种产品公司的保本点，并解释销售品种结构改变对边际贡献和保本点的影响 

n 作业 

练习题 1 P155  

分析题 1 P156、4 P157、5 P158 

案例题 1 P158 

知识单元 7  变动成本法：一种管理工具 

参考学时：3学时 

n 课程内容 

7．1 吸收成本法与变动成本法概述 

7.2 吸收成本法与变动成本法的收益比较 

7.3 收益数据的进一步比较 

7.4 产量的变化对营业净收益的影响 

7.5 成本计算方法的选择 

n 学习目标 

1. 解释变动成本法与吸收成本法的区别，会用这两种方法计算单位产品成本 

2. 运用变动成本法和吸收成本法编制利润表 

3. 调整变动成本法和吸收成本法的营业收益，并能解释两种方法下营业收益产生差异的原因 

4. 了解变动成本法和吸收成本法的优缺点 

n 作业 

分析题 2 P178、4 P179 

案例题 1 P180 

知识单元 8  作业成本法：帮助决策的工具 

参考学时：3学时 

n 课程内容 

8.1 在作业成本法下如何处理成本 

8.2 设计作业成本法（ABC）制度 

8.3 作业成本法的运行 

8.4 传统成本与作业成本产品成本比较 

8.5 瞄准程序改进 

8.6 作业成本法与外部报告 

8.7 作业成本法的局限 

n 学习目标 

1. 理解作业成本法及其与传统成本制度的区别 

2. 进行第一阶段分配，将成本分配至各成本库 

3. 计算各成本库的作业费率 

4. 进行第二阶段分配，将成本分配至具体成本对象 

5. 从作业角度编制反应作业成本法下边际利润的报告 

6. 比较作业成本法及其与传统成本法下计算的产品成本 

n 作业 

练习题 4 P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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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题 1、3 P215-216 

案例题 1 P158 

知识单元 9  利润规划 

参考学时：3学时 

n 课程内容 

9.1 预算的基本结构 

9.2编制总预算 

9.3预计利润表 

9.4编制预算的国际问题 

n 学习目标 

1. 理解公司预算的目的以及建立预算所采用的程序 

2. 编制销售预算，包括预计现金收入计算表 

3. 编制生产预算 

4. 编制直接材料预算，包括预计现金收入计算表 

5. 编制直接人工预算 

6. 编制制造费用预算编制销售和管理费用预算 

7. 编制现金预算 

8. 编制预计利润表 

9. 编制预计资产负债表 

n 作业 

练习题 1、2、3、4、5、7 P243-245 

分析题 5 P248 

知识单元 10  标准成本和平衡计分卡 

参考学时：3学时 

n 课程内容 

9.1 标准成本-例外管理 

9.2 制定标准成本 

9.3 差异分析的一个通用模型 

9.4 运用标准成本-直接材料差异 

9.5 运用标准成本-直接人工差异 

9.6 运用标准成本-变动性制造费用差异 

9.7 差异分析和例外管理 

9.8 标准成本在国际范围的使用 

9.9 对基于标准成本控制的评价 

9.10 平衡计分卡 

n 学习目标 

1. 解释如何制定直接材料标准和直接人工标准 

2. 计算直接材料价格差异和数量差异，并解释他们的重要性 

3. 计算直接人工工资率差异和效率差异，并解释他们的重要性 

4. 计算制造费用开支差异和效率差异 

5. 理解平衡计分卡是如何构成的以及他如何支持一个公司的战略 

n 作业 

练习题 2 P280 

分析题 2、3 P281-282 

知识单元 11  弹性预算和间接费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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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n 课程内容 

11.1 弹性预算 

11.2 变动性间接费用的差异-进一步研究 

11.3 间接费用分配率和固定性间接费用分析 

n 学习目标 

1. 编制弹性预算，了解弹性预算与静态预算法所具有的优势 

2. 运用弹性预算法编制有关变动性间接费用和固定性间接费用的业绩报告 

3. 应用弹性预算法编制包括开支差异的变动性间接费用业绩报告 

4. 计算预定的间接费用分配率，并在标准成本制度中将间接费用分配计入产品 

5. 计算并解释固定性间接费用预算差异和数量差异 

n 作业 

练习题 1 P302 

分析题 3 P304 

知识单元 12  分部报告和分权制 

参考学时：3学时 

n 课程内容 

12．1 组织中的分权 

12.2 责任会计 

12.3 分权制和分部报告 

12.4 恰当分配成本的障碍 

12.5衡量投资中心业绩-投资报酬率 

12.6 剩余收益 

n 学习目标 

1.运用边际贡献格式编制分部利润表，并说明可追溯固定成本和共同固定成本之间的区别 

2.计算投资报酬率（ROI）并说明销售额、费用和资产的变化是如何影响 ROI的 

3.计算剩余收益，并理解这一业绩衡量方法的优缺点 

4.如果存在协商转移价格的范围，请予以确定 

n 练习 

练习题 1、3 P334-335 

分析题 1 P336 

案例题 2 P339 

知识单元 13  决策相关成本 

参考学时：3学时 

n 课程内容 

13.1 用于决策的成本概念 

13.2 增加或撤销生产线和其他分部 

13.3 自制还是外购决策 

13.4 机会成本 

13.5 特殊订单 

13.6 约束性资源的利用 

13.7 联产品成本和贡献毛益法 

13.8 作业成本法和相关成本 

n 学习目标 

1. 确定决策中相关和不相关的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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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制分析表说明一条生产线或其他组织单位分部是否应该被撤销或予以保留 

3. 编制零部件自制或外购决策分析表 

4. 编制分析表说明是否应接受特殊订单 

5. 制定约束性资源的而最具获利型用途以及获得更多约束性资源的价值 

6. 编制分析表说明联产品是应该在分离单出售还是应该进一步加工后再出售 

n 作业： 

练习题 1、2 、4  P361-362 

分析题 1、3  P362-363 

案例题 1、2  P365-366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 2次，共 6学时 

实验 1：本量利分析方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本量利方法 

1) 实验要求：解释业务量的变化对边际贡献和营业净收益的影响 

2) 绘制并解释本量利图（ＣＶＰ） 

3) 运用边际贡献率（CM ratio）计算销售量变化所引起的边际贡献和营业净收益的变化 

4) 说明变动成本、固定成本、销售价格及其数量变化对边际贡献的影响； 

5) 计算报表销售量和保本销售额 

6) 确定完成预期目标利润的销售水平 

7) 计算安全边际并解释其重要性 

8) 计算多种产品公司的保本点，并解释销售品种结构改变对边际贡献和保本点的影响 

实验 2：经营决策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掌握经营决策方法 

实验要求： 

1) 确定决策中相关和不相关的成本、效益 

2) 编制分析表说明一条生产线或其他组织单位分部是否应该被撤销或予以保留 

3) 编制零部件自制或外购决策分析表 

4) 编制分析表说明是否应接受特殊订单 

5) 制定约束性资源的而最具获利型用途以及获得更多约束性资源的价值 

6) 编制分析表说明联产品是应该在分离单出售还是应该进一步加工后再出售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 1章管理会计与商业环境 3  

2 第 2章  成本术语、概念和分类 3  

3 第 3章  产品成本的确定——分批法 3  

4 第 4章  制度设计：分步法 3  

5 第 5章  成本性态：分析与应用 3  

6 第 6章  本量利关系 3  

7 本量利关系 实验课 3  

8 第 7章 变动成本法：一种管理工具 3  

9 第 8章  作业成本法：帮助决策的工具 3  

10 第 9章  利润规划 3  

11 第 10章  标准成本和平衡计分卡 3  

12 第 11章  弹性预算和间接费用分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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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第 12章  分部报告和分权制 3  

14 第 13章 决策相关成本 3  

15 决策相关成本实验课 3  

16 考试 3  

合计 48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会计学原理》、《中级财务会计》、《公司理财》、《成本会计》、《管理学》等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成本性态、本量利分析、变动成本法、预算的编制、经营决策方法、贡献毛益格式损益表 

难点：标准成本、作业成本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通过讲授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辅助以现实案例教学，课堂讨论、练习等教学方法，

使学生熟悉和掌握管理会计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各类大中型企业开展公司管理活动的实际需要。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案例资料、录像资料、EXCEL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阅读有关财经法规及与本课程有关的专业文章，以获取更丰富的管理会计学科方面的信息，扩

展自己的知识面，培养自己的创新意识和研究素质，需要 48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出勤考核及课堂参与 （30%）；期末闭卷考试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和习题。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国际优秀教材（作者：Garrison）的管理会计课程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 教材 

n 管理会计（ Garrison Noreen Brewer, 11Edition (McGraw-Hill International 

Edition)，罗飞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 6月 

教学参考书 

（二） 贺颖奇、陈佳俊：《管理会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 6月第一版 

（三） 《Cost Accounting ------A Managerial Emphasis》  Charles T. Horngren 清华

大学出版社 2001年 9月 

执笔：陈佳俊  审稿：余宇莹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1日 

 

特许经营管理 
Franchise Management 

课程号：406020433、7060202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商学院各专业的专业必修（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选修/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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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 掌握关于特许经营的基本理论（定义、性质、分类、历史与未来、本质、与行业关系、利
弊、特许权及特许费用等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等） 

2. 掌握特许经营实战操作的基本技能（如何成功构建特许经营体系、如何实施成功加盟、如
何撰写特许经营手册、特许经营系列法律文件、如何实施特许经营的顾问咨询等） 

3. 了解关于特许经营学科的基本情况 

4. 了解特许经营的国内外发展踪迹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序、学习特许经营的意义、字源考究、定义及术语简解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序 

2. 学习特许经营的意义 

3. 字源考究 

4. 定义 

5. 术语简解 

学习目标： 

学习与掌握特许经营的意义、字源考究、定义及术语简解 

作业： 

1、仔细研究英语字典中对于“franchise”一词的每条解释，看你能有什么新的发现。 

2、对比更多的国内外关于特许经营定义的不同，并分析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的定义？这些定

义的各自优点和不足各是什么？ 

3、试着用你自己的语言给特许经营下个定义。 

4、在网上搜索关于特许经营的不同理解，指出它们各自的不足之处和长处分别是什么。 

5、指出你所看到的文章、书籍、广告材料等中对于特许经营常用名词的理解不准确之处，并

说明为什么。  

知识单元 2：特许经营的类型与历史回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政府特许经营。 

2．商业特许经营 

3．古代的特许经营雏形——源于封建社会的政府特许。 

4．近代意义的特许经营——始于胜家。 

5.现代意义的特许经营——始于麦当劳。 

6.当代特许经营——以商业经营模式特许经营为主。 

7.早期与近代特许经营和现代特许经营的不同。 

学习目标： 

使同学们清晰地掌握特许经营的脉络，并知道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商业特许经营中的商业模

式或经营模式特许经营。使同学们对特许经营的由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对于理解当代

的特许经营以及特许经营的未来趋势都是非常必要的。 

作业： 

1、总结各类特许经营的特点与共性、利和弊，并在此基础上试着给特许经营下一个你认为合

适的定义。 

2、试为每一类特许经营举出 1个以上的实际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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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出你所知道的特许经营企业或项目名称，然后界定它为哪一类特许经营。 

4、你认为特许经营还有别的分类方式吗？如果有，试着划分一下。 

5、简要叙述特许经营的发展历史。 

6、特许经营的发展和时代背景的关系是什么？ 

7、从历史的角度看，你认为什么是特许经营？ 

8、你对特许经营未来趋势的理解是什么？ 

知识单元 3：特许经营的海外发展与中国特许经营的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特许经营成为全球流行商业模式 

2. 特许经营美国前十名（2014年）  

3. 美国特许经营发展的几个特点  

4. 欧洲特许经营 

5. 日本特许经营 

6. 新加坡特许经营 

7. 马来西亚特许经营 

8.中国特许经营发展概览 

   1）国外盟主进入引起的中国特许经营萌芽 
    2）中国本土企业掀起的特许经营“神话” 
    3）火热的特许经营展 
    4）具有投资意识、能力及行动的潜在加盟商群体逐渐增多 

   5）失业困局和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促进了特许经营的发展 
    6）政府的支持 
    7）特许经营信息传播领域逐渐活跃 

   8）各类连锁经营协会风起云涌 
9.中国特许经营发展评述 

   1）中国特许经营发展特点 
    2）从限额以上连锁零售业看中国特许经营发展 
    3）中国特许经营发展的历史阶段划分 
    4）中国特许经营发展的症结所在 
    5）中国发展特许经营的若干建议  

学习目标： 

使同学们充分了解特许经营在全球的发展概况，以便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对特许经营的未来充

满信心。使读者对特许经营在中国的状况有一个系统性的认识。  

…… 

作业： 

1、试比较海外各国或地区的特许经营发展，指出他们发展中的共性和特色。 

2、从海外特许经营的发展历史或现状中，你对中国发展特许经营有什么想法或建议呢？ 

3、请思考国外不同地区特许经营发展与地区的关系是什么？亦即地区的什么方面（比如政治、

经济、地理、人口等）可能对特许经营的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不同作用。 

4、简要叙述特许经营在中国的发展。 

5、结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认识，谈谈你对特许经营在中国的未来的看法。 

6、结合上一章关于海外特许经营发展的学习，总结海外诸国家或地区和中国发展特许经营的

各自特点、和共性。 

知识单元 4：特许经营与其他方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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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特许经营与连锁经营的比较  

2. 特许经营与直营连锁、自由连锁的比较  

3. 特许经营与代理的比较   

4. 特许经营与代理的比较   

5. 特许经营与经销的比较   

6. 特许经营与直销的比较   

7. 特许经营与传销的比较   

8. 特许经营与包销的比较   

9. 特许经营与设立分公司的比较   

…… 

学习目标： 

同学们深刻地把握特许经营的本质，并对特许经营的未来充满信心。 

…… 

作业： 

1、指出特许经营和本章所列的几种商业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各是什么，并指出这几种概念和

特许经营相比的各自利弊。 

2、特许经营还容易被人们误以为是什么？你能指出它们的区别么？ 

3、特许经营和本章所列的几种商业概念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 

4、特许经营和本章所列的几种商业概念之间的区别对你的启发是什么？  

知识单元 5：特许经营本质及其与行业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特许经营的本质 

2. 特许经营的各行业 

3. 最热门的特许经营行业 

…… 

学习目标： 

本讲第一部分对特许经营的本质进行了简要的讲解。目的是使同学们在历经了前面诸课的基础

上，更加清晰、准确、深刻地理解特许经营的深层含义。 

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了特许经营在不同行业的大致状况，目的是使同学们意识到，只要科学理解

与运用，特许经营可以在更多的行业里得到创新性地应用。 

第三部分讲的是最热门的特许经营行业，目的是使同学们掌握特许经营在行业方面的流行趋势

与欠缺的发展空间。 

作业： 

1、你认为特许经营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 

2、特许经营的核心能力是什么？ 

3、你认为哪个行业在未来会有更多的发展？或者，你认为哪个行业更适合于特许经营的模式。 

4、分析特许经营之所以被称为“特许经营无行业壁垒”的原因。 

5、你还能指出一种新兴的运用特许经营进行企业运营的行业例子么？ 

6、查找有关资料，回答什么是行业？在此基础上回答有人认为“特许经营是一种行业”的观

点是否正确。  

知识单元 6：特许经营利弊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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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特许经营的益处。 

2．特许经营的弊处。 

3.特许经营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学习目标： 

本讲首先从各个角度分析特许经营本身的利弊，亦即其对于特许人、受许人和社会的“利”以

及对于特许人和受许人双方的“弊”。目的是使同学们明白，特许经营本身总地来讲虽然是利大于

弊的，但为了真正达到利大于弊的结果，还需要特许人和受许人双方的共同努力。 

同时，本讲还讲解了特许经营中的关键双方——特许人和受许人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目的是使

同学们充分了解特许经营本身是一个充满博弈的过程。  

…… 

作业： 

1、如何在特许经营的实际运作过程中有效地扬“利”避“弊”？ 

2、在我国的实际特许经营运营中，哪些“利”体现出来和没体现出来？哪些“弊”体现出来

和没体现出来？为什么？ 

3、你认为哪些权利和义务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 

4、为了实现特许经营的“双赢”或“多赢”，谈谈你对权利和义务看法。 

5、各举一个成功和失败的特许经营案例，从权利和义务的角度分析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 

知识单元 7：特许经营的原则与统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3S”原则。 

2．“double”原则。 

3.其余原则。 

4.特许经营的统一。 

…… 

学习目标： 

本讲讲述的内容除了经典的“3S 原则”之外，还讲述了关于特许经营的其余一些原则。目的

是使同学们了解特许经营运营规则，而这些规则都是特许经营得以顺利进行的保证和经验总结。 

另外，在讲述特许经营“统一”的利弊之后，着重讲解特许经营中的两大类统一：必须的统一

和可选择的统一。目的是使同学们对特许经营的“统一”有一个全面、辨证的认识。 

…… 

作业： 

1、简述特许经营中的基本原则都有哪些。 

2、你认为特许经营运营中还需要哪些原则。 

3、找一个成功和一个失败的特许经营企业案例，从特许经营原则的角度分析其之所以成功或

失败的原因。 

4、查找特许经营企业关于“统一”的宣传资料或信息，指出哪些是必须的统一，哪些则是可

选择的统一。 

5、论述特许经营企业的“统一”和企业运营的关系。  

知识单元 8：特许权、招商、特许经营费用及期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特许权。 

2．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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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特许经营费用及计算 

4.特许经营期限及计算 

…… 

学习目标： 

本讲首先主要讲解特许经营的核心——特许权的定义、性质和包括内容等，目的是使同学们清

晰地理解和掌握特许经营企业的特许权具体内容。 

然后，本讲又把特许经营的费用分为三类：初始费、持续费和其他费用，并对各类费用作了进

一步地讲解。目的是使同学们明白特许经营中的费用构成、合理与否以及了解如何计算特许经营费

用等。 

第三大部分的主要内容是讲解特许经营期限及其计算方法，目的是使同学们掌握特许经营期限

的科学确定方法。  

…… 

作业： 

1、为本章所描述的各类特许权类型各找一个具体的特许经营企业实例。 

2、请思考：如何为一个准备开展特许经营的企业设计特许权？ 

3、查找一些特许经营企业的收费资料，然后讨论其中的合理与不合理成分。 

4、请思考如何计算特许经营费用。 

5、请思考，为什么有的特许人收取零加盟金和权益金呢？ 

6、请思考，你认为应如何计算出一个科学的特许经营期限呢？ 

7、试分析中外同种行业之间加盟期区别的原因所在。 

知识单元 9：特许经营法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外特许经营法律法规发展概览。 

2. 中国特许经营法律法规发展概览。 

3. 特许经营中的法律性文件 

4. 统一特许经营提供公告(UFOC) 

5. 特许经营主合同 

6. 特许经营辅助合同 

7. 单店特许经营合同实例 

8. 区域特许经营合同实例 

9. 市场推广与广告基金合同实例 

10. 加盟意向书实例 

11. 保证金合同实例 

12. 商标许可合同实例 

…… 

学习目标： 

本讲主要首先讲述了国内外在特许经营法律法规建设方面的概况，总结出了各自的发展特点。

然后，本章重点讲述了特许经营中最常用和最主要的三个文件：UFOC、特许经营主合同、特许经营

辅助合同，为了方便读者有感性和直接的认识，叙述中按照标准 UFOC、特许经营主合同及辅助合

同的格式来逐一讲解。最后，为了使读者有感性的认识以及在实际操作中更方便地进入实战，本章

在最后几节展示了若干合同的范本供读者学习、研究和使用时参考。 

本讲的目的是使读者能够了解特许经营在国内外的法律法规建设状况，以及基本掌握如何撰写

UFOC、特许经营主合同与辅助合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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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除了本章中所列出的国内外特许经营法律法规特点之外，你认为还有什么特点呢？ 

2、查找并比较不同国家在特许经营专门法律上的异同。 

3、请比较我国政府先后颁布的《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试行）》和《商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试行）》，指出其中的异同，并分析为什么做这样的修改。 

4、虚拟一个特许经营企业，然后为之撰写一份 UFOC和特许经营合同。 

5、中国的特许经营企业虽然没有被强制以一个规定的形式出示 UFOC文件，但在实质上却被分

成了几个不同的文件或其他形式，亦即也需要出示，请你列出这些包含了 UFOC内容的例子。 

6、试比较中外特许经营合同的异同。 

7、试论特许经营辅助合同的意义所在。 

8、请思考，特许经营的辅助合同具体有些什么合同呢？列出这些合同的名称来。  

知识单元 10：特许经营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关系及意义。 

2．特许经营关系的六个阶段。 

3.如何创造并维持良好的特许经营关系。。 

…… 

学习目标： 

本讲第一节主要是在“关系”进行了概括性讲述的基础上，给出了特许经营关系的定义以及研

究特许经营关系的意义所在，最后，强调指出受许人是一种不同于雇员和独立雇主的第三种职业生

涯。 

本讲第二节的主要内容是讲解特许经营关系的六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特征，以及特许人和受许

人在每个阶段所应采取的相应策略。目的是使同学们全程地了解特许经营关系的发展演变，以针对

性地采取措施来维护和谐、共赢的特许经营关系。 

第三节从几个不同的角度讲解了为了创造和维护良好的特许经营关系，特许人、受许人和政府

等相关各方应如何做。目的是使同学们了解一些建设良好特许经营关系的基本原则。 

…… 

作业： 

1、试述特许经营关系的六个阶段。 

2、什么叫特许经营关系？它与其余商业关系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3、请思考：为什么特许经营关系的起始点是知道对方的存在？ 

4、参照友好和谐度曲线图，根据每个阶段的特点来画出另外 1条特许经营关系的曲线图。 

5、分析为什么特许人和受许人之间不是雇佣关系？受许人为什么不是独立的雇主？ 

6、试从别的几个角度来分别描述，如何创造和维护良好的特许经营关系。 

知识单元 11：五步法之一：总论及特许经营准备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市场调研 

2. 内部调研 

3. 可行性分析暨特许经营战略规划  

4. 组建项目工作组 

5. 制定特许经营工作计划 

…… 

学习目标： 



4760 

了解市场调研、内部调研、可行性分析暨特许经营战略规划、组建项目工作组、制定特许经营

工作计划等工作。 

…… 

作业： 

模拟一个项目进行操作。 

知识单元 12：特许经营理念的导入和体系基本设计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特许经营理念的导入。 

2. 特许权设计。 

3. 单店设计。 

4. 区域分部设计。 

5. 总部设计。 

6. 特许经营管理体系整体设计。 

…… 

学习目标： 

了解与掌握特许经营理念的导入、特许权设计、单店设计、区域分部设计、总部设计、特许经

营管理体系整体设计。 

…… 

作业： 

模拟一个项目进行操作。 

知识单元 13：特许经营管理体系的建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样板店、单店手册与单店团队 

2. 总部、网络体系、总部手册与骨干团队  

…… 

学习目标： 

了解与掌握样板店、单店手册与单店团队、总部、网络体系、总部手册与骨干团队的设计与建

立方法。 

…… 

作业： 

模拟一个项目进行操作。 

知识单元 14：特许经营加盟推广体系的设计和营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加盟招募相关文件的设计和撰写。 

2. 招募营建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3. 模式输出即复制体系——培训体系。 

…… 

学习目标： 

了解与掌握加盟招募相关文件的设计和撰写、招募营建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模式输出即复制体

系——培训体系。 

……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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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一个项目进行操作。 

知识单元 15：督导和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的构建及特许经营的备案和披露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督导体系的建立与运行。 

2. 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与运行。 

3. 特许经营的备案和披露。 

…… 

学习目标： 

了解与掌握督导体系的建立与运行、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与运行、特许经营的备案和披露。 

 

…… 

作业： 

模拟一个项目进行操作。 

知识单元 16：中国特许经营未来 34大趋势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中国特许经营未来 34大趋势 

…… 

学习目标： 

了解与掌握中国特许经营未来 34大趋势。 

…… 

作业： 

写一篇自己对于未来特许经营的发展趋势分析。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序、学习特许经营的意义、字源考究、定义及术语简解 3  

2 特许经营的类型与历史回溯 3  

3 特许经营的海外发展与中国特许经营的发展 3  

4 特许经营与其他方式的比较 3  

5 特许经营本质及其与行业关系 3  

6 特许经营利弊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3  

7 特许经营的原则与统一 3  

8 特许权、招商、特许经营费用及期限 3  

9 特许经营法律 3  

10 特许经营关系 3  

11 五步法之一：总论及特许经营准备 3  

12 特许经营理念的导入和体系基本设计 3  

13 特许经营管理体系的建立 3  

14 特许经营加盟推广体系的设计和营建 3  

15 督导和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的构建及特许经营的备案和披露 3  

16 中国特许经营未来 34大趋势 3  

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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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手册、五步法、合同、招商。 

难点：特许权、策划方案、系统性掌握实战方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 

2. 案例讨论。 

3. 专家讲座。 

4. 实地参观、实习。 

5. 项目实施（顾问咨询项目）。 

6. 作业训练（翻译、网站搜索、模拟实战……）。 

7. 答疑。 

……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1. 展会。 

2. 峰会。 

3. 企业参观。 

4. 模拟实操。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特许经营学》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

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李维华.《特许经营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7，曾获得中国政法大学优秀教材

二等奖。 

（二）推荐参考书 

专著 

1、 李维华.《企业全面资源运营论》.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9 

2、 李维华等.《特许经营概论》.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9 

3、 朱明侠，李维华.《特许经营在中国》.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10 

4、 李维华.《特许经营理论与实务》.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5 

5、 李维华.《如何编制特许经营手册 107问》.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6 

译著 

1、 （美）Keup, E. J.著.《特许经营宝典》.李维华，王林花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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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Ann Dugan著.《特许经营 101》.李维华，王林花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10 

3、 （美）罗伯特·T·贾斯蒂斯，威廉·斯莱特·文森特著.《特许经营致富》.李维华，江

漫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5 

4、 （英）马丁·门德森著.李维华，陆颖男译.《特许经营指南》.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11 

5、 （美）.罗伯特·L·普尔文著.《如何避免特许经营欺诈》.李维华译.北京：机械工业出

版社，2005.1 

6、 （美）安德鲁·J·西尔曼编著.《特许经营手册》.李维华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3 

7、 （美）罗伯特·贾斯汀，理查德·加德著.《特许经营》.李维华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

版社，2005.3 

8、 （美）彼得·M·伯克兰德著.李维华，陆颖男译.《特许经营之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

社，2005.3 

9、 （美）安德鲁·J·舍曼编著.《特许经营与许可经营》.李维华、黄乙峰译.北京：电子工

业出版社，2012.4  

执笔：李维华  审稿：李景华  审定： 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6月 21日 

 

创业管理 
Entrepreneurship Management 

课程号：4060206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也适用于全校有管理学基础知识的其他专业本科生。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精神、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了新企业的创办和成长的知识体系，帮助把握创业全过程涉及的相关问题；3、开设本课程，旨

在系统介绍和研究了新企业的创办和成长的知识体系，帮助把握创业全过程涉及的各类管理问题。

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分为三个单元：1、创业机会的挖掘：主要介绍创造性思维的培养、创业机会的

发现、辨识与把握等等。2、创业活动管理：包括商业模式的设计和选择、创业风险的评估、创业

团队的组织、创业计划书的撰写、创业融资。3、企业的创立与治理：主要介绍企业申办的具体程

序、新创企业的产权安排和激励机制问题。4、新创企业的成长管理：重点介绍企业成长的模式和

途径、创业者的成长、新创企业的危机管理。 

创业管理课程的教学方法以案例研讨、企业调研、体验式训练方法为主，重点引导学生置身于

“情景”中来寻求解决途径和方法，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精神、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学习这门课程的学生，以分组形式完成一份创业企业调研报告和创业计划书的撰写。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创业管理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创业与创业教育 

2．创业过程 

2.1 理解创业的一般过程 

2.2创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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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典型的创业模型 

学习目标： 

1．了解创业精神和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了解影响创业活动的主要环境因素；了解创

业教育对创业者提升创业能力的作用。理解创业的本质；掌握创业的基本要素；熟悉创业过程；了

解创业成功的模型。 

2．本章具有导引的作用，主要介绍了创业的必要充分条件：一方面创业促进经济增长、有利

社会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也形成了一个适合创业的环境。重点阐述了创业的一般过程、创业所需的

基本资源，并列举两类典型的创业成功模型。 

作业： 

思考题： 

1、创业活动通过哪些方式影响经济增长？  

2、观察你生活中的创业者，了解他们的创业过程。 

3、创业资源与一般企业所需的资源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列举你觉得最重要的三项创业资源并

予以解释。 

知识单元 2：创业机会的选择与评价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创业机会基本理论 

1.1创业机会与商业机会的联系与区别 

1.2创业机会的理论观点 

2．创业者的能力培养——创造性思维 

3. 创业机会的挖掘 

3.1 创业机会的来源 

3.2 发现创业机会的途径 

3.3 创业机会窗口说 

3.4 创业机会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创业机会的基本概念及其相关理论；创造性思维的类型及培养方法；如何培养商机意

识，捕捉商机的方法；创业机会的定性定量评价方法。 

2．掌握创业机会的概念，掌握创业机会与商业机会的联系和区别；理解创造的核心就是创意；

掌握捕捉商机的方法；培养发现商机和掌握先机的能力；理解创业机会窗口说；掌握创业机会的定

性定量评价方法。 

作业： 

思考题： 

1、创业机会与商业机会的联系和区别？ 

2、创造性思维的主要方法？举例说明。 

3、TIMMONS创业机会评价框架？ 

知识单元 3：商业模式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商业模式的概念 

1.1商业模式的内涵 

1.2商业模式的核心三要素 

1.3 商业模式的作用 

2．商业模式的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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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逻辑检验 

2.2 数字检验 

2.3 动态检验  

3. 商业模式的演进和持续创新 

学习目标： 

1．了解商业模式的概念；商业模式在创业流程中的地位及重要作用；商业模式的核心三要素；

商业模式合理性检验的三种方法；商业模式创新的几种情况。 

2．掌握商业模式的概念和在创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掌握商业模式核心三要素；掌握商业模

式合理性的基本检验方法；了解商业模式演进和持续创新的一般规律。 

作业： 

思考题： 

1、什么是商业模式？ 

2、商业模式的核心三要素是什么？ 

3、对材料中失败的创业企业案例进行分析，探讨企业在商业模式上的缺陷。 

4、与不同创业阶段的创业者进行交流，了解其商业模式是如何形成和调整的。 

知识单元 4：创业团队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创业者素质 

1.1 创业者的心理及性格特质 

1.2 创业者应具备的个人能力 

2．创业团队 

2.1 创业团队的几种定义 

2.2 创业团队的组建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创业者的基本定义；创业者的心理及性格特质；创业者应具备的个人能力；创业团队

的组建特征。 

2．掌握创业者一般具有的心理特征；理解创业者一般具有的个人能力；掌握创业者的管理框

架；认识团队对创业成功的重要性；掌握创业团队的组建特征。 

作业： 

思考题： 

1、如何理解创业者？假定自己要成为成功的创业者，还需要在哪些方面提高？ 

2、在创建创业团队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如何解决团队成员的稳定性和流动性矛

盾？ 

3、当团队成员对企业目标的理解出现分歧时，如何保障团队的凝聚力？ 

知识单元 5：创业融资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创业融资难的原因分析 

2．创业融资的主要方式和融资路径 

2.1风险投资 

2.2天使投资 

2.3战略投资 

2.4创新基金 

2.5中小企业担保贷款 



4766 

2.6政府基金 

2.7典当融资 

学习目标： 

1．了解获得创业资金的七种途径及其特点，了解不同融资方式在创业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作

用。 

2．掌握正确分析创业融资原因的方法；掌握创业融资的主要方式和融资路径。 

作业： 

思考题： 

1、创业融资的基本途径及其特点。 

2、创业融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知识单元 6：企业的创立和治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创业的组织形式 

1.1 个人业主制企业 

1.2 合伙制企业 

1.3 公司制企业 

2．企业具体申办程序 

3. 新创企业的治理结构 

2.1 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容 

2.2 激励的制度化 

学习目标： 

1．了解组织形式的三种方式及各自的特点；新企业申办的具体程序；企业治理结构定义及重

要作用；公司治理结构的主要内容以及激励机制的制度化问题。 

2．掌握何时设立自己的企业以及拥有企业的组织方式；如何选择和确立适当的组织模式和产

权安排；如何制定企业内部的激励机制。 

作业： 

思考题： 

1、创业者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方式拥有自己的企业？ 

2、业主制企业、合伙制企业、公司制企业三者分别有哪些特点？ 

3、申办企业需要经过哪些环节？ 

4、何谓企业治理结构？ 

5、在新创企业内部，怎样协调对不同部门员工的激励？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8学时 

实验 1：创业者实地调研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小组外出调研新创企业的创始人，并撰写创业计划书。 

实验要求：通过实际接触创业者，增强对创业的认知深度。 

实验 2：撰写创业计划书 
参考学时：5学时（实际贯穿整个课程，老师会结合每部分核心内容进行辅导，学生课下完善） 

实验内容：以小组为单位撰写一份创业技术书 

实验要求：熟悉创业计划书的内容以及关键要素；掌握创业想法向实际推进的基本步骤与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知识单元 1：创业管理导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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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知识单元 2：创业机会的选择与评价 1 3  

3 知识单元 2：创业机会的选择与评价 2 3  

4 实验 1：创业者实地调研 3  

5 知识单元 3：商业模式 1 3  

6 知识单元 3：商业模式 2 3  

7 知识单元 4：创业团队 3  

8 知识单元 5：创业融资 3  

9 知识单元 6：企业的创立和治理 3  

10 实验 2: 撰写创业计划书 1 3  

11 实验 2: 撰写创业计划书 2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学基础 

后续课程：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电子商务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详见各单元学习目标。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3.1 以课堂讲述为主，每次课都有讨论及问答环节。 

3.2 从第二个知识单元开始，每次课程都有案例安排，小组发言重点分析其创业机会、商业模

式、创业团队以及企业融资的主题 

3.3 每个小组构思创意，在辅导下完成一份完整的创业计划书。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50％，内容包括：学生出勤、课堂表现、调研报告；期末小组形式完

成创业计划书，成绩占 50％。 

5、作业要求： 
小组完成创业者调研报告 1份；小组完成创业计划书 1份。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雷家骕等编，创新创业管理学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9月 

    2. 姜彦福等编，创业管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7月. 
    3. 张玉利等编，创业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 7月，第 3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莱斯著，吴彤译，《精益创业》，中信出版社，2012年 8月 

2. ［日］大前研一著，王伟，郑玉贵译，《创新者的思考——发现创业与创意的源头》，机械

工业出版社，2013年 1月 

3. ［美］彼得·F·德鲁克著，创新与创业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 ［美］内克著，薛洪志等译，如何教创业：基于实践的百森教学法，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年 5月 

5. ［美］蒂蒙斯等著，周伟民等译，创业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年 7月，第 6版 

执笔：王玲  审稿：李景华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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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热点问题研究 
Research on the hot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课程号：4060206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国际经济热点问题研究是商学院国际商务专业研讨性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 了解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特点，使学生掌握分析和研究国际经济新问

题、新特点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2. 掌握国际经济发展的本质与规律性，解析国际经济与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相应

对策。 

3. 培养思辩能力、掌握查阅文献的能力、研究方法和科研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全球宏观经济分析与展望  

2．国际经济面临的问题  

3. 世界经济发展展望 

学习目标： 

1．掌握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分析存在的新问题、新动态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2. 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当前国际经济运行的现象及本质，了解其发展趋势  

讨论题： 

1．分析当前国际经济新特点 

2．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发展战略 

3．发达国家金融危机新进展及治理对策 

4．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 

知识单元 2：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世界经济格局及演变 

2．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3． 2008年次级债危机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 

4． 影响世界经济新格局的因素 

5． 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的作用 

学习目标： 

1．了解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学习金融危机对现有世界经济格局的冲击. 

2.  掌握金融危机下世界经济格局的新特点及中国的对策  

讨论题： 

1．为什么西方发现“新大陆”而不是东方发现“新大陆”？ 

2．在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中新兴市场经济体将会发挥哪些作用？ 

3．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世界经济新格局产生哪些影响？ 

知识单元 3：欧美金融危机成因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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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成因及对策。 

2．美债危机的演进及原因。 

3. 美国次贷危机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比。 

4. 欧债危机与美债危机反思。 

5. 对我国政府债务风险管理的探讨。 

学习目标： 

1. 了解欧美债务危机的成因及影响。 

2.  分析欧美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讨论题： 

1． 欧美金融危机与拉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比较。 

2． 欧美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知识单元 4：美国经济疲软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2. 美国经济走势对世界经济的传导机制。 

3. 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关系。 

学习目标： 

1. 掌握美国经济的走势对世界经济影响和作用。 

2. 思考如何处理中美经济合作与竞争。 

讨论题： 

1. 中国经济能否与美国经济脱钩？ 

2. 美国大选为何打中国牌？ 

3. 中美能否共同成为世界经济主导力量？。 

知识单元 5：安倍经济学与日本经济战略调整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日本新增长战略特点。 

2. 安倍经济学效果分析。 

3. 日本经济国际化程度滞后及成因。 

4. 加快国际化有利于日本经济的新增长。 

学习目标： 

1. 了解安倍经济学内容及目标 

2. 分析安倍经济学效果及日本经济战略调整，展望中日经济合作模式。  

讨论题： 

1. 日本经济面临的困境及战略调整。 

2. 中日经济合作现状、问题及对策. 

3. 亚洲经济一体化中中日的作用。 

知识单元 6：中国与欧美贸易摩擦政治经济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欧美对华贸易战的始末。 

2. 中国与欧美贸易摩擦为何突然“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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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护贸易和自由贸易之争。 

学习目标： 

1. 了解中国与欧美国家之间贸易摩擦现状、成因。 

2. 掌握以国际贸易理论分析中国与欧美贸易摩擦的对策。 

讨论题： 

1. 中国与欧美贸易摩擦政治经济学分析。 

2. 探讨中国应对与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措施。 

知识单元 7：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2. 金融危机后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3.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的原因。 

4. 金融危机下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 

5. 新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及对策 

学习目标： 

1. 了解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类型、历史变迁，深入探寻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根

源。 

2. 比较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金融危机后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提出解决对策。  

讨论题： 

1．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2．新贸易保护主义手段。 

3．新贸易主义对新兴市场经济的冲击。 

4．中国企业如何应对欧美碳关税等新贸易保护主义？ 

知识单元 8：金砖国家崛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金砖国家概述 

2． 金砖国家崛起的原因及面临的挑战 

3． 金砖国家崛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4． 金砖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展望 

学习目标： 

1. 了解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特征及对世界经济的作用。 

2. 掌握金砖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及挑战，提出相应的对策 

讨论题： 

1．金砖国家能否成为世界经济新秩序中的主要力量？ 

2．金砖国家发展战略比较？ 

3．中国“一带一路”框架下与金砖国家经济合作前景分析。 

知识单元 9：21世纪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际货币体系特征 

2.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3. 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选择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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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讨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 

2. 掌握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对策。 

讨论题： 

1．金融危机对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带来哪些冲击？ 

2. 人民币国际化的具体步骤？ 

3．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前提及障碍。 

4．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目标及美元的地位。  

知识单元 10：亚太经济合作新格局与中日韩 FTA经济效应研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的背景。 

2. 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及特征 

3. 中日韩 FTA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 

学习目标： 

1. 分析金融危机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及特征 

2. 研究美国重返亚太下中日韩经济合作意义 

3. 掌握 FTA经济绩效的研究方法。 

讨论题： 

1．金融危机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带来的影响。 

2. 东亚经济一体化中中日韩合作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 比较中日韩 FTA与 TPP。 

4．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效应分析。  

知识单元 11：开题报告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每人限 10 分钟，阐述选题意义、主要内容（大纲）、研究方法、主要观点、创新、文献综

述、目前的进展及问题 

2. 学生互相点评和教师点评 

3. 明确下一步的科研目标和具体步骤。 

学习目标： 

1. 通过开题报告明确选题的意义、构建论文的框架和结构， 

2. 力求观点明确、结构合理、方法科学，培养科研的能力。 

作业： 

1. 提交 3000-5000字的课程论文。 

2. 提交 3000字左右的文献综述。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分析 3  

2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 3  

3 欧美金融危机成因及影响 3  

4 美国经济疲软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3  

5 安倍经济学及日本经济战略调整 3  

6 中国与欧美贸易摩擦政治经济分析 3  

7 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分析 3  

8 金砖国家崛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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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1世纪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3  

10 亚太经济合作新格局与中日韩 FTA经济效应研究 3  

11 开题报告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金融学、世界经济学 

后续课程：撰写毕业论文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该课程重点研究近年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特点，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解

析对国际经济与中国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由此进一步掌握国际经济发展的本质与

规律性。 

难点：该课程理论性、实用性较强，研究范围广，需要掌握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培养学

生科学研究的能力。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主要采取研讨性教学方法，培养独立科研的能力。 

分科研小组，进行科研合作。每个教学环节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1、 科研小组根据指定的选题或自足选题，确定本学期重点研究的课题； 

2、 查阅大量的国内外文献、评论他人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成果； 

3、 汇报本小组科研选题的依据与研究计划； 

4、 介绍研究方法、科研进程及创新； 

5、 教师对每个小组的选题、文献查阅、研究内容与方法进行详细的评析，并提出相应的修改

措施和方案。 

6、 提交小组研究报告和课程论文。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 

1. 课堂表现（包括完成作业、提问、课堂讨论等）占 20% 

2. 考勤占 10% 

3.  研究报告或文献综述占 10% 

4．论文：60% 

5.  总成绩：100分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著作 

1、 IMF《世界经济展望》、《全球金融报告》（1月和 7、10月出版）。 

2、 庄宗明：《世界经济学》，科学出版社，2003。 

3、 【英】麦迪森 著 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 金仁淑：《日本经济制度变迁及绩效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 

5. 金仁淑：《投资大国的兴衰——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及效应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二）专业杂志： 

1、世界经济  

2、世界经济与政治 

3、世界经济文汇 

4、世界经济研究 

5、世界经济导刊 

6、日本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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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现代日本经济 

8、国际金融 

9、国际金融研究 

10、国际经济合作 

11、国际经济评论 

12、国际贸易 

13、国际贸易问题 

14、国际商务研究 

15、外国经济与管理 

16、东北亚论坛 

17、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世界经济导刊》 

18、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外贸经济与国际贸易》 

19、现代国际关系 

（三）相关网站:  

美国经济评论：http://rfe.org/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 http://www.nber.org/index.htm 

美国国家学术出版社 http://www.nap.edu/index.htm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数据库； http://ifb.cass.cn/index.htm 

华尔街日报： http://cn.wsj.com/index.htm 

人大经济论坛：http://bbs.pinggu.org/ 

金时网：financialnews.com.cn  

国研网：drcnet.com.cn  

中国财经网：fec.com.cn  

财经杂志：caijing.com.cn  

中国经济信息网：cei.gov.cn  

Wind资讯、彭博 Bloomberg等数据库 

IMF http://www.imf.org/external/chinese/index.htm 

执笔：金仁淑  审稿：杨丽花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日 

 

现代组织结构设计（企业管理研讨） 
Modern Organization Structure Design 

课程号：4060207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企业组织的运行；2、掌握常见的组织结构形式；3、学会运用

专业的企业管理方法描述、理解和调整企业组织结构，以达到更好地实现组织战略的目的。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企业组织结构设计的基础知识、

组织结构设计相关的理论，了解组织理论的基本概念，以达到工商管理专业的专业素养。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4学时 

知识单元 1：组织结构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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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组织理论的基本概念。 

2．组织结构设计的基本概念。 

3. 组织结构的基本形式。 

学习目标： 

1．了解这门课程在企业管理中的位置和作用。 

2．掌握基本的组织理论、基本的组织结构设计概念。 

3. 掌握组织结构的几种基本形式 

作业： 

以小组的形式，每个小组选择一个感兴趣的企业，研究这个企业的发展历程，包括：每一个发

展阶段企业的文化、战略、组织结构分别是怎么样的？企业的领导人或领导集体如何应对每个阶段

的变化？ 

知识单元 2：组织结构设计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组织结构设计的基本内容和相关理论。 

2．组织状况分析手段。 

3. 组织结构调整和设计的思考过程与常用工具。 

学习目标： 

1．掌握组织结构设计的相关理论。 

2．学会分析组织状况，根据战略调整要求进行组织结构的设计和调整。 

作业： 

以小组的形式，每个小组选择一个感兴趣的企业，研究这个企业的发展历程，包括：每一个发

展阶段企业的文化、战略、组织结构分别是怎么样的？企业的领导人或领导集体如何应对每个阶段

的变化？ 

知识单元 3：领导人与组织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领导人对组织文化的影响。 

2．组织文化如何影响组织结构的设计与调整。 

3. 案例：一个空降 CEO的故事 

学习目标： 

1．理解企业领导人、企业文化与组织结构之间的逻辑。 

2．理解企业领导人或团队如何影响组织结构的设计与调整。 

作业： 

以小组的形式，每个小组研究自己选择的企业，研究这个企业的每个发展历程，企业的领导人

或领导集体如何应对每个阶段的变化？如何影响组织的调整的？ 

知识单元 4：文化、战略与组织结构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文化与组织结构的关系。 

2．战略与组织结构的关系 。 

3. 文化、战略和组织结构是如何互相影响的。 

4. 案例：中粮屯河与德隆屯河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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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文化、战略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 

2．理解在现实管理中，文化、战略与组织结构之间是如何互动的。 

作业： 

以小组的形式，每个小组针对各自研究的企业，深入研究该企业在每个发展阶段的文化、战略、

组织结构的互动关系。 

知识单元 5：产业价值链与企业价值链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产业价值链与竞争战略。 

2．企业价值链与竞争战略。 

3. 案例：正虹科技。 

学习目标： 

1．理解产业价值链和产业价值链对分析企业发展的作用。 

2．学会利用企业价值链和产业价值链的方法分析组织的运行。 

作业： 

以小组的形式，每个小组针对所研究的企业，研究这个企业某个业务领域的企业价值链、研究

该企业所在的产业的产业价值链。 

知识单元 6：创新与组织发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创新对企业发展的意义。 

2．创新对组织调整的挑战。 

3. 案例：雅昌，印出创新路。 

学习目标： 

1．理解创新对组织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对组织结构不断调整的重大挑战。 

2．理解如何将创新融入到组织的正常发展中。 

作业： 

以小组的形式，每个小组针对所研究的企业，研究这个企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有哪些创新的

要求，组织都是如何应对这些创新要求的？ 

知识单元 7：创业期的组织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创业期的基本特征。 

2．创业对组织结构调整和设计的要求。 

3. 案例：褚橙，你也学不会。 

学习目标： 

1．理解创业期对组织结构发展的挑战。 

2．学会按照创业期企业的发展要求调整组织结构设计。 

作业： 

以小组的形式，每个小组针对自己所研究的企业，研究企业在创业期间的组织结构特征。 

知识单元 8： 虚拟组织与新型组织展望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新时期出现的新型组织。 

2．未来组织形态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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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理解新技术环境与新产业发展对新型组织发展的要求。 

2．学会分析组织新环境的新范式、新工具。 

作业： 

以小组的形式，每个小组针对自己所研究的企业，研究其未来可能发展的新型组织会有哪些？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案例研讨为 N个组，共 6学时 

案例研讨小组：按班级人数，每组人数为 5-8人，分为 N个组。 
案例研讨一：企业发展历程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研讨内容：每个小组依次展示小组研究结果 

研讨要求：熟悉现实中企业的组织运行方式；研究企业在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时如何发起战略的

调整，并相应调整组织结构；掌握基本的组织结构设计与调整方法。 

案例研讨二：企业某业务板块的深入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研讨内容：每个小组依次展示小组研究结果 

研讨要求：每个小组按要求深入研究所研究企业的某个发展板块，如投融资业务、销售业务、

生产或服务业务、人力资源管理业务等的运行情况，并能够运用产业价值链和企业价值链、文化战

略与组织结构的逻辑深入分析。 

案例研讨三：企业发展未来展望 

参考学时：2学时 

研讨内容：每个小组依次展示小组研究结果 

研讨要求：基于之前的研究成果，分析企业未来发展的趋势。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组织结构导论 2  

2 组织结构设计 4  

3 案例研讨一 2 案例研讨 

4 领导人与组织 4  

5 文化、战略与组织结构 4  

6 产业价值链与企业价值链 4  

7 案例研讨二 2 案例研讨 

8 创新与组织发展 4  

9 创业期的组织发展 2  

10 虚拟组织与新型组织展望 2  

11 案例研讨三 2 案例研讨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学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组织理论基本概念、组织结构形式与战略的匹配、文化、战略如何影响现实中的组织。 

难点：抽象的组织结构形式与现实企业实践的互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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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案例讨论 

3. 案例研究 

教学手段： 

1. PPT。 

2. 案例。 

3. 实地考察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其中每一次研讨成绩占 10%；期末开卷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美）达夫特 著，王凤彬等译《组织理论与设计》，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11月 第 11

版（教材获奖情况） 

（二）推荐参考书 

1. 黄铁鹰 梁钧平 慕凤丽编著《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案例》，中国人民出版社，2011年 02月   

执笔：慕凤丽  审稿：李景华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6日 

 

成本会计 
Cost Accounting 

课程号：4060208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成本对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意义，了解成本会计在现代会计

学中的位置和作用，掌握成本会计的基本职能、概念和成本会计的基本原理，尤其需熟悉成本会计

核算的一般流程和方法，为本专业的学生学习管理会计、公司理财和审计学等后续课程奠定良好的

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总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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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成本的含义及经济实质 

一、成本会计的定义 

现代成本会计是会计与管理的直接结合，它是根据企业的成本核算资料和其他资料，运用现代

数学方法，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预测、决策、控制、考核、分析，促使企业生产经营以实现

最优运转的一种专门会计 。 

二、成本会计在现代会计中的位置 

现代会计主要分为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大分支。成本会计的一部分内容（如成本核算、分析）

属于财务会计，一部分内容（如预测、决策、计划、控制等）又属于管理会计。因此，成本会计在

内容上与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都有交叉。  

三、成本的含义  

（一）财务成本、管理成本 

财务会计是对外会计，它必须遵循国家统一的会计规范。在财务会计中，一般把成本理解为取

得资产的代价，这些成本的确定必须遵循国家统一的规范，我们可称之为财务成本。 

管理会计是对内提供会计信息的会计，不必象财务会计一样遵循统一的规范。相对财务成本而

言，在管理会计中为管理目的而使用的成本概念称为管理成本。 

财务成本、管理成本都是成本会计研究的对象。 

（二）成本的经济实质、理论成本  

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品的总价值 = 已耗费的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C）+劳动者

为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V） + 劳动者为社会劳动所创造的价值（M）。 

商品的理论成本 = C+V。成本的经济实质是理论成本的其货币表现形式。 

（三）实际成本，实际成本与理论成本的区别。 

实际成本以理论成本为依据，但并不等同于理论成本，它的运用和理论成本有一定程度的背离。

主要表现在： 

1．为了减少生产损失或简化成本核算工作，按照现行制度规定，某些不形成产品价值的损失

（如废品损失、停工损失等）作为生产费用计入产品成本（实际成本）。但是他们并不属于理论成

本的范畴。  

2．理论成本是一个“全部成本”的概念，而实际发生的费用，按照现行的企业会计制度，只

有部分计入产品成本，还有部分计入期间费用。 

3．理论成本仅仅是针对产品或商品而言的，而实际的成本概念是丰富多样的。如前面介绍的

“管理成本”，多数不符合理论成本的概念。 

（四）研究成本的意义 

研究成本主要是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服务。具体来说，成本的核算和分析是计算补偿生产耗费的

尺度；是制定产品价格的依据；可以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支持；也是综合反映企业经营业绩的指标。 

第二节  成本会计的一般介绍 

一、 成本会计的发展简史 

二、 成本会计的职能 

成本会计主要有两大职能：反映、监督。 

三、成本会计的对象  

（一）对于工业企业来说，成本会计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形成产品成本的生产费用，以及直接计

入损益的期间费用； 

（二）扩展到其他行业，如商品流通企业、运输企业等（不进行生产，因而无生产费用，但存

在经营活动和成本），则成本会计对象变为：生产经营业务成本和期间费用； 

（三）进一步归纳概括，成本会计的对象既包括财务成本，也包括管理成本。 

四、成本会计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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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会计的任务包括成本的核算、分析，以及预测、决策、计划、控制、考核。其中，成本核

算是成本会计的基本任务和中心环节。具体来说： 

（一）及时、正确地进行成本核算（成本会计的基本任务和中心环节）；  

（二）考核成本计划的完成情况，进行成本分析； 

（三）进行成本预测，参与经营决策，编制成本计划，为企业进行成本管理提供依据。 

（四）审核和控制费用支出，节约开支降低成本； 

五、成本会计工作的组织 

（一）工业企业的组织结构 

（二）成本会计的组织方式 

1．集中形式 

2．分散形式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理解成本的内涵和作用，了解成本会计的职能和任务，掌握成本会计

的内容、特征、职能、基础工作以及成本计算的对象、原则和方法。 

作业： 

1．什么是成本？结合你自身的体会，阐述成本管理对现代企业的重要意义。 

2. 理论成本和实际成本有什么区别？ 

3．成本会计在现代会计学科中处于什么位置？成本会计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知识单元 2：工业企业的成本核算要求和程序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成本核算的要求 

在成本会计的任务中，成本核算是最基本、最核心的任务。在成本核算中，工业企业的产品成

本核算最为复杂。因此在本课程的学习中，主要以工业企业的产品成本核算为例来进行。 

二、 什么是成本核算 

指按照国家有关的法规、制度和企业经营管理的要求，对生产经营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各种劳动

耗费进行计算，并进行相应的账务处理，提供真实、有用的成本信息。成本核算应做到“算管结合，

算为管用”。 

二、正确划分各种费用界限  

为了正确地计算工业企业的产品成本和期间费用，必须正确划分五个方面的费用界限： （一）

正确划分是否计入生产费用、期间费用的界限  

如购买固定资产的开支，不应计入生产费用或期间费用。 

（二）正确划分生产费用与期间费用的界限  

用于产品生产的费用，最终形成产品成本，并在产品销售后才能作为主营业务成本计入损益。

而期间费用是直接计入当月损益的费用。（三）正确划分各月份的生产费用和期间费用界限  

主要需处理好待摊费用、预提费用。 

（四）正确划分各种产品的生产费用界限  

如属于几种产品共同发生的费用，须采取适当的分配方法在这些产品之间分配这些费用。 

（五）正确划分完工产品与在产品的费用界限  

上述费用界限的划分过程，也就是产品成本的计算和各项期间费用的归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应贯彻“受益原则”，即何者受益，何者负担费用，何时受益，何时负担费用；负担费用的多少与

受益程度的大小成正比。  

三、正确确定财产物资的计价和价值结转方法  

工业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财产物资将逐渐转移为成本和费用。计价和价值结转方法包



4780 

括：固定资产原值的计算方法、折旧方法、折旧率的种类和高低、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的划分标

准等。对于财产物资的计价和价值结转方法，国家有统一规定的，应按国家统一规定的方法。方法

一经确定，应保持相对稳定性。 

四、做好各项基础工作  

为了加强成本控制，正确地核算成本，企业应做好以下几项基础工作： 

（一）做好定额的制定和修订工作 

（二）建立和健全材料物质的计量、收发、领退和盘点制度 

（三）建立和健全原始记录工作 

（四）做好厂内计划价格的制定和修订工作 

五、适应生产特点和管理要求，采用适当的成本计算方法  

具体采用哪种方法，要根据企业的生产特点（生产工艺、生产组织）和管理上的要求，从实际

情况出发来选择。  

第二节  费用的分类 

一、费用按经济内容的分类  

费用按其经济内容，主要可以划分为八大费用要素： 

（一）外购材料：指企业为进行生产经营而耗用的一切从外单位购进的原料、主要材料包装物、

低值易耗品等。 

（二）外购燃料：指企业为进行生产经营而耗用的从外单位购进的各种固体、液体和气体燃料。 

（三）外购动力：指企业为进行生产经营而耗用的从外单位购进的各种动力（电力、热力）。 

（四）职工薪酬：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或解除劳动关系而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酬或补

偿。包括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五）折旧费：按规定的资产折旧方法计提的折旧费用。 

（六）利息支出：利息支出减利息收入的差额。 

（七）税金：指应计入管理费用的各种税金。如房产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土地使用税等。 

（八）其他支出：指不属于以上各要素，但应计入产品成本或期间费用的费用，如邮电费、差

旅费、保险费等。 

二、费用按经济用途分类 

（一）生产费用和期间费用（经营管理费用） 

（二）生产费用按经济用途分类称成本项目，一般制造型的工业企业常设置的成本项目有： 

1．直接材料:指直接用于产品生产，构成产品实体的原料、主要材料以及有助于产品形成的辅

助材料费用。 

2．直接人工：指直接参加产品生产的工人薪酬费用。 

3. 直接燃料及动力，指直接用于产品生产的燃料和动力费用。 

4．制造费用：间接用于产品生产的各项费用，或虽直接用于产品生产，但不便于直接计入产

品成本，因而没有专设成本项目的费用。 

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特点和管理要求对上述成本项目增减。 

（三）期间费用按经济用途分类 

1．销售费用：企业在产品销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以及为销售本企业产品而专设的销售机构

的各项费用，如广告费、运输费、包装费等。 

2．管理费用：企业行政管理部门为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而发生的各项费用，如董事会费、

工会经费、业务招待费、无形资产摊销等。 

3．财务费用：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而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利息支出、汇兑损失等。 

三、生产费用的其他分类方式  

（二） 按与生产工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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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接生产费用：指由于生产工艺本身引起的、直接用于产品生产的费用。如原材料、生产

工人工资、机器设备折旧等。 

2．间接生产费用：与生产工艺没有联系，间接用于产品生产的各项费用。如机物料消耗、辅

助工人工资、厂房折旧等 

（二）按计入产品成本的方式 

1．直接计入费用：可以分清由哪种产品所耗用，能直接计入某种产品成本的费用。 

2．间接计入费用。不能分清由哪种产品所耗用，不能直接计入某种产品的费用。一般需要按

一定标准分配给各有关产品。  

（三）直接生产费用、直接计入费用；间接生产费用、间接计入费用的区别与联系 

多数情况下，直接生产费用是直接计入费用，间接生产费用是间接计入费用，但二者不能等同。 

第三节 成本核算的一般程序和会计科目 

一、成本核算的一般程序  

  （一）确定成本计算对象 

      计算对象可以是产品的品种、批次、步骤； 

  （二）确定成本项目（费用项目） 

      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三）开设产品成本明细账和期间费用明细账 

      产品成本明细账按成本计算对象开设 

  （四）归集和分配各种费用——产品成本明细账（期间费用明细账） 

二、成本核算的主要会计科目  

（一）基本生产成本 

基本生产是指为完成企业主要生产目的而进行的产品生产。“基本生产成本”总账科目是为了

归集基本生产所发生的各种生产费用和计算基本产品成本的科目。“基本生产成本”科目应按产品

品种、批别等成本计算对象设置基本生产成本明细账，又称为产品成本明细账，或成本计算单。 

（二）辅助生产成本 

辅助生产是指为基本生产服务而进行的产品生产和劳务供应。如工具、模具、运输、修理等车

间的生产活动。“辅助生产成本”科目应按辅助生产车间设置辅助产品成本明细账，账内按成本项

目或费用项目设置专行或专栏。 

（三）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的内容非常复杂，它包括间接用于产品生产的各项费用，或虽直接用于产品生产、没

有专设成本项目的费用。制造费用一般应按车间、部门设置明细账，账内按费用项目设置专栏进行

明细核算。 

（四）废品损失 

设置了废品损失科目、需要单独核算废品损失的企业，应按车间、部门设置明细账。 借方：

登记不可修复废品的生产成本和可修复废品的修复费用。 

（五）销售费用 

（六）管理费用 

（七）财务费用 

（八）待摊费用 

受益期和支付期不一致的费用，主要有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两种类型。其中，支付在前，受益

在后的，为待摊费用（性质是资产）； 

（九）预提费用 

支付在后，受益在前的，为预提费用(性质是负债)。 

三、成本核算账务处理图（见教材 P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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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初步掌握成本核算的基本要求和原则，了解费用的分类和种类，明确成本核

算的账务处理程序，熟练掌握成本核算的会计科目极其特点。 

作业： 

1．成本核算时，需要划分哪些方面的费用界限？ 

2．进行成本核算时所设立的“制造费用”会计科目，与“制造费用”成本项目之间是什么关

系？ 

3．“基本生产成本”科目月末有余额时，一般应在哪方，其余额表示什么意义？ 

知识单元 3：费用在各种产品及期间费用之间的归集和分配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各项要素费用的分配 

一、要素费用分配概述 

（一）专设成本项目的生产费用的归集分配 

直接用于产品生产、且专设成本项目的生产费用，在发生时应单独地记入“基本生产成本”、

“辅助生产成本”总账科目及相应的成本项目。 

（二）没有专设成本项目的生产费用的归集分配 

对于没有专设成本项目的直接、间接生产费用，先计入“制造费用”总账及明细账的相应费用

项目，月末再将各车间的制造费用分配转入基本生产成本账中。 

（三）间接计入费用的分配方法 

对于某种产品的直接计入费用，可以直接计入到该种产品成本明细账中，如果是几种产品的间

接计入费用，则应采用适当的分配方法，分配后分别计入。  

1．分配方法：一般采用先通过待分配费用/分配标准的方式来确定费用分配率，再通过分配率

来确定每个对象的分配费用的方法。  

2．分配标准，主要有以下三类： 

成果类，如产品的产量、重量、产值等； 

消耗类，如生产工时、机器工时、原材料消耗量等； 

定额类，如定额消耗量、定额费用等。 

3．分配步骤： 

（四）要素费用的分配步骤 

要素费用的分配，一般应编制相应的费用分配表，然后根据费用分配表编制会计分录，最后登

记各种成本、费用总账科目及所属明细账。  

二、材料费用分配的核算  

（一）材料的计价方法 

1．材料按实际成本计价：材料明细账中的收入材料按实际的成本计价；账中发出材料的金额

可按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个别计价法、全月一次加权平均法计价。 

2．材料按计划成本计价：原材料的收发凭证都按材料的计划单位成本计价，并据以登记材料

明细账。此时发出材料的实际成本通过材料的计划成本+“材料成本差异”科目来核算。 

“材料成本差异”账户用于核算企业各种材料的实际成本和计划成本的差异。其借方登记材料

成本的超支差异；贷方登记材料成本的节约差异，以及转出的发出材料的成本差异。 

（二）原材料费用的分配 

1．分配原则  

（1）直接用于产品生产、构成产品实体的原料和主要材料，直接或分配计入各产品成本明细

账（基本生产成本明细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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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接用于产品生产，有助于产品形成的辅助材料，一般属于间接计入费用，在采用适当

的方法分配后，计入各种产品成本明细账下的“原材料”成本项目； 

（3）直接用于辅助生产、专设成本项目的各种材料费用，记入“辅助生产成本”明细账的有

关成本项目。 

（4）用于基本或辅助生产，但没有专设成本项目的各种材料费用，计入“制造费用”明细账； 

（5）用于产品销售、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耗费的各种材料费用，分别记入“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账户。  

2．间接计入费用的分配方法：对于需要分配才能计入成本的原材料费用，其分配标准可以是

产品的重量、体积、材料定额消耗量、材料的定额费用等。如可按原材料定额消耗量比例分配、按

原材料定额费用分配等。  

（三）燃料费用分配的核算  

燃料费用在生产费用中所占比重较小时，合并在“原材料”科目核算，燃料费用比重  较大时，

应设立“直接燃料及动力”成本项目进行核算，同时还应增设“燃料”科目，单独核算燃料费用。

其他与原材料费用的核算方法同。 

（四）包装物的核算 

指包装产品而储备的各种包装容器（桶、箱子、袋等）。它不包括：各种包装材料（如铁丝、

绳等），以及用于储存产品，但不对外出售、出租、出借的包装物（作为固定资产或低值易耗品）

等。 

发出包装物在核算时：用于产品生产、构成产品实体的包装物，计入“基本生产成本”科目；

随同产品出售的包装物，如其单独计算价格，则其成本计入“其他业务支出”；如包装物不计价，

则其成本计入“销售费用”。出租的包装物，包装物摊销的成本计入“其他业务支出”；出借的包装

物，其摊销的成本计入“销售费用”。 

出租、出借包装物的摊销方法与低值易耗品相似，通常可采用一次摊销法、分期摊销法、五五

摊销法等。 

（五）低值易耗品摊销的核算  

低值易耗品是指劳动手段中单位价值和使用年限在规定限额以下（不作固定资产核算）的物品。

低值易耗品摊销费用在产品生产成本中所占比重较小，所以没有专设成本项目。 

为进行低值易耗品的收、发、摊、存的总分类核算，应设“低值易耗品”总账，按低值易耗品

的类别、品种、规格设立明细账，进行明细核算。  

低值易耗品与材料一样，可以按实际成本、或计划成本计价核算。如果按计划成本核算，还应

在“材料成本差异”总账科目下设置“低值易耗品成本差异”二级科目。  

低值易耗品的成本核算方法主要有三种： 

1．一次摊销法：即在领用低值易耗品时，将其全部价值一次性计入当月成本、费用。这种方

法比较适合单位价值较低、使用期限较短（容易破损）的低值易耗品。其特点是核算简便，但不利

于低值易耗品实物管理，同时可能会使各月成本费用负担不大合理。 

2．分次摊销法：将低值易耗品转作待摊费用（或长期待摊费用），按其使用期限的长短，分月

计入成本费用。这种方法比较适合单位价值较高，使用期限较长（更倾向于固定资产）的低值易耗

品。其特点是各月负担的低值易耗品摊销费用比较合理，但是核算工作量较大。  

3．五五摊销法：低值易耗品在领用时，摊销其价值的一半，在报废时，再摊销其价值的另一

半。 这种方法比较适合各月领用和报废比较均衡，各月摊销相差不大的低值易耗品。其特点是各

月成本费用负担比较合理，核算工作量比较大。 

三、外购动力费的分配 

（一）分配原则 

在车间装有外购动力的计量仪表时，可按仪表所显示读数计算和分配费用；在没有安装计量仪

表时，则可按产品的生产工时比例、机器工时比例、定额消耗量比例或其他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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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配计入的成本费用科目 

直接用于基本生产或辅助生产，专设“直接燃料及动力”成本项目的外购动力费用，应记入

“基本生产成本”或“辅助生产成本”总账和所属产品成本明细账的“直接燃料及动力”成本项

目；用于基本生产和辅助生产但未专设成本项目的动力费用，记入“制造费用”总账及所属明细账。

其他根据用如计入“管理费用”等科目。 

（三）会计分录 

借：基本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管理费用 

…… 

贷：应付账款（银行存款） 

四、职工薪酬的分配 

职工薪酬包括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等。由于短期薪酬是企业

薪酬的主要内容，因此本课程主要介绍短期薪酬的核算。短期薪酬又包括工资、职工福利、五险一

金等内容。 

（一）工资的核算 

工资是短期薪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又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

班加点工资、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  

（二）工资分配原则和应计科目 

生产工人的计件工资，属于直接计入费用，直接记入基本生产成本明细账某种产品成本的“直

接人工”成本项目；生产工人的计时工资一般属于间接计入费用，应按产品的生产工时比例的方法，

分配后再计入各种产品成本明细账的“直接人工”成本项目。车间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工资，记

入“制造费用”科目；其他各部门人员的工资，根据其用途计入“管理费用”、“销售费用”等科

目；  

（三）间接计入工资的分配 

间接计入工资主要是计时工资。通常可按生产工时（实际或定额）比例进行分配。计算公式如

下： 

工资费用分配率 = 
时总额该车间各种产品生产工

资总额某车间生产工人计时工
 

某产品应分配的间接计入工资费用 =该产品的生产工时数 x工资费用分配率 

（四）其他短期薪酬的分配 

其他短期薪酬包括职工福利费、各种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短

期带薪缺勤、利润分享计划等。 

一般来说，其他短期薪酬费用的分配应与工资的用途分配去向相同。 

五、固定资产折旧的分配 

折旧是固定资产在使用中价值的转移。企业固定资产的价值通过折旧的方式转化成为生产费用

和期间费用。 

   （一） 固定资产折旧费用的提取：会计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对所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但

是，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和单独计价入账的土地除外。 ”（应提折旧的固定资产，包

括已使用和未使用）等。固定资产应按月计提折旧，但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当月不提折旧；当月

减少的固定资产，当月照提折旧。  

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折旧率一经确定，就不应随意变动。 

（二） 分配原则和应计科目：根据固定资产的用途，将其折旧计入到相应的会计科目中去。

如管理部门的固定资产折旧，计入到管理费用；生产部门的固定资产折旧，计入到“制造费用”。 

六、利息费用、税金和其他费用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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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息费用的核算  

利息费用属于财务费用。一般按季支付，如果数额较大，季内按月预提；如果数额不大，为了

简化核算工作，也可以不作预提处理，而在季末实际支付时全部计入当月财务费用。 

（二）税金的核算  

指属于管理费用的那部分税金。包括印花税、车船使用税等。其中印花税通常是先购买后使用，

因而不通过“应交税费”科目核算。而房产税、车船使用税等则一般通过“应交税费”科目核算。

因此它们在会计分录的处理上，也各不相同。 

（三）其他费用的核算 

其他费用指除了前面所述各要素以外的费用（包括邮电费、租赁费、印刷费、排污费、差旅费、

保险费等）。这些费用根据其用途分别计入“制造费用”、“管理费用”、“辅助生产成本”、“销

售费用”、“在建工程”或预提、待摊费用科目，贷“银行存款”或“现金”等科目。 

第二节  待摊费用和预提费用的归集和分配 

凡是受益期和支付期不一致的费用，应该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分别采用待摊或预提的办法来

处理。  

一、待摊费用的归集和分配 

待摊费用的实质是资产。摊销期在一年以内的称待摊费用，摊销期在一年以上的称长期待摊费

用。发生待摊费用时，借记“待摊费用”，贷记“银行存款”、“库存现金”等科目；分月摊销时，

根据费用的用途借记“制造费用”、“管理费用”等科目，贷“待摊费用”。 

二、预提费用的归集和分配 

预提费用实质是一项应付而未付的负债。其预提期限应根据该费用的受益期限来确定的。  

预提费用账户是具资产、负债双重性质的账户，应按预提费用种类设置明细账。分月预提时，

根据费用的用途借记“制造费用”、“管理费用”等科目，贷“预提费用”；实际支付时，再借记“预

提费用”,贷“银行存款”或“库存现金”等科目。 

第三节  辅助生产费用的核算 

一、辅助生产的特点 

辅助生产，是为基本生产车间、企业行政管理部门等单位服务而进行的产品生产和劳务供应。  

二、辅助生产费用的归集  

通过“辅助生产成本”账户进行。“辅助生产成本”账户按车间及产品、劳务的种类设置明细

账，账内按成本项目或费用项目设置专栏。 

在核算辅助生产费用时，要注意分情况进行： 

（一）专设“制造费用——辅助生产车间”科目的辅助生产费用核算 

此时辅助生产成本明细账内按成本项目进行归集，其核算与基本生产成本科目大致相同。 

（二）不专设“制造费用——辅助生产车间”科目的辅助生产费用核算 

此时辅助生产成本明细账内按成本项目和费用项目同时开设，发生的生产费用不通过“制造费

用”科目核算直接计入到辅助生产成本。 

这种情况一般是辅助生产不对外提供产品，因而不需要按规定的成本项目计算成本，且辅助生

产车间规模很小，制造费用少，为了减少成本核算工作，将成本项目和制造费用项目结合起来开设

辅助生产成本明细账。 

三、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方法 

某些辅助生产车间之间，存在相互提供产品和劳务的情况。为了正确核算辅助生产产品和劳务

的成本，应首先在各辅助生产车间之间进行费用的相互分配，然后再对外（辅助生产车间以外的各

受益单位）分配费用。辅助生产费用分配方法主要有： 

（一）直接分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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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各辅助生产车间之间相互提供劳务的情况，而是将各种辅助生产费用直接分配给辅助生

产以外的各受益单位。这种方法很简单，主要适合于那些辅助生产内部相互提供劳务不多，不进行

费用的交互分配，对辅助生产成本和产品成本影响不大的情况下使用。  

（二）交互分配法 

辅助生产费用进行两次分配，首先根据劳务数量和交互分配前的辅助生产费用总额进行，在辅

助生产车间之间进行相互分配，然后再分配给辅助生产车间以外的其他受益单位。  

这种方法的特点是提高了分配结果的正确性，但需要计算两次分配率，增加了工作量，而且分

配结果也不是完全准确。 

（三）计划成本分配法 

按辅助生产车间提供的产品或劳务数量的计划单位成本分配辅助生产费用（包括其他辅助生产

车间）；再计算分配辅助生产实际发生的费用（本车间发生的费用 + 辅助生产间交互分配转入的费

用）；最后计算辅助生产的成本差异，并辅助生产成本差异全部调整计入管理费用，不再分配给辅

助生产以外的各受益单位。 

这种方法简化了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工作，但要求辅助生产的计划单位成本制定必须很准确，

否则将会使计算结果产生较大的偏差。 

（四）代数分配法 

根据解联立方程的原理，计算辅助生产劳务的单位成本，然后根据各受益单位耗用的数量和单

位成本分配辅助生产费用。 

这种方法分配结果最准确，但在分配以前要解联立方程，如果辅助生产车间、部门很多，未知

数也相应增多，计算工作比较复杂。主要适合于已经实行电算化会计的行业。 

（五）顺序分配法 

顺序分配法也称为梯形分配法，该种分配方法不进行交互分配，各辅助生产费用只分配一次，

既分配给辅助生产以外的受益单位，又分配给排列在后面的其他辅助生产车间或部门。 

该方法是直接分配法和交互分配法的一种调和与过渡。不准确，且计算工作量大 。 

第四节  制造费用的核算 

一、制造费用的归集与结转 

（一）归集 

制造费用的核算，是通过“制造费用”总账科目进行归集和分配的。该科目按车间（基本生产

车间、辅助生产车间）或部门设置明细账，账内按费用项目设专栏和专行。 

（二）结转 

在会计期末，将归集的制造费用按照一定的标准分配，从“制造费用”账户的贷方转出，转入

“生产成本——基本（辅助）生产成本”账户的借方。除季节性生产的车间、分厂以外，该科目期

末通常无余额 

二、制造费用的分配方法  

（一）生产工人工时比例分配法  

按照各种产品所用生产工人工时的比率，分配制造费用的一种方法。  

（二）生产工人工资比例分配法  

以各种产品的生产工人工资的比例分配制造费用的方法，这种分配方法基本上与生产工时比例

法原理相同。这种方法只适用于产品生产机械化程度大致相同的情况下。 

（三）机器工时比例分配法  

按照各种产品所用机器设备运转时间的比例，分配制造费用的方法。分配过程与前面的方法基

本相同。主要适合于机械化程度比较高的企业。 

（四）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法  

按照年度开始前确定的全年适用的计划分配率分配费用的方法。不管各月的实际发生的制造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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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少，每月各种产品成本中的制造费用都按年度计划确定的分配率分配。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季

节性生产的车间。  

采用年度计划分配率分配制造费用时，“制造费用”总账科目及其明细账一般有月末余额，可

能是借方余额，也可能是贷方余额。对制造费用科目的余额，平时不用调整，只有在年末有余额时，

一般应调整记入 12月份的产品成本。 

第五节    废品损失与停工损失的核算 

一、废品损失的归集及分配 

（一）定义  

废品：不符合规定的技术标准，不能按照原定的用途使用，或者需要加工修理后才能使用的在

产品、半成品和产成品。  

可修复废品：技术工艺上可以修复，而且所支付的修复费用在经济上合算的废品。  

不可修复废品：技术工艺上不可以修复，或虽可修复，但所支付的修复费用在经济上不合算的

废品。  

报废损失：指不可修复废品的生产成本（制造成本）扣除回收的材料和废料价值后的损失。 

修复费用：指可修复废品在返修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修复费用。其中应由过失单位或个人负担的

赔款，应从废品损失中扣除。  

废品损失：在生产过程或入库以后发现的各种不可修复废品的生产成本和可修复废品的修复费

用，在扣除废品残料价值和应收赔款后的损失。  

（二）账户设置 

核算废品损失时，增设“废品损失”会计科目、“废品损失”成本项目。 

废品损失按照车间设置明细账，账内按产品品种和成本项目登记废品损失的详细情况。月末核

算后的废品净损失结转到同种产品的合格品成本中去。 

借方：不可修复废品的生产成本和可修复废品的修复费用。  

贷方：登记废品残料回收的价值和应收的赔款；以及从“废品损失”科目贷方转入“基本生产

成本”科目借方的数额。该科目月末无余额。  

（三）不可修复废品损失的归集与分配 

如果废品成本按实际成本计算，则根据报废时废品和合格品发生的全部实际费用，采用一定的

分配方法，在合格品和废品之间分配。然后从“基本生产成本”的贷方转入“废品损失”科目的借

方。如果废品成本按定额成本计算，则按废品的数量和各项费用定额计算废品的定额成本，再将定

额成本扣除废品残料回收价值，即为废品损失。 

（四）可修复废品损失的归集与分配 

指废品在修复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用。可修复废品返修以前发生的费用，不必在“基本生产成

本”科目中转出；返修以后的修复费用，根据各种凭证计入“废品损失”科目的借方。  

（五）不单独核算“废品损失”的情况 

不单独核算废品损失的企业，不设“废品损失”的会计科目和成本项目。仅在回收废品残料时，

借“原材料”，贷“基本生产成本”。辅助生产一般不单独核算废品损失。  

二、停工损失的归集与核算 

（一）停工损失的定义  

指企业的生产车间或车间的某个班组停工以后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停工期间，所发生的原材

料费用、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等。  

季节性生产企业的季节性停工，是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停工期间发生的费用不属于停

工损失，不作为停工损失核算。  

（二） 停工损失的处理 

单独核算停工损失的企业，应增设“停工损失”账户和停工损失成本项目。“停工损失”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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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车间设置明细账，账内按成本项目设置分行或专栏进行明细核算。 

自然灾害引起的停工损失，按规定转作“营业外支出”。其他停工损失，如由于原材料不足、

设备故障、固定资产修理等原因引起的停工损失，均应计入产品成本 

不单独核算停工损失的，不开设“停工损失”账户。此时发生的属于停工损失的费用，计入“制

造费用”、“营业外支出”等科目。辅助生产一般不单独核算停工损失。 

（三） 账务处理 

通过设置“停工损失”科目核算： 

借方：归集应列作“停工损失”的各种费用。  

贷方：转出的费用，包括：  

过失人员的赔款，从该科目的贷方转入“其他应收款”等科目的借方；自然灾害引起的停工损

失，从该科目的贷方转入“营业外支出”等科目的借方；其他应由产品成本负担的部分，则转入“生

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科目的借方，并用合理的分配标准分配。  

该科目月末无余额。  

第六节   期间费用的核算 

一、期间费用的特点 

期间费用又称经营管理费用。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与产品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系，

属于某一时期耗费的费用。  

期间费用都不计入产品成本，不参与产品成本计算，也不存在分配问题。而是直接计入当期损

益。主要包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 

二、期间费用的归集与结转 

在归集各期间费用时，应开设各种费用的明细账。借方登记实际发生的各种费用，期末从贷方

结转到本年利润。 

（一）发生某种期间费用的时候 

借：**费用 

贷：应付工资等 

（二）期末结转时 

借：本年利润  

贷：**费用 

期间费用结转后，各账户月末应无余额。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生了解成本核算的基本要求和原则，熟练掌握各种要素费用、辅助生产

费用、制造费用、废品损失与停工损失及期间费用的归集、核算、分配方法及各自特点。 

作业： 

1． 辅助生产费用的分配方法有哪些？各有什么特点？ 

2． 制造费用的分配方法有哪些？其分配对象是什么？ 

3． 什么是废品损失？应如何计算和分配？ 

4． 某企业生产甲、乙两种产品，共同耗用原材料 10500元。甲产品实际产量为 100 件，

单位材料消耗定额为 15公斤，乙产品实际产量为 50件，单位消耗量为 12公斤。请分配两种产品

的材料费用。 

5． 某企业低值易耗品采用分次摊销法，本月领用生产工具一批，计划成本 30000 元，本

月材料成本差异率为节约 3%，该批工具在一年半内分月平均摊销。请编制会计分录。 

6． 某企业低值易耗品采用五五摊销法，本月报废生产工具一批，计划成本 20000 元，回

收残料 1000元。其它条件同上（见第二题）。请编制会计分录。 

7． 某企业设有修理、运输两个辅助生产车间，本月发生辅助生产费用、提供的劳务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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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所示： 

辅助生产车间名称 修理车间 运输车间 

待分配费用 4000元 8000元 

供应劳务数量 12000小时 16000吨/公里 

计划单位成本（仅用于计划分配法时） 0.30元 0.52元 

修理车间  1000吨/公里 

运输车间 2000小时  

基本生产一车间 6000小时 8000吨/公里 
耗用劳务数量 

基本生产二车间 4000小时 7000吨/公里 

分别采用直接分配法、交互分配法、计划分配法、代数分配法分配辅助生产费用，并编制辅助

生产费用分配表和会计分录。 

8． 某基本生产车间全年制造费用计划为 234000元，全年产品的计划产量为：甲产品 19000

件，乙产品 6000件，丙产品 8000件。单件工时定额：甲产品 5小时，乙产品 7小时，丙产品 7.25

小时。本月实际产量：甲 1800件，乙 700件，丙 500件。本月实际制造费用为 30600元。要求：

按年度计划分配率计算、分配制造费用，并编制会计分录。 

9． 某企业不可修复废品按定额成本计算。某月 A产品不可修复废品 20件。每件直接材料

定额 15元；20件废品的定额工时共为 130小时。每小时费用定额为：直接人工 5元，制造费用 7

元。该月发生可修复废品的修复费用为：直接材料 500元，直接人工 360元，制造费用 800元。废

品的残料作为材料入库，价值 100元，应由责任人员赔偿的废品损失 200元。要求：计算、结转废

品损失、编制相应的会计分录。 

知识单元 4：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的归集和分配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在产品数量的核算 

一、在产品收发结存的日常核算 

（一） 定义  

在产品：指没有完成全部生产过程、不能作为商品销售的产品（包括正在车间加工的在产品、

需要继续加工的半成品、等待验收入库的产品、正在或等待返修的废品等） 

不可修复废品、对外销售的半成品、完工的半成品都不属于在产品。 

（二） 在产品数量的核算 

应同时具备账面核算资料和实际盘点资料。为使得在产品账实相符，应对在产品进行定期或不

定期地进行清查（实地盘点法）。并将清查结果，列明在产品的账面数、实有数、盘盈盘亏数，并

对盘盈盘亏进行账务处理。  

二、在产品盘盈、盘亏和损毁的处理  

在产品盘盈、盘亏和损毁的处理，均通过“待处理财产损溢”账户核算。盘盈的账务处理：按

计划或定额成本，借记“基本生产成本”科目，贷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核销时，对于应计

入产品成本的，冲减管理费用。借记“待处理财产损溢”科目，贷记“管理费用”。盘亏或损毁的

账务处理与之相反。 

第二节  完工产品和在产品之间的费用分配方法 

一、概述 

通常来说，生产车间的月初在产品费用、本月生产费用、本月完工产品费用和月末在产品费用

四者的关系如下：  

月初在产品费用 + 本月生产费用 = 本月完工产品费用 + 月末在产品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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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配方法 

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费用的分配方法，通常有如下四种： 

（一）不计算在产品成本 

在分配费用时，不考虑在产品的成本。这样上述等式就变为：本月生产费用=本月完工产品费

用。这种方法只适合于各月末在产品数量很少，不计算在产品的成本对完工产品的成本影响不大的

情况下。  

（二）在产品按年初固定数额计算 

这个方法的关键是确定年初固定数额，各月在产品成本均用年初固定数额计算。此时，某种产

品本月发生的生产费用，就是本月完工产品的成本。它适合于在产品各月数量变动很小，月初月末

产品成本差额不大的情况。 

（三）在产品按所耗直接材料费用计价法  

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等式变为： 

月初在产品直接材料费用 + 本月生产费用 = 本月完工产品费用 + 月末在产品直接材料费用 

它适合于在产品各月数量变动大，月末在产品成本数量较大，而且原材料费用在产品成本中所

占比重较大的情况。  

（四）约当产量比例法  

所谓约当产量：是指将在产品按完工程度折算为相当于完工产品的产量。约当产量比例法是按

照完工产品产量和在产品的约当产量的比例分配计算完工产品费用和月末在产品费用的方法。  

它适合于在产品各月数量变动大，月末在产品成本数量较大，而且原材料费用和工资福利费等

加工费用比重相差不大的情况，是在产品成本计算中常用的方法。 

此时，约当产量的计算应分两种情况进行： 

1．原材料在生产开始时一次性投入 

这种情况下，原材料不按约当产量计算和分配，而是按在产品的实际数量计算。其余生产费用

按约当产量计算和分配。 

2．原材料不是在生产开始时一次投料，而是随着生产进度陆续投料 

此时，原材料也应该按约当产量比例计算和分配。如原材料是随加工进度陆续投入的，则其约

当产量可按“分工序分别测定完工率”的方法来计算，且本工序完工率为 50%；如原材料是分工序

投入，且在每道工序开始时一次性投入，则仍按“分工序分别测定完工率”的方法来计算，且本工

序完工率为 100%。 

（五）在产品按完工产品成本计算法  

这种方法是将在产品视同完工产品分配费用，因而可以根据完工产品和在产品的数量比例，直

接进行费用的分配。它适用于月末在产品已经接近完工或已经加工完毕等待验收入库的情况。 

（六）在产品按定额成本计价法  

指按照预先制定的定额成本计算月末在产品成本，即月末在产品成本按其数量和单位定额成本

计算。它将每月生产费用脱离定额的差异，全部计入当月完工产品成本。 

它适用于定额管理基础比较好，各项消耗和费用定额比较准确稳定，而且各月在产品数量变动

不大的产品。  

（七）定额比例法  

将产品的生产费用，按照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的定额消耗量或定额费用的比例，分配计算完

工产品成本和月末在产品成本的方法。  

这种方法与在产品按定额成本计价法的最大区别，是需要将月初和月末在产品费用之间脱离定

额的差异，在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之间分配。  

它适用于定额管理基础比较好，各项消耗和费用定额比较准确稳定，而且各月在产品数量变动

较大的产品。  

三、完工产品成本的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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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企业的生产费用，在经过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之间分配以后，还要将完工产品，从“生

产成本——基本生产成本”的贷方，结转到“库存商品（产成品）”（或原材料、低值易耗品）的

借方。并编制各种明细账和总账。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理解完工产品、在产品的概念，熟练掌握在产品收发结存核算，以及

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与在产品之间的各种分配方法。 

作业： 

1． 什么是约当产量比例法？什么是定额比例法？各有什么特点？ 

2． 某企业生产 A产品，原材料在生产开始时一次投入。产品成本中，原材料费用占很大比重。

月末在产品按所耗原材料费用计算。5月初在产品费用 2800元，5月发生生产费用为：原材料 12200

元，燃料及动力 4000元，工资福利费 2800元，制造费用 800元。本月完工产品 400件，月末在产

品 200件。要求：计算 A产品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成本，并登记产品成本明细账。 

3． 某厂生产 B产品，由两道工序完成，原材料在生产开始时一次投入。月初加本月生产费用

合计为：原材料 26000元，直接人工 14000元，制造费用 10080元，本月完工 100件，月末在产品

30件，完工程度为 40%。要求：按约当产量比例法计算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成本。 

4． 某车间 C产品基本生产明细账有关资料：月初在产品成本情况：原材料 1250元，直接人工 1005

元，制造费用 2314元；本月发生生产费用：原材料 3300元，直接人工 1291元，制造费用 4574元。 

5． 原材料定额消耗量：完工产品 560公斤、在产品 350公斤、工时定额：完工产品 3860小

时，在产品 1880小时。要求：采用定额比例法分配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费用，并编制会计分录。 

知识单元 5：产品成本计算的方法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生产特点和管理要求对成本计算方法的影响 

工业企业在选择成本计算方法的时候，必须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企业的生产特点和管理要求。  

一、企业按生产工艺特点分类 

按照工业企业的一般特点，企业的生产可以按如下标准分类： 

（一）单步骤生产 

指生产工艺过程不能间断，不可能或不需要划分为几个生产步骤的生产（简单生产,如发电厂）。  

（二）多步骤生产 

指生产工艺过程由若干可以间断的、分散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进行生产的生产步骤组成的生

产。如生产陶瓷的企业，有制模车间、烘干、烧烤车间等。  

二、按生产组织特点分类 

可以分为大量生产、成批生产和单件生产三种类型。  

（一）大量生产 

指不断地重复生产相同产品的生产，如化肥生产。  

（二）成批生产 

按事先规定的产品批别和数量进行的生产。一般来说，成批生产的产品品种比较多，而且具有

一定的重复性（如服装）。  

（三）单件生产 

单件生产一般是按照定货要求，生产个别的、性质特殊的产品。 

三、企业生产特点和管理要求对产品成本计算的影响 

生产特点和管理要求对产品成本计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成本计算对象的确定上。  

根据前面对生产的分类，成本计算对象主要分为三大类：  

产品的品种、产品的批别、产品的步骤。由此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成本计算方法：品种法、分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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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步法。成本计算对象的确定，是开设产品成本明细账、归集生产费用、计算产品成本的前提。 

第二节  产品成本计算的基本方法和辅助方法 

一、产品成本计算的基本方法 

它以成本计算对象为特征，是计算产品实际成本不可缺少的基本方法。主要包括：品种法、分

批法、分步法三种类型。  

二、产品成本计算的辅助方法 

除了上述基本方法，企业还采用的其他一些成本计算方法。如：分类法、定额法、标准成本法、

变动成本法（西方国家经常采用的方法）等。它们的特点为不是一种独立的成本计算方法，必须与

其他成本计算的基本方法相结合才能使用，因此称辅助方法。  

不论哪种生产类型，也不论成本管理的要求如何，采用哪种成本计算方法，最终都必须按照产

品品种计算出产品成本。因此，品种法又是三种基本方法中最基本的成本计算方法。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企业按生产工艺、组织特点的分类，掌握企业的生产特点、管理要求与

成本计算方法之间的关系。 

作业： 

1． 企业的生产特点、管理要求与成本计算方法的选择有什么关系？ 

2． 成本计算基本方法与辅助方法的联系和区别有哪些？ 

知识单元 6：产品成本计算的基本方法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品种法 

一、品种法的特点和适用范围 

（一）特点 

品种法是产品成本计算方法中的最基本方法。它体现了产品成本计算的一般程序。品种法的计

算，实际上是会计核算中成本费用项目的明细核算。 

品种法按产品品种归集生产费用。成本计算对象是产品品种，因而按产品的品种设置产品成本

明细账。 

（二）适用范围 

主要适用于大量、大批的单步骤生产；或管理上不要求按步骤计算产品成本的大量、大批多步

骤生产。  

（三）成本计算期 

每个月末。 

二、品种法的计算程序 

（一） 根据各种费用的原始凭证资料，编制费用分配表 

（二） 计算在产品盘盈、盘亏或损毁 

（三） 分配待摊预提费用 

（四） 归集分配辅助生产费用 

（五） 归集分配基本生产车间的制造费用 

（六） 根据上述资料，登记产品成本明细账，并分配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成本 

（七） 登记期间费用明细账 

（八） 结转产成品成本 

三、品种法举例 

第二节   分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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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按照产品的批别来汇总生产费用并计算产品成本的计算方法。分批法又叫定单法。但是，一

个定单可以有几个批别，也可以将几个定单合并为一个批别。  

一、分批法的特点  

分批法按照产品的批别归集生产费用、设置产品成本明细账 。一般来说，成本计算期是生产

周期（某批产品从开始生产到结束），而与会计报告期不一致。因此分批法通常不需要分配在产品

成本。只有在产品跨月陆续完工情况较多，为了在月份会计报表中提供已完工部分产品的成本，才

需要将生产费用在批内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之间分配。  

二、分批法的适用范围  

主要适用于单件、小批生产，或管理上不要求分步骤计算产品成本多步骤生产的企业，（如服

装、新产品试制等行业）。  

三、分批法的计算程序 

（一）分配要素费用、辅助生产费用、制造费用等，编制各费用分配表； 

（二）根据各费用分配表，汇总各批产品本月发生的生产费用，登记各批产品成本明细账。 

（三）分配完工产品与月末在产品之间的生产费用。（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分配） 

四、分批法举例 

五、简化的分批法  

又称为不分批计算在产品成本的分批法，也称为累计间接计入费用分配法。  

（一）适用范围 

同一月份投产的产品批数很多，且月末未完工产品的批数也很多的情况下。  

（二）计算步骤 

1．仍按产品的批别设置产品成本明细账；  

2．产品完工之前，产品成本明细账中只登记直接计入费用和生产工时；   

3．每月发生的间接生产费用，不是按月在各种产品之间分配，而是只登记在“基本生产成本

二级账”中。  

4．在某批产品有完工产品的月份，对完工产品，按累积生产工时的比例，将间接生产费用分

配到完工产品成本。  

（三）关于“基本生产成本二级账 ” 

简化的分批法，必须设立“基本生产成本二级账”；其作用在于：第一，可按月提供企业或车

间全部产品的累计生产费用和生产工时资料；第二，在有完工产品的月份，按特定的方法将累计间

接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之间进行分配。 

（四）费用的分配 

分成本项目计算累计间接计入费用分配率，用其作为间接计入费用的分配标准。 

（五）简化的分批法举例  

第三节  分步法 

是按照产品的生产步骤来汇总生产费用并计算产品成本的计算方法。分步法适用于大量、大批

的多步骤生产（主要是管理上要求分步骤计算产品的成本）。  

一、分步法的特点 

其特点主要有：按照每种产品的各个生产步骤归集生产费用、设置产品成本明细账；一般来说，

成本计算期是按月（同会计报告期）进行，而与生产周期不一致；通常需要分配完工产品和月末在

产品成本；此外，各步骤之间还存在成本结转的问题。 

二、逐步结转分步法  

（一） 逐步结转分步法的特点 

是指按照产品的生产步骤逐步计算、结转半成品成本，最后计算产品成本的方法。主要适用于

那些管理上要求提供各生产步骤半成品成本资料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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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逐步结转分步法成本归集示意图  

（三） 半成品成本结转到下一步骤的方法  

采用逐步结转分步法时，半成品的实物转到下一步骤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经过“半成品库”

来收发、中转，一种是直接转到下一工序。如果是经过半成品库收发，还要增设“自制半成品明细

账”进行核算。  

同时，半成品的成本结转到下一步骤的方式又有两种：一种是本步骤的半成品转入下一步骤的

原材料（或半成品）项目——综合结转；另一种是本步骤的半成品分项目转入下一步骤的各成本项

目中——分项结转。 

1．综合结转法 

将上一步骤的半成品，作为本步骤的原材料（或专设的“半成品”项目）成本，进行成本结转。

此时，半成品可以按实际成本结转，也可以按计划成本结转。 

这种方法的好处在于便于各步骤进行成本考核和分析，也可以简化半成品核算和成本计算工

作。缺点是可能会引起成本项目结构失真，从而需要进行成本还原，即从最后一个步骤起，把所耗

用上一步骤的半成品还原为原材料、工资福利费、制造费用等成本项目，求得按原始成本项目反应

的成本资料。 

成本还原的方法：将本月产成品所耗上一步骤半成品的综合成本，按照本月所产这种半成品的

成本构成进行还原。  

某步骤还原分配率=
品成本本月上一步骤所产半成

品成本本月所耗上一步骤半成
 

可见，如果成本计算的步骤很多，则成本还原的工作量将很大。 

2．分项结转法 

上一步骤的半成品，按照成本项目分项转入本步骤的产品成本明细账中的各个成本项目中。也

可以按实际成本结转，也可按计划成本结转。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直接提供按原始成本项目反映的产成品资料，不需要进行成本还原；不

足的地方在于相对来说成本结转工作复杂，同时各步骤完工产品成本中看不出所耗上步骤半成品成

本、本步骤加工费用情况，不便于进行成本分析。 

（四） 逐步结转分步法总结 

不管是综合结转，还是分项结转都属于逐步结转分步法，其特点主要有： 

1．成本计算对象： —— 各步骤的半成品或产成品  

2．半成品成本随着半成品的实物的转移而结转  

3．半成品通过半成品库收发时，一般需要通过“自制半成品”明细账核算； 

4．核算工作量大（综合结转法，需要进行成本还原；分项结转法，结转工作量大） 

三、平行结转分步法  

在大量、大批的多步骤生产中，有的企业并不需要计算半成品成本，这时，为了简化和加快成

本计算工作，可以只计算本步骤发生发生的各项费用以及这些费用中应计入产成品的“份额”，再

将同种产品的各步骤成本明细账中的这些份额平行结转、汇总，即可计算出该种产品的产成品成本，

由此产生了平行结转分步法。  

（一） 平行结转分步法介绍  

1．适用范围 

在用分步法的大量大批多步骤生产的企业中，当半成品种类多，逐步结转半成品的工作量较大，

而管理上又不要求提供各步骤半成品成本资料时，可采用本方法。 

2．广义在产品的含义 

广义在产品指尚未最终加工完成的全部在产品和半成品。它包括三部分的内容：尚在本步骤加

工的在产品（即狭义在产品）、本步骤已经完工转入半成品库的半成品、已经从半成品库转到以后

各步骤进一步加工但尚未最后完成的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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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行结转分步法的特点 

其特点住要有：第一，仍按步骤开设产品成本明细账。但各步骤归集的生产费用不包括所耗上

一步骤的半成品费用，只归集步骤发生的各项其他费用（连续式加工的企业，除第一步骤外，只包

括加工费用；平行式加工各步骤包括原材料和加工费用）；第二，各步骤不计算和结转半成品成本；

第三，各步骤归集的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产成品）和广义在产品之间分配；第四，各步骤半成品

的成本和实物的流转是相分离的；第五，采用这一方法，不论半成品是在各步骤之间直接转移，还

是通过半成品库收发，都不通过“自制半成品”科目核算。 

（二） 平行结转分步法成本归集示意图  

（三） 平行结转分步法应用举例 

（四） 平行结转分步法的优缺点 

平行结转法的最大优点是简化了成本计算工作：各步骤可以同时计算产品成本，不需要等上一

步骤；同时能够直接提供按原始成本项目反映的产成品成本资料，不必进行成本还原，因而大大简

化和加速成本计算工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不能提供各个步骤的半成品成本资料；同时，由于

各步骤的半成品的费用不能随着实物的转移（下一步骤）而转出，而仍留在各步骤的月末在产品费

用中，因而不能为各个生产步骤在产品的实物管理和资金管理提供资料。 

（五） 平行结转分步法与逐步结转分步法的比较 

项目 逐步结转分步法 平行结转分步法 

成本计算对象 各步骤的半成品 各步骤应计入产成品的份额 

成本计算程序 
从第一步开始，依次进

行，直到最后一步 

各步骤同时进行，计算其应计入产成品成本的份

额 

月末在产品的

含义 

仅指本步骤正在加工的

产品（狭义在产品） 

广义在产品。包括本步骤正在加工的产品，或本

步骤已完工但尚未完成全部加工过程的半成品。 

成本管理 
半成品实物转移与成本

结转同步 
半成品实物转移与成本结转脱节 

学习目标： 

掌握品种法、分批法、分步法等基本成本计算方法的概念、特点和适用范围；熟悉各种方法的

费用归集和分配的方法及相应账处理，熟练掌握各种成本核算的基本方法的应用。 

作业： 

1． 说明品种法的成本计算程序 

2． 逐步结转分布法和平行结转分步法各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 

3． 什么是综合结转分步法？什么是分项结转分步法？ 

4． 什么是成本还原？为什么要进行成本还原？ 

5． 某企业有一个基本生产车间，大量生产甲、乙两种产品，另有一个机修辅助生产车间。

辅助生产车间须单独核算制造费用。该企业 3月份有关产品产量和成本资料如下： 

月初在产品                             单位：元 

产  品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合   计 

甲产品 7680 6592 3574.78 17846.78 

乙产品 8320 2008 2320.02 12648.02 

产量资料                              单位：件 

项  目 甲产品 乙产品 

月初在产品 340 280 

本月投产 860 720 

本月完工 8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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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末在产品 400 400 

原材料定额消耗量（单位：公斤）、生产工时记录（单位：小时） 

项目 生产工时（基本车间） 修理工时（辅助） 定额消耗量 

甲产品 2480  5400 

乙产品 1520  4600 
基本生产 

车间 
一般用  6000  

企业行政管理部门  4000  

生产费用资料（单位：元） 

项目 原材料 职工薪酬 折旧费 外购动力 待摊费用 其他 

甲产品 24,000      

乙产品 18,000      

两产品共同耗用 8,000 60,000     

基本生产

车间 

一般用 2,000 4,200 12,000 14,200 9,600 15,800 

生产用 600 5,800     辅助生产

车间 一般用 400 2,500 3,000 12,800 2,400 4,200 

合计 53,000 72,500 15,000 27,000 12,000 20,000 

材料在生产开始时一次性投入，在产品的完工率为 50%，甲、乙两种产品共同耗用的材料按两

种产品的定额消耗量比例分配，基本车间生产工人工资、制造费用按生产工时比例分配。辅助生产

车间费用按修理工时比例分配。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成本采用约当产量法计算。各种费用均用银

行存款支付。 

要求：根据上述资料，用品种法计算两种产品的总成本和单位成本，并编制各种费用分配表和

相应的会计分录。 

知识单元 7：产品成本计算的辅助方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分类法 

一、分类法的特点 

分类法，是在产品品种、规格繁多，但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分类的情况下，为了简化计算工作，

以产品类别作为成本计算对象，归集生产费用。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分类法是品种法的一种延伸。

它把类别作为品种，按类别计算成本后，把每类产品的总成本在类中各产品之间分配，求出各种产

品成本。因此，它不是一种独立的成本计算方法。 

二、分类法的计算程序 

（一）合理确定产品的类别，按照产品类别设立产品成本明细账； 

（二）在开设的产品成本明细账内，按照成本项目归集生产费用，并按企业生产类型和管理要

求，选择一定的方法计算出本类完工产品总成本；  

（三）在计算出各类产品的总成本后，选择合理的分配标准，分配、计算各种产品成本。  

三、同类产品内各种产品之间分配费用的标准  

选择分配标准时，应选择与产品各项生产耗费的高低有密切关系的分配标准。常用的分配标准

有：定额消耗量、定额费用、产品的体积、重量等。各成本项目可以采用同一分配标准；也可以分

别采用不同的分配标准。 

四、一种简化的分类法——系数法  

为简化分配工作，可将分配标准折算成相对固定的系数，按照系数分配类内各种产品的成本

——系数法，也可称为简化的分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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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类法举例（略） 

六、分类法的适用范围 

凡是产品的品种繁多，而且可以按照前述要求划分为若干类别的企业或车间，均可采用分类法

计算成本。分类法与产品的生产类型没有直接联系，因而可以在各种类型的生产中应用。  

值得注意的是，联产品必须采用分类法计算各种产品的成本。所谓联产品，是指同一种原料，

可以生产出几种主要产品，比较典型的如原油冶炼，可以生产出汽油、煤油、柴油等联产品。 

七、副产品的成本计算  

副产品是指在生产主要产品的过程中，附带生产出来的非主要产品（如提炼原油过程中产生的

渣油，制皂过程中产生的甘油等）。 

如果副产品的比重较大，应将主、副产品视作联产品采用分类法计算成本 。 

如果副产品的比重不大，可采用类似分类法的方法计算：即将副产品与主产品合为一类设立产

品成本明细账，归集费用、计算成本；然后将副产品按一定的方法从总成本中扣除，剩下的即为主

产品的成本。 

第二节  定额法 

一、定额法的特点 

定额法，是以产品的定额成本为基础，通过加减脱离定额差异和定额变动差异来计算产品实际

成本的成本计算方法。 

事前：制定产品的消耗定额，费用定额和定额成本，作为成本控制的目标；  

事中：在生产费用发生的当时，分别列示符合定额的费用和脱离定额的差异，以加强对费用脱

离定额差异的日常核算、分析和控制； 

事后：在月末，通过定额成本加减各种差异，计算产成品、在产品的实际成本。 

可见，定额法不仅是一种产品成本计算的方法，还是一种对产品成本进行控制、管理的方法。 

二、定额法的适用范围 

适用于定额管理比较健全、定额基础较好、生产已经定型，产品消耗定额比较稳定的生产企业。  

三、定额成本的制定  

定额成本也可以叫企业目前的“应该成本”，总定额成本等于产品产量乘以单位产品的定额成本。  

单位产品的定额成本：分成本项目制定。根据消耗定额（原材料消耗定额、工时定额）乘以计

划单价（原材料计划单价、计划小时工资率、计划的制造费用分配率）制定。 

注意：定额成本不包括废品损失和停工损失，他们都属于脱离定额成本的差异。 

定额成本的制定过程，就是对产品成本进行事前控制的过程。 

四、定额成本与计划成本的比较 

（一）定额成本与计划成本相同之处 

都是根据产品的消耗定额和计划单价确定的目标成本。 

定额成本和计划成本的制定过程，都是对产品成本进行事前控制的过程。  

（二）定额成本与计划成本不同之处 

计划成本所依据的消耗定额、计划单价，在计划期内通常是不变的；而定额成本所依据的消耗

定额、计划单价，随着企业的生产率改变而不断修订、改变。 

五、定额法中实际成本的确定 

定额法需要按照下述步骤来计算确定实际成本： 

第一：计算定额成本  

第二：计算脱离定额的差异 

第三：计算定额变动差异、材料成本差异 

第四：计算产品的实际成本   

其中，产品的实际成本 = 定额成本 ± 脱离定额的差异± 定额变动差异 ± 材料成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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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脱离定额差异的计算  

生产费用实际发生后，对于脱离定额的费用，应及时进行核算，以便分析差异发生的原因，及

时采取处理措施 。 

主观因素：采取制止、奖励等措施 

发生差异的原因 

客观因素：应调整、修改定额 

（一）原材料脱离定额差异的计算  

1．限额法 

采用定额法，一般应使用限额领料单制，符合定额的原材料根据限额领料单和定额凭证领发。 

原材料用料差异= 原材料实际消耗量 – 定额消耗量 

原材料实际消耗量 = 本期领料数量 + 期初余料数量 

                                – 期末余料数量 

原材料定额消耗量 = 产品投产数量 x 原材料消耗定额  

原材料脱离定额差异 = 原材料用料差异 x 计划单价 

2．切割核算法 

对于经过切割才能使用的材料，例如板材、棒材等，采用切割核算法，即通过材料切割核算单，

核算用料差异。  

注意：上述原材料脱离定额的差异计算中，只计算了由于原材料用量脱离定额所产生的差异，

没有计算由于原材料实际价格与计划价格之间的差所导致的差异。因而，要计算原材料实际成本脱

离定额成本的全部差异，还应计算统计其价格所造成的差异——材料成本差异。 

（二）生产工时和生产工资脱离定额差异的计算 

计件工资：属于直接计入费用，其按计件单价发放的都是定额费用，以外的为脱离定额费用。 

计时工资：属于间接计入费用，平时不能按产品直接计算，只有在月末实际生产工人工资总额

确定以后，才能计算。 

产品某产品脱离工资定额差异 = 该产品的实际生产工资 – 该产品的定额生产工资 

（三）制造费用脱离定额差异的计算（与工资类似） 

某产品制造费用脱离定额差异 =  该产品的实际制造费用 - 该产品的定额制造费用 

上述差异计算过程中，只有原材料脱离定额的差异仅计算了用量差异而没计算价格差异。直接

人工、制造费用脱离定额差异均包括了全部差异（用量和价格）。 

七、材料成本差异的分配 

在定额法下，材料通常是按计划成本计价的。此时，发出的材料还要核算材料成本差异。 

前面的材料脱离定额差异，是由于材料消耗量引起的差异——量差。 

材料成本差异，是由于材料实际价格与计划价格不一致而引起的差异——价差。现量差已有，

需要计算价差。某产品应分配的原材料成本差异=（该产品的原材料定额费用±原材料脱离定额差

异）x 

原材料成本差异率 

发出材料应负担的成本差异应符合以下要求： 

1．必须按月分摊，不得在季末或年末一次计算； 

2．一般应使用当月的实际成本差异率（除委托外部加工的情况外）； 

3．材料成本差异率 =
本月收入材料计划成本月初结存材料计划成本

本月收入材料成本差异月初结存材料成本差异

+
+

 

八、定额变动差异的核算 

定额变动差异，是指由于修订消耗定额或生产耗费的计划价格而产生的新旧定额成本之间的差

额。 

在定额变动的月份，月初在产品的定额成本仍然是按照旧的定额计算的。为了统一，将月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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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旧定额成本按新定额表示以后，还应计算月初在产品的定额变动差异。  

因此，定额变动差异，主要是针对月初在产品计算的，计算如下： 

月初在产品定额变动的差异，可以根据定额发生变动的在产品盘存数量（或账面结存数量），

和修订前后的费用定额，确定在产品定额变动差异。但这种计算通常要按照零、部件和工序进行，

工作量较大。 

为了简化计算工作，可按简化的公式计算： 

定额变动系数=
品费用定额按旧定额计算的单位产

品费用定额按新定额计算的单位产
 

月初在产品定额变动差异 = 按旧定额计算的月初在产品定额费用 x（1-定额变动系数） 

注意：上述定额变动系数由于不是按产品的零、部件计算，而是按单项产品综合计算的，因而

能简化计算工作。但在零、部件生产不成套或成套性比较差的情况下，不能用上述系数折算法。 

九、各种差异的处理 

（一） 脱离定额的差异的处理 

通常需要在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之间分配； 

（二） 定额变动差异的处理 

通常需在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之间分配，但如果数额小，也可以全部由完工产品负担； 

（三） 材料成本差异的处理 

材料成本差异，通常由完工产品负担。 

十、定额法举例（略） 

十一、定额法总结 

定额法是一种成本计算方法，又是一种成本管理制度；它将事前计划、事中反映和核算、事后

监督融为一体。 

1．生产费用发生的当时，计算和反映脱离定额差异； 

2．有利于加强成本控制、进行成本分析； 

3．能简便地进行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之间的费用分配 

其缺点是核算工作量大。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成本计算的辅助方法的含义，掌握分类法、定额法的特点和核算流程，

熟悉辅助方法在联产品、副产品等业务情况下的应用。  

作业： 

5． 定额法的特点是什么？采用这种方法计算产品成本的优点有哪些？ 

6． 什么是联产品，什么是副产品？什么是系数法？ 

7． 某企业生产甲、乙、丙三种产品，同归为 A类。采用分类法计算产品成本，类内各种产品

之间的分配标准是：原材料按各种产品的原材料费用系数分配（按费用定额确定费用系数），其他

按定额工时比例分配。 

本月资料如下： 

产品名称 材料费用定额 工时消耗定额 本月产量 

甲 100 17 1000 

乙 120 15 1200 

丙 112 10 500 

本月 A类产品成本明细账如下： 

项目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制造费用 成本合计 

月初在产品定额成本 36000 6000 4000  

本月生产费用 55000 4600 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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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费用合计     

完工产品成本     

月末在产品定额成本 37000 7050 4500  

要求：用分类法计算各种产品成本并编制产品成本计算表。 

8． 某企业生产 A产品，采用定额法计算产品成本。该企业规定产品的定额变动差异和材料成

本差异均由完工产品成本负担，脱离定额差异按定额比例在完工产品和月末在产品之间分配。原材

料在生产开始时一次投入。其他资料如下： 

（1）A产品月初在产品数量 50件，本月投产 150件，本月完工 140件，月末在产品 60件。 

（2）本月直接材料脱离定额差异：+1700元，直接人工脱离定额差异：-380 元，制造费用脱

离定额差异：+800元，本月材料成本差异率：+1%。 

（3）单位产品的定额成本资料如下： 

消耗定额 定额成本 定额变动差异 
成本项目 计划单价 

上月 本月 上月 本月 数量 金额 

直接材料 10 22 20 220 200 2 20 

直接人工 5 20 20 100 100   

制造费用 8 25 25 200 200   

合计 — — — 520 500   

（4）月初在产品资料如下： 

月初在产品 
成本项目 

定额成本 脱离定额差异 

直接材料 11000 1800 

直接人工 5000 -100 

制造费用 10000 -200 

合计 26000 1500 

要求：用定额法登记产品成本明细账，计算完工产品的成本。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总论 2  

1 第二章：成本核算的要求和程序 1  

2 第二章：成本核算的要求和程序 1  

2 第三章：各种费用的分配和归集 2  

3 第三章：各种费用的分配和归集 3  

4 第三章：各种费用的分配和归集 3  

5 第四章：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与在产品之间的分配 3  

6 第四章：生产费用在完工产品与在产品之间的分配 1  

6 第五章：产品成本计算方法概述 2  

7 第六章：产品成本计算的基本方法 3  

8 第六章：产品成本计算的基本方法 3  

9 第六章：产品成本计算的基本方法 3  

10 第七章：产品成本计算的辅助方法 3  

11     总复习与随堂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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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课程：会计学（或会计学原理） 

后续课程：财务管理、中级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工业企业的成本核算流程与方法；品种法、分批法、分步法等成本计算的基本方法的核

算流程；标准成本法、作业成本法的运用。 

难点：制造费用成本项目与会计科目的区别与联系；品种法的实例应用、分步法的核算与运用；

标准成本法的计算。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本课程的重点是成本核算，需要学习和掌握的核算方法较多，因此课堂讲授是主

要的教学方法。 

2.课堂讨论：针对课程中一些重点难点知识，展开课堂讨论，以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并提

升课堂的活跃程度和趣味性。 

3.案例教学：对核算业务中的一些知识点，可通过相关案例开展教学。 

4.模拟实训：基于本课程图表多，计算多，教学时可以引入 Excel辅助计算并进行模拟实训。 

教学手段： 

1.计算机多媒体 

2. Excel等 OFFICE办公软件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特殊要求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于富生 等编著《成本会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年 6 月 第 7 版（该教材获国

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教育部推荐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William N.Lanen等编著《成本会计精要》，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年 1月 第 1版 

2. 袁寒松等编著《成本会计学习指导》，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 7月 第 1版 

3. 万寿义等编著《成本会计》，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年 8月 第 3版  

执笔：梁建桥 审稿：陈佳俊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5日 

 

审计学 
Auditing 

课程号：4060208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4802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的专业会计方向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审计的理论知识；2、熟悉审计业务流程；3、对审计有系统的理解。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学生实例分析训练，使学生掌握审计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

和基本技能，为学生完成会计学科体系的构建。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课程以理论教学为主，教学过程辅之学生案例分析演示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审计。 

2．为什么需要审计。 

学习目标： 

1．理解审计是什么。 

2．掌握审计需求相关理论。 

作业：1.中国外部审计为何产生？ 

知识单元 2：审计执业规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审计准则。 

2．职业道德准则。 

3. 质量控制准则。 

4. 后续教育准则。 

学习目标： 

1．掌握审计准则的作用。 

2．理解职业道德准则的重要性。 

3.  掌握质量控制准则的作用。 

4.  了解后续教育准则的作用。 

作业：以小组形式，选定某个审计丑闻案例，分析审计失败的原因。 

知识单元 3：审计目标、审计证据、审计工作底稿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审计目标：（1）总体审计目标；（2）审计具体目标 

2.审计证据：（1）审计证据含义与特征；（2）审计证据种类及其相应的审计程序 

3. 审计工作底稿：（1）审计工作底稿的作用；（2）审计工作底稿的编制与复核 

（3） 审计工作底稿的归档与管理 

学习目标： 

1． 掌握审计总体目标与具体目标之间的关系。 

2． 掌握不同审计证据类型可以采用哪些审计程序获取。 

3． 理解审计工作底稿的作用。 

作业：针对选定的审计丑闻案例，分析审计师如何获得充分审计证据。 

知识单元 4：审计风险与重要性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审计风险：（1）审计风险定义；（2）审计风险的特征；（3）审计风险的成因；（4）审计风

险的构成要素；（5）审计风险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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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要性：（1）审计重要性的定义；（2）审计重要性的评估原则；（3）审计重要性的运用 

学习目标： 

1. 理解审计风险的形成原因。  

2. 掌握审计风险要素构成及要素之间的关系。  

3. 掌握什么是重要性，不同审计阶段审计重要性如何运用。   

作业：针对所选择的审计丑闻案例，请从重要性概念出发判断为何未审计事项能构成审计失败。  

知识单元 5：接受委托、审计计划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业务承接。 

2．审计业务约定书。 

3. 审计计划制定步骤。 

学习目标： 

1. 理解业务承接过程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2. 了解审计业务约定书的构成内容。 

3. 熟悉审计计划的流程。   

作业：针对所选择的审计丑闻案例，在接受委托或审计计划阶段如何规避日后的审计风险。 

知识单元 6：风险评估程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风险评估程序的目的。 

2．风险评估程序实施的内容。 

3.  具体风险评估程序。  

学习目标： 

1.掌握风险评估程序实施目的。 

2.理解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的具体内容足。 

3.了解具体风险评估程序如何操作。 

作业：针对所选择的审计丑闻案例，审计师如何通过实施风险评估程序识别重大风险领域。 

知识单元 7：审计抽样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基本概念：（1）审计抽样的概念；（2）统计抽样与非统计抽样。 

2.统计抽样的基本程序。 

学习目标： 

1. 理解统计抽样与非统计抽样的差异。 

2. 熟悉统计抽样的基本程序。  

作业：针对所选择的审计丑闻案例，分析审计师的审计抽样是否存在问题？ 

知识单元 8：内部控制与重大错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内部控制概念及历史演变。 

2．内控的局限性。 

3. 重大错报的定义。 

4. 重大错报风险评估的作用。 

学习目标： 

1． 了解内部控制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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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解内部控制的局限性和作用。 

3． 掌握什么是重大错报。 

4． 熟悉重大错报风险评估程序在审计流程中的地位。  

作业：针对所选择的审计丑闻案例，分析企业是否可以从内部控制制度加以防范。 

知识单元 9：实施阶段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审计实施阶段的审计流程。 

2．审计测试与审计风险模型之间的关系。 

3. 以销售循环为例如何实施审计程序。 

4. 审计测试与审计目标之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审计实施阶段的审计流程。 

2.掌握审计测试与审计模型之间的关系。 

3.熟悉交易性实质测试、余额实质性测试、列报和披露测试的审计目标。  

作业：针对所选择的审计丑闻案例，分析审计是如何在审计实施阶段发现重大错报风险。 

知识单元 10：终结外勤审计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终结外勤审计流程。 

2． 审计期初余额。 

3． 复核期后事项。 

4． 复核现金流量表。 

5． 检查企业持续经营能力。 

6． 调查未决事项。 

7． 采用分析程序进行审计复核。 

8． 编制审计差异调节表和试算平衡表。 

9． 获取管理层声明书。 

10． 获取律师声明书。 

11． 对重要性水平和审计风险的最终评价。 

12． 完成质量控制复核。 

学习目标： 

1. 熟悉终结外勤审计流程。  

2. 掌握期初余额审计的要点。  

3. 掌握分析程序对终结阶段的意义。 

4. 理解质量控制复核的作用。  

作业：针对所选择的审计丑闻案例，分析如何在终结阶段发现重大错报风险。 

知识单元 11：审计报告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审计报告与财务报表的关系。 

2．审计报告的作用。 

3. 审计报告的格式及构成要素。 

4.审计报告的类型。 

4. 审计意见的决策流程。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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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审计报告的作用。 

2.了解审计报告的结构。 

3.掌握审计报告的类型。  

作业：针对所选择的审计丑闻案例，若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发现了导致审计失败的事项，应出

具何种审计报告类型，并给出理由。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3  

2 审计执业规范 3  

3 审计目标、审计证据、审计工作底稿 3  

4 审计风险与重要性 3  

5 接受委托、审计计划 3  

6 风险评估程序 3  

7 审计抽样 3  

8 内部控制与重大错报 3  

9 实施阶段 3  

10 终结外勤审计 3  

11 审计报告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会计学原理、财务会计、西方经济学、管理学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审计程序、审计报告类型。 

难点：审计程序与审计目标之间的关系、审计程序的实施及作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讲授是本课的重要教学方法，教师讲解知识点。 

2.随堂学生演示：学生以小组形式，选择某个审计丑闻案例，进行分析，并于课堂演示，注重

培养学生分析能力和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以协助学生掌握课程内容。 

3.作业：学生以小组形式，搜集资料，完成布置的作业，锻炼学生的研究能力和理论运用能力，

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案例分析。 

3.作业讲解。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根据学生的情况不同，平均 15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容有：

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期末考核以论文形式提交，并进行面考，期末考核占 5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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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宋常，《审计学》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1.陈汉文，《审计理论》，机械工业出版社。 

2.陈汉文,《审计》（第二版）, 厦门大学出版社。  

3.李晓慧，《审计学：实务与案例》（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主编,《审计》，经济科学出版社。 

5.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主编，《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指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6.注册会计师职业判断指南，http://www.cicpa.org.cn/news/201410/t20141017_45962.html   

执笔：余宇莹  审稿：陈佳俊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1日 

 

商业法律环境与公司治理 
The Legal Environment of Busines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课程号：4060209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商务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要求学生了解掌握与经营活动相关的各种类型企业主体的法律制度

和合同法等内容；2、初步学会认识、评估和控制企业面临的各种法律风险，尝试利用法律资源，

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创造经济价值。 

开设本课程，针对商科学生的特点，侧重现实的法律应用，从商业经营的客观需要出发，跨越

部门法的界限，旨在通过基础理论教学和实践案例分析，以期让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整体、高效地

把握我国现有的商业法律环境的概貌。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共 32学时 

知识单元 1：商业法律环境与法律风险 

学习目标 

1、 了解商业法律环境的意义和基本内容； 

2、 掌握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理论和方法 

学习内容 

1、 商业法律环境的意义和内容 

（1）法律环境主要包括法律规范体系、司法理念、执法情况和社会法制观念等 

（2）商业法律环境会影响企业经营 

（3）中国现阶段的商业法律环境 

2. 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概念、内容和基本方法 

（1）企业法律风险的历史、风险来源和风险形式 

（2）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概念和内容 

（3）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方法 

3. 企业合规管理概述 

（1）合规管理的含义和方法 

（2）合规管理的案例分析 

学时分配：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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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试述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概念和基本方法 

2、 试述企业合规经营的主要内容 

知识单元 2：商业经营主体法律制度概述 

学习目标 

1、 了解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基本法律要求和规定 

2、掌握公司治理的主要内容和具体要求 

学习内容 

1、 企业组织的起源和发展阶段 

2、 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特点和基本法律规定 

3、 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实践 

4、 股东权利的基本内容和保护 

5、 公司控制权争夺 

6、 企业管理者的法律义务和要求 

学时分配：18学时 

作业： 

1、 简述企业组织发展的主要阶段 

2、 简述公司控制权争夺的主要形式 

3、 企业管理者的主要法律义务是什么？ 

知识单元 3：商业经营活动法律制度 

学习目标： 

1、 了解商业交易的基本法律制度 

2、 了解人力资源管理相关法律制度 

学习内容： 

1、 合同的法律特点和基本理论 

2、 合同的订立和履行 

3、 合同违约责任 

4、 劳动合同法的基本理论和规定 

学时分配:10学时 

作业： 

1、 什么是契约精神？ 

2、 简述合同订立的主要过程及相关法律要求 

3、 劳动合同法如何保护劳动者的权利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 1章 商业法律环境概述 2  

2 第 2章 企业法律风险管理概念、内容和基本方法 2  

3 第 3章 企业合规管理的概述 2  

4 第 4章 企业组织起源和发展阶段 2  

5 第 5章 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法律规定 3  

6 第 6章 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和实践 3  

7 第 7章 公司股东权利保护 3  

8 第 8章 企业控制权争夺 3  

9 第 9章 企业管理者的法律义务和要求 3  

10 第 10章 合同的法律特点和基本理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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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 11章 合同的订立、履行和违约责任 3  

12 第 12章 劳动合同法概述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修课程：公司法、合同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人的概念和公司的基本特征 

难点：合同订立过程中要约和承诺的法律要求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在系统讲授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对教学难点进行重点讲解。 

2.结合实际案例内容分析问题。 

教学手段： 

1.课堂讲授。 

2.组织学生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教材选用：赵旭东，公司法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赵旭东，公司法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二） 推荐参考书 

1. 崔建远，《合同法》（第六版）  法律出版社，2016 

2. 陈丽洁，《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创新与实践》（修订版），法律出版社 2012 

执笔：李欣宇  审稿：杨丽花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2月 30日 

   

国际商务管理案例分析 
Cas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nanagement 

课程号：4060209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商务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要求学生了解国际商务运营环境；2、能够在全球市场环境中管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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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开设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具备国际视野，学会在全球市场环境下对企业进行运营、管理；能够

根据不同的市场环境对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作出相应的改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共 32学时 

知识单元 1：全球化 

学习目标 

1、 理解全球化的含义； 

2、 领会全球经济变化的本质； 

3、 意识到全球化过程如何既为企业管理人员创造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 

学习内容 

1. 引言 

2. 什么是全球化 

3. 全球机构的出现 

4. 全球化的推动力 

5. 变化了的全球经济统计数据 

6. 全球化的争议 

7. 在全球市场进行管理 

学时分配：2学时 

作业： 

对教材 P.36案例进行分析 

案例讨论题： 

1、 哪些便利因素促进了医疗保健业的全球化？ 

2、 谁将从医疗保健业的全球化中得益？谁将受损? 

3、 与医疗保健业全球化相关的风险有哪些？这些风险是否可以减少？如何减少？ 

4、 总的来看，你认为医疗保健业的全球化是好事还是坏事？ 

知识单元 2：政治经济中的国家差异、政治经济和经济发展 

学习目标 

1、 了解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体制差异； 

2、 解释政治经济中的国家差异对管理行为的影响 

3、 解释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因素 

4、 了解全世界出现的宏观政治和经济变化 

5、 阐述转型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体制变化 

6、 了解政治经济中的国家差异对管理行为的影响 

学习内容 

1、 政治经济中的国家差异 

（1）政治体制 

（2）经济体制 

（3）法律体制 

2、 政治经济和经济发展 

（1） 经济发展的差异 

（2） 政治经济与经济进步 

（3） 转型中的国家 

（4） 经济转型的本质 

（5） 政治经济变革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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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分配：2学时 

作业： 

1、 在一个国家中，腐败与该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腐败是否一定是坏事？ 

2、 假设你是一家公司的 CEO，有一项涉及 1亿美元金额的投资要在俄罗斯与波兰之间进行选

择，假定两国的长期投资回报相同，你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对风险的考虑，请估计在两国从事商务活

动的风险有何不同，你优先考虑在哪国投资？ 

3、 产权、腐败和经济进步之间有何关系？在提升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过程中，反腐努
力有什么重要意义？ 

4、 假设你是一家美国汽车公司的高级经济，正考虑是否要到中国、俄罗斯或德国投资建厂，
这些工厂将服务于当地市场的需求。请对在上述国家从事商务活动可能产生的收益、成本和风险作

出评估。哪个国家看上去是对外国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目标市场？为什么？ 

知识单元 3：文化差异 

学习目标： 

1、 识别构成不同社会文化差异的因素 

2、 识别不同文化对商业和经济的影响 

3、 认识不同社会的文化差异如何影响工作场所的价值 

4、 了解文化变化对经济和商业的影响 

学习内容： 

1、 文化是什么？ 

2、 社会结构 

3、 宗教与伦理体系 

4、 语言 

5、 教育 

6、 文化与工作场所 

7、 文化的变化 

学时分配: 1学时 

作业： 

教材 P.115案例 

1、 引发 20世纪 90年代在日本的文化变革的原因是什么？文化变革是如何开始影响日本的传

统价值观的？ 

2、 日本正在变化的文化将如何影响未来在日本从事商务活动的方式？这些变化对日本经济
会产生哪些潜在影响？ 

3、 日本传统文化如何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使松下公司受益？传统价值观在 20 世纪

90年代和 21世纪初是否日益成为一个包袱？为什么？ 

4、 松下公司所宣称的人力资源改革想达到什么目标？要成功实施这些变革有什么障碍？如
果采取下列措施，对松下可能产生什么结果： 

（a） 快速进行变革； 

（b） 用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来完成变革 

5、通过松下公司这一案例的学习，你对社会文化和成功经营之间的关系有何进一步的认识？ 

知识内容 4：国际商务伦理 

学习目标： 

1、熟悉国际商务所面临的伦理问题 

2、认识伦理问题 

3、了解导致管理人员不道德行为的原因 

4、了解通往伦理道德的不同的哲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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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了解经理们应该如何将道德考虑融入企业决策 

学习内容： 

1、 国际商务中的伦理问题 

2、 伦理困境 

3、 不道德行为的根源 

4、 通往伦理道德的哲学路径 

学时分配：1学时 

作业： 

教材 P.153案例 

1、 耐克公司是否应该对那些不属于它所有但为它生产产品的外国工厂的工作条件负责？ 

2、 在涉及安全、工作环境、超长工作时间等方面，耐克应该对外国工厂采用什么劳动标准？
是采用在当地流行的标准，还是采用在美国流行的标准？ 

3、 在印度尼西亚的耐克工厂里工作的工人，其基本工资是一天 2.28美元，这相当于该国 50%

的劳动者工资的 2倍。在印度尼西亚，成年人中有一半是农民，每天挣的钱不到 1美元。在这种情

况下，批评耐克在印度尼西亚的分包商支付的工资太低是否妥当？ 

4、 耐克公司能否改变其血汗工厂在公众中的负面形象？在公共关系和政策层面，它可以做哪
些事情？ 

5、 你认为耐克需要改变其目前的政策吗？如果需要，怎样改变？如果这些改变会影响公司的
竞争力，耐克公司是否还要改变？ 

6、 WRC认为 FLA是一种行业工具，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7、 如果血汗工厂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全球性解决方案是什么？ 

知识单元 5：国际贸易理论 

学习目标 

1、 熟悉国际贸易理论 

2、 理解为何众多经济学家深信消除国家间的贸易壁垒将提升国家的经济福利 

3、 一些人坚持认为政府能为在某些特定产业中赢得国家竞争优势扮演一种先导角色，请熟悉
相关观点 

4、 体会国际贸易理论对国际商务实践的重要启示 

学习内容： 

1、 贸易理论综述 

2、 重商主义 

3、 绝对优势 

4、 比较优势 

5、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 

6、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7、 新贸易理论 

8、 国家竞争优势：波特的钻石理论 

学时分配：2 

作业： 

教材 P.185案例 

1、 为什么纺织行业的自由贸易对孟加拉国有好处？ 

2、 当美国零售商向工资率低的国家进口服装时，谁从中受益？谁又从中受损？收益超过损失
吗？ 

3、 哪一个或哪几个国家国际贸易理论解释了孟加拉国作为纺织出口大国的崛起？ 

4、 孟加拉国纺织业与外国厂商相比竞争优势稳固吗？哪些因素会最终导致其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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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6：国际贸易中的政治经济 

学习目标 

1、 理解政府为什么有时会干预国际贸易 

2、 了解反对战略贸易政策的观点 

3、 描述世界贸易体系的演进历程和时下的贸易事件 

4、 解释世界贸易体系发展对管理者的启示 

学习内容： 

4、 贸易政策措施 

5、 政府干预的情况 

6、 对自由贸易的修正情况 

7、 世界贸易体系的发展 

学时分配：2学时 

作业： 

教材 P.219案例 

1、 为什么经济萎缩时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比经济繁荣时期更大？ 

2、 尽管 2008-2009 年间经济急剧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增长却较为缓和。为什么会这

样？ 

3、 2008-2009年间，许多发达国家向其汽车生产商发放补贴，这一措施会怎样扭曲国家贸易？
在这种情况下，这样做合理吗？ 

4、 如果经济衰退再次触发并导致世界保护主义措施盛行，情况会怎样？保护主义真的能保护
就业，还是会使情况更糟？ 

5、 2010 年，随着世界经济缓慢增长，国际贸易量大幅回升。这体现了当今全球经济环境下
国际生产的什么性质？这告诉你，面对未来贸易战，世界经济有何缺陷？ 

知识内容 7：国际直接投资 

学习目标 

1、 认识当今世界的国际直接投资趋势 

2、 了解国际直接投资的不同理论 

3、 明确政治意识形态对政府关于国际直接投资的态度的影响 

4、 了解国际直接投资对母国和东道国的利弊 

5、 解释政府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政策工具的范围 

6、 识别有关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和政府政策对于管理者的意义。 

学习内容： 

1、 世界经济中的国际直接投资 

2、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3、 意识形态与国际直接投资 

4、 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和成本 

5、 政府的政策工具与国际直接投资 

学时分配：2学时 

作业： 

P.250案例 

1、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哪些变化使西班牙电话公司开始全球扩张？ 

2、为什么西班牙电话公司最初将拉美市场作为重点？虽然西班牙是欧盟成员国，但西班牙电

话公司在欧洲的扩张却更为缓慢，这是为什么？ 

3、为什么西班牙电话公司使用收购而不是新设投资作为其进入其他国家的模式？为什么你认

为情况是这样？这种进入模式有哪些潜在风险？ 



4813 

4、西班牙电话公司为被收购企业带来什么收益？ 

5、就你看来，西班牙电话公司的对外投资对东道国有益吗？请解释你的理由。 

知识内容 8：区域经济一体化 

学习目标： 

1、 解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同层次 

2、 了解主张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与政治方面的依据 

3、 了解反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与政治方面的依据 

4、 熟悉世界上最重要的区域经济协议的历史、当前范围和未来前景 

5、 理解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对企业的含义。 

学习内容： 

1、 经济一体化的层次 

2、 区域一体化的依据 

3、 反对区域一体化的依据 

4、 欧洲区域经济一体化 

学时分配：2学时 

作业： 

P.279案例 

1、《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卡车运输条款的潜在经济好处是什么？谁得到了这些好处？ 

2、什么因素促使美国卡车司机工会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卡车运输条款？这种反对

行为是否公平？国会为什么偏向卡车司机工会？ 

3、对美国而言，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接受惩罚性关税为代价来反对让墨西哥的卡车

进入美国在经济上是否合理？ 

知识内容 9：外汇市场 

学习目标： 

1、 熟悉外汇市场的作用 

2、 了解即期汇率的含义 

3、 明确远期汇率在规避外汇风险方面的作用 

4、 理解不同的汇率决定理论及其优劣 

5、 知晓不同汇率预测方法的优劣 

6、 明确折算风险、交易风险和经济风险的区别以及这些风险的管理方法。 

学习内容： 

1、 外汇市场的作用 

2、 外汇市场的特性 

3、 汇率决定的经济理论 

4、 汇率预测 

5、 货币的可兑换性 

学时分配：2学时 

作业： 

P.315案例 

1、20世纪 80年代，强势美元削弱了卡特彼勒的竞争地位，但在 2008年，强势美元似乎并没

有产生同样的影响。什么情况发生了改变？ 

2、卡特彼勒是如何运用“实际对冲”战略来降低外汇风险的？这种方法的负面影响是什么？ 

3、根据卡特彼勒的案例解释交易风险和折算风险的区别 

知识内容 10：国际货币体系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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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熟悉现代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发展 

2、 明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 

3、 了解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的差异 

4、 知晓当今世界的汇率制度以及各国采用不同汇率制度的原因 

5、 理解在金融危机管理方面有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用的争论 

6、 掌握国际货币体系对货币管理和企业战略的含义 

学习内容： 

1、 金本位制度 

2、 布雷顿森林体系 

3、 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 

4、 浮动汇率制度 

5、 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 

6、 实际实施的汇率制度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危机管理 

学时分配：2 

作业： 

P.347案例 

1、拉脱维亚在 2008年面临什么危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还是债务危机？ 

2、如果基金组织不提供援助，情况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3、拉脱维亚政府能否遏制 2008年的危机？该国应该采取什么政策行动？这些行动会产生什么

经济和政治结果？ 

4、你认为基金组织的政策会对拉脱维亚产生什么短期影响？长期影响会是什么？ 

知识内容 11：全球资本市场 

学习目标： 

1、 明确全球资本市场的益处 

2、 了解全球资本市场迅速发展的原因 

3、 熟悉资本市场全球化带来的风险 

4、 知晓欧洲货币市场、全球债券市场和全球股票市场有关的收益和风险 

5、 理解外汇风险对资金成本的影响 

学习内容： 

1、 全球资本市场的益处 

2、 欧洲货币市场 

3、 全球债券市场 

4、 全球股票市场 

5、 外汇风险和资金成本 

学时分配：2学时 

作业： 

P.369案例 

1、 为什么中国工商银行发现它必须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市场发行股票？这项行动有什么好
处？有何不利？ 

2、 中国工商银行的上市对外国投资者有什么样的吸引力？外国投资者投资于中国工商银行
的风险是什么？ 

知识内容 12 国际企业的战略 

学习目标： 

1、 解释战略的概念 

2、 理解企业如何从全球扩张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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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知晓成本压力与地区调适压力如何影响战略选择 

4、 了解各种不同的全球化战略及其优缺点 

学习内容： 

1、 战略与企业 

2、 全球扩张、盈利能力以及利润增长 

3、 成本压力与地区调适压力 

4、 战略选择 

学时分配：2学时 

作业： 

案例 P.402 

1、20世纪 70年代和 80年代，彭明盛声称 IBM是一家典型的多国公司。这是什么意思?你认

为 IBM为什么以这种方式来组织？这种战略导向有什么优点？ 

2、到 90年代，典型的多国战略导向对 IBM不管用了，为什么？ 

3、IBM 的全球一体化战略有什么战略优势？要使这种战略成为现实，你认为 IBM 要做什么样

的组织变革？ 

4、运用本章中介绍的战略选择框架，你认为目前 IBM追逐的是什么战略？ 

知识内容 13：国际企业的组织 

学习目标： 

1、 理解什么是组织架构 

2、 熟悉国际商务中不同的组织结构选择 

3、 解释组织应如何配合自己的战略以提高自身的全球商务绩效 

4、 讨论一下国际企业的组织需要改变什么以更好地配合自己的战略 

学习内容： 

1、 组织架构 

2、 组织结构 

3、 控制系统和奖励 

4、 流程 

5、 组织文化 

6、 战略与组织架构 

7、 组织变革 

学时分配：2学时 

作业：  

P.435案例 

1、为什么在 20世纪 50-70年代，联合利华的分散经营模式是有效的？为什么在 80年代这个

结构开始产生问题？ 

2、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当联合利华引入基于业务集团的新结构时，它想达到什么目的？你

认为是什么原因使得这种结构没能真正解决联合利华的问题？ 

3、21世纪，联合利华开始转向基于全球产品分部的组织结构。你认为这种转变内在的逻辑是

什么？考虑到洗涤剂和食品行业的竞争性质，你认为这种结构能起作用吗？    

知识内容 14：进入战略和战略联盟 

学习目标 

1、 解释企业在考虑海外扩张时必须做的三项基本决策；进入哪个市场，什么时间进入这些市
场，以什么规模进入 

2、 比较和对照企业用来进入海外市场的各种不同模式 

3、 识别影响企业做出进入模式选择的因素 

4、 评价并购和新创企业作为进入战略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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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建立战略联盟的优缺点 

学习内容： 

1、 基本进入决策 

2、 进入模式 

3、 选择一种进入模式 

4、 新创企业还是并购 

5、 战略联盟 

学时分配：2学时 

作业：  

P.464案例 

1、通用电气过去喜欢把兼并和新创企业而不是合资企业作为进入模式，你认为为什么是这种

情况呢？ 

2、你认为通用电气近年来为什么偏好合资企业？你认为 2008-2009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是否影

响了这种偏好？如果是，是如何影响的？ 

3、通用电气在建立合资企业时必须考虑哪些风险？通用电气有哪些方法可以减少这些风险？ 

4、案例提到通用电气拥有很好共事的声誉。这样的声誉对于通用电气有什么潜在的好处？如

果通用电气通过利用合作伙伴而玷污了这种声誉，那么这将如何影响公司的前景？ 

5、除了它拥有很好共事的声誉外，你认为通用电气还具有什么样的其他资产，使它成为有吸

引力的合资企业合作伙伴？                             

知识内容 15：出口、进口和对等贸易 

学习目标 

1、解释出口的前景和相关的风险 

2、描述管理人员提高自己企业出口业绩的行动步骤 

3、找到能帮助企业出口的现有信息来源和政府规划 

4、掌握出口融资的基本步骤 

5、明确对等贸易如何有助于出口 

学习内容： 

1、 出口的前景和困难 

2、 提高出口业绩 

3、 进出口融资 

4、 出口支持 

5、 对等贸易 

学时分配：2学时 

作业： 

案例 P.499                               

1、 像 MD International 这样的中介商如何为那些利用它来向外国市场出售医疗设备的制造

商创造价值？他们为什么想利用 MD International，而不是自己直接出口？ 

2、 MD International 为什么把重点放在拉美？这种方式有什么好处？潜在的缺点是什么？ 

3、 MD International 如果想要向其他地区，诸如亚洲或欧洲出口，情况会怎样？鉴于这种
情况，你会建议梅里特继续把重点放在原来的地区，还是增加其他地区？ 

4、 政府的支持对 MD International 有多重要？你认为帮助像 MD International 这样的企

业是否意味着很好地使用了纳税人的钱？ 

知识单元 16：全球生产、外包与物流 

学习目标： 

1、 解释为什么生产和物流决策对于许多跨国公司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 

2、 解释国家、生产计划、产品特征的不同对制造地点的选择有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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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国外子公司在生产中的地位是怎样随着知识的积累而提高的。 

4、 明确决定公司是自己生产还是外购原材料的影响因素 

5、 明确有效协调全球分散的生产体系所需具备的条件。 

学习内容： 

1、 战略、生产和物流 

2、 在哪里生产 

3、 国外工厂的战略地位 

4、 外包生产：零部件来源决策 

5、 管理全球供应链 

学时分配：1学时 

作业： 

P.522案例 

1、印度作为汽车生产基地供国内销售和向其他国家出口的吸引力在哪里？ 

2、现代和日产都在印度南部城市金奈进行投资。那么作为对手投资于相同地区的优势是什么？ 

3、将生产基地设在印度这样的国家有哪些缺陷？还有哪些地区在这方面可能具有吸引力？ 

4、如果现代、日产、其供应商以及其他汽车制造商继续在印度的金奈地区投资，这里会随时

间的推移发生怎样的变化？这对制造区位选择战略意味着什么？ 

知识单元 17：全球营销与研发 

学习目标： 

1、 解释为什么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具备不同特性是有意义的 

2、 说明公司的分销策略在不同国家间有怎样的不同，原因是什么？ 

3、 明确广告和宣传策略在不同国家间有怎样的不同，原因是什么？ 

4、 解释公司的定价策略在不同国家间有怎样的不同，原因是什么？ 

5、 讨论世界经济全球化对跨国公司的新产品研发有怎样的影响。 

学习内容： 

1、 市场和品牌全球化 

2、 市场细分 

3、 产品特性 

4、 分销策略 

5、 沟通策略 

6、 定价策略 

7、 设计营销组合 

8、 新产品研发 

学时分配：1学时 

作业： 

P.553案例 

1、为什么微软传统的一刀切战略在新兴市场，比如在印度效果不佳？这些市场有什么区别？

消费者的特征及他们使用技术的方式有怎样的不同？ 

2、微软开发为印度消费者定制的产品分为哪些步骤？ 

3、微软如何改变其现有产品的营销组合，以吸引印度客户？微软还做了什么以期在印度取得

进展？ 

4、从微软在印度的经历中我们能够得到什么具有普适性的经验教训？ 

知识单元 18：全球人力资源管理             

学习目标： 

1、 清楚人力资源管理在国际企业中的战略作用 

2、 讨论在国际企业中不同人员配备政策的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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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解释为什么管理者不能在国外职位上获得发展 

4、 明确在跨国公司中管理发展与培训计划是怎样增加人力资本价值的 

5、 解释业绩评估体系在不同国家间有怎样的不同，原因是什么 

6、 解释报酬支付政策在不同国家间有怎样的不同，原因是什么 

7、 解释劳工组织如何影响国际企业的战略选择 

学习内容： 

1、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作用 

2、 人员配备政策 

3、 培训与管理发展 

4、 业绩评估 

5、 报酬政策 

6、 国际劳工关系 

学时分配：1学时 

作业： 

案例 P.577 

1、 阿斯利康公司针对其“高潜力”员工的国际人员配备政策是什么？ 

2、 为什么阿斯利康公司仅对高潜力员工执行这一政策？你能看到这样做的不足之处吗？ 

3、 阿斯利康公司对其子公司的人员配置政策是什么？该政策是否合适？ 

4、 你认为该公司在限制高外派失败率的风险与成本方面的工作做得是否足够？还有哪些方
面可以加强？ 

知识单元 19：国际企业会计和财务 

学习目标： 

1、 讨论各国会计准则存在的差异 

2、 解释国际会计准则发展的意义 

3、 解释会计体系会对跨国公司的控制系统产生什么影响 

4、 讨论在不同国家经营会对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什么影响 

5、 讨论适合跨国企业的国外子公司的不同融资方式 

6、 理解如何在国际企业应用货币管理来实现现金约 

7、 掌握全球货币管理的基本技术 

学习内容： 

1、 各国在会计准则上的差异 

2、 国际会计准则 

3、 控制系统的会计方面 

4、 财务管理：投资决策 

5、 财务管理：融资决策 

6、 财务管理：全球货币管理 

学时分配：1学时 

作业： 

案例 P.601 

1、 除了在圣保罗证券交易所上市之外，高尔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收益有哪些？ 

2、 你认为高尔股票发行得到超额认购的原因是什么？ 

3、 假设高尔公司仅在圣保罗证券交易所上市，你认为它能否筹到同样多的资金？ 

4、 在纽约和圣保罗两地上市是怎样影响高尔为未来发展融得更多资金的？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 1章 全球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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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2章 政治经济中的国家差异；第 3章 政治经济和经济发展 2  

3 第 4章 文化差异；第 5章 国际商务伦理 2  

4 第 6章 国际贸易理论 2  

5 第 7章 国际贸易中的政治经济 2  

6 第 8章 国际直接投资 2  

7 第 9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 2  

8 第 10章 外汇市场 2  

9 第 11章 国际货币体系 2  

10 第 12章 全球资本市场 2  

11 第 13章 国际企业的战略 2  

12 第 14章 国际企业的组织 2  

13 第 15章 进入战略和战略联盟 2  

14 第 16章 出口、进口和对等贸易 2  

15 
第 17章 全球生产、外包与物流 

第 18章 全球营销与研发 
2  

16 
第 19章 全球人力资源管理 

第 20章 国际企业会计和财务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学 

后修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国际企业的战略与组织结构、国际商务运营  

难点：国际企业的战略与组织结构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在系统讲授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对教学难点进行重点讲解。 

2.结合全球商务环境解决企业运营问题。 

教学手段： 

1.课堂讲授。 

2.组织学生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美】查尔斯·希尔著，王蔷等译，国际商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2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美】查尔斯·希尔著，王蔷等译，国际商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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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参考书 

林季红，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 8月 

张海东，国际商务管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年 9月 

执笔：杨丽花  审稿：张淑静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2月 31日 

 

组织行为学 
Organization Behavior 

课程号：406020992、7050300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探讨个体的性格、气质、需求、动机、态度、价值观等个性特征；2、

讲解群体中的激励、沟通、决策、领导等理论；3、，介绍组织设计、组织变革、组织学习、组织文

化等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探讨组织中员工的行为，主要研究和探讨个体、群体和结构对组织内部行为

的影响，目的是应用这些知识来提高组织的有效性；让学生掌握组织管理过程的普遍规律、基本原

理和应用方法，也为进一步学习人力资源管理等其他工商管理后续专业课程奠定必要的基础。期望

透过课程的学习、参考文献与书目的阅读及讨论， 研究一定组织中人的行为规律，能促使学生了

解组织中人员的行为概貌，从而提高各级主管人员对人的行为的预测和引导能力，进而能塑造个人

领导魅力，有效地激发员工的潜能及绩效，塑造组织良好的企业文化，更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组织行为学概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组织与组织行为 

一、什么是组织 

组织是具有特定目标、资源与结构，时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活性系统。组织存在的三个基本特

征是：组织是人组成的集合、组织是适应目标的需要。组织是通过专业分工和协调来实现目标。 

1.古典组织理论的观点（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基于合理合法权力上的组织范式，组织表现为

行政官僚体制的科层式组织结构。认为这种高度结构的、正式的、非人格化的理想行政官僚组织体

系是人们进行强制控制的合理手段，是达到目标、提高效率的最有效形式。 

2.社会系统学派的观点（巴纳德）：组织是指把两个以上的人的各种活动和力量有意识加以协

调的体系。组织存续的条件是协作意愿、共同目标、信息沟通。因此经理人员的职能包括：提供一

个信息交流的体系、维持成员的协作意愿、并保证组织目标的持续完整。 

二、什么是组织行为 

组织行为是指各类组织的每位成员在工作过程表现出来的所有行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个体行为：探讨组织行为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从单个组织成员的角度出发。这种研究组

织行为学的方法把重点放在心理学的发展理论和解释的规律上，这些发展理论和解释是关于个体行

为以及他们对不同的组织政策、实践和过程的反应。在这种研究方法中，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有关人

性、需要、动机和激励等方面的理论是用来说明单个组织成员的行为和绩效的。对诸如价值观、知

觉、态度、个性、意志和情感这些因素也予以考虑，并对他们在工作中的个体行为与绩效的影响进

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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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群体行为：如果要完成组织目标，组织成员就必须在工作中合作并协调他们的活动。人们在

一起工作的常规方式是小组、部门、委员会这些组织形式。因此，在组织行为学中，一个可选择的

富有成效的方法是分析工作群体的功能。 组织行为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把社会心理学的知识和

理论应用于研究组织中的群体。在群体这个层次上分析所得的见解不同于研究个人单独工作所产生

的见解。 

3.组织行为：组织行为学也把整个组织作为研究对象，而不仅是把重点放在组织中的个体和群

体上。这种宏观方法是把重点放在社会学规律的理论和概念上。研究者力求理解组织结构和组织设

计如何影响组织效率和气氛，如何影响有效沟通和信息传递，认识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

认识组织变革和发展的规律，从而尽可能提高组织的有效性，改进组织气氛。    

第二节 组织行为学基本概念 

一、什么是组织行为学 

组织行为学是研究组织中人的心理和行为表现及其规律，提高管理人员预测、引导和控制人的

行为的能力，以实现组织既定目标的科学。组织行为学定义的三层含义： 

1.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心理和行为的规律。 

2.组织行为学的研究范围是一定组织中的人的心理与行为的规律。 

3.组织行为学的研究方法是系统分析的方法，不是孤立地研究一个组织中的个体、群体和组织

的心理和行为，而是采取系统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它们。 

4.组织行为学的研究目的是在掌握一定组织中人的心理和行为规律性的基础上，提高、预测、

引导控制人的行为的能力。以达到组织既定的目标。 

二、组织行为学的研究目的 

1.解释：当我们对某个人或某个群体为什么做某事寻找解答时, 我们就是在寻求对事情的解

释。从管理的角度来看, 寻求解释也许在三个目的中最不重要 , 因为它出现在事实发生之后。然

而,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某一现象, 就必须从解释开始, 然后才能通过对事物的理解来确定事情发

生的真正原因。 

2.预测：预测的目的是针对将来的事件, 它探寻当某一行为发生时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3.控制：最有争议的目的是利用组织行为学的知识来控制行为。例如, 当管理者问到 “如何

能让杰克工作更努力一些?” 时, 他就在关心控制了。 

三、组织行为学的研究模型 

1.因变量——所希望追求和了解的结果，比如：生产率、缺勤率、流动率、工作满意度。 

2.自变量——产生和影响结果的原因，比如个体水平（传统特征、价值观、知觉、学习、动机）、

群体水平（群体吸引、团队设计、沟通和引导、权力和冲突）、组织水平（组织结构、人力资源、

企业文化、工作压力）。 

四、组织行为学的研究方法 

对组织行为的研究通常是传统方法和现代方法的有机结合。 

1.观察法：运用感官器官对人的行为进行观察与分析。 

2.访谈调查法：运用口头的信息沟通方式（个别访谈，调查会）来传递和交流，分析人的心理

与行为。 

3.问卷法：运用标准的问卷量表对人的心理与行为进行分析与调查。问卷的形式多种多样。例

如五等分法等 

4.试验法和心理测试法：运用标准的测验量表，以及必要的试验设备，创造必要的条件，在实

验室或现场对人的心理与行为进行测试与分析。 

5.个案分析法：运用个案调查、综合分析、案例研究等手段，对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作出全面分

析与评估。 

6模型法：同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一样，组织行为学也可以通过建立模型的方法来反映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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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同物理模型不同，组织行为学的模型往往是动态的，描述型和抽象性的模型。 

五、组织行为学与其他学科关系 

1.组织行为学与心理学。心理学是组织行为学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而组织行为学是心理学

在组织系统运用的分支。 

2.组织行为学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其研究领域定位于社会系统。它为

组织行为学研究群体行为和组织变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而组织行为学本身研究领域侧重于组

织系统。 

3.组织行为学与人机工程学。二者均以心理学作为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前者倾向于组织中人

与人关系的研究。后者倾向于组织中人与机器关系的研究。 

4.组织行为学与行为科学。组织行为学是行为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被认为是狭义的行为

科学。 

此外，组织行为学还与政治学（如权力与冲突的研究）、人类学（如跨文化研究）之间，存在

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第三节 组织行为学基本概念 

一、管理学的发展历程 

组织行为学的产生，是组织演变、管理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1.管理学诞生前的萌芽 

2.古典管理理论：科学管理理论（泰罗）、管理过程理论（法约尔）、行政组织理论（韦伯） 

3.行为科学理论：人际关系学说（梅奥） 

4.现代管理理论：社会系统学派（巴纳德）、决策理论学派（西蒙）、经验主义学派（德鲁克）、

权变理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系统管理学派 

二、组织行为学的发展历程 

1.起步阶段。20世纪初期（二十年代之前），主要表现为：心理技术学，劳动心理学与人机工

程学研究的兴起。各种心理测试手段的运用。研究内容属于个体取向，侧重于人与机器关系与工作

效率问题。 

2.确立和形成阶段。20世纪 20 -30年代，主要表现为：霍桑试验（即 1927-1932年美国学者

霍桑所进行的照明试验、福利试验、群体试验、谈话试验）的成功进展。梅约（E Mayo）人际关系

理论的发表，为组织行为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组织行为学研究由个体取向转向群体取向。 

3.大发展阶段。20 世纪 30 -50 年代，主要表现为：勒温（K Lewin）提出的群体动力理论、

马斯洛（Maslow）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莫雷诺（Moreno）提出的社会测量理论。组织行为学理论

框架日趋完善，研究方向转向群体取向。 

4.成熟阶段。20世纪 50年代以后，主要表现为：组织行为学研究更趋于综合性、全面性和系

统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重视组织行为学的应用，美、日、俄等各具特色。权变观点进入

管理领域。人力资源学派的出现。组织文化研究的兴起。 

学习目标： 

1.了解组织的概念，把组织行为分个体、群体、组织三个层次，认识到有效地预测、解释和控

制组织中人的行为对实施管理任务必不可少。 

2.了解组织行为学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学科特性，理解组织行为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3.重点把握组织行为学在管理学发展过程中的形成背景和学科地位，能够分析组织行为学在不

同阶段的发展特点。 

作业： 

1.什么是组织和组织行为？ 

2.组织行为包括哪三个层次？ 

3.组织行为学的研究目标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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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织行为学有哪些研究方法？ 

5.组织行为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如何？ 

6.组织行为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 

知识单元 2：个性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个性的含义及特征 

一、个性的含义 

人的心理活动不仅有各种各样的心理，而且在具体人身上产生时，还表现出各个人的特点。这

些不同的特点构成了人与人之间在心理上的差异，称为个性差异。 

个性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个性倾向性和个性心理特征。 

二、个性的特征 

1.组合性：个性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 

2.独特性：每个人都具有不同于他人的心理特征。 

3.稳定性：个性是经常出现的、稳定的心理特征。 

4.倾向性：个性表现出人对事物不同的态度、体验和特定的行为模式。 

5.整体性：个性是所有心理特征的有机结合。 

第二节 个性的心理结构 

一、个性的心理结构 

个性的心理结构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体系，包括需要、动机、态度、兴趣、理想、信念、价值观、

气质、能力、性格等。具体包括两大组成部分：个性倾向性和个性心理特征。 

二、个性倾向性 

这是决定一个人的态度的积极性和选择性的诱因系统。它主要包括需要、动机、态度、兴趣、

理想、信念和世价值观等。 

个性倾向性是个性结构中最活跃的因素。人与人之间个性的不同主要在于倾向性的不同，倾向

性集中反映了个性的社会实质。 

三、个性心理特征 

它是一个人本质的经常的心理活动特点，主要包括能力、气质和性格。 

个性心理特征在个性结构中是比较稳定的成分，而不是偶然的一时性的心理现象。它保证着一

个人典型的心理活动和行为的一定质和量的水平。 

四、个性倾向性和个性心理特征是辩证统一的。 

一方面，个性心理特征受个性倾向性制约和调节；另一方面，个性倾向性也受个性心理特征促

进和影响。任何个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个性倾向性，也有这样那样的个性心理特征。 

正是这两个方面错综复杂地交织于一个人的身上，成为统一的整体，才构成了人们各不相同的

个性。  

第三节 个性的影响因素 

研究成果表明，有些个性特征几乎纯粹是先天的．另一些个性特征又几乎都是后天的。但是，

大多数个性特征是在先天和后天这两种因素共同影响下形成的，而且主要是在后天的社会环境影响

下形成的。 

一、先天遗传因素。 

遗传素质是个性形成和发展的自然前提。 

二、后天社会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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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家庭影响、文化传统因素影响和社会阶级、阶层影响等。对心理发展起决定作用，离

开社会环境，个性就不能得到发展。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社会生活条件是个性形成与发展的决定因素； 
    第二，教育在个性形成中起着主导作用； 
    第三，社会实践是个性形成发展的主要途径。 

第四节 个性理论 

一、特性论 

特性论就是从人的心理特性来研究人的个性，也称为特质论。 

1.阿尔波特认为，个性必须要有能够进行测定的因素，这种因素就是特质，各种特质组合起来

就构成人的个性。 

2.艾森克认为，特性表示行为的一种组织层次，超出特性的行为反应或习惯之上。他提出个性

特质可以从两个独立的向度来描述，第一，情绪稳定—神经过敏；第二，内向—外向。 

3.卡特尔认为，个性基本结构的单元是特质。特质有表面特质和根源特质之分。首创人格因素

论，十六种个性特质成为人格测验指标。 

二、心理分析论或心理动力论 

1.弗洛伊德理论，即老心理分析论。 

（1）本我(或无意识)。个性中最原始 

（2）自我(或潜意识)。个体成长并分化 

（3）超我(或有意识)。控制的最高层 

2.荣格理论，为新心理分析论，与弗不同： 

承认潜意识是支配行为的内在因素．但主张潜意识有两种：个人潜意识，集体潜意识，两种潜

意识合而支配人的行为。 

个性的发展并不取决于人本能的冲动，而是一个连续的进程，动力—个性结构内矛盾转化。自

我才是个性结构的核心，而自我又取决于两种“态度”或倾向：外向和内向。这两种倾向是由人的

感情显露与否来划分的。还把人的不同特征的组合，划分为敏感型、感情型、思考型、想象型不同

的性格。 

3.阿德勒理论，新心理分析论 

他不同意弗洛伊德的原始本能的无意识的冲动是人行为的动力的看法，他强调个人求权意志才

是人类行为原动力。 

他认为，在人的个性结构中起核心作用的是意识，而不是潜意识。个人不但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而且有计划有方向地去追求成就以胜过他人。 

三、社会学习论 

与特性论相反，它强调环境和情况对个人行为和性格起决定作用，认为环境中的事物通过学习

成为自己行为的模式，而个人的行为对环境也有一定的影响。 

1.一个人在特定的情况和环境中的行为取决于情况环境的特殊性，取决于个人对情况环境的评

价和对别人的类似的行为的观察。 

2.一个人当看到别人的行为受到奖赏或是遭到惩罚时，对其自己的行为起着强化作用。 

3.强调个人行为和别人的关系。 

总之，社会学习论的核心认为环境的变动引起人的特殊行为。但忽视人内在的个别差异．因而

也有片面性。 

四、个性性格类型论 

1.荣格理论 

他是最先把个性性格分为内向和外向两种类型的。理论又有新的发展，把人在生活中特别在与

人交往中的性格特点分为敏感型、感情型、思考型和想象型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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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麦迪理论 

麦迪在荣格把个性分为内、外向的基础上，还把人由于出生后受到环境压力的影响而逐渐形成

的高忧虑、低忧虑两个因素考虑在内。 

五、个性理论的应用 

运用个性理论提高工作成就； 

运用个性理论提高健康水平； 

运用个性理论提高管理水平； 

针对个性特点，做好思想工作，协调和消除矛盾。 

学习目标： 

1.介绍个性的含义及其基本特征，对个性的心理结构进行分解。 

2.探讨个性的倾向性和个性心理特征的内含及两者的相互关系。 

3.分析个性形成差异的先天遗传因素和后天社会环境因素。 

4.重点讨论个性的相关理论，包括特性论、心理分析论、社会学习论和个性性格论。 

作业： 

1.个性的含义及其特征是什么？ 

2.个性的倾向性包括哪些内容？ 

3.个性的心理特征包括哪些内容？ 

4.个性的差异是由哪些因素影响的？ 

5.个性理论都有哪些？各自的观点是什么？ 

6.个性理论的学习对现实都有什么指导意义？ 

知识单元 3：个性倾向性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需要 

一、对需要的理解 

需要是指人对某种目标的渴求或欲望。它是客观需求的反映，这种需求既包括人体内的生理需

求，也包括外部的社会的需求。 

就是说，需要是个体的一种主观的状态，而这种主观状态是人们对客观条件(包括体内的生理

条件和外部的社会条件)需求的反映。   

二、需要的产生 

需要与刺激是分不开的。刺激是多种多样的刺激，一般来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来自自身机

体的刺激，也是有机体内部的刺激，它是通过内部感受器官感受到的，如饥渴、性欲、情感等，它

是人的本能和心理活动的反映；二是外部的刺激，它是通过外部感受器官，如眼、耳、鼻、舌、身

感到的，它是客观环境，包括自然和社会的各种事物在人的大脑中的反映 

三、需要的特征 

具有对象性、紧张性、驱动性、层次性、发展性等特征。  

1.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结合。  

2.劳动创造与满足需要结合。  

3.人的需要与发展生产结合。  

4．人的需要与社会生活条件。 

四、需要的分类 

1．从人们需要的性质来说，可以分为生理上的需要与心理上的需要。 

2．从人们对需要的迫切程度来说，可以分为远的间接需要与近的直接需要。 

3．从人们需要的范围来说，可以分为社会成员个人的需要和社会成员的共同的需要。根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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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一般地说，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可分为 4种情况：   

（1） 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是一致的，或者说是相应的。 

（2） 社会需要与个人需要之间，部分一致，部分不一致(对立)。  

（3） 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没有直接联系。  

（4） 个人需要与社会需要相冲突。 

五、有关需要的理论 

1.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层次理论  

（1）提出人的第一层需要理论。  

（2）恩格斯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人的需要理论。  

（3）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的需要层次。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根据革命的实践，在 1920年 4月 8日提出了一个由社会产生的，带有

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新需要，即“共产主义劳动”。 

2.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  

（1）生理需要。  

（2）安全需要。这是要求劳动安全、职业安全、生活稳定、希望免于灾难，希望未来有保障，

要求劳动防护、社会保险、退休金等。  

（3）社交需要。社交需要又称为归属与相爱的需要。当前二项需要基本满足之后，社交需要

就成为强烈的动机。人们希望和同事们保持友谊，希望得到信任和友爱(社交欲)。人们渴望有所归

属，成为群体的一员，这就是人的归属感。 

（4）尊重的需要。社会中的人有着这样一种愿望和需要，即自我尊重、自我评价以及尊重别

人。 

（5）自我实现的需要。  

后来，马斯洛对于他以前所提出的五个层次的需要作了补充，即认为人们还有认识和理解的需

要、审美的需要。马斯洛认为这两类需要与前面的五个层次的需要并不处于同一层次的发展系统之

中，而是表现出一种既相互重叠又相互区别的关系。 

3.奥德弗的“ERG论”    

奥德弗(C．P．Aldeffer)的“ERG论”是在进行大量的试验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他把马斯洛的

需要层次压缩为三种需要，认为人的需要只有生存的需要(E)、相互关系的需要(R)和成长发展的需

要(G)这三种。 

（1）生存的需要(Existence)  这种需要类似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中的生理的和某些安全的

需要。它包括多种形式的生理的和物质的欲望，如饥、渴和住处等。 

（2）相互关系的需要(Relatedness)  这种需要类似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中的社交和尊重的

需要。它包括所有在工作场所中与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个人的这种需要要依靠与别人分享和在交

流感情的过程中得到满足。  

（3）成长发展的需要(Growth)  这种需要类似于马斯洛需要层次论中的某些自尊需要和自我

实现的需要。它包括个人在工作上创造性的成就或个人成长的努力。成长需要的满足产生于个人所

从事的事业，他不仅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且还需要培养新的才能。 

3.麦克利兰（ D.Meclelland ）认为人的基本需要有三种：成就需要、权力需要和友谊需要。

他在成就需要方面，作了大量研究，发展出一套成就需要的理论。 

（1）权力需要  权力是管理成功的基本要素之一，个人的权力在不同阶段的表现不同，它有

一个发展过程。一般的变化是从依赖别人——相信自己——控制别人——自我隐退，而为全社会追

求权力。权力有个人权力和社会权力之分。 

（2）友谊需要  负有全局责任的管理者把友谊看得比权力更重要。 

（3）成就需要  具有挑战性的成就会引发人的快感，增加奋斗的精神，对行为起主要的影响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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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动机 

一、对动机的理解 

1.含义：动机是指引起和维持个体的活动，并使此活动导向某一目标(个人需要的满足)的心理

过程或内部动力。 

2.动机的功能：激活功能、指向功能、强化功能。  

3.动机的来源：而动机的主要来源有二：一是内在条件(需要)，一是外在条件(刺激)。 

4.动机的特征：（1）、原发性（2）、内隐性（3）、实践性（4）、变化性 。 

二、动机的产生 

需要产生动机，动机产生行为，整个过程受到行为主体的人格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 

一般来说，需要和动机有相似的含义。但是，严格地说，需要和动机的概念是有区别的。需要

是人的积极性的基础和根源，动机是推动人们活动的直接原因。当人的需要具有某种特定的目标时，

需要才转化为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动机是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无论是物质的需要还是精神

的需要，只要它以意向、愿望或理想的方式指向一定的对象，并激起人的行为时，就可构成行为的

动机，所以动机是行为的出发点。 

三、动机的种类 

1.生理性动机。起源于身体内部的生理平衡状态的变化，这是生物共同的需要，称为原始性驱

动力或生理性动机。它是一般性需要或有机性需要所产生的，包括饥饿、渴、睡眠、性、母性、和

其他生理性动机（如瞌睡与痛）等。 

2.衍生性动机。起源于心理和社会因素，一般是经过学习而产生的动机，因此，因人而可能有

很大的差异，称为衍生性动机或心理性动机。是非机体性需要或个别性需要所产生的，包括亲和（友

情与爱情）、好奇心、成就、独立、社会赞许等。 

3.优势动机。反映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行为动机，常常不只是一个，而是同时存在很多个，而

这些动机的强度又随时会有变动。一个人的行为由其全部动机结构中强度最高的动机所决定，叫做

优势动机。 

四、影响动机的因素  

1、嗜好与兴趣。如果同时有好几种不同的目标，同样可以满足个人的某种需求，则个人在生

活过程中养成的嗜好，影响他选择那一个目标。  

2、价值观。价值观的最终点便是理想。价值观与兴趣有关，但它强调生活的方式与生活的目

标，牵涉到更广泛、更长期的行为。有人认为“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有人以追求真理为目标，有

人则重视物质享受。如美国的史布兰格认为在美国社会中被重视的中心价值有 6 种：A、以知识真

理为中心的理论性价值；B、以形式与调和为中心的美的价值；C、以权力地位为中心的政治性价值；

D、以群体他人为中心的社会性价值；E、以有效实惠为中心的经济性价值；F、以信仰为中心的宗

教性价值； 

3、抱负水准。所谓抱负水准是指一种想将自己的工作做到某种质量标准的心理需求。一个人

的嗜好与价值观决定其行为的方向，而抱负水准则决定其行为达到什么程度。  

五、动机的测量方法 

1.观察法：就是在实际生活中，或是在控制的情况下，观察个人的行动，加以推论。 

2.问卷法：即让受试者按自己个人的情形，回答各种问题，常见的有是非法。 

3.选择法：可以列出两种假设情况，让受试者根据自己的意见圈选其中之一。 

4.面谈法：即直接面对面地问职工一些问题，然后就其所陈加以分析，而推断其动机。 

5.投射法：采用不让受试者了解测试目的的方式，即看图说故事。 

第三节 态度 

一、对态度的理解 

态度是关于物体、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性陈述．这种评述可以是赞同的，也可以是反对的．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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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一个人对于某一对象的内心感受。态度的关键成分：认知、情感和意向 

1.态度的认知成分 

认知指人对事物的看法、评价以及带评价意义的叙述。包括个人对某一对象的理解、认识以及

肯定与否定的评价。 

2.态度的情感成分 

情感即人对事物的好恶，带有感情色彩和情绪特征。 

3.态度的意向成分 

意向即人对事物的行为准备状态和行为反应倾向。态度不同于行为，但态度含有行为倾向，人

的行为反映态度。 

二、态度的类型 

态度的类型包括工作满意度、工作参与和组织承诺 

1.工作满意度：指个体对他所从事的工作的总体态度。 

2.工作参与：指测量一个人从心理上对其工作的认同程度以及认为他的绩效水平对自我价值的

重要程度。 

3.组织承诺：指员工对于特定组织及其目标的认同，并且希望保持组织成员身份的一种心态。 

三、态度的特征 

1.态度的社会性 

    态度是主体在长期的生活中，通过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受社会的影响而逐步形成的。 
2.态度的针对性 

    态度具有特定对象，它总是针对某些对象——某一个人、某一个群体或某一状态而产生的。 
3．态度的协调性 

    态度是由认知、情感和意图三种因素组成的， 
4.态度的恒常性 

态度一经形成，就将持续一段时问不宜改变，因而成为其人格的一部分，使这个人对同一对象

形成前后一致、自然的、习惯性的反应。 

5.态度的内隐性 

    态度是一种心理倾向，是行为的准备，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 
四、有关态度改变的理论 

1.列昂·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 

这个理论致力于对态度和行为之间的联系做出解释。不协调意味着不一致。认知失调泛指任何

情况的不和谐。 

在解决认知不协调的问题上，费斯廷格提出了三种途径：①改变行为，使对行为的认知符合态

度的认知；②改变态度，使其符合行为；③引进新的认知因素，改变不协调的状况。 

2.海德的认知平衡理论 

海德认为认知对象包括世界上各种人、物、事、概念等，这些对象有的互不相关，有的互相联

结。 

海德将构成一体的两对象的关系称为单元；对于每种认知对象的感情和评价称为情绪。当对一

个单元内两个对象的看法一致时，其认知体系呈现平衡状态；当两个对象有相反看法时，就产生不

平衡状态。海德强调一个人对某一认知对象的态度，常受他人对该对象态度的影响，即海德十分重

视人际关系对态度的影响力。 

五、态度对行为的影响 

态度属于行为的指导和动力系统，对人的行为有很直接、很重要的影响。 

1.态度影响认知与判断 

认知对态度的形成有作用，态度一旦形成也会对认知产生反作用，有正向作用，也有负向作用。 

2.态度影响行为效果 



4829 

一个人热爱自己的工作，以稳定的积极的态度对待工作，就会在态度持续的时间内努力提高工

作绩效。 

3.态度影响忍耐力 

忍耐力指人对挫折的耐受、适应能力，它和人对所从事活动的态度有密切关系。 

4.态度影响相容性 

在社会交往活动中，一个人对自己、对他人、对集体的态度，往往影响他与群体的融合程度；

同样，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态度，也影响组织的相容性和凝聚力。 

第四节 价值观 

一、对价值观的理解 

价值观代表了人们最基本的信念：从个人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某种具体的行为模式或存在的最

终状态比与之相反的行为模式或存在状态更可取。其内涵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解释： 

1.价值观决定了事物或行为对于个人是否有意义及重要程度如何。 

2.价值观具有个体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会有所不同。 

二、价值观的基本特征 

1.价值观是事物价值的主观反映。 

2.价值观以人的需要为基础。 

3.价值观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结构系统。 

三、价值观的重要性 

价值观从整体上影响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价值观的影响表现在： 

1.影响对其他个人及群体的看法，从而影响到人与人关系； 

2.影响个人所选择的决策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3.影响个人对所面临的形势和问题的看法； 

4.影响工作态度和有关行为的道德标准； 

5.影响个人接受或抵制组织目标和组织压力的程度； 

6.影响对个人及组织的成功和成就的看法； 

7.影响对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的选择； 

8.影响组织中激励机制的建立和人力资源政策的制定。 

四、价值观的类型 

1.罗克奇价值观调查 

这项调查问卷包括两种价值观类型：终极价值观和工具价值观。 

（1）终极价值观指的是期望存在的终极状态，是人一生中希望实现的最根本的目标，如舒适

的生活、成就感、世界和平、平等、自由、快乐、自尊等等。 

（2）工具价值观指的是人喜欢的行为方式或实现终极价值观的手段．如勤奋工作、胸怀开阔、

清洁、勇敢、宽容、富于想象力、顺从、负责、自律等等。  

2.美国组织行为学家斯普朗格尔最早对人的价值观进行归类，将价值观分为下列六类： 

（1）理性价值观．以知识和真理为中心，强调通过理性批判的方式发现真理。 

（2）唯美价值观，以形式、和谐为中心，强调对审美、对美的追求。 

（3）政治价值观，以权力地位为中心，强调权力的获取和影响力。 

（4）社会价值观．以群体他人为中心．强调人与人之间友好、博爱。 

（5）经济价值观，以有效实惠为中心，强调功利性和实务性．追求经济利益。 

（6）宗教价值观，以信仰教义为中心，强调经验的一致性及对宇宙和自身的理解。 

五、不同文化下的价值观 

霍夫斯泰德评估文化的构架，此框架界定了五个维度： 

1.权力距离。指一个国家的人民对于机构和组织内权力分配不平等这一事实的接纳和认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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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它的范围从相对平等(低权力距离)到极端不平等(高权力距离)。 

2.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指的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喜欢以个体为单元活动而不是。集体

主义则与个人主义相反，它等同于个人主义。 

3.生活数量和生活质量。生括数量指的是人们看重积极进取、金钱及物质的获得与拥有、竞争

的程度。生活质量是指人们重视关系，并对他人幸福表现出敏感和关心的程度。 

4.确定性规避。一个国家的人民喜欢结构化而不是非结构化情境的程度。在不确定性规避上得

分高的国家，人们的焦虑水平更高，它表现为更明显的紧张、压力和攻击性。 

5.长期与短期取向。生活在长期取向文化中的人们，总是想到未来．而且看重节俭与持久。而

短期取向的人们看重的是过去与现在．强调对传统的尊重以及社会义务的履行。 

学习目标： 

1.详细介绍个性倾向性中所包含的需要、动机、态度和价值观这些概念的基本内含及其特征 

2.重点阐述各自的主要理论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求学生能够对主要理论的观点有

清晰的理解。 

作业： 

1.对需要、动机、态度和价值观这些概念如何理解？ 

2.请分析马斯洛需求层次论和奥德弗的“ERG论”的区别？ 

3.请阐述麦克利兰成就需要理论的理论价值？ 

4.个体的行为动机是如何产生的？它和需要之间是什么关系 

5.影响动机的因素有哪些？ 

6.态度会对行为产生什么影响？ 

7.探讨价值观有什么重要意义？ 

8.价值观都有哪些类型？你有什么样的价值观？ 

知识单元 4：个性心理特征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气质 

一、对气质的理解 

气质是指人的心理活动的动力特点。即人在进行心理活动时，或是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于情感

和活动发生的速度、强度、稳定性、灵活性等动态性质方面的心理特征 

1.强度主要包括情绪体验的强弱、意志努力的程度、耐受力的大小 

2.速度主要包括感知觉的速度，语言思维的快慢； 

3.灵活性主要包括兴奋与抑制转变的快慢，注意转移的难易； 

4.稳定性主要包括注意集中时间的长短、情绪的稳定程度； 

5.指向性主要包括倾向于体察外部事物，还要倾向于内心活动等。 

二、气质类型 

1.胆汁质。智慧敏捷，缺乏准确性；热情，但急躁易冲动；刚强，但易粗暴。 

2.多血质。高度的灵活性，有朝气，善于适应变化的生活环境，情绪体验不深。 

3.粘液质。注意稳定，但不易转移；稳重踏实，但有些死板；忍耐沉着．但有些生气不足。 

4.抑郁质。情感单调，情绪体验强烈，并经久不息；敏感，认真细致、会感到很痛苦，孤僻。 

三、对不同气质的解释 

巴甫洛夫的解释——高级神经活动过程即兴奋和抑制过程，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神经过程的强

度、平衡性和灵活性。 

高级神经活动的四种主要类型 

1.强而不平衡的类型(兴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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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强而平衡、灵活的类型(活泼型)。 

3.强而平衡、不灵活的类型(安静型)。 

4.弱型(抑制型)。 

四、气质在管理实践中的意义 

1.气质类型无好坏之分。“天生我材必有用”  

2.气质不能决定一个人活动的社会价值和成就的高低 

3.气质可以影响人的活动效率。 

4.气质可以影响人的情感和行动。 

五、气质差异理论的应用 

1.应用范围 

（1）人机关系。不同气质类型的人适合于不同的工作、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职位，这也是现

代化大生产对气质的要求。 

（2）人际关系。组织、群体内人际关系的状况是影响工作效率与工作成绩大小的一个重要因

素。不同气质类型的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表现不同 。 

（3）思想教育。要想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权，使工作做得更有效，就应该了解人的气质

特征，针对不同气质类型的人和不同的特点，采取切合实际的教育方法。 

2．应用的原则 

（1）气质绝对原则。某些特殊的工作必须具备相应的气质特征。 

（2）气质互补原则。同类气质的人在一起工作效能反而低，必须是具有不同气质类型的人有

机地组合在一起，形成气质互补包容，才能取得较高的效率。 

（3）气质发展原则。发挥每类气质的积极的一面，有意识地抑制消极的一面，促使我们的心

理健康地向高水平方面发展。 

第二节 性格 

一、对性格的理解 

1.性格是一个人独特而稳定的个性特征，它表明一个人对现实的态度和相应的习惯化的行为方

式。 

2.性格就是由许多性格特征所组成的统一体，性格特征表现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

如诚实或虚伪、勇敢或怯懦、勤劳或懒惰、果断或优柔寡断等。  

3.性格是具有核心意义的个性心理特征，它最能表现一个人的个性差异。 

二、性格的特征 

1.性格的态度特征。主要是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方面的性格特征。 

2.性格的意志特征。指人在对自己行为的自觉调节方式和水平方面的性格特征。 

3.性格的情绪特征。情绪活动的稳定的经常表现的特点。 

4.性格的理智特征。认识水平的差异称为能力特征,认识活动特点与风格被称为性格的理智特

征。 

三、性格的差别 

1.按何种心理机能占优势来划分 

 (1)理智型 (2)情绪型 (3)意志型 (4)中间型 

2.按心理活动的倾向性来划分 

 (1)外倾型 (2)内倾型 

3.按思想行为的独立性采划分 

 (1)顺从型 (2)独立型。 

四、性格与气质的区别 

1.气质比较多地受生物学制约，受遗传素质决定，变化较难、较慢；而性格是后天形成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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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实践决定，虽然具有稳定性特点，但比起气质来变化较易、较快。 

2.出于气质基本上由一个人的生理特点所决定，所以不能给予好坏的评价。人的性格既然是个

人受社会历史制约的总体，便始终从社会方面获得某种道德评价的意义。如诚实与虚伪、怯懦与勇

敢、果断与优柔。 

3.气质的某些品质和某些性格特征不是单方面的联系。相同气质类型的人可以形成互不相同的

性格特征，不同气质类型的人又可形成不同或相同的性格。 

五、性格与气质的联系 

气质与性格又是有联系的。气质的生理基础与性格的生理基础之间密切地联系着。 

1.气质势必对性格产生影响。首先，某种气质可以有力地促使某些性格特征的发展；其次，在

性格的表现上带有各自的气质特点。 

2.同时性格对气质有更大、更深刻的影响。性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掩盖或改造气质，使之符合

社会实践的要求。 

六、性格差异理论的应用 

1.在行为的预测方面。不同性格的人，就会有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行为方式。 

2.在人员的选拔和录用方面。由于具有不同性格的人的行为方式不同，他们所适宜从事的工作

也不一样，从事同一工作所获得的效益也有很大差别。 

3.在思想教育方面。人的性格不同，接受别人意见的方式也不同。 

4.在群体成员的组合方面。根据人才结构整体相关规律使人才群体在知识、能力、年龄等硬结

构形成互补状态，使气质、性格等软结构呈和谐趋势。 

七、性格在管理中的实践意义 

1.有利于管理者做好管理工作。 

2.有利于个人不断陶冶、完善自我。 

3.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协调和社会的稳定。 

4.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第三节 能力 

一、对能力的理解 

1.能力是指人们成功地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需的个性心理特征。 

2.能力和活动紧密地联系着，掌握活动的速度和成果的质量被认为是能力的两种标志。 

3.各种能力的最完备的结合，叫做才能。杰出的才能，就被称为天才。 

二、能力的类型 

1.心理能力：运算能力：快速准确地运算； 

理解能力：对文字和口头表达的理解； 

洞察能力：区别异同，探及本质，由表及里； 

归纳能力：整理抽象，由此及彼，预见发展； 

推理能力：逻辑判断，评估选择； 

想象能力：空间构思，展望未来，创新突破； 

记忆能力：保持记忆，快速回忆； 

2.体质能力：力量：体力、静态力、爆发力； 

灵活性：广度灵活性、快速动态的灵活性； 

协调性：动作协调能力； 

平衡性：外力下保持平衡； 

耐力：保持持续性的能力； 

3.能力和工作的匹配： 飞行员——洞察能力；  建筑工人——高空平衡能力；  

记者——演绎推理能力，归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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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影响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影响能力的发展因素 

1．遗传因素在能力发展中的作用 

（1）遗传是通过素质影响儿童的智力发展。 

（2）素质是人的机体生来俱有的某些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神经系统、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

的解剖生理特点，特别是大脑的解剖生理特点。 

（3）素质是能力发展的自然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不能发展相应的能力。 

2．环境因素在能力发展中的作用 

（1）社会生产方式是环境因素中影响能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2）营养是影响能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幼年的营养直接关系到能力的发展。 

（3）社会生活条件对能力发展的决定作用，通常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 

3．实践活动和个性品质在能力发展中的作用 

（1）环境和教育只是外部条件，人的能力是在主体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2）优良的个性品质推动人们去从事并坚持某种活动，从而促进能力的发展。如特殊兴趣、

意志性格 

四、能力差异理论的应用 

1.应用范围 

（1）人事关系。 

人适其职，职得其人，人事和谐。 

（2）人际关系。 

组成优秀群体，避免“一流人才，组成二流群体，发挥三流功能”现象。 

2．应用的原则 

（1）能力阈限原则。从事某一种工作所需要的最起码的能力水平，叫做能力阈限。不能小材

大用，也不能大材小用。 

（2）能力合理安排的原则。根据素质优势和能力所长安排岗位，扬长避短、各尽所能。 

（3）能力互补原则。帅才、将才、“思想库”组合。 

（4）能力时效原则。人在学习和创造的最佳年龄内学习和创造所取得成果的可能性(概率)最

大，质量最高，数量最多，速度最快。 

学习目标： 

1. 描述不同气质类型的特征及其适用的工作岗位，分析气质理论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 

2. 探讨性格和气质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3. 对能力类型及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4. 要求学生能够从气质、性格和能力三个方面分析个体之间个性心理特征的差异，从而对管
理实践提供有效指导。 

作业： 

1. 气质都有哪些类型？各自有什么特点？ 

2. 气质理论在管理中的应用是什么？ 

3. 性格有哪些特征？ 

4. 性格和气质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5. 性格差异理论有什么应用？ 

6. 能力有哪些类型？ 

7. 哪些因素影响能力的发展？ 

8. 能力差异理论有什么应用？ 

知识单元 5：知觉与个体决策 
参考学时：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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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第一节 对知觉的理解 

一、知觉及其选择性 

1.我们人类用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去感知周围的世界。 

2.知觉就是个体选择、编排、存储和解释从五官获得的信息的过程。 

3.由于客观事物是多种多样的，在同一时刻，有许多客观事物同时作用于人的感官，人不能同

时反映出这些事物，而只能有选择地以其中某些事物为知觉对象，让这些事物进入个人的认知世界，

这就是知觉的选择性。 

二、知觉与感觉 

1.知觉是在感觉的基础上产生的，人们通过知觉，有助于对事物整体与全面的认识。 

2.知觉和感觉的关系与区别是：感觉指人脑对客观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知觉是人脑对客观事

物整体的反映，即对客观事物赋予意义并做出解释。  

三、社会知觉 

社会知觉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提出来的,就是指对人的知觉，对人和群体的知觉，对社会

对象的知觉。 

1.对人的知觉，指通过对他人的外部特征的知觉，借以了解其动机、感情、意图的认识活动。 

2.人际知觉，指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知觉，它主要以人的交际行为为知觉对象。 

3.自我知觉，指一个人通过对自己行为的观察而对自己心理状态的自我感知，是自己对自己的

看法。 

4.角色知觉，指对人们所表现的社会角色行为的知觉。 

四、知觉研究的管理学意义 

1.人们的行为是以他们对现实的知觉而不是以现实本身为基础的，而知觉并不总是能够准确无

误地反映客观事实。 

2.而且对于同一知觉对象，不同个体的知觉可能会有差异，对于组织来说，当这两种差异随着

群体人数的增多而增多时，产生误会和冲突的可能性也增多了。 

3.个体对工作环境的知觉比真正的工作环境更能影响他们的效率。 

4.管理者能否成功计划和组织下属工作，都远远不如下属对管理者的这种努力的知觉那么重

要。 

5.对于报酬是否公平、考核是否有效以及工作条件等等，都需要通过员工的知觉来判断的。 

第二节 归因理论 

一、归因理论 

归因理论：指说明和分析人们活动因果关系的理论，人们用它来解释、控制和预测相关的环境，

以及随这种环境而出现的行为，因而也称“认知理论”，即通过改变人们的自我感觉、自我认识来

改变和调整人的行为的理论。 

归因理论是在美国心理学家海德的社会认知理论和人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经过美国斯坦福大

学教授罗斯和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安德鲁斯等人的推动而发展壮大起来的。 

二、归因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 

1.人们心理活动发生的因果关系。包括内部原因与外部原因、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的分析。 

2.社会推论问题。根据人们的行为及其结果，来对行为者稳定的心理特征和素质、个性差异做

出合理的推论。 

3.行为的期望与预测。根据过去的典型行为及其结果，来推断在某种条件下将会产生什么样的

可能行为。 

三、归因理论的常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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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归因错误 

指人们在评估他人的行为时，即使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但仍总是倾向于低估外部因素的影响，

而高估内部或个人因素的影响。 

2.自我服务偏见 

指个体倾向于把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如能力或努力)，而把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如运气)。 

3.判断他人时常走的捷径 

 (1)选择性知觉，指观察者依据自己的兴趣、背景、经验和态度进行的主动选择。 

 (2)晕轮效应，指根据个体的某一种特征(如智力、社会活动理、外貌)，从而形成总体印象。 

 (3)对比效应，指对一个人的评价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它常常受到最近接触到的其他人的影响。 

 (4)定型效应，指人们在头脑中把形成的对某些知觉对象的形象固定下来,并对以后有关该类

对象的知觉产生强烈影响的效应。 

 (5)第一印象效应(首因效应),人对人的知觉中留下的第一印象能够以同样的性质影响着人们

再一次发生的知觉 

四、知觉在组织中的常见应用 

1.招聘面试 

研究证据表明面试考官常常做出了不正确的知觉判断。面试考官之间评价的一致性常常很低，

不同面试考官看到的是同一候选人的不同方面，因而对同一个人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2.绩效期望 

大量证据表明人们试图证实自己对现实的知觉，即使这些知觉是错误的也会如此。 

3.自我实现预言 

也叫皮革马利翁效应，人们对别人的期望会决定他们的行为，于是期望变成了现实。  

4.绩效评估 

在评估员工时，管理者所使用的主观指标以及评估者认为的“好”或“差”的特点或行为，都

会明显影响到评估结果。 

5.员工努力 

个体在组织中的未来常常不仅取决于工作绩效本身。在很多组织中，员工的努力水平也是一项

重要因素。但是，对个体努力水平的评价是一种主观判断，它很容易受到知觉的歪曲和偏见的影响。  

第三节 知觉与个体决策 

一、知觉与个体决策之间的联系 

由于决策者的特性(功利型、人权型、公正型)，意见对决策目标、需求理解不同，掌握决策资

源不同，不可能做到完全理性决策，而在知觉决策中，知觉往往成为决定性因素。 

决策受知觉影响：决策是对于问题的反应，由于事件的当前状态与期望状态之间存在着差距，

因而要求个体考虑几种不同的活动进程。因此，对问题状态的知觉，影响决策的过程。 

二、决策模型——理性决策模型 

1.理性决策模型指一种决策模型，描述的是为了最大化某种结果个体应该如何行为。 

2.其步骤是：(1)界定问题所在；(2)确定决策标准；(3)给标准分配权重；(4)开发备选方案；

(5)评估备选方案；(6)选择最佳方案。 

3.理性模型的假设条件是：(1)问题清晰；(2)所有选项已知；(3)偏好明确；(4)偏好稳定；(5)

没有时间和费用的限制；(6)最终选择效果最佳。 

4.当决策者面对的问题很简单而且相关的备选方案不多时，当搜寻和评估备选方案的代价很小

时，理性决策可以对决策过程提供精确描述。但是，在实践中，大多数决策并不遵守理性模型。  

三、决策模型——有限理性决策模型 

1.一旦问题被确定下来，就要开始寻找标准和备选方案；一旦标准被确定下来，决策者就要开

始对其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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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但这种评估并不是综合性的——并不是所有的方案都会被予以认真的评估。决策者将会从与

目前方案仅存在相对较小差异的选项入手。 

3.当确认某一方案已经是“足够好了”，即已经达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标准。因此，最终的解决

方案代表的只是一个满意方案，而不一定是最佳方案。 

四、决策模型——直觉性决策模型 

直觉性决策制定是一个非理性的过程，来自于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经验。下述情况更愿意依靠

直觉做出决策： 

1.不确定性水平很高时； 

2.几乎没有先例存在时； 

3.难以科学地预测变量时； 

4.“事实”有限时； 

5.事实难以明确指明前进方向时； 

6.分析性资料用途不大时； 

7.当需要从几个可行方案中选择一个，而每个方案的评价都不错时； 

8.时间有限，但又有压力要做出正确决策时。 

五、个体决策风格的差异 

人们在两个维度上存在差异。首先是思维方式；另一个维度是个体对模糊性的容忍力。这两个

维度的图解方式，构成了四种决策风格：指示型、分析型、概念型和行为型。 

1.指示型风格的人是有效率和逻辑性的，其追求理性，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较低。但在制定决

策时，关注效率结果，利用最少的信息并且几乎不考虑备选方案。指示型决策者制决策速度快，注

重短期效应。 

2.分析型决策者相对于指示型决策者，对不确定性有较大的容忍度。他们期望获得更多的信息，

并考虑更多的备选方案。分析型决策者具有适应和应付新环境的能力，将其定义为细心的决策者最

为恰当。 

3.概念型决策者眼界非常开阔，并考虑很多备选方案。他们着眼于长远目标，并且善于找到创

新的方法来解决。 

4.行为决策者，他们善于和其他人合作，对同事及下属的工作绩效表示关心。他们接受别人的

建议，通过多次会议进行理解沟通。此类型的决策管理者尽量避免冲突，并寻找可接爱的方式。 

 

学习目标： 

1. 通过对知觉的理解，探讨知觉研究在管理学中的意义，明确社会知觉的主要内容，以及知
觉和感觉之间的关系。 

2. 重点分析归因理论以及在实现中的应用，了解归因理论的常见现象。 

3. 通过把握知觉和个体决策之间关系，区别三种不同的决策模型以及个体决策风格上的差
异。 

作业： 

1. 什么是知觉及其选择性？知觉和感觉是什么关系？ 

2. 社会知觉包括哪些方面内容？ 

3. 什么是归因理论？归因理论所常见的现象有哪些？ 

4. 知觉和个体决策之间有什么联系？ 

5. 三种决策模型各有什么特点？ 

6. 个体决策风格有哪几种？ 

知识单元 6：激励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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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激励概述 

一、激励的形式： 

1.外在激励：是指员工因受雇佣而获得的各种形式的收入，包括薪酬、奖金、福利、津贴、股

票期权及以各种间接货币形式支付的福利等。 

2.内在激励：是指由于员工自己努力工作而受到晋升、表扬或受到重视等，从而产生的工作的

荣誉感、成就感、责任感。 

二、激励的心理机制 

激励从心理学角度，是指激发人的动机，鼓励人充分发挥内在的动力，朝着所期望的目标采取

行动的心理过程。 

第二节 激励理论 

一、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1.人的需要分等分层，呈阶梯式逐级上升。只有在低层次的需要满足以后，人才会进一步追求

较高层次的需要，而且低层次的需要满足的程度越高，对高层次需要的追求就越强烈。 

2.未被满足的需要才有激励作用。当某种需要得到满足以后，这种需要也就失去了对行为的唤

起作用，下一层次的尚未满足的需要就会成为人们行为的动机。 

二、麦克利兰的成就需要论 

“成就需要论”不讨论人的基本生理需要，主要研究在人的生理需要基本得到满足的情况下，

人还有哪些需要。麦克利兰认为，人还有权力需要、友谊需要和成就需要这三种。 

1.成就需要 

2.权力需要 

3.友谊需要  

三、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 

把企业中影响人的积极性因素，分为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两大类。 

1.激励因素，往往与工作内容或工作成果有关，能产生直接的激励因素，使员工对工作有一种

满足感。 

2.保健因素，在工作中使人们感到不满意的因素往往与工作环境或外在因素有关。这类因素改

善了，只能消除员工的不满，但不能使员工变得满意，不能直接起激励作用。 

四、弗洛姆的期望理论 

只有当人们认为实现预定目标的可能性很大，并且实现这种目标又具有很重要的价值时，该目

标对人的激励程度才会最大。激励的程度是由期望值和效价决定的。 

1.期望值，是指人们对想要实现某一目标的主观概率，即主观估计达到目标的可能性的大小。 

2.效价，是指人们对某一目标的重视程度与评价高低，即人们在主观认为实现目标后获得报酬

的价值大小。效价反映了一个人对某一结果的偏好程度。 

五、亚当斯的公平理论 

当一个人做出了成绩并取得了报酬以后，它不仅关心自己所得到报酬的绝对量（实际收入），

而且关心自己所得报酬的相对量（即所得与付出之比）。 

这里的所得与付出都是个人的主观感觉和判断。员工评价自己是否得到了公正的评价，要通过

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 

1.横向比较，即将自己的所得和付出的比值与他人所得和付出的比值进行比较。 

2.纵向比较，即把自己目前的投入与目前获得的报酬比值，同自己过去的投入与报酬的比值进

行比较 

六、斯金纳的强化理论 

有意识地对某种行为进行肯定强化时，可以促进这种行为重复出现。反之则会消退和终止。这

种状况心理学中称为“强化”。强化激励理论认为一般有三种强化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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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使用： 

1.正强化。利用强化物刺激行为主体，来保持和增加某种积极行为重复出现的频率。 

2.负强化。利用强化物抑制不良行为重复出现的可能性。 

3.自然消退。对行为不施以任何刺激，任其反应频率逐渐降低，以至慢慢消失。 

七、海德的归因理论 

归因理论是说明和推论人们活动的因果关系的理论。归因理论认为人们获得成功还是遭受失败

可以归为四种因素： 

1.努力程度：相对不稳定的内因，是可控因素 

2.能力大小：相对稳定的内因，短期不可控，但长期而言是可以控制的 

3.任务难度：相对稳定的外因，是不可控因素 

4.运气和机会：相对不稳定的外因，是不可控因素 

八、亚当斯的挫折理论 

挫折理论是专门研究人们为什么会遭受挫折，遭受挫折后人们又会产生什么反应。挫折产生的

原因很多： 

1.主观原因：个人的目标往往过高，个人同时追求的目标过多，因脱离实际导致失败。 

2.客观原因：自然环境因素，物质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 

第三节 激励实践 

一、合理的薪酬制度 

1.公平性 

2.竞争性 

3.激励性 

4.经济性 

5.合法性 

二、薪酬制度类型 

1.自然人工资体系 

2.职位工资体系 

3.绩效工资体系（奖金） 

4.结构工资体系 

三、员工福利制度 

1.福利制度的作用 

（1）能吸引和保持住人才。 

（2）对企业生产率提高与运营成本的降低，都有着间接而巨大的积极作用。 

2.福利制度的类型 

（1）经济性福利 

（2）非经济性福利 

学习目标： 

1. 了解激励的形式和心理形成机制。 

2. 重点探讨各类激励理论，通过激励理论的学习强化在管理实践过程中有关激励方式的应
用。 

作业： 

1. 什么是激励？激励的心理形成机制是怎样的？ 

2. 请分析各种激励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理论应用价值。 

3. 在组织中如何应用激励方式才有效？ 

知识单元 7：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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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群体概述 

一、群体的含义 

群体指组织中的一群人，为了共同的目标，彼此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依存的基础上所形

成的整体。组织中的群体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行为上互相影响； 

2.心理上彼此意识到对方的存在； 

3.成员都具有集体意识和归属感。 

二、群体的作用 

由于群体是介于组织和个人间的人群结合，因而它的作用主要是承上启下。其包括贯彻执行组织

的任务、组织群体生产或社会活动、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满足成员的合理需求等。具体表现在： 

1.群体不是简单个体的相加，而是将个体力量汇合成新的力量； 

2.完成组织所赋予的基本任务； 

3.满足群体成员的心理需求；包括：①获得安全需求；②满足归属的需求；③满足自尊的需求；

④增加自信；⑤增加力量感；⑥当生病、疲劳、感到困难时，能得到帮助；⑦能体会自己是社会的

一分子，看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等。 

4.群体可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三、群体的外部环境条件 

对群体产生影响的外部条件包括： 

1.组织战略，其可能引导组织朝不同方向发展； 

2.权力结构，其决定一个群体在组织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决定着群体的正式领导者和群体之间

的正式关系； 

3.正式规范，其决定群体成员行为的一致性； 

4.组织资源，其决定组织分配给群体的各种资源是否充裕； 

5.人员甄选过程，其决定组织工作群体中成员的类型； 

6.绩效评估和奖酬体系，其对群体成员的工作行为产生影响； 

7.组织文化，其规定群体成员的行为可接受性； 

8.物理工作环境，其可能会影响员工之间的交流。 

四、群体成员资源 

群体成员资源包括： 

1.知识、技能和能力     

通过评估成员个体的知识、技能和能力，可以部分地预测出群体绩效。群体成员的智力和与工

作任务相关的能力都与群体绩效有关，但相关度不高。 

2.人格特点 

在美国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人格特质对群体生产率、群体士气和群体凝聚力有积极的影响，

这些人格特质主要包括：善于社交、自我依赖、独立性强。那些具有消极意义的特质，如独断、统

治欲强、反传统性等，对群体生产率、群体士气、群体凝聚力有消极影响。 

第二节 群体的分类 

根据构成群体的原则和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 

一、正式群体 

正式群体：指为完成组织任务所建立起来的正规社会群体(命令型、任务型)，这类群体分工明

确，并受到法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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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命令型群体：指由组织的章程规定，由下级和上级组成，下级直接向上级报告。一个部门

和管理者之间的权威关系，或者一位资深护士与她的下属之间的权威关系，等都是命令群体的例子。 

2.任务型群体：指由一组为了完成一个特定的任务或者项目在一起工作的员工所组成。但任务

型群体并不仅仅限于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中，它还可能跨越这种命令关系。 

二、非正式群体 

非正式群体：指人们之间以利益和感情为纽带自发形成的群体(利益型、友谊型)，这类群体属

于自然形成，一般不受法律与行政的保护与干预。 

1.利益型群体：指由一组为了某个共同关心的具体目标走到一起的成员构成。 

2.友谊型群体：指由一组在某些方面具有共同特点的成员构成，如年龄、政治信仰或者民族背

景。 

第三节 群体凝聚力 

一、群体凝聚力的含义 

凝聚力指成员被群体吸引并愿意留在群体内的程度，是群体成员彼此之间的“粘合力”。 

二、群体凝聚力的影响因素 

1.态度和目标的一致性； 

2.外部的威胁； 

3群体规模； 

4.奖酬体制； 

5.班组的组合； 

6.与外界的关系； 

7.群体的绩效； 

8.领导作风。 

三、群体凝聚力的作用 

1.满意感。高凝聚力群体的成员可以比低凝聚力群体的成员得到更大的满足； 

2.沟通。高凝聚力群体中的成员比低凝聚力群体中的成员沟通的机会要多得多； 

3.生产率。凝聚力通过群体的目标与组织目标是否一致来影响生产率的； 

4.群体意识。凝聚力高的群体容易形成群体意识。 

四、提高群体凝聚力的措施 

1.缩小群体规模； 

2.鼓励对群体目标的认同； 

3.增加群体成员一起工作的时间； 

4.提高群体地位，并让人们感到成为群体成员并不容易； 

5.激励与其他群体的竞争； 

6.对群体而不是成员个体进行奖励； 

7.群体内部有良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学习目标： 

1. 讲解群体的含义及其作用，探讨群体的外部环境。 

2. 分析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的类型及特征。 

3. 阐述群体凝聚力的产生及其发挥的作用，了解提高群体凝聚力的主要措施。 

作业： 

1. 什么是群体？群体的作用有哪些？ 

2. 群体的外部环境条件有哪些？ 

3. 群体可以如何分类？ 

4. 什么是群体凝聚力？群体凝聚力有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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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影响群体凝聚力的因素有哪些？ 

知识单元 8：群体决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群体决策概述 

一、群体决策三个维度 

群体决策包括三个维度 

1.群体成员参与决策的程度，从很少参与决策到充分参与决策，不同的参与程度对于决策结果

的可接受性很有影响； 

2.群体决策的内容，包括管理、日常人事、工作本身和工作条件四个方面； 

3.群体决策的范围，分为大范围和小范围。 

二、群体决策过程 

1.诊断问题； 

2.找出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法； 

3.分析可供选择的办法，作出决策。 

三、群体思维和群体偏移 

1.群体思维：指由于群体中从众压力的影响，严重抑制了那些不同寻常的、由少数派提出的或

不受欢迎的观点的现象。其与群体思维有关，是一种损害了许多群体的疾病，它会严重影响到群体

绩效。 

2.群体偏移：指群体讨论使群体成员的观点朝着更极端的方向偏移，这个方向使讨论之前他们

有所倾向的方向的现象。其是群体思维的一种特殊形式，会使得保守的类型变得更为保守，激进的

类型变得更为冒险。 

第二节 群体决策特点 

一、群体决策的优点 

1.提供了更全面、更完整的信息。通过综合多个个体的资源，群体给决策过程输入了更多的信

息； 

2.群体能够给决策过程带来异质性，增加了观点的多样性。这为多种方法和多种方案的讨论提

供了机会。 

3.群体提高了决策的可接受性。群体决策能够获得更多支持，执行决策的员工的满意度也会提

高。 

二、群体决策的缺点 

1.浪费了时间。原因是群体通常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获得解决方案。 

2.群体内部存在从众压力。群体成员希望被群体接受和重视的愿望，可能会导致不同意见受到

明显压制。 

3.群体讨论可能会被少数人控制局面。如果由中低水平的成员支配和控制局面，则群体的总体

效率就会受到不利影响。 

4.群体决策受到责任不明的影响。对于个人决策，谁来承担责任显而易见。但在群体决策中，

任何成员的责任都被冲淡了。 

三、群体决策和个体决策 

从效果、效率上区别群体决策和个体决策： 

1.就效果而言，群体决策可能更准确，群体会比个人做出更优质的决策； 

2.就效率而言，个体决策更占优势； 

3.如果创造性很重要，那么群体决策比个人决策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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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标准是最终方案的可接受性，群体决策也会更好。 

第三节 群体决策技术 

一、头脑风暴法 

头脑风暴法是为克服群体压力抑制不同见解而设计的，鼓励创造性思维的常用方法。它旨在营

造一种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的氛围，不论有人提出看来多么可笑的意见，在没有逐一讨论之前，都不

得进行批评或嘲笑。 

二、名义群体技术 

名义群体只是在名义上存在，名义群体技术的特点是决策时融合书面的形式，在作决策以前将

交往控制在最低限度，以保证个体决策的独立性。 

三、辩证思维决策方法 

决策小组进行面对面的讨论时，往往对某个选项迅速达成共识，而忽略了其他可能的方案。这

种对选择的不完全评估可能是由于参与者厌倦会议，或者是不愿引发和面对棘手的问题。辩证思维

决策方法可以较好地避免这种情况。 

学习目标： 

1. 介绍群体决策的内容，分析群体决策的过程，讲解群体思维和群体偏移的概念。 

2. 重点是探讨群体决策的优缺点及其和个体群体的区别，使学生掌握在什么情况和条件下应
该使用群体决策。 

3. 介绍群体决策的方法技术。 

作业： 

1. 群体决策有哪三个维度？ 

2. 群体决策的过程如何进行？ 

3. 什么是群体思维和群体偏移？ 

4. 群体决策的优缺点有哪些？ 

5. 在什么情况下用群体决策？ 

6. 群体决策的技术都有哪些？ 

知识单元 9：沟通管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沟通概述 

一、沟通的含义 

沟通是指意义的传递和理解。最完美的沟通是想法或思想传递到接受者后，接受者感知的心理

图像与发送者发出的完全一样。 

二、沟通的功能 

1.控制。沟通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控制员工的行为。员工们必须遵守组织中的权力等和正式指

导原则。 

2.激励。沟通通过以下途径来激励员工：明确告诉员工应该做什么；如何来做；没有达到标准

时应如何改进工作。 

3.情绪表达。对很多员工来说，工作群体是主要的社交场所，员工通过群体内的沟通来表达自

己的失落感和满足感。 

4.信息。通过沟通传递资料为个体和群体提供了决策所需要的信息，使决策者能够确定并评估

各种备选方案。 

三、沟通的过程 

沟通的过程包括七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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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息源，即信息的发出者或来源。 

2.编码，指主体采取某种形式来传递信息的内容。 

3.信息，指连接各个部分，是需要沟通的内容。 

4.通道，即沟通渠道。信息传递的渠道有许多，如书面的备忘录、计算机、电话、电报、电视、

互联网等等。 

5.解码，指客体对接收到的信息所做出的解释。 

6.接受者，即信息的接收者。 

7.反馈，可以监察沟通的效果，并迅速将检查结果传递给信息发送者，从而有利于信息发送者

迅速修正自己的信息发送，以便达到最好的沟通效果。 

第二节 沟通方式 

人际沟通有三种基本方法：口头沟通、书面沟通和非言语沟通。 

一、口头沟通 

口头沟通，指以口语作为传递信息的沟通，它包括面谈、鉴定、会议、正式的一对讨论、演说、

非正式的讨论及传闻或小道消息的传播等。 

 ——其优势：快捷和反馈及时，语言信息的发出和反馈几乎同时发生。 

——其劣势：信息传递经过的人越多，被曲解的可能性越大。 

二、书面沟通 

书面沟通，指用文字作为信息媒介来传递信息的沟通方式。它的种类很多，较为常见的有：备

忘录、报告书、通知、内部刊物和公司手册、信函等。 

——其优势：具体而直观，更全面、更有逻辑、更清晰，而且信息能被永久保存。 

——其劣势：比较呆板，不易随客观情况的改变而及时修正，而且需要较长的时间。 

三、非语言沟通 

非言语沟通。是相对于言语沟通的一种沟通方式，包括动作、表情、声调等。非言语沟通内涵

十分丰富，其涉及的领域是身体言语沟通、副言语沟通、物体的操纵等。 

——非言语沟通对言语沟通既会起到促进的作用又会起到阻碍的作用。非言语沟通补充了言语

沟通，当与言语沟通一致时，使得言语沟通更容易理解。非言语沟通如果运用不当，常常使言语沟

通更为复杂，从而阻碍言语沟通。 

第三节 组织沟通 

一、正式的小群体网络。 

它包括三种主要类型：链式、轮式和全通道式。 

1.链式沟通是一个平行网络，其中居于两端的人只能与内侧的一个成员联系，居中的人则可分

别与两人沟通信息。 

2.轮式沟通属于控制型网络，其中只有一个成员是各种信息的汇集点与传递中心。 

3.全通道式沟通是一个开放式的网络系统，其中每个成员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彼此了解。 

二、小道消息 

小道消息指在群体或组织中，非正式的沟通网络。 

1.其特点：不受管理层控制；大多数员工认为它比高级管理层通过正式渠道发布的信息更可信、

更可靠；它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其内部人员的自我利益。 

2.弱化小道消息不良影响的建议 

——公布进行重大决策的时间安排； 

——公开解释那些让人觉得不一致或隐蔽的决策和行为 

——对于当前的决策和未来的计划，在强调其积极一面的同时，也指出其不利的一面； 

——公开讨论事情的最差可能结局，这肯定比无言的猜测所引起的焦虑程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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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电脑辅助沟通 

1.电子邮件； 

2.内部网和外部网： 

3.电话会议。 

4.利用电脑辅助沟通使得组织的界限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但是它还是有一些弊端：①低反馈

性；②社会线索减少；③过度注意；④文字过多。 

学习目标： 

1. 介绍沟通的含义和功能，通过对沟通过程各环节的描述探讨如何避免沟通中的信息失真和
信息衰减现象。 

2. 介绍人际沟通的主要方式，讨论口头沟通、书面沟通和非语言沟通的优缺点。 

3. 分析组织沟通中的小群体正式沟通、小道消息和电脑辅助沟通的形式。 

作业： 

1. 沟通有哪些功能？ 

2. 沟通过程如何避免信息失真和衰减现象？ 

3. 人际沟通都有哪些方式？ 

4. 正式小群体沟通都有哪些形式？ 

5. 如何弱化小道消息的不良影响？ 

知识单元 10：领导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领导品质理论 

一、领导品质理论概述 

领导品质理论最初是由心理学家提出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归纳分析法，即根据领导效果的好坏，

找出有效的领导者与无效的领导者在个人品质或特性方面存在哪些差异，由此确定有效的领导者应

具备的特点。 

1.传统领导品质理论。认为领导者所具有的品质是天生的，是由遗传决定的，并且认为，只要

是领导者就一定具有超人的素质。 

2.现代领导品质理论。认为领导者的品质和特性是在实践中形成的，是可以通过教育训练加以

培养的。 

二、领导品质理论主要观点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包莫尔提出领导者的 10 大特征。合作精神、决策能力、组织能力、精于

授权、善于应变、勇于负责、敢于求新、敢担风险、尊重他人、品德高尚 

斯蒂芬·罗宾斯区分领导者与非领导者的六项特质。进取心、领导愿望、诚实与正直、自信、

智慧、工作相关知识 

三、对领导品质理论的评价 

1.批评和质疑 

（1）任何人都不可能具备所有这些方面的特性，而只能具备某些方面的特性。 

（2）各学者所列领导特性包罗万象，说法不一，甚至互有矛盾。 

（3）几乎每一种确证的素质都有很多的例外。 

（4）领导者不一定都具有比别人高明的特殊品质。实际上，他们与被领导者在个人品质上并

没有显著的差异。 

（5）特性理论并不能使人明确，一个人究竟应在多大程度上具备某种特性。 

2.研究意义:为组织提供了一些选拔领导者的依据 

第二节 领导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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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行为理论概述 

领导行为理论着重分析领导者的领导行为和领导风格对组织成员的影响，目的是找出所谓最佳

的领导行为和风格。 

二、领导行为理论——勒温理论 

  勒温（P.Lewin)以权力定位为基本变量，通过各种试验，把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表现出来的

工作作风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专制作风、民主作风、放任自流作风 

1.专制领导作风：指依靠权力和强制命令让人服从的领导作风，它把权力定位于领导者个人。 

2.民主领导作风：指以理服人，以身作则的领导作风，它把权力定位于群体。 

3.放任自流的领导作风：将权力定位与组织中的每个成员，靠一切悉听尊便进行领导的领导作

风。 

三、领导行为理论——四分图理论 

1945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商业研究所发起了对领导行为的研究，提出了领导行为四分图。 

1.关心人：以人为重 

2.抓组织：以工作为重 

四、领导行为理论——管理方格理论 

布莱克（Robert R. Blake）和穆顿（Jane S. Mouton）在《管理方格》中列出了五种典型的

领导方式： 

1.(1.1)为贫乏型，领导者对职工和生产都极不关心，效果最差。 

2.(1.9)为乡村俱乐部型，领导者充分注意搞好人际关系，营造和谐的组织气氛，但不关心生

产。 

3.(9.1)为任务型，领导者只关心生产，不关心人。 

4.(9.9)为团队型，领导者对生产和人都极为关心。 

5.(5.5)为中间型，对人和生产都有适度的关心。 

五、领导行为理论——领导行为连续统一体理论 

1958年，坦南鲍姆和施米特在《怎样选择一种领导模式》一文中提出： 

1.在专制独裁型和民主参与型两种极端领导方式中间，存在着许多种过渡型领导方式。 

2.领导者选择领导方式时，应当主要考虑以下三方面的条件： 

①领导者方面的条件 

②下属方面的条件 

③组织环境方面的条件 

第三节 领导权变理论 

一、领导权变理论概述 

着重研究影响领导行为和领导有效性的环境因素，目的是要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哪一种领导方

式才是最好的。 

二、领导权变理论——费德勒权变模型 

美国管理学家弗雷德·费德勒（F. E. Fiedler）在《让工作适合管理者》一文中提出：影响

领导有效性的环境因素主要有三方面： 

1.领导者与下属的关系：指下属对领导者的信任、喜爱、忠诚和愿意追随的程度以及领导者对

下属的吸引力。 

2.任务结构：指任务的明确程度和人们对这些任务的负责程度。 

3.职位权力：指组织赋予领导者正式地位所拥有的权力。 

三、领导权变理论——应变领导模式理论 

美国管理学家科曼首先提出，后经何塞和布兰查发展形成。领导的有效性取决于工作行为、关

系行为和下属的成熟程度。由工作行为和关系行为相组合形成四种领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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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工作低关系——命令式 

2.高工作高关系——说服式 

3.低工作高关系——参与式 

4.低工作低关系——授权式 

四、领导权变理论——路径-目标理论 

罗伯特·豪斯和特伦斯·米切尔在《关于领导方式的途径—目标理论（Path-Goal Theory of 

Leadership）》（1974）一文中提出，该理论基于领导四分图理论和期望理论。 

该理论的核心在于：领导者如何帮助下属认清和设定自己的工作目标以及个人目标，并找到实

现这些目标的途径，从而增强下属的工作能力，在更大的范围和程度上由于目标的达到而获得满足。 

学习目标： 

1. 介绍领导品质理论、领导行为理论和领导权变理论各主要理论观点。 

2. 要求学生能够通过领导理论的学习指导管理实践中的领导行为。 

作业： 

1. 领导品质理论有什么局限？ 

2. 领导行为理论都有哪些主要理论？各自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 领导权变理论都有哪些主要理论？各自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11：组织行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组织设计 

一、组织及其功能 

组织就是把两个以上的人的各种活动和力量有意识地加以协调的体系。组织必须具有共同的目

标，有分工和协作，有不同层次的权利与责任制度，能够激发员工自愿效力。 

1.组织的凝聚功能 

2.组织的协调功能 

3.组织的制约功能 

4.组织的激励功能 

二、组织设计原则 

组织设计就是设计组织结构，其根本任务就是要绘制组织结构系统图和编制职位说明书。 

1.目标可行原则 

2.有效性原则 

3.管理幅度原则 

4.统一指挥原则 

5.权责对等原则 

6.协调原则 

7.双向沟通原则 

三、组织设计的程序 

1.确定组织目标 

2.确定业务内容 

3．部门化和层次化 

4.配备职务人员 

5.确定职责和职权 

6.联成一体 

四、组织结构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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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直线-职能制组织结构 

2.事业部制组织结构 

3.矩阵式组织结构 

五、组织结构发展趋势 

1.扁平化：减少中间层次，增大管理幅度，促进信息的传递与沟通； 

2.小型化：压缩企业规模，缩小核算单位，构建小巧玲珑的组织架构； 

3.弹性化：就是企业为了实现某一目标而把在不同领域工作的具有不同知识和技能的人集中于

一个特定的动态团体之中，协同完成某个项目，这种动态团队组织结构灵活便捷，能伸能缩，富有

弹性； 

4.虚拟化：大量的劳动力将游离于固定的企业系统之外，组织形式将由以往庞大僵化的外壳逐

渐虚拟，流动办公，家庭作业必将受到广泛青睐； 

5.网络化：主要体现在企业形式集团化、经营方式连锁化、企业内部组织网状化和信息传递网

络化。 

第二节 组织变革 

一、组织变革的动力 

组织变革，就是综合运用组织和行为科学的理论研究群体动力、领导、职权和组织再设计问题，

通过组织内部的调整使之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过程。其变革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1.组织外部环境的变化 

2.组织内部条件的变化 

二、组织变革的内容 

1.以组织结构为重点的变革 

2.以任务和技术为重点的变革 

3.以人为重点的变革 

三、组织变革的实施 

1.确定问题 

2.组织诊断，制定变革方案 

3.选择较优方案，进行组织变革 

4.变革的效果评估 

四、组织变革的阻力及克服 

1.抵制组织变革的原因主要有：历史的惯性和惰性、不确定感、威胁到既得利益和地位、缺乏

理解和信任。 

2.消除抵制的方法：保持公开性和透明度、参与、加强培训提高适应性、必要的妥协、奖惩结

合。 

第三节 组织文化 

一、组织文化及其作用 

没有文化，企业也可以实现成长，但没有文化的企业实现不了可持续成长。文化决定着成长的

可持续问题。 

二、组织文化的内容 

1.使命宣言 

2.价值立场 

3.法则体系 

4.心理契约 

5.共同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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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文化的传播形式 

组织文化需要借助鱼一定的载体好形式加以传播、沟通好体现。组织文化的传播形式主要有以

下几种: 

礼仪和仪式 

英雄人物 

故事 

文化网络 

物质象征 

语言 

学习目标： 

1. 介绍组织及其功能，通过对组织设计原则的阐述，使学生掌握组织设计的形式和方法。 

2. 探讨组织变革的动力及实施内容，克服组织变革的种种阻力，实现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3. 介绍组织文化的内容和传播形式。 

作业： 

1. 组织设计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2. 有哪些主要的组织结构形式？ 

3. 组织变革的动力有哪些？ 

4. 组织变革的主要程序是什么？ 

5. 组织文化对企业发展有什么作用？ 

6. 组织文化包括哪些内容？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组织行为学概论 3  

2.  组织行为学概论、个性 3  

3.  个性倾向性 3  

4.  个性倾向性、个性心理特征 3  

5.  个性心理特征、知觉与个体决策 3  

6.  激励 3  

7.  群体、群体决策 3  

8.  群体沟通、领导 3  

9.  组织行为 3  

10.  组织行为、复习 3  

11.   3  

12.   3  

13.     

14.     

15.     

16.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 

后续课程：人力资源管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组织行为学概论、激励、领导。 

难点：个性倾向性、个性心理特征、组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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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法。 

2.理论讲授法。 

教学手段： 

1.案例讨论。 

2.情境模拟。 

3.量表测评。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对激励理论和领导理论在课前进行自主预习和分组讨论。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

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完成相应的复习思考题作业。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本课程采用选用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关培兰编著《组织行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6月 第三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斯蒂芬·P·罗宾斯[美]著《组织行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第十四版 

2.斯蒂芬·P·罗宾斯[美]著，郑晓明译《组织行为学精要》，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第十二

版 

3.余凯成主编《组织行为学》，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第三版  

执笔：王霆  审稿：李景华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6日 

 

管理信息系统（英语双语）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课程号：4060211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方向专业选修课。 

The purpose of the course is to provide undergraduates with understanding why an organization need 
information systems, how the companies or organizations in 21st century can gain the competence 
advantage by adoption of IT/IS. The course focus on the key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and technology 
issues relating to information systems use in business and organization, particularly issues in introduction 
to the technology concepts underlying modern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he potentials of 
enterprise systems and other common utilizable information systems, on how to generate and capture 
IT/IS value, and on the concept for integrated IT/IS management knowledge from IT governance to IT 
implementation management.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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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se content will be composed of four sections:  
(1) Information Systems in the Digital Age. The section introduces the concept and role of 

Information Systems. The section will address the following special issues. How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from business perspective? How do IT/IS affect current & future 
competitiveness? What is the strategic role of information systems? What relationships are there between 
organization, business processe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2) Information Systems Infrastructure. The section focus on the Technical Founda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s. The section will cover the fundamental building blocks of today’s information 
systems, including hardware, software, database, telecommunication and network, Internet and mobile 
Internet, Internet of thins,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and so on. 

(3) The Enterprise Systems and Application. The section will discuss the concept and application 
issues about the important, practical implemented enterprise systems and other utilizable information 
systems such as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CM),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 Electronic Businesses/Commerce, Mobile Business, an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DSS), Business Intelligence (BI), Knowledge Management, new generation ecommerce 
and information aggregator , so on. 

(4) Building Information and Managing Information Systems. The section will let student to 
understand how can redesign the business process with information systems and to comprehend how to 
plan IT/IS strategically. This section also discuss the varieties of approaches to building and impleme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 The section will address the issues such as how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information 
systems, how to manage IT projects in business, how to manage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 In the end of 
the course, the section will discuss the ethic and social issues related to information systems. 

After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n Become knowledgeabl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from varieties of 

perspectives. 
n Comprehend the concept and potential of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s and common utilizable 

information systems in an organization. 
n Understand why some firms are better able to convert their IT investments into business value. 
n Be able to contribute to establishing the firm's IT architecture. 
n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managing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ortfolio. 
n Be able to contribute to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lanning process. 
n Understand the difficulties and risks of IT implementation.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T management in any organization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Session 1: Understanding of 
Information Systems: from 
technology and systems 
perspective 

3 

1) Textbook，chapter 1. 
2) Richard L. Nolan; Kelley Porter; Christina 
Akers, Cisco Systems Architecture: ERP and 
Web-enabled I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2005. 

2 
Session 2 : Understanding of 
Information Systems: from 
business perspective 

3 

1) Textbook : chapter1-2. 
2) Richard L. Nolan; Kelley Porter; Christina 
Akers, Cisco Systems Architecture: ERP and 
Web-enabled I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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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型企业信息化的典型：上海三菱电梯有限

公司,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2010 

3 
Session 3：The classification 
and value of information 
systems in an organization 

3 

1) Textbook: chapter 1-3 
2) Michael Porter & Victor Millar, “How 
Information Gives You Competitive Advantag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uly-Aug 1985, pp. 
149-160. 
Nicholas G. Carr, IT Doesn’t Matter,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y 2003. 

4 
Session 4: IT Infrastructure and 
hardware 

3 

1) Textbook: chapter 4 
2) McAfee, A. Mastering the Three World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6, 84(11), P141-149. 

5 
Session 5: Foundations of 
Business Intelligence: 
Managing Data Resource 

3 
1) Textbook: chapter 5 
2) Any books related with Access 

6 
Session 6: Telecommunication, 
Computer Network， Internet 
and Wireless Technology 

3 1) Textbook: chapter 6 

7 
Session 7: Securing 
Information Systems 

3 1) Textbook: chapter 7. 

8 
Session 8: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RP) 

3 

1) Textbook: chapter 8 
2) Richard L. Nolan; Kelley Porter; 
Christina Akers, Cisco Systems Architecture: 
ERP and Web-enabled I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2005. 
3) 制造型企业信息化的典型：上海三菱

电梯有限公司,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2010 

9 
Session 9: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CM) 

3 

1) Textbook: chapter 8 
2) IF and Quateams Creating a 
Customer CRM, Richard Ivey School of 
Business,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Oct. 2004, Product 904E30. 

10 
Session 10: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Textbook: chapter 8 

11 
Session 11: Electronic 
Businesses/Commerce and the 
Trend 

3 
1) Textbook: Chapter 9 
2) 网上 1号店的诞生，2009年。 

12 
Session 12: Mobile Business 
Commerce 

 
1) Textbook: Chapter 9 
2) T恤公司：社区的业务，编译自哈
佛案例库 608-719（2008年），2010年编。 

13 

Session 13: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DSS) ， Business 
Intelligence (BI), Knowledge 
Management 

3 
1) Textbook: chapter 10 
2) 上海移动的数据挖掘 

14 Session 14: Information 3 1) Textbook: Chapter 1，11 



4852 

Technology and Changing 
Business Process 

2) 制造型企业信息化的典型：上海三菱电梯
有限公司,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2007。 

15 Session 15：IS Development   

1) Textbook, chapter 11. 
2) IT 的味道——宝供储运的成长故事，摘
自《IT经理世界》，1999年 15期。 
3) 上海宝钢钢贸公司的宝时达，朱晓武，
2010年 
4) 借助 ASP 提升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上
海达辉机械有限公司 ERP 实施案例分析，复
旦大学管理学院，2010年 

16 
Session 16： Funding IT，IT 
Project Management and IT 
Organization 

 
1) Textbook: chapter 1, 2,3, 11 
2) 信息化价值――Avon.com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经济学、管理学基础课程 

后续课程：企业经营模拟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n Comprehend the concept and potential of modern enterprise systems and common utilizable 

information systems in an organization. 
n Understand why some firms are better able to convert their IT investments into business value.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Achieving the course purpose relies absolutely on the consensus among the instructor and all 

participants that everyone should contribute his/her effort and wisdom to the success.The lectures to build 
up the fundamental framework of Managing Information Systems are offered by instructor, especially in 
the first section and the early part of other sections. Cases, reading, and discussion will be used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issues in each section. In addition, group discussions are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e class 
learning. For each group, you should, at least, present case study 2 times at class and complete written 
assignments and a term project (optional).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Simulation software of ERP, Excel, Windows or Mac OS.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All of students are submitted to form a study group to prepare for the cases, both written and oral, as 

well as for the term project. It is appropriate that each study group consists of 5 persons. 12 groups will be 
formed since there are about 60 students in the class. In the first session, the instructor will indicate the 
basic principles to let you know how to organize your study group. The students should consult your final 
group list with the instructor, then the groups will be confirmed in the second session.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Class participation, presentation and contribution      10% 
Written case study reports and assignments           20% 
Final Exam                                    70% 
7、作业要求： 
More than 8 Cases study as homework.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English Textbook.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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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用教材 

Kenneth C. Laudon, Jane P. Laudon , 管理信息系统：管理数字化公司(第 11版) [美] , 清

华大学出版社 （英文版本） 

（二）推荐参考书 

1) 陈国青、李一军《管理信息系统》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01出版) 

2) 沃伦.麦克法兰 (F.W.McFarlan)、陈国青《中国企业管理:清华•哈佛案例与教程》 清华

大学出版社 (2009-01出版) 

执笔：朱晓武  审稿：李景华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6日 

 

中级财务会计 
Intermediate Financial Accounting I 

课程号：4060400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达到以下目的和要求： 

1.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掌握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本课程内容涉及财务会计

的基本理论，以及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各项规定，知识范围十分广泛。教师和学生首先应全面系统地

分章讲解和学习，掌握基本概念、基本规定，深入理解基本理论、学会相应的会计处理方法；其次，

要循序渐进，认识各章之间的内在联系，全面理解财务会计的理论和方法；再次，在全面系统学习

的基础上掌握重点，有目的深入学习重点章节，切不可单纯为考试需要而孤立地去讲课或学习。 

2.把学习财务会计理论与各种会计处理方法结合起来。本课程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课程，既有

理论又有实务，首先要掌握财务会计的基本理论；其次，要学习各类业务的会计方法及主要规定；

再掌握重要的会计处理方法。 

3.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我国会计准则的实践进行学习。本课程阐明的内容来源于会计工作

实践，与我国会计准则和会计工作密切相关。学生一方面要把课程内容同我国会计工作的实践结合

起来，特别是对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最新的变动内容应格外注意；另一方面应结合公司法、税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深刻领会大纲内容，将知识转化为能力，提高自己在复杂经济业务中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 

目录 

一、 前言 

二、课程教学目标 

三、课程教学内容 

第一章  总论 

第二章  金融资产 

第三章  存货 

第四章  长期股权投资及合营安排 

第五章  固定资产 

第六章  无形资产 

第七章  投资性房地产 

第八章  资产减值 

第九章  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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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所有者权益 

第十一章  收入、费用和利润 

第十二章  财务报告 

四、教学总进程及课时安排 

五、说明 

六、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第一章  总论 

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是《中级财务会计》的总纲。阐述有关财务报告的目标、信息质量要求和会计要素确认与

计量的原则性要求。它是以后各章有关会计处理原则基础，也是实务中据以判断各项交易事项的实

质以及确定会计处理方法的基础。在学习和理解本章内容时，应当关注：（1）企业财务报告的目标。

（2）企业财务报告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以及各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之间内在的关系。（3）各项

会计要素的定义以及确认与计量原则。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会计概述 

一、会计定义 

二、会计的作用 

三、企业会计准则的制定与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第二节 财务报告目标、会计基本假设和会计基础 

一、财务报告目标 

（一）财务报告目标的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 

（二）我国关于财务报告目标的规定 

二、会计基本假设 

第三节 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 

一、可靠性 

二、相关性 

三、可理解 

四、可比性、 

五、实质重于形式 

六、重要性 

七、谨慎性 

八、及时性 

第四节 会计要素及其确认与计量 

一、会计要素的定义及其确认条件 

二、会计要素计量属性及其应用原则 

第五节 财务报告 

一、财务报告及编制 

二、财务报告的构成 

复习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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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理解财务报告目标的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 

2．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在实践中如何体现？ 

3． 会计要素计量属性及其应用原则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 葛家澍、杜兴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问题研究 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2． 王建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3． 葛家澍.建立中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总体设想 J.会计研究.2004（1） 

4． 葛家澍.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研究的比较与综评 J.会计研究.2004（6） 

第二章  金融资产 

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重点讲述金融资产的确认与计量。通过本章学习了解金融资产的定义和分类，把握以公允

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掌握持有至到期投资的特点及会计处理；掌

握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区别；领会金融资产减值的有关确认与计量以及会计处理

问题。 

学时分配：6学时 

第一节 金融资产的定义和分类 

一、金融资产定义 

二、金融资产的划分 

第二节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一、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概述 

（一）交易性金融资产 

（二）指定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初始确认时，应按公允价值计量，相关交易费

用应当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第三节  持有至到期投资 

一、持有至到期投资概述 

（一）概念及特征 

二、持有至到期投资会计处理 

（一）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初始计量 

（二）持有至到期投资的后续计量 

第四节  贷款及应收账款 

一、贷款及应收账款概述 

二、贷款和应收账款的会计处理 

第五节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一、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概述 

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 

（一）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的金融资产会计处理 

（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会计处理应注意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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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金融资产减值 

一、金融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 

二、金融资产减值损失的计量 

(一) 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减值损失的计量 

（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损失的计量 

复习思考题： 

1． 什么金融资产？如何分类？ 

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3． 持有至到期投资有何特点？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4．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会计处理与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会计处理有何不同？ 

5． 如何进行金融资产减值的确认与计量？ 

拓展阅读书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 

4．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5). 

第三章  存货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重点讲述存货的计价方法，特别是原材料按计划成本计价的核算。通过本章和学习，了解

存货分类、确认条件。掌握存货入账价值、发出存货和期末计价方法，了解存货数量确定的方法。

掌握原材料分别按实际成本和计划成本核算情况下账户设置、收入、发出原材料的总分类核算和明

细分类核算方法。了解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的会计处理。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存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一、存货的概念及分类 

（一）存货的概念 

（二）企业存货通常包括以下内容： 

1．原材料 

2．在产品 

3．半成品 

4．产成品 

5．商品 

6．周转材料 

二、存货范围的确认条件 

《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的规定，存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 

（1）与该存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2）该存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二、存货的初始计量 

按照 2015年最新《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规定；存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存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使存货达到预定使用状态所发生的其他成本三个部分。  

（一）外购存货的成本 

（二）加工取得存货的成本 

（三）按其他方式取得的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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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过提供劳务取得的存货 

第二节 发出存货的计量 

一、发出存货成本的计量方法 

企业应当根据各种存货的实物流转方式、企业管理的要求、存货的性质等实际情况，确定发出

存货成本时，可以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者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对于性

质和用途相似的存货，应当采用相同的成本计算方法确定发出存货的成本。 

对于不能替代使用的存货、为特定项目专门购入或制造的存货以及提供劳务的成本，通常采用

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成本。 

对于已售存货，应当将其成本结转为当期损益，相应的存货跌价准备也应当予以结转。 

（一）先进先出法 

（二）移动加权平均法 

（三）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 

（四）个别辨认法 

二、发出存货结转 

存货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将已售存货的成本结转为当期损益，计入营业成本。 

第三节 期末存货的计量 

一、存货期末计量原则 

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

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 

二、存货的可变现净值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

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一）可变现净值的基本特征： 

（二）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应考虑的因素 

企业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取得的确凿证据为基础，并且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资产

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 

三、存货期末计量的具体方法 

（一）存货估计售价的确定 

（二）材料存货的期末计量 

（三）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方法 

（四）存货跌价准备转回的处理 

（五）存货跌价准备的结转 

四、存货盘亏或毁损的会计处理 

存货发生盘亏或毁损，应作为待处理财产损溢进行核算。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存货？存货是如何分类？ 

2．存货的计价包括哪些内容？ 

3．怎样确定存货数量？各种方法有什么特点？ 

4．比较存货按实际成本核算和按计划成本核算各有哪些特点？ 

5．如何进行存货期末计价？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2015)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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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5) 

第四章  长期股权投资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讲述长期股权投资的计量、转换、处置及合营安排等的会计处理。通过本章的学习，

要关注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能及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与权益法之间的转换，合营按

排的会计处理。 

学时分配：6学时 

第一节  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 

一、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计量原则 

长期股权投资在取得时，应按初始投资成本入账。初始投资成本应分别形成控股合并和不形成

控股合并两种情况确定。 

二、形成控股合并的长期股权投资 

（一）形成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的长期股权投资 

（二）形成非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的长期股权投资 

三、不形成控股合并的长期股权投资 

四、投资成本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的处理 

第二节 长期股权投资的后续计量 

长期股权投资在持有期间，根据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的影响及是否存在活跃市场、公允价值

能否可靠取得等情况进行划分，分别采用成本法及权益法进行核算。 

一、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 

（一）成本法的定义及适用范围 

（二）成本法的核算 

二、长期股权投资的权益法 

（一）权益法的适用范围 

长期股权投资的权益法是指投资最初以初始投资成本计价，以后根据投资企业享有被投资单位

所有者权益份额的变动对“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进行调整的方法。被投资企业取得利润、发

生亏损、支付股利时都要按投资份额相应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取得股利时不再作为投资收

益。 

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即对联合企业投资及对联营

企业投资，应当采用权益法。 

（二）权益法的核算 

投资企业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当采用权益法核算。 

三、长期股权投资的减值 

第三节 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及处置 

一、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的转换 

（一）成本法转换为权益法 

（二）公允价值计量或权益法转换为成本法 

（三）公允价值计量转为权益法 

（四）权益法转公允价值计量 

（五）成本法转公允价值计量 

二、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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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思考题 

1．长期股权投资包括哪几类？ 

2．不同类别下长期股权投资成本的初始确认与计量有何不同？ 

3．比较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和权益法 

4．成本法与权益法之间的转换时，入账价值如何确定？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财会【2014】14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财会【2014】11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15). 

3．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5).  

4．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号.2007 

第五章  固定资产 

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固定资产的性质及其分类、固定资产的取得成本及入帐价值，固定资产

使用中的各项不同支出的性质。熟悉固定资产的折旧及折旧的各种计算方法，掌握固定资产清理和

盘亏的会计处理。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固定资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一、固定资产的定义及确认条件 

（一）固定资产，是指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有形资产： 

（二）固定资产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 

二、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第二节 固定资产的后续计量 

企业应当对所有固定资产计提折旧。但是，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和单独计价入账

的土地除外。 

一、固定资产折旧 

（一）固定资产折旧的定义 

（二）影响固定资产折旧的因素 

  （三）固定资产折旧范围 

（四）固定资产折旧的方法 

  (五) 固定资产折旧的会计处理 

  (六) 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

核。 

  二、固定资产的后续支出 

（一）资本化的后续支出 

（二）费用化的后续支出 

三、固定资产减值 

（一）固定资产减值的含义 

（二）固定资产减值测试 

（三）固定资产减值计量 

（四）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对折旧的影响 

第四节  固定资产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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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固定资产终止确认的条件 

  （一）该固定资产处于处置状态。 

  （二）该固定资产预期通过使用或处置不能产生经济利益。 

    二、固定资产处置的会计处理 

  三、持有待售的固定资产 

四、固定资产盘亏的会计处理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如何分类？ 

2．如何确定固定资产的初始价值？ 

3．固定资产后续支出包括哪些？ 

4．固定资产为什么要计提折旧？影响折旧的因素有哪些？具体有哪些方法？ 

5．固定资产披露包括哪些内容？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固定资产(200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5)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3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2008 

第六章 无形资产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重点讲述无形资产的确认和计量。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无形资产的范围；掌握无形资产的

确认条件；能够区分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掌握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和摊销方法；明确无

形资产的处置、报废和无形资产的披露内容。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无形资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一、无形资产的定义与特征 

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无形资产有以下特

征： 

（一）无形资产不具有实物形态 

（二）无形资产具有可辨认性 

  （三）无形资产属于非货币性资产 

二、无形资产的内容 

（一）专利权 

（二）非专利技术 

（三）商标权 

（四）著作权 

（五）特许权 

（六）土地使用权 

三、无形资产的确认条件 

（一）与该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二）该无形资产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企业在判断无形资产产生的经济利益是否很可能流入时，应当对无形资产在预计使用寿命内可

能存在的各种经济因素作出合理估计，并且应当有明确证据支持。 

四、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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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通常是按照实际成本计量，即以取得无形资产并使之达到预定用途而发生的全部支

出，作为无形资产的成本。 

（一）外购无形资产的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以及直接归属于使该项资产达到预定用

途所发生的其他支出。 

  购买无形资产的价款超过正常信用条件延期支付，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无形资产的成本以

购买价款的现值为基础确定。实际支付的价款与购买价款的现值之间的差额，除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第 17号——借款费用》应予资本化的以外，应当在信用期间内计入当期损益。 

（二） 投资者投入无形资产的成本，应当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确定，但合同或协

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除外。 

  （三）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取得的无形资产，包括以投资、存货、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换入的

无形资产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且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的，应当以换出资产的公

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

益。发生补价的，支付补价方：应当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加上支付的补价（即换入资产的公允价

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换入资产成本与换出资产账成价值加支付的补价、

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之和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收到补价方：应当以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换

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补价）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成本；换入资产成本加收到的补价

之和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加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之和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四）债务重组取得的无形资产的成本，应当以公允价值入账 

（五）政府补助取得无形资产的成本，应当以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不能可靠取得的，按照

名义金额计量。 

（六）土地使用权的处理 

企业取得土地使用权，通常应当按照取得时所支付的价款及相关税费确认为无形资产。 

（七）企业合并取得的无形资产的成本，购买方取得的无形资产应以其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计

量 

第二节 内部研究开发支出的确认与计量 

 一、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的划分 

（一）研究阶段 

（二）开发阶段 

（三）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的不同特点 

二、开发阶段有关支出资本化条件 

（一）完成该无形资产以使其能够使用或出售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二）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三）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利益的方式，包括能够证明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存在市场或无

形资产自身存在市场，无形资产将在内部使用的，应当证明其有用性； 

（四）有足够的技术、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支持，以完成该无形资产的开发，并有能力使用或

出售该无形资产； 

  （五）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的支出能够可靠地计量。 

三、内部开发的无形资产的计量 

四、内部研究开发费用的会计处理 

（一）基本原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无形资产》规定，研究阶段的支出，应当于发生时计

入当期损益（管理费用）。对于开发阶段的支出，符合条件的进行资本化，计入无形资产，不符合

资本化条件的计入当期管理费用。 

（二）具体账务处理方法 

第三节 无形资产后续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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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形资产后续计量原则  

无形资产初始确认和计量后,在其后使用该项无形资产期间内应以成本减去累计摊销额和累计

减值损失后的余额计量。 

（一）估计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 

（二）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的确定 

（三）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的复核 

二、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摊销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其应摊销金额应当在使用寿命内系统合理摊销。 

（一）摊销期和摊销方法 

  企业摊销无形资产，应当自无形资产可供使用时起，至不再作为无形资产确认时止。 

  企业选择的无形资产摊销方法，应当反映与该项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无

法可靠确定预期实现方式的，应当采用直线法摊销。 

  无形资产的摊销金额一般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其他会计准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无形资产的应摊销金额为其成本扣除预计残值后的金额。已计提减值准备的无形资产，还应扣

除已计提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累计金额。 

（二）残值的确定 

（三）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摊销的账务处理 

企业至少应当于每年年度终了，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及摊销方法进行复核。

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及摊销方法与以前估计不同的，应当改变摊销期限和摊销方法。 

  三、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一）判断无形资产是否减值 

（二）无形资产的减值准备   

企业应当在每个会计期间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进行复核。如果有证据表明

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是有限的，应当估计其使用寿命，并按本准则规定处理。 

第四节 无形资产的处置 

一、无形资产的出售 

企业出售无形资产，应当将取得的价款与该无形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二、无形资产的出租 

企业将所拥有的无形资产的使用权让渡给他人,并收取租金,属于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其他

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在满足收入准则规定的确认标准的情况下,应确认相关的收入及成本 

三、无形资产的报废 

无形资产预期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应当将该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予以转销。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无形资产？如何确认无形资产？ 

2．如何区分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 

3．无形资产如何摊销、处置和报废？ 

4．无形资产披露包括哪些内容？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6号-无形资产(200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5) 

第七章 投资性房地产 

学习目的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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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着重讲解了投资性房地产的界定、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的成本模式或公允价值模式问题。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投资性房地产待征、范围及不属于投资性房地产的项目。掌握投资性房地产两

种计量模式下的会计处理方法。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投资性房地产的特征与范围  

房地产通常是土地和房屋及其权属的总称。在我国,土地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企业只能取得土

地使用权。因此，房地产中的土地是指土地使用权。房屋是指土地上的房屋等建筑物及构筑物。 

一、投资性房地产的定义及特征  

投资性房地产是指为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或者两者兼有而持有的房地产。投资性房地产应当

能够单独计量和出售。 投资性房地产主要有以下特征： 

（一）投资性房地产是一种经营性活动 

投资性房地产的主要形式是出租建筑物、出租土地使用权，这实质上属于一种让渡资产使用权

行为。投资性房地产的另一种形式是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 

（二）投资性房地产在用途、状态、目的等方面区别于作为生产经营场所的房产和用于销售的

房地产 

（三）投资性房地产有两种计量模式即成本模式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二、投资性房地产的范围  

投资性房地产的范围限定为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已出

租的建筑物。 

（一）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是指企业通过出让或转让方式取得的、以经营租赁方式出租的土地使用

权。对于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土地使用权再转租给其他单位的,不能确认为投资性房地产。 

（二）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  

持有并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是指企业取得的、准备增值后转让的土地使用权。 

（三）已出租的建筑物  

已出租的建筑物是指企业拥有产权的、以经营租赁方式出租的建筑物,包括自行建造或开发活

动完成后用于出租的建筑物。企业在判断和确认已出租的建筑物时,应当把握以下要点: 

三、不属于投资性房地产的项目 

（一）自用房地产  

自用房地产是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或者经营管理而持有的房地产, 

 (二)作为存货的房地产  

作为存货的房地产通常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在正常经营过程中销售的或为销售而正在开发的

商品房和土地。 

第二节 投资性房地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一、投资性房地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一） 外购投资性房地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二） 自行建造的投资性房地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三）非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确认和初始计量 

二、与投资性房地产有关的后续支出  

第二节 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进行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通常采用成本模式，只有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才可以采用公允

价值模式。但同量企业只能采用一种模式，不得同时采用两种计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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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二、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三、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的变更 

第三节 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和处置 

一、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  

（一）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形式和转换日 

（二）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非投资性房地产 

（三）非投资性房地产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二、投资性房地产的处置  

（一）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处置 

（二）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处置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投资性房地产？ 

2．投资性房地产成本计量模式与公允价值讲量模式有哪些方面不同？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200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2006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5) 

第八章 资产减值 

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着重讲解了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量、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和计量、资产组的认定及其减值

处理、商誉减值的处理等问题。通过本章学习，能够判断资产发生减值的迹象，掌握资产可收回金

额的计算方法，掌握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和计量及资产组的认定及减值的会计处理。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资产减值概述 

当企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时，即表明资产发生了减值，企业应当确认资产减值

损失，并把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 

一、资产减值的范围 

《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以下简称资产减值准则）主要规范了企业下列非流动

资产的减值会计问题： 

二、资产减值的迹象与测试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应当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主要可从外部信息来源和内

部信息来源两方面加以判断。 

如果有确凿证据表明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进行减值测试工段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第二节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计量  

一、估计资产可收回金额的基本方法  

根据资产减值准则的规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然后将所估计的资

产可收回金额与其账面价值相比较，以确定资产是否发生了减值，以及是否需要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并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 

资产可收回金额的估计，应当根据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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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二、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估计  

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通常反映的是资产如果被出售或者处置时可以收回的

净现金收入。 

企业在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时，应当按照顺序进行。  

企业按照一定顺序仍然无法可靠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的，应当以该资产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作为其可收回金额。  

三、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的估计  

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应当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

来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 企业在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

现值时，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1)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2)资产的使用寿命；(3)折现率。 

(一)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预计 

(二)折现率的预计  

企业在确定折现率时，应当首先以该资产的市场利率为依据。 

(三)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预计  

(四)外币未来现金流量及其现值的预计  

随着我国企业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国际贸易的大幅度增加，企业使用资产所收到的未来现

金流量有可能为外币，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应当按照以下顺序确定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第三节  资产减值损失的确认与计量  

一、资产减值损失确认与计量的一般原则  

企业在对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计算了资产可收回金额后，如果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

值的，应当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减值损失确认后，减值资产的折旧或者摊销费用应当在未来期间作相应调整，以使该资产

在剩余使用寿命内，系统地分摊调整后的资产账面价值(扣除预计净残值)。 

考虑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商誉等资产发生减值后，一方面价值回升的可能性比较小，通常

属于永久性减值；另一方面从会计信息谨慎性要求考虑，为了避免确认资产重估增值和操纵利润，

资产减值准则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以前期间计提的资产减值

准备，在资产处置、出售、对外投资、以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方式换出、在债务重组中抵偿债务等时，

才可予以转出。 

二、资产减值损失的账务处理  

为了正确核算企业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和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企业应当设置“资产减值损失”

科目，反映各类资产在当期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金额；同时，应当根据不同的资产类别，分别设置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商誉减值准备”、“长期股散投资减值准备”、“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等科目。 

企业根据资产减值准则规定确定资产发生了减值的，应当根据所确认的资产减值金额，借记“资

产减值损失”科目，贷记“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投资性房地产减值准备”、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商誉减值准备”、“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

等科目。在期末，企业应当将“资产减值损失”科目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结转后该科目应

当没有余额。各资产减值准备科目累积每期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直至相关资产被处置等时才予以

转出。 

第四节 资产组的认定及减值处理 

一、资产组的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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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减值准则规定，如果有迹象表明一项资产可能发生减值的，企业应当以单项资产为基础估

计其可收回金额。在企业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情况下，应当以该资产所属的资

产组为基础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 

(一)资产组的概念  

资产组是企业可以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其产生的现金流入应当基本上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

产组。资产组应当由与创造现金流入相关的资产构成。 

(二)认定资产组应当考虑的因素 

 (三)资产组认定后不得随意变更  

资产组一经确定后，在各个会计期间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但是，如果由于企业重组、

变更资产用途等原因，导致资产组构成确需变更的，企业可以进行变更，但企业管理层应当证明该

变更是合理的，并应当在附注中作相应说明。 

二、资产组减值测试  

资产组减值测试的原理和单项资产是一致的，即企业需要预计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和计算资产

组的账面价值，并将两者进行比较，如果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表明资产组发生

了减值损失，应当予以确认。 

(一)资产组账面价值和可收回金额的确定基础  

资产组账面价值的确定基础应当与其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式相一致。 

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应当按照该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其预计未来现金

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二)资产组减值的会计处理  

根据减值测试的结果，资产组(包括资产组组合，在后述有关总部资产或者商誉的减值测试时

涉及)的可收回金额如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应当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减值损失金额应当按照以下

顺序进行分摊： 

三、总部资产的减值测试 

企业总部资产包括企业集团或其事业部的办公楼、电子数据处理设备、研发中心等资产。总部

资产通常难以单独进行减值测试，需要结合其他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 

资产组组合，是指由若干个资产组组成的最小资产组组合，包括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以及

按合理方法分摊的总部资产部分。 

第五节 商誉减值测试与处理  

一、商誉减值测试的基本要求  

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由于商誉难以独立产生现金

流量，应当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 

企业因重组等原因改变了其报告结构，从而影响到已分摊商誉的一个或者若干个资产组或者资

产组组合构成的，应当按照合理的方法，将商誉重新分摊至受影响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 

二、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与会计处理  

企业在对包含商誉的相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时，如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者

资产组组合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按以下步骤处理： 

复习思考题 

1．资产减值的范围是指哪些？ 

2．如何判断资产减值迹象？ 

3．确定资产可收回金额具体包括哪些内容？ 

4．什么是资产组？怎样认定资产组？资产组减值损失如何分摊？ 

5．什么是总部资产？如何进行总部资样的减值测试？ 

拓展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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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200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5) 

第九章  负债 

学习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负债的涵义和基本特征、区别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的性质，掌握各种主

要流动负债的会计处理，并明了流动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上的列示方法。掌握长期借款、债券发行种

类和债券利息调整的摊销和长期应付款的会计处理。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流动负债 

一、短期借款 

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一）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概述 

（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的会计处理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负债 

三、应付票据 

三、应付及预收款项 

（一）应付账款 

（二）预收账款 

四、应交税费 

（一）增值税 

（二）消费税 

（三）营业税 

4．出租或出售无形资产相关营业税的会计处理 

（四）其他应交税费 

五、应付利息 

六、应付股利 

七、其他应付款 

第二节  非流动负债 

长期负债是偿还期在一年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经营周期以上的债务。长期负债属于非流动负

债。 

长期负债主要有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和长期应付款。 

    一、长期借款 

长期借款，是指企业从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借入的期限在一年（不含一年）以上的借款。 

长期借款按有无担保标准，可分为担保借款和信用借款；按借款币种，可分为人民币借款和外

汇借款；按借款的偿还方式，可分为定期偿还借款和分期偿还借 

二、应付债券 

（一）一般公司债券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 

三、长期应付款 

（一）应付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租赁费 

（二）具有融资性质的延期付款购买设备 



4868 

复习思考题 

1．流动负债包括哪些内容？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2．企业债券如何分类？债券的应计利息怎样计算？如何进行应付债券会计处理？ 

2．长期应付款主要包括哪几种情形？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06). 北京:中国财

政经济出版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200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2006 

3．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4．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5)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538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2008.11 

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539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2008.11 

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540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2008.11 

第十章  所有者权益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主要讲授所有者权益的会计处理。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所有者权益的涵义、特征和构成，

掌握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的基本内容及会计处理。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所有者权益核算的基本要求 

一、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区分 

（一）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区分的总体要求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的规定，企业发行金融工具，应当按照该金

融工具的合同条款及其所反映的经济实质而非法律形式，结合金融资产、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定

义，在初始确认时将金融工具或其组成部分分类为金融资产、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 

（二）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区分的基本原则 

（三）以外币计价的配股权、期权或认股权证 

（四）或有结算条款 

（五）结算选择权 

（六）合并财务报表中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区分 

（七）特殊金融工具的区分 

（八）发行金融工具的重分类 

（九）收益和库存股 

二、复合金融工具 

三、所有者权益的分类 

所有者权益根据其核算内容和要求，可分为实收资本（股本）、其他权益工具、资本公积、其

他综合收益、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部分。其中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统称为留存收益。 

第二节 实收资本和其他权益工具 

一、实收资本确认和计量的基本要求 

二、实收资本增减变动的会计处理 

（一）实收资本增加的会计处理 

（二）实收资本减少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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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收资本减少有原因大体上有两种，一是资本过剩；二是企业发生重大亏损而需要减少实

收资本。 

有限责任公司和一般企业发还投资时通常按法定程序报批减少注册资本，股份公司发还股款

时，则要回购发行的股票。 

三、其他权益工具确认与计量及会计处理 

（一）其他权益工具确认的基本原则 

（二）科目设置 

（三）主要账务处理 

第三节 资本公积和其他综合收益 

一、资本公积的确认与计量 

资本公积是企业收到投资者的超出其在企业的注册资本（或股本）中所占份额的投资，以及直

接计入所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等。资本公积包括资本溢价（股本溢价）和直接计入所者权益的利得

和损失等。 

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是企业收到投资者超出其在企业注册资本（或股本）中所占份额的投

资。形成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的原因有溢价发行股票、投资者超额缴入资本等。 

（一）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的会计处理 

（二）其他资本公积的会计处理 

（三）资本公积转增资本的会计处理 

二、其他综合收益的确认与计量及会计处理 

（一）以后会计期间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二）以后会计期间有满足规定条件时将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第四节 留存收益 

一、盈余公积 

（一）盈余公积的有关规定 

企业提取盈余公积主要可以用于以下几个方面：弥补亏损；转增资本；扩大企业生产经营。 

（二）盈余公积的确认与计量 

二、未分配利润 

（一）分配股利或利润的会计处理 

（二）期末结转的会计处理 

（三）弥补亏损的会计处理 

复习思考题 

1．简述所有者权益和负债的联系和区别。 

2．什么是投入资本？其基本内容与投资方式有哪些？ 

3．什么是资本公积？包括哪些内容？ 

4．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有何不同？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2号，2005年 10月 27日修订通过，

自 2006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2006).北京:经济科学

出版社.2006 

3．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5) 

4．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15).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5．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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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收入、费用和利润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重点讲述利润表要素—收入、费用和利润。通过本章学习，掌握收入的内容及销售商品收

入确认、计量方法以及存在现金折扣、商业折扣、折让和销售退回情况下收入计量方法；了解提供

劳务收入和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方法； 

学时分配：6学时 

第一节  收入 

一、收入的定义及分类 

（一）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

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二）收入的分类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中所涉及的收入，包括销售商品收入、提供劳务收入和让渡资产

使用权收入、建造合同收入。 

  企业代第三方收取的款项，应当作为负债处理，不应当确认为收入。 

二、销售商品收入 

（一）销售商品收入的确认与计量 

（二）销售商品收入的会计处理 

三、提供劳务收入 

（一）提供劳务交易结果能够可靠估计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应当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

务收入。 

（二）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可靠估计 

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应当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三）同时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交易 

企业与其他企业签订的合同或协议包括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时，销售商品部分和提供劳务部分

能够区分且能够单独计量的，应当将销售商品的部分作为销售商品处理，将提供劳务的部分作为提

供劳务处理。 

  销售商品部分和提供劳务部分不能够区分，或虽能区分但不能够单独计量的，应当将销售商品

部分和提供劳务部分全部作为销售商品处理。 

（四）建设经营移交方式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业务 

（五）授予客户奖励积分 

（六）其他特殊劳务收入 

四、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一）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的确认 

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包括利息收入、使用费收入等。 

  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才能予以确认： 

（二）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的计量 

企业应当分别下列情况确定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金额： 

五、建造合同收入 

（一）建造合同概述 

（二）合同的分立与合并 

（三）合同收入与合同成本 

（四）合同收入与合同费用的确认 

合同收入与合同费用确认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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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房地产建造协议收入的确认 

第二节 费用 

一、费用的确认 

费用是指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

经济利益的总流出。   

    广义上的费用泛指企业各种日常活动发生的各种耗费，狭义上的费用仅指与本期营业收入配比

的那部分耗费。 

在确认费用时，首先应当划分生产费用与非生产费用。 

在确认费用时，对于确认为期间费用的费用，必须进一步划分为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

用。对于确认为生产费用的费用，必须根据费用发生的实际情况分别不同费用性质将其确认为不同

产品所负担的费用。 

二、期间费用 

期间费用是指本期发生的，不能直接或间接归属于某种产品成本的、直接计入损益的各项费用，

包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 

（一）管理费用 

（二）销售费用 

（三）财务费用 

第三节 利   润 

    一、利润的构成 
    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利润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计入当期利
润的利得和损失等 
利润相关计算公式如下： 

（一） 营业利润 

营业利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资产减

值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或损失）+投资收益（或损失） 

（二） 利润总额 

利润总额=营业利润+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 

（三） 净利润 

净利润=利润总额－所得税费用 

（四）综合收益总额 

二、营业外收支的会计处理 

营业外收支是指企业发生的与日常活动无直接关系的各项收支。 

（一）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收入是指企业发生的与日常活动无直接关系的各项利得。营业外收入主要包括：非流动

资产处置利得、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债务重组利得、政府补助、盘盈利得、捐赠利得等 

    （二）营业外支出 
    营业外支出是指企业发生的与日常活动无直接关系的各项损失。营业外支出主要包括：非流动
资产处置损失、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失、债务重组损失、公益性捐赠支出、非常损失、盘亏损失等 
    三、本年利润的会计处理 
企业应设置“本年利润”科目，核算企业当期实现的净利润（或发生的亏损）。 

四、综合收益总额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收入？收入包括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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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销售商品收入怎样确认、计量？存在现金折扣、商业折扣、折让和销售退回等情况下的收

入如何计量？ 

3．提供劳务收入和建造合同收入在确认与计量方面有什么区别？ 

4．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方法如何？ 

5．年度终了“本年利润”和“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两个账户的作用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200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200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2006 

3．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4．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5) 

第十二章 财务报告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着重讲解了财务报表的组成、财务报表列报的基本要求、资产负债表、利润表、所有者权

益变动表的列示和附注的披露内容、结构及其编制方法等问题。通过本章学习，了解财务报告的组

成部分，掌握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了解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附注的基本

内容。 

学时分配：6学时 

第一节 财务报告概述 

财务报告，是指企业对外提供的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和某一会计期间的经营成

果、现金流量等会计信息的文件。财务报告包括财务报表和其他应当在财务报告中披露的相关信息

和资料。 

一、财务报表的定义和构成 

财务报表是会计要素确认、计量的结果和综合性描述。 

一套完整的财务报表至少应当包括“四表一注”，即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

者权益（或股东权益，下同）变动表以及附注。 

列报，是指交易和事项在报表中的列示和在附注中的披露。在财务报表的列报中，“列示”通

常反映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等报表中的信息，“披露”通常反映

附注中的信息。《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以下简称财务报表列报准则）规范了

财务报表的列报。 

财务报表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 

二、财务报表列报的基本要求  

（一）依据各项会计准则确认和计量的结果编制财务报表  

企业应当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遵循各项具体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确认和计量，并在此

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 

（二）列报基础  

持续经营是会计的基本前提，是会计确认、计量及编制财务报表的基础。财务报表列报准则的

规定是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的。 

在非持续经营情况下，企业应当在附注中声明财务报表未以持续经营为基础列报，披露未以持

续经营为基础的原因以及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三）权责发生制 

（四）列报的一致性  

可比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的一项重要质量要求，目的是使同一企业不同期间和同一期间不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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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务报表相互可比。为此，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应当在各个会计期间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

这一要求不仅只针对财务报表中的项目名称，还包括财务报表项目的分类、排列顺序等方面。 

（五）依据重要性原则单独或汇总列报项目 

关于项目在财务报表中是单独列报还是合并列报，应当依据重要性原则来判断。总的原则是，

如果某项目单个看不具有重要性，则可将其与其他项目合并列报；如具有重要性，则应当单独列报。

具体而言，应当遵循以下几点： 

（六）财务报表项目金额间的相互抵销 

财务报表项目应当以总额列报，资产和负债、收入和费用不能相互抵销，即不得以净额列报，

但企业会计准则另有规定的除外。 

（七）比较信息的列报  

企业在列报当期财务报表时，至少应当提供所有列报项目上一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以及

与理解当期财务报表相关的说明，目的是向报表使用者提供对比数据，提高信息在会计期间的可比

性，以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发展趋势，提高报表使用者的封断与决策能力。   

（八）财务报表表首的列报要求 

（九）报告期间 

企业至少应当编制年度财务报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规定，会计年度自公历 1

月 1日起至 12月 31日止。企业应当披露年度财务报表的实际涵盖期间及其短于一年的原因，并应

当说明由此引起财务报表项目与比较数据不具可比性这一事实。 

第二节 资产负债表 

一、资产负债表内容及结构 

（一）资产负债表的内容  

资产负债表是反映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的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主要提供有关企业

财务状况方面的信息，即某一特定日期关于企业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及其相互关系。 

资产负债表的作用包括： 

第一，可以提供某一日期资产的总额及其结构，表明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资源及其分布情况，使

用者可以一目了然地从资产负债表上了解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所拥有的资产总量及其结构。 

第二，可以提供某一日期的负债总额及其结构，表明企业未来需要用多少资产或劳务清偿债务

以及清偿时间。 

第三，可以反映所有者所拥有的权益，据以判断资本保值、增值的情况以及对负债的保障程度。 

（二）资产负债表的结构 

资产负债表遵循了“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一会计恒等式。 

二、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允许抵消和不得抵消的要求 

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应当在资产负债表内分别列示，不得相互抵销。但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应当以相互抵销后的净额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 

三、资产和负债按流动性列报 

四、资产负债表的填列方法 

五、资产负债表编制示例 

第三节 利润表 

一、利润表的内容和结构 

（一）利润表的内容 

利润表是反映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的会计报表。 

通过利润表，可以反映企业一定会计期间收入的实现情况；可以反映一定会计期间的费用耗费

情况；可以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成果，即净利润的实现情况，据以判断资本保值、增值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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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润表的结构 

二、利润表的填列方法 

1．利润表“本期金额”栏填列方法 

2．利润表“上期金额”栏填列方法 

三、利润表的编制示例 

第四节  现金流量表 

一、现金流量表的内容及结构 

现金流量表，是反映企业一定会计期间现金和现金等价物流入和流出的报表。 

（一）现金流量表的内容 

（二）现金流量表的结构 

二、现金流量表的填列方法 

（一）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二）投资活动现金流量 

（三）筹资活动现金流量 

（四）汇率变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五）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 

三、现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及程序 

（一）直接法和间接法  

直接法，是指按现金收入和现金支出的主要类别直接反映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间接法，是指以净利润为起算点，调整不涉及现金的收入、费用、营业外收支等有关项目，剔

除投资活动、筹资活动对现金流量的影响，据此计算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二）工作底稿法、T型账户法和分析填列法  

在具体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可以采用工作底稿法或 T型账户法，也可以根据有关科目记录分析

填列。 

1．工作底稿法  

2．T型账户法  

四、现金流量表的编制示例 

第五节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一、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内容及结构 

（一）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内容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是反映构成所有者权益的各组成部分当期的增减变动情况的报表。所有者权

益变动表应当全面反映一定时期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动的重要结构性信息，特别是要反映直接计入所

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让报表使用者准确理解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动的根源。 

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中，综合收益和所有者权益的资本交易导致的所有者权益变动，应当分别

列示。 

（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结构 

为了清楚表明构成所有者权益的各组成部分当期增减变动情况，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应当以  

以矩阵的形式列示，同时列示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比较信息。 

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填列方法 

（一）上年金额栏的填列方法 

（二）本年金额栏的填列方法 

三、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编制示例 

第六节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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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附注的主要内容 

附注应当按照如下顺序披露有关内容： 

（一）企业的基本情况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三）遵循企业会计准则的声明  

企业应当声明编制的财务报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信息。以此明确企业编制财务报表所依据的制度基础。如果企业编制的

财务报表只是部分地遵循了企业会计准则，附注中不得做出这种表述。 

（四）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根据财务报表列报准则的规定，企业应当披露采用的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不重要的会计

政策和会计估计可以不披露。 

二、分部报告 

（一）经营分部的认定 

（二）经营分部的的确定 

（三）分部信息的披露 

三、关联方披露 

（一）关联方关系的认定 

（二）不构成关联方关系的情况 

（三）关联方交易的类型 

（四）关联方披露 

四、金融工具的披露 

（一）金融工具一般信息披露 

（二）资产负债表相关信息的披露 

（三）利润表相关信息的披露 

（四）公允价值相关信息的披露 

（五）金融工具风险信息披露 

（六）金融资产转移的披露 

第七节 中期财务报告 

一、中期财务报告的定义及其构成 

（一）中期财务报告的定义 

（二）中期财务报告的构成 

二、中期财务报告的编制要求 

（一）中期财务报告的编制应遵循的原则 

（二）中期财务报表和母公司财务报表编报要求 

（三）比较财务报表编制要求 

（四）中期财务报告的确认与计量 

（五）中期会计政策变更的处理 

三、中期财务报告附注的编制要求 

（一）基本要求 

（二）至少应当包括的内容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财务报告？财务报告包括哪些内容？ 

2．财务报表列报有哪些基本要求？ 

3．资产负债表列报总体要求有哪些？一般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列报方法包括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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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多步骤利润表如何编制？ 

5．现金流量分为哪几类？比较现金流量编制方法：工作底稿法或 T型账户法。 

6．一般企业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列报方法如何？ 

7．附注应当披露有关内容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财会【2014】7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31 号-现金流量表(200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2006 

3.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32 号-中期财务报告(200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2006 

4.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35 号-分部报告(200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2006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200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2006 

6.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我具列报(财会【2014】23号) 

7.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15) 

8.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5) 

三、课程进度及课时安排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课后阅读练习学时） 

1 第一章总论 3 3×2 

2 第二章金融资产 3 3×2 

3 第三章存货 3 3×2 

4 第三章存货 3 3×2 

5 第四章长期股权投资 3 3×2 

6 第四章长期股权投资 3 3×2 

7 第五章固定资产 3 3×2 

8 第六章无形资产 3 3×2 

9 第七章投资性房地产 3 3×2 

10 第八章资产减值 3 3×2 

11 第九章负债 3 3×2 

12 第十章所有者权益 3 3×2 

13 第十一章收入、费用和利润 3 3×2 

14 第十二章财务报告 3 3×2 

15 第十二章财务报告 3 3×2 

16 期末考试 3  

合计 48 90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财务报告。 

难点：金融资产、资产减值、所有者权益、财务报告。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为主，实操训练为辅。 

教学手段：多媒体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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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

容包括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60％。 

4、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5、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1.及时性。财务会计教材编写均应遵循财政部公布《企业会计准则》为依据，应体现准则变化

情况并做及时修订。教学应将最新信息传达给学生，所以，教材内容能否能及时反映准则变化，是

选择教材的关键。 

2.权威性。考虑学生参加注会考试和毕业择业需要的实际情况，本课程选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出版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写的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会计》，作为中级财务会

计教材。参考书推荐应考虑教材是否是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或教育

部推荐教材，或是会计学精选教材翻译从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会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出版社（最新版） 

2. 戴德明等编著《财务会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 3月第六版 

3. 弗里德·菲利普斯等编著《财务会计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月 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详见各章  

执笔：张美玲  审稿：陈佳俊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6日 

 

中级财务会计（二） 
Intermediate Financial Accounting II 

课程号：40604003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达到以下目的和要求： 

1.在全面系统学习的基础上，掌握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本课程内容涉及财务会计

的基本理论，以及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各项规定，知识范围十分广泛。教师和学生首先应全面系统地

分章讲解和学习，掌握基本概念、基本规定，深入理解基本理论、学会相应的会计处理方法；其次，

要循序渐进，认识各章之间的内在联系，全面理解财务会计的理论和方法；再次，在全面系统学习

的基础上掌握重点，有目的深入学习重点章节，切不可单纯为考试需要而孤立地去讲课或学习。 

2.把学习财务会计理论与各种会计处理方法结合起来。本课程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课程，既有

理论又有实务，首先要掌握财务会计的基本理论；其次，要学习各类业务的会计方法及主要规定；

再掌握重要的会计处理方法。 

3.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我国会计准则的实践进行学习。本课程阐明的内容来源于会计工作

实践，与我国会计准则和会计工作密切相关。学生一方面要把课程内容同我国会计工作的实践结合

起来，特别是对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中最新的变动内容应格外注意；另一方面应结合公司法、税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深刻领会大纲内容，将知识转化为能力，提高自己在复杂经济业务中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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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二、课程教学目标 

三、课程教学内容 

第十三章  职工薪酬 

第十四章  或有事项 

第十五章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第十六章  债务重组 

第十七章  政府补助 

第十八章  借款费用 

第十九章  股份支付 

第二十章  所得税 

第二十一章 外币折算 

第二十二章  租赁 

第二十三章  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与差错更正 

第二十四章  资产负债表的日后事项 

第二十五章  每股收益 

第二十六章  公允价值计量 

四、教学总进程及课时安排 

五、说明 

六、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第十三章  职工薪酬 

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全面阐述职工薪酬的会计处理。在学习和理解要本章内容时，应当关注以不同类型的职工

薪酬的确认、计量原则、以及相关的会计处理方法。除了学习本章内容外，还应当认真阅读《企业

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财会【2014】8号）及相关指南。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职工和职工薪酬的范围及分类 

一、职工的概念 

二、职工薪酬的概念及分类 

（一）短期薪酬 

（二）离职后福利 

（三）辞退福利 

（四）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第二节 短期薪酬的确认与计量 

一、货币性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二、带薪缺勤 

（一）累计带薪缺勤 

（二）非累计带薪缺勤 

三、短期利润分享计划 

四、非货币性福利 

（一）以自产产品或外购商品发放给职工作为福利 

（二）将拥有的房屋等资产无偿提供给职工使用或租赁住房等资产供职工无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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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向职工提供企业支付了补贴的商品或服务 

第三节 离职后福利的确认与计量 

一、设定提存计划  

二、设定受益计划 

第四节 辞退福利的确认与计量 

辞退福利，是指企业在职工劳动合同到期之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或者为鼓励职工自愿接

受裁减而给予职工的补偿。 

在确定企业提供的经济补偿是否为辞退福利和确认辞退福利时，应当注意几个问题。 

第五节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的确认与计量 

其他长期职工福利，指除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和辞退福利以外的其他所有职工福利。 

在报告期末，企业应将其他长期职工福利产生的职工薪酬成本确认为下列组成部分：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职工和职工薪酬？职工薪酬包括哪几类？ 

2.  短期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在确认和计量上有什么区别？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财会【2014】8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15). 

3．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5). 

第十四章  或有事项 

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着重讲解了或有事项的概念、特征、预计负债的确认和计量等问题。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或

有事项的概念及特征，掌握或有事项的确认和计量，特别是或有负债的计量方法。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或有事项概述 

一、或有事项的概念及其特征 

或有事项是指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其结果须由某些未来事项的发生或不发生才能决定

的不确定事项。或有事项具有以下特征： 

（一）或有事项是由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  

（二）或有事项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三）或有事项的结果须由未来事项决定  

二、或有事项形成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  

或有事项的结果可能会产生预计负债、或有负债或者或有资产等，其中，预计负债属于负债的

范畴，一般符合负债的确认条件而应予确认。随着某些未来事项的发生或者不发生，或有负债可能

转化为企业的预计负债，或者消失；或有资产也有可能形成企业的资产或者消失。 

（一）或有负债  

或有负债，是指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潜在义务，其存在须通过未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或

不发生予以证实；或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现时义务，履行该义务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

出企业或该义务的金额不能可靠计量。  

 (二) 或有资产  

或有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潜在资产，其存在须通过未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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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发生予以证实。 

(三) 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转化为负债(预计负债)和资产  

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不符合负债或资产的定义和确认条件，企业不应当确认或有负债和或有资

产，而应当按照或有事项准则的规定进行相应的披露。 

第二节 或有事项的确认和计量 

或有事项的确认和计量通常是指预计负债的确认和计量。或有事项形成的或有资产只有在企业

基本确定能够收到的情况下，才转变为真正的资产，从而应当予以确认。 

一、或有事项的确认 

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确认为预计负债：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

义务；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一)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 

(二)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三)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二、预计负债的计量 

预计负债的计量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最佳估计数的确定；二是预期可获得补偿的处理。 

(一)最佳估计数的确定  

预计负债应当按照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进行初始计量。最佳估计数的确定

应当分别以下两种情况处理： 

 (二)预期可获得的补偿的处理  

(三)预计负债计量需要考虑的因素 

企业在确定最佳估计数时，应当综合考虑与或有事项有关的风险、不确定性和货币时间价值等

因素。 

三、对预计负债账面价值的复核 

第三节 或有事项会计具体应用 

一、未决诉讼或未决仲裁 

二、债务担保 

三、产品质量保证 

四、亏损合同 

五、重组义务 

（一）重组义务的确认 

（二）重组义务的计量 

第四节 或有事项的列报 

一、预计负债的列报 

二、或有负债的披露 

三、或有资产的披露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或有事项？有什么特征？或有负债和或有资产是如何形成的？ 

2．预计负债确认条件包括哪些？如何计量预计负债？ 

3．预计负债披露包括哪些内容？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200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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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 

第十五章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重点讲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确认和计量方法。通过本章学习，了解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基

本涵义、特点，掌握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与计量原则，特别要把握以公允价值计量和以换出资

产账面价值计量的会计处理区别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概述 

一、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认定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指交易双方主要以存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等非货币

性资产进行的交换。该交换不涉及或只涉及少量的货币性资产（即补价）。 

  货币性资产，是指企业持有的货币资金和将以固定或可确定的金额收取的资产，包括现金、银

行存款、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以及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等。 

  非货币性资产，是指货币性资产以外的资产。 

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特点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对象主要是非货币性资产；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有时也涉及少量的货币性资产。 

三、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认定 

认定涉及少量货币性资产的交换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通常以补价占整个资产交换金额的比例

低于 25%作为参考。 

四、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涉及的交换和事项 

（一）与所有者或所有者以外方面的非货币性资产非互惠转让 

（二）在企业合并、债务重组中和发行股票取得的非货币性资产 

第二节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确认与计量 

一、确认和计量原则 

（一）公允价值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应当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

成本，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二）账面价值 

未同时满足两个确认条件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

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不确认损益。 

二、商业实质的判断 

（一）判断条件 

（二）交换涉及的资产类别与商业实质的关系 

（三）关联方之间交换资产与商业实质的关系 

  在确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时，企业应当关注交易各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方关

系。关联方关系的存在可能导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 

第三节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处理 

一、以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处理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且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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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成本，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

公允价值比换出资产公允价值更加可靠。 

（一） 不涉及补价的情况 

（二） 涉及补价的情况 

二、以换出资产账面价值计量的会计处理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商业实质，或者虽然具有商业实质但换

入资产和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均不能可可靠计量的、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为基础确定换入资

产成本，无论是否支付补价，均不确认损益。 

三、涉及多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处理 

（一）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情况 

（二） 以账面价值计量的情况 

复习思考题 

1．怎样理解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有什么特征？ 

2．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如何确认与计量？ 

3．以公允价值计量和以换出资产账面价值计量的会计处理有何区别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2006).北京:经济科学出

版社.2006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 

第十六章  债务重组 

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重点讲授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通过本章学习，把握债务重组的定义，了解重组方式，掌

握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方法。 

学时分配：3个学时 

第一节 债务重组定义和重组方式 

    一、债务重组的定义 
    债务重组，是指在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者法院
的裁定作出让步的事项。 
    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是指因债务人出现资金周转困难、经营陷入困境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其
无法或者没有能力按原定条件偿还债务。 
    债权人作出让步，是指债权人同意发生财务困难的债务人现在或者将来以低于重组债务账面价
值的金额或者价值偿还债务。债权人作出让步的情形主要包括：债权人减免债务人部分债务本金或

者利息，降低债务人应付债务的利率等。 
    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是债务重组的前提条件，而债权人作出让步是债务重组的必要条件。 
二、债务重组的方式 

（一）资产清偿债务； 

（二）将债务转为资本； 

（三）修改其他债务条件，如减少债务本金、减少债务利息等，不包括上述（一）和（二）两

种方式； 

（四）以上三种方式的组合等。 

第二节 债务重组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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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资产清偿债务 

（一）以现金清偿债务 

以现金清偿债务的，债务人应当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实际支付现金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债务

重组利得，作为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 

债权人应当将重组债仅的账面余额与收到的现金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债务重组损失，作为营业处

支出，计入当期损益，其中，相关重组债权应当在满足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条件时予以终止确认。重

组债权已提减值准备的，应当先将上述差额冲减已计提的减值准备，冲减后仍有损失的，计入营业

处支出（债务重组损失）；冲减后减值准备仍有余额的，应予转回并抵减当期资产减值损失。 

（二）以非现金资产清偿某项债务 

    二、债务转为资本 
    三、修改其他债务条件 
    四、以上三种方式的组合方式 

第三节 债务重组披露 

  一、债务人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债务重组有关的下列信息： 
  （一）债务重组方式。 
  （二）确认的债务重组利得总额。 
  （三）将债务转为资本所导致的股本（或者实收资本）增加额。 
  （四）或有应付金额。 
  （五）债务重组中转让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由债务转成的股份的公允价值和修改其他债

务条件后债务的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及依据。 
  二、债权人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债务重组有关的下列信息： 
  （一）债务重组方式。 
  （二）确认的债务重组损失总额。 
  （三）债权转为股份所导致的投资增加额及该投资占债务人股份总额的比例。 
  （四）或有应收金额。 
  （五）债务重组中受让的非现金资产的公允价值、由债权转成的股份的公允价值和修改其他债

务条件后债权的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及依据。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债务重组？它包括哪几种方式？ 

2.以资产清偿债务时，债务人和债权人分别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3.债务转为资本时，债务人和债权人分别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4.修改其他债务条件时，债务人和债权人分别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5.以上三种方式的组合方式时，债务人和债权人分别如何进行账务处理?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200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2006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 

第十七章 政府补助 

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着重讲解了政府补助的界定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以及与收益的相关的政府补助的会

计处理问题。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政府补助的主要形式及分类，掌握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 

学时分配：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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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政府补助概述 

一、政府补助概念及特征 

政府补助是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但不包括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

投入的资本。 

二、政府补助的形式 

政府补助的形式主要有财政拨款、财政贴息、税收返还和无偿划拨非货币性资产等。 

第二节 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 

政府补助有两种会计处理方法：收益法与资本法。所谓收益法是将政府补助计入当期收益或递

延收益；所谓资本法是将政府补助计入所有者权益。收益法又有两种具体方法：总额法与净额法。 

一、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企业按照固定的定额标准取得的政府补助，应当按照应收金额计量，确认为营业外收入，否则

应当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计量。 

企业对于综合性项目的政府补助，需要将其分解为与资产相关的部分和与收益相关的部分，分

别进行会计处理；难以区分的，将政府补助整体归类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视情况不同计入当

期损益，或者在项目期内分期确认为当期收益。 

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在实际工作中较为少见，如用于购买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的财政拨款、

固定资产专门借款的财政贴息等。  

复习思考题： 

1． 什么是政府补助？政府补助有什么特征？ 

2． 我国政府补助包括哪几种形式？政府补助如何分类？ 

3．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资产有关的政府补助会计处理有何区别？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200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2006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 

第十八章  借款费用 

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着重讲解了借款费用的确认和计量，尤其是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条件以及借款费用资本化金

额的计量等问题。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借款费用及借款的范围，把握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把握借

款费用的确认时点、借款费用暂停资本化的时间和借款费用停止资本化的时点；掌握借款利息资本

化金额的确定。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借款费用概述 

一、借款费用的范围 

借款费用是企业因借入资金所付出的代价，它包括借款利息、折价或者溢价的摊销、辅助费用

以及因外币借款而发生的汇兑差额等。 

（一）因借款而发生的利息，包括企业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等借入资金发生的利息、发行

公司债券发生的利息，以及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发生的带息债务所承担的利息

等。 

（二）因借款而发生的折价或者溢价摊销，主要是指发行债券等所发生的折价或者溢价，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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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中的折价或者溢价，其实质是对债券票面利息的调整（即将债券票面利率调整为实际利率），

属于借款费用的范畴。 

（三）因外币借款而发生的汇总差额 

（四）因借款而发生的辅助费用，是指企业在借款过程中发生的诸如手续费、佣金等费用，由

于这些费用是因安排借款而发生的，也属于借入资金所付出的代价，是借款费用的构成部分。 

二、借款的范围 

借款包括专门借款和一般借款。 

    三、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第二节 借款费用的确认 

借款费用确认的基本原则是：企业发生的借款费用，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购建

或者生产的，应当予以资本化，计入相关资产成本；其他借款费用，应当在发生时根据其发生额确

认为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一、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的时点 

借款费用允许开始资本化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即资产支出已经发生、借款费用已经发生、

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开始。这三个条件中，只

要有一个条件不满足，相关借款费用就不能资本化。 

（一）资产支出已经发生 

资产支出包括支付现金、转移非现金资产和承担带息债务形式所发生的支出。 

（二）借款费用已经发生 

（三）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已经开始二、借款

费用暂停资本化的时间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或者生产过程中发生非正常中断且中断时间连续超过 3个月的，

应当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 

三、借款费用停止资本化的时点 

第三节 借款费用的计量 

一、借款利息资本化金额的确定 

（一）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借入专门借款的，应当以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

生的利息费用，减去将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

收益后的金额，确定专门借款应予资本化的利息金额。 

（二）为购建或者生产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而占用了一般借款的，企业应当根据累计资产支

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乘以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计算确定一般借款应

予资本化的利息金额。资本化率应当根据一般借款加权平均利率计算确定。 

（三）每一会计期间的利息资本化金额，不应当超过当期相关借款实际发生的利息金额。 

企业在确定每期利息(包括折价或溢价的摊销)资本化金额时，应当首先判断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资产在购建或者生产过程所占用的资金来源。 

二、外币专门借款汇兑差额资本化金额的确定  

在借款费用资本化期间内，为购建固定资产而专门借入的外币借款所产生的汇兑差额，是购建

固定资产的一项代价，应当予以资本化，计入固定资产成本。 

出于简化核算的考虑，借款费用准则规定，在资本化期间内，外币专门借款本金及其利息的汇

兑差额，应当予以资本化，计入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成本。而除外币专门借款之外的其他外币

借款本金及其利息所产生的汇兑差额应当作为财务费用，计入当期损益。 

复习思考题： 

1． 什么是借款费用？借款费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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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么是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 

3． 借款费用开始资本化的时点如何界定？借款费用暂停资本化的时间？借款费用停止资本
化的时点如何判断？ 

4． 借款费用资本化金额如何确定？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200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2006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 

第十九章  股份支付 

学习目的和要求 

本章着重讲解了企业对职工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和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的确认、计量等问

题。通过本章学习，了解股份支付的主要环节和股份支付工具的主要类型，掌握股份支付的确认和

计量。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股份支付概述 

股份支付，是“以股份为基础的支付”的简称，是指企业为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而授予

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交易。 

股份支付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股份支付是企业与职工或其他方之间发生的交易。 

二是股份支付是以获取职工或其他方服务为目的的交易。 

三是股份支付交易的对价或其定价与企业自身权益工具未来的价值密切相关。 

一、股份支付的四个主要环节 

以薪酬性股票期权为例，典型的股份支付通常涉及四个主要环节：授予、可行权、行权和出售。 

二、股份支付工具的主要类型 

（一）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二）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第二节 股份支付的确认和计量 

一、股份支付的确认和计量原则 

(一)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确认与计量原则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是指企业为获取服务而以股份或其他权益工具作为对价进行结算的交

易。 

 (二)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的确认和计量原则  

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是指企业为获取服务而承担的以股份或其他权益工具为基础计算的交

付现金或其他资产的义务的交易。 

二、可行权条件的种类、处理和修改 

（一）市场条件和非市场条件及其处理 

（二）可行权条件的修改 

三、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的确定 

（一）股份 

对于授予职工的股份，其公允价值应按企业股份的市场价格计量，同时考虑授予股份所依据的

条款和条件（不包括市场条件之外的可行权条件）进行调整。如果企业股份未公开交易，则应按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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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的市场价格计量，并考虑授予股份所依据的条款和条件进行调整。 

（二）股票期权 

对于授予职工的股票期权，因其通常受到一些不同于交易期权的条款和条件的限制，因而在许

多情况下难以获得其市场价格。如果不存在条款和条件相似的交易期权，就应通过期权定价模型估

计所授予的期权的公允价值。 

四、股份支付的处理  

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必须以完整、有效的股份支付协议为基础。 

（一）授予日  

除了立即可行权的股份支付外，无论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还是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企业在授

予日均不做会计处理。 

（二）等待期内每个资产负债表日  

（三）可行权日之后 

（四）回购股份进行职工期权激励  

企业以回购股份形式奖励本企业职工的，属于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应当进行以下处理： 

企业应于职工行权购买本企业股份收到价款时，转销交付职工的库存股成本和等待期内资本公

积（其他资本公积）累计金额，同时，按照其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四、股份支付会计处理的应用举例 

（一）附服务年限条件的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二）附非市场业绩条件的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三）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五、集团股份支付的处理 

第三节 股份支付的应用举例 

一、附服务年限条件的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二、附非市场业绩条件的权益结算股份支付 

复习思考题： 

1． 什么是股份支付？政府补助包括几个环节？ 

2． 股份支付工具的主要类型有哪些？ 

3． 权益结算股份支付和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的确认与计量原则有什么不同？ 

4． 权益工具公允价值如何确定？ 

5． 股份支付会计处理分为几种情况？每种情况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200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2006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 

第二十章 所得税 

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着重讲解了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原理，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及暂时性差异的计算，递延

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以及所得税费用的确认和计量等问题。通过本阐学习，掌握所得税会

计核算的一般程序。 

学时分配：6学时 

第一节 所得税会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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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理论 

从资产负债表角度考虑，资产的账面价值代表的是企业在持续持有及最终处置某项资产的一定

期间内，该项资产能够为企业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而其计税基础代表的是在这一期间内，就该项

资产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税前扣除的金额。一项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的，表明该项资产于

未来期间产生的经济利益流入低于按照税法规定允许税前扣除的金额，产生可抵减未来期间应纳税

所得额的因素，减少未来期间以应交所得税的方式流出企业的经济利益，应确认为资产。反之，一

项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的，两者之间的差额将会于未来期间产生应税金额，增加未来期

间的应纳税所得额及应交所得税，对企业形成经济利益流出的义务，应确认为负债。 

二、所得税会计核算的一般程序  

企业进行所得税核算一般应遵循以下程序： 

（一）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规定确定资产负债表中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以外的其

他资产和负债项目的账面价值。 

（二）按照准则中对于资产和负债计税基础的确定方法，以适用的税收法规为基础，确定资产

负债表中有关资产、负债项目的计税基础。 

（三）比较资产、负债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对于两者之间存在差异的，分析其性质，除

准则中规定的特殊情况外，分别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与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并乘以适用的所得税税率，

确定资产负债表日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应有金额，并与期初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

所得税资产的余额相比，确定当期应予进一步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金额或应予

转销的金额，作为构成利润表中所得税费用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递延所得税。 

（四）按照适用的税法规定计算确定当期应纳税所得额，将应纳税所得额与适用的所得税税率

计算的结果确认为当期应交所得税，作为利润表中应予确认的所得税费用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

当期所得税。 

（五）确定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包括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两个

组成部分，企业在计算确定了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后，两者之和(或之差)，是利润表中的所得

税费用。 

第二节 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及暂时性差异 

所得税会计的关键在于确定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在确定资产、负债的计税基础时，应严格

遵循税收法规中对于资产的税务处理以及可税前扣除的费用等的规定进行。 

一、资产的计税基础  

资产的计税基础，是指企业收回资产账面价值过程中，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以

自应税经济利益中抵扣的金额，即某一项资产在未来期间计税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税前扣除的金

额。 

现对资产负债表中部分资产项目计税基础的确定介绍如下： 

（一）固定资产  

以各种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初始确认时按照会计准则规定确定的入账价值基本上是被税法认

可的，即取得时其账面价值一般等于计税基础。 

由于会计与税收处理规定的不同，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差异主要产生于折旧方

法、折旧年限的不同以及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提取。 

（二）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异主要产生于内部研究开发形成的无形资产以及使

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三）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四）其他资产 

二、负债的计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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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的计税基础，是指负债的账面价值减去未来期间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税法规定可予抵

扣的金额。用公式表示即：  

负债的计税基础＝账面价值-未来期间按照税法规定可予税前扣除的金额 

(一)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售后服务等原因确认的预计负债  

(二)预收账款  

(三)应付职工薪酬  

(四)其他负债  

三、特殊交易或事项中产生资产、负债计税基础的确定  

四、暂时性差异  

根据暂时性差异对未来期间应纳税所得额的影响，分为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

异。 

（一）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是指在确定未来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将导致产生

应税金额的暂时性差异，该差异在未来期间转回时，会增加转回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即在未来期

间不考虑该事项影响的应纳税所得额的基础上，由于该暂时性差异的转回，会进一步增加转回期间

的应纳税所得额和应交所得税金额。在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产生当期，应当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负

债。 

应纳税暂时性差异通常产生于以下情况： 

（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是指在确定未来收回资产或清偿负债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将导致产生

可抵扣金额的暂时性差异。该差异在未来期间转回时会减少转回期间的应纳税所得额，减少未来期

间的应交所得税。在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产生当期，符合确认条件的情况下，应当确认相关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 

（三）特殊项目产生的暂时性差异 

第三节 递延所得税负债及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一、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和计量 

(一)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  

企业在确认因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计量 

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和计量 

(一)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 

 (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计量 

三、特定交易或事项中涉及递延所得税的确认  

（一）与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交易或事项相关的所得税 

（二）与企业合并相关的递延所得税 

（三）与股份支付相关的当期及递延所得税 

四、适用税率变化对已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影响  

因适用税收法规的变化，导致企业在某一会计期间适用的所得税税率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对已

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按照新的税率进行重新计量 

第四节 所得税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一、当期所得税 

当期所得税是指企业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确定的针对当期发生的交易和事项，应交纳给税务部门

的所得税金额，即应交所得税，当期所得税应以适用的税收法规为基础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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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税所得额＝会计利润＋按照会计准则规定计入利润表但计税时不允许税前扣除的费用±

计入利润表的费用与按照税法规定可予税前抵扣的费用金额之间的差额±计入利润表的收入与按

照税法规定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的收入之间的差额－税法规定的不征税收入±其他需要调整的因

素 

当期所得税＝当期应交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适用的所得税税率  

二、递延所得税  

递延所得税是指按照所得税准则规定应予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在期末应

有的金额相对于原已确认金额之间的差额，即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当期发生额的综合

结果。用公式表示即为： 

递延所得税＝(期末递延所得税负债－期初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递延所得税资产－期初递

延所得税资产) 

三、所得税费用 

计算确定了当期所得税及递延所得税以后，利润表中应予确认的所得税费用为两者之和，即：

所得税费用＝当期所得税＋递延所得税 

四、所得税的列报 

复习思考题： 

1． 所得税会计核算包括哪几个程序？ 

2． 什么是账面价值？什么是计税基础？如何确定资产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负债的账面
价值与计税基础又是怎样确定的？ 

3． 暂时性差异是如何形成的？怎样理解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递延所得
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对企业财务报告产生什么影响？ 

4． 所得税费用如何确认和计量？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200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 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 

4．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 

第二十一章  外币折算 

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全面论述了记账本位币的确定、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和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在 

学习和理解本章内容时，应当关注：记账本位币的确定、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和外币财务报表

的折算。除了学习本章内容外，还要认真阅读《企业会计准则第 19号-外币折算》及相关指南和讲

解。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记账本位币的确定 

一、记账本位币的定义 

二、企业记账本位币的确定 

三、境外经营记账本位币的确定 

（一）境外经营的含义 

（二）境外经营记账本位币的确定 

四、记账本位币变更的会计处理 

第二节 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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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币交易的核算程序 

（一）账户设置 

（二）会计核算的基本程序 

二、即期汇率和即期汇率的近似汇率 

（一）即期汇率的选择 

（二）即期汇率的近似汇率 

三、外币交易的会计处理 

（一）初始确认 

（二）期末调整或结算 

第三节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 

一、境外经营财务报表的折算 

（一）折算方法 

（二）特殊项目的处理 

二、境外经营的处置 

复习思考题： 

1． 境外经营记账本位币怎样确定？ 

2． 外币交易的会计核算程序是什么？ 

3． 境外经营财务报表的折算方法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19号-外币折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 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 

第二十二章  租赁 

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主要论述租赁的相关概念、分类、承租人的会计处理和出租人的会计处理。在学习和理解

本章时，应当关注：（1）租赁的相关概念、分类。（2）承租人的会计处理.（3）出租人的会计处理。

（4）售后租回业务的会计处理。学习本章，还要认真阅读《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及相关

指南和讲解。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租赁概述 

一、与租赁相关的定义 

二、租赁的分类 

第二节 承租人的会计处理 

一、承租人对经营租赁的会计处理 

（一）租金的会计处理 

（二）初始直接费用的会计处理 

（三）或有租金的会计处理 

（四）相关信息的披露 

二、承租人对融资租赁的会计处理 

（一）租赁期开始日的会计处理 

（二）确认融资费用的分摊 



4892 

（三）租赁资产折旧的计提 

（四）履约成本的会计处理 

（五）或有租金的会计处理 

（六）出租人提出激励措施的处理 

（七）租赁期届满时的会计处理 

（八）相关会计信息的列报与披露 

第三节 出租人的会计处理 

一、出租人对经营租赁的会计处理 

二、租人对融资租赁的会计处理 

（一）租赁债权的确认 

（二）未实现融资收益分配的会计处理 

（三）应收融资租赁款坏账准备的计提 

（四）未担保余值发生变动的会计处理 

（五）或有租金的会计处理 

（六）租赁期届满时的会计处理 

（七）相关会计信息的列报与披露 

第四节 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 

一、售后租回交易的定义 

二、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 

（一）售后租回交易形成融资租赁 

（二）售后租回交易形成经营租赁 

（三）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 

（四）售后租回交易的披露 

复习思考题： 

1． 经营租赁情况下，出租人和承租人的会计处理有什么区别？ 

2． 出租人和承租人对融资租赁的会计处理有什么区别？ 

3． 售后租回交易形成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会计处理有何区别？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 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 

第二十三章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主要讲述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前期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问题。通过本章学习，把握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特点、判断标准，并能对会计政策变更与会计估计变更做出划分；掌握会计

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的会计处理；掌握前期差错更正的判断及会计处理方法。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会计政策及其变更 

一、会计政策概述 

会计政策，是指企业在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中所采用的原则、基础和会计处理方法。 

会计政策具有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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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会计政策的选择性 

第二，会计政策的强制性 

第三，会计政策的层次性 

二、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是指企业对相同的交易或者事项由原来采用的会计政策改用另一会计政策的行

为。 

一般情况下，企业采用的会计政策，在每一会计期间和前后各期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

否则，势必削弱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但是，满足下列(一)、(二)条件之一的，可以变更会计政策： 

(一)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要求变更。 

(二) 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会计信息。 

三、会计政策变更与会计估计变更的划分 

企业应当正确划分会计政策变更与会计估计变更，并按照不同的方法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一)会计政策变更与会计估计变更的划分基础  

企业应当以变更事项的会计确认、计量基础和列报项目是否发生变更作为判断该变更是会计政

策变更，还是会计估计变更的划分基础。 

 (二)划分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估计变更的方法  

企业可以采用以下具体方法划分会计政策变更与会计估计变更：分析并判断该事项是否涉及会

计确认、计量基础选择或列报项目的变更，当至少涉及其中一项划分基础变更的，该事项是会计政

策变更；不涉及上述划分基础变更时，该事项可以判断为会计估计变更。 

四、会计政策变更的会计处理 

 (一)追溯调整法  

追溯调整法，是指对某项交易或事项变更会计政策，视同该项交易或事项初次发生时，即采用

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并以此对财务报表相关项目进行调整的方法。  

追溯调整法的运用通常由以下几步构成：  

第一步，计算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  

第二步，编制相关项目的调整分录；  

第三步，调整列报前期最早期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及其金额；  

第四步，附注说明。  

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  

会计政策变更累积影响数，是指按照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对以前各期追溯计算的列报前期最早期

初留存收益应有金额与现有金额之间的差额。 

累积影响数通常可以通过以下各步计算获得：  

第一步，根据新会计政策重新计算受影响的前期交易或事项；  

第二步，计算两种会计政策下的差异；  

第三步，计算差异的所得税影响金额；  

第四步，确定前期中的每一期的税后差异；  

第五步，计算会计政策变更的累积影响数。 

（二）未来适用法 

未来适用法，是指将变更后的会计政策应用于变更日及以后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或者在会计

估计变更当期和未来期间确认会计估计变更影响数的方法。 

（三）会计政策变更的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 

五、会计政策变更的披露 

会计政策变更的披露 

第二节  会计估计及其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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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估计概述 

会计估计，是指企业对结果不确定的交易或者事项以最近可利用的信息为基础所作的判断。会

计估计的特点 ： 

二、会计估计变更 

会计估计变更，是指由于资产和负债的当前状况及预期经济利益和义务发生了变化，从而对资

产或负债的账面价值或者资产的定期消耗金额进行调整。 

三、会计估计变更的会计处理  

企业对会计估计变更应当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三、会计估计变更的披露  

第三节 前期差错及其更正 

一、前期差错概述 

前期差错，是指由于没有运用或错误运用下列两种信息，而对前期财务报表造成省略或错报 

二、前期差错更正的会计处理  

企业应当采用追溯重述法更正重要的前期差错，但确定前期差错累积影响数不切实可行的除

外。追溯重述法，是指在发现前期差错时，视同该项前期差错从未发生过，从而对财务报表相关项

目进行更正的方法。 

(一)不重要的前期差错的处理  

(二)重要的前期差错的处理  

三、前期差错更正的披露  

企业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前期差错更正有关的下列信息：(1)前期差错的性质；(2)各个列报前

期财务报表中受影响的项目名称和更正金额；(3)无法进行追溯重述的，说明该事实和原因以及对

前期差错开始进行更正的时点、具体更正情况。在以后期间的财务报表中，不需要重复披露在以前

期间的附注中已披露的前期差错更正的信息。 

复习思考题： 

1． 什么是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会计政策变更与会计估计变更如何划分？ 

2． 会计政策变更会计处理原则是什么？ 

3． 如何运用追溯调整法？ 

4． 为什么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而会计估计变更采有未来适用法？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与差错更正(2006).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 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 

第二十四章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着重讲解了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和非调整事项的界定及其会计处理问题。通过本章学

习了解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涵义、涵盖的期间及其内容；掌握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的处理原

则及具体处理方法。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概述 

一、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定义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是指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发生的有利或不利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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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负债表日  

资产负债表日是指会计年度末和会计中期期末。 

（二）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  

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是指董事会或类似机构批准财务报告报出的日期。通常是指对财务报告的

内容负有法律责任的单位或个人批准财务报告对外公布的批准日期。 

（三）有利事项或不利事项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准则所称“有利或不利事项”，是指资产负债表日后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具有一定影响（既包括有利影响也包括不利影响）的事项。 

二、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涵盖的期间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涵盖的期间是自资产负债表日次日起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止的一段时

间，具体是指报告期下一期间的第一天至董事会或类似机构批准财务报告对外公布的日期。财务报

告批准报出以后、实际报出之前又发生与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有关的事项，并由此影响财务报告对

外公布日期的，应以董事会或类似机构再次批准财务报告对外公布的日期为截止日期。 

三、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内容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包括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以下简称调整事项)和资产负债表日后非

调整事项(以下简称非调整事项)两类。 

（一）调整事项  

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是指对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存在的情况提供了新的或进一步证据的事

项。 

（二）非调整事项  

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是指表明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的情况的事项。 

（三）调整事项与非调整事项的区别  

某一事项究竟是调整事项还是非调整事项，取决于该事项表明的情况在资产负债表日或资产负

债表日以前是否已经存在。若该情况在资产负债表日或之前已经存在，则属于调整事项；反之，则

属于非调整事项。 

第二节 调整事项的会计处理 

一、调整事项的处理原则 

企业发生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应当调整资产负债表日已编制的财务报表。 

二、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的具体会计处理 

（一）资产负债表日后诉讼案件结案，法院判决证实了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存在现时义务，

需要调整原先确认的与该诉讼案件相关的预计负债，或确认一项新负债 

（二）资产负债表日后取得确凿证据，表明某项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发生了减值或者需要调整

该项资产原先确认的减值金额 

（三）资产负债表日后进一步确定了资产负债表日前购入资产的成本或售出资产的收入 

这类调整事项包括两方面的内容：(1)若资产负债表日前购入的资产已经按暂估金额等入账，

资产负债表日后获得证据，可以进一步确定该资产的成本，则应该对已入账的资产成本进行调整。

(2)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已根据收入确认条件确认资产销售收入，但资产负债表日后获得关于资产

收入的进一步证据，如发生销售退回等，此时也应调整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金额。 

（四）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现了财务报表舞弊或差错  

这一事项是指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现报告期或以前期间存在的财务报表舞弊或差错。企业发生这

一事项后，应当将其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调整报告期间财务报告相关项目的数字 

第三节 非调整事项的会计处理 

一、非调整事项的处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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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的非调整事项，是表明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的情况的事项，与资产负债表

日存在状况无关，不应当调整资产负债表日的财务报表。但有的非调整事项对财务报告使用者具有

重大影响，如不加以说明，将不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做出正确估计和决策，因此，资产负债表日后

事项准则要求在附注中披露“重要的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性质、内容，及其对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的影响。” 

二、非调整事项的具体会计处理 

（一）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重大诉讼、仲裁、承诺 

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的重大诉讼等事项，对企业影响较大，为防止误导投资者及其他财务报告

使用者，应当在报表附注中进行相关披露。 

（二）资产负债表日后资产价格、税收政策、外汇汇率发生重大变化 

（三）资产负债表日后因自然灾害导致资产发生重大损失 

（四）资产负债表日后发行股票和债券以及其他巨额举债  

（五）资产负债表日后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六）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巨额亏损  

（七）资产负债表日后发生企业合并或处置子公司  

（八）资产负债表日后，企业利润分配方案中拟分配的以及经审议批准宣告发放的股利或利润 

复习思考题： 

1． 怎样理解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涵盖的期间又是指什么？ 

2． 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包括哪些内容？ 

3． 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的处理原则是什么？具体会计处理方法如何？ 

4． 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具体处理办法包括哪些内容？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29 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2006).北京:经济科

学出版社.2006 

2.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 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 

第二十五章 每股收益 

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着重讲解了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的计算和列报问题。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每股收

益界定及分类；能够计算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注意每股收益列报。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每股收益概述 

每股收益是指普通股股东每持有一股所能享有的企业净利润或需承担的企业净亏损。每股收益

通常被用来于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衡量普通股的获利水平及投资风险，是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据

以评价企业盈利能力、预测企业成长潜力、进而做出相关经”济决策的重要的财务指标之一。 

    每股收益包括基本每股收益和稀释每股收益两类。基本每股收益是按照归属于普通股股东

的当期净利润除以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计算的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是以基本每股收益

为基础，假定企业所有发行在外的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均已转换为普通股，从而分别调整归属于普通

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以及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计算的每股收益。 

第二节 基本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只考虑当期实际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份，按照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除

以当期实际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计算确定。 



4897 

一、分子的确定  

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时，分子为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即企业当期实现的可供普通股

股东分配的净利润或应由普通股股东分担的净亏损金额。发生亏损的企业，每股收益以负数列示 

二、分母的确定  

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时，分母为当期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即期初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

根据当期新发行或回购的普通股股数与相应时间权数的乘积进行调整后的股数。 

企业合并中作为对价发行的普通股何时计入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应当区分两种情况

处理。 

第三节 稀释每股收益 

一、基本计算原则 

稀释每股收益是以基本每股收益为基础，假设企业所有发行在外的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均已转换

为普通股，从而分别调整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交净利润以及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计算

面得的每股收益。 

（一）稀释性潜在普通股  

潜在普通股是指赋予其持有者在报告期或以后期间享有取得普通股权利的一种金融工具或其

他合同。 

稀释性潜在普通股，是指假设当期转换为普通股会减少每股收益的潜在普通股。 

（二）分子的调整  

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应当根据下列事项对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进行调整：  

（三）分母的调整  

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当期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应当为计算基本每股收益时普通股的

加权平均数与假定稀释性潜在普通股转换为已发行普通股而增加的普通股股数的加权平均数之和。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转换公司债券是指发行公司依法发行、在一定期间内依据约定的条件可以转换成股份的公司

债券。对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以采用假设转换法判断其稀释性，并计算稀释每股收益。 

三、认股权证、股份期权 

认股权证是指公司发行的、约定持有人有权在履约期间内或特定到期日按约定价格向本公司购

买新股的有价证券。股份期权是指公司授予持有人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预先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

本公司一定数量股份的权利，股份期权持有人对于其享有的股份期权，可以在规定的期间内以预先

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公司一定数量的股份，也可以放弃该种权利。 

对于稀释性认股权证、股份期权，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一般无需调整分子净利润金额，只需

要按照下列步骤对分母普通股加权平均数进行调整： 

（一）假设这些认股权证、股份期权在当期期初(或发行日)已经行权，计算按约定行权价格发

行普通股将取得的股款金额。 

（二）假设按照当期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发行股票，计算需发行多少普通股能够带来上述相同

的股款金额。 

（三）比较行使股份期权、认股权证将发行的普通股股数与按照平均市场价格发行的普通股股

数，差额部分相当于无对价发行的普通股，作为发行在外普通股股数的净增加。 

（四）将净增加的普通股股数乘以其假设发行在外的时间权数，据此调整计算稀释每股收益的

分母。 

四、企业承诺将回购其股份的合同  

企业承诺将回购其股份的合同中规定的回购价格高于当期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时，应当考虑其

稀释性。计算稀释每股收益时，与前面认股权证、股份期权的计算思路恰好相反，具体步骤为： 

（一）假设企业于期初按照当期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发行普通股，以募集足够的资金来履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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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合同；合同日晚于期初的，则假设企业于合同日按照自合同日至期末的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发行

足量的普通股。该假设前提下，由于是按照市价发行普通股，导致企业经济资源流入与普通股股数

同比例增加，每股收益金额不变。 

（二）假设回购合同已于当期期初(或合同日)履行，按照约定的行权价格回购本企业股票。 

（三）比较假设发行的普通股股数与假设回购的普通股股数，差额部分作为净增加的发行在外

普通股股数，再乘以相应的时间权数，据此调整计算稀释每股收益的分母。 

五、多项潜在普通股 

对外发行多项潜在普通股的企业应当按照下列步骤计算稀释每股收益： 

(一)列出企业在外发行的各潜在普通股。 

(二)假设各潜在普通股已于当期期初(或发行日)转换为普通股，确定其对归属于普通股股东当

期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假设转换一般会增加当期净利润金额；股份期权和认股权

证的假设行权一般不影响当期净利润。 

(三)确定各潜在普通股假设转换后将增加的普通股股数。值得注意的是，稀释性股份期权和认

股权证假设行权后，计算增加的普通股股数不是发行的全部普通股股数，而应当是其中无对价发行

部分的普通股股数。 

(四)计算各潜在普通股的增量股每股收益，判断其稀释性。增量股每股收益越小的潜在普通股

稀释程度越大。 

(五)按照潜在普通股稀释程度从大到小的顺序，将各稀释性潜在普通股分别计入稀释每股收益

中。分步计算过程中，如果下一步得出的每股收益小于上一步得出的每股收益，表明新计入的潜在

普通股具有稀释作用，应当计入稀释每股收益中；反之，则表明具有反稀释作用，不计入稀释每股

收益中。 

(六)最后得出的最小每股收益金额即为稀释每股收益。 

六、子公司、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发行的潜在普通股 

第四节 每股收益的列报 

一、重新计算 

(一) 派发股票股利、公积金转增资本、拆股和并股 

(二) 配股 

二、列报 

复习思考题： 

1． 什么是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指标有何意义？ 

2． 基本每股收益如何确定？ 

3． 稀释每股收益基本计算原则是什么？ 

4． 计算稀释每股收益应考虑哪些因素？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34 号—每股收益(2006).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2006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06).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 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 

第二十六章 公允价值计量 

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着重讲解了公允价值计量的概念、方法。学习本章，应当关注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和相关

概念。除了学习本章内容外，还应当认真阅读《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 （财会[2014]6

号）有相关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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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公允价值概述 

一、公允价值概念 

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者转移一项

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 

（一）相关资产和负债 

（二）有序交易 

二、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 

（一）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的识别 

（二）主要市场或最有利市场的应用 

三、市场参与者 

（一）市场参与者的特征 

（二）市场参与者的确定 

（三）市场参与者的应用 

第二节 公允价值计量 

一、公允价值初始计量 

二、估值技术 

(一) 市场法 

（二）收益法 

（三）成本法 

（四）估值技术的选择 

（五）输入值 

（六）公允价值层次 

三、非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 

（一）非金融资产的最佳用途 

（二）非金融资产的估值前提 

四、负债和企业自身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 

（一）确定负债或企业自身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的方法 

（二）不履约风险 

（三）负债和企业自身权益工具转移受限 

（四）具有可随时要求偿还特征的金融负债 

五、市场风险或信用风险可抵销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计量 

（一）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组合计量的条件 

（二）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市场风险敞口 

（三）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信用风险敞口 

复习思考题： 

1． 怎样理解公允价值和公允价值初始计量？ 

2． 估值技术有几种？各自适用范围是什么？ 

3. 非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应注意哪些问题？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 （财会[2014]6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2015) 

3. 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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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总进程及课时安排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课后阅读练习学时） 

1 第十三章职工薪酬 3 3×2 

2 第十四章或有事项 3 3×2 

3 第十五章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3 3×2 

4 第十六章债务重组 3 3×2 

5 第十七章政府补助 3 3×2 

6 第十八章借款费用    3 3×2 

7 第十九章股份支付    3 3×2 

8 第二十章所得税      3 3×2 

9 第二十章所得税      3 3×2 

10 第二十一章外币折算 3 3×2 

11 第二十二章租赁 3 3×2 

12 
第二十三章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3 3×2 

13 
第二十四章资产负债表日后

事项   

3 3×2 

14 第二十五章每股收益 3 3×2 

15 第二十六章公允价值计量 3 3×2 

16 考  试 3  

合计 48 90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借款费用，股份支付，所

得税。 

难点：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所得税。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讲授与课堂研讨相结合 

教学手段：多媒体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60％。 

4、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5、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1.及时性。财务会计教材编写均应遵循财政部公布《企业会计准则》为依据，应体现准则变化

情况并做及时修订。教学应将最新信息传达给学生，所以，教材内容能否能及时反映准则变化，是

选择教材的关键。 

2.权威性。考虑学生参加注会考试和毕业择业需要的实际情况，本课程选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出版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写的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会计》，作为中级财务会

计教材。参考书推荐应考虑教材是否是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或教育

部推荐教材，或是会计学精选教材翻译从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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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编《会计》，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出版社（最新版） 

2. 戴德明等编著《财务会计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 3月第六版 

3. 弗里德·菲利普斯等编著《财务会计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月 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详见各章 

执笔：张美玲 审稿：陈佳俊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6日 

 

国际结算(英语双语)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课程号：406040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商务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针对国际结算实践的特点和要求，帮助学生从理论和实务操作两方

面，理解国际结算体系建构的背景和基本机理，系统梳理相关实务工具的基本要点和核心事项。通

过总结国内外实践经验和发展趋势，拓宽学生视野，增强学生在有关国内外贸易实务发展现状和趋

势方面举一反三的思考能力； 

2、学会在国际交易业务中，既能服从我国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部署，正确立足于国家的对外

贸易方针政策，同时又能对接贸易结算的国际惯例，减少交易摩擦和风险，从而保障企业实现最优

经济效益。 

开设本课程，旨在加强学生的对于贸易实践的思考和分析能力。课程教学需要与实践操作紧密

结合，随着实践操作的不断发展，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也需要不断更新，鉴于目前缺乏教学软件的情

况，课程教学需要重视案例教学，通过案例弥补实践教学环节的不足。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共 33学时） 

知识单元 1：国际交易概述 

Unit1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learn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2、learn the issues of an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 
3、learn key factors in determining the payment method 
4、understand four basic terms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 
学习目标 

1、 掌握国际结算的概念及相关术语 

2、 了解影响国际贸易交易的因素 

3、 理解支付方式选取的决定因素； 

4、 掌握四类国际支付方式的基本机制。 

学习内容（Contents）: 

1. Basic Backgrounds 
l trade and non-trade settlement 
l the relationship settlement, payment and transaction 
l risk of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 
l traders: buyers/debtor vs. seller/cr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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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money and goods flows 
2. Concerns of Buyers / Sellers  
l certainty of payment 
l assurance of delivery with correct count and quality of goods 
l condition of goods 
l timeliness of receipt of goods 
l distances and lag time 
l financing the transaction 
l as a broker 
l political and legal risk 
l transportation costs and risk 
l insurance 
l currency of the transaction 
2. Key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Payments 
l Credit Risk 
l Financing of the Transaction 
l Currency 
l Political and Legal Risks 
l Costs and Risks of Transportation 
l Costs of Each Method of Financing and Payment 
3. Key Factors in Determining the Payment Method 
l Relative Security 
4. Four Basic Terms of Payment 
l Cash in Advance 
l Documentary (Letter of) Credit（跟单信用证） 
l Documentary Collections （跟单托收）  
l Open Account （记账、赊账）  
5. Bank Fee Samples 
学时分配（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2 0.6  0.2 3 
作业（Homework） 
1. Term translation 
international trade settlement, debtor and creditor in an international payment,  
credit risk, financing, cash in advance, documentary (letter of) credit, documentary collections, open 

account, 
2. Discussions. 
(5)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6) How to avoid risks in an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 
(7) What are the top 3 concerns of buyers do you think? 
(8) What are the top 3 concerns of seller do you think? 
(9)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omestic payment and international payment?  
(10)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ocumentary letter of credit and documentary collections? 
(11) When will buyers agree to pay by cash in advance? 
(12) When will sellers agree to be paid by open 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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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2：银行网络和清算系统 
Unit2 The Bank’s Network and Clearing System of Payment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learn the basic terms of a bank’s international network, 
2、learn the major and new clearing system of payment, 
3、understand the basic mechanisms of each kind of clearing system. 
4、understand the basic functions of cyber and mobile payment 
学习目标 
1、掌握银行国际网络的基本术语； 
2、掌握主要和新兴的国际支付结算系统； 
3、理解各类结算系统的基本运行机理。 
4、理解电子和移动支付的基本功能； 
学习内容（Contents）: 
1. Bank in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system 
l Functions for the overseas business 
l Key factors for the efficiency of transferring 
2. The Bank’s Network  
l Overseas affiliates: Branches & Sub-branches (分行和支行), Representative offices(代表处), 

Agencies (经理处), Subsidiary(子银行), Affiliated banks (联营银行), Consortium banks (银团银行) 
l Correspondent bank or Correspondents (代理行) and Depository correspondents (账户代理行), 
l RMB clearing banks 
3.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s 
l SWIFT 
l CHIPS 
l CHAPS  
l CIPS（（人民币）跨境国际支付系统） 
4. Basic Mechanisms of SWIFT and Chips 
5. Cyber and Mobile Payment 
l The position of Cyber Pay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mmerce：Fraud reduction 
l Parties of the Cyber Payment: Cardholder, Merchant, Issuer, Acquirer( 收单机构 ), 

CA(Certification Authority, 认证中心)  
l SET: Secure Electronic Transaction Standards 
l Third party payment  
l Introduction of Mobile Payment 
l NFC vs. QR 
学时分配（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2 0.6  0.2 3 
作业（Homework）：  
1. Terms explanation 
Branches, representative offices, Agencies, Subsidiary, affiliated banks, Consortium banks, 

correspondent bank, depository correspondents, clearing bank, SWIFT, CHIPS, CHAPS, CIPS, Fedwire. 
2. Discussion. 
(1)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verseas affiliates and the correspondent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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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hy does China need CIPS? 
(3)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ayment based on documents and cyber payment?  
(4) Can cyber settlement replace docum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知识单元 3：外汇基础和跨期保值 
Unit 5 Foreign Exchange Basics and Hedging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learn basic terms of foreign exchange 
2. understand the risks from the payment by a foreign currency 
3.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s of hedging 
学习目标 
1、掌握外汇交易中的基本术语； 
2、理解使用外币支付的风险； 
3、理解跨期保值的基本原理 
学习内容（Contents）: 
1. Foreign exchange basics 
l relative value of a currency, 
l currency pairs, quoted price, basic and counter currencies, 
l major currencies 
2.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3. Fluctuations of currencies and risks of foreign exchange 
4. Introduction of hedging 
l forward market hedge 
l money market hedge 
l options market 
学时分配（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2 0.6  0.2 3 
作业（Homework）：  
1. Discussion. 
(1) What roles i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will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play?  
(2) What are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each kind of hedging for the traders? 

知识单元 4：汇票、本票和支票 
Unit4 Bills of Exchange, Promissory Notes and Checks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learn basic terms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2. understand the basic points of bills of exchange 
3. understand the applications of drafts and acceptances 
4. understand the basic points of promissory notes 
5. understand the basic points of checks 
学习目标 
1、掌握结算票据的基本术语； 
2、理解汇票的基本要点； 
3、理解汇票和承兑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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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解本票的基本要点； 
5、理解支票的基本要点。 
学习内容（Contents）: 
1. Negotiable instruments basics 
l Defini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Functions 
l Parties to a Negotiable Instrument 
2. Bills of Exchange 
l Definition 
l Parties 
l Essential Items Required 
l Classification 
l Relating Acts 
3. Acceptance 
4. Promissory Note 
l Definition 
l The parties 
l Essential Items 
l Types 
l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bill and a note 
5. Check 
l Definition 
l Contents 
l The parties 
l Classification 
l The process of Check Clearing  
l Dishonor of Checks 
6. Sample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学时分配（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2 0.6  0.2 3 
作业（Homework）：  
1. Term explanation 
credit, negotiable instruments, bills of exchange, acceptance, 
promissory notes, a bill, a note, Check Clearing, 
2. Discussion. 
(1)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bsolute essentials and relative essentials? 
(2) What are the complete acts in the life-circle of a bill of exchange? 
(3) What is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kinds of negotiable instruments? 

知识单元 5：汇款和托收 
Unit9 Remittance and Collection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learn the remittance basics and applications 
2. learn the basics of collection 
3. understand the mechanism of documentary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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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掌握汇款的基本要点及其应用； 
2、掌握托收的基本要点； 
3、理解跟单托收的机理。 
学习内容（Contents）: 
1. Remittance  
l Definition 
l Parties 
l Types of Remittance and Procedure 
l Cancellation 
l The Fun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Remittanc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2. Collection  
l Definition 
l The Nature 
l Parties 
l Types 
l Financing under the Collection 
l Application and Procedure of Documentary Collection 
学时分配（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2 0.6  0.2 3 
作业（Homework）：  
1. Term explanation 
T/T, M/T, D/D, collection, documentary collection,  
2. Discussion. 
(1) Describ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ocedure of T/T and D/P. 

知识单元 6：信用证 
Unit10 Letter of Credit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learn the basics of letters of credit 
2. understand the procedures of documentary credit operation 
3. learn the types of letters of credit 
学习目标 
1、掌握信用证的基本要点； 
2、理解跟单信用证的操作流程； 
3、了解各类信用证。 
学习内容（Contents）: 
1. An Overview of Letter of Credit 
l Definition  
l Characteristics  
l Contents  
l Uniform Customs and Practice for Documentary Credits 
2. Parties to Letter of Credit 
l Basic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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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General Parties 
3. Honor and Negotiation of a Credit 
4. Procedures of documentary credit operation  
l Issuance 
l Amendment 
l Availability 
5. Types of Letter of Credit 
l Irrevocable Credit 
l Confirmed Credit 
l Documentary Credit 
l Sight payment Credit 
l Usance Credit 
l Negotiation Credit 
l Transferable Credit 
l Back to Back Credit 
l Reciprocal Credit 
l Anticipatory Credit 
l Revolving credit 
学时分配（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3 0.8  0.2 4 
作业（Homework）：  
1. Term explanation 
letter of credit, documentary credit, issuance, amendment, availability, irrevocable credit, confirmed 

credit, documentary credit, sight payment credit, usance credit, negotiation credit, transferable credit, back 
to back credit, reciprocal credit, anticipatory credit, revolving credit 

2. Discussion. 
(1)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ocumentary credit and documentary collection? 
(2) What are the risks of a documentary credit for the sellers? 

知识单元 7：银行保函和备用信用证 
Unit7 Bank’s Letters of Guarantee and Standby Credits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learn the basics and procedure of the bank’s letter of guarantee  
2. learn the basics and procedure of the standby letter of credit 
学习目标 
1、掌握银行保函的基本要点及其操作； 
2、掌握备用信用证的基本要点及其操作； 
学习内容（Contents）: 
1. Bank’s Letter of Guarantee 
l Concepts 
l Parties 
l Contents 
l Procedure 
l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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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andby Letter of Credit 
l Definition 
l Types 
l Differences between a standby L/C and a commercial L/C  
l Case study 
学时分配（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1.5 0.3  0.2 2 
作业（Homework）：  
1. Discussion. 
(1) Describe the differences of functions between a bank’s L/G and a standby L/C 
(2) Describ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 standby L/C and a commercial L/C 

知识单元 8：单据 
Unit8 Documents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review the basics of each kind of document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2.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documents and settlement instruments 
学习目标 
1、回顾各类单据的基本要点及相互差别； 
2、理解单据与结算工具之间的关联。 
学习内容（Contents）: 
1. Draft  
l Draft under collection and draft under L/C 
l Attentions should be paid when preparing the draft 
l Essentials of Draft Review  
2. Invoice 
l Commercial Invoice 
l Inspection Essentials of invoice 
l Other kind of invoice 
3. Packing documents 
l Packing list and other packing documents 
l Examination of packing list  
4. Marine bill of lading 
l Definition and Functions 
l Parties 
l Contents 
l Classification 
l Maritime Laws and Rules 
l Copies and disposal in case of loss 
l Essentials of B/L review 
5. Air Waybill  
l Definition 
l Types 
l Contents and its key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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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ssentials 
6. Railway bill 
l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l Defini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nts of Multimodal Transport Document 
7. Insurance Documents 
l Definition, Fun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l Contents of Insurance Policy 
l Essentials of Insurance Documents Review 
8. 10.2 Other Documents 
l Inspection Certificate  
l Certificate of Origin 
学时分配（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2 0.6  0.2 3 
作业（Homework）：  
1. Discussion. 
(1) Describe some relations between the documents and settlement instruments. 

知识单元 9：跟单信用证审核 
Unit9 Examination of Documents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learn the procedure of the examination of documents  
2. learn the standard for the examination of documents 
3. understand the seller’s risks from issuers 
学习目标 
1、掌握跟单信用证审核的流程； 
2、掌握跟单信用证审核的要点； 
3、理解开证人可能给卖方造成的风险 
学习内容（Contents）: 
1. Inspection of letter of credit 
l Issuing bank inspect the credit application and applicant’s credit 
l Advising bank inspect the credit 
l Beneficiary inspect the credit 
l Check the soft clause 
2. UCP500 and UCP600 
3. Standard for Examination 
l Highlighting 
l Period for Examination 
l Period for Presenting Original Transport Documents 
l Issuer 
l Documents and Conditions Not Required 
l Date of Documents 
4. Discrepant Documents, Waiver and Notice 
l Refusal of Discrepant Documents 
l Wa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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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Notice 
学时分配（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2 0.6  0.2 3 
作业（Homework）：  
1. Terms Explanation 
UCP600, discrepant documents, waiver 
2. Discussion. 
(1) What loss the sellers may suffer in the examination of documents? How to avoid? 

知识单元 10：进出口贸易融资 
Unit10 Trade Financing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trade financing  
2. learn some instruments of import trade financing 
3. learn some instruments of export trade financing 
学习目标 
1、理解进出口贸易融资的机理； 
2、掌握主要进口贸易融资工具； 
3、掌握主要出口贸易融资工具。 
学习内容（Contents）: 
1. Introduction of Trade Financing 
2. Import Trade Financing 
3. Limits for Issuing Credit 
l Application 
l Risks and Consideration to a Financing Bank 
l Mitigating Risks of a Financing Bank 
4. Trust Receipts 
l Definition 
l Application 
l Parties 
l Risks to a Financing Bank and How to Mitigate Them 
5. Shipping Guarantees 
l Definition 
l Application 
l Attention for Issuing a Shipping Guarantees 
6. Inward Bills 
l Definition 
l Application 
l Classification 
l Attentions 
7. Introduction of Export Trade Financing 
8. Packing Loan 
l Definition 
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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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ttentions 
l Risks and Mitigating for the Financing Bank 
9. Outward Bills 
l Definition 
l Application 
l Classification 
l Attentions 
10. Discounting of a Bill of Exchange 
11. Banker’s Acceptance 
学时分配（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2 0.6  0.2 3 
作业（Homework）：  
1. Terms Explanation 
trade financing, limits for credit, trust receipts, shipping guarantees, inward bills, 
packing loan, outward bills, discounting of a bill of exchange, banker’s acceptance. 
2. Discussion. 
(1) What is the basic mechanism of a import trade financing? 
(2) Describ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financing. 

知识单元 11：福费廷和国际保理 
Unit11 Forfeiting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Unit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 learn the basics and procedures of forfeiting  
2. learn the basics and procedures of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学习目标 
1、掌握福费廷的基本要点和流程； 
2、掌握国际保理的基本要点和流程。 
学习内容（Contents）: 
1. Forfeiting 
l Concepts 
l Characteristics 
l Parties 
l Procedure 
l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2.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l Concepts 
l History and Evolution 
l Parties 
l Types 
l Procedures 
l Application 
学时分配（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2 0.6  0.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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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Homework）：  
1. Terms Explanation 
Forfeiting,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2. Discussion. 
(1)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forfeiting and documentary credit?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Unit1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 3  
2 Unit2 The Bank’s Network and Clearing System of Payment 3  
3 Unit3 Foreign Exchange and Hedging 3  
4 Unit4 Bills of exchange、Promissory Note and Check 3  
5 Unit5 Remittance and Collection 3  
6 Unit6 Documentary Credits 3  

7 
Unit6 Documentary Credits  
Unit7 Bank’s Letters of Guarantee and Standby Credits 

3  

8 Unit8 Documents 3  
9 Unit9 Examination of Documents 3  

10 
Unit10 Import Trade Financing  
Unit11 Export Trade Financing 

3  

11 Unit12 Forfeiting and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经济学、进出口贸易实务 

后修课程：国际商务谈判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理解国际结算在国际贸易中的基础型作用；掌握国际结算的基本体系；增强对贸易实务

发展现状和趋势的认识和分析能力。 

难点：系统理解国际结算的单据体系及其基本机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系统讲授教学内容，总结梳理重点难点，互动讨论核心概念和热点问题。 

2.在实验软件配置到位后，可以辅以实验模拟教学。 

教学手段： 

1.课堂讲授。 

2.实验操作。目前缺乏教学软件，所以实验课开不了 

3.基地实习。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目前实验室具备了计算机硬件环境，但还缺少实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在实验软件到位后，设置约 9个课时的实验室模拟教学内容。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期末课程论文与小组报告结合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期末考核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布置相应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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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教材选用：1. 蒋琴儿 等著，国际结算：理论、实务、案例（双语教材），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年，第二版．2. Hinkelman, D. G. A Short Course in International Payments (2nd Edition). 

World Trade Press, 2003.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蒋琴儿 等著，国际结算：理论、实务、案例（双语教材），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

二版． 

2. Hinkelman, D. G. A Short Course in International Payments (2nd Edition). World Trade 

Press, 2003. 

（二）推荐参考书 

1、Gordon, J. S., Export/import letter of credit and payment methods. Global Training 

Center, Inc., 2009. 

执笔：梁涵  审稿： 张淑静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国际贸易实务(英语双语) 
International Practices 

课程号：4060400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商务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针对国际贸易实务的特点和要求，帮助学生从实践和法律的角度，

分析研究国际贸易适用的有关法律与惯例和国际商品交换过程的各种实际运作，总结国内外实践经

验，吸取国际上一些行之有效的贸易习惯做法，以便掌握从事贸易的“生意经”； 

2、学会在进出口业务中，既能正确贯彻我国对外贸易的方针政策和经营意图，确保最佳经济

效益，又能按国际规范办事，使我们的贸易做法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做到同国际接轨。 

开设本课程，旨在加强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课程教学需要与实践操作紧密结合，随着实践操

作的不断发展，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也需要不断更新，鉴于目前缺乏教学软件的情况，课程教学需要

重视案例教学，通过案例弥补实践教学环节的不足。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共 32学时 

知识单元 1：Charpter1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Trade 

第一章 国际贸易简介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learn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other professional language 
2、learn the measurement of balance of trade  
3、understand the caus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学习目标 
1、 掌握国际贸易的概念以及其他相关术语 
2、 掌握国际贸易量的计量方式 
3、 理解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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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Contents: 
1. Why do Countries Trade? 
l the origi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 resource reasons 
l economic reasons 
l preference reasons 
l other reasons 
2. How is international trade measured? 
l Balance of trade 
l Balance of payment 
l FDI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0.5 0.2  0.3 1 
作业： 
Homework 
Exercise  
1. Case Study 
Suppose that Ameirica-based multinational company set up two subsidiaries in China. The parent 

company signed a sales contract between the subsidiaries, which stipulated that the parent company would 
make the delivery to one of the subsidiaries in Shanghai, which should forward some of the goods to 
another subsidiary at Chengdu. 

Question: Is the transaction between the parent company and the two subsidiaries an international 
trade? 

2. Term translation 
流动性过剩     自给自足     经济资源 
直接投资       国际收支     商品交换 
出口退税       倾销         出口型经济增长 
东道国         贸易差额     贸易顺差/贸易逆差 
欧盟           国际收支顺差/国际收支逆差      有形贸易 
无形贸易       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 
3.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proper English terms. 
(1) _______are tangible goods sent out of countries. 
(2) _______are international earnings other than those derived from the exporting and importing of 

tangible goods. 
(3) ________ are tangible goods brought in. 
(4) ________ is all business transanctions that involve two or more countries. 
(5) ________is one that gives the investor a controlling interest in a foreign company. 
(6) _________is used primarily as financial means for a company to earn more money on its money 

with relative safety. 
4. Discussions. 
(1) What is international trade? 
(2) Why is it an irreversible trend to have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for all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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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ow is international trade measured? 
(4)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FDI? Please list your own ideas about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FDI for 

China. 
知识单元 2：Chapter 2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第二章 国际贸易政策 

Study Objectives 
After studying this chapter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1、understand the typ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ies, the cause of trade barriers and the effects 
2、learn the concept and types of the import tariff barriers and non-tariff barriers. 
3、understand the measures of export restraint and export incentive programs adopted by the 

government 
4、learn the concept of export duties and export subsidies and learn to apply these concept to practice 
学习目标 
1、理解国际贸易政策工具形式，理解各种贸易壁垒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2、掌握进口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概念及其类别； 
3、理解政府为限制或鼓励出口所采取的各种措施。 
4、掌握出口税、出口补贴的概念及其在贸易实践中的运用 
学习内容 
Contents: 
1. Import tariff 
l Specific Duties 
l Ad valorem Duties 
l Compound Duties 
2. Non-tariff barriers to imports 
l Import quotas 
l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 
l Other Non-tariff barriers 
3. Export taxes 
4. Export subsidies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0.5 0.2  0.3 1 
作业： 
Homework 
Exercises 
1. Term translation 
关税壁垒         非关税壁垒            从量税 
配额             保护性关税            市场失灵 
幼稚产业         许可证制度            财政关税 
政府采购         贸易保护主义          从价税 
最低限价         本地采购规则          增加内需 
Domestic content     red-tape barriers     export subsidies 
Binding quota        absolute quotas      VER 
Tariff-rate quotas     zero quota           “buy local”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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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Chinese. 
(1) Protectionism means the deliberate use or encouragement of restrictions on imports to enable 

relatively inefficient domestic producers to compete successfully with foreign producers 
(2)  If the Russians release their stocks of tin into the world market, the price of the metal will sink 

through the floor. 
(3) Protective tariff means a duty or tax imposed on imported products for the purpose of making 

them more expensive in comparison to domestic products, thereby giving the domestic products a price 
advantage. 

(4) Types of tariffs include ad valorem, specific, variable, or compoun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imposition of tariffs is made on imported goods only. Tariffs raise the prices of imported goods. After 
seven “Rounds” of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 trade negotiations that focused 
heavily on tariff reductions, tariffs are less important measures of protection than they used to be. 
知识单元 3：Chapter 3 Trade Bloc and Trade Block 

第三章 贸易集团与贸易封锁 

Study Objectives 
1、 understand and learn the concept of the four big trade bloc in the world  
2、 understand the effect of the trade in areas 
3、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and effect of trade embargoes 
学习目标： 
1、理解并掌握世界四大区域经济贸易组织的构成及其成员国； 
2、理解区域经济贸易的影响和作用； 
3、理解贸易禁运作为一种经济制裁形式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影响。 
学习内容： 
Contents: 
1. Trade Bloc 
l Four Major Trade Blocs 
l Roles and Functions of Trade Blocs 
2. Trade Block 
l Ways to Perform Trade Block 
l Long History to Trade Block 
l Effects of Trade Block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0.6 0.2  0.2 1 
作业： 
Homework 
Exercise  
1. Term translation 
trade bloc        trade block           open regionalism 
free trade area   customs union         common market 
economic union    trade embargoes      boycotts 
歧视性关税         经济制裁          贸易弹性 
双边贸易协定       多边贸易协定      最惠国 
2. Discussion in groups. 



4917 

(1) Why do nations create trade bloc and trade block? What determines the effects of economic 
sanctions? 

(2) In exercising economic sanctions, who gets hurt the most? Who the least? And who gets 
benefited the most? 

(3) What is the trade elasticity? Comparing China with USA in the line of automobiles, textil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s, please elaborate their trade elasticity respectively. 

(4) A few years ago when USA companies started up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SA8000 against the 
Chinese exporters, it was condemned as a discriminatory rule by many Chinese businessmen and exports. 
Now, what are their present attitudes? And what are the effects of this rule? Who get benefited the most? 
知识内容 4：Chapter 4 WTO: A Navigation Guide 

第四章 WTO导航 

Study Objectives 
1、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and working model of WTO 
2、understand and learn the objectives, functions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WTO 
3、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WTO agreement 
学习目标： 
1、了解世贸组织的发展历程、组织结构及运行模式； 
2、理解并掌握世贸组织的目标、功能和基本原则； 
3、了解世贸组织的协议框架。 
学习内容： 
Contents: 
1. What is WTO? 
2. How does it work? 
l Organization Chart 
l The Secretarist 
3. WTO: Objectives, Functions and Basic Principles 
4. WTO agreement: A Navigation Guide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0.5 0.3  0.2 1 
作业： 
Homework 
Exercise 
1. Term translation 
施惠国            受惠国           缔约国 
市场准入          透明度           紧急进口措施 
争端解决机制      可持续发展       特许经营 
2. Comprehension questions on the text. 
(1) When was WTO established? 
(2) What are the new areas of activity of WTO? 
(3) What are WTO’s objectives and main functions? 
(4) What are the basic principles that WTO members must follow? 

知识单元 5：Chapter 5 International Trade Terms 

第五章 国际贸易术语 



4918 

Study Objectives  
1、understand INCOTERMS 2010 and learn the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erms 
2、learn how to use international trade terms and know how to use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erms 
学习目标 
1、理解并掌握《201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及其国际贸易术语的概念、分类； 
2、熟练使用国际贸易术语，并掌握在不同的贸易条件下的使用变体。 
学习内容： 
Contents: 
1. Generalization 
l Rol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erms 
l International Trade Usages 
2. A Guide to Incoterms 2010 
3. Incoterms and VAT 
4. Incoterms and Contracts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 3 
作业： 
Homework 
Exercise  
1. Term translation 
FOB 班轮条件            清关            FOB吊钩下交货 
平舱                     多式联运         船舷 
内陆水运                 理舱             卸货费 
投保                     CFR 卸至岸上（含着陆费） 
班轮                     单据买卖          CFR舱底交货 
CFR班轮条件             象征性交货 
2. Judge whether the following price terms are correct or not. If not, make corrections. 
(1) U.S. $55 per ton CIFC5 Shanggai 
(2) pound 200 per carton CFR New Zealand 
(3) U.S. $150 per ton FOB New York 
(4) FF580 per dozen less than 1% discount 
(5) SF2,700 per case CIFC2 Dubai 
3.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Chinese. 
(1) The price quoted includes 5% commission on FOB basis. 
(2) Under CPT, CIP, “carrier” means any person who, in a contract of carriage, undertakes to perform 

or to procure the performance of transport, by rail, road, air, sea, inland waterway or by a combination of 
such modes. 

(3) Under FCA, the chosen place of delivery has an impact on the obligations of loading and 
unloading the goods at that place. If delivery occurs at the seller’s premises, the seller is responsible for 
loading. If delivery occurs at any other place, the seller is not responsible for unloading. 

(4) Under FOB, the seller must deliver the goods on the date or within the agreed period at the named 
port of shipment and in the manner customary at the port on board the vessel nominated by the buyer. And 
the buyer must bear all risks of loss of or damage to the goods from the time they have passed the 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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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l at the named port of shipment. 
知识单元 6：Chapter 6 Terms of Commodity 

第六章 商品条件 

Study Objectives  
1、 learn the terms of commodity  
2、 understand and learn the packing clause 
3、 understand the role of commodity inspection and learn how it works 
学习目标 
1、 熟悉商品的分类、计量、销售依据等方面的相关术语 
2、 理解并掌握商品包装的各种方式及其在贸易往来中的具体运用 
3、 了解并掌握国际贸易中商品检验的重要作用及执行机构 
学习内容： 
Contents: 
1. Name of Commodity 
2. Quality of Commodity 
l Sales by Sample 
l Sales by Specification, Grade or Standard 
l Sales by Brand or Trademark 
l Sales by Description, Drawing or Diagram 
3. Quantity of Commodity 
l Unit of Measurement 
l Calculation of Weight 
l More or Less Clause 
4. Packing of Commodity 
l Types of Packing 
l Marking of Goods 
l Neutral Packing 
5. Commodity Inspection and Customs Formalities 
l Where and When Inspection Undergoes 
l Commodity Inspection Certificate 
l Customs Formalities for Exports and Imports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5  0.5 3 
作业： 
Homework 
Exercises 
1. Give the Chinese equivalents and explain the following terms in simple English. 
Sales by Seller’s/Buyer’s Sample 
Reference/Duplicate Sample 
Quality Tolerance 
Counter Sample 
More or less Clauses 
Neutral P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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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s Formality 
Inspection Certificate of Quality 
FDA 
Marking of Goods 
2. Term translation 
毛重       理论重量        净重 
约定毛重   公量            单位重量 
含水量     习惯皮重        法定重量 
实际皮重   从价税          平均皮重 
货样不符   副产品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3.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English 
(1) 包装材料的选用和装潢设计要考虑到商品的质量和价格 
(2) 高档商品配上高档的包装，以显得其优质与名贵 
(3) 给中低档商品配上高档包装会过度提高商品的成本，影响产品的销路 
(4) 一味讲究节约，给高档商品配上低档包装，也会影响商品的销售 
(5) 我们不仅要考虑商品的内在质量与外观形态，也要考虑顾客的品味要求 
(6) 要增强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就必须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 

知识内容 7：Chapter 7 International Cargo Transport 

第七章 国际货物运输 

Study Objectives  
1、 understand the modes of international cargo transport and learn the related terms of commodity 
2、 learn ocean carriage and the choose of ship and the clause of shipment 
3、 learn the major shipping documents 
学习目标 
1、了解并掌握国际贸易中货物运输的各种模式以及相关术语 
2、重点掌握海洋运输涉及的轮船选择、装运条款等知识点 
3、理解并掌握各类主要的海运单据 
学习内容： 
Contents: 
1. Modes of Transport 
l Ocean Carriage 
l Air Transport 
l Rail Transport 
l Road Transport 
l Inland Waterway Transport 
l Container Transport 
l International Multimodal Transport 
2. Clause of Shipment 
Time of Shipment 
Port of Shipment and Port of Destination 
Shipping Advice 
Partial Shipment and Transshipment 
Lay time, Demurrage and Dispatch 
3. Major Shipping Documents 



4921 

Bill of Lading  
Consignment Note (for Rail and Road) 
Air Waybill 
Combined Transport Documents(CTD)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1 0.2  0.8 2 
作业： 
Homework 
Exercises 
1. Term translation 
油轮             定程租船            滚装船 
定期租船         载驳轮              光船租船 
船期表           租船合同            滞期费 
班轮运价表       速遣费              选卸附加费 
直航附加费       转船附加费          港口拥挤附加费 
运输代理         包裹                拼箱货 
结汇             整箱货              空运单 
集装箱货运站     装运通知            处置权 
Partial shipment/transshipment 
Bill of lading 
Clean B/L 
Order B/L 
Combined transport B/L 
Blank B/L 
Straight B/L 
Through B/L 
Liner B/L 
Ante-dated B/L 
Advanced B/L 
Consignment note 
Blank endorsement 
IATA 
Combined transport documents FCL/LCL 
2.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English 
（1）运输单据表面注明货物系使用同一运输工具并经同一线路运输的，即使每套运输单据注

明的装运日期不同及/或装货港、接受监督地、发运地不同，只要运输单据注明的目的地相同，也
不视为分批装运。 
（2）清洁运输单据系指未载有明确宣称货物及/或包装状况有缺陷的条款或批注的运输单据 
（3）如托运人在提单中故意谎报货物的性质或价值，则承运人或船舶在任何情况下对货物或

与货物有关的灭失或损坏概不负责人。 
（4）如果将运输或部分运输委托给实际承运人执行时，不管根据海上运输合同是否有权这样

做，承运人仍须对全部运输负责。关于实际承运人所履行的运输，承运人应对实际承运人及其受雇

人和代理人在他们的受雇范围内行事的作为或不作为负责。 
知识内容 8：Chapter 8 Cargo Insurance 



4922 

第八章 货物保险 

Study Objectives  
1、learn the parties to the insurance, types of insurance and scope of insurance coverage 
2、learn the procedures of insurance 
3、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of insurance and the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cargo transport 
学习目标： 
1、理解并掌握保险的各方主体，分类及其涵盖范围 
2、理解并掌握保险的具体流程 
3、理解保险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在国际货物运输中的重要作用 
学习内容： 
Contents: 
1. Parties to the Insurance 
l Insurer 
l Insured 
l Insurance Broker 
l Claimant 
2. Marine Insurance 
l Types of Risks, Losses and Expenses Covered 
l Scope of Insurance Coverage 
l Procedures of Marine Insurance 
3. Insurance of Land, Air and Postal Transportation 
4.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argo Insurance 
l Insurable Interest 
l Good Faith 
l Indemnity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1 0.2  0.8 2 
作业： 
Homework 
Exercises 
1. Term translation 
投保人     共同海损    投保金额 
外来风险   保险单      推定全损 
海上风险   施救费用    救助费用 
意外事故   承保人      单独海损 
保险费     航空运输货物战争险    陆运险 
陆运一切险   估损费用    航空运输一切险 
Ocean marine insurance         war risks 
Basic risks coverage             insured amount 
T.P.N.D.                       taint of odor 
Overland transportation insurance        parcel post insurance 
Free from particular average             additional risks coverage 
Fresh water and/or rain damage           with particular average 
2. Decide whether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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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 ocean marine insurance, the assured can recover more than actual loss provided that he can 
provide evidence of further losses contingent on the actual loss. 

(2) In ocean marine insurance, general average is to be borne by the carrier, who may, upon 
presentation of evidence of the loss, recover the loss from the insurance underwriter. 

(3) Partial loss or damage is never recoverable with FPA 
(4) Special additional coverages such as war risks, strikes and so on must be taken out together with 

FPA and WPA 
(5) In essence, open policy is the same as the insurance certificate. 

知识内容 9：Chapter 9 Terms of Price 

第九章 价格术语 

Study Objectives  
1、 understand the price elements and learn the pricing methods 
2、 learn the major trade terms  
3、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exchange、foreign exchange risk and the effects to international trade  
学习目标： 
1、 理解并掌握定价所涉及的各项因素与各种不同的定价方法 
2、 理解并掌握国际贸易中采用的价格策略 
3、 理解外汇的概念、风险及对国际贸易所产生的影响。 
学习内容： 
Contents: 
1. Price Elements 
l Cost Structure 
l Factor Considerations in Pricing 
2. Pricing Methods 
l Cost-based Pricing 
l Break-even Pricing 
l Marginal Cost Pricing 
3. Conversion of Major Trade Terms 
4. Exchange Cost: An Evaluation Tool 
5. Pricing Strategies 
6. Money of Account and Avoidance of Foreign Exchange Risk 
7. Use of Commission and Discount 
8. Clause of Price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2 0.2  0.8 3 
作业： 
Homework 
Exercises 
1. Term translation 
Cost structure   cost of production 
Profit margin    selling cost 
Target costing    everyday low pricing (EDLP) total fixed cost 
Variable cost     skimming price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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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etration strategy   floating exchange risk 
以成本为基础的定价法          损益两平定价法 
边际成本定价法                损益两平点 
计价货币                      支付货币 
硬货币                        软货币 
汇率                          佣金/折扣 
价款调整                      期货/现货市场 
2. Calculations 
(1) An original export offer by a Chinese company (let’s say “Company A”) is U.S.D 30 per dozen 

CIFC2 London, now the other party requests Company A to quote CIFC5. By how much shall the income 
for Company A be reduced if the offer remains unchanged? And how much should Company A quote if it 
wants to keep the original income? 

(2) A Chinese seller exports commodity X to Japan. The price is U.S. D 500 CIF Osaka per unit, 
including U.S. $50 of freight and U.S. $7 of insurance premium. If the domestic purchase price is RMB 
1600 per M/T, and domestic direct and indirect expenses are 17% of the purchase price, calculate the 
RMB cost in return for foreign exchange. 
知识内容 10：Chapter 10 International Payment and Settlement 

第十章 国际结算 

Study Objectives  
1、understand and apply the international payment and settlement 
2、learn the proced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payment and settlement 
3、learn the types and content of international payment and settlement 
学习目标： 
1、理解并能熟练运用国际支付结算工具 
2、理解并掌握国际支付结算的流程 
3、理解并掌握国际支付结算的方式及涉及内容 
学习内容： 
Contents: 
1. Amount of Payment 
2. Payment Currency 
3. Credit Instruments 
l Bill of Exchange 
l Promissory Notes 
l Check 
4. International Money Transfer Types 
5. Payment Methods 
l Remittance 
l Collection 
l Letter of Credit 
l International Factoring 
l Other Payment Methods 
6. Risk Level Assessment of Payments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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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分配 1 0.2  0.8 2 
作业： 
Homework 
Exercise  
1. Term translation 
信用状况    远期信用证      通知银行 
信用证有效期    交付远单    交付保障条款 
支付结算        申请人与受益人    国际保理 
2.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English. 
（1）跟单托收中，银行起中介作用，把汇款人的单据转给代收银行，并从代收银行接受款项 
（2）结算时，出口商应向议付银行提交信用证所要求的各种单证 
（3）对买卖双方来说，每一种信用证都各有利弊，而且，银行担保付款所承担的风险越大，

它提供该项服务的收费也越高。 
知识内容 11：Chapter 11 Claims, Force Majeure and Arbitration 

第十一章 索赔、不可抗力与仲裁 

Study Objectives  
1、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the force majeure and learn the types of force majeure 
2、learn the procedure of the claims when the loss happened 
3、understand the parties of arbitration and the rol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学习目标： 
1、 理解并掌握不可抗力的概念、分类 
2、 理解并掌握国际贸易中，风险发生后进行索赔的程序 
3、 了解仲裁的相关主体及重要作用 
学习内容： 
Contents: 
1. Claims 
2. Force Majeure 
3. Arbitration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1 0.2  0.8 2 
作业： 
Homework 
Exercises 
1. Term translation 
索赔            不可抗力         仲裁条款 
仲裁员        作出裁决         提出仲裁申请 
国际商会      美国仲裁协会     听证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首席仲裁员 
2. Write two letters with the following particulars. 
(1) A complaint letter for deferred delivery. 
l Referring to the previous letters, cables or documents about the date of shipment; 
l Stating that the goods have not been received, and didn’t catch the selling 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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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Stating that the delay makes you suffer some loss and lodging a claim for the loss of  
(2) A reply to the above letter. 
l Informing the customer of receiving the letter or cable and express regret for delaying the goods 
l Stating the reason of late delivery 
l Promising to make compensation for the customer’s loss. 

知识内容 12：Chapter 12 Launching a Profitable Transaction 

第十二章 开展可获利的贸易 

Study Objectives  
1、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market research and the rol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2、understand the prepar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learn the procedure  
3、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international trade negotiation and the related influences 
学习目标 
1、理解市场营销的概念及作用 
2、理解并掌握开展国际贸易的前期准备工作及操作流程 
3、理解国际贸易谈判的意义及相关要素 
学习内容： 
Contents: 
1. Market Research 
2. Sourcing Contacts 
3. Tips for a Successful Negotiation 
l Qualified Negotiators 
l Negotiating Team Leader 
l Negotiating Brief and Negotiating Plan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1 0.2  0.8 2 
作业：                                  
Homework 
Exercises 
1. Term translation 
Target market   market research              potential partner 
ICC            qualified negotiators          team spirit 
Commercial negotiation     negotiation brief       negotiation team 
Conclude a negotiation      credit reference        business range 
Face-to-face negotiation     annual sales volume 
2. Workshop. 
(1) Find issues of Entrepreneur, Success and Inc. magazines in the library or on the Internet. Read 

about the entrepreneurs who are heading today’s dynamic new businesses. Write a profile about one 
entrepreneur. 

(2) There is an abundance of information about exporting on the Internet. A good place to start is 
with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s Bureau of Export Administration(www.bxa.doc.gov). Other sources 
of information include the SBA’s list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ources. Please go to this website 
www.sba.gov/hotlist/internet.html and look for th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Write a list of information that 
you find useful to the 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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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内容 13：Chapter 13 Business Negoti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Contract 

第十三章 商务谈判与合同订立 

Study Objectives  
1、learn the key points of enquiry、offer、counter-offer and acceptance  
2、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ffer with engagement and offer without engagement and the 

applying 
3、learn the elements of contracts and the structure  
学习目标 
1、理解并掌握询盘、报盘、还盘的内容要点及操作规则 
2、理解并掌握实盘、虚盘的异同及运用环境 
3、掌握合同的组成要素及框架结构 
学习内容： 
Contents: 
1. Enquiry 
2. Offer 
l Offer with engagement 
l Offer without engagement 
3. Counter-offer 
4. Acceptance 
5. Conclusion of Contract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1 0.2  0.8 2 
作业：                               
Homework 
Exercises 
1. Term translation 
还盘          询盘           受盘人 
发盘人        发盘           可撤销的 
虚盘          实盘           一般交易条件 
失效          撤回           市场经济地位 
2. Judge whether each of the following is or intends to make an offer, an invitation to make an offer, 

a counter-offer, or an acceptance. 
(1) Your newly-developed STAR PRINTING MACHINE FK-6 displayed at Paris international Trade 

Fair interests us deeply. We would like to have three units as trial order. Please quote per unit C&F Tokyo 
for shipment in July, awaiting early reply. 

(2) On behalf of our principals we exceptionally bid firm Long-shaped White Rice, 10 PCT more or 
less at buyer’s option, 6000 MT 35 PCT broken U.S. $227combined with 60,000 MT 25 PCT broken U.S. 
$289 both FOBS Shanghai gross for net equal monthly shipment from October to December other terms 
as usual. 

(3) Accept but D/P 30 days. 
知识单元 14：Chapter 14 Exporting Elements 

第十四章 出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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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bjectives  
1、understand the risk of export and learn how to deal with it 
2、learn the procedure of export  
学习目标： 
1、 理解并掌握出口贸易所涉及的风险因素及规避方法 
2、 熟悉出口贸易的运作流程 
学习内容： 
Contents: 
1. Export Strategies 
l Commitment 
l The Market 
2. Export Roadmap 
l Export license(optional) 
l Quotation 
l Sales Contract 
l Cargo Readiness 
l L/C (optional) 
l Customs Clearance 
l Shipping 
l Cargo Insurance 
l Document and Settlement 
3. Getting Paid for Export 
l Research Overseas Customers’ and Markets’ Creditworthiness 
l Payment Terms for Overseas Customers 
l Receiving Payments from Overseas Customers 
l Managing Your Overseas Customer’s Payment Performance 
l What to do if documents are rejected 
4. Managing risks of Exporting 
l Risks of exporting 
l Minimize the risks of exporting 
l Reducing financial risk 
l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services 
l Knowledge of Overseas Markets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1 0.2  0.8 2 
作业： 
Homework 
Exercise  
1. Term translation 
出口程序      出口许可        计价货币 
订仓          审单             报关 
提货          备货             制单结汇 
2. Case Study. 
You may be surprised at what you can sell overseas. Who would think, for example, that U.S. 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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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sell beer in Germany where so many good beers come from? Yet right around the corner from a 
famous beer hall in Munich you can buy Samuel Adams Boston Lager. Thousands of cases have been sold, 
and a local licensing agreement assures more largest brewing company in central China and sells its 
flagship Budweiser product in major Chinese cities. If this company moves surprise you, well, you 
haven’t heard anything yet. Can you imagine selling sand to countries in the Middle East? Meridan Group 
exports a special kind of sand used in swimming pool filters that sells quite well in that place. 

So what other examples can you think of to illustrate this phenomenon? Try to find out the possible 
reasons lying behind that could explain this prevailing and marvelous international trade trend? 
知识单元 15：Chapter 15 Importing Elements 

第十五章 进口贸易 

Study Objectives  
1、 understand the risks of importing and learn how to deal with these risks 
2、 learn the procedure of import  
学习目标： 
1、 理解并掌握进口贸易所涉及的风险因素及规避方法 
2、 熟悉进口贸易的运作流程 
学习内容： 
Contents: 
1. Importing Strategies 
l Import Plan 
l Legal Responsibilities as an Importer 
l Financial Considerations 
l Protect your interests when importing 
2. Import Roadmap 
l Import License 
l Inquiry & Trade Negotiation 
l Finding the right Supplier Overseas 
l Purchase Contract 
l Issuance of L/C 
l Managing Transport 
l Insurance 
l Document Examination and Payment 
l Customs Clearance 
l Taking Delivery and Inspection 
l Reclaiming Taxes on Rejected Imports 
l Claim 
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3. Taxes and Duties on Imports 
l Taxes and Duties on Imports 
l Suspending or Delaying Import Charges 
l Relief on Import for Export or Re-export 
4. Managing risks of Importing 
l Manage Country Risks for Imports 
l Assess the reliability of overseas suppl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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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nsure imported goods meet your requirements 
l Minimize the impact of import delivery problems 
l Avoid payment problems with imports 
l Manage foreign exchange risk for imports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1 0.2  0.8 2 
作业： 
Homework 
Exercises 
1. Term translation 
Importing procedure    import license system       returned good relief 
Product liability        ATA Carnet        inward/outward processing relief 
2.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with appropriate words or phrases. 
(1) ______is an indispensable procedure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ransaction taken by an overseas 

buyer to a seller, inquiring upon the terms of a sale. 
(2) In order to avoid the problems resulting from direct importing such as great time consumption 

and difficulty to find the right overseas supplier, the importer could adopt the solution of ______, which 
means to use a third-party company to handle the importation process. 

(3) Goods like tobacco or alcoholic products are subject to _________. 
(4) For imports of goods that were previously exported but have not been processed overseas, the 

importers could be able to claim________. 
(5) If the importer tends to place regular orders with and overseas supplier, he could be able to 

protect himself against foreign exchange risk for longer by_____, or ________. 
知识单元 16：Chapter 16 Documentation 

第十六章 制单 

Study Objectives 
1、 learn the types、elements of the documents and the key points of documentation 
2、 understand the role of document in international trade 
学习目标： 
3、 理解并掌握单证的类别、组成要素及特征 
4、 理解单证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作用 
学习内容： 
Contents: 
1. Government Controlled Documents 
2. Commercial Documents 
3. Finance Documents 
4. Transportation Documents 
5. Insurance Documents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0.6 0.2  0.2 1 
作业： 
Ho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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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s 
1. Term translation 
原产地证书       领事发票       海关发票 
外汇许可证书     形式发票       商业发票 
国际汇款申请单   跟单信用证申请表  海运提单 
多式联运提单     托运单         到货通知 
2.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with appropriate words and phrases. 
(1) _____gives the holder of the document ownership of the goods mentioned on it. 
(2) _______is prepared for the Customs authorities who need to know from which country the 

goods have originated. 
(3) When a sale of goods has been agreed, the seller draws up and signs a ________, which is then 

passed to the buyer for acceptance by signing across it. 
(4) _______ is also a kind of bill of exchange, but there are various foreign documents “attached”. 
(5) In the collection method of payment for goods, the exporter uses the banking system to send the 

importer a _______ to get paid. 
知识单元 17：Chapter 17 Agency, Distribution and Consignment 

第十七章 代理、分销与寄售  

Study Objectives 
1、learn the concept 、types of agent and understand the rol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2、understand the procedure and channel of sales 
3、learn the concept of consignment、the related parties and the practice 
学习目标： 
1、 理解并掌握代理人的概念、分类及其作用 
2、 理解并掌握销售的渠道及流程 
3、 理解并掌握寄售的定义、相关主体及实践操作程序 
学习内容： 
Contents: 
1. Agency 
l Brokers 
l Sole Agent 
l General Agent 
l Commission Agent 
2. Distribution 
l Distributor 
l Wholesaler 
l Retailer 
3. Consignment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0.5 0.2  0.3 1 
作业：Homework 
Exercises 
1. Term translation 
代理        经销         寄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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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经销商   独家经销商      中间人 
保付代理     直接贸易        间接贸易 
存货         forwarding agents    clearing agents 
Retail price    ultimate customers   consignor 
Consignee     gross proceeds       to sell goods on discount 
Working capital   conform to all rules   consignment note 
2.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with appropriate words and phrases. 
(1) _____and ______ are part of the marketing system which provides channels of distribution that 

are used to bring goods to overseas market. 
(2) A_______ channel moves goods from the manufacturer or producer to the consumer. 
(3) ________ work on behalf of other businesses and receive a commission as a percentage of the 

sales or purchases which they handle. 
(4) Unlike agents, _______ buy goods from the principals on their own account and take title to them 

and resell them to their customers in their territory. 
(5) ______ is the only distributor in a territory. 
(6) Under consignment, the ______ sends the goods to a foreign ______who will sell the goods for 

the ______ according to the agreed terms. 
知识单元 18：Chapter 18  Tenders 

第十八章 招投标 

Study Objectives 
1、understand and lear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related parties of tenders 
2、lear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documents of tenders 
3、understand the procedure 
学习目标： 
1、理解并掌握国际招投标中，相关各方主体的权利与义务 
2、理解并掌握招投标文件的组成要素与特征 
3、理解招投标的流程。 
学习内容： 
Contents: 
1. Invitation for Bids 
l Tender Documents 
l Terms of Contract 
l Base Price Limit on Tender 
l Technical Spicifications 
l Kinds of Invitation to Bid 
2. Submission of Tenders 
l Tender Documents 
l Tender Documentation 
3. Bid Opening 
4. Evaluation of Tender 
5. Tender Discussions and Tender Decision 
6. Establishment of Contract 
7. Execution of Contract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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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0.2 0.2  0.1 0.5 
作业： 
Homework 
Exercises  
1. Term translation 
交钥匙工程     工程设计        总价合同 
单价合同       邀标            基价 
递标           保函            开标 
议标           tender           bid document 
Initial design    construction design    know-how 
Initial operation    main contractor    subcontractor 
2.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with appropriate words and phrases. 
(1) ______ means the person named as such in the conditions of contract and of subcontract and the 

legal successors in title to, or assignees of, such person. 
(2) ______ means the person named as such in the conditions of contract and of subcontract and the 

legal successors in title to, or assignees of, such person, but not any assignee of such person. 
(3) _______ means the person appointed by the employer to act as Engineer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Main contract and named as such in the conditions of subcontract. 
(4) _______ means the contract entered into between the Employer and the contractor. 
(5) Letter of Acceptance means the formal acceptance by the ______ of the ______’s offer. 
(6) Bill of Quantities means the priced and completed bill of quantities forming part of the _____’s 

offer. 
(7) ______ means the contractor’s priced offer to the employer for the works, as accepted by the 

Letter of Acceptance. 
知识单元 19：Chapter 19 Counter Trade 

第十九章 对等贸易 

Study Objectives 
1、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counter trade and learn the key points of counter trade 
2、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compensation trade、switch trade and barter and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3、understand the reason and environment of trade  
学习目标： 
1、 理解并掌握对等贸易的概念及特点 
2、 理解并掌握抵偿贸易、转手贸易、物物交易等各种国际贸易形式的概念及异同点 
3、 理解各种交易形式产生的原因及其运用环境 
学习内容： 
Contents: 
1. Barter 
2. Counter Purchase 
3. Compensation Trade 
l Direct Compensation Trade(Buyback) 
l Indirect Compensation Trade (Counter Purchase) 
4. Switch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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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ffset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0.2 0.2  0.1 0.5 
作业： 
Homework 
Exercises 
1. Term translation 
Counter trade    compensation trade      counter purchase 
Switch trade     offset                 swap 
Barter          reverse countertrade      infrastructure 
Clearing agreements   buyback           parallel trade 
2.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with appropriate words and phrases. 
(1) Counter trade is ______ term that includes all of the variations of the exchange of goods for 

goods. 
(2) The common reason for counter trade are: to create new _______ markets or promote _____ 

products; to acquire _______ or attract ________; to ________ trade for economic or political reason. 
(3) In ______, the value of counter goods does not have to equal that of the export. 
(4) _________ involves at least three parties, or even four or five parties. It is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bilateral ________, a kind of basis for barter transactions between governments. 
(5) ________ means that exporter agrees to use goods and services from the buyer’s country in the 

product being sold. _______ may be direct or indirect,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 goods and services are 
integral parts of the product. 
知识单元 20：Chapter 20 Futures Trading 

第二十章 期货交易 

Study Objectives 
1、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futures  
2、learn the related parties of future trading 
3、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hedging 
学习目标 
1、理解并掌握期货的概念、特征 
2、理解并掌握期货交易涉及的相关主体 
3、理解对冲的涵义与作用 
学习内容： 
Contents: 
1. Introduction to futures trading 
2. Look before leaping into futures 
l Look to the future 
l Applications of future trading 
l Considerations before starting futures trading 
3. Futures market 
l Future exchange 
l Broker 
l The clearing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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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participants 
4. Futures contract 
5. Hedging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0.2 0.2  0.1 0.5 
作业： 
Homework 
Exercises 
1. Term translation. 
CBOT          CME         NYME 
London Metal Exchange        Tokyo Stock Exchang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Exchange   clearing houses 
Hong Kong Commodity Exchange            margin system 
Variation margin                           floor traders 
期货市场            期货合同              冲抵 
期货交易所          远期合同              初始保证金 
套期保值            投机者                买入套期保值 
卖出套期保值        头寸                  现价/期价 
2.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with appropriate words and phrases. 
(1) Futures trading originated from ________ contracts. 
(2) _____ are centralized, regulated markets where an actual commodity is not physically traded; 

instead, futures contracts are bought and sold. 
(3) _____ are quote for delivering a designated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goods to a specific place and 

time. 
(4) _____ is the practice of offsetting the price risk inherent in any cash market position by buying or 

selling futures contracts. 
(5) Hedgers use ______ to protect their businesses from __________ price changes that could 

negatively impact the bottom-line profitability of their businesses. 
(6) A futures exchange is usually a ______ organization whose purpose is to facilitate the trading of 

futures contacts. 
知识单元 21：Chapter 21 E-Commerce 

第二十一章 电子商务 

Study Objectives 
1、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 e-commerce and the role of e-commerce in business 
2、learn the two modes of e-commerce 
3、understand the procedure of e-commerce 
学习目标 
1、 理解并掌握电子商务的涵义、特征与在现代商业往来中的重要作用 
2、 理解并掌握电子商务的两种模式 
3、 理解电子商务的运作流程 
学习内容： 
Contents: 
1. Why to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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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ow transaction cost 
l Large purchases per transaction 
l Integration of business procedures 
l Flexibility 
l Large catalogs 
l Improved customer interactions 
2. Role of Intermediary in E-commerce 
3. Two Modes of E-commerce 
4. How to Start E-commerce 
l Choose Compatible Products for Sales over Internet 
l Start an Online “Store” 
l Construct a Website and E-mail Systems 
6. Cyber-payments 
7. Barriers to E-commerce Development 
Teaching and homework hours 

 讲授 课堂讨论 实习 作业 总计 
学时分配 0.2 0.2  0.1 0.5 
作业： 
Homework 
Exercises 
1. Explain the following terms in English. 
Internet      e-commerce         dot-com company 
Transaction costs        database       cyberspace 
Intermediary           cyber-payment    B2B 
2. Group discussion. 
Form into teams of four or five and discuss the e-commerce revolution. How many students now 

shop for goods and services online? What have been the experiences? What do you see as the future for 
such purchases? Prepare a two-minute summary for the class.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Chapter1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Trade; Chapter2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2  

2 
Chapter 3 Trade Bloc and Trade Block 
Chapter 4 WTO: A Navigation Guide 

2  

3 Chapter 5 International Trade Terms 2  

4 
Chapter 5 International Trade Terms 
Chapter 6 Terms of Commodity 

2  

5 Chapter 6 Terms of Commodity 2  
6 Chapter 7 International Cargo Transport 2  
7 Chapter 8 Cargo Insurance 2  
8 Chapter 9 Terms of Price 2  
9 Chapter10 International Payment and Settlement 2  
10 Chapter11 Claims, Force Majeure and Arbitration 2  
11 Chapter12 Launching a Profitable Transaction 2  
12 Chapter13 Business Negoti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Contract 2  
13 Chapter14 Exporting Element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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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hapter 15 Importing Elements 2  

15 
Chapter16 Documentation 
Chapter17 Agency, Distribution and Consignment 

2  

16 

Chapter18 Tenders 
Chapter19 Counter Trade 
Chapter 20 Futures Trading 
Chapter 21 E-Commerce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经济学、数学 

后修课程：国际结算、国际商务谈判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International Trade Terms, Terms of Commodity, International Cargo Transport, Cargo 

Insurance, Terms of Price。 
难点：International Trade Terms, International Cargo Transport, Cargo Insurance。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在系统讲授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对教学难点进行重点讲解。 

2.在实验软件配置到位后，可以辅以实验模拟教学。 

教学手段： 

1.课堂讲授。 

2.实验操作。目前缺乏教学软件，所以实验课开不了 

3.基地实习。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目前实验室具备了计算机硬件环境，但还缺少实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在实验软件购买之后，可以分配 10个左右课时进行实验室模拟。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结合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期末考试占 3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教材选用：帅建林编著，国际贸易实务（英文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5年 8月第

三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帅建林编著，国际贸易实务（英文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5年 8月第三版 

（二） 推荐参考书 

1、Paul R. Krugman and Maurice Obstfel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Theory and Policy. 5th ed. 
Addison Welsey Longman &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2、Ali M. El-Agraa. International Trad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83. 
执笔：杨丽花  审稿：张淑静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2月 31日 

 



4938 

电子商务 
Electronic Commerce 

课程号：40900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电子商务课程。该课程与商学院其他课程密切相关，而且是工商

管理课程体系中的重要课程之一。本课程主要介绍互联网电子商务的最新概念，方法，和技术。内

容涵盖有关企业电子商务战略，互联网技术，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电子商务的软硬件及其安全，

以及电子结算系统，在线零售、网络营销等具体电子商务技术在企业实践中的应用，通过电子商务

拓展新的商业空间，电子商务的商业机会，电子商务网站建设，电子商务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

素，技术投资项目的商业计划等等。在本课程中，学生可以学习到电子商务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理

解电子商务的运营模式，并且掌握运作、设计和开发电子商务系统的能力。 

在本课程的助学或教学中应当尽可能采用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并使用金融、商业、工业和政

府机构中的例子，以便学生能把这些方法应用于实际中。课程主要结合案例助学或教学。通过课程

的学习，学生应掌握阅读、分析电子商务案例的技巧。这些方法包括： 

（1）综合阅读技巧； 

（2）撰写案例分析报告技巧； 

（3）SWOT分析法（S/W/O/T分别指优势、弱点、机会、威胁）。 

在电子商务专业的助学或教学中，建议采用案例教学和案例考核方法。培养学生的上述能力是

十分必要的，这不仅能使学生学习尽可能多的知识，还使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学时 

知识单元 1：电子商务概述 
参考学时：4学时 

第一节  互联网和 WWW的发展历程、电子商务的概念、电子商务发展的四个时期。 

第二节  传统商务与电子商务、电子商务的优劣势。 

第三节  电子商务行业的构成。 

第四节  电子商务对经济问题（组织结构、价值链和管理）的影响。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首先应该了解电子商务的发展历程，掌握电子商务的概念，并通过考查

传统商务与电子商务间的差异进一步了解电子商务。学生还应掌握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的力量，电子

商务的行业构成、类型及商业应用，以及电子商务对经济问题的影响。 

作业： 

1、简述电子商务的发展的四个阶段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2、传统商务和电子商务的异同分别表现在哪里？适合采用电子商务方式进行销售的商品应该

具备哪些共同的特点？ 

知识单元 2：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包交换网、TCP（传输控制协议）与 IP（互联网协议）、HTTP、SMTP与 POP、IMAP（互

联网信息访问协议）、FTP（文件传输协议）。 

第二节  电子邮件、Telnet和 FTP的应用。 

第三节  标注语言；SGML、HTML与 XML。 

第四节  内部网；外部网；公共网络、安全（专用）网络或虚拟专用网络（V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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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掌握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包括数据路由选择和基础协议、互联网

的应用、标注语言、WWW技术、互联网、内部网和外部网以及互联网接入的各种方案及其优缺点。 

作业： 

1、 上网查看 HTML的标准和版本资料。 

2、 从网上了解外部网的实现方案。 

3、 从网上查找并比较各种互联网的接入方案。 

知识单元 3：电子商务的软件和工具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WWW服务器硬件的选择，主机托管，操作系统，Windows NT或 UNIX的优缺点，对 WWW

服务器的硬件和软件组合的基准测试，基准测试程序。 

第二节  WWW 服务器功能，安全性和验证服务，文件传输协议（FTP）服务，检索引擎和索引

程序服务，WWW网站管理工具的功能，动态内容，网站开发工具的功能，内部网服务器和互联网服

务器，WWW服务器程序，Apache，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IIS），Netscape Enterprise Server

（NES）。 

第三节 网络门户，检索引擎，推式技术和智能代理。 

第四节 影响电子商务软件选择的因素，商品目录显示；购物车；交易处理机制；电子商务工具。 

第五节  主机托管的优点，基本功能软件包，在线商店的模板，全面服务的主机托管网站。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首先应该了解如何决策是否采用自营主机，如何选择服务器硬件，如何

使用不同的测试程序对 WWW服务器的硬件和软件组合进行基准测试；接下来是学习服务器软件的功

能，了解如何选择服务器的软件；对其它服务器工具也要了解；了解如何选择电子商务软件，了解

电子商务软件必须具备的功能；了解主机托管的优点和主机托管服务商提供基本功能软件的功能；

作业： 

1、 从网上了解并比较各家的主机托管方案。 

2、 从网上了解实际网站的软硬件平台。 

3、 从网上了解并比较各种 WWW服务器软件。 

4、 比较流行的检索引擎的功能特点。 

知识单元 4：电子商务的安全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计算机安全的含义和类型，保密、完整和即需的含义，安全措施、安全策略的含义和

内容。 

第二节 版权的含义，保护数字化的知识产权和保护传统的知识产权的区别，保护数字化版权

的方法。 

第三节 客户机易受到的安全威胁，活动内容如何导致安全问题，Java、Java 小应用程序和

JavaScript 如何导致安全问题，Active X 和电子邮件的附件如何导致安全问题，信息隐蔽，数字

证书，Cookie的处理和限制，防病毒软件。 

第四节 通讯信道的安全威胁，电子邮件信息受到的安全、完整和即需的威胁，通讯保密性、

消息完整性和信道可用性，加密，加密程序，解密程序，加密算法，加密的类型，散列编码、对称

加密和非对称加密，安全套接层（SSL）系统和 S-HTTP。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首先要了解计算机有哪些安全问题，接下来分别分析存在的四种安全威

胁和相应的安全措施，即版权和知识产权、客户机、通信信道和服务器，使学生对电子商务可能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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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种种安全问题和应该采用的防范措施有全面的了解。 

作业： 

1、 上网查看各种活动内容的技术特征。 

2、 从网上了解各种安全措施的实现。 

3、 了解实际网站的安全措施的实现方案。 

知识单元 5：电子结算系统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电子结算系统的概念，发展的推动力量，主要目标；消费者的网上采购过程；传统结

算工具的局限性；小额结算；电子代币的概念；先付代币；后付代币；对电子代币结算方法的评价。 

第二节 电子现金的概念；电子现金的特点；电子现金的持有办法；电子现金的优缺点；电子

现金的工作原理；电子现金的安全保证；各种电子现金的状况。 

第三节 电子钱包的功能和优点；几种电子钱包的特点；W3C的电子商务组（ECIG）制定的“WWW

小额支付通用标记”；ECIG草案的框架；ECML（电子商务模型语言）。 

第四节 智能卡；Mondex卡；电子支票。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首先应该了解电子结算系统的概念，推动电子结算系统发展的力量和电

子结算系统优势，电子代币的概念和对它们的评价方法；了解电子现金的概念、优势和特点，使用

的方法、工作原理、安全保障；了解电子钱包的功能、特点和优势以及电子钱包的两种标准；了解

其它几种结算工具的特点和使用情况。 

作业： 

1、 根据实际网站所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的具体要求选择适合的结算工具。 

2、 从网上了解各种电子钱包的特点。 

3、 从网上了解并比较目前流行的结算工具。 

知识单元 6：在线零售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推动在线零售发展的重要因素；线零售渠道的三种形式；电视购物的优势；基于光盘

的购物；在线零售商的类型。 

第二节 消费者商业模式；商业模式的两个角度；消费者类型；购物经验的类型；购买行为类

型；消费者商业模型的三个阶段；消费者寻找；组织寻找；在线零售成功的关键。 

第三节 邮购的起源；在线购物与邮购的相同之处；在线零售相对邮购的优势；在线零售可从

邮购发展中吸取的教训。 

第四节 WWW 销售的业务模式；邮寄目录的业务模式；销售知识产权的模式；广告支持的业务

模式；广告和订阅混合模式；交易费用模式。 

第五节 在线零售的管理问题；提出零售战略、管理渠道冲突、了解在线产品/服务的定价（在

线市场上有两种定价方法：接入定价和产品定价）、实现满意的购物经历、设计在线商店的布局、

管理品牌和建立正确的激励。 

第六节 网上拍卖；拍卖的种类；网上拍卖站点的三种主要类型；与拍卖有关的服务；卖家出

价拍卖；集体购买网站。 

学习目标： 

通过学习本章，学生应该首先了解推动在线零售发展的几个重要因素，在线零售渠道主要有三

种形式和在线零售商的类型；了解消费者类型，购买行为类型，消费者商业模型的三个阶段和在线

零售成功的关键；了解在线购物与邮购的相同之处，在线零售相对邮购的优势，在线零售可从邮购

发展中吸取的教训；了解适合在线销售的产品与服务；了解在线定单履行的困难和采取的措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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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WWW销售的各种业务模式的特点和适用情况；了解在线零售带来的各种新的管理问题；了解网上

拍卖的类型和成功的经验。 

作业： 

1、 从网上了解并比较若干在线零售网站的业务、结算、物流等支持情况。 

2、 从网上了解并比较若干拍卖网站的拍卖方式、结算、物流等支持情况。 

3、 根据在线零售网站所销售的产品或服务特点设计网站的功能。 

知识单元 7：网络营销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网络市场调查的本质；与传统的市场调查手段相比，互联网的优越性；一手和二手资

料的市场调查；检索工具和目录。 

第二节  WWW展示的目的和方法；可用性测试。 

第三节  WWW作为一种顾客接触媒体的地位和特性；如何识别和送达消费者。 

第四节  品牌的要素；WWW媒体的特性；关联营销；如何在 WWW上创建和维系品牌。 

第五节  网络营销规划的目的；网站建设的十七个阶段的任务和运作方法。 

第六节  网络营销与传统营销整合的原因和方法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首先了解网络营销的环境；了解网上调查的概念、优势和方法；了解

如何在 WWW进行展示，以及 WWW展示为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了解作为媒体的网站如何与顾客进行沟

通和接触；了解如何在网上创立和维系品牌；了解建立网站的十七个阶段的内容和实施的方法；了解

网站在营销过程中的主动地位；最后学习如何将网络营销与传统营销整合起来以达到最佳的效果。 

作业： 

1、 从网上了解优秀网站的页面设计方式。 

2、 从网上了解并比较某类网站国内外设计方式之间的差别。 

3、 在网上检索资料，调查某种产品或服务的市场规模和目标市场。 

4、 在网上查找资料，了解主动的电子邮件营销和垃圾邮件之间的差别。 

知识单元 8：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后台系统的整合、企业应用的三个阶段和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

框架。  

第二节 客户关系管理概念、优势；客户关系管理的阶段。 

第三节  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组成；推动公司采用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因素；自行开发还是购

买现成的企业资源规划系统；实施企业资源规划系统时管理人员要注意的问题；企业资源规划系统

的实施策略和实施阶段；企业资源规划系统未来的目标。 

第四节  供应链和供应链管理的概念、跨企业的供应链整合及其模式、供应链计划系统的模块、

供应链执行系统的模块、供应链应用整合的四个阶段、设计供应链要注意的问题。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首先了解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将后台系统整合的必要性、企业的

应用的三个阶段和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框架；客户关系管理的概念、优势和三个阶段；了解企业资

源规划的概念、推动因素、实施和未来；了解供应链和供应链管理的概念、跨企业的整合、供应链

管理系统的组成、供应链应用的整合。 

作业： 

1. 从网上了解某个行业的客户关系管理的优秀实践。 

2. 从网上查找资料，比较知名的客户关系管理软件包的性能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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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网上了解某个行业的供应链管理的优秀实践。 

4. 从网上查找资料，比较知名的供应链管理软件包的性能特点。 

知识单元 9：实施电子商务的业务计划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实施电子商务的业务计划的方面，开展电子商务的目标应包括预期效益和预期成本。

效益目标和成本目标的确定和比较。 

第二节  内部开发与外包之间的平衡。组建负责外包的内部团队。早期外包、晚期外包和部分

外包（局部外包）的含义。考虑主机托管服务的重要因素。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应该掌握确定电子商务的效益目标和成本目标，确定哪些电子商务项目

需要外包，决定网络主机服务方式，采用规范的项目管理技术来计划和控制电子商务实施以及为电

子商务项目配备人员，能够独立完成实施电子商务的业务计划。 

作业： 

1、 根据公司的业务特点，制订开展电子商务的业务计划，内容包括具体目标及完成各目标的成
本和效益，还要指出项目的哪些部分需要外包、需要什么样的主机托管服务以及需要聘用什么人员。 

2、 根据公司的业务特点，概括在建立电子商务网站时会出现的硬件、软件、安全、结算处理、
广告和法律方面的问题。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4学时 

实验：案例教学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学生根据实际案例进行分析 

实验要求：掌握本门课程所讲内容，并学以致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电子商务概述   4  
2 电子商务的基础设施 2  
3 电子商务的软件和工具 2  
4 电子商务的安全 4  
5 电子结算系统 4  
6 在线零售 4  
7 网络营销   4  
8 企业的电子商务应用 2  
9 实施电子商务的业务计划 2  
10 实验教学 4  
四、说明  

1、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 

2.学生参与互动式教学 

2、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3、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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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4、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电子商务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

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R．卡拉科塔，A．惠斯顿等编著《电子商务管理指南》，爱迪生•韦斯利出版公司，1997 （Ravi 

Kalakota and Andrew Whinston．Electronic Commerce: A Manager’s Guide．ISBN 0-201-88067-9. 

Addison-Wesley 1997） 

（二）推荐参考书 

1．廖信博（Peter Newson）,彭雷迈（Michael Parent）编,电子商务案例（国际通用 MBA 教

材配套案例）.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2.R．卡拉科塔，M．鲁滨逊．电子商务的成功之路．爱迪生•韦斯利出版公司，1999（Ravi Kalakota 

and Marcia Robinson．E-Business: Roadmap for Success. ISBN 0-201-60480-9. Addison-Wesley 1999）  

执笔：于淼  审稿：李景华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2月 31日 

 

房地产金融 
Real Estate Finance 

课程号：4350100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经济学现代金融菁英班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教学和讨论以及

对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与金融机构、房地产投融资行为等问题的的分析，力求学生达到以下目标：

1．了解房地产金融学科的发展、基本概念、逻辑线索及理论前沿；2．掌握房地产金融的主要模型

和分析方法，提高经济思维能力； 3．能够将所学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相联系，提高解决问题的能

力。 通过系统论述房地产金融活动的理论和方法，让学生对房地产金融有较为全面、系统的认识。

其教学任务主要是让学生了解和掌握有关房地产金融学的基本理论，并能够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认

识房地产业发展的经济规律。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一）了解和掌握房地产业发展的基

本经济规律。（二）了解基本的金融理论和房地产金融的基本理论。（三）了解我国目前房地产金融

发展的现状。（四）对目前我国房地产金融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深度的认识，并能够提出具

有一定深度的治理措施。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房地产市场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房地产业及其资金运作 

2.房地产金融的概念 

3.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房地产业资金运作的特征和房地产金融业务的主要内容 

2.掌握：房地产的特征和金融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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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威廉姆·B·布鲁格曼等编著《房地产融资与投资》第一章，查找相关资料，写一篇房地产

金融市场的功能综述，300字以上。 

知识单元 2：房地产金融机构和房地产融资主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房地产金融机构的组织体系 

2.房地产金融机构的任务 

3.房地产金融机构的管理 

4.房地产融资主体 

学习目标： 

1.了解：房地产金融机构的组织体系 

2.掌握：房地产金融机构的任务 

作业： 

1.阅读论文材料“what is RE”，写一篇阅读笔记，要有自己的思考，字数不限。 

知识单元 3：房地产银行信用及其管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房地产信用概述 

2.房地产银行信用的受授业务 

3.住房储蓄积数贷款 

4.房地产银行信用管理 

学习目标： 

1.了解：房地产银行信用受授业务的管理 

2.掌握：房地产银行信用的受授业务 

作业： 

1.训练使用金融计算器（电子版），计算房地产信用贷款问题。 

知识单元 4：房地产抵押贷款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原理和种类 

2.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运作 

3.房地产抵押贷款管理 

4.银行对抵押房地产的估价和审核 

学习目标： 

1.了解：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原理、种类、运作和估价 

2.掌握：房地产抵押贷款的管理 

作业： 

1.布鲁格曼（第二版）第四章 1,3,5,7。 

知识单元 5：政策性住房金融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住房公积金制度 

2.住房公积金贷款 

3.政策性住房置业担保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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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住房置业担保 

2.掌握：住房公积金制度 

作业： 

1.查找资料，搜集有关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法律法规，并做简要综述。 

知识单元 6：房地产融资征信调查和项目融资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房地产融资征信调查概述 

2.房地产融资征信调查的主要指标 

3.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融资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房地产融资征信调查的原则、内容和主要财务指标 

2.掌握：房地产开发项目财务效益分析 

作业： 

1.查找资料，搜集有关我国房地产融资征信制度的法律法规，并做简要综述。 

知识单元 7：房地产信托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房地产信托概述 

2.房地产资金信托和其他受托业务 

3.房地产代理、征信、咨询和担保 

4.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学习目标： 

1.了解：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的种类、作用 

2.我国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措施 

作业： 

1.搜集有关我国有关房地产信托制度的法律法规，对我国的房地产信托与美国的差异做简要综述。 

知识单元 8：房地产典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典当概述 

2.房地产典当和房地产典权 

3.房地产典当与房地产抵押贷款、租赁的关系 

4.其他非金融机构房地产融资 

学习目标： 

1.了解：房地产典当和房地产典权 

2.房地产典当与房地产抵押贷款、租赁的差异 

作业： 

1.查找资料，搜集有关我国房地产典当制度的法律法规，并做简要综述。 

知识单元 9：房地产保险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房地产保险概述 

2.房地产保险的运行要素 

3.房地产保险的运行原理 

4.房地产保险的主要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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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房地产保险的运行原理 

2.掌握：房地产保险的作用和主要险种 

作业： 

1.查找我国主要的财产保险公司，搜集有关房地产产品的险种合同，并做概述。 

知识单元 10：房地产证券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房地产证券化与证券市场概述 

2.房地产融资证券化 

3.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 

学习目标： 

1.了解：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意义、种类、条件和风险与控制 

2.掌握：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运作 

作业： 

1.阅读布鲁格曼（第二版）的房地产证券化章节，概述美国的房地产证券化主要方式、种类。 

知识单元 11：房地产税收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房地产税收概念与特征 

2.我国房地产主要税种 

3.国外房地产金融税收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房地产税制的特征 

2.掌握：我国房地产主要税种 

作业： 

1.阅读论文“房地产交易成本与美国房价”（AER2005），并做读书笔记。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引言：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 2  
2 房地产金融机构 2  
3 房地产融资主体 2  
4 房地产银行信用及管理 2  
5 房地产抵押贷款 2  
6 政策性住房金融 2  
7 房地产融资征信调查和项目融资分析 2  
8 房地产融资征信调查和项目融资分析（案例课） 2  
9 房地产信托 2  
10 房地产典当和其他非金融机构房地产融资 2  
11 房地产保险 2  
12 房地产证券化 2  
13 房地产证券化（案例课：美国与日本） 2  
14 房地产税收制度 2  
15 复习总结、理论前沿介绍（选学） 2  
16 小组报告(期末考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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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期权期货与衍生证券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融资中的利息理论、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可变利率抵押贷款、抵押贷款再融资、收益性

房地产估值、投资风险分析、二级抵押市场和转移证券、CMO和衍生性证券理论、房地产投资信托 

难点：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可变利率抵押贷款、抵押贷款再融资、收益性房地产估值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对于本科生，主要通过板书以及幻灯、投影仪等电子化教学手段，采用课堂讲授法进行教学。 

同时，利用讨论教学法，把学生组织起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 

对于学生的课后学习，将采用自学指导法，引导学生阅读有关参考文献以及有关产业经济发展

的新闻报道、热点访谈等资料，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利用一定时间，通过小测验、小论文等方

式对学生的自学效果进行考察。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计算机、投影仪和 PPT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将指导学生进行课下讨论和自学，使用约 15小时时间阅读论文和准备 ppt讲演。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项目展示和论文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房地产金融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

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董藩等编著《房地产金融》，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 5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威廉姆·B·布鲁格曼等编著《房地产融资与投资》，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年 12月 第 1版 

2. 克劳瑞特等编著《房地产金融：原理与实践（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10

月 第 5版 

执笔：霍钊  审稿：张巍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5日 

 

法经济学 
Law and Economics 

课程号：435010132、5060202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成思危现代金融菁英班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帮助学生学习和掌握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2、拓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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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学和法学的研究视野；3、增强学生从事社会科学跨学科交叉研究和创新研究的意识；4、

普及法经济学知识，进而推动中国法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案例讨论，使学生掌握现代经济学前沿学科——法经济学的

发展历史、基本原理、基础概念和研究方法；了解这一学科的基本框架和分析逻辑；培养学生运用

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它有关实证和

规范方法）观察、分析、和解释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理解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

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以及未来发展。本课程的学习可以为新制度经济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

要的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法经济学 

2．法经济学发展历史 

3、法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研究范围 

4、法经济学的流派 

5、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其对法学研究的革命性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法经济学的学科渊源与发展历史。 

2．掌握法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及主要流派。 

3．理解经济分析方法对法学研究的革命性影响。 

作业： 

1．你是如何理解法经济学的？ 

2．你还知道哪些经济学家研究过法律问题，哪些法学家研究过经济问题？ 

3．你如何理解法律的价值标准——效率与公平？它们彼此矛盾和冲突吗？ 

4．经济学为什么可以用来分析法律？ 

知识单元 2：法经济学的分析基础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律市场理论 

2．法律的成本收益分析 

3．法律的交易费用理论 

4．法经济学的基本定理 

学习目标： 

1．了解什么是法律的供给与需求，掌握影响法律供给与需求的主要因素。 

2．理解交易费用的定义和分类及其在法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3．理解什么是法律成本、法律收益，掌握法律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4．理解斯密定理、霍布斯定理、科斯定理以及波斯纳定理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掌握其运用。 

作业： 

1．跟普通商品相比，作为公共物品的法律，其供给与需求有哪些特点？ 

2．交易费用如何计算？作为判断制度效率的标准，它有何缺陷？ 

3．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是如何促进资源的配置的？ 

4．你如何理解科斯关于产权安排、交易费用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 

知识单元 3：财产法的经济分析 



4949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财产、产权与财产法 

2．为什么要建立所有权？ 

3．私人可以拥有什么财产 

4．所有者如何合法地处置其财产 

5．如何保护产权？如何赔偿对产权的侵犯？ 

学习目标： 

1．了解财产、产权与财产法的含义。 

2．掌握财产法的经济分析方法。 

作业： 

1．财产法包括哪些基本问题。 

2．为什么财产法的经济目的是促进稀缺资源的最优利用？ 

3．运用本章理论分析《物权法》第 109条、112条关于遗失物的法律规定。 

4．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先占取得的优点与缺点。 

5．外部性的概念、特性是什么？对比分析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各种制度安排的优劣势。 

知识单元 4：合同法的经济分析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合同法的基本内容 

2．什么合同在法律上是可强制履行的？违背可强制履行的合同应该给予什么补偿？ 

3．经典合同理论的主要观点 

4．合同的经济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什么是合同、合同法及其基本内容。 

2．掌握合同法的经济分析方法。 

作业： 

1．试述《合同法》的经济目的。 

2．什么是有效违约？你如何看待法经济学的有效违约理论？ 

3．特定履行相较于违约赔偿有何优势？ 

4．执行惩罚性违约金的经济理由是什么？ 

知识单元 5：侵权法的经济分析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侵权与侵权法 

2．侵权的经济理论：确定最优的规则原则 

3．侵权损害赔偿 

学习目标： 

1．了解什么是侵权及侵权法的基本法学构成。 

2．理解侵权法的目标。 

3．掌握侵权法的经济本质。 

4．理解不同归责原则下的预防投入与预防激励。 

5．了解市场品和非市场品损失赔偿的方法。 

6．理解惩罚性赔偿的经济学含义。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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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侵权法存在的经济根据是什么？ 

2．试举一个具体的预防行为的例子，谈谈你对预防行为及对预防行为进行经济分析的认识。 

3．解释：固定单边预防、互补单边预防、双边预防、汉德公式。 

4．阐释预防函数的基本模型和影响预防的各种因素。 

5．侵权法与安全管制、保险制度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6．全面阐述各个归责原则决定的预防行为体现及其效率状态。 

7．利用汉德公式说明如何对非市场品进行赔偿。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2 

3 

知识单元 1：导论 6  

4 

5 

6 

知识单元 2：法经济学的分析基础 6  

7 

8 

9 

知识单元 3：财产法的经济分析 6  

10 

11 

12 

知识单元 4：合同法的经济分析 6  

13 

14 

15 

知识单元 5：侵权法的经济分析 6  

16 期末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后续课程：新制度经济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经济学发展历史、作为公共物品的法律、法律需求和供给的影响因素、法律的成本-

收益分析方法、交易费用理论、斯密定理、霍布斯定理、科斯定理、波斯纳定理、法经济学的谈判

理论、财产法的经济分析、合同法的经济分析、侵权法的经济分析等。 

难点：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对传统法学的革命性影响；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在大陆法系的应用、

对法律问题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中存在的困难、交易费用理论、科斯定理的理解与运用、财产法的

经济本质、外部性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完备合同缺陷的纠正、有效违约、违约赔偿的经济学、侵权

归责原则、侵权法的经济本质、侵权损害赔偿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问题驱动式教学法 

2．任务驱动式教学法 

3．启发式教学方法 

4．案例教学法 

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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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媒体教学 

2．板书辅助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阅读教师推荐文献。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期中考查；

期末考试占 7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魏建、周林彬主编：《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5月第 1版（21世纪经济

学系列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伦著：《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

人民出版社出版社，1994年 12月新 1版。 

2. 【美】理查德·波斯纳著：《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 6月第 1版.  

执笔：黄立君 审稿：张弛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0日 

 

产业经济学 
Industrial economics 

课程号：7060101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双学位专业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了解产业经济的产生与发展，重点理解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 

2. 理解产业的概念，并掌握产业界定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3．基于现实市场的竞争情况，研究产业内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的内在关系，

并相应分析中国产业内竞争和垄断的现实问题。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讲授产业组织理论，使学生掌握产业组织的市场结构（S）-市场行为（C）

-市场绩效（P）经典分析范式，并要求学生掌握运用所学理论进行实际产业分析的基本技能。培养

学生在本学科所涉及的领域内运用所掌握的理论和方法分析更具体和现实的经济问题的逻辑思路

和能力，并为进一步学习包含在应用经济学领域内的有关宏观国民经济管理、微观企业经济管理以

及产业经济管理等课程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产业的定义及其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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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业的分类 

3. 学科性质、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4. 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及体系  

5. 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l 实证分析法 

l 规范分析法 

l 计量分析法 

l 博弈分析法 

l 案例分析法 

6. 学习资料推荐：国内重要的期刊、报纸和网站 

学习目标： 

1.了解：了解产业经济学学科的应用属性；我国产业经济学的科学体系 

2.掌握：产业概念及其分类；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哪些 

作业： 

1.阅读下述两篇文章（伦纳德·里德：铅笔的故事；米尔顿·弗里德曼：《铅笔的故事》导语），

写一篇读书笔记。要求：有综述和自己的思考；字数不限。 

知识单元 2：产业组织——产业组织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从微软案说起 

2. 产业组织理论的产生 

3．产业组织理论的形成 

4．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历程 

2．掌握哈佛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观点 

作业： 

1. 判断说明：某产业中企业个数越少，是否意味着垄断程度越高？为什么？ 

2. 试评价完全可竞争理论，并用你观察到的经济现象加以解释。 

知识单元 3：企业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企业的目标 

2.  企业边界 

3.  企业之间为什么会有差异 

学习目标： 

1．了解：企业在产业中的地位；熟悉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企业理论；重点掌握现代企业理论及

各个流派的主要观点。 

2．掌握：各种理论对企业性质以及企业边界的认识。 

作业： 

1.解释为什么看起来下列模式在许多行业存在： 

（1）小企业比大企业更可能将原料生产外包 

（2）标准半成品（如电子制造商可能采用的晶体管）比特制半成品（如为满足个别制造商而

设计的电路板）更可能被外包。 

2.一辆汽车的尾灯由两部分构成：塑料外壳和灯泡。其中哪一部分汽车公司更愿意自己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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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知识单元 4：市场结构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市场的定义 

2.  市场结构的分类 

3.  市场集中度  

4.  产品差异化 

5.  进入与退出壁垒 

学习目标： 

1．了解市场结构概念与类型。 

2．掌握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考察市场结构。 

作业： 

1.选择 1个行业，用合适的指标和数据，评估其市场结构。 

知识单元 5：市场行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市场行为的定义及分类 

2. 寡头企业行为—卡特尔 

3. 寡头企业价格领袖制 

4. 定价行为 

5. 广告行为 

6. 兼并行为 

学习目标： 

1．了解：市场行为的概述，市场结构与市场行为的关系。 

2．掌握：企业的价格和非价格等具体行为。 

作业： 

1. 请选择一个时间段观看电视，分析此时间段的广告行为，并加以解释。 

知识单元 6：市场绩效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市场绩效定义及评价指标……。 

2．市场绩效的综合评价……。 

3.  S-C-P分析框架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工业市场绩效的实证分析 

2.掌握：市场绩效的内涵及评价标准；影响市场绩效的因素分析。 

作业： 

请选择一个行业，撰写一份 SCP行业分析报告。 

知识单元 7：随堂考试 
参考学时：2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2 产业组织——产业组织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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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业组织——产业组织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  
4 产业组织——产业组织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  
5 企业 2  
6 企业 2  
7 企业 2  
8 市场结构 2  
9 市场结构 2  
10 市场结构 2  
11 市场行为 2  
12 市场行为 2  
13 市场行为 2  
14 市场绩效 2  
15 市场绩效 2  
16 随堂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 

本课程是我国经济学门类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它是含原有的工业经济、农业经济、

商业经济、运输经济等多门学科的综合性应用经济学科。并且在局部本课程与西方经济学、区域经

济学、计量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有不同程度交叉。因而对本门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加强这些学科之

间知识的融会贯通。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 SCP框架的内容，并利用该框架撰写报告。 

难点：理解 SCP中各评价指标的经济学含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以讲授产业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为主。 

2. 强调方法的应用，以案例或个案分析为支撑。如以某一特定产业为对象分析其结构、行为

和绩效。讲授可以不拘泥于教材所限定的结构及其具体内容。适当组织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 

2. 优秀学生报告。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

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6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苏东水编著《产业经济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三版（《面向 21世纪课程教材·高

等学校经济管理类主要课程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美]丹尼斯·卡尔顿、杰弗里·佩罗夫：《现代产业组织》，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

社1998年版。 

2.[英]多纳德·海：《产业经济学与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美]刘易斯·卡布罗：《产业组织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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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植草益：《日本的产业组织》，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 

5.《中国工业经济》杂志。 

执笔：刘志雄  审稿：张巍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0日 

 

管理经济学 
Management Economics 

课程号：706020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第二学位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管理经济学基本理论；2、基于经济学视角科学认识管理学问题；

3、学会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分析现实中的管理问题。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了解管理经济学基本原理，了解市场

结构、定价策略、成本、利润等管理要素的经济学内涵，掌握供求分析法、均衡分析法、边际分析

法等基础分析方法，为特许经营管理、企业管理专题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经济学思维与管理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管理学与经济学关系。 

2．通过经济学视角分析管理学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管理经济学研究对象。 

2．掌握经济学分析管理学基本思路。 

作业：管理经济学研究对象  

知识单元 2：现代经济学框架下管理问题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在现代经济学市场经济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框架下，分析企业市场行为。 

2．在现代经济学厂商理论框架下，分析企业经营管理行为。 

学习目标： 

1．了解经济学原理知识背后的管理学内涵。 

2．掌握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分析方法。 

作业：消费者行为 成本理论 边际分析 垄断 

知识单元 3：面向实际经济问题的管理经济学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基于博弈论分析企业竞争策略和定价行为。 

2．基于技术进步理论介绍企业科技创新策略。 

2．基于不完全市场理论介绍企业与政府关系。 

2．基于要素市场理论介绍劳资关系问题。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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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掌握市场竞争策略背后的经济学内涵。 

2． 正确处理企业与劳工、资本方、政府和技术创新问题。 

作业：纳什均衡  公共产品  外部性  定价策略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管理学与经济学思维 3  
2 需求、供给与市场的宏观框架 3  
3 消费者行为 3  
4 企业生产理论 3  
5 企业成本理论 3  
6 完全竞争市场行为 3  
7 不完全竞争市场行为 3  
8 企业定价决策 3  
9 博弈论与竞争策略 3  
10 要素市场、技术变革和布点理论 3  
11 市场失灵与政商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微观经济学 

后续课程：中特许经营管理、企业管理专题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市场结构、定价策略、成本、利润 

难点：垄断竞争、博弈论、市场失灵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 

2. 案例教学法。 

3. 情景教学法。 

4. 讨论法. 

教学手段： 

1. 口头语言。 

2. 文字和书籍。 

3.多媒体网络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提供参考书籍，自助学习，定期教师答疑。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管理经济学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



4957 

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威廉·博依斯，李自杰编著《新管理经济学》，中国市场出版社，2011年 1月中国版·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彼得森，刘易斯等编著《管理经济学（第 4版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12月 

2. 唐任伍《世界管理思想史》，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 12月 第 1版  

执笔：熊金武  审稿：巫云仙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新制度经济学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课程号：5060202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关于制度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的基本概念；2、

理解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安排，包括产权、市场、合约、企业、管制与政府；3、了解新制度经济学

的思想和方法；4、理解“制度安排”怎样影响人们的行为与经济运行。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案例讨论，使学生了解新制度经济学课程的产生与发展，充

分理解科斯定理、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制度起源、制度变迁、意识形态理论等，

结合国内外制度变迁的案例，引导学生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观察和研究制度的演变过程

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6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新制度经济学 

2．制度经济学的历史演变 

3．经济学为什么要关注和研究“制度” 

4．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基本假设 

5．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或理论体系 

学习目标： 

1．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历史演变的过程。 

2．掌握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基本假设。 

3．把握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内容或理论体系。 

作业： 

1.新制度经济学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 

2.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是什么关系？ 

3.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是什么关系？ 

4.新制度经济学的经验、历史和制度分析的具体方法主要有哪些？ 

5.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人的行为有哪些基本假设？ 

6.威廉姆森和努德海文的人性内核模型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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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2：交易费用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交易费用理论的创立与发展 

2．交易费用的含义 

3．交易费用的类型 

4．交易费用存在的决定因素 

5．交易费用的计量 

学习目标： 

1．了解交易费用理论的发展历程。 

2．把握交易费用跟生产成本的不同。 

3．了解交易费用的类型。 

4．理解交易费用存在的决定性因素。 

5．掌握交易费用的计量方法。 

作业： 

1.康芒斯对交易的论述有哪些内容？如何评价康芒斯的交易观？ 

2威廉姆森是如何分析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的？ 

3.诺思是如何分析交易费用的决定因素的？ 

4.交易费用范畴与方法的意义与不足何在？ 

知识单元 3：科斯定理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外部性及其解决思路 

2．科斯定理 

学习目标： 

1．了解外部性的含义及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传统办法。 

2．掌握科斯定理的基本内容。 

3．理解科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 

作业： 

1.什么是外部性？它有哪些类型？ 

2.解决外部性的传统思路是什么？如何评价解决外部性的传统思路？ 

3.什么是科斯定理？你是如何理解科斯定理的？ 

知识单元 4：产权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产权的含义、内容与形式 

2．产权的属性与功能 

3．产权的起源与保护 

学习目标： 

1．了解产权的含义、内容与形式。 

2．掌握产权的基本属性、产权的主要功能。 

3．了解产权是如何起源的。 

4．理解产权的保护机制。 

作业： 

1.如何理解产权的含义？产权包括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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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3.产权起源的原始模型是怎么分析产权起源的？包含利益集团的产权起源理论又是如何看待

产权的起源的？ 

4.在一个无国家的社会里，有没有可能存在排他性的产权？如果有，确立排他性产权的社会机

制有哪些？ 

知识单元 5：企业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企业的本质与边界 

2．企业产权理论 

3．公司治理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什么是企业。 

2．理解企业的产生、企业的本质及其边界决定。 

3．理解企业制度安排及企业内部产权的配置。 

4．掌握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办法。 

作业： 

1.新制度经济学家如何认识企业的性质？如何评价科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的企业性质观？ 

2.业主制企业的产权结构有何特征？ 

3.如何评价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团队生产理论？ 

4.合伙制企业产权结构有何特点？它主要面临什么问题？ 

5.什么是委托代理关系？什么是代理问题和代理成本？ 

6.什么是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结构的内部结构有何特点？外部结构是如何发挥治理作用的？ 

知识单元 6：制度的基本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制度的含义与类型 

2．制度的形成 

3．制度的功能 

4．制度的效率 

学习目标： 

1．了解“制度”与“组织”的区别、制度的含义及类型。 

2．理解制度形成的两种途径。 

3．理解制度的核心功能与具体功能。 

4．把握影响制度效率的核心因素，掌握测度制度效率的可行方法以及制度效率的变化规律。 

作业： 

1.什么是制度？组织是不是制度？ 

2.制度形成的途径是什么？ 

3.制度有哪些功能？它们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4.什么是制度效率？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制度的效率是如何决定的？ 

5.为什么制度的效率会递减？ 

知识单元 7：制度变迁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制度变迁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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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度变迁的过程与方式 

3．制度变迁的影响 

4．国家、意识形态与制度变迁 

学习目标： 

1．了解什么是制度变迁的供给与需求及其各自的影响因素。 

2．了解制度变迁的类型、动因和制度变迁的方式。 

3．掌握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时滞、路径依赖、连锁效应等现象。 

4．理解国家在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作用。 

作业： 

1.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供求分析是如何形成的？ 

2.什么是制度变迁需求？影响制度变迁需求的因素有哪些？ 

3.新制度经济学家如何认识要素和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对制度变迁需求的影响？ 

4.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技术进步是如何影响制度变迁与需求的？ 

5.什么是制度变迁供给？制度变迁供给的主体有哪些？ 

6.如何理解制度均衡？ 

7.制度变迁包括哪些一般过程？ 

8.什么是路径依赖？制度变迁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路径依赖？ 

9.国家提供制度的目标及其冲突是什么？ 

10.制度变迁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2 
知识单元 1：导论 4  

3 

4 
知识单元 2：交易费用理论 4  

5 

6 

7 

知识单元 3：科斯定理 6  

8 

9 
知识单元 4：产权理论 4  

10 

11 

12 

知识单元 5：企业理论 6  

13 

14 
知识单元 6：制度的基本理论 4  

15 

16 

1 

知识单元 7：制度变迁理论 6  

2 期末考查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本假设；交易费用存在的决定因素、交易费用的计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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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性及其后果、科斯定理；产权的属性、产权的功能、产权的起源、产权的保护；企业的本质与边

界、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委托代理关系、公司治理结构；制度的形成途径、制度的功能、制

度的效率；制度变迁供给的影响因素、制度变迁需求的影响因素、制度变迁的均衡；制度变迁的过

程及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时滞、连锁效应；诺斯悖论等。 

难点：新制度经济学的人性内核模型、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分析方法、科斯定理的主要内

容、侵害的相互性、产权的起源、科斯关于企业本质的理解、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企业内部

的产权配置、如何通过公司治理来解决委托代理问题、人为构建的制度和自由演化的制度、制度效

率的测度方法、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问题驱动式教学法 

2．任务驱动式教学法 

3．启发式教学方法 

4．案例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板书辅助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阅读教师推荐文献。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考查占 10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卢现祥、朱巧玲主编：《新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2月第 1版（21世纪经

济学专业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黄少安主编：《制度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6月第 1版。 

2.【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

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 11月第 1版。 

3.【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著：《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99 年 1

月第 2版。 

4.【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0月第 1版。 

执笔：黄立君  审稿：张弛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0日 

 

商务模拟与案例 
Business simulation 

课程号：5060202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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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全校通识选修课。 

通过经营决策的模拟训练，使学生学习、掌握并领悟企业经营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提高其在激

烈市场竞争中的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各种知识的能力、团队精神和创新

能力。 

l 知识综合运用能力－－系统思考 

l 分析判断能力－－诊断、预见 

l 组织能力－－大局观、团队协作精神 

l 决策能力－－科学决策、取舍 

l 执行能力－－精细管理 

l 竞争意识－－胜不骄，败不馁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具体的教学内容包括企业模拟规则、实战模拟、企业模拟案例分析。学习目标包括四类决策： 

1) 营销决策：掌握需求弹性测算、4P策略等营销决策技巧； 

2) 生产决策：了解生产策略、排班计划、产量优化等生产决策技能； 

3) 财务决策：掌握财务策略、成本优化、现金流量等财务指标分析工具； 

4) 竞争决策：了解市场环境分析、竞争对手分析、博弈等竞争决策工具应用 

教学的全部过程如图 1为企业模拟的流程，图 2为企业模拟结果示例。 

市场机制
市场价格
产品广告
促销费用
供货数量
生产安排
机器数量
原材料
人员工资
贷款国债

市场份额
企业财务数据
市场调查报告
行业综合排名

决策变量 软件运行 经营结果

熟读模拟规则

分析历史数据

上期结果诊断

设定本期目标

下期结果预测

确定本期决策

得到模拟结果  

a)决策过程                            b）每期循环图 

图 1  企业模拟的流程图 

 

图 2  课堂示例：模拟企业成绩排名（横轴为时间，纵轴为企业成绩） 

三、课程进度表 

根据本课程的特点，重点在于实践能力的培养，故此在教学安排上建议将教学的周次安排在

12周以内（每周 6课时），总的时间在两个月以内，教学效果较好。具体的知识点和学时的安排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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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介绍 3 要求带计算机或可以上网的设备、分组 
2 初次体验企业经营模拟 3 熟悉规则 
3 工具介绍（1） 3 生产 
4 工具介绍（2） 3 优化 
5 工具介绍(3) 3 财务与市场 
6 上岗测试（笔试） 3 规则考试 
7 三次小型模拟（2次） 3 要掌握规则，团队分工 
8 三次小型模拟（次）+总结 3 竞争策略等 
9 实战模拟（8期）每节课 4期 3  
10 实战模拟（8期）每节课 4期 3  
11 小组总结：企业模拟案例分析 3 公司高管团队的展示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的基础课程 

后续课程：企业金融、兼并与收购实务案例 

以学习者为中
心的实践能力

培养

（企业模拟）

人力资源管理

数据模型

市场营销

（商务智能软件）

(规则与法规）

战略

经济学

法律学科工商管理学科

会计、金融

（会计电算化软件）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完成企业决策的全过程，并形成对企业的全面认识 

难点：能熟练运用信息管理工具，利用教师给出的信息管理系统，辅助高层管理团队进行决策。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教学中，将学生分成几个公司，由学生分别担任总经理和部门经理，在模拟的市场环境里进

行竞争，分期做出经营决策，经多期后，按企业经营的绩效给出评价。模拟之后，学生要对整个模

拟过程的得失进行总结。每一个团队的模拟实战经营作为一个鲜活的案例进行仔细分析，实现学生

－学生、学生－教师、学生－学习内容的充分交互。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依托计算机网络、模拟仿真软件（实验室）。利用计算机、互联网建立一个“企业模拟”的交

互教学与实践平台，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便携设备的移动课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本课程需要学生主动参与，在授课期间学生将自主学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1)课程三次缺勤者，请自动申请重修。（特殊情况请假，必须本人以请假条的形式，提前交到

课程助教；事后补假条视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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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考核最终成绩=课程中期测试（10%）+企业经营模拟排名成绩（60%）+小组最后总结报

告（10%）+个人最终报告（10%）+团队内部评价（5%）+教师评价（5%） 

(3)具体说明： 

课程中期测试：上岗考核与规则测试 

企业经营模拟排名成绩：由计算机系统直接以本期利润、市场份额、累计分红、累计缴税、净

资产、人均利润率、资本利润率的实际数据得到的标准分（详细参看规则说明），以此为基础对应

到百分制的 70~99的区间。 

具体计算方式为： 

若所有公司均未破产，则第一名公司设定为 99，最后一名公司的成绩为 70。以某公司成绩为

例：公司百分制成绩=70+你公司的标准分（取正）/第一名公司标（取正）*29 

（注：此标准分为取正后的标准分，如最后一名标准分取正后为 0，第一名公司公司取正后的

标准分值=第一名与最后一名的标准分差距的绝对值） 

(4)个人最终报告（10%）：期末考试中以笔试形式完成，与正式笔试考试一样，但可以携带相

关的纸质材料或笔记本电脑（不允许联网），请提前备份所有数据到硬盘。 

7、作业要求： 
每节课结束后针对课程讲授内容的作业。 

主要包括两类： 

（1）企业模拟的决策（需要在计算机上完成） 

（2）模拟企业的案例分析（小组）、工作职能的总结（个人），根据学生情况建议用英文报告。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企业模拟理论教学教材（预计 2017年正式出版）；结

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王其文等编著，《决策模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第一版 

（二）推荐参考书 

周柏翔编著，《企业管理决策模拟》，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 第一版 
执笔：朱晓武  审稿：李景华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6日 

 

现代经济学理论 
Essentials of Economics 

课程号：5060202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主干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系统地向学生介绍以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和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现

代经济学框架。2、介绍严谨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和科学的分析方法。3、结合当今国际形势与中

国国情，让学生能更好地理解市场经济世界。4、思考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理论与实践问

题。 

开设本课程，通过学习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利用多媒体的技术，将经济学分析中必备的图形、

图表、案例等内容直观、生动地丰富到课堂中，并通过分析生活中的经济学，让学生充分领略经济

学分析的乐趣。旨在培养学生人文底蕴和人文情怀、引导学生关心社会和深刻认识社会、使学生受

到良好的市场经济常识和科学精神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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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资源的稀缺性构成了经济学关注的经济

问题，即怎样使用有限的相对稀缺的资源来满足无限多样化的需要的问题。 

现代西方经济学把经济学原理或经济理论，即有关经济问题知识体系的全部内容分为两大组成

部分，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在经济分析中以单个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作为考察

对象，宏观经济学把一个社会的整体经济活动作为考察对象。个体经济单位是指单个消费者、单个

厂商和单个市场等。 

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市场价格理论。它依次分析：供求理论或供求曲线，效用论或消费者

行为理论，生产论或生产者行为理论，成本论，不同市场结构中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和绩效，

分配论或厂商、消费者对生产要素价格决定的供求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与

政府管制等。 

2．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1）微观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假设条件 

在微观经济学中，为了理论分析的开展，对每个问题的研究都是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进行的。

其中，基本的假设条件有两个： 

合乎理性的人的假设条件。它假定在经济活动中，人们总是在利己的动机下，力图以最小的代

价去换取最大的利益。 

完全信息的假定。它假定市场上每一个从事交易活动的人都对有关经济情况有完全的信息。 

2）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 

阐述事物“是怎样”的命题，称为实证命题，属于实证性质的经济理论称为实证经济学。陈述

“应该怎样”的命题，称为规范命题，经济分析中属于规范性质的命题，称为规范经济学。 

从经济思想的发展史来看，基本一致的看法是，经济学既是一门实证科学，也是一门规范科学。 

3）经济模型 

经济模型是指用来描述所研究的经济事物的有关经济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结构。经济模型

可以用文学语言或数学形式（包括几何图形和方程式等）来表示。如果用数学方程式来表示均衡价

格决定模型，则可以是： 

Q
d
=α－β·P 

Q
s
=－δ＋γ·P 

Q
d
=Q

s
 

根据以上三个联立方程，可以求出商品的价格和数量的均衡解。 

4）内生变量、外生变量和参数 

经济变量是经济模型的基本要素。在一个经济模型中，内生变量指该模型所要决定的变量，外

生变量是指由该模型之外的因素所决定的已知变量，外生变量决定内生变量。参数通常被看做是外

生变量。例如，在上面的均衡价格决定模型中，参数α、β、δ和γ为外生变量，Q和 P为内生变量。 

5）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 

在一个经济模型中，根据既定的外生变量值来求得内生变量值的分析方法，被称为静态分析。

当外生变量的数值发生变化时，内生变量的数值也会发生变化时。研究外生变量变化对内生变量变

化的影响方式，以及比较不同数值的外生变量下的内生变量的不同数值，被称为比较静态分析。 

在静态分析和比较静态分析中，变量所属的时间被抽象掉了。而在动态模型中，则要区分变量

在时间上的先后差别，研究不同时点上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这种动态模型做出的分析，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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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动态分析。 

3． 经济学十大原理 

经济学家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从自己当学生时的视角出发，归纳了十条原理，十分深入浅

出。这十大原理是： 

1）人们面临交替关系。 

2）某些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 

3）理性人考虑边际量。 

4）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 

5）贸易能使每个人的状况更好。 

6）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 

7）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 

8）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和劳务的能力。 

9）当政府发行了过多货币时，物价上升。 

10）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暂交替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假设条件和理论体系的框架。 

2．掌握经济学的十大原理的初步表述。 

作业： 

1、如何理解稀缺性？和经济学研究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2、经济学十大原理有哪些？ 

知识单元 2：市场供求和价格机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需求曲线 

1）需求 

需求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的价格条件下，消费者所愿意购买某种商品的数量。 

2）需求的决定因素 

一种商品需求数量由很多因素决定，主要有：该商品的价格、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相关商品的

价格、消费者的偏好和消费者对该商品的预期等。 

3）需求函数、需求表和需求曲线 

假定其他条件都不变，仅分析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对商品需求量的影响。需求量与价格的关系

可以分别用需求表、需求曲线和需求函数来表示。 

需求表就是利用表格的形式表明价格与需求量的一种关系。在每一个价格下，将市场中的每个

人的需求量加总便可得到市场需求表。 

需求曲线是表明商品价格与需求量之间关系的一条曲线。 

需求函数是表明商品价格与需求量的函数，一般表示为： 

Q
d
=f（P） 

如果需求函数为线性的，则可写成： 

Q
d
=α－β·P  (α、β为常数，且α、β>0) 

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之间成反向变动的关系，相应地，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  

4）需求曲线的移动 

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价格的变动引起该商品的需求数量的变动，在几何图形上表现为沿着需

求曲线的点的移动。 

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其他因素的变动引起的该商品的需求数量的变动，在几何图形上表现需

求曲线的位置发生移动，表明整个需求情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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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供给曲线 

1）供给 

供给是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价格条件下企业愿意生产并销售某种商品的数量。 

2）供给的决定因素 

一种商品供给数量由很多因素决定，主要有：该商品的价格、生产的成本、生产的技术水平、

相关商品的价格、生产者对该未来的预期等。 

3）供给函数、供给表和供给曲线 

假定其他条件都不变，仅分析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对其供给量的影响。供给量与价格的关系可

以分别用供给表、供给曲线和供给函数来表示。 

供给表就是利用表格的形式表明价格与供给量的一种关系。在每一个价格下，将市场中的每个

厂商的供给量加总便可得到市场供给表。 

供给曲线是表明商品价格与供给量之间关系的一条曲线。 

供给函数是表明商品价格与供给量的函数，一般表示为： 

Q
s
=f（P） 

如果供给函数为线性的，则可写成： 

Q
s
=－δ＋γ·P  (δ、γ为常数，且δ、γ>0) 

商品的价格和供给量之间成正向变动的关系，相应地，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  

4）供给曲线的移动 

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价格的变动引起该商品的供给数量的变动，在几何图形上表现为沿着供

给曲线的点的移动。 

在价格不变的条件下，其他因素的变动引起的该商品的供给数量的变动，在几何图形上表现供

给曲线的位置发生移动，表明整个供给情况的变化。 

3． 供求曲线的共同作用 

1）均衡 

均衡的最一般的意义是指经济事物中的有关变量在一定的条件下的相互作用下所达到的一种

相对静止的状态。 

在微观经济分析中，市场均衡可以分为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是就单个市场或部分市

场的供求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和均衡状态进行分析。一般均衡是就一个经济社会中的所有市场的供求

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和均衡状态进行分析。 

2）均衡价格的决定 

一种商品的均衡价格是指该种商品的市场需求量和市场供给量相等时候的价格。在均衡价格水

平下的相等的供求数量被称为均衡数量。从几何意义上说，均衡出现在该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和市

场供给曲线相交的交点上，该交点 E称为均衡点。均衡点上的价格和相等的供求数量分别被称为均

衡价格和均衡数量。 

 

商品的均衡价格表现为商品市场上需求和供给这两种相反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是在市场

的供求力量的自发调节下形成的。 

3）均衡价格的移动 

P 

Q 

S 

D 

E 
P'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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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曲线或供给曲线位置的移动都会引起均衡价格水平发生变动。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变动分别引起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同方向变动，供给变动分

别引起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的反方向变动，供求同时变动时，均衡的变动方向不确定。 

分析外部事件发生时均衡变动的三个步骤：一是确定该事件是移动供给曲线还是需求曲线（或

两者）；二是确定曲线移动的方向；三是用供求图形说明这种移动如何改变均衡。 

4． 弹性的概念 

1）弹性的含义 

只要两个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函数关系，就可以建立两者之间的弹性关系。弹性是用来表示因变

量的相对变动对于自变量的相对变动的反应程度的。弹性的一般公式为： 

弹性系数=
自变量的相对变动

因变量的相对变动
 

如果两个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为 Y＝f（X），以 e表示弹性系数，则弹性公式为 

e =
X/X
Y/Y

∆
∆

 = •
∆
∆

X
Y

Y
X

 

或者    

e =
X/X
Y/Ylim

0x ∆
∆

→∆
 =

X/dX
Y/dY
＝ •

dX
dY

Y
X

 

上面两个弹性公式分别为弧弹性和点弹性公式。弹性是一个数值，它与函数的自变量和因变量

的度量单位无关。 

2）需求弹性 

这里研究的需求弹性是指需求的价格弹性。其公式为： 

需求弹性系数＝
价格的变动百分比

需求量的变动百分比
－  

在上式中加一个负号，是为了使需求弹性系数在一般情况下为正值，以便于需求弹性之间的比

较。 

需求弹性分为需求弧弹性和需求点弹性。需求弧弹性表示某商品需求曲线上两点之间的弹性。

公式为 

e =
P/P
Q/Q

∆
∆

－  = •
∆
∆

P
Q

－
Q
P
 

需求弧弹性也可以用以下的中点公式来计算： 

e = •
∆
∆

P
Q

－
2/)(Q

2/PP

21

21

Q+
）＋（

 

需求弧弹性分为五个类型： de >1 为富有弹性， de <1 为缺乏弹性， de =1 为单位弹性， de =∞

为完全弹性， de =0为完全无弹性。 

需求点弹性表示某商品需求曲线上某一点的弹性。公式为： 

e =
P/P
Q/Q

d
d

－  = •
P
Q

d
d

－
Q
P
 

需求点弹性也可以用几何方法求得，可以得到线性需求曲线点弹性的五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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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商品的需求弹性和厂商的销售收入 

厂商的销售收入等于 PQ，其中，P、Q 分别表示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当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

时，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的大小会影响厂商的销售收入。这种影响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对于 de >1的富有弹性的商品，销售收入与商品价格反方向变动； 

对于 de <1的缺乏弹性的商品，销售收入与商品价格同方向变动； 

对于 de =1的单位弹性商品，商品价格的变动不影响销售收入。 

4)影响需求弹性的因素 

影响需求弹性的主要因素有：商品的可替代性、商品用途的广泛性、商品对消费者生活的重要

程度、商品的消费支出在消费者预算支出中所占的比重，以及消费者调节需求量的时间。一种商品

的需求弹性系数值，取决于影响该商品需求弹性的所有因素的综合作用。 

5)其他弹性 

供给弹性，这里指供给的价格弹性。供给弹性也分为供给弧弹性和供给点弹性。供给弧弹性表

示某商品供给曲线上两点之间的弹性。以 se 表示供给弹性系数。供给点弹性表示某商品供给曲线上

某一点的弹性。 

需求的交叉弹性，被用来研究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和它的相关商品的需求量变化之间的关系。

假定需求函数为 )(Qx YPf= ， xQ 和 YP 分别表示 X的需求量和 Y的价格，且以 XYe 表示当 Y的价

格发生变化时的 X的需求交叉弹性系数，则商品 X的需求交叉弧弹性公式为： 

XYe ＝
YY

xx

P/P
Q/Q

∆
∆

 = •
∆
∆

Y

X

P
Q

X

Y

Q
P

 

相应的商品 X的需求交叉点弹性公式为： 

XYe ＝
YY

xx

P/P
Q/Q

d
d

 = •
Y

X

P
Q

d
d

X

Y

Q
P

 

如果 X、Y 两商品之间互为替代品，则 XYe >0，如果 X、Y 两商品之间互为互补品，则 XYe <0

de >1 

de =1 

de <1 

de =0 

B        Q 

P 
A 

Q 

P 
de =∞ 

Q=f(P) 

Q=f(P) 

Q 

P 

de =0 Q=f(P) 

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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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X、Y两商品之间无相关关系，则 XYe ＝0。也可以反过来，根据需求交叉弹性系数的符号来判

断 X、Y两商品之间的相关关系。 

弹性概念在经济学中得到广泛的运用。经济学家根据所研究问题的不同需要，可以建立各种弹

性关系，以考察有关的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程度。 

5． 供求规律的运用 

5) 价格控制政策。政府在微观政策上会采用一些价格控制政策来调节市场，包括价格上限和
价格下限。这样的政策会对由供求变动调节的市场产生干预作用。 

6) 谷贱伤农。由于农产品往往是缺乏需求弹性的商品，销售收入与商品价格反方向变化，在
丰收的年份，农产品均衡价格下降的幅度大于农产品的均衡数量增加的幅度，农民的总收入反而减

少了。 

 

 

 

 

 

 

 

 

 

7) 弹性与税收归宿。税收归宿是关于由谁来承担税收负担的研究。税收抑制了市场活动，买
卖双方分摊了税收负担。税收更多地落在缺乏弹性的市场一方身上。弹性实际上衡量当市场条件不

利时，买方或卖方离开市场的意愿。 

6． 蛛网模型（动态模型的一个例子） 

蛛网模型研究生产周期较长的商品（如农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在偏离均衡状态以后的实际波动

过程及结果。该模型所涉及的经济变量都是属于一定时点上的变量，故蛛网模型是一个动态模型。

蛛网模型可以用以下三个联立的方程式来表示： 

d
tQ =α－β· tP  

s
tQ =－δ＋γ· 1-tP  

d
tQ =

s
tQ  

其中，t表示时期，t＝1、2、3…… 

用图解法可以得到商品的产量和价格波动的三种情况，即波动的幅度分别为收敛、发散和保持

不变。这三种情况取决于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的斜率。 

学习目标： 

1．价格分析是微观经济学分析的核心，本章对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以及有关的基本概念的初

步论述，通常被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 

2．掌握需求和供给如何决定价格 

作业： 

1、理解下列名词：需求与供给、需求函数、供给函数、需求规律、供给规律、供求均衡、需

求价格弹性、供给价格弹性、均衡价格 

2、选择现实中的一个例子，用三个步骤的分析方法来描述均衡的变动。 

知识单元 3: 消费者的决策 
参考学时：3学时 

Q 

P 
 
P1  
 
P2 

 

Q1  Q2 
 

E1   

E2 

S   

S’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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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效用论概述 

1）效用 

效用是指商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即消费者在消费商品时所感受到的满足程度。效用是一种

主观心理评价。 

2)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 

基数效用论者认为，效用如同长度、重量等概念，可以具体衡量并加总求和。效用的度量单位

是“效用单位”。基数效用论者用边际效用分析方法来研究消费者行为。 

序数效用论者认为，效用如同香、臭、美、丑等概念，其大小无法具体衡量，效用之间的比较

只能通过顺序或等级来表示。序数效用论者用无差异曲线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消费者行为。 

3）基数效用论和边际效用分析方法概述 

基数效用论者区分了总效用和边际效用。总效用和边际效用分别用 TU和 MU表示。假定某消费

者对某商品的消费量为 Q，则总效用函数为： 

TU＝TU（Q） 

相应的边际效用为： 

MU＝
Q

TU(Q)
∆

∆
 

或者 

MU＝
Q

TU(Q)lim
0 ∆
∆

→∆Q
 ＝

Q
TU(Q)
d

d
 

由上式可知，每一商品数量上的边际效用值是总效用曲线的斜率。基数效用论提出了边际效用

递减规律的假定，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在其他商品消费数量不变的前提下，随着对某种商品消费量

的增加，消费者从该商品连续增加的每一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效用增量即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基数效用论关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是：在收入固定和市场上各种商品价格已知的条

件下，消费者应使他所购买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或者说，应使花费在各种商品

购买上的最后一元钱所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该均衡条件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IXPXPXP nn =+++ ......2211  

1

1

P
MU

＝
2

2

P
MU

==
n

n

P
MU

λ  

1P、 2P …… nP 表示 n种商品的价格， 1X 、 2X …… nX 表示 n种商品的数量， 1MU 、 2MU ……

nMU 表示 n种商品的边际效用， I 表示收入，λ表示货币的边际效用（在此假定不变）。 

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假定下，根据消费者在购买一种商品时的均衡条件
P

MU
＝λ，基数效

用论推出了需求曲线。基本思路是：商品的需求价格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对一定量的某种商品

所愿意支付的价格，它取决于商品的边际效用。由于商品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所以，随着商品消

费量的连续增加，在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的条件下，商品的需求价格是下降的。据此，基数效用论

推导出了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并说明了需求曲线上每一点的需求量都是在相应价格水平下可

以给消费者带来最大效用的需求量。 

2.无差异曲线及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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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消费者偏好的假定 

序数效用论者认为，可以用消费者的偏好来表达商品效用的顺序或等级。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组

合的偏好程度的差别，决定了这些不同组合的效用的大小顺序。 

关于消费者偏好的三个基本假设条件是： 

对于任意两个商品组合 A和 B，消费者总是可以作出，而且也仅仅只能作出以下三种判断中的

一种：对 A的偏好大于对 B的偏好，对 A的偏好小于对 B的偏好，对 A的偏好等于对 B的偏好。 

 对于任意三个商品组合 A、B和 C，若消费者已经作出判断：对 A的偏好大于（或小于、或等

于）对 B的偏好，对 B的偏好大于（或小于、或等于）对 C的偏好，则消费者必然作出对 A的偏好

大于（或小于、或等于）对 C的偏好。 

 如果两个商品组合的区别仅在于其中一种商品的数量的不同，那么，消费者总是偏好含有这

种商品数量较多的那个组合。这意味着消费者对每种商品的消费都处于饱和以前的状态。 

2)无差异曲线及其特点 

无差异曲线是消费者偏好相同的各种不同组合的轨迹。 

 

同一条无差异曲线表示一个相同的效用水平，不同的无差异曲线表示不同的效用水平。与无差

异曲线相对应的效用函数为 

U＝ ),( 21 XXf  

其中， 1X 和 2X 分别表示商品 1和 2的数量，U为效用指数，它是常数，具有序数效用的性质。 

无差异曲线有以下特点： 

第七， 在同一坐标平面上可以有无数条无差异曲线，离原点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代表的效用水

平越高。 

第八， 在同一坐标平面上的任意两条无差异曲线不相交。 

第九， 无差异曲线是凸向原点的。 

3.商品的边际替代率  

1）商品的边际替代率 

在维持效用水平不变或满足程度不变的前提下，消费者增加一单位某种商品的消费时所要放弃

的另一种商品的消费数量，被称为商品的边际替代率。以 RCS表示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则商品 1对

商品 2的边际替代率为 

12RCS ＝
1

2

X
X

∆
∆

−  

或者 

I1  

I2 
 

I3 
 

X1   

X2   



4973 

12RCS ＝
1

2

01

lim
X
X

X ∆
∆

−
→∆

＝
1

2

dX
dX

−  

无差异曲线上任何一点的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就是无差异曲线在该点上的斜率的绝对值。 

2）商品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 

序数效用论提出的商品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假定：在维持效用水平不变或满足程度不变的前

提下，随着一种商品消费量的连续增加，消费者为得到每一单位这种商品所需要放弃的另一种商品

的消费数量是递减的。 

由于从几何意义上讲，商品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表示无差异曲线的斜率的绝对值递减，所以，无

差异曲线是凸向原点的。 

某些无差异曲线具有特殊的形状。完全替代品的无差异曲线是直线型的，完全互补品的无差异

曲线为直角形状。 

4．消费者的预算线  

1)预算线的含义 

预算线表示在假定消费者收入和商品的价格既定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全部收入所能购买的两种

商品的不同数量的各种组合。如图所示。 

 

图中的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商品 1和商品 2的数量，线段 AB为预算线，OB表示全部收入购买

商品 1的数量，OA表示全部收入购买商品 2的数量。唯有预算线 AB上的任何一点，才是消费者的

全部收入刚好用完所购买到的商品组合点。 

预算线方程为： 

2211 XPXPI +=  

也可以写为： 

2X ＝
2

1
2

1

P
IX

P
P

+−  

由上式可见，预算线的斜率是
2

1

P
P

− ，预算线在纵轴上的截距为
2P

I
。 

2)预算线的变动 

任何关于消费者收入 I 的变动，以及两商品价格 1P和 2P 的变动，都可以影响预算线的位置。

I=P1X1+P2X2 
 

X1   

X2   

A 
 

B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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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两商品的价格比
2

1

P
P
发生变化，则预算线的斜率会发生变化；若

1P
I
或

2P
I
的值发生变化，则预算

线在横轴或纵轴上的截距会发生变化。 

5.消费者的均衡  

1）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 

在消费者的偏好序不变、消费者收入固定和两种商品的价格已知的条件下，消费者的预算线和

无差异曲线的相切点，便是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点，如图中的Ｅ点。Ｅ点表明，消费者的

最优购买组合为（ １X ， 2X ）。在消费者的均衡点，无差异曲线的斜率等于预算线的斜率，即有： 

12RCS ＝
2

1

P
P

 

这就是序数效用论者关于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该条件表示：在消费者的均衡点

上，消费者愿意用一单位的某种商品去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数量应该等于该消费者能够在市场上用一

单位的这种商品去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数量。 

 

２）不同方法得出的均衡条件 

虽然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分别用不同的方法研究消费者行为，并得出不同的均衡条件，但

本质上是相同的。因为，若假定商品的效用可以用基数来衡量，则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可以写为： 

12RCS ＝
1

2

dX
dX

− ＝
２MU

MU1  

于是，序数效用论关于消费者的均衡条件可以改写为： 

２MU
MU1 ＝

2

1

P
P

 

或者：          

1

1

P
MU

＝
2

2

P
MU

＝λ  

上式就是基数效用论关于消费者的均衡条件。 

6.消费者的需求曲线  

序数效用论者从消费者的均衡条件出发，利用价格－消费曲线推导出消费者的需求曲线。 

I1  

I2 
 

I3 
 

X1   

X2   

E 
 

2X   

  

１X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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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 P.P.C.是一条价格－消费曲线，它是其他条件都不变时，与商品 1 的不同价格水平相

联系的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点的轨迹。将价格－消费曲线所体现的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之间

的一一对应关系描绘在坐标图上，就可以得到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其上与每一价格水平

相对应的商品数量都是可以给消费者带来最大效用的商品需求量。 

7.正常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1） 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含义 

一种商品价格变动所引起的该商品需求量的变动可分解为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两个部分。由商

品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实际收入水平变动，进而引起该商品需求量的变动，为收入效应。由商品价格

变动所引起的商品相对价格变动，进而引起该商品需求量的变动，为替代效应。 

2）正常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图中分析正常物品（商品 1）价格下降时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X1=f(P1)   

X1   

P1  

  

 

 

P’’1 

 
P1 

P’1 
O 
 ''1X  1

0X 1'X  

E 
 
E1 
 

E2 
 

E3 
 

I1  

I2 
 

I3 
 

X1   

X2   

''1X  1
0X 1'X  

  

O 
 

P.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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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需求量的变化量 X1'X1 '' 为替代效应，它与价格 P成反方向变动。收入效应为需求量

的变化量 X1 ''X1'''，它与价格 P 也成反方向变动。由于商品价格变动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变

化量是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和，所以，正常物品的价格与需求量成反方向变动，需求曲线是向右

下方倾斜的。 

8.低档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1)正常物品和低档物品的区别及收入效应 

商品可分为正常物品和低档物品两大类。正常物品的需求量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成同方向变

动，低档物品的需求量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成反方向变动。由此可知，当商品价格变动时，正常物

品的收入效应与价格成反方向变动，低档物品的收入效应与价格成同方向变动。 

由于正常物品和低档物品的区别不对替代效应产生影响，所以所有物品的替代效应都与价格成

反方向变动。 

2)低档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图中分析低档物品（商品 1）价格下降时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图中的需求量的变化量 X1'X1 '' 为替代效应，它与价格 P成反方向变动。收入效应为需求量

的变化量 X1 ''X1'''，它与价格 P 成同方向变动。在多数情况下，替代效应的作用大于收入效应

的作用，所以，大多数低档物品的价格与需求量成反方向变动，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 

3)吉芬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 

在某些场合，低档物品的收入效应的作用大于替代效应的作用，于是，这类特殊的低档物品的

价格与需求量成同方向变动，相应的需求曲线呈现向右上方倾斜的特殊形状。这类特殊的低档物品

被称为吉芬物品，其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分析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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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从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到市场需求曲线  

把某个市场上所有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水平相加，便可以得到该市场的需求曲线。因此，在

一般情况下，市场需求曲线也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而且市场需求曲线上的每个点都表示在相应价格

水平下可以给全体消费者带来最大效用的市场需求量。 

学习目标： 

1．通过介绍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来分析需求曲线背后的消费者行为，并对消费者行为的

分析中推导出需求曲线。 

2．掌握消费者均衡的实现。 

作业： 

1．简述边际效用递减的原因。 

2．简述边际效用与总效用的关系。 

3．消费者剩余的本质是什么？  

5. 如何理解水与钻石的价值悖论？ 

知识单元 4：企业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生产论 

在微观经济分析中，生产者也称厂商。厂商被假定为合乎理性的经济人，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

追求最大的利润。 

生产函数表示在一定时期内，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生产中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数

量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它可以写为： 

Q＝f（X1,X2……Xn） 

其中，X1,X2……Xn顺次表示生产中所使用的 n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Q表示产量。 

假定生产中只使用劳动和资本这两种生产要素，以 L和 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投入量，则生

产函数为： 

Q＝f（L，K） 

生产函数所表示的生产中的投入量和产出量之间的依存关系，普遍存在于各种生产过程之中。 

1）微观经济学通常以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来考察短期生产理论，以两种可变生产要

素的生产函数来考察长期生产理论。这里的短期和长期的区别是以生产者能否变动全部生产要素的

投入数量为标准。短期是指生产者来不及调整全部生产要素的数量，至少有一种生产要素的数量是

不变的时间周期。长期是指生产者可以调整全部生产要素的数量的时间周期。 

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通常形式为： 

Q＝f（L，Κ） 

X1   O 
 

1'X 1''X 1'''X  

X2  

 
A 
 
F 

a  

c  

I2  

I1  

b

b  



4978 

其中，Q表示产量，L表示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Κ表示不变要素资本的投入量。 

如图所示，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可变要素劳动的投入量和产量，TPL、APL和 MPL分别表示劳动

的总产量、劳动的平均产量和劳动的边际产量曲线。三条曲线都是先上升，各自达到最高点以后，

再下降。 

 

这三条曲线的相互关系如下： 

当 APL曲线达到极大值时，TPL曲线必定有一条从原点出发的最陡的切线，即图中的 C'和 C 点

是相对应的。 

当 MPL曲线达到极大值时，TPL必定存在一个拐点，即图中的 B'和 B点是相对应的。 

 APL曲线和 MPL曲线必定相交于 APL曲线的最高点，即图中的 C'点。 

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是指：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在连续地把等量的某一种可变生产要素增

加到其它不变生产要素上去的过程中，这种可变要素的边际产量先是递增的，达到最大值后，是递

减的。其原因在于，对于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来说，可变要素投入量和不变要素投入量之间都存在

一个最佳的组合比例。 

在一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的情况下，生产的三个阶段如图所示。在第Ⅰ阶段，可变要素

的投入量太少，厂商增加可变要素投入量是有利的。第Ⅲ阶段，可变要素投入量太多，厂商只要减

少可变要素投入量就可以增加产量。所以，厂商总是在第Ⅱ阶段进行生产，只有第Ⅱ阶段才是合乎

类型的生产阶段。 

2）两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 

长期生产函数可写为： 

Q＝f（X1,X2……Xn） 

其中，Q表示产量，X1,X2……Xn分别表示生产中所使用的 n种可变要素的投入数量。 

通常以两种可变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来考察长期生产理论，其形式为： 

Q＝f（L，K） 

在维持产量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增加一单位的某种要素投入量时所减少的另一种要素的投入数

量，被称为边际技术替代率。劳动对资本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的公式是： 

LKTSR ＝
L
K

∆
∆

−  

或者 

LKTSR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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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L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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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产量线上某一点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就是该点上的斜率的绝对值。 

边际技术替代率可以表示为两种要素的边际产量比。 

LKTSR ＝
K

L

MP
MP

 

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是指：在维持产量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当一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不

断增加时，每一单位的这种要素所能替代的另一种要素的数量是递减的。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

决定了等产量线是凸向原点的。 

利用下图可分析生产的经济区域问题。 

 
图中的脊线 OE和 OF将生产划分为两个区域。在脊线以外的区域，等产量线的斜率为正值，表

示两种可变要素必须同时增加，才能生产既定的产量。而且，脊线 OE 以上的区域的资本的边际产

量为负值，脊线 OF 以下的区域的劳动的边际产量为负值。在脊线之内的区域，等产量线的斜率都

为负值，表示可以通过对两种可变要素的相互替代来生产既定的产量。所以，对于厂商来说，脊线

之内的区域为生产的经济区域。 

3）成本方程 

厂商的成本方程为： 

C＝wL+rK 

其中，C表示成本，w、r分别表示已知的劳动和资本的价格，L、K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的数量。 

由成本方程可得： 

K＝－
r
CL

r
w
＋  

与成本方程对应的等成本线是在既定的成本和生产要素价格条件下，生产者可以购买到的两种

生产要素的各种不同数量组合的轨迹。 

等成本线的斜率为
r
w

－ ，等成本线在横轴和纵轴上的截距分别为
w
C
和

r
C
。只有等成本线上

的任何一点，才表示用既定的全部成本刚好能够买到的要素组合。 

任何成本和要素价格的变动，都会引起等成本线的变动。 

4）最优的生产要素组合 

下图分别表示厂商在既定成本条件下实现最大产量的要素组合和在既定产量下实现最小成本

的要素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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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  

F  



4980 

 

 

 

 

 

 

 

 

 

 

 

 

 

 

图中的等产量线和等成本线的切点 E点是最优要素组合的生产均衡点。由此可得最优生产要素

组合的原则： 

LKTSR ＝
r
w

 

该式表示，厂商应选择最优的要素组合，使得两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等于两要素的价格比。

由上式可得： 

w
MPL ＝

r
MPK  

该式表示，厂商应选择最优的要素组合，使得购买两要素的最后一单位的货币成本所带来的边

际产量相等。 

5）利润最大化可以得到最优的生产要素组合 

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厂商总是可以得到最优的生产要素组合。其证明如下。 

厂商的利润等于收益减去成本，所以，厂商的利润等式为： 

π（L，K）＝P·f(L，K)－(wL＋rK) 

利润的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0w
L
fP

L
＝－＝

∂
∂

∂
∂π

 

0r
K
fP

K
＝－＝

∂
∂

∂
∂π

 

由此可得： 

K

L

MP
MP

＝
r
w

 

此式就是最优生产要素组合的原则。 

6）扩展线 

等斜线是一组等产量线中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相等的点的轨迹，如图 OS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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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等产量线和等成本线平移时所形成的一系列的等产量线和等成本线相切的生产均衡点的轨

迹，就是扩展线。如图 ON线。扩展线一定是一条等斜线。 

 

当其他条件都不变时，若生产成本或产量发生变化，厂商应沿着扩展线来选择最优的要素组合，

以实现一定成本条件下的最大产量或一定产量下的最小成本。 

7）规模报酬 

规模报酬问题分析的是企业的生产规模变化与所引起的产量变化之间的关系，分为三种情况。

假定生产中全部的生产要素都以相同的比例发生变化。如果产量增加的比例大于各种生产要素增加

的比例，则为规模报酬递增。如果产量增加的比例等于各种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则为规模报酬不

变。如果产量增加的比例小于各种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则为规模报酬递减。 

一般来说，在企业的规模从很小开始逐步扩大的过程中，会顺次出现规模报酬递增、不变和递

减这样三个阶段。 

2.成本论 

1）成本的概念和分类 

学习并区分：机会成本和生产成本；隐成本和显成本；社会成本和个别成本；短期成本和长期

成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2）短期成本与短期成本曲线 

①总成本（TC）= 固定成本（FC）+ 可变成本（VC） 

②平均成本（AC）= AVCAFC
Q

AC
Q
FC

Q
ACFC

Q
TC

+=+=
+

=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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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平均固定成本（AFC）= 
Q
FC

 

④平均可变成本（AVC）= 
Q

AC
 

⑤边际成本（MC）= 
ΔQ

ΔTC
  每增加一个产量使得总成本增加的部分 

边际成本曲线（MC）、平均可变成本曲线（AVC）、平均成本曲线（AC）的关系：它们都是一条

“U”字型的先降后升的曲线，到达最低点的顺序先后为 MC，AVC，AC；MC与 AVC，AC相交于它们

的最低点；MC的最低点是 TC与 VC曲线的拐点。 

3）长期成本曲线及其性质 

LAC表示厂商长期内在每一个产量水平上，可以实现最小的平均成本 

 

3.完全竞争市场 

1）市场类型的划分 

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 

2）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和需求收益曲线 

无数分散的厂商，生产和销售同一种产品的市场组织。满足四个条件：价格的客观性（价格不

可能被操控）、产品的同质性、进出该行业没有障碍、信息完全。 

完全竞争市场行业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单个企业的需求曲线与横轴平行， 

完全竞争市场的短期均衡如图所示： 

 

 

 

 

 

 

 

 

 

P1：AR > AC  （MR = MC = P = AR） 

阴影区为总利润 

P2：AR = AC  利润 = 0 

P3：AR < AC  亏损（做比不做少亏损一点） 

P4：AR = AVC 生产与不生产一个样，都要亏损一样多 

P5：AR < AVC 停产 

结论（条件）： 

①MR = MC 

②MR ≥ AVC 

即：MC = MR ≥ AVC 

完全竞争市场的长期均衡如图所示： 

 

 

d = P = AR = MR 

MC 

AC 

AVC 

P1 

P2 
P3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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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点：生产者可以获得利润最大化，消费者可以最低价格获得需求 

结论：LMC = MR = LAC 

4.不完全竞争的市场 

垄断市场是指某种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被一个厂商所控制的市场组织。特点是：价格的主观性，

厂商具有价格控制权，；产品的排他性，某产品没有相应的替代品；生产的唯一性，厂商进入市场

的门槛太高，不能进入。其产生的原因包括：资源垄断、特许的垄断和自然垄断。长期均衡是存在

利润，LMC = MR ≥ LAC 

 

 

垄断竞争市场是许多厂商共同生产和销售某一类既有差别但又可以互相替代的产品的市场组

织。其短期均衡时类似于垄断市场，存在垄断利润，长期均衡时类似于完全竞争市场。 

寡头市场是少数厂商控制产品生产和销售的市场组织。按寡头数量的多少可分为双寡头和多寡

头，按产品的特征可分为纯粹的寡头垄断和差别的寡头垄断，按相互关系和分为对抗性寡头和联合

性寡头。 

5.博弈论初步 

博弈论研究决策主体相互作用时的决策及其均衡问题。 

博弈：决策主体(player)在一定环境和规则下，按一定的次序和次数选择和实施策略以取得相

应结果的过程。博弈论强调把对手看成是理性人，推断对手对自己行为的反应。 

博弈次数。一次性博弈、重复博弈(repeated games)又分为：有限次数博弈(finitely repeated 

games)，无限次重复博弈(infinite repeated game)。重复博弈重视合作。 

信息(information)。参与人关于双方环境、条件或特征、策略及不同策略的得益信息的知识，

是决策的重要依据和决定结果的重要因素。对称信息(symmetric information)与不对称信息

(asymmetric information) 。包括完全信息(complete information)、完美信息” (perfect 

L

L
AC 

* 

d = P = 

Q 

LMC 

LAC 
P1 

P* 

P2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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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完美完全或不完全、不完美完全或不完全信息等。 

均衡 equilibrium：参与人从博弈中获得的效用水平。包括零和博弈(zero-sum game)，常和

博弈(constant-sum game)，变和博弈(variance-sum game)。 

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 (cooperative game)强调团体理性 (collective 

rationality) 、效 率 (efficiency)、 公正 (fairness) 、公 平 (equality) 。非 合作博 弈

(non-cooperative game ， Selten，Harsanyi)，强调个人理性(individual rationality)和个人

最优决策；策略设计要求把对手看成是理性人，推断对手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但个人理性可能与集

体理性冲突，竞争是一切社会经济关系的根本的。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最优选择与最优结果不符。个人理性与集

体理性的冲突；古诺模型各厂商的产量1/3<各自追求的1/2 产量。 

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最好策略是“以牙还牙” ( Tit for tat strategy) 或“触发策

略”(trigger strategy):试图合作并用报复、惩罚等威胁来维护合作的策略。 

无限重复博弈指出了参与人权衡短期和长期利益中产生合作的可能性，产生集体理性的可能

性。只要每个人有足够的耐心，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都是微不足道的，参与人都有积极性为自

己建立了与合作的声誉，都有积极性惩罚机会主义行为。 

学习目标： 

1．从生产函数和成本出发分析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行为。 

2．通过学习完全竞争、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四种市场结构，掌握在不同市场结构中厂商追

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特点及其市场绩效的差别。 

作业： 

1．理解以下名词 

成本函数 机会成本 显成本和隐成本 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 规模报酬与规模经济 市场结构 

完全竞争 完全信息 市场 行业 总收益 平均收益边际收益收支相抵点 

停止营业点生产者剩余 

2. 试分析软件、影视、 图书等信息产品的成本结构与成本特征。 

3.  简述完全竞争市场厂商长期均衡条件。 

4.  垄断厂商的价格歧视、价格歧视的条件和效应。 

5．比较完全竞争市场、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的效率特征. 

知识单元 5：市场失灵和微观经济政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市场失灵 

在某些情况下，指市场机制会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即无效率的结果，这就是市场失灵。换句话说，

市场失灵是自由的市场均衡背离帕累托最优的情况。导致市场失灵的情况包括：垄断，外部影响，

公共物品，不完全信息等。 

2．垄断的低效率 

西方学者认为，在垄断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产量上，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因此，存在有帕累托改

进的余地，即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因此，必须对垄断厂商的价格和产量进行管制。在管制中，决定垄断价格的原则之一是：“对

公道的价值给予一个公道的报酬”。 

政府对垄断的更加强烈的反应是制定反垄断法或反托拉斯法。 

3.外部影响 

由厂商某种经济行为的个别成本与个别收益与其所引起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别所

引起的经济现象。 

正外部性（如：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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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外部性（如：污染） 

在本章以前的论述中，西方学者的假设是：公共的效益和成本与私人的效益和成本是相一致的。 

由于外部经济效果和负效果，私人和社会的收益和成本并不一致。例如，教育的社会收益大于

私人收益。而工厂的污染则使生产的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 

因此，国家必须用津贴来鼓励那些具有外部经济效果的行业，如教育与卫生，用税收来消除那

些具有外部经济负效果的行业所待来的不良影响。此外，国家还可以用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方法来改

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 

科斯定理可以表述如下：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其交易成本为 0或很小，则无论在开始时

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但是，在实际中运用科斯定理来解决外部影

响问题并不一定真的有效。这是因为，有些资产的财产权并不总是能够明确的加以规定，而已经明

确的财产权并不总是能够转让的。此外，即使通过市场转让也未必能达到有效率的结果。 

4.公共产品 

不具备消费的竞争性的产品，称为公共物品。比如说道路、军队、警察等。 

由于非竞争性的存在，每个人从非竞争性物品中所得到的效用远少于他为此而支付的代价，从

而都想作一个“免费乘车者”。这样，政府必须承担制造“公共物品”的职能。 

把所有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曲线从垂直方向而不是从水平方向相加，即得到对公共物品的市

场需求曲线。 

判断公共物品是否值得生产的方法之一是“成本—收益分析”。 

除了非竞争性之外，如果同时还具备消费的非排他性，即无法排除一些人“不支付也消费”，

则这类公共物品又被称为纯公共物品。否则称为非纯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 

同时具备消费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物品称为私人物品，市场机制只有在私人物品的场合才真正

起作用，才有效率。 

政府提供的物品并不都是公共物品，政府也提供私人物品，如邮政。 

5.不完全信息 

市场失灵的第四个重要原因是不完全信息（最常见的说法是来自二手汽车市场）。 

由于认识能力的限制，经济主体不可能具有充分的信息。此外，由于信息本身的特点，市场机

制也无法生产足够的信息并有效地配置它们。 

信息不完全带来许多问题。当商品存在质量上的差别，而消费者对此缺乏足够的了解时，价格

就成了判断商品质量的一个指示器。商品的平均质量将随其价格水平的上升而上升。在这种情况下，

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曲线是向后弯曲的。当向右上方倾斜的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向右上方倾斜部分

相交时，便出现了市场失灵：此时最优价格高于供求均衡价格，它所决定的产量从社会的观点来看

是不足的。 

6．市场失灵与政府行为 

学习目标： 

1．学习和研究减缓市场失灵的微观经济政策。 

2．掌握造成市场失灵的垄断、外部影响、公共产品、不完全信息等原因。 

作业： 

1.理解下列名词:市场失灵 外部经济 外部不经济 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 信息不完全 

2.举一例说明，你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干预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知识单元 6：收入分配：平等与效率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生产要素市场均衡与收入分配 

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取决于生产要素的边际收益与边际产值 VMP，其使用原则为 VMP = w（工

资率）。讨论工资、租金和利息的供求规律。运用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进一步讨论要素市场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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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收入的影响。 

2、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标准是：如果至少有一人认为 A优于 B，而没有人认为 A劣于 B，则认为从

社会的观点看，亦有 A优于 B。 

以帕累托最优状态标准来衡量为“好”的状态的改变称为帕累托改进。即：资源重新配置后，

可以增加一个人的福利而不减少其它任何人福利的状态。 

如果对于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所有的帕累托改进均不存在，则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

（即经过一系列帕累托改进之后就得到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正处于不减少其它人的福利就无法

增进任何一个人福利的状态，该状态即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帕累托最优状态被认为是经济

最有效率的状态。 

帕累托最优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难以达到，所以退而求其次--帕累托次优 

3．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实现条件 

1）交换的帕累托最优条件 

在关于交换的埃奇沃斯方盒中，两条无差异曲线的切点表示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由此可得交换

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对于任意两个消费者来说，任意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必须相等：给出交换的

底线，即任何一方都不会损失，否则交换不成立 

埃奇沃斯方盒的做法：将 A、B对 x和 y的无差异曲线图重叠，并将 B的偏好旋转 180度而成。 

 

 

 

 

 

 

 

 

 

 

 

在任一切点上有： 

x  = ax + bx 

y  = ay + by 

a，b无差异曲线切点上都意味着最优分配状况。 

所有无差异曲线切点的轨迹连线即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集合叫做交换的契约曲线。 

2）生产的帕累托最优条件 

在关于生产的埃奇沃斯方盒中，两条等产量曲线的切点表示生产的帕累托最优。由此可得生产

的帕累托最优条件：对于任意两个生产者来说，任意两种要素的边际替代率必须相等： 

MRTS
C
LK=MRTS

D
LK 

所有等产量曲线切点的轨迹连线即生产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的集合叫做生产的契约曲线。 

3）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条件 

生产契约曲线上的一点，是两条等产量线的切点，因而表示两种产品的一个最优产出对。遍取

生产契约曲线上的每一点，可得到相应的所有最优产出对。所有最优产出对的集合的几何表示就是

生产可能性曲线。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右下方倾斜，且向右上方凸出。在生产可能性曲线左下方的区

域是生产无效率区域，在生产可能性曲线右上方的区域是生产不可能性区域。生产可能性曲线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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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高低则取决于投入要素的数量和技术状况。 

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任选一点 B，则就给定了一对最优产出组合（X，Y）。以 X 和 Y 可构造一

个交换的埃奇沃斯方盒。在交换的埃奇沃斯方盒中加进两个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即无差异曲线，则由

这些无差异曲线的切点轨迹可得到交换的契约曲线 VV‘。VV’上任意一点满足交换的帕累托最优。

如果上有一点，如 e，其边际替代率恰好等于生产可能性曲线 PP‘上点 B的边际转换率，则此时 e

同时满足生产和交换的最优，其条件为： 

MRS
AB
XY=MRT

CD
XY 

4.完全竞争和帕累托最优状态 

在完全竞争经济中，每个人和每个厂商都是价格的接受者，即根据市场形成的同一价格行事。

因此，帕累托最优的三个条件均能得到满足： 

1）商品的均衡价格实现了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在完全竞争经济中，对于任何一个消费者

A或者 B来说，其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都是，任意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这两种商品的

价格比率。所以总有下式成立： 

MRS
A
XY=PX/PY=MRS

B
XY 

2）要素的均衡价格实现了生产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在完全竞争经济中，任意一个生产者实现

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之一是，对该生产者来说，任意两种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等于这两种要素的价

格比率。所以有： 

MRTS
C
LK=PL/PK=MRTS

D
LK 

5.产品的均衡价格实现了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产品对产品的边际转换率就是：MRT
CD
XY =|ΔY/ΔX| 

它表示增加ΔX 就必须减少ΔY，因此，可以把ΔY 看成是 X 的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用 MCX

来表示；同样，ΔX也可以被看作是 Y的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用 MCY来表示。那么就有： 

MRT
CD
XY =|ΔY/ΔX|=|MCX/MCY| 

而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生产者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产品的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即 

PX=MCY           PY=MCY 

于是 MRT
CD

XY = PX / PY 

而同时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条件为：MRS
AB
XY = PX / PY 

所以有 MRT
CD

XY= MRS
AB

XY 

即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产品（进而商品）的均衡价格实现了生产和交换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6.社会福利函数 

1）社会福利函数 

给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一点 B，可以得到一点 e满足帕累托最优的三个条件。再由 e得到一对

最优效用水平组合（U
e
A，U

e
B）。遍取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每一点，可以得到相应的最优效用水平组

合的集合，最优效用水平组合的几何表示就是效用可能性曲线。 

社会福利函数是社会所有个人的效用水平的函数。在两人社会中它可以写成： 

W=W（UA，UB） 

由社会福利函数可以得到社会无差异曲线。社会无差异曲线与效用可能性曲线的切点代表了可

能得到的最大社会福利。 

但是，在非独裁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有适用于所有个人偏好类型的社会福利函数。这就是所

谓的阿罗不可能定理。 

2）阿罗不可能定理 

阿罗不可能定理：在有众多的个人偏好中，缺乏基本的传递规则，故不可能得到由个人偏好次

序形成的社会偏好次序。能够存在的从个人偏好得到的社会偏好次序有：独裁规则代替大多数的规

则；所有人的偏好一致；。政府的偏好与投票规则(即按大多数人的意见)相结合。 

假定：a，b，c三人，x，y，z三种状态（偏好，比如增加税率、不变、降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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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的偏好：x > y > z 

b的偏好：y > z > x 

c的偏好：z > x >y 

以投票表决为例： 

对 y与 z投票 对 x与 z投票 对 x与 y投票 
a投 y a投 x a投 x 
b投 y b投 z b投 y 
c投 z c投 z c投 x 

y > z 通过 z > x 通过 x > y 通过 
以上的结果表明：x > y， y > z， z > x 这样的结果显然是矛盾的 

所以阿罗认为：福利是不可度量的 

学习目标： 

1．学习和掌握生产要素均衡价格的决定、收入的决定。 

2．分析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状和原因。 

3. 理解平等和效率的经济学含义 

作业： 

1．为什么说要素价格决定问题是收入分配问题？ 

2．简述厂商使用要素的原则及其在不同特征市场下的表现形式。 

3．用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证明在完全竞争条件下要素使用的原则。 

4．区别帕累托标准和帕累托最优状态。 

5．简述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状态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后改变配置之间的关系。 

6．为什么说交换契约曲线和生产效率曲线分别代表两种商品在两个消费者之间最优分配的组

合，和两种要素在两个生产者之间最优分配的组合？ 

7．简述阿罗不可能定理。 

知识单元 7：宏观经济指标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内生产总值 

1）GDP （Gross domestic product ）：经济社会一定时期内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

产品的市场价值。 

2）GDP的特征 

①市场价值：用货币计量，不包括家务、自给自足的产品，但包括参加市场活动的隐性成本。  

②计全部最终产品，不计中间产品，是流量(flows)，注意最终产品（final goods）和中间产

品（intermediate goods）的区别 

③一定时期内生产而非所卖最终产品的价值。最终产品价值＝销售额＋存货变动量：100＝80

＋20，20 是自己买下的存货投资；100＝120－20，20 是过去存货的减少。存货投资（inventory 

investment）：库存的新增原料、半成品和成品,分为意愿和非意愿的（undesired） 。 

3）MPS体系的缺陷和 SNA体系的优点 

4）GDP核算的利弊：GDP的优点是被各国广泛接受；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均 GDP与反映

生活质量的其他指标有密切关系；GDP的不足在于不计居民自我服务（洗衣、做饭、搞卫生）和地

下经济(一般占 GDP的 10%)；不计算环境污染的负效用；不反映投资和生活质量；不反映外部影响

和分配公平与否；受通胀扭曲；各国比较受汇率的影响；生产要素论。 

2.  SNA体系中三种基本核算方法 

1）生产法（production approach）：又称部门法（sector approach）、产量法（output approach）。 

第 1、2次产业增加值=总产值—中间产品=销售收入—外购产品和劳务价值。第 3次产业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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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商、服、交、金、邮、等营利性部门：按纯收入计算，或营业收入—外购产品和劳务价值。政

府、教育、卫生等非营利性服务部门按工资收入计算。个体服务按个人纯收入计算。简单而言，主

要是汇总各部门新增价值（value added），若含折旧则有重复计算（double counting）。 

2）支出法（expenditure  approach）：通过 AD＝GDP=C+I+G+（X—M），分部门核算一定时期

内整个社会对最终产品的支出。 

主要包括：C：居民个人消费（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s）；I：增加或更换资本资

产的支出（gross private）；G：（government purchases of goods and serves）：各级政府在办

医院、国防、交通、教育等方面的支出；（X—M）净出口（nx）。 

3）收入法（incme  approach）：按要素收入计算 GDP。收入法或要素收入法(factor  incomes  

approach)、要素成本法、要素支付法(factor payment approach)、所得法(earnings approach). 

主要构成为： 

工资(compensation of employees)；租金（rental incomes）：稀缺资源报酬－房地租、专利

和版权收入；净利息（net interest）：居民从其贷款(存款、买企业债券 )所得利息减借款应付利

息；公司利润（corporate profits）：指税前利润，包括公司所得税、社会保险税、股东红利和公

司未分配利润；非公司企业主收入（个体经营者使用自己要素所得收入）。  

在此基础上，须加入支出法平衡的项目： 

企业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s）；间接税（indirect tax）；折旧（depreciation）。 

每种方法给出一个不同的角度，但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原则是：除非数据不完全或不真实，否

则使用上述三种方法计算的当前经济活动总量应是一致的。 

3．与 GDP相关的几个总量 

1）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按国民原则统计的本国公民在内和在外从事经济活动的

增加值。GDP按国土原则计算：本国公民和外国公民在本国从事活动的增加值。二者之差为本国国

外要素净收入。 

2）NDP（Net Domestic Product）：在生产过程中，总会出现资本的损耗。这种资本的损耗就

是折旧。用国内生产总值减去固定资产折旧，就是 NDP。由于折旧占 GDP或 GNP比例一般来说是相

对稳定的，因而用 GDP（GNP）与 NDP对表示经济活动总量变动没有本质差别。 

3）NI（National Income）：国民收入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不同用法。广义国民收入泛指 GDP、

GNP、NDP 等经济活动总量。狭义的国民收入，指一国一年用于生产的各种生产要素在一定时期内

提供生产性服务所得到的全部报酬，即工资、利息、利润和租金的总和。 

4）PI（Personal Income）：从国民收入中减公司未分配利润、公司所得税及社会保险税（费），

加上政府给个人的转移支付，大体上得到个人收入。 

5）DPI（Disposable Personal Income）：个人可实际使用的全部收入，指个人收入中进行各

项社会性扣除之后（如税收、养老保险等）的剩余部分。 

6）NS（Natioal Savings）：国民总储蓄是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后的剩余部分，它

是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国民总储蓄等于私人储蓄加上政府储蓄，即 

                     S = Sprivate + Sgovernment 

4.  国民收入基本公式 

1）只有家庭和企业的两部门经济构成下：I = S；引入政府经济活动后的三部门经济构成下：

I＋G ＝S＋T或 I＝S＋（T－G）；加入国外部门的四部门经济构成下：I＋ G ＋（X－M）＝S＋T＋

Kr，这一等式可以转化为：I＝S＋（T－G）＋（M－X＋Kr）。 

2）关于投资-储蓄恒等式 

事后的 S＝I。事后是指，国民经济过程结束从会计核算的角度，在收入中区分用于消费的和

不用于消费的部分，储蓄和投资是收入中不用于消费的部分，投资由储蓄转化而来，故性质上 S=I。

事后会计帐户计算的 I可能包含非意愿的存货投资，它同时也是企业的非意愿的储蓄。故事后 S=I

可能包含非意愿的投资和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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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的 S＝I。事前是指经济过程之初，私人计划个人的 S和 I，是意愿的 S和 I。但个人 S和

I的动机、时间以及数量不相等，故事前的 S和 I在总量上难以相等。若能事前 S=I，则 AS=AD。

不论事前 S是否=I，事后的 S恒等于 I。 

若事前 I>S，则市场 AD>AS，产品短缺，有负的存货投资，过去的存货被销售掉还不能满足市

场需求，利率上升和物价上涨。要实现经济均衡，增加 S或减少 I，或同时增加 S减少 I。 

若计划的 I<S，则市场 AD<AS、产品过剩，非意愿的存货投资>0，利率和物价下跌，要实现经

济均衡，减少 S增加 I，减少非意愿的储蓄增加意愿的投资。 

5.  名义 GDP和实际 GDP 
国民经济核算用不同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格表示 GDP，但一国 GDP的变动由两个因素造成：一

是生产的物品和劳务数量的变动；二是物品和劳务的价格变动。名义 GDP转化为真实 GDP的基本思

路是：把当年价格计算的 GDP称为名义 GDP，然后通过确定一个实际数量变化的指数来获得真实GDP。  

GDP平减指数＝（名义 GDP/实际 GDP）×100％ 

6.  短期宏观经济景气的其他指标 

通常我们用总产量、价格水平和资源利用情况来描述宏观经济。总产量以的 GDP为代表。 

价格指数是为测算通货膨胀率而设的一个宏观统计指标。它是指与特定基期相比的某组特定商

品集合的平均价格水平。最常用的固定权数价格指数是消费者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

简称 CPI）。每月的 CPI 是统计局派出人员去收集一个固定篮子消费品的价格，包括食品、衣着、

房屋、燃料等，由消费品篮子的当前价值除以基年同一消费品篮子的价格而计算出来。 

在考察一个经济时，第三个方面是该经济的资源是否得到了充分有效的利用。经济资源包括资

本、土地、劳动和企业家才能四类，在这四类资源中，劳动力的充分利用问题居于中心地位。实际

上，现代宏观经济学就是在研究就业问题的过程中诞生的。在资源利用层面，宏观经济学关心的是：

资源是否得到了充分利用和资源是否得到了有效利用两个方面。 

学习目标： 

1．掌握收入核算的基本原理和三种核算方法。 

2．GDP的概念、指标优点及缺陷。 

3. 国民收入账户的其他总量与 GDP的关系。 

4. 国民收入构成的基本公式。 

5. 名义 GDP与实际 GDP的关系。 

作业： 

1、简述测度宏观经济波动状况的三个维度。 

2、宏观经济统计核算中为什么不使用数量指标而采用价值指标？ 

3、简述国民收入账户建立的基本理念和会计框架。 

4、比较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减税政策的区别。 

5、房价是否应计入 GDP？ 

6、如何评价中国的宏观赋税水平？ 

7、为什么要区分不同的价格指数？ 

知识单元 8：短期经济波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凯恩斯消费理论 

1）消费函数：消费与决定消费因素之间的关系，C=f（收入、价格、利率、收入分配、消费者

偏好、家庭财产状况、消费信贷、消费者年龄、风俗习惯等)，其中最重要的函数为消费收入函数：

C（y）。 

2）凯恩斯的主要消费函数概念和消费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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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消费倾向 APC （average propensity to consume）=
y
c
，APC是消费曲线的射线斜率。 

边际消费倾向 MPC （marginal propensity to save）=
dy
dc

y
c

=
∆
∆

，MPC是消费曲线的斜率。 

凯恩斯的消费定律：消费随收入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得快。 

 

 

 

线性消费函数，C=a+by，a自发消费（autonomous consumption ）、收入为零时的消费，来自

过去的储蓄或借债。b是边际消费倾向,by是收入引致的消费（derived  consumption），b短期内

是 dc/dy，长期内=C/Y： 

c/y=a/y+b，长期内 y→∞，a/y→0，c/y→b 

 

 

• 450线消费曲线

450

0

C

y

C=by

a

S C=a+by

 

 (APC)’y =(c’y－cy’)/y2=(MPC－APC)/y 

3、储蓄函数（saving function） 

储蓄是收入中不消费的部分，s=y－c，S是收入的增函数 s（y）。 

平均储蓄倾向 APS（average propensity to save）=
y
s
，人们愿意从收入中拿出多少用于储

蓄。 

边际储蓄倾向 MPS （marginal propensity to save ）=
dy
ds

y
s

=
∆
∆

，人们愿意从增加的收入中

拿出多少用于储蓄。 

线性储蓄函数。s=y－c=y－a－by=－a+（1－b）y。 －a 是自发储蓄（autonomous save）：+

（1－b）y是收入引致储蓄。 

短期函数－a+(1－b)y。，长期函数+(1－b)y 

s/y= —/a+MPS, APS<MPS,y→∞，APS→MPS 

储蓄曲线 

1// <== APCMPC
y
c

dy
dc

y
dy

c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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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消费函数与储蓄函数的关系 

c+s=a+by－a+（1－b）y=y 

APC+APS=1,        1—APC=APS, 

MPC+MPS=1,     1—MPC=MPS 

若（MPC/APC）<1，则 MPS/APS>1 

或（APC/MPC）>1，APS/MPS<1 

    

• 消费与储蓄的关系

C，S

0

C=by

C=a+by

y
—a

a
S

S

 

5、社会消费函数－总消费与总收入的关系 

不同收入阶层的 MPC差别，社会消费水平与收入分配公平呈同向关系；政府收支政策：社会消

费水平与政府税收成反向变动，与转移支付水平呈同向关系；社会消费水平与公司未分配利润的多

少呈反向关系。社会消费水平与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度呈同向关系。 

2.  其他消费理论 

1）相对收入消费理论（J.S.Duesenberry，1949） 

消费者当期消费相对由过去的消费习惯和周围的消费水准决定；消费者易随 y↑而 c↑;不易随

y↓而 c ↓，形成正截距的短期消费函数，称为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消费者消费行为受

周围人们消费水准影响称为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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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命周期消费理论（Franco Modigliani，1985） 

人们在更长的时间内计划消费支出以达到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和储蓄的最佳配置。 

假定：消费者理性，工作期确定，预期寿命确定，储蓄无利息等。生命周期内的消费等于终身

收入。设预期寿命减开始工作的年龄＝生命周期年限 NL，工作以前由父母抚养的时间不计入 NL，

生命周期内均匀消费即年均消费 C=C·NL/NL。 

终身收入＝工作时间 WL·年劳动收入 YL，C· NL＝WL·YL。工作年限内的储蓄提供了退休期

间的负储蓄：C·NL－WL·C＝退休金，YL·WL－C·WL＝退休金 

有财富积累或资产 WR 的生命周期消费函数，设个人有初始财产 WR(遗产或赠与)； 从而每期

消费 

    

 

 

C=aWR+cYL说明：WR或 YL都会增加当前 C；越接近生命终点 a越大；c则与可挣钱的剩余年限

和可挣钱的分摊年限是相关的；延长工作时间增加 YL会增加 C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指出了社会总消费和社会总储蓄与年龄结构、个人遗产意愿、股票市场等因

素的关系 

3）永久收入消费理论（Milton.Friedman，1957） 

现期消费由消费者预期的永久收入决定。永久收入 Yp是消费者可以预期到的长期收入 

Yp =θY+(1-θ) Y-1，故 C =cθY+c(1-θ)Y-1，c是长期边际倾向，cθ和 c(1－θ)是短期边际

消费倾向，若 Y提高，消费者估计 Y短期上升故有较小边际消费倾向，若估计是持久收入才会提高

边际消费倾向 

就生命周期理论与持久收入的关系而言，两者均认为消费与长期收入有关。生命周期理论更多

注意储蓄动机，持久收入理论更注意个人对持久收入形成的预期方式。两者与对财富、人口统计的

强调相结合，提出了现代消费函数：C＝aWR+chYD+c(1－h)YD-1，YD是可支配劳动收入。 

3．NI-AE模型：从两部门到四部门的均衡国民收入决定 

1）两部门国民收入的 NI-AE模型 

YL
Cc

WR
Ca

cYLaWR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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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中，也可使用储蓄函数确定国民收入 

 

2）三部门国民收入的 NI-AE模型 

含定量税 T、转移支付均衡国民收入决定 

i+g+Tr=s+T=—a+(1—b)(y—T+Tr)+T→ 

y= (a+i+g+bTr—bT)/MPS ，或 

 

 

 

 

 

 

3）四部门的均衡国民收入决定 

设线性进口函数：m=z+hy，z是自发进口，h是边际进口倾向，hy是收入引致的进口。 

含定量税的四部门 NI-AE模型（略） 

4.  乘数理论 

1）乘数的概念：乘数=边际量=⊿因变量/⊿自变量。乘数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卡恩在 1931 年

提出。虽然名为“乘数”，其本质是一个边际量。 

通常，任何总需求组成部分的变动，均会引发均衡收入若干倍变化。乘数是测度均衡产出 Y变

动相对于 C、I、G、T、Tr、NX等因素变化的比例。 

b
bTbTgiay

giTTybay

r

r

−
−+++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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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乘数效应的原因 

经济是动态的，各部门间是相互影响的。为方便研究，我们把经济对自发性支出变动的反应分

解为许多轮次，每一轮新增的总需求在边际消费倾向的作用下逐渐收敛，最终通过加总可近似得到

均衡产出递增的倍数。 

3）乘数效应的作用 

   乘数的引入有助于理解产量波动。比如投资者信心不足导致投资支出下降，则经济就会在

乘数作用下进入一次衰退。反之亦然。乘数的这种作用被称为“双刃剑”（double-edge sword）。 

4）各种乘数 

 

 

 

 

 

 

 

 

5.  AS—AD模型 

1）总需求函数 

总需求 AD 由消费需求（C）、投资需求（I）、政府需求（G）和国外需求构成（NX）。在不考虑

国外需求的情况下，经济社会的总需求是指价格、国民收入和其他经济变量既定条件下，居民户、

企业部门和政府愿意支出的数量。 

推动总需求的力量除了价格水平、人们的收入、预期等因素外，还包括诸如税收、政府购买或

货币供给等政策变量。 

总需求分析只涉及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一个既定价格水平对应一个总需求乃至总产量水平，

两者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即总需求函数 

总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是因为财富效应（实际余额效应）、利率效应（凯恩斯效应）和汇率

效应的共同作用。 

此外，总需求曲线也可以从 IS—LM模型推导得来。 

2）总供给函数 

总供给是经济社会提供的总产量（或国民收入），即经济社会中就业的基本资源所生产的产量。

这里所说的基本资源主要包括劳动力（L）、生产性资本存量（K）和技术（τ ）。在宏观经济学中，
描述总产出与劳动、资本和技术之间关系的一个合适工具是生产函数。 

 

古典的总供给曲线基于两个前提假设：①假设货币工资（w）和价格水平（P）可以迅速或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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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调节，使得实际工资总是处于充分就业所应有的水平，从而产量或国民收入也总是处于充分就

业的水平，不受价格的影响。②古典学派一般研究经济事物的长期状态，而在长期中，即使不动用

w和 P能够迅速或立即调整假设，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被认为是具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调整。从而

古典的总供给曲线始终为处于充分就业水平上的一条垂线。 

 
凯恩斯主义的总供给曲线基于两个恰好相反的前提假设，在货币工资（名义工资）具有“刚性”

（rigid）或“粘性”（sticky）的假设基础上，凯恩斯理论认为：总供给曲线被认为是一条水平

线。 

 

 

常规的总供给曲线：垂直的古典总供给曲线和水平的凯恩斯总供给曲线分别代表两种极端状

态。西方学者认为，在通常的或常规的情况下，短期总供给曲线位于两个极端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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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S-AD模型对现实经济的解释 

在短期中，宏观经济企图达到的目标是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即：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同时，

物价既不上升、也不下降。即 AS曲线与 AD曲线的交点 E0点表示的宏观经济管理的短期目标，即充

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然而，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AD 和 AS 才能相交于 E0 点，经济中的许多因素

都会移动 AD和 AS的位置，使二者的交点脱离 E0。 

AD曲线的移动：在脱离均衡点的交点上，由于 AS的形状的特殊性，产量和价格下降的比例并

不相同。在小于充分就业的水平时，越是偏离充分就业，经济中的过剩的生产能力就越来越多，价

格下降的空间就越来越小，这说明：价格下降的比例要小于就业量下降的比例。当经济处于过热的

状态。生产能力比较紧缺，产量增加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价格上升的压力越来越大；也就是说，

在 E0的右方，AD向右方移动的距离越大，价格（P）上升的比例越要高于产量上升的比例。 

AS曲线的移动：AS曲线由 AS0向左移动到 AS1，使 AD与 AS1相交于 E1点，表示滞胀的状态，

其产量和价格水平顺次为 yl和 P1，即失业和通胀的并存。进一步说，AS向左偏离 AS0的程度越大，

失业和通货膨胀也都会越来越严重。但是，失业的增加的比例和价格上涨的比例这二者之间相对关

系却并不明确。 

当生产技术突然提高使 AS由 AS0向右移动时，产量增加，而价格水平则会下降。然而，必须

注意：在短期内，生产技术虽然有可能突然提高，但是，要想很快得到它的成果却是很困难的。因

此，AS从 AS0在短期向右方的移动是非常少见的，甚至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想像而己。 

6.  失业与通货膨胀 

1）通货膨胀是指购买等量商品或一组固定商品前提下，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价格水平变动

的百分比，或一般价格水平持续和显著的上升，或一般价格水平普遍持续的上涨。 

 

 

通货膨胀按不通标准可划分为：①按价格上涨幅度分为：温和的通货膨胀(mild～)或爬行的～

(creeping ～)；10-100%，奔腾的通货膨胀(galloping～)或加速～(run away～)；超级通货膨胀

(hyper～)或恶性～(ragging～)。受抑制的～(suppressed～)，隐蔽～(hidden～)；②按不同商品

价格上涨程度相同或不同分为：平衡的通货膨胀。非平衡(disequilibrium)的通货膨胀；③按预期

的(expected)与实际的通涨相符或不相符分为：预期到的通胀和未预期到的(unexpected)通胀。预

期的通货膨胀会使通涨在预期的通涨基础上加速。 

2）通货膨胀起因 

①作为货币现象的通胀：MV=Py，该古典交易方程表示，已知 v、y，M只影响 P。 

②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demand pull）：AD>AS引起的通货膨胀，又称超额需求通货膨胀，也

称“过多的货币追求过少的商品”。 

③成本推动下的通货膨胀（cost push）：没有超额 AD条件下因成本↑的一般 P水平持续超过

Y的↑。表现为 W和投入品价格↑>劳动生产力↑，P↑和 Y↓。成本推动型通胀进一步分为工资推

进的通货膨胀（wage）：工会力量使货币工资上涨超过劳动边际生产力的增长引起的价格普遍地上

涨和利润推进的通货膨胀：垄断市场的厂商利用垄断力量谋取高额利润提高价格；并借口工资上涨

而提高价格。当然，也包括进口成本推动的通涨。 

④结构性通胀（structural inflation）：因经济结构因素或差别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

其类型有：劳动生产率落后部门的工资向劳动生产率先进部门的工资看齐，引起全社会的 w↑>全

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出现全社会的通货膨胀；也可能是由于不同部门商品结构差异引起一般

价格水平的上涨。上游产品价格的上涨，因上游产品普遍成为下游产品的投入，导致普遍性的价格

上涨。 

实际中大部分通货膨胀都是混合型的。 

3）通胀的效应 

通胀的再分配效应主要表现在：第一，通货膨胀可以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发生收入再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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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第二，通货膨胀对于依靠固定收入维持生活的人往往不利，而依靠变动收入维持生活的人，

则会从通胀中受益。第三，通货膨胀对储蓄者不利 

通货膨胀的产出效应表现在就通货膨胀的产出效应而言，一般也有三种情况：第一，随着通胀

的出现，产出增加。这是由于需求拉动型通胀刺激了产出水平的提高。第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引致失业。第三，超级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崩溃。首先，通胀预期会带动过度消费，使投资和储蓄减

少，经济增长率下降；其次工资—价格螺旋的推动下，劳动者会要求提高工资，使企业增加生产和

扩大就业的积极性丧失；再次由于无法筹措到资金，企业被迫减少存货，使生产萎缩；最后恶性通

胀使人们完全丧失了对货币的信心，从而引发投机活动并带来效率损失。 

7.  奥肯定律 

当就业波动时，产量必然随之波动，因为产量是利用劳动投入得到的。如果实际产量低于所有

劳动力全部就业时的产量水平，我们就以潜在产量（potential output）表示所有生产要素（特别

是劳动力）被充分利用时经济所等达到的产量水平。由于通常总有一些劳动力失业和总有一些其他

生产要素未被利用，导致当前产量（current output）一般低于潜在产量，即 output gap = potential 

output - current output 

在研究失业与产量关系时，经济学家奥肯根据美国的经验数据发现，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

1个百分点，实际 GDP将低于潜在 GDP 2个百分点，即产量缺口就会上升 2个百分点。由此得到描

述就业与产量之间关系的“奥肯定律”。 

 

 

8.  菲利普斯曲线 

1）短期的菲利普斯曲线：由英国任教的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在 1958年提出的原始等式是： 

W=常数-bU，b是系数，决定名义工资对当期失业率的反应。 

在以横轴表示失业率，以纵轴表示货币工资增长率的坐标系中，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就

是最初的菲利普斯曲线。该曲线表明：当失业率较低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高；反之，当失业率较

高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低，甚至为负数。 

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随后便把菲利普斯曲线改造为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

并把它作为新古典综合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用以解释通货膨胀，其简单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为

*)( uu −−= επ 。 

 
2）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70年代以后，现实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动改变了人们通货膨胀预期，

致使 50-60年代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便不复存在了。 

为此西方学者提出了长期的菲利普斯曲线概念。在以失业率为横坐标，通货膨胀率为纵坐标的

坐标系中，长期当中的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垂直线，表明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不存在替换关系。

而且，在长期中，经济社会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经济社会的失业率将处在自然失业率的水平。 

长期菲利普斯曲线的政策含义是，从长期来看，政府运用扩张性政策不但不能降低失业率，还

)( *uu
y

yy

f

f −−=
−

α



4999 

会使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 

学习目标： 

1．掌握凯恩斯短期消费函数和其他消费理论。 

2．理解乘数的概念及其作用机制。 

3. 理解通货膨胀的概念、原因、类型和影响。 

4. 掌握总供求的分析方法并理解总供给曲线的争论。 

5. 掌握通过奥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线研究短期总供给和价格水平的基本思路。 

作业： 

1、简述下列概念 

均衡产出    消费函数   平均消费倾向 

边际消费倾向   储蓄函数  平均储蓄倾向 

边际储蓄倾向   社会消费函数   投资乘数 

政府支出乘数   税收乘数   政府转移支付乘数  

平衡预算乘数 

2、简述凯恩斯的绝对收入消费理论、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

消费理论和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 

3、写出两部门、三部门含定量税、含税率均衡国民收入公式，写出含定量税和含税率的投资

乘数、政府购买乘数、政府转移支付乘数、税收乘数和平衡预算乘数公式。 

4、简述总需求曲线的定义、理论来源和形成的主要工具，形成的若干方法。 

5、简述总需求曲线移动的特征和总供给曲线移动的特征。 

6、失业的分类和自然失业率。 

7、通货膨胀的类型和原因。 

8、菲利普斯曲线的政策含义。 

知识单元 9：长期中的宏观经济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经济增长的基本性质和理论发展 

1）经济增长的含义：是指国民收入、总产量、就业量、消费量、投资总量、物价水平等等的

增长或减少。用不变价格和几何平均数计算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周期通常包含 4个阶段，即衰退、

萧条、复苏和繁荣。 

就经济周期的类型和时间长度而言，主要有短周期、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40个月为小

周期（minor cycle），心理因素引起。 2-3 个小周期构成一个大周期（major cycle）；中周期：

中波、朱格拉周期(法，C. Juglor1860)。8—10年；长周期：长波、康德拉季耶夫周期（Nikalai 

D。Koudratiff），每个周期 50-60年；库茨涅兹周期（Kuznets cycle）：15—25年，平均 20年，

或称建筑业周期。 

2）周期发生理论包括：纯货币理论、投资过度理论、创新理论、消费不足论、心理周期论、

太阳黑子论、凯恩斯学派的理解、新古典增长模型、增长的极限和重视技术进步和分工等因素的经

济增长理论。 

2.  哈罗德—多马模型 

1）哈罗德模型 

①前提包括 s全部转化为 i、使用固定比例的生产函数、劳动力增长率 n不变以及假定利率不

变并进而假定资本收入比不变。总之，其逻辑是完全竞争性条件下的 r= y/ k∆ ∆ ＝1/v，并假定只生

产一种单一产品。 

②模型基本内容 

产量增长的条件：∵s ＝S/Y，I=V△Y，S=I，∴S=sY=I=v△Y，∴s/v=△Y/Y。增长模型具有规



5000 

模报酬不变的性质 

 

 

 

③实现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 

实际的增长率 GA＝意愿或有保证的增长率 GW＝自然增长率 GN： 

vGA=s=vrGW =GN ，s/v=s/vr= n 是稳定增长的条件或途径。即稳定增长的“存在问题”。 

④哈罗德模型的两个问题：一是稳定增长的条件 vGA=vrGW =GN =s，s/v=s/vr= n得不到保证。

s、v、n由相互独立的因素决定， v假定是固定的；二是模型具有不稳定性质。GA一旦偏离 GW就会

产生更大的偏离，有保证的增长率是不稳定的。GA=GW已很困难，还要使三者均等就更困难了。 

⑤哈罗德模型不稳定性质的原因在于 s、v，不变。v 不变 K/L 比不变为前提，要素价格不变

r=MPK =1/v。若要素价格和 v可变、增长就有内在的稳定性。 

2）多马模型：△Y/Y=aσ 

已知 aσ=△I/I，∵a=△s/△Y=S/Y=I/Y， σ=△Y/I，∴aσ=(I/Y)(△Y/I)=△Y/Y，从而△Y/Y= 

△I/I 。 

模型的含义：要使实际产量△YD=可能的产量△YQ，经济增长△Y/Y 与储蓄倾向或加速数 a 和

投资乘数σ成正比。规模报酬不变性质。 

3）哈罗德与多马模型的比较 

相同点：哈的稳定均衡增长必须 GA＝s/vr，特别是投资增长率＝s/vr。s/vr＝aσ，σ＝1／vr。

两者形式上相同。两模型来源于凯恩斯，但避免了凯恩斯投资率不会增加资本存量规模的假定，成

为长期理论。都产生了均衡条件和不变的经济增长率.。都假定 K/Y不变，哈因为 r不变，多因为

技术不变。 

不同：哈充分就业下的稳态增长要求 s/vr=n，多马的 aσ就是均衡增长率，就能保证维持充分

就业，与劳动力的增长无关。aσ包含了有保证率与自然率的混合。多马无投资函数，其均衡增长

率能保证实际增长率与潜在的增长率相等。 哈充分就业均衡增长的困难，是因为没有机制能够保

证 Gw＝n，多马是因为投资不足的倾向是经常的。 

4）哈罗德模型的两个基本难题： 

无任何机制能够证有保证的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 n。只要引进厂商预期，有保证的增长率就

是不稳定的。 

2、v是可变的可变和 r解决了哈罗德模型不稳定的问题。但是如果遇到偏好陷阱和利率刚性，

价格稳定就不存在了，就有可能出现失业。 

3.  新古典增长理论 

1）新古典增长理论产生的背景：凯恩斯把追随李嘉图深信经济能够保证充分就业的经济学家

称为古典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如果政府通过经济政策维持充分就业，就可以实现新古典综合；

19 世纪前半叶的经济学家关注长期问题超过个别市场的行为，因此，现代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短期

问题服从于长期问题。因哈罗德-多马模型设 L、K之比不变而难以让人接受，新古典模型则与实际

经验更加符合。理论特别容易处理，适合于按许多不同的方向发展从而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在当代流

行起来。 

2）假定前提：新古典增长理论就其假定前提而言接收除固定比例 v 以外的所有哈罗德假定，

但提出要素价格可变使得要素可以替代，K/L可变，从而 v可变，产量增长的途经有内在的稳定性。

生产函数 Y=f(K，L)具有边际生产率递减和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集约

形式为 y=f(k)=Y/L，k＝K/L，MPK＝f’(k)>0， f’’(k)<0； 由此建立增长方程 sf(k)= k+nk∆ ，

若 sf(k)>nk，∆k会增加，反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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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导出长期均衡增长的(稳态)条件。 

命题 1：不论所有变量的初始值为何，经济都将稳定趋向平衡增长的轨道。平衡增长是稳定的。

即 nk<sf（k）<nk，通过 k的变动实现 k
e
，实现△K/K=△y/y=n，长期内它们都按不变的 n增长，

故均衡增长是稳定的。v=s/n，v 是可变的，故在 s/n 是常数时，可以实现充分就业的长期稳定增

长。 

命题 2：均衡轨道是存在的。比率不变的 n是新古典长期的增长率，是经济收敛的平衡增长轨

道。∆ k=0， k不变，从而作为 k函数的人均产量 f(k)=Y/L不变，即(Y/L)’=0，在 f（k）曲线的

最大点，有 Y增长率=n增长率，实现了哈罗德的均衡增长的条件。 

当 dY/Y>dL/L=n，k需要增加；dY/Y<dL/L=n，k需要减少。 

此外，新古典增长理论还论证了一国人均产量与储蓄率和人均资本的关系，得到 y与 s、k同

向变动，n与 k和 y反向变动。简明过程如下： 

对于 Y=K
a
L
1-a
，y=(K

a
L
1-a
)/L=k

a 

 

 

 

 

 

 

 

4）经济增长的黄金分割率（最佳的经济增长条件）的研究 

根据 sf（k）=f（k）—（C/L），新古典模型假定提高 s会提高从而提高 sf(k)，但是不能高到

使工人不消费，故长期增长率不能依赖 s的提高。 

当 sf（k）> k+nk∆ ，要保证资本需求，均衡增长要求↑C/L，↓sf（k）。 

sf（k）< k+nk∆ ，要保证资本需求，均衡增长要求↓C/L，↑sf（k）。 

∵S/L=S/Y×Y/L，∴Y/L一定时，S/L的变动要求 s是可变的。  

因此，在技术、劳动生产率不变条件下，k 为何值，可实现最大 C/L，即为经济增长的黄金分

割率要求。 

 

 

  

 

 

5）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缺陷主要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①总体生产函数和总体资本概念假定资

本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同质，非专用，能与任何数量和质量的工人结合。②索罗模型没有给出均衡增

长的时间。③没有考虑预期的作用。假定市场完全，要素价格就能瞬时变化为均衡价格。 

4.  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1）肯德里克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主要使用全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法分析和讨论增长的因素。 

2）丹尼森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包含两大类共 7项。 

第一大类。要素投入量：劳动、资本和土地。其中前两项是可变的，土地 

不变的。影响要素投入量的是，就业人数和年龄性别构成，工时，就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资

本存量规模。 

第二大类。要素生产率：产出投入比。影响要素生产率的因素是，资源配置、规模节约、和知

识进展。其中知识进展是发达地区最重要的的增长因素，它包括：技术知识－关于物品具体性质、

制造组合及使用它们的知识；管理知识管理技术和企业组织知识；因新知识而产生的结构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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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技术知识与管理知识同等重要。 

3）库茨涅兹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分为：知识存量的增长（知识本身不是直接的生产力，它转

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经过中间环节和中介因素）、生产率的提高。结构变化（产业结构转变快的原

因是：知识因素、生产因素、消费和需求结构变化慢制约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和经济增长与收入分

配的关系（倒 U型假说）四个方面。 

4）索洛余值法 

根据索罗方程（Solow,R.M. 1957）主要讨论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技术进步可以作

为“余值“简练地计算出来：GA=GQ—aGL—βGK 。余值法的缺陷在于产出增长率与各个要素的贡献

之间的余地很大，不仅有计算技术贡献，而且还有自然贡献，政策效应等等。 

 

 TK是资本的相对份额 

 

索洛的余值法设：Qt=Atf(Lt，Kt)，A代表技术水平。对其求全导，得到：a式 

 

 

         整理得到： 

 

 

 

 

 

 

 

 

 

 

 

5.  新经济增长理论 

面对新古典增长利率的一些缺陷和问题，如假定劳动力同质，劳动力质量对出产无显著影响；

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储蓄率不变,资本边际报酬递减，随资本量增长，经济增长会缓慢，甚至停止；

索罗余数把经济增长的动力在经济研究范围之外；假定发达国家增长速度放慢，落后国家增速会加

快，不同国家的速度收敛于均衡增长轨道，国际经济融合使技术共享，从而均衡增长率等于技术进

步率；假定储蓄率、人口增长率、资本折旧率和技术进步外生等，新经济增长利率从技术进步、R&D、

资本投资以及制度因素等角度分别形成促进经济增长内外因素的各种学说。 

就内生增长动力而言，集中在要素投入的内生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带来的内生增长，主要有 50-60

年代西奥多·舒尔茨（T.Schultz）、加力·贝克尔（T.S.Becker）等人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以及

80 年代罗默（Paul·Romer）模型指出的溢出效应、卢卡斯（Robert·Lucas）理论强调的教育对

人力资本形成的内在效应，以及 1962年，Arrow提出的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模型，认为生

产经验积累也是投入，强调经验积累对增长的重大作用等。 

在 R&D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方面，有观点认为企业盈利动机→投资→研发、新知识、新设计

→提高生产率→提高最终产品产出→提高研发部门知识存量积累、提高研发部门人力资本生产率。

因而两种方式使内生技术变化：由经济主体投资研发产生的知识具有某种程度的垄断排他性，也有

具有扩散性、共享性和非排他性。厂商创新性和模仿性的研发。 

继承新剑桥学派传统，M.PG.Scott 认为资本不可加总，建议用新增投资总量与产出关系来代

替，强调技术进步与投资不可分，并可用投资数量来分析。其认为经济增长率主要决定于资本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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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技术进步。知识与技术对劳动力的质量和劳动生产率都

有重要影响。技术进步与投资不能割裂，资本投资是技术进步的源泉，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由于制度创新可以使经营管理成本的递减。交易成本下降有助于债权人和债务人谈判和履约成

本下降和利率下降，从而有助于资本增长和经济增长此。然而制度均衡是暂时的，不均衡是永久的。

制度创新涉及经济、政治、法律等待创新的结合，成为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外部重要因素。对此，

Douglass C.North和 Robert Paul Thomas指出西方经济史表明经济增长的制度因素中，最关键的

是财产关系的明确。Clyde.G.Reed 认为交易成本下降有利于实际收入增长，有利于经济增长。改

善市场组织、健全司法制度、商人的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和履约成本降低，有利于经济增长。杨小

凯的分工增长理论则把分工、交易成本和技术进步三者联系起来分析。 

综上，新经济增长理论普遍支持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为储蓄率政策、技术政策以及加大政府

在教育方面的投入政策。 

学习目标： 

1．理解对经济增长的描述。 

2．掌握各种经济周期理论。 

3. 掌握索洛余量和经济增长的黄金分割率。 

4. 掌握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内容。 

作业： 

1、经济增长是指哪些方面的增长？ 

2、度量经济增长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3、简述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和库茨涅兹周期的主要区别？ 

4、简述哈罗德模型的前提、理论基础和主要说明的问题。 

5、简述哈罗德增长公式 s/v=△y/y的含义。 

6、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前提有哪些？ 

7、比较分析索洛模型与哈罗德模型。 

8、什么是最佳经济增长？ 

知识单元 10：宏观经济政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宏观经济政策的含义及目标 

所谓经济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为增进经济福利和实现经济目标而制定的解决问题的指导原则

和措施。通常包含两种类型：以行政命令为手段的计划型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对市场机制进行干预的

市场调控型宏观经济政策。就其运用原则而言，追求综合目标、轻重缓急考虑和各项政策的配合。

根据经济在繁荣、萧条、复苏、扩张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措施。方案要灵活。因此，一般情况下，

大多数市场化国家采取的是混合经济政策的做法。具体执行手段则集中体现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两个方面。 

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多重的，包括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价格稳定、持续稳定的经

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以及环境友好等的。这些目标围绕着内外平衡、超短均衡出发，力求达到宏

观经济运行的最理想状态。然而实际经济过程中，却经常面临着政策当局的两难取舍，因而经济政

策的制定和执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并不仅仅取决于经济问题和经济规律本身。 

2.  财政政策 

1）财政政策的涵义：财政政策主要是政府为实现经济目标对政府收支所进行的选择或决策。

基本思路是通过变动收入（税收和公债）和政府支出（购买与转移支付）作用于总需求的某个组成

部分，影响整体经济。两套政策方案分别是：扩张性政策－增支减税；紧缩性政策－减支增收。 

2）财政政策理论经历了古典的财政政策（1776—1929）年度预算平衡、周期预算平衡思想、

动态预算平衡等不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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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政政策的突出优点是具有自动稳定器功能，即政府收支自动和即时地变化，无需政府干

预而按正确的方向对总需求产生稳定的影响。 

自动稳定器的形式：所得税税率、累进和累退税税率；社会保险金；公司储蓄即税后留利；个

人储蓄；政府的转移支付；农产品价格维持制度。 

当然，自动稳定器功能的发挥也具有较大局限性，尤其是在经济产生剧烈波动的时候，每种政

策工具发挥作用的空间就比较狭窄了。就具体的政策方法来说，税率自动稳定器的局限性：滞胀时

实际 GDP增长↓同时名义ＧDＰ↑，若 T不随实际ＧDＰ↓却随名义ＧDＰ↑，会加速经济衰退。税

率调整缺乏灵活性。 

政府购买自动稳定器及其局限性。政府购买越来越大就会缺乏自动减少对付通货膨胀的作用。 

转移支付自动稳定器及其局限性。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很大。但一旦反通胀要减少它就

很困难。 

短期财政政策产生的预算盈余和赤字经济是自发性的预算盈余和赤字，在中间区域向下阶段，

减收增支出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但在向上阶段，经济向上就增收减支会把经济拖回经济向下的阶段。

尤其是若 T↑>GDP↑就会拖累 GDP↑。 

4）财政政策的问题集中表现在挤出效应。 

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利率上升，引起私人投资及消费的下降。以下因素会在

非充分就业经济中影响政府支出“挤占”私人支出的程度。①支出乘数的大小：乘数越大，“挤出

效应”越大。③货币需求对产出变动的敏感程度：即货币需求函数（L=ky-hr）中的 k 的大小。k

越大，“挤出效应” 越大。④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即货币需求函数中 h 的大小。h

越小，“挤出效应”就越大。由于支出乘数主要决定于 MPC，由于 MPC 一般被认为是比较稳定的。

货币需求对产出水平的敏感程度 k主要取决于支付习惯和制度，一般也被认为比较稳定。因此“挤

出效应”大小的决定性因素是货币需求（h）投资需求（d）对利率的敏感程度，即货币需求的利率

系数及投资需求的利率系数的大小。 

 

3.  货币政策 

1）现代金融机构的运作原理是理解货币政策起作用途径的关键，因而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金

融机构来进行的。金融机构包括中央银行和金融媒介机构(商业银行，储蓄贷款协会、信用协会、

保险公司、私人养老基金等等)。商业银行及其业务，央行的主要职能各有侧重，二者必须配合才

能使货币政策的作用得到良好发挥。 

2）斟酌使用的货币政策和手段 

中央银行管理货币供给，调节信贷供给和利率，影响宏观经济活动水平的经济政策。斟酌使用

的货币政策：在总支出不足时，央行增加商业准备金，通过货币创造乘数作用引起活期存款多倍扩

大，货币供给量扩大，使信贷贷款松动，利率下降，刺激投资和收入增加。在总支出过多，央行减

少商业准备金，通过货币创造乘数使活期存款多倍收缩，信贷收紧，利率上升，抑制投资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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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准备率。衰退时减少准备率，过热时提高准备率。货币创造和创造乘数。 

3）货币创造的机制和货币创造乘数：银行客户的原始存款经银行系统按法定准备金率扣除法

定准备金后连续贷款、存款后所得存款总额。货币创造乘数。D=R0/rd ，1/rd是货币创造乘数。受

到超额准备率和现金漏出率限制的货币创造乘数：k=1/(rd+re+rc) 。由货币供给 M1与基础货币之比

决定的货币创造乘数： 

 

 

 

 

4）货币政策三大基本工具 

①公开市场业务。央行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卖政府债券以控制货币供给和利率的政策行为。AD 

↓时，央行高价买进政府证券增加货币供给。AD↑时，央行低价卖出证券收进货币。 

②再贴现政策（Rate of rediscount policy）：央行对商行的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放款利率。AD

↓时，央行↓对商行的再贴现率，增加货币供给；反之则↑再贴现率。 

货币政策起作用的其他途径。通过影响 r变动改变人们的资产组合、购买力和汇率等来影响企

业投资、消费，从而影响总需求。 

③法定存款准备率。 

5）货币政策的问题与缺陷 

货币政策的主要缺陷在于传导机制中的不确定性、政策效果的不对称性以及货币政策的时滞。

如果与财政政策相比较，在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的速度比较快，但传导机制过长，中间耗散过多，

乘数效应的发挥受制的因素也不像财政政策那么直接。 

4.  两种政策的混合使用 

1）双松政策：以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推动经济尽快实现充分就业。可以购券供应货币。

为消除扩张性财政政策产生的挤出效应而使用扩张的货币政策称为“适应性货币政策” 

2）双紧政策，消除经济过热 

3）松 IS 紧 LM：这种政策组合的结果是在实现充分就业的同时，对均衡利率影响较大，同时

要求更大幅度的财政扩张（相对于仅采取财政扩张时）。 

4）紧 IS 松 LM：这种政策组合的结果是在实现充分就业的同时，对均衡利率影响较大，同时

要求更大幅度的货币扩张（相对于仅采取货币扩张时）。 

 政策混合 产出（y） 利率（r） 

1 
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 
（fiscal expansion & monetary contraction ） 

不确定 上升 

2 
紧缩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 
（fiscal contraction & monetary tightening ） 

减少 不确定 

3 
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膨胀性货币政策 
（fiscal consolidation & monetary expansion ） 

不确定 下降 

4 
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膨胀性货币政策 
（fiscal expansion & monetary expansion ） 

增加 不确定 

学习目标： 

1．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体系。 

2．理解挤出效应的涵义。 

3. 掌握货币创造乘数的概念。 

4. 理解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优势与缺陷。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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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自动稳定器？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功能如何发挥？ 

2、挤出效应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3、简述货币创造的过程。 

4、如何针对不同的经济情况配合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5、试分析与评价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 

知识单元 11：开放的宏观经济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开放经济的含义 

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与外界隔绝，没有经济往来的封闭经济不同，人们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与

世界市场相联系并相互影响的状态称为“开放的经济”。通常使用“一国对外贸易总额/GDP”来测

度一个宏观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决定开放度的因素包括自然条件决定的自然资源供给率、由人口和

社会条件决定的国内市场容量等。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总需求由本国居民对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

的总需求两部分构成：C+I+G＋(M－X)=一国净需求或(净支出)。 

2.  主要贸易理论 

1）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绝对有利）论：各国生产同类产品中自己成本最低的产品用于交

换他国其他产品。 

2）李嘉图相对成本（相对有利）论：以绝对成本比较为基础，各国生产自己成本相对低的产

品与他国交易。 

3）俄林（1899-1979）－赫克歇尔定理－资源禀赋论：各国应当生产资源禀赋丰裕、资源价格

便宜的产品。 

4）规模经济理论：各国用比以往更有效的规模来专业化生产有限类别的产品，每种产品的生

产规模均比各国什么都生产时大，世界生产出更加丰富多样的产品。 

5）其他理论：里昂惕夫之谜、国际贸易新要素（人力资本、研发、信息要素）理论、技术差

距论、产品生命周期论、偏好相似论、产业内贸易论、国家竞争力论。 

3.  贸易限制的具体措施 

贸易限制主要体现在提高交易费用、抬升运输成本（transfer coast）、各种垄断形式、贸易

保护政策、关税、进口配额(quota)、非关税壁垒和出口补贴等。贸易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

通常以“保护幼稚工业避免与发达国家工业竞争，待强大后取消保护”；或者“国家安全”；“增加

本国工人收入”等为借口，对某些具有增长潜力、保护其代价是短期和有限的、且长大后能以收抵

支的产业实施贸易保护。从弹性的角度解读，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大、不发达国家

出口的初级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小，后者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好处小于发达国家。 

4.  国际贸易组织简介 

1）多边贸易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东南亚自由贸易区（ASEAN） 

中美洲共同市场（CACM)；中非经济共同体(ECOWAS；西非经济共同体（ECOWAS）；欧洲联盟（EU）；

南美共同体（SCCM）；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 

2）欧盟 

3）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简介：中国于 2001年 12月 11日正式

加入 WTO 

4）TPP、TTIP等 

5.  国际金融体系简介 

国际金融体系是为保持国际交往的顺畅进行，对货币支付引起的外汇、汇率以及外汇收支一系

列活动的安排。一战以来历经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金铸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

美元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Rretton Woods System）、浮动汇率国际货币体系等几个阶段。

对欧洲货币体系演进和欧债危机、亚洲货币体系的演进与亚洲金融危机、亚投行的建立的研究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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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重大。 

国际金融机构可分为半区域性（国际清算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泛美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

区域性（欧洲投资银行、阿拉伯货币基金、伊斯兰发展银行、西非发展银行、阿拉伯发展基金等）

以及全球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世界银行即国际复兴开

发银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the world bank））。 

6.  汇率 

1）外汇是货币行政当局(央行、货币机构、外汇平准基金组织和财政部)以银行存款、财政部

库券、长短期政府证券等形式保有的在国际收支逆差时可以使用的债权。可分为自由外汇（free 

convertible exchange）——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自由兑换成其他国家货币的货币和记账外汇——

只能用于贸易协定国双边之间的结算，不经过货币发行国的批准，不能自由兑换成其他国家的货币。

通常包含着现汇（spot exchange）交易与期汇（forward exchange）两种交易类型。 

2）汇率是两国的货币价值比，用一国货币单位表示另一国货币单位的价格， 

是外汇买卖的标准。又称汇价、外汇行市，外汇牌价和外汇汇率。汇率可以用直接标价法，也

可用间接标价法表示，二者之间互为倒数。外汇供求影响着均衡汇率。而推动外汇供求曲线的移动

的因素有：商品进出口、r变动、在他国投资、心理预期、国际收支、有价证券价格等。 

3）购买力评价指自由贸易前提下两国购买相同或类似一组商品或劳务所需要的货币之比。E = P/ 

Pf，在本国国购买一组商品或劳务的货币额兑换成 f币后可以在 f国购买到同样一组商品或劳务。 

购买力平价理论在放弃金本位条件下，以国内外物价对比作为汇率决定的依据、货币内在价值

的贬值引起外在价值的贬值，揭示了汇率变动的长期原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缺陷则体现在用纸

币的购买力来评价纸币的价值；忽视非贸易和贸易壁垒、贸易成本使商品的套购不能成立；不同国

家的类似产品短期内 e波动的原因也不相同，即使一国的商品 P较高，也会有市场。 

 

 

 

 

 

由此推导出“一价定律（the law of one price）”：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同一种商品在世界各

地以经过汇率换算用同一货币表示的价格或购买力相同：P=ePf。e固定条件下若 ePf<P或 ePf>P ，

可以通过套购商品、货币政策影响 P和 Pf实现均衡。但会遇到贸易壁垒、运输条件、货币政策对国

内经济负作用的影响。在价格粘性的条件下，政府买卖外汇可以较快实现均衡。 

4）实际汇率是用同一货币衡量两国价格水平之比，E=ePf/P：分子是本币表示的外国商品的价

格；反映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能力。e和 Pf/P是实际汇率变动的两个因素。由于价格粘性，故

E变动主要考虑 e变动。 

实际汇率变动会对经济项目、国内物价水平、国内资源配置、资本流动产生影响，同时还会使

国际收支和世界经济产生连锁反应。因此，开放的宏观经济体通常面临三种外汇风险，即商品进出

口结汇风险——出口商品成本和价格不变，但结算时 e↓使本币收入↓；进口商品到货支付时 e↑

使支付的本币成本↑；外汇储备风险——存放在国外的外币资产遇到外币贬值则受损以及外债风险

——对外举债因汇率变动引起还债上升。 

7.  开放条件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在宏观经济学中，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最重要的应用是考察和分析不同汇率制度下，经济的总

收入和汇率会对不同的政策变动作出何种反映 

1）浮动汇率制度下的财政与货币政策 

尽管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封闭经济下会引起收入的增加，但在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中却度收入不产

生任何影响。原因是在封闭条件下，收入增加时会增加对货币的需求从而引起利率上升（虽有挤出

但不改变收入增加的趋势），而同样的利率上升在小型开放经济中是难以维系的，只要利率上升到

f

fff

y
VM

y
VM

P
P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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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水平以上，资本就会从国外迅速流入以寻求更高回报。这些流入的资本不但使国内利率水平回

落，还因为其增加了对本币的需求而抬升了本币价格。本币的升值使国内产品较之国外产品变得更

为昂贵，从而减少了净出口，进一步抵消了扩张性财政对收入的影响。 

在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通常是通过改变汇率而不是利率来影响收入的，即扩张性的

货币政策在开放条件下与封闭经济中虽都会导致收入的增加，但其传递机制却不同。一旦货币供给

增加给国内利率施加向下压力，资本就会外逃。这些流出的资本一方面既阻止了国内利率的进一步

下降，同时还增加了外汇市场上国内通货的供给，造成本币贬值，刺激净出口。 

2）固定汇率制度下的财政与货币政策 

固定汇率下财政扩张会增加总收入。由于扩张性政策对汇率产生向上的压力，为保持固定汇率，

中央银行随时准备按照固定汇率进行本币与外币的交换，套利者会趁机向央行抛售外汇，引起本币

的的自动扩张。这样以来，货币供给的增加最终导致总收入的增加。 

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无效。固定汇率制度下央行试图执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起初或许暂

时降低了汇率。套利者会向央行抛售本币，最终导致货币供给回复到初始位置。事实上，执行固定

汇率制度就相当于央行放弃了它对货币的控制。 

当然，一个采用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也可以运用一种官方的货币升值或货币贬值的方法，改变

所固定的汇率水平。货币贬值起着类似于浮动汇率制度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作用，是净出口扩大，

最终增加总收入。相反，则减少净出口并降低总收入。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说明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影响总收入的效力取决于汇率制度。在浮动汇

率下，只有货币政策能影响收入。财政政策通过的扩张性影响被通货价值的上升和净出口的下降所

抵消。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只有财政政策能影响收入。货币政策正常潜力的丧失是由于货币供给全

部用在了把汇率维持在所宣布的水平之上。 

学习目标： 

1．了理解开放宏观经济的条件。 

2．掌握主要贸易理论的基本观点。 

3. 理解汇率的概念。 

4. 理解开放条件下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效力。 

作业： 

1、什么是开放经济和开放度？ 

2、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说、李嘉图相对成本说的主要论点。 

3、赫克歇尔定理、规模经济论的主要论点。 

4、影响汇率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5、试述“一价定律”的涵义。 

7、为什么封闭经济条件下和开放经济中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效果有明显不同？ 

6、如何看待中国在构建国际经济和治理新格局方面的努力？ 

7、亚投行可能面临怎样的风险与困难？ 

知识单元：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 
参考学时：本部分为备选课。 

学习内容： 

1. 经济理论的演进：从微观转向宏观 

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以及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主要经历了从重农主义、重商主义、古典

劳动价值论、边际革命及新古典理论体系的确立，其间伴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之后又

经历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等不同阶段；从研究对象

到理论脉络，都经历巨大转变。以下选取除凯恩斯理论以外的代表性学派，就其产生的条件、主要

理论和政策观点加以介绍，从而厘清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本质区别。 

2.  货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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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后期在美国出现，源于芝加哥大学，主要代表人物：Mildon Friedman。主要观点：通

涨是货币现象；滞涨并存说明凯恩斯主义已经失败。 

货币学派的代表性观点围绕新货币数量论和自然率假说展开。前者是指货币供给变动对利率的

影响很小，短期内非中性长期中性；后者则侧重于从劳动力市场批驳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自然

失业率由劳动市场结构决定，与通胀无关，凯恩斯主义扩张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可能↓(w/p)增加

就业，但在长期内不能消灭失业率，即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负斜率，长期垂直。 

就政策主张而言，反对权衡性的货币政策，主张单一的货币政策规则。M
s
的中间目标是 M

s
数量，

最终目标是 p稳定。只保留公开市场业务，根据产量、劳动力年均增长率以及货币 v随 y↑↓等因

素，规定一个固定的货币年增长率，作为硬性的约束条件。 

3．供给学派 

70年代初在美国形成。分为极端的供给学派和温和的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的主要观点是肯定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的理论。市场的自由伸缩的机制可以使经济会

增长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和失业。而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只是使货币单纯增加，引起 p 上涨、s

下降和 r上升，结果导致 i下降，技术变革迟缓。 

就政策主张而言，供给学派力求：1、降低边际税率，提高富人的税后收入增加富人的储蓄和

投资能力；在 M和 V不变和提高 y的前提下，使 P下降，具有反通货膨胀的效应。2、削减社会福

利支出。大幅度降低包括保险津贴和福利救济金在内的政府福利支出。3、减少限制性的规章制度。

激励企业家的创造精神和竞争能力，主张政府管得越少越好。4、在通货膨胀下所得税按物价指数

调整。个人免税额或标准扣除额（或零等级金额）随物价指数上涨而提高。存货进价或消耗计算按

最近购买时的高价计算，折旧按重置成本计算。5、恢复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质量控制，这会使物

价稳定、利率下降。 

4.  理性预期学派 

60 年代在美国出现，穆思是代表；70 年代后形成一个学派，维护和发挥新古典理论，代表人

物：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和巴罗。 

理性预期学派在构建预期概念的基础上，认为经济当事人对经济变量的未来变动方向和变动幅

度的事前估计（或对与目前决策有关的经济变量未来值的预测），是不确定和有概率分布的。预期

的质量决定于主体的特性和客体条件的变化。以此为出发点，理性预期学派对工资与价格的充分伸

缩性、自然率假说和 AS-AD模型都进行了重新阐释。 

就政策主张而言，人们理性预期使预期的通涨等于实际的通涨。政府的政策只能使 P↑而不能

↓u，短期内菲利普斯曲线也不存在。政府掌握的信息不比公众更充分，预期不比公众更合理，政

府政策要能奏效，只能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欺骗公众。但公众长期内不会受骗上当，政府的干预

只会加剧经济的动荡。 

5.  新凯恩斯主义 

新凯恩斯主义吸收预期对经济作用的思想，但不承认完全理性。建立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以

微观经济的非市场出清为前提，从微观经济分析中得出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的的结论。 

新凯恩斯主义理论主要从商品价格粘性、工资粘性和供给资本限额分析的角度解释市场不能出清

的原因，以此论证凯恩斯主义的稳定化政策，为传统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寻求和构建微观经济基础。 

就政策主张而言，1、从供给强调政府干预通涨力度易缓不易急，在反通涨之前预先宣布使人

们能预期通涨紧缩而不把 w、p定的太高。2、认为 r粘性，强调通过信贷配给影响经济。 3、即使

有理性预期，微观经济的 w、p 粘性造成非市场出清，政府干预仍有必要。此外，新凯恩斯主义还

强调政府在与民众的博弈中取信于民，若政府公布紧缩货币政策并执行，工会也相应不增工资，则

低通涨低失业；若工会提高工资，则低通涨高失业。若工会签约不增工资，而政府违约增长货币供

给来降低失业率，则工会会签订增加工资合同，从而通涨会增加，但就业并不会增加。 

学习目标： 

1．学习和掌握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异同。 



5010 

2．货币主义的基本观点。 

3. 理性预期的概念及主要观点。 

4. 理解新凯恩斯主义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作业： 

1、为什么说微观经济学与早期宏观经济学是两套截然对立的世界和价值观？ 

2、货币主义货币中性的观点和货币政策主张。 

3、简述供给学派的理论前提和政策主张。 

4、比较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减税政策的区别。 

5、简述预期的定义与特征。 

6、理性预期理论的意义和存在的问题。 

7、新凯恩斯主义的主要理论特征是什么？ 

8、市场非出清的原因有哪些？ 

9、比较分析凯恩斯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

宏观经济学的主要区别。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 3  
2 市场供求和价格机制 3  
3 消费者的决策 3  
4 企业理论 3  
5 市场失灵与政府 3  
6 收入分配：平等与效率 3  
7 宏观经济指标 3  
8 短期经济波动 3  
9 长期中的宏观经济学 3 专家讲座 
10 宏观经济政策 3  
11 开放的宏观经济学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可以作为非经管专业选修经济学类课程的基础课。（注：为避免重复，经管专业学

生不得选修此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经济学十大原理、供求规律、消费者行为、生产者行为、市场失灵与政府行为、收入分

配理论、现代西方主要经济学流派及代表观点、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指标体系、总供求分析、失业

与通货膨胀、财政与货币政策、主要经济周期理论、主要经济增长理论等。 

难点：价格机制、经济人和理性人的最大化目标、市场与政府的行为边界、平等与效率、事前

均衡与事后核算、政策的有效性及问题、内外均衡与长期增长、宏观经济的传导机制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案例讨论。 

3.自主选题发言。 

教学手段： 

1.PPT教学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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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例分析读本。 

3.课程网站材料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大班授课，无实验教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可利用本课程专题网页开展课下学习，基础栏目包括：“课程简介”、“教学内容”、“教学

团队”、“教务管理”、“常见问题”、“课外阅读”、“参考书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思考题。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正在自主编写出版相关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曼昆《经济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5月 第 6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阿尔弗雷德·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2. 巴兰与斯威齐，《垄断资本》，第十一章《不合理的制度》，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3. 弗里得曼，《微观经济政策分析》，纽约：麦格劳—希尔公司，1984年版。 

4. 布坎南，《公共物品的需求和供给》，芝加哥：兰特麦克那赖公司，1968年。 

5. 吴敬琏，《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6. 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 魏成龙、王华生、李仁君，《企业规模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8. 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9.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10.斯诺登，《现代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1.杰佛里·萨克斯，菲利普·拉雷恩，《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7年版。 

12. 高鸿业编著《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7 月

第 6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13.保罗·A·萨缪尔逊、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 

14.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中文版 

15.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 

16.曼斯菲尔德，《应用微观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7.夸克与沙鲍斯尼克，《一般均衡论和福利经济学引论》，麦克鲁—希尔公司，纽约，1968年。 

18.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人民出版社，1975年。 

19.K·卡什伯特勋，《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争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20.M·弗里德曼等著、高榕译，《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结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21.P·C·罗伯茨著、杨鲁军等译，《供应学派革命》，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年版。 

执笔：邓达 张弛  审稿：黄立君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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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谈判 
Business Negotiation 

课程号: 5060204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的通识选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传授商务谈判的相关理论知识。2.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综合分析谈

判案例的能力。3.培养学生的实际谈判能力。4.提高学生的团队精神。 

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理解商务谈判的特点、礼仪、多元文化影响等基础知识，掌握不同谈判阶

段的工作重点与重要策略。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为学生提供分享经验、团结互助的机会与

动力，使学生在“干中学”的过程中获取亲身经历之感，提高自身的谈判技能，通过自我训练，提

高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5学时 

知识单元 1：商务谈判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含 0.5学时模拟谈判相关内容） 
学习内容： 

1．商务谈判的概念与种类 

2．商务谈判的特点 

3. 商务谈判的基本程序 

4. 双赢理念与合作原则谈判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商务谈判的定义、种类、特点和基本程序。 

2．掌握合作原则谈判法的四大基本点，即对事不对人、着眼于利益而非立场、制定双赢方案、

引入客观评判标准。 

作业： 

推选小组长，每组认领两个模拟谈判案例。以四个组为例，每组 10人。 

知识单元 2：商务谈判的礼仪与礼节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商务谈判的礼仪。 

2．商务谈判的礼节。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内外商务礼仪、礼节的主要差别。 

2．掌握迎送、会谈、宴请、参观等特殊仪式下的重要礼节。 

作业： 

教师基于大家的选择，协调模拟谈判案例的分配。每组一个案例，分甲方、乙方。 

各组根据案情需要，分配角色，例如主谈、财务总监、市场总监、法律顾问等。 

知识单元 3：文化差异对商务谈判的影响 
参考学时：6学时 （含 0.5学时模拟谈判相关内容） 
学习内容： 

1．霍夫施泰德的文化价值观五方面理论。 

2．川普涅尔与汉普登-特纳的文化分析模式。 

3. 主要国家的谈判风格、礼仪和禁忌——基于国家簇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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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霍夫施泰德的文化价值观五方面理论，以及川普涅尔与汉普登-特纳的文化分析模

式。 

2．掌握与我国经贸关系密切的美英法德意日等主要国家的谈判风格、礼仪和禁忌。 

作业： 

各组探讨将要模拟谈判的案例，分头搜集，汇总、整理相关信息。下次课，每组挑选一个代表，

当堂介绍甲方或者乙方的 SWOT分析结果，每人 10分钟。 

知识单元 4：商务谈判前的准备 
参考学时：6学时（含 1学时模拟谈判相关内容） 
学习内容： 

1．商务谈判人员的组织与管理。 

2．国际商务谈判前的信息准备。 

3.  国际商务谈判方案的制定。 

学习目标： 

1．了解商务谈判人员、信息、方案准备的基本流程与方法。 

2．掌握案情分析方法，以及制定谈判方案的技能。 

作业： 

3. 每个模拟谈判案例的甲方与乙方，分别制定己方的谈判方案。每组挑选一个代表，在下一
次课上当堂介绍己方的谈判方案，各 15分钟。 

4. 选派一个小组，在第二次课上进行模拟谈判，40 分钟。之后，大家一起进行口头评议，

约 20分钟。 

知识单元 5：商务谈判中的策略 
参考学时：9学时（含 2学时模拟谈判相关内容） 
学习内容： 

1. 开局阶段的策略 

2. 报价阶段的策略 

3．磋商阶段的策略 

4．打破僵局的策略 

5．收尾的策略 

学习目标： 

1．了解开局、报价、拒绝、还价、接受、收尾的谈判过程。 

2．掌握不同阶段的谈判策略，并运用到模拟谈判中去。 

作业： 

选派一个小组，在下一次课上进行模拟谈判，40分钟。之后，观众进行书面评议，约 20分钟。 

知识单元 6：商务谈判合同的签订与履行 
参考学时：3学时 （含 1学时模拟谈判相关内容） 
学习内容： 

1. 签约的要诀 

2. 合同文本的审核 

3. 签约人与签约仪式 

4. 后续谈判 

5. 合作关系的维系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商务谈判合同的区别与联系，商务谈判合同的要件和扩充条款，以及履行合同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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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商务谈判合同的谈判重点与分析方法。 

作业： 

最后两个小组，准备在下一次课上进行模拟谈判。每组谈判 40 分钟；观众进行书面评议，约

20分钟。 

（二） 实践教学  约 8学时 

1. 与理论知识的讲解同时进行 5学时。详见（一）理论教学。 

2. 最后一次课，模拟谈判 3学时。 

商务谈判是一门综合性实务课，融多学科、多方面的知识于一体，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本课程

以学生为主体，运用“干中学”的教学方法。理论讲解、案例分析与模拟谈判相结合，课堂教学与

实战演练相结合。全程密切跟踪每年 11 月底举行的全国商务谈判大奖赛，做好参赛报名、案例分

析、模拟演练、队员选拔、正式参赛、赛后总结等工作。 

本课程的特点是全程组织模拟谈判，与全国商务谈判大赛基本保持一致。同时充分利用中国政

法大学的多学科优势，加强经济学、管理学与法学知识的密切结合。 

对学生的考核也与模拟谈判密切相关，既考查学生的个体表现，又考查谈判小组成员的集体绩

效，涉及模拟谈判方案与谈判合同，以及小组成员整体配合的默契程度、模拟谈判的效果、模拟谈

判资料的完整性与完美性。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 1讲  商务谈判导论 
1.1商务谈判的概念与种类 
1.2商务谈判的特点 
1.3商务谈判的基本程序 
1.4双赢理念与合作原则谈判法 

3 
模拟谈判： 
教师提供选题，说明运作方式。 

2 

第 2讲 商务谈判的礼仪与礼节 
2.1商务谈判的礼仪 
2.2商务谈判的礼节 

3 
模拟谈判： 
检查分组结果。 

3 

第 3讲 文化差异对商务谈判的影响 
3.1霍夫施泰德的文化价值观五方面理论 
3.2 川普涅尔与汉普登-特纳的文化分析模式 

3 
模拟谈判： 
确定各组选题。 

4 

第 3讲 文化差异对商务谈判的影响 
3.3主要国家的谈判风格、礼仪和禁忌 
——基于国家簇分类 

3 
模拟谈判： 
搜集资料，分析案例。 

5 

第 4讲 商务谈判前的准备 
4.1人员的组织与管理 
4.2信息准备 

3 
模拟谈判： 
SWOT分析。 

6 
第 4讲 商务谈判前的准备 
4.3方案的制定 

3 
观赏评析《历史转折中的邓小

平》片段。 

7 

第 5讲 商务谈判中的策略 
5.1 开局阶段的策略 
5.2 报价阶段的策略 

3 
模拟谈判： 
谈判方案介绍。 

8 
第 5讲 商务谈判中的策略 
5.3 磋商阶段的策略 

3 观赏评析《中国合伙人》片段。 

9 

第 5讲 商务谈判中的策略 
5.4 打破僵局的策略 
5.5 收尾的策略 

3 
模拟谈判： 
模拟谈判 1； 
口头评论。 



5015 

10 

第 6讲 商务谈判合同的签订与履行 
6.1合同文本的审核 
6.2常用合同文本的比较分析 
6.3签约人与签约仪式 
6.4后续谈判 

3 
模拟谈判: 
模拟谈判 2； 
书面评论。 

11 

 
期末检查 3 

模拟谈判 3； 
模拟谈判 4； 
书面评论。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特殊要求。 

后续课程：无特殊要求。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案情分析、谈判方案拟定、谈判策略运用。 

难点： 谈判策略运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取师生互动、学生合作的多样化教学方法。教师结合案例讲解基础知识，师生共同分

析经典案例，师生共同评析视频资料，学生即兴表演非正式谈判片段。除此之外，从一开始便将全

班学生分成 2-5组，分担 2-5个模拟谈判任务，模拟谈判的准备、演示、评价、总结工作，将贯穿

始终，以此方式引导学生深入了解并参与正式商务谈判的全过程。模拟谈判的目的是使学生通过实

际操练体会谈判基础知识的指导意义，获得比较接近实际的真实体验；同时，为全国商务谈判大赛

做好参赛准备。 

教学手段： 

本课程全方位使用 PPT课件、DVD播放机、网络视频、麦克风、谈判室（希望有）等。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教室最好有活动桌椅。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模拟谈判的准备工作均有学生自己完成，教师提供指导意见与修改建议，并对学生以戏剧性模

拟的公开谈判加以评述。模拟谈判贯穿教学阶段的始终，总计 8学时。与理论知识的讲解同时进行

5学时；最后一次课，模拟谈判 3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 

淡化一次性考试，注重全过程考查。 

考勤及课堂表现（30%）、模拟谈判（40%，包括谈判方案、合同、模拟谈判效果）、模拟谈判评

价（30%，试卷形式）。 

个人成绩与小组成绩相结合。对个人成绩的评估标准，主要是考勤、课堂表现、模拟谈判参与

度与表现、期末试卷。对于小组成绩的评估标准，主要是小组配合的默契程度、模拟谈判的效果、

模拟谈判资料的完整性与完美性。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重点采用 21世纪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列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教材、教育部指定教材。 

同时，密切跟踪并参与全国商务谈判学会定期举办的全国英语谈判大赛、全国中文谈判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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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谈判学会分配的参赛案例，或者历年用过的经典案例。 

虽然没有自编教材，但是经过长期教学实践已经形成独特的教学体系。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白远。《国际商务谈判——理论、案例分析与实践》（第三版）（21世纪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列教

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版。 

（二）推荐参考资料 

1.刘园。《国际商务谈判》（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 丁建忠主编，《商务谈判教学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3.刘必荣。《策略性商务谈判中的谋略运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4.张强。《商务谈判学：理论与实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5.王建明。《商务谈判实战经验和技巧——对五十位商务谈判人员的深度访谈》。机械工业出版

社。2010年出版。 

6. Herminia Ibarra, Deborah M. Kolb，《哈佛商学案例精选集---谈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3年版。 

7.《中国合伙人》、《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雪豹》、《华尔街故事》、《商战》、《办公室的故事》

等影视录像有关谈判的片段。 

执笔：张淑静  审稿：杨丽花 审定：商学院学术分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2月 31日 

 

美学原理 

Principles of Aesthetics 

课程号：30703006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 系统地了解美学作为人类知识体系中一门基础学科的原理部分。 

2. 系统地掌握美学原理体系的基本问题和基本内容。 

3.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旨在使学生获得应该具有的美学理论素养和审美情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美学及其理论模式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美学：产生和发展 

2．美学：定义、范围和内容 

3．美学：基本问题和主要结构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学一词的含义。 

2．了解美学学科的命名。 

3．了解美学的三种基本理论模式。 

4．了解美学的五种基本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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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了解由主体、客体、宇宙、文化四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美学范围 

6．了解美学的六大内容。 

作业： 

1. 谈谈柏拉图对于美学学科的贡献。 

2. 谈谈鲍姆嘉通对于美学学科的贡献。 

3. 谈谈康德《判断力批判》的理论模式。 

4. 谈谈黑格尔《美学》的理论模式。 

5. 谈谈王国维对于美学学科的贡献。 

6. 谈谈朱光潜对于美学学科的贡献。 

知识单元 2：美及其言说方式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1．柏拉图之问与美的本质追求。 

2．美的本质的解构与新的言说方式。 

3．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美学大讨论。 

3．中国古典美学的品评方式对于美的本质言说的启示。 

学习目标： 

1．了解美的本质问题。 

2．了解美的本质是一个假问题。 

3．了解美的本质问题与中国古代美学、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内在连结。 

作业： 

1. 谈谈美的本质问题与古希腊哲学理论模式的关系。 

2. 谈谈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理论对于美的本质问题的重识。 

3. 谈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美学大讨论。 

知识单元 3：美感及其获得方式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美感即美与审美心理诸学派的美学探索。 

2.经由审美态度、心理距离、直觉、内模仿、移情、完形等实现的审美同构。 

3.美感的符号化与解符号化。 

学习目标： 

1. 了解审美心理诸学派的理论贡献。 

2. 了解审美态度、心理距离、直觉、内模仿、移情、完形等对美感的贡献。 

作业： 

1.谈谈审美态度、心理距离、直觉、内模仿、移情、完形等对美感问题解决的意义。 

2.谈谈美感的符号化与解符号化 

知识单元 4：美的类型及其境界 

参考学时：11学时 

学习内容： 

1. 美的类型理论与美的类型划分 

2. 美及其境界：优美、壮美、典雅 

3. 悲及其境界：悲态、悲剧、崇高、荒诞、恐怖 

4. 喜及其境界：怪、丑、滑稽、媚世、堪鄙 

5. 美学意义上的美的四种含义 

学习目标： 

1. 了解美的类型学及其划分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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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美展开为三大类型序列的既区别又联系的关系。 

3. 了解恐怖、媚世、堪鄙作为美的新类型的意义。 

作业： 

1．谈谈美的类型序列。 

2．谈谈悲的类型序列。 

3．谈谈喜的类型序列。 

4．谈谈美学意义上的美的四种含义。 

知识单元 5：美的宇宙学根据及其形而上体验 

参考学时：11 

学习内容： 

1．宇宙的同一性与形式美。 

2．形式要素与同一性的呈现。 

3．形式结构与同一性的呈现。 

4．原型和象征与同一性呈现。 

学习目标： 

1．了解美的宇宙学根据问题。 

2．了解形式美与宇宙的同一性的内在联系。 

3．了解形式要素及其构成原则中的同一性的呈现 

4．了解原型与象征中的同一性的呈现 

作业： 

1．谈谈宇宙同一性在形式美中的呈现。 

2．谈谈形式要素的宇宙学根据。 

3．谈谈形式构成的宇宙学根据。 

4．谈谈原型与象征的宇宙学根据。 

知识单元 6：美学理论的新近发展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环境-景观-生态美学的兴起及其基本理论。 

2．生活美学的兴起及其基本理论。 

3．身体美学的兴起及其基本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生态美学兴起与生态社会问题、生态哲学思潮的内在联系。 

2．了解生活美学的基本诉求。 

3．了解身体美学的美学意义。 

作业： 

1． 谈谈生态美学观的基本内容。 

2． 谈谈生活美学观的基本内容。 

3． 谈谈身体美学观的基本内容。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美学及其理论模式：产生和发展 2  
2 美学及其理论模式：定义、范围和内容 3  
3 美及其言说方式：柏拉图之问与美的本质追求 2  
4 美及其言说方式：美的本质的解构与新的言说方式 5  
5 美感及其获得方式：美感即美与审美心理诸学派的美学探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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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感及其获得方式：经由审美态度、心理距离、直觉、内模仿、移

情、完形等的审美同构 
3  

7 美感及其获得方式：美感的符号化与解符号化 3  
8 美的类型及其境界：美的类型理论与美的类型划分 3  
9 美的类型及其境界：美—优美、壮美、典雅 2  
10 美的类型及其境界：悲—悲态、悲剧、崇高、荒诞、恐怖 3  
11 美的类型及其境界：喜—怪、丑、滑稽、媚世、堪鄙 3  
12 美的宇宙学根据及其形而上体验：宇宙的同一性与形式美 3  
13 美的宇宙学根据及其形而上体验：形式要素与同一性呈现 2  
14 美的宇宙学根据及其形而上体验：形式构成与同一性呈现 3  
15 美的宇宙学根据及其形而上体验：原型和象征与同一性呈现 3  
16 美学理论的新近发展：环境美学理论、生活美学理论与身体美学理论 5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哲学导论 

后续课程：美学史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美的本质问题，美的建构与解构问题，美的基本类型，美的宇宙学根据 

难点：美的宇宙学根据，媚世，堪鄙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法。 

2.讨论法。 

教学手段： 

1.借助传统教学手段。 

2.辅助多媒体教学手段。 

3.审美现场教学手段。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加作业 30%；期末考试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时均附带阅读书目和知识点整理，学生会进行一次读书报告的汇报。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推荐的阅读文献包括：（1）正式出版的教材；（2）原典；（3）其他研究材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张法：《美学导论》（第 4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 

（二）推荐参考书（按首字拼音字母排列） 

1.《柏拉图文艺对话录》，柏拉图著，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2.《判断力批判》，康德著，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3.《美学》，黑格尔著，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4.《美育书简》，席勒著，徐恒醇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 

5.《悲剧的诞生》，尼采著，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 

6.《美学原理》，克罗齐著，朱光潜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 

7.《审美经验现象学》，杜夫海纳著，韩树站译，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 



5020 

8.《实用主义美学》，舒斯特曼著，彭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 

9.《重构美学》，韦尔施著，陆扬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 

10.《文艺心理学》，朱光潜著，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 

11．《美学散步》，宗白华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12．《美学四讲》，李泽厚著，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13.《美学原理》，叶朗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4.《美学导论》，张法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15.《回归：当代美学的 11个问题》，彭锋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执笔：张都爱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伦理学原理 
Ethics 

课程号：30703007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了解伦理学与哲学的关系，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方法；2、

使学生掌握伦理学的基本概念；3、使学生掌握伦理学重要理论流派及其争论；4、学生能够运用伦

理学理论解析道德现象。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课堂教学与讨论，使学生了解伦理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在现代社会的处境，

掌握善、正当、义务、意志自由、幸福等伦理学基本概念，掌握功利主义与义务论、规范伦理与美

德伦理、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绝对主义等重要理论内容及相互论争，了解利己主义、进化论、契约

论等理论，并能够运用所学理论解析道德现象，且为后续的道德专题研究或应用伦理学课程奠定必

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伦理学：概念与定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与伦理学相关的几个基本概念 

2．伦理学的研究内容 

3．伦理学的外部联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基本概念之间的联系：伦理学与道德哲学、伦理与道德、常识道德与道德哲学 

2．了解规范伦理学、美德伦理学、元伦理学不同的研究旨趣。 

3．了解伦理与经济、法律以及宗教的关系。 

作业： 

1． 请说明规范伦理学与美德伦理学有哪些不同。 

知识单元 2：伦理学面临的挑战：理论与现实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休谟问题 

2．逻辑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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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帝死了 

4．文化相对主义 

5．决定论 

6．女权主义 

7．全球伦理与底线伦理 

学习目标： 

1．了解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了解宗教式微对传统道德的影响；了解女权主义对传统道

德的批评；了解全球伦理和底线伦理的基本诉求。 

2．掌握休谟问题的提出及后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重要回应；了解文化相对主义和决定论的基

本观点，在相关论争中有自己的明确立场，并能为之提供充分辩护。 

作业： 

1．什么是休谟问题？休谟问题对道德哲学的影响有哪些？ 

2．请说明文化相对主义对道德哲学的影响。 

3．试举出一条道德原则，用以说明你的道德相对主义或绝对主义立场。 

4．举例说明脑科学、基因科学的发展对伦理学基本概念如人性、意志自由等的冲击。 

5．请论述在多元社会中，宽容与道德的关系。 

知识单元 3：伦理学理论 

参考学时：24学时 

学习内容： 

1． 利己主义 

2． 功利主义 

3． 义务论 

4． 道德两难 

5． 进化论 

6． 契约论 

学习目标： 

1． 了解利己主义、进化论和契约论的基本观点，并能简要分析其优劣势。 

2． 掌握功利主义和义务论的基本观点，它们各自遭受的重要批判以及对批判的回应。明确自
己在论争中的立场，并能为之提供充分辩护。 

3． 了解道德两难概念，并能进行相关案例分析。 

作业： 

1． 请分别说明在边沁和密尔著作中，“功利”一词的含义。 

2． 请结合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解释“义务”一词。 

3． 请举例说明你所认为的功利主义的最大缺陷。 

4． 请举例说明你所认为的义务论的最大缺陷。 

5． 最近有很多关于“老人跌倒在地，路人扶不扶”的新闻报道和讨论，请你分别从功利主义
和义务论的角度对这类事件进行评析。 

6． 请解释心理利己主义和伦理（道德）利己主义的不同。 

7． 利己主义作为一条道德原则可能遭遇哪些困难？ 

8． 请解释生物利他主义和心理利他主义之间的区别。 

9． 把道德作为人们之间的协议，这样一种理解相较于把道德作为一种神谕或人的理性产物，
具有什么优势？ 

10．请举例说明“道德两难”，并分析导致两难的原因及可能的解决方案。 

• 11．阅读论文：Thomas Nagel, "Moral Luck." Mortal Ques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 24–38；Bernard Williams, "Moral Luck." Moral Luck. Cambridge: 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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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0–39. 
知识单元 4：美德伦理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 

2． 现代西方美德伦理学 

3． 儒家伦理思想 

学习目标： 

1． 掌握亚里士多德的“美德”、“幸福”概念 

2． 了解麦金太尔的“实践”概念 

3． 了解规范伦理学与美德伦理学的基本分歧 

4． 掌握儒家的“仁”、“义”、“礼”、“智”四个概念 

作业： 

1．请解释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与“幸福”两个概念。 

2．请说明你认为培养美德的最重要途径。 

3．请述评美德伦理对规范伦理的批判。 

4. 请解释“仁”和“礼”两个概念的含义。 

5．你认为儒家伦理是美德伦理还是规范伦理，为什么？ 

6．阅读论文：Susan Wolf, “Moral Saints”, Journal of Philosophy 79 (1982):419-439 

知识单元 5：伦理学与生活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同性恋与同性婚姻 

2． 安乐死 

3． 基因改良 

4． 动物保护与环境友好 

学习目标： 

1． 了解同性恋（婚姻）与安乐死的基本内容，以及其中关涉的“权利”、“生命”、“死亡标准”
等概念。 

2． 了解基因科学对传统道德观念带来的影响。 

3．合理解释人与动物、环境的依存关系。 

作业： 

1．美国最高法院最近赋予同性婚姻合法性，请你从伦理角度，申明你的支持或反对意见。 

2．请从“生命”和“权利”的角度，阐述你支持或反对安乐死的理由。 

3．随着基因工程的快速发展，未来社会有望变成这样：“人们将变得无可比拟的强壮、聪明和

机智，他的身体将变得更和谐，他的活动将更有韵律，他的声音将更具音乐性。生活方式将变得富

于生气和戏剧性。平常人将提高到亚里士多德、歌德或马克思的水平。而在这些山峰之上，又将有

新的峰顶出现。”（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 你乐见这样的社会实现吗？为什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伦理学：概念与定位 3  

2 伦理学面临的挑战：理论 3  

3 伦理学面临的挑战：现实 3  

4 利己主义 3  

5 功利主义：古典与现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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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功利主义：批评与反驳 3  

7 义务论：奠基与发展 3  

8 义务论：批评与反驳 3  

9 道德两难、道德相对与绝对主义 3  

10 进化论伦理学 3  

11 美德伦理学：古与今 3  

12 美德伦理学：中与西 3  

13 契约论 3  

14 伦理学与生活：道德、生命与人性 3  

15 伦理学与生活：人、动物与自然 3  

16 总结：伦理学的机遇——多元社会与科技发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 

后续课程：《应用伦理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功利主义、义务论、美德伦理学 

难点：功利主义与义务论的论争、道德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理论讲解 

2. 案例分析 

3. 分组讨论及辩论 

教学手段： 

1. 传统讲解 

2. 多媒体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每次课之前要求有相关的文本阅读或准备相关的案例及分析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

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具体内容见“知识单元”。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廖申白著，《伦理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8月 第 1版，属于“新世纪高等学

校教材 哲学基础课系列教材”系列。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廖申白著，《伦理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8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雅克·蒂洛 著，程立显等译，《伦理学与生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 8月，第 1版。  

2. 唐纳德·帕尔玛著，黄少婷译，《为什么做个好人很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年 8月，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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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程炼著，《伦理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8月，第 1版。 

4．包尔生著，何怀宏、廖申白译，《伦理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7月第 1版。  

5． 西季威克，廖申白译，《伦理学方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6月，第 1版。  

6． 西季威克，熊敏译，《伦理学史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1月，第 1版。  

7． 弗兰克纳，关键译，《伦理学》，三联书店，1987年 10月，第 1版。  

8． 何怀宏著，《伦理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3月，第 2版。  

执笔：王今一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现代西方哲学 
Western Modern Philosophy 

课程号：30703016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必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哲学专业本科学生，了解和掌握西方哲学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

发展趋势，深入了解一些对思想文化领域尤其是哲学自身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流派。2、通过

这门课的学习，进一步增强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提高学生评价、分析和处理当代各种复杂的哲学

问题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让学生能够对一些重要哲学流派的重要概念和基本命题有一个准确的理解，

能够在总体上把握这些流派的主要思想，继而能够对由这些理论折射出的重大现实问题有所思考。

此课亦为《后现代主义哲学》一课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54学时 

知识单元 1：序  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主要是就国内学界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性质、特点、分类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

系的不同看法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1．现代西方哲学的概念。 

2．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 

3. 西方现代哲学的分类。 

4. 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学习目标： 

1．了解近代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划分何以以黑格尔为界。 

2．了解国内学界就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重大区别的不同观点。 

知识单元 2：第一章  意志哲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主要介绍两个人物的思想：叔本华与尼采。本章的重点除了要把握一些著名的思想

命题如“上帝死了”、“一切价值重估”等以外，还要把握叔本华与尼采在理论上的区别与联系。 

1．叔本华。 

（1）世界的两分：作为表象与意志 

（2）人生是苦难：永不停歇的欲望 

（3）片刻的缓解：审美直观的自失 

（4）根本的解脱：弃绝生命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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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尼  采。 

（1）日神与酒神 

（2）重估一切价值 

（3）永恒重现 

（4）强力意志 

（5）超人哲学 

（6）视角主义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哲学转向非理性主义何以从叔本华为开始。 

2．掌握一些基本概念与命题，如：视角主义、审美自失、超人、上帝之死、永恒轮回。 

作业： 

1、试析尼采与叔本华思想的异同。 

知识单元 3：第二章  实证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实证主义在十九世纪产生于法国，四十年代出现于英国，后来流传到西方其他国家。

本章主要介绍孔德与穆勒的哲学思想。 

1．孔  德。 

 （1）实证哲学要义。 
 （2）拒斥形而上学。 
 （3）社会学理论。 

2．穆  勒。 

 （1）实证主义的哲学物质观。 
 （2）归纳主义的逻辑学. 
 （3）功利主义的伦理学 
 （4）政治哲学。 

学习目标： 

1．了解穆勒“群己权界”的基本思想，了解功利主义的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原则所遇到的问

题。 

2．掌握一些基本概念，如多数人的暴政、孔德对“实证”的界说。 

作业： 

1、阅读密尔的《论自由》并提交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4：第三章  生命哲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生命哲学发端于德国。德国生命哲学的主要代表是狄尔泰、齐美尔等。他们的生命

哲学思想，影响了法国的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本章主要介绍狄尔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1．生命哲学概述。 

2．柏格森的生命哲学。 

（1）形而上学的重建 

（2）时间与绵延的分析 

（3）自我与自由 

（4）直觉主义美学 

学习目标： 

1．了解生命哲学为何要突出“时间”问题及其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2．掌握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如绵延、直觉、从生命去认识生命。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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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考西方哲学中对“直觉”都有什么不同的理解 

知识单元 5：第四章 实用主义哲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主要介绍实用主义的三个重要人物：皮尔斯、詹姆斯、杜威。 

1．皮尔斯。 

2．詹姆斯。 

3. 杜  威。 

学习目标： 

1．了解一些基本概念与基本命题，如彻底的经验主义、经验自然主义、意识流、真理对观念

而发生。 

2．把握杜威政治哲学的基本特点和基本思想，理解实用主义哲学何以能在美国产生和发展。 

作业： 

1、思考：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两者有何区别？ 

知识单元 6：第五章  现象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介绍胡塞尔思想发展在不同阶段的主要思想，重点是他的几个概念，如意向性、本

质还原、先验还原等。 

1．现象学的方法。 

2．返回生活世界。 

学习目标： 

1．了解胡塞尔哲学中最基本的概念和命题，如：回到事物本身、现象学的“悬置”、意向性、

生活世界等。 

2．从胡塞尔要把哲学建设成为一门严格科学的毕生努力，来理解胡塞尔的思想历程。 

知识单元 2：第六章 存在主义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主要介绍克尔凯戈尔、海德格尔、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理论。本章的难点是海德格

尔哲学。 

1．克尔凯戈尔。 

2．海德格尔。 

3.  萨  特 

学习目标： 

1．对于海德格尔哲学的理解，比较困难，主要是其自造了很多的哲学术语，而且他力图用概

念与判断的方式来说清一种“前概念”、“前判断”的 Dasein 的生存论状态。要理解海德格尔，就

要在思维方式上做相应的调整。 

2．掌握一些基本概念与基本命题，如此在、自在与自为、语言是存在之家、反思前的我思等，

把握萨特的自由理论，分清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在现象学方法上的差异。 

作业： 

1、概述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特点和基本观点。 

知识单元 8：第七章  解释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介绍解释学的发展的主要阶段及代表人物，重点介绍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 

1．施莱尔马赫。 

2．施莱尔马赫。 

3. 伽达默尔。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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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解释学的发展过程。 

2．掌握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如效果历史意识、视界融合、理解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

时间间距。 

作业： 

1、思考新解释学在凸显解释的主体性的同时，如何确保解释的客观性。 

知识单元 9：第八章  弗洛依德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根据美国著名心理学史家波林的意见，将弗洛伊德 60 年的工作分为六个十年。本

章也按他的这种划分介绍弗洛伊德的思想发展，主要介绍弗洛伊德的代表著作。重点要弄清他的两

组概念，即无意识、前意识、意识与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关系。 

1．第一时期（1880－1889）。 

2．第二时期（1890－1899）。 

3.  第三时期（1900－1909）。 

4.  第四时期（1910－1919）。 

5.  第五个时期（1920－1929）。 

6.  第六个时期（1930－1939）。 

学习目标： 

1．了解弗洛伊德为何在人格理论上，从静态的心理地形学发展为动态的人格结构学，即从潜

意识、前意识、意识的心理机制的区分发展为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的剖析。 

2．掌握弗洛伊德对本我、自我、超我的规定。 

作业： 

1．思考一个问题：弗洛伊德虽然强调了性的本能作为人的驱动力，但是否可以把他的理论说

成是泛性主义的？ 

知识单元 10：第九章 维特根斯坦的前期与后期哲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介绍维特根斯坦前期和后期的理论观点。 

1．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 

2．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 

学习目标： 

1．了解维特根斯坦哲学前后时期的哲学的重大差异存在于何处，清楚他为何要这种理论的转

变。 

2．掌握一些基本命题与基本概念，如语言游戏、家族相似。 

作业： 

1、思考维特根斯坦如何开创了两个不同的语言哲学流派即理想语言学派与日常语言学派。 

知识单元 11：第十章 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介绍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的理论主张。 

1．两类命题的区分。 

2．经验证实原则。 

3. 现象主义与物理主义。 

4. 拒斥形而上学 

学习目标： 

1．了解逻辑实证主义的基本观点，了解奎因对逻辑实证主义两个教条的批判。 

2．掌握一些基本概念与基本命题，如：现象主义语言与物理主义语言、全部的哲学即是语言

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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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思考：逻辑实证主义与实证主义有何区别与联系？ 

知识单元 12：第十一章 当代科学哲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介绍当代科学哲学中的三个主要流派:波普的证伪主义理论、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

构的理论和拉卡托斯“精致的证伪主义理论”。 

1．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理论。 

2．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理论。 

3. 拉卡托斯“精致的证伪主义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波普的证伪主义理论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差别，了解波普尔的科学发展的四个图式的理论。 

2．掌握一些基本概念与基本命题，如：世界三、范式、经验证伪原则、反历史主义。 

作业： 

1、思考：拉卡托斯“精致的证伪主义理论”与波普的证伪主义理论以及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

构的理论有什么区别与联系。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个，共××学时 

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序  论 3  

2 第一章  意志哲学 3  

3 第一章  意志哲学 3  

4 第二章  实证主义 3  

5 第三章  生命哲学 3  

6 第四章 实用主义哲学 3  

7 第五章  现象学 3  

8 第六章 存在主义 3  

9 第六章 存在主义 3  

10 第六章 存在主义 3  

11 第七章  解释学 3  

12 第八章  弗洛依德 3  

13 第九章 维特根斯坦的前期与后期哲学 3  

14 第九章 维特根斯坦的前期与后期哲学 3  

15 第十章 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 3  

16 第十一章 当代科学哲学 3  

17  3  

18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智慧 

后续课程：后现代主义哲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按哲学流派进行讲述，每一流派皆有自己的重点。 

难点：全部课程的难点就是海德格尔哲学、现象学。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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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1.课程讲授。 

2.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 充分利用 PPT。 

2. 观看教学视频。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需要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研读一些经典学术文献、撰写学术论文。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学生提交学术论文；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思考题目。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校外著名学者编著的优秀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赵敦华著《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8月 第一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梯利著《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3年 8月 第一版 

2. 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3年 8月 第一版  

执笔：文兵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Hist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 

课程号：30703017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对象、主线、意义和问题；2、使学生了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萌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3、在对第一手经典文本的精选和阅读中，学生将领略

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原创性、学术性和现实价值，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读书笔记和论文写作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史的基础知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了解相关基本概念，为认识和分析当代中国和世界文明

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奠定必要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创立和发展 

参考学时：24学时 

学习内容： 

1．《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绪论、第 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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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创立和发展。阅读有关原著。 

学习目标： 

1．了解青年马克思成长背景。 

2．掌握唯物史观的创立和发展。 

作业：读有关著述的读书笔记。 

知识单元 2：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之后的发展 

参考学时：24学时 

学习内容： 

1．《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 3-8章。 

2．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发。 

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之后的发展。 

2．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随着时代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作业：读有关著述的读书笔记。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青年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 3  
2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3  
3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3  
4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3  
5 德意志意识形态 3  
6 共产党宣言 3  
7 资本论的方法 3  
8 哥达纲领批判 3  
9 反杜林论 3  
10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3  
11 自然辩证法 3  
12 俄国革命和列宁主义 3  
13 中国革命和中国改革 3  
14 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 3  
15 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 3  
1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西方哲学史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1、注重对马克思本人原创思想及其发展的阐述；2、注重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相关问题的

探讨 

难点：1、对经典文本历史含义的理解及其在当代中国和世界文明发展史中的意义阐释。2、时

间有限，对经典文本的精选及逻辑结构的构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1、教师讲授，注重理论联系史实和现实实际；2、课堂精读解析和课后指定阅读经

典文本；3、组织教学互动。 

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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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求学生课后自己阅读经典文本并两周一次上交读书笔记。 

2.，研讨相关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学习撰写小论文。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应具备学术界相关研究文献的查阅条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课程自主学习约为课堂教学课时的 3-4倍，即 150-190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读书笔记的综合成绩占 20%，期中考试占 30%；学生出勤，缺勤一次扣一分；期末

考试占 50％。 

7、作业要求： 

每两周上交一次读书笔记。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国内权威教材和参考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黄枬森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获教育部国家教学奖）；或本

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09年。 

2.《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教育部社会科学与思想政治工作司和中央编译局马列部合编，

人民出版社 1999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人民出版社 2012年。 

执笔：李凯林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价值哲学 
Axiology 

课程号：3070302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本课程是专业必修课，首要目标是引领学生进入哲学元理论之一价

值论领域；2、通过教学，使学生对价值哲学具有系统的了解和把握；3、培养学生运用主体性思维

方式研究哲学，看待问题，开阔学生的视野。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作为哲学谱系上新分支的价值哲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价值论在哲学学科中的地位和性质 

2.中西方价值哲学思想概述 

3.学习价值哲学的意义和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价值哲学研究概况，及其在哲学学科中的地位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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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价值哲学的基本问题、基本发展线索和基本概念，明确学习价值哲学的意义和方法。 

作业： 

阅读《价值论》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2：价值的存在与本质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价值与存在 

2.价值的含义 

3.价值与人的存在方式 

4.价值的根基 

5.价值与现实世界 

6.价值是一种关系态 

学习目标： 

1．了解价值论与存在论的关系。 

2．掌握关于价值本质的有代表性的观点，学会运用关系思维方式看待价值。 

作业： 

阅读《价值论》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3：价值的类型与特性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价值类型的划分 

2.人的尺度：编织价值之网的线索 

3.人的价值 

4.人类的价值理想境界 

5.价值现象的基本特性 

学习目标： 

1．了解价值类型的划分标准。 

2．掌握价值现象的基本特性，领会人类的价值理想境界。 

作业： 

阅读《价值论》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4：人的意识与价值观念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价值观念的涵义、本质、结构与特征 

2.三大价值观念体系的分析 

3.文化发展与现实中的价值观念 

学习目标： 

1．了解价值观念的涵义、本质、结构与特征。 

2．掌握三大价值观念体系的基本内容，能够立足现实分析价值观念体系的演变。 

作业： 

阅读《价值论》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5：价值评价的特征与规律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价值评价的由来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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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价的类型 

3.评价及其标准的科学化、合理化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价值与评价的区别与联系。 

2．掌握价值评价的由来与特征、类型与标准。 

作业： 

阅读《价值论》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6：实践中的价值观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需要与实际 

2.目的与手段 

3.效益与代价 

4.异化与回归 

学习目标： 

1．了解实践过程中的一些重大价值问题。 

2．掌握需要与实际、目的与手段、效益与代价、异化与回归等价值哲学重要内容。 

作业： 

阅读《价值论》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作为哲学谱系上新分支的价值哲学 3  

2 价值的存在与本质（一） 3  

3 价值的存在与本质（二） 3  

4 价值的存在与本质（三） 3  

5 价值的类型与特性（一） 3  

6 价值的类型与特性（二） 3  

7 价值的类型与特性（三） 3  

8 人的意识与价值观念（一） 3  

9 人的意识与价值观念（二） 3  

10 人的意识与价值观念（三） 3  

11 价值评价的特征与规律（一） 3  

12 价值评价的特征与规律（二） 3  

13 价值评价的特征与规律（三） 3  

14 实践中的价值观（一） 3  

15 实践中的价值观（二） 3  

16 实践中的价值观（三）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哲学导论 

后续课程：法哲学、伦理学导论、美学原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价值的存在与本质。 

难点：历史唯物主义与价值论的关系，价值与评价的区别与联系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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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1.系统讲授为主。 

2.课堂研读、讨论为辅。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

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一单元布置一篇读书报告。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李德顺著《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7月 第 3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方迪启著《价值是什么——价值学导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第 1版 

2. 江畅著《现代西方价值理论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第 1版  

执笔：倪寿鹏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中国近现代哲学史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课程号：30703035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在古今中西哲学文化碰撞交融的时空两个维度中探讨中国文化的来

龙去脉，从而使学生对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发展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2、初步掌握文献与问题相

结合的哲学分析方法；并引导学生体会、把握中国哲学的态度、眼光和方式；3、从百余年历史的

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使学生逐渐具备民族精神命脉所系的学术视野，从而达到独立研究和

探索中国文化命运的目的。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发展历程的

基础知识、中国哲学大传统的基本原理，了解中国哲学史和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基本哲学概念，为

有关中国哲学和美学等后续选修课程奠定必要的思想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近现代哲学的时代背景。 

2．中国近现代哲学的主要课题。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近现代哲学的时代背景，主要课题和发展脉络。 

2．掌握学习近现代哲学史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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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如何理解“温故知新”？ 

如何理解中国近现代哲学“中西古今之争”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知识单元 2：近代的经学：今文经学的复兴与古文经学的式微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清代今文经学派的源流。 

2．经学源流下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以及章太炎的思想内容及其特色。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经学在近现代发展的历程及其代表人物。 

2．掌握经学学脉中的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的思想内容和特质。 

作业： 

清代乾嘉考据之学和常州学派有何关系？ 

康有为的思想如何突破了经学的学脉并改变了中国经学发展的一贯学风？这一改变的利弊得

失如何？ 

章太炎立足于古文经学的思考对于近现代中国思想有何意义？ 

知识单元 3：近代的理学：择善固执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理学在晚清的余绪和特色。 

2．曾国藩的理学思想。 

学习目标： 

1．了解晚清社会发展的大势并在此基础上的理学兴起。 

2．掌握曾国藩的理学思想体系和影响。 

作业： 

曾国藩在近代理学的固守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其思想包含哪些内容？ 

知识单元 4：近现代儒学的流衍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中国儒学发展的源流和传统特色。 

2．近现代儒学出现的演化、代表人物及其意义。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儒学传统对于中国文化的意义究竟何在。 

2．掌握近现代儒学流衍的路径、代表人物和思想内核。 

作业： 

近现代的中国儒学传统演变出现了哪些变化？其对于中国社会、政治、历史的影响以何种方式

得以体现？ 

冯友兰、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等人揭示出儒学当代发展的何种路径的可能？ 

知识单元 5：近现代佛学的转化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近现代佛教复兴运动始末。 

2．杨文会、欧阳竟无和太虚的佛学思想。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近现代佛教发展简史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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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杨文会、欧阳竟无和太虚的佛学思想。 

作业： 

中国近现代佛教发展简史和特色？ 

杨文会、欧阳竟无和太虚的佛学思想有何具体内容？其间的异同有何启示？ 

知识单元 6：近现代中西之学的交融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近现代西学传入中国的历程和特色 

2．严复、胡适等人的思想及其思想史意义。 

学习目标： 

1．了解西学在近现代传入中国的历程及其深刻意义 

2．掌握严复、胡适等人的思想。 

作业： 

中国近现代对待西学的不同态度及其变化过程？ 

严复、胡适对于西学的引入是怎样进行的？有何异同？各在思想史上有何影响？ 

知识单元 7：近现代的道教和基督教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道教的简史及其在近现代的发展。 

2．近现代基督教发展简史。 

学习目标： 

1．了解道教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何体现及其在近现代的发展变化。 

2．掌握基督教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简史。 

作业： 

在调查道教宫观的建筑及其所寓修学意义的基础上，探究道教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中起到了

哪些作用？ 

基督教在近现代中国的发展有何特色？其对当代基督教中国化有何启示？ 

知识单元 8：近现代的时代思潮及其当代影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近现代的进化主义思潮及其演化传播。 

2．近现代的科学思潮及其深远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时代思潮形成的过程及其历史影响。 

2．掌握近现代的进化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 

作业： 

时代思潮是如何形成的？其对历史演进能够发挥何种影响？ 

中国近现代形成的进化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的具体过程和思想内容是什么？对今日中国有何

影响？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3  

2 近代的经学：今文经学的复兴与古文经学的式微（龚自珍、魏源） 3  

3 
近代的经学：今文经学的复兴与古文经学的式微（康有为、梁启超、

谭嗣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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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代的经学：今文经学的复兴与古文经学的式微（章太炎） 3  

5 近代的理学：择善固执（曾国藩） 3  

6 近现代儒学的流衍（冯友兰） 3  

7 近现代儒学的流衍（熊十力） 3  

8 近现代儒学的流衍（马一浮） 3  

9 近现代儒学的流衍（梁漱溟） 3  

10 近现代佛学的转化（杨文会、欧阳渐） 3  

11 近现代佛学的转化（太虚） 3  

12 近现代中西之学的交融（严复） 3  

13 近现代中西之学的交融（胡适） 3  

14 近现代的道教和基督教 3  

15 近现代的时代思潮 3  

16 近现代时代思潮的当代影响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哲学史 

后续课程：宋明理学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近现代的中国是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文化冲突与融汇的大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千古

未有之大变局，要深入理解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他们站在时代

的制高点上重新反省民族文化的历史，探索中国和人类的前途，构建了新的思想传统，为中华民族

赖以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文化养料，故要深入理解和掌握这些思想资源的源流和特质，思考其对

今天中国文化建设的意义。 

难点：中国近现代哲学古今中西的交织格局、近现代思想家的醇驳互现的复杂哲思、中国学术

大传统和近现代学术小传统的异同、近现代学术流变的复杂和多样。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课堂讨论。 

3.阅读原典。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道艺结合”的教学方法和演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3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注重教学期间学生全过程的表现。故在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

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会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本课程选用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集体编著《中国哲学史·近现代之部》，并结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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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兼采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等书，予以授课。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集体编著《中国哲学史·近现代之部》，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 10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钱穆 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九州出版社，2011年 01月 第 1版 

2. 陈来 著 《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人民出版社，2001年 01月 第 1版  

执笔：李虎群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宗教学导论 
Introducing Religion 

课程号：30703037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 了解世界各大宗教的基本知识（记忆与理解） 

2. 初步掌握宗教学的基本理论、重要观点与研究视角（记忆与理解） 

3. 能初步运用课程所学对一些重要的宗教现象作出不同层面的宗教学分析（综合运用） 

开设本课程，旨在使专业学生认识宗教与宗教学的基本概念，了解当代七大世界宗教的基本知

识、掌握分析三大宗教要素的基本宗教学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初步掌握运用宗教学基本理论观察和

分析重要宗教现象的一些基本方法与观察视角，以期能提升学生在宗教文化方面的人文素养。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宗教学与宗教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掌握课程的两大基本概念：宗教学和宗教 

1．宗教学的基本涵义与关键词 

2．概念“宗教事实”的基本涵义 

3. 宗教概念以及宗教的三大层面 

学习目标： 

1．了解宗教学和宗教两大基本概念。 

2．掌握宗教事实的事实维度和意义维度。 

3. 掌握宗教的三大层面 

作业：参见课件 

知识单元 2：世界宗教篇 

参考学时：21学时 

学习内容：七大世界宗教的基本知识 

1．闪族的先知型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 

2．印度大陆的神秘型宗教：印度教、佛教 

3. 中国的贤圣型宗教：儒家、道教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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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和把握七大世界宗教的背景、历史、经典与基本教义思想。 

2．通过对世界宗教基本知识的了解，初步体会宗教不同面向的不同特点。 

作业：参见课件 

知识单元 3：宗教要素篇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三大宗教要素的基本理论 

1. 宗教观念 

2. 宗教仪式 

3. 宗教团体 

学习目标： 

3. 了解三大宗教要素的基本宗教学理论。 

4. 初步掌握运用相关的宗教学理论分析宗教现象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作业：参见课件 

知识单元 4：宗教学基本问题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宗教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6. 图腾与宗教的起源 

7. 当代新兴宗教研究 

8. 宗教与社会变迁 

学习目标： 

4. 了解宗教学相关问题的重要理论观点。 

5. 初步掌握运用相关的宗教学理论分析宗教现象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作业：参见课件 

（二） 实践教学：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宗教学与宗教 3  
2 导论：宗教学与宗教 3  
3 先知型宗教（1） 3  
4 先知型宗教（2） 3  
5 先知型宗教（3） 3  
6 神秘型宗教（1） 3  
7 神秘型宗教（2） 3  
8 贤圣型宗教（1） 3  
9 贤圣型宗教（2） 3  
10 宗教观念 3  
11 宗教仪式 3  
12 宗教团体 3  
13 图腾与宗教的起源（1） 3  
14 图腾与宗教的起源（2） 3  
15 当代新兴宗教 3  
16 宗教与社会变迁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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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宗教学原著选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宗教概念、、宗教仪式、宗教的起源问题 

难点：世界宗教基本知识、宗教仪式、宗教的起源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按专题讲述 

2. 结合生活中的例子帮助学生理解较陌生或了解起来有困难的思想观点 

教学手段： 

1. ppt讲解 

2. 随堂阅读材料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加作业 30%；期末考试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时均附带阅读书目和知识点整理，学生会进行一次读书报告的汇报。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推荐的阅读文献包括：（1）正式出版的教材；（2）原典；（3）其他研究材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二）推荐参考书（按作者首字拼音字母排列） 

1. 包尔丹：《宗教的七种理论》，陶飞亚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2. 贝格尔：《神圣的帷幕》，高师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3. 夏普：《比较宗教学史》，吕大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4. 休斯顿·史密斯：《人的宗教》，刘安云译，海南出版社，2006年。本译本的其他版本亦可。 

5. 其他文献参见随堂资料及课件。 

 执笔：钱雪松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哲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课程号：30703040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必修（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了解哲学基本的学科门类和问题；2、了解并运用哲学分析论

证的基本方法；3、阅读并把握一些哲学文献的基本内容。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伦理学 

参考学时：1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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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元伦理学的主要问题，如相对主义与客观主义之辩，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之辩，是与应该

的断裂等问题。 

2．三种主要的规范伦理学理论，即功利主义、义务论、德性伦理学。 

3. 当代应用伦理学的一些热点问题，如堕胎、安乐死等 

学习目标： 

1．了解伦理学中的主要问题，对基本问题有清晰把握。 

2．掌握如一些观点，如相对主义的基本内容。 

3. 对重要的文献，如休谟《人性论》中对理性主义伦理学的反驳的篇章。 

作业： 

1. 阐述文化相对主义，道德实在论，自然主义的含义 

2. 阅读休谟《人性论》第三卷第一章 

3. 阐述功利主义的基本含义及可能存在的问题。 

知识单元 2：政治哲学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政治哲学中的主要流派，如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保守主义等。 

2．了解政治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及相关争论，如平等，自由，民主等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哲学中的主要流派的基本观点。 

2．掌握政治哲学中核心观念的含义及相关争论 

3. 对政治哲学的一些经典文献有了解和把握。 

作业： 

1. 简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的基本含义。 

2. 阅读并阐述以赛亚·柏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的基本内容。 

3. 阐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基本内容” 

知识单元 3：认识论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关于知识的定义。 

2．围绕关于知识的辩护的一些问题，如基础主义，知觉、记忆等 

3. 真理问题，融贯论和符合论的基本思想。 

4. 关于知识的怀疑论的主要思路 

学习目标： 

1．把握认识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和相关争论。 

2. 对认识的一些经典文献有了解和把握。 

作业： 

1阐述盖提尔对知识三要素论的质疑。 

2.阐述基础主义的主要观点和问题。 

3.阅读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有关普遍怀疑的篇章 

知识单元 4：形而上学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形而上学的主要问题，如实在性、时间性、因果性、同一性，意志自由等问题。 

2． 讲授围绕相关问题的讨论，如自由意志的相容论和不相容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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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哲学上有关形而上学的一些经典文献，如洛克《人类理解论》中关于人格同一性的篇章。 

学习目标： 

1．了解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 

2．了解关于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相关争论。 

3. 对形而上学的一些经典文献有了解和把握。 

作业： 

1. 简述当代实在论与非实在论之争的基本观点。 

2. 阐述意志自由与决定论之争。 

3. 阅读洛克《人类理解论》人格同一性一章。 

4. 阐述麦基的因果性 INUS理论。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4 伦理学（1） 4  
5 伦理学（2） 4  
6 伦理学（3） 3  
7 政治哲学（1） 3  
8 政治哲学（2） 3  
9 政治哲学（3） 3  
10 认识论（1） 3  
11 认识论（2） 3  
12 认识论（3） 3  
13 形而上学（1） 3  
14 形而上学（2） 3  
15 形而上学（3）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伦理学、政治哲学、认识论、形而上学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伦理学中规范伦理学的主要流派，政治哲学中基本概念和流派的含义，认识论中的知识

辩护问题，形而上学中的基本概念。 

难点：休谟的是与应该的断裂，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原则；盖提尔对知识三要素说的

质疑，人格同一性问题，因果性理论等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以讲授相关思想的基本内容为主。 

2.适当带领学生阅读经典文献。 

3.要求学生做课堂发言与讨论。 

教学手段： 

1.运用 PPT课件教学。 

2.发放阅读要求中的文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期末考试成绩占 10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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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用教材 

1.《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美）罗伯特·所罗门著，张卜天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 5月。 

（二）推荐参考书 
1.《哲学概论》，（美）罗伯特·保罗·沃尔夫著，郭实渝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2月。 

2.《你的第一本哲学书》，（美）托马斯·内格尔著，宝树 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 2月。 

3.《没有标准答案的哲学问题》，（美）菲尔·沃会博恩，林克 译， 新华出版社，2010年。 

4.《哲学是什么》，（美）克里斯·霍奈尔，埃莫里斯·韦斯科特著，夏国军等译，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0年。 

5. 《哲学之树》，庞思奋著，翟鹏霄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 

6. 《哲学的邀请》，费尔南多·萨瓦特尔著，林经纬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执笔：宫睿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中国哲学史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课程号：30703063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培养学生自觉学习的兴趣与能力，使同学们比较系统地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发生、发展及其

演变的基本线索和基本内容； 

    2.通过对中国哲学基本内容的把握，进一步了解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基本精神和思维方

法，从而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 

3.能够从中西哲学对比的角度来思考哲学问题的共性和个性，了解人类思维的一般发展规律和

中国理论思维的特点，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阅读古代哲学文献的能力。 

4.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阅读古代哲学文献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系统地介绍先秦至近代中国哲学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基本线索、规律和内

容；介绍中国古代主要哲学家的著作、思想及其前后继承关系和思想异同；评述中国哲学基本范畴

的发展演变特点及其与文化的内在关联。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 48学时 

知识单元 1：概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问题。 

2．中国哲学史的特点与分期 

学习目标： 

1．了解作为近代学科门类的中国哲学史的产生以及由此所产生争论，加深对中国传统思想丰

富性的理解。 

2．掌握中国哲学史的特点和大致分期。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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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谈谈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争论。 

2.谈谈中国哲学的特点。 

知识单元 2：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 

参考学时：18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哲学的萌芽与产生。 

2.儒家哲学思想。 

3.道家哲学思想。 

4.墨家哲学思想。 

5.名家哲学思想。 

6.法家哲学思想。 

学习目标： 

1．了解先秦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特点和关注的主要问题 

2．重点掌握儒、道、墨、法、名家等的思想，把握该阶段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地位。 

作业： 

1.殷周时期“帝”、“天”观念是如何发展的？ 

2.谈谈《易经》中的变易思想 

3.孔子的“仁”有什么特点？ 

4.孟子对孔子之“仁”有何发展？ 

5.谈谈孟子性善论的特点。 

6.荀子“性恶论”与孟子“性善论”有何异同？ 

7.谈谈荀子“明于天人之分”思想的内容 

8.何谓“虚一而静”？ 

9.简述老子之“道”论的特点。 

10.老子认为该如何体“道”？ 

11.庄子之“道”与老子之“道”有何不同？ 

12.谈谈 庄子的“齐物论”。 

13.谈谈庄子的“逍遥游”。 

14.墨子的“兼爱”说有何特点？ 

15.墨子的“天志”和“非命”说是否具有内在的矛盾？ 

16.惠施与公孙龙的思想有何不同？ 

17.公孙龙是如何论证“白马非马”的？ 

18.韩非是如何论述“法”、“术”、“势”的？ 

知识单元 3：两汉时期的哲学思想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汉初黄老之学的勃兴。 

2.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学习目标： 

了解与掌握汉初黄老之学的勃兴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影响；董仲舒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在整个中国

思想史上的地位；两汉经学的发展和论争；两汉哲学思想的方法论特点。 

作业： 

1.谈谈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2.谈谈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以及其与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的异同。 

知识单元 4：魏晋时期的哲学思想 

参考学时：5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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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魏晋时期玄学思潮的演变及特点。 

    2.魏晋玄学的主要问题。 
    学习目标： 
    了解与掌握魏晋时期玄学思潮的主要特点、论争主题，以及主要思想家的观点。 
    作业： 
    1.魏晋玄学有何特点？ 
    2.谈谈魏晋玄学的名教自然之辩。 
    3.谈谈魏晋玄学的本末有无之辩。 
    4.谈谈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 
知识单元 5：隋唐时期的哲学思想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宗派佛教的基本思想。 
    2.唐代儒学复兴。 
    学习目标： 
  了解与掌握隋唐佛教主要宗派的基本思想；儒释道三教的冲突和融摄的主要内容；唐代儒学复兴
的基本状况，重点掌握韩愈的“道统论”和“性三品说”、李翱的“复性”说。 
    作业： 

1.谈谈天台宗“一念三千”的思想。 

2.谈谈华严宗的“四法界”说。 

3.唯识宗之“八识”包括哪些内容？ 

4.谈谈禅宗“自性是佛”的观点。 

5.谈谈韩愈的“道统”论。 

6.谈谈李翱的复性说以及其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知识单元 6：宋明时期的哲学思想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概论：宋明理学的兴起及主要特点 
    2.北宋五子的哲学思想。 
    3.朱熹的哲学思想。 
    4.陆九渊的哲学思想。 
    5.王阳明的哲学思想。 
    学习目标： 

掌握儒学复兴和宋明哲学的特点；理学的基本典籍和重要问题；“北宋五子”的哲学思想和在

理学思想发展中的贡献；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思想；陆九渊的哲学思想及朱陆之辩的基本内

涵；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守仁的哲学思想。 

作业： 

1.宋明理学有何特点？ 

2.谈谈周敦颐“立人极”的思想。 

3.谈谈张载“太虚即气”的思想。 

4.谈谈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 

5.二程是如何讲“理”的？ 

6.谈谈二程的“格物致知”说。 

7.朱熹是如何论证理气关系的？ 

8.谈谈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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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谈谈朱熹“理一分殊”的思想。 

10.谈谈陆九渊“心即理”的思想。 

11.谈谈陆九渊“发明本心”的思想。 

12、由朱陆之辩，谈谈朱熹与陆九渊思想的异同。 

13.谈谈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14.谈谈王阳明的“致良知”说。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1.中国哲学史的合法性问题。 
2.中国哲学的特点与分期。 
3.中国哲学的萌芽与产生。 

3  

2 
1.中国哲学的萌芽与产生。 
2.儒家哲学思想。 

3  

3 儒家哲学思想。 3  
4 1.道家哲学思想 3  

5 
1墨家哲学思想。 
2.名家哲学思想。 

3  

6 
名家哲学思想。 
法家哲学思想. 

3  

7 
1.汉初黄老之学的勃兴。 
2.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3  

8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魏晋时期玄学思潮的演变及特点。 
魏晋玄学的主要问题。 

3  

9 1.魏晋玄学的主要问题。 3  
10 1.宗派佛教的基本思想。 3  

11 
唐代儒学复兴。 
2.概论：宋明理学的兴起及主要特点. 

3  

12 2.北宋五子的哲学思想。 3  
13 1.北宋五子的哲学思想。 3  
14 1.朱熹的哲学思想。 3  

15 
1.朱熹的哲学思想。 
2.陆九渊的哲学思想。 

3  

16 1.王阳明的哲学思想。 3  
四、说明  

1.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法。 

2.讨论法。 

教学手段： 

1.借助传统教学手段。 

2.辅助多媒体教学手段。 

2.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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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编：《中国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10

月 第 2版. 

2.冯达文、郭齐勇主编：《新编中国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二）推荐参考书 

1.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2.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3.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4.《世说新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6.朱熹注，李剑雄标点：《周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7.梁启雄：《荀子简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8.郭朋校释：《坛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9.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 

10.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黄宗羲、全祖望编撰：《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12.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13.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4.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15.张立文：《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16.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17.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18.殷翔注：《嵇康集注》，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版。 

19.《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20.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1.汤一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2.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3.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24.周敦颐：《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25.余敦康：《何晏王弼玄学新探》，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 

26.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 

27.陈来：《宋明理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8.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9.苏与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 

30.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 

31.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船山全书》第十二册，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版。 

32.许倬云：《西周史》，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 

33.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34.毕沅校注，吴旭民标点：《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35.吕思勉：《理学纲要》，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36.冯友兰著；涂又光译：《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7.谭业谦撰：《公孙龙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38.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39.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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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41.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2.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版。 

43.杨国荣：《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44.蒙培元：《理学范畴系统》，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45.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 

46.何宁撰：《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 

4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8.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局，1999年版。 

49.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0.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51.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 

52.陈鼓应注译：《老子译注及评价》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53.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4.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55.杨伯峻注译：《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56.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7.顾颉刚编著：《古史辨》（ 第一册），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    

执笔：王心竹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西方哲学史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课程号：30703065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本课程是专业基础课，首要目标是为进一步的哲学学习打基础；2、

通过教学，使学生对西方哲学的历史具有系统的了解和把握；3、培养学生一般的哲学思维能力，

开阔学生的视野。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古希腊哲学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古希腊自然哲学。 

2．存在哲学。 

3. 多元论哲学和智者运动 

4.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5. 亚里士多德和晚期希腊哲学 

学习目标： 

1．了解古希腊社会、文化与哲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2．掌握希腊哲学的基本问题、基本发展线索和基本概念。重点掌握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

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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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仔细阅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2：中世纪基督教哲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基督教的初期发展和教父哲学，重点是奥古斯丁。 

2．经院哲学，重点是托马斯·阿奎那。 

3.  唯名论和唯实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基督教的历史和基督教哲学的基本发展线索。 

2．掌握基督教哲学的基本问题以及基本概念，尤其是掌握理性与信仰、宗教与哲学等等关系

问题。 

作业： 

阅读奥古斯丁或托马斯·阿奎那的一部著作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3：唯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笛卡尔哲学。 

2．斯宾诺莎哲学和莱布尼兹哲学。 

学习目标： 

1．掌握三位哲学家的思想体系。 

2．掌握唯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基本概念和发展，以便与经验论哲学相比较。 

作业： 

课外阅读笛卡尔的《方法谈》，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4：经验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从培根到洛克的思想发展。 

2．贝克莱和休谟。 

学习目标： 

1．掌握经验论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概念及其发展。 

2．重点掌握洛克和休谟的思想体系。 

作业： 

课外阅读休谟的《人类理解论》，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5：德国古典哲学 

参考学时：18学时 

学习内容： 

1．康德哲学思想。 

2．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体系。 

3.  黑格尔的哲学思想 

学习目标： 

1．掌握德国古典哲学的特征、问题和发展线索。 

2．重点是系统地掌握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体系。 

作业： 

阅读康德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或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写一篇读书报告。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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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概论、古希腊哲学产生的背景以及自然哲学 3  

2 南意大利学派的存在哲学以及多元论哲学和智者运动 3  

3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3  

4 亚里士多德以及晚期希腊哲学 3  

5 基督教的产生以及教父哲学 3  

6 经院哲学以及唯名论和唯实论 3  

7 唯理论概念以及笛卡尔 3  

8 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 3  

9 洛克和贝克莱 3  

10 休谟 3  

11 《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思想 3  

12 《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的基本思想 3  

13 费希特的基本思想 3  

14 谢林的基本思想 3  

15 黑格尔哲学体系简介和《精神现象学》 3  

16 《逻辑学》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哲学导论》 

后续课程：《当代西方哲学》、《德国观念论》、《形而上学》、《知识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验论和唯理论以及康德和黑格尔是整个西方哲学史的重点内容。 

难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系统讲授为主。 

2.课堂讨论为辅。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

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一单元布置一篇读书报告。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梯利著《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12年 1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张志伟等编著《西方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6月 第 2版 

2. 黑格尔著《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59年 12月 第 1版  

执笔：孟彦文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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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上、下） 
Ancient Chinese Language 

课程号：307050013、3070500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即通过古代汉语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的教

学以及有重点地阅读古代文献的实践，使学生掌握古代汉语的语言规律，提高学生阅读古代文献的

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即通过古代汉语

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的教学以及有重点地阅读古代文献的实践，使学生掌握古代汉语的语言规律，

提高学生阅读古代文献的能力，并为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和实践基

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87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左传》文选精讲、通论（词汇） 

参考学时：21学时 

学习内容： 

1．绪论 

（1）什么是古代汉语 

①古代汉语是和现代汉语相对而言的，是指古代汉族人民所使用的语言。现代汉语是古代汉语

的继续和发展。 

②古代汉语有两种书面语言：文言文、古白话 

（2）古代汉语课的目的、要求 

本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要求学生能借助古注和工具书阅读文言文原著。 

（3）古代汉语课的内容 

（4）古代汉语课的学习方法 

2. 《左传》文选 

共选《左传》中的文章 10 篇，计有：※《郑伯克段于鄢》、※《齐桓公伐楚》、※《宫之奇谏

假道》、※《烛之武退秦师》、《蹇叔哭师》、※《晋灵公不君》、※《齐晋鞌之战》、※《晋归楚知罃》、

《祁奚荐贤》、《子产不毁乡校》。 

3. 工具书、词汇 

（1）怎样查字典辞书：介绍古代汉语常用辞书，如《康熙字典》、《辞源》、《辞海》、《古代汉

语常用字字典》、《故训汇籑》、《经传释词》、《词诠》、《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诗词曲语辞

汇释》等。要求学生掌握每本辞书的内容、特点、检索方法以及可以解决哪方面的问题等。并会使

用这些辞书。 

（2）古今词义的异同：古今词义异同有三种情况：全同、迥别、微殊。要特别注意微殊情况，

并能利用工具书来了解古今词义的细微差别。学古代汉语，一定要树立古今词义是发展变化的历史

观点。 

（3）单音词、复音词、同义词：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现代汉语以双音词为主，故不可将

古代汉语中的单音词误认为双音词中的一个词素。复音词中要注意偏义复词与单纯联绵词。要注意

辨析古汉语中的同义词，可从含义差别、使用范围、使用条件等方面分辨。要求学生掌握古代汉语

单音词、复音词、同义词的特点，以提高阅读古文的水平。 

（4）词的本义和引申义：词的本义是指词的本来意义，引申义是指由本义派生、发展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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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词义引申与词义更替是不相同的。词的本义十分重要，抓住了它就抓住了这个词的纲。一般

凭借字形和文献材料来了解词的本义。通过讲授，让学生掌握了解词的本义的方法，并能将词的本

义与引申义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来。 

    学习目标： 
    1．了解古代汉语内涵、掌握学习古代汉语的目的及该课的内容。 
    2．主要精讲《左传》部分文选. 其中标有※号者为精讲篇目，其他为一般 
讲读篇目（下同）。精讲篇目要求疏通文句，做到字字落实。对于句中涉及到的虚词用法及各

种语法现象也要予以注意。 

法现象也要予以注意。 

3. 主要掌握以下几个内容：工具书常识；古今词义的异同；单音词与复音词；词的本义和引
申义。 

作业： 

1.思考为什么学习古代汉语？古代汉语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为什么要说常用词是学习古代汉

语的难点？ 

2.思考古今词义异同有几种情况？古今汉语词汇在构成上有什么不同特点?什么是词的本义和

引申义？词义引申有几种方式？举例说明。 

知识单元 2：文选（战国策）和通论（文字） 

参考学时：18学时 

学习内容： 

1．文选：战国策 

共选《战国策》中的文章 6篇，计有※《冯谖客孟尝君》、《赵威后问齐使》、《江乙对荆宣王》、

※《庄辛说楚襄王》、※《鲁仲连义不帝秦》、《触詟说赵太后》。 

2．通论：文字 

（1）汉字的构造：主要讲述六书的有关知识，了解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的特点。

特别要注意形声字的意符及部首的作用。 

（2）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这三种字都属于古书中形体有分歧的字。通过讲授，让学生

着重掌握这几种字的不同特点，并了解这几种字在古书使用的情况。 

以上两部分通论都是有关文字的知识。对于学习古代汉语来说，不了解汉字的特点及在古文中

使用情况是不行的。所以，应在文选的讲读中将这些文字知识贯穿进去，使学生切实掌握。 

学习目标： 

1．进一步增强语感，提高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要求掌握文中常用词的意义。 

2．了解汉字的起源、演变和汉字构造的原则；明确分析字形对了解字义的作用；了解异体字、

繁简字、古今字的产生和特点。 

作业： 

1.谈谈你对“六书”的认识。 

2.形声字的意符与部首有什么不同？ 

3.谈谈古今字、异体字与繁简字各有什么特点。 

知识单元 3：文选《论语》《礼记》等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包括《论语》与《礼记》。《论语》：《学而》、《为政》、《里仁》、《公冶长》、※《雍也》、※《述

而》、《泰伯》、《子罕》、《乡党》、※《先进》、※《顔渊》、※《子路》、※《宪问》、※《卫灵公》、

※《季氏》、※《阳货》、※《微子》、※《子张》。《礼记》共 7篇：《有子之言似夫子》、《战于郎》、

《苛政猛于虎》、※《大同》、※《教学相长》、《博学》、※《诚意》。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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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增强语感，提高阅读文言文的能力，要求掌握文中常用词的意义。 

作业： 

谈谈你对于丹讲论语的看法。 

知识单元 4：孟子、语法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文选部分 

《孟子》中的文章 10 篇：※《寡人之于国也》、※《齐桓晋文之事》、《文王之囿》、※《所谓

故国者》、《夫子当路于齐》、※《许行》、《攘鸡》、※《陈仲子》、《弈秋》、※《舜发于畎亩之中》。 

2．通论：语法 

一、判断句：古代汉语判断句的主要特点是不用判断词。因此，对判断句中出现的“是”、“乃”、

“即”、“非”、“为”等字的用法要有正确的认识。 

二、宾语前置以及双宾语句. 

1、 双宾语句，尤其是动词“为”所带双宾语句； 

2、 代词“是”、“之”等复指的宾语前置句； 

三、被动句。 

四、否定句，否定词。 

五、疑问句，疑问词：疑问句主要内容是疑问代词宾语提前的规律，需要掌握。疑问词又分两

大类，即疑问代词与疑问语气词。疑句代词有：谁、孰、何、安、恶、焉、胡、奚、曷等；疑问语

气词有：乎、诸、与（钦）、邪（耶）、哉等。这些疑问词的用法要求掌握。此外，还有几种问的习

惯句式，也应让学生了解。 

六、词类的活用：此部分为古汉语语法中一个重要问题，要求学生掌握各种词类活用的特点，

并能正确加以辨认。其内容主要有：名词用如动词，动词、形容词、名词的使动用法，形容词、名

词的意动用法，名词用作状语，动词用作状语。 

七、人称代词，指示代词，者字，所字：古代汉语的代词是一个相当复杂词类，许多词的用法

都与现代汉语不同，要让学生切实掌握。人称代词包括：第一人称的“吾、我、予、余”，第二人

称的“女、汝、若、而、乃”，第三人称的“其、之”。尤其是注意第三人称的“其”与“之”，二

者在古汉语中有分别，“其”经常作定语，“之”经常作宾语。此外，“其”与“之”还可灵活运用。

指示代词又分近指与远指。古汉语中常用指示代词有：是、此、斯、兹、彼等。此外，象“之、夫、

然、尔、或”等也较常用。其中的“或”是一个无定代词，并不是选择连词。“者”是一个特殊的

指示代词，用法有二：一是用在形容词、动词或动词词组的后面组成一个名词性的词组，表示 “……

的人”“……的事物”；二是用在数词后面表示几种人、几件事情或者几样东西。语气词 “者”主

要是表示停顿，又分几种不同情况。“所”也是一个特殊的指示代词，其用法是组成所字结构，“所”

的用法较复杂，应分条举例，讲解清楚。 

八、连词，介词。这是古代汉语两种重要的虚词，在古文中出现频率很高。连词，古代汉语中

常用的有：与、及、且、而、以、则、是、故、是故、然、况、而况、虽、若、如、苟等。要求学

生重点掌握的是：而、以、则、然而、然则、虽然等。介词部分要求学生重点掌握的四个词，即：

以、于、为、之。 

九、句首句中语气词；词头，词尾。句首句中语气词主要有“夫、其、惟（唯、维）”。词头、

词尾主要有“有、其、言、于、薄、乎、焉、如、尔、然”等，句首句中语气及词头、词尾虽不是

重点，但一些必要的知识也应让学生掌握。 

学习目标： 

了解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实词用法的异同，掌握实词活用的特殊现象，以及数的表示方法，代

词的主要特点和语法功能。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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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古代汉语判断句有什么特点，有哪些类型？ 
    2. 谈谈古代语常用否定词的用法。 
    3. 古汉语疑问词分几种？各有何用法？ 
    4. 词类活用有哪几种？各有何特点？请举例说明。 
    5. “者”与“所”各有何用法？举例说明。 
    6. 古代语常用连词“而”“以”“则”的用法各有几种？举例说明。 
    7. 谈谈古代语介词“以”“于”“为”“之”的用法，举例说明。 
知识单元 5：庄子等、音韵（一）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文选部分 

共选诸子散文 14篇。计有：※《墨子·非攻》、※《老子》、《荀子·劝学》、※《吕氏春秋·察

传》、※《韩非子·五蠹》及《庄子》中的※《北冥有鱼》、《不龟手之药》、※《庖丁解牛》、※《胠

箧》、《百川灌河》、《庄子钓于濮水》、《惠子相梁》、《运斤成风》、《曹商使秦》等。 

2．通论部分：音韵 

    (1)音韵学的几个概念 

    (2)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 

    (3)上古的韵部 

(4)上古声调 

学习目标： 

了解古代声母韵母和声调，以及古今语音演变的大致情况。 

作业： 

    1．解释传统 36字母 

    2．中古声母到普通话声母的演变 

    3．中古声调到普通话声调的演变 

知识单元 6：诗经、音韵（二）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文选部分 

共选《诗经》中诗歌 25篇。包括《国风》中的※《关雎》、《卷耳》、《桃夭》、《北门》、※《静

女》、《柏舟》、《墙有茨》、《相鼠》、※《氓》、《木瓜》、《黍离》、《君子于役》、《风雨》、《伐檀》、《硕

鼠》、《鸨羽》、※《蒹葭》、※《黄鸟》、《无衣》、《月出》、※《七月》。《小雅》中的※《节南山》。

《大雅》中的※《公刘》，《颂》中的《噫噫》。 

2．通论部分 

分两小节，都属音韵学方面的知识。因学生接触较少，故成为学习的难点。应着重加深基本概

念的理解，并记忆、背诵—些重要的内容。此外，也要多加练习。 

（1）《诗经》的用韵：要求了解一些重要的概念，如：韵，韵脚，韵部，合韵，叶韵等。其次，

要了解《诗经》的韵例，从三个方面观察，即：A、韵在句中的位置；B、一章中所用的韵数；C、

韵脚的相互距离。总的看来，《诗经》用韵的主要格式有两种：一是隔句押韵的句尾韵，一是首句

入韵而后隔句押韵的句尾韵。再次，要了解先秦古韵的研究方法，并记住先秦古韵的三十部表。 

（2）双声叠韵和古音通假：双声叠韵部分需讲授概念，如：双声、叠韵、叠音词、联绵词等。

另一方面要讲解“三十六字母”与“上古三十二声母”。并要求学生按顺序记住三十六字母和上古

三十二声母。古音通假部分，要讲授什么是古音通假，假借字产生的两种情况（即本有其字的假借

与本无其字的假借），古音通假的原则，古音通假在训诂学上的应用，古音通假是文言文中的常见

现象，要读懂文言文，提高古汉语水平，了解古音通假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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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深入了解音韵知识，掌握古音通假，了解〈诗经〉用韵。 

作业： 

    1.谈谈《诗经》的韵例。 

    2.默写古韵 30部和古声母  32纽。 

    3.什么叫双声叠韵？ 

    4.古音通假有哪几种情况？古音通假的原则是什么？ 

知识单元 7：古书注解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重点讲授三方面的内容： 

   （1）有关古书注解方面的重要名词术语，如：传、疏、集注、曰、为、谓之、谓、犹、之

言、之为言、读为、读若、读如、如字、异读、衍文、脱文等。掌握这些术语，对阅读旧注帮

助极大。 

   （2）古书注解的内容以及历代古书注解的概况。这方面虽然属于知识性介绍，但对学生了解古

书注解的整体面貌有很大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3）古书注解的体例。不了解古书注解的体例，就读不懂古书注解。因此，这方面的内容十分

重要。但了解体例，不能只讲理论，还需要进行实践。 

学习目标： 

了解古书注解知识，注解术语、注解体例等。 

作业： 

1. 古书注解常见的术语都有哪些？请逐一解释。 

2.请简述古书注解的体例。 

知识单元 8：文化常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古代文化常识 

   （1）古代天文知识 

   （2）古代地理知识 

   （3）行政区划 

   （4）职官科举和礼制宗法 

   （5）官职升迁的术语 

2．古代的名字 

学习目标： 

    了解古代文化常识，包括古代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等。 

作业： 

分析一段古文中的文化常识内容。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3个，共 9学时 

实验 1：文选阅读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让学生通过指定篇目的阅读，进行古代文献阅读实践 

实验要求：熟悉查找古籍的途径；研究古代汉语的语言规律；掌握阅读古籍的方法。 

实验 2：如何使用工具书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让学生通过查找工具书，掌握常用工具书的内容、特点、检索方法以及可以解决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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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问题等。 

实验要求：熟悉如何使用工具书；研究常用工具书的编写特点；掌握使用工具书的方法。 

实验 3：古汉语文化常识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让学生通过参观博物馆了解古代文化常识 

实验要求：熟悉古代文化常识；研究古代天文地理职官名字等特点；掌握解决阅读古籍时所遇

到的古代文化常识问题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3  
2 《左传》文选部分（一） 3  
3 《左传》文选部分（二） 3  
4 《左传》文选部分（三） 3  
5 《左传》文选部分（四） 3  
6 《左传》文选部分（五） 3  
7 工具书、词汇（一） 3  
8 工具书、词汇（二） 3  
9 工具书、词汇（三） 3  

10 文选：战国策（一） 3  
11 文选：战国策（二） 3  
12 文选：战国策（三） 3  
13 通论：文字（一） 3  
14 通论：文字（二） 3  
15 通论：文字（三） 3  
16 文选《论语》《礼记》等（一） 3  
17 文选《论语》《礼记》等（二） 3  
18 《孟子》文选部分、语法通论（一） 3  
19 《孟子》文选部分、语法通论（二） 3  
20 《孟子》文选部分、语法通论（三） 3  
21 《孟子》文选部分、语法通论（四） 3  
22 诸子散文、音韵通论（一） 3  
23 诸子散文、音韵通论（二） 3  
24 诸子散文、音韵通论（三） 3  
25 诸子散文、音韵通论（四） 3  
26 《诗经》文选部分、音韵通论（一） 3  
27 《诗经》文选部分、音韵通论（二） 3  
28 《诗经》文选部分、音韵通论（三） 3  

29 古书注解（一） 3  

30 古书注解（二） 3  
31 古书注解（三） 3  
32 文化常识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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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古汉语学习的方法、掌握课本中常用词的意义、掌握常用词的本义和常用义、掌握

汉字结构、掌握常用词的本义和常用义、判断句和名词作状语、背诵传统 36字母、掌握古韵 30部、

古书注解术语和体例、古代文化常识。 

难点：常用词、辨析古今词义的差异尤其是细微差别、辨析字际关系、特殊的动宾关系、掌握

古今语音演变规律、正确判断古音通假、培养阅读古书注解的能力、古代名字知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解古代汉语的通论基础知识。 

2.重点阅读古代汉语文选篇目。 

教学手段： 

1.课堂上运用现代教育教学手段 PPT等放映所要讲授的重点知识。 

2.要求学生进行课外阅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有 PPT、电脑、互联网、古籍阅览室、工具书阅览室、博物馆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9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古代汉语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王力编著《古代汉语》，中华书局出版社，2008年 7月 第 3版 

2. 郭锡良等编著《古代汉语》，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1年 9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蒋冀骋主编《古代汉语》，湖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8月 第 1版。 

李学勤编著《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出版社，2014年 6月 第 1版 

李乐毅编著《汉字演变五百例》，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4年 1月第 2版 

裘锡圭编著《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14年 1月 第 1版 

王力编著《汉语史稿》，中华书局出版社，2015年 1月 第 3版 

王力等编著《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出版社，2000年 6月第 1版。 

杨伯峻编著《论语译注》，中华书局出版社，2015年 3月 第 1版 

张永言编著《词汇学简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 1月 第 1版 

张玉金主编《古代汉语》，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 8月第 1版。 

邹晓丽编著《基础汉字形义释源》，中华书局出版社，2007年 10月 第 1版 

执笔：杨凤仙、张文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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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I 

课程号：307050034 

一、课程教学目标：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4学时 

本课程是面向中文系学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唐宋文学发展的总体脉络与具体创作个案；2、体味中国传统诗

词的魅力；3、了解唐宋时期文学创作的背景与作者生活的背景；4、以中国经典传统文化提升自身

学术修养与品鉴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学习，使学生对唐宋时期的文学作品、作家、文学理论等有较为明

确清晰的了解，提升古代文学品味与鉴赏的能力，以中国传统的诗词文化增进自身的学术修养与文

化品味能力。 

第一章中国古代文学概述 

第一节如何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第二节中国古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 

第二章  先秦文学 

绪论 

关于文学的时代和边界。所谓先秦，即秦朝统一之前，通常指自“开天辟地”以来一直到秦始

皇的统一。它包括了实际为原始社会的传说中的所谓“三皇”、“五帝”时代，和实际为奴隶社会的

夏、商、与西周时代，以及奴隶制开始崩溃的春秋时代，和封建制已经基本确立、而各诸侯国正处

于互相兼并的战国时代，一直到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秦王朝建立为止。又由于秦王朝存在的时间很

短，而秦王朝的“文学”又只有丞相李斯一个人的几篇文章，而就是这几篇文章还有的是写在秦王

朝的统一之前，所以我们便把秦代的这点“文学”一并放在先秦时期里讲了，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 

西周时代的文学，今天所能见到的就是《诗经》的“雅”、“颂”和《尚书》里的一些篇章，这

些作品的作者，都是奴隶主阶级的人物，作品的内容也都是写的奴隶主，甚至大都是与奴隶主最高

集团有关的事情。它们或者是歌颂某个祖先，或者是歌颂某个帝王，或者是某个有身分、有远见的

大臣告诫某个年少的帝王等等。这些作品由于时代久远，所以文字都比较难读；但非常宝贵，因为

它们是后代可以真正拿出来讲的我国最早的诗歌与散文。文学产生与劳动，这话不错，最古老的文

学应该是口头传下来的歌谣与神话，这话也不错，但是记载那些远古歌谣和远古神话的著作出现得

既晚，记载得又极简略，它们只能引发人的某种遐想，说明某种理论，而如果要把它们拿来当成一

种作品读，那就不可能了。 

战国时期的文学，从中原地区来说主要是散文，而当时的散文又主要包括历史散文和哲理散文

两大类。历史散文有《国语》、《左传》、《战国策》；哲理散文有《论语》、《墨子》、《老子》、《孟子》、

《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有些作品的标名如《管子》、《晏子春秋》、《孙子兵

法》，看来像是春秋时代的东西，其实因为是战国时代的该学派的后人之所作。这些都是应用文，

但因为它们大都非常讲究叙事和论辩的艺术，所以作品写得很有文采。尤其是其中的《左传》、《战

国策》、《孟子》、《庄子》四种，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当作古代文章的典范。战国文章内容上的突出特

点，其一是“重民”的思想大大增强了，从《尚书》到《国语》，再从《国语》到《左传》，可以清

楚地看出其“民主”精神不断增强的轨迹。这种精神在《孟子》里达到了高峰，《孟子》里的许多

观点在它以后整个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都显得十分卓绝，以至于到资产阶级酝酿民主革命时，还把



5059 

它里面许多东西当成一种精神武器。其二是作品主人公的身分、地位在不断下移，表现下层“士”

人品质、才干的内容在逐步加强。这种轨迹突出地表现在由《尚书》到《国语》，到《左传》，再到

《战国策》的演变过程中，在与《战国策》前后同时的诸子散文里对此也表现得十分明显。战国文

章的通俗性比以前的文章又大有增强，在描述情节、描写场面，以及在描摹作品人物的口吻神情上，

比起春秋以前的作品都有非常巨大的进步。战国时期的论辩文章风格泼辣，放言无忌，且又非常注

意文章的生动形象，于是历史典故、寓言故事，信守拈来，滔滔不断。我们读的明明是应用文，但

其文学性、艺术性却不仅是空前的，而且也是绝后的。在它以后的两千年里，我们再也读不到如此

精美的论辩文章了。 

第一节  上古文学          

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诗歌无疑是最早发生的一种，它在人类诞生之初就已经萌芽了。“歌咏

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宋书·谢灵运传论》）它的历史同人类同样古老。这些萌芽状态的诗歌不

过是上古人类的“讴歌吟呼”，尚不具备成熟诗歌的许多特征，但是人类的文学发展却是从这里迈

开第一步的。 

上古传说 

神话传说是人类童年时代对自然及社会的理解与想象的故事，是人类早期的不自觉的艺术创

作。尽管这些神的故事是产生在当时低下的生产力和贫乏的知识、经验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今天看

来荒诞可笑，但它却真实地记载了原始初民对世界的最初认识，当时的人们对它信若神明。 

神话传说同原始诗歌产生在同一个氏族社会时期。当时人们的一切活动还都是集体性的，大自

然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亲密伙伴，又是人类可怕的异己力量。人们相信万物有灵，视世间万物都具

有生命和意志，并且受到某种神秘力量的支配，于是一切都被神灵化、人格化。凡是在现实中不能

了解或征服的对象，原始人都可在想象中加以解释和征服，神话故事由此产生，并在人们口中世代

相传，成为原始初民生活、劳动的百科全书。它包罗万象，大到宇宙天地的形成、人类的起源、祖

先的创世，小到草木禽兽的来历、文字歌舞的产生、劳动工具的创造等等，都成为它涵盖的内容。 

神话传说的原始状态是在有文字以前广泛流传在人民口头的神异故事。我们今天能见到的古

籍、史书、文学作品中及口头保留的神话材料，故事内容已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演变。我国古代没

有专门的神话集，神话材料散见于古书当中。保存材料较多的有《山海经》、《楚辞》、《淮南子》等。

此外在《穆天子传》、《庄子》、《列子》、《国语》、《左传》、《十洲记》、《神异经》、《越绝书》、《吴越

春秋》、《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述异记》等书中也有一些零散片断的记录。 

第二节《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或稍后大约五、六百年间的三百

零五篇诗歌。早在孔子时代它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人们叫它《诗》或《诗三百》。

到汉代，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它作为儒家圣典的权威地位被确定下来，成为《诗

经》。 

第三节 先秦历史散文 

古代散文是伴随着史官记事而出现的。我国有着悠久的史官文化传统，早在殷商时代，朝廷

就有了记载史事、掌管典籍的人员，甲骨文中称为“史”、“尹”、“作册”等。《尚书·多士》

中说：“唯殷先人，有册有典。”这些“册”与“典”即是记录下来的各种历史资料。周朝的史

官有“内史”、“外史”、“左史”、“右史”、“大史”、“小史”等不同名称。《汉书·艺文

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

《春秋》，言为《尚书》。”尽管记言记事的区分未必如此严格，但有各种史官记载国家大事和君

主的言行，则是可以肯定的。这些史官以其历史记载为统治者提供借鉴，在其中体现了一定的历

史、政治和哲学观点，其记述由简到繁，由质朴无华到略具文采，推动了古代散文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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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历史散文奠定了古代史传文学的传统。史家用记载史实的方式总结历史经验，表达思想

见解，他们或在叙事中寄寓褒贬爱憎，或敢于秉笔直书，这种以史见志的精神被后代史传文学作

家发扬光大。汉代司马迁极为赞同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深切著明”的观点，他通

过作《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既在其中寄托了理想与爱憎，又写成

一部“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先秦历史散文把严谨的史笔与生动的文学表现手法结合起

来。达到了真实性与形象性的统一，作品在叙事中注重刻画人物，描写细节，善于表现戏剧性的

情节。从这些作品中发育出编年、国别等不同的体式，《穆天子传》、《晏子春秋》等杂史进而以

一个人为中心记载史事。这些创作特征与经验不仅为后代历史散文所继承，而且直接孕育了《史

记》、《汉书》等传记文学的诞生。《史记》所创立的人物传记，大量借鉴了《左传》、《国策》

等书叙事写人的艺术，其中的《本纪》、《表》、《世家》、《列传》等记事体例，也借鉴了《世

本》中的《帝系》、《纪》、《王侯谱》、《世家》、《传》等体裁，而篇末的“太史公曰”，显

然有受到《左传》中“君子曰”的启发。 

我国古代的小说与史传文学有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先秦历史散文就是它们的一个重要源

头。先秦的一部分杂传如《穆天子传》等，本身就带有小说色彩，逐渐发展为汉魏六朝小说。另一

部分史传文学则通过《史记》等后代传记文学为纽带，影响了古代小说的形成。我国古代小说往往

以历史故事为题材，又往往采用史传的叙事形式，作者按时间的发展顺序安排情节结构，在叙事

过程中通过主人公的行动和语言来刻画人物，很少进行静止的描写。这些鲜明的民族特征，都能

在先秦历史散文中找到遗传基因。先秦历史散文的丰富内容，更是成为后代小说、戏曲创作取材

的宝库。 

第四节先秦诸子散文 

先秦诸子散文概说 

当历史散文方兴未艾时，另一类以阐发道理为主的诸子散文也大放异彩。 

诸子百家包括儒家、墨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纵横家、农家、杂家、小说家等众

多的学派，除纵横家的《战国策》已在上章介绍之外，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墨

家的《墨子》，道家的《老子》和《庄子》，以及法家的《韩非子》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从发展

过程来看，它们由战国前期的语录体，逐步演进为完整严谨的单篇论文，由集体的记录发展为个

人的独立创作，其体式和写作手法日趋丰富与完善。战国中期的《庄子》是诸子散文中文学成就最

高的作品。而战国后期的《荀子》和《韩非子》则在体式和技巧方面达到高度成熟。 

先秦诸子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极其深远。在思想上，儒道两家作为对立而又互补的两大体系，

构成古代知识分子人生观的基本成分。一般来说，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作家大都关心现实，积极入

世，具有仁民爱物的情怀和舍生取义的节操。从司马迁的“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杜甫

的“穷年忧黎元”、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直到文天祥的浩然正气中，都能清楚地看到

儒家思想的影响。不过，儒家提倡纲常礼教，维护封建秩序，在历史上又起了消极作用。道家逃

避现实的态度和虚无思想是消极的，但受道家思想影响的作家往往愤世疾俗，不与统治者合作，

文学史上很多有成就的作家如阮籍、嵇康、陶渊明、李白等都酷爱老庄。到了明清时期，老庄思

想更是与时代进步思潮结合起来，在文学创作中发出了追求个性自由、反抗封建礼教的呼声。 

中国古代的文艺思想主要由儒道两家构成。儒家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和作家的主观修养，强

调文质统一，提倡兴寄讽谏，道家强调表现自我，提倡自然率真、得意忘言的风格和物我合一的

境界。前者接近于现实主义，后者倾向于浪漫主义。中唐时期的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都以儒家

的文学思想相号召；而明中叶以后兴起的“童心说”、“性灵说”，又显然是道家文艺思想的发

展。 

诸子散文在体式上丰富多样，后代论说散文的各种文体都可以从中找到渊源。此外，诸子散

文中的语录体是笔记小说的源头，《赋篇》是赋体文学的发轫，洋洋大观的各家寓言是古代寓言文

学的渊薮。后代的诗歌、小说、戏曲等各体文学都曾借鉴诸子散文中的故事情节和艺术形象，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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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以后出现的玄言诗、山水诗、田园诗，都与《老》、《庄》有密切关系，而《吕氏春秋》的编写

体例也为后代各类专著和类书提供了经验。 

第五节 屈原和楚辞 

“楚辞”是战国后期楚国屈原等人创作的诗歌，是当时产生的一种富有南方地方特色的新诗

体。“楚辞”这一名词，据《史记·酷吏列传》记载在汉武帝时就有，至于“楚辞”以单篇形式流

传，时间可能更早，至少在汉文帝时就已经开始了。直到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

作品，散篇的“楚辞”才被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从此，“楚辞”又成为一部诗歌总集的名

称。 

“楚辞”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它是先秦北方史官文化同南方巫官文化融汇、交流的产物，

也是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地方文化的结晶。 

第二章 秦汉文学 

绪论 

两汉时期的思想文化是直接继承了先秦的、尤其是战国以来的传统，儒、墨、道、法、纵

横、形名、阴阳各家各派，在汉代初期都公开流行，对汉代社会都有深远的影响。汉武帝尊儒

后，名义上是儒学一派独尊，实际上是以儒为名，其中融合了各家各派的思想的一种“杂霸而

治”。在两汉的整个四百多年间，总体说来，汉代统治者的思想是相当宏放的，它们对古代、对

国内各民族、以及对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东西，只要是好的、对自己有用的，就能大胆地把它

们拿过来，加以吸收、学习、利用。鲁迅在他的杂文《看镜有感》中曾说：“遥想汉人多少宏放，

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汉

唐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

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遣，毫不介怀。” 

两汉时期的士大夫，一般都思想积极，关心国事，充满上进心，他们或者想为国家建功效

力，或者想通过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以达到影响王朝政治、影响社会人生的目的。这些特

点我们可以从西汉初期的贾谊、晁错，西汉中期的董仲舒、司马相如、司马迁，西汉后期的刘

向、扬雄，东汉前期的桓谭、王充、班固，以及东汉后期的王符、仲长统等代表人物身上看到。

在这四百多年间，尽管也有过王莽时期的一段大动乱，也出过一些“隐士”，但那是出于避乱的

政治原因，而不像魏晋以后竟形成一股思潮，使得许多人不论是真的还是假的，总把“退隐”、

“避世”当成一种人生目的来追求。两汉时代不是产生阮籍、陶渊明的时代。汉代文人士大夫的

这种思想面貌，只有到了东汉末年随着政治形势的转变，随着儒家思想统治的崩溃和道家思想的

流行，才发生了重大变化。 

两汉文学成就最高的是散文，它上继先秦，它与战国时代的散文一道共同构成了我国文学史

上的第一个高峰。 

关于秦代文学，主要包括诗歌，石刻、竹简书，《谏逐客书》《吕氏春秋》等。 

第一节 汉代辞赋 

《文心雕龙 ·诠赋》说：“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后人沿用这个说法，遂以为辞赋的赋是来源于诗的六义；其所以称为赋，就因为它的写法是铺。

现在大多数的文学史就是用的这个说法。但这个说法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称为赋的作品中，

既有铺叙，也有比兴；既有体物写志，也有直接抒情。试比较贾谊的《吊屈原赋》、董仲舒的《士

不遇赋》、司马迁的《感士不遇赋》，它们的思想特点与写作方法与屈原的《九章》有什么区别呢？ 

范心澜《文心雕龙 诠赋》注说：“窃疑赋自有一种声调，细别之与歌不同，与诵也不同。”

说得好极了。《说文》：“歌，泳也。”就是今天的唱。唱必须有曲调。《广韵》：“诵，读讽

也。”就是今天的朗读。它没有曲调，只有由轻重缓急所构成的抑扬顿挫。“赋”呢？前人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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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载不明，但先秦古籍上对于“歌”、“颂”、“赋”的区别的确是分得很清楚的。 

第二节 汉代的论说文 

汉代的论说文主要分哲理文和论证文两大类，此外还有一些臣民之间的往来书信，数量不

多。哲理文如《淮南子》、《盐铁论》、《法言》、《论衡》、《潜夫论》等，这些都是成册的专

著，是沿着先秦诸子的道路发展下来的，所以后人编《诸子集成》，也都是把它们和先秦的诸子编

在一起。不过和先秦的诸子比较起来，汉代的这些“诸子”著作就显得逊色多了。其一是思想的

开创性不多，深刻的程度也不够；其二是论辩的文采也大大不如先秦诸子。但是要和后世比起

来，它们比唐代、宋代、以至明清的那些哲理文还是要活泼得多，所以人们在讲汉代文学时总还

要提到它们，而唐宋以后的哲理文在文学史上就根本不提了。政论文最有代表性的是贾谊、晁

错、董仲舒、刘向等人给皇帝的上书，这种类似的作品在先秦都是包含在历史散文如《尚书》、《国

语》、《左传》、《国策》等著作里，而这些著作里所包含的政论又往往不是原文，是经过这些著

作的作者改编，或者根本就是这些著作的作者描摹着故事里的人物的神情口吻而加工创作出来

的。所以人们讲先秦的论说文，一般没有这一类。人们把这种文章单独拿出来当作论说文来讲，

是从秦朝李斯的文章开始，因为李斯上书的原文是清清楚楚地保存在《史记》里，是可以确定无误

地加以征引的。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些汉代人的书疏奏议无一例外的都可以从《史记》、《汉书》、

《后汉书》以及《昭明文选》等著作中查到。而人们之所以一定要讲这一类，其一是因为汉代人的

这些书疏奏议的确有文采、有特点；其二是汉代散文的门类尚少，尤其是后代那种“为艺术而艺

术”散文在当时尚未出现，所以人们也就只好来讲这些了。这也是汉代散文的一个明显特点，汉

代以后，随着文学体裁的发展，这种现象很快地就发生变化了。 

第三节 《史记》 

班固曾引刘向、扬雄的话称道司马迁有“良史之才”，说《史记》是“善序事理，辩而不华，

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鲁迅更称它

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这所谓“实录”，所谓“绝唱”云云，显然

都是从历史学的角度讲的，事实上，两千年来人们也一直是把它当作一部杰出的历史名著来读。

但司马迁本人的初衷却仿佛不仅如此。他在《报任安书》中表述他写作《史记》的目的说：“仆窃

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际，上

起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几百三十篇。亦欲以究

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就是说，《史记》是要通过记载和考察上起轩辕下至武帝的三千年间的历史，来研究天地自

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总结历代兴盛、成功的经验和衰败、灭亡的教训，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

而且还要提出自己的社会理想以及改良现实政治的某些主张。梁启超说：“迁著书最大目的，乃

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荀况著《荀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

史的形式以发表之耳，故仅以近代史的观点读《史记》，非能知《史记》者也。”（《要籍解题及

其读法》）从这个理解出发，我们觉得要评价《史记》必须首先把握住《史记》这个历史载体背后

的一些基本思想。 

第四节 《汉书》 

班固生活在儒学极盛的东汉前期，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因此一般说来《汉书》表现的封

建正统观念比较强烈，其思想的进步性远远不如《史记》。但班固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是一位

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家，他对今文经学的繁琐、迷信和一些今文经学家的虚伪都很不满，因此，和

《史记》比起来，《汉书》在思想内容上也有许多新的特点。 

第五节 汉代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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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的观点看来，汉代文学成就最高的是散文；从当时的情况来说，汉代几百年风靡一时

的是辞赋。也许是因为文人们都把兴趣集中到辞赋和散文方面去了吧，所以写诗的人很少。相比

之下，汉代乐府民歌的成就是辉煌的，遗憾的是保留到今天的数量也不多。此外是几个大政治家

和几个文人士大夫的楚歌体短章，气大声宏，空前绝后。到了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登上了文学

舞台，这种作品保留下来的虽然也不多，但它标志着一个诗歌新纪元的开始，我们必须给予足够

的重视。 

《古诗十九首》最早见于《昭明文选》，这是萧统为编选这部诗文集而收集东汉末年的五言诗

时，所收集到的这么一些内容风格相近，而又都失去了题目的无名氏作家的作品。萧统把它们编

在一起，给它们起了个名叫作《古诗十九首》。清代沈德潜说：“十九首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

别，死生新故之感。”（《古诗源》）这话不错，作者们大概都是些失意文人，他们或直抒胸臆，或

借题发挥，抒发的大都是些个人的利害得失，怀才不遇，以及穷愁潦倒的各种忧愤之情。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性是很高的，钟嵘说它“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

字千金。”（《诗品》）评价很高，但说得比较笼统。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文学概述 2  

2 第一节如何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3 第二节中国古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   

4 第二章  先秦文学   

5 第一节  上古文学                      2  

6 第二节《诗经》       6  

7 第三节 先秦历史散文 8  

8 第四节先秦诸子散文 10  

9 第五节 屈原和楚辞 6  

10 第二章 秦汉文学 2  

11 第一节 汉代辞赋 8  

12 第二节 汉代的论说文 4  

13 第三节《史记》 4  

14 第四节《汉书》 4  

15 第五节《汉代诗歌》 8  

16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史（中）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先秦文学 两汉文学 

难点：《诗经》 《楚辞》 汉赋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讨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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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无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方铭等编著《中国文学史》，长春出版社，2016年 第 3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黄震云著《中国诗经学史》，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社，2012年 5月 第版。 

2. 黄震云著《楚辞通论》，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社，1997年第 1版。  

执笔：黄震云（先秦两汉文学）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0日 

 

中国古代文学史（下）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III 

课程号：30705004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对古代文学元明清时期文学及其相关文化背景的分析，探讨中国古

典文学的特质及发展趋势。从而使学生在学习古代文学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更清晰的把握。

通过调查与讨论和正确的引导，使学生摆脱简单的盲从或追随，形成较系统的文学史观点并能运用

于实践之中。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古典文学的基础知识、主要作家

与经典作品，了解相关文化概念，为相关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学养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 元代文学与元杂剧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第一：元杂剧的兴起和发展。元杂剧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包括经济原因与文化原因。

元杂剧的体制特点：一般由四折组成一个剧本，有的再加一个“楔子”；演剧角色可分末、旦、净

三类。正末主唱的称“末本”，正旦主唱的称“旦本”。 第二：关汉卿杂剧的思想内容。关汉卿杂

剧可分为“公案剧”、“爱情剧”和“历史剧”三类。以《窦娥冤》、《鲁斋郎》和《蝴蝶梦》为代表

的公案剧，多侧面地反映了元代最基本的社会矛盾；以《望江亭》、《救风尘》为代表的爱情剧，歌

颂了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和幸福婚姻的追求，揭露了封建礼法制度的虚伪与残忍；以《单刀会》为

代表的历史剧，虽然表现的是历史生活，刻画的是历史人物，但却跳动着时代的脉搏。 第三：《西

厢记》与中国戏剧的文化模式。《西厢记》对传统杂剧的突破：突破四折的通例，扩展为五本二十

一折。几个角色都可以唱。使用多种宫调，用韵广泛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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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本章主要通过对元代社会及元杂剧的分析探讨，了解元代文学的总体审美风格，掌

握杂剧的主要结构、体制与题材。掌握主要代表作家王实甫与关汉卿的经典作品及其文化意义。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 如何理解杂剧产生的文化语境? 

2 《西厢记》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怎样影响? 

知识单元 2： 明代文学概论与《三国演义》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本章主要讲述明代文学的总体特征、明代文学与“心”学思潮关系，及中国第一部

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及主旨。《三国》从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出发，融合着千百年来

人民大众对于明君贤臣的渴望心理，把刘备、诸葛亮等人作为美好理想的寄托。还有三国演义的战

争描写方式。本章的重点是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本章的难点是如何理解“拥刘反操”的思想倾向。 

学习目标：本章主要通过讲解传统章回体小说，使学生了解章回体小说的叙述结构、人物塑造

及历史地位。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 如何理解历史小说的“虚”与“实”? 

2 如何理解“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 

知识单元 3： 《水浒》与英雄传奇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本章主要讲解《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及其思想内涵，以及小说“忠义”观的形成及

其复杂性。最能体现作者这一编写主旨的是宋江这一形象。该形象呈现出 “忠”与“义”的多元

结构，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要范畴。本章的重点是水浒的流传演变。难点是如何理解宋

江形象的复杂性。 

学习目标：本章主要通过讲解英雄传奇小说，使学生了解小说的文本渊源、英雄叙述及悲剧形象。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分析宋江的人物形象 

2、如何理解水浒传的忠义思想？ 

3、谈谈水浒传的文学影响 

知识单元 4： 《西游记》与神魔小说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本章主要讲述《西游记》的题材演化及其作者，以及神幻世界的奇幻美与诙谐性，

同时讲解西游记之后的神怪小说及其流派，本章的重点是西游记极幻与极真的艺术描写。本章的难

点是如何理解神魔小说的物性与人性。 

学习目标：本章主要通过讲解使学生对明清两代的魔怪小说有初步的认识，掌握神魔的文学性

质与人物塑造。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１ 如何理解西游记小说物性、神性与人性的统一？ 

２ 神魔小说流派有哪些？ 

知识单元 5：明清戏曲文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主要讲解明清时期经典戏曲作家作品，包括汤显祖《牡丹亭》、孔尚任《桃花扇》

等。汤显祖的戏曲创作具有浓郁的明代“情”之思潮特征，他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

杜丽娘。《桃花扇》则是对历史、爱情、兴亡进行了深刻反思。以孔尚任、李香君的情感串联出南

明王朝的历史兴亡。 

学习目标：本章主要通过讲解戏曲作品，使学生了解《牡丹亭》、《桃花扇》的人物形象塑造以

及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之地位。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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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谈谈对杜丽娘之认识。 

2如何理解《桃花扇》“借离合写兴亡”? 

知识单元 6： 《红楼梦》与古典小说的高峰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本章主要分析《红楼梦》作者的创作心路历程及其家世北京，理解作家的“生于繁

华，终于沦落”的一生。《红楼梦》结构庞杂，人物众多，线索丰富，在艺术上具有极高的价值，

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红楼梦》版本系统分为手抄本即脂评本和刊印本即程高本两大系统。

本章重点：曹雪芹与小说的创作。本章难点：红楼梦的版本。 

学习目标：本章主要通过分析《红楼梦》，掌握《红楼梦》在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历史地位及

人物塑造方法。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 谈谈对贾宝玉之认识。 

2如何理解《红楼梦》的结构? 

知识单元 7： 《儒林外史》、清代文言小说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本章主要讲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聊斋志异》。《儒林》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科

举制度，让人看到科举是束缚知识分子的绳索，八股制艺是禁锢儒生思想的愚民术，毒害了读书人

的灵魂。《聊斋》作为清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杰出代表，即有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也有对鬼神情爱的

浪漫描写。本章的重点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本章的难点是《聊斋》对传统志怪小说的艺术超越。 

学习目标：本章主要通过讲解相关小说，掌握讽刺小说、文言小说的艺术构思与思想内涵。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 谈谈对马二先生、匡超人两个人物的理解。 

2如何理解《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及其影响? 

3、为何说《聊斋》是“以传奇法写志怪”？ 

知识单元 8：近代文学与文学运动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本章主要讲述近代文学的基本理论与时代特色，主要从文学界革命、古代小说的终

结等方面讲述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变轨迹。本章的重点是诗界革命，难点是如何理解侠义公案

小说的价值取向。 

学习目标：本章主要通过讲解近代文学，掌握诗歌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并初步掌握近代小说

主要类型。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 何谓“诗界革命” ？ 

2． 举例分析侠义公案文学的特点。 

3． 谴责小说有哪些代表作品？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元代文学与社会 3  
2 元代杂剧 3  
3 元代散曲 3  
4 明代文学总体特征 3  
5 三国演义与历史演义文学 3  
6 水浒与英雄传奇文学 3  
7 西游记的作者与故事演变 3  
8 西游记的人物形象与文化特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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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明代戏曲 3  
10 清代戏曲 3  
11 清初文学与《聊斋志异》 3  
12 儒林外史 3  
13 红楼梦（一） 3  
14 红楼梦（二） 3  
15 近代文学（一） 3  
16 近代文学（二）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古代文学》（上）（中）  

后续课程：《红楼梦与中国文化》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讲解元代至明清中国各个时期的经典文学，尤其是各个时期的文学运动、代表作家与作品。  

难点：古典文学的时代风貌，小说与时代文化、戏剧与中国叙事文化。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情景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板书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悲喜剧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年版。 

2、李泽厚：《美的历程》，三联书店 2014年 1月版 

3、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执笔：崔蕴华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文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theory 

课程号：307050353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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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文学理论是人文学科之一，是一门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学科，它在整个人

文学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希望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文艺理论研究对象、基本范畴、重

点、难点、热点问题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从而为文学史、文学批评等其他相关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

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文学理论的性质、形态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五大基石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对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重点在

于帮助学生理解文学理论的性质、形态和“马克思文学理论的五大基石”。 

一、文学理论的定位 

文学理论是人文学科之一，是一门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学科，它在整个人文学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人文学科” 

1．“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这两个范畴常易混淆，它们的区别在于“社会学科”所研究的

纯粹是社会问题，如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科所要解决的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

各样的问题，如人口、城市、农村、教育、经济发展……这些离人类的情感世界离得较远。 

2．“人文学科”所研究的不是但单纯的社会问题，人文学科中也会涉及社会问题，但那往往是

作为外部研究出现的，如文学社会学，人文学科所要研究的中心是人的情感世界、情感生活、情感

归依。如，文学艺术、宗教、哲学…… 

（二）“意识形态”  

1．“意识形态”是现代理论界争论得最多的一个概念。 

2．对其发展源流分析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它在这里是指文学理论属于观念的上层建筑，是

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的体现，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但又有其独立性。 

二、文学理论的学科归属 

（一）解答文学理论的性质问题涉及到三个知识点 

1．文学理论的学科归属。 

2．文学理论的对象任务。 

3．文学理论的应有品格。 

（二）文学理论的学科归属 

1．文艺学。 

（1）文艺学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三个概念的上游概念，换言之，文学批评、文学

理论、文学史是文艺学的三个分支。 

（2）文艺学：研究文学及其规律的学科统称为文艺学。文艺学这个名称是 1949年从苏联翻译

过来的，实际应翻译成文学学，但不符合汉语习惯，所以人们普遍接受了文艺学这个叫法。其实，

无论西方还是中国，最早研究文学的学科都叫“诗学”、“诗论”。实际上是把文学中最早发生的体

裁诗歌作为文学的全部世界来研究。 

2．文学理论。 

（1）文学理论是文艺学的分支之一，是研究文学活动的一般规律的学科。 

（2）文学理论以文学的基本原理、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科学方法为研究对象。 

3．文学批评。 

（1）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分支之一。 

（2）文学批评是指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作家和文学现象的学科。 

4．文学史。 

（1）文学史是文艺学的分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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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学史是指从历时的视角探讨各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发展的具体历史的学科。 

三、文学理论的对象任务 

（一）“四要素说” 

1．“四要素说”的提出。 

2．“四要素说”的内容 

3．“四要素说”的意义 

（二）由“四要素”启发的文学活动五论 

1．文学活动论 

2．文学本质论 

1． 文学创作论 

2． 文学作品构成论 

3． 文学接受论 

四、文学理论应有的品格 

（一）实践性 

1． 文学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古今中外一切文学活动实践的总结 

2． 文学理论反过来必须经得起文学实践的检验。 

（二）文学理论独特的价值取向 

1．文学理论是一种意识形态，所以某种文学理论赞成什么、否定什么、提倡什么艺术趣味，

反对什么艺术趣味都应有明确的价值取向。 

2．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价值取向 

二、文学理论形态多样化的依据 

（一）文学活动可以表述为两种过程 

1．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文学接受。 

2．文学生产——作品价值生成——文学消费过程。 

（二）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 

1． 文学符号学。 

2． 文学心理学。 

3． 文学哲学。 

4． 文学信息学。 

5． 文学社会学。 

6． 文学文化学。 

7． 文学价值学。 

四、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美学、文艺学的基础

上创立的。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涉及的方面很多。总结起来，有五个最节本的观念，这五个观念

也可以成为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五大基石。 

l 文学活动论 

（一）内容 

1．“异化” 

“异化”是指人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 

2．“文学活动论” 

文学活动论是马克思早期的一个思想，是与人和人的异化劳动问题紧密相关的。马克思从人和

人的异化劳动问题中引申出新的问题——什么是动物的活动？什么是人的活动？马克思认为，动物

的活动是“生命活动”是本能，为了延续生命，而人的活动是“生活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

对象化”是自由自觉的活动。 

（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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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文学反映论 

（一）内容 

1．文学活动是人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与反映，这种认识与反映不是机械的、而是能动的。 

2．文学反映论 

文学反映论在二十世纪有两位代表人物 

（1）季莫菲耶夫，他认为文学与科学一样，对象相同，不同之处在于反映手段的差别，文学

用形象思维，科学用抽象思维。 

（2）尼古拉耶娃，她进一步区分了文学与其他科学认识对象的差异。她认为，艺术的内容始

终是哪个构成科学内容的客观现实，但具体看来又是不同的。文艺的对象是人，这个人不是生物学

意义上的个体，而是具有人的行为、情感和思想的全部宝藏和社会总和的社会生物。 

（二）评价 

l 艺术生产论 

（一）内容 

1．文学活动作为人的活动之一，一旦进入现代资本运作的社会，就成了“一种艺术生产活动”，

这是马克思从经济学观点看待文学艺术活动的必然结果。 

2．马克思的“艺术生产”概念有三层意义： 

（1）把物质生产与作为精神生产的艺术生产相比较，指出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

认为艺术的繁荣并不一定与社会发展成比例。 

（2）艺术生产指实际的艺术创作过程。 

（3）在资本发展时期，一切艺术生产是为资本创造价值，一切艺术品都具有商品的属性。 

（二）评价 

l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 

（一）内容 

1．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是我国文艺理论界对于文艺本质界说的一个理论创新。 

2． 它是对文学审美特征论和文学认识论的有机综合。 

（二）评价 

五、艺术交往论 

（一）内容 

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注重交往理论。 

2． 当代理论家哈贝马斯提出“交往行为理论”，认为“文学是一种交往和对话”。 

（二）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学的性质和形态。 

2．掌握文学的学科归属，文学活动所涉及的四要素。 

3．了解何谓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4．掌握马克思文学理论的五大基石。 

作业： 

1. 试从学科归属、对象任务和学科品格三个角度，说明文学理论的性质。 

2. 文学理论有哪几种基本形态？其划分的依据是什么？ 

3.作为马克思文学理论的基石是什么？ 

4.试概括出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学的理解的特点。 

知识单元 2：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及文学作为活动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帮助学生理解建设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必要性和指导思想。使学生对文学作为活动

的特点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重点在于“文学活动的概念系统属性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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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南 

（一）内容 

马克思主义包含着深刻的哲学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是人类经验的总结。毫无疑问，中国当代

的文学理论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所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包含着两层意思： 

1． 要以马克思主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 

2． 必须以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由列宁、毛泽东和一些学者丰富、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文学理论为指导。坚持那些已经被长期的文学实践所检验的基本原理、原则，毫不动摇地贯彻到对

各种文学问题的考察和研究中去。 

（二）评价 

二、中国特色 

（一）内容 

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应当具有中国特色。如同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展

一样，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只有同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相结合才能生根、发芽、成长。马克思主义

文学理论中国化的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当代文艺理论无法回避的问题。 

1．必须以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经验作为土壤去培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2．必须吸收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遗产，寻求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结合点。 

（二）评价 

三、当代性 

（一）内容 

建设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当然要具有当代性，体现时代精神。那么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怎样才

会具有当代性并体现时代精神呢？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1．必须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基础上，概括当代社会主义文学实践的新经验，回答当代

社会主义文学运动提出的新问题。 

2．必须面对 20世纪西方文论的挑战。 

3．随着科学的发展，20世纪出现了许多新的学科，诸如符号学、解释学、现象学、价值学、

信息论等等。这些新学科反映了 20 世纪科学的新成就。这些新兴的学科，作为理论都可以转化为

方法，用以研究文学现象。 

（二）评价 

四、人类活动的性质 

（一）内容 

文学活动是人类特有的现象，与其它人类活动相比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文学作品是人写的，是

直接或间接写人的，并且是为了人需要而写的，因此，“人”是文学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二）评价 

五、生活活动的美学意义 

（一）内容 

生活活动导致人与对象之间的诗意情感关系，导致人自觉能动的文学创造，使文学成为人的本

质力量对象化的确证。 

1． 生活活动导致人与对象之间的诗意情感关系。 

2． 生活活动导致人的自觉能动的文学创造。 

3． 生活活动使文学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 

（二）评价 

六、文学活动的地位 

（一）内容 

1．文学活动是一种审美精神活动，具有意识形态性。   

2．审美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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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 

学习目标： 

1． 了解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必要性。 

2． 掌握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指导思想。 

3.了解文学活动的概念系统属性和构成。 

4. 掌握生活活动的美学意义。 

作业： 

1. 思考建设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应注意哪几个方面的问题。 

2.思考文学活动与生活活动的关系。 

3.思考生活活动的美学意义。 

知识单元 3：文学活动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及文学创造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对文学活动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重点在于“文学的审

美含义”、“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 使学生对文学创造作为特殊的精神

生产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重点在于把握文学创造的实质上就是文学生产。 

l 文学的审美含义 

一、文学的含义 

（一）内容 

文学在古今中外的发展历程上的两种不同含义： 

1．文学的文化含义。 

2．文学的审美含义。 

今天文学的含义在世界范围内认可的还是文学的审美含义，即文学是指人类审美的语言行为及

其作品。 

二、评价 

二、文学的审美含义 

（一）内容 

1． 中国的魏晋时期。 

2． 西方的 16—18世纪。 

（二）评价 

三、文学的通行含义 

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存在两种文学的定义，那么我们今天世界范围认可的还是文学的审美含义。

即文学是指人类审美的语言行为及其作品。 

四、文学与非文学 

尽管现行用法已经确定，但事实上，文学的含义常常发生复杂的演变。正是在这种演变中，通

常意义上的非文学有可能会变成文学。这正显示了文学含义的不确定性与不断变化的特点。 

l 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 

一、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定位 

（一）文学作为一般的意识形态 

文学作为一种区别于宗教、哲学、政治……独立的文化形态，本身是非常复杂的，由具体的、

独特的文学活动组成，它具有普遍性和共通性。  

（二）审美意识形态图示 

二、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 

 （一）内容 

1．“审美意识形态”这个提法包括字面下所蕴涵的理论内容都是我国文论界的一大创造。这里

重点梳理“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在关于文学本质论认识的不断深化中逐渐凸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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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个历史时期：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 

（二）结论 

1．“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是以情感为中心，但它是情感和思想的结合。 

2．它是一种虚构，但又是有特殊形态的真实性。 

3． 它是有目的的，但又是不以实利为目的地无目的性。 

4． 它具有阶级性，但又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及全人类性的审美意识形态。” 

①思想与情感。 

②虚构与真实。 

③功利与超功利。 

④阶级性与全人类性。 

l 文学创造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 

一、内容 

1． 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 

（1）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内涵与关系。 

（2）精神生产的特殊性在于三点。 

①精神生产观念地创造对象世界。 

②精神生产以符号活动来创造观念世界。 

③精神生产是富于个性的自由创造活动。 

二、文学创造与其他精神生产的区别。 

（1）科学求“真”，道德求“善”，文学追求“美”。 

（2）符号的特殊化。 

文学是蕴涵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所以文学中的语言应是“话语”，这种话语具

有蕴藉的特点，具体表现为意义的“含蓄”与“含混”。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学从文化含义到审美含义的发展历程。 

2．掌握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 

3．．了解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 

4．掌握文学创作这种特殊精神生产与其他精神生产的联系与区别。 

作业： 

1. 文学有哪两种含义？现在通行的文学含义是什么？ 

2. 怎样理解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 

3. “艺术生产”的概念是怎样提出来的？文学创造作为一种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如何？ 

4. 社会生活作为文学创造客体，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知识单元 4：文学创造过程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对文学创造过程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重点在于把握文学创造的构思阶段。 

艺术构思是指作家在材料积累和艺术发现的基础上，在某种创作动机的驱动下，通过回忆、现

象、情感等心理活动，以各种艺术构思方式，孕育出呼之欲出的形象序列和中心意念的艺术思维过

程。“头脑风暴” 

一、艺术构思中的心理现象 

（一）回忆与沉思 

（二）想象与联想 

（三）灵感与直觉 

（四）理智与情感 

二、艺术构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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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合 

（二）突出和简化 

（三）变形 

（四）陌生化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学创造的过程。 

2．掌握文学创造构思阶段的特点。 

作业： 

1. 艺术发现的心理特征是什么？ 

知识单元 5：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对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重点在于把握艺术真实。 

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是以“内早尺度”创造“艺术真实”，要义是求真，体现为“历史理性”。

作为审美活动，文学创作情感地评价对象，核心是“善”，体现为“人文关怀”。最终，文学创造还

要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形式的创造，为情感评价所把握的艺术真实“造形”，使之成为艺术文本，境

界呈现的是“美”。所以，真、善、美是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这三个范畴也可以理解为文学

创造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一、认识与艺术真实 

二、艺术真实是一种“虚构的“真实 

它表现为： 

（一）与生活真实不同，艺术真实以假定性情境表现对社会生活内含的认识和感悟 

1． 内蕴的真实。 

2． 假定的真实。 

（二）与科学之真不同，艺术真实对客体世界的反映具有主观性和诗艺性 

1． 主观的真实。 

2． 诗艺性。 

（三）艺术真实比生活真实更真实 

（四）艺术真实如何实现 

艺术真实实现的途径是虚构，通过虚构创造一种现实关系，而这种创造物必然具有自然时空的

面目，才可以在现实世界里立足。 

三、艺术概括 

（一）“个别”与“一般”的统一 

（二）实现“个别”与“一般”相统一是一个艺术提炼的过程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 

2．掌握文学真实与生活真实的联系与区别。 

作业： 

1. 艺术真实有哪些主要特征？说明艺术真实区别于生活真实及科学真实的原理。 

知识单元 6：文学作品的类型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类型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重点在于把握文学作品的诸种类型

特征。 

文学作品的类型是文学作品的外在形态。文学作品的类型是指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的方式。 

一、现实型文学 

1．再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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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逼真性。 

二、理想型文学 

1．表现性。 

2．虚幻性。 

三、象征型文学 

1．暗示性。 

1． 朦胧性。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学作品的类型。 

2．掌握文学类型的发展演变。 

作业： 

1. 如何认识现实型、理想型、象征型文学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文学的关系？ 

知识单元 7：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 

根据前人的理论成果可将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分为三个层次：文学言语层面、形象层面、意蕴

层面。 

一、 文学言语层面 

文学言语层面是指文学首先呈现于读者面前的，供其阅读的具体言语系统。文学言语除了人们

日常提到的形象性、生动性、凝练性等特点之外，还有三个特点： 

（一）文学语言的内指性 

（二）文学语言的心理蕴涵性 

（三）文学语言的阻拒性 

二、 文学形象层面 

文学形象层面的特征： 

（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二）假定与真实的统一 

（三）个别与一般的统一 

（四）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统一 

三、 文学作品的意蕴层面 

文学作品的意韵层面是指文本所蕴涵的思想情感等内容，是文本结构的纵深层次。一般可分为

三个不同层面： 

（一）历史内容层 

（二）哲学意味 

（三）审美意蕴层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 

2．掌握文学作品每个文本层次的特点及典型文本。 

作业： 

1. 文学形象有哪些特征？ 

知识单元 8：叙事性作品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对叙事性作品的特征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重点在于中西方叙事理论的把握。 

一、 故事 

叙述就是讲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叙述内容的基本成分就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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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构成： 

（一）事件 

事件是由所叙述的人物行为及其后果构成。一个事件就是一个叙述单位。 

1．作品中的事件分为若干层次。 

（1）总事件。 

（2）小的事件。 

2．事件的作用。 

（1）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2）塑造生动的形象。 

（3）既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又可以塑造生动的形象。 

（二）情节 

情节是按照因果逻辑组织起来的一系列事件，并且要求在事件的发展中表现出人物行为 

（三）人物 

1．概念：人物是事件情节发生的动因。 

2．叙述理论史上，“情节与性格主次地位之争”。 

（四）行动元与角色 

1．行动元。 

即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要素。 

2．角色。 

指有生动的形象和性格特征的人物。 

结论：二者的关系是行动元是情节发展的动因，决定人物“做什么”，角色是形象的基础，表

现为人物“怎样做”。 

（五）场景 

叙述内容中具体描写的人物行为与环境组合成场景。 

二、结构 

叙事作品的结构是指作品中各个成分或单元之间关系的整体形态。 

叙事作品的内部结构可以分为两个层次：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一）表层结构 

表层结构是指根据叙述前后顺序研究句子与句子、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系。 

结论：经典的叙事作品结构：平衡——破坏平衡——新的积极或否定性平衡 

（二）深层结构 

深层结构存在的根据是相信具体的叙述话语同产生这些话语的整个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超

出话语字面的深层意义关系，找出深层结构的方法是打乱叙述顺序，将事件相似和逻辑关系进行

重组。 

三、行动 

行动是推动故事事件发展的直接原因，对叙述内容的分析有重要意义。行动具有内在逻辑，一

般行动逻辑的基本形式是三段式序列。 

三段式序列： 

（一）可能性 

一个行动即将发生或具有了发生的条件 

（二）变为现实 

即行动开始进行，这是故事主要部分 

（三）取得结果 

行动成功，达到目的；行动失败，没达到目的。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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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序列是叙事作品中人物行动逻辑的基本表现形式。一个故事中的行动往往是几个行动序列

的复合。 

学习目标： 

1．了解叙事性作品的叙事特点。 

2．掌握如何对叙事性作品进行分析的方法。 

作业： 

1. 试分析一篇叙事作品的行动序列。 

知识单元 9：抒情性作品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对抒情性作品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重点在于抒情作品的构成。 

一、抒情内容与抒情话语 

（一）抒情内容与抒情话语直接相融合 

抒情作品是通过特殊的话语组织形式来表现情感的。“抒情内容”和“抒情话语”是构成抒情

作品的两个基本要素。 

1．抒情内容 

抒情内容是指文本所表现的某种特定的情感过程和意义。它往往是一种体验，一种感悟、一种

心境，既是稍纵即逝的，又是微妙复杂的，不象客观事物的外在形态或是理论思维过程那样可以用

词语相对准确的表述，而往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2．抒情话语 

抒情话语是一种表现性话语，它能象征性地表现情感，用声音和画面的组织形式来体现难以言

传的抒情内容，抒情主体把抒情内容直接投射和转化在抒情话语中，达到二者的融合。 

（二）抒情话语与普通话语的区别 

1．普通话语突出通讯功能，抒情话语突出表现功能。 

2．为了强调语言的表现功能，抒情诗人常常要对普通话语进行改造，打破语言常规，创造出

极富表现力的抒情话语，即“诗家语” 

二、抒情作品的结构 

抒情作品的结构由声音、画面和情感经验三要素构成。 

三要素之间的关系： 

1． 声与情。 

（1）诗与乐。 

（2）声调与情调。 

（3）节奏与情感的运动形式。 

2． 景与情。 

（1）诗与画。 

（2）情与景的关系。 

（3）真与幻。 

三、抒情方式 

（一）抒情话语的修辞方式 

抒情话语的修辞方式是指作者在抒情写意时的用语方式。抒情话语的修辞方式有很多，这里讨

论常用的几种。 

1． 比喻。 

比喻是借助他物来表现某物的修辞方式。 

2． 象征。 

象征是以具体的事物形式间接表现思想情感。 

3． 倒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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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装是指诗句在语法上的措置，常表现为惯常语序的颠倒，有些颠倒是为了迁就格律，有些是

为表现形象，二者兼顾最为理想。 

4． 歧义。 

歧义是诗中并存多种语法结构时，这个诗句就可能被读者以不同的方式解读，从而产生不同的

意义。 

5． 夸张。 

夸张运用想象与变形，夸大事物的某些特征，写出不寻常的事物。 

6． 对比。 

对比是指把感觉特征或寓意相反的词组合在一起，相成对照，强化抒情话语的表现力。 

7． 借代 。 

借代是指有关系的事物之间相互替换，或用一物替代另一物。 

8． 用典。 

用典是指诗词中借助故事来造句表意。 

二、抒情角色 

（一）第一人称抒情 

（二）代言抒情方式 

（三）作者作为叙述者 

学习目标： 

1．了解抒情性作品的抒情特点。 

2．掌握抒情内容与抒情话语的关系。 

作业： 

1. 抒情话语主要通过哪些方式来突出语言的表现功能。 

知识单元 10：文学风格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对文学风格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重点在于中西方风格论的流变和各种风格

类型分析。 

一、文学风格的定义 

根据以上中外多种理论的批判性总结，我们对文学风格的定义是文学风格指作家的创作个性在

文学作品中的有机整体中通过言语方式所显示出来的，能引起读者审美享受的艺术独创性。 

二、风格的特征 

（一）创作个性是风格形成的内在根据 

（二）有机整体性，即主体与对象、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是风格存在的基本条件 

（三）言语结构是风格呈现的外部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何谓文学风格。 

2．掌握文学风格的特征。 

作业： 

1. 如何正确理解“文如其人”与“风格即人”的观点。 

知识单元 11：文学是一种接受活动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对文学是一种接受活动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重点在于文学接受是一种审美

活动。  

一、文学接受作为审美活动 

（一）文学接受是一种审美活动 

（二）文学接受审美属性价值的三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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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学接受作为认识活动 

（一）文学接受是一种认识活动 

（二）文学接受的认识价值方面 

三、文学接受作为文化家伙子阐释活动 

（一）文学接受是一种文化价值阐释 

（二）文学接受的文化价值阐释的各方面 

四、文学接受作为交流活动 

（一）文学接受是一种交流活动 

（二）文学接受的交流活动表现的诸方面 

1．读者与作者的交流。 

2．读者与作品中人物角色的交流。 

3．读者与其他读者的交流。 

4．读者与作品所描写的整个自然、社会以及全人类的交流。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学是一种接受活动。 

2．掌握文学接受是一种审美活动。 

作业： 

1. 怎样理解文学接受是是一种审美体验活动。 

知识单元 12：文学接受过程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对文学的接受过程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 

一、期待视野 

在文学阅读之前及阅读过程中，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基于个人与社会复杂原因，心理上往往

会有既成的思维指向与观念结构。读者的这种据以阅读文本的既成心理图示，叫作阅读经验期待视

野，简称期待视野。 

（一）阅读经验期待视野的层次 

1．文体期待。 

2．形象期待。 

3．意蕴期待。 

（二）阅读经验期待视野的形成 

1．由生活实践和文化教养形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2．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 

3．特定的生理机制，即读者的年龄、性别、气质类型等。 

（三）阅读经验期待视野的类型 

根据接受主体的状况划分： 

1．个人性期待视野。 

2．集体性期待视野。 

二、接受动机 

接受动机分类： 

（一）审美动机 

（二）求知动机 

（三）受教动机 

（四）批评动机 

（五）借鉴动机 

三、接受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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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受心境的类型 

1．欣乐。 

2．抑郁。 

3．乐观。 

（二）接受心境形成的原因 

1．社会生活状况与个人境遇。 

2．读者身体的状况。 

（三）接受心境对阅读效果的影响 

1．当读者欣悦时，平常之作也可能激起浓厚的兴趣，当读者压抑时，好作品也难体味其中；

奥秘。 

2．即使面对同一作品，由于情绪状况不同，也会导致不同的阅读境界。 

（四）从隐含的读者到读者阅读 

1．创作动机与隐含读者。 

2．文本内涵与隐藏读者。 

3．选材与隐含读者。 

学习目标： 

1．了解何谓文学活动接受的过程。 

2．掌握期待视野、接受动机和接受心境对文学接受过程的影响。 

作业： 

1. 如何理解接受心境与接受效果之间的关系。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军训 0  

2 军训 0  

3 军训 0  

4 文学理论的性质、形态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五大基石 4  

5 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及文学作为活动 4  

6 文学活动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及文学创造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 4  

7 文学创造过程 4  

8 文学创造的审美价值追求 4  

9 文学作品的类型 4  

10 文学作品的文本层次 4  

11 叙事性作品 4  

12 抒情性作品 4  

13 文学风格 4  

14 文学是一种接受活动 4  

15 文学接受过程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文学批评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文学活动的四要素、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石、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重要性和

指导思想。 

难点：文学活动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构成论、文学创作论、文学接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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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讲授与小组讨论相结合。 

教学手段： 

1.文学理论与文学文本分析相结合。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期末考试占 80％。 

5、作业要求： 

每节课结束布置相应思考题。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11月 第四版（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一川著《文学理论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4年 5月版。 

2. 童庆炳主编《文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2年 7月版。 

执笔：盛百卉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语言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s 

课程号：3070503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中文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掌握语言学的基本知识、理论和方法；2、培养学生语言学理

论的基本素养；3、使学生具备解决语言学相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语言学的任务。  

2．理论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 

学习目标： 

1．了解语言学研究的目标与任务。 

2．掌握语言学的分类。 

作业： 

1．古代传统的语言研究和今天的语言研究有哪些不同？ 

2．为什么说语言学既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又是一门年轻的科学？ 

3．广义的应用语言学主要包括哪些门类？ 

知识单元 2：语言的社会功能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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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语言的社会功能。 

2．语言与思维。 

学习目标： 

1．了解的社会功能。 

2．掌握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作业： 

1. 语言与言语的异同 

2. 语言的全民性的表现 

3. 语言和体态语的关系 

4.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知识单元 3：语言是符号系统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语言符号的特点。 

2．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学习目标： 

1．语言系统是人类社会特有的这一命题的含义。 

2．掌握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作业： 

1. 语言符号的性质是什么？  

2. 语言符号的特点有哪些？  

3.语言符号的系统性有何表现？  

4. 人类语言同鹦鹉语言和猩猩的语言有何本质区别？ 

知识单元 4：语音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语音的属性。 

2．元音和辅音的区别及其特点。 

3.音位划分原则。 

学习目标： 

1．了解音位及音位组合的规则。 

2．掌握人类发音的基本原理。 

作业： 

1. 与其他声音相比，语音的突出特点是什么？  

2. 在没有看见人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能分辨出是男子说话还是妇女说话？是大人说话还是

小孩说话来呢？   

3. 举例说明什么是音素？为什么要强调在一次发音中来辨别音素？  

4. 造成不同音质的原因有哪些？  

5. 音长、音高、音强和音质的联系？ 

6.语音的社会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7.国际音标有哪些优点？ 

8．元音和辅音的区别有哪些？ 

9．音位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10．音位、音素、音位变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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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5：词义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词汇的构成和词义的特点。 

2．词义的聚合和组合。 

3.音位划分原则。 

学习目标： 

1．了解词汇的构成和词义的特点。 

2．掌握词义的聚合和组合。 

作业： 

1. 语义与意义、词义有什么区别？  

2. 我们平常所说的语义，大致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   

3. 举例说明常见的附加意义有哪些？ 

4. 词的理性意义与概念是相同的吗？ 

5. 语言义与言语义有什么区别？  

6. 词义的主要性质特点有哪些？ 

7. 词义与它所反映的客观存在是否完全相等？ 

8．为什么说概括性是词义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知识单元 6：语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语法中的组合规则与聚合规则。 

2．句式变换。 

学习目标： 

1．了解句式的变换规则。 

2．掌握语法中的组合规则与聚合规则。 

作业： 

1. 词法和句法有何联系与区别？ 

2. 词根与根词有何区别？   

3. 词组和句子有哪些差别？ 

知识单元 7：文字和书面语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文字的性质和作用。 

2．口语和书面语的特点。 

学习目标： 

1．了解了解文字的起源和发展规律。 

2．掌握文字改革的原因与基本方向。 

作业： 

1. 文字的主要性质特征是什么？  

2. 谈谈文字的主要作用。  

3. 谈谈文字与语言的关系。   

4. 汉字为何适应汉语的特点？  

5. 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是什么？ 

知识单元 8：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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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语言发展的规律。 

2．语言分化与统一。 

学习目标： 

1．了解语言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2．掌握语言分化与统一。 

作业： 

1. 为什么说劳动决定了创造语言的需要和可能？ 

2. 简要说明语言发展的历史进程。    

3.语言的分化分哪两个阶段？  

4. 语言融合的条件和方式有哪些？ 

5. 举例说明共同语和方言的关系。  

知识单元 9：语言的接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语言成分的借用与吸收。 

2．语言的融合及其原因。 

学习目标： 

1．了解语言成分的借用与吸收。 

2．掌握语言接触与语言融合规律。 

作业： 

1. 语言成分的借用有哪些形式？  

2. 意译词和仿译词有何不同？  

3. 语言融合有哪些形式？  

4. “洋泾浜”语与克里奥耳语的异同。 

知识单元 10：语言系统的发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语音、语法、词汇和词义的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点。  

学习目标： 

1．了解语音、语法、词汇和词义的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点。 

作业： 

1．探索语音的发展的途径有哪些？ 

2．汉语语法发展的过程中有哪些重要变化？ 

3．新词的产生和旧词的消亡其原因是什么？ 

4．词义演变的形式有哪些？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3  

2 第一章  语言的社会功能 3  

3 第二章  语言是符号系统（上） 3  

4 第二章  语言是符号系统（下） 3  

5 第三章  语音（上） 3  

6 第三章  语音（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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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四章  词义（上） 3  

8 第四章  词义（下） 3  

9 第五章  语法（上） 3  

10 第五章  语法（上） 3  

11 第六章  文字和书面语 3  

12 第七章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上） 3  

13 第七章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下） 3  

14 第八章 语言的接触  3  

15 第九章 语言系统的发展（上） 3  

16 第九章 语言系统的发展（下）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现代汉语  

后续课程：语言学方法论、语用学概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语言的符号性、语音、语义、语法、语言接触、语言发展。 

难点：国家音标、语言学各部分的发展变化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启发式教学。 

2.讲授与讨论相结合。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叶蜚声、徐通锵著《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月 第 4版（北京高等教育

精品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 

2.[美]布龙菲尔德著、袁家骅等 译，《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 

3.岑麒祥著，《语言学史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4.岑麒祥，《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载《国外语言学》， 1980

年第 1期。 

5.陈平，《描写与解释：论西方现代语言学研究的目的与方法》，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87

年第 1期。 

6.道布，《中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载《人大复印资料》，1999年第 2期。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  

7.高名凯著，《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 

8.葛本仪主编，《语言学概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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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胡明扬，《中国语言学 21 世纪展望》，载《语言》（京），2002年第三卷。   

10.黄延复，《一代学人赵元任》，载《人物》，1982年第 2期。 

11.黄大荣，《马克思与语言学问题》，载《贵阳师院学报》，1983年第 1期。  

12.贾彦德，《语义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13.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81年。  

14.罗常培，《语言与文化》，语文出版社，1989年。 

15.马学良，《语言学概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5年。  

16.戚雨村，《语言学引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  

17.孙锡信，《语法化机制探赜》，载《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2002年 

18.王德春，《语言学通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 

19.王松茂，《语法研究的方法论》，载《语文教学与研究》，1983年第 2期。 

20.王洪君，《汉语语法的基本单位与研究策略》，载《人大复印资料》，2000年第 12期。 

21.邢公畹，《语言学概论》，语文出版社，1992年。 

22.伍谦光，《语义学导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23.伍铁平著，《普通语言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24.徐通锵著，《语言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  

25.徐通锵著，《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  

26.于根元、王铁琨、孙述学，《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载《人大复印资料》，2003 年第 7

期。  

27.姚小平，《论语言的起源（上）》，载《百科知识》，1986年第 6期。 

28.姚小平，《论语言的起源（下）》，载《百科知识》，1986年第 7期。 

29.赵世开，《语言和语言学》，载《中国语文》，1978年第 3期 

30.张世禄，《汉语语音发展的规律》，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 4期。 

31.张志毅，《柏拉图以来词义说的新审视》，载《人大复印资料》，2000年第 7期。 

32.张庆绵，《对右文说的再认识》，载《辽宁大学学报》，1985年第 2期。 

33.赵元任著，《语言问题》，商务印书馆，1980年。 

34.赵元任著，《语言学论文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 

35.周有光，《文字发展规律的新探索》，载《人大复印资料》，1999年第 5期。 

执笔：罗世琴 张彦 （邹玉华修改）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5日 

绪   论 

 一、语言学的任务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描写语言在某一发展阶段的面貌，如描写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英语和现代英语等

基本面貌； 

（二）追溯语言的演变过程，揭示其发展规律；古代汉语怎样演化成现代汉语的一个动态的过

程。 

（三）对不同的语言进行各种比较，找出它们的异同或对应规律。汉语，英语日语等 

二、中国、印度、希腊—罗马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是语言学的大发源地。我国研究古代

经籍中书面语言的传统语文学统称“小学”，包括： 

（一）文字学 

（二）音韵学 

（三）训诂学 

其中，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一）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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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词汇 

（三）语法 

三、运用语言交际的过程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编码 

（二）发送 

（三）传递 

（四）接收 

（五）解码 

四、语言学可分为： 

（一）理论语言学 

是语言科学的主体，其研究范围有两个： 

（1）是具体语言学 (专语语言学)的研究，对某一具体语言进行描写的、历史的和比较的研究

（比如有些院校有专门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有的民族院校还设有维语系等）； 

（2）是普通语言学(一般语言学)的研究，对人类语言的综合研究，总结各种语言的研究成果，

探索人类语言的共同规律。我们讲的语言学“概论”是属于普通语言学范畴。 

（二）应用语言学： 

范围很广，包括各类对语言的具体应用。注意，法律语言是普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具

体语言学，具体语言学是专语语言学，是就某一类语言的角度划分的，法律语言是从实际应用划分

的。 

随着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语言学在今天已经与许多科学发生越来越密切的关系，产生

了一些新的分支，并且被日益广泛地应用于许多领域。比如：通讯工程、计算机符号语言、法律语

言等等。电报、信号、计算机程序等都有对语言学的应用。 

第一章  语言的社会功能 

第一节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一、语言和言语 

语言是从言语中概括出来的社会所公认的词语和规则的总和。 

（一）语言是存在于言语之中的，而语言有两个内容： 

1、说话 

2、所说的话 

但“语言”不是日常所理解的“说话”，也不是一般认为的“说出来的话”。 

（二）言语有两个形式： 

1、外部言语： 

（1）是指说出来的(或写出来的)可使人感知的话。 

（2）只研究语言系统。 

2、内部言语： 

（1）是指没有说出来的话，比如在心理“思忖”“寻思”等。 

（2）研究一切与语言相关的文化、政治、习俗、环境等。  

（三）语言和言语的区别与联系： 

1、区别： 

言语具有个人特点，每个人的言语，在发音、用词、造句方面都有某些个人特点；语言是属于

社会的，它的词语和规则都是社会所公认的，没有任何个人特点。 

2、联系： 

（1）语言是从言语中概括出来的词语相规则的总和，没有言语，就无所谓语言。 

（2）言语是说的行为和结果，它总是以语言为活动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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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通过言语与其他人沟通彼此的思想，在进行交际时候人们共同遵守的社会规则就是语

言，人们表达语言最常用的方式是说或者写成句子。 

二、语言的全民性 

（一）语言的普遍性（语言属于每一个人）： 

1、人一时一刻也离不开交际，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过离群索居的孤独生活。 

2、没有语言，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会中断，社会就会解体。 

3、在社会生活中、个人总要与别人发生联系，总要交流思想，这样的联系就是交际行为，也

就是语言的运用。 

4、哑语也是一种特殊的语言。 

（二）语言的共有性（语言均等地属于每一个人）： 

不论是阶级习惯语的存在，还是语言中存在表现阶级意识的词语，都不会影响语言的全民性。 

三、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一）语言只存在于人类社会当中，其他动物是没有语言的。这是从语言是人类最主要的交际

工具两个方面说的。 

1、其他的交际工具都不如语言的交际作用广泛，他们实际上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之上的辅助性

的交际工具。 

2、交际的时候除了运用语言工具以外，还可以运用一些非语言的交际工具。比如 “体态语”，

即人的手势、身势(人体的各种姿势)、面部表情等“无声语言”。一般把通过体态语相互传递信息

的过程称为非词语交际。 

（二）语言和体态语 

1、从社会作用来讲，语言是主要的，是必不可少的交际工具，体态语是第二位的，只起辅助

作用。 

2、体态语和语言一起作为交际际工具和表达感情的工具服务于社会。 

3、体态语和语言在一起才能显示出它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 

所以，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四、语言学家介绍一。（由学生完成） 

第二节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一、思维与语言互相依赖关系： 

（一）思维是反映客观事物一般特征及发现事物间有规律联系的过程，是人类大脑特有的一种

机能。 

（二）思维对所有的人来说是共同的．整个人类有着共同的思维规律。思维也是社会现象，社

会之外无所谓思维。 

（三）语言对思维的作用： 

1、从个体的角度而言，思维活动必须用语言作手段。 

2、从人类群体的角度言，语言可以将思维的成果用概念的形式表达出来，说者将思维活动的

成果用语言表达出来才能使听者理解，这样才能使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 

二、实践依据——思维的形成离不开语言 

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是考察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的一条很好的途径。 

三、实验依据——思维不离开语言 

人类的语言和人大脑的左半球有关 

（一）控制语言活动的大脑左半球主管抽象的、概括的思维。 

（二）右半球主管感性的直观的维，两边靠脑桥联系起来。 

四、特例：聋哑人的思维 

（一）虽然聋哑人不能说话，但是他们的不能说和其他动物不能说话有本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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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聋哑人可以通过其他语言方式来补足对有声语言交际。 

五、思维语言的不同点：思维是全人类共同的，语言是各民族不同的。 

语言和思维的区别，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思维不是交际工具，语言是交际工具。 

（二）思维没有民族性，语言有民族性。 

六、瞻望：人类思维在机器中的再现 

第二章  语言是符号系统 

第一节  语言符号的性质和特点 

一、为什么要用语言符号来交际  

（一）原因 

1、所谓符号，就是用来指代某种事物的标志。 

2、符号是由一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共同约定用来表示某种意义的标记和记号。 

3、符号是用作传递信息的，符号本身是一种代替的关系，用一定的可以感知的东西代替另一

种东西或一定的思想。 

（二）任何一种符号都必需具备两个基本部分——形式和内容。符号构成的两个方面，语言学

上通常用形式和意义来表述。 

1、形式 

形式可以被人的感觉器官感知的，因而形式具有物质性。 

2、内容 

意义是符号形式所代表的内容，也就是现实现象事物。 

3、二者 

互相依存，各以对方为存在条件，缺一不可。 

（三）使用者的局限性 

语言自身的优势：  

1、语言符号是音义结合体。正像索绪尔说的那样：“语言还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

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不同时切开反面，同样，在语言里，我们不能使声音离开思想，也

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  

2、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 

语言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符号体系，至于什么音和什么义结合，是任意的，没有道理的，它们之

间并没什么必然联系。“约定俗成”反映了语言符号的本质。 

3、语言符号有重组特点 

语言符号的容量和很大，可以重复使用，虽然人们可以说出适应各种环境、场合的无限多的句

子，但是句子不是最小的语言单位，是由词和词组构成的，词和词组又是由语素构成的，语素作为

最小的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体，其数量是有限的，构成语素的词素和音素更为有限。 

二、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强制性，以及线条性。 

（一）首先，语言是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 

（二）其次，语言符号是有任意性的。 

1、每个语言符号都是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组成的。 

2、表面上，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就是我们是在对某一所指进行不同的能指符号创造。 

3、其实未必，这条原则的深层内容则是： 

（1）语言不是简单地为已经现成存在的事物或现成存在的概念命名， 

（2）语言是创造自己的所指。 

（三）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音义的结合是任意性的，即什么样的语音形式表达什么样的意义内容，什么样的意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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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什么样的语音形式表现是任意的。 

2、不同语言有不同的音义联系，汉语的语音形式和英语的语音形式不相同。 

3、不同语言音义联系不对等 

（1）同样的语音形式，在不同的语言中可以代表不同的意义； 

（2）而同样的意义，在不同的语言中可以用不同的语音形式表达。 

4、同一语言的音义关系也有任意性。 

（四）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中有强制，强制性中有任意。 

1、任意性是对不能解释的名称的解释，它使得语言多样化和语言的发展成为可能，强制性则

是强制共同遵守的规则，使语言的稳定成为可能。 

2、这对矛盾是相互转化的 

（1）当语言需要向前发展时，语言的任意性占主导地位； 

（2）当语言需要相对稳定时，语言的强制性转为主要位置。 

三、语言学家介绍二。（由学生完成） 

第二节 语言符号的系统性 

一、“两层三级” 

这是我们总结出来用以表示语言层级体系的四个字。 

（一）语言的底层是一套音位，音位只能构成符号的形式，没有意义，我们知道语言符号必须

是音义的结合体。 

（二）语言的上层是音义结合的符号和符号的序列，这一层又分为若干级 

1、第一级是语素，是音义结合的最小的符号； 

2、第二级是由语素构成的词； 

3、第三级是由词构成的句子，有的词可以单独构成句子。 

（三）词和句子都是符号的序列。 

这样，就构成一个“两层三级”的结构。 

二、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一）组合关系 

所谓组合关系就是指符号和符号—环接—环组合成语言链条的关系。 

1、我们从语言中抓一把词语出来，不是随便往外一撒就组成了句子，而要把这些词语按一定

的规则组合成一定顺序，才能构成表达意义的单位。 

2、所以组合关系直接体现了语言的结构规则要求，并非是任意两个词就一定能构成组合关系。 

3、符号的组合顺序不是任意性的，而是有讲究的，就是结构单位顺着时间的线条前后相续，

组成上一层或上一级的一个结构单位，好像一个个连接在一起的链圈，一环扣一环，组成一根环环

相扣的链条。 

（二）聚合关系 

在链条的某一环节上能够互相替换的符号，具有某种相同的作用，它们自然地聚集成群，彼此

之间的关系就叫聚合关系。 

（三）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1、它们是不可分隔的两种关系，它们互为存在的前提，语言的组合关系说明了语言结构的规

则，语言的聚合关系说明了替换规则。 

2、组合规则使得语言符号的结构呈现出有序性，聚合规则为句子的生成提供了无数的可能，

大大地简化了语言系统。 

它们之间还有以下几点区别： 

1、组合关系是一种现实的，听得见的关系，而聚合关系只是联想的同类，是“不在现场”的。 

2、组合关系是有顺序的，聚合关系是无顺序的。 



5091 

3、组合关系是有一定数目的，聚合关系是无一定数目的。 

第三节 语言符号系统是人类特有的 

一、语言能力 

（一）抽象的思维能力 

1、概括 

2、判断 

3、推理 

（二）发音能力 

1、发音器官的特殊性 

2、人嘴的任务减轻 

（三）抽象的思维能力与发音能力相结合 

语言环境对潜在的语言能力变成现实的语言能力或者维持已经具备的语言能力都起着决定性

的作用 

二、语言是其他动物和人类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一）人类在劳动中产生了语言 

（二）黑猩猩与人类的语言 

（三）鹦鹉与人类的语言 

三、人类语言和所谓动物“语言”的根本区别 

（一）单位的明晰性 

（二）任意性 

（三）结构的二层性 

（四）开放性 

（五）传授性 

（六）不受时、地环境的限制 

在讲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的时候已经涉及到了，同学们自己看一看，自己会组织语言就

可以了。这里有一个笑话，可能同学们也听过，只是没有注意到它和语言学有关系。 

有关语言系统是人类特有的，可以举鹦鹉与邮递员的例子——说明它们能学会个别的音节，但

是并不懂得变通，究其实是不懂得这些音节最终所代表的意义，他分不清谁和邮递员之间的实际约

定的关系。所以，他们学到的其实并不是音义结合体的语言符号，而是仅仅“人云亦云”罢了。 

四、语言学家介绍三：王力。 

第三章  语音 

第一节  语音研究的诸方面 

一、音素——语音的最小单位 

（一）语言是语音和语义的结合体； 

（二）声音承载着语言所要表达的意义，是语言符号的物质形式； 

（三）音节是最为自然的语音单位，但它不是最小的语音单位，最小的语音单位是音素。 

（四）音素就是指人类语言在一次发音中从音质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的语音单位。 

（五）语音是语音学研究的对象 

（六）可以用比较的方法进一步分析音节，分析到因素 

例如汉语的“他”（ta）和“图”（tu） 

（七）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发音特点，如发相同的因素 

（八）语言千万种，但音素是有限的 

二、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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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音标是被各国语言工作承认的不带汉族特色的记录语音音素的标写符号， 

（二）是国际语音协会 1888年制定，它的制定原则是 

1、“一个音素只用一个音标表示，一个音标只表示一个音素”； 

2、音素和标写符号（音标）一一对应。 

（三）国际音标的符号大多数是拉丁字母 

1、在拉丁字母不够用的时候，补充希腊字母， 

2、有时也用一些字母的大小写等， 

3、一般放在方括号［］中。 

结论：音标是音素的标写符号，它和作为文字书写符号的字母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三、应该从哪些方面去研究语音？ 

（一）从生理的角度弄清语音是怎样发出来的——发音原理的研究 

（二）发音学 

（三）音响学 

（四）听觉语音学 

（五）语音的自然属性研究 

（六）语音的社会属性研究 

（七）对发音原理的学习 

1、这是学习和研究语言的人应该掌握的最重要的基础知识之一 

2、可以把发音原理语深入研究一种语言或学好一门外语的需要结合起来 

第二节   音响 

研究语音，应该从三个方面去研究： 

一、语音的物理属性 

（一）什么是语音的物理属性 

指物体受外力的作用发生振动，推动周围的空气形成音波，音波传到人的耳朵里，刺激听觉神

经，人就听到了声音，这一物理过程就是语音的物理属性。 

（二）语音的四要素 

语音可以从音高、音长、音强、音质四方面进行分析，这四方面也叫做语音的“四要素”。 

1、音高 

是声音的高，取决于发音体振动的频率——在一定时间内振动的次数。次数越多，声音就越高。 

2、音强 

是声音的强弱，取决于发音体音波振幅的大小。 

3、音长 

是声音的长短，取决于发音体振动的持续时间的长短。在日常说话时，只要求相对的音高、音

强、音长，不要求绝对音高、音强，音长。 

4、音质 

音的性质，本质特色，又叫”音色”→一个音区别于其他音的基本特征。 

二、语音的生理属性 

语音的生理属性——发音体、发音方法、共鸣腔造成音质差异 

（一）发音体 

1、声带 

（二）发音方法 

1、塞音 

2、擦音 

3、塞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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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音 

（三）共鸣腔 

1、咽腔 

2、口腔 

3、鼻腔 

三、语音的社会属性 

（一）相同的音表达不同的意义 

（二）相同的意义用不同的音表达 

四、我们靠什么辨别每一个同学的发音呢？主要依据就是这个同学的平时发音时候的共鸣腔，

发音方法，发音部位。 

（一）发音体不同。 

（二）发音方法不同。 

（三）共鸣器不同。 

五、音质的音响分析 

（一）乐音和噪音 

1、乐音 

2、噪音 

（二）频率 

（三）基音和陪音 

1、基音 

2、陪音 

（四）共振峰 

六、研究音响的仪器 

（一）浪纹计 

（二）语图仪 

七、研究语音的软件 

（一）PRAAT 

（二）MinispeechLab 

八、语言学家（之四）：黄侃 

第三节  发音 

我们能区别出不同乐器的声音，并且能凭借声音就能辨认出我们熟悉的人，主要是由于语音（长

短、强弱各动作）音质的不同，而音质的不同主要有三个方面：发音器官、发音方法、共鸣腔。 

一、发音器官 

（一）动力：肺，靠其收缩和扩大造成呼气和吸气，呼气是主动的 ，吸气是被动的，语言中

大多数发音采取在呼气的时候完成。只有少数语言会在吸气的时候发音。 

（二）发音体： 

1、喉头 

2、声带 

（三）共鸣腔： 

1、口腔 

2、鼻腔 

3、咽腔 

二、发音方法 

元音和辅音发音方法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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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带振动与否 

1、元音声带振动，从肺部送出的气流不受任何发音器官的阻碍。 

2、发辅音时，清辅音声带不振动．浊辅音声带振动，但气流必然遇到发音器官所造成的某种

障碍。 

（二）受阻部位紧张与否 

1、辅音有受阻部位的局部紧张； 

2、元音无。 

（三）气流强弱 

1、元音气流较弱； 

2、辅音发音时气流较强——因为受到了阻碍，不得不强一些。为了听得清楚，发辅音时可加

上一个元音一起发出。 

三、两类音素：元音和辅音 

任何语言都有元音和辅音，其中辅音总是在数量上占优势，但是元音在音的组合中却处于较突

出地位。因为元音响亮、好听，辅音不清晰、不响亮，在组合中．经常依附于元音。 

（一）元音 

元音是共鸣腔调节的结果，具有相同的发音体，所有元音的共有特点： 

1、声带颤动 

2、气流不受阻碍、响亮 

3、气流相对要弱一些 

4、主要靠参与发音活动的器官——舌头下腭和唇形——区别元音与元音 

（二）辅音 

1、辅音的共同特点是气流在—定部位受到阻碍，通过某种方式冲破阻碍而发出音来。 

2、受阻的部位是发音部位，形成和冲破阻碍的方式就是发音方法。明确这两个方面，就能正

确地发出—个辅音来。 

3、辅音一般的发音特点： 

（1）清和浊 

（2）送气和不送气 

（3）鼻音和口音 

4、发音部位 

（1）声带 

（2）口腔 

（3）舌根 

（4）舌面中 

（5）舌叶 

（6）舌尖 

（7）双唇 

5、发音方法 

（1）塞，闭塞。 

发音器官的两部分紧紧靠拢，堵住气流的通路，然后突然打开，让气流冲出，发出声音。 

（2）擦，摩擦。 

发音器官的某两个部分接触或靠近，留下一个狭窄的缝隙，让气流从中挤出来。 

（3）塞擦 

6、克服母语发音基础的干扰 

（1）对于母语中有的音，只要改变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的搭配习惯即可 

（2）对于母语中没有的音，需要重新建立，如舌叶音、小舌音等 



5095 

（三）元音和辅音 

一个音节可以没有辅音，都必须有元音，甚至元音可以独立成为音节，就是因为元音都是发音

响亮的。尤其是我们在读字母的时候，更能体现出这一点。 

（四）半元音 

1、定义：语音中存在着介乎元音和辅音之间的某些音素，这就是所谓半元音。 

2、汉语的半元音 

有双唇的/w/，舌面的/j/等， 

3、特点： 

（1）发音器官只形成微小的阻碍 

（2）声带都是颤动的 

（3）习惯上，半元音被看作特殊的辅音(因为有阻碍)。虽然它的名称叫半元音，但仍属于辅

音一类。 

四、介绍语言学家（五）：郭锡良 

第四节  音位 

一、对音位的认识 

研究语音的社会属性问题，主要是研究音位学的问题。音位：就一个具体语言或方言来说，在

一类发音中，从辨别意义角度上划分出来最小的语音单位。 

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看音位的定义 

（一）音位是从“具体语言或方言”中归纳出来的。 

（二）“从辩义的角度”。“辨义”是音位定义的精髓，我们作为一个重点来讲。 

1、两个音素在相同的读音环境里能辨义，就说明这两个音素是两个对立的音位。 

2、汉语普通话的声调，是指音节中具有区别意义作用的音高变化，就是音高的不同，但这四

个不同音高能辨义，就说明普通话有四个“调位”。 

3、对于音位而言，不仅是音位的问题，而是语音四要素都有区别意义。这也就是我们书上所

说的“非音质音位”，也称为“超音质音位”。 

4、所以，音素主要是从音质角度上划分的，不管音高、音长、音强这些超音质要素（语音有

四要素，但是音素不管这些要素，只与音质有关）。但音位却可以从语音四要素中任何一个要素上

划分。 

（1）语音——四要素 

（2）音素——音质 

（3）音位——四要素（音质音位+非音质音位） 

（三）是“—类发音” 

1、即不区别意义的一类相似的音素 

2、一个音位有时可以包括苦干个在该语言中没有辨义作用又十分相似的音素，如英语中送气

音与不送气音，汉语中的清音与浊音。 

（四）是“最小的语音单位”。 

音位和音素是交叉概念，不要比较音位小还是音素小，没有意义的，都是最小的，不同的使用

环境，角度不一样的。 

二、音位的划分和归并 

如何划分或归并音位呢?主要涉及到音位的两个极为重要的原则：对立原则和互补原则。 

（一）对立原则 

一定语言或方言中的两个音素，如在同样的语音环境中能区别意义，这两个音素就可构成独立

的两个音位。 

（二）互补原则 



5096 

如果不同音素在相同的语音环境下不区别意义，我们称这些音素之间的关系为互补原则。 

（三）相似原则 

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音位是互补分布而且在语音上相近或相似，这些音素就可归为同一音位。 

三、音位的聚合和组合 

我们只要用几十个音位，就可以组合出无穷的句子。例如我们汉语普通话，有 22个(包括零声

母)声母聚合类，36个韵母聚合类。就能组合成我们每一天都使用的无穷无尽的各种句子，表达自

己的思想。 

（一）音位的聚合 

语言中的音位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每一个音位都通过自己区别特和其他有共同特征的音位联

系着，聚合成群。 

（二）音位的组合 

1、汉语音位大多不以复辅音的形式组合； 

2、能够形成的音节数相对就要少； 

3、用汉语转译外语的音，必须用整个音节来对应外语复辅音中的一个辅音。 

四、语流音变的问题 

（一）语流音变的定义 

音位相组合的时候，由于受邻音的影响或说话时快慢、高低、强弱的不同，可能发生不同的变

化。这种变化，叫做语流音变。 

（二）常见的语流音变 

1、同化 

2、异化 

3、弱化 

4、脱落 

五、介绍我国语言学家赵元任（六） 

六、介绍我国的吕淑湘、黄侃、周祖谟、王力、郭锡良 

第四章  词义 

第一节  词汇和词义 

一、词和词汇 

词是语义的基本载体。可以分为 

（一）基本词汇：顾名思义，是基础。 

1、稳定性 

比起一般词汇来，基本词汇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基本词汇的稳定性同词语表达的客体的稳定有

关。 

2、常用性 

基本词汇的词语是言语交际中经常使用，不可或缺的，无论任何一个阶层的人都可以使用的。 

3、标准性 

基本词汇的词语应是全民接受的，民族标准语所吸收的词语。方言词、隐语等都不属于基本词

汇。 

4、能产性 

基本词汇的词语多半是构词能力强的词语，其中有很多是词根，多数根词是最单纯最原始的词，

它们是基本词汇的核心。 

基本词汇的这四个特征不是孤立的，在区分基本词语时要综合考虑，灵活处理。 

（二）非基本词汇 

非基本词汇的词语构成一般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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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词汇特点： 

1、处于经常的变化之中，不够稳定 

2、它们不常用，有的很罕用，如一些专门术语只用于科学语体，语言学的“音位、义素、语

法”等也是一般词汇。 

（三）词汇的体系性： 

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词语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转化，如“政治、革命、民主、法律、法制”

等词都是现代产生的词，有的是近年来才从一般词汇转入基本词汇的。 

二、词的词汇意义 

任何符号的关系都有三个要素： 

（一）符号本身 

由说出的一串清晰的声音组成 

（二）思想或所指活动 

即某个符号在听者心里所引起的心理内容， 

（三）所指物 

符号是表达思想或所指活动，而思想或所指活动又是反映所指物的。但是符号的形式（或载体）

和客观所指物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只是一种标志，所以用虚线联接。 

（四）语义三角形。至今仍有很大价值，起码它把三个要素形象地联接起来，给人很深刻的印

象。 

1、人们或承认这些词是对客观事物的派生反映，或是基于现实局限性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歪曲

的反映； 

2、或认为是人的精神世界的一个反映。 

三、从概念与词义的区别看词义的概括性 

（一）词义也能开阔地反映客观事物，概念和词义有相同点，二者都是对客观事物的概括； 

（二）它们之间也有重大的差别： 

1、词义和概念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词义属于语言的范畴；概念属于思维的范畴。 

2、词义具有民族特点，而概念对全人类来说是共同的。懂得同一概念在不同语言中用不同词

义表达。 

3、概念是不带感情色彩的，而词义不但合理性意义，还有感情色彩。 

4、概念需要尽可能地精确，但是词义却具有模糊性，所谓词义的模糊性就是指有些词的意义

所概括的范围没有明确的界限。 

总之，客观事物的普遍联系造成了事物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在一定意义止讲，清晰性是相对的，

模糊性是绝对的。 

5、词义与概念不是一一重合的。有些词如语言中的叹词就不表达概念，只表达说话人的感情。 

另外，也有人提出词义还有系统性、相对稳定性、历史局限性、约定俗成性等。不详细介绍了。 

应该指出，相对其它语言要素来说，语义学至今仍是语言学科个最薄的部门。 

四、介绍语言学家（七）  

第二节  词义的聚合 

一、义素的概念分析 

（一）定义： 

义素就是对词的—个义项(义位)的语义特征进行分析以后得到的最小的语义单位，或者简单地

说，义素是构成词义的最小单位。 

（二）构成成分分析法： 

1、义素分析法 

义素分析方法是把音位区别特征的原理运用到对词义的分析中，这种对一群在意义上有某些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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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特征的词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指出词义区别特征的方法，称为构成成分分析法，和数学提取公因

子的方接相似，义素分析常把共同的语义特征提取出来。 

2、义素分析在目前还不成熟，义素分析方法最为成功的是对一些亲属词、军衔词等词的义素

分析，因为这些词具有相对的封闭性。至于其它一般的词的词义区别特征，则比较难掌握全。 

（三）义素分析方法确实为语义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但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如： 

1、容易混淆词义和词的客观所指。 

2、有时不能揭示词义的民族特征。 

3、分析的结果往往顾此失彼，很难全面。 

二、单义和多义 

（一）区别的概念： 

1、本义：词有历史可查的最初的意义。 

2、派生义：由本意衍生出来的意义。 

3、中心意义：多义词在某一时代最为常用的意义，也可以称为基本意义。中心意义多数词在

某一个时代的各个意义的关系说的，中心意义和本义在多数词中是一致的。 

4、派生意义的方式：——引申。派生义与被派生义之间——某一方面的特征联系。引申的两

种方式： 

（1）隐喻：两个意义所反映的现实现象的某种相似的基础上。 

（2）换喻：不是现实现象的相似，而是两类现实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二）同义词和反义词——语言社会长期使用中形成的聚合。 

1、用义素分析的观点看，同义词就是词类聚合上义素相同(等义词)或相近(近义词)的词。 

2、等义词——重叠关系的聚合。 

3、这是三组等义词，它们在属性、用途、形状、性质等特征上完全一样。它们只是在一些细

微地方(如地方色彩)上略有不同。 

（1）近义词——交叉关系的聚合，义词是声音不同； 

（2）反义词——对立关系的聚合 

（3）反义词是指在语义聚合上有某—对义素在词义上是对立的，可分为： 

（a）极性对立——留有余地的对立。即有中间地带的对立。 

（b）互补对立——非此即彼的对立。即无中间地带的对立。 

第三节 词义的组合 

一、词义 

（一）词义有概括性，是从特殊到一般，从复杂到简单； 

（二）则词义的组合是从一般到特殊个体的应用。 

（三）词义的组合要受到语法规则和语义条件的限制， 

（四）不同语言和方言的词语搭配关系也必然回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二、语义和语境 

（一）语境就是指人在言语时所处的环境。它可分为“小语境”和“大语境”。 

（二）词义组合中语境的作用 

1、区别作用——明确言语意义，辨别多义词与歧义句。 

2、限制作用——选择同义词，限制说话人的说话方式。 

总之语境要求人们，“什么时代说什么话，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可不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

鬼话”划分的角度不同。 

3、临时支配作用——使词语获得临时意义。    

4、补足作用——影响词语的感情色彩+填补。 

三、介绍一位语言学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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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语法 

第一节  语法和语法单位 

一、初步认识什么是语法 

（一）语法是词法和句法的汇集，是词的构形、构词规则和词组合成句、句组合成句群的规则。     

（二）语法具有抽象性、稳定性利民族性的特点。 

1、抽象性是语法首要特点。语法的抽象和词义的抽象不同，词义的抽象是对一类客观物质或

动作的抽象，而语法的抽象是对词句之间的关系的抽象。 

2、稳定性是指，同语言其它要素如词汇、语音相比，语法变化得最慢。 

3、语法体系还有一定的民族性与地方性。且不说世界上的语言并非都是“主谓宾”形式。 

（三）语法还具有内容和形式两部分，称为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 

二、语法单位 

语法具有自己的单位，它们是词素(语素)，词、词组、句子、句群。 

词是能独立运用的最小的音义结合单位，这个定义较好地把词与词素、词与词组区分开来。  

1、强调“独立运用”能把词与词素区分开来。 

2、强调最小的音义结合单位可以把词和词组区分开来。 

可见，句子是语言中最大的语法单位，是由词和词组运用一定的语法规则组织起来，表达相对

完整思想和某种感情的而又具有—定语调、停顿的基本交际单位。 

从意义上看，句子应表达相对完整的思想，具有“述谓性”。(当然在一定的语境中，有时句子

并不一定是主谓宾齐全) 

从结构上看，句子是由词和词组的，但这些词和词并非胡乱堆砌在一起，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则

组织起来的。 

由此可见，从日常的谈话言语中，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区分词和词组的原则和方法，关键看大家

是不是能掌握一种原则可方法，这就是我们学习的语言学概论和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区别，概论

就是在讲一种较为普遍的原则和方法，而汉语课则主要是使用这种原则和方法。 

三、说话要符合规则 

（一）从纠正外国学生说汉语来发现汉语有规则 

（二）用词造句的规则 

（三）语法规则是大家说话时必须遵守的习惯 

（四）语言学家的任务是归纳、整理客观存在的规则，选择恰当的方式把它们描写出来 

四、语法规则 

（一）替换法。通过替换可以找出语法单位和语法单位活动的位置 

（二）组合规则。语法单位一个接着一个组合起来的规则叫做语法的组合规则。 

（三）聚合规则 

（四）语法的组合规则和聚合规则构成一种语言的语法规则 

五、语法单位 

（一）语法单位：凡是能在组合的某一位置上被替换下来的片断都是语法单位 

（二）语素 

1、语素是语言中音义结合的最小单位。 

2、根据语素在词中的不同作用把它分成词根、词缀、词尾三类 

（1）词根 

（2）词缀 

（3）词尾 

3、根据语素在词中的不同作用，我们可以把词根和词缀叫做构词语素。 

（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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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词是最重要的一级语法单位 

2、词是造句时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单位 

3、从意义和作用来看，词可以分为实词和虚词两大类 

（1）实词 

（2）虚词 

（四）词组 

1、词组是词的组合 

2、它是句子里面作用相当于词而本身又是由词组成的大于词的单位 

3、跨段的词不能组成词组 

4、自由词组 

5、固定词组 

4、词在语言系统中处于枢纽的地位  

（五）句子 

1、句子是语言中最大的语法单位 

2、句子是交际中基本的表述单位 

3、从形式上看，句子的最大特点是有一个完整的语调 

第二节 组合规则 

一、组合规则和聚合规则是我们这本书的主线，同时，如果弄清楚了这个规则，任何书上讲到

的规则都可以囊括进来，你会发现只是换了一种方法而已。 

（一）组合与聚合之一 

1、组合主要是句子的语法单位的替换规则； 

2、聚合规则是对那些能在某个位置中出现的一类词的归类规则， 

（二）组合与聚合之二 

1、组合规则是现实的，有时间上的延展性，从说话过程中就能感觉得到； 

2、聚合规则是潜在的，看不到的。聚合规则是提供可能。 

二、语素组合成词的规则 

（一）单纯词 

由单个的词根语素构成的词和一部分双音节的词。 

（二）合成词 

由两个或两个语素构成的词。 

（三）复合词 

词根语素+词根语素（按照一定规则） 

（四）合成词 

词根语素+词缀（前缀或后缀） 

三、词组合成短语的四种基本类型 

（一）主谓结构 

（二）述补结构 

（三）偏正结构 

（四）联合结构 

句子通常分出主、谓、宾、定、状、补语。 

四、汉语的主要组合手段 

（一）词序 

（二）虚词 

五、组合的层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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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主义分析法，首先是主谓两部分，找到说明作用的两大部分； 

（二）再分析这两部分是什么关系； 

（三）接着用同样的方法依次类推； 

（四）直到全部是单个词为止。 

用层次分析方法解释歧义句：  

六、组合的递归性 

（一）层层套用（单句的套合） 

（二）复句的递归（借用某种规则来层层衔接句与句，书上用的是联合规则） 

（三）共同点：都可以在组合成语言的时候无限扩展。 

七、介绍语言学家（九） 

第三节  聚合规则 

一、对聚合的理解 

（一）聚合类是材料供应商的任务，也就是使得共有相同语法特征的单位总是聚合成类，供组

合选择。 

（二）能够出现在某一位置上的词形成一个聚合，语法的聚合是多种多样的，最普遍的是词类

和词形变化。 

二、词的语法分类 

（一）虚词的聚合：封闭的类（有限），具有词汇意义，没有语法意义。连词，语气词，助词

等。 

（二）实词的聚合：开放的类（无限），既有词汇意义，也有语法意义。 

（三）实词的分类和归类： 

分类：依据一定的分类标准去划分，一个词依据规则形成聚合。 

（四）词类的层层分级（了解） 

动词分为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及物动词又有只带一个宾语和可以带双宾语的动词等等，依

次可以分下去，书上分了四层，下去了解。 

三、语法形式  

在有些语言中，词与词组合时形式要发生变化，同一个词与不同的词组合时不同的变化也形成

一个词形变化的聚合。对这种语法形式的概括被称为语法形式。语法形式主要有两种——综合式与

分析式。 

（一）综合式 

1、附加法 

2、内部屈折法 

3、音法和异根法 

（二）分析方式是以整个句子的变化表达一定的语法意义 

1、词序 

2、虚词 

3、语调 

四、语法范畴 

（一）语法范畴的种类 

语法范畴就是对语法意义进一步综合概括所得的种类，可分为 

1、狭义的 

狭义语法范畴只指词法范畴； 

2、广义的 

广二义语法范畴包括词法范畴和词类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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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广义的 

再广义语法范畴除词法范畴、词类范畴外，还把句法范畴也包括在里面。 

（1）词类范畴 

主要解决各种语言是按什么标准给词分类。 

西方语言划分词语标准主要是根据词的词形变化。 

（2）词法范畴 

即词形变化所表现出来的语法意义的概括种类。 

 一般包括：性、数、格、体、时、态、式、人称、级等。（简单介绍，因为学生都很熟悉） 

（3）句法范畴 

a一般只是指词与词在句中的四种组合关系： 

b如陈述关系构成主谓结构； 

c支配关系构成动宾结构； 

d修饰关系构成偏正结构； 

e平行关系构成联合结构。 

f这四种关系在句中被称为“显性意义”。 

第四节  变换 

一、句型和变换 

（一）句型的种类 

1、陈述句（肯定与否定、主动与被动） 

（1）肯定句和否定句 

（2）主动句和被动句 

2、疑问句（是非问）、特指问）、 

3、祈使句 

4、感叹句 

（二）句型之间的变换 

1、肯定句和否定句之间的变换 

（1）汉语 

（2）英语 

2、主动句和被动句之间的变换 

（1）汉语 

（2）英语 

3、陈述句和疑问句的变换 

4、陈述句和祈使句之间的变换 

二、变换和句法同义 

（一）句法同义的概念 

同义关系不是具体句子间的关系，二是句子格式间的关系 

（二）同一结构意义的各个句式间可以按照一定规则相互变换，规则： 

在变换过程中，我们不但可以可以改变成分的位置，而且可以增添，省略或替换某些成分，但

是一定不能违背相关的语法规则。 

1、移位 

词的移位 

变换必须考虑句子的组合规律。通过组合的个体的状况，我们也可以对语法的类别有进一步的

认识，是体现了聚合的原则。 

Do not do to others what you  would not want done to yourself. (Confu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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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unto others when you woule have them do unto you. (Bible) 

2、添加 

3、删除 

4、替代 

词的加入可以分析语法歧义的现象： 

（三）句法同义的句子间相互变换的意义 

1、打破孤立研究一个个句式的局限，开阔了研究句法的视野 

2、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对学习语言的人 

（2）使用语言的人 

三、变换和句法多义 

（一）对“句法多义”的理解 

（二）变换对句法多义理解的作用 

1、通过变换和比较，我们知道了汉语里一些结构可以表示多义 

2、通过变换可以分化歧义句式 

3、变换能发现造成歧义的词语的语法小类 

4、变换不论在组合上还是在聚合上都把语法分析往深处推进一步 

四、介绍一个语言学家（十） 

第五节  语言的结构类型和普遍特征 

一、语言的语法结构类型 

（一）孤立语，其特点是： 

1、缺乏词形变化 

2、词的次序很严格，不能随便更动 

3、比如汉语里的虚词 

4、汉语、彝语、壮语、苗语等都属于孤立语 

（二）粘着语，特点： 

1、没有内部屈折 

2、每一个变词语素只表示一种语法意义 

3、每种语法意义也总是由一个变词语素表示 

4、一个词如果要表示三种语法意义就需要有三个变词语素 

5、粘着语的词根和变词语素之间的结合并不紧密 

6、土耳其语、维吾尔语、芬兰语、日语、朝鲜语等都属于粘着语 

（三）屈折语，特点： 

1、有丰富的词形变化 

2、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主要靠这种词形变化来表示 

3、词序没有孤立语那么重要 

4、一个变词语素可以同时表示好几种语法意义 

5、俄语、德语、法语、英语都是屈折语 

（四）复综语，特点： 

1、一个词往往由好些个语素编插粘合而成 

2、有的语素不到一个音节 

3、一个词往往构成一个句子 

4、如美洲印地安人的语言就是复综语 

二、语法结构不能分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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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的结构类型是就结构的基本面貌来说的，不是说屈折语中没有其他结构类型的成分，

或者孤立语中没有任何粘着、屈着的成分 

（二）过去有人在结构类型里面分优劣 

（二）人民熟悉本族语言的结构类型，在学习其他类型的语言时会感到不习惯 

（三）从结构上对不同的语言进行深入的比较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外语教学和翻译很需要利用

比较的成果 

三、语言的普遍特征 

（一）一切语言都至少有由名词性词语和动词性词语构成的句子（鸟儿飞） 

（二）一切语言都有形容词性词语修饰名词性词语（小鸟儿），副词性词语修饰形容词性词语

（很小） 

（三）一切语言都有办法把动词性词语全部或一部转成名词性词语；把动词性词语转成形容词

性词语 

（四）一切语言都有办法把几个名词性词语连在一起，把几个动词性词语连在一起 

（五）一切语言都有否定句和疑问句，都能够把某些句子变成祈使句 

（六）一切语言的名词性词语和动词性词语都至少有两种发生关系的方式 

 

第六章  文字和书面语 

第一节   文字和语言 

一、文字的作用 

（一）是指一个个的字； 

（二）记录有声语言的文字符号体系； 

（三）是一种辅助性的交际工具； 

（四）弥补了声音的不足； 

（五）扩大了语言的社会功能。 

二、文字有三个重要特点： 

（一）文字和思维——通过语言间接联系，即“思维——语言——文字”。 

（二）文字和图画——文字的材料是书写符号，借助视觉而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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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字和语言——文字是有声语言的辅助交际工具。 

在现代社会中，文字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文字虽然产生于有声语言之后，记载有声语言，是第二性的，但在现代社会中，书面语同口语

起着同样重要的交际作用。 

三、文字有表音的和表义的区分。文字有音、形、义三个方面。 

（一）音 

（二）形 

（三）义 

第二节 文字的起源、发展和改革 

一、文字的起源 

（一）人们经过了长期的摸索 

（二）象形文字的出现 

长期摸索之后，人民终于找到了一种较为有效的办法，那就是在记事图画的基础上简化图形，

用经过简化的图形作为符号进行记录，这就产生最早的文字——象形文字。 

二、文字就是标记语言的书写符号体系。它具有形、音、义三个要素。 

（一）字形是文字存在的方式，是把语言的听觉符号转变为视觉符号的主要手段 

（二）字音是以语音为依据 

（三）字义是以语义为依据 

（四）有的字代表一个音节，有的标记一个词，有的标记一个词素。 

文字的产生克服了语言的时间与空间的局限。 

三、文字的发展大略可分为两大阶段： 

（一）表意阶段 

除了汉字外，表意的词素文字还有古埃及的圣体字、古美索不达米亚的钉头字、中美洲的马亚

文字，但后来大都因不用而失传，只有汉字保持到今天，依然朝气勃勃。 

（二）表音阶段 

1、表音文字是用一套符号记录语言的声音。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有—个严整的语音系统，只要

用一套相应的符号去记录它，就能把语言中所有的单位表示出来，因此，较为简单、合理。 

2、音节文字是用一个符号表示一个音节的文字。典型的音节文字是日本的假名，假名用一个

符号代表一个音节。假名有两种字体： 

（1）草书叫平假名 

（2）楷书叫片假名 

3、音位文字又叫音素文字或拼音文字 

（1）它有表示辅音音位的字母 

（2）也有表示元音音位的字形。 

希腊文、拉丁文、英文、俄文都属这—类文字。我们汉语拼音以及新创造的民族文字也是音位

文字。 

四、词段文字和词素文字 

（一）词段文字比起语段文字大大前进了一步，只有到了词段文字才能算真正的文字；词段文

字主要记录实词。 

（二）词素文字也叫语素文字，是指记录到词素(有的既可当词素，又可当词)单位的文字，它

比词段文字(象形文字)又进了一步； 

词素文字既能记录实词素，也能记录虚词素，  

五、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起源和发展的过程和人们对语言结构不断深化的认

识恰好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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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目前，我国汉语教育要教会学生能用表意文字——方块汉字，又能使用拼音文字——汉语

拼音，这两种文字都将在我国长久生存下去，互为补充。 

 第三节  书面语 

一、口语和书面语的定义和特点 

它们都是语言运用的两种形式 

（一）定义 

1、口语指口头语言，也就是人们口中说的话； 

2、书面语是指用文字写下来的话，即文字记录的语言。 

（二）特点 

1、书面语的特点是严格的、规范的； 

2、口语的待点则是比较灵活的。 

二、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 

（一）二者不平行——来源与脱离： 

口语相书面语不是平行的关系，口语是第一性的，书面语是第二性的。 

（二）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 

1、使用条件不同 

2、变化速度不同 

3、念稿和说话有区别 

第四节  文学语言和语言的规范化 

一、文学语言 

（一）文学语言是在全民共同语基础上规范化了的语言，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 

（二）它用于国家机关的公文、报刊、文学作品等方面 

（三）文学语言对全民语来说是统一的 

（四）文学语言是规范化的语言 

（五）文学语言是经过加工的书面语 

1、它一方面在书面语的基础上提炼加工 

2、另一方面还从口语中吸收营养，不断充实自己，并通过文艺创作提高共同语的水平 

（六）文学语言主要用于书面形式，但也有口头形式 

文学语言由书面形式转化为口头形式之后，在用词造句方面也要有所变动，以适应朗读的需要。 

二、语言规范化 

（一）语言规范化定义 

1、指的是确定某一种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的标准。 

2、这个标准通过语言研究的著作(语法书、语音书、词典等)明文规定下来，让人们共同遵守，

用它进行更有效的交际，使语言循着一条正确的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 

（二）语言规范化要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1、书面语； 

2、广播语言； 

3、电影和戏剧语言； 

4、学校的语文教育，使它们符合规范化的要求。 

（三）语言规范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面发展的，而且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合乎规范的，在另一个

历史时期就可能发生变化，不再是规范的了。 

1、文艺作品的语言规范问题值得注意 

2、文艺作品的语言是文学语言，也就是合乎规范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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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言学家（十一） 

第七章 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第一节  语言发展的原因和特点 

一、语言发展的外因——社会的发展 

语言的发展变化是社会属性所决定的，是语言作为交际工具这一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具体表现

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词义的概括性加强 

1、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 

2、认识的发展，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两者是相互促进的。 

3、随着抽象思维的发展也要求语言发展，而语言的发展又是抽象思维发展的具体体现。 

（二）语言结构日趋严密 

1、社会的生产和认识的发展促进了整个语言结构的发展 

2、语言要不断地向前发展 

3、总之，社会发展是语言发展的基本条件 

（1）社会的发展使词义的概括性不断加强 

（2）社会的发展使语言结构日趋严密 

二、语言发展的内因——语言系统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l、区分语言的整体变化和语言系统的内部矛盾变化这两种现象 

要区分开两种不同的现象： 

（1）语言的整体的发展与变化，它直接取决于社会的历史发展； 

（2）语言内部结构、语言成分和范畴的发展，它与社会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由于语言内部

的矛盾发展的结果。 

2、语言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矛盾 

    语言三要素之间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一个发生变化，另就会跟着发生变化，从而使语言

向前发展。 

（1）语音演变引起词汇的发展 

（2）语法的变化引起语音的变化 

（3）词汇的发展引起语法的演变 

另外，同样的社会条件、自然条件，不同语言发展的情况是不同的。 

总之，语言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矛盾，使得语言不断地向前发展，各个要素之间是彼此对

立、彼此联系和彼此制约着的。其中有一个变化就必然引起其它要素的变化，进而引起整个语言系

统的变化。 

三、语言发展的特点 

语言在历史发展中有以下五个持点： 

（一）语言发展的渐变性 

语言变化是缓慢的。因为某种语言突然变为另一种语言，会使人们的交际和思维都无法进行，

所以突变是不可能的。 

（二）语言发展的社会性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这一待点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 

（三）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 

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指的是语言三要素：语音、词汇、语法发展的速度，有快有慢，不是齐头

并进的。 

1、一般词汇的发展是最快的。 

词汇处于经常性的变动之中，它几乎是每日每时都在变化，因为新事物的出现就要产生新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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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旧事物的消失，表达旧事物的词也就逐渐消失，从而成为语言中发展和变化最快的一部分。 

2、语法的发展是最缓慢的 

语法结构与一般词汇相比，变化要慢得多，具有极大的稳固性，主要表现在语法的继承性上面。

比如说，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虽然有质的变化，但基本的语法结构继承下来了。 

3、语音变化是比较缓慢的 

语音变化比语法快，但比词汇慢得多。 

4、语言成分发展中的一致性 

语言成分发展中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类推作用上。所谓类推作用是指一些语言成分要和另一些

语言成分相一致。 

5、语言发展的抽象性 

（1）抽象化：较为抽象化的语言成分大都是由较为具体的语言成分发展而来的。就是原来是

具体的，发展到现在变成抽象的了。 

（2）区分化：人类最初使用的是非分解性的语言单位，就是区分不出语音、词汇和语法。当

时语音也就是词，也就是句段。 

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一些语素、词、词组、句子是逐惭形成的，逐渐区分开的。 

总之，抽象化和区分化两个方面是同时起作用的，它们各自向自己的方向发展。 

第二节 语言的分化 

一、语言随着社会的分化而分化 

（一）社会方言的概念 

（二）社会的分化 

（三）社会的分化导致语言的分化，出现地域方言 

（四）方言形成以后，就一方面保持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又服从自己所丛书的语言的发展趋势。

如果社会完全分裂，方言就发展成独立的语言。它们之间成为亲属语言。 

二、社会方言 

（一）社会方言是言语社团的一种标志 

（二）语言中有多少社会方言？——年龄上的分化 

1、上海 

2、北京 

（三）社会方言的特点 

1、语音 

2、词汇 

3、语法 

（四）黑话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方言 

（五）一个人可以同时掌握几种社会方言 

（六）同一言语社团的人并不是固定使用一种语言形式 

（七）社会方言及其风格变体是语言的支流     

三、地域方言 

（一）地域方言与社会方言的区别 

（二）划分地域方言的依据 

1、主要是语音 

2、其次是词汇 

3、语法的差别较小 

（三）方言下还可以分“次方言”，“次方言”下还可分“土语” 

1、次方言 



5109 

2、土语 

（四）确定方言身份的时候要同时考虑两方面的因素 

1、同义的社会 

2、语言本身的差异 

（五）根据方言间的语音差异，汉语可分七大方言 

1、北方方言 

2、吴方言 

3、湘方言 

4、赣方言 

5、客家方言 

6、粤方言 

7、闽方言 

（六）方言间的词汇差异主要表现为名异实同 

（七）语言的分化 

语言的分化过程，是指各方言之间、各亲属语言之间差别扩大，语言增多的过程。 

方言是语言分化的结果：方言是全民语的分支，常见的有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 

1、地域方言：是全民语的地域变体 

在地域广、人口多的国家多数都有地域方言 

2、社会方言：是全民语言的社会变体 

（1）在人类社会中，由于人们的地位、职业、文化程度等不同而形成各种不同的社会集团，

每个社会集团的人说话都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一般所说的社会方言。 

（2）在社会行业中，社会方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愈来愈显示出重要意义，可以说每个行业

都有自己的行业语，科技部门都有自己的科学术语。 

（八）言的形成有三个原因 

1、地理条件 

不同的地区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人们的交际很不方便、日积月累，语言间的差异愈来愈大就形

成了方言。 

2、政治经济条件 

不同地区政治、经济联系逐渐减少，语言的差别就愈来愈大。 

3、语言内部变化 

语言为适应社会需要必须不断地吐故纳新，改善其结构。 

（九）研究方言的意义 

1、对推普有重要意义 

2、便于联系当地群众 

3、对研究语言的历时有重要意义 

四、亲属语言和语言的谱系分类 

（一）对“亲属语言”的定义 

1、法、意、西、葡、罗等共同来自拉丁语，是亲属语言 

2、英、德、荷兰、瑞典、丹麦等共同来自日尔曼语，是亲属语言 

3、俄、保、捷、波、塞尔维亚等共同来自古斯拉夫语，是亲属语言 

4、拉丁语、日尔曼语、古斯拉夫语、梵语都来自原始印欧语，是亲属语言 

（二）语言的谱系分类 

1、凡是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组成一个语系 

2、同一语系的语言还可以根据它们的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分为语族、语支、语群等 

（三）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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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系有九种 

2、印欧语系是研究得最充分、最深入的一个语系 

3、汉藏语系究竟可以分为几个语族和语言 

4、我国境内还有一些系属不明的语言 

第三节  语言的统一 

一、语言的统一过程，各方言、亲属语言之间的差别缩小，不同语言相互混合，语种减少的过

程。语言随着社会的统一而统一。 

（一）语言的统一除了不同的方言集中为统一的民族共同语之外，还有异族语言的交融。     

（二）共同语是语言统一的结果 

（三）共同语是指社会的全体成员多共同使用的语言，即在统一的社会中操各种方言的人彼此

交际时共同使用的语言，也叫全民语言。 

不同方言区的人们，由于方言不同彼此之间交际时往往发生很大困难，这就要求有一种共同的

语言用作各方言之间的交际工具。 

（四）共同语是以一个方言为基础吸收其它方言的有用成分形成的 

1、共同语一般是以基础方言的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为基础 

2、而语音却以基础方言的某一地方的语音系统为标准 

（五）共同语有两种形式 

1、一是口头形式 

2、一是书面形式 

方言一般没有书面形式，共同语的书面形式在社会发展中作用很大，尤其是在交通不发达的时

期和地域，它是国家行政、经济、交通和文化等活动的主要交际工具。 

语言统一中出现的一些特殊形式 

二、世界语言 

人类发展到现代，国际交往和协作更为频繁，人们感到语言不通是个很大的障碍。 

因此，需要有个国际通用的语言，但这种语言的形成还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四、语言学家（十二） 

第八章 语言的接触 

第一节  语言成分的借用与吸收 

一、借词 

（一）借词 

（二）借词不同于意译词和仿译词 

1、意译词 

（1）用本族语言的构词材料和规则构成新词 

（2）把外语里某个词的意义移植过来 

2、仿译词 

（1）用本族语言的材料逐一翻译原词的语素 

（2）不但把它的意义，而且把它的内部构成形式也转植过来 

（三）汉族自古和其他民族交往，从外族语借入词语 

（四）借词在汉语的词汇中比重不大，而在英语中却占很大的数量 

（五）音译加意译 

（六）借词如果适合使用的需要，有时甚至能在长期的竞争中战胜本族词，取而代之。 

（七）在词的借用过程中还可能有借出去的词再借回来的现象 

（八）借词是民族关系的一种见证，是研究民族发展史的一项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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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结构规则的借用 

（一）借词虽然音义都借自外语，但语音、语法上还得服从本族语言的结构规则。 

（二）语言规则的借用 

1、有的语言增加了一些新的音位和复元音，有的语言的一些音位变体在汉语的影响下变成了

独立的音位。 

2、民家语等与语言在大多数情况下把原来的“主语——宾语——谓语”的结构次序改变为和

汉语相同的结构规则 

3、状语的构词规则也变得与汉语相同了 

第二节  语言的融合 

一、语言系统的排挤与替代 

（一）语言融合 

1、是随着不同民族接触或融合而产生的一种语言现象 

2、指一种语言排挤和替代其他语言而成为不同民族的共同交际工具 

（二）语言融合是不同语言系统的排挤和替代 

（三）语言融合是不同语言统一为一种语言的一条重要途径 

（四）语言融合的意义 

1、巩固国家统一 

2、巩固民族团结 

3、促进人民往来 

二、语言融合的原因 

（一）政治上是否处于统治地位并不是决定因素 

（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是一种语言在竞争中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北魏孝文帝的汉文化政策是我国历史上语言融合的一个有名的例子 

（三）语言融合还需要一个客观条件，即各族人民必须生活在同一地区，形成杂居局面 

1、匈奴与晋人杂居促成语言融合 

2、氐、羌等族与汉人杂居促成语言融合 

3、鲜卑、契丹、女真等与汉人杂居促成语言融合 

三、自愿融合和被迫融合 

（一）自愿融合 

1、隋唐以前，以自愿融合占优势 

2、“五胡”时期的融合 

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融合 

（二）被迫融合 

1、隋唐以后，被迫融合占优势 

2、契丹与汉的融合 

3、女真与汉的融合 

四、融合的过程 

（一）语言融合过程一般是从双重语言现象到最后完成语言的统一 

（二）双语现象 

1、如果两个民族向融合的方向发展，最终会完成语言的融合 

2、如果两个民族向分离的方向发展，最终就继续各说个的语言 

3、在双语现象阶段，必然会产生语言间的相互影响 

4、双语现象时期语言间的相互影响可以在文字中找到一些线索 

5、随着一种语言的消亡，这种痕迹就成为两种语言融合的历时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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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语言接触的一些特殊形式 

一、“洋泾浜” 

（一）“洋泾浜”名称的由来 

（二）“洋泾浜”是出现在世界好多通商口岸的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不是中国特有 

（三）是当地人在和外来的商人等打交道过程中学来的一种变了形的外语 

（四）只有口头形式，用于和外国人交往的特殊场合，没有人把它作为母语或第一语言 

（五）中国的“洋泾浜”英语特点 

1、语音上：往往用 l代替 r；以辅音收尾的词被加上元音 

2、只用词干来造句，英语中的数、格、人称、时、体、态等变化都消失了 

3、词汇成分基本来自英语 

（六）世界上现存最有活力的“洋泾浜”是广泛使用于新几内亚的 Tok Pisin。 

（七）“洋泾浜”的产生与前途 

1、产生——与十七世纪以后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有联系，是语言接触中的畸形现象 

2、前途 

（1）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消亡 

（2）发展魏混合语，成为某一地区人民通用的交际工具 

二、混合语 

（一）来源：洋泾浜→混合语 

（二）克里奥耳语 

（三）洋泾浜与克里奥耳语的异同 

1、共同点 

2、不同点 

三、国际辅助语——世界语 

（一）特点 

1、词汇材料 

2、语法规则 

（二）世界语的国际性 

第九章 语言系统的发展 

第一节  语音的发展 

一、语音发展的线索 

语音发展的重要线索和途径 

（一）方言或亲属语言差异的比较。 

如：汉语有些方言的声母分尖、团，有些方言不分，这为研究语音的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二）记录了语言的过去状态的文字 

1、可以从诗文的用韵中看到古音的痕迹 

2、对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来说，形声字是一项重要的资料 

3、从古代的借词中还可以探讨古音 

4、不同时期的借词的语音考订等都是研究汉语方言的复杂性和浩繁的书面文献资料，是研究

汉语演变的丰富“矿藏” 

二、语音演变的规律性 

（一）汉语浊音清化的规律 

1、浊擦音和同部位、同方法的清音合并 

2、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在与相应的清音合并时又依声调的平仄而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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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声的浊塞音、浊塞擦音和相应的送气清音合并 

（2）仄声的浊塞音、浊塞擦音和相应的不送气清音合并 

（二）音变规律的特点 

1、变化有一定条件的限制 

2、时间性 

3、地区性 

三、语音对应关系和历史比较法 

（一）不同方言之间存在着对应规律 

这种对应不仅存在于韵母中，也存在于声母和声调中 

（二）亲属语言之间也存在着语音对应关系 

人们正是根据这种有规律的语音对应关系来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的 

（三）方言之间或亲属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为研究语言的历史发展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 

第二节  语法的发展 

一、组合规则的发展 

（一）古今语序的改变 

1、印欧系语言 

（1）大多由“宾——动”型变成“动——宾”型 

（2）关系从句从主词之前移到主词之后 

2、汉语词序特别重要 

（1）宾语“是”前置 

（2）疑问代词作宾语或人称代词在否定句中作宾语，由动词之前移到动词之后 

（3）偏正结构里“大名＋小名”变为“小名＋大名” 

（二）语法组合规则的演变，主要表现在五四以后受西方语言影响 

1、汉语中的从句出现后置情况 

2、在复合句的中间还可以用“××说”之类的语句隔开 

二、聚合规则的发展 

（一）聚合规则的演变主要表现为形态的变化 

1、原始印欧语演变到今天 

2、汉语 

（1）实词的句法功能比古代确定 

（2）词类的界限比古代清楚 

（3）在历时发展中出现了特有的量词 

（4）开始出现构词词缀和表示类似体的意义的构形语素 

（二）语法范畴的消长 

（三）词类的发展 

（四）语法中的聚合规则和组合规则有密切关系 

一方面的变化往往引起另一方面的变化 

三、语法发展中的类推作用 

类推在语法演变中的重要作用 

（一）“类推作用” 

（二）其作用可以使一些不规则的形式规则化 

（三）类推作用导致的与反类推的拉锯现象 

第三节  词汇和词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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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词的产生和旧词的消亡 

（一）新词的产生 

新词的产生与现实中出现新的事物有联系 

构成新词的材料： 

1、少数从外语借来 

2、多数利用语言中原有的语素按照固有的构词规则构成 

3、完全新创的词是很少见的 

（二）旧词的消亡 

1、引起旧词消亡的原因 

（1）旧事物的消失是 

（2）词汇系统的变动 

（3）认识的变化 

二、词语的替换 

（一）词语替换的特点 

（二）词语替换的原因 

1、社会因素 

2、语言系统内部的原因 

（三）基本词汇里有些词也在缓慢地更新 

（四）词语的替换往往不是孤立发生的 

（五）词语的替换有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词义演变 

（一）词义的扩大 

（二）缩小 

（三）转移 

四、语言学家（十三）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Ⅰ 

课程号：30705042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中文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系统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和重要

作家作品，通过对作家作品的讲解和大量阅读，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提高对文学的感受能力。

通过课堂讨论，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提高对文学作品的鉴别、评判能力，为《中国当代文学现象研

究》等后续课程，进入到文学研究阶段打下良好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4学时 

知识单元 1：中国现代文学史概说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学的现代化 

2．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十年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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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大概状况。重点及难点为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 

作业：思考： 

1、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大致状况是怎样的？ 

2、第一个十年有哪些文艺思潮？ 

3、文学的现代化是以哪些现象为标志？ 

4、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特点有哪些？ 

知识单元 2：第一个十年的文艺思潮和运动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文学革命的发生 

2．文学社团 

学习目标： 

了解第一个十年的文艺思潮和运动。重点及难点为第一个十年的文艺思潮。 

作业：思考： 

1、文学革命发生发展的过程是怎样的？ 

2、《新青年》有哪些特点？ 

3、文学研究会的特点有哪些？ 

4、创造社的文学口号以及社团特点？ 

知识单元 3：第一个十年的小说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民国通俗派小说以及问题小说 

2．人生写实派小说以及现代抒情小说 

学习目标： 

了解第一个十年的文艺思潮和运动。重点及难点为第一个十年的文艺思潮。 

作业：思考： 

1、民国通俗派小说的特点是什么？ 

2、如何解读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作品？ 

3、人生写实派的重要作家作品有哪些？ 

4、如何解读郁达夫的作品？ 

5、现代抒情派的重要作家作品有哪些？ 

知识单元 4：鲁迅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鲁迅的思想与创作经历 

2．鲁迅小说的思考 

学习目标： 

了解鲁迅创作状况。重点及难点为鲁迅小说中的深刻意蕴。 

作业：思考： 

1、鲁迅有哪几部重要的小说集？ 

2、鲁迅小说中的深刻意蕴？ 

3、如何解读《狂人日记》和《阿 Q正传》？ 

4、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和农民分别有哪些特征？ 

5、鲁迅小说在叙事方式上有哪些开创意义？ 

知识单元 5：第一个十年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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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学的现代化 

2．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十年 

学习目标： 

了解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大概状况。重点及难点为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 

作业：思考： 

1、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的大致状况是怎样的？ 

2、第一个十年有哪些文艺思潮？ 

3、文学的现代化是以哪些现象为标志？ 

4、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特点有哪些？ 

知识单元 6：现代文学中的儿童文学运动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幻想精神以及现实精神 

2．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儿童文学运动 

学习目标： 

了解现代文学中的儿童文学创作状况。重点及难点为对叶圣陶、冰心等人儿童文学作品的解读。 

作业：思考： 

1、中西儿童文学发展的源头分别是怎样的？ 

2、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幻想精神为什么会缺失？ 

3、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儿童文学运动是怎样的？ 

4、如何解读叶圣陶的《稻草人》？ 

知识单元 7：第二个十年的文艺思潮以及茅盾、巴金的创作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二个十年的文艺思潮 

2．茅盾以及巴金的创作 

学习目标： 

了解第二个十年的文艺思潮。重点及难点为对茅盾、巴金等人作品的解读。 

作业：思考： 

1、第二个十年有哪些文艺思潮？ 

2、茅盾的创作特点是什么？ 

3、如何解读小说《子夜》？ 

4、巴金的创作特点有哪些？ 

5、如何解读《家》和《寒夜》以及其中的“多余人”形象？ 

知识单元 8：老北京文化与老舍创作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老舍的创作以及老北京文化 

2．老舍对老北京文化的思考 

学习目标： 

了解老北京文化的总体特征以及老舍创作的特点。重点及难点为对老舍作品的解读。 

作业：思考： 

1、老北京文化的重要特征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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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舍的创作特色是怎样的？ 

3、老舍对老北京文化以及老北京人有哪些思考？ 

4、如何解读《骆驼祥子》？ 

知识单元 9：左翼、京派和海派小说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左翼小说的创作 

2．京派和海派小说 

学习目标： 

了解左翼、京派和海派小说的特点。重点及难点为对沈从文和穆时英等作家作品的解读。 

作业：思考： 

1、左翼小说有哪些代表作？ 

2、如何解读萧红的小说？ 

3、京派文人的特点是什么？ 

4、如何解读沈从文的小说《边城》？ 

5、海派小说的特点是什么？ 

知识单元 10：第二个十年的通俗小说以及诗歌和散文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二个十年的通俗小说 

2．第二个十年的诗歌和散文 

学习目标： 

了解第二个十年的通俗小说以及诗歌和散文创作的特点。重点及难点为对通俗小说和诗歌的解

读。 

作业：思考： 

1、三十年代的通俗小说有哪些特点？ 

2、如何解读张恨水的小说？ 

3、第二个十年的诗歌创作有哪些特点？ 

4、现代派诗歌的代表诗人有哪些？分别有哪些特点？ 

3、如何解读林语堂的散文？ 

知识单元 11：戏剧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现代戏剧的发展以及创作 

2．曹禺戏剧 

学习目标： 

了解第现代戏剧的发展状况以及几位重要戏剧家的创作。重点及难点为对曹禺戏剧的解读。 

作业：思考： 

1、戏剧的发展历程是怎样的？ 

2、现代文学史上著名戏剧家有哪些？ 

3、丁西林的戏剧特色主要有哪些？ 

4、如何解读曹禺的戏剧？ 

5、曹禺戏剧的艺术特色是什么？ 

知识单元 12：四十年代的小说 

参考学时：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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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四十年代文学概况 

2．张爱玲及钱钟书的小说 

学习目标： 

了解四十年代的文学状况及张爱玲和钱钟书的小说创作特点。 

作业：思考： 

1、四十年代的文学概况是怎样的？ 

2、张爱玲的小说有哪些艺术特点？ 

3、钱钟书的小说有哪些特点？ 

4、如何解读《金锁记》？ 

知识单元 13：四十年代的诗歌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艾青以及七月派诗人 

2．校园派诗人群以及中国新诗派 

学习目标： 

了解四十年代的诗歌创作以及重要诗歌流派 

作业：思考： 

1、四十年代的诗歌创作是怎样的？ 

2、如何解读“中国诗歌派”和“校园诗人群”的诗歌？ 

3、冯至和穆旦对新诗做出了哪些贡献？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中国现代文学史概说 4  

2 第一个十年的文艺思潮和运动 4  

3 第一个十年的小说 6  

4 鲁迅 6  

5 第一个十年的诗歌 4  

6 现代文学中的儿童文学运动 4  

7 第二个十年的文艺思潮以及茅盾、巴金的创作 4  

8 老北京文化与老舍创作 6  

9 左翼、京派和海派小说 6  

10 第二个十年的通俗小说以及诗歌和散文 4  

11 戏剧 6  

12 四十年代的小说 6  

13 四十年代的诗歌 4  

14    

15    

16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中国当代文学现象研究》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一、系统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和重要作家作品；二、通过对作家作品的讲解和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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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提高对文学的感受能力；三、通过课堂讨论，引导学生独立思考，

提高对文学作品的鉴别、评判能力，为进入到文学研究阶段打下良好基础。 

难点：了解作家的创作思想及其与时代思潮的关系，提高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和评判能力。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平时作业。 

教学手段： 

1.ppt展示 

2．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

容有：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5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学科教材一致。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杨联芬：《中国现代小说导论》，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年 1版 2-5页。 

2、陈思和：《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年 1版 1-7页。 

3、唐韬、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 1版 2-4页。 

4、吴宏聪、范伯群：《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年 2版 3-7页。  

执笔：金莉莉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6日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下） 
Chinese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Ⅱ 

课程号：30705043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中文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系统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和重要作家作品； 

2、通过对作家作品的讲解和大量阅读，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提高对文学的感受能力； 

3、通过课堂讨论，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提高对文学作品的鉴别、评判能力，为进入到文学研

究阶段打下良好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文学的转折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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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了解当代文学的发生和形成过程、五十年代初期的文学概况和文坛事件。重点及难

点为如何评价建国初期的文学现象。 

第一节   当代文学规范的形成 

1949 年作为重要的历史时刻宣告了新国家的建立，但文学主流的确立却不是从这一天开始，

而是始于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学和战争时期文学。 

四十年代因为战争局势的变化，文学被相应地划分为三个区域：沦陷区的殖民地文学，如张爱

玲等；国统区文学，包括大部分现代文学作家；根据地和解放区文学，如奔赴延安的丁玲、何其芳，

农民作家赵树理等。那个战争年代共产党主导的文学形式以及毛对文学标准的规定起初局限在根据

地和解放区，随着 1949年的到来，其控制的地域扩大到整个大陆。 

第二节   分化的作家心态 

当整个文学话语被国家权力统一为一种方式时，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面对新政

权，各自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这其中分成了三类： 

（一） 第一类作家 

作家主要来自左翼文学阵营和长期配合共产党进行政治斗争的进步民主人士以及来自解放区

的作家，他们有一种当然的胜利者的喜悦，尽管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也会屡屡遭受各种意想不到的

烦恼，但依然将新政权看作自己长期追求的理想的实现，放声歌唱新政权。比如郭沫若、郭小川、

贺敬之等。 

（二）第二类作家 

作家是一批数量众多的游离于政治斗争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直坚持独立的理想追求，受到五四

时代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影响，不满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状，所以对于历史大变革报有期望，

但又并不了解新政权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而怀着谦卑的态度力求接近新的时代要求。比如老舍、巴

金、曹禺等等，积极努力地希望融入新时代，对过去的创作作出深刻的自我批评和完全的改写。 

（三）第三类作家 

作家是那些曾经在历史上与共产党或左翼运动发生过冲突，在感情上对新政权格格不入，但有

希望与新政权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们的内心是相当紧张的。比如沈从文、无名氏。这类作家大多自

觉退出文坛，隐居民间，从事大量的潜在写作。 

第三节   二十七年文学发展概况 

梳理自建国至文革期间的文学发展脉络及特点。 

第四节   五十年代初期的文坛事件 

一、两篇受批判的小说 

（一）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 

最早反映革命者进城之后生活和思想变化的小说，题材具有相当的现实性意义。 

（二）路翎《洼地上的“战役”》 

50 年代初期，出现了一批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这也是当时属于正面题材、重大题材，

比如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杨朔《三千里江山》、巴金《生活在英雄们中间》等。其中魏的作品

被认为是那个时代同类题材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而路翎的小说和不一般。他是四十年代“七月派”小说的首席作家和集大成者，善于探讨动荡

时代人物内心的痛苦精神历程，在当时文学要大众化、民族化的主流中已经具有了某种另类性质。

其长篇小说《财主家的女儿们》被认为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事件”。 

1953年至 54年间，路翎发表一系列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它不同一般的写作方式和

心灵探索受到很多读者的喜爱，产生了一股“路翎热”，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洼地上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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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另类诗人的困境 

“九叶诗人”、“七月派”诗人的遭遇。很多成名作家和诗人在那个颂歌时代也曾真诚地写过一

些紧跟时代的作品，深刻地检讨过自己过去的人生观和创作思想，并且为表明自己追随新时代的真

诚，把自己曾经著名的作品进行迎合时代的改写。 

学习目标： 

1．掌握建国后的文学发展与 40年代文学的关系。 

2．对一些重要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评价。 

作业（思考题）： 

1．当代文学发生的过程是怎样？ 

2．当代文学初期文学规范的形成是怎样的？ 

3．作家心态发生了哪些分化？ 

知识单元 2：十七年小说（上）——赵树理的创作及农村题材小说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了解当代农村小说的创作形态，熟悉赵树理的创作及农村题材的文学。重点和难点

为对赵树理小说的分析。 

第一节   农村小说的当代形态 

与以前的包括被称为“乡土小说”在内的农村小说相比，这个时期的农村小说的面貌，发生了

许多变化。茅盾谈到 40 年代“国统区”作家的创作时说，“题材取自农民生活的，则常常仅止于

描写生活的表面，未能深入核心，只从静态中去考察，回忆中去想像，而没有从现实斗争中去看农

民”(注：茅盾《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

念文集》)。这一“检讨”性的概括，实际上指出了五六十年代农村小说艺术形态的两个发展趋势。

一是对表现“现实斗争”的强调，即要求作家关注那些显示“中国社会”面貌“深刻的变化”的斗

争，而这通常上指的是当时开展的政治运动。这种转变在“解放区”的小说中已经开始，当代农村

小说承续了这一取材趋向。在农村进行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事件，如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

民公社”运动、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等，成为表现的重心。乡村的日常生活，社会风习，人伦

关系等，则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作家的视野，或仅被作为对“现实斗争”的补充和印证。二是为了达

到描写上的“深入核心”，作家在立场、观点、情感上，要与自己的表现对象(农民)相一致。 

第二节   赵树理的创作 

比起 40 年代来，赵树理建国后的小说，确是“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多少失

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注：孙犁《谈赵树理》，1979年 1月 4日《天津日报》)。如果从作家

所处的环境而言，在战争年代，政治意识形态对写作的规范，仍存在着较大的“空间”，来有限度

地容纳作家的创造，容纳他的感性的、民俗文化的艺术想像；而赵树理那时对农村传统习俗和观念

所期望的更新，也与革命政治在农村所推动的变革，有许多重合之处。到了 50 年代，不仅文学写

作的规范更加严密，而且激进的经济、社会变革进程对农村传统生活的全面冲击，使“社会发展”

与“传统”的冲突，引发作家尖锐的内心忧虑。他的那种建立在对民俗、民间文化的体认基础上的

艺术想像，受到抑制而不能得到充分施展。正是忧虑于当代激进的经济、政治变革对农村传统生活

和道德的过度破坏，对建立在劳动之上的传统美德的维护和发掘，成为后期创作的主题。与《小二

黑结婚》、《传家宝》、《登记》、《三里湾》等表现“小字辈”挣脱老一辈的障碍而走向新生活不同，

在《套不住的手》、《互作鉴定》、《实干家潘永福》中，老一辈农民身上的品格，被叙述为年轻一代

最重要的精神传统。赵树理五六十年代的小说艺术，总体面貌与以前并无重大变化。然而，如评论

者所说，这些“渊源于宋人话本及后来的拟话本”的作品，由于作者对某一形式的“越来越执著”，

导致“故事进行缓慢”，有“铺摊琐碎”、“刻而不深的感觉”。 

第三节  其他农村题材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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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柳青《创业史》 

通过渭河平原下堡乡蛤蟆滩互助组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以及第五村人们在合作化运动中思想、

心理和行动的描写，指出了在当时农村贫富两极分化的严重矛盾状况下，开展互助合作运动，对农

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揭示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可能性和历史必然

性。 

二、周立波《山乡巨变》 

整部作品描写了从 1955年初冬到 1956年上半年间，湘南一个僻静的山村清溪乡农业合作化过

程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学习目标： 

1．掌握 17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兴盛与演进。 

2．掌握赵树理小说的创作特点。 

作业（思考题）： 

1．如何评价赵树理的小说？ 

2．简论关于梁三老汉与梁生宝的争论。 

知识单元 3：十七年小说（下）——百花文学及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了解“双百方针”时代的文学创作状况。重点和难点为对几篇重要小说的分析。了

解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特点，重点和难点是对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进行客观评价。 

第一节   百花文学及重要作品 

一、文学背景 

如果要研究五十年代的文学成就的话，对当代文学最有贡献的就是 1956年到 1957年夏天，因

为在这个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中共中央在由北京著名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参加的会议上提出

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因而“双百方针”的提出是解放后的一次重大事件，也是八十年代以前一次极其难得的思想“解

冻”时期，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发挥批判精神的热情空前高涨了。 

二、文学成就 

这直接带来了三个成果： 

一是鼓舞了一大批来自“五四”新文学传统下的老作家的创作，比如周作人、沈从文、汪静之、

陈梦家、穆旦等，还出版了徐志摩、戴望舒、沈从文、废名等作家的作品选，很多老作家翻译家还

以不同的方式对当代文学资源的狭隘提出了批评。这一批学贯中西的杰出的知识分子终于有了难得

自由呼吸的机会。 

二是提倡文学要写人性，恢复人道主义传统。 

三是出现了一批解释社会内部矛盾和宣扬个人情感的创作，显示出“双百方针”的巨大精神力

量。值得注意的是，首先突破禁区的并不是资深的、在文学界已确立了地位的作家，而是在四五十

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他们的成长环境、社会信仰、文学影响都与理想主义有关，因此他们的

“不成熟”也使他们还不能理解中国的复杂性，看到的只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但是年轻人固有的

善于思考和叛逆精神在这个稍显松动的时期却显得弥足珍贵。 

三、重要作家作品 

（一）干预政治生活的作品 

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李国文的《改选》等。 

（二）走进人性深处，表达年轻人对爱情的理解，并以此维护个人情感和价值。 

比如宗璞《红豆》、邓友梅《在悬崖上》、陆文夫《小巷深处》等。 

另外还有特写、诗歌等。 

第二节   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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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题材的角度看，“革命历史”题材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占有很大的分量和极重要的位

置。因而，50 年代开始，就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概念出现。1960 年，茅盾在中国作协第三

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的报告使用“革命历史题材”这一概念时，不仅指《红旗谱》、《青春之歌》这

类作品，而且也包括写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生活的《六十年的变迁》(李六如)、《大波》(李劼人)。

不过，在 50至 70年代，说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指的大致是“革命历史”；而“革命”，在大

多数情况下是指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鉴于这种情形，80年代有的研究者提出了“革命历史小说”

的概念，指出这一“文学史”命名所指称的作品，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

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的目的”。它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

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 

革命历史小说的主要作品，长篇有《铜墙铁壁》(柳青，1951)、《风云初记》(孙犁，1951-1963)、

《保卫延安》(杜鹏程，1954)、《铁道游击队》(知侠，1954)、《小城春秋》(高云览，1956)、《红

日》(吴强，1957)、《林海雪原》(曲波，1957)、《红旗谱》(梁斌，1957)、《青春之歌》(杨沫，1958)、

《战斗的青春》(雪克，1958)、《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1958)、《烈火金钢》(刘流，1958)、

《敌后武工队》(冯志，1958)、《苦菜花》(冯德英，1958)、《三家巷》(欧阳山，1959)、《红岩》(罗

广斌、杨益言，1961)等。短篇小说方面，孙犁、茹志鹃、刘真、峻青、王愿坚、萧平等，发表了

不少属于这一类型的小说，如《山地回忆》(孙犁)、《百合花》(茹志鹃)、《黎明的河边》(峻青)、

《党费》(王愿坚)、《三月雪》(萧平)、《万妞》(菡子)等。 

由于作家生活经验和艺术想像的差别，也由于所采用的叙述方式的不同，革命历史小说的形态

也有所不同。一些作家，在长篇小说中追求对于历史的“史诗性”把握。另一些作家，则加入一些

“传奇”因素，而接近现代“通俗小说”的模式。个别作家更愿凸显他的现实处境下的情绪，以之

作为对往事回忆的触发点。这些略有不同的处理，使革命历史小说比起同期的其他小说创作来，呈

现了略有变化的、多样的状貌。 

学习目标： 

1．掌握双百文学的代表作家作品及特点。 

2．掌握双百文学创作的两种倾向。 

3．掌握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代表作家作品及特点。 

4．掌握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两种倾向。 

作业（思考题）： 

1．干预政治和干预爱情的双百小说有哪些代表作品？ 

2．如何评价刘世吾这一人物形象？ 

3．表达史诗性追求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有哪些？ 

4．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有哪些？ 

知识单元 4：十七年诗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了解十七年诗歌的代表作家作品。重点和难点是对郭小川、贺敬之诗歌的理解。 

一、十七年诗人队伍构成情况 

十七年时期中国诗人的构成主要是三类：1、1949年以前已经成名的诗人。郭沫若、臧克家、

冯至、何其方、田间、艾青等。他们总体特点是调整诗风，以适应新的时期。2、来自解放区，是

诗坛主力。郭小川、贺敬之、闻捷等，在五、六十年代进入创作旺盛状态。3、青年诗人。公刘、

邵燕祥、李瑛、顾工等。  

二、代表诗人 

（一）郭小川 

在 50 年代中期，他写了几部最能体现这期间他的思想探索成果的叙事诗。在这些诗中，他开

始脱离单纯的“宣传鼓动员”的立场，诗中直露的政治抒情减少了，他把人的丰富思想感情做为开

掘的矿藏，开始表现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思考和发现。此时的郭小川虽然战士的身份没有改变，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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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露出诗人的自觉。他将诗中仍激荡的革命激情寄寓到故事的叙述中，寄寓到景物的描写中，把

诗的触角伸展到个人情感的领域。 

抒情中蕴含深刻的哲理是郭小川诗歌的一个显著特色。这一特色在他 50年代和 60年代诗作有

所不同。前期的诗作多把对人生、社会的理解提炼为闪烁思想火花的哲理，或以此作为诗歌的主题，

或以此警策全篇，画龙点睛。诗中常常可以见到带有哲理意味的警句，如“在我们的祖国中／困难

减一分／幸福就要长几寸，／困难的背后／伟大的社会主义世界／正向我们飞奔”(《向困难进军》)，

显得直露。后期的诗作则用象征的手法，使情、理、物融为一体，托物咏志，寓理于物，含蓄隐曲，

富有哲理。如《乡村大道》，诗人以乡村大道象征生活的大道、革命的大道、人生的大道，揭示了

只有经历人生的坎坷，才能开拓出“黄金的世界”的真理：“乡村大道呵，我爱你的长远和宽阔，

也不能不爱你的险峻和你那突起的风波；如果只会在花砖地上旋舞，那还算什么伟大的生活!哦，

乡村大道，我爱你的明亮和丰沃，也不能不爱你坎坎坷坷、曲曲折折；不经过这样的山山水水，黄

金的世界怎会开拓!”在《团泊洼的秋天》，中诗人也用了象征的手法，但比《乡村大道》更为隐曲，

这也是由当时的政治环境决定的。 

（二）贺敬之 

他的诗作是时代的颂歌。如《回延安》《十月颂歌》等。以敏锐的目光抓取时代的重大的事件、

主要的生活内容，而不去吟唱那些与人民无关的眼泪和悲伤。《回延安》表现延安的巨大变化，指

明延安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意义；《十月颂歌》是对新中国十周岁的礼赞。 

诗歌色彩鲜明，声音响亮。正如他自己所说：“为了表现革命的理想，表现共产主义的广阔胸

怀和英雄气概，……这需要更鲜明的色彩，更响亮的声音。诗人有最大的权利运用‘不平凡’的情

节，运用夸张、想象、幻想的形式。”  

（三）闻捷 

闻捷诗歌创作的艺术凭借，采取的是另一路径。在 40年代后期的战争中，作为一名随军记者，

他来到新疆，并在 50 年代最初的几年里，任驻疆的新华社记者。这个期间的生活和艺术经验的积

累，极大地影响了他后来创作取材和艺术方法的构成。在一个可供选择的“资源”相当有限的诗歌

环境中，他找到的虽说并不很宽厚，但也尚可供挖掘，而避免了李季、阮章竞在一段时间里的进退

失据。这指的是他对生活在新疆的哈萨克、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的生活风情、民间传说和诗歌的了

解。与此同时，那些写作“生活牧歌”的苏联诗人，如伊萨柯夫斯基、苏尔科夫等，在对生活材料

进行诗意的提炼和组织上，也给他以启示(注：何其芳在《诗歌欣赏》中谈到闻捷的《吐鲁番情歌》

时说，它“写的当然是我们的兄弟民族的生活，但在写法上却和外国有的诗人写青年男女们的爱情

的短诗有些相似”。《何其芳文集》第 5卷第 4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年版。)。1955年，闻

捷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五个组诗，其中，《吐鲁番情歌》、《博斯腾湖畔》、《果子沟山谣》，都与

新疆少数民族生活有关。这些作品连同其他的一些诗作，在 1956 年结集为《天山牧歌》出版。它

们用牧歌的笔调来处理“颂歌”主题，并发挥了闻捷长于“叙事”的艺术处理方法的才能。在《苹

果树下》、《志愿》、《猎人》等短诗中，作者努力建立一个完整的、首尾呼应的结构，并在对“事件”、

“细节”的单纯化的提炼中，来增加情感表达的空间。 

（四）九叶诗人 

在 40 年代，由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辛笛、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等所构成

的诗派，无疑是当时中国最富活力的诗歌群体。这些各有自己创作特色的青年诗人，围绕着《诗创

造》、《中国新诗》等刊物而“集结”。他们面对的是新的社会现实和诗歌前景。他们既主张诗对于

这一“严肃的时辰”的迫近，也强调诗的艺术的尊严。他们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吸取营养，更从

20世纪西方“现代主义”中找到值得借鉴的艺术观念和表现方法。德语诗人里尔克、英美诗人 T.S.

艾略特、奥登等，是这些具有新锐势头的诗人所推崇和仿效的。在他们看来，中国新诗已不可能在

新月派那种浪漫诗风上继续作出有效的开拓，需要有新的题材和技巧。他们探索着“现代主义”与

中国现实的结合，并在诗的语言、技巧上进行了广泛的、令人耳目一新也令人讶异的试验。舍弃感

伤、肤浅的陈词滥调，运用清晰、结实的“现代白话”，在词语的创造性组织中，来表达现代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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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代意识，揭示现象下面的复杂和深刻。这些诗人，连同冯至等在这期间的努力，有可能形成中

国新诗道路上的另一重要的转折点。 

（五）七月诗人 

主要诗人：胡风、阿垅、鲁藜、曾卓、邹荻帆、绿原、牛汉、彭燕郊、罗洛、徐放、胡征、芦

甸等。 

三、主要美学特征 

学习目标： 

1．掌握何为政治抒情诗。 

2．掌握十七年叙事诗、九叶诗人、七月诗人的创作。 

作业（思考题）： 

1．郭小川与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有何异同？ 

2．十七年诗歌的主要美学特征是什么？ 

知识单元 5：十七年戏剧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了解十七年话剧的代表作家作品。重点和难点是对老舍建国后剧作的阐释。 

一、话剧创作的起伏 

从文学的角度考察，作为综合艺术的话剧创作，其发展速度与水准，自然难以与小说、诗歌等

相匹比，然而自本世纪初话剧被移植到中国以后，经过几代戏剧艺术家的探索实践，已在中国大地

上深深扎下根，成为我国戏剧的组成部分，并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为其他艺术品种

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二、老舍 

老舍的作品大都取材于市民生活，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做全景式风俗描写，以此表达对文化批

判与民族性问题的关注。他所描写的自然风光、世态人情、习俗时尚，运用的群众口语，都呈现出

浓郁的“京味”。优秀长篇小说《骆驼样子》《四世同堂》便是描写北京市民生活的代表作。他的

短篇小说构思精致，取材较为宽广，其中的《柳家大院》《上任》《断魂枪》等篇各具特色，耐人咀

嚼。他的作品已被译成 20 余种文字出版，以具有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民族色彩，以及从内容

到形式的雅俗共赏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他为中国现代文学开拓了重要的题材领域。 

话剧方面，虽然老舍(1899-1966)在 40年代，写有《残雾》、《国家至上》(与宋之的合作)、《大

地龙蛇》、《面子问题》、《归去来兮》等话剧，不过，他的主要成就是在《骆驼祥子》、《离婚》、《月

牙儿》等小说上。五六十年代，他放弃小说，潜心戏剧创作的原因之一，是认为“以一部分劳动人

民现有的文化水平来讲，阅读小说也许多少还有困难”，而“看戏就不那么麻烦”(注：《老舍剧作

选 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年版)。从 1950年的写鼓书艺人命运的《方珍珠》开始，到 1965

年，一共有剧作 23部发表。如话剧《龙须沟》、《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茶馆》、

《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宝船》、《神拳》，以及曲剧、二人台、京剧、歌舞剧等样式的

创作多种。60 年代初期，开始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由于政治情势的骤变，只完成了 11

章。1966年“文革”开始后，受到残酷迫害，于 8月投水身亡。 

《龙须沟》写北京天桥附近下层百姓聚居区，“旧社会”统治当局对危及民众生命安全的污水

沟，不仅不加整治，反以修沟的名目，摊派捐税，敲诈勒索；“新中国”成立，政府便开始了整治

工程，而表现了“新政府的真正人民的性质”的主题。作品以强烈的对比手法，真实生动地反映出

龙须沟及其居民的今昔变化，谱写了一曲新时代、新社会的颂歌。 

《茶馆》借北京城里一个名为裕泰的茶馆在三个时期的兴衰变迁，来表现 19世纪末以后三个

时代长达 50年中国历史的风云变迁。作者以“葬送三个时代”为主题——每一幕都承担了一个“埋

葬”任务，作者也巧妙的应用了“埋葬三个时代”——中国所经历过的清朝、北洋军阀和蒋介石三

个统治时期。自《茶馆》问世以来，在国内多次公演，深受观众欢迎。周恩来总理也曾给于很高的

评价。《茶馆》以其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艺术上取得的杰出成就，使它成为“半个世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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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国话剧舞台上出现的第一流作品中最前列的几个之一”，“是我们社会主义戏剧战线的骄傲与

光荣”。《茶馆》是“我国社会主义的话剧艺术可以奉献给世界艺术宝库的瑰宝”。 

三、田汉、郭沫若、曹禺的历史剧 

《关汉卿》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铛铛的铜豌豆 

《蔡文姬》“文姬归汉”的故事 

《胆剑篇》（1961年）：取材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历史故事 

学习目标： 

1．掌握当代话剧的新变。 

2．掌握老舍、田汉、郭沫若建国后的创作。 

作业（思考题）： 

1．《茶馆》和《雷雨》的比较阅读。 

2．简论《关汉卿》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 

知识单元 6：文革文学及“地下文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了解文革时期文学及“地下文学”创作状况。重点和难点为对样板戏的评价和对“潜

在写作”文学作品的分析。 

第一节   文革文学 

一、文革文学的形成及两种存在形态 

50年代的小说一直是占据中心位置。但 1963年以后，戏剧的重要性受到强调，而且由于戏剧、

电影是普通老百姓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因此要发挥文艺的宣传教化功能，这几种形式无疑是首先要

考虑的。1964 年是改变中国文学艺术的重要一年，毛极为欣喜地观看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大

会”，像《智取威虎山》《芦荡火种》《红色娘子军》等剧目极好地展现出毛期待的那种文艺形式。 

政治文化代替了所有的文化，以“革命样板戏”为代表的“崭新”的文艺形态，也是文革时期

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文艺形态。 

两种存在形态：1、公开出版或演出的作品，如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上海《虹南作

战史》写作组的《虹南作战史》，南哨的《牛田洋》，革命样板戏等；2、秘密或半秘密状态写作、

传播的作品，即“地下文学”、“手抄本小说”，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靳凡的《公开的情书》，

赵振开（北岛）的《波动》，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等。 

二、样板戏 

（一）“样板戏”美学 

1、背景 

1964年京剧现代戏的演出在三年后被誉为“京剧革命”，并赋予它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伟大开端”的意义（实际上文革真正开始于 1966 年）。1967 年《人民日报》发表了《革命文艺的

优秀样板》社论，正式宣布《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八个剧目为“样板戏”。 

2、“三结合”与“三突出” 

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中心人物。 

样板戏利用传统的艺术形式转述了“革命”的意识形态，“三突出”的“美学原则”，用另外一

套符号满足了意识形态对文艺的要求，它以空前“净化”的方式，彻底肃清了当代非主流文艺要表

现生活的复杂性。生活不再是创作的源泉，特别是日常生活不再是文艺表现的对象，因为这些样板

戏没有一部与当下的生活有关。人的情感生活经过“三突出”被完全过滤掉了，一种空前“理想化”

的激情普及到各个领域，人们的精神生活里只剩下了“样板戏”。 

（二）样板戏的普及和文艺价值 

如今很多人以怀旧的心态重提样板戏，是因为如果抛开戏所传达的政治意识形态，最初的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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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戏确实集中了全国最好的演员、音乐家、舞蹈家、作家共同创作而成，其中很多京剧唱腔、芭

蕾群舞和独舞表演、音乐选段等等至今看来还是很优美的。 

第二节   文革中的“地下文学” 

一、文革中的“地下文学” 

（一）背景 

当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崇尚自由民主的传统被摧毁以来，大部分人隐匿到了民间进行“潜在写

作”，恰恰是近年来对“潜在写作”的作品进行大量挖掘后，才对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文学史有了全

新认识。 

（二）精英式的悲剧反抗 

“七月派”诗人曾卓、牛汉、绿原等人这一时期的创作则强化了生命意识，超越了自己 40 年

代创作中的强烈社会功利意识，而思考在沉重的压力下生命、死亡与背叛等主题。 

二、“地下文学” 

（一）老作家的创作 

老作家在受到迫害时的即兴创作以或曲折或直露的方式表达对文革专制暴政的反抗，比如廖沫

沙、杨沫等。更为重要的是，许多老作家们自觉地进行秘密创作。他们在解放前已经形成了自己的

人生观念和艺术风格，有着自己的精神资源，也有着对时代的独特体验与思考。因为他们的努力，

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传统才在黑暗的专制时代有所延续： 

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 

（二）穆旦 

40 年代最优秀的青年诗人穆旦 49 年以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在图书馆从事着整理图书、

甚至打扫厕所之类的繁重工作。但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翻译工作，文革期间译完拜伦的长篇巨制《唐

璜》和英美现代派诗歌。他去世前一年多时间里写下的三十多首诗歌，现在看来仍然属于文革“潜

在写作”中最优秀的诗歌。 

（三）年轻一代的觉醒 

文革期间年轻一代中的敏感者也开始萌生自己的独立思考，在 70年代进行了一些“地下沙龙”

“地下诗社”活动，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黄翔、食指、“白洋淀”诗派、赵振开（北岛）、张扬等。

这些潜在写作不但与文革中公开发表的文学大相径庭，而且也区别于五六十年代公开发表的作品。

这标志着年轻一代不但在精神上从一种“乌托邦”的狂热理想状态中觉醒，而且尝试着以自己独特

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考，也使这些作品具有一种清新的感觉。他们的诗有特定的

“发表”和传播方式。当时的社会控制和印刷等方面条件的限制，很少见到自编的刊物(即使是手

抄或油印)。诗主要靠小圈子传看、传抄的阅读方式传播。在 80年代以后的一些回忆文字中，也记

载了诗的作者在农村的土坑上向朋友朗读自己作品的情景。 

学习目标： 

1．客观评价样板戏。 

2．掌握“地下文学”的创作。 

作业（思考题）： 

1．样板戏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美学特征是怎样的？ 

2．简论“地下文学”的现代意识。 

知识单元 7：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环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了解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环境，尤其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文学环境的发展变化。 

1976 年 5 月 4 日，为纪念周总理逝世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著名的“四五”运动，而精神上被

憋得太久的人们用铺天盖地的诗歌形式一方面纪念，另一方面张扬的人性和要求自由民主的精神，

是对当代文学形成几十年以来的激进形式有力地、来自民间的反拨。此时“文革”文学全面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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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仅半年之后，文革浩劫也终于结束了。而文革结束以后的文学，也常被称为“新时期文学”。自

此，文学进入全面复苏。 

学习目标： 

1．思考市场经济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2．掌握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的文学概况。 

作业（思考题）： 

1．简论 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2．随着文学与政治的疏离，文坛出现了哪些分化？ 

知识单元 8：伤痕文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了解八十年代前期文学创作状况。重点和难点为对文学复苏时期伤痕文学的分析。 

一、 伤痕文学的兴起 

1977 年，当文艺界尚未普遍自觉地摆脱文革话语时，最早隐隐展现出这种文学复苏迹象的是

被称为“三只报春的燕子”的作品：白桦的剧本《曙光》、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徐迟的报告文

学《歌德巴赫猜想》，直接为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鸣不平。同时还有卢新华《伤痕》、张贤亮《吉

普赛人》、莫应丰《竹叶子》等等，被统称为“伤痕文学”。 

（一）刘心武 

80年代之后，刘心武的创作不是通过社会问题而带出人来，二是通过写人折射出社会问题来，

这也是 80年代以后刘心武创作中说教成分逐渐减弱、展示人生和人性的成分逐渐加强的原因。 

纵观刘心武的小说创作，可以看出这样三个特点：一是他特别关注社会问题，着力描写身边的

世相人生，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作家的敏感；二是热忱地赞美人性，呼唤人道主义，关注小人

物的命运，表现出宽广博爱的胸怀；三是始终保持理性思考和启蒙意识，以写实风格对社会现象冷

静地剖析。这三个特点经纬交织，将他的“伤痕小说”、“问题小说”、“都市小说”和“人情小说”

联为一体，在发展“人的良知”的爱心体验下显示出对人性探索的深刻性。 

（二）其他代表作家作品 

二、伤痕文学的讲述方式 

学习目标： 

1．掌握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作品及特点。 

2．思考伤痕文学的局限。 

作业（思考题）： 

1．为什么伤痕文学都有一个光明的尾巴？ 

2．什么是伤痕文学？ 

知识单元 9：反思文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了解反思文学创作状况。重点和难点为对反思文学流派的分析。 

一、“归来者”的历史反思 

仅仅停留于感性地揭露“文革”灾难显然是不够的，人们很快开始理性地反思灾难发生的原

因和人在灾难中的精神历程。于是短暂的“伤痕文学”热潮过后，开始了“反思文学”的热潮。 

（一）老作家的反思 

“文革”后知识分子激起巨大的政治热情，体现在文学创作中的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回

归，从最年长到最年轻的几代作家都以极大的勇气来面对现实人生，恢复了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这种回归首先表现在从现代文学走来的一批老作家的自觉创作。 

（二）“归来者”的反思 

这里的“归来者”主要指 50 年代开始走上文坛的一批作家如王蒙、刘宾雁、公刘、流沙河、

张贤亮、高晓声、方之、陆文夫、李国文、丛维熙等等。他们少年时代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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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的“革命资历”。但 1957年以后，他们的热情和思想锋芒受到了残酷的摧残，作品也受到

严厉批判成为“右派”。直到 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这批作家的作品选集《重放的鲜花》，

成为他们重返文坛的标志。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批“归来者”大多数人受到现代文学的影响，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

子主流一样，心系国家民族的未来，要求探索真理、感受生活的需要。 

二、代表作家作品 

反思小说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更趋成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进一步深化。在反思小说中，

作家对民族的苦难表现出这样的认识：“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次突发的偶然事件，其思想动机、

行动方式、心理基础，已存在于历史之中，它与当代社会、当代政治，以及民族的传统文化心理都

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思小说在揭示这个主题时，几乎涉及到建国以来的各个不同时期、各种不同领

域的社会历史问题，有的甚至是一些在当时被视为禁区的十分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 

当代“历史记忆”的主要书写者，是在 50 年代受到打击(胡风事件和反右派运动等)、有过二

十余年苦难生活经历的一批作家，如王蒙、张贤亮、李国文、从维熙、方之、陆文夫、高晓声、张

弦等。虽然批评家一般不用“伤痕”、“反思”等概念谈论诗歌等样式的创作，但牛汉、曾卓、公

刘、邵燕祥、流沙河、白桦、林希这一时间的作品，也有同样的历史创伤的主题。这些作家的多数，

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社会急剧转折时期确立他们的政治信仰、文学立场的。他们投身左翼的革命运

动，接受了关于人类理想社会的许诺，愿意以“阶级论”和“集体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也接

受文学对于政治的“服务”的文学观。不过，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阴

影”，通过俄国和西欧的古典作品，以及“五四”作家的创作，在他们身心中留下深刻的印痕，且

在某些时机，成为他们思想情感中的主导因素。他们“复出”之后，二十余年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创

伤记忆，很自然地成为小说取材的中心。在有些作家那里，甚至成为难以逾越的取材区域。 

（一）王蒙 

在“反思文学”思潮中，王蒙是最富于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家之一。他的一系列中短篇小说更关

注个人在严酷历史中的心灵感知和自我反省，因为这些哲理思辨的因素也增强了作者思考历史和艺

术表现的厚度，赢得了极大反响。但通读他的小说，会发现它们始终框定在两个视野中：一是关于

“青春”，一是关于“老干部”，偏重于表现经过严酷的政治洗礼的青春激情以及热忱的共产党人形

象，显示出对这一代人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的反思。小说的主人公一开始都具有独特年代所赋予

的理想化信念，并热情参与对这一“新世界”的创造。但这一“理想社会”不仅没能有力实践这一

信念，反而使献身者受到伤害和陷入精神上的迷误。在探索这一历史现象时，他的小说表现出一种

他和有的批评家所说的“辩证”观点。他不把历史的责任归于某一或某几个人，也不想以某种僵硬

的伦理观来裁决人、事。他竭力要从混乱中寻到秩序建立的可能，从负有责任者那里发现可以谅解

之处，也会在被冤屈、受损害者中看到弱点，和需要反省的“劣根性”。 

在他的长篇中，《活动变人形》是具有执著反省精神的长篇。它写倪吾诚的人生的失败，试图

表现在东西文化冲突中，知识分子身、心的困窘处境。作者曾说，这部小说他写得十分痛苦。这种

痛苦可能不只是来源于认识到的文化矛盾，更可能与设身处地的切肤之痛有关，流露出深刻的精神

上的失望。在这部长篇中，“封建文化”的残酷、野蛮的体现，更多由一组女性承担。缺乏谅解的

深层的记忆，使这些女性的“恶魔”性格，被细致而不留情地刻画得令人惊悚。 

（二）张贤亮 

张贤亮小说创作的重要资源是俄罗斯文学、资本论和他的“劳改经历”。1979 到 1984 年间，

他几乎每发表一篇作品，都能引起评价不一的“轰动效应”，这些作品是：《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土

牢情话》《肖尔布拉克》《灵与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和《习惯死亡》。落难的知识分

子是张贤亮可以塑造的主人公形象，在被流放、被监管的处境中，他的生存欲望（包括饥饿和性苦

闷）到了难以忍受的极限。 

（三）张弦 

张弦善于探索当代女性心灵悲剧。他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挣不断的红丝线》和《未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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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从“感情”的角度对知识分子、农民等各类女性的心灵世界进行深入挖掘，善于观察和刻画女

性心理，触及到了当代社会的许多重要问题。 

（四）高晓声 

高晓声一直专注于对农村改革过程中普通农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变动和滞后的观察、思考和

描绘。从《李顺大造屋》到《“漏斗户”主》，再到《陈奂生上城》系列，把对当代农民命运的思考

推进到更深的层面。由于作者成为“右派”后返乡务农，二十余年深处中国社会最底层，亲自品尝

过生活的不幸和屈辱，因此比一般作家更容易观察和发现农民在一个人的牺牲来表达对新社会热爱

时的精神麻木和顺从状态。尤其是在《陈奂生上城》中，作者这种“批判”和“反思”达到了当时

少见的高度。 

陈奂生的形象，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广大的农民阶层身上存在的复杂的精神现象：善良与软弱、

诚实与轻信、纯朴与无知、憨厚与愚昧、追求生活的韧性但又容易满足的浅薄、讲究实际又狭隘自

私等等。这样的人物在我们今天的农村比比皆是，高晓声的同情和善意的嘲讽，发出的沉重的慨叹，

颇具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哀其不幸，怒气不争”的精神传统。 

三、改革小说 

文学走出“伤痕”以后，几乎在“反思文学”的同时，被称为“改革文学”的思潮也兴起了，

1983-1984年间描写社会改革的作品大量涌现，形成了一个创作高峰。“改革文学”与“伤痕”“反

思”一样，同样是知识分子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政治热情的直接体现，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关注着相

当尖锐的经济、政治和伦理主题，在当时引起了一阵又一阵轰动。 

“改革小说”最早开始于 1979年蒋子龙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揭示旧

的经济体制与改革家的改革事业的矛盾冲突，畅想着“只要改革生产就能搞上去”的乌托邦神话。 

与《乔》同时还有剧作家沙叶新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中对理想的人民公仆的呼唤。1981

年张洁发表《沉重的翅膀》剖析了改革进程的复杂和艰辛，以及此过程中人们思想、道德和伦理观

念的变化。标志着改革文学进入第二个阶段。 

此时影响较大的小说还有苏叔阳《故土》、李国文《花园街五号》、柯云路《新星》等。 

学习目标： 

1．掌握王蒙、张贤亮、高晓声等人的反思文学创作。 

2．掌握反思文学对伤痕文学的深化。 

作业（思考题）： 

1．反思文学的局限是什么？ 

2．在反思文学中，你最喜欢的作家是谁，为什么？ 

知识单元 10：寻根文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了解八十年代中期文学的创作状况。重点和难点为对寻根文学代表作品的分析。 

一、文学寻根的背景 

当“伤痕”“反思”“改革”文学的热潮过后，很多作家希望重新建构新的文学空间和审美意识。

如果说 80 年代初期运用反传统和反封建的“启蒙话语”正好可以用来批判“文革”时期泛滥成灾

的政治专制主义的话，到了 80 年代中期面对如何建设现代化的命题时，许多知识分子注意到，在

全盘接受西方现代文化思想的同时还必须利用好自己的文化传统。于是 1985 年前后兴起规模不小

的文化热。 

“文化寻根”是这股文化热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反映，它将弘扬民族文化与引进西方现代主义的

文学思潮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力图开掘本民族“古老文化”的深厚土壤，与“世界文学”展开真正

对话。 

 “寻根文学”作家韩少功、贾平凹、阿城、莫言、王安义、李杭育、张承志、乌热尔图等等，

他们大多是“知青”或“回乡”青年，特殊的人生经历使他们直接接触和亲身体验了山野与蛮荒地

区近于“原始”的人性和生命力，比如山西的太行和吕梁、山东高密、陕西商州、浙江葛江川、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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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游牧草原等等，力求用一种现代意识来审视民族生命本体和生存方式以及民族自身蓬勃的生命

力。 

二、文化寻根的代表作家和作品 

（一）寻根文学的南北呼应：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韩少功《爸爸爸》《归去来》1、

阿城 

阿城一直对世俗社会的存在怀着用朴素而独特的看法，认为自在自为的世俗是社会的存在，是

一个社会具有活力的体现。他的“寻根”，是寻求在神圣、崇高、道德的主流社会之外，那个供凡

人百姓真实、幸福生存的世俗空间。 

2、韩少功 

是第一个提出“寻根”口号的。代表作《爸爸爸》在精神气质和象征手法上更接近于鲁迅的《阿

Q正传》，观察中国乡村甚至整个国民的“文化积淀”。丙崽是一个巨大的文化隐喻和文化象征符号，

因为中国人某种程度上就是“丙崽”。随便喊爸爸，代表中国人的盲从、迷信、依附的一面，隐喻

着不是依附传统，就是依附西方。而一旦进行文化批判时，那就对被批判的事物愤怒地骂“x妈妈”，

对传统和西方都有过。 

学习目标： 

1．掌握寻根文学在两个向度上的反拨。 

2．掌握寻根文学的艺术特征。 

作业（思考题）： 

1．简论寻根文学的文化取向。 

2．寻根文学对“根”的理解是怎样的？ 

知识单元 11：先锋文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了解现代派文学和先锋小说的创作状况。重点和难点为对代表作家作品的分析。 

一、现代派文学和先锋小说的形成背景 

80 年代的状况和“五四”时期十分相似：长时期的文化封锁之后，西方文学以一种少见的速

度被翻译介绍进来，一百多年的西方文学现象一起涌进短短几年的中国文学舞台。人们的迫切心情

使得来不及对这些作家和思潮的深刻内涵作出理性的判别，就一律拿来。意识流、表现主义、超现

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垮掉派文学、黑色幽默、荒诞派戏剧、存在主义等等，人们在那些作品里发

现了广阔的想象空间和魅力，同时也极大影响着 80年代以来的创作。 

二、现代派文学 

（一） 背景 

80 年代初期，最早的“现代派”实验还只是在一群成名的作家中进行，比如王蒙、高行健、

刘心武、宗璞等等。1985 年前后，是小说界创新意识高涨的时间。这一年，文学“寻根”和“现

代派小说”，是创新潮流中首先出现的现象。在被批评家列入的“寻根”小说中，有的并不具有当

时所称的“先锋”的特征，但其中有一些，则肯定与这种先锋性探索有关，如韩少功的《爸爸爸》，

莫言的《红高粱》等。但由于文学“寻根”所涵盖的创作，从艺术思维和表达方式看多样而复杂，

因此，作为文学潮流，它一般不被统一地作为“先锋”文学看待。1985 年刘索拉、徐星这两位默

默无闻的年轻人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局面。 

 （二）刘索拉与《你别无选择》 

刘索拉，一位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三年级的女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你别无选择》，

被认为是 80年代以来“真正”现代派文学的开端，也引起很大的争议（因为古怪和看不懂）。小说

描写了一群古怪荒诞的音乐学院学生。 

三、先锋小说的实验 

（一）背景 

85 年前后，以马原、莫言、残雪等人的崛起为标志，被认为是先锋小说的真正开端，并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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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明确的语言试验的趋势。马原可以说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人物，在一系列小说中设置了许多有头

无尾的故事并列在一起，使叙事变得神秘而煞有介事，就像语言的迷宫，晕头转向。马原及其朋友

的真实姓名也直接出现在故事中，打破了纪实与虚构的界限，产生亦真亦幻的叙事效果。马原的这

些叙事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以引人注意的方法消解了人们熟悉的传统现实主义

创作方法造成的真实感。 

（二）代表作家的创作特色 

1、格非 

格非也致力于叙事迷宫的建设，但他侧重于以人物内在意识的无秩序建构一种迷宫，如同梦境

一样颠倒、无序，比如《褐色鸟群》《青黄》等等。在先锋小说家中，在语言实验上走得最极端的

是孙甘露的《信使之函》《我是少年酒坛子》等。这些小说彻底斩断了小说和现实的联系，而专注

于虚幻景象的描绘，而这些幻境又都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线索，根本无法构成一个条理连贯的虚构

世界。他的小说语言就像超现实主义诗歌和绘画，非常华美诗意但又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只剩下纯

粹的语言。比如“信是焦虑时钟的一根指针”“信是耳语城低垂的眼帘”“信是锚地不明的孤独航行”

等等。 

《青黄》将种种可能性通过不同的目击者的回忆而展现出来。《青黄》的开篇就提出疑问:“青

黄”是什么？尽管作者对“青黄”做出了解释:“青黄”被解释为:一个漂亮女子的名字→一本历史

书的名字→对不同年龄妓女的称呼→一条狗的名字→一种植物的名字。但是作者总在不断肯定中又

不断地否定。这里，“青黄”作为一个谜面出现,读者的好奇心也跟着带动起来；于是,我们也都不

由自主跟随作者“走进了麦村实地调查”。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毫无结果的“探访行为”。 探寻

真相的人“我”以及读者始终无法找寻到那个外乡人清晰的真正的生命轨迹，正如“我”所要寻找

的青黄二字的含义，存在多种说法却不知道哪个才是真实并且唯一正确的。真实在无数可能性中失

落了，当“我”决定离开村落时，“我突然有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个村子—她的寂静的河流，

河边红色的沙子，匆匆行走的任何它们的影子仿佛都是被人虚构出来的，又像是一幅写生画中常常

见到的事物”。 

2、 余华 

余华的先锋探索则侧重于对人的存在的思考，发展了残雪的探索。他的小说以一种冷静的笔调

描写死亡、血腥和暴力，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他早期的小说由于刻意追求

冷峻风格而使作者的态度显得暧昧，另一方面也使作者要与笔下人物及其代表的人性的残暴与残酷

保持距离。无论善恶，他都要保持一种理解后的超然，并由此产生一种悲悯之心。这在后期的《活

着》《许三官卖血记》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更为明显加入了悲天悯人的因素。 

《十八岁出门远行》（1987）是余华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代表作，也是其在先锋小说的道路上打

响的第一枪。具有较强先锋色彩。小说写的是一个刚刚成年的、十八岁的青年“我”在某一天出门

远行的经历、感受。 

《现实一种》是余华的代表作之一，它采用那种保持距离的冷漠的叙事风格，在不动声色，冷

漠而细致的叙述里大肆涂抹人类的各种苦难意识，又极力回避应有的价值判断和理性审判，将暴力

本能和人性之恶推至极致。整篇文章都在描写兄弟间丧失人性的连环报复、循环杀人，从小孩们的

无意伤害到大人们有意的互相残杀。 

余华说：“我在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里写《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时，

总是无法回避现实世界给予我的混乱。那一段时间就像张颐武所说的‘余华好像迷上了暴力’。确

实如此，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又说:

“《现实一种》等三篇作品记录了我曾经有过的疯狂，暴力和血腥在字里行间如波涛般涌动着，这

是从噩梦出发抵达梦魇的叙述。”“事实上到《现实一种》为止，我有关真实的思考只是对常识的怀

疑。也就是说，当我不再相信有关现实生活的常识时，这种怀疑便导致我对另一部分现实的重视，

从而直接诱发我有关混乱和暴力的极端化想法。” 

真正让余华稍微平静下来的作品是他的第一个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评论界普遍认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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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雨中呼喊》是余华作品转型的标志，而随后颇有分量的两部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

则是标志余华完成华丽转身的有力证明。从《活着》开始，原来的罪恶、杀戮、暴力、血腥等逐渐

隐退，血淋淋的场景减少了，无处不在的暴力收敛了，余华微微放松了紧绷的神经，从一个愤怒者

变成了一个发现者、赞美者。他发现了并热情地赞叹人的生命的坚忍与温情。虽然苦难依旧是沉重

的，但却有了新的形态和意义，即有了生命本体意义上的深层悲哀。 

3、残雪 

小说对人性的丑恶、生存的无奈悲剧的揭示都达到了极其深入甚至残酷的令人发指的程 

度。而且小说的写作手法晦涩、神秘和恐怖，常常借用白日梦、呓语来表现。就像《山上的小

屋》，生存的荒谬感和被挤压感使人生出幻觉，而“不停地清理抽屉”成为主人公唯一健全和真实

的行为，不得不通过几乎绝望的反抗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尊严。在对人心灵和生存境遇的挖掘中，残

雪的思考比刘索拉等人有更深了一层。 

中国的先锋文学死于 1990 年代。而残雪似乎从遍地尸骸中挺了过来，继续着一个人的狂飙。

对更为真实地存在着的文学读者及其所构成的文学市场而言，“浅阅读”、“悦读”、“娱读”形

成的文学消费行为，让残雪的作品似乎永远处在“期待同谋者出现”的状态之中。 

《山上的小屋》记录了一种对于现实生存的特殊把握，写出了生存中的噩梦般的恶与丑陋的景

象，也刻画出了人们找不到救赎与解脱的焦虑体验，但同时这描写包含了否定的向度，它将生存揭

示得如此令人厌恶，也即是表明了它的无意义。这篇小说引人注目的地方还在于，它开拓了一种非

常态的语言和审美空间，语意上的含混和不合逻辑、审美上的恶感与虚幻性，都是借以表达那种噩

梦感受的不可分割的形式，与此同时，这也就造成了作品独特的审美效果：仿佛有一道超现实的光

亮撕裂了生存的景象，而把它背后那种种晦暗的所在都呈现了出来。 

1985年，当残雪的作品以喷发般的方式，涌入了中国读者的视野，几乎像是在制造某种灼伤。

她的作品中充满了被突兀诡异的意象连缀起来的跳跃的句子，而那意象充满丑陋的、几乎可以感觉

到那腐坏／死亡过程的身体，在酷热或潮湿阴冷中孳生的爬虫，如同苔藓一般无所不在地附着的敌

意和诅咒，恶毒的梦呓和迫害妄想式的谵妄，在雨水和潮湿中流淌的垃圾、恶臭和流言、私语。 

残雪的近期存在的作品仍然由现代寓言构建，仍然用非理性、非逻辑的梦呓和谵语，仍然构筑

神秘的整体气氛，仍然揭示人类生存的荒诞性和现实的卑俗人生。残雪的作品处在一个虚拟的精神

世界，作品仍在意象和感觉中发生作用。 

4、莫言 

莫言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作品里魔幻气息很浓重。莫言的文学创作，风格独特、语言犀

利、想象狂放、叙事磅礴，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中独具魅力。《纽约时报》书评曾说：莫

言是一位世界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文学成就很推崇，认为

他的创作代表了亚洲的最高水平。莫言通过自己独特的创作，把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

隐秘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土地，扩展为世界性的中心舞台。 

莫言小说从一开始进入人们的阅读视野，就充满了分歧和论争，而且这种论争从未间断，一直

延续至今。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即莫言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作家中产量最高的几位。他不是仅仅

精于小说的某种体裁，而是在长篇、中篇和短片上，全面开花。他的《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

《蛙》等作品，充满想象力，在超现实的叙述里，渗透着现实批判。  

学习目标： 

1．掌握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作品及特点。 

2．掌握先锋文学的审丑意识。 

作业（思考题）： 

1．简论先锋文学的走向。 

2．如何看待先锋作家的转向和坚守？ 

知识单元 12：新写实小说 

参考学时：3学时 



5134 

学习内容：了解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状况。重点和难点为对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品的分析。 

一、文化背景 

“文化寻根”之后，同时产生了“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但后者是一个“跨越”八九

十年代的文学现象，一直延续到 90年代中期，是新时期以来文学“流派”中延续时间最长的。 

80年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浪潮中萌动出一些“世俗文化”，社会要求更多地关注平凡人生和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人们对纯“形式”、观念“抽象”的文学试验日益感到厌倦。更主要的事，随

着“都市化”进程的加快，表现“世俗生活”的文学作品更容易赢得市场。 

新写实小说的“新”，在于更新了传统的“写实”观念，改变了创作中对于“现实”的认识方

式。在此之前，当代文学中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经典性表述是：文学创作中所要反映的现实，除

细节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而“新写实小说”正是对这种含有强烈政治

权利色彩的创作原则的拒绝和背弃，它最基本的创作特征是还原生活本相，或者说是在作品中表现

出生活的原生态事件。新写实小说的革新意义，首先就在于使生活现象本身成为写作对象，作品不

再去刻意追问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而关注人的生存处境和生存方式，以近似冷漠的态度掩藏作者

的主观倾向性，所谓“零度情感”或“零度写作”即是此意。 

二、代表作家作品 

（一）方方 

《风景》写码头搬运工一家极其恶劣的生存状态及他们的顽强生命力。在一种看不到希望的状

态下，展现了拥挤在“河南棚子”的一家十一口人近乎动物般低劣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小说以

死者的视角进行叙述，死者看到生者劳碌奔波，艰辛凄惶，听见家庭中每个成员“都对着窗下说过

还是小八子舒服的话”，他对现实世界“由衷感到不寒而栗”。死者对生者的世界恐惧莫名，生者对

死者的幸福安宁羡慕妒忌，方方描绘了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生不如死的可怕生存图景。 

一如她小说中的主人公执著追求爱情一样，方方也执著地解构着爱情。让爱情只存在于过去，

或是让爱情存在于某一方的臆想当中，而现实中决不会出现完美爱情，方方就是这样无情地解构着

爱情，表达了对爱情的绝望。这种绝望，有意无意多是指向男性的。她笔下的女性“把全部精神生

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爱得投入、热烈、真挚、奔放，而反观男性的情

爱，则庸俗功利甚至呈现扭曲的病态。 

方方早期的创作，带着诗意的理想写小说。她“从善出发创造美或者从美出发肯定善，她力图

给她的同时代人一点慰籍，一点帮助，希一望他们的青春更加美好。”自 1986年以后，无论是方方

的小说还是她的诗歌、散文以及创作谈中，“无奈”、“痛苦”、“失望”一类的词汇骤然增加，一种

苦涩、失望乃至绝望的心态不时在她的作品中流露。我们不难发现方方小说创作风格的转变。她的

小说在经过短短几年的正面歌颂人性、发掘美好心灵之后，转向了黑色调，流露出深刻的批判立场。 

（二）池莉 

1987年池莉发表了《烦恼人生》，这标志着她的小说创作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此后，池莉

又发表了一系列新写实小说。池莉的新写实小说奠定了她文学创作的独特风格，这主要表现为内容

上她抛弃了精英文学的道德启蒙立场，坚持现实人生的仿真以及世俗价值的认同；艺术手法上，她

远离了传统文学中的宏大叙事，以生活流的琐碎跟踪展现真实的人生百态。 

在《烦恼人生》中，作者写出了印家厚的日常烦恼。从小说中稀疏的回忆来看，印家厚本是一

个“英俊年少，能歌善舞，性情宽厚”的人，他能够在现代化工厂里游刃有余地发挥自己的才干，

但一旦陷入生活这张无形巨网，富有才华、饱有智慧的他却无力挣扎出圈住他的网眼，无论在体力

上还是心灵上都有一种不堪重负的疲惫之感。生活容不得他一丝不切实际的幻想。社会给了他多重

的角色定位，让他有太多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刘震云 

刘震云 1982 年开始发表作品。他的《塔铺》、《一地鸡毛》、《单位》、《官场》、《官人》等，侧

重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或者说在社会结构中人的处境。他对于“单位”这一特殊的当代社会机制，

以及这一机制对人所产生的规约，作了具有发现性质的描述。无法把握的欲望，人性的弱点，和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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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社会权力机制，在刘震云所创造的普通人生活世界中，构成难以挣脱的网。生活于其间的人物

面对强大的“环境”压力，对命运有不可知的宿命感；同时又在适应这一生存环境的过程中，经历

了人性的扭曲。对于他们的活动，互相的折磨，倾轧，以及所表现的委琐、自私、残忍，小说有着

冷静，然而深刻的揭示和批判。这种批判，在一些作品中，以喜剧的、嘲讽的方式得到更有力的表

达。相比起另外的“新写实”小说来，刘震云的作品，有对“哲理深度”更明显的追求，这指的是

他对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无处不在的“荒诞”和人的异化的持续的揭发。除中短篇外，刘震云进

入 90年代，把力量放在长篇巨制的写作上，先后出版了《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和《故

乡面和花朵》等作品。 

（四）刘恒 

刘恒的小说，细致、从容的叙述，和内在的，存在于人物行为和心理中的恐惧和紧张，构成了

一种对比。这种恐惧和紧张，不仅根源于欲望与外部力量压抑之间的矛盾，而且来自对欲望本身的

破坏力量的惊恐。但刘恒并非从抽象意义上来探索人性问题，人物的生存环境和心理内容，具有清

楚的特定时空特征(当代农民生存条件的恶劣，严酷的家族制度，传统文化对于性的压抑所造成的

心理畸变等)。 

学习目标： 

1．掌握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作品及特点。 

2．掌握新写实小说的零度情感介入。 

作业（思考题）： 

1．为什么说新写实小说与新历史小说是同根异枝？ 

2．新写实小说的局限是什么？ 

知识单元 13：新时期以来的诗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了解新时期诗歌的创作状况。重点和难点为对代表作品的分析。 

一、朦胧诗 

（一）论争 

1979 年前后随着“朦胧诗”在诗坛的影响扩大，引起了很多人的不安。多年以来，人们都习

惯诗歌扮演“炸弹”和“旗帜”的社会角色，乐于采用“颂歌体”的方式为国家排忧解难，营造一

种举国欢腾的气氛。因此“朦胧诗”这一另类出现以后，评论家中间立刻分为大学教师和中国作协

（民间与官方）两派意见。 

1983 年后，反对方利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队赞成朦胧诗的诗人和批评家们进行了严厉的

责难，并取得“胜利”。但是，诗歌革新的潮流并没有停止，“朦胧诗”提出的许多艺术主张和创作

方法不仅在有现代倾向的年轻诗人创作中被普遍实践，对其他诗歌艺术流派的创造也产生了间接影

响。 

（二）创作 

“朦胧诗”的产生与“白洋淀诗歌群”直接相关，它是“文革”文化极度贫乏时期，从遥远的

白洋淀知青部落中诞生的一个诗人群体。因此其存在方式和写作方式本身就偏离了主流文化所确认

的道路，在 80 年代初期在政治生活普遍遭到人们厌弃、新的文化价值还为建立的时期，这一“另

类”姿态尤其引人注目。 

1978 年芒克、北岛等人创办《今天》杂志，这是解放后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私人出版物，共

出 9期，80年被迫停刊。而上面登载的很多诗歌都成了后来的“朦胧诗”。 

朦胧诗在开启新诗那些被长久封闭的空间上，在激发诗歌探索的激情与活力上，在推动当代诗

歌艺术视野的拓展，寻找与人类广泛文化积累的对话，以及发掘现代汉语的诗歌可能性等方面，都

有难以忽视的功绩。至于说到“朦胧”，也应该是诗歌语言变革的重要一项。至少在“当代”中国，

“朦胧”并不能从“纯”技术的层面理解，或单纯看成风格问题。朦胧诗与当时“环境”构成的紧

张冲突，根源于它的语言的“异质性”，它表现的某种程度的“语言的反叛”：“拒绝所谓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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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拒绝与单一的符号系统……合作” 。因而，“朦胧诗”这一称谓虽受到不少质疑，却不一定就

是十分离谱。 

1、北岛 

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十年动乱后期，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十年动乱的荒

诞现实，造成了诗人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出奇的冷静和深刻的思辨性。他在冷静的观察中，

发现了“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人的价值的全面崩溃、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他想“通过

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在这

个世界中，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人性为准绳，重新确定人的价值，恢复人的

本性；悼念烈士，审判刽子手；嘲讽怪异和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富贵，寻找

“生命的湖”和“红帆船”。 

清醒的思辨与直觉思维产生的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是北岛诗显著的艺术特征，具有高度概

括力的悖论式警句，造成了北岛诗独有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著有诗集《太阳城札记》、《北岛诗

选》、《北岛顾城诗选》等 。 

移居国外之后，对自己的诗歌写作所做的调整非常突出。 

2、舒婷 

舒婷诗歌特有女性的细腻和敏感，如她对爱的细腻感受，以及对人生的苦难的体悟，充盈着浪

漫主义和理想色彩，对祖国、对人生、对爱情、对土地的爱，既温馨平和又潜动着激情。她的诗擅

长运用比喻、象征、联想等艺术手法表达内心感受，在朦胧的氛围中流露出理性的思考，朦胧而不

晦涩，是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相结合的产物。 

舒婷的诗，有明丽隽美的意象，缜密流畅的思维逻辑，从这方面说，她的诗并不“朦胧”。只

是多数诗的手法采用隐喻、局部或整体象征，很少用直抒告白的方式，表达的意象有一定的多义性。 

舒婷以自己的感悟方式，在个人青春的失落中感应民族的命运，在自己不甘沉沦的追求中寄寓

一代人的精神追求。这使她的历史反思的主题表现，复合着个人与时代的双重视角，忧伤与奋起的

双重情绪。 

3、顾城 

“童话诗人”。虽然他的成名作《一代人》被读出了政治含义,他的《远与近》被读出了哲学含

义并被人们作出了多种解释,但这些解读都不是他真正要表达的。 

二、新生代诗 

随着朦胧诗人的衰微，“新生代”诗人走上历史舞台，“新生代”诗人是一个复杂的群体，有

人称之为“第三代”，“先锋诗歌”、“实验诗”、“后新诗潮”等。 

三、海子 

作为八十年代后期新诗潮的代表诗人，海子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地位十分重要。骆一禾说：“海

子是我们祖国给世界文学奉献的一位有世界眼光的诗人。”谢冕称：“他已成为一个诗歌时代的象

征。”《新中国文学五十年》评价说：他创造了仅仅属于他自己的意象系列，他的诗歌语言与前此流

行的新诗潮的语言全然有别。他建立了属于自己的诗歌风格。他是当代最具独创性的一位诗人。 

学习目标： 

1．掌握新时期以来诗歌发展的脉络。 

2．掌握代表诗人诗作及朦胧诗的特点。 

作业（思考题）： 

1．简论关于朦胧诗的争论 

2．你更喜欢北岛、舒婷还是顾城的诗，为什么？ 

知识单元 14：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了解新时期女性文学的创作状况。重点和难点为对女性文学作家代表作品的分析。 

一、女性文学发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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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沉寂，“女性文学”直到 70 年代末才再度出现并逐步崛起。随着新时期

的到来，个性意识又成为社会瞩目之点，女性意识也重新复苏。当代小说中出现了具有鲜明个人立

场的女性题材创作。以女性视角更多地聚焦于写作者的个人世界之中，描绘女性的个体生存状态，

包括相对私人性的生存经验、躯体感受、性欲望等。因此有人把陈染、林白、徐小斌、徐坤、海男

等人的创作追求概括为“个人化写作”或“私人写作”。由于“个人化”“身边化”“女性化”的特

点，在叙述到内心世界某一角落、某一惊心动魄的经历时，其笔锋便往往显得比男作家更加地敏锐、

尖锐，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痛感。 

二、代表作家作品 

（一）铁凝 

铁凝的作品中，最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短篇《哦，香雪》，小说单纯明朗优美，像诗也像

散文，细腻地描写了火车载着现代文明开进深山里的小村台儿沟而给宁静的小村庄带来的欢乐和希

望，特别是在羞怯的少女香雪心灵上产生巨大震动并由此产生的美好向往。小说以细腻的人物心理

描写和抒情诗的情调而引人注目，并且获得广泛好评。 

《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成功塑造了一个十六岁女中学生安然的形象，也是从女性的特殊视角来

观照社会和品评人生的。安然敢于向一切自私、虚伪、世俗挑战，洋溢着一种勃勃朝气和天真无

邪的光华。三垛是铁凝的重要作品。从中可看出铁凝艺术视野和审美意识的拓展。 

《玫瑰门》于 1988年 9月面世， 这部小说告别了她早期小说的清纯和诗意，也走出了张洁、

张辛欣小说中男女性别对抗的模式，增强了对女性缺陷的自我审视和批判意识；独特的女性视角使

《玫瑰门》呈现出女性世界的复杂和女性人性的本相。与张洁等相比，铁凝的意义在于她以空前的

胆识切入女性原欲世界，从原欲的角度考察女性本体，从而对女性的探究也就上升到了潜意识层次。

这是个划时代的标志，是女性真正长大成人，面对性别自我，寻找女性出路的标志。因此，《玫瑰

门》对 20 世纪晚期中国女性文学发展的新的阶段的到来，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铁凝的视点的新

观照方式和女人味极浓的叙事口吻无疑极大地影响了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个人化女性写作。铁凝

对女性人性的拓展、对女性宿命的沉思以及对女性解放的呼唤推动了女性文学的发展，尤其在揭示

女性欲望、探讨女性价值方面为 90年代女性文学的发展作了功不可没的铺路作用。 

（二）王安忆 

《小城之恋》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经过了一番急风暴雨式的性爱之后，男人欺辱式地占有了她，

尔后又甩了她，对她产生更大的恐惧。王安忆实际上是通过她的叙事向人们传达出这样一个她潜

意识中早已认定了价值观念：她认为中国现今的女人就应该如此。女性在整个人类中虽是一半，

但她却又强烈地依附于另一半。虽然人的需要，尤其性满足是缺一不可的互相满足。但女人却缺

少男性的生理特征，因此她没有创造权。男人与做女人之间并无不同，而女人与做女人之间却存

着尖锐的矛盾。在当今中国，做女人有时往往意味着放弃做人的权力。在这种矛盾面前，女人试

图找一条解脱的途径，她们结婚、生育，她们想通过家庭来确认个人的地位，但恰恰相反，反而

愈加落入了陷阱。“家庭”的概念在一些妇女心理认为这就是她们的“上帝”。维护家庭的地

位，忠于家庭，便是忠于职守。 

（三）卫慧、棉棉 

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曾使评论界遭遇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命名的尴尬”(葛红兵语)。

“70年代人”、“70年代出生作家”倒并不一定是一种纯粹的出生年月的界限,更是一种文化上的界

定,也许正包括了命名者对 70 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生活背景对这些作家写作影响的潜在认同;而

“另类作家”、“文学新人类”却似乎是对这类作家写作的“无根状态”的最直观表述,传达出她们

对“父亲”所代表的传统生活方式、生存意义和写作使命的解构与颠覆。 

对她们的批判集中在：作为最年轻的一代作家，卫慧、棉棉等完全背离了传统的写作规范，极

大的改变了经典文本的背景设置、叙事方式和审美意味，追求一种玩世不恭、狂放颓废的“酷（cool）”

味写作，并把生活中的“酷”在作品中表现为性欲望的放纵、与国际接轨的物质欲望和个人享乐的

欲望。因而不少人称她们的作品是“躯体写作”、“欲望写作”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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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掌握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的发展轨迹。 

2．掌握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作品及特点。 

作业（思考题）： 

1．如何解读铁凝作品中的文化批判？ 

2．谈谈你喜欢的一部表达女性主题的作品。 

知识单元 15：新时期以来的话剧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了解新时期话剧的创作状况。重点和难点为对高行健作品的分析。 

在 80 年代先锋话剧探索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高行健，他是新时期最早注意到艺术技巧在文学

创作中重要作用的作家之一。实际上，高行健话剧产生的“冲击”主要在于其新颖、别致的现代艺

术形式。比如《绝对信号》通过人物回闪过去的事件，又呈现出人物纯粹想象的、实际并未发生的

事件，展现人物复杂多变的心理活动。最值得人思索的是《车站》，留有《等待戈多》的痕迹。很

多人认为主题模糊，但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揭示了现代人生存的“真实”状况。 

在《为什么写作》这篇短文里，他简要地阐述了自己的写作观或曰文学观，也谈到了文学与政

治之间的关系。他强调写作的个人性，强调写作的超功利性。他并不赞成“纯文学”的说法，他认

为文学可以触及政治，但文学也应该超越政治。高行健说：他是“只有可言说而非说不可时才写”，

“因为只有这种言说才更真实”。说来也是，在海外用中文从事严肃文学的写作根本就不可能藉以

为生，要不是有非写不可的内在冲动，多半早就搁笔了。高行健认为：“文学只有切实诉诸个人真

实的感受，才有可能超越政见，超越种族，超越国界，超越时代。” 

高行健第一部重要的戏剧作品是无场次话剧《绝对信号》（与刘会远合作）如果仅仅从剧情来

看，这个故事并无多少新意：作品所着力描写的是像黑子这样的年轻人从内心的失落中重新找到理

想与信念、重新理解做人的权利与义务之间关系的心路历程，基本未脱出“社会问题剧”的模式。

但高行健却赋予这样一个有些老套的故事以十分新鲜的戏剧形式，这主要体现在他打破传统的戏剧

表现手法，作了现代主义戏剧技巧的实验和尝试。 

《绝对信号》的艺术创新首先体现在一种主观化的时空结构方式上。情节的展开不单单依循传

统戏剧的“现在进行式”的客观时序，即在通常情况下，戏剧总是会按照时间顺序来展现正在发生

的事件，但在《绝对信号》中，却既展示了正在车厢里发生的事件，同时又不断通过人物的回忆闪

出过去的事件，或把人物的想象和内心深处的体验外化出来，使实际上没有发生的事件也在舞台上

得到展现。如黑子在车上与蜜蜂重逢后，舞台上经过光影和音响的变化而把时间拉回到过去，演出

了他与蜜蜂的相爱、迫于生存的烦恼和他被车匪拉拢、怂恿的心理变化；又如当列车三次经过隧道

时，舞台全部变暗，只用追光打在人物的脸上，分别展示了黑子、蜜蜂和小概想象的情景，使三个

人之间的内心矛盾和盗车之前的紧张心态得到有力度的刻画，另一方面，也更为深在地揭示出人物

内在的性格特征。由于这种打乱正常时序的时空表现，在舞台上便出现了现实、回忆和想象三个时

空层次的叠化和交错，从而使整出戏呈现出异常的主观色彩，剧情的发展也更加贴近于人物的心理

逻辑。与此相关的是，剧中增多了“内心表现”的成分，除了把人物内心的想象和回忆外化为舞台

场面之外，还多次以夸张的形式出现了人物之间的“内心的话”，以人物的内心交流或心理交锋来

推动剧情的发展。如黑子和蜜蜂在车厢里相逢时，舞台全暗，只有两束白光分别投在他们身上，他

们在火车行进的节奏声和心跳的“怦怦”声中进行心灵的交谈。又如车长和车匪在最后亮牌之前的

心理交锋，舞台上的人物都定格不动，两人展开一番激烈的内心较量。 

此外，这出戏在舞台语言方面也有许多创新，比如大量运用了超现实的光影和音响，不仅是为

了调整场赴，还更加突现出了人物的主观情绪，如黑子回忆与蜜蜂恋爱时打出的蓝绿色光和优美抒

情的音乐，小概回忆向蜜蜂求爱时的红光与光明而热情的号声，黑子在想象自己犯罪时的全场岗暗

与无调性的嘈杂音乐，小概想象自己面对黑子犯罪的复杂心理时的白色追光与由打击乐器演奏的无

调性音乐等等，都各各不同地深入刻画出了人物的内心感受，从整体上为剧情的展开和人物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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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垫出了一层非常强烈的主观效果。 

应该说《绝对信号》中的艺术探索还只是局限在技巧方面，尽管剧中对黑子这个人物的刻画隐

约透出了一种虚无和反叛的倾向，似乎可以看作是后来《无主题变奏》等小说的先声，但在这个作

品中，由于老车长的正面教育意义被过度地突出了，因而不可能给这种朦胧的现代意识留出充分展

现的空间。《绝对信号》在 80年代初期的文坛上出现，其最大的意义可能就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一

种新颖的审美感受，与王蒙的《春之声》、《夜的眼》等“东方意识流”小说相似，它是在形式与技

巧创新的层面上为中国当代文学开拓了新的向度，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兴起过程的一个特殊环

节。 

学习目标： 

1．掌握新时期以来话剧创作的脉络。 

2．掌握高行健的话剧特点。 

作业（思考题）： 

1．试析高行健的《绝对信号》《车站》《野人》。 

2．谈谈你对高行健小说的感受。 

（二） 实践教学 

理论授课，无实践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文学的转折 3  

2 十七年小说（上）赵树理的创作及农村题材小说 3  

3 十七年小说（下）百花文学及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 3  

4 十七年诗歌 3  

5 十七年戏剧 3  

6 文革文学及“地下文学” 3  

7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环境 3  

8 伤痕文学 3  

9 反思文学 3  

10 寻根文学 3  

11 先锋文学 6  

12 新写实小说 3  

13 新时期以来的诗歌 3  

14 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 3  

15 新时期以来的话剧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后续课程：台港文学、海外华族文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一、阅读优秀作品，了解作家的创作思想及其与时代思潮的关系；二、分析作品，提高

对文学作品的感受能力。 

难点：通过对作家作品的讲解和大量阅读，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提高学生对文学的评判能

力、独立思考能力。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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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讨法。 

教学手段： 

1.使用 PPT。 

2.适时使用视频、音频等教学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需要多媒体教学环境。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安排学生课后阅读作品；布置思考题。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闭卷）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30％，考核

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80％。 

7、作业要求： 

每讲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以思考题为主。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无自主编写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执笔：董燕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0日 

 

现代汉语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课程号：3070504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中文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了解并掌握现代汉语的基本知识，初步学得一些分析语言的技能，

从而提高其运用语言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现代汉语基础知识，掌握现代汉

语语音学、文字学、词汇学等语言学分支的基础理论与知识，为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语法学、现

代汉语语音学、语用学、法律语言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48学时 

第一章  绪   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现代汉语的定义 

2．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与方言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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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代汉语的特点 

4.现代汉语的国际国内地位。 

学习目标： 

1．了解语言、汉语、现代汉语、方言的基础知识和理论。 

2．掌握现代汉语的定义、现代汉语与方言间的关系以及汉语方言的分区、现代汉语特点。 

具体内容： 

一、现代汉语包括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和方言 

二、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

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 

三、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 

（一）形成过程 

1、口语的形成：春秋时代的“雅言”----汉代的“通语”----明代的“官话”----辛亥革命

后的“国语”----建国后的“普通话” 

2、书面语的形成：先秦时代----唐宋时代的变文、语录、话本----元明清小说 

（二）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北京话有着特殊的地

位。  

1、“白话文运动” 

2、“国语运动” 

四、现代汉语方言 

（一）汉语方言的形成 

（二）方言的系统性 

1、语音 

2、词汇 

3、语法 

（三）方言的分区 

1、北方方言（以北京话为代表），分四个次方言： 

（1）华北、东北方言 

（2）西北方言 

（3）西南方言 

（4）江淮方言 

2、吴方言（以苏州话为代表） 

3、湘方言（以长沙话为代表） 

4、赣方言（以南昌话为代表） 

5、客家方言（以广东梅县话为代表） 

6、闽方言，可分为五个次方言： 

（1）闽东（以福州话为代表） 

（2）闽南（以厦门话为代表） 

（3）闽北 

（4）闽中 

（5）莆仙 

7、粤方言（以广州话为代表） 

*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关系 

与普通话距离最大的是闽、粤方言，吴方言次之，湘、赣、客家等方言较小。 

五、现代汉语的特点： 

（一）语音特点 

1、没有复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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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音占优势 

3、有声调 

（二）词汇特点 

1、汉语语素以单音节为基本形式 

2、广泛运用词根复合法构成新词 

3、双音节词占优势 

（三）语法特点 

汉语缺乏形态，即缺乏表示语法意义的词形变化。 

1、语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 

2、词、短语和句子的结构原则基本一致 

3、词类和句法成分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 

4、量词十分丰富，有语气词  

六、现代汉语的地位 

（一）国内地位 

目前，汉语不仅是汉族人民与兄弟民族交际的工具，也是兄弟民族人民经常使用的交际工具，

说汉语的人占全国总人数的 90%以上，汉语是我国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汉语对我国各族人民的相

互了解、相互学习，对全国人民的大团结，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国际地位 

1、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差不多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说汉语的，汉语的传播

已遍及五大洲。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威望越来越高，在许多国家中学习和

研究汉语的人越来越多. 

汉语已经成为联合国法定的六种通用语言之一(另五种是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和阿拉

伯语)。在国际交往中，汉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3、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汉语对邻邦的语言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受影响最深的是日语、朝鲜

语和越南语。 

七、汉语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 

（一）历史回顾 

（二）现代汉语规范化 

1、语音标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2、词汇标准：以北方话词汇为基础。 

3、语法标准：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使用一般用例（不是特殊用例）。 

八、现代汉语课的性质、内容和任务性质 

复习与思考题： 

1、有人说不学“现代汉语”，文章照样可以写通。这种说法对不对？学现代汉语有什么用处？ 

2、你打算怎样学习这门课？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汉语》，朱德熙。 

2、《汉语概说》，罗杰瑞，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 

3、《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4、《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公司，1989年版。 

5、《汉语方言学概要》（第二版），袁家骅，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版。 

6、《现代汉语方言》，詹伯慧，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7、《当前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吕冀平，戴昭铭，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8、《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纪事（1892—1995）》，语文出版社，1997年版。  

第二章  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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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18学时 

学习内容： 

1.声母、韵母、声调以及音节等语音知识； 

2.语音的性质以及音素、音变、朗读的语音知识； 

3.音位。 

学习目标： 

1．了解现代汉语语音学的基础知识和理论。 

2．掌握语音发音问题的纠正方法。掌握难点音的分辨：zh ch sh、 z c s与 j q x的分辨；

前鼻韵和后鼻韵的分辨。 

具体内容： 

第一节  语音概说  

一、语音的性质 

（一）物理属性 

1、音高（声音的高低） 

（1）决定于发音体振动快慢。 

（2）音高跟声带的长短、厚薄、松紧有关。 

（3）在语言中表现为声调、语调等。 

2、音强（声音的强弱） 

（1）决定于发音体振动幅度。 

（2）音强取决于发音时用力大小。 

（3）在语言中表现为词的轻重音、句重音。 

3、音长（声音的长短） 

（1）决定于发音体振动持续的时间。 

（2）汉语中表现为轻声。 

4、音色（声音的特色） 

（1）决定于发音体振动所形成的音波波纹的曲折形式 

（2）造成音色不同的条件主要有如下三点： 

1、发音体不同 

2、发音方法不同 

3、发音时共鸣器形状不同 

（3）汉语中表现为不同的元音辅音： 

5、音高、音强、音长和音色在语言中的地位。 

（二）生理属性（发音器官） 

1、肺和气管——肺是发音的动力基地 

2、喉头和声带——声带是发音体 

（1）喉头和声带的生理构造 

（2）声门声带发音活动情况：咳嗽前、呼吸时、耳语时、发音时 

3、口腔、鼻腔和咽腔——共同构成发音的共振腔 

口腔中的各个发音部位 

（1）上部：小舌-软腭-硬腭-上齿龈-上齿-上唇 

（2）下部：舌根-舌面-舌叶-舌尖-下齿龈-下齿-下唇 

（三）社会属性 

1、音义之间没有对应关系：相同的意义可用不同声音；相同声音可表不同意义。 

2、语音具有系统性：各方言和语音都有自己的语音系统，之间各不相同。 

二、语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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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音素（构成音节的最小单位） 

1、辅音：气流在口腔或咽头收到阻碍而形成的音； 

2、元音：气流振动声带，在口腔、咽头不受阻碍而形成的音。 

3、辅音和元音的区别 

（1）气流受阻与否； 

（2）发音器官紧张与否； 

（3）气流强弱； 

（4）声带振动与否 

（二）音节（语音结构的基本单位） 

1、音节与音素的关系：一个音节可以是一个音素；也可以由多个音素合成； 

2、音节与汉字的关系：一般说来，一个汉字表示一个音节，儿化除外。 

（三）声母、韵母、声调 

1、声母：音节开头的辅音 

声母与辅音的关系：辅音不都是声母，ng除外；声母都是辅音 

2、韵母：音节中声母后面的部分 

韵母与元音的关系：元音都是韵母；韵母不都是元音，ng除外；  

3、声调：音节中具有区别意义作用的音高变化 

（1）有区别意义的作用； 

（2）音高变化 

（四）音位：一个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也就是按语音的辨义作用归纳出

的音类。 

/w/=w;v 

三、记音符号  

（一）汉语拼音方案 

1、汉语拼音方案的产生 

2、汉语拼音方案的用途 

（1）给汉字注音； 

（2）作推广普通话的工具 

（二）国际音标 

1、国际音标的产生 

2、国际音标的原则 

“一个音素一个符号，一个符号一个音素” 

3、汉语拼音的国际音标对照表介绍、解释并记忆 

复习与思考题： 

1、试绘制发音器官示意简图，并写出口腔中各发音部位的名称。 

2、语音具有的三个属性是什么，分别作简单阐述。 

3、声母与辅音有何不同、韵母与元音有何不同？ 

4、用国际音标标注所有汉语的声母和韵母。 

第二节  声母  

一、声母的发音 

（一） 声母的发音部位——发音时，气流受到阻碍的位置 

1、 双唇音（b、p、m）-上唇和下唇阻塞气流而形成 

2、 唇齿音（f）-上齿和下唇接近阻碍气流而形成 

3、 舌尖前音（z、c、s）-舌尖抵住或接近齿背阻碍气流而形成 

4、 舌尖中音（d、t、n、l）舌尖抵住上齿龈阻碍气流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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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舌尖后音（zh、ch、sh、r）-舌尖抵住或接近硬腭前部阻碍气流而形成 

6、 舌面音（j、q、x）-舌面前部抵住或接近硬腭前部阻碍气流而形成 

7、 舌根音（g、k、h）-舌面后部抵住或接近软腭阻碍气流而形成 

（二） 声母的发音方法——发音时，喉头、口腔、鼻腔节制气流的方式和状况 

1、 阻碍方式 

（1） 塞音-阻塞（b、p、d、t、g、k） 

（2） 擦音-摩擦（f、h、x、sh、r、s） 

（3） 塞擦音-先阻塞后摩擦（j、q、zh、ch、z、c） 

（4） 鼻音-口腔成阻鼻腔打开（m、n） 

（5） 边音-舌尖抵住上齿龈，气流从舌边出（l） 

2、 声带是否颤动 

（1） 声带不颤动-清音（其余） 

（2） 声带颤动-浊音（m、n、l、r） 

3、 气流的强弱（塞音、塞擦音） 

（1） 送气音（p、t、k、g、ch、c） 

（2） 不送气音（b、d、g、j、zh、z） 

（三） 根据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来描写汉语普通话声母 

b[p]双唇、不送气、清、塞音 

p[pℑ]双唇、送气、清、塞音 

m[m]双唇、浊、鼻音 

f[f]唇齿、清、擦音 

z[ts]舌尖前、不送气、清、塞擦音 

c[tsℑ]舌尖前、送气、清塞擦音 

s[s]舌尖前、清、擦音 

d[t]舌尖中、不送气、清、塞音 

t[tℑ]舌尖中、送气、清、塞音 

n[n]舌尖中、浊、鼻音 

l[l]舌尖中、浊、边音 

zh[t♣]舌尖后、不送气、清、塞擦音 

ch[t♣ℑ]舌尖后、送气、清、塞擦音 

sh[♣]舌尖后、清、擦音 

r[]舌尖后、浊、擦音 

j[t]舌面前、送气、清、塞擦音 

x[]舌面前、清、擦音 

g[k]舌面后、不送气、清、塞音 

k[kℑ]舌面后、送气、清、塞音 

h[x]舌面后、清、擦音 

二、声母的辨正 

（一）分辨 n和 l； 

关键在于控制软腭的升降，软腭升为 l；软腭降为 n 

（二）分辨 zh、ch、sh和 z、c、s； 

关键在于舌尖是否上翘，抵住口腔上部的位置不同。 

（三）分辨 f和 h 

区别只在阻碍的部位上 

（四）把跟齐齿呼撮口呼韵母相拼的 z、c、s、g、k、h改成 j、q、x 

（五）把浊音改为清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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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读准普通话零声母的字 

复习与思考题： 

1、 普通话声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各包括哪几种？请画成一个总表，把声母填上。 

2、 根据所提供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在下面横杠上填上相应的声母。 

（1） 双唇耸起清塞音________ 

（2） 舌尖后清擦音_________ 

（3） 舌尖中浊边音_________ 

（4） 舌尖后浊擦音_________ 

（5） 舌面不送气清塞擦音_________ 

3、 根据所提供的声母，写出它得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 

k   ch    n   x   z 

4、试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两方面分辨下列各组声母的异同： 

g——k   f——h   zh——z  b——p  m——n  q——c 

5、写出并度准下面《太平歌》每个字的声母，并按发音部位重新排列。 

子夜久难明，      喜报东方亮。 

此日笙歌颂太平，  众口齐欢唱。 

6、有些方言区的人对声母 n l 的发音有困难，下列词语读音相混：女客----旅客，男衣----

蓝衣，年代----连带。试问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分辨开来？ 

7、有些方言区的人对声母 zh ch sh 和 z c s分辨不清，下列词语读音相混：战歌----赞歌，

木柴----木材，诗人----私人。试简述分辨 zh ch sh 和 z c s 的方法。 

第三节  韵母  

一、韵母的发音 

韵母的种类： 

按结构分……………………………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和带鼻音韵母 

按韵母开头的元音发音口形分……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 

按韵尾分……………………………前鼻音韵母（-n）；后鼻音韵母（-ng） 

（一）单元音韵母（简称“单韵母”） 

1、舌面元音单韵母 

a o e i u ü Ε 
（1）舌位的高低 

高元音：i y u 

半高元音：o e 

半低元音：Ε 
低元音：a Α 

（2）舌位的前后 

前元音：i y Ε  
央元音：A 

后元音：u o e 

（3）唇形的圆展 

圆唇元音：u o y 

不圆唇元音：i Ε a A Α 

（4）舌面元音图 

舌位高低、前后以及唇形圆展在图中的标示要领 

2、舌尖元音单韵母（特殊韵母） 

（1）舌尖前、高、不圆唇元音（-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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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舌尖后、高、不圆唇元音（-i） 

（3）这两个元音与单元音 i的区别 

（4）这两个元音的发音要领及出现条件 

（二）复元音韵母（简称“复韵母”） 

1、复元音的种类 

（1）二合元音 

（2）三合元音 

2、韵母的结构 

（1）韵头（i、u、ü），又叫“介音”或“介母” 

（2）韵腹，是韵母的主干，又叫“主要元音” 

（3）韵尾，复元音韵母中的韵尾只限于韵腹后头的 i、u（o） 

（4）复元音韵母的类型 

a前响复元音韵母：ai ei ao ou 

b中响复元音韵母：iao iou uai uei 

c后响复元音韵母：ia ie ua uo üe 

（三）带鼻音韵母，又叫“鼻音尾韵母” 

-n；-ng 

（四）复元音韵母的发音特点：元音与元音间是滑动、渐变、有机、无界限的 

（五）普通话韵母结构分析 

1、分析练习 

2、普通话拼音与实际韵母的差异及原因分析 

二、押韵和韵辙 

韵文押韵的“韵”主要是指韵头后面的部分。 

三、韵母辨正 

（一）前鼻音和后鼻音的辨正 

（二）i和ü的辨正 

（三）o和 e的辨正 

（四）避免韵头 i或 u的丢失 

第四节  声调 

一、调值和调类 

（一）什么是声调 

声调是具有区别意义作用的音高变化。 

汉语中一个汉字基本代表着一个音节，所以，声调又可以叫做字调。 

（二）调值与调类 

1、调值 

（1）调值指音节高低升降曲直长短的变化形式，也就是声调的实际读法。 

（2）调值的语音特点： 

a调值的音高是相对音高而不是绝对音高； 

b调值得相对音高变化是滑动的而不是跳动的。 

（3）标记调值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五度标记法”。 

2、调类 

调类指声调的类别。 

（三）古今调类比较 

1、古汉语八个调类：阴阳上去四个调类各分阴阳，共计八个 

2、现代汉语普通话四个调类：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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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古汉语到现代汉语普通话调类分合规律 

（1）平声分为阴平与阳平 

（2）全浊上声并入去声 

（3）入声消失，分别归入阴阳上去 

（四）声调辨正 

1、明确方言和普通话声调的对应关系 

（1）把普通话四个声调的调值念准 

（2）找出自己方言声调和普通话声调的对应关系： 

a调类 

b调值 

2、古入声字的改读 

复习与思考题： 

1、分辨按韵母开头、韵尾分类，韵母各可分成哪些类？ 

2、举例说明单元音的发音应从哪几方面进行分析。 

3、根据所提供的发音条件，在括号内写出相应的单韵母。 

舌面、前、高，圆唇元音（ ） 

舌面、后、半高，不圆唇元音（ ） 

舌面、后、高，圆唇元音（ ） 

舌面、前、半低，不圆唇元音（ ） 

舌面、后、半高，圆唇元音（ ） 

舌尖、前、高，不圆唇元音（ ） 

舌面、央、低，不圆唇元音（ ） 

4、试述普通话韵母的结构。下列各字音的韵母结构是怎样的？试用表加以分析。 

航海    表扬    安全    队伍     霞光    流水 

5、有些方言区的人对韵母 en eng in ing的发音有困难，常常区别不清，下列词语读音相混：

分化----风化，地震----地政，禁止----静止，不信----不幸。试问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分辨？ 

4、什么是调值和调类？试举例说明。 

5、把《汉语方言声调对照表》横看竖看各一遍，用自己的方言念表中 11个例字，写出它们的

方言调值，指出母语与表中哪个地点方言的调值相同或相似。 

第五节 音节 

一 什么是音节 

（一）音节的定义 

（二）音节与汉字的关系 

一般来说，一个汉字的读音就是一个音节。 

二 音节的结构 

（一）普通话音节的结构构成 

声母：辅音声母 零声母 

韵母：韵头（介音）、韵腹（主要元音）、韵尾（尾音） 

声调：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二）普通话音节结构的分析 

（三）普通话音节结构特点 

1、一个音节最多可以用四个音素符号拼写（四个国际音标或六个汉语拼音字母）； 

2、元音在音节中占优势； 

3、音节可以没有辅音，辅音只在音节开头或末尾出现。没有两个辅音相连的音节。 

4、音节不能没有声调，不能没有韵腹，可以没有辅音声母、韵头和韵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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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拼音 

（一）拼音要领 

1、声母要读本音，主意区分呼读音； 

2、读准复韵母和鼻韵母以及韵头 

3、声母、韵母之间不要有停顿 

（二）拼音方法 

1、声韵两拼法 

2、声介与韵身合拼法 

3、三拼法（声、介、韵身） 

4、支架拼音法（整体认知法） 

（三）普通话的声韵拼合规律 

1、普通话声母和韵母的配合关系主要是受声母的发音部位和韵母的“开齐合撮”规定。 

2、普通话声韵配合简表介绍及普通话声韵拼合的具体规律（从声母角度） 

（1）零声母和舌尖中音声母 n、l在四呼中都有； 

（2）双唇音声母和舌尖中音声母 d、t不跟撮口呼韵母相拼,双唇音拼合口呼限于 u。 

（3）唇齿音、舌根音、舌尖前音、舌尖后音声母只能和开口呼、合口呼韵母相拼，不能跟齐

齿呼、撮口呼韵母拼合，唇齿音拼合口呼限于 u。 

（4）舌面音只能和齐齿呼、撮口呼韵母相拼。 

3、普通话声韵配合简表介绍及普通话声韵拼合的具体规律（从韵母角度） 

（1）“o”韵母只拼双唇音和唇齿音声母，而 uo韵母却不能同双唇音或唇齿音声母相拼； 

（2）“ong”韵母没有零声母音节，“ueng”韵母只有零声母音节； 

（3）“-i”[ ]韵母只拼“z c s ”三个声母，“-i”[Σ]韵母只拼“zh ch sh r”四个声母，

并且都没有零声母音节。 

四 音节的拼写规则 

（一）y w的使用 

1、韵母标中 i行的韵母，在零声母音节中，如果 i后面还有别的元音，就吧 i改为 y； 

2、韵母标中 u行的韵母，在零声母音节中，如果 u后面还有别的元音，就把 u改成 w； 

3、韵母表中ü行的韵母，在零声母音节中，如果ü后面还有别的元音，就把ü改成 y。 

（二）隔音符号“’”的使用 

（三）省写 

1、韵母 iou uei uen的省写 

2、ü上两点的省略 

（四）标调法 

1、声调符号一般要标在一个音节的主要元音上； 

2、在 iu ui两个韵母中，声调符号规定标在后面的 u或 i上面； 

3、调号恰巧标在 i的上面，那么 i上的小点要省去； 

4、轻声音节不标调。 

（五）音节连写和大写 

1、同一个词的音节要连写，词与词一般分写。句子或诗行开头的字母要用大写。 

2、专用名词和专用短语中的每个词开头字母要大写。 

3、标题中的字母可以全部大写，也可以每个词开头的字母大写，有时为了简明美观，可以省

略声调符号。 

复习与思考题： 

1、列表分析下列各音节的结构方式，并指出其韵母是韵母四呼中哪一种。 

良     高     铁     远     关     爱 

舟     步     威     雅     权     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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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列各音节的拼写为什么是错误的，试根据声韵配合规律，加以说明并改正。 

Shiao（小）    jua（抓）    xa（夏）    fong（风） 

Gue（决）     puo（破）    tueng（通） do（多） 

Zing（精）    giao（叫）    ong（翁）   siong（送） 

3、给下面一首诗注音（声、韵、调），指出韵脚属于哪个韵部。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分析上题诗句每个字的音节结构，画一个表将声母、韵头、韵腹、韵尾、调类与调值六项

填入表内。调值用五度标记法表示。（或画曲线或记数码） 

5、发音操练 

念普通话声韵配合表两遍，把其中声母、韵母与自己方言发音不同的打上符号，多念几遍。 

第六节 音变 

一 变调 

（一）上声的变调 

1、两上相连，前一个上声变阳平；在原为上声改为轻声的字音前，有的变 35，有的变 21。 

在上声前             水果  了解  领导  演讲（变 35） 

在轻声前        （1）捧起  等等  讲讲  想起（变 35） 

                （2）嫂子  姐姐  毯子  奶奶（变 21） 

2、三个上声相连，根据词语内部层次的不同，前两个音节有两种不同变调：21和 35。 

    很勇敢  小老虎  （21  35  214） 

展览馆  管理组  （35  35  214） 

3、多个上声相连，分组后依上述办法变调。快读时也可只保留最后一个字音读 214，其余的

一律变为 35。 

彼此友好  彼此友好  买把雨伞  买把雨伞 

种马场养有五百匹好母马。 

4、在非上声（阴平、阳平、去声）的前面，调值由 214变 21，在原为非上声改读轻声的字音

前，变调也相同。 

在阴平前    首都  北京  统一  女兵 

在阳平前    祖国  海洋  语言  改良 

在去声前    解放  土地  巩固  鼓励 

在轻声前    尾巴  起来  宝贝  里头 

（二）去声变调 

（三）“一、不”变调 

1、“一、不”单念或用在词句末尾，以及“一”在序数中，声调不变。 

2、在去声前，一律变 35。 

3、在非去声前，“一”变 51，“不”仍读去声。 

4、“一、不”嵌在相同的动词中间，读轻声。 

5、“不”在可能补语中读轻声。 

（四）“七、八”的变调 

“七、八”的变调是自由变调 

（五）形容词重叠的变调 

1、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变调 

2、双音节形容词重叠变调 

二 轻声 

（一）什么叫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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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轻声定义 

2、轻声音节的变化与语音的四种物理属性的关系。 

（1）音高 

（2）音长 

（3）音强 

（4）音色 

（二）轻声词 

1、助词“的、地、得、着、了、过”和语气词“吧、嘛、呢、啊”等。 

2、部分单纯词中的叠音词和合成词中重叠式的后一音节。 

3、构词后缀“子、头和表示群体的“们”等。 

4、名词、代词后面表示方位的语素或词。 

5、动词、形容词后面表示趋向的词“来、去、起来、下去”等。 

6、有一批常用的双音节词，第二个音节习惯上要读轻声。 

7、下面词语里加着重号的字一律读轻声。 

来来去去    打打闹闹    黑不溜秋    傻不愣登 

（三）轻声的作用 

1、区别意义 

2、区分词性 

三 儿化 

（一）什么是儿化 

（二）儿化韵的发音 

（三）儿化的作用 

1、区别词义 

2、区分词性 

3、表示细小、亲切、轻松或喜爱的感情色彩 

四 语气词“啊”的音变 

（一）自由音变 

（二）不自由音变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变调？举例说明主要有几种？ 

2、什么是轻声？举例说明轻声音节音高变化的规律。 

3、举例说明轻声在普通话里的作用。 

4、什么是儿化？儿化跟词汇和语法有何关系，试举例加以说明。 

5、指出下列上声字的声调变化情况。 

厂党委  领导  选举  考察  水库  铁道  解除 

碾米厂  水运  首长  老板  火柴  鼓动  检查 

好产品  粉笔  指挥  耳鼓  搞鬼  潜水  享受 

我请雨伞厂鲁厂长选两把好雨伞给李组长。 

6、依据儿化音变的规律，用国际音标给下面的儿化词注音。 

宝盖儿  侧刀儿  肉月儿  门墩儿  示补儿 

快板儿  单弦儿  小曲儿  唱片儿  猜谜儿 

逗乐儿  纳闷儿  刨根儿  挑刺儿  围嘴儿 

第七节 音位 

一 音位简说 

（一）音位及其归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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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音位定义 

2、归纳音位的方法——替换法 

3、音位种类 

（1）辅音音位……音质音位（音段音位） 

（2）元音音位……音质音位（音段音位） 

（3）声调音位（调位）……超音质音位（超音段音位） 

（二）音位变体 

1、条件变体 

2、自由变体 

（三）归纳音位的重要标准 

1、语音的辨义功能 

2、语音的互补分布 

3、音感差异 

二 普通话音位 

（一）普通话元音音位 

（二）普通话辅音音位 

（三）普通话声调音位 

第八节 朗读和语调 

一 朗读的基本要求 

（一）要深入地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 

（二）要掌握朗读所需要的表达技巧 

1、朗读要用普通话； 

2、朗读语言必须在生活语言的基础上进行加工； 

3、朗读应注意句中的停顿，声音的快慢、轻重以及高低的变化。 

二 语调 

（一）停顿 

1、意群 

2、节拍群 

（二）重音 

1、语法重音 

（1）谓语中的主要动词常常读重音； 

（2）表示性状和程度的状语常常读重音； 

（3）表示状态或程度的补语常常读重音； 

（4）表示疑问和指示的代词通常读重音。 

2、逻辑重音 

（三）句调 

1、句调的四种形式 

（1）升调 

（2）降调 

（3）平调 

（4）曲调 

2、句调对字调的影响 

（1）句调上升 

A如果字调也是上升的，就使字调升得更高； 

B如果字调是平的，就使字调后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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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如果字调是降的，就变成降升。 

（2）句调下降 

A如果字调是降调，就降得更低； 

B如果字调是平调，就变成降调； 

C如果字调是升调，就变成升降调。 

第九节 语音规范化 

一 确立正音标准 

（一）北京语音的内部分歧有两种： 

1、北京口语的土音成分； 

2、北京话里异读词。 

（二）北京话里异读产生的原因很多，从来源看主要有如下几种： 

1、文白异读 

2、方音影响 

3、讹读影响 

4、背离规律 

二 推广标准音 

复习与思考题： 

1、举例说明什么是音位。 

2、举例说明应该怎样归纳音位。 

3、什么是互补分布？什么是音感特征？二者作为归纳音位的语音标准来看，哪个更重要，为

什么？ 

4、什么是音位变体？ 

5、条件变体和自由变体的区别何在？ 

6、试把下面两段话按自己的理解断开（加标/线），并与别人比较，看有什麽不同，并说明停

顿的运用在表达上的作用。 

7、朗读下面的句子，试着变换重音的位置，并分析所能表达出来的意思（在重度的词下边加

♠号）。 

我买了一盆玫瑰花儿。 

8、结合生活中的事例说明语音规范化的必要性。 

9、什么是“异读词”？下面各词语中加点的字，哪些是属于异读范围的，哪些不是，为什么？

凡不规范的注音要改正。 

校对（jiào duì）  ——学校（xué xiào） 

发酵（fā xiào）  ——酵母（xiào mǔ） 

麦芒（mài máng）——光芒（guāng máng） 

五更（wǔ jīng） ——更换（gēng huàn） 

挑水（tiāo shuǐ） ——挑战（tiǎo zhàn） 

安宁（ān níng） ——宁可（nìng kě） 

理发（lǐ fà）    ——奋发（fèn fā） 

拓展阅读书目： 

1、《普通语音学纲要》，罗常培、王均，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语音学教程》，林焘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4、《语音常识》，董少文，上海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5、《普通话语音常识》，徐世荣，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 

6、《普通话语音训练教程》，宋欣桥，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5154 

7、《普通话音位》，吴天惠，湖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第三章 文字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汉字形体； 

2．汉字的构造； 

3．汉字的整理和标准化； 

4．使用规范汉字。 

学习目标： 

1．了解汉字形体的演变、汉字形体构造、汉字的整理和标准化。 

具体内容： 

第一节 汉字概说 

一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最重要的辅助性交际工具。 

二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 

三 汉字具有一定程度的超时空性。 

第二节 汉字的形体 

一 现行汉字的前身 

（一）甲骨文 

（二）金文 

（三）篆文 

1、大篆 

2、小篆 

（四）隶书 

1、秦隶 

2、汉隶 

（五）楷书 

（六）草书 

1、章草 

2、今草 

3、狂草 

（七）行书 

二 现行汉字的形体 

（一）楷书和行书 

现行汉字形体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 

1、同相应的繁体字相比，一大批汉字形体更简单易写； 

2、异体字减少了，在一般书报中不用了； 

3、形体有细微差别的字，保留了其中的一种写法。 

（二）印刷体和手写体 

1、印刷体常用的有几种变体： 

（1）宋体（又叫“老宋体、古宋体、灯笼体”） 

（2）仿宋体（又叫“真宋体”） 

（3）楷体（又叫“大宋体”） 

（4）黑体（又叫“黑头字、方头字、方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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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刷体字号的区分 

3、手写体 

（1）软笔字（指毛笔字） 

（2）硬笔字（指钢笔字、铅笔字、圆珠笔字、尼龙笔字） 

三 汉字形体的演变 

（一）甲骨文 

1、甲骨文的时代 

2、甲骨文的数量 

3、甲骨文的书写特点 

（二）金文 

1、金文的时代 

2、金文的书写特点 

（三）篆书 

1、篆书的时代 

2、篆书的书写特点 

3、篆书的分类 

（1）大篆及其代表 

（2）小篆及其代表 

（四）隶书 

1、秦隶流行时代及书写特点 

2、汉隶流行时代及书写特点 

（五）楷书（又叫真书、正书） 

1、楷书的流行时代 

2、楷书的书写特点 

（六）草书、行书 

1、草书 

（1）今草及其产生时代、书写特点 

（2）章草及其产生时代、书写特点 

（3）狂草及其产生时代、书写特点 

2、行书 

（七）汉字形体演变规律 

1、从图画性的象形文字逐步变成不象形的书写符号； 

2、笔形从类似绘画式的线条逐步变成横竖撇点折的笔画，书写更方便了； 

3、许多字的结构和笔画逐步简化； 

4、甲骨文、金文都异体繁多，小篆、隶书、楷书的异体减少了。 

复习与思考题： 

1、为什么说汉字形体演变是朝着简单易写的方向发展的？ 

2、拿 1955年以前出的书报同近年出的书报对比，用具体例子说明现行汉字的楷书同历史上的

楷书有什麽不同？ 

3、查看有关书报，学习辨认不同形体、不同字号的印刷体字。 

4、自己写毛笔字和钢笔字，具体对比两种手写体字在形体上的差别。 

第三节 汉字的结构 

一 结构单位 

（一）笔画 

1、单一笔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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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复合笔画 

（二）部件（又称“偏旁”） 

部件按照不同的标准可分成不同的类型。 

1、按照现在能否独立成字划分 

（1）成字部件 

（2）非成字部件 

2、按照能否再切分成小的部件划分 

（1）单一部件（单纯部件、基础部件） 

（2）复合部件（合成部件） 

3、按照部件切分出的先后划分 

（1）一级部件 

（2）二级部件 

（3）三级部件 

4、部件和部件的组合方式有下列几种： 

（1）左右结构 

（2）左中右结构 

（3）上下结构 

（4）上中下结构 

（5）全包围结构 

（6）半包围结构 

（7）穿插结构 

（三）笔顺 

汉字笔顺的基本规则是： 

先横后竖，先撇后捺， 

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从外到内，从外到内后封口， 

先中间后两边。 

二 造字法 

（一）象形 

（二）指事，指事字分两种： 

1、象征性符号的指事字 

2、象形字加提示符号的指事字 

（三）会意，会意字分两类： 

1、异体会意字 

2、同体会意字                 

（四）形声 

1、形旁和声旁的部位 

（1）左形右声 

（2）右形左声 

（3）上形下声 

（4）下形上声 

（5）外形内声 

（6）内形外声 

2、形旁的作用和局限性 

3、声旁的作用和局限性 

（五）转注和假借 



5157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笔画？它有哪些类型？确定笔画数的依据是什么？ 

2、汉字笔画的组合有哪些方式？举例说明。 

3、具体说明下列各字是综合运用哪些笔画组合方式构成的。 

鸣  佳  灼  疗  灿  甸  改  冈  兮 

4、什么是部件？它有哪些类型》部件的组合有哪些方式？ 

5、下列用“丁”作声旁的形声字，它们的字义同形旁有什麽联系？试给每个字注音，看哪些

字同声旁的读音不完全相同。 

疗  玎  叮  盯  钉  仃  厅  耵  饤  汀  灯  亭  打   

第四节 汉字的整理和标准化 

一、汉字改革问题 

（一）文字制度的改变 

（二）文字内部地整理、简化 

二、汉字的整理 

（一）简化笔画 

（1）简化部件 

Ａ简化形声字声旁的 

Ｂ简化形声字形旁的 

Ｃ简化会意字部件的 

（2）同音或异音代替 

在意义不混淆的条件下，用形体简单的同音或异音字代替繁体字，既减少了字数又突出了表音

的特点。 

（3）草书楷化 

把群众比较熟悉的草书字的笔形改用楷书的写法，就可以达到减少笔画的要求。 

（4）换用简单的符号 

用一个笔画很简单的符号代替繁体字中特别繁难的部分。 

（5）保留特征或轮廓 

把繁体字中繁难的部分删去，只留下表示这个字的特征或轮廓的部分。 

（6）构成新的形声字或会意字 

（二）精简字数 

主要是废除异体字 

三、汉字的标准化 

（一）定量 

1、 汉字究竟有多少？ 

2、 现代通用汉字有多少？ 

3、 现代汉语常用字有多少？ 

4、 汉字定量研究中还有一个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姓名用字、地名用字、方言字、科技专业用

字、翻译用字等中有许多生僻字或新造字。 

（二）定形 

1、 整理异体字 

2、 整理异形字 

（三）定音 

1、 现代汉语用字的读音，有不确定的情况； 

2、 现行汉字的定音工作还要继续进行。 

（四）定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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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义序法 

2、 音序法 

3、 形序法 

4、 笔画法 

5、 部首法 

6、 号码法 

7、 汉字编码 

（1） 字形编码法（形码） 

（2） 字音编码法（音码） 

（3） 形音结合编码法（形音码或音形码） 

复习与思考题： 

1、怎么样正确对待汉字的前途问题？ 

２、整理汉字包括哪些内容？ 

３、《简化字总表》采用了哪些简化方法？举例说明。 

４、什么是异体字？为什么要整理异体字？ 

第五节 使用规范汉字 

一、掌握整理过的汉字 

（一）掌握简化字 

1、掌握类推简化的范围 

2、区分简化字的细微差别与笔画笔顺 

3、辨析代替字的音义 

4、注意一简多繁字 

5、不写不规范简体字 

（二）掌握规范字，不用异体字 

1、从俗 

2、从简 

3、书写方便 

（三）区别新旧字形 

1、笔画省简 

2、笔画连接 

3、笔画延伸 

4、调整部位 

5、其他 

（四）掌握异形词的规范词 

二、纠正错别字 

错字指的是写得不成字，规范字典查不到的字。 

别字指的是把甲字写成乙字。 

错别字也可简称错字。 

（一）注意字形 

1、目、月（肉） 

2、木、禾 

3、木、扌（手） 

（二）注意字音 

（三）注意字义 

（四）纠正读错字，要注意形声字的声旁，记住多音多义字，掌握多音同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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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意形声字的声旁 

2、记住多音多义字 

3、掌握多音同义字 

4、记住《审音表》规定的读音 

复习与思考题： 

1、举例说明什么是错别字，什么是不规范字。 

2、下列简化字和简化偏旁，哪些可作偏旁类推？试举出例字来。 

儿    了    干    兰  

号    备    队    笔 

麦    达 

3、给下列各组字分别注音并组成词语。 

戳戮     洽恰    妨防    瞻赡    欧殴呕讴枢    蜡腊    湍揣惴 

桔秸     梢稍捎    矩距    贡供    赃脏    兢竞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国文字学》，唐兰，中国古籍出版社。 

第四章 词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知识点为：（1）语素构成词的方法和类型；（2）词义；（3）词汇的

构成；（4）词汇的变化和词汇的规范化。重点：（1）语素的类型；（2）词汇的类型。难点：（1）语

素与词的区分；（2）词与短语的区分。 

学时分配：14学时 

第一节 词汇、词汇单位和词的结构 

一、词汇 

（一）词汇定义 

词汇是一种语言里所有的（或特定范围的）词和固定短语的总和。 

（二）词汇和词的关系：集体和个体的关系 

（三）词汇与语言 

二、词汇单位 

（一）语素 

1、语素的定义：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 

2、确定语素的方法——替代法 

3、语素与音节的关系 

4、语素的确定方法——替代法，要注意： 

（1）两种替代缺一不可 

（2）在替代中保持意义的基本一致。 

5、语素的类型 

（1）按音节多少分：单音节语素——多音节语素 

（2）按成词与否分：成词语素——不成词语素 

Ａ能够独立成词的语素叫做成词语素 

Ｂ不能单独成词的语素叫做不成词语素 

（３）按能否独立运用分：自由语素——粘着语素 

（４）按构词时位置固定与否分：定位因素——不定位语素 

６、语素与词根、词缀的关系 

（二）词 

1、词的定义：是句中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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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最小的”是区别词与语素的标准 

（２）“能独立运用”是区别词与短语的标准 

2、区别词和语素的方法——剩余法 

3、词和短语的关系 

短语是词和词的语法组合，它和词都表示一定的意义，也是造句成分，可以单说或单用，但短

语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单位。短语可分离，词不可。区别词和短语的方法叫做扩展法。 

4、字与语素、音节和词的关系 

（三）固定短语 

1、固定短语的定义 

是词跟词的固定组合，一般不能任意增减、改换其中词语。 

2、固定短语与自由短语 

自由短语是词跟词按表达的需要的临时组合，自由短语即一般的短语。 

3、固定短语的分类 

（1）专名：以企事业单位的名称占绝大多数。召集会议，举办活动也可用固定短语作专名。 

（2）熟语： 

A成语 

B歇后语 

C惯用语 

（四）略语 

1、略语的定义：是语言中经过压缩和省略的词语 

2、略语的分类 

（1）简称 

A只取每一个词的前一个语素或后一个语素 

B取前一个词的前一个语素和后一个词的后一个语素 

C省略并列的几个结构中相同的语素 

D包含外来词的名称可以只取外来词的头一个音节（字） 

E其他 

（2）数词略语 

A对一些习用的联合短语，选择其中各项的共同语素加上短语包含的项数，即构成数词略语； 

B根据共同的属性加上列举的项数构成数词略语。 

三 构词类型 

（一）单纯词 

由一个语素构成的词，叫做单纯词。 

1、连绵词 

指两个音节连缀成义而不能拆开的词。 

（1）双声的：两个音节声母相同的连绵词。 

（2）叠韵的：两个音节的“韵”相同的连绵词。 

（3）其他 

2、叠音词：由两个相同的音节相叠构成。 

3、音译的外来词 

４、拟声词 

（二）合成词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语素构成的词，叫做合成词。 

1、复合式 

（1）联合型 

（2）偏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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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补充型 

（4）动宾型 

（5）主谓型 

2、重叠式 

3、附加式 

（1）前加式（前缀+词根） 

（2）后加式（词根+后缀） 

（三）生造词问题 

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词汇在语言中的地位。 

2、“他学英语很用功，坚持每天记住 15个词汇。”这话对不对？为什么？ 

3、用“替代法”证明“驼绒”是两个语素，“骆驼”是一个语素。 

4、分别指出下列字中的成词语素、不成词语素和不能单独作语素的字。 

绩  柿  素  眉  蜻  狗  羊  鸭 

学  习  鹃  祝  闪  平  虎  狼 

5、指出下列的双声词、叠韵词、音译词。 

仓促  灿烂  沙发  孑孓  恍惚  婆娑  铿锵 

扑克  涤纶  秋千  踟蹰  拮据  婀娜  腼腆 

6、指出下列复合式合成词的类型 

痛快  认真  抓紧  房间  革命  照明  人民 

飞快  解剖  石林  开关  领袖  美好  雪白 

动静  无论  戳穿  司令  雪崩  丝毫  伟大 

奶牛  牛奶  功用  用功   

第二节 词义的性质和构成 

一、词义的性质 

（一）词义是什么 

1、词汇意义 

2、语法意义 

（二）词义的概括性 

（三）词义的模糊性 

1、词义的模糊性指的是词义的界限有不确定性，它来源于词所指的事物边界不清。 

2、词义的模糊性是客观事物连续性的反映。 

3、模糊与精确相对 

（四）词义的民族性 

1、词义在理性意义上有民族性 

2、词义在附加色彩上也可以显示民族性 

二、词义的构成 

（一）理性义 

词义中同表达概念有关的意义部分叫做理性义，或叫概念义、主要意义。 

（二）色彩义 

1、感情色彩 

（1）褒义词 

（2）贬义词 

（3）中性词 

2、语体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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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面语色彩 

（2）口语色彩 

3、形象色彩 

4、色彩意义同词的来源有密切关系——地域色彩、行业色彩等。 

三 词义的理解与词的运用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词义？ 

2、怎样理解词义的概括性？专有名词的词义也有概括性吗？ 

3、什么叫做词义的模糊性？“书、画、浪、婴儿、钢”有没有模糊性？ 

4、查查有关词书看看下列两组汉语、英语词在词义方面表现出什么异同： 

桌子——table 

雪——snow 

5、汉语的姑妈、姨妈、伯母、婶母……能用同样的词称呼吗？英语行不行？试分析其中的原因。 

6、理性义与色彩义有什麽区别？ 

7、指出下列各词的色彩义： 

倒爷  哥们儿  葡萄胎  演奏  鸭绿江 

调试  康复  搅和  轻蔑  癞皮狗 

欺凌  发毛  蛤蟆镜  车流  出台 

脑袋  疙瘩  囹圄  鸟瞰  狐媚子 

8、固定短语也可能有各种色彩义，试指出下列各短语的色彩义： 

龙腾虎跃  三长两短  唇红齿白 

打游击    打牙祭    炒鱿鱼 

举世瞩目  蝇营狗苟  马不停蹄 

第三节 词义的分解 

一 义项 

（一）什么是义项 

1、定义：是词的理性意义的分项说明 

（二）义项的分类 

1、基本义 

2、转义 

（1）引申意义 

（2）比喻意义 

（3）词的比喻意义同修辞上的比喻有区别 

（三）单义词和多义词 

1、单义词：只有一个义项的词叫单义词 

2、多义词：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义项的词叫多义词 

（四）同音词 

同音词是语音相同而意义之间并无联系的一组词。 

二 义素 

（一）什么是义素（又叫语义成分或语义特征） 

（二）义素分析，步骤： 

1、明确分析的对象 

2、根据所选定的词，进行词义间的比较，找出其共同特征与区别特征，即找出相应的义素。 

3、义素确定之后，还需要采取种种方法进行表达。 

（三）义素分析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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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义素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准确地掌握、解释、理解语义； 

2、义素分析可以突出地显示词义之间的异同及联系； 

3、义素分析可以突出词义组合之间的关系。 

复习与思考题： 

1、下列词中哪些是单义词？ 

懂  发  煤    瞟  溅    风    苗条  发火 

雨  把  缎子  剥  杜绝  表    领导 

2、下面的义项哪些英国合起来成为“花 1”的义项，哪些是“花 2”的义项，应不应该还有一

个“花 3”？（注：花 1、花 2、花 3是三个同形同音词） 

A种子植物的有性繁殖器官：掐了一朵花。 

B供观赏的植物：买了一盆花。 

C颜色错杂：这布太花了点儿。 

D用掉：花了三元钱。 

E姓：小李广花容。 

F模糊不清：眼睛花了。 

3、从多义词的产生到使用中多义性的排除，看义项同语境的关系。 

4、利用同音现象可以造成修辞格中的“双关”，试举三例加以说明。 

5、什么是义素？义素分析有什麽用处？ 

第四节 词义的聚合——语义场 

一、语义场 

（一）语义场 

1、定义：通过不同词之间的对比，根据它们词义的共同特点或关系划分出来的类。 

（二）语义场的层次 

1、上位词 

2、下位词 

（三）语义场的种类 

1、类属义场 

2、顺序义场，另一类顺序可循环的叫做循环义场 

3、关系义场 

（1）方位、过程 

（2）行为动作过程 

二、同义义场 

（一）同义义场 

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组成的语义场叫做同义义场，义场中各个词叫做同义词。包括两类： 

1、意义相同，在语言中通常可以换用； 

2、意义和用法上都有细微差别，不完全相同，因此有人称为“近义词”。 

（二）同义词的差别 

1、理性意义方面的差别 

（1）意义的轻重 

（2）范围的大小 

（3）集体与个体不同 

（4）搭配对象不同 

2、色彩方面的差别 

（1）感情色彩不同 

（2）语体色彩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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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词性方面的差别 

（三）辨析同义词的方法 

第一步，尽可能搜集包含有这两个词的句子或短语，继而把所有例句规律，看看可能用几个义

项进行解释； 

第二步，互相替换； 

第三步，对种种替换情况的分类及其概况说明，指出同义词在哪些方面有差别。 

（四）同义词的作用 

1、可以使语言的表达精确、严密； 

2、可以使语体风格鲜明； 

3、可以使文句生动活泼，富于变化； 

4、可以使预期委婉； 

5、同义词连用，可以加强语势，使语意完足。 

三、反义义场和反义词 

（一）反义义场 

两个意义相反或相对的词可以构成反义义场，这两个词互为反义词。 

（二）反义义场的类型 

1、互补反义义场 

2、极性反义义场 

3反义义场两种类型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改变，互补反义义场可以当作极性反义义场来用。 

4、多义词有几个意义，它的每个意义都可能有反义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词处于几个反义义

场中的现象。 

5、有些词，孤立地看彼此意义没有明显的相反或相对的关系，可是当它们在一定的语言环境

里对举时就具有了反义关系。 

（三）反义词的不平衡现象 

（四）反义词的作用 

1、运用反义词，可以揭示事物的矛盾，形成依稀的鲜明对照和映衬，从而把事物的特点深刻

地表示出来； 

2、多组反义词连用，可以起到加强语气、强调核心意思的作用； 

3、反义词可以构成对偶、映衬的句子，使语言更加深刻有力； 

4、由于反义词具有鲜明的对比作用，人们有时为了使语言新颖而又简练，按原有的词临时创

造一个反义词。 

复习与思考题： 

1、下列两组词中，“老李”的“老”意思上有无差别？这些差别是从什么地方显示出来的？ 

老李——大李——小李 

老李——老张——老王 

2、试说明现代汉语颜色义场的层次性。 

3、下列各词哪些可能属于同一义场，这些义场属于何类？ 

天  青天  地  地上  天上  天下 

红  浅绿  深绿  大红  紫红  绿 

大绿  河  水  溪  山  火 

树木  海  树  森林  树林 

4、什么水同义词？怎样辨析同义词？ 

5、辨析下列各组同义词。 

夸大——夸张  持续——继续 

鼓励——怂恿  商量——商榷 

周密——严密——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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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除——拔除——根除 

6、丰富的同义词的存在，对于交流思想、增强语言的表现力有很大的作用，试举例加以说明。 

7、什么叫做关系义场？试举例加以说明。 

第五节  词义和语境的关系 

一、语境对解释词义的作用 

语境就是语言单位出现时的环境。一般分为上下文语境和情景语境。 

（一）上下文语境 

（二）情景语境 

（三）解释词义要根据该词出现的语境 

二、语境对词义的影响 

（一）语境使词义单一化 

（二）语境使词义具体化 

（三）语境增加临时性意义 

（四）语境表现出词义的选择性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情景语境？什么是上下文语境？ 

2、在李凖《李双双小传》中有这样一些话： 

“来吧！外焦里软，这煎饼就叫‘老头美’！” 

“双双嫂子！食堂饭做得好！我们要贴你们的大字报了！” 

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说着吃着，双双在井台上听着，只是在抿着嘴笑。 

这里的“贴你们的大字报”是什么意思？根据什么作出这个结论？如果把原文从头到尾看一遍，

会不会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3、下面词语中的“球”，哪些是指足球的？在后面的括号中填上对勾。 

角球（ ）扣球（ ）点球（ ）抽球（ ） 

任意球（ ）三分球（ ）头球（ ） 

第六节 现代汉语词汇的组成 

一、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 

（一）基本词汇 

基本词汇具有如下特点： 

1、稳固性 

（1）有些古代的单音节基本词发展到现在复音化了，成了多音节合成词，这是汉语词汇的一

条内部发展规律； 

（2）有些但音节的基本词被后起的合成词所代替。 

2、能产性 

用基本词作语素创造出来的新词，最便于人们理解和接受，最便于流传，所以那些千百年来流

传下来的基本词，便成了新词的基础。它们一般都有很强的构词能力。 

3、全民常用性 

（1）流行地域广，使用频率高，为全民族所共同理解。 

（2）基本词汇的使用，不受阶级、行业、地域、文化程度等方面的限制。 

（二）一般词汇 

语言中基本词汇以外的词汇是一般词汇。 

一般词汇的特点是：没有基本词汇那样强的稳固性，但却有很大的灵活性。一般词汇是经常变

动的。 

（三）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的联系——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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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词汇是构成新词的基础，不断地给语言创造新词，充实、扩大一般词汇，使词汇日益

丰富。 

2、一般词汇中有的词，在语言发展过程中，又能逐渐地区的基本词的性质，转为基本词，从

而使基本词汇不断扩大。 

二、古语词、方言词、外来词 

（一）古语词 

1、文言词：所表示的事物和现象还存在于本民族现实生活中，但由于为别的词所代替，一般

口语中已不大使用。 

2、历史词：表示历史上的事物或现象的古语词。 

3、文言词与历史词的不同：历史词在一般交际中不使用，在叙述历史事物或现象时，才使用

它们。有些历史词，在今天国际交往中还经常使用。 

4、古语词在表达上的作用 

（1）可使语言简洁匀称 

（2）可以表达庄重严肃的感情色彩 

（3）可以表达幽默、讽刺等意义 

（二）方言词 

普通话不断从各方言中吸取有用的成分来丰富自己。 

（三）外来词 

外来词也叫借词，指的是从外族语言里借来的词。 

1、借用外来词的方法 

（1）在语音上，要把外来词的音节结构改造成汉语的音节结构； 

（2）在语法上，外来词进入汉语词汇后，原有的形态标志就一律取消。 

2、外来词有几种类型 

（1）音译外来词 

照着外语词的声音对译过来的，一般叫音译词。 

（2）音意兼译外来词 

把一个外来词分成两半，一般音译，一般意译。 

（3）音译加意译外来词 

整个词音译之后，外加一个表示义类的汉语语素。 

（4）字母外来词 

直接用外文字母（简称）或与汉字组合而成。 

此外还有借用日语中的汉字词，但不读日语读音而读汉字音。 

三、行业语、隐语 

（一）行业语 

行业语是各种行业应用的词语，或者叫“专有词语”，其中的术语对发展科学文化事业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二）隐语 

隐语是个别社会集团或秘密组织中的一种只有内部人懂得的特殊用语。 

1、隐语一般是用赋予现有普通词语以特殊的含义的办法构成的。 

2、有的隐语是用字谜办法创造的。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基本词汇？它有哪些特点？ 

2、区分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有什么意义？ 

3、什么是古语词？运用古语词有什么积极作用？ 

4、外来词有几种类型？使用外来词应注意些什么问题？ 

5、什么是方言词？运用方言词应注意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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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什么是行业词语？试举出十个课堂教学教学用语。 

7、什么是隐语？它在语言中有什么作用？ 

8、方言词、行业词语同普通话词汇有什么关系？ 

第七节 熟语 

一、成语 

成语是一种相沿习用具有书面语色彩的固定短语。 

（一）成语的特征 

1、意义的整体性 

成语在表意上与一般固定短语不同，它的意义往往并非其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其

构成成分的意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概括出来的整体意义。 

2、结构的凝固性 

正与的结构形式一般是定型的、凝固的。它的构成成分和结构形式都是固定的，不能任意变动

词序或抽换、增减其中的成分。 

（二）成语的来源 

1、神话寓言 

2、历史故事 

3、诗文语句 

4、口头俗语 

（三）成语的构造 

成语以“四字格”为基本格式，也有非“四字格”的。 

1、并列结构 

2、偏正结构 

3、动宾结构  

4、补充结构 

5、主谓结构 

6、连谓结构 

（四）成语的运用 

运用成语，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 

1、弄清成语的实际意义。 

2、成语是凝固结构，一般必须沿用原型，不能随意变换和增减其中的成分。 

3、成语有其确定的字形和读音，须分辨清楚，不能写错读错。 

二、惯用语 

惯用语是指人们口语短小定型的习惯用语，大都是三字的动宾短语，也有其他格式。 

（一）动宾式 

（二）偏正式 

（三）主谓式 

三、歇后语 

歇后语是由近似于谜面、谜底的两部分组成的带有隐语性质的口头用语。 

歇后语可分两类： 

（一）喻意 

前部分是一个比喻，后部分是对前部分的解释。 

（二）谐音 

后部分是借助音同或音近现象表达意思，这是一种“演在此而意在彼”妙语双关的现象。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成语、惯用语、歇后语？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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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释下列成语的意义： 

叱咤风云  精雕细刻  居高临下  老马识途 

危如累卵  落拓不羁  披沙沥金  不刊之论 

3、使用成语应该汉族一哪些问题？ 

4、解释下列惯用语的意义： 

背包袱  安钉子  绊脚石  翅膀硬 

穿小鞋  定调子  耳边风  高帽子 

5、搜集喻意、谐音两类歇后语各十条，并加以解释。 

6、运用歇后语应该注意什么？  

第八节 词汇的发展变化和词汇的规范化 

一、词汇的发展变化 

现代汉语词汇是古代、近代汉语词汇的继续和发展。 

（一）新词的产生 

1、产生的原因 

（1）新事物涌现要求产生新词。 

（2）词的双音化的发展趋势要求产生新词。 

2、新词的形式 

（1）复合式：主要为偏正型、联合型和动宾型 

（2）附加式 

（二）旧词的逐渐消失和变化 

（三）词义的演变 

1、词义的扩大 

扩大旧词所概括的对象的范围。 

2、词义的缩小 

缩小词所概括的对象的范围。 

3、词义的转移 

表示甲类对象的词转用指称与之有关的乙类对象。 

二、词汇的规范化 

（一）词汇的规范化工作 

1、维护词语的既有规范 

2、对普通话从方言词、古语词或其他语言新吸取进来的成分进行规范。 

（二）词汇规范的原则 

1、必要性 

2、普遍性 

3、明确性 

（三）词汇规范的内容 

1、方言词的规范 

2、外来词的规范 

A不要滥用外来词 

B统一外来词的汉字书写形式 

C吸收外来词，应尽量采用音译方式 

3、古语词的规范 

复习与思考题： 

1、词汇的发展变化表现在哪些方面？其原因是什么？ 

2、词义发展变化有哪几种原因？其发展变化的途径有哪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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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释下列各词的意义，指出它们的意义是怎样变化的。 

本钱  走狗  讲究  空气  推销  贩卖 

市场  运动  温床  背景  幼稚  上身 

4、下列例句中哪个是生造词语，为什么？试改正。 

在国庆的文艺晚会上，各种颜色的灯光把会场布饰得非常壮丽。 

拓展阅读书目： 

1、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2、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 

二、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绪论 6  

2 第二章 语音 18  

3 第三章 文字 10  

4 第四章 词汇 14  

三、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现代汉语语音研究、语用学、法律语言学、语言

学方法论、应用语言学研究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语音、词汇、语法 

难点：语音一章的音位概念、国际音标及发音、词汇一章的语素与词的划分、语法一章的词与

短语的划分、词类辨析、句法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理论结合实践的方法； 

2.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方法； 

3.讲授与操练相结合的方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视听资料辅助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软件需要 PRAAT语音分析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平时成绩包括课堂出勤、课堂表现、课堂练习、

作业、测试等。 

每章结束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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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伯荣、廖旭东等编著《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6月 第五版（普通高等教

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美)罗杰瑞(JerryNorman)著，张惠英译，《汉语概说》，语文出版社，1995年。 

2.陈建民著，《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3.陆俭明著，《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四版。 

4.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现代汉语（增订本）》，2012年 8月。 

5.张斌《现代汉语语法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6.胡裕树编著，《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七版。 

7.邵敬敏编著，《现代汉语通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 

8.沈阳、郭锐编著，《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10月。 

9.齐沪扬编著，《现代汉语》，商务印书馆，2012年 3月。 

执笔：张彦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8日 

 

现代汉语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课程号：30705045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中文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了解并掌握现代汉语的基本知识，初步学得一些分析语言的技能，

从而提高其运用语言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现代汉语基础知识，掌握现代汉

语语音学、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等语言学分支的基础理论与知识，为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语

法学、现代汉语语音学、语用学、法律语言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48学时 

第一章  语  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1、词类划分原则； 

2、各类词的用法； 

3、短语和句子的结构及其类型； 

4、分析句子的方法；  

5、标点断句的方法。 

重点：1、各类词的用法； 

2、短语和句子的结构及其类型。 

难点：词类区分。  

学时分配：36 学时  

第一节  语法概说  

一、语法和语法体系  

（一）“语法”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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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指语法结构规律本身，即语法事实；  

2、一个指语法学，是研究、描写语法规律的科学，是对客观存在着的语法系统的认识和说明。  

（二）语法学的构成  

1、词法：包括词类和各词类的构成、词形的变化；  

2、句法：研究范围是短语、句子的结构规律和类型。  

（三）语法体系的含义  

1、一个指语法系统，即客观存在的语法事实、语法规律的系统性；  

2、一个指语法学体系，指语法学说的系统性。  

（四）对“汉语语法有分歧”的理解  

二、语法的性质  

（一）抽象性  

语法从词和句的个别和具体的东西中抽象出来，把作为词的变化和用词造句的基础的一般的东

西拿来，并且以此构成语法规则、语法规律。  

（二）稳固性  

1、很多语法手段和语法格式历经千年不变；  

2、一些旧规则的衰亡也是逐渐实现的；  

3、语法的稳固性并不限制语法的演变，新的语法规则总会逐渐产生出来。  

（三）民族性  

1、是否用词形变化手段来表示词的句法功能，以及语序特点等，各语言有差异； 

2、词的组合手段，各种语言也有差异。  

三、语法单位和句法成分  

（一）语法单位  

1、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的构词单位，是语言的备用单位。语素可以组合成词，有

的可单独成词。  

2、词：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是构成短语和句子的备用单位。一部分次加上句

调可以单独成句。  

3、短语：是语义上和语法上都能搭配而没有句调的一组词，是造句的备用单位。大多数短语

可以加上句调成句子。  

4、句子：是具有一个句调、能够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的语言单位。  

（1）句类 陈述、疑问、祈使、感叹  

（2）句型  

单句：主谓句（名词谓语句、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主谓谓语句）；  

非主谓句（名词非主谓句、动词非主谓句、形容词非主谓句、叹词非主谓句、拟声词非主谓句）。  

复句  

（二）句法成分  

是短语和句法结构的组成成分。  

1、主语：是谓语陈述的对象  

2、谓语：陈述主语的  

3、动语：是支配、关涉后面的宾语的成分  

4、宾语：是动作所支配、所关涉的对象  

5、定语：是名词性短语里中心与前面的修饰语  

6、状语：是谓词（动词、形容词）性短语里中心语前面的修饰语  

7、补语：是动词、形容词性短语里中心语后面的补充成分  

复习与思考题：  

1、语法里的词法和句法各研究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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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语法体系？对语法体系的分歧应采取什么态度？  

3、举例说明语法的抽象性和稳固性。  

4、为什么说研究语法要注意民族特点？  

5、谈谈四级语法单位的关系。  

6、举例说明一般的句法成分是如何配对的。  

7、分析出下列句子的句法成分？  

这篇文章批判了历史唯心主义。  

我们厂试制成功了新产品。  

第二节  词类（上）  

一、词类的划分  

（一）划分词类的目的  

（二）划分词类的依据  

1、词的语法功能（主要依据），指的是词与词的组合能力，有三种表现：  

（1）词在语句里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即词的职务；  

（2）实词与另一类实词的组合能力；  

（3）虚词依附实词和短语的能力。  

2、词的形态，可分两种：  

（1）构形形态  

（2）构词形态  

3、词的意义  

指语法上同类词的概括意义或意义类别。  

（三）划分词类时应注意的问题  

1、这三种依据在不同语言里重要性各不相同，汉语分词类主要依据语法功能。 

2、功能、形态、意义是一个统一体的不同表现。在运用分类标准时要注意分清主要和次要。  

3、在同一词类里，各词的语法特征也有差异。  

4、在不同词类之间也有共性，这才有归并成一个更大的词类的可能。  

5、实词和虚词  

二、实词  

（一）名词  

1、名词的意义和种类  

（1）表示人和事物的名称  

（2）表示时间  

（3）表示处所  

（4）表示方位  

2、名词的语法特征  

（1）常作主语和宾语； 

（2）名词前面一般能够加上表示物量的数量短语，一般不能加副词； 

（3）名词不能用重叠式表示某种共同的语法意义； 

（4）表人的名词后面能够加“们”表示群体。不加“们”的名词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群体。  

3、时间名词和方位词  

（1）时间名词  

（2）方位词  

A 有单音的课也有由单音词加上“之、以”等等组成的双音合成词； 

B 方位词表示方向、位置，其中有少数还可表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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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方位词主要是加在别的词语后面，组成方位词，表处所或时间。  

D 方位词可以单用，表示方向或者位置。  

（二）动词  

1、动词的意义和种类  

（1）走、听、看、批评、宣传、保卫、学习（动作行为动词）  

（2）爱、怕、恨、喜欢、羡慕、希望、讨厌（心理活动动词）  

（3）在、存在、有、发生、演变、发展、生长、死亡、消失（表示存在、变化、消失）  

（4）是（判断动词）  

（5）能、会、愿意、敢、应该、要（能愿动词）  

（6）来、去、上、下、进、出、回、开、过、起，上来、下去、起来（趋向动词）  

2、动词的语法特征  

（1）动词能做谓语或谓语中心，多数能带宾语；  

（2）动词能够前加副词“不”，多数不能加程度副词。只有表心理活动的动词和一些能愿动词

能够前加程度副词；  

（3）动词多数可以后带“着、了、过”等表示动态；  

（4）有些动词可以重叠，表示短暂、轻微，限于表示可持续的动作动词。  

3、特殊的动词  

（1）判断动词“是”  

表示事物等于什么或属于什么 

表示事物的特征、质料、情况  

表示事物的存在  

（2）能愿动词  

表可能  

表必要  

表意愿  

（3）趋向动词  

单音  

双音  

（三）形容词  

1、形容词的意义和种类  

（1）软、硬、甜、苦、好、坏、远、近等（性质形容词）  

（2）雪白、笔直、绿油油、水灵灵、黑不溜秋（状态形容词）  

（3）多、少、全（不定量形容词）  

2、形容词的语法特征  

（1）形容词能做谓语或谓语中心语和定语，多数能够直接修饰名词；  

（2）性质形容词大都能受程度副词修饰；  

（3）形容词不能带宾语  

（4）有些性质形容词可以重叠，重叠后用法同状态形容词  

（5）有些单音性质形容词可戴上叠音词缀或其他词缀，这时用法同状态形容词。 

3、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比较，标准：  

（1）能否经常作主语、宾语  

（2）能否经常做谓语  

（3）能否受“不”修饰  

（4）能否用肯定否定并列形式（V不 V）提问  

（5）能否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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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概括意义  

（四）区别词  

1、区别词的意义  

2、区别词的语法特征  

（1）能直接修饰名词作定语；多数能带“的”形成“的”字短语。  

（2）不能做谓语、主语、宾语，组成“的”字短语后可以作主语、宾语。  

（3）不能前加“不”，否定时前加“非”。  

3、要区别短语和词  

（五）数词  

1、数词的意义和种类  

（1）基数词  

A 倍数  

B 分数  

C 概数  

（2）序数词  

2、数词的语法特征  

（1）数词通常要跟量词组合成数量短语，才能作句法成分；  

（2）数量短语通常用作定语或补语、状语；  

（3）一些数词有固定的用法。  

（六）量词  

1、量词的意义和种类  

（1）物量词  

A 专用的  

B 临时借用的  

（2）动量词  

A 专用的  

B 临时借用的（借自名词/借自动词）  

2、量词的语法特征  

（1）量词总是出现在数词后边，同数词一起组成数量短语，作定语、状语或补语等；  

（2）单音量词大都可以重叠，重叠后能单独充当定语、状语、主语、谓语，不能作补语。  

（3）量词不能单独作句法成分。  

3、数词、量词和名词的区分合称“体词”  

（七）副词  

1、副词的意义和种类  

（1）表示程度  

（2）表示范围  

（3）表示时间、频率  

（4）表示处所  

（5）表示肯定、否定  

（6）表示情态、方式  

（7）表示语气  

2、副词的语法特征  

（1）副词都能作状语 

（2）副词一般不能单说  

（3）部分副词能兼有关联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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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代词  

1、代词的意义和种类  

（1）代词有代替、指示作用  

（2）按句法功能分，代词可以分为代名词、代谓词、代副词。  

（3）传统语法按作用分为三类：代替人或事物的叫人称代词，表示疑问的叫疑问代词，指称

或区别人、事物、情况的叫指示代词。  

2、代词的语法特征  

（1）人称代词可以分为三身代词和非三身代词。  

A 第一人称代词  

B 第二人称代词  

C 第三人称代词  

D 反身代词  

（2）指示代词用来指代人和事物  

（3）疑问代词的主要用途是表示有疑而问（询问）或无疑而问（反问、设问）。 

疑问代词有任指和虚指之分。  

（九）拟声词  

1、拟声词定义  

2、拟声词的功能  

3、拟声词与形容词的不同  

（十）叹词  

1、叹词的意义  

2、叹词的功能  

3、叹词的写法  

4、叹词的读法  

三、实词的运用  

（一）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误用  

（二）数词、量词使用不当  

1、“二”和“两”  

2、倍数和分数  

3、数量短语后加“以上、以下”  

（三）副词误用  

1、不明词义，该用甲副词而用了乙副词  

2、当用形容词而误用了副词  

3、误用多重否定  

（四）代词使用不当  

1、指代不明  

2、人称不对  

3、多用了代词  

复习与思考题：  

1、讲语法、分析句子的结构不使用词类名称行不行？试举出例句说明划分词类的可能性和必

要性。  

2、将下面句子的词划分开，然后列一个实词简表，把其中的实词分别填在简表里。  

Ａ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Ｂ你们在想要攀登科学顶峰之前，务必把科学的初步知识研究透彻，还没有充分领会前面的东

西时，就决不要动手搞以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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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给下列各词分别归类。 

热爱、可爱       

答案、答应 战争、作战       

非常、平常 青年、年轻       

坚决、决心  

第三节  词类（下）  

一、虚词  

虚词的共同特点：  

1、依附于实词或语句，表示语法意义；  

2、不能单独成句，不能单独作句法成分；  

3、不能重叠。  

（一）介词  

介词起标记作用，依附在实词或短语前面共同构成“介词短语”，整体主要修饰、补充谓词性

词语，标明跟动作、性状有关的时间、处所、方式、原因、目的、施事、受事、对象等。  

1、介词的分类  

（1）表示时间、处所、方向：从、自从、自、打、到、往、在、由、向、于、至、趁、当、

当着、沿着、顺着  

（2）表示方式、方法、依据、工具、比较：按、按照、遵照、依照、靠、本着、用、通过、

根据、据、拿、比  

（3）表示原因、目的：因、因为、由于、为、为了、为着  

（4）表示施事、受事：被、给、让、叫、归、由、把（将）、管  

（5）表示关涉的对象：对、对于、关于、跟、和、给、替、向、同、除了  

2、介词的语法特征  

不能单独作句法成分，总要构成介词短语作状语，少数可以构成介词短语作补语。 

3、介词与动词的关系  

（二）连词  

连词起连接作用，连接词、短语、分句和句子等，表示并列、选择、递进、转折、条件、因果

等关系。  

1、连词的分类  

（1）和、跟、同、与、及、或、（主要连接词、短语）  

（2）而、而且、并、并且、或者（连接词语或分句）  

（3）不但、不仅、虽然、但是、然而、如果、与其、因为、所以（主要连接复句中的分句）  

2、“和、跟、同、与、及、以及”  

3、“及”  

4、“而”  

5、“而且”  

6、“并、并且”  

7、连词“和”与介词“和”的区别  

（1）连词“和”所连接的两个词语如果是联合关系，一般可以互换位置而句子的基本意思不变。 

介词“和”的前后两个名词性词语没有直接的语法关系，更不能互换位置。  

（2）介词“和”前面可以出现装有一，连词“和”之前不能出现状语。  

（3）连词“和”有的可以略去，介词“和”不能略去或改用顿号。  

为了准确表达思想，避免歧义，我国宪法里用“和”作连词，用“或”“跟”作介词。  

（三）助词  



5177 

助词的作用是附着在实词、短语或句子上面表示结构关系或动态等语法意义。  

1、助词的分类  

（1）结构助词：的、地、得  

（2）动态助词：着、了、过  

（3）比况助词：似的、一样、（一）般  

（4）其他助词：给、连、们、所  

2、结构助词“的”“地”“得”  

3、动态助词  

（1）“着”：用在动词、形容词后面，表示动作在进行或状态在持续，即有时表示动作开始后、

终结前的进行情况，有时表示动作完成后的存在形态。  

（2）“了”：用在动词、形容词后面，表示动作或形状的实现，即已经成为事实。 

（3）“着”和“了”的区别  

（4）“过”：用在动词、形容词后面，表示曾经发生这样的动作或曾经具有这样的性状。  

（5）“的”“来着”  

4、比况助词  

（1）“所”：是书面语沿用下来的助词，用在及物动词前面，组成名词性短语。  

（2）“给”：用在动词前面，表示加强语气，是个口语色彩较浓的助词。  

（3）“连”：用在名词性、动词性、形容词性词语前面表示强调，隐含有“甚而至于”的意思，

谓词前面用“也、都、还”与之呼应。  

（4）“们”：用在指人的普通名词后面，表示群体的意义。  

（四）语气词  

语气词常用在句尾表示种种语气，也可以用在句中表示停顿。  

1、依据所表示语气的不同，语气词可以分为四种：  

（1）表示陈述语气：的、了、吧、呢、啊、着、嘛、呗、罢了（而已）、也罢、也好、啦、嘞、

喽、着呢  

（2）表示疑问语气：吗（么）、呢、吧、啊  

（3）表示祈使语气：吧、了、啊  

（4）表示感叹语气：啊  

2、语气词语法特征  

（1）附着性强，只能附着在句子或别的词语后面，起一定的语法作用。  

（2）语气词常常跟语调一起共同表达语气，所以一部分语气词可以表达多种语气。  

3、语气词连用――分层  

（1）语气词分层： 

 第一层：的  

第二层：了  

第三层：呢、吧、吗、啊  

（2）一二层连用  

（3）一三层连用  

（4）二三层连用  

4、语气词“的”与助词“的”  

5、语气词“了”与动态助词“了”  

二、虚词的运用  

（一）介词的运用  

1、“对于、对” 运用 

“对于、对”常见的毛病有以下几种：  



5178 

（1）该用“对”而用了“对于”  

（2）主体客体的位置颠倒  

2、“关于”  

“关于”和“对于”的区别  

（1）表示关联、涉及的事物，用“关于”；指出对象，用“对于”。  

（2）“关于”组成的介词短语作状语，通常放在主语之前；“对于”组成的介词短语作状语，

放在主语前后都可以。  

（3）“关于”组成的介词短语可以做标题，“对于”组成的介词短语就不能。  

3、“在”  

“在”经常跟由方位词“上、中、下”等构成的方位短语构成介词短语，表示动作、行为的时

间、处所、方位、条件或范围等。  

“在……上”与“在……下”、“在……中”的辨析  

4、“给”  

介词“给”和“跟”的区分  

5、“于”  

6、“由于”及“由”  

（二）连词的运用  

1、“和”  

2、“或（或者）”  

3、“及其”  

4、“还是”  

5、“而”  

（三）助词的运用  

1、“的、地、得”  

2、“着”  

3、“了”  

三、词类小结  

（一）词类的划分  

（二）词的兼类和活用  

1、判断兼类的原则  

（1）兼类在同类词中只占少数，否则便是分类不清；  

（2）兼类词一定要声音相同、词义有联系，否则不是兼类，而是同音词。  

2、常见的兼类词情况  

（1）兼动、名的：病、锈、建议、决定、领导、工作、代表、指示、通知、总结等；  

（2）兼名、形的：左、科学、标准、经济、道德、困难、理想等；  

（3）兼形、动的：破、忙、丰富、明确、端正、明白、努力等；  

（4）兼形、区别的：共同、自动、定期等；  

（5）兼名、动、形的：麻烦、方便、便宜等。  

复习与思考题：  

1、下面两组里结构相似的句子意思是否相同？  

甲（1）我在北京住了三年。  

（2）我在北京住了三年了。  

乙（1）我只同他说过这个问题。  

（2）我同他只说过这个问题。  

第四节 短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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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语及其分类  

（一）结构类：向内看的分类，主要看它内部结构类型  

（二）功能类：向外看的分类，凭它在更大的单位里担任职务的能力即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定

它的类。  

（三）其他分类  

1、按短语构成要素是否凝固来分类，分为固定短语和临时短语（非固定短语）  

2、按成句能力来分类，分为自由短语和黏着短语  

3、按短语的层次多少来分类，分为一层短语（简单短语）和多层短语（复杂短语）  

二、短语的结构类  

（一）主谓短语  

（二）动宾短语  

（三）偏正短语  

1、定中短语  

2、状中短语  

（四）中补短语  

（五）联合短语  

（六）连谓短语  

（七）兼语短语  

（八）同位短语  

（九）方位短语  

（十）量词短语  

（十一）介词短语  

（十二）助词短语  

1、“的”字短语  

2、比况短语  

3、“所”字短语  

三、短语的功能类  

（一）短语的两方面功能  

1、作句子成分  

2、成句  

（二）短语的功能类型  

1、谓词性短语  

2、名词性短语  

四、多义短语  

只有一个意义的叫单义短语，不只一个意义的短语叫多义短语。  

（一）结构关系不同的多义短语  

1、层次相同  

2、上面层次相同，下面层次不同。  

（二）语义关系不同的多义短语  

（三）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都不同的多义短语  

五、短语小结  

短语分析方法正确的分析要求结构和意义上满足以下条件：  

1、切出的两个成分必须有语法关系；  

2、切出的两个成分必须都是个词或短语或是短语的省略形式；  

3、前后的成分加起来符合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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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短语在语法中的重要地位。  

2、试举例说明汉语组成短语的语法手段。  

第五节  句法成分  

一、主语  谓语  

（一）主语的构成材料  

1、名词性成分：包括名词、数词、名词性的代词和名词性短语；  

2、谓词性成分：包括动词、形容词、谓词性代词、动词性短语、形容词性短语（含主谓短语）  

（二）谓语的构成材料  

谓语通常由谓词性词语充当，在一定条件下也可由名词性词语充当。  

谓语的作用：对主语进行叙述、描写或判断，能回答主语“怎么样”或“是什么”等问题。  

1、动词性词语作谓语  

2、形容词性词语作谓语  

3、主谓短语作谓语  

4、名词性词语作谓语比较少见，有一定条件限制。  

（三）主语和谓语的意义类型  

1、施事主语  

主语表示发出动作、行为的主体，主谓的语义结构及关系是“施动者+动作”的关系。  

2、受事主语  

主语表示承受动作、行为的客体，也就是动作、行为所涉及的对象。  

3、当事主语  

表示非施事、非受事的人或事物。  

二、动语  宾语  

（一）动语的构成材料  

动语和宾语是共现共存的两个成分，句内有宾语，就必有动语，有动语就必有宾语。  

（二）宾语的构成材料  

1、名词性宾语  

2、谓词性宾语  

（三）宾语的意义类型  

1、受事宾语  

表示动作、行为直接支配、关涉的人或事物，包括动作的承受者、动作的对象、动作所产生的

结果。  

2、施事宾语  

表示动作、行为的发出者、主动者，可以是人或自然界的事物。  

3、当事宾语  

表示施事、受事以外的宾语，即非施非受宾语。  

（1）表处所  

（2）表时间  

（3）表工具  

（4）表方式  

（5）表原因  

（6）表目的  

（7）表类别  

（8）表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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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其他  

三、定语  

（一）定语的构成材料和意义类别 实词和短语大都可以作定语。  

（二）定语和助词“的”  

1、单音节形容词作定语  

2、双音节形容词作定语  

3、名词作定语  

4、人称代词作定语  

5、动词作定语  

6、短语作定语  

（三）多层定语  

多层定语的一般次序是：  

1、表示领属关系的词语  

2、表示时间、处所的词语  

3、指示代词或量词短语  

4、动词性词语和主谓短语  

5、形容词性词语  

6、表示质料、属性或范围的名词、动词  

四、状语  

（一）状语的构成材料和意义类别  

1、状语的构成材料  

（1）副词  

（2）时间名词  

（3）能愿动词  

（4）形容词充当  

（5）介词短语  

（6）量词短语  

（7）其他一些短语  

2、状语的意义类别  

（1）限制性  

（2）描写性  

（二）状语和助词“地”  

（三）多层状语  

五、补语  

（一）补语的构成材料和意义类别  

1、结果补语  

2、程度补语  

3、状态补语  

4、趋向补语  

5、数量补语  

6、时间、处所补语  

7、可能补语  

（二）补语和宾语的顺序  

1、先补后宾  

2、先宾后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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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宾在中间  

（三）补语和宾语的辨别  

划分补语和宾语可以考虑：  

1、看关系  

2、看成分的词性  

3、某些表示时间的成分既可能作补语，也可能作宾语，而作宾语时往往可以变换成“把”字句。  

（四）补语和状语的位置及表意作用  

六、中心语  

（一）定语中心语  

（二）状语中心语  

（三）补语中心语  

七、独立语  

（一）插入语  

1、有的插入语表示肯定或强调的语气  

2、有的插入语表示对情况的推测和估计  

3、有的插入语表示消息来源  

4、有的插入语表示引起对方的注意  

5、有的插入语表示总括性的意义  

6、有的插入语表示注释、补充、举例  

7、有的插入语表示对语意的附带说明  

（二）称呼语  

用来称呼对方、引起注意  

（三）感叹语  

表示感情的呼声，如惊讶、感慨、喜怒哀乐等感情和应对等。  

（四）拟声语  

模拟事物的声音，给人以真实感，以加强表达效果。  

八、句法成分小结  

（一）句法分析方法  

1、中心词分析法  

2、层次分析法  

（二）句子和短语的差别  

1、句子有特定的语气，句调，有陈述句、疑问句等；短语没有特定的语气、句调，没有陈述

短语、疑问短语等。  

2、短语有主语、状语、谓语、补语、定语、宾语等成分；句子也有这些成分，还多出独立语

这种语用成分。  

3、句子有成分的倒装和省略，有倒装句、省略句，短语没有倒装短语等。  

4、句子是语言运用单位，是动态单位；短语是造句备用单位，是静态单位。  

复习与思考题：  

1、了解各种句法成分的构成材料。（从教材里归纳并加以补充，注意指出每个成分经常用什么

词语充当，有什么条件充当）  

（1）什么词语可以充当主语、宾语？什么词语可以充当谓语？  

（2）什么词语可以充当定语、状语、补语？  

2、指出下面句子的主语和谓语，并说明用哪种功能类的词语充当。  

（1）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亿万人民群众的切身事业。 

（2）现状和习惯往往束缚人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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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4）康熙皇帝对当时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一切欧洲学术，几乎都发生兴趣。  

第六节  句子的分类  

一、句子分类概说  

二、句类  

（一）陈述句  

（二）疑问句  

1、是非问句  

结构像陈述句，只是要用疑问语调或兼用语气词“吗”、“吧”等（不能用“呢”）。 

2、特指问  

用疑问代词（如“谁、什么、怎样”等）和由它组成的短语（如“为什么、什么、什么事、做

什么”等）来表明疑问点，说话者希望对方就疑问点作出答复，句子往往用升调。  

3、选择问  

用复句的结构提出不止一种看法供对方选择，用“是、还是”连接分句。常用语气词“呢、啊”。  

4、正反问  

是由谓语的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并列构成的。  

（1）V不 V（来不来）  

（2）V不（来不），省去后一谓词。  

（3）先把一句话说出，再后加“是不是、行不行、好不好”一类问话形式，常用语气词“呢、

啊”等。  

（三）祈使句  

1、命令、禁止  

一般带有强制性，口气强硬、坚决。经常不用主语，结构简短，语调急降而且很短促，不大用

语气词。  

2、请求、劝阻  

包括请求、敦促、商请、建议和劝阻等等。也有降调。  

（四）感叹句  

带有浓厚的感情的句子叫感叹句。  

1、有的感叹句由叹词构成。  

2、有时用一个名词（或名词性短语）跟“啊”结合起来表示感叹。  

3、有的感叹句里常有“多、多么、好、真”等副词，句尾有语气词。  

三、句型  

（一）主谓句  

由主语、谓语两个成分构成的单句叫主谓句。  

1、动词谓语句  

（1）谓语动词对它前后的成分有一定的依存性。  

（2）谓语动词对它前面成分的依存性并不很大。 

 2、形容词谓语句  

（1）状态形容词作谓语时常加“的”  

（2）性质形容词则要常常加上程度副词、某些语气副词或者表示比较的成分等作状语、补语。 

3、名词谓语句 名词语一般是不能作谓语的，只有以下四种条件限制下才能充当谓语：  

（1）只能是肯定句，不能是否定句；  

（2）只能是短句，不能是长句；  

（3）只能是口语句式，不能是书面语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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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限于说明时间、天气、籍贯、年龄、容貌等的口语短句。  

4、主谓谓语句  

（1）大主语是受事，小主语是施事，全句的语义关系是：受事//施事—动作； 

（2）大主语是施事，小主语是受事，全句的语义关系是：施事//受事—动作；  

（3）大主语和小主语有广义的领属关系；  

（4）谓语里有复指大主语的复指成分；  

（5）大主语前暗含一个介词“对、对于、关于”等等。  

（二）非主谓句  

1、动词性非主谓句  

2、形容词性非主谓句  

3、名词性非主谓句  

4、叹词句  

5、拟声词句  

四、几种动词谓语句  

（一）“把”字句  

“把”字句有四个特点：  

1、动词前后总有别的成分，动词一般不能单独出现，尤其不能出现单音节动词。  

2、“把”的宾语一般说在意念上是有定的、已知的人或事物，因此前面会带上“这、那”一类

修饰语。  

3、谓语动词一般都有处置性，就是动词对受事要有积极影响。  

4、“把”字短语和动词之间一般不能加能愿动词、否定词，这些词只能置于“把”字前。  

（二）“被”字句  

“被”字句的构成和应用条件：  

1、动词一般是有处置性的，跟“把”字句里的动词差不多。  

2、主语所表示的受事必须是有定的。 

3、能愿动词和表否定、时间等的副词只能置于“被”字前。  

（三）连谓句  

由连谓短语充当谓语或独立成句的句子叫连谓句。  

（四）兼语句  

兼语句大致可分为三种：  

1、前一动词有使令意义，能引起一定的结果；  

2、前一动词常是表示赞许、责怪或心理活动的及物动词，它是由兼语后面的动作或性状引起

的，前后谓词有因果关系；  

3、前一动词用“有”“轮”等表示领有或存在等。  

（五）双宾句  

双宾句有如下特点：  

1、动词要有“给出”、“取进”、“询问”、“称说”等意义，大都表示“谁给谁什么”等意思；  

2、近宾语一般指人，回答“谁”的问题，靠近动词，中间无语音间歇，常由简短的代词、名

词充当；远宾语一般指事物；  

3、双宾句有的可变换为非双宾句同义句，多数用介词将指物宾语提前  

（六）存现句  

表示什么地方存在、出现或消失了什么人或物的一种句型。  

1、存在句：什么地方存在什么人或物；  

2、隐现句：什么地方出现或消失了什么人或物。  

五、变式句和省略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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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变式句  

1、主谓倒置  

2、定语、状语后置  

（二）省略句  

1、对话省  

2、因上下文而省  

六、句子的变换  

（一）句类之间的变换  

（二）句型之间的变换  

七、句子分析小结及例解  

（一）句子分析的角度  

1、句法分析  

2、语义分析  

3、语用分析  

4、句法、语义、语用结合  

（二）句子分析的方法  

1、层次分析法  

2、中心词分析法   

复习与思考题：  

1、指出下列句子的句型（主谓句和非主谓句及其小类）：  

（1）窗下一幅繁华的街景。  

（2）他给我们以武器。  

（3）有一头张牙舞爪的大熊隐藏在野树林子里。  

（4）这种野鸭子，我一次能捕获二三十只。  

（5）你们应该把情况汇报上去。  

（6）大家故意不给他水喝。  

（7）勤劳让你有钱花。  

（8）部长同志，请你转告师长，我是一名八路军战士，不少你的客人。  

（9）你把那被茶窜给我喝。  

（10）从南口经居庸关到八达岭，尽是崇山峻岭。  

（11）他们在渺无人烟的野草丛林间披荆斩棘种下果木。  

（12）大厅里弥漫着一种森严气氛。  

（13）施工之前，我就主张把图纸改一条线，加两条线。  

第七节  常见的句法失误  

一、搭配不当  

（一）主语和谓语搭配不当  

由于不理解词义的配合或粗心大意而造成主语和谓语在意义上搭配不当。  

（二）动语和宾语搭配不当  

（三）定语、状语、补语与中心语搭配不当  

（四）主语和宾语意义上不能搭配  

二、残缺和多余  

（一）成分残缺  

1、主语残缺  

（1）由于滥用介词和“介词……方位词”格式造成主语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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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暗中更换主语，造成主语残缺。  

2、谓语残缺  

（1）一句话说了主语，还没有说完谓语，却又另外起了个头，因此造成谓语中有残缺。  

（2）由于缺少谓语中心造成谓语残缺。  

3、宾语残缺  

4、定语、状语缺少或者不完整  

（二）成分多余  

1、主语有多余成分  

2、谓语有多余成分  

3、宾语有多余成分  

4、定语多余  

5、状语多余  

6、补语多余  

三、语序不当  

（一）定语和中心语的位置颠倒  

（二）把定语错放在状语的位置上  

（三）把状语错放在定语的位置上  

（四）多层定语语序不当  

（五）多层状语语序不当  

四、句式杂糅  

（一）两种说法混杂  

（二）前后牵连  

第八节  复  句  

一、概说  

复句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上相关、结构上互不作句子成分的分句组成。分句是结构上类似单

句而没有完整句调的语法单位。  

二、复句的类型  

（一）联合复句  

1、并列复句  

2、顺承复句  

3、解说复句  

4、选择复句  

5、递进复句  

（二）偏正复句  

1、转折复句  

2、条件复句  

3、假设复句  

4、因果复句  

5、目的复句  

三、多重复句  

根据结构层次多少划分，复句可以分为一重复句和多重复句。多重复句是指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结构层次的复句。  

四、紧缩句  

紧缩句由复句紧缩而成。紧，是紧凑，指分句间的语音停顿没有了；缩，是缩减，指有些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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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缩掉了。  

五、复句运用中常见的错误  

（一）分句之间缺乏紧密的联系  

（二）结构混乱、层次不清  

（三）关联词语应用错误  

1、关联词语搭配不当  

2、缺少必要的关联词语  

3、错用关联词语  

4、滥用关联词语  

5、关联词语位置不对  

第九节  句  群  

一、什么是句群  

句群也叫句组，它由前后连贯共同表示一个中心意思的几个句子组成。  

二、句群的类型  

（一）并列句群  

（二）顺承句群  

（三）解说句群  

（四）递进句群  

（五）选择句群  

（六）转折句群  

（七）因果句群  

（八）目的句群  

（九）假设句群  

（十）条件句群  

三、多重句群  

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层次的句群叫多重句群，又叫复杂句群。  

四、句群和复句、段落  

（一）句群和复句  

（二）句群和段落  

五、句群运用中常见的错误  

（一）前后脱节  

（二）语序不当  

（三）前后矛盾  

（四）答非所问  

（五）重复多余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要说明句群与复句、段落的区别  

2、从某篇文章中选一个自然段，划分出句群，并分析各句群内部的结构层次和关系  

3、举例说明哪些复句不能直接换成句群，哪些句群不能直接变换成复句。  

第十节  标点符号  

一、标点符号的作用和种类  

标点符号是辅助文字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书面语的有机组成部分，用来表示停顿、语气或词语

的性质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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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点符号的用法  

（一）句号 表示陈述句末尾的停顿  

（二）问号 表示疑问句末尾的停顿  

（三）叹号 表示感叹句末尾的停顿  

（四）逗号 表示句子内部的一般性停顿  

1、用在主语和谓语之间  

2、用在比较复杂的宾语之前  

3、用在句首状语之后，如果需要也可用在主语之后的状语后面  

4、用在联合短语之间  

5、用在独立语的前面或后面，或前后都用  

6、用在倒装的两个句子成分之间  

7、用在分句之间  

（五）顿号  

表示语句内部较短的并列词语之间的停顿  

（六）分句  

主要表示复句中并列分句之间的停顿，有分清分句层次的作用。  

（七）冒号  

表示提示语话语后或总括语前的停顿  

（八）引号  

表示文中直接引用的话  

（九）括号  

表示文中注释性的话  

（十）破折号  

表示文中解释说明的语句。  

（十一）省略号  

表示文中省略了的话  

（十二）着重号  

表示要求读者特别注意的字、词、语、句  

（十三）连接号  

用来把密切相关的名词连成一个意义整体  

（十四）间隔号  

表示间隔或分界  

（十五）书名号  

表示书籍、篇章、报刊、剧作、歌曲等名称  

（十六）专名号  

三、标点符号的活用  

四、标点符号的位置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句末点号同语气的关系。  

2、解释下列各段文字中每个标点符号的使用理由。  

（1）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拄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

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2）我们的孩子不会了解 19 世纪俄罗斯小说家契科夫的沉痛的话，“我小时候就没有童年。”  

（3）这是老先生最得意的最怕，是老先生十多年的汗水——不，是他毕生的心血！  

（4）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等光辉的名字，像一颗颗美丽的宝石，嵌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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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母与子》的作者——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  

拓展阅读书目：  

1、简明汉语语法教程，马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2、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丁声树等著，商务印书馆，2002 年。  

3、朱德熙著，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  

4、《汉语语法三百问》，邢福义著，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  

5、《简明实用汉语语法教程》，马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第二章  修  辞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1、修辞和语境； 

2、修辞同语音、词汇、语法的关系； 

3、锤炼词语、调整句式的方法； 

4、常用修辞方式、语体等。 

重点和难点：常用修辞方式、语体。  

学时分配：12学时  

第一节  修辞概说  

一、什么是修辞  

“修辞”一词有三个含义：  

（一）指运用语言的方法、技巧和规律；  

（二）指说话和写作中积极调整语言的行为，即修辞活动；  

（三）指以加强表达效果的方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修辞学或修辞著作。  

二、修辞和语境  

（一）语境一般分：  

1、上下文语境  

2、情景语境  

（二）构成语境的因素有两个方面：  

1、主观语境因素，它指说者的自身因素，它直接制约个人的语言特色和语言风格；  

2、客观语境因素，它指语言运用的动态因素。  

（三）修辞上的语境意义复杂丰富：  

1、或增添新章  

2、或一语双关  

3、或别有情趣  

4、或弦外有音  

三、修辞同语音、词汇、语法的关系  

（一）修辞同语音的关系  

1、不少修辞方式是利用语音条件体现修辞效果的；  

2、语音在增强音律美和突出语义方面为修辞提供条件，丰富了修辞的内容；  

3、修辞则通过积极调动语音因素扩大了语音的功用。  

（二）修辞同词汇的关系  

1、词汇为词语的筛选锤炼、为形成具体的修辞方式提供必要的条件；  

2、词语修辞是修辞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3、修辞使词汇在语言运用中发挥了重要而广泛的作用。  

（三）修辞同语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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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讲究修辞要以合乎语法为基础，合乎语法是讲究修辞的先决条件；  

2、语法为修辞现象、修辞规律的体现提供表现形式。 

（四）修辞与语音、词汇、语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1、对于修辞来说，语言三要素是修辞的手段和基础，也是修辞要调动、加工的语言材料；  

2、就语言三要素来说，修辞是对它们的综合的艺术加工，是它们的高级体现。  

四、修辞的作用和学习修辞的目的  

修辞的信息时代的作用格外突出：  

（一）有助于提高说话和写作能力、阅读和欣赏能力；  

（二）有助于提高语言修养和语言美的水平；  

（三）有助于社会信息更准确畅通地传递。  

五、修辞的作用决定了我们学习修辞的目的  

（一）学习修辞，熟悉并善于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就可以提高表达效果，圆满完成交流思想的

任务。  

（二）学习修辞还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理解别人的文章，提高我们的阅读欣赏水平。  

第二节  词语的锤炼  

一、意义的锤炼  

意义的锤炼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提高观察、认识事物的能力 以健康的思想感情为立脚点和出发点，以对客观事物的细

致深刻的观察为依据，去选择恰到好处的、特别具有表现力的词语。 

（二）力求准确、妥贴 不仅要求用词能毫不含糊地反映客观事物，妥贴地表达思想感情，而

且还要求所用词语能切合内容、语境的需要。  

（三）力求配合得当，前后呼应，整体和谐  

词语的合理配合可以显示具体词义的确定性，而词语的巧妙配合还可以收到词义明确以外的效果：  

1、或增添新意；  

2、或附加色彩；  

3、或一语双关；  

4、或弦外有音；  

5、或陡增文采。  

词语的配合、照应以及表达上的整体和谐，并非靠句子内部相关词语所能体现的，因此，锤炼

词语还应掌握本句以外的上下文语境因素对词语制约的情况。  

（四）力求色彩鲜明  

词语色彩是否分明直接关系用词是否确切，表达是否鲜明有力。词语的色彩表现在三个方面，

即感情色彩、语体色彩和形象色彩。  

1、词语的感情色彩要鲜明  

（1）有的词语本身带有鲜明的感情色彩。  

（2）有些褒义词或贬义词靠与其他词语配合，靠语境的帮助，可改变感情色彩。 

（3）直接反用带感情色彩的词语，也可产生特殊的情味和色彩。  

（4）有些词选用它们的引申义或比喻义可以使感情色彩更加鲜明。  

2、词语的语体（风格）色彩要鲜明  

3、词语的形象色彩要鲜明  

二、声音的锤炼  

（一）注意音节整齐匀称  

（二）注意声调平仄相间  

（三）力求韵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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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讲求叠音自然  

（五）讲求双声叠韵配合  

复习与思考题：  

1、结合实例谈谈修辞同语境的关系。  

2、修辞同语言三要素有什麽关系？明确它们的关系对学习和研究修辞有什麽好处？  

3、下列句子在声音配合上各有什么特色？  

（1）您的光辉将永远照顾着雄伟的天安门广场，照耀着我们伟大祖国的河山，照耀着五洲四

海，照耀着我们的万里长征。  

（2）他坚强不屈地斗争，铮铮铁骨，凛凛情操，真正表现了松树的风格。  

4、词语锤炼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为什么？  

第三节  句式的选择  

一、长句和短句  

（一）长句是指词语多，结构复杂的句子；短句则相反，是指词语少，结构简单的句子（包括

复句中的分句）。  

（二）长句的修辞效果是表意周密、严谨、精确、细致，短句的修辞效果是表意简洁、明快、

灵活。  

（三）就长句的结构形式来看，一般包含下列四种情况：  

1、修饰语较多；  

2、联合成分较多；  

3、某一成分结构复杂；  

4、分句中结构层次较多。  

（四）长句化短，常见的办法：  

1、把长句的附加成分抽出来，变为复句里的分句，或者单独成句（可以是单句，也可以是复句）。  

2、把复句的联合短语拆开，重复跟联合短语直接相配的成分，形成排比并列句式。  

二、整句和散句  

整句和散句各有用处，各有修辞效果。  

（一）整句形式整齐，声音和谐，气势贯通，意义鲜明。 

（二）散句结构不同，所用的句式多种多样。  

三、主动句和被动句  

如果以施事作陈述的对象，就宜用主动句；如果以受事作陈述的对象，就宜用被动句。 

有些场合，被动句比主动句更合适。通常有两种情况：  

（一）强调受事，而施事不需要说出，或不愿说出，或无从说出时，就要用被动句。  

（二）在特定的上下文里，为了使前后分句的主语保持一致，为了使叙述的重点突出，语意连

贯，语气流畅，也宜用被动句。  

四、肯定句和否定句  

五、口语句式和书面语句式  

这两种句式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口语句式结构比较简单、松散，多用短语；书面语句式结构比较复杂、严谨，较多使用

长句。  

（二）口语句式要求简练，关联词语用得少些或不用；书面语句式因为要求严密的逻辑性，关

联词语用得较多。  

（三）书面语比较讲究语言规范，注意句子的加工，有时沿用一些文言句式。  

第四节  辞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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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喻  

（一）比喻的作用  

1、使深奥的道理浅显化，帮人加深体会的；  

2、使抽象的事物具体化，叫人便于接受；  

3、使概括的东西形象化，给人鲜明的印象。  

（二）比喻的基本类型  

1、明喻  

2、暗喻  

3、借喻  

（三）比喻的灵活用法  

1、没有喻词的比喻  

2、程度不等的比喻（强喻）  

3、否定方式的比喻（反喻）  

（四）运用比喻要注意的问题  

1、喻体必须是常见的、易懂的。  

2、比喻要贴切。  

3、要注意思想感情。  

4、要注意区分比喻和非比喻，譬如比喻和比较形式上相同，而实质上是不同的。 

二、比拟  

（一）比拟的基本类型  

1、拟人  

2、拟物  

（二）运用比拟要注意的问题  

1、运用比拟必须是自己真实感情的流露，而感情又必须符合所描写的环紧、气氛。  

2、用来比拟的人和物在性格、形态、动作等方面应该有相似或相近之点。  

三、借代  

（一）借代的基本类型  

1、特征、标志代本体  

2、专名代换称  

3、具体代抽象  

4、部分代整体  

5、结果代原因  

（二）运用借代要注意的问题  

1、借体与本体的关系密切，在上下文里，作者应有所交代，使读者看到借本时，能明白本体

是什么。  

2、无论运用哪一种借代，其借体一定要能代表本体，其作用才能明显突出。  

3、借体在语境中带有褒贬色彩。  

四、拈连  

（一）拈连的基本类型  

1、全式拈连  

2、略式拈连  

（二）运用拈连要注意的问题  

1、拈连要自然贴切。  

2、拈连要注意甲乙两事物在语义上必须有内在联系。  

五、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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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夸张的基本类型  

1、扩大夸张  

2、缩小夸张  

3、超前夸张  

（二）运用夸张要注意的问题  

1、运用夸张要以客观实际为基础，否则不能给人以真实感。  

2、运用夸张要明确、显豁，不能又像夸张，又像真实。  

3、夸张的表现往往借助于比喻、比拟等辞格，运用时要注意表意上的一致性，防止互相抵触。  

复习与思考题：  

1、句式选择的总的原则是什么？  

2、现代汉语的句式多种多样，除了讲到的五组，还有哪些？举例并说明它们的特点。  

3、形式上带有“像、好像、同、如同”一类词的，有的是明喻，有的不是。是与不是的根据

是什么？举例说明。  

4、借代也就是“换名”，为什么要“换名”？换名的方式主要有哪些？  

5、举例说明拈连和比拟的区别。  

第五节  辞格（二）  

一、双关  

（一）双关的基本类型  

1、谐音双关  

2、语义双关  

（二）运用双关要注意的问题  

1、既要含而不露，又要使人体会得到，寻味得出，不能造成误会或歧义。  

2、要注意双关内容的思想性，不要单纯追求风趣和含蓄。  

二、仿词  

（一）仿词的基本类型  

1、音仿 换用音同或音近的语素仿造新词语。  

2、义仿 换用反义或类义语素仿造新词语。  

（二）运用仿词要注意的问题  

1、仿词都是临时创造的，它的特定含义一定要清楚明白，特别是党被仿的词不出现时。  

2、仿词只须词语的结构形式相同，而文字和意义均须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一定要有创新。  

三、仿语  

（一）反语的基本类型  

1、以正当反 用正面的意思去表达反面的意思。  

2、以反当正 用反面的语句去表达正面的意思。  

（二）运用反语要注意的问题。  

1、反语有对待敌人的，有对待同盟者的，也有对待自己队伍的，要区别对待，必须防止滥用。  

2、运用反语应该力求鲜明，切忌含混。  

四、婉曲  

（一）婉曲的基本类型  

1、婉言 不直接说出本意，故意换一种含蓄的说法。  

2、曲语 不直接说出本意，而是通过描述本意相关的事物来烘托本意。  

（二）  运用婉曲要注意的问题  

1、婉曲话语，妙在含蓄委婉，而意在言外。  

2、婉曲的真正含义一定要让人悟得出，理解的了，最终得露出“庐山真面目”，不能使人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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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产生歧义。  

第六节  辞格（三）  

一、对偶  

（一）对偶的基本种类  

1、正对  

2、反对  

3、串对  

（二）运用对偶要注意的问题  

1、中国古代的骈体文、律诗不仅要求字数相等、结构相同、词性一致、实虚各自相对，而且

平仄也要求协调。  

2、现代诗文使用对偶，只要求字数相等、结构大致相同、声韵基本协调就可以了。  

二、排比  

（一）排比的基本类型  

1、句子排比  

从句子结构上看，单句和复句（其中包括分句）都可以构成排比。  

2、句法成分排比  

各种句法成分都可以排比。  

（二）运用排比要注意的问题  

1、排比的突出作用在于能突出文意的重心。  

2、排比有的是多项全举；有的是在多项之中举其要者，留有弦外之音，启发读者深思。  

3、排比与对偶不同  

（1）排比是三项或更多项的平行排列；对偶只是两项对称并列；  

（2）排比没想的字数可以不完全相等；对偶两项的字数必须相等；  

（3）排比常反复使用相同的词语；对偶力避字面的重复。  

三、层递  

（一）层递的基本类型  

1、递升 按照事物的发展，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低到高······去排列。  

2、递降 按照事物的变化，由大到小，由多到少，由高到低······去排列。  

（二）运用层递要注意的问题  

四、顶真  

（一）议事说理准确、严谨、周密。  

（二）状物叙事，条理清晰。  

（三）抒情写意，格调清新。  

五、回环  

（一）用循环论理，使人容易理解事物的辩证关系；  

（二）用回环抒情，使人感到深情无限；  

（三）用回环叙景，使人容易体会出景物间的联系。  

复习与思考题：  

1、双管的修辞作用是什么？从你度过的诗文里选出两个运用双关的例子，分析一下它们的修

辞效果。  

2、运用反语应力求明显，切忌含混。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试结合实例加以说明。  

3、排比的修辞效果是什么？了解排比的结构形式对写作有什麽好处？   

第七节  辞格（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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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比  

（一）对比的基本类型  

1、两体对比  

2、一体两面对比  

（二）运用对比要注意的问题  

（三）对比与对偶的基本不同：  

1、对比的基本特点是内容上“对立”，对偶的基本特点是形式上“对称”。  

2、对比是从意义上说的，它要求意义相反或相对，而不管结构形式如何；对偶主要是从结构

形式上说的，它要求结构对称、字数相等。  

二、映衬  

（一）映衬的基本类型  

1、正衬 正衬就是利用同主体事物相类似的事物作陪衬。  

2、反衬 反衬就是从反面衬托，利用同主体事物相反或相异的事物作陪衬。  

3、衬托的修辞作用  

（二）运用映衬要注意的问题  

三、反复  

（一）反复的基本类型  

1、连续反复  

连续反复是接连重复相同的词语或句子，中间没有其他词语出现。 

2、间隔反复  

间隔反复是相同词语或句子的间隔出现，即有别的词语或句子隔开。 

（二）运用反复要注意的问题  

反复具有突出思想、强调感情、分清层次、加强节奏感的修辞效果。  

四、设问  

五、反问  

设问和反问的区别  

（一）设问不表示肯定什么或否定什么，反问明确地表示肯定或否定的内容。 

（二）设问主要是指提出问题，引起注意，启发思考；反问则主要是加强语气，用确定的语气

表明作者的思想。  

六、通感  

七、警策  

（一）警策的基本类型  

1、主宾重复判断  

2、表意相反相成  

3、看似无关，实则紧密相连  

（二）运用警策要注意的问题  

第八节  辞格的综合运用  

一、辞格的连用  

（一）同类辞格连用  

（二）异类辞格连用  

二、辞格的兼用  

（一）兼格的使用 兼格从这一角度看甲格，从另一角度看乙格。一身多用，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浑然一体，修辞效果突出。  

（二）兼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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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以使多种修辞效果相得益彰，多姿多彩，从多方面为文章的表达增添文采和力量；  

2、有时是表现形式上的再加强，如排比兼顶真；  

3、有时是表达形式和思想内容的双管齐下、兼取并得，如对偶与对比的兼用，设问与排比的

兼用等。  

三、辞格的套用  

（一）套用辞格的效果 使整段文字的表达更加严密细致，更加有文采、见活力，也更加富有

变化和表现力。  

（二）分析综合运用的辞格时，要注意：  

1、要从把握思想内容的整体入手，弄清各种辞格在一个统一体中相互关系；  

2、同一表达形式，由于分析角度不同，可能分析出不同的辞格来，究竟是怎样确定，要由表

达的思想内容和语境来定，不能因强调一种辞格尔忽视和否定另外辞格的存在；  

3、辞格综合运用形式往往有主次之分和隐显之别，应该突出主要辞格的作用。  

复习与思考题：  

1、对比与映衬有什麽不同？指出下列句子里对比、映衬的表达作用。  

我急急走前几步伏在他身上，叫着、喊着。 

灶膛里火光熊熊，他的身体却在我的胸前渐渐变冷了。  

2、举例说明反复与重复的区别。  

3、试以“我心中的长城”为内容，运用词格连用、兼用、套用的形式写一段 400 字左右的短文。  

第九节  修辞中常出现的问题  

一、韵律配合不协调  

（一）音节不匀称  

音节不整齐匀称，就会减弱诗文的节奏感和气势，为了音节匀称，多采用“删、添、换”的办

法加以调整。  

（二）平仄不相同  

平仄是使声调悦耳的重要条件。如果韵文不讲究平仄相间，使同声调的字相连过疏或过密，就

会失去音韵美；非韵文也应适当调配平仄。  

（三）押韵不和谐  

诗歌讲究押韵，给人以回环美；如不押韵，就失去了这种美感。  

二、词语选用不精当  

（一）词语表意不确切  

（二）词语的感情色彩不相宜  

（三）词语的语体色彩不相称  

三、句子表意不顺畅  

（一）句式选择不恰当  

汉语的句式有多种，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可以灵活选用。所谓句式选择不当，主要是指同义

句式选用不当。  

1、单句和复句方面的  

2、常式句和变式句方面的  

3、长句和短句方面的  

4、散句和整句方面的  

（二）句子不简练  

1、语意重复  

2、词语堆砌  

（三）句子表达不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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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句之间脱节  

2、句子之间脱节  

四、辞格运用不恰当  

由于各种原因，有些辞格在运用当中常会出现错误。这些辞格主要是比喻、比拟、借代、夸张、

仿词、对偶、排比、顶真、映衬、设问等。  

（一）比喻不当  

（二）比拟不当  

（三）借代不当  

（四）夸张不当  

（五）仿词不当  

（六）对偶不当  

（七）排比不当  

（八）顶真不当  

（九）映衬不当  

（十）设问不当  

第十节  语  体  

一、公文语体 公文语体在语言运用上的特点：  

（一）公文语体使用的词语  

1、多用专用词语、文言词语  

2、多用“的”字短语、介词短语和联合短语  

（二）公文语体使用的句式  

（三）公文语体的修辞方式  

二、科技语言  

（一）专门科技语体使用的词语  

1、大量运用专业术语  

专门科技语体大量运用术语，因为术语表意单一而精确，这是科技语体在运用语言上的一大特

色。  

2、不断吸取外来词和国际通用词  

外来词和国际通用词中很大一部分表达确定的科学概念，意义单一。  

（二）专门科技语体使用的句式  

（三）专门科技语体的修辞运用特点  

专门科技语体要求表达上准确、严密、简洁，不追求语言艺术化，所以在辞格的选用方面有很

大的局限性，很少用比喻、映衬、反语、夸张、排比等。  

三、政论语体  

政论语体在语言运用方面的特点： 

（一）政论语体使用的词语  

1、具有广泛性  

2、不断吸收新词语  

（二）政论语体使用的句式  

（三）政论语体使用的修辞方式  

四、文艺语体  

文艺语体也称艺术语体，它是通过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  

（一）文艺语体的语言特征 文艺语体的语言具有形象性和情感性，这是区别于其他语体的主

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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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形象性  

文艺创作运用的是形象思维，所以文艺作品的语言必须是形象的，带有描绘色彩的。  

2、情感性  

文艺语体常常广泛地运用各种表情手段，抒发感情，引人共鸣。  

（二）文艺语体的类别  

文艺语体可分为散文体、韵文体和戏剧体三类。  

1、散文体  

2、韵文体  

3、戏剧体  

复习与思考题：  

1、下列句子在声音配合上有不和谐的地方，请改正过来，并说明理由。  

动人的事说不尽，丰收的喜讯到处传。  

2、什么是语体？  

3、公文语体和政论语体各有哪些特点？举例说明。  

4、文艺语体有几种类型？  

拓展阅读书目：  

1、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 年。  

2、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年。  

3、王希杰《汉语修辞学》（第 3版），商务印书馆，2014年。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语法概说 3  

2 词类（一） 3  

3 词类（二） 3  

4 词类（三） 3  

5 短语（一） 3  

6 短语（二） 3  

7 短语（三） 3  

8 短语（四） 3  

9 句子（一） 3  

10 句子（二） 3  

11 句子（三） 3  

12 句子（四） 3  

13 修辞（一） 3  

14 修辞（二） 3  

15 修辞（三） 3  

16 复习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现代汉语语音研究、语用学、法律语言学、语言

学方法论、应用语言学研究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语法、修辞 

难点：词与短语的划分、词类辨析、句法分析、修辞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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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理论结合实践的方法； 

2.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方法； 

3.讲授与操练相结合的方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视听资料辅助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期末成绩占 70%。平时成绩包括课堂出勤、课堂表现、课堂练习、

作业、测试等。 

每章结束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准备相关教学资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黄伯荣、廖旭东等编著《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6月 第五版（普通高等教

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美)罗杰瑞(JerryNorman)著，张惠英译，《汉语概说》，语文出版社，1995年。 

2.陈建民著，《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3.陆俭明著，《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四版。 

4.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现代汉语（增订本）》，2012年 8月。 

5.张斌《现代汉语语法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6.胡裕树编著，《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七版。 

7.邵敬敏编著，《现代汉语通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 

8.沈阳、郭锐编著，《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10月。 

9.齐沪扬编著，《现代汉语》，商务印书馆，2012年 3月。 

 执笔：崔玉珍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6日 

 

中国古代文学史（中） 
Chinese Ancient Literature II 

课程号：30705046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中文系学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唐宋文学发展的总体脉络与具体创作个案；2、体味中国传统诗

词的魅力；3、了解唐宋时期文学创作的背景与作者生活的背景；4、以中国经典传统文化提升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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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修养与品鉴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学习，使学生对唐宋时期的文学作品、作家、文学理论等有较为明

确清晰的了解，提升古代文学品味与鉴赏的能力，以中国传统的诗词文化增进自身的学术修养与文

化品味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54学时 

知识单元 1：唐宋文学概说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唐宋文学的全面繁荣特点 

唐代：（1）诗人、诗作数量多，（2）诗歌体裁完备，（3）诗歌十分普及，（4）唐诗在思想和艺

术上都取得辉煌成就。 

宋代：（1）主题上充满了沉甸甸的政治关怀与道德意识，以及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悲凉情绪；（2）

讲究理趣，好发议论；（3）讲究格律技巧以及法度和用典；（4）浪漫主义精神减少了，现实主义精

神得以张扬，恢宏雄健的气概削弱了，而深入细致的钻研精神则大大增强了。 

2．唐宋文学繁荣的原因 

封建社会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形成了诗词发展的良好土壤。 

统治者的重视、提倡，特别是科举考试以诗取士。 

韩愈与裴度，李商隐与令狐楚 

文化思想活跃。 

诗词本身的发展规律。 

3. 唐诗、宋词发展的分期 

初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至玄宗开元初（713），九十多年； 

盛唐：玄宗开元元年（713）至代宗大历初（766），约五十年； 

中唐：代宗大历元年（766）至文宗开成初（836），约七十年； 

晚唐：文宗开成元年（836）至昭宗天祜三年（906），约七十年。 

北宋，960-1127年； 

南宋，1127-1279年。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层级性及其文化意蕴。 

2．掌握鉴别屋顶形式的基本知识。 

作业： 

思考：唐代何以以诗歌为主要文学体裁？宋代何以以词为主要文学体裁？ 

知识单元 2：唐代文学 

参考学时：24学时 

学习内容： 

1．隋诗歌 

隋诗是从南北朝向唐诗过渡的最初阶段，但炀帝即位，酷爱梁陈宫体，南朝诗风仍占统治地位。

隋初边塞诗，可以说是唐代边塞诗的先驱。在形式格律上隋诗也有一定的发展，其中七言诗的发展

尤为显著。 

2.初唐诗歌 

唐初诗坛的梁陈余风和“上官体”。 

初唐四杰对唐诗发展的贡献。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合称初唐四杰，他们的文学活动

主要是在唐高宗时期，他们是当时写作骈文的大家，也是在转变唐诗风气方面有重要作用的诗人。

四杰的贡献：首先是他们的大量的创作突破了宫庭生活的狭小范围，扩大了诗歌表现的内容。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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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杰的诗表达了真实的生活感受，具有比效健康的艺术趣味。他们虽受过宫体诗的熏陶，但都抛弃

了宫体诗那种色情变态的心理描写。再次，在诗歌形式上，他们使五言律诗趋向成熟，五绝得到进

一步发展，还写了许多长篇歌行。最后，四杰对六朝诗特别是唐初诗坛的浮艳习气，在理论上都有

所批评，指斥其“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杨炯《王勃集序》），在陈子昂以前就已有意革除这种弊

病。 

沈、宋与律诗的确立。沈佺期、宋之问都是武则天统治时期的诗人。两人齐名，号称“沈宋”。

他们前期出入宫庭，依附权势，所写多应制之作；后期失势遭贬，诗中较有真情实感。他们的主要

贡献是作诗讲究对仗，精研声律，大量制作律诗，对于律诗这种形式的最后定型起了重要作用。使

以后作诗的人有了明确的规格可以遵循。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说：“沈宋之流，

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律诗，于是而后，文体之变极焉。”由此可见律诗这个名称也是在这时

候出现的。 

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主张和创作。代表作是《感遇》三十八首、《蓟丘览古》、《登幽州台歌》表

现诗人受压抑的激愤不平之情，慷慨淋漓，富于浪漫主义色彩。 

作品讲析：《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长安古意》《从军行》《登幽州台歌》《春江花月夜》 

3.盛唐诗歌 

盛唐诗坛概貌：盛唐诗歌呈现百花怒放的局面，“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李白《古风》其

一），唐诗发展进入第一个高潮。这个时期，唐帝国由繁荣的顶点跌入长时间的战乱，风云变幻，

诗歌的内容丰富多彩，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诗歌的主流也由积极浪漫主义转变为现实主义。李白、

杜甫这两个伟大诗人，就先后代表了这两股潮流，成为辉耀在盛唐诗坛的“双子星座”。除李白、

杜甫以外，还有许多有影响的诗人，就他们的创作题材、主导风格和思想倾向的不同，文学史上往

往把他们分为两派，即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应该指出，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山水田园诗派

以孟浩然、王维为代表，此外有储光羲、常建、祖咏、裴迪等人。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为代表，

此外有王昌龄、王之涣、王翰、李颀等人。 

盛唐山水田园诗盛行的原因：国力强盛。佛道盛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也促使隐逸思

想流行。陶、谢田园山水诗为盛唐诗人提供了艺术借鉴。 

山水田园诗派在创作上的共同特点：题材方面，主要表现山水景物和田园生活。胡适的《白话

文学史》曾称他们为“歌唱自然的人”。风格方面，其中多数诗篇的特点是恬静、淡雅，富于阴柔

之美。也有一些意境宏阔、雄浑奔放的作品。思想方面，山水田园诗人的作品往往包含接近佛道的

闲适退隐的倾向。但多数作品仍然境界优美、明朗健康，反映了盛唐的时代精神。体裁方面，长于

五言。多运用五古、五律和五绝几种形式。 

关于孟浩然：王孟。退隐与用世。《书怀贻京邑同好》：“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慈亲向赢

老，喜惧在深衷。。甘脆朝不足，箪瓢夕屡空。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

穷。”诗歌特点。孟浩然生活经历简单，诗歌题材狭窄，未能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但无论从内容

或形式看，他都摆脱了唐初多数诗人作品中那种绮罗香泽的习气，能用清淡而形象的语言表现各种

自然风景之美，风格恬淡孤清。从这个角度说，孟浩然对唐诗发展有积极影响，对五律的发展也有

一定的贡献。 

关于王维：生平。王维与佛教。王维山水田园诗的主要艺术特色如下：形象鲜，如《鸟鸣涧》；

绘声绘色，动静相生，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人闲桂花落，

夜静春山空”；情景交融，诗画相通，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说：“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味摩

诘之诗，诗中有画”；语言凝炼明快，音韵和谐，如“秋天万里净，日暮澄江空”、“白水明田外，

碧峰出山后”、“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作品讲析：《过故人庄》《使至塞上》《山居秋暝》《鸟鸣涧》 

盛唐出现边塞诗创作高潮的主要原因。 

边塞诗歌内容形式上的共同特点：题材方面以边塞征戍为基本主题，围绕这个主题反映塞外的

风光，战争的威武场面，边境的艰苦生活，官兵苦乐不均以及征人思妇思乡念远等方面的内容。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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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风格方面往往把忠君爱国与个人追求功名结合在一起，感情奔放、境界开阔。体载方面主要运用

七言歌行和七言绝句这些较便于表现奔放感情的形式。 

盛唐的边塞诗人：岑参边塞诗的独特风格和浪漫主义色彩。岑参是唐代边塞诗的杰出代表。杜

确《岑嘉州诗集序》称其“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猎，莫不讽诵吟习焉。”

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高适、岑参边塞诗的比较：同在抒发为国守边、报国立功的理想抱负和执著追求，洋溢着一种

急于用世、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歌颂边塞将士不畏艰险、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表现

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都具有悲壮的共同格调。异在选材立意的不同；在抒情方面

表现出迥然不同的特色；艺术风格同中有异，表现手法各具特色；在对文学遗产的继承上，选择有

所不同 

王昌龄在七言绝句方面的独特成就：王昌龄在盛唐负有盛名，有“诗家天子王江宁”之称。他

擅长七绝，被称为“七绝圣手”。今存诗一百八十多首，其中七绝几占二分之一。王昌龄的七绝一

部分是迷塞诗，一部分是写闺情、宫怨，表现妇女问题的，此外还有一些怀人赠别的优秀作品。他

善于捕捉生活中刹那间的感触，用七绝的形式作精炼含蓄的表达；他的七绝音节爽朗，语言流畅自

然；他对七绝的章法和每一句都作精心处理，往往符合七绝起句“骤响易明”、第三句翻出新意、

振起全篇、末句“含蓄，不令语尽思穷”的要求。盛唐，只有李白的七绝可以同他比美。 

4.李白 

生平经历。读书与蜀中游历，25岁之前。壮游与求仕，41岁之前。长安三年，42-44。再次游

历，45—55岁。安史之乱期，56—62岁。白 62岁死于当涂。 

思想、个性。在思想上，李白儒道侠兼有，甚至还兼有佛禅。道教思想伴其一生，也影响其创

作个性。他在政治上极端自负，想有所作为：“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

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但他又以谢安自喻，追求功成身退：“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救苍生应为晚。”

儒道兼重，又加上极度自负，政治上的无能，他的一生充满矛盾和痛苦。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内

容：信道求仙、隐居游历、仗义行侠、求仕为官。 

创作与特点。李白存诗 940余篇，在唐代诗人中其数量仅次于白居易、杜甫。诗内容：山水、

赠别、抒怀、社会、妇女诗等。艺术个性及其主要特征：在取材设象上，在表现形式上，在艺术技

法上，在美学效果上 

李白的歌行体艺术。最能够表现李白才华、代表其风格的是他的乐府歌行体。他的乐府诗大量

地沿用乐府古题，创新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借古题写今事，缘事而发；一方面则用古题写己怀。

代表作有《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这些诗往往借这个题目在古辞中的寓意和感情倾向，

创造性地生发和联想，以纵横恣肆的文笔而形成磅礴豪放的气势，把乐府诗推想了无与伦比的高峰。 

李白的影响。 

讲读诗篇：《将进酒》《行路难》 

自读篇目：《独坐敬亭山》、《陪侍御叔华登楼歌》、《赠孟浩然》、《蜀道难》、《宣州谢朓楼饯别

校书叔云》、《梦游天姥吟留别》、《登金陵凤凰台》等。 

5.杜甫 

生平。读书壮游期，35岁之前（712-746）。长安十年期，35—45岁（746-755）。安史之乱期，

45—48岁（756-759）。漂泊西南期，49—59岁（759-770）。 

思想个性。杜甫出生于奉儒守官的家庭，儒家思想伴其一生，无论穷达都兼善天下。《旧唐书》：

“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 “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

严武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

江，纵酒啸咏，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 

“诗史”意义。史诗：还不仅仅是其重视诗歌的叙事性，而应该具备的要素：历史的真实性、

客观性。如《兵车行》、《石壕吏》反映穷兵黩武及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生活；历史的广阔性、形

象性。其创作涉及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对历史是形象的补充；历史的深刻性、预见性。揭露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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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些本质方面，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

触天柱折。”表现了安史之乱前国势倾危，“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这种“诗史”的性质，

决定了写法的变化。创造了“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把叙事手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他的写法，

往往是从不起眼的细事入手，从一个细小的视角来展示广阔的社会历史图画。在诗中杂以议论，或

者用散文的语式铺排，或者将抒情融入叙事中，这是诗歌表现方法的一种转变。杜甫是盛唐诗人中

首先把战争苦难引入诗中的。他的那些被称作“诗史”的部分，也就是“社会诗”分为两类：一类

是反映天宝后期动乱行将到来的社会风貌的名作如《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

字》《春望》、《哀江头》等；一类是安史之乱后写成的“三吏”、“三别”、《北征》等。  

“沉郁顿挫”的风格。杜甫诗歌的主流风格。清人吴瞻泰《杜诗提要》云：“沉郁者，意也，

顿挫者，法也。”沉郁，思想感情深厚、沉重、博大、悲壮；顿挫，音节豪宕，格律精严而又富有

变化。感情表达波浪起伏，反复低回。他深厚阔大的感情力量，欲喷发时，他的儒家涵养及中和心

态，又把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低回起伏。 

杜甫的七律成就。杜甫是名副其实的律诗艺术的奠基人。七律的创造与贡献：数量、题材、创新。 

杜诗影响。以文为诗。“即事名篇”，以诗纪行，由古体向近体的转变，乐府也转为新题时事。

以论入诗。由山水蕴藉向现实忧患、个人感叹。诗风也由唐而向宋诗风转变。以才学为诗。诗人开

“苦吟”的风气，追求“尽工尽善”之境界，由诗人之诗向学人之诗的转变。 

李杜两大诗人难分优劣，各有极诣。同时达到了五七言诗歌的顶峰。后代有些文人，因个人爱

好、时代风尚等因素不同关系，发表了若干抑扬的言论。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扬杜

抑李的观点，表现了他个人酷爱长律的偏见，也反映了当时一部分文人爱写长律的时代风尚。 

讲读篇目：《登高》《登岳阳楼》《秋兴八首》。 

自读篇目：《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春望》、《哀江头》。 

6.晚唐诗歌 

晚唐诗歌普遍带有衰飒悲凉的气氛，感伤色彩很浓。余恕诚《唐诗风貌》把晚唐诗歌分为两大

群体：一是穷士诗人，以贾岛、姚合、孟郊为代表，包括皮日休、陆龟蒙。风貌特点：收敛境界缩

小、淡冷淡泊冷清的心理、着意写诗用心思。二是绮艳诗人，以“小李杜”、温庭筠为代表。风貌

特点：悲怆、绮丽、委婉。晚唐诗人以李商隐、温庭筠、杜牧三人为代表。 

李商隐及其无题诗。李商隐生平。“瑰奇美丽主”、唯美文学家，又因《无题》诸作，无意中又

成为象征文学之祖，在李、杜、韩、白之外，可以独立而成一家。李商隐晦涩。李商隐无题诗两类：

一是以“无题”为题，一是借用篇首或句中二字为题，如《锦瑟》、《碧城》。李商隐无题诗的特色：

（1）表现的内容——“哀乐循环无端”的感情境界。（2）艺术手法——重内心深处的开拓。（3）

艺术构思——循环跳跃。（4）意象的独特——典故和象征。 

杜牧及其诗歌。杜牧生平。他在当代文学家里面，佩服杜甫、韩愈，《读韩杜集》云：“杜诗韩

笔愁来读”。绮艳诗，如《赠别》，咏史诗，如《赤壁》《乌江》。 

“小李杜”并称，而诗风不同：商隐工七律，深情婉转；杜牧工七绝，俊爽清丽。 

温庭筠。温庭筠存诗 330首，华美浓丽，多写闺阁、宴游，且以乐府为上。他的许多诗以齐梁

宫体变化出之，又得力于六朝吴语文学。绮艳诗与李商隐并称“温李”。《商山早行》。 

韦庄。“温韦”并称。《浣花集》。《秦妇吟》，唐代最长的叙事诗，1666字，七言歌行。写成后

广为流传，称韦“秦妇吟秀才”。此诗可以说是唐末世乱，尤其黄巢暴乱的真实记录，具有史诗价

值。后期诗转向抒写个人情怀，情调也与以前有所不同。 

受贾岛、姚合影响的晚唐诗人——皮日休、陆龟蒙等。 

7.唐代的其他文学创作。 

学习目标： 

1．了解唐代文学的分期、特点以及代表诗人。 

2．鉴赏唐诗。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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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熟悉李白、杜甫诗歌成就，并自找几首绝句赏析。 

2.独立撰写一篇探讨李白或杜甫思想的千字论文。 

知识单元 3：宋代文学 

参考学时：24学时 

学习内容： 

1．宋代文学概说。 

陈寅恪说：“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代社会的特点：（1）对外关系特别软弱；（2）内部政权特别稳定；（3）文官制度相当成熟；

（4）城市经济相当发达。 

宋代文人的特点：（1）官吏与文人的结合；（2）社会责任感强；（3）兼擅多种文学样式。 

宋代文学的特点：（1）主题上充满了沉甸甸的政治关怀与道德意识，以及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悲

凉情绪；（2）讲究理趣，好发议论；（3）讲究格律技巧以及法度和用典；（4）浪漫主义精神减少了，

现实主义精神得以张扬，恢宏雄健的气概削弱了，而深入细致的钻研精神则大大增强了。 

宋代文学的分体特点：（1）宋诗的成就可以与宋词相提并论，但风格与唐诗和宋词不同，整体

上含蓄、深沉，以文为诗成为基本风气；（2）宋词被称为“一代之文学”，词人与词作众多，风格

总体上偏于艳科，特别讲究抒情性与音乐性，并形成婉约与豪放两大流派；（3）宋文在思想内容上

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总体风格是平易自然、流畅婉转；（4）俗文学如说话、杂剧、南戏也较有成

就。 

2.宋初诗文革新运动。 

宋初诗歌的三大流派：（1）白居易体—浅俗平易。代表人物是徐铉与王禹偁。徐铉作有《柳枝

辞》，近似民歌。王禹偁早年作有不少讽谕诗，如《对雪》等。（2）贾岛、姚合体—境界狭仄，语

言工巧。代表人物是林逋、潘阆以及“九僧”。林逋的代表作是《山园小梅》。（3）李商隐体—绵密

富丽。代表人物是杨亿、刘筠、钱惟演。其唱和诗集名《西昆酬唱集》。 

宋初散文的创作特色及其理论：大致分两类：（1）重道的一派，以柳开、穆修为代表，主张通

过复兴古文来复兴儒道。（2）重文的一派，以王禹偁为代表，主张在内容上“传道”与“明心”结

合，艺术上讲究自由流畅、亦骈亦散的风格。 

3.北宋前中期的词。 

晏殊。生平。词集《珠玉集》，代表作有《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等。主要受冯延巳的影

响，语言清淡自然，以白描为主，不失精巧之美。内容上以表达他对人生的思索及孤独感为主。 

张先。生性浪漫。有“张三中”、“张三影”之称。词集名《张子野词》。词多写长调，风格也

逐渐背离婉约的传统，趋于明白爽快、铺张详尽。 

欧阳修。文坛领袖。词主要受到冯延巳的影响。词集《六一词》《醉翁琴趣外篇》。词的总体风

格典雅，擅长用平常的景象和普通的语言，描绘出悠远的意境，如《踏莎行》（侯馆梅残）等。也

有俚俗化的风格，这类词主要继承了唐代民间词的传统。 

晏几道。婉约“二晏”，“四痴”。词集初名《乐府补亡》，后以《小山词》为名世。以写爱情为

主，在深沉中露出奔放，在温柔中显示真率。在创作方式上以追忆为主要特色。 

宋代前中期词的共同特色：（1）在体制上以小令、中调为主，长调较少。（2）在题材上主要写

男女相思、感时伤别，较为狭窄。（3）在语言上以典雅精巧、清丽流畅为主要特色。（4）在表现手

法上，以委婉细腻、含蓄温柔为主。 

4.柳永。 

生平与家世。对词的内容方面的贡献。对词的艺术方面的贡献：（1）发展了慢词，扩大了词的

表现力。（2）语言上雅俗结合。（3）音调优美，格律考究。在词史上的地位：（1）直接影响到当时

和北宋中后期的词风。（2）“凡有井水饮处，辄能歌柳词。”（3）“掩众制而尽其妙。”（4）其俗词上

承敦煌词的传统，下启金元散曲谐俗语言风格的开端。 

5.欧阳修与北宋中期的诗文革新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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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特点。欧阳修的生平与政治思想。欧阳修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并取得成

功的原因。阳修的散文创作。欧阳修的诗歌创作。 

梅尧臣与苏舜钦并称“苏梅”，在诗文革新运动中，欧阳修的贡献主要在散文方面，而“苏梅”

的贡献则主要在诗歌方面。他们开创了宋诗的新格局。 

王安石。主要以政治家的身份驰名。散文以政论文为主，代表作有《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

司马谏议书》等，散文的艺术特点。其诗歌的成就总体上要超过散文，写景诗有《泊船瓜洲》等，

艺术上以“雅丽精绝”著称。 

曾巩。“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自成一家。代表作有《墨池记》《醒心亭记》等。 

苏洵与两个儿子苏轼、苏辙。 

6.苏轼。 

生平。19岁考中进士。与改革派的矛盾、“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晚年更被贬至琼州。 

思想与性格。苏轼的思想特点是：主儒术而不迂腐，参佛老而不沉溺。儒家的忠君爱民、道家

的因任自然、佛家的自我解脱都在不同的时候起着不同的作用，共同维护着苏轼的完整人生。苏轼

的性格也有两重性：一方面，他是一个耿介正直、坦率真挚、宁失其意不失其正的人，故性格中有

极认真极执着的一面；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随缘自适、处逆如顺的人，故性格中又有极随便、极

通脱、极放达的一面。 

散文创作。可分三类：（1）论述文（包括政论文与史论文）。代表作有《留侯论》与《教战守

策》等。（2）叙事记游之文。代表作有《喜雨亭记》、《超然台记》、《赤壁赋》等。（3）书札、序跋

和杂文。苏轼散文的主要风格是：自由畅达，随物赋形。 

诗歌创作。苏轼的文学创作以诗歌的数量最多，达 2700 多首，内容题材多样。最大特色就是

善于从自然中体悟人生哲理，如《和子由渑池怀旧》《题西林壁》等 

词。苏轼是北宋继柳永之后第二位对词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词人。在内容方面的突破。苏轼

的词被称为“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他的词可分为三类：抒情词、咏物词、农村词。词风：

豪放风格、旷达风格、婉约风格。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

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7.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黄庭坚的生平与思想。黄庭坚的文学主张。黄庭坚的诗歌创作。 

江西诗派的由来与发展。吕本中《江西诗派宗社图》，首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下

附诗人 20余人，江西诗派的名称由此而来。元代方回又以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

义三人为“三宗”，明确提出“一祖三宗”之说，揭示了江西诗派的源流。 

8.周邦彦与北宋后期的词 

周邦彦。周邦彦的生平。词集《清真集》，一名《片玉词》。词的艺术特点。 

黄庭坚的词。秦观的词。贺铸的词。 

9.李清照与南宋前期的词。 

李清照。生平。情感基调。艺术特点。影响 

张元干、张孝祥 

10. 陆游与南宋前中期的诗歌。 

南宋前中期出现了“中兴四大诗人”，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 

陆游。生平。诗歌的创作主题。诗歌的艺术成就。词 

11.辛弃疾及其豪放词派。 

生平与思想。词的分类。词的艺术特色。苏轼与辛弃疾的异同。辛派词人。 

12.姜夔与宋末词派。 

姜夔。词的风格特点。 

吴文英、史达祖、王沂孙、张炎、南宋后期的诗歌 

“四灵诗人”、江湖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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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宋代话本。 

宋代是指新体白话小说。现存宋代话本。话本塑造的形象。话本，特别是讲史话本的出现，为

后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学习目标： 

1．了解宋代文学发展的脉络与各个时期的主要代表。 

2．宋词鉴赏。 

作业： 

1.诵读宋词的代表作品。 

2.独立撰写一篇探讨你所喜欢的宋代文人的思想的千字论文。 

知识单元 4：总结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唐代文学总体特征总结。 

2.宋代文学总体特征总结。 

3.唐宋文学的不同之处与各自特点，及其成因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唐代文学与宋代文学的创作背景的不同。 

作业： 

1.选择有代表性的三首唐诗三首宋词，诵读，比较。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概论 3 内容根据具体授课有调整 

2 唐代文学 21 内容根据具体授课有调整 

3 宋代文学 21 内容根据具体授课有调整 

4 总结 3 内容根据具体授课有调整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史（上） 

后续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史（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了解唐宋时期的文学特点与代表作品。 

难点：由于语音的嬗变，在韵律和声调等方面收到限制。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经典作品诵读。 

教学手段： 

1.讲授。 

2.鉴赏。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考核内容有：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堂考勤占

10%，平时作业 30%，期末作业占 6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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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方铭主编，《中国文学史》（四卷本），长春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版。 

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周勋初著，《李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莫砺锋著，《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6.杨义，《李杜诗学》，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7.钱钟书选注，《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制（修）订时间：2016年 10月 30日 

 

外国文学史（上下） 
History of Foreign Literature 

课程号：307050473/30705049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重在廓清西方文学的历史和概貌，对西方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进行描述和解析，指导学

生深入阅读西方经典作家作品，理解其思想艺术特色。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能系统地掌握西

方文学发展史，并能结合所学哲学理论、文化理论、文学理论等知识对西方文学史上的各类文学现

象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的分析，特别要掌握西方文学的发展规律、经典作品的基本内容

与艺术特点、重要文学形象的性格特征等。教学中注意开发学生的智力潜能，激活创造意识，培养

学生研究能力和审美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本大纲所列内容均为教学重点。 

难点包括：处于东方文化语境下的中国学生对作为西方文化重要内容的西方文学的主体接受；

在东西方文学之间建立有效的参照框架；灵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理论，运用所

学美学与文学理论对具体的文学现象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章 古希腊、罗马文学 

本章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古希腊、罗马文学发展概况及所涉及作品的基本内容，理解古希腊、罗马文学在欧洲文

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掌握古希腊神话和悲剧的特征，深入分析《荷马史诗》的思想艺术价值。 

重点及难点 

古希腊文学各发展时期的主要成就；古希腊神话的特征；《荷马史诗》的思想艺术价值；荷马

史诗的英雄主义。希腊三大悲剧家的悲剧艺术的不同特点。希腊悲剧的命运观。 

学时分配：8学时 

第一节 古希腊文学概述 

一、古希腊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各阶段的主要成就 

（一）第一阶段：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阶段，产生了神话、史诗、抒情诗和寓言。 

（二）第二阶段：奴隶制全盛时期，悲剧、喜剧和文艺理论的繁荣。 

（三）第三阶段：希腊化时期，主要成就就是喜剧和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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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希腊抒情诗、寓言、散文及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文艺理论思想。 

三、古希腊文学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对欧洲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及重大意义。 

（一）奠定了西方文学的精神气质。 

（二）丰富的文学母题。 

（三）齐全的文学式样。 

（四）丰富的理论建树。 

第二节 希腊神话 

一、 古希腊神话分类： 

（一）神的故事 

（二）英雄传说 

二、神的故事主要涉及到开天辟地、神的产生、神的故事、神的谱系、人类的起源等内容；神

的故事中的旧神与新神；“奥林匹斯神统”。 

三、 英雄传说的起源。赫拉克勒斯的十二件大功；伊阿宋取金羊毛的故事；特洛亚的故事；

奥德修的故事。古代英雄的特点。 

四、希腊神话的艺术特点：想象力、故事性和哲理性。 

五、希腊神话“人神同形同性”的特点；马克思认为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

它的土壤。希腊神话对后世欧洲文化的影响深远 

第三节 荷马史诗 

一、《荷马史诗》的形成过程 

两大史诗源于希腊神话。形成于公元前 12世纪—公元前 8世纪。 

诗人荷马在公元前 9世纪—公元前 8世纪将口头创作改编成史诗。 

公元前 6世纪，史诗正式写成文字，至公元前 2世纪编订为定本。 

二、《荷马史诗》的基本内容与主要人物 

《伊利亚诗》和《奥德修记》的故事情节都围绕着特洛伊战争展开。《伊利亚特》描写了战争

本身，而《奥德修记》则写战后主人公的经历。 

三、《荷马史诗》的思想与艺术成就 

（一）结构艺术。 

（二）矛盾冲突和心理活动描写。 

（三）民间文学特征。 

第四节 古希腊戏剧 

一、悲剧与喜剧的起源；戏剧的繁荣与奴隶主民主制的关系。 

（一）悲剧的渊源：祭祀酒神的“山羊之歌”。 

（二）喜剧的渊源：祭祀谷神的“狂欢人群之歌”。 

二、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 

（一）埃斯库罗斯：“悲剧之父”，代表作《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二）索福克勒斯：雅典民主制全盛时期的悲剧作家。代表作《俄狄浦斯王》。 

（三）欧里庇得斯：“剧场里的哲学家”。代表作《美狄亚》。 

三、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及其《阿卡奈人》等作品。 

第五节 古罗马文学概述 

一、古罗马文学发展分期 

（一）共和国繁荣时期：普劳图斯和泰伦斯的罗马新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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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奥古斯都时期，文学的“黄金时代”：贺拉斯及其文艺论著《诗艺》；奥维德及其故事集

《变形记》。 

（三）帝国时期，文学的“白银时代”：塞内加的悲剧《特洛亚妇女》；阿普列尤斯的《金驴记》，

是欧洲最早的长篇小说。 

（四）帝国后期：世俗文学因被基督教文学所排斥而走向衰落。罗马文学对希腊文学的继承和

对后世欧洲文学的影响。 

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欧洲第一部文人史诗。 

三、古罗马文学在文学史上所起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复习与思考题：  

1．为什么说希腊神话是希腊艺术的“武库”和 “土壤”？ 

2．古希腊悲剧中三大悲剧家的命运观。 

3．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主要文学观点。 

4．荷马史诗的艺术结构特色。 

拓展阅读书目： 

《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上、下）斯威布，楚图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伊里亚特》：傅东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奥德修纪》：杨宪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  

《普罗米修斯》：埃斯库罗斯,见《外国剧作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 

《俄狄浦斯王》：索福克勒斯,《外国剧作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 

《阿卡奈人》：阿里斯托芬，罗念生译，见《阿里斯托芬喜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美狄亚》：欧里庇得斯，见《外国剧作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 

《埃涅阿斯记》（古罗马）维吉尔著，杨周翰译，译林出版社 1999。 

《诗学·诗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著，罗念生、杨周翰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西方美学史》， 朱光潜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第二章 欧洲中世纪文学 

基本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欧洲中世纪文学的四种主要类型，辩证地认识欧洲中世纪文学

的价值；了解但丁的生平与创作情况，掌握《神曲》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重点及难点 

英雄史诗；骑士文学；市民文学；《神曲》的梦幻文学形式和寓意手法。《神曲》在思想内容与

艺术表现上的两重性。 

学时分配：4学时 

第一节 中世纪文学概述 

一、教会文学 

（一）基督教与《新旧约全书》 

（二）教会文学的特点：1．思想特征；2．题材体裁；3．艺术成就。 

二、骑士文学 

（一）骑士文学的起源 

（二）骑士文学的分类：1．骑士诗；2．骑士传奇。 

三、英雄史诗 

（一）法国史诗《罗兰之歌》 

（二）西班牙史诗《熙德之歌》 

（三）俄罗斯史诗《伊戈尔远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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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德国史诗《尼伯龙根之歌》 

四、城市文学 

（一）城市文学的起源 

（二）城市文学的特点；讽刺叙事诗《列那狐故事》。 

第二节 但丁 

一、生平与创作。《新生》、《飨宴》、《论俗语》、《帝制论》。 

二、《神曲》的基本内容 

（一）地狱篇 

（二）炼狱篇 

（三）天堂篇 

三、《神曲》的主题思想与作者的思想矛盾。 

（一）政治上、道德上探索意大利民族出路的寓言性总结； 

（二）在宗教性的构思中反映了当时意大利的现实，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表现了高尚的爱国

精神； 

（三）表现了人文主义思想萌芽。 

四、《神曲》的艺术特色 

（一）鲜明的人物形像。 

（二）完美的结构。 

（三）梦幻般的氛围。 

（四）对意大利语的贡献。 

五、但丁在西方文学史上的地位。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理解基督教在中世纪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2．中世纪欧洲英雄史诗的特征。 

3．中世纪欧洲骑士文学和城市文学的概况。 

4．讽刺叙事诗《列那狐故事》的主题思想。 

5．《神曲》的结构特色。 

4．为什么说但丁是“中世纪最后一位，新世纪第一位诗人”？ 

拓展阅读书目： 

《神曲》（意）但丁著，朱维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第三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学 

本章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各国文学的发展概况，掌握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了解塞万提斯的

生平与创作，分析《堂吉诃德》的人物形象与艺术成就；了解莎士比亚的生平与创作。分析《哈姆

莱特》的人物形象、莎士比亚戏剧的艺术成就。 

重点及难点： 

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流浪汉小说；堂吉诃德性格的矛盾性和复杂

性；哈姆莱特形象；哈姆莱特形象的典型意义；莎士比亚戏剧的艺术成就。 

学时分配：12学时 

第一节 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概述 

一、 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 

（一）以“人权”反对“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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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人性”反对“神性” 

（三）以“人智”反对“神智” 

二、 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一）人物塑造 

（二）艺术手法 

（三）思想风格 

（四）语言和体裁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学 

（一）彼特拉克的《歌集》 

（二）薄迦丘的《十日谈》。 

四、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文学 

（一）法国文艺复兴的特点及人文主义文学的倾向； 

（二）拉伯雷的《巨人传》； 

（三）《蒙田随笔》。 

五、西班牙文艺复兴的特点；维伽及《羊泉村》；流浪汉小说《小赖子》。 

六、英国的人文主义文学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文学的最高成就；乔叟、托马斯·莫尔、斯

宾塞；培根；“大学才子派”。 

第二节 塞万提斯 

一、生平与创作。 

《惩恶扬善故事集》，西班牙最早出现的短篇小说。 

《贝雪莱斯和西斯蒙达历险记》，充满奇异冒险和忠贞爱情的小说。 

二、《堂吉诃德》的情节、人物。 

（一）主要情节：主人公游侠史———三次出游世界。 

（二）堂吉诃德形象复杂、矛盾、多面的性格特征 

1．荒唐疯傻的冒险和博学多智、见识高明的学者谈吐发自其人一身； 

2．骑士道的鼓吹者与捍卫者和人文主义理想的追求者与传播者。 

（三）《堂吉诃德》的思想内容 

1．对骑士制度的否定； 

2．对封建社会黑暗的暴露； 

3．对人文主义理想的追求。 

三、《堂吉诃德》的艺术成就 

（一）人物形像：世界文学中两个著名的典型形象：堂吉诃德和桑丘。喜剧性与悲剧性互相交

织；幻想和现实，错觉和真实尖锐对立； 

（二）结构特点：流浪汉小说的长处；以游侠史为主线，插入丰富多彩的故事。 

（三）夸张幽默：讽刺、对比的手法的运用。严肃和可笑、庸俗和高尚、平凡和奇特、喜剧成

分和悲剧因素的融合。 

（四）语言运用：大量运用西班牙俗语和谚语，妙语如珠，意蕴深刻。 

（五）对现代小说艺术的贡献。 

第三节 莎士比亚 

一、生平与创作；戏剧创作的三个时期及各时期的重要作品。 

（一）历史剧创作：《亨利六世》、《查理三世》、《亨利四世》、《亨利五世》。 

（二）喜剧创作：《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 

（三）悲剧创作：《罗蜜欧与朱丽叶》、《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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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哈姆莱特》所反映的时代特点；哈姆莱特形象分析。 

（一）题材来源与故事情节。 

（二）主要矛盾冲突和主题思想； 

（三）哈姆雷特形象及其性格特征 

1．别林斯基：巨人的雄心与婴儿般的意志。 

2．丹纳：激情伤害了理智。 

3．歌德：思想家而非行动家。 

4．弗洛伊德：“俄狄普斯情结”。 

三、莎士比亚戏剧的艺术成就 

（一）主题的不确定性 

（二）人物形像的复杂性 

（三）情节结构的开放性和多层次性 

（四）语言的创造性 

四、莎士比亚的影响 

复习与思考题：  

1．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基本内涵。 

2．《十日谈》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 

3．《巨人传》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 

4．堂吉诃德是怎样一个矛盾复杂的悲喜剧形像？ 

5．如何理解“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一说？ 

6．哈姆莱特的形象与性格分析。 

7．以《哈姆莱特》为例说明莎士比亚戏剧情节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拓展阅读书目： 

《十日谈》（意）溥伽丘著，钱鸿嘉等译，译林出版社 1994。 

《巨人传》（法）拉伯雷著，成钰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 

《蒙田随笔全集》（法）蒙田著，潘丽珍等译，译林出版社 1996。 

《堂吉诃德》（西）塞万提斯著，杨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坎特伯雷故事》（英）乔叟著，黄杲忻译，译林出版社 1998。 

《培根论说文集》（英）培根著，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 1983。 

《莎士比亚全集》（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等译，译林出版社 1998。 

第四章 十七世纪欧洲文学 

本章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十七世纪英、法两国文学发展概况及重要作家的创作情况，掌握弥尔顿《失乐园》的思想

内容和古典主义的基本特征；掌握莫里哀的创作分期，分析《伪君子》中答丢夫形象及该剧的艺术

成就。 

重点及难点： 

古典主义；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伪君子》的古典主义艺术特征；答丢夫形象；莫里哀、弥尔

顿的创作意义及其代表作品。莫里哀喜剧对古典主义的贡献。 

学时分配：4学时 

第一节 十七世纪欧洲文学概述 

一、十七世纪欧洲文学的政治、思想、文化背景。 

二、文艺复兴后的三种文学类型： 

（一）巴洛克文学：渊源；思想艺术特征；“玄学派”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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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教徒文学：英国文学及弥尔顿的《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班扬的《天路

历程》。 

三、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一）摹仿古代文学、追求艺术完美、遵守“三一律”。 

（二）崇尚理性、宣扬公民义务、克制个人情欲。 

（三）主张国家统一、拥护中央王权、歌颂贤明君主。 

四、古典主义悲剧代表作家 

（一）高乃依的《熙德》。 

（二）拉辛的《安德罗马克》与《费德尔》。 

（三）布瓦洛的《诗的艺术》。 

（四）拉封丹的《寓言诗》。 

第二节 莫里哀 

一、生平与创作 

（一）早期创作：风俗喜剧《可笑的女才子》《丈夫学堂》、性格喜剧《夫人学堂》是社会问题

剧的开端 

（二）中期创作：讽刺喜剧《伪君子》、《堂·璜》、《恨世者》、《吝啬鬼》 

（三）后期创作：民间闹剧传统。芭蕾舞喜剧《醉心贵族的小市民》，情节喜剧《司卡班的诡计》 

二、莫里哀代表作《伪君子》 

（一）剧情：五幕诗体讽刺喜剧、性格喜剧 

（二）答尔丢夫的形象、性格特征及典型意义 

（三）剧本的民主倾向。 

三、艺术成就  

1．结构精巧，情节发展紧凑； 

2．符合古典主义“三一律”； 

3．突破古典主义创作原则，打破悲剧与喜剧的严格界限。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古典主义？它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有哪些基本特征？ 

2．《失乐园》的叛逆精神。 

3．古典主义悲剧的艺术成就。 

4．《悭吝人》中阿巴公的形象。 

5．分析《伪君子》中答尔丢夫的形象。 

6．以《伪君子》为例分析莫里哀喜剧创作的特点。 

拓展阅读书目： 

《天路历程》（英）班扬著，西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熙德》：高乃依，齐放译，作家出版社，1956年 

《昂朵马格》：拉辛，齐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 

《莫里哀喜剧选》（法）莫里哀著，赵少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第五章 十八世纪欧洲文学 

本章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 18 世纪文学的主要成就、特点和影响，理解启蒙主义文学和狂飙突进运动文学的思想和

艺术特征；了解歌德的生平、思想、创作分期，掌握《浮士德》的思想内容，分析其人物形象和艺

术特色。 

重点及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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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卢梭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狂飙突进运动；

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浮士德精神；浮士德形象的象征意义；靡非斯特的“恶”和所谓“做恶造

善之一体”的形象特征。 

学时分配：6学时 

第一节 十八世纪欧洲文学概述 

一、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启蒙运动与启蒙主义。 

二、启蒙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一）政论性和哲理性色彩。 

（二）平民化倾向。 

（三）形式创新。 

（四）“外方人”视角。 

二、英国现实主义小说 

（一）笛福与《鲁滨逊漂流记》。 

（二）斯威夫特与《格列佛游记》。 

（三）菲尔丁的“散文滑稽史诗”及《汤姆·琼斯》。 

（四）感伤主义。 

三、法国启蒙主义文学 

（一）“百科全书派”。 

（二）四大启蒙作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的创作。 

三、德国启蒙主义文学 

（一）莱辛在德国民族文学发展中的奠基作用。 

（二）“狂飙突进运动”。 

（三）席勒：《阴谋与爱情》。 

第二节 卢梭 

一、生平与思想：《论科学与艺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 

二、主要文学创作 

（一）《新爱洛绮丝》 

（二）《爱弥儿》 

（三）《忏悔录》 

（四）《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 

三、卢梭的思想及其影响 

（一）卢梭思想特色：崇尚自然理性，张扬感情，讴歌自然，剖析自我。 

（二）卢梭思想核心：回归自然，批判“文明”对人性的异化。 

（三）卢梭的影响力：“浪漫主义文学之父”。 

第三节 歌德 

一、生平与创作 

（一）早期：创作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体现狂飙突进运动的反叛精神。剧本《铁

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是德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历史剧。  

（二）意大利旅行时期：创作诗剧《伊菲格涅亚在陶里斯》达到自我与世界统一。 

（三）与席勒合作时期：完成《浮士德》第一部。创作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 

（四）晚期创作：完成《浮士德》第二部。完成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描述

乌托邦“教育区”探索未来社会和青年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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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浮士德》的基本内容： 

（一）知识的追求 

（二）情欲的追求 

（三）权势的追求 

（四）古典美的追求 

（五）事业的追求 

三、《浮士德》的思想意义 

（一）通过主人公自强不息，不断探索的过程，宣传挣脱封建中世纪愚昧状态、克服内外矛盾，

创建理性王国的启蒙思想。 

（二）概括了自文艺复兴以后的几百年的欧洲进步人士的精神面貌。 

（三）反映了歌德的二重性世界观。 

三、《浮士德》人物形象分析 

（一）浮士德形象典型意义和象征意义 

1.是欧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进步知识分子精神发展过程的艺术总结。 

2.是 18世纪后半叶至 19世纪初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启蒙思想家、理性王国开明君主的象征。 

（二）靡非斯特形象的典型意义和象征意义   

1.恶的化身，求善者浮士德的对立面，否定精神，“做恶造善之一体”； 

2.与浮士德的辩证关系。 

四、《浮士德》的艺术成就。 

现实与虚幻交织；辛辣的讽刺笔法；人物多为哲学观念的化身，互相形成鲜明的对比；尝试欧

洲所有诗体；象征意义。 

复习与思考题： 

１．启蒙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２．谈谈《格列佛游记》的讽刺性。 

３．伏尔泰和狄德罗哲理小说的特点。 

４．为什么说卢梭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 

５．什么是狂飙突进运动？狂飙精神包括哪些内容？ 

６．维特的形象及意义。 

７．《浮士德》中两个“打赌”和浮士德悲剧的五个阶段。 

８．《浮士德》的主题与启蒙运动、人类精神发展史的关系。 

９．浮士德与靡非斯特形象及其辩证关系。 

10．《浮士德》的艺术成就。 

11．为什么说《阴谋与爱情》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 

拓展阅读书目： 

《狄德罗美学论文选》（法）狄德罗著，徐继曾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鲁滨逊漂流记》（英）笛福著，郭建中译，译林出版社 1996。 

《格列佛游记》（英）斯威夫特著，杨昊成译，译林出版社 1995。 

《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英）菲尔丁著，萧乾、李从弼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新爱洛依丝》（法）卢梭著，郑克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忏悔录》（法）卢梭著，陈筱卿译，译林出版社 1995。 

《费加罗的婚礼》（法）博马舍著，吴达元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外国剧作选》（4）1981。 

《少年维特之烦恼》（德）歌德著，杨武能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浮士德》（德）歌德著，钱春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歌德谈话录》，（德）艾克曼著，…… 

《阴谋与爱情》（德）席勒著，廖辅叔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外国剧作选》（4）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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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十九世纪欧美浪漫主义文学 

本章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浪漫主义文学的历史背景、在各国的发展概况及重点作家的生平、创作分期；理解浪漫主

义文学的特征；把握《唐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雨果作品的人道主义和浪漫主义特色；分析

《叶甫盖尼·奥涅金》的人物形象和艺术成就。 

重点及难点： 

浪漫主义文学的特征；湖畔派；《唐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美丑对照原则；雨果人道主

义思想的两重性；奥涅金形象与“多余人”。 

学时分配：8学时 

第一节 浪漫主义文学概述 

一、浪漫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 

（一）革命浪潮激起的热情和革命后的失落感。 

（二）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乐观和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痛苦。 

（三）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 

（四）启蒙时代文学的延续。 

二、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一）表现主观理想。 

（二）描写自然景物。 

（三）重视民族文化传统。 

（四）艺术形式和表现方法。 

三、各国浪漫主义文学发展概况 

（一）德国：海涅的抒情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二）英国：“湖畔派”诗人及雪莱的创作；历史小说创始人司各特；奥斯汀《傲慢与偏见》、

《理智与情感》。 

（三）法国：夏多布里昂的《勒内》与“世纪病”；斯塔尔夫人的理论著作《论文学》和《论

德国》；乔治·桑的恋爱小说；大仲马的传奇小说《基督山伯爵》、《三个火枪手》；梅里美《高龙巴》、

《卡门》。 

（四）美国：爱默生的散文；霍桑《红字》；麦尔维尔《白鲸》。 

第二节 雨果 

一、生平与创作：《克伦威尔》序言；《欧那尼》之役；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巴黎圣母院》；其

他长篇小说。 

（一）前期：诗集《东方吟》；悲剧《欧那尼》；诗集《光与影》，《心声集》。 

（二）流亡时期：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 

（三）后期：诗集《凶年集》；长篇小说《九三年》；《历代传说》。 

二、《悲惨世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 

（一）思想内容：主人公的悲惨生活史；当代社会的三个迫切问题：贫穷、饥饿和黑暗；作者

的道德理想。 

（二）艺术特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政论风格；激情的语言。 

三、《巴黎圣母院》   

（一）基本情节 

（二）人物形象 

1．副主教佛罗洛形象的复杂性； 

2．爱斯梅拉达形象的象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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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西莫多形象的象征性。 

（三）艺术成就： 

1．离奇的情节； 

2．夸张手法； 

3．美丑对照的原则。 

第三节 拜伦 

一、生平与创作：早期政治讽刺诗《〈制压破坏机器法案〉制订者颂》；《东方叙事诗》 

二、“拜伦英雄”的特点 

三、《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  

（一）基本内容； 

（二）恰尔德·哈洛尔德形象的意义。 

（三）浪漫主义艺术特色 

1.强烈的主观抒情； 

2.鲜明的对比手法；  

3.异域情调、南欧地中海风光。 

第四节 普希金 

一、生平与创作： 

（一）身世经历 

（二）政治抱负 

（三）创作才华 

1.政治抒情诗； 

2.浪漫主义叙事诗； 

3.历史剧； 

4．小说。 

（四）普希金抒情诗的思想艺术特色。 

二、《叶甫盖尼·奥涅金》 

（一）作品的主题思想 

（二）奥涅金的形象 

（三）《奥涅金》——现实主义的杰作 

三、普希金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第五节 惠特曼 

一、生平与创作。 

二、《草叶集》的主要内容。 

（一）歌颂“自我” 

（二）歌颂民主和自由的理想 

（三）歌颂劳动者和人类创造力 

（四）歌颂大自然 

三、《草叶集》的艺术特色和影响。 

复习与思考题： 

1.浪漫主义文学有哪些特征？ 

2.分析《恰尔德·哈洛尔德》的艺术形象。 

3.《恰尔德·哈洛尔德》的艺术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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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什么是拜伦式英雄？ 

5.雪莱的政治抒情诗的特点。 

6.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 

7.《巴黎圣母院》的浪漫主义特点。 

8.谈《悲惨世界》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特征。 

9.分析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形象。 

10.《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艺术特点。 

11.《草叶集》中的“美国精神”。 

拓展阅读书目： 

《海涅诗选》（德）海涅著，冯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拜伦诗选》（英）拜伦著，查良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雪莱抒情诗选》（英）雪莱著，杨熙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傲慢与偏见》（英）奥斯丁著，张玲、张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艾凡赫》（英）司各特著，刘尊棋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巴黎圣母院》（法）雨果著，施康强、张新木译，译林出版社 1995。 

《悲惨世界》（法）雨果著，李丹、方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基度山伯爵》（法）大仲马著，蒋学模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茶花女》（法）小仲马著，王振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3。 

《普希金作品选》（俄）普希金著，冯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红字》（美）霍桑著，姚乃强译，译林出版社 1998。 

《白鲸》（美）麦尔维尔著，曹庸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 

《草叶集》（美）惠特曼著，楚图南、李野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第七章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概述及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本章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与在欧洲各国的发展概况，理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了解斯丹达尔的生平与创作，分析《红与黑》的时代内容、人物形象和艺术成就；了解巴尔扎克的

生平、世界观、创作及作品分类，分析《人间喜剧》的基本内容、艺术成就，掌握《高老头》的人

物、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理解福楼拜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发展，分析《包法利夫人》中爱玛悲

剧的根源。 

重点及难点：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于连形象及《红与黑》的艺术成就；《人间喜剧》的基本内容

与艺术成就；爱玛悲剧的根源及福楼拜小说的艺术特色。 

学时分配：8学时 

第一节 概述 

一、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产生的背景。 

（一）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金钱和物欲时代全面到来。 

（二）自然科学的三大成就──细胞学说、能量转化学说和进化论的影响。 

（三）黑格尔的辩证法、孔德的实证哲学的影响。 

（四）浪漫主义文学的衰退。 

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 

（一）强烈的批判精神。 

（二）追求艺术的真实性。 

（三）注重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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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说的成熟和长篇小说的繁荣。 

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概况。 

（一）前期：重心在法、英，批判性强。 

（二）后期：重心转移到俄、美，批判性减弱。 

第二节 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概述 

一、法国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源地；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特点。 

二、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概况。 

三、 梅里美的中短篇小说；《嘉尔曼》。 

四、莫泊桑中短篇小说的分类及艺术特点。 

第三节 司汤达 

一、生平与创作。 

美学论著《拉辛与莎士比亚》提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法尼娜·法尼尼》脍炙人口。

代表作《红与黑》《巴玛修道院》《吕西安·娄凡》。 

二、代表作《红与黑》 

（一）思想内容：是 19世纪欧洲文学中最早的一部现实主义文学杰作。 

（二）人物形象：于连是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的典型；他的悲剧是广大平民青年命运的概括。 

（三）艺术成就 

1.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2.细致微妙的心理描写； 

3.情节结构的严谨、完整； 

4.语言简洁、精确。 

第四节 巴尔扎克 

一、生平与创作 

（一）早期：《欧也尼·葛朗台》《高老头》 

（二）中期：《纽沁根银行》《幻灭》 

（三）晚期：《贝姨》《邦斯舅舅》《农民》 

二、《人间喜剧》 

（一）《人间喜剧》名称的由来及分类 

1.风俗研究； 

2.哲学研究； 

3.分析研究。 

（二）《人间喜剧》的思想内容 

（三) 《人间喜剧》人物形象 

1.贵族的形象； 

2.资产者的形象； 

3.共和党人的形象； 

4.正直人的形象。 

(四)《人间喜剧》的艺术成就 

1. 编年史式的庞大而严密的框架结构； 

2. 人物再现手法的运用； 

3. 高度典型化手法的运用。 

三、代表作《高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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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情节 

（二）高老头悲剧社会意义 

（三）拉斯蒂涅形象的典型意义 

（四）鲍赛昂子爵夫人悲剧原因 

（五）艺术特征： 

1.环境典型性； 

2.人物性格典型化； 

3.人物语言个性化； 

4.情节结构的戏剧性； 

5.《人间喜剧》人物再现手法的开端。 

第五节 莫泊桑 

一、生平与创作 

二、中短篇小说的思想内容   

（一）普法战争题材，《羊脂球》； 

（二）描绘资本主义社会的风俗画，《项链》《我的叔叔于勒》； 

（三）描写底层人的悲惨命运，《壁厨》《散步》； 

三、艺术成就     

（一）选材上别具匠心； 

（二）构思布局上千变万化； 

（三）精致的细节描写。 

四、《漂亮的朋友》 

第六节 福楼拜 

一、生平与创作。 

二、《包法利夫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深刻揭露；爱玛悲剧的根源。 

三、福楼拜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贡献。 

复习与思考题： 

1．批判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异同比较。 

2．从《高老头》看《人间喜剧》的总体特征。 

3．“红”与“黑”的象征意义。 

4．从《包法利夫人》看福楼拜小说创作的特点。 

5．莫伯桑中短篇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 

拓展阅读书目： 

《红与黑》（法）斯丹达尔著，郝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高老头》（法）巴尔扎克著，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欧也妮·葛朗台》（法）巴尔扎克著，李恒基译，译林出版社 1998。 

《包法利夫人》（法）李健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莫伯桑中短篇小说选》（法）莫伯桑著，郝运、赵少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第八章 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本章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重要作家的创作情况，掌握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能够分

析相关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对狄更斯、哈代等专节讲述的作家，要求了解其

生平，掌握其创作分期，并对其代表作品中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表现进行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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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及难点： 

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简爱形象；狄更斯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大卫·科波菲尔》

的人物形象、艺术成就；“威塞克斯小说”；苔丝形象。 

学时分配：4学时 

第一节 概述 

一、十九世纪英国社会的阶级斗争。 

二、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 

三、萨克雷、盖斯凯尔夫人、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肖伯纳、高尔斯华绥的创作。 

第二节 狄更斯 

一、生平与创作 

（一）早期：《匹克威克外传》《奥列佛·退斯特》 

（二）中期《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艰难时世》《双城记》 

（三）晚期：《远大前程》 

二、艺术成就： 

（一）人物性格鲜明独特，有明显的特色。具体表现在 5个方面： 

1．人物性格的单层次； 

2．人物本质的确定化； 

3．人物形象的基调化； 

4．人物的明晰性； 

5．深厚的人性内涵。 

（二）创作方法：感受型现实主义； 

（三）典型结构是多元整一； 

（四）幽默是狄更斯小说又一个重要特点，狄更斯小说魅力的重要来源之一； 

（五）内心世界的外化。 

三、《双城记》 

(一)情节结构: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以巴黎的伦敦作为故事的发生地。 

1.梅尼特一家的故事； 

2.得伐石夫妇的故事； 

3.厄弗里蒙地家族的故事； 

4.卡尔登的生活与献身； 

5.克朗丘的生活与经历。 

(二)人物形象分四类。 

(三)艺术特点： 

1.结构精巧，情节生动； 

2.肖像描写与心理分析相结合； 

3.夸张描写。 

第三节 哈代 

一、生平与创作；“威塞克斯小说”。 

（一）早期：以诗歌创作开始，五部长篇小说，表现自然文明和农村的传统习俗；  

（二）中期：《还乡》《卡斯特桥市长》《德伯家的苔丝》； 

（三）晚期：写诗，史诗剧《列王》。 

二、《德伯家的苔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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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 

（二）苔丝形象分析。苔丝悲剧的社会意义。 

（三）艺术特点    

1.优美的风景描写； 

2.细腻的心理刻画； 

3.动人的故事情节。 

复习与思考题： 

1．从《双城记》看狄更斯的人道主义。 

2．《名利场》、《简·爱》、《呼啸山庄》的风格特点。 

3．哈代小说的伦理观与悲剧命运色彩。 

拓展阅读书目： 

《简·爱》（英）夏洛蒂·勃朗特著，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呼啸山庄》（英）艾米莉·勃朗特著，方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8。 

《大卫·科波菲尔》（英）狄更斯著，董新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双城记》（英）狄更斯著，孙法理译，译林出版社 1996。 

《德伯家的苔丝》（英）哈代著，张谷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第九章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本章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各发展时期的重要作家作品，掌握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能够

分析相关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对设专节讲述的作家，要求了解其生平，掌握

其创作分期及各时期创作特点，分析其代表性作品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成就。 

重点及难点：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自然派；多余人；《外套》与“小人物”形象；《死魂灵》的人

物形象与艺术特色；《穷人》中的“小人物”形象；《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形象；复调小说；

《安娜·卡列尼娜》的人物形象、艺术成就（特别是“心灵辩证法”）；契诃夫小说的艺术成就。 

学时分配：8学时 

第一节 概述 

一、俄国解放运动的历史分期及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分期；各时期文学发展概况；“自然派”、

“多余人”、“小人物”及“新人”。 

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勃夫的文艺理论；车尔尼雪夫斯基、冈察洛夫、屠

格涅夫、涅克拉索夫、亚·奥斯特罗夫斯基、谢德林的创作。 

第二节 果戈理 

一、生平与创作。 

（一）早期：故事集《狄康卡近乡夜话》，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得》《彼得堡故事》，“小人物”

题材的深化； 

（二）中期：讽刺喜剧《钦差大臣》，讽刺和批判力量； 

（三）后期：长篇小说《死魂灵》 

二、代表作《死魂灵》  

（一）五个地主形象的个性与典型性：泼留希金。 

（二）乞乞科夫的典型意义。 

（三）艺术特征： 

1.人物典型化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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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讽刺与夸张手法；“含泪的笑”的艺术特色。 

3.主观抒情插笔的运用。 

第三节 托尔斯泰 

一、生平与创作 

（一）早期：自传性中篇小说《童年》《少年》《青年》，“心灵的辩证法”；探索改善地主与农

民关系道路的自传性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 

（二）中期：人民卫国战争英雄史诗、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对俄国前途的探索，四条平

等发展的线索，宏阔、开放的结构模式；现代生活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安娜爱情悲剧的意

义，列文对农业出路的探索。 

（三）晚期：多方面创作 戏剧《黑暗的势力》等，中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克莱采

奏鸣曲》等。 

二、托尔斯泰创作的艺术成就 

 （一）富有民族特色，他善于用艺术形象来创作“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 

 （二）富有创新精神。他不拘于陈规，突破了原有的文学样式，创造性地扩大了艺术的容量

和表现领域； 

（三）心理描写的杰出的成就； 

（四）文学语言的优美工整，准确、深刻，描写的细腻而又简洁。 

三、《安娜·卡列尼娜》 

（一）构思与创作 

   作者的构思不断变化, 最后把安娜写成具有很大魅力内心丰富，真诚诚恳的妇人，使她成

了社会的牺牲品。 

（二）情节与思想内容 

两条平行发展的线索，一条是安娜追求爱情幸福的悲剧，另一条是列文进行农事改革的失败。 

（三）人物形象分析 

1．安娜·卡列尼娜 

（1）性格特点：她是有着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贵族社会的叛逆者，追求个性解放是安娜

最鲜明的特点。她不仅外貌娴雅、端庄、自然而质朴，而且有丰富深刻的精神世界，强烈而真挚的

感情，充沛的生命力和获得真正幸福的渴望； 

（2）安娜的一生是不幸的，并以悲剧告终； 

（3）安娜爱情悲剧的原因：个人和社会。 

2．列文：反映了作家对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道路的探索，具有自传性质。 

（三）艺术成就 

1．结构独特而严谨。小说有两条独立的线索，众多的人物和事件，，但却浑然地构成一座完美

的艺术大厦，艺术大厦内在外在的联系，主要通过“家庭思想”。 

2．深刻细腻的心理描写，显示了作家卓越的艺术才华和鲜明的独创性。 

小说尤其是采用人物的内心独白，揭示人物的精神成长和复杂矛盾的心理变化过程，把隐蔽的

内心世界赤裸裸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四、《复活》   

（一）构思与创作：柯尼的故事。 

（二）情节与思想内容： 

1．情节：聂赫留道夫和卡秋莎·玛斯洛娃的精神“复活”过程。 

2．思想内容 

（1）激烈地抨击了沙皇专制国家制度。 

（2）辛辣地嘲讽反动的教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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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彻底地否定了地主土地占有制 

（三）人物形象分析 

 1．聂赫留道夫作为“忏悔的贵族”形象的典型性和自传性； 

 2．玛斯洛娃的精神复活过程。  

（四）艺术成就艺术特点： 

1.巧妙的结构； 

2.对比手法； 

3.多种心理描写； 

4.讽刺手法。 

第四节 契诃夫 

一、生平与创作。 

（一） 创作分期 

（二） 重点作品 

1.批判托尔斯泰主义的杰作《第六病室》。 

2．批判俗物们的庸俗堕落的小说《醋栗》、《姚内奇》。 

3.批判胆小怯懦、害怕新鲜事物的保守分子和旧制度精神卫士的小说代表作《套中人》。 

4.契诃夫晚期的戏剧作品。 

二、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 

第五节 陀思妥耶夫斯基 

一、生平与创作。人格倾向和创作倾向。 

（一）“小人物”小说《穷人》。 

（二）《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中的人道主义内容。 

（三）《白痴》对贵族资产阶级的揭露。 

（四）总结性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 

二、《罪与罚》 

（一）内容梗概 

（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形象 

（三）对人生苦难的描写 

（四）《罪与罚》的艺术特色 

1、情节结构完整、充满戏剧性。 

2、深刻的心理描写，作品被誉为“一份犯罪的心理报告”。 

3、“复调小说”的结构特征。 

三、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的复杂性 

四、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 

复习与思考题： 

1．《死魂灵》的讽刺艺术。 

2．如何评价安娜的形象及其爱情悲剧？ 

3．《复活》中的“忏悔贵族”形象。 

4．陀斯妥耶夫斯基何以被看作是现代主义的先驱？ 

5．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拓展阅读书目： 

《死魂灵》（俄）果戈理著，满涛、徐庆道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罪与罚》（俄）陀斯妥耶夫斯基著，岳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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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卡列尼娜》（俄）列·托尔斯泰著，周扬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复活》（俄）列·托尔斯泰著，汝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契诃夫小说选集》（俄）契诃夫著，汝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第十章 东、北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本章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东、北欧文学的发展概况，掌握重要作家的创作情况；了解易卜生的生平与思想发展，掌

握其创作分期及各时期的创作特点，分析《玩偶之家》的人物形象与艺术成就。 

重点及难点： 

北欧文学与西欧文学的关系；勃兰兑斯对北欧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理论贡献；易卜生的四

大社会问题剧；娜拉形象；《玩偶之家》的艺术成就。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概述 

一、东欧文学 

（一）波兰的密茨凯维奇、显克微奇 

（二）保加利亚的保特夫和伐佐夫 

（三）匈牙利的裴多菲 

二、北欧文学 

（一）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 

（二）文艺评论家勃兰兑斯 

（三）瑞典戏剧家斯特林堡 

（四）挪威戏剧家比昂松 

第二节 易卜生 

一、生平与创作。 

（一）早期创作：民族题材历史剧的爱国热忱和浪漫主义色彩。哲理诗剧《布朗德》和《培尔·金

特》的“精神反叛”主题。 

（二）中期创作。“社会问题剧”的特点。对矿工非人的生活劳动问题剧对资本主义社会罪恶

和弊病的批判。易卜生戏剧中的个人反抗问题。 

（三）后期剧作中的象征主义风格和悲观主义倾向。 

二、易卜生对戏剧的革新及其意义 

三、易卜生在欧洲文学史上的意义 

四、《玩偶之家》 

（一）剧情梗概。 

（二）人物形象：娜拉的形象，海尔茂的形象，其他人物形象。 

（三）《玩偶之家》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点。 

复习与思考题： 

从《玩偶之家》看“社会问题剧”的特点。 

拓展阅读书目： 

《安徒生童话选集》（丹）安徒生著，叶君健译，译林出版社 1998。 

《玩偶之家》、《人民公敌》（挪）易卜生著，潘家洵译，上海文艺出版社《外国剧作选》（5）

1981。 

第十一章 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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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十九世纪美国文学发展概况；掌握重要作家的创作情况；了解马克·吐温的生平与创作，

掌握其各创作时期的代表作品的基本内容，分析《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主题思想与艺术特色。 

重点及难点： 

废奴文学；欧·亨利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主题思想与艺术特色。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概述 

一、十九世纪美国文学发展概况。 

二、斯托夫人和希尔德烈斯的创作。 

三、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创作。 

第二节 马克·吐温 

一、生平与创作。 

二、重要作品：早期小说对美国假民主的讽刺和揭露。幽默的风格和夸张的手法。对美国社会

政治黑幕的揭露《镀金时代》。《汤姆·索亚历险记》对自由生活的追求。反对种族歧视的小说《傻

瓜威尔逊》。马克·吐温从轻松幽默向辛辣讽刺的发展。《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对资产阶级的讽刺。

晚年的反帝作品和悲观情绪。 

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主题思想与艺术特色。 

四、马克·吐温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复习与思考题： 

马克·吐温如何刺破了“美国梦”？ 

拓展阅读书目： 

《汤姆大伯的小屋》（美）斯陀夫人著，黄继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美）欧·亨利著，王仲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美）马克·吐温著，许汝祉译，译林出版社 1998。 

第十二章 十九世纪后期非主潮文学 

本章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本章所涉及的各文学流派的基本特点及代表作家、作品；了解左拉的生平与创作，掌握《卢

贡－马卡尔家族》中重要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重点及难点： 

鲍狄埃与《国际歌》；唯美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卢贡－马卡尔家族》所体现的左拉的创

作特色。 

学时分配：6学时 

第一节 概述 

一、宪章派文学。 

二、巴黎公社文学。 

三、自然主义文学。 

四、王尔德与唯美主义文学。 

第二节 左拉与自然主义文学 

一、自然主义文学发生的文化背景 

（一）孔德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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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遗传学的发现 

（三）丹纳的艺术哲学 

二、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 

（一）主张再现自然 

（二）强调客观性 

（三）突出的科学性 

（四）关注人的低级本能 

三、左拉生平与创作 

四、《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 

（一）构思与创作 

（二）主要内容和反映各种主题的代表作品。 

（三）创作中的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 

（四）艺术特点 

1、艺术上宏大场面与精微细节结合 

2、严谨的小说结构 

3、象征手法的运用 

第三节 王尔德与唯美主义文学 

一、唯美主义文学产生的社会心理背景 

（一）愤世嫉俗的一代 

（二）左岸的生活方式 

（三）波希米亚精神 

二、唯美主义的文学主张 

（一）从印象派绘画说起 

（二）为艺术而艺术——唯美主义的文学主张 

（三）唯美主义文学先驱人物戈蒂耶 

三、唯美主义文学代表人物王尔德 

（一）王尔德生平和创作 

（二）从《莎乐美》看王尔德创作得失 

1、神秘惊艳的人物形象 

2、唯美煽情的戏剧氛围 

3、高度渲染的语言风格 

四、唯美主义文学的局限性 

第三节 波德莱尔 

一、生平与创作。 

（一）分裂的童年 

（二）挑战资产阶级道德观 

（三）波希米亚生活 

二、《恶之花》 

（一）《恶之花》主要内容 

《忧郁与理想》、《巴黎风光》、《酒》、《恶之花》、《叛逆》 

（二）《恶之花》的艺术创造 

1、描写丑和恶与病态的东西，从中发现美。 

2、“通感”理论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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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隐喻、暗示和象征手法的大量运用。 

复习与思考题： 

1．自然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及代表作家。 

2．唯美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及代表作家。 

3．从《恶之花》看波德莱尔的现代性。 

拓展阅读书目：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法）波德莱尔著，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恶之花》（法）波德莱尔著，郭宏安译，漓江出版社 1992。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德）本雅明著，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 1989。 

第十三章 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文学 

本章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二十世纪欧美现实主义文学在各国的发展概况，掌握二十世纪欧美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

掌握概述部分所涉及作家的代表作品；了解专节讲述作家的生平，掌握其创作分期及各时期的创作

特点，分析其代表作品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与艺术成就。 

重点及难点： 

二十世纪欧美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基础及各自的特

征。高尔基创作的意义，《母亲》的人物形象及文学史地位；《静静的顿河》中葛利高里的悲剧根源；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人物形象、艺术成就；《美国的悲剧》中克莱德悲剧的实质和根源；海明威

创作的 “硬汉性格”及其“冰山原则”。 

学时分配：8学时 

第一节 概述 

一、二十世纪文学发生的背景： 

（一）社会背景 

1．第一次世界大战。 

2．苏联社会主义革命。 

3．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 

（二）哲学心理学思潮 

1．非理性主义 

2．詹姆斯、弗洛伊德 

二、欧美现实主义文学概况 

（一）各国作家：法国：亨利·巴比塞、马丁·杜伽尔、莫里亚克、纪德。德国：曼兄弟、海

塞、雷马克。英国：肖伯纳、威尔斯、高尔斯华绥、毛姆、劳伦斯。美国：德莱塞、杰克·伦敦、

辛克莱、斯坦贝克。 

（二）俄苏现实主义文学：以 1905 年高基的《母亲》为标志，十月革命后的发展——马雅可

夫斯基的长诗《列宁》《好》、法捷耶夫的《毁灭》、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苦

难的历程》、绥拉菲莫维奇、富尔曼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艾特玛托夫的创作。

苏联 “解冻文学”；战争题材小说：“战壕真实派”与“全景式小说”；道德题材小说。 

第二节 罗曼·罗兰 

一、生平与创作。戏剧、传记、小说创作。 

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成就。 

第三节 高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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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与创作 

（一）早期创作：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风格并存 

1．浪漫主义作品《鹰之歌》与《伊则吉尔老婆子》； 

2．现实主义作品《切尔卡什》； 

3．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母亲》； 

4．剧本《小市民》《底层》等； 

5．散文诗《海燕之歌》。 

（二）中期创作：《童年》《在人间》 

（三）晚期创作《我的大学》《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编年史 

（一）背景与素材； 

（二）克里姆·萨姆金：高度概括了具有资产阶级特征的俄国市侩知识分子在革命过程中的生

活道路。 

（三）艺术特点：结构庞大复杂，历史跨度大，生活习俗画面广阔，具有史诗风格。 

第四节 肖洛霍夫 

一、生平与创作。《顿河故事》、《被开垦的处女地》。 

二、《静静的顿河》。基本内容；葛利高里形象及悲剧根源；艺术特色。 

三、《一个人的遭遇》。情节；索科洛夫形象；艺术特色。 

第五节 海明威 

一、生平与创作；《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 

二、海明威小说的艺术特色。 

（一）迷惘的一代——迷惘的文学主题； 

（二）硬汉性格——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三）冰山风格——独特的形式美。 

三、《永别了，武器》 

（一）人物有自传性：亨利对战争的厌恶和恐惧 

（二）悲观主义思想 

（三）艺术风格 

1．简约有力的散文文体。 

2. 含蓄凝炼的“冰山原则”。 

3. 讽刺和象征的手法。 

复习与思考题： 

1．世界大战和社会主义革命给欧美文学带来了什么新变化？ 

2．约翰·克利斯朵夫如何反映了世纪之交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求索？ 

3．高尔基在俄苏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4．简析《静静的顿河》。 

5．布莱希特对戏剧理论的贡献。 

拓展阅读书目：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苏）高尔基著，聂刚正译，译林出版社 1999。 

《静静的顿河》（苏）肖洛霍夫著，金人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20世纪西方文学》，聂珍钊、姜岳斌等主编，华中师大出版社 2001。 

《20世纪外国文学作品选》，吴晓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第十四章 现代主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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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概况，掌握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理解现代主义文学对现实主义文学

的超越；掌握各主要流派的创作特点与代表作家、作品；了解设专节讲述作家的生平与创作分期，

分析其代表作品的思想内容、人物形象与艺术特色。 

重点及难点： 

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卡夫卡小说的艺术特

色；《荒原》的艺术特色；《追忆逝水年华》的思想内容和叙事方式。《尤利西斯》的人物形象与艺

术特色；“境遇剧”；《百年孤独》所体现的魔幻现实主义特征。 

学时分配：8学时 

第一节 概述 

一、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背景 

（一）西方文明的蜕变与现代主义的崛起 

（二）现代主义释义 

（三）现代主义文学发展分期。 

二、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征 

（一）从“外宇宙”转向“内宇宙”。 

（二）从“公众伦理”转向“个人伦理” 。 

（三）从理性转向非理性。 

三、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流派 

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

新小说派、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 

四、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指向 

（一）深刻的怀疑精神。 

（二）探索人类内心世界的本质。 

（三）模仿和揭示现实世界的混乱状态，揭示存在的荒谬性。 

（四）放浪形骸的无政府主义。 

（五）对民族历史的追思、对人类危机的反省。 

（六）探索人类的精神出路。 

第二节 卡夫卡 

一、生平与创作 

（一）卡夫卡生平 

（二）卡夫卡创作的总体倾向 

（三）卡夫卡创作的艺术风格 

（四）卡夫卡与文学的现代性 

二、 《变形记》 

（一） 故事梗概 

（二） 小说展现的世界的荒诞 

（三） 独到的艺术风格。 

第三节 艾略特 

一、创作概况。《普鲁弗洛克情歌》、《荒原》、《四个四重奏》。 

二、《四个四重奏》的基本内容。 

三、《荒原》的基本内容和艺术特色。 

第四节 乔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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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平与创作概况。 

二、 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尤利西斯》。 

第五节 萨特 

一、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和文学主题 

（一）存在主义文学与哲学的关系。 

（二）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主题和艺术特征。 

二、萨特 

（一）萨特生平简介。 

（二）主要作品《恶心》、《禁闭》、《魔鬼与上帝》等。 

三、“境遇剧”《禁闭》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第六节 奥尼尔 

一、奥尼尔生平与创作 

（一）生平 

（二）创作的分期。 

（三）主要作品：《天边外》、 《榆树下的欲望》、《大神布朗》、 《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 

二、 《琼斯皇帝》与表现主义戏剧 

三、表现手段和领域上的开拓 

第七节 马尔克斯 

一、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概述 

（一）魔幻现实主义的历史流程 

（二）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 

（三）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现实魔幻化与魔幻现实化、陌生化、神话化等。 

二、马尔克斯 

（一）生平与创作。《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家长的没落》、《一件

事先张扬的凶杀案》 

（二）《百年孤独》 

1、《百年孤独》的叙事结构 

2、《百年孤独》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 

复习与思考题： 

1.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2.现代主义文学各主要流派的思想和艺术的主要特征、代表作家、代表作品。 

3.从《变形记》谈“异化”主题。 

4.《尤利西斯》与荷马史诗、意识流文学的关系。 

5.荒诞派戏剧对传统戏剧观的“颠覆”。 

6.《荒原》思想意义和艺术成就。 

7. 《追忆逝水年华》叙事方式的主要特点。 

8. 《尤利西斯》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 

9.从《恶心》看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10.分析《等待戈多》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11.《第二十二条军规》中黑色幽默风格的具体表现。 

12. 从《百年孤独》看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拓展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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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现代派作品选》，袁可嘉等编选，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1985。 

《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三联书店，2003。 

《城堡》（奥）卡夫卡著，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追忆逝水年华》（法）普鲁斯特著，李恒基译，译林出版社 1994。 

《尤利西斯》（爱尔兰）乔伊斯著，萧乾、文洁若译，译林出版社 1994。 

《喧哗与骚动》（美）福克纳著，李文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加缪文集》（法）加缪著，郭宏安等译，译林出版社 1999。 

《第二十二条军规》（美）海勒著，南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麦田里的守望者》（美）塞林格著，施咸荣译，译林出版社 1999。 

《百年孤独》（哥伦比亚）马尔克斯著，黄锦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第十五章 后现代主义文学 

本章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元叙述"和"元小说"的含义；后现代主义小说与现代主义的关系。掌握后现代主义的流派

特征。理解《交叉小径花园》的叙事艺术；《我们的祖先》表现出的童话和寓言特征。重点及难点： 

后现代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关系；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博尔赫斯与《交叉小径

花园》；卡尔维诺与《我们的祖先》。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艺术特征 

一、后现代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关系 

二、后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 

（一）平面化、无深度 

（二）非主体、无自我 

（三）零散化、非确定 

（四）拼贴式，跨文本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家及作品 

（一）博尔赫斯与《交叉小径花园》 

（二）卡尔维诺与《我们的祖先》 

（三）品钦与《万有引力之虹》 

思考题： 

1、后现代主义小说与现代主义存在怎样的关系？ 

2、《交叉小径花园》与东方神秘主义。 

3、简析《我们的祖先》的童话和寓言特征。 

拓展阅读书目： 

《赤裸的午餐》，巴勒斯著，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 

《白雪公主后传》，巴塞尔姆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万有引力之虹》，托马斯•品钦著，译林出版社。 

《客迈拉》，约翰•巴思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卡佛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美国现代小说论》，马尔科姆•布拉德伯利著，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杰姆逊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后现代理论》，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下）之东方文学 



5233 

知识单元 1：东方文学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东方文学概览。 

2．“东方”、“东方文学”及“东方学”的概念。 

3. 东方文学在我国的学科现状 

4. 本课程的安排及要求 

学习目标： 

1．了解东方文学的基本情况。 

2．掌握“东方”、“东方文学”及“东方学”的概念。 

3. 了解东方文学在我国的学科现状 

4. 了解为何要学习东方文学 

作业： 

思考什么是东方？什么是东方文学？ 

知识单元 2：东方史诗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 

2．印度两大史诗之《摩诃婆罗多》。 

3. 印度两大史诗之《罗摩衍那》。 

学习目标： 

1．了解东西方文化背景下，“史诗”这一概念的不同。“史诗”与口传文学的关系 

2．掌握三部史诗的结构与内容特点。 

作业： 

阅读《吉尔伽美什》第一块泥板、《摩诃婆罗多》楔子、《罗摩衍那》第一篇第一章后，思考这

些史诗共有的特点是什么？它们在结构上有何特色？它们与口传文学有何关系？ 

知识单元 3：东方古典诗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印度古典梵语诗《云使》。 

2．古阿拉伯诗歌《蕾丽与马杰农》。 

3. 古波斯诗歌《鲁拜集》。 

学习目标： 

1．了解东方古典诗歌的内容特点。 

2．掌握东方古典诗歌的结构特色与其背后的文化特征。 

作业： 

阅读《云使》、《蕾丽与马杰农》和《鲁拜集》 

知识单元 4：东方古典戏剧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东方古典戏剧的历史及其代表作品。 

2．印度梵语古典戏剧《沙恭达罗》。 

学习目标： 

1．了解东方古典戏剧的历史及其代表作品。 

2．掌握东方古典戏剧的特点及其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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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东西方古典戏剧的不同之处，如对悲剧的定义等。 

4. 了解“味论”在《沙恭达罗》中的体现。 

作业： 

阅读《沙恭达罗》，并思考“味论”在这部戏剧中是如何体现的？这部戏剧与西方古典戏剧的

不同之处？ 

知识单元 5：东方民间文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印度佛传文学与佛经故事及印度民间故事集。 

2．日本物语文学。 

3. 阿拉伯《一千零一夜》 

学习目标： 

1．了解东方古代民间故事的代表作。 

2．掌握东方古代民间故事的口传特点及连环穿插式的结构特色。 

作业： 

阅读《一千零一夜》中任一一则故事，并讨论这部故事集的结构特点、女性形象、伊斯兰教文

化的特色及其地位和影响等问题。 

知识单元 6：东方中古文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古典梵语文学 

2． 日本小说《源氏物语》。 

学习目标： 

1．了解《源氏物语》的内容及创作背景。 

2．掌握《源氏物语》作为世界第一部小说的地位及体现的佛教思想。 

作业： 

阅读《源氏物语》，并思考这部小说在结构上与西方现代小说有何不同？主人公光源氏身上体

现出哪些佛家思想？女性在这部小说中的地位与形象如何？为何如此？ 

知识单元 7：东方近代文学 I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东方近代文学概览。 

2．印度泰戈尔《吉檀迦利》。 

学习目标： 

1．了解东方近代文学中诗歌方面的代表作及其特色。 

2．掌握《吉檀迦利》中的泛神论思想。 

3. 了解《吉檀迦利》的译介过程 

4. 了解作为东方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泰戈尔对世界文学的影响 

作业： 

阅读《吉檀迦利》并思考这部诗集的主题是什么？泰戈尔为何会获得诺奖？他的诗歌有何特

色？ 

知识单元 8：东方近代文学 II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伊豆舞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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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雪国》。 

学习目标： 

1．了解东方近代文学中小说类代表作及其特色。 

2．掌握川端康成两部代表作的特点。 

3. 体会“物哀”在川端康成小说中的体现 

作业： 

阅读《伊豆舞女》和《雪国》，思考“物哀”是如何在这两部小说中体现的？ 

知识单元 9：东方当代文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东方当代文学的特点及代表作。 

2．南非作家库切《耻》的特点。 

学习目标： 

1．了解东方当代文学的代表作。 

2．掌握《耻》的叙事特点及其思想特色。 

作业： 

阅读《耻》，并思考书中的两次强奸分别象征着什么？ 

知识单元 9：东方当代文学 I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东方当代文学的特点及代表作（一）。 

2．南非作家库切《耻》的特点。 

学习目标： 

1．了解东方当代文学的代表作。 

2．掌握《耻》的叙事特点及其思想特色。 

作业： 

阅读《耻》，并思考书中的两次强奸分别象征着什么？ 

知识单元 9：东方当代文学 II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东方当代文学的特点及代表作（二）。 

2．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我的名字加红》的特点。 

学习目标： 

1．了解东方当代文学的特点。 

2．掌握《我的名字加红》的叙述方式及其与绘画和宗教的关系。 

作业： 

阅读《我的名字叫红》，并思考书中红色的象征意义。 

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东方文学导论 3  

2 东方史诗：《吉尔伽美什》和印度两大史诗 3  

3 东方古典诗歌：《鲁拜集》 3  

4 东方古典戏剧：《沙恭达罗》 3  

5 东方民间文学：《一千零一夜》 3  

6 东方中古文学：《源氏物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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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东方近代文学 I：《吉檀迦利》 3  

8 东方近代文学 II：《伊豆舞女》和《雪国》 3  

9 东方当代文学 I：《耻》 3  

10 东方当代文学 II：《我的名字叫红》 3  

11 课程总结与答疑 2  

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 12月第 1版。 

2. 王向远著《东方文学史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3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梁潮等主编《新东方文学史》（古代、中古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8月第 1

版。  

2. 何乃英主编《东方文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4月第 1版。 

3. 郁龙余、孟绍毅主编《东方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8月第 2版。 

 

中国文学批评史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课程号：3070505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在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加深，

加强理论素养的教育熏陶，提高、掌握系统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知识与水平。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一）使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基础知识、基本发展线索，了解中国文学理论与

批评的传统与民族特色，了解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动态。 

（二）培养学生从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学习与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提高他们阅读

专业文献的理论素养和分析能力，更好地理解文本文献的内容；能够掌握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的基本

方法，能够结合当代世界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和文学创作实际，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运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基本观点，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问题作出自己的分析，能够初

步掌握撰写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论文的方法。 

（三）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创新精神，提高他们的综合素养。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基本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学科名称性质及其基本内容。 

2．历史概况和现实任务。 

学习目标： 

1．了解本课程的名称、学科和性质；了解发展的历史。 

2．掌握基本的发展脉络和分期，认识学科的价值意义。 

作业：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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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2：主体内容 

参考学时：28学时 

学习内容： 

1．先秦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成就、特色。 

2．理论家和代表作品。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以道为核心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生、发展、格局、范式、基本理论及其价值。 

2．掌握主要理论流派、思潮兴衰及其原因，掌握代表性的理论批评家及相关作品与民族风格。 

作业：1,、必要的记忆背诵部分。2、理解思考部分。3、研讨部分。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导言 2  

2 第一节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   

3 第二节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当代发展   

4 第三节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   

5 第二章 先秦 萌芽产生期 10  

6 先秦文学的起源和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   

7 儒家的文学观   

8 道家的文学观   

9 第三章 汉魏晋南北朝  发展成熟期 10  

10 两汉的文学理论批评   

11 魏晋的文学理论批评   

12 南北朝的文学理论批评   

13 第四章 唐宋辽金元  深入扩展期 4  

14 唐代的文学理论批评   

15 宋辽金元的文学理论批评   

16 第五章 明清近代  繁荣鼎盛期、中西结合期 4 （研讨 2学时） 

17 明清时代的诗文理论批评明清   

18 时代的小说、戏曲理论批评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文艺学概论 

后续课程：西方文学批评史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通过必要的批评家、流派和著作的讲习研讨，了解传统的文学和理论的发展规律及其美

学贡献，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和学术功底，体现学术品味；学会运用批评理论方式推动当代学术研

究、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 

难点：经典著作的解读方法和思想高度的把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习。 

2.研讨。 

教学手段： 

1.讲习。 

2.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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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主要是作业完成情况占 20％，平时出勤与随堂检测情况占 10%；

期末考查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6月  

（二）推荐参考书 

1. 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 2010年 12月出版  

执笔：黄震云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第一章    导言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导言部分主要讲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概况以及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 

的建设过程；使学生一般了解掌握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近百年以来的研究进程和得失，了

解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史分期和基本发展线索。其教学目的就是要让学生通过讲析，能够把当下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在知识层面上衔接起来，能够由今而即

古、鉴古而知今，实现通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重点，科学发展观指

导文艺学的发展是本节讲习的关键。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 

一、1900（前后）—1949：传统文学理论批评的终结与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开端 

文学理论批评的变革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文学理论批评形态转换的方式实现的。从这个

角度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 20世纪至少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型。第一次重大转型发生在 20世纪初，

由古典文学批评形态向现代文学批评形态转变，这是一个解构与建构互动推进的过程。这次转型大

致走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国近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转折与变革。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

态转型的一个必要过渡阶段，从文学观念到理论批评的方法、文体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具

有鲜明的近代特征。梁启超的社会功利主义文学批评观和王国维的审美人生论文学批评观，分别代

表了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形态转换的两种基本取向，显示了文学理论批评的系统性与开放性，标志着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从以往自我封闭式传承演进，开始走向中西汇通交融的开放性发展，是文学理论

批评现代转型发展的先声。 

第二阶段，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到二三十年代的“文学论争”。在这段时期，中国

文学理论批评在对传统文学观念与古典文学批评形态扬弃的同时，寻求重建，开始形成各种初具雏

形的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形态，如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或新道德批评形态；以朱光潜为代表

的以欣赏创造为特色的审美批评形态；以李健吾为代表的以审美感受为基础的印象主义批评形态；

以梁宗岱为代表的象征主义批评形态；以鲁迅、茅盾等为代表的中国化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形态；

以郭沫若等创造社批评家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表现论)批评形态等等，从而呈现出多元化探索与建构

的格局。这些文学批评形态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变革及其文学思潮之间构成彼此互动的关系，并且各

种文学理论批评形态与传统及外来理论之间也有着各自的渊源借鉴关系。 

第三阶段，三四十年代在社会变革与“革命文学”交织汇成的潮流中，整个新文学迅速发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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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自我调整，由多元化格局向主导性形态凝聚。在此期间，各种文学理论批评形态此消彼长，不

断分化与汇流，那些倡导纯艺术、纯审美的表现主义与审美主义批评形态，以及基于普遍人性论的

种种理论批评形态都渐次式微或转向，逐渐向现实主义文学观念靠拢。 

二、1949—1978：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体系的建立问题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现代转型，在经历了世纪初的全面探索和多元化发展之后，逐渐走向多元

归一，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与社会历史批评形态成为了当时的主导性形态。冯雪峰、周扬、胡风、茅

盾等人的文学理论批评，则体现了这种主导性理论批评形态的思路、观念和方法；毛泽东《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可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的经典理论表述，标志着中国化的社

会历史批评从具体批评模式到完整的理论形态都已基本形成。这一文学理论批评形态显然具有历史

的合理性和时代意义，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与偏颇。此后，在不断强化的政治革命进程中，革命现

实主义理论与社会历史批评形态在体系化的同时，也愈来愈政治化，并逐步由主导性向单一化、极

端化方向发展，最终导致文学理论批评的第一次现代转型的发展道路越走越窄，失去其“现代性”

的内质，不可避免地陷入僵化和危机。由此便带来文学理论批评的第二次现代转型。 

三、近二十年中国文学理论与传统文论研究的走向和误区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第二次现代转型，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就是把经过第一次转型

发展，但不幸陷于僵化、偏离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文学理论批评，重新扳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继续

其现代化发展进程；就是打破封闭僵化的政治批评模式，使当代文学批评获得解放，走向开放性的

探索发展。这同样是一个解构与建构互动推进的过程。第二次变革转型的第一步，是在社会改革之

初，对既已形成的单一僵化和政治化的伪现实主义理论与伪社会历史批评形态进行解构，恢复现实

主义批评传统，倡导和弘扬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这既是文学自身变革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对社

会改革的有机配合。第二步，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兴起文学批评方法论的探讨热潮。文学

理论批评在全面引进、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的同时，着力寻求批评方法层面上的突破，全

方位探寻革新文学批评方法的可能性，形成了文学批评方法的多元化探索格局。第三步，文学理论

批评的变革转型继续向纵深推进，即深入到文学批评观念转变的层面，并在此基础之上，寻求文学

理论批评形态的重新建构。理论界提出了各种重新建构的思路，如“西方文论中国化论”、“中国

古代文论现代转换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现代形态论”等等，也引发了种种争论。但目前还未

形成稳定、成熟的新文学理论批评形态，还处在进一步争论和探索的过程之中。 

第二节、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当代发展 

纵观 20 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核心问题是文学观念、尤其是文学价值观念的变革。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历来是文学本质观统一于文学价值观，以价值观为核心。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形成

了注重社会功利性与注重艺术审美这样两种基本价值取向。在文学理论批评现代转型发展的过程

中，一方面社会功利性的价值观和艺术审美的价值观本身在发生现代变革，前者如从传统的教化功

利论到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启蒙功利论、革命功利论、政治功利论等的演进，后者如从自然审美论到

人生审美论、形式审美论等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功利性的价值观和艺术审美的价值观在社会

变革与文学变革中的相互冲突，此消彼长，由此构成了文学理论批评现代转型发展的曲折历程，造

就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种种复杂形态。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解构与建构，其核心

仍是文学价值观的问题，在政治功利主义的一元价值观被打破之后，原来被压抑的表现主义与审美

主义，还有闲适主义乃至消费主义等种种文学价值观都兴旺起来了，由此带来了多元探索的局面，

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活跃与迷乱都表现于此。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所面临的最大任务，是当代文学理

论批评形态的重新建构。为此，要着重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当代文学观念、尤其是价值观的

定位问题，这是建构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形态的轴心，理论界提出“新理性精神论”、“新人文精神

论”等，显示了这样一种努力的趋向；二是建构的理论资源问题，即以什么样的理论资源来建构当

代文学理论批评形态，理论界进行的“西方文论中国化”、“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等的争论，都是

围绕这个问题进行的；三是建构的现实基础问题，在当今全球化与我国现代化交织互动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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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社会生活和文学形态都是充分多元化的，是以审美性的文学现实为基础，还是以大众化的文学

现实为基础来建构，是当今理论界正在争论的一个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有着丰富的精神蕴涵与价值功能。

中国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主体性极强的价值论文化，是从世俗人生的角度来建构文化基础的。

文学理论是人的自我意识的体现。人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去接近与窥探。从方法论上来说，既有一种

由文献入手的索隐与鉴赏；也有一种以中国传统的老庄玄鉴直观，得意忘言的把握，还有禅宗不立

文字，直指本心的会悟。后者对于文学理论的精神价值的建设贡献更大中国传统文化将审美和文艺

视为天人之间的津梁，审美与文艺创造渗透着天人相和的体验而非静观的认识。这种审美体验融情

感与认知于一体，它不同于宗教而又有宗教那样的超越意识。西方的哲学或者是以认知为特点，或

者是以超验的宗教世界为指归，这两种境界都是以主客体的分裂为特征，西方的人生价值建立在人

与自然的对立与抗争之上，中国古代的美学与哲学主张将人的价值建构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之上。这

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不需要宗教也可以解决精神信仰的问题；而西方主客体相分裂的文化依赖宗教来

沟通实体世界与现象世界，人格依托宗教精神的幻射来获得统一与和谐。中国传统美学具备宗教那

种沟通现象与实体的功能。蔡元培在近代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也是基于对中国文化特点认识之上

的。厚德载物，天人合一，刚健向上，逍遥独立，中国文化的这些基本精神价值，都是以体验方式

而表现出来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高精神境界是审美的而非宗教的。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形成与发展来看，中国古代的文论家首先是充满人文忧患意识的思想家，他

们往往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来考察文学现象，回应文学与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

题，建构自己的文学思想与美学理论的。中国近代文论的兴起与当时的启蒙思想相伴，它既受西方

启蒙学说的影响，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精神价值的承传与改造，涌现出梁启超、鲁迅、王国维

以及宗白华、朱光潜先生等一大批大师。他们的成功实践也说明了中国古代文论生命力并没有衰竭，

其精神价值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也可以经过激活而发挥其巨大作用。因此，开掘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

价值，不仅要通过缜密的研究，揭示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内核，而且要依据今人建设社会主义文艺

学的需要，对古代文论的精神取向作出鉴别与价值判断，去粗存精，为我所用。 

围绕和谐社会的发展建设目标，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体系” 

建设的必然道路，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第三节、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 

1、中国文学批评史分期的两种方法（流行的历史阶段分期论；郭绍虞先生的分期论） 

2、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发展线索的认识（介绍学术界的主要观点） 

复习与思考题 

1、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在 20世纪至少发生了哪两次重大转型? 

2、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 

拓展阅读书目 

1、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下册九（弘扬中华民族和的思想）、十（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

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 9月版 

2、吴承学《从体到派——中国古代风格类型论与文学流派》，《学术研究》1993年 4期 

第二章  先秦时期——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和产生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10学时） 

了解掌握中国文学批评的产生过程；了解掌握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批评从一开始就与西方文论形

成的差异（民族特色）等；了解掌握儒、道文学观的核心精神及其文艺思想的结合、 

互补及其影响等。重点讲习儒家诗学，难点是道家文艺思想。 

概 说 

先秦时期，在经过了“大禹治水”、“女娲补天”等改造自然的漫长历史以后，又经历了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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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神、战争等许多重大的历史文化演变，在尧舜时代就提出典乐文化，到周代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

美好理想，政教合一，表现在文艺上诗乐舞合一。礼乐崩坏以后，儒家文艺思想，道家文艺思想出

现，还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文体、艺术思想都出现萌芽状态，几乎后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许多

问题都可以在先秦找到它的渊源。  

第一节 文学的起源和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  

通过对先秦“文”的观念的分析，可知先秦文学观念从最广义的一般性总体文化观念来看待文

学，到逐渐认识文学的基本特点，开始和学术相分离，文学出现自觉意识。  “六书”文字、八卦

的创造、易象表达，奠定了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立象以尽意”、“窥意象而运斤”的创作美学原

则，也是中国古代文论在对待精神与具象问题时所持的基本尺度。文学理论批评的萌芽和“诗言志”

的提出。《诗经》中的创作自诉体现了文学见解，《国语》、《左传》等书中出现了比较正式的论

述。“诗言志”观念最早体现在《诗经》中，理论概念提出最早在《左传》中，《尚书·尧典》晚

出，是中国诗学理论的开山纲领，是诗歌创作规律的科学概括。屈原的楚辞标志着个人创作的文学

主题的确立，也是文学自觉的标志之一，发愤抒情说是其艺术发生的重要理论。  

第二节 儒家文学观 

一、孔子以“诗教”为核心的文学观  

孔子论述文艺围绕“诗教”而展开，如文艺与道德修养、政治活动的关系，“思无邪”的文学

批评标准，“兴观群怨”等的文学社会作用，文质彬彬等的文学的内容和形式关系，雅乐郑声的文

学品格论，“中庸”之道的思想方法，美善结合的美学思想。  

二、 孟子“与民同乐”的文学观及其文学批评方法论  

“与民同乐”文艺观是在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诗乐论的基础上，在“仁政”与“民本”思想的

前提下发展起来的，在当时有突出的民主精神。“以意逆志”、“知人论世”是针对主观臆断解诗

方法提出的著名文学批评方法。  

三、 荀子对儒家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天行有常”自然观以及“人定胜天”命题，致使他重视人的创造性，提出了创美的主体要求。

明道、言志、抒情相结合的文学观，发展了“诗言志”命题。对文艺和政治关系的系统阐述，提出

“音乐—人心—治道”模式。  

第三节 道家的文学观  

一、 老子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论  

道家文艺观基本特点是着眼于文艺的审美特性以及文艺的创造过程，把理想的审美境界和道的

境界统一起来。老子对文艺美学的主要贡献有二：一是对“象”的论述；二是对“虚静”的论述，

皆建立在以“自然之道”为中心的哲学本体论上。  

二、庄子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文艺美学思想   

庄子强调“天道自然无为”，把人尊重自然规律绝对化，认为最高最美的艺术，是完全不依赖

人力的天然艺术，如音乐上的“天籁”、“天乐”，绘画上的“解衣般礴”，文学上的出乎“言意

之表”。  

三、庄子“虚静”、“物化”、“得意忘言”的艺术创作论  

艺术创作上达到理想的天然境界，创作主体须具备“虚静”的精神状态，主客体关系上须达到

“物化”的状态，创作方法上要做到“得意忘言”。  

复习与思考题 

1、政教合一与礼乐崩坏的时代概况？ 

2、什么是“诗言志”？ 

3、孔子以“诗教”为核心的文学观的内容是什么？ 

4、如何评价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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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荀子对儒家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6、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学观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7、墨家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看特点是什么？ 

8、《楚辞》的“发愤抒情”说的内涵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论文 

1、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增订稿），《哲学评论》第八 8卷的 5期（1944年） 

2、曾铎《中国远古诗歌理论拟议》（上、下），《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 2、3期 

3、王尊《儒家乐教与孔子诗教》，《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 1期 

4、顾义生《孟子的文艺思想》，《复旦学报》1985年 2期 

5、王德军《庄子对古代文论的开拓性贡献》，《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 3期 

第三章 汉魏六朝时期——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和成熟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10学时） 

了解掌握本时期文论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主要著述和特点：两汉（经学时代）的文论、魏晋（玄

学时代）的文论及南北朝（儒道佛三教会通时代）的文论；结合《文心雕龙》，分 

析经学、玄学、佛学对当时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问题。重点讲习《文心雕龙》，难点是儒道思

想对文艺学的影响方式与途径（玄学）。 

概 说 

汉魏六朝时期经历了两汉经学时代和魏晋南北朝玄学及佛学时代两个文化思想上不同的发展

阶段。前阶段强调文学和政治教化的关系、文学的社会教育作用，侧重探讨文学的外部规律。后阶

段摆脱儒家经学附庸的地位，开始重视文学本身的创作和审美特征、艺术表现技巧，侧重探讨文学

的内部规律。  

第一节 两汉文学理论批评  

一、 西汉前期的道家文学观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西汉前期，黄老思想占有统治地位，从贾谊到刘安，文学思想主要反映了道家的观点，文学批

评较多地是对屈原及《楚辞》的评论，但已有儒道合流的倾向。司马迁由阐明《离骚》“盖自怨生”

的特点，扩展为“发愤著书”，目的主要是为了达意通道，表现出一定的批判精神、战斗精神及民

主精神。与此相联系的，还有《史记》写作中体现的严格的实录精神。 

二、《礼记·乐记》和《毛诗大序》  

与先秦儒家文艺观比较，汉代儒家文艺观保守性增强、批评性减弱，但也发展了一些积极的成

分，更加系统、完整。《乐记》提出了音乐本源在人心感物、对社会政治有重大反作用、创作须真

实情感自然流露等思想。《毛诗大序》主要文艺思想有“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歌创作原则、以

讽谏说为核心的诗歌作用观、全面总结《诗经》艺术经验的“六义”说、比较明确提出诗歌性质的

情志统一说等。  

三、 儒家“定于一尊”与扬雄、班固的文学理论批评  

扬雄、班固是正统儒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思想家和文学家，在对《楚辞》、汉赋等方面的评论

中反映了汉代儒家的文艺观。扬雄文学思想的核心是倡导文学创作必须合乎儒家之道，以圣人为榜

样，以六经为楷模，他思想的矛盾是汉代儒家文艺思想之内在矛盾的具体表现。班固是汉代谶纬神

学化的儒学的拥护者和宣传者，更为激烈坚持了儒学思想的文学批评标准，但对汉赋、《诗经》及

汉乐府的评论中，也有不少深入细致的见解。  

四、 王充真、善、美相统一的文学观  

东汉前期出现了反传统的进步文艺思潮，对谶纬神学的泛滥展开激烈的批评。王充在《论衡》

中突出地体现了真、善、美相结合的文艺观，主要思想有：提倡真实，反对虚妄；增善消恶，有补

世用；反对复古，提倡独创；对虚构、夸张等艺术手法，虽有所认识，但未能贯彻，且予以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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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王逸对《楚辞》的评论与东汉后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  

王逸对《楚辞》注释和评论的基本思想是对《楚辞》作符合儒家思想的解释，予以充分肯定和

赞扬。如，尊《离骚》为“经”，认为屈原为人及其作品完全符合儒家思想，艺术方法是“依《诗》

取兴，引类譬喻”等，其中有穿凿附会之处，但更有积极意义。东汉后期文学批评有一些新特点，

为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魏晋理论批评  

一、 玄学的兴起与文学观念的变迁  

自汉末始，儒学衰微；魏晋之际，玄学兴起。思想的解放带来文学的解放，文学观念也发生新

变化，如创作主题以写个人悲欢遭遇为主，文学思想从“言志”到“缘情”变化，重视作者个性研

究，重视文学创作本身特点及规律研究。在玄学的文艺和美学思想影响下，这时期文学理论批评有

空前的大发展。  

二、曹丕《典论·论文》的时代意义  

《典论·论文》从分析建安七子的创作特征出发，论述了对许多重要文学理论问题的看法，具

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如论述作家才能与文体性质的关系，强调了作家个性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

对文章价值给予了崇高评价，对一些不良的文学批评态度提出了批评。  

三、陆机《文赋》论文学的构思与创作  

《文赋》着重探讨文学的内部规律，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文学创作的基本理论。《文赋》

的中心是论述以构思为主的创作过程，要求作家须有玄览、虚静的精神境界和知识学问的丰富积累，

生动地描绘了构思活动的情状，强调了灵感的作用。此外，《文赋》把文体分为十类并具体概括了

其风格特征以及形成的原因，分析了创作过程中的具体技巧问题，提出了文学作品艺术美的五项标

准。  

第三节    南北朝文学批评 

一、文笔之争和永明声律论  

文笔之争和永明声律论是南朝文学思想发展中的两个重大问题。文笔之争的实质就是怎样认识

文学特性的问题，当时流行观念是以有韵无韵来区分文与笔，但这毕竟是一个不够科学的标准。再

加上文学特征比较复杂，故而文笔之争众说纷纭，一些人甚至提出了新的看法和标准。声律问题即

是文学创作中的语言音乐美问题，永明声律派代表人物沈约、谢朓、王融等发现了“四声”，沈约

等人还提出“八病”问题，既使诗文创作声律之美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也因为对格律规定过于细

密，使文学创作受到了一定的束缚。  

二、刘勰及其不朽巨著《文心雕龙》  

1．勰的生平思想与《文心雕龙》的写作  

《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最杰出的重要著作。刘勰的生平、经历及思想。

《文心雕龙》的写作年代及其“体大思精”的完整科学体系和严密组织结构。  

2 ．刘勰的文学本体论  

刘勰的文学本质观集中体现在《原道》篇，他认为：道是其内容，文是其表现形式；文学即是

“载心”的，又是“原于道”的；“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对道、圣、文之间关系的论述中，

阐明了人文的本质，也确立了圣人和“六经”的重要地位，从人文本于道，提出了“征圣”、“宗

经”的思想。  

3．刘勰的文学创作论  

这是《文心雕龙》的核心部分和最有价值部分，主要表现在：论文学创作构思的神思特点，以

《神思》篇为主；论文学形象的“隐秀”艺术特征，以《隐秀》篇为主；论文学的风格与体裁，以

《体性》、《定势》、《才略》等篇为主；论文学作品的“风骨”美，以《风骨》等篇为主；论文

学作品的写作技巧，以《情采》、《总术》、《附会》、《熔裁》等篇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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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勰的文学发展论和文学批评论  

刘勰提出“通变”的文学发展论，以此思想基础，提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的

著名论断。刘勰认为文学批评有“披文以入情”的独特性，正确的文学批评应当“无私于轻重，不

偏于憎爱”，要求批评者“知音”，并提出了“六观”的具体方法。  

三、钟嵘的诗论专著《诗品》  

1．钟嵘以“直寻”为核心的文学思想  

《诗品序》阐发钟嵘基本的文学思想，主要有：一、诗歌的本质是表现人的感情，特别要抒发

“怨”情，既摆脱了儒家经学教条的束缚，又没有泛情主义的弊端。二、诗歌的创作以自然为最高

美学原则，反对刻意雕琢的藻饰之美、堆砌典故、苛繁声律等，旨在以“直寻”为中心的“自然英

旨”。三、以怨愤为主要内容的风骨论，钟嵘论五言诗把“建安风力”作为诗歌的美学标准，主张

“风力”与“丹采”兼备。四、诗歌必须有使人产生美感的“滋味”，对如何实现提出了一系列见

解。  

2．钟嵘对历代五言诗人的评价  

值得注意的问题有：按照诗歌创作特点及其渊源，把五言诗诗人划分风、骚两大系统；对历代

五言诗人的评论，能准确把握各自的创作特点，作出全面公允的评价。  

复习与思考题 

1、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在文学批评中的影响 

2、从《礼记·乐记》到《毛诗大序》看儒家的诗学思想 

3、扬雄、班固的文学理论的特点 

4、王充真、善、美相统一的文学观的内涵是什么？ 

5、王逸对《楚辞》的评论有何特点？ 

6、魏晋时期文学观念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7、曹丕的《典论、·文》的时代意义是什么？ 

9、陆机的《文赋》是如何阐述文学创作与构思的？ 

11、南朝佛教的流行对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12、沈约的声律论的历史地位如何？ 

13、什么是“文笔之争“？ 

14、《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体系是什么？ 

15、《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如何？ 

16、钟嵘的《诗品》所论及的诗歌创作与鉴赏批评的理论的内涵是什么？ 

17、简述南北朝时期“尚文“与“尚质“的文学斗争的状况 

拓展阅读书目、论文 

1、孙元璋《两汉的文学观与两汉文学》，《文史哲》1989年 5期 

2、顾义生《司马迁的李陵之祸与〈发愤著书〉说》，《复旦学报》1980年 2期 

3、陈允吉《〈诗序〉作者考辨》，《中华文史论丛》第 13辑（1980年） 

4、郭绍虞《“六义”说考辨》，《中华文史论丛》第 7辑（1978年） 

5、蒋祖怡《王充的文学观点及其文学批评》，《浙江师院学报》1957年 1期 

6、袁行霈《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与古代文学理论》，《古代文学理论研究论丛》第 1辑（1979

年） 

7、卢盛江《玄学与正始诗歌的变化》，《南开学报》1989年 3期 

8、戴燕《论六朝诗歌声律说的美感效应》，《文艺研究》1990年 1期 

9、蔡钟翔《〈典论·论文〉与文学自觉》，《文学评论》1983年 5期 

10、张伯伟《钟嵘〈诗品〉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 3期 

第四章    唐宋辽金元时期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深化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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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4学时） 

了解掌握本时期作为中国古代诗文理论批评发展时期的重要特点和有关主要文学理论著述、批

评思潮等，注意领会中国文化转型与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与方式，体会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风格。

重点是兴礼乐对唐代诗歌、散文理论的影响，难点是宋代诗话以及以禅论诗的原理。 

概  说 

总体而言，这时期文学批评在理论内容上进一步深化，批评方法及批评范围也进一步扩展，继

汉代以后实现了新的文化转型，对传统进行了新的诠释与发扬，又形成了自己全新的理论系统，是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承上启下的重要转折时期。  

第一节   唐代的文学理论批评 

一、唐初反齐梁文风中的两种不同倾向和兴礼乐  

唐初文学思想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正确对待齐梁文学。从隋到唐初反齐梁文风的过程

中，存在着两种很不相同的倾向：一是对齐梁乃至整个六朝文学根本否定态度，甚至归罪到屈原《楚

辞》等；二是在批评齐梁文风过于追求形式华艳的同时，充分肯定其成就与积极影响。 在此基础

上，唐太宗的兴礼乐，形成了对传统文学思想的发扬与重新诠释，奠定了唐代文学思想与批评的发

展基调。依律调韵，声韵定式，促进了格律诗的产生。 

二、陈子昂、李白和杜甫的诗歌理论  

陈子昂文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针对六朝文学内容不够充实、不注意整体审美形象塑造两个弊

端，从正面提出了“兴寄论”与“风骨论”。李白发扬了陈子昂的诗歌主张，提出以崇尚自然清新

为核心的诗歌理论，充分肯定风骚传统及六朝文学的绮丽，其诗歌艺术理想是“清真”。杜甫重视

《诗经》传统，对前代文学遗产采取了宽容正确的态度等。  

三、 殷璠的兴象论和王昌龄的诗境论  

两者意在探讨诗歌的审美特征，在反对齐梁文学尚词不尚意兴的偏向，总结盛唐诗歌艺术经验

的基础上提出的。殷璠文艺观以倡“兴象”为中心，论述了诗歌的风骨、声律及神、气、情等问题。

王昌龄诗论最有价值的则是关于诗歌意境的论述，诗歌创作必须在意与境密切结合中进行构思，对

“诗有三境”予以了深刻的分析。  

四、 皎然《诗式》与诗歌意境特征探讨的深入  

皎然诗论的中心是在论诗歌意境创作和已经透露出诗境与禅境合一端倪的诗歌美学理想方面，

既清醒认识到情与境不可分离，也把诗禅合一的诗境看作诗歌艺术水平的关键。认为诗歌意境美学

特征主要有：“采奇于象外”的文外之旨、气腾势飞的动态美、天生化成的真率自然等。  

五、白居易和社会学派的文学理论批评  

自社会历史根源、儒学复兴等方面，可以看出以白居易为代表社会学派的文艺思想，其核心是

强调文艺真实地反映现实，揭露政治黑暗，表现人民疾苦。白居易诗歌理论基本内容有二：一是强

调诗歌创作要起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积极社会作用；二是创作方法上要体现“直书其事”

的“实录”精神。  

六、古文理论的产生发展和韩愈、柳宗元的文学思想  

唐代古文运动针对六朝唐初骈文泛滥而发，性质属于语体改革，但包含文风的革新。韩愈古文

理论主要特征：把古文写作和复正统儒道结合，明确提出文以明道、注重实用思想，语言上不能因

袭拟古而应有独创，重视作家个性而提出“气盛言宜”论等。韩愈还有如不平则鸣的文学创作论，

重视风雅比兴、集人工与天然一体的诗歌美学思想。柳宗元古文理论较韩愈深入之处在于：“道”

以儒为主又博取诸子百家之道，虽本五经为原但并非只强调义理等。  

七、 司空图的诗歌理论  

晚唐五代文学思想主要有四种倾向，司空图追求超逸的诗味诗美，潜心艺术意境的创造：在钟

嵘“滋味”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诗歌“味外味”问题；诗歌艺术意境的创造必须做到“思与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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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具有“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特征；主要是对陶潜、王维一派山水田园诗艺术经验的总结。

《二十四诗品》描绘的诗境都是老庄精神境界和理想人格在诗歌意境中的体现，对前面提到的几点

有丰富的补充和印证。  

第二节   宋辽金元的文学理论批评 

一、苏轼的文学理论批评 

苏轼主要贡献是在研究文学本身的特殊艺术规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论艺术创作中“知”

与“能”的关系，知之深、善于能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前提；论艺术构思中的“虚静”、“物化”

和“妙观逸想”；论形象塑造的“随物赋形”和生动“传神”；论“无法之法”，即自然之法；论

平澹的艺术意境。 

二、 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论和梅尧臣的“平澹”论  

“穷而后工”是欧阳修在文学理论批评上最有价值的思想，发展了韩愈的“不平则鸣”思想，

思想基础上是欧阳修对文与道关系的看法，“道胜”与“修文”兼重。梅尧臣论诗以“平澹”为最

高的艺术境界。  

三、 黄庭坚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理论  

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文学理论批评是重文的，但在创作理论上有明显的理学渗透。黄庭坚文学

理论主要有：肯定诗歌“忿世疾邪”的怨刺作用，但必须合乎温柔敦厚之旨；文学理论的核心是提

倡诗歌创作要“以理为主”，有精博学问为基础；具体创作方法是“夺胎换骨”、“点铁成金”；

文学创作理论核心是讲究严密法度。  

四、 江西诗派的形成与宋代诗话的发展  

江西诗派的形成与发展对宋代诗话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诗话起源，北宋诗话有价值的

有《六一诗话》、《冷斋夜话》、《潜溪诗眼》、《石林诗话》等，南宋诗话中代表性的有《岁寒

堂诗话》、《韵语阳秋》、《白石道人诗说》、《沧浪诗话》及《对床夜语》等。  

五、严羽的《沧浪诗话》  

《沧浪诗话》在宋人诗话中有鹤立鸡群之姿，主要论点有：论“别才”、“别趣”，针对宋诗

弊端而发，主张“惟在兴趣”，是严羽诗学理论的基本出发点；论“妙悟”，“兴趣”不能考知识

学问来获得，而要考“妙悟”来领会和掌握；论“以禅喻诗”，严羽的诗禅说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

系；论“以盛唐为法”，这是严羽论诗的最终落脚点，归纳出盛唐诗歌一系列艺术特征。  

六、宋代的词论  

北宋词论中心是围绕婉约、豪放两派争论展开的，实质上是对词不同于其他文学形式特点的论

争。婉约派词学最有代表性的是李清照的《论词》及其中的词“别是一家”理论。南宋在词学理论

批评上以豪放词论为多，初期有胡寅、王灼等，后期有范开、刘克庄、刘辰翁等。综观两宋词论，

词的雅化理论可谓是一个核心线索。  

七、辽代的文学思想 

辽代的文学批评虽然不够发达，但也是客观存在。辽代的文学思想主要继承了唐代的文学思想，

又有自己的清刚直率、文质彬彬、三教一体的特征，是因俗而治政治思想的直接影响的结果。 

八、金元的文学理论批评  

这时期大体分为两个阶段：金代文学思想具有北方特色，注重内容充实；元代主要是继承南宋。

这时期主要成就是：进一步扩展宋代从苏轼到严羽一派的文学思想，对某些重要论题予以了深化，

小说、戏曲理论批评萌芽与发展。代表性人物有王若虚、元好问、方回、张炎、胡祗遹、周德清、

钟嗣成、杨维桢等。  

思考与练习题 

1、陈子昂的诗歌主张是什么？ 

2、李白诗歌理论的特点是什么？ 

3、殷璠的兴象论是指什么？它与王昌龄的诗境说有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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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杜甫的文学思想包括哪些内容？ 

5皎然的《诗式》是如何描绘诗歌的美学特征的？ 

6、白居易的诗歌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7、韩愈的文学思想的实质是什么？ 

8、晚唐五代文学思潮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大体有几种流派？ 

9、什么是“味外之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10、晚唐诗格类著作与初盛唐时期相比较有何不同？ 

11、欧阳修的“穷而后工“和梅尧臣的“平澹“论的内涵是什么？ 

12、苏轼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理论的内容有哪些？ 

13、宋代理学对文学思想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14、西诗派的理论主张有哪些？ 

15、《石林诗话》在北宋诗学理论值得注意的有哪些方面内容？ 

拓展阅读书目、论文 

1、罗宗强《唐代文学思想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４年５期 

２、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与佛教》，《文学遗产》１９８２年１期 

３、聂永华《贞观时期儒家文学观重建刍议》，《文学遗产》１９９９年１期 

４、刘彦君《论宋人的戏剧批评》，《文艺研究》１９８５年６期 

５、祝振玉《宋代疑古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学评论》１９９２年５期 

６、黄震云《辽代的文化观念与文学思想》，《民族文学研究》２００３年２期 

７、林明德《金代文学批评研究》，《幼狮学刊》第４８卷２期（台湾） 

第五章   明清时期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繁荣和鼎盛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4学时） 

了解明清时期诗文批评理论的基本内容与风格流派，了解明代主情派戏曲批评的理论内容。理

解金圣叹的小说人物理论。重点是小说理论部分，难点在于清代的诗文批评理论的理解。 

概  说 

诗词文、戏剧、小说理论批评分途发展而有又殊途同归。传统的诗文理论对整个古代诗文创作

进行了整体的评价。明代中叶起文艺上出现一股新思潮。对古代传统审美特征和艺术表现方法予以

了研究和总结。  

第一节  明清时代的诗文理论批评 

一、明代复古主义文学思想的发展和前后七子文学的文学理论批评  

明初近百年间，文学思想上以明道宗经为主导倾向，诗歌创造上比较推崇汉魏盛唐，如宋濂、

高棅、台阁体、茶陵派等。明代从弘治、正德之交到隆庆、万历之际的近百年间，占据文坛主要地

位的是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摹拟文艺思潮。代表者如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后七子李攀龙、

王世贞等各自主张虽稍有差别，但总体上都是高举复古大旗的。这期间也有受到复古思潮影响，但

具体文学主张与七子又不大相同，主要人物有杨慎等。  

二、明代文艺新思潮的兴起和李贽的“童心说”  

从嘉靖后期始，逐渐出现了一股反复古的文艺新思潮。这股新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李贽，他

提出的“童心说”为这股新思潮奠定了哲学政治思想和文艺美学思想的基础。他从反理学、反传统，

提倡具有人性解放色彩的“自然之性”出发，提倡“真情”反对“假理”，肯定“人欲”反对“天

理”。“童心”既是文学创作原则，也是文学批评标准，旨在达到具有“化工”、传神之美的“至

文”。  

三、公安三袁的“性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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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袁中，贡献最大的袁宏道提出了以“性灵”为核心的文学思想，主要精神有：一是“真”，

诗文创作是自然天性的流露，反对因袭模拟、剽窃仿作。二是“变”，以此为理论基础批评复古摹

拟风气，发展了李贽的童心说和刘勰的通变观。三是“趣”，尊重作家个性，自然要求作品有特殊

之“趣”，体现出一种审美趣味，带有时代色彩。四是“奇”，指符合人之真性情、不模仿前人而

极其自然的“奇”。公安派之后，还竟陵派。  

四、 王夫之和叶燮的诗歌理论  

明末清初诗文理论批评主要表现为三种倾向。王夫之对诗歌本质和特征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一

是诗歌是人的“心之元声”之体现，二是诗家之理和经生之理是不同的，三是对孔子“兴观群怨”

的发展，四是诗与史的异同认识，对诗歌本质有正确见解，五是诗与非诗的标准即在于可不可“兴”，

六是对情景关系认识关乎诗歌本质问题。王夫之是明清之际一位承上启下的十分重要的诗歌理论家

和文学批评家。  

《原诗》是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著作，叶燮诗歌理论比较重要的有：1、反对复古模拟

和强调发展变化的“正变”说。2、推崇杜甫、韩愈和提倡“温柔敦厚”。3、论诗歌的理、事、情

三要素。4、论作家的“胸襟”和“才、胆、识、力”。5、论诗歌的审美 

本质和艺术思维的特点。 

五、王士禛的神韵说  

王士禛文艺观和清廷“清真雅正”文化政策相一致，故其论神韵特重“清远”，但神韵说更为

重要的是总结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丰富艺术经验、民族审美传统的独特性，其特点主要有：从诗歌

构思和创作上说，要充分发挥意境创造中“虚”的作用；以自然、入神为其重要特色；只有在灵感

爆发、兴会神到之时创造出来，非人力所能实现。  

六、沈德潜的格调说  

沈德潜的格调与前后七子的格调有差别。其格调不仅提倡“唐音”，还对诗歌艺术提出了许多

有价值的见解：重在“蕴藉”，而不尚“质直”；诗歌创作应当富有“理趣”，而不以“理语”入

诗；以自然入神的化工境界为审美理想；强调文学创作内容的主导作用。  

七、袁枚的性灵说  

袁枚思想的复杂性与当时社会经济条件及政治思想状况有关，其诗学思想的核心是提倡“性

灵”。从性灵、性情术语的历史演变，结合袁枚自身的认识，其“性灵”说要求抒写真情、表现个

性、提倡独创、化工自然、天才灵感等一系列重要的文学创作思想。袁枚文学思想与沈德潜有较大

分歧，但也并非完全对立；与明代公安派“性灵”相比，也有新发展。  

八、 翁方纲的肌理说  

翁方纲诗学思想与乾嘉考据学风有关，以学问是否丰富笃实、典故是否确切有据、义理是否清

晰深入、文词是否合乎法度，作为诗歌优劣的批评标准。其中，突出学问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是

其“肌理说”的核心。翁方纲还分析过“肌理说”与“神韵说”、“格调说”之间的关系。  

九、桐城派的文论  

桐城派的理论主要讲的是文章学的理论和创作，其中古文理论上承唐宋八大家，其核心是提倡

文章写作上的义理、词章、考据的统一，这与当时清廷宣传的思想文化相一致。始祖为方苞，其文

章学理论核心是强调“清真古雅”的“义法”；发挥者为刘大櫆，提出文章写作艺术技巧的重要性；

总结者是姚鼐，明确提出桐城派文论的义理、考证、文章相统一的纲领，尤其是阳刚之美和阴柔之

美关系的论述，尤为充分深入。  

十、清代的词论  

清代是词学理论的复苏期，清初以李渔《窥词管见》颇有新意，提出词体体性独特性、强调情

景须分主客等；浙派的兴起是清代词学理论发展的关键，朱彝尊等人论词以“雅正”、“清空”为

旨归；常州词派的兴起是清代词学理论发展的最重要变化，张惠言、周济等人论词以“比兴寄托”

为旨归。 

第二节 明清的小说戏曲理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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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李贽对《水浒》的评点和小说理论  

李贽小说理论批评的贡献。在文艺新思潮及李贽等人的影响下，明代小说理论批评出现高潮，

涉及的基本问题有：极大提高小说地位及作用，注意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探讨历史小说中的历史真

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小说创作中的虚构与真实的关系，分析了浪漫主义小说及其创作特色，提出

小说人物塑造的理论等。  

二、明代的戏曲理论批评  

从明代戏曲理论批评发展来看，明初至嘉靖以前相对来说比较沉寂，代表者有朱权、贾仲明；

嘉靖、隆庆时期，戏曲理论繁荣，出现了以提倡“本色”为核心的新思潮，代表者有徐渭、王世贞

等。明代后期产生了吴江派、临川派两个对立的戏曲流派，论争的焦点是戏曲创作应当重音律还是

重意趣，两派代表人物分别是沈璟和汤显祖。明代后期戏曲理论有两部比较重要的专著，吕天成的

《曲品》和王骥德的《曲律》。  

三、金圣叹的《水浒》评点和清代其他小说理论批评  

金圣叹他对《水浒》的批评是其文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最集中表现。如，删改《水浒》、对农

民起义态度的两重性、对小说艺术特征的认识、文章“三境”说的美学原则、《水浒》人物塑造、

《水浒》艺术结构分析等问题。继金圣叹之后，在长篇小说评点上，最有名的是毛纶、毛崇岗父子

评点《三国演义》、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和脂砚斋评点《红楼梦》，还有关于对蒲松龄《聊斋志

异》的批评。  

四、 李渔《闲情偶寄》中的戏曲文学理论  

李渔戏曲理论突破性意义在于他明确提出了“结构第一”的思想，理论内容可以概括为：一、

艺术构思和创作过程中的虚构和真实的关系；二是强调戏剧客观真实描写现实生活，具有广泛的社

会意义；三是提倡戏剧创作的独创性；四是确立主题和题材，突出主要戏剧冲突；五是情节安排的

合理性和细节描写的真实性。另外，他重视戏剧语言，提出四点要求；对科诨、结构也有新认识等。  

思考与练习题 

1、明代初年文学批评理论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2、高棅的《唐诗品汇》体现了他怎样的诗学思想？ 

3、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学思想与创作理论有何不同？ 

4、阳明心学引发了哪些新的文艺思潮？ 

5、明代小说评点有什么样的特点？ 

6、吴江派与临川派争论的焦点是什么？ 

7、明末清初诗歌理论批评发展有何特点？ 

8、王夫之的“兴观群怨“和“情景融和“论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9、叶燮的诗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10、金圣叹评点《水浒》对小说创作艺术提出了哪些有价值的经验？ 

11、清代对《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的批评有哪些进步？ 

12、李渔的“结构第一“包含了哪些内容？ 

13、王士禛的“神韵说“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14、沈德潜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作出了哪些贡献？ 

15、袁枚“性灵说“的内容是什么？它与明代公安派的性灵说有何不同？ 

16翁方纲的“肌理说“的核心是什么？ 

17、桐城派的三位代表人物的文论各有什么特点？ 

18、章学诚的复古文学观重要的内涵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论文 

1、郭绍虞《明代文学批评的特征》，《东方文化》第 1卷 6期（1942年） 

2、陈书录《明代诗文创作与批评理论的交叉演进》，《文学遗产》1994年 4期 

3、吴光正《明清诗歌创作和理论纷争的四大特征》，《海南大学学报》1997年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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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小舒《神韵诗学研究百年回顾》，《文史哲》2000年 6期 

第六章  近代时期——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和西方文艺美学的交汇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2学时） 

传统文学理论与西方文艺美学的碰撞和交汇，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到近代时期的新变化。这个

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变化相适应，与近代社会发展的状况一致，需要整体上进行把握。 

概  说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到近代时期，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是传统的文学理论批

评和新传入的西方文学理论与美学思想的碰撞和交汇并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过渡。梁启超主张以

“欧西文思”之输入作为起点，明确提出了“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口号。

由此开始了东西文化思想的直接交流与融合，而这一方面真正做出很大成绩，并对后来文学思想发

展由古代向现代过渡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是王国维，他是抒传统文艺美学与西方文艺美学有机结合起

来的第一人，是世纪转换时期最重要的文艺理论批评家。 

一、 龚自珍和魏源的文学思想  

龚自珍治学精神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忧患意识和经世致用的现实目的，他论文要求文学能为挽

救衰世、改革时弊发挥作用；强调“尊情”思想，重视情的不得不发的真切性及个性解放意义，突

出“完”的美学理想，以此反对人为造作，主张创新、自然。魏源文学思想在表面的传统面纱中，

实质上也和龚自珍一样，有浓郁的忧患意识，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  

二、刘熙载的《艺概》和陈廷焯、况周颐的词论  

《艺概》的“艺”的观念及其写作特色。《艺概》在文艺理论上主要成就：总结传统文论，又

有独立见解；深刻认识文艺的特点和规律；充满辩证的艺术见解；对重要作家和作品、各类文体的

创作要点有精辟概括。陈廷焯“沉郁”词论的含义既有思想内容的特点，也有艺术形式上的特色，

是他词学审美理想的一大标准。况周颐在词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有关词的“重拙大”的论述，与他对

词境、词心的认识密切关联。  

三、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诗歌理论  

“我手写吾口”，反对因袭摹拟，是黄遵宪的诗歌理论核心。这与“性灵”派不同，而带有资

产阶级改良主义特色。  

四、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和近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  

梁启超文学思想与他激进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不可分割，直接表现即是力倡“诗界革命”、“文

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对此，梁启超皆有具体的要求。其中，“小说界革命”影响最大，指

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并具体分析了小说特有的“熏、浸、刺、提”等艺术感染力。从引进西方新

思想新精神、运用西方新思维新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使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发生了质的变化。  

五、 王国维的文学思想及其《人间词话》  

王国维文艺美学思想的基本特点是中西结合，但并不照搬西方流行的美学观点，而是有独立的

见解。《人间词话》核心思想是讲“境界”：“境界”属于艺术的审美方面的问题；境界与意境有

差异，但在文学艺术中也有一致性。王国维提出了境界有不同于一般形象的美学特征、判断境界优

劣的基本标准、创作境界的基本方法、境界分类的基本形态及创造境界的主体要求等。 

思考与练习题  

1、龚自珍的文学思想的特色是什么？ 

2、《艺概》在文学理论批评上的主要成就包括哪些内容？ 

3、陈廷焯词论的核心是什么？ 

4、黄遵宪的“我手写吾口”诗歌理论内涵是什么？ 

5、梁启超的文学思想的内涵是什么？ 

6、、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境界论中有哪些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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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书目、论文 

1、 李瑞山《近代小说理论平议》，《文学研究年刊》第 1辑（1986年） 

2、 滕成惠《西方文化思想的输入与中国近代美学和文学理论》，《山东大学学报》1992年 1

期 

3、 黄霖《中国近代文学批评研究的几个问题》，《文学评论》1994年 3期 

4、 李泽厚《梁启超王国维简论》，《历史研究》1979年 7期 

 

西方文论史 
History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课程号：3070505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教学目的：本课程主要是通过对西方文论发展脉络的梳理，使学生对其演变过程和各阶段、各

流派的主要观点有一个宏观把握。 

基本要求：按照教学大纲的规范开展教学活动，在实际教学中注重教师与学生的互动。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共 54学时，具体如下： 

导论 （2课时） 

第一章 古希腊的文艺理论（4课时） 

第二章  罗马古典主义文论（4课时） 

第三章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文艺思想、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思想（4课时） 

第五章  新古典主义文论、第六章  启蒙主义文艺思想（4课时） 

第七章  德国古典美学文艺思想（2课时） 

第八章  浪漫主义、第九章  现实主义（2课时） 

第十章  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2课时） 

第十一章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概观及象征主义、意象派诗论（2课时） 

第十二章  表现主义文论（2课时） 

第十三章  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2课时） 

第十四章  精神分析文论与原型批评（2课时） 

第十五章  直觉主义与意识流文论（2课时） 

第十六章  语义学与新批评派（2课时） 

第十七章  结构主义、符号学与叙事学（2课时） 

第十八章  现象学、解释学与接受美学（2课时） 

第十九章  解构主义（2课时） 

第二十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上） （2课时） 

第二十一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下）（2课时） 

第二十二章  女性主义批评（2课时） 

第二十三章  后殖民主义文论（2课时） 

第二十四章  新历史主义文论（2课时） 

第二十五章  后现代主义文论（2课时） 

导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使学生对西方文论的发展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重点在于掌握西方文论

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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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分配：2学时 

一、线索 

古希腊美学探索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文学的社会基础，二是文学艺术的社会功用。 

二、历程 

（一）古希腊的文艺理论 

1．古希腊早期的文艺思想。 

2．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 

3．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修辞学》。 

（二）罗马古典主义文艺理论 

罗马帝国时代的文化尊奉希腊古典，因而称为罗马古典主义。 

1．贺拉斯的《诗艺》。 

贺拉斯注意于作品本身，致力于探讨文学体裁，制定格式规则，奠定了后来蔚为大观的新古典

主义理论，接受了传统的艺术摹仿自然之说，但同时又提倡摹仿古典，创作必须“合式”，人物塑

造类型共性。提出寓教于乐。 

2．郎加纳斯的《论崇高》。 

（三）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文艺思想 

中世纪两位美学家奥古斯丁和在法理学上有所前进。 

1． 圣·奥古斯丁的文艺观。 

2． 阿伯拉对世俗文艺的肯定。 

3． 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文艺观。 

（四）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思想 

1．文艺复兴是欧洲在十七世纪发生的文化运动。 

先驱是但丁，他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又是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对推动意大利民族文学的

发展起过很大作用。作品《神曲》。 

2．分类。 

（1）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 

（2） 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小说戏剧理论。 

（3）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艺思想。 

（五）新古典主义文艺理论 

法国古典主义文艺主要是戏剧，高乃依、拉辛、莫里哀都以戏剧著称。 

1．法国新古典主义与布瓦洛的《诗的艺术》。 

2．英国的新古典主义。 

3．德国的新古典主义。 

（六）启蒙主义文艺思想 

新古典主义后，欧洲在十八世纪出现启蒙运动。 

1． 法国启蒙主义文论。 

表现在文艺领域，就是要冲破古典主义，开创新的道路。最早代表是伏尔泰，另一个是卢梭。

最大代表是狄德罗，他的文艺理论有多方建树：一是戏剧理论，二是造型艺术理论，三是美学理论。

还有一位是布封，《论风格》阐述了风格的成因和表现，对后人有启发。 

2．德国启蒙主义文论。 

德国启蒙运动是由一个古典主义运动开始的。莱比锡崇尚法国古典主义，屈黎西派则英国的浪

漫主义倾向。鲍姆加登首次用“美学”来命名自己的著作，美学成了一门独立的科学。温克尔曼致

力于研究古典艺术的特点，《古代艺术史》探讨艺术的起源、发展和衰微，找寻各个时代、民族艺

术的不同风格，这在西方亦属于首例。莱辛臻于高峰，他的《拉奥孔》集中研究了诗画的异同在文

艺理论史上是不朽之作；《汉堡剧评》和《文学书简》同法国的狄德罗相呼应，建立了新兴市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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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甘情愿理论和现实主义文学理论。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史称狂飙运动，它推进和发展了启

蒙运动，它的美学纲领体现于赫尔德和歌德的《德国的风格和艺术》，它要求自由和个性，标志着

德国资产阶级的民族意识沉醉。 

3．意大利维柯的《新科学》。 

（七）德国古典美学文艺理论 

1．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的文艺理论。 

2． 席勒的《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 

3． 黑格尔的艺术哲学。 

4． 歌德的艺术经验总结。 

（八）浪漫主义文论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欧洲十九世纪最重要的文艺思潮。 

1．德国浪漫主义。 

德国的浪漫主义主流趋向消极。代表人物是施莱格尔兄弟。 

2．英国浪漫主义。 

英国浪漫主义文艺运动，最先是湖畔派诗人掀起的。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律勒治，受德国

施莱格尔兄弟的影响，合编《抒情歌谣集》。 

3．法国浪漫主义。 

法国浪漫主义同时出现积极和消极两种倾向。消极以夏多勃里昂为代表，积极以史达尔夫人为

代表。1842年以后，以雨果为代表中心达到了世界高峰，《克伦威尔序》是积极浪漫主义的美学

纲领，提出了崭新的浪漫主义美学原则。 

（九）现实主义文论 

1．法国现实主义文论。 

法国汤达、巴尔扎克，英国狄更斯，俄国普希金、果戈理最先表现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走向，

逐渐在欧洲形成一种文艺思潮，产生了现实主义文艺一座座高峰。     

创作了法国第一部成熟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红与黑》的司汤达在 1822年发表了《拉辛和莎士

比亚》，可称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部理论著作。 

2．俄国现实主义文论。 

俄国的现实主义由普希金所奠基，果戈理的创作，确立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原则，屠格涅夫、

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创作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汇成一股洪流，发展到契诃

夫、托尔斯泰成为高潮。 

3．英美现实主义。 

（1） 肖伯纳论戏剧。 

（2） 亨利·詹姆斯论小说艺术。 

（十）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 

1．泰纳论决定文学的三要素。 

2． 圣伯夫的实证主义批评。 

3． 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 

复习与思考题： 

1．西方文论的发展脉络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5月第 2版。 

2．陈太胜著：《西方文论研究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月版。 

3．朱志荣著：《西方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11月版。 

4．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年 6月版。 



5254 

5．【英】鲍桑奎著、张今译：《美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6月版。 

第一章  古希腊的文艺理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使学生对古希腊的文艺理论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重点在于古希腊早期

的文艺思想、柏拉图的文艺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文艺思想。 

学时分配：4学时 

第一节 柏拉图的文艺思想 

柏拉图是古希腊哲学家，西方文艺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他的文艺观是唯心主义的贵族的文艺观： 

一、 生平 

二、 著作 

三、 文艺思想 

（一）理式论模仿说和艺术的本质 

1．他的理式论是从反对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因素的德谟克利特的反映论和普罗塔哥拉的感觉论

开始的。 

理式论是柏拉图哲学体系的核心，也是他美学和文艺思想的理论基础。在《大希庇阿斯篇》中，

他主张有先于美的事物的所谓“美本身”，说它应该是“一切美的事物有了它就成其为美的那个品

质”。《会饮篇》更明确提出存在一种先验的绝对的美的理式。 

2．文学艺术是理式的摹仿的摹仿。 

对于文艺的本质，他提出了从理式论出发去认识，提出了著名的“摹仿说”。  

（二）文艺的社会功用说 

1． “理想国”的建设与文学艺术。 

马克思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只是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 

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思想是他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他文艺思想的出发点。他根据建立

理想国的要求来看待文艺的社会功用，认识和改造希腊文艺的。一要有益于城邦，二要合乎城邦制

定的规范，这是柏拉图对文艺社会功用的基本观点。他提出“效用说”实质上是奴隶主贵族的功利

主义，效用即是对实现理想国有无效益和作用。 

2．摹仿的艺术的三条罪状。 

3．对审美教育的重视与政治第一的文艺标准。 

（三）灵感说 

1． 灵感的基本含义。 

2． 柏拉图对灵感的解释。 

3． 灵感说显示出的柏拉图理论的矛盾及其价值。 

（四）柏拉图文艺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1．创作主体的作用。 

艺术幻觉的产生有赖于发挥创作主体的作用，没有创作主体的主动性，是不可能有艺术的。他

最早对人的心灵美进行探索，并延伸到创作领域，认为艺术是作家心灵、人格的表现。创作主体的

作用，主要表现为反映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心理活动，产生多种心理现象。 

2．创作中灵感和天才。 

他凭经验和直觉看到天才的重要性，并且主张诗人的天赋才能要和知识、练习结合起来，认为

只有学习哲学、自然科学和近代所谓心理学，才能穷究心物的本质。 

3．艺术的美感作用。 

他发现了艺术特有的美感作用，而且明确提出美感作用的对象是人的心灵，作品对人的灵魂能

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4． 艺术创作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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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要靠对立因素的调和，对结构提出了有机统一的原则。 

（五）柏拉图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 

 1．古罗马时期，郎吉努期受“迷狂说”启示，在“论崇高”里专门提出了情感的重要性。 

 2．古代与中世纪之交普洛丁把柏拉图美学思想与动脑的宗教哲学结合起来，建立了具有浓

厚神秘主义色彩的新柏拉图主义。 

 3．在中世纪，“经院派”学者又把新柏拉图主义附会到基督教的神学上去，使柏拉图的美

学、思想统治了大部分中世纪。 

 4．文艺复兴时代，在意大利、法、英等形成了研究柏拉图的风气。 

 5．启蒙运动和浪漫运动时期，柏拉图的影子清晰可见。浪漫运动中十分流行的天才、情感、

想象三大口号，更是明显地来源于柏拉图的“灵感迷狂说”。 

 6．十九世纪以后，柏拉图的幽灵在资产阶级美学和文艺理论中随处游荡。 

 第二节 亚里斯多德和他的《诗学》  

一、 生平 

亚里斯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马克思称他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你他为古希腊哲学家

中“最博学的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是他的名言。 

二、 著作 

他的主要著作有：《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论灵魂》、《政治学》、《伦

理学》、《诗学》。亚里士多德是欧洲思想史上第一个创立这些学科系统的人。 

1．亚里士多德是逻辑学的创始人，古典形式逻辑的奠基者，写成了欧洲第一部逻辑学著作《工

具论》，他从形式逻辑角度研究了概念、判断、推理及思维规律，还触及到了辩证逻辑问题。 

2．他也是古希腊第一个用科学的观点、方法研究美学、文艺问题的人。《诗学》的方法论有

两个特点：一是严谨的逻辑推理。二是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结合。《诗学》是西方第一部

从理论内容到理论形态都比较完整的美学、文论专著，深刻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 

三、《诗学》中的文艺思想 

（一）文艺本质论 

《诗学》中的一般艺术原理。揭示“美的艺术”的本质特征，既是古希腊发展对理论酝酿提出

的要求，又为亚里士多德回答柏拉图对诗的攻击提供了一个立足点。《诗学》正是以此为立足点，

以的本质和功用为中心，论述了艺术的根本原理。 

1． 文艺是人的行动的摹仿。 

柏拉图以理式论为哲学基础，从否定现实的真实性来否定的文艺的真实性。亚里斯多德批判了

他，提出了自己的摹仿说：第一，突破了“摹仿自然”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提出艺术摹仿的是“行

动中的人‘实际上是以现实的人生为艺术摹仿的对象，把传统的摹仿说提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度。第

二，摹仿的本质在于通过个别表现一般，通过特殊表现普遍，它不仅仅反映现实世界的个别表面现

象，而且揭示生活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因而比普通的生活更高更真实更美。 

2． 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 

3． 文艺求其相似而又比原物更美。 

（二）悲剧理论 

1．悲剧的含义。 

2．悲剧情节和人物性格。 

（1）悲剧的特性：对行动的摹仿。悲剧是行动的摹仿，这是《诗学》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

行动作为悲剧摹仿的对象，应当是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完整”指戏剧摹仿的行

动有矛盾的开端、发展、结局，三部分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一定的长

度”指情节的长度和厚度，所包含内容的多少要适当，既要以易于记忆为限，又要容纳得下戏剧事

件的出现和剧情的转折。“一个行动”指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具有单一性，即悲剧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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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程和结局是单一的，也即后世概括的情节一致律。 

（2）完整、单一、适度，构成了戏剧的“整一化”原则，是亚里斯多德对悲剧、戏剧理论的

重要贡献。 

3．悲剧冲突的本质——“过失说”。 

他从悲剧艺术效果出发，把社会道德观念引入艺术欣赏活动，深入分析了悲剧观众的心理，提

出了著名的过失说。 

4．悲剧的社会作用——“卡塔西斯说”。 

（1）陶冶说。他强调悲剧应当“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陶冶”原文是

“卡塔西斯”，是为实现悲剧的道德教育作用的有力手段。 

（2）悲剧的卡塔斯西的实质，就是悲剧引起的怜悯与恐惧的快感，使观众理解悲剧人物遭受

厄运的根源，认识到悲剧人物的“过失”所必然要带来的严重后果，帮助观众养成中允平和的“适

度”的激情和行动，以利于希腊奴隶制国家“乱中求治”。 

（3）艺术的社会作用。他认为情感、欲望是人性中固有的，是人的特殊本质、即人的功能的

表现，有权利要求得到满足；但人的功能还表现为能过有理性的生活。他非常重视艺术的认识作用。

其次，注重诗的审美价值。 

（三）亚里士多德文艺思想的影响 

《诗学》是西方文艺思想的万流之源。 

1．亚里斯多德对文艺问题的观察比柏拉图客观，论述也比柏拉图合理，阶级不甚鲜明，但在

有的地方仍流露出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偏见。 

2．《诗学》从本质不能离开可感觉的事物这个命题出发，把审美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因之

较多唯物的、辩证的气息。但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是亚里斯多德思想的特色。 

3．《诗学》的意图是要总结希腊文艺，特别是悲剧、史诗创作的经验，但是他受到两个方面

的限制：一是他的总结以柏拉为靶子，处处针对他，在批判中树立自己的理论观点。因此，他涉及

的只是柏拉提出过后，缺乏自己新的东西。二是，他的总结还受自己的艺术趣味偏颇的限制，有些

地方不够客观。  

4．《诗学》是古希腊进步文艺思想的结晶。柏拉图是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最大代表，亚里斯

多德的《诗学》则代表着唯物主义文艺思想的最高成就。文艺的真实性，认为摹仿必须揭示客观事

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强调有机整体概念；社会作用，指出创作的心理概要根据和理智过程，破除

神秘的命运观。 

5．他的理论是西方主要美学概念的根据。《诗学》总结了古希腊文艺最高成就，建立了具有

规范作用的理论，在西方文艺思想界具有法典的权威，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产生以前，

主要美学概念的根据，为西方文艺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复习与思考题： 

1． 试述柏拉图的文艺思想。 

2． 试述柏拉图文艺思想的的影响。 

3． 试述亚里士多德的文艺思想。 

4． 试述亚里士多德文艺思想的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5月第 2版。 

2．陈太胜著：《西方文论研究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月版。 

3．朱志荣著：《西方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11月版。 

4．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年 6月版。 

5．【英】鲍桑奎著、张今译：《美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6月版。 

第二章 罗马古典主义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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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使学生对罗马古典主义文论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重点在于贺拉斯的《诗

艺》和郎加纳斯的《论崇高》。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贺拉斯的《诗艺》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一）古典主义原则 

贺拉斯是古典主义的奠基者。所谓古典主义，是指罗马的文艺要向古希腊的文艺学习，以古希

腊的文艺为典范的文艺主张。后来 17世纪的布瓦洛等提倡法国的文艺要向古希腊古罗马文艺看齐

的主张，西方文学史上称为新古典主义。 

（二）理性主义倾向 

贺拉斯对艺术活动本质的看法主要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 

1．他谈到诗神，但不谈迷狂，反对疯癫的诗人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2．他承认诗人的天才有天资的因素，但他更强调苦学和训练。 

（三）艺术创作的“合式”原则 

1．贺拉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原则。 

在他看来，荷马史诗之所以堪称艺术的典范，正是因为它的作者具有正确的判断力。这种正确

的判断力在艺术创造中遵循着什么原则呢？贺拉斯认为，正确的判断力表现为艺术创作中的“合式”

原则。贺拉斯是为罗马文艺立法规的人，如果说古典主义原则、理性原则，是从总的方向上、从目

标上为罗马文艺立法的话，那么“合式”的原则，则是他为艺术创作从内容到形式确立的具体法则。 

2．贺拉斯的 “合式”原则，源于古希腊的诗学和美学的传统。 

（四）诗的社会作用 

1．他阐述了文艺对早期人类社会的作用。 

2．诗歌在古希腊时期的作用。 

3．在整天的劳作后，诗歌给人们带来欢乐。 

第二节  郎加纳斯的《论崇高》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一）崇高作品的特征 

1．崇高的语言对听众的效果不是说服，而是狂喜。 

一切使人惊叹的东西无往而不使仅仅讲得有理、说得悦耳的东西黯然失色。它使听众和读者产

生了一种情感激荡、精神激奋和心理状态。 

2．一般的文艺作品的被接受，要经过读者的理性判断。 

它可能接受，也可能不被接受，而崇高的作品不容读者的判断，必然地被读者所接受。崇高的

感染力具有普遍性。因为它符合人类超越现实、超越自我的本质要求。 

3．崇高作品的感染力，具有永久性，它叫古往今来的人都难以忽视和忘怀，具有永恒的艺术

生命力。 

（二）崇高的来源 

1．庄严伟大的思想。 

2．强烈而激动的心情。 

3．运用藻饰的技术。 



5258 

4．高雅的措辞。 

5．结构的堂皇卓越。 

（三）崇高作品的创作与“意象说” 

1．要做大自然的竞赛者。 

2．做过去伟大的诗人和作家的竞赛者。 

（四）崇高、天才与社会环境 

1．社会政治制度。 

2．社会风气。 

第三节  普罗提诺的艺术理论 

一、生平 

正当罗马统治者利用基督教麻痹人民精神的时候，为基督教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铺平道路的

第一个人，就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普罗提诺，他继承和发展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

并融合了当时的教会神学。普罗提诺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是“太一”说。为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关于

天国与尘世对立、灵与肉对立的主张提供了依据。而奥古期丁和托马期，正是把普罗提诺的新柏拉

图主义附会到基督教神学、美学和文艺理论上去的中世纪代表人物。 

二、著作 

三、 文艺思想 

（一）神是美和艺术的来源 

（二）对艺术美的观照凭心灵和理性 

（三）对摹仿说的新解释 

复习与思考题： 

1．试述贺拉斯的文艺观。 

2．试述郎加纳斯的文艺观。 

3．试述普罗提诺的文艺观。 

拓展阅读书目： 

1．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5月第 2版。 

2．陈太胜著：《西方文论研究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月版。 

3．朱志荣著：《西方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11月版。 

4．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年 6月版。 

5．【英】鲍桑奎著、张今译：《美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6月版。 

第三章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文艺思想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使学生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文艺思想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重点在于把

握奥古斯丁、阿奎那。 

学时分配：1学时 

第一节  圣·奥古斯丁的文艺观 

一、 生平 

奥古期丁是欧洲中世纪初期基督教神学家。 

二、著作 

三、《忏悔录》中的文艺思想 

（一）内容 

1．上帝是美的本体。 

文学艺术是人类审美活动的产物。对于人和美的本质的认识，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文学艺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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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认识，影响着文学艺术的发展。奥古斯丁对文学艺术的认识，也与他对人和美的本质的看法有

关。 

美在于事物的整体，在于它的和谐统一。奥古斯丁曾受毕达哥拉斯的影响，认为美在于“整一”、

“和谐”。 

2．文学艺术是神学信仰的敌人。 

    反对虚构的艺术，反对世俗文艺。奥古斯丁强烈的表述了反对文艺，特别是反对戏剧的见解。

他攻击艺术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会亵渎神灵；二是艺术会败坏道德；三是艺术会毒化灵魂。 

3．形式美、虚构与语象理论。 

丑是形成美的一种因素。奥古斯丁认为，真正的和谐在于对立的统一。首先艺术美在于整体的

和谐。其次，丑可以反衬美，犹如阴影在一幅画中所起到的作用一样。 

（二）小结 

《忏悔录》是一部自传体作品，记述皈依基督教之前的思想历程。感情真挚，文笔细腻，是世

界学术名著之一。集中反映了奥古斯丁文艺思想。 

第二节  阿伯拉对世俗文艺的肯定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一）文艺不应做神学的奴婢 

（二）情感是创作的动力并支配着对自然的描绘 

第三节  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文艺观 

一、生平 

托马期是新柏拉图主义的继承者，欧洲中世纪末期基督教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 

二、著作 

三、《神学大全》中的文艺思想 

阿奎那的美学思想和文艺主张，主要反映在《神学大全》中： 

（一）模仿自然即模仿上帝的创造 

1． 美的因素在于完整，匀称和鲜明。 

2．艺术作品起源于人的心灵。现代资产阶级的新托马斯主义者，极力提倡“超现实主义”，

就是主张作家、艺术家可以不受任何现实关系的约束，只凭主观想法进行“自由创作”，其理论根

源正在这里。 

3．审美活动在于直觉性，欣赏文艺作品的审美感官只有视觉和听觉。 

（二）美与善、艺术与道德的区别 

（三）《圣经》的象征意义 

（四）总结 

从奥古斯丁到托马斯，他们的美学思想和文艺主张，都是以基督教神学为基础的，他们都把文

艺视为神学的奴婢，极端仇视世俗文艺。这种思想一直影响着教会对文艺的影响。 

复习与思考题： 

1． 试述奥古斯丁的文艺观。 

2． 试述阿伯拉的文艺观。 

3． 试述阿奎那的文艺观。 

拓展阅读书目： 

1．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5月第 2版。 

2．陈太胜著：《西方文论研究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月版。 



5260 

3．朱志荣著：《西方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11月版。 

4．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年 6月版。 

5．【英】鲍桑奎著、张今译：《美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6月版。 

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思想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使学生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思想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重点在于把握

但丁的文艺观和达芬奇的文艺观。 

学时分配：1学时 

第一节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思想 

一、概观 

（一）代表人物 

文艺复兴是十四至十七世纪发源于意大利并席卷全欧的文化和思想上的革命运动。新兴的资产

阶级以人文主义为思想武器，向着中世纪的神学、经院哲学、禁欲主义、文学艺术为宗教服务的思

想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在三百多年中，涌现出但丁、卜迦丘、拉伯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达·芬

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等众多杰出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画家、雕刻家。 

（二）在文艺理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提出了适应于新兴的人文主义文艺发展需要的理论观点 

1．在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他们继承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一方面坚持“艺术摹仿自

然”的传统现实主义观点，主张艺术应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生活的真实，另一方面又提出诗人不能

抄袭自然，而要充分发挥艺术想象的创造作用，写出“第二自然”或升入另一种自然，使艺术真实

高于平凡的生活真实。 

2．在文艺的社会作用问题上，他们针对中世纪教会以伤风败俗为理由对文艺的攻击，一方面

借用中世纪盛行的诗的讽喻说，另一方面古罗马贺拉斯的“寓教于乐”的理论，为诗的合法存在辩

护，并提出诗的才华说，强调文艺既要给人以娱乐，更要给人以教育，充分肯定世俗文艺的道德价

值和美学价值。 

3．在文学的语言方面，他们从传播人文主义的新思想和建立民族文学的客观需要出发，主张

推翻作为表达封建意识的工具的拉丁语的独霸地位，采用为人民群众所能了解的生动活泼的俗语写

作。在语言学的体裁问题上，他们主张文学体裁应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艺术表现方面，文艺复

兴时期的理论家们，把艺术摆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强调艺术家要善意追求艺术表达方面的科学技

巧，认为艺术有在处理手法上所出现的难能的技巧，是美感的来源之一，充分肯定艺术技巧对表现

作品艺术美的重要意义。 

二、但丁的“四义说”和民族语言理论 

（一）生平 

但丁是中世纪与近代交替时期最杰出的大诗人，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奠基者，欧洲文艺复兴运动

的先驱，他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 

（二）著作 

但丁主要著作有《新生》、《宴会》、《神曲》、《论俗语》、《论王国》、《书信集》。 

（三）《神曲》中的文艺观 

1．“四义说”与《神曲》的寓意。 

（1）“四义说” 

“四义说”是但丁提出的关于文学语言的重要理论。 

（2）《神曲》的寓意 

《神曲》是一部具有强烈政治倾向性的作品，它以广阔的和巨大的艺术力量，深刻反映了新旧

交替时意大利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最早鲜明地表达了新时代的新思想—人文主义，因此被誉为

一部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名著。但丁在谈《神曲》的信—《致斯加拉大亲王书》中谈了六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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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主题、主角、形式、目的、作品名称和作品所关系到的哲学。 

①关于作品的思想意义。运用“寓意说”对《神曲》主题、主角、目的作了解释。首先，他宣

称他的作品的主题是写人而不是写神，作品的主角是人而不是神；作品的创作目的是为了人的幸福

而不是为了教会的利益。“讽喻说”在但丁手里已经成为宣扬人文主义思想、反对教会的文艺理论

武器。 

②关于作品的表现形式。作品的形式有两层含义：一是文章的形式；一是处理的形式。但丁由

于善于运用多种写实的和浪漫的手法去表现丰富广阔的社会内容和切身的生活感受，因而使得这部

书能够突破中世纪梦幻文学的巢臼而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使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作品中有机地

融为一体。 

③关于作品的社会作用。明确提出诗不是为思辨而设，而是要影响人们的实际行动。但丁解释

这部巨著所阐发的强调以“人”为主题的文艺思想，则是开创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艺理论的

先河。 

2．民族语言理论。 

三、簿迦丘的诗论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诗的虚构中隐藏着真理。 

2．诗的社会作用。 

四、达·芬奇的创造“第二自然”理论 

（一）生平 

达芬奇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艺术家，绘画代表作是《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

画论笔记关于现实主义的艺术思想，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艺理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

后世也颇有影响。 

（二）著作 

（三）《画论》和《笔记》中的文艺思想 

1．“画家的心应当像一面镜子。” 

艺术应像一面镜子忠实反映自然。笔记是按照艺术摹仿自然、再现现实这一基本精神，把人和

自然当作画家的重要课题来探索和研究的。芬奇的“镜子说”虽是就绘画须再现自然而说的，但却

形象地概括了艺术必须反映现实的创作规律，因此对后世现实主义文学颇有影响。 

2．艺术是“第二自然”。 

艺术家应以理性为指导去反映自然，使作品既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他认为艺术要真实地反

映现实，不能单凭感官去认识世界，还必须用理性去理解世界。所谓理性：一是指透视学、光影学、

人体解剖学等方面的绘画科学知识。二是创作过程中的艺术思维流动。 

3．艺术应以表现人和人的思想感情为中心。 

4． 艺术家应重视自身的道德和艺术修养。 

（1）一是画家必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2）二是艺术家应到大自然和生活中去学习； 

（3）三是艺术家应注重美德修养，不应为追求金钱而创作。 

五、卡斯特尔维屈罗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关于诗的目的。 

他认为，“诗原是专为了娱乐和消遣的”，但由于诗的对象是“一般没有文化修养的人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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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必须描写逼真，方能使读者得到娱乐。 

2．关于诗的题材。 

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 

第二节  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小说戏剧理论 

一、概述 

二、塞万提斯的小说理论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自然是小说惟一的范本。 

2．“才情”与小说的社会作用。 

二、维加的戏剧理论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充分肯定喜剧在生活中的作用。 

2．重视戏剧与时代、与人民的血肉联系，重视戏剧的教育作用。 

第三节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艺思想 

一、 概述 

二、锡德尼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在《为诗辩护》中针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对世俗文艺的攻击和污蔑，提出诗 “曾经是‘无

知’的最初的光明给予者，是其最初的保姆，是它的奶逐渐喂得无知的人们以后能够食用较硬的知

识。” 

2．诗人是学术之父。 

3．从基督教教义角度来谈诗的作用，他认为人生来“堕落”，虽有“智力”但意志“不纯”，

因而必须进行诗教，因此他给诗体悲剧以崇高地位，因为悲剧具有威力，足以“揭开最大的创伤，

显出被肌肉掩盖的脓疮，使帝王不敢当暴君，暴君不敢不披露自己的暴虐心情。” 

4．比较诗与哲学、历史的异同。 

5．诗人是创造者。 

三、培根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把诗与哲学、历史并列为三大学科。 

2．关于诗的分类问题。 

四、莎士比亚论文艺创作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艺术的目的是反映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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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艺术真实与艺术想象。 

复习与思考题： 

1． 试述但丁的文艺思想。 

2． 试述簿迦丘的文艺思想。 

3． 试述达芬奇的文艺思想。 

4． 试述塞万提斯的文艺思想。 

5． 试述锡德尼的文艺思想。 

6． 试述培根的文艺思想。 

拓展阅读书目： 

1．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5月第 2版。 

2．陈太胜著：《西方文论研究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月版。 

3．朱志荣著：《西方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11月版。 

4．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年 6月版。 

5．【英】鲍桑奎著、张今译：《美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6月版。 

第五章  新古典主义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使学生对新古典主义文论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重点在于布瓦洛与文克

尔曼的古典艺术理论。 

学时分配：1学时 

第一节  法国新古典主义与布瓦洛的《诗的艺术》 

一、概述 

（一）新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产生 

1．新古典主义是欧洲由封建社会向资产阶级社会过渡时期形成的一种艺术理论。它发源于十

七世纪的法国，而布瓦洛的《诗的艺术》是这种思潮和理论的全面系统的总结。 

2．新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产生的历史必然性：首先，这种理论的产生适应了十七世纪法国中

央集权制的政治需要，是君主专制在思想文化上的直接产物。 

3．笛卡尔的唯理主义对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形成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并成为它的哲学基础。

笛卡尔是唯理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把理性置于最高的地位，认为人类的思想是判断现实生活的准

绳，“我思故我在”，理性就是一切，这种哲学用人的理性去替代神的启示，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

的意义。布瓦洛正是遵照笛卡尔的哲学思想来写作《诗的艺术》的。 

4。新古典主义丰富的创作实践，为新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产生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5．最后，新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产生，与法兰西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也有一定的关系。 

（二）新古典主义文论的时代背景 

二、布瓦洛 

（一）生平 

布瓦洛是法国新古典主义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家，他因《诗的艺术》的发表，获得了极大的声誉，

被称为“巴纳斯山的立法者，即古典主义诗歌立法者的意思。 

（二）著作 

他的诗作主要有《讽刺诗》、《书简的阶段》。 

   他的创作活动大体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写作《讽刺诗》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写作《书简诗》

的阶段。第三阶段因作皇家史官停止写诗有十多年，后来又断断续续写了一些书简诗。 

（三）布瓦洛与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法典《诗的艺术》中的文艺思想 

 1．《诗的艺术》的主要内容及理论体系。 

《诗的艺术》是一部集古典主义之大成，为君主专制在文艺上制订政策的著作。全书用整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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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诗体写成，共分四章。第一章是总论。阐述了理性是诗歌创作和批评的最基本。对诗歌创

作和批评的一般规律作了概括的说明。第二章论“次要的”诗类。开始分析一些次要的诗体。第三

章论“主要的”诗体是全书的核心和基本部分。这一章谈了三种基本的诗类：悲剧、喜剧和长篇叙

事诗。第四章论作家的首先修养。 

2．理性的原则。 

3． 自然的原则。 

4．古典的原则。 

5．《诗的艺术》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诗的艺术》是一部体系十分完整的艺术理论著作。作为十七世纪古典主义艺术实践的理论总

结，是适应了君主专制的需要的。如果说君主专制在当时乃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

的话，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古典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这种制度的形成和巩固无疑是起过促进

作用的。文中古今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认证方法，对后人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诗的艺术》一方面继承了贺拉斯《诗艺》的一些重要文艺观点。如“合适”说；另一方面，

又根据十七世纪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从理性高于一切的观点出发，为古典主义制订了一整套理论

法规。这个理论体系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理性是艺术达到完美的根本途径。 

（2）摹仿自然是文艺的基本任务。摹仿自然是古希腊的传统观点，具有唯物的性质，然而，

他的摹仿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和传统的摹仿说有很大的。 

（3）学习古人是获得艺术成功的捷径。对于布瓦洛强调学习古人的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强调学

习古人如果是为了今天的诗人能更好地继承这份遗产，汲取他们的经验与方法，以写出符合时代的

新作品，那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当时由于古典主义艺术大师努力向传统借鉴，在语言学的语言、

戏剧的结构以及人物心理描写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较之前人均有所突破。然而，如果强调

学习古人是为了代替今天的作家对于生活的认识，对于艺术的贪大求洋，那就完全弄颠倒了。 

（4）艺术的尽善尽美在于审慎地选择和运用艺术形式和写作技巧。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他

为古典主义制订的“三一律”法规，他从君主专制的需要～一切要服从理性，一切要有法规，一要

要求艺术规范化出发，强调提出：我们对理性要服从它的规律，我们要求艺术地布置剧情发展；……

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到尾维持着舞台充实。 

第二节  英国新古典主义 

一、屈雷顿及其《论剧体诗》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屈雷顿作为复辟时期英国新古典主义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的代表人物，影响达百年之久，20

世纪又被某些西方著名批评家予以重新评估，地位日见上升，他所处的时代被称为“屈雷顿时代”。

他被誉为“英国文学批评之父”。 

二、蒲柏的《论批评》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批评上的谬误比起创作上的拙劣，更是贻害无穷；糟糕的批评家比愚蠢的作家，更是损人

害己。 

2．把“智巧”当成是自然的恩赐之物。 

三、约翰生的“类型”理论 

（一）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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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强调“类型”的重要性。 

2．以常识对三一律做分析。 

第三节  德国新古典主义 

一、概述 

二、高特雪特与莱比锡学派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批判的诗学〉〉贯穿着新古典主义精神。 

2．讨厌一切超乎理性、经典、常规的新生事物。 

3．莱比锡学派与苏黎士两派保守和激进之分。 

4．功绩 

三、文克尔曼的古典艺术理论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对古希腊绘画和雕刻的反思〉〉中认为，希腊艺术杰作的一般优点在于高贵的单纯和

静穆的伟大。 

2．〈〈古代艺术史〉〉为西方 18世纪艺术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对古典视觉艺术（特别是古

希腊视觉艺术）的赞赏，为德国打开了审视艺术发展的新天地。 

复习与思考题： 

1． 试述布瓦洛的文艺思想。 

2． 试述屈雷顿的文艺思想。 

3． 试述约翰生的文艺思想。 

4． 试述高特雪特的文艺思想。 

5． 试述文克尔曼的文艺思想。 

拓展阅读书目： 

1．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5月第 2版。 

2．陈太胜著：《西方文论研究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月版。 

3．朱志荣著：《西方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11月版。 

4．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年 6月版。 

5．【英】鲍桑奎著、张今译：《美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6月版。 

第六章  启蒙主义文艺思想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使学生对启蒙主义文艺思想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重点在于狄德罗、布

封文艺思想的把握。 

学时分配：1学时 

第一节  法国启蒙主义文论 

一、 法国启蒙主义文艺理论产生的历史条件 

十八世纪在欧洲发生的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又一?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运动，启

蒙运动和启蒙主义文艺思潮在法国达到了它的全盛时期。作为启蒙思想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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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主义文艺理论适应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这是它产生的最基本的社会条件。法国启蒙主

义文艺理论继承了历史上进步的文艺理论传统，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

展。十八世纪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和唯物主义哲学的新成就，为启蒙主义文艺理论的诞生奠定了比

较坚实的科学基础。 

二、狄德罗的唯物主义哲学观和美学观 

（一）生平 

狄德罗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思想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著名的作

家，百科全书派的卓越领导者。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 他三十四岁时发表了第一部哲学著作《哲学沉思录》。 

2．《百科全书》贯穿着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精神，宣传了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思想，展示了

新兴资产阶级对未来社会的理想。狄德罗小说：《修女》《拉摩的侄女》《宿命论者雅克》以及两

个剧本：《私生子》《一家之主》。狄德罗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走出了他同时代的思想家，是马克

思主义诞生前的旧唯物主义最卓越的代表者之一。狄德罗的美学思想是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一

个组成部分。 

3．现实主义的戏剧论著—《论戏剧艺术》。 

《论戏剧艺术》是狄德罗写《一家之主》时所写的附录，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戏剧观，提出了

建立“严肃喜剧”和，这在法国戏剧理论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同时也为现实主义的戏

剧理论奠定了基础。 

（1）严肃喜剧的提出。狄德罗提出改革古典主义戏剧，建立新剧种：首先是为启蒙运动的需

要所决定的。其次是英国为狄 罗的主张提供了实践依据。 

（2）喜剧的性质及其作用。是在悲剧与喜剧之间有一个中间的类别。首先教育是德罗戏剧的

核心，也是他一贯的文艺主张。 

（3）喜剧必须“致力于严格地表现自然”；想象和是“戏剧诗人的职责” 

（4）情境“应该成为作品的基础”，“性格和情境对比是真正的对比”。 

（5）严肃喜剧的表现形式应该接近生活，“毫不牵强”。 

4．现实主义的艺术论著—《绘画论》。 

《绘画论》总结了狄德罗对造型艺术研究的成果，标志着狄德罗 成就。 

（1）艺术的美必须以自然的真为基础。 

狄德罗摸索出真实地摹写现实是艺术合作的一个基本原则，文艺应当正确地反映自然界和社会

生活。 

（2）艺术对于自然必须有所选择。运用辩证的观点，狄德罗主张艺术必须真实地摹仿自然，

又坚决反对艺术对生活盲目临摹、简单抄袭。艺术的任务不是对生活作表面的反映，而是应该通过

必要的取舍来显示生活中本质的东西。因此，艺术对于生活要有所选择，不能庸俗地理解“摹仿自

然”的原则。 

首先，他强调表现必然，把纯属巧合的事情排除在艺术表现之外。 

其次，艺术摹仿不能以描绘事物的外貌为满足。第三，要把真善美结合起来同，光提摹仿自然

是不够的。 

（3）艺术描写应该创造出典型人物来。首先，艺术描写的人物必须具有时代的特征。其次，

艺术作品中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应和贫僧特定的身份相符合，而不应该把人物放在不适合于他们的

环境里。三是艺术描写必须从本质上去把握人物，应该描写人物身上那些主要的和富有特征性的东

西。这是狄德罗艺术理论中一个极为深刻的思想。 

（4）艺术鉴赏力来自于日常的生活经验。 

（5）综上：狄德罗在《绘画论》中所表现的艺术思想确实闪烁着科研成果的光辉，表现了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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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现实主义的特征，包含了不少辩证法的因素，所以它一发表就赢得了欧洲一些杰出的文艺家的

高度评价。 

三、布封的〈〈论风格〉〉 

（一）生平 

布封是法国启蒙运动时期一位卓越的自然科学家、思想家和语言学家，他的哲学思想上反对神

学的世界观，科学地解释了宇宙发展的过程；在科学上人事博物学的研究，是拉马克、达尔文的前

驱；在语言学上堪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并驾。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自然史〉〉中的文艺思想。 

布封在《自然史》中对整个自然界及其发展作了唯物主义的描述和解释，对许多动物小少爷的

描绘，语言优美，想象丰富，情趣隽永，将动物拟人化，因此这部分著述，即是科学读物又是绝妙

的散文，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文学价值。 

2．〈〈论风格〉〉中的文艺思想。 

（1）布封《论风格》是一篇专门研究文学风格的著名论文，它批斗继承了前人善于问题的现

实主义文艺理论，并且紧密结合十八世纪中叶启蒙主义文学反对虚伪、矫饰的贵族阶级文学的斗争，

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建立和发展做主文学风格的猜到见解，这些见解大部分符合于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和鉴赏的艺术规律，因而至今对我们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论风格》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①作品的风格与创作主体—作家的关系。 

风格就是人。是贯穿全文中心论点，也可以说是布封风格论的核心。风格就是人，这句名言，

过去往往被解释为“文如其人”，这与布封愿意不尽相符。布封的意思不仅讲作品的风格像作家的

人格，而且强调作品的风格就是作家思想感情的表现，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感情、性格、气质、审

美爱好、艺术才能等待主观因素在作品中的印记和标志。 

②在“风格就是人”这一总的命题下，布封反复论证了作品风格与作家的思想、感情、才智的密切

关系。 

他着重指出：风格是应该刻画思想的，同时认为风格不有赖于作家用感情的热力给每一个辞语

灌注生气。布封的意思是说创作中作家的感情与理解应结合起来。这里，布封揭示了创作过程中艺

术思维的“物我交融”的特征。布封十分强调天才的作用，认为在风格的创造上，“规则不能代替

天才；无用的”这是指作家要充分发挥各种主观能动作用。 

③布封强调作家的思想、感情、智力等因素对风格的制约作用，因此，在论文中他不惜用了大量篇

幅对各种脱离实际、单纯追求形式的文风进行了谴责和批判。 

他反对在作品中故弄玄虚、滥用警语；反对运用纤巧的思想；反对专在字面上做功夫，涂抹空

言。 

（2）作品风格与艺术表现形式的关系。 

风格即离不开思想，也离不开表现形式。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包括语言、结构、体裁等因素。

怎样才能使作品思想内容的结构达到风格美的要求呢？布封认为关键在于艺术构思：作家的构思只

有解决好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方能产生理想的风格：一是使主题具有统一性。二是从整体上合理

而已。三是预先考虑“全部精神活动会产生什么样的成果”。 

（3）作品风格的客观基础。 

布封提出“风格就是人”的诊断，强调作家主观因素对风格形成的重要作用，但他并没有因此

而忽视形成风格的客观因素。如果说主观因素是风格的灵魂，那么，客观因素就是风格形成的基础。

布封说的“义理”屿新古典主义者布瓦洛所主张的义理城内涵上有质的区别。基于形成有其客观基

础的看法，布封主张作家创作应师法自然。 

（4）布封的《论风格》对后世的影响。 



5268 

布封从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从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的主客观破例上认证了语言学风格的成

因和表现。他的风格论是对严里斯多德以来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不仅在当时文

坛上起着振衰起敝的作用，而且对后世现实主义风格论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影响。十九世纪写实派

大师福楼拜尔曾说：我曾经很惊讶，我在布封先生《论文笔》的箴言里发现了我们不折不扣的艺术

理论。伟大的文学家歌德在他的现实主义艺术理论中论及风格时，一方面指出“一个作家的风格是

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另一方面又强调风格须’奠基于最深刻的知识原则上面，奠基在事物

的本性上面，认为只有达到主客观的和谐一致，达到物我交融之境，才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

黑格尔在《美学》里，直接引用布封的“风格就是人”的名言。指出风格是在作品的艺术表现里见

出作者人格的特点，并认为独创性是“把艺术表现里的主体和对象的两方面融合在一起，使得这两

方面不再互相外在和对立。这是对布封风格论的主客观统一说的发展和丰富。别林斯基曾提出：文

体是思想的浮雕性，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别林斯基

的这些现实主义风格理论与布封的风格论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曾引用“风格就是人”的观点尖锐

批判普鲁士反动政府推行的文化场所主义，并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指出风格是构成作家

“精神个体性的形式”，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

面变成同样多不同的精神性质。马克思就是据此提出了尊重作家创作个性和风格多样化的艺术主张

的。 

第二节  德国启蒙主义文论 

一、概述 

二、莱辛的《拉奥孔》和《汉堡剧评》中的文艺思想 

（一）生平和著作 

莱辛是十八世纪德国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优秀的剧作家、文艺批评家、德国民族文学和现实

主义戏剧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德国启蒙运动初期的代表人物是戈特舍德，他的理论著作《为德国人

写的批判诗学试论》可以说是布洛的《诗的艺术》的翻版。莱辛是德国启蒙运动酝酿和形成的历史

时期成长起来的。他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用语言学反证和戏剧艺术

为武器，积极投入了反封建专制，反教会的斗争。莱辛在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代表著作有三部《当

代美学书简》《拉奥孔》和《汉堡剧评》，而尤以后两部最为著名。在《拉奥孔》中他从解剖典型

的艺术作品入手，探讨了诗与画的特殊规律，批斗了传统的诗画一致说，纠正了温克尔曼把古希腊

世态理想归结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版面观点。在《汉堡剧评》中，莱辛与狄德罗相呼

应，奠定了近代现实主义戏剧理论的基础。 

（二）文艺思想 

1．《拉奥孔》和《汉堡剧评》中的文艺理论主张。 

（1）莱辛文艺观的出发占和方法论。 

当时德国先进知识分子提出的建立统一的德国民族文化与语言学的问题，是德国历史发展必然

提出的时代要求。这也恰恰是莱辛的美学思想和文艺理论的总的出发占。他的著名理论著作《拉奥

孔》和《汉堡剧评》都是围绕着建立统一的德国民族新文学这一总题目而展开的。 

（2）莱辛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专著《拉奥孔》和《汉堡剧评》在方法论上有四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 论点的方法，在破中立、破立结合。 

第二，典型分析方法。通过具体的带有典范性的艺术作品的具体分析，探讨艺术的特殊规律。

《拉奥孔》在世界美学史和文艺理论史上是一部著名的历史文献，不仅以它的见解深刻、卓著而影

响后世，而且也以其生动具体的表现方式和英武分析的方法而对后来学者发生重大影响。 

第三，比较的方法。在《拉奥孔》与《汉堡剧评》中，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文艺问题，可以说处

处可见。 

第四，符号研究方法。 

2．《拉奥孔或称论画与诗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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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莱辛从拉奥孔这座雕像群所表现出的感情与维吉尔在《伊尼特》诗中所描绘的拉奥孔的

形象谈起，具体探讨了造型艺术和诗的区别及其特殊规律。 

（2）他的《拉奥孔·前言》中就清楚地阐明了诗画一致说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带来抵达在。

在诗与画的共同规律问题上，莱辛继承了亚里斯多德《诗学》中所阐发的 艺术摹仿自然而又比自

然更美的主张。 

（3）对于绘画或造型艺术与的特殊规律问题，莱辛进行了卓有见识提探讨，在理论上有重大

的建树。在《拉奥孔》中最主要的有三个方面应重点研究一下。 

①第一，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的特殊规律。其次，从摹仿的来看，诗与绘画或造型艺术是有区

别的。再次，从诗与画的效果来看，画是通过自然符号直接用眼睛来感受的，神学能够把在空间中

的冻死匠事物同时眼帘，所以适于感受静态美。 

莱辛认为诗显示美的另一重要途径是“化美为媚”。媚就是在动态中美。化静为动，在动态中

显示出美后果上，这是莱辛的一个重要美学思想。 

②第二，时间与空间一问三不知经，选择最富有包孕性的顷刻的艺术规律。他重点阐明了在造

型艺术中如何寓时于空，在诗中又如何寓空于时，提出了选择最富有包孕性的顷刻的艺术规律。 

    莱辛关于选择最富有包孕性的顷刻的观点，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美学观点。不仅适用于绘画和

雕刻，对于戏剧艺术和诗也是有效的。 

③第三、 “有人气的英雄”。有人气的英雄的思想，打破了古典主义把英雄人物抽象化、寓

意化、概念化的理论教条，这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都有现实的意义。 

3．现实主义戏剧理论的重要历史文献—《汉堡剧评》。 

《汉堡剧评》这一著作是世界戏剧理论史上的重要历史文献。书中莱辛与法国启蒙运动领袖狄

德罗相呼应，大力提倡市民戏剧，反差新古典主义的戏剧理论和创作，继承和发扬了亚里斯多德以

来的现实主义戏剧理论，并结合具体的艺术实践，探讨了戏剧艺术创作的规律。莱辛在《汉堡剧评》

中涉及的问题很多： 

（1）一是关于市民剧的理论。启蒙运动时期，狄德罗适应时代的需要，提倡一种严肃戏剧。

莱辛倡导的市民剧与狄德罗提出的严肃戏剧的基本精神一致。莱辛提倡市民戏剧，应真实、自然地

反映现实的社会生活，特别应反映广大砊宾社会生活。 

（2）二是戏剧的审判教育功能。莱辛作为一个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十分重视戏

剧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他认为艺术即要反映市民阶级的生活，又要起着他们、改善他们的作用。

莱辛特别重视美感与善的统一。在悲剧的审美教育功能问题上，莱辛针对当时德国文坛上对亚里劳

动保护多德《诗学》的歪曲，进一步了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喜剧的审美教育功能又有不同于悲剧的。

三是戏剧人物性格论。莱辛在《拉奥孔》中，已经谈到刻画人物的个性、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的问

题。 

（3）莱辛还针对狄德罗善于喜剧表现类型、悲剧表现个性的看法，具体论述了人物性格的普

遍性和个别性统一的问题。并且提出了性格创造中的个性化问题。 

在性格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莱辛比狄德罗又有所前进，明确主张塑造在特定的环境中的人物

性格。 

4． 拉奥孔》和《汉堡剧评》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被称为德国新文学之父的莱辛，他的理论和实践，促成了德国启蒙运动的高潮，为德国民族文

学的建立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一是他的戏剧理论和创作，在德国建立了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市民剧，在欧洲戏剧发展史

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二是他的著名美学、文艺学专著《拉奥孔》不仅在方法论上有重大意义，而且对当时德

国青年一代的思想是一大解放。 

（3）三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莱辛也是十分敬仰，莱辛的一生直接影响了这位伟大的俄国革命

民主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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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 试述狄德罗的文艺观。 

2． 试述布封的文艺观。 

3． 试述莱辛的文艺观。 

拓展阅读书目： 

1．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5月第 2版。 

2．陈太胜著：《西方文论研究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月版。 

3．朱志荣著：《西方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11月版。 

4．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年 6月版。 

5．【英】鲍桑奎著、张今译：《美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6月版。 

第七章  德国古典美学文艺理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使学生对德国古典美学文艺理论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重点在于康德、

黑格尔、席勒的文艺观的把握。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的文艺理论 

一、概述 

二、康德 

（一）生平 

（二）著作 

（三）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的文艺思想 

1．对文学艺术理论有重要影响的美学思想。 

（1）关于美的本质。 

（2）崇高理论。 

2．文学艺术理论。 

（1）艺术的本质特征。 

（2）审美观念。 

（3） 天才。 

第二节  席勒的〈〈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 

一、概述 

二、席勒 

（一）生平 

席勒,德国诗人,剧作家,狂飚突进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在<<论美>>中,着重探讨了美的本质

问题。他探讨了艺术美的特性,他认为:当艺术作品自由的表现自然产品时,艺术作品就是美的."席

勒还深刻的研究了艺术活动的本质特性。只有物质媒介,艺术家的自然性与艺术形象直接统一,融为

一体,也就是艺术的自由的表现,席勒认为,只有作到了这一点才是真正的艺术美,而做不到这一点

就是丑。另外,他还反对由于过分表现主体形成的一种"特别作风。"他认为,审美是人摆脱动物性,

同现实世界发生的"第一个自由的关系",是人对现实"感觉方式"的彻底革命,是人性的真正开始,只

有在这时,人类才走上了一条无限漫长的文明之路。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诗的分类及其根据。 

2．感伤的诗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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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历史的分类和风格的分类。 

第三节  黑格尔的艺术哲学 

一、概述 

二、黑格尔 

（一）生平 

黑格尔,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和美学家。黑格尔的<<美学>>是他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的组成部分。

提出了"美的理念的感性显现'',不仅包括辨正而又丰富的的含义,而且在理论上也有重大的意义。

强调了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这不论是美学史上还是艺术创作上,都有积极的意义。但是,我们也看到

了黑格尔提出的美的定义,毕竟是一个唯心主义定义。他说:"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美."自

然美只是属于心灵的那种美的反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美学定义颠倒了艺术和现实的关系,

因而不可能真正科学的揭示出美和艺术的本质。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艺术美的本质特征和创造。 

（1）“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2）“感性观照”的形式是艺术美的基本特征。 

（3）艺术美的创造。 

2．艺术理想。 

（1）整体性、丰富性。 

（2）明确性。 

（3）坚定性。 

3．艺术发展史上的三种艺术类型。 

（1）象征形艺术。 

（2）古典型艺术。 

（3）浪漫型艺术。 

4．各门艺术的系统和诗论。 

第四节  歌德的艺术经验总结 

一、概述 

二、歌德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艺术家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 

2．文艺与时代的关系。 

3．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发展问题。 

4．文学创作理论。 

复习与思考题： 

1． 试述康德的文艺观。 

2． 试述黑格尔的文艺观。 

3． 试述席勒的文艺观。 

4． 试述歌德的文艺观。 

拓展阅读书目： 

1．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5月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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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太胜著：《西方文论研究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月版。 

3．朱志荣著：《西方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11月版。 

4．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年 6月版。 

5．【英】鲍桑奎著、张今译：《美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6月版。 

第八章  浪漫主义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使学生对浪漫主义文论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重点在于英国浪漫主义和

法国浪漫主义的把握。 

学时分配：1学时 

第一节  德国浪漫主义 

一、概述 

二、以史勒格尔兄弟为代表的耶拿派浪漫主义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浪漫主义的诗是无限的、自由的，不受任何规律约束。 

2．“艺术乃是上帝在世间的可睹现象”，诗人对人世现实“不关心”。 

3．“美的艺术”无目的。 

4．“文艺批评是主动、自由的纯心灵的活动。 

二、海涅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中世纪的基督教浪漫主义已没有继承的必要。 

2．无视德国现实而一味缅怀中世纪耶拿派浪漫主义没有出路。 

3．在对歌德与席勒的评论中探讨德国文学的发展道路。 

第二节  英国浪漫主义 

一、概述 

二、华兹华斯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诗的题材应是田园生活，诗的语言应为真挚单纯的语言。 

2．诗的目的是抒发情感，歌颂自然和人生，诗是神谕的东西。 

3．诗的想象以及想象与幻想的区别。 

三、柯勒律治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诗的本质“介乎某一思想和某一事物之间”，是主客观的统一。 

2．想象是浪漫主义诗创作的根本动力。 

3．诗是诗的天才的特产。 

四、济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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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诗只表现感受，不表现思想。 

2．诗人应是具有“消极能力”的人，目的是创造“纯美”的诗。 

五、雪莱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 驳庇卡特对诗的否定。 

2． 驳庇卡特对诗人的否定。 

3． 驳庇卡特“诗不如科学有用”的论调。 

第三节  法国浪漫主义 

一、概述 

二、夏多勃里昂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基督教“最富于诗意，最富有人性，最有利于自由、艺术和文学。” 

2．神秘才美。 

三、史达尔夫人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的划分取决于不同地理、气候条件所形成的不同人性。 

2．浪漫主义文学是惟一可以充实完美的文学。 

3．对布瓦洛新古典主义的批评 

四、雨果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诗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 

2．基督教产生与美丑对照原则。 

3．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与真实。 

4．文学的自由主义原则。 

复习与思考题： 

1． 试述史勒格尔兄弟的文艺观。 

2． 试述雪莱的文艺观。 

3． 试述雨果的文艺观。 

拓展阅读书目： 

1．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5月第 2版。 

2．陈太胜著：《西方文论研究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月版。 

3．朱志荣著：《西方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11月版。 

4．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年 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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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英】鲍桑奎著、张今译：《美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6月版。 

第九章  现实主义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使学生对现实主义文论的发展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重点在于巴尔扎克

和别林斯基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 

学时分配：1学时 

第一节  法国现实主义 

一、概述 

二、斯汤达对现实主义精神的阐发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文学必须反映人民的现实状况，适应时代的要求。 

2．文学要真实地再现现实、展开人的心灵世界。 

3．文学需要想象和创造理想。 

三、巴尔扎克论现实主义原则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小说应成为社会风俗的历史。 

2．现实主义真实性原则。 

3．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 

4．作家的法则。 

四、福楼拜对客观性原则的强调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 

2．忠于现实，但不摹写现实。 

3．对形式美和细节描写的刻意追求。 

第二节  俄国现实主义 

一、概述 

二、别林斯基论艺术与现实] 

（一）生平 

别林斯基,俄国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卓越的文学批判家.他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主要是通

过他的文学批判建立起来的。可以说,他的文学实践的全部功绩,集中反映在他的文学批评---被他

称为"行动中的美学"----的科学活动中.他确立了历史的审美的原则。他通过对普希金,果戈理等优

秀作家的创作评论,出色的总结了 19世纪 30和 40年代俄国的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使他的现实主

义文学理论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卓然挺立于 19世纪俄国文学的长廊之中。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艺术应创造典型、真实地反映现实。 

2．艺术应为社会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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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艺术用形象思维。 

4．历史的审美的批评原则。 

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观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现实美高于艺术美。 

2．悲剧理论。 

复习与思考题： 

1． 试述巴尔扎克的文艺观。 

2． 试述斯汤达的文艺观。 

3． 试述别林斯基的文艺观。 

4． 试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艺观。 

拓展阅读书目： 

1．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5月第 2版。 

2．陈太胜著：《西方文论研究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月版。 

3．朱志荣著：《西方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11月版。 

4．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年 6月版。 

5．【英】鲍桑奎著、张今译：《美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6月版。 

第十章  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使学生对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文论的发展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重点在

于泰纳的“三要素”说。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泰纳论决定文学的“三要素” 

一、概述 

二、泰纳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种族、环境、时代与文艺的关系。 

（1）种族的文艺。 

（2）环境与文艺。 

（3）时代与文艺。 

2．艺术本质论。 

3．艺术理想的确立与艺术效果。 

第二节  圣伯夫的实证主义批评 

一、概述 

二、圣伯夫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文学批评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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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学批评的重点。 

3．文学批评的目的。 

第三节  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 

一、概述 

二、左拉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以科学控制文学，使文学回到自然。 

2．以科学的态度记录事实。 

3．以科学实验的方法进行写作。 

复习与思考题： 

1．试论泰纳的文艺观。 

2．试论左拉的文艺观。 

3．试论圣伯夫的文艺观。 

4．试论实证主义文论的影响。 

5．试论自然主义文论的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5月第 2版。 

2．陈太胜著：《西方文论研究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月版。 

3．朱志荣著：《西方文论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11月版。 

4．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6年 6月版。 

5．【英】鲍桑奎著、张今译：《美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6月版。 

第十一章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概观及象征主义与意象派诗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使学生对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脉络和象征主义、意象派诗论有一个

总体上的把握。 

学时分配：1学时  

第一节 二十世纪西方文艺理论概观 

一．课程内容 

1．两大主潮：人本主义思潮和科学主义思潮。 

2．两次转移：从作家中心转为作品中心；从作品中心到读者中心。 

3．三大转向：“非理性转向”、“语言论转向”、“文化转向”。 

二．复习与思考题： 

1. 人本主义文论与科学主义文论的主要理论派别各是什么？ 

2. “非理性转向”、“语言论转向”与“文化转向”的理论意义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拉曼·塞尔登：《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朱狄：《当代西方美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第二节 象征主义与意象派诗论 

一．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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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瓦莱里以音乐化为核心的象征主义诗论。 

（1）和谐的整体感觉效果； 

（2）诗情世界与梦幻世界的内在联系； 

（3）语言的音乐化。 

2．叶芝的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象征理论。叶芝对象征的要求：包含着感情象征的理性象征。 

3．庞德、休姆的意象主义诗论。 

庞德的“意象”定义：“一个意象是在瞬息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 

二．复习与思考题： 

1． 瓦莱里为何要提出抽象思维的重要性？ 

2． 在叶芝看来，隐喻与象征的区别是什么？ 

3． 休姆认为“幻想”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瓦莱里：《文艺杂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 

查德维克：《象征主义》，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年。 

第十二章  表现主义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表现主义的发展概况和主要观点。 

学时分配：1学时 

一．课程内容 

1．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即表现论。 

克罗齐“直觉-表现”说的主要观点。直觉指心灵赋形式于杂乱无章的物质世界的活动；直觉

即表现，两者不可分割。 

2. 科林伍德的表现理论。 

科林伍德对表现情感和激发情感的区分。 

表现首先指向表现者自己；艺术创作不应为一般而忽略个别；表现的结果是使艺术家与欣赏者

之间的界限趋于消失。 

二．复习与思考题： 

1．为什么说直觉即是表现？ 

2．表现主义文论体现出什么样的理论新意向？ 

拓展阅读书目： 

克罗齐：《美学的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科林伍德：《艺术原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弗内斯：《表现主义》，北京：昆仑出版社，1989年。 

第十三章 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俄国形式主义与布拉格学派的发展概况及其主要观点。 

学时分配：1学时 

一．课程内容 

1．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 

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 

文学语言和日常语言：在日常语言中，说话的意义（内容）是最重要的；在文学语言中，表达

本身（形式）就是目的。 

2．雅各布森对文学性的语言学阐释。 

（1）雅各布森论文学的“文学性”：诗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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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雅各布森论隐喻与转喻：隐喻即依靠相似性的比喻；转喻即依靠邻接性的比喻。   

3．艾亨鲍姆的科学实证主义文论。 

艾亨鲍姆“创新”即“发现”的观点：新的艺术形式的创造，本质上是一种发现，这种形式潜

藏于以前阶段的形式之中。 

二．复习与思考题： 

1． 如何了理解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作品是“意识之外的现实”？ 

2． 为什么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创作的宗旨在于审美过程？ 

3． 为什么俄国形式主义认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研究文学的内部规律？ 

拓展阅读书目： 

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 

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第十四章  精神分析与原型批评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的发展概况，掌握该派理论的主要观点。 

学时分配：1学时 

一．课程内容 

1．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文论。 

主要论著：《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俄狄浦斯王〉与〈哈姆雷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

父》。  

（1）人格结构学说和“俄狄浦斯情结”的主要观点：本我与“快乐原则”、自我与“现实原则”、

超我与“至善原则”；恋母情欲综合感。 

（2）文学艺术与白日梦：创造性作家本质上是白昼的梦幻者。 

2．霍兰德的读者反应批评。 

主要论著：《精神分析学与莎士比亚》、《文学反应动力论》、《本人的诗歌：文学精神分析学引

论》。 

霍兰德论创作与阅读中人体身份、文化身份和个人身份的主导作用：儿童时代使每个人发展出

一种与他人不同的个人风格或身份主题；所有文学反应都由包括人体身份、文化身份和使我们成为

现在这个样子的独一无二的个人历史的那种身份所控制。 

3．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 

拉康的主要论著：《自我的语言》、《精神分析学的四个基本概念》。 

（1）拉康对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语言学阐释：以隐喻和转喻解释“压缩”和“移置”。 

（2）拉康对弗洛伊德“自我”概念生成的新解：从“想象态”到“象征性秩序”；“镜子阶段”

的重要性。 

4．荣格的原型理论。 

荣格的主要论著：《无意识心理》、《心理类型》。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论和“原型”说： 

（1）“集体无意识”指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世世代代的普遍性的心理经验的长期积累； 

（2）“原型”是自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普遍意象，作为一种“种族的记忆”被保留下来，使每

个个体先天就获得一系列的意象和模式。 

5．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 

弗雷泽的主要论著《金枝》。 

循环模式：许多古代神话和祭祀仪式都与自然界的季节循环变化有关。 

6．弗莱的原型批评理论。 

弗莱的主要论著：《批评的解剖》。 

四种叙事模式：传奇故事模式；喜剧模式；悲剧模式；讽刺作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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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复习与思考题： 

1．弗洛伊德对古希腊神话的分析有何特色？ 

2．霍兰德是如何将精神分析与文学阅读结合起来的？ 

3．拉康如何将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精神分析理论糅合起来？ 

4．理解原型批评与历史唯物论、斯本格勒“历史有机发展论”的关系 

拓展阅读书目： 

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霍尔：《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 

拉康：《拉康选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分析》，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 

弗莱：《批评的剖析》，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 

第十五章  直觉主义与意识流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直觉主义与意识流文论的主要观点。 

学时分配：1学时  

一．课程内容 

1．柏格森与直觉主义。 

柏格森的直觉说和绵延说直觉的主要内容。 

（1）直觉是一种不依靠理性与经验、不证自明的知识能力，它追随对象的内在生命，达到物

我同一的至境。 

（2）绵延是通过直觉体验到的时间，即“心理时间”。 

2．威廉•詹姆斯的意识流理论。 

威廉•詹姆斯论意识流的不可分割性：意识中每一个鲜明的意象都是浸染在围绕它们流淌的活

水之中。 

3．意识流作家的艺术观点。 

（1）乔伊斯对阿奎那的美的三要素说的阐释 

（2）沃尔夫论心理的真实：生活是一圈始终包围着我们意识的半透明的光晕。 

二．复习与思考题： 

1．为什么威廉•詹姆斯认为意识流具有不可分割性，其理论依据是什么？  

2．乔伊斯对阿奎那美的三要素说有何评价？ 

3．理解沃尔夫论的小说创作与其意识流理论的关系。  

拓展阅读书目： 

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柏格森：《创造进化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弗里德曼：《意识流：文学手法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第十六章 语义学与新批评派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新批评派的发展概况，掌握语义学和新批评派文论的主要观点。 

学时分配：1学时 

一．课程内容 

1． 理论背景与发展概况。 

（1）瑞恰兹的语义学批评。 

瑞恰兹的主要论著《意义的意义》、《实用批评》、和《修辞哲学》。 

瑞恰兹语义学批评的基本特征：①“细读法”和语义分析；②对心理学问题的重视；③内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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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 

瑞恰兹的语境理论：①就共时性而论，语境包括与所要诠释的对象有关的某个时期中的一切事

情；②就历时性而论，语境则表示一组同时再现的事件；③在特定的语境中，会产生矛盾的解释均

应排除在复义之外。 

（2）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 

主要论著《传统与个人才能》、《玄学派诗人》和《批评的功能》。 

艾略特“非个人化”理论的要点：①文学传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文学家应当适应传统；②文

学家应当消灭个性；③文学家应逃避个人情感。 

艾略特寻找“客观对应物”的观点：强调感性和理性的密切结合，一种思想 同时也就是一种

经验。 

2．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 

兰色姆的“构架—肌质”理论。“构架”指文本内容的逻辑陈述；“肌质”指文本中的个别细节。

在文学作品中，“肌质”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构架”，只有它才是作品的本质和精华。 

3．布鲁克斯的“细读法”。鲁克斯论悖论与反讽。悖论：表面上荒谬而实际上真实的陈述；反

讽：所说的话与所要表示的意思恰恰相反。 

4．燕卜荪的含混理论。 

含混：“任何语义上的差别，不论如何细微，只要它能使同一句话可能引起不同的反应。” 

5．维姆萨特和韦勒克的“新批评”理论。 

“意图谬见在于将诗和诗的产生过程相混淆”；“感受谬见则在于将诗和诗的结果相混淆”。 

（1）维姆萨特论隐喻：①隐喻得以存在的基础是喻旨与喻本之间的相异性；②隐喻是一种具

体的抽象；③隐喻不仅依靠异中之同，也能依靠相反之处；④隐喻离不开语境。 

（2）韦勒克以文学内部研究取代外部研究：文艺作品是“一个为某种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

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它是内部研究的唯一对象。 

二．复习与思考题： 

1．艾略特的非个人化理论与意图谬见之间有何联系？ 

2．理解燕卜荪的含混理论，并结合文本来进行分析。 

3．如何理解韦勒克所提倡的文学内部研究？  

拓展阅读书目： 

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 

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五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韦勒克：《文学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第十七章  结构主义、符号学与叙事学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结构主义、符号学与叙事学理论的代表作家及其主要论著，掌握结

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理论的主要观点。 

学时分配：2学时 

一．课程内容 

1． 结构主义文论的理论背景和主要特征。 

（1）索绪尔语言学的几对基本概念：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历时与共时。 

（2）皮亚杰对“结构”的三个概括：结构具有整体性、转换功能和自我调节功能。 

（3）结构主义文论的主要特征：①寻求批评的恒定模式；②强调文学研究的整体观；③追踪

文学的深层结构；④在文学符号学和叙事学上深有研究。 

2． 法国结构主义文论。 

列维-斯特劳斯的主要论著《野性的思维》、《神话学》、《结构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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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学：以二项对立原则解析俄狄浦斯神话。 

3． 罗兰·巴特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的文论。 

主要论著：《写作的零度》、《论拉辛》、《符号学原理》、《S/Z》、《恋人絮语》。 

罗兰·巴特论“写作的零度”和叙事作品分析的三个级次： 

（1）“写作的零度”：即零度风格，它体现为对作者主体性的遮蔽。巴特又指出，言语与文体

两者从两个维度制约了作者的创作。 

（2）叙事作品分析的三个级次：功能级、行动级和叙述级。 

4． 托多洛夫的叙事理论。 

托多洛夫的主要论著《〈十日谈〉的语法》 

托多洛夫论叙事时间、叙事体态和叙事语式： 

（1）叙事时间：作品讲述的时间对事件时间的压缩和延伸；连贯、交替和插入。 

（2）叙事体态：①叙事者大于人物； ②叙事者等于人物；③ 叙事者小于人物。 

（3）叙事语式：描写与叙述。 

5． 文学符号学概况。 

格雷马斯的主要论著《结构语义学》。 

格雷马斯的六个行动位模型和“符号矩阵”： 

（1）六个行动位：主体、客体、发者、受者、对手和助者； 

（2）“符号矩阵”：x、反 x、非 x、非反 x。 

6． 文学叙事学。 

普洛普的主要论著《民间故事的形态学》。 

普洛普论民间故事的 31种功能和四个基本法则： 

（1）“功能”即“人物的行为，服从人物行动意义的行为”；各种神话和民间故事内容上有差

异，但可以找出共同的功能。普洛普归纳出 31种功能，并认为任何一个故事都会有 31种功能中的

某几种。 

（2）四个基本法则：①人物的功能是故事里固定不变的成分，构成故事的基本要素；②对民

间故事来说，功能有数量上的限制；③功能的顺序永远不变；④就结构而论，所有的民间故事都属

同一种类型。 

7．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狂欢化诗学。 

巴赫金的主要论著《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拉伯雷的创作以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民间

文化》。 

（1）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主人公意识的独立性，主人公之间、

主人公与作者之间平等的对话关系。巴赫金借用音乐学中的术语“复调”来说明这种小说创作中的

“多声部”现象。 

（2）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的主要内容：①重视人类学；②提倡平等对待一切文学体裁、语言和

风格；③消除诗学研究的封闭性，加大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开放性，寻求各种文学因素的融合。 

二． 复习与思考题： 

1. 索绪尔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影响是什么？ 

2. 理解罗兰·巴特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转变。 

3.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经典结构主义文论进行了怎样的超越？ 

拓展阅读书目：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 

格雷马斯：《论意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王东亮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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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现象学、解释学与接受美学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现象学、解释学与接受美学的理论概况，并掌握其内在的发展逻辑。 

学时分配：2学时 

一．课程内容 

1.哲学背景与发展概况。 

胡塞尔的两种“悬置”说和“现象学还原的方法”。 

（1）两种“悬置”说：“存在的悬置”和“历史的悬置”； 

“现象 学还原的方法”：①现象的还原；②本质的还原；③先验的还原。 

（2）杜夫海纳论审美知觉：①呈现；②表象与想象；③反思与感受。 

2. 英伽登的现象学文论。 

（1）伽登的文学作品结构的四层次说：①字音与高一级的语言组合；②意义单元；③多重图

式化方面及其方面连续体；④再现客体。 

（2）英伽登论“心理行为的客观的意向性关联物”与积极阅读：将作品和阅读联系在一起的

意义单元是以字音所携带的意义为基础的，这种“意义”不同于作者和读者的主观意图而是一种公

共意义。作品本身的意向性关联物还只是一些图式化的方面，它充满了无数的“不定点”和空白，

读者应当调动自己的想象，填补作品的不定点和空白，才能使作品变成活生生的审美对象。 

3. 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文论。 

（1）海德格尔的“此在”和“存在”的定义：“此在”：被抛掷在时空中并不得不与他人共在

的具体个人；“存在”：语言活动中发生的意义之在，人的存在本质上即意义之在的历史性发生。  

（2）海德格尔论文艺作品中“世界”与“大地”的冲突：这一对概念充满隐喻性，就其以之

阐释艺术作品的本源而论，主要指“意义化”（世界）和“无意义化”（大地）的冲突；作品描述的

存在者既显示（获得意义）又隐匿（失去意义）地出场，作品因此而成其所是。 

（3）海德格尔诗论的三大要点：①诗以语词确立存在；②诗便是对神性尺度的采纳；③人在

大地上诗意地栖居。 

4. 萨特的存在主义文论。 

萨特的文学本质论和文学接受论： 

（1）文学本质论：文学在本质上是对人的存在和自由的揭示。 

（2）文学接受论：作品的世界是由读者和作者的自由“合力支撑”的。 

5.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文论。 

伽达默尔的主要论著《真理与方法》、《美的现实性》。 

（1）伽达默尔论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艺术作品的存在类似于游戏，游戏的真正主体不是游

戏者而是游戏本身，同理，作品的真正主体不是作者而是作品本身，是作品本身借作者的写作来表

现自己。尤为重要的是，对游戏的表演和持续表演而言，观众的观看是决定性的，与此相应，艺术

作品的接受理解对艺术作品的意义显现和和持存也是决定性的。 

（2）伽达默尔论对艺术作品的理解：文本理解活动在本质上乃是不同视域的相遇。视域融合

不仅是历时性的，也是共时性的。“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 

6. 姚斯的接受美学。 

姚斯的主要论著《文学史作为向文学理论的挑战》、《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 

（1）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文学作品的存在史是文学史研究的真正内容，文学史在本质上是

作品的接受史。在文学史研究中引入读者之维也就是引入历史之维，这种引入是接受美学作为文学

史方法论基础的关键所在。  

（2）期待视域与审美愉快。期待视域：主要有两大形态，一是在既往的审美经验基础上形成

的较为狭窄的文学期待视域，二是在既往的生活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更为广阔的生活期待视域。这两

大视域相互交融，构成具体阅读视域。期待视域既是阅读理解得以可能的基础，又是其限制。姚斯

将作品的理解过程看作读者的期待视域对象化的过程，在此意义上，文学作品的接受史实际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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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读者期待视域的构成、作用、及变化史。姚斯还区分了个人期待视域和公共期待视域，认为后者

是接受美学的主要任务。 

（3）审美愉快：①审美生产方面的愉快及相关审美经验，即“审美创造”；②审美接受方面的

愉快及相关审美经验，即“审美感受”；③审美交流方面的愉快及相关审美经验，即“审美净化”。 

7. 伊塞尔的阅读理论。 

伊塞尔的主要论著《文本的召唤结构》、《阅读行为》。 

伊塞尔论“文本的召唤结构”和“文本的隐在读者”： 

（1）文本的召唤结构指文本具有一种召唤读者阅读的结构机制。 

（2）文本的隐在读者不是指具体的实际读者，而是指一种“超验读者”、“理想读者”或“现

象学读者”，“隐在读者”意味着文本之潜在的一切阅读的可能性。 

二． 复习与思考题 

1. 为什么英伽登在文学作品的四层面之外提出“形而上学质性”？ 

2. 海德格尔的“此在”的特征是什么？ 

3. 如何理解海德格尔的“大地”与“世界”的争执？ 

4. 伽达默尔从海德格尔的此在解释学中获得了什么启示？ 

5. 伊塞尔与伽达默尔的差异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海德格尔：《林中路》，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伊塞尔：《阅读活动 审美反应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第十九章 解构主义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解构主义的代表作家及其主要论著，掌握其主要观点。 

学时分配：1学时 

一．课程内容 

1． 理论背景和发展概况。 

转向解构的巴特的文本理论和文本阅读理论。 

（1）文本理论：从来不存在“原初”文本，每个文本都是由其他文本的碎片编织而成；文本

这种“复数”特点导致文本意义的不断游移、播撒、流转、扩散、转换和增殖，文本本身只是开放

的无穷无尽的象征活动。 

（2）文本阅读理论：①阅读“文本”需转喻式思维；②判断“文本”间的区别，要依据它们

不同的能指意指的活动路线与意义播撒过程；③阅读“文本”是一种创造的双重“游戏”。 

2．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 

德里达的主要论著《论文字学》、《白色神话》。德里达论文字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 

（1）文字学：意为关于“字符”的“科学”。德里达认为传统语言学刻意用口说的话即言语来

压制书写的话即文字，从而阻碍了文字作为一门科学的建构。肃清言语加诸文字之上的阴影，是解

构主义的当务之急。“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称西方自柏拉图以来以言语直接沟通思想而贬抑书

写文字的传统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它的另一个名称就是“语言中心主义”。设定意义在文字之先

的书的概念，只能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御用工具，要建立文字的科学，势必要扫清这一障碍。 

（2）德里达对传统哲学/文学二元对立的解构：二元对立是西方传统哲学把握世界的一个最基

本模式，而且两个对立项并非是平等的，德里达认为要颠覆传统哲学，就必须“在一个特定的时机，

将这一等级秩序颠倒过来”。哲学作品中并不仅仅存在作为文学性象征的隐喻，用来帮助说明某些

概念，哲学本身就是一门植根于隐喻的科学，假如把其中的文学性清除出去，哲学本身势将一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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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 

3． 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理论。 

（1） 德•曼的主要论著《盲视与洞见》、《阅读的寓言》。德•曼的修辞学阅读理论：①提出一

种解构主义文本观，将阅读行为看作是一个真理与谬误无法摆脱地纠缠在一起的无止境过程；② 强

调文本语言符号与意义的不一致性；③接受尼采视修辞性为语言的最真实性质的观点，认为文学文

本比哲学文本修辞性更为突出，其意义更难确切把握，因此，文学阅读中完全可能存在着两种以上

无法调和、甚至相互消解的阅读。 

（2）布鲁姆的主要论著《影响的焦虑》、《误读图示》。布鲁姆的“影响即误读”理论：①吸收了

德里达“异化”概念和德•曼的解构思路，提出“阅读总是误读”的观点；②把这一观点应用于文学史

的影响研究，提出了“影响即误读”的理论，认为从文艺复兴起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就是一部焦虑

和自我适合的歪曲模仿的历史；③从解构主义的“互文性”观点来论证“影响即误读”的理论。 

（3）哈特曼的主要论著《荒野中的批评》、《横渡：作为文学的文学批评》。哈特曼解构主义理

论的主要观点：①深入阐述了语言意义的复杂多变与不确定性；②从语言的不确定性出发，揭示文

学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③提出把文学批评和文学文本同样看待的观点，消解了批评与文学的界限。 

4．福柯的话语理论和权力理论 

福柯的主要论著《疯狂史》、《知识考古学》、《性史》、《权力/知识》。 

（1）话语理论：①视历史为话语的构造，故而可笼统称之为“话语理论”，在话语即历史所标

示的客观性背后，具有某种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②提出“认识价”概念，认为认识价不是思想构

成深部的基本范畴，而是某种整体关系，故而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知识总体和它的基本构成原则。③

提出“档案”概念，认为它是高度差异化的命题的形成和转化的总系统。④知识的“考古”不在“作

者”和“书”的一统话语，而是进行话语规则的组构、排斥和转化，是对一系列学科中构成一种文

化档案的断续性的考察。 

（2）权力理论：①以知识和权力为一对共生体，这个共生体的表象是知识，实质是权力。权

力是弥漫生成于各种关系的一种转替无定的游戏，这些关系波及人类存在的所有领域。权力有意向

却没有主体性，即便权力促生抵制力量，后者也只能存在于权力关系弥散无边的游戏之中。②对权

力的抵制点不失为差异的一种特定形式。有权力必有抵制存在，因此，无所不在的权力既是压抑的

力量，又是建设的力量。即文学而言，这一观点意味着每一个文本都参与了知识和权力的游戏。 

（3）作者作为话语的功能：①作者的功能是法律和惯例体系的产物，此一体系限制、决定并

明确表达了话语的范围。②作者的功能在整个话语中并不具有普遍和永恒的意义，所以，在西方文

化中，每个时期是在为不同类型的文本寻找作者。③作者的功能并不意味着单纯在话语中探究作为

个人的作者来源，实际上它是一种复杂的运动，建构出“作者”这一特定的理性存在，如批评家寻

找作者的深层动机、独创性等等的努力。④作者的功能并不是把话语视为被动的静止的材料，以便

从中建构一个真实个体的形象。作者的功能产生并存在于作者与叙事者之间的裂缝中，是在两者的

距离之间运作。 

二．复习与思考题： 

1. 理解耶鲁解构学派与德里达的关系。 

2. 什么是逻各斯中心主义与语音中心主义？ 

3. 由旧作品观到新解释学文本观、解构主义文本观，发生了什么转折？ 

4. 福柯对解构理论的贡献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德里达：《论文字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福柯：《词与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福柯：《知识考古学》，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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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上）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代表作家及其主要论著，掌握其理论要点。 

学时分配：1学时 

一.课程内容 

1．理论背景和发展概况。 

2．卢卡奇的现实主义文论。 

卢卡奇的主要论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审美特性》。 

（1）卢卡奇论艺术本质：文艺的内容来自对客观现实的反映，但这种反映又是对客观现实的

超越。 

（2）卢卡奇的艺术发生说：一方面接受并发挥了马恩的劳动起源论，另一方面又用巫术起源

论加以补充；卢卡奇论艺术功能：激发情感与认识世界统一论。 

3．葛兰西的“民族-人民的文学”论。 

葛兰西的主要论著《狱中札记》、《狱中书简》。 

葛兰西论“民族-人民的文学”：要求文学作为“新文化”的一部分，成为“精神、道德革新的

表现”，为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 

4．马歇雷和戈德曼的结构主义文论。 

马歇雷与戈德曼的主要论著：《文学生产理论》、《文学社会学方法论》 

（1）马歇雷的“沉默论”：作品中的空白和沉默是意味深长的，它们间接地表现了意识形态。 

（2）戈德曼论“有意义的结构”：文学创作是作家通过自身的努力，制造一个由其思想、情感

和行为组成的有意义的连续结构。这种结构一方面涉及到某一文学作品的各部分内容要素之间的整

体关系，另一方面又与整个社会有着内在的联系。 

5．伊格尔顿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论。 

伊格尔顿的主要论著《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导论》。 

伊格尔顿的艺术生产理论： 

（1）把文学艺术看作商品，文艺既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又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经

济生产的形式； 

（2）从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的相互关系看艺术形式，艺术生产和消费既可以改变艺术形式，

也可以改变艺术家与欣赏者的关系，还可以改变艺术家之间的关系。 

二．复习与思考题： 

1．卢卡奇的主要艺术观点是什么？ 

2．戈德曼的“有意义的结构”与结构主义有何关联？ 

3．理解伊格尔顿的文艺意识形态论。 

拓展阅读书目：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葛兰西：《狱中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第二十一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下）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代表作家及其主要论著，掌握其理论的

要点。 

学时分配：1学时 

一．课程内容 

1．布洛赫乌托邦式的幻想艺术论。 

布洛赫以“幻想”为核心的艺术理论：①把艺术的本质同幻想、同对世界审美的“超前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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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起来；②艺术是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它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成为精神的一个避难所；③

艺术的幻想实质是对白日梦的改造。 

2．布莱希特以理性为本的戏剧理论。 

（1）布莱希特的史诗剧理论和“间离化”：史诗剧：用史诗即叙事方法在戏剧舞台上表现既有

广度又有深度的现代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并展示其发展趋势，以“叙事性”取代“戏剧性”。“间离

化”：是史诗剧的核心概念。 

（2）布莱希特论现实主义：①现实主义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②现实主义不应以酷

似生活为标准，而应“驾驭”现实，洞察生活本质；③主张把事件过程置于艺术表现的中心；④现

实主义应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和手段来表现新的现实，可借鉴先锋派的艺术成果。 

3．本雅明的技术主义艺术理论。 

本雅明的艺术生产论：艺术创作是生产，艺术欣赏是消费，艺术创作的“技术”即技巧，代表

着一定的艺术发展水平，构成了艺术生产中的艺术生产力。 

4．阿多诺的否定性文论。 

阿多诺论否定的辩证法和艺术的否定性本质：否定的辩证法：真正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是指向

差异之物，即矛盾和对立，其真实含义永远是否定性的，而不具有任何肯定性；否定的辩证法就是

要否定现实的总体性，捍卫、争取个体性和非同一性。艺术的否定性本质：“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

否定的认识”。 

5．马尔库塞的新感性文论。 

（1）马尔库塞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①批判资本主义的“消费控制”把人变成“单

维人”；②批判资本主义对人的“爱欲”本性的压抑；③批判资本主义滋长了“攻击性”罪恶；④

从人性异化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 

（2）马尔库塞论艺术的本质和造就“新感性”的功能：①认为艺术的永恒性以普遍人性为基

础，并对普遍人性作了弗洛伊德式的解释，强调艺术超越直接现实，展现了一个非压抑的条件，促

使人的感性本能得以升华。②艺术以想象与幻想对现行的理性原则提出挑战，使主体感性摆脱压抑

状态，达到“感性的解放”。③促使人们改变旧的感受世界的方式，造就具有“新感性”的社会主

体，而“新感性”能变成一种改造、重建社会的现实生产力。④现代艺术是造就新感性的最佳途径。 

6．弗洛姆的新精神分析文论。 

弗洛姆论“生产性的爱”与“社会无意识”： 

（1）“生产性的爱”：提出人的存在的二律背反和历史的二律背反的观点，强调爱是“在保存

人的完整性、人的个性条件下的融合”，而成熟的爱应是一种生产性的爱，一种给予。 

（2）“社会无意识”：指出社会是通过语言、理性逻辑和社会禁忌三个途径来压抑无意识的，

它们是社会的过滤器；强调文学与社会无意识的密切联系。 

7．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化理论。 

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行为”理论及其对现代艺术的基本观点： 

（1）“社会交往行为”理论：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和相互作用，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

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和一致。 

（2）对现代艺术的基本观点：①对现代艺术打破传统艺术的“光晕”，引导人们摆脱依附、寻

求解放的功能予以肯定；②先锋派艺术所体现的不是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希望，而是资本主义的合法

化危机，是对交往行为合理化要求的潜在期盼；③指出先锋派艺术因“光晕”的丧失和“寓言”手

法的广泛应用，使作品有机一体化被破坏，虚假整体意义被消解，与丑、否定的畸形结合，使艺术

成为一个自主化的实验场所。 

二．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本雅明的“灵韵”？ 

2．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指什么？他为什么提出“新感性”？ 

3．弗洛姆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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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什么是哈贝马斯的“新理性”？ 

拓展阅读书目： 

本雅明：《本雅明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第二十二章  女性主义批评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作家及其主要论著，掌握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

要点。 

学时分配：1学时 

一．课程内容 

1． 女性主义批评的思想来源。 

西蒙•德•波娃的主要论著《第二性》。 

西蒙•德•波娃的女性形成说：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是人类文化整

体产生出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 

2． 英美派女性主义批评。 

米勒特的主要论著《性政治》。 

米勒特论“性政治”：从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在性别权力关系中所处的受支配、受奴役的

地位入手，揭露父权制社会男性控制、支配女性的政治策略，并首次引入一种女性阅读的视角。 

3． 法国派女性主义批评。 

（1）克里斯蒂娃的主要论著《关于中国妇女》。 

克里斯蒂娃女性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①着重分析语言上、文化上妇女被压抑、被排斥的地位；

②提出一种对男权中心具有颠覆性的符号学；③重视母性的意义。 

（2）西苏以实现“双性同体”为目标的女性写作理论：①赋予女性写作以女性解散的特殊功

能；②提出“描写躯体”的口号；③提倡一种包容男性语言在内的双性同体式的女性语言。 

4． 其他女性主义批评。 

伊瑞格瑞论“女性谱系”和“女人腔”： 

（1）“女性谱系”：否定父权制，提倡重建类似前俄狄浦斯阶段的女性谱系，恢复一种新型的

母女认同关系，在这种女性谱系中，女性之间的关系上升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女性不再沦为

单纯的客体。 

（2）“女人腔”：指与男性理性化语言相对立的一种非理性的女性话语方式。其特征是意义无

定、无中心、跳跃、隐秘、模糊等。“女人腔”因有包容对立双方于一体的功能，所以能消解父权

制坚持的男女二元对立。 

二．复习与思考题： 

1. 女权主义的两个学派是什么？各自的特征是什么？ 

2. 为什么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是正不断展开而尚未完成的？ 

3. 女权主义的意义和局限何在？ 

4. 女性如何以新的写作策略对抗父权制对女性写作主体的取缔 

拓展阅读书目： 

波伏娃：《第二性》，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 

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年。 

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第二十三章  后殖民主义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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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后殖民主义文论的代表理论家及其主要观点。 

学时分配：1学时 

一．课程内容 

1． 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背景。 

（1）思想来源：①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理论；②福柯的话语理论；③德里达

的解构主义；④女性主义理论。 

（2）发展概况：19世纪后半叶即已萌芽，其理论的自觉和成熟是以赛义德《东方学》的出版

为标志，其后的主要理论家有斯皮瓦克和巴巴等人。近年来，一批新马克思主义者也汇入了后殖民

主义批评思潮中。 

2． 赛义德对东方主义的透视。 

（1）赛义德论“东方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①在世界的“话语-权力”结构中看到宗主国与

边缘国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上的二元对立，强权政治虚构出一种“东方神话”，以显示其文化

的优越感，这就是“东方主义”作为西方控制东方所设定出来的政治镜像。②西方为自己的利益编

造了一整套重构东方的战术，并规定西方对东方的理解，通过文学作品、文化历史著作描写的东方

形象为其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服务。③处在西方强势语境的学者个体应保持个性，不为西

方意识形态所牵制。尤其是第三世界学者只有通过个体经验才能有效地选择境遇并改变个体乃至群

体的命运。④强调文化多元主义，使知识分子从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误区中“超前性”地走出来，

真正进入多元并存的后现代世界格局之中。 

（2）后殖民主义文本理论：①文本的存在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总是处于一定的时空社会

关系之中，因此，文本存在于世界中而具有世界性。②文本是一种生产，它不仅生产出无数的文本

阐释，而且生产出新的意义网络；写作本身就是把控制和受控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系统转换为纯粹的

文字，文本中心主义、文本排他主义的观点都忽略了种族中心主义和人对权力的欲望，而这正是文

本与世界联系的根本内容。③强调以批评家的文章为中心“位置”，并进而分析文本的介入时间和

意识，文本的内在矛盾，文本的不可更改性，文本的偶然性，文本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④将文

学经验与文化政治联系起来，进而强调政治和社会意识与文学研究的关系，推行文化政治批评，并

强调跨学科研究对后殖民主义文学研究的重要性。 

3．斯皮瓦克对殖民地权力话语的批判。 

（1）历史记忆：①边缘国对宗主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上的依赖使其历史记忆在被中

心话语重新编织中受到“认知暴力”的挤压而变质；因此，要重建真实的历史叙述就需建构新的叙

述逻辑。②处于第一世界中的第三世界学者不能忘记“主体异质性”的边缘文化身份。③不应简单

地创造一些反历史、反霸权的激进话语，而应就整个西方话语和政治体制进行意义深远的论战和作

观念的全新调整，以此方式修正“臣属”的历史记忆。 

（2）文化“身份”的重新书写：①以解构主义去中心方法解构宗主国文化对殖民地文化所造

成的内在伤害；②从历史叙事入手，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揭露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历史

的歪曲和虚构，建立反叙事，使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③强调后殖民批评的人文话语；④强调后

殖民批评中的第三世界妇女的“发言”。 

（3）关于第三世界妇女与文化批评：①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们不自觉地复制帝国主义式的主

观臆断，将第三世界妇女重组成自恋型、虚构型的“他者”。②西方女性主义者将“历史”看作一

种贬低理论的实证经验，因而对自身的历史视而不见，却以第一世界霸权式的知识实践指定“第三

世界”作为研究对象，这表明霸权主义意识形态局限比学者个人意识的局限要严重得多。只有将历

史和政治引入对女性问题的心理分析，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运作理论引入经济文本，才能回到

对殖民主义心理分析的起点，才会发现新帝国主义的操作机制。③在男性权力话语中，第三世界妇

女成为不在场的、无名的、不确定的空洞能指，解决的方法并不是按第一世界的标准给予她们以政

治和性别地位，相反，第三世界妇女文学经验中那种人的意识、主体性、发言权斗争和对新生活的

向往，与西方社会的虚无主义人生观形成鲜明对照，并为第三世界文学自身的非殖民化过程提供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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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力量。④女性主义学者在对第三世界妇女的研究中，不仅要清楚“我如何去命名她们？”这一

主体性问题，而且更要清楚“她们如何命名?”我这一主体间性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消弭东西方女

性之间的理解距离，达到第三世界妇女重新“命名”的新历史阶段。 

二．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理解福柯与德里达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贡献？ 

2．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基本理路是什么？ 

3．如何理解赛义德说的“理论旅行”？ 

4．斯皮瓦克为什么要提出“文化身份”？ 

拓展阅读书目： 

赛义德：《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赛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斯皮瓦克：《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第二十四章  新历史主义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作家及其主要论著，掌握新历史主义的理论要点。 

学时分配：1学时 

一．课程内容 

1． 理论背景和发展概况。 

新历史主义文论的基本特征： 

（1）将形式主义颠倒的传统再颠倒过来，重新注重艺术与人生、文本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

语的关系； 

（2）发展了一种“文化诗学”观，认为文学史的意义在于总结一代人对以往文学的见解并打

上当代人的烙印； 

（3）致力于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 

（4）有选择地吸取马克思主义、福柯哲学和女性主义的思想精华。 

2． 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 

格林布拉特的主要论著《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再现英国的文艺复

兴》、《不可思议的领地》 

（1）格林布拉特论“自我”和“自我造型”：论“自我”：①自我是有关个人存在的感受，是

个人藉此向世界言说的独特方式，是个人欲望被加以约束的一种结构，是对个性形成与表达发挥塑

造作用的因素。②文艺复兴时期的确生成了一种日益强大的自我意识，它相应地把人类个性的素质

塑造作为一种艺术升华性过程。 

（2）论“自我造型”：自我塑造是在自我和社会文化的“合力”中形成的。其特征为：①自我

约束，即个人意志权力；②他人力量，即社会规约、精英思想、矫正心理、家庭国家权力；③自我

意识塑造过程，即自我形成“内在造型力”。 

（3）格林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理论的主要观点：①任何理解阐释都不能超越历史的鸿沟而寻

求“原意”；②任何对个别特殊的文学文本的进入，都不可能仅仅停留在文辞语言层面，而是要不

断返回到个人经验与特殊环境中去；③任何文学文本的解读在放回到历史语境中的同时，也就是放

回到“权力话语”结构之中。 

（4）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的基本特征：①跨学科研究性；②文化的政治学属性；③历史意识

形态性。 

3． 海登•怀特的元历史 

怀特的主要论著：《自由人文主义的出现：西欧思想史》、《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形式的要旨：叙述话语与历史表征》。 

怀特论元历史的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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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必须先将对历史的理解看作一种语言结构，通过这种语言结构才能把握历史的真实。 

（2）历史话语具有三种解释策略：形式论证、情节叙事、意识形态意义。 

（3）历史学家往往像诗人一样去预想历史的展开和范畴，使其得以负载他用以解释真实事件

的理论。历史的预想形式可用弗莱关于诗的四种语言转义即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来表示，这正

是历史意识的四种主要方式。 

（4）主张在文学文本的研究中采用历史文本研究法，而在历史文本研究中采用文学研究法，

使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在元历史的理论框架中回归叙述，打通彼此的边界。 

二．复习与思考题： 

1． 如何理解新历史主义理论的综合性？ 

2． 什么是格林布拉特的“自我塑造”？ 

3． 海登·怀特提出“元历史”理论的目的何在？ 

拓展阅读书目： 

张京媛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盛宁：《新历史主义》，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 

第二十五章  后现代主义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后现代主义文论的代表作家及其理论要点。 

学时分配：2学时 

一．课程内容 

1． 如何定义“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 

2． 贝尔对后现代社会文化矛盾的揭示。 

贝尔的主要论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推进，它具有以下特征： 

（1）后现代主义反对美学对生活的证明和反思，更依赖本能； 

（2）艺术成为一种游戏； 

（3）艺术和生活的界限消失； 

（4）经验全变成艺术，不管它有没有形式。 

3． 哈贝马斯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对抗。 

哈贝马斯的主要论著《现代性对抗后现代性》、《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1） “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以反现代主义形式和价值为其特征，背叛、遗弃了大量保存

于传统文化中的希望、价值和真理，具有非中心、非主体、非整体、非本质、非本源的特征。 

（2）“新理性”：不放弃启蒙理想，纠正原设计的错误和实践的偏差，调整和完成理性的重建

和修复，建立新理性图式-交往理性。 

4． 利奥塔德对后现代知识状况的研究。 

利奥塔德的主要论著《后现代状况：知识报告》。 

利奥塔德论后现代知识状况： 

（1）科学知识是一种“话语”； 

（2）随着电脑霸权的形成，一种特殊的逻辑应运而生； 

（3）科学与社会进步的距离加大，前沿科研领域呈现出规律反常、验证证伪、前后矛盾、中

心消散等非稳定随意状态； 

（4）人文科学容忍退让，自然科学步步扩张的过程，成为“文化帝国主义的全部历史”。 

5． 杰姆逊的后现代文化逻辑研究。 

主要论著：《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笼》、《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1）杰姆逊论后现代主义：①深度模式削平导向平面感；②历史意识的消失产生断裂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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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的消失意味着“零散化”；④距离感消失皆肇因于“复制”。  

（2）“辩证的批评”理论：①对文艺作品的解释构成批评的一个最重要内容；②强调“整体性”

或“总体性”概念；③显示文艺作品的内容，揭示被压抑的潜意识和原始经验。 

6． 哈桑对后现代主义审美特征的透视。 

哈桑的主要论著《后现代转折》。 

后现代文化艺术特征：（1）“解构性”，这是一种否定、颠覆既定模式或秩序的特征；（2）“重

构”趋势。 

7． 斯潘诺斯的后现代主义诗学理论。 

斯潘诺斯的主要论著《复制：文学与文化中的后现代机遇》。 

斯潘诺斯的后现代艺术本体论：是一种重生命过程、偶然性、历史性的本体论，它排除了任何

历史决定论和逻辑必然性，赋予个体以无蔽本真的意义。 

8．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大众传媒理论。 

鲍德里亚的主要论著《象征、交换与死亡》、《消费社会》。 

对大众传媒负面效应的批判： 

（1）传媒的介入中断了人的内省和人与人相互间的交谈； 

（2）大众传媒的播出是单向度的，这种不平等的话语输出实质掩盖了“无回应对话”的话语

权力实质； 

（3）媒体具有“敞开”（呈现）和“遮蔽”（误导）二重性； 

（4）人们凝视电视而出神忘我，实际上是一种“窥视欲”的生产与再生产。 

二．复习与思考题： 

1． 如何理解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是未竟的事业”？ 

2． 杰姆逊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 

3． 哈桑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艺术的特征是什么？ 

4． 如何理解利奥塔论后现代社会的知识状况？ 

5． 鲍德里亚对后现代理论的贡献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 

杰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利奥塔：《后现代状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 

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理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古希腊罗马文论（一） 3  

2 古希腊罗马文论（二） 3  

3 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文论 3  

4 现代早期至新古典主义文论 3  

5 浪漫主义文论 3  

6 19世纪文论 3  

7 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 3  

8 现象学、解释学、读者反应批评 3  

9 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文论 3  

10 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文论 3  

11 文化研究、酷儿理论、性别理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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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文学概论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古希腊文论、浪漫主义文论、二十世纪文论 

难点：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理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讲授为主。 

教学手段： 

1.文论史与文学史相结合。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期末考试占 80％。 

5、作业要求： 

每节课结束布置相应思考题。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杨冬：《文学理论：从柏拉图到德里达》（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 拉曼·塞尔登等：《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法律逻辑 
Legal Logic 

课程号：401010062/4070200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是一门基础性、工具性、方法论课程。开设本课程，旨在

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使学生了解与掌握法律逻辑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主要掌握：（1）法律

分析理论：实在法的分析与评价标准；（2）法律推理理论：法律发现与获取的推导模式、方法与准

则；（3）事实推理理论：事实发现与事实认定的推论模式、方法与准则；（4）判决推理与法律论证

理论：裁判的推理与论证模式、方法及其判决证成的准则。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

法律理性精神，为学习其它法学专业课程以及从事法律工作打下必要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教学共 33学时，周 3学时，共进行 11周。包括课堂教学、课堂训练、课堂讨论、课堂

考查。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 法律逻辑学的研究对象 

法官审理案件处理纠纷时要解决三个问题：其一，确认事实；其二，寻找法律；其三，将案件

事实置于法律规范之下，根据事实和法律做出判决。在获得司法判决结果的过程中，法官必然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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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三种意义上的论证，从而必然要进行三种意义上的推理：事实推理、法律推理、判决推理。确认

事实、探寻事实真相的推论称为事实推理（Factual Inference ）。事实推理旨在确认证据事实，

并且基于证据事实确认案件事实，以此作为裁判小前提，为做出司法判决准备事实上的根据和理由。

解读、重构、填补、创制法律的推论称为法律推理 ( Legal Reasoning)。法律推理旨在探寻法律

的真谛、平衡法律的冲突、填补法律的漏洞，获得可资适用的法律规定、规则或原则作为上位规范，

作为裁判大前提，为司法判决准备法律上的依据和理由。案件事实一旦被确认，接下来法官要做的

工作便是，寻找可资适用的法律条款、规定、规则或原则，将其作为裁判依据，把具体案件置于该

法律规定、规则或原则之下。在寻找法律的过程中，法官会遇到以下情况：对于具体案件而言，其

一，法律未规定或无明文规定，法律规定存在漏洞或空白；其二，法律规定模糊不清、含混歧义或

笼统抽象；其三，法律规定相互冲突、相互抵触、自相矛盾；其四，法律规定与法律真实意思、法

律意图或目的、法律精神相悖，直接适用法律规定会造成违背立法本意、法律意图或法律精神的结

果；其五，直接适用法律规定会明显有悖于社会利益、社会效用、社会公共政策或社会正义公平观

念,造成显失公平、公正的结果。在这些法律不确定的情境中，就需要法官对法律条款、规定、规

则或原则进行推论。以事实推理与法律推理的结果为前提和根据得出判决结论的推论称为判决推理 

( Judicial Reasoning )。其中,事实推理的结果是裁判小前提，法律推理的结果为裁判大前提，

判决推理的结果是对具体案件做出的判决。判决推理是适用法律的过程，是将经发现、重构、填补、

创制的法律具体应用于当前案件，将案件事实纳入该上位规范之下进行司法归类的推论过程。判决

推理旨在基于事实和法律对具体案件做出判决。 

事实推理 、法律推理、判决推理是三种不同的推理。它们推理的目标和结果不同，推理的理

由和根据也有所区别。它们有着不同的推论方式和方法，有着不同的推论规律和规则。它们不可互

相替代，也不可相互归约。确认事实的推论过程不完全是逻辑推论的过程，同样地，寻找法律的推

论过程也不纯粹是逻辑推论的过程。然而，法官基于事实理由和法律理由得出司法判决结论的过程，

却是一个逻辑推论的过程，这个过程完全由逻辑规则支配，完全可以根据逻辑规则来建构。一旦通

过事实推理和法律推理建立了裁判小前提和裁判大前提，那么，只要诉诸演绎推理的逻辑规则，就

能进行审判推理，必然地得出司法判决结论。因此，与事实推理和法律推理相比，审判推理是比较

简单的，只要运用或遵循逻辑规则即可。这样一来，审判推理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从已建立的裁

判大前提和裁判小前提推出判决结论，而在于如何进行事实推理和法律推理建立起裁判大前提和裁

判小前提。案件事实一旦被确认，紧接着需要考虑的问题便是进行法律推理，寻找可资适用的法律

规定或规则，建立起审判推理的大前提。在大陆法系，正式的法律渊源只是指制定法。在英美法系，

制定法和判例法都被认为是正式的法律渊源。应当指出，法官从制定法中寻找可资适用的法律规定

或规则以及从判例法中寻找可资适用的法律规则或原则，它们是两种有所不同的推论过程，当然也

有某些共同之处。从制定法中寻找法律的推论过程，不妨称为制定法推理；从判例法中寻找法律的

推论过程，不妨称为判例法推理。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官寻找法律理由既有制定法推理，又有判例

法推理。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寻找法律理由只能运用制定法推理。 

从制定法或判例法中寻找法律理由，这并不总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倘若认为所有具体案件的特

定情况已在法律中被预见到，并且其有关规定或规则是明确无误的，法官只需仅仅从语言本身就能

确定条款的含义，从而获得裁判大前提。这既不符合事实，也是一个“不可能的幻想”。不可否认，

某些法律条款的含义从字面上就可一目了然，人们对其含义不会发生误解和争议。但是，同样不可

否认的是，某些法律条款由于其中出现意思含混不清的字眼， 

其含义变得模棱两可、捉摸不定，令人颇费踌躇。也许正是由于某些法律条款缺乏这种确定性

或明确性，使得人们认为法官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随心所欲地对有关条款妄加解释，法律条款只不

过是一个空瓶子，法官可以任意地倒进任何东西，而且认为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恶梦”。实际上，

法官行使的这种特别的任意决定权或自由裁量权还是要受到法律限制的。如果这种限制仅是一种神

话，法官可以基于幻想、热情、偏见，甚至抛一枚硬币来决定法律条款的含义，那将是不能容忍的。

值得指出的是，没有任何一个法官承认自己是基于上述基础来判案的。如果那幻想是怪诞的而那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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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又是想象之中的，那么法官们到底应当怎样为具体案件寻找法律上的理由呢?法官们实际上又是

如何进行法律推理的呢?追寻法官们的心路，领略他们的灵感和智慧，理会他们的方法、策略和艺

术，无疑是必要的、有启发意义的，也是引人入胜的。 

法律逻辑学是一门关于法律思维及其规律、规则与方法的学问。它主要以法律推理或论证为研

究对象。主要解决法律推理的正当性或合理性问题。主要任务是系统地研究法律推理规律、规则和

方法，提供法律论证与推理的正当性或合理性的判定标准与准则，提供合理地、正当地进行法律论

证与推理的规则或方法。法律逻辑是一门逻辑学与法学交叉的学科，它是一门尚处创建阶段且正在

迅速发展的学科。 

二、法律逻辑学的性质 

法律逻辑学一门基础性的学科，它的基本理论是法律领域普遍适用的原则和方法。法律逻辑学

是一门工具性的学科，它为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提供法律分析与批判、法律论证与推理的基本工具。 

三、 律逻辑学的作用 

法律逻辑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制定法律、解释法律与适用法律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它有

助于人们正确地制定法律规范、规则与原则；有助于人们正确地解释法律与适用法律，进行正确的

法律论证与推理；有助于人们揭露和驳斥错误的或不当的法律论证与推理。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思维的关键领域与基本问题。 

2．掌握法律逻辑学的对象、性质和作用。 

作业： 

1.法律思维有哪些基本领域？ 

2.法律逻辑学的对象是什么？ 

知识单元 2：法律的理性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逻辑理性 

所谓逻辑理性，是指思考、追问以及追求思想的逻辑性或思想在逻辑上的合理性。思想的逻辑

性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指思想自身的一致性(co-rrespondence)、一贯性或无矛盾性；其二，

是指思想之间联系即推论(inference)的必然性(in-evitability)。逻辑分析主要指分析和判断思

想一致性、一贯性或无矛盾性以及推论或思想之间联系的必然性。逻辑理性足一种追根究底的追问

和思考，是一种基本的追问和思考。逻辑理性的要求，是所有理性要求的底线。所谓法律的逻辑理

性，亦称为法律的形式理性，是指“法律思维的理性是建立在超越具体问题的合理性之上，形式上

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制度的内在因素是决定性尺度；法律具体规则和原则被有意识地建造在法

学思维的特殊模式里，那里富有极高的逻辑系统性，因而只有从预先设定的法律规范或原则的特定

逻辑演绎程序里，才能得出对具体问题的判断。” 

二、 实践理性 

所谓实践理性或目的理性，是指思考、追问以及追求思想或行为的合目的性或手段目的上的合

理性。合目的性或手段目的上的合理性，包括以下两层意思：其一，思想或行为本身具有实现的可

能性，存在使它成为现实的手段；其二，思想或行为作为手段能够达到既定的目的，即与目的具有

一致性，而且对于达到既定目的而言，这种手段是必要的或必须的。1904年韦伯在《“Objectivity”

of Knowledge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一文中认为，达到某一特定目的合理性的

手段问题是可以为科学所分析的。在他看来，目的上的合理性是指一项行为或对行为的抑制可被认

为倾向于达到某种期待的目的或后果，即这一项行为或抑制被认为根据其行为的目的理由被证明其

是合理的。一项行为被证明是没有目的理由的，就不是目的上合理的。目的考量主要是指首先探寻

思想或行为欲实现的目的，然后分析和判断思想或行为的可能性及其合目的性。正如霍姆斯所言：

在法律推论中，“我们有责任考虑并且估量立法的目的、达到目的的手段以及成本。我们得知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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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任何一样东西，我们都不得不放弃其他什么东西，我们被告知用我们所得的利益来对比我们失去

的利益，并从而知道我们挑选什么。”在不同规则中作出选择，取决于认为哪条规则最符合某些基

本目的，哪一条对达到目的更适合、更适当。使手段适合目的，即手段目的理性或实践理性，是法

律中所使用的重要手段，以至于波斯纳认为：“尽管对大多数律师和法官来说不熟悉手段目的这个

术语，手段目的理性却是比逻辑，这个法律界玩弄的很多的术语，更接近于法律事业的中心；或是

比类比推理更接近法律事业的中心。” 

三、 价值理性 

所谓价值理性，是指思考、追问以及追求思想或行为自身的价值正当性或价值上的合理性。思

想或行为的价值正当性包括以下意思：其一，思想或行为满足某种正当利益需求；其二，思想或行

为自身与某种正当价值取向一致；其三，思想或行为自身就是正当的。正如韦伯所言：价值上的合

理性，是指某一项行为或对行为的抑制可被认为其本身是对的，或其本身是好的，而不考虑任何进

一步的目标或目的，即这项行为或对行为的抑制被认为根据其行为自身的价值理由被证明其是合理

的。一项行为被证明是没有价值理由的话，就不是价值上合理的。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的道德性问题。 

2．掌握逻辑理性、实践理性、价值理性的评价标准与要求。 

作业： 

1. 什么是逻辑理性、实践理性、价值理性？ 

2. 立法有哪些标准与要求？ 

知识单元 3：法律的不确定性与可推导性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成文法自近代以来，其自身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首先是对成文法规则的绝对强调，否定

成文法中存在任何不确定的因素。它的思想基础便是 17、18 世纪盛行于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在

唯理主义的影响下，近代成文法从一开始就对成文法规则的确定性予以绝对地承认，这种观点被

19 世纪欧洲大陆德、法等国的概念法学或法典万能主义发展到极端。概念法学持有一种理性主义

信念，对人类的理性能力和语言的力量深信不疑，他们强调法律的逻辑理性，忽视或否定法律的实

践理性和价值理性。在这种信念的引导下，他们认为，立法者充满理性，而且理性也能够保证立法

者对于立法所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但能够加以足够的认识和预见，而且可以充分地加以表达

和决断。在他们看来，成文法体系或法典是“被写下来之理性”(la raisonécrite；ratio scripta)，

成文法体系或法典本身是完美无缺的(1a plénitude du droit)，不存在任何漏洞，根本无所谓漏

洞，具有明确性、一致性和完备性，具有“逻辑的自足性”(die logische geschlosseit)或“论

理的完结性”，是无缺陷的，在他们看来，成文法体系或法典俨然构成一个上下之间层次分明、上

下层属关系结构严谨的“法律秩序”，当缺乏某个下位阶概念时，可求助于其上位阶更抽象的概念，

可从该上位阶抽象概念合乎逻辑地得出解决具体案件所需要的具体概念。在他们看来，探求法律意

思，寻找法律理由，只需要依“概念而计算”(das rech-nen mit begriffen)，即概念分析，或纯

粹形式逻辑推演即逻辑分析，无须也不应当进行目的考量、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就可从一个根本

的、一般的法律规范逻辑地推出所有法律规范。 

18世纪以来，以“遵循先例”为基本原则，英美普通法系经数百年发展，像珊瑚的生长一般，

逐步形成浩如烟海的判例，但整个法律体系缺乏明确的法律概念和逻辑性而显得杂乱无章，晦涩难

懂。以边沁为先锋，历经奥斯丁、霍兰德、萨尔蒙德、凯尔森、格雷以及霍菲尔德等人，分析法学

批评当时法律概念、术语歧义丛生的现象，不满含混歧义的法律概念带来的混乱，为消除这些混乱

及其带来的理解上的阻碍，开始对普通法的梳理工作。他们分析实在法律制度、基本概念和观念，

严密详尽分析司法程序和法律方法，通过法律概念分析，从逻辑上澄清思想。20 世纪初，美国法

学家霍菲尔德(wesley H．Hohfeld)和考克雷克(Albert Kocourek)等人认为，复杂的法律概念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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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不过是其不同组合，只要运用逻辑分析方法，精炼和详尽界定法律概念，寻找法律概念的“最小

公分母”，就能消除法律概念的不明确性，使法律概念明确化，使立法具有无可置疑的明晰性和确

定性，并以此作为法律恒久不变、牢靠的支柱。在分析法学那里，法律的逻辑理性达到了极限。 

20世纪初，利益法学代表人物赫克(Philipp  Heck 1858一 1943)推翻了概念法学等编造的法

律无漏洞、法律具有逻辑自足性的神话。赫克认为：“即使是最好的法律，也存在漏洞。”“这是因

为，其立法者的观察能力有限，不可能预见将来的一切问题，其二，立法者的表现手段有限，即使

预见将来的一切问题，也不可能在立法上完全表现出来。”①赫克的看法是以耶林(Rudolf von 

Jhering 1816—1892)为代表的目的法学和以厄尔里希(Eu—gen Ehrlich 1862—1922)为代表的自

由法学对概念法学批评的继续，得到了以萨来(Raymond Saleilles 1855—1912)及热尼(Francois G

ény 1861—1956)为代表的法国科学法学派或自由法运动以及美国社会法学、现实主义法学和批判

法学普遍认同。他们认为人类创造实在法难期尽善尽美，任何实在法都不完整、有缺陷、存在漏洞。

法律的正式渊源并不能够覆盖司法活动的全部领域，总是有某些领域要依靠法官的自由裁景权来决

定。他们张扬法律的不确定性和争议性，否定法律的中立性、客观性和确定性。 

无论是概念法学，还是霍菲尔德等人的分析法学以及后来的新分析法学，都认为法律的不明确

性或不确定性是不存在的，是可以避免的。这是因为他们都深深感叹逻辑的确定性，从而十分推崇

逻辑分析的方法，非常强调逻辑在法律中的决定作用，并以此认为仅凭逻辑分析或语言分析就可避

免法律的不明确性或不确定性，从而建立起法律的明确性或确定性，达到法律的“逻辑自足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给他们的观点以致命一击的并不是利益法学、自由法学以及新自然法学，而是

被他们自己奉为法宝的逻辑分析或语言分析本身。正是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成果推翻了他们的观

点，支持了利益法学等对他们的批评。 

一、法律的开放性 

法律的开放性是指法律概念或法律规定的模糊不清、含混歧义和笼统抽象，法律概念或法律规

定界限不明确、指向不明确、内容不明确。波斯纳指出：“法律的规则经常是含糊的、无底的，理

由是临时的，有很多争论的。此外，不仅可以变更而且实际上也经常变更。”博登海默指出：“在法

律的各个领域中，我们都发现了棘手的难以确定的两可性情况亦即边缘情况，如一个专门概念的界

限范围尚未确定、或者从纯逻辑观点来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混不清的不同概念都可以同样适用

于有关事实。……虽然两可性范围内的判决不确定性往往可以通过因袭下来的法律态度与技术而得

以减少，可是概念边缘含义所指出的种种问题仍是屡见不鲜和非常棘手的。” 

威利姆斯(Glanville Williams)在其所著《语言与法律》一书中指出，一个语词或语句的中心

部分或核心部分，其含义或意义可能是清楚的、明确的，但是，离开了中心，走向边缘，它就逐渐

变得模糊不清了。比如“语词或语句的边缘之处的“边缘意义”(fringe of mean-ing；fringe 

meaning)，一片朦胧，极易引起争议。这并不是立法者之疏忽，而是自然语言在所难免的性质所在。

难怪博登海默感叹道：“甚至像‘糖果’这类术语，虽说第一眼看上去似乎相当具体、明确，但它

在其中心含义和含义模糊不清之处也会产生解释上的困难。”奥地利籍逻辑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

斯坦(Ludwing Wittgenstein 1889-1951)基于他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指出：日常语言中语词及语句的

意义在于它的“用法”(Gebrauch)、“使用”(Verwendung)或者“应用”(Anwendung)。即“The meaning 

of a Word is its use in the language”,“look at the sentence as an instrument，and at 

its senseas its employment”。语词或语句仅在特定情境下才有意义，脱离了这个情境我们就不

能理解它们的意思——即我们不知道用它们来做什么。他把某些语词以及同这些词联系着的活动，

称之为一种语言游戏，他认为语词和语句以一个“语言游戏”为前提。维特根斯坦的研究成果表明；

语词或语句没独自的固有意义(proper meaning)，它的意义是相对的。因此，任何词或语句都具有

某种不明确性、不确定性。脱离具体的“语境”或“情境”，离开对语词或语句“用法”、“使用”

或“应用”的解释和说明，语词和语句的意义是不确定的、不明确的。而对“用法”或“使用”、

“语境”或“情境”的理解和解释，又要依赖于对其更为广阔的“语境”或“情境”、“用法”或“使

用”的理解和解释。倘若未作解释或解释不足，就不可能消除语词或语句的不明确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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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籍逻辑学家阿尔弗莱德·塔尔斯基(Alfied  Tarski 1902-1983)严格区分了对象语言(被解释

的语言)和元语言(解释语言)。他指出，由于自然语言或日常语言被用作它自己的元语言，因此，

日常语言在语义上是封闭的。在语义封闭的意义上说，日常语言是自足的。但是，任何一个有限的

语言系统都是不自足的。塔尔斯基的工作表明，任何一个既定的自然语言构成的系统，都是有限的，

因而也是不自足的。在这样的语言系统中，总有一些看来是基本的语言，在系统中得不到规定和解

释，否则解释会出现逻辑循环。现代逻辑学和语言学的成就，特别是塔尔斯基等人的工作，提醒人

们应当知道如下事实：其一，找不到这样的基本语言，使得任一有限的语言系统的明确性和自足性

毋庸置疑。正如自己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一样，任何一个有限的语言系统都无法保证

其自身基本语言的明确性和自足性，从而也就无法保证其自身的明确性和自足性。其二，即便是这

些基本语言及其语言系统是明确的，我们在语言系统内部也无法证明这一点。因此，任何一个有限

的语言系统，尽管它是足够强的，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不确定性和不明确性，它仍然是不自足

的。其不明确性的消除以及意义的获得，离不开对其基本语言及其解释系统再作解释。还应指出，

要彻底消除任何一个有限的语言系统的不明确性或不确定性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语词明确的意

义来自于解释，来自于“语境”或“情境”，但是，这些“解释”、“语境”、或“情境”也需要被解

释。这样一来，要彻底消除这一有限的语言系统的不明确性，就要依赖于无穷倒退或无穷递归的解

释链，这就失去了现实的可能性。这样一来，美国法学家霍推尔德和考克甫克企图通过精炼和详尽

界定法律概念，寻找“法律最小公分母”，以此消除法律的不明确性，使立法具有毋庸置疑的明确

性，这个愿望自然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但是，现代分析法学从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工作中得到激

励，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从逻辑上澄清思想，以增进语义理解力和表达力，则是可取的，也是必

要的。 

法律语言是不自足的，它以自然语言为载体，建立在自然语言的基础之上，离不开自然语言，

依赖于自然语言。大多数法律语言，在法律语境中并未特别加以解释和界定，因而不为法律所独有，

必要时还需要运用自然语言界定和解释其意义。即使只在法律语境中才有意义的法律语言，如“法

人”、“诉讼代理”等，最终也离不开运用自然语言界定和解释其意义。因此，法律语言离不开自然

语言，其解释语言(元语言)也离不开自然语言。这样一来，自然语言的不明确性和不确定性，以及

有限自然语言系统的不自足性及其不明确性，不可避免地要传递到法律语言之上，从而导致法律概

念、术语和规则的不明确或不确定。法律作为具有普遍约束办的社会行为规范，具有概括性或一般

性。由于法律要具有概括性或一般性，要指向一类人而不是某个人，要普遍适用于一类行为或现象

而不是某个行为或现象，因而法律要概括出每一类社会行为或现象的共性、一般性或普遍性，而忽

略其个性或特殊性，通常考虑的是那些能够说明某个特定概念或规则的最为典型或一般的情形，而

把每个具体的行为或现象视为这类行为或现象中的一个表现。显然，法律普遍性或概括性的获得，

是以忽略个性或特殊性为前提和代价的。这样一来，法律概念、术语或规则因其本身的概括性或抽

象性，因其无法涵盖社会行为或现象的个性或特殊性，无法涵盖其具体性或复杂性，而具有不明确

性或不确定性。并且法律概念、术语或规则越是概括、抽象，就越是不具体、不明确或不确定。任

何法律概念、术语及其规则不可能被表述得完美无缺、明白无误，或多或少会存在某些不完善或缺

陷，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明确或不确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争议。立法者不可能不出现任何疏忽，

不可能做到处处都思虑周全；立法者的预见力是有限的，以逻辑和语言工具为主的表现手段是有限

的，立法者不但不可能预见到一切，既使预见到，他也不可能将其预见到的东西在立法上完全表现

出来。 

二、法律的非协调性 

法律的非协调性包括内在不一致性和社会不一致性：（1）“法律冲突”：法律文字与立法本意、

法律意图、法律目的和法律精神存在反差或有相悖之处，直接适用法律字面规定或规则会造成违背

立法本意、法律意图、法律目的和法律精神的结果；对于具体案件而言，法律规定或规则是自相矛

盾的，或者存在两个或两上以上的法律规定或规则，每个法律规定或规则都有足够的理由可适用于

同一具体案件，但这些法律规定或规则之间是相互冲突、相互抵触、相互矛盾的。自相矛盾或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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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的规范，是不可能同时被履行的两个规范，当履行其中一个规范时，就无法同时履行另一规范。

这两种情形统称为“法律冲突”，相应的具体案件称为“冲突案件”。（2）“恶法”：对于当前的具体

案件，存在明确的法律规定或规则，但是，如果将该规定或规则直接适用于此案，就明显有悖于情

理，造成显失公平、公正的结果，有些不合理、不妥当，因而有正当理由拒绝适用它。这就是博登

海默所说的：“对于所受理的案件尽管存在着规则或先例，但是法院在行使其所被授予的权力时考

虑到该规则或先例在此争讼事实背景下总的来说或多或少是不完美的而拒绝适用它的情形。”这种

情形称之为“恶法”，相应的具体案件称为“恶法案件”。在这里，“恶法”或“显失公平、公正”

不是指违背立法本意、法律目的和法律精神，而是指与社会利益或社会效用、社会公共政策和社会

公平正义观念相悖。 

上述这些情况不但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难以避免的。第一，立法者的疏忽或思虑不周是难以

避免的，而且立法者立法时的预见力和表达力也是有限的，难以保证法律条款在逻辑上做到首尾一

贯、前后一致、相互协调。第二，正如博登海默所言：“如果一个社会给发挥个人积极性和自我主

张留有余地，那么在相互矛盾的个人利益之问肯定会有冲突和碰撞。”不仅个体利益、群体利益以

及社会利益之问存在着冲突，而且其内部也存在着冲突。“法律的主要作用之一乃是调整整和调整

和上述种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无论是个人利益，还是社会利益。”立法者们根据其利益需求和价值

取向，划定那些得到承认或保护的利益的界限，划定社会成员行为的自由空间，规定和约束社会成

员的行为，调整和调和各种利益的冲突，法律因其由立法者制定和颁布而体现立法者们的利益和价

值，并且归根结底是立法者们利益权衡和价值选择的结果。因此，立法者们利益需求和价值取向不

同，必然导致法律规范的不同；立法者们利益需求和价值选择相互冲突、相互矛盾，必然导致法律

规定或规则的相互抵触。由于立法上缺乏足够的抵触规则来解决立法者们利益冲突与价值冲突带来

的法律矛盾或冲突以及某些立法原则和立法机制的内在矛盾，因而无法避免某些法律矛盾或法律冲

突。第三，法国数学家阿罗(K．Arrow)提炼了人们关于社会选择的四条公理。其一，广泛性公理，

每一个社会成员对备选目标的偏好排序只需满足完全性和传递性；其二，一致性公理，如果社会成

员都认为备选目标 X优于 Y，则社会也应认为 X优于 Y；其三，独立性公理，社会对部分备选目标

的偏好排序只由社会成员对该部分备选目标的偏好排序所确定；其四，非独裁性公理，社会选择必

须保证不存在这样的独裁者，他可以无视其他社会成员对备选目标的偏好排序而独断专行，礼会的

最后选择始终由他说了算。阿罗证明了如下结论：当备选目标多于或等于三个，并且礼会成员至少

有两个时，不存在任何社会选择规则能同时满足以上四条公理。这就是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亦

称为阿罗悖论)。现代逻辑学也证明了如下结果：对于任何大于 1的自然数 n，都可以有 n个命题，

这 n个命题放在一起是矛盾的，而这个命题都可能被群体认识与选择中的多数所认可。这个结论称

为群体选择悖论或康道森悖论。阿罗悖论和康道森悖论表明：即使某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所作的

判断与选择始终没有矛盾，以“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确立的群体判断与选择也不能保证不出现矛盾。

法律也是一种群体的判断与选择，是立法者采用“少数服从多数”原则通过的。因此，上述结论对

法律系统也是成立的，立法者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势必要带来法律的矛盾与冲突。 

三、法律的不完全性 

正如博登海默所言：“一个通情达理的立法者会意识到，在他所立的法律中肯定会有不足之处。

他也会知道，成文规则几乎永远不可能被表述得如此之完美无缺，以致所有应隶属于该立法政策的

情形都被囊括在该法规的文字阐述之中，而所有不应隶属于该法规范围的情形都被排斥在该法规语

词含义范围之外。”法官经常会遇到以下两种情况：其一，对于具体案件而言，法律未规定或无明

文规定，没有直接相关的成文法规则或先例，没有直接可适用的规则或先例，法律未提供任何指导；

其二，实在法不能回答、不能涵盖具体案件，存在法律“缺乏”、法律漏洞、法律空白、法律空隙，

法律实然不及应然、不圆满、不完备。这两种情形统称为“法律未规定”，相应的案件称为“未规

定案件”。法律对具体案件未规定或无明文规定，以及实在法不能解答、不能涵盖某些具体案件，

存在法律“缺乏”，存在法律漏洞，这些情况不但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立法者立法时的预见力和表达力都是有限的。在制定法律时，尽管立法者要充分考虑一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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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由于其预见能力的有限性，它无法预见和穷尽所有的可能和变化。在制定法律时，立法者通

常是以社会现象的典型情况为依据而制定法律的，由于其表达和表达力的有限性，它无法穷尽所有

的可能和变化。因此，法律只能是既定的、当时所能预见到和所能表达的社会现实的产物。对于某

些具体案件，法律未规定或无明文规定，这是不可避免的。法律规范一旦规定，便具有相对的稳定

性。因此，一旦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某些法律规范因其内在的相对稳定性，就无法完全涵盖和

穷尽运动与变化着的社会行为及其现象，无法完全与运动和变化着的社会存在以及社会意识相吻

合。这样一来，当时的法律不可能突破当时历史条件所限，对今天的社会行为及其现象作出完全的

预见和规范。实在法不能回答、不能涵盖某些具体案件，存在法律“缺乏”或法律漏洞，就是不可

避免的。 

奥地利籍逻辑学家哥德尔(Kurt G6del 1906-1978)在 1931年发表《〈数学原理〉一书中的形式

上不可判定的命题以及有关系统》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不完备性定理或不完全性定理。哥德尔的不

完备性定理是指：(1)在任何一个包含算术的无矛盾的形式系统中，存在不可判定的命题，即这个

命题在该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证。即存在一个命题 G，G和一 G在该系统中都不可证。

这被称为第一不完全定理。(2)任何一个包含算术的形式系统的无矛盾性在该系统内是不可证明的。

这被称为第二不完全性定理。哥德尔用配数法和算术化的方法，在形式算述系统这一对象理论中，

构造了这样一个元理论命题 G：“命题 G在系统中不可证”。如果该系统是完备的，则由完备性的定

义可知，G或者 G可证(因为 G和 G必有一真)。如果 G可证，则“命题 G在系统中不可证”

为真，即 G不可证。矛盾!如命题 G可证，则“并非命题 G在系统中不可证”为真，即 G可证。

矛盾!因此，如果该系统是完备的，那么它是矛盾的或不一致的。亦即：如果该系统是无矛盾的，

那么它是不完备的。由上可以得知，对于无矛盾的系统来说，这样的命题 G 是真的(即它的不可证

性是成立的)，但又是不可证的。因此，哥德尔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义可表述为：在无矛盾的形式算

术系统中，并非任何真命题都可证。哥德尔的工作表明：任何一个复杂到一定程度的理论系统，其

无矛盾性与完备性不可兼得。在逻辑上是完备的。并且，这样一个足够强的理论系统，其无矛盾性

在系统内是不能证明的。即这种无矛盾性是不可能以这个理论为工具来加以证明的。任一特定的无

矛盾的理论系统在逻辑上是不完备的。这是笼罩在任一特定理论系统内部不可抹去的阴影，而且，

这个阴影随理论体系的扩展而不断扩大。任一特定的无矛盾随理论系统的视野范围或思维空间由理

论系统自身界定，都是有局限的，都是不完备的。其理论内部的逻辑之光不能完备地覆盖理论相应

的一切问题，总存在理论所不能观察到的、不能提出和发现的、不能理解和说明的、不能解决和网

答的问题。并且，这问题在与该理论系统逻辑不矛盾、没有逻辑冲突的理论框架里，同样得不到解

决，而只能在逻辑上相互排斥、冲突的不同理论框架中寻找答案。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的不确定性及其缘由：“开放性结构”、“非协调性协议”、“非完全性文本”。 

2．掌握法律的可推导性内涵。 

作业： 

1. 法律有哪些疑难问题？ 

2. 法律的不确定性为何是不可避免的？ 

3. 如何理解法律的可推导性？ 

知识单元 4：法官释法与造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20世纪初，利益法学代表人物赫克(Philipp  Heck 1858一 1943)推翻了概念法学等编造的法

律无漏洞、法律具有逻辑自足性的神话。赫克认为：“即使是最好的法律，也存在漏洞。”“这是因

为，其立法者的观察能力有限，不可能预见将来的一切问题，其二，立法者的表现手段有限，即使

预见将来的一切问题，也不可能在立法上完全表现出来。” 

赫克的看法是以耶林(Rudolf von Jhering 1816—1892)为代表的目的法学和以厄尔里希(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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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 Ehrlich 1862—1922)为代表的自由法学对概念法学批评的继续，得到了以萨来(Raymond 

Saleilles 1855—1912)及热尼(Francois Gény 1861—1956)为代表的法国科学法学派或自由法运

动以及美国社会法学、现实主义法学和批判法学普遍认同。他们挑战概念法学，主张克服其形式主

义弊端，主张用“交换计算”(如利益衡最及柯斯定理那样的权利分配)代替“概念汁算”；他们认

为法治并不意味着仅仅适用法律的明确规则，法治允许而且推崇对法律的目的理解，允许并推崇以

此为根据得出具体的法律结论，他们注重对法律的目的性建构；他们主张寻找法律时要“认识所涉

及的利益，评价这些利益各自的份量，在正义的天秤上对它们进行衡量，以便根据某种社会标准去

确保最重要利益的优先地位，最后达到最符合需要的平衡”，他们强调找法时要进行“利益比较权

衡”、“利益衡量和调整”；他们主张建构法律理由时以政策性“价值判断”为基础，不仅将法律内

含的价值大白于天下，任人评说，而且从法律之外的社会条件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甚至法官个人的

主观愿望和价值观等讨论法律的正当性问题，他们主张“当实在法不清楚、或当当代的立法者不可

能按法律的要求审判案件的时候，法官就应根据占支配地位的正义与公平观念审判，如果边这些正

义观点也无法确定，法宜就应根据其个人主观的法律意识作判决(Ernst Fuchs)，将自己的愿望、

目的和价值“扦入”法律之中；他们主张应当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应当有法律变更权

能，应当具有司法造法功能，法官不仅运用法律条文，而且可以根据社会各种利益需求和国家的宪

法性判断造出规范，为适应社会现实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自由探求生活中的“法”(E．Ehrich)，

应从法律之外，发现社会生活生成的“活法”(F．G6ny)。 

概念法学、分析法学的一些看法虽不现实，但却是法律正当性的一个追求。自由法学、利益法

学、现实主义法学和批判法学的一些主张虽难以让人接受，也未见得美好，但却是法律现实中最真

实的一个部分。法律的不确定性以及法律的实践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品格，给形式理性或逻辑理性的

运用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有两层意思：其一，仅仅依据形式推论或逻辑分析，不能保证

总能从不确定的法律中寻找到可资适用的法律规定或规则；其二，单凭形式理性或逻辑理性，不能

判断所作的推论或解释，就一定是适当、妥当或正当的。因此，在寻找法律的过程中，在逻辑沉默

不语时，法官不得不从“闭塞的逻辑”(logisch geschlossen)，走向“开放的逻辑”，走向实践理

性或目的理性以及价值理性的逻辑，不得不依靠目的考量、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对法律进行解释

和推论。 

一、逻辑推导 

形式推导(formal reasoning)或逻辑推导，是指根据命题的逻辑形式、逻辑性质、逻辑关系、

逻辑规律进行的推理。形式推导或逻辑推导，其前提与结论之间具有逻辑必然联系，结论在逻辑上

为前提所包含或蕴涵(imply)。根据或运用形式推导，可以从前提出发推出一个具有逻辑必然性的

结论。任何法律规定、规则、体系都有其逻辑形式、逻辑结构和内在的逻辑关系，法律规范或法律

规范之间依其逻辑形式或逻辑结构发生一些逻辑关系。一些法律规范逻辑地蕴涵另一些法律规范，

一些法律规范是另一些法律规范的逻辑结论或逻辑后承。根据法律规范的逻辑形式、法律规范之间

的逻辑关系、法律体系内在的逻辑结构进行的推理，就是法律的形式推导或逻辑推导。 

这种沿着逻辑道路寻找法律的方法，就是法律中的逻辑推导或形式推导方法，就是卡多佐大法

官所说的法律中的哲学方法。卡多佐大法官说得好：“逻辑一致并不因为它并非至善就不再是一种

善了。霍姆斯在一句现已成为经典的话中曾告诉我们：‘法律的生命一直并非逻辑，法律的生命一

直是经验。’但是，霍姆斯并没有告诉我们当经验沉默无语时应当忽视逻辑。除非有某些足够的理

由(通常是某些历史、习惯、政策或正义的考虑因素)，我并不打算通过引入不一致、无关性和人为

的例外来糟蹋法律结构的对称。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理由，那么我就必须符合逻辑，就如同我必须不

偏不倚一样，并且要以逻辑这一类东西作为基础。”法律规范可分为义务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和授

权性规范。法律规范的逻辑常项除了命题联结词以外，还有法律规范词。法律规范词有：义务性规

范词 o(应当)，禁止性规范词 F(禁止)，授权性规范词 P(可以)。由于法律规范的逻辑形式是确定

的，因此，法律规范的逻辑常项的逻辑性质以及法律规范的逻辑关系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些逻辑规

律是完全可以用形式化方法加以刻画，加以系统化的。基于对法律规范的逻辑形式的研究，基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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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范的逻辑常项的逻辑刻画，就可以揭示出法律规范的逻辑规律，建立起法律规范的逻辑理论

和逻辑系统，从而建立起法律的形式推理规则，建立起法律的形式推理系统。 

法律的形式推理，仅作“纯字面的作业”或“概念计算”，仅作分析性的推论或解释，仅作逻

辑推论；超越社会态度或社会价值，保持“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value—free)；仅限于探

求明示或可推知的意思，不破坏或更改法律文字与精神；追求法律的一贯性、确定性和安定性，追

求司法判决结果的可预见性。 

二、目的推导 

正如德国学者达姆(Dahm)所言：“法律绝不仅是徒具语言形式的东西。它有所志，有所意味；

它追求着务实的目的，它的眼中有它在生活中要贯彻的价值。”法律不仅仅是一种具有逻辑意义的

命题，更是一些具有目的和手段意味的命题。它不但具有逻辑理性的品格，也具有实践理或目的理

性的品格。法律是社会规范，但人类并不是为规范而规范，而是利用律规范设定某些目的并运用律

规范追求和实现这些目的。在德国法学家德恩伯格(Heindch Demburg)看来，行为之间的目的手段

关系或条件关系同客观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一样，是“事物之性质”。“从或大或小的程度上看，生

活关系本身就含有它们自身的标准和它们自身的内在秩序。寓于这种关系中的内在秩序被称之为

‘事物之性质”(natura rerum)。善于思考的法学家在没有实在规范或在规范不完善抑或模糊不清

时，必须诉诸这一概念。” 

目的推导亦称为工具推导，就是指根据目的手段关系、目的理由或目的理性进行的推导。目的

推导其前提与结论之间具有目的手段上的联系，结论在目的手段关系上为前提所包含和蕴涵，或在

共同的目的理由上由前提所类推。根据法律规范所涉及的行为之间的目的手段关系、条件关系或因

果关系，即法律规范的目的理由或目的理性进行推导，从“明确规则”推导出“隐含规则”或“类

推规则”，就是法律的目的推导或工具推导。法律的目的推导或工具推导，是发掘法律规定或规则

隐含意思、深层含义或类推规则，从“明示法律规定或规则”推论出“隐含的具体规则”或“类推

规则”的一种重要的工具。在法官寻找法律的过程中有着广泛的运用。在一般意义上，基于目的理

由或 natlura rerum的推断亦是法律理由的合法渊源。即法律的渊源不仅包括明文规定的具体行为

规则，而且包括法律的目的、精神及原则，还包括可以从这些目的、精神及原则推论出的“隐含的

具体行为规则”或“类推的具体行为规则”。由法定国家机关颁布的法律条款所确认的规范是有法

律效力的规范，而且根据这些规范以某种方式推论出来的规范也是普遍公认为有法律效力的规范。

因此，在寻找法律的过程中，需要从实践理性或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出发，理解法律，探寻法律的

真谛。在逻辑沉默不语时，不得不从“闭塞的逻辑”(logisch geschlossen)，走向“开放的逻辑”，

走向实践理性或目的理性以及价值理性的逻辑，不得不依靠目的考量、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对法

律进行解释和推论。 

三、价值推导 

价值推导，亦称为当然推导或强弱推导，是指根据价值理由、价值上的合理性或价值上的一贯

性进行的演绎推导或类比推导。价值推导，其前提与结论之间具有价值的一贯性，结论在价值上的

一贯性上或价值关系上为前提所包含或蕴涵。根据价值推导，推出的是一个具有价值理由或价值上

的合理性的结论。根据法律规范的同一法律意图或价值取向进行的演绎推导，就是法律的价值推导，

亦称为法律规范的当然推导或强弱推导。法律的价值推导有两个基本的推导规则：由强到弱的规则。

由强到弱的规则是指，从一个较强的规范可以推出一个较弱的规范。由强到弱的规则适用于应当规

范或义务规范、允许规范或权利规范。由弱到强的规则。由弱到强的规则是指，从一个较弱的规范

可以推出一个较强的规范。由弱到强的规则适用于禁止规范。其根据在于：既然规范制定者规定禁

止履行一种较弱的行为，根据规范制定者的同一立法意图或价值取向，就当然有理由认为禁止履行

比这种行为较强的行为。即根据同一立法意图或价值取向，一个较弱的禁止规范当然包含有一个较

强的禁止规范。 

法律的价值推导或当然推导，是发掘法律规定或规则隐含意思或深层含义，从相应法律规定或

规则推出“隐含的具体规则”的一种重要的推理工具。运用法律的价值推导工具，可以在法律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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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案件未规定或无明文规定，以及实在法明确规定或规则不能涵盖具体案件，存在法律“缺乏”或

“漏洞”时，消除其“缺乏”或“漏洞”，为具体案件建立起裁判大前提。法律的价值推导，开辟

一条打破形式推理短视症的道路，强调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具体条件、情境和价值烛照下解读法

律，而不是把法律冻结在已逝岁月的藩篱之中，重视对法律的目的或价值重构，强调发展法律原则，

强调司法造法或法官造法；追求法律对社会的适应性，法律与当代社会的价值的契合，追求司法判

决结果的正当性或可接受性。 

由于规范强弱推理要从规范制定者的意图或价值取向出发，如果规范制定者曾经公开明确地表

示过制定这个规范的意图或价值取向，这还比较好办。如果规范制定者没有公开明确地表示过制定

这个规范的意图或价值取向，这时就需要依靠推论并的分析和推测，由于推论者的价值观念规范制

定者的价值观念并不一定完全相同，因而推论者推测的意图或价值取向未必就是规范制定者的真正

意图或价值取向。即使推测的意幽和价值取向同制定者的意图和价值取向完全一致，但对于什么行

为是强的，什么行为是弱的，其评定的标准，有时却是非常含混，难以确定的。因此，推论出来的

规范，并不一定就被有权制定该规范的人所认可，并不一定就是有效的规范。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官释法与造法的传统。 

2．掌握法官释法与造法的原则与方法：形式推导、目的推导、价值推导。 

作业： 

1. 如何理解法官释法与造法？ 

2. 法官释法与造法要遵守哪些规则？ 

3. 法官释法与造法有哪些方法？ 

知识单元 5：法官释法技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解释推导 

解释推导是指在法律概念或术语、法律规定或规则模糊不清、含混歧义和笼统抽象时，法官基

于法律的逻辑分析，法律的历史考察，法律意图或目的的考量，法律价值的判断，以及社会习惯或

惯例考察，社会利益或社会效用衡量，社会公共政策或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判断或选择等，对法律

概念、术语以及法律规定或规则作出明确化、确定化或具体化的解释或推论，发掘其确切含义，消

除其模糊、含混或疑义，从而获得判决的法律理由，建立起裁判大前提。其中，明确化的解释或推

论，是指确定模糊概念、规定或规则的范围或界限，以消除其模糊；确定化的解释或推论，是指确

定含混概念、规定或规则的所指，以消除其歧义；具体化的解释或推论，是指确定笼统抽象概念、

规定或规则的具体内容，以充实其内涵或内容，消除其疑义。倘若法官面临的法律概念、术语、规

定或规则是确定的、明确的、无可争议的，那么法官无须推论，无须解释，直接援引它们就可获得

判决的法律理由，建立起裁判的大前提。但是，法律具有不明确、不确定性，这就为直接援引它们

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在寻找法律的过程中，一旦发现法律不明确或不确定，就需要法官首

先对其进行推论或解释，即需要法官判明或界定模糊概念、术语、规定或规则的范围或界限，判明

或限定含混概念、术语、规定或规则的所指，判明或确定抽象概念、术语、规定或规则的具体内容

或具体指向。然后才能决定此条款能否适用于具体案件，能否作为具体案件的裁判大前提。一旦法

官决定援引或适用本条款，即以此条款作为裁判大前提进行司法归类，这种援引，适用或归类本身

就表明了法官对此条款的推论或解释，即表明了法官对此条款的边界、所指或具体指向的界定、限

定或确定。 

二、还原推导 

还原推导是指在法律文字与法律真实意思、法律意图或目的、法律精神存在反差或相悖时，

法官基于法律的逻辑分析，法律的历史考察，法律意图或目的的考量，法律价值的判断，以及社

会习惯或惯例考察，社会利益或社会效用衡量，社会公共政策或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判断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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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法律规定或规则进行解释或推论，发掘法律规定或规则的真实意思、意图或目的、精神，

消除法律文字与法律真实意思、意图或目的、精神之间的反差或相悖之处，对法律规定或规则进

行还原或重构，从而建立起裁判大前提。在寻找法律的过程中，一旦发现直接适用法律字面规定

或规则会造成违背立法本意、法律目的或法律精神的结果，即发现在法律文字与法律真实意思、

法律意图或目的、法律精神相悖或存在反差时，就需要法官对相悖或存有反差的法律进行推论或

解释，消除法律文字与法律真实意思、法律意图或日的以及法律精神的反差或相悖之处，埘法律

规定或规则进行还原或重构，从而建立起裁判大前提。 

三、演绎与类比推导 

在寻找法律的过程中，一旦发现法律对具体案件未规定或无明文规定，以及实在法不能解答、

不能涵盖某些具体案件，存在法律“缺乏”，存在法律漏洞，就需要法官对相关的法律规定或规则、

有“缺乏”或“漏洞”的法律规定或则规进行推论或解释，发掘或引申出相应法律规定或规则的深

层含义和隐含意思，消除其法律的“缺乏”，填补其法律漏洞，从而建立起裁判大前提。在寻找法

律的过程中，在法律对具体案件未规定或无明文规定，以及实在法不能解答、不能涵盖某些具体案

件，存在法律“缺乏”，存在法律洞时，法官主要运用演绎与类比推导方法，对相关法律规则或规

定进行推论或解释，发掘其深层含义和隐含意思，消除其法律“缺乏”，填补其法律漏洞，从而建

立裁判大前提。 

演绎推导(deductive inference)，是指从前提出发，推出一个具有某种必然性的结论，即前

提与结论之间具有某种必然性，结论在某种意义上为前提所包含或蕴涵(imply)。“推理是从某些陈

述出发，这些已经作出的陈述必然要引起对陈述之外的另一些事物加以论断，而且是作为这些陈述

的一个结果。”类比推导是指根据两个对象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属性，推断出这两个对象

在别的方面也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属性。 

法律类比推导，是指根据某个明确的法律规定或规则，以及该规定或规则的法律意图或价值取

向，推论出一个类似的法律规定或规则，或者将一条法律规则扩大适用于一种并不为该规则的措词

所涉及的，但却被认为属于构成该规则基础的立法意图或法律价值取向之内的事实情况。法律类比

推导，其前提与结论之间不存在任何包含或蕴涵关系，但它们有共同的法律目的理由或价值理由，

而且前提和结论所涉及的行为或情况是大致相同或相似的。运用法律类比推导方法，可以在法律对

具体案件未规定或无明文规定，以及实在法明确规定或规则不能涵盖具体案件，存在法律“缺乏”

或“漏洞”时，以“类似的具体规则”，消除法律“缺乏”，填补法律“漏洞”，为具体案件建立起

裁判大前提。应当指出，法律类比推导的基础不但是逻辑理性，而且是实践理性或目的理性以及价

值理性；不仅有逻辑推论，也有目的考量、利益衡量、价值判断或选择。 

四、辩证推导 

辩证推导，亦称为选择推导，是指在法律规定或规则自相矛盾，或者法律规定或规则之间相互

抵触，或者法律目的或价值取向相互冲突时，法官基于法律的逻辑分析，法律的历史考察，法律意

图或目的的考量，法律价值的判断，以及社会习惯或惯例考察，社会利益或社会效用衡量，社会公

共政策或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判断与选择等，对相互抵触的法律规定或规则作出选择，对相互冲突

的法律目的和价值取向作出选择，消除法律的冲突与抵触，从而获得可资适用的法律规定或规则，

建立起裁判大前提。 

在寻找法律的过程中，一旦发现法律规定或规则自相矛盾，或者法律规定或规则之间相互冲突、

相互抵触、互相矛盾，就需要法官对自相矛盾、相互冲突、相互抵触或互相矛盾的法律规定或规则

进行推论和选择，以决定接受哪一个法律规定或规则为适当的法律依据，消除法律的冲突或抵触，

从而建立起裁判大前提。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辩证推导乃是要寻求“一种答案，以解答有关在两

种相互矛盾的陈述中应当接受何者的问题。”“由于不存在使结论具有必然性的无可辩驳的基本原

则，所以通常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是通过提出似乎是有道理的、有说服力的、合理的论据去探索真

理。……由于各种各样的观点可能发生互相冲突这一事实，我们的劝说工作有时便会变得更加复

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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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衡平推导 

衡平推导是指一旦发现对于当前具体案件，存在明确的法律规定或规则，但是，如果将该规定

或规则直接适用于此案，就明显有悖于情理，会造成显失公平、公正的结果，法官基于对法律历史、

社会习惯或惯例的考查，法律意图、目的、价值取向的考量，社会利益或社会效用的衡量，以及社

会公共政策或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等，对法律的有关规定或规则制定一个例外，或

者说为其拒绝适用、背离该规定或规则找一个正当理由，回避、淡化该法律规定或规则的缺点和难

点，对法律规则或规则予以补救，从而建立起裁判大前提，对个别案件平衡公正，实现个别公平。 

衡平推导，既不是基于一条现行法规，亦非旨在创设一条规则或新的先例，只是在法律规定或

规则之中附加衡平法意义上的例外。以该规定或规则的适用会导致不公平或不公正为由正当背离该

法规，不是也不应构成对法规的实质性破坏，也不是以在某一特殊案件中适用法规会引起一种严重

的非正义现象为理由而拒绝适用该法规。因而，衡平推导是“由于法律的一般性而有缺陷时对法律

的补救”，或者说，是当法律因其太原则而不能解决具体问题时对法律进行的补正。以软化和缓解

法律的严格性，淡化或回避法律的缺点或难点。运用衡平推导方法解决具体案件，惟一的目的在于

个别对待异常事实情形，“变通”法律，在具体案件上主持公道，在一个以某种不可能以相似方式

在现实中重新出现的案件中，公平对待各方当事人，在异常情形中平衡公正，实施个别公平，以达

到公正判决。 

在寻找法律的过程中，一旦发现对于当前的具体案件，存在明确的法律规定或规则，如果将该

规定或规则直接适用于此案，就会造成显失公平、公正的结果，而有些不合理、不妥当，法宜就不

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是将该规定或规则直接适用于此案呢?还是以适用该规定或规则会导致对公

平正义否定为由拒绝适用、“正当背离”该规定或规则呢?法官不得不在“直接适用”与“正当背离”

之间进行衡量，作出选择，以建立裁判大前提。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官面对的情境、要解决的问题及释法目标。 

2．掌握法官释法的模式——解释推导、还原推导、演绎与类比推导、辩证推导、衡平推导以

及法官释法的艺术。 

作业： 

1. 法律推理有哪些模式？ 

2. 法律推理方法是什么？ 

3. 还原推导与衡平推导有何区别？ 

4. 辩证推导与衡平推导有何区别？ 

知识单元 6：案件的合情推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事实推理或事实推论（factual inference），就是探寻事物情况或事情真相的推理，包括对事

物情况及其事物情况关系的推理。它要探寻与发现的是事情或事件的真相及其原因和规律性。这些

事实推理建立在基于经验观察或经验证明的事实材料或事物情况基础之上。它们从一些事实材料或

事物情况出发推断一些事物情况，从一些事物情况推断一些事情真相，从已知的证据或事实探寻或

推出未知的证据与事实，从一些事实命题出发得出另外一些事实命题。对于事实推理而言，它探求

的是一个事物有或无的问题，是一个事物情况有或无的问题，是一个事实命题或判断的真或假的问

题。 

一、确定性推理工具：自然推理系统 P
N
 

在对案件真实情况即案件事实进行推测或推断时，不可避免地进行确定性推理与不确定性推

理。确定性推理主要是运用逻辑推演工具，而不确定性推理主要是运用合情推理方法。在事实推理

中，根据因果法则可以对事物实际情况或实际情形进行逻辑推演。事物情况的因果法则是指，倘若

事情 A是事情 B的原因或者事情 B是事情 A随之而来的结果，那么一旦事情 A出现事情 B就必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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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而与事情 B相反的事情就不可能出现；一旦事情 B没有出现事情 A就不可能出现。这是因果关系

的充分性或必然性法则，是事情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事实推理中不可或缺的前

提与根据。在事实推理中，尽管每个案件的复杂性程度不同，但对案件事实都可藉由因果关系的充

分性或必然性法则展开逻辑推演。前苏联侦查员别尔金说道：还记得普希金所幻想的“魔法水晶球”

吗？通过这个水晶球，作家能够看到他未来的文学作品的内容。对侦查员来说，通过它能看到自己

所要侦查的案子的内幕。在事实推理中，这个“魔法水晶球”就是事情之间的因果法则及其推导规

则。基于因果法则从原因推断出结果，是在确定性或充分性条件下进行的必然推断，是前提与结论

具有必然联系的推理，是从一般推出一般或一般推出个别的推理，是前提蕴涵结论的逻辑推理。这

种从原因推断结果的逻辑推演属于演绎推理的范畴，属于确定性推理的范畴。把事物情况之间的因

果关系可以分析为命题之间的条件关系，从而可以运用命题逻辑工具进行确定性推理，解决事实推

断问题。在事实推断领域中，运用的逻辑推演即演绎推理工具主要是命题逻辑即语句逻辑，命题逻

辑的推演规则可以概括为一个自然推理系统 P
N
。 

二、不确定性推理方法：合情推理模式与方法 

在法律领域中，合情推理是事实发现或事实确认的主要推理模式。在事实发现或事实确认过程

中，即在发现证据并基于证据发现事实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相应的合情推理。在法律领域中

运用的合情推理模式与方法主要有：因果关系推导、比对推理、类推法与归纳法。其中因果关系推

导主要包括回溯法、密尔规则即密尔方法、麦基 INUS条件推理。 

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难以或不可能获得全部相关信息，只能在不完备或不充分即不确定的情况下

进行推理。这些推理一般是基于经验或常识进行的推理，它们不是确定性推理而是不确定性推理，

不是必然推理而是或然推理即盖然性推理。这些从不完全或不充分的前提或信息出发得出某些合理

结论的或然推理，即在不确定条件下进行的不必然但有合理性的推论，统称为合情推理（Plausible 

reasoning）。美籍数学家波利亚 1954年在《数学与猜想》中对合情推理进行了梳理与概括，提出

了合情推理（Plausible reasoning）或似真推理的概念。在波利亚看来，合情推理是指“观察、

归纳、类比、实验、联想、猜测、矫正和调控等方法”，是“启发法”即“有助于发现的”(heuristic)

中的一个推理模式。他在《数学与猜想》的序言中进一步指出，“我们借助论证推理来肯定我们的

数学知识，而借助合情推理来为我们的猜想提供依据。一个数学上的证明是论证推理，而物理学家

的归纳论证，律师的案情论证，历史学家的史料论证和经济学家的统计论证都属于合情推理之列。” 

在探求因果联系、解释已知事实、预见未知事实过程中，人们需要根据已知事实结合一般经验

或常识对事物情况或情形进行合情推理，问题的探索与疑问的解决需要大量地运用这些合情推理。

在事实推理过程中，合情推理是基于经验或常识的不确定性推理，是或然性或盖然性推理，是非单

调性推理。合情推理具有似然性、主观置信性、非协调性等特征。合情推理的前提不蕴涵结论，前

提与结论之间不具有必然联系，两个相反的情况可以同时被认为是可能的或似然的，也可以同时不

被人们所相信或置信。它的前提只是一般经验性常识，相关信息也不充分，得出的结论不像必然推

理的结论那样确定和可靠，只是对事物情况的一种推测性或假定性说明，是需要进行检验或确证的，

是暂时的、有风险的、有争议的、允许有例外的。随着前提的增加或新信息的出现，有可能导致对

结论的修改或废止。但是，合情推理是一种探索性思维方式，提出的假说是对所研究的事物情况或

现象作出的一种合理解释或最佳说明，它引导着事实方面的新发现，一些重要的假说一旦被证实就

成为事实真相发现过程中关键的转折点。 

三、非对称性推导：“最佳解释”、“判决性检验”、“独立证实”原则 

在检验或验证假说中，对于某些理论或假说能够提供决定性、关键性的支持或否定证据的检验，

被称为“判决性检验”(Crucial experiment)。通过判决性检验得到的这些证据称为决定性证据或

关键性证据。英国哲学家培根最早提出了“判决性检验”的概念。他指出某些类型“优选实例”的

性质本身就可以揭示出本质的相互关系，从而对探讨事物的本质具有特殊的价值。他所提出的优选

实例中最重要的是所谓“指路牌实例”，这种实例犹如在道路分叉的地方树立的指路牌，可以在相

互竞争的解释之间起到判决性或决定性的作用。这些“优选实例”中的“指路牌实例”就是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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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或关键性证据。 

在事实发现过程中，回溯推理的主要工作是从现象到解释、从推断到理由的推导，是比较一种

推测与另一种推测，是识别理由较多的推测和理由较少的推测，是确立或选择一个“最佳解释”或

“最佳说明”（the best explanation），即提出一个有关键性、决定性或判决性证据支持的假说，

提出一个比以前有更有力、更充分的证据支持的假说，提出一个有超过一切现有理论的优越性的假

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哲学家汉森（Hanson）首先将回溯推理称为一种“寻求最佳解释推理”，

即从许多逻辑上可能的假设中选取出一个最好解释的推理。在事实发现中，最终目标是查明事情真

相。对于法官来说，关键问题就是审查证据并且基于证据检验事实主张，审查全部证据能否确证或

否证该事实主张。对于侦查人员来说，侦查工作的终极目标是侦破案件，其关键问题在于要从已有

证据出发进行合情推理，提出一个合理的假说，确定一个正确的侦查方向，并使合情推理还原案件

发生时的真实情况，使合情推理接近客观事实、逼近案件真相。因此，合情推理的一个重要原则就

是要作出“最佳解释”或“最佳说明”，即应当寻求或进行判决性检验，要找到关键性、决定性或

判决性证据。 

一般而言，为了确证一个假说命题成立，往往需要一系列的检验命题。即为了确证推测或假说

的真实性或可信性，就要推出尽可能多的检验命题并加以检验。假如从假说命题推出的检验命题都

被证实，则该假说符合客观实际的可能性就较大；并且，如果各个检验命题被独立地证实，即各个

疑点被独立地证实或排除，那么该假说为真的可能性就更大。这是因为尽管其中任何一种情况的出

现都会有许多其他可能性，但所有事实巧合地凑在一起的几率却非常小。这种合情推理原则就是基

于小概率事件原理的独立证实原则。 

学习目标： 

1．了解案件事实的合情推理原则与方法。 

2．掌握不确定性条件下的 INUS条件推理和比对推理模式。 

作业： 

1. 事实推测与推断有哪些方法与工具？ 

2. 合情推理有哪些特点？有哪些重要模式？ 

3. 事实推测与推断原则是什么？ 

知识单元 7：排除合理的怀疑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证明责任规则 

证明责任规则是指倘若负有证明义务或责任的控方或当事人举证不能或举证不足以说服法庭

相信其主张成立，就要承担败诉或诉讼不利的法律后果。这种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规则今天已经普遍

地被英美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和我们国家所确立。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以及我们国家，法律

一般规定控方或起诉一方在诉讼中应当承担证明义务或证明责任。在刑事审判的全过程中，控方对

指控犯罪事实和犯罪证据承担证明责任或说服责任，控方必须向法庭出示有罪证据并证明有罪证据

的合法性和确实性以及指控事实的真实性，而被告人有辩护的权利但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

在民事审判的全过程中，“谁主张谁举证”是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诉方即起诉一方或提出主张的

一方对自己主张的事实及其证据负有证明责任或说服责任，应向法庭出示证据并说服法庭相信证据

的确实性和事实主张的真实性。 

在诉讼过程中，诉讼双方必须按证明责任规则要求向法庭举证和证明并且说服法庭接受他们的

主张或者抗辩。在诉讼过程中，诉讼双方都知道事实真相，但经常会做出截然相反的事实陈述，有

时承认对方陈述的事实，有时则否认对方陈述的事实，诉讼双方在法庭上各自陈述案件事实和提出

证据，意图在于说服法官接受自己的事实主张或事实抗辩。法官的职责就是根据证明责任和证明标

准的法律规定的要求，审查并判断诉讼双方提出的证据及其事实证明或论证是否承担了证明责任以

及是否达到了证明标准，并以此为根据确认或认定证据与案件事实。法官在法庭上的首要工作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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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审证与认证。“法官亲耳聆听证人的陈述，亲眼阅读法庭上提交的书面材料，他的任务就是

从这些他看到或听到的已知事实推导出他既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的事实。”这是法官担负的事实认

定或认证责任。 

二、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与“盖然性占优势”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我国在程序法中都规定了事实推证与事实推定的证明标准或要

求。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是指负有证明责任的诉讼双方对证据和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证

明程度。在英美法系国家，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或要求是“排除合理怀疑”。在刑事案件中，承担

证明责任的控方必须“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其指控犯罪的证据和事实成立。即控方指控犯罪的证

据及其事实不应存在任何疑点，控方对指控犯罪的证据和事实的证明应当达到“排除合理怀疑”

（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程度。控方要想使法庭认定被告人犯有指控的罪名，就必须使他

们相信犯罪指控的全部证据和事实都已经得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如果任何犯罪证据或事实要件

没有得到令法庭满意的证明或者任何辩护意见没有得到控方的有力反驳，那么被告人就必须被判无

罪。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但有辩护的权利而且积极抗辩（affirmative defense）

即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应当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抗辩只需要达到优势证据的程度或

要求即可。在英美法系国家，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或要求是“盖然性占优势”。即在民事案件中诉

方即起诉一方或主张一方，对证据和事实主张的证明应当达到“盖然性占优势”的程度和要求。即

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必须以优势证据证明其确权、侵权或违约事实的存在，否则就要承担败诉或

诉讼不利的法律后果。 

在我国的诉讼过程中，证明标准与要求是“确实与充分”。即承担证明责任的一方对证据和案

件事实的证明要达到“确实与充分”的程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实与充分”证明标准或证明

要求就是：（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

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即在刑事诉讼中，倘若控方对指控证据和事实的证

明没有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即指控证据或事实存在疑点且不能合理排除，就没有达到“确实

与充分”的程度，就不能确认其指控成立。上述证明标准与要求也被概括为证据确实性标准和证据

充分性标准两个部分。具体内容与要求可以概括如下：其一，每一个指控或认定的事实都有证据证

明；其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其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事实之间不存

在矛盾或者矛盾得到合理排除；其四，根据证据证明或认定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

据得出的结论不存在合理怀疑，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应当指出，“排除合理

怀疑”与“盖然性占优势”证明标准与要求涵盖了“确实与充分”证明标准的全部要求。“排除合

理怀疑”与“盖然性占优势”证明标准与要求是对“确实与充分”证明标准与要求的最好概括与表

达。 

三、默认推理与界限推理——自由心证与内心确信 

事实推证与推定遵守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规则。即对事实的自由心证或内心确信应当遵守以下

推证与推定规则：如果控方或诉方对其指控或主张作出了证明并且其证明能够“排除合理的怀疑”

或“盖然性占优势”，即控方或诉方作出了证明而辩方对控方或诉方的证明提不出“合理的怀疑”

或“占优势的反证”进行反驳，就推定控方或诉方的指控或主张是成立的；如果控方或诉方对其指

控或主张不能证明或其证明不足以“排除合理的怀疑”或“盖然性占优势”，就推定控方或诉方的

指控或主张是不成立的。“无罪推定”与“疑罪从无”原则就是上述事实推证与推定规则在刑事诉

讼中的具体运用。正如德国著名证据法学者罗森贝克指出：“鉴于我们认识手段的不足及我们认识

能力的局限性，在每一个诉讼中都有可能发生当事人对案件事实过程的阐述不可能达到使法官获得

心证的程度的情况。法院几乎每天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仅民事法庭、刑事法庭如此，行政法庭也

同样如此。因为不管将判决所依据的资料交由当事人提供，还是委托给法院调查，当事人或法院均

必须对在诉讼中引用的事实情况的真实性进行认定并对此负责，认定程序最终会受制于所谓的形式

真实或所谓的实体真实的原则——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作为争讼基础的事件不可能在每一个

细节上均能得到澄清，对于法官的裁决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既不能被查明己经发生，也不能够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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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没有发生。”在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法院就更需要根据法律规定的证明责任和证明

标准规则来解决证据认定和事实推定问题。 

事实推证和推定不是纯粹基于逻辑推演规则进行的推理。事实推证与推定还是基于证明责任与

证明标准规则进行的推理，而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规则是法律规则而不是逻辑规则。事实推证和推

定是一种基于法律规则的默认推理（default reasoning）或界限推理（circumscription 

reasoning）。默认推理是从对其不存在合理怀疑就推出其成立或合理的推理。界限推理是从没有理

由或没有更强理由怀疑它就推出其合理或成立的推理。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规则规定了事实推证与

推定成立的标准与要求，即规定了事实推证与推定成立的默认条件或推定界限——“排除合理怀疑”

或“盖然性占优势”。事实推证与推定成立与否的确认是一种默认或内心确信的结果，而这种默认

或内心确信是建立在排除合理怀疑基础之上的。即如果事实推证与推定不存在疑点或者能够排除对

它的合理怀疑就确认或默认它成立，否则就认定或默认其不成立。 

事实推证和推定属于不确定性推理的合情推理与合情论证的范畴。这种默认或确认由于基于内

心确信或主观置信而虽不必然但具有合理性或可接受性。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规则是从法律上解决

事实推证和推定中的经验与逻辑上的不确定性。这个推证与推定规则在法律上是不可置疑和不可反

驳的，但事实推证和事实推定是可争议的、可反驳的与可改变的。事实推证与事实推定具有或然性

或似真性、主观置信性、非单调性等特征。应当指出，探寻案情真相从本质上说不是必然的而是主

观置信的和经验概率的，在很大程度上事实推证与推定不得不依赖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规则的运

用。哈贝马斯说道，正如在立法领域中的民主程序一样，法律适用领域中的法院程序的规则用以补

偿其缺漏性和判决的不确定性，它们根源于该事实即合理商谈的命令性交往前提仅仅能近似地满

足。 

学习目标： 

1．了解事实推证与事实推定的规则。 

2．掌握事实推证与事实推定的标准与模式。 

作业： 

1. 事实推证与推定原则是什么？ 

2. 事实推证与推定模式是什么？ 

知识单元 8：最好的辩护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合理怀疑：主动进攻与积极抗辩 

在刑事案件中，控方承担证明犯罪证据和犯罪事实的责任，而且其证明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

（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程度或要求。如果犯罪证据和指控事实没有得到足够充分的证明，

或者辩方提出的合理怀疑没有得到控方的有力反驳，那么被告人就必须被判无罪。 

根据上述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的规定，辩方就有两种基本的辩护方式或策略。其一，是被告人

可以进行“积极抗辩”（affirmative defense）或“积极防御”，即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应

当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其二，他可以采取“主动进攻”的辩护策略，即对控方提出的指控及其

证据提出“合理的怀疑”，指出控方没能证明他们的指控，要求控方作出进一步证明，目的是直接动

摇和摧毁对方的指控。主动进攻的关键就是，捕捉到对方的破绽，拣几个最能置对方于死地的问题

进行反击。 在刑事诉讼中，最好的辩护就是主动进攻。主动进攻即提出合理的怀疑（Reasonable 

doubts)，是最常见的一种辩护方式，也是最好的辩护策略。主动进攻的过程是从质疑控方证据开始

的。质疑控方证据就是质疑控方证据搜集的合法性以及控方证据的可靠性和确实性。 

二、理性的抗辩 

（一）直接反驳、归谬法和间接反驳：辩护方法可以归结为逻辑上的三种反驳方法：直接反驳、

归谬法与间接反驳。主动进攻主要运用直接反驳方法和归谬法，积极抗辩或积极防御主要运用间接

反驳方法。直接反驳就是直接从论据的真实性推论出对方主张或论据不能成立。直接反驳是一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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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逻辑推理的过程。它的逻辑基础是演绎推理的分离规则的代入。直接反驳的关键就在于找到确实

而充分的理由即有说服力的根据来确认对方的主张或论据是错误的。最有力的反驳就是从已确立的

根据或理由合乎逻辑地推出对方的主张或论据是不成立的。直接反驳是法庭上的一种重要的反驳方

法。 

（二）逻辑反驳与经验反驳：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规则是合理怀疑或合理辩护的准则。有效的

主动进攻和积极抗辩是建立在理性论证基础之上的，是在尊重和运用逻辑规律、经验规律或经验常

识的基础上进行的。 

三、智慧的对决 

法庭上双方的对决往往是是生死攸关的，如何确立对己有利的证据和理由以及如何削弱和推翻

对己不利的证据和理由，以及如何使对方陈述成为推翻对方主张和支持己方意见的证据和理由，就

是其中的两个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反驳中的援推与反推问题，涉及论辩智慧与艺术的问题，也

是修辞学和论辩学研究的一个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庭上的辩护策略。 

2．掌握法庭上的辩护方法与辩护艺术。 

作业： 

1. 直接反驳、归谬法和间接反驳有何区别？ 

2. 为什么说最好的辩护是主动进攻？ 

3. 如何使辩护具有说服力？ 

知识单元 9：法官裁决与推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事实与法律的结合 

在司法过程中，法官针对具体案件要作出三个方面的判断或裁决：其一，发现和确认事实，即

判断或确定案件事实是否存在或真实，对案件事实之“是”作出裁决；其二，获取或寻找法律，即

判断或确定相关法律含义与内容，确立法律规则即裁决理由；其三，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裁决，即

将事实和法律结合或对应起来，依据法律对案件事实作出评价或评判，对当事人之“应当”作出裁

决，包括对当事人行为是否合法或正当即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作出判断或评判，以及对符

合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当事人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作出裁决。案件事实之“是”和当事人之

“应当”分别属于事实问题与价值问题。判断案件事实是否存在或真实属于事实判断的范畴，评价

或评判案件事实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司法裁决的最终任务是解决事实和法律的结合问题，将案件

事实置于法律规范之下，即根据法律对案件事实作出评判与裁决，使个案当事人承担应当承担的法

律后果。 

二、制定法判决推理：涵摄与演绎模式 

美国学者伯顿认为，司法判决的关键性问题是：（1）识别一个权威性的大前提；（2）明确表

述一个真实的小前提；（3）推出一个可靠的结论。其适用法律的思维一般是按三段论推理来进行

的。在这个过程之中法官首先需要寻找可资适用的法律规范或法律理由，再将特定的案件事实置于

法律规范要件之下，对个案作出具体裁决。 

在制定法判决推理中，裁决结论看起来是从法律规定和事实认定演绎推导出来的，但司法裁决

即法律适用并不单纯只是一个演绎推理过程，不可能仅仅只依赖于三段论，它还要以涵摄或等置的

方式进行，法官作出的决定不只是三段论推理的结果。并且司法裁决的重心不在于最终的演绎推导，

而在于之前的事实认定即对当事人行为是否符合法定构成要件的判定，这个过程被称为事实涵摄，

被称为小前提的建立。建立小前提是裁决的关键。事实认定是法官承担的一项重要工作。 

三、判例法判决推理：例推模式与区别模式 

（一）“遵循先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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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通法系国家，判例法是其主要的法律渊源，其核心原则是遵循先例（the principle of 

stare decisis）。先例或判例就是一项已经判决的案件或者法院的判决，它为后来的相同或类似的

案件或者相似的法律问题提供了一个权威性的依据。这些在事实或者法律原则方面与正在审理的案

件相近似的案件被称为先例。遵循先例就是指在一个适当的案件中曾经得到裁决的法律论点或法律

问题，不应在包含同样问题并属于同一管辖权的其他案件中重新加以考虑，除非有某种情况变更证

明改变法律是正当的。因此，既决的法律论点通常是有约束力或有权威的，并且被称之为法定依据。

先前判决的案件被当做此后案件的判决依据，其基本要求是同样的案件同样判决。判例法凭借“遵

循先例”原则，寻求“同样的事项同等的对待”，寻求个案处理的法律统一，实现的是经验的正义

(empirical justice)。判例法或普通法是法官在他们的审判权限范围内通过对案件的判决造就的，

其形成的基础就是一个个的案件。法院按照在先前的案件中确立的原则进行审判，这是英美法系的

普通法之司法理性。 

（二）例推模式与区别模式 

法官基于判例法的判决推理，主要运用的是类推法或例推法。法官通过判例法推理从先例中抽

取法律原则，然后把这个判例法原则贯彻到当前的具体案件之中。正如美国法学家列维（Levi）说，

判例法判决推理的基本类型是例推法（reasoning by example）。当宪法和制定法都沉默的时候，

法官要做的事情就是将他眼前的案件同一些先例加以比较，从先例中寻找或抽象出基本的原则，即

判决理由（radio decidendi）。例推法是从个案到个案的推理，这一推理运用的就是所谓的“先例

原则”。也就是说将一项由先例提炼出的论断视同一项法则并将之适用于后一个类似情境之中。若

事实上的相同点更重要则应当依照权威判例；若事实上的不同点更为重要则应当区别于权威判例，

即不适用权威判例中的规则。即先例类推或先例适用过程分为三步：首先，提炼个案之间的相似之

处；然后，总结先例中蕴含的相关规则；最后，将此相关规则适用于当下的个案之中作出裁决。不

同于从具体到一般的推理，也不同于从一般到具体的推理，而实际上是在两种具体情况（both 

particulars）都从属于同一个项（term）并且在其中一个具体情况已知的条件下从具体到具体的

推理。 

三、图尔敏论证模型 

英国学者图尔敏（Toulmin）认识到法律原则与数学公理之间存在的区别，并进而认识到法律

论证与数学论证之间存在的区别。他在《论证的使用》（The uses of argument）一书中指出，“在

所有这些领域当中，作出主张的同时提出应予承认的要求。假如这个主张受到怀疑，那它就必须要

进行证立。”图尔敏在这样的观念基础之上区分了法律论证与数学论证。在数学论证中，数学论证

以数学公理作为论证依据或理由，作为数学论证前提的数学公理是确定的、彼此相容的、不证自明

与无可争议的，因而也是无需再证明的。但在法律论证中，法律论证以法律原则与规则作为前提或

依据，这些前提与依据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具有开放性、可争议性或可修正性的，在受到质疑时

是要予以证立的。 

他将论证的一般结构表示为：（一）主张（Claim, C）：待证的主张。（二）资料（Data, D）：

即主张（C）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如果主张(C)受到质疑，就要提出事实根据(D)。（三）保证（Warrants, 

W）：确保从事实材料(D)推导出主张(C)的蕴含命题或一般性规则。（四）佐证（Backing，B）：即证

明保证(W)成立的事实材料。（五）限定（Qualifier, Q）：对保证(W)所作的限制或保留之陈述。即

大部分情形下保证(W)是成立的，但保证(W)是有例外或保留的。（六）抗辩（Rebuttal, R）：即保

证（W）不能普遍化之特殊事由或例外。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官裁决的特征。 

2．掌握制定法裁决推理与判例法裁决推理的模式。 

作业： 

1. 法官裁决有哪些特征？  

2. 涵摄模式与演绎模式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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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演绎模式与例推模式有何区别？  

知识单元 10：裁决的证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法官承担着裁决纷争的重任，肩负着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期许。法官并不因为拥有裁判的权力就

必然是正义的使者。正如法国法学家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

易的一条经验。柏拉图也曾说，假若给圣人和小人同样的无制约的力量，就会发现他们都会跟着利

益走。因此，罗伯斯庇尔指出，再没有人比法官更需要仔细监督了，因为权势的自豪感是最容易触

发人们弱点的东西。 

一、公开判决理由 

在英美法系国家，历来有公开判决理由的传统。公开判决理由是法官的论证与说服义务。英国、

美国以判例汇编的形式定期出版判决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所有判决要发表和出版，重要判决还

刊登在《纽约时报》等全国性大报上。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以及联邦地方法院的判决书也同样要公布，

这些判决书分别刊载在《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判例汇编》、《美国联邦地方

法院判例汇编》上。在大陆法系国家，16 世纪以后也逐步确立了要求公开判决并说明判决理由即

论证其判决的原则。意大利从 16世纪起确立了这一原则，法国于 1790年确立了这一做法并于 1879

年把它作为一项普遍的原则与义务强迫法官接受，荷兰、德国等也先后确立了这一原则。荷兰《宪

法》第 121条和德国《刑事诉讼法》第 267条、德国《民事程序法》第 313条第 1款明文规定了，

法官负有义务论证他们的裁判。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 1973 年的一项决议（法律续造的决议）中规

定：“所有法官的司法裁判必须建立在理性论证的基础之上”。人们希望司法公正不但要得到实现，

而且应当以人们能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人们希望法官采取对话交流、论证说理的方式制作司法

判决，期待法官对诉讼双方的主张和意见给予必要的回应，不但公开其判决，而且说明其判决理由，

展示出其判决形成过程，充分论证判决，使司法判决更为坦诚、更为理性、更具有说服力。 

二、“内部证成”与“外部证立” 

裁决证成的标准与要求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内部证成（internal justification）与外部证

立（external justification）。其一，内部证成就是要求法官基于已有前提或理由证成裁决，即

从已有前提或理由出发推出或证明其裁决成立。这就是要求裁决的结论应从引述的前提或理由合乎

逻辑地推导而来，即要求从前提或理由推出或得出裁决应当是合乎逻辑的，其裁决应当是“推理正

确”即“推理成立”的。其二，外部证立就是要求法官通过进一步的证明来论证这些判决前提、规

则和理由成立，即证明前提的正确性。内部证成无法担保其前提或理由的可靠性、正确性或真实性，

外部证立的对象就是法官在判决中所引述的、隐含的、预设的判决理由、前提或依据。外部证立就

是要证成判决理由或依据，即确立判决理由或依据的可靠性和正确性，确保判决理由或依据是成立

的，即确保“前提正确”或“前提成立”。 

三、“实在法证成”和“衡平与正义” 

实在法证成准则就是要求法官应当在实在法的框架体系中进行释法和裁决，应当基于实在法进

行推导与论证并在实在法的框架下证成裁决及理由。法官应当在现行有效法秩序的框架体系内作出

决定，应当以正式的法律渊源、法律制度的一般精神及基本原则为依据证成裁决与理由。在英美法

系即普通法系国家，一直就有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的司法传统，即强调法官裁决遵循先例

是原则而不是例外。“该原则要求下级法院遵从同一司法层级体系中上级法院的判决。普通法传统

也要求遵循最近的上级法院之判决，不论其原始法令是来自于成文法或判例法。”遵循先例强调先

例原则，强调规则至上、法律权威至上。德沃金在《法律的帝国》中说道，“法院是解释、界定法

律规则并把这种规则适用于社会生活之中的中心机构，是‘法律的帝国’的首都，法官正是帝国的

王公大臣。”在大陆法系的国家，也确立了法典至上的司法原则。即成文法典即制定法是判决的唯

一法律渊源，每个案件都必须依据法典中的文字与精神来判决。“在每个大陆法系的判决中，法典

中的相关法条便成为定言演绎三段论法（categorical deductive syllogism）里的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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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平与正义准则就是追求司法判决与社会公平正义之间的融合与契合，强调在社会公平正义原

则与社会根本利益需求基础上作出并证成裁决，追求司法判决的正当性、妥当性、适当性或可接受

性。就是要求司法不但要维护公众对法律的安定性的预期，而且要回应公众对法律的正当性的期盼。

强调要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具体条件、情境和价值烛照下解读法律，而不是把法律冻结在已逝岁

月的藩篱之中，要追求法律对社会的适应性，寻求法律与社会之间“完美的契合”，追求法律与当

代社会根本利益、基本价值、深层情感的融合，以此达成司法的正义和法的正当性，彰显司法理性

与保障司法权威，并感染普通人的意识和普通人的确信。正如卡多佐(Benjamin N．Cardozo)大法

官所言：在寻找法律的过程中，法官受到一种强大的力量的引导。这种引导的力量可以沿着逻辑发

展的路线起作用；可以沿着历史发展的路线起作用；也可以沿着习惯的路线起作用；还可以沿着正

义、道德和社会福利、当时的社会风气的路线起作用。“开始时，我们对这些路径并没有感到有问

题；它们也遵循同样的路线。然后，它们开始分岔了，而我们就必须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历史或

者习惯、社会效用或某些逼人的正义情感，有时甚或是对渗透在我们法律中的精神的半直觉性领悟，

必定要来援救焦虑不安的法官，并告诉他向何方前进。” 

卡多佐大法官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如流水潺潺不断的倾向，不论你是否愿意称其为哲学，

却正是它才使我们的思想和活动融贯一致并有了方向。法官一点也不比其他人更能挣脱这种倾向。

他们的全部生活一直就是在同他们未加辩识也无法命名的一些力量——遗传本能、传统信仰、后天

确信——进行较量；而结果就是一种对生活的看法、一种对社会需要的理解、一种——用詹姆斯的

话来说——‘宇宙的整体逼迫和压力’的感受；……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性背景下，每个问题才找到

自身的环境背景。我们也许会尽我们之所愿地努力客观地理解事物，即使如此，我们却也永远不可

能用任何他人的眼睛来理解这些事物。”应当指出，很少有法官在所有的时刻都沿着同样的路线前进，

也很少有法官沿着一条道路走到极端。他们之所以遵循了一条道路，而关闭了另一条道路，这是因

为在这位司法者的心目中有这种确信，即他所选择的道路导向了正义，代表了更重大更深广的社会

利益。他们总是不断追问理性和良心，不断诉诸理性和良知，从最内在的天性中发现正义的根本基

础，另一方面，关注社会现象，确定它们保持和谐的法律以及它们急需的一些秩序原则。他们总是

在坚持法律的稳定性或安定性与坚持法律的适应性或正当性之间保持应有的平衡，在冷冰冰的逻辑

理性和温暖的价值关怀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或许不完全是法律的现实，但应当是法律的未来。 

学习目标： 

1．了解司法论证传统和法官论证与说服义务。 

2．掌握裁决证成的标准与要求。 

作业： 

1. 法官裁决有哪些规则与准则？ 

2. “内部证成”与“外部证立”的要求有何区别？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3  

2 法律的理性 3  

3 法律的不确定性与可推导性 3  

4 法官释法与造法 3  

5 法官释法方法 3  

6 法官释法技艺 3  

7 案件的合情推理 3  

8 排除合理的怀疑 3  

9 最好的辩护 3  

10 法官裁决及推论 3  

11 裁决的证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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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逻辑导论、法学概论 

后续课程：法理学原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律思维的关键领域与基本问题、法律的不确定性与可推导性问题、法官释法与 

造法的原则与方法、案件的合情推理方法与原则、事实证明与事实认定的规则与 

标准、法官裁决的论证模式、裁决证成的规则与标准。 

难点：法律的道德性问题、法律的开放性、非协调性与非完全性问题、法官释法与造法 

的原则问题、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情推理问题、司法裁决的论证模式问题、图尔 

敏论证模型问题、裁决的证成标准问题、裁决的可争议性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以问题为导向的探讨性与研究性教学。 

2. 以实践为导向的案例教学与实务教学。 

3. 以学生为导向的自主学习与交互式讨论教学。 

教学手段： 

1. 以多媒体为主的现代化教学手段。 

2. 模拟法庭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建立课程网页或公共邮箱，上传延伸阅读文献书目与资料，上传前沿研究的最新成果信息与资

料，上传经典判例和最新判例与法案资料，全面发挥法律逻辑学的基础性、工具性、应用广泛性的

作用。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可以利用课程网页或公共邮箱上传的延伸阅读材料与判例资料，并且利用本课程的国家精

品视频公开课《法律逻辑与方法》展开课程的自主学习。 

http://www.icourses.cn/viewVCourse.action?courseId=8475e115-13e1-1000-9e8e-21fc4a

f39bef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了《法律逻辑学》（“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

划项目）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了《法律逻辑学案例教程》实验操

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王洪：《法律逻辑学》（“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

8月版（此教材 2008年版获“2011年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 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 1998年版。 

2. [英] 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杨百揆等译，法律出版社 1999年版。 

3. [美] 萨伯：《洞穴奇案》，陈福勇、张世泰译，三联书店 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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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美] 德肖微茨：《最好的辩护》，唐交东译，法律出版社 1994年版。 

5. [波] 齐姆宾斯基:《法律应用逻辑》，刘圣恩等译，群众出版社 1988年版。 

6. [美] 伯顿：《法律和法律推理导论》，张志铭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7. [美] 列维：《法律推理引论》，庄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8. Stephen Toulmin, The Uses of Argu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9. [德] 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10. [德] 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 2005年版。 

执笔：王洪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6日 

 

数理逻辑 
Mathematical logic Symbolic logic 

课程号：4070200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巩固已学《逻辑导论》课程内容；2、掌握现代逻辑基本内容，形成

较完整的逻辑体系知识。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课堂练习相结合，使学生掌握现代逻辑基础知识及命题演算、

谓词演算原理，了解命题、谓词等基本概念，为《计算机原理》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逻辑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数理逻辑研究对象 

数理逻辑是数学的一个分支，是数学基础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数理逻辑的研究范围

是逻辑中可被数学模式化的部分，包括命题逻辑、谓词逻辑。 

数理逻辑的内容十分丰富，与许多学科都有关联，互相影响，要介绍它的内容，或者描绘它

与别的学科有所不同的特征，最好的办法是先从它的发展过程来考察。 

2．数理逻辑产生根源及发展过程 

数理逻辑的兴起与发展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其一是人们感到传统逻辑的不足，需加以改进，尤

其是借助数学的方法（如使用符号、注重推理）而加以改进；另一条路是对数学基础的研究，产生

了大量与逻辑有关的问题（如罗素悖论），从而产生了数理逻辑这门学科。 

（1）传统逻辑的不足 

传统逻辑主要是指亚氏逻辑，尤其是经过中世纪的演变一直沿用到今天的形式逻辑。形式逻辑

和现代逻辑相比有很多不足。 

①亚氏逻辑所讨论的直言命题限于主、谓项结构，按质按量分成四种： 

全称肯定命题 SAP：凡 S是 P 

全称否定命题 SEP：凡 S不是 P 

特称肯定命题 SIP： 有 S是 P 

特称否定命题 SOP：有 S不是 P 

但是人们日常所使用的语句却不限于主、谓项结构，例如，“我和他争论”，“他送我一本书”。

这两个语句很难用直言命题来表达，如果硬把上述两句表述成主、谓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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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和他争论的。” 

“他是送我一本书的。” 

这样的表述很难说是和原句的意思相符。“和他争论的”很难说形成了一个概念，至少不是常

用的概念，而“我和他争论”、“他送我一本书”这类语句却是经常使用的。 

再如，最基本的数学语句： 

a大于 b   

点 C介于点 B与点 D之间 

这些都不能表述成主、谓项结构。 

②亚氏逻辑的另一个不足是限于三段论。亚氏逻辑规定，每个三段论式必须有也只有三句主、

谓项结构的直言命题，两个前提，一个结论。每个三段论式必须有也只有三个词项，小项、大项、

中项，但是这样的三段论式并不能包括日常所使用的各种推理，例如： 

a大于 b，b大于 c，故 a大于 c  

所以亚氏逻辑缺少对关系命题的研究。   

③亚氏逻辑还有一个不足，就是对量词的研究不够充分。亚氏逻辑把一个命题按“质”分成肯

定命题和否定命题，按“量”分成全称命题和特称命题，但是对谓项却没有量化研究。 

（2）数理逻辑的兴起 

对亚氏逻辑的改革，导致数理逻辑的兴起与发展。 

数理逻辑的创始者是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在逻辑方面，有一个巨大的计划，要建立一种理想的

“通用语言”，利用它来进行推理，这个理想当时并没有实现，他只留下一些零星的话语。他曾经

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上写道：“要是我少受搅扰，或者要是我更年轻些，或有一些年轻人来帮助我，

我将作出一种‘通用代数’，在其中，一切推理的正确性将化归于计算，它同时又将是通用语言，

但却和目前现有的一切语言完全不同；其中的字母和字将由推理来确定；除却事实的错误以外，所

有的错误将只由于计算失误而来，要创作或发明这种语言或字母将是困难的，但要学习它，即使不

用字典，也是很容易的。” 

莱布尼茨的计划大体如下：创造两种工具，一是通用语言，二是推理演算，前者的首要任务是

消除现存语言的局限性、不规则性，使得新语言变成世界上人人公用的语言；此外，由于新语言使

用简单明了的符号、合理的语言规则，它用作推理的工具，它将处理通用语言，规定符号的演变规

则、运算规则，从而使得逻辑的演算可以依照一条明确的道路进行下去。 

之后，逻辑学家们大体上集中精力于传统逻辑的修补工作，即在传统逻辑的基础上、框架内，

对传统逻辑作些修改，以期改进，代表人物是汉米尔顿和德摩根。 

在传统逻辑中讨论“量”化和“质”化的时候，只对主项作“量”化，只对谓项作“质”化。

汉米尔顿主张对谓项也作“量”化，从而把以前的四种命题改而分成八种命题： 

A1：一切 s是一切 p   A2：一切 s是有些 p 

E1：一切 s不是一切 p   E2：一切 s不是有些 p 

I1：有些 s是一切 p      I2：有些 s是有些 p 

O1：有些 s不是一切 p   O2：有些 s不是有些 p 

德摩根则主张对主项也作“质”化： 

A：一切 s是 p    A′：一切非 s是 p 

E：一切 s不是 p    E′：一切非 s不是 p 

I： 有些 s是 p    I′：有些非 s是 p 

O：有些 s不是 p    O′：有些非 s不是 p 

德摩根还明确主张发展关系逻辑。 

布尔在 1847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叫做《逻辑的数学分析----论演绎推理演算》，在 1854年出

版一本书，叫做《思维法则的探讨----作为逻辑与概率的数学理论的基础》。他正式提出改革传统

逻辑的主张及具体方案，因此，他是继承莱布尼茨之后的数理逻辑的第二个创始者，布尔所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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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莱布尼茨想做而尚未做出的事情，即仿照数学的方式来发展逻辑。这和汉米尔顿、德摩根不同，

他走的是一条革命的道路，而不是在传统逻辑范围内修修补补。 

以后最重要的贡献是量词与约束变元的引入和使用，这是首先由弗雷格于 1879 年在他的《表

意符号》一书中引进的。在这本书中他完备地发展了命题演算，又几乎很完备地发展了谓词演算，

可以说，数理逻辑的整个基础到弗雷格这里已经接近于完成。 

可惜的是，弗雷格的符号和历来相传的、当时使用的、迄今使用的都完全不同，以致他的书当

时根本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他的学说一直无人理睬，直到罗素完成了自己的研究以后，才看见他

的书，发觉双方的论证和结论竟是不谋而合，才介绍并宣扬弗雷格的书，后者从此才受到人们的注

意，因此尽管弗雷格最早提出并接近完成谓词演算，但在历史上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略后一些，皮尔斯于 1885 年独立地引进了量词这个名称，以及∑x（存在量词）和 Hx（全称

量词）这两个符号，这个名称及符号一直沿用到今天。但是无论在命题演算或谓词演算方面，皮尔

斯都未能发展完全，其成就和弗雷格相比，逊色得多，但他的工作由施累朵继承并发展，最后集中

在《逻辑代数讲义》一书中。 

由于引入量词，人们更看出只有当与量词配合时才需使用命题函数，在这之前应该研究已经确

定了真假的命题，发展命题代数或命题演算，皮尔斯和弗雷格都明确地指明命题只有真假二值，命

题的研究实质上是真假值的研究，故又名二值代数或二值逻辑。 

量词的引入和研究，是数理逻辑发展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其重要性远远超过布尔代数的创立，

量词理论发展以后，才可以说数理逻辑接近于成熟。 

他们以后，皮亚诺于 1894年出版《数学公式》一书。 

罗素继承皮亚诺的研究，而且在每个方面都推进到了完善的地步，皮亚诺利用前人关于命题演

算和谓词演算的成果，而罗素则使这两部分更加完善了，皮亚诺对自然数给出五个公理，罗素则从

集合论（当时认为是数理逻辑的一部分）角度对自然数作出定义，证明（而不是假设）自然数满足

皮亚诺的五个公理（这时，他和弗雷格达到同样的结论了）。最后，罗素把他的成果汇集成为一本

巨著，即他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一书，这本书是当时数理逻辑的成果和总结。 

（3）数学基础危机带来的问题 

数理逻辑的发展还另有源流，那便是数学基础论。数学基础论对数理逻辑的影响，不亚于传统

逻辑的影响。 

从历史上说，数学曾发生三次大危机，它使数学基础问题发生三次大争论。第一次争论是古希

腊时代无理数的发现，使古代人以为“只有可通约量”的信念受到致命的打击，为了解释无理数的

存在，为了处理无理数，古希腊人发展了比例论，从而建立几何公理系统。第二次争论是十七、八

世纪关于微积基础的争论，具体地说，即关于无穷小的争论，它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结果得出了

极限论以及无理数的算术理论。这次争论很难说已得到解决，因为争论未完，马上引起第三次争论，

即罗素悖论的出现，从而导致数理逻辑的蓬勃发展。 

1902 年，罗素发现集合论中的一个悖论，即罗素悖论，它牵涉面极少而又导出了矛盾，所以

给数学界带来了极大的震动。 

罗素悖论： 

把所有集合分为 2 类，第一类中的集合以其自身为元素——P，第二类中的集合不以自身为元

素——Q ：  

         P={A∣A∈A}（非常集）  

     Q={A∣A￠A}（平常集） 

问：由所有平常集组成的集合是非常集还是平常集？ 

这类的悖论并不新鲜，远古流传下来的这类悖论并不少。例如： 

说谎者悖论：古希腊时代一个克利特岛上的人说：“克利特岛上的人是说谎者”。如果这句话真，

则他自己（是克利特岛人）便说谎，从而这句话假；如果这句话假，则克利特岛人不说谎，而这句

话可为真。如果那个克利特岛人的话进一步改为：“我这句话是假的”，那末悖论便更明显了。 



5317 

理发师悖论：据说中古时代某村只有一个理发匠，他自己约定：只替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

我们问：他到底替不替自己理发？如果他替自己理发，则依上述约定，他不该替自己理发。反之，

如果他不替自己理发，仍依上述约定，他须替自己理发。无论那一种，都出现矛盾。该理发匠作了

一项无法执行的约定，等于某人要求自己同时面向东又面向西一样，这当然无法实行。 

以前的悖论都依赖于一些具体事实，比如说话的人为克里特岛的人，理发匠有一个约定，悖论

的出现只表明所假定的事实不能出现，是假设，与逻辑与数学无关。 

但因为在数学中人们经常使用下列过程：任给一个条件，满足这个条件的一切个体必组成一个

集合，只要承认这个过程，那么罗素悖论便会发生，如果不承认这个过程，数学中经常使用的方法

便须更改，而这将导致巨大的影响。为解决这些真正的悖论，于是便大大促进数理逻辑的发展。 

（4）蕴涵怪论 

数理逻辑所研究的问题中，数学的推理占着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在推理过程中，免不了要使用

“如果···则···”这种语句，即“p →q”。 

如果“p → q”成立，即说明 p与 q之间有蕴函关系，可以由 p而推出 q，这个事实可表为下

述规则（即分离规则）： 

由 p → q及 p，可推出 q。 

这种蕴涵关系和分离规则是我们大家日常都使用的，但却出现了“蕴涵怪论”： 

p→(q→p),即真命题可被任何命题蕴涵 

﹁ p→(p→q)，即假命题可蕴涵任何命题 

罗素与怀特海的《数学原理》出版，其中以实质蕴涵为主要工具，把全部数学表达出来，引起

一片哗然。 

“任何命题蕴涵真命题”， “雪是白的”是真命题，但 “2+2=5蕴涵雪是白的”或“2+2=4蕴

涵雪是白的”就很怪异。 

“假命题蕴涵任何命题”， “2+2=5”是假命题，但“2+2=5蕴涵雪是白的”或“2+2=5蕴涵雪

是黑的”也很怪异。 

再如下面的蕴涵式根本不反映任何推理过程： 

p→q→p→p 

但是，《数学原理》一书表明了用实质蕴涵表示数学公式，非常方便而有用，为别的蕴涵所不

及，后来数理逻辑越发展，越表明实质蕴涵在表达数学公式时以及在作逻辑讨论时的优越性。 

曾经有人向罗素挑战，要他从“2+2=5”这个假命题推出“罗素和某主教是一个人”。罗素接受

了这个挑战，作出下列的推导： 

“假设 2+2=5，而我知道 2+2=4，故得 4=5，两边减 1得 3=4；两边再减 1得 2=3；两边再减 1

得 1=2；大家知道罗素和某主教是两个人，因此，罗素和某主教是一个人，断言得证”。 

这是不是一个笑话呢？是，又不是，因为在推导过程中凡是已知为真的定理都可使用，如今添

入一个假命题，这个假命题和无数个真命题配合之后，自然会得到相当多的命题，得到好些意想不

到的命题。 

所以，就日常所说的“如果···则···”而言，实质蕴涵在相当多的地方是不符合的。但就表

述数学推理而言，实质蕴涵最为方便，是任何其它蕴涵词所不及的。 

例如，最初人们只使用自然数，但由于实行相除时常有除不尽的情况，相减时常有不够减的情

况，于是人们便推广而得（正负）有理数，和原有的自然数相比较，出现下列的情况： 

第一，对于用数来计数这件事而言，新数有些“怪异”乃至不合理，例如：“三个苹果”，“四

个人”是很合理的。而“ 3
1
个苹果”，还可以说把苹果切成三等块而取其一块，但是对于“ 4

1
个人”，

就没法解释了。“-3 个苹果”还可以说“欠三个苹果”，但“-3 个太阳”肯定没有意义。因此，如

想用有理数来“计数”，常常会出现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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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但在别的方面，新数不但方便而且更加合理。例如，说“这根竹竿长 6 3
1
米”，“这个物

体重 4 7
5
公斤”，这不但表述得精确，而且比说“三条这样的竹竿共长十九米”，“七个这样的物体

共重 33公斤”要简洁而清楚得多。 

所以，使用实质蕴涵虽然会导致蕴涵怪论，但不影响它在数学中的重要作用。 

学习目标： 

1．了解数理逻辑发展历史。 

2．了解悖论。 

3.  了解蕴涵怪论。 

4.  掌握数理逻辑研究对象。 

知识单元 2：命题逻辑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命题逻辑特点 

（1）不分析简单命题的结构。 

（2）研究如何把几个简单命题联结成复合命题。 

（3）研究如何从一个命题推演出另一个命题。 

2.真值联结词 真值函项 重言式 

（1）复合命题及复合命题的真假 

①明确命题和语句的区别： 

语句注重事实内容； 

命题只有真或假两种意义（二值逻辑）。 

②明确复合命题特征及如何判定复合命题真假。 

（2）真值联结词  

基本的真值联结词：﹁、  ∧、  ∨、  →、  ←→ 

（3）命题形式 

复合命题形式及其多重复合命题。 

（4）推理形式 

有效推理形式和重言等值式。 

（5）重言式及其判定方法 

公式分为重言式、非重言式。 

重言式：永真式即有效推理形式 

非重言式：矛盾式，协调式 

公式符号：A、B、C 

重言式判定方法： 

①真值表法 

②归谬赋值法 

③表列法 

3.自然推理 

（1）自然推理的基本规则： 

①前提引入规则：在推理的任何一步都可以引入一个给定的前提。 

②分离规则（重言蕴涵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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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q 
        p 
       —— 
        q   

③条件证明规则： 

（p∧q→r）→（p→（q→r）） 

④加∧规则：            消∧规则： 

      P                     p∧q 
      q                    —— 

    ——                    p 

     p∧q                          
⑤加∨规则              消∨规则 

       p                    p∨q  
      ——                  ¬ p 

      p∨q                  —— 

                            q  

⑥加↔规则              消↔规则 

    p→q                   p ↔q 

    q→p                   —— 

    ——                   p→q 

   p ↔q 

（2） 自然推理证明方法： 

①直接证明（形式证明） 

②间接证明（反 证 法） 

4.公理证明 

公理证明：确定几条公理，使整个论域中真的公式都可以从这少数几条公理推演出来。 

（1）初始概念，除此之外概念都是派生 

     ┓，→，（  ） 

（2）初始命题，除此之外命题都是派生 

（3）演绎规则也是事先规定的 

（4）初始概念、初始命题的选择标准 

①无矛盾性：选定的公理之间不得自相矛盾。 

②独立性：每条公理不得从另外的公理推演出来。 

③完备性：从这几条公理出发，可以推演出任何永真式。 

（5）公理证明的规则 

①置换规则：对公式中的任何部分都可进行替换，即定义的左右两方可直接替换。设原公式为

A，替换后所得公式为 B，从 A可得 B。 

②代入规则：对公式中的命题变项可进行代入，即将公式中出现的某一类符号 A到处 

都以另一公式 B代替。 

③分离规则：从 A和 A→B可得 B。 

④括号省略规则：最外面的一对括号可以省略。 

⑤真值联结词的联结力依下列顺序递减：﹁、  ∧、  ∨、  →、  ←→ 

（6）公式的形成规则 

①单个变元是公式：A、B 

②若 A、B是公式，则┓A，A→B也是公式 

③所有的公式都由（1）、（2）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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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理 1：A→（B→A） 

公理 2：（A→（B→C））→（（A→B）→（A→C）） 

公理 3：（┓A→┓B）→（B→A） 

试证明：A→A 

（1）A→（（A→A）→A）公理 1 

       用 A→A置换 B 

（2）（A→（（A→A）→A））→（ （A→（A→A））→（A→A））公理 2 

       用  A→A置换 B、A置换 C 

（3）（A→（A→A））→（A→A）    （1）（2）分离 

（4）A→（A→A） 公理 1    

 用 A置换 B 

（5）A→A    （3）（4）分离 

学习目标： 

1．了解有关复合命题基础知识。 

2．掌握表列法、公理演算。 

知识单元 3：谓词演算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谓词逻辑特点 

谓词逻辑以命题逻辑为基础，是比命题逻辑和词项逻辑更强大更精细的逻辑理论。谓词逻辑克

服了命题逻辑和词项逻辑的不足。命题逻辑是命题演算，词项逻辑是类演算，而谓词逻辑是量词演

算，以个体词为演算单位。 

例 1：所有罪犯或是故意犯罪，或是过失犯罪, 

有些罪犯不是故意犯罪, 

因此，有些罪犯是过失犯罪。 

例 2：所有马是动物， 

所以，所有马头都是动物头。 

以上两例在命题逻辑和词项逻辑中都无法表达，但是经过谓词逻辑的学习，就可以用谓词逻辑

来表达了。 

2．谓词逻辑组成 

谓词逻辑将原子命题分析为： 

（1）个体词。个体词就是语句中表示主体或客体的词项。其中个体常项用 a、b、c表 

达；个体变项也称为个体变元，用 x、y、z或 t1、t2表达 

（2）谓词。谓词就是语句中表示个体性质或个体间关系的词项。其中一元谓词用以刻 

画个体的性质，二元谓词用以刻画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 

谓词常项，即谓词符号表示的是一个具体谓词，表示某种确定的性质或关系；谓词变项，即谓

词符号表示的是某个不确定的谓词。谓词常项或谓词变项用大写英文字母 F、G、H…表示。 

Fx、Mx……叫做原子式，由个体词和谓词构成的 Fx、Mx……本身没有固定的真值。谓词 

不能脱离个体词而独立存在 

（3）量词。量词就是指个体词的数量。 

全称量词：断定所有个体都具有相关谓词所表示的性质或关系。 

存在量词：断定存在(至少有一个)个体具有相关谓词所表示的性质或关系。 

全称量词用∀表示，存在量词用∃表示。紧随量词之后会有个体变项—— ∀x ，∃x 

单独的∀ 、 ∃不构成完整的意义 

下面用谓词逻辑表达四种直言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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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x (Sx→Px) 

SEP： ∀x (Sx →┓Px) 

SIP： ∃x(SxΛPx) 

SOP： ∃x(Sx Λ┓Px) 

例如： 

所有审判员都年满 23岁，  ∀x(Sx→Nx) 

有人是审判员，          ∃x(RxΛSx) 

所以，有人年满 23岁。   ∃x(RxΛNx) 

其推理形式是：∀x(Sx→N x)Λ∃x(RxΛSx)→∃x(RxΛNx) 

3.个体域、辖域 

（1）个体域即个体变项的取值范围。 

个体域、论域的关系：有时重合，有时不重合 

（2）辖域即量词的约束范围。 

①量词的约束范围是量词以及紧跟其后的最短公式。 

②如果量词后紧跟括号，括号内的表达式都是量词的辖域。 

③在量词的辖域内，一切和量词里的变元相同的变元都被此量词约束。 

④一个量词一定和某个变元结合在一起。单独的量词没有意义。 

 例 1：没有不透风的墙 

┓∃x(Qx∧┓Tx) 

∀x（Qx→Tx） 

例 2：有 s是 p且有 s不是 p 

∃x（Sx∧Px）∧∃x（Sx∧┓Px） 

例 3：我的矛能刺穿天下所有的盾，而我的盾天下所有的矛都不能刺穿 

设：D是盾，M是矛，a是我的矛，b是我的盾，C(a,x)是 a能刺穿 x 

∀x (Dx→C(a,x))Λ∀x(Mx→┓C(x,b)) 

例 4：所有的罪犯或者是故意犯罪，或者是过失犯罪。有些罪犯不是故意犯罪。因此， 

有些罪犯是过失犯罪。 

∀x（Fx→（Gx∨Sx））Λ∃x（FxΛ ┓Gx）→∃x（FxΛSx) 

（3）约束变项是在相关量词的辖域中出现的个体变项，即被量词约束的个体变项。自由变项

是不被量词约束的个体变项。 

一个体变项在一公式中是自由的，当且仅当它在该公式中至少有一次自由出现。 

一个体变项在一公式中是约束的，当且仅当它在该公式中至少有一次约束出现。 

一个体变项在一公式中可以既是自由的，又是约束的。 

4.谓词逻辑的基本规则 

（1）命题逻辑的各条基本规则 

（2）关于增加和消除量词的规则 

①全称销去：∀x A(x) →A(t) 

如果有一个带全称量词的公式∮：∀x A(x)，其中包含约束变项 x，则可以推得一个新 

公式，其中凡出现 x的地方都用 t 代替：A(t) 

全称销去的逻辑根据：如果某种属性为任一个体所具有，那么，自然也为任意的某个确定的个

体(个体常项)或某个不确定的个体(个体变项)所具有。 

从∀x A(x)得到 A(t) ，t 不能是 A中的约束个体变项。 

例如：m＞n+1 

不能用 m代替 n，否则会出现： 

        m＞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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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全称添加：A(x) → ∀x A(x) 

如果有一个公式∮A(x) ，可以给其中某自由变项 x 加上全称量词:   

 

   x·1 = x 

_____________ 

∀x(x·1 = x ) 

③存在销去： ∃xFx→Fa 

如果有了∃xFx，就可以推出 Fa。a是个体常项。 

例如：有人是学生， 

所以，陈琦是学生。 

存在销去的逻辑根据：如果断定存在个体 a具有某种性质，那么，就可断定总有某个确 

定的个体具有此种性质，尽管不能断定这个确定的个体是什么。 

④存在添加： Fx → ∃xFx 

如果能断定某个不确定的个体具有某种属性，当然能因此断定存在个体具有此种属性。 

例如：尚盈盈是学生， 

所以，有人是学生。 

在量词销去推导中，一般先销存在量词，再销全称量词。 

例如：所有马是动物，因此，所有马头都是动物头。 

前提：∀x(Px→Ax) 

结论：∀x【∃y(Py ∧ Hxy) →∃y (Ay∧Hxy)】 

学习目标： 

1．了解谓词演算基本规则。 

2．掌握个体词、谓词、量词、个体域、辖域等基础概念。 

知识单元 4：数理逻辑的特征和应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数理逻辑是边缘性的学科，在它的范围内， 逻辑内容和数学内容是时常交织在一起的。它

和数学其他分支、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及语言学等都有广泛的联系，并且日益显示其重要作用。 

2、从逻辑角度考虑， 数理逻辑是研究演绎方法的科学。演绎方法包括演绎推理及以演绎推理

为基础的证明和公理方法。演绎推理的前提和结论之间有必然联系，如果前提真则结论为真， 演

绎推理的对错以结构为准则。 

所谓公理方法就是，从若干称为公理的命题出发，根据一些特定的演绎规则，推导出称为定理

的另一些命题，从而构成一命题系统，这种系统称为公理系统。科学的公理系统要满足一些要求，

如无矛盾性和完全性等。数理逻辑的内容包括演绎推理的结构和公理系统的性质。除一般公理系统

外，数理逻辑着重研究数学的公理系统，如集合论的公理系统和数学分析的公理系统。 

3、在方法方面，数理逻辑使用了特定的符号语言并且在不同部分引用了不同程度的数学方法。 

4、数理逻辑的很大部分内容已成长为数学的分支。 

乘法的交换律：xy=yx       p∧q ←→q∧p 

加法的交换律：x+y=y+x     p∨q ←→q∨p 

乘法对加法的分配律：z(x+y)=zx+zy 

                    p∧（q∨r）←→（p ∧q）∨（p ∧r）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个，共××学时 

实验 1：……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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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实验 2：……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数理逻辑研究对象、产生根源、发展过程 3  

2 绪论：数理逻辑研究对象、产生根源、发展过程 3  

3 命题演算 3  

4 命题演算 3  

5 命题演算 3  

6 命题演算 3  

7 谓词演算 3  

8 谓词演算 3  

9 谓词演算 3  

10 数理逻辑的特征和应用 3  

11 考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逻辑导论》 

后续课程：《计算机原理》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命题演算、谓词演算。 

难点：表列法、公理证明、个体词、谓词、个体域、辖域、约束变项、自由变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课堂讲授为主。 

2.学生课堂练习为辅。 

教学手段： 

1．多媒体为主。 

2．教师板书、学生演算为辅。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平时随堂检

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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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陈慕泽 余俊伟著《数理逻辑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9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洪主编《逻辑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 9月 第 1版。 

执笔：徐海燕  审稿：孔红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4日 

 

孔子哲学 
The Confucian Philosophy 

课程号：4070300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介绍孔子相关历史知识；2、了解孔子思想发展历史；3、正确认识

孔子与中国哲学的相互关系。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得学生对于孔子哲学有一个全面且正确的理解：其一是正

确认识与把握孔子哲学之中的范畴的哲学含义与哲学理念；其二是正确认识孔子哲学的发展历史，

特别是其在整个中国哲学之中的地位与影响；其三是全面认识孔子，特别是其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14学时 

知识单元 1：孔子概说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介绍孔子生平 

2．介绍历代对于孔子的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孔子思想的产生背景 

2．掌握孔子的历代评价，并以此来认识中国哲学的发展轨迹 

知识单元 2：孔子哲学思想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孔子哲学思想 

2．孔子思想与后世儒家 

学习目标： 

1． 了解孔子思想中的仁、礼、义等范畴。 

2． 正确把握孔子的心性理念、政治思想。 

（二）实践教学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2学时 

实验 1：参观北京孔庙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参观北京孔庙 

实验要求：现场感受儒家典礼，通过实物认知明代之后的孔子历史地位变迁。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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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孔子概说 2  

2 孔子思想之仁 3  

3 孔子思想之礼 3  

4 孔子思想之义 3  

5 孔子与后世儒家 3  

6 参观北京孔庙 2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孔子思想中的哲学范畴 

难点：孔子政治观、孔子新型理念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本课程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以有利于课程内容的学习和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为原则。在课堂

教学中，广泛采用启发、讨论、学生展示、课堂讲评和案例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教学手段： 

1.教师讲述 

2.课堂研讨 

3.课下延伸阅读 

4.音像资料展示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对学生的考察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

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4、作业要求： 

每教学单元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撰写小论文。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杨伯峻：《论语》译注（简体字体），2006年 12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执笔：刘震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易学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Zhou Yi 

课程号：4070300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介绍易学相关历史知识；2、了解易学发展历史；3、正确认识易学

与中国哲学的相互关系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得学生对于易学哲学有一个全面且正确的理解：其一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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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识与把握易学哲学之中的范畴的哲学含义与哲学理念；其二是正确认识易学哲学的发展历史，

特别是其在整个中国哲学之中的地位与影响；其三是通过教学，引导学生通过易学哲学的学习，把

握中国哲学的主体特色，为进一步学习中国哲学，以及整体哲学思维的培养打下坚实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周易》概说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介绍《周易》基本术语 

2．介绍《周易》发展的简明历史 

学习目标： 

1．了解《周易》的五大时期，两大流派，以及三重定义 

2．掌握卦、象、人更三圣、十翼等范畴。 

知识单元 2：易学哲学与中国哲学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各个历史时期的易学发展状况。 

2．易学哲学与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易学哲学的发展脉络，以及不同哲学流派在不同时期与易学之间的相互影响。 

知识单元 3：《易传》思想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易传》不同篇章的相互关系，以及其中的主要范畴。 

2．《易传》的哲学思想 

学习目标： 

1．了解《易传》的专有哲学范畴含义 

2．通过《易传》的学习，对于易学哲学有一个正确全面的认知。 

知识单元 4：《周易》与子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子学的概念与由来 

2．《周易》与子学之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周易》与子学的关系 

2．正确认识子学在当代文化发展之中的意义。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了解《周易》的基本术语 4  

2 先秦《易》学与儒家 3  

3 先秦《易》学与道家 2  

4 两汉《易》学与经学 3  

5 魏晋《易》学与玄学 2  

6 宋明《易》学与理学 3  

7 熟练掌握《易传》历史 3  

8 熟悉《易传》时间观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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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熟悉《易传》人生哲学 3  

10 熟悉《易传》政治观念 2  

11 熟悉《易传》宇宙观念 2  

12 了解《周易》与子学的关系 4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易学哲学范畴、易学哲学与儒家、《易传》思想。 

难点：《易传》成书、《易》学与经学、《易》学与玄学。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本课程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以有利于课程内容的学习和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为原则。在课堂

教学中，广泛采用启发、讨论、学生展示、课堂讲评等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提高学生

分析问题的能力。 

教学手段： 

1.教师讲述 

2.课堂研讨 

3.课下延伸阅读 

4.音像资料展示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对学生的考察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

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4、作业要求： 

每教学单元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朱伯崑著：《易学哲学史》，华夏出版社。1995年 1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刘大钧、林忠军著：《周易经传白话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2月第 1版 

2. 刘大钧著：《周易概论（增补本）》，巴蜀书社。2008年 10月第 2版 

执笔：刘震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后现代主义哲学 
Postmodernism Philosophy 

课程号：4070301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哲学专业本科学生，了解和掌握西方哲学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的发展趋势，把握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主要特点和主要观点，深入了解后现代主义哲学在思想文化领

域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开设本课程，要求学生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形成、发展的过程有所把握，对后现代主义的主要

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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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讲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反中心化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本讲属于导论性质。对后现代主义的总体特征进行一个初步的介绍。 

1． “后现代”语词的系谱学考察。 

2．后现代与现代之关系。 

3.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总体特征。 

4.  反中心主义的具体表现。 

学习目标： 

1．了解一些基本概念，如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中心主义。 

2． 掌握后现代主义的总体特征，即“反中心主义”。 

作业： 

1.思考：后现代主义哲学与现代哲学是否存在本质的区别？ 

知识单元 2：第二讲  阿多尔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先驱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介绍阿多尔诺的基本思想，阐明阿多尔诺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关系。 

1．对启蒙理性的诘难。 

2．对绝对否定的强调。 

3. 对同一性的批判和对总体性的破解。 

4. 现代主义的余声 

…… 

学习目标： 

1．了解阿多尔诺的基本思想，了解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对于阿尔多诺的继承关系。 

2．掌握一些基本概念与基本命题，如启蒙理性、同一性和总体性、绝对否定等。 

作业： 

1. 如何理解阿多尔诺是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先驱？ 

知识单元 3：第三讲 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状况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利奥塔是把“后现代”的纷争引入哲学的，他对“后现代”的界定，对于整个后现

代主义哲学思潮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本讲就是要对利奥塔在“后现代”问题上的主要观点做一个

简要的介绍。 

1．后现代知识状况。 

2．叙事与科学。 

3. 知识的合法化与非合法化。 

4. 后现代：对“元叙事”的质疑。 

学习目标： 

1．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如宏大叙事、悖谬逻辑等。 

2．掌握利奥塔对叙事知识与科学知识之间的区分。 

作业： 

1．利奥塔何以认为启蒙叙事与思辨叙事作为知识合法化的机制，包含着内在的去合法化的趋势？ 

知识单元 4：第四讲 福柯的权力系谱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通过概要介绍福柯的《规训与惩罚》、《性史》（第一卷），对福柯的权力理论进行概

括，重点说明福柯权力理论与传统权力理论的差别。 

1．无所不在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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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局部具体的反抗。 

3. 评述。 

学习目标： 

1．了解福柯的权力理论与西方社会现实之间是什么关系，后现代的权力理论与传统的权力理

论的差别何在。 

2．掌握一些基本命题与基本概念，如权力系谱学、规训、全景敞视监狱、权力即知识。 

作业： 

1. 思考：福柯的“权力即知识”具体含义是什么？ 

知识单元 5：第五、六讲 德里达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对西方文化的结构主义分析：以逻各斯为中心的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即逻各斯中心主义，

语音中心主义、在场的形而上学和白色的神话。 

2．基本概念：论分延、增补、痕迹。 

学习目标： 

1．了解德里达所处时代的基本问题以及与尼采、海德格尔以及结构主义思想的关系。 

2． 掌握德里达思想对西方文化批判的基本逻辑和基本概念。 

作业： 

1.德里达如何批评西方传统文化 

知识单元 6：第七讲 罗蒂与后现代主义哲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介绍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所体现出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重点介绍罗蒂对镜

式哲学及传统认识论的批判，以及相关的政治哲学思想。 

1．罗蒂的生平与主要著作。 

2．罗蒂的基本思想。 

 （1）自然之镜 
 （2）对传统认识论的批判 
 （3）信念之网 
 （4）后哲学文化 
 （5）罗蒂的政治哲学思想 

学习目标： 

1．了解罗蒂提出的具有广泛影响的“后哲学文化”这一思想。 

2．掌握一些基本命题与基本概念，如民主先于哲学、协同性（团结）。 

作业： 

1．思考：罗蒂为何是一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 

知识单元 7：第八讲 勒维纳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为他人的伦理形而上学：他人的脸。 

2．为他人的责任与替代。 

3.  勒维纳斯与现象学。 

4.  勒维纳斯与德里达 

学习目标： 

1．了解勒维纳斯如何从现象学传统中走出了一条反现象学的道路。 

2．掌握勒维纳斯的为他人的人道主义的基本思想。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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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理解勒维纳斯的脸的概念 

2、如何理解勒维纳斯对西方文化的批评 

知识单元 8：第九讲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介绍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重点介绍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文化与晚期资本

主义关系的认识，兼及其单一现代性观点。 

1．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判 

2．马克思主义阐释学 

3．晚期资本主义 

4．后现代主义 

5．认知图绘美学 

学习目标： 

1．了解詹姆逊对待后现代主义的辩证立场。 

2．掌握一些基本命题和基本概念，如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政治无意识、

认知图绘美学等。 

作业： 

1.思考：詹姆逊究竟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后现代主义者？ 

知识单元 9：第十讲 哈贝马斯：现代性是一项未竟之业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介绍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重点介绍哈贝马斯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批评，以及

其重建现代性的构想。 

1．后形而上学 

2．认识与兴趣 

3．对话伦理学 

4．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学习目标： 

1．了解哈贝马斯对后现代主义的激烈批评。 

2．掌握一些基本命题和基本概念，如现代性是一项未竟之业、交往行动、工具理性、生活世

界殖民化等。 

作业： 

1.思考：哈贝马斯将后现代主义者比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过的青年

黑格尔派，这是否恰当？ 

（二） 实践教学  

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反中心化概述 3  

2 阿多尔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先驱 3  

3 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状况 3  

4 福柯的权力系谱学 3  

5 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思想（1） 3  

6 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思想（2） 3  

7 罗蒂与后现代主义哲学 3  

8 勒维纳斯的为他人的人道主义 3  

9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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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哈贝马斯：现代性是一项未竟之业 3  

11 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现代西方哲学、西方哲学智慧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每章皆有重点要求。 

难点：每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思想，亦有自己独特的概念，如何对后现代主

义哲学有一个总体的认识是本课的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程讲授。 

2. 课堂讨论。 

……………… 

教学手段： 

1. 充分利用 PPT。 

2. 观看教学视频。 

………………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需要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研读一些经典学术文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学生提交结课论文，提前一周告知题目，课堂闭卷完成，占 10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校外著名学者编著的优秀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赵光武等编著《后现代哲学概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 11 月 第一版（国家新

闻出版署“十二五”重点图书）。 

（二）推荐参考书 

1. 冯俊等编著《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商务印书馆，2003年 8月 第一版。 

执笔：文兵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领导学 
Science of Leadership 

课程号：407030162/5070202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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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行政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等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也是全校通识选修课之一。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1、领导学是以人以及人的共同行动为研究对象，探讨的是人作为行动主体，通过特定的人际

关系——领导关系——实现个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协作与共赢，实现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

价值的统一。 

2、本课程主要围绕领导的本质和宗旨，领导活动要素，领导体制，领导职能和领导方略，领

导决策、用人、权威，组织文化与领导效能等专题展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导论  领导学的历史、现状与变革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分工与领导活动产生的历史逻辑。 

2、领导学发展的历史阶段。 

3、当下社会领导变革的趋势。 

学习目标： 

1、了解分工理论的基本内容。 

2、了解领导活动存在的基础和社会实践价值。 

3、了解领导学的产生背景、研究对象。 

4、了解领导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趋势。 

作业： 

1、关于分工问题的重要经典作家及主要观点。 

2、关于领导活动与管理活动的关系。 

3、关于领导学与管理学、政治学的关系。 

知识单元 2：领导范畴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领导的含义。 

2、领导活动的要素。 

3、领导活动的职能。 

4、领导力与执行力的含义和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领导活动的本质。 

2、理解领导活动的实践价值。 

作业： 

1、关于领导活动实践价值的说明。 

2、关于领导力与执行力的范畴分析。 

知识单元 3：领导主体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领导主体范畴和结构关系。 

2、领导角色与人际关系基本规范。 

3、领导活动价值预设的历史共识。 

4、颠覆领导价值预设的诸种危机。 

5、集体意识、核心价值观与团队领导。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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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领导主体结构关系及其现实表征。 

2、理解领导活动中人的角色与人格尊严的关系。 

3、理解“公共善”作为领导价值预设的必然性 

4、了解“寡头统治铁律”、“乌合之众”、“民主悖论”、“潜规则”等现象对领导价值的颠覆性。 

5、理解领导活动中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关系问题。 

作业： 

1、关于“公共善”作为领导活动普世价值预设的思考。 

2、关于孔子“君臣关系”的合理解读问题。 

3、关于“善治”与“恶治”的辨析。 

4、关于“寡头统治铁律”的价值论分析。 

知识单元 4：领导体制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体制的含义与领导体制的结构。 

2、领导体制的两种典范或传统 

3、领导体制的历史类型。 

4、领导活动中的法治与德治 

学习目标： 

1、了解领导体制的结构关系。 

2、了解领导体制两种典范的主要观点。 

3、了解领导体制两种基本类型的主要特征。 

4、理解领导活动中法治和德治的含义和意义。 

作业： 

1、关于曼德维尔“私恶即公利”核心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2、亚当·斯密对“自然秩序”典范的理论贡献。 

3、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的主要观点解读。 

4、关于领导民主体制与专制体制正误之辩。 

5、关于“法治”与“德治”的要义分析。 

知识单元 5：领导决策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决策范畴释义。 

2、领导决策的要义、过程和原则。 

3、领导决策中的理性与非理性问题。 

4、有效领导决策的策略与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决策的含义、类型、过程、原则和方法。 

2、了解领导决策与管理决策的关系。 

3、了解领导决策的普遍、重大的实践价值。 

4、了解领导决策的常见危机与困境。 

作业： 

1、林德布洛姆决策过程理论的认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德鲁克决策理论的要点。 

3、西蒙决策理论的主要内容。 

知识单元 6：领导权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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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权威的本质与权威范式的演进。 

2、权威的实践表征：公信力、极权主义和科学技术。 

3、权威的中国式演绎。 

学习目标： 

1、了解领导权威的来源、本质、类型以及不同的范式。 

2、了解权威在领导实践中的不同实践表征。 

3、了解中国文化中的权威意识与实践征候。 

作业： 

1、关于对恩格斯《论权威》一文的合理解读问题。 

2、关于科学技术与权威之关系。 

3、关于权威、民主与公信力之关系。 

4、巴纳德的权威理论及其实践价值。 

知识单元 7：领导人才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人才的价值。 

2、人才的类型与素质。 

3、用人标准和原则。 

4、动机与激励的理论与方法。 

5、人本主义传统对领导人才思想与实践的贡献。 

学习目标： 

1、了解人才的类型与人才的价值。 

2、了解用人标准和原则。 

3、了解动机与激励的主要理论与方法。 

4、理解人本主义思想在领导用人活动中的实现方式。 

作业： 

1、关于“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合理解读问题。 

2、德鲁克关于人才价值的有关思想主张。 

3、关于审美教育对人才素质和实践价值的影响分析。 

4、关于识人、用人问题上常见的心理误区的说明。 

5、马斯洛需要理论以及人本主义思想对领导活动的价值分析。 

知识单元 8：领导效能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组织文化与领导力。 

2、社会结构、民族禀性与领导力。 

3、科学技术与领导力。 

4、分工协作、领导力增长与成员自我价值实现。 

学习目标： 

1、了解组织文化、社会传统对领导力的影响。 

2、了解社会教育对领导力的影响。 

3、了解领导力增长中成员自我价值实现问题。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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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费孝通《乡土中国》所描述的文化传统看对领导力的影响。 

2、柯林斯通过《基业长青》一书对组织领导力增长原因的考察和研究报告。 

3、关于领导力增长中成员协作与共享问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2 导论 2  

3 导论 2  

4 领导主体论 2  

5 领导主体论 2  

6 领导体制论 2  

7 领导体制论 2  

8 领导决策论 2  

9 领导决策论 2  

10 领导权威论 2  

11 领导权威论 2  

12 领导人才论 2  

13 领导人才论 2  

14 领导效能论 2  

15 领导效能论 2  

16 研讨与课程总结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政治学原理等。 

后续课程：政策科学、人力资源管理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与难点问题主要有：领导职能、领导价值、民主与法治、权威、人才、领导力等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任课教师讲授。2、课堂研讨。 

教学手段： 

1、PPT。2、教学参考资料。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根据所列参考书选择自主学习的内容，课时根据教学进度做出适当调整和安排。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1、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2、考核要求：期末总评成绩中，平时考核占 30％，考核内容包括：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

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核占 70％，考核形式以结课论文写作为主。 

6、作业要求： 

每章留有相应的作业选题，其中提交 2至 3三次书面作业作为平时成绩考核的依据。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刘建军编著，《领导学原理》（第四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2、冯秋婷著，《领导学概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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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安德鲁·J·杜柏林著《领导力—研究·实践·技巧》，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6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963年版。 

2、[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下），商务印书馆 1963年版。 

3、[意大利]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商务印书馆 1985年版。 

4、[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5、[荷]伯纳德•曼德维尔著《蜜蜂的寓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 

6、[英]亚当•斯密著《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商务印书馆 1972年版。 

7、[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商务印书馆 1988年版；《旧制度与大革命》，

商务印书馆 1992年版。 

8、[法]涂尔干著《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 2000年版。 

9、[美]彼得•M•布劳著《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商务印书馆 2008年版。 

10、[德]罗伯特•米歇尔斯著《寡头统治铁律》，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11、[法]勒庞著《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年版。 

12、[英]威廉•葛德文著《政治正义论》，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13、[美]曼瑟尔•奥尔森著《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 

14、恩格斯著《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5、[美]汉娜•阿伦特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 2008年版。 

16、[美]赫伯特•A•西蒙著《管理行为》（第 4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年版。 

17、[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版。 

18、[美]达尔著《民主理论的前言》，三联书店 1999年版。 

19、[美]阿瑟•奥肯著《公平与效率》，华夏出版社 1999年版。 

20、[德]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21、[美]C•I•巴纳德著《经理人员的职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 

22、[美]C·E·林德布洛姆著《决策过程》，华夏出版社 1987年版；《市场体制的秘密》，江苏

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23、[英]查尔斯·汉普登-特纳等著《国家竞争力》，海南出版社 1997年版。 

24、[美]劳伦斯·彼德著《彼德原理》，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6年版。 

25、[美]马斯洛著《动机与人格》（第三版），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26、[美]海伦•帕尔默著《九型人格》，华夏出版社 2006年版。 

27、[德]席勒著《审美教育书简》，译林出版社 2009年版。 

28、汉宝德著《汉宝德谈美》，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年版。 

29、[美]柯林斯等著《基业长青》，中信出版社 2009年版。 

30、梁漱溟著《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31、费孝通著《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32、吴思著《潜规则》，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3年版。 

33、林语堂著《吾国与吾民》，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年版。 

34、[澳大利亚]雪珥著《国运 1909》，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35、刘峰著《领导大趋势》，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3年版。 

36、中国古代经典著作：《老子》《大学》《中庸》《管子》《荀子》《韩非子》《孙子兵法》《吕氏

春秋》《史记》《人物志》等。 

执笔: 辛锋  审稿：张浩军  审定: 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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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管理思想史 
The Evolution of Management Thought 

课程号：4070302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行政管理学、公共管理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了解西方历史上管理思想演进的基本脉络，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经典作家的主要管理

思想。 

2、了解这些管理思想产生的社会实践基础和它们对西方社会变革与文明进步的影响力。 

3、培养学生理解西方历史上管理思想的内容和实践价值的能力，同时为学生研究和探讨现实

管理问题提供历史知识的借鉴。 

开设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西方历史上管理思想的基础知识、管理思想演进的基本脉络和发

展变革的基本趋势，为后续课程的学习与深刻领会奠定必要的历史知识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古代社会管理思想精华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氏族组织管理精华。 

2、古埃及等管理精华。 

3、古希腊、罗马时期管理思想精华。 

4、中世纪末期管理思想概述。 

学习目标： 

1、了解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中对氏族组织管理经验的总结。 

2、了解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管理思想主张。 

3、了解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一书中的领导思想。 

作业： 

1、氏族组织管理的基本特征。 

2、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管理内涵。 

3、亚里士多德的政体思想的基本内容。 

4、马基雅维里关于君主领导思想综述。 

知识单元 2：17-19世纪科学管理的探索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17-19世纪科学管理探索的社会背景。 

2、17-19世纪思想家们对科学管理的探索。 

3、英国索霍工厂管理经验。 

4、美国科学管理先驱者的贡献。 

学习目标： 

1、了解 17-19世纪科学管理探索的文化基础。 

2、了解 17-19世纪思想家们对科学管理探索的理论贡献。 

3、了解 19世纪美国科学管理先驱者的实践探索与贡献。 

作业： 

1、17-19世纪探索科学管理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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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萨伊关于管理作为生产的“第四要素”的意义。 

3、亚当·斯密人性理论的主要内容。 

4、亚当·斯密“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管理寓意分析。 

5、19世纪美国科学管理先驱者的实践探索与贡献分析。 

知识单元 3：管理科学创立时期管理思想概说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威尔逊的公共行政管理思想。 

2、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 

3、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 

4、韦伯的理想行政组织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威尔逊“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理论内容与实践价值。 

2、了解泰罗“科学管理原理”的基本内容以及研究科学管理的宗旨和实践价值。 

3、了解法约尔对建构现代管理学基本原理的贡献。 

4、了解韦伯的“理想行政组织理论”、权威理论以及文化之于社会进步、管理变革等问题上的

理论贡献。 

作业： 

1、威尔逊“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基本内容以及理论与实践价值分析。 

2、泰罗关于研究科学管理的宗旨以及实现科学管理需要“精神革命”的启示。 

3、法约尔关于管理和管理能力的理论主张。 

4、韦伯关于文化与管理变革关系的基本主张。 

知识单元 4：行为科学时期管理思想概说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 

2、马斯洛的人本主义思想和需要理论。 

3、布莱克等人的“领导方格理论”。 

4、威廉·大内的“Z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梅奥人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内容和“霍桑试验”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2、了解马斯洛的人本主义思想和需要理论的内容和重大社会价值。 

3、了解布莱克对组织领导者和下级不同行为模式的归纳与分类。 

4、了解威廉·大内对美日两国管理典范所做的归纳、比较以及新的建议。 

作业： 

1、对马斯洛需要理论的完整梳理。 

2、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 

3、布莱克对组织领导者和下级不同行为模式的分类和说明。 

4、威廉·大内的“Z理论”的主要内容。 

知识单元 5：20世纪中叶以来管理科学诸学派管理思想概说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管理理论诸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研究领域和理论特色。 

2、德鲁克的管理理论。 

3、西蒙的决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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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巴纳德的权威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 20世纪中叶以来管理科学繁荣的时代背景，重要的流派以及各自的主要研究领域和理

论特色。 

2、了解领导决策与管理决策的关系。 

3、了解德鲁克管理理论的基本内容、理论贡献和实践影响。 

4、了解西蒙决策理论的基本内容、理论贡献和实践影响 

5、了解巴纳德权威理论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理论贡献。 

作业： 

1、德鲁克对现代管理学的贡献。 

2、西蒙决策理论的基本内容及评价。 

3、巴纳德对权威理论的贡献。 

知识单元 6：20世纪晚期管理科学的变革与发展趋势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丹尼尔·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的先知与描述。 

2、奥斯本的管理理论比较研究。 

3、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理论。 

4、德鲁克关于 21世纪管理变革与挑战。 

学习目标： 

1、了解丹尼尔·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特征以及与“工业社会”区别的描述。 

2、了解奥斯本企业家政府理论和摈弃官僚制的基本观点。 

3、了解彼得·圣吉“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基本内容。 

4、了解德鲁克关于 21世纪管理变革所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作业： 

1、丹尼尔·贝尔对“后工业社会”特征的描述。 

2、奥斯本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实践价值。 

3、彼得·圣吉“学习型组织”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实现方式。 

4、德鲁克关于 21世纪管理变革的要点。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古代社会管理思想精华 2  

2 古代社会管理思想精华 2  

3 古代社会管理思想精华 2  

4 17-19世纪科学管理的探索 2  

5 17-19世纪科学管理的探索 2  

6 17-19世纪科学管理的探索 2  

7 17-19世纪科学管理的探索 2  

8 行为科学时期管理思想概说 2  

9 行为科学时期管理思想概说 2  

10 行为科学时期管理思想概说 2  

11 行为科学时期管理思想概说 2  

12 20世纪中叶以来管理科学诸学派管理思想概说 2  

13 20世纪中叶以来管理科学诸学派管理思想概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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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20世纪中叶以来管理科学诸学派管理思想概说 2  

15 20世纪晚期管理科学的变革与发展趋势 2  

16 20世纪晚期管理科学的变革与发展趋势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行政学原理等。 

后续课程：行政学说史、西方政治思想史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与难点主要是：把握西方管理思想演进的逻辑，理解管理思想和理论与社会变革和文明进

步的关系，领会西方历史上的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明晰学习西方管理思想史对我们从事管理科学

研究和管理实践的意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任课教师讲授。 

2、课堂研讨。 

教学手段： 

1、PPT。 

2、教学参考资料。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根据所列参考书选择自主学习的内容，课时根据教学进度做出适当调整和安排。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1、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2、考核要求：期末总评成绩中，平时考核占 30％，考核内容包括：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

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核占 70％，考核形式以结课论文写作为主。 

6、作业要求： 

每章留有相应的作业选题，其中提交 2至 3三次书面作业作为平时成绩考核的依据。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姜杰等编著《西方管理思想史》（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2、[美]丹尼尔·A·雷恩著《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著《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版。 

2、[古希腊]柏拉图著《理想国》，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963年版。 

4、[意大利]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商务印书馆 1985年版。 

5、[美]詹姆斯.W.汤普森著《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馆 1992年版。 

6、[美]罗伯特·杜普莱西斯著《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 

7、[美]罗伯特·金·默顿著《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商务印书馆 2000年版。 

8、[法]保尔·芒图著《十八世纪的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 

9、[荷]伯纳德•曼德维尔著《蜜蜂的寓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版。 

10、[英]亚当•斯密著《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商务印书馆 1972年版。 

11、[美]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著《看得见的手》，商务印书馆 1987年版。 

12、[美]F•W•泰罗著《科学管理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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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法]亨利•法约尔著《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 

14、[德]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15、[美]古德诺著《政治与行政》，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16、[美]乔治•梅奥著《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工业文明的

人类问题》，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3年版。 

17、[加拿大]亨利•明茨伯格著《管理工作的本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18、[美]弗雷德里克•赫茨伯格著《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19、[美]C•I•巴纳德著《经理人员的职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 

20、[美]马斯洛著《动机与人格》（第三版），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22、[美]威廉·大内著《Z理论》，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版。 

23、[美]赫伯特•A•西蒙著《管理决策新科学》，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8年版。 

24、[美]赫伯特•A•西蒙著《管理行为》（第四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年版。 

25、[美]彼得•德鲁克著《管理实践》、《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大变革时代的管理》、《后资本

主义社会》，以上均为上海译文出版社。 

26、[美]彼得•德鲁克著《21 世纪的管理挑战》，三联书店 2000 年版或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

年版。 

27、 [美]彼得•圣吉著《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新华出版社 1997年版。 

28、[美]戴维•奥斯本等著《改革政府》，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6 年版；《摒弃官僚制》，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执笔: 辛锋  审稿：张浩军  审定: 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艺术哲学 
Philosophy of Art 

课程号：4070302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比较系统地了解和把握艺术、艺术品、艺术家之存在的基础要素和基本特征，什么是艺术、

什么是艺术品、什么是艺术家对这三大问题的历史追溯和历史解答构成了该课程的主要线索和核心

内容。 

2.通过对艺术哲学的基本内容的学习，进一步了解艺术活动的特质、艺术作品的特质和艺术家

的特质在不同文化、不同社会、不同族类中的具体表现方式。 

3.立足当代社会生活，认识当代艺术的基本精神和主要问题，以便从艺术领域把握当代人的自

我形象。 

4.尝试着从艺术出发，从艺术活动中去发现、再现、表现、塑造与自我相关联的重大问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古希腊艺术与模仿论奠基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古希腊艺术与模仿论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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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模仿论的思想 

学习目标： 

1．了解古希腊雕塑、戏剧、建筑的基本要素。 

2．掌握艺术的本性、精神基于模仿的模仿理论。 

作业： 

1.谈谈柏拉图关于模仿论的基本思想。 

2.谈谈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基本思想。 

3.谈谈古希腊雕塑的基本风格。 

知识单元 2：文艺复兴艺术与模仿论深化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文艺复兴艺术与模仿论深化。 

2．焦点透视理论以及科学对于模仿论的贡献。 

3．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在绘画和雕塑上对模仿论的建设。 

学习目标： 

1．了解达芬奇的镜子说。 

2．了解拉斐尔的理想美。 

作业： 

1.谈谈达芬奇的艺术理想。 

2.谈谈基于焦点透视的绘画空间意识。 

3.谈谈米开朗基罗的雕塑风格。 

知识单元 3：古典主义之后的艺术困境与艺术探索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古典主义之后对“自然”“现实”“想象力”“情感表现”的反思。 

2．浪漫主义的艺术追求与艺术革新。 

3．现实主义的艺术难题与艺术突破。 

4、印象派革命与新艺术的开端 

学习目标： 

1．了解文艺复兴后期绘画上对模仿论的反思。 

2．了解浪漫主义艺术思潮的艺术理想。 

3．了解现实主义艺术思潮的艺术困境。 

4、了解印象派开启的现代艺术革命。 

作业： 

1．谈谈浪漫主义艺术的兴起。 

2．谈谈现实主义艺术的贡献。 

3．谈谈印象派的革命意义。 

知识单元 4：表现主义运动与表现论奠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表现主义运动及其艺术追求。 

2．表现主义在战后的新发展。 

2．表现论的基本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表现主义运动对于现代艺术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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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表现主义在战后美国和德国的发展。 

3．了解表现主义的根本精神。 

作业： 

1．谈谈“表现”这一概念在现代艺术中的重要性。 

2．谈谈表现主义画家的重要贡献。 

知识单元 5：抽象主义艺术运动与形成构成论奠基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 

1．抽象主义艺术运动及其艺术追求。 

2．抽象主义艺术在战后的新发展。 

3．康定斯基的抽象艺术理论。 

4．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抽象主义艺术运动的基本状况。 

2．了解康定斯基的艺术论。 

3．了解贝尔的艺术论。 

作业： 

1．谈谈立体派对抽象艺术的贡献。 

2．谈谈“热抽象”和“冷抽象”的区别。 

3．谈谈“抽象”这一概念在现代艺术中的重要性。 

知识单元 6：现成物的嬗变与艺术终结论的喧嚣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现成物成为艺术。 

2．现成物成为艺术的各种方式。 

3．艺术终结论的喧嚣。 

学习目标： 

1．了解杜尚的艺术贡献。 

2．了解波伊斯的艺术贡献。 

3．了解丹托的艺术终结理论。 

作业： 

4． 谈谈装置艺术。 

5． 谈谈波普艺术。 

6． 谈谈行为艺术。 

知识单元 7：艺术的边界与当代艺术的精神状况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艺术的边界问题成为艺术哲学的难题。 

2．当代艺术的精神状况。 

学习目标： 

1．了解艺术的边界问题的重要意义。 

2．了解当代艺术的基本状况。 

作业： 

1．谈谈艺术的边界何以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2．谈谈当代艺术何以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的批判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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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古希腊艺术与模仿论奠基 2  

2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模仿论的思想 3  

3 文艺复兴艺术与模仿论深化 2  

4 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关于模仿论的探索 3  

5 
古典主义后期关于“自然”、“现实”、“想象力”、“情感表现”的

反思 
3  

6 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派的艺术突破 3  

7 表现主义艺术运动与表现论奠基 3  

8 情感表现论的基本特征及其根本精神 3  

9 抽象主义艺术实践与形式构成论奠基 3  

10 形式构成论的基本特征及其根本精神 3  

11 现成物的嬗变与艺术终结论的喧嚣 2  

12 艺术的边界与当代艺术的精神状况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专业必修课《哲学导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再现论、表现论、形式论、艺术终结论。 

难点：现成物的嬗变，艺术的边界。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法。 

2.讨论法。 

教学手段： 

1.借助传统教学手段。 

2.辅助多媒体教学手段。 

3.博物馆作品现场教学手段。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尝试着按照某一种艺术的理论及其精神去进行一次艺术创作，提交：1、

创作笔记；2、作品。通过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相结合，具体而微地认识艺术的本性、作品的本性

和艺术家的本性。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王旭晓：《艺术概论》，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 

（二）推荐参考书 

1.《当代西方艺术哲学》，朱狄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2.《诗学》，亚里士多德著，罗念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3.《美学》，黑格尔著，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4.《悲剧的诞生》，尼采著，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5.《艺术论》，托尔斯泰著，丰陈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6.《论艺术的精神》，康定斯基著，查立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7.《艺术哲学》，丹纳著，傅雷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8.《依于本源而居——海德格尔艺术现象学文选》，孙周兴编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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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9.《艺术即经验》，杜威著，高建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10.《达芬奇论绘画》，戴勉编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 

11.《艺术原理》，科林伍德著，王至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12.《艺术》，克莱夫贝尔著，薛华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13.《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希著，范景中编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年。 

14.《艺术的终结》，阿瑟丹托著，欧阳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15.《艺术哲学》，斯蒂芬戴维斯著，王燕飞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 

16.《艺术终结之后》，刘悦笛著，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年。     

执笔: 张都爱  审稿：张浩军  审定: 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中国佛教哲学 
Philosophy of Chinese Buddhism 

课程号：4070303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介绍中国佛教的历史、基本理论以及宗派特色的基础上，体究佛学

自度度他的修学方法体系；2、展示佛教思想与当今人类思潮的可能关联；3、探寻佛教在当今社会

的价值及其现代转化。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中国佛教哲学及其发展历程的基

础知识、中国佛教哲学的基本原理，了解中国佛教哲学的基本概念，为有关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和宋

明理学等后续选修课程奠定必要的思想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佛教特色与学习方法。 

2．宗教的基础和宗教学研究。 

学习目标： 

1．要求学生掌握宗教研究的不同态度。 

2．理解中国佛教的特色和学习方法。 

作业： 

宗教研究有何态度和方法？ 

中国佛学有何特色？ 

你如何理解学习佛教哲学的目的？应该如何学习之呢？ 

知识单元 2：原始佛教和印度佛教发展源流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佛教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 

2．释迦牟尼的创教和原始佛教要义。 

3．印度佛教发展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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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佛教兴起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 

2．掌握释迦牟尼的生平和原始佛教教义，以及印度佛教发展源流。 

作业： 

六师外道都包含哪些派别，其思想主旨是什么？ 

原始佛教的十二缘起思想和四谛理论都包括哪些内容？ 

印度佛教发展经历了那几个阶段，各有什么特点？ 

知识单元 3：中国佛教发展理路和源流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阶段和特色。 

2．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和支流及其内在理路。 

学习目标： 

1．了解佛教兴起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 

2．掌握释迦牟尼的生平和原始佛教教义。 

作业： 

六师外道都包含哪些派别，其思想主旨是什么？ 

原始佛教的十二缘起思想和四谛理论都包括哪些内容？ 

知识单元 4：中国佛教各宗的哲学要义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宗派佛教兴起的缘起及其圆融特质。 

2．中国佛教各宗的要义，择要讲授：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 

学习目标： 

1．了解佛教各宗派的历史和缘起。 

2．掌握中国佛教各主要宗派的教理内容和特质。 

作业： 

中国佛教宗派有哪些？各有什么特色？ 

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禅宗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什么？各有何特质？ 

知识单元 5：中国佛教艺术概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佛教深入中国艺术的过程和体现。 

2．中国佛教艺术举要和特质。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佛教艺术的具体表现和类型。 

2．掌握中国佛教艺术的总体特质和具体某一类型的深入理解。 

作业： 

中国佛教哲学是如何渗入到中国艺术领域的？有哪些具体表现？ 

试举出你最熟悉的某种中国佛教艺术并分析其特色？ 

知识单元 6：传统佛教的现代转化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传统佛教在近现代发展的历程，居士佛教在中国近现代兴起的意义。 

2．在现代性视域释中探索传统佛教教理的世界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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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传统佛教的核心价值及其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 

2．掌握现代性视域中传统佛教的现代价值 

作业： 

中国近现代佛教为何有过复兴运动？其具体体现和意义何在？ 

传统佛教的现代价值如何能够得以体现？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绪论 3  

2 原始佛教暨印度佛教发展源流 3  

3 中国佛教发展理路和源流 3  

4 中国佛教各宗的哲学要义（三论宗） 3  

5 中国佛教各宗的哲学要义（天台宗） 3  

6 中国佛教各宗的哲学要义（华严宗） 3  

7 中国佛教各宗的哲学要义（唯识宗） 3  

8 中国佛教各宗的哲学要义（禅宗） 3  

9 中国佛教艺术概论 3  

10 传统佛教的现代转化（古今的视域） 3  

11 传统佛教的现代转化（中西的视域）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哲学史 

后续课程：宋明理学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历时两千多年，发展出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学传统，对

于中国哲学、文化和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佛学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隋唐时，甚至成了中国哲学的最高表达；并影响了宋明以后整个中国哲学及文化的

走向。本课程希望能够使学生通过先哲的智慧及其中修行方法，加深对自己的了解与锻炼，找出人

性中之病根而加以根治，进而有志愿有能力去直面并努力解决人类的一些重大问题，并能为中华民

族实现中国梦提供持久的文化养料，以参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 

难点：原始佛教教义、中国佛教宗派的义理、佛教哲学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影响的具体而微的表

现、传统佛教的现代价值的思考。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课堂讨论。 

3.阅读原典。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道艺结合”的教学方法和演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3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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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会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人民大学哲学系方立天先生的著作，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增减调整。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方立天著《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12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杜继文编著《佛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01月第 1版 

2. 陈垣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04月第 1版 

执笔：李虎群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管理哲学 
Management Philosophy 

课程号：4070303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通过对管理哲学若干基本理论的教学，使学生对相关的知识有一个

比较系统的了解和理解。2、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管理哲学的视角学习和思考问题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从哲学的价值论、方法论等多视角、多学科层次上，对管理哲学的若干基本

范畴、基本理论命题，以及管理哲学内容体系做出说明。在此基础上，明确什么是管理哲学，管理

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和思路，以及研究管理哲学所需要的知识背景和能力素养。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导论  关于哲学与管理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对管理与管理哲学范畴的说明。 

2、对管理哲学的学科说明。 

3、对管理思想史的简要说明。 

学习目标： 

1、了解管理与管理哲学的含义和关系。 

2、了解管理哲学在哲学、管理学等学科中的地位和意义。 

3、了解管理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趋势。 

作业： 

1、管理哲学的含义。 

2、以管理哲学的视角反观哲学思想史。 

知识单元 2：管理分工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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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分工范畴进行梳理。 

2、对分工的实践价值做出说明。 

3、对分工与管理的关系做出说明。 

学习目标： 

1、了解分工理论在管理哲学和社会历史观中的地位。 

2、了解柏拉图、亚当•斯密、马克思和涂尔干等人的有关文本和基本主张。 

3、理解分工的演进和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关系。 

作业： 

1、关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分工的主要观点。 

2、关于分工和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关系。 

3、以分工理论分析马克思《1848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的主张。 

知识单元 3：管理价值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对“公共善”作为管理价值的历史共识做出说明。 

2、对善治与恶治的价值论分析。 

3、管理价值的合理预设问题。 

4、管理价值的实践路径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共善”作为管理价值预设，作为判断“善治”与“恶治”的依据是人类管理实践

的普遍共识。 

2、了解“公共善”作为管理价值预设的实践与保障。 

3、了解在实现 “公共善”的管理实践中所遇到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寡头统治铁律”、“乌

合之众”、“民主悖论”、“潜规则”等现象。 

作业： 

1、关于亚里士多德“善治”的思想主张。 

2、关于“寡头统治铁律”评述。 

3、关于“潜规则”的价值论辨析。 

知识单元 4：管理主体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对主体与管理主体范畴的梳理。 

2、对管理主体结构两种传统的分析。 

3、管理主体性与民族禀性、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 

4、对管理伦理与人的价值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主体的三个维度与管理主体结构关系的历史变革。 

2、了解民族禀性、文化传统对人的管理主体性以及管理实践的影响和作用。 

3、理解在管理实践中人的权利与义务和人作为手段与作为目的统一。 

作业： 

1、从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对中国传统社会特征的说明看中国社会人的主体性特质。 

2、从费孝通关于“差序格局”看中国传统社会人的主体性形成的社会机制。 

知识单元 5：管理制序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管理制序的结构、生成和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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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导与管理体制和实现方式。 

3、制度的价值实践以及越轨、失范与潜规则问题分析。 

4、文化传统与中国社会现代治理制序建构的路径依赖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管理制序的结构以及生成和作用机制。 

2、了解管理实践中民主与专制、法治与德治的实质、表征和危机问题。 

3、理解失范与越轨现象。 

4、理解中国社会治理制序的现状以及改进的要点和路径。 

作业： 

1、关于法治的要义与德治的价值及两者之关系。 

2、关于潜规则在中国社会治理中的表征与原因分析。 

3、从费孝通《乡土中国》看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秩序的特征。 

知识单元 6：管理权威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权力与权威范式的历史演进。 

2、权威的实践表征：极权主义、公信力和科学技术。 

3、权威的中国式演绎。 

学习目标： 

1、了解权力与权威的区别以及不同的实践范式。 

2、了解权威在管理实践中的不同表征。 

3、了解中国社会的权威意识与实践表征。 

作业： 

1、恩格斯《论权威》一文的基本主张。 

2、科学技术与权威之关系。 

3、权威、民主与公信力之关系。 

4、巴纳德的权威理论及其实践价值。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2 导论 2  

3 导论 2  

4 管理分工论 2  

5 管理分工论 2  

6 管理价值论 2  

7 管理价值论 2  

8 管理主体论 2  

9 管理主体论 2  

10 管理制序论 2  

11 管理制序论 2  

12 管理制序论 2  

13 管理权威论 2  

14 管理权威论 2  

15 研讨课 2  

16 课程总结 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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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管理学原理、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 

后续课程：伦理学、美学、政治哲学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与难点问题主要有：分工问题、价值观问题、人的主体性问题、体制与秩序、民主与科学、

权威与法治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任课教师讲授。 

2、课堂研讨。 

教学手段： 

1、PPT。 

2、教学参考资料。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根据所列参考书选择自主学习的内容，课时根据教学进度做出适当调整和安排。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1、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2、考核要求：期末总评成绩中，平时考核占 30％，考核内容包括：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

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核占 70％，考核形式以结课论文写作为主。 

6、作业要求： 

每章留有相应的作业选题，其中提交 2至 3三次书面作业作为平时成绩考核的依据。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袁闯著《管理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葛荣晋编著《中国管理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2、刘敬鲁著《西方管理哲学》，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 

3、[英]奥利弗•谢尔登著《管理哲学》，商务印书馆 2013年版。 

4、成中英著《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修订版），东方出版社 2011年版。 

5、曾仕强著《中国管理哲学》，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2013年版。 

6、黎红雷著《儒家管理哲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年版。 

7、[美]丹尼尔•雷恩编著《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 

8、姜杰编著《西方管理思想史》(第 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9、[英]亚当•斯密著《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 

10、[法]涂尔干著《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 2000年版。 

11、[美]F•W•泰罗著《科学管理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版。 

12、[法]亨利•法约尔著《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 

13、[美]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著《看得见的手》，商务印书馆 1987年版。 

14、赵汀阳著《论可能生活》（修订版），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1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963年版。 

16、[法]孟德斯鸠著《论法的精神》（上下），商务印书馆 1963年版。 

17、[意大利]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商务印书馆 1985年版。 

18、[法]卢梭著《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19、[美]彼得•M•布劳著《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商务印书馆 2008年版。 

20、[德]罗伯特•米歇尔斯著《寡头统治铁律》，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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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法]勒庞著《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年版。 

22、[西班牙]奥尔特加•加塞特著《大众的反叛》，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23、[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商务印书馆 1988年版。 

24、[美]马斯洛著《动机与人格》（第三版），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25、钱穆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三版），三联书店 2012年版。 

26、吴思著《潜规则》，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3年版。 

27、[英]威廉•葛德文著《政治正义论》，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28、恩格斯著《论权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29、[美]汉娜•阿伦特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 2008年版。 

30、[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版。 

31、[德]哈贝马斯著《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 1999年版。 

32、梁漱溟著《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33、费孝通著《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34、中国古代经典著作：《老子》《大学》《中庸》《管子》《荀子》《韩非子》《孙子兵法》《吕氏

春秋》《史记》《人物志》等。 

执笔: 辛锋  审稿：张浩军  审定: 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法哲学 
Legal Philosophy 

课程号：4070304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全面系统理解法哲学基本问题；2、探寻法律本质和规律；3、初步

掌握认识法律的基本方法。 

本课程在法哲学难题史的背景脉络之下，集中于“法律是什么”这个法哲学最核心的问题，并

辅以法律理论的基本知识，旨在使学生对法哲学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法哲学是什么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哲学与相关概念。 

2. 法哲学的本质与任务。 

学习目标： 

1. 了解法哲学的概念、特点和功能。 

2. 掌握法哲学与法理学的区别。 

作业： 

1. 法哲学与哲学的联系有哪些?  

2. 法哲学与法理学的分野在哪些方面? 

知识单元 2：法哲学的问题史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 古代法哲学（法律和关于存在的问题；自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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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世纪法哲学（意志 vs.理性；命令 vs.正义）。 

3. 近代法哲学（近代自然法与古代自然法的差异；近代自然法的终结；实证主义的兴起）。 

4. 二战后的新开端（疑难案件；恶法的争论）。 

学习目标： 

1. 了解法哲学的学说史。 

2. 掌握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的基本分歧。 

作业： 

1. 为什么要讨论问题史？它对于解决当下法律难题是否有意义？ 

2. 面对上帝已死的难题，人如何获知法的内容，如何论证法的合法性？ 

3. 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命题的实质是什么？ 

知识单元 3：法哲学的核心概念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律是什么（法律的概念；哈特与德沃金的论战）。 

2. 法律的效力标准（权威来源 vs.道德标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3. 法律的规范性（有约束力的行动理由；法律规范 vs.道德规范）。 

学习目标： 

1. 了解主要法哲学流派法的概念理论。 

2. 掌握效力标准和规范性的基本内涵。 

作业： 

1. “法律是什么”的问题缘何重要？对法律的范畴进行界定是任意的，还是反映了法律的本

质属性，或者说是其他的可能性？ 

2. 比较分析凯尔森的基础规范与哈特的承认规则的异同。 

3. 法的规范性的特点是什么？ 

知识单元 4：法律理念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治（法治概念的历史发展；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法治与人治；法治与民主）。  

2. 正义（公正执法；平等；实质正义；法律理念的内在紧张关系）。 

学习目标： 

1. 了解法治概念的历史变迁与核心主张。 

2. 掌握何谓法律上的正义。 

作业： 

1. 如何理解法治的形式合理性？作为形式标准，法治的核心要求有哪些？ 

2. 法律上的不同的正义理念各自存在何种缺陷？当理念之间存在冲突无法同时实现时，如何

解决其紧张关系？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哲学是什么 3  

2 古代法哲学 3  

3 中世纪法哲学 3  

4 近代法哲学 1 3  

5 近代法哲学 2 3  

6 二战后的新开端 3  

7 法律是什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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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法律的效力标准 3  

9 法律的规范性 3  

10 法治 3  

11 正义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哲学导论、西方哲学史 

后续课程：政治哲学、伦理学导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哲学与法理学的关系、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的对立、法的概念理论、法治。 

难点：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的对立、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正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课堂讲授。 

2.学生专题讨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网络答疑。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按照要求完成指定阅读材料的读书报告。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雷蒙德·瓦克斯著《法哲学：价值与事实》，译林出版社，2013年 5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莫里森著《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 1月 第 1版 

2. 哈特著《法律的概念（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 8月 第 1版 

3. 德沃金著《法律帝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1月 第 1版 

4. 德沃金著《身披法袍的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月 第 1版  

执笔：李璐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基督教哲学 
Christian Philosophy 

课程号：40703056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1、知识构成上，强调深入原典，以期深化学生对基督教之哲学面向以及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史

之内在关联的哲学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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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能力培养上，强调概念分析、命题论证与“问题意识”，以期加强学生围绕特定的思想性问

题展开哲学思考、逻辑论证与学术研讨的能力。 

本课程的开设，旨在以史论结合的方式考察基督教思想的重要哲学论题。一方面，课程将考察

基督教哲学之起源问题、基本概念与重要论题的历史演变（史），另一方面，本课程也将向学生展

示对这些基督教重要论题的合理性讨论与可能性条件的哲学解释（论）。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课程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基督教哲学的论题、结构与方法。 

1．基督教哲学的主要论题 

2．基督教哲学的课程结构 

3. 哲学解释的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课程的基本内容。 

2．掌握哲学方法。 

作业：参见课件 

知识单元 2：基督教哲学的起源问题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基督教哲学的历史起源和逻辑起源 

1．基督教哲学的历史起源 

2．基督教哲学的逻辑起源 

学习目标： 

1．了解基督教哲学在西方思想史上的起源 

2．掌握基督教哲学诞生之初所面临的思想资源、思想问题和思想解答 

作业：参见课件 

知识单元 3：基督教哲学的上帝观念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考察基督教的上帝观念是否蕴涵不一致。 

1. 基督教三一论的哲学追问 

2. 从三一论到共相问题 

3. 上帝观念的其他属性 

学习目标： 

1. 学习如何运用基督教哲学的方法 

2. 了解基督教三一论的思想史意义与难点 

3. 了解基督教哲学中关于上帝属性的哲学讨论 

作业：参见课件 

知识单元 4：基督教哲学的有神论证明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考察基督教哲学传统中最有代表性的几种有神论证明并考察对有神论最重要的否决

性论证。 

1. 基督教有神论的宇宙论证明 

2. 基督教有神论的设计论证明 

3. 基督教有神论的最佳解释之证明 

4. 基督教有神论的本体论证明 

5. 上帝与恶的哲学讨论 



5356 

学习目标： 

1. 掌握西方哲学史上关于基督教有神论证明的主要论证类型和基本观点 

2. 学习如何从哲学上分析和评价一个哲学论证 

3. 学习如何探寻一个哲学观点背后的“深层解释原则” 

作业：参见课件 

知识单元 5：基督教哲学的合理性追问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从人类认知活动的角度考察基督教信念是否能获得合理性上的辩护。 

1. 合理性问题的两个层面：相信什么与如何相信 

2. 基督教思想史梳理：从德尔图良、奥古斯丁到阿奎那，再从帕斯卡到普兰丁格 

学习目标： 

1. 了解课堂中提到的重要思想家的核心观点、基本立场与论证思路 

2. 能在实际运用中区分合理性问题的两个层面 

3. 掌握有关信仰与理性关系问题讨论的思想史脉络并引导学生得出自己的结论 

作业：参见课件 

（二） 实践教学：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基督教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哲学方法 3  

2 基督教哲学的历史起源 3  

3 基督教哲学的逻辑起源 3  

4 基督教哲学的上帝观（1） 3  

5 基督教哲学的上帝观（2） 3  

6 基督教哲学的有神论证明：宇宙论证明 3  

7 基督教哲学的有神论证明：设计论证明 3  

8 基督教哲学的有神论证明：最佳解释证明 3  

9 基督教哲学的有神论证明：本体论证明 3  

10 基督教哲学的有神论否决：上帝与恶 3  

11 结语：基督教哲学的信仰与理性关系问题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西方哲学史、逻辑导论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哲学解释方法、有神论证明、上帝与恶、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 

难点：三一论与共相问题、本体论证明、上帝与恶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史论结合与专题讲述 

1. 将思想史考察与哲学分析相结合来考察基督教哲学的重要论题 

2. 按专题进行讲述 

教学手段： 

1. Ppt讲授为主，引导学生就具体问题展开讨论为辅 

2. 随堂阅读材料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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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加作业占 30%；期末论文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学生可按兴趣选择。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推荐的阅读文献包括：（1）正式出版的教材；（2）原典；（3）其他研究材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路易斯·波伊曼著：《宗教哲学是什么？》，黄瑞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

第 2版。 

2. Murray & Re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二）推荐参考书（按作者首字拼音字母排列） 

1. 凯利·克拉克：《重返理性：对启蒙运动证据主义的批判以及为理性与信仰上帝的辩护》，
唐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 斯温伯恩：《上帝是否存在？》，胡自信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3. 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陈修斋、曹棉之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 

4. 张力锋、张建军著《分析的宗教哲学》，江苏人吗出版社，2010年 第 1版（国家“985工

程”（二期）国家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成果）。  

执笔：钱雪松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国外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Foreign Marxism Classic works 

课程号： 4070305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引导学生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逻辑，以及这一逻辑中的主要

代表人物和主要著作；2、帮助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比较开放的把握，拓宽视野，创新思维。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讲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形成的历史背景、概念由来、理论的一般特点，及其在中国的译

介和接受情况。 

2．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派别，阐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脉络 

2． 掌握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三者的差别联系。 

作业：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基本理论与方法的积极与局限性？ 

知识单元 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参考学时：9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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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阅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新版序言“物化理论”、“正统马克思主义”、“历史

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 

学习目标： 

1.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以及与马克思和黑格尔异化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2.  卢卡奇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观点 

3. 卢卡奇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功能变化的论述 

作业：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异化概念有何不同？  

知识单元 3：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讲述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兴起的时代背景和理论特征，阅读主要代表人物阿尔都

塞的《保卫马克思》。 

学习目标： 

1、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理论 

2、阿尔都塞的“矛盾与多元决定论” 

3、阿尔都塞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思考作业：  

（1）阿尔都塞何以要保卫马克思，什么意义上的保卫，保卫马克思的什么？ 

（2）阿尔都塞“矛盾与多元决定论”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是否合理解释了马克思的辩证法？ 

知识单元 4：拉克劳、墨 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代表著作《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

向激进民主政治》 

学习目标： 

1、阐明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一般的理论特征。 

2、拉克劳、墨菲关于领导权的概念谱系 

3、拉克劳、墨菲何以解构本质主义的经济堡垒 

4、拉克劳、墨菲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激进的多元民主政治 

思考作业：后马克思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又在多大程度了背离了马克思主

义？拉克劳、墨菲何以要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阶级统一”？ 

知识单元 5：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讲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地位，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特别是对

我们在阅读和书写马克思方面的启示。 

2. 阐明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意义，在当今中国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意义所在，不单单是因为它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而主要在于它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

提示了马克思主义多元发展的可能性。 

学习目标：明确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国内近年来讨论的核心议题，简单地说，

就是“西马”是否“真马”。要避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既不能简单地指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反

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也不能简单地把它视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作业：思考“西马”是否“真马”？“西马”是否“非马”或“反马”？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形成的历史背景、性质、派别 3  

2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物化理论 3  

3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正统马克思主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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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 3  

5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认识论断裂” 3  

6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矛盾与多元决定论 3  

7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唯物辩证法 3  

8 拉克劳、墨菲：领导权的概念谱系 3  

9 拉克劳、墨菲：解构本质主义的经济堡垒 3  

10 拉克劳、墨菲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激进的多元民主政治 3  

11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恩格斯原著选读 

后续课程：国外马克思主义专题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黑格尔主义者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异化概念，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框架

下的“保卫马克思” ，拉克劳、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政治 

难点：阿尔都塞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甚至马克思辩证法的否定。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根据本专业的特点选择经典作家的哲学原著，结合现实，采用系统方法较为全面的介绍

和讲解经典作家的著作，领会其精神实质，掌握其基本思想和观点，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

的理论品质。 

（2）适当增加篇幅，使全书理论表述比较细致，分析现实问题比较充分，有利于学生理解和自学； 

（3）力求增加反映学术界哲学研究新进展的理论和观点，从而增强教学的理论深度； 

（4）增强分析现实问题的力度，使时代感和现实感更加鲜明； 

（5）增加思维训练习题、原著背景知识、哲学史知识介绍等内容，有利于学生课外阅读和自学。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出勤占 10%，课后阅读与课

堂讲解占 40%，期末论文占 5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俞吾金等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张一兵主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 麦克莱伦：《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 别索诺夫：《在“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反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4. 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 

执笔：罗朝慧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政治哲学 
Political Philosophy 

课程号：4070306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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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了解重要的政治哲

学家的基本思想。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古典政治哲学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古希腊及罗马哲学的政治思想。其中包括，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政治相关思想，智者学派的

问题，柏拉图的政治的基本构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理论，古罗马时期政治哲学的基本观念。 

2．阅读相关文献。 

学习目标： 

1．了解古典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熟悉其基本理论。 

2．掌握重要文献的基本内容。 

作业： 

1.阐述智者学派对政治和道德问题的基本看法。 

2.阐述柏拉图的理想国理论。 

3.阐述亚里士多德“人是城邦性的动物”这一命题的基本含义。 

…… 

知识单元 2：近代政治哲学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 基督教对近代政治哲学基本观念的塑造。 

2． 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的基本观念，如马基雅维利。 

3．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 

4． 洛克的政治哲学 

5． 卢梭的政治哲学 

学习目标： 

1．了解近代政治哲学的基本观念，对重要的政治哲学家的主要有明确的把握。 

2．通过对经典文献的阅读，了解近代政治哲学家主要著作的内容，对一些重点篇章有深入的

阅读。 

作业： 

1. 说明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和其人性理论的关系 

2. 阐述洛克的所有权理论的基本思想。 

3. 阐述卢梭公意思想的基本内容。 

知识单元 3：当代政治哲学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以赛亚·柏林的自由的两种概念及其引发的各种自由理论。 

2．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及其引发的各种争论。 

3. 当代各种政治哲学流派的基本内容，如社群主义，共和主义等等。 

学习目标： 

1．了解当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观念和争论的主要内容。 

2．阅读当代政治哲学中的重要文献，掌握其基本内容。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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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并掌握柏林“两种自由概念”一文。 

2. 阅读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一文，并阐述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基本框架。 

3. 简述当代政治哲学一些主要流派的基本观点，如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古典政治哲学（1） 3  

2 古典政治哲学（2） 3  

3 古典政治哲学（3） 3  

4 近代政治哲学（1） 3  

5 近代政治哲学（2） 3  

6 近代政治哲学（3） 3  

7 近代政治哲学（4） 3  

8 当代政治哲学（1） 3  

9 当代政治哲学（2） 3  

10 当代政治哲学（3） 3  

11 当代政治哲学（4）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哲学导论，西方哲学史等 

后续课程：伦理学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柏拉图的政治思想、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霍布斯的政治思想、洛克的政治思想、卢

梭的政治思想，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及相关争论。 

难点：柏拉图的理念学说和政治哲学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对于人的自然性与政治性的理解、霍

布斯的人性理论、洛克的所有权理论、卢梭的公意思想、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等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 

2.适当引导学生对相关问题的讨论和阅读。 

教学手段： 

1.采取 PPT课件教学。 

2.分发阅读材料引导学生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结合讲授内容，写作专业论文，要求符合学术论文的规范，字数不少于 5000字。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3月  

（二）推荐参考书 

1. 麦克米兰著《西方政治思想史》，海南出版社，2003年 6月 

2. 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法律出版社，2010年 1月  

3. 萨拜因著《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 

执笔：宫睿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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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哲学 
Philosophy of Laozi and Zhuangzi 

课程号：4070307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让哲学专业学生了解先秦道家的核心思想； 

2、让学生掌握道家哲学的核心概念和思考方法； 

3、培养学生阅读古文献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知识、道家

哲学原理、了解道家哲学中重要的核心概念。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有关老、庄道家的基本知识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学科中的位置。 

2．道家的概念。 

3. 先秦道家与诸子的关系。 

4. 老子其人。 

5. 庄子其人。 

6. 《老子》其书的概貌。 

7. 《庄子》其书的概貌。 

8. 相关的版本问题。 

9. 本课怎样阅读《老子》、《庄子》。 

10. 配合上述学习内容，进行以下相关材料的阅读：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史记·老子韩非列

传》，《庄子》中关于庄子的记述，郭象《庄子序》，王弼《老子指略》。 

学习目标： 

1．了解老子、庄子相关文献记述，其书的相关版本情况。 

2．掌握先秦道家哲学研究的相关基础知识。 

3.  尝试竖版繁体的古文献阅读，克服面对古文献时的畏难感，尝试断句。 

作业： 

复习巩固课上所学内容，诵读所学文本。 

知识单元 2：先秦道家的核心概念“道”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关于道的学术讨论。 

2．通过文献解读展开讨论：道是否可说。 

3. 老、庄书中描述的得道真人、神人。 

4. 道家修道的功夫与方法。 

5. 配合上述学习内容，阅读《老》、《庄》书中相关文段。 

学习目标： 

1．了解学术界关于道的讨论。 

2．掌握道家论道的思维方法及修养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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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继续进行古文献阅读的训练。 

作业： 

复习巩固课上所学内容，诵读所学文本。准备期中考核的文章。 

知识单元 3：道家的语言观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语言的问题是近现代哲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2．道家论语言的界限 

3.  道家论辩论的是非 

4.  道家论名与物 

5. 配合上述学习内容，阅读《老》、《庄》书中相关文段。 

学习目标： 

1．了解哲学中的语言问题 

2．掌握道家对是非、名与物等问题的看法 

3.  继续进行古文献阅读的训练。 

作业： 

复习巩固课上所学内容，诵读所学文本。撰写期中考核文章。 

知识单元 4：道家的生死观与保身、养生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道家对生死的看法。 

2．先秦哲学中的重身观念。 

3. 道家如何保身、养生。 

4. 配合上述学习内容，阅读《老》、《庄》书中相关文段。 

学习目标： 

1．了解先秦哲学中的重身观念。 

2．掌握道家对生死的看法，以及其养生思想。 

3.  继续进行古文献阅读的训练。 

作业： 

复习巩固课上所学内容，诵读所学文本。 

知识单元 5：道家对于人间世的应对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老、庄生活的时代背景 

2．通过几则寓言故事细致地分析、体会庄子对人间世的看法，他所说的在不同情况下的应对，

以及其背后的深刻思想。 

3. 配合上述学习内容，阅读《老》、《庄》书中相关文段。 

学习目标： 

1．了解先秦诸子时代的政治社会背景。 

2．能挖掘《人间世》中几则寓言故事背后的深意。 

3.  继续进行古文献阅读的训练。 

作业： 

复习巩固课上所学内容，诵读所学文本。准备期末考核。 

知识单元 6：道家的治国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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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老》、《庄》书中散见的治国思想 

2．如何理解上述治国思想 

3. 讨论这些思想在今天是否有借鉴价值 

4. 配合上述学习内容，阅读《老》、《庄》书中相关文段。 

学习目标： 

1．掌握道家的主要治国思想。 

2．尝试分析其背后的合理性，及其在今天的价值。 

3.  继续进行古文献阅读的训练。 

作业： 

复习巩固课上所学内容，诵读所学文本。准备期末考核。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实验 1：……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实验 2：……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道家哲学在中国哲学学科中的位置、道家的概念、先秦道家与诸子

的关系等。阅读材料：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3  

2 
老庄其人及其书。阅读材料：《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庄子》书

中关于庄子的记述 
3  

3 
《老子》、《庄子》书的版本问题，及我们怎样阅读它们。阅读材料：

郭象《庄子序》、王弼《老子指略》相关内容 
3  

4 先秦道家的核心概念“道”：关于道的学术讨论 3  

5 
先秦道家的核心概念“道”：道是否可说，道家的修道功夫。阅读

材料：《老》、《庄》中的相关材料 
3  

6 
道家的语言观：近现代哲学中的热门话题——语言，道家对于语言

界限的论述。阅读材料：《老》、《庄》中的相关材料 
3  

7 
道家的语言观：是非问题，名与物的问题等。阅读材料：《老》、《庄》

中的相关材料 
3  

8 

道家的生死观与保身、养生思想：道家对生死的看法，先秦哲学中

的重身观念，道家的养生思想。阅读材料：《老》、《庄》中的相关

材料 

3  

9 

道家对于人间世的应对：先秦诸子时期的时代背景，《人间世》所

讨论的对不同情况的应对。阅读材料：《老》、《庄》中的相关材料，

以《人间世》为主 

3  

10 
道家的治国思想：道家的主要治国思想及其背后的依据，讨论其观

点在今天的意义。 阅读材料：《老》、《庄》中的相关材料 
3  

11 补充、总结、答疑、考核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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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使学生认识道家、了解其基本观点。 

难点：让学生理解道家思想的合理性、培养学生阅读古文献的能力。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述。 

2. 带领同学阅读一手材料。 

3. 组织问题讨论。 

教学手段： 

1. 主要通过常规讲解和文献材料阅读的手段进行。 

2. 个别情况下可能会运用视频材料。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查占 6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校释》，中华书局，2008年 12月。 

2. 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1987年 10月。 

（二）推荐参考书 

1. 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 12月。 

2.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2009年 2月。 

3. 张默生《庄子新释》，齐鲁书社，1993年。 

4. 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中华书局，1993年。 

5. 王博《庄子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6. 王中江《道家形而上学》，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 11月。  

执笔：刘黛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陆王心学 
Philosophy of Lujiuyuan and Wangyangming 

课程号：407030731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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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介绍宋明理学的学脉和学理；2、展示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哲学及其思

想史上的影响和意义；3、探寻陆王心学与当今文化建设的可能关联，探索其在当今社会的价值及

其现代转化。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陆王心学及其发展历程的基础知

识、陆王心学的基本原理，了解陆王心学的基本概念，为有关中国哲学史和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等先

期必修课程细化和深化理解。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18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宋明理学的特色与学习方法。 

2．陆王心学及其与宋明理学中的地位。 

学习目标： 

1．要求学生掌握宋明理学的学脉和宏观发展线索。 

2．理解陆王心学及其与程朱理学的异同及其后世影响。 

作业： 

宋明理学的研究目前学术界有何态度和方法？ 

宋明理学有何特色？ 

你如何理解陆王心学和宋明理学的内在关联？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究竟有何本质上的差异？ 

知识单元 2：陆九渊哲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陆九渊的学术渊源：孟子哲学。 

2．陆九渊生活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思想史意义。 

3．《宋元学案》中的《象山学案》精读。 

学习目标： 

1．了解陆九渊哲学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 

2．掌握陆九渊哲学的核心内容，以及他与宋明理学的学术渊源。 

作业： 

陆九渊和孟子的关系？ 

陆九渊和朱熹哲学有何异同？ 

《象山学案》中对于陆九渊的哲学思想是怎么评述的？其在哲学史上有何意义？ 

知识单元 3：王阳明哲学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王阳明的经历和学术发展轨迹。 

2．明代哲学史和王阳明哲学的地位及其影响。 

3、《传习录》精读。 

学习目标： 

1．了解王阳明哲学兴起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 

2．掌握王阳明哲学的发展历程及其核心思想。 

3、熟悉《传习录》。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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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和陆九渊哲学有何内在关联？他是如何评价陆九渊的呢？ 

王阳明是如何评价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的？他的“致良知”之学究竟和朱子有何异同？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绪论 3  

2 陆九渊哲学 3 源流 

3 陆九渊哲学 3 和朱子异同 

4 王阳明哲学 3 源流 

5 王阳明哲学 3 与陆九渊和朱子的关系 

6 王阳明哲学 3 《传习录》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等 

后续课程：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陆九渊和王阳明哲学在宋明理学中的地位和影响；陆九渊哲学和孟子的关系；陆九渊哲

学对于王阳明的影响；王阳明如何超越了陆九渊；王阳明哲学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的意义；王

阳明和朱子哲学的异同。 

难点：陆王心学究竟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有何价值；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异同；陆王心学和

张载等理学家的异同。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课堂讨论。 

3.阅读原典。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道艺结合”的教学方法和演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3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会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清华大学哲学系陈来先生的著作，并在此基础上阅读陆九渊和

王阳明的原著和《宋元学案》《明儒学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陈来著《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12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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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著《宋元学案》，中华书局，2009年 01月第 1版 

执笔：李虎群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魏晋玄学 
Metaphysics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课程号：4070307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使专业学生对魏晋玄学中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有所掌握和思考； 

2、使学生了解对魏晋时期主要哲学家的思想和人生有所了解； 

3、培养学生阅读原典的能力。 

4、培养学生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魏晋玄学的基础知识、了解本无、

自然、独化、性分等相关概念，对魏晋玄学形成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并提高学生阅读中国哲学原典

和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魏晋玄学概论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魏晋玄学发生的时代背景。 

2．学术史上对魏晋玄学的不同评价。 

3. 近现代学术中魏晋玄学的奠基之作——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 

4. 魏晋玄学的三个发展阶段及每个阶段的核心概念与思想。 

5. 魏晋玄学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有无、儒道、才性、言意、自然与名教等等。 

6. 结合上述内容，阅读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许抗生《魏晋玄学史》，汤一介、胡仲平编

《魏晋玄学研究》等学术著作与论文集中的相关内容。 

学习目标： 

1．了解魏晋玄学的发生。 

2．掌握魏晋玄学的发展阶段。 

3. 掌握本无、自然、独化、性分等相关概念 

4. 魏晋玄学中讨论的主要问题及不同哲学家的相关讨论。 

5. 学生能通过学习学界重要的相关研究，提高思维能力和学术研究能力。 

作业： 

复习魏晋玄学中的主要哲学概念，复述魏晋玄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知识单元 2：王弼与其《老子》、《周易》注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王弼其人及其著书。 

2．王弼的贵无思想。 

3.  王弼对名家与自然的关系、儒道关系等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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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弼易注的特点及其在易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5.  结合上述内容，阅读王弼《老子注》、《老子指略》、《周易注》、《周易略例》中的相关内容。 

学习目标： 

1．了解王弼的生平及其参与的思想讨论。 

2．掌握王弼的主要哲学思想。 

3. 掌握王弼对当时时代热点问题的讨论。 

4. 掌握王弼易注的主要特色及其在易学史上的地位。 

5. 了解后世对王弼易学的不同评价 

6. 学生阅读原典的能力有所提高，能通过努力大致推测文本大意。 

作业： 

阅读《老子指略》和《周易略例》。 

知识单元 3：郭象及其庄子注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郭象其人及《庄子注》，有关该注作者的不同说法。 

2．独化思想与性分观念。 

3.  讨论郭象与庄子思想的差异与联系。 

4.  以一个问题为例，体会玄学三个阶段的发展：正始、竹林、元康三个时期对名教与自然关

系问题的不同讨论 

5.  结合上述内容，阅读郭象《庄子注》、嵇康《释私论》中的相关内容。 

学习目标： 

1．了解郭象《庄子注》的特点及其在庄学史上的地位。 

2．了解有关《庄子注》作者的不同说法。 

2．掌握郭象的主要哲学思想。 

4. 了解郭象与庄子思想的差异与哲学。 

5. 掌握魏晋时期自然与名教问题的讨论。 

6. 学生阅读原典的能力有所提高，能通过努力大致理解文本大意。 

作业： 

概述魏晋时期自然与名教问题的讨论，并谈谈你的理解。 

知识单元 4：僧肇与《肇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佛学发展与魏晋玄学的关系。 

2．僧肇的主要思想。 

3.  阅读《肇论》中的相关篇目、段落。 

学习目标： 

1．了解佛学发展与魏晋玄学发生、发展的关系。 

2．掌握僧肇的主要思想。 

3. 学生阅读原典的能力有所提高，能通过努力大致理解的文本大意。 

作业： 

复习课上学习的相关内容。 

知识单元 5：清谈与魏晋风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清谈的概念，清谈的发生。 

2.  阅读《晋书》、《世说新语》中的部分内容，体会清谈与魏晋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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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清谈的概念。 

2．通过阅读，切实地体会魏晋风度。 

3. 学生阅读原典的能力有所提高，能通过努力大致理解文本大意。 

作业： 

补充阅读《世说新语》部分内容。 

知识单元 6：总结、答疑、考核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总结本课所学内容。 

2．答疑。 

3.  考核。 

学习目标： 

1．巩固本课所学内容。 

作业： 

期末考核论文。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实验 1：……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实验 2：……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魏晋玄学概论：魏晋玄学发生的时代背景，学术史上对魏晋玄学的不

同评价。阅读材料：《魏晋玄学研究》论文集。 
3  

2 
魏晋玄学概论：魏晋玄学的三个发展阶段及每个阶段的核心概念与思

想。阅读材料：《魏晋玄学论稿》部分文章。 
3  

3 

魏晋玄学概论：魏晋玄学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有无、儒道、才性、

言意、自然与名教等等。阅读材料：《魏晋玄学论稿》、《魏晋玄学史》

部分段落，《晋书》、《世说新语》部分段落。 

3  

4 同上 3  

5 
王弼与其《老子》、《周易》注：王弼其人及其著书，贵无思想。阅读：

《老子注》、《老子指略》部分内容。 
3  

6 

王弼与其《老子》、《周易》注：王弼对名家与自然的关系、儒道关系

等问题的讨论，王弼易注的特点及其在易学发展史上的地位。阅读：

《周易注》、《周易略例》部分内容。 

3  

7 
郭象及其庄子注：郭象其人及《庄子注》，有关该注作者的不同说法，

独化思想与性分观念。阅读：郭象《庄子注》、《晋书》相关内容。 
3  

8 
郭象及其庄子注：讨论郭象与庄子思想的差异与联系，以一个问题为

例，体会玄学三个阶段的发展：正始、竹林、元康三个时期对名教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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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关系问题的不同讨论。阅读：《庄子注》、《释私论》部分内容。 

9 
僧肇与《肇论》：佛学发展与魏晋玄学的关系，僧肇的主要思想。阅

读：《肇论》部分内容。 
3  

10 
清谈与魏晋风度：清谈的概念，清谈的发生，魏晋风度。 阅读：《晋

书》、《世说新语》部分内容。 
3  

11 补充、总结、答疑、考核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哲学史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魏晋玄学中的主要哲学概念、魏晋玄学中讨论的主要命题、魏晋玄学的发展过程。 

难点：郭象与庄子思想的差异与联系，僧肇的哲学思想。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述。 

2. 学生讨论。 

3. 踏实地进行原典阅读。 

教学手段： 

1. 教师讲述。 

2. 配合 PPT等多媒体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核占 6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准备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许抗生：《魏晋玄学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2、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7月。 
    3、汤一介、胡仲平编《魏晋玄学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 8月。 
    4、李中华《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6月。 
    5、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    
    6、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      
    7、僧肇《肇论》，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    
    8、王葆玹《正始玄学》，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 9月。 
    9、王晓毅《王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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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王晓毅《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9月。 
    11、牟宗三《才性与玄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 6月。  

执笔：刘黛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孟荀哲学 
Philosophy of Mencius and Xunzi 

课程号：40703074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可拓展为全校学生通识选修。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加深学生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先秦儒家哲学的理解；2、提高学生

的人文素养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深入掌握孟子和荀子哲学的基本内涵和文化影响，为

深入开展学术研究奠定必要的专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１６学时 

知识单元 1：孟荀的历史命运 

参考学时：４学时 

学习内容： 

1．孟子和思孟学派 

2．荀子、荀学与法家 

3.  走向亚圣的孟子 

学习目标： 

1．了解孟子的生平。 

2．了解荀子的生平。 

3. 掌握孟子、荀子在历史中的地位迁变与中国学术迁变的关系。 

作业： 

孟子在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地位是如何变化的？ 

知识单元 2：孟子的社会政治理论 

参考学时：４学时 

学习内容： 

1．孟子的性善论。 

2．孟子的仁政思想。 

学习目标： 

1．了解孟子的社会政治理论的基本框架。 

2．掌握孟子的性善论、民本思想、民贵君轻思想以及行仁政的方略。 

作业： 

孟子的性善论与其仁政思想有何联系？ 

孟子的仁政的基本思路是什么？有何现实意义？ 

知识单元 3：孟子的人格修养理论 

参考学时：２学时 

学习内容： 

1．孟子的性善论、义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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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子的养心养善思想。 

3. 孟子的人格理想。 

学习目标： 

1．掌握孟子的义利观、修养论。 

作业： 

孟子的人格修养论的特点是什么？有何现实意义？ 

知识单元 4：荀子的天论 

参考学时：２学时 

学习内容： 

1．荀子其人 

2.“天行有常” 

3. “明于天人之分” 

4．“制天命而用之” 

学习目标： 

1．了解荀子天论的基本结构。 

2．掌握荀子天论的核心命题。 

作业： 

荀子如何处理天与人的关系？ 

知识单元 5：荀子的礼论 

参考学时：２学时 

学习内容： 

1．性恶论。 

2．化性起伪思想。 

3. 礼治思想。 

4. 教育思想。 

学习目标： 

1．了解荀子礼论的目的和框架。 

2．掌握荀子的性恶论、化性起伪思想、礼乐在礼治体系中的作用、名实观等基本命题。 

作业： 

比较荀子的性恶论与孟子的性善论。 

荀子的人性论与其社会政治礼论的关系是什么？有何现实意义？ 

知识单元 6：荀子的名实观 

参考学时：２学时 

学习内容： 

1．先秦的名实关系探讨。 

2．荀子的正名说。 

学习目标： 

1．了解。 

2．掌握孟子的性善论、民本思想、民贵君轻思想以及行仁政的方略。 

作业： 

孟子的性善论与其仁政思想有何联系？ 

孟子的仁政的基本思路是什么？有何现实意义？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孟荀哲学的历史命运（上）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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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孟荀哲学的历史命运（下） ２  

3 孟子的社会政治理论（上） ２  

4 孟子的社会政治理论（下） ２ 

5 孟子的人格修养理论 ２ 

6 荀子的天论 ２ 

7 荀子的礼论 ２ 

8 荀子的名实观 ２ 

可结合孟荀原典研读来

讲授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哲学史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结合孟荀原典理解孟子和荀子的哲学思想。 

难点：理解为何孟子和荀子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上有着不同的命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原典研读 

3.课堂研讨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合适的时候成为网络教学课程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18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含学生出勤、课堂表现、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研讨；期末

考查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争取自主编写出版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1984年重再版。 

2. 梁启雄：《荀子简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版。 

2. （清）王先谦撰：《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版。 

3. 蔡仁厚：《孔孟荀哲学》，台湾：学生书局，1999年版。 

4. 吴  康：《孔孟荀哲学》两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 

5. 杨泽波：《孟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6. 孔  繁：《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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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廖名春：《<荀子>新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执笔：俞学明 李春颖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程朱理学 
Cheng and Zhu's Neo-Confucianism 

课程号：4070307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比较系统地了解和把握程朱理学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基本线索和基本内容。 

 2.通过对程朱理学基本内容的把握，进一步了解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基本精神和思维方法。 

 3.立足当代，开掘程朱理学的现代意义。 

 4.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阅读古代哲学文献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宋明理学的产生及理学分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宋明理学的产生。 

2．宋明理学的分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宋明理学产生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与佛老的关系。 

2．掌握宋明理学的基本特点，以及有关理学分系问题的相关观点，引出程朱理学。 

作业： 

1.谈谈宋明理学产生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 

2.宋明理学有何特点？ 

3.请谈谈关于宋明理学分系的代表性观点。 

知识单元 2：作为理学开山的周敦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周敦颐的思想介绍。 

2．《周敦颐集》选读。 

3．周敦颐理学开山地位的确立。 

学习目标： 

1．了解周敦颐何以被尊为理学之开山。 

2．掌握周敦颐思想的主要特点。 

作业： 

1.请谈谈周敦颐的主要思想。 

2.周敦颐何以被尊为理学开山？ 

3.精读《太极图说》。 

知识单元 3：程朱理学的奠基者——二程 

参考学时：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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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二程理本论思想介绍 

2．《二程集》选读。 

3.增强原典阅读及诠释能力。 

学习目标： 

1．了解二程之前“理”及“天理”的基本观点。 

2．掌握二程理本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天理”自家体贴之所在。 

作业： 

1.如何理解“吾学虽有所授，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 

2.谈谈二程的“格物致知”说。 

3.精读《二程集》中指定部分。 

知识单元 4：二程后学的主要思想——以程门四大高足为主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介绍二程后学的基本情况。 

2．重点介绍程门四大高足的主要思想及其思想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二程后学的基本情况。 

2．掌握程门四大高足的主要思想及其思想流布及影响。 

作业： 

1.请分别谈谈程门四大高足的主要思想。 

2.请谈谈程门四大高足在哪些方面发扬了二程的思想？ 

知识单元 5：程朱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思想介绍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介绍朱熹的主要思想。 

2．朱熹经典著作选读。 

学习目标： 

1．了解朱熹思想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2．掌握朱熹思想的内容及特点。 

3.增强原典阅读及诠释能力。 

作业： 

1.朱熹是如何论证理气关系的？ 

2.谈谈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3.谈谈朱熹“理一分殊”的思想。 

4.精读《朱子语类》及《四叔章句集注》指定部分。 

知识单元 6：朱熹后学对朱熹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朱熹后学基本情况介绍。 

2．以黄干与陈淳为主体介绍朱门后学对朱熹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学习目标： 

1．了解朱熹后学的基本情况。 

2．掌握黄干、陈淳等的主要思想，重点掌握他们是从哪些方面发挥了朱熹的思想。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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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谈谈黄干、陈淳是从哪些方面发扬了朱熹之学。 

知识单元 7：程朱理学与现代新儒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总论程朱理学对后世思想的影响。 

2．重点介绍现代新儒学如何看待程朱理学，及其思想与程朱理学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朱程朱理学的影响及历史地位。 

2．掌握现代新儒学与程朱理学之间学理上的关系。 

作业： 

1.请谈谈程朱理学对后世思想的影响。 

2.请举例说明程朱理学对现代新儒学的影响。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宋明理学的产生及理学分系 

作为理学开山的周敦颐 
3  

2 
作为理学开山的周敦颐 

程朱理学的奠基者——二程 
3  

3 程朱理学的奠基者——二程 3  

4 程朱理学的奠基者——二程 3  

5 
二程后学的主要思想——以程门四大高足为主体 

程朱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思想介绍 
2  

6 程朱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思想介绍 3  

7 程朱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思想介绍 3  

8 程朱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思想介绍 3  

9 程朱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思想介绍 3  

10 朱熹后学对朱熹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3  

11 程朱理学与现代新儒家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专业必修课《中国哲学史》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程朱理学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观点。 

难点：程朱理学代表人物主要思想观点及其相关著作的理解。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法。 

2.讨论法。 

教学手段： 

1.借助传统教学手段。 

2.辅助多媒体教学手段。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提交程朱理学研究的相关论文一篇，字数不少于 5000字。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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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 

2.陈来：《宋明理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二）推荐参考书 

1.《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2.《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3.《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 

4.《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5.《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6.《近思录》，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 

7.《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8.《王阳明全集》，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9.《宋元学案》，黄宗羲、全祖望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0.《明儒学案》，黄宗羲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1.《理学纲要》，吕思勉著，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 

12.《宋明理学史》，侯外庐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13.《理学范畴系统》，蒙培元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14.《朱熹思想研究》，张立文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执笔：王心竹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 
Jixia Academy and the Contention of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课程号：40703075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可开放给全校学生通识选修。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对稷下学宫的形成、发展、内容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2、对稷下学的代表人物有深入的认识； 

3、通过稷下学的学术脉络了解先秦百家争鸣的一个侧面； 

4、对稷下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有更深的认识。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课堂教学与研讨，使学生掌握先秦诸子学中的稷下学的基础知识，了解

稷下学宫的历史、稷下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思想以及对先秦百家争鸣乃至后世中国社会和思想的贡

献。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16学时 

知识单元 1：稷下学宫的概况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稷下学宫的建立和发展 

2． 稷下人物 

3.  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概说 

学习目标： 

1．了解稷下学宫的建立和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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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稷下学宫、齐文化与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关系。 

3.  掌握稷下学宫的代表人物、代表学派。 

作业： 

稷下学宫的性质是什么？ 

知识单元 2：稷下学宫与齐鲁文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齐鲁文化的分野 

2. 稷下学宫与齐鲁学术之融合 

学习目标： 

1. 了解齐鲁文化的特点 

2. 分析荀子与齐鲁学术融合的关系 

3. 分析《管子》与齐鲁学术融合的关系 

作业： 

稷下学宫为何会在齐国？ 

稷下学宫如何成为齐鲁学术的交汇处？ 

知识单元 3：稷下之辩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孟子与淳于髡之辩 

2．孟子与宋钘之辩 

3.  孟子与告子之辩 

4.  邹衍与公孙龙之辩 

5.  荀子《非十二子》 

学习目标： 

1．了解辩论在稷下学宫中的地位。 

2．掌握稷下学宫最为重要的几次辩论。 

3. 掌握庄子、荀子等评价或批评其他诸子的线索和方法。 

作业： 

1. 辩论在稷下学宫的思想展开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2. 邹衍的辩论法 

3. 荀子如何评价其他诸子？ 

知识单元 3：《管子》和稷下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管子》其书与管子其人  

2．《管子》思想导读 

3. 《管子》选读 

学习目标： 

1．了解《管子》在稷下学宫中的地位； 

2．了解《管子》的性质和基本思想；  

3.  《管子》部分篇目选读 

作业： 

1. 如何看待《管子》的性质？ 

2. 根据选读的篇目阐释《管子》的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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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稷下学宫的建立与发展 2  

2 稷下学宫与齐鲁文化 2  

3 孟子等的稷下之辩 4 

4 荀子《非十二子》导读 4 

5 

6 
《管子》选读 4 

选读原典，篇目可有所调整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可与中国哲学史、先秦哲学原著研读成为配套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稷下学宫及学人如何在百家争鸣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难点：稷下学宫的学术流派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  研读 

3.  研讨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 

2.  网络教学（拟） 

3. Blackboard教学（拟）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每次课前均需学生预习，课后自主学习若干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含学生出勤、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研读表

现占 10%；期末考查占 7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白奚: 《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三联书店，1998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蔡德贵《稷下之风流》，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 2005年版 

2. 赵蔚芝:《稷下学宫资料汇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3. 刘蔚华、苗润田: 《稷下学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4. 白奚: 《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三联书店，1998年版  

5. 张秉楠: 《稷下钩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6.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 

7: 姜涛:《管子新注》，齐鲁书社，2006年版 

8: 陈鼓应:《管子四篇诠释》，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执笔：俞学明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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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  
Research on German Ideology 

课程号：40703076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本课程是专业选修课，首要目标是引领学生深入了解马克思的世界

观革命；2、通过教学，使学生对历史唯物主义具有系统的了解和把握；3、培养学生一般的哲学思

维能力，开阔学生的视野。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哲学领域革命变革的新起点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对社会生活本质的认识和科学实践观的确立 

2．人的本质的科学解答 

3.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4. 揭露黑格尔关于精神统治历史的思辨观念 

学习目标： 

1．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概况。 

2．掌握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基本问题、基本发展线索和基本概念。 

作业： 

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2：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揭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分工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 

2．生产力思想的新探讨 

3. 生产关系概念的形成 

4．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的揭示 

5. 历史主体和历史发展规律 

学习目标： 

1．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历史唯物主义范畴。 

2．掌握社会形态理论的基本内容。 

作业： 

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3：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奠定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 

2．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和历史必然性 

3. 国家的阶级实质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提出 

学习目标： 

1．了解共产主义学说从空想到科学的一般历史。 

2．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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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4：对施蒂纳个人无政府主义哲学基础的批判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 

2．对施蒂纳虚构历史的唯心史观的批判 

3．对施蒂纳唯心主义国家观的剖析 

4．批判施蒂纳对共产主义的曲解 

5．对施蒂纳利己主义思想的揭露 

学习目标： 

1．了解施蒂纳个人无政府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及其错误观点。 

2．掌握马克思通过批判施蒂纳哲学揭示出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 

作业： 

阅读《历史与阶级意识》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5：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征和阶级实质 

2．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的剖析 

3. 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歪曲 

学习目标： 

1．了解“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及其错误观点。 

2．掌握马克思通过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揭示出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 

作业： 

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哲学领域革命变革的新起点 3  

2 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揭示 3  

3 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奠定 3  

4 对施蒂纳个人无政府主义哲学基础的批判（一） 3  

5 对施蒂纳个人无政府主义哲学基础的批判（二） 3  

6 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 1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哲学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恩格斯原著选读 

后续课程：卢卡奇研究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 

难点：对施蒂纳个人无政府主义哲学基础的批判。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研读、讨论为主。 

2.系统讲授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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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手段： 

1.多媒体。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

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一单元布置一篇读书报告。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马克思等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1版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60年 12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 1卷，北京出版社，1996年 12月 第 1版 

2. 林进平编《〈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5月 第 1版  

执笔：倪寿鹏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德国观念论 
German Idealism 

课程号：4070307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深入掌握德国观念论；2、提升学生哲学理论水平和思辨能力；

3、为更深入的研究奠定基础。 

本课程为哲学专业高年级必修课，旨在通过德国观念论的教学，使学生更全面更深入地把握德

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脉络、深入理解各个代表性哲学家的思想主题、原则、方法和基本观点，提高哲

学理论水平和哲学思辨能力，为更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必要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德国古典哲学之前的观念论。 

2．德国观念论。 

学习目标： 

1．了解观念论的历史。 

2．掌握德国观念论的基本问题和特点。 

作业： 

1．德国观念论的有什么特点？ 

知识单元 2：康德（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理论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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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哥白尼式革命。 

2．先天综合判断。 

3．先验感性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康德哲学的问题。 

2．理解先天综合判断。 

3．康德对先天直观形式的形而上学阐明和先验阐明 

作业： 

1．思考康德时间观的意义。 

2．仔细分析康德的先验概念的含义。 

知识单元 3：康德（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先验分析论 

2．先验辩证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的性质和目的。 

2．掌握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的基本观点。 

作业： 

1．如何理解先验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关系。 

2．解析康德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反驳。 

知识单元 4：康德（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实践理性 

1．自然法则与道德法则。 

2．自由即自律 

3．定言命令 

4．实践理性的公设。 

学习目标： 

1．了解康德实践哲学的基本问题。 

2．掌握康德关于实践理性的基本观点。 

作业： 

1．准则和法则的区别是什么？ 

知识单元 4：康德（四）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判断力 

2．美学 

3．目的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判断力批判的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 

2．掌握判断力批判的基本观点 

作业： 

1．反思判断力与行规定的判断力的区别是什么？ 

2．评析康德的目的论思想。 



5385 

知识单元 5：费希特（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克服康德的二元论 

2．知识学基础（一）：本原行动和知识学基本原理。 

学习目标： 

1．了解费希特哲学和康德哲学的关系。 

2．掌握费希特对知识学的基本原理的论证。 

作业： 

1．试分析费希特“自我”的性质。 

知识单元 6：费希特（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2．知识学基础（二）：理论知识学基础和实践知识学基础 

3．法权哲学和伦理学 

学习目标： 

1．了解理论知识学和实践知识学的目标。。 

2．掌握理论知识学和实践知识学的基本论证。 

3．实践知识学与法权哲学和伦理学的关系。 

作业： 

1．费希特对康德辩证法进行了怎样的改造? 

知识单元 7：谢林（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自然哲学 

2．先验哲学 

学习目标： 

1．了解谢林哲学与费希特哲学的关系、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的基本性质。 

2．掌握谢林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的基本思想。 

作业： 

1．谢林是怎样调和康德哲学中机械论与目的论的矛盾的？ 

知识单元 8：谢林（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同一哲学。 

2．启示哲学 

学习目标： 

1．了解同一哲学和启示哲学的性质与目的。 

2．掌握同一哲学与启示哲学的基本思想。 

作业： 

1．如何理解谢林的“绝对同一”以及黑格尔对他的批评？ 

知识单元 9：黑格尔（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精神现象学 

1．黑格尔哲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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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性的自我批判。 

3．精神的探险旅行。 

4．实体即主体 

学习目标： 

1．了解精神现象学的性质以及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地位。 

2．掌握精神现象学的基本思想。 

作业： 

1．试分析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的思想？ 

知识单元 10：黑格尔（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逻辑学 

1．历史与逻辑。 

2．阴影的王国。 

3．世界的逻辑结构…… 

学习目标： 

1．了解黑格尔逻辑学的性质以及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地位。 

2．掌握黑格尔逻辑学的基本思想。 

作业： 

1．如何理解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2．试分析康德和黑格尔范畴学说的异同。 

知识单元 11：黑格尔（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哲学全书 

1．哲学全书。 

2．逻辑、自然和精神。 

3．哲学体系 

4．黑格尔与传统哲学的终结。 

学习目标： 

1．了解黑格尔哲学体系。 

2．掌握黑格尔体系各部分的关系。 

作业： 

1．如何评价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 

2．如何理解黑格尔关于“开端”和“圆圈”的思想？ 

3．如何理解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关系？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实验 1：……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实验 2：……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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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康德（一） 3  

2 康德（二） 3  

3 康德（三） 3  

4 康德（四） 3  

5 费希特（一） 3  

6 费希特（二） 3  

7 谢林（一） 3  

8 谢林（二） 3  

9 黑格尔（一） 3  

10 黑格尔（二） 3  

11 黑格尔（三）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哲学导论、西方哲学史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先验分析论、精神现象学、逻辑学。 

难点：范畴演绎、辨证论、自我学说、先验哲学、精神现象学、辩证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为主。 

2.课堂讨论为辅。 

教学手段： 

1.讲授为主。 

2.多媒体辅助。 

………………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国内已出版的比较好的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俞吾金、汪行福、王凤才等著《德国古典哲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 6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杨祖陶著《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3年 11月 第 1版。 

2.杨祖陶著《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 8月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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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世英著《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1月第 3版。 

4..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 张慎主编《西方哲学史（第六卷）：德国古典哲学》，凤凰出版社、江

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12月 第 1版。 

5.舒远招著《德国古典哲学：及在后世的影响和传播》，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7月第

1版。 

6.邓晓芒著《德国古典哲学讲演录》，湖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 4月第 1版 

7.迪特•亨利希著《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德国观念论讲座》，商务印书馆，2013年 4月 第 1

版。 

8.汤姆·罗克莫尔著，徐向东译：《康德与观念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 7月第 1版。 

执笔：曹万成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卢卡奇研究 
Seminar of Lukacs 

课程号：40703077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本课程是专业选修课，首要目标是打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最重要

的理论逻辑入口；2、通过教学，使学生对卢卡奇哲学具有系统的了解和把握；3、培养学生一般的

哲学思维能力，开阔学生的视野。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青年卢卡奇的哲学逻辑构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卢卡奇研究中的伪同一性 

2．青年卢卡奇的理论支援背景 

3. 青年卢卡奇的哲学逻辑构架 

学习目标： 

1．了解卢卡奇研究概况。 

2．掌握卢卡奇哲学的基本问题、基本发展线索和基本概念。 

作业： 

1.  仔细阅读《卢卡奇自传》，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2：青年卢卡奇的历史概念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作为哲学本体规定的历史性 

2．马克思的历史概念 

3.  青年卢卡奇：历史性与自然性 

学习目标： 

1．了解作为哲学本体规定的历史性。 

2．掌握卢卡奇和马克思历史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作业： 

阅读《历史与阶级意识》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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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3：革命的辩证法与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革命的辩证法与无主体的自然辩证法 

2．实证的科学方法真能旁观到事实与规律吗 

3. 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 

4. 自然性：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本质 

学习目标： 

1．了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然性本质。 

2．掌握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证科学的区别与联系。 

作业： 

阅读《历史与阶级意识》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4：总体性规定的逻辑张力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总体性概念如何被引出 

2．青年卢卡奇的总体性原则 

3．总体性范畴的双重规定 

学习目标： 

1．了解总体性概念在卢卡奇哲学中是如何被引出的。 

2．掌握卢卡奇和马克思总体性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作业： 

阅读《历史与阶级意识》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5：市场交换中的关系物化与工具理性的伪物性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异化与物化：从黑格尔、马克思到韦伯 

2．青年卢卡奇与马克思的物化理论虚假关联 

3. 数量化的可计算性与物化结构 

4. 物化与真实主体价值的遮蔽 

学习目标： 

1．了解异化与物化理论的一般内容。 

2．掌握卢卡奇物化理论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区别与联系。 

作业： 

阅读《历史与阶级意识》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6：阶级意识：客观可能性与辩证的中介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阶级意识的历史发生学 

2．资产阶级近代哲学思想的二律背反 

3. 中介性：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方法论本质 

学习目标： 

1．了解资产阶级近代哲学思想的矛盾和不彻底性。 

2．掌握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在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作用机制。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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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历史与阶级意识》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青年卢卡奇的哲学逻辑构架 3  

2 青年卢卡奇的历史概念 3  

3 革命的辩证法与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 3  

4 总体性规定的逻辑张力 3  

5 市场交换中的关系物化与工具理性的伪物性化 3  

6 阶级意识：客观可能性与辩证的中介 1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哲学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青年卢卡奇的历史概念、总体性范畴和阶级意识理论。 

难点：卢卡奇物化理论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区别与联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研读、讨论为主。 

2.系统讲授为辅。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

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一单元布置一篇读书报告。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 10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张一兵著《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年 2月 第 1版 

2. 孙伯鍨著《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6月 第 1版 

执笔：倪寿鹏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现象学原著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Phenomenology 

课程号：4070307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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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对胡塞尔的早期代表作《现象学的观念》（五篇讲座稿）的阅读，

使学生了解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从现象学的视角来理解和把握传统哲学的问

题，提高理论思辨的水平和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现象学的观念》编者引论+讲座的思路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编者引论+讲座的思路 

学习目标： 

1．了解《现象学的观念》一书的写作背景、文本构成和主要内容 

2．掌握现象学考察的三个主要阶段 

作业： 

阅读讨论“编者引论”和“讲座的思路”部分（中译本第 3-15页） 

知识单元 2：《现象学的观念》第一讲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自然的思维态度与科学（第 17页）——  哲学的（反思的）思维态度（第 18页）

——  自然观点中的认识反思之矛盾（第 20页）——  真正的认识批判的双重任务（第 22页）—

—   真正的认识批判作为认识的现象学（第 23页）——  哲学的新维度；它相对于科学的特有方

法（第 24页） 

学习目标： 

1．了解自然态度与哲学（现象学）态度的区别 

2．掌握哲学（现象学）反思不同于一般反思的特质 

作业： 

阅读讨论第一讲（中译本第 16-24页） 

知识单元 3：《现象学的观念》第二讲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认识批判的开端：对所有知识的置疑（第 29 页）——  根据笛卡尔的怀疑考察获得绝对确定

的基地（第 30页）——  绝对被给予性领域（第 31页）——  重复和补充；对否定认识批判可能

性的论据的反驳（第 32页）——  自然认识之谜：超越（第 34页）——  对内在和超越两个概念

的区分（第 354页）——  认识批判的第一个问题：超越的认识的可能性（第 36页）——  认识

论还原的法则（第 39页） 

学习目标： 

1．了解“悬置、“先验还原”、“内在与超越”等概念的含义 

2．掌握“悬置”和“先验还原”的理论与方法、二者的联系与区别 

作业： 

阅读讨论第二讲（中译本第 25-35页） 

知识单元 4：《现象学的观念》第三讲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认识论还原的实行：排除一切超越之物（第 43页）——  研究课题：纯粹的现象（第 44页）

——  绝对现象的“客观有效性”问题（第 47 页）——  不可能局限于个别的被给予性；现象学

的认识作为本质认识（第 50页）——  “先天”概念的两种含义（第 51页）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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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认识论还原的本质、“先天”概念的两种含义 

2．掌握现象学对“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理解 

作业： 

阅读讨论第三讲（中译本第 36-45页） 

知识单元 5：《现象学的观念》第四讲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通过意向性扩展研究范围（第 55 页）——  一般之物的自身被给予性；进行本质分析的哲学

方法（第 56页）——  对明见性的感觉论的批判；明见性作为自身被给予性（第 59页）——  不

局限于实项的内在范围；课题：所有的自身被给予性（第 60页） 

学习目标： 

1. 了解“意向性”、“明见性”、“自身被给予性”、“实项的”等基本概念的含义 

2. 掌握意向性理论的基本内容、意向性的本质结构、Noesis-Noema的解释模型 

作业： 

阅读讨论第四讲（中译本第 46-54页） 

知识单元 6：《现象学的观念》第五讲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时间意识的构造（第 67 页）——  本质把握作为实质的明见被给予性；个别实质和一般意识

的构造（第 71页）——  范畴的被给予性（第 17页）——  符号性的被思维之物本身（第 73页）

——  研究领域的最广范围：认识中对象性的各种构造方式；认识和认识对象性的相互关系问题（第

73页） 

学习目标： 

1. 了解“内时间意识”、“构造”等概念的含义 

2. 掌握内时间意识的本质结构和被动综合功能、范畴直观及其与构造的关系 

作业： 

阅读讨论第五讲（中译本第 55-64页）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现象学的观念》编者引论+讲座的思路 3  

2 《现象学的观念》第一讲（1） 3  

3 《现象学的观念》第一讲（2） 3  

4 《现象学的观念》第二讲（1） 3  

5 《现象学的观念》第二讲（2） 3  

6 《现象学的观念》第三讲（1） 3  

7 《现象学的观念》第三讲（2） 3  

8 《现象学的观念》第四讲（1） 3  

9 《现象学的观念》第四讲（2） 3  

10 《现象学的观念》第五讲（1） 3  

11 《现象学的观念》第五讲（2）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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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现象学的基本方法和理论 

难点：意向性理论、本质直观、范畴直观、先验构造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讨论 

教学手段：PPT+文本阅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布置参考书目，鼓励阅读英文原著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出勤 10%+课堂表现 10%+作业完成情况 40%+期末论文 40% 

7、作业要求： 

每次课后布置阅读思考题，按时完成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中译本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人民出版社，2007 

（二）推荐参考书 

1. Robert Sokolowski, Introduction to Phenomen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 Shaun Gallagher, Phenomenology,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执笔：张浩军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 2016年 6月 20日 

      

马克思、恩格斯原著选读 
The Reading on Works of Marxism 

课程号：4070307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2、掌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

立场观点方法；3、学习领略学术研究的方法逻辑。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论文写作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的

基本立场和方法，为运用有关原理分析实际问题和展开不同学派的学术争论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

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参考学时: 12学时 

学习内容： 

1．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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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异化劳动的扬弃及其历史地位。 

3、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手稿的研究及思想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马克思早期思想特点。 

2．掌握马克思在手稿中的论证逻辑。 

作业： 

手稿研究今昔述评。 

知识单元 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唯物史观的系统阐发。 

2．若干有争议的理论问题梳理。 

3、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学习目标： 

1．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在《形态》中的原典表述。 

2．掌握唯物史观基本理论及其现实应用。 

作业： 

对《形态》研究中某重大争议问题之我见。 

知识单元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宣言》的时代背景和基本内容。 

2．资产阶级在历史发展中的功绩和局限性。 

3、《宣言》中的阶级分析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共产党宣言》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 

2．掌握《共产党宣言》的思想方法，分析全球化发展的今昔异同。 

作业： 

运用《共产党宣言》的思想方法，分析中国现代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3  

2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3  

3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3  

4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3  

5 《德意志意识形态》 3  

6 《德意志意识形态》 3  

7 《德意志意识形态》 3  

8 《共产党宣言》 3  

9 《共产党宣言》 3  

10 《共产党宣言》 3  

11 三本原著的比较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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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难句解读。 

难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方法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应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读原著，讲解难点。 

2.讨论，师生互动，使教学更切近学生和现实针对性。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展示重要的历史史料。 

2. 组织理论交锋。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后学生自己阅读应至少是课堂课时的 2倍时间。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作业成绩占 10％，学生出勤和课堂表现占 10%，期末考查占 80％。 

7、作业要求： 

每个单元结束应上交一次读书报告。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原著作为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 2000年。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选录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版或 2012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黄枬森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 

2.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有关原著的研究评议。  

执笔：李凯林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哲学方法论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课程号：4070307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1. 了解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最常采用的基本思考方法，学习运用特定的哲学方法去观察现象和
思考哲学问题。一言以蔽之，学习如何“用笔头来思考（thinking in print）”。 

2. 培养对哲学学科的学习兴趣，为后续的专业学习打下方法论的基础。 

本课程的开设，旨在让学生在入学第一年对哲学的基本思考方法有初步的掌握，较为系统地学

习如何观察现象、提炼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知道如何对某一个感兴趣的题目独立地开展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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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系统的学术研究；培养哲学学习的兴趣，并为后续的哲学专业学习打下方法论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 哲学方法论：导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课程的结构与基本论题 

1．概述课程涉及的哲学方法 

2．概述课程涉及的哲学问题 

3. 哲学研究的一般程序 

学习目标：让学生对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有整体的了解，为后续的学习打下基础。 

知识单元 2 立意：从兴趣到问题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哲学研究的第一环节——观察与提问 

4. 如何描述现象 

5. 如何确立主题 

6. 如何形成问题 

学习目标：学习如何对感兴趣的现象提炼出理论问题。 

作业：参见课件。 

知识单元 3 文本：从问题到观点（第 1次研讨）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6. 问题的一般化和理论化 

7. 文本或资料的蒐集、阅读与分析 

8. 提出自己的分析框架与观点 

学习目标：学习如何蒐集资料、整理前人的研究成果、确立问题的思考方向，并最终整合到自

己的研究框架中。 

作业：参见课件。 

知识单元 4 逻辑：从观点到论证（第 2次研讨）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3. 论证的五大要素 

4. 思考方法与谬误辨析 

5. 扎根理论（Grounding Theory）与概念化 

学习目标：学习将观察、阅读和调查所得的问题与观点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并加上自己的思考

全部整合到一篇文章的逻辑结构中去。 

作业：参见课件。 

知识单元 5 成文：从论证到表达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如何构建论证的结构 

2. 如何根据读者的理解方式确立表述的结构 

3. 学术规范 

学习目标：学习根据假想中的“读者”认知来安排文章的表述，最终能通过合乎学术规范的学

术论文来表达自己的整个研究过程与研究成果。 

作业：参见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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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践教学：有可能会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分组进行实践教学，包括实地调查、

蒐集资料、问卷访谈等形式；具体的落实方式须视课程的具体内容而定。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1）：哲学方法与哲学问题 3  

2 导论（2）：哲学研究的一般程序 3  

3 立意：从兴趣到问题（1） 3  

4 立意：从兴趣到问题（2） 3  

5 文本：从问题到观点（1） 3  

6 文本：从问题到观点（2） 3  

7 文本：从问题到观点（3）（第一次研讨） 3  

8 逻辑：从观点到论证（1） 3  

9 逻辑：从观点到论证（2）（第二次研讨） 3  

10 成文：从论证到表达（1） 3  

11 成文：从论证到表达（2）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各类哲学史课程和部门哲学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不同观点类型的辨析、论证的五大要素、思考方法与谬误辨析 

难点：论证的五大要素、扎根理论与概念化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按专题讲述 

2. 学生分组讨论 

教学手段： 

1. ppt讲解 

2. 部分课程内容将采用课后分组实践与课堂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加课堂讨论成绩占 30%；期末论文成绩占 70%。 

7、作业要求：由课程具体决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采用正式出版物。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韦恩·布斯等著：《研究是一门艺术》，陈美霞等译，新华出版社，2009年。 

（二）推荐参考书（按作者首字拼音字母排列） 

1. 艾德勒、范多伦：《如何阅读一本书》，郝明义、朱衣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 

2. 毕恒达：《教授为什么没告诉我：论文写作枕边书》，法律出版社，2007年。 

3. 陈康：《哲学方法》，载《陈康：论希腊哲学》，王太庆、汪子嵩编译，商务印书馆，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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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康：《哲学——学习的问题》，载《陈康：论希腊哲学》，王太庆、汪子嵩编译，商务印
书馆，2011年。 

5. 冯友兰：《新知言》，三联书店，2007（其他版本亦可）。 

6. 李天命：《李天命的思考艺术》，戎子由、梁沛霖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7. 李天命：《哲道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8. 米尔斯：《论治学之道》，载《社会学的想象力》“附录”，陈强、张永强译，三联书店，2005
年 

9. 钱穆：《学龠》，九州出版社，2010年。 

10. 朱青生：《十九札》，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  

执笔：钱雪松  审稿： 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 

课程号：407030802、4070302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和中文的专业限选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技能和习惯；2、提升学生识别谬误、驳斥诡

辩的能力；3、提升学生严密表达思想，做出严谨而具说服力的论证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论证语言、论证结构、论证标准的考量，通过思维过程中易出现谬误的

针对性强调与剖析，使学生树立深思熟虑和严谨缜密的思考态度，掌握分析、评估论证的方法，养

成清晰性、相关性、一致性、正当性和预见性等好的思维品质，提升其论说以及学术论文的写作水

平。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批判性思维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批判性思维。 

2．批判性思维与非形式逻辑 

3. 批判性思维的意义 

4. 如何发展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第一节  什么是批判性思维 

社会学家萨姆纳说：思维的批判性习惯应当成为社会的常规，它是我们反对错觉、欺骗、迷信

以及消除对我们自己和现实环境的误解的唯一保证。什么是思维的批判性？换句话说，什么是批判

性思维？思维怎样才能具有批判性？如何提高我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一、批判性思维的界定 

作为一门思维训练课程，国外学者对批判性思维有多角度的理解和解释。到目前学界还没有形

成一个一致的看法。 

1．批判性思维是合理的、反思的思考，着重于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Robert Ennis） 

2．批判性思维是熟练而可靠的思维，它对背景很敏感，依赖于标准，并且是自动调整的，有

助于形成有效的判断。（Matthew Lipman） 

3．批判性思维是智力的训练过程。这个过程积极地、熟练地、灵巧地应用、分析、综合或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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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由观察、实验、反省、推理、交流中所获得的信息，并用其指导信念和行动。”“由于要处理各种

各样的论题和目的，批判性思维被纳于一个由不同的、交织在一起的思维模式组成的家族。它们中

有科学思维、数学思维、历史思维、人类学思维、经济学思维、道德思维和哲学思维。（Michael 

Scriven和 Richard paul） 

4．批判性思维被认为是面对做什么或相信什么而做出合理性决定的一系列思考技能和策略

（Rudinow） 

5．批判性思维是“反思的倾向和技巧” （Johnson, R.H和 Blair, J.A.） 

尽管批判性思维的界定尚未取得共识，但它至少具有如下两个主要特征： 

第一，批判性思维是反思性的。 

批判性思维是元思维——对思维的思维。 

第二，批判性思维需要标准。 

批判性思维需要根据若干标准来衡量自己的思维。准确性、清晰性、相关性、一致性和重要性

等批判性思维的基本标准。 

二、批判性思维的研究对象 

包括两部分：批判性思维气质的培养和批判性思维技能的训练。 

1．批判性思维气质的培养 

批判性思维者应当具备以下 7种气质：Truth-seeking（求真）、Open-mindedness（思想开放）、

Analyticity（分析性）、Systematicness（系统性）、Self-confidence（自信）、Inquisitiveness

（好奇性）、Maturity（成熟度）。 

CCTDI（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气质测试）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检测批判性思维情感和态度纬度

的测量工具。出台于 1991年。1992年春季，从 250个题目中筛选 150个在三所综合性大学（加拿

大一所，加利福尼亚一所，美国中西部一所）164名学生组成的有代表性的样本中试做，最终保留

了其中 75道题目，构成现在的测试内容。 

2．批判性思维技能的训练 

包括六个核心技能：Analysis（分析）、Interpretation（解释）、Self-regulation（自我校

准）、Inference（推论）、Explanation（说明）和 Evaluation（评估）技能。 

第二节  批判性思维与非形式逻辑 

批判性思维的研究有三个主要视角：哲学的、心理学的和使用的视角。其中，哲学视角的产生

与非形式逻辑密切相关。 

一、批判性思维与非形式逻辑运动 

20世纪 60年代末 70年代初，西方科学研究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名词：“非形式逻辑”、

“批判性思维”。这些名词一经出现就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他们的热心参与，使得逻辑领域产

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伴随着这场运动，逻辑的现代化沿两个方向展开：符号化——形式

化——不断提高逻辑理论和逻辑方法的技术含量；非符号化——非形式化——更贴近自然语言——

更贴近日常思维——尽可能减少逻辑训练的技术含量。 

现代意义上的“非形式逻辑”一词，大约始于 20世纪的 60年代末和 70年代初。非形式逻辑

的注意力集中于论证，这种论证不是形式化的系统，而是经验的和实际的论证。非形式逻辑的对象

和中心内容涉及以下一些问题： 

1．论证理论。 

论证的本质是什么？论证和推理有什么关系？论证有哪些类型？能用自然语言对论证进行有

效分类吗？论证应满足什么标准、遵从什么原则？如何从自然语言中辨认、抽取并重建论证？在论

证的重建中，如何处理预设（或隐含前提）？ 

2．论证评价与批评的理论。对论证的评价与批评可否分为逻辑的与非逻辑的？对论证的评价

与批评（包括逻辑的与非逻辑的）的目标和标准是怎样的？论证评价与分析中应否容纳伦理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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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这种评价与分析应不应该涉及论证实质内容？下列说法哪种更贴切：可行的论证？似真的论

证？有说服力的论证？ 

3．谬误理论。谬误的本质是什么？哪些是论证的谬误，哪些则不是？谬误如何分类？促成谬

误的因素或条件是什么？ 

4．假设与隐含前提的问题。什么是隐含前提？论证中不同类型的隐含前提如何加以识别？什

么样的隐含前提在评价论证中最有意义？ 

5．语境问题。语境的构成要素是什么？语境对论证的意义及解释有何影响？语境对论证的重

建、论证的评价等有何意义？ 

此外还有非形式逻辑的本质、分支及范围；非形式逻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 

二、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的关系 

批判性思维的渊源要比上述意义下的非形式逻辑久远。今天，当人们谈到批判性思维时，有诸

多不同的说法。在不十分严格的意义上，“非形式逻辑”也和其他一些名称混用，如“实用逻辑”、

“批判性思维”、“日常逻辑”等。虽然到今天为止，学术界还没能对“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

维”给出一致公认和规范的界定，但严格说起来，“非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是既相互紧密

联系，又有一定差异的。 

三、批判性思维国内外研究现状 

1978年第一次国际非形式逻辑大会至 1983年第二次国际非形式逻辑会议期间为例，5年内共

出版了 41种新的课本或新的版本。论文的数量也日渐飙升，比 1971年至 1978年的八年增加了 25%。 

在美国一些大学，其 logic 基础课及教材大致可分为三类：（1）Mathematics logic：讲授一

阶逻辑和现代逻辑的一些分支；（2）逻辑导论：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混徉”；（3）critical 

thinking ：通过合理的怀疑和反思，提高识别谬误的能力、提高分析能力和决策能力。 

第三节  批判性思维的意义 

1993年普林斯顿大学提出本科毕业生的衡量标准共 12项，包括具有清楚地思维、谈吐、写作

的能力；具有批判性和系统性推理的能力；具有形成概念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等。这些标准明确揭示了培养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批判性思维也是研究生入学等资格考察的目标。如：LSAT（美国法学院入学资格考

试）、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MBA（工商管理硕士）、MPA（公共管理硕士)、MPAcc（会计

硕士）、GCT（工程硕士）、国家公务员考试等涉及批判性思维的内容。 

一、有助于人们从习惯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 

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发展能够用于评估、分析和改进非形式推理的逻辑的尝试,而这些非形式

推理不仅出现在人际交流、广告、政治辩论、法律论证之中,而且存在于报纸、电视、英特网和别

的大众媒体所刊载的社会评论中。” 

二、有助于培养人们的批判性思维习惯和技能，改善和提高人们的日常思维素质 

怀疑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因素，是创新思维的前提。具有怀疑精神是防止思想僵化、停滞、

狭隘、片面，是思维保持内在活力的主观动力。 

批判性思维者区分可靠的和不可靠的理由，并权衡证据，判断什么是合理的，进而决定相信什

么或做什么。 

进行批判性思维的人，特别地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他们对信息抱有怀疑、求真的态度。

他们懂得发现和分析问题，他们能够能够理性思考，并得出经得住考验的结论。 

三、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决策水平 

世界和人生给我们带来很多疑问，这些疑问必然引起思考，思考要问为什么，回答为什么要运

用分析和推理，选择判断答案要进行审验和评估，找出接受或者拒绝某种信念与决定的根据和理由。 

第四节  如何发展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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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正常的人都具有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但该能力有强弱程度之分。也没有人完全拥有它而不

需要改进。 

    一、发展批判性思维的主要原则 
    1．正确的态度 
    宽容：以合理性的最大限度来理解论证。 
    中立：以批判性标准来评估论证。 
    坚毅：以艰辛的脑力训练来锻炼思维。 
    诚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运用批判性思维。 
    2．原则性知识 
    培养和训练批判性思维能力，需学习和掌握评估论证的一系列批判性准则，包括对所提出的问
题是否恰当、所给出的理由是否正当以及所给出的推理是否强有力进行评估的准则。 
    3．勤奋的实践 
    批判性思维必须注重实践。只有通过大量的练习、读书、实践、思考和总结才能提高批判性思
维能力。 
    二、发展批判性思维的障碍 
    包括思维定势、信仰、恐惧（出错）以及一些教育模式的负面影响等。 
学习目标： 

1．了解批判性思维诞生的历史背景，把握批判性思维的内涵。 

2．掌握批判性思维的研究对象，以及如何提高批判性思维技能。 

作业： 

1．什么是批判性思维？ 

2．阻碍批判性思维的因素有哪些？ 

知识单元 2：论证的识别与分析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论证的界定 

2．论证的辨识 

3. 论证的类型 

4. 论证的结构 

第一节  论证的界定 

一、论证的含义 

论证是基于一定理由得出某一结论的推理。论证由论点、论据、论证方式构成。 

自然语言中的论证是由一系列陈述组成的。表达理由的陈述是论证的论据，表达被支持的主张

的陈述称为论题，论据对论题的支持方式称为论证方式。 

如果在对话框架中考虑论证，可以看出论证有如下特征：第一，论证是实现某个目标的手段；

第二，论证为某个主张提供理由；第三，论证与打消人们的怀疑有关。 

二、论证与非论证 

论证不同于描述、警告与劝告、新闻报道等非论证性语段。 

在识别过程中，要关注理由对主张的证据支持关系，注意把论证的论题及论据从定义、说明、

解释、背景知识等非论证成分中提炼出来。 

重点区分：论证与解释。 

三、论证与推理 

论证中都要用到推理，而且在复合结构的论证中，要运用到多种推理形式，因而，论证是否谬

误常离不开对论证中的推理有效性的判定。但是，推理有效性并不是一个良好论证的全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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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与推理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目的不同、前提性质不同、前提与结论的关系不

同。 

由上述三点不同出发，可以推论：一个令人满意的论证不一定是逻辑演算意义上“演绎有效”

的推理；逻辑演算中的有效推理形式不一定是令人满意的论证。 

第二节   论证的辨识 

论证的辨识，即从话语中分离或抽象出论证。 

论证的分析和评估以论证的辨识为基础。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论证辨识问题，再好的分析和评

估工具也可能被用错地方。 

一、辨识论证的线索 

论证指示词（前提指示词、结论指示词）是识别论证的重要线索。但注意，它并不是识别论证

论证的绝对可靠的标志。 

二、识别论题 

1．什么是论题 

论题是论证的对象，是一段论证所要议论的主要观点。 

2．识别论题的方法 

   （1）分析或概括论证的主要论点； 
   （2）揭示作者的论证意图； 
   （3）辨析争论的焦点； 
   （4）找出推理的结论。 
三、识别论据 

1．论据的三种表现形式 

（1）前提：在论证中明确表述出来的命题。 

（2）假设：在论证中没有表述出来的被立论者假定为真的前提。 

（3）附加论据：在一个相对已经完成的论证之外，与此论证相关的论据。 

2．对假设的分析 

（1）假设的特点：藏而不露（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论证者先行承认；影响结论的确定；在从

论据推出论题时不可或缺；未经检验。 

假设可能具有潜在的欺骗性。如果有足够的根据怀疑某一假设的有效性，那么就会对这项假设

支持的结论表示拒斥。   

（2）揭示假设的一般原则与方法 

以结论为思考的出发点，预设一定与结论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证据支持关系。因此，假定已表述

的论据（或前提）为真，然后查看这些论据（或前提）若能使其结论成立，至少还需要得到什么样

论据（或前提）的支持，这样的前提就是该论证的假设。 

注意：对原文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引述、基于已给出的论证所做出的进一步推论、与原文描述的

事实相反或与其提出的主要论据不一致甚至发生矛盾、超出原论证范围或者会导致逻辑错误的，都

不是作者的假设。 

（3）检验假设 

判定假设是否为真、是否可接受。 

3.假设与预设 

第三节  论证的类型 

    运用不同的标准，可以将论证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论证的类型对于理解论证的特征与本质，分
析论证的结构与作用至关重要。 
    一、叙述式论证和对话式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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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论证的话语展开的形式来看，论证可以分为叙述式论证和对话式论证。 
    叙述式论证只涉及一个说话者或写作者，是独白式的论证，如演讲。 
    对话式论证是最古老的论证类型。其典型形式是辩论。 
    二、事实论证、价值论证和实践论证 
    一个论证的论题可能涉及事实、价值或实践等多个方面。由此，可以将论证分为事实论证、价
值论证和实践论证。 
    事实论证是解决事实问题的论证。事实问题的特征是，这种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对价值评判的恰当性与否的论证，或对事物对象存在与发展的价值倾向性的论证，称为价值论
证。价值论证回答“我们期望世界是怎样的”。 
    意图改变某些事情或是阻止某些事情的变化的论证，被称为实践论证，或称为建议性论证，它
常采用的形式是：我们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怎样做。  
    三、演绎论证、归纳论证、类比论证和合情论证 
    根据论证方式即所运用的推理方式的不同，可将论证分为演绎论证、归纳论证、类比论证和合
情论证。 
    1．演绎论证 
    （1）含义：运用普遍原理 、原则来说明特殊事实的合理性。 
    （2）演绎推理与演绎论证 
    有效的演绎推理并不等于好的演绎论证，二者的差异在于： 
    目的不同。论证是为相信某论断提供充足理由，目的是使人接受该论断；推理只是显示命题之
间的逻辑关系。论证是使人相信某个命题，而推理是使人相信命题间的关系。论证要确立结论的可

靠性、可接受性；推理要确立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即真值（真假）关系。 
   前提性质不同。论证的前提必须为真或认可为真，至少逻辑地可能为真，前提一旦被识别出为
假，论证就不再有任何价值；推理的前提可以是假设性的，甚至可以为假，此时，仍可对推理进行

有效性评估，因为，真命题之间、假命题之间、真命题和假命题之间都可能有必然的真值关系。 
   前提与结论的关系不同。论证的前提对结论是一种支持、保证关系，回答“结论何以为真”；推
理的前提对结论是真值蕴涵关系，回答“前提对结论有何真值关联”。  
  因此，一个有效推理可能是论证谬误：一个命题推出自身；从矛盾前提推出任意命题；结论是

逻辑真理。总之，结论与前提相同、前提假或不可接受、结论是逻辑真理、前提是矛盾集等有效但

违反论证本性的演绎推理都应排除于正确的演绎论证之外。    
    2．归纳论证 
    用特殊事实来说明较普遍性命题的合理性。 
    3．类比论证 
    用陈述特殊事实的命题，证明另一个特殊事实为真。 
    4．合情论证 
    （1）含义：用正常、正规或典范情形说明一般或特殊的合理性 。  
    （2）特点： 
    合情论证基于可废止的普遍性前提，在常规情形下（允许例外），我们能够期望，当某物有性
质 F时，它就有性质 G。相比较之下，演绎推理可能基于一个全称的一般命题形式，“所有 F是 G”；
而归纳推理基于概率或统计的一般命题，“大多数或特定百分比的有性质 F的事物也有性质 G”。  
  合情论证是知识缺乏的论证。合情论证具有非单调性。人们也把合情推理叫做可废弃的推理。

做出合情推理的一方可以将举证责任转移到另一方；而另一方可以通过质疑合情推理将举证责任返

回对方。尽管双方的这种论辩并不一定得出决定性的结论，但总会使某个主张获得一些假设的分量，

进而使对话进行下去。 
    四、直接论证和间接论证 
    根据论据与论题之间是否直接发生联系，论证可分为直接论证明和间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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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接论证是通过确定与论题相矛盾的命题（反论题）或其他有关命题为假，从而确定原论题为
真的证明方法。 
    间接论证包括反证法和排他法（选言证法）。 
    反证法是首先通过确定与论题相矛盾的命题（反论题）为假，然后根据排中律（不能同假）的
要求，证明原命题（原论题）为真的证明方法。 
    选言证法是首先形成一个穷尽的选言命题（论题是其中的一个选言支），然后通过论据否定论
题以外的其他选言支，从而确定论题为真的证明方法。它采用的是选言推理的否定肯定式。 

第四节   论证的结构 

    论证是一组陈述，这些陈述之间以某种方式相联系才能表明一个主张是合理地可接受的。这种
关系便是论证的结构。论证的结构是表达主张和理由的逻辑关系的一种架构，一种形式。它表明，

一个主张是怎样从另一些陈述获得支持的。理解一个论证，就是要把握其结构，而对一个论证的结

构的透彻分析，是评估论证的先决条件。 
    一、论证的基本结构 

 一个论证的基本要素是论点（主张）、论据（理由）和支持关系（论证方式）。 

论点（主张）是论证的最终目标。它可以是一个描述的（事实的）主张，也可以是规范性（价

值的）主张。前者表明，论证者认为世界是怎样的；后者表明，论证者希望世界是怎样的。一个论

证的论点具有唯一性。从原则上说，对主张不存在任何限制：一个人可以提出哪怕是别人看来十分

荒谬的主张。 

理由（前提）：是使自己和别人接受一个主张的根据。注意：理由不能与论点相同；理由不能

比论点更可疑。 

 论证方式：理由对论点的一种支持关系，这种关系通过某种推理形式来体现。因此，论证方

式本质上是推理关系。但是，推理有多种形式，比如演绎推理、归纳推理或合情推理，它们对主张

的支持力是不同的。同时，由于论证的理由是多个，而每一理由对论点的支持关系可能不同，所以，

在一个论证中有多种推理形式。这就可能形成更为复杂的论证结构。  

二、论证的扩展结构 

实际语境中的论证远不像基本模式那样单纯。 

 1．论证的构件 

（1）论证链：论证中各个前提与结论构成的整个支持关系。 

（2）子论证：论证链中的任何单个的推论或论证链中的一个支持关系。 

（3）主结论：一个论证链中的最终结论。结论可能出现于语段的开头、结尾或中间。结论可

能有不同的范围和确定性。这些不同强度的结论，所需的证据及支持强度不同。提出一个令人信服

的论证所需要的证据强度，随你希望达到的结论的范围和确定性而变化。  

（4）主论证：由主结论及其直接前提构成的论证。  

（5）主论据：直接支持主结论的理由。 

（6）子结论：论证链中除主结论之外的任何一个步骤的结论。 

（7） 基本前提：论证中不再被其他陈述支持的前提。 

（8）非基本前提：论证中被其他陈述支持的前提 

2．论证的假设 

论证总是在特定的背景下做出的。有一些论证者预先假定的东西，它们并不在论证中以明显的

形式出现，但论证的成功却离不开它们。 

（1）背景假设。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被论证者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观念或理念与推论规则集。

背景假设往往涉及价值观或价值优先性的选择。论证中所用的推论规则也是背景假设。 

（2）隐含前提。论证基于它所关涉的双方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而在陈述中省略了对某些信

息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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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含前提有三种类型：事实性的隐含前提；价值性隐含前提；界定性隐含前提。    

隐含前提的特点：隐含性；论证者先行承认或视为理所当然；影响论证的结构与论点的确立。 

如果隐含前提为假或似真度不高，整个论证的效力就降低，结论的可接受性也受到影响；它可

能具有可争辩性，也可能有潜在的欺骗性；摧毁论证往往要揭露隐含前提并予以批判。     

三、论证结构的类型 

1．简单结构：只有一个前提和一个结论的结构。这是最简单的论证。 

2．序列结构：又称串行结构、线性结构，是指一前提支持一中间结论，且这个中间结论作为

前提又支持下一个结论。 

3．收敛结构：又称并行结构，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前提分别独立支持同一论证的结构。 

4.发散结构：指一个前提同时支持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结论的结构。 

5.闭合结构：又称组合结构，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前提共同支持一个结论的结构。 

6．混合结构：含两种或两种以上结构类型的论证结构称为混合结构。 

学习目标： 

1．明确什么是论证并能正确地区分论证和解释。 

2．掌握论证的类型，了解论证的方法。 

3. 能对论证结构做出正确分析。 

作业： 

1．什么是论证？如何区别论证与解释？ 

2．论证有哪些不同的类型？ 

3．论证结构有哪些不同的类型？ 

知识单元 3：论证的评估概述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论证的一般规范 

2．论证评估的视角与标准 

第一节  论证的一般规范 

  这种规范不仅涉及到逻辑的标准，也涉及到对话的或修辞的要求。 
  一、目的性：目标明确  
   1．明确论证目标的要点  
    搞清论证所针对的问题；明确欲证明的是描述性主张还是规范性主张；明确你要打消的可能的
怀疑是哪些；使用量词和模态词限制你的目标；澄清论证目标的约束条件；审查目标的单一性；反

驳目标与原论证目标的一致性； 
   2．论题不清的谬误  
    主要有：文不对题、稻草人谬误、复合问题简单化。          
     二、义务性：主张者履行论证责任  
  论证的举证责任当然首先属于论辩中某个主张的首倡者，他负有全局的举证责任。但是，在论

辩的进程中，根据应答者所持的立场不同，举证责任是有变化的。因为应答者在论辩的进程中也可

能提出自己相反的主张，因此，他也可能有局部的举证责任。   
    转移举证责任的谬误：实质是试图躲避适当的批评性问题，这些批评性问题合理地要求在对话
中承诺某个命题的人履行证明义务。但是，论证的谬误试图不公正地将举证责任转移给另一方。在

问答形式中，转移举证责任谬误的一般形式是：“如果你不能否证这个命题，那么，你就最好接受
它！”  
    三、针对性：明确听众的类型  
  考虑论证的听众，不是逻辑学要求，而是修辞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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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众的要求与知识背景不同，既影响论证的构造，也影响论证的效力。 
  1．了解听众  
    现实的听众与想象的听众；单纯听众与混合听众；知识背景与听众的态度 
    2．论证的终点  
    在对话式论证即论辩中，论证的终点有明确的标志；叙述式论证只有论证的提出者，对它的论
点及理由等的质疑往往不是即时的，论证的终点仅由论点的主张者单方决定。 
    论证的终点并不是由论证者完全任意确定的。论证何时结束，取决于论证者本身把握支持论点
的理由的质量与数量和听众的状态（听众的类型、知识背景和对论证及论证者的态度）。针对不同

的听众，应选择不同的论证的终点。  
  3．乞题谬误：包括不正当假设、同语反复、循环推理等形式。 

第二节  论证评估的视角与标准 

论证评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对前提的评估和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的评估。 

一、论证评估的三个视角 

1. 逻辑评估:  在前提与结论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适当的联系？ 

2. 实质的（内容的）评估: 前提和结论都真吗？ 

3. 修辞的评估：更为实际而宽泛。论证能说服、吸引听众吗？  

从论证实践来看，论证评估必然要考虑 2，而且要首先考虑。这是由论证的目的决定的。论证

就是要人们接受结论，由此决定，支持结论的前提不能是假的或是更可疑的。 

论证理论与修辞理论的不同在于，前者认为论证是一种理性的、客观的说服活动，它不主张诉

诸听众或读者的情感，反对利用他们的思想和心理上的缺陷达到使他们接受某个观点的结果。而后

者认为，演说的高超技巧的表现恰恰在于利用听众的心理状态和感情激发。所以，在修辞术的使用

中，存在一个说服手段的社会道德问题。可见，论证评估理论与 3的相关性不同于修辞术与 3的关

系。 

二、论证评估的基本标准 

要完成论证评估的任务，首先要确立论证评估的标准。论证评估的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明晰性 

明晰性意味着思考问题要有层次；还意味着清楚、准确地使用概念和语言。 

明晰性是批判性思维的第一标准，如果表达思想的概念和语言是不清晰的，我们甚至不能确定

一个人所讨论的问题是什么，他所做的一切是否与问题相关也就不得而知。 

2．真实性 

真实性是对支持论点（或结论）的论据的考察。 

3. 相关性 

相关性意味着围绕手中的问题进行思考，意味着在思考问题时诉诸逻辑推理而不是情感心理。 

3．一致性 

一致性意味着论点与论据之间要协调，还意味着论点与论点之间的融贯。如果表达思想的论证

种包含着矛盾，论证自然就缺乏说服力。 

4．充分性 

充分性意味着论证所使用的理由必须真实可信，意味着那些可接受的和相关的理由能够使我们

合理地接受结论。 

学习目标： 

1．了解论证的一般规范。 

2．把握论证评估的三个不同视角。 

3. 了解论证评估的基本标准。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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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证的一般规范有哪些？ 

2．论证评估可以从哪些视角展开？ 

3．论证评估的基本标准有哪些？ 

知识单元 4：明晰性评估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数字的明晰性评估。 

2．论证语言的明晰性评估 

第一节  数字的明晰性评估 

利用统计数字进行的推理被称为统计推理。统计推理是最为常见的推理形式之一，它被广泛地

应用于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及日常生活之中。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大量的统计

推理。能否正确地估价统计推理的正确性，会直接影响到人们是否能对他所遇到的各种观点、意见

做出合理的判断。为此，统计推理是批判性思维的重要考察对象。 

一、百分比评估 

在遇到百分比时，请永远问自己：该百分比所依据的数字是什么？必须清楚百分比所表示的绝

对总量;基础数据是如何选择的？ 

二、大、小数字的陷阱 

使用庞大的数字可以让人相信，事实的确如此；使用微小的数字可以让人觉得，某事微不足道。

无论是使用大数还是小数，其目的无非是让人产生深刻的印象。其实，由这些大、小数字得出得结

论有些是荒唐至极得。其原因是，说话人有意隐瞒了某些重要信息。 

三、精确数字评估 

精确的数字通常根本无法统计的如此精确。遇到精确的数字，要想一想，要问一问，作者是如

何得到这些数字和数据的？关于那些看起来不太可能弄的太清楚、太准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会有

那么准确的数字？他们获得这些数据的方法和途径是什么？这些方法和途径可靠吗？这些数字的

可信度高吗？ 

四、平均数评估 

不同的人对平均数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作为统计学术语，“平均数”这个词有三种不同的含义。 

1．平均数的三种含义 

（1）算术平均数 

（2）中位数           

（3）众数 

这三种不同的平均数所包含的意义有巨大的差别。考察不同的问题需要使用不同的平均数。平

均数的不当使用可能会导致十分荒谬的结论。 

2．平均数谬误 

以平均数的假象为根据引申出一般结论的错误论证，称为平均数谬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1）不恰当地使用算术平均数 

算术平均数的特点是拉长补短，以大补小，大、小数字互相抵消，以最终求得的结果代表对象

总体的某种一般水平。从算术平均数的算法可以看出，它很容易受极端值的影响。调查对象的差别

越大，数量越少，算术平均数反映对象一般水平的能力也就越差。 

（2）不恰当地使用众数 

众数的大小不受极端值的影响，有时它可以很好地反映调查对象的一般特点。但也正是由于众

数的大小不随极端值的变化而变化，使得众数无法反映极端值对调查对象整体水平的影响。 

在该使用算术平均数的时候使用众数，会给人造成错误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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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恰当地使用中位数 

中位数是一种位置上的平均数。与众数一样，中位数也不能反映调查对象的数量分布情况。 

五、比较数据评估 

制造比较外表，实际上空洞无物（不完全比较）； 

对反映两种不同概念的统计数据强行比较。 

六、统计样本和问卷设计评估 

1．三个概念：总体、抽样和抽样的代表性。 

所谓“总体”就是统计推理的结论所涉及的对象的集合。总体又可分为“对象总体”和“样本

总体”。对象总体是研究对象的全体，而样本总体是被考察的对象的全体。 

统计推理的本质就是根据总体的性质来推断对象总体的性质。“抽样”是从对象总体中选取样

本总体的过程。抽样的方法对于统计推理的结论来说至关重要。如果抽样方法不合理，统计数据再

准确，它对统计推理的结论也没有说服力。从对象中抽选出的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这是评价抽样

方法的标准。 

抽样的代表性是指，被调查的对象能够反映其他未被调查的对象的性质。 

2．抽样过程的要求 

涉及抽样的规模，抽样的范围和抽样的随机性。具体地说，这些要求是：抽样规模应当尽可能

地大；抽样范围应当尽可能地广；样本的选取应当是随机的，选取样本时不应带有主观偏见。 

3．常见谬误 

（1） 样本太少的谬误 

是指以少数样本为根据仓促引申出一般结论的错误论证。它是轻率概括或以偏概全的一种表

现。 

（2）问卷本身的问题 

包括：问卷的措辞是否含糊不清、问卷设计是否包含偏见（措辞偏见和情境偏见）等。 

七、赌徒谬误 

主要是对相容事件、不相容事件的分析。 

第二节  论证语言的明晰性评估 

一、论证语言应该满足三个要求 

    1．使用清晰的语言。 
    论证中的歧义通常可能导致两种不良后果。一是导致无意义的论证或论辩；二是生成正确论证
的假象。论辩双方由于忽视了对一个语词意义理解或定义上的差异，导致了一场实质上并不包括冲

突观点论争的论辩。这种论辩，既不能澄清各方的立场，更不能消除意见分歧。 
    2．使用精确的语言。 
    语言的精确性要求是针对语言的含混性的。在某些论辩中，给出含混词的精确定义是必要而有
用的，但选择一个特定分界点往往需要有好理由。对论证中的主张或理由的语言描述有时需要定量

描述、明确某种描述的假设条件以及运用广义量词。能为好论证提供最佳服务的语言的精确度必定

与论证语境相关。要平衡精确性和针对性这两种不同的要求。 
3．使用有针对性的语言。 

论证作为一种交际方式，它总是预设某些特定的听众或回应者。要取得效果，这种说服使用的

语言必须是适合于欲被说服的对象的。显然，听众或回应者是科学家群体，还是一般公众，论证所

使用的语言大不相同，尽管得出的结论可能是一样的。  

二、对论证中所使用概念的明晰性评估 

1．明晰性概念的不同表现方式 

三种类型：内涵清晰、外延封闭；内涵清晰、外延开放；内涵不清晰、外延封闭 

2．影响概念明晰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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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语言具有不明确性；自然语言具有不确定性；自然语言系统具有不自足性，从而具有不确

定性 

3．明晰概念的方法 

包括定义、解释方法、谬误分析的方法等。 

三、对论证中所使用命题的明晰性评估 

以命题的结构分析为例。 

学习目标： 

1．了解数字背后的陷阱，能够有效地对论证中使用的数字做出分析和评估。 

2．在识别自然语言的含混和歧义的基础上，明确消除歧义、澄清含混的方法。 

作业： 

1．利用数据说谎的方式有哪些？ 

2．歧义与含混有何异同？如何消除歧义、澄清含混？ 

知识单元 5：真实性评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关于“真”的几种理论。 

2．与“真”相关的几种谬误 

3. 影响“真”的因素 

第一节 概述 

一、关于真的几种理论 

1.符合论 

2.融贯论 

3.语义真 

4.冗余论 

二、与“真”相关的几种谬误 

1.虚假理由 

2.绝对化的理由 

3.预期理由 

4.片面理由 

第二节 对“真”的审查 

一、影响“真”的因素 

1.名利的影响 

2.人的本能和认识的局限 

（1）观察的局限  （2）记忆的局限 

二、怎样达至“真”？ 

1．什么是事实？ 

2. 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 

3. 何谓“排除合理怀疑”？怎样理解“合理怀疑？” 

学习目标： 

1．了解关于“真”的几种理论。 

2．明确影响“真”的因素。 

3.  准确识别各种谬误。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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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真？ 

2．什么是事实？ 

3. 什么是“排除合理怀疑”？ 

知识单元 6：相关性评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相关性及其类型。 

2．不相关谬误 

第一节  相关性及其类型 

相关性主要涉及的是澄清论证的表象问题，即一些论证提供的“理由”，表面上看，似乎对

结论提供了支持，但实际上它们与结论的可接受性没有关系。相关性是语用的、相对的和可批判

的。  

一、相关性的含义 

若某一集性质P的出现将增加(减少)另一集性质Q出现的概率，那么我们称P与Q正(负)相干。 

就论证而言，相关性是指：一个前提对结论肯定性相干，仅当接受它使得结论的可接受性增

强；一个前提对结论否定性相干，仅当接受它使得结论的可接受性削弱。一个前提对结论不相

干，仅当接受它对结论的可接受性没有影响。 

二、相关的类型 

1．局部相关和全局相关 

局部相关：单个论证中前提对其结论的相关性。 

全局相关：某一命题对讨论主题或整个论证系统主结论的相干性。   

应当注意，在一个复合论证中，全局相关与局部相关之间有时候存在着不一致性。即，局部

相关的可能是全局不相关的；有时候为了实现全局相关，我们要通过对某局部论述的不相关，并

指出局部相关与全局相关之间的不一致来完成。 

2. 题材相关与检验相关 

题材相关不一定检验相关，题材不相关的可能检验相关。在分析论证的相关性时，应当重点

关注检验的相关性。 

三、相关与因果 

第二节  不相关谬误 

    不相关性对论证是致命的，指出前提不相关就是对论证的决定性反驳。受到不相干质疑的一方，
可通过添加信息或解释，表明自己所提出的命题是与结论或主题是相干的。 
    不相干谬误是一大家族，谬误的产生关涉多种可能因素。 
一、诉诸无关事实 

论证者列举并加以确认的事实与得出的某种结论无关。 

二、诉诸情感 

论证的主要手段是在逻辑上诉诸于事实和真理，依靠逻辑的力量达到这种效果，而不能仰仗于

感情、情绪、态度和信念等心理因素。如果论证者在论证中不是用逻辑的规范与标准审视、评价一

个论证, 而是受感情的左右与支配，以感情代替逻辑和理性，试图通过诉诸感情、情绪、态度和信

念等心理因素，利用语言表达感情的功能，以言词激起人们心理上的恐惧、敌意、怜悯或热情 , 引

诱人们接受其论题，这时就很容易犯诉诸情感的谬误。 

诉诸情感的论证作为一种古老的论证谬误，在普通思维领域也很常见。其论证形式为：A 是值

得同情的、怜悯的(或值得憎恶的)，所以，关于A的论断P是正确的、可靠的。 

导致结果：以情害理——因同情他人而忽略或放弃根据客观标准来论断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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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身攻击的谬误 

也叫井里投毒、诉诸人身的谬误。 

在论证中以立论者或反驳者的人格、意图或处境为根据，而不是以立论者或反驳者所提出的观

点和理由为根据进行辩护或反驳，就会产生人身攻击的谬误 。在实际论证中，这种谬误一般有两

部分，一部分是一个论证或结论，另一部分是针对人的表述。 

人格人身攻击：通过诋毁对方的技能、才智、品德或人格来否定对方的论题，属于直接人身攻

击，是人身攻击的污辱形式。 

处境人身攻击：依靠诋毁对方的出身、经历、职业、地位等各种处境来来否定对方的论题（观

点）,属于间接人身攻击，是人身攻击的处境形式。 

四、诉诸无知 

在论证中因为暂时没有证据证明一个命题为假，就断定这个命题是真的，或者由于暂时没有证

据证明一个命题为真，就断定这个命题是假的,就产生诉诸无知的谬误。 

表现形式：由于不能证明（不知道）命题A是真的，所以它是假的；由于不能证明不知道命题A

是假的，所以它是真的。 

这种论证在超越人类理性能够确认的认识领域中被经常使用。 

五、诉诸权威 

1、形式：诉诸不相干领域的权威（误用权威）；诉诸相干领域的权威也可能导致谬误 

2．对来自权威的论证的说服力的评估： 

该权威有合适的资格吗？他受过专业训练吗？有没有他最近受到某种培训的消息？他的工作

业绩是否信实可靠？他是否已经过时落伍？该权威评论同行专家的意见了吗？他是否赢得同行的

尊敬？该权威本人从他所宣扬的产品中获得什么东西了吗？（比如金钱）在评判时他能否做到客观

公正？该权威的权威资格是如何获得的？被认为是权威的人与其他人一起有过何种经历？他是否

胜任。 

六、诉诸众人 

诉诸众人的谬误，指的是援引众人的意见、见解、信念或常识进行论证。 

学习目标： 

1．明确相关性及其要求。 

2．掌握相关与因果的区分。 

3. 准确识别各种不相关谬误。 

作业： 

1．什么是相关性？ 

2．如何区分相关与因果？ 

3. 不相关谬误有哪些？ 

知识单元 7：一致性评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批判性思维。 

2．批判性思维与非形式逻辑 

3. 批判性思维的意义 

4. 如何发展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第一节  一致性概述 

在相关性的基础上，才谈得上一致性。换句话说，如果谈论的对象不同，就谈不上一致或不一致。 

一、一致性及其要求 

一致性是论证的基本要求之一。它针对同一对象具有或不具有某种属性，或针对同一个问题的

不同回答而言。任何主张，如果有一个被充分论证的自相矛盾，那么几乎就等于有了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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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的信念往往会导致错误的决定。在批判性思维的运用过程中，检查一致性能够给我们带

来丰厚的红利。 

二、不一致的基本表现 

1．自相矛盾的主张 

包括自相矛盾的陈述、自相矛盾的观点、绝对判断等。 

2．自相矛盾的论证 

包括理由与主张的矛盾、绝对化的理由、互相矛盾的理由等。 

三、不一致的扩展考量 

1．法律领域中存在的不一致现象考量 

2．科学研究中存在的不一致现象考量 

第二节  削弱、支持、解释与评价 

一、削弱型问题分析 

1．释义 

将某个论述放在前提与结论之间，使推理成立或结论正确的可能性降低。 

2．方法 

截断关系法：截断题干中的论据与论题的逻辑联系。 

弱化论据法（或釜底抽薪法）：弱化题干中的论据。 

二、支持（加强）型问题分析 

1．释义 

由于前提条件不足以推出结论，或者是论据不足，所以需要用某个选项去补充前提的条件，使

推理或论证的可能性增大。所以，只要找一个补充论述，将之放在论据和论点之间，对题干推理或

结论有支持作用，使题干论证成立的可能性增大就可以。它同样是既非充分又非必要条件。 

2．方法 

（1）前提与结论之间有联系。 

（2）推理可行或有意义。 

（3）没有别的因素影响推理。 

（4）直接加强推理。 

三、解释型问题分析 

1．释义：题干所给出的论证是关于某些事实或现象的客观描述，而这个描述通常是一个似乎矛盾

但实际上并不矛盾的现象，要求从备选项中寻找能够对其进行解释的一个选项。这就表现为解释。 

2．两种解释形式 

（1）解释结论或现象。 

（2）解释差异或缓解矛盾 

注意：在解这类题时，要关注题干所描述的矛盾现象，只是一种表面的矛盾现象。这个表面的

矛盾现象可能或者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或者所探讨的是两个不同的对象。      

四、评价型问题分析 

1．释义：要找一个能对题干推理起到正反两方面作用的陈述。 

一般要求对题干的论证效果、论证方式、论证意图和目的等进行评价和说明。 

2． 方法 

这类问题大多是针对题干论证的隐含假设，当选项为一般疑问句时，对这个问句有两方面的回

答——“是”和“不是”。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就对题干推理起到了支持作用；如果回答是否定的，

就对题干推理起到了反驳作用。于是这个问句就对题干论证具有评价作用。总的来说，能够评价题

干论证的选项就是对题干论证的正确性具有判定性作用的选项。 

注意：必须对问句“是”与“不是”都起到作用。如果仅仅是对一方面回答起作用，则不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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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悖论 

一、悖论的含义及特征 

1．悖论的含义 

广而言之，凡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论点，与通常见解相对立的论证，思维中出现的各种各样

的疑难，乃至普通的自相矛盾的话语，都曾被人们称为“悖论”。 

在研究悖论的科学文献中，这个词是在特定的意义上使用的。 

2．悖论构成三要素： 

（1）形式特征： （p →¬p） ∧（¬p →p）   即 p ↔¬p   也可写作： p∧¬p 
（2）某些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 

（3）合乎逻辑的推理 

二、悖论的典型代表 

1.说谎者悖论：“悖论的老祖父”，“我正在说的这句话是假话”。 

2．说谎者悖论变体： 

   （1）本语句不是真的。 

   （2） 写在 101教室黑板上的那句话不是真的。 

   （3）一张明信片的正面写道：反面那句话是真的；反面写道：正面那句话是假的。 

3. 罗素悖论 

定义一个集合 S，它是由所有不属于自身的集合构成的集合，即 S=xx∉x。问：S是否属于

自身？ 

分析：如果 S∈S，据 S的定义，S并不具有其元素共有的 x∉x的性质，因此 S∉S；如果 S∉S，

则 S具有该集合元素的性质，也是其中的一个元素，因此 S∈S 。 

4．理发师悖论：罗素悖论的通俗版 

“我给且只给村子里所有不给自己刮胡子的男人刮胡子。问：我是否应该给自己刮胡子？ 

三、半截子悖论与悖论的拟化形式 

1．半截子悖论：“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说谎者” 

2．悖论的拟化形式：对理发师悖论的分析 

四、悖论的消解及其所困境 

1. 罗素方案及其困境 

2.塔尔斯基方案及其困境 

3.克里普克方案及其困境。 

学习目标： 

1．能够理解和把握“不一致”的多种表现形式。 

2．正确地分析和回答削弱、加强、解释和评价类型的问题。 

3. 有效避免自己在同一思维过程中的不一致。 

作业： 

1．“不一致”有哪些表现形式？ 

2．悖论的含义和基本特征是什么？ 

3. 法律领域存在着哪些不一致现象？主要表现是什么？  

知识单元 8：充分性评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充分性概述。 

2．理由的可接受性 

3. 理由对结论的支持度 

4. 与充分性相关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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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充分性概述 

一、充分性的含义 

通常情况下，一个论证能使结论的似真度≥0.8时，就可认为该论证是充分的。从绝对的意义

上来说，一个充分的理由不仅能提高欲证论断的初始似真度，而且使之增强到 0.8及以上，即结论

成为极大可能真的论断。 

论证中所谈到的充分性至少有两个要求：前提真实（或可接受）；从前提出发能够推出结论（即

所提供的论据是否能够证明结论）。 

注意：充分性是依赖语境变化的。我们不仅要说明该前提实际提供的支持，而且要说明前提应

该提供的支持程度；我们需要知道，是否支持的实际程度在某种语境中是足够的。论证充分性标准

可定义为： 

在语境 T中，前提充分支持结论，当且仅当，前提对结论的支持力等于或大于语境 T所要求的

支持力；而具有这种支持力的论证在语境 T中，就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有力的）论证。当一个论证

在 T中是令人信服的（有力的）且所有前提真时，则该论证在语境 T中就是一个好论证。 

语境 T可区分为两部分 T1和 T2。 T1是在我们决定前提对结论的实际支持力时，需要一直坚

持的证据或事实。T2 是所有与决定什么算做充分支持有关的证据和事实，也可能包括论证者的意

愿和目标，以及论证者所属的学科或共同体的规范。  

二、两种错误观点 

1．把论据的充分性看成一个量的概念或者“量化程度的概念” 

2．把论据的“充分性”等同于论据的“齐全性” 

第二节 理由的可接受性 

    理由的可接受性不是一个纯粹的逻辑问题，但从论证评价的角度看至关重要。一旦发现理由虚
假或不可接受，论证所使用的推理形式再好，结论也不能获得充分的逻辑支持。 
    一、三类前提 
    在现实论证中，既可能遇到真前提，也可能遇到不能断然肯定其真假的前提。当从科学转移到
道德、政治、决策和日常事务等领域时，真要件看来是不够用的。 
    前提可接受性包括三种：真命题、概然真命题和对话另一方的承诺。 
    所有前提，从实用角度来考虑，可大致区分为五种情况：确实真，真比假更可能，真假难辨，
假比真更可能，确实假。也可用概率来表达。设 P(p)表示前提 p为真的可能性或似真概率，则我们
可以将概率区间设定为 11 个数值：P(p)＝0，0.1，0.2，0.3，0.4，0.5，0.6，0.7，0.8，0.9，1.0。
其中 0表示确实假，1表示确实真，0.4－0.6是真假难辨，0.1－0.3是假比真更可能，相反，0.7－
0.9 是真比假更可能。我们甚至可以给每一数值指派一个表示似真程度的形容词：0＝确实假；0.1
＝几乎肯定假；0.2＝极大可能假；0.3＝很可能假；0.4＝较可能假；0.5＝真假难辨；0.6＝较可能
真；0.7＝很可能真；0.8＝极大可能真；0.9＝几乎肯定真；1.0＝确实真。不过，对于大多数实际论
证而言，前提可接受性的数值化既非必要，也不太可能。 
    二、可接受性及其特性 
    可接受前提的含义是：值得被论证者和听众接受。 
    一个论证的前提值得接受，仅当它们被论证者知道或合理地相信是真的，能够向听众表明是真
的或值得相信（相信它是合理的）。 
    前提的可接受性标准实际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涉及前提对（结论的）听众的关系（可接受性），
另一个涉及前提对世界的关系（真）。 
    可接受必须被理解为理性的接受。 
    三、满足可接受性的标准 
    一个陈述是可接受的，当且仅当，存在一个有利于它的假设。 
    注意：这里所说的“假设”，须有正当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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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而言，可接受的前提有以下几种类型：从子论证得到有力辩护的前提；得到其他辩护的前
提；已知先验真的前提；公共知识；证言；恰当的权威；暂且可接受的前提。 
    不可接受的前提有以下几种类型：容易遭拒斥的陈述；已知先验为假的陈述；前提之间的不一
致；含混或歧义的陈述；依赖有缺陷预设的前提；强加于人的前提；不比结论更确定的前提。 

第三节 理由对结论的支持度 

    推理评估即论证的理由对主张之支持力的评价。 
    一、支持力的不同等级 
    按照英美证据法学理论，证明的程度有九等： 
    1.绝对确定。但由于认识论的限制，这一标准在法律证明中无法达到。可能在数学证明中存在； 
    2.排除合理怀疑。刑事案件的有罪判决的要求，是诉讼证明的最高标准； 
    3.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据。某些司法区在死刑案中拒绝保释时，以及做出某些民事判决时有这
样的要求； 
    4.优势证据。通常是民事判决以及肯定刑事辩护时的要求； 
    5.合理根据。适用于签发令状，无证逮捕、搜查和扣押，以及公民扭送等情况； 
    6.有理由的相信。适用于“拦截和搜身”； 
    7.有理由的怀疑。足以将被告人宣布无罪； 
    8.怀疑。可以开始侦查； 
    9.无线索。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为  
    二、日常论证的支持力  
    可区分四个等级，大致对应于上述 1、2、4和 9。  
    1．理由对主张的必然性支持，即支持力担保主张和理由一样真，不存在任何其他对立主张为
真的可能性。例如，张三未结婚，因为，张三是单身汉，单身汉都未结婚。这是一种保真性推理，

即特定的推理形式将前提的真毫无损耗地传承于结论。 
    2．理由对主张较高概率的支持，论证的理由排除了其他可能结论的合理性。经验科学的论证
达到这样的水平。 
    3．论证的理由对不同的主张都有一定的支持力，但和其他对立主张得到的支持相比，所坚持
的主张占据优势。其中不仅包括专家意见对峙情形下的论证（取更权威、更多专家的意见），也包

括依据常识的论证。 
    4．悬而未决的论证，这时，主张以及其他对立主张所得到的支持难分高下，我们对各种结论
暂时悬疑。 
    对论证进行评估，就是要确定论证的理由对主张的支持程度，使得我们以适当的置信度接受主
张。不同的论证形式所能担保的真或可接受性的能力不同，它们形成不同的推理。演绎推理、归纳

推理和合情推理大致对应于前三种支持力等级。 

第四节  与充分性相关的谬误 

    一、滑坡谬误 
用没有实证的、主观臆测的连锁反应来支持结论。 

    二、预期理由 
在论证中，以真假未定的命题作为论证的根据，就会产生预期理由的谬误。 

    三、虚假理由 
在论证中，以本身为假的命题作为论证的根据，或者以本身虽然为真、但与所要证明的论题无

关的命题作为根据，这时，所列举的理由就会形同虚设，构成虚假理由的谬误。 

四、假二择一 

也叫非黑即白的谬误,指在两个极端之间不恰当地进行二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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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轻断因果 

主要形式有：以相关为因果、强加因果、片面原因、因果倒置等。 

学习目标： 

1．明确充分性及其要求，。 

2．准确识别与充分性相关的各种谬误。 

作业： 

1．什么是前提的可接受性？判断前提可接受的标准是什么？  

2．前提对结论的支持力通常可以怎样分类？  

3. 与充分性相关的谬误有哪些？ 

知识单元 9：批判性写作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学术论文的含义。 

2．当前论文写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3. 论证评估的标准与论文写作。 

第一节 概述 

    一、学术论文的含义及分类 
    1．什么是学术 
    试图获取关于这个世界的新知识，希望认识事物之间的关系和法则。最根本的动力和要求：求“真” 
    2．什么是论文 
    3．什么是学术论文 

4．学术论文的分类 

5．研究性学位论文和一般学术论文的差异 

二、当前论文写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缺乏论证理由，论证不充分 

2．论文结构混乱、不明晰 

3．章节标题设计与题目不一致 

4．选题过大、泛泛而谈 

5．正文与题目不相吻合 

6．编造理由，虚假创新 

7．语言表达不准确 

第二节  论证评估的标准与论文写作 

    一、从明晰性角度看论文写作 
    1．论题的明晰性 
    2．论文结构的明晰性 
    3．论证语言的明晰性 

二、从真实性角度看论文写作 

三、从相关性角度看论文写作 

四、从一致性角度看论文写作 

1．标题设计中的一致性问题  

2．论证中的一致性问题 

3．引用、注释等涉及的一致性问题 

4．从不一致着手：选题的一种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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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充分性角度看论文写作 

1．论据分析 

2．理由（论据）对主张的支持力分析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批判性思维概述 3  

2 论证的识别与分析（一） 3  

3 论证的识别与分析（二） 3  

4 论证的评估概述+明晰性评估（一） 3  

5 明晰性评估（二） 3  

6 真实性评估 3  

7 相关性评估 3  

8 一致性评估 3  

9 充分性评估 3  

10 批判性写作 3  

11 总结、考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逻辑导论 

后续课程：法律逻辑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论证结构分析、明晰性评估、真实性评估、相关性评估、一致性评估、充分性评估、批

判性写作 

难点：论证和解释的区分、组合和收敛结构的区分、论证的削弱、论证的加强、论证的解释、

假设和预设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案例式教学。 

2. 交互讨论式教学。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 

2. 案例视频。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期末考试占 60％。平时成绩考核内容有：学生出

勤、课堂讨论、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5、作业要求： 

参看每章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加] 董毓著《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走向新的认知和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9

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Stephen E. Toulmin，The Uses of Argu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8. 

2. Douglas N. Walton, Informal Logic: A Handbook for Critical Argumentation，Cambri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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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Press, 1999. 

3. Douglas N. Walton, Fundamentals of Critical Argument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4. Burton Frederick Porter, The Voice of Reason: Fundamentals of Critical Think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5．[美]摩尔、帕克著、朱素梅译《批判性思维：带你走出思维的误区》，2012年 1月第 1版。 

6．[荷兰]弗兰斯·H·凡·爱默伦、弗兰西斯卡·斯·汉克曼斯著、熊明辉等译《论辩巧智—

—有理说得清的技术》，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 1版。 

7.  [英]斯特拉·科特雷尔著、李天竹译《批判性思维训练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11月第 1版。 

8．[美]弗里曼著、王建芳译《论证结构:表达和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 1月第

1版。 

9. [美]伦道夫·A·史密斯著、方双虎等译《挑战你的成见——心理学批判性思维》，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5月第 1版。  

10.武宏志、周建武著《批判性思维——论证逻辑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 2 月

第 1版。 

11．谷振诣、刘壮虎著《批判性思维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9月第 1版。 

12. 武宏志、周建武、唐坚著《非形式逻辑》，人民出版社，2009年 3月第 1版。 

13．谷振诣著《论证的分析与应用》，人民出版社，2003年 11月第 1版。 

14．张建军著《科学的难题——悖论》，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 10月第 1版。  

15．梁慧星著《法学学位论文写作方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 1月第 1版。。 

执笔：王建芳  审稿：孔红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3日 

 

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课程号：4070308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了解古代形而上学的主旨；2、使学生了解形而上学批判的所

指；3、使学生了解当代形而上学的发展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前亚里士多德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引论 

2．巴门尼德 

3. 柏拉图 

学习目标： 

1．了解形而上学研究什么问题 

2．掌握关于巴门尼德、柏拉图形而上学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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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2：亚里士多德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2．“存在”的多义 

学习目标： 

1．了解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主要问题、主要结构 

2．掌握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多义的论述 

作业： 

阅读讨论相关英文研究文献 

知识单元 3：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安瑟姆对上帝存在的存在论证明 

2．托马斯阿奎那对上帝存在的存在论证明 

学习目标： 

1．了解新柏拉图主义如何改建亚里士多德 

2．了解基督教哲学家如何用亚里士多德哲学证明上帝存在 

知识单元 4：康德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 

学习目标： 

3．了解掌握康德形而上学批判的论证思路 

作业： 

阅读讨论相关英文研究文献 

知识单元 5：分析的形而上学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分析哲学中如何讨论存在论问题 

学习目标： 

了解语言哲学转向 

作业： 

阅读讨论相关英文研究文献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引论、巴门尼德 3  

2 柏拉图的相论 3  

3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3  

4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3  

5 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 3  

6 新柏拉图主义、基督教 3  

7 康德的形而上学 3  

8 康德的形而上学 3  

9 当代分析的形而上学（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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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当代分析的形而上学（2） 3  

11 当代分析的形而上学（3）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康德形而上学批判 

难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康德形而上学批判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启发提问，依据经典讨论 

教学手段： 

1. 鼓励学生阅读翻译外文文献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课外延展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察 

考核要求：给出几段英文文献，要求翻译、阐释、评论。翻译时可带字典。所考内容为课上讲过。 

8、作业要求： 

有时需读外文文献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外文中译教材，以便学生与国际学术接轨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形而上学，（美）因瓦根著，宫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二）推荐参考书 

1. Jean Grondin,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2. 韩林合，分析的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2003  

执笔：宫睿  审稿：张浩军   审定: 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知识论 
Theory of Knowledge或 Epistemology 

课程号：4070308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掌握知识论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历史线索，把握该领域目前的基本

问题和研究思路，明确知识的性质、知识的来源、知识的构成要素、知识的范围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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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知识、辩护与真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知识？ 

2．知识的类型 

3. 知识与信念 

4. 知识与辩护 

5. 盖提尔难题 

学习目标： 

1．了解知识论的基本问题、知识的基本类型 

2．掌握知识与信念、辩护以及真理的关系；盖提尔难题对传统知识论的挑战 

作业： 

阅读讨论相关研究文献 

知识单元 2：怀疑论：寻求确定性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怀疑论的基本问题  

2. 怀疑论种种 

3. 自我中心主义的困境 

4. 怀疑论与常识 

5. 可错性 

6. 反驳与反证 

学习目标： 

1．了解怀疑论的基本问题和类型 

2．掌握怀疑论与常识的关系、理由的可错性、反驳怀疑论的策略 

作业： 

阅读讨论相关研究文献 

知识单元 3：知觉理论：感觉经验、表象与实在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关于知觉的一些常识观点 

2. 表象论 

3. 知觉的所与理论 

4. 知觉的副词理论 

5. 感觉经验的副词与所与理论 

6. 现象论 

7. 知觉与感觉 

学习目标： 

1．了解知觉与知识的关系  

2．掌握各种形式的知觉理论及其问题与困境 

作业： 

阅读讨论相关研究文献 

知识单元 4：辩护理论（I）：基础主义 

参考学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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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 基础主义与得到辩护的信念 

2. 古典基础主义 

3. 适度的基础主义 

4. 基础主义的困境 

学习目标： 

4．了解知识与基础主义的关系 

5．掌握基础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类型；基础主义的困境和对它的反驳 

作业： 

阅读讨论相关研究文献 

知识单元 5：辩护理论（II）：融贯论与温和的基础主义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融贯论？ 

2. 融贯论种种 

3. 对融贯论的反驳 

4. 温和的基础主义 

4、非信念理论与直接实在论 

学习目标： 

1. 了解融贯论的内容与基本类型 

2. 掌握融贯与辩护的关系；对融贯论的反驳；什么是温和的基础主义？非信念理论、直接实

在论与基础主义的关系 

作业： 

阅读讨论相关研究文献 

知识单元 6：辩护理论（III）：内在主义、外在主义与理智德性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知识与辩护 

2．认识论中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 

3．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的德性认识论 

4．新外在主义 

学习目标： 

1. 了解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基本理论 

2. 掌握内在主义、外在主义的根本区别；可靠主义与德性认识论的基本内容；普兰廷格的新

外在主义的基本主张 

作业： 

阅读讨论相关研究文献 

知识单元 7：自然化的认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蒯因的自然主义 

2. 本体论的自然主义 

3. 方法论的自然主义 

4. 自然主义与心理学 

5. 自然主义的内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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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了解自然主义的基本观点 

2. 掌握本体论的自然主义和方法论的自然主义的基本观点及相互联系；自然化的认识论与心

理学的关系 

作业： 

阅读讨论相关研究文献 

知识单元 8：我们能否认识他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类比推理论证 

2. 行为主义论证 

3. 进化论的论证 

4. 关于他心的知识是否可能？ 

学习目标： 

1. 了解他心问题的基本内容 

2. 掌握类比推理、行为主义和进化论的论证思路 

作业： 

阅读讨论相关研究文献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知识、真理与辩护 3  

2 对知识的传统分析与盖提尔难题 3  

3 怀疑论与知识的可能性 3  

4 如何克服怀疑论? 3  

5 知觉理论种种 3  

6 辩护理论（I）：基础主义 3  

7 辩护理论（II）：融贯论与温和的基础主义 3  

8 辩护理论（III）：内在主义、外在主义与理智德性 3  

9 蒯因的自然主义认识论纲领 3  

10 本体论的自然主义与方法论的自然主义 3  

11 我们能否认识他人？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知识、信念、辩护与真理的关系 

难点： 关于知识的辩护理论、自然主义认识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讨论 

教学手段：PPT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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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参考书目，鼓励阅读英文原著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平时考查+期末考试 

考核要求：出勤 10%+课堂表现 10%+作业完成情况 40%+期末考试成绩 40% 

9、作业要求： 

每次课后布置阅读思考题，按时完成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外文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Robert Audi, Epistemology: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Third 
Edition, Routledge, 2011 

（二）推荐参考书 

1. Nicholas Rescher, Epistem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3 

2. Noah Lemo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Alan Musgrave, Common Sense, Science, and Skepticism: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执笔：张浩军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 2016年 6月 20日 

 

心灵哲学 
Philosophy of Mind 

课程号：4070308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对经典文献的解读，对有代表性的不同流派的心灵哲学理论作一介

绍；对于心灵哲学中的核心问题进行较细致的考察；特别是对心-身(mind/body problem)问题、意

识问题(consciousness)、意向性和意向内容(intentionality and intentional content)等问题

进行讨论；同时就当前争论的一些热点问题作概要分析。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心身关系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心灵与心身二元论。 

2．心灵与怀疑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心灵哲学中的“难问题”：心身难题、解释鸿沟，自由意志、个人同一性、自我分支/

复数等。 

2．掌握包括物理主义、二元论、心身作用、意识内容（感觉质、意向性、命题态度）。 

作业： 

阅读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并思考：心理的东西与生理的东西之间是什么关系？



5425 

能否相互作用？如果能，怎样相互作用？心灵、心理的东西在肉体死亡之后能否续存？ 

知识单元 2：心理因果性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行为主义、同一论、功能主义。 

2．知识论证和模态论证。 

学习目标： 

1．了解解释鸿沟、内在论和外在论。 

2．掌握意向性特质。 

作业：有意识的存在是怎样得到关于自己的思想、情感、信念、愿望等的直接知识的？这种知

识如何可能，有什么价值？内省能不能作为认识自己心理的方式和途径？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心灵哲学导论 2  

2 笛卡尔心身问题 2  

3 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 3  

4 心身关系 3  

5 心理因果性 3  

6 感受质 3  

7 意识 3  

8 他心问题 3  

9 意向性 3  

10 寓身认知 3  

11 进化认知 2  

12 个人同一性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西方哲学智慧或西方哲学史 

后续课程：语言哲学、分析哲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心灵现象的本质，即诸心灵现象的表现形式与根本特质，如何给它们分类？传统的“知

情意”三分法是否合理？如果按三分法，信念、期望、后悔等应包括在哪一类？诸心理表现形式之

间的关系是什么？心理学理论与生理学理论、民众心理学与神经科学之间是什么关系？前者有无自

主性？最终会不会被还原为、归并为后者？会不会像民众物理学、民众化学那样被淘汰或取消？如

果前者能还原为后者，那么还原的根据是什么？ 

难点：语义学问题，即日常心理概念的意义问题。它包括：（１）我们通常关于心理状态的常

识术语在什么地方获得它们的意义？（２）我们运用于我们自己和其他有意识、有智能的造物的那

些心理概念的恰当定义是什么？对它们可做出什么样的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演示：通过叙述、描绘、解释、推理来传递信息、传授知识、阐明概念、论证定律或

主张等，引导学生分析和认识问题；结合使用辅助性教学方法，如直观演示法，在课堂上通过展示

各种实物和视频，让学生通过观察获得感性认识。 

2. 启发、讨论、互动法。给学生布置探究性的学习任务，提出具体要求，指导学生收集阅读

有关资料或进行调查研究，进而阐述自己的观点。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围绕课堂内容自由发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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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讨论结束后，教师点评和概括讨论的情况，最后进行总结。调动每一位学生参与，既能够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培养了学生独立探索能力与合作精神。 

教学手段： 

1.各种直观教具以及可视性图表。 

2. 多媒体等声、光、电现代化科学技术辅助教学器材。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阅读指定文章，参与课堂讨论，期末完成一篇论文，平时表现与期末论文各占 50%

成绩。 

5、作业要求： 

课程作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读书报告，另一部分为课程论文。提交作业的电子版文档。 

内容具备： 

a.选题的缘起 

b.对前人研究的综述 

c.关于一手文献和二手文献的寻找、整理与分析 

d.问题的线索 

e. 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 

f.可能的研究框架和结构 

g.准备如何深入该研究：途径与步骤 

h.篇幅字数不低于 5000字；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高新民、储昭华编：《心灵哲学》 译文集，商务印书馆，2002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David J. Chalmers, Philosophy of Mind: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 约翰.R.塞尔：《心灵的再发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ISBN：7300065279 

3. 托马斯·内格尔：《本然的观点》，贾可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ISBN：

9787300114637 

4. G.E.M.安斯康姆：《意向》， 张留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ISBN：9787300092744 

5. 麦克道威尔：《心灵与世界》，刘叶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ISBN：9787300073538 

执笔：费多益  审稿：张浩军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美学史 
History of aesthetics 

课程号：4070308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比较系统地了解和把握西方美学史的基本美学问题、中国美学史的基本美学问题。 

2.通过学习，尝试着理解西方美学解决美学问题的理论方式的独特性、中国美学解决美学问题

的理论方式的独特性，从而认识到不同的文化性质及其精神决定了美学理论形态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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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学习，尝试着理解中国美学史对于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西方美学史六讲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古希腊美学的基本问题。 

2．柏拉图的美论与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开启了美的本质和艺术的本质的探究。 

3．文艺复兴独立的美的艺术与近代哲学中产生的美学学科。 

4．：康德《判断力批判》给予的审美判断力的先验原则与黑格尔《美学》给予的艺术自身发展

的美的理想。 

5．叔本华摆脱欲望的审美直观与尼采基于身体力量的强力美学。 

6．审美心理学派从各个心理要素探索美感。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美学史的基本美学问题以及各个美学家的理论解答。 

2．了解西方美学与西方哲学体系的内在关联。 

3．了解各个美学家给予美学的功能和价值。 

作业： 

1.谈谈柏拉图的美学思想。 

2.谈谈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思想。 

3.谈谈文艺复兴后现代艺术体系的建构。 

4.谈谈鲍姆嘉通的美学贡献。 

5.谈谈康德的美学思想。 

6.谈谈黑格尔的美学思想。 

7.谈谈叔本华和尼采建构审美形而上学的努力。 

8.谈谈审美心理学派理论与康德美学思想的内在联系。 

知识单元 2：中国美学史六讲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道家美学的“自然”及其审美精神与儒家美学的“仁爱”及其审美精神。 

2．汉代以“阴阳五行”思维方式建构天人同构的宇宙论美学。 

3．基于人体审美对象理论和品评方式的魏晋美学精神与《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体系。 

4．作为贯通一切艺术形式的审美类型和审美风格的《二十四诗品》与意境理论的深化。 

5．宋代以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基于戏曲、小说的审美趣味。 

6．《艺概》建构的艺术同一性与《人间词话》以“境界”贯通艺术、人生、学问以及宇

宙。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美学史的基本美学问题以及各个时代的发展。 

2.了解中国美学与中国哲学、艺术、生活的内在关联。 

3.了解中国美学精神内在地具有形而上的价值。 

作业： 

1.谈谈道家的“自然”观及其审美精神。 

2.谈谈儒家的“仁学”及其审美精神。 

3.谈谈董仲舒的天人同构理论。 

4.谈谈人物品藻发展出的人体审美对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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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谈谈钟嵘《诗品》的理论方式。 

6.谈谈《二十四诗品》的美学贡献。 

7.谈谈宋以来的文人画带来的生活艺术化。 

8.谈谈宋以来的戏曲、小说形成的审美趣味。 

9.谈谈《艺概》的体系结构及其贯通一切艺术形式的艺术精神。 

10.谈谈《人间词话》的境界说。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西方美学第一讲：古希腊美学的基本问题 2  

2 
西方美学第二讲：柏拉图的美论与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开启了美的本质

和艺术的本质的探究 
3  

3 
西方美学第三讲：文艺复兴中独立的美的艺术与近代哲学中产生的美

学学科 
2  

4 
西方美学第四讲：康德《判断力批判》给予的审美判断力的先验原则

与黑格尔《美学》给予的艺术自身发展的美的理想 
3  

5 
西方美学第五讲：叔本华摆脱欲望的审美直观与尼采基于身体力量的

强力美学 
3  

6 西方美学第六讲：审美心理学派从各个心理要素探索美感 3  

7 
中国美学第一讲：道家美学的“自然”及其审美精神与儒家美学的“仁

爱”及其审美精神 
2  

8 
中国美学第二讲：汉代以“阴阳五行”思维方式建构天人同构的宇宙

论美学 
3  

9 
中国美学第三讲：基于人体审美对象理论和品评方式的魏晋美学精神

与《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体系 
3  

10 
中国美学第四讲：作为贯通一切艺术形式的审美类型和审美风格的《二

十四诗品》与意境理论的深化 
3  

11 
中国美学第五讲：宋代以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与基于戏曲、小说的审

美趣味 
3  

12 
中国美学第六讲：《艺概》建构的艺术同一性与《人间词话》以“境界”

贯通艺术、人生、学问以及宇宙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专业必修课《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柏拉图美学思想，康德美学思想，黑格尔美学思想，尼采美学思想，审美心理学派美学

思想。庄子美学思想，孔子美学思想，文心雕龙美学思想，二十四诗品美学思想，艺概美学思想，

人间词话美学思想。 

难点：西方美学史关于美的实体化理解，中国美学史关于人体审美对象结构的把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法。 

2.讨论法。 

教学手段： 

1.借助传统教学手段。 

2.辅助多媒体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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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观看艺术展览的现场教学手段。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从中西美学史比较中，围绕中国美学史或西方美学史的基本美学问题写

一篇论文，不少于 7000字。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张法：《中国美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吴琼：《西方美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二）推荐参考书 

1.《中国美学史》，李泽厚、刘纲纪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2.《中国美学史大纲》，叶朗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3.《中国美学史》，张法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 

4．《中国美学思想史》，于民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5.《中国美学十五讲》，朱良志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6.《中国美学史上的体系性著作研究》，张法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7.《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8.《西方美学史》，朱光潜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9.《西方美学史纲》，邓晓芒著，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 

10.《西方美学史教程》，李醒尘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西方美学史》，吴琼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12.《西方美学与艺术》，彭锋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3.《西方美学通史》，蒋孔阳主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14.《美学史》鲍桑葵著，张今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15.《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马奇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执笔: 张都爱  审稿：张浩军  审定: 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中国史专题 
Topics in Chinese History 

课程号：4070901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中文、哲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开设本课程，旨在介绍中国史研究领域的热门议题，帮助学生熟悉史学研究的前沿以及相关研

究思路，进而培养学生多角度解读史料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空间与历史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鲁西奇：《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

年第 6期。 

2．鲁西奇：《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概念与分析理路》，《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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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第 1期。 

3．鲁西奇、马剑：《城墙内的城市？——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形态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

研究》2009年第 2期。 

学习目标： 

1．了解论文作者的相关学术背景。 

2．掌握区域研究引申出来的学术命题。 

作业：提前阅读指定的原始文献。 

知识单元 2：社会经济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 1期。 

2．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 社会变

迁之关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 5期。 

3．张彬村：《明代纸币崩溃的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 3期。 

学习目标： 

1．了解论文作者的相关学术背景。 

2．掌握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思路。 

作业：提前阅读指定的原始文献。 

知识单元 3：法律与文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苏力：《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 2期。 

学习目标： 

1．了解论文作者的相关学术背景。 

2．掌握法律与文学研究的不同思路。 

作业：提前阅读指定的原始文献 

知识单元 4：历史记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大槐树传说解析》，《历史研究》2006

年第 1期。 

学习目标： 

1．了解论文作者的相关学术背景。 

2．掌握历史记忆研究引申出来的学术命题。 

作业：提前阅读指定的原始文献。 

知识单元 5：时间感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湛晓白：《近代计时器的更新与时间计量的变化》，载氏著：《时间的社会文化史》，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 100-145页。 

学习目标： 

1．了解论文作者的学术背景。 

2．掌握社会文化史视野下对时间感知研究的不同思路。 

作业：提前阅读指定的原始文献。 

知识单元 6：国家认同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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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历史研究》2000年第 3期。 

学习目标： 

1．了解论文作者的相关学术背景。 

2．掌握国家认同研究对于打通社会史与文化史、社会史与政治史、地方史与大历史之间联系

的重要性。 

作业：提前阅读指定的原始文献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鲁西奇：《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 3 空间与历史 

2 鲁西奇：《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概念与分析理路》 3 空间与历史 

3 
鲁西奇、马剑：《城墙内的城市？——关于中国古代城市

形态的再思考》 
3 空间与历史 

4 樊树志：《“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 3 社会经济 

5 
陈春声、刘志伟：《贡赋、市场与物质生活——试论十八

世纪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 社会变迁之关系》 
3 社会经济 

6 张彬村：《明代纸币崩溃的原因》 3 社会经济 

7 苏力：《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 3 法律与文学 

8 
赵世瑜：《祖先记忆、家园象征与族群历史——山西洪洞

大槐树传说解析》 
3 历史记忆 

9 湛晓白：《近代计时器的更新与时间计量的变化》 3 时间感 

10 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 3 国家认同 

11 考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以专题的形式，让学生了解中国史研究的基本思路及方法。 

难点：培养学生阅读原始资料的能力，进而领悟研究者的推导过程。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借鉴研讨班的形式，主要通过讲授、讨论等方式进行教学。 

2.坚持原始文献与相关研究对照阅读的方法。 

教学手段： 

1.会有选择地播放一些图像和视频资料。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提前阅读指定文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期末考查占 60%，

学生需要提交一篇与课程主题有关的论文，并且在第 11 周时公开宣读，以便与其他同学更好地分

享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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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业要求： 

每次课开始前，会确定一名（或一组）同学提前阅读指定的原始文献，以便在授课中引导其他

同学更好地阅读史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刘永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4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鲁西奇著《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10月 第 1版 

2. 苏力著《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三联书店，2006年 6月 第 1版  

执笔：姜金顺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7日 

 

大众文化素养  
Popular Culture Accomplishment 

课程号：4070500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对大众文化的理论学派、发展历程及当代文化热点的分析，探讨当

代大众文化的特质及发展趋势。从而使学生对当代中国文化有更清晰的把握；通过调查与讨论和正

确的引导，使学生摆脱简单的盲从或追随，形成较系统的文化理论观点并能运用于实践之中。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大众文化的基础知识、主要思潮

与类型划分，了解相关文化概念，为相关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学养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 大众文化概论与文化特征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大众文化产生的文化语境与批评语境。大众文化的批评流派早期主要以法兰克福

学派为主，之后又有英国文化分析等学派 。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下，主要包括四种文化层次：主流

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其中大众文化占据重要地位。大众文化与传媒、全球化

密不可分。 

学习目标：本章主要通过对大众文化的总体分析，掌握其概念界定、学理流派与文化特征。 

作业：复习与思考题 

1、何谓“大众文化”？ 

2、如何理解大众文化与当代传媒之关系？ 

知识单元 2： 电视文化 

参考学时：3课时 

学习内容： 电视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一种核心媒介和存在方式。电视文化的中西发展历程各

具特色。电视文化的特征：日常娱乐性、商业类型性与视觉消费型。电视作为大众文化具有“聚

众化”与“分众化”特征，电视为寻求市场与商业利润，其制作具有明显的类型化或模式化特

征。寻求“大众文化高雅化”的相关途径，也是促进电视观众媒介素养提升的必然要求。 

学习目标：通过学习电视的发展历程、文化特征，掌握电视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核心价值，并

对流行电视栏目加以解读与分析。  

作业：复习与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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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谈谈对电视的文化特征的认识与理解。 

2、如何提升电视观众之媒介素养？  

知识单元 3：电影：梦幻制造与文化特征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电影是一种以活动照相术结合幻灯放映发展来的综合艺术。电影文化主要是强调电

影作为现代大众媒介形态及其与现代民众之间的密切关系。从大众文化视角看，电影文化是当代世

界电影工业的产物，电影文化产品体现了当代世界的文化逻辑。本章分析电影文化的特征、功能及

类型片，结合当代中国现状及个案分析如何开展电影文化批评。  

学习目标：本章主要目的是通过梳理电影历程、个案分析，掌握电影的文化特征及运用相关理

论初步分析电影的能力。 

作业：复习与思考题 

1 如何理解电影作为“梦幻工厂”的特征? 

2举例分析一部电影。 

知识单元 4： 广告与大众文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广告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从词源学角度考察，有“引起注意”之

意。现代意义的广告是人类社会第三次社会分工的结果。广告有自己独特的编码方式，将能指与所

指进行有意嫁接，形成新的意义系统。广告所具有的功利性与实用性以及与现实的“合谋”关系，

使其从根本上区别于真正的艺术。英国学者的“霍尓模式”对广告与意识形态及接受进行了阐述。 

学习目标:本章主要通过分析广告的文化历程与意义存在方式，掌握广告的编码与解码方式，

并对广告与艺术进行区别。 

作业：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理解“编码”与“解码”? 

2 举例分析广告的文化意涵。 

知识单元 5： 通俗文学、流行歌曲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通俗文学作为与高雅文学不同的文学形态，是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方

式上，是一种由文化工业生产的文化商品，在传播方式上，依托现代媒介。它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

认识价值与平衡文化生态的功能。流行音乐主要讲述发展历史、文化含义，媒介对流行音乐的影响

等。流行音乐是指现代流行音乐，包括爵士乐、摇滚乐、乡村音乐、一般的流行歌曲等，在新媒介

时代，流行音乐注重音乐的视觉化与歌手歌迷的互动化。  

学习目标： 通过对通俗文学、音乐的讲述，掌握其文化特征与文化功能。能运用相关文化理

论，对流行音乐诸种现象进行分析。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 举例分析通俗文学的特质? 

2 流行歌曲具有怎样的审美意涵? 

知识单元 6： 视觉文化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视觉文化是主要运用现代视觉符码进行文化表征活动的大众文化形态。视觉文化研

究是对现代视觉图像的文化功能之研究。应当以一种辩证的理论态度探讨相关文化现象。它具有以

下特征：视觉凸显性、多元认同性、全球／地方性，具有在全球文化消费市场迅速流行的同质化与

异质化形成张力之特征。 

学习目标： 通过对视觉文化的发展历程、文化特征的分析，掌握其概念意涵，把握当代文化

中视觉文化的主导特性与文化消费特征。并能运用理论对文化现象进行分析。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 如何理解视觉文化在当代的“霸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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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绘本等为例分析“视觉”的情感消费性。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大众文化的概念与总体特征（一） 3  

2 大众文化的概念与总体特征（二） 3  

3 电视与大众文化 3  

4 电影：梦幻工厂与文化特征（一） 3  

5 电影：梦幻工厂与文化特征（一） 3  

6 广告与大众文化 3  

7 通俗文学 3  

8 流行歌曲 3  

9 视觉文化 3  

10 视觉作品阅读分析 3  

11  讨论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大众文化的概念、文化特质以及主要类型。  

难点：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评与思考；广告的“编码”与“解码”。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情景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板书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王一川：《大众文化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年版  

2、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 

3、巴拉兹《电影美学》，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6年版 

执笔：崔蕴华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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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语言学 
Study of Legal Language    

课程号：4070502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中文专业选修课程。  

一、本课程性质、编写目的、课程简介 

课程性质：法律语言是民族共同语在一切法律活动（包括立法、司法和法学研究）中具体运用

的语言。法律语言学属于社会语言学的范畴，语言应用研究的范围。法律语言学又是法学的边缘学

科。研究法律语言，不同于对于语言本身的研究，也就是说，它不单是研究语言的构成、语言的规

则，而是紧密结合法律语言的环境、语言运用的法律目的，研究语言在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种种情况，

特别是与一般场合不同的地方（即语言变异），以及法律实践中语言运用的技巧。 

编写目的：通过编写本教学大纲，能够更好地进行教学，有利于学生的学习，使学生获得全面

的法律语言学知识；掌握国内与国外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提高学生观察、分析语言现象的能力；

为将来从事法律实践或研究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以适应当代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 

课程简介：本课程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语言的概念、特点及研究对象；法律语言学的性质；

法律语言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法律语言学的研究方法；立法语言的特点及其法律术语；立法语言的

句法结构；立法语言的程式化及语言修改；司法文书的语言；法律语言识别，包括：犯罪痕迹和语

言识别、方言识别、秘密社会和犯罪团伙的隐语；司法口语；司法问话，包括：询问、讯问和审问；

司法谈话，包括：调解语言、狱政管理语言和法律咨询语言；司法演讲；法庭辩论；人体语言及其

司法功能。 

二、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全面系统地讲授法律语言学的基本知识，使学生对法律语言的感性认识理性化、系

统化，增强运用语言规律的自觉性。使学生在学习、掌握具体的有关法律语言学的知识和技能的过

程中，逐步掌握分析法律语言现象的方法。运用学到的知识、技能和方法，提高在法律实践中运用

法律语言的能力。为从事法学教学和科学研究打下扎实的理论基础。 

基本要求：学生在学习中应当对本课程的基本内容全面掌握，熟悉法律语言的各种特点和功能，

并能在实践中予以运用。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32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律语言的概念、特点及研究对象。  

2．法律语言学是法学的边缘学科。 

3. 法律语言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4．法律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学习目标： 

1.掌握法律语言的基本概念 

2.掌握法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作业： 

1．法律语言学的概念。 

2．法律语言的特点。 

3．法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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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律语言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5．法律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知识单元 2：立法语言的特点及其法律术语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立法语言的特点。 

2．法律术语的形成和运用。 

学习目标： 

1．掌握立法语言的特点。 

2．了解法律术语的形成。 

作业： 

1．立法语言的特点。 

2．法律术语的特点。 

3．法律术语的形成。 

4．法律术语的运用。 

5．法律术语与法律规范的关系。 

知识单元 3：立法语言的句法结构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立法语言在句法结构上的特点。 

2．立法语言用句的特点。 

学习目标： 

1．掌握立法语言的句法结构特点。 

2．正确理解和运用立法语言。 

作业： 

1．立法语言的结构。 

2．什么是“的”字结构？ 

3．什么是“把”字结构？ 

4．立法语言的句类。 

5．立法语言的句型 

知识单元 4：立法语言的程式化及语言修改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立法语言的各种程式化表达方式。 

2． 立法修改与语言修改之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 

1． 了解立法语言的程式化表达方式。 

2． 掌握通过语言修改进行立法内容修改的方法。 

作业： 

1．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 

2．法律规范权威性的表达方式。 

3．义务性规范的语言表达方式。 

4．授权性规范的语言表达方式。 

5．禁止性规范的语言表达方式。 

知识单元 5：司法文书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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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司法文书中常用的词语、句子和结构安排。 

2． 司法文书语言的超句结构。 

学习目标： 

1.掌握司法文书的写作。 

作业： 

1．司法文书词语的要求。 

2．法律术语的特征。 

3．司法文书句式的选择。 

4．司法文书的句类的选择。 

5．司法文书超句结构的组合方式。 

知识单元 6：法律语言识别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语言识别的方法。 

2．言语痕迹和言语识别。 

学习目标： 

1． 掌握言语识别、方言识别和隐语识别的方法。 

作业： 

1．什么是言语痕迹？ 

2．什么是言语识别？ 

3．言语识别的手段。 

4．什么是方言识别？ 

5．言语识别用于刑事侦查的方法和功能。 

知识单元 7：司法口语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口语的听与说。 

2．司法口语的影响性功能。 

学习目标： 

1.了解司法口语的主要类别 

2.掌握司法口语的基本特点。 

作业： 

1．“说”的艺术。 

2．“听”的艺术。 

3．客观性语境的言语选择。 

4．主观性语境的言语把握。 

5．司法口语的影响功能。 

知识单元 8：司法问话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讯问、询问和审问中司法口语的特点和技巧。 

学习目标： 

1. 掌握司法问话的各种技巧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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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讯问的策略。 

2．讯问的言语组合。 

3．询问的方法。 

4．审问的方法。 

5．审问的言语组合。 

知识单元 9：司法谈话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调解语言、狱政管理语言、法律咨询语言等司法谈话语言的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调解语言、狱政管理语言、法律咨询语言等三种司法谈话语言。 

作业： 

1．什么是调解制度？ 

2．民事调解的方法。 

3．狱政管理语言的构成要素。 

4．狱政管理语言的运用艺术。 

5．法律咨询语言的特点。 

知识单元 10：司法演讲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司法演讲的基础知识、概念、分类、特点和要领。 

学习目标： 

1．了解司法演讲的概念和主要类别。 

2．掌握司法演讲的特点。 

作业：  

1．演讲的基本要求。 

2．司法演讲的分类。 

3．法庭辩论的基本要求。 

4．司法演讲的特点。 

5．司法演讲的要领。 

知识单元 11：法庭辩论（一）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辩论的基础知识。 

2.法庭辩论及其语言特点。 

3.法庭辩论中的诡辩与反诡辩。 

学习目标： 

1．辩论语言的特点。 

2．掌握法庭辩论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作业：  

1．试述辩论的概念及其意义。 

2．辩论的方法和策略。 

3．法庭辩论的概念和特点。 

4．法庭辩论语言的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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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庭辩论中的诡辩和反诡辩。 

知识单元 12：法庭辩论（二）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司法演讲的基础知识、概念、分类、特点和要领。 

学习目标： 

1．了解辩护语言和答辩语言的内涵。 

2．掌握辩护语言和答辩语言中的交叉询问艺术。 

作业：  

1．辩护语言的内涵。 

2．辩护语言的交叉询问艺术。 

3．答辩语言的内涵。 

4．答辩语言的交叉询问艺术。 

5．答辩语言的风格。 

知识单元 13：人体语言及其司法功能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人体语言的内涵和特点。 

2. 人体语言的司法功能。 

学习目标： 

1．了解人体语言的内涵和特点。 

2．掌握人体语言的司法功能。 

作业： 

1．人体语言的内涵。 

2．人体语言的特点。 

3．什么是人工设计的人体语言？ 

4．人体语言的类别。 

5．人体语言的司法功能。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3学时  

2 第一章  立法语言的特点及其法律术语 3学时  

3 第二章  立法语言的句法结构 3学时  

4 第三章  立法语言的程式化及语言修改 3学时  

5 第四章  司法文书的语言 3学时  

6 第五章  法律语言识别 3学时  

7 第六章  司法口语概述 3学时  

8 第七章  司法问话 3学时  

9 
第八章  司法谈话 

第九章  司法演讲 
3学时  

10 
第十章  法庭辩论（一） 

第十一章  法庭辩论（二） 
3学时  

11 第十二章 人体语言及其司法功能 2学时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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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课程：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律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难点：解决法律中语言问题的实际操作方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启发性。 

2.互动式。 

3.对话式。 

教学手段： 

1.课件展示。 

2.多媒体。 

4、实践教学环境（设备和软件） 

组织学生运用所学方法进行法律语言学相关问题分析和研究。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课堂表现等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王洁主编：《法律语言学教程》，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 1版（高等学校法学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孙懿华：《法律语言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 1版。 

2. 陈红桔：《法律模糊语言的存在理据》，《江西社会科学》2006 年第 3 期。  

3. 陈东：《论诈欺与欺诈——兼论法律语言的通俗化》，《学术研究》2005 年第 8 期。  

4. 陈佳璇：《法律语言的“易读性准则”与“易读性”测量》，《修辞学习》2006 年第 4 期。  

5. 谌洪果：《通过语言体察法律现象：哈特与日常语言分析哲学》，《比较法研究》2006 年第 5

期。  

6. 董敏：《论当前中国民事一审判决书的语类结构潜势》， 修辞学习》2006 年第 4期。  

7. 董晓波：《我国法律语言模糊性的法哲学分析》，《语言文字应用》2006 年第 4期。 

8. 杜金榜：《论法律修辞的基本要素及其关系》，《修辞学习》2006 年第 4期。  

9. 胡范铸： 基于“语言行为分析”的法律语言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 10期。  

10. 计冬桢：《由法律修辞文书的比较看法律语言的易读性》，《修辞学习》2006年第 4期。  

11. 李洁菁：《检察文书语言表达中须注意的五个问题》，《人民检察》2006年第 2期。   

12. 李振宇：《论法律语言学的学科归属》，《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 10期。  

13. 刘爱龙：《立法语言的表述伦理》，《现代法学》2006 年第 2 期。  

14. 廖美珍：《论法律语言的简明化和大众化》，《修辞学习》2006年第 4期。  

15. 刘爱龙：《立法语言的表述伦理》，《现代法学》2006年第 2期。 

16. 焦阅勤：《略论立法语言的模糊与消除——以刑法为视角》，《理论导刊》2005年第 7期。  

17. 唐师瑶：《中日刑事裁判文书的法律语言比较研究》，《修辞学习》2006年第 4期。  

18. 王洁：《“依法治国”语境下法律语言研究的科学发展观》，《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 3期。 

19. 王培光：《香港与内地判决书法法律语言的比较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 2期。  

执笔：贾蕴菁 （邹玉华修订）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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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节 法律语言的概念、特点及研究对象 

一、法律语言的概念 

法律语言（legal language）这一术语源于西方，在英语中它原指表述法律科学概念以及用于

诉讼和非诉讼法律事务时所选用的语种或选用某一语种的部分用语，后来亦指某些具有特定法律意

义的词语，并且扩展到语言的其他层面，如“法律文句”、“法庭诉讼语言”等。 

随着社会应用的需要和研究的深入，法律语言逐步被定义为：法律语言是民族共同语在一切法

律活动（包括立法、司法和法律科学阐释）中具体运用的语言。 

二、法律语言的特点 

（一）专业性 

法律语言最突出的特点是词语的专业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法律语言中包含着

一定数量的法律专业术语；第二，法律语言有其选用一般词语特殊方式与要求。 

（二）庄重性 

表达法律规范的语言文字具有庄重的色彩，不能采用文学的笔调，不能运用比喻、比拟、借代、

夸张和双关等修辞手法，也不宜用具有描绘性的形容词之类的附加成分。 

（三）严谨性 

法律语言的准确性要求准确地反映客观事物，表达概念用词准确，判断恰当，推理有逻辑性。 

（四）平易简约性 

我们社会主义法律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制定法律条文和写作司法文书应该做到言简意

明，以便人们理解和执行。 

三、法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要对法律语言学的概念、性质、特点、研究方法及其与各相关学科的关系等方面进行多角度的

研究，同时还要对法律语言的下属分支范畴进行研究。 

第二节 法律语言学是法学的边缘学科 

一、从法学的视角研究法律语言 

从法学的视角研究法律语言是指按照法律的观点、方法和法律规范的特殊需要来研究语言问

题。 

二、从语言学的视角研究法律语言 

从语言学的视角来研究法律语言是指用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去阐述法律科学和实践中的

语言运用问题。 

三、语言学各分支学科理论的借鉴 

（一）社会语言学 

法律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二）文化语言学 

法律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相互交叉。 

（三）言语交际学 

法律语言学和语言交际学相互交叉。 

第三节 法律语言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一、法律语言与心理学 

（一）法律语言运用与言语交际心理 

对语言的具体运用叫言语，司法实践中的语言运用可以称之为司法言语交际。司法言语交际的

面很广，案件性质不同，诉讼当事人不同，心理不同，使用语言时要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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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语言运用与法律心理学 

法律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作为法学与心理学的边缘学科，它将当代心理学和行为科学

技术成果运用于法律领域。 

二、法律语言学与逻辑学 

司法语言在应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语言逻辑力量，与立法语言的逻辑本质特征共同构成了法

律语言学的特质之一。 

三、法律语言学与修辞学 

（一）中外古代修辞理论借鉴 

法律语言学需要借鉴修辞理论的工具。 

（二）传统汉语修辞的制约和影响 

法律语言学受到传统汉语修辞的制约和影响。 

第四节 法律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法律语言学是在社会语言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新兴学科，它是法学和语言学交叉的学科，

因此，对法律语言的研究必然要将其它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和静态的语言学的结构分析方法结合起

来。 

一、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理论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法律语言的新方法论，社会语言学与传统语言学是我

们研究法律语言的理论依据，将动态语言的研究与静态语言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是我们研究法律

语言这一个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的根本方法。 

二、分析比较的方法 

分析比较的方法是通过对比找出异同的方法。 

三、综合研究的方法 

综合研究的方法是指对法律语言的研究不限门类，不局限于某一领域，而是广泛运用传统语言

学、社会语言学、法学的知识进行综合性研究，在此基础上，创立起一套跨学科的新的边缘学科。 

第一章 立法语言的特点及其法律术语 

第一节 立法语言的特点 

一、立法语言的准确性与模糊性 

立法语言的准确主要表现为用词准确，概念明确，表述清晰，使法律规范一目了然，没有模棱

两可的地方，也没有歧义，运用每一个词语必须以真实、贴切为最高准则。 

立法语言的模糊性指的是为了高度概括有关的法律事实，充分反映事物客观的复杂情况，防止

以偏概全的弊端，有时不得不使用一些模糊语言，它与准确性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其实质是

以字面的模糊性为手段，达到使法律规范准确的目的。 

二、立法语言的单一性与包容性 

法律条文的内部结构既相互独立又各自关联。所谓语言的单一性，指的是法律条文的用语彼此

间呈现相对独立、各负其责的关系，上下文首尾相连，依次展开。立法文件中又不乏包容性语言表

达方式：某些法律条文的全部语句明显分为两个层次或三个层次，彼此间构成包容和被包容的关系。 

三、逻辑性与审美性 

各种法律法规的语言一般来说是要合乎逻辑，具有严密的逻辑性的，但同时亦应注意立法语言

的审美性，不能单纯追求逻辑性而使语言过分艰涩。 

第二节 法律术语的形成和运用 

一、法律术语的形成 

（一）前加成分+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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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某一具有法律意义的单音节词为稳定的词根，在其前面加上某种修饰成分——前加成分，即

构成新的法律术语。 

（二）词根+后加成分 

以某一具有法律意义的单音节词为稳定词根，加上其它不同的后加成分，可构成一系列新的法

律术语。 

（三）词素位置颠倒 

双音节的法律术语，即有两个词素构成的合成词形式的法律术语，将词素先后次序颠倒之后， 

即可构成另外的法律术语。 

（四）普通名词+法律术语的修饰成分 

一些普通名词，加上某个法律术语做修饰成分，构成一个偏正词组，即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新

的法律术语。 

（五）表意完整的句子 

以普通语言学的眼光看，有些法律术语实际上是表意完整的句子，而在法律语言学看是法律术

语，若强行加以分解，就无法表示特定的法律意义。 

二、法律术语的运用和解释 

（一）法律术语的运用 

法律术语的正确运用，是立法语言操作过程中始终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二）法律术语的解释 

立法语言的运用过程，要以相当的篇幅专门解释名词、术语。 

三、法律术语与法律规范 

（一）把法律术语的解释置于该术语第一次出现之处，紧接着是法律条文的叙述，使解释文字

与法律条文融为一体。 

（二）在法律条文中不一一解释随时出现的术语、概念，而是在法律文件的末尾以“附则”的

方式，集中进行解释。 

第二章 立法语言的句法结构 

第一节 立法语言的句法结构特点 

一、偏正结构组句 

偏正结构有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偏）称为修饰语或限定语，后一部分（正）称为中心词。 

（一）定中偏正结构 

定中偏正结构，后一部分之人或事物，叫中心语，前一部分限定后一部分，说明人或事物的性

质、所属、范围、数量、质地等。 

（二）状中偏正结构 

状中偏正结构，后一部分是叙述某种行为动作或说明事物的性质，叫中心语，前一部分说明性

质、程度、方式、处所、时间等。 

二、主谓结构组句 

主谓结构有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主语，后一部分是谓语，主语是谓语陈述的对象，位于陈

述或说明主语。 

三、述宾结构组句 

述宾结构有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动词，表示动作行为，叫做述语，后一部分表动作行为支

配、关涉的对象，叫做宾语。 

四、并列结构组句 

（一）词语并列结构 

“加而合”不可分的并列结构； 

“加而不合”可分并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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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句子成分并列结构 

句子各部分相互平衡。 

（三）并列结构的特殊格式 

各种具体的并列结构。 

（四）多项式并列结构 

并列结构的组成不放那是多项式。 

五、复杂同位结构组句 

复杂同位结构是指将句中复杂同位成分置于句外，使之形成一种以数码为标志的并列项，与句

中同位语“下列”构成复杂同位结构关系。 

六、“的”字结构组句 

“的”字结构是以“的”字为标志的句法结构。 

七、“对”字结构组句 

立法语言用介词“对于”或者“对”与其他词语组成借此结构指示行为对象或行为关涉范围。 

八、“或然”结构组句 

“或然”结构组句是指连词“或然”用于并列结构中，使各并列项构成一种列举性的或此或彼

的选择关系。 

第二节 立法语言用句的特点 

一、立法语言的句类 

（一）陈述句 

立法语言主要用陈述句确切明白地说明法律规范。 

（二）祈使句 

立法语言主要使用祈使句表述禁止性或强制性的法律规范。 

二、立法语言的句型 

（一）单句句型 

1．主谓句 

主谓句的特点是结构完整，表意严谨周密，是现代汉语中最基本的，也是最典型的句子结构形

式，是其他各种特殊句型变换的基础。 

2．非主谓句 

非主谓句包括无主句和独语句，立法语言一般只使用无主句。在即使主语不出现也不会引起误

解的时候，为了语言的简练，常常使用无主句。 

3．特殊句型 

主要包括：“把”字句、“被”字句等。 

（二）复句句型 

并列复句；选择复句；递进复句；转折复句；条件复句；目的复句；因果复句；多重复句。 

第三章 立法语言的程式化及语言修改 

第一节 立法语言的程式化 

一、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 

立法语言所表述的法律规范，从法理逻辑结构角度分析，是由“假定”、“处理”、“法律后

果” 

三要素构成。 

（一）假定要素的语言形式 

假定是指适用该行为规范的情况和条件。假定要素的法律规范一般用“的”字结构。 

（二）处理要素的语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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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是指法律规范中规定的行为模式。 

用表示允许、授权的陈述句表示积极的处理要素。 

用表示强制、禁止的祈使句表示消极的处理要素。 

复杂同位语成分表述处理要素。 

（三）法律后果 

法律后果是指法律规范中规定法律关系主体对该规范的遵循与否将带来的后果。 

刑事制裁的语言形式 

民事制裁的语言形式 

行政制裁的语言形式 

二、法律规范权威性的表达方式 

法律规范按其确定的行为模式的性质可以分为义务性规范、禁止性规范和授权性规范。 

（一）义务性规范的语言表达方式 

义务性规范是指人们必须作出一定行为，承担积极作为的义务规范。义务性规范的语言表达形

式一般采用“有……义务”、“应当……”、“必须……”等程式化句式。 

（二）授权性规范的语言表达方式 

授权性规范是指人们有权作出一定行为的规范。授权性规范的表现形式一般采用“有……权

利”、“可以……”、“得……”等句式。 

（三）禁止性规范语言的表达方式 

禁止性规范是指禁止人们作出一定行为。禁止性规范的表达方式一般有“禁止……”、“不

得……”、“不准……”、“不可……”等句式。 

第二节 立法语言的修改 

一、立法内容修改与立法语言修改的关系 

立法修改一般是立法内容的修改，而不是单纯语言文字的修改，然而，内容的修改不能脱离语

言的修改。这两种修改有其相对独立的方面，又是相辅相成的。 

二、立法语言修改的方式 

（一）更换词语 

更换法律条文中运用不当的词语是具体方法之一。它包括把一般概念换成相应的法律术语，用

准确的词语代替不够准确的词语。 

（二）删除成分 

有的法律条文语言欠精练。在修改中应删去累赘多余的枝蔓。 

（三）增加成分 

增加的成分在句子中多做修辞成分，多为定语，对中心词进行某种限定，使立法语言更为准确、

具体。 

（四）改变句式 

改变句式是语言修改幅度最大的方式之一，它的要义是在不改变立法精神的前提下，把原有法

律条文的表述句式完全改变为另外的表述句式。 

三、法律条文语言修改举例 

《环境保护法（试行）》第三条；《森林法（试行）》第一条；《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条。 

第四章 司法文书的语言 

第一节 司法文书语言的词语 

一、司法文书对词语的要求 

（一）词语准确 

用语准确是法律语言的最本质特点，准确性是法律语言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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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词语简明 

简明性是古今中外公文语言的重要特征，其中尤以法律公文更为突出。 

（三）词语客观 

司法文书中的语言要求客观，一般不强调修辞手法。 

（四）词语庄重 

司法文书具有庄重的特点，因此，司法文书的用语应当选用庄重、严肃的用语。 

二、法律术语 

法律术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用于法律事务领域的，另一类是也可以兼用于其它领域的。 

（一）法律术语的特征： 

1．词义的单一性 

2．词语得对义性 

3．使用上的变异性 

4．构词成分的特殊性 

5．词语的类义性 

（二）对法律术语的使用应当注意下列问题： 

1．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2．区分不同的罪名和案由 

3．区分不同性质的案件 

4．区分不同的审级和法律程序 

5．区分不同的适用对象、范围和被侵犯的客体 

6．区分行为的方式与程度 

三、司法惯用语 

（一）四字词语 

无罪推定、提请逮捕、提起公诉，等等。 

（二）压缩语 

违约、罪刑 

（三）文言词语 

兹有、称谓 

四、普通词语 

要重视司法文书的语境赋予普通词语特殊的法律含义；要注意确切词语和模糊词语的使用；要

注意语序。 

第二节 司法文书的句子 

一、司法文书的句法结构 

（一）多用并列结构 

注意多用并列结构的变化。 

（二）复杂同位成分的普遍使用 

包括多个同位名词和多个修辞成分。 

二、司法文书句式的选择 

主要有以下句式：长句和短句；主谓句和非主谓句；整句和散句；松句和紧句。 

三、司法文书的句类选择 

（一）对陈述句的选用 

陈述句的功能是对人或事物进行判断、叙述、说明和描写。在司法语言中要客观真实的叙述案

情，必须大量的选用陈述句。 

（二）对疑问句的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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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句主要用于公诉词、答辩词、代理词和诉状等法律文书中，另外在询问、讯问和审问中也

常有使用。 

（三）对祈使句的选用 

祈使句主要用于具有执行效力的法律文书中。 

（四）对感叹句的选用 

感叹句主要用于公诉词、辩护词等一些法庭演讲和论辩性的司法文书中。 

第三节 司法文书语言的超句结构 

一、重视对语言超句结构的研究 

司法文书语言不仅在词语运用、句法结构和句式、句类的选择方面有别于其他文体，在超句结

构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 

二、司法文书中超句结构的特点 

结构完整，条分缕析；  

结构严谨，详略得当； 

条理通顺，逻辑性强； 

程式稳定，不容更易。 

三、司法文书超句结构的组合方式 

提纲挈领，点明主旨； 

周身接榫，铸为一体； 

结尾言止意尽，端庄有力。 

第五章 法律语言识别 

第一节 言语痕迹和言语识别 

一、犯罪痕迹和语言识别 

（一）犯罪痕迹 

犯罪痕迹是指犯罪事件所引起的、储存着犯罪分子实施犯罪的行为和过程的各种信息的印迹。 

（二）言语痕迹 

随着语言学和现代科学的发展，案件中的有关语言材料已经成为一种被刑侦工作广泛利用的犯

罪痕迹，我们可以称之为言语痕迹。 

二、言语识别的两种科学手段 

（一）言语识别 

运用语言学和其它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分析鉴定，为侦破案件提供线索，确定突破方向，从而加

速和帮助破案，这就是案件的语言识别。 

（二）书面语风格鉴定 

1．同质归纳法 

同质归纳法就是归纳同类语言特征，根据检材制作人语言特征的总体倾向来确定拟测依据。 

2．异质比较法 

异质比较法就是在把检材人语言特征分项后，进行各项特征质量的比较，然后取能反映本质属

性的、特殊度高的言语特征作为拟测的依据。 

3．语式定式法 

语式定式法是指作案人有长期的语式定式，一套深层语言特征，尽管作案时采用各种语言变异

手段，还是可以根据作案人的语式定式加以识别。 

（三）口语的频谱分析 

所谓口语的频谱分析，是指通过语声在声谱仪上所显示的图像——频谱图来确定个体。 

三、言语识别用于刑事侦查的方法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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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过言语识别判断制作人的性别、年龄、民族、机关、文化程度、性格类型、职业技能

等情况。 

（二）通过案件语料和嫌疑人等已知语料风格的比对分析，认定是否为同一人所为。 

（三）识别言语伪装和言语模仿。 

（四）言语识别还可以进行病态语言判断。 

第二节 方言识别 

一、方言和方言痕迹 

（一）方言 

广义的方言包括地域方言、时间方言和社会方言。 

（二）方言痕迹 

方言痕迹是指各类案件的语言材料中所蕴含的方言语言特征和地域性言语内容特征。 

二、方言识别 

方言识别的功能是通过识别地域性的言语特征和内容特征，判断言语人的生活地区和籍贯。 

（一）方言语音识别 

声类特征识别；韵类特征识别；调类特征识别 

（二）方言词汇识别 

词法方面；句法方面 

第三节 秘密社会和犯罪团伙的隐语 

一、隐语的概念和特点 

（一）隐语的概念 

我们这里所指的隐语是与“黑话”有关的一个概念。 

（二）隐语的特点 

诡异性；歪曲性；封闭性 

二、隐语成为秘密社团有效交际手段的缘由 

精心编制；有章可循；具有三性 

三、隐语的识别功能 

（一）有助于确定对象的身份、团伙种属、作案性质 

（二）有助于贴近罪犯，与犯罪作斗争 

（三）打击犯罪，改造罪犯 

第六章 司法口语概述 

第一节 口语的“听”与“说” 

司法口语包括“司法问话”、“司法谈话”、“司法演讲”和“司法结论”四部分。 

一、说话的语境特点 

（一）时空性 

这里的时间和空间既可以是具体某时某地，也可以是概括的时代或某类社会形态。 

（二）场合性 

“说话”总是在几位具体的场合中进行，时间与空间均可具体到很细微的程度，与之相联系的

还有说话的内容、方式、范围及目的等语境要素。 

（三）对象性 

俗话说所谓“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活”，只得就是“说话”的对象性语言环境。 

（四）前提性 

前提性语境因素包括共同知晓的事件、说话者各自的客观情况、说话的用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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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情境性 

“说话”的情境性语境指说话者表意时的心情和处境。 

二、“说”的艺术 

（一）随意法 

运用这种说话技巧，一般多属聊天性质的随意适性的漫谈。 

（二）应答法 

这是一种随口诘难性的回答式的“说话”技巧。 

（三）委婉法 

委婉法随着语境变化而灵活调换说话的角度与内容。 

（四）直接法 

这是一种单刀直入、开门见山的“说话”方法。 

（五）暗示法 

这是一种通过弦外之音或绵里藏针“说话”的方法。 

（六）转换法 

这是一种转化话题或角度的说话技巧。 

三、“听”的艺术 

善听弦外之音；善听最佳信息；善解肢体语言 

第二节 司法口语的语境制约因素 

一、法定的时空环境及特殊的语言交际对象 

司法口语的运用受法定的时空语境的制约，是由法律规范化的特征决定的。法律规范是国家制 

定或认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是任何一位公民均应遵守

而不 

可逾越的行为准则。 

二、客观性语境的言语选择 

（一）司法口语交际的目的 

司法工作者无论处在什么位置上，进行口语活动采用的语言形式，必须服从表达目的的需要，

否则便是失去了口语交际的要义。 

（二）司法口语交际的对象 

司法口语涉及的表意对象是特定的。对于这些特定的对象，我们在进行口语表意时，不仅要顾

及其文化水平，还要依据对象的思想水平和处境、心情来选择语言形式。 

（三）司法口语交际的场合 

司法口语的交际场合往往是特定的，任何司法口语交际活动都不可能不估计当时的场合，应以

场合的不同而选择与之相适应的语言形式。 

三、主观性语境的言语把握 

（一）司法口语交际的身份与职业 

司法工作者在进行口语表述时，不仅要将言语内容传输清楚明白，还得根据自己的特定身份和

职业去把握语言行为，须臾不可忘记自己作为“执法者”的特定身份与职业。 

（二）司法口语交际的文化修养 

司法工作者的文化修养也影响着其司法口语的质量。 

第三节 司法口语的影响性功能 

一、劝诫功能 

司法口语的劝诫功能是指劝说、警告受体承受某件事实、接受某种结果。 

二、控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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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口语的控制功能是指通过口头言语的导控，促使被告人或罪犯作为或不作为的一种教育功

能，有掌握和控制其行为的作用。 

三、感化功能 

司法口语的感化功能是指司法人员通过劝导、思想交流、情感沟通等口语手段，感化影响受体

的心理，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的一种功能。 

第七章 司法问话 

第一节 讯 问 

一、讯问犯罪嫌疑人 

（一）讯问的概念和意义 

询问犯罪嫌疑人是侦察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就案件事实和其他与案件有关的问题以言词方式对

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的一项侦查行为。 

讯问犯罪嫌疑人，可以和对有关证据材料，确认犯罪的有无和情节的轻重，并注意发现新的犯

罪事实和犯罪人，纠正不足和错误，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二）程序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严格遵守以下程序： 

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含国家安全机关和其他有侦查权的机关）的侦查

人员负责进行，而且为加强监督以保证讯问质量，也为防止意外事件发生，以确保讯问安全，讯问

时，侦查人员不得少于 2 人。 

二、讯问语境 

（一）讯问语境的构成因素 

特定的语境有相应的制约性，讯问必须把握语境。讯问语境构成因素有讯问主体、讯问客体（对

象）、讯问的时空环境。 

（二）讯问主体 

讯问主体主要是侦查人员。 

（三）讯问客体及其心理 

讯问客体或讯问对象是犯罪嫌疑人，应针对犯罪嫌疑人的各自情况，抓住其心理弱点，取得案

情的突破。 

（四）讯问的时空环境 

语言是一种社会事实，在特定的环境里，词语有明确的专指含义，在不同的环境里，词语可以

转化。 

三、讯问策略 

（一）讯问的心理策略 

政策攻心；心理接触；对证讯问。 

（二）讯问技巧策略 

1．迂回讯问 

在讯问中，不直接指出对方知道什么或犯了什么罪，而是采用绕弯子的方式进行迂回发问。 

2．定向讯问 

在讯问中选择突破口，集中发问。 

3．反诘讯问 

抓住对方回答中的某一信息顺藤摸瓜，连续出击，促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交待。 

4．双关讯问 

使用双关语或模糊语言，给犯罪嫌疑人造成侦查人员已经获悉真情的感觉，促使其如实供述。 

四、讯问言语组合 

在讯问时，讯问方始终处于主动的地位，可以设计一系列连续的问题进行发问，主动进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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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犯罪嫌疑人以喘息之机，从而促使其如实交待罪行。 

第二节 询 问 

一、询问证人、被害人 

（一）概念和意义 

询问证人被害人是指侦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通过言词方式向能够证明案件情况的证人、被害

人进行调查的一种侦查活动。 

证人是最了解案件情况的第三人，几乎所有的案件都存在着证人；被害人则是犯罪行为的受害

者，对于案件事实有切身的了解，因此，询问证人、被害人是侦查人员进行得较多的一种侦察行为，

也是查明案情，揭露犯罪行为的一种重要途径。 

（二）程序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询问证人、被害人应严格遵循以下程序： 

侦查人员询问证人、被害人，可以到证人、被害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处进行，但是必须出示人

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在必要时，也可以通知证人，被害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

关提供证言。 

二、询问语境 

（一）询问语境的构成要素 

询问语境的构成要素主要有询问主体、询问课题和询问的时空环境。 

（二）询问对象及心理把握 

询问对象众多，可以是知情人、目击者、被害人、受害人等等，应针对不同的对象，了解其心

理活动，慎重选择问话方式以及语言词汇。 

（三）询问的时空环境 

询问环境；询问时间 

三、询问方法 

（一）闲谈法 

采用轻松自然的方式进行询问，可以缩短询问双方的距离感，减轻或消除询问对象的心理压力。 

（二）回忆法 

证人对案件事实感知后不一定都能记忆，询问时应帮助证人进行回忆，适时进行提醒。 

（三）询问语言组合 

在询问语言交际中，对象大多是证人，因此必须把双方摆在平等的位置上，以诚恳平实的语言，

耐心启发对方多讲话，讲真话。 

第三节 审 问 

一、法庭审判的概念和阶段 

（一）法庭审判的概念 

法庭审判是指人民法院采取开庭的方式，在公诉人、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参加下，在听

取控、辨双方对证据、案件事实和运用法律展开辩论的情况下，依法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应否处

刑，给予何种处罚的诉讼活动。 

（二）、法庭审判阶段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庭审判程序大致分为开庭、法庭调查、法庭辩论、被告人最后陈述、

评议和宣判等五个阶段。 

二、审问语境 

（一）审问语境的构成要素 

构成审问语境的要素主要有审问的地点、案件性质、到庭人员以及掌握的证据情况等等。审问

一般在法院进行，除了少数案件为了法制宣传或者其他需要，也可以在法院以外的特定地点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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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审问的地方既是法庭。 

（二）不同案件的审问语境 

在审问中，审判人员应当区分不同案件性质、不同的对象进行审问。 

（三）审问的内隐性语境因素 

审问的内隐性语境大致包括三方面的因素。其一，被告个人的内隐性语境因素，诸如被告人的

社会经历、心理性格、文化程度。其二、法庭掌握证据的情况。其三，审判人员应认真研究和考虑

被告人行为的目的、动机、时间、地点和手段等与认定罪行有关的因素。 

三、审问方法 

有条不紊，稳扎稳打；单刀直入，一问到底；细节盘问，顺藤摸瓜 

四、审问语言组合 

审问语言组合就发问方而言，有明显的准确规范性，逻辑运用尤为突出。 

相关教学环节 

在本教学环节内，利用真实案例进行辅助教学。具体方法为：第一，选择一个事实清楚、法律

问题明晰的案件；第二，将学生进行角色分组，分别担任询问人和被询问人、讯问人和被讯问人、

审问人和被审问人；第三，引导学生利用课堂学习的方法，进行问话，获得案件需要的事实；第四，

组织学生进行总结讨论。 

第八章 司法谈话 

第一节 调解语言 

一、法院调解的概念和程序 

（一）法院调解的概念 

法院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说服劝导，促使其就民事

争议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法院调解是以当事人行使诉权为基础、以当事人意思

自治为条件、以当事人依法行使处分权为内容的一项诉讼制度。 

（二）法院调解的程序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法院调解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调解的开始。调解的开始包括两种方式：一是由当事人提出申请而开始；二是由法院在

征得当事人同意后主动依职权开始调解。第二，调解的进行。法院调解在审判人员的组织下进行。 

调解工作可以有合议厅共同主持，也可以由合议厅中的一个审判员组织，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

案件可以由独任审判员主持。第三，调解的结束。调解的结束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当事人达成调解

协议而结束，二是未达成调解协议而结束。 

二、调解制度与法律文化 

调解就是劝说双方消除纠纷，调解式谈话最大的特点在于谈话人的语言交际对象不是一方受话

人，而是相互间有某种矛盾的两方受话人或多方受话人。 

三、民事调解的方法 

（一）循循善诱，忠言相劝 

循循善诱，是指从当事人双方利益出发，晓之以理，把当事人双方吸引住，使他们沿着司法人

员的思路去思考问题，引导他们接受司法人员的观点。忠言相劝，是指要诚心，热情，真正为当事

人双方考虑，不偏不倚。 

（二）借此说彼，引例通理 

借为借此说彼、引例通理劝说法，是采用实际例子说明利弊关系。用正面事例指明调解处理可

缓解双方矛盾，用反面例子讲出危害，指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道理。 

（三）因势利导，求同存异 

所谓因势利导，是指司法人员根据民事纠纷的情势向好的方面引导，理出调节思路。一是要了

解真实情况，二是要找出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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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求大同、存小异，是指调解过程中找出双方当事人的共同利益，而一些细枝末节问题可以

不予计较。 

第二节 狱政管理语言 

一、狱政监管的概念 

狱政监管是指监狱或者看守所为了实施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裁定所确定的司法活动。

监狱或看守所负责执行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 

二、狱政语言语境的构成要素 

（一）高墙内独特的言语交际环境 

管教语言是一种特殊的司法工作语言，使用的具体语言环境是被电网、高墙和武装看守包围着

的监狱、劳改场和少管所。 

（二）狱政语言使用的主体 

狱政管理语言使用的主体是工作在劳改劳教工作第一线上的广大行刑人员和管教干部。 

（三）狱政语言接受的客体 

管教语言接受的对象是那些被依法劳教改造或教养的人。 

三、狱政语言的功能 

（一）强制功能 

管教语言的强制功能表现为管教人员的话语都首先表现出法律惩罚邪恶的威摄力，这时所用的

语言带有鲜明的正义性，维护法律的尊严，用严厉、刚直不阿的斗争精神去帮助犯人去战胜自己的

邪恶和罪行。 

（二）教育功能 

对犯人进行认罪伏法教育，人生观、道德观的教育，文化知识和生产技术的教育，都要依靠管

教语言。 

（三）改造转化功能 

对犯人进行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转变犯人的思想和恶习，使他们回归社会后，能够遵纪守法，

自食其力。 

四、狱政语言运用艺术 

直接疏导法；迂回疏导法；商谈疏导法；对比疏导法 

第三节 法律咨询语言 

一、法律咨询的概念和范围 

（一）法律咨询的概念 

法律咨询是指律师或其他法律工作者法对人民群众提出的有关法律适用、案件事实等问题进行 

解释和答复的一些活动，法律咨询也是司法谈话的一种。   

（二）法律咨询的范围 

法律咨询的范围主要包括：有关刑事和民事法律事务的咨询；有关行政法律事务的咨询；有关

经济法律事务的咨询；对即将或者已经提起诉讼、仲裁的民商、行政、刑事案件的进展及后果进行

分析评估，出具案情研究分析报告；为客户提供法律法规变化及影响的信息、预测评估报告；为客

户分析预测经济活动中的法律风险，制定防范法律风险方案；对客户提出的有关法律事务的询问，

作出解释或说明，提出建议和解决方案；为客户出具法律意见书或建议书、律师函、催告函；代理

客户在报刊、广播、电视等公开场合对某项法律事件或法律行为发表声明或公告；代理债权人向债

务人或债务保证人追索债款财物；协议客户建立完善企业内部各项管理制度；为客户解答涉外法律

事务的咨询。它主要包括国际经济法律事务咨询和涉外民事法律事务咨询。 

二、法律咨询的语境 

（一）内容涉及面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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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的问题常常涉及家庭、财产、继承、租赁、劳动、文化、教育、卫生、刑事、经济、

行政、兵役，等等，很多具体方面。 

（二）咨询者范围广 

法律咨询者往往来自各行各业。 

三、法律咨询语言的特点 

（一）法律咨询语言的导向性 

法律咨询语言担负着传播法律知识、阐明法理和逻辑事理，给当事人指点迷津、提出合理合法

又切实可行的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的任务。 

政策法律方面的导向性；伦理道德方面的导向性；社会文明方面的导向性 

（二）法律咨询语言的解答性 

消除疑虑；判断性质；指导具体操作程序。  

第九章 司法演讲 

第一节 演讲的基础知识 

一、演讲的口语表达特点 

演讲属于语言交际的一种，它是以口语为主要手段进行交际的社会实践活动，是在特定的时空

环境里，由一个人（演讲者）向一定数量的听众，以有声语言为主，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和主张。 

（一）规范化的口语 

规范化口语体现为用字用词的规范和有声语言的语音规范。用字用词规范指的是运用大众化词

语，忌用那些过于土俗粗鄙的字词。语音规范指的使用普通话。 

（二）辅以适当的书面语 

语言的规范化使书面语与口语之间的差异缩小，有时难以绝对区分。在语言交际尤其是演讲中，

单一的口语缺少变化，不甚得体，适当运用书面用语，可以使演讲语言更为精练、准确、朗朗上口，

也更为感人。 

（三）富于感情色彩 

情感是构成演讲的整体美感中必不可少的成分，富于情感色彩，才能与听众会心交感，受到最

佳的审美效果。 

二、演讲口语表达的基本要求 

（一）通俗简明 

选用明白晓畅的词语或大众化语言，避免生造词语和滥用听众生疏的词语。 

选用简短明白的句子，慎用、少用或不用倒装句、多重复句。 

（二）平易流畅 

平易指语言浅显，深入浅出，易于理解，流畅指语言自然顺口，节奏协调明快。 

（三）灵活生动 

语言的灵活性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同义词和近义词的选用；直言与委婉；精确与模糊。 

语言生动首先是指适当的幽默。 

三、演讲口语的声音练习 

语速；语调；重音 

第二节 司法演讲的概念及其分类 

一、司法演讲的概念 

司法演讲一般可区分为法庭宣读式演讲、法庭辩论式演讲、和法制宣传演讲等三种。 

二、司法演讲的分类 

（一）法庭宣读 

法庭宣读是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之一，如对某些法律文书及证人证言的当庭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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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庭宣读的种类 

（1）宣读法庭纪律和庭审笔录 

（2）宣读案由和有关人员名单 

（3）宣读起诉书 

（4）宣读证人证言、鉴定结论、勘察笔录 

（5）宣读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 

2．法庭宣读的要求 

（1）准确、清晰、流畅 

（2）分寸适当，感情得体 

（3）注重重音、呼吸和停顿 

（二）法庭辩论演讲 

法庭辩论演讲是指在法庭上有权发言的诉讼参与人围绕诉讼问题所作的公开性口头表述。 

1．法庭演讲的分类 

（1）公诉演讲 

（2）辩护演讲 

（3）申诉演讲 

2．法庭演讲的心理特征 

（1）公诉演讲心理 

（2）辩护演讲心理 

（3）申诉演讲心理 

3．法庭辩论演讲的基本要求 

（1）析事说理，以理服人 

（2）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3）惩恶扬善，唤起正义 

（4）步步深入，分析论证 

（三）法制宣传演讲 

1．法制宣传演讲的作用 

2．法制宣传演讲的分类 

3．法制宣传演讲的基本要求 

（1）结构完整，跌宕有致 

（2）联系实际，吸引听众 

（3）语言平易，生动形象 

（4）风格自然，朴实无华 

第三节 司法演讲的特点 

一、据事依法的真实性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一切司法工作者都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司法演讲的突出特点。

据事，就是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依法，就是忠诚于法律。 

二、判断推理的逻辑性 

（一）思维的条理性 

司法演讲的语言形式总是表现出一定的逻辑力量，判断推理的逻辑性是司法演讲的特点之一，

它首先表现在思维的条理性上。 

（二）说理的准确性 

说理的准确性是以概念的明确性为基础的，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的一种基本思

维形式，没有概念就不能做出判断，使用概念不明确，说理就必然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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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机敏灵活的应对性 

（一）思维机敏灵活 

思维机敏灵活，首先要使思维始终处于积极主动的状态之中，充分发挥大脑的能动作用。其次

要保持思维的相对独立性，鲜明的层次性和一定的深远性。 

（二）语言机敏灵活 

司法演讲的语言机敏灵活主要指演讲者的控场能力和补救能力。 

四、严肃动情的感染性 

司法演讲虽然以严肃严谨为基调，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演讲者何时何地都得扳着面孔说话。因

为司法演讲者具有纯真、善良的美好情感，对各种高尚行为必然加以褒奖赞美，对各种丑恶行为一

定要痛绝斥责。这些情感与演讲内容一致时就要表达出来，诸如用面部表情、手势等表达感情。 

第四节 司法演讲的要领 

一、把握语境构成要素 

（一）特定的听众对象 

司法演讲的听众对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人群，既接受法制宣传的普通听众；另一

类是特殊人群，即与案件或法律事实有关的人。 

（二）特定的演讲场合 

司法演讲大都在法庭上进行。共同面对国徽和法律，人们自然会产生一种庄重严肃的情感。在

这种场合下，演讲者的语言不仅要符合法律和法庭的规范要求，而且所用语体、语调、语气，乃至

态势、表情等都要与这一特定场合相符。 

二、注意赢得听众心理 

（一）尊重与信任 

一般来说司法演讲者应该以庄重严肃的姿态和强烈的责任感出现在听众面前，但同样要尊重听

众，以诚恳的态度对待听众。居高临下、装腔作势都是有害的。 

（二）防止武断结论强加于人 

就法庭演讲而言，习惯于先摆事实，讲道理，后下结论的方法。 

三、叙述、说明、论证的综合运用 

（一）陈述 

陈述事实是司法演讲中重要的表达方式之一。法庭演讲中常用的叙述方法有具体叙述和概括叙

述两种。 

陈述事实，交待案情经过，一般用具体叙述；列举证据、总结归纳，一般用概括叙述。 

（二）说明 

说明侧重于事物的性质、特征、构造、成因、功用。 

司法演讲中通用的说明方式有：定义说明；数字说明。 

（三）论证 

论正是利用充分的证据材料，通过推理判断来证明自己论点的过程。司法演讲中常用的论证方

法为立论和驳论两种。 

相关教学环节 

在本章的教学中，引导学生进行课堂模拟司法演讲，具体方法为：第一，对学生进行分组，每

组学生自行选择；第二，学生根据选择的案例撰写公诉词或者辩护词；第三，由学生宣读公诉词或

者辩护词；第四，对学生的表现进行总结和分析。 

第十章 法庭辩论（一） 

第一节 辩论的基础知识 

一、辩论的概念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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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辩论的概念 

辩论也叫论辩，是双方或多方就某一论题持不同或完全相反的意见，展开争论的语言交际过程。 

（二）辩论的意义 

促进思想解放，推动社会进步；促进民主建设，提高法制水平；促进科技发展，激活文艺创作；

提高民族素质，培养现代人才。 

（三）辩论的分类 

就性质来分，辩论可以分为日常生活辩论、专业辩论和模拟辩论三类；就内容来分，辩论可以

分为学术讨论、思想争鸣、经济谈判、法庭辩论等；就过程来分，可以分为完全辩论和不完全辩论。 

二、辩论式口语的表达特点 

（一）辩论式口语与演讲式口语的比较 

口语表达的高级形式；双向交流，听说同步；即席接受信息，组织话语。 

（二）论说与辩驳式逻辑语言 

说与辩驳性；逻辑性；机敏应变性 

三、辩论的方法与策略 

（一）辩论的方法 

辨析；辩白；辩正 

（二）辩论的策略 

全面运筹，系统决策；攻守兼备，目标明确；紧扣实质，一张一弛 

四、辩论能力的构成 

（一）认识判断能力 

判断能力的强弱，与辩论者的分析能力和思想认识能力的高下有关。只有认识能力强，才能抓

住问题的本质，确保自己观点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只有分析能力强，才能透过现象，条分缕析，使

论据充分。 

（二）语感能力 

语感能力是人对语言文字的敏锐的感受能力，是对语言文字的一种“正确而丰富的了解力”。 

（三）逻辑思维能力 

辩论者的逻辑思维能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辩论者自身论述的逻辑性，即条理清楚，主

次分明，逻辑严谨，具有雄辩的逻辑力量。另一方面是善于发现对方论述中的逻辑错误，从逻辑论

证的角度，以富有逻辑的辨术驳倒对方。 

（四）听说应变能力 

听说应变能力，指辩论者在“听”与“说”两方面应付和处理意外情况，及时作出应对的能力。 

第二节 法庭辩论及其语言特点 

一、法庭辩论的概念 

（一）法庭辩论的概念 

法庭辩论就是参与法庭诉讼活动的各方，在审判长的主持下，依据事实和法律的有关规定，对

具体案件发表意见，进行辩论。 

（二）法庭辩论的特点 

1．法律专业性 

在辩论过程中，必须以法律和事实为依据，准确引用法律条文支持自己的观点，反驳对方的观

点。 

2．法定程序性 

法庭辩论是一种典型的实用性辩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法庭辩论的程序。 

二、法庭辩论的语言特点 

（一）对已发生的同一事实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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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同一事实的不同角度的表达艺术 

法庭辩论中，由于各方诉讼参与人的目的和职责不同，他们对同一事件的表述角度、强调的方

面也都会有不同。 

2．叙事、举证、引证的简洁到位的语言 

法庭辩论作为一种特殊的专业实用性辩论，高度要求叙事、举证、引证的简洁，同时法庭辩论

是在审判进入某一特定阶段时间内进行的，而且其时间顺序不能随意中止变更，更要求辩论者语言

简洁到位。 

3．法律专用、常用词语的使用 

法庭辩论中能否准确使用专业术语是司法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专业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法与非法对抗性逻辑语言的论证 

针锋相对的论辩语言；析事论法推理的逻辑语言 

（三）机敏多变与受法律制约的言语组合 

法律制约性的言语链；机敏应变性的言语链；机敏应变与法律制约的统一性。 

第三节 法庭辩论语言的修辞艺术 

一、法庭辩论的语境因素 

（一）外显性语境因素 

1．法定的言语交际主体 

法庭辩论是一种特殊的研究交际，在诉讼中言语交际主体是特定的，刑事诉讼中是公诉人、辩

护人和被告人、被害人，民事诉讼中是原告、被告及其代理人。 

2．法定的时空环境 

法庭辩论的时间是开庭期间，法庭辩论的空间环境是指法庭。 

3．法定的案件性质 

案件性质的法定是指案件是民事的、刑事的，还是行政的，什么罪名等等。 

4．对立双方前言后语的具体语境 

法庭辩论中双方交替发言，应根据对方的发言作出调整，针对对方的发言进行反驳和论证。 

（二）内隐性语境因素 

辩论双方内在的素质性因素；案件本身事实的清晰度；掌握证据的情况；时代、社会性因素。 

二、法庭辩论语言的修辞 

（一）法庭辩论语言的语体修辞 

法庭辩论语言是一种法庭诉讼语体，属于法律语体。法庭诉讼语体虽说是一种口语语体，但由

于它的法律专业实用性，由于法律的规范性、严谨性特征，法庭辩论主要运用法律规范化的口语，

大量运用法理知识、法律专业术语、司法常用语等法言法语，使法庭辩论具有独特的法律语体特色。 

（二）法庭辩论与修辞情境的追求 

法庭旁听群众的成分如何，以及听众的情感倾向、心理需求、心理状态等情况，是法庭辩论的

双方在发言时应当考虑的修辞情境，也可以说听众的各种有关情况是法庭辩论的一个语境因素。 

（三）法庭辩论与修辞题旨的明确 

控辩双方都应紧紧围绕自己的工作目的来组织语言。 

（四）法庭辩论与词语句式的选择举例 

法庭辩论的语言修辞，注重词语、句式的选择，以达到修辞题旨明确，语言风格鲜明、准确、

严谨。 

第四节 法庭辩论中的诡辩与反诡辩 

一、法庭辩论中的诡辩 

论辩活动中的诡辩是指一种故意违反逻辑的不科学的论证，指辩论者求胜不求理，以虚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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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面性、主观性的内容和似是而非的论证语言，违反逻辑规律、推理规则和论证规则，对其混淆是

非，有悖于常理的命题，进行荒谬的论证。 

法庭辩论中的诡辩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一）混淆、偷换概念 

混淆概念，就是把内涵和外延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把非同一关系视为同一关系。 

偷换概念，是辩论过程中，将词语形式相同但是含义不同的两个概念等同起来，或在推理中用

某一概念，去取代另一个表面语词形式相同但是含义不同的概念。 

（二）以偏概全 

“以偏概全”的诡辩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在法庭辩论中常常是任意扩大某一证据的使用

范围和作用，以个别代替全部，以局部代替整体，把偶然说成必然。 

（三）机械类比 

机械类比是故意把两个性质根本不同，只是表面上具有某些相同或相似之处的对象拿作类比，

由其中一个对象具有某种性质，推论出另一个对象也具有某种性质的论证。 

（四）论据虚假和虚拟前提 

论据虚假是以主观臆造的论据，或将假事实搅合到真事实中，以蒙骗对方的一种恶劣的诡辩手

法。 

虚拟前提是某一推理的前提是虚拟的、编造的、似是而非的，推出的结论当然也是荒谬的，错

误的。 

二、法庭辩论中的反诡辩 

（一）准确析义法 

法庭辩论中，针对对方“混淆概念”、“偷换概念”的诡辩言论，迅速及时地对某一概念的含

义作出准确地分析和解释，从而驳倒对方的论点。 

（二）分析纠偏法 

针对“以偏概全”的诡辩，可以使用分析纠偏法加以反驳。分析纠偏法是对某一事实、某一事

物的主客观因素、内部联系、原因与结果等进行全面地、深入地分析，指出对方“以偏概全”的诡

辩之词是片面地、主观臆测的。 

（三）直接揭示法 

直接揭示法常用于反驳“机械类比”、“混淆概念”、“偷换概念”以及“论据虚假”等诡辩，

即在反驳时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方的错误。 

（四）以真驳假法 

以真驳假法主要用于反驳“论据虚假”和“虚拟前提”的诡辩。法庭辩论中，辩论的参与者通

过展示案件事实的真相，出示和引用真实的论据，分析指出对方事实论据的虚假、或证据的虚假、

前提的虚假。 

第十一章 法庭辩论（二） 

第一节 辩护语言 

一、辩护语言的内涵 

（一）律师辩护的神圣职责 

律师在接受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委托或人民法院的指定作为辩护人以后，即有为被告人进行辩护

的义务，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实事求是地提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

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二）律师的素质与辩护语言 

1．业务素质 

律师的业务素质主要是指较强的法理分析能力，良好的思维素质和较强的口语表达能力。较强

的法理分析能力，即熟悉法律，有一定的法学理论修养，能熟练地运用法律，对事件深入、准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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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法理分析，这才可能由准确流畅的高水平辩护语言。 

2．文化素养 

主要指律师应有渊博的学识，健全合理的知识结构，良好的风度气质。律师辩护的案件多种多

样，案件涉及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此律师应当了解多学科的知识，拥有文明的辩护语言，庄重

文雅的动作语言，冷静客观地辩论态度。 

3．思想品德 

主要指律师应当有较高的道德水准，富有正义感。一是正直诚实，辩护语言充满维护法律尊严

的义愤感和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正义感。二是勤奋好学，不辞辛苦地调查研究。三是勇敢坚定，

敢于辩论，善于辩论。 

（三）辩护的针对性 

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辩护具有鲜明强烈的针对性，即针对公诉人所指控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和

犯罪性质以及适用法律，有针对性地提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事实和理由。 

律师在民事案件中的便会也有很强的针对性，主要指针对对方的诉讼请求和法律依据。 

二、辩护语境的构成要素 

案件性质和犯罪事实；公诉人的发言；有关证据的情况；法庭调查的情况；合议庭成员；法庭

听众。 

三、辩护语言中的交叉询问艺术 

（一）法庭调查阶段的交叉询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规定：“经审判长许可，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

人、诉讼代理人可以对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审判长在宣布辩论终结后，被

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二）律师交叉询问的策略性 

询问内容的策略性；询问技巧的策略性 

第二节 辩护语言修辞 

一、辩护的题旨与修辞 

（一）辩护的题旨 

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律师的辩护发言有其特定的题旨：举出事实和证据，进行法理分析，旨

在证明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以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二）辩护语言的修辞 

切合辩护题旨、紧扣辩护题旨，是辩护语言修辞的基本原则。在律师辩护的整个过程中，无论

是法庭调查阶段律师的发问，还是发表辩护词，法庭辩论中的辩护发言，都应当紧紧扣住辩护题旨，

举出事实、证据、理由，进行法理分析，辩护发言才有针对性和雄辩性，才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二、辩护语言修辞风格 

辩护语言的修辞风格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平和型 

平和型语言风格表现为态度严肃、沉稳、言词平和、准确、稳重、语言节奏较为缓慢，感情不

外露，辩论中少激动，音调柔和有力，论辩态势上多取守势，技巧上以守为攻，柔中有刚，观点明

确，论辩中往往有以柔克刚的效果。 

（二）雄辩型 

雄辩性的辩护语言风格一般表现为语言节奏明快，多即兴发挥，技巧是以攻为主，先声夺人，

观点鲜明，针锋相对，果断有力，具有一种不容置疑的气势，常有金刚怒目的愤慨表情和急速有力

的动作手势。 

（三）析事推理型 

析事推理型擅长冷静地分析事实，推理严谨周密，逻辑性强，辩护发言往往有很大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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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表现为态度冷静、严肃，言语严谨、庄重，语言节奏较为缓慢而有变化，语调起伏有致而具有

感染力。 

三、辩护语言链接 

（一）陈述、分析、说明式组合 

这种修辞组合是由陈述、分析、说明这三种表达方式依次运用而形成的语言链。 

（二）事实、法理、结论式组合 

这种修辞组合是从内容上来看的，由事实、法理、结论这三部分内容依次组合而构成的辩护言

语链。 

第三节 答辩语言 

一、答辩语言的内涵 

（一）出庭支持公诉答辩的准备 

审查研究起诉书；认真阅卷，做好阅卷笔录；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复核证据，核实口供；

了解掌握有关专业知识；写好公诉词；拟好发问提纲；分析预测辩护意图，明确答辩范围；制作答

辩提纲，确定答辩重点 

（二）公诉人的素质与答辩语言 

1．政治思想素质 

检察人员以国家公诉人身份出庭，控诉危害国家和人民的犯罪行为。这一神圣职责要求公诉人

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忠于人民，忠于职守，不畏强权，不徇私情，刚正不阿，廉洁执法。 

2．业务素质 

公诉人应具有一定的法学理论修养，较强的法理分析能力，良好的写作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 

3．文化修养 

公诉人要不断扩大知识面，建立宏大合理的知识结构，不断加强学习，全面提高文化修养，这

样才会有高水平的答辩语言。 

二、答辩语境的主要构成要素 

案件性质与犯罪事实；律师的发问；法庭调查情况；法庭听众。 

三、答辩语言中的交叉询问艺术 

（一）公诉人的交叉询问策略 

询问内容的策略性；发问技巧的策略性 

第四节 答辩语言修辞 

一、答辩题旨与修辞 

（一）答辩题旨 

公诉人在法庭辩论中的答辩有特定的题旨：针对被告人的辩解和辩护人的辩护，举出事实和证

据，进行法理分析，旨在证明被告人有罪，并要求对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依法予以处罚，以维护国家

法律的尊严。 

（二）答辩语言修辞 

公诉人的答辩的语言修辞，应当紧扣答辩题旨。在整个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每一次答辩发言，

包括讯问被告人的“借言答辩”，都应当紧扣答辩题旨，举出事实、证据，正确援引法律条文，进

行法理分析，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说服力。 

二、答辩语言风格 

（一）打击揭露犯罪型 

这种语言风格态度冷峻，言辞犀利，观点鲜明，语言节奏较快，语调高亢、激昂，带有愤激情

绪，答辩观点鲜明，愤怒揭露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结论明快决断，义正辞严的要求打击犯罪。 

（二）刚柔相济劝导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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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风格区分不同的情况，时而态度鲜明，义正辞严，时而深情委婉，寓情于理，以情动人。 

“钢”是指公诉人在揭露犯罪事实、犯罪造成的后果、危害时，情绪约显激愤，言辞鲜明准

确， 柔”是指在进行劝导时寓情于理，深情委婉，以情动人。 

（三）平和论事析理型 

这种风格注重分析，给人冷静客观而又严肃认真地摆事实讲道理的印象，呈现出一种朴实的风

格色彩。态度严肃沉稳，言辞准确而较为平和，语言节奏较为缓慢，语气较为平和，注重分析。 

相关教学环节 

在完成了“法庭辩论”的教学内容后，将安排学生进行课上“模拟法庭”练习。具体方法为： 

第一，选择一个适当的案例，条件是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明确；第二，对学生进行分组，分别

担任审判、公诉和辩护的角色；第三，由学生在课下准备材料，选出代表作课堂发言；第四，对学

生的表现进行总结。 

第十二章 人体语言及其司法功能 

第一节 人体语言的内涵和特点 

一、人体语言的内涵 

人体语言就是指用人的表情、动作、姿势和体态来表情达意的一种无声语言；它不是独立的语

言系统，在人类的交际活动中，只能起到辅助性、伴随性作用。它又叫做“体态语言”、 态势语

言”、“行为举止语言”等。 

二、人体语言的特点 

（一）真实度高 

表情、动作、姿势和体态，是人类内心本能情意的直接体现，是人体自身产生的一种行为，非

身体之外的曲折反射。人的外部表情、动态与人体内蕴对应极为贴切直接，因此人体语言的保真度

就高，可靠性就强。 

（二）意会味重 

意会性是指人体语言的又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人体语言不是独立的语言系统，其寓意往往只

能单纯直观地显现，人体语言在表意时既能将人内心情谊整体呈现又能使这一情谊瞬间消失，因此，

难以作从容地诠释，使其意念呈现出含蓄模糊的意会性。 

（三）整体性强 

整体性是人体语言表情达意传递信息的又一个特点，它是与意会性特征密切相连的一个特征。

整体性有两层意蕴，一层是指人体语言能在表意时将深层心理态势整个地传输出来，另一层是指人

体语言在表情、动作、姿势、体态及各下层位语素，全体出动，同步变化，繁复细腻地表意传情。 

（四）文化差异鲜明 

人体语言是与人体无法分离的一种表意语言，而人类因地域环境，文化背景等的不同而形成诸

多差异，必将反应在人体语言的表意传情的行为上。 

三、人工设计的人体语言 

人工设计的人体语言大体有三类：戏曲、舞蹈等表演程式化的人体语言；有意伪装的人体语言；

礼仪动作和哑语等人体语言。 

第二节 人体语言的类别 

一、面部语言 

面部表情包括：眼语、眉语、口型语、面部肌肉等，可以表达愉快、愤怒、惊奇、恐惧、悲伤、

厌恶、轻蔑、感兴趣、迷惑不解和刚毅果断。 

二、躯体动作 

躯体动作包括头语、手语、腿脚语、体姿（颈、肩、胸、腹、臀部整体结合）语，躯体动作语

传情表意的鲜明性强于面部表情，然而它传情的内蕴的丰厚、细腻却弱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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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体空间 

人体空间包括四个方面，即：密切空间、人身空间、社交空间和公共空间。密切空间是指近距

离人体空间。人身空间也有两个层面，双方距离保持在六十到九十厘米之间，是关系比较密切的人

们的人身空间，远距离人身空间一般在一至一点五米。公共空间是人体空间的最大的空间领域，主

要适用于不拘形式的会面、讲授、演讲、作报告等，它也有远近之分，近距离为四至八米，远距离

为八米之外。 

第三节 人体语言的司法功能 

一、接受敏感信息 

在司法实践中，要善于接受那些一瞬即逝而又富有表现力的人体语言，以便抓住对方的真实情

况，而采取对症的措施。接受人体语言敏感信息，还意味着要善于破译那些含义模糊的人体语言信

息。 

二、测试对方心理 

人体语言在司法实践中，还有测试受体心态的功能。最能测试受体心理变化的人体语言，莫过

于眼语，人体其他部分也有传示心理活动的作用。 

三、传递暗示信号 

传递暗示信号，指人体语言伴随有声语言，在人类表意过程中发出蕴有暗示意义的信号。 

四、揭穿伪装手段 

这个司法功能的价值在于，通过保真度极高的人体语言，可以撕破罪犯或被审讯者有声语言的

虚伪性。 

 

中国古典文献学 
Science of Chinese Ancient Book Decipher 

课程号：4070502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是古代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学学习的进一步延伸，也

是继续深入学习研究中文各科课程的必备基础和重要方法工具。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知识层面，了解文献的数量、历史和文献整理研究方法；2、学会用

文献学的方法进行有关文献的检索和利用；3、大数据时代的网络技术。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 

参考学时：28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基本知识（概述）。 

2．中国古典文献的载体、体式、体裁、体例、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发生发展历史和文献的类型，存在数量。 

2．掌握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基本知识载体、体式、体裁、体例、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

佚等。 

作业： 

1. 标点古文训练。 

2. 辨析真伪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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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2：知识与方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常用工具书。 

2．大数据和网络技术基本常识。 

学习目标： 

1．了解常见的工具书和大数据、云计算、数字图书馆以及常见的网络技术。 

2．掌握常见工具书使用方法和大数据的基本原理，能够借助网络从事学习和研究工作。 

作业： 

1. 查找地名、人名等训练。 

2. 学会和理解大数据的基本知识和原理。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引言：文献学的基本知识 2  

2 第一章 载体 2  

3 第二章 体式 2  

4 第三章 体裁 2  

5 第四章 体例 2  

6 第五章 目录 2  

7 第六章 版本 2  

8 第七章 校勘 4  

9 第八章 辨伪 4  

10 第九章 辑佚 2  

11 第十章 常见工具书及其使用 2  

12 第十一章 大数据和网络技术 2  

13 第十二章 练习与讲评 2  

14 研讨和指导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汉语、楚辞研究 

后续课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本课程的重点是掌握古典文献有关的一系列方式方法，能够了解和应用这些方法，学会

对文献进行鉴赏、研究和利用；提升其他课程学习的思考方式和学习质量。 

难点：辨伪方面，由于见识等原因，容易造成失误，而一些方法又不是万能的。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实物观摩或参观。 

2.见习训练。 

教学手段： 

1.充分利用网络。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

绩主要是作业完成情况占 20％，平时出勤与随堂检测情况占 10%；期末考查占 70％。 

5、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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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北京大学，2006第一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余嘉锡《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 

2.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第一版。 
执笔：黄震云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引言：中国古典文献学基本知识 

1．中国古典文献的发生发展、流传和保存。 

2‘中国古典文献的数量。 

3.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 

第一章   载  体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文献的含义和主要样态，并对其发展、

发现的情况有基本的把握。这是常识，也是基本功，因此要求基本知识能够清楚掌握。 

学时分配：2学时 

引言 

文献这个名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篇：“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

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20世纪最早以文献学名书的为郑鹤声的

《中国文献学概要》。一般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

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中国文献学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对那些保存下来了

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

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

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作出有益的贡

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文献的载体，就是记录文献的物质材料。纸张发明以前，我们

的祖先曾先后利用甲骨、金石、简牍、缣帛来刻写记事，作为文献的载体。这些载体，起着保存、

传播和发展文化的特殊作用。汉代，我国发明了造纸术，纸张被广泛使用，成为各类文献的理想载

体，而且使用时间最长。直至目前，我国仍以纸为文献的主要载体。新近出现的感光材料和磁性材

料，即胶片和磁带，是一种新型的文献载体，已被广泛采用，在某些领域，有取代纸张的趋势。 

第一节   甲 骨 

甲骨，龟甲兽骨的总称。龟甲多用腹甲，少数也用背甲，兽骨多用牛胛骨，少数也用其它动物

如鹿、猪等的骨，故合称甲骨。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文献载体，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其上刀

刻的文字称甲骨文，是殷商时代贵族占卜吉凶祸福的卜辞。殷商人敬信鬼神，几乎无事不行占卜，

如祭祀的祥晦，战争的胜败，畋猎的顺阻，稼穑的丰歉，畜牧的繁简，以至妇女生育、天时晴雨，

事先都问鬼神。其法由专职官员巫筮举行仪式，把请问的事向鬼神祷告，用火柱烧炙甲骨背面的圆

穴，甲骨正面爆出纵横裂纹就被认作鬼神意旨的征兆，然后由专门的占人根据兆坼定其凶吉。用刀

刻于甲骨上面，先刻询问的事，随后刻兆象，再刻验辞，最后入档。 

甲骨里已经有把几片甲骨连在一起成册的了。安阳小屯村 YH127坑出土的某一贵族的卜腹甲上

刻有“册三，册凡三”的字样，就是共有九片甲骨集合在一起，证明了当时确有把甲骨连在一起的

事实。因此，可以把这种甲龟称为龟册，它是最早的书。是当时史官保管的重要文献。因出土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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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阳西北小屯村的殷商故都废墟，故又称“殷墟卜辞”、“殷墟书契”。 

第二节  金 石 

金石，是指以青铜器和石块为文献的载体，也是钟鼎和丰碑的总称。 

商代至秦汉时期，贵族主要采用铜和锡的合金，铸造礼器、乐器、日用品等器物，因它呈青灰

色，故称青铜器。青铜器的铸造方法，是先用陶土制模，刻上花纹文字，入火烧硬，再将熔化的青

铜汁浇于陶模内，待青铜冷却，撤去陶模，青铜器即成。其上常常铸上或刻有文字，通称“铭文”，

又称“金文”。青铜器中的礼器以鼎居多，乐器以钟居多，所以前人便把钟和鼎作为青铜器的别称，

其铭文又习称“钟鼎文”。 

青铜器铭文，字数多寡不一。有的仅刻上作器者姓名，有的则刻上纪念性文字，有的还刻上需

要长期保存的文献。迄今发现有铭文的青铜一万多件，其中多属周代。铭文除了记事之外，更多的

则是纪念祖先、表彰功德。字数多者达 497字。一般说来，商代铭文较为简单，西周的最繁，至春

秋时又趋于简要。到了秦汉时期，就很难发现长篇铭文了。铭文不论长短，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献

价值。值得一提的是虢季子白盘，铭文共 111字，用韵文写成，是一篇很好的散文诗，与《诗》的

雅、颂极为相似。现藏于台湾的“毛公鼎”，铭文 497字，这是现有最长的青铜器铭文。其内容叙

述周王叮嘱毛公效忠王室，并给予大量赏赐。1974年在河北平山县战国群墓中出土的“中山王鼎”

铭文 469字，“中山王方壶”铭文 448字。因为文字多，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许多历史事实，成为

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 

商周金文单字共约 3500个，可释的约 2000个，字体为大篆。许慎《说文解字·序》说：“郡

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可见许慎著《说文解字》已利用铜器铭文的材料了。

而金文中用形声造字的字比甲骨文更多。可见，金文在当时是较进步的文字。秦汉时代，铭文字体

则转向小篆和隶书。 

石刻，比在青铜器上刻铸文字较为容易，秦汉以来，石刻逐渐取代了金刻的主要地位。我国现

存最早的石刻文字是石鼓文，唐代初年发现于大兴县（今陕西宝鸡市南），在 10个琢磨的鼓形石

上，各刻四言诗一首，歌咏秦国君畋猎游乐生活，故又称“猎碣”。所刻文字，雄浑有力，是秦始

皇统一文字以前的大篆，即籀文，亦称古籀，后世对其书法评价甚高。杜甫、韦应物、韩愈等都有

诗篇题咏。发现时文字已残缺，原有 600多字，到宋代欧阳修所见，仅 485字，后人所见，字数更

少。清乾隆时，别选贞石，重新摹勒，使人拓印，于是石鼓文有新旧两种拓本。 

第三节  简 牍 

简牍，即竹(或木)简与木版的合称。古代把书写的狭长竹片，称作“简”，把木版称为“牍”

或“版”。版牍呈四方形，亦称“方”。把诸简编连在一起称“册”，是编连诸简的象形字。“册”

通策，亦称“策”。古人常说的“简牍”、“方策”就是指写在竹片木版上的书籍。《仪礼·聘礼》

则说得较为具体，“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郑玄注：“古曰名，今曰字。”一百字

以上写在策上，不足一百就写在木版上。实际上，古代早期的正式书籍，都用简策。  

简牍的制作方法，东汉王充《论衡·量知》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述：“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

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竹

简的制作，就是把竹截成竹筒，剖成竹片，然后用笔墨书写文字。至于版牍，也是先锯成木段，剖

成板片，刨光即成。为了便于书写和以防虫蛀，竹简在书写之前，还得刮去竹片上的青皮，烘干竹

片里的水分，这就是所谓“杀青”和“汗青”。由于“汗青”是制简必不可少的工序，久而久之，

“汗青”也就成为简的代称。 

古代制简，都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西北部地区都是木质的。而东南部地区，为湖北、湖南、

山东、江苏出土的，则大都是竹简。 

简的长度，长短不一，最长的 3尺(古尺 1尺相当于 23.3厘米)，短的 5寸，一般的 2尺 4寸、

1尺 2寸不等。3尺长的记载法律条文，曰“三尺法”，以示尊重。一般的多记儒家经典，不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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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长的多录杂记，便于随身携带。每简书写的文字，多少不一，多的 60余字，少的只有几个。一

根狭长的简，写不了多少字，只有以简编连成册，才能书写更多的内容。 

第四节  缣  帛 

缣帛，丝织品的总称。古代的丝织品作为文献的载体，一般称为帛书。丝织品又称素、缯、缣，

故亦可称之为“素书”、“缯书”、“缣书”。还可简称为“素”和“缣帛”。 

帛书的产生大概在春秋简牍行时，已开始用丝织品写文章。因简牍笨重，保存、携带、阅读都

不方便，于是在使用简牍的同时，出现了缣帛。先秦文献中常有“竹帛”并提的记载，就是指竹简

和帛书而言。缣帛轻薄柔软平滑，便于书写绘画，易于携带、阅读，还可根据文字的多少截断，折

叠起来存放。晋张揖《字诂》说：“古之素帛，依书长短，随事截绢，枚数重沓，谓之幡纸。” 把

缣帛写好后，依其篇幅长短裁剪下来，折叠起来的称“幡纸”；加上竹木条为轴心，卷成一束的称

一卷。除了一些短文是几篇合成一卷外，一般都是一篇为一卷。缣帛虽有轻便的优点，但价格较贵，

不是一般人都可以使用的。因此缣帛始终未能取代简牍，而是并用了很长时期。西汉刘向校书竹、

帛兼用，到东汉官府及上层人物，则喜缣帛，厌用简策，汉，董卓之乱，胁帝迁都。乱军以简策烧

火，以帛书联缀作帐篷、车篷、口袋，想见帛书数量非少。由于帛书不如竹简普遍，埋藏地下又易

腐朽，所以历来出土的竹简较多，帛书较少，直至 1973年 12月，才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

大批西汉帛书，有的摺叠于漆盒内，有的卷在竹木条上。这批帛书，有《老子》、《十大经》、《战

国纵横家书》，及兵书、医书、历史、哲学、历史等著述。其多而完整，有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

也丰富了我们对缣帛的认识。 

 “著于竹帛谓之书”，简册和帛书在汉代是书籍的主要形式，就是在纸张发明以后一段时间

里，缣帛仍然在继续使用。因缣帛价格昂贵，一般人无力随便购买，所以崔瑗给葛元甫的信上说：

“今遗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三国时，曹丕把创作的《典论》和诗赋，用白绢

写一份送给孙权，同时用纸另抄一份，送给张昭，可见在纸发明已有三四百年以后的东汉三国时期，

纸张已经逐渐成为常用的书写材料了，而帛书仍在流行。直至隋、唐以后，除了画家、书法家之外，

一般人便不再使用缣帛。 

第五节    纸 张 

纸张，作为一种价廉易得的书写材料，是较为理想的文献载体。简牍易得而笨重，缣帛轻柔而

昂贵，作为书写材料则不便于携带。 

纸，从“丝”旁，本是丝织品的别名。“纸”字的本义，是指漂洗蚕茧时附着子箧上的絮渣。

在先秦文献里，早就有过关于“絮纸”的记载。后来也把以丝为原料的缣帛称为纸。“自古书契多

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后汉书·蔡伦传》)。真正以植物纤维造成的纸，从考古发现看，

大约发明于西汉前期。出土的一些西汉古纸，质地粗糙，不宜写字，类于今日俗称的草纸，当属初

时生产的麻纸。到了东汉和帝时，担任尚书令的宦官蔡伦，总结前人经验，改进造纸方法，将树皮、

麻头、敝布、鱼网等植物纤维，浸在水里，捣成纸浆，然后用竹帘捞出，晒干成纸。人称“蔡侯纸”。

这种纸造价低廉、轻薄，宜于书写，被逐渐推广开来。中国发明的造纸方法，经过六七百年后，流

传到中亚，后又传播到欧洲、美洲，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纸，自蔡伦以后虽已用来写字著书，但作为新兴的书写材料刚刚问世，还没有受到普遍的注意

和应用。从东汉至魏晋，一直是缣帛、竹木简、纸张三者并用，贵族和上层阶级重帛轻纸观念仍然

强烈，直至东晋永兴三年(404)，桓玄皇帝下令“以纸代简”。从此，确立了纸作为唯一的文献载

体的地位，结束了简帛时代。 

第六节  胶片与磁带 

胶片，感光材料的总称。胶片的构造，主要有片基和感光层两部分。印刷业使用的感光材料有

黑白感光片和彩色感光片。黑白感光片用于复制照相、制作拷贝、电传或照排相的文字图版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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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感光片又可分为正片、负片和反转片三种。反转片可在复印照相中，用作原稿的彩色正片和彩色

校正蒙片等。利用感光材料为载体，经过一定的加工处理，对文献进行印刷、复制、摄像、传递,

比起以纸为载体，采用雕版印刷、铅字印刷，要快速、方便、准确得多。工作效率的提高，更非传

统的印刷方式所能比拟。 

磁带，通常是在塑料的薄带上，涂敷一层粉状磁性材料制成。磁带可以用来记录声音、图像、

数据或其它电信号，免去文字印刷和书写，是一种记录和贮存文献的最新载体。 

以胶片或磁带的载体，利用音响、图像等方式记录知识的材料，称为视听资料。 

复习与思考题：  

1、 什么是文献，其含义古今有什么不同 

2、 什么是甲骨文 

3、 什么是金石文字 

4、 纸张的发明与使用 

5、 缣帛的载体价值意义 

6、 胶片与磁带的发明与使用 

拓展阅读书目：  

1、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版 

2、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中州书画社，1982.版 

3、孙钦善《古文献学及其意义与展望》，刊《南昌大学学报》2005年 2期 

4、冯淑静《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成就与发展构想》，刊《理论学刊》2004年 11期 

5、骆伟《文献学综论》，刊《图书馆论坛》2003年 6期 

第二章  体 式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要求学生能够理解中国传统文献的体式 ，知道其状况，重点

是对线装书的了解，要知道相关术语，能够运用术语描述线装书的版式。 

学时分配：2学时 

我国的文献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文献载体几经变化，制作方式又有锲刻、书写、

印刷的不同，装订形式也就随之而发生变化，先后产生过下列几种体式：1、简策体式，竹、木简

的编简；2、卷轴体式，缣帛和纸书的卷子装，以及纸书向册页过渡的旋风装：3、折叠体式，梵夹

装和经折装；4、册页体式，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等。至于近现代的精装、平装，不是古文献的

重要体式，则略而不论。 

第一节  简策体式 

每根竹、木简如同现代书的每页纸一样，是组成一部书的基本单位。一部书的多根竹、木简，

需用纽绳加以编连，即编简成册，亦称“简策”。从近当代出土的竹、木简实物来看，编简一般都

是用纽绳系在竹、木简上下端无字外，像编拍帘子一样，逐简编联。在一篇书的开头，有时还加编

两根无字的空白简，以保护正文，称为“赘简”。这便是现代书籍“护封”的起源。 

简编连成册后，既可以折叠，也可以卷起。出土实物多属卷起，以最后一支尾简为轴心，向前

滚卷，第一支首简背面朝外，其上加署篇题，便成为一卷书的形式。然后装入帧(布袋)内保存。这

样的编简，通常称之为“简策本”(册)，是我国最早的正式图书版本形式。如 1977年，安徽阜阳

县两汉夏侯灶墓出土的编简 10余种，其中就有《诗经》、辞赋等。西汉早期体式的古代文学文献。

编简，在战国至西汉时期最为流行，到东汉、魏、晋时，仍是书籍的主要体式。 

第二节  卷轴体式 

一、卷子装    

二、旋风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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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折叠体式 

折叠体式可分为梵夹装和经折装两种。 

一、梵夹装  

二、经折装    

第四节  册页体式 

册页体式可分为蝴蝶装、包背装和线装三种。 

一、蝴蝶装    

二、包背装   

三、线装    

复习与思考题：  

1、举书名说明简策体式 

2、举书名说明卷轴体式 

3、举书名说明折叠体式 

4、举书名说明册页体式 

拓展阅读书目：  

柯平《论中国古代文献学的流派》，刊《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 2期 

王余光《20世纪中国文献学研究综论》，刊《图书情报工作》2002年 11期 

冯浩菲《试论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改革》，刊《文史哲》2002年 1期 

高俊宽《从校雠学到文献学:中国文献学理论认知的轨迹探讨》，刊《图书情报工作》2002年

10期 

李伟超《20世纪中国文献学回顾》，刊《情报资料工作》2002年 5期 

第三章  体 裁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要求学生能够理解中国传统文献的内容性质方面的体裁，也能

够知道形式方面的体裁，并知道大型的丛书、类书的编撰情况。 

学时分配：2学时 

文献的体裁，大体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文献内容方面的体裁，可分为著作、编述、抄纂

三大类。文献形式方面的体裁，又可分为文书、档案、总集、别集、类书、政书、表谱、图示、丛

书、方志等十多类。本章仅就其中与文字文献有关的常见体裁，予以论述。至于文学作品的体裁，

是文学创作样式，乃文学专门研究的内容，不属文献体裁研究的范畴，特予略去，不加论列。 

第一节  文献内容方面的体裁 

我国古典文献内容方面的体裁，是指写书的内容来源不同，过去一般分为著作、编述、抄纂三

大类。凡属前无所承，而是个人创造，才可称为“作”，或“著”、或“著作”；凡属前有所承，

即个人凭藉前人的成果，只是据以提炼制作，编次整理，称为“述”，或“编述”；凡是集合纷杂

的文献资料，加以分类排比编集的，称为“纂”，也称“论纂”、或“抄纂”。三者虽同为书籍，

但其体裁形式和价值作用，则各不相同。 

一、 著作 

属创造性的，价值高，作用大。如五经中的《周易》，诸子的老、庄、孟、荀、申、韩，史部

的《史通》等，都属此类。 

二、编述    

属改造性的，价值有高有低，作用有大有小，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抄纂 

属资料性的，价值作用虽然有限，但其时代年限愈早，作用则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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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类，从反映体裁发展的时代上看，大致汉代以前，著作居多，编述较甚；唐代以后，则

抄纂占了上风。 

第二节   编纂形式的体裁 

一、总集   

系统汇集多人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称为总集，与别集相对而言。它包括众人的一种体裁或多种

体裁的文学作品著作集。我国古代文献典籍采用“四部分类法”，其第四大类称为集部。《四库全

书总目·集部总序》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诗文评又晚了，词曲则其闰余也。” 

二、别集   

 汇集个人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称为别集，与总集相对而言。多数别集都是汇集文学作品，

有的别集则还包括论说、奏议、序跋、书信、语录、传记等，内容较为宽泛。 

一、类书    

是指汇抄古籍中的史料典故、名物制度、诗赋文章、俪词骈语，按照类别或韵部编排，以供检

索的书。《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序》说：“类事之书，虽兼收四部，而类非经、非史、非子、

非集，四部之内，乃无何类可归。”由此可见，类书收集的资料甚为广泛。正由于类书内容广泛，

规模宏大，因而有人把它视为我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类书编纂的目的，原来主要是，为满足封建帝王、贵族子弟临事检索、熟习典故的需要，也有

专供文人学士写作诗文，参与科举考试之用。而类书流传到今天，则还有以下几种功能：1、搜集

和查找古代文献资料；2、查找诗文典故的出处；3、考证事物的起源；4、辑录佚文；5、校勘古籍。  

二、丛书 

  汇集多种单独著作，冠以总名编成的书，称为丛书。又称汇刻、合刻、丛刻、丛刊、丛搁、

丛编、类编、全书等。凡收入丛书的著作，仍保留其原书的作者、书名及体例，被称为丛书子目，

多的可达数千种，少的却只有寥寥几种。 

丛书数量较多，规模宏大，一般都搜罗了大量古典文献，而且还汇刊了不少罕见的文献，对古

典文献的保护和研究，有重要意义和作用。丛书是校勘、考证古典文献的重要依据，因此，整理古

典文献时，常要查考有关丛书。 

复习与思考题：  

1、著述与编述有什么不同 

2、什么是总集 

3、什么是别集 

4、什么是类书 

5、什么是丛书 

拓展阅读书目：  

1、孙中田《文学史与文献学》，刊《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 2期 

2、田方斌《文献学学科体系论略》，刊《图书情报工作》1997年 10期 

3、林申请《古典文献学探要》，刊《图书与情报》1989年 3期 

4、王余光《2005年文献学研究述略》，刊《图书与情报》2006年 42期 

第四章   体 例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文献作者的签名形式，结合版权法说明其不同

于现代的版权特征、政治体制和学术方式，了解文献的署名、书名、篇章及附录相关特点与形式。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作者 

古代文献，在汉代以前，一般不题撰人，要查考其作者，颇为艰难。如《诗经》的作者似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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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序》中考知，然而对于《诗序》的作者，历来就众说纷纭，或孔子、或子夏、或卫宏、或国史

等，其本身都很难确信，以此为凭，更难考知。历代以来，诗篇中已考知作者的，也只有《节南山》、

《巷伯》、《丞民》、《崧高》、《载驰》、《鸱鸮》、《无衣》、《常棣》、《抑》、《时迈》

等若干篇而已。迄今绝大多数诗篇的作者，仍然无法考知。 

先秦诸子，题为某子，也所不是他本人亲手所著，实为其后人、弟子、宾客所撰定。至于辑集

成书，题为某子，更是后来的事。通常是后人将某一学派著作汇集成书，取其代表人物的姓，冠以

某子之称。 

《史记·韩非传》说：“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

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史记·司马相如传》也说：

“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指汉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

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由此可见，

战国时韩非、汉初时司马相如都未在作品上标着自己的名字。 

汉魏文人著作，也不自题姓名。如著名的《古诗十九首》就未标注姓名，作者是谁，历来说法

不一。南北朝梁代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

(即西汉辞赋家枚乘之字)，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东汉文学家)之词。以采推之，两汉之作乎。”

他认为可能是枚乘的作品，其中《孤竹》篇是傅毅之作，不过也不敢断定，所以只能比较其文采，

推断为两汉人所作。南朝陈徐陵编《玉台新咏》，选录了《古诗十九首》中的作品，把《行行重行

行》、《青青河畔草》等八首题为枚乘所作。而南北朝梁代另一文学理论批评家钟嵘在《诗品》中，

又把《去者日以疏》、《客从远方来》二首剔除出来，疑是曹植作品。唐李善注《文选》，在篇题

下加注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曰枚乘，疑不能明也。”对定为枚乘之作，提出了异议。

直到今天，人们还只能推断，大致是东汉无名氏所作，并非出于一时一人之作。又如《胡笳十八拍》，

也因其未标上作者姓名，而相传为东汉著名女诗人蔡琰(字文姬)所作，也曾被学者认定为伪作。郭

沫若经多方考证，反复辩说，先后写了六读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专门文章，断定为蔡琰所作，

并非伪作。然而此说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文献自署撰人，即标明作者姓名，大致到魏、晋时期才渐开风气。 

1、标出作者姓名、字号、时代、籍贯、官职、封爵、谥号。如： 

2、标出作者和注释者的姓名、时代、学衔、官职及其著作方式。 

3、标出著作的主修、纂修、协理者及其官职。如： 

4、古代小说、话本、杂剧等，曾被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其作者也往往受到歧视，所

以他们不署名，或不敢用真名而另起别名。 

第二节  书 名 

古代文献，特别是先秦以前的书籍，一般都不题书名。有些书名，多属后人追题。如《诗经》

本无书名，后人收集整理时名为《诗》，后来才被称为《诗经》。韩非的《孤愤》、《五蠹》、《内

外储说》、《说林》、《说难》，都是单篇别行，《汉书·艺文志》后将其汇集著录，称为《韩子》，

直到宋代才称为《韩非子》。战国时期，游说之风盛行，当时有人把这些游说君王的书信，以及游

说之辞搜集起来，以供学习模仿，便编成各种册子，并加上不同的名称，如《国策》、《国事》、

《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直到西汉刘向校书时，才把收集到的这类书加以整

理编次，定名为《战国策》一直流传到今天。 

第三节    篇 章 

古书编写的体例，常与后来的不同，小篇文章的目录，一般都放在一篇或一章之末。 

至于究竟多少份量为一篇，多少算一卷，篇卷相等与否，章学诚未说。其实，这个问题较为复

杂，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 

一、篇卷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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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卷大于篇 

三、卷小于篇 

第四节  附 益 

古人作文，不自署姓名，写成之后，也不自行编次，就单篇列出。后来一些传录编次其书的人，

便将后人记载其生平行事、议论辨驳、文词对答等有关文字，汇而编入。虽为后人之词，杂入前人

著作，但因宗旨一贯，学术一家，并不以为嫌。古书中，所有这些随文录入的附益文字，或卷首，

或卷中，或卷末，并无定式。古代文体未备，初无明显的体例区分，也无所谓书序、题跋、行状、

语录等。这与后世文集的“附录”又有所不同。它既没有明显的标题，又不必列于卷末，因此称为

“附益”。直到唐宋人编集，才将这类附益文字，别为附录，不使与原书相杂，体例便渐趋谨严。 

先秦文书的附益，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附记平生行事 

二、附记议论、辩驳 

三、附记对答始末 

复习与思考题：  

1、古代文献作者署名的时代特点 

2、中国古代文献的书名 

拓展阅读书目：  

1、冯浩菲《试论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改革》，刊《文史哲》2002年 1期 

2、高俊宽《从校雠学到文献学:中国文献学理论认知的轨迹探讨》，刊《图书情报工作》2002

年 10期 

3、黄震云《诗经篇名类释》刊《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 5期 

第五章  目 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目录学的基本知识，知道目录学的作用和体制、分类。这是考

据学的基础，也是文献学实践的主要组成部分，应当重点掌握。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目录的功用 

目录，是目和录的全称，从文献学上说，“目”是指篇名或书名，“录”则是对“目”的说明

和编次，具体地说，“录”就是有关书的内容、作者生平、校勘经过、价值评述等简要说明文字，

又称“叙录”或“书录”。将一批著录的篇名或书名及其说明，依次编列在一起，即成目录。 

目录一词，最早见于西汉刘向、刘歆的《别录》、《七略》。 

目录在我国历史上，曾有多种不同的称谓，例如： 

“录”，刘向的《别录》； 

“略”，刘歆的《七略》； 

“艺文志”，班固的《汉书·艺文志》； 

“经籍志，”魏征的《隋书·经籍志》； 

“志”王俭的(七志)； 

“书目”，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 

“书录”，毋煚的《古今书录》。 

“考”，朱彝尊的《经义考》； 

“提要”，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 

尽管这些称谓各不相同，但其实质指的都是目录。 

关于目录的功用，前人议论颇多，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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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了解图书状况。  我国历史悠久，图书典籍浩如烟海。而目录向来具有综合群书，类居部

次的传统，其中题性目录，除著录书名、作者、卷数、存佚之外，还要说明书的内容旨意、作者生

平、学术源流、版本优劣，以及考订篇章次第、文字舛讹等，因此通过查考有关目录，既可以了解

历代或某一时代图书的概貌，统计现存和亡佚书籍的数字，又可以具体考辨一些图书的真伪、版本

的优劣，以及存佚情况等。 

唐释智  《开元释教录》卷一说；“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

标卷帙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欲使正教伦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这里

明确地指出，目录有考辨伪的作用。 

古典目录，详记版本，对考订版本也有很大作用。 

汪国垣在《目录学研究》一书中说：“目录学者，鉴别旧椠，雠校异同之学也，汉时诸经，本

有今古文之不同，然《艺文志》必详加着录，不厌重出者，非如此则异同得失，无所折衷，刘向必

广求诸本，互资比较，乃得雠正一书，则旧本异本之重视，益可知也。” 

以目录研究图书状况，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一书中，总结得尤为详尽具体： 

一曰，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 

二曰，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 

三曰，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 

四曰，因目录访术阙佚； 

五曰，因目录考亡佚之书； 

六曰，以目录书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 

以上数则，实可谓余嘉锡先生研究目录学的经验之谈，目录对研究图书本身状况，是非常有用

的。 

二、 考辨学术源流   

目录的作用在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是清代目录学家章学诚最先提出来的。 

三、指导读书治学。  目录的“类例既合，学术自明”，便可藉此“即类求书，因书究学”，

司得读书治学门径，少走弯路。 

四、检索图书文献 

第二节  目录的体制 

一、 目录 

基本上由篇目(书名)、小序、解题三个要素构成。 

二、 小序 

或称序，即在基本目录各部类的前面或后面，写有一篇简要的文字，论述各个部类书的学术源

流、派别演变、师承关系、内容特点、利弊得失。  

三、 解题 

又称提要，也称叙录或书，即指为录的每一种书，写一篇简要的文字，说明异本篇数、校勘经

过、定本名称、作者生平、著述要旨、价值意义、校定年月等，解题的作用主要是揭示图书的内容、

特点和用途，为读者了解图书提供方便。 

解题目录或提要目录，因其取材内容、撰写方法和搜集材料的不同，又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叙录体   

这是解题目录中最早出现的一种体例。 

（二）、传录体  

 这是比叙录体内容简略的一种体例。 

（三）、辑录体   

这是广泛收辑汇录有关资料作为提要的一种体例。 

第三节 目录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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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分类，古代也称为“类例”、“种别”。宋后，“类例”一词，始成为分类的同义语。研

究目录学，必须了解分类。因为我国古代的书目基本上是按分类编排的。而要了解分类，首先要了

解我国古代图书分类的情况。 

古代目录的分类 

我国古代目录的分类，大体经历过六分、四分、七分、四分等几个发展阶段，其间也还出现过

五分、八分、九分、十二分等一些方法，这些只不过是偶尔为之而已，并未足以影响整个时代潮流。 

一、《本略》的六分法 

我国的分类思想，很早就已形成，最初是用于学术分类。如：《庄子·天下》篇、《荀子·非

十二子》篇，到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便可看出已经有了区分诸子百家的系统。这是刘向、刘歆

的一大创造。 

二、《中经新簿》的四分法 

西晋武帝泰始十年(274)领秘书监荀勖，与当时著名学者、中书令张华合，“依刘向《别录》，

整理古籍”(《晋书·荀勖传》)。这次整理图书的规模很大，为了集中精力，荀勖便上书辞去主管

音乐的职务。 

《让乐事表》中荀勖呈说：“臣掌著作，又知秘书。今复校错误十万余卷书，不可仓卒，复兼

他职，如有废顿者也。” 

梁阮孝绪《七录·序》说：“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薄》，分为十有余卷，

而总以四部别之。”也就是说，荀勖根据魏《中经》，编纂了《中经新薄》十多卷，也称《晋中经

簿》。此书久已亡佚，但《隋书·经籍志》和《古今书最》却有较详记载。《中经新簿》共 16卷，

收书 1885部，20935卷。将荀勖《中经新簿》的类目，转录如下： 

甲部：六艺、小学 

乙部：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     

丙部：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 

丁部：诗赋、图赞、汲冢书 

在荀勖《中经新簿》之前，已有魏秘书郎郑默《中经》，又称《中经簿》或《魏中经簿》。 

《中经新簿》创立的四部分类法，将史书从《七略》“六艺略”附“春秋类”中，独立出来，

列为丙部：又将兵书、术数并入诸子，列为乙部：这些都是对目录分类体制的重大变革。四部分类

明确见于文献记载，这也是第一次。记录图书的存亡，也为目录书的著录开创先例。以甲、乙、丙、

丁为类别标识，也是荀勖的创造，多为后世目录的编纂所采用。 

三、《七志》、《七录》的七分法 

刘宋元徽元年(473)，当时任秘书监丞的著名目录学家王俭，同时主持撰成两部目录，两书均

已久佚。一是据秘书监的藏书撰成的国家目录，《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四卷，收书 15074卷，可

能是当时国家藏书的登录簿，在历史上没有太大影响；一是私人所撰目录《七志》，又名《今书七

志》，其成就远远超过《元徽元年四部书目》。梁阮孝绪《七录·序》说：“(王俭)又依《别录》

之体，撰写《七志》。”显然，《七志》意欲在分类的体制上，改变魏、晋以来的四分法，上承《七

略》遗规。《隋书·经籍志·序》，收《七志》的类目。 

四、《隋书·经籍志》的四分法 

唐贞观年间，史馆官修的《隋书·经籍志》，是继《汉书艺文志》以后，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二

部重要史志目录。它主要依据隋唐时国家藏书，并参考以前的有关目录编成。《隋志》原名《五代

史志》，虽列于《隋书》，实际上却包括了梁、陈、齐、周、隋五代官私书目所载的现存图书，完

整地反映了我国中古时期的图书状况。 

《隋志》继承和发展了《汉志》的优良传统，在各部、类之末，都仿例写序，各部小序并说明

与《汉志》的继承关系。《隋志》和《七录》的关系尤为明显，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说，《隋

志》除史部中正史、古史、杂史、起居注四篇不用《七录》体例外，其余“或合并篇目，或移易次

第，大概相同”。《隋书·经籍志·总序》更自称“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较为概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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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其学术的渊源关系。《隋书·经籍志》在分类方面的发展创新，则充分地体现在的类目上： 

经部：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谶纬、小学。 

史部：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经、旧事、 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

簿录。 

子部：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 

集部：楚辞、别集、总集。（以上四部四十类） 

佛经部（附）：大乘经、小乘经、杂经、杂疑经、大乘律、小乘律、杂律、大乘论、小乘论、

杂论、记。（道、佛共十五类） 

道经部（附）：经戒、饵服、房中、符篆。（均不列书目） 

总目共 40类，收现存图书 3127部，36708卷，又隋以前佚书 1064部 12759卷，总计存佚书

4191部，49467卷。 

《隋书·经籍志》是最早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目录书。四部分类法至此已经定型。此

后一些史志目录，宋代的《崇文总目》以及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都沿用四部分类法，直到近

现代。 

第四节  文学类目录 

我国古代文学类目录，是随着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七略》的产生而出现的。其中

“诗赋略”，下分屈原等赋二十家、陆贾等赋二十一家，孙卿等赋二十五家，杂赋十二家，歌诗二

十八家等五种。大体上著录了汉代以前的诗赋，因而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文学目录。其后，西晋荀

勖《中经新簿》中“丁部”，纪诗赋、图赞、汲冢书，南朝宋王俭《七志》中“文翰志”，梁阮孝

绪《七录》中的“文集录”等，也属于文学类目录。唐代魏征等编撰的《隋书·经籍志》中“集”

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三个类目，比较全面地著录了各类文学著作。宋代陈振孙编撰的《直斋

书录解题》中“集”部类目，又有新的发展，除有楚辞类、总集类、别集类外，另增设“文史类”

和“歌词类”。“歌词类”下，又细分“乐府”、“词”、“曲”等子目。反映了当时文学发展的

新情况，如词，源起于唐代，而盛行于宋代；曲则是南宋时逐步形成的一种新诗歌形式。《直斋书

录解题》便设立专门类目予以反映，这也是它的创新，使“集”部更趋于成文学类目录。应该说，

此目录的“集”部是文学类目录发展的重要标志。明代祁承灿编撰的《澹生堂藏书目》，虽不标经、

史、子、集之名，却仍沿袭四部，分为 46大类，243个小类，看起来似是相对独立的分类体系。

文学著作分散在各个类目中，如小说家分为说汇、说丛、佳话、杂事、闲适、清玩、记异、戏剧等

8小类；辞赋类分为骚、赋 2小类；总集分为诗文总集、文编、诗编、郡邑文献、家乘文献、遗文

考识、制科艺 7小类；余集分为逸文(附摘登)、艳诗(附词、曲)、逸诗(附集句、摘句)3小类；别

集分为帝王集、汉魏六朝诗文集、唐诗文集、宋诗文集、元诗文集、国朝御制集、国朝阁臣集、国

朝分省诸公诗文集 8小类；诗文评分为文式、文评、诗式、诗评、诗语 5小类。尽管它把文学类目

录分散列成几类，不能形成较为完整的文学目录体系，而且有些类目的分类也有不当之处，但是，

通观整个类目，除了《诗经》及某些诸子散文、历史散文未入列外，几乎囊括各种文学著述，其著

录范围之广，作品之多，类目划分之细，是古代综合性目录中绝无仅有的。这是古代收录文学著述

最广的文学类目录，也是古代文学类目录发展的高峰。所以自《隋志》以后，历代各种综合性目录

中的“集”部，或另立其它名目，一般都属于文学类目录。 

不过，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古代所有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文学类目录，既不完整，又不都

是纯粹的文学目录。例如《七略》《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赋略”，《隋书·经籍志》及其以后

历代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集”部，都没有全面著录当时各类文学作品和著作，既没有包括《诗经》，

也没有著录一些散文，以及萌芽状态的小说，而这些文学著作分别归于“六艺略”、“诸子略”，

或分别归于“经”、“史”、“子”三部。同样，“集”部虽然主要著录文学著作，但也间有收录

经、史、子部内容的图书。因为有些作者，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家、思想家等，他们的著述，除

诗文外，还有奏议、颂赞、箴铭、哀诔及碑志等，兼有政治、历史等内容。有时文字和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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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等内容。没有明确的区分，造成“文史相滥”、集部混杂的现象，甚至文史哲浑然一体。例如

文学总集，尤其是别集，所收虽然大都是文学作品，但有不少非文学作品的论著。《四库全书总目·集

部总叙》就说：“四部之书，别集最杂。”这确是客观实际。 

我国古代文学的专科目录出现较晚，没有全面反映各体各类文学作品的专门目录，仅有一些专

录一种或几种体裁著作的文学目录。文学的专门目录，是三国时曹植开端的。两汉时侧重诗赋，个

人创作很少结集；至曹植时，开始结集录目，自己编定文集，编制目录和叙录。据《隋志》记载，

西晋荀勖撰《新撰文章家集叙》十卷，书已久佚，这是我国最早的文学书籍专科目录。姚名达《中

国目录学史》说：“推原文学创作总目录，应以荀勖为滥觞焉。”晋初挚虞撰《文章志》、晋末顾

恺之撰《晋文章纪》、刘宋时傅亮撰《续文章志》等，从遗留下来的佚文看，大都是传录体的文学

解题目录。另外，还产生了一些乐府解题目录。如唐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等。宋沈建的《乐府

诗目录》，是专录一种文学体裁专门目录的开端。宋元时代，随着杂剧、院本等戏曲的繁荣，出现

了不少戏曲专科文学目录，其中最重要的是元代钟嗣成的《录鬼薄》。此目写成于元至顺元年(1330)，

共二卷。收录金元杂剧作家 152人的生平事迹及其剧本 418种，并间以重要的评论。《录鬼簿》可

谓是真正独立完整的专科文学目录，因而它为后世留存大量有关元代杂剧戏曲历史文献，为戏曲的

研究发展开辟了道路。自《录鬼薄》之后，出现的大多是戏曲目录，从而冲破了文集的藩篱，为历

来封建士大夫阶级视为登大雅之堂的戏曲小说，争得了一定地位，对戏曲小说的发展，无疑起了推

动作用，对明清时代一些私藏目录，收录戏曲小说，也有积极影响。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目录的功用 

2、谈谈序的发展 

3、文献的解题与诗歌的题引比较 

4、两种四分法简述 

5、四部分类的形成 

拓展阅读书目：  

1、周连宽《论古典目录学、校雠学、板本学三者的关系》，刊《图书馆论坛》1984年 4期 

2、曾主陶《试论校雠学与目录学的关系——兼与周连宽同志商榷》，《图书馆论坛》，1985年

1期 

3、张舜徽《中国校雠学分论(上)——目录》，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 3期 

4、张舜徽《中国校雠学分论(下)——目录》，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 2期 

5、孙中田《文学史与文献学》，刊《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 2期 

第六章  版  本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版本知识是文献研究的基本功，通过本章教学要让学生了解版本

的基本知识，价值类型，初步学会版本鉴定工作。 

学时分配：4学时 

第一节 版本的功用 

版的原义，是指木板、木片。一块长方形的写木片，称为牍，或方版。《说文解字》说：“牍，

版也。”说明版原指木牍，版与片相通，又引申为竹片。一根细长的写字竹片，称为简，也可称为

版，即简与版互称。连简编为一束，称策。也就是说，版是策的基本单位。 

本的原义与“根”同，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说：“书之称本，必有所因。《说文解字》云：

‘木下曰本’。而今人称书之下边曰书根，乃知‘本’者，因根而计数之词。”因根计数，起源于

卷轴。卷轴插放在书架上，轴头露在外面，称作“书根”，所以轴头既可称根，也可称本。推而言

之，策亦可称本。 

不难看出，“版”源于简牍，指小书形式；“本”源于缣帛，指大书形式。西汉时刘向校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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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曰“雠”。所谓“持本”，即手持书本之

意，也就是简策和缣帛，因未说书版，说明刘向所校，都是众多大书，而非小书单版简牍。他校书

的异本，大体可归纳为四种：中书，宫中所藏；外书，社会传本；太常书，太常寺藏本；臣某书，

私家藏本。南北朝时，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书证篇》中所列的江南本、河北本、俗本、江南

旧本、江南古本等，都是手写的纸卷书，以地区、时代为别，说明同一种书，当时已有多种不同的

写本。也就是说，在“版本”成为一个词义前，版本的意思常用“本”这一个字来表示。 

自中唐以后，雕板印刷术逐渐流行，由于雕板的板，与古代版牍的版，形状相似，仍沿用旧称，

就把印本书称为“版”，把未雕印的写本书称为“本”。正如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所说：“雕

版谓之版，藏本谓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 

到了宋代，版本一词才正式出现，有时也写作板本。“版”和“本”连成一词后，其本意是专

指区别于写本的雕版印本，即当时印本书的代称。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说：“学者易于得书，

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

正，甚可惜也。”这里板本与藏本对言，即板本指雕版的印本，藏本指未雕的写本。朱熹《上蔡语

录跋》说：“熹初到括卷，得吴任臣写本一篇，后得吴中版一篇，”这里版本与写本对举，显然版

本专指印刷的书。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说：“尹少稷强记，日能诵麻沙。”版本是指当时印书

中心之一福建建阳麻沙所刻的书。可见称印本书为版本的现象，则是指同一种书因编辑、传抄、刻

版、排版或装订形式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本子，其涵义已经扩大了，既包括雕版印刷的书，也包

括非雕版印刷的各种写本、稿本、抄本、拓本、石印本、影印本、活字本等形式的一切书籍。今天，

版本的涵义更加广泛，包括古今所有以不同方法、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形成的各种不同的书本，总

称的图书的各种版本。 

所谓古籍版本，实际就是各种写本和刻本的合称。我国古籍，不但品种繁多，就是同一种书，

往往也有几种或十几种，甚至几十种不同的版本。例如，《楚辞》就有三十多种，《史记》则有六

十多种，《红楼梦》也有三四种之多。历代名家诗文集的版本就更多了，如杜甫诗集的版本，就多

达五百余种，其中宋元明清历代精刻本、手抄本就有一百余种。这些不同的的版本，无论在刻印、

批校、注释上，都有高下优劣之分。研究不同版本的差异，辨识精善粗劣，鉴别真伪正误，这对学

术研究和古籍整理，都有重要意义。求版本，掌握版本知识，则是读书治学的前提条件。 

一、辨明版本特点 

同一种书，由于写刻的时期不同，往往内容差别很大，因此在征引或著录时，必须辨明所据版

本的特点，并加以注明，方才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和损失。清人章学诚在《论修史籍考要略》中

提出，对于版本，必须知道“其所据何本，校订何人，出于谁氏，刻于何年，款式何若，有谁题跋，

孰为序引，版存何处，有无缺讹，一书曾经几刻，诸刻有何异同”等等。这就是说，换一角度，如

若忽略了版本方面的这些特点，就会产生不良后果。 

二、便于互校比勘 

三、用以识别真伪。   

四、显示版本价值。  

古籍版本，能够充分显示出它所具有的多种价值： 

一是版本价值，就是古籍版本本身具有的价值，如稿本、旧抄本、古本、影写本、初刻本、精

刻本、各类活字本等。 

二是艺术价值，专指那些能够反映雕刻或印刷水平的古书，为精刻本、写刻本、各色套印本、

拱花、版画等。 

三是学术价值，为名家稿本、精校本、精注本，以及在学术上有独到见解，或者具有学派特点

比较少见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等。 

四是文物价值，专指那些抄写或刻印时代较早、流传稀少、刻写精良的本子。也就是说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文物法规定，凡清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出版的图书，都在国家法律保护

之内，不准走私出口。即可以此作为划定图书的文物价值之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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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历史价值，凡可作为了解我国书籍制作情况及其发展演变的各种类型的版本图书，或可了

解某一时学术潮流，反映历史的某一侧面各种类型的版本图书。例如宋代刊刻的《开宝藏》、《崇

宁藏》、《毗卢藏》、《思溪圆觉寺藏》、《思溪资福寺藏》、《碛砂藏》，以及过刻《契丹藏》、

勉刻《赵城藏》等八部佛教大藏经，说明南朝隋唐以来，这一历史时期佛学发展的盛况。从版本看

历史，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第二节   版本的类型 

我国古籍，都是以写本和印本两种形式流传于世的。由于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域有异，写刻者

有别，以及写刻方式的差别，因而便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版本类型。 

一、依刻本时代划分 

（一）、唐刻本雕版印书 

（二）、五代刻本 

（三）、宋刻本 

（四）、金刻本  

（五）、元刻本 

（六）、明刻本 

明代刻书，在宋元时代发展的基础上，则更为兴盛。其刻印地区扩展，单位增加，数量增多，

技术改进，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当时刻印地区，已扩展到北京、南京、常州、苏州、徽州，

以至边远的海南岛。除杭州、建阳仍为刻印中心外，苏州、常州、南京则成为新的刻印中心，精刻

本的产地，已从杭州转移到苏州和徽州。①官刻。明代官刻，分为中央、地方、藩府三个方面。②

坊刻。明代坊肆刻书，是当时刻印事业的主体，坊肆所刻，遍及全国。各地出坊约一百四、五十家，

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福建、北京等地，尤以江浙、北京为盛。③私刻。明代万历后期刻印技术

不断改进。明代万历后期，浙江吴兴凌蒙初、闵齐汲两家开始用彩色套版，刻印文学书籍，闵齐汲

用三色套版刻印《孟子》《楚辞》《战国策》《杜子美七言诗》。同时毛晋还与凌蒙初、闵齐汲合

伙用彩色套版印“三言二拍”，即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凌蒙初

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彩色套版印别着色，套印一书的正文、评点、批注等，

印就后的版面上，通常正文是黑色，批注为红色，评点系绿色。 

（七）、清刻本 

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采取了极端的文化专制政策，大兴“文字狱”，以及镇压与笼络相

结合的两手策略，使许多知识分子走上埋头钻研古书，编纂古人著作的道路，致力于文学、训诂、

考据之学，以及古籍的校勘辑佚工作，因而在文献典籍的研究与整理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先后

编纂刻印了好几部大部头的诗文总集，汇编刊印了一些大型丛书清代的刻书业，也较明代又有了进

步。官刻、私刻、坊刻皆备，尤以官刻、私刻更为突出。①官刻、②私刻、③坊刻。 

二、依刻印地区分   

自宋代以来，浙江、福建、四川，是历史上三个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也是古代雕版印刷

业的中心。只是个别历史时期，略有变化而已。金代刻书业在平水。元代雕版中心仍在杭州、建阳。

明代刻印书的要地，则有杭州、苏州、徽州、建宁。而清代又有所扩展，几乎遍及全国，诸如北京、

南京、苏州、无锡、南昌、建阳、长沙等。 

三、依刻印单位分 

（一）、官刻本 

指历代官府刻印的书籍。官刻本又可分为监本、书院本、藩刻本、内府本、经厂本、殿本、局

本等。 

（二）、私刻本 

  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图书，包括自刻本、家塾本和家刻本等。 

（三）、坊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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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刻印情况分 

（一）、原刻本 

（二）、重刻本  

(三)、写刻本 

（四）、影刻本  

（五）、修补本 

（六）、三朝本 

（七）、百衲本 

（八）、书帕本 

（九）、大字本 

（十）、小字本 

(十一)、巾箱本 

（十二）、袖珍本 

五、依刻印特点分 

（一）、初印本 

（二）、朱印本、蓝印本 

（三）、套印本 

六、依活字种类分   

我国是最早发明活字印刷的国家。自宋代以来，先后就有泥活字、木活字、铜活字、铅活字等。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称为活字本。 

（一）、泥活字本 

（二）、木活字本 

（三）、锡活字本 

（四）、铜活字本 

(五)、铅活字 

七、依加工形式分 

主要有校本、录本、题跋本、批点本、增订本、删节本。 

八、依是否刻印分   

除刻印本和活字本之外，还有一些属非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书，诸如写本、抄本、稿本、影

写本，以及拓本之类。 

第三节  版本的鉴别 

一、刻印本的鉴别   

1、书名题署  

2、书牌木记 

3、序跋文字 

4、题跋识语 

5、藏书印章 

6、避讳用字 

7、刻工姓名 

8、行款格式 

9、文献著录 

二、活字本的鉴别   

活字本与刻印本，无论从版式、排印、行格、字体、墨色等方面，都能显现其不同的风格和特

点，掌握这些特点，就是掌握鉴别活字本的重要依据。主要是：个别字形，时有倒置；字迹歪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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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格不直；笔画不交，栏线不接；墨色浓淡，不够均匀；绝不会出现裂版迹象。  

三、抄写本的鉴别   

我国古代的写本、抄本、流传至今的，唐人写本，已经为数不多；宋代写本，尤其少见，仅有

近人傅增湘双鉴楼收藏的《山源类谱》一书；辽代写本，只有山西应县发现辽藏残卷；金代写本，

未见任何实物；元代写本，也只有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两种，即宋陈与义撰《简斋诗外集》一卷和元

刘埙撰《水云村泯稿》二卷。而明清两代的抄本，则是比较常见的。 

抄写本的鉴别，比刻印本更为艰难，其鉴定的主要依据是：纸张墨色、书法字体、室名格纸、

藏书印章。  

四、造伪本的鉴别   

凡经过故意制作，以新充旧，以残充全，以伪冒真的古籍，一般都属版本造伪。旧时书商为了

牟取暴利，不惜在古籍版本上大做手脚，以假乱真。尽管造伪的手法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但经一

些版本学家的耳闻目验，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增删挖改、撤换序跋、伪造印记、染纸造蛀、

刻旧抄。 

此外，还有旧版杂拼、变换装帧等手法，不论是其手法如何翻新，其手段如何巧妙，但终究会

露出一些蛛丝马迹。识别一些版本造伪手法，就便于总结出鉴别造伪的方法。一是根据原内容及其

所涉及的人事时地来鉴别，因为造伪者狡黠，也无法改变原书的内容，这就为鉴别留下了最基本的

参照物，是真是伪，便不难分辨；二是将书叶从天头地脚腾开，观察书叶背面的情况，或手翻书叶，

凌空照视，则控补造伪的迹象便昭然若揭；三是查检有关书目资料，了解版刻源流特点，尤其是对

那些所谓罕见书名的冷僻之书，切不要以为这些书不见著录，而认为奇货可居，以免受骗上当；特

别是一些著名学者、藏书家的印章，更要多加注意，因为越是名家的印章，被人伪造的可能性越大；

五是寻找原本内在特征，如讳字等。总之，要多看，以同类书籍多作比较，不断积累和丰富自己的

实践经验，才能随时发现问题，找出破绽，加以识别。 

第四节  善本的标准 

“善本”这个词，大致出现于雕版印刷盛行以后，没有印本书的隋唐以前，则将比较好的写本，

称为“善书”。 

《汉书·河间献王传》：“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颜师古注：“真，正也，

留其正本。”此正本，即善书，亦即善书，亦即善本。至唐五代以后，雕版盛行，宋代一些学者，

相继提出了“善本”一词，并解释了其含义。北宋末年，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说：“唐以前，

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

南宋初期，朱弁《曲洧旧闻》卷四说：“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

本。”南宋时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说：“《元和姓纂》，绝无善本，顷在莆田，以

数本参校，仅得七八，后又以蜀本校之，互有得失，然粗完整矣。”由此可见，宋代这些学者所说

的“善本”，是指校勘精审的书籍而言。元明两朝，也一直沿用这一含义。 

到了清代，善本的概念，则有所发展。晚清时期，张之洞和钱塘丁丙明确地提出了符合善本的

标准。 

张之洞《輶轩语》说：“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

三旧本，一旧刻，一旧抄。”这里前两条，仍主要是从校勘注释角度讲的，第三条则是从时间、文

物角度讲的。丁丙在其《善本书宝藏书志》编辑条例中，列举了善本的四个标准：“一曰旧刻，二

曰精本，三曰旧抄，四曰旧校。”丁氏提出的前三条，其中旧刻指的是宋元本，精本指的是明洪武

至嘉靖时刻本，包括少数“雕刻既工，世鲜传本”的万历以后刻本，加上旧抄，都是从时间、文物

角度说的，第四条是从校勘基本一致，讲的对后世颇有启发。 

1978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工作会议，确定的善本收录标准，印通常所说的“三性

九条”，已逐渐为大家所认可。 

“三性”，就是古籍的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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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历史文物性，即对任何一部古籍，必须视其是否具备历史文物价值。这有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指古书刻印、抄写的时代较早，而具有历史文物价值；二是指古书可作为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

的实物见证，而具有某种纪念意义。因此这就需要有时代概念，即何时以前刻印、抄写的古书，具

备历史文物价值，而被视为善本。否则，就会茫然失措，无从下手。当然，在具体实践中，又不能

完全拘泥于时代界限，呆板地以时代划线，简单地采取“一刀切”的作法，既不能不分青红皂白、

优劣精粗，一律把时代界限以前的古书视为善本，又不能将大量时代界限以后的古书，一律视为俗

本劣本而弃之不顾。必须视具体情况而区别对付。我国文物法也规定，凡清乾隆六十年(1795)以前

出品的文物和出版的图书，都在国家法律保护之内，不得走私出口。这无疑给古书是否具备历史文

物性，划出了时代界限。这就是说，判定古书的历史文物性，完全可以与国家的法律一致起来。 

至于有些书，如果内容平谈无奇，刻印粗劣不堪，或残缺过甚，校勘不精，即使在 1795年这

个时限以前，虽也值得收藏保存，则大可不必视为善本。这样，就能在实践上，做到全面考察，辨

证掌握，有时限，又不唯时限。 

所谓学术资料性，除了经过精校细勘，名家精注精疏的稿本、写本、抄本、印本以外，一些在

学术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系统，或辑资料较完备，世上少见和稿本、写本、

抄本、印本，这些书，如果是刻印、抄写在时限以前，自不待说，即使是在时限以后，也要视其学

术资料价值，选为善本。相反，也不能仅因为其学术资料价值较高，就一定要视为善本。 

所谓艺术代表性，主要是指这样一些古书，能反映我国古代造纸工艺的进步等。这些书，如果

时代早，固不必说，就是时代稍晚，也可以从工艺的角度，选为善本。如十五至十七世纪的木刻版

画，明末的套印技术、饾版供花技法，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泰安徐志定的磁版印刷，道光十二年

(1832)苏州李瑶在杭州的泥活字印刷，道光二十四年(1844)安徽泾县翟金生的泥活字印刷等，有的

虽然在艺术上说不出什么特质，但在印刷技术上，却是某一方面的代表作。论时代，都不算早，有

的甚至很晚，但它们在技术、艺术方面的价值，却是无法否认它们作为善本的。     

所谓“九条”，是指 1978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工作会议规定的“善本”收录的标准。

具体指：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残本与散页)。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散页)，版印模糊、流传多者不收。 

3、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

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

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过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本、抄本。 

8、在印刷术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准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

或有较精版画、插图的刻本。 

9、印谱明代的全收，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印谱的钤印本，有特色的或有亲笔题记的收，

一般不收。 

符合上述九条之一者，均为“善本”。 

以上各条虽不够简明，但具有可操作性，对于编制全国古籍善本书目来说，还是适宜实用的。 

复习与思考题： 

1、 版本的主要功用 

2、 版本的类型 

3、 不同版本的鉴别方法 

4、 善本书的类型 

拓展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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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舜徽《旧学辑存下册》齐鲁书社，1988年版 

2、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华书局，1962年版 

3、周连宽《论古典目录学、校雠学、板本学三者的关系》，刊《图书馆论坛》1984年 4期 

4、黄震云《出土文物与文学文献研究》《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2002年5月16日 

5、黄震云《郭店楚简引〈尚书〉考》刊《南阳师院学报》2003年 2期 

第七章  校  勘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校勘不仅对于专门从事古籍整理工作具有重要性，对于从事研究

工作的人来说，也是重要的技能，因此本章内容关于校勘的对象、内容、方法要求重点掌握，并具

有实践能力。 

学时分配：4学时 

第一节 校勘的对象 

校勘，从字面上讲，校，为相互核对；勘，系改正错误。“校”与“勘”连成一词以后，则不

能简单地理解为两者意义的综合，而是有其特定的含义的。 

校勘是指用一部古籍的不同版本，或其它资料，通过考证、分析、比较和推理等精密的方法，

发现并校正古籍中字句、篇章等方面的错误，以恢复其本来面目。 

校勘原称校雠。《文选·魏都赋》李善注：“案刘向《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

及缪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曰雠。’”这是西汉末年刘向校理群书时，才

提出的一词。其实，当时校雠涉及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考证等，几乎包含文献整理工作的全

部内容，后来人们把其中属于校勘工作的部分，独立出来，以勘正古籍中的错误现象作为主要任务，

这与过去的所谓校雠相比，其含义就要狭窄一些、单纯一些。 

校勘的主要任务，是订正文字和疏通词义。古籍只有经过认真校勘，才能利用阅读，否则，终

究是误读，劳而无功。正如王鸿盛在《十七史肓榷·序》中所说：“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

而遂读，恐读亦多误矣。”因此，校勘就成为阅读古籍的一项基本功。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第

一条也说：“知某书宜读而不及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可见利用古籍，不可缺乏精校精注本。

而校、注两项工作之间，校勘是更重要的先导工作、基础工作。 

古籍中错误现象，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一些类型：讹误  、脱文、衍文、倒文    

第二节  校勘的依据 

一、广集异本，选好底本 

二、甲骨卜辞，金石刻文 

三、简策帛书，隋唐写卷 

四、早先传注、类书引文 

第三节 校勘的方法 

一、对校法   

二、本校法   

三、他校法   

四、理校法   

第四节  校记的撰写 

校记，又称校勘记。古人称为考异、辨证等。古籍校勘，在完成分析异文和解决题误之后，要

把这些成果记录下来，因此校记是古籍校勘成果的文字记录，也是反映校勘成果质量水平的标志。

校记主要是说明校改的依据和理由，可以有效地增强读者对校本的信任；同时，备列异同，判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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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可供读者选择参考，不致延误，亦有利于学术研究。 

一、校记的内容     

二、校记的类型    

校记一般可分为下列四种类型：校正之校记；存异之校记；校正与存异并见之校记；以及说明

问题待考之校记。 

三、校记的体裁     

四、校记的语言     

复习与思考题： 

1、 简述校勘的依据 

2、 简述校勘的方法 

3、 校记的写法 

拓展阅读书目： 

1、周连宽《论古典目录学、校雠学、板本学三者的关系》，刊《图书馆论坛》1984年 4期 

2、曾主陶《试论校雠学与目录学的关系——兼与周连宽同志商榷》，《图书馆论坛》，1985年

1期 

3、张舜徽《中国校雠学分论(上、中)——目录》，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 3期、1979

年 4期 

4、张舜徽《中国校雠学分论(下)——目录》，刊《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 2期 

5、崔文印《说校勘四法》，刊《史学史研究》1990年 3期 

第八章 辨  伪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伪书的产生与历史情况，了解辨伪的基本的科学的方法，注意

伪书的价值分析。这是一项很难的工作，需要实践经验和深厚的学养，因此提出谨慎的学风要求。 

学时分配：4学时 

第一节  伪书产生的原因和种类 

一、伪书产生的原因 

伪书的产生有其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从性质上看，又分有意作伪和失考误断致伪二类。 

二、伪书的种类 

伪书因为伪造情况各异，伪造程度也因而不尽相同。其种类有五：全部伪、 伪中有伪、真中

有伪、伪中有真、真伪相杂。 

第二节  辨伪的历史 

第三节  辨别伪书与考证年代的方法 

一、从目录著录上考察源流以辨真伪 

二、从作品本身辨别真伪 

三、研究版刻特征以辨真伪 

四、寻找各种旁证以辨真伪 

第四节  辨伪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要有正确的目的 

二、要掌握科学的辨伪方法     

三、要细加分析鉴别和分清作伪程度 

四、要充分认识伪书的价值     

五、辨伪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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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 有意作伪的几种情况 

2、 寻找旁证辨伪的集中途径 

3、 如何看待伪书的价值 

拓展阅读书目：  

1、谢玉杰、王继先《中国历史文献学》 民族出版社 2001年版  

2、戴南海《校勘学概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6年版 

3、李致忠《宋版书叙录》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版 

4、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中华书局 1986年版 

第九章    辑  佚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辑佚在古籍整理工作中，具有重要价值。从目前的情况看，电脑还

不能完全代替手工，因此人们还是很注重辑佚的价值意义。辑佚的方法与甄别能力是辑佚的重点，

要求学生重点掌握。  

学时分配：4学时 

第一节  古籍散佚和辑佚 

一、古籍的亡佚 

中国图书亡佚之多。失传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就是“书厄”。前人提“五厄”，明朝又补为

“十厄”。秦始皇焚书、汉末王莽之乱、东汉董卓之乱，献帝移都，长安之乱、西晋“惠怀之乱”，

秘阁之藏书二万九千余卷尽毁、南北朝“侯景之乱” 、隋朝藏书毁杨广之手，隋炀帝在广陵焚书

37万卷、唐“安史之乱”、宋遭女真“靖康之灾”、南宋遭蒙古骑兵。南宋时，典籍曾达观 6万

卷之多，元军破临安“封书库，收史馆礼寺图书及百司符告敕”。北宋、南宋时，又两次禁书、焚

书，书籍损失惨重。其实，岂止这十厄！明清后，散失更惊人。在收编《四库全书》过程中，进行

全国大清查。据统计 1774---1788年间，清下令禁毁书 24次之多。禁毁书籍达十万部左右。人为

毁书，胜于前代。清禁毁书籍内容十分广泛，凡属具有抗清思想的文人作品，如钱谦益、吕留良等

人作品均在内。鸦片战争后，战乱频繁，典籍多次被毁。太平军所到之处，凡遇儒家经典“不投之

溷厕，则置于水火。”八国联军进京，《永乐大典》荡然无存。日军侵占上海，焚毁了远东著名的

东方图书馆。（当时藏书 518000余册）。北京图书馆藏 40余万册，几乎全毁。文化革命，古籍损

失触目惊心，无法统计。仅苏州一地，大约有二百多吨古籍被化为纸浆，仅通县造纸厂院中堆放十

七垛三百立方米大书堆，约两千万吨，大部分化成纸浆，仅抢救出 340吨典籍。战乱、动乱、人为

毁古籍是古籍失传的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此外，与封建社会长期不重视科技的发展有关，

例如秦始皇焚书，主要是焚毁儒家经典和诸子百家之书，以及各国史籍，而兵书、农书和医书不在

禁焚之列，但后来儒家经典又大量出现，见于《汉志》的兵书、农书和医书却失传了，就是明证。 

二、古籍的辑佚 

第二节  辑佚依据 

一、类书 

二、史书 

三、子书 

四、总集 

五、地方志 

六、古注 

七、音义书 

八、杂纂杂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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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金石 

十、石室秘藏与出土佚书 

十一、海外流散佚书 

第三节  辑佚方法 

一、辑佚的具体步骤 

二、辑佚需注意的问题 

复习与思考题：（5题为宜） 

1、 辑佚的价值主要表现在那些方面 

2、 辑佚的方法、依据是什么 

3、 辑佚应该注意那些地方 

拓展阅读书目：  

1、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2、  陆昕《闲诂藏书》，学苑出版社 2002年版 

3、林艾園《应用校勘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4、高挀铎《古籍整理手册》台湾万卷楼出版社 1998年版 

5、《李致忠 古书版本学概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年版 

第九章 常用工具书举要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介了解常用工具书，学会使用工具书。并且要求学生能够通过网络

查找进行比较。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查文字 

一、常用字 

二、冷僻字 

三、古体字 

四、古音韵 

五、古字义 

第二节  查词语 

一、语文词语 

二、成语典故 

三、方言俗语 

四、名物术语 

第三节   查语句 

一、文句来源 

二、诗词出处 

第四节  查事物 

一、史事故实 

二、事物起源 

三、典章制度 

四、职官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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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查图书 

一、综合图书 

二、专题图书 

三、古籍版本 

四、古代丛书 

五、地方史志 

六、历代书目  

第六节   查论文 

一、各科论文 

二、专题论文 

三、文集篇目 

第七节   查人物 

一、生平简况 

二、传记年谱 

三、生卒年代 

四、别名字号 

第八节  查地域 

一、古今地名 

二、疆域沿革 

第九节  查年代 

一、年代对照 

二、历法换算 

三、史事纪年 

第十章  常用工具书与使用 

《文史哲工具书简介》，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系、历史系编写组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第 2版。 

《中文工具书使用法》，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中文工具书使用法》编写组编，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文史工具书手册》，朱文俊、陈宏天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2年版。 

《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吴小如、吴同实编著，中华书局 1982年版。 

《古典文学文献及其检索》，潘树广编著，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文史工具的源流和使用》，王明根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文史工具书评介》，张旭光编著，济南齐鲁书社 1986年 5月。 

《中文工具书及其使用》，祝鼎民编著，北京出版社 1987年 7月。 

《中国历史工具书指南》，林铁森主编，北京出版社 1992年 2月。 

《中文工具书导论》，詹德优编著，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年 12月。 

《文史工具书辞典》，祝鸿熹、洪湛侯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0年 12月。 

《中国古今工具书大辞典》，盛广智、许华应、刘孝严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1年 12月。 

《社会科学文献检索与利用》，来新夏、惠世荣、王荣授编著，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6年 8月。 

《中国古典文学文献检索与利用》，袁学良编著，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8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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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参考用书指引》，张锦郎编著，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3年增订三版。 

《近三十年国外“中国学”工具书简介》，冯蒸编著，中华书局 1981年版。 

《古籍索引概论》，潘树广编著，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4年版。 

《中文参考资料》，郑恒雄著，台湾学生书局 1982年。 

《怎样使用文史工具书》，不题作者，明文书局 1985年 3月再版。 

《文史工具书手册》，朱天俊、陈宏天著，明文书局 1985年 11月。 

《文史参考工具书指南》，陈社潮著，明文书局 1995年 2月。 

复习与思考题： 

1、 对上述常用工具书举两本为例，分析其侧重点 

2、 查找一词语以比较各家工具书之便捷程度并和网络查找对比 

第十一章 大数据和网络技术 

第一节大数据和大数据时代 

第二节网络技术 

 复习与思考题：大数据的方法和原理。 

第十二章练习与讲评 

根据具体情况，安排校点、辨伪或文物鉴赏等相关活动。 

 

中国古代文论经典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Theory 

课程号：4070502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是结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课程开设的著作解

读与实证教学。 

本课程的内容以时间为脉络，从上自先秦、下迄近代的丰富的文学理论批评资料中，精选出既

重要又精彩的部分进行讲解，使学生在以往学过的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概论等课程的基础上，了解

和掌握前人留下的重要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著作的经典精彩部分。通过学习，能够简要阐述中国

各历史时期文学理论批评著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各家各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文学理论观点，概括说明

中国各历史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情况及其与时代思潮、文学创作实践的关系，能够学会解读中

国古代文论相关著作，利用所学内容，深入解读、鉴赏文学史上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全面增强知

识理论素养和审美能力。并且，通过再思考的方式重新认识定位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理论、方法范

畴和规律。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经典概说。 

2．基本方法与学习要点。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古代文论经典的存在方式、批评的方法、经典的定位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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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经典产生、范畴、数量、形态、价值。 

作业： 

学习要点。 

知识单元 2：文本讲习 

参考学时：30学时 

学习内容： 

1．通过对先秦零零散散的作品讲习了解其文论形成的基本脉络和形态，了解其本质规律及其

思维方式；通过汉代以后完成的作品讲习，让学生学会阅读、理解、注释、翻译、评价经典作品。 

2．学会经典论文的写作，以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语言论为基本工具。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古代文论的成就，言说方式及其文体。 

2．掌握有关经典的内涵，学会解读经典，尝试写作学术论文。 

3．注意古今中外的比较和现代价值。 

4.为后面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西方文学批评史打下实践基础。 

作业： 

作业主要内容围绕注释、翻译、理解经典设置。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导言 2  

2 第二章 先秦文论选读 6  

3 第三章 两汉文论选读 4  

4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文论选读 6  

5 第五章 隋唐五代文论选读 4  

6 第六章 宋辽金元文论选读 2  

7 第七章 明清文论选读 2  

8 第八章 近代文论选读 2  

9 分析研讨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史、文艺学 

后续课程：西方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理论原理和生成方式的把握。 

难点：表达方式和术语的理解。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读。 

2.注释、翻译练习。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 

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主要是作业完成情况占 20％，平时出勤与随堂检测情况占 10%；期末考

试占 70％。 

4、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5、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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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1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 11月出版。 

2. 黄霖，蒋凡《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精选本 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8年 9月出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黄霖，蒋凡《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精选本 4册）》，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8年 9月出版。 

执笔：黄震云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第一章  导论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2学时） 

简要介绍《中国古代文论经典选读》课程和古代文论的基本知识，让学生对本课程又一个大致

的了解。 

  一、  中国古文论的基本资料  
  二、  中国古文论的创作构思、方法论  
  三、  中国古文论的创作源泉、风格论  
  四、  中国古文论的创作价值、审美理想论 
五、  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 

六、   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 

复习与思考题 

1、 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 

2、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理论 

拓展阅读书目 

1、山东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资料目录汇编》，1981年 8月版 

2、韩传达等《中国古代文论选读学习指导》，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 7月版 

第二章  先秦文论选读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6学时） 

了解先秦文论的主要典籍，了解儒家文论的特点与著作，了解道家文论的基本典籍；并能进行

一般的解读，背诵一些关键词语概念。 

第一节   《尚书·尧典》选读 

关于《尚书》。①什么是尚书？《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集，汉以后被尊为儒家的

经典之一。原名书，后称尚书，尚即上，上古之书意，也叫书经，主要记录帝王或执政大臣的誓词，

讲话，文告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语言古拙，诘屈聱牙。但无逸一篇，记录周公对成王的训诫，

宣传敬天保民思想，论点集中，条理清楚，语言明畅，字里行间充满感情，是一篇杰出的作品。主

要作品，盘庚上。②体例：包括虞、夏、商、周四部分，分篇记载古代帝王诏令、言辞和官方文告，

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文献总集。③记事年代，记载殷商、西周和春秋以前的历史。④成书过程和影响。

虞书、夏书为后世伪作，商、周为商周史官所记。孔子用尚书教过学生。《论语·述而》：“子所雅

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宪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汉书》言经过孔子增删，

上至尧下至秦 100 篇，孔子作序。秦王焚书，传之无之。汉景帝派晁错向伏生（90 多岁）记其背

诵，只有 28篇
②
，加上方言漏风，已十不得一，为今文尚书。汉鲁恭王造房子，将孔子世家房子一

拆，发现不少籍文书，经孔安国整理，称古文尚书。后来不见了，东晋时有个投机分子梅颐说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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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诈言甚多，唐时正对古文尚书进行了整理。清人考证古尚民假，为三国时魏王箫作。现在认为

盘庚（上中下）、无逸、皋陶谟、禹贡、甘誓等还是可信的。总之，在尚书中已出现了结构比较完

整的散文形式，具备了表情达意说里记事的题材，论证和比喻大量运用，成语谚语大量出现虚词，

转折词，连接词，语气词都用得自然恰当，已经表现了我国散文中最早的文学因素，也涉及到三代

以来的文艺思想。 

通过本节的学习，能够准确翻译解释本段文字，了解《尚书》中的“诗言志”的含义与发展。 

第二节   《论语》选读  

《论语》是孔门弟子记录下来的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反映孔子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和教

育思想，是研究孔子学说的重要文献。《汉书·艺文志》：“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与弟子相

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记载，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论语。”论语

是一部语录体散文，书中生动展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语言精简含蓄，概括力强，并富于启发

性、哲理性。 

理解《论语》写作的背景，了解孔子提出的 “ 思无邪 ”、“ 兴观群怨 ” 说、 “ 尽善尽

美 ” 的含义，了解孔子关于礼乐关系，风雅正变论述的内容。 

第三节  《孟子》选读 

《孟子》七篇是记载孟子的言行和学说。为孟子及其门人万年等所著。孟子是通过对话展开论

辩的说理文章，比《论语》篇幅加长，议论增多，有较强的文学性，具有感情充沛、笔带锋芝、驰

骋自如的气势，并善于运用巧妙的比喻、逻辑推理和寓言故事阐明道理，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孟子

七章，每章又分上下，细分为 261章，34685字（《论语》是 20篇 486章，13700字）掌握孟子提

出的 “ 以意逆志 ” 说、 “ 知人论世 ” 说和 “ 知言养气 ” 说含义及其影响。 

第四节   《荀子》选读  

《荀子》一书大部分荀况自撰。按照刘向《校书序录》，最早是 323篇，经删空去重为 33篇。

刘向命名为《孙卿新书》。宋，王应麟考证为 32篇，即为今通行本卷目。唐杨近第一个为荀子所注，

改为荀子，今流传即此本。。清王先谦有荀子集注。 

了解荀子的学术地位，掌握荀子关于言和道的关系的表达，宗经、征圣、明道三位一体的文学

思想体系，了解荀子论乐的基本观点。 

第五节  《庄子》选读 

《庄子》一书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内篇可能是庄子自撰，外、杂篇为庄子弟子及后学

所著。庄子散文历来评价很高。先秦散文，以文学见长者三，儒家孟子发家韩非和庄子。晋郭象《庄

子注序》称为“百家之冠”。近人写叙伦说“辞趣华深，度越晚周诸子”。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

“其文则汪洋癖阖，仪志万方，晚周诸子，莫能先也。”郭沫若《闻一多全集序》：“古今独步的文

笔。”庄子散文的特色。庄子现存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注释本有清王先谦《庄

子集解》，郭庆藩《庄子集释》等。其中，《庄子》在进行哲学思考中有大量关于文学创作理性的论

述与思辩。 

了解道家的基本情况，分析庄子的 “ 天籁 ” 、 “ 天乐 ” 说、 “ 言不尽意 ” 和 “ 得

意忘言 ” 说、 “ 虚静 ” 和 “ 物化 ” 说及其影响。  

复习与思考题 

1、 文化转型与“诗言志”的内涵的变迁 

2、 孔子的诗学思想 

3、 孟子的诗学思想 

4、 庄子的文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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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荀子的文艺思想 

拓展阅读书目、论文 

1、 毛毓松《关于孔子诗学观的评价》，《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 4期 

2、 顾易生《孟子的文艺思想》，《复旦学报》1985年 2期 

3、 吴调公《庄子美学思想平议》，《人文杂志》1984年 3期 

第三章  两汉文论选读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4学时） 

掌握了解本节讲述内容，了解四家传诗情况，了解汉代文化转型与《毛诗序》的关系。了解“发

愤抒情”到“发愤著书”的历程，中国古代的人生理想“三立”与《史记》的写作，了解《太史公

自序》的主要内容。掌握谶纬之学与《论衡》的文学思想。 

第一节   《毛诗序》 

相传为汉初学者毛亨和毛萇所传。据称其学出于孔子弟子子夏。《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毛

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故称。《毛诗》在西汉未立学官，属经古文学派。东汉时

著名学者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等皆治《毛诗》。郑玄作《毛诗传笺》。魏晋以后，今文齐、鲁、

韩三家《诗》渐散亡或无传者，唯《毛诗》独盛。至唐孔颖达定《五经正义》，于《诗》取毛传与

郑笺，乃更为后世所宗尚。至宋，始有人怀疑出于子夏说为伪托。清儒治《毛诗》者颇多，以陈奂

《诗毛氏传疏》为精确详备。关于诗言志：“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郑国君在垂陇设宴

招待晋国大臣赵文子（孟）的故事，在子展等人分别赋《诗》以称美郑伯与赵伯之后，赵孟对叔向

说：“《诗》以言志。”这是《诗》与志的首次直接联系。赵孟要求子展等人育读“《诗》三百”中篇

章。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学的开山纲领，光被千载，影响深远。闻一多《歌与诗》以为藏在心里，

停在心上。孔颖达《毛诗正义》认为“色和万虑，其名曰心”，《孟子·告子》说：“心之官，则思。”

就是说心是思想、情感的基地，先有心后有志。孔颖达《礼记·乐记》疏云：“先心而后志”，表明

志是从心里产生，但还藏在那里，是一种精神现象，一种内意识，未经外化的内在的思想感情，便

是原本意义上的志。 

志从何来？唐孔颖达运用发展先秦的感物说理论指出：“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万

物感焉“（《毛诗正义》）《孟子·尽心》注云：”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众理，

指人的一切心理活动，也就是志，它的产生，是万事万物感动人心的结果。志的本质是什么？《文

心雕龙·物色》以为，心感事物而生志，是人的本性，为了区别才能了令、情、意、理、欲之类名

称。荀悦《申鉴·杂言》云：“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动之别也。”就是说情、意与志本质上是

相同的。如图： 

 

事 

 

物 

 

 

 

万物感动人心，必然会产生万虑，众理（孔颖达等语）。万虑、众理总称为志。事、物变化无

穷，志亦变化无穷。《礼记·乐记》去：“万物之理，各以类相动也。”可见志，在本质上是一个非

常丰富而无限广阔的心理世界。外在世界有多大，志这个内在的心理世界也就有多大，甚至比外在

世界不要大得多。《孟子·公孙丑》：“至大至刚”，塞乎天地之间。“古人故尚志《论语·述而》志

于道，子罕言匹夫不可夺志，孟子，尽心则拜尚志为“仁义而已矣。”由此顺推志的功能应是滋生

诗情的人性沃壤。诗人特殊的世界。诗歌创作的原动力，是一种心态、情绪、意向、灵感、或内心

心 志 

气—— 

性—— 

情—— 

意—— 

理—— 

欲—— 
恶—— 
爱—— 
惧—— 
哀—— 
怒——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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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里酝酿完成的潜在的诗。这种原动力的发扬渠道为：一是灵感的冲动，心感物而生志，这种志

如还未转化为一种诗情，便寻求不到表达，就会从意识层转入无意识层积淀下来，如果积淀多了，

就由量（志）向质（诗情）跃动，这时只要遇到外界同类性质的物的触发就会引动无意识积淀向意

识层急剧回归，从而形成强在的灵感冲动力。沈约说：“志动于中，歌咏外发”（《宋书·谢灵运传》）

袁枚称“偶然只到，流连光景，即事成诗之志。志在欣赏、批评、理论中也具有自己的功能。 

“言”， 作诗要有发言过程。言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产物，是存在（即事物）的符号系统。言在

存在的关系是名与实的指代性关系。言既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产物，又是工具。言是人与人之间交流

思想感情的一种工具。言不仅是外化了的符号系统，也是一种心理现实。即未外化的内在的符号系

统。言包括内心语言，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在内的符号系统。 

如何发言？就是将内心语言外化为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内心语言——寻找诗情的表达符号。（必须试这于口即吟诗）。书面语言——诗情的定型。 

学生修读了本讲后，应能达到下列要求：概括阐述《毛诗序》中“情志”说、“六义” 说、

“变风变雅 ”说等主要内容。 

第二节   司马迁文论选读 

《史记·周本纪》：“ 周太史  伯陽 讀史記曰：‘ 周 亡矣。’” 张守节 正义：“諸國皆

有史以記事，故曰史記。” 晋  杜预 《＜春秋经传集解＞序》：“《春秋》者， 魯 史記之名也。” 

宋·曾巩 《李清臣等转官制》：“然史記册書，國家之典……傳之萬世，宜有論次。”后用以专

称《太史公书》，遂成为书名。《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全面阐释自己创作《史记》的动机、历史

观和创作精神的著作，要求学生能准确理解司马迁提出的 “ 发愤著书 ” 说的理论内涵及其对后

世文论的影响。 

第三节  王充《论衡》选读  

阴阳术至东汉成为政治文化，因此谶纬之学成为国学，王充《论衡》以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

比较客观地表达了对客观世界的看法，也阐发了他关于为人为文的主张。在《超奇》中表达了他部

分的看法。通过学习，要了解王充的 “ 疾虚妄 ” 说、 “ 为世用 ” 说、 “ 造新文 ” 说。  

复习与思考题 

1、 四家传诗与《毛诗序》 

2、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与屈原“发愤抒情”说比较 

3、 《论衡》概述 

拓展阅读书目、论文 

1、 汪春泓《关于<毛诗大序〉的重新解读》，《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 6期 

2、 陈子谦《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及其历史发展》，《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 1期 

3、 朱德民《论王充的文学批评标准》，《信阳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 2期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文论选读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6学时） 

建安以来，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进入自觉时代，出现了《文心雕龙》等系列经典著作，形成了

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风格特色。通过本章的学习，能够比较熟悉《典论·论文》、《文心雕

龙》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的体系、主要观点。 

第一节   曹丕《典论 · 论文》 

曹丕（187~226），三国魏开国君主，史称魏文帝，国号魏，都洛阳。曹丕好文学，初以著述为

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皇览。其中《典论·论文》是我国最

早的文学批评论著，诗歌燕歌行是七言歌行之祖。关于作品的评价，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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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之才，洋洋清倚，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

缓，故不克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选用短长，亦无懵焉。”关于他与曹操，沈德潜《古

诗源》卷五云“子桓诗有文七气，亦复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有《魏文帝

集》行世。 

《典论·论文》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非常重视文学的地位，认为石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还根据文学的体裁说明其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奏议宜雅，羽论宜理，铭尚实，诗赋歌欲丽。把文学

作品分为四类，就和经史子籍分开了。陆机在此基础上则分为十体，如诗缘情而绮，赋体物而浏竞

等。箫统在他的《文选序》中更进一步辨别了各自的特点，确立了选文的标准。《论文》是我国文

学批评史上最早诗论文学的专篇，在评七子时提出了文气之说。议论虽略，但已涉及到作者的气质、

禀赋、才性和作品的风格关系问题。曹丕的《典论论文》标志着我国文学批评进入一个新时期。他

不单是单纯依据个人主观爱憎来评论文章，而是有意地探索并企图解决文学发展中的共同问题。他

批评并反对文人相轻，贵远贱近的不良倾向。从理论发展史上看，概括地说《典论·论文》是最早

的专篇论文之作，主要提出了文学的价值，文体的区分，作者的个人气质和文学的风格。提出了文

以气为主等观点，气即指个性。 

第二节、陆机《文赋》 

陆机《文赋》用骈文形式讨论了诸如构思、谋篇、文体等有关文学创作问题。这是第一篇专门

论述文学创作问题的专篇论文。在文体分类上比《典论·论文》更细密。但其文艰涩难读，而且有

忽略思想内容、片面讨论方法技巧的倾向。其在文学的形式与内容，创作过程方法等方面均有真知

灼见。钟嵘提出了“诗缘情”说：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缘情，即缘于情，诗歌以

感情为纽带，情感是诗歌的艺术生命。“诗缘情”抓住了诗歌创作过程中的审美心理特征和诗歌的

本质属性，大胆地否定了汉儒关于诗歌观念中的理念化倾向，是对传统的“诗言志”说的一个重大

突破。从此两大学说成为中国诗歌批评的两大支柱。其次，关于创作冲动学说：强调“情因物感，

文以情生”。 往往发乎三端： 一是感于物：“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

喜柔条于芳春”二是本于学：“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三

是得于心：“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 

再者，关于艺术构思：分别论述了艺术想象、创作过程，并强调艺术构思的独特性，提倡独创

精神，不可囿于前人窠臼。另外，文体风格批评：论述了文体风格的千差万别：“体有万殊，物无

一量”，原因一是由于作者个性、审美好恶之别造成的；原因二是因文体不同，体貌风格各异：诗

缘情而绮靡，赋体物以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

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狂。但都必须做到“辞达而理举”（有序有

物），“禁邪而制放”（意不邪，辞不放）。通过本节的学习，对此能够了解并予以体察。要求掌握

《文赋》中阐述的文学创作论、文体风格论等理论。 

第三节   刘勰《文心雕龙》选读 

刘勰字房和，祖籍东莞人，世居京口，做过越骑校尉等职务。刘勰幼孤家，笃志好学，无力结

婚，依佛学大师《弘明集》的编者僧佑生活了十几年。僧佑精通佛典，也熟悉儒学。刘勰因而精通

经论，帮助僧佑整理藏经外，也认真学习了典籍和历代文学。受佛思想影响很深。刘勰 30 岁时写

成《文心雕龙》一书。背着书写请沈约鉴定，沈氏大重之，谓深及文理。 

刘勰在梁代做过主管文书，账目和县令等官吏。晚年奉命先后与僧智慧等在寺院整理佛经。事

毕，烧须发自誓，出家当了和尚，改名慧地。刘勰著作，另还有《灭惑论》及有关碑文，关于佛教

之作。刘勰的创作目的主要是端正文风。《文心雕龙》是一部集大成之作，共五十篇，分总论、文

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大部分。其中《原道》《宗经》《征圣》《正纬》《辩骚》为全书之纲，前三

篇体现了此书的指导思想，表现出作家观点。本节主要讲授《原道》 、《神思》、《体性》、《风

骨》。《文心雕龙》的贡献主要为初步建立了文学史的观念，注意文学演变的继承关系以及社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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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对文学发展决令作用。从不同角度论述文学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主张质先于文，质文并重。从创

作的各个环节上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应该防止的失败教训。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是一部

系统的理论著作。其局限性受出家思想束缚过深，有些迂腐之见，文体论过于琐碎，对一些文学现

象的探源有牵强之处。通过本节的学习要求能够阅读其他篇章，能够概括论述《文心雕龙》的理论

体系，及其文文学创作论、鉴赏批评论等主要内容。 

第四节  钟嵘《诗品序》  

钟嵘（468~约 518），字仲伟，一作伟长，凝川长社（汉南长葛）人，主要代表理论著作为《诗

品》。《诗品》是我国现存的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论专著。全书将汉魏与齐梁的五言诗诗人分为上、

中、下三品（上品十一人，中品 39人，下品 72人）。每一品按照时代先后排列，探索每一位作家

的继承根源，给予总的评价，并指出其各诗警句。钟嵘的著作写作的 

目的是反对诗歌创作上的庸音杂体和诗论标准的淆乱现状。 

《诗品序》是一篇总论。它论述了五言诗的起源及其发展，并结合史的过程对各个发展时期中

的代表作家进行评述。文章还论述了诗歌的创作方法和诗歌达情表意功能。对诗歌创作中的形式主

义风和各种弊病作了批评。其局限性：受形式主义风尚的影响，注重形式，以致对一些作家评价失

当；在探查诗人的继承关系时不名牵强附会；此外，盲目排拆声病说也不妥当。要求通过学习，熟

悉钟嵘提出的 “ 性情 ” 说、 “ 直寻 ” 说、 “ 滋味 ” 说等诗歌理论。  

复习与思考题 

1、《典论·论文》对七子的评价的理解 

2、《文赋》关于文体的论述的价值 

3、《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体系 

4、《诗品》对三曹的评价的理解 

拓展阅读书目、论文 

1、 陈长义《曹丕的衡文标准与建安风骨》，《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 2期 

2、 李金佳《陆机〈文赋〉义证》，《中山大学学报》第 2卷 2期（1944年） 

3、 张少康《再论〈文心雕龙〉和中国文化传统》，《求索》1997年 5期 

4、 张伯伟《钟嵘〈诗品〉的批评方法》，《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 3期 

第五章  隋唐五代文论选读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4学时）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的诗文创作出现十分繁华的局面，也出现了相应的理论家与著作。本章通

过具有代表性的陈子昂、皎然、白居易、韩愈、司空图的理论著作的学习，能够具体了解其文论风

格、基本思想，一定程度上把握唐代文论的话语风格与艺术精神。 

第一节   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陈子昂是一位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地位十分重要的诗人，他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实践，对唐代许

多重要诗人都有深刻的影响。陈子昂在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是他针对六朝文学内容不够

刚劲充实、不注意整体审美形象塑造的弊端，从正面提出了“兴寄说”和“风骨说”的文学创作主

张，这也正是唐代前朝文艺思想发展中的核心思想。经过陈子昂等人从理论到创作实践的努力，形

成了盛唐之音的气象，对后代的文学创作与理论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陈子昂的兴寄说是说诗歌要有充实的内容，言之有物，寄怀深远，因物喻志，托物寄情。他自

己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就借咏物叙事抒发自己壮志情怀和以物喻人，托物喻志，寄托自己对社会

政治的主张和见解，是他对自己的“兴寄”主张的最好的实践和最明确的注解。 

陈子昂的风骨说，继承了前人的风骨论。他的风骨内涵，根据他在《修竹篇序》对齐梁诗歌“汉

魏风骨，晋宋莫传”的批评，应该就是指建安风力。即是指具有鲜明爽朗的思想感情和精要劲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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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表达的艺术风格，具有风清骨峻的特点。在这篇诗序里，陈子昂第一次将汉魏风骨与风雅兴寄

联系起来，反对没有风骨、没有兴寄的作品。这样，复归风雅的目的就不只是美刺比兴，而是要追

踪多悲凉慷慨之气的建安风骨，寄托济世的功业理想和人生意气，与片面追求藻饰的齐梁诗风彻底

地划清了界限。其次，他提出了一种“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的诗美理想，要求将壮大

昂扬的情思与声律和词采的美结合起来，创造健康而瑰丽的文学。金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八

说：“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 

第二节    皎然《诗式》选读  

皎然的诗歌理论，侧重探讨诗歌的艺术创造规律。而他关于诗歌内在艺术规律的探讨，集中在

“意境”的创造。“意境”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第一重要的理论，是刘勰美学思想的深化。 

关于诗歌创作中的“意”与“境”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关心和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皎

然认为，诗歌创作，是诗人的情意受外界触发而起，情意又要凭借境象描绘来抒发。所谓“诗情缘

境发”。因此，“取境”就成了诗歌创作的品格高下，风格类别的关键。他说：“夫诗人之思初发，

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这样重视“取境”的诗论，皎然是第

一人。皎然在他的诗论著作《诗式》里探讨了诗歌意境的创造问题。提出了“取境”说。 关于诗

歌创作中的“意”与“境”的关系问题，皎然认为，诗歌创作，是诗人的情意受外界触发而起，情

意又要凭借境象描绘来抒发。所谓“诗情缘境发”。因此，就有个“取境”问题，“取境”就成了诗

歌创作的品格高下，风格类别的关键。他说：“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

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非常重视如何“取境”。其“取境”说包含：（1）皎然论诗歌创作的“取

境”有易、难两种情况；（2）有的灵感开通，就会“佳句纵横”、“宛如神助”，创作顺畅，就是“取

境”之“易”的表现；（3）有时“取境”艰难：“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这是“取境”

之“难”的情况。前者，陆机等已有关相关论述，后者是却少有人触及，这是符合创作实情。有时

灵感不能畅开，构思当然艰苦，只有继之以苦思冥想，才能深入采掘，遴选意境。（4）他还认为“取

境”时“至难至险”的作品，写成之后，如果又能不露凿斧痕迹，“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

得”，这才是文章取境的“高手”。 

简述皎然的诗歌意境理论。 

第三节    白居易《与元九书》 

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在继承儒家传统的基础上，作了积极的发展。继承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

义传统，扬弃了儒家文论中保守消极的内容，把其积极、进步的内容发展到了最高程度。《与元九

书》虽是一封信，但突出地阐述了白居易的诗学理论。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与元九书》）主张的，提出了“为时”、“为事”而作的观点，明显继承传统儒家的诗文论思

想。所谓“为时”“为事”就是主张用同情的笔触来抒写反映下层劳动者生活的苦难，揭示时政的

弊端，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救济人病，裨补时缺 ” 的文学思想是白居易诗歌理论的核心 

第四节   韩愈《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 

韩愈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之一，唐代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最有权威性的代表人物。其古文

理论和古文创作受到历代文人崇高评价。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说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

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并在《书吴道子画后》一文中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

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韩愈的古文理论在当时之所以有广泛影响和产生巨大作用，主要是因为他把古文写作和提倡儒

学复古主义思潮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明确提出文以明道，文道统一的思想，将学古道与学古文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愈之志在好古道，又甚好其言辞。”（《答陈生书》）“然愈之志于古者，不

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韩愈文以明道思想和古文创作的实践有着积极的

意义：其一，有助于克服某些文学创作中内容贫乏，片面追求形式美的倾向；其二，为文学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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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表达形式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充分证明了用单行散体的语体形式和对偶骈俪的四六骈文一

样，都可以创造出艺术水平很高的作品。促进了以后散文和小说的繁荣。在《送孟东野序》中，提

出了“不平则鸣”说；在《答李翊书》中，韩愈提出了“气盛言宜”说。这是两篇很主要的论文。  

一 “不平则鸣”说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不平则鸣”论。他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

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所谓“不平则鸣”从文学理论批评上

看，就是认为作家、诗人在不得志时，就会用创作的方法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内心情

志。这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脉相承的。但他更指出，只有那些胸有块垒的不得志的文人

爱“鸣”，也善“鸣”，他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

这可以说其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发展了。“不平则鸣”论影响了后代诗穷而后工的理论观点。 

二“气盛言宜”说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提出了“气盛言宜”之论。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

宜也。”“气盛”，是指作家的仁义道德修养造诣很高而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人格境界，

与孟子的“配义与道”而修养成的“浩然之气”含义相同。“气盛”了，就能创造出“言宜”的文

章，把“养气”与作文统一起来了。特别要说明的是，韩愈强调“气盛言宜”并不忽视文章的写作

技巧，而是力主在语言上要创新，对古人要“师其意，不师其辞”，要“惟陈言之务去”。“气盛言

宜”论影响了后代以气论文的理论观点。 

第五节 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与王驾评诗书》、《与极浦书》 

司空图是唐代很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他在其诗论文章中，以诗歌意境为中心，总结了诗歌

艺术发展中的一些重要经验，继承儒家诗学思想传统，坚持“全美为上”学说，又有自己的体会与

理论，提出了“思与境偕”、“醇美之味”等著名的诗歌美学范畴，对唐以后诗歌理论批评发展有十

分深远的影响。 

一、“韵味”说 

对于诗歌意境的特殊性质，司空图从鉴赏角度，把“味”作为诗歌审美的第一要义提了出来，

就是“韵味”说。他在《与李生论诗书》中强调诗歌要有“咸酸”之外的“醇美”之味。“文之难，

而诗之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然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足资以适口者，若醯，

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鹾，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人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

美者有所乏尔。” （《与李生论诗书》）他的“韵味”说本于庄子的味和钟嵘的“滋味”说，但

有发展变化。什么是“韵味”的具体所指呢？那就是诗歌应具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

之象”、“景外之景”。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丰富的醇美韵味。“韵味”说是司空图对诗歌意境理论深

入而又精辟的阐述，对后代有深远的影响，如宋代严羽的“兴趣”说、清代王士禛的“神韵”说，

王国维的“境界”说都受到司空图的一定影响。 

二、“思与境偕”说 

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提出：“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这是讲意境的基本性

质，“思与境偕”中的“思”，可以理解为创作中的神思，即艺术思维活动，但侧重在创作主体的情

志意趣活动；“境”则是激发诗情意趣活动并且表现之的创作客体境象。“境”与“思”偕往，相互

融汇，因而产生了作品的意境世界。简言之，就是创作主体的情志与创作客体境象（实际就是触发

创作主体产生创作欲望的客观的外在境象）产生了共鸣，相互融汇，这样才能创出具有意境美的作

品。司空图认为这是诗人们理想的而又难以企及的高境界，这正是说意境作品的基本性质。这种思

想可以追溯到刘勰的“神思”理论，并且在皎然的诗歌理论中也已经出现过。 

三、“韵味象景”论 

“韵味象景”论，包含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和《与极浦书》中“韵外之致”、“味外之旨”、

“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就是司空图“韵味”说的具体内容。“韵外之旨”，应该是指有意境

的作品有表层文字、声韵覆盖下的无尽情致；“味外之旨”，则应是侧重有意境的作品所具有的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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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的理趣；而“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则是指有意境的作品在表层描写的形象之外，还能让

鉴赏者联想到，但又朦胧模糊的多重境象。这种情致、理趣、境象，在作品中都是潜伏着的假存在，

要依靠鉴赏者以自己的审美经验去体会、召唤、再现出来。“韵味象景”论是司空图对诗歌意境理

论深入而又精辟的阐述，对后代有深远的影响，如宋代严羽的“兴趣”说、清代王士禛的“神韵”

说，王国维的“境界”说都受到司空图的一定影响。 

复习与思考题 

联系司空图（或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作品进行分析讨论 

拓展阅读书目、论文 

1、毕万忱《论陈子昂诗歌理论的传统特质》，《文学遗产》1990年 3期 

2、孙昌武《论皎然的〈诗式〉》，《文学评论》1986年 1期 

3、郭晋稀《白居易新论》，《文学遗产》1990年 1期 

第六章  宋金元文论选读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2学时） 

通过学习，对宋金元文论著作有初步的了解，对相关的代表作能够比较熟悉。能够体会简述欧

阳修提出的“穷而后工”说。苏轼 的“了然心手”、“萧散简远”、“不厌空静”等文艺思想。

把握李清照提出的 “ 词别是一家 ” 的词学思想。深入理解严羽的“兴趣”说、“妙悟”说的诗

学意义及其影响。把握元好问论诗提倡真情实感、真淳天然和雄浑刚健的文学思想。了解张炎论词

的“雅正 ”、“ 清空 ”和“意趣”说。其中，严羽的以禅论诗说理解起来会有一定难度，需要

重点讲习。 

第一节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 

欧阳修，北宋诗文革新理论和实践的首领，唐宋八大家之一，是有宋以来第一个在散文、诗、

词各方面成就都很大的作家。晚年所作《六一诗话》，开诗论之一体。欧阳修的文论著作和文论观

点很多，主要观点有：文道一体说：“大祗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言以载

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在文道关系上，

肯定道的重要，反对片面追求文辞。但并不重道轻文，而是将道作为文士的基本修养，即充道以为

文。其次，注重道的实践性内容，认为非道远人，而是人有所溺，不能在生活实践里“充道”。从

生活实践方面谈论创作主体的修养，对以后的古文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文道关系的解释，使

得欧阳修逐渐形成自己以道充、事信、理达、辞易为中心的古文理论。再者，“穷而后工”说欧阳

修在文学思想上最有价值的是“穷而后工”说。主要内容体现在《梅圣俞诗集序》中。 

指出，我听到世人说，诗人很少有显达的，而多数都处于穷顿困厄之中。真是这样吗？大概世

上所传的诗，多数是出于古代穷顿困厄之的人的言辞吧。凡是读书人胸怀才智，又不能施展于世的

人，多数喜爱放浪自己在山巅水边，外面可以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的形状和品类，常常探究它

们的奇形怪状；心中怀有积存着的忧思感愤，兴起于怨愤讽刺，用以表达羁旅的臣子和寡居的妇女

们的概叹，而描写人们感情中难于言状之处，（这）大概是诗人越是穷顿困厄，诗就越写得好吧。

这样说来，不是写诗能使人穷顿困厄，倒是穷顿困厄以后才能写出好诗。 

欧阳修在这里所说的“穷”，主要指政治上的穷达之“穷”，而不是指生活上的穷困，有理想、

有抱负的文人，也就是“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政治上不得志，受排挤、遭迫害，只能

隐身江湖草莽山林田园，借诗文来寄托其济世安民的壮志，抒发其对现实黑暗的怨愤不满，以及种

种忧思、苦闷、压抑、感概之情。诗人写自然之奇妙，寄人情之难言，往往都是有所寓意，怨刺兴

讽有所为而发。并非诗能穷人，实是穷者而后工，愈穷而愈工。 

“穷而后工”是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里表露的比较重要的思想。在他之前，司马迁、

韩愈等人也有过相似之论，大体都是讲创作主体的生活境遇与创作潜能的关系。欧阳修则进一步将

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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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

这段话涉及到文学创作中的两个问题：一是诗人穷而“自放”，能与外界事物建立起较为纯粹的审

美关系，于是能“探其奇怪”；二是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更为曲折入微却

又带有普遍性的人情，这是对前人思想的深入发展。 

  这一理论，要求同学掌握住，并能与本课前面学习过的孔子诗“可以怨”、屈原“发愤以抒

情”、司马迁“发愤著书”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互相联系、互相比较来把握。 

第二节   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送参寥师》 

苏轼，号东坡居士，散文列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歌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南宋辛弃疾并

称“苏辛”。作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论史上的大家，苏轼的文论著作和文论观点更多，主要有：

“自然天成”说（文艺的自然本质），“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

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答谢民师推官书》）“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

然，盖亦至矣。” （《书黄子思诗集后》）强调主体在创作时与对象的一种顺应自然的关系，反

对务奇求深和雕琢经营，讲求创作的自然天成。 

 “随物赋形”说苏轼文艺思想的一个突出方面是注意文艺的自然本质，讲求创作的自然天成。

就文而言，他要行文自然，反对务奇求深和雕琢经营。反映在具体的形象描写上便是“随物赋形”，

就是说根据事物本身自然地描绘出其形状，强调主体创作时与对象的一种顺应自然的关系。就诗而

言，推崇“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也是讲诗歌要自然天成，冥于造化。“了然

心手”说（文学创作中“知”与“能”的关系），见《答谢民师推官书》）苏轼在文学创作的“知”

与“能”、“道”与“艺”的关系上，有着十分可贵的见解，他认为，创作的实现是“道”与“艺”

的结合，即：“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书李伯时山庄图后》）。

并将“道”，“艺”关系转化为实际创作时的“心”、“手”关系：“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

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他的这一思考是相当深

入的，在艺术思维的过程中，外界的客观物象转化为主体心中的审美形象和意象，并最终表现为物

态化的图画和语言文字。这种对于艺术创作的精细入微的体察，且注重艺术作品自身存在的思想，

在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史上，是很有价值的。“传神”说苏轼从诗与画的共通关系入手，探讨形似与

神似的关系，强调要以典型化的“形”来集中表达出客体之物的生命内涵“神”。艺术家的天才在

于通过“形”的描写表现出内在的“理”，从而达到传神的目的。他的形、神关系的见解和他对言

意关系的见解是相通的。他追求“意在言外”、“言不尽意”的审美意趣。 “枯淡”说在诗歌创

作风格上，他推崇枯谈，意指在平淡中包含有丰富的意味和理趣，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

（《评韩柳诗》）“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本课重点介绍《书

黄子思诗集后》、《送参寥师》 

一、《书黄子思诗集后》 

在文学创作中的主客体关系上，苏轼提出“萧散简远”的观点。这一观点，是他在《书黄子思

诗集后》一文中提出的：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

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

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

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

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

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

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信乎表圣之言，

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 

我曾评论过书法，认为钟繇、王羲之的书法，萧散简远，韵味悠长，妙在笔画之外。到了唐代，

颜真卿、柳公权开始集古今书法之大成，极尽变化之能事，天下人一直推崇他们为书法的师表。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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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繇、王羲之的书法传统就日渐衰微了。至于诗歌也是如此，苏武、李陵的诗浑然天成，不待雕琢；

曹植、刘桢的诗发自胸臆，不受清规戒律的限制；陶渊明、谢灵运的诗超脱世俗，萧散飘逸，都是

最好的诗作。而李白、杜甫的诗卓然出众，冠绝当世，超越百代，使古今诗人的作品都黯然失色；

然而，魏晋以来高风绝尘的风格，也就渐渐衰败了。李、杜之后，诗人们间有寓意高妙的作品，但

他们的才能不足以表达深意，只有中唐韦应物、柳宗元的诗清新细腻，词采雅洁，超世不俗，单纯

古朴；其浓烈的诗味体现在朴实自然的艺术风格中。这是其他诗人所比不上的。唐末的司空图处于

兵荒马乱的年代里，而他的诗是那样的高雅，还带着太平盛世的遗风。他论诗说：“醋是最酸的，

盐是最咸的，人们饮食不可能没有醋和盐，而最美最佳的味，却常在咸酸之外。”他将自己研究诗

歌的心得体会，写了二十四首诗，概括了诗的风格。可惜当时的人不能洞识其中的奥妙，我再三读

他的《诗品》，深受感动，并感到惋惜。……真正体会到司空图的诗论是令人信服的，最佳的美味

确实在咸酸之外，这样的诗可以再三呤诵，余味无穷。 

这是先从他所擅长的书法说进来，在书法上，他推崇魏晋时代的“远韵”，即钟繇、王羲之书

法作品的“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而到了唐代的颜真卿、柳公权这些大书家，“始集古今笔

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由此可见，苏轼对于文艺创

作中形、神关系的见解和言、意关系的见解是相辅相成的。《东坡文谈录》记载他的话云：“意尽

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致”。可见是追求“意在言外”，“言不尽

意”的审美意趣。故而他十分称赏司空图“味在咸酸之外”的诗歌美学思想。在诗歌创作风格上，

苏轼推崇“枯淡”。他所谓“枯淡”并非指某些宋诗淡乎寡味的伧父面孔，而是指在平淡之中包含

有丰厚的意味和理趣，是“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 

 二、《送参寥师》 

对于创作中主体的精神状态，苏轼提出“不厌空静”说，见《送参廖师》： 

上人学苦空，百念已灰冷，剑头惟一验，焦谷无新颖。胡为逐吾辈?文字争蔚炳，新诗如玉屑，

出语便清警。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

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

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更当请。（《送

参寥师》） 

  所谓“空静”，本是佛学用语，意指佛徒在领悟佛法时的排除一切精神干扰的空明心境，其说

通于老庄道家的“虚静”说。苏轼在《送参寥师》一诗中讲道这一思想，认为在文艺创作中，诸如

诗歌创作和书法创作，艺术家的主体心态都需要“空且静”，这才是创作主体的最佳精神状态。 

第三节      李清照《论词》 

李清照（1084—1155？），号 易安 居士。李格非之女。出嫁后，夫赵明诚为金石考据家。早

年生活优裕，晚境孤苦凄凉。她的词在宋代自成一家，有《漱玉词》，也作有诗文，有《李清照集》。 

早期的词创作都是以婉约、绮丽(或者清丽)见长的，至苏轼的创作，则推出了风格豪放之什，

苏轼并且在一些关于词的论述中提出了豪放派观点，他不喜欢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派词，主张词要

写得警拔、壮观。同时他认为词与诗并无本质区别，词也就是长短句之诗。这些观点，自然引起了

词坛的反响，李清照的《论词》一篇，就是针对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派词创作和观点而发的。在《论

词》中，李清照力主要严格区分词与诗的界限，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著名观点，她批评苏轼的

词是“句读不葺之诗”。那么词和诗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李清照认为主要在于诗只有较为简单

粗疏的声律要求，而词则特别讲究音律、乐律之规则：“盖诗文分平侧(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

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

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

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她对于五音、五声、清浊轻重等没有具体解释，但总的说来词在音律上远

比诗律严格，她反对以诗的粗疏的格律来破坏词之音乐美。《论词》中还提出了对词创作的其他一

些审美要求，主要有：一、勿“破碎”，是在批评张先、宋祁等人作品时提出来的，这表面看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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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语言的要求，实则包含着对词的意象的要求，要求作品应有完整的、浑然的意象结构，给人以整

体的审美感受。二、要有“铺叙”。她批评晏几道的作品“苦无铺叙”。主张词要展开些，尽可能

写得曲折、细腻，有渲染，讲层次，起伏迭宕，前后呼应，这是对以柳永词为代表的长调词的肯定

和总结。三、讲“故实”，她批评秦观词说其“专主情致，而少故实”。故实即前代、前人的文化

掌故，这反映了李清照对词人文化修养的要求。四、要求词的格调高雅、典重。她批评柳永词说：

“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批评贺铸词说“苦少典重”。这种典雅美的追求，也可以看作是李清照

词学观的综合体现。总之，《论词》中还提出了许多关于词的审美规律的观点。尽管有些观点可能

比较偏激，比较保守，但它是现存词学史上第一篇比较完整的论著，又出自一位创作成就斐然的女

词人之手，是颇为难能可贵的。  

第四节  严羽《沧浪诗话》选读  

严羽（生卒年不详），字仪卿，一字丹丘，自号沧浪浦客，邵武（今福建邵武）人。大致活动

在公元 1195年左右到公元 1240年或其后。其先世盛于唐代西蜀，后来避地南闽，家有“九严”，

俱有诗名。严羽早年隐居不仕，后来因家乡动乱，曾经避地江楚，后回到家乡，又去漫游吴越。有

诗集《沧浪吟卷》。 论诗著作《沧浪诗话》十分著名。 

严羽强调学诗要以“识”为主，就是说诗人要有高度的审美判断力，这就是针对宋人学古为诗

混杂不分的状况而发的。有“识”方可言“辨”，方可分出前人诗歌之高下，“作诗须要辨尽诸家体

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感，”（《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故而《沧浪诗话》又有《诗体》一章，对于

汉魏以来诗歌体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区分。这些都有助于他在学古问题上做出比前人更为深入的思

考。他讲工夫要从上做下，反对宋人的“盈科而后进”（张戒《岁寒堂诗话》）。这样，诗歌史上从

楚辞到盛唐的作品都可以依次成为学习的对象。他要求熟读汉魏古诗，次参李、杜等盛唐名家，“如

今人之治经”、“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正是在这一“熟参”的过程中，才真正地认识到“诗

之法”、“诗之品”、“诗之用工”、诗的“大概”以及“诗之极致”等在前代诗人诗作的中体现。  

对于学古的对象和方式的清理辨析，既是对前代诸家体制品第高下的一种历史评价，同时也是

一种审美判断。这种审美的判断最终走向对诗歌创作独特艺术规律的发现和确认。所以，严羽在以

禅论诗，将汉魏至晚唐诗与佛教大小乘做一比附之后，便指出诗歌创作中的艺术思维特征：“大抵

禅道惟在妙语，诗道亦在妙悟”。“妙悟”是严羽以禅喻诗的核心内容。在佛教禅宗里，妙悟本指主

体对世界本体“空”的一种把握，所谓“玄道在于妙悟，妙悟在于即真”。就诗而论，妙悟即指诗

人对于诗美的本体、诗境的实相的一种直觉。显然，这是诗歌创作最为独特的艺术规律，所以，严

羽说：“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而“悟有浅深”，每位诗人并不是都能在自己的创作中完美地

遵循这种艺术规律，因而造成了各人各派诗歌的审美价值的不同，亦即形成了诸家体制的高下之别。  

“妙悟”是就诗歌创作主体而言，“兴趣”则是“妙悟”的对象和结果，即指诗人直觉到的那

种诗美的本体、诗境的实相。严羽推重“盛唐气象”，便是缘于盛唐诗歌具备这一审美特征：“盛唐

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羽在《沧浪诗话》里还讲到“兴致”、“意兴”，它们在

本质上与“兴趣”是一样的。“兴趣”是“兴”在古典诗论里的一种发展，它与钟嵘所说的“滋味”

（《诗品序》）、司空图所说的“韵味”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都概括出诗歌艺术的感性直观的特点

及其所引起的丰富隽永的审美趣味。宋诗与唐诗相比，所缺乏的也恰恰正是这种审美特征。严羽以

“别材”、“别趣”之说反对宋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其理论基础即是

“妙悟”和“兴趣”。他所谓“别材”，是从创作主体上讲的，而这种诗人的特别才能主要体现在“妙

悟”上，因而，他以韩愈、孟浩然相较以说明妙悟不同于学力，事实上便是“诗有别材，非关书也”

的一个注脚。他所谓“别趣”，是就诗歌的审美特征而讲的，这种特别的“趣”便是“兴趣”，便是

“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兴致”，而不是有些宋诗里充斥着的道理、性理。  

在盛唐诸家中，严羽最推崇李、杜二家。他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

尽矣，无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他所讲的“优游不迫”和“沉着痛快”两大

风格也与李、杜等盛唐诸家的诗风大体相仿。因而，并不能因为他在解释“兴趣”时表现出与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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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相似的观点，便认定他是更尊崇王、孟一派。对于盛唐气象的认识，他是力图全面的，所以他总

结了用以衡量诗歌的五个方面的特征：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但也正因如此，便造成了

后人自由发挥的余地。这种发挥一方面有益于对于古曲诗歌审美特征的探讨，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诗

论里复古思想的蔓延。    

第五节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秀容（今山西忻县）人。祖系出自北魏拓跋氏。兴定

进士，曾任行尚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亡不仕。诗文为一代宗师，晚年尤以著作自任，著有《遗山

集》，编有《中州集》。  

元好问是金代诗坛上杰出的诗人，也是重要的诗论家，他所写的《论诗三十首》绝句，上继杜

甫的《戏为六绝句》，下开清代王士禛、袁枚等人的续作，影响深远。 

《论诗三十首》绝句是按时间顺序评论自汉至宋的诗史上有代表性的诗人和诗歌流派，在评论

中贯彻着作者的诗学观点。元好问创作这组论诗诗的动机，在组诗第一首中已经夫子自道：“汉谣

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军。”这说明他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即针对宋代（也包括金朝）诗坛上存在的一些弊病而发，他要在纵览诗歌创作的历史中正本清源，

别裁伪体，廓清诗歌发展的正确方向。清代查慎行在《十二种诗评》中说他这是“分明自任疏凿手”，

是符合元氏本意的。具体到三十首诗中，他主要阐发了这样几个论诗宗旨：  

第一，主张写诗必须要有真情实感。首先是真情问题，他认为好诗必是真情诚意的抒发，第五

首借评阮籍之诗说：“ 纵横诗笔见高情，何物能浇块垒平？老阮不狂谁会得？出门一笑大江横”。

对诗中饱蕴着真情郁气的阮诗予以了高度肯定。从诗主真情论发，元氏认为不要将诗写得太多太长，

第九首他批评陆机的创作说：“斗靡夸多费览观，陆文犹恨冗于潘。心声只要传心了，布谷澜翻可

是难。”既然传达真情是诗歌的目的，那么真情抒发出来，诗就不要再多赘了。也是从诗写真情发

出，元氏最鄙视诗说假话，言不由衷的作品。第六首他嘲讽潘岳的诗与人二重性格说：“心声心画

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诗歌史上这种诗与人不统一的现

象不独潘岳，元氏的针砭是深刻的。其次是实感问题。真情，必然来自诗人的切实生活感受，这是

我们今天都已经认识到的常识了，但在古人未必都认同这一点，很多文论家实际是主张真情乃与生

俱来的先天禀赋。元好问没有对这个情感发生的大问题直接表态，但他在组诗第十一首突出强调了

诗人要抒写在现实中产生的真实感受：“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

到长安有几人？”只有“眼处心生”，诗句才能写得出神入化，这是一种直观性的审美感受，是那

些“暗中摸索”，临摹前人作品的诗人所不能获得的体验，因而在杜甫和杜诗的影写者们中间，就

清晰地划出了一条真、假诗人的界限。  

第二，崇尚清新自然之美。出于对当时诗坛上雕琢文字、矫揉造作诗风的反感，元好问在组诗

中对陶渊明的创作风格发出了由衷的赞扬。第四首评陶诗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陶诗之美，是一种天然浑朴之美，铅华落尽，真淳坦露，这

是元氏心仪的最高境界。出于相同的审美标准，组诗第七首对北朝民歌《敕勒歌》也给予了高度的

褒美：“穹庐一曲本天然。”而第二十九首，在推崇谢灵运的千古名句“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

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元氏推许陶、谢以及民间作品

的天然本色之美，也和他力主诗写真情实感一样，都是寄寓着深深的针砭时弊之用心的。  

第三，崇尚雄浑、刚健的风骨之美。在组诗中，这一点表达得非常鲜明而又充分，例如第二首

说：“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第三首说：“邺下

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这是组诗除去第一首“序言”

外的开篇两首，可以说确立了全组诗的主旋律，后面如第七首：“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

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如第二十四首：“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

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等等，都是环绕同一宗旨而展开的论述。而这组诗歌本身，就具

有一种挟风带气的阳刚之美。但后人对他这种倾向性鲜明的审美观点多有非议，认为刚健雄浑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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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固然可贵，但婉约秀丽的作品也自有娱人之美，如清代诗人薛雪在《一瓢诗话》中说：“先生休

讪女郎诗，山石拈来压晚枝。千古杜陵诗句在，云鬟玉臂也堪师。”而清代另一位诗人朱梦泉则提

出了针锋相对的审美观点：“淮海风流句亦仙，遗山创论我嫌偏。铜琶铁绰关西汉，不及红牙唱酒

边。”（于源《灯窗琐话》引）这是一个难以了结的公案，因为在诗歌的风格上，是应该允许审美主

体各有其爱好的。作为生长在北方、仕于金王朝的诗人元好问来说，倾心于诗歌的雄浑苍劲之美，

是十分自然的。    

第六节  张炎《词源》 

张炎（1248-1320？）字叔夏，号玉田，又号乐笑翁，临安（今浙江杭州）人。南宋初大将张

俊的六世孙，祖、父辈多以词名世。宋亡时，张炎三十三岁，后一度北游燕京，失意而归，在四明

设过卜肆。有词集八卷，名《中山白云》。张炎是由宋入元的一位很有成就的词人，除了在创作上

自成一家，他在《词源》中提出的理论，也颇为著名，对后世词的创作、词论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

的影响。 

《词源》是张炎晚年之作，是李清照《论词》之后最为重要的一家词论专著。《词源》中的主

要理论观点有：  

首先，是确立了“雅正”的审美标准。《词源》的序中开宗明义说：“古之乐章、乐府、乐歌、

乐曲，皆出于雅正。”他所说的“雅正”，指典雅和醇正。其中有传统儒家诗教的道德伦理规范，也

有深厚的文化修养的要求。典雅的反面是粗豪外露，以这一标准衡量词人，张炎有取于周邦彦的“浑

厚和雅，善于融化诗句”；也首肯于元好问的“深于用事，精于炼句，有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

而不满于辛弃疾、刘过的“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而醇

正的反面是淫邪，以这一标准衡之，则连周邦彦也不能入格了：“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 一为情

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耆卿、伯可不必论，虽美成亦有所不免。”“所谓淳厚日变成浇风也。”可

见他的这一标准是很严苛的。  

其次，张炎提出了“清空”的审美要求。《词源》中专设一节阐说此意：“词要清空，不要质实。

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

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此清空、质实之说。”这在词论史上是颇为新鲜的理论，也是他

着力进行阐发的思想，所以接下来他又举出一些吴文英（梦窗）和姜夔（白石）的具体词作为例进

行了解说。结合这些作品看，他的“清空”的理论内涵有这样几个层面：在词的创作构思上，想象

要丰富，神奇幻妙；所撷取或自造的词之意象，要空灵透脱，而忌凡俗；由这些意象所构成的意象

结构整体，构架要疏散空灵，不能筑造太密太实，这样的词作，表现出来的审美风貌就会自然清新，

玲珑剔透，使人读之，神思飞越，产生丰富的审美联想。  

第三，《词源》中提出了“意趣”的审美要求：“词以意为主，不要蹈袭前人语意。”接着他列

举出苏轼的《水调歌头》、《洞仙歌》、王安石的《桂枝香》、姜夔的《暗香》、《疏影》等词，总括说：

“此数词皆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词源》中还就周邦彦的词评论说：“美成词只当他

浑成处，于软媚中有气魄，采唐诗融化如自己者，乃其所长。惜乎意趣却不高远。”从这些论述考

察，所谓“意趣”，是和“清空”关系很密切的，指上乘词作中所蕴涵着的丰富的审美情趣。它是

词作者所赋予作品的，同时也是鉴赏者参与之下才能实现的。意趣有各种各样，但张炎所谓“意趣”

偏重指超凡脱俗的高远之意趣。这可以从他列举的“清空中有意趣”的一些作品中体察出来，也可

以从他批评周词“意趣却不高远”中体会出来。那么，这种由作者巧妙地创作出来、蕴涵在作品之

中、要由鉴赏者参与才能得以实现的意趣，不正是从唐代开始的诗论中的意境吗？  

要而言之，张炎所说的“清空”，主要就是指意境作品的特殊的风格；而他所说的高远的“意

趣”，就是指词中的意境美。张炎是在词学领域中，继承并发展了诗学领域中率先提出的意境理论。

张炎的理论贡献，主要是在这里，而不是他的“雅正”论。  

复习与思考题 

1、 苏轼的理论与创作实践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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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严羽论诗以禅的方式 

3、 李清照为什么说词别是一家 

4、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对南北作家的态度分析 

5、 结合作品体会或者讨论张炎关于清空的理论 

拓展阅读书目、论文 

1、[美]陈玉诗《欧阳修的文学理论与实践》，《文艺理论研究》1989年 5期 

2、徐中玉《论苏轼的文艺批评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 6期 

3、施议对《李清照〈论词〉研究》，《文学评论丛刊》第 7辑（1980年） 

4、童庆炳《严羽论诗诸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 2期 

5、邱世友《张炎论词的清空》，《文学评论》1990年 1期 

第七章    明清文论选读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2学时） 

明清的文论更多的表现情调与技法，但像李志的《童心说》、《忠义水浒传序》那样锐意创新

的著作也并不缺乏。本章选择了不同类型的著作讲习，要求学生对明清文论的基本线索和代表作品

要能够有比较熟悉的理解。了解李贽提出的 “ 童心 ” 说及其时代意义。把握公安派的 “ 性灵 ” 

说等等，对李渔的戏曲理论、金圣叹的小说评点理论也有足够的认识。  

第一节   李贽《童心说》 

李贽是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反理学、反传统的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是当时体现人性觉醒、思想

解放潮流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是一位重要的文论家。李贽的文学思想比较丰富，如李贽在《忠义水

浒传序》里对《水浒传》作了专门的评论。当时正统文人排斥通俗文学，李贽把《水浒传》放在与

正统诗文相同的地位，说它是“发愤之所作也”，这就与《史记》有相同地位了。他还肯定《水浒

传》描写的人物是“忠义之士”，其事迹也是爱国爱君的忠义之举，从创作动机的严肃性和创作内

容的正义性两方面，李贽都作了充分的肯定。最著名的还是《童心说》。 

“童心”说是李贽在他的《童心说》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

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

者。”什么是“童心”呢？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

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去真人。”因此，所谓童心，即童子之心，即不

含一丝一毫虚假的真心，是不受“道理”、“闻见”（指儒家的正统思想教条）熏染的心。他认为

童心是一切作品创作的源泉，最是评价一切作品价值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标准。从这种观点出发，

他给《西厢记》、《水浒传》等戏曲、小说以很高评价，认为是“古今至文”。 

 李贽的童心说是与明七子派的复古摹拟诗论观相对立的，并且成为稍后的公安派性灵说的直

接理论源头。另外，他把《水浒传》放在与《史记》等正统诗文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与后来金圣叹

把《水浒传》与《史记》相比较，观点也在相似之处。 

第二节  袁宏道《叙小修诗》     

在晚明文学领域，公安派是一个具有相当影响的文学派别，主要人物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

道三兄弟，其中袁宏道(１５６８～１６１０)的影响尤为突出，是公安派的首要人物。因他们是湖

北公安人，所以人称公安派。  

  公安派提出了一系列体现晚明文学新价值观的理论主张。“性灵说”便是他们提出的一个著名

的口号。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曾经这样评述其弟袁中道的诗歌作品：  

  大都独并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境会，顷刻于言，如水东

注，令人夺魂。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然予则极喜其疵

处，而所谓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饰蹈袭为恨，以为未能尽脱近代文人气习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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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就是从诗歌创作的角度强调真实表现作者个性化思想情感的重

要性，反对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以及“粉饰蹈袭”。做到这一点，即使作品有“疵处”，也是值得

赞赏的，因为“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不但如此，抒发“性灵”还要摆脱道理闻识的

束缚。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称赞“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

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

情欲”。这一说法受到了李贽“童心说”的影响。“童心说”从反道学的角度，把“道理闻见”看

成是“童心”(或“真心”)失却的根本原因，袁宏道则在此基础上，将“无闻无识”与“真声”的

创作作了因果联系，进而肯定人们“性灵”中蕴含的各色各样个人情感与生活意欲的合理性，将表

现个体自由情性和欲望看作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任性而发”，真正体现“信心而出，信口而

谈”(《致张幼于》)，客观上削弱了传统道德规范对文学的影响力。 

从提倡直抒“性灵”出发，公安派反对拟古蹈袭。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流派，在明中

期文坛发动了一场文学变革，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他们在创作上所存在的模拟失真的毛病。针对

这一流弊，袁宗道(１５６０～１６００)在其《论文》篇中提出学古贵“学达”，也即“学其意，

不必泥其字句也”。如果“心中本无可喜事而欲强笑，亦无可哀事而欲强哭”，结果只能是“其势

不得不假借模拟耳”，“虚浮”、“雷同”的弊病便不可避免。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则认为，“夫

复古是已，然至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那么“夫即诗

而文之为弊，盖可知矣”。他并不是简单地反对复古，而是觉得复古如限于“剿袭”，仅仅在形式

上求得与古人相似，终会使创作走向失败。 

 第三节   叶燮《原诗》选读 

叶燮《原诗》是一部推究诗歌创作本原、以反对文学复古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理论批评著作，

分内外两篇，每篇分上下两卷，共 4卷。内篇为诗歌原理，其中上卷论诗的发展，下卷论诗的创作。

外篇为诗歌批评，主要论工拙美恶。关于诗的发展，叶燮主张文学的进化；关于诗的创作，提出能

以“在我”之“才、胆、识、力”，反映“在物”之“理、事、情”。他继承宋人吕本中的活法论，

以死法为“定位”，以活法为“虚名”。关于诗的批评，他重质轻文，强调“诗之才调、诗之胸怀、

诗之见解”。其诗论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以及辩证法思想。在总结历史经验、帮助正统文学继续

延展方面颇多可取见解。《原诗》以理论的创造性和系统性居于清代众多诗论专著之上。 有 著 霍

松林 校注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年）    

第四节    袁枚《随园诗话》选读 

袁枚是清乾隆时著名诗人兼诗论家，他的诗学理论集中在他的《随园诗话》中。学习他的诗学

理论应注意以下几点：1、袁枚诗学理论的背景。袁枚活动的乾隆时期，沈德潜作为著名诗人和高

官显贵，是文坛的领袖人物，而他的格调说更是盛行一时，袁枚则提出了性灵说与其相抗。 2、袁

枚性灵说的内涵及其意义。袁枚灵性说可以从以下几点把握：（1）、袁枚主张尊重人的自然本性。

符合自然本性就是真，从真出发，他说：“得千百伪濂、洛、关、闽，不如得一二白傅、樊川。”

真可以不合正统道德，它是最高的价值标准。性灵说就是要表现真人的真性情。“尝谓千古文章传

真不传伪”，真是人生的最高价值，也是袁枚诗学的最高价值标准。从真的诗学观出发，袁枚反对

沈德潜人伦日用的正统诗学观。(2)、男女之情也是袁枚性灵说的重要内容。他说：“诗者由情生

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情所最先，莫如男女。”因而诗表现男女之情是必

然的，天经地义的。因此，他为艳情诗进行辩护。(3)、诗歌在艺术上要变，要有创造性，这是性

灵说的另一方面的内容。袁枚的变与公安派的变不同。公安派主张变，但不注意继承传统，袁枚则

主张在学古中求变，在继承传统中求创新。艺术表现方式的变化必然导致诗歌艺术风格的多样化，

所以袁枚反对推尊某一种格调。(4)、性灵说在审美上主张风趣。王土禛推崇的超脱情怀，沈德潜

强调的人伦日用，表现在诗格中都具有庄肃的特征，而袁枚性灵说的风趣则与庄肃相对，具有轻松、

活泼、诙谐的特点。风趣是诗人摆脱了庄严的道德政治面孔之后的轻松活泼的个性的活脱脱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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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来自诗人的真性灵。 

第五节  李渔《闲情偶寄》选读  

李渔是由明入清的作家和文艺理论批评家，他的文艺批评理论主要表现在戏曲创作理论上，其

戏曲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杂著《闲情偶寄》的《词曲部》。学习李渔的戏曲理论，根据教材所录内

容，应掌握以下几点：   

一、 “立主脑”  李渔认为戏曲创作要“立主脑”。他在《偶寄》之《结构》部分单立“立

主脑”一节以论文。所谓“立主脑”，他说：“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

者立言之本意也。”而“传奇”（明清戏曲中的一种名称）的“主脑”就是一部戏曲的主要人物和

中心情节，即他所说的“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的主脑也”。例如传奇《琵琶记》的中心人物是蔡

伯喈，中心事件是重婚相府，这就是《琵琶记》之“主脑”。其他众多人物和事件都要围绕中心人

物和中心事件来展开，并为之服务。 

二、“密针线” 李渔在《结构》部分还立有“密针线”一节。什么叫“密针线”呢？根据李

渔的论述，一部作品，不仅有中心人物和中心情节，还有众多人物和情节，共同构成一个整体，它

们之间要互相关联、互相照应、不能前后、彼此相矛盾。在创作中， 作家要有通盘考虑、精心结

构布局。这就是他所说的“密针线”。不过，他也指出，一部戏曲，也不应该头绪过多纷繁，有过

多的枝蔓，而应该突出中心人物和中心情节的主线。 

三、“审虚实”  在“审虚实”部分，李渔还着重论述了古今题材的处理，这涉及到了戏曲的

真实性和典型化问题。他说“传奇无实，大半皆寓言耳”，就是说戏曲传奇大多具有虚构的特征，

但对古今题材的处理又有不同，当代题材，不仅情节。而且人物都可虚构。古代题材，李渔认为人

物可以虚构，但古事已流传至今，则不可虚构，虚构就会让观众不相信。李渔对戏曲虚构有所认识，

但对古事不可虚构的说法，说明他对打破历史的真实认识还不够。 

四、典型性  李渔在论述戏曲人物塑造时，认识到要使人物有典型性，就要把此类人物所应有

的特殊性格都集中到一人身上。这就接触到了人物性格塑造的典型化问题。 

第六节  金圣叹批评《水浒传》选读 

金圣叹是由明入清的文论家。明亡后，绝意仁进，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对中国古代文学，特别

是戏曲、小说的评点评论之中。他把《离骚》、《庄子》、《史记》、杜甫诗、《水浒传》、《西

厢记》称为天下六才子书，尤以评点《水浒》、《西厢》著名。金圣叹是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最

有成就的批评家之一，他的小说理论主要集中在对《水浒传》的评点上。学习金圣叹的文学批评理

论要注意掌握以下几点：“金圣叹小说论著”是清代文论重点学习内容。 

 一、关于才子书 

 金圣叹在文学批评时，把圣人作书与古人作书作了区分，说：“圣人作书也以德，古人作书

也以才”。这其实就是把作家从道德家中分离了出来，把文学与道德分别出来。作家靠的是“才”，

作家就是“才子”。他只谈“才子书”，对圣人之书则不列不论，可见出他高度重视文学的艺术性。 

 二、关于“因文生事” 

 他在对《史记》和《水浒传》进行比较分析时，肯定了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的虚构性。他

指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传》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事”是实际存在

的，不能虚构，只能对事进行剪裁、组织（就是“运”），以此构成文字。“因文生事”，“事”

本不存在，要靠作家的自由虚构去创作（就是“生”），以此产生文字。他认为这种虚构可以更自

由地发挥作家的艺术创作才能。从这种角度出发，他指出：《水浒传》“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 

 三、关于创作个性 

他在对《水浒》的评点中，非常重视人物的性格塑造。他认为《水浒传》的人物性格都有鲜明

的个性，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

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另一方面，金圣叹也注意到，在人物个性当中，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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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概括了一类人的共同性，“任凭提起一个，都似旧时熟识”。这就涉及到了人物塑造的典型化问

题。 

总之，金圣叹把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传统应用到小说创作的批评领域，开创了小说理论批评的新

领域、新局面，清代的小说理论批评无疑受到了金圣叹的影响。 

复习与思考题 

1、“童心说”的含义与价值 

2、什么是“性灵说” 

3、叶燮《原诗》的进步意义 

4、李渔的戏曲理论 

5、金圣叹评点水浒对文史关系的看法 

6、金圣叹评点水浒对创作个性的认识 

拓展阅读书目、论文 

1、任继愈《李贽思想的进步性》，《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 5期 

2、陈文新《公安派诗学的重新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 1期 

3、敏泽《叶燮及其〈原诗〉》，《文学评论》1978年 4期 

4、陈多《试谈李笠翁的写剧理论（上、下），《剧本》1957年 7月、9月号 

5、刘大杰等《金圣叹的文学批评》，《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 3期 

第八章 近代文论选读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2学时） 

了解刘熙载文学理论的辨证思想，论述王国维 “ 境界 ” 说的丰富内涵。  

第一节  刘熙载《艺概》选读 

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江苏兴化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

曾官广东提学使，主讲上海龙门书院。于经学、音韵学、算学有较深入的研究，旁及文艺。著有《古

桐书屋六种》、《古桐书屋续刻三种》。 

《艺概》是作者平时论文谈艺的汇编，成书于晚年。全书共 6 卷,分为《文概》、《诗概》、

《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分别论述文、诗、赋、词、书法及八股文等的体

制流变、性质特征、表现技巧和评论重要作家作品等。作者自谓谈艺“好言其概（《自叙》），故

以“概”名书。“概”的涵义是，得其大意，言其概要，以简驭繁，“举少以概乎多”，使人明其

指要，触类旁通。这是《艺概》一书的特色。 

《艺概》论文既注重文学本身的特点、艺术规律，同时又强调作品与人品、文学与现实的联系。

刘熙载认为文学是“心学”，是作家情志即“我”与“物”相摩相荡的产物。所以论文艺贵真斥伪，

肯定有个性、有独创精神的作家作品,反对因袭模拟、夸世媚俗的作风。他注意到文学创作存在两

种不同的方法：或“按实肖象”、或“凭虚构象”。并重视艺术形象和虚构，认为“能构象，象乃

生生不穷矣”。所以对浪漫派作家往往能有较深刻的认识。如说庄子的文章“意出尘外，怪生笔端”，

乃是“寓真于诞,寓实于玄”；李白的诗“言在口头,想出天外”，其实与杜甫“同一志在经世”。

他运用辩证方法总结艺术规律，指出：“文之为物，必有对也，然对必有主是对者矣”(《经义概》)。

又说“物一无文”，但“更当知物无一则无文。盖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

也”（《文概》）。《艺概》对物我、情景、义法种种关系的论述，就着重揭示了它们是如何辩证

统一的，突出了我、情、义的主导作用。 

由于把握艺术辩证法，考察创作问题、评价作家作品,其往往深入一层,高出一头,有精辟独到

的见解。他强调作品是一个有机整体，论所谓“词眼”、“诗眼”，提出“通体之眼”，“全篇之

眼”。他谈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指出“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他对不同

旨趣、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不“著于一偏”，强分轩轾，其长处与不足都如实指出，如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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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小赋，唐末小诗，五代小词，虽小却好，虽好却小，盖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也。”他论

表现手法与技巧，指明“语语微妙，便不微妙”，“竟体求奇，转至不奇”，强调“交相为用”、

“相济为功”，提出一系列相反相成的艺术范畴，如深浅、重轻、劲婉、直曲、奇正、空实、抑扬、

开合、工易、宽紧、谐拗、淡丽等等。 

刘熙载认为文学“与时为消息”，重视反映现实、作用于现实的所谓“有关系”的作品。他还

把作品的价值同作家的品格联系起来，强调“诗品出于人品”。所以他论词不囿于传统见解，推崇

苏轼、辛弃疾，批评温庭筠、周邦彦词品低下；以晚唐、五代婉约派词为“变调”，而以苏轼开创

的豪放派词为“正调”。他的词论，在清亡前后有一定影响。沈曾植称许他“涉览既多，会心特远”

（《菌阁琐谈》）；冯煦谓其“多洞微之言”(《蒿庵论词》)；王国维《人间词话》则对《艺概》

拈出作品中词句来概括作家风格特点的评论方式以及个别论点，都有所吸取。 

《艺概》有刻于同治十三年的《古桐书屋六种》本，1978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标点本。

刘氏另有《游艺约言》，与《艺概》同类。清代光绪二十九年四川成都官书局印本《艺概》 

第二节  王国维《人间词话》选读 

  一、境界说 
  王国维“境界”说是他在《人间词话》里提出来的。《人间词话》开宗明义就说：“词以境界为最
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在他自撰而托名樊志厚的《人间词乙稿序》里他又说：“文学
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

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从以上引文，可见“意”与“境”二者之重要。王国维“境界”说应该有
以下的内含：①有“境界”、“意境”之作应具有“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特征，能引起读者多重的联想
与想象。②有“境界”、“意境”之作应具有真实自然之美，所谓“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
界。否则谓之无境界。”③有“境界”、“意境”之作不仅要求内容方面的情景之真，而且要求艺术表
现方面自然传神，造语平淡，尽弃人为造作之痕，即应具有“不隔”的自然真切之美的特点。④最好
的有“境界”、“意境”之作不仅能达到“有我之境”，还能达到“无我之境”。 
  二、“隔”与“不隔”说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还提出了“隔”与“不隔”的说法，主张文学作品应该“不隔”。所谓“不隔”，
当是指语言清新平易，形象鲜明生动，具有自然真切之美，不见人工雕琢之痕。反之，“隔”则是指
语言雕琢，用典深密，精工修饰而缺乏平淡自然之美。“不隔”的思想吸纳了西方重视艺术直觉作用
的美学思想的影响，同时更是受到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如钟嵘的“直寻”、司空图的“直致”、
严羽的“妙悟”、王夫之的“现量”、王土禛的“神韵”等理论观点的影响，并加以继承和发展，使之与
西重视艺术直觉作用的美学思想融会贯通。 
  三、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说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还提出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之说。他说词“有有我之境，有无
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
何者为物”。从他的论述和所举的例子来看，所谓“有我之境”即是在作品中能比较明显地看出作者
主观色彩的景物描写乃至艺术境界；而“无我之境”则是诗人主观色彩较为隐晦、物我完美地统一的
景物描写乃至艺术境界。他又引用西方美学思想中有关优美和壮美的区别来概括这两种境界的基本

形态的美学特征：“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
壮也。” 
四、王国维文艺美学思想的意义和影响 

王国维文艺美学思想的意义和影响有以下几点：（1）王国维《人间词话》对以意境为中心的

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思想进行了全面总结，并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因而标志着中国文学理论

进入了现代阶段。（2）王国维的“意境”说理论虽是在总结古典文艺思想，并在接受西方美学思

想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只有到了王国维的手中，这种意境理论才达到最为完善、系统、深刻的阶段。

（3）王国维的文艺思想对现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现在的文学批评中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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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提到“境界”、“意境”等名词。 

复习与思考题 

1、理解体会刘熙载关于眼的论述 

2、王国维文艺美学思想及其价值 

拓展阅读书目、论文 

1、 徐中玉等《论刘熙载的文艺思想》，《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 4期 

2、 李泽厚《梁启超王国维简论》，《历史研究》1979年 7期 

3、 易容《王国维的人生欲与美及梁启超的趣味说》，《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 1期 

 

西方文论经典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课程号：4070503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这门课程将通过经典文论的选读使学生对西方文学艺术理论的古代阶

段、近代阶段、现代阶段、后现代阶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从历史的维度上把握住西方文艺理论的

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确立西方文论经典在文艺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首先从历时的角度对西方无论

的发展史做梳理，使学生对西方文论的发展历史有一个概观地了解。 

（一）古希腊的文艺理论 

1．古希腊早期的文艺思想。 

2．柏拉图的文艺对话录。 

3．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修辞学》。 

（二）罗马古典主义文艺理论 

罗马帝国时代的文化尊奉希腊古典，因而称为罗马古典主义。 

1．贺拉斯的《诗艺》。 

2．郎加纳斯的《论崇高》。 

（三）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文艺思想 

中世纪两位美学家奥古斯丁和在法理学上有所前进。 

1． 圣·奥古斯丁的文艺观。 

2． 阿伯拉对世俗文艺的肯定。 

3． 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文艺观。 

（四）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思想 

1．文艺复兴是欧洲在十七世纪发生的文化运动。 

先驱是但丁，他是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又是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对推动意大利民族文学的

发展起过很大作用。作品《神曲》。 

2．分类。 

（1）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 

（2） 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小说戏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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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艺思想。 

（五）新古典主义文艺理论 

法国古典主义文艺主要是戏剧，高乃依、拉辛、莫里哀都以戏剧著称。 

1．法国新古典主义与布瓦洛的《诗的艺术》。 

2．英国的新古典主义。 

3．德国的新古典主义。 

（六）启蒙主义文艺思想 

新古典主义后，欧洲在十八世纪出现启蒙运动。 

1． 法国启蒙主义文论。 

表现在文艺领域，就是要冲破古典主义，开创新的道路。最早代表是伏尔泰，另一个是卢梭。

最大代表是狄德罗，他的文艺理论有多方建树：一是戏剧理论，二是造型艺术理论，三是美学理论。

还有一位是布封，《论风格》阐述了风格的成因和表现，对后人有启发。 

2．德国启蒙主义文论。 

德国启蒙运动是由一个古典主义运动开始的。莱比锡崇尚法国古典主义，屈黎西派则英国的浪

漫主义倾向。鲍姆加登首次用“美学”来命名自己的著作，美学成了一门独立的科学。温克尔曼致

力于研究古典艺术的特点，《古代艺术史》探讨艺术的起源、发展和衰微，找寻各个时代、民族艺

术的不同风格，这在西方亦属于首例。莱辛臻于高峰，他的《拉奥孔》集中研究了诗画的异同在文

艺理论史上是不朽之作；《汉堡剧评》和《文学书简》同法国的狄德罗相呼应，建立了新兴市民的

心甘情愿理论和现实主义文学理论。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史称狂飙运动，它推进和发展了启

蒙运动，它的美学纲领体现于赫尔德和歌德的《德国的风格和艺术》，它要求自由和个性，标志着

德国资产阶级的民族意识沉醉。 

3．意大利维柯的《新科学》。 

（七）德国古典美学文艺理论 

1． 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的文艺理论。 

2． 席勒的《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 

3． 黑格尔的艺术哲学。 

4． 歌德的艺术经验总结。 

（八）浪漫主义文论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是欧洲十九世纪最重要的文艺思潮。 

1．德国浪漫主义。 

德国的浪漫主义主流趋向消极。代表人物是施莱格尔兄弟。 

2．英国浪漫主义。 

英国浪漫主义文艺运动，最先是湖畔派诗人掀起的。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律勒治，受德国

施莱格尔兄弟的影响，合编《抒情歌谣集》。 

3．法国浪漫主义。 

法国浪漫主义同时出现积极和消极两种倾向。消极以夏多勃里昂为代表，积极以史达尔夫人为

代表。1842年以后，以雨果为代表中心达到了世界高峰，《克伦威尔序》是积极浪漫主义的美学

纲领，提出了崭新的浪漫主义美学原则。 

（九）现实主义文论 

1．法国现实主义文论。 

法国汤达、巴尔扎克，英国狄更斯，俄国普希金、果戈理最先表现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走向，

逐渐在欧洲形成一种文艺思潮，产生了现实主义文艺一座座高峰。     

创作了法国第一部成熟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红与黑》的司汤达在 1822年发表了《拉辛和莎士

比亚》，可称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部理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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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俄国现实主义文论。 

俄国的现实主义由普希金所奠基，果戈理的创作，确立了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原则，屠格涅夫、

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创作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汇成一股洪流，发展到契诃

夫、托尔斯泰成为高潮。 

3．英美现实主义。 

（1） 肖伯纳论戏剧。 

（2） 亨利·詹姆斯论小说艺术。 

（十）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 

1．泰纳论决定文学的三要素。 

2． 圣伯夫的实证主义批评。 

3． 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 

（十）直觉主义文论 

5 直觉主义与意识流 

1、柏格森与直觉主义。 

柏格森的直觉说和绵延说。直觉：是一种不依靠理性与经验、不证自明的知识能力，它追随对

象的内在生命，达到物我同一的至境。绵延：通过直觉体验到的时间，即“心理时间”。 

2、意识流作家的艺术观点。 

威廉·詹姆斯论意识流的不可分割性：意识中每一个鲜明的意象都是浸染在围绕它们流淌的活

水之中。 

乔伊斯对阿奎那的美的三要素说的阐释：“完整”、“比例”、“鲜明”。     

沃尔夫论心理的真实：生活是一圈始终包围着我们意识的半透明的光晕。 

（十一）象征主义文论与意象派诗论 

1、瓦莱里以音乐化为核心的象征主义诗论。 

2、叶芝的理性与感性相统一的象征理论。 

3、庞德、休姆的意象主义诗论。 

（十二）俄国形式主义文论 

1、诗学探索的理论特征 

2、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 

（十三）英美新批评文论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文论发展史的线性脉络。 

2．掌握每个时期代表性经典文献。 

作业： 

1.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别开启了西方文论的哪两个传统？ 

知识单元 2：《文艺对话集》、《理想国》和《诗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了解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文艺思想。 

一、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理想国》 

（一）理式论模仿说和艺术的本质 

1．他的理式论是从反对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因素的德谟克利特的反映论和普罗塔哥拉的感觉论

开始的。 

理式论是柏拉图哲学体系的核心，也是他美学和文艺思想的理论基础。在《大希庇阿斯篇》中，

他主张有先于美的事物的所谓“美本身”，说它应该是“一切美的事物有了它就成其为美的那个品

质”。《会饮篇》更明确提出存在一种先验的绝对的美的理式。 

2．文学艺术是理式的摹仿的摹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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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艺的本质，他提出了从理式论出发去认识，提出了著名的“摹仿说”。  

（二）文艺的社会功用说 

1． “理想国”的建设与文学艺术。 

马克思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只是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 

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思想是他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他文艺思想的出发点。他根据建立

理想国的要求来看待文艺的社会功用，认识和改造希腊文艺的。一要有益于城邦，二要合乎城邦制

定的规范，这是柏拉图对文艺社会功用的基本观点。他提出“效用说”实质上是奴隶主贵族的功利

主义，效用即是对实现理想国有无效益和作用。 

2．摹仿的艺术的三条罪状。 

3．对审美教育的重视与政治第一的文艺标准。 

（三）灵感说 

1． 灵感的基本含义。 

2． 柏拉图对灵感的解释。 

3． 灵感说显示出的柏拉图理论的矛盾及其价值。 

（四）柏拉图文艺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1．创作主体的作用。 

艺术幻觉的产生有赖于发挥创作主体的作用，没有创作主体的主动性，是不可能有艺术的。他

最早对人的心灵美进行探索，并延伸到创作领域，认为艺术是作家心灵、人格的表现。创作主体的

作用，主要表现为反映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心理活动，产生多种心理现象。 

2．创作中灵感和天才。 

他凭经验和直觉看到天才的重要性，并且主张诗人的天赋才能要和知识、练习结合起来，认为

只有学习哲学、自然科学和近代所谓心理学，才能穷究心物的本质。 

3．艺术的美感作用。 

他发现了艺术特有的美感作用，而且明确提出美感作用的对象是人的心灵，作品对人的灵魂能

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4． 艺术创作的辩证法。 

主张要靠对立因素的调和，对结构提出了有机统一的原则。 

（五）柏拉图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 

1．古罗马时期，郎吉努期受“迷狂说”启示，在“论崇高”里专门提出了情感的重要性。 

2．古代与中世纪之交普洛丁把柏拉图美学思想与动脑的宗教哲学结合起来，建立了具有浓厚

神秘主义色彩的新柏拉图主义。 

3．在中世纪，“经院派”学者又把新柏拉图主义附会到基督教的神学上去，使柏拉图的美学、

思想统治了大部分中世纪。 

4．文艺复兴时代，在意大利、法、英等形成了研究柏拉图的风气。 

5．启蒙运动和浪漫运动时期，柏拉图的影子清晰可见。浪漫运动中十分流行的天才、情感、

想象三大口号，更是明显地来源于柏拉图的“灵感迷狂说”。 

6．十九世纪以后，柏拉图的幽灵在资产阶级美学和文艺理论中随处游荡。 

二、亚里士多德《诗学》 

（一）文艺本质论 

《诗学》中的一般艺术原理。揭示“美的艺术”的本质特征，既是古希腊发展对理论酝酿提出

的要求，又为亚里士多德回答柏拉图对诗的攻击提供了一个立足点。《诗学》正是以此为立足点，

以的本质和功用为中心，论述了艺术的根本原理。 

1． 文艺是人的行动的摹仿。 

柏拉图以理式论为哲学基础，从否定现实的真实性来否定的文艺的真实性。亚里斯多德批判了

他，提出了自己的摹仿说：第一，突破了“摹仿自然”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提出艺术摹仿的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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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的人‘实际上是以现实的人生为艺术摹仿的对象，把传统的摹仿说提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度。第

二，摹仿的本质在于通过个别表现一般，通过特殊表现普遍，它不仅仅反映现实世界的个别表面现

象，而且揭示生活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因而比普通的生活更高更真实更美。 

2． 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 

3． 文艺求其相似而又比原物更美。 

（二）悲剧理论 

1．悲剧的含义。 

2．悲剧情节和人物性格。 

（1）悲剧的特性：对行动的摹仿。悲剧是行动的摹仿，这是《诗学》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

行动作为悲剧摹仿的对象，应当是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完整”指戏剧摹仿的行

动有矛盾的开端、发展、结局，三部分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一定的长

度”指情节的长度和厚度，所包含内容的多少要适当，既要以易于记忆为限，又要容纳得下戏剧事

件的出现和剧情的转折。“一个行动”指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具有单一性，即悲剧情节

的进程和结局是单一的，也即后世概括的情节一致律。 

（2）完整、单一、适度，构成了戏剧的“整一化”原则，是亚里斯多德对悲剧、戏剧理论的

重要贡献。 

3．悲剧冲突的本质——“过失说”。 

他从悲剧艺术效果出发，把社会道德观念引入艺术欣赏活动，深入分析了悲剧观众的心理，提

出了著名的过失说。 

4．悲剧的社会作用——“卡塔西斯说”。 

（1）陶冶说。他强调悲剧应当“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陶冶”原文是

“卡塔西斯”，是为实现悲剧的道德教育作用的有力手段。 

（2）悲剧的卡塔斯西的实质，就是悲剧引起的怜悯与恐惧的快感，使观众理解悲剧人物遭受

厄运的根源，认识到悲剧人物的“过失”所必然要带来的严重后果，帮助观众养成中允平和的“适

度”的激情和行动，以利于希腊奴隶制国家“乱中求治”。 

（3）艺术的社会作用。他认为情感、欲望是人性中固有的，是人的特殊本质、即人的功能的

表现，有权利要求得到满足；但人的功能还表现为能过有理性的生活。他非常重视艺术的认识作用。

其次，注重诗的审美价值。 

（三）亚里士多德文艺思想的影响 

《诗学》是西方文艺思想的万流之源。 

1．亚里斯多德对文艺问题的观察比柏拉图客观，论述也比柏拉图合理，阶级不甚鲜明，但在

有的地方仍流露出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偏见。 

2．《诗学》从本质不能离开可感觉的事物这个命题出发，把审美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因之

较多唯物的、辩证的气息。但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是亚里斯多德思想的特色。 

3．《诗学》的意图是要总结希腊文艺，特别是悲剧、史诗创作的经验，但是他受到两个方面

的限制：一是他的总结以柏拉为靶子，处处针对他，在批判中树立自己的理论观点。因此，他涉及

的只是柏拉提出过后，缺乏自己新的东西。二是，他的总结还受自己的艺术趣味偏颇的限制，有些

地方不够客观。  

4．《诗学》是古希腊进步文艺思想的结晶。柏拉图是唯心主义文艺思想的最大代表，亚里斯

多德的《诗学》则代表着唯物主义文艺思想的最高成就。文艺的真实性，认为摹仿必须揭示客观事

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强调有机整体概念；社会作用，指出创作的心理概要根据和理智过程，破除

神秘的命运观。 

5．他的理论是西方主要美学概念的根据。《诗学》总结了古希腊文艺最高成就，建立了具有规

范作用的理论，在西方文艺思想界具有法典的权威，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产生以前，主

要美学概念的根据，为西方文艺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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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理想国》、亚里士多德《诗学》的主要文艺思想。 

2．掌握古希腊时代的文艺理论的主要问题、基本问题。 

作业： 

1. 《文艺对话集》、《理想国》、《诗学》的主要文艺思想是什么？ 

知识单元 3：《诗艺》和《论崇高》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了解贺拉斯的《诗艺》和郎加纳斯的《论崇高》的主要文艺思想，从而对罗

马古典主义文论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 

一、贺拉斯《诗艺》的文艺思想 

（一）古典主义原则 

贺拉斯是古典主义的奠基者。所谓古典主义，是指罗马的文艺要向古希腊的文艺学习，以古希

腊的文艺为典范的文艺主张。后来 17世纪的布瓦洛等提倡法国的文艺要向古希腊古罗马文艺看齐

的主张，西方文学史上称为新古典主义。 

（二）理性主义倾向 

贺拉斯对艺术活动本质的看法主要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 

1．他谈到诗神，但不谈迷狂，反对疯癫的诗人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2．他承认诗人的天才有天资的因素，但他更强调苦学和训练。 

（三）艺术创作的“合式”原则 

1．贺拉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原则。 

在他看来，荷马史诗之所以堪称艺术的典范，正是因为它的作者具有正确的判断力。这种正确

的判断力在艺术创造中遵循着什么原则呢？贺拉斯认为，正确的判断力表现为艺术创作中的“合式”

原则。贺拉斯是为罗马文艺立法规的人，如果说古典主义原则、理性原则，是从总的方向上、从目

标上为罗马文艺立法的话，那么“合式”的原则，则是他为艺术创作从内容到形式确立的具体法则。 

2．贺拉斯的 “合式”原则，源于古希腊的诗学和美学的传统。 

（四）诗的社会作用 

1．他阐述了文艺对早期人类社会的作用。 

2．诗歌在古希腊时期的作用。 

3．在整天的劳作后，诗歌给人们带来欢乐。 

二、《论崇高》的文艺思想 

（一）崇高作品的特征 

1．崇高的语言对听众的效果不是说服，而是狂喜。 

一切使人惊叹的东西无往而不使仅仅讲得有理、说得悦耳的东西黯然失色。它使听众和读者产

生了一种情感激荡、精神激奋和心理状态。 

2．一般的文艺作品的被接受，要经过读者的理性判断。 

它可能接受，也可能不被接受，而崇高的作品不容读者的判断，必然地被读者所接受。崇高的

感染力具有普遍性。因为它符合人类超越现实、超越自我的本质要求。 

3．崇高作品的感染力，具有永久性，它叫古往今来的人都难以忽视和忘怀，具有永恒的艺术

生命力。 

（二）崇高的来源 

1．庄严伟大的思想。 

2．强烈而激动的心情。 

3．运用藻饰的技术。 

4．高雅的措辞。 

5．结构的堂皇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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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崇高作品的创作与“意象说” 

1．要做大自然的竞赛者。 

2．做过去伟大的诗人和作家的竞赛者。 

（四）崇高、天才与社会环境 

1．社会政治制度。 

2．社会风气。 

学习目标： 

1． 了解贺拉斯的《诗艺》和郎加纳斯的《论崇高》的主要文艺思想。 

2． 掌握古罗马文艺思想的主要内容。 

作业： 

1. 阐述《诗艺》中的文艺观。 

2. 阐述《论崇高》中的文艺观。 

知识单元 4：《忏悔录》和《神学大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了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阿奎那《神学大全》中的文艺思想，从而对中

世纪基督教神学文艺思想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 

一、《忏悔录》中的文艺思想 

（一）内容 

1．上帝是美的本体。 

文学艺术是人类审美活动的产物。对于人和美的本质的认识，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文学艺术本

质的认识，影响着文学艺术的发展。奥古斯丁对文学艺术的认识，也与他对人和美的本质的看法有

关。 

美在于事物的整体，在于它的和谐统一。奥古斯丁曾受毕达哥拉斯的影响，认为美在于“整一”、

“和谐”。 

2．文学艺术是神学信仰的敌人。 

    反对虚构的艺术，反对世俗文艺。奥古斯丁强烈的表述了反对文艺，特别是反对戏剧的见解。

他攻击艺术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会亵渎神灵；二是艺术会败坏道德；三是艺术会毒化灵魂。 

3．形式美、虚构与语象理论。 

丑是形成美的一种因素。奥古斯丁认为，真正的和谐在于对立的统一。首先艺术美在于整体的

和谐。其次，丑可以反衬美，犹如阴影在一幅画中所起到的作用一样。 

（二）小结 

《忏悔录》是一部自传体作品，记述皈依基督教之前的思想历程。感情真挚，文笔细腻，是世

界学术名著之一。集中反映了奥古斯丁文艺思想。 

二、《神学大全》中的文艺思想 

阿奎那的美学思想和文艺主张，主要反映在《神学大全》中： 

（一）模仿自然即模仿上帝的创造 

1． 美的因素在于完整，匀称和鲜明。 

2．艺术作品起源于人的心灵。现代资产阶级的新托马斯主义者，极力提倡“超现实主义”，

就是主张作家、艺术家可以不受任何现实关系的约束，只凭主观想法进行“自由创作”，其理论根

源正在这里。 

3．审美活动在于直觉性，欣赏文艺作品的审美感官只有视觉和听觉。 

（二）美与善、艺术与道德的区别 

（三）《圣经》的象征意义 

学习目标： 

1.了解《忏悔录》和《神学大全》中的文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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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中世纪文艺思想的主要内容。 

作业： 

1. 思考中世纪神学和文学的关系。 

知识单元 5：《神曲》、《画论》和《为诗辩护》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了解但丁《神曲》、达·芬奇《画论》和锡德尼《为诗辩护》中的文艺思想，

从而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观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 

一、《神曲》中的文艺观 

1．“四义说”与《神曲》的寓意。 

（1）“四义说” 

“四义说”是但丁提出的关于文学语言的重要理论。 

（2）《神曲》的寓意 

《神曲》是一部具有强烈政治倾向性的作品，它以广阔的和巨大的艺术力量，深刻反映了新旧

交替时意大利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最早鲜明地表达了新时代的新思想—人文主义，因此被誉为

一部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学名著。但丁在谈《神曲》的信—《致斯加拉大亲王书》中谈了六个问题：

即主题、主角、形式、目的、作品名称和作品所关系到的哲学。 

①关于作品的思想意义。运用“寓意说”对《神曲》主题、主角、目的作了解释。首先，他宣

称他的作品的主题是写人而不是写神，作品的主角是人而不是神；作品的创作目的是为了人的幸福

而不是为了教会的利益。“讽喻说”在但丁手里已经成为宣扬人文主义思想、反对教会的文艺理论

武器。 

②关于作品的表现形式。作品的形式有两层含义：一是文章的形式；一是处理的形式。但丁由

于善于运用多种写实的和浪漫的手法去表现丰富广阔的社会内容和切身的生活感受，因而使得这部

书能够突破中世纪梦幻文学的巢臼而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使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作品中有机地

融为一体。 

③关于作品的社会作用。明确提出诗不是为思辨而设，而是要影响人们的实际行动。但丁解释

这部巨著所阐发的强调以“人”为主题的文艺思想，则是开创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艺理论的

先河。 

2．民族语言理论。 

二、《画论》中的文艺思想 

1．“画家的心应当像一面镜子。” 

艺术应像一面镜子忠实反映自然。笔记是按照艺术摹仿自然、再现现实这一基本精神，把人和

自然当作画家的重要课题来探索和研究的。芬奇的“镜子说”虽是就绘画须再现自然而说的，但却

形象地概括了艺术必须反映现实的创作规律，因此对后世现实主义文学颇有影响。 

2．艺术是“第二自然”。 

艺术家应以理性为指导去反映自然，使作品既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他认为艺术要真实地反

映现实，不能单凭感官去认识世界，还必须用理性去理解世界。所谓理性：一是指透视学、光影学、

人体解剖学等方面的绘画科学知识。二是创作过程中的艺术思维流动。 

3．艺术应以表现人和人的思想感情为中心。 

5． 艺术家应重视自身的道德和艺术修养。 

（1）一是画家必须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2）二是艺术家应到大自然和生活中去学习； 

（3）三是艺术家应注重美德修养，不应为追求金钱而创作。 

三、锡德尼《为诗辩护》中文艺思想 

1．在《为诗辩护》中针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对世俗文艺的攻击和污蔑，提出诗 “曾经是‘无知’

的最初的光明给予者，是其最初的保姆，是它的奶逐渐喂得无知的人们以后能够食用较硬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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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诗人是学术之父。 

3．从基督教教义角度来谈诗的作用，他认为人生来“堕落”，虽有“智力”但意志“不纯”，

因而必须进行诗教，因此他给诗体悲剧以崇高地位，因为悲剧具有威力，足以“揭开最大的创伤，

显出被肌肉掩盖的脓疮，使帝王不敢当暴君，暴君不敢不披露自己的暴虐心情。” 

4．比较诗与哲学、历史的异同。 

5．诗人是创造者。 

学习目标： 

1．了解《神曲》、《画论》和《为诗辩护》中的文艺思想。 

2．掌握文艺复兴时代文艺思想的主要问题。 

作业： 

1. 文艺复兴时期文艺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 为什么说艺术是“第二自然”？ 

知识单元 6：《诗的艺术》、《论批评》、《对古希腊绘画和雕刻的反思》和《古代艺术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了解布瓦洛《诗的艺术》、蒲柏的《论批评》、文克尔曼《对古希腊绘画和雕

刻的反思》和《古代艺术史》的文艺思想，从而对新古典主义文论有一个总体上的把握。 

一、布瓦洛与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法典《诗的艺术》中的文艺思想 

1．《诗的艺术》的主要内容及理论体系。 

《诗的艺术》是一部集古典主义之大成，为君主专制在文艺上制订政策的著作。全书用整齐的

亚历山大诗体写成，共分四章。第一章是总论。阐述了理性是诗歌创作和批评的最基本。对诗歌创

作和批评的一般规律作了概括的说明。第二章论“次要的”诗类。开始分析一些次要的诗体。第三

章论“主要的”诗体是全书的核心和基本部分。这一章谈了三种基本的诗类：悲剧、喜剧和长篇叙

事诗。第四章论作家的首先修养。 

2．理性的原则。 

3.自然的原则。 

4．古典的原则。 

5．《诗的艺术》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 

《诗的艺术》是一部体系十分完整的艺术理论著作。作为十七世纪古典主义艺术实践的理论总

结，是适应了君主专制的需要的。如果说君主专制在当时乃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

的话，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古典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这种制度的形成和巩固无疑是起过促进

作用的。文中古今结合，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认证方法，对后人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诗的艺术》一方面继承了贺拉斯《诗艺》的一些重要文艺观点。如“合适”说；另一方面，

又根据十七世纪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从理性高于一切的观点出发，为古典主义制订了一整套理论

法规。这个理论体系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理性是艺术达到完美的根本途径。 

（2）摹仿自然是文艺的基本任务。摹仿自然是古希腊的传统观点，具有唯物的性质，然而，

他的摹仿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和传统的摹仿说有很大的。 

（3）学习古人是获得艺术成功的捷径。对于布瓦洛强调学习古人的问题，要作具体分析。强

调学习古人如果是为了今天的诗人能更好地继承这份遗产，汲取他们的经验与方法，以写出符合时

代的新作品，那是完全正确的。事实上，当时由于古典主义艺术大师努力向传统借鉴，在语言学的

语言、戏剧的结构以及人物心理描写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较之前人均有所突破。然而，如

果强调学习古人是为了代替今天的作家对于生活的认识，对于艺术的贪大求洋，那就完全弄颠倒了。 

（4）艺术的尽善尽美在于审慎地选择和运用艺术形式和写作技巧。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他

为古典主义制订的“三一律”法规，他从君主专制的需要～一切要服从理性，一切要有法规，一要

要求艺术规范化出发，强调提出：我们对理性要服从它的规律，我们要求艺术地布置剧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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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到尾维持着舞台充实。 

二、蒲柏的《论批评》 

1．批评上的谬误比起创作上的拙劣，更是贻害无穷；糟糕的批评家比愚蠢的作家，更是损人

害己。 

2．把“智巧”当成是自然的恩赐之物。 

三、文克尔曼《对古希腊绘画和雕刻的反思》、《古代艺术史》中的文艺思想 

（一）生平 

（二）著作 

（三）文艺思想 

1．《对古希腊绘画和雕刻的反思》中认为，希腊艺术杰作的一般优点在于高贵的单纯和静穆

的伟大。 

2．《古代艺术史》为西方 18世纪艺术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对古典视觉艺术（特别是古希腊

视觉艺术）的赞赏，为德国打开了审视艺术发展的新天地。 

学习目标： 

1．了解《诗的艺术》、《论批评》、《对古希腊绘画和雕刻的反思》和《古代艺术史》中的文艺

思想。 

2．掌握新古典主义时期的基本文艺思想。 

作业： 

1. 如何理解“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 

2.如何理解布瓦洛的《诗的艺术》与贺拉斯《诗艺》的关系？ 

知识单元 7：《论风格》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掌握布封《论风格》中的文艺思想。 

一、布封《论风格》是一篇专门研究文学风格的著名论文，它批斗继承了前人善于问题的现实

主义文艺理论，并且紧密结合十八世纪中叶启蒙主义文学反对虚伪、矫饰的贵族阶级文学的斗争，

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建立和发展做主文学风格的猜到见解，这些见解大部分符合于现实主义文学创作

和鉴赏的艺术规律，因而至今对我们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论风格》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作品的风格与创作主体—作家的关系。 

风格就是人。是贯穿全文中心论点，也可以说是布封风格论的核心。风格就是人，这句名言，

过去往往被解释为“文如其人”，这与布封愿意不尽相符。布封的意思不仅讲作品的风格像作家的

人格，而且强调作品的风格就是作家思想感情的表现，是作家本人的思想、感情、性格、气质、审

美爱好、艺术才能等待主观因素在作品中的印记和标志。 

2、在“风格就是人”这一总的命题下，布封反复论证了作品风格与作家的思想、感情、才智

的密切关系。 

他着重指出：风格是应该刻画思想的，同时认为风格不有赖于作家用感情的热力给每一个辞语

灌注生气。布封的意思是说创作中作家的感情与理解应结合起来。这里，布封揭示了创作过程中艺

术思维的“物我交融”的特征。布封十分强调天才的作用，认为在风格的创造上，“规则不能代替

天才；无用的”这是指作家要充分发挥各种主观能动作用。 

3、布封强调作家的思想、感情、智力等因素对风格的制约作用，因此，在论文中他不惜用了

大量篇幅对各种脱离实际、单纯追求形式的文风进行了谴责和批判。 

他反对在作品中故弄玄虚、滥用警语；反对运用纤巧的思想；反对专在字面上做功夫，涂抹空

言。 

二、作品风格与艺术表现形式的关系。 

风格既离不开思想，也离不开表现形式。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包括语言、结构、体裁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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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能使作品思想内容的结构达到风格美的要求呢？布封认为关键在于艺术构思：作家的构思只

有解决好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方能产生理想的风格：一是使主题具有统一性。二是从整体上合理

而已。三是预先考虑“全部精神活动会产生什么样的成果”。 

三、作品风格的客观基础。 

布封提出“风格即人”的诊断，强调作家主观因素对风格形成的重要作用，但他并没有因此而

忽视形成风格的客观因素。如果说主观因素是风格的灵魂，那么，客观因素就是风格形成的基础。

布封说的“义理”屿新古典主义者布瓦洛所主张的义理城内涵上有质的区别。基于形成有其客观基

础的看法，布封主张作家创作应师法自然。 

学习目标： 

1．了解《论风格》的主要文艺思想。 

2．掌握法国启蒙时期文艺思想的基本问题。 

作业： 

1. 如何理解“风格即人”？    
知识单元 8：《拉奥孔》、《汉堡剧评》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掌握莱辛《拉奥孔》和《汉堡剧评》中的文艺思想。 

一、《拉奥孔》。 

1、莱辛从拉奥孔这座雕像群所表现出的感情与维吉尔在《伊尼特》诗中所描绘的拉奥孔的形

象谈起，具体探讨了造型艺术和诗的区别及其特殊规律。 

2、他的《拉奥孔·前言》中就清楚地阐明了诗画一致说对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带来抵达在。

在诗与画的共同规律问题上，莱辛继承了亚里斯多德《诗学》中所阐发的 艺术摹仿自然而又比自

然更美的主张。 

3、对于绘画或造型艺术与的特殊规律问题，莱辛进行了卓有见识提探讨，在理论上有重大的

建树。在《拉奥孔》中最主要的有三个方面应重点研究一下。 

①第一，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的特殊规律。其次，从摹仿的来看，诗与绘画或造型艺术是有区

别的。再次，从诗与画的效果来看，画是通过自然符号直接用眼睛来感受的，神学能够把在空间中

的冻死匠事物同时眼帘，所以适于感受静态美。 

    莱辛认为诗显示美的另一重要途径是“化美为媚”。媚就是在动态中美。化静为动，在动态中

显示出美后果上，这是莱辛的一个重要美学思想。 

②第二，时间与空间一问三不知经，选择最富有包孕性的顷刻的艺术规律。他重点阐明了在造

型艺术中如何寓时于空，在诗中又如何寓空于时，提出了选择最富有包孕性的顷刻的艺术规律。 

    莱辛关于选择最富有包孕性的顷刻的观点，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美学观点。不仅适用于绘画和

雕刻，对于戏剧艺术和诗也是有效的。 

③第三、 “有人气的英雄”。有人气的英雄的思想，打破了古典主义把英雄人物抽象化、寓

意化、概念化的理论教条，这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都有现实的意义。 

二、现实主义戏剧理论的重要历史文献—《汉堡剧评》。 

《汉堡剧评》这一著作是世界戏剧理论史上的重要历史文献。书中莱辛与法国启蒙运动领袖狄

德罗相呼应，大力提倡市民戏剧，反差新古典主义的戏剧理论和创作，继承和发扬了亚里斯多德以

来的现实主义戏剧理论，并结合具体的艺术实践，探讨了戏剧艺术创作的规律。莱辛在《汉堡剧评》

中涉及的问题很多： 

1、一是关于市民剧的理论。启蒙运动时期，狄德罗适应时代的需要，提倡一种严肃戏剧。莱

辛倡导的市民剧与狄德罗提出的严肃戏剧的基本精神一致。莱辛提倡市民戏剧，应真实、自然地反

映现实的社会生活，特别应反映广大砊宾社会生活。 

2、二是戏剧的审判教育功能。莱辛作为一个德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十分重视戏剧

艺术的审美教育功能。他认为艺术即要反映市民阶级的生活，又要起着他们、改善他们的作用。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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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特别重视美感与善的统一。在悲剧的审美教育功能问题上，莱辛针对当时德国文坛上对亚里劳动

保护多德《诗学》的歪曲，进一步了亚里斯多德的观点。喜剧的审美教育功能又有不同于悲剧的。

三是戏剧人物性格论。莱辛在《拉奥孔》中，已经谈到刻画人物的个性、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的问

题。 

3、莱辛还针对狄德罗善于喜剧表现类型、悲剧表现个性的看法，具体论述了人物性格的普遍

性和个别性统一的问题。并且提出了性格创造中的个性化问题。 

在性格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莱辛比狄德罗又有所前进，明确主张塑造在特定的环境中的人物

性格。 

学习目标： 

1．了解《拉奥孔》和《汉堡剧评》的文艺思想。 

2．掌握德国启蒙时代文艺思想的主流。 

作业： 

1.如何理解《汉堡剧评》中体现的市民文学思想？ 

2．如何理解《拉奥孔》中对诗歌、绘画、雕塑优长与局限的阐释。 

知识单元 9：《判断力批判》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了解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文艺思想 

一、重要影响。 

（1）关于美的本质。 

（2）崇高理论。 

二、文学艺术理论。 

（1）艺术的本质特征。 

（2）审美观念。 

（3）天才。 

学习目标： 

1．了解《判断力批判》中体现的文艺思想。 

2．掌握《判断力批判》与《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的关系。 

作业： 

1.如何理解康德对美的定义。 

知识单元 10：《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了解席勒《论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中的文艺思想。 

一、时代语境 

二、文艺思想 

1．诗的分类及其根据。 

2．感伤的诗的类型。 

3．历史的分类和风格的分类。 

学习目标： 

1．了解《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中的文艺思想。 

2．掌握德国新古典主义时期的文艺思想的基本问题。 

作业： 

1. 如何理解席勒对诗歌的分类。 

知识单元 11：《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掌握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的文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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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艺术本质论 

1．叔本华的艺术本质论认为——文学艺术是意志的暂时休歇。 

2．意志的暂时休歇就是指在观赏自然和艺术作品时由于消除了物我之间的差别而获得了忘我

的境界，与此同时，由于人们在这种体验中暂时忘却了欲望对自己的折磨，忘记了求生意志对自己

的压迫，获得了一种不知不觉的超然感受。正是在这一刻，人们的私心随之消失，强有力的生存动

机失去了它的威力，这一刻带来了清心寡欲。 

二、艺术价值论 

1．叔本华认为，艺术之所以有价值在于它能导引人们步入上述境界。诱发那种摆脱意志束缚

的物我两忘的感觉。由此，所有的艺术都有解脱生存痛苦的功能，尤以悲剧为最。 

2．叔本华在这里没有夸大艺术的功能，指出艺术的观照只能是对生存意志暂时地忘却。 

三、审美过程论——直觉（又译为“直观”） 

1．在叔本华看来，功利和理性、求生意志使人丧失了直觉的能力。这是人类的损失，也是人

类痛苦的根本原因。要想消除痛苦，必须抛弃理性而依赖于非理性的直觉。艺术是最好的直觉方式。 

2．直觉就是直观的认识，即“观审”。对此叔本华从两个方面界定： 

（1）主体成为纯粹无意识的感知 

（2）对象成为意志客观化的理念 

四、悲剧理论——三种悲剧，同一本质 

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是他的哲学的附庸。他认为艺术都有解脱痛苦的功能，但以悲剧为最，因此，

悲剧是“文艺的最高峰”。 

学习目标： 

1．了解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的文艺思想。 

2．掌握直觉主义文论的主要问题。 

作业： 

1.如何理解叔本华语境中的“意志”？ 

知识单元 12：《悲剧的诞生》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掌握尼采《悲剧的诞生》中的文艺思想 

一、艺术本质论 

1．日神——阿波罗；酒神——狄俄尼索斯。 

2．日神精神——趋向“幻觉之迫力”，它所要获取的是美的外观，而美的外观实际上又是人的

一种幻觉；酒神精神——“趋向放纵之迫力”，它所要获取的是解除个体存在、复归原始自然的体

验。 

3．日神精神——逃避人生痛苦；酒神精神——超越人生痛苦。 

4．日神精神：趋向于理性精神；酒神精神：趋向于非理性精神。 

5．尼采经过对日神和酒神进行的一般性考察和对比之后，将目光转向希腊人，以确定这两种

冲动在他们中间是如何起作用的，由此，更深入理解希腊艺术家与自然的关系。 

6．尼采将希腊文化分为六个时期： 

（1）第一时期：荷马以前的野蛮时期 

（2）第二时期：荷马时期 

（3）第三时期：北方蛮族文化入侵时期 

（4）第四时期：多立克文化诞生时期 

（5）第五时期：“崇高的阿提卡悲剧”诞生时期 

（6）第六时期：希腊悲剧的衰落时期 

二、悲剧观 

1．尼采的悲剧观——把个人的悲剧化作世界的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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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尼采的悲剧观的核心则是：从悲剧中看到由于个人的毁灭而解除了一切痛苦，并且消除了

痛苦的根源，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获得狂喜，又察觉到个体的毁灭并不影响生命现象的不可遏止

和层出不穷，顿然生出由衷的快感。(circle and circle) 

三、审美过程论——核心是“直觉” 

1．直觉理论是尼采整个艺术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 

2．尼采认为，以审美的态度洞察人生并促成艺术分娩的冲动与过程，就是直觉。在直觉时，

人暂时逃脱世俗变迁的纷扰，而在短促的瞬间成为原始生灵的本身，与外物或世界本体沟通。 

（1）直觉的心理基础。 

直觉的心理基础是“醉”。 

因为“醉”能提高整个肌体的敏感性，其本质是力的提高和充溢之感。因此，性冲动的醉，一

切强烈情绪所造成的醉，一切激烈运动的醉，酷虐的醉，破坏的醉，某种天气影响所造成的醉，因

麻醉剂所造成的醉，意志的醉等等，都是引发直觉的最好条件。 

由醉可以引发两种直觉状态，即日神和酒神的。 

（2）直觉与理性、道德的关系。 

①直觉与理性无关，直觉时的最大特点是无意识，它在平常状态下无由发生，只有借助进入审

美状态才行。 

②直觉与道德无关， 尼采认为，道德同样是直觉的对立面。 

四、艺术发生论：艺术家和天才、灵感 

1．尼采的微观的艺术发生论与生理学有密切的联系。他把自己的这一理论称为艺术生理学。 

2．尼采认为，艺术家必须是一些生命力极其旺盛，受内在的压力的逼迫，不得不给予表现的

人。 

3．艺术的产生（创作过程）就是人的旺盛的生命力爆发的结果，越是生命力旺盛的人越是能

产生艺术。所以，真正的艺术家都是精力旺盛的天才。肉体的活力是艺术的原动力。 

学习目标： 

1．了解《悲剧的诞生》中的主要文艺思想。 

2．掌握直觉主义文论的主要问题。 

作业： 

1.如何理解“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 

知识单元 13：《批评家即艺术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了解王尔德《批评家即艺术家》中的文艺思想。 

一、艺术与自然：不是艺术摹仿自然，而是自然摹仿艺术。 

二、艺术与人生：艺术不应该摹仿人生。 

三、艺术与时代：艺术与时代相对抗。王尔德认为，艺术与时代相对抗有两方面的内容。 

1、艺术不表现时代，只表现自身。 

2、有时艺术要重返过去的足迹，并且要把几种古旧文体形式复活起来，例如晚期希腊艺术的

“复古运动”和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前拉菲尔派”运动；有时艺术又完全走到时代面前，这一世纪

的作品，往往要到下一世纪才能了解和欣赏。因此，艺术根本不是时代的产物，也不再现它的时代。

由于艺术和时代无关，所以想要创造永恒的艺术，必须摆脱时代的纠缠 

四、艺术与道德：艺术是非道德的。 

五、艺术以追求“形式”为目标。 

在王尔德看来，形式就是一切，是至高无上的艺术目标。正因为艺术所追求的是“美而不真”

的形式，所以它才与自然、人生、时代和道德有了区别。 

六、艺术批评：完善的批评纯粹是主观的。 

王尔德认为，由于艺术家必须要有批评的能力，然后他才能从包罗万象的事物中从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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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每一个艺术家都是批评家；可是，由于批评家的任务是从已经选择过的材料中再从事选择，

因而批评的成果也就成为另一种完美的艺术品，所以，批评不是理性的和判断的，而是创造性

的，这样，每位批评家也就成了艺术家。 

学习目标： 

1．了解王尔德《批评家即艺术家》中的文艺思想。 

2．掌握唯美主义文艺思想的主要问题。 

作业： 

1.如何理解艺术以追求“形式”为目的。 

知识单元 14：《浪漫派的艺术》、《美学珍玩》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了解波德莱尔《浪漫派的艺术》和《美学珍玩》中的文艺思想。 

一、“大自然是座象征的森林” 

1． 象征是一种固有的客观存在，自然界万事万物之间，外部世界与人的精神世界之间，有一
种内在的感应关系，彼此沟通，互为象征。 

2． 世界原本就是一座象征的森林，它暗示着多重复杂的含义。 

3． 各种感官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沟通融会的关系，形、声、色、味交相感应，声音（听觉）可
以使人感到色彩（视觉），色彩可以使人闻到气味（嗅觉）。 

4．诗人能够对这种神秘深奥的感应心领神会，诗人的任务在于去发现、感知和表现这种固有

的象征关系和其中深藏的意蕴。 

二、发掘恶中之美 

古希腊至文艺复兴，传统的艺术存在着不表现丑的惯例，真善美三位一体成为评判艺术价值最

高的准则。但是，波德莱尔明确地提出艺术应该表现丑，把丑当作艺术美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三、影响 

波德莱尔对象征主义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十分深远。他把诗歌从情感宣泄抒发引向人内

心深层世界的探寻表现，从而完成了浪漫主义向象征主义的过渡。法国象征主义是以波德莱尔为滥

觞的，他明确地把发掘恶中之美，丑中之美作为诗歌的重要目的，扩展了文学的审美范畴，导致了

西方审美观念的变化，也加重了了西方文学的悲观主义色彩，启迪了后来的象征主义大师。 

学习目标： 

1．了解《浪漫派的艺术》和《美学珍玩》中的文艺思想。 

2．掌握象征主义文论的主要问题。 

作业： 

1. 如何理解波德莱尔文艺思想中的“恶中之美”。 

知识单元 15：《复义七型》、《艺术作为手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掌握燕卜荪的《复义七型》和什克洛夫斯基《艺术作为手法》中的文艺思想 

l 《复义七型》 

一、复义现象在日常语言中存在，尤其对于诗歌的表现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批评家习惯认为诗的意义是单一的，纯粹的，一首诗的解读只有一种方式是正确的。 

燕卜荪通过大量的研究和分析证明，一首诗的理解是多样的，而且每一种解释都有一定的道

理，对此不能独断地加以排斥。“诗无达诂”，这说明文学语言具有与科学语言完全不同的特性

—多义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诗意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正是诗的特殊魅力所在。 

新批评派推崇、赞赏具有丰富语义而又充满歧义色彩的诗歌作品，并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审美

趣味。 

二、复义的内涵 

1、可以意味着作者的意义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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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以意味着有意说出好几种意义。 

三、复义可以使文学语言活动方式中潜在的意义得到充分的表达从而增强作品的表现力。而

且，在燕卜荪看来，词语的潜在意义往往要比可能写出的要丰富得多、重要得多。 

四、燕卜荪在《复义七型》中，经过细致归纳，把文学中的复义分为七种类型。学界研究认为

这七种类型的存在着一些明显的问题，有些类型相互重叠，有的类型的规定不够严谨，总体上

说，使人感觉划分的漏洞颇多。但是，对文学语言中的复义现象进行如此细致的分析，为被传统

文学批评认为是一种弊病的现象正名，充分肯定它的审美价值，这正是燕卜荪的一大功绩。 

五、七种具体的复类型义 

六、影响 

l 《艺术作为手法》 

一、艺术是独立存在的世界 

1．三个世界说。 

（1） 现实世界。 

（2） 主观世界。 

（3） 艺术世界。 

2．对文学自足性的信奉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基本前提。 

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艺术永远是独立于生活的，它的颜色从不反映飘扬在城堡上空的旗帜的

颜色。” 

二、形式是艺术价值的决定因素 

1．形式和内容在文艺理论中是一对重要的范畴。 

2．传统理论与批评中的形式和内容 

传统理论与批评将文学作品分为内容和形式两大部分： 

（1）内容是指“写什么”，如文学作品表现了什么社会内容，描写了怎样的人物形象，传达了

怎样的情感体验。 

（2）形式是指“怎么写”，作家在具体写作中所使用的表现手法、结构方式、修辞技巧等。 

（3）传统理论与批评特别强调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

作用于“内容”。 

三、以“材料”和“形式”的二分法代替传统的“内容”和“形式”的二分法。 

（1）“材料”是指作者要表达的思想和观念。 

（2） “形式”不仅是对这些“材料”加以布局和安排，而且还指“材料”被安置完成后形成

的存在形式。 

（3）在什克洛夫斯基看来，“材料”僵死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它不决定文学作品的价值；

重要的是“形式”，它充满变化，富有生机，是判断作品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4）什克洛夫斯基区分了“故事”和“情节”，：“故事”是构成“情节”的材料；“情节”是

表现方法、技巧构成的“形式”。一种故事可以在不同作家手里形成多种情节，故事只是材料，并

不决定文学作品的成败优劣，实际上起作用的是“情节”——“形式”。 

四、陌生化 

1．陌生化与无意识化、自动化。 

“陌生化”是与“文学性”直接相关联的俄国形式主义的另一核心概念。 

什克洛夫斯基提出“陌生化”的概念来阐释语言所具有的文学性效果，他认为只有“陌生化”

的语言才具有文学性可言。“陌生化”又被译为“奇特化”，是与“无意识化”、“自动化”相对的，

它是使人感到惊异、新鲜、陌生的具有审美特征的语言。 

2．陌生化与形象、视觉体验。 

什克洛夫斯基发现，托尔斯泰经常使用陌生化的手法进行文学创作，他不直呼事物的名称，而

是描绘事物，好像他第一次见到这个事物一样，他描绘每一件事都好像是第一次经历这件事，他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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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有一种在原初情境中的体验。 

3．“陌生化”的基本原则。 

（1）陌生化的基本原则只有一个，即：“对日常语言有组织地实加暴力” 

（2）“陌生化”的对象正是已经自动化、无意识化的日常语言。通过各种语言技巧，比如扭

曲、变形、拉长、缩短、颠倒、强化、凝聚对日常语言进行加工，甚至“施加暴力”，使之变成

新鲜的语言。所以，在俄国形式主义者那里，声音、节奏、韵脚、意象、修辞手法等都具有陌生

化和疏离的效果，它们都是“文学性”的重要来源。文学作品是各种陌生化手段的凑合。 

学习目标： 

1．了解燕卜荪在《复义七型》中体现出的文艺思想。 

2．掌握英美新批评派文艺思想中的主要问题。 

3．了解什克洛夫斯基《艺术作为手法》中的文艺思想。 

4．掌握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主要问题。 

作业： 

1.如何理解复义的七种类型。 

2. 怎样理解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使石头成为石头”。 

知识单元 16：《神话学》、《民间故事形态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使学生掌握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和普洛普《民间故事形态学》中的文艺思想。 

l 《神话学》 

一、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分析的基本步骤： 

1、抽离出神话的基本成分——神话素； 

2、把神话素按照历时、共时的原则分别加以纵横排列和比较，以便找出它们共同的关系集束； 

3、按照二元对立的方式排列出神话的组合方式，显示神话的深层结构，并由此揭示出神话的

本质特征及意义。 

二、神话模式分析实践操作 

1．俄狄浦斯神话的分析。 

2．俄狄浦斯神话与古希腊神话。 

3．俄狄浦斯神话中的三个故事。 

l 《民间故形态学》 

一、功能。 

1、在这部著作中，普洛普通过一百个俄国民间故事的研究，发现民间故事常常将同一个行动

分配给不同的人物，在民间故事中，人物可以是多变的，但这些人物在故事中的功能却是不变的和

有限的。普洛普提出了“功能”的概念。 

2、功能就是根据人物在情节发展过程中的意义而规定的人物行为。 

二、行动范畴。 

1、在这三十一种功能之外，普洛普还归纳出这些功能的七个行动范畴（行动范围）和与此相

应的七种角色： 

2、普洛普发现，在所有故事中，每个人物都可以承担一个以上的角色，一个角色也可以由多

个人物承担。但他们的功能和行动范畴是固定不变的。 

三、民间故事结构原则。 

1、普洛普建立起民间故事的基本结构模式。 

2、他指出，所有民间故事，就它们的叙事结构而言，都具有共同本质，它们都遵循着四条原

则：人物功能是故事的基本成分，无论这些功能是由谁或以何种方式完成，它们本身是故事恒常不

变的稳固要素；民间故事使用的功能的数量是有限的 31 个；功能的排列顺序完全一样；就其结构

而言，所有民间故事都属于同一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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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中的文艺思想。 

2．掌握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的主要问题。 

3．了解普洛普《民间故事形态学》中的文艺思想。 

4．掌握俄国结构主义文论中的主要问题。 

作业： 

1. 如何理解“神话素”和“关系集束”。  

2. 如何理解七个行动范畴和七种角色。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2 《文艺对话集》、《理想国》和《诗学》 2  

3 《诗艺》和《论崇高》 2  

4 《忏悔录》和《神学大全》 2  

5 《神曲》、《画论》和《为诗辩护》 2  

6 
《诗的艺术》、《论批评》、《对古希腊绘画和雕刻的反思》和《古

代艺术史》 
2  

7 《论风格》 2  

8 《拉奥孔》、《汉堡剧评》 2  

9 《判断力批判》 2  

10 《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 2  

11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2  

12 《悲剧的诞生》 2  

13 《批评家即艺术家》 2  

14 《浪漫派的艺术》、《美学珍玩》 2  

15 《艺术作为手法》、《复义七型》 2  

16 《神话学》、《民间故事形态学》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文学概论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本课程所选读的西方文学经典中体现的重要文艺思想 

难点：《文艺对话集》、《诗学》、《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判断力批判》等文献。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讲授与小组讨论相结合。 

教学手段： 

1.文论经典讲读与文艺思想流派分析相结合。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期末考试占 80％。 

5、作业要求： 

每节课结束布置相应思考题。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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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用教材 

1．高建国、丁国旗主编，《西方文论经典》（六卷本），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4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李秀云主编，《西方文论经典阐释》，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年版。 

执笔：盛百卉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中国古代诗词研究 
Study of Chinese Ancient Poetry 

课程号：4070503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必修（选修）课程，具有综合知识，提高素质，培养实践能力

和研究性特征。 

《中国古代诗词研究》宏观地介绍了中国古代诗词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规律，让学生对中国

古代诗词有整体的印象与把握；讲授中国古代诗词的诗律、词律方面的基础知识及诗、词的艺术形

态，表达形象的特征及其区别等，指导学生进行古代诗词性质的写作；结合作品进行中国古代诗词

欣赏方法的教学，让学生对诗词名作有更深刻的体会，学会欣赏方法；立足名家名篇和研究方法、

教师的研究体会，以具体的作品、研究论文进行分析讲解，让学生初步学会中国古代诗词的研究论

文的写作。根据教学需要，结合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相关课程的教学，在识记、理

解和运用三个认知层次的基础上，以研究性方式开设中国古代诗词课程，将推动学校学习和社会需

要相结合的知识结构与人才培养方式，也是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达到培养提高学生的诗词美学欣

赏能力、创造能力与研究能力的目的。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32学时 

知识单元 1：学习与写作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诗词基本知识。 

2．文学创作。 

学习目标： 

1．了解诗词基本知识及其要求。 

2．掌握诗词创作要领，学会诗词创作。 

作业： 

写作诗或词一首。 

知识单元 2：艺术鉴赏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音乐、绘画、舞蹈和诗词创作经典分析。 

2．文学鉴赏的方式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阅读理解诗词中的艺术表现。 

2．掌握审美的基本途径和鉴赏的基本方法。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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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一首诗或词的艺术鉴赏文章。 

知识单元 3：诗词研究 

1．诗词研究的几种方法。 

2诗词研究论文点评和讨论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中国古代诗词发展历程  2  

2 第一节  诗歌的起源与价值功能   

3 第二节  中国古代歌诗的发展历程    

4 第二章  中国古代诗词基本知识与创作 4  

5 第一节  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知识与创作   

6 第二节  中国古代词的基本知识与创作   

7 第三章  中国古代诗词欣赏知性方法 8  

8 第一节 审美研究与把握途径   

9 第二节 诗词与绘画   

10 第三节 音乐与诗词   

11 第四节 中国古代诗词研究的基本方法   

12 第五节 论文写作   

13 第四章   中国古代诗词鉴赏与研究 16  

14 第一节《诗经·伐檀》的鉴赏与研究   

15 第二节 《离骚》的鉴赏与研究   

16 第三节  汉代乐府与唐宋元明清诗歌鉴赏与研究  考查 2课时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汉语、文艺学 

后续课程：中国文学批评史 

通过学习能够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和体验，提高理论素养，同时感受诗词美学情

怀和抒情方式，将有利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习，融汇古今，更加彰显民族文化个性与价值。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诗词教学的重点是诗词研究，以知识和方法为基础，创作为感性体验。 

难点：难点主要是两方面：一是选题合理，二是典故把握。前者研究性写作和在校练习对一部

分同学难以合一；后者需要扎实的基础或者勤奋，牵涉到主观性。作为选修课，难以提出更高要求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知性和理性相结合。 

2.感悟和创作相结合。 

3.吟诵和理解相结合。 

教学手段： 

1.情景教学。 

2.讲评讨论。 

………………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 

程考核方法：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主要是作业完成情况占 20％，平时出勤与随堂检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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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自编讲义 

（二）推荐参考书 

1.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唐诗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2.龙榆生：《唐宋词格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版 

执笔：黄震云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中国语言文学专业选修课（研究性课程） 

《中国古代诗词研究》 

前  言 

一、本课程性质、编写目的、课程简介、编写人员 

课程性质：本课程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选修课，具有综合知识，提高素质，培养实践能力和

研究性特征。 

编写目的：对非常丰富多元的中国古代诗词，根据教学需要，结合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

学理论和相关课程的教学，在识记、理解和运用三个认知层次的基础上，以研究性方式开设中国古

代诗词课程，将推动学校学习和社会需要相结合的知识结构与人才培养方式，也是美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达到培养提高学生的诗词美学欣赏能力、创造能力与研究能力的目的。  

课程简介：《中国古代诗词研究》宏观地介绍了中国古代诗词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规律，让

学生对中国古代诗词有整体的印象与把握；讲授中国古代诗词的诗律、词律方面的基础知识及诗、

词的艺术形态，表达形象的特征及其区别等，指导学生进行古代诗词性质的写作；结合作品进行中

国古代诗词欣赏方法的教学，让学生对诗词名作有更深刻的体会，学会欣赏方法；立足名家名篇和

研究方法、教师的研究体会，以具体的作品、研究论文进行分析讲解，让学生初步学会中国古代诗

词的研究论文的写作。 

编写人员：黄震云 

二、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知识应用能力、美学水平，培养优秀

的中文专业本科毕业生。 

基本要求：了解中国古代诗词的发展线索、学会格律诗词的写作，能够进行诗词研究，写出合

格的研究论文。 

三、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及学时分配； 

本课程共 36学时，其中实践教学，看风物写诗词约 2学时，论文提纲写作或者鉴赏文章练习

约 2到 4学时，具体如下： 

第一章  中国古代诗词发展历程 （2学时） 

第一节  诗歌的起源与价值功能 

第二节  中国古代歌诗的发展历程  

第二章  中国古代诗词基本知识与创作（4学时） 

第一节  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知识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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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古代词的基本知识与创作 

第三章  中国古代诗词欣赏知性方法（8学时） 

第一节 审美研究与把握途径 

第二节 诗词与绘画 

第三节 音乐与诗词 

第四节 中国古代诗词研究的基本方法 

第五节 论文写作 

第四章   中国古代诗词鉴赏与研究（16学时） 

第一节《诗经·伐檀》的鉴赏与研究 

第二节 《离骚》的鉴赏与研究 

第三节  汉代乐府与唐宋元明清诗歌鉴赏与研究 

主要参考书 

1、龙榆生：《唐宋词格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版 

2、夏承焘：《读词常识》中华书局 2000年版 

3、启 功：《诗文声律论稿》中华书局 2001年版 

4、吴熊和等：《唐宋诗词探胜》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 

5、马茂元：《马茂元说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版 

6、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 

7、葛晓音：《唐诗宋词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8、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唐诗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第一章 中国古代诗词发展历程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主要介绍中国诗歌起源发展的历史，价值意义，重点讲清儒家诗学

和诗词形式的产生时代与原因。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诗歌的起源与价值功能 

一， 诗歌起源   

(一)、主要观点   

 主要有“劳动”、“模仿说”、“游戏说”、“移情说”、“冲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论，马克思主

义认为艺术（包括诗歌）起源于劳动，与中国古代典籍记载一致。《淮南子·道应训》说：“今夫举

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歇也。”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认为“歌咏所兴，

宜自生民始也。” 

（二）理论资料 

《尚书》、《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有“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吕氏春秋·古乐篇》

“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 《毛诗正义·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

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三）作品文献 

《越绝书》：“「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甲骨文：“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

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郭沫若《卜辞通纂》三七五） 《易》：“屯如邅如， 乘马班如。匪寇，

婚媾。”（《屯》六二）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屯》上六）“女承筐，无实； 士刲羊，无血。”

（《归妹》上六） 1899年，当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因病照方抓药，发现中药“龙骨”上面的

花纹。经过研究，证明这是一种当时尚未被认识的古文字，开创了后世称为「甲骨文」的研究。1903

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号铁云）出版了《铁云藏龟》专门著录甲骨文字，1913年孙诒让的

《契文释例》则是我国学者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专著。从此殷商时代的文献开始为世人所知。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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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经过多年的考证研究，断定目前发现的约十万片刻在龟甲或者兽骨上的甲骨文文献都是殷商王

朝后半期占卜的文辞，即卜辞。 后来的学者主要有郭沫若、王国维。 

二、诗学本质 

（一）、诗言志、政教合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二）、情志一也 

（三）、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文献根据：《尚书》（夔汝典乐，以教胄子）、《周礼》（六诗、乐语）、《左传·文公三年》：“公

如晋，及晋侯盟。晋侯饷公，赋菁菁者莪（小雅），庄叔以公降拜曰：小国受命于大国，敢不慎仪？

君贶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晋侯降辞，登成拜，公赋嘉乐。”《礼记》等。

汉代独尊儒术，强调微言大义、纬候足征，出现了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

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的现象，每每由政治意义索解《诗经》，后世的文字狱的理论依据，

实创于此。楚辞、汉代乐府 《典论·论文》 

第二节  中国古代歌诗的发展历程  

一、歌诗的形成与礼乐文化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有文字记载的诗歌总集，产生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它是一部四

言诗，由风、雅、颂三部分组成，总共 305篇。“风”也叫“国风”，是地方礼乐歌谣；“雅”是

周王统治地区的音乐或者说正宗礼乐；“颂”有形容的意思，它是一种宗庙祭祀用的舞曲。时间上，

礼乐崩坏开始歌诗丛诸侯出。《楚辞》是汉成帝时的刘向所编辑。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

而代之以三四言到七八言的参差不齐的形式，这是诗歌的发展也是文学的革新。而其产生和发展的

重要基础是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为周原楚音。 

二、缘情而绮靡与礼乐重组 

乐府是古代的音乐机关，魏晋以后又作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

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这一特色是它的“缘事而发”的内容所决定的。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

民歌标志着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它的高度艺术性主要表现在：通过人物的语言

和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语言的朴素自然而带有感情；形式的自由和多样；浪漫主义色彩等。 到

了唐代，由于经济的发展，国家的昌盛和统治者的大力提倡，造成了一个极浓厚的诗歌创作风气，

从而使之百年唐帝国成为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 盛唐之音:兴礼乐与依律调韵、声韵定式;诗仙、

诗圣、诗佛等。 

三、箫音剑气与形而下进程 

词虽然作为独立的文体，但是从本质上说就是歌诗，结果与诗歌一样，分为可歌与不可歌两种

情况。清代人把唐诗宋词以箫音剑气相况，指出了这两个时代歌诗的性格特征。 

宋代文学有 320 年的发展历史（从 960 年——1279年）。宋词的发展则依赖着音乐的发展，

隋唐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和交通贸易的发展，西域音乐及少数民族音乐传入中原，出现了新的音

乐形式——宴乐，因而赢得人们的喜爱；从当时文人的特点说起、他们比较重个人对国家社会的政

治责任和道德义务，而抑制个性的自由发展，自由表露；因而宋代文人比起唐代文人来思想也许更

成熟、深沉，情感也许更含蓄复杂，但明显缺乏唐代文人那种豪气千云、才华横溢，那种天真直率、

舒卷自如，那种浮华怪诞、异想天开等种种的性格特点。词从文学角度上看，是新型格律诗，词以

字数分小令、中调、长调或分小令、慢词。又因音乐节拍不同分：令、引、近、慢四类。如：从短

短十四个字的［竹枝词］发展演变到两百四千个字的［莺啼序］，其中有包括了 3800 多种词调。

据《御制词谱》记载有 2306体之多。 

  在宋代，词的意境，形成，技巧都发展到了鼎盛的时期。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在宋代词

人看来，写河可以自然流露。另一方面，由于晚唐词人写作范围不超过一些男女情愫，正好为诗人

留下宽广的余地来驰骋他们的才情，笔力。在近古体诗方面，唐代人已经占领了各方面的主要阵地

和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后，宋人就难以超越了。因此，词作家的数量虽不能和诗家相比，作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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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比宋诗丰富，艺术上却表现了更多的特色和创造性，所以后人用宋词来代表宋代文学，是因为它

具有自个独特时代风格。  

  元代主要是曲。 

  说唱艺术与诗词的结合，出现元曲、杂剧，自元到近代，诗词不衰，虽各有特色成就，但整体

人们不认可其比于唐宋。 

复习与思考题 

1、 中国古代诗歌产生时代与原因 

2、 儒家诗学的基本内容 

3、 诗与礼乐、词与诗的关系 

拓展阅读书目 

1、龙榆生：《唐宋词格律》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年版 

2、夏承焘：《读词常识》中华书局 2000年版 

第二章    中国古代诗词基本知识与创作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重点讲习中国古代各种诗体发育的背景下格律诗的产生与规

律，写作要点，学会能简单地写作符合规范的格律诗和词。  

学时分配：4学时 

第一节  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知识与创作 

格律诗，包括律诗和绝句，被称为近体诗或今体诗，在南北朝的齐梁时期就已发端，到唐初成

熟。唐以前的诗，“齐梁体”以外被称为古体。唐以后不合近体的诗，也称为古体。古体和近体在

句法、用韵、平仄上都有区别：句法：古体每句字数不定，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乃至杂言（句

子参差不齐）都有，每首的句数也不定，少则两句，多则几十、几百句。近体只有五言、七言两种，

律诗规定为八句，绝句规定为四句，多于八句的为排律，也叫长律。用韵：古体每首可用一个韵，

也可以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韵，允许换韵；近体每首只能用一个韵，即使是长达数十句的排律也不

能换韵。古体可以在偶数句押韵，也可以奇数句偶数句都押韵。近体只在偶数句押韵，除了第一句

可押可不押（以平声收尾则押韵，以仄声收尾则不押韵。五言多不押，七言多押），其余的奇数句

都不能押韵；古体可用平声韵，也可用仄声韵；近体一般只用平声韵。平仄：古、近体最大的区别，

是古体不讲平仄，而近体讲究平仄。唐以后，古体也有讲究平仄，不过未成规律，古体诗基本上无

格律。 

韵部   一般认为，唐人所用的韵书为隋陆法言所写的《切韵》。宋人增广《切韵》，编成《广

韵》，共有二百余韵。实际上唐宋诗人用韵并不完全按这两部韵书，比较能够反映唐宋诗人用韵的

是金人王文郁编的《平水韵》，以后的诗人用韵也多根据《平水韵》。 

  《平水韵》共有一百零六韵，其中平声有三十韵，编为上、下两半，称为上平声和下平声，这

只是编排上的方便，二者并不存在声调上的差别。近体诗只押平声韵，我们就只来看看这些平声韵

各部的韵目（每韵的第一个字）：上平声：一东、二冬、三江、四支、五微、六鱼、七虞、八齐、

九佳、十灰、十一真、十二文、十三元、十四寒、十五删 

  下平声：一先、二萧、三肴、四豪、五歌、六麻、七阳、八庚、九青、十蒸、十一尤、十二侵、

十三覃、十四盐、十五咸 

  光是从这些韵目就可以看出古音和今音已大不相同。有一些在古代属于不同韵的，在现在已看

不出差别，比如东和冬，江和阳，鱼和虞，真和文，萧、肴和豪，先、盐和咸，庚和青，寒和删，

等等。 

如果我们具体看一看各个韵部里面的字，又会发现一个相反的情况：古人认为属于同一韵的，

在今天读来完全不押韵。比如杜甫《三绝句》第一首（以下引诗均以杜诗为例，不再注明）： 

  楸树馨香倚钓矶，斩新花蕊未应飞。不如醉里风吹尽，可忍醒时雨打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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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和“稀”在平水韵中同属五微，但在普通话读来并不押韵。 

  又如第二首：门外鸬鹚去不来，沙头忽见眼相猜。自今以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 

  “猜”和“回”在《平水韵》中同属十灰，但在现在普通话中也不押韵。 

  古体诗的押韵，可以把邻近韵部的韵，比如一东和二冬、四支和五微，混在一起通用，称为通

韵。但是近体诗的押韵，必须严格地只用同一韵部的字，即使这个韵部的字数很少（称为窄韵），

也不能参杂了其他韵部的字，否则叫做出韵，是近体诗的大忌。但是如果是首句押韵，可以借用邻

韵。因为首句本来可押可不押，所以可以通融一下。比如《军中醉饮寄沈八刘叟》：酒渴爱江清，

余甘漱晚汀。软沙倚坐稳，冷石醉眠醒。野膳随行帐， 

  华音发从伶。数杯君不见，都已遣沈冥。 

  这一首押的“汀、醒、伶、冥”属下平声九青，但首句借用了八庚的“清”。这叫做借邻韵发

端，在晚唐开始流行，到了宋代，甚至形成了一种风气。 

  现代人写近体诗，当然完全可以用今韵。如果要按传统用《平水韵》，则不能不注意古、今音

的不同，读古诗更是如此。这些不同，有时可以借助方言加以区分，但不一定可靠，只有多读多背

了。 

汉语声调有四声，一般认为是齐、梁时期文人的发现。梁武帝曾经问朱异：“你们这帮文人整

天在谈四声，那是什么意思？”朱说：“就是‘天子万福’的意思。”天是平声，子是上声，万是

去声，福是入声，平上去入就构成中古汉语的四声，上去入又合起来叫仄声。 

  这四声中，最成问题的是入声。梁武帝接着又问：“为什么‘天子寿考’不是四声？”天、子、

寿是平、上、去，考却不是入声，可见当时一般的人也搞不清楚什么是入声。 

  那么什么是入声呢？就是发音短促，喉咙给阻塞了一下。在普通话中，入声已经消失了。原来

发音不同、分属不同韵部的入声字，有的在今天读起来就完全一样。比如“乙、亿、邑”，在平水

韵中分属入声四质、十三职、十四缉不同韵，在普通话读来毫无差别（用闽南语来读，则分得清清

楚楚，分别读做ｉｋ，ｉｔ，ｉｐ）。讲北方方言的人，可以根据声旁进行归纳帮助识别，比如“福

幅辐蝠”“缴激檄”，但大多数还是只能死记硬背。 

平仄  汉语虽有四声，但在近体诗中，并不需要象词、曲那样分辨四声，只要粗分成平仄两声

即可。要造成声调上的抑扬顿挫，就要交替使用平声和仄声，才不单调。汉语基本上是以两个音节

为一个节奏单位的，重音落在后面的音节上。以两个音节为单位让平仄交错，就构成了近体诗的基

本句型，称为律句。对于五言来说，它的基本句型是： 

平平仄仄平  或   仄仄平平仄 

  这两种句型，首尾的平仄相同，即所谓平起平收，仄起仄收。我们若要制造点变化，改成首尾

平仄不同，可把最后一字移到前面去，变成了：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除了后面会讲到的特例，五言近体诗无论怎么变化，都不出这四种基本句型。七言诗只是在五

言诗的前面再加一个节奏单位，它的基本句型就是： 

  仄仄平平仄仄平  平平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平仄仄   平平仄仄仄平平 

  七言近体诗无论怎么变化，也都不出这四种基本句型。 

  这些句型有一个规律，就是逢双必反：第四字的平仄和第二字相反，第六字又与第四字相反，

如此反复就形成了节奏感。但是逢单却可反可不反，这是因为重音落在双数音节上，单数音节就相

比而言显得不重要了。 

我们写诗的时候，很难做到每一句都完全符合基本句型，写绝句时也许还办得到，写八句乃至

更长的律诗则几乎不可能。如何变通呢？那就要牺牲掉不太重要的单数字，而保住比较重要的双数

字和最重要的最后一字。因此就有了这么一句口诀，叫作“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

就是说第一、三、五（仅指七言）字的平仄可以灵活处理，而第二、四、六以及最后一字的平仄则

必须严格遵守。这个口诀不完全准确，在一些情况下一、三、五必须论，在特定的句型中二、四、

六也未必分明，在后面我们会谈到，但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如何由这些基本句型构成一首完整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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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对  我们已经知道了近体诗的基本句型，怎样由这些句子组成一首诗呢？ 

近体诗的句子是以两句为一个单位的，每两句（一和二，三和四，依次类推）称为一联，同一

联的上下句称为对句，上联的下句和下联的上句称为邻句。近体诗的构成规则就是：        对句

相对，邻句相粘。 

   对句相对，是指一联中的上下两句的平仄刚好相反。 

如果上句是：仄仄平平仄    下句就是：  平平仄仄平 

同理，如果上句是：  平平平仄仄   下句就是： 仄仄仄平平 

除了第一联，其它各联的上句不能押韵，必须以仄声收尾，下句一定要押韵，必须以平声收尾，

所以五言近体诗的对句除了第一联，只有这两种形式。七言的与此相似。 

  第一联上句如果不押韵，跟其它各联并无差别，如果上、下两句都要押韵，都要以平声收尾，

这第一联就没法完全相对，只能做到头对尾不对，其形式也不外两种： 

平起：平平仄仄平      仄仄仄平平 

仄起：仄仄仄平平         平平仄仄平 

  再来看看邻句相粘。相粘的意思本来是相同，但是由于是用以仄声结尾的奇数句来粘以平声结

尾的偶数句，就只能做到头粘尾不粘。例如，上一联是：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下一联的上句要跟上一联的下句相粘，也必须以平声开头，但又必须以仄声收尾，就成了：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为什么邻句必须相粘呢？原因很简单，是为了变化句型，不单调。 

  根据粘对规则，我们就可以推导出五言绝句的四种格式： 

  一、仄起首句不押韵：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韵）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韵） 

  二、仄起首句押韵： 

  仄仄仄平平（韵）  平平仄仄平（韵）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韵） 

  三、平起首句不押韵：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韵）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韵） 

  四、平起首句押韵： 

  平平仄仄平（韵）  仄仄仄平平（韵）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韵） 

  五言律诗跟这相似，只不过根据粘对的原则再加上四句而已。比如仄起首句押韵的五言律诗是： 

  仄仄仄平平（韵） 平平仄仄平（韵）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韵）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韵）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韵） 

  根据粘对规律，还可以十句、十二句……无限地加上去，而成为排律。 

  粘对也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基本上也是遵循“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口诀，也就是说，

要检查一首近体诗是否遵循粘对，一般看其偶数字和最后一字即可。如果对句不对，叫失对；如果

邻句不粘，叫失粘。失对和失粘都是近体诗的大忌。相比而言，失对要比失粘严重。粘的规则确定

得比较晚，在初唐诗人的诗中还经常能够见到失粘的，即使是杜甫的诗，也偶尔有失粘的，比如名

诗《咏怀古迹》的第二首： 

  摇落深知宋玉悲，  风流儒雅亦吾师。 
  怅望千秋一洒泪，  萧条异代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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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山故宅空文藻，  云雨荒台岂梦思。 
  最是楚宫俱泯灭，  舟人指点到今疑。 
  第三句就没能跟第二句相粘。这可能是不知不觉地受到齐梁诗人的影响而一时疏忽。 

  对的规则在齐梁时就确立了，所以在唐诗中很少见到失对的。现存杜甫近体诗中，只有《寄赠

王十将军承俊》一首出现失对：将军胆气雄，臂悬两角弓。缠结青骢马，出入锦城中。时危未授钺，

势屈难为功。宾客满堂上，何人高义同。 

  第一、二句除了第一个字，其它各字的平仄完全相同，是为失对。这可能是赠诗时未来得及仔

细加工而一时疏忽。 

     孤平和三平调   在某些情形下一三五必须论。比如五言的平起平收句：平平仄仄平 

  这一句的第三个字是可以不论的，用平声也可以。但是第一字如果改用仄声，就成了： 

  仄平仄仄平 除了韵脚，整句只有一个平声字，这叫“孤平”，是近体诗的大忌，在唐诗中极

少见到。前引杜诗“臂悬两角弓”即是犯了孤平，象这样不合律的句子，叫作拗句。老杜有意写过

不少拗体近体诗，这种探索另当别论。 

如果第一字非用仄声不可，怎么办呢？可以同时把第三个字改成平声： 

  仄平平仄平   这样就避免了孤平。这种作法，叫作拗救，意思就是避免了拗句。例如《复愁

十二首》其三： 

  万国尚戎马，故园今若何？ 

  昔归相识少，早已战场多。 

    第二句本该是“平平仄仄平”，现第一字用了仄声“故”，第三字就必须改用平声“今”了。

七言诗与此相似，也即其仄起平收句“仄仄平平仄仄平”的第三字不能改用仄声，如果用了仄声，

必须把第五字改成平声，才能避免孤平。例如《绝句漫兴九首》其一： 

  眼见客愁愁不醒， 

  无赖春色到江亭。 

  即遣花开深造次， 

  便教莺语太丁宁。 

  第一句本该是“仄仄平平仄仄平”，现在第三字用了仄声“客”，第五字就改用平声“愁”来

补救（注意“醒”是平声）。 

  所谓“孤平”，是专指平收句（也就是押韵句）而言的，如果是仄收句，即使整句只有一个平

声字，也不算犯孤平，至多算是拗句。例如把“仄仄平平仄”改成“仄仄仄平仄”，这不算犯孤平，

是可以用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五言的仄起平收句：仄仄仄平平 

  在这种句型中，第一字是可平可仄的，但是第三字不能用平声字，如果用了平声字，成了：仄

仄平平平 

    在句尾连续出现了三个平声，叫做“三平调”，这是古体诗专用的形式，做近体诗时必须尽量

避免，而且无法补救。同样，七言平起平收句“平平仄仄仄平平”，第一和第三字都可平可仄，但

是第五字不能用平声，否则也成了三平调。只要能够避免孤平和三平调，“一三五不论”就是完全

正确的。 

如果仔细看一下前面所举的近体诗的几种基本格式，会发现一个规律：在一联之中，平声字和

仄声字的总数相等。如果我们在“一三五”这些可灵活处理的地方，该用平声字而用了仄声字（或

该用仄声字而用了平声字），那么往往就要在本句或对句适当的地方把仄声字改用平声字（或把平

声字改用仄声字），以保持一联之中平、仄数量的平衡。也就是说，先用了拗（不合律），再救一下，

合起来就叫拗救。 

  前面谈到的对孤平的补救属于在本句自救。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对句补救。比如在五言“仄仄

平平仄”这种句型，第三字改用了仄声，往往就在对句的第三字改用平声来补救，也就是“仄仄平

平仄，平平仄仄平”变成了“仄仄仄平仄，平平平仄平”。例如《天末怀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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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风起天末，  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  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  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  投诗赠汨罗。 

第三句“鸿雁几时到”第三字该平而仄，第四句“江湖秋水多”就把第三字改成了平声。七言

的与此相似，是“平平仄仄平平仄”的第五字用了仄声，就在对句的第五字改用平声来补救，即“平

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变成“平平仄仄仄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 

甚至是第一字，诗人也喜欢救一下。比如《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  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  花重锦官城。 

第七句第一字该平而用了仄声“晓”，第八句的第一字就改用平声“花”补救。 

又如《阁夜》： 

岁暮阴阳催短景，  天涯霜雪霁寒宵。 

五更鼓角声悲壮，  三峡星河影动摇。 

野哭几家闻战伐，  夷歌数处起渔樵。 

卧龙跃马终黄土，  人事依依漫寂寥。 

第三句第一字该平而仄（“五”），第四句第一字就改仄为平（“三”）；第七句第一字该平而

仄（“卧”），第八句第一字就改用平声（“人”）。 

有时候，是本句自救和对句补救混用。 

对仗  律诗的四联，各有一个特定的名称，第一联叫首联，第二联叫颔联，第三联叫颈联，第

四联叫尾联。按照规定，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首联和尾联可对可不对。绝句的两联也是可对可不

对。排律的首联可对可不对，中间各联都必须对仗，最后一联不对，以便结束。 

对仗的第一个特点，是句法要相同。如《旅夜书怀》： 

细草微风岸，  危樯独夜舟。 

星垂平野阔，  月涌大江流。…… 

又如《月夜忆舍弟》： 

戍鼓断人行，  秋边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  无家问死生。 

寄书长不避，  况乃未休兵。 

颔联上句的写法是把“白露”一词拆散，下句的写法也相同，是把“明月”一词拆散。 

对仗的第二个特点，是不能用相同的字相对。象“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这种对仗，

在词、曲中是允许的，在近体诗中则绝不允许。实际上，除非是修辞的需要，在近体诗中必须避免

出现相同的字。 

对仗的第三个特点，是词性要相对，也就是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副词

对副词，代词对代词，虚词对虚词。如果要对得工整，还必须用词义上属于同一类型的词（主要是

名词）来相对，比如天文对天文，地理对地理，数目对 官应老病休。 

飘数目，方位对方位，颜色对颜色，时令对时令，器物对器物，人事对人事，生物对生物，等

等，但不能是同义词。前面所举的“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星”对“月”是天文对，“野”

对“江”是地理对，而“垂”对“涌”，“平”对“大”，“阔”对“流”，也都是在词义上属于

相同类型的动词、形容词的相对。象这样的对仗，叫做工对。 

有一些对仗，是借用了同音字形成工对，叫做借对。象《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  南浦清江万里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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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风尘诸弟隔， 天涯涕泪一身遥。 

一联之中对仗的上下两句，一般内容不同或相反。如果两句完全同义或基本同义，叫作“合

掌”，是作诗的大忌。但有时上下句有相承关系，讲的是同一件事，下句承接上句而来，两句实际

是一句，这称为“流水对”。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尾联下句描述的是紧接上句的行程，就是

一流水对。 

句式  句式实际上并非诗词格律的内容，没有严格的约束，学者有所了解就可以了。句式是

以句子的“意义单位”而言。 

五言句式以“二三式”最常见：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李白）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李白） 

也有很复杂的句式，偶尔用之可起抑扬顿挫之妙：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 

后庭花／一曲；（刘禹锡） 

念／尔／独何之；（崔涂） 

七言句式以“四三式”最常见： 

天外黑风／吹海里，浙东飞雨／过江来；（苏轼）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姜夔）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 

也有复杂的情况： 

李将军／是／旧将军；（李商隐） 

可怜／无定河边／骨；（陈陶） 

可见古人写是在句式上是不依成法、力求多变的，这一点才是我们学习“句式”的目的。 

谋篇  谋篇指诗词的结构章法而言。对于诗，归结起来一般不出“起”、“承”、“转”、

“合”四字。  如贺知章《回乡偶书》： 

少小离家老大回， （起） 

乡音无改鬓毛衰。 （承） 

儿童相见不相识， （转） 

笑问客从何处来。 （合） 

甚至一句之中也有“起承转合”的安排。如：“少小（起）离家（承）老大（转）回（合）”。 

   当然，“起承转合”并非不易之法，形式毕竟要为内容服务 

   词的章法，因为体例繁多，变化各异，比较难以分清“起承转合”，所以前人论词，多从“过

片”入手。词除小令之外，都是分片的，从上片过渡到下片就是“过片”，又叫“换头”。 

  词的“过片”以衔接紧密、自然为要，以能翻出新 

第二节   中国古代词的基本知识与创作 

一、 词  

词本来是古代的歌词，是配上音乐供人歌唱的，在晚唐、五代称为"曲词"或"曲子词"。词和乐

府诗相似，来自民间文学。当它登上文坛的时候，正值近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代，受近体诗的影响，

使这一文学体裁引进了格律的规范。后来歌曲的乐谱逐渐失传，词也就跟音乐脱离了，成为诗的别

体，所以有人把词称为"诗余"，意思是诗的余绪。王力给词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一种律化的、长

短句的、固定字数的诗。"（《汉语诗律学》509 页）词脱离音乐以后，虽然原来的唱腔一般已无

法掌握，但仍保留着同歌曲结合在一起的字面格式和特殊的格律规范。不同曲调的歌词，它的段数、

句数、字数、押韵、平仄和对仗都有不同的格式。  

从晚唐五代到北宋，这个“词”字还没有成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固有名词。牛娇女冠子云：“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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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含双靥，低声唱小词。”南宋初，曾慥编了一部《乐府雅词》，今天我们说这是一部词的选集，

但在当时，这个书名仅表示它是一部高雅的乐府歌词。北宋词家的集名，都不用词字。苏东坡的词

集名为《东坡乐府》，秦观的词集名为《淮海居士长短句》，欧阳修的词集名为《欧阳文忠公近体

乐府》，周邦彦的词集名为《清真集》。没有一部词集称为《××词》的。 

南宋初期，出现“诗余”这个名词，它指的是苏东坡、秦观、欧阳修的这些曲子词。无论“乐

府”、“长短句”或“近体乐府”，这些名词都反映作者仍然把它们认为属于诗的一种文体。“诗

余”这个名词的出现，意味着当时已把曲子词作为诗的剩余产物。换句话说，就是已把它从诗的领

域中离析出来了。一部《草堂诗余》，奠定了这个过渡时期的名词。 

不久， 长沙的出版商编刊了六十家的诗余专集， 绝大多数都改标集名为《××词》，例如《东

坡乐府》改名为《东坡词》，《淮海居士长短句》改名为《淮海词》，《言真集》先改名为《清真

诗余》，后又改名为《青真词》。 

从此以后，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形式的固有名称，“词”这个名词才确定下来，于是有了“诗

词”这个语词。 

文学史家，为意义明确起见，把歌词的“词”字写作“辞”，而把“词”字专用以代表一种文

学形式。  

二、 雅 词  

词本来是流行于民间的通俗歌词，使用的都是人民大众的口语。《云谣集》是我们现在可以见

到的一部唐代流行于三陇一带的民间曲子词集，这里所保存的三十首曲子词，可以代表民间词的思

想、感情和语言，这种歌词，渐渐为士大大的交际宴会所采用，有些文人偶尔也依照歌曲的腔调另

竹一首歌词，交给妓女去唱，以适应他们的宴会。这种歌词所用的语言文字，虽然比民间曲子为文

雅，但在士大夫的生活中，它们还是接近口语的。《花间集》里所收录的五百首同，就代表了早期

的上大夫所作曲子词。我们可以说：《云谣集》是民间的俗文学，《花间集》是知识分了的俗文学。 

直到北宋中叶，黄庭坚为晏殊的《小山词》作序，说这些词“嬉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之

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又说：“其乐府可谓狎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晁无咎也称赞

晏叔原的词“风调闲雅”。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信息，它告诉我们：词的风格标准是要求“雅”。

要做得怎么样才算是“雅”呢？黄庭坚举出的要求是“寓以诗人之句法”。曾慥编了一部《乐府雅

饲》，其自序中讲到选词的标准是“涉谐谑则去之”。这表示池以为谐谑的词就不是雅词。《宋史·乐

志》云：“政和三年，以大晟府乐插之教坊，颁于天下。其旧乐悉禁。”这是词从俗曲正式上升而

为燕乐的时候，“雅词”这个名词，大约也正是成立于此时。王的《碧鸡漫志》云：“万俟咏初自

编其集，分为两体，曰雅词，曰侧艳，总名曰《胜萱丽藻》。后召试入官，以侧艳体无赖太甚，削

去之。再编成集，周美成目之曰《大声》”从这一记录，我们可以证明，“雅词”这个名词出现于

此时。  

三、令·引·近·慢  

唐五代至北宋前期，词的字句不多，称为令词。北宋后期，出现了篇幅较长，字句较繁的词，

称为慢词。令、慢是词的二大类别。从令词发展到慢词，还经过一个不长不短的形式，称为“引”

或“近”。明朝人开始把令词称为小令，引、近列为中调，慢词列入长调。张炎《词源》云：“美

成诸人又复增演慢曲引近。”可知引、近、慢词到宋徽宗时代已盛行了。 

  “令”字的意义，不甚可考。大概唐代人宴乐时，以唱歌劝客饮酒，歌一曲为一令，于是就以令
字代曲字。白居易寄元微之诗云：“打嫌调笑易，舞讶卷波迟。”自注云：“抛打曲有调笑令。”可知
唐代人称小曲为小今。 
   引，本来是一个琴曲名词，古代琴曲有笺篌引、走马引，见于崔豹《古今注》和吴兢《乐府

占题要解》。宋人取唐五代小令，曼衍其声，别成新腔，名之曰引。如王安石作千秋岁引，即取千

秋岁旧曲展引之。曹组有婆罗门引，即从婆罗门旧曲延长而成。 
  近，是近拍的省文。周美成有隔浦莲近拍，方千里和词题作隔浦莲，吴文英有隔浦莲近，此三

家词句式音节完全相同。可知近即是近拍。以旧有的隔浦莲曲调，另翻新腔，故称为近拍。隔浦莲



5538 

令曲早已失传，惟白居易有隔浦莲诗，为五言四句，七言二句，这恐怕就是唐代隔浦莲令曲的腔调

句式，王灼《碧鸡漫志》谓“荔枝香本唐玄宗时所制曲，今歇指、大石二调中皆有荔枚香近拍，不
知何者为本曲。”此文亦可以证明荔校香近即荔枝香近拍，且有同名而异曲的，宋词乐谱失传，这
个问题就无法考究了。 
  慢，古书上写作曼，亦是延长引伸的意思，歌声延长，就唱得迟缓了，因此山曼字孳乳出慢字。

《乐记》云：“宫、商、角、徵、羽，五音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又云：“郑卫之音，乱世之音
也，比于慢矣。”这两个慢字，都是指歌声淫靡。《宋史·乐志》常以遍曲与慢曲对称。法曲、大曲
都是以许多遍构成为一曲，如果取一遍来歌唱，就称为遍曲。慢曲只有单遍，可是它的歌唱节拍，

反而比遍曲迟缓。张炎《词源》云：“慢曲不过百余字，中间抑扬高下，丁抗掣拽，有大顿、小顿、
大柱、小柱、打、掯等字，真所谓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偶中矩，句中钩，累累乎

端如贯珠之语，斯为难矣。”这一段话，其中有许多唱歌术语，我们已不很能了解，但还可以从此
了解慢曲之所以慢，就因为有种种延长引伸的唱法。唐代诗人卢纶有一首《赋姚美人拍筝歌》，有

句云：“有时轻弄和郎歌，慢处声迟情更多。”由此可见唐人唱曲已有慢处。到了宋代，有了慢词，
于是曲有急慢之别。大约令、引、近，节奏较为急促，慢词字句长，韵少，节奏较为舒缓。但在令

慢之中，也各自还有急慢之别。例如促拍采桑子，是令曲中的急曲子。三台是古十拍的促曲，就是

慢词中的急曲子了。 
  按照字数的多少，把词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类，这是明代人的分法，最早用于明代人重编

的《草堂诗余》宋代人谈词，没有这种分法。他们一般总说令、引、近、慢，或者简称令、慢。令

即明人所谓小今，引近相当于中调，慢即是长调，大致如此。但另外还有称为大词、小词的。《乐

府指迷》 云：“作大词先须工间架，将事与意分定了。第一要起得好，中间只铺叙。过处要清新，
最紧是末句，须是有一好出场方妙。小词只要些新意，不可太高远。”此文目的是论词的创作方法，
但使我们注意到，宋人谈词，只分为大词、小词二类。小词即小令，大词即慢词，这是可以理解的，

惟有明人所谓中调，即引、近之类，在宋人观念里，到底是属于小词呢，还是大词？这一问题，在

宋人书中，没有见过明确述及。蔡嵩云注《乐府指迷》此条云：“按宋代所谓大词，包括慢曲及序
子、三台等。所谓小词，包括令曲及引、近等。自明以后，则称大词曰长调，小词曰小令，而引、

近等词，则曰中调。“蔡氏此注，己很明白，但是没有提出证据，何以知道宋人所谓小词，包括引、
近在内？且“小词曰小令”，这句话也有语病，应该说：“令词曰小令。” 
四、 阕  一首词称为一阕，这是词所特有的单位名词，但它是一个复活了的古字。音乐演

奏完毕，称为“乐阕”，这是早见于三《礼》、《史记》等书的用法，它是一个动词。《说文》解

释这个字为“事已闭门也”。事情做完，闭门休息，这就与音乐没有关系，只剩下完毕的意义了。

《吕氏春秋·古乐篇》云：“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马融《长笛赋》云：

“曲终阕尽，余弦更兴。”这里两个“阕”字，已成为歌曲的单位名词了。但是，汉魏以来，我们

还没有见到称一支歌曲或一首乐府诗为一阕的文献。直到唐代诗人沈下贤的诗文集中，才出现了《文

祝延二阕》的标题，以后，到了宋代，“阕”字被普遍用作词的单位名词，可知这个古字是在晚唐

时代开始复活的。 

五、格律 

词本来是古代的歌词，是配上音乐供人歌唱的，在晚唐、五代称为"曲词"或"曲子词"。词和乐

府诗相似，来自民间文学。当它登上文坛的时候，正值近体诗形成和发展的时代，受近体诗的影响，

使这一文学体裁引进了格律的规范。后来歌曲的乐谱逐渐失传，词也就跟音乐脱离了，成为诗的别

体，所以有人把词称为"诗余"，意思是诗的余绪。王力给词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一种律化的、长

短句的、固定字数的诗。"（《汉语诗律学》509 页）词脱离音乐以后，虽然原来的唱腔一般已无

法掌握，但仍保留着同歌曲结合在一起的字面格式和特殊的格律规范。不同曲调的歌词，它的段数、

句数、字数、押韵、平仄和对仗都有不同的格式。  

  各种词的格式，叫作"词调"，每种词调都有特定的名称，叫作"词牌"。像《毛泽东诗词集》中

所标的《贺新郎》、《沁园春》、《菩萨蛮》、《西江月》、《清平乐》……等等，都是词牌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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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各种格式的词牌、给填词者作依据的书，叫"词谱"。清代万树编著的《词律》，收唐、宋、元

词 660调，1180余体，陈廷敬、王奕清等合编的《钦定词谱》，收唐、宋、元词 826调，2306体，

这两本是现存最完备的词谱。  

  词牌，有的同一格式有几种名称，例如《忆秦娥》又叫《秦楼月》，《如梦令》又叫《忆仙姿》，

《忆江南》又叫《望江南》、《谢秋娘》，《念奴娇》又叫《百字令》、《大江东去》、《壶中天》....

名称多达 18 个。这些词调名称虽不同，格式却是一样的。还有许多词牌有若干变体，即词牌名称

一样，但彼此的段数、句数、字数、押韵和平仄不完全相同，例如《南歌子》有单调、双调两体，

单调 26字，平韵；双调 52字，又分平韵、仄韵两体；《木兰花慢》有 6体，都是 106字，但每一

体都有两三个句子组合不同；《定风波》有 99字、仄韵体，有 62字、平仄韵通叶体。所以上面介

绍的《词律》、《钦定词谱》等书，收集的词体多于词调。  

宋人将单调词重写一遍，成为前后一韵、平仄相同的双调词。这个词牌既可填单调也可填双调。

《江城子》也是单调、双调皆可。一首词有两段的叫双调，分前后两阕，或上下两片。双调有的是

小令，有的是中调或长调。双调有的两阕字数相等，格式相同；有的两阕字数不等，格式不相同。

这里以《毛泽东诗词集》中 17个双调词牌为例，上下片格式相同者如： 《减字木兰花 ·广昌路

上》：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 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 十万工农下吉安。 

  此外还有《西江月》、《采桑子》、《蝶恋花》、《渔家傲》、《浪淘沙》、《卜算子》、《虞

美人》等词牌。 上下片格式不同者如： 《菩萨蛮 ·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

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此外还有《贺新郎》、《沁园春》、《清平乐》、《忆秦娥》、《念奴娇》、《水调歌头》、

《满江红》等词牌。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例如：《浣溪沙· 和柳亚子先生》  这首词上下两

阕，字数相等，都是三个七字句，但格式稍有差异。上阕三句都押韵，下阕第一句不押韵，第二、

第三句押韵。 

近体诗是格律诗，词则具有更高级、更复杂、变化更多的格律。近体诗的句子只有五言、七言

两种，词的句子从一个字到十一个字。近体诗的格式，五绝、五律、七绝、七律各有四种（排律是

律诗格式的延长，故不另计），合起来不过十六种，词则有上千种。但不论变化多大，词的绝大部

分句子（三字以上），都是律句，即在近体诗五言或七言四种句式上增增减减；还有极少数特定的

句子是拗句。你只有掌握了平仄，才能识别哪是律句，哪是拗句，学会"按谱填词"。某些词调，相

邻的两个句子，字数相等，还要求对仗。它的对仗多数与近体诗相同----两句同一位置上的字，词

性相同，平仄相反；有的词性相同，平仄也相同；有的还容许同字相对。  

  词押韵不像近体诗那样严格，邻韵可以通押，但是比近体诗复杂。近体诗一律平声押韵。词有

的平声押韵，如《水调歌头》、《沁园春》等；有的仄声押韵，如《蝶恋花》、《念奴娇》等；有

的平仄韵转换押，如《菩萨蛮》、《减字木兰花》等；有的平仄韵通叶体，如《西江月》、《醉翁

操》等；还有平仄韵错落体，如《相见欢》、《诉衷情》等。凡仄声押韵的，上声和去声可以通押，

而上声、去声绝不可与入声通押。  

  从上述填词简单的规则中可以看出：学会了写近体诗，掌握了格律要领，再学填词就方便多了。

掌握格律须把辨四声的基础打好。张中行认为废除入声，按现代四声填词，"这就有如通体旧装束，

忽然来了一条领带，就难免旁观者诧异了。"他又说："作词，放弃入声，完全现代化，变动太大，

因而困难很大；保留入声，仍中古音的旧贯，入声字不反串，有时虽然不免于小不方便（如押平声

韵就不许用入声字），却可以避免头绪杂乱的大麻烦。……我们最好还是规规矩矩，入声字当入声

字用。 "（《张中行作品集》二卷 221---222页）  

  学填词光具备掌握格律这一条件还不行，还须另一个重要条件，即在泛读的基础上精读若干词，

在记忆库里储存一定数量的词调样板。现在出版的各种词谱，虽然在每一词调格式下面，都例举前

人几首词，但都没有注释。没有专门学过词的人，未必能领会所例举的词的词意，可能还有不少古

体字不认得，典故不懂。所以孤立地读词谱、背词调，既枯燥无味，也不容易记，即使当时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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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过不多久就忘了。最好的办法是先认认真真地读它几十首、上百首词，在泛读的基础上精读若

干首词，在深刻领会词意的同时，把它背下来，记住这首词每句的字数、平仄、押韵等词调要素。  

    例如，你读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

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在深刻领会这首词的同时，还要记住这首词的词调格式：双调，上下阕格式相同，每阕都是四

句，押仄声韵。上阕的第一句："风雨送春归"，是五言律句的仄起平收式（仄仄仄平平），不入韵；

第二句"飞雪迎春到"，是五言律句的仄起仄收式（仄仄平平仄），入韵；第三句"已是悬崖百丈冰"，

是七言律句的仄起平收式（仄仄平平仄仄平），不入韵；第四句"犹有花枝俏"，是五言律句的仄起

仄收式（仄仄平平仄），叶韵。（第一句、第二句、第四句的第一个字"风"、"飞"、"犹"，因不在

音节点上，同近体诗一样，可以通融，该仄而平）词的下阕各句句式与上阕完全相同。  

    读词时，如发现同一词调有个别句子平仄不一样，就须找词谱来核对一下，看看哪是"正例"，

哪是"变例"。 如毛主席的《十六字令三首》：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

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青天刺破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柱其间。  

  将这三首同一词调的词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第一首的第四句"离天三尺三"的句式是五言律

句的平起平收式，并且第三字"三"，该仄而平，用了拗字，而其余两首的第四句，都是五言律句仄

起平收式。如果你再找词谱核对一下，就明白"离天三尺三"是变通句式，是变例；"万马战犹酣"，

"赖以柱其间"才是正例。毛主席对词学造诣很深，为什么这一句用变例呢？一看作者原注就明白了：

这一句是引用湖南民谣的原句，不好随意改动，只得将平仄变通一下。如果你填《十六字今》，第

四句的平仄按变例填，而没有任何理由，在行人一看，认为你对词律一知半解。  

  因此，初学填词，除了由简而繁，从小令起步外，还要同一词调的词多背几首，发现有不同的

句式，就查查词谱，从中辨明哪些句子是正例，哪些句子是变例。开始学，尽量按正例填词，起步

要正；没有充足理由，不要随便用变例。宋词中，豪放派如苏轼、辛弃疾等的作品中有不少变通句

式；婉约派如柳永、秦观、李清照的作品中也有；格律派周邦彦、姜夔等的作品，讲究音律，注重

词法，词谱中多以他们的作品为正例。不过，有些变通句式，经苏轼等大手笔一用，别人跟的多了，

也就成了正例了。  

    词谱很多，常见的主要有：龙榆生编撰、上海古藉出版社的《唐宋词格律》。该书收词牌 153

个，依韵脚分为五类：平韵、仄韵、平仄韵转换、平仄韵通叶、平仄韵错落，每类中以字数多寡为

排列先后。另一本是杨文生编撰、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词谱简编》。该书收词牌 120个，依小

令、中调、长调的次序排列，从最短的《十六字令》开始，最长的《莺啼序》结束。还有一本是姚

普编校，1998 年才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实用规范词谱》，这本比前两本规模大，收词

牌 400个，480体，词例 796阙。所选词例也打破只用唐宋名作的框框，选入了金、元、明、清直

到现代人（毛泽东、唐圭璋、宋祖莱等）的佳作，因为所选词例较多，某些词牌的平仄声机动性也

就多些，不那么严格和呆板。这三本书所选词牌多数为古今常用的，也有少数不甚习见之调。 

复习与思考题 

1、 律诗的集中格律形式 

2、 粘对、平仄是什么意思 

3、 写一首格律诗和一首词 

拓展阅读书目 

1、周本淳《诗词蒙语》，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年 1月版 

2、《文史知识》编辑部《诗文鉴赏方法二十讲》中华书局 19865年 5月 1版） 

第三章  中国古代诗词欣赏知性方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本章重点讲习中国古代诗词欣赏的审美途径，音乐品质，与绘画等艺术相通的关系，然后介绍

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论文写作的要求。让学生能够从音乐的角度去把握歌诗（诗词）然后知道研究的

基本方式，欣赏理解的一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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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分配：8学时 

第一节 审美研究与把握途径 

中国文化中的审美精神主要是具有宗教特性的乐生精神，天人合一的宇宙情调，文以载道的文

艺观念，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 

审美理论是狭义的，审美批评是广义的。美存在的领域有形式美、自然美、艺术美 

美的单面形态：形式美、科学美、道德美： 

形式美：自然属性：形状（点线面）、色彩、声音，组成规律：单纯整齐、对称均衡、比例节

奏、多样统一。 

科学美、道德美：审美信念引导科学研究（和谐美，爱因斯坦被称为科学的艺术家）、审美理

想作为参照系进行研究验证，审美理想往往就是科学的结果。道德美是以个人德性味基础设计人与

人关系的美。性格美是人的内在品质之美( 仁爱与义勇精神等)。 

宗教美具有导引作用，科学具有神秘性，有历史学家统计过，近 300年中近 300位科学家信仰

宗教。 

自然美产生于自然的人化。 

艺术美的首先是艺术理想美，其次包括在作品的载体上，包括已经、技巧风格等，具有整体性、

空灵性、理想性。也有局部体现。艺术美的来源，唐代张璪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对于文学作品的美学把握，主从以下方面入手:  

气象，也就是形象画面的审美特征，是没有进入艺术再创造的表象阶段，也就是初步印象，是

以比较具体的情境来表达情感与风格，因此具有示意指引作用。 

律动是诗人情感的声音，是意象群的分化与整合，是诗人感情的内在结构。李商隐登长安乐游

原说：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表达了晚愁、消愁、解愁、深愁的过

程表达。 

心声，指作家的创作动机，所以这是具有还原性质的戒毒方式。 

把握气象，可以初步感受到艺术美的浑然魅力，把握律动，可以了解诗人创造艺术美的过程，

特别是诗人感情对塑造意象的规范作用，把握心声，可以谛听到诗人在特定时空中的感情独白，进

入诗人的自我塑像总体和他们身上的时代折光。 

第一节 审美研究与把握途径 

第二节 诗词与绘画 

孔子：“绘事后素”。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最早提出诗与画关系的是苏东坡：“诗画

本一律，天工与倾心”。诗画同源，诗画相通，绘画的颜色、感情、构思、形象与诗相通。 

层次：如“白水明田外，笔峰出山后”。绘画的效果、空间三维、远近层次、颜色、明暗、动

态。 

透视：如“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时间的跨度、非常深厚的历史沉淀，窗口、

门作为平面，万里船，空间的转移，时间、空间、画的意境，画的方式。 

角度：   仰视、俯视。   画， 视觉的艺术；诗，转换的过程。 

色彩：   诗歌：诗歌的色调更自由，可通感，飘逸的艺术，诗情画意。   画：真实的艺术。 

通感：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诗歌：无形写有形，有形写无形，感情、理想的把握，

诗可通感，诗可写听觉、味觉、感觉、视觉，诗的冲击力不可比。 画：视觉的艺术。以画写意，

写感受，郑板桥“一枝一叶总关情”，诗人懂画，诗更具画意 

诗画相通之处： 

（1） 自然景色如诗画 

（2） 社会生活也有色调、感情，如诗如画 

（3） 画是视觉的艺术，诗是言情的艺术，诗可以纵深、叠加，与其他艺术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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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诗有形象、感情、境界，本质特征，诗是形象的画，联想的画，画是抽象的画 

（5） 诗情画意，画情诗意，诗是综合艺术，画是视觉艺术。 

第三节     音乐与诗词 

一、音乐与诗词 

音乐的产生：音乐、舞蹈、歌诗从三代以来就是一个整体，也可以分离，政教合一时代的文化，

见《尚书》、《周礼》。歌诗一直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主流诗歌，而词，早期就是歌诗，依赖音乐的文

体。因此运用音乐的视野进行诗词研究，更能够客观地反映审美理想与文化品格。按照《礼记》、

《乐论》，外界事物影响人心，产生音乐。 

音乐的不同类型：治世之音 、乱世之音等， 审音知政；音乐通伦理 ，最高是德音；音乐分

等级： 君子、小人之乐。“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 艺文志》）、“观风俗、知薄厚”。 

乐器：打击乐 《礼记》载夏侯乐时代：鼓、磬、钟；吹乐：埙等。 

音乐教育：商朝：教戒；周朝：大司乐…… 

乐观：   朝廷、  诸侯、 民间散乐 、四夷之乐。   《汉书 ·礼乐志》、《宋书·乐志》，  歌

（有乐） 谣（无音乐）不同。徒歌与声诗。 

汉武帝时两机构：太乐（雅乐）——太子乐署（东汉）；乐府——黄门鼓吹署（东汉）——清

商曲辞。曹操：铜雀台。 

五声：宫、商、角、徽、羽。八音、十二律。《周礼》 郑众：阴律依竹、阳律依铜。 

唐代： 杜佑《通典》 7言 84调， 郭茂倩《乐府诗集》。宋朝：《乐略》相和歌、徒歌、但歌。

每一节为简 ，中间有艳，快唱为曲 ，结尾为乱， 有琴调、有瑟调。 

音乐和舞蹈：《山海经》、《礼记·王志》：人之动，感于万物；《礼记·乐记》：春时节 乐正入

学；《国语》音与政通；《诗经·小雅》载歌起舞，《春秋·左传》优孟衣冠；《盐铁论》倡优奇变之

乐 。道家、墨家反对音乐，有非乐之论。儒家 诗乐、教化 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 

二、音乐的基本知识 

（一）、五声 

也称“五音”，即我国古代五声音阶中的宫、商、角、徵(zhi)、羽五个音级。五声与古代的

所谓阴阳五行、五味、五色、五官，、五谷等朴素的理论形式一样，是我国早期整体化的美学观，

被西方人看作是整个东方音乐的基本形态。《战国策·荆轲刺秦王》：“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

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文中的“变徵”是角、徵二音之间接近徵音的声音，声调悲凉。 

（二）、宫调 

音乐术语。古代称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为七声，其中以任何一声为音阶的起点，

均可构成一种调式。凡以宫声为音阶的起点的调式称“宫”，即宫调式，而以其他各声为主者则称

“调”，如商调、角调等，统称为“宫调”。 

（三）、十二律 

古代乐律学名词，是古代的定音方法。即用三分损益法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同的半

音的一种律制。各律从低到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种、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

南吕、无射、应钟。十二律又分为阴阳两类，凡属奇数的六种律称阳律，属偶数的六种律称阴律。

另外，奇数各律称“律”，偶数各律称“吕”，故十二律又简称“律吕”。 

（四）、俗乐 

古代各种民间音乐的泛称。宫廷中宴会时所用的俗乐，称为“燕乐”。“雅乐”是统治阶级制

定的典礼乐舞，寻根究底，几乎都来自民间音乐，只不过改变了它的内容和情调而已。有著名琴曲

《广陵散》《酒狂》《高山》《流水》《梅花三弄》等，琵琶曲《阳春古曲》《平沙落雁》《霓裳曲》，

丝竹曲《春江花月夜》《老八板》，广东音乐《旱天雷》《雨打芭蕉》等，以及大量的寺院音乐、各

地各种乐曲，其中不少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珍宝。 

（五）、雅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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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祖先及朝贺、宴享等大典时所用的乐舞。周代雅乐是指“六舞”(云门、

咸池、大磬、大夏、大镬、大武，前四种属文舞，后两种属武舞)。以后历代统治者都把这奉为乐

舞的最高典范，认为它的音乐“中正和平”，歌词“典雅纯正”，故称之为“雅乐”。各个朝代均

循礼作乐，歌功颂德，此类乐舞统称为“雅乐”。 

听颖师弹琴 

琵琶行并序 

李凭箜篌引 

  诗词与舞蹈（略） 

一、 诗经时代 

二、胡旋舞 

三观公孙大娘弟子 舞剑器行并序 

第五节    中国古代诗词研究的基本方法 

一、中国古代诗词研究的概况与视野 

中国古代诗词研究的方法很多，像审美的方法、音乐的方法、绘画的方法等。从类型上看，似

乎是不同的学科，实际上都是文学的主要特性，也是研究的途径和方法。相关的还有很多，如历史

的、语言的、教育的、文化的等等，可以说有什么学科就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而就文学本身来说，

目前学界主要还是作家作品、文学流派，发展规律等。而这些内容当中，根据研究的方式又可以分

为理论的和文献的研究，根据研究的对象可以分为定量定性研究，定量定性同样需要视野，如语言

学的方法，用商周金文研究修辞、用修辞研究商周金文，怎么说都是研究，当然金文中非韵文的不

是诗词研究范畴，而且作家研究往往也就是历史学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史一家。具体的分工又

很细致，如理论研究，流行的精神分析、自然主义、接受美学、历史等等，文献有文献整理、文献

开发（三次文献），细致的考证包括历史背景、作家家世、家事、生平、名号、家室、子女、生卒

年、经历交游、作品系年等，甚至小到词汇、读音、文字等等，还包括历代的影响流传的版本等等，

内容丰富，传统的国学与现代的理论结合是当代诗词研究的主流。 

二、文献的检索与利用 

《文史知识》1984年 2期有陈秉才《怎样检索文史哲研究论文》，介绍了文史哲工具书的查找

和使用方法。 

三、研究方法著作介绍 

（一）、周本淳《诗词蒙语》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年 1月出版，收有文章 20篇，其中有关于创作的如谈平仄、对偶、炼字、

填词等，更多的是研究方法，如诗词的时地、数字、重字、总务植物、题引、用典、结构，风格、

新诗与旧诗等。大多数在主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为学界所重视。当然还可以类比，如交通、车马、

风俗、神话等都可以用定量定性的方式研究。  

（二）、《诗词鉴赏方法二十讲》 

中华书局 1986年 5月出版，除了最后两篇谈散文以外，都是关于如何阅读研究诗歌的文章，

是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知识》编辑部历年来邀请著名学者写的研究文章的合集，代表了传统学问

的基本方法，包括诗歌的意境、意象、兴寄、想象、理趣、清空以及风格多种，还有诗眼于词眼等，

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五节   论文写作 

一、 现代学科建设方式的启发。 

文科的发明创造与理工科似乎不同，但实质都是一样，发明的机会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文科的

发明创造主要是发明、丰富学科方式进行。归纳起来，学科建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碰撞化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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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两种不同的学科互相联合，再组建一门新的学科的方法。如教育心理学就是教育学和心理学

联合派生的产物。还有科学哲学、教育美学、法医学等等。古代文学也可以和诸如心理学美学等学

科相结合。 

2、母体派生法   

即当学科大树的许多枝头都有十分发达，累得弯弯的部分干脆独立成一门或数门新的学科的方

法。如写作学又分文章学、文化学、写作美学等。 

3、科学作用法   

即用现代科学知识作用于某些学科的内容和现象的方法。如心理学原是物理学一个组成部份，

后来冯特运用 19世纪先进的科技手段专门从事心理实验研究，于是心理学便诞生了。 

4、现实需要法   

当伦敦发现杀人烟雾，爱尔兰岛上大批鸟类莫明其妙地死去，南极企鹅肚里发现滴滴涕，日本

的群猫跳海自杀。终于引起了人类的高度重视。于是一门研究人类与环境的科学——环境学就了现

了。 

上述四种方式以碰撞化合法和母体派生法最为普遍，稍加开发，就会获得十分诱人的成果。 

二、KJ法 

1964 年日本早稻田大学在亚洲进行地理调查时采用的方法，更适合本科生进行法律古籍研究

时采用。主要是发想给出题目、资料分组、资料分析归纳等。ＫＪ法具体方法是： 先准备下列必

要的用品：①铅笔、钢笔；②红、蓝等色铅笔；③曲别针；④橡皮；⑤卡片；⑥图解用的对开大白

纸。此外，还必须有能摊开卡片的场所（大的桌子，或者是床）。 这种方法，大致可以划分为以

下四个步骤：①写卡片；②对卡片进行分类、编成卡片群； ③排列卡片群，以图解来安排文章的

结构；④文章化。这种方法进行的过程是：第一，搜集材料。第二，把搜集的材料（包括：经过作

者发散思维想出来的材料，文献资料，以及从调查、 观察、实验中得到的材料）制成卡片。每张

卡片写一项，这样就便于材料的分类、综合、比 较、追加和剔除。每张卡片都要加上简明扼要、

能一目了然的标题。若将这些卡片加上序码 则更为方便。第三，把这些卡片象扑克牌那样摆到桌

子或床上。第四，边读，边思考，把内容相关的卡片调到一起。这时要注意，常常会思考出新的问 

题来，应该立刻写成卡片放到里边去。第五，这样便会得到若干个卡片群。对这些卡片群要依次细

读，琢磨为什么会把它们放 到一起，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把思考的结果简要概括地写出一张卡

片，放在每群卡片的最 上边。为了表明各群卡片内容是不相同的，要用不同颜色的铅笔分别标出

符号。然后，把每 个卡片群用曲别针别好。第六，上面编成的是小的卡片群，下一步要编中的卡

片群。编中的卡片群与上述编小的 卡片群的方法一样，也要写出一张新的卡片，概括出这一群卡

片的要点，放在最上边。也要 用颜色铅笔标出共同的符号，以与其他卡片群相区别。第七，以相

同的方法，对中卡片群进行编组，最后编出大卡片群。第八，这样就逐步地把卡片小、中、大地集

团化。在这个卡片群的编制过程中，要注意： 卡片群想做得好，就不能把另一群中的任何一张卡

片随意抽出来插入到这一群里。每个卡片 群无论大小，都是紧紧绕着一个中心、一个观点组成的。

还要注意：编卡片群，必须这么由 小到大来编。有些人卡片分类往往先做大的划分，把大类分出

之后再分小类。这样由大到小 的分类方法不好，因为这么做，是从头脑中已经形成的固定分类标

准出发的。如果循着旧的 观点分类，就不可能产生创见。卡片群只有从原始材料出发，不抱任何

成见，不带任何框框， 由小到大地编制才可能产生出新意。第九，开始排列大卡片群，以图解的

形式来安排文章的结构。先把每个大卡片群中的第 一张“观点”卡片抽出来摆在桌子上进行空间

排列，看这些大的“观点”卡片之间有何意义 上的联系，怎样排列能富有逻辑效果，能更鲜明、

有力地表达出论文论述的主题。考虑好后， 画到大白纸上。第十，再这样排列中、小集团的卡片

群。卡片的分类是由小的到大的，是由编出小的卡 片群开始，然后再汇集编成中的，到大的卡片

群。而以图解来安排文章的结构，与此刚好相 反，要先从大的卡片群开始，也就是先把文章结构

上的几个大的部分先安排出来。然后再考 虑每个大的部分中几个观点的安排，这就是中卡片群的

排列。最后是小的卡片群的排列，把 一张张卡片排列好，这样就有条理地集中说明了一个个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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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这些都要画在大白纸上， 小的卡片群可以只写出观点，一张张所使用的材料卡片，可以用

序码标明先后次序，在白纸 的图解上加索引说明。   第十一，这些工作完成之后，要按图用嘴

试着说一遍，如果通顺、流畅，言 之成理， 表达得清楚，那是好的图解。如果说得别扭，意思不

清或者缺乏逻辑效果，那还需要进一步 调整、修改。 第十二，有了满意的图解，就可以按图解的

顺序开始写文章了。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摘要） 

1．引言  

本标准所指报告、论文可以是手稿、包括手抄本和打字本及其复制品；也可以是印刷本，包括

发表在期刊或会议录上的论文及其预印本、抽印本和变异本；作为书中一部分或独立成书的专著；

缩微复制品和其它形式。 

2．定义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

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

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它用途的书面文件。学术论文应提供新的科技信息，其内

容应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而不是重复、模仿、抄袭前人的工作。 

3．编写要求  

报告、论文的中文稿必须用白色稿纸单面缮写或打字，外文稿必须打字。可以用不褪色的复制

本。报告、论文宜用 A4（210×297MM）标准大小的白纸，应便于阅读、复制和拍摄缩微制品。 

4．编写格式     

报告、论文的构成 ：封面、封二（学术论文不必要） 题名页、 序或前言（必要时）、  

摘要、前置部分、 关键词 、目次页（必要时）、 插图和附表清单（必要时）、 符号、标志、

缩略语、首字母缩写、单位、术语、 名词等注释表（必要时）。  

引言  

正文  

主体部分 结论  

致谢  

参考文献表  

附录部分（必要时）  

可供参考的文献题录  

结尾部分（必要时） 索引  

封三、封底 

三、 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    

根据金克木《科研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文史知识》1984年 10期），论文写作一般有以

下要求。 

（一）科研论文的基本要求 

1．理论思想的指导（目的、缘起与途径） 

2．常常被忽视的，这就是资料学（根据） 

3．一般人也很重视，但不一定人人做得很好，这就是表达。 

义理考据辞章，要言之有无，出言有序。 

(二)怎样读科学论文 

要读最新的成果，还要做练习，读书要有顺序，记笔记，反复读，从中进行体会。 

还有就是给自己一个想好的结论，然后读书看资料，但这样往往结论靠不住。读书要注意术语、

行话、词语的变化和特定的语境。要注意书的体系，把握准确，反复训练，主动研究，就能够有所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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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文的一般格式 

论文写作分为：文题、署名、摘要、主题词、前言、材料与方法、结果、讨论、参考文献等几

部分。 

（一）题目   

文章品位的高低在于它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写好一篇论文，命题颇为关键。首先，题目要准确

反映研究的内容、成果，一定程度上反映文章的新观点、新技术、新方法等，使之起到广泛交流的

作用。论文题目是研究课题的中心内容，必须表达准确，切合正文。一定要从整个的研究课题，从

如何反映研究过程及结果这一角度考虑设定题目。题目的写作要求：①文题应以最恰当、最简明的

词语反映论文最重要的特定内容。一般使用充分反映论文主题内容的短语，不使用具有主、谓、宾

结构的完整语句，不使用标点。②文题要尽量使用专指性强的词汇。③中文文题尽可能不设副标题。

④文题用词应有助于选定主题词和编制题录、索引等。 

 (二)署名   

论文的署名视为作者通过辛勤劳动所应得到的一种荣誉和权利，借此得到社会的承认。署名应

实事求是，既表示作者对文章内容负责，也表示作者应得到的荣誉，也便于读者与作者联系。作者

署名应具备几个条件：①作者应是论文学术内容，至少是部分内容的创意、构思、设计者，或提出

撰写计划者；②作者应是论文中数据或调查材料的采集者；③作者应是参与论文撰写或校订其学术

内容的人；④作者应能为其负责的论文学术内容进行答辩。作者署名顺序：①应按贡献而不是按职

位排列名次，在撰写论文时就要协调好，不要中途变更。如确需变更时，应由有关单位开具证明，

第一作者亲笔函说明，编辑部方予以接受；  ②确系自始至终对其研究进行指导者，如研究生导

师可列为作者最后一人；③集体创作或受委托综合多篇文稿的撰稿人，可署名 XXX执笔；④不具备

作者条件、仅参加部分协作或配合工作者，一般加括号置于正文末、参考文献之前表示感谢；⑤如

果仅仅临摹几张图，拍几张照片，或者仅仅阅读过论文而没提出重大修改意见者，不能列为作者。 

（三）摘要   

摘要写作的目的是以最少的文字向读者介绍论文的主要内容。英文摘要（English Abstract）

要求与中文摘要相对应，与中文摘要要求一样，包括四要素：目的（Objective）；方法（Methods）；

结果 （Results）；结论（Conclusion）。 

（四）前言  

前言主要概述研究的背景、目的、研究思路、理论依据、研究方法、预期结果和意义等。一般

包含以下内容：① 本课题研究的必要历史回顾：不要求系统，而要求将关键的、权威的、与本文

密切相关的历史文献或前人工作，进行选择性的简略回顾。②基本现状回顾：尤其他人在同一领域

的工作主要成就和进展应当提及，这也是对同行的知识的尊重。③本研究的缘起、焦点问题和意义。 

（五）材料与方法、结果    

根据什么得出什么样的结论，综合的判断与价值的逻辑结构，要做到材料说明观点，方法正确，

义理、考据、辞章的统一，翻译要做到信达雅。 

（六）参考文献 

考文献是论著文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论文内容的可信程度，并具有重

要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著录格式：序号。作者名。文题。刊名。年，卷：起止页码。  按照

国标准规定，作者不超过 3位时，全部著录；超过 3位时，只著录前 3位，后面加“等”，或相应

的外文。著录参考文献时应注意：只著录最必要的最新的文献；只著录作者亲自阅读过的和在文中

直接引用的文献；只著录公开发表的文献，“内部资料”和“待发表”文章应避免引用，因为这些

文献或者可能缺乏科学性，或者难于查找。参考文献应按在文内先后出现的顺序用阿拉伯数字加方

括号标出，文后参考文献的序号应与文中角码相一致。 

（七）其他相关内容     

表格、插图、照片、图案都要真实清晰可信。 

复习与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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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审美研究的一般途径 

2、对王位关于诗词与绘画的关系的理解 

3、 如何理解音乐与诗词的关系 

4、举例谈谈中国古代诗词研究的基本方法 

5、论文写作的基本方法 

6、以一个作家或者一首作品编写论文或者鉴赏文章的写作提纲 

拓展阅读书目 

1、易存国《中国审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 11月 

2、胡家祥《审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 5月 

3、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年版 

4、吴调公《气象律动心声——诗词欣赏与审美感情》，刊《文史知识》1985年 10期 

5、陈秉才《怎样检索文史哲研究论文》，刊《文史知识》1984年 2期 

6、葛晓音：《唐诗宋词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7、姜书阁《诗学广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年 6月版 

第四章   中国古代诗词鉴赏与研究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本章通过诗词作品的讲授，介绍如何研究、如何写论文，这是具有实践指导作用的课程，也是

本课程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课时安排比较多。既有系统讲授的如《离骚》，也有个别作品的分析

研究。 

学时分配：16学时 

第一节《诗经·伐檀》的鉴赏与研究 

一、 作品讲授（略） 

二、研究（题目《伐檀》《硕鼠》的结构与韵律艺术） 

《魏风》七篇，先儒以为刺诗，《毛传》、《郑笺》、《正义》一脉相承，具体认为《伐颤》、《硕

鼠》刺贪，为姊妹篇。魏地狭隘的地理环境和舜禹圣贤之遗风是诗歌形成的原因。宋代朱熹对于《诗

经》的解读常有新意，但对《魏风》仍依前说。清代以来，坚持经学视野。当代教材、选本比是批

判现实，与毛诗序在含义上犹如伯仲之间，于艺术似乎还认识不足。实际上，二诗结构上扶质持干，

匠心独运，韵律上迭代相宣，激扬绵长。双美卓尔。值得我们进一步阅读、研究。 

（一）、《硕鼠》的结构与韵律艺术 

《硕鼠》是《诗经》中我们很熟悉的作品。其韵脚，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已经看成是同义

反复：“读职为直，训直为所。”他以为，“爱得我所”是“爱得我直。”依此论之，《诗》中凡重章

者不过近似一章，其余只是重复几遍。今人也一律把《诗经》的韵脚看成是同意反复。其实不然。

检《硕鼠》诗说：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爱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爱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硕鼠》三章，章八句。我们过去习惯按照章节分析，结果就出现了一些弄不明白的地方，也

不太注意到韵脚的变化，可是假如将三章按照句子的顺序亦即由横向改为纵向作为单元阅读研究，

那么韵脚的艺术性就立刻显现出来了。 

第一层，诗歌通过黍（黄米）、苗（禾类，开花结实前的总称。）几个韵脚进行了别具匠心的安

排构思。粳米熟在夏天，麦经冬而春收，苗则四季皆有。可见黍与麦、苗包含着时间的变迁与质地

物象的转换。第二层从顾念（肯顾）到施恩（肯德）至慰劳（肯劳），表明生存位置导致情绪变化

与渴求的程度。第三层表现的空间由脚下向远方移动。第四层的所指安居乐业的居所，《说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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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斤户声，伐木声也。直，《说文》云，正视也。直，实际上指有价值之意。“爱得我直”是说才能

得到我们合理的生活价值。(京侯《<诗经>硕鼠》，刊《语文学习》1955年 2月号)。号，长呼也，

中学课本释为哭泣，號为号，非也。按照《周礼》，號是仪式，略相当于现在的上诉，与求乐（土、

国、郊）主题相照应。具体的三岁贯汝的三这个数字也不是概述表示很久，就《尚书》三礼等经典

看，商周时代官员三年一考课，天子五年一巡狩，三年就是指全部任期的意思，而刺的对象是诸侯，

不是天子。 

由上述两个单元、四个层次的分析我们看出，《硕鼠》的韵脚根本不是什么同义反复，而是在

串联或者并联的物象转移与感情表现的过程中，互相呼应，形成全面推进系统，而这系统就是《诗

经》的艺术构成基本特征。《硕鼠》的韵脚就是这样，其特征是在主体意识下的时空转移与层层推

进。正是永號宗教性质仪式的体现。 

《硕鼠》诗歌下面两个单元是进一步深化。“女”从吞食劳动者的高杆作物黍到矮杆的麦，直

至青苗。时间的久远，压迫的深重，劳者的贫困以及日益觉悟与反抗的斗志也就当然地形成了。从

情感走向生活，然后体现出强烈的生存意识。从乐土的企望到乐郊的向往乃至乐国的追求，距离范

围的变化，反映了劳动者希望的破灭。从无食我黍的哀求，到莫我肯顾的怨恨，到反抗性的他适，

至希望中的我所，具有历史感与广阔的时空，通过记忆和生活经历的典型化，交代了诗歌产生的根

由，亦即审美主体的产生方式，而将硕鼠作为审美主体的代表符号直接呼唤，则更深刻形象地表现

了主体，显示了艺术家的才华智慧。 

至于“硕鼠硕鼠”与“三岁贯女”二句不存在韵脚的变化，那么，是否就意味着是一种教义式

的呆板的反复呢？也不见得。人类的各种符号的表现形式，共同构成了整个人类精神发展的史诗。

应该说，没有完全重复的诗语，但是语言的局限留下了远离的隔断与无知，难以在字面以外去把握。

且不言舞容与音乐形式的变化转换，假如我们将《硕鼠》二句尝试用节奏标点激活，仍然有理解的

空间：硕鼠硕鼠，! ：(四种为略而举之)   三岁贯女，!： 

如果再加上重音轻音与方言等，那么，就会有多种的义项与意象。因此，我们的认为，《诗经》

中没有真正重复的字。这些古老的诗歌通过层次结构的变化，表现了先民们的智慧与艺术情致，所

以，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这种韵脚变化的方法反映在散文上就出现了微言大义等春秋笔法，起到

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效果。 

（二）、《伐檀》的结构与韵律艺术 

《伐檀》是首伐木造车的诗歌，以其“刺贪”主题，内容的生存关系表现与慷慨轩昂的气氛情

调久播人口。但是我们一直以为诗歌的韵脚是同义反复或者重章互足，这样一下子把《伐檀》的艺

术建构简化成原始的反复吟唱上，匠心就是寻常诗语了，其实不然。《伐檀》的韵脚分类排列如下： 

坎坎伐檀(辐、轮)兮, 置之河之干(侧、否)兮,河水清且涟(直、沦)猗, 胡取禾三百廛 (亿、

囷)兮, 胡瞻尔庭有县特(貆、鹑)兮. 

伐檀，就是砍伐檀树，为优等木材。伐辐，指车辐条，轮指车轮。后二者不是一般的砍，而是

制作。轮辐代表车子，也就是伐檀为车，这是诗歌的题目含义。河干就是岸上，河测，就是旁边，

河滣指水边。表明劳动所得的堆积范围从中间增加到两边，从岸上一直堆放到河边，伐檀木以及相

关工作已经完成。数量、范围的扩展显示出时间的长久，劳动量的增加，由此想象堆木头的地方与

砍伐的地方还隔一条河或隔半座山，其砍伐运输的艰辛自见。河水清涟的涟，朱熹《诗集传》言是

“风行水成纹也”。直，或指直水纹，沦指细小的水纹。从字面上看。春日气动水涨，水纹波动至

夏日亦如此，而秋日气爽则水纹变直，至冬肃杀萧凉，水纹则小而碎，故水纹变化表示季节的转换。

水纹之态说明四季皆如此，劳动时间长久，蚊虫、毒蛇的侵袭，日头晒，狂风吹，寒气逼，伐木之

艰辛表现深刻。长久的艰辛的劳动而没有相应的收获，自然心情气愤轩昂，引发对信仰的怀疑与政

治的批判。《郑风·将仲子》云：“将仲子兮!无踰我园，无折我树檀。”那么，檀，有时候还是某种

象征，也是对抗之意。魏地是黄河流域，自古就有河清象征政治清明的原始信仰式的传统，这就是

三句都以河清领起的原因。清就是本诗的诗眼。《诗集传》注说：“河水清涟而无所用，虽欲自食其

力而不可得矣。所言甚是。诗人希望的是最基本的不素餐兮这样的生活要求，而不是要车，可见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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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自底层。 

就诗歌的结构推进说，下面应该是“尔庭”如何占有木头、木工如何做成豪华的车子等似更当

然。而实际上切入稼穑、县特一类的农狩现象与生活财富，形成强烈对比。人们的劳动是为了生活

的美好，劳而不获，不劳而获的对立是感情激奋的原因，造车结果成为想象空间，由此构成一个全

面的展示，就有力地突出了希望平等的思想与刺贪心声。 

每章的下六句均为反问句。采用否定句加疑问句再加肯定句来表达他们内心激烈的情感方式。

故就下六句有关韵脚言之，亦自有其变化。三百廛，指三百户收的庄禾；三百亿，指 3000 万束；

三百囷，指三百个粮囤子，分别指户数与成品数，或言廛与束、囷同意，非是。虽概言其多，但量

有高低，质有生成。貆，指猪貛，小兽；特，公牛，指大兽；鹑，鹌鹑，飞鸟，可见这三者表现的

是由小到大，由地面到天上飞的这样一个意象。胡取禾、胡其庭有，正从另一方面说明他们的没有。

最后将尔与君子对比，正面表现，表明他们刺贪的目的是要“女”“不素餐兮”。 

为什么用三百呢？一般认为是虚指，而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卷十说：“《传》一夫所居曰廛,.

瑞辰按；《易·讼》九二，其邑三百户。《郑注》：‘下大夫采地一成，其税三百家，故三百户。’” 

至于诗歌的感情色彩，是通过猗与兮来转换的。古人称涂山氏等待大禹，歌唱候人猗兮，始

作南风。其实，这是喜忧交织的复杂的感情体现。兮在《诗经》中使用的时候，国风 44 篇，雅

诗 12 篇，颂中有 3 个，大多表示感叹与忧伤，而猗都表示快乐与希望情感。这在《伐檀》中有

清楚的表现。河水清且涟(直、沦)猗，表达的是美好的海晏河清的愿望，因此用)猗，而其它的

都用兮。《诗经》中的兮如比兴手法一样，并没有形成章法规律，而到楚辞的《九章》《九歌》则

形成规律，楚辞的悲叹韵律风格正是以兮字的普遍运用为典型特征，正是《伐檀》等诗歌艺术的

分类成长。 

由诗歌的分析我们看出，诗歌以伐檀总领全诗，以伐置水取庭 5个韵脚分领，形成总分结构，

通过韵脚的变化，形成不同的层面：三章三方三层面三条线，进而完成整体的立体的艺术构建。这

样安排韵脚进行艺术构思对于深刻地表现主题，无疑意义重大，水平很高 

第二节     《离骚》鉴赏与研究 

一、 解析（略） 

二、研究（题目下见） 

（一）文化研究 

《离骚》为祭祀陈词考（见黄震云《楚辞通论》，1997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二）美学研究 

《（见黄震云《《离骚若干意象解说》刊《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 3期》 

（三）、艺术研究 

（见黄震云《乱曰的乐舞功能与诗文正义》（《文艺研究》2006年 7期） 

（四）生平研究 

（见黄震云《离骚的写作时地和屈原三次放逐》刊《南开学报》1995年6期） 

（五）接受研究 

（见黄震云《楚辞和两汉文化》刊《贵州社会科学》1994年5期、《楚辞和魏晋文学》刊《贵州

社会科学》1996年5期） 

（六）学术史研究 

（见黄震云《二十世纪楚辞学研究述评》刊《文学评论》2000年2期） 

     第三节  汉代乐府与唐宋元明清诗歌鉴赏与研究 

一、《陌上桑》解析（略） 

二、研究（《陌上桑》的乐舞性质与文学价值） 

《陌上桑》是汉乐府诗歌中的名篇，历来受到重视，学界也十分关注，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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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但也存在很多争论，对其主题、罗敷身份、太守和夫婿官职身份等等都有不同看法。究其原因，

很多争论都流于表面文字的推测，共同的是研究者多无视或轻视了《陌上桑》作为艳歌演唱的乐府

性质，因此，对其解读没有切合歌诗的演唱特点与文化生态实际，进而在文学的评论上又出现很大

偏差。 

过去我们一直把《陌上桑》看成是民歌，认为罗敷是民间采桑女子。较早提出并进行全面论述

的是游国恩。他在《论<陌上桑>》一文中，通过与《诗经》、《烈女传》等的比较，进行了详细论证，

认为《陌上桑》“是我国民间故事的典型—— 一个农业社会里的民歌题材的典型”，这个观点得到

了当时许多学者的认同。因此，学界普遍认同罗敷为“喜蚕桑”的民间采桑女子这一观点。但赵敏

俐在《汉乐府<陌上桑>新探》中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罗敷是“当时城市中代表时尚的贵族或富商

家的女子”，是汉代贵妇。罗敷出行采桑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妇功的体现，可是究竟是贵族，还是

富商家的女子，文章没有说。尽管没有说，大概也不好说清楚，但是注意到罗敷的打扮和表述的文

字，应该说有了很大的推进。还有的认为《陌上桑》是桑文化的体现，如黄崇浩在《“桑中故事”

与<陌上桑>》一文中，认为《陌上桑》题材与古代的“空桑崇拜”、“桑中之风”有关，它的重点是

在于探究民俗背景等问题。汉乐府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因此，《陌上桑》不可能是脱离

现实生活，而只反映纯粹的民俗桑文化。桑文化不能独立于地理环境之外，桑文化与皇后亲蚕传统

不同，桑文化实际上也就是民间文化与性文化，一种原始的情感方式，具有民间性。这实际上只是

绕了一个弯，又回到作品的民间文学性上来了。后来，朱银锦在《陌上桑主题新解》中指出，《陌

上桑》并非爱情的赞歌，也并非表现反封建的主题。其不过是一首文人所作的应性娱乐的艳歌，指

出了《陌上桑》乐曲的艳歌性，但又认为这首流传千古的佳作只是文人的应性娱乐作品，显然又很

片面。我们觉得，研究在逐步深入，但是仍然缺乏全面客观。  

对于《陌上桑》的理解，首先我们必须要关注其乐府性质。根据《汉书·礼乐制》的记载，“至

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表明乐府是汉武帝时代成

立的国家音乐机构，是官方性质。因此，《陌上桑》经过乐府机构收集整理加工以后，就不可能是

原来的民歌了，而是乐府诗，是有宫廷乐舞的性质。过去都认为俗乐就是民歌，民歌都是通俗乐曲。

其实不然。从《诗经》开始，朝廷音乐就有雅俗两种。民歌经过官方的采集润色后，在乐府中演唱

的就不是民歌，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才能保存流传下来。我们常常说汉乐府诗歌经过文人加工，不然

不会那么好，如果不是民歌又不会那么关注下层人生活，也不会那么生动活泼。问题都在于忽视了

诗歌的乐府性质和采诗方式。但也不仅仅这样，根据《史记》汉武帝曾经让司马相如与枚乘等人创

作了１９章，也不能说文人创作就完全脱离民间。所以很明显，《陌上桑》属于乐府中的俗乐，而

不是民歌。 

按照《尚书》的记载，从尧舜时代开始，朝廷就非常重视音乐的政教作用。《汉书·艺文志》

说：“至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

俗，知薄厚云。”因此，就是汉代的乐府采集的目的也是为了效法古代的，如《诗经》那样观风俗，

知薄厚，而过程内容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选择的标准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所以从这个角

度说，汉代的诗歌往往具有真实性位基础，那么《陌上桑》中的故事就不可能是凭空捏造的，也不

可能只是文人的应性娱乐之作。据《古今注》记载，“《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

名罗敷，为邑人千乗王仁妻。王仁后为越王家令。罗敷出采桑于陌上，赵王登台见而悦之，因饮酒

欲夺焉。罗敷乃弹筝，作陌上歌以自明焉。”从文字记载的一致性看，这首诗歌源于罗敷对赵王的

拒绝，和诗歌中叙述的地点—秦、事件—采桑被戏、罗敷夸父、拒绝太守等都是一致的，这大概是

《陌上桑》的本事。但诗歌毕竟有一定的夸张与虚构，与现实的事件并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那么，

作为官方采集润色后在乐府中保存演唱的《陌上桑》到底体现的是什么风俗呢？朝廷采集艳歌《陌

上桑》又有何意图与作用呢？ 

从诗歌文字本身来看，在年龄上，罗敷“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而夫婿已经“四十專城

居”。两个人相差二十几岁。《论衡》十八《齐世篇》云：礼虽言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张

设，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所以，在汉代男子肯定在三十岁之前要娶亲，女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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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之前要嫁人。据《汉书》记载，汉制，编户齐民年 15岁—56岁，岁纳 120钱，叫算赋。《惠

帝纪》曰：“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所以，汉代是鼓励人早结婚的。因此，很明显，

罗敷不可能是夫婿的元配夫人，那么，她只能是另外的身份。从地位上看，诗中，“五马”和小吏

代表的是“使君”的身份。据应劭《汉官仪》载：“四马载车，此常礼也，唯太守出则增一马。故

称五马”。因此，后来“五马”成为太守的代称。因此，我们认为，这里的使君指的是太守。在汉

代，郡长官是太守，是“秩二千石”的官，官职不小。但罗敷并没有羡慕这个官职，也没有被太守

的身份和权势所征服，而是通过盛夸她的夫婿，严辞拒绝了使君的“共戴”提议。那么，诗中，罗

敷夸的夫婿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

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直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为人洁白晳，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从夫婿在“千

余骑”中的地位和他的坐骑与装扮上突显他的地位的高贵。然后，再从官职的一再升迁上，指出夫

婿的前途无量。从十五岁开始任职，不断升迁，到四十岁已经是“专城居”了。“专城居”是什么

样的官，史书中并没有具体记载，但是，《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有“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

秩皆比二千石”之说。那说明，中郎的官职也应该不比太守小。而且，在汉乐府中，经常用中郎来

说明官位的显赫，如《鸡鸣》中“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因此，可以说，夫婿的“专城居”

官职无疑是在“使君”之上。夫婿四十多岁，但是，罗敷还要以此作为击退太守的一个条件，从侧

面也说明了太守已经不止四十多岁了。最后，再说夫婿的帅气白净的相貌和有翩翩风度的举止上，

来称赞丈夫，目的是让太守自惭形秽。从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使君是在炫耀自己的身份，而罗

敷则是在谝自己夫婿的地位，也表明自己拒绝使君、忠贞于自己丈夫的鲜明态度。因此，我们说，

这首歌诗从文字上看正是汉武帝独尊儒术时代的精神体现，表达了汉代人对婚姻的态度，也反映了

他们婚俗习惯。在汉代，风气比较开放，对女性并没有从一而终的要求和风俗，也不反对男女的再

婚和再嫁。但是，在女性被休或守寡之前，还是强调妻子的贞洁观的。这首由官方采集的乐府正是

表达了这种思想，有寓教于乐的作用与效果。 

为什么要专门以太守这样的二千石作为戏弄教化的对象，也许是具有典型性。我们知道，汉代

从高祖吕后就开始鼓励早婚，一方面像刘向《烈女传》那样宣扬从一而终，另一方面官僚权贵大量

蓄妾。汉元帝时，贡禹上《减宫卫免诸官奴婢》疏说：“诸离宫及长乐宫卫，可减其大半，以宽繇

役。又诸官奴婢十万馀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钜万，宜免为庶人，禀食。（《汉书·贡

禹传》）”对当时的奴婢制度提出了批评与修正的要求。而事实上，汉代贵族家庭拥有大量的奴婢，

很多业具有妾的身份。 又《奏宜放古自节》说：  

  古者宫室有制，宫女不过九人，秣马不过八匹；墙涂而不雕，木摩而不刻，车舆器物，皆不文

画，苑囿不过数十里，与民共之；任贤使能，什一而税，亡它赋敛繇戍之役，使民岁不过三日，千

里之内自给，千里之外，各置贡职而已。故天下家给人足，颂声并作。  

  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宫女不过十馀，厩马百馀匹。孝文皇帝衣绨履革，器亡

雕文金银之饰。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盛，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绔刀剑，乱於主上，主上时临朝

入庙，众人不能别异，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犹鲁昭公曰：“吾何僭矣？”  

  今大夫僭诸侯，诸侯僭天子，天子过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乱，矫复古化，在於陛下。臣

愚以为尽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论语》曰：“君子乐节礼乐。”方今宫室已定，亡

可奈何矣，其馀尽可减损。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

钜万。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三工官官费五千万，东西织室亦然。厩马食粟将万匹。

臣禹尝从之东宫，见赐杯案，尽文画金银饰，非当所以赐食臣下也。东宫之费，亦不可胜计。天

下之民，所为大饥饿死者，是也。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而厩马食

粟，苦其大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为民父母，固当若此乎！天不见邪？武

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

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又皆以后宫女置於园陵，大失礼，

逆天心，又未必称武帝意也。昭帝晏驾，光复行之。至孝宣皇帝时，陛下乌有所言，群臣亦随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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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

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

之罪也。 （《汉书·贡禹传》）  

从上述材料我们看出，诸侯富豪拥有大量的女乐，而其霸道强占民女则习以为常。根据《汉书》

记载，成帝以前，郑声施于朝廷，而武帝时候有雅音，但教化成效不大。从汉代设立乐府的目的看，

本身是为了政教。这里对使君的戏弄和教育，要他们勤政爱民，不能动不动就考虑个人的欲望，虽

然“共载不”好像是商量，但这只是委婉的说法。所以从根本上说诗歌是感于哀乐的乐，是寓教于

乐，目的是政教，包含着对诸侯富豪的教育。为什么专挑二千石的太守，也是事出有因。汉宣帝《嫁

娶不禁具酒食诏》（五凤二年八月） 说：“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

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繇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所乐，非所以

导民也。《诗》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饣侯以愆。”勿行苛政。（《汉书·宣纪》）”说明到汉宣帝

时代，二千石阶层在婚嫁方面的霸道由来已久，到汉宣帝时代必须严禁了。  

    从乐舞的性质上看，《陌上桑》在汉乐府中属于艳歌。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把《陌上桑》

归入“相和歌辞”，并引用了《古今乐录》，曰：《陌上桑》歌瑟调。古辞《艳歌罗敷行》、《日出

东南隅》篇。何谓“艳歌”？《乐书》称：“古乐府有艳歌行，长歌行，短歌行，朝歌行，怨歌

行，前缓声歌行，后缓声歌行，棹歌行，鞠歌行，放歌行，蔡歌行，陈歌行。其惑溺于郑音者，

艳歌行而已。诚能去其溺于郑音者，存其合于雅音者，其亦庶乎？古乐之发也。”根据《乐书》

所说，艳歌行是溺于郑声的。春秋战国以来，一直认为“郑声淫”，淫业就是放肆，正统观念要

求“放郑声”。那么，艳歌不是雅声，而是讲述男女情爱方面的内容，当然就是批评太守等官僚

的淫。《方言》曰：“秦晋之闲，美貌谓之娥。美状为窕，美色为艳，美心为窈”，可以看出，艳

还与情色有关。所以，这首诗具有情歌特点，是一个女子对两个男子的选择，带有与太守调情的

特点。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还提到，这首歌诗是前有艳，后有趋，这是这首歌诗的乐舞特点。

艳的特点是就是华丽而抒情，抒情比较婉转。趋的特点则是节奏紧张而快速。这首歌诗在罗敷拒

绝使君时用的是艳，表明罗敷的婉言拒绝，而在夸夫的时候明显节奏加快，体现歌诗的高潮部分，

从乐舞节奏上来说，就是用趋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说，《陌上桑》是罗敷以歌唱的方式，

通过音乐节奏快慢的转换和情感的表达，通过对自己夫婿的称赞来拒绝使君的追求的一首涉及男

女情感选择的一首情歌。 

《陌上桑》作为乐府名篇流传千古，与其乐府创作编排的文学性具有很大关系。首先，它运用

了侧面描写和细节描写的方法，首次完成了对美女形象的完美塑造。在《陌上桑》以前，《诗》“骚”

中也有描写美女的，但却没有具体的描述怎么美，而《陌上桑》则通过细节描写——喜蚕桑的劳动

美，头耳手饰和华丽裙装的服饰美等描写，刻画了美丽的罗敷形象。除此之外，文中还运用了侧面

描写，用别人的表现议论等侧面表述罗敷的美：“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

稍头。耕者忘其犂，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怒怨，但坐观罗敷。”人们都惊艳于罗敷的美貌，而忘记

了干活。这样的侧面描写，更加突出的表达了罗敷的美的魅力。这次美女形象的成功塑造，使罗敷

几乎成了美女的代名词。如《孔雀东南飞》中“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

求。”其次，用歌诗的方式宣扬政治观念，这是《诗经》以来的传统，也是文学的娱乐功能和教化

功能的体现。《陌上桑》除了表达罗敷的盛夸夫婿、拒绝使君的戏剧性的内容，也赋予了歌诗的政

治教化功能，就是对官僚阶层的警示教育。罗敷对使君的严辞拒绝，也体现了妾阶层对婚姻的忠贞，

是儒家思想的艺术化体现。最后，《陌上桑》还表现了中国妇女采桑的文化传统。在男耕女织的农

业社会，采桑占重要地位，连后妃都得亲桑。《礼记》云：“后妃齐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毋观,

省妇使以劝蚕事。”所以，女子采桑是中国传统，《陌上桑》中罗敷显然不是一般的采桑女子，而是

妾的身份，她“喜蚕桑”，并不是为了生活，而是女子品格的体现，是中国农业社会重视采桑的传

统的体现。女子采桑也成了中国传统文学中经常描写的对象，《诗经》中便有不少涉及到采桑的诗

篇，如《鄘风·桑中》、《小雅·隰桑》等。《陌上桑》的故事发生在女子采桑过程中，也是中国传

统文化文学方式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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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木兰诗》解读（略） 

四、研究（黄震云《木兰诗》的鉴赏与理解，刊《名作欣赏》1994年1期） 

五、《孔雀东南风》解读（略） 

六、研究（1、黄震云《孔雀东南飞产生的时代文化意蕴和影响》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

近代文学研究》１991年3期复印。2、黄震云《孔雀东南飞的文化价值关系辨析》由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992年1期） 

七、《题黄菊赋》解读（略） 

八、研究（黄震云《辽道宗题黄菊赋欣赏》刊《文史知识》1994年11期） 

九、《琵琶行》、《长恨歌》解析（略） 

十、研究（黄震云《长恨歌难句索解》《文史博览》2006年6期） 

复习与思考题 

1、 阅读研究诗词的角度很多，分别举例说明 

2、 写作一首诗或者词的鉴赏文章 

3、 写一篇关于诗或者词的研究论文 

拓展阅读书目 

1、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唐诗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 11月 

2、 周本淳《诗词蒙语》，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年 1月 

3、 《文史知识》编辑部《诗文鉴赏方法二十讲》，中华书局 19865年 5月 1版。 

 

中国当代文学现象研究 
Study of Chinese Dream and Chinese Culture 

课程号：4070503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中文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开设本课程，系统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

通过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文学事件的讲解和大量阅读，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提高对文学的

感受能力。通过课堂讨论，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提高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鉴别、评判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鲁郭茅巴老曹在当代（一）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当代文学的发生 

2．文人 1948、1949年的抉择 

3、文学大师的排序 

学习目标： 

了解当代文学的发生和形成过程、建国初期文坛重大事件，以及鲁郭茅巴老曹的历史抉择。重

点及难点为鲁郭茅巴老曹的历史抉择。 

作业：思考： 

1、当代文学发生的过程是怎样？ 

2、当代文学初期文学规范的形成是怎样的？ 

3、文人在解放前后分别有哪些表现？ 

4、现代文学大师是如何排序的？ 



5554 

知识单元 2：鲁郭茅巴老曹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鲁迅的当代命运以及郭沫若的当代创作 

2．巴金、老舍、茅盾以及曹禺的当代创作 

学习目标： 

了解鲁郭茅巴老曹在建国十七年以及文革时期的创作状况。重点及难点为鲁郭茅巴老曹的解放

后的创作状况。 

作业：思考： 

1、当代以来鲁迅的地位和研究状况是怎样的？ 

2、郭沫若在当代的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3、巴金在当代的创作取得了那些成就？ 

4、老舍和曹禺分别有哪些创作活动？ 

知识单元 3：当代文学初期的“地下”写作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老作家的“地下写作” 

2．年轻一代的“地下写作” 

学习目标： 

了解当代文学初期的“另类”创作状况。重点及难点为对这些地下创作的解读。 

作业：思考： 

1、当代文学初期文人创作的“潜在”状况是怎样的？ 

2、老作家的“地下创作”取得了哪些成就？ 

3、年青一代的思考体现在哪些方面？ 

4、如何解读食指的诗歌？ 

知识单元 4：当代文学作家的“俄苏情结”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俄苏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2、反思俄苏文学与中国文学 

学习目标： 

了解俄苏文学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以及在创作中的体现。重点及难点为俄苏文学在中国当代

作家创作中的体现。 

作业：思考： 

1、俄苏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 

2、中国当代作品中如何体现了俄苏文学的影响？ 

3、如何分析俄苏文学的成就？ 

4、中国文学存在哪些缺陷？ 

知识单元 5：八十年代的文学及文化反抗（一）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八十年代的文学与文化 

2．朦胧诗与寻根小说的成就和局限 

3、现代派文学的成就与局限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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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八十年代文学与文化的整体状况，评价几个主要流派代表作家的作品。重点及难点为对重

要流派代表作家作品的评价。 

作业：思考： 

1、八十年代的文学和文化状况是怎样的？ 

2、八十年代有哪些重要文学流派和代表性的作家作品？ 

3、如何评价顾城和北岛的诗歌？ 

4、寻根文学有哪些缺陷？ 

5、现代派文学的艺术特征是什么？ 

6、余华和残雪的小说有哪些局限？ 

知识单元 6：八十年代的文学及文化反抗（二）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崔健的文化反抗 

2．王朔的反抗方式 

学习目标： 

了解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学与文化状况，解读八十年代中后期代表作家和文化人的作品。重点及

难点为对八十年代中后期代表作家和文化人的作品的评价。 

作业：思考： 

1、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和文化状况是怎样的？ 

2、崔健的唱词有哪些意义，如何解读？ 

3、王朔小说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4、王朔小说的缺陷是什么？ 

知识单元 7：九十年代分化的文坛与文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九十年代的文化状况 

2．张承志的文化思考 

学习目标： 

了解九十年代文学与文化的整体状况，解读九十年代代表作家的作品。重点及难点为对九十年

代表作家作品的评价。 

作业：思考： 

1、九十年代的文学和文化状况是怎样的？ 

2、市场经济对文学的影响有哪些？ 

3、张承志的文化思考有哪些价值？ 

4、《心灵史》的成就和缺陷分别是什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鲁郭茅巴老曹在当代（一） 4  

2 鲁郭茅巴老曹在当代（二） 4  

3 当代文学初期的“地下写作” 4  

4 当代文学作家的“俄苏情结” 4  

5 八十年代的文学及文化反抗（一） 8  

6 八十年代的文学及文化反抗（二） 4  

7 九十年代分化的文坛与文学 4  

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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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大众文化》《影视文学》 

后续课程： 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一、系统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上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文学事件；二、通过对

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讲解和大量阅读，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提高对文学的感受能力；三、通

过课堂讨论，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提高对文学作品的鉴别、对文学现象的评判能力，为进入到文学

研究阶段打下良好基础。 

难点：了解作家的创作思想及其与时代思潮的关系，了解发生的历史背景并对文学现象进行解

读、评判。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平时作业。 

教学手段： 

1.ppt展示 

2．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

容有：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查占 5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选用教材和参考书一致。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无 

（二）推荐参考书 

1、程光炜：《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4年 1版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 1版 

3、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年 1版 

4、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年 1版 

5、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年 1版 

执笔：金莉莉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6日 

 

台港文学 
Study of Literature in Taiwan and Hongkong 

课程号：4070503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中文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开设本课程，系统了解台港文学的整体状况，通过对作家作品的讲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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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阅读，培养学生对文学的兴趣，提高对台港文学的感受能力。通过课堂讨论，引导学生独立思

考，提高对文学作品的鉴别、评判能力，为进入到文学研究阶段打下良好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台港文学概述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台湾文学发展历程 

2、香港文学发展历程 

学习目标： 

了解台湾香港文学发展史。重点及难点为台湾香港文学的发展阶段和特点 

作业：思考： 

1、台湾文学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 

2、台湾文学有哪些特点？ 

3、香港文学的发展过程是怎样的？ 

4、外来作家对香港文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知识单元 2：聂华苓的文学创作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聂华苓的创作历程 

2．聂华苓的创作成就 

学习目标： 

了解聂华苓的创作状况。重点及难点为对聂华苓小说的解读。 

作业：思考： 

1、聂华苓的创作经历是怎样的？ 

2、聂华苓与台湾其他作家有哪些创作活动？ 

3、聂华苓作品有怎样的艺术特色？ 

知识单元 3：白先勇的文学创作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白先勇的创作经历 

2． 白先勇的创作特色 

学习目标： 

了解白先勇的文学创作状况。重点及难点为对白先勇小说的解读。 

作业：思考： 

1、白先勇的创作经历是怎样的？ 

2、白先勇的创作特点有哪些？ 

3、如何解读《永远的尹雪艳》？ 

知识单元 4：林海音与陈映真的文学创作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林海音的创作经历 

2、 林海音的创作成就 

3、 陈映真的创作特点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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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林海音和陈映真的文学创作状况。重点及难点为对林海音和陈映真小说的解读。 

作业：思考： 

1、林海音的创作经历是怎样的？ 

2、林海音的小说特点是什么？ 

3、陈映真的小说创作各阶段有什么特点？ 

知识单元 5：余光中的诗歌创作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余光中的创作经历 

2．余光中的诗歌特色 

学习目标：了解余光中的诗歌创作状况。重点及难点为对余光中的解读。 

作业：思考： 

1、余光中的创作经历是怎样的？ 

2、余光中的诗歌特点是什么？ 

3、如何去解读余光中的诗歌？ 

知识单元 6：金庸武侠小说鉴赏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金庸的创作经历 

2．香港武侠小说的发展 

3、金庸武侠小说特色 

学习目标： 

了解金庸小说的创作特点。重点及难点为对金庸小说的深层次解读。 

作业：思考： 

1、金庸的创作经历是怎样的？ 

2、金庸武侠小说的特点是什么？ 

3、金庸武侠小说与儒家、道家和佛教思想有什么联系？ 

知识单元 7：三毛的散文创作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三毛的创作经历 

2．三毛的散文特点 

学习目标： 

了解三毛的创作状况。重点及难点为对三毛作品的解读。 

作业：思考： 

1、三毛的创作经历是怎样的？ 

2、三毛的创作特点是什么？ 

3、三毛为什么能够得到读者的喜欢？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台港文学概观  4  

2 聂华苓的文学创作  4  

3 白先勇的文学创作 4  

4 林海音和陈映真的文学创作 6  

5 余光中的诗歌创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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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金庸武侠小说鉴赏 6  

7 三毛的文学创作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西方文学史》 

后续课程： 《海外华族文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系统了解台港文学的整体状况，通过对作家作品的讲解和大量阅读，培养学生对文学的

兴趣，提高对台港文学的感受能力。通过课堂讨论，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提高对文学作品的鉴别、

评判能力，为进入到文学研究阶段打下良好基础。 

难点：了解台港文学发展史以及重要作家作品，通过对作家作品的讲解和大量阅读，培养学生

对文学的兴趣，提高对文学的感受能力。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平时作业。 

教学手段： 

1.ppt展示 

2．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

容有：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查占 5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无 

（二）推荐参考书 

1、曹惠民：《台港澳文学教程》，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0年 1版 

2、黎湘萍：《文学台湾——台湾知识者的文学叙事与理论想象》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 1版 

3、王景山主编：《台港澳及海外华文作家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 1版 

4、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1版 

执笔：金莉莉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6日 

 

现代汉语语音研究 
Study of Chinese Modern Language Phonetics 

课程号：4070505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中文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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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加深对语音学知识的学习； 

2、掌握记音、听音的方法； 

3、培养记音、听音的能力。 

4、学习语音调查的方法； 

5、了解并掌握语音实验的基础方法，能够独立完成简单的语音实验。 

6、掌握语音实验的设计与分析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现代汉语语音学基础知识、加深

对元音、辅音的认识与理解，学会元音的实验分析方法；了解轻重音的特点；了解语流音变；音节

结构的分析；声调的实验方法；音位理论等。为以后深入学习语音学奠定必要的理论和实验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具体内容： 

第一章  语音的形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声波的物理属性； 

2.语音的发音机制。 

3.声波的物理学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语音的形成。 

2.掌握语音的四要素，重点掌握语音的社会属性。 

3.理解声波的物理学分析方法。 

具体内容 

第一节  声波概述 

一、声音的传播 

（一）传播声音最重要的物质是空气。 

（二）声音不仅在空气里传播，而且也可以在固体和液体里传播，而且传播得更快。 

（三）声源的振动引起空气的振动，产生振动波，这种振动波就是声波，声波传入我们的耳朵

里，使得鼓膜也产生同样的振动，于是就听到了声音。 

二、振幅和频率 

（一）声音有强有弱，有高有低，表现出的波形都不一样。 

（二）声音强的时候，空气质点振动的幅度就大；声音弱的时候，幅度就小。 

（三）空气质点的振动幅度叫做“振幅”，也就是空气质点在振动时离开平衡位置的最大偏移

量。 

（四）声波每秒振动的周期次数就是声波的频率。计算频率的单位是赫兹（Hz）。 

三、复波和频谱 

（一）波形简单，只有一个频率时，叫做纯音，高级音叉能发出这种声音，听起来非常单调。 

（二）世界上声音千差万别，其中绝大多数都部是纯音，二是由许许多多不同的纯音组成的复

音，复音形成的复杂波形叫做复波。 

（三）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以把复波分解开，用频谱把各个复波的振幅和频率表现出来，最

成二维频谱图。 

四、声音的共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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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够发音的物体都有它固有的频率。 

（二）如果两个物体的固有频率相同，其中一个在外力的作用下发出声音，另一个物体收到相

同频率的空气质点运动的影响，也会发出声音来，这种现象叫做声音的共振。 

第二节  语音的发音机制 

一、语音的来源。 

发音器官所产生的声音主要可以分为三种来源： 

（一）浊音声源； 

（二）紊音声源； 

（三）瞬音声源。 

二、语音动力基础。发音的动力是呼吸时肺所产生的气流。 

三、喉头和声带 

四、语音共振腔 

（一）鼻腔 

（二）口腔 

（三）咽腔 

第三节  语音的感知 

一、人耳的构造 

人耳由外耳、中耳和内耳三部分组成。 

（一）外耳 

外耳包括耳廓、耳道和鼓膜。 

（二）中耳黎明有三块听小骨：锤骨、砧骨和镫骨。 

（三）内耳由半规管、前庭窗和耳蜗三部分组成。 

二、听觉和语音识别 

（一）同样的声波听辨结果可以不同，不同的声波也可以听成相同的声音，其间的关系是很复

杂的。声波通过听觉器官传到大脑进行语音识别时，经过了异常复杂的加工过程。 

（二）人类识别语音的能力和发音能力密切联系在一起。 

（三）说话所产生的声波不但传到听话人的耳朵里，说话人自己也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大脑指

令发音器官发出来的声音被自己的听觉器官接收重新传送回自己的大脑，这个循环过程叫做声音反

馈。 

第四节  语音的切分和分类 

一、语音可以切分位音质、音高、音强和音长四部分，其中音质成分为一个层次，音高、音强

和音长为另一个层次，叫超音质成分。 

二、在一段话语中，音质成分是不断随时间变化的，我们可以根据音质成分的变化情况把这段

话语切分成若干音段。 

三、在听觉上最容易分辨的音段是“音节”。音节可以是最小的音段，但是更常见的情形是由

几个最小的音段组合而成的。 

四、超音质成分由音高、音强和音长三部分组成。从声波特性来分析超音质成分最为准确：A

根据基频确定音高；B根据振幅确定音强；C根据时间确定音长。 

五、在不同的语言里，超音质成分所起的作用很不相同，因此很难有完全统一的分类标准。 

六、轻重音的分别主要是音强和音长的变化形成的，也可以完全依靠听觉加以分类和描写。 

复习与思考题： 

1、某一复波由五个谐波组成，基本频率 150赫兹，振幅第一谐波 60分贝，第二谐波 45分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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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谐波 50分贝，第四谐波 20分贝，第五谐波 35分贝，试画出该复波的二维频谱。 

2、比较书中 34页普通话 a和 i的频谱示意图，（1）指出哪一个音比较高，并说明理由；（2）

两个示意图的振幅编号都形成三个峰，三个峰的位置不同说明 a和 i的音色不同，指出处于峰位置

的各频率的大致频率值。 

3、比较普通话 iunf的发音器官示意图，指出唇、舌和软腭的位置各有什么变化。 

4、用汉语拼音拼写下面这句话，其中“女儿”“幼儿园”“一块儿”“花儿”各有几个音节？包

括哪些超音质成分？各个“儿”的语音是否相同？ 

他的女儿和幼儿园的小朋友一块儿去公园看花儿。 

拓展阅读书目： 

1、罗常培、王均编著《普通语音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81年 12月版。 

2、曹剑芬 《现代语音基础知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 

3、董少文编《语音常识》修改版，文化教育出版社，1964年版 

4、邢公畹 《现代汉语》 语音部分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第二章  元音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元音的声学特征 

2.元音的发音原理 

3.舌面元音、舌尖元音等几个特殊元音 

4.普通话的单元音的舌面元音图 

学习目标： 

1．了解舌面元音的特征及发音原理。 

2．掌握普通话单元音的舌面元音图。 

具体内容： 

第一节  元音的性质 

一、元音和辅音 

（一）元音特点： 

1不受阻 

2声带振动 

3气流较弱 

（二）辅音特点： 

1受阻 

2声带不振动 

3气流较强 

二、声腔共振和元音音色 

共振声腔包括： 

（一）喉腔 

（二）咽腔 

（三）口腔 

（四）唇腔 

第二节  元音的分类 

一、元音分类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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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舌位的高低 

（二）舌位的前后 

（三）嘴唇的圆展 

二、定位元音和元音舌位图 

（一）定位元音： 

1前元音和后元音 

2高元音、半高元音和低元音 

（二）元音舌位图 

三、舌尖元音、卷舌元音和鼻化元音 

（一）舌尖元音：(z)i  (c)i  (s)i  

（二）卷舌元音：r 

（三）鼻化元音：~ 

四、元音的长短和紧松 

（一）长元音和短元音： 

1长元音 

2短元音 

（二）元音的紧松： 

1紧元音 

2松元音 

第三节  普通话的单元音 

i u ü o e a …… 

一、i[i]： 

（一）舌位高而前 

（二）口腔通道最窄 

二、u[u] 

（一）舌位高而后 

（二）圆唇程度最高 

三、ü[y] 

是与[i]相对应的圆唇元音 

四、o[o] 

介于半高和半低之间的后元音 

五、e[∂] 
是[o]的不圆唇元音 

六、a[a] 

作为单元音出现在音节中时，舌位比国际音标中定位元音[a]偏后 

七、 [ ] 
出现在 z,c,s后，舌尖前元音 

八、 [ ] 
出现在 zh,ch,sh后，舌尖后元音 

第四节  元音的声学特性 

一、声腔和共振峰 

（一）声腔 

1、声腔形状的改变使得声音的固有频率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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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声带音必须通过声腔才能传播到空气里 

（二）共振峰 

1、F1和 F2基本上可以决定一个元音的音色 

2、元音的共振峰频率和基频之间并没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二、元音的语图显示 

（一）语图仪 

（二）不同元音在语图上显示的不同模式 

三、元音发音机制和共振峰的关系 

声腔、共振峰频率和元音音色三者是密切关联的： 

（一）F1和舌位高低密切相关 

（二）F2和舌位前后密切相关 

（三）F2和嘴唇的圆展也有关系 

复习与思考题： 

1、从舌位和唇形描写书中 58页练习 1的各元音。 

2、根据下列各元音的舌位和唇形标写国际音标： 

前、半高、不圆唇       前、半低、圆唇 

前、次高、不圆唇       后、低、圆唇 

央、中、不圆唇         前、高、圆唇 

后、半高、圆唇         央、低、不圆唇 

前、次低、不圆唇       前、中、不圆唇 

3、练习发音，注意舌位和唇形的变化。 

4、在元音舌位图上填写普通话六个舌面单元音的位置，并指出与标准元音舌位图上位置的同

异。 

拓展阅读书目： 

1、周殿福《声母和韵母》，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 3月 

2、刘焕阳 主编《语言文字通用教程》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年 

3、黎锦熙 《中华新韵》 

第三章  辅音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辅音 

2.辅音的发音部位 

3.辅音的发音方法 

4.普通话的辅音，包括方言的辅音 

学习目标： 

1.跳出汉语，认识人类语音中的辅音有哪些，发音方法有哪些。 

2.学会辅音的发音，尤其是汉语普通话里没有的辅音 

3.学会记录辅音 

具体内容： 

第一节  辅音的发音部位 

发辅音时声腔都要形成一定的阻碍。阻碍是由声腔中的活动部分和固定部分接触所形成的，接

触点不同，发出的辅音音色就不相同。我们可以根据发音部位的不同给辅音分类。 

一、唇音 

上下唇都属于声腔的活动部分，但活动的范围比较狭窄，以下唇为主，一般只形成下面两种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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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一）双唇音[p][m] 

（二）唇齿音[f][v] 

二、舌尖音 

舌尖在声腔中最为灵活，可以前伸，可以上翘，从下齿背道硬腭都是舌尖能够接触到的地方，

舌尖音可以分为以下三种： 

（一）舌尖——齿音 

（二）舌尖——齿龈音：又称“舌尖前音” 

（三）舌尖——硬腭音：又称“舌尖后音”或“卷舌音” 

三、舌叶音 

舌叶音只有一种，即： 

舌叶——齿龈音 

四、舌面音 

舌面的面积比较大，可以分为前中后三部分，分别和硬腭、软腭接触。常见的舌面音有三种： 

（一）前舌面——前硬腭音：又称“舌面前音” 

（二）中舌面——后硬腭音：又称“舌面中音” 

（三）后舌面——软腭音：又称“舌面后音”或“舌根音” 

五、小舌音 

小舌也是声腔中可以活动的部分，但是它只能随着软腭移动，或是受气流的冲击产生颤动，自

己并没有独立活动的能力。小舌音形成的接触点常见的只有一种： 

舌根前——小舌音：简称“小舌音”。 

六、喉音 

常见的喉音数目不多，有 

舌根——喉壁音：简称“喉音” 

第二节  辅音的发音方法 

一、阻碍方式 

（一）塞音 

（二）擦音 

（三）塞擦音 

（四）鼻音 

（五）边音 

（六）颤音和闪音 

（七）通音 

二、清浊和送气 

（一）一般的塞音、擦音和塞擦音都可以有清浊两套。 

1、清擦音 

2、浊擦音 

（二）送气辅音。最常见的送气辅音是清塞音和清塞擦音。 

1、清塞音 

2、清塞擦音 

三、几种常见的附加音 

（一）腭化音 

（二）唇化音 

（三）舌根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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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紧喉音 

（五）缩气音 

第三节  普通话的辅音 

一、普通话辅音的发音部位 

（一）双唇音 

1、双唇不送气清塞音 

2、双唇送气清塞音 

3、双唇浊鼻音 

（二）唇齿音 

1、唇齿清擦音 

（三）舌尖音 

1、舌尖不送气清塞音 

2、舌尖送气清塞音 

3、舌尖浊鼻音 

4、舌尖浊边音 

5、舌尖不送气清塞擦音 

6、舌尖清擦音 

7、舌尖清擦音 

（四）卷舌音 

1、卷舌不送气清塞擦音 

2、卷舌送气清塞擦音 

3、卷舌清擦音 

4、卷舌浊通音 

（五）舌面音 

1、舌面不送气清塞擦音 

2、舌面送气清塞擦音 

3、舌面清擦音 

（六）舌根音 

1、舌根不送气清塞音 

2、舌根送气清塞音 

3、舌根清擦音 

4、舌根浊鼻音 

二、普通话辅音的发音方法 

（一）塞音 [p] [p] [t] [tℑ] [k] [kℑ] 
（二）擦音 [f] [s] [♣] [ ] [x] 
（三）塞擦音 [ts] [tsℑ] [t♣] [t♣ℑ] [t] [tℑ] 
（四）鼻音 [m] [n] [Ν] 

（五）边音 [l] 

（六）通音 [r] 

第四节  辅音的声学特性 

一、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的声学表现 

（一）尖锋或称“冲直条”，是瞬音在语图上的表现。如塞音。 

（二）乱纹是紊音在语图上的表现。如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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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横杠是浊音在语图上的表现。 

（四）塞音是典型的瞬音 

（五）擦音是典型的紊音 

（六）塞擦音是瞬音和紊音的结合 

（七）浊辅音显示出横杠，与元音共振峰相似，但弱得多。 

（八）送气辅音，在语图上为杂乱纹样，但乱纹分布广，也淡一些。 

（九）颤音和闪音，在语图上也表现为尖锋，颤动几次就出现几次尖锋，非常细，且距离近，

不易辨认。 

（十）鼻音和边音，语图与元音相似，但横杠淡些。和元音相连时，两种横杠间往往出现断层。 

二、音征和浊音起始时间 

辅音与元音之间有两种重要的声学表现： 

（一）音征：弯头 

（二）浊音起始时间：简称 VOT。 

复习与思考题： 

1、从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两方面描写书中 87页的各辅音。 

2、根据下列各辅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标写国际音标： 

舌根不送气清塞音         舌尖浊边擦音 

卷舌送气清塞擦音         中舌面半元音 

双唇不送气清塞音         唇齿浊擦音 

前舌面清擦音             小舌清擦音 

舌叶送气清塞擦音         舌尖浊鼻音 

3、给下列音标加上附加符号： 

K（唇化）   p（挤喉）  s（腭化） 

拓展阅读书目： 

1、李乐毅 《汉语拼音用处多》，语文出版社 ， 2000年 7月 

2、钱曾怡主编《山东人学习普通话指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年 

3、刘红梅、武传涛《实用汉语语音》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9月 

4、刘焕阳 主编《语言文字通用教程》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2年 9月 

第四章  音节和音节结构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音节的划分 

2.音节的结构 

3.汉语的音节结构 

学习目标： 

1．相比较于其他方言或语言，普通话音节结构特点。 

2．普通话的声韵拼合关系。 

具体内容： 

第一节  音节的划分 

一、从听觉入手划分音节：把音节的划分和声音的响度联系在一起。 

（一）方法：音节由响度变化决定，听起来响度最大的音就是一个音节的中心，听起来相对最

小的音就是音节的分界线。 

（二）局限：以元音或半元音开头和结尾的音节划分时会遇到困难。 

二、从发音入手划分音节：根据发音时肌肉紧张程度确定音节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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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法：肌肉张驰一次，就形成一个音节。 

（二）局限：究竟哪些肌肉的活动对划分音节起决定作用，目前还无法弄清楚。 

三、音节划分与语音的社会性有密切关系。 

第二节  音节的结构 

一、音节结构类型和音联 

（一）在一般音节里，元音处于核心地位，辅音在元音的前面或后面，依附于元音。由元音和

辅音构成的音节共有以下四种基本类型： 

1、V（VV、VVV等） 

2、C-V（C-VVV、CC-VV等） 

3、V-C 

4、C-V-C（CCC-VV-CC等） 

（二）音联（或“音渡”）：是音节的边界信号 

从一个音到另一个音，中间总要经历一个过渡阶段，也就是说，两个不同的音联接起来的时候，

必然要有一定的连接方式，称为音联。 

1、闭音联：音联在音节内部各音之间发生。 

2、开音联：或称“音节音联”，指在音节之间发生的音联。 

二、元音在音节中的结合——复元音 

复元音有两个特点： 

（一）舌头的运动是滑动的，音质的变化是连续不断的。 

（二）各元音的音长和音强一般是不相等的，其中只有一个听起来最为响亮清晰。 

三、辅音在音节中的结合——复辅音 

（一）英语里的复辅音很多 

（二）汉藏语系语言里的复辅音没有印欧语言丰富。汉语各方言里还没有发现真正的复辅音。 

（三）属于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的语言都由复辅音，但数量较少。 

（四）一些少数民族语言还常出现以鼻音开头的复辅音，鼻音后面多是发音部位相同的塞音。 

第三节  汉语的音节结构 

一、汉语音节结构的特点 

（一）具备音节结构的四种基本类型： 

1、V； 

2、C-V； 

3、V-C； 

4、C-V-C 

（二）不许复辅音存在 

（三）三合元音只能在开音节里出现，闭音节里只有单元音和二合元音。 

（四）闭音节里的第二个辅音－C只能是鼻音（N）和塞音（P）。 

（五）整个音节的构成序列一般不能超出四个构成成分。 

汉语音节结构归纳如下框架： 

(C)+(V)V(V)+(N,P) 

二、声母、韵母和四呼 

（一）声母 

（二）韵母 

（三）四呼 

1、开口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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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齐齿呼； 

3、合口呼； 

4、撮口呼 

第四节  普通话音节结构分析 

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分析普通话的音节结构，实际上就是分析北京话的音节结构。 

一、普通话的声母 

22 辅音中，只有舌根鼻音只能出现在音节末尾，不能充当声母；舌尖鼻音既能出现在音节末

尾，又能充当声母。除此之外的 20个辅音都只能充当声母。声母特点： 

（一）有三套整齐相配的塞擦音和塞音 [ts] [tsℑ][s]- [t♣] [t♣ℑ][♣]-[t] [tℑ][] 
（二）有卷舌通音[r] 

（三）有唇齿擦音[f] 

（四）能分别[n]和[l] 

（五）浊音声母少[m][n][l][r] 

二、普通话的韵母 

（一）共 37个，根据韵母组成成分的特点，分成三大类： 

1、单韵母，9个 

2、复韵母，13个，又分三组： 

（1）前响复韵母 

（2）后响复韵母 

（3）中响复韵母 

3、鼻韵母，16个，又分两组 

（1）舌尖鼻韵母 

（2）舌根鼻韵母 

（二）普通话韵母特点： 

1、有舌尖韵母 

2、有卷舌韵母 

3、四呼聚全 

4、复韵母多 

5、辅音韵尾只有[-n][ Ν] 

三、普通话声母和韵母的配合关系 

（一）从声母出发，总结声韵配合规律： 

1、双唇音和舌尖中音能跟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韵母拼合，不能跟撮口呼韵母拼合。双唇

音拼合口呼限于 u。 

2、唇齿音、舌根音、舌尖前音和舌尖后音等组声母能跟开口呼、合口呼韵母拼合，不能跟齐

齿呼、撮口呼韵母拼合。双唇音、唇齿音拼合口呼限于 u。 

3、舌面音同上述四组声母相反，只能跟齐齿呼、撮口呼韵母拼合，不能跟开口呼、合口呼韵

母拼合。 

4、舌尖中音 n、l能跟四呼韵母拼合。零声母音节在四呼中都有。 

（二）从韵母出发，总结声韵配合规律： 

1、“o”韵只拼唇音和唇齿音声母，而 uo却不能同唇音或唇齿音声母相拼。 

2、“ong”韵没有零声母音节，“ueng”韵只有零声母音节。 

3、“-i[ ]”韵只拼“z c s”三个声母，“-i[ ]”韵只拼“zh、ch、sh、r”四个声母，并且

都没有零声母音节。 

4、“er”韵不与任何声母相拼，只有零声母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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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练习频度书中 121页八个汉字的北京、苏州、厦门、广州四种方言的读音。 

2、下列各对赐予的音节音联不同，试举出各有哪些语音信号帮助我们划分这些对词语的音节： 

西医——希       初五——楚        提要——跳 

剧院——倦       海岸——海燕      淡年——大年 

翻译——发腻     大盐——袋盐 

3、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普通话的 37各韵母，有哪几个韵母和实际读音不完全一致？请思考为

什么一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并试作解释。 

4、根据 110 页所列普通话和 10 种方言鼻音韵尾异同表统计普通话[an——aΝ][↔n——

↔Ν][in——iΝ]在各方言的分合异同情况。 

拓展阅读书目： 

1、山东省职工教育语言研究会《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手册》下编三 

2、《语言文字规范手册》，语文出版社 1997年 

3、李振麟《发音基础知识》，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年 

第五章  声调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声调的性质和汉语的声调； 

2.汉语的调类； 

3.汉语方言声调调查方法、描写方法； 

3.声调的频谱和感知。 

学习目标： 

1．了解声调的性质和汉语的声调、调类 

2．掌握声调的调查方法和描写方法 

3、认识声调的频谱图 

具体内容： 

第一节  声调的性质 

一、声调语言和非声调语言 

有的语言有声调，有的语言没有声调 

（一）声调语言：音节高低升降变化有区别意义的作用。汉藏语系最为典型。又分为两种类型： 

1、高低型：只根据音的高低区分声调。非洲美洲的声调语言大都属于高低型。 

2、旋律型：除了音的高低外，还根据音的升降区分声调。如北京话。 

（二）非声调语言：音节高低升降变化没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如英语等。 

二、调值和调类 

（一）调值 

声调音高的基频频率。五度值是个相对的调值。 

（二）调类 

一种语言里出现的所有的调值加以归类，得出的类别就是“调类”。 

第二节  汉语的声调 

一、平上去入和阴阳 

（一）南北朝时期的沈约等人把声调分为“平上去入”四类 

（二）汉语的调类和声母的清浊有密切关系 

（三）古浊声母清化 

（四）苗瑶语族声调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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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通话的四声 

和其他方言对比，普通话四声有如下特点： 

（一）平声分为阴平和阳平 

（二）全浊上声并入去声 

（三）入声消失，分别归入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 

三、汉语方言的调类 

（一）汉语各方言的调类分合差别很大。 

（二）调类最少的有三个，最多的达八个之多。 

（三）汉语方言调类的分合的总趋势是北方方言的调类少，南方方言的多。 

（四）根据平上去入四声，说明各方言调类分合关系： 

1、平声：多数方言平声都分阴阳 

2、上声：上声分阴阳的不多 

3、去声：北方方言去声都只有一类 

4、入声 

四、入声问题 

第三节  声调的频谱和感知 

一、声调的频谱分析 

（一）窄带语图：频率带宽变窄；基频和谐波都能滤过去； 

（二）宽带语图 

（三）可见音高仪：观测音高频率变化。 

二、普通话声调语图模式 

（一）窄带语图显示音高模式 

（二）弯头 

（三）降尾 

（四）基频的测量：第 10次谐波除以 10 

（五）根据窄带语图或可见音高仪测量基频频率与物度制标调对比：前者更精细 

三、声调的感知问题 

（一）音高的实际频率变化同感知到的音高之间的关系： 

1、二者基本统一 

2、并非总是一致的，弯头和降尾不易被感知 

3、音高频率的变化是线性的，感知到的音高则是对数性的 

（二）五度制的数值分界线不是绝对的： 

1、声调的调域是相对的：（1）每个人不同；（2）同一个人也因时而异 

2、每一个调类的调值在一定的调域范围内也并不是很稳定的 

（三）辨认声调的信息 

1、基频：是主要信息 

2、耳语时的噪音等。 

（四）声调音高的变化对音长和音强都可能产生影响 

复习与思考题： 

1、以[a]或[i]作为音节单位反复练习声调发音： 

[55]-[44]-[33]-[22]-[11] 

[55]-[51]-[53]-[35]-[55] 

[33]-[35]-[53]-[33] 

[11]-[15]-[13]-[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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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4]-[13]-[15] 

[53]-[42]-[31]-[51] 

[214]-[313]-[424]-[535] 

[131]-[242]-[353]-[242]  

2、下列八个汉字在北京、济南、太原、长沙和南昌五种方言中声母和韵母读音相同，但调类

的调值不同，试按各方言的不同调值练习发音： 

北京   济南   太原   长沙   南昌 

低[ti]           [55]    [213]   [11]    [33]   [42] 

私[s ]           [55]    [213]   [11]    [33]   [42] 
扶[fu]           [35]    [42]    [11]    [13]   [24] 

麻[ma]           [35]    [42]    [11]    [13]    [24] 

古[gu]           [214]   [55]    [53]    [41]   [213] 

李[li]           [214]   [55]    [53]    [41]   [213] 

怕[pℑa]          [51]    [21]    [45]    [55]   [45] 
寄[ji]           [51]    [21]    [45]    [55]   [45] 

拓展阅读书目： 

1、丁声树编著 《古今字音对照手册》 ， 中华书局 1981年 

2、徐世荣 《 普通话语音知识》，文字改革出版社 ，1980年 

3、唐作藩 《音韵学教程》第三章第七节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六章  语流音变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语流音变的性质 

2.连读变调 

3.汉语的儿化音变 

学习目标： 

1．了解语流音变的性质 

2．掌握汉语普通话连读音变规律 

3.认识其他方言或语言的连读音变 

4.了解汉语的儿化音变 

具体内容： 

第一节  语流音变的性质 

一、不自由音变和自由音变 

（一）语流音变 

（二）语流音变是语言历时性音变的原因之一 

（三）连读音变，如：a：～i+a→ia;～n+a→na 

（四）语流音变的规律只适用于特定的语言和特定的时代 

（五）语流音变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1、不自由的：不受语言环境影响 

2、自由的：受说话速度影响最大 

3、北京话语气词“啊”的音变，有的是不自由的，有的是自由的： 

前音节韵母或韵尾        “啊”音变             例 

[-a,-I,-y]               [a→ia]               他呀，你呀，去呀 

[-n]                      [a→na]                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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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不自由音变）             

[-o,-∂，-Ε]                 [a→ia]               说呀，喝呀，写呀（啊） 

[-u]                       [a→ua]               哭哇（啊） 

[-  ]                       [a→za]               字啊 

[- ]  [a→ra]               纸啊 

[-Ν]                       [a→Νa]                听啊 

                  （以上自由音变） 

二、几种常见的音变现象 

（一）语音的同化 

1、音节内部同化 

2、音节之间同化 

（1）辅音同化：顺同化；逆同化 

（2）元音同化：通常较少；“元音和谐”是阿尔泰语系的突出特点 

（二）语音的异化 

1、从异化作用中可以看出历时音变的线索 

2、异化作用一般不出现在直接相连接的音之间 

（三）增音，为了分清音节界限，如北京话“这儿” →“这合儿”等 

（四）减音，最常出现在语速较快的语言环境 

（五）合音，合音往往同时包含减音现象 

（六）换位，如北京话把“言语（说话）”说成“yuányi”，[i]和[y]换位。 

第二节 连读变调 

一、连读变调的性质 

（一）连读变调的标写方式 

（二）连读变调有时是区分语义结构的一种手段 

（三）连读变调有时是区分语法结构的一种手段 

（四）有的连读变调只能适用于个别语素，分两种情况： 

1、语素本身产生特殊的连读变调 

2、语素影响其他音节，使其他音节产生特殊的连读变调 

二、连读变调的类型 

连读变调可以发生在两音节之间，也可以发生在三音节、四音节甚至更多的音节之间 

（一）两音节，又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前变型 

2、后变型 

3、全变型 

4、不同类型的变调在有的方言里可以起区分语义或语法结构的作用。 

（二）三音节、四音节甚至更多音节的连读变调要比两音节复杂得多，而且往往受到语义和语

法结构的影响，但多半都以两音节的变调规律为基础。 

（三）有时多音节变调和两音节变调规律毫无关系。 

三、普通话的连读变调 

（一）只有一种不自由的变调，即上声变调： 

1、处在阴平、阳平和去声之前时读成 21 

2、处在另一上声之前时读成 35 

（二）普通话去声和阴平、阳平一样，并不存在明显的连读变调现象 

（三）普通话三音节、四音节甚至更多音节连读时，变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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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个上声相连，变调规律 

（五）四个上声相连，变调规律 

（六）三个音节相连，中间音节为阳平的，变调规律 

（七）特殊连读变调规律： 

1、“不”变调：不自由变调 

2、“一”变调：不自由变调 

3、“七”变调：自由变调 

4、“八”变调：自由变调 

第三节 汉语的儿化音变 

一、汉语儿化的特点 

（一）有少数儿化音变和语尾“儿”并没有关系。 

（二）大部分北方方言都和北京话一样，“儿”读成卷舌元音[↔r]，一般也都存在儿化现象，

但儿化的程度和方法不完全相同。 

（三）大部分方言的儿化韵只是韵母产生卷舌作用，也有一些方言儿化韵的卷舌作用不仅限于

韵母。 

（四）有的方言“儿”并不读卷舌元音[↔r]，只是不用卷舌作用来体现。 

（五）吴语很多方言“儿”读鼻音，也同样可以产生儿化音变。 

（六）儿化韵是表达小称的一种手段，可增加一层小、可爱或轻视的意义。 

二、普通话的儿化韵 

（一）有些韵母儿化后韵母结构产生较大的变化，分为三种情况： 

1、韵母 i[i]，ü[y]儿化时后面加上[↔r],[i]和[y]实际上由韵腹变成了韵头。 

2、韵尾-i[i],-n[n]儿化时不再发音，只前面的韵腹产生卷舌作用。 

3、韵尾-ng[Ν]儿化时和前面韵腹合并成鼻化元音，同时加卷舌作用。 

（二）儿化韵的声学特性——F3频率大幅度下降 

复习与思考题： 

1、列出普通话语气词“啊”的各种音变，并说明产生音变的原因。 

2、练习拼读北京话、苏州话和厦门话的各词语，见 P172页下，注意其中连读变调现象 

3、用国际音变拼写 P173页第四题各词语普通话读音，指出有哪些语流音变现象。 

拓展阅读书目： 

1、 鲁允中《普通话的轻声和儿化》，商务印书馆 1995年 

2、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普通话语音研究班编著《普通话轻声词汇编》，商务印书馆 1964年 

3、 贾采珠编《北京儿化词典》，语文出版社 1990年 

4、 刘照雄 《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9年 

第七章  轻重音和语调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轻重音的性质 

2．轻重音的声学特征 

3．汉语普通话的轻重音 

4．语调的性质 

5．汉语普通话的语调 

学习目标： 

1．了解轻重音的性质 

2．掌握轻重音的声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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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认识轻重音、声调的语图 

4、了解语调及汉语普通话的语调 

具体内容： 

第一节 轻重音 

一、轻重音的性质 

（一）重音音节 

（二）轻音音节 

（三）在多音节词中，各音节的轻重位置往往是确定不变的 

（四）有的轻重音和语义、语法有密切关系 

（五）在语句中，重音可以起强调作用 

（六）各语言都有自己的轻重音特点 

（七）有的语言重音可以分等级 

二、轻重音的声学特性 

（一）音节的响度 

（二）音节强弱在语图上的表现 

（三）影响音节的响度的其他因素 

1、音色 

2、音长 

（四）音强并不是轻重音分辨的决定性因素 

1、北京话 

2、英语、法语、俄语和其他一些语言 

（五）轻重音对音色的影响 

三、普通话的轻重音 

（一）普通话轻重音音强作用不是主要的，音长和调域以及调型作用较大 

（二）普通话轻音对韵母元音音色有较大影响 

（三）轻音还可以使普通话声母浊音化 

（四）普通话语法成分应该读轻音的主要有如下几类： 

1、语气词 

2、后缀 

3、主词 

4、方位词 

5、重叠动词的第二个音节 

6、趋向补语 

（五）汉语大多数方言都存在轻音现象，只是范围和数量有很大差别 

第二节 语调 

一、语调的性质 

（一）语调的构成 

1、语调主要由于超音质成分组成 

（1）音高 

（2）音强 

（3）音长 

2、语调也包括音质成分 

（二）语调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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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性语调 

2、感情语调 

（1）表达不同语气的语调 

（2）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语调 

（三）不同语言的语调对比 

二、普通话语调的一些特点 

（一）语调的高低升降和基频变化有直接关系 

（二）节拍的划分虽然和语句结构和语义单位有密切关系，但并不完全一致 

（三）语速和节拍群的关系非常密切 

（四）普通话语调和声调交错在一起，音高、音强和音长的变化极其错综复杂，所表现出来的

基频曲线更是千变万化 

复习与思考题： 

1、用国际音标标写下列各赐予的普通话读音，指出其中轻音音节可能发生的音色方面的变化： 

知道    大夫    真的    拿去 

意思    六个    听见    拳头 

晚上    出来 

2、用陈述、询问、强调、迟疑、惊讶五种语气读下面这句话，注意不同语气带来的语调升降

和轻重等方面的变化，指出全局最多可以分成几个节拍群，有哪几个音节可以读成语气重音： 

“他是一位很受学生欢迎的好老师。” 

3、在语速比较快时，往往会产生同化、减音或合音现象，下面的标音是北京一些人在随随便

便说话时的实际读音，试练习拼读，并指出都产生了哪些语音变化： 

没人去[m↔r 35 tℑy 51] 
自行车[ts  53 in 0 t♣ℑ∂ 55] 
节目单儿[tiΕm 24 dar 55] 
豆腐干儿[touf 51 kar 55] 

你们怎么不知道？[nim 35 dz↔m 31 pur 53 tao 31] 

拓展阅读书目： 

1、 张颂《朗诵学》（修订本），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年 

2、 高兰编《诗的朗诵和朗诵的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7年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语音的形成 4  

2 第二章  元音 6  

3 第三章  辅音 4  

4 第四章  音节和音节结构 4  

5 第五章  声调 6  

6 第六章  语流音变 4  

7 第七章  轻重音和语调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 

后续课程：本科阶段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语音学的基础概念；掌握听音、记音的方法；掌握方言语音调查方法；掌握元音、

声调的实验方法（包括设计、实验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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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听音、记音的方法；方言语音调查方法，语音实验方法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练结合的方法。 

2.实践调查的方法。 

3.实验分析的方法。 

教学手段： 

1.结合视听资料。 

2.使用 PRAAT语音实验软件。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需要有专门的语音实验室，有专门的语音实验软件（MINISPEECH），但学校目前不具备这个条

件，就只好在普通教室上课，改用 PRAAT语音分析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 50%，期末 50%。平时成绩包括课堂出勤、课堂表现、作业、测试等，期

末成绩为课程论文。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参考 

1.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8月； 

2.彼得·赖福吉，朱晓农，衣莉合著，张维佳译，《语音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月。 

（二）推荐参考书 

1. 石锋著，《实验音系学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6月 

2.朱晓农著《语音学》，商务印书馆，2010年 3月  

3.鲍怀翘、林茂灿编，《实验语音学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9月  

执笔：张彦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8日 

 

文字学 
Literal studies  

课程号：4070505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让学生了解汉字的基本知识；2、让学生掌握汉字的演变脉络；3、

通过所学到的汉字知识帮助阅读古籍。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汉字的基础知识、汉字的演变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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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了解六书的概念，为古典文献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学时 

知识单元 1：汉字和汉字学基本概念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汉字学 

2  古汉字学 

3. 汉字学的价值 

学习目标： 

1．了解汉字学、古汉字学的基本概念。 

2．掌握汉字学研究的价值。 

第一节 汉字学 

一、汉字 

在明白什么是文字学之前应首先明白什么是文字；同样，在弄清什么是汉字学之前也应该清楚

什么是汉字。 

“文字”连在一起使用，最早见于秦代的琅琊刻石：“书同文字。”在现存文献中还找不到先

秦连用的例子。先秦一般称“文”、“书”、“名”等。《左传·宣公十二年》：“夫文，止戈为武。”

《左传·昭公元年》：“夫文，皿虫为蛊。”《左传》称文字为“文”。《仪礼·聘礼》：“百名以

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称文字为“名”（“策”和“方”都是形状不同的竹木简）。《周

礼·春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郑玄注：“古曰 

名，今曰字。”《韩非子·五蠹》：“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谓之厶，背厶谓之公。”《荀

子·解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称文字为“书”。许慎《说文解字》：“文，

错画也，象交文。”“字，乳也，从子在宀下，子亦声。”“文”是一个象形字，甲金文都像人的

正面形，中间画有交错花纹，表示在人的胸腹部纹身，汉字形体在不断演化，隶楷以后省略了交错

花纹的部分。“文”的本义是纹身之纹，纹是一个后起字。“字”是会意兼形声字，房屋内有子出

生，本义是生殖（乳也是生殖的意思）。 

许慎《说文解字·叙》：“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

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按照许慎的意思，从描摹物体形状的图画演变来的象

形字、抽象符号形成的指事字，形体结构是独体的，叫做文。这是由文的纹饰引申为物象意义的。

其后由象形字、指事字互相组合，构加部分都作为形符的会意字，即所谓形相益；构加部分都作为

声符的形声字，即所谓声相益。这些合体结构的，叫做字。这是由字的本义生殖引申为文字形体孳

乳意义的。并且以为“文”是仓颉初造汉字时的形体，“字”是后来“文”发展的结果。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也是一个一个的单字。文字作为一个系统，它包括文字中所

有的符号、形体以及书写规则（笔顺、笔画）等。 

汉字还有自己的特点。汉字不是纯粹的音素符号，它兼有表音、表意两种功能，它既是记录汉

语语音的书写符号系统，又是直接表示语义（形声字表示的只是语义类别）的书写符号系统，所以

汉字是具有记录汉语语音和表达语义层级作用的书写符号系统。这里的层级作用，指表音、表意功

能属于不同的符号层级。这个定义和许慎的说法不同，许慎是从汉字的发生角度“仓颉之初作书也

讲的，我们是从汉字的功能出发的。一个个汉字是书写符号，是通过“看”来知道汉语语音的；但

汉字具有表意功能，能“看”出意义来的，有时会出现知其义而不知其音的有趣现象。 

二、汉字学 

文字学是语言学分支之一，以文字为研究对象，研究文字的性质、体系、起源、发展、形体与

音义的关系、正字法、文字的创制与改革、个别文字的演变等。广义的文字学，全面研究字的音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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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相当于小学，即除文字外，还包括音韵、训诂等的研究。 

三、教材的特点 

（一）恢复其完整体系 

（二）更新知识，吸纳汉字研究最新成果 

（三）突出实践性 

（四）具有灵活性 

第二节 古汉字学 

一、什么是（古）汉字学 

汉字学是研究汉字形体演变及其结构理论的一门科学，主要包括古文字学和《说文》学两个部

分。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是甲骨文、殷周金文和战国文字，内容涉及到殷墟甲骨文、殷周金文和战

国文字的研究概况及选读等；《说文》学的研究对象是《说文解字》一书，内容涉及到《说文》的

作者，编纂意图、价值与局限、编排体例、研究概况、汉字结构及《说文》部首选读等。 

二、汉字学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概况 

（一）殷墟甲骨文的研究概况 

1．先驱时期（  1899-1909  ） 

2．奠基时期（  1910-1928  ） 

3．形成时期（  1929-1937  ） 

4．低潮时期（  1937-1949  ） 

5．高潮时期（  1949-1966  ） 

6．停滞时期（  1966-1976  ） 

7．繁荣时期（  1976-  今） 

（二）殷周金文研究概况 

甲骨文、金文。 

（三）战国文字的内容及研究简况 

出土简帛问题成为学术界热点。 

（四）《说文解字》的基本内容及研究概况 

说文四大家以及目前根据出土问题研究说文的错误。 

（五）汉字的结构 

汉字的结构是汉字造字方式。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关于汉字构造的六书理论，所谓六书是指构

成汉字的六种造字方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的说法最早见于《周礼·地

官·保氏》。到了东汉，班固、郑众、许慎三人分别在他们的著作里提到了六书的具体名称，其中

许慎的解释是最全面的，不仅下了定义，而且举了例字，更重要的是许慎在《说文》一书中用六书

之说对九千多个汉字进行了分类，使六书正式成为我国古代文字学的一种理论体系。后人通过对六

书进行研究，一般认为六书中真正属于造字方法的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而转注和假

借并没有造出新字，只能算是用字之法，这就是所谓四体二用之说。 

汉字学的学习要点和学习方法 

第三节 汉字学的价值 

一、掌握汉字学是正确理解，古代文献的先决条件 

如，“保”，本义是“背”。 

“共”，金文、小篆似双手举物供给他人，本义当为“供”，“恭”、“拱”当为其引申义引

起的字形分化。 

汉字学是文献整理的必备知识 

首先要具有汉字学学的知识，才能整理好文献。比如说关于字际关系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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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字规范是汉字学重要内容之一 

汉字规范从秦就开始了，但是现代更显得重要。 

三、辞书编纂离不开汉字学 

没有汉字学知识，辞书的编写是无法信赖的。 

第四节汉字学发展的简要回顾 

我们这里对汉字学的发展做一个简要介绍。 

一、萌芽时期 

据我们现在所知，东周已有些探索汉字学的零星材料了。“六书”之名始见《周礼》，而学者

大多认为《周礼》是春秋时期某人所作。仓颉造字传说，最早见于战国文献《世本》、《韩非子》等。

周代出现了童蒙识字课本《史籀篇》，旧说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编者选取了当时的常用字，编

成章句、韵语行文，以便儿童学习，象后来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千字文》一样。秦代天

下一统后，文字也统一了。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爰历篇》、太史令胡母敬《博学

篇》，这些都是推行小篆的范本。但还没有系统研究汉字的著作出现，先秦只能说是汉字学的萌芽

时期。 

二、《说文》学时期 

汉代是汉字学的创建时期。最辉煌的成就是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常略称为《说文》，

或叫“许书”）。 

春秋以来。三人巳经开始进行文字分析了。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楚庄王所言“夫文止戈为

武”，《十五年》伯宗说“故文反正为乏”，《昭公元年》医和所说“于文 ,皿虫为蛊”，这些都通

过字形去分析解释形体的。从分析字形的不断实践中，初步形成了一种分析文字结构的六书说，它

被许慎加以发挥和运用，成为《说文》一书的理论基础。 

《说文》全书正篆原本收字 9353 字，创造性地用  540 部首来统属，长期为后来字书效仿。

每个字都分析六书结构，指明本义，至今仍然是训诂形训的基本依据。小篆及重文中保存的籀文、

古文等字体，是后来古文字学发展的基础，是考释甲金文的主要比对材料。《说文解字·叙》中对

六书的说明，至今还是关于汉字结构的权威解释。《说文》影响久远，成为旧时代汉字学的中心内

容，直到 20  世纪初还有人把汉字学叫“许学”。孙锡信《中国汉字学史》把清末以前称为“《说

文》学”时期，是很有道理的。 

（一）形、音、义综合类字典 

唐代字典，有武则天挂名撰的《字海》100 卷（实为其谋臣元万顷等人代撰），唐玄宗《开元

文字音字》30卷，都没有流传下来。 

宋司马光《类篇》45 卷（实际上也是集体编撰），分部从《说文》，部内属字不以笔画为次，

而是按《集韵》次序排列，每字说解较《说文》为详。收字 31319 字，比《玉篇》原本增加近一

倍，多有唐、宋间产生的新字新义，是阅读古代文献的重要工具书。 

元代没有此类著述。 

明梅膺祚《字汇》12 卷，以十二地支标目。合并《说文》部首，成 214  部，部首排列、部

内属字均以笔画多少为序。这是对汉语字典的重大改革，为《康熙字典》所效仿。全书收字 33179

字。释字先列反切和直音，接着释义，多有书证，最后释形，并指出俗体，常引用《六书正讹》之

说。此书是明代一部重要字典，在字典史上有重要地位。缺点是反切常取叶音，释义多不标明所据，

义项排列条理不清。 

明张自烈《正字通》12卷，为增订《字汇》而作。分部属字悉依《字汇》，每字头下抄录《字

汇》原文称为旧注，“按”以下为张氏增订之语。考据比梅氏稍博，也有不少讹误。 

清张玉书等奉敕撰《康熙字典》42 卷。此书沿用《字汇》体例，也以地支之名分  12 集，每

集分上、中、下 3卷，则为  36卷；加上凡例、等韵、总目、检字、补遗、备考  6卷，全书  42

卷。全书收字 47035 字，如加上补遗、备考则超过  4．9 万字。是清初以前汉字的总结，保存了

大量汉字形、音、义资料，也增强了字典的实用性。注音详细，义项收录也比较完备，引证资料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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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至今仍是翻检罕见字的常备工具书。但此书讹错颇多，清人王引之仅查其引文错讹太甚者就达 

2588条，至于释义、义项排列不当的，不胜枚举。 

（二）规范汉字类字书 

《说文》一书的写作目的，其中有一条就是针对当时有人“诡更正文，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书，

变乱常行，以耀于世”，也就是为了规范汉字。 

此后，专门规范形音、纠正俗字误字的书很多，魏张揖《错误字》、晋葛洪《要用字苑》、北齐

颜之推《证俗音字略》、隋李少通《今字辨疑》等，都没有流传下来。 

隋代废止了人才推荐的九品中正制，推广进士科，至唐代科举已经形成完整制度。策试卷子把

汉字写“正”重要了，产生了大量的规范汉字形体的著作。 

唐颜元孙《干禄字书》l卷，全书共  808组俗、通、正字，以四声为次，同声调者以唐本《切

韵》韵部为序。“正”是符合篆隶变化规律并有字书根据的字，“通”是通行的隶楷，“俗”是民

间手写体。书名“干禄”，乃干求功名之意，是供为官、应试用字之工具书。“俗”可用于民间，

“通”可用于一般官府公文，“正”用于“著述、对策、碑碣”。 

唐张参《五经文字》3卷，分部以自定的  160部，收字  3235字，收字除见于《易》、《书》、

《诗》、《礼》、《春秋》五经之外，也兼收《论语》、《尔雅》中的字。每字多以反切或直音注音，辨

每字的异体、形似、异读、假借等。 

唐玄度《九经字样》l卷，为补充《五经文字》而作，收字  42l字。 

宋郭忠恕《佩觽》3卷，“觽”即锥，古代成人随身佩带用以解结，书名意谓随身携带此书以

解识字之难。卷上叙文字形体、读音变迁的原因，卷中、卷下辨形似之字，以形似字四声关系分为

10类。 

宋张有《复古编》2卷，据《说文》以辨俗书之讹。但其以古律今、否定汉字形体发展的观点

则是错误的。宋李从周《字通》与其类似。 

明代则有焦竑《俗书刊误》12卷、叶秉敬《字孪》4卷。清代此类书更多。 

（三）《说文》注释类书 

注释或研究《说文》，到清末以前已有几百种。这里选择几种比较重要的略作介绍。 

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40卷。前  30卷是通释，为全书主要部分，与《说文》15篇相应，

训释许氏说解，引证古书百余种，能以今语释古语，兼明古书通假、古今字、引申义。尤其是能从

谐声偏旁、声韵相同上来探求字义，虽然受当时古音研究水平限制，多有牵强，但他的方法上承声

训，下导清人“因声求义”，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因其兄徐铉也治《说文》，故其书也称“小徐说

文”。 

徐铉校订《说文》，通称“大徐说文”，即今社会上流行的本子。徐铉对许书详加勘正，参考

当时诸本，纠正讹误，增补漏略，加注辨字之俗正，并新附 402 字，统加反切注音。大徐给后人

留下一个公认的刊定本子，使许书以接近原貌流传。 

元明时期对《说文》研究没什么值得称道的成就，清代有“《说文》四大家”之说。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30 卷。此书作者历时  31 载，倍尝艰辛，至今仍为最权威的《说文》

注本，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阐明许书体例。古人著书无凡例之习，段氏从部首、属字排列次序、

说解条理、亦声、阙等，一一说明，对深入学习《说文》，有指明门径之功。其次，校订《说文》

讹误。第三，能从语言理论高度阐释汉字的形、音、义关系，段氏曰：“声与义同原，故谐声之偏

旁多与字义相近，此会意、形声两兼之字致多也。”第四，疏证说解，在辨析同义词、通假字、古

今字等方面均有独到见解。缺点是武断之处不少。段氏书一出，研究“段注”之书有二十几种，其

中冯桂芬《说文解字段注考正》15卷较好。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50卷，例证丰富，字义疏证精细。缺欠主要是墨守许说。 

王筠《说文释例》20  卷，对许书体例进行了全面阐发和细致总结，涉及部首、部首排列、列

文次第、说解、重文字体、阙、读若、六书等。另有《说文句读》，亦便于初学。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18 卷，打破部首属字传统，而改以古韵  18 部按谐声偏旁属字，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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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观察音义关系，使汉字进入了形、音、义全面结合的研究阶段，并且详细分析了每个汉字代表的

词义关系。 

（四）古文字研究 

宋代汉字学一项重要成绩就是古文字研究。首先，金文的收集和考释，著述二十多种。著名的

有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20卷，收器  513，以时代为序，同时代者以器别类从。每器

摹铜器铭文并附释文，后附说解。此书开铜器款识之先河，至今仍是古文字学的重要参考书。其次，

开始了古文字字典的编纂，有郭忠恕《汗简》7 卷和夏竦《古文四声韵》5  卷。郭书以《说文》

为序，引书 70 家，每字先列古文，下注楷字及所据之书。夏书按中古韵书韵部  210 部排列（韵

部与《广韵》稍有差异），与《汗简》互为补充，同为研究古文字特别是战国文字的重要工具书。 

元明古文字学没什么重要建树。 

三、科学文字学时期 

清末甲骨文发现以来，汉字学的发展步人了辉煌时代。《说文》的中心地位被古文字所取代，

现代汉字的研究形成了一个新的汉字学分支。 

（一）古文字学 

清末，光绪二十五年（1899）前后于河南安阳小屯村附近发现了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多

为占卜记录，是商王盘庚迁殷至纣王灭国二百七十多年的资料，这就是甲骨文，过去也叫契文、殷

墟卜辞、甲骨卜辞、殷墟文字等。前后经过数次发掘，总计获得甲骨有 15  万片左右，大部分保

存在国内，有一些解放前流失海外了（以日本、加拿大居多）。各种著录书近百种，使用起来很不

方便。70年代出版了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从已著录和未著录的甲骨文中，挑选大片字多，

或小片字少但在文字、考古、历史研究上有价值的，共著录 41956 片。分武丁，祖庚、祖甲，廪

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五个时期。每期又按阶级和国家、社会生产、思想文化、其他

分为四大类。共 13 巨册（其中最后一册为摹本，其他为拓本）。此书吸收了前人重要成果，并经

辨伪、校重、缀合。是甲骨文发现以来集大成之作，为甲骨研究提供了全面、科学、准确的资料。 

姚孝遂、肖丁《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此书摹释的资料有《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

《英国所藏甲骨集》等书，包括了当时已经著录的全部资料。摹释均以各书原编号为序，上栏为摹，

下栏为释。此书吸取当今文字研究成果，给甲骨学及有关学科利用甲骨文资料提供了方便。 

姚孝遂、肖丁《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与前书为配套之著作，可据之检索刻辞文旬。 

铜器总数已发现有铭文的共一万多件，著录书众多，集其研究及著录大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编的《殷周金文集成》，共计 16册。与之类似的有台湾学者严一萍编的《金文总集》、

邱德修编的《商周金文集成》。其他货币文、古玺、封泥、陶文、竹简、帛书等，均有著录研究之

专书。 

古文字字典方面，重要的有孙海波《甲骨文编》、容庚《金文编》、李孝定《甲骨文集释》、周

法高《金文诂林》、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戴家祥《金文大字典》以及徐中舒《汉语古文字字形表》、

高明《古文字类编》等。古文字学理论著作也有很多，如唐兰《古文字学导论》、高明《中国古文

字学通论》、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等。 

（二）《说文》学 

综合注释《说文》再没什么突破，民国时期丁福保《说文诂林》15卷，汇集编时以前研究《说

文》著述 182 种，仍按大徐本原部首、部内属字为序，各家之说分系每字之下，又附以已识之甲

金文。此书乃说文资料汇编，检一字而诸说齐备，极便研究。 

这个时期兴起了分析评价《说文》的通论式著作。重要的有陆宗达《说文解字通论》、姚孝遂

《许慎与说文解字》、蒋善国《说文解字讲稿》、董希谦等《许慎与说文解字研究》等。尤其是蒋先

生之书，简明扼要，可以说是《说文》学的研究成果总结。 

《说文》部首（宋元明人多称为字原）、六书研究自宋以来就著述不断，众说纷纭，可以参考

的并不太多。学习汉字学先不要把精力放在这上面。 

（三）现代汉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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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由于鸦片战争失败，一些爱国人士寻找富国强兵之路，错误地以为汉字改革是基本出发

点，形成了清末汉字改革热潮。民国时期学者对当代汉字更加关注，虽然没有现代汉字学的名义，

实际上已开始了现代汉字学的研究。 

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就写了我国第一部字量研究的专著《语体文应用

字汇》，统计当时白话文语料 55 万多字，得出字种  4261 个。在其影响下，“学生分级字汇”、

“民众常用字汇”等都有人仿效制定。著名戏剧家洪深还写出了我国最早的限制汉字字量的方案

《一千一百个基本汉字教学法》。 

作业： 

1、解释概念：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 

2、简单了解汉字学史。 

3、谈谈现代汉字简化的问题 

4、 说文学主要研究问题当前有哪些 

5、翻译《说文》叙 

知识单元 2：汉字的性质与特点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汉字的性质。 

学习目标： 

1．了解汉字性质的各种说法。 

2．掌握表意文字说、汉字特点、假借和引申的区别。 

第一节 汉字的性质 

一、国内外关于汉字性质问题的争论 

如何对汉字进行定性，是国内外学者近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表意文字”“象形文

字”“意音文字”“表音文字”“音节文字”“语素文字”“表词文字”“语素--音节文

字”“由表意向表音过渡的文字”和“意符音符文字—意符音符记号文字”“表词文字—语素文

字”等两阶段说以及“图画文字—假借文字—形音文字”三阶段说等等，都是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汉

字性质的不同定称；同一名称，如“表意文字”，由于不同学者命名角度不同，含义也不尽相同。

可以说，古今中外，对汉字性质的看法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令人无所适从。 

我们对前人关于汉字性质的不同观点，以研究角度为经，以性质定称为纬，梳理如下： 

A比较角度不同造成汉字定性不同 

从汉字表达功能与语言音义关系角度，为汉字定性 

表意文字说 

表音文字说 

B从文字符号跟语言层级的关系角度，为汉字定性 

1、表意文字说 

2、表词文字说 

3、表词·音节文字说 

4、语素（或词素）文字说 

5、音节文字说 

6、语素—音节文字说或音节—语素文字说 

(一)象形文字说 

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按照文字发展的不同阶段，把人类创造的文字分成三类，即象形文字、

音节文字和字母文字。韦氏所说的“象形文字”包括了文字产生以前的记事图画和当今社会中所使

用的一些表示性符号，他把汉字也归入象形文字这一原始类型之内。 



5584 

持象形文字说的还有吴玉章，他说：“中国的汉字注重在形体，表示一个物件的词，就是这个

物件的图形，……这种就叫做象形文字的系统。” 

云中说“中国文字为特殊之构造，盖缘中国语言而形成者。中国语为独立语，一音多义；……

中国文字无论如何衍形，不能脱离象形形式，此为中国文字之特殊性，与中国语言有密切之关系。” 

（二）表意文字说 

王宁先生说：“汉字是表意文字，早期的汉字是因义而构形的，也就是说，汉字依据它所记录

的汉语语素的意义来构形，所以词义和据词而造的字形在汉字里是统一的。这一点，在小篆以前的

古文字阶段表现得更为直接、明显。”4这是从汉字构形方面来说明表意文字这个概念的。 

（三）意音文字（音义文字）说 

周有光先生说：“用文字表达语言，有三种基本的表达方法，就是表形、表意和表音。”“综

合运用表意兼表音两种表达方法的文字，可以称为‘意音文字’。汉字就是意音文字之一种。”“从

甲骨文到现代汉字，文字的组织原则是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字在有记录的三千多年中间始

终是意音制度的文字，古今的不同只是在形声字的数量和符号体式的变化上。” 

持音义文字说的：徐银来“故在今日中国文字在其作用上而言，其一代表本字之读音也，谓之

为音符可也；其一代表本字之意义也，谓之为义符可也。在古谓之形声，在今谓之音义，此音义之

文字，为吾国文字之特性。或谓中国文字为形系之文字，吾宁谓之为音义系文字”。 

（四）意符音符文字——意符音符记号文字两阶段说 

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强调，区分不同性质文字的根据是字符特点而不是文字本

身。根据构成汉字的字符特点，裘先生对汉字性质作出以下定论：“汉字在象形程度较高的早期阶

段（大体上可以说是西周以前），基本上是使用意符和音符（严格说应该称为借音符）的一种文字

体系；后来随着字形和语音、字义等方面的变化，逐渐演变成为使用意符（主要是义符）、音符和

记号的一种文字体系（隶书的形成可以看作这种演变完成的标志）。如果一定要为这两个阶段的汉

字安上名称的话，前者似乎可以称为意符音符文字，或者象有些文字学者那样把它简称为意音文字；

后者似乎可以称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考虑到后一个阶段的汉字里的记号几乎都由意符和音符变

来，以及大部分字仍然由意符、音符构成等情况，也可以称这个阶段的汉字为后期意符音符文字或

后期意音文字。” 

（五）图画文字—表音文字—形音文字三阶段说 

刘又辛认为，一切文字符号表示词语的基本方法可以归纳为三种：表形法、表音法和表形兼表

音的方法。象形字、会意字和指事字都是表形字。单用表形法造字的阶段是图画文字阶段，属于人

类文字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表形字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以表音文字为主体的文字发展阶段，属于人类

文字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表音文字主要指假借字或叫作“画谜”，商周时代的古汉字属于

这一阶段；在此以后，世界文字的发展却走向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条道路沿着表音文字的方向

继续发展，于是表形文字逐渐被淘汰，逐渐演变成纯粹表音的音节文字或字母文字。这是世界大多

数文字所走的道路。另一条道路，保留了一部分表形字和借音字，但主流却向表形兼表音的形声字

方向发展。这是汉字所走的道路，从秦汉到现代汉字都属于这个阶段。 

C、从汉字具有的区别功能角度，为汉字定性 

表意文字说 

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王力先生说：“汉字有字形、字音和字义。这三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但

是汉字只是表意文字，不是表音文字，因为同音的字并不一定同形。”9显然，王力先生是从汉字

能区别同音语素的角度称汉字为表意文字的。 

曹先擢在肯定汉字是语素文字的同时，认为汉字能区分同音词和同音语素，可以从这个角度称

汉字为表意文字。 

D、从多角度为汉字定性 

周有光先生主张从三个不同角度，观察文字的三个侧面（称为汉字的“三相”），为汉字定性。

①从符形角度（或叫符位相）说，汉字属于字符文字，②从语音角度（或语段相）说，汉字属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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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音节文字③从表达法角度（或表达相）说，汉字属于意音文字。综合三相，可以将汉字定性为

“字符+语词和音节+意音”文字。 

杨润陆《现代汉字学通论》也从三个不同角度为汉字定性：从记录语言的方法看，汉字属于意

音文字；从记录语言单位的大小看，古代汉字属于表词文字，现代汉字属于语素文字或语素音节文

字；从记录语言的文字字符看，汉字属于意符音符记号文字。 

二、关于汉字的性质 

其实，以上的各种说法有的大同小异，措辞不同而已；有的内容虽异，所指不同，也并不矛盾，

因为它们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时代说的，各自都反映了汉字的部分属性，所以不能简单地是此非彼。

但这样各行其是、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的纷乱表述，对于正确认识和掌握汉字的性质无疑是不利的。 

我们认为，要认识汉字的性质，必须首先辨明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古今汉字性质是否相同的问题。上述持“两阶段说”和“三阶段说”的学者认为

古今汉字的性质是不同的，我们认为古今汉字的性质并无不同。从已经发现的最早成体系的甲骨文

字发展至今，大约有了将近四千年的历史，这期间无论是个体字符还是整体字系都发生过多次变化，

但这些变化只导致汉字某些属性的量变，而汉字的根本属性并没有质的不同，所以我们认为古今汉

字的性质可以有个统一的概括性的表述，没有必要分别加以界定。例如说古代汉字是表词文字、现

代汉字是语素文字，其实古代的词变成现代的语素是属于语言问题，就字来说它所记录的音义体并

没有变化，何况词与语素是可以同时共存、相互转化的，古代的单音节词也未尝就不可以看作语素

（成词语素），所以应该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再如说前期为意符音符文字而后期为意符音符记号文

字，其实前期也有记号，例如甲骨文用ㄓ表示“有”，用へ表示“入”，用丨表示“十”，战国文

字已经能够自觉使用简化符号“二”来取代别的构件了，这些不都是没有音义功能的记号吗？只是

汉字隶变以后特别是现代汉字，其中的记号更多一些而已。 

（二）是关于汉字性质是单方面的还是多方面的问题。上述关于汉字性质的各种不同说法，显

然主要是由于研究角度不同造成的。这是因为，对于同一事物的认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而

各个角度的认识结果可能并不一致，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任何单角度的考

察往往只能揭示事物性质的某个方面，而难以反映事物性质的全貌，比如，从年龄、性别、身材、

种族等不同角度可以揭示一个人在某个方面的属性，但单方面的属性不能反映一个人的全貌，只有

把各个角度的不同属性综合起来，才能获得对一个人的全面而客观的认识。因此我们在确定某一事

物性质的时候不妨多选择几个观察点。汉字的性质也应该多方面地考察，如果把各方面的考察结果

综合成说，就有希望获得汉字性质的客观认识。 

汉字有字形、字构、字用（记录职能）三个不同侧面，因此，我们也从三个方面去考察汉字的

性质。 

1、外形方面的属性 

汉字的外形属性表现为二维平面方块型。不管是象形意味较浓的早期汉字，还是隶变揩化后的

后期汉字，都是平面型而非线型的。书写形式上，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虽然一些字的写法还

没有十分规范，但就每个字的外部形态或轮廓来说，已经显示出了呈方块型的特点：为了使每个字

大体上能容纳在一个方格里，组成合体字的构件往往采取不同的配置方式，如左右相合、上下相合、

内外相合等等。隶书、楷书的字型呈现为十分整齐的方块型，有些构件在不同的位置常常写成不同

的形体，如“心”“手”“水”“火”“衣”“示”等字作构件时，位置不同写法就不同，目的就

是使整个字能够容纳在一个方格里。总之，汉字外部形态以拼合成字后能写在一个方格里为原则，

所以人们常用“方块字“来概括汉字的外形属性。 

2、职能方面的属性 

原始汉语的语素或词项都是单音节的，与之相适应，汉字也是单音节的，一个单音节的汉字正

好可以用来记录一个单音节的音义结合体——语素。后来由于音节的衍分和音译外来语，汉语出现

了多音节语素，而汉字仍然是单音节的，要完整地记录一个多音节语词，就得同时用多个汉字，这

时的每个汉字所记录的仅仅是一个音节而不是语素。因此，从总体来看，个体汉字的记录功能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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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单音节语素，有时也用来记录某个无意义的音节。 

3、结构方面的属性 

汉字的基础构形单位是构件。汉字构件的功能可以归纳为三种，即表意、示音和区别（通常称

为记号），其中表意性构件包括象形表意、象征表意、义符表意、词语表意、标志表意等细类，示

音构件有时也兼表意。这三种功能的构件，就来源而言，是先有表意构件，后有示音构件的，示音

构件都由同音的表意字充当的，都是借音符；就构字能力而言，表意构件既可以与示音构件组合成

字又能自相组合构字，而示音构件一般只能与表意构件组合成字而不能自相组合构字；至于区别性

记号构件属于理性规定的其实很少，大都可以认为是表意或示音构件讹变失去原有功能所造成的。

可见这三种功能在汉字结构中的地位是不平衡的，大致说来，表意是汉字构形的主体。 

综上所述，我们对汉字性质的看法可以概括为：汉字是以表意构件为主加上示音及纯区别性代

号构件综合构成的记录汉语语素或音节的两维平面型方块符号系统。 

三、关于汉字的特点 

（一）汉字特点具有相对性 

此事物与彼事物相比，比较结果所显示的差异就是特点。同一事物与不同的对象比较，所得的

结果也就不同，可见，事物的特点具有相对性。汉字的特点是跟别的语种的文字相比较而言的。这

就要注意两点：一是比较对象，即跟谁比；二是比较角度，即比什么。 

纵观前人对汉字特点的研究，可以看出他们比较的对象主要分以下几种情况。 

汉字单字与字母比较 

苏培成认为：“要确定某种具体文字的性质，就要看这种文字的基本单位记录的是什么样的语

言单位”。“汉字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个单字，拼音文字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个字母，而不是一个个的

单词。汉字的单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记录的是汉语的语素；英文的字母只有形和音，没有义，记

录的是英语里的音素（音位）”。显然，苏培成先生通过汉字单字与英文字母进行比较，分析两种

文字的不同特点。 

1、 王伯熙主张通过比较不同文字的“独立符号”，给文字定性。他说：“所谓‘独立符号’，

是指在记录一定的语言单位时不能再分析的符号。如记录词的方块汉字‘明’就是一个独立符号，

它不能再分析了；若再分析成‘日’‘月’，音、义全变，所记录的就不是原来的语言单位了。”“英

文中的 b 是记录音素的独立符号。”“各种文字的独立符号所记录的语言单位不同，其符号系统

的性质也就有了区别。因此，可根据文字独立符号所记录的语言单位给文字分类定性。”无庸赘言，

王伯熙进行比较的“独立符号”分别是汉字单字和英文字母。 

拿汉字单字和字母进行比较，是中外很多学者采用的方法，前边所提到的梁东汉、叶楚强、布

龙菲尔德、赵元任、吕叔湘、朱德熙、李荣、张志公、叶蜚声、徐通锵、尹斌庸、潘钧，他们从文

字符号跟语言层级的关系的角度为汉字定性，在分析汉字的特点时，采用的比较对象都是汉字和英

文字母。 

2、汉字构件与字母比较 

裘锡圭先生认为，区分不同性质文字的根据是字符（作者按，这里指汉字的构件）特点而不是

文字本身。他说：“语言有语音和语义两个方面，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也必然既有音又有义。

就这一点来说，各种成熟的文字体系之间并没有区别。只有根据各种文字体系的字符的特点，才能

把它们区分为不同的类型”。英文被定性为“表音文字”，是因为“英文的字符，即二十六个字母，

是表音的，不是表意的。”汉字的字符包括意符、音符和记号三种，因此被定性为意符音符记号文

字或意符音符文字。 

象这样，通过汉字的构件与表音文字的字母进行比较，给汉字定性并对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字特

点进行比较的，还有周有光、徐银来、刘又辛等。 

3、汉字单字与字母文字的单词比较 

高名凯、石安石认为：“无论哪种文字，都是以不同的形体去记录语言中的各个成分（即记录

它的发音和意义）的，因而任何文字都具有字形、字音和字义三个方面。……目前大多数文字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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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个字去记录语言中的一个词，俄罗斯文字、英吉利文字、法兰西文字等就是这样的。因此，这

种文字中的每个字，都有一定的字形、字音和字义，从记录的音节数目来看，它既可能只有一个音

节，也可能有几个音节……而我国的汉字则是另一种情况，一个字原则上只记录一个音节”。不难

看出，他们分析汉字的性质特点时，是拿汉字单字与表音文字的整个单词进行比较的。 

比较对象的确定 

我们选定英文作为汉字的比较对象，首先要弄清汉字应跟英文的哪一个层级单位进行比较。从

上文可以看出，前人比较汉字与英文的方法有汉字与字母比较、字符与字母比较、汉字与单词比较

三种。那么到底应该谁跟谁比呢？我们认为，我们认为，对比的双方应该有可比性，应该是相对应

的语言层级单位。英文中与汉字对应的语言单位是词，也就是说分析汉字特点时，应把英文的词作

为比较对象。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英文字母不是文字，与汉字没有可比性。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有“音”“义”两个重要因素，语言中最小的语音单位是音素，

最小的意义单位是语素。毫无疑问，英文字母不能表示意义，但一般认为，英文字母就是音素，其

实英文字母与音素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如字母“ r”在单词“right”中独自表示一个辅

音 音 素 ， 在 单 词 “work”“dirty”“sister” 中 则 分 别 与 “o”“I”“e” 组 合 成

“or”“er”“ir”，表示一个元音音素，在单词“tree”“drop”中，则分别与“t”“d”组合

成“tr”“dr”表示一个辅音音素；再如字母 a 在单词中有几种不同的读音，表示几个不同的音

素。可见，英文字母并不就是音素，和音素没有形成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所以我们学英语还需要

国际音标的帮助。英文字母既不能直接记录音素，又不能表示意义，也就是说，英文字母不能直接

记录英语，英文字母不是文字。 

第二，跟汉字对应的英文单位是单词 

从记录职能、书写特点和结构组成三个角度看，汉字都应与英文单词相对应。汉字记录的绝大

多数是汉语的语素，并从语素那里承载了汉语的音义，从而汉字具有形、音、义三个方面；英文中

形、音、义三个方面都具备的语言单位是词，所以，从记录职能角度说，与汉字相对应的英文单位

是词。英文的字就是词，字和词是完全对应的，英文只有词典，没有字典，或者说词典就是文单位

是词。英文的字就是词，字和词是完全对应的，英文只有词典，没有字典，或者说词典就是字典，

也说明了这一点。书面上，英文分词连写，以词定型，汉字以字定型，这一点上，汉字也和英文的

单词相对应。结构上，汉字可以切分出构件、笔画两个层次，英文的词可以切分出构件、字母两个

层次。通过上文分析可知，英文字母既不能直接记录音素，又不能表示意义，只是书写单位，不是

构形单位，和汉字中笔画的地位作用相当。英文的构形单位也是构件，只不过英文的构件功能没有

汉字构件复杂，它几乎每个构件都要标示所记词语的某个音素；对于复合词来说，其中的直接构件

在示音的同时还兼表意，即与词语的意义相关。如：“Work”可以切分出三个构件 w+or+k，三个

构件都是纯表音的；“workshop”可以切分出两个直接构件“work（w+or+k）”“shop（sh+o+p）”，

这两个构件的功能是既表音又表意，但其下位构件则是记录音素的纯表音单位，可见，表音是英文

构件的主要功能。所以称英文为音素文字，应该是就其构件的主要功能而言，正如把汉字叫做表意

文字其实也是就构件的主要功能而言一样。 

（二）汉字的特点 

我们通过对汉字与英文单词从字构、字用（记录职能）、字形三个不同角度进行比较，认为汉

字与英文单词有以下不同特点： 

1、构件的功能作用及其组合模式不同。 

英文构件都能标记音素，因而具有统一的构形模式，即音素拼合式。构件兼义的情况也大都是

加合式，而且往往被拼音现象所掩盖，所以人们只注意英文构件的拼音功能而把英文称为拼音文字。

汉字的构件功能则是多种共存而以表意为主的，构件的组合模式也要复杂得多，传统“六书”中已

经提到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构形方式，其实从古今汉字的总体来看还远不止这些。构形复杂

有时会不利于书写，但对记录语言和阅读理解来说未必不是好事，起码在区分同音词和超时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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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优越性，而且文化内涵也要丰富一些。 

2、记录的语言单位不同。 

英文的单字记录的是英语的单词，字与词完全对应，学字可以与学语言同步进行，显得比较容

易。汉字记录的是汉语的语素或音节，字跟词不是完全对应的。现代汉语如此，古代汉语也有字词

不对应的地方，例如“不律谓之笔”，“不律”就是用两个字记录一个词；“寡人之于国也”，“寡

人”也是用两个字记录一个词。正因为字与词不对应，所以汉语里编了字典还要编词典。 

3、外形特征不同。 

英文的字母和构件都呈线型排列，容易写，但占用空间大，费纸，信息分散，区别度小，不容

易辨认。汉字的笔画和构件摆布在两维平面的方块内，每个字的空间相同，整齐，省纸，信息集中，

区别度大，容易辨认，还便于匠心布局和变异书写，从而具有艺术审美价值。 

汉字的这些特点显然是由汉字的性质所决定的。至于说汉字数量多、笔画多、形体繁，因而难

读、难认、难写、难记，还不利于信息处理，等等，实际上是建立在拿汉字的字符跟英文的字母进

行比较的基础之上的，字符（记录语言的单位）跟字母（书写字符的单位）不处在同一级别，缺乏

可比性，因而由此得出的种种结论都是不科学的。 

作业： 

1、 谈谈你对汉字性质的认识。 

2、 汉字与词的关系 

3、 随意找 10个汉字进行结构拆分（参考王宁的构形学理论） 

4、 汉字的优点 

5、 汉字的缺点 

知识单元 3：汉字的职能和发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汉字的记录职能 

2．汉字职能的演变 

学习目标： 

1．了解汉字的记录职能。 

2．掌握借用和本用。 

第一节 汉字的记录职能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视觉符号系统,个体汉字主要用来记录汉语的语素（包括单音节词） ,有时

也记录多音节语素的音节。就造字阶段来说,单字与语素的对应关系应该是有理据的,用什么字记录

什么语素是固定的,这种固定的理据对应关系反映了汉字的本来用法。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实际使用

汉字的时候,字形与语素的初始对应关系往往被打破  ,汉字的记录职能也因此而变得复杂起来 ,

于是又出现兼用和借用的现象。“本用”、“兼用”、“借用”是汉字记录职能的三种基本情况，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对这三个概念和一些重要问题加以阐述。为了照顾习惯和行文方便 ,在没有必

要区别的时候，我们把汉字记录的对象统称为词或语词。 

一、本用 

所谓本用,是指用本字来记录本词的用法。 

本字的构形是以本词的音义为理据的。立足于某词 ,根据该词的音义而造专用来记录该词的字

形叫作该词的本字；立足于某字,与该字的构形理据密切相关的语词就是该字本来应该记录的本词。 

本词中与本字构形理据直接相关的义项叫作本义 ,以本义为起点派生发展或与本义有密切联

系的其他义项叫作引申义。本字的本用包括记录本词中与本字构形密切相关的本义以及与本义密切

相关的引申义。 

某字形之所以能够记录某语词,是因为该字形与该语词之间具有特定的音义联系。但由于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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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得比较早,文字产生得比较晚 ,在语词已经有很多意义的情况下 ,字形跟语词的联系不可能是

全面的,而通常只跟其中的某一个义项发生联系。比如说,语词甲有义项一、义项二、义项三,那么

字形甲可能跟其中的任一义项发生联系。我们把跟字形有密切联系的义项叫作本义 ,本义所在的语

词叫作该字的本词。相应地,这个字能够反映这个语词的某一个义项、跟某一个义项有直接的联系,

我们也就把这个字当作这个语词的本字,就是说这个字生来就是为了记录这个语词的,因此它是这

个语词的本字。 

由此看来,我们所说的本义,不一定是语词的最早意义或最基本的意义   ,而是语词的实际义

项中与字形密切相关的意义。它有三个要点：一是形义相关,二是文献中实际存在过,三是能够独立

成为义项。义项是属于词的,但本义既然是字词相关的义项,所以既可以叫某词的本义,也可以称某

字的本义。称某字的本义时,实际上是指跟该字形相关的某个词义。例如“扁”,小篆字形作害，从

户从册, 是个会意字。《说文解字》三卷下：“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这

就是解释“扁”字的本义是题署在门户的文字。《后汉书·百官志五》：“皆扁表其门，以兴善行。”

其中的“扁”正是它的本来用法。 

本义是跟字形有密切联系的词义，但对这种联系的理解不宜拘谨，也就是不能把字形的结构意

义等同于词语的实际意义。通过字形分析所得的结构理据关系称为“造意”，而结构理据所反映的

实际词义叫做“实义”18。汉字是据义构形的，所以字形结构的造意与它所记录的词语的实义通常

是一致的，这就是所谓“形义统一”原则。上举“扁”字就符合这一原则。再如“涉”字从“水”

从“步”会意，表现“在水中步行”的造意，而“爬山涉水”的实义也正是在水中步行；“崇”字

从“山”“宗”声，“宗”有高远义，故其造意在表现“山大而高”（《说文解字》：“崇，嵬高

也。”），而“崇山峻岭”用的正是山大而高的实义。 

但字形的结构造意跟它的记词实义毕竟不是同一概念，它们虽密切相关，却也有不一致的时候。

这时候就需要严格区分，以免误将造意当实义。例如“大”的古文字形象正面站立的人形，“高”

的古文字形象墙台上的亭阁，但它们的记词实义并非指人、指亭阁，而是分别指正面人形和墙上亭

阁的某种特征：大小的“大”和高矮的“高”。再如“又”，象右手之形，而文献中的“又”却不

表示右手义。凡此都说明造意不等于实义。《说文解字》是专门讲解本字本义的，但其中也有一些

仅仅是造意而不是实义，要想从字形说解中得到词的本义，还得再加抽象概括。例如“塵，鹿行扬

土也”，这是在解释“塵”字从“鹿”从“土”的造意，而文献中的“塵”一直当“尘埃”、“尘

土”讲，并不专用在鹿扬起的尘土上，“鹿行扬土”只是“尘土”义的形象化，取鹿而不取其它，

是古代狩猎生活的反映，鹿扬之土只是尘土表现形式的一个代表而已。 

“造意只能解释文字，实义才能解释词语。造意与实义之间，不是引申关系。段玉裁《说文解

字注》常把造意与实义的关系说成引申，是不妥当的。因为造意不是词的某个独立的义项，只是某

个义项适应文字造形需要而进行的形象化处理。”19 也就是说，造意属于构形系统，而实义属于

字用系统。汉字的职能是在使用中体现的，所以我们通过字形寻求字符的本用职能时一定要以实义

为根据，要有文献的实际用例作证明才能算数。例如《段注》云：“颇，头偏也，引申为凡偏之称。” 

“烦者，热头痛也，引申之凡心闷皆为烦。”而实际上所谓“头偏”、“热头痛”等“本义”文献

无征，文献用例能够证明的是所谓“引申义”“偏”，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既与字形有联系又有文

献证明的所谓“引申义”直接当作本义，而把那个虽然与字形密切相关却无文献用例的所谓“本

义”看作字形结构的造意。 

二、兼用 

所谓兼用，是指用本字记录另一个跟本词有音义联系的派生词的现象。 

词义引申如果伴随读音或字形的变化，往往会派生出新词。派生词可以另造新字记录，也可以

仍然用源词的本字来记录，这就是本字的兼用。例如长短的“长”引申为生长的“长”（植物生长

以枝茎叶增长为标志，动物生长以增加身高或身长为特征），读音由“cháng”变化为“zhǎng”， 这

就意味着派生出了新词，但并未另造新字，而是兼用源词的本字来记录派生词，即字符“长”除了

记本词长短的“长”，还兼记派生词生长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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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用是解决汉语字词矛盾的有效手段，词语不断派生，文字不可能毫无节制地创造，最简单的

办法就是扩展现有字符的职能，使其身兼数职。一般所谓“多音字”，除了异读、又音和借用破读、

同形异音外，多音而又多义者，如果各项音义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大都是源词与派生词共用一

字的现象。例如“传”（传递之“chuán”，传记之“zhuàn”）、“弹”（弹弓之“dàn”，弹力之

“tán”）、“冠”（冠冕之“guā  n”，冠军之“guàn”）、“度”（度量之“dù”，揣度之“duó”）、

“读”（读书之“dú”，句读之“dòu”）、“奇”（奇特之“qí”，奇偶之“jī”）、“少”（多

少之“shǎo”，少年之“shào”其实不只是读音不同才算是兼用，许多派生词并没有读音的变化，

它们跟源词共用字符是普遍现象，人们习焉不察，以为还是本用，但严格说来，应该算是本字的兼

用。例如“以”原为动词，后虚化为介词，又虚化为连词，又虚化为助词，虚化也是一种派生，它

们不再是同一个词，但读音没有变化，也都用源词的本字来记录，一个字符“以”记录了意义相关

的几个词语，这就是文字的兼用。 

兼用的字形跟词义仍然具有一定的联系，只是已经很遥远，一般难以察觉。如果该派生词没有

造别的本字的话，我们可以把兼用的字形也看作派生词的本字，为了跟本词的本字相区别，可以称

之为源本字。因而宽泛地来说，兼用也可以归入本用。汉字记录职能具有本质差别的只有本用和借

用两种。 

三、借用 

所谓借用，是将字形当作语音符号去记录与该字形体无关但音同音近的语词。 

这样使用的汉字原非为所记语词而造，所以不是所记语词的本字，而是借用音同音近的别词的

本字，我们称之为借字；借字所记的语词不是自己构形理据的本词，我们称之为他词；借字所记他

词的义项我们称之为借义。借用不只是针对他词的本义而言，记录他词引申义的也叫做借用。所以

就他词来说，自有本义（相对于另一个本字而言）、引申义之分，而就借字来说，它所实际记录的

义项都是借义，不管原来是本义还是引申义。 

汉字的借用是以语词的音同音近为条件的。判断音同音近的标准应该以借字产生时的音系为根

据，由于语音的演变不平衡，后世相沿承用的借字不一定跟所记语词的读音还相同相近。从理论上

说，凡是音同音近的字都可以借用。但实际上“借用”是个历史性概念，要从文献实例中去考察发

现，而不能想当然。我们今天讨论汉字的借用现象目的是为了解读文献，而不是要学会使用。 

汉字借用现象比较复杂，可以从多个角度分类考察。一般根据借字所记他词是否拥有自己的本

字，将借用分为无本字的借用和有本字的借用两类。 

（一）无本字的借用：假借 

语言中原有某词，当需要用文字来记录的时候，不是根据它的意义替它创制专用形体，而是根

据它的声音，借用某个音同音近的现成字，这种用字现象就是无本字的借用，也就是许慎《说文解

字》中所说“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被借用的字称为“假借字”。 

假借字往往久借不还，从而成为记录他词的专用字。 

另外，一个字也可以同时或先后借用为几个词的记录符号，似乎也不应该把一个字形看作几个

词语的“音本字”。例如： 

之，本义训往，所记本词为动词。然文献中的“之”可借用为代词，《诗·周南·关雎》：“窈

窕淑女，寤寐求之。”又可借用为连词，《左传·成公二年》：“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又可借

用为助词，《孟子·梁惠王上》：“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渤然兴之矣。”  

其，本义训箕，所记本词为名词。然文献之“其”，或借用为代词，《论语·卫灵公》：“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或借用为副词，《左传·僖公十年》：“欲加之罪，其无辞乎！”或借用为

助词，《诗·小雅·鱼丽》：“物其多矣。” 

音义具有联系的同源词如果都没有本字，可以借用同一个字形，也可以分别借用不同的字形。

前者如困难的“nán”借用鸟名的“难（難）”记录，而困难词又引申派生出灾难一词，读音变化

为“nàn”，没有另造新字，仍然借用鸟名的“难（難）”字记录，则借字“难”分别记录了困难

和灾难两个词。后者如表示否定意义的“不”、“弗”、“母”（后已造专用字“毋”）、“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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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非”、 “靡”、“莫”、“无”、“亡”、“没”、“别”等词语，它们音义相关，

应该同出一源，可至今没有本字，却分别借用了不同的字形来记录，这些字当然都不是特意为它们

造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假借是一种用字现象，而不是造字方法。 

假借也可能确实跟造字有关，例如造某个字或图形就是为了记录另一个跟此字形或图形无关的

同音词，而并不马上用来记录形义相关的本词。著名作家高玉宝小时候没有读什么书，在部队入党

时要亲自写入党申请书，可他只学会几个字，写不成一句话。折腾了半天，他终于交出了入党申请

书：“我虫心眼梨咬鱼铛。”其中“虫”画的是一条虫子，表示的是“从”这个词，“心眼”也是

画一颗心和一只眼的图形，“梨”画的是一个梨子，表示“里”的意思，“咬”借用为“要”，

“鱼”画条鱼形，表示“入”这个词（他的方言鱼入同音），“铛”画个铃铛，表示“党”这个词。

这些图形都是高玉宝所造的“字”，除“心眼”形义一致，可以算是本字本用以外，其他的图形跟

句中表示的词并没有形义联系，但有声音联系，实际上属于音同音近的借用。可这种借用是跟造字

同时发生的，因为在此之前，高玉宝并不知道“虫”、“梨”、“鱼”、“铛”等字的写法，他并

不是借现成的字来用，而是临时造字，一造出来就借用，或者说为了要借用表示某个词才造这些字。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造“从”、“入”等形义相关的本字？因为这些概念太抽象，他没有办法让它们

在形义上建立联系，只好选择同音或音近的词来造字，以便借用。高玉宝所造的这些象形字虽然并

没有成为真正的“字”，但它们确实完成了交际任务，在特殊条件下体现了自己作为字符的使用价

值。由此启发我们认识到，造字之初可能就有字符的借用现象，说明假借跟造字确实可能发生关系。

但即使这种情况，我们仍然可以说虫子的图形记录的本词应该是“虫”，只是它还来不及发挥自己

的本用职能就被借用为“从”了，而这种借用的关系造字者心里应该是明白的，他必须先有表示

“虫子”概念的词音，才可能用虫子的图形来记录“从”的音义。所以实质上用“虫”记录“从”

还是一种用字的假借（高玉宝并不知道“从”有本字），只不过被借的字是临时赶造的而已。 

（二）有本字的借用：通假 

语言中的某词，本来已有专为它所造的本字，但实际记录该词时，有时并不写它的本字，而是

借用另一个音同音近的别字，这就是有本字的借用，为了跟无本字的借用相区别，一般称有本字的

借用为“通假”，被借用的字为“通假字”。 

通假字是针对本字而言的，没有本字就无所谓通假字。先通行某字，后来换用另一音同音近字，

看起来像是本字与通假字的关系，但如果先通行的某字并非本字，那后借用的字也不宜当作通假字，

例如前面提到的记录第二人称代词的“女”与“汝”，虽然后世文献大都以“汝”代“女”，但由

于“女”本身就是借用，所以“汝”不是“女”的通假字，它们都是假借字。某词通常用甲字记录，

偶而借用了音同音近的乙字，如果常用的甲字并非本字，那偶而借用的乙字也不是通假而是假借。

例如《孟子·公孙丑上》：“以齐王，由反手也。”“由”表示譬况之词，通常用“犹”字，所以

有人认为“由”是“犹”的通假字。其实“犹”的本义是指“玃属”之兽，记录譬况词时属于假借

用法，因而“由”用作譬况词时没有对应的本字，它也只能算作譬况词“yóu”的另一假借字，而

不是通假字。 

既然有本字，为什么不用本字而要用通假字呢？这里面的原因当然会很复杂，主要的可能有这

么几种： 

第一， 因习惯或有意存古而用通假字。 

第二， 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而用通假字。 

第三， 因不知本字而误写别字。 

除了“双向”，还可能发生“多向”关系，即一个字可以借用为多个通假字从而记录多个他词。

例如前面提到的“采”，在分化本字造出之后，仍然可以代替“寀、綵、彩、睬”等字使用，实际

上就是充当了多个本字的通假字。借用多个通假字来记录同一个词的情况也很普遍。例如具有“刚

刚”、“仅仅”等含义的副词“cái”，其本字当用“才”，《说文》：“才，艸木之初也。”由初

始义自然可以引申出刚才、仅、只等义。但文献中该副词“ cái”有的通假“纔”来表示，如《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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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晁错传》：“远县纔至则胡又已去”；有的通假“财”字表示，如《汉书·杜周附孙钦传》：“高

广财二寸”；有的通假“裁”字表示，如《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裁日阅数人”。 

把借用分为“假借”和“通假”两类，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不少语词是否有本字，以及本字

究竟产生在借字之前还是之后，实际上很难考证清楚。如果要确定每个实用借字是假借还是通假，

往往要费很多精力，分清了也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得不偿失。因此，如果不是作文字学的理论研究，

一般情况下也可以不必区分假借和通假，特别是因后出本字而先属假借后又属通假的现象。 

第二节 汉字职能的演变 

一、职能扩展 

在创制某个字符的时候，该字符的功能应该是确定的。字符最初的功能往往是单一的，即通常

情况下，一个字只记录一个词（可以有多个义项）。后来，为了表达的需要，一个字变得可以同时

或历时地记录几个词，这种现象就是汉字职能的扩展。如果把“本用”看作字符最初的职能，那“兼

用”和“借用”就是字符职能扩展的两条主要途径。 

（一）兼用扩展 

上一章我们讲过，所谓“兼用”，是指用本字记录另一个跟本词有音义联系的派生词的现象。

某个字原定记录某个词，而这个词由于词义引申并伴随读音的变化，就会分化出新的词，如果同时

分化新字来记录新词，那仍然是一字一词的对应关系，职能并没有扩展，像“朝（zhā  o）”派生

出“潮（cháo）”就属这种情况；但如果不另造新字记录新词，而仍然用源词的字符来兼记派生词，

那实际上就等于扩大了源词字符的职能，使它既能记录源词，又能记录派生词，一字而能记录多词，

这就是引申派生所造成的汉字职能的扩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兼用”。如“朝（zhāo）”派生出

“朝（cháo）”时，就没有另造新字而是用原字兼职的，因此“朝”这个字符由原来只能记录

“zhāo”一个词扩展到了能记录“zhā  o”和“cháo”两个词。 

兼用是解决汉语字词矛盾的有效手段，词语不断派生，文字不可能毫无节制地创造，最简单的

办法就是扩展现有字符的职能，使其身兼数职。一般所谓“多音字”，除了异读、又音和借用破读、

同形异音外，多音而又多义者，如果各项音义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大都是源词与派生词共用一

字的现象，例如“王”（国王的“wáng”，称王的“wàng”）。有许多派生词并没有读音的变化，

它们跟源词共用字符是普遍现象，这也应该算是本字的兼用。文字兼用必然导致汉字职能的扩展。 

（二）借用扩展 

所谓“借用”，是将字形当作语音符号去记录与该字形体无关但音同音近的语词。汉字的借用

是以语词的音同音近为条件的。所谓音同，指音节的声韵调全同。所谓音近，包括双声（声母相同）、

叠韵（韵部相同）、旁纽（发音方法相同而发音部位相近）、邻纽（发音部位相同而发音方法相近）、

旁转（韵尾相同而韵腹相近）、对转（韵腹相同而韵尾相近）以及介音和声调的略有不同等。判断

音同音近的标准应该以借字产生时的音系为根据，由于语音的演变不平衡，后世相沿承用的借字不

一定跟所记语词的读音还相同相近。 

汉字借用现象比较复杂，可以从多个角度分类考察。如上文所述，根据借字所记他词是否拥有

自己的本字，可以将借用分为无本字的借用和有本字的借用两类。 

借用甲词的本字“A”来记录乙词，不管乙词有没有自己的本字，对于“A”来说，它原来只能

记录甲词，通过借用，它又能记录乙词，甚至丙词、丁词……，它的职能无疑是得到了扩展。例如

“匪”字 20，它由原来只能记录筐篚一词，通过借用的手段，又先后可以记录“非”、“彼”、

“斐”、 “分”、“騑”等词，从而扩展了自己的职能。 

（三）并合扩展 

汉字在本用的基础上，往往可以兼记派生词或借记他词，而且有时候这两种职能的扩展可以同

时发生。借用的字一旦跟某词发生固定关系，它就负载了该词的全部义项，如果该词的某个义项派

生为新词而仍然用原借字记录的话，那也是原借字的兼用。例如困难的“nán”借用鸟名的“难

（難）” 记录，而困难词又引申派生出灾难一词，读音变化为“nàn”，但没有另造新字，仍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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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借字记录，则原借字“难”兼记了困难和灾难两个词。由此可见，“兼用”只是一字兼记几个音

义相关的词，而不管这个字是本字还是借字。本字可以兼用，借字也可以兼用。 

正是由于“兼用”和“借用”，汉字在“本用”的基础上，职能得到充分的扩展，极大地缓和

了汉语字词之间的矛盾，使得数千汉字能够基本满足不同时代不同地域记录汉语的需要。如果排除

时地的限制，从总体上来考察某个字符所记词语的多少，我们会发现大部分字符的原始职能都有所

扩展，有些字符曾经记过的词语的数量大得惊人，这当然不会是同时共域的现象，而往往是职能不

断扩展并加以积累的结果。 

二、职能减缩 

由于兼用和借用，个体字符的职能得到充分扩展，完全能够满足记录汉语的需要，这是字符表

达律的成功。但随之而来产生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字符职能的不断扩展造成字词对应关系的模糊，

从而给文献阅读的分辨理解带来困难。也就是说，如果汉字只有本字本用，什么字记录什么词一目

了然，书写符号跟语言实际基本一致，那阅读起来就容易理解；而当一个字能够记录多个词的时候，

它在实际使用中究竟记录的是哪个词，从书面符号本身很难看出来，往往需要借助别的条件加以分

辨确定，这当然就增加了阅读理解的难度，影响了文字记录语言的效果。为了克服这一弊端，有必

要对汉字职能的扩展加以适当限制。已经扩展了的，如果影响职能分辨，也可以减少其中的一项或

几项职能，这就是汉字职能的简缩。汉字职能的简缩是就个体字符而言，不是指汉字系统，整个汉

字系统的职能是无法简缩的，它必须跟整个语言系统相对应。因此，汉字职能的简缩不是将汉字的

某种职能废除不要（除非语词语义本身死亡，这已不是用字问题），而是把原来由某个字符承担的

某项职能分给另一个字符来承担，这“另一个字符”可以是原有的某个字符，也可以是在原字基础

上的分化字符，还可以是干脆另造的一个新字符。因此，汉字职能的简缩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情况：

异体字分工、母字分化和另造新字。 

（一）异体字分工 

异体字虽然字形不同，但属于同一个字符，因为它们的本用是记录同一个语词。异体字的职能

也是可以扩展的，或兼用，或借用，同一字符的不同形体都增加了负担，具体语境中的表义功能变

得模糊，这时就有必要加以分工，使原来属于同一字符的不同形体分化为不同的字符，从而达到单

个字符记词职能减少的目的。例如： 

史—事—吏。甲骨文有“史”字，或繁写为“事”，又简写为“吏”，“史”、“事”、“吏”

原属同一字符的不同写法，都可以用来记录“史”词，也都可以记录“史”词的派生词“事”词和

“吏”词。“古之大事唯祀与戎”，而记载祀与戎这类大事的人就是史，实施这类大事的人就是吏，

故“史”、 “事”、“吏”三词同源，最初兼用“史”、“事”或“吏”来记录。这样，“史”、

“事”和“吏”作为异体字就都兼有三种职能，既可记录史册的“史”词，又可记录事务的“事”

词，还可记录官吏的“吏”词。后来为了表词明确，这组异体字作了分工，习惯用“史”字专记

“史”词，“事”字专记“事”词，“吏”字专记“吏”词，因而各自减少了两项职能。 

（二）母字分化 

某一字符由于兼用和借用扩展了记词职能，为了增强表词的明确性，可以以原字符为母字，通

过变异笔画、增加或改换构件等方式分化出新的字符来分担原字符的某项或某些职能。 

1、变异分化 

即通过改变母字的笔画或形态来分化新字符。这种情况跟上述异体字分工的情况有时难以辨

清，因为有些笔画或形态的变异最初可能只是作为异写存在，后来才作有意识分工的。例如： 

陈—阵。先秦只有“陈”字没有“阵”字。“陈”字既记录陈列义，又记录战阵义，后义实为

前义的引申。汉字隶变过程中，毛笔书写左右两点笔可以连作一横写，横笔也可以分作左右两点笔

写，所以马王堆帛书中的“陈”常常写作“阵”。后来人们利用“阵”与“陈”笔画上的差异，有

意识地把“阵”跟“陈”分化成为两个字符，用“陈”记录陈列义，用“阵”记录战阵义（这时实

际上已派生为另一个词，读音也有所改变）。由于“车”正好跟战阵相关，所以一般认为“阵”字

是改换“陈”字的右边构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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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增旁分化。 

即在母字的基础上增加表义或示音的构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形旁或声旁，从而造出分化字以

承担母字的某项或某几项职能，这样母字的职能自然就减少了。例如： 

辟—避、僻、嬖、躄、壁、璧、臂、闢、繴、譬、擗、擘、甓。“辟”字甲金文形体从“卩”

（后变为“尸”）从“辛”，“O”（璧的象形字）声，本义指刑法，“大辟”就是最高的刑罚，

君王是国家刑法的代表，因而君王也可以叫做“辟”。在古文献中，“辟”字的用法十分广泛，除

本用外，还兼用或借用来记录过“避”等十多个语词，上举“避”等十多个字符就是在“辟”的基

础上先后增加表义构件而各自分化出来的。下面是它们的用例。 

增旁分化字也可以专用来记录母字的本词，而用母字专门去记录同音他词或派生词。例如

“其”的本义是簸箕，同时借用为代词、副词等，且使用频率很高，于是加“竹”旁分化出“箕”

专门承担母字的本义，而母字“其”就只记录代词、副词等借词了。“莫”的本义是黄昏，同时借

用为代词、否定词等，为了减轻负担，累加“日”旁分化出“暮”字专门记录母字的本词，而母字

“莫”则只用于记录代词、否定词了。“奉”的本义是捧，由此引申出侍奉、奉承、奉献等义，为

了表义明确，累加“手”旁分化出“捧”字专门记录“奉”字原来的本义，而“奉”一般不再记录

“捧”词。这类例子也有不少，如“然”与“燃”、“它”与“蛇”、“匪”与“篚”、“匡”与

“筐”、“采”与“採”、“韦”与“违”、“北”与“背”、“自”与“鼻”、“止”与“趾”、

“州”与“洲”、“责”与“债”、“益”与“溢”、“暴”与“曝”、“禽”与“擒”等等。 

以上所举都是增加形旁分化的字例，这是分化字的主流。增加声旁的分化字也有，但不多见。

例如《礼记·哀公问》：“午其众以伐有道。”“午”字借用为“啎”，表示牾逆的意思。“啎”

字其实就是在母字“午”的基础上加注示音构件“吾”而产生的分化字。在这个字里，“午”、

“吾”都是表示读音的；后来“啎”讹变为“牾”，一般就当成从“牛”“吾”声的形声字了。又

《孟子·许行》：“食于人者治人，食人者治于人。”这两个“食”是供养、喂养的意思，后来增

加声旁“司”分化出“飼”字专门表示此义，“飼”的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动物，近代以来则

一般只用于动物。 

3、换旁分化。 

即通过改换母字的形旁或声旁分化出新字符，用新字符分担母字的某项或某几项职能，从而达

到减少母字职能的目的。一般也是改换形旁，改换声旁的字例比较少。例如： 

（三）另造新字 

某个字符的职能多了，除了用上述异体字分工和母字分化的办法来缩减外，也可以干脆替其中

的某个义项（实际上是词项）另造一个与原字形体毫无联系或没有直接联系的新字。但这类新字并

不多。例如： 

三、职能转移 

上述两项职能变化情况是就某一个字符而言（异体字虽字形不同但属于同一个字符；分化字是

为了分担母字的职能而新产生的，原来并不存在，因而不属于职能变化问题）。有时单个字符的职

能变化涉及两个以上现成的字符，这时若只着眼单个字符，那仍然是职能的增减，若着眼两个以上

字符之间的联系，那就不是单方面的增减问题了，而往往是有增有减，某项职能从甲字挪到乙字，

而乙字的某项职能又可能挪给甲字或丙字。我们把这种多字之间的职能替换现象称之为职能的转

移。 

职能转移主要有： 连锁推移式。即甲字的全部职能或部分职能移给乙字，乙字全部职能或部

分职能又移给丙字，依此推移。丙字或链条最后的字可能是原有的，也可以是新产生的，而甲字可

能废弃，也可能挪作他用。 

汉字职能的变化情况是相当复杂的，从不同角度去考察会有不同的结果。有的字符既有职能扩

展，也有职能简缩，还有职能转移，而且简缩了又扩，扩展了又简，或者转移来，转移去，合了分，

分了合，反复无常，并不一定都是单向、单线条地发展变化。因此，我们在考察某个字符的实际职

能的时候，既要有整个过程、整个系统的全局观念，又要有某时某范围的条件限制，笼统地说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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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能如何如何，往往难中肯綮。 

作业： 

一、举例说明象形与指事、象形与会意、指事与会意、会意与形声之间的主要区别。 

二、试说明古今字与假借字、异体字与假借字、异体字与古今字、繁简字与异体字之间的主要

区别，并举例说明。 

三、回答下列问题 

1.“比类合谊，以见指撝”/  “以事为名，取 相成”这两定义分别指六书中的（）（） 

A．象形   B．指事  C．会意  D．形声 

2.下列各组汉字中，两字都属于六书中“会意”的是（） 

A．步罟      B．问鬥      C．及睡      D．裁信 

3. 从字形结构上分析，“年”/“亦”/“泪”字在六书中属于（）（）（） 

A．象形      B．指事      C．会意      D．形声 

4.下列各组汉字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类字都有的一组是（）（）（） 

A．日月其明  B．来麦刃信  C．鸟亦睹物  D．岩逐鱼本 

A．日兵行疆  B．目刃戒题  C．月末受朝  D．皿牛亦锦 

A．汞逐鹿刃  B．月上更端  C．羊信零戒  D．日及和裁 

6.  下列各组字中全部属于形声字的一组是（） 

A．辩基牧河  B．诂攻裁问  C．箕表剩线  D．烟泪阁蚓 

知识单元 4：汉字的群组关系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字样平面的群组关系。 

2．字用平面的群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汉字的三个平面的关系。 

2．掌握异体字、古今字。 

根据汉字的指称内涵，汉字学包括三个角度的学术系统：（1）从外部形态入手研究汉字的字样，

（2）从内部结构着眼研究汉字的构形，（3）从符号功能的角度研究汉字的应用。对于汉字的群组

关系，我们也要从这三个不同角度进行研究。 

第一节 字样平面的群组关系 

字样平面的群组关系是指从汉字的外部形态角度考察汉字之间的群组关系。字样平面的群组关

系可以分为同体字样关系和异体字样关系两类。 

A、同体字样关系 

在同一字位的字样群中，笔画、结构、写法完全相同而只有大小、轻重、松紧等不影响体式的

细微差别的字样之间的关系叫做同体字样关系。如：“大”“大”“大”“大”，四个字的笔画、

结构、字体完全相同（都是宋体字）；只是大小不一，笔画粗细不同，如果将它们缩放至大小一致，

能够重合；再如“小”“小”“小”“小”的笔画、结构、字体也完全相同（都是楷体字），只是

大小不同，经过缩放这些字形能够重合，象这样，整字几何图形经过缩放可以重合的字样之间的关

系，就是同体字样关系。 

B、异体字样关系 

在字样群中，笔画、结构、写法不同的字样之间，整字几何图形经过缩放不能重合，这种字样

群组关系叫做异体字样关系。异体字样之间的关系又包括同字异体字样关系和异字异体字样关系。 

同字异体字样关系又叫异写字样关系，是指同一字位的字样群在笔画数量、构件省变、置向或

体式方面有所不同，即指结构属性相同而写法不同的字样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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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字异体字样关系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为同一词项而造的构形属性或理据不同的异体字样之间

的关系；一是为不同词项而造的构形属性或理据不同的异体字样之间的关系。前者如“泪—淚”、 

“埜—野”、“集—雧”、“蚓—螾”、“綫—線”、“烟—煙”“跡—迹”“杯—盃”“唇—脣”、

“村—邨”“响—響”“诉—愬”、“塵—尘”“災—灾”等，这些字样之间，所记录的词项相同

但构形属性或理据不同，属于异字异体字样关系；后者如“大—天”“夭—天”“木—人”“声—

音”，这些字样之间，所记录的词项不同而构形属性或理据也不同，属于异字异体字样关系。从字

样平面的组群关系来说，这些字的外部形态不同，即它们的整字几何图形经过缩放不能重合，属于

异体字样关系；从字构平面的群组关系来说，这些字的构形属性或理据不同，即内部结构不同，这

些字之间的关系属于异构字关系。 

字构平面的群组关系 

字构平面的群组关系是从汉字内部结构角度考察汉字之间的群组关系。字构平面的群组关系可

以分为同构字关系和异构字关系。同构字关系又可以分为同构同形字和同构异形字；异构字关系又

可以分为同词异构字和异词异构字。 

同构同形字，是指结构相同字形也相同的汉字之间关系，也就是指笔画、结构、写法完全相同

而只有大小、轻重、松紧等不影响体式的细微差别的汉字群组关系，这种群组关系，从字构角度说，

属于同构同形字关系，从字样角度说，属于同体字样关系。因此，关于同构同形字关系，可以参看

第一节有关同体字样关系部分。本节主要介绍同词异构字关系、异词异构字关系和同构异形字关系。 

一、同词异构字 

同词异构字指为同一词项而造但构形属性或理据不同的汉字之间的关系，即记录职能相同而内

部结构不同的汉字组群关系。决定汉字内部结构和构形理据的因素主要包括构件、构件数量、构件

职能等，根据这些属性的不同以及它们之间的组合模式的不同，同词异构字大致有两种情况： 

（一）、造字方法不同，或者说结构模式不同。如小篆中的“鬲”象三足炊器之形，而另一个

异体字则从瓦厤声。又“看”的小篆是从手在目上会形，而另一从目倝声的字则为异体。再如“泪”

（从水从目会意）与“淚”（从水戾声）、“埜”（从林从土会意）与“野”（从里予声）、“豔”

（从豐盍声）与“艳”（从丰从色会意）、“鷄”（从鳥奚声）与“鸡”（从鸟加记号又）、“頭”

（从頁豆声）与“头”（纯记号）等，都是结构方式不同的异体字。 

（二）、造字方法相同，而其他属性不同。主要包括两种情况： 

1有的构件数量不同，例如小篆的“得”从寸从貝从彳会意，另一形则从寸从貝会意，少去表

示路的彳构件，而所记词项相同，构成异体字。类似的如“集”（从隹止木上会意）与“雧”（从

三隹止木上会意）、“嵬”（从山鬼声）与“巍”（从山鬼声又委声）、“旾”（从日屯声）与“萅”

（从日从艹屯声）等异体字，彼此之间都有构件数量的差异。在甲骨文中，职能相同或相近的构件

数量常常不固定，如“屮”“木”“又”“鱼”“水”“彳”“止”“口”等构件常常或有或无或

多或少，但一般并不影响字形的记录职能，因而都可以看作同一字符的异构形体。 

2  有的构件选择不同。如“蚓—螾”“綫—線”“裤—袴”“跡—蹟”“猿—猨”“啖—

啗”、“勋—勳”、“烟—煙”等各组异构形声字所选择的声符不同；“绔—袴”“跡—迹”“杯

—盃”“雞—鶏”“唇—脣”等形声异构字所选择的义符不同；而“迹—蹟”“村—邨”“绔—

裤”“响—響”“视—眂”“诉—愬”、“剩—賸”等异构形声字则选择的声符义符都不同。不只

是形声字有构件选择问题，会意字也可以选择不同的表义构件，如“塵—尘”“災—灾”“間—

閒”等组异构字就是因构件表义不同而造成的。 

异词异构字 

异词异构字指为不同词项而造的构形属性或理据不同的汉字之间的关系，即记录职能和内部结

构都不同的汉字组群关系。如“功—攻—贡—汞”、“酶—霉—梅—莓”各字之间义符不同，记录

职能不同；“梅—极—杖—枉”、“汪—沧—沫—沟”各字之间声符不同，记录职能不同；“管—

恭—哗—审”、“槽—添—烈—锦”各字之间声符义符都不同，记录职能也不同；“壬—任 —荏”

各字之间构件数量不同，记录职能不同；“林—日—刃—机”各字之间构形模式不同，记录职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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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以上字例或者构件不同，或者构件数量不同，或者构形模式不同，造成汉字内部结构不同，记

录职能也各不相同，形成异词异构字。 

同构异形字 

同构异形字是指结构属性相同而形态样式不同的字，结构属性相同则记录职能相同，所以这类

字与同字异体字样（又叫异写字样）中的变形字是重合的，它们只是分类角度不同造成的名称不同

而已。所以这类字也可以分为三小类：  a由于书写时所用笔画或线条的多少、长短、粗细、轻重、

曲直和交接、离合、穿插等因素的不同而造成的同构异形字，如甲骨文中的“鱼”字有不同形态，

而其结构属性和记词职能是完全相同的。b由于写字时构件的摆布不同而造成的同构异形字，例如

楷书和宋体中的“裡—裏、峰—峯、够—夠、氈—氊、期—朞、雜—襍、鞍—鞌”等，虽然因构件

布局不同而引起形体样式不同，但各组字之间的结构属性和记词职能并没有不同。c书写过程中将

原字的某些笔画或构件有意（出于便写、美观、简化等目的）或无意（错讹）地加以粘连、并合、

分离、减省、增繁而形成的同构异形字，例如“并—並、吊—弔、霸—覇、遊—逰、羑—羐、朵—

朶、久—乆、叫—呌、聴—聼、世—丗—卋”等等。这些形体的变异属于书写现象，不影响构形属

性，也就是说这些字的结构属性和记词职能并没有不同，只是外部形态样式不同而已。 

第二节 字用平面的群组关系 

字用平面的组群关系是从字形的表词职能角度考察汉字之间的组群关系。根据汉字的存现环

境，我们对字用平面的组群关系分别从文字系统（贮存状态）和文献系统（使用状态）两个角度来

描述。 

一、贮存状态下 

文字系统是一种贮存状态，个体汉字对应于语言系统中的词项或语素。在文字系统中，个体汉

字的职能是靠构形体现的，反映的是字符本义，因而也可以说这是构形系统的汉字关系。汉字构形

是以汉语词项的音义为根据的，所以每个汉字的属性除了具有形体这个外在的可视物，还负载着某

个词项的音和义。如果以汉字的形音义三属性跟所记词项的异同为标准，那么在构形所示音义（也

就是本字本词）的条件下，汉字系统中可能形成的字际关系有： 

（一）同音字 

同音字指读音相同而所记词项不同的字。如“亿义艺刈忆议屹亦异呓邑佚役译易怿诣驿绎轶疫

弈羿奕挹益浥逸翌嗌溢肄意毅鹢曀螠翼镱”等字现代都读“yì”，但所记录的都是不同的词项。同

音字可以满足记录汉语同音词项的需要，并且能够在字形上起区别同音词项的作用，例如“城市”

与“成事”在口语中难以区别，而在书面上却一目了然。由于语音的变化，各个时代的同音字是不

可能完全一样的，不同时代的同音字应该根据不同时代的语音系统确定。例如上举现代读“yì”的

“益肄逸议易”等字在《广韵》时代分别属昔韵影纽入声、至韵以纽去声、质韵以纽入声、寘韵疑

纽去声、寘韵以纽去声，并不同音。 

（二）同义字 

同义字指义项相同而所记词项不同的字。如“尖”跟“锐”、“舟”跟“船”、“丹”跟“彤”

等，它们的本义分别相同，却都属于不同的词。《说文解字》中有 380个“互训”字 22，大都是同

义字。如：谄，谀也；谀，谄也。欷，歔也；歔，欷也。追，逐也；逐，追也。桥，梁也；梁，桥

也。逢，遇也；遇，逢也。饥，饿也；饿，饥也。以上各组同义字部首相同。部首不同的同义字更

多，如：歌，咏也；咏，歌也。束，缚也；缚，束也。頭，首也；首，頭也。谨，慎也；慎，谨也。

邦，国也；国，邦也。逃，亡也；亡，逃也。问，讯也；讯，问也。逮，及也；及，逮也。显然，

同义字记录着汉语中的单音节同义词。 

（三）同形字 

同形字指形体相同而所记词项不同的字。如果一个字形可以记录几个词项，除了临时通假的情

况外，我们认为这个字形实际上包含了跟所记词项对应的几个字符。分别记录几个词项的几个字符

却共用着同一形体，所以叫做同形字。字典中对同形字的处理应该分立字头或者在同一字头下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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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标注音义。同而形体相同的词，一读“zā  ng”，表示肮脏，一读“zàng”，表示腑脏。 

（四）同源字 

同源字指记录不同词项而音义相关的字。同源字关系是由汉语同源词的关系所决定的，或音同

义近，或音近义同，或音义相通。父子相承是同源，兄弟相亲也是同源。若就同源字的形体关系而

言，则有三种情况。 

二、使用状态下 

文献系统是一种使用状态，个体汉字对应于言语系统中的词义（义项）。在文献系统中，个体

汉字的职能是靠语境显示的，通常只有一个确定的义项。文献系统中的字际关系主要是指字用属性

关系和职能对应关系，而不再是汉字的形音义异同关系（否则就与文字系统的字际关系没有区别

了）。汉字的使用职能不外乎三种：本用（用本字记本词）、兼用（用本字记派生词）、借用（用借

字记他词）。派生词往往是词义引申的结果，在派生词没有专用字的情况下，用源词的本字兼记，

实际上也可以算作本用。这样，汉字的职能就可以合并为两种：本用和借用；汉字的使用属性也只

有两种：本字和借字。与此相应，文献中的字际关系就职能和属性来说也就只有“本字本用”和“借

字借用”两种，例如在“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这句话中，“学、时、习、乐”属本字本用，“而、

之、不、亦、乎”属借字借用，但这样归纳过于笼统，实际意义不大。 

研究文献系统中的字用职能，主要目的是为了解读文献。因此，我们需要知道两方面的情况：

一是某个字形可以记录和实际记录了哪些义项，这属于个体字符的职能问题，与字际关系无涉。二

是某个义项可以用哪些字记录和实际上用了哪些字记录，如果一个义项可以用或实际上用了不同的

字来记录，那这些字相对于同一职能而言就形成了某种字用关系，这种同职能的字用关系正是我们

需要重点考察的文献字际关系。在记录同一义项的条件下，所用的不同字形或可能使用的不同字形

之间，它们的职能对应关系和字用属性关系有： 

（一）本字与本字同用 

几个字形分别记录同一个义项，而对这个义项来说，这些字形都是它的本字，就这些字形来说，

它们所记录的这个义项都属于各字职能的本用。具体包括下面四种情况： 

1异体字~异体字。 

2同义字~同义字。 

3古本字~重造本字。 

4源本字~分化本字。 

（二）本字与借字同用 

在记录同一个义项的不同用字中，有的是本字，有的是通假字或假借字，因而构成本用与借用

或借用与本用的字际关系。具体包括两种情况： 

1本字~通假字。 

2假借字~后造本字。 

（三）借字与借字同用 

文献中记录某个义项的不同字形都不是该义项的本字，而是用的通假字或假借字，那几个字形

之间相对于这个义项来说就是借用与借用的关系。具体包括两种情况： 

1通假字~通假字。 

2假借字~假借字。 

作业： 

一、什么是古音通假？古音通假有哪些类型？试举例说明。 

二、指出下列句子中的古字，并写出其今字。 

1、姜氏欲之，焉辟害? 

2、公赐之食，食舍肉。 

3、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 

4、闲于兵甲，习于战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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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宋人有酤酒者……为酒甚美，县帜甚高。 

6、愿得赐归，安行而反臣之邑屋。 

知识单元 5：汉字的造字结构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汉字结构的各种说法。 

2．汉字义项和类别。 

学习目标： 

1．了解汉字结构的各种说法。 

2．掌握三书说。 

第一节 汉字结构的各种说法 

一、许慎——“六书”说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实际只运用了前四书，转注和假借在《说文解字》正文中没有在任何汉字分析下指出。 

二、戴震——“四体二用”说 

戴震——  “四体二用”说 

“指事、象形、谐声、会意为书之体，假借、转注二者，为书之用。” 

“四体”：孤立分析每个汉字得出的不同结构类型。 

“二用”：从历史角度揭示汉字发展的两种方式。 

影响很大 

三、唐兰、裘锡圭——“三书”说 

（一） 唐兰——  “三书”说 

“指事、象形、会意、形声，是四种文字的名称，而转注、假借，却是文字应用时的方法。这

种混淆，很容易教人误会”。 

“象形，象意，象声三种，本已包括了一个字的形、音、义三方面。” 

象形文字、象意文字、形声文字 

（二）裘锡圭——  “三书”说 

对唐兰“三书”说提出疑问：认为象形、象意不必分；假借不能缺少，是一种不造字的造字法。 

表意字、假借字、形声字，其中表意字又分为抽象字、象物字、指示字、象物式的象事字、会

意字、变体字 

（关于“三书”说还有其它看法，这里只选取了有代表性的。） 

四、“四书”说 

根据形体是否可拆分分为：一类是形体可拆分的：会意、形声；一类是形体拆不开或拆开后不

能独立成形的：象形、指事。 

此种分类也认为转注和假借是表达类型，即通常所谓的用字，与“四体二用”说类似。 

五、“五书”说 

三种说法： 

1、 独体象形、合体象形、指事、会意、形声 

2、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亦声 

3、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 

六、詹鄞鑫——“新六书”说 

詹鄞鑫——“新六书”说 

以裘锡圭先生的“三书”说为基础作局部调整，但把假借视为用字法。 

象形、指示、象事、会意、形声、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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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王宁—— l1种结构模式 

王  宁—— l1种结构模式 

依汉字构形学的角度，根据构件功能不同而组合成诸多样式。 

构件分为：表形构件、表义构件、示音构件、标示构件。 

全功能零合成、标形合成、会形合成、形义合成、会义合成、标义合成、标音合成、形音合成、

义音合成、无音综合合成、有音综合合成 

八、孙雍长——10种构形思维模式 

孙雍长——10种构形思维模式 

绘形象物、烘托显物、标识指物、借形寓意、符号示意、比形象事、合字会意、加注意符、加

注声符、音义合成 

小结 

1、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争议？说明作为汉字结构理论初始的“六书”说确实存在问题。 

2、理论研究越来越细化，借用了现代汉字学及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汉字构形学及思维模式理

论。 

3、目前对汉字结构类型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缺乏系统性的归纳和提升。 

我的观点 

注重文字的时代性，要对各个时代的文字作系统分析和研究。 

分析文字跟语音一样：人们以中古音为参照，向下发现它与普通话声韵调的关系，向上发现它

与上古音的关系，那么上占音与中占音相比，声韵有分有合，声调问题至今尚无定论。古文字在形、

音、义二个方而都和今人的汉字有所不同。只有对各个时代的文字作系统分析和研究，才能发现其

构形的真正理据。 

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 对汉字结构的研究应汁意区别古今两大发展阶段的不同情况。汉

字自隶变以后，形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论是“六书”说，还是“三书”说，分析的对象是古文

字，对分析包括现代汉字在内的隶楷文字不能完全适用。因此，如果将古汉字与隶楷汉字的结构不

加分别地一并讨论，则一方而势必造成某此不必要的混乱，另一方而也必然影响对各个阶段汉字结

构面貌更深刻的揭示。 

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 传统独体字在小篆里的确绝大部分还保留象物性，但是这些字在隶

变、楷化以后已经义化，再称为象形字很不妥当。楷书中相当一部分独体字是粘合而成，如果用独

体象形字的观念去看，更是难以理解。 

第二节 汉字义项和类别 

一、本义 

一个汉字最初的意义。 

通常对本意而言的。 

二、本字 

也叫正字。直接为表示某一词义而造的汉字。表词本义的字称正字。 

三、古今字 

（一） 形体上：相承关系 

（二） 意义上：相通关系 

作业： 

一、判断题（正确的就在括号内打“√”） 

1.  汉字的形体结构，直到今天仍未超出表意字的阶段。（） 

2.  左形右声是形声字的基本形式。（） 

3.  从造字方法看，象形最能反映本义。（） 

4.  语言中有些词，没有专门为它造字，而借用一个同音字来表示，这一方法叫假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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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斤”是个象形字，本义是指斧子。（） 

二、填空题 

1.关于汉字的形体构造，传统有六书的说法。实际上汉字的形体结构只有四种，六书中的  、  

与汉字的形体结构无关。 

2.一般说来，部首就是    。部首最早是    提出来的，他在《说文解字》中按照    原则，

把篆书的形体构造加以分析和归类，从中概括出 540个偏旁作为部首。 

三、简答题：指出下列形声字的形符和声符 

零  叔  端  物  慕  照  质  裏  賸  旗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4学时 

实验 1：甲骨文练习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让学生练习书写甲骨文 

实验要求：熟悉甲骨文形体特点；掌握甲骨文书写方法。 

实验 2：篆书练习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让学生练习书写小篆 

实验要求：熟悉小篆形体特点；掌握小篆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汉字和汉字学基本概念（一） 2  

2 汉字和汉字学基本概念（二） 2  

3 汉字和汉字学基本概念（三） 2  

4 汉字的性质与特点（一） 2  

5 汉字的性质与特点（二） 2  

6 汉字的职能和发展（一） 2  

7 汉字的职能和发展（二） 2  

8 汉字的职能和发展（三） 2  

9 汉字的群组关系（一） 2  

10 汉字的群组关系（二） 2  

11 汉字的群组关系（三） 2  

12 汉字的造字结构（一） 2  

13 汉字的造字结构（二） 2  

14 汉字的造字结构（三） 2  

15 甲骨文练习 2  

16 篆书练习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古代汉语 

后续课程：古典文献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汉字和汉字学基本概念、汉字性质的各种说法、表意文字说、汉字特点、汉字的记录职

能、汉字的三个平面的关系、异体字、古今字、汉字结构的各种说法、三书说。 

难点：假借和引申的区别、借用和本用、如何确认异体字、了解各家说法的优点缺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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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堂讲解文字学的通论基础知识。 

2.重点练习甲骨文和小篆书写。 

教学手段： 

1.课堂上运用现代教育教学手段 PPT等放映所要讲授的重点知识。 

2.要求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和练习。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有 PPT、电脑、互联网、书写工具。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4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文字学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裘锡圭编著《文字学概要（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 

（二）推荐参考书 

1.陈伟湛、唐钰明编著《古文字纲要》，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 

2.李学勤编著《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 

3.梁东汉编著《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65年 

4.陆宗达编著《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出版社，2015年 

5.任继昉编著《汉语语源学》，重庆出版社，1992年 

6.唐兰编著《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7.王延林编著《常用古文字字典》，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 

8.姚孝遂编著《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阶段》，中华书局，1980年 

9.邹晓丽编著《基础汉字形义释源》，北京出版社，1990年 

10.左民安编著《汉字例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 

执笔：杨凤仙、张文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日 

 

文学经典精读 
Intensive Reading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课程号：4070505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该课程是一门专门为中文专业一年级学生设置的专业选修课。 

该课程教学主要目标： 

1、从有选择地讲解文学中小说、诗歌和戏剧这 3类文学的主流形式中的经典名著入手，指导

学生研读部分经典文学作品，帮助学生掌握阅读文学名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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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引导学生发现文学家对人类和社会观察和思考的角度与方式。 

３、了解文学艺术在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价值、地位与影响，使学生能从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

认识文学的作用和价值，为进一步的文学史的学习和文学作品的深入研究打好基础。 

４、选择经典名篇做深入解读，对于文学在人类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有初步的了解。对于

小说、诗歌和戏剧表现、思考人类生活在内容和形式上的不同方式有所了解。 

５、培养学生从文化发展的高度关涉文学价值的观念。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言：文学与我们 

参考学时：２学时 

学习内容： 

1．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特征 

2．个体生命与文学的关系:文学与人生 

3．文学看待世界的基本角度和方式。 

3．文学在人类文化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 

4．文学与法律的关联性:文学是人学，人是复杂的。文学展现全部的人类生活，包括对社会化

的人影响重大的法律。文学艺术的功能——对人类心灵、人类精神情感可能存在的一切状态的探索。

法与人的生存之所。 

学习目标： 

1．发现一个问题——文学离我们那么近，又那么远；那么远，又那么近。建立一个理念——

文学是不容错过人类的高级情感体验和高级智慧凝聚的记录和历程。感悟一个路径——读文学需要

并能够提升感悟能力、积淀素养。留下一个印记——文学可以消解我们生活中的困扰，超脱现实的

羁绊。了解法律人养成文学素养的重要价值。 

2．掌握“用文学的眼光看世界，用世界的眼光看文学”的基本含义。 

作业：开始本学期课程所涉及的文学名著阅读 

知识单元 2：文学阅读与文学经典：阅读的态度兼谈什么是文学经典？ 

参考学时：２学时 

学习内容： 

1． 本章探讨阅读对于人类文化进程以及对于个人人文素养养成的意义，讨论阅读的方法和范

畴。  

（一）人类文化传承的特征:人类的文化遗产无边无涯、灿烂丰富，对个体的人来说如汪洋大

海一样广阔深邃，没有止境。 

（二）伟人与我们: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无数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他们高高在上，不屈从

与世俗的凡音，有自己独到的真知灼见；他们关注人类的终极命运，关心人类长远的方向；他们有

自己理解人类和把握人类命运的方式，以至于他的思想不朽。 

2． 讨论从人类智慧、文明进步的意义上如何区分文学作品的高下。什么是文学经典，什么是

流行？经典与流行的关系。 

（一）文学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二）文学判断的标准。 

（三）文学作品的价值体现。 

（四）关于经典与流行的讨论， 

3． 文学经典界定的原则： 

（一） 艺术是人类精神自觉的产物，在生存的困境中，艺术给了人们继续生活的勇气和理由。

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对物质无止无休的追求，而是更加注重精神生活的提高，因为随着社会历史发展

经验的不断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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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故事与文学的关系文学——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人性的本质、人类的精神特征、人类

的生存特征。（三）文学经典——能够展现出本质的精彩故事。不仅要有好的思想感悟，还要有好

的故事。好故事是传播的必要条件。 

4． 成就名著与经典的条件：流传很广的，因为表达了时代的某种典型特征或者在艺术手段上

的创新，被广泛流传和阅读的著名的文学作品。经典是经受得住时间考验，历久不衰的著名的文学

作品。其特点是不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依旧将它奉为经典，原因在于它关注的是人性，展现的是

人类面对大自然和人类自身时获得的共同感受，而人性是共通的，由此而展示了人类共同的文化记

忆。 衡量文学名著的尺度——生存的能力（[美]奥维尔）。 

5． 经典阅读的范畴： 

（一）读经典 

（二）、读现代的书  

（三）、读全人类有价值的书…… 

学习目标： 

1．初步了解文学作品价值评判的基本原则 

2．掌握经典与流行的关系。 

3.初步思考人类如何以文学方式传承文化的的基本特点。 

作业：卡尔维诺文章阅读《什么是经典？》 

知识单元３：诗歌讲读：以形象思维表达抽象情感观念的诗歌如何贴近我们的心灵 

参考学时：４学时 

学习内容： 

1. 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诗歌展现时代特征的特质 

(一) 文学里程碑中的诗歌 

(二) 中国古代诗歌的特征 

(三) 十九世纪以后的西方诗歌特点 

(四) 当代中国诗歌与时代 

2. 什么是诗： 

(一) 诗歌的独特性 

(二) 诗与真 

(三) 诗与善 

(四) 诗与美 

2. 诗歌的意象和意境   

(一) 诗歌的三个层面：形象——思想 

(二) 诗歌不会消亡，它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三) 诗歌总是最敏感的发出时代的声音 

3. 诗歌与形象 

(一) 形象 

(二) 意象 

(三) 意境 

(四) 思想 

(五) 诗歌的细读与解析：北岛《回答》 ，顾城《安慰》等 

4. 诗歌的艺术特征 

(一) 绘画的美：图像。情境。色彩。解析徐志摩《再别康桥》、戴望：《雨巷》。 

(二) 音乐的美：诗歌通过音乐的韵律与人的情感直接对接，比小说更直接，更感性。情感

的交流一部分通过语言，一部分通过音乐性。诗歌解析：徐志摩：《不知道风》、海子《日记》。 

(三) 建筑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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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可以创造思想； 

结构可以创造意蕴； 

诗歌解析与欣赏：泰戈尔：《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卞之琳： 《断章》、戴望舒：《烦忧》 

学习目标： 

1． 了解诗歌在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地位。 

2． 了解诗歌与时代特征的关系。 

3．掌握诗歌的基本艺术特征。 

作业：阅读《五人诗选》、《海子的诗》 

知识单元４：解读二十世纪小说（从海明威小说出发）：文学如何关注社会人生以及理想和未来（６

课时） 

参考学时：６学时 

学习内容： 

１.海明威——由人及书的作家作品阅读 

(一) 人生故事 

(二)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重要的作家之一。“迷悯的一代”的歌手 和代言人。《永

别了，武器》是风靡欧美的文学流派“迷惘的一代”的最好作品，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的杰作。 

(三) “硬汉子”的精神丰碑 

(四) 他缔造的叙事技巧和文体风格曾在欧美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对世界文坛产生了深

远影响 

２．艺术家与艺术作品 

（一） 作家：——经历——性格——作品的精神面貌——艺术风格 

（二） 读者：——文字——艺术升格——思想内容——作家感悟 

３.海明威作品细解：迷惘的一代与《永别了，武器》。硬汉子与《老人与海》。 

４.艺术风格：冰山原理 

(一) 根据经验进行创作－－依靠经验理解 

(二) 省略－－冰山原理 

(三) 视觉化—— 客观、隐忍、不参与评判。  

(四)  生动的对话交代背景及其人物心理  

(五)  使读者能够触摸  

(六) 暗含诗意  

学习目标： 

1. 通过从海明威的人生体验到人生思考，直至这些思考在其作品中的表达，探讨文学家作为

思想者在人类文化中的意义。 

2．以海明威的作品为导引，学习文学阅读的方法，着重于深入掌握对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理

解。 

作业：《永别了，武器》与《老人与海》阅读及分析 

知识单元５：鲁迅小说研读：从鲁迅小说看中国作家的文化选择 

参考学时：４学时 

学习内容： 

１.文学革命中的中国作家的 

(一) 白话文学尝试：1918 年 1 月《新青年》：胡适白话诗 4 首，后来的《尝试集》。1918

年 5月《新青年》：鲁迅《狂人日记》 1919年 3月《新青年》：胡适《终身大事》 

(二) 文学革命开始的标志 

1917 年 1 月《新青年》：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我的文学革命观》——白话文学——文学

工具和形式的改革 。 1917 年 2 月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三推倒三建设：推倒贵族文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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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建立国民（白话）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建立写实文学;推倒山林（归

隐）文学，建立社会文学—— 文学内容的改革。《人的文学》周作人——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人生

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文学思想和内容的改革 

２.作家的时代选择 

(一) 个人选择——性格、经历、人生选择 

(二) 时代的需要 

(三) 个人与时代的关系 

(四) 个人对于时代的贡献 

(五) ——从艺术发展的角度看结论是什么 

(六)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结论是什么 

３.鲁迅小说分析 

(一) 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狂人日记》、《药》 

(二) 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小民：《故乡》、《祝福》、《阿 Q正传》、《风波》 

(三) 辛亥革命中的知识分子：《伤逝》、《孤独者》：魏连殳、《在酒楼上》：吕纬甫 

４.鲁迅研究的视角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一) 鲁迅与当时世界文学的关系 

(二) 鲁迅与同时代中国作家的关系 

(三) 鲁迅的思想成就和艺术贡献 

(四) 鲁迅的现实价值 

学习目标： 

1．通过对鲁迅文学创作的研究以及与海明威的比较，了解中西作家不同的生存环境和文化背

景。了解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作家小说在文化上的选择 。 

2．掌握从作家所处环境背景理解作家作品。 

作业：阅读《呐喊》、《彷徨》 

知识单元６：艺术的形式在艺术表达中的价值：从《百年孤独》出发 

参考学时：４学时 

学习内容： 

1. 文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一)    《文心雕龙 》：质胜文则野外，文胜质则史  

(二)   文学作品意形的关系：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要求——意和形的和谐统一宁取意不

取形 

(三) 关于新鲜与艺术手法创新：《美丽人生》与《卧虎藏龙》 

2. 小说的艺术特色——形式特点 

(一) 《百年孤独》的形式特征：被认为是二十世纪  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它引起了一场文

学地震，被称作二十世纪文坛上的一颗炸弹。有评论家说是向读者的一种挑战 

(二) 时间的轮回与重复——构架方式的独特性——构思与结构特色 

(三) 魔幻现实主义——叙述方式的神奇性——叙事风格与语言特点  

３.作家、作品与同时代拉丁美洲文学 

(一) 作者生平经历： 

(二) 《百年孤独》的构思和完成 

(三) 重要文学活动及作品：第一部长篇《枯枝败叶》于 1955 年发表。1967 年 6 月，《百

年孤独》问世。1975年，他又发表了一部关于一个独裁者的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 。1982年，

主要是由于《百年孤独》在全世界范围产生的巨大影响，加西亚·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1985

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另一部重量级的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出版，再一次在世界范围

内引起巨大反响，被视为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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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小说的故事和表达方式 

(一) 故事的核心： 

讲述了布恩迪亚家族在一个古老的咒语之下诞生、发展、繁盛直至走向毁灭的七代人中发生的

故事。 

(二) 小说人物 

(三) 故事的基本线索。  

５.小说构思与结构特色——轮回 

(一) 时间的轮回与重复——构架方式的独特性 

图示的时间讲解 

(二) 时态问题 

(三) 独具特色的小说的开头：“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将回

忆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四) 马尔克斯给出了独特时间概念的提纲 

６.小说的叙述风格——魔幻现实义——由魔幻现实主义带来的神奇性 

(一) 魔幻现实义的象征手法——“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 

(二) 瑞典文学院的评语 

瑞典文学院在给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评语：作者在《百年孤独》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天地，

那个由他虚构出来的小镇，把我们引进了这个奇特的地方。那里汇聚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

现实生活，作者的想象力在驰骋翱翔：荒涎不经的传说、具体的村镇生活、比拟与影射、细腻的景

物描写，都象新闻报导一样准确地再现出来。 

(三) 名著之为名著： 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是因为“拥抱所有国家和所有时代”。《百年

孤独》是一部内涵极其丰富的小说，被誉为“再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著”，同时也是

现代世界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神话般的历史。 

(四) 关于时间的循环 

比较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学习目标： 

１. 通过小说《百年孤独》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了解艺术的形式在艺术表达中的价值，了解
文学创作中表现手法创新的重要性。 

２. 掌握从结构和叙述风格的角度解读文学作品的方法。 

作业：阅读《百年孤独》 

知识单元７：戏剧与人类生活：从戏剧看文学艺术的本质以及人类对艺术的需求 

参考学时：４学时 

学习内容： 

１.戏剧与戏剧文学 

(一) 戏剧：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多种艺术形式共同构成。学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二) 戏剧文学：在戏剧中的地位。在文学中的地位。 

(三) 戏剧与戏剧文学的关系 

３.戏剧文学的独特性 

(一) 戏剧语言：用人物语言塑造人物自身形象，老舍：《茶馆》为例。用人物语言推动情

节发展，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1. 戏剧结构：时间、地点、人物的集中完整，贯穿全剧的悬念。曹禺：《雷雨》 

４.戏剧艺术的特征 

(一) 戏剧是综合艺术 

脚本，导演，表演，布景，音乐，灯光 

(二) 戏剧是表演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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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过程对于脚本的在创造。 

表演是戏剧实现的重要方式。 

(三) 戏剧是群体艺术：群体共同完成。相互制约和影响共同完成戏剧的过程。 

观众也是群体的一部分。戏剧是行为艺术：戏剧过程本身就是艺术创造。看重的是行为本事的

意义。戏剧的过程就是戏剧的全部。戏剧表演过程的情感宣泄和满足。 

(四) 戏剧意识：演员的演出和观众的欣赏共同完成。每个人看到的是自己的戏剧。观众与

每一个角色的换位体验。 

(五) 戏剧的魅力：戏剧所崇尚和追求的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 

学习目标： 

1. 通过对戏剧发展以及戏剧特征的讲解，了解戏剧艺术的本质以及人类对戏剧的需求。了解
戏剧基本的特征。 

2. 掌握戏剧欣赏的基本方法。 

作业：阅读《哈姆雷特》、《雷雨》 

知识单元８：关于文学文化意义与价值的讨论：文学是什么，文学的标准，文学的本质和文学的

使命４学时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２个，共１２学时 

实验 1：一个文学名著改编的影片 

参考学时：６学时 

实验内容：集体看片以及研讨、完成作业 

实验要求：熟悉课堂关于文学探讨人类生存困境、发现生存本质等大的人类话题，通过文学艺

术作品的观影及探讨，掌握透过文学艺术故事背后的理性思考的方法。 

实验 2：一本文学名著阅读以及查找相关背景研究资料做该作品艺术表现手法及风格流派的研

究，写出小论文。 

参考学时：６学时（查找资料及写作时间，不包含作品阅读时间） 

实验内容：课下阅读课上研讨 

实验要求：熟悉课堂关于文学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研究作品的风格流派以及独特的艺

术表现手法，掌握通过作品的艺术手段分析进一步深入认识作品的内在蕴含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言：文学与我们 ２  

2 文学阅读与文学经典：阅读的态度兼谈什么是文学经典？  ２  

3 
诗歌讲读：以形象思维表达抽象情感观念的诗歌如何贴近我们

的心灵 
４  

4 
诗歌讲读：以形象思维表达抽象情感观念的诗歌如何贴近我们

的心灵 
  

5 
解读二十世纪小说（从海明威小说出发）：文学如何关注社会人

生以及理想和未来 
6  

6 
解读二十世纪小说（从海明威小说出发）：文学如何关注社会人

生以及理想和未来 
  

7 
解读二十世纪小说（从海明威小说出发）：文学如何关注社会人

生以及理想和未来 
  

8 鲁迅小说研读：从鲁迅小说看中国作家的文化选择  4  

9 鲁迅小说研读：从鲁迅小说看中国作家的文化选择   

10 艺术的形式在艺术表达中的价值：从《百年孤独》出发 ６  

11 艺术的形式在艺术表达中的价值：从《百年孤独》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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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艺术的形式在艺术表达中的价值：从《百年孤独》出发   

13 
戏剧与人类生活：从戏剧看文学艺术的本质以及人类对艺术的

需求 
４  

14 
戏剧与人类生活：从戏剧看文学艺术的本质以及人类对艺术的

需求 
  

15 
关于文学文化意义与价值的讨论：文学是什么，文学的标准，

文学的本质和文学的使命。  
４  

16 考查 ２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本课程为专业文学入门课程，无需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中文专业的文学类必修课及选修课，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鲁迅研究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从具体的作品阅读中发现文学中凝聚的人类智慧，以宏观视野看到文学在人类文明进程

中的价值和影响。 

难点：学生配合课堂教学做足够量的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经典阅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以课堂讲解配合课堂讨论为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需拿出大量时间进行课外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３０％，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文学是什么》 傅道彬，于茀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 02月 

（二）推荐参考书 

1. 《艺术哲学》 (法)丹纳著 ,傅雷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2.《阅读大师》马原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01-01  

3.《鲁迅作品十五讲》 钱理群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4.《艺术随笔》 傅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5. 《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 鲍鹏山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年  

执笔：赵文彤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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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Study of Chinese Modern Language Syntax 

课程号：4070505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中文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获得全面的现代汉语知识；2、使学生掌握国内与国外先进的

科学研究方法；3、提高学生观察、分析语言现象的能力；4、为学生将来从事汉语教学与研究打下

扎实的基础，以适应当代社会对语言研究的需求。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现代汉语语法学基础知识、语法

研究的基础理论，重点是句法分析的主要基础理论，了解形式语言学派、功能语言学派。为学生以

后深入学习语法学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绪  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对于语言的认识； 

2.对于汉语语言的认识； 

3.对于语法的认识。 

学习目标： 

1．认识人类语言、认识汉语普通话和方言 

2．认识人类语言里的语法、认识汉语语法特点 

3．语法和语音、语义三组重要的概念 

4．掌握汉语语法的特点 

具体内容： 

一、关于语言 

（一）从功用来说 

1、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2、语言又是人类赖以思维的工具 

（二）从语言的本体来说 

1、所有语言都是有声语言， 

2、所有语言都是用来表情达意的 

3、语言就是一个声音和意义相结合的符号系统 

4、语言还是一个很有规则的结构，且是一个变动的结构 

（三）从语言的表现形式看 

1、口语 

2、书面语 

3、体态语 

（四）给语言的定义 

二、关于汉语 

（一）汉语概说 

（二）汉语方言 

1、各方言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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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语音上 

（2）词汇上 

（3）语法上 

2、方言的分区 

3、虽然方言有分歧，但是书面语是基本统一的，原因有二： 

（1）文字是表意的方块汉字 

（2）汉语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汉民族的共同语 

4、方言是语言的一种活化石 

（三）与其他语言对比，现代汉语的特点 

1、语音上 

（1）汉语每个音节都有声调 

（2）汉语音节分明，构造简单而有规律 

2、词汇上 

（1）古汉语里单音节词占优势，现汉里，双音节词占优势 

（2）在双音节词中，从构词上来看，合成词占绝对的优势 

（3）有丰富的成语，而且大多是四个音节的 

（4）汉语有量词和语气词 

3、语法上 

（1）缺乏形态标志和形态变化 

（2）只要语境允许，句法成分，包括重要的虚词，可以省略 

（3）在汉语里，词类与句法成分是一对多的对应 

（4）句子的构造规则跟词组的构造规则基本上是一致的 

（5）同一种语法关系可以隐含较大的语义容量和复杂的语义关系而没有任何形式标志。 

（6）语序固定，语序成为汉语表示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 

第二节  语法及和语音、语义的关系 

一、语法到底是指什么 

（一）最通俗的说法，“语法是人们说话时所要遵守的一种规则” 

（二）比较科学一点的说法，“语法是一种语言组词造句的规则” 

（三）最为科学的说法是：语法是一种语言中由小的音义结合体组合成大的音义结合体所依据

的一套规则。 

二、语法和语音、语义的关系 

（一）语音对语法的影响与制约 

1、音节数对语法的影响与制约 

2、轻重音对语法的影响 

3、停顿对语法的影响 

（二）语义对语法的影响与制约 

1、“太＋过于” 

2、“还” 

三、关于语法单位 

（一）语素 

1、语素的定义 

2、语素的功用 

（1）用来构成词 

（2）构成包含在词内部的“语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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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词 

1、词的定义 

2、词的特点 

（1）能独立运用——使词区别于语素 

（2）不能再被分割为更小的能独立运用的单位——使词区别于词组 

3、汉语词的功用 

（1）构成词 

（2）能独立形成句子 

（三）词组 

1、词组的定义 

2、词组的特点 

3、词组的功用 

（1）构成更复杂的词组，成为另一个复杂词组的组成成分 

（2）单独形成为句子 

（四）句子 

1、句子的定义 

2、句子的特点 

（1）一定伴有句调，前后停顿可看作是一个完整句调的起点和终点 

（2）能表示相对完整的意义，在交际中能成为一个基本的表述单位 

（五）四种语法单位之间的关系 

复习与思考题： 

1、汉语同世界上其他语言的异同点是什么？ 

2、汉语语法同语音、语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3、汉语四级语法单位是什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陆俭明、沈阳（2003）《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 

2、吕叔湘（1979）《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3、马真（1997）《简明使用汉语语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4、张斌（1998）《汉语语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5、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商务印数馆 

6、朱德熙（1985）《语法答问》，商务印数馆 

第一章  词类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汉语词类划分的争议； 

2．划分词类的依据； 

3．词的兼类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词类划分的依据 

2．了解汉语词类划分的研究历程 

3.掌握词类划分的要点 

具体内容： 

第一节  关于词类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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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语词类问题一直被认为是个老大难问题，其原因在于： 

（一）我们对词类的认识，来自西方印欧语语言学 

（二）任何语言共时平面上的词，都实际存在着不同的历史层次和领域层次。 

（三）以往讨论汉语词类问题时，大家都只举些典型例子，而一直没有人真正全面考虑 

二、关于划分词类的依据 

（一）根据词的形态进行词的语法分类 

（二）根据词的语法意义进行词的语法分类 

（三）根据词的语法功能进行词的分类，就汉语来说，这是比较现实的，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

来认识： 

1、从划分词类的目的来认识 

2、从词的二维关系——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来认识 

3、依据词的形态分类，实质上是依据词的语法功能分类。 

4、依据词的语法功能划分出来的词类，在意义上也一定有共同点。 

三、怎样根据词的语法功能来给汉语词分类？ 

（一）词的语法功能具体指什么？ 

以下三方面都可以作为提取划分词类标准的依据： 

1、词充当句法成分的功能 

2、词跟词结合的功能 

3、词所具有的表示类别作用的功能，实际就是词的语法意义 

（二）词类是概括词的分类，不是个体词的分类 

1、概括词 

2、个体词 

（三）词类的共性和个性 

1、同一个词类内部的各个具体的词，各自所具有的性质，也并不会完全相同 

2、类语类之间，即不同词类之间，虽然有互相区别的特性，但也不能认为彼此没有一点儿相

同的性质。 

第二节  各家对词类划分的争议 

一、各家词类数目多少简析 

（一）《马氏文通》 

（二）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 

（三）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 

（四）丁声树《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五）张志公《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 

（六）胡裕树《现代汉语》 

（七）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 

（八）朱德熙《语法讲义》 

（九）张斌《现代汉语》 

二、对各家分歧的分析 

（一）名词要不要再细分 

（二）形容词要不要再细分 

（三）助词要不要再细分 

（四）其中对语气词的关注： 

1、从语法意义上看，这些词专门表示某种语气 

2、从语法功能上看，这些词经常附在句子的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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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韵律上看，这些词之后一定有停顿 

三、关于词的兼类问题 

（一）下面的情况不属于词的兼类现象： 

1、同一类词用于不同的句法位置上 

2、不同类的词具有部分相同的语法功能，不看作兼类现象 

3、临时借用，不看作兼类现象 

4、意义上毫无关系的同音同形词不看作兼类词 

（二）根据研究、运用的不同需要，对兼类词可以下不同的定义 

1、从本体研究的需要出发定义“兼类词” 

2、从汉语教学的需要出发定义“兼类词” 

3、从中文信息处理的需要出发定义“兼类词” 

四、汉语词类划分中难处理的问题 

（一）“很”和“极” 

（二）“一起”和“一块儿” 

（三）“开” 

（四）“见方” 

复习与思考题： 

1、谈谈你对词类问题的看法 

2、划分词类的标准是什么 

3、如何看待兼类词？ 

拓展阅读书目： 

1、陆俭明（1994）关于词的兼类问题，《中国语文》第 1期 

2、陆俭明（1999）关于汉语词类的划分，见马庆株《语法研究入门》商务印书馆 

3、吕叔湘（1955）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汉语的词类问题》，中华书局 

4、邢福义（1981）《词类辨难》，甘肃人民出版社 

5、邢福义（1991）词类问题的思考，《语法研究和探索》第 5辑，语文出版社 

6、朱德熙（1985）《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 

第二章  汉语句法分析 

参考学时：14学时 

学习内容： 

1．层次分析法； 

2．变换分析法； 

3．语义特征分析法就； 

4．配价分析法； 

5．语义指向分析法。 

学习目标： 

1．了解汉语句法分析方法的嬗变过程 

2．掌握每一种句法分析方法，并能够独立分析 

3．认识每一种句法分析方法的优点和局限 

具体内容： 

第一节 层次分析法 

一、句子成分分析法及其局限 

（一）这种分析法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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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的对象是单句 

2、认定一个句子有六大句子成分——主语、述语、宾语、补足语、形容性附加语、副词性附

加语 

3、作句子成分的原则上都只能是词 

4、分析时，先一举找出全句的中心词作为主语和述语，让其他成分分别依附于它们 

5、分析手续 

（二）该法在实际操作上有不少问题： 

1、离了枝叶，主干不成立或站不住，或不是原来句子的意思了 

2、离了枝叶，主干虽能成立或站得住，但意思完全变了 

3、分化歧义的能力差 

4、不利于发现某些词语的用法特点 

二、句法构造的层次性 

三、关于层次分析法 

（一）对于“层次分析”的理解 

1、切分 

2、定性 

（二）层次分析的基本精神 

1、承认句子或句法结构在构造上有层次性，并在句法分析中严格按照其内部的构造层次进行

层层分析 

2、每一次分析，都要明确说出每一个构造层面的直接组成成分 

3、在分析中，只管直接成分之间的语法结构关系 

四、运用层次分析法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切分不能根据语感 

（二）也不能根据语音停顿 

（三）每一个层面上切分所得的直接组成成分，其中一个如果是合成句法形式，即不是单词，

那么这个合成句法形式不能是该句式所独有的，必须能在别类句法结构中再现。 

（四）每个层面上切分所得的直接组成成分，他们之间组合所依据的规则在该语言中必须具有

普遍性。 

（五）每一层面切分所得到的直接组成成分，彼此按句法规则组合起来，在意义上必须跟原来

的结构体所表示的意思相一致。 

1、切分所得的各个直接组成成分，都必须有意义 

2、切分所得的各个直接组成成分，彼此在意义上有搭配的可能 

3、切分所得的各个直接组成成分，它们在意义上的组合必须跟原结构的意义相符 

五、层次分析法的作用 

（一）适用面相当广 

1、复句 

2、单句 

3、复合词 

（二）但就句法来说，层次分析法的作用如下： 

1、能更好地分化歧义句式。跟构造层次相关的歧义句式，歧义的造成有两个原因： 

（1）句法结构内部可以作不同的切分而造成歧义 

（2）句法结构内部从切分上看虽然相同，但切分出的直接组成成分之间的语法结构关系不同

而造成歧义 

2、有助于发现新的语法现象，揭示新的语法规律 

六、层次分析法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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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能揭示句法结构的构造层次和直接组成成分之间的显性的语法关系，即语法结构关系 

（二）层次分析完全是一种静态的分析，因此有些现象它解释不了，如： 

木头桌子质量            北大数学老师 

复习与思考题： 

1、层次分析法的要领有哪些？ 

2、层次分析法的优点是什么？ 

3、层次分析法的缺点是什么？ 

4、层次分析法的作用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赵元任（1964）《中国话的文法》，吕叔湘译，商务印书馆 

2、陆俭明（1993）《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3、朱德熙（1982）语法分析和语法体系，《中国语文》第 1期 

4、朱德熙（1962）句法结构，《中国语文》8－9月号 

第二节  变换分析法 

一、层次分析法的局限和变换分析的产生 

（一）层次分析法的局限 

（二）变换分析法的产生 

1、层次分析法无法分化“我在屋顶上发现了他”这一歧义句 

2、通过句式变换，分化了这一歧义句 

3、变换分析法分化“我送一件衣服给他”“我偷一件衣服给他”“我做一件衣服给他” 

二、关于“变换”这个概念 

（一）黎锦熙的“句子的改换” 

（二）乔母斯基的“转换” 

（三）海里斯的“变换” 

三、变换分析的客观依据 

（一）变换分析的客观依据——“句法格式的相关性”， 

1、对“句法格式相关性”的理解 

2、造成这种相关性的原因： 

（1）语言表达要求细致 

对同一个意思，为了不同的表达需要，可以采用不同的说法，如“我丢了两把办公室的钥匙” 

A．一般的“主——动——宾”句式 

B．“把”字句 

C．“被”字句 

D．一般的主谓谓语句 

B`.名词语[施事]＋把＋名词语[受事]＋给＋动词语 

C`.名词语[受事]＋被＋名词语[施事]＋给＋动词语 

   名词语[受事]＋被＋名词语[施事]＋动词语＋数量词 

D`.名词语[受事]＋名词语[施事]＋给＋动词语 

   名词语[受事]＋名词语[施事]＋给＋动词语＋数量词 

（2）语言表达还要求经济 

对“鸡吃了”的分析 

A． 鸡是“吃”的受事 

B． 鸡是“吃”的施事 

四、变换分析的基本精神和所遵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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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精神 

（二）所遵守的原则——“变换分析的平行性原则” 

1、作为一个合格的变换，一定得形成一个变换矩阵，这个矩阵由三部分组成： 

（1）我们所要研究分析的句法格式及其一个个具体的实例；这一部分置于变换矩阵的左边 

（2）与原句式在结构上有相关性的另外的句法格式及其一个个具体的实例；这一部分置于变

换矩阵的右边 

（3）表示原句式和变换式之间变换关系的箭头，置于原句式及其实例和变换式之间 

（4）运用变换分析法的实例分析 

A “戏台上摆着鲜花” 

B “戏台上演着京戏” 

2、在变换矩阵中，矩阵左边作为原句式的一个个实例，形式必须相同；语法意义也必须一致 

3、在变换矩阵中，矩阵右边作为变换式的一个个实例，形式必须相同；语法意义也必须一致 

4、变换矩阵中每一横行左右两侧的句子，其共现词之间的语义结构关系必须保持一致 

5、变换矩阵中每一横行左右两侧的句子，在语法意义上的差别一致 

（三）这一原则可以防止在变换矩阵中出现鱼目混珠的情况，分析下列变换矩阵： 

a.  病人在床上躺着           病人躺在床上 

b.  孩子们在门口坐着         孩子们坐在门口 

c.  他在马背上跳着           他跳在马背上 

d.  张三在门外站着           张三站在门外 

e.  他在地上画着             他画在地上 

f.  对联在门上贴着            对联贴在门上 

g.  胸针在胸前别着           胸前别着胸针 

h.  书在地上堆着             书堆在地上 

i.   水在河里流着             水流在河里 

五、变换分析的作用 

（一）最直接的作用是可以更有效地分化歧义句式 

1、层次分析能分化的歧义句式，变换分析也能分化 

例：“咬死猎人的狗” 

2、层次分析不能分化的歧义句式，变换分析也可以分化 

（1）由句中的多义词引起的歧义句式 

（2）内部实词与实词之间的语义结构关系的不同而造成的歧义句式 

（二）更有助于我们把语法研究引向深入，揭示更多的语法规律 

1、发现了双宾结构的远宾语不能由表示占有领属关系的偏正结构充任 

2、发现了现代汉语里不用“被”“给”一类字的受事主语句有一个特点——受事主语不能是人

称代词 

3、发现了使用程度副词“还”的“比”字句，除了表示比较外，还能表示比拟，这是使用程

度副词“更”的“比”字句所不具备的 

4、发现了表总括的程度副词“都”确切的语法意义 

六、变换分析的局限 

虽然可以用来分化歧义句式，但不能用来解释造成歧义句式的原因 

复习与思考题： 

1、变换分析法的要领有哪些？ 

2、变换分析法的优点是什么？ 

3、变换分析法的缺点是什么？ 

4、变换分析法的作用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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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书目： 

1、朱德熙（1986）变换分析的平行性原则，《中国语文》第 2期，又见《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1980 

2、劭敬敏（1982）关于“在黑板上写字”句式的分化和变换的若干问题，载《语言教学与研

究》第 3期 

3、陆俭明（1990）变换分析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运用，《湖北大学学报》（社科版）第 3 期；

又见《陆俭明自选集》 

第三节  语义特征分析法 

一、变换分析的局限与语义特征分析的产生 

（一）变换分析法的局限 

（二）语义特征分析的产生 

1、变换分析法无法解释造成歧义现象的原因 

2、语义特征分析法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3、语义特征分析法的精神 

二、关于语义特征 

（一）语义学中分析、描写词的语义特征的三个目的： 

1、从某个特定角度对某一个语义类再进行细分类。 

2、为了凸显同属一个语义类的不同词语之间的差异 

3、在语义学里使用“语义特征”这个概念，可以用来区别看似同义实际并不同义的词 

（二）把“语义特征”这个概念术语借用到语法学中，为的是做两件事： 

1、用以解释造成同形多义句法格式的原因 

2、用以说明在某个句法格式中，为什么同时动词或同时形容词、名词，而有的能进入，有的

不能进入 

3、语法学中所讲的词的语义特征： 

（1）如果离开具体句式，单纯从词汇角度概括一些词的语义特点，那不一定有句法上的价值。 

（2）某些实词是否具有某种语义特征，只有结合具体的句法格式才能确定并概括得到 

三、关于“名词[主语]＋动词＋名词 1＋给＋名词 2”句式 

（一）这一类句式无论从层次构造或结构关系看都是一样的 

（二）它们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却并不相同 

（三）这一类句式最关键的是动词，各句的语法差异就是由句中动词决定的，是动词的不同的

语义特征决定的： 

1、表“给予” 

2、含有“取得”义 

3、含有“制作”义 

四、关于“动词＋了＋时量＋了”句法格式 

（一）这一类句式的句子词类序列相同；内部层次构造相同；直接组成成分之间的句法关系相

同 

（二）它们所表示的语法意义不尽相同，实际代表了四种不同的情况： 

1、“死了三天”中的时量成分“三天”，只指明“死”这一行动完成、实现后所经历的时间 

2、“等了三天”中的“三天”只指明“等”持续的时间 

3、“看了三天”中的“三天”，既可以指明“看”这一行为动作完成、实现后所经历的时间，

也可以指明“看”持续的时间 

4、“挂了三天”中的“三天”既可以指明“挂”这一动作完成、实现后所经历的时间，也可以

指明“挂”持续的时间；还可以指明由行为动作造成的“事物存在状态”所持续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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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造成语义不同的关键就在于动词，动词可分为几类： 

1、＋瞬间完成；－持续；—状态持续 

2、－瞬间完成；＋持续；－状态持续 

3、＋瞬间完成；＋持续；－状态持续 

4、＋瞬间完成；＋持续；＋状态持续 

五、关于“V有……”格式 

（一）该格式有多种意义 

（二）动词 V可分三类 

1、占有、留有、著有……——领有 

2、刻有、写有、附有……——使附着 

3、藏有、存有、怀有……——既有“领有”义，又有“使附着”义 

六、关于“形容词＋（一）点儿！”祈使句式 

（一）这一句式对形容词的有一定的选择性 

（二）全面考察，认真分析这里的形容词所具有的语义特征 

（三）通过比较、分析总结这一句式里的形容词的语义特征 

七、关于“名词语＋了”句法格式 

（一）这一句式对名词有一定的选择性 

（二）分析这种名词的语义特征 

1、名词所表示的事物属于带有顺序性而又周而复始不断循环出现 

2、名词所表示的事物属于带有顺序性并带有时间推移性的事物，而且是单向推移 

3、名词所表示的事物属于带有顺序性并带有时间推移性的，而且是双向推移 

4、有些地名词所表示的地方处于某条交通线上 

5、有些指人的名词、菜肴的名字，所表示的事物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作为某个系列中的一个成

员 

6、总结这种名词的语义特征——表示“到什么程度或地步了” 

八、关于语义特征分析 

“语义特征分析”的定义 

复习与思考题： 

1、语义特征分析法的要领有哪些？ 

2、语义特征分析法的优点是什么？ 

3、语义特征分析法的缺点是什么？ 

4、语义特征分析法的作用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马庆株（1981）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中国语文》第 2期 

2、陆俭明（1990）“VA了”述补结构语义分析，《汉语学习》第 1期 

3、陆俭明（1991）语义特征分析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运用，《汉语学习》第 1期 

4、袁毓林（1993）《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四节  配价分析法 

一、语法研究中的“配价”思想及配价语法分析 

（一）“配价”概念的来源 

（二）配价语法理论的基本精神： 

1、句法旨在研究句子，对于句子不仅要注意它所包含的词，更要注意它所隐含的词与词之间

的句法关联 

2、动词是句子的核心，我们所要注意的句法关联就是动词与由名词性词语形成的行动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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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联 

3、动词所关联的行动元的多少就决定动词配价数目 

4、与动词所关联并能决定动词配价数的行动元是指在句子里位于动词前后的主语、宾语的名

词性成分 

5、动词按配价分类 

（1）一个动词如果只能支配一个行动元，也就是说这个动词后面不能带宾语，那它就是一价

动词 

（2）一个动词如果能支配两个行动元，而且也只能支配两个行动元，也就是说它能带一个宾

语，而且也只能带一个宾语，那它就是二价动词 

（3）一个动词如果能支配三个行动元，也就是说它后面能带两个宾语，那它就是三价动词 

二、“喝啤酒的学生”和“喝啤酒的方式”在语法上有区别吗？ 

（一）似乎没有区别 

（二）值得注意的是前一个句子里的“学生”有时可以省略，后一个则不可 

（三）层次分析法、变换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都无法解释这一现象 

（四）配价分析法的解释： 

1、“学生”是“喝”的施事，“啤酒”可以成为“喝”的受事 

2、“方式”不能成为“喝”的施事或受事 

3、区别在于：“学生”可以成为“喝”的配价成分；“方式”不可能 

（五）其他实例 

三、“VP＋的”这种“的”字结构的指称和歧视问题 

（一）原来“VP＋的”形成的“的”字结构能不能作主宾语来指称事物，会不会产生歧义，都

跟动词的配价问题有关，决定于以下两点： 

1、VP中 V的配价数 

2、V的配价成分在 VP中出现的数目 

（二）“VP＋的”形成的“的”字结构能不能作主宾语来指称事物的规律 

1、由一价动词构成的“VP＋的”，如果 V的配价成分没有在 VP里出现，就能单独作主宾语用

来指出事物 

2、由二价动词 V构成的“VP＋的”，如果 V的两个配价成分都在 VP中出现，就不能作主宾语

指称事物 

3、由三价动词 V构成的“VP＋的”的“的”字结构，其情况可以按照上面的情况类推 

4、一种例外情况 

（三）什么样的“VP的”会有歧义？ 

1、有歧义的“VP的”，其中的 V一定是二价动词或三价动词不可能是一价动词 

2、在“VP的”里所缺省的动词配价成分一定不止一个 

四、“放了一只鸽子”和“飞了一只鸽子”在语法上有区别吗？ 

乍一看，二者在语法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 

1、词类序列相同，都是“V＋了＋NP” 

2、内部的构造层次相同 

3、都可以变换为“把”字句 

五、形容词都能受“对……”这一介词结构修饰吗？ 

（一）这一结构既能修饰动词性词语，也能修饰形容词性词语 

（二）不是所有的形容词都能够受这一介词结构的修饰呢？ 

（三）这里的形容词的语义特征 

（四）二价形容词，根据其具体意义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1、情感态度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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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验认知类 

3、有用无益类 

4、公平、平等类 

六、介词结构“对……”能作什么样的名词的定语？ 

（一）是不是所有名词都能受这一介词结构的修饰？ 

1、表示具体事物的名词都不能受这一介词结构的修饰 

2、表示抽象事物的单音节名词也不能受这一介词结构的修饰 

（二）名词的价 

1、如果不要求与一种性质的名词在语义上与之构成依存关系，为零价名词 

2、如果只要求与一种性质的名词在语义上与之构成依存关系，为一价名词 

3、如果要求与两种性质的名词在语义上与之构成依存关系，为二价名词 

4、目前为止还没发现三价名词 

（三）二价名词从语义上看，有以下四类： 

1、情感、态度类 

2、见解、论点类 

3、作用、意义类 

4、方针政策类 

（四）为什么“对校长的意见”有歧义？ 

七、为什么可以说“他是王刚的老师”却不能说“*他是王刚的教师”？ 

复习与思考题： 

1、配价分析法的要领有哪些？ 

2、配价分析法的优点是什么？ 

3、配价分析法的缺点是什么？ 

4、配价分析法的作用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张国宪（1994），有关汉语配价的几个理论问题，《汉语学习》第 4期 

2、周国光（1995），现代汉语形容词配价研究述评，《汉语学习》第 2期 

3、沈阳（2000），《配价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语文出版社 

4、刘丹青（1987），形名同现及形容词的向，《南京师大学报》第 3期 

第五节  语义指向分析 

一、为什么“只吃了一个面包”里的“一”有时能省略，有时不能省略？ 

（一）无法通过其他分析法分析，语义分析法应运而生 

（二）究其原因，跟“只”的语义指向有关 

二、语义指向和语义指向分析 

（一）“语义指向”的含义 

1、狭义理解——指矩阵某个句法成分与哪一个成分之间有语义联系 

2、广义理解——包括语义所指 

（1）对“指向”的理解 

（2）对“所指”的理解 

3、本文所说的“语义指向”是按狭义理解的 

4、“语义指向分析法”的内含 

三、是不是每个句法成分都有语义指向的问题？ 

（一）理论上应该是，但实际上不是。值得考察语义指向的三个句法成分： 

1、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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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指向施事 

（2）指向受事 

（3）指向工具 

（4）指向动作本身 

2、修饰语 

（1）状语 

（2）定语 

3、谓语 

（1）可以指向句内成分，如主语 

（2）也可以指向句外成分，即句中未出现的成分 

4、语义指向是指“句法成分的语义指向” 

5、主要关注、探究补语、修饰语、谓语这三种句法成分的语义指向 

四、对于句法成分的语义指向需考虑哪些问题？ 

（一）前指还是后指？ 

1、前指 

2、后指 

（二）指向句内成分，还是指向句外成分？ 

1、指向句内成分 

2、指向句外成分 

（三）指向名词性成分，还是谓词性成分，还是数量成分？ 

1、指向名词性成分 

2、指向谓词性成分 

3、指向数量成分 

（四）是指向施事，还是受事，还是工具，还是处所，还是别的什么？ 

1、指向施事 

2、指向受事 

3、指向工具 

4、指向处所 

5、指向其他 

五、对被指向的成分是否会有某些特殊的要求？以副词“总共”为例，在语义指向上有四个特

点： 

（一）只能后指 

（二）只能指向数量成分 

（三）只能指向有明确范围的数量成分 

（四）那数量成分不能再受限制性定语的修饰 

六、“究竟”在句中为什么有时能移位，有时不能移位？ 

用作疑问句里的“究竟”在语义指向上有两个特点： 

（一）它只能指向一个具体的疑问形式 

（二）它只能后指 

七、“吃了他三个苹果”到底该看作单宾语结构还是双宾语结构？ 

语义指向分析可以为“双宾”说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角度——利用“总共”“一共”一类副词在

语义指向上的特点来说明，论证过程： 

（一）“总共”“一共”在语义指向上有一个特点——所指数量成分不能再受限制性定语的修饰 

（二）“给了他三个苹果”是大家公认的双宾结构，而“总共/一共”可以修饰这种双宾结构 

（三）“总共/一共”同样能修饰有争议的“吃了他三个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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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语义指向分析的作用 

（一）可以进一步帮助分化歧义句式 

1、语义指向可以帮助分化歧义句式 

2、语义指向还可以有助于解释造成歧义的原因 

（二）为解释某些语法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 

1、对“究竟”的移位现象的解释 

2、对“洗净了”和“洗累了”在结构上的区别的解释 

（三）能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将语法研究引向深入 

1、副词的语义指向问题，如对“分别”的解释： 

（1）先后单独 

（2）同时 

（3）单独 

（4）另外，为什么有些副词一定指后？有些只能指前？决定因素？有无规律？ 

2、补语的语义指向问题 

（1）补语在语义上到底能指向哪些方面？ 

（2）造成不同语义之相的内在规律是什么？ 

（3）造成某个述补结构的补语在语义指向有歧解，其条件是什么？ 

3、状语的语义指向问题 

（1）状态词充任状语时的语义指向 

（2）怎样谈谈各种状语造成不同语义指向的内在规律？ 

（3）怎样根据不同的语义指向给所充任的词语分类？ 

（4）什么情况下状语在语义上指向句内成分，什么情况下指向句外成分？ 

复习与思考题： 

1、语义指向分析法的要领有哪些？ 

2、语义指向分析法的优点是什么？ 

3、语义指向分析法的缺点是什么？ 

4、语义指向分析法的作用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周刚（1998）语义指向分析刍议，《语文研究》第 3期 

2、周烈婷（1998）现代汉语状态补语的语义指向，《语文建设通讯》第 55期，香港 

3、劭敬敏（1980）副词在句法结构中的语义指向初探，《汉语论丛》，华东师大出版社 

4、陆俭明（1997）关于语义指向分析，《中国语言论丛》第一辑 

第三章  范畴研究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数量范畴对汉语句法的制约作用； 

2．领属范畴对汉语句法的制约作用； 

3．自主范畴对汉语句法的制约作用。 

学习目标： 

1．了解数量范畴、领属范畴、自主范畴对汉语句法的制约作用； 

2．掌握从数量范畴、领属范畴、自主范畴的角度分析相关的汉语句法问题。 

具体内容？ 

第一节  汉语句法研究中所要关注的语义问题和汉语中的数量短语和数量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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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语句法研究中所要关注的语义问题 

（一）对“语义范畴”的理解 

（二）汉语句法研究中所要关注的语义问题： 

1、实词的自身义 

（1）概念义，包括概念外延义和概念内涵义 

（2）指称义，包括诸如名词的“有指～无指”义等 

（3）语义特征 

2、实词之间的关系义 

（1）“格”和“语义角色” 

（2）论元和配价成分 

（3）词语之间的制约关系 

（4）语义指向 

（5）所指 

（6）信息焦点 

3、特点范畴义 

（1）某种特定的范畴所赋予的意义 

4、实词之间的组合义 

（1）句法结构关系所赋予的意义 

（2）语义结构关系所赋予的意义 

5、句式义 

（1）一定的句式所赋予的意义 

6、语用义 

（1）语用因素所赋予的意义 

7、认知义 

（1）认知因素所赋予的意义 

二、汉语中的数量短语和数量范畴 

（一）汉语里的数量短语的四种形式： 

1、数词＋量词＋（名词） 

2、“数量”＋（名词） 

3、每＋数词＋量词＋（名词） 

4、指示代词＋数词＋量词＋（名词） 

（二）现代汉语里数量短语的四方面作用： 

1、表示数量 

2、起指代作用 

3、用以构成某种特殊的句式 

4、对某些句法结构起某种制约作用 

第二节 数量范畴、领属范畴、自主范畴对汉语句法的制约作用 

一、数量范畴对汉语句法的制约作用 

（一）某些句法组合必须要求有数量短语同现。语言事实如： 

1、汉语的双宾结构类型很多 

（1）一种是直接宾语未结果宾语的双宾结构，结果宾语部分一定得有数量词，否则不成立 

（2）另一种双宾结构是直接宾语是述语动词的受事或施事，间接宾语则是表示事物位移终点

的处所宾语 

2、汉语虚指宾语“他/它”的双宾结构，那后续成分也必须是个数量短语，否则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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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代汉语里的形容词和区别词都能不带“的”直接作名词的定语。 

4、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如果要修饰名词都必须后面加“的”转化为状态词性的成分 

5、疑问代词“怎么”和“怎么样”不带“的”都不能直接修饰名词作定语。 

6、时间副词“已经”和“曾经”都可以修饰由否定副词“没（有）”形成的否定形式，但条件

是“没有”前必须有表示时量的数量成分。 

7、现代汉语里作为形容词的“多”和“少”都不能直接修饰名词作定语。 

（二）某些句法组合如果不含有数量短语，那么只能是粘着的。 

1、典型的双宾结构是表示“给予”义的双宾结构，不管直接宾语是不是数量短语，所形成的

双宾语结构都是自由的。 

2、“动词＋了＋名词”这种述宾结构是粘着的，单独站不住。 

3、宾语所指可以是述语动词的施事，这是汉语语法特点之一。施事宾语句大致可分四类： 

（1）表示存在 

（2）表示出现 

（3）表示消失 

（4）表示容纳量 

4、方位结构可以直接作宾语 

（三）某些句法组合排斥数量短语 

1、“名词[处所]＋动词＋着＋名词语”这个歧义句式既可以表示存在，表静态；又可以表示活

动，表动态。 

2、疑问代词“怎么”作定语，中心语一定得有数量词，否则不成立。 

3、副词“再”可以用来表示重复 

二、领属范畴对汉语句法的制约作用 

（一）按说受事主语句谓语动词不能再带受事宾语 

（二）在现代汉语中，“把”字句和“被”字句可以重置整合在一起 

（三）主谓词组可以带“地”作状语，而其条件也是要求全句主语跟作状语的主谓词组的主语

之间有领属关系。 

（四）运用配价理论研究“VP＋的”这种结构的歧义情况 

（五）双宾句里的远宾语，排斥表示“称谓领属”和“占有领属”的领属性偏正结构 

（六）句子谓语动词的论元可以用“的”字结构来提取。 

（七）大、小主语之间为施受关系的主谓谓语句有两种格式 

（八）对“木头桌子坏了。”和“桌子腿儿坏了。” 

（九）有时，虽然属于领属关系，但两事物之间的领属关系是行为动作之前就具有的，还是在

行为动作之后才具有的，这也会对句法产生影响。 

三、自主范畴对汉语句法的制约作用 

（一）凡自主动词能进入“别……”和“别……了”两种格式，非自主动词之多能进入“别……

了”格式。 

（二）“一下”表示不定短语时量时，只能出现在自主动词后面，不能出现在非自主动词后面。 

（三）“加以”“进行”“给以”等形式动词后面都只能以双音节为宾语。 

（四）表示方式的副词都能修饰动作动词作状语，但是只能修饰自主动词，不能修饰非自主动

词。 

复习与思考题： 

1、数量范畴对汉语句法有怎样的制约作用？ 

2、领属范畴对汉语句法有怎样的制约作用？ 

3、自主范畴对汉语句法有怎样的制约作用？ 

拓展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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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2003）《现代汉语专题教程，第三章“语法”》，北京大

学出版社 

2、刘叔新（1996）谈汉语语法范畴的研究，《语法学探微》，南开大学出版社 

3、陆俭明（1993）《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商务印数馆 

4、马庆株（1998）《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第四章  汉语虚词研究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虚词的用法； 

2．虚词的意义； 

3．研究虚词意义的基本方法——比较分析； 

4．虚词研究中的语义背景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汉语虚词的用法及意义、虚词研究中的语义背景分析方法。 

2．掌握研究虚词意义和用法的方法。 

具体内容： 

一、虚词在汉语中的重要地位 

二、虚词研究的重要性 

三、关于虚词用法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研究 

（一）句类 

1、“或者”与“还是” 

2、语气词“吗”与“呢” 

3、“更”与“最” 

4、“稍”与“较” 

（二）词类 

1、连词“和”与“并” 

2、程度副词“老”与“很” 

（三）音节 

1、有的副词要求所修饰的成分必须是个单音节词，如“过” 

2、有的副词可以修饰一个词组，但是要求紧跟在它后面的必须是个单音节词，如“足” 

3、有的副词要求所修饰的必须是个双音节成分，如“大力” 

4、其他词类里的虚词对音节也有特殊要求，如助词“与否”等 

（四）轻重音 

1、“都” 

2、“已经”修饰数量词时 

3、“再”表重复时 

（五）肯定与否定 

1、有的虚词只能同否定形式直接发生关系。 

2、有的则只能同肯定形式直接发生关系。 

3、有些虚词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或用法，而这在肯定、否定的要求上也正好形成对立。 

4、有的既能用于肯定，也能用于否定，意思却一样。 

（六）简单与复杂 

1、由“把”组成的介词结构后面一定得跟一个复杂形式 

2、副词“终究、往往、白白、恐怕、略微”要求所修饰的成分必须是个复杂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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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必将、常常、白、也许、较为”没有上面这种要求 

4、由“对于”组成的介词结构作状语时，一般要求中心语是个复杂形式 

5、由“对”组成的介词结构作状语时，没有上面这种要求 

（七）位置 

1、在“把”字句和“被”字句中，否定副词和能愿动词只能放在“把”“被”的前面 

2、介词结构“关于……”只能放在主语前面，介词结构“对于……”就没有这种限制 

（八）跟其他词语的配搭 

1、“只有”要求与“才”相配 

2、“只要”要求与“就”相配 

3、程度副词“怪”要求与“的”相配 

4、“恐怕”要求与语气词“吧”相配 

5、“本来”要求与“嘛”相配 

6、“不过”“只”要求与“罢了”“而已”相配 

7、“难道”“莫非”要求与“不成”相配 

四、关于虚词意义的研究 

（一）虚词意义的研究的困难 

1、虚词意义的虚灵 

2、虚词意义的复杂性，包括： 

（1）虚词本身所表示的语法意义 

（2）虚词使用的语用意义 

3、以对连词“以致”的研究为例 

（二）研究虚词意义方法至关重要 

五、研究虚词意义的基本方法——比较分析 

（一）陆俭明、马真（1985，1999）列出了四种比较方法： 

1、把彼此同义或近义的虚词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辨析 

2、把包含有某虚词的句子跟抽掉该虚词的句子拿来比较，即作有无某虚词的比较 

3、将意义相对的虚词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4、把说明同一方面问题的虚词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辨析 

5、将形似实异的虚词放在一起进行辨析，以区别貌似一样实质不同的虚词。 

（二）对这四种比较的说明： 

1、关于第一种比较——把同义或近义的虚词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 

（1）这是虚词研究中最需要、最有效的一种比较 

（2）这种比较最好都联系具体的句式来进行比较 

（3）如“更加”与“越发” 

2、关于第二种比较——有无的比较 

（1）对“有无的比较”的解释 

（2）这是准确把握一个虚词意义的另一种有效的方法，也是虚词研究中经常采用的方法。 

（3）虚词意义研究上的许多重要进展，某个新的虚词的确切释义都是采用这种方法获得的。 

（4）以探讨语气词“好了”的语法意义为例加以说明 

3、关于第三种比较——将意义相对的虚词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1）有助于我们辩明各个虚词各自表示的语法意义。 

（2）以介词“把”和“被”的比较为例。 

（3）以副词“才”和“就”的比较为例 

4、关于第四种比较——把说明同一方面问题的虚词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辨析 

（1）以语气词“吗”和“吧”的对比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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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多”“可”“太”“真”“好”的对比为例 

（三）综合运用各种比较方法 

1、在研究虚词的过程中，各种比较往往是综合运用的 

2、以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的研究为例 

六、虚词研究中的语义背景分析 

（一）对“虚词语义背景”的理解 

（二）举例说明对虚词语义背景的分析 

1、对“反而”的研究，使用“反而”的语义背景是： 

（1）甲现象或情况出现或发生了 

（2）按说[常情]/原想[预料]甲现象或情况的出现或发生会引起乙现象或情况的出现或发生 

（3）事实上乙现象或情况没有出现或发生 

（4）倒出现或发生了与乙相背的丙现象或情况 

2、对表加强否定语气的副词“并”和“又”的研究 

复习与思考题： 

1、对虚词用法的研究的方法有哪些？ 

2、对虚词意义的研究的方法有哪些？ 

3、利用比较分析法来分析语气词“吗”和“呢”的语气意义。 

拓展阅读书目： 

1、陆俭明（1980）关于汉语虚词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4期 

2、陆俭明（1984）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中国语文》第 5期 

3、陆俭明、马真（1985，1999）《现代汉语 虚词散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4、吕叔湘（1977）通过对比研究语法，《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2期 

第五章  形式学派与功能学派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对形式学派的了解与认识； 

2．乔姆斯基形式学派的思想； 

3．功能学派的兴起； 

4．功能学派的思想观点。 

学习目标： 

1．了解形式学派和功能学派的产生。 

2．掌握形式学派和功能学派的思想观点。 

具体内容： 

第一节  形式学派的研究思路 

一、形式学派的主要派别 

（一）结构主义形式学派，以德·索绪尔的理论为指导。 

（二）乔木斯基形式学派 

1、兴起于上世纪 50年代 

2、以探求人类语言机制、人类语言高度概括的普遍语法为研究目标 

3、哲学基础是笛卡尔的唯理主义，或者说理性主义 

（三）非乔木斯基形式学派 

1、产生于乔木斯基学说以后 

2、作为乔木斯基学说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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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有词汇功能语法等学说 

二、美国结构主义形式学派的语言研究 

（一）美国结构主义形式学派依据索绪尔的语言理论 

（二）鲍阿斯和萨丕尔是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先驱 

（三）刺激－反映说 

（四）面对未知语言的大量的语言材料，他们主要做这样四步工作： 

1、运用国际音标采取如实记音的办法，尽可能记录大批语言资料 

2、分析这些语言资料 

3、对每一个层面上的单位开出一个清单来，并分别考察它们的分布情况 

4、根据分布，对每一个层面上的单位进行分类 

三、关于切分、语言单位同一性的认定、分类 

（一）“切分”的理解 

（二）语言单位同一性的认定 

（三）做切分和语言单位同一性认定的工作： 

1、采用替换分析法 

2、遵守“同一性”原则 

（四）“替换”及其操作方法 

1、替换 

2、划分词类也需要运用替换分析法，以确定形容词可以用以下两条具体的标准： 

（1）能出现在下列框架里：“很＋（）” 

（2）不能出现在下列框架里：“很（）宾语” 

（五）“同一性”原则——同音同义 

1、“同一性”原则是解决语法单位等同问题所遵循或者说所依据的唯一原则。 

2、如“同学”的“同”与“一同”的“同” 

（六）分类 

1、分类的根本依据是语言单位的分布 

2、语言学里的“分布”是什么意思？实际有两种含义： 

（1）指某个语言成分能或不能在哪个位置或者说在哪个环境里出现 

（2）指某个语言成分能或不能出现的位置或者说环境的总和 

3、“分布”这个概念在具体使用过程中还有两种情况： 

（1）等同分布 

（2）互补分布 

4、语言单位的分布，在语言研究中的作用主要有两个： 

（1）作为语言单位分类的依据 

（2）作为确定语言单位同一性的依据 

A 语音研究的实际 

B 语法研究的实际 

四、再说层次分析 

（一）对已经学过的层次分析法进行回顾 

（二）进一步了解替换与扩展 

1、替换 

（1）等量替换 

（2）差量替换 

2、扩展 

（1）更迭性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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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组合性扩展 

（3）插入性扩展 

五、两种描写模型 

对语言事实的语法描写中，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提出了两种模型： 

（一）项目和排列 

1、对“项目”的理解 

2、对“排列”的理解 

3、“项目和排列”模型 

（二）项目和手续 

1、对“项目”的理解 

2、对“手续”的理解 

3、“项目和手续”模型 

六、乔木斯基形式学派的研究思路 

（一）美国结构主义语法理论始终没有脱离传统轨道 

（二）乔姆斯基简介 

（三）乔姆斯基的假设： 

1、语法的天赋性和自足性 

2、原则与 参数理论 

3、语法简约性 

（四）乔姆斯基形式学派的研究思路是：不仅描写而且要解释 

七、乔木斯基的思想观点 

（一）强调语言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对语言现象进行充分而又合理的解释 

（二）人类语言存在着普遍语法，存在共性，其差异只是参数不同而已 

（三）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则应该是高度概括的，因而可以根据这些规则生成各种语言的所有合

法的结构 

（四）人脑里天生有一种内在的语言机制 

（五）乔姆斯基理论的影响 

八、乔姆斯基理论与汉语研究 

（一）乔姆斯基理论问世至今，经历了五个阶段： 

1、第一语言模式时期 

2、标准理论时期 

3、修正的扩充的标准理论时期 

4、支配和约束理论时期 

5、最简方案时期 

（二）中国大陆乔姆斯基代表性论著的译本 

（三）乔姆斯基理论的运用 

九、用乔木斯基理论重新分析“NP＋的＋VP”这一名词性结构 

（一）对这一结构的讨论的焦点： 

1、这些结构里的“VP”仍是动词形容词还是名词化了？ 

2、这类结构是否跟布龙菲尔德所提出的向心结构的理论相悖？ 

（二）形成的三种意见： 

1、这类结构里的“VP”仍是谓词，布氏的理论需修改 

2、布氏的理论无需修改，这类结构里的“VP”已经名词化了 

3、这类结构里的“VP”仍是谓词，布是的理论也无需修改 

（三）对以上三种意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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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种 

2、第二种 

3、第三种 

（四）运用乔姆斯基的形式语法学理论中的“中心词理论”对这类结构进行再分析 

第二节  功能学派的研究思路 

一、功能学派的兴起及其渊源 

（一）从以美国描写语言学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到以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为代表的

形式语言学 

（二）从形式语言学派到功能语言学派 

1、功能学派兴起于 20世纪 60年代中后期 

2、直接受布拉格学派“语言功能论”的影响 

3、功能学派对于“语法自主性”问题的认识 

（1）少数人完全否认语法自主性 

（2）多数人认为功能分析和形式分析都需要，只是以功能为主以形式为辅 

二、功能学派面面观 

（一）系统功能语法 

1、以韩礼德为代表 

2、强调“从语言环境着手来研究语言” 

（1）言语参与者的有关特征，包括言语参与者的言语行为特征和非言语行为特征 

（2）跟言语行为有关的客观情况与事件 

（3）言语行为的效果 

3、分析语言环境和语义时可以从以下四个层面进行研究： 

（1）语音层面 

（2）词汇语义层面 

（3）语法层面 

（4）语言环境层面 

（二）语言类型学 

1、以格林伯格和汤姆逊为代表 

2、语言类型学与生成语言学派的不同 

（1）生成学派认为人类语言能力与生俱来，研究目标是求得人类语言普遍法则，所以重视样

本和演绎 

（2）语言类型学把语言视为人类的一种行为，研究目标是求得不同语言所共有的“蕴涵共性” 

（3）语言类型学着眼于语法结构与语义的关系的研究 

（4）语言类型学着眼于语法结构与交际需要的关系的研究 

（5）语言类型学重视的是统计和归纳 

3、格林伯格以四种参数来区分人类语言的语序类型 

（1）动词和宾语的次序，是 VO还是 OV？ 

（2）介词的性质，是前置词还是后置词？ 

（3）修饰性的形容词与被修饰的名词的次序，是 AN还是 NA? 

（4）领有格成分与所领有成分的次序，是 GN还是 NG？ 

（三）篇章分析 

1、“篇章分析”一词的由来 

2、学界对篇章研究的认识有两点共识 

（1）研究大于句子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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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实际运用的语言 

3、篇章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篇章现象，包括： 

（1）篇章连贯 

（2）篇章结构 

4、篇章研究又分为： 

（1）理论研究 

（2）应用研究 

（四）社会语言学 

1、以美国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为代表 

2、研究对象——语言的社会变体和层面 

3、对社会语言学的理解 

（1）狭义 

（2）广义 

4、社会语言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1）调查 

（2）描写 

（3）分析统计 

（4）解释 

（五）认知语言学 

1、以朗格尔和雷柯夫为代表 

（1）朗格尔 

（2）雷柯夫 

2、认知语言学的主要主张 

3、认知语言学的经验基础 

（1）范畴化 

（2）隐喻 

（3）意象 

（4）图式 

三、关于主语和谓语、主位和述位、话题和陈述 

（一）主语和谓语 

（二）主位和述位 

（三）话题和陈述 

四、“我不知道她不在家”和“我不希望她不在家” 

（一）两句的区别 

1、我不知道她不在家≠我知道她在家 

2、我不希望她不在家＝我希望她在家 

（二）情态类或意愿类词语在语义表达上： 

1、在语义上，自右向左的词语有蕴涵关系，反方向则没有 

2、就否定情况看，对弱项词语的否定，得到的是否定等级上的一个强项而不是弱项或中项的

意思 

五、关于“汉语式话题句” 

一般认为“汉语式话题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类： 

（一）话题与句子谓语动词以某种特殊的副词相联系 

（二）两个句首名词语都可以理解为谓语动词的施动者 

（三）句首两个名词语之间或是类属关系，或是群体与个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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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般所说的名词谓语句 

（五）句首名词语是后面主谓句的关涉对象 

（六）句首两个名词语之间是换位的稀松的领属关系 

六、汉语和英语在“东西”“南北”说法上的差异 

（一）汉语的说法 

1、按照“东西南北”的顺序顺向组合，不可逆向组合 

2、没有“东东、西西、南南、北北”的说法 

（二）英语的说法 

1、在具体组合上，顺序跟汉语的正好相反 

2、并列型的，不仅顺序跟汉语相反，中间还得加连词 and 

（三）分析两种语言的差异 

七、汉语和英语在回答是非问句生用“是”和用“不”的差异 

八、对双宾结构的再认识 

（一）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 

（二）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三）朱德熙《语法讲义》 

（四）美国生成语法学家的观点——双宾结构中的两个宾语不在一个层级上 

复习与思考题： 

1、谈谈你对对形式学派的认识 

2、简述乔姆斯基理论形成的过程 

3、简述乔姆斯基理论的主要观点 

4、谈谈你对功能学派的认识 

5、简述功能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 

拓展阅读书目： 

1、陈松岑（1999）《语言变异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 

2、程工（1999）《语言共性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3、沈家煊（1998）《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 

4、徐烈炯（1999）《共性与个性》，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2  

2 第一章 词类研究 2  

3 第二章 汉语句法分析 第一节 层次分析法 2  

4 第二章 汉语句法分析 第二节 变换分析法 4  

5 第二章 汉语句法分析 第三节 语义特征分析法 4  

6 第二章 汉语句法分析 第四节 配价分析法 2  

7 第二章 汉语句法分析 第五节 语义指向分析法 2  

8 第三章 范畴研究 4  

9 第四章 汉语虚词研究 4  

10 第五章 形式学派与功能学派 6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 

后续课程：法律语言学、语用学研究、应用语言学研究、话语分析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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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变换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配价分析法、语义指向分析法、形式学派和功能学派的

思想观点。 

难点：几种句法层次分析法的具体操作。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课堂练习 

3.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讲练结合的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50%，期末成绩占 50%。平时成绩包括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

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陆俭明编著《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7月 第 4版（21世纪汉

语言专业规划教程、博雅专题研究教材系列） 

（二）推荐参考书 

1. 陈保亚编著《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 

2. 沈家煊著《认知与汉语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 

3.沈家煊著《语法六讲》，商务印书馆，2011年 

4.袁毓林著《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5.张斌著《现代汉语语法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6.朱德熙著《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 

7.朱德熙著《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1985年  

执笔：张彦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8日 

 

语言学经典著作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Classical Linguistic Works 

课程号：40705062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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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对语言学史上经典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介绍，增强学生的语言学研究能力； 

2、增加对语言学研究的兴趣，并有能力阅读相对抽象的西方语言学名著； 

3、从选读中领悟思考的重要性。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了解语言学的重要思想、主要理论以及常用方法，以此增强语言学

方面的兴趣以及思考、研究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第一章 语言学概述 

本章教学目的和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语言的概念； 

2、了解语言学的发展历史； 

3、了解语言学当前的重要流派及主张。 

重点：了解语言学当前的重要流派及主张。 

难点：不同语言学流派之间的差别。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语言是什么 

何为语言？由于研究方法和角度的不同，学者对“语言”的定义多种多样，具有代表性的定义

有： 

1、语言是符号系统，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语义为意义内容的，音义结合的词汇建筑材料

和语法组织规律的体系。 

2、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进行思维和传递信息的工具。 

3、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4、语言是思想的外壳。 

5、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6、语言本身自成系统，与交际、思维、文化有密切关系。 

总的来说，语言可以从其自身的符号系统来定义，也可以从语言和社会、思维、文化等外在因

素的关联来定义。 

第二节 语言学发展简史 

一、语言起源的讨论 

“汪汪”论 

叮当论 

劳动论 

感情论 

二、传统语言学 

人类对语言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语言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当

时的语言研究是在哲学研究的范围内展开的，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

就对语言问题进行过两场有名的大论战。 

第一场论战是在“自然发生派”和“约定俗成派”之间展开的。“自然说-规约说”论战的焦

点集中在语言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上。“自然发生派”认为，单词的形式反映了事物的本质，

也就是说事物的名称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他们以语言中的象声词为依据，得出语言是自然

发生的结论。“约定俗成派”则认为，事物的命名是人们在实践中互相约定的，和事物的性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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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必然的联系。语言中的象声词是极少数，即使没有它们也不会影响语言交际。由此，他们认为

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产物。 

这场论战持续了很久。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但它促进了对词源的研究，对词的各种关系的

分类产生了兴趣，可以说是开创了在哲学这个总的框架中研究语法的先河。 

第二场论战与第一场论战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在“变则派”与“类推派”之间展开的。争论

的焦点集中在语法结构是否规则这一问题上。“变则派”认为，由于语言是自然发生的，所以也是

不规则的，并以语言中许多不规则现象作为立论的依据。“类推派”则认为宇宙间日月的运行、四

季的轮转是有规律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受法则支配的，语言也不例外。它虽然有不规则的现

象，但总体来说还是规则的。由于希腊语既有规则的成分，也有不规则的因素，所以论战的双方谁

也说服不了谁。但双方都对语法理论的产生有较大的贡献。“变则派”的贡献在于他们辨别出了主

要的语法范畴；“类推派”的贡献则在于他们确定了主要的屈折变化形式。 

虽然传统语言学对语言的本质、语言符号的产生甚至语言的符号系统都进行了探索，但探索还

远远不够，而且传统语言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都是

在哲学讨论的分支下，或者是作为神学的一种附庸，是为解释以前的神学而进行的语言的研究，所

以侧重语音学、词源学。 

三、历史比较语言学 

这个局面一直到了 17世纪末 18世纪初才被打破，这个时期历史比较语言学诞生了，语言学从

此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也是我们所说的现代语言学的开端。 

在现代语言学发展的初期，历史比较语言学通过在世界各地搜集和整理语言标本，通过丰富的

第一手资料的比较、分类、归纳、总结，发现了语言的不断演变发展的客观历史。语言学家在把各

个时期的语言、语法、词汇对应关系加以对比研究后，证实了印欧诸语言的有机联系，并且开始研

究本族语及其亲属语言的联系和它们的发展规律，从而打破了形而上学的固定不变的框架，建立了

现代语言学的第一个里程碑。但是历史比较语言学也有它的局限性：它过分偏重于语言的纵向历史

研究，面忽视了横向的系统研究。到了 20 世纪初，现代语言学进入了第二个时期，产生了结构主

义语言学。 

四、结构主义语言学 

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每种语言都有一套独特的关系结构，语言中的个别单位都是在跟其他单位

的区别和对立中存在的，而不是孤立存在的。也就是说，结构主义：注重关系，否定实体，它的哲

学基础是逻辑实证主义。 

代表人物及著作：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语言论》 

五、转换生成语言学 

本世纪 50 年代后期，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1928 年－ ）的《句法结构》问世在语言学界

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学派——转换生成派。转换生成派在美国结构主义

学派的土壤上产生，并在同结构主义决裂和挑战的过程中成长起来。 

六、功能语言学 

在二十世纪语言学的发展里，有两对概念特别重要。第一对是"面向经验"（experience 

oriented）语言学和"面向理论"（theory oriented）语言学。前者把语言看成是人类的一种行为，

后者则把语言看作是一种素质或机制。第二对是"形式主义"语言学和"功能主义"语言学。形式主义

语言学致力于自然语言形式特征的刻划，功能主义语言学则强调对语言形式传递信息的动能解释。

形式和功能是语言的两个互为依存的方面，这两种语言学的区别表面上是对这两个方面选择的不

同，其深层则仍是两种语言观的对立：是把语言看成一种自足的符号系统，还是把语言看作是结构

上受到人类认知能力和语境限制的工具。 

第三节 语言学的重要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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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构语言学 

语言是一套规则体系，可以从音位入手对语言的结构进行描写。 

二、形式语言学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能力是天赋的，语言学应该和自然科学一样，可以从假设出发，进行推演并

形式化。而且乔姆斯基区分了语言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他认为语言学家的任务是揭示深层结构

到表层结构的转换，同时建立起一整套的形式化的演绎系统，这种形式系统包含有限的语法规则，

却能生成无限的符合语法的句子，并且能对句子的结构做出描写。乔姆斯基还假设人们有一种语言

习得机制，它可以用严谨的数学模型来加以类比和推导。 

三、功能语言学 

“研究语言应从语言功能入手，然后去研究语言形式”，因为“说话人先想到要表达什么，然

后才去寻找适宜的语言形式”。 

四、应用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在各个领域中实际应用的语言学分支，它研究语言如何能够得到最佳利

用的问题。 

五、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是一个以我们对世界的经验以及我们感知这个世界并将其概念化的方法、策略作为

基础和依据进行语言研究的语言学学派。 

六、计算语言学 

计算语言学（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力图通过建立形式化的数学模型来分析、处理自

然语言，并在计算机上用程序来实现分析和处理的过程，从而达到以机器来模拟人的部分乃至全部

语言能力的目的。 

课后思考题目： 

1. 请解释一下语言这个概念。 

2. 请说说语言学的发展历程。 

3. 请简单介绍一下当代语言学的重要流派及其主要观点。 

拓展阅读书目： 

1. Sapir, Edward.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1. 

2. Noam Chomsky, Syntactic Structures(2nd) [M]. Mouton de Gruyter. 2002..  
3. M. A. K. Halliday,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年。 

4.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 

5. [德]威廉⋅冯⋅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6. [美]爱德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7. [美]布龙菲尔德著，袁家骅等译，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8. [德]弗里德希里⋅温格瑞尔、汉斯-尤格⋅施密特著，彭利贞、许国萍、赵微译，认知语言学
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二章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 

本章教学目的和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洪堡特的语言观； 

2、了解《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一书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观点； 

3、了解洪堡特语言观对后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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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了解《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一书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观点。 

难点：洪堡特语言观的核心以及影响 

学时分配：6学时 

第一节 洪堡特的生平 

一、家庭环境 

二、成长经历 

三、教育背景和学术探索 

第二节 洪堡特的语言观 

一、最为突出的语言观 

1、语言是一种创造能力 

洪堡特对语言有一个基本的规定：语言是一种精神创造活动。这个规定有两层涵义：第一层涵

义，语言是人类精神的体现，精神是语言的本原、内核和动力，“精神在语言中扎下了根，并把生

命赋予了语言，就好像把灵魂赋予了它们所造就的肉体”。 第二层涵义：语言是一种创造活动。 

2、语言是一种世界观 

从语言和思维角度看，一方面语言内在形式是人类所共有的，另一方面每种语言的不同形式又

构成各自特点，每种语言的组织原则决定了该语言的音节结构、语法结构和词汇。语言不同，内在

形式也不同，语言的内在形式对相同的感觉经验整理的结果也不同，所以，语言的不同引起对客观

世界的理解和解释的不同。 

二、洪堡特的三大语言理论 

1、语言和言语的区别 

洪堡特是最早想把语言与言语区分开来的学者之一。他指出：“语言不同于每次所讲的话，它

是讲话产品的总和。” 

2、内在的语言形式 

内在的语言形式是指创造和构成语言精神活动的模式和规律，是与语言的外在形式——语音形

式（lautform）相对而言的。 

3、语言的系统性 

每种语言都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他把这个系统比作“一个出色地织造成的象征网络”. 

三、洪堡特的研究方法 

1、从纯结构的角度比较不同的语言 

洪堡特广泛地研究过不同语系的语言，以及所谓的原始语言，与同时代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强

调语言起源上的亲属关系不同，他主要是从纯结构的角度比较不同的语言。 

2、使用独特的语言比较研究范式 

洪堡特指出，整个语言研究可以分为三项：一般研究、专门研究、纯历史研究。 

3、研究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辨证方法 

一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二是语言依赖于自我又独立于自我。三是经验和思辩的结合。 

第三节 洪堡特语言思想的影响 

一、对语言学发展的影响 

新洪堡特学派 

美国人类语言学研究 

美国描写主义学派 

生成语言学派 

二、对其他学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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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 

美学 

三、局限和缺陷性 

局限：实践、深度 

缺陷：语言价值观、维度、语言与思维 

第四节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的介绍 

学生做该书的读书报告，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阅读和阐释。 

课后思考题目： 

1. “语言就是一种创造能力”应该如何理解？ 

2. 请评价一下洪堡特的语言学思想。 

3. 谈谈《论人类语言结果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书中给你留下最深印象的章节。 

拓展阅读书目： 

1. [德]威廉⋅冯⋅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2. [德]威廉·冯·洪堡特著，姚小平译，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1年。 

3. 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第三章 普通语言学教程 

本章教学目的和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索绪尔的语言思想； 

2、了解《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观点； 

3、了解索绪尔语言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重点：了解《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观点。 

难点：索绪尔语言思想的核心以及影响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索绪尔的生平活动 

一、索绪尔的生平 

二、索绪尔的活动 

三、索绪尔对语言学科的塑造 

第二节 索绪尔的语言思想 

一、语言的性质 

索绪尔对语言学框架的构建：语言和言语，他的一切语言研究都要从语言和言语出发。一旦索

绪尔把语言和言语作为起点，这就打开了他在语言内部进行深层次区分的道理，这确立了完全不同

于 19世纪历史语言学的语言学方向，可以说这是语言学史上的第一次语言学转向。 

二、语言的本质 

1、能指和所指 

能指和所指这对术语暗含着索绪尔一个很伟大的想法，就是语言就是一种表意的符号系统。这

里有两方面：一是语言是一种符号，而且语言更是一种系统。 

2、语言的符号性 

索绪尔强调，语言不单纯是一种符号，更是一个符号系统。因为语言符号只有在系统中才能有

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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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共时和历时 

索绪尔进一步提出，语言这个价值系统要在共时层面才有意义。时间因素会改变语言的事实，

因此索绪尔指出，语言研究“处在两条道路的交叉点上：一条通往历时态，另一条通往共时态”，

“共时态和历时态分别指语言的状态和演化的阶段”，因此，不得不在两者之间做出抉择。 

第三节 索绪尔语言思想的影响 

一、开辟了语言研究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结构主义及相关学派迅速发展 

三、结构主义思潮 

四、局限和缺陷性 

第四节 《普通语言学教程》的介绍 

学生做该书的读书报告，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阅读和阐释。 

课后思考题目： 

1. 索绪尔的语言本质是指什么？ 

2. 请简要介绍一下语言符号系统。 

3. 谈谈《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给你留下最深印象的章节。 

拓展阅读书目： 

1.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 

2. [美]特伦斯.戈尔登，阿贝.卢贝尔，索绪尔入门[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 

3. [美]J.卡勒著，张景智译，[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索绪尔[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年。 

4. 许国璋，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J]，《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一期。 

第四章  语言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语言的本质； 

2、了解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的代表人物及著作； 

3、了解萨丕尔的主要语言学思想。 

重点：把握萨丕尔语言学思想的主张。 

难点：萨丕尔语言学思想对语言学研究的作用。 

学时分配：6学时 

第一节 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 

一、描写主义语言学的产生背景 

土著语言描写的需求 

了解当地语言的需要 

战争和传教的需要 

二、描写主义语言学的代表人物及著作 

萨丕尔，《语言论》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 

海里斯，《结构语言学的方法》 

三、描写主义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替换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分布分析法、直接成分分析法 



5641 

第二节 萨丕尔的生平 

一、成长经历 

二、学术经历 

第三节 萨丕尔的语言观 

一、语言本质的探讨 

语言是一种非本能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 

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他把语言成分说成是一个“概念”的符号，认为语言模式决定思维模式，甚至暗示语言先于思

维。他说：“正象数学推理非借助一套适当的数学符号不能进行一样，没有语言，思维的产生和日

常运用未必更能想象。” 

三、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不仅所指是经验，而且规定经验 

萨丕尔－沃尔夫假设：语言决定论  VS  语言相对论 

第四节 萨丕尔语言思想的影响 

一、语言学的转折点 

    语言的内部走向语言的外部 

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文化对语言的模式产生影响 

三、局限和缺陷性 

缺乏科学系统 

过分强调个性 

没有深入讨论语言的心理问题 

第五节 《语言论》的介绍 

学生做该书的读书报告，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阅读和阐释。 

课后思考题目： 

1. 语言是如何起作用的？ 

2. 语言是如何演变的？ 

3.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什么？ 

4．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 Sapir, Edward.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1. 

2. [美]爱德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3. [美]爱德华⋅萨丕尔著，萨丕尔论语言、文化与人格[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4. [美]布龙菲尔德著，袁家骅等译，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第五章  句法结构 

本章教学目的和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转换生成语言学的核心思想； 

2、了解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发展；  

3、了解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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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了解转换生成语言学的核心思想和影响。 

难点：转换生成语言学的主要特征及具体分析。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乔姆斯基其人 

一、成长经历 

二、兴趣及探索 

第二节 转换生成语言学的产生背景 

一、哲学背景 

20世纪 50年代理性主义在欧美哲学思想中重新兴起了，经验主义就面临了挑战。 

二、自然科学的背景 

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学科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 50年代计算机科

学、信息论、数理逻辑以及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则对转换生成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产生了影响。 

三、语言学的背景 

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发展日渐衰落。 

第三节 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发展 

一、古典理论时期 

二、标准理论时期 

三、管辖与约束理论 

四、最简方案 

第四节 转换生成语言学的主张 

一、语言能力是内嵌的 

二、语言具有生成性 

儿童生下来就具有一种普遍语法，这种普遍语法的实质就是一种大脑具有的与语言知识相关的

特定状态，一种使婴儿能学会人类任何语言的物理及相应的心理机制。 

三、语言具有共性 

人脑的初始状态应该包括人类一切语言共同具有的特点。 

四、语言是可以演绎的 

五、转换生成语言学的贡献与局限 

贡献：哲学层面 

      新的研究范式 

      影响深远，超出了语言学范围 

局限：人脑的普遍性 

      强调天赋观念 

第四节 《句法结构》的介绍 

学生做该书的读书报告，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阅读和阐释。 

课后思考题目： 

1. 请简要概述转换生成语言学的主要特征。 

2. 请比较一下转换生成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差别。 

3. 谈谈你对乔姆斯基语言学思想的想法。 

拓展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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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oam Chomsky, Syntactic Structures(2nd) [M]. Mouton de Gruyter. 2002..  

2. Noam Chomsky, Language and Nature [J]. Mind, New Series, Vol. 104, No. 413 (Jan., 

1995), pp. 1-6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诺姆⋅乔姆斯基，语言与脑[J]，《语言科学》2002年第 1期：11-30页。 

4. 徐烈炯著，生成语法理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 

第六章  功能语言学导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功能语言学的核心思想； 

2、了解系统功能语法的分析框架； 

3、了解语言研究的功能路子。 

重点：了解功能语言学的核心思想以及语言分析。 

难点：从功能语言学的角度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 

学时分配：6学时 

第一节 功能语言学的产生背景 

一、语言学自身发展的需要 

二、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方面的成果 

三、沃尔夫的语言相关论观点 

第二节 功能语言学的核心思想 

一、功能语言学的核心主张 

语言是结构上受到人类认知能力和语境限制的工具。语言学研究则强调对语言形式传递信息的

动能解释。 

认识论：语言的结构和功能应视为人类一般认知活动的结果和反应，语言能力不是自足的，也

不是天赋的；语法非自主一些例子 

研究对象：语言范畴和语言构造的概念及经验基础 

研究范式：内省＋验证 

哲学基础：非客观主义和经验主义 

二、功能语言学的研究内容 

象似性动因、原型理论、隐喻理论、概念结构、语篇的信息流、类型学、语法化理论等 

三、功能语言学的优势 

1、解释力 

2、灵活性 

3、应用性 

第三节 系统功能语言学 

一、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 

韩礼德，他的系统功能语法是一种具有社会学倾向的功能语言学处理方法，是 20 世纪最有影

响的语言学理论之一，同时也影响到和语言相关的不同领域，如语言教学、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

文体学和机器翻译等。 

二、系统语法 

系统语法的核心部分是构建句子的一整套有效选择的图表，并且配有对不同选择之间的关系的

详细说明。 

三、功能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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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礼德的系统语法包含有功能的内容。他提出三大纯理功能（metafunction）：概念功能

（ideational function）、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和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

这三大纯理功能又分别支配语义系统中的及物性系统、主位/信息系统和语气/情态系统。 

第四节 《功能语言学导论》的介绍 

学生做该书的读书报告，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阅读和阐释。 

课后思考题目： 

1. 请简要概述功能语言学的核心主张。 

2. 请简要介绍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框架。 

3. 请比较一下转换生成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的不同之处。 

拓展阅读书目： 

1. M. A. K. Halliday,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2000年。 

2. 黄国文，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 40年发展述评[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年第 1期：15-21

页。 

3. 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系统功能语法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 

4. 王宗炎，语言问题探索[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 

第七章  认知语言学导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教学基本要求： 

1、要求学生理解认知语言研究的产生背景、核心主张、框架特点等基本知识，为进一步阅读

相关经典著作打好基础； 

2、引导学生掌握认知语言研究的相关应用，并注意不同领域的应用具有不同的特点； 

3、带领学生用认知语言研究的框架对实际现象进行应用分析，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重点：1、认知语言研究的基本框架； 

      2、认知语言研究的突出特点； 

      3、认知语言研究的应用。 

难点：1、认知语言研究中不同特点之间的区分； 

2、认知语言研究的应用。 

学时分配：6学时 

第一节 认知语言学的驱动 

一、认知科学的驱动 

认知革命，诞生了一门新兴学科——认知科学，其主要学术任务和目标是探究人脑的信息加工

及处理机制，了解人脑的工作原理和运行规律。在认知科学中，认知简单地说就是智能处理信息的

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认知系统共同完成的，而语言就是认知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说

语言在智能处理信息的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认知能力中重要的一部分。从而有学者提出，语言

和认知既然有着那么密切的关系，那认知的差别必然反映在语言上，因此催生了认知语言研究。 

二、语言学的发展 

在功能主义之后，有些语言学家开始强调人的精神性和社会性，于是语言学界又发生了一次认

知革命，这次就产生了认知语言学。 

第二节 认知语言学的核心主张 

一、认知、语言、世界的三角关系 

认知语言研究的路子认为，语言的意义并不是直接从客观世界中获取，而是从人的大脑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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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语言的形式不是直接和客观世界关联，而是和人的大脑也就是人的认知。 

二、认知语言学研究的三大路径 

1、经验观 

所谓经验观的路径，主要是强调基于身体经验的认知与语言现象之间的关系。 

2、突显观 

所谓突显观（the prominence view），主要是借鉴了现代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从认知心

理上讲，凸显的事物是容易引起人注意的事物，也是容易记忆、容易提取、容易作心理处理的事物。

语言所描述的情景中各成员的不同突显程度会影响语言的表达。 

3、注意观 

注意观（attentional view)），是建立在另一个基本假设上，即我们实际用语言表述的是某一

事件中抓住了我们注意力的那一部分。 

第三节 认知语言学的应用 

一、对外汉语教学的应用 

二、英语教学的应用 

三、法律语言的应用 

第四节 《认知语言学导论》的介绍 

学生做该书的读书报告，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阅读和阐释。 

课后思考题目： 

1. 请简要描述认知语言学的核心主张和研究路子。 

2. 请谈谈语言与认知的关系。 

3. 请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路子分析某一具体的语言现象。 

4. 认知语言学与功能语言学、形式语言学的区别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 [德]弗里德希里⋅温格瑞尔、汉斯-尤格⋅施密特著，彭利贞、许国萍、赵微译，认知语言学
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戴浩一 1985，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中译文载《国外语言学》1988第 1期，10-20。 

3. 沈家煊，“有界”与“无界”，《中国语文》1995年第 5期，367-380。 

4. 袁毓林，词类范畴的家族相似性，《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 1期。 

5. Lakoff, George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6.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语言学概述 3  

2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一） 3  

3 普通语言学教程 3  

4 语言论（一） 3  

5 语言论（二） 3  

6 句法结构 3  

7 功能语言学导论（一） 3  

8 功能语言学导论（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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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认知语言学导论（一） 3  

10 认知语言学导论（二） 3  

11 课程考核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 

后续课程：中国语言文化、语用学概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语言学经典著作的阅读、不同语言学流派的核心主张、不同语言学研究路子的了解和应

用。 

难点：不同语言学流派之间的差别、不同语言学研究路子的应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1. 课堂讲授； 

2. 原典阅读； 

3. 讨论法； 

4. 应用分析。 

教学手段：1. 多媒体； 

2. 网络。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撰写小型课程论文。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50％，期末课程论文占 50%。平时成绩的考核内容包括：学生出勤、课

堂报告、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5、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准备相关教学资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推荐参考书 

1. 胡明扬主编，《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12月 第 2版。 

2. 冯志伟著，《现代语言学流派》，商务印书馆，2013年 10月 第 1版。 

3. 刘润清著，《西方语言学流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年 3月第 1版。  

执笔：崔玉珍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6日 

 

楚辞研究 
Study of Chuci 

课程号：4070506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中文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具有综合、拓宽知识，提高素质，培养研究能力的特征。 

对博大精深、影响深远的楚辞和楚辞学，结合当代楚辞研究现实，通过点评结合、讲练结合、

吟创结合，达到丰富文学文化知识，培养提高学生的欣赏能力、创造能力与研究能力的目的。并在

教学当中进一步深化培育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和高尚人格。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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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屈原与楚辞学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屈原的时代和家世生平。 

2．屈原的研究及其历程。 

3.  当代屈原和楚辞学研究。 

学习目标： 

1．了解屈原的时代：从子男蛮夷到春秋五霸。 

2．掌握屈原的人生发展历程：从法学家到诗人。 

3.  明确屈原的人生贡献和楚辞价值 

作业： 

1、 思考民族关系和民族发展的特点。 

2、 思考当代屈原的研究发展。 

知识单元 2：楚辞的基本知识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楚辞的文体：类型和具体。 

2．楚辞的结构 25篇、九歌 11篇整合与依据。 

3. 楚辞的艺术：悲歌及其艺术设计。 

4. 屈原的守法、变法和礼法思想。 

5.楚辞及其构成的楚辞文化。 

学习目标： 

1．了解楚辞的文体、结构、篇目。 

2．掌握楚辞的爱国主义思想、法制思想、艺术特征。 

3. 楚辞在当代的价值。 

作业： 

1楚辞的阅读和思考。 

2提出楚辞研究的课题论证。 

知识单元 3：作品鉴赏 

1.《离骚》鉴赏。 

2.论文写作与指导。 

作业：创作楚辞体乐府一首。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屈原与楚辞学  10  

2 第一节  屈原和楚辞的基本概况 4  

3 第二节  楚辞研究的发展历程  2  

4 第三节  当代楚辞学研究 4  

5 第二章  楚辞的基本知识 12  

6 第一节  楚辞的文体 2  

7 第二节  楚辞的结构 2  

8 第三节  楚辞和艺术 2  

9 第四节  楚辞和法律 2  

10 第五节  楚辞文化 12  

11 第三章 楚辞的鉴赏与研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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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一节屈宋齐名 2  

13 第二节《离骚》讲习与鉴赏 6  

14 第三节作品创作研讨与吟诵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史、古代汉语，作为宏观的铺垫和阐释的基础。 

后续课程：中国文学批评史，可以加深对楚辞的理论认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本课程的重点是楚辞本体的深入了解，认识其价值。以学术的眼光重新认识楚辞，发现

其现代价值。 

难点：准确把握作品中的名物和礼制。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习与讨论相结合。 

2.创作与吟诵相结合。 

教学手段： 

1.ppt与网络技术。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主要是作业完成情

况占 20％，平时出勤与随堂检测情况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5、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根据学界研究情况，自主编写出版《楚辞研究》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自编讲义《楚辞研究》 

（二）推荐参考书 

1. 黄震云著《楚辞通论》，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社，1997年 10月 第 1版 

2. 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年 3月。 

执笔：黄震云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第一章 屈原与楚辞学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主要介绍楚辞的篇目、类型、价值意义，重点讲清当代楚辞学的利弊。 

学时分配：4学时 

第一节 屈原和楚辞的基本概况 

一、屈原的时代和作者 

（一）楚国和屈原的时代 

（二）屈原的家世 

屈原的家世主要根据《离骚》的开头八句。朕皇考是西周金文习见的词，用在祭祀场合，有特

定的含义。核之《离骚》开始的表达方式我们看出，屈原是大夫身份，其父亲担任过伯，也就是相

当于州长的职务，名庸，所以叫伯庸。州下为闾，所谓三闾大夫就相当于是州长，采邑在洞庭湖一

带，此是屈原家世袭的职务，后来入朝为左徒，放流时回到采邑，所以渔父仍称其为三闾大夫。 

（二）楚辞的作者：根据《史记》的记载，出土竹简，主要有屈原、宋玉、唐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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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楚辞的篇目 

楚辞篇目尚有争论。按照刘向和司马迁的记载，关于屈原有一定争议；宋玉牵涉到《文选》的

记载的真伪考证。 

第二节  楚辞研究的发展历程  

一、 楚辞研究的历史 

(一)1900年到 1930年的楚辞学研究 

(二)1931年到 1949年的楚辞学研究 

(三)1950年到 1966年的楚辞学研究 

(四)1966年到 1999年的楚辞学研究 

二、 楚辞研究的成就与学术理论 

  (一)文献学方面 

(二)文艺学方面 

(三)社会学方面 

(四)美学方面 

(五)楚辞学史和预测学 

(六)比较研究 

(七)传播与再现 

(八)《楚辞》研究刊布园地和会议 

三、楚辞研究的特点和热点   

百年来的楚辞学呈现出越来越热的势头，成绩斐然，大致有以下特点。1.人才队伍。2.研究数

量。3.研究领域。 4.学术风气。 

1.关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运用。 

2.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3.屈原的思想   4.《楚辞》的文化渊源 

第三节  当代楚辞学研究 

一、 中国屈原学会 

1982年，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湖北省文联、湖北省社联和湖北省文化局等单位联合发起，

于端午节在湖北姊归县屈原的故乡举行了第一次屈原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国 18个省

的代表共 120多人。姊归会议之后，一些省市，如湖北、湖南、天津、辽宁等相继成立了省市的屈

原研究学会，并积极开展工作。1983年，辽宁省在大连市召开了《楚辞》学术讨论会。大连会议

以后，一部份《楚辞》学者考虑到当时日本学者中出现的屈原存在怀疑与否定的观点，便发起组织

了一次屈原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以便对国内外新否定论作一次清理。1984年端午，由四川师范大

学古典文学研究所在成都组织了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1985年，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暨第 4次

学术讨论会在楚国古都所在地江陵举行。 会上推举姜亮夫为名誉会崐长，四川师范大学汤炳正为

会长。1986年第二届年会在浙江富阳、1988年在湖南旧罗，1990年在贵阳，然后又在临汾分别举

办了年会。1998年在深圳召开了国际《楚辞》学术讨论会。也是本世纪最后一届年会。每次会议

大致有一个主题，如 1986年议题是总结五四以来《楚辞》研究的经验，把新方法同传统方法结合

起来，开拓《楚辞》研究的新局面。1990年议题是爱国主义、《楚辞》和苗文化、研究方法论等，

1998年是总结，回顾与展望。这个学会并不是全部包括楚辞学界的名家，如南京大学的周勋初先

生就未予与会，相对师专、文联，屈原活动地及故土等地研究者、爱好者比较多。学历层次似还没

有《诗经》、唐史、唐代文学等学会高，当然这不能说明太多的什么。为楚辞学会奔走呼吁，费了

很大力的汤炳正先生[4]，是第一届，也是本世纪最后一次会议之前的历任会长。他于 1998年去世

后，会长由北京大学的褚斌杰先生担任。汤炳正，1910年生，原籍山东荣成县。 1935年入苏州“章

太炎国进习班”。历任贵洲大学、贵阳师院、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诗经》学会顾问，中国训

诂学会学术委员等职。据李大明教授介绍，他的《楚辞》研究始于抗战，从语言学入手，先声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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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招魂》些字的研究。楚辞学著作主要有《屈赋新探》(齐鲁书社 1984年版)、《楚辞类稿》(巴

蜀书社 1988年版)、《楚辞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版)，主编《楚辞欣赏集》(巴蜀书社即

出)，主持《楚辞研究丛书》，已完成，可谓去而无憾了。现任会长褚斌杰先生。1933年 6月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诗经》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古代文体概论》( 北京大

学出版社，1984年 6月版)等著作多种。撰有《屈原──热爱祖国的诗人》(1953年 6月 13日《大

公报》)、《楚辞的文体》(1979年 5期《百科知识》)等。 

现任常务副会长为中国语言大学方铭教授，会长暂缺。 

二、 当代（21世纪）楚辞学研究及其利弊 

屈原是我国战国时期的楚国人，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具有执着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强国美政

的情怀以及高洁的人格；创造了楚辞这一伟大的抒情方式，记录了其激烈壮怀与奋斗历程，最后在

绝望中，怀质抱情，投汨罗江而死。因此，历来受到人们的尊敬。从汉代开始南方各地就建庙祭奠，

端午龙舟竞赛因此成为怀念屈原的重要方式。 

1952年 12月，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号召世界各国都庆贺并纪念人类的伟人，屈原被列为世界四

大文化名人之首。楚辞研究亦成为 20世纪以来经久不衰的显学。仅 21世纪十年时间，关于楚辞的

论文有 735篇，关于屈原的论文和文艺文化产品 1270篇（种）以上，著作数百部。光以楚辞成名

的教授都以成百上千计。对于 20世纪的楚辞学研究，已有论述（黄震云《20世纪楚辞学研究述评》，

刊《文学评论》2000年 2期），此不重复。 

楚辞的作者主要是屈原和宋玉，其中屈原写有组诗《九歌》，《九章》以及《离骚》、《天问》、

《招魂》、《卜居》、《远游》、《渔父》等 25篇，《离骚》是代表作。宋玉的作品确认的仅《九辩》一

篇，其他在《文选》中记载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古

文苑》中收录的《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等有很大争议。古人多

以为假托。1972 年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唐革与宋玉言御的残简，印证了《史记》楚辞还有作者

景差、唐勒之徒的说法。褚斌杰先生《楚辞要论》坚持认为这些作品为宋玉所作，随后方铭《经典

与传统：先秦两汉诗赋考论》亦有续证，港澳台地区学界亦积极响应。吴广平还作《宋玉研究》等

三书进行了详细分析。但对残简作者说唐革是唐勒之说学界仍有微词。 

新世纪以来，值得我们高兴的是楚辞研究的学风明显好转。楚辞研究曾经存在着不求甚解，互

相吹捧的习气。如发几篇文章就称著名学者，翻译几篇成大师，还争相鼓吹楚辞应该分为多少学科，

高谈未来应该如何研究等等，空话太多。中国屈原学会的历任会长汤炳正、褚斌杰、方铭作出了积

极的努力，汤的《楚辞类稿》、褚的《楚辞要论》、方的《战国文学史论》成为学范。10 年来除了

个别人还在号称自己“全国领先”外，很少出现过去那种大话、空话、不像话连篇的局面。 

楚辞的文献学研究是 10 年来楚辞研究的最亮。楚辞一共就那么多作品，要想深入研究难度确

实很大。新世纪以来，文献研究仍然是楚辞研究着力的重点，成就也最为突出。其表现为整体的文

献整理和解读，如黄灵庚的《楚辞章句疏证》200 多万字，获得了 2009 教育部社科二等奖等。二

是楚辞中涉及的山川草木研究，如周秉高的《楚辞原物》一书论述很是详尽，三是从历史文化的角

度，如方铭的《战国文学史论》60 多万字，在战国文学的发展史上定位楚辞的产生与成就价值，

四是出土文献的研究，从出土的器物、汉简楚简、殷周金文中观察楚辞的源流和文化元素等，相互

印证，力图创新。 

过去研究屈原，主要是文学、历史考古等综合的方法，但是考古限于楚地，而现在能够从整个

中国文化的背景上去认识理解屈原。随着楚辞学研究热情的持久升温，楚辞研究在方法论上也开始

出现新气象。主要表现为建设大屈原文化研究，包括湖南、湖北地方政府开展的屈原后人的寻找、

楚辞的历史地理研究、楚辞的文化开发和文化产业、屈原精神的弘扬以及屈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

影响等，有些刊物积极支持这样的研究，如《职大学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等等，发表了系列

有分量的文章。以方铭和黄震云为代表的法学语境的研究为屈原和中国作家的研究走出了一条新

路，就是说不再限于文史的讨论，而是从法律、司法的角度对屈原的生平，屈原、宋玉的作品等进

行法学研究，用礼学规范、刑罚适用、法学话语等全面观照，对屈原生平行为、作品时代等重大学

术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论证，认为屈原被疏是礼制规范，南迁是刑罚实施，出使齐国乃任臣惯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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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疑难问题如屈原出使齐国真相等便豁然开朗。 

楚辞文体学及其影响研究。《诗经》和楚辞是中国诗学的两个源头，《诗经》是集体创作，层

层修订，楚辞则主要是屈原和宋玉，屈宋连称，但不是齐名。亦有诗骚一词。但就诗歌本身说，有

很大差异，有合乐的，有徒歌的，还有只有文字的，文字的有齐言的有杂言的，有组诗，有长诗，

有对话体，有代言体，等等，都需要深入分析区分。这方面做得比较突出的是郭建勋。其《先唐辞

赋研究》、《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楚辞与中国古代韵文》三书，详细辨析了西周乐语、辞

赋、诗赋关系，韵文和散文的互动及其流变历史，颇见功力。黄震云则具体分析了楚辞的诗体，指

出出自传统的有九（歌）、颂、诵、辞、章、赋 6 种，这些诗体三代以来就已经形成。屈原自己创

造的诗体有哀、骚、问、游、怀等 5种。也有的研究主张从一些语气来确定楚辞的文体，似未得要

领。 

楚辞研究视野及其文化产业建设。主要表现为楚辞研究的国际化趋势。国外的学者研究楚辞的

数量增加，国际交流频仍，2007年还在韩国召开了楚国国际学术会议。其次是楚辞的文化产业发

展，楚辞研究和楚辞文化产业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正在形成，如关于屈原的文化节、文化活动、文化

产品的实施等正不分南北、争先恐后地开展起来。第三是团结了海内外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增加

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第四建立了比较畅通的学术交流渠道，如过去我们对国外的研究情况主要靠

个别人的介绍，而现在出现了楚辞研究介绍说明的群体，信息渠道畅通。 

总之，21世纪的楚辞研究学风端正，视野开阔，成绩斐然，值得我们高兴和欣慰，对其科学

发展当然也充满着期待。 

三、 楚辞代表性著作概说 

以《楚辞通论》及其评论为中心。 

复习与思考题 

4、 楚辞的基本内容 

5、 当代楚辞学研究的利弊 

拓展阅读书目 

1、黄震云《20世纪楚辞研究述评》，《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2000年8期 

2、黄震云《离骚若干意象解说》，《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994年11期 

3、黄震云《楚辞和两汉文化》，《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995年1期 

4、黄震云《楚辞和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１９９７年1期 

第二章  楚辞的基本知识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主要介绍楚辞的篇目、类型、价值意义，重点讲清楚辞的文体及其

特征。 

学时分配：8学时 

第一节  楚辞的基本知识 

一、楚辞的名称与诗体 

楚辞是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作家创作的诗歌，就是楚诗，它是继《诗经》之后又一种

新的诗体。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作家在南音（楚歌）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优秀传统，

吸取中原文化和民间歌诗精华，借助神话与散文表现方法，创作了楚辞这一光彩照耀千古的新体诗，

成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文学史上，诗骚并称。汉代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成

《楚辞》一书，楚辞因此成为诗集名称。 

楚辞虽然是总集的名称，但后来人们把带“兮”的具有感伤情调的抒情诗也都称为楚辞体，有

的借用《离骚》之名，叫骚体。这是就整体的风格特征而言，楚辞的具体的诗体有多种，有歌，如

《九歌》；有诵，如《惜诵》；有颂，如《桔颂》；有章，如《九章》；还有像《远游》的游、《天

问》的问都可以看成是具体的文体，后来的游仙诗的游就出自这里。 

楚辞的作家主要有屈原和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屈原的作品 25 篇：《离骚》、《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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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天问》、《招魂》、《卜居》、《远游》等。《离骚》是代表作。宋玉的作品，《汉

书·艺文志》纪录是 16 篇，但除《九辩》以外，大多不能确定，《文选》中收录其名下七篇，其

中《招魂》实为屈原所作。文学史上“屈宋”并称，主要是因为时代相近，成就上根本不能相比。

唐勒，《汉书·艺文志》记录有赋 4篇，但无传世作品。 

二、屈原和楚辞历代的沉浮与评价 

三、楚辞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屈原的精神和美好品质影响了中国历代作家的成长，也是历代作家作品表现的具体内容。从文

体上说，汉赋的形成就受到过楚辞的很大影响。艺术风格和理论方面，楚辞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和

感于哀乐的艺术发生思想，发愤抒情的诗学本体思想，感物悲秋的艺术表现思想，沉郁言志的文艺

功能思想，美善统一的和谐美学思想及其创作对后代的创作与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楚辞的文体 

辞是一种古老的祝语，以表达美好的愿望，后又用来寄托盛世危言，具有悲歌性质。楚辞是汉

代人编集时给出的名称，也同时被当作诗体一种，应是就整体风格而言。屈原的作品原有自己的诗

体名称，具体地，一共有诗体 11种，出自传统的有九（歌）、颂、诵、辞、章、赋 6种，这些诗体

三代以来就已经形成。屈原自己创造的诗体有哀、骚、问、游、怀等 5种，后代虽有述作，但未能

广泛流行。因此，楚辞的诗体有整体的和具体的之分，在文学发展史上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诗学特征。

关于楚辞的结集与传播： 

一、生前已经传播。据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班固《离骚赞序》、王逸《楚辞章句·离骚

叙》等.。 

二、楚辞体的出现和作家群体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汉书·地理志》：“始楚贤臣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

皆以显名。” 

王逸《离骚叙》谓屈原作品:"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传." 

三、 汉代,现存最早的是王逸《楚辞章句》，此书是以西汉刘向所集《楚辞》为蓝本,故后人皆以为

刘向是《楚辞》的最早编辑者.但据现有资料,楚辞的搜集与整理工作并不始于刘向.《汉书·地理

志》有这样一段叙述:：“始楚贤臣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

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

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 

复习与思考题 

1、 理解楚辞的名称和文体 

2、 了解楚辞的结集和版本情况 

拓展阅读书目 

1、黄震云《乱曰的乐舞功能与诗文正义》《文艺研究》２００６年７期 

2、黄震云《当代楚辞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刊《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 2期 

第三节楚辞的结构、艺术、法律、文化 

楚辞的结构主要说明九体以及九歌十一篇的原因（韶乐在舜时代加入湘君和湘夫人） 

楚辞的艺术。爱国主义和美政理想是楚辞表现的核心内容。 

首先，对楚国这一“故土”深深地热爱眷念，忠于祖国，临死不屈。其次，在七雄纷争的时代，

全力帮助君主效法尧舜，“遵道而得路”（《楚辞章句》卷一，岳麓书社 1989 年版），建设强大的楚

国。另外，寻找强国之路，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是如此。《离骚》中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是屈原人生的真实写照。诗人反复向先哲、山川、鬼神呈词，强烈诉说他的爱国

强国的思想感情。 

第二，美政理想。屈原主张德政，也重视法制，追求进步的政治，曾经修改过宪法，积极推动



5653 

政治改革。他在诗歌中构建了一个天上人间的无限时空，叙述追求美政、培养贤才，以及外交方面

的努力，表现他高洁的人品，和敌对势力至死不渝进行顽强斗争的高尚的人格精神，充满了悲愤和

壮烈的情感。相比之下，宋玉的《九辩》表现的主要是悲秋情怀。 

第三，科学精神。屈原《天问》等通过对自然和人类社会大道的探讨与理解，来抒发自己的胸

怀、抱负和情感，具有科学精神。 

②楚辞的艺术特色  积极浪漫主义手法是楚辞的主要艺术特色。楚辞扎根于现实，运用神话的

浪漫传统，通过高洁的抒情主人公朕（灵均），以及围绕主人公的湘君、湘夫人、小人、山鬼等等

一系列形象的塑造，以浓郁的悲歌情调与内心世界的独白相结合的艺术，在无限的时空里，采取夸

张、铺陈、想象等方式进行艺术描写，表达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形象生动优美，感情强烈，寄托深

远，成为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奠定了屈原在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诗人的地位。 

第二，比兴手法。楚辞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开拓了我国古典诗歌史上以香草、

美人寄托，抒情言志的传统。与《诗经》相比，楚辞的比兴手法很系统，有继承有发展，比兴在对

比中展开，和内容直接结合，具有象征性。 

第三，诗体结构。语言形式上，楚辞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式，创造了一种句式长短不

齐、参差错落的骚体诗；结构形式上，有长篇巨制，也有组诗，抒情和叙事结合，幻想和现实交织，

气势恢宏，浑然一体；风物表达上，大量运用楚地方言和楚物名称，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 

屈原的法治思想主要通过守法、立法（造为宪令）和变法三个方面表现。 

楚辞的文化是通过西周及其《诗经》文化的影响，形成屈原文化。以来的爱国主义传承、高尚人

格传承和伟大的作品艺术传承，时代传媒工具的加载，如赛龙舟、端午纪念、邮票、雕刻、影视等。 

复习与思考题 

1、《诗经》和楚辞的异同 

2  各地纪念活动的分析 

拓展阅读书目 

1、黄震云《楚辞与周代乐语》，《云梦学刊》２００６年３期 

2、黄震云《清商曲辞与曹操诗歌的声韵艺术》，《文学评论》年 6期 

3、黄震云《楚调和汉乐府的写作时地.》《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 2期 

4、黄震云《周代金文与屈原的家世》2008年 6期《云梦学刊》 

第三章  楚辞名篇阅读与解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主要介绍楚辞的篇目、类型、价值意义，重点讲清当代楚辞学的利弊。 

学时分配：8学时 

第一节   九歌的鉴赏与研究 

一、《九歌》概述: 

《九歌》是屈原继承三代诗学传统，吸收楚地民间神话故事,并以民间祭歌的形式写成 

的一组意象清新,语言优美,富有爱国精神的抒情诗见《离骚》和《山海经·大荒西经》。《九歌》

包括 11篇,篇名依此为《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

《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 

关于《九歌》篇数问题,历来学者解释不一,或以为前后两篇分别为迎神曲和送神曲,中间九篇

合"九歌"之名.或以为,《湘君》《湘夫人》同为祭祀湘神,可合为一篇,而最后的《礼魂》仅五句,

为《国殇》之"乱",应与之合,以成"九"数。根据各篇祭祀的对象,《九歌》应以天地人为对象。 

二、神话色彩、爱国情怀与个人情感 

（一）“天神”：《东皇太一》、《云中君》、《东君》、《大司命》、《少司命》 

（二）“地祗”：《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 

（三）“人鬼”：《国殇》 

《汉书·艺文志》：“楚人信巫鬼,重淫祀。”《九歌》在内容上除少数篇章表达对天神的礼赞,对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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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悼念外,多写自然神的故事,而且其对自然神的描写,不仅抓住其各自的自然特征,还赋予他们以

人性,具有人间的生活气息,与原始神话大相异趣。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将人物形象与环境描

写相结合,构成情景交融的意境,语言以情味悠深见长。 

三、在传承上，保持了古歌的风貌 

四、作品选讲 

（一）《东皇太一》讲习 

（二）《东皇太一》概述 

叙述祭祀天神太一的情况，之后，太一神成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最尊之神。 

（三）《湘夫人》讲习 

（四）《湘夫人》概述 

这是一首很有特色的爱情诗。情景交融，以景写情，寄情于景，是这首诗的一大特色。《湘夫

人》的景物描写十分成功。它将写景与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密切联系，情与景相互映衬，情感的流动

与外在景物一致。诗歌结构富有特色，层次重叠交叉，又能一以贯之。它以湘君赴约不遇时的情感

活动作为中心线索，把景物变化、人物活动都串连起来，既有曲折起伏，又能融会贯通。 

五、《九歌》的研究概况和研究空间 

第二节 《离骚》（节选）的鉴赏与研究 

一、宏伟壮丽的政治抒情诗 

（一）离骚"释义 

（二）《离骚》的写作年代 

（三）爱国精神 

（四）《离骚》概述 

《离骚》是屈原政治理想、处世原则与文学天才的集中体现。 

这首诗反映了诗人美政理想与黑暗现实剧烈的冲突。诗人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培养出一大批

的具有忠贞美德的贤才，以此开创楚国的盛世。谁料想自己此举却遭群小之嫉妒，并引来君王对自

己的猜忌与冷落。从此，那些自己培养出的贤才，中道变节；从此，自己备受打击。在这样的情况

下，作者幻想着上天以求得神灵的接纳，穿越时空以希望找到能理解自己的神女，其结果均告失败。

失望之下，作者又求灵氛、巫咸为自己占卜，希望能找到解脱之路。作者听从了灵氛、巫咸之劝，

准备离开楚国，到其他国家去找寻明主，却难以割舍对祖国的热爱，最终没有成行。 

这首诗在艺术上是大的特点是对象征手法的全面而深刻的运用。诗人塑造了一个佩香草、饮清

露的类乎于神仙的主人公形象，并以此来象征诗人自己品性之高洁、情操之美好；而且通过主人公

的一系列的“上下”“求索”的最终的失败，来象征其报国之无门、之无望。与此相对应的，则是

一个恶草（以喻小人）遍布、灵修（君王）不寤、美恶不分的浑浊世界。这首诗通篇借助非现实之

意象以曲折隐晦地表达作者内心复杂的情感：或是上天入地、求女问神；或是香草美人、玉佩琼瑶。

即使言及人事，也是唐尧虞舜、夏启殷纣、伊尹吕尚、周文齐桓。其中，“香草”、“美人”的象征

手法，对中国后世的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诗赋方面，如曹植的《杂诗》六首、《洛神赋》，小

说方面，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从中均可看出对该艺术手法明显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二、《离骚》的美学内涵与艺术世界: 

（一）首先是它具有由庄严而伟大的思想带来的无比光辉的崇高美。 

（二）慷慨激昂的悲壮美.九死不悔。 

（三）《离骚》的艺术世界由神话、历史、香草美人构成的. 

1、对神话的撷取和运用,是屈骚艺术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其浪漫主义精神的重要来源. 

2、借咏史抒情,是长诗在思想艺术上的又一特色,与光怪陆离的神话世界不同,诗中的历史世界

给全诗注入了浓厚的人文精神和理性光辉. 

3、诗人抓住香花美草,男女情爱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美学内涵,来美化抒情主体的形象和性格,

从而使全诗的风格更为绚美奇丽,光彩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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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离骚》的时空表现 

（五）《离骚》的抒情主人公 

（六）《离骚》的诗体结构和宗教意识 

三《离骚》的研究概况和研究空间 

复习与思考题 

1、《九歌》的艺术结构与文化传承 

2、《离骚》的结构与艺术 

拓展阅读书目 

1、黄震云《离骚的写作时地和屈原三次放逐》，《南开学报》1995年6期（核心刊物） 

2、《九歌新解》（1-11），《江海学刊》1997年1-6期，1998年1-3期（核心刊物） 

3、《诗经楚辞皇考辨析》，《云梦学刊》2004年5期 

 

鲁迅研究 
Study of Lu Xun 

课程号：4070506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是一门在老师指引下以学生自主学习研究并展开课

堂研讨的专题研究型及研讨型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学习对鲁迅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产生重要影响，承前启后的作家做立体的，

全方位多视角的研究以及现代思维、现代观念的思考。发现以鲁迅为轴可以钩织一个横纵交错的关

于中国现代文化知识的纲目，纵——中国从古代到现代，横——五四时代从西方到东方。 

2、对鲁迅作综合性的专题学习和探讨，以便于比较系统、全面、深入地理解鲁迅，把握鲁迅

的思想、作品和艺术创造活动。读出我们这个时代的鲁迅，我们每个人自己心中的鲁迅。  

3、初步尝试作家作品研究的角度和路径，完成一项自己选定角度的学术研究。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通过课堂

启发，学生课下阅读、研究，课上讨论报告，掌握文学作家作品研究的路径并选定研究兴趣目标完

成一次准学术研究，为后续其他文学课程的作家作品研究以及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做初步准备。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２０学时 

知识单元 1：触摸鲁迅——作家研究中的时代命运与人生经历、性格特征 

参考学时：６学时 

学习内容： 

1. 鲁迅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价值取向：鲁迅的家族命运和个人人生价值选择 

(一) 鲁迅的人生际遇和个性特点 

(二) 鲁迅的家族命运和个人选择 

(三) 鲁迅的逻辑起点及社会价值追求 

2. 《周氏三兄弟》大型文化纪实类视频的观摩 

3. 有关鲁迅人生命运的课堂讨论：在问题 1的课堂教学内容以及 2的视频资料及课下阅读书

籍论文的的基础上进行一次课堂自由发言研讨。 

4. 鲁迅时代的时代文化特征 

(一) “五四”时代历史的魅力和思想的力量：背景包含着文学革命、社会改革、政治抗议

三重意义；泥沙俱下、生气勃勃、自由空间‘五四不仅是政治史，也是学术史和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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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文学的诞生： 

(三) 文学革命开始的标志 

(四) 1917 年 1 月《新青年》：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我的文学革命观》——白话文学

——文学工具和形式的改革    

(五) 1917年 2月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三推倒三建设：推倒贵族文学(文言文)，建

立国民（白话）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建立写实文学;推倒山林（归隐）文

学，建立社会文学—— 文学内容的改革                                     

(六) 《人的文学》周作人——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文学思想

和内容的改革 

(七) 白话文学尝试： 

1918年 1月《新青年》：胡适白话诗 4首，后来的《尝试集》 

1918年 5月《新青年》：鲁迅《狂人日记》  

 1919年 3月《新青年》：胡适《终身大事》 

(八) 时代的使命——变革时代的社会特征、精神特征和文化特征。鲁迅与同时代知名文化

人的比较——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林语堂、徐志摩、梁实秋、章士钊、蔡元培、李叔

同、赵元任等（核心思想的异同、处事方法态度的异同） 

学习目标： 

1． 学习通过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了解鲁迅人生经历及所处时代的特点，对鲁迅的个人性
格、人生价值取向以及在特定时代背景之下的社会价值选择作出自己的符合时代的判断。为下一步

的研究打好基础。 

2． 掌握鲁迅的生平经历、人生思考以及鲁迅所处时代的时代特征。 

3．学习从今天的眼光和视野，对鲁迅作出客观的符合时代价值取向的评判。 

作业：阅读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钱理群：《心灵的探寻》，林语堂：《鲁迅

之死》。 

准备课堂研讨发言     

知识单元 2：鲁迅研究的历史成果和研究视角 

参考学时：６学时 

学习内容： 

1. 鲁迅研究历史回顾 

从中国到国日本，都具有广泛深刻的影响。为使同学在学习与研究时有所 

了解和借鉴，从鲁迅在世之时到鲁迅逝世之后，从国内到国外不同社会意识形态话语环境中对

鲁迅思想，鲁迅小说、杂文研究，鲁迅的文化影响以及鲁迅与中外文学关系的研究等方面对已有的

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了解基本观点和历史上重要的学术观点。 

2．鲁迅的文化选择：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对西方新思想的态度；对文学和文化的态度和认

识；对中国的变革与进步的观点。 

３．鲁迅思想基础中两个关键的分析与研究 

  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批判传统。 

  重建中国人的灵魂 ——立人思想。 

４．鲁迅研究的视角 

几个关注的角度：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鲁迅与当时世界文学的关系；鲁迅与同时代中

国作家的关系；鲁迅的思想成就和艺术贡献。 

５．研究鲁迅不能忽视的问题 

在社会发展中的使命是什么？在鲁迅生存的时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知识分子？鲁迅对中国传

统文化的观点是现代的，也是世界的，你怎么看？鲁迅评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是什么样

的？人们说鲁迅的的文化选择是非常态的，是药，胡适的选择是常态的，是粮，怎样看？中国的文

化人中，与鲁迅和胡适的选择相类的文化名人是哪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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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国内外鲁迅研究的基本状况和著名观点，思考鲁迅对文化和文学的重要影响以及鲁迅

研究中的现代视角和有价值的研究话题。 

2．掌握从立体全方位的宏观视角分析和研究问题，发现有当下意义的值得研究的话题。 

作业：参考书目以及自己选定的小组课题的材料搜集、阅读和整理。 

知识单元 3：鲁迅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概貌及小说研究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１.鲁迅小说:以小说研究为主：鲁迅小说的精神文化价值：鲁迅为起点开启了中国文学的一个

新的纪元，其小说创作是我国现代小说的开始，他的《呐喊》、《彷徨》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形式

整体显示了。 

鲁迅的小说创作贡献与“文学革命”的实绩。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所写的小说如《狂人日

记》、《孔乙己》、《阿 Q 正传》、《祝福》、《孤独者》、《在酒楼上》、《伤逝》等作品，都有深刻的社

会影响和典范意义。 

以神话、传说和历史为题材而创作的《故事新编》是别具寓意性与预示意义的历史神话小说。 

(一) 鲁迅小说的主要内容 

(二) 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思想特征 

(三) 鲁迅小说的艺术 

(四) 鲁迅小说的划时代意义和历史地位 

(五) 鲁迅创作的精神文化价值 

２. 鲁迅杂文：鲁迅杂文的发展过程后， 论述了鲁迅杂文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以及它的艺

术特，了解鲁迅创造后半期全身心致力于杂文的写作的原因，深入把握鲁迅杂文与“五四”文学革

命乃至思想革命的关系，掌握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 以杂文作为匕首和投枪， 哲理与抒情的统一

以及幽默与讽刺手法的运用等。 

３． 散文诗《野草》 

了解《野草》写作的具体时代的背景和鲁迅的创造心态，《野草》的独具特色的理性与文化意

识以及象征主义表现手法。从《野草》作品的思想表现与现实斗争的关系，理解鲁迅的人生观和文

化意识。 

学习目标： 

1．通过对鲁迅小说、杂文以及散文《野草》的梳理，了解鲁迅文学创作主要方面的成就以及

思想走向，为独立展开研究做知识准备。 

2．掌握鲁迅小说所追求的社会实践价值的两个主要方向：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

批判传统。重建中国人的灵魂 ——立人思想。 

作业：细读《呐喊》、《彷徨》、《野草》；阅读《野草自序》、《灯下漫笔》、《“杀错了人”异议》、

《铲共大观》、《习惯与改革》、《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杂文。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6个，共 12学时 

实验 1：《周氏三兄弟》大型文化纪实类视频的观摩并有关鲁迅人生命运的课堂讨论，学时自

主发言。 

参考学时：3学时 

5. 实验内容：在课堂教学讲解鲁迅的人生经历和人生价值取向：鲁迅的家族命运和个人人生
价值选择以及《周氏三兄弟》大型文化纪实类视频的观摩的基础上进行有关鲁迅人生命运的课堂讨

论，进行一次课堂自由发言研讨。 

实验要求：熟悉作家作品研究的方法和基础知识把握；课下阅读布置的参考书目及文章，研究

作家的性格特征以及时代命运与文化选择的关系；掌握 作家作品研究的基本方法。 

实验 2—6：…… 

参考学时：15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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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课堂研究报告综述。老师分配关于鲁迅研究 5-6个研究领域的研究课题，学生自行

选择研究方向加入研究小组，小组已通兑合作的方式分工协作共同完成某一课题，制作成 PPT，在

课堂向其他同学做研究报告。 

实验要求：熟悉鲁迅研究中课堂 20 课时的教学内容确定自己所选择的研究方向，加入相关研

究小组，阅读参考书目及相关研究论文；研究课题领域的专著和学术论文，选定自己的研究切口；

掌握 进入作家作品细化研究的方法。 

小组研究方向举例： 

鲁迅与文化传承——对文化和传统的批判与贡献 

鲁迅对西方文化的观点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 

  如何评价鲁迅是文化的先驱者 
  鲁迅精神价值和影响——对民族文化的贡献以及对当今社会的意义 
  鲁迅思想的现实价值 
  鲁迅研究的历史沿革变迁与时代的关系 
  鲁迅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影响表现、鲁迅的现实意义与文化价值 
  鲁迅对中国社会进步的认识和观点 

  鲁迅的独特性：与同时期文化名人的比较。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触摸鲁迅——作家研究中的时代命运与人生

经历、性格特征 
６  

2 
触摸鲁迅——作家研究中的时代命运与人生

经历、性格特征 
  

3 
触摸鲁迅——作家研究中的时代命运与人生

经历、性格特征 
  

4 鲁迅研究的历史成果和研究视角 ６  

5 鲁迅研究的历史成果和研究视角   

6 鲁迅研究的历史成果和研究视角   

7 鲁迅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概貌及小说研究 6  

8 鲁迅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概貌及小说研究   

9 鲁迅思想和文学创作的概貌及小说研究   

11 实践教学课堂研讨第一组 12  

12 实践教学课堂研讨第二组   

13 实践教学课堂研讨第三组   

14 实践教学课堂研讨第四组   

15 实践教学课堂研讨第五组   

16 研讨内容总结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上） 

后续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现象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下）、外国文学、东方文学、文学概

论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通过启发引导式教学使学生开始涉足作家作品的专项研究，学会全方位、多视角、深入

立体的作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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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需要同学拿出大量的课余时间做课下阅读及研究，并找出值得并有能力研讨的合适的研

究角度，进行深入研究，作出课堂报告和研究论文。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引导性讲解，启发是教学； 

2. 自主学习，开放式学习； 

3. 集思广益、相互激发，深度思考； 

4. 课下研习及课堂研讨相结合。 

教学手段： 

1.小组研讨 

2.立体全方位研究性学习方式 

3.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鲁迅博物馆参观 

《周氏三兄弟》视频观摩及研讨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需要与课程相配套的大量课外研习时间。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40%；期末考试占 4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一）选用教材 

1. 鲁迅：《呐喊》，《彷徨》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1.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年      

2.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 

3.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年 

4.《鲁迅回忆录》鲁迅博物馆选编 北京出版社 1999年。（辑入了大量鲁迅同时代人所写的文

章与专著，有许多第一手材料，极具参考价值。） 

5. 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 年（是饱含着作者生命体验

的作品） 

6. 林贤治：《人间鲁迅》（花城出版社 1998年） 

7 .[日]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 赵京华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执笔：赵文彤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语用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  

课程号：4070508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教学目的：语用学概论作为中文选修课程，主要目的是让学生了解语用学的基本概念、语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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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新发展、语用所能解决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等，为学生将来从事相关研究打下

一定的理论基础，为学生从事相关实践提供一定的方法和理论支撑。 

基本要求：使学生了解语用学的基本概念及学科发展状况，掌握语用学的基本研究方法，提高

学生语言运用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32学时 

知识单元 1：语用学与语义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语用学的产生与发展。 

2．语用学与语义学的区别。 

3. 语用学在语言学学科中的地位。 

学习目标： 

1．掌握语用学的基本发展脉络。 

2．掌握语用学与语义学的区别与联系。  

知识单元 2：指示语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指示语的概念和分类。 

2．指示语在语用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学习目标： 

1．掌握指示语的概念和分类。 

2．掌握指示语在语言运用中的作用。 

知识单元 3：会话含义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话语含义的概念。 

2．合作原则与话语含义的推导。 

3．礼貌原则与合作原则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会话含义的概念和推导。 

2．礼貌原则与合作原则的关系。 

3.思考汉语中的得体原则与礼貌原则的关系。 

知识单元 4：预设与蕴涵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预设？ 

2． 什么是蕴涵？ 

3． 预设与蕴涵的区别。  

学习目标： 

1． 掌握预设与蕴涵的区别与联系。 

2． 掌握语言运用中的预设现象。 

知识单元 5：言语行为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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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2． 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发展。 

3． 奥斯汀和塞尔对言语行为类型的分类。 

学习目标： 

1. 掌握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 

2. 掌握奥斯汀和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类型的区别。 

知识单元 6：会话结构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话轮？ 

2．话轮转换的基本规则是什么？ 

3．什么是话语修正。 

学习目标： 

1． 掌握话轮的概念。 

2．掌握话轮转换的基本规则。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绪论 3学时  

2 第二章 指示语（上）  3学时  

3 第二章 指示语（下）  3学时  

4 第三章 会话含义（上） 3学时  

5 第三章 会话含义（下） 3学时  

6 第四章 预设（上） 3学时  

7 第四章 预设（下）  2学时  

8 第五章 言语行为理论（上） 3学时  

9 第五章 言语行为理论（下） 3学时  

10 第六章 会话结构（上） 3学时  

11 第六章 会话结构（下） 3学时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语用学的基本概念、语用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难点：语用学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启发性。 

2.互动式。 

3.对话式 

教学手段： 

1.课件展示。 

2.多媒体。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组织学生运用所学语用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相关问题的分析和研究。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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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课堂表现等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布置相应作业。  

执笔：邹玉华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5日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语用学的由来和发展  

一、术语“语用学”的提出 

语用学源于哲学家对语言的探索。“语用学”（Pragmatics）这个术语是由美国哲学家莫里斯

（Charles William Morris）于 1938 年首先提出的。莫里斯在其《符号理论基础》一书中，提出

符号学包括三个部分：句法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句法学研究“符号之间的形式关系”；语义学研

究“符号及其所指对象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和解释者的关系”。语用学即语言使用学。  

二、语用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50年代中至 60年代，语用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语言哲学家巴尔-希勒尔于 1954年提出语

用学的具体研究对象是指引词语。英国哲学家奥斯汀于 1955 年在哈佛大学做题为《论言有所为》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的系列演讲，提出“言语行为理论”。美国语言哲学家塞尔 1969

年出版《言语行为》，1975 年出版《间接言语行为》，继承、修正、发展了由奥斯汀提出的言语行

为理论。 

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于 1967 年在哈佛大学作了三次演讲。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的“会话含义理论”以及“合作原则”及其包含的四条准则：量准则、质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

则。 

奥斯汀、塞尔和格赖斯的理论为语用学创立了成为一门新学科的基本理论。 

三、语用学成为语言学独立新学科的标志 

1977年，《语用学杂志》（Journal of Pragmatics）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正式出版发行是语用学

成为语言学的一门独立的新学科得到承认的标志。 

语言的语用学是研究语言运用的科学。用内部和外部两种方式来研究：外部——从语言的具体

实践的观点来界定语言的语用学，内部——语言运用的这门科学在本质上能被看做研究制约语言使

用的那些条件。  

四、语用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  

语用学最初是由哲学家提出来的，它经历了一个哲学研究阶段，到 70 年代引起语言学家的关

注，进入了一个语言研究阶段，70-80年代，语用学有了自己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有了自己的学术

刊物，有了自己的优秀教材，从而成为语言学的独立的新学科。 

80年代出版了两本优秀教材：列文森的《语用学》和利奇的《语用学原则》。90年代，梅的《语

用学概论》、托马斯的《言语交际中的意义：语用学概论》和余尔的《语用学》出版。 

第二节 语用学产生和发展的语言学背景 

20世纪初，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认定语言是语言学真正的研究对象；

区分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主张“就语言而研究语言”，即从语言系统、结构本身去研究语言；区

分共时状态和历史演变，认定共时状态的语言是一个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后又提出共时描写的一

整套理论和方法。但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忽略了语言运用研究，且语义研究薄弱。乔姆斯基的转换生

成语言学有过之而无不及。 

50年代出版了乌尔曼出版了《语义学原理》，60年代出版了乔治的《语义学》，70年代出版了

卡茨的《语义理论》和利奇的《语义学》，坎普森的《语义理论》以及莱昂斯的《语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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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学和语用学都研究意义，怎样划清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界限呢？利奇认为二者的区别大体上

就是意义和用法的区别，或更一般地说，就是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之间的区别。 

第三节 语用学的定义 

列文森在 1983年出版的《语用学》一书谈到多种不同的语用学定义。择要摘录如下： 

（1）“语用学研究语言结构中被语法化或被编码的语言和语境之间的关系”。这一定义指出，

语用学研究的对象就是语言和语境之间的、与语法和编码有关的某些关系。 

（2）“语用学研究语义学理论不涉及的意义的方方面面”。该定义比较宽泛，因为一个话语的

交际内容可涉及以下方面：真实条件、蕴涵、规约含意、前提、合适性条件、一般会话含意或特殊

会话含意，以及根据话语结构进行的推理等。 

（3）“语用学研究语言理解所必需的语言和语境之间的关系”。该定义从话语理解的角度出发，

实际上指出了推理在语用学中的重要性。 

（4）“语用学研究语言使用者将语句和恰当地使用该语句的语境结合起来的能力”。这一定义

得到了更多的认可，因为它包含了语言能力，同时也隐含了语言使用者的认知能力。更重要的是，

它提到了语言使用中最关键的一个方面：恰当性或合适性。 

第四节 语用学的研究方法 

一、纯语用学 

纯语用学也叫形式语用学，是语言哲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如蒙塔古语法。 

二、描写语用学 

致力于描写人的来自经验的有关自然语言的运用原则，分析自然语言怎样跟语境相联系，关注

为达交际目的在一定语境中恰当使用语言和准确理解话语的语用能力。 

三、应用语用学 

外语教学、人-机对话和人工智能，不同语言间的语用对比研究等是最富有语用价值的。 

第五节 语用学的研究内容和意义 

一、语用学的研究内容应包括以下六个方面：语境；指示语；话语含义；预设；言语行为；会

话结构。 

二、语用学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语用学研究为言语交际中话语意义的恰当地表达和理解提出了理论、方法和一套应该遵从的原

则和准则，有利于提高人们的语用能力和语言修养。语用学研究对修辞学和文学研究大有益处，特

别是对外语教学、不同语言间的语用以及人工智能等有明显的实用价值。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语用学？ 

2、分析语用学和语义学的关系与区别。  

3、试述语用学的哲学基础和发展历史。  

拓展阅读书目： 

索振羽：《语用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相关部分。 

何自然：《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相关部分。 

何自然：《新编语用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相关部分。 

第二章 指示语 

第一节 指示语的语用含义 

指示语（deixis）源于希腊语，原为“指点或指明”。指示语就是表示信息的词语。 

一、指示语是语用学最早选定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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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家巴尔-希勒尔于 1954年发表《指示词语》一文，认定指示语是语用学的研究对象。 

二、指示系统的组织方式 

典型的交际方式是面对面交谈，即有一个人对一人或由一人对多人。面对面的交谈，一般地说，

指示系统是以说话人为中心的方式组织起来的。 

第二节 指示语的不同用法 

指示语是指主要用作指示的语言成分，但不可忽视的是，指示语还有非指示的用法。 

一、 指示语的两种指示用法 

1.身势用法 

2.象征用法 

二、 指示语的非指示用法 

1.照应用法 

2.非照应用法   

第三节 指示语的分类 

人称指示、时间指示和地点指示是最基本、最普遍的指示。这三种指示的参照点都存在于语言

之外的语境中。语篇指示的参照点存在于语篇的语言之中。 

一、人称指示 

指交谈双方用话语传达信息时的相互称呼。人称指示的基本语法区别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第一人称单数“我”是说话人自称，第二人称“你”是说话人称听话人，第三人称单数

“他”是说话人称说话人、听话人之外的任何人。 

人称指示语以说话人做基准：正在说话的人是“我”，对面听话人是“你”，“你”和“我”

角色互换。 

第一人称的复数形式有包括式和排除式之分。普通话里，“咱们”是包括式，“我们”多为排

除式。 

二、时间指示 

时间指示指交谈双方用话语传递信息时提到的时间。在交际中，时间指示是以说话人在说话的

那一刻作为参照点来计算和理解的。 

时间指示必需区分编码时间和接收时间。 

三、地点指示 

地点指示是指明言语事件中相对于指示中心的方位。地点指示是以说话人为中心参照的。近指、

远指。 

四、语篇指示 

语篇指示就是用词语指语篇的某一部分，而所用的词语就包含在这语篇的话语中。 

1.用时间指示语指语篇的一部分 

2.用地点指示语指语篇的一部分 

3.在语篇中用来表示前后话语之间关系的一些词和短语。 

五、社交指示 

社交指示指语言结构中能反映出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和相对社会地位的那些词语和语法范畴。 

1.言语交际参与者的身份 

2.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相对的社会地位 

3.说话人和所谈到的人之间相对的社会地位 

复习与思考题： 

1、 为什么说指示语属于语用学的研究范围？ 

2、 比较指示语的语法分析和语用分析的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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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就汉语的“来”和“去”与英语的“come”和“go”进行语用对比。 

4、分析现代汉语中的“您”和“你”。 

拓展阅读书目： 

索振羽：《语用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相关部分。 

何自然：《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相关部分。 

何自然：《新编语用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相关部分。 

第三章 会话含义 

第一节 格赖斯的“会话含意”学说 

会话含义理论是由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H.P.Grice）提出来的。）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于

1967 年在哈佛大学的 William James 讲座作了三次演讲。在第二讲《逻辑与会话》（Logic and 

Conversation）中，格赖斯提出了“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和“会话含义”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理论。 

格赖斯于 1957年在《哲学评论》发表《意义》一文，提出“非自然意义理论”。格赖斯把意义

分为“自然意义”和“非自然意义”两类。格赖斯认为，“非自然意义”具有如下特征： 

S（发话人）发出 U（话语），具有非自然意义，当且仅当： 

（Ⅰ）S发出 U，试图在 H（听话人）那儿引起某种效果 Z（听话人的反应）； 

（Ⅱ）通过 H认可 S的意图而使 S的愿望不折不扣地实现。 

按照格赖斯的“非自然意义理论”，在言语交际中，一句话的全部意义，即有意图的信息交流

内容应做如下图式分解： 

非自然意义（=有意图的信息交流内容） 

 

字面意义        含义 

 

规约含义    非规约含义 

 

非会话含义    会话含义 

 

一般性会话含义    特殊性会话含义 

格赖斯认为“非自然意义”是由字面意义和含义两部分共同组成的；含义又可分为规约含义和

非规约含义；非规约含义再分为非会话含义和会话含义；会话含义再分为一般性会话含义和特殊性

会话含义。 

一、合作原则。 

格赖斯在《逻辑与会话》演讲中指出：在正常情况下，人们的谈话不是有一连串不连贯、无条

理的话语组成的，人们共同遵循着一个一般原则：即“合作原则”，这就要求参与者在参与交谈时，

要使你说的话符合你所参与交谈的公认目的或方向。格赖斯仿效哲学家康德在“范畴表”中列出“量”

“质”“关系”“方式”四个范畴来构成其范畴体系的做法，划分“量”“质”“关系”“方式”四个

范畴，提出四个相应的准则及其相关的次准则。 

格赖斯提出的四条准则及其相关次准则是： 

（1）量的准则（The maxim of quantity）：指所提供的信息的量。 

①所说的话应包含交谈目的所需要的信息；②所说的话不应包含超出需要的信息。 

（2）质的准则（The maxim of quality）：努力使说的话是真实的 

①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②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 

（3）相关准则（The maxim of Relevance）： 

“讲与谈话目的有关的话”和“前后话语要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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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式准则（The maxim of Manner）：清楚明白地说出要所的话。 

①避免晦涩；②避免歧义；③要简炼，避免啰嗦；④要井井有条。 

但是交际中也有不遵守合作原则的情况出现，格赖斯总结为四种情况： 

（1）说话人宣布不遵循合作原则以及有关准则，例如：“我不能说更多的话了”；“无可奉告”。 

（2）说话人可以悄悄地、不加声张地违反一条准则。结果是听话人产生误解或受骗上当，例

如“说谎”。 

（3）说话人可能面临一种“冲突”的情况，即为了维护一条准则而不得不违反另一条准则。 

（4）故意违反或利用某一准则来传递会话含义。说话人故意不遵守某一条准则，即说话人知

道自己违反了某一条准则，同时还使听话人知道违反了该条准则，目的是向听话人传递一种新信息

——会话含义。 

二、会话含义 

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们如何运用语言的理论”。它不是从语言系统内

部去研究语言本身表达的意义，而是依据语境研究话语的真正意义，解释话语的言外之意。会话含

义关注的不是说话人说了什么，而是说话人说这句话可能意味着什么。  

1.会话含义 

会话含义有分为一般性会话含义和特殊性会话含义。 

（1）一般性会话含义 

不需要特殊语境就能推导出来的含义。 

（2）特殊性会话含义 

大部分违反或利用会话准则得出的含义是特殊性会话含义。 

2.会话含义的推导  

（1）利用“量的准则”推导的会话含义 

①故意违反“量的准则”的第一条“足量”准则，所说的话信息不足量。 

②故意违反“量的准则”的第二条“不过量”准则，提供的信息过量。 

（2）利用“质的准则”推导的会话含义 

①故意说自知虚假的话。这又包括各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说反话”。 

第二，“隐喻”。 

第三，“缓叙”。 

第四，“夸张”。  

②说缺乏根据的话。  

（3）利用“相关准则”推导的会话含义 

（4）利用“方式准则”推导的会话含义 

①使用“晦涩”的话语。  

②故意使用“歧义句”。  

③故意说话啰嗦，不简练。  

④故意说不条理的话。  

以上是利用“量准则”、“质准则”、“相关准则”和“方式准则”来推导的会话含义。会话含义

是从（1）说出的话语，（2）至少遵守合作原则的假设，（3）特定的语境这三个方面推导出来的。  

3.会话含义的特征 

（1）可取消性：（a）在原初的话上附上前提，某些会话含义就会取消；（b）特定的语境使话

语的含义被取消。  

（2）不可分离性 

会话含义依附于话语的语义内容而非语言形式，不可通过同义词的替换把会话含义从话语中分

离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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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推导性 

 听话人根据话语的字面意义和合作原则及其各条相关准则，推导出话语的含义来。 

（4）非规约性 

会话含义不是话语的规约意义的部分。话语命题的真假不会影响到含义的真假，反之亦然。 

（5）不确定性 

 具有单一意义的会话含义在不同的场合可以产生不同的含义。 

第二节 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 

一、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 

列文森于 1987 年发表的《语用学和前指代语法》提出会话含义“三原则”，被称为“新格赖

斯会话含义理论”。 

1.量原则（Q-原则） 

说话人准则——不要说信息不足的话，除非提供足量的信息违反信息原则。 

听话人推论——相信说话人提供的已是他所知道的最强的信息，因此： 

（i）如果说话人说 A（W），而<S,W>形成“荷恩等级关系”，以至 A（S）├ A（W），则可推导

出 K~（A（S）），即说话人知道较强的陈述是不能成立的； 

（ii）如果说话人说 A（W），而 A（W）并不蕴涵内嵌句 Q，但 Q却为一个较强的陈述 A（S）所

蕴涵，且{S,W}是一个对比集，则可推导出~K（Q），即说话人不清楚 Q是否可以成立。 

2.信息原则（I-原则） 

说话人准则——最小极限化准则。 

听话人推论——扩展准则。 

（i）设定句子所谈的对象和事件之间所形成的关系是常规关系，除非：这跟已确认的情况不

符，或说话人违反了最小极限化准则，用了冗长的表达形式。 

（ii）如果某种存在或实情恰好跟已确认的情况相符，就判定这正是句子所要说的。 

3.方式原则（M-原则） 

说话人准则——不要无故使用冗长、隐晦或有标记的表达形式。 

听话人推论——如果说话人使用了冗长的或有标记的表达形式，就会有跟使用无标记形式不同

的意思。 

列文森三原则的顺序：量原则>方式原则>信息原则。 

二、语用推理机制 

中国学者徐盛桓为新格赖斯会话含义理论构建了一个语用推理机制，使其进一步完善化。 

1.推导过程 

          标记性                      无标记 

 

          有标记                   荷恩等级关系               无 

 

       方式原则推导                    有                 信息原则推导 

 

                                      量原则推导 

2.实施规则 

A．方式原则推导的实施规则 

一个有标记的表达形式可能得出会话含义集{I1,I2……In}，若从语境效果来说，I1>I2>…>In，则

I1最可能成为所期待的含义。 

B．量原则推导的实施规则 

<S，W>符合“荷恩等级关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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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W）+ A（X）（X就是 S比 W强的语义信息内容） 

（1）A（S）├ A（W） 

（2）A（W）├ ~A（S） 

（3）∵A（W）├ ~ A（S） 

∴A（W）├ ~ [A（W）+ A（X）]  

├ A（W）+~ A（X） 

├ ~ A（X） 

（4）A（W）├ ~ T[A（S）]（T表示“说明”） 

A（W）→±A（S）（这是表示+A（S）V-A（S），下同） 

（5）K[A（W）]├ K[~A（S）] 

              ├ ~K[A（X）] 

（6）设 V={F1,F2，…K1，K2…}为一表感知活动的动词集，F表只是感觉、想象，尚未达到“知”（K）

的动词，K 表已达到确知的那些动词。以“知”、“未知”形成“荷恩等级关系”，P 为一命题，

则： 

（i）K（P）├ P； 

（ii）F（P）├ ~ K（P）； 

（iii）F（P）├    ±P。 

C．信息原则推导的实施规则 

设语句所谈及的对象或事件可能形成如下关系：{R1,R2……Rn}，若从跟实情或常规的贴近程度来

说，R1>R2>…>Rn，则 R1优先成为扩展说话人话语的信息内容的最贴切的因素，推导出说话人的意图。 

第三节 得体原则 

人们的言语交际在保留“合作原则”之外，还需要提出一个新原则：得体原则。 

一、提出得体原则的原因 

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尚欠完备，需要进一步完善。人们为什么有时遵守合作原则，有时

又故意违反使之产生会话含义呢？“得体原则”可以科学而合理地解释这一现象。我们把适合不同

语境需要，采用拐弯抹角的间接方式，说出的最佳效果的话叫做“得体”。 

方式一： 

医生：李先生，我怀疑你得了癌症。 

方式二：李先生，你的 X片上有一个黑影，显然是个肿瘤，我想，很可能是良性的，但也不敢

完全排除是恶性的。所以，我建议你去找专科医生看看，作进一步的检查。 

显然方式二得体。 

得体原则与合作原则的关系是：分工合作、相互补益。 

二、得体原则的次准则 

得体原则有三个次准则：礼貌原则、幽默原则和克制准则。 

1.礼貌原则 

利奇“礼貌原则”的各条准则：（1）得体准则；（2）宽宏准则；（3）赞誉准则；（4）谦虚准则；

（5）一致准则；（6）同情准则。 

从话语交际的根本目的来看，话语得体不是为了礼貌。“得体”比“礼貌”覆盖面大。 

汉语运用的“礼貌原则”：（1）赞誉次准则；（2）谦虚次准则；（3）一致次准则；（4）同情次

准则；（5）宽宏次准则；（6）恰当的称呼次准则。 

礼貌准则的特征：（1）级别性；（2）冲突性；（3）适合性。 

2.幽默准则 

幽默的三大特征：（1）不谐调性；（2）情趣性；（3）适切性。 

创造和理解幽默的六次准则：（1）岔断次准则；（2）倒置次准则；（3）转移次准则；（4）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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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准则；（5）降格次准则；（6）升格次准则； 

3.克制准则 

（1）讽刺挖苦；（2）指桑骂槐；（3）说反话。 

复习与思考题： 

1．为什么要研究语用含义？  

2．如何推导会话含义？  

3．利奇提出的礼貌原则包括哪些主要内容？该原则是否适合解说汉语中的礼貌现象？  

4.在汉语交际中，如何才能做到礼貌得体？有哪些主要语言手段与策略？ 

5.从“受益”与“受损”的语用原则出发，举例分析汉语中直接性话语与间接性话语的礼貌级

别。 

拓展阅读书目： 

索振羽：《语用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相关部分。 

何自然：《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相关部分。 

何自然：《新编语用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相关部分。 

第四章 预设 

第一节 预设是语言哲学研究课题之一 

预设本是哲学上的概念。了解并掌握预设理论对话语意义的恰当表达和准确理解是大有益处

的。  

语用学中对预设的关注源于哲学上的争议，特别是关于所指和指别词语的性质的争议。德国哲

学家弗雷格在 1892 年所写的《意义和所指》中就用“预设”来解释一些语义中的逻辑现象。弗雷

格的预设理论包括：（1）指别短语和时间从句预设它们实际上指别的结果；（2）一个句子及其相应

的否定物共同具有同一组预设；（3）一个断言或者一个句子或真或假，其预设必真或令人满意。 

1905年哲学家罗素提出“描写理论”跟弗雷格唱对台戏。1950年，斯特劳森提出预设新理论，

批驳罗素，才使预设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和趋于完善。 

 第二节 语言学家对预设的关注 

语言学家对预设的关注是从对语义关系的研究开始的。斯特劳森认为，应该区分句子和句子的

使用。句子没有真假，句子只有做出陈述才有真有假。（1）法国国王是聪明的；（2）现在有一位法

国国王。（1）和（2）之间有一种特殊关系，即（2）是判断（1）真假的先决条件，这种关系叫预

设，这是一种特殊的语用推理，跟蕴涵不同，是一种指别词语的使用规约的一种推理。 

蕴涵与预设的区别： 

蕴涵是指两个句子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第二个句子的真必定取决于第一个句子的真实。预设：

S2真必定是 S1真的一种必要条件。 

语言学家区分的方法：否定测试法。把句子否定之后未必真的推断是该句的蕴涵；把句子否定

之后仍然真的推断是该句的预设。 

第三节 预设触发语 

产生预设的词语叫预设触发语。卡图南在他的《预设现象》一文中收集了 31 种预设触发语。

预设触发语能够解释语句的预设。 

主要预设触发语：（1）定指描写；（2）叙实描写；（3）含义动词；（4）状态变化动词；（5）表

示重复的词；（6）判断动词；（7）时间从句；（8）分裂句；（9）比较和对比；（10）非限制性关系

从句；（11）违反实际的条件句；（12）疑问句。 

第四节 语义预设与语用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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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义预设 

   两种语义理论：一是真值条件理论；一是以语义特征为基础的语义理论（假设所有的语义

关系都能按句子分解成的语义特征来定义）。 

   预设的特征：一是可取消性；一是投射问题。投射：（1）预设在语境中保持而蕴涵消失；

（2）预设消失而蕴涵保持。预设不属于语义学而属于语用学。语义预设不成立。 

二、语用预设 

第一种模式：卡图南和彼得斯提出的含义表达式；第二种模式：盖兹达提出的处理投射问题的

理论。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预设？它与蕴涵和断言有何不同？  

2．为什么要对预设进行语用分析？预设对话语理解有何重要性？  

3．试举例说明汉、英语之间或汉语与其他语言之间预设表达的异同。 

拓展阅读书目： 

索振羽：《语用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相关部分。 

何自然：《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相关部分。 

何自然：《新编语用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相关部分。 

第五章 言语行为 

第一节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 

英国哲学家约翰·兰索·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于 1955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做了

《论言有所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系列讲座，提出言语行为理论。 

一、施为句理论 

1.区分“言有所述”和“言有所为”。 

奥斯汀“言有所述”的话语称为“有所述之言”（constatives，叙述句），把“言有所为”的

话语叫做“有所为之言”（performatives，施为句）。 

奥斯汀指出：“有所述之言”虽无真或假意义的区别，它必须有“合适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 

二、言语行为三分说 

奥斯汀把言语行为理论分为三类：（1）叙事行为（the locutionary act）；（2）施事行为（the 

illocutionary act）；（3）成事行为（the perlocutionary act）。 

（1）叙事行为 

叙事行为有包括发生行为（phonetic act）、发音行为（phatic act）和表意行为（rhetic act）

三种行为。叙事行为是奥斯汀言语行为三分说的第一类行为。完成一个叙事行为大致相当于发出一

个有意义的句子。叙事行为的功能是以言指事。 

（2）施事行为 

施事行为是奥斯汀言语行为三分说的第二类行为，属于这类行为的话语都存在一定的语力

（illocutionary  force），如“命令”、“警告”、“通知”，等等。施事行为的功能是：以言指事。 

叙事行为一般地说，可以同时是也可以本身是一种施事行为。能以言行为的言语行为，首先必

定是一个以言指事的行为；但是，以言指事的行为却不一定都能做到以言行事。 

（3）成事行为 

成事行为是奥斯汀言语行为三分说的第三类行为，其特点是必定在听话人或其他人的感情上或

行动上产生某种影响或效果。成事行为的功能是以言成事。 

施事行为与成事行为具有本质的区别。施事行为，即以言成事的公式是：“By saying X I was 

doing Y”，其特征是：说出话语 X，同时施事 Y，也可以说是 X=Y。  

在言语交际中，以上三种行为是一个整体：叙事行为，发出声音，组成单词和句子，表述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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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meaning），以言指事；施事行为，在说某种事情中存在着某种语力，以言行事；成事行为，

通过说某种事情在听话人或其他人的思想、感情或行动上产生一定的影响或效果，以言成事。  

三、施事行为的分类 

奥斯汀把施事行为分为五大类：裁决型、行使型、承诺型、行为型和阐释性。裁决（verdictive）

是行使判决；行使（exercitive）是行使权力或施加影响；承诺（commissive）是承担义务或表明

意图；行为（behabitive）是表明态度；阐释（expositive）是阐明理由，解释争论和交际作用。

这些类别各有自己的特点又有某些功能上的交叉。 

第二节 塞尔的言语行为 

一、对奥斯汀的发展 

美国当代语言哲学家塞尔（John R.Searle）进一步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塞尔主张

把言语行为分为四大类（1969:23-25）： 

（1）发话行为（utterance act），即说出单词、句子的行为； 

（2）命题行为（propositionl act），即由指谓（谈到的人或物）和表述（对谈到的人或物所

做的表述）所实施的行为； 

（3）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例如陈述，提问，命令，许诺，等等； 

（4）成事行为（perlocutionary act），即对听话人的行动、思想、信念等方面产生影响的行

为。  

塞尔用命题行为（propositional acts？）取代了奥斯汀的叙事行为中的表意行为。命题中立

于语力，不同的话语可以用来表达同一命题，但却具有不同的语力。 

（1）Sam smokes habitually. 

（萨姆经常吸烟。） 

（2）Does Sam smoke habitually? 

（萨姆经常吸烟吗？） 

（3）Sam,smoke habitully! 

（萨姆你要经常吸烟！） 

（4）Would that Sam smoked habitually. 

（愿萨姆经常吸烟。）  

这四句话的命题都是：吸烟（萨姆）（萨姆为指谓，吸烟为表述）。但语力却分别是：（1）断言；

（2）提问；（3）命令；（4）祝愿。 

二、塞尔的施事行为分类 

1.断言行为 

断言行为用如下符号来表示：├↓B（P） （├：断言↓：适切方向 B：心理状态 （P） ：命

题）。 

包括奥斯汀的阐释型和裁决型的大部分。 

2.指令行为 

用如下符号来表示：！↑W（H does A）（！：指使  ↑：适切方向  W：真诚条件为愿望命题内

容：听话人 H 某个未来的行为 A）。 

包括奥斯汀行为型和行使型的一部分。 

3.承诺行为 

↑：适切方向   

I：真诚条件为意图 

命题内容：说话人 S将要实施某种行为 A。  

包括奥斯汀承诺型的大部分。 

4.表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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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表示：E Ø（P）（S/H + property）（E：表态  Ø：适切方向为零 （P）：心理状态  命题

内容：说话人 S或听话人 H 有某种特性）。 

    5.宣告行为 
    符号表示：D↕Ø（P）（D：宣告 ↕适切方向为双向 Ø：真诚条件为零 （P）：命题变元）。 
    三、间接言语行为理论 

1. 间接言语行为定义 

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s）是由塞尔提出来的。塞尔 1979 年给间接言语行为下

的定义：“间接言语行为是通过实施另一种施事行为的方式来间接地实施某一种施事行为。”  

2.间接言语行为分类 

间接言语行为分为规约性（conventional）间接言语行为和非规约性（non-conventional）间

接言语行为。 

规约性间接言语行为是指对“字面语力”做一般性推导而得出的间接言语行为。对“字面语力”

做一般性推导，主要是根据句子的句法形式，按习惯可以立即推导出间接的“施事语力”。非规约

性间接言语行为则主要依靠说话双方共知的语言信息和所处的语境来判断。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施为句？ 

2、间接言语行为与会话含义之间存在什么联系？ 

3、分析奥斯汀与塞尔言语行为理论的异同。 

拓展阅读书目： 

[英]J.L.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商务印书馆，2013年。 

索振羽：《语用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相关部分。 

何自然：《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相关部分。 

何自然：《新编语用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相关部分。 

第六章 话语结构  

第一节 轮流说话 

会话分析是由社会学家即通常所说的“民族方法论者”在 20世纪 60年代到 70年代开创的。 

会话的特点：轮流说话：一次会话至少得由两轮话组成：A-B-A-B-A-B。话轮：说话人的话从

开始到结束。话轮的终止就是可以变换说话人的位置，即转换关联位置，简称 TRP。    

规则 1：应用于第一个 TRP 

（a） 如果 C在当时一个话轮中选择 N，那么 C必须停止说话，N必须接着说话，转换出现

在选择 N的第一个 TRP； 

（b） 如果 C没有选择 N，那么任何其他的参与者都可以自我选择，说先说话谁就获得下一

轮话的权利； 

（c） 如果 C没有选择 N，也没有其他的参与者按（b）做自我选择，那么 C可以继续说话。 

规则 2：应用于以后的每一个 TRP 

在 C已经应用规则 1（c）后，规则 1（a）-（c）适用于下一个 TRP，并反复适用于下一个 TRP，

直到实现说话人的转换为止。 

第二节 相邻对 

最典型的相邻对是问-答、问候-问候、提议-认可、提议-拒绝、道歉-抚慰等。 

相邻对特点：（1）邻接的；（2）有两个说话人说出；（3）分为始发语和应答语；（4）始发语要

有特定的应答语相匹配。  

第三节 修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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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是口头交际，思考不周和口误在所难免。需要及时补正、修正。 

修正机制具有的特征：（1）可以在空挡里进行修正或促使对方修正（T1-第一话轮，T2-第二话

轮，T3-第三话轮）。 

T1=第一次机会：主动自我修正 

T1和 T2的过渡间隔=第二次机会：主动自我修正 

T2=第三次机会：对方主动修正或促使对方在 T3作自我修正 

T3=第四次机会：在 T2对方的促使下作自我修正 

第四节 总体结构 

在总体结构中，目前研究得比较充分、也是最典型的是打电话。打电话的总体结构——开端、

本体、结束语。 

开端——招唤-应答-先致问候-后致问候； 

本体——打电话人切入话题-就话题回答-提出第二个话题-就话题回答； 

结束语——预示结束语-结束语。 

复习与思考题： 

1、会话的基本规则是什么？ 

2、从人际交往的角度，分别对提问和回答的语用功能进行分析。 

3、举例说明什么是会话中的自我修正与对方修正以及修正之前的引导方式。 

拓展阅读书目： 

索振羽：《语用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相关部分。 

何自然：《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相关部分。 

何自然：《新编语用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相关部分。                    

 

语言学方法论 
Research Method in Linguistics 

课程号：407050811 

一、课程教学目标 

编写目的：为规范语言学方法论课程的教学内容和课程考核范围、为语言学方法论教学提供基

本的依据，特编写教学大纲。  

课程简介：语言学是教育部确定的中文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现代语言学非常重视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选取对于语言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学方法论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选修课程

之一。主要讲授各种研究方法以及相关语言学理论。 

教学目的：语言学方法论作为中文专业课程，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进行语言分析和解决语

言问题的能力，为学生进行语言学研究提供基本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为将来进行相关研究打下坚实

基础。 

基本要求：使学生熟悉语言学方法相关的概念，掌握现代语言学基本的研究方法，提高学生语

言学的研究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2学时 

知识单元 1：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定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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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量研究。 

学习目标： 

1．掌握定量研究方法。 

2．掌握定性研究方法。 

知识单元 2：描写研究与解释研究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描写研究。 

2．解释研究。 

学习目标： 

1．掌握描写研究方法。 

2．掌握解释研究方法。 

知识单元 3：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静态研究。 

2．动态研究。 

学习目标： 

1．掌握静态研究方法。 

2．掌握动态研究方法。 

知识单元 4：实验分析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3． 实验分析方法。 

学习目标： 

1．掌握实验研究方法。 

知识单元 5：调查分析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3． 调查分析法。 

学习目标： 

3. 掌握调查分析法。 

知识单元 6：统计分析法和个案分析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统计分析法。 

2．个案分析法。 

学习目标 

1. 掌握统计分析法。 

2. 掌握个案分析法。 

（二） 实践教学：10学时    

本课程的实践教学为每次课的最后一节课。用所学知识对语言现象进行分析和调查研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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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一章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 3学时  

3 第二章  描写研究与解释研究 3学时  

4 第二章  描写研究与解释研究 3学时  

5 第三章  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   3学时  

6 第三章  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   3学时  

7 第四章 实验分析法 3学时  

8 第四章 实验分析法 3学时  

9 第五章 调查分析法 3学时  

10 第五章 调查分析法 3学时  

11 第六章 统计分析法和个案分析法 2学时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  

后续课程：理论语言学相关课程、现代汉语语法分析、法律语言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定性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法、解释方法、统计方法、实验方法。 

难点：统计方法、实验方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启发性。 

2.互动式。 

3.对话式。 

教学手段： 

1.课件展示。 

2.多媒体。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组织学生运用所学研究方法进行语言学相关现象和问题的分析和研究。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课堂表现等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布置相应作业。 

执笔：邹玉华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5日 

第一章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  

第一节 定性研究 

一、什么是定性研究  

所谓定性的研究方法，就是根据足够的事实，经过推理、辩论，证明某事物的性质、规律和特

征，即以确定性质等为首要的研究目标的方法。 

二、定性研究的特点 

定性研究方法不局限于事物或事实的细节描述，而偏重于总体印象，不强调数量关系，而注重

方向。定性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寻找事物的型式。语言是有规律的，可以归纳为一些型式。 

三、定性方法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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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方法的原则是自然观察。定性研究的首要原则是研究者不操纵研究背景，而是把研究背景

看成是自然发生的事件、过程、相互关系。 

第二节 定量研究 

一、什么是定量研究 

定量研究是指搜集用数量表示的资料或信息，并对数据进行量化处理、检验和分析，从而获得

有意义的结论的研究过程。定量的意思就是说以数字化符号为基础去测量。 

二、定量研究的特点 

定量研究则注重客观性，材料的真实性、代表性，强调事实与数据的证明作用。对于理论、假

设的证明，往往通过实验的方法，讲究证明过程的严密性、准确性，常常使用统计分析的手段，将

要解决的问题化为一个变量，逐一证明。实验方法和统计方法都属于定量研究。 

复习与思考题： 

1、对比分析“张三来了”和“张三看见了李四”。 

2、用义素分析法分析“喝、饮、呷、抿、吮、吮吸、吮吸、咂、吸食、吸饮”等词语的异同。 

3、举例说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异同。 

拓展阅读书目： 

桂诗春、宁春岩，《语言学方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相关部分。 

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相关部分。 

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相关部分。 

袁方，《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相关部分。 

第二章  描写研究与解释研究 

第一节 描写研究 

一、什么是描写研究  

描写研究是对事物的存在状态做客观叙述来回答研究对象“是什么”，是事物外部形式层面的

研究；西方有一种科学理论的分类，把科学分成两大类。一类科学理论旨在描写科学事实，对科学

事实提供精细的分类描写，称之为描写性研究。门捷列夫的化学元素周期表就属此类，结构主义语

言学也属此类。 

二、描写研究的特点 

描写研究追求“描写上的充分性”。语言描写的目标——抽象化。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主要代

表的认识论基础是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和心理学上的行为主义。语言知识是“外在的”，“语言是一种

符号系统”。如直接成分分析法、义素分析法都属于描写研究。 

第二节 解释研究 

一、什么是解释研究 

旨在为科学事实的成因提供理论解释，回答什么原因使事实成为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样子，

这种理论叫解释性理论。 

二、解释研究的特征 

解释性研究是以一定的理论原则为依据进行分析进而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是事物内在本质层

面上的研究，是理论性研究。解释性理论追求“解释上的充分性”，在解释性的基础上追求描写上

的充分性。 

大多数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都具有明显的解释性理论性质。寻求系统性成因，如寻求普遍语法

原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生成语法）和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功能语法）都属此类。 

复习与思考题： 

1、用直接成分分析法分析“小黄看见人造卫星”和“老李说小黄看见人造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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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举例说明描写研究与解释研究的异同。 

拓展阅读书目： 

桂诗春、宁春岩，《语言学方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相关部分。 

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相关部分。 

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相关部分。 

沈家煊，《语法研究的目标——预测还是解释？》，《中国语文》2004年第 6期。 

第三章  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 

第一节 静态研究 

一、什么是静态研究 

对语言静止的结构状态的研究叫静态研究。 

二、静态研究的特征 

不考虑语言的变化，注重对共时平面语言系统的结构、要素等的描写。如义素分析法。 

从共时态切入，对现代汉语语音系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进行读解，属静态研究。 

第二节 动态研究 

一、什么是动态研究 

对语言的变化过程及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叫动态研究。 

二、动态研究的特征 

注重变化过程。如语言结构要素之间、语言结构要素同社会要素等之间共变关系研究。 

三、社会语言学属动态研究 

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共变关系的语言科学，主要是通过对语言变异现象的研究来揭示

语言的使用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异的规律。 

社会语言学认为只简单的进行语言差异描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对语言变体的各个项目之间

的数量关系，以及这些项目与社会因素之间的相关程度进行详细的分析。 

复习与思考题： 

1、 举例说明静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的异同。 

2、对某一语言现象进行动态研究。 

拓展阅读书目： 

王希杰，《语法研究中的静态和动态》，《语言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 3期。 

赵春利，《形名组合的静态与动态研究》，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 

桂诗春、宁春岩，《语言学方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相关部分。 

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相关部分。 

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相关部分。 

第四章 实验分析法 

一、什么是实验分析法 

实验分析法是基于对事物的基本了解，分析出一定的因素，进而通过对部分因素的控制，观察

另一部分因素作用情况的系统研究方法。 

二、实验分析法的特征 

与自然观察法不同，实验分析法采用控制和操纵的手段，根据假设专门设计实验，使某些要观

察的行为在实验室的环境下更为集中地显示出来。就两个变量的关系提出假设，如学习策略对语言

能力的提高有重要影响等等。实验方法是科学研究普遍采用的方法，在自然科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语言研究实例 

史密斯（Greg Smith）曾在英国伦敦的一所学校进行试验，以调查该校学生对标准英语和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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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的态度。 

美国心理学家兰伯特（W.Lambert）在加拿大进行了“变语配对”实验。 

沙平对福建一所大学生的语言态度的调查。 

复习与思考题： 

1、 用实验分析法对某一语言现象进行研究。 

2、“变语配对”实验方法在语言研究中的应用。 

拓展阅读书目： 

沙平，《“变语配对”实验方法的应用》，《语文建设》1988年第 3期。 

桂诗春、宁春岩，《语言学方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相关部分。 

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相关部分。 

袁方，《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相关部分。 

第五章 调查分析法 

一、什么是调查分析法 

调查分析法是采用各种调查手段如采访、音像录制、问卷调查等，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调查，

获取资料，继而进行整理分析的过程。 

二、调查分析法的特征 

调查分析法往往适于较大范围内的操作，涉及面广，调查分析的结果可以揭示某一现象或行为

的趋势及某些倾向性，如公众态度调查。 

三、调查分析法的类型 

1、观察法 

在调查对象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调查的方法叫观察法。 

2、问卷调查法 

通过设计、发放书面形式的调查问卷进行社会调查的方法。 

3、访谈法 

是指通过访问和受访人面对面地交谈进行研究的方法。包括与调查对象面对面的交谈以及要求

对象完成有关的调查表。 

复习与思考题： 

1、用调查分析方法对语言现象进行研究。 

2、对某一语言现象语言态度的调查。 

拓展阅读书目： 

邹玉华，《关于汉语中使用字母词的语言态度的调查》，《语言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 4期。 

邹玉华，《字母词知晓度的调查报告》，《语言文字应用》2006年第 2期。 

桂诗春、宁春岩，《语言学方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相关部分。 

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相关部分。 

袁方，《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相关部分。 

第六章 统计分析法和个案分析法 

第一节 统计分析法 

一、什么是统计分析法 

统计分析法指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规模、速度、范围、程度等数量关系的分析研究，认识和揭示

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借以达到对事物的正确解释和预测的一种研究方法。 

二、统计分析法的特征 

统计分析法主要是用数理统计方法分析综合，揭示事物某方面的特征。由于统计分析手段较客

观，所得出的数据也较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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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分析法常常作为实验法、调查分析法等方法的一部分，但也可以作为独立的研究方法。根

据对一小部分数据的观察来概括它所代表的总体特征。统计分析法要求搜集的材料全面、真实、有

代表性。 

三、 样本抽取方法 

1、随机抽样 

目的让在选定范围内的全体成员中每一个都有被选定为取样对象的同等的机会。 

分为简单随机抽样、等距抽样和分层抽样。 

2、非随机抽样 

分为偶然性抽样、比例抽样和判断抽样。 

第二节 个案分析法 

一、什么是个案分析法 

个案分析法就是通常所说的“典型分析法”或“解剖麻雀法”，是指对单一个案进行深入研究

的方法。它通常是以一个典型的个例做为具体的研究对象，了解个案发展变化的某些线索和特点。 

二、个案分析法的特征 

个案分析法的重大难点之一是根据分析的结果无法肯定地推断整体的情况，只能提出某种假

设，但是由于个案的特殊性，研究所得出的假设往往有助于后续的相关研究。 

复习与思考题： 

1、 举例说明统计分析方法和个案分析方法的异同。 

2、用个案分析法对司法语言进行研究。 

拓展阅读书目： 

柯惠新，《调查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法》，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相关部分。 

桂诗春、宁春岩，《语言学方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相关部分。 

袁方，《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相关部分。 

 

二十世纪中国涉法文学个案分析 
Case Studies of Chinese Law-related Litera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课程号：40705087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中文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是研讨型与案例型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掌握二十世纪中国涉法文学的发展脉络，宏观背景介绍与微观作品分析相结合。 

2、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2学时 

知识单元 1：中国文学与法律研究现状及理论建构设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中国文学与法律交叉研究的现状。 

2．研讨文学与法律交叉研究的理论建构。 

文学和法律之间的交叉和重合古已有之。但在新时期之前的中国，研究者并没有将其看作一个

特定的研究领域或学术思潮。直到新时期以来，来自文学和法学不同领域的研究者或出于学科内部

的自觉、或出于外部影响，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和思考这一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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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的文学作品研究中国的法律和社会问题，是中国文学和法律的交叉研究最大的贡献。因

为它秉持中国语境下的问题意识，在学术实践层面，则以对本土资源的重视改变了直接取道西方的

移植模式。这一成就集中体现在国内学者首创的“作为法律的文学”和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文学

中的法律”这两个领域。 

国内不同领域的学者是以不同进路进入文学和法律的交叉研究的。不同的学术背景、问题意识，

以及各自不同的学术定位和需求（如改变法学研究现状或丰富文学研究手段，以文学进路拓展法学

研究或以法学进路更新对文学作品的创造性认识，等等），这些在取得其成就的同时，又导致了国

内研究在理论建构、学术理念演变过程中出现诸如中心主义倾向、文学作品被曲解等问题，并招致

各种批评。 

文学和法律是本文所谈跨学科研究的两翼，无论哪一方得不到充分展开，都会造成研究的失重。

也只有确立并同时坚守文学和法律各自的主体性，才能实现二者的充分交叉和深度融合。因此，在

充分尊重作品核心思想和情感的同时，对各种法律问题进行探索和反思，使文学和法律能够穿越表

层的不同而进入深层的对话与交流，这是为法治实践提供自我审视的重要契机。 

学习目标： 

1．探讨文学与法律深层联结的可能性。 

2．探讨中国语境下文学与法律交叉研究的特点。 

作业（思考题）： 

1．如何在交叉研究中坚守住文学的主体性？ 

2．如何在交叉研究中保持法律的主体性？ 

（二） 实践教学：14学时 

知识单元 2：程小青“霍桑探案”系列中的法律问题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中国现代侦探小说的发生及发展。 

2．研讨程小青“霍桑探案”系列中的法律问题。 

程小青是中国第一位致力于侦探小说创作的人，他的代表作“霍桑探案”系列发表于民国时期，

塑造了一位具有本土化色彩的私家侦探形象——霍桑。“霍桑探案”创作于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特

殊时期。一方面，传统法律文化余韵悠长不绝如缕，体现在“霍桑探案”中，便是完全中国化的题

材和法律语境，传达出独特的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观念和情感模式。另一方面，大量西方新思

潮涌入中国，新制度新思想开始影响国人，现代西方法律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体现在“霍

桑探案”中，便是对程序正义的重视、对法律权威的维护等。 

学习目标： 

1．掌握作品中的传统法律文化特点。 

2．掌握作品中的西方法律文化特点。 

作业（思考题）： 

1．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有何异同？ 

2．霍桑与福尔摩斯的比较研究。 

知识单元 3：清官文化及赵树理的小说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中国的清官文化。 

2．研讨赵树理小说中的清官情结。 

“清官”一词在古代文献中最初是指“政事清简的官职”，后来逐渐引申为明断是非、公正执

法、清正廉明的官吏。在皇权至上的古代中国，清官既是统治者统治的需要，也是百姓实现公平正

义的理想寄托。而对清官的倚重、依赖，则可称之为清官情结、清官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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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民著书”是赵树理创作的出发点，作家在政治化背景下一直坚守“政治上起作用，老百

姓喜欢看”的理念。然而，认真研读之后就会发现，其作品表现出明显的清官情结。研究者将赵树

理小说中的清官分为“明君型”、“法官型”、“钦差型”、“后盾型”、“调解型”五类，总的来讲，赵

树理塑造的清官无论显隐，其“清正”主要体现为与落后势力、恶势力的斗争及其对进步势力、受

压迫者利益的保护。 

学习目标： 

1．探讨对清官文化的客观评价。 

2．探讨现当代文学中的清官文化。 

作业（思考题）： 

1．如何看待清官文学的模式化问题？ 

2．如何看待新中国背景下的清官情结？ 

知识单元 4：权力文化及官场小说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中国的权力文化。 

2．研讨官场小说中的权力文化。 

官场小说是上世纪 90 年代后兴起的一个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以官场生活为题材，以揭露官场

内幕、披露官场黑暗腐败等不良现象、描写官场权力斗争、记录官人宦海沉浮为主要内容，反映官

场另类生存。也就是说“官场小说”这一命名是就小说创作的题材而言的，凡以官场人事为表现内

容，着力描写官员的政治行为和日常生活，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反映官员的生存状态，反映官场

另类生存为审美目的的小说皆可通称为“官场小说”。“官场小说”以官场为表现领域，着力描写官

员的政治行为，展示官员与社会之间种种复杂的关系，以及官员特有的生活现象。王跃文、汪宛夫、

刘震云、阎真是常被提起的名字。 

官场伦理所依赖的载体主要是权力，是围绕权力而来的各种斗争，而权力说到底就是利益，就

是不同集体对利益的争夺。尽管从理论而言，各种权力的主人是人民，各级官员的职责的核心是代

表人民群众来行驶他们所赋予的权力，从而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

为共产党所倡导的人民伦理的核心道德准则，应该是社会对官员最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但现实生

活和“新官场小说”给我们展示的却是， 政府官员凭借手中的权力，凭借普通人所无法拥有的对

资源的配置所具有的权力，才能在很大程度决定事态的发展，而人民伦理所代表的广大弱势群体的

利益诉求的声音显得那么微弱，由此，也就产生了官场伦理和人民伦理之间对抗和矛盾。 

学习目标： 

1．对中国权力文化进行批判性思考。 

2．探讨文学作品对权力文化的批判及其局限性。 

作业（思考题）： 

1．当代官场小说中，你比较欣赏哪一位作家或哪一部作品？ 

2．官场小说与反腐小说的对比研究。 

知识单元 5：文学中的中外法律文化比较及衔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探讨法律移植与本土法律文化资源的衔接问题。 

2．探讨具体作品中的中外法律文化之异同。 

通过对相关作品的研究，可以观察不同法律制度背后的法律精神、文化传统，从而提示我们在

法律移植过程中，要考虑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习俗，以便更好地将外来法律制度与本民

族传统相结合，并使之获得良好的发展。如小说《刮痧》提供的思考是，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化背

景必然造就不同的法律传统、法律精神，就如作品中，中国文化重视家庭伦理，美国文化推崇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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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独立，因此在对待儿童的问题上，中国人与美国人有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这也导致了中美

两国对法律的不同理解。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是在对西方法律体系的借鉴、学习、参照中逐步建立

起来的，在引进、吸收西方法律制度方面不遗余力，但是，法律制度的移植比较容易做到，而与之

相适应的文化传统、文化观念却无法以相同的速度和模式移植过来。在日益国际化的环境中，外来

法律制度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沟通和融合成为一个越来越值得关注的问题——只有跨越了不同文化

的壁垒，才能达成相互之间的理解。 

而《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等作品则涉及到了传统社会礼治秩序在法治社会何去何从的

问题。通过探讨传统社会一显一隐两套秩序体系（国家正式法规构成的法律秩序和习俗风尚、乡规

民约等构成的礼治秩序）之间的矛盾冲突，相关研究提出的问题值得思考：如何充分发挥礼治秩序

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如何协调二者间的冲突，如何促进现代法律制度在礼俗社会的有效接受、消

化与吸收？ 

学习目标： 

1．探讨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合理的价值判断。 

2．探讨中西法律文化各自的优劣。 

作业（思考题）： 

1．如何评价法治现代化过程中法律文化的本土资源？ 

2．如何实现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继承和现代性转化？ 

知识单元 6：法律电影中的法律问题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中国法律电影的基本发展脉络。 

2．探讨法律电影中的法律问题。 

中国法律电影的发展顺应了法治社会的发展要求，与法治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法律文化则是

法律电影的灵魂。从时下流行的中国法律电影来看，一方面，主旋律影片一脉相承，直接传达了国

家主导意识形态，体现了主导文化在法律电影中的表达; 另一方面，非主流影片与中国乡土社会的

司法审判、纠纷解决方式以及中西方法律文化冲突密切结合在一起，藉此表达了中国在推进法治现

代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惑，呈现出鲜明的大众法律文化的特性。电影与社会之间是一种互动关

系。法律电影不仅要对世态民生作出负责任的阐释，而且应该反馈于社会，干预社会，影响普通人

的价值观念。因此，关注并发展法律电影，是实现以文学艺术手段推进法治建设的一个极为有效的

路径。 

学习目标： 

1．掌握从法律文化角度分析法律电影的方法。 

2．客观评价不同类型的法律电影。 

作业（思考题）： 

1．谈谈令你印象深刻的一部中国法律电影。 

知识单元 7：莫言、余华、苏童、池莉等作家作品中的法律问题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当代作家的创作。 

2．探讨当代作家作品中的法律问题。 

通过对作品的讨论，可积极思考法制建设、法治进程，从侧面有力剖析法治中国的现实处境。

现代法治观念是对传统文明秩序的突破，但二者之间的博弈状态反映出中国法治进程的艰难处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需要在政党领导下逐步建立法治社会，这与西方通过自下而上的变革完成法治

国家的建构有本质不同，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决定了中国法治社会建构过程的特殊性。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中既有鲜明的法治追求，又有其独特性，带有中国社会发展、法律变革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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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印记。如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余华的《河边的错误》、池莉的《云破处》、苏童的《犯罪现

场》、《一桩自杀案》等小说试图在对真相不断追问、质疑的过程中，在生与死对立的展现中追寻法

律的意义，对法律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进行生动展示和质问。作品直指法律文化内部，指向法律

内部对暴力行为的无可奈何以及以暴制暴思想的死结。 

学习目标： 

1．对当代作家作品中的法律问题进行客观深入的探讨。 

2．比较不同作家的不同特点。 

作业（思考题）： 

1．文学何以能够参与中国当代的法治进程？ 

知识单元 8：课程总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对本学期授课内容进行总结。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中国文学与法律研究现状及理论建构设想 2 讲授为主 

2 程小青“霍桑探案”系列中的法律问题 2 研讨为主，辅以讲授 

3 清官文化及赵树理的小说 2 研讨为主，辅以讲授 

4 权力文化及官场小说 2 研讨为主，辅以讲授 

5 文学中的中外法律文化比较及衔接 2 研讨为主，辅以讲授 

6 法律电影中的法律问题 2 研讨为主，辅以讲授 

7 莫言、余华、苏童、池莉等作家作品中的法律问题 2 研讨为主，辅以讲授 

8 课程总结 2 讨论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后续课程：无，或相关交叉研究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由教师引导，由学生完成一部分的专题学习与讨论，对中国现当代涉法文学的发展阶段、

代表作家作品、文学意义与社会意义等问题进行探讨。 

难点：不仅是要让学生学习大量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学习科学研究的过程和方法，在

学习研究的过程中既培养研究思维和方法，又拓展和积累知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研讨法。 

2.启发法。 

教学手段： 

1.小组讨论。 

2.PPT、视频、音频等辅助。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需要多媒体教学环境。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安排学生课后阅读作品；布置思考题。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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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讲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以思考题为主。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无自主编写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无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苏力著《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三联书店，2006年版。 

2.苏力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徐忠明著《法学与文学之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徐忠明著《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冯象著《木腿正义》（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6.富勒著《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7.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8.梁治平著《法意与人情》，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执笔：董燕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0日 

 

儿童文学 
Children’s Literature 

课程号：4070509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中文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开设本课程，系统了解中外儿童文学发展史和重要作家作品，通过对作

家作品的讲解和大量阅读，培养学生对儿童文学的兴趣，提高对文学的感受能力。通过课堂讨论，

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提高对儿童文学作品的鉴别、评判能力，为进入到文学研究阶段打下良好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儿童文学概述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儿童文学的定义及构成 

2．儿童文学的主要内容构成 

3、儿童文学的范围及特点 

4、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 

学习目标： 

了解儿童文学的定义及主要特点。重点及难点为对儿童文学基本构成及主要特点了解。 

作业：思考： 

1、儿童文学的定义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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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儿童文学包括哪些内容？ 

3、儿童文学有哪些特点？ 

4、什么是儿童文学的母题？ 

知识单元 2：儿童文学与儿童年龄发展阶段的关系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儿童文学对儿童成长的影响 

2．幼儿文学 

3、童年期文学 

4、少年前期文学 

5、少年后期文学 

学习目标： 

了解儿童文学与儿童年龄发展阶段的关系。重点及难点为儿童的年龄划分及特点和儿童文学对

成长的影响。 

作业：思考： 

1、儿童文学对儿童成长有怎样的作用？ 

2、儿童的年龄特征与儿童文学有怎样的联系？ 

3、婴幼儿文学、儿童文学、少年文学分别有怎样的特点？ 

知识单元 3：儿歌和儿童诗、儿童故事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儿歌 

2．儿童诗 

3、儿童故事 

学习目标： 

了解儿歌、儿童诗和儿童故事的定义和特点，三种文体的代表性作品和创作手法 

作业：思考： 

1、儿歌、儿童诗、儿童故事分别又怎样的特点？ 

2、儿歌、儿童诗和儿童故事是怎样分类的？ 

3、在创作儿歌、儿童诗和儿童故事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知识单元 4：寓言、童话和儿童小说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2． 寓言 

3． 童话 

2．儿童小说 

学习目标： 

了解童话、寓言和儿童小说的特点、分类以及创作方法。 

作业：思考： 

1、寓言、童话和儿童故事有怎样的特征？ 

2、儿童的年龄特征与儿童文学有怎样的联系？ 

3、婴幼儿文学、儿童文学、少年文学分别有怎样的特点？ 

知识单元 5：儿童散文及儿童戏剧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儿童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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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儿童戏剧 

学习目标： 

儿童散文及儿童戏剧的定义、特点和创作方法。重点及难点是了解儿童散文和儿童戏剧的创作

方法。 

作业：思考： 

1、儿童散文与儿童戏剧文学有怎样的特点？ 

2、儿童散文与儿童戏剧文学是怎样分类的？ 

3、在创作儿童散文与儿童戏剧文学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知识单元 6：儿童文学的鉴赏和批评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儿童文学鉴赏 

2．儿童文学批评 

学习目标： 

了解儿童文学鉴赏和批评的特点和方法。重点和难点是了解儿童文学的鉴赏和批评方法。 

作业：思考： 

1、儿童文学的鉴赏要遵循怎样的准则？ 

2、儿童文学的批评要遵循怎样的准则？ 

3、儿童文学的鉴赏与批评分别有怎样的特点？ 

知识单元 7：儿童文学评论的写作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儿童文学评论写作的要求 

2．对具体作品选择角度进行评论的方法 

学习目标： 

了解儿童文学批评写作的要求和方法，重点和难点为了解儿童文学批评写作的方法。 

作业：思考： 

1、儿童文学批评的写作有怎样的要求？ 

2、如何对具体作品选择角度进行评论？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 时 备   注 

1 儿童文学概述 6  

2 儿童文学与儿童年龄发展阶段的关系 8  

3 儿歌和儿童诗、儿童故事 4  

4 寓言、童话和儿童小说 6  

5 儿童散文及儿童戏剧 4  

6 儿童文学的鉴赏及批评 2  

7 儿童文学评论的写作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西方文学史》 

后续课程： 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系统了解中外儿童文学发展史和重要作家作品，通过对作家作品的讲解和大量阅读，培

养学生对儿童文学的兴趣，提高对文学的感受能力。通过课堂讨论，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提高对儿

童文学作品的鉴别、评判能力，为进入到文学研究阶段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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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了解儿童文学各种体裁作品、作家的创作思想及其作品评论方法，提高对文学作品的感

受和评判能力。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平时作业。 

教学手段： 

1.ppt展示 

2．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

容有：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查占 5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儿童文学专业选用教材和参考书一致。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无 

（二）推荐参考书 

1、《儿童文学概论》朱自强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3月 

2、《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刘绪源著，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8月 

3、《现代儿童文学本体论》汤锐著，明天出版社，2009年 9月  

执笔：金莉莉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6日 

 

《孟子》研读 
Intensive Reading of Works of Mencius 

课程号：4070509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教学目的：一、系统了解《孟子》的基本内容及其相关历史背景；二、通过对具体章节的阅读

和讲解，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辨析、思考；三、通过对《孟子集注》、《孟子译注》、《孟子正义》等

文本的具体分析，探讨不同注释家各自的立场与理论意向；四、通过对不同注释的比较、辨析，初

步掌握相关训诂学知识。 

基本要求：一、阅读《孟子集注》、《孟子译注》、《孟子正义》等著作，初步了解宋学、汉学及

当代注疏之间的区别；二、熟读朱熹《孟子集注》，背诵相关篇目及名句。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6学时 

本课程共 36课时，具体如下： 

第一章  《孟子》概说（4课时） 

第二章  《孟子》的结构及经典化（4课时） 

第三章  《孟子》的思想体系（1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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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孟子》经典章节研读（12课时） 

第五章   历代《孟子》研究概述（4课时） 

第一章  《孟子》概说 

本章教学目的及基本要求：了解《孟子》的作者及其成书时间，重点理解孟子与其时代的关系。 

学时分配：4课时。 

第一节   《孟子》的编撰者 

《孟子》是儒家经典之一，书中所含蕴的政治、伦理、哲学、教育等思想学说，不仅对中国两

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中华民族的性格塑造和道德情操的培养也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今天我们以科学、冷静的态度研究《孟子》，历史、辩证地分析《孟子》，对于我们如实

把握《孟子》思想，批判地继承祖国这一重要文化遗产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孟子》的成书时间及作者，古今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是：以东汉赵岐、南宋朱熹为代

表，认为该书完成于孟子生前，作者是孟子自己。二是：以唐代韩愈、北宋苏辙为代表，认为该书

是孟子死后完成，是由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共同记述的。三是：根据司马迁在《史记·孟荀列传》

中所说，孟子周游列国，因所述“唐虞三代之德”与“所如者不合”，不被采纳，于是“退而与万

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由此人们认为《孟子》一书在孟子生前

已基本完成，主要作者是孟子自己，但有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参与写作。我们认为司马迁的话应

该是比较可信的，他距孟子生活的时代较近，所见到的和所听到的比后人多且更为确实，所以第三

种说法最接近事实。 

第二节   孟子生平及其主要经历 

孟子(约前 385年—约前 304年)，名轲，邹国人。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

是继孔子之后儒家重要的代表人物。  

相传其祖先为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因家道衰落，从鲁国迁至邹国。孟子幼年家境贫寒，父亲早

逝，幼年受到了母亲严格而精心的教育。年长后，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赵岐《孟子题辞》）。他非常崇拜孔子，认为“自生

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公孙丑上》），推许孔子是先代圣人中“集大成者”。表示“乃所愿，

则学孔子也”（《公孙丑上》）；曾为自己不能亲身接受孔子的教诲而遗憾不已，说：“予未得为孔子

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但他一直以孔子忠实信徒自居，一生致力于弘扬和发展孔子的

学说，对儒家学说的发展、完善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宋代被尊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据《孟子》载，他曾效法孔子周游列国，先后游说齐、宋、薛、邹、鲁、滕、梁等国， “后

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梁惠王恭敬地表示“寡人愿安承教”（《梁惠王上》）。齐宣王诚恳请求孟子

“辅吾志，明以教我”（《梁惠王上》），打算在国都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锺，使诸大夫国人皆

有所矜式”（《公孙丑下》）；还加封孟子为“齐之卿相”，令其“出吊于滕”（《公孙丑下》）。然而，

由于孟子的主张“迂远而阔于事情”,“与所如者不合”，故此一直不受重用，孟子深感失望，七十

余岁时，就不再出游，“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

子荀卿列传》），以阐发其思想。  

复习思考题： 

1、《孟子》是由谁最终编撰的？ 

2、孟子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如何？ 

3、孟子周游过哪些国家？他的主要政治主张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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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4、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第二章   《孟子》的结构及经典化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全面把握《孟子》一书的基本篇目及其结构，通过历史梳理把握其

经典化的历程。重点及难点为《孟子》内外篇区别，以及《孟子》超子入经的历史过程和意义。 

学时分配：8课时。 

第一节 《孟子》的基本结构 

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子》共有七篇，这七篇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梁惠王》、

《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孟子十一

篇。名轲，邹人，子思弟子，有列传。”除流传于今的七篇外，还有外书四篇，即：《性善辩》、《文

说》、《孝经》、《为政》。赵岐认为外书是后人伪托之作，他说：“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

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因此不给它作注，以后便逐渐亡佚了。因此到唐代的

《隋书·经籍志》就只记载：“《孟子》十四卷，齐卿孟轲撰，赵岐注。”因七篇都分上下，故有十

四卷。 

《史记》云：“孟轲，受业子思门人，道既通，所于者不合，退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

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至嬴秦焚书坑儒，《孟子》之徒党自是尽矣。其七篇书号为诸子，故

篇籍得不泯绝。汉兴，高皇未遑庠序之事，孝惠虽除挟书之律，然而公卿皆武力功臣，亦莫以为意。

及孝文皇帝广游学之路，天下众书往往稍出，由是《论语》、《孟子》、《孝经》、《尔雅》皆置博士，

当时乃有刘歆九种《孟子》，凡十一篇。炎汉之后，盛传于世为之注者，西京赵岐出焉。至于李唐

又有陆善经出焉。自陆善经已降，其所训说虽小有异同，而咸归宗于赵氏。《隋志》云：赵岐注《孟

子》十四卷。又有郑亢注《孟子》七卷。在梁时又有綦母邃《孟子》九卷。《唐书•艺文志》又云：

《孟子》注凡四家，有三十五卷。至于皇朝《崇文总目》，《孟子》独存赵岐注十四卷，唐陆善经注

《孟子》七卷，凡二家二十一卷。今校定仍据赵注为本。 

《孟子》七篇都是取首章第一、二句中二三字为篇名，并无实际意义，在这一点上与《论语》

相同，所以赵岐据此说《孟子》是拟《论语》而作。篇下分章，每篇章数不一，全书共计二百六十

一章。每章字数不等，多则千余字，少则十几字，全书共计三万五千三百七十多字。篇与篇之间、

章与章之间没有内在逻辑联系。  

第二节  《孟子》经典化历程  

孟子死后，其历史地位逐渐得到提高。据《汉书·楚元王传赞》，“自孔子殁，缀文之士众矣。

唯孟轲……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很高，甚至有一

首讽刺孟子的打油诗：“邻家焉有许多鸡？乞丐何曾有二妻？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

齐？”自中唐的韩愈着《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

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

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

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

《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孟子被加封为

“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明朝朱元璋辑有《孟子节文》，删掉《孟子》

里的章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等。朱元璋曾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并诏告天下说孟子的不少言论“非臣子所宜言”。下

令将孟子逐出文庙。次日钱唐上疏力争劝阻，加之天文官也上奏文星暗淡无光，于是朱元璋又下一

道谕旨：“孟子辩异端，辟邪说，发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又恢复了孟子在文庙中的待遇。越

南学者张汉超在文章中说：“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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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孟子》的地位远不能同儒家经典相比，仅被视为诸子，不列于经，甚至也不如《孝

经》、《论语》重要。虽然东汉班固视《孟子》为子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其归入子部，但当

时人们普遍只把它看作辅翼“经书”、解释经义的传。五代：后蜀主孟昶命毋昭裔督造，于成都文

翁石室礼殿东南，楷书《易》、《书》、《诗》、《仪礼》、《周礼》、《礼记》、《公羊》、《谷梁》、《左传》、

《论语》、《孟子》十一经刻石 。北宋：宋太宗时又加翻刻，《孟子》始列入经书，陈振孙《直斋书

录解题》正式将其着录于经部。哲宗元佑年间，《孟子》被作为科举取士的试士内容。南宋孝宗时，

朱熹将《论语》、《孟子》与《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并悉心

为之作注，确立了《孟子》在经部的地位。 而到了元明清三代，随着《四书》被官方指定为科举

考试的权威书目，《孟子》成为学者必读之书。一直到清代末期，《孟子》都享有崇高的声誉。 

复习思考题： 

1、孔子的出身与其后来思想的发展有什么联系？ 

2、为什么说孔子是华夏文化的集大成者？ 

3、如何要将孔子称作“至圣先师”？ 

拓展阅读书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3、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4、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第三章  《孟子》的思想体系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系统地把握《孟子》中孔子的核心思想：天道观、性善论及伦理思

想。重点及难点为《孟子》的天道观与性善论。 

学时分配：12课时。 

第一节  《孟子》的天道观 

天道观是孟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性善论、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和哲学依据。

《孟子》所说的“天”有四种意义： 1.有意志的主宰之天。“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

（《离娄下》）； “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万章上》）此句中的“神”，就是指有人格的主宰世界

的天神。并且认为是上天降生了人，他援引《尚书》、《诗经》之语说，“天降下民”、“天生蒸民”，

既然天降生了人，那么天就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对人世有主宰作用。孟子认为帝位的传承就是由天

决定的 ，“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万章上》）。 一个人遭受心志之苦、筋骨之劳、

体肤之饿、身心之空乏，所作所为遭到“拂乱”，实际是上天对将承担重任者的磨练和淬砺，意在

“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           虽然孟子肯定天对人世间有主宰作用，但

他又援引《尚书·太甲》之语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并且进一步指出：“祸福

无不自己求之者。”（《公孙丑上》）。 

2.命运之天。命运之天指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必然之势，是存在于人力之外的一种无形而巨

大的异己力量。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万章上》）。 孟子认为命运之天左右决定着

天下的治乱。孟子认为每“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起而平治天下，“其间必有名世者”辅佐“王者”；

但从周武王至今已“七百有余岁矣”，论时间、论时势，该当是“王者”、“名世者”兴起平治天

下之时。然而时势动荡不定，百姓陷于水火，自己的仁政主张不为世所用，究其原因，是“天未欲

平治天下也”（《公孙丑下》），如天“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公孙丑下》）。孟子

把个人在政治上的不遇也归之于天。“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

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梁惠王下》） “不怨天，不尤人”（《公孙丑下》）。孟子还

提出了与此意义的天有紧密联系的另一个概念“命”。他说：“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

上》）即人力未曾招致而结果如此，就是“命”。孟子所说的“命”实质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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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他说：“莫非命也。”（《尽心上》）“命”有“正命”与“非正命”之分 ，孟子主张应当

“知命”而“顺受其正”，即认识和尊重其客观必然性，尽力修身行道，避免“非正命”，以求“正

命”，强调人们要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孟子还把人们生而具有仁义礼智等道德意识的萌芽

以及仁义礼智能否在现实社会实现归之于命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

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不过仁义礼智本

是人与生俱有，是“在我者”；“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尽心上》），只要努

力“反求诸己”就可得到。因此主张人们应孜孜不倦、持之以恒致力于道德修养，以保全仁义礼智。  

3.道德、义理之天在孟子的天道观中，更强调道德、义理之天。孟子认为天具有道德属性。“有

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告子上》）“夫仁，天之尊爵也。”（《公

孙丑上》） “是故诚者，天之道也。”（《离娄上》） 孟子把天道德化，并把天看成为脱离人的主

观意识而独立存在的精神本体。孟子认为人的仁义礼智的道德意识来源于天。他援引《诗经》之语

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人们的内心规范就是其生而具有的善性，也

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此“四心”即是人之本质所在，

经过扩充、完善即为仁义礼智四德。孟子认为人们只要在主观认识上“尽心”、“知性”就可以“知

天”，在道德实践上“存心”、“养性”就可以“事天”。“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

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上》）进而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天人合一”

的神秘境界。 

4.自然之天。孟子所说的天，有时指日月运行、四时寒暑交替、万物受其覆育的自然之体。 “天

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梁惠王上》）又援引《诗经》之语说：“迨天之未阴

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肯定了天是“作云”、“下雨”的自然之体。

他还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离娄下》）  

第二节  《孟子》的性善论 

性善论是孟子伦理道德和仁政学说的理论依据，在孟子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孔

子曾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但未详细说明。战国中期，大致有四种关于人

性的不同说法：第一，告子主张的性无善、无不善说； 第二，世硕、宓子贱、漆雕开等主张的可

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说；第三，公都子等主张的有性善、有性不善说；       第四，孟子主张的

性善说。前三说都不曾肯定人性是善还是恶，只有孟子明确坚持人性善，并作了系统和深入的论证。 

孟子主张性善论，其依据是人人都有善的萌芽。“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

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

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告子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

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

非恶其声而然也。”（《公孙丑上》） “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

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端”是人与生俱有的，是

“天之降才”。“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 他非常肯定地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

我固有之矣。”（《告子上》）他援引《诗·大雅·烝民》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天生万物，必然赋予每种事物能与其它事物相区别的本质特征，仁义礼智“四端”就

是上天赋予人的本质特征。 

孟子还从人的共同性论证人性善。 “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告子上》） “犬马之与我不

同类也”（《告子上》“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

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告子上》）       他说：“口

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

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 

孟子还从认识论上论证人性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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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尽心

上》）孟子不否认现实生活中存在不善的行为和不善的人，但“人为不善”，非天生如此，“若夫

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告子上》）。“人为不善”，既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他认为

“人为不善”的客观原因是后天环境等各种因素对人的陷溺。“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

（《告子上》）他认为人为不善的主观原因是人们“放其良心”而不知存养和扩充。孟子所说的人性

善，实质是指人具有为善的可能性。“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告子上》） “种

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告子上》）。 “人见其濯濯也，以

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告子上》） 

第三节   《孟子》的伦理思想 

伦理道德思想是孟子思想学说的主体，他谈天道、论人性，目的都是为阐明其伦理道德。天道

观、性善论是其伦理道德思想的哲学基础和理论依据。在继承和发展前人伦理道德思想的基础上，

孟子从道德规范、道德价值及道德修养三方面完善了先秦伦理学说，构筑了比较完整的伦理思想体

系。  

1.道德规范和道德的最高原则。三个序列的道德规范：一、孝悌忠信，这是其伦理道德的基本

要求；孝悌所蕴含的孝爱父母、敬重先祖、敬顺兄长的道德意识，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

今天仍值得提倡和发扬。二、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叙，夫妇有别，朋友有信”，

是其处理人际关系的各种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其三、仁义礼智，是其道德的最高原则。作为孟子

主要伦理道德原则的仁义礼智四者并不是平行的。四者之中，仁义是核心，礼智从属于仁义，为正

确实行仁义服务。由孔子的以仁礼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发展为以仁义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系是孟

子对儒学的重大贡献。自此仁义结合成为封建社会的最基本道德准则。 孟子重视“五伦”，主张统

治者设庠序学校以教民，使其明白“五伦”的道理，要求人们以尧舜等圣人为榜样，努力按照“五

伦”处理与他人、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虽然孟子提倡“五伦”，目的是为了借道德的力量，保

护和维护封建宗法等级社会的稳定，巩固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但是“父子有亲”所强调

的骨肉亲情，“长幼有叙”所包含的尊老、敬长意识，“朋友有信”所提倡的诚信之德，在今天看来，

仍有其积极意义。 

2.道德的价值、作用与人生理想。孟子推崇道德价值，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人具有

天赋的善性，即生而具有仁义礼智等道德的萌芽，倘若人们自暴自弃，丧失了天赋的善性，也就与

禽兽无异。所以道德价值实质就是人的价值所在，因此人们应当志于仁义，自动奋发，积极努力，

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实现人的价值。孟子认为道德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决定着个人的荣辱与生死。 

“仁则荣，不仁则辱”（《公孙丑上》） “仁人无敌于天下”（《尽心下》） “不仁、不智、无礼、

无义，人役也”（《公孙丑上》） “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离娄上》）孟子认为道德还关系着

国家的安危与存亡。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离娄

上》）“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离娄上》）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

大夫不仁，不保宗庙”（《离娄上》）。从其道德价值观出发，孟子提出了他的人生价值观：他认为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求，所以声色货利，高官显爵并不是人生价值所在；人的真

正价值在于完善和实现自身生而固有的善性，成为仁义礼智四德兼备的贤德之士；生命的价值要以

是否符合仁义礼智四德的要求来衡量。孟子主张人们要居仁由义守礼，时刻保持自己的道德情操和

人格尊严 。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

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 孟子还提出了“惟义所在”、“舍

生取义”的价值选择原则。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离娄下》） 

3.道德修养的方法。孟子主张性善论，认为人人都生而具有善的萌芽；但是他也清楚地看到现

实生活中存在着有德与无德之分、君子与小人之别；同样是有德之人，由于道德水平不同，又有善

人、信人、美人、大人、圣人、神人六种之分，他认为这些都是后天修养不同所致。因此，在他看

来，正确有力的道德修养方法对于人们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十分重要，鉴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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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修养方法：一、思诚。所谓诚，是仁义礼智的概括。要使人们从主观上自觉

地意识到和把握住自身具有的善性，人们需要“思诚”。“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告子上》）也就是说，心既是天赋善性所在，同时又是思维器官，具有认识事物的能力。所以人

们不须外求，只要发挥心的能动作用，向内心世界下功夫，认真思考，就能认识和把握先天具有的

善性。二、养心、求其放心以存心。“求其放心”，即找回已放失的善性。“学问之道无他，求其

放 心而已矣。”（《告子上》）所谓“养心”，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下》） 也就

是说，“养心”的最佳方法是减少物欲。所谓“存心”，即保存天赋的善端。因为人们固有的天赋

善端具有“操则存，舍则亡”（《告子上》）的特点，极其脆弱，容易受物欲的蒙蔽而“放失”。君

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三、扩充善端。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

泉之始达。”（《公孙丑上》“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

四、养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一种具有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精神的崇高道德境界。

朱熹解释为“天地之正气”。孟子指出培养“浩然之气”，首先要“直养而无害”，即以正义去培

养它，不能以不正当的行为去伤害它；其次须“配义与道”，即以正义的行动与仁道相配合；第三，

要“集义”，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即从一点一滴做起，长期积累正义而不能靠偶然的突击式的正义

行为。此外还要专心致志，持之以恒；要“盈科而后进”（《离娄下》），即循序渐进，不能揠苗助

长，妄求速成。孟子认为“养浩然之气”是实现人生价值必须的修养。他把“养浩然之气”作为道

德修养的目标。在孟子“养浩然之气”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气节的观念。 

复习思考题： 

1、如何评价孔子的天道观？ 

2、孔子的人道究竟是礼中心还是仁中心？抑或礼仁兼之？ 

3、孔子为什么强调“学”的重要性？ 

拓展阅读书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3、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4、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第四章 《孟子》经典章节研读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孟子》重要篇目研读，引导学生初步学会理解、比较朱熹《集注》

与焦循《正义》的差异。重点及难点为《梁惠王上》、《万章下》及《尽心》全章注释。 

学时分配：12课时。 

第一节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

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

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

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鴈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

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

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

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

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

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对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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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

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

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

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

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

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

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

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

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

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

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

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

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

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

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

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

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

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

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

御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闻之胡龁

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

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

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

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

“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

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曰：“无伤也，是乃仁

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

庖厨也。”王说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

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曰：“有复于王者曰：‘吾力

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曰：“否。”“今

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用

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曰：“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

何以异？”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

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

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

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王曰：“否。

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曰：“为肥甘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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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

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曰：“否。吾不为是也。”曰：“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

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王曰：“若是其

甚与？”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

后必有灾。”曰：“可得闻与？”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曰：“楚人胜。”曰：“然则

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

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盖亦反其本矣。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

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

孰能御之？”王曰：“吾惽，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曰：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

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

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

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

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

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

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第二节 《孟子·万章上》 

孟子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

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

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治亦进，乱亦进。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

以此道觉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

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与乡

人处，由由然不忍去也。‘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

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

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

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

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

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北宫锜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

去其籍。然而轲也尝闻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

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

天子之卿受地视侯，大夫受地视伯，元士受地视子、男。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

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地方七十

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

足以代其耕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

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

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 

万章问曰：“敢问友。”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

以有挟也。孟献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乐正裘、牧仲，其三人则予忘之矣。献子之与此五

人者友也，无献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献子之家，则不与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为然也，虽

小国之君亦有之。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

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虽大国之君亦有之。晋平公之于亥唐也，入云则入，坐云则坐，食云则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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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疏食菜羹，未尝不饱，盖不敢不饱也。然终于此而已矣。弗与共天位也，弗与治天职也，弗与食

天禄也，士之尊贤者也，非王公之尊贤也。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是天子

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 

万章问曰：“敢问交际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却之却之为不恭，何哉？”曰：“尊

者赐之，曰‘其所取之者，义乎，不义乎’，而后受之，以是为不恭，故弗却也。”曰：“请无以辞

却之，以心却之，曰‘其取诸民之不义也’，而以他辞无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

以礼，斯孔子受之矣。”万章曰：“今有御人于国门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馈也以礼，斯可受御与？”

曰：“不可。《康诰》曰：‘杀越人于货，闵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诛者也。殷受夏，周

受殷，所不辞也。于今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诸侯取之于民也，犹御也。苟善其礼际

矣，斯君子受之，敢问何说也？”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

后诛之乎？夫谓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充类至义之尽也。孔子之仕于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

猎较犹可，而况受其赐乎？”曰：“然则孔子之仕也，非事道与？”曰：“事道也。”“事道奚猎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

而不行，而后去，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

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 

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娶妻非为养也，而有时乎为养。为贫者，辞尊居卑，

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

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万章曰：“士之不托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诸侯失国，而后托于诸侯，礼也；士之

托于诸侯，非礼也。”万章曰：“君馈之粟，则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义也？”曰：“君之

于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则受，赐之则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问其不敢何也？”

曰：“抱关击柝者，皆有常职以食于上。无常职而赐于上者，以为不恭也。”曰：“君馈之，则受之，

不识可常继乎？”曰：“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

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盖自是台无馈也。悦贤不能举，又不

能养也，可谓悦贤乎？”曰：“敢问国君欲养君子，如何斯可谓养矣？”曰：“以君命将之，再拜稽

首而受。其后廪人继粟，庖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

之道也。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

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 

万章曰：“敢问不见诸侯何义也？”孟子曰：“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谓庶人。

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于诸侯，礼也。”万章曰：“庶人，召之役则往役；君欲见之，召之则不往

见之，何也？”曰：“往役，义也；往见，不义也。且君之欲见之也，何为也哉？”曰：“为其多闻

也，为其贤也。”曰：“为其多闻也，则天子不召师，而况诸侯乎？为其贤也，则吾未闻欲见贤而召

之也。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

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

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齐景公田，招

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曰：“敢问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旗，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

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岂敢往哉？况乎以不贤人之招招贤人乎？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

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诗》云：‘周道如

底，其直如矢；君之所履，小人所视。’”万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驾而行。然则孔子非与？”

曰：“孔子当仕有官职，而以其官召之也。”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

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

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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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姓之卿。”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

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

复之而不听则去。” 

第三节 《孟子·尽心》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

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

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

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 

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

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孟子谓宋句践曰：“子好游乎？吾语子游。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曰：“何如斯

可以嚣嚣矣？”曰：“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

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善天下。” 

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孟子曰：“附之以韩、魏之家，如其自视欿然，则过人远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

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

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

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孟子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为悦者也。有天民者，

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

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孟子曰：“广土众民，君不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

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

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孟子曰：“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

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天下有善养老，则仁人以

为己归矣。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

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所谓西伯善养老者，制其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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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之树畜，导其妻子，使养其老。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

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 

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

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

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

成章不达。”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

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闲也。”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

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孟子曰：“饥者甘食，渴者甘饮，是未得饮食之正也，饥渴害之也。岂惟口腹有饥渴之害？人

心亦皆有害。人无能以饥渴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孟子曰：“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 

孟子曰：“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 

公孙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贤

者之为人臣也，其羣不贤，则固可放与？”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 

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

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

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孟子曰：“仲子，不义与之齐国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箪食豆羹之义也。人莫大焉亡亲戚、

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

不禁与？”曰：“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

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

孟子曰：“王子宫室、车马、衣服多与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广居者乎？

鲁君之宋，呼于垤泽之门。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也？此无他，居相似也。’” 

孟子曰：“食而弗爱，豕交之也；爱而不敬，兽畜之也。恭敬者，币之未将者也。恭敬而无实，

君子不可虚拘。”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 

齐宣王欲短丧。公孙丑曰：“为朞之丧，犹愈于已乎？”孟子曰：“是犹或其紾其兄之臂，子谓

之姑徐徐云尔，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为之请数月之丧。公孙丑曰：“若此者，

何如也？”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虽加一日愈于已，谓夫莫之禁而弗为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

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

能者从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门也，若在所礼。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

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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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于不可已而已者，无所不已；于所厚者薄，无所不薄也。其进锐者，其退速。” 

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徧物，

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徧爱人，急亲贤也。不能三年之丧，而缌小功之察；放饭流歠，而问无齿

决，是之谓不知务。” 

尽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不仁者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公孙

丑曰：“何谓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烂其民而战之，大败，将复之，恐不能胜，故驱其所爱

子弟以殉之，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

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

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

寜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 

孟子曰：“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 

孟子曰：“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曰：“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

自杀之也，一闲耳。” 

孟子曰：“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于妻子。”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 

孟子曰：“不信仁贤，则国空虚。无礼义，则上下乱。无政事，则财用不足。” 

孟子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

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非圣人而能若是

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

也。” 

孟子曰：“君子之戹于陈、蔡之闲，无上下之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于口。”孟子曰：“无伤也。士憎兹多口。《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羣小。’

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文王也。” 

孟子曰：“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昬昬，使人昭昭。” 

孟子谓高子曰：“山径之蹊闲，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闲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曰：“禹之声，尚文王之声。”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

门之轨，两马之力与？” 

齐饥。陈臻曰：“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殆不可复。”孟子曰：“是为冯妇也。晋人有冯妇

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

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

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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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也，命也， 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

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归，斯受之而已矣。今之与杨、墨辩者，如追放豚，

既入其苙，又从而招之。” 

孟子曰：“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

三而父子离。” 

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盆成括仕于齐。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见杀。门人问曰：“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

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而已矣。” 

孟子之滕，馆于上宫。有业屦于牖上，馆人求之弗得。或问之曰：“若是乎从者之廋也？”曰：

“子以是为窃屦来与？”曰：“殆非也。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

之而已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从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人

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踰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

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

之类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

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 

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

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

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

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

者，寡矣。” 

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曰：“脍炙哉！”公

孙丑曰：“然则曾子何食脍炙而不食羊枣？”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

也，名所独也。” 

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

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獧乎！狂者进取，獧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

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

孔子之所谓狂矣。”“何以谓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

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过我门而

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曰：“‘何

以是嘐嘐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

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万子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

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

任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曰：‘恶似而非

者：恶莠，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义也；恶利口，恐其乱信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

恐其乱朱也；恶乡原，恐其乱德也。’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

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

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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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 

复习思考题： 

1、孔门早期弟子的代表人物是谁？其性格及思想特征是什么？ 

2、孔门中期弟子的代表人物是谁？其性格及思想特征是什么？ 

3、孔门晚期弟子的代表人物是谁？其性格及思想特征是什么？ 

4、如何理解孔子的“因材施教”？ 

拓展阅读书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3、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第五章   历代《孟子》研究概述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在了解《孟子》历代注疏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孟子》的当代意

义。重点及难点为对孟子的再评价。 

学时分配：4课时。 

《孟子》历代研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如何在浩繁的研究、注疏中选择精当的文本，是摆在每

一位《孟子》阅读者首要而迫切的问题。因此，十分有必要对《孟子》的研究史做一番简单的梳理。

我们大致将其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战国：由于孟子的王道思想、仁政主张，被当时欲霸天下、急功近利的统治者视为迂腐，

未被采纳，其本人也一直不受重用，秦统一中国后，为巩固其统治，实行了“焚书坑儒”的政策，

孟子一派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徒党尽矣。” 

（2）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取得正宗地位，孟子亦逐渐为人们所尊

崇。见于史书记载的著述有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程曾的《孟子章句》、郑玄的《孟子注》、刘

熙的《孟子注》，高诱的《孟子章句》；但现今尚存的只有赵岐《孟子章句》，其他各书均已亡佚。

因此赵岐的《孟子章句》成为今存最早的《孟子》注本。该书条析《孟子》内篇七篇章节句读而串

释其义，每篇分为上、下，凡十四卷，二百六十一章。书前有总序，称《孟子题辞》。东汉思想家

王充对儒家发起了大胆的攻击，在他的批儒专论《论衡》中，有一篇《刺孟》，对孟子的一些言行

进行了讥刺。 

（3）东汉末年至三国初期：儒家经学出现了衰落的趋势；魏晋时期，玄学盛行；由隋至唐，

佛老之学风靡一时，对孟子的研究成就不大。据史书记载，其间的著述仅有晋綦毋邃的《孟子注》，

唐张镒的《孟子音义》、唐陆善经的《孟子注》、唐丁公的《孟子手音》、唐林慎思的《续孟子》、唐

刘轲的《翼孟》等，而且这些书也均已亡佚。 

（4）中唐：韩愈、李翱、柳宗元等人倡导古文运动，带来了儒学的复兴。韩愈等尊崇孟子，

推许孟子是道统的惟一继承人。韩愈还说：“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 

韩愈《送王秀才序》，《韩昌黎文集》卷二十，商务印书馆 1933年版。  

（5） 宋元明清：儒家将其奉为儒学重要经典。研究者甚多，著述甚丰，影响较大的有：宋孙

奭的《孟子音义》以及假托孙奭之名所作的《孟子注疏》，宋朱熹的《孟子精义》、《孟子要略》、《孟

子集注》，宋张栻的《癸巳孟子说》，宋蔡模的《孟子集疏》，元金履祥的《论孟集注考证》，明吕坤

的《孔孟同异》，清黄宗羲的《孟子师说》，清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清周广业的《孟子四考》，

清焦循的《孟子正义》，清宋翔风的《孟子赵注补正》、清陈澧的《孟子注》等。其中宋朱熹的《孟

子集注》、清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焦循的《孟子正义》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6）自 1840年鸦片战争至新中国诞生之前：对《孟子》的研究虽未停止，但没有取得长足的

进步。不过清康有为的《孟子微》，以及民国时王治心的《孟子研究》、杨大膺的《孟子学说研究》，

对于治孟学者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 

（7）新中国诞生以来：由于国内学术界、思想界对儒学基本上以批判为主，因此，对《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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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研究和客观冷静的评价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但 1960 年出版的杨伯峻的《孟子译注》却是

一部非常好的《孟子》注本。全书分原文、译文、注释三部分，书后附《孟子辞典》；精于训诂、

校勘、考证。20世纪 70年代后期至今：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儒学，一批研究《孟子》的专家学者纷

纷在全国各种学术报刊发表论文，已汇编成文集出版的有《孟子研究论文集》， 王兴业编，孔孟学

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主编，山东大学 1984年印行。 同时，一些高质量的研究《孟子》的专著也已

陆续问世，如杨国荣的《孟子评传》、王其俊的《亚圣智慧——孟子新论》、刘鄂培的《孟子大传》、

杨泽波的《孟子评传》、董洪利的《孟子研究》就是其中的代表。而论及《孟子》的论著，更是非

常宏富。 

复习思考题： 

1、历代对《孟子》的注释与研究主要分为几个阶段？ 

2、《孟子》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注疏是哪些？  

3、如何看待当代《孟子》研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孟子》概说（一、孟子时代背景） 3  

2 《孟子》概说（二、版本源流） 3  

3 《孟子》绎读（一） 3  

4 《孟子》绎读（二） 3  

5 《孟子》绎读（三） 3  

6 《孟子》绎读（四） 3  

7 《孟子》的思想体系 3  

8 《孟子》的心性论 3  

9 《孟子》的天命与德性论 3  

10 《孟子》中的论辩 3  

11 《孟子》的诗学思想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论语》讲读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如何把握《孟子》的人性论思想。 

难点：《孟子》中的名物训诂与制度。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讲授与小组讨论相结合。 

教学手段： 

1.文本精读与讲解。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节课结束布置相应思考题。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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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二）推荐参考书 

1、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2、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3、杨泽波：《孟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4、董洪利：《孟子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 
Shishuoxinyu and Wei-Jin style 

课程号：4070509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中文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理性思考与感性认知。感知魏晋时期的艺术魅力，解读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体会其中所

折射出魏晋时期人们对人的价值和生命的深刻思考。 

2、通俗解读与文史哲知识的融会贯通。比较小说结合文史资料，将魏晋时期的文学作品、哲

学思考通过由浅入深、由感性到理性的过程逐步进行剖析。 

3、情感体验与态度认同。结合多媒体教学，通过对具体艺术形式感观认知，体验、感悟、升

华，形成对我国传统文化客观评价态度。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原典研读与背景讲解，使学生了解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时代，为进

一步感知和体味中国传统文艺与思想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认识《世说新语》。 

第一，作者及名称： 

《世说新语》是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刘宋诸王中，刘义庆以文才显，

史载“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好与当时的文人、僧人往来。曾任尚书左仆射、秘书监等

职，掌管国家的图书著作，博览皇家典籍。38 岁时开始编撰《世说新语》。《世说新语》在流传

中也被称为《世说》、《世说新书》、《新语》、《世说新语》等。目前一般看到的是宋代晏殊删

定后的版本，也是经过此次删定，正式统称《世说新语》。 

第二，主要内容： 

第三，版本注释:  

古有刘孝标注，今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谔《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

也有境外译注。 

2．魏晋风度概说。 

第一，何以风度： 

称“风度”源自鲁迅的演讲，但对魏晋风度的探讨却从魏晋开始就未曾间断，异名而本同。究

其风度之因：第一，“魏晋名士，少有全者”，由自信地清议到无可奈何地清谈，血的教训；第二，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战争及其所带来的恶性循环，引发了对生命意义的思考，生的渴望；第

三，“青青子衿”，梦想与现实形成反差，文人雅士的悲哀，出世与出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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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怎样风度： 

清峻通脱、放达不羁的人生态度。首先表现在言语行为上，人们傲世的言语、行为，品评人与

人之间的优与劣，互相诘难、论辩，用放达豪奢以及貌似荒诞的行为表达自己对待生命、对待人生、

对待社会的态度。其次表现在智敏诙谐的人生百态上，用早慧的机敏、对待不符合立法的事与物的

态度，表明自身的选择性态度。再次表现在对待艺术的态度上，美的评价与个体的人的发现与彰显。 

第三，谁在风度： 

以建安七子、正式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为代表的名士，以王谢为代表的世家大族成员，

豪门贵族，女性。 

第四，评价态度： 

《世说新语》选编者对魏晋时人的隐形评价，比如对阮籍等人的狂放、未尝臧否人物的不同态

度等。历代对魏晋人与事的解读的肯定与否定的态度。鲁迅的评价及“风度”的使用，当代社会的

评价态度极其偏差处。 

学习目标： 

1．了解《世说新语》及其作者、注本。 

2．了解魏晋时代背景。 

作业： 

要求课余阅读部分《世说新语》内容。 

知识单元 2：风韵之事篇 

参考学时：11学时 

学习内容： 

1．药与酒 

第一，药 

（1）药名 

所服用的药物据正如何晏所言，为“五石散”，是用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

脂五味石药合成的一种中药燥热强身药剂，故名。又称“寒食散”，因服用后，必须以食冷食散热

而得名。 

（2）原料与作用 

皇甫谧认为：“寒食、草石二方出自仲景”，认为是东汉张仲景发明，目的是为了治疗当时的伤

寒病（近似于当今的感冒之类）。其中配料的使用，从先秦开始就已经开始使用，只不过所用的目

的是为了治疗一些相应的疾病。其中最重要的记载属于西汉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养生方》的记

载“令人寿不老”，这对魏晋时期大量服用有一定影响。《世说新语》中有关“行散”的记载很多。 

（3）服食效果 

吃这种药程序麻烦，因食后须“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除饮酒“温”，其余皆

“寒”，也即吃后药性一定要辅以冷浴、散步、穿薄而旧的宽衣等各种举动来散发、适应药性，古

人亦称这个过程为“行散”或“行药”。“至城东行散”等便是，有人不衣服穿多了又吃热的东西，

就会致死致残。史书载，皇普谧就是服用五石散而致残，裴秀则属致死。 

（4）服药名人 

有关吃药的记载很多，汉代就有服药，王充“适辅药引导，庶冀性命可延”，何晏自称服用“五

石散”，王弼（可惜早逝）和夏侯玄也常服用，嵇康等人也常“服食”，鲍照有《行药至城桥东》、

王羲之有《服食帖》等，充分说明在当时，服药近乎是一种时尚行为。 

（5）服药从众 

从原料上看是一种及其贵重的药，配备较难，如鲁迅所说，曾出现“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

而不会做文章”的现象，所谓假“散发”，以象征身份。隋、唐有“解散方”，仅在《隋书·经籍志》

中就著录了二十家“解散方”，元稹“行药步墙阴”和常建诗“行药至石壁，东风变萌芽”等句，

都证明当时依然有用服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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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服药后果 

吃药，当不是因为治病而吃，有时候就会适得其反，比如皇普谧和裴秀，甚至有人也怀疑王弼

也是，唐代李泌也是因“服铒过当，暴成狂躁之疾，以至弃代”。《世说新语》“栖逸”、“假谲”、“任

诞”、“忿狷”中有对以上所述的描写铺叙。 

（7）养生与治病 

表面上，服用的目的是因体弱多病或者注重养生。第一，食用后的逍遥散步、沐浴、服饰，都

有利于对身体的锻炼。第二，服用过后，由于药物作用，会产生生理上的迷乱或失序，这样有利于

环节过激情绪，是构成减压的一个重要方面。第三，魏晋人多身体羸弱、多才多艺的贵族子弟。 

（8）风度与药 

更深层的，如果我们追寻为什么养生在当时会是一种时尚，则须对生命短促的无奈和不安进行

剖析。具体而言：第一，散步沐浴并非真的轻松逍遥，而是辛苦且需要毅力。如梁实秋所言：“肚

里面有丹砂雄黄白矾之类的东西作怪，必须脚步加快，步出一身大汗，方得畅快。”服药的目的究

其实，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是一种对生的渴望。第二，有致残致死的危险，而使用后的效果，其实

是对待人生中很多不满的发泄，虽然这种发泄到了后世，因演变成一种表明自我身份的模拟而一再

被后世嘲笑并诟骂。 

第二，酒 

（1）历史与观念 

酒的历史：“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江统《酒诰》），仪狄、杜康其人。

古代的酒与今天的酒完全不同，主要表现在浓度、原料、酿造方式等的迥异。 

（2）人们对酒的态度 

其一，酒至祸。认为饮酒是引发祸乱的根源之一，尧“绝旨酒”、鲁共公姬奋劝魏惠王，都有

所体现。其二，酒有礼。认为酒是礼的象征，是社会秩序的代言。主要表现在酒器之礼，饮酒之礼，

祭酒之礼。其三，酒解忧。认为酒是用以解忧的最佳工具，不仅历代文人对此多有抒发，即便是史

书中对此也颇多记载。其四，酒与文学创作。文人“酒赋”、“酒诗”、“酒文”，可见酒就在历史的

进程中，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象征。 

（3）魏晋文士与酒 

刘伶与酒：这是竹林名士对待酒的典型代表。所谓“杜康造酒刘伶醉“，刘伶之醉，醉得非常

有气魄，颇具魏晋士人之神。而《酒德颂》中的大人先生，也是隐以自喻言。刘伶的饮酒能代表当

时以竹林名士为代表的名士饮酒方式和心态。时人、后人对其醉酒有不同的评价，或褒或贬，苏轼

认为刘伯伦非达者，借刘伶明己。 

陶渊明与酒：这是东晋名士对待酒的典型代表。陶诗篇篇有酒，可谓嗜酒者，然关其饮酒的心

态、气貌，简约玄淡，与刘伶等人不同。其饮酒方式和文章中的酒，构成了魏晋风度的另一种典型

形式。袁行霈教授认为是刘伶之醉代表“竹林风流”，陶渊明之醉代表“晋末风流”。（虽然陶渊明

《世说新语》中没有录入，但足以构成魏晋风度的重要部分，冯友兰先生认为“在东晋名士中陶渊

明的境界最高”，是“真风流”。 

（4）魏晋风度与酒 

禁酒：魏晋时期多次以“礼”的名义禁酒，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反应，如曹氏阵营中的孔融等

人和刘氏阵营中的简雍不同。研读这些禁酒的原因、具体意见以及对待禁酒的态度、言行、文章反

馈，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对待酒的精神寄托和理想，这既是魏晋风度的表现，也是魏晋风度所涵有的

寄托和理想的代表。 

借酒：首先，借酒，表达出一种对人的评价趋向和自身的选择趋向。魏晋士人喜欢和朋友聚集

起来饮酒，而聚集的人必然是经过志向选择。其次，借酒，表现出人们对待事情的态度和看法，如

阮籍以醉拒婚便是典型。第三，借酒，忘却那些不该忘记但又不得不忘记的。第四，借酒，可以对

礼法和礼法之士有正当的还击理由。 

2．妆容与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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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妆容 

魏晋时人对人的评价，往往会说“美仪容”“美姿容”，启示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首先人本

身很美，其次，任务的妆容很美。在《世说新语》容止篇有详尽的记载， 

美男子：敢于欣赏美，敢于唯美，敢于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男子以美为时尚，形神兼备的有

曹操、嵇康、王戎等人，而掷果盈车、看杀卫玠等是人们熟知的成语典故。时人对男性美的评价，

一则是体格伟岸端庄，若嵇康之“如孤松至独立”“玉山至将崩”的魁梧型；二则是长得白皙，光

彩照人，如曹植、何晏、潘岳等人，三则是举止的端庄优雅，与俊秀外表神合。魏晋男性的美往往

被同性所叹服，陶侃见庾亮“风姿神貌”“一见便改观”。王武子“俊爽有风姿”，可是看见卫阶就

感叹“珠玉在侧，觉我形秽”。从此足见注重容止是当时的风尚。以此为基础，产生男性的妆容。 

男性妆容：名士感兴趣的妆容至宝：镜子、铅粉、熏香。以敷粉、口旨最为普遍，曹植“傅粉”，

何晏“至白”，更有甚者，可以“面如凝脂”（后人写杨玉环，也不过是肤如凝脂。）等人都曾如此。

当时还有男子对胡须的修饰。当时那字的妆容并不意味着人们在男性气魄上的丧失，妆容之美与人

的精神品格是合二为一的，如王平子目太尉：“阿兄形似道，而神锋太俊。”太尉答曰：“诚不如卿

落落穆穆”。因此，《世说新语》中往往将人物形与神共写如眼睛、脸庞，或者某一动作，如弹奏乐

器、酒醉神态等。 

女子妆容：与男子装饰的区别：首先是妆容的细部处理不同，或粗或细。其次是妆容的目的不

同，一个带有一定的展示性质，为了给他人的评品提供依据，一个带有一定得自我赏析性质。再次

是妆容的心态不同，在于女子，是一种悦己悦人，对于男子，则是一种心理的趋同和对传统的故意

违背。第四，从对男性对男性妆容的表述与赞叹中，有名士羡慕隐逸、追求超然世外的追求，如“此

不复似世中人”、“寝处山泽间仪”等，这是对女子妆容的欣赏没有的，也不会有的。 

（2）服饰 

第一，巾帻流行。古代男子重冠，二十岁以下总角，二十岁以后“士冠，庶人巾”，汉末巾帻

开始流行，人们“以幅巾为雅”，但这只是在及其随便的情况下，“幅巾乘马”，仓皇而逃，说明并

不是很普遍，但是至魏晋时期，名士基本都是巾帻束发，字而不冠，幅巾也不再是地位低下或日常

随便的代称，相反，成为名士风韵的代称。同事，与中原传统的束发相比较，当时还流行男子散发，

以表示不入俗的特立独行。 

第二，褒衣博带。自春秋以来流行的深衣虽然还有人穿戴，但名士更多的选择宽衣博带，更不

会着“三重衣”而居。他们的服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宽松肥大。上衣袖子的肘部做得特别宽，

几乎可以拖到地面。衣料柔软轻薄。腰间系的长带。究其原因，一方面，按照鲁迅先生解释，这是

因为服药发热必须的，“行散”过程中的必备的衣服装束成为了当时贵游子弟模拟的风尚，故而无

论发散与否，人们都以此为时尚。另一方面，人们对传统的汉服“深衣”多表征的礼仪和法度也有

所厌倦，因此，以不和法度的穿衣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旷达与狂放不羁。同时，胡服也开始流行。同

时，男子服女子之服也形成时尚，傅玄等人称之为“服妖”，表明了对这种服装方式的不认同。 

第三，袒胸露臂。褒衣博带尚不够适意，有人便袒露肩部、胸部，披散衣襟。《高逸图》中有

一定境界的“高士”，多是这幅打扮。阮籍诸人酣放自若、刘伶醉酒等都是当时士人追求的时尚。

然而，也有贵游子弟“散发裸身，相对弄婢妾”的情形。对一些人而言，是一种境界和思想的宣泄，

但对另外一些人，的确又是用来释放卑俗心态的缺口。魏晋风度在一些人是风度，在另一些人或许

就是风流。 

第四，鞋履。时人鞋履，一方面是借鉴少数民族的靴子，同时，又有木屐等。木屐的出现虽然

早有，但魏晋时期开始大普遍流行。最为出名的是谢灵运的“谢公屐”。着屐也有社会原因与深刻

的心理因素。 

第五，女子服饰。女子服饰则长裙曳地，大袖翩翩，饰带层层叠叠，表现出优雅和飘逸的风格。

女子仍传襦裙或深衣，往往在衣服的下摆部位，加一些饰物，通常以丝织物制成。其特点是上宽下

尖形如三角，并层层相叠。比较典型的，是在服装上饰以“纤髾”。所谓“纤”，是指一种固定在衣

服下摆部位的饰物。通常以丝织物制成，其特点是上宽下尖形如三角，并层层相叠。所谓“髾”，



5707 

指的是从围裳中伸出来的飘带。由于飘带拖得比较长，走起路来，如燕飞舞。到南北朝时，这种服

饰又有了变化，去掉了曳地的飘带，而将尖角的“燕尾”加长，使两者合为一体。最为典型的是《洛

神赋》中“凌波微步”“罗袜生尘”“飘忽若仙”的洛神，也是当时女子服装极尽飘渺奢华气质的最

佳代表。从这种服饰中，也能反应出当时对女性的欣赏态度和女子所追求的时尚。 

3.奢傲与淡雅 

（1）奢傲 

奢：魏晋风度也包含了一些让人觉得失望的内容，比如《世说新语》就转列汰侈一篇，专门对

那些豪门贵族凶残暴虐、 穷奢极侈的特性进行了描写。其表现在于：第一，对他者生的淡漠。追

求时尚与美的魏晋风度，也充满了血腥的杀戮，让若说嵇康诸人的被杀是政治权力之间的斗争，则

有一些平凡人被杀确实因为一种奢侈欲望的纵容，如曹操杀歌伎，王敦石崇饮酒杀美人，王恺 “曲

阁重闺里”以惩人等等。所以，觉醒的有个体生命仅仅是那些名门望族的世家子弟和名流之士，并

不是每一个个体的人。第二，物欲横流。人们之间争奢斗富屡见不鲜，豪族之间，为了在拥有的财

务、歌伎，使用器具的优劣等方面有所比较，往往会采取及其极端的表现：如石崇和王恺斗富，用

蜡烛作炊、用绿绸做步障，王武子家以人乳喂猪等等。魏晋新贵在对音乐的欣赏方面也追求奢靡享

受，乐器的使用和较量，也是名门豪族互相攀比争斗的一个重要方面。 

傲：第一，南北之间。两晋时期，名士有南人、北人之分，虽然以哪里开始作为分水岭并不确

定。但总体上，南北名士对各自的文化传统都具有积极捍卫的心态。这在陆机北上，与北方望族卢

志关于父祖的论辩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南北学术的特点也有极其明显的区别，所谓“北人学问，渊

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南人、北人的互相羡慕、轻视甚至有点敌意的文化心态，恰恰是不同的文学风格产生的基础。第二，

名士轻诋。《世说新语》专列“轻诋”篇，魏晋士人对周围的人或者历史上的人有所不满，或当面、

或背地里都会说出，以示轻视诋毁，批评、指摘、责问、讥讽，语调不一，皆属此类。着眼于言论、

文章、行为、本性、胸怀等，甚至形貌、语音不正都会受到轻蔑。如王眉子评叔父王澄、周伯仁轻

视乐广、桓温斥责王夷甫误国等。轻诋从一个侧面表现出魏晋风度里对自我的认可与肯定。第三，

奢傲的心态。“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与豪门大族的稳固地位 

淡雅：第一，品格至雅。《世说新语》有“品藻”篇，专评人物高下，所评人事，都是从对比

的角度出发，通过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态度等的比较，显出人物的道德情操。对人物的评价，

有时并不区分高下，各具优长，如刘尹到王长史那里清谈，事后王长史的评价是：“韶音令辞不如

我，往辄破的胜我”。有时虽然有优劣的区别，但并不以褒贬为主要用意，二是尽量客观进行描述，

如“人问抚军：殷浩谈竟何如？答曰：不能胜人，差可献酬群心”。品德、才学、功业、声威、风

度、骨气、高洁、尊贵、出仕、归隐、清谈、吟咏等，魏晋士人所崇尚的风格都能这里找到正面的

偶像。第二，雅量至淡。《世说新语》又有“雅量”篇，专门用来记载人们在面对一些问题，不同

的人，因为不同的素质、底蕴，有不同的反馈、便显出不容的境界。如王戎对待虎啸之声的淡定从

容，谢安在一句“小儿辈大破贼”时所表现出来的运筹帷幄的气量。这是魏晋风度中最为雅致的一

面，没有任诞、奢汰的外向华丽，也没有德行、方正、品藻的中规中矩，而是在雅中求淡，显出魏

晋风度及具风雅的一面。 

4.慧与“愚” 

（1）早慧。魏晋时期的人物大多早慧，与其说早慧是因为思维生理机制上得早熟，不如是说

当时人们对人物进行评价的结果。主要便在三个方面：第一，言语的早慧，很小就能说出惊人的话

语，比如像王戎等人。第二，创作方面的早慧，很小就能进行诗文、艺术方面的解读和创作。第三，

在行为方式的上得早慧。第一，世家大族良好的教育熏陶条件。《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早慧神童，

大多出生大家族，从小就受到严格的教育和良好的家族名人言行的影响，这从与早慧儿童颇多 ,

《后汉书》、《三国志》、《魏书》、《晋书》、《北史》、《宋书》等对此均有记载中便能找到很多例证。

甚至还可以根据从小表现出的早回特征进行有的放矢的教育，比如曹操对曹植和曹彰就根据他们多

表现出的个性特点进行不同的教育。这是建立在大家族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物质储备的前提上。魏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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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家大族还有一些具有家学特色传承内容，如书法、文学等特色的教育内容，这些家族的熏陶与渲

染，使儿童很小就开始进行这些教育内容的思考和实践。另外，世家大族互相通婚，如谢道韫嫁王

家，王戎女嫁裴家，这些大家族的女子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的储备，在孩子早期教育上也具有很好

的作用。第二，清议清谈中有伯乐。魏晋时期，人们喜欢与气志相投、具有相同评价理念的人聚集

在一起进行谈论，虽然讨论的内容因为社会背景的不同而不相同，但是讨论的方式都是以在某一个

人的家中或家附近聚会为主，这一方面，给儿童提供了模拟和思考的模仿案例，同时，也为具有某

一方面天赋特质的儿童提供了在众人面前展露才华的条件。这就更容易将其优异的方面发现出来。

当时的竹林名士、二十四友、金谷雅集等，都是以集会的形式进行讨论。第三，人物评品的风尚促

成了早慧传奇的播散。世家大族对家族的重视超越了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因此，对家族财产和精神

价值的继承者的评品就显得尤为突出，一个家族的早慧儿童，必然是家族之间在清谈之余的重点。

而早慧的儿童也往往能在高深的理论方面与成人进行沟通，更促发了这种评价的传播。 

（2）愚。第一是愚之天性。在魏晋风度的笼罩下，也有一些诶并不如意的至晚而不成大器者，

比如齐王曹芳就是一例，明帝问桓温王道创业之事后“祚安得长”的感叹也属此，简文帝不识稻，

虽然从他们的出生看，是属于王族而不仅仅是世家大族的范围。而至“拙于抚御”的刘琨，虽有投

降的士兵，也不懂得安慰之道，最终无所建树，也是此类。第二是真慧假愚。早慧多是一种自然而

然的表露，而有些人愚讷则多是刻意的不作为。如何晏画房，阮籍以醉酒推婚、嵇康借与山涛绝交

的借口表明心志。这些都是一种有意的反抗与刻意的佯装，第三是借愚讷的名义。人们借愚讷的名

义，浇自己心中的块垒。 

学习目标： 

1．了解魏晋士人心态的背景。 

2．了解药与酒在魏晋人生活中的实际作用。 

作业： 

思考药与酒、妆容在魏晋时期的实际作用。 

知识单元 3：风流之人篇 

参考学时：11学时 

学习内容： 

1．名士风流 

（1）正始名士 

何晏：何进之孙，曹操养子，文帝恶称为“假子”，娶魏金乡公主为妻。明帝也不喜欢。后曹

爽执政才靠依附曹爽得官职，累官侍中﹑吏部尚书﹐典选举﹐爵列侯。为司马懿所杀。对何晏的历

史评价，因曹操喜爱就服饰比拟太子，经过一段寂寞的无官无职的生涯，一旦依附曹爽得势便仗势

专政，与其在玄学上的评价并不一致。 

王弼：其六世祖王龚、五世祖王畅，皆位列三公，祖父王凯，继祖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曾外

祖刘表，刘表重粲之才。欲妻女又嫌丑，后嫁外貌俊朗的王凯。“文帝既诛粲二子，以业嗣。”传王

粲曾获蔡邕所藏书籍文章万卷。故王弼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塑造了他“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

通辩能言”的早慧人生。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等，

以贵“无”为本，开正式玄风。其注融汇各家，以言简意赅的论证方式取代前人繁琐注释的方式，

重义理的分析，四库馆臣言：“《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

排击汉儒，自标新学。”王弼“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王弼早慧，“好老氏，通辩能

言”，与当时的名士辩论，颇受赏识，“当其所得，莫能夺也”。何晏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

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 

（2）嵇康 

身世：早年丧父，其兄嵇喜曾为之立传，称“家世儒学”。“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娶沛

王女“魏长乐亭主”，太学三千人不能求免，奏“广陵散”而见杀。 

美姿容：史载有，《晋书》：“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身长七尺八寸，美词气，有风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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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土木形骸，，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所见者叹服：“萧萧肃肃，爽朗清举”。高大伟岸，俊

美清秀，气质俱佳且才能突出，总体上“不自藻饰”，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

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即便在嵇康被杀后，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

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  

文艺才高：擅长音乐，作有琴曲《风入松》、《酒狂》，善弹《广陵散》（有以为就是嵇康所造），

清商曲有“氏四弄”，也即《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与名士蔡邕“蔡氏五弄”

合称“九弄”。史载隋炀帝时曾以弹“九弄”以取仕。同时，创作《琴赋》，收入《文选》。通绘画、

书法，唐张怀在《书法会要》中目之为草书第二。 

任诞之人：第一，“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第二，析理精微。第三，拒绝与政治权力集团合

作。第四，从反省自我中体现的矛盾。 

嵇康之死：第一，得罪钟会说。第二， “龙章凤姿”说。第三，“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

清议绝”说。 

（3）阮籍 

身世：陈留阮氏。父阮瑀。南阮北阮。从有“济世之志”到“酣饮为常”。寿终。“性至孝，母

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

肫，饮二斗酒，然后临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致灭性。” 

至慎：史载“喜怒不形于色”，嵇康以为“口不论人过”，司马昭以为“至慎”“言皆玄远”，刘

孝标以为“口不论事，自然高达”。“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任诞：本传载：“籍尝籍尝随叔父至东郡，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开一言，自以不能

测。”“讥之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

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

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 “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

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 “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

求为步兵校尉。” “籍又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及嵇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

而退。喜弟康闻之，乃赍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 

全身： “由是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选择嵇康作为政权严惩的一个，选择阮籍

作为政权宽厚的一个，非“暗送秋波的文字”所及。 

（4）陆机 

身世：陆逊之孙，陆抗之子。张华：“伐吴之役，在获二俊。”“二陆入洛，三张减价”。北上的

苦衷，黄犬传书。《世说新语》所载与周处的关系。“被杀，夷三族”。 

文艺才能：第一，才高词赡。钟嵘归入上品：“才高词赡，举体华美。”孙绰认为：“陆文深而

芜”、“如排沙简金，往往见宝”。刘勰称“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陈

祚明认为“束身奉古，亦步亦趋”。沈德潜认为他“开出排偶一家”。第二，陆机书。“陆机书，吴

士书也。无以较其多少。”“机自归晋，闭门十年，笃志儒学，无所不窥，书特其余事也。”“以故虽

能章草，以才长见掩耳”。 

济世志气：《辨亡论》“父祖情节”。“华亭鹤唳讵可闻”。 

（5）陶渊明 

身世：陶侃、孟嘉。叙先祖。磨难的一生。 

达者：“素琴”与“不解音声”之间的矛盾，葛巾滤酒的放达，对魏晋以来形成的人格精神的

升华，苏轼论“陶渊明非达者”。 

2. 豪门望族。 

（1）王氏家族。 

“王与马，共天下”。 

王导：保家、治国 

王敦：“脚疾何如颈疾”、“必能做贼”“必能食人，亦当为人所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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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氏家族。 

 “谢氏自晋国以降，雅道相传”。 

谢安：“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訏谟定命，远猷辰告”。 

（3）一代枭雄 

桓温：“木犹如此，人何以堪”。 

3.闺门名媛 

（1）被男性风度呵护的魏晋女性。  

“谁当卿卿”的反问“遂恒听之”。子荆除妇服，作诗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

生于文！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王夷甫妇。 

（2）魏晋女子的风度。 

开放彪悍、贤惠、敢训斥丈夫、评品。 

学习目标： 

1．了解魏晋时人的普遍性格特征形成的背景。 

2．了解魏晋时期女性人物身上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特点。 

作业： 

1.阅读部分《世说新语》内容。 

2.阅读鲁迅、宗白华关于魏晋风度的相关文章。 

知识单元 4：风度之魂篇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魏晋之玄。 

根据汤用彤先生所论，魏晋时期的玄学流别主要有：其一，王辅嗣之学，释氏则有所谓本无义。

其二，为向秀、郭象之学，在释氏则有支道林之即色义。其三，为心无义。其四为僧肇不真空义。 

魏晋玄学：第一，贵无与崇有。何晏、王弼：贵无之学，“以无为本，以有为末”；裴頠：祟有

论。第二，名教与自然。何晏、王弼：名教本于自然；郭象名教即自然；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阮

籍折衷名教与自然。第三，言意之辨。苟粲言不尽意，欧阳建言尽意，王弼“得意忘象”、“得象忘

言”  

2．魏晋风度之内核。 

魏晋风度与人的觉醒：魏晋风度的精神内核之一。 

魏晋风度与艺术的多元：多元的出现、礼乐相对于文学的式微 

魏晋风度与审美的觉醒：人的主体精神至关重要、审美的时代、追求人文价值的年代。 

学习目标： 

1．了解魏晋玄学的基本知识。 

2．认识魏晋风度的精神所在。 

作业： 

1.阅读《世说新语》部分章节。 

知识单元 5：结语：当我们面对一本小说与一种人生态度时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对《世说新语》的再认识。 

2．对魏晋风度内核的总结。 

…… 

学习目标： 

1．了解魏晋风度中积极的一面与值得思考的一面。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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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考魏晋风度与魏晋风流的不同。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进度与内容将依实际情况调整 

2 风韵之事篇 11 进度与内容将依实际情况调整 

3 风流之人篇 11 进度与内容将依实际情况调整 

4 风度之魂篇 8 进度与内容将依实际情况调整 

5 结语：当我们面对一本小说与一种人生态度时 1 进度与内容将依实际情况调整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古代文学史（一）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文本研读、思想解读。 

难点：对魏晋风度中积极一面和消极一面的充分认知。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文本研读。 

2.讲解。 

教学手段： 

1.图片、多媒体。 

2.文本研读。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等；出勤及

课堂表现占 10%，文本研读占 30%，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徐震堮校笺《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 

2.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4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张万起、刘尚慈《世说新语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 

2.宁稼雨《世说新语注评》，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3.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4.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5.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6.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7.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8.宁稼雨《魏晋名士风流》，中华书局，2007年年版。 

9. 刘  强《一种风流吾最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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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宁稼雨《刘义庆与世说新语》，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执笔：罗世琴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6日 

 

《论语》讲读 
Intensive Reading of Confucian Analects 

课程号：4070509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教学目的：一、系统了解《论语》的基本内容及其相关历史背景；二、通过对具体章节的阅读

和讲解，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辨析、思考；三、通过对《论语集注》、《论语译注》、《论语正义》等

文本的具体分析，探讨不同注释家各自的立场与理论意向；四、通过对不同注释的比较、辨析，初

步掌握相关训诂学知识。 

基本要求：一、阅读《论语集注》、《论语译注》、《论语正义》等著作，初步了解宋学、汉学及

当代注疏之间的区别；二、熟读朱熹《论语集注》，背诵相关篇目及名句。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6学时 

本课程共 36课时，具体如下： 

第一章  《论语》概说（4课时） 

第二章  《论语》与孔子（8课时） 

第三章  《论语》的思想体系（8课时） 

第四章  《论语》与孔门弟子（12课时） 

第五章  《论语》的当代意义（4课时） 

第一章  《论语》概说 

本章教学目的及基本要求：了解《论语》的基本背景知识及其版本源流，重点理解“论语”的

得名、编撰者及其重要版本。 

学时分配：4课时。 

第一节   《论语》的得名及其编撰者 

关于“论语”一名，历代解释纷纭。目前最早的说法见于西汉刘歆《七略》，《汉书·艺文志》

引用刘歆的说法：“《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

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篹，故谓之《论语》。”而东汉刘熙《释名》则不同意这种说法，

认为：“论者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之所欲言也。”到晋代，傅玄又认为：“昔仲尼既殁，

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南北朝时刘勰又提出这样的看法：“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

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 

南朝梁人皇侃在《论语义疏》中综合众说，提出：“第一舍字从音为伦，说者乃众，的可见者，

不出四家：一云伦者，次也，言此书事义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伦者，理也，言此书之中蕴含万

理也。三云伦者，纶也，言此书经纶乃古也。四云伦者，轮也，言此书义旨周备圆转无穷，如车之

轮也。第二舍音依字为论者，言此书出自门徒，必先详论，人人佥允，然后乃记；记必已论，故曰

论也。第三云伦、论无异者，盖是楚、夏音殊，南北语异耳。南人呼伦事为论事，北士呼论事为伦

事，音字虽不同，而义趣犹一也。” 

而北宋邢昺则在《论语注疏》中认为：“论者伦也，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书

可以经纶世务，故曰纶也；圆无穷，故曰轮也；蕴含万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序，故曰次也，群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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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定，故曰撰也。”与他同时代的陈祥道在其《论语详解·序》中提出：“言理则谓之论，言义则谓

之议。《庄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勿议；《春秋》经世，先王之

志也，圣人议而勿辩。”盖夫论则及理耳，所亏者道。议则及义耳，所亏者理。圣人岂不欲废去应

问，体道以自冥哉！道无问，问无应，不发一言，下与万物同患，此特畸人耳，非圣人之所尚。然

则孔子虽欲忘言，岂可得哉！不得已而言理以答学者之问而已，夫是之为论语。” 

此后，元代何异孙在其《十一经问对》坚持认为：“‘论’是讨论，《论语》就是讨论文义的书。”

清代袁枚则认为：“论，议论也。语，语人也。自《学而》起，以至卒章，皆与人议论之语，而非

夫子之咄咄书空也。记者记其言而不记其所以然，致注疏家往往窒碍。其答弟子同者，则详于师说，

而略于问辞，记言之体应尔也。当时问者各有其人之议论，而夫子为之折衷。记言者不详载问辞，

而统据大义，则曰同仁问孝问政云尔。人非木偶，岂有言无枝叶，突然一字以相同者？况仁、孝、

政，一问可也，何必重复问耶？一人同，可也；何必各人问？”民国章太炎则认为：“……《论语》

为师弟问答，乃亦略记旧闻，散为各条，编次成帙，斯曰《仑语》。……《论语》只是师弟问答的

话，编成为一册而已。”在以上诸说中，以《汉书·艺文志》与章太炎先生的说法较为中肯，今从

之。 

关于《论语》一书的编撰者，历代也众说纷纭。西汉刘歆《七略》认为：“当时弟子各有所记。

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篹，故谓之《论语》。”东汉赵岐《孟子题辞》中说：“七十子之畴，会

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东汉王充《论衡·正说》认为：“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夫子之言

行。” 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序》认为：“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

诸善言也。’”魏·宋均注《论语崇爵谶》：“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东汉郑玄《论语序》：“仲

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傅玄则认为：“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柳宗元《论语辨》认为：“或

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

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

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然则有子

何以称子？曰：孔子之殁也，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

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

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 

陆九渊《象山语录》：“郑康成、王肃谓《论语》为子游、子夏所编，亦有可考者。如《学而》

篇子曰次章便载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载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称之，盖子夏辈平昔所尊者此二

人耳。”翟灏《四书考异》认为：“圣门文学之选，游、夏特称。夫子修《春秋》，惟一示游、夏。

子游、子夏之预撰《论语》，征《谶》言宜亦谓然。陆象山以尊有子为据。孟子言欲尊事有子者，

子张与游、夏同也。《论语》第十九篇，附记羣贤之言，子张、子夏、子游为多，而张居篇首。曾

子虽称子，却居三子后。又似门人之各尊其本师者。且“子张书诸绅”，明见《语》中，则游、夏

外更数子张为记录人矣。” 清儒崔述认为：“《鲁论语》中所记之君大夫，如哀公、康子、敬子、景

伯之属，皆以谥举，曾子、有子皆以子称，且记曾子疾革之言，则是孔子既没数十年后，七十子之

门人追记其师所述以成篇，而后儒辑之以成书，非孔子门人弟子之所记而辑焉者也。然其义理精纯，

文体简质，较之《戴记》独为得真，盖皆笃实之儒，谨识师言，而不敢大有所增益于其间也。” 

清儒刘宝楠《论语正义》认为：“要之，《论语》之作，不出一人，故语多重见，而编辑成书，

则由仲弓、子游、子夏首为商定，故传《论语》者能知三子之名。郑君习闻其说，故于《序》标明

之也。”康有为《论语注序》认为：“《论语》二十篇，记孔门师弟之言行，而曾子后学辑之。郑玄

以为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则不然。夷考其书，称诸弟子或字或名，惟曾子称子，且特叙曾子

启手足事，盖出于曾子门人弟子后学所纂辑也。夫仲弓、游、夏皆年长于曾子，而曾子最长寿，年

九十余。安有仲弓、游、夏所辑而子曾子，且代增门记其启手足耶？”今人赵贞信《<论语>究竟是

谁编纂的》一文认为：“《论语》的编成早不得在文帝前，晚不会到武帝时，大约在文、景之间，而

编纂人应该是当时任博士职的齐、鲁大师。”以上诸说，难以遽定，但刘歆的说法较为平允。 

《论语》是以记载孔子言行为主，兼记孔子某些弟子言行的一部书。其中以记言为主，故谓之

“语”。“论”是论纂、论辑的意思。《论语》全名的含义，就是经过编纂的语录。班固《汉书•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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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

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此说本刘歆《七略》，符合《论语》一书的实际

情况。《论语》是儒家的原始经典，了解孔子及其学派，必须以《论语》为主要依据。《论语》记录

了当时的生动口语，也是汉语史的重要研究资料。《论语》虽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但具有文学价

值，表现在语言表达、人物刻画和情节、细节描写等方面，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极为深远，也是文

学史的重要研究资料。《论语》中还保存了不少重要的史实，也是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 

第二节   《论语》版本源流 

《论语》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要利用好这部书，就不能不对《论语》的成书、流传和整理

成果有所了解。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在西汉时期《论语》主要分为四家：鲁论、齐论、古论

及张侯论。“《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

道》。）《鲁》二十篇，《传》十九篇。”根据《艺文志》的说法，其中只有古论无人传授。“汉兴，有

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

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

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以《张侯论》流传最为深广，是后世一切传

世《论语》的祖本。但这四家的原始文本皆不传，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传世本为日本正平版《论

语集解》。 

除开传世文献，二十世纪以来陆续发现一些出土文献，其中著名的有：1. 定州汉墓竹简本《论

语》；2. 唐写本《论语郑氏注》；3. 敦煌本《论语集解》。这些新发现的《论语》出土文献，为在

新的历史条件下研读《论语》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材料。 

研读《论语》，最为重要的历代注释本有：1.三国魏何晏等人的《论语集解》；2. 南朝梁皇侃

的《论语集解义疏》；3. 北宋邢昺的《论语注疏》4. 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5.清人刘宝楠的《论

语正义》；6. 今人程树德的《论语集释》；7. 今人杨树达的《论语疏证》。以上七种，是研读《论

语》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当代人编撰的《论语》注释与研究之作，较为重要的有：1. 杨伯峻：

《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三版；2. 孙钦善：《论语本解》，北京：三联书店，2009

年版；3. 黄怀信等：《论语彚校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版；4. 李零《去圣乃得

真孔子——<论语>纵横读》，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 

复习思考题： 

1、“论语”因何得名？你怎么看？ 

2、《论语》的编撰者是谁？你怎么看？ 

3、《论语》的祖本是什么？为何要研究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 

拓展阅读书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3、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4、孙钦善：《论语本解》，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5、黄怀信等：《论语彚校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6、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第二章   《论语》与孔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全面把握孔子的生平及其主要经历，以及对。重点及难点为孔子对

前代文化的总结与继承，以及其政治、经济主张和学术、教育思想。 

学时分配：4课时。 

第一节 孔子生平及其主要经历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据《史记》与《世本》，孔子生于鲁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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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二十二年。（《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谓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据《榖梁传》，孔子生于鲁

历十月二十七日，当夏历八月二十七日。据紫金山天文台推算，孔子生于公元前 551年 9月 28日。 

孔子先世为商后宋国贵族，其世系如下：十五世祖微子启——十四世祖微仲衍——十三世祖宋

公稽——十二世祖丁公申——十一世祖愍公共——十世祖弗父何——九世祖宋父周——八世祖世

子胜——七世祖正考父——六世祖孔父嘉——五世祖木金父——四世祖祈父（睾夷）——曾祖防叔

——祖父伯夏——父叔梁纥。孔子幼年丧父，青年时期丧母，在鲁曾任相礼（司仪）、委吏（管理

粮仓）、乘田（管理畜养）一类的小官。其人生经历可以分为六大阶段：1. 襄公二十二年—昭公二

十三年（前 551-前 519），居鲁；2. 昭公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前 518-前 517），去鲁；3. 昭公二

十六年—定公八年（前 516-前 502），返鲁；4. 定公九年—定公十二年（前 501-前 498），仕鲁；

5. 定公十三年—哀公十一年（前 497-前 484），去鲁；6. 哀公十六年哀公十二年—（前 483-前 485），

返鲁。 

孔子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个自我总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

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论语·为政第二》）”据典籍记载，孔子幼年时期

即习礼乐，“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稍长更加好学，他的弟子子贡后来称赞他“文、

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

而亦何常师之有？”而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

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

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除此之外，他还利用一切机会，广泛向当时的贤人请教。

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这一年秋天，“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

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

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

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孔子在其三十多岁时开始创立私学，开风气之先，传说有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

鲁定公时任中都宰、司寇，因不满意鲁国执政季桓子所为，去而周游卫、宋、陈、蔡、楚列国，都

不为时君所用，归死于鲁。孔子熟悉古代经典，相传曾修《诗》《书》，订《礼》《乐》，序《周易》，

撰《春秋》。他一生从事传道、授业、解惑，被中国人尊称“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由于他和弟

子的活动，形成为一个儒家学派，对后世有重要影响。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

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论语》。 

孔子集华夏上古文化之大成，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

最博学者之一。他的学说以“仁”为核心，以“礼”为手段，“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对后世产生

了巨大影响。 因此，孔子被推为春秋末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古文献整

理家，儒家学派编撰人，被后人推崇为儒家学派创始人。 

第二节   孔子的人格魅力及其思想概貌 

孔子的人格魅力，突出地体现在安贫乐道、直道而行和诲人不倦等方面。孔子曾形容自己说：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

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

“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

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

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怀着 与人为善的理念孔子创立

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

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孔子以好学着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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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十分谦虚，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

厌，诲人不倦。”他所自我期许的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但这一点，正如他的弟子所说，是很多

人做不到的。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

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礼”与“仁”，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

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

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孔子

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

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

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

华。  

孔子的经济思想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

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孔子所谓“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利”指人们

对物质利益的谋求。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见利

思义”。要求人们在物质利益的面前，首先应该考虑怎样符合“义”。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

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甚至在《论语·子罕》中主张“罕言利”，即要少说“利”，

但并非不要“利”。《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干不符合道义的事而获得富贵，就如同浮云一样，

不屑于用不义的手段取得富贵。孔子还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可以区别“君子”与“小

人”。有道德的“君子”，容易懂得“义”的重要性，而缺乏道德修养的“小人”，则只知道“利”

而不知道“义”。这就是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人认为孔

子既然重“义”，则势必轻视体力劳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论语》中记载他对想学农的弟子樊

迟十分不满，骂他是“小人”，这是因为孔子认为人要有更大的理想和追求，要承担的是更大的责

任。他要让他的学生成为价值的承担者而不是一个农民。孔子主张“因民之利而利之”，即对民众

有利的事情才去做。另一方面，他又主张赋税要轻一些，徭役的摊派不要耽误农时。他说：“奢则

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还主张“节用而爱人”。   

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

（“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他提倡“有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

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势。他主张“学而优则

仕”，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具有较高的道

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

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其

中“礼”为道德规范，“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礼”是“仁”的形式，“仁”是“礼”的内容，

有了“仁”的精神，“礼”才真正充实。在道德修养方面，他提出树立志向、克己、践履躬行、内

省、勇于改过等方法。“学而知之”是孔子教学思想的主导思想。在主张不耻下问、虚心好学的同

时，他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时还必须“学以致用”，

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他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他在教学

实践中采用因材施教的方，通过谈话和个别观察，了解和学生的个性特征，从而采取不同教育方法。

孔门有所谓“四科”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涌现出许多不同类型的杰出人才。孔子毕生从事

教育活动，不仅言传，更是身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学生。他爱护学生，学生也很尊敬他，师

生关系非常融洽。他是中国古代教师的光辉典型。 

复习思考题： 

1、孔子的出身与其后来思想的发展有什么联系？ 

2、为什么说孔子是华夏文化的集大成者？ 

3、为何要将孔子称作“至圣先师”？ 

拓展阅读书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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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3、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4、钱穆：《孔子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 

5、李零：《去圣乃得真孔子》，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第三章  《论语》的思想体系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系统地把握《论语》中孔子的核心思想，从天到及于人道，由下学

而上达。重点及难点为《论语》中孔子的天道观、礼乐仁道及为学观。 

学时分配：12课时。 

第一节  孔子之道：天道 

一般认为，孔子只关注现实人生，而极少谈及形而上的天命与天道。《论语·子罕》记载：“子

罕言利与命与仁。”连孔门高足子贡也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

而闻也。” 

《论语》有很多记载，表明孔子似乎只看重人事，敬鬼神而远之。如：“季路问事鬼神。子曰：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祭如

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但是，孔子并非不言天命，相反，在很多情况下

他肯定天命的存在，甚至在某些时候以天命所在自居，比如孔子自称“五十而知天命。”甚至说，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在政治抱负得不到施

展，也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在被匡人包围，生命危在旦夕之时，仍

然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外他还

多次称天，比如：“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

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子曰：‘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年喜读《易》，以至于韦编三绝。《论语》的记载可以证明，

孔子确实晚年爱读《易》：“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为什么晚年喜

欢读《易经》？这恐怕是因为他晚年思想发生了较大的转折，开始思考形而上的问题，也就是说，

开始集中思考关于天道的问题。根据新近出土的马王堆帛书《周易》，孔子晚年确实因读《易》而

转向形而上的思考。 

《帛书易传•要篇》：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

‘德行亾者，神霝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之为也。夫

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屰而至者，弗屰而巧也。察其要者，不恑其

辞。《尚书》多于矣，《周易》未失也。且又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辞也。□□□□〕

尤于〔□□子贡曰〕：“如是则君子已重过矣。赐闻诸夫子曰：‘孙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

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子曰：“校哉赐，吾告汝《易》之道，□（？）……

□百生之〔□□□〕《易》也。夫《易》，刚者使知瞿，柔者使知图，愚人为而不忘（妄），惭人为

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辟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

知之□□□之自□予何□（？）事纣乎？”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才当。

唯周粱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

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者而义行之耳。幽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

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来也，始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

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

筮其后乎？” 

传说孔子曾作《易传》，此说即便不完全可信，也可以说明《易传》思想与孔子及其弟子思想

有关。《易传·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

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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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易》六位而成章。”《贲卦·彖》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

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卦·彖》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里的“性命

之理”与“天文”、“天道”，与《帛书易传·要篇》思想显然是一致的。而且与《论语》中孔子论

天命、天道的思想一贯，因此我们可以断定，虽然《论语》中记载孔子直接谈论天道与天命的言辞

不多，但并不代表孔子只关心人道、人事。这一点，与传统理解不尽一致。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

们可以说，《中庸》确乎继承和发挥了孔子的天道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

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第二节   孔子之道：人道 

孔子对人道、人事的关注是显而易见的，《论语》绝大部分的记载都与之相关。孔子曾说：“吾

道一以贯之”，其弟子曾参将之解释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因此有人认为，孔子言人道，最重

要的就是忠恕之道，并进一步认为忠恕就是“仁”。据此，孔子人道思想的核心就是仁，其贡献就

在于将此前的“礼乐”中心转化为仁中心。 

纵观《论语》，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因为孔子提到最多的就是“仁”。如：子曰：“人而不仁，

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

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

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

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

矣，我未之见也。”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后仁。”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子

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

仁者寿。”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

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子曰：“刚毅、木讷，近仁。”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

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

者也。” 

但我们认为，这中说法并不全面。孔子固然给“礼乐”赋予了一个思想内核即“仁”，但细读

《论语》也可以发现，孔子时时处处也不忘“礼乐”的重要性，依据“礼”而与人交往、品藻人物；

甚至，《乡党》通篇都记载孔子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循礼而动、依礼而行。因此，我们认为，孔子实

际是以礼为表，以仁为里，礼仁并重的。 

第三节   孔子之道：下学上达 

孔子少而好学，至老弥笃。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又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

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这说明孔子认为人天生在道德品行上相差不远，但如果如果想要成为君子，

必须通过后天的刻苦学习。因此，他回顾自己的学习经历时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

无益，不如学也。”孔子并不自认为圣，但对于“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事，却是自

我称许的。因为在他看来，“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

不学，民斯为下矣。”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是否能发挥主体的能动性，积极从事于学，不断进步。

没有天生的贤人，只有后天学成的君子，所以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学首先是学为人，在有余力的情况下，再学文化知识，故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

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教育学生的目的，是想他们在进德的基础上修习文

化，早就新君子，所以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

好学也已。”又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对于文

化知识，要尽可能博习广修，但对于为人处世，则尽可能要依礼而行，所以他认为“君子博学于文，

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对于一个君子的评价，除了循礼而动，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即博学。

因此当弟子子贡问 “孔文子何以谓之文”时，孔子的回答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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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可以看到，孔子强调为学，首先是学习礼仪道德，学会做一个社会人，正确地依照礼乐制度来

为人处世。换句话说，学做有德君子，是学的第一要义。于此同时，孔子也强调学习前代典籍的重

要性，因此《论语》中记载了一些他与弟子讨论《诗经》、《尚书》、《易经》等前代典籍的内容。不

过，我们也可以看出，孔门师弟讨论前代典籍，仍是以道德伦理为旨归的，学文以辅德、以见志。

孔子虽然非常注重道德修养，推崇仁、知、信、直、勇、刚等品质，但同时认为“好仁不好学，其

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

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孔子一生“学而不厌”，且《论语》开篇即以“学而”道之，这对后世儒家产生了巨大影响，

如《荀子》开篇也即为《劝学》。孔子强调通过后天的学习来提升自我，砥砺德行，这也极大地影

响了朱熹，集中体现在其对“格物致知”的强调与阐发中。 

复习思考题： 

1、如何评价孔子的天道观？ 

2、孔子的人道究竟是礼中心还是仁中心？抑或礼仁兼之？ 

3、孔子为什么强调“学”的重要性？ 

拓展阅读书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3、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第四章 《论语》与孔门弟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论语》中孔门弟子的基本情况，并初步归纳其各自的性格特

征、思想面貌。重点及难点为弟子分期，及其性格特征。 

学时分配：12课时。 

孔子的学生，《论语》有很多不同叫法，如“二三子”、“弟子”、“小子”、“门人”。据说孔子有

3000弟子，其中 72人最优秀，“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三千弟子”不知其详，但 70多弟子都

有名有姓，还有另一种说法，是 77人。不管 72人还是 77人，习惯上是 叫“七十子”。“七十子”

的说法，最早是见于《孟子•公孙丑上》，汉代很流行。古书记载“七十子”，最早的材料是《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司马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

孔子世家》），即孔子的学生大约有 3000人，其中把诗、书、礼、 乐、易、春秋六门都学通学透的

有 72 人。另一种是“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它没提“三千弟子”，只说“受业身通

者七十有七 人”。“受业”是得到老师亲自传授，不但入门，而且登堂，不但登堂，而且入室，可

以和老师坐在一个屋子里，当面向他请教。“身通”是“身通六艺”的省略。意思是，孔门中把《诗》、

《书》、《礼》、《乐》、《易》、《春秋》六门都学通的有 77人。这两种说法，数字不一样。《史记》的

特点是兼存异说：前一种说法，是附会古代的五行时令，取其吉祥之意，不是正好这么多。后一种

说法，不一样，它是根据孔门弟子的花名册。司马迁写《仲尼弟子列传》，曾参考过一本书，叫《孔

子弟子籍》。这本 书是用古文即战国文字抄写，很有来头。《仲尼弟子列传》是记孔门的在籍弟子，

每个都有名有姓。这才是真实数字。 

孔子的学生分两大类：“编牒”的弟子。只是慕名前往、登记在册的学生。注册者，也叫“著

录”或“在籍”，其中有核心弟子，但外围学生 居多。外围的学生，很可怜，大师，一般情况下，

根本见不着。“及门”的弟子。是入了老师门的弟子。这种弟子，又分两种：一种是及门而未入室，

到了老师的门，没进老师的屋，未尝亲炙师教，顶多在院子里蹓跶；一种是入室，可以进老师的客

厅，旁无杂人，听老师亲授。 

第一节 孔子早期弟子及其言行 

司马迁讲的 77个学生，见于《论语》，有 29人。这些弟 子，有“先进”和“后进”之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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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是早期 弟子，“后进”是晚期弟子。我们按他们的年龄，对照孔子的生平，粗分为三期四组，

每一组按年龄排序。孔子的早期弟子主要是他早年居鲁时招收的学生，共 5人。 

(1)颜无繇（字季路，前 545-前？年）。鲁人，颜回的爸爸，比孔子小 6 岁。颜氏是孔子他姥

姥家的人。颜回死，颜无縣 请孔子卖掉自己的车，为颜回置棺椁，被孔子拒绝（《先进》11.8)。 孔

子最疼颜回，不是没有原因。孔门有八个学生以颜为氏，估计就是由他带进门。孔门有两子路。古

人同名的很多，他的名、字 和子路一样（“繇”通“由”）。 

（2） 冉耕（字伯牛，生卒不详）。鲁人，是有名的道德先生。孔府《圣门志》和《阙里广志》

说冉耕比孔子小 7 岁，暂时排在这里。据说，他是得恶疾（麻风病）而死。孔子探望他，连 声叹

息说，这么好的人，怎么得了这种病，觉得非常可惜（《雍 也》6.10)。冉氏也是孔门的生力军。

孔子有五个学生出自冉氏， 除这里的冉耕，还有冉雍和冉求，都是孔子最有名的学生。 

（3）仲由（字子路或季路，前 542-前 480 年）。鲁卞邑 (在今山东泗水东卞桥镇）人，比孔

子小 9 岁，有治国用兵之才，是孔门中最早做官的学生，也是他最重要的学生。孔子仕鲁 定公，

他任季桓子宰（前 498年）。孔子周游列国，他追随左 右。返鲁之前，还任卫蒲邑宰（前 488年）。

孔子回到鲁国，他 与冉有共事季康子，并往来于鲁、卫之间。前 480年，死于卫乱(《左传》哀公

十五年)。卞邑出过个勇士，叫卞庄子。子路也是卞人，好勇过人。他性子急，脾气大，常挨孔子

骂，不像颜回讨老 师喜欢。他在《论语》中，出现次数最多（42次）。 

（4）漆彫启（字子开，前 540-前？年）。鲁人（或说蔡 人），比孔子小 11岁，他是个受过刑

的残疾人，孔子鼓励他出去做官，他说他信心不足，孔子很高兴（《公冶长》5.6)。孔门有 3 人出

自漆彫氏。 

（5）闵损（字子骞，前 536 -前？年）。鲁人，比孔子小 15 岁，以德行称，是有名的大孝子，

闵家的人全都夸他（《先进》11.5)。 

第二节    孔子中期弟子及其言行 

孔子的中期弟子，主要是他自齐返鲁后（36-54岁）招收的学生，共 8人。 

（1）冉雍（字仲弓，前 522-前？年）。鲁人，比孔子小 29 岁，以德行称，并长于政事。他这

个人不爱说话（《公冶长》5.5), 孔子夸他，“雍也可使南面”（《雍也》6.1)。前 497-前 493 年，

他接替子路为季桓子宰，《论语》提到这事，只说“仲弓为季氏宰”（《子路》13.2),上博楚简《仲

弓》也提到这事，作“季桓子使仲弓为宰”。 

（2）冉求（字子有）。鲁人，比孔子小 29岁，以政事称。前 492年，他接替冉雍为季康子宰。

前 472年，他仍在鲁国（《左传》哀公二十三年)。他在《论语》中，出现次数也比较多（16次），

两称“冉子”（《雍也》6.4、《子路》13.14)。 

（3）宰予（字子我，生卒不详)。鲁人，以言语称。《大成通志·先贤列传上》说他比孔子小

29岁，暂时排在这里。古人 说，“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但孔子和他相处久了，却发现他“智不

充其辨”，因而说“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韩非子·显 学》)。有一次，孔子骂他，“朽木不可

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 (《公冶长》5.10)，但他却是孔子最优秀的学生。他人很倔，孔子讲

三年之丧，他公然反对，把老师气得够呛孔子死后，他还在。端木赐树孔子为圣人，他是支持者。 

（4）颜回（字子渊，前 521-前 481年）。鲁人，比孔子小 30岁，以德行称，经常受老师表扬，

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庄子·田子方》说，颜回对孔子是亦步亦趋，“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

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自称紧跟紧跟还是跟不上。他在《论语》中出现

21次。 

（5）巫马施（字子期或子旗，前 489-前？年）。鲁人，比孔子小 30岁。他当过鲁单父宰（《吕

氏春秋·察贤》、《韩诗外传》第二十六章、《淮南子·泰族》、《说苑·政理》、《孔子家语·屈节解》)。

孔子仕陈湣公（前 491-前 489 年），和陈司败谈话，他正好在陈国（《述而》7.31)，故一'说他是

陈人。 

（6）髙柴（字子羔或季羔）。齐人，比孔子小 30岁（或 40岁），据说个子很矮（不足五尺），

相貌丑陋。他也是有政事才能的弟子。前 498年，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骂子路“贼夫人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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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他是害了子羔（《先进》11.25)。约前 488-前 480 年之间，他仕卫出公，《孔子家语·致思》

说是当士师，故一说他是卫人。前 480 年，蒯聩人卫，他逃卫返鲁，而子路死于难（《左传》哀公

十五年)。前 478年，他还在鲁国（《左传》哀公十七年)。 

（7）宓不齐（字子贱，前 521-前？年，或前 502-前？年）《礼记·檀弓下》说他当过成宰，

《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说他当过武城宰）。鲁人，比孔子小 30岁或 49岁，曾任单父宰（《史

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夸他是鲁国的君子（《公冶长》5.3）。 

(8)端木赐（字子贡，前 468-前？年）。原本是卫国的商人，以言语称，比孔子小 31岁。从年

龄上讲，他跟这 一期的学生更接近，但拜师是在孔子去鲁适卫，到达卫国的前 497年之后。古人

说，他在卫当过信阳令或信阳宰（《说苑·政理》、《孔子家语·辨政》)。孔子周游列国，他也参加

了。孔子返鲁，他仕于鲁，从事外交活动。孔子死，他是掌门人。弟子服丧三年，相率去，只有他

庐守六年，是孔门晚期最重要的人物。“叔孙武叔毁仲尼”，是他捍卫了老师的声誉。树孔子，当圣

人，也是他发动。前 468 年，他还在鲁国（《左传》哀公二十七年)，最后死在齐国（《史记·儒林

列传》)。他在《论语》中出现次数仅次于子路（38次）。 

第三节 孔子晚期弟子及其言行 

孔子的晚期弟子，主要是他周游列国和晚期居鲁时招收 (55-68岁）的学生，共 11人。 

原宪（字子思，前 515-前？年）。鲁人（或说宋人），比孔子小 36岁。他当过孔子的管家（《雍

也》6.5)。战国秦 汉的古书，常拿他和端木赐作对比，端木赐很阔，他很穷。 

樊须（字子迟），齐人（或 说鲁人），比孔子小 36岁。此人喜欢种庄稼，是个重农派，孔子骂

他是小人（《子路》13.4）。前 484年，他还在鲁国（《左传》哀公十一年)。 

澹台灭明（字子羽，前 512-前？年）。鲁武城（今山东平邑南）人，比孔子小 49岁或 39岁。

他是孔子晚年居鲁（前 484-前 479年），言偃当武城宰时，在当地发现的人才（《雍也》6.14)，后

来到楚国发展，有弟子 300 人，很有名气。古人说他有“君子之容”，但孔子和他相处久了，却发

现他“行不称其貌”，因而说“以人取容乎，失之子羽”（《韩非子•显学》)。司马迁作“以貌取人，

失之子羽”（《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陈亢（字子亢或子禽，前 511-前？年）。陈人，比孔子小 40岁。此人大概是子贡的学生，《论
语》三见，两次都是向子贡问教（《学而》1.10、《子张》19.25)。 
公西赤（字子华，前 509-前？年）。鲁人，比孔子小 42岁，好礼，有外交才能。 
有若（字子有，前 518-前？年，或前 508-前？年）。鲁人，比孔子小 43岁或 33岁，据说长相

酷似孔子。孔子死后，他还在。端木赐树孔子当圣人，他是支持者。言偃、卜商和颛孙师曾公推有

若代替孔子，受弟子拜，遭曾参反对。《论语》四次提到他，三称“有子”（《学而》1.2、1.12、1.13), 
一称 “有若”（《颜渊》12.9)，从未提到他的字。 
卜商（字子夏，前 507-前？年）。卫国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比孔子小 44岁，以文学称，

曾任莒父宰 (《子路》)，老年讲学西河，魏文侯、田子方、段干木、李克、吴起师事之，对三晋
的法术之学很有影响。子夏传《诗》和《左传》哀公八年提到 “澹台灭明之父”。但司马迁说他“状
貌甚恶”，正好相反。《春秋》，在经艺传授上很有名。他在《论语》中出现 21次。 

言偃（字子游，前 516-前？年）。吴人（或说鲁人），比孔子小 45岁或 35岁，曾任武城宰 (《雍
也》6.14)。他也以文学称，经常与子夏并举。 
曾参（字子舆，前 505-前 432年）。鲁南武城（今山东费县西）人，比孔子小 46岁。他在《论

语》中，出现次数也比较多（15次），多半称为“曾子”。 
颛孙师（字子张，前 503-前？年）。陈人（今河南淮阳），或说阳城人（今河南登封东南），或

说鲁人，比孔子小 48 岁，曾从孔子游于陈、蔡。他个性比较强，在《论语》中出现 18次。 
司马耕（字子牛，前？-前 481年）。宋司马桓魋的弟弟。《论语》三见，都称“司马牛”(《颜

渊》12.3 -12.5)。司马牛的性格特征是多言而躁，比较情绪化，孔子叫他说话要忍着点，朝不忧不
惧努力。他说谁都有兄弟，就我没有，不认自己的兄弟，子夏安慰他，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前 481 年，司马桓魈作乱，他的兄弟都参加，只有他一人拒绝，流亡在外，最后，死在鲁国（《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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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哀公十四年)。 
复习思考题： 

1、孔门早期弟子的代表人物是谁？其性格及思想特征是什么？ 

2、孔门中期弟子的代表人物是谁？其性格及思想特征是什么？ 

3、孔门晚期弟子的代表人物是谁？其性格及思想特征是什么？ 

4、如何理解孔子的“因材施教”？ 

拓展阅读书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3、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第五章   《论语》的当代意义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在了解《论语》中孔子思想主张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论语》的

当代意义。重点及难点为对孔子的再评价。 

学时分配：4课时。 

  自近代以来读《论语》，有以下三种迷思： 
  第一是立教，先谋“中国三教儒为首”，树立孔子在中国的绝对精神统治地位；再图“世界三

教儒为首”，树立孔子在世界上的绝对精神统治地位。 
  第二是立宪，祖述孔孟颜曾，宪章程朱陆王，重新定义中国，宣布我国是儒家社会主义（或儒

家其他什么主义）。他们是拿孔子当国家的象征。经济、政治的蛋糕，香喷喷，已经做好，上面缺

的只是道德奶油。 
第三是道德重建，教人励志，劝人学好，用《论语》代替《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毛主席语

录》、“老三篇”。这种解读是拿孔子当中国的道德源泉。近代尊孔，都是打传统旗号，传统多是假

传统，比如立教。 

我们认为，不能以这三种方式解读《论语》与孔子，因为： 

第一，孔子是精英本位，绝不是大众英雄，他没有群众基础。我们要知道，汉代为儒家平反，

并不是为了安抚大众，而是为了安抚读书人。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孔子和大众本无关系。考试是奔

精英是奔官，不是往庙里跑。没有大众，宗教根本无从谈起。 

第二，孔子不语怪力，罕言性命，重人事，胜鬼神，他是个 比较理性的人。明代利玛窦来中

国，他都看得很清楚。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及中国的上流社会，宗教感非常淡薄。现在的西方，不信

教的也主要在大学里边。我们要弘扬传统，也该弘扬这个传统。 

立教是中国近代的闹剧，要谈传统，它最不沾边。中国的传统是政教分离，政治大一统， 宗

教多元化。中国的专制主义是政治大一统，西方的专制主义是宗教大一统，两种专制主义，都是束

缚自由的东西 (后者束缚的，更是精神自由）。把儒学立为国教，对中国没有任何好处。读《论语》

不能治国平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只是个荒诞的传说。如若今天还有人提倡读《论语》治

国，只会显得更加荒唐。 

我们认为，孔子不是道德先生，不是政治家，更不是宗教领袖。今天之所以要重读《论语》，

重新评价孔子，理由是： 

第一，孔子是当时学问最大的人。他是学者和教育家，他对文化有贡献。历史上很多保守主义

者，他们在政治上是失败的，但对文化有贡献。我们应该感谢他，不光感谢他，还要感谢他的失败。

很多人，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未必会死心塌地做学问。孔子也是这样。如果他一直坐在官位上，他

还有时间做学问、带学生吗？未必。过去，“文革”批孔，大家都说，孔子最难批，就是他对学术、

教育的贡献。这个贡献批不倒。 

第二，孔子是社会批评家。他和他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都是社会批评家，他们说，天下无道，

当时的世界很糟糕。这是事实，他的批评，本身没有错。当时孔子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无

道德，二是无秩序。所以，他要大讲德和礼。这样的批评，好像是对症下药，其实是文不对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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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决方案，也全不可行。后来的几位，比他更激烈，讨论更务实，但他是带头人。 

第三，孔子是百家争鸣的开启者。我们都知道，先秦学术最辉煌，是它的子学，如果说两汉是

经学时代，这一时期就是子学时代。当时，经学是子学的一部分。我以为，孔子的最大贡献， 是

他当了箭靶子。墨家批评他，道家批评他，先秦诸子，谁都批 评他，这样才有百家争鸣，才有思

想上空前自由，才有学术上的空前繁荣，才有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代。汉代，定学术于一尊，

儒家的地位倒是突出了，但先秦的辉煌也从此结束。 

复习思考题： 

1、近代以来对《论语》的解读主要有哪三种迷思？ 

2、如何看待《论语》的当代价值？ 

3、你认为《论语》能够填补当代信仰空白吗？ 

拓展阅读书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3、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4、钱穆：《孔子传》，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 

5、李零：《去圣乃得真孔子》，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论语》概说（一、时代背景） 3  

2 《论语》概说（二、版本源流） 3  

3 《论语》与孔子（一） 3  

4 《论语》与孔子（二） 3  

5 《论语》与孔子（三） 3  

6 《论语》的思想体系（一） 3  

7 《论语》的思想体系（二） 3  

8 《论语》的思想体系（三） 3  

9 《论语》与孔门弟子（一、早期弟子） 3  

10 《论语》与孔门弟子（二、中期弟子） 3  

11 《论语》与孔门弟子（三、晚期弟子）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孟子研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如何把握《论语》中的人物性格及其各自的特别。 

难点：《论语》中的礼制与先秦思想。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讲授与小组讨论相结合。 

教学手段： 

1.文本精读与讲解。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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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节课结束布置相应思考题。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2、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3、孙钦善：《论语本解》，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4、黄怀信等：《论语彚校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5、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执笔：徐文贵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0日 

 

应用语言学研究 
Applied Linguistics Research 

课程号：4070509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中文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以及基本研究方法，

了解应用语言学的前沿研究课题和研究现状。使学生能够自主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应用语言学调查

和研究。 

开设本课程旨在介绍应用语言学这一学科的性质、范围、研究方法和基本理论，了解应用语言

学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语言规划（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网络语言）、第二语言教学、

计算语言学、法律语言学、实验语音学等，也要了解应用语言学的其他研究领域，包括新词新语、

播音主持语言、广告语言、语言交际等。为学生在学习了语言学的基础课程如现代汉语、语言学概

论等之后，在语言学领域里继续开阔视野提供一个窗口和路径。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第一章  绪   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语言应用研究的意义 

2．应用语言学学科建立前的情况 

3.应用语言学学科形成到现在的情况 

4.应用语言学学科的任务和本课程的目的 

学习目标： 

1．了解应用语言学学科的基本情况以及这门课程的基本情况。 

2．了解这门课程的基本情况。 

具体内容： 

第一节 语言应用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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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在运用中存在和发展的。没有语言的运用就没有语言。 

二、语言是交际工具，语言研究应该研究如何使这一工具更好地为使用者服务。 

三、以语言教学为例 

四、以计算语言学为例 

五、以语言规划为例 

六、语言研究的新工具和新方法也值得研究 

七、轻视语言应用研究的情况 

第二节 应用语言学学科建立前的情况 

一、应用语言学概念的提出 

二、西方语言学在中国的传播及中国语言学的发展 

三、一百多年的中国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第三节 应用语言学学科形成到现在的情况 

第四节 应用语言学学科的任务和本课程的目的 

一、应用语言学学科的任务 

解决语言应用各方面的实际问题 

解决决策问题 

促进学科本身的发展 

二、本课程的目的 

是基础课 

包含许多基本理论，不是技能课。 

复习与思考题： 

1、距离说明为什么有了本体语言学还要有应用语言学。 

2、说说中国形成语言学的背景。 

3、中国 20世纪的应用语言学变化的总线索是什么？ 

4、中国应用语言学学科形成的标志和背景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汉语》，朱德熙。 

2、《中国语言和中国社会》，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当前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化问题》，吕冀平，戴昭铭，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4、《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纪事（1892—1995）》，语文出版社，1997年版。  

5、陈章太《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总结发言》，载《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语文出版社，

1987. 

6、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7、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书海出版社，1996. 

第二章 应用语言学的性质和范围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应用语言学的定义 

2．应用语言学在语言学中的地位 

3.应用语言学的范围 

4.广义的社会语言学 

5.语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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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应用语言学的性质和范围。 

具体内容： 

第一节 应用语言学的定义 

应用语言学分狭义、广义两种。狭义的应用语言学特质第二语言教学，中国一般取广义的，本

课程也取广义的，包括语言应用的各个方面，范围是开放的。 

简单说，应用语言学是研究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学同有关方面发生关系的学科。 

进一步说，应用语言学是研究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学同应用各部分结合部、接触面，包括结合、

接触的动态变化的规律性的学科。 

应用语言学包含理论。 

第二节 应用语言学在语言学中的地位 

应用语言学是语言学的组成部分。语言学大体分三个部分：本体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言学

理论。 

应用语言学不跟理论语言学相对。 

应用语言学同本体语言学有分工又有联系。 

应用语言学是交叉学科，研究的是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学同应用方面交叉的部分。 

第三节 应用语言学的范围 

应用语言学的范围，主要指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学科门类方面，现在通行的分四大块：1、广义的社会语言学；2、语言规划；语

言教学；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学同现代科技的关系。 

第二个方面是队伍建设等。 

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有： 

1. 心理语言学 

2. 地理语言学 

3. 病理语言学 

4. 神经语言学 

5. 语言风格学 

6. 实验语音学 

7. 儿童语言学 

8. 人名学 

9. 地名学 

10. 体态语言学 

11. 侦查语言学 

12. 对比语言学 

13. 词典学 

14. 统计语言学 

第四节 广义的社会语言学 

一、社会语言学定义 

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社会语言，或者说是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 

定义有广义和狭义。广义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社会语言学这个术语，最早出现在 20世纪 60年代，标志是在美国首次召开了社会语言学讨论

会以及会后 1966年出版会议论文集《社会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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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意义 

有理论意义也有时间意义。 

理论意义： 

（一）拓宽了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对语言提出了一种更为细致的同事又更为有用的概念。 

（二）提出了语言研究的数量化的概念。 

（三）在历时和共时之间提出了一个中间概念，把稳态研究和动态研究结合起来。 

实践意义： 

（一）为制订语言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为语言教学提供理论和资料。 

（三）有助于认识社会文化和历时。 

三、社会语言学的应用 

除了对教学的影响以外，社会语言学对商业、法律、医学和行政文书学的影响的研究已经取得

了一些成果。 

当今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同社会结合起来，要为社会服务。 

社会语言学对社会的关心应当是多方面的，会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 

和社会语言学关系最密切的学科是语言学和社会学。社会语言学家所关心的仍应是社会和语言

密切相关的一面。 

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有： 

1、研究语言的变化，人们常用统计的方法和概率的模式来描写这些变化； 

2、研究社会中的语言问题，如双语双方言的问题；语言接触问题； 

3、研究人们怎样在交际环境中使用语言进行交际，以及不同社会、不同社团使用语言的差异

等。 

社会语言学的演技苦役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 

微观社会语言学也可以看作是普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部分，我们应该研究各种社会因素对语言

结构及其历史演变的影响。 

宏观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要比较分析各种语言活动、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发生在各种特定

语境里语言所完成的各种不同的功能。 

广义的社会语言学主要应包括：语言文明、语言修养、语言风格、作家作品语言、文化语言学、

语言交际、口语、新闻语言、语言传播、播音学、广告语言、法律语言、新词语、网络语言等。 

第五节 语言规划 

一、语言规划的定义 

所谓语言规划，是指国家或社会为了管理社会语言生活而进行的各种工作。它是作用于语言的

社会活动。 

语言规划包括语言地位规划和语言本体规划两大部分，大体上分为三个层面的内容： 

1. 贯彻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 

2. 确定和制定语言文字应用的规范、标准、法规规章； 

3. 实现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 

语言规划设计的内容包括： 

1. 民族共同语的确立和推广； 

2. 民族共同语的规范和完善； 

3. 语言选择； 

4. 语言协调； 

5. 语言调查； 

6. 科技术语的统一和标准化； 

7. 文字的创制和改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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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 

语言规划通常是某种语言政策的体现。 

语言规划问题上，政策 问题无处不在。 

语言文字立法是语言规划的一种体现。 

政府对语言的管理和影响表现在多方面。 

外语教育中也有语言选择问题。 

第六节 语言教学 

一、语言教学理论简介 

二、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听说法的影响 

1、结构主义语言学与听说法 

2、听说法的基本内容 

三、生成语法与认知教学法 

1、生成语法对认知教学法的影响 

2、认知教学法的内容 

四、社会语言学与交际教学法 

1、社会语言学对交际教学法的影响 

2、交际教学法的主要内容 

第七节 计算语言学 

计算语言学是利用计算机研究和处理自然语言的新兴学科，是应用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狭义的计算语言学：指的是通过建立形式化的计算模型，用计算机分析、处理、理解并生成自

然语言的学科。 

广义的计算语言学：还包括利用计算机对语言文字进行的各种定量化和精密化的研究。 

复习与思考题： 

1、说说应用语言学的简明的定义。 

2、为什么说应用语言学有理论？ 

3、语言学分成哪三部分？ 

4、说说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 

5、社会语言学研究哪些问题？ 

6、语言规划研究哪些问题？ 

7、语言教学研究哪些问题？ 

拓展阅读书目： 

1、冯志伟《应用语言学综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2、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何自然《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4、于根元《语言哲学对话》，语文出版社，1999. 

第三章 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调查和比较的方法 

2．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方法 

3．实验的方法 

4．预测法 

学习目标： 



5729 

1．了解并一定程度掌握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具体内容： 

第一节 概说 

一、方法和方法论 

影响方法的因素很多。 

不同程度地跟认识论和思想方法论发生联系。 

对象也是决定方法的一个重要因素。 

研究的角度、目的对于方法的确定也有关系。 

二、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性质 

（一）实践性 

（二）多样性 

（三）综合性 

（四）创造性和灵活性 

第二节 调查和比较 

一、调查 

调查是指为了了解情况，并且多指导现场进行的考察。收集材料十分重要。必须注重第一手材

料。 

收集材料有三种方法： 

（一）访谈法 

是一种由调查人员与被调查人员进行面对面谈话的方法。分为个别访谈法和集体访谈法。 

使用访谈法的关键在于如何诱导受访人说出调查人员所需了解的内容，提供有关语言变化的原

始材料。通常有几个技巧： 

1、念词表、句子或语段，这是调查方言语音体系用得最多的技巧； 

2、提问，由调查人员提出问题，要求受访人回答，从重获取信息，采集材料； 

3、测验，给受试人以某种次级，使其立即作出语言反应，以观察受试人的语言能力，了解其

语言体系的特定规则。 

（二）观察法 

观察法是研究人员通过直接观察研究对象的语言行为以获取材料的一种方法。又可以分为隐蔽

观察法和参与观察法。 

隐蔽观察法 

参与观察法 

（三）问卷法 

问卷法是用书面形式进行社会调查的一种方法，适用于大规模的摸底调查。 

问卷法需要注意：被调查者在完成问卷时必须合作，他们必须如实报告自己的想法。 

二、比较 

比较是根本性的研究方法。别的研究方法都是从比较方法延伸出来的，只是各自具备了特殊性

而已。比较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两大类： 

事实比较。是现象事实上的归纳概括的比较，具有明显的描写性； 

理论性的比较。是关于系统理论普遍原理在具体语言中的可行性的比较，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

方面。 

比较法的步骤： 

先确定比较的范围；再选择比较的基点；最后还要对所探讨的问题做出分析解释。 

注意避免无效比较和低效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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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 

一、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关系 

定性研究是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质”的分析，即对所研究的现象的本质、特征及其联系进行

概括。 

定量研究通过量化，即利用数量、频率、比例的统计等来说明各种事实。 

二者虽有不同，但得出的结果往往互相补充，有助于从不同角度观察问题。 

二、抽样统计 

（一）抽样 

就是从一个总体中选取一部分作为样本进行观察。 

抽样——参数 

在语言调查的抽样程序重，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有利于获取可靠数据： 

1、对样本的总体做出定义 

2、样本的代表性 

3、选取合适的抽样方法 

4、样本应有足够的数量 

适应现场观察的抽样方法大致有三种： 

1、定额抽样 

2、滚雪球抽样 

3、特别个案 

（二）非随机抽样 

包括偶然抽样、雪球抽样、判断抽样。 

（三）随机抽样 

是正式调查所采用的一种方法。使用这种方法的目的是让在选定范围内的全体居民中没人都有

被选定为取样对象的同等的机会。类型： 

1、简单随机抽样 

2、系统抽样（等距抽样） 

3、分层抽样 

4、多级抽样 

（四）统计 

第四节 实验方法 

一、实验方法的特点 

（一）系统性 

实验方法是严密的组织系统。有严格的程序和规则。 

（二）逻辑性 

所执行的规则和程序具有很强的逻辑性。 

（三）经验性 

实验方法也是一种经验性研究。 

（四）简约性 

不仅要描写事物，还要解释事物。 

（五）可重复性 

别人可以重复这些过程来检验实验结论是否正确，也可以使用这些结果进行别的相关研究。 

二、实验方法的要求 

（一）要排除无关因素的干扰。 

（二）要实现确定实验对象，同时要尊重实验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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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对参加实验的人进行培训。 

（四）要事先设计好实验方案。 

三、实验的环节和实验方案 

（一）实验的设计 

（二）实验的实施 

（三）实验的解释 

四、实验方法在应用语言学研究中的运用 

（一）神经语言学 

（二）语言教学 

（三）计算语言学 

第五节 预测法 

一、预测法及其意义 

二、预测的原则和方法 

（一）外推法 

（二）专家意见征询法 

（三）模拟法 

三、预测法在语言应用研究中的实践 

复习与思考题： 

1、说说语言学方法、方法论的地位。 

2、举例说明语言学方法、方法论的综合性。 

3、举例说明语言学方法、方法论同思想方法的关系。 

4、为什么说比较是语言学方法的最基本的方法？ 

5、运用比较的方法要注意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方经民《现代语言学方法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2、桂诗春《语言学方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3、冯志伟《应用语言学综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4、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何自然《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6、于根元《语言哲学对话》，语文出版社，1999. 

7、李宇明《语言的理解与发生》，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第四章 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交际理论 

2．动态理论 

3．中介理论 

4．层次理论 

5．潜显理论 

6．人文性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并一定程度掌握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 

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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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交际理论 

一、交际理论的基本思想、目标和地位 

交际理论认为，世界万物要交换能量而存在、变化、发展。宇宙万物在相互吸引、排斥、中和

中实现动态的平衡。 

社会中的人需要协调，需要交际。语言也因此而产生和发展。 

语言存在于交际中，没有交际就没有语言。 

交际是语言发展变化的动力和目的，是决定语言现象的根本条件。 

语言生活的健康、丰富、活泼，是语言工作、语言研究、语言教学的目的和检验的标准。在交

际面前，任何语言学流派、任何语言学家，顺者昌、逆者亡，概莫能外。 

交际理论的基本思想：交际是语言的本质。 

交际理论的研究目标：为语言交际而研究语言。 

二、交际理论的基本内容 

（一）交际能力是最基本的语言能力 

乔姆斯基认为，人天生具有语言创造能力。 

语言能力中，交际能力是最基本的。 

（二）在多样的语言交际中实践语言交际能力 

人是分层次的，语言是为各个层次的人服务的。 

语言教学、语言规范等都要结合实践。 

（三）应该以交际值作为衡量语言规范的标准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交际，规范是为了更好地交际。 

交际到位的程度——交际值或者交际度应该是衡量规范的基本标准。 

规范同稳定没有必然联系。 

（四）语言交际能力的实现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语言素质也是有层次的。 

素质不是单一的，是综合体。 

语言素质不进则退。 

交际能力并非一次性完成还表现在语言的时代性上。应多学习鲜活的语言。 

学习还要有一定的质和量。 

（五）要重视创新 

人们常说的语言灵气，主要在语言创新方面。 

目前的教育在鼓励创新方面不够。 

教材要帮助学生创新。 

教师要在创新方面进行身教。 

一切语言示范者要在语言规范和语言创新两个方面起到表率作用。 

对学生语言学习的测试，也要注意语言创新方面的内容。 

第二节 动态理论 

一、动态理论的基本思想 

运动是绝对的。 

人是最高级的动物，语言又是最高级的动物人用的，因此具有运动性质。 

交际是一种活动，语言存在于语言交际活动之中，因此语言也是运动的，不断发展变化的。 

人们对语言的动态性的关注 

汉朝王充——杨雄的《方言》——东晋郭璞——明代陈第——近代 

二、动态理论的基本内容 

动态理论主张用动态的眼光看待语言、语言应用和语言研究。大体上包括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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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语言动态性的认识 

所谓语言动态性的认识，是说自觉地看到语言是以动态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交际中。 

语言是个巨系统，各部分运动的速度并不同。局部发展变化会引起语言内部有关部分的发展变

化。 

调节也是运动。 

语言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在运动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类型： 

吸收； 

隐退或消亡； 

中和。 

（二）对语言认识的动态性 

应用语言学要研究解决应用中的问题。从时间到理论是动态，从理论到实践也是动态，实践和

理论的互动当然更是动态。对语言的认识既是实践性活动，也是理论性活动。 

（三）语言研究要动稳结合 

强调语言的动态性并不意味着反对稳态研究。纯粹的动态或稳态研究是不存在的。动态和稳态

的研究要结合起来。 

无论是动态的研究还是稳态的研究，都要为动态的交际服务。 

以运动的眼光来研究相对稳态取下来的语言单位、语言要素，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 

三、动态理论提出的意义 

（一）语言是变化的，使用者不进则退，学习语言不能一次性完成； 

（二）语言是变化的，语言不发展是最大的不规范； 

（三）语言交际能力是语言运用的能力，语言交际能力的测试应该在语言世纪交际中进行； 

（四）语言使用不使用，评价语言使用是否规范，不是看过去有或者没有这样用的； 

（五）语言的中介现象是运动的； 

（六）语言的新颖色彩造成了语言的色彩是个动态的系统； 

（七）语言是个巨系统，语言的运动具有惯性； 

（八）语言运动的方式和层次是语言的个性； 

（九）语言发展的外部动力是社会的发展，语言的发展还是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 

第三节 中介理论 

一、中介理论与语言研究 

中介理论认为，语言和其他现象一样，存在着中间状态，语言研究对此不应该回避，更不应该

忽视。 

传统上的二元分类研究已经暴露出弊端。 

语音上的中间状态 

语法上的中间状态 

语用上的中间状态 

中介理论的提出无论对于认识语言的本质还是进行语言分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中介理论与语言规划 

在制定语言规划的过程中，必须考虑语言政策的制订。 

中介理论的提出对语言政策的制订有影响。 

以我国推广普通话为例说明中介理论的重要作用。 

中介理论对语言规划的影响也可以从其他多方面看出来，如聋哑儿童的语言康复为例。 

三、中介理论与第二语言教学 

中介语理论应是中介理论的一部分。 

中介语这一术语的发展 

我国语言学界在使用“中介语”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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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介语的主要特点 

（一）系统性 

（二）动态性 

（三）顽固性 

（四）能动性 

五、中介语的研究方法 

（一）对比分析 

（二）错误分析 

第四节 层次理论 

一、人类语言是开放的梯形结构 

二、人的层次和语言层次的关系 

（一）不同层次的语言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 

（二）不同层次的人使用语言的情况不同 

（三）如果说一个人使用的语言是他的主体语言，总体的语言是客体语言，那么，不同层次的

人的主体语言在客体语言里处于不同的层次。 

第五节 潜显理论 

一、什么是潜显理论 

潜显理论是我国一些语言学者在 20世纪 80年代到 90年代逐步形成的一种关于语言发展的基

本形式的语言观念。 

显，指的是显现在表层的、现实的状态； 

潜，指的是潜藏在深层的状态。 

该理论认为，可以把语言的世界分为显性的世界和潜在的世界两个大部分。 

所谓显性语言就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在使用的部分。 

所谓潜在的语言世界指的是，按照语言的规则所形成的一切可能的语言形式的总和，但是它们

还没有被这个语言社团所利用和开发。 

潜显理论强调语言的动态本质。 

其核心内容是显性语言潜性化和潜性语言显性化是语言发展的最基本形式，潜性语言的大量存

在，使语言具备自我调节功能。 

语言潜显理论对语言动态与稳态关系的揭示非常值得重视。 

二、潜显理论的学术意义 

注重语言的社会性质和交际功能 

把潜语言纳入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可能扩大了语言学的研究视野 

语言潜显理论对于更新语言研究方法，增强语言学的解释能力，提高语言学的科学品味可能具

有一定的启发。 

三、潜显理论的实践意义 

第六节 人文性理论 

一、语言人文性的涵义 

语言的人文性是指语言在发展变化及应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文化特性。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记录和反应着文化的发展状态；同时语言也促进文化的发展。 

另一方面，文化也影响语言的发展。 

语言的人文性包括三个方面： 

1、语言在文化中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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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化在语言中的反映； 

3、在语言与文化相互作用的关系中的反映。 

二、理论的发展 

西方，大约从公元前 5世纪开始，古希腊学者间爆发了“按本质”与“按协商”以及“类比论”

与“不规则论”的论争。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实”之争。 

我国现代语言学家中最早探讨语言人文性的是罗常培。 

20世纪 80年代开始，语言人文性的研究在中国语言学研究中掀起高潮。 

三、语言人文性的研究视角和内容 

该视角的核心是站在人的角度，通过语言的交际功能去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在研究语言人文性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相关的学科：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

心理语言学以及近些年来的佳绩语言学、广告语言学等。 

人们在研究过程中至多只能选取一个或几个合适的视角。 

语言作为语言学研究的中心，它实际是人、文化及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语言的人文性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察： 

（一）文化环境中的语言现象 

1、文化对语言系统的影响 

2、文化对语言发展的影响 

3、文化对语言接触和融合的影响 

4、文化对文字的影响 

（二）语言环境中的文化现象 

1、语言对文化结构层次的反映。 

2、语言对文化发展的反映。 

四、研究语言人文性的方法论与方法 

（一）辩证法思想 

（二）系统论思想 

（三）发展的思想 

复习与思考题： 

1、说说交际理论的根据。 

2、说说动态理论的基本内容。 

3、有人说“鞠个躬”是不规范的，因为“鞠躬”不是动宾式结构，古汉语里没有“鞠个躬”。

你怎么看？ 

4、说说中介理论的基本内容。 

5、说说层次理论的基本内容。 

6、说说提出潜显理论的意义。 

拓展阅读书目： 

1、吕叔湘《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陈原<语言与生活>读后》，《读书》1980年第 4期。 

2、王希杰《汉语的规范化问题和语言的自我调解功能》，《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 3期。 

3、吴为章《新编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4、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 

5、于根元《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第 1期。 

第五章 中国的应用语言学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推广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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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代汉语规范化 

3．中国的语言教学 

4．计算语言学 

5．法律语言学 

学习目标： 

1．了解应用语言学中比较典型的研究领域，了解相应领域的前沿问题，并掌握一定的研究方

法。 

具体内容： 

第一节 推广普通话 

一、普通话形成的历史概说 

春秋时期——西汉杨雄——辽金时期北方话区基本形成——明朝——清代——辛亥革命——

五四 

北方方言成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 

北京音系的形成 

书面语的发展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推广普通话 

（一）第一阶段（1949-1955）---准备阶段 

（二）第二阶段（1958-1966）---蓬勃发展阶段 

（三）第三阶段（1966-1976）---遭受严重破坏阶段 

（四）第四阶段（1976-1986）---恢复阶段 

（五）第五阶段（1986-）---再发展阶段 

三、几个要注意的问题 

（一）总的情况的基本估计 

（二）要处理好民族语言、汉语方言和普通话的关系 

（三）还是要从学校抓起 

（四）要重视普通话能力的培养 

第二节 现代汉语规范化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汉语规范 

（一）第一阶段（1949-1955）--宣传、准备和积极学习阶段 

（二）第二阶段（1955-1966）--确立标准和大力推广阶段 

（三）第三阶段（1966-1978）--惨遭破坏和缓慢前进的阶段 

（四）第四阶段（1978-1986）--从徘徊、思考到恢复和发展的阶段 

（五）第五阶段（1986-）--从调整到理论收获的阶段 

二、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的若干重要见解 

（一）交际值是衡量规范的原则 

（二）规范主要是引导，规范也是服务 

（三）发展和推荐信的好的语言现象更重要 

（四）语言中有大量的中介状态 

（五）规范应该区分层次性 

（六）前瞻跟踪观是重要的规范观 

1、任何新的好的语言现象刚出现的时候总是用的时间短，用的人少。 

2、语言有相对稳定的部分，用的实践比较长，用的人比较多。 

3、许多不规范的语言现象的寿命很长，用的人不少。 

4、追认观会使规范工作滞后于人民群众实际的语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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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的语言教学 

一、语文教学 

（一）语文教学的涵义 

（二）我国传统的中学语文课堂教学结构研究概况 

（三）新时期中学语文课堂教学结构的改革 

（四）中学语文教学的模式 

（五）中学语文教学中的语言教学 

（六）小学的语文教学 

二、对外汉语教学 

（一）对外汉语教学的性质和特点 

既是一种第二语言教学，又是一种外语教学。 

（二）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 

1、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 

2、对外汉语教学法的发展 

（1）初创阶段 

（2）改进阶段 

（3）探索阶段 

（4）改革阶段 

（三）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研究 

1、学科建设研究 

2、总体设计理论的研究 

3、基础理论的研究 

4、对教学法和课程教学的研究 

（四）对外汉语教学的教材建设 

1、教材宏观结构的设计 

2、教材微观结构的安排 

3、新编对外汉语教材应有新意 

4、对外汉语教材的现代化 

（五）汉语水平考试 

三、少数民族汉语教学和双语教学 

（一）少数民族汉语教学 

（二）双语教学 

第四节 计算语言学 

一、计算语言学的特点 

（一）元语言的形式化 

（二）具有可操作性 

（三）具有工程性 

（四）注重语言研究的全局性和一般性 

二、汉字的信息处理 

（一）汉字与信息处理 

（二）汉字输入 

三、词语的信息处理 

四、机器翻译 

第五节 法律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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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二、法律语言研究领域 

（一）法律语言本体的研究 

（二）法律语体的研究 

（三）法律实践中的语言研究 

（四）法律语言学的理论建设 

三、法律语言的特点 

（一）庄重性 

（二）严谨性 

（三）平易性 

（四）技术性 

四、法律语言研究的应用 

讯问、询问、调解、法庭演说、庭辩、语言鉴别等 

五、国外法律语言学研究 

主要在应用领域。 

法律程序重的口语问题 

法律文件中的书面语问题 

语言学分析在法律中的应用问题 

复习与思考题： 

1、从普通话的标准和地位两个方面说明什么是普通话。 

2、我国宪法关于推广普通话是怎么说的？ 

3、现在推广普通话的方针是哪些字？ 

4、为什么说推广普通话不是要消灭方言？ 

5、应用语言学同语言教学有哪些联系和区别？ 

6、中国的语言教学包括哪些方面？其主要内容是什么？ 

7、第二语言教学中学生学习中的偏误是怎样形成的？ 

拓展阅读书目： 

1、吕必松《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8. 

2、孟宪伦《中学语言教学模式探微》，《教育探索》1997年第 1期。 

3、盛炎《语言教学原理》，重庆出版社，1990. 

4、邢欣《多民族多语地区汉语教学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 2期。 

5、赵金铭《对外汉语教材创新略论》，《世界汉语教学》1997年第 2期。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绪论 2  

2 第一章 绪论 2  

3 第二章 应用语言学的性质和范围 2  

4 第二章 应用语言学的性质和范围 2  

5 

第三章 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调查和比较 

2  

6 

第三章 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第三节 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 

第四节 实验方法 

第五节 预测法 

2  



5739 

7 
第四章 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 

第一节 交际理论 
2  

8 
第四章 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 

第二节 动态理论 
2  

9 
第四章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 

第三节 中介理论 
2  

10 
第四章 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 

第四节 层次理论 
2  

11 

第四章 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 

第五节 潜显理论 

第六节人文性理论 

2  

12 
第五章 中国的应用语言学 

第一节 推广普通话 
2  

13 
第五章 中国的应用语言学 

第二节 现代汉语规范化 
2  

14 
第五章 中国的应用语言学 

第三节 中国的语言教学 
2  

15 
第五章 中国的应用语言学 

第四节 计算语言学 
2  

16 
第五章 中国的应用语言学 

第五节 法律语言学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语音学研究、语法学研究等 

后续课程：法律语言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应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 

难点：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课堂讲授 

2.课堂练习 

3.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讲练结合的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50%，期末成绩占 50%。平时成绩包括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

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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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于根元主编《应用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5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冯志伟著《应用语言学综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12月版 

2.Norbert Schmitt编徐晶凝译《应用语言学入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 8月版 

3.齐沪扬 陈昌来主编《应用语言学纲要》（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2月版 

 执笔：张彦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8日 

 

四十年代文学研究 
Research of Literature in 1940s 

课程号：4070509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四十年代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也是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这是中华

民国在大陆的最后十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端时刻。通过对这十年间的重要文学文本、文学

现象和文学活动的讲解，对中国文学从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转折的过程做一个专门梳理，同时辐射

到整个中国文化、社会思想在这十年间所发生的重要转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32学时 

知识单元 1：总论：四十年代的思想、文学和文化转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四十年代历史背景 

2．四十年代文学概观 

3．四十年代在现当代文学史中特殊的转折意义 

学习目标： 

1．掌握四十年代重要文学脉络 

2．建立把文学的转折放置入历史的整体转折中研究考察的整体视野 

知识单元 2：民国的最后十年——国统区文学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国统区文学概述 

2．重要的文学潮流和文学现象 

3．代表性的作家作品 

4．国统区文学在“最后十年”呈现的特质和意义 

学习目标： 

1．掌握国统区四十年代文学的基本状况 

2．深入探讨代表作家作品与重要文学现象 

3．学习理解这一时期国统区文学在现代中国历史宇文化转型中呈现的症候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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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3：无根的孤岛十年——沦陷区文学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孤岛”形成的历史背景与独特文化心态 

2．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潮流 

3．代表性的作家作品 

4．“孤岛”这一独特的文化记忆对中国现代文化的意义和影响 

学习目标： 

1．掌握孤岛文学的基本状况 

2．深入探讨代表作家作品与重要文学现象 

3．学习理解这一时期孤岛文学对中国历史文化转型的意义 

知识单元 4：新时代的开端十年——解放区文学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 

2． 《讲话》前后的文学转型以及由此开创的新文艺 

3． 解放区文学与启蒙文艺和新中国文艺的关系  

学习目标： 

1． 深入探讨《讲话》的文化意义。 

2． 深入探讨代表作家作品与重要文学现象 

3． 在现代历史的整体转型中理解解放区文艺。 

知识单元 5：1949：终结与开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新中国成立的基本文艺政策和由此带来的文学格局转型。 

2． 国统区、解放区和孤岛作家进入新中国后的自我姿态与命运。 

学习目标： 

1. 理解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过度的历史脉络。 

2. 打开贯通现当代文学、在整体历史进程中理解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研究视野。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四十年代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转型 3学时  

2 第二章  国统区文学概述  3学时  

3 第三章  国统区文学代表作家作品 3学时  

4 第四章  从国统区文学理解现代文学的终结  3学时  

5 第五章  孤岛的产生及概述 3学时  

6 第六章  孤岛文学代表作家作品 3学时  

7 第七章  “孤岛”与现代中国的文化创伤和反思 3学时  

8 第八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读 3学时  

9 第九章  解放区文艺运动 3学时  

10 第十章 新文艺与启蒙文艺和新中国文艺的关系 3学时  

11 第十二章 转折的意义——课程总结 3学时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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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四十年代文学中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 

难点：从历史整体视野来理解这一转折的思维框架。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启发性。 

2.互动式。 

3.对话式 

教学手段： 

1.课件展示。 

2.多媒体。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课堂表现等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进行课堂考察。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刘统：《中国的 1948 年 两种命运的决战》，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年第一

版 

艾克恩主编：《延安文艺史》（上、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李洁非、杨劼：《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 年

第一版 

执笔：卢燕娟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1日 

 

海外华族文学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课程号：4070509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中文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使学生对海外华族文学（包括海外华文文学、华人文学、华裔文学）有全面认识，熟悉重

要作家作品，了解其发展脉络和特质。 

2、通过作品中文化多元主义的开放态度，帮助学生思考他族文化与自身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

并形成合理的价值判断。 

3、通过作家作品的文化立场和思考视角，帮助学生认识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互动

关系及相应的发展和变化。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海外华文文学——美国华文文学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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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华文文学的发展脉络。 

2．重要作家作品的特点。 

第一讲  美国华文文学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台湾旅美作家主要有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陈若曦等，他们的

移民小说有个共同点：表现了流浪的中国人的悲凉心态。小说中的人物从台湾自我放逐到美国，就

像浮萍一样在美国的汪洋大海里随风摆荡，无法落地生根，于是出现了“无根的一代”，浪子，边

缘人，摆荡的人，带枷的自由人等中国移民形象。他们有着身份的焦虑，在美国被边缘化。小说中

的美国人常常是负面形象。异族婚恋常常以失败告终，象征了中美融合的失利。总体来说，中国是

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美国是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中国是精神家园，而美国是生存之地；遥远的中国

因中国游子的想象而变得富有诗意，而美国对移民来说则是文化沙漠。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新移民作家查建英、严歌苓等，写下一系列有关新移民美国经验叙

述的小说。除了继承前一阶段关于移民漂泊异域的悲苦的描述，还开拓了新的表现领域，塑造了朝

气蓬勃的新移民形象。如查建英的“假洋鬼子”们，严歌苓的自尊自强的中国女留学生。新移民不

再纠缠于故国哀思，无根寻根等，而是生存至上，落地生根，保持族群的独立。与前一阶段华文文

学相比，这一时期反映异族交往的小说增多，美国人戏份增加，美国形象多呈中性或正面形象，反

映了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 

本讲将从美华文学发展脉络、边缘文化境遇、回望情结、现实观照、异族交往、同胞互看等方

面对美华文学进行全面阐释。 

学习目标： 

1．掌握台湾留学生作家的创作特点。 

2．掌握大陆新移民作家的创作特点。 

作业（思考题）： 

1．如何看待海外华人移民的文化夹缝人现象？ 

2．台湾留学生作家与大陆新移民作家的创作有何异同？ 

知识单元 2：海外华文文学——严歌苓专题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严歌苓的代表作品及创作特色。 

2．了解严歌苓的女性主义立场及其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第二讲  严歌苓专题 

严歌苓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作家，是海外华文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以中、英双语

创作小说，是少数多产、高质、涉猎度广泛的作家。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

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复杂的人性，哲思和

批判意识。代表作品：《陆犯焉识》、《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赴宴者》、《扶桑》、《穗子物语》、

《天浴》、《寄居者》、《金陵十三钗》等。 被称为“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的严歌苓，小说以刚

柔并济、极度的凝练语言，高度精密、不乏诙谐幽默的风格为内在依托，与其犀利多变的写作视角

和叙事的艺术性成为文学评论家及学者的研究课题。其塑造的“王葡萄”、“扶桑”、“多鹤”等人物

开创了中国文坛全新的文学形象。本讲将从现实观照与故国回望两个层面，全面解读严歌苓的创作。 

学习目标： 

1．掌握严歌苓故乡回望主题的创作特点。 

2．掌握严歌苓解构美国救世主的主题创作特点。 

作业（思考题）： 

1．严歌苓文革书写与莫言、余华文革书写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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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严歌苓与大陆女性作家的创作比较。 

知识单元 3：海外华文文学——张翎专题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张翎的代表作品及创作特色。 

第三讲  张翎专题 

张翎的小说创作不仅在加拿大华文文学，而且在世界华文文学中品格自立，独树一帜。20 世

纪 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并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邮购新娘》（台湾版名《温州

女人》）、《交错的彼岸》、《望月》（海外版名《上海小姐》），中短篇小说集《雁过藻溪》、《盲约》、

《尘世》等。0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金山》，使她广受关注；随着其作品《余震》被冯小刚导演改

编为电影《唐山大地震》，其知名度在中国日益提高。 

她的小说深刻地反映了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后现代社会中的特种文化——移民文化的特

质。这一特质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是混合交错的文化视角，跨越家国、地域界限的空间变位，

往返于现实和历史、以期在对过去的印证中求得目前文化身份的时间观,以及浓厚的民族色彩。 

“回乡”和“追忆”以及“寻根”在世界移民文学中是很普遍的母题。张翎的小说很自然地也

脱离不了这一母题，她的小说过去与现在盘根错节，互为阐注。 

学习目标： 

1．掌握张翎小说的主题特点。 

作业（思考题）： 

1．《余震》中的温情写作呈现出怎样的形态？ 

2．《金山》是如何揭示异域人的生存真相的？ 

知识单元 4：海外华文文学——欧洲华文文学及虹影的创作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欧洲华文文学的发展概况及代表作家的创作。 

2．了解虹影的创作。 

第四讲  欧洲华文文学及虹影的创作 

欧洲国家的文化传统、语言文字相异，欧华作家协会所在的 19个国家就有 13种语言作为官方

语言使用，西欧、北欧、东欧的现代历史和社会体制也有较大差异。因此，欧洲华文文学的外在形

式也较“散”。但当华人置身于欧洲文化中时，中华文化、故土情结成为他们心中最为重要的尺度，

因此，“散中见聚”是欧华文学的基本状态。瑞士的赵淑侠、余心乐，法国的程抱一、高行健、熊

秉明、郑宝娟、吕大明，英国的熊式一、韩素音、虹影、赵毅衡是值得关注的作家。本讲将对虹影

的创作进行重点阐释。 

虹影的小说带有先锋小说的艺术特质，对世界、对人生、对人性善恶都带有一种解密似的追问

和契而不舍的探寻。读她的作品，会有一种游走迷宫般的感受。她善于设置玄机，营造一种神秘、

紧张甚至诡谲的氛围，在一种解密似的追寻中展开情节，叙述故事。她把这种结构上的解密追寻与

心灵的解读并行同构，使小说更具摄人心魂的艺术魄力。生于六十年代饥荒背景下的特殊身世，以

及海外旅居漂泊的生活，使虹影的作品背后有着强烈的六十年代人“弃儿”的心理品格，和海外边

缘人的聚散心理，因此，寻找自我，追寻生命本质，追寻精神归途成为虹影小说贯穿始终的主题。 

学习目标： 

1．掌握欧洲华文文学的创作特点。 

2．掌握虹影作品中对亲情、爱情之痛的表达。 

作业（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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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虹影女性主义写作与大陆女性文学的比较研究。 

2．《饥饿的女儿》中的母亲与《你是一条河》中的辣辣的比较研究。 

3．严歌苓、虹影的女性主义写作比较。 

知识单元 5：海外华文文学——澳大利亚华文文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澳大利亚华文文学的特点。 

2．了解澳大利亚华文文学的主题表达。 

第五讲  澳大利亚华文文学 

澳洲是个多元文化社会，各种不同的人种、语言、文化交织在一起，碰撞、融合，也由此形成

了澳华文学对人类普遍相通的人性的关注。 

澳华文学主要有这样几方面的内容：（1）反映打工生活的艰辛，这种艰辛是双重的：体力的和

精神的。来澳的华裔留学生和移民，大多数在祖居国处于较优裕的社会、经济地位，来澳后，他们

无可奈何地由祖居国的脑力劳动者转变为澳洲的体力劳动者，由祖居国的经济相对优裕者转变为澳

洲的一贫如洗者，由祖居国的话语引导者转变为澳洲的话语困难者，身份的落差是巨大的。而作为

打工者，他们在语言能力、技能的确认和优先权利方面又与澳洲土生土长的打工者处在事实上的不

平等地位，这更强化了身份的落差感。由这种落差感又牵扯出出国的原因何在、价值何在、归宿何

在等等一系列思考，这种思考是苦难的最有价值的结晶。反映这方面内容的代表作品有刘观德的长

篇小说《我的财富在澳洲》。（2）反映身份焦虑和谋取居澳身份的众生像。由于打工生活的艰辛和

中澳两国生活水准、自由度的巨大差异，许多旅澳的中国人希望在澳洲定居，获得与澳洲人同等的

权益，但是澳洲政府的种种限制政策使得居留并不容易，于是就有了种种焦虑、种种挫折和种种牺

牲，乃至于抗争和妥协，团结和分裂，高尚和无耻，欢乐和悲哀。代表性作品如毕熙燕的长篇小说

《绿卡梦》。（3）反映中西文化差异及其碰撞、融合。中西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中

国人到了西方环境里，首先发现的是两种文化的差异，然后就必然面临两种文化的碰撞，取舍、融

合，有的人调适过程比较快，有的人则要经过痛苦的心理挣扎。这在作品中也有鲜明表现。 

学习目标： 

1．掌握澳大利亚华文文学的代表作家作品。 

2．掌握澳大利亚华文文学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 

作业（思考题）： 

1．澳大利亚华文文学中有哪些独特的意象？它们具有怎样的文化意蕴？ 

2．澳大利亚华文文学与欧洲华文文学的比较。 

知识单元 6：海外华裔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特点。 

2．了解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特点。 

第六讲  东南亚华文文学 

东南亚华文文学也可放入华文文学版块，因其创作者大多为东南亚的二三代甚至四五代移民，

故也可放入华裔文学版块。 

作为一种华文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无法完全不参照中国文学（包括传统意义的中国古典文学

与现当代大陆、港台文学）。有时它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显得异常地暖昧，似有藕断丝连；有时又竖

起鲜明的自我旗帜，展现其作为世界华文文学家族的独立成员。这种变化明显地不是纯粹居于文学

的因素本身，而是在政治抵抗形势下审美心态的变动，同时显示了华人心理的矛盾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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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华文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和启发下产生的，这一事实是许多从事东南亚华文

文学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所一致认同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在早期原本属于中国新文学的一个支流，

而东南亚各国华裔的第一代原本是来自中国的移民。既然有此文化和血缘的关系，因此，“乡思”、

“原乡想象”与“中国情结”存在于东南亚华文文学作品之中不仅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并且

早自华文文学形成之初就是“已然”的一种心态。 

本讲除了对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中国情结进行专门讲述外，还将新加坡华文文学作为重点，以此

探讨华文文学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发展和变化。新加坡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一个繁荣地区，在新加坡

有大量的作家从事华文文学创作。新加坡华文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发展起来，到现在已

经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它是东南亚华文文学发展极有代表性的一支。 

学习目标： 

1．掌握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中国情结。 

2．掌握新加坡华文文学中的国家认同问题。 

作业（思考题）： 

1．如何解读鱼尾狮这一意象。 

2．东南亚华文文学与美国华文文学的比较。 

知识单元 7：海外华裔文学——美国华裔文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脉络及特点。 

2．了解美国华裔文学的代表作家作品。 

第七讲  美国华裔文学 

在过去的 100多年里，美国华裔文学经历了从被到被关注，从被边缘化到逐步进入“主流”的

曲折而动荡的发展历程。他们的作品不仅描述了华人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的艰辛的奋斗和创业过程，

而且表现了作为美国少数民族之一的华人族裔的思想感受和生存境遇，同时也反映了一代又一代的

华人/华裔所经历的中美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和冲突。 

纵观华裔作家作品，一个明显的特征便是:不断寻求自己的文化身份。身份表示一个人的归属，

因此，研究华裔作家们对自己和所生存的世界的联系的定位，对其文化身份进行探寻和认同，分析

华裔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中的困惑、无奈与挣扎以及少数族裔在美国主流社会和文化中的失落，

对华裔文学及文化的建构、发展和完善都是极其重要的部分。从现实意义上来看，文化认同对于华

裔来说，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它关系到华裔在美国的生存现实。美国

华裔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反对种族歧视，争得平等，争得美国社会的其他公民所享有的权利。本讲将

通过对赵健秀、汤亭亭、谭恩美等作家作品的解读，分析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身份认同。 

学习目标： 

1．掌握美国华裔文学的身份认同问题。 

2．掌握美国华裔文学与中国文化的关联及其自身的发展与超越。 

作业（思考题）： 

1．东南亚华文文学与欧华文学、澳华文学有何不同？ 

2．如何看待赵健秀与唐亭亭之争？ 

3．概述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化身份重构。 

知识单元 8：海外华人文学——林语堂专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林语堂文化选择的独特性。 

2．了解林语堂作品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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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林语堂专题 

林语堂以其英文创作在西方获得极大成功，并开创了一个海外华人文学写作的传统。在中国大

陆地区，对林语堂的评价一直不是很高，对他颇多微词，这不能不说与地域、历史和文化的隔膜造

成的误解与误读有关。当年，许多人批评林语堂的作品不合适宜，而林语堂则接过这句话意味深长

地说：“我是个不合适宜的人物，但我的书主要是写给数十年后的人看的。”从这个角度看来，我们

应该重新认识林语堂。本讲将对林语堂的创作进行全面阐释，包括其在国内时期的创作，以充分说

明其文化选择的稳定性和必然性。 

林语堂的创作提倡幽默、闲适、性灵。他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当笔调”，采取与政治

保持距离的自由主张立场。他的文化理想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的创作

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文学现象，体现出鲜明的承续与超越特征，这种特征展现在“艺

术家”、“世界”、“读者”这种三元框架之中：透过“艺术家”把握林语堂的文化边缘特征，透过“世

界”把握林语堂的性灵与表现中西合璧的审美世界观，透过“读者”把握林语堂的文学追求和文化

传播策略，由此构成了把握林语堂文学创作和艺术成就的基础。 

学习目标： 

1．掌握林语堂的神性思想。 

2．掌握林语堂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思想。 

作业（思考题）： 

1．林语堂女性崇拜思想中的内在矛盾是什么？ 

2．林语堂如何建构文化理想？ 

知识单元 9：海外华人文学——哈金专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哈金作品的特点。 

2．了解哈金作品的几个主题。 

第九讲  哈金专题 

作为第一个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华人作家，哈金广受关注。哈金延续了林语堂开创的海外华

人以英文创作的传统，并获得巨大成功。 

哈金作为新一代的移民，其精神走向已不再沉溺于乡愁文化的沉重和哀叹，他更多地着眼于个

体生存方式的探求。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生活经历，因而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和其独

特的生活经历和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这些生命的积淀构成了他们的精神品格，

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他们作品的叙述视点。哈金的作品则是以对人类的悲悯和关爱为创作的基本视

点。他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大多是中国人，大部分围绕着中国人的故事展开，写尽了故事中这些小人

物的悲哀。或许是多么一个小小的愿望，却被国家机器庞大的机制所限制，或者被传统的理念所束

缚，使他们不能轻易的实现自己的心愿，令人悲叹。 

如果过去的华人移民文学是“漂泊文学”，他们处于边缘地位。那么如今，新一代的华人正在

逐步依靠着自己的努力，开始进入到主流的文化当中。哈金是一个典型。 

学习目标： 

1．掌握哈金笔下的小人物群像。 

2．掌握哈金在边缘文化中的思考。 

作业（思考题）： 

1．哈金对“美国梦”的思考是怎样的？ 

2．如何看待哈金所说的英文非母语的作家进行英文创作的文学传统，其优势与劣势各是什么？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电影鉴赏 1周次，共 3学时 

海外华族文学中有大量作品被改编为影视作品，且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如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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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少女小渔》《金陵十三钗》《归来》《唐山大地震》、电视剧《小姨多鹤》

《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等。课程选取授课过程中涉及到的作品改编的电影，鉴赏 1 周

次，并通过讨论、作业等形式加深学生对海外华族文学的理解。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美国华文文学（上） 3  

2 美国华文文学（下） 3 需要 3-4学时 

3 严歌苓专题（上） 3 需要 2-3学时 

4 严歌苓专题（下）、张翎专题 2+1  

5 欧洲华文文学及虹影专题 3  

6 澳大利亚华文文学 3  

7 电影鉴赏 3  

8 东南亚华文文学 3  

9 美国华裔文学 3  

10 林语堂专题 3  

11 哈金专题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后续课程：比较文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对一个世纪以来的海外华族文学进行研读，探讨其中关于文化、民族心理等主题的传承

与演变。 

难点：通过分析民族文化被置于异域环境时所呈现的种种形象，以及跨文化写作中的文学想像，

使学生在对作品的研读中得以培养家国情怀。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研讨法。 

教学手段： 

1.使用 PPT。 

2.适时使用视频、音频等教学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需要多媒体教学环境。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安排学生课后阅读作品；布置思考题。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讲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以思考题为主。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无自主编写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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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用教材 

1. 饶芃子、杨匡汉主编《海外华文文学教程》，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7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萨义德著《东方学》，三联书店，2007年 7月 第 2版。 

2. 法侬著《黑皮肤白面具》，译林出版社，2005年 5月 第 1版。 

3. 黄万华主编《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 9月 第 1版。  

执笔：董燕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0日 

 

《红楼梦》与中国文化 
The Red Chamber and Chinese Culture 

课程号：4070510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中文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对中国经典文学、古代文化的认知与热爱为目的。通过对红楼

梦的作者、人物形象、艺术魅力等的细致分析,让学生了解红楼梦的时代特点及文学成就,理解作家

的创作心路,达到继承优秀古典文化遗产的目的,提高当代大学生的专业素质。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中国小说的基础知识、小说美学

特色与文化意涵，了解相关文化概念，为相关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专业学养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文化、神话与小说思维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与特质；中国文化与《红楼梦》；小说的思维模式与神话文化。

红楼梦叙事充满了神话思维，从开篇女娲神话到还泪神话等层出不穷，这些神话与历史文献、中国

文化思维关系密切。  

学习目标：本章主要目的是通过讲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及神话思维模式，理解红楼梦与

中华文化的关联与人文意涵。 

作业：复习与思考题 

1、红楼梦的文化特质。 

2、女娲神话对于红楼梦的重要价值。 

３、何谓长篇小说的神话思维？  

４、中国文化对小说的影响与浸润。 

知识单元 2：八旗世家下的文化创作与版本 

参考学时：3课时 

学习内容：“生于繁华，终于沦落”：八旗世家的前生今世。曹雪芹家族与“江宁织造”。红楼

梦的版本包括两大系统：抄本与刻本，抄本以脂砚斋本最为珍贵，刻本以高鹗续写本最流传广泛。

两种版本具有各自不同的价值与文化意义。 

学习目标：本章主要目的是通过分析作者的创作心路历程，对红楼梦有更深入的了解，理解作

家的“生于繁华，终于沦落”的一生。同时掌握有关小说版本的基本知识。 

作业：复习与思考题 

1、谈谈对八旗世家的认识与理解。 

2、曹雪芹创作的背景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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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何谓“程高本”？ 

4、说说高鹗续书的功过。 

知识单元 3： 《红楼梦》与悲剧文化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红楼梦》本名《石头记》，是无才补天的顽石在人世间的传记。这块顽石幻化为贾

宝玉，他经历了“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缘”的爱情婚姻悲剧，目睹了“金陵十二钗”等女儿的悲

惨人生，体验了贵族家庭由盛而衰的巨变，从而对人生和尘世有了独特的感悟。 

学习目标：本章主要讲解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与小说悲剧世界的创造，目的是理解宝玉悟破

人生，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与作品中所写的家庭的衰败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作品就产生了更加动人的

艺术魅力。 

作业：复习与思考题 

1 如何理解大观园与贾府的关系? 

2 何谓悲剧？如何理解贾宝玉性格的悲剧色彩? 

3、如何理解贾宝玉与作者的密切关系？  

4、谈谈对宝黛钗婚姻悲剧的认识。 

5、举例说明贾府中礼法的荒谬性？ 

知识单元 4： 《红楼梦》与艺术创新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曹雪芹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感觉和把握现实人生，又以独特的方式把自己的感知

艺术地表达出来，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这就是写实与诗化的完美融合，既显示了生活的原生态

又充满诗意朦胧的甜美感，既是高度的写实又充满了理想的光彩。  

学习目标: 本章主要讲解《红楼梦》对小说传统的写法有了全面的突破与创新，它彻底地摆脱

了说书体通俗小说的模式，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艺术，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突破了中国古代小说单线结构的方式，采取了多条线索齐头并进、交相连结又互相制约的网状结构.  

作业：复习与思考题 

1 如何理解《红楼梦》对小说传统的写法有了全面的突破与创新? 

2 举例说明小说中语言的个性化? 

3、如何理解互相制约的网状结构？  

知识单元 5： 《红楼梦》与文化影响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红楼梦》刊行后，相继出现了一大批续书，如逍遥子的《后红楼梦》、秦子忱的《续

红楼梦》、陈少海的《红楼复梦》、海圃主人的《续红楼梦》、归锄子的《红楼梦补》、临鹤山人的《红

楼圆梦》等，约三十多种。到了“五四”以后，由于“五四”文学革命者重新评介《红楼梦》，鲁

迅等人阐述了《红楼梦》现实主义的精神和杰出成就，使《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得以回归，鲁

迅继承和发扬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刻地写出平凡人物的悲剧。在国外也有不少人对它

进行研究，写出不少论著，《红楼梦》正日益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 

学习目标：本章主要讲述《红楼梦》成为许多作家永远读不完、永远值得读的书，成为中国作

家创造出高水平的作品的不可多得的借鉴品。并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本章的重点是 红楼

梦对创作的深远影响。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 如何理解红楼梦的续书文化? 

2 红楼梦对中国作家有怎样的文化影响? 

3 什么叫红学? 

4、谈谈你对新红学的认识 

5、如何认识红楼梦与鲁迅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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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文化、神话与小说思维（一） 3  

2 文化、神话与小说思维（二） 3  

3 八旗世家下的文化创造 3  

4 《红楼梦》与悲剧文化（一） 3  

5 《红楼梦》与悲剧文化（二） 3  

6 《红楼梦》：中西悲剧精神之对比 3  

7 《红楼梦》与人物塑造 3  

8 《红楼梦》与中国叙事艺术 3  

9 《红楼梦》与文化影响 3  

10      讨论 2  

11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文学史》 （上、中、下）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讲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及神话思维模式，理解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的关联与人文意

涵。 

难点：神话思维与文化意识，小说对人物心灵的刻画技巧.尤其是对于主人公贾宝玉的悲剧精

神与文化意涵之理解。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情景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板书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

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

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周汝昌，周伦玲 ：《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中华书局 2009年 9月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曹雪芹 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 5月 

2、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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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 

4、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科出版社 1995年 12月 

执笔：崔蕴华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10日 

 

英语小说专题研究（双语） 
Introduction to Novels in English 

课程号：407051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必修/主干）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英语小说的发展历程；2、了解小说叙事的相关理论；3、掌握

解读小说的理论技巧和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案例训练，使学生掌握英语小说的理论基础知识、英语小说

的叙事原理，了解英语小说的叙事概念，为西方文论选读、比较文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知识准

备。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18学时 

知识单元 1：英语小说专题研究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英语小说的发展历史。 

2．英语小说研究史。 

学习目标： 

1．了解英语小说的发展历史。 

2．掌握英语小说研究史。 

作业： 

简述英语小说的发展历史 

知识单元 2：现实主义小说研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现实主义小说概述。 

2．现实主义小说叙事传统。 

学习目标： 

1．了解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历程与特点。 

2．掌握现实主义小说叙事传统。 

作业： 

思考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特点。 

知识单元 3：传奇小说研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传奇小说的发展概述。 

2．传奇小说叙事传统。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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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传奇小说发展历程与特点。 

2．掌握传奇小说叙事传统。 

作业： 

思考传奇小说的叙事特征。 

知识单元 4：现代小说研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现代小说概述。 

2．现代小说叙事传统。 

3. 詹姆斯《小说艺术》 

学习目标： 

1．了解现代小说的发展历程与特点。 

2．掌握现代小说叙事传统。 

作业： 

思考现代小说的叙事特点。 

知识单元 5：心理小说研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心理小说概述。 

2．心理小说叙事传统。 

学习目标： 

1．了解心理小说的发展历程与特点。 

2．掌握心理小说叙事传统。 

作业： 

思考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特点。 

知识单元 6：后现代小说研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后现代小说概述。 

2．后现代小说叙事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后现代小说的发展历程与特点。 

2．掌握后现代小说叙事特征。 

作业： 

思考后现代小说的叙事特点。 

（二） 案例教学  本课程案例为 6个，共 14学时 

案例 1：笛福《鲁滨逊漂流记》 

参考学时：3学时 

案例内容：笛福《鲁滨逊漂流记》 

案例要求：阅读笛福《鲁滨逊漂流记》；研究笛福小说的叙事特点。 

案例 2：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 

参考学时：3学时 

案例内容：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 

案例要求：阅读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研究奥斯汀小说的叙事特点；掌握现实主义小说

的叙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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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爱伦·坡《泄密之心》 

参考学时：3学时 

案例内容：爱伦·坡《泄密之心》 

案例要求：阅读爱伦·坡《泄密之心》；研究坡小说的叙事特点；掌握传奇小说的叙事方法。 

案例 4：E. M. 福斯特《印度之行》 

参考学时：3学时 

案例内容：福斯特《印度之行》 

案例要求：阅读福斯特《印度之行》；研究福斯特小说的叙事特点；掌握现代小说的叙事方法。 

案例 5：弗吉尼亚·伍尔芙《达洛维夫人》 

参考学时：3学时 

案例内容：弗吉尼亚·伍尔芙《达洛维夫人》 

案例要求：阅读弗吉尼亚·伍尔芙《达洛维夫人》；研究心理小说的叙事特点；掌握心理小说

的叙事方式。 

案例 6：汤亭亭《女勇士》  

参考学时：3学时 

案例内容：汤亭亭《女勇士》 

案例要求：阅读汤亭亭《女勇士》；研究后现代小说的叙事特征；掌握后现代小说的叙事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英语小说专题研究导论 3  

2 笛福《鲁滨逊漂流记》 3  

3 现实主义小说研究 3  

4 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 3  

5 传奇小说研究 3  

6 爱伦·坡《泄密之心》 2  

7 现代小说研究 3  

8 E. M. 福斯特《印度之行》 2  

9 心理小说研究 3  

10 弗吉尼亚·伍尔芙《达洛维夫人》 2  

11 后现代小说研究 3  

12 汤亭亭《女勇士》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大学英语、外国文学史、文学理论 

后续课程：西方文论选读、比较文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英语小说的发展历程、小说叙事的相关理论、解读小说的理论技巧和方法。 

难点：小说叙事的相关理论、解读小说的理论技巧和方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研讨。 

3.多媒体教学 

教学手段： 

1.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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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堂讨论。 

3.多媒体教学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出勤 10％，课堂表现 10%，课堂展示 30%，期末作业 5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所布置的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申丹等著《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0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Mieke Bal.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Second Edi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7. 

2. Sandra Heinen, Roy Sommer eds. Narratology in the Age of Cross-Disciplinary Narrative 
Research.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9.  

执笔：潘珊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0日 

 

文艺美学 
Literary Aesthetics 

课程号：407051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文艺美学》是一门兼具文学理论和审美实践的课程，其目的在于使学

生系统了解对文学进行美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方法。本课程以王国维文艺美学思想为案例展

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6学时 

本课程共 36课时，具体如下： 

第一章   王国维生平及其主要学术经历（4课时） 

第二章   王国维美学思想概述（4课时） 

第三章  《红楼梦评论》中的文艺美学思想（8课时） 

第四章  《人间词话》中的文艺美学思想（8课时） 

第五章  《人间词话》与《红楼梦评论》美学思想之比较（4课时） 

第六章   王国维的悲剧观（4课时） 

第七章   王国维对 20世纪中国美学的贡献（4课时） 

第一章    王国维生平及其主要学术思想 

本章教学目的及基本要求：了解王国维生平及其主要学术经历，重点理解王国维对康德、叔本

华美学思想的接受。 

学时分配：4课时。 

第一节   王国维生平及其主要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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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1877 年生于浙江省嘉兴市海宁盐官镇，曾中秀才，后屡应乡试不

中，遂弃绝科举，向往新学。1898 年，王国维进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并利用公余时间

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1901 年，在罗的资助下赴日本留学，半年

后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

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在这一时期，他写出了著名的《人间词话》等文艺

美学著作。 

1911 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避难日本京都。在日本期间，他听从罗振玉的劝告，不

再致力于西学，而转攻甲骨文、金文、汉简等方面。1916 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王

国维任教于仓圣明智大学，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

翌年，由升允举荐，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4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王

国维引为奇耻大辱，与罗振玉等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家人劝阻而未果。1925 年，王国维受聘任

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四大导师。1927

年，北伐军挥师北上，湖南学者叶德辉被杀。6月 2日，王国维自沉于北京颐和园昆明湖。 

王国维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观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又是中国史学

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他集史学家、文学家、

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著述达 62种，批校古籍 200多种，

其全部著作已经收入新版《王国维全集》中。 

第二节   王国维与康德、叔本华美学 

王国维早在研究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思想的同时，就对美学有所猎涉，对叔本华的美学思想怀

着浓厚的兴趣。他在《靜安文集·自序》中提到：“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癸卯春始读汗

德之《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輟。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

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汗德之说得因之以上

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也。后渐觉其有矛盾之处，

去夏所作《红楼梦评论》，其立论虽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于第四章内已提出绝大之疑问。旋悟叔

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此意于《叔本华及尼采》一文中始畅发之。

今岁之春，复返而读汗德之书。嗣今以后，将以数年之力研究汗德，他日稍有所进，取前说而读之，

亦一快也。故并诸杂文刊而行之，以存此二三年间思想上之陈迹云尔。” 

为表达对康德的景仰，他同时还撰写了《汗德像赞》：“人之最灵，厥维天官。外以接物，内用

反观。小知閒閒，敝帚是享。群言淆乱，孰正其枉。大疑潭潭，是粪是除。中道而反，丧其故居。

笃生哲人，凯尼之堡。息彼众喙，示我大道。观外于空，观内于时。诸果粲然，厥因之随。凡此数

者，知物之式。存于能知，不存于物。匪言之艰，证之维艰。云霾解驳，秋山巉巉。赤日中天，烛

彼穷阴。丹凤在霄，百鸟皆喑。谷可如陵，山可为薮。百岁千岁，公名不朽。”以及《叔本华像赞》：

“人知如轮，大道如轨。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在昔身毒，群圣所都。吠陀之教，施于佛屠。亦越

柏氏，雅典之哲。悼兹众愚，观影于穴。汗德晚出，独辟扃涂。铸彼现象，出我洪炉。觥觥先生，

集其大成。载厚其址，以筑百城。刻桷飞甍，俯视星斗。懦夫骇马，流汗却走。天眼所观，万物一

身。搜源去欲，倾海量仁(但指其学说言)，嗟予冥行，百无一可。欲生之戚，公既诏我。公虽云亡，

公书则存。愿言千复，奉以终身。” 

又在《三十自序》中提到自己学习康德、叔本华哲学美学的经历：“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

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此时为余读书之指导者，亦即藤田君也。次岁

春，始读翻尔彭之《社会学》，及文之《名学》、海甫定《心理学》之半。而所购哲学之书亦至，于

是暂辍心理学而读巴尔善之《哲学概论》，文特尔彭之《哲学史》。当时之读此等书，固与前日之读

英文读本之道无异。幸而已得读日文，则与日文之此类书参照而观之，遂得通其大略。既卒《哲学

概论》、《哲学史》，次年始读汗德《纯理批评》。至《先天分析论》几全不可解，更辍不读，而读叔

本华之《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一书。叔氏之书，思精而笔锐。是岁前后读二过，次及于其《充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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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之原则论》、《自然中之意志论》，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学之批

评》一篇，为通汗德哲学关键。至二十九岁，更返而读汗德之书，则非复前日之窒碍矣。嗣是于汗

德之《纯理批评》外，兼及其伦理学及美学。至今年从事第四次之研究，则窒碍更少，而觉其窒碍

之处大抵其说之不可持处而已。此则当日志学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藉者也。” 

当三十岁时宣布与哲学“诀别”之后，他写下《红楼梦评论》、《屈子文学之精神》、《文学小言

十七则》、《古雅在美学上之地位》、《人间嗜好的研究》、《人间词话》等美学着作，另外，他的一些

诗词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他的美学思想。由于在哲学思想上受叔本华的影响较深，所以王国维在

美学思想方面也同样受到叔本华很大的影响。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点。但是，王国维毕竟是一位深

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有很高造诣的着名学者，他在进行文学和美学研究是时有着自己的独到见

解，因此他的美学思想虽然有着叔本华美学思想的深深烙印，但是有胜过叔本华的创见，在中国近

代美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对中国近代乃至现代美学思想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复习思考题： 

1、王国维所处时代有什么重要特征？ 

2、如何看待王国维对西方哲学美学的崇敬？ 

3、王国维从哲学向文学的转变的心路历程如何？ 

拓展阅读书目： 

1、陈鸿祥：《王国维传》，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 

2、袁英光、 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3、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4、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1997年。 

第二章   王国维美学思想概述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系统了解王国维美学思想的全貌，对之进行一个鸟瞰式把握。重点

及难点为王国维对西方美学的引进与运用。 

学时分配：4课时。 

第一节 王国维对德国古典美学的引进 

王国维早在研究康德、叔本华的哲学思想的同时，就对他们的美学思想有浓厚兴趣，尤其是叔

本华的美学思想。他说：“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

求其信者，则宁在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 不能爱，

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

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虽然王国维的美学思想虽然有着叔本华美学思想的深深烙印，但也有些

地方对过叔本华有所质疑，如《红楼梦评论》中最后一章。因而，就王国维与叔本华的美学思想进

行必要的比较分析，对于全面理解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以至文化观，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叔本华认为：“世界是我的表象”，同时也认为世界是“空无”的，这决定了他的美学观必然是

主观唯心主义的。在他看来，一样东西，一个事物之所以是美的，完全是由于它是理念的表现。他

说：“既然一方面，任何事物都可以纯客观地在一切关系以外去加以观察：而且另一方面，意志在

自己的某种客观化程度上出现在任何事物中，因此任何事物都是一种理念的表现；所以任何事物都

是美的。一物比他物更美，是因为它使这种纯客观的观察更容易进行。”在叔本华看来，理念越高

级，那么体现它的个别事物就使人越是容易作纯客观的观察，因而这类事物也就越美。由此他进一

步说：“因此，人比其他一切事物更美，而显示人的本质就是艺术的最高目的。”叔本华把“唯意志

论”作为他的美学的出发点和基础，将主观唯心主义和柏拉图式的客观唯心主义拼凑到一起，因而

其美学基本理论实际上是一个不能自圆其说的大杂烩。一方面，他说：“当我们称某一事物为美的

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就是说它是我们审美观察的对象”，也就是说事物只有处于主体的审美静观中

才是美的，因此，美似乎只具有主观的性质，只是主观的创造物。可是，另一方面，按照前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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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比他物更美，是因为它使这种纯客观的观察更容易进行”的观点，事物之所以美，它的美的程度

取决于它是一定等级的理念的表现，而理念又是客观存在的，那么，美又似乎不是主观的，而是客

观的了。 

第二节   王国维美学思想体系 

王国维从青年时代就深受叔本华和康德学说的影响，强调文学的美感特征和精神意义。其美学

思想就是把艺术视为人生解脱的工具，要使人的主观精神从客观桎梏中解放出来。他由此出发，用

西方理论为构架审视传统文艺，在我国美学史上第一次系统地提出：１．艺术的本质是人生游戏；

２．艺术必须超功利才能发挥作用；３．艺术是天才的特殊物；４．艺术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在

很大程度上，王国维都是受叔本华这种美学观影响，并以此为理论工具，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评判

与剖析，得出一系列与传统文学批评不同的结论。 

提倡美育是王国维在美学上作出的一个很大贡献，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他能着眼于

发展国民的新精神，为使国民感情健康、趣味高尚而谈实施美育，这就尤其具有独特的意义。王国

维倡导美育，与当时“教育兴国”的时代风气和他所接触的西方美学思想本身就包含美育的内容是

分不开的，那时不少国人吸食鸦片、政府又屡禁不止的现实则给了他直接的触动。他分析中国人之

所以笃嗜鸦片，是因为他们精神上的空虚和无所寄托，而更为深刻的原因除了政治腐败、教育落后，

造成国家贫穷，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希望、无慰藉之外，还在于我国文学艺术极不发达，根本

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他曾以饱含感情的口气说道：“试问我国之大文学家，有足以代表全国

民之精神，如希腊之鄂谟尔、英之狭斯丕尔、德之格代者乎？吾人所不能答也。其所以不能答者，

殆无其人欤？抑有之而吾人不能举其人以实之欤？二者必居一焉。由前之说，则我国之文学不如泰

西；由后之说，则我国之重文学不如泰西。前说我所不知，至后说，则事实较然，无可违也。我国

人对文学之兴趣如此，则於何处得其精神之慰藉乎？求之于宗教欤？则我国无固有之宗教，印度之

佛教亦久失其生气。求之于美术欤？美术之匮乏，亦未有如我中国者也。则夫蛮蛮之氓，除饮食男

女外，非鸦片赌博之归而奚归乎！故我国人之嗜鸦片也，有心理的必然性，与西人之细腰、中人之

缠足，有美学的必然性无以异。不改服制而禁缠足，与不培养国民之趣味而禁鸦片，必不可得之数

也。夫吾国人对文学之趣味既如此，况西洋物质的文明又滔滔而入中国，则其压倒文学，亦自然之

势也。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

才之出，不及此。” 

王国维之所以能潜心学术，对时代作一种精神层面的观照，这实与他深受以叔本华为代表的西

方哲人的思想影响有关。叔本华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扩大并日益暴露其弊端的时代，过去崇尚的

理性开始受到贬抑，现代文明中物质的发达和精神的贫乏开始引起哲人们的反思。而王国维虽然身

处还未走向现代的中国，但他因受西方现代反叛文化思潮的影响，而表现出比较浓厚的人文关怀倾

向。因此，王国维虽没有站在时代的主流之中，但他的思想却因人文关怀的价值取向而具有了某种

超前性，直至今天，仍不失其深刻的意义。 

复习思考题： 

1、王国维对德国古典美学的接受主要是哪些方面？ 

2、王国维为什么认同审美无功利性？ 

3、王国维对康德、叔本华的美学有无批判？ 

拓展阅读书目： 

1、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2、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3、王国维：《王国维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4、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第三章    《红楼梦评论》中的文艺美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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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红楼梦评论》的基本框架结构及其理论意向。重点及难点为

《红楼梦评论》对叔本华美学的接受与批评。 

学时分配：8课时。 

第一节  《红楼梦评论》的美学思想 

《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早期的一篇重要美学论文，是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

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论文。 此文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从故事内容、人物描摹着手，系

统探究小说题旨和美学、伦理学价值，是红学史上的里程碑。 

王国维借对《红楼梦》的评论，表达了他对人生根本问题的苦苦思索。他以叔本华的意志论哲

学为基础，融含中国的道家思想，对人生作出的分析是：人既有身，就必有欲望，有欲望就不可能

没有追求。然而在生活中，并不是人的所有欲望都能得到满足。一个欲望被满足了，就会有其他的

欲望随之而产生，如此生生不已、循环往复，人就永远处于欲望不能被满足的苦痛之中。但是，即

使人的所有欲望都获得了满足，人不再有新的欲求对象了，人也不会感到幸福。因为当人无所事事

的时候，空虚、无聊、厌倦之情就会立刻同人袭来，这时生活本身就将变成一种不堪忍受的重负，

这同样是一种痛苦。由此，王国维得出的结论是：生活即欲望，人生即痛苦。 

王国维将入生的本质归于欲望与痛苦当然片面，但这种敢于直面人生、不粉饰和掩盖人生患难

的生存态度是比那种盲目的乐观主义要深刻的。王国维还把对《红楼梦》美学价值的体认与对国民

性的剖析结合起来。他认为中华国民的精神是世间的、乐天的，表现在艺术趣味上，则是喜欢始悲

终欢、始离终合、始困终亨的“大团圆”结局。《红楼梦》却一反这种传统的乐天文化，以悲剧告

终，从而使人透彻地看待人生与痛苦的关系，虽然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但这正是其深刻美学价值

之所在。 

面对人生的痛苦，王国维把艺术作为解脱的途径。在他看来，艺术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关系

之外，而忘物与我之关系”。这里面似乎隐藏着某种积极的意义。因为只要不是借艺术的象牙之塔

来完全逃避现实的责任，我们就不能否认艺术给那些终日作稻梁谋的人们所带来的心灵的慰藉，而

且当人摆脱了现实世界中各种功利关系的桎梏和枷锁而进入一个完全自由的艺术世界时，审美的关

照方式就可能使人走上接近真理的超越之路。 

第二节   《红楼梦评论》对叔本华美学的批评 

王国维在《静安文集·自序》中说到：“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1901-02）之间。癸卯（1903）

春，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之

夏以至甲辰（1904）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其所尤惬心者，则在叔本华之知识论。

汗德之说得因之以上窥，然于其人生哲学观，其观察之精锐与议论之犀利，亦未尝不心怡神释

也。 ……后渐觉其有矛盾之处，去夏所作《红楼梦评论》，其立论虽全在叔氏之立脚地，然于第四

章内已提出绝大之疑问，旋悟叔氏之说，半出于其主观的气质，而无关于客观的知识，此意于《叔

本华及尼采》一文中始畅发之。今岁之春，复返而读汗德之书，嗣今以后将以数年之力研究汗德，

他日稍有所进，取前说而读之，亦一快也。故并诸杂文刊而行之，以存此二三年间思想上之陈迹云

尔。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八月海宁王国维自序。” 

第四章《红楼梦之伦理学上之价值》，提出人类的生育和延续，是从人类祖先开始一直就在犯

的错误，同时指出世界各大宗教，都是以解脱为唯一的宗旨，哲学家如柏拉图和叔本华“其最高之

理想亦存于解脱”，而《红楼梦》正是“以解脱为理想者”，即是在伦理学上的价值。他说：“然则

解脱者，果足为伦理学上最高之理想否乎？自通常之道德观之，夫人知其不可也。夫宝玉者，固世

俗所谓绝父子弃人伦不忠不孝之罪人也。然自太虚中有今日之世界，自世界中有今日之人类，乃不

得不有普通之道德以为人类之法则，顺之者安，逆之者危，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于今日之人类中，

吾固不能不认普通之道德之价值也，然所以有世界人生者，果有合理的根据欤？抑出于盲目的动作，

而别无意义存其间欤？使世界人生之存在而有合理的根据，则人生中所有普通之道德，谓之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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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可也。然吾人从各方面观之，则世界人生之所以存在，实由吾人类之祖先一时之误谬。诗人之

所悲歌，哲学者之所瞑想，与夫古代诸国民之传说若出一揆，若第二章所引《红楼梦》第一回之神

话的解释，亦于无意识中暗示此理，较之《创世记》所述人类犯罪之历史，尤为有味者也。” 

同时文章又指出：“小宇宙之解脱，视大宇宙之解脱以为准故也。赫尔德曼人类涅（上般下木）

之说所以起而补叔氏之缺点者以此。要之解脱之足以为伦理学上最高之理想与否，实存于解脱之可

能与否。若失普通之论难，则固如楚楚蜉蝣不足以撼十围之大树也。今使解脱之事终不可能，然一

切伦理学上之理想果皆可能也欤？今夫与此无生主义相反者，生生主义也。夫世界有限而生人无穷。

以无穷之人生、有限之世界，必有不得遂其生者矣。世界之内，有一人不得遂其生者，固生生主义

之理想之所不许也。故由生生主义之理想，则欲使世界生活之量达于极大限，则人人生活之度不得

不达于极小限。盖度与量二者实为一精密之反比例，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福祉者，亦仅归于伦理学

者之梦想而已。夫以极大之生活量而居于极小之生活度，则生活之意志之拒绝也，奚若此生生主义

与无生主义相同之点也。苟无此理想，则世界之内，弱之肉强之食，一任诸天然之法则耳，奚以伦

理为哉？然世人日言生生主义，而此理想之达于何时，则尚在不可知之数。要之理想者可近而不可

即，亦终古不过一理想而已矣。人知无生主义之理想之不可能而自忘其主义之理想之何若，此则大

不可解脱者也。夫如是，则《红楼梦》之以解脱为理想者，果可菲薄也欤！夫以人生忧患之如彼，

而劳苦之如此，苟有血气者，未有不渴慕救济者也。不求之于实行，犹将求之于美术，独《红楼梦》

者同时与吾人以二者之救济。人而自绝于救济则已耳，不然，则对此宇宙之大著述，宜如何企踵而

欢迎之也。” 

此章指出美学价值必须与伦理价值相配合，故而最终依托于解脱的可能性。但叔本华的哲学体

系中之只提及个人解脱，而未言全人类、全世界之解脱，因为王国维提出就“绝大之疑问”。 

复习思考题： 

1、《红楼梦评论》接受了叔本华那些美学观点？ 

2、与传统红学相比较，《红楼梦评论》的新颖之处何在？ 

3、《红楼梦评论》对叔本华的批评是否中肯？ 

拓展阅读书目： 

1、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2、王国维：《王国维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3、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第四章 《人间词话》中的文艺美学思想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人间词话》的创作经过，比勘几个不同版本；掌握《人间词

话》定稿的美学意蕴及其理论框架，结合具体词作，对之进行分析。重点及难点为《人间词话》的

“境界”说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及西方美学的联系。 

学时分配：8课时。 

第一节 《人间词话》版本及其主要内容 

《人间词话》一书乃是王氏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

评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向来极受学术界重视。本书并约请当今著名专家黄霖为之导读，不仅梳

理其理论框架，剔抉其精义要眇，更着重揭橥其学术源流、历史文化背景，及撰作者当时特定的情

境与心态，从而在帮助读者确切理解原著的同时，凸现词学大师王国维的学术个性。 

《人间词话》不同于当时有影响的词话，它提出了“境界”说。“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

核心，统领其他论点，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王国维不仅把它视为创作原则，也把它当

作批评标准，论断诗词的演变，评价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均从“境界”出发。

因此，“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    

清朝词派，主要有浙派和常州派。浙派词致力纠正明词末流迂缓淫曼的毛病，崇尚清灵，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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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姜夔，张炎的词，不愿迫近北宋词人，不师秦观，黄庭坚，只学张炎，其流蔽在于主清空而流

于浮薄，主柔婉而流于纤巧。于是常州派词起而纠正浙派的流弊，提倡深美闳约，沉着醇厚，以立

意为本，发挥意内言外之旨，主张应有寄托，推崇周邦彦而轻薄姜夔，张炎。这的确使词论前进了

一大步。    

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更是突破浙派，常州派的樊篱，克服两者之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浙派词主清空柔婉，结果导致浮薄纤巧，不真切，王国维的境界说提倡不隔，以纠正浙派词的流弊。

他强调写真景物，真感情，要写得真切不隔。这确实击中了浙派词的要害。对于常州派，他反对所

有词都必须有寄托的说法，认为并不是有寄托的词才是好词。他指出：“若屯田之《八声甘州》，东

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并引牛峤等词，称为“专作情语而

绝妙者”。他认为，伫兴之作，写情语，写景物，只要真切不隔，有境界，便是好词。这种观点有

利于纠正常州派词偏于追求寄托的狭隘见解。王国维论词，指出境界说，又主张要写得真切自然，

并且有格调，气象，感情，韵味，无疑突破了浙派词和常州派词的框框，去除了他们的偏弊，论词

较为全面；同时，这些观点，对文学创作也有一定贡献。 

《人间词话》在词论方面超越了浙派和常州派的范围，而其美学观点，一方面受叔本华的影响，

一方面又有所突破。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和“以物观物”直接承继了叔本华的哲学观点。而其“词

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

所长处。”“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这源于叔本华的天

才论。但《人间词话》并没有陷入这种境地而不能自拔。王国维区分了两种境界，与叔本华不同的

是，他没有贬低常人的境界，相反还十分看重，认为“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王

国维一面推重“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一面又推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这与叔本

华只强调天才具有赤子之心不一样。此外，叔本华讲天才强调智力，王国维则强调感情。“能写真

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在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上，王国维主张：“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

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

外，故有高致。”“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

共忧乐。”这显然透显出朴素的唯物因素和辩证法睿智。    

从理论上说，“境界”所要求的正与以形象反映现实的艺术规律相通；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

乎其外；既要有轻视外物之意，又要有重视外物之意，这与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又要高出生活的创

作要求相一致。王国维的“境界”说具体地，明确地揭示出艺术境界内在的特殊矛盾，说明了文艺

的本质特征。与前人相比，这是一个新的贡献。文学批评史上，那种只重“言志”，“抒情”的论点，

偏执一端；那种只重形象，画面的论点，偏执另一端。清初的王夫之关于“情景互”的观点，叶燮

关于“形依情，情附形”的观点，虽然已为境界说中的本质论奠定了基础，但毕竟是王国维最明确，

最系统地阐述了艺术境界中“景”与“情”的关系，自觉地“探其本”，完成了境界说的本质论。

王国维认为，景多无限，情也说不尽，“境界”本质上是“景”和“情”两个元质构成的。但不论

是客观的“景”，还是主观的“情”，都是“观”——人的精神活动的结果。“情”、“景”这种特殊

矛盾的多样化的对立统一，便形成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 

第二节    《人间词话》所体现的文艺美学思想 

王国维根据其文艺观，把多种多样的艺术境界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上焉者，意与境浑；其

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王国维比较科学地分析了“景”与“情”的关系和产生的各种现象，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造境”与“写境”，“理想”与“写实"”的问题。 “造境”是

作者极逞“创意之才”，充分发挥想象力，使万物皆为我驱遣，“以奴仆命风月”，这正是浪漫主义

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写境”则是作者极逞状物之才，能随物婉转，“能与花鸟共忧乐”，客观的

真实受到高度的重视，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    

王国维还提出，“理想派”与“写实派”常常互相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创作方法。而用这

种方法创作出来的艺术境界，则不能断然定为“理想派”或“写实派”。在这种境界里，“二者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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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自然与理想熔于一炉，“景”

与“情”交融成一体。王国维认为，这是上等的艺术境界，只有大诗人才能创造出这种“意与境浑”

的境界。    

王国维还进一步论说文艺创作必有取舍，有主观理想的注入；而虚构或理想，总离不开客观的

材料和基本法则。所以，“理想”与“写实”二者的结合有充分的客观根据。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也有其客观可能性。王国维的见解可谓透彻，精辟。“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

虽“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比较卓越

的艺术见解。    

王国维还指出，词中所写的形象(境界)不管是素描式地写出来，还是由作者综合印象创造出来，

它们都不是对事物作纯客观的，无动于衷的描写，而是贯穿作者的理想，即按照作者的观点，感情

来选择，安排的。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文学艺术中的形象是客观事物在作者头脑中的主观反映。当然，

王国维并没有明确和具体地论说这一点。 

中西交融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

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

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

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人间词话》在学界享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如朱光潜在《诗的隐与显——

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一文中说：“近二三十年来，就我个人所读过的来说，似

以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为最精到。”  

复习思考题： 

1、《人间词话》主要版本有哪些？各版之间有什么差异？ 

2、如何理解叔本华美学对《人间词话》的影响？ 

3、《人间词话》的境界说内涵如何？ 

4、如何从词学史角度评价《人间词话》？ 

拓展阅读书目： 

1、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2、彭玉平：《人间词话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3、陈永正：《王国维诗词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4、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第五章   《人间词话》与《红楼梦评论》美学思想之比较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在了解《人间词话》与《红楼梦评论》各自美学思想的基础上，进

一步对二者进行比较和辨析。重点及难点为对《人间词话》与《红楼梦评论》接受西方美学的理解。 

学时分配：4课时。 

《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借鉴西方的第一个尝试。这篇论文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借叔本华的哲

学对《红楼梦》作出了超绝独异的评论，其尤具开创性意义的是：第一，它确认与肯定了《红楼梦》

的悲剧特征及其独具的美学价值。在文中，王国维批判了盲目乐天的国民精神和国人喜好“大团圆”

的审美趣味，并拿《桃花扇》与《红楼梦》相比较，指出后者是一部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的真正可

称为悲剧的作品。他还以叔本华的悲剧学说为基础，进一步从理论上论证了《红楼梦》的悲剧性质，

认为《红楼梦》是属于那种以“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为之”的悲剧。每个人都可

能遭遇这种悲剧，甚至每个人都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制造这种悲剧。这种悲剧往往能爆发出一

种最强烈、最持久的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是“悲剧中的悲剧”。第二，对旧红学的质疑和对新的

文学批评方法的尝试与开拓。在王国维以前，对《红楼梦》的研究，由于受到清代极为盛行的考据

之风的深刻影响，遂造成了“读小说者，亦以考证之眼读之”的风气，文学批评领域几乎也成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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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派纵横驰骋的天下。批评家们不是规规然考索求证作品中所写的人究竟是指生活中何人、所写的

事究竟是指现实中何事，就是拿着放大镜从书中去探寻所谓的“微言大义”。其流弊所在，就是把

活生生的文学作品最后竟变成了一种死板的档案材料。王国维以开一代新风的气概，不仅对旧红学

的研究方法提出有力的批评，而且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以自己的文学批评实践，极大地拓展了人

们的思维空间，显示了新的文学批评方法的旺盛生命力。在王国维之前，还从没有一个人以如此系

统的哲学和美学理论对作品作过如此富于逻辑思辨力的分析和评论，其开创之功昭然可见。尽管在

文中他几乎完全搬用叔本华的观点，所表达的思想倾向也是明显消极的，但他不满足中国传统文学

批评那种感悟式评点或纯粹实证式的考据、注疏和索隐的批评套路，大胆从西方哲学与美学中借鉴

科学研究的方法，从而另辟蹊径，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应充分肯定的。聂振斌先生指出：“《红楼

梦评论》是在中国人尚不知‘美学’为何物的时代写出来的。它是在新潮流（向西方学习先进思想）

影响下，冲破中国文学批评的封闭状态，用西方美学新观念、新方法，观察、分析中国文学批评实

际的最先尝试，开阔了中国人的审美眼光。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王国维最早发现了《红楼梦》的

悲剧美学价值，是《红楼梦》研究中用悲剧理论和科学分析方法写出的第一部系统之作，具有开拓

性的意义”。这一评价是客观的、公允的。 

“意境”论则是王国维自觉地继承中国古典美学的积极成果，在中西融会的基础上所作的新的

拓展与发挥。“意境”一词早在唐代就诞生了，但对意境的完备阐释和总结却在明清。而把“意境”

作为中国美学的中心范畴与核心概念，并以极大的理论自觉从逻辑上来揭示“意境”概念的内涵与

外延、构成与类型、创作与鉴赏，从而使之不仅具有严整的理论形态，而且使之成为文学艺术内在

本质最高理论概括的则首推王国维。“意境”之所以在今天仍然是一个具有鲜活生命力的重要美学

概念，与王国维对它所作的创造性研究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与以往的理论家相比，王国维的意境说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在王国维之前的许多理论家或

作家，虽然都直接运用过“意境”（或境界）的概念，或者表述过与意境相关的思想观点，但真正

对其基本涵义进行理性剖析和概念规范的却几乎没有，要不用说自觉运用“意境”来概括和揭示文

学的本质特征。意境范畴只是到了王国维，才不仅被加以严谨的理性规范，而且被自觉运用到对文

学本质的分析上。第二，在王国维之前，意境概念实际上是混杂于气质、风骨、兴趣、神韵、格调

等等概念之中，与它们相互并列，并无层次本末之分的。而大多数诗论家们，则无论是标榜“兴趣”，

还是倡导“神韵”，其实也都还是在形式技巧和外在表现上绕圈子，仍未能深入到文学的内在本质

中去。而王国维不仅明确地把“境界”列为一个独立的美学概念，而且把它从其他的美学概念中剥

离出来并旗帜鲜明地将其推举为最高的美学范畴。第三，由于王国维既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对

西方哲学作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因此，他对意境的阐释不独比前人要深刻得多，更重要的是他在意

境概念中实际上已经注入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文艺思想，那就是他消解了这一范畴所蕴涵着的

以和谐为指归，以“情景妙合”为标志的古典审美理想，而代之以情与景主客二分，蕴涵着矛盾冲

突的以“真实”为标准，以“自然”为理想的新的审美观。 

总之，王国维并不仅仅只是古典意境理论的一位总结者和集大成者，他更是中国美学由古典时

代即将步入现代的一个预言者和积极的开拓者。正如薛富兴博士论文《意境：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

理想》所言：“王国维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有似于康德。古典美学流入这里，近现代美学又从这

里流出。其美学思想成为中国美学史由古典向近现代转化过程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逻辑环节。其意

境理论正是储存这些复杂历史信息的一个黑箱，这正是王国维美学思想，具体说来其意境理论的价

值，也是王国维本人在美学史上的定位。”  

由于处在美学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最初期，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和理论不可能臻于完善，甚至有

荒谬和不当之处。但他对于整个 20 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意义并不在于他提出的某些具体观点，而

在于他所提出的一些新问题（如形式的美学价值）、为传统美学注入的一些新内容（如美育、意境

论）以及在理论思维方式上的更新等等。更重要的是，王国维在美学研究方面的创造性工作为在中

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如何实现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进路，同时也为世界文化间实

现真正平等的对话垂范了一种合理的态度。自王国维开中西美学交融的先河以来，20 世纪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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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美学大家，如朱光潜、李泽厚、蒋孔阳等，无一不是继承着这一传统前进的，为后人的研究提

供了无比宝贵的经验。而未来中国美学的发展，也只有正确对待本国文化传统，合理借鉴外来文化，

吸纳一切有益于自身成长的养分，才能永葆生机。 

复习思考题： 

1、《红楼梦评论》与《人间词话》的文体特征如何？ 

2、《红楼梦评论》与《人间词话》两者接受西方美学的差异如何？ 

3、《红楼梦评论》与《人间词话》的创新意义何在？ 

拓展阅读书目： 

1.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2.彭玉平：《人间词话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3.陈永正：《王国维诗词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4.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5.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1997年。 

第六章  王国维的悲剧观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西方悲剧理论的基本脉络及其对王国维悲剧观的影响。重点及

难点为王国维对亚里士多德、叔本华、席勒等人的接受及其运用。 

学时分配：4课时。 

提起“悲剧”，人们自然想到发源于古希腊的一种文学和表演形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可算

是最早从哲学角度对“悲剧”进行研究的西方理论家。其后许多哲学家和美学家，以及戏剧家、诗

人、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们纷纷提出其对“悲剧”的看法。在西方，“悲剧”一词可谓歧异迭出、

精彩纷呈的，以致研究者不得不慨叹：“与悲剧在我们的文化经验中表面的集中一致相反，‘悲剧’

一词一面须承受普通用法的抵制，另一方面须忍受 2400 年来由于其基本含义的争论所造成的混

乱。”西方关于“悲剧”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其一，一般用法意义上的“悲剧”，通常指

具体的经验（体验）、经历，涵义大致与“不幸”“苦难”“灾祸”相当；其二，哲学美学意义上的

“悲剧”，探讨的问题主要有二元冲突、悲剧与崇高、悲剧的效用等；其三，作为文学体裁与批评

对象的“悲剧”，讨论悲剧的语言、人物形象、结构等等。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悲剧”当然不仅仅属于西方，但可以说，王国维的悲剧理论基本是受西

方影响，其内涵也未超出西方悲剧理论范畴。《红楼梦评论》接受了叔本华悲剧理论的主要观点：

世界最终的本质是盲目的意志，但意志本身即痛苦。艺术可以提供一个规避所，使人暂时摆脱意志

而获得慰藉，一切艺术中又以悲剧最能达到这种功效。叔本华认为，“悲剧引发的快感在于崇高，

而不在美感。正如在对自然的崇高之欣赏中，为了纯粹的观照我们从意志中抽身而退，在悲剧的苦

难中我们甚至会摆脱生之意志。”悲剧的精神就在于引导人们从生活中退却。正是依据这一点，王

国维评价《红楼梦》“壮美之部分，较多于优美之部分，而眩惑之原质殆绝焉”，认为其价值正在于

解脱。对悲剧的分类，也直接引用叔本华的“三种悲剧”说，认为红楼梦正是“悲剧中的悲剧”。

此时的王国维，对叔本华可谓“愿言千复，奉以终身”。虽然他也提出解脱与意志同一理论抵牾的

疑问，并在同年写就的《叔本华与尼采》中又进一步发挥，但总的说来，《红楼梦评论》的悲剧理

论基本就是叔氏的翻版。  

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是二元论的，其远祖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只不过柏拉图诋毁悲剧（诗）不能

达到理念。但柏拉图的二元冲突思维深刻影响了席勒、奥•施莱格尔、黑格尔、叔本华、尼采、克

尔凯廓尔等人，他们都可算作二元冲突论的悲剧理论家。“亦越柏氏，雅典之哲”，“汗德晚出，独

辟扃涂，即指出了这一理论传统。正是从形而上的悲剧观出发，王国维给予中国传统戏剧很低的评

价，“叙事的文学（谓叙事诗、史诗、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吾中国文

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

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想去尚不能以道里计。”中国传统戏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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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与西方戏剧相去甚远，是因为极少有真正的悲剧，戏剧仅一部《桃花扇》，小说仅有《红楼梦》。

这里“悲剧”指的是哲学上的“悲剧精神”，而不是文学体裁意义上的西方古典悲剧。因此有人指

出，“虽然王国维完全运用叔本华的戏剧理论来评价《红楼梦》所表现出的悲剧，但实质上他的悲

剧所指称的范围与叔本华的指称的范围并不一致。”  

除了文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因素，席勒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王国维的悲剧理论。席勒认为，人在

质料冲动中羁绊于时间和空间（现象界），人是被决定的，服从自然律；形式冲动让人进入理想领

域（本体领域），人自我决定着，是自由的。游戏冲动则综合二者，而这种综合存在于艺术作品中。

或者说，艺术可以激起欣赏者的反应，这种反应将存于其内部的对立的两极综合起来。艺术的最高

目标是再现超感性的东西，尤其体现在悲剧艺术中。因为悲剧艺术通过可感的标志再现了有道德感

的人，将其保持于独立于自然法则之外的激情状态中。只有通过反抗苦难，而不是情感的狂乱，人

的自由原则才能意识到它自己。自然之所以要在人眼前展示其威力，正是为了理智能在人身上显示

出其独立于自然的力量。席勒这些观点来源于康德，但其悲剧观也与中世纪基督教的一个观念相近：

对感官（觉）之痛的淡漠可获得精神性的提升。席勒认为，苦难能显示人的道德力量，德性只有经

过考验才是真正的德性。但苦难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只有对苦难的反抗才是值得怜悯和尊敬的。

悲剧的主人公须选择更高的道德价值来反抗苦难，选择必须是自由的选择，出于道德命令，而不是

屈从于自然法则的本能。苦难激起感觉（现象）的不适，这种不适被主人公对苦难的反抗所平衡，

而反抗又唤起观众“更高的感性”（本体）。 

由于叔本华、席勒均深受康德影响，王国维对席勒产生亲近感是自然而然的。比如他认为，“文

学美术亦不过成人之精神的游戏。故其渊源之存于剩余之势力，无可疑也。”⑧这是对席勒游戏说

和剩余精力说的认同。“希尔列尔以为真之与善，实赅于美之中。美术文学非徒慰藉人生之具，而

宣布人生最甚至意义之艺术也。”王国维对文学艺术价值的把握，正根据于席勒的艺术审美的调和

论。就悲剧来说，在人生这出悲剧里，现实中的人并不能尽情表达自己的感受，往往“俯首杜口，

或故示整暇，汶汶而过”。但在悲剧表演中，“所不能于实际表出者，得以游戏表出之是也”。特别

是在《宋元戏曲考》中，他认为元人悲剧“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

之意志”。出于悲剧主人公的意志，即主人公对苦难进行自由选择的反抗，其依据正是席勒。席勒

的悲剧理论与叔本华有几点不同：其一，席勒更强调悲剧二元因素的平衡，而叔本华则片面强调悲

剧二元冲突中一方的消灭。其二，席勒非常注重悲剧的道德力量，认为它表征了人的自由；叔本华

虽认为悲剧是只能提供暂时的解脱，其伦理学上的最后目标还要靠外在的“天惠之功”达到。其三，

席勒注重悲剧在观众身上引起的反应和效果，叔本华则未讨论这类问题。不难看出，由片面强调文

学艺术的解脱功能，到以游戏表出人类全体感情的艺术观；由对盲目意志的消极拒绝，到反抗苦难

的自由选择；由悲剧的本体论，到悲剧的反应论接受论，王国维一步步疏离叔本华的悲剧观。    

当然，席勒的悲剧理论除了前面提到的来源，还直接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诗学》的两

个观点在西方有其深远的影响：一是将“悲剧”看作一种哲学性的艺术类型，“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

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其二是“诗人应通过摹仿使人产生怜悯和恐

惧并从体验这些情感中得到快感”，这是从观众反应的角度探讨悲剧的效用。早在《红楼梦评论》中，

亚里士多德即对王国维产生了影响。比如，“美术之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

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之名字之下。”这即亚氏所说，诗（悲

剧）具有普遍性，而王国维由此来批评旧红学之索隐派之谬。王国维欣赏亚氏的悲剧伦理学，进而沟

通叔本华悲剧理论的美学与伦理学，认为“《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亦与其伦理学上之价值相联络

也”。他对伦理学价值的强调，有时甚至超过了美学价值，认为《红楼梦》“无伦理学上之价值以继之，

则其于美术上之价值，尚未可知也”。虽然很难确切指出，在悲剧伦理学和悲剧鉴赏问题上，席勒和亚

氏的影响孰先孰后，但可以肯定王国维自觉地接受了这一理论传统。  

王国维悲剧观无一不清晰再现了西方先哲如叔本华、席勒甚至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影子，这也

折射了中西方在悲剧审美上的不谋而合。王国维立足西方悲剧美学，成功完成了对喜剧与悲剧关系

的解构。而他始于纯哲学研究，经历文学形式剖析，并最终偏向心理学的悲剧理论也同样能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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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的悲剧审美的痕迹。总而言之，王国维对西方悲剧理论的接受，经历了一个由强调悲剧的二

元冲突向注重文学形式研究转变，由静态的理论兴趣向动态历史研究转化的过程。  

复习思考题： 

1、西方悲剧理论的主要脉络如何？ 

2、王国维对西方悲剧理论的选择与接受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3、王国维在运用西方悲剧理论进行具体文学批评时得失如何？ 

拓展阅读书目：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佛雏：《王国维哲学译稿研究》，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 

聂振斌：《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  

第七章  王国维对 20世纪中国美学的贡献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王国维对 20 世纪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的意义。重点及难点为

对王国维文艺美学思想进行历史评价。 

学时分配：4课时。 

第一节   中国现代美学的历史处境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已久的国门，这迅速加剧了中

西文化的交流。在异域文化的猛烈撞击和国内文化精英的尖锐批判下，中国传统文化原有的价值系

统走向全面崩溃，逐渐失去了对外来思想观念进行同化的内在活力，而且其本身的自我调节、自我

组织的发展机制也随之失去了张力。中国文化从此便不得不进入一个痛苦蜕变和力求更新的向现代

化迈进的新的历史时期。 

这里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在九十多年前，一些有志之士就因痛感我国由于贫穷落后而处处

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蹂躏和压迫，所以不断发出要求社会变革的强烈呼声，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

夷”等一系列具体主张，从而不仅促使我国开始大量引进西方的器物、技术和社会制度等物质文化

的因素，而且这种趋势又大大强化了我国固有的功利主义文化价值观。出国留学、开办工厂、创建

新式学校一时间蔚然成风，成为颇具规模的时代新潮，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

但是，在这种形势下，王国维却能独具慧眼地把人自身的发展和提高放在突出和显著的位置，冷静

地提出，与物质文明相比，对国民精神趣味和独立人格的培养是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主张。这不

能不说是一种极富远见的卓识和睿智，充分显示出王国维思想的深刻和过人之处。 

美学作为文化的一翼，同样也面临着向现代转型的重大课题，而这种转型是从王国维开始的。

王国维以打破中西疆界、兼通并融贯中西文化为基本的学术立场，站在传统文化的厚重基石上，汲

取西方文化中的认同汁液，杂揉兼取，孕育滋生出文化混血的具有新气息的理论生命体。纵观王国

维一生的学术道路，虽曲折多变，却明显地透露出一种人文关怀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其美学研究中

就具体化为对于人生永恒意义和心灵慰藉之所的探问、对于提高国民精神和人自身发展的关注。 

第二节   王国维文艺美学的历史贡献 

他对于 20世纪中国美学所作的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检讨与反思。在我国，虽然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美的概念和对美进行探索、思考

的美学思想，但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中实践理性的极为发达和理论理性的严重不足，这些丰富的美

学思想却始终未能被升华为系统的美学理论，更不用说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发展了。王国维是

最早觉悟到这一点并作出了严肃检讨与认真反思的学者。 

1905年王国维在其发表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把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加以比较后，

指出：“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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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 (Generalization)及分析

(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

之方面，则以具体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故我

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

未达自觉之地位也。”   

在我国传统美学中，不管是比较看重社会功利、人伦道德的儒家美学，还是比较重视自然无为、

自由超脱的道家美学，虽然它们在精神实质、价值指向等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然而若就其理

论建构的立足点、方法和思维方式而言，在根本上却并无二致。它们无不表现出重实际而轻理论、

重感悟而轻思辨、重经验而轻抽象的“务实”、“尚用”的运思特点，这是一种融事实认知于价值

评价之中的独特的思维模式。这种以实用为指归的思维倾向，严重减弱了人们的理论兴趣，把知识

长期束缚在经验的技艺水平，使之难以实现向系统的理论层次转变。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

尽管我们的先哲前贤曾积累了极丰富的审美经验，提炼出相当深刻的美学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美学话语，在世界美学中也卓然自成一家，然而，一直到近代以前，在我国从纯学术的角度对美、

美感、审美形态等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却几乎一篇也没有过，至于象康德、黑格尔那样从宏伟的哲

学体系出发，从概念自身的逻辑发展上对美的本质问题进行思辨探究的煌煌巨著，在我国传统文化

的背景上就更是不可能出现。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形成实与王国维有关。 

  王国维不仅深刻意识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的急功近

利的实用倾向，而且对其所造成的“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之地位”的客观结果及其使文化总也摆脱

不了作为政治工具的命运进行了冷静的反思：“夫然故，我国无纯粹之哲学，其最完备者唯道德哲

学与政治哲学耳。至于周秦两宋间之形而上学，不过欲固道德哲学之根柢，其对形而上学非有固有

之兴味也。其于形而上学且然，况乎美学、名学、知识论等冷淡不急之问题哉！更转而观诗歌之方

面，则咏史、怀古、感事、赠人之题目弥满充塞于诗界，而抒情叙事之作什佰不能得一。其有美术

上之价值者，仅其写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

术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且加贬焉。于哲学则如彼，于美术则如此，岂独世人不具眼之罪哉，

抑亦哲学家美术家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而葸然以听命于众故也”。 

在王国维看来，哲学与美术实乃天下最神圣、最尊贵但却“无与于当世之用者”。这是因为“夫

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其有发明此真理（哲

学家），或以记号表之（美术）者，天下万世之功绩，而非一时之功绩也”。因此，哲学与美术不

能完全适合于一时一国之利益，甚至有时不能与其相容，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恰恰正是哲

学与美术之所以神圣的根本所在。 

王国维对哲学、美术独立价值和神圣地位的确认与肯定，对传统文化“以政治及社会之兴味为

兴味，而不顾真理之如何”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冷峻批判，究其实并不是要为哲学与美术在传统文

化的格局中争得一席之地，而是在近代中国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传统文化不得不开始现代转型的

历史背景上，对民族文化究竟如何发展的一种根本思考。他对文化学术在自觉基础上自由发展的殷

切期待，实质上是对知识分子人格独立的一种深情呼唤。因此，王国维在这一时期之所以对具有浓

厚人文精神的美学有特别的兴趣，尤其是醉心于康德、叔本华关于“审美的无功利性”、“美在形

式”的学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深刻的内在原因。 

  （二）借鉴与创新。王国维研究哲学，是从研究康德和叔本华开始的。其美学研究也始自对康

德、叔本华等人美学思想的研究，在借鉴他们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为中国的本土美学提供了一些前

所未有的新质。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就有“兴于诗”、“成于乐”的论述，这可视为我国美育思想

的萌芽，而明确提出“美育”概念的第一人是王国维。1903年到 1906年，王国维先后发表了《论

教育之宗旨》、《孔子之美育主义》、《去毒篇》、《人间嗜好之研究》等专门研究美育和教育问题的重

要论文。文章的数量虽不算多，但其价值却不容忽视。这些论文基本上都是结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现

实问题进行思考的，且极富哲学深度，具有重要的理论建设意义。比如：《去毒篇》针对当时国人

普遍的精神状态以及鸦片屡禁不止的现实，深刻论证了实施美育的迫切性；《人间嗜好之研究》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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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的角度，即通过对人的“嗜好”所由产生的原因、内容、特征的具体研究，深入论证了实施

美育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论教育之宗旨》从教育的宗旨出发，通过分析美育与智育、德育的关

系，阐述了美育的特点及其任务。这些论证和阐述对“美育”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的确立和实施，

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奠基作用。有人评论道：“谈到中国美育，人们自然地会和蔡元培的名字联系

起来。因为，他在 1912年把美育规定为新式教育方针之一，1917年提出‘以美育代宗教’，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又呼吁‘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过‘美育实施的方

法’。就影响来说，近代提倡美育，以蔡元培影响最大。但王国维提倡的时间早，文章有代表当时

时代水平的理论深度。” 

（三）继承与超越。20 世纪初，我国学术界曾展开一场关于中西文化价值高下优劣的激烈讨

论，有人唯西方文化是从，有人倡言国粹。王国维以其独立不羁的精神提出了“学无新旧、无中西、

无有用无用之说”的鲜明主张。何以言学无新旧？王国维指出：“夫天下之事物，自科学上观之，

与自史学上观之，其立论各不相同。自科学上观之，则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之

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虽圣贤言之，有所不信焉；虽圣贤行之，有所不慊焉。何则？圣贤

所以别真伪也，真伪非由圣贤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圣贤立也。自史学上观之则不独事理

之真与是者，足资研究而已，即今日所视为不真之学说，不是之制度风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与

其所以适于一时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于方来，故材料之足资参考者，虽至纤细，不敢弃

焉。故物理学之历史，谬说居其半焉；哲学之历史，空想居其半焉；制度风俗之历史，弁髦居其半

焉；而史学家弗弃也。此二学之异也。然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不可

无科学上之知识。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于科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

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即为调停之说者，亦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此所以有古

今新旧之说也。” 

那么，何以又言学无中西？王国维认为：“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

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也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即从俗说，而姑存中学西学之

名，则夫虑西学之盛之妨中学，与虑中学之盛不妨西学者，均不根之说也。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

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京师号学问渊薮，而通达诚笃之旧学家，屈十指以计之，不能满也；其治

西学者，不过为羔雁禽犊之资，其能贯串精博，终身以之如旧学家者，更难举其一二。风会否塞，

习尚荒落，非一日矣。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

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 

王国维这种既不以圣贤之言为准则，也不以新学菲薄旧学，既不盲目崇洋，也不盲目排外，而

唯真理是从的求实精神，不独在当时如空谷足音，即使在今天也仍不失其深刻的现实意义。正是以

这种博大的胸襟、开阔的视野以及严谨的科学态度，王国维参照西方的美学理论，兼收并蓄、纳故

吐新，继承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论中有价值的东西，并作出了超越性的发展，使它们在现代意义上重

新焕发出理论生机。“古雅”说、“意境”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成果。 

“古雅”说是王国维在 1907 年发表的《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中提出的。这篇论文是

针对康德美学定义和艺术理论的某些缺陷有感而发。王国维认为康德关于“美术者天才之创作”的

观点并不能涵盖所有的艺术作品，因为有一些艺术作品虽然并非出自天才之手，但它却仍然具备不

容置疑的审美价值。对于这一类康德理论所忽视的艺术作品和艺术现象，王国维提出“古雅”说试

图予以解释和说明。王国维的“古雅”说虽不无牵强和矛盾之处（注：如他把古雅视为“低度之优

美”与“低度之宏壮”，认为它处于优美与宏壮之间“而兼有此二者之性质”，实际上是把古雅又

纳入优美与宏壮之中而消解了它作为美学范畴应有的独立性。），而且从他提出至今，学术界并没有

完全接受他的主张，也没有把古雅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独立美学范畴看待。但值得肯定的是：

首先，“古雅”说确认了艺术形式本身独立的审美价值及其在艺术创作和欣赏中的重要地位，强调

了后天修养并阐释了天才与修养的关系，这些思想不仅在理论上完善了康德天才论的不足，冲破了

我国传统美学中始终占主导地位的“政教工具论”和“重质轻文”的艺术观，而且在实践上，对我

们正确看待和评价文艺遗产，促使中国文学艺术摆脱对政治的依附地位而走向独立，也具有极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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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其次，王国维在论述“古雅”的性质、特征及其在美学上的位置时，深入分析了美的本质、

美的形态、艺术美等重要的美学理论问题，相当完整和清晰地勾勒出了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在

20世纪我国美学发展史上，《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堪称一篇具有学术拓荒价值的重要美学论文。 

复习思考题： 

1、20世纪中国美学面临如何的处境？ 

2、王国维对中国美学现代化进程的贡献是什么？ 

3、如何评价王国维对西方美学引进的得与失？ 

4、如何看待王国维对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 

拓展阅读书目： 

王国维：《王国维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聂振斌：《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 

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什么是文艺美学 3  

2 王国维生平及其主要学术经历 3  

3 王国维美学思想概述 3  

4 《红楼梦评论》中的文艺美学思想（一） 3  

5 《红楼梦评论》中的文艺美学思想（二） 3  

6 《人间词话》中的文艺美学思想（一） 3  

7 《人间词话》中的文艺美学思想（二） 3  

8 《人间词话》中的文艺美学思想（三） 3  

9 《人间词话》与《红楼梦评论》美学思想之比较 3  

10 王国维的悲剧观（一） 3  

11 王国维的悲剧观（二）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文学概论  

后续课程：西方文论史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如何从美学的角度研究文学。 

难点：王国维文艺美学思想的西方哲学背景。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讲授与小组讨论相结合。 

教学手段： 

1.文本精读与讲解。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节课结束布置相应思考题。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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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彭玉平：《人间词话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2. 叶嘉莹：《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1997年。. 

 执笔：徐文贵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0日 

 

传记文学（双语） 
Introduction to Auto/Biography Studies 

课程号： 407051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梳理中外传记文学的历史；2、品读中外传记经典之作；3、透过传

记品读人生。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传记文学的基础知识、了解传记

文学理论原理、传记文学的研究特点，了解传记文学的概念，为比较文学、英美文学名著选读等后

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传记文学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传记文学历史。 

2．传记文学理论。 

3. 传记文学的特点及代表作略讲 

学习目标： 

1．了解传记文学的历史。 

2．掌握研究传记文学的理论方法。 

3. 了解传记文学中的代表作品。 

作业： 

思考传记文学与一般文学作品的区别何在？ 

知识单元 2：《希腊罗马名人传》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希腊罗马名人传》。 

学习目标： 

1．了解《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创作背景及内容。 

2．掌握普鲁塔克的作传特色。 

作业： 

思考普鲁塔克笔下的奥古斯丁和历史文献中的有何不同？ 

知识单元 3：《史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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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 

学习目标： 

1．了解《史记》的人物分类及作传手法。 

2．掌握叙事历史和事件历史之间的关系。 

作业： 

思考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采用的记传方法。 

知识单元 4：卢梭《忏悔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卢梭《忏悔录》。 

学习目标： 

1．了解卢梭《忏悔录》的形式特点。 

2．掌握西方“忏悔录”的概念。 

作业： 

思考“忏悔录”这一文学形式的文化内涵。 

知识单元 5：《富兰克林自传》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富兰克林自传》。 

学习目标： 

1．了解《富兰克林自传》的写作背景。 

2．掌握《富兰克林自传》的写作方式。 

作业： 

思考新教思想在《富兰克林》自传中的体现。 

知识单元 6：《甘地自传》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甘地自传》。 

学习目标： 

1．了解《甘地自传》的写作特点。 

2．掌握《甘地自传》的文化内涵。 

作业： 

思考《甘地自传》的文化特色。 

知识单元 7：曼德拉《漫漫自由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曼德拉《漫漫自由路》。 

学习目标： 

1．了解曼德拉《漫漫自由路》的写作背景。 

2．掌握曼德拉的作传策略。 

作业： 

曼德拉在《漫漫自由路》中是如何记录他所经历的种族隔离的？ 

知识单元 8：《胡适留学日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胡适留学日记》。 



5772 

学习目标： 

1．了解《胡适留学日记》的内容选择策略。 

2．掌握日记这一文体的特点。 

作业： 

胡适在留学日记中择取事件的策略。 

知识单元 9：奈保尔《父子家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书信体自传的写作特点。 

2．奈保尔的跨文化写作策略。 

学习目标： 

1．了解奈保尔的跨文化写作策略。 

2．掌握书信体自传的写作特点。。 

作业： 

思考奈保尔对他的三重文化背景的态度及原因。 

知识单元 10：拉什迪《约瑟夫·安东》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拉什迪《约瑟夫·安东》。 

学习目标： 

1．了解拉什迪的自传策略。 

作业： 

思考拉什迪《约瑟夫·安东》的写作目的何在？ 

知识单元 11：新媒体时代的传记文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新媒体时代传记文学的形式和特点。 

学习目标： 

1．了解新媒体时代传记文学的内涵与外延。 

2．掌握新媒体时代传记文学的形式和特点。 

作业： 

思考新媒体时代新的传记文学形式的特点。 

知识单元 12：影像中的传记文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传记片与人物纪录片的镜头叙事策略。 

学习目标： 

1．了解影像中的传记文学的特点。 

2．掌握传记片与人物纪录片的镜头叙事策略。 

作业： 

思考影像中的传记文学与传统传记文学的却别。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传记文学导论 2  

2 《希腊罗马名人传》 3  

3 《史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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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卢梭《忏悔录》 3  

5 《富兰克林自传》 2  

6 《甘地自传》 3  

7 曼德拉《漫漫自由路》 3  

8 《胡适留学日记》 3  

9 奈保尔《父子家书》 2  

10 拉什迪《约瑟夫·安东》 3  

11 新媒体时代的传记文学 2  

12 影像中的传记文学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文学理论、外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大学英语 

后续课程：比较文学、英美文学名著选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传记文学理论、传记文学研究特点、传记文学历史、传记文学经典著作。 

难点：传记文学理论原理、传记文学的研究特点、传记文学的概念。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影像观摩。 

教学手段： 

1.讲授。 

2.课堂讨论。 

3.多媒体教学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出勤 10％，课堂表现 10%，课堂展示 30%，期末作业 5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赵白生著《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8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勒热讷著《自传契约》，杨国政译，三联书店，2001年 10月第 1版。 

2. 汪荣祖著《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中华书局，2003年 12月第 1版。 

3. 杨正润著《传记文学史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 11月第 1版。 

4. Eakin, Paul J. How Our Lives Become Stories: Making Selves.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P, 1999. 
5. Garraty, John. The Nature of Biograph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7. 
6. Novarr, David. The Lines of Life. West Lafayette, Indiana: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86. 
7. Olney, James. Ed. Autobiography: Essays Theoretical and Critica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8. Smith, Sidonie, and Julia Watson. Reading Autobiography: A Guide for Interpreting Life 

Narratives.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nd Edition, 2010. 
执笔：潘珊  审稿：××× 审定：人学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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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影视文学研究（双语）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and American Films  

课程号：4070510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欧美电影艺术的基本特征； 2、了解欧美电影表意与电影文化

的构成方式；3、了解欧美电影视听语言的叙事方式。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欧美电影艺术的基础知识、影视

语言的叙述原理及电影文化的构成方式，了解欧美影视文学的基本概念，为文学概论、外国文学史、

比较文学、英美文学名著选读、西方文论选读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18学时 

知识单元 1：电影的视听语言与叙事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电影语言与叙事分析理论。 

2．美国电影与《鸟人》的叙事结构。 

3. “戏中戏”的嵌套模式及其表意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电影语言的叙事特征。 

2．掌握电影语言与叙事分析理论。 

作业： 

思考《鸟人》中共有几种叙事声音，每种声音的作用是什么？ 

知识单元 2：电影作者论与文本细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电影作者论。 

2．电影文本细读方式。 

学习目标： 

1．了解电影文本细读方式。 

2．掌握电影作者论的基本内容。 

作业： 

以具体例子说明导演在电影叙事语言中的作用。 

知识单元 3：叙事学理论在电影叙事中的应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叙事学理论。 

2．电影的叙事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叙事学理论。 

2．掌握电影的叙事理论。 

作业： 

请选择任意叙事理论分析一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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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4：意识形态批评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电影中的意识形态。 

2．重写历史与影像缔造的神话。 

学习目标： 

1．了解电影表现意识形态的方式。 

2．掌握影像重写历史与缔造神话的手段。 

作业： 

请举例说明电影在缔造神话或重写历史中采用的具体手段。 

知识单元 5：第三世界电影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三世界电影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第三世界电影理论。 

作业： 

请用第三世界电影理论分析一部国产电影。 

知识单元 6：精神分析理论在电影叙事中的应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精神分析理论。 

2．电影中精神分析理论的应用。 

学习目标： 

1．了解精神分析理论。 

2．掌握电影中精神分析理论的应用。 

作业： 

请举例说明精神分析理论如何在电影叙事中得到应用。 

（二） 案例教学  本课程案例为 6个，共 18学时 

案例 1：《午夜巴黎》 

参考学时：3学时 

案例内容：伍迪·艾伦《午夜巴黎》 

案例要求：观看《午夜巴黎》；研究艾伦的叙事特点；掌握电影叙事的方法。 

案例 2：《浮士德》 

参考学时：3学时 

案例内容：索科洛夫《浮士德》  

案例要求：观看《浮士德》；研究索科洛夫改编《浮士德》的方式和特点；掌握电影改编的理

论方法。 

案例 3：《印式英语》 

参考学时：3学时 

案例内容：辛德《印式英语》 

案例要求：观看《印式英语》；研究“美国梦”在《英式英语》中的体现；掌握电影重写历史

与讲述神话的方法。 

案例 4：《鸟人》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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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内容：伊纳里图《鸟人》 

案例要求：观看《鸟人》；研究戏中戏嵌套结构在《鸟人》中的应用；掌握《鸟人》的电影叙

事策略。 

案例 5：《蝴蝶君》 

参考学时：3学时 

案例内容：大卫·柯南伯格《蝴蝶君》 

案例要求：观看《蝴蝶君》；研究“第三世界理论”在此片中的应用；掌握《蝴蝶君》的电影

叙事方法。 

案例 6：大卫·林奇《赫穆兰道》 

参考学时：3学时 

案例内容：大卫·林奇《赫穆兰道》 

案例要求：观看大卫·林奇《赫穆兰道》；研究精神分析理论在《赫穆兰道》中的应用；掌握

《赫穆兰道》的叙事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电影的视听语言与叙事分析 3  

2 伊纳里图《鸟人》 3  

3 电影作者论与文本细读 2  

4 索科洛夫《浮士德》 3  

5 叙事学理论在电影叙事中的应用 3  

6 伍迪·艾伦《午夜巴黎》 3  

7 意识形态批评 2  

8 辛德《印式英语》 3  

9 第三世界电影理论 2  

10 大卫·柯南伯格《蝴蝶君》 3  

11 精神分析理论在电影叙事中的应用 2  

12 大卫·林奇《赫穆兰道》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文学概论、外国文学史、比较文学、英美文学名著选读、西方文论选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欧美电影艺术的基础知识、影视语言的叙述原理及电影文化的构成方式。 

难点：欧美影视文学的基本概念、影视语言的叙述原理及电影文化的构成方式。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影像观摩。 

教学手段： 

1.课堂讲授。 

2.多媒体教学。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出勤 10％，课堂表现 10%，课堂展示 30%，期末作业 50％。 

5、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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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章结束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戴锦华著《电影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3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Jill Nelmes. An Introduction to Film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03. 
2. David A. Cook. A History of Narrative Film (Fifth Edition). NY: W. W. Norton & Company, 2016.   
3. J. Dudley Andrew. The Major Film Theories: An Introduction (First Edition).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4. 杨远婴、徐建生编，《外国电影批评文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 4月第 1版。  

执笔：潘珊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5月 30日 

 

圣经文学导读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literature（bilingual） 

课程号：4070510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圣经文学导读》课程开设的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圣经》作为西方文

学源头的意义、《圣经》本身作为文学文本的意义以及《圣经》对后世西方文学的深刻影响。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the Bible as literatur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Great literature embodies and interprets universal human experience, and this course will examine the 
Bible specifically from a literary perspective. We’ll take a look at how universal stories, themes, 
metaphors, and characterizations surface in the Bible, and explore the many literary forms and genres that 
can be found there: poetry, narratives, epistles, proverbs, parables, satire, and visionary writing.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文化有两大源头：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如果不了解二者就不能说了解了西方

文化。同样，不了解圣经就不能说了解了西方文学。 

2．掌握圣经作为西方文学源头的重要意义。 

作业： 

1. To talk about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知识单元 2：What Makes the Bible Literatur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explore what it means to say that the Bible is literature, and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pproaches to the Bible. 

Bible is the book that has permeated Western culture more than any other.  
The Bible is of course a religious text, but it’s also a work of literature. In fact, it’s a literary 

masterpiece. The Bible can’t be beat for sheer diversity of form and content. In this class, we’ll look at 
ways to read the Bible for its literary qualities — its narrative genres, its stylistic forms, its poetr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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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e. You need not have a particular religious orientation to take a literary approach to the Bible. You can 
pick it up as you would a novel and delve into its world, get to know its characters, and follow its rich and 
wonderful stories. 

学习目标： 

1．了解圣经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更是一部西方文学经典。 

2．掌握圣经拥有多种文体和风格，许多圣经中的主题成为后世西方文学的母题。 

作业： 

1. To talk about what makes the Bible literature. 
知识单元 3：Where Did the Bible Come From?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where did the Bible come from. 
The first thing the students need to know about the Bible is that it is not one book but an anthology of 

66 individual books. The word “Bible” comes from the Greek biblios, which means “little books.” 
The authorship of the Bible is shrouded in mystery. What we do know is that dozens of authors wrote 

it over a span of approximately 1,500 years. The Old Testament was written in Hebrew and the New 
Testament in Greek. For the most part, it was composed in the Middle Eastern region then called Palestine. 
It could be said that the Bible has a national unity in the sense that virtually all of its authors were Jewish. 

The individual books of the Bible gradually were collected into one volume, but we know little about 
the process. We can infer that many parts of the Bible originally circulated in oral form, but — as with 
Homer’s Odyssey — it is difficult to say when or how these materials were first written down. The phases 
through which the parts of the Bible passed were these: composition (in oral or written form), circulation, 
collection, and recognition or canonization (acceptance of the collected works as a single sacred book).  

学习目标： 

1． 了解圣经这部文学作品产生的时间，它的作者及产生的过程。 

2． 掌握圣经与荷马史诗一样的，最初是口头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被逐渐固化下来。 

作业： 

1. To talk about where did the Bible come from? 
知识单元 4：What Is Literatur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what Is Literature and how to read Bible as a literature.. 
We’ve mentioned that literature is made up of many different genres — but what do all these genres 

have in common? What traits do they share that enable us to call them “literature?” 
Literature portrays human experience. 
Literary authors not only portray human experience — they also interpret it. 
Literature is an art form. The style of expression — its skillful technique and beauty — may be as 

significant as the content of a work. 
You can expand on this definition of literature as you see fit. In this lesson we will discuss how it 

applies to the Bible. 
学习目标： 

1． 了解什么是文学，圣经在何种角度上可以被视为一部文学作品。 

2． 掌握圣经从内容到形式都符合文学的特征。 

作业： 

1. To talk what is literature. 
知识单元 5：Three Types of Writing in the Bibl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ree types of writing in the B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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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 we can break down the Bible into three types of writing: 
Religious,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In many Biblical passages, you may find all three types of writing 
converging at once. The Bible is a religious book, and it is a rare passage that does not make an explicit or 
implicit comment on how to live spiritually and morally in the world. Secondly, one of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Bible is the consistency with which its authors place events in real-life history. In other 
words, the Bible is a book unlike most you’ll find in literature courses — a diverse hybrid that mixes 
history,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In any given passage of the Bible, typically you can identify which type of 
material dominates. 

学习目标： 

1．了解圣经中叙事的三种类型。 

2．掌握圣经是杂糅了神学、历史和文学的综合性叙事文本。 

作业： 

1. To talk about three types of writing in the Bible. 
知识单元 6：The Bible’s Value as Literatur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Bible’s value as literature. 
A better way to read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is to look at the Bible as an interpretive portrayal of 

human experience in artistic form. 
How can we do this? Read the book and ask questions of the text: 
What recognizable human experiences are portrayed in this text? 
What interpretation of human experience is expressed? 
Does the passage fall into one or more standard literary genres? 
What is the artistic style of the passage? What use does the passage make of literary techniques like 

metaphor, simile, word play, and the like? 
学习目标： 

1．了解圣经作为文学作品的价值 

2．掌握阅读圣经文学的步骤，辨析圣经叙事中的风格、修辞手法。 

作业： 

1. To talk about the Bible’s value as literature. 
知识单元 7：How Bible Stories Work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how Bible stories work. 
“Tell me a story.” These four simple words embody a universal human longing. From early 

childhood to old age, we look for stories in our lives, and we find the cycle of life itself has a classical 
narrative structure — beginning, middle, and end. 

Think about the stories you love, the stories that linger in your memory. What do they have in 
common? What makes them compelling? Are they revealing, surprising, funny, moving? Maybe all of the 
above? 

Stories appeal to us for all kinds of reasons, but the best stories tell us about the world and, perhaps 
most importantly, about ourselves. This is as true of the stories of the Bible as it is of the writings of 
Charles Dickens in the 19th century or J. K. Rowling today. 

学习目标： 

1．了解圣经文学作为叙事性作品的特征以及圣经的故事性。 

2．掌握圣经文学在故事性叙事中的设定、人物和情节。 

作业： 

1. To talk about how Bible storie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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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8：Characterization in Bible Storie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zation in Bible stories. 
In the Bible, character is action. Since the storytelling technique is minimal, what a character does 

speaks volumes about who the character is. 
Here are some other ways that biblical storytellers convey character to us: Direct description. 

Sometimes a storyteller will comment on a character in a simple, straightforward way. 
学习目标： 

1．了解圣经文学中的人物刻画方法。 

2．掌握圣经文学中人物的角色以及与他者的关系。 

作业： 

1. To talk about the characterization in Bible stories. 
知识单元 9：Plot in Bible Storie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plot in Bible stories 
The heart of any plot is conflict. Conflict occurs between the main actor in the drama, the protagonist 

(from the Greek, meaning “first struggler”), and the character or forces arrayed against him or her, the 
antagonist(s). What draws us into a story and keeps us interested is suspense or curiosity about its outcome. The 
stories of the Bible are full of suspense; the best ones grab your interest and hold it to the end. 

学习目标： 

1．了解圣经文学情节的核心是“冲突”。 

2．掌握圣经文学在故事叙事中擅长“冲突”的设置。 

作业： 

1. To talk about the plot in Bible stories. 
知识单元 10：Types of Bible Storie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types of Bible stories 
This lesson looks at some of the most popular narrative genres found in the Bible — hero stories, 

epics, comic and tragic tales, and parables. 
学习目标： 

1．了解圣经文学中故事的不同类型。 

2．掌握圣经文学中不同故事类型的特点。 

作业： 

1. To talk about the types of Bible stories. 
知识单元 11：Why We Need Heroe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why we need heroes. 
As a human race, we demand images of greatness. Heroes satisfy that demand. But heroes do not 

simply reflect our values and beliefs; they also reconcile us to human failings and limitations. 
Life — everyday life as we live it — doesn’t provide ready-made heroes. Life supplies the raw 

materials from which heroes are shaped. Selected by nature or circumstance, a hero is heightened, 
silhouetted, molded. He or she is an interpretation of a human being — a distillation of qualities we hope 
we might have, such as strength, wisdom, cunning, steadfastness, loyalty, and compassion. Look at the 
virtues that heroes possess and you can learn a lot about the culture from which they sprang. Heroes 
always embody the idealized values of the people who created them.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heroes are 
perfect. Although they possess exemplary qualities, they invariably have failings, too. They are fla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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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are us — only exaggerated.The Bible abounds in heroes.  
学习目标： 

1．了解圣经故事中类型之一——英雄故事。 

2．掌握英雄故事契合了人类何种深层次心理。 

作业： 

1. To talk about why we need heroes. 
知识单元 12：The Bible Epic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Bible Epic. 
The epics of the Bible are sprawling, encyclopedic tales — “the story of all things,” as noted literary 

critic Northrop Frye once called them. 
While an epic is built around a hero who performs a great feat — a Moses or David — it is really the 

panoramic story of a nation. In the Bible’s epics, the hero’s journey is intertwined with the destiny of the 
nation as a whole, its conflicts, wars, and dominion. Events occur on a cosmic stage that is alive with 
supernatural events. Unlike a typical hero story, the scope is enormous. 

There are two unmistakable epics in the Bible — the Exodus from Egypt and the story of David.  
In a sense, we could argue that the Bible as a whole is an epic. The book encompasses the history of 

all people and nations,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to the end of time. True to epic form, supernatural 
characters and marvelous events occur throughout the Bible. 

学习目标： 

1．了解圣经故事中的类型之二——史诗。 

2．掌握圣经故事中史诗的特点。 

作业： 

1. To talk about the Bible epic. 
知识单元 13：Comedy and Tragedy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comedy and tragedy in Bible stories. 
People have good days and bad days. This is the rhythm of life. It is also the rhythm of literature, 

where comedy and tragedy form a complementary whole. 
Comedy and tragedy are pregeneric forms; they occur within other genres. Hero stories and epics can 

be either comic or tragic. For example, the hero story of David is a tragedy, while the hero story of Ruth is 
a comedy. To say a Bible story is comic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it’s amusing. It means it has what might 
be called a “U-shaped” plot structure. A comic tale begins with the hero in prosperity and events veer 
toward tragedy, but ultimately everything is resolved in a happy ending. Along with happy endings, 
comedies feature characters that transform from bad to good, surprise plot twists, reunions, miracles, 
sudden reversals of fortune, and rescues from disaster. 

学习目标： 

1．了解圣经故事中的类型之三——喜剧和悲剧。 

2．掌握圣经故事中悲剧和戏剧的特点。 

作业： 

1. To talk about the comedy and tragedy in Bible. 
知识单元 14：Biblical Parable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biblical parables. 
At once simple and profound, the parables are examples of masterful storytelling at its most stripped 

down. Clearly oral in tradition, they are the stories that Jesus spoke to teach his followers as record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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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spels. The parables are folk literature, simple enough on the surface to be understood even by 
young children. They are brief, they tend to focus on a single event, and they feature a small cast of 
characters, usually archetypal figures such as the rich man, the master and his servants, the prodigal son. 
As literature, they feature realistic characters in everyday settings — no supernatural events or miracles 
occur in a parable.The parables require a symbolic or allegorical level of meaning to make them 
significant. The very word parable means “to throw alongside,” suggesting that double meaning is an 
essential mark of the parables. 

学习目标： 

1．了解圣经故事中的类型之四——寓言。 

2．掌握圣经故事中寓言的特点。 

作业： 

1. To talk about the biblical parables. 
知识单元 15：Biblical Poetry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biblical poetry. 
What is poetry? It is the specialized use of language to convey figurative, rather than literal, meaning. 

It is language condensed, heightened, and patterned for aesthetic effect. Roughly one-third of the Bible is 
written in poetic form. Here are some of the key ingredients we’ll find in the Bible’s poetry: Imagery, 
Simile, Metaphor, Apostrophe, Personification and Hyperbole. 

学习目标： 

1．了解圣经中的重要文学体裁——诗歌。 

2．掌握圣经诗歌中常用的集中修辞：意象、明喻、隐喻、拟人和夸张。 

作业： 

1. To talk about biblical poetry. 
知识单元 16：Interpreting Biblical Symbolism.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how to interpret biblical symbolism.  
Visionary writers construct a world of symbols, a symbolic reality that we must interpret. But how 

can we interpret these strange and elusive symbols? As we try to interpret these writings, we must look for 
the referent of the symbols — the thing to which the specific images refer. In general, biblical symbols 
refer to either (1) historical persons and events, or (2) theological doctrine. 

学习目标： 

1．了解象征是作为圣经文学的重要艺术手法。 

2．掌握圣经文学中如何熟练地使用象征艺术手法。 

作业： 

1. To talk about the biblical symbolism.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作为文学的圣经 2  

2 圣经何以成为文学 2  

3 圣经文学的产生 2  

4 什么是文学 2  

5 圣经中三种类型写作 2  

6 圣经文学的价值 2  

7 圣经故事的叙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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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圣经故事的人物刻画 2  

9 圣经故事的情节 2  

10 圣经文学的类型 2  

11 圣经文学中的英雄故事 2  

12 圣经文学中的史诗 2  

13 圣经文学中的喜剧和悲剧 2  

14 圣经文学中的寓言 2  

15 圣经文学中的诗歌 2  

16 圣经文学象征的解读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文学概论 外国文学史（上） 

后续课程：外国文学史（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如何通过文学的角度研究圣经。 

难点：研究圣经故事的叙事学方法、圣经文学的多种类型。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讲授与小组讨论相结合。 

教学手段： 

1.双语教学。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期末考试占 80％。 

5、作业要求： 

每节课结束布置相应思考题。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朱维之著《圣经文学十二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10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The Bible in literature and literature in the Bible, edited by Tibor Fabiny, 1999.  

2. On Teaching the Bible as Literature, James s. Ackerma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7.  

执笔：盛百卉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文学批评 
Literary Criticism（bilingual） 

课程号：407051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文学批评》是一门兼具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批评实践的课程，它的开

课目的在于使学生系统了解文学评论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应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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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What is literary Criticism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problem of Literary Criticism: What is Literary 
Criticism. 

1. Literary criticism has no ending. 
This class must begin with a preliminary warning: Literary criticism is not something which can be 

summed up in a series of neat little statements which can be learnt by heart; rather, it is a journey of 
exploration into the nature of literature in all its variety; the last word is never said. What this class sets 
out to do is not to take the students to the end of that journey and tell them what they will find there but 
rather to set up a series of signposts so that the students may start out in the right direction. 

2. What is Literary Criticism? 
The subject of literary criticism is critic. The business of the literary critic is, in the first instanc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a good book and a bad one, and, that done, to help the common readers to recognize 
for themselves, and to get full value out of, literary quality when we meet with it, thus opening up for 
readers the whole word of pleasure and imaginative experience and intellectual stimulus which is waiting 
to be explored but which, without a qualified critic’s help, the common readers would not discover for 
themselves. The ways in which the critic sets about his task are innumerable but always the purpose is the 
same: to quicken and refine the readers’, perceptiveness so that, as time goes on, the readers in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too may come to share the critic’s understanding of, and pleasure in, what is best in 
literature.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学批评是文艺学的三大分支之一，它是文艺学领域的轻骑兵。对于文学批评家来说，

它是一项永远在路上的事业。 

2．掌握何谓文学批评。文学批评的概念范畴无法用简单的言语概括，但它的基本目标是使读

者通过批评家的视角了解什么是最好的文学。 

作业： 

1. To talk about what is literary criticism. 
2. To talk about why literary criticism is no ending. 

知识单元 2：Why literary Criticism?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necessity and significance of Literary Criticism 
Down the ages, authors have regarded the critic as an enemy. Some lovers of literature think that 

critic is the murder to dissect. The reading public has largely ignored the critic. So for the critic, the great 
problem is why literary criticism? 

If a boy tells his friend that he thinks that some piece of popular music is “smashing”, at that time, he 
is doing something like “undeveloped criticism”. If a critic does seriously comment about some literature 
works, he is doing “developed criticism”. Actually, every criticism is the reaction of some reader to a 
work of literature and every response to a work of literature is a criticism. There is no hard and fast 
division between “developed” and “undeveloped” criticism. 
学习目标： 

1．了解长期以来作家、读者对于文学批评家所做的文学批评工作的误解。 

2．掌握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文学批评可分为诸多层次，普通读者和专业批评家所做

的评论在广义上均可视为为一种文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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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To talk about the necessity significance of literary criticism. 
知识单元 3：The chaos of critical theorie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chaos of critical theories 
The literature of criticism is not small or negligible, and its chief figures, from Aristotle onwards, 

have often been among the first intellects of their age. Yet the modern student, surveying the field and 
noting the simplicity of the task attempted and the fragments of work achieved, may reasonably wonder 
what has been and is amiss. 

There are many questions about critical theories. What gives the experience of reading a certain 
poem its value? How is this experience better than another? Why prefer this picture to that? In which 
ways should we listen to music so as to receive the most valuable moments? Why is one opinion about 
works of art not as good as another? These are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s which criticism is required to 
answer, together with such preliminary questions — What is a picture, a poem, a piece of music? How can 
experiences be compared? What is value? — as may be required in order to approach these questions. 
These questions which the critic seeks to answer, intricate though they are, do not seem to be 
extraordinarily difficult.  

学习目标： 

1． 了解当代人对于文学批评理论在理解层面的诸多“混沌”。 

2． 掌握当代人虽然对于文学批评理论的理解存在诸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将由批评家做出合
理的解答。 

作业： 

1. To talk about the chaos about the critical theories 
知识单元 4：What is critic?(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problem of Literary Criticism: what is critic? 
l The critic as judge. 
The critic must, in the first instance, be abl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a good book and a bad one. The 

word “critic” is, in fact, derived from the Greek critês, a judge. Self-evidently the first step towards 
“easing or widening or deepening” our response to what is best in literature must be that the critic himself 
should be able to recognize quality when he meets with it. The first step only—but if the critic himself has 
not learnt to recognize the good and to reject what is worthless he will be a blind leader of the blind. 

学习目标： 

1． 了解文学批评家词源学的意义。 

2． 掌握文学批评家可视为文学作品、文学现象及文学活动“法官”。 

作业： 

1. To talk about what is critic. 
知识单元 5：What is critic? (Ⅱ)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problem of Literary Criticism: what is critic? 
l Absolute standards in literature. 
Our questions in this class are: 
(1) How does a critic set about his task of judging? 
(2) How are a critic’s readers to know whether any given his judgement is likely to be more reliable 

than that of another or than the common reader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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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questions raise the whole problem of the existence of absolute standards in literature. There 
are many people doubt whether such standards exist. They believe that the most that any critic can do is to 
express a personal preference for one book rather than another, but that of whether one book is in itself 
better than another there is no method t of proof. And this because of the subjective nature of the evidence 
upon which the critic must base his judgement: he is guided a verdict in a court of law the process is 
objective: he is guided, not by something personal to himself, but by a set of external laws set down in 
black and white and familiar to every lawyer, and by sworn statements of fact; his own personal opinion 
only comes into play in assessing the reliability of any witness, and this can be checked by the evidence of 
other witnesses.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学批评家作为“法官”所据以进行文学批评的标准。 

2．掌握文学批评家据以进行文学批评实践的标准看似主观，但这个主观判断的背后蕴含着一

些恒常的标准。 

作业： 

1. To talk about whether there is absolute standards in literature. 
知识单元 6：What are the various ways in which the critic fulfills his task?（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various ways in which the critic fulfills his task. 
l The critic as Generalizer: the formulation of principles 
Every literary work, whether a lyric poem, a play, a novel, or anything else, has its individual 

qualities: each is unique. Yet, nevertheless, there are certain common characteristics which, in any given 
class, make for quality or for the reverse. The business of the critic as generalizer is, by watching his own 
highly trained responses to the various works, good and bad, of any given kind, to isolate and define those 
qualities which the good have in common so that we may know what to be on the watch for, may 
recognize it when we meet with it, and notice its absence when it is not there.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学批评家在文学批评中所呈现的第一种类型：概括规律型 

2．掌握概括规律性文学批评家的代表者，他们的优长和局限。 

作业： 

1. To talk about th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the critic as Generalizer. 
知识单元 7：What are the various ways in which the critic fulfills his task?（Ⅱ）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various ways in which the critic fulfills his task. 
l The critical appraisement and elucidation of the works of individual writers. 
The earlier critics were all concerned with the formulation of general principles rather than with the 

study of what differentiated one writer from the rest of his kind. In passing, it is true, they often analysed 
and passed judgement upon the qualities of many writers and individual works: Aristotle appraises Homer 
and certain Greek plays; Sidney in his Apology for Poetry interpolates the earliest assessment of Spenser, 
and Dryden in the Essay of Dramatic Poetry introduces what is almost certainly the most penetrating and 
perceptive brief appreciation of Shakespeare which exist. But all these were introduced in the course of 
discussing some general truth. But already, with Dryden himself, a new trend was emerging: towards the 
end of his life, in his preface to his translations of Virgil, Boccaccio and Chaucer. It is modern 
interpretative criticism we expect of the critic today. And by the mid eighteenth century this new trend 
was established.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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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文学批评家在文学批评中所呈现的第二种类型：重视作家个性型 

2．掌握概括重视作家个性型批评家的代表者，他们的优长和局限。 

作业： 

1. To talk about th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this type of critic. 
知识单元 8：What are the various ways in which the critic fulfills his task?（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various ways in which the critic fulfills his task. 
l The critic as scholar: academic research. 
(1) Historical research 
Both Samuel Johnson and Coleridge recognized how easy it is to misunderstand the writers of the 

past for lack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of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y wrote, but in their times the 
technique of research wa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lesser critics ignored the danger and assumed that, given 
sufficient perceptiveness, the whole of the world’s literature should be equally accessible. But with the 
growth of the historical sense and the perfecting of research techniques it is now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one of the main preoccupations of the critic of literature, at least of that up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must 
be scholarly spade-work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records. 

(2)Personal research 
The personal research is where the academic scholar may fail: it is comparatively rare to find in the 

same person the capacity for the sheer drudgery of research and the poetic sensibility required to interpret 
a poem in the light of the facts when they are found. Failing this sensibility the scholar may succeed only 
in burying a living poem under a mountain of dead information. But where the two gifts are combined the 
result may be an almost immeasurable “easing, widening and deepening” of our response to poetry.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学批评家在文学批评中所呈现的第三种类型：学术研究型 

2．掌握概括学术研究型批评家的代表者，他们的优长和局限。 

作业： 

1. To talk about the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this type of critic. 
知识单元 9：The language of criticism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language of criticism. 
Whatever the disadvantages of modern esthetics as a basis for a theory of Criticism, the great 

advance made upon prescientific speculation into the nature of Beauty must also be recoginsed. That 
paralying apparition Beauty, the ineffable, ultimate, unanalysable, simple Idea, has at least been dismissed 
and with her have departed or will soon depart a flock of equally bogus entities. Poetry and inspiration 
together, still dignify respectable quarters with their presence. 

Most critical remarks state in an abbreviated form that an object causes certain experience, and as s 
rule the form of the statement is such as to suggest that the object has been said to possess certain qualities. 
But often the critic goes further and affirms that effect in his mind is due to special particular features of 
the object.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学批评活动中所采用的语言的特点。 

2．掌握文学批评语言因批评家风格不同所呈现的个性化特征。 

作业： 

1. To talk about the language of criticism. 
知识单元 10：aesthetics and literature（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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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of aesthetics and literature. 
Philosophy is often thought to deal primarily with the most general features or principles of any area 

of inquiry, and thus it may be expected of a philosopher in the field of aesthetics to provide general 
statements or theories about the arts.  

学习目标： 

1．了解文艺美学批评的发源，文学和美学的相互关系。 

2．掌握美学家对文学批评发展的贡献。 

作业： 

1. To tal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aesthetics and literature. 
知识单元 11：aesthetics and literature（Ⅱ）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of aesthetics and literature. 
The justificatory question of why an aesthetician should focus on the single art of literature contains 

in fact at least two questions: why focus on a single art? and why on literature? We can think about them 
at a time. There is, very good reason for the aesthetician to concentrate on a single art form, since the 
questionable unity of the arts and their unquestionable diversity would seem to doom much general 
aesthetic theory either to ignoring or distorting important facts or to all-accomodating emptiness.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学家所进行的文学批评可视为一种批评理论。 

2．掌握文学批评理论化的倾向。 

作业： 

1. To talk about why an aesthetician should focus on the single art of literature？ 
知识单元 12：aesthetics and literature（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of aesthetics and literature. 
Several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s of art have observed the apparent anomaly about literature. They 

note that the art of literature does not seem to fall securely into place in the rough but relatively clear 
classification of the major arts which has been generally recognized by contemporary aestheticians. 
Literature tends to be grouped with the latter, but this assignation is often regarded as problematic, since 
literature differ from music, drama, and dance on some of the very same principles which distinguish 
these arts from the plastic arts in the above classification. 

学习目标： 

1．了解当代美学家对于文学进行的艺术分类。 

2．掌握文学相较于与其他艺术门类的特殊性。 

作业： 

1. To talk about the classification of literature and the plastic art. 
知识单元 13：identity, ontological status,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identity, ontological status,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in literary criticism. 

Though meta-critical discussion of the literary work has traditionally concentrated on the problem of 
evaluation, considerable attention has recently been given to three other problems about the literary work 
of art: the problems of its identity, ontological status, and interpretation. These four problems are 
conceptually very closely related, to some extent even interdependent, and certain answers to or 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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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one inevitably tend to influence positions on the others. 
学习目标： 

1．了解传统文学批评聚焦于评价，但当代文学批评倾向于文学的身份、本体论的地位和阐释。 

2．掌握评价、身份、本体论地位、阐释四个问题相互依存的特点。 

作业： 

1. To talk about why the identity, ontological status,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to literature are 
interdependent. 
知识单元 14：identity, ontological status,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Ⅱ）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dentity and ontological 
status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identity and ontological status surely seem to hold also with respect to 
works of art. Indeed, it may rather be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these two issues. The identity of the work of 
art as basically involving the question of which properties are constitutive or essential to the work and 
determine what the particular work is and distinguish it from other works. The ontological status of the 
work instead raises the question of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he work so identified: what type of object is 
it and under what conditions can it be said to exist or cease to exist.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学批评中“身份”和“本体论地位”的内涵。 

2．掌握“身份”和“本体论地位”二者之间的关系。 

作业： 

1. To tal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dentity and ontological status. 
知识单元 15：What is interpreta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what is interpretation. 
The interpretation here is can be called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and such interpretation is directed at 

the works of both performing and non-performing arts. Literature can, in principle, be performed and 
hence “performatively” interpreted. 

学习目标： 

1．了解何谓文学批评中的阐释。 

2．掌握文学批评中的阐释是批评家对原文本的二次创作。 

作业： 

1. To talk about what is critical interpretation. 
知识单元 16：criticism, art, and scienc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o help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of criticism, art and science.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issues in meta-criticism is whether literary criticism is a science or, 

rather, an art. Indeed several fine critics have vehemently denied the possibility and desirability of a 
science of criticism.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学批评界对于将文学批评界定为一种科学所引发的争议。 

2．掌握将文学批评视为一种科学争议双方的论据。 

作业： 

1. To talk about whether the criticism is a science or an art.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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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文学批评是什么 2  

2 文学批评存在的合理性 2  

3 文学批评理论中的误解 2  

4 什么是批评家（一） 2  

5 什么是批评家（二） 2  

6 文学批评实现的多种方式（一） 2  

7 文学批评实现的多种方式（二） 2  

8 文学批评实现的多种方式（三） 2  

9 文学批评的语言 2  

10 美学和文学（一） 2  

11 美学和文学（二） 2  

12 美学和文学（三） 2  

13 文学批评中的身份、主体地位、阐释和评价（一） 2  

14 文学批评中的身份、主体地位、阐释和评价（二） 2  

15 什么是文学批评的阐释 2  

16 文学批评、艺术和科学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文学概论 外国文学史（上） 

后续课程：外国文学史（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文学批评实现的多种方式、文学批评和美学的关系。 

难点：如何理解文学批评中的身份、主体地位、阐释和评价。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讲授与小组讨论相结合。 

教学手段： 

1.双语教学。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期末考试占 80％。 

5、作业要求： 

每节课结束布置相应思考题。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王先霈、胡亚敏主编《文学批评导引》（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7 月 第二版

（面向 21世纪课程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From Plato to Postcolonialism, by Pelagia Goulimari, Sep, 2014. 
2. 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by Abrams M. H., 1971.  

执笔：盛百卉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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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文化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课程号：4070510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带领学生对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 2、让学

生逐渐掌握中国语言与文化的多样关系；3、学会从中国语言看文化的不同方法、抓住从文化透视

中国语言的不同角度。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能拓宽中国语言的文化视野，了解中国语言的文化功能，领悟语言

的文化精神，学会从中国语言现象解读社会、历史与文化，也能从不同的文化现象思考中国语言的

形成和使用，从而可以让学生掌握不同语境下的语言应用。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也能使学生了解汉

语与中国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完善、相互依存的关系，引导学生对汉语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深入思考

和探索，初步掌握研究方法，希冀可以更好地为以后翻译的进一步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第一章 语言文化概述 

本章教学目的和教学基本要求： 

1、要求学生理解语言和文化的内涵及关系； 

2、要求学生掌握语言、文化和思维的相互影响； 

重点：了解语言与文化、思维的关系。 

难点：了解语言与文化、思维的关系。 

学时分配：6学时 

第一节 语言和文化的内涵 

一、何为语言 

由于研究方法和角度的不同，学者对“语言”的定义多种多样，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有： 

1、语言是符号系统，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语义为意义内容的，音义结合的词汇建筑材料

和语法组织规律的体系。 

2、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进行思维和传递信息的工具。 

3、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4、语言是思想的外壳。 

5、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6、语言本身自成系统，与交际、思维、文化有密切关系。 

总的来说，语言可以从其自身的符号系统来定义，也可以从语言和社会、思维、文化等外在因

素的关联来定义。 

二、何为文化 

“文化”一词的使用非常广泛，不同角度、不同侧重点会形成不同的文化概念。费孝通先生认

为“文化是依赖象征体系和个人的记忆而维护着的社会共同经验”，因此，“每个人的‘当前’，不

但包括他个人‘过去’的投影，而且还是整个民族的‘过去’的投影”。泰勒(Edward Tylor)将文

化定义为是研究“复杂的整体，包括作为社会的一员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

俗以及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李德顺先生则把文化总结为“是指最终凝聚为人的生活样式的东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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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文化都是某一群体的思想、精神、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等经过

长时间的历史沉淀而形成的内在认知，这种认知获得该群体所有成员的一致认可。 

第二节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一、国内外对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 

1、国外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 

语言学家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思考，使语言学研究不止于语言形式，而且也通过语言来研究一

个民族文化的过去和将来。语言之中蕴含着文化，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也得益于语言。正如美国语

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所主张的：“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

在， 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 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Edward 

Sapir，Language）爱尔伍德（Ellwood）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出发，认为语言或者是人类文化中最先

发生的一部分。语言有提高人们协作程度的功效，因而语言实是“心理模式”（mental pattern ）

（即存在心理的活动法式）传播的媒介，也是其他各种文化的媒介。人类之所以会有文化，而其它

动物不能有文化， 其原因除脑力的差异以外，便是语言能力的有无，故语言对于文化的关系极为

重大(Ellwood C ·A·,Cultural Evolution)。欧美的语言学家、文化人类学家们，如洪堡特

（W ·F ·Humboldt）、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等也都有过精彩论述。这些理论昭示了语

言的文化属性或人文性，使当代语言学家反思语言研究游离于社会，游离于人文世界的缺陷。 

国外对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产生了很多较为重要的理论，其中尤以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最为著名。“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核心观点为：不同语言里所包含的文

化概念和分类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会因语言差异

而产生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这就是著名的语言相对论。 

2、我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 

在中国，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理论阐释，虽然未曾如西方般灿烂，但是结合文化研究语言的传

统却是源远流长的。例如西汉扬雄的《方言》对共时方言的调查和记载，反映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文

化差异，如卷四衣着，卷五蚕桑，卷十家禽等。通过卷五所记载的蚕簿用具在不同方言中的名称，

可以略知蚕桑业在南方和北方的分布情况，这为研究汉代文化地理提供了语言上的有力证据。古代

的训诂学发轫于西汉的《尔雅》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在两者收词析字中，保存了大量的文

化信息。如《尔雅·释亲》所记载的亲属关系及其称谓，是了解古代婚姻制度与宗法制度的重要资

料。又如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中概论许慎的著作“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

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 

然而，最初有意识地把中国的语言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却是西方的学者们，例如

法国的葛兰言（M ·Granet）、马伯乐（H ·Maspero）、美国的劳费尔（B ·Laufer），他们在本世

纪初探讨东方名物制度的沿革及中国与中亚西亚古代文明的互相影响关系，留下了多种有关著述。

在 30年代，中国的一些民族语言学家也开始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实地考察研究，罗香林、

刘锡藩、徐松石三人相继发表了重要著作。尤其是徐松石的《泰族壮族粤族考》（中华书局，1936）

和《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1939），其中涉及到不少语言学内容，可惜由于作者不谙语言学，

其所记录的语言材料不甚精确。潘懋鼎 1947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国语源及其文化》（致知书店），

是一部研究词语文化的专著。他通过对语源的考证 ，来研究“中华文化之发轫”、“中外文化之

汇流”。 

此后，我国关于文化和语言的研究成果，最为彰著的当归罗常培《语言与文化》一书（1950，

北京大学出版社）。此书虽然篇章较短，深度稍逊，仍不愧为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作者认

定“这条路子在中国又是新创的方向”；并且期望“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

来。”事实上，作者确实用此书对于“中国语言学的新路已经把路基初步地铺起来了”（罗常培《语

言与文化》）。 

后来我国兴起了多种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讨论，也产生了几个流派，如“双向交叉文化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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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 ”、“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派”和“社会交际文化语言学流派”以及多个学科分支，如文化语

言学、社会语言学、方言语言学等。 

这些研究证明，文化和语言的关系错综复杂，对其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的性质，采用不同的研究

方法就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结论不仅不互相冲突，  而且从不同的方面完善了对语言和文化

关系的研究。   

二、有关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代表性观点 

1、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不可避

免地会反映到语言运用的各个方面。 

从语言自身的构造来看，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但索绪尔（F. de 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

教程》中说：“语言是一种社会制度。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许国璋先生则认为：“语

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它

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事物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

的载体和容器。”总之，语言是一个结构系统。语言是智能主体之间进行知识信息交流和人类进行

思维的工具。语言是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 

2、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 

有不少证据可以证明，文化是会影响语言的结构和内涵。语言的差异，部分是由于文化进展才

开始产生的。另一方面，语言又能反过来影响着文化的发展。故此，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相互影响，

而不是相互制约的。 

○1文化对语言的影响 

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在它的词汇上，当人们遇到需要用语言来描述客观的事物时，

他们就创造出各种名词，详细分辨它的现象。如果认为没有什么价值，就用一个笼统的名词来概括

它。例如印度南部的 Coya族人，他们能分辨很多种竹子的名字，但却没有名词来分别雾、露等等。

因为他们是住在热带丛林里，雾和露对他们的生活 (文化)是没有区别的。 

至如爱斯基摩人就不同了，由于极地的天候对于他的生存──狩猎和行旅影响实在太大了。故

此他们对于「雪」就不仅仅是 "snow"的一个名词，他们却要分别使用「地上的雪」、「正在落下的

雪」、「暴风的云」、「正在堆积的雪」、「冻结的雪」等等诸种的特定名词。 

○2语言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 

在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中，语言学始终是它重要的一个部分。但语言学(linguistics)是一门极

其专业的学科，对业余的人类学工作者，是难以学习的。 

早期人类学者，常将语言视为一种独立学问而与文化无关。他们掌握某一民族的语言，旨在做

田野时的方便。一个人如果能利用本地语言和对方沟通，自然要比经过译员要准确得多。故此，当

年的那种时期对语言的研究，并非一种「语言学的」，而仅仅是一种工具而已。 

其后，随着人类学的发展，才把语言现象看做是文化整体的一部分。法国人类学家 Levi-Strauss

是一个世界知名的语言学家，他把语言的结构，作为一种文化研究的模式。同时他也是一个结构主

义的人类学者。目下语言学研究的领域颇多，例如以语言学研究语言的架构，应用语言学则关心它

的实际应用，此外还有语言学史及语言起源论等。 

总之，语言和文化之所以相互影响制约，是由于语言是人类思维的直接体现，是人类认识世界

的工具。 

课后思考题目： 

1. 请解释一下“语言”这个概念。 

2. 请解释一下“文化”这个概念。 

3.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什么？ 

4. 语言如何影响文化？文化又如何影响语言？ 

拓展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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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apir, Edward.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21. 

2. Sapir, Edward; Irvine, Judith. The psychology of culture: A course of lectures [M].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2. 

3. Sapir, Edward. Sound patterns in language [J]. Language (1): 37–51. 1925. 
4. Sapir, Edward. Grading: a study in semantics [J]. Philosophy of Science (11): 93–116. 1944. 
5. Sapir, Edward; Darnell, Regna; Irvine, Judith T.; Handler, Richar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dward 

Sapir: culture [M].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9.  
6.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7. [德]威廉⋅冯⋅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8. [美]爱德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9.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 

第二章 汉语语音与中国文化 

本章教学目标： 

1、了解汉语语音的特点； 

2、了解中国文化对汉语语音的影响； 

3、了解由汉语语音的特点形成的独特的中国文化现象。 

教学重点：如何从整体上理解汉语语音和中国文化的关联。 

教学难点：汉语语音特点与中国文化特点的关系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汉语语音与中国文化 

在语言中 , 一般都认为语音与文化的关系最浅。但是我们如果把视线从传统的语音的物理属

性、 生理属性移向语音的社会心理属性 , 我们就会发现一系列不同于现今语音学研究的现象。 

不同的语音对不同社区的人们往往具有不同的感受 , 这种感受往往是语音与意义之问的某种

固定或不固定联系造成的 , 是与语音本身具有的与音乐潜在的联系相关的 , 甚至是与语音在词

语中的语用类型有关。例如拟声与谐音现象、连绵词、叠音词及重叠词等，就是和汉文化紧密关联

的语音表现形式。 

 进一步说,外来语音音位或音位组合在语言音系中的去留、某一语音在语言中的扩展的社会背

景，甚至某一语音特点、语音框架在整个语言中的作用, 都应该是广义的文化现象，它们是文化语

音学的边缘对象，与传统语音学的范围有接壤，甚至有部分重合。 

如果根据与主观意识、与狭义文化联系的明显程度来观察，那么语音，甚至作为整体的语言都

可以视为一种隐性文化现象，我们很难从中明确地悟出什么民族意识，但却可以确定它是民族特征

的一部分，具有某种文化属性。 

第二节 汉语语音特点与中国文化 

（一）汉语音义结合的特点 

1．一音多义(语素)是汉语的一大特点 

2．一音多字造成汉语的奇特现象 

（二）汉语方言的形成与特点 

第三节 汉语语音特点与中国文化 

（一）语音特点形成的文学艺术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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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关 

2．借对 

3．幽默的谈笑艺术 

4．歇后语 

（二）汉语语音特点形成的民俗 

1．吉祥语与吉祥物 

2．禁忌语 

（三）语音特点形成的制度—避讳 

课后思考题目： 

1. 汉语语音和文化的关联是什么？ 

2. 请举例说明汉语语音如何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3. 请概述中国不同地区语音和当地文化的关系。 

拓展阅读书目： 

1. 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 [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年。 

2.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 

3. 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4. 刑福义，文化语言学[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5. 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6.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第三章 汉语词汇与中国文化 

本章教学要求： 

1、了解历史上中国的民族观念在汉语词汇中的反映； 

2、民族心理对汉语词汇结构的影响； 

3、汉语词汇中所反映出的中国文化。 

教学重点：如何从整体上理解汉语词汇和中国文化的关联。 

教学难点：民族观念在汉语词汇中的反映方式。 

学时分配：6学时 

第一节 词汇和文化的关联 

语言既然与文化的关系那么密切，那么作为语言中最活跃、最敏感的要素的词汇，必然与文化

更是紧密相连。正如萨丕尔在《语言论》中所说的：“语言的词汇，忠实地反映了它所服务的文化，

从这种意义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 

确实如此，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在它的词汇上，当人们遇到需要用语言来描述客

观的事物时，他们就创造出各种名词，详细分辨它的现象。如果认为没有什么价值，就用一个笼统

的名词来概括它。例如印度南部的 Coya 族人，他们能分辨很多种竹子的名字，但却没有名词来分

别雾、露等等，因为他们是住在热带丛林里，雾和露对他们的生活 （文化）是没有区别的。至如

爱斯基摩人就不同了，由于极地的天候对于他的生存──狩猎和行旅影响实在太大了。故此他们对

于「雪」就不仅仅是“snow”的一个名词，他们却要分别使用「地上的雪」、「正在落下的雪」、「暴

风的云」、「正在堆积的雪」、「冻结的雪」等等诸种的特定名词。 

又如 dragon 一词。龙在汉民族的心目中是神圣的字眼，他曾是帝王的代用词，象征着极高的

权威，也用来比喻俊杰之士，如诸葛亮被称为卧龙，龙是权威、才华、吉祥的象征。但是在法语中

的 dragon 受希腊神话的影响，却是背生双翅，喷吐火焰，吞食生灵的凶残怪物。因此，由于文化

经验的差异，所以 dragon 一词引起不同的意义，这个例子证实了，语言的使用带有浓浓的文化色

彩。语言不仅用来表达表征相似世界知识的事实、思想或事件，还反映人们的观念、信仰和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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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也表示不同的民族文化是由先前的语言所留下的色彩。不同地方对事物的认定，然后用语言

表达出来这就造就了不同地方对同一个词而有不同的解释。这证明了语言与文化的相互依赖，文化

首先反映在了语言的词汇上。 

第二节  汉语词汇和中国的一般文化 

基于语言的词汇系统及其构成成分和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我们也应当结合汉民族传统文化和

文化史来深入研究汉语词汇，尤其是其中的文化词汇。一种语言的文化词汇体系是指这种民族文化

会在其中有直接或间接反映的词汇。如汉语中龙、凤一类词汇，载有明确的文化信息；象汉语中颜

色词、数目词等，隐含着深层的民族文化的含义。这种文化词汇的研究应是当前汉语词汇学研究的

一项重要课题。这其中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研究词汇与民族文化的各种关系，研究民族文化对词汇的各种影响，包括词汇的生成、

结构组合关系、构词特点等。 

第二，研究汉语文化词语的语义内涵，或词语的文化涵义，包括文化词语的象征义、感情义、

地域义、比喻义等。总之，是研究词汇的各种层次的文化义。 

第三节  汉语词汇所投射出的中国文化 

（一）汉语词汇与社会发展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中。某些社会变化已经发生过了，某些现象

或者早已消失了，甚至也没什么实物保留了，但这些事物及其变化或多或少地保留在语言中。从对

语言的词汇的分析和探究中，我们可以推断或还原已经消失的某些社会变动。例如通过考察《诗经》

等先秦文献，利用反映上古语言词汇的《尔雅》和《说文解字》，可以了解到，上古对畜牧业是相

当重视的。《诗经·鲁颂》的一些诗中提到的马的名称有十几种，全是根据马的颜色定名的。《尔雅·释

畜》中，“六畜”的名称已相当丰富。它们各有许多专名，其中马的各种专名 51个，牛的各种专名

18个，猪的专名 13个，羊的专名 11个，犬的专名 10个，鸡的专名 6个，共计 109个。可见当时

人们主要役养六畜，而其中，尤以马、羊、猪为多，它们在人们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二）汉语借词与中国文化 

汉语借词也可以反映中国的文化。汉语中的借词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因为汉族自古以来就

不断地与其他民族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随着中外民族文化交流的开展、汉语中

不断涌现各种外来借词。如西汉时期，随着汉朝与匈奴及西域各国频繁的往来，汉语中出现了不少

来自匈奴及西域的借词。 

（三）汉语词汇构词特点与中国文化 

汉语词汇的复音化也有文化的原因，从文化的角度看，汉民族崇尚对称和谐，汉语构词用词喜

欢成双成对的格式。汉语词汇由单音节向双音节的发展，本身就是它发展的趋势。 

（四）汉语词语表达的伦理观念 

1．尊卑观念在词汇中反映 

2．以血统定亲疏观念在词汇中反映  

3．官本位观念在词汇中的反映 

（五）中国历史、文学在词汇中的反映 

（六）宗教在词汇中的反映 

1．来源于道教的 

2．来源于佛教的 

（七）词汇中反映的龙凤文化 

1．龙文化 

2．凤文化 

（八）词汇中反映的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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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汉语词义引申中的文化心理 

课后思考题目： 

1. 汉语词汇和文化的关联是什么？ 

2. 请介绍一下中国文化在词汇上的体现。 

3. 请举例说明汉语词汇对文化的具体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 曹志耘，语言差异与文化心理[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 

3. 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4. 刑福义，文化语言学[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第四章 汉语语法与中国文化 

本章教学要求： 

1、了解中国文化对汉语语法的影响和制约； 

2、了解汉语语法特点对中国文化的反作用。 

教学重点：汉语语法和中国文化的关联。 

教学难点：汉语语法特点所反映的中国文化。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文化对语法的影响和制约 

（一）人类共同的文化形成共同的语法 

（二）文化的差异造成语法的差异 

第二节 汉语语法的特点 

（一）汉语语法意合的特点 

关于汉语语法的特点，早在汉语语法学创立的初期就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马建忠在中国语法

学的第一部著作《马氏文通》中就曾写到：“助字者,华文所独，所以济夫动字不变之变”，“中国文

字无变化,乃以介字济其穷”，明显已注意到汉语动词、名词、代词不象拉丁语那样富有变化；而且

书中还注意到了汉语主语的省略现象。后来，黎锦熙先生又指出，汉语是各词孤立的分析语，缺少

同形变化，靠词的排列来表达意思，并由此建立了“句本位”体系。在此基础上，高名凯先生又进

一步指出。语言“在词序的安排和利用虚词方而比印欧语言丰富得多”。王力先生也认为，汉语语

法方而最大的特点有两个：①词序固定，②虚词的应用；同时还提出汉语语法结构有“意合”特点，

认为“就句子的结构而论，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法治的不管主语用得着用不着，

总要呆板地求句子形式的一律；人治的用得着就用，用不着就不用；只要能使对话人听得懂说话人

的意思就算了。”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吕叔湘先生又注意了汉语虚词使用中的省略现象，认为汉语

语法“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不搞形式主义”；与此同时，朱德熙先生又进一

步指出，正是由于汉语词类没有这种形式的标记，才造成了汉语词类多功能的现象和词组、句子构

造上的一致性。 

透过前人关于汉语语法特点的诸多精细论述，我们不难看出，所谓现代汉语语法的特点,实际

上完全可以概括归纳为基本的两条：一是意合性，二是灵活性。这实际上都是和汉民族的文化特点

有关。汉语语法作为思维的成果和工具，在反映汉民族思维成果时，必然反映了汉民族文化的深层

心态特征，这种汉民族文化的深层心态特征积淀在语言上，便形成了汉语语法的特点。 

（二）汉语词类的文化特征 

汉语词类没有形态变化，因此其功能、搭配、句法成分的位置变得非常灵活和自由。这其实受

到汉民族“天人合一”朴素观念的影响，思维上比较依赖直觉、模糊和悟性，具体来说就是从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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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感知对象，不求有形，但凭心意。 

（三）汉语句式的文化特征 

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语法的形成受到文化的影响。语法规则的形成和发展必须要经历相当长

的时间，语法的变化相对较缓慢，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文化对语法特点的具体影响，是一种特征

性影响和类型性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在不同语言的语法异同和文化特征与类型的内在联系方面。”

(萧国政 2005: 75) 

汉语缺乏形态，因而句子在结构关系和语义表达上就更为灵活。通常汉语句子较注重联想，以

达意为止，不尚形式完整，重视意向组合，汉语中很多句子都要通过意合去领悟。在形式上，汉语

表现为句子有不少省略句、跳跃式结构、不完整句，句类也不太稳定，多活用兼类。 

（四）汉语词序的语法作用 

（五）汉语虚词的语法作用 

课后思考题目： 

1. 汉语语法的特点是什么？ 

2. 汉语语法和文化的关联是什么？ 

3. 请举例说明中国文化如何影响汉语的语法。 

拓展阅读书目： 

1. 曹志耘，语言差异与文化心理[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 陈保亚，语言文化论[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 

3. 萧国政，汉语语法的事实发掘与理论探索[M]。 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年。 

4. 刑福义，文化语言学[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5. 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第五章  汉语篇章与中国文化 

本章教学要求： 

1、了解中国文化对汉语语篇的影响和制约； 

2、了解汉语语篇特点对中国文化的反作用。 

教学重点：汉语语篇和中国文化的关联。 

教学难点：汉语语篇特点所反映的中国文化。 

学时分配：6学时 

第一节  汉语篇章的文化特征 

20世纪 50年代末，人们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语言时发现，语言的主要特征在交际

过程中显现出某种整体性，即不同的语境往往决定语言的篇章表述方式，不同的社会阶层影响语言

的表述方式、特征的形成。 

西方篇章语言学起源于修辞学、文体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传统，始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西方

修辞学研究，其不变的主旨是：结合语境取得语言表达的最佳效果。这一特征决定了其必然会为西

方篇章语言学兴起与发展提供基本的学术基因。西方文体学研究传统的核心是：重视结合特定篇章

的使用环境，区别不同文体的语言表述特征，而这正是其与篇章语言学研究兴起的契合点。1923

年，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指出，语言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与人类文化现象可以通过“空位填充”

的做法加以研究的情形相类似，用于相同话题表达的各句子可以前后句为背景使位于中间的某个缺

省的句子通过“空位填充”的方式得以找回；J.R.费斯在 20世纪 50年代指出，话语片断不能脱离

其所依存的语境，应结合特定的上下文加以理解。这些观点客观上促进了篇章问题的研究。 

20世纪 50年代末，人们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语言时发现，语言的主要特征在交际

过程中显现出某种整体性，即不同的语境往往决定语言的篇章表述方式，不同的社会阶层影响语言

的表述方式、特征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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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篇章注重意合，前后形式的衔接不是很密切。 

第二节  汉语篇章中的文化 

（一）汉语诗歌反映了汉语语法特点 

(1)韵律与节律  

(2)形式与内容 

(3)汉语诗歌与古今音、方音 

（二）汉语的特殊诗体分析 

(1)眩人心目的杂体诗  

(2)回文诗与汉话语法 

课后思考题目： 

1. 汉语篇章的特点是什么？ 

2. 汉语篇章和文化的关联是什么？ 

3. 请举例说明中国文化如何影响汉语的篇章。 

4. 请通过实例分析汉语篇章中体现的文化。 

拓展阅读书目： 

1. 曹志耘，语言差异与文化心理[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 陈保亚，语言文化论[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 

3. 陈嘉映，语言哲学[M]。北京：北大出版社，2003年。 

4. 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 [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年。 

5. 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年。 

6.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 

7. 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8. 刑福义，文化语言学[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第六章 言语交际与中国文化 

本章教学目标： 

1、要求学生理解言语交际和文化的关系； 

2、要求学生理解中国文化和言语交际的影响； 

3、要求学生理解跨文化言语交际的语言运用。 

教学重点：1、中国文化和言语交际的影响； 

          2、跨文化言语交际的语言运用。 

教学难点：1、中国文化和言语交际的影响； 

          2、跨文化言语交际的语言运用。 

学时分配：6学时 

第一节 言语交际与文化 

从理论上看言语交际与文化既有密切关联。 

1、文化：狭义的文化指社会意识形态，可指教育、哲学、文学、艺术等精神财富；广义的文

化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可指人们的整个生活方式。 

2、语言与言语的区别，语言是社会的公共符号系统，是生活的资本；言语是人类具体的言说

活动，是生活的实践；语言是言语交际的一种工具，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受文化的影响，从而影

响言语交际。 

3、言语交际过程是一个包括说话者的言语编码和听话者的言语译码的双向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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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含着动机定位、语境识别、符号设计、行为调整、心理调适各个阶段，然而在每一个阶段中，无

论是说话者还是听话者都深受其相应的文化背景的影响。故文化背景对于言语交际是何等的重要。 

第二节  中国文化对言语交际的影响 

一、中国汉民族文化对言语交际的影响 

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综合特征，不同的民族由于生活条件的差异必然会创造出

各自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民族习俗，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人有不同的心理和思维方

式。在交际过程中，由于一种文化不同于另一种文化时，可能会产生某些意想不到的碰撞、摩擦、

甚至于冲突。 

比如《文汇报》1983 年第 7 期：当年李鸿章出访美国，一次他宴请当地官员，席上照例说了

几句客套话：“今天蒙各位光临，非常荣幸。我们略备粗馔，没有什么可口的东西，聊表寸心，不

成敬意，请大家包涵……”第二天报纸照译为英文登出来。饭馆老板看了大为恼火，认为李鸿章是

对他的饭馆的污蔑，除非他能具体提出菜肴怎么粗，怎么不可口，否则就是损害他店家的名誉。他

提出控告，要求李鸿章赔礼道歉。 

在例子中，由于中西方民族文化的差异，李鸿章的客套话在中国人听起来，没有什么问题，这

是符合中国待客讲究礼貌谦虚的民族传统的，同时也是在这样的中国文化背景下才促使李鸿章在宴

请当地官员时尽管准备了丰盛的佳肴，但仍要谦虚一番。但由于中美文化差异，在美国人听来却不

是这么回事了，由此而引发了这场风波，交际的失败。 

二、地域文化对言语交际的影响 

地域文化是指在同一民族内因居住的地域不同而产生的不同文化。在不同的地域中、不同的地

理环境以及不同的文化的影响下，又会形成不同的风土人情，从而影响言语交际。 

比如《红楼梦》中：黛玉听了，笑道：“你们听听，这是吃了他一点子茶叶，就使唤起人来了。”

凤姐笑道：“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儿？”众人都大笑起来。黛玉涨红了

脸，回过头去，一声儿不言语。宝钗笑道：“二嫂子的诙谐真是好的。”黛玉道：“什么诙谐！不过

是贫嘴贱舌的讨人厌罢了！”说着又啐了一口。凤姐笑道：“你给我们家做了媳妇，还亏负你么？”

指着宝玉道：“你瞧瞧人物儿配不上？门第儿配不上？根基儿家私儿配不上？那一点儿玷辱了你？”

黛玉起身便走。（《红楼梦》第二十五回） 

在南方广种茶树，民间普遍有喝茶的习惯，种茶树时必须用种子种植，不能用幼苗移植，它象

征理想中的男女婚姻的一次性的坚定不移的性质，于是人们就用“吃茶”来指女子受聘。在例子中，

凤姐以送茶为借口开黛玉的玩笑，当时所在的人都知道这一地方习俗，所以在这种地域文化背景下，

这次的交际是成功的。 

三、职业对言语交际的影响 

职业相对于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的概念较小，但却仍不能小觑它。不同的职业有其不同的特定

文化，它会影响人的语言、行为、穿着乃至思维方式。 

比如在电影《非诚勿扰》中，葛优扮演的秦奋与胡可扮演的股票女相亲过程中的一段经典台词： 

秦奋：抱歉啊，我约了两个人见面，这么效率高点，别介意啊。 

胡可：没关系，我的工作就是炒股。最近熊市没什么事做，偷闲给自己物色个老公。等牛市一

来，不就没时间了吗？你炒股吗？ 

秦奋：不炒，不懂。 

胡可：其实啊，我觉得这征婚，跟炒股票是一个道理，你可以同时看好几只股票，最后到底买

哪只，就要看它的表现，冷静地分析了。比如说长相啊、身材啊，比如说性格、受教育程度啊，比

如说经济条件、家庭背景，再比如说…… 

秦奋：那我应该算一只业绩怎样的股票呢？ 

胡可：从年龄长相上看，应该属于跌破发行价的那种吧。 

秦奋：要是没人看得上，就有摘牌的危险了，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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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那也不见得。没经验的人都喜欢追高，可追高的风险大啊，很容易就把自己套进去了。

有经验的啊，就会低价抄底。像你这种业绩不好的，一般人不敢碰，无人问津，所以呀，安全性比

较好。都已经跌成这样了，还能怎跌呀？ 

秦奋：那像我这种低价抄底收进来的，你是准备长期持有呢，还是短线玩玩？ 

在例子中，股票女用她炒股的那套对相亲及秦奋做了一整套的分析，生动地体现了职业对人的

影响，而在她与秦奋的对白中也包含了大量的股票用语，在他两人对股市都有了解的情况下才能将

双方的意思理解并作出相应的回复，在这里的交际也是成功的。 

当然以上所举的因素只是文化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已，然而就是这一小部分对交际的影响已十分

巨大了，所以对于文化背景对言语交际的衬托作用是无可估量的。 

第三节 跨文化言语交际 

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日益频繁的跨文化性质的贸易、外交以及交往造成了社会的混杂。

处于这样一种社会中, 研究跨文化言语交际的实用意义显得尤为重要。研究跨文化言语交际不但可

以了解语言运用的实际状况, 而且也可以了解语义的处理过程, 即语言怎样达意。 

但跨文化言语交际过程中容易犯语法错误和语用错误。 

一、跨文化言语交际中的语法错误 

跨文化言语交际中的语法错误是指说话人使用语言时未能遵循语法规则。语法错误的形成和语

法迁移等因素有关。 

二、跨文化言语交际中的语用错误 

跨文化言语交际中的语用错误是指听话人不能正确理解说话人的意思。语用错误往往会导致言

语交际的失败。 

跨文化言语交际中造成语用失误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交际双方, 即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主

体。交际的主体有着各自的民族性格、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等, 在交际过程中产生不同文化间的碰

撞、冲突也是自然的。 

不同的文化会影响跨文化交际中的交际双方，双方往往会在言语交际的方式、内容等方面产生

语用错误。例如英语日常交际中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个词是 please，汉语中这个词也很常用。虽

然 p lease 在两种语言中语义相同，但其使用功能有所不同, 稍不留心就容易犯错。一般来讲，

please 在英语里用于请求(request) 言语行为时能缓和言语请求, 是礼貌指示语, 是发话人有能

力并愿意为听话人带来实惠而实施的言语行为；用于提议(offer)言语行为时 p lease 是发话人表

示真诚的指示语。比如，在一次中外教师教学研讨会上，在介绍完发言人的情况后，主持人邀请发

言人讲话。他说：Mr. Johnson, please begin your talk. 这样说就不符合英语的说话习惯。既

然 Mr. Johnson已经接受了邀请、准备好发言，再请求他发言就是不恰当的。虽然“请”在汉语里

表示礼貌, 但发话人的意图与目的语里的语用效果不符。 

第四节 基于文化的言语交际思考 

既然我们已经肯定了文化背景对言语交际的衬托作用了，为了改善人们的言语交际行为，从而

促进人们之间的文化交流，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承认他者的自足性即尊重每一个人的独特性，把他当做和自己一样的人来对待，清楚各种

利益和计算，建立一种平等、和平的关系。 

2、承认文化的相对性，在交际中不追求一致，不诉求心灵的对白，不诉求言必有果，最重要

的是要给每一个人独立的空间。 

3、避免个人主义，不要以自我为中心，也不要强调个人语言的绝对性。 

4、不要有语言歧视，特别是对文化的歧视，也不要有过度的民族优越感，要尊重不同类型的

文化。 

5、学习者要通过深入体验其文化，能够做到从对方立场出发来感受其文化，从而达到移情境地。 



5802 

课后思考题目： 

1. 汉语言语交际和文化的关联是什么？ 

2. 请通过实例分析不同地区言语交际所体现的文化特点。 

3. 请通过实例分析跨言语交际中的文化特点。 

拓展阅读书目： 

1. 曹志耘，语言差异与文化心理[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2. 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 [M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年。 

3. 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年。 

4. 胡壮麟，语篇语用学札记[J]。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 

5. 李映，试论英语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的层次性【J】。外语界，2002(6)。 

6. 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7. 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8. 萧国政，汉语语法的事实发掘与理论探索[M]。 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年。 

9. 刑福义，文化语言学[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10. 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11.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语言与文化概述（一） 3  

2 语言与文化概述（二） 3  

3 汉语语音与中国文化 3  

4 汉语词汇与中国文化（一） 3  

5 汉语词汇与中国文化（二） 3  

6 汉语语法与中国文化 3  

7 汉语篇章与中国文化（一） 3  

8 汉语篇章与中国文化（二） 3  

9 言语交际与中国文化（一） 3  

10 言语交际与中国文化（二） 3  

11 课程考核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 

后续课程：语用学概论、法律语言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语言、文化以及思维的相互影响。 

难点：从语言中发现语言和文化的关联、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影响。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1.课堂讲授； 

2.案例教学； 

3.讨论法。 

教学手段：1.多媒体； 

2.网络。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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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方法：考查，撰写小型课程论文。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40％，期末课程论文占 60%。平时成绩的考核内容包括：学生出勤、课

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准备相关教学资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推荐参考书 

1. 邢福义.文化语言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2.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3.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 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执笔：崔玉珍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6日 

 

中华文明通论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ivilization 

课程号： 1260000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向学识真，闻道求实，博雅文明，心仪君子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导 论：文明、文明观、文明的历史和未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文明观、文明史、文明 

2． 启蒙话语下的“中华文明”及其反思 

3． 中华文明的历史和未来 

学习目标： 

作为通识核心课程，除了介绍中华文明的元素和特质之外，还需要关注不同文明观对文明解读

的影响，启发学生思考如何看待文明问题的方法和路径。本章通过三个概念、两个问题，引导学生

了解课程设置的目的和听课方法。 

作业： 

1．什么是文明？ 

2．略述文明观与文明史的关系。 

3．如何理解近代以来“中国有没有哲学（宗教、民主…）”等问题的出现？  

4．略述中华文明的特点。 

5. 如何理解文明评价中的中西、古今、传统与现代之辩？ 

知识单元 2：典章制度与中华文明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 政治文明：制度架构及其流变 

家国同构：封建与宗法；君主专制：秦以后国家权力的横向配置；中央集权：秦以后国家权力

的纵向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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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古代法律的理念与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秩序与法律；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律典：理念、制度及其实施；秩序衰败周期与

法律改革 

3. 中国古代的权法关系 

中国古代三种权力关系及其与法律的变量；权、法关系演变的三个时期及其特点；中国古代处

理权法关系的启示 

学习目标： 

典章制度是中华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代皆十分重视典章制度的建设，并留下了内

容丰富、行之有效的政府行为规范和操作方式。本章从政治架构、选官制度、中华法制、权法关系

等方面阐释典章制度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使学生了解和明白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的基本内容、主要特

点及其变迁。 

    作业： 

1．皇权与相权斗争的实质是什么？ 

2．简述封建中央集权的特点。 

3．论述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沿革及特点。 

4．清朝军机处的职权是什么？ 

5.科举制度的好处及弊端各有哪些？ 

6.论述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内容。 

知识单元 3：经济与中华文明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 土地制度与中华文明 

先秦时期土地制度；秦汉土地制度；隋唐土地制度；两宋时期土地制度；明清时期土地制度。 

2. 灾荒与中华文明 

严重的自然灾害与政治社会生活的关系；中国历代的救灾经验；中国历代的救灾模式 

3. 人口问题与中华文明 

中国古代人口发展特点；人口发展的主要因素；古代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学习目标： 

从土地制度、生态发展、人口问题等层面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学会以史为鉴，能够用

历史的眼光分析当今社会生态文明、人口现代化、三农问题等的特点和重要性。 

作业： 

1．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特点是什么？ 

2．略述自然灾害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关系。 

3．中国古代影响人口发展的因素各有哪些？  

4．谈谈中国历代救灾模式。 

5.论述中国古代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知识单元 4：社会生活与中华文明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衣冠之治与中国社会变迁 

传统社会中衣服的功能；衣冠之治；衣冠之治的解体 

2. 婚姻家庭与中华文明 

婚姻的定义及形式；婚姻的选择与解除；家庭类型与孝道伦理；家庭的教与养。 

3. 历法与中华文明 

时间以及时间的计量单位；阴历、阳历和阴阳合历；二十四节气与中国传统节日；历法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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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 

学习目标： 

了解中国历史上服饰、婚姻家庭、历法等的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明确和感受衣食住行用等社

会生活发展的历史所具有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等级序列三位一体化的功能。 

作业： 

1. 中国古代社会“衣冠之治”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 近代社会“衣冠之治”的解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3. 传统中国婚姻确立的标准是什么？ 

4. 解释传统中国家庭的教养模式。 

5. 阐释中国古代历法与政治的关系。 

6. 解释二十四节气的内容及确立原因。 

知识单元 5：文化信仰与中华文明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儒家与礼乐文化 

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孔子的精神气质；孔子的思想：儒家倡导的礼乐文化精神 

2.中国文人隐逸生活的实质及表现 

出处进退一以贯之：隐逸的实质；三教合流，隐于日用：隐逸的表现；内外交养，下学上达：

自在的生活 

3.道教与中华文明 

道教哲学的形成；道教在中华文化自身范围内的调整；道教对佛教文化挑战的回应 

学习目标： 

从儒家与礼乐文化、隐逸文化等几个层面阐释传统中国的文化信仰及其表现，了解并学会区分

传统文化的精髓和糟粕。  

作业： 

1. 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贡献主要有哪些？ 

2. 中国文人的表现方式有哪些？ 

3.儒家倡导的礼乐文化精神的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6：革故鼎新中的中华文明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全球化挑战与中华文明复兴 

当东方遭遇西方；全球化的挑战；中华文明的复兴 

2. 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未来 

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和大致脉络；中华文明的反思；中华文明前景展望 

学习目标： 

从横向和纵向的角度了解中华文明发展的整体脉络、基本精神及曲折发展的历程，反思中华文

明的得与失，学会科学地探寻和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明的未来走向。  

作业： 

1. 中华文明应该如何面对全球化的挑战？ 

2. 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是什么？ 

3.论述中华文明的未来发展走向。  

知识单元 7：余  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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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历史地反思中华文明曾经的辉煌和近代以来的失落，如何完整地理解中

华文明的历史和特征，担当起承续中华文明和再造辉煌的历史使命，如何在新的全球化、国际化、

网络化的世界格局中进行整体文明设计和建设。 

学习目标： 

对中华文明的整体性思维和文化架构进行总结和反思，说明当代文明的建设任务，不仅仅是技

术发展、经济变迁、制度改革，而是面向全球化、国际化、网络化以后的整体文明设计。  

作业： 

1. 如何理解旁观者和参与者身份对文明反思和建设的影响？ 

2.如何理解当代民族复兴和中华文明未来的关系？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 论：文明、文明观、文明的历史和未来 3  

2 政治文明：制度架构及其流变 3  

3 中国古代法律的理念与制度 3  

4 中国古代的权法关系 3  

5 土地制度与中华文明 3  

6 灾荒与中华文明 3  

7 人口问题与中华文明 3  

8 衣冠之治与中国社会变迁 3  

9 婚姻家庭与中华文明 3  

10 历法与中华文明 3  

11 儒家与礼乐文化 3  

12 中国文人隐逸生活的实质及表现 3  

13 道教与中华文明 3  

14 全球化挑战与中华文明复兴 3  

15 现代化与中华文明的未来 3  

16 余论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本课程力图以最新的学术成果为基础，通过整体架构和专题讲授配合、课堂和讲座协作

的方式，叙述中华文明的基本面貌及其成因，揭示中华文明“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生

生不已”的基本特点，彰显中华文明的发展持续性、文化整体性、文明包容性，帮助学生理解中华

文明建设的当代使命、实现“向学识真，闻道求实，博雅文明，心仪君子”的课程目标。 

难点：1.运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来讲授课程内容。 

2. 主讲教师多，力求做到形散神不散。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使用多媒体。 

教学手段： 

1．班级讨论。 

2.读书指导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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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供创意作品或读书笔记一篇作为平时成绩，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

勤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已经自主编写教材，定期进行修订。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俞学明、赵晓华主编《中华文明讲演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剑桥中国史》11卷，中国社科出版社 

3．马勇：《世界文明通论·中华文明·中国文明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4．左玉河：《 世界文明通论·中华文明·中国近代文明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5．姜义华:《中华文明的根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6．刘东：《中华文明读本》，译林出版社，2009。 

7．费孝通：《乡土中国》，商务印书馆，2011年。 

8．葛健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三联书店，1994年。 

9.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10.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 2012年版。 

11．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 2003年版。 

12. 林乾：《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13. 薛君度、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  

14. 陈顾远：《中国古代婚姻史》，商务印书馆，1925年。 

16. 冯时：《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中国社科出版社 2009年版。 

17. 左玉河：《 世界文明通论•中华文明•中国近代文明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0年版。 

执笔：俞学明 赵晓华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6日 

       

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 

课程号：5070202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主干课程。 

本课程教学的三大目标是：理性精神、认知和创造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具体表现为：1、

让学生掌握批判性思维的原理和方法；2、让学生运用批判性思维的技能独立思考并形成有充分理

由支持的判断；3、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习性：寻求解决问题的替代性方案并对它们持公正开放

的态度；认真考虑不同的观点；力求全面获取信息；基于证据谨慎断言；反思自己的基本信念。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教、学、练的有效结合，让学生掌握批判性思维的原理和方法，掌握阐

释、分析、推理、评估、解说、自律等 6类技能并综合运用，让学生在习练技能的同时养成理性的

品格：诚实面对个人偏见和认知局限、不倦搜寻有关全面信息、愿意依据合理标准重新思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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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言。在价值和实践推理中,尤其是重要决策时，懂得如何合理权衡。为学生的专业知识学习提供

基本的通用的学术训练。培养学生质疑、反省、开放、重建的思维习惯；并力争让学生输出的思维

产品能够具备清晰性、可靠性、一致性、相关性、正当性、预见性、具有广度和深度；让学生形成

好奇、探究、对话、校准等良好的思维气质。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批判性思维概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批判性思维定义 

批判性思维是合理的、反思性的思维，其目的在于决定我们的信念和行动。（R.恩尼斯）  。 

2、批判性思维的特征和能力：  

求真、公正：对信息、观念力求辨伪求真。 

理性态度：观念和行动必须建立在合适的证据、推理上。 

具体思考：要求具体的证据，在具体环境中分析论证。 

深入思考：挖掘论证下面的深层假设。 

广阔思考：通过不同的、替代的选择来论证。 

反思性：思考的思考──关于自己的思考的思考。 

建设性：“批判”──分析和判断; 寻求新知。    

3、批判性思维不等于对论证的逻辑分析 

自我反思、实践的理性精神 

开放、发展要求“真理”是有时态的  

考察证据、理由的可接受性 

考察证据、观念和推理的背景情境 

考察隐含前提 

考察判别评估的标准、方法 

 辩证理性：多论证的竞争 

要求通过创造替代的更好的论证 

全面综合合理权衡的思考和决策 

4、为什么要训练批判性思维 

（1）、冲破盲从 

批判性思维考查和破除产生盲从的四大来源： 

- 理由的虚假性     - 推理的无关性 

- 隐含的假设性     - 论证的单一性 

（2）独立思考 

“独立思考”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不在于受到什么影响而在于是否意识到了影响和局限。

在分析和比较不同的观点的基础上来达到自己的判断。  分析理由和结论之间的具体联系。                                    

（3）学术精神和传统 

反对固守成规 、脱离实际、空洞 、无关 、模糊不清 、包罗万象、单调、雷同、肤浅而又故

弄玄虚的学风  。学术来自于怀疑和细致、具体、实际和全面的探讨。 

（4）认知能力和知识增长  

批判性思维是认知能力的核心部份。只有批判性的学习和探索才能创造知识。知识是质疑、分

析、推理、评估和检验后的结果。  

（5）决策和行动的合理化 

批判性思维是合理决策和行动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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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批判性思维：科学和学术研究的道路 

   我们应该怎样做学术研究？了解和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立足在历史和情境中看待问题。

在不同观点的交流、辩论、合作的环境中激发思考。了解各方理论，在争论点上发展自己的立场和

论证。重视实证，理论和实证双行，防止空洞的理论和无关的实例研究。力求清晰和细致，尽量采

用有帮助的量化方法。善用揭露不合理的隐含前提和以想象推理寻找反例的两大利器。 

提出自己的解释假说，通过修正和综合来完善它。     

5、如何成为一个批判性思维者？ 

态度、技巧和实践的结合。态度：批判性思维首先是一种精神气质  

愿意探索真理,相信真理是客观,相对,发展的。承认一个事实有不同侧面和解释, 公正对待不

同观点。反思自我的偏见和错误. 

理性: 喜欢分析和探询, 要求理由和论证. 

技巧：学习批判性思维的原则和方法。 

实践：主动参与和实践决定学习的成效 。   

学习目标： 

1．了解什么是批判性思维，如何发展我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认识思维观念和思考态度对思

维训练的重要性，知道有哪些好的思维品质和思维习惯；知悉批判性思维技能的训练方案。 

2．掌握批判性思维的 8大理智标准。掌握批判性思维的“任务清单”和“思维路线图”。掌握

展开批判性思维的两大提纲性问题。 

作业： 

1、阅读 教材第二章 特别是： 第二、第三节  提出问题、作出评论  

2、为写作准备：自行分组并讨论选择议题 

知识单元 2：批判性阅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批判性阅读？ 

批判性阅读是创新的前提： 能学到知识是怎么产生的 、 能举一反三 、 能在主动思考并有

所发展的阅读方法。  

 “理解”是回答为什么: 就是发现作者的论证和解释－他为什么这样说? 

理解、澄清、

分析 

构造、推理、

评价 

构造、评价、

判断 
  假

说 3 
  假

说 2

解决问题：批判性思维模式 

背景 
知识 

经验 

观察 
信息 

问

  假

证伪

排除 

证伪

排除 

最佳

解释 

优

先

   

优

先

优

先

1

执

 解

 解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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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解才可能对“认识”展开判断 

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知道一个信念的真假。 

有理解才可能发展“认识” 

才能举一反三, 才能发现问题, 才能有效的变通和探索    

2、批判性阅读的目的、阶段和方法 

阶段 1 :  理解地阅读        

目的: 理解 

立场: 和作者对话 

任务: 寻找论证  

阶段 2 :  批判地阅读 

目的: 评判(发展) 

立场: 自主思考 

任务: 拷问论证 

方法:  通读，精读，笔记，概括，发问   

理解原意:和作者对话,发掘论证 

了解作者、出版和背景信息 

考虑写作的目的 

明确文章主题和主要论点 

确定关键概念的清晰性 

笔记：标出关键概念,证据,结论,评论,疑问， 

概括               

自主思考:拷问论证,批判发挥 

评价文章论证优缺点──说服了你？为什么？ 

思考自己的立场、证据和推理──自主的思考和探索 

评论问题的一些例子： 

为什么这样说？ 

例子呢？ 

这个情况有例外吗？ 

这个原则在另一个情况下如何，比如…？ 

这个词定义是什么？ 

真的吗，是否因人和情况而异？ 

怎么知道这一点？ 

这个理由真能得出这个结论吗？   

3、案例分析 

阅读指定文献并展开训练 

4、论证的识别与重构 

论证的标准化表达是将论证按照直接、简明的陈述以从前提到结论的顺序排列出来 ，标准化

是为了清楚表达论证结构。 

标准化是理解和翻译论证的过程。 

标准化包括抽取、改写、补充、取舍的过程──重构论证. 。  

重构论证时要遵循忠实原意和宽容原则： 

重构论证是表达作者在文章中表达出来的意思, 不要加上原文并不隐含的成份，更不要加上作

者不能接受的成份。在原意不清楚的情况下，要将论证重构成最为合理的形式。  

基本的论证结构 

（1） 单前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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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多前提结构 

（3）链式结构 

5、图尔敏的论证模型 

图尔敏指出，一个好论证，典型地由这６个部分组成: 

  数据 (Data) : 用来论证的事实证据、理由。 
    断言 (Claim) : 要被证明的陈述、主题、观点。 
    保证 (Warrant) : 用来连接证据和结论之间的普遍性原则、假设的陈述。 
    支撑 (Backing): 用来支持保证（大前提）的陈述、理由。 
    辩驳 (Rebuttals) : 对已知反例、例外的考虑和反驳. 
    限定 (Qualifiers) ：对结论的范围和强度进行限定，常来自对反驳的考虑 
    图尔敏模型特点和优点 

把起不同作用的理由以不同的位置表示出来，  比如保证是起着证据和结论之间的联接作用；

明确了“保证”自己也需要证明： 当保证没有明确说出来时，图尔明模型促使你去寻找这个部分

和对它的支撑，也就是   寻找隐含假设，这样帮助你一步步地深入和扩大搜索；突出了“辩驳”

和“限定”的成份和作用：这是在前面讨论的模式中没有提及的，好的论是辨证的：包括对反例的

考虑，和对结论的程度的斟酌；图尔敏模型更能表述实际的好的论证模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图尔敏模型对分析、评价和构造全面论证有指南意义 。   

学习目标： 

1、让学生了解批判性阅读的目的、步骤和方法。明白“理解”的真正含义。通过文献的解读，

训练学生理解地阅读、评判发展地阅读。 

2、通过训练让学生掌握综合运用批判性思维技术和方法的能力。掌握批判性阅读的步骤，熟

练运用分析刻画论证结构的方法，特别是图尔敏模型。提高学生对语段、语篇、及理论书籍的阅读

理解能力，并为进一步撰写论证性文章奠定基础。。 

作业： 

1、阅读 教材第三章 (1). 3.1.1-3.1.3 提出问题、作出评论 

                     (2). 3.2.2－3.2.7，做练习 6.(1),6.(2) 

2、阅读教材 第四章 特别是：4.1.1，4.1.6，4.1.8，4.2.3，4.2.4节 

3、阅读鲁迅《孔乙己》，分析孔乙己的性格特征，回答：我们该“哀其不幸”吗？孔乙己是科

举制度的牺牲品吗？  

4、阅读《独立宣言》并回答下列问题  

（1）、杰斐逊的论证主要集中在文中的第 2自然段，请刻画这一自然段的论证结构图。 （2）、

从第 3 自然段到第 31 自然段，杰斐逊展开了对英统治的诸多控诉，其中哪些支持了杰斐逊在第 2

自然段中陈述的命题：英王的目的就是“企图把人民压抑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 3）、

第 2自然段中，杰斐逊认为政府的正当目的是什么？在其罗列的控诉中，哪些支持了英统治“损害

了这些目的”？ （4）请指出文中哪些表达是诉诸情感，并分析这些诉诸情感的语言是替代论证还

是有助于提高论证的说服力。 （5）、杰斐逊是如何预见并反驳下述反对意见的：“虽然英统治者没

有保护人们的权利，但革命依然是过激的反应，难道呼吁改良不是更适当的举措吗？” （6）、在

什么意义上，杰斐逊认为“人人生而平等”？文中的其余部分的论证中，该如何适当解释“平等”？  

5、依据批判性阅读的方法、步骤阅读《甲申文化宣言》，然后阅读龙应台《一张考卷》 ，提

交并相互讨论你的相关思考、反思。 

6、《如何阅读一本书》（美）艾德勒 商务印书馆 2004年 1月版 

7、写一篇短文论述:   物质待遇是否体现人才价值 

一、按图尔敏模式构造论证 

立场 （是、不是、或者经常不体现 ） 

概念澄清 ：（物质待遇、人材、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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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可仅举一个） 

保证：（可仅举一个） 

支撑：（可仅举一个） 

反驳和回答：（可仅举一个） 

二 、 按引言、论证和结尾三段式写作论文 

引言: 指明该题目的重要性，说明你的立场，并澄清概念。 

论证段落 : 一个要点一段，非常简明。 

结尾 : 重申结论。 

知识单元 3    清晰性识别分析与评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语言的构成及其功能 

语言的构成 ：（1）、符号：一种语言的符号就是该语言的字、词。 

（2）、语形规则：语形规则就是关于于此组合的规则。  

（3）、语义规则：语义规则就是对语言中的语词、合式的词组、合式的语句的解释。  

（4）、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莫里斯和卡尔纳普分别提出了其关于语形学、语义学、语用

学的理论。其后对语言的分析有进一步深入到语境概念。 

 语言的功能： 

就如同一套设备有多种用途一样，语言的功用是多种多样的。人们能用语言传达信息、交流思

想，也能用语言表达感情、影响态度，还能用语言引导或阻止人的行为等。语言的基本功用有如下

三种：传达信息、表达感情和指示行动。  

依据现代语义学，自然语言语词的意义有 7种类型  

（1）理性意义：也称认知意义或外延意义。  

（2）内蕴意义：附加在理性意义上的意义。它可以因人、年龄、社会、时代、国家的不同而

不同。  

（3）风格意义：语言运用的社会环境的意义，即由于使用场合的不同，词语在交际中表达出

的不同意义。  

（4）情感意义：讲话者、作者表达自己感情和态度的意义。  

（5）联想意义：这是能引起听众联想的意义，即一个语词的使用使人们联想到别的事情。  

（6）搭配意义：有些语词（主要是同义词），尽管有共同的基本意义，但搭配能力不同，因而

其意义也有所区别。  

（7）主题意义：组织信息的方式（语序、强调手段）所传递的意义。  

在分析论证的语言时，一方面要关注语词的理性意义以及多重理性意义可能造成的交际障碍；

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各种附加意义对论证的干扰。 

2、消除歧义、澄清含混 

 歧义：歧义就是一个语言表达具有一种以上可能的解释或意义。歧义可分为两种：（1）、语义

歧义（equivocation），即书写和说话时形式完全一样，但有着不同语义的词或短语。例如，“生财

之道”和“羊肠小道”中的“道”，前者的意义为方法、途径；后者的意义为道路。 

（2）、语形歧义（ambiguity），即一个结构，如果对它有不止一种解释，这个结构就有歧义或

二义性。例如，“女子理发店”，可以理解为“专给女性理发的”理发店，也可理解为“理发师全部

为女性的”理发店。  

由于语词的意义的多重性，在使用一个语词时，究竟包括使用多重意义之中的哪些，也可能造

成歧义。例如，一个人使用到语词的附加的意义，而另一人使用的只是其理性意义，这时，实际上

已造成语词的歧义。同样，语句歧义也有这样的问题。在不同层次上理解一个语句，所得到的意义

是不同的。对同样一句话，仅仅关注其命题意义和关注其意谓或意思所得到的意义是有差异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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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今天没有酗酒”，如果仅从命题意义来看，它只是描述了一种关于船长的事态；但如果考虑

到副语言成分形成的意义，比如重音落在“今天”上，那么该句的意思就成了：船长今天没有酗酒

（是个例外），其他日子总是酗酒。 

含混：含混（vagueness）也是自然语言的基本特征。如果存在着不清楚一个词是否可正确地

适用的边界情形，一个词就是含混的。如，“富有”这个词就是含混的。如果某人有十万元，我们

会说他是富有的。但假如把他放在亿万富翁中，就不能说他是富有的。不存在一个精确的边界点来

确定一个人是否富有。当然，人们可以规定一个精确点，比如，定义有 100万元或以上的人是富有

的，低于这个数则不是富有的，哪怕他有 99.9999万元。但是，如此“精确”的定义本身，可能招

致对其合理性的质疑。人们总是不断地发现或发明新事物，因此，起初并不含混的语词也可能变成

含混的。例如，“死亡”的意思通常是清晰的，它被定义为呼吸和血液循环停止或心率消失。但是，

随着体外循环技术的出现，“死亡”的新定义，即确定边界情况下死亡的新标准不得不考虑。这种

语词在科学、法律以及其他非科学领域都在不断增长。含混性遍及整个自然语言，它永远不能被完

全消除。而且，含混性并非完全无可容忍，或对合理论证总是破坏性的。不过，它们能导致某些论

证语境中交际的失败。  

消除歧义、澄清含混的方法 

（1）、定义：定义是澄清概念和语言意义的方法。语言是传达信息、交流思想的工具，概念是

认识世界、组织思想的工具。语词的意义是语言意义的基础，我们把用于澄清语词意义的定义方法

称为语词定义。概念的意义是推理论证的基础，我们把用于澄清概念内涵的定义方法称为内涵定义。

关于概念的内涵定义已在逻辑导论课中讲解，其基本方法为“属加种差”；符合规范的定义不能是

循环定义，定义必须相应相称，定义不能用否定的方式，定义必须明确。这里我们要讲解的主要是

语词定义，它是澄清与此含混的主要方法。  

语词定义：语词定义就是对语词意义的标准用法或特殊用法的界定。常见的有报道性定义、约

定性定义和修正性定义三种。  

（2）、解释： 解释是澄清概念和语言意义的另一种重要方法。解释的方法主要包括文字解释

（文字解释往往是通过上述语词定义来实现的）、逻辑解释、语境解释、目的解释等等。解释除了

在多种可能的意义种做出选择外（如文字解释），主要是通过概括或限制来达到使语言清晰和准确

的目标。 

3、避免空洞 

总是正确的话，常常是废话。模糊性是导致空洞的一个重要原因，模糊性和信息量成反比。套

话在什么地方都适用，也就意味着都不适用。要尽量避免没有具体指称的抽象。 避免过于抽象的

办法是对概念进行限定、运用“三的原则”展开具体、细致、深入的思考。  

以某小学生成绩单上的评语为例： 

 

 

 

 

 

 

 

 

 

 

 

4、在语境中确定意义： 

要根据历史和具体条件来理解和评价观念和行为产生的原因，意义和作用；这是理论联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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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现；也是推理的相关性的要求。不要轻易断定一个原理是绝对的，是不加修正而绝对普遍有效

的。 

学习目标：1、让学生了解语言作为表达和交流的工具不仅表达认知信息还表达情感、意图等

其他信息，让学生初步明确语形、语义、语用的概念，让学生在识别自然语言的含混和歧义的基础

上明确消除歧义、澄清含混的方法。 

2、让学生掌握通过“三的原则”来实现具体、细致、深入的思考，掌握消除歧义、澄清含混、

避免过于抽象的可操作方法，训练学生在接受或表达信息时合理运用、遵循清晰性标准。 

作业： 

1、阅读教材第五章 特别是：5.1.1，5.2.1，5.2.3-4，5.3.1-5节 

第六章 特别是：6.1.1-2，6.2.1-2，6.2.4，6.3.1-5， 6.4，6.5节 

记下你每章阅读时的问题和评论  

2、写作：按组讨论,选择论题,考察主题,思考立场 构造对你的论题立场的正面论证（500字）     

3、  阅读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指出演讲人是怎样通过自己的语言把“自由”

“平等”（《独立宣言》中就表达过这些概念）这些抽象的概念表达得清晰、生动和具体的。 

知识单元 4：真实性识别分析与评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求真和认真的重要性. 

虚假随处可见－得到真理的困难性；产生虚假的两大类原因：情感、名利和偏见；认识的局限

性。 

真实的客观性－真理来自多视角，全语境的把握； 

没有真实，便没有公正、开放和创造的社会。真，是检查论证的第一道安检门。 

两大求真规则：（1）、在可能的情况下，只有多样性的证实才是可信的，包含了整个语境的理

解才是完整的。（2）、在多样性不存在的情况下，来源的可信性和中立性是合理怀疑的关键条件。 

2、 审查主张本身的真实性 

（1）真实性的程度： 

可信度（尤其是初信度）高低决定于：某主张与我们所观察的、我们的背景信息或其他可信判

断是一致的还是冲突的？任何与我们直接观察或背景信息相冲突的主张都要接受我们严格的质疑；

但同时我们要开放地对待面临的主张，不放弃对我们的观察或背景信息的审查。 

（2）验证我们的感知 

感知是能动地选择、组织、解释、理解。 

在验证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或感知到的“经验”时，至少要提如下问题： 

A、原始事实是什么？对该情景最中立的描述是什么？ 

B、我带给该情景哪些利益、看法、欲求或关心的问题？ 

C、我是如何用我的观点解释的？有没有其他可能的解释？ 

（3）检验我们的信念（背景信息） 

A、有理由相信的和有待于证明的（已检验的和待检验的） 

B、对我们“喜爱”的信念提出质疑 

C、 谨防强烈的感情导致我们的心灵走向封闭 

3、审查信息来源的可靠性 

（1）对信息来源的质疑 

A、其是否具备关于争议问题的知识；  

B、其诚信度、客观性或准确性。 

（2）关注发布信息者与其所提供的信息是否利益相关 

利益相关者比利益无关者更可疑。其中，利益相关者指可以通过我们的信任获益的人，不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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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式从我们的信任中获益的人是利益无关者。  

（3）评估主张来源可靠性的一般准则 

来自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之可信度低于其他渠道的信息。   

4、 审查真实性的任务清单 

依据作为好理由的八大标准，在审查证据时我们要进行如下检视： 

（1）证据来源能核实？ 证据的提供者署名负责,引用来源的注明准确。 

（2） 证据客观性 ： 可以独立重复检验吗？ 

（3）证据来源可靠吗？   证据来源过去有说谎的记录吗？ 证据来源过去 对待报道差错的态

度如何？ 

（4） 证据来源的资格和专业性：这是最直接的观察报道吗？证据来源真的了解它吗？观察是

清楚的、没有受到不正常的因素干扰吗？来源有足够能力理解这个领域的题材吗?     

（5）来源公正吗？ 证据有可能影响（加强或者削弱）证据来源的名誉或者利益吗？证据来

源和他支持的一方有亲友、雇用、金钱等方面的关系吗？ 证据来源和他支持的一方是否有意识

形态、派别等等关系？他可能会受到预先的说法和已有的偏见的影响吗？他有相信或支持一方的强

烈愿望吗？ 

（6）信息全面吗──还有别的来源或者说法吗？ 还有别的，甚至是对立的报道吗？还有别

的观点和解释吗？        

（7）证据是相关的吗？权威是“有关”的权威 , 可靠性是关于这个题材的相关、具体的可靠

性。 

（8）和其他观察、常识和知识一致吗？ 和常识和现有的知识不一致，是怀疑的根据。 

（9）证据获取的背景和条件是怎样的？全面性包括证据获取的背景和条件。 

（10）证据和记录的具体、精确和完整性：事件、证据的描述，需要精确、明确和完整。 

（11） 哪些是描述，哪些是解释？把事实的部分和解释、推理的部分区分开来。 

5、案例分析：真相的“罗生门” 

学习目标：1、让学生学会审查论证的前提。前提（论据）真是论证成立的必要条件。区别于

数学或自然科学中的论证，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论证的前提往往是可争议的，前提的真即前提的可

靠性往往有程度的不同。让学生在了解前提真的程度区分的基础上，打破“唯一正确答案”的迷信，

训练学生基于审慎审查而接受、拒绝或悬置某主张。 

2、让学生掌握好理由的八大标准并依据能熟练进行证据的审查，灵活完成审查真实性的各项

任务。 

作业： 

1、完成第五章思考题 1，3，8。 

2、观看美国电影《十二怒汉》并回答下列问题 

（1）简述剧情  

（2）、有哪些证据指向少年犯罪 ？ 

（3）、陪审员提出了那些怀疑 ？ 

（4）、这些怀疑合理吗？为什么？  

（5）、陪审员投票发生变化的原因 。 

（6）、在你看来少年被判无罪合理吗？为什么  

（7）、分析少年被判无罪的关键 。 

（8）、你对哪个陪审员的印象最深，为什么？  

（9）、如果你是陪审员之一，你会怎样发表意见、投票 ？ 

知识单元 5  一致性识别分析与评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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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致性释义 

（1）一致性及其要求  

思维的一致性是指思维过程中必须保持思想自身的相对确定性。这种一致性或相对确定性是针

对同一思维过程而言的。即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方面对对象特定特征的思考要保持

自身的确定性。具体地说就是当论证中使用某个概念时，就要在确定的内涵和外延上明确这个概念

的含义和指称，并在论证过程中保持这种一致性；论证中陈述某个判断就要保持这个陈述的一致性；

论证中出现的判断之间也要符合一致性的要求。鉴别某论证中是否保持了思维的一致性要通过对不

一致的准确识别来实现。不一致不仅表现为同一思考层次中各陈述之间的冲突；不一致还表现为竞

争的论证并没有针对相同的争议点而展开；表现为没有明确区分不同思考层次分别对应的判断类

型；表现为对不同判断类型所依赖的论证标准及评价标准之区分不明确或混同。  

（2） “不一致”可能导致的后果  

正确的思维和好的论证不接受“不一致”，并不是不一致的思想没有表达任何内容或者不一致

的思想不能表达任何内容。恰恰相反，不一致的思想可以表达的思想太多，因而这种“多”而且“不

定”就造成了思维的混乱。不一致的概念可以表达多个对象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对象；不一致的命题

可以陈述对象的多种状况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状况；不一致的判断可以断定对象的多种特性甚至是决

然对立的特性；不一致的前提不是推不出结论而是可以推出太多结论直至相互矛盾的结论。  

不能区分思考的不同层次；不能依据不同的判断类型区别地进行论证或对相互竞争的论证进行

评价；将原本不一致的判断及论证混同或混淆，就不可能有清晰的思考，不可能展开探究型对话，

不可能通过理性的论证来解决分歧或解决问题。 

2、语言的不同层次 

（1）、元语言和对象语言：每一种语言都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一个符号系统中都有其特定的语

词、语句及对语词和语句的特定解释。描述对象的语言和用来对对象语言描述的语言就是不同的符

号系统，他们分别别成为对象语言和元语言。如英语是一个符号系统，汉语是一个符号系统，当我

们用汉语来解释英语的意思或语法时，英语就是对象语言，其实英语的汉语就是元语言。在不同的

符号系统间作这种区分时往往并不困难，但往往在同一个语言系统中也会出现这种不同层次的区

分。如一个书法老师正在纠正其练书法的学生：“好确实不好”，其中第一个“好”是对象语言，“不

好”中的“好”是元语言。 

（2）、“被使用”和“被提及”：分析列推理的问题：“苏格拉底在跑，苏格拉底是一个专名，

所以一个专名在跑”。 

有加载的语言：“请不要再在课堂上吃东西了。”“对于这种低级趣味恶意歪曲的报道，我不想

做任何评价”。 

3、区分判断类型 

（1）事实、价值与逻辑 

（2）事实性判断与评价性判断 

（3）描述性判断与解释性判断 

（4）伦理判断、工具性判断、审美判断于关于价值比较的判断   

（5）因果解释与理由解释 

4、区分 思考的不同层次 

识别、分析、评估、决策及校准 

5、 解释与论证 

解释是在考察为什么某件事会发生;而论证是要知道应不应该相信某个特定的断言。 解释通常

是关于原因的，而论证则是关于信念的理由的。 尽管在一些关键的方面并不一样，论证与解释通

常看起来很像。更为复杂的是，我们可以或需要对解释进行论证。 

6、形成有充分理由支持的判断 

掂量判断、在相互竞争的判断之间作合理权衡。了解权衡的六个重要概念。通常情况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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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性判断时不能因关注手段而忽视目的，忽视实现目的的其它可替代方案。一些目的并不能为一

些手段进行辩护。进行实用判断时往往也需要考虑伦理判断，而且，在伦理判断与工具性判断有冲

突时，通常伦理判断具有优先的位阶。 

学习目标 1、让学生明确一致性是理性的基本要求，理解“一致性”的含义，不一致的多种表

现形式。通过训练让学生敏锐地发现各种表达中的不一致，避免自己在同一思维过程中的不一致，

重点训练学生识别并分析思考的不同层次，把握思考的秩序和不同层次之思考的不同框架，避免将

不同层次的思考混同或纠缠。 

2、让学生能够区分不同的判断类型，清楚每一类型的判断分别依赖的证据及论证和评估标准

的不同，让学生尽量避免混淆思考的不同层次并有序进行识别、分析、评估、决策及校准。 

作业： 

1、具体划分判断类型并针对每一类型举例。 

2、每组针对自己写作议题展开讨论：该议题涉及哪些判断类型？如何证明所涉及的判断？适

用哪些标准来评价对所涉判断的论证？ 

知识单元 6  相关性的识别、分析与评价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相关性释义 

相关性，又称相干性，是评估论证的一个规范性概念。对于论据 A舆论题 B，如果 A支持 B，

既 A的增加了 B真的可能性直至 A真能必然推出 B为真，那么，A与 B正相关；如果 A反驳 B,既 A

为真降低了 B为真的可能性或者 A为真能推出 B为假，那么，A与 B负相关；如果 A为真不影响 B

的真或假，则 A与 B不相关。 （1）全局相关与局部相关 ： 局部相干是单个论证中前提对其结论

的相干性；全局相干是某一命题对讨论主题或整个论证系统主结论的相干性。特别注意在一个复合

论证的结构中全局相关与局部相关之间有时候存在着不一致性。即局部相关的可能使全局不相关

的；有时候为了实现全局相关，我们要通过对某局部论述的不相关，并指出局部相关与全局相关之

间的不一致来完成。（2）题材相关与检验相关 ：相关性可以表现在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题材的

相关；另一方面是检验的相关。题材相关的往往不一定检验相关，题材不相关的往往可能检验相关。

分析论证的相关性我们主要是关注检验的相关性。相关性由语境决定。 

2、不相关谬误 

相关性意味着在思考问题时诉诸逻辑推理而不是逻辑以外的如情感心理或其它要素。如果论证

中的证据不是从逻辑的角度而是依靠非逻辑的途径来支持论题，那么就犯了不相关的谬误。各种常

常出现的不相关谬误依其典型特征或得了自己的名称。  依其典型特征获得了自己的名称。 

（1）熏鲱谬误 

在论证中引入了一个不相关的问题从而转移了人们对论题的注意力。如在指控被告犯有谋杀罪

时慷慨激昂地陈述被害者的无辜，陈述谋杀是怎样的令人发指有违人伦，而忽略证明该罪行为被告

所为就犯了薰鲱谬误。该例的熏鲱谬误实际上描述题材相关但检验不相关的论证。  

（2）诉诸情感 

 论证中利用语言表达感情的功能，以言辞激起人们在心理上的愤怒、恐惧、同情或热情等，

只依靠情感的力量来支持或调动人们接受其主张，就会犯诉诸情感的错误。诉诸情感的论证若能顺

应特别得势的情感，常常会产生使人信服的惊人力量。  常见的诉诸情感的谬误有：人身攻击、诉

诸恐惧、诉诸怜悯。 

（3）诉诸不当权威 

“权威”指的是在某个领域的某些方面成为结论性陈述或证明来源的个人或组织。特定领域里

的权威人士或权威机构，他们不仅是该领域具有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的内行，而且在其所属领域发

表意见的态度通常比其他机构或个人更加慎重和严谨。正因为权威的意见值得接受、参考和引证，

滥用权威甚至迷信权威的谬误也屡见不鲜。 常见的诉诸权威的谬误有：滥用权威、迷信权威、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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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传统和诉诸公众。 

上述关于相关性的要求说明论据和论题之间要有逻辑上的支持或推出关系。但一个有说服力的

论证不仅要求论据和论题是逻辑上相关的，这种相关性还要建立在论据为真或已被证明为真的基础

上。因为只有真实性无可争议的论据才是与论证的意图相关的，论证的目的是要通过理性话语来解

决论题为真的问题。所以广义地检验论证的相关性也包括检验论据本身的真实性。论证的理由的真

实性悬而未决或存在疑问，是广义的不相关，其中特别典型的有如下两种情形。  

 （4）非黑即白：又称虚假的二难境地。在还有其他选项时，却局限于两种极端的选择，就犯

了虚假的两难境地的谬误。为避免非黑即白的谬误，在因选项 Y为假而接受 X为真之前，要检查 X

和 Y是否都为假。要特别注意寻找第三个选项，即你不必因拒绝 Y就要接受 X。选项 X和 Y可能都

是假的，而另外某个选项却可能是真的。完美主义谬误 （The Perfectionist fallacy  ）是虚假

的两难境地的子类。考虑出台某项计划或政策时，往往会发生完美主义谬误。其思考模式是：如果

X政策不能如期地(比如“完美地”)满足我们的目标，就应该拒绝 X。仅仅因为 X政策不完美就贬

低它，这是虚假的两难境地之一种，因为它实际上意味着“要么这项政策是完美的，要么拒绝它”。   

根据这种推理，我们不应该要警察，除非他们能阻止一切犯罪或者逮捕一切罪犯。  

（5）错置举证责任（Misplacing the  burden proof ）：假如摩尔告诉帕克：“你用红酒搓揉

头部，你花白的头发就会重新变成黑。”帕克怀疑地说：“胡扯吧。”    

假设摩尔接着问：“胡扯？你怎么知道这办法不灵？” 本来是摩尔提出红酒具有一项奇特的功

能，而帕克对此怀疑；举证责任在摩尔，而不在帕克。摩尔最后的问题把举证责任推向帕克，这是

一个谬误。不恰当地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争议的某一方，就是错置举证责任。必须保持警觉才能察明

这一谬误。本来应由对手证明其断言正确的时候，人们往往不经意间被误导，认为必须有自己证明

对手的断言是错的 

（6）以错制错  （Two wrongs make a right ） 

假设你对楼上住户深夜来回踱步感到厌烦，因此，为了报复，你租了一辆拖车把他们家的小汽

车拖到河里去。从情绪的角度看，你们之间扯平了。从理性的角度看，你犯了“以错制错”的谬误。

他人所犯的错误．并不会使你的错误回应变得正当；他人的非法行为，也不会使你的非法应对变得

合法。如果某行为是错的，它就是错的。错误的行为之间并不会相互抵消从而使其中一种错误消失。     

3、相关性与充分性 

相关与充分都是衡量利由与观点之间联系的标准。相关性是充分性的前提条件。充分性除了逻

辑的标准以外，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对不同观点特别是对立观点的考察和回应。亚里士多德就曾经提

出：对反驳的无知（Ignorance of refutation）古希腊传统：每个参与对话的主体都承担着一种

责任：必须证明一个主题或结论。 而论证的主体间具有竞争性：对于议题，参与论证的主体间观

点各异，因此，论证各方都要反驳对方的观点。任何一方貌似在反驳对方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就是

对反驳的无知。 

学习目标 1、让学生明白相关性及其要求，通过训练让学生准确识别不相关的论证；论证是通

过论据从逻辑上来支持论题的成立，如果一个论证不是从理性的角度为论题提供支持，而是采取理

性以外的途径，就是典型的不相关。让学生准确识别种种不相关谬误。让学生明白，如果用未经证

实的论据来确认论题的真，与论证该有的目的和意图无关，因而也是一种广义不相关。特别的，对

反驳的无知，也是一种论证的谬误。 

2、让学生理解论证的逻辑进路、辩证进路与修辞进路的联系与区分。准确识别穿着“论证外

衣”的种种修辞手段。着重强调学生在进行论证时关注竞争的观点并对之展开回应或反驳。  

作业：1、阅读《爱情与谬误》，探讨文中提及的谬误并列举其他不相关谬误。 

2、进行正-反-正写作之反面论证：考虑对立立场并进行论证（500字） 

知识单元 7 假设的识别、分析与评估 

参考学时 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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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识别假设  

（1） 什么是假设？ 论证的理由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明确表达出来的理由，称之为论据

（或前提）；另一种是未明确表达出来的理由，称之为假设。论证的假设，也许是因为作者理所当

然地认为它是真的，或者认为大家都相信它为真，在论证中略而不谈；也许是因为作者不愿意使自

己的根本信念受到挑战或者考验而把它从论证中抹去。无论如何，假设都是论证中隐而不说的、被

论证者默认为真的前提之一。  假设的特点在于：  a、藏而不露（通常）；  b、论证者先行承认；  

c、影响论题的成立； d、在从论据推出论题时不可或缺；  e、未经检验。 

2、识别假设的一般方法 

揭示假设的原则之一是假定已表述的论据（或前提）为真，然后查看这些论据（或前提）若能

使其结论成立，至少还需要得到什么样论据（或前提）的支持，这样的前提就是该论证的假设。另

外，不要把文中已经陈述的难以成立的理由当作假设，对原文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引述不是假设。最

后，在寻找与设时我们要遵循宽容原则，站在论证者的立场上尽量寻找有利于论证者、有利于论证

成立的假设。超出原论证、与原论证无关的不是假设。 

3、 假设的普遍性 

假设的虽未经验证但被视为真实的特点似乎表明了假设往往具有不可靠的一面，尽管这一点是

不容置疑的。但狭义的假设则仅指其真实性无可争议的共知信息。实际上，如果交际双方没有任何

共知信息，是无法展开真正的交流的。另外，为了取得真正的交流，叫双方无争议的一些信息引而

不表也是交际得以进行的比经途径。从另一个角度看，人类理论文明的形成也建立在一些基本假设

之上。如：对象是存在的，对象的存在是有规律可循的，对象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等等。  

任何科学都有他自己的假设，如欧几里德几何中的公里。即使我们不能证实它的成立，但还是

把它视为真实的，认为它的真实是自明的，并把它作为证明其他定理成立的出发点。实际上，论证

之所以可能，也必须以承认一些假设在论证面前有豁免权。否则，如果试图对每一个命题都要展开

论证就只能陷入一种困境：或者陷入一种无限倒退、循环论证或者主观随意选择一个点终止论证。

尽管每一假设都可能受到挑战，但要同时对所有假设都提出挑战是行不通的。 

4、假设的分类 

（1）、描述性假设：  

    如下述论证：论题：我们需要对艾滋病教育增拨款项；  
    论据：它将能大量减少艾滋病的数量。  
    该论证的成立依赖于如下描述性假设：  
    1款项的使用卓有成效，2高风险成员愿意接受教育。  
    （2）、规范性假设：如下述论证：论题：政府应该禁止香烟的生产和销售  
    论据；因为吸烟对人体有害。  
    该论证的成立依赖于如下规范性假设：个人的健康应该由政府负责。 

5、检验假设 

因为论证的假设是未经检验的，而且假设的成立是论证成立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在分析

评估论证是不仅要识别假设，还要检验假设。或者说我们识别假设正是为了检验假设。检验被论证

者略而不表的信以为真的假设到底是否为真是分析评估论证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批判性思维的主

要技能之一。检验假设主要通过理论、经验、来源等多种途径来实现。真实性、一致性、相关性等

标准都适用于假设的检验。 

学习目标 1、通过学习让学生清楚假设与论据的区分和联系。假设隐含于论证之中，却又是从

以表达的论据推出论题的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 

2、通过训练，让学生掌握发现论证假设的方法，并分析该假设是否成立，从而进一步评估论

证的说服力。 

作业：1、阅读第八章 特别是：8.1.1－8.1.3，8.3科学和隐含假设 

2、对自己正面立场以及反面立场的写作中所含的假设进行识别、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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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8  辩证认知的训练和探究 

参考学时 3学时 

学习内容 

1、开放思路、辨证思维 

多样化是批判性思维的一个核心要求：通过多样化发现真理，创造知识，保证严密。多样性既

能防止盲从，还能发展认识。不破不立：批判性思维推进创新：为创新排除心理障碍和认识迷信。

不立不破：批判性思维需要创新：依靠创造更好的观点和论证来完成评估别人的观点和论证。 批

判性思维的另一名字：批判－创新思维。 

（1） 人性、心理和认识的偏向 ：本性使我们容易被肤浅、片面的东西迷惑。人天生就会不

由自主地排斥不同观念 、喜欢自己正确。喜欢舒服 ──习惯、简单、直观、熟悉的模式最好。受

情感、党派和利益的影响：我喜欢的就是真的。将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等同，要自我保护. 

（2）、 知识也可以是思想的障碍：已经事先形成的观点、看法，不管真不真，都可以成为牢

笼。 知识本身也可能是偏见，知识的力量既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 

（3）、“信念保持”心理倾向： 让事实服从信念、而不是信念服从事实。 

根据是支持还是反对我们来衡量证据的好坏、重要性。 

2、 批判性思维破除心理和观念的牢笼   

在缺乏创新意识的文化中尤其需要进行创新意识教育 清醒地意识到人性的弱点，主动检查自

己的思考,看看它是否影响着自己。 打破“信念保持”心理倾向不要被局限的知识而局限，破除对

专家的迷信 。波普尔:科学就是猜测。努力消除对犯错误的恐惧感 

超越自我：把自己和自己的观点分开-我比我的观点强大. 

通过环境的构造和途径的引导来消除对创新的无助感 

构造辩证的氛围：竞争的合作性对话. 

创新的方向：寻找替代假说或论证、反例. 

假想情境－推理法，要素分析－组合方法.                

3、辨证思维：通过竞争和对话得到认识 

 虽然我们强调每个人都应该力求客观, 但是,它的最终保证,  是“集体智慧 ”的方式：对立、

竞争的观念和论证。 

许多批判性思维定义就是“根据事实证据来构造、考查和评判替代的论证”。 

 科学在发明竞争的理论中推进。竞争理论可以帮助：（１）发现新事实 

（２）揭示事实后面的观察理论（３）判定事实检验的意义 

（４）综合、联系现象和观念（５）判断其他竞争理论的合适性 

论证, 在没有诚实地考虑其他观点之前, 不能判为成功。 

4、 构造审议（1）、构造对立的一个好办法是“审议”  

辩证对话的最好模式:组织一个小组，对一个议题，两个或更多成员开始持不同、对立的立场，

进行对话和讨论，尽量从自己的视角把议题的方方面面挖掘出来。 （2）审议是竞争和理性的结合

 这种小组讨论的目的不是争辩谁对谁错，  不是辩论一个立场，不是反驳对方成员。双方都为

了完善论证。  （3）寻找、发明不同观点是批判性思维的规定动作： 寻找和构思替代的观点、假

说和论证，给发展创造条件。（4）假想推理是竞争的生存之道： 要素的变换和综合：分析一个问

题构成的相关逻辑和经验上变化的可能性可以推进假想推理。根据问题的构成要素，它们的变换和

组合构成主要变化的逻辑可能方向,比如。  论证要素：前提－推理－结论； 因果关系：原因－作

用关系/过程－结果。而且在各主要变化下有许多根据情况和经验而产生的细节的变化，形成很多

可能的具体变换。 假想推理可以通过这些变换来推理新结果、新论证、新方案。 多角度、多阶段

的创造性思维。在每一步，都可以做变换-假想推理（What if）的思想实验： a 澄清概念时，看

不同意义会导致什么样的论证； b 考察事实的隐含假设，发掘不同解释； c考察和变换推理和评

判的价值和标准；d想象不同推理或反例；e想象、发现结论的意义、影响和实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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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竞争中，对论证进行评估、权衡和综合 

评估论证,就是综合判断它们各自相对的可接受性，以及它们各自面对反驳时的的可能修正。

在竞争的情况下，一个论证可以有这样的命运： 

(1) 坚持这个论证的结论不变，或者加强这个论证某些部分。 

(2) 接受反对方的论证，放弃这个论证的结论。 

(3) 综合、包含反对方论证内容，调整论证和结论。 

(4) 修正结论的强度和适用范围。 

(5) 开创新的综合－－新观念和论证。                                                 

6、将结论限制在证据的保护伞下 

调整论证的结论是一个常见的加强论证合理性的办法。论证被发现不合理常常指的是结论超出

了证据的力度。 

调整结论的办法有两大方面：（1）调整前提支持结论的强弱程度: 从必然到或然 ；（2）调整

结论的适用范围和程度: 从所有到有些 。 

7、案例训练 

学习目标 

1、让学生切实理解论证的辩证途径； 

2、训练学生通过通过假想推理多角度多节段构造审议； 

3、提高学生在竞争的论证中评估、权衡、综合的能力 

作业：通过构造审议的辩证对话，考察写作议题的各种竞争论证并对它们进行评估、综合；准

备提交正-反-正写作的正面论文。 

实践教学单元 1   问题的识别、分析与解决 

参考学时：3学时 

实践内容：针对实际问题展开调查、分析、讨论 

学习目标：考查、检验学生依据批判性思维的原理和方法是否走向了新的认知和实践。 

作业：提交案例分析的小组报告 

实践教学单元 2   批判性写作 

实践内容：1、分析性写作；2、完成小组写作 

学习目标：1、让学生明白两类不同写作的要求，并掌握写作的步骤和方法 

2、让学生掌握以图尔民瘼行为指南进行写作的技巧。 

作业：  提交小组写作的作业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1 批判性思维概论 3 
备注 

2 批判性阅读训练与讨论 3 

3 清晰性识别分析与评估 3 

4 真实性识别分析与评估 3 

5 一致性识别分析与评估 3 

6 相关性识别分析与评估 3 

7 假设的识别分析与评估 3 

8 辩证认知的训练和探究 3 

9 问题的识别分析与解决 3 

10 批判性写作指引与训练 3 

11 批判性思维技能测试 

本课程教学活动以学生

为主体,针对实际案例展

开教学,要求学生积极参

与。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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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本课程重点训练学生在相互竞争的论证中评价、权衡、综合从而形成有充分理由支持的

判断的能力。特别是要学生关注多样性、寻找替代方案。 

难点：（1）、训练学生具体、细致、深入地思考。（2）让学生对假设的识别敏锐。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以案例教学为主。运用文化史上和当前社会政治、法律生活实际中的著名论证作为分析

批判的对象。（2）学生是思考和学习的主体。为此将采用各种启发和互动的方法来激发学生思考，

学习技巧，形成习惯。这些的方法包括：运用 JIT、P2P 方法，将学生分成小组，学生自教自学，

课堂和小组内外的问答、讨论、审议、辩论、报告、课外研究项目，写作短文来发展理由和论证等。

要求学生展开思考的对象是学术文献、新闻报道或其他实际案例。（3）教师是思维活动的组织者、

评判者和教练。 

3 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考查 

考核要求：（1）平时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参与程度（课堂上提问、发言、在小组讨论中的积极

程度）；（2）最后每小组的实例分析研究项目的报告（好的报告要当众讲解、接受质疑、进行辩

护或修正）。判定标准是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对理性和开放要求的体现，比如报告中的理由、推理、

深入分析、对替代立场和论证的考虑的程度好坏，具体立场正确与否不在考核范围；（3）每个学

生提交的“批判性思维日记”——针对教学实际展开的“反思”；（4）期末的技能测试 （5）由

于强调实践教学，本课程考核中平时成绩（上述前 3项）所占比例较高。 

4、作业要求： 

每学时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并要求学生完成后提交课程公共邮箱。 

5、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1）选用教材 

1. 董毓《批判性思维原理和方法---走向新的认知和实践》，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 9月第 1

版 

（2）推荐参考书 

1、（加）马克·巴特斯比 莎伦·白琳著仲海霞译《权衡---批判性思维之探究途径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 9月 第 1版 

2.（美）帕克 摩尔著朱素梅译《批判性思维》，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5年 1月版 

3、徐贲著《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中信出版社 2014年 1月版 

执笔：朱素梅 审稿 孔红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5年 10月 15日 

 

西方哲学史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课程号：5070202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本科生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对西方哲学史的讲授，使学生了解西方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情况

和大致线索，了解和把握重要哲学家的重要哲学思想，拓宽理论视野，增强思辨能力，提高理论水

平。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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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 

2. 哲学研究的问题和内容 

3. 西方哲学的发展阶段 

4. 学习西方哲学史的目的和意义 

5. 学习西方哲学史的原则和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哲学史的概念和西方哲学史的含义，西方哲学的发展阶段。 

2. 掌握哲学研究的问题和内容，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学习西方哲学史的目的、意义、原则、

方法。 

作业： 

阅读讨论相关研究文献 

知识单元 2：早期自然哲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早期自然哲学概述 

2. 伊奥尼亚派 

3. 毕达哥拉斯派 

4. 爱利亚派 

5. 元素派 

6. 原子论 

学习目标： 

1. 了解早期自然哲学的历史时期、派系划分、主要代表。 

2. 掌握各个主要派系和代表的主要观点、思想联系；掌握对重要思想和观点的分析。 

作业： 

阅读讨论相关研究文献 

知识单元 3：智者运动与苏格拉底的启蒙哲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智者运动与思想启蒙 

2. 史料与“苏格拉底问题” 

3. 苏格拉底的辩证法 

4. 德性即是知识 

学习目标： 

1．了解智者的概念，苏格拉底哲学的重要命题。 

2. 掌握智者运动的启蒙意义、“苏格拉底”问题、苏格拉底的方法与道德观念。 

作业： 

阅读讨论相关研究文献 

知识单元 4：柏拉图的“理想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柏拉图的形式论 

2. 柏拉图的知识论 

3. 柏拉图的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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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了解柏拉图思想体系的基本构成。 

2. 掌握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知识论和政治哲学的基本思想。 

作业： 

阅读讨论相关研究文献 

知识单元 5：思辨与幸福：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与伦理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四因说 

2. 潜能与现实/实现 

3. 范畴学说 

4. 实体学说 

5. 幸福与德性伦理学 

学习目标： 

1. 了解亚里士多德思想体系的基本构成、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 

2. 掌握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与德性伦理学的基本思想。 

作业： 

阅读讨论相关研究文献 

知识单元 6：奥古斯丁的教父哲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5．基督教与基督教哲学 

6．教父哲学概况 

7．奥古斯丁的忏悔 

8．自由意志与原罪说：伦理学的转向 

学习目标： 

1. 了解教父哲学的含义、早期基督教哲学的主要代表、基督教哲学与基督教的关系。2. 掌握

奥古斯丁教父哲学的主要思想、自由意志与原罪说。 

作业： 

阅读讨论相关研究文献 

知识单元 7：托马斯·阿奎那的证明之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经院哲学 

2. 托马斯·阿奎那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 

3. 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圣学说”与证明之路 

4. 对托马斯·阿奎那“证明之路”的批评 

学习目标： 

1. 了解经院哲学的含义、历史分期；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体系。 

2. 掌握托马斯·阿奎那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方法与误区。 

作业： 

阅读讨论相关研究文献 

知识单元 8：经验论与唯理论：近代哲学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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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代哲学的特征和精神 

2. 经验论与唯理论 

3. 知识、信念与真理 

4. 怀疑论 

5. 天赋观念 

学习目标： 

1. 了解近代哲学的基本主题和发展阶段、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2. 掌握经验论与唯理论哲学的主要论题、方法和各自的缺陷；休谟的怀疑论对因果知识之可

能性的挑战；天赋观念与理性主义的关系。 

作业： 

阅读讨论相关研究文献 

知识单元 9：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与道德世界观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 

2. 知识与先天综合判断 

3. 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 

4. 道德与幸福 

学习目标： 

1. 了解康德的思想体系和主要问题。 

2. 掌握知识与先天综合判断的关系、义务论伦理学的主要思想、道德与幸福的关系。 

作业： 

阅读讨论相关研究文献 

知识单元 10：叔本华与尼采：虚无主义与反虚无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理性主义及其反面 

2.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 

3. 悲剧的诞生、消亡与复兴 

4. 上帝之死与虚无主义的来临 

5. 道德的谱系与善恶的彼岸 

6. 权力意志 

7. 永恒轮回与超人哲学 

学习目标： 

1. 了解反理性主义或唯意志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和代表人物、叔本华的悲观主义。 

2. 掌握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道德谱系学和永恒轮回学说。 

作业： 

阅读讨论相关研究文献 

知识单元 11：胡塞尔现象学与存在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现象学的基本问题 

2. 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 

3. 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 

4.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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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了解现象学的基本主题和发展脉络、现象学运动的代表人物。 

2. 掌握现象学方法的基本特征。 

3. 掌握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基本思想。 

作业： 

阅读讨论相关研究文献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言 3  

2 早期自然哲学 3  

3 智者运动与苏格拉底的启蒙哲学 3  

4 柏拉图的“理想国” 3  

5 思辨与幸福：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与伦理学 3  

6 奥古斯丁的教父哲学 3  

7 托马斯·阿奎那的证明之路  3  

8 经验论与唯理论：近代哲学概述 3  

9 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与道德世界观 3  

10 叔本华与尼采：虚无主义与反虚无主义 3  

11 胡塞尔现象学与存在主义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哲学家的思想 

难点： 西方哲学历史悠久，流派众多，思想繁杂，哲学家辈出，很难在短短的 32学时中完整

讲授，只能做必要的删减和筛选，择其要者，概述其精要。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讨论 

教学手段：PPT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布置参考书目，鼓励阅读英文哲学史著作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平时考查+期末考试 

考核要求：出勤 10%+课堂表现 10%+作业完成情况 40%+期末考试成绩 40% 
7.作业要求： 

每次课后布置阅读思考题，按时完成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中文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张志伟主编：《西方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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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参考书 

1. 安东尼·肯尼编：《牛津西方哲学史》，韩东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 《劳特里奇哲学史》（十卷本）：帕金森（G. H. R. Parkinson ）、杉克尔（S. G. Shanker）

/编，冯俊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 Gunnar Skirbekk and Nils Gilje, A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Greece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执笔：张浩军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 2016年 6月 20日 

                         

逻辑导论 
Introduction to Logic 

课程号：507020333、307020013、40702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

开设的通识主干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掌握逻辑分析、逻辑批判、逻辑推理与逻辑论证的基本理论

和一般方法。2、提高学生逻辑分析与批判、逻辑推理与论证的能力，培养学生逻辑理性精神，从

而提高学生正确思维和有效思维素质和能力，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

3、为学习其他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打下基础，为从事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打下必要的基础。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逻辑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为批

判性思维、数理逻辑、法律逻辑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逻辑学理论基础。该课程的教学在以人文学

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本知识作为背景知识的基础上展开。该课程在体系和内容方面力求体现

逻辑学的基础性、工具性、应用广泛性。着重阐述普遍适用于各个学科和各个思维领域的逻辑分析、

逻辑批判、逻辑推理、逻辑论证的基础理论和方法，提供正确思维和有效思维的基本逻辑工具和手

段。同时该课程力求体现逻辑学的前沿性、时代性，体现逻辑教学与科研结合的成果。着重体现现

代逻辑的思想，充分地吸收现代逻辑的研究成果，在现代逻辑的框架之下保留传统逻辑的有用知识。

注重运用案例教学方法和交互式讨论教学方法，注重运用现代教学理论和包括多媒体在内的现代化

教学手段，以适应逻辑教学改革的需要，适应逻辑学课程建设的需要，适应培养和提高学生逻辑思

维素质与能力的需要。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一、逻辑学的研究对象 

逻辑学是一门关于推理或论证的学问。它主要研究推理的有效性或正确性问题。推理的有效性

或正确性是指推理形式的有效性或正确性，因此，逻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推理形式及其规律。逻

辑学的主要任务是系统地研究正确推理的形式及其规律，为判定推理形式是否正确提供判定方法或

检验程序，为有效推理提供推导规则或推导方法。法律逻辑是一门逻辑学与法学交叉的学科，是一

门以法律推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主要研究法律推理的规律、规则和方法。它是一门尚处创

建阶段且正在迅速发展的学科。 

二、逻辑学的性质和作用 

逻辑学一门基础性的学科，逻辑学的基本理论是其他学科普遍适用的原则和方法。逻辑学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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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工具性的学科，它为包括基础学科在内的一切科学提供逻辑分析、逻辑批判、逻辑推理、逻辑论

证的工具。逻辑学理论和方法有以下几个作用： 

1、 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事物，探寻新结果，获得新知识。 

2、 有助于人们准确、严密地表达思想和建立新理论。 

3、 有助于人们做出更为严谨、更具有说服力的论证。 

4、 有助于人们揭露谬误，驳斥诡辩。 

逻辑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正确制定法律、解释法律、适用法律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不论是立

法工作，还是司法工作，都要应用逻辑学的理论和方法，都要遵守逻辑的规律和规则。因此，法律工

作者都要熟练掌握逻辑学的理论和方法，掌握逻辑分析、逻辑批判、逻辑推理、逻辑论证的工具 

学习目标： 

要求学生掌握逻辑学的研究对象、逻辑学的性质和作用。 

知识单元 2： 语言分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语词分析 

一、语词的应用 

语词是词、词组一类的语言成分，语词在语言中的应用体现在：语词是对象的指称或概念的表

达。在不同的语境中，语词有时表达名称，有时表达概念。 

语词是对象的指称，是指语词通过对一个对象的某个特征的描述而指称这个对象。“指称”的

意思是某个语词和某个特定的对象之间存在一种对应关系，我们就用这个语词指代这个对象，使得

这个语词就成了这个对象的名称、名字。 

语词所指称的对象，有时是具体的，有时是抽象的。即使同一个语词，有时在不同语境中指称

的对象也是不同的。 

概念是对事物特有属性的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是指该类事物都具有而他类事物都不具有的那

些属性，也就是能把该类事物和他类事物区分开来的那些属性。概念并不反映事物的所有属性，而

是只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人们把握了一类事物的特有属性，就形成了关于该类事物的概念。 

简单命题的主项或谓项称为词项。词项可以是一个词，也可以是一个词组；可以是事物的名称，

也可以是概念。事物的名称或概念是词项的内容，语词（词或词组）则是词项的表达形式。词项与

语词的关系密不可分，凡词项都要通过语词来表达，但两者并非一一对应。 

二、语词的意义：语境原则与语用原则   

语词的意义在于应用，语词的意义只有通过它在语句中的应用才能体现出来。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写到：“一个字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弗雷格在《算数

的基础》中写到：“只有在语句的语境中，而不在孤立的词中，才能找到词的意义。”为了正确地表

达思想，进行交流，人们必须使用彼此都能接受和理解的语词。对语词的准确理解，不仅和语词本

身的意义有关，也和语词的使用有关。 

语词的不当使用和理解有时会引起歧义，以致在表达思想过程中出现“混淆概念”、“偷换概念”

的逻辑错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逻辑错误可以通过语境消除。 

语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语境仅指一个语词、一个语句出现的上下文。广义的语境还包

括该语词或语句出现的整个背景，例如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出现的时间、地点和说话人的意图目

的、听话人的感受，交际双方所共同具有的背景知识等。 

有时语词的意义在语境中会出现一些重要的变化，以至偏离它通常所具有的意义，而产生一种

新的意义即语用意义。语词的语用原则是指为了将思想交流顺利进行下去，有时人们说话时要表达

的真实意思往往不限于所说语词本身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要结合特定的语境来理解说话者

的真实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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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的意义是在社会活动中逐渐形成并被人们所认可的，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社会性、稳定

性。由于人们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不同，语用原则及语境原则会受到不同的影响。 

三、概念的分析：内涵与外延 

概念就是意义确定的、抽象掉了非逻辑特征的语词。 

概念的逻辑特征是：外延与内涵。 

（一）概念的外延 

概念的外延是指一个概念所指称的一类对象。例如：“刑事诉讼证据” 的外延，包括“物证、

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

听资料”。凡共同具有某个特有属性，可以用一个概念来称谓的一类对象，我们就把这个类称为该

概念的外延。 

（二）概念的内涵 

概念的内涵是指一个概念所指称的一类对象所具有的特有属性。例如：“刑事诉讼证据”的内

涵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一个概念是否明确，就是看这个概念的内涵或外延是否明

确。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要明确它的内涵与外延。 

（三）概念的种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概念分为不同的种类。 

1.正概念和负概念 

根据概念所指称的对象是否具有某种属性，将概念分为正概念和负概念。 

正概念陈述了一个对象具有某种属性。 

负概念陈述了一个对象不具有某种属性。 

从语词上看，负概念通常都带有“非”、“不”、“无”、“未”等否定词，但含有否定词的不一定

都是负概念，如“非洲、非常”等。 

为了准确表达思想，人们可将事物分成不同的类。凡具有某种属性的事物可以构成一类，凡不

具有某种属性的事物也可以构成一类。例如：凡已满 18周岁的人，就构成成年人一类；凡未满 18

周岁的人，就构成未成年人一类。人们对事物类与类的划分总是具有相对的特定范围。例如：成年

人与未成年人的划分，是相对“人”这个范围的；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的划分，也是相对“人”

这个范围的。逻辑学上把某一概念所指称的对象的特定范围称为论域。 

与正概念相比，负概念的外延往往显得不那么明确，因为负概念反映了一个对象不具有某种属

性，那么不具有这种属性的对象是否就都属于负概念的外延呢？当然不是。负概念的外延要结合一

定的论域才能确定。例如：“未成年人”的论域是人，鲜花、汽车等都不属于未成年人的论域，因

而不属于未成年人的外延。    

2.单独概念和普遍概念 

根据一个概念外延的大小，即指称的对象的数量不同，将概念分为单独概念和普遍概念。 

单独概念指称一个特定对象，普遍概念指称两个以上的对象。普遍概念的外延可以是有限的，

也可以是无限的。这些个体构成一个“类”，构成“类”的个体叫做“类的分子”。普遍概念是以类

为反映对象的概念，反映了同类个体分子的共同属性，它的外延是具有共同属性的一类对象。 

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是单独概念，也可以是普遍概念。区分某概念是单独概念还是

普遍概念，其标准在于它所作的陈述是指向一个对象，还是指向一类对象。 

3.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 

根据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是否为一个不可分割的集合体，将概念分为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 

集合概念用来指称集合体，非集合概念用来指称一类对象（非集合体）。这些概念所指称的对

象不是一个集合体，而是有许多对象组成的一类。 

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有相似之处，它们反映的对象都是由一定数量的同类事物组成，不同之

处在于，集合概念以集合体为反映对象，非集合概念以类为反映对象。 

集合概念所反映的是由一定数量的对象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称为集合体。一个集合体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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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对象有机聚合构成的，这些对象称为集合体的部分，集合体与其构成对象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

关系。集合体作为整体所具有的属性，其构成部分未必具有。因为个体对象彼此间存在着内在的联

系，由它们有机聚合构成的集合体有时会产生出某种新的属性，这种属性是个体对象单独存在时不

一定具有的。类和集合体不同，类是由许多对象组成的，类与其组成对象之间是类与分子的关系。

类与分子之间存在着共同属性，构成类的分子必定具有类的共性。例如：公民。 

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是集合概念，也可以是非集合概念。区分某概念是集合概念还

是非集合概念，其标准在于它所作的陈述是否指向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概念的种类还有一种划分方法，即根据现实世界是否存在相应的对应物，可将概念分为实概念

和虚概念。实概念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相应的对应物，例如“中国”、“打火机”。而“孙悟空”、“天

堂”、“理想的翅膀”等，这类概念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具体对象，被称为“虚概念”。 

（四）概念外延间的关系 

如果不涉及空类，对任何两个概念外延之间的关系，可以作出如下分类。 

1.全同关系 

如果 s、p 两个概念的外延完全相同，即凡 s 是 p 并且凡 p 是 s，则 s、p 之间是全同关

系。 

2.种属关系 

如果概念 s 的全部外延包含于概念 p 的外延中，并且 p 的外延大于 s 的外延，即凡 s 是 p 

并且有 p 不是 s，则 s、p 之间是种属关系。 

3.属种关系 

如果概念 s 的外延包含了概念 p 的全部外延，并且 s 的外延大于 p 的外延，即凡 p 是 s 

并且有 s 不是 p，则 s、p 之间是属种关系。 

4.交叉关系 

如果 s、p 两个概念的外延有一部分相同，又各有一部分不相同，即有 s 是 p，有 s 不是 p,

并且有 p 不是 s，则 s、p 之间是交叉关系。 

5.全异关系 

如果 s、p 两个概念的外延完全不相同，即没有 s 是 p 时，则  s、p 之间是全异关系。 

全异关系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反对关系和矛盾关系。 

（1）反对关系：当 s、p 两个概念的外延之间是全异关系，并且 s、p 的外延之和小于它们

的属概念的外延（论域）时，s、p 之间是反对关系。 

反对关系有时又可分为相关的反对关系和不相关的反对关系。具有反对关系的两个概念，虽然

外延不相重合，但内涵有时却具有相同的属性，例如“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这样的反对关

系称为相关的反对关系。不相关的反对关系是指概念之间没有共同属性，例如“青年人”和“汽车”。 

（2）矛盾关系：当 s、p 两个概念之间是全异关系，而且 s、p 的外延之和等于它们的属概

念的外延(论域)时，s 与 p 之间是矛盾关系。 

对于概念外延间的关系，还可以分为相容的和不相容的两种。这种分类方法的依据在于两个概

念外延间是否有共同对象存在。如果两个概念外延间至少有一个对象是共同的，则它们是相容的，

例如全同关系、种属关系、属种关系以及交叉关系。如果两个概念外延间不存在任何共同对象，则

它们是不相容的，又称互相排斥的，例如全异关系。 

（五）概念的限制与扩大 

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一个概念的内涵确定了，其外延也就确定了；

内涵的变化必然导致外延的变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之间存在着一种反比关系，即内涵越多外延越

小，内涵越少外延越大。 

在逻辑上，概念的限制就是用增加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缩小概念的外延，使一个概念从外延较

大的属概念过渡到外延较小的种概念。对概念进行限制时所增加的内涵不能与被限制概念的内涵相

矛盾。对概念进行限制时，应该由类到类所包含的分子，或由大类到它所包含的小类，不得由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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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部分或者由集合体到个体。 

 概念的扩大通过减少概念的内涵，扩大概念的外延，使一个概念从种概念过渡到属概念。对

概念进行扩大时，应该由分子到分子所属的类，不得由部分到整体或者由个体到集合体。 

限制和扩大可以连续地进行。限制的极限是单独概念，不得对单独概念进行限制。扩大的极限

是论域，因为论域是讨论问题时外延最大的概念。 

限制和扩大从语词方面来看可以是增加或减少语词，但是，有的限制和扩大需要换成其他更准

确更恰当的语词。要注意的是，有的语词的增加和减少不是限制和扩大。通过限制和扩大所形成的

概念之间应当具有从属关系即属种关系或种属关系。 

第二节 定义和划分 

概念是命题的组成单位，是表达思想的基础，因而在使用概念的过程中，一定要明确概念的内

涵和外延。明确概念内涵和外延的逻辑方法分别是定义和划分。 

一、定义 

1、定义及其结构 

定义是明确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 

一个完整的定义由被定义项、定义项和定义联项三个部分组成。 

被定义项是含义需要明确的概念。被定义项通常用 Ds表示。 

定义项是揭示被定义项含义的表达式。定义项通常用 Dp表示。 

定义联项表明被定义项与定义项之间的定义关系。 

标准的定义的公式是：Ds就是 Dp或者 Ds＝dfDp。 

定义是一种常用的逻辑方法。 

2、定义的种类和下定义的方法 

定义通常分为事物定义和语词定义两大类。 

（1）事物定义 

事物定义是揭示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有属性的定义。事物定义又称为真实定义。 

事物定义的基本形式是属加种差定义。即定义项由一个属概念和一个种差构成。可以用公式表

示为： 

被定义项＝种差＋邻近属 

所谓属概念，是指被定义概念所从属的一个概念。 

一个概念的属概念往往是多层次的。给概念下定义时，一般是选择被定义项最邻近的属概念。

但“邻近的属概念”是相对而言的，选择哪个外延较广的概念作属概念，要根据定义的具体要求而

定。 

所谓种差，是指那些可以把被定义项所反映的那种事物与该属的其他种事物区别开来的特有属

性。 

选择种差时应考虑两点要求：第一，运用种差把被定义项与邻近属中的其他种概念区别开来；

第二，运用种差增加邻近属的内涵以缩小邻近属的外延，使被定义项外延与定义项外延之间具有全

同关系。 

由于种差是多种多样的，因而在事物定义中，用属加种差方法下定义也呈现出不同的类型： 

a、性质定义。种差是事物的性质特征。 

b、发生定义。种差是事物发生、形成的特征。 

c、功用定义。种差是事物的功能特征。 

（2）语词定义 

语词定义就是说明或规定语词含义的定义。 

语词定义的目的是明确概念的表述。概念的明确离不开语词，而多数语词的含义不是唯一的，

在表述概念的过程中，就需要对所使用的语词的含义加以明确，以避免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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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词定义有两种类型： 

a、说明的语词定义。说明的语词定义是对某个语词的已有含义作出解释、说明的定义。 

b、规定的语词定义。规定的语词定义是对某个原有的语词或新出现的语词赋予确定意义的定

义。 

规定的语词定义所规定的语词，在一定时期内可以看作是一种规定，人们按照这个规定来学会

使用这个词。当这个词成为通用词以后，对其词义的解释就可被看作说明的语词定义了。 

3、定义的规则 

要达到正确定义的目的，不仅需要具备所定义概念的相关知识，还应该遵循定义的规则。 

（1）定义不能循环。 

这条规则要求：定义项中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出现被定义项。 

违反这一要求导致的错误是循环论证。 

（2）定义必须相应相称。 

这条规则要求：被定义项的外延和定义项的外延应该相等。 

违反这一要求导致的错误是定义过宽或定义过窄。 

（3）定义应当用肯定形式。 

这条规则要求： 

a、 给正概念下定义不能用负概念。 

b、 定义应当用肯定命题来表达。 

违反这一要求导致的错误是定义离题。 

（4）定义必须明确。 

这条规则要求： 

a、定义应当用简练的语言，不应有含混的语词。 

违反这一要求导致的错误是定义含混。 

b、定义项中不应包含比喻。 

违反这一要求导致的错误是用比喻代定义。 

二、划分 

1、划分及其结构 

划分是明确概念外延的逻辑方法。 

划分由划分的母项、划分的子项和划分标准三部分组成。 

划分的母项就是其外延被划分的概念。 

划分的子项就是母项被划分后得到的各并列的概念。 

划分标准就是将一个母项划分为若干个子项时所依据的一定的属性。 

事物具有多种属性，因此划分时可以根据需要选取不同的属性作为划分标准。 

2、划分的方法 

（1）一次划分和连续划分 

一次划分是对母项进行一次分完的划分，只包含母项和子项两个层次。 

连续划分是把第一次划分后所得到的子项作为母项继续进行划分，这样连续划分下去，直到满

足需要为止。 

（2）二分法 

二分法是以对象有无某种属性为划分标准，把母项中凡是具有这种属性的对象划分为一类，表

现为一个正概念；把凡是不具有这种属性的对象划分为另一类，表现为一个负概念。二者在外延上

是矛盾关系。 

3、划分的规则 

要给一个概念作出正确的划分，不仅需要掌握有关划分对象的具体知识，还要遵守划分的规则。 

（1）子项外延之和必须等于母项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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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这一要求导致的错误是子项不全或多出子项。 

（2）各子项外延之间必须互不相容。 

违反这一要求导致的错误是子项相容。 

（3）划分标准必须同一。 

违反这一要求导致的错误是多标准划分。 

4、分解与列举 

分解是把一个整体分为几个组成部分，它所显现出的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分解后的部分不具

有整体的属性。 

划分不同于分解。划分所显现出的是类与分子的关系。划分后的子项具有母项的属性。 

列举是划分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划分的省略式。划分需要明确概念的全部外延，而列举只明确

概念的部分外延。 

第三节  语句分析 

一、语句的应用  

语句的用法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陈述情况。 

（二）提出问题。 

（三）表达感受。 

（四）发出指令。 

    根据语气的不同，语言学把语句被区分为四种类型：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和命令（祈使）
句，这四种句式大致对应于以上所列语句的四种用法。 
    一个陈述性语句既可能仅用于做出一个陈述，也可能还被用于表达一个判断。 
    二、语句的意义: 组合原则、语境原则 
组合原则：语句意义组合原则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如果语句 E 依据某个语法规则由部分 E1和

E2所构成，则 E的意义 M(E)是由 E1的意义 M(E1)和 E2意义 M(E2)以与其语法规则对应的某种方式组

合得到的。 

语境原则：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论的思想要点可以概括为：语言是作为表达我们思想的

东西发展起来的，只有在我们能使用我们的语言这个意义上，语言才可能对我们具有意义。 

三、语句的真值 

逻辑学研究推理、论证，就是围绕着“真”的概念展开的。逻辑学不研究某个特定语句在事实

上的真假，不研究某个特定语句所作的陈述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情况，逻辑学只研究语句之间的真

假关系，特别是出现在推理和论证中的语句之间的真假关系。 

四、语句的类型 

根据语气的不同，语句分为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命令句。 

根据结构的繁简，语句分为单句和复句。单句表达的命题称为简单命题，复句表达的命题称为

复合命题。根据语句中是否出现模态词，语句分为模态语句和非模态语句。模态语句表达模态命题，

非模态语句表达非模态命题。根据语句中是否出现规范词，语句分为规范语句和非规范语句。规范

语句表达规范命题。 

学习目的： 

要求学生掌握语词的应用、概念及其特征、概念的分类、概念外延间的关系、基本掌握定义和

划分的方法和规则；语句的用法；语句的意义、语句的真值；语句的种类。 

作业： 

第二章练习题 

知识单元 3：逻辑推理：命题演算 

参考学时：1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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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第一节  复合命题及其形式 

一、命题概述  

1、命题的特征 

命题是对事物情况的陈述。 

任何命题对事物情况都有所陈述，陈述事物情况如此这般或不如此这般。如果对事物情况无所

陈述，就不能成为命题。例如，“他是凶手”这个语句是命题。而“他是凶手吗？”这个语句则只

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因此不是命题。  

任何命题都有真假。如果一个命题所陈述的情况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这个命题就是真命题。例

如，“人民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如果一个命题所陈述的情况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这个命题就

是假命题。例如，“凡被告人都是有罪的”。 

2、命题与语句 

命题与语句有着密切联系。任何命题都要通过语句来表达，但是并非任何语句都表达命题。一

般说来，陈述句是表达命题的，疑问句中的反问句和某些感叹句则间接地表达命题，而大多数疑问

句和感叹句不表达命题。例如，“他是凶手。”、“难道他不是凶手吗？”、“这个凶手竟然是他！”都

是命题。而“他是凶手吗？”这个语句则不是命题。 

命题与语句不是一一对应的，同一命题可以用不同的语句来表达。例如，“他是医生”、“他是

大夫”这二个命题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在不同的语境中，同一语句可能陈述不同的事物情况，表

达不同的命题。例如，“他积极参加运动”，既可以理解为他积极参加体育运动，也可以理解为他积

极参加政治运动。 

3、命题与判断 

4、命题的种类 

二、复合命题及其形式 

1、概述 

复合命题就由简单命题和命题联结词组成的命题。 

复合命题的特征是： 

（1）复合命题至少由一个支命题和一个命题联结词组成。 

（2）一个复合命题所陈述的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完全取决于这个复合命题所包含的命题联

结词。 

（3）复合命题的真假与其支命题的真假有关，与其命题联结词也有关。 

（4）复合命题的形式是由命题变项和真值联结词组成的表达式。                  

2、负命题 

负命题就是陈述某个命题不能成立的命题。负命题是由支命题和命题联结词“并非”组成

的。例如：“并非他是凶手”。 

负命题的命题联结词是“并非”，用符号“┑”表示。除“并非”外，还有“并不是”、“……

是不成立的”、“……是假的”等否定词。 

负命题的形式是：并非 p，可表示为：┑P 

负命题陈述了它的支命题为假，即负命题为真，当且仅当被否定的支命题为假。其真值表为： 

     

 

 

 

3、联言命题 

联言命题陈述了几种事物情况同时存在、同时为真。联言命题由联言支和命题联结词“并且”

p ┑P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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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例如：《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

不适用死刑。” 

联言命题的命题联结词是“并且”，用符号“∧”表示。除“并且”外，还有“而且”、“既……

又”、“但是”、“可是”、“却”等合取词。 

联言命题的形式是：p并且 q，可表示为：p∧q 

联言命题陈述了它的联言支都是真的，即联言命题为真，当且仅当联言支都是真的。 

4、选言命题 

选言命题陈述了几种事物情况中至少有一种情况存在。选言命题是由选言支和命题联结词“或

者”组成的。例如：这起盗窃案的性质，或者为内盗，或者为外盗，或者为内外勾结。    

选言命题的命题联结词是“或者”，用符号“∨”表示。除“或者”外，还有 “至少有”、“……

不可都假”等析取词。 

选言命题的形式是：p或者 q，可表示为：p∨q 

选言命题陈述了它的选言支中至少有一个为真，即选言命题为真，当且仅当选言支至少有一

个为真。 

    5、假言命题（充分条件假言命题） 
    假言命题陈述了某一事物蕴涵另一事物。假言命题是由支命题和命题联结词“如果……则”组
成的。例如：如果患了肺炎，就会发烧。 
    假言命题的命题联结词是“如果……则”，用符号“→”表示。除“如果……则”外，还有“假
如……那么”、“只要……就”、“一旦……就”、“若”、“则”等蕴涵词。 
    假言命题的形式为：如果 p则 q，可表示为：p→q 
    假言命题陈述了前件蕴涵后件，即假言命题为真，当且仅当并非前件为真而后件为假。 

6、等值命题（充要条件假言命题） 

等值命题陈述了两种事物情况同时存在或者同时不存在。等值命题是由支命题和命题联结词

“当且仅当”组成的。例如：一个数是偶数当且仅当它能被 2整除。 

    等值命题的命题联结词是“当且仅当”，用符号“←→”表示。除“当且仅当”外，还有“当
且仅当……才”等等值词。 
    等值命题的形式为：p当且仅当 q，可表示为：p←→q 
    等值命题陈述了前件和后件同真或同假，即等值命题为真，当且仅当它的前件和后件的真假情
况是相同的。 

7、多重复合命题 

（1）多重复合命题概述 

（2）排斥选言命题（不相容选言命题） 

排斥选言命题就是指其选言支中有且只有一个是真的。例如：要么东风压倒西风，要么西风压

倒东风。 

排斥选言命题的命题联结词是“要么……要么”，此外还有“不是……就是”，有时也可用“或

者……或者”充当。 

排斥选言命题的形式是：要么 p，要么 q 

（3）必要条件假言命题 

必要条件假言命题陈述了某一命题的存在是另一命题存在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假言命题是由

支命题和命题联结词“只有……才”组成的。例如：只有水分充足，种子才会发芽。 

必要条件假言命题的命题联结词是“只有……才”，此外还有“除非……才”、“仅当……才”。 

必要条件假言命题的形式为：只有 p才 q，可表示为： ┑p →┑q 

必要条件假言命题陈述了 q蕴涵 p，即必要条件假言命题为真，当且仅当并非前件为假而后件

为真。 

复合命题真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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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q p∧q p∨q 要么 p要么 q p→q ┑p →┑q p←→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节    复合命题的重言等值式及其等值变形 

一、复合命题公式的分类 

1、重言式 

2、矛盾式 

3、协调式 

二、常用的重言等值式 

（1）p→q←→┑q→┑p 

（2）p∨q←→┑p→q 

（3）p∧q←→┑（p →┑q） 

（4）(p←→q)←→（p→q）∧（q→p） 

（5）(p←→q)←→（p∧q）∨（┑p ∧┑q） 

（6）┑（p→q）←→p∧┑q 

（7）┑（p∨q）←→┑p∧┑q 

（8）┑（p∧q）←→┑p∨┑q 

（9）┑（p←→q）←→（p→┑q）∧（┑p→q） 

（10）┑（p←→q）←→（p ∧┑q）∨(┑p∧q) 

三、等值变形规则 

（1）双端否定规则 ：如果 β⇔α，则 β¬⇔α¬。 

（2）双重否定规则 ：α⇔α¬¬。 

（3）传递规则 ：如果 β⇔α，γ⇔β，则 γ⇔α。 

（4）对称规则 ：如果 β⇔α，则 α⇔β。 

（5）代入规则 ：在重言式中，任何命题变项可用任何公式代入，代入后得到的仍是重言式。

代入必须处处进行。 

（6）置换规则：在任何命题形式中，任何部分都可用与之重言等值的命题形式作置换，置换

后得到的命题形式与原公式重言等值。置换不必处处进行。 

第三节     重言式的判定方法 

一、真值表法 

二、归谬赋值法 

三、表列法 

第四节  复合命题推理的基本有效式 

一、复合命题推理的有效性 

二、双重否定推理 

（1）双否销去式 

如果一个命题前面有双重否定词，则可以将双重否定词销去。其推理形式是： 

非非 p， 

所以，p。 

（2）双否引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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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个命题的前面都可以引入双重否定词。其推理形式是： 

p， 

所以，非非 p。 

三、联言推理 

（1）合成式 

以几个已知命题作为联言支，组成一个联言命题。其推理形式是： 

p，q， 

所以，p并且 q。 

（2）分解式 

已知一个联言命题，可以这个联言命题的任一联言支为结论。其推理形式是： 

p并且 q，                          

所以，p（或者 q）。                               

四、选言推理 

选言推理常用的有效形式是否定肯定式。 

在选言推理中，由于选言命题的选言支可能不止一个为真，所以，不能从其中一个选言支为真

推定剩下的选言支为假。但因为一个选言命题为真，选言支不可能全部为假，所以能从其中一些选

言支为假推定剩下的选言支为真。其推理形式是： 

或者 p，或者 q， 

非 p（或非 q）， 

所以，q（或 p） 

五、假言推理（充分条件假言推理） 

（1）肯定前件式 

以假言命题作为大前提，用小前提肯定大前提的前件，进而用结论肯定大前提的后件。其推理

形式是： 

如果 p则 q， 

p， 

所以，q。 

（2）否定后件式 

以假言命题作为大前提，用小前提否定其后件，进而用结论否定其前件。其推理形式是： 

如果 p则 q， 

非 q， 

所以，非 p。 

违反了假言推理的规则，有两种无效推理形式： 

以假言命题作为大前提，用小前提否定其前件，进而用结论否定其后件，这是“否定前件的

错误”。其推理形式是： 

如果 p则 q， 

非 p， 

所以，非 q。 

以假言命题作为大前提，用小前提肯定其后件，进而用结论肯定其前件，这是“肯定后件的

错误”。其推理形式是： 

如果 p则 q， 

q， 

所以，p。 

六、等值推理（充要条件假言推理） 

（1）肯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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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等值命题作为大前题，用小前提肯定其前件，进而用结论肯定其后件，或者用小前提肯定

其后件，进而用结论肯定其前件。其推理形式是： 

p当且仅当 q， 

p（或 q）， 

所以，q（或 p）。 

（2）否定式 

以等值命题作为大前提，用小前提否定其前件，进而用结论否定其后件，或者用小前提否定

其后件，进而用结论否定其前件。其推理形式是： 

p当且仅当 q， 

非 p（或非 q）， 

所以，非 q（或非 p）。 

第五节  复合命题推理的其他有效式 

 1、排斥选言推理 

（1）否定肯定式 

以排斥选言命题为大前提，以否定其一个支命题为小前提，以肯定其另一个支命题为结论。

其推理形式是： 

要么 p，要么 q， 

非 p（或非 q）， 

所以，q（或 p）。 

（2）肯定否定式 

以排斥选言命题为大前提，以肯定其一个支命题为小前提，以否定其另一个支命题为结论。

其推理形式是： 

要么 p，要么 q， 

p（或 q）， 

所以，非 q（或非 p）。 

2、必要条件假言推理 

（1）否定前件式 

以必要条件假言命题作为大前提，用小前提否定其前件，进而用结论否定其后件。其推理形

式是： 

只有 p才 q， 

非 p， 

所以，非 q。 

（2）肯定后件式 

以必要条件假言命题作为大前题，用小前提肯定其后件，进而用结论肯定其前件。其推理形

式是： 

只有 p才 q， 

q， 

所以，p。 

违反了必要条件假言推理的规则，有两种无效推理形式： 

以必要条件假言命题作为大前提，用小前提肯定大前提的前件，进而用结论肯定大前提的后件，

这是“肯定前件的错误”。其推理形式是： 

只有 p才 q, 

p， 

所以，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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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必要条件假言命题作为大前提，用小前提否定其后件，进而用结论否定其前件，这是“否

定后件的错误”。其推理形式是： 

只有 p才 q， 

非 q， 

所以，非 p。 

3、假言连锁推理 

假言连锁推理至少由三个假言命题组成，其中两个充当前提，一个充当结论。      

假言连锁推理最常见的有效推理形式是： 

如果 p则 q, 

如果 q则 r, 

所以，如果 p则 r。 

4、二难推理 

（1）二难推理构成式 

前提由两个假言命题和一个选言命题组成，用选言命题的两个选言支分别肯定两个假言命题的

前件，进而用结论肯定两个假言命题的后件。 

如果两个假言命题的后件相同，称为二难推理简单构成式。其推理形式为： 

    如果 p则 r， 
    如果 q则 r， 
    p或者 q， 
    所以，r。 
    如果两个假言命题的后件不相同，称为二难推理复杂构成式。其推理形式为： 
    如果 p则 r， 
    如果 q则 s， 
    p或者 q， 
    所以，r或者 s。 
（2）二难推理破坏式 

前提也是由两个假言命题和一个选言命题组成，用选言命题的两个选言支分别否定两个假言

命题的后件，进而否定它们的前件。 

    如果两个假言命题的前件相同，称为二难推理简单破坏式。其推理形式为： 
    如果 p则 q ， 
    如果 p则 r， 
    非 q或者非 r， 
    所以，非 p。 
    如果两个假言命题的前件不相同，称为二难推理复杂破坏式。其推理形式为： 
    如果 p则 r， 
    如果 q则 s， 
    非 r或者非 s，  
    所以，非 p或者非 q。 

4、 基于重言等值式的推理：如果 β⇔α，则 β⇒α且 α⇒β 

第六节 命题逻辑的自然推理系统 PN 

一、从给定的前提出发，运用推理的有效式即根据推理规则所进行的推理，称为自然推理。

自然推理不预设公理，只是根据推理规则，从给定的前提出发得出结论。 

二、PＮ系统基本规则：  

P规则（前提引入规则）：在推理的任一步都可以引入一个给定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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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规则（重言蕴涵规则）：如果在推理中有一些在先的命题形式，它们的合取重言蕴涵β，就

可以在推理中引入命题形式β。 

R.A.A规则（间接证明规则）：如果能从一组前提和┓α推出逻辑矛盾，就可以从这组前提推

出α。 

学习目的： 

要求学生掌握复合命题及其形式；复合命题的重言等值式及其等值变形；重言式判定方法；复

合命题推理的基本有效式；复合命题推理的其他有效式；复合命题推理的自然推理系统。 

作业： 

第三章练习题 

知识单元 4：逻辑推理：类演算与关系推理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直言命题 

分析直言命题的内部结构：主项、谓项、量项、联项；划分直言命题的种类：全称肯定命题（A）、

全称否定命题(E)、特称肯定命题(I)、特称否定命题(O)；。 

首先要向学生阐明以命题逻辑的眼光和分析技术不能准确评估简单命题的有效性。在分析命题

逻辑推理时，我们以“简单命题”为基本分析单位，不分析简单命题的内部结构。但以这样的分析

技术，我们就会把很多有效的简单命题推理判定为无效的推理。在分析简单命题推理时，进一步分

析简单命题内部结构，分析简单命题内部作为联结词和变项得诸词项。分析简单命题推理的分析单

位不再是命题而是词项。 

简单命题分为直言命题和关系命题，词项逻辑主要研究直言命题及其构成的简单命题推理。 

直言命题是陈述对象具有或不具有某种性质的命题。或者可以理解为：直言命题陈述命题的主、

谓项外延间所具有的关系。 

直言命题的组成成分分为如下四种：主项、谓项、量项、联项。这样的划分方法与语言学对句

法的分析方法相一致。直言命题的主项和谓项分别是变项，量项和联项一起构成逻辑常项。当命题

的主项是普遍词项时，量项分为全称量项和特称量项；联项分为肯定的和否定的，因而直言命题依

据联结词的种类分为四种：全称肯定命题、全称否定命题、特称肯定命题、特称否定命题。特别注

意的事，逻辑对特称量项“有的”的理解是“至少有一个”，而不是“只有一部分”。 

当直言命题的主项是单独词项时，依据联词的不同，分为单称肯定命题和单称否定命题。传统

逻辑把单称肯定命题视为全称肯定命题，单称否定命题视为全称否定命题。因为就主、谓项外延间

的关系而言，单程命题与全程命题的情形相同，而且就直言命题主项的周延性情况言，单称命题与

全称命题的情形相同。 

第二节 直言命题词项的周延性 

依据任意两个词项间外延的关系和四种直言命题对主谓向外延间关系的陈述来判定四种直言

命题的真值。直言命题词项周延性是指一个命题有没有陈述其主项或谓项的全部外延。如果某命题

对其中某词项的全部外延作了陈述，则该词项在该命题中是周延的，否则，是不周延的。离开命题，

不能判定周延性的情况。而且，命题的周延性情况与命题形式有关，与命题的内容无关。全称肯定

命题主项周延，谓项不周延；全称否定命题主、谓项都周延；特称肯定命题主、谓项都不周延；特

称否定命题主项不周延、谓项周延。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全称命题的主项周延、否定命题的谓项

周延，出现在其他位置的词项都不周延。 

当主谓项的外延是全同关系或种属关系时全称肯定命题为真，其它情形下，全称肯定命题为假；

当主谓项的外延为全异关系时，全称否定命题为真，其它情形下，全称否定命题为假；当主谓向外

延间为全异关系时特称肯定命题为假，其它情形下，特称肯定命题为真；当主谓项的外延间为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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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种属关系时，特称否定命题为假，其它情形下，特称否定命题为真。 

第三节  对当关系的推理。 

识别同一素材的四种直言命题之间真值关系，并基于该真值关系进行直言命题对当关系的推

理。 

命题之间的矛盾关系是指：两个命题不可同真，也不可同假；即一真一假。命题之间的反对关

系是指：两个命题不可同真；即当其中一个为真时，另一个一定为假，当其中一个为假时，另一个

可真可假。命题之间的下反对关系是指：两个命题不可同假；即当一个命题为假时，另一个命题一

定为真，当一个命题为真时，另一个可真可假。命题之间的差等关系，就是在第二章里学习的蕴涵

关系，和上述诸种关系不同的事，前面提及的三种命题之间的真值关系都是对称的，而差等关系不

是对称的。 

主谓项相同的四种直言命题就是所谓“同一素材”的直言命题。同一素材的全称肯定命题和特

称否定命题间、全称否定和特称肯定命题间分别是矛盾关系；全称肯定命题和全称否定命题间是反

对关系；特称肯定命题和特称否定命题间是下反对关系；全称肯定命题和特称肯定命题间以及全称

否定和特称否定命题间是差等关系。上述诸种命题之间的关系，被称作直言命题间的对当关系。基

于直言命题间的对当关系，可以作下述十六种有效的推理： 

SAP→¬SEP 

SAP→¬SOP 

SAP→SIP 

¬SAP→SOP 

SEP→¬SAP 

SEP→¬SIP 

SEP→SOP 

¬SEP→SIP 

SIP→¬SEP 

¬SIP→SEP 

¬SIP→SOP 

¬SIP→¬SAP 

SOP→¬SAP 

¬SOP→SAP 

¬SOP→SIP 

¬SOP→¬SEP 

第四节   直言命题的换质推理和换位推理 

换质推理是指以一个直言命题做前提，直接推出一个这样的结论：前提的量项不变、主项不变；

改变前提的联项：即将肯定的变为否定的，将否定的变为肯定的；将结论的谓项变为与前提的谓项

具有矛盾关系的词项。换质推理都是有效的，它实质上包括十六种有效的推理形式；表达四个等值

式.                              

换位推理是指这样一种直言命题的直接推理，它以一个直言命题为前提推出这样的结论：不改

变前提的量项和联项，将前提的主谓项位置互换。依据这样的方法，四种直言命题换位后分别是： 

SAP→PAS 

SEP→PES 

SIP→PIS 

SOP→POS 

但有效的换位推理必须遵循以下规则：前题中不周延的词项在结论中不得周延。利用这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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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上述各换位推理可得出：E命题和 I命题换位是有效的，而 A命题和 O命题换位是无效的。 

在讲解前述各种直言命题的直接推理后，让学生训练有效的对当关系推理、换质推理和换位推

理的连续运用。 

第五节  三段论 

一、三段论及其格和式。 

三段论是以两个直言命题做前提，并借助两个前提中的一个共同词项作媒介，得出另外一个直

言命题作结论的推理。三段论是直言命题间的间接推理，它由三个直言命题组成，而且这三个命题

中总共有三个词项出现。每一个命题和词项都有各自的名称：结论的主项叫小项、结论的谓项叫大

项、在两前提中出现而结论中不出现的词项叫中项；出现大项和中项的前提是大前提，出现小项和

中项的前提叫小前提。 

三段论的形式与三段论的格和式之间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三段论有四个格，由中项在大、小前

提中出现在主、谓项的位置决定。中项在大前提中作主项，在小前提中作谓项的是第一格，中项在

大小前提中都作主项的是第二格，中项在大小前提中都作谓项的是第三格，中项在大前提中作谓项、

在小前提中作主项的是第四格。三段论的式指作为它构成部分的命题依大前提、小前提、结论这样

的顺序排列的命题形式。如：MAP∧SAM→SAP 这个三段论的形式就对应于三段论的第一格 AAA 式，

而与三段论第三格 EIO式相对应的三段论形式是：PEM∧SIM→SOP。 

二、三段论的基本规则及导出规则。 

三段论的基本规则是这样的一些规则：一个三段论违反任何一条基本规则都是无效的，如果遵

守所有的基本规则就是有效的。也就是说：每一条基本规则都是三段论有效的必要条件，基本规则

之和是三段论有效的充分条件。导出规则是从基本规则推导出来的，违背任何一条导出规则的三段

论都是无效的，但遵守所有导出规则的三段论也未必有效。 

三段论基本规则有三条：第一：中项至少在前提中周延一次；第二：前提中不周延的词项在结

论中也不得周延；第三：前提和结论中的否定命题数目必须相同。三段论导出规则的内容为：两个

特称前提的不出有效的结论；如果前提中有特称命题，那么结论也必须是特称的。 

三、省略三段论、直言命题推理逻辑有效性的判定、关系命题及关系的性质。省略三段论是这

样一类推理，就逻辑关系来看，它是三个词项间关系的推理，但就语言表达而言，它依据特定的语

境省略了其中作为前提或结论的某个命题。直观地看：它不同于直言命题的直接推理，因为出现了

三个词项；它不同于标准的三段论，因为它只表达了两个命题。 

直言命题逻辑有效性的判定方法有多种，如：推理规则判定方法，文恩图判定方法，和关于三

段论的化归判定方法。以前分析过的每一种有效的直言命题推理都可以作为判定直言命题推理有效

性的判定规则，即一个直言命题推理如果符合上述有效式中的任何一种就是有效的。要求学生在熟

练掌握用推理规则判定的基础上，了解文恩图判定法和化归判定法。 

关系命题是陈述事物之间关系的简单命题。它由关系项、关系者项和量项构成。主要介绍关系

的对称性和传递性，并分析我们已学习的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对称性和传递性。 

学习目的： 

通过本章的学习，让学生掌握分析、评价简单命题推理的传统逻辑的方法，并在准确判定的基

础上有效地进行直言命题之间的推理。在此基础上要求学生巩固在命题逻辑的相关章节里学习的

“推理形式有效”的概念，并熟练掌握任意两个词项间外延间的关系理论和直言命题的词项周延性

的知识。通过实际训练让学生利用上述逻辑观念及相应的逻辑技术来准确判断直言命题的直接推理

和三段论推理并在推理的实践中熟练运用有效的直言命题推理；识别、避免无效的直言命题推理。 

作业： 

第四章练习题 

知识单元 5：逻辑推理：模态、规范推理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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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第一节 模态命题 

一、模态命题的特征：模态命题是陈述事物情况的必然性或可能性的命题，其特征是含有

“必然”、“可能”等模态词。在表达模态命题的命题形式时，将模态词置于命题变项ｐ、ｑ…

之前。本书采用符号“Ｌ”表示“必然”，“Ｍ”表示“可能”。 

二、模态命题的种类：根据模态命题所含模态词的不同，将模态命题分为必然命题和可能命

题，进一步地，必然命题又分两类：陈述事物情况必然存在的命题为必然肯定命题，陈述事物情

况必然不存在的命题为必然否定命题；可能命题也分两类：陈述事物情况可能存在的命题为可能

肯定命题，陈述事物情况可能不存在的命题为可能否定命题。这四种命题的形式可用符号表示

为：Ｌｐ、Ｌ┓ｐ、Ｍｐ、Ｍ┓ｐ。 

三、模态命题的真假：模态词不是真值联结词，模态命题的真假不能由其中所含非模态命题

的真假来确定，需要引入克里普克语义学来定义模态命题的真假。 

第二节 模态推理 

一、模态对当推理。是根据同一素材的Ｌｐ、Ｌ┓ｐ、Ｍｐ、Ｍ┓ｐ四种模态命题之间的真

假对当关系进行的演绎推理。有以下四种： 

1、矛盾关系对当推理：Ｌｐ与Ｍ┓ｐ、Ｌ┓ｐ与Ｍｐ之间具有矛盾关系，可以由其中的一个

命题为真推出另一个命题为假，也可以由其中的一个命题为假推出另一个命题为真；2、差等关系

对当推理：Ｌｐ与Ｍｐ、Ｍ┓ｐ与Ｌ┓ｐ之间具有差等关系，可以由其中的必然命题为真推出可

能命题为假，也可以由其中的可能命题为假推出必然命题为真；3、反对关系对当推理：Ｌｐ与Ｌ

┓ｐ之间具有反对关系，可以由其中的一个命题为真推出另一个命题为假，但不可以由其中的一

个命题为假推出另一个命题为真；4、Ｍｐ与Ｍ┓ｐ之间具有下反对关系，可以由其中的一个命题

为假推出另一个命题为真，但不可以由其中的一个命题为真推出另一个命题为假。 

2、模态命题与非模态命题的推理。基本推理形式为：Ｌｐ→ｐ，ｐ→Ｍｐ。 

3、必然化推理。由 A是可证明的常真式，推出 LA也是可证明的常真式。 

4、复合模态命题推理。指由模态词与真值联结词相互嵌套所形成的常真蕴涵式的推理。如：

Ｌ（ｐ→q）→（Lｐ→Lq）。 

5模态三段论。前提中的直言命题含有模态词的三段论推理。除了要遵守三段论规则外，还要

遵守有例外的结论从弱原则。 

第三节 模态逻辑的自然推理系统Ｔ
Ｎ
、ＱＴ

Ｎ 

模态命题逻辑的自然推理系统Ｔ
Ｎ
是 P

Ｎ
系统的扩张，增加了带模态词的命题形式及关于模态

词的基本推理规则：必然销去规则 LS：从 Lα可以推出α；必然引入 规则 LG：从定理α可以推出 

Lα；必然分离规则 LM：从 L（α→β）和 Lα可以推出 Lβ。 

模态谓词逻辑的自然推理系统ＱＴ
Ｎ
建立在Ｑ

Ｎ
和Ｔ

Ｎ
系统之上，其推理规则由Ｑ

Ｎ
和Ｔ

Ｎ
系统的

推理规则组成。 

第四节 规范命题 

一、规范命题的特征：规范命题是陈述人们行为规范的命题，由规范词和陈述某种行为的命

题两部分组成。在表达规范命题的命题形式时，将规范词置于命题变项ｐ、ｑ…之前。本书采用

符号“O”表示“应当”，“F”表示“禁止”，“P”表示“允许”。 

二、规范命题的种类：根据规范命题所含规范词的不同，将规范命题分为必须命题、禁止命

题和允许命题，其命题形式分别为 Op、Fp、Pp。 

三、规范命题的真假。如果一个规范命题所陈述的规范是有效规范，它就是真的，如果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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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命题所陈述的规范是无效规范，它就是假的。 

第五节 规范推理 

一、规范对当推理。是根据同一素材的Ｌｐ、Ｌ┓ｐ、Ｍｐ、Ｍ┓ｐ四种规范命题之间的真

假对当关系进行的演绎推理。有以下四种： 

1、矛盾关系对当推理：Oｐ与 P┓ｐ、Fｐ与 Pｐ之间具有矛盾关系，可以由其中的一个命题

为真推出另一个命题为假，也可以由其中的一个命题为假推出另一个命题为真；2、差等关系对当

推理：Oｐ与 Pｐ、Fｐ与 P┓ｐ之间具有差等关系，可以由其中的必然命题为真推出可能命题为

假，也可以由其中的可能命题为假推出必然命题为真；3、反对关系对当推理：Oｐ与 Fｐ之间具有

反对关系，可以由其中的一个命题为真推出另一个命题为假，但不可以由其中的一个命题为假推

出另一个命题为真；4、Pｐ与P┓ｐ之间具有下反对关系，可以由其中的一个命题为假推出另一个

命题为真，但不可以由其中的一个命题为真推出另一个命题为假。 

二、必须化推理。由 A是可证明的常真式，推出 OA也是可证明的常真式。 

三、复合规范命题推理。指由规范词与真值联结词相互嵌套所形成的常真蕴涵式的推理。

如：O（ｐ→q）→（Oｐ→Oq）。 

四、规范三段论。以规范命题为大前提，以直言命题为小前提，推出一个规范命题的结论的

三段论推理。有的规范三段论类似于关系三段论，应当遵守直言三段论规则或关系三段论的规

则。 

五、规范条件推理。根据规范命题所涉及的行为之间的条件关系进行的演绎推理。包括： 

1、 必须条件推理。从 OA和 A→B推出 OB；从 OA和 B →┓A推出 FB。 

2、 禁止条件推理。从 FA和 B→A推出 FB；从 FA和┓A→B推出 OB。 

3、 允许条件推理。从 PA和 A→B推出 PB；从 PA和 B→┓A推出 P┓B。 

六、规范强弱推理。是从一个较强或较弱的规范推出一个较弱或较强的规范的推理。包括：

由强到弱的规范推理；由弱到强的规范推理。 

第六节 规范逻辑的自然推理系统 DＴＮ 

模态命题逻辑的自然推理系统 DT
Ｎ
是 P

Ｎ
系统的扩张，增加了带规范词的命题形式及关于规范

词的基本推理规则：必须销去规则 OS：从 Oα可以推出┓O┓α或 Pα；必须引入 规则 OG：从定理

α可以推出 Oα；必须分离规则 OM：从 O（α→β）和 Oα可以推出 Oβ。 

学习目的：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重点掌握：模态命题、模态对当推理、规范命题、规范对当推理；

应当掌握规范条件推理、规范强弱推理；对于其他类型的模态推理、模态逻辑的自然推理系统Ｔ
Ｎ
、ＱＴ

Ｎ、
其他类型的规范推理以及规范逻辑的自然推理系统ＤＴ

Ｎ
，作为一般了解。 

作业： 

第六章练习题 

知识单元 6：合情推理： 归纳逻辑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回溯推理  

2．归纳推理 

3．求因果五法 

4．类比推理 

5．假说的提出和检验 

第一节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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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归纳逻辑 

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是逻辑学研究的两种不同类型的逻辑。研究演绎推理的逻辑称为演绎逻

辑。研究非演绎推理的逻辑称为归纳逻辑。 

演绎推理和非演绎推理的区别在于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不同。演绎推理前提蕴涵结论，前

提真和结论真之间具有必然联系。而非演绎推理前提并不蕴涵结论，从真前提只能或然地推出结

论为真。 

归纳逻辑的发展包括古典归纳逻辑和现代归纳逻辑两个阶段。 

二、非演绎推理的类型 

回溯推理 

归纳推理 

求因果联系五法 

类比推理 

概率推理 

统计推理 

第二节  回溯推理 

一、回溯推理的定义及结构 

回溯推理又称“逆推理”、“溯因推理”，是一种从结果出发推测该结果发生的原因或条件的非

演绎推理。 

回溯推理的形式是：p，如果 q则 p，所以 q 。 

从演绎逻辑的角度看，这种推理形式是无效的，不具有逻辑必然性。因为它与假言推理的肯定

后件式具有逻辑同构性。但回溯推理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科学研究中应用都非常广泛。 

归纳逻辑在承认回溯推理的结论是可错的前提下，肯定回溯推理有其客观根据和应用价值。回

溯推理的根据就在于客观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或条件联系。 

回溯推理的结论是可错的，原因在于因果联系及条件联系的复杂性。 

拥有与已知现象（结果）的因果联系的知识越多，相关结论的检验越严格，回溯推理结论的可

靠程度就越高。 

运用回溯推理须注意： 

（1）猜测的结论和待解释的现象之间要有逻辑相关性； 

（2）猜测的结论应是可经检验的。 

二、回溯推理的应用 

回溯推理是一种重要的推理形式，是颇具创造性的思维方法，是科学发现的重要工具。 

回溯推理在司法侦查实践中，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侦查人员总是利用作案现场和已有的知

识，通过回溯推理对案件的性质做出有根据的猜测，进而确定作案者。 

第三节 归纳推理 

一、归纳释义 

归纳推理是这样一种非演绎推理：由于发现某类对象中的许多个别对象都具有某种属性，而且

没有发现相反的情况，从而得出结论：该类对象中的每一个都具有这种属性。 

“归纳推理”这个概念常常在不同的意义上被运用。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归纳推理指非演绎推

理。即使就“由个别前提得出一般结论的推理”而言，“归纳推理”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

归纳推理依前提中是否考察了某类对象的全部个体而分为完全归纳推理和不完全归纳推理。 

二、完全归纳推理和不完全归纳推理 

用 S1、S2、……Sn表示类对象中不同的个体，用 P表示对象所具有的属性，则这两种推理的形

式可分别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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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归纳推理                        不完全归纳推理 

S1是 P，                            S1是 P， 

S2是 P，                            S2是 P， 

……                                ……   

Sn是 P，                            Sn是 P， 

S1、S2、……Sn是 S类全部对象，      ……   

———————————————     —————— 

凡 S是 P                            凡 S是 P 

由于完全归纳推理考察了每个对象而无例外，只要前提真则结论必真，所以，就前提和结论的

联系而言，它是一种演绎推理。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作为非演绎推理的不完全归纳推理。也就是说，

我们是在狭义上运用“归纳推理”概念的。由于完全归纳推理只有在研究对象确定而且数目有限时

才可以采用，实际思维中大量运用的也是不完全归纳推理。 

三、结论是或然的 

归纳推理的前提真并不能保证结论必真。因为人们所观察到的事例是为数有限的，而且单凭观

察所获得的经验是不能证明事件的必然性的。因为以往没有遇到相反的情况并不意味着相反的情况

不存在，不能保证将来不会出现相反的情况；而一旦出现相反的情况，归纳推理的结论就会被推翻。 

四、如何提高结论的可靠性程度 

归纳逻辑所关心的是如何运用归纳推理这一思维工具，得到可靠性程度较高的结论。 

第一，归纳推理结论的可靠性程度与观察事例的数量、范围以及对于关对象的分析程度有着直

接的关系。 

一般说来，观察的对象越多，考察的范围越广，归纳推理结论的可靠性程度越高。 

对观察对象的分析对于提高归纳推理结论可靠性程度具有重要作用，因为仅靠事实经验的累积

是不能证明普遍结论的。 

第二，归纳推理结论的可靠性程度还与得出结论所断定的内容有关。结论断定得越越少，其可

靠性程度越高；反之，其可靠性程度越低。 

五、要正确对待相反事例 

运用归纳推理，要正确对待相反事例。所谓“相反事例”，即不具有归纳推理结论所断言的性

质的事例，与结论相矛盾的事例。出现反例，结论将被推翻，反例的出现与否决定归纳推理的命运。

反例可以帮助我们修改或变更结论。积极寻找反例并引用它们来检验、修改或修正结论是科学地运

用归纳推理所应有的智识。 

六、要避免“轻率概括”、“以偏概全” 

在运用归纳推理时，如果不注意扩大考察对象的范围，不注意结论断定的内容的多少，不注意

可能出现的反面事例，就作出一般性结论，其结论的可靠性程度就低，这样运用归纳推理就容易犯

“轻率概括”、“以偏概全”的错误。 

   第四节  求因果联系五法 

19 世纪英国著名的逻辑学家穆勒（1806-1873）提出，因此也称“穆勒五法”。包括求同法、

求异法、求同求异并用法、共变法、剩余法。 

一、求同法 

求同法是这样寻求因果联系的： 

如果在被研究现象出现的若干场合中，只有一种情况是共同的，那么，可断定这种共同的情况

与被研究现象有因果联系。 

求同法的特点是“异中求同”。 

其形式结构为： 

                 场合    先行情况    被研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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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B、C         a 

                （2）    A、D、E         a 

                （3）    A、F、G         a          

                  所以，A与 a有因果联系。 

求同法的结论具有或然性。 

运用求同法时应注意： 

（1）比较的场合越多，结论的可靠性越大。 

（2）要注意发现其他相同情况。 

二、求异法 

求异法是这样寻求因果联系的： 

比较被研究现象出现的场合和不出现的场合，如果其他情况相同，只有一种情况不同，该情况

在被研究现象出现的场合出现，在被研究现象不出现的场合不出现，那么，这种情况就与被研究现

象之间有因果联系。 

求异法的特点是“同中求异”。 

其形式结构为： 

                 场合    先行情况    被研究现象 

                  （1）    A、B、C         a 

                  （2）   —、B、C         —   

                   所以，A与 a有因果联系。 

运用求异法时应注意： 

（1）两个比较场合中出现的不同情况必须是惟一的； 

（2）两个比较场合中唯一不同的情况可能只是被研究现象的部分原因（结果）。 

三、求同求异并用法 

求同求异并用法是这样寻求因果联系的： 

在被研究现象出现的若干正面场合中只有一个情况相同，而在被研究现象粗出现的反面场合中

都没有这一情况，那么就可以推断这种情况与被研究现象之间有因果联系。 

求同求异并用法特点是“既认识同又辨别异”。 

其形式结构为： 

         场合    先行情况    被研究现象 

        （1）    A、B、C         a 

        （2）    A、D、E         a       

        （3）    A、F、G         a 

…… 

        （1'）   —、D、H        —                              

        （2'）   —、B、I        —      

        （3'）   —、G、J        —             

所以，A与 a有因果联系。 

求同求异并用法是一种独立的探求因果的逻辑方法，与求同法、求异法的连续使用不同。 

求同求异并用法包括：正面求同、反面求异、正反求异三步，  

运用求同求异并用法应注意： 

（1）考察场合越多，正、反求同的结论就越可靠，最后结论也越可靠； 

（2）在选择反面场合时，应尽量使反面场合的各种情况和正面场合的情况相似。 

四、共变法 

共变法是这样寻求因果联系的： 

在被研究现象发生变化的若干场合中，如果只有一种情况随着被研究现象的变化发生相应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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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那么可推断这种情况与被研究现象之间有因果联系。 

共变法的形式结构为： 

         场合    先行情况    被研究现象 

         （1）    A1、B、C         a1 

         （2）    A2、B、C         a2 

         （3）    A3、B、C         a3    

          所以，A与 a有因果联系。 

运用共变法时应注意： 

（1）与被研究现象 a发生变化的情况应当是惟一的； 

（2）现象之间的共变关系有一个限度，一旦超出这个限度，共变关系也许就会发生变化； 

（3）在某些具有共变关系的现象之间不一定具有因果联系，它们可能同是另一原因的结果。 

五、剩余法 

剩余法是这样寻求因果联系的： 

如果已知某一复合现象由一个复合原因引起，又知该复合现象中的一部分是由复合原因的一部

分因素引起的。由此推断复合现象中的其余部分是复合原因中的所余因素的结果。 

剩余法的特点是“从余果求余因”。 

其形式结构为： 

                A、B、C、D是 a、b、c、d的原因 

                A是 a的原因 

                B是 b的原因 

                C是 c的原因                     

               所以，D是 d的原因 

运用剩余法时应注意： 

（1）必须确认剩余现象 d不可能是复合原因 A、B、C引起的； 

（2）复合原因 A、B、C、D中的 A可能仍是个复合原因。 

第五节   类比推理 

    类比推理是一种非演绎推理，有两种情形： 
    第一、同类事物之间的类比，即根据一类事物中的若干对象都具有某种属性，从而推测将会遇
到的下一个对象也具有这种属性。其推理过程是： 

S1具有 P属性， 

S2具有 P属性， 

S3具有属性， 

…… 

Sn具有属性 

所以，Sn+1也具有属性。 

这种推理的结论是或然为真的。例如，最近某地连续发生几起枪击案，据目击者说，凶手是两

个人并乘坐一辆白色小货车。于是警方推测这两个人下一次作案时也会乘坐一辆白色小货车。但实

际上，下一次也许两人会分开作案，即使一起作案也可能改乘其他颜色的车辆。所以，不能因为前

几个对象都具有这种属性，就推测下一个对象必然也具有这种属性。 

    第二、两类事物之间的类比，即根据两类不同的事物在某些属性上相似，从而推测它们在其它
属性上也相似。比如用 A、B分别代表两类不同的事物，其推理过程是： 
    A事物有属性 a1、a2……a3，b 
    B事物有属性 a1、a2……a3， 
    所以，B事物也有属性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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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传说我国古代的鲁班，有一次上山砍树，手指被野草的叶子划伤。他发现这些叶子的边
缘有许多锋利的小齿，于是就在铁片上制作许多相似的小齿，发明了人们沿用至今的锯子。 
然而两类事物在某些属性上相同，并不必然推出它们在其它属性上相同。例如，鲸鱼和鱼类有

很多相同之处，它们都生活在水里，都有鳍，身体都呈流线型，但鲸鱼却不属于鱼类，鲸鱼是哺乳

动物，而鱼类是卵生动物。所以，类比推理的结论是或然为真的 

第六节 假说 

一、概述 

1、定义 

假说是人们对所研究事物或现象作出的一种推测性解释、一种假定性说明。 

作为对未知现象或规律的一种推测性解释，假说分为科学假说和工作假设。 

所谓科学假说，是指根据已有的事实陈述和相关的科学理论，对未知事物或规律所作的推测性

解释；工作假设是在实际工作中对某一特定事实而不是一类事物提出解释的假说。为了与科学假说

相区别，通常称之为假设。 

2、假说在人们的认识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假说是科学发现和科学发展的先导。假说普遍存在于自然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以及实际工

作中。 

3、科学对假说的要求 

假说是对事物及其联系的推测性解释，但并非任何一种推测都是假说。假说与臆想、迷信、猜

测的不同之处在于： 

（1）假说要以事实材料和科学理论为根据。 

（2）假说要有解释力。 

（3）假说要具有可检验性。 

二、假说的提出 

在提出假说即形成假说的过程中，要以掌握的事实材料和已有的科学知识为前提，还要综合运

用各种推理，特别是要应用各种非演绎推理。 

一般地，解释某个事实或现象的过程可以概括为： 

（1）已确定某个事实命题（F）为真，但该事实没有得到解释或没有得到合理解释而需要重新

解释。 

（2）为解释 F寻找根据，或为 F提供理由。我们有某种确认为真的知识命题或事实命题（W），

W可用来作为解释 F的根据，但仅靠 W不能推导出 F。 

（3）提出假说命题（H）,将 W和 H结合在一起就能推导出 F。 

（4）我们就得到对 F的一个解释： 

H∧W→F 

H∧W是推理的前提，F是推理的结论。 

如果上述推理式是有效式，则提出的假说就能圆满解释所研究的事实或现象；如果从 H∧W 不

能推出 F，则提出的假说就不能充分解释所研究的事实或现象，就需要提出新假说，或对原假说进

行修正。 

三、假说的检验 

要检验科学假说是否成立，常用的方法是：先从假说引申出具体推断或推论，然后检验这些推

断或推论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 

假说的检验过程可以概括如下： 

H1∧W1→C1           （引申出检验命题） 

¬C1→¬(H1∧W1)       （假言易位推理） 

¬C1∧W1→¬H1         （C1为假但 W1为真，则 H1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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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W2→C2            （H1被推翻，提出新的假说 H2） 

…… 

如果检验命题 C被否证而又没有理由确认 W为假，则假说 H被否证。 

如果检验命题与事实没有矛盾，则假说获得了一些证据的支持。检验命题被证实得越多，支持

假说成立的证据就越多，假说成立的可能性就越大。尤其是关键性检验命题被证实，则假说就得到

关键性或决定性证据的支持。因此，要尽可能多地从假说引申出更多的和更具有关键性的命题。其

过程如下： 

H∧W1→C1   

H∧W2→C2   

H∧W3→C3 

…… 

H∧Wn→Cn 

因为 C1 C2 C3…… Cn都是正确的，因此，H也就可能是正确的。 

根据假言推理规则，检验命题为真，假说未必为真。并且概括性命题或普遍性命题（全称命题）

是无法证实的。此外，实践检验是一个不断深入和不断发展的认识过程，我们只能在所处时代的条

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所有检验命题对于证实假说

的真理性而言，都不具有“终审判决”的意义。也就是说，假说可以被接受但不能最终被证实。 

学习目的：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的区别，掌握回溯推理、归纳推理、求因果五

法及类比推理的内容及推理形式，认识假说提出和检验的逻辑性质。 

作业： 

第七章练习题 

知识单元 7：逻辑基本规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同一律  

2．矛盾律 

3．排中律 

第一节   同一律 

一、什么是同一律 

同一律指：任何一个思想自身总是确定的、同一的。 

通常表示为：A是 A；或：A→A。 

同一律保证思想表达的确定性。 

同一律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一个思想必须保持自身的确定和同一，它是什么就是什么。 

就词项而言，遵守同一律就是要保持其确定的内涵和外延； 

就命题而言，同一律要求保持其陈述及真值的确定性。 

二、违反同一律的逻辑错误 

违反同一律的逻辑错误有：混淆概念、偷换概念；转移论题、偷换论题。 

混淆概念指由于认识不清，无意识地、不自觉地把有某些联系或有某些表面相似之处的不同概

念，当作相同的概念来使用。 

偷换概念是由主观故意而发生的概念混淆。 

转移论题指说话或写文章答非所问、文不对题，或者以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取代原命题。 

偷换论题指有意识、有目的地歪曲原话的意思，或故意用一个完全不同的命题去替换原来的命

题，使本来应该得到证明的论题得不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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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一律在法律工作中的应用 

同一律在法律工作中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 

（1）法律规范自身必须确定、一致； 

（2）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应该清楚、确定； 

（3）同一案件的事实、定性和判处三者必须保持同一； 

（4）在法庭辩论中，律师和公诉人的论辩应针对同一论题进行。 

第二节  矛盾律 

一、什么是矛盾律 

矛盾律指：任何一个思想都不可能既是真的又是假的。也可以表述为：两个互相排斥的思想不

可能同真。 

通常表示为：A不是非 A；或：¬（A ∧ ¬A）。 

这里的“互相排斥”，指思想的矛盾关系和反对关系。 

矛盾律是关于思想自身一致性的规律。 

矛盾律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对于两个互相排斥的思想不能都予以肯定。 

就词项而言，不能用两个具有矛盾关系或反对关系的词项去指称同一个对象； 

就命题而言，不能对两个不可同真的命题都予以肯定。 

二、违反矛盾律的逻辑错误 

违反矛盾律的逻辑错误是：自相矛盾。 

“自相矛盾”的表现形式： 

（1）直接肯定一个命题 A又肯定其否定命题¬A的“自相矛盾”； 

（2）违反空间、时间的客观规律，属于时间、空间形式上的不可能的自相矛盾。 

应当正确区分逻辑矛盾和辨证矛盾。 

不属于同一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不违反矛盾律。 

三、矛盾律在法律工作中的应用 

矛盾律在法律工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 

法律规范自身不能自相矛盾； 

在同一案件中，必须排除各种证据材料之间的互相矛盾； 

在审讯和法庭辩论中善于发现和利用矛盾； 

在同一案件中，必须排除事实认定与判决之间的矛盾。 

四、悖论 

悖论就是指这样一种自相矛盾的命题： 

表面上看来，一个论断无懈可击，可按照这一论断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却一定导致逻辑上的

自相矛盾，即由此命题真，可推知它假；而由它假，又可推知它为真。 

按照英国数学家 F·P·拉姆齐的方法，悖论可以分为两类： 

（1）逻辑悖论：又称语法悖论，包括康托尔悖论、罗素悖论等； 

（2）语义悖论：又称认识论的悖论，包括说谎者悖论、理查德悖论等。 

在历史上，悖论曾经长期地被认为是一种无聊的诡辩。但由于在逻辑学和数学、物理学等学科

的研究中不断出现悖论，它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现代逻辑中，逻辑学家和数学家通过对悖论产生根源及解决方法的深入研究，极大地推动了

逻辑科学和数学的发展。 

第三节  排中律 

一、什么是排中律 

排中律指：任何一个思想不可能既不是真的又不是假的，它必然或者真、或者假。也可以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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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两个互相排斥的思想，不可能都假，其中必有一真。 

通常表示为：A或者非 A；或：A∨¬A。 

这里的“互相排斥”，指思想的矛盾关系和下反对关系。 

排中律是关于思想自身明确性的规律。 

排中律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对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不能同时予以否定。 

就词项而言，当用两个具有矛盾关系的词项指称同一对象时，其中必有一种情况是成立的； 

就命题而言，排中律要求对两个不可同假的命题不能都加以否定。 

二、违反排中律的逻辑错误 

违反排中律的逻辑错误是：模棱两不可。指对事物认为这样也不可以，那样也不可以，含含

糊糊，没有明确的态度或主张。 

排中律是在当问题只有两种可能——非此即彼、两者必有一真而不能同假时，才起作用。排中

律并不要求人们对任何存在矛盾观点的问题都做出明确表态对复杂问语拒绝回答，也不违反排中

律。 

复杂问语是指包含着预设、并要求对方做肯定或否定回答的问句。 

预设是指交际中话语的已知部分，或者说双方共知的东西。 

对于复杂问语，不论作肯定还是否定的答复，其结果都承认了其中的预设，承认了问题本身。 

对于复杂问语的答复，可以直接去否定问语中的预设，达到对复杂问语进行反驳的目的。 

三、排中律在法律工作中的应用 

排中律在法律工作中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 

（1）法律用语不容模棱两可； 

（2）在审讯中，禁止使用不正当的复杂问语。 

四、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的联系和区别 

1．联系 

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是一切思维活动首先必须遵守的最起码的逻辑准则，在传统逻辑中占

有重要地位。 

从复合命题之间的关系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这三者是等值的，可以 

互相推出； 

从表述思维确定性的不同侧面来说，同一律是从肯定方面表述思想的自身同一；矛盾律是在同

一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指出既肯定又否定的思想是逻辑矛盾，不能同真；排中律又比矛盾律深

入一层，从另一个侧面指出两个互相否定的思想不能同假，必有一真。 

2．区别 

逻辑内容不同； 

逻辑要求不同； 

违反逻辑要求所犯逻辑错误不同； 

作用不同。 

学习目的：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逻辑基本规律的内容，掌握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的特点及违反

逻辑基本规律所犯的逻辑错误。 

作业： 

第八章练习题 

知识单元 8：论证与论辩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证明和反驳的方法和规则 

2、辩论的特征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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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谬误的表现 

第一节 论证   

从狭义上说，论证与证明是同义词，从广义上说，论证包括证明和反驳。 

一、证明概述 

人们不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科研工作中，当需要确定某一观点、某一理论的成立，就需要进

行证明。 

1、什么是证明 

证明就是引用确认为真的命题为根据，从而得出某一命题为真的推演过程。 

证明实质上是推理的运用，任何证明都需要通过推理来进行，这是逻辑证明的根本特征。 

凭感觉可以直接感知其真实性的命题，不需要证明。在确立科学理论的研究过程中，真实性不

需要加以证明的只是极少数的原始命题，如数学中的公理。在人类理性的增长过程中，新提出的理

论观点，需要通过证明才能确定其真实性；即使其真实性已被实践检验过的命题，由于其真实性是

否明确往往因人而异，也需要证明。可见，逻辑证明广泛应用于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和科研中。 

人们进行证明活动，目的在于为确认某一论断的真实性提供理由。逻辑学不研究某个具体的证

明，只研究所有证明都具有的最一般的共同的东西，如证明的逻辑结构、方法、规则等，解决证明

的严密性、有说服力等问题。 

2、证明的作用 

（1）证明在理论思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逻辑证明是科学理论建立的必经途径。 

一个科学理论观点，无论在实践检验之前，还是在实践检验之后，都需要通过逻辑论证的环节。

如果不经过逻辑证明，理论的科学性就不能建立。 

第二，逻辑证明是人们获取新知识的重要手段。 

通过逻辑证明，人们可以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获得新的知识。 

第三，逻辑证明是作出科学预见的重要工具。 

科学理论的功能之一是作出科学预见。人们利用科学规律进行理论探索与论证，从而对未来社

会的发展或科学理论的发展作出预见性的推测，从而指导实践。 

（2）证明在思想表述与交流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无论传播真理、传授知识，或是宣传鼓动、演讲辩论，还是反驳谬误、揭露诡辩，逻辑证明都

是人们不可缺少的思想表述与交流的手段。 

（3）逻辑证明贯穿于司法实践的全过程。 

司法工作自始至终都和逻辑论证密切相关。一个司法工作者，如果能熟练地、有效地运用逻辑

论证，不但可以提高工作效率，而且有利于各类案件的正确处理。 

3、证明的结构 

从证明的组成来说，凡证明都是由论题和论据两部分组成的；从论据与论题的联系来说，凡证

明都有一定的论证方式。 

（1）论题就是真实性需要确定的命题。它回答“证明什么”的问题。 

论题一般有两类：一类是已经证明为真的命题，如科学定理、定律等。对这类论题的证明，目

的在于阐明真理、宣传真理。另一类是真实性尚待确定的命题，如科学假说。对这类论题的证明，

目的在于探索真理、发现真理。 

（2）论据就是用来确定论题真实性的命题，即在证明中为支持论题所提供的根据、理由。它

回答“用何证明”的问题。 

可以用来作为论据的命题一般有两类：一类是已被证明为真的理论命题，如科学原理、公理、

定理、定义等。用这类命题作为论据，能使证明深刻、说服力强。另一类是已被确定为真的经验命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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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复杂的证明过程中，论据往往有基本论据和非基本论据之分。直接支持论题的论据是基

本论据，对基本论据再作论证的，称作非基本论据。 

（3）论证方式就是论据和论题联系的方式，即在证明中采取何种推理形式从论据推出论题。

它回答“如何证明”的问题。 

根据论证的需要，在一个证明中可以只有一个推理形式，也可以采用一系列的推理形式。只包

含一个推理形式的证明，其论证方式就是该推理形式，包含两个以上推理形式的证明，其论证方式

就是所用的各推理形式的总和。 

在论证过程中，对于不同内容的论题，可以采用相同的论证方式；对于同一个论题，也可以有

几种不同的论证方式。这就是说，从论据到论题的途径不是唯一的。在实际思维过程中，我们应当

选择那些简明有效的论证方式，而舍去冗长的论证方式。 

严格的逻辑证明一般是指演绎证明，以保证从论据推出论题的必然性、可靠性和严密性。非演

绎推理是一种或然性推理，不能用于严格的逻辑证明。 

4、证明与推理 

证明与推理密切相关。 

首先，推理是证明的工具，证明是推理的应用。只有运用推理，才能由论据推出论题，没有推

理也就谈不上逻辑证明。 

其次，证明的结构与推理的结构一致。证明中的论题相当于推理中的结论，论据相当于推理中

的前提，论证方式相当于推理从前提得出结论的推理形式。其对应关系可用下图表示： 

 

推理：前提────→结论 

      ║     ║     ║ 

证明：论据────→论题 

证明与推理又是相互区别的。 

第一，目的与作用不同。 

证明的目的是确定某个命题为真，其作用在于确立已知，阐明真理。推理的目的是得出一个新

的命题，其作用在于寻求未知，发现真理。 

第二、真假要求不同。 

证明的有效性不仅要求论据与论题之间有必然的逻辑联系，而且还要求论据是真实的。推理的

有效性是就其推理形式而言的，与推理内容无关，它仅要求前提与结论之间有逻辑联系。 

第三、思维进程不同。 

证明的过程，总是先有论题，然后为确立论题的真实性寻找理由。论题是已知的，论据也是已

知的，由论据得出论题的过程是由已知到已知的过程。推理总是先有前提，然后得出结论。前提是

已知的，而结论却是未知的，前提到结论的过程是由已知到未知的过程。 

二、证明的方法 

根据证明过程中论题与论据联结方式的不同，证明分为直接证明的方法和间接证明的方法两

种。 

1、直接证明 

直接证明的方法就是论题的真实性直接由论据推出。 

直接证明的特点是论题直接从论据推出，论据蕴涵论题，论据真则论题必真。 

2、间接证明 

间接证明的方法是论题的真实性需借助假设前提推出。 

假设的前提中，有的是论题的条件命题，有的是论题的矛盾命题，有的是论题的相关命题（与

论题陈述并列的各种可能情况）。根据假设前提的不同，间接证明分为条件证明、反证法和排除法

三种。  

⑴条件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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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证明适用于论题是一个假言命题（或假言命题的等值命题）的论证。在条件证明中，论题

的真实性是借助于假设一个与假言命题的前件相同的命题为补充前提而推出的。 

如果以符号“Ｐ”代表已知为真的论据（或论据集），以Ａ→Ｂ代表论题，那么条件证明只适

用于如下证明： 

Ｐ 

所以，Ａ→Ｂ    ① 

或者论题形式等值于“Ａ→Ｂ”的论证，如“¬Ａ∨Ｂ”、“¬（Ａ∧¬Ｂ）”等。 

论题为假言命题的任一证明的证明方法，就是把假言命题的前件假设为一个补充的前提，然后

运用有效的推理序列，推导出假言命题的后件。可表示如下： 

Ｐ 

假设Ａ 

所以，Ｂ        ② 

我们对论证式②的有效性的证明，也就是对论证式①的有效性的证明。因为 ①与②在逻辑上

是等值的，即“Ｐ→（Ａ→Ｂ）”等值于“（Ｐ∧Ａ）→Ｂ”。这正是条件证明法的逻辑根据所在。 

在条件证明法中，假设前提是假言命题结论的前件。当证明的论题是假言命题或它的等值命

题，而直接证明又难以进行时，采用此方法就能使问题迎刃而解。 

⑵反证法 

在反证法中，论题的真实性是借助于假设一个与论题相矛盾的命题为补充前提而推出的。 

反证法的步骤是：首先，假设一个与原论题相矛盾的反论题；然后，由这个假设前提推出矛盾

或者导致荒谬；这样，推翻反论题，根据排中律，则原论题必真。 

反证法的推演过程可表示如下： 

①求证：Ｐ 

②证明：假设前提¬P 

由假设前提按照推理规则进行推理，最后推出矛盾或导致荒谬。 

 即¬P→Q∧¬Q (或 R ( R是明显荒谬的) ) 

而¬（Q∧¬Q）（或¬Ｒ） 

所以，¬P为假 

 那么，P为真 

反证法的证明简洁明了，对论题的证明无可置疑，因此是一种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明方法。当直

接证明难以奏效时，反证法是一种比较便捷的方法。 

⑶排除法 

排除法又称选言证法，其论题的真实性是借助于假设与论题相关的命题（与论题陈述并列的所

有可能情况）为补充前提而推出的。排除法的步骤是：先找出与论题相关的所有可能性，构成一个

选言命题；然后证明除原论题外，其他选言支均不成立；最后，根据选言推理否定肯定式，推出原

论题真。 

排除法的推演过程可表示如下： 

①求证：P 

②假设：Q、R、(S……)  

③已知：Q、R、(S……)与 P 相关，即构成 P∨Q∨R（∨S……），并且这一选言式涵盖了所有

可能情况。 

④证明：由已知前提证明 

¬Q 

        ¬R（¬S……） 

        所以，P 

显然，由相关的假设命题为假，推出论题为真，其逻辑推演过程是选言推理的否定肯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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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排除法时应注意，论题与其相关的命题所陈述的情况，必须穷尽事物的所有可能情况。 

间接证明的特点是论题的真是借助于某种假设前提推出的。因此，论题的推演过程比较迂回，

不如直接证明简洁。 

在实际证明中，直接证明和间接证明结合运用，对同一个论题，从多种角度加以证明，会使

论证更加具有说服力。 

三、证明的规则 

为了保证证明有效、有说服力，必须遵守证明的规则。 

1、论题必须清楚、明确 

证明的目的在于确立论题的真实性，因此，论题清楚、明确是证明的首要条件。 

违反这条规则的逻辑错误称为“论题含混”。 

2、论题必须保持同一 

论题保持同一是指在同一证明过程中只能有一个论题，并且应始终围绕它进行论证。 

违反这条规则的逻辑错误是“转移论题”或“偷换论题”。 

3、论据必须是已经确认为真的命题 

论据是用来确认论题真实性的命题。证明的过程就是从已知为真的论据推出论题真实性的过

程。因此，引用的论据必须是已经确认为真的命题，只有这样的论据，才具有论证的价值。如果论

据虚假，或论据的真实性还有待于证明，就不能确定从该论据推出的论题必真。 

如果以虚假的命题作为论据进行论证，就会犯“虚假理由”的错误。 

如果以真实性尚未证明的命题作论据，就会犯“预期理由”的错误。 

4、论据的真实性不能依靠论题来证明 

论题的真实性是靠论据为真来确定的。如果论据自身的真实性又靠论题来证明，就等于论题没

有得到证明。 

违反这条规则的逻辑错误是“循环论证”。 

5、从论据应能推出论题 

在证明的过程中，论据与论题之间要有必然的逻辑联系，论题能从论据推出。 

违反这条规则，就会犯“推不出”的逻辑错误。“推不出”的错误常常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⑴论据不充分。 

这是指所引用的论据对确定论题的真实性来说，不是充分的理由。从推理的角度来分析，即论

据不构成论题成立的充分条件。 

⑵论据与论题不相干。 

这是指论据与论题之间没有蕴涵关系，从论据的真推不出论题为真。 

⑶违反推理规则。 

证明总要使用推理，这就要求由论据推出论题，必须遵守推理规则。 

四、反驳 

1、什么是反驳 

反驳就是引用确认为真的命题为根据，从而得出某一命题为假或某一论证不能成立的推演过

程。 

2、反驳的结构 

与证明的结构相同，反驳也是由被反驳的论题与所引用的论据两部分构成。从论据与被反驳的

论题之间的联系来看，反驳也要通过一定的论证方式。 

被反驳的论题，即被确定为假的命题。 

反驳的论据，即用来作为反驳的根据或理由的命题。 

反驳的方式，即在反驳过程中所运用的推理形式的总和。 

3、反驳从何着手 

反驳是确定某一命题为假或某一论证缺乏逻辑性，其目的在于揭露诡辩，批驳谬误。为了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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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的目的，应该从实际出发，或者针对论题，或者针对论据，或者针对论证方式。 

反驳论题，就是证明对方的论题是虚假的。 

针对论题进行反驳，只要论据充分，论证方式正确，就驳倒了对方的整个论证。 

反驳论据，就是证明对方的论据是虚假的。 

驳倒了对方的论据，确定了对方论据的虚假性，并不等于驳倒了对方的论题，只表明对方的论

题失去了论据的支持。论据假，论题的真假是尚未确定的。 

反驳论证方式，就是确定对方的论据与论题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从论据推不出论题。 

确定从论据推不出论题，这表明论证不能成立，但不等于驳倒了论题。论题的真假还需重新论证。 

驳倒了对方的论据或论证方式，虽然不等于驳倒了论题，但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说明对方的

论题失去了论据的支持，或从论据不能必然推出论题。这样的证明难以令人信服，其论题难以成立。 

关于论题、论据、论证方式，三者的关系总结如下： 

论据真，论证方式正确，则论题真； 

论据真，论证方式不正确，则论题可真可假； 

论据假，论证方式正确，则论题可真可假； 

论据假，论证方式不正确，则论题可真可假。 

4、反驳的方法 

根据反驳过程中论据与论题联系方式的不同，反驳可分为直接反驳、间接反驳和归谬法。 

⑴直接反驳 

直接反驳就是引用真实性已经确定的命题，直接推出被反驳的论题或论据虚假的反驳方法。 

直接反驳的特点在于：不需要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反驳直接、有力。 

⑵间接反驳 

间接反驳是通过证明与被反驳的论题相否定的论题为真，从而推出被反驳的论题为假的反驳方

法。又称独立证明的反驳方法。 

间接反驳的步骤大致是：首先，设定与被反驳的论题相矛盾或相反对的论题；然后，通过有效

的推理证明反论题为真。这样，根据矛盾律，推出被反驳的论题为假。 

间接反驳的推演过程可表示如下： 

①被反驳的论题：P 

②设反论题：¬P ( 或 Q (Q与 P是反对关系) ) 

③证明：¬P为真 ( 或 Q为真 ) 

        所以，P假 

间接反驳的特点在于：需要通过中间环节，先设立反论题，通过证明反论题的真，进而确定被

反驳的论题为假，从而达到反驳的目的。 

⑶归谬法 

归谬法就是从被反驳的论题推出错误的结论，由否定错误的结论，进而推出被反驳的论题虚假

的反驳方法。 

归谬法的步骤是：首先，假设被反驳的论题为真；然后，以它为前提推出后件，构成一个充分

条件假言命题。而这一命题的后件是错误的，或者是明显荒谬的，或者是逻辑矛盾；因此否定假言

命题的后件，进而否定前件，从而达到反驳的目的。 

归谬法的推演过程可表示如下： 

①被反驳的论题：P 

②假设：P真 

③反驳：P→Q (Q是明显荒谬的) 

（或 P→R∧¬R） 

        ¬Q 

(或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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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P 

        即 P假 

归谬法的特点在于：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反驳方法。假定被反驳的命题为真，是为了引出荒谬，

引出荒谬是为了反戈一击，从而加强了反驳的力量。 

第二节 辩论 

一、辩论及其特征 

1、定义 

辩论就是对某一问题，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为了弄清是非，说服对方，彼此之间所进行的证明与

反驳的说理过程。 

2、主要特征 

（1）对抗性 

（2）互制性 

（3）攻守并重 

二、辩论的意义 

1、明辨是非 

2、活跃思想、增长知识 

3、增强语言表达能力 

4、培养应变能力 

三、辩论推理的特征 

1、辩论推理是非形式化的推理。 

2、辩论推理是具有可争辩性的推理。 

3、辩论推理是综合型推理。 

四、辩论的技巧与方法 

辩论的过程是证明与反驳的说理过程，所以，证明与反驳的方法是辩论最基本的方法。在这一

过程中，还要使用一些具体的辩论技巧与方法： 

1、事例论证法 

2、比喻说理法 

3、类比说理法 

4、反推辩论法 

5、揭露矛盾法 

6、反诘进攻法 

7、以退为进法 

8、难题转嫁法 

9、二难设辩法 

第三节  谬 误 

一、什么是谬误 

谬误是指人们在思维和语言表达中所产生的一切逻辑错误。 

这些谬误，有的是人们不自觉产生的，有的是人们有意造成的。如果故意违反逻辑规律、规则，

为某种论点进行论证，这就称为诡辩。 

二、常见的各种谬误 

通常可以将谬误分为形式的和非形式的。 

有关形式方面的谬误指为某种论点进行论证时违反推理规则所犯的错误。 

有关非形式方面的谬误是有关内容、实质方面的错误。这是由于在论证中使用的语言存在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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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缺乏相关的知识以及认识的片面性等造成的。 

非形式方面的谬误大致可以分为不相干谬误、歧义谬误和论据不当谬误等三个方面。 

⒈不相干谬误 

不相干谬误指在论证中论据与论题的联系不是逻辑上的，而是其它诸如心理、人格、社会方面

的联系。正确的论证应该依靠论据与论题在逻辑上的必然联系，而不能依靠其它因素的联系来支持

自己的论点。 

不相干谬误主要表现在诉诸武力、权威、人身、感情、众人、私利、无知等方面。 

⑴诉诸武力 

在论证中，论证者借助自己掌握的武力，威胁、强迫他人接受其论点。 

⑵诉诸权威 

在论证中，不给论题提供确实可靠的论据，而只靠引用书本或引用某权威人士的大名或其言论

去说明论题。 

⑶诉诸人身 

在论证中，不是针对立论者的论点进行论证，而是针对立论者的品行、出身、职业、外貌、地

位等与论题无关的因素进行评价、攻击。 

⑷诉诸感情 

在论证中，不是依靠充分的论证和合乎逻辑的推理以理服人，而是借助感情促使他人同情和相

信自己，接受自己的论点。 

⑸诉诸众人 

在论证中，援引众人的意见、观点或信念进行论证。 

⑹诉诸私利 

在论证中，把论题的真假与听众的利益混为一谈，指出自己的观点或立场是符合听众的利益的，

以求得听众对自己论题的信任和支持。 

⑺诉诸无知 

在论证中，以某个论题没有得到证实或证伪为根据，从而断定其真假。 

2、歧义谬误 

语言是思想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语言只有清楚明确，才能达到交际的目的。而语言的含义和结

构又是复杂的，常常容易产生歧义，从而构成谬误。这主要表现为语词歧义、语句歧义、含义不明

确以及复杂问语等。 

⑴语词歧义 

在思维与表达过程中，要求语词的含义应该是明确的。语词歧义的谬误，是指在同一语境中，

语词的含义不明确，或把不同含义的语词混淆、偷换。 

⑵语句歧义 

在同一思维过程中，要求语言的表达应含义明确，不能随意转换语句本来的含义。这一错误在

论证中常常表现为转移论题或偷换论题。 

⑶含义不明确 

有的语句的含义是不确定的，有的语句的含义是模糊不清的，如果在语言表达中使用了这样的

语句，就容易产生歧义。 

⑷复杂问语 

暗含假定的问语，在逻辑上称为复杂问语。这种谬误的产生，是在问话中把两个以上的问题，

合并为一个问题，诱使对方作为一个简单问题来回答。 

3、论据不当 

在论证中，论据是用来支持论题的，只有论据真实并且充分，才能有力地支持论题。这一谬误

的产生，是由于在论证中没能提供恰当的论据。主要表现为以偏概全、预期理由、错认因果、循环

论证、机械类比、强词夺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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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以偏概全 

在论证中，从片面的特例出发，不恰当地概括出一般规律，或者把一整体中局部的特殊性不适

当地夸大，当作整体的普遍性。 

⑵预期理由 

在论证中，以未经事实检验的主观之见为论据。 

⑶错认因果 

在因果问题上任意指认因果关系。这类谬误主要表现为以先后为因果和因果倒置。 

⑷循环论证 

在论证中，用论据证明论题，反过来又用论题证明论据。 

⑸机械类比 

在论证中，抓住事物表面上的相似，将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进行类比，从而得出论证者所希望

得出的结论。 

⑹强词夺理 

在论证中，不能针对论点进行论证，而是节外生枝、无理强辩。 

三、研究谬误的意义 

真理总是与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研究正确思维的规律、

规则，另一方面，也要对错误的思维形式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和了解。 

谬误可以说种类繁多、表现变化多端。要想揭示谬误，避免谬误，就应对之在理论上有一个清

楚的认识。如果我们对每种谬误都有一个名称来概括它，并且指出它们的错误实质，那么人们一旦

遇到这些谬误，就能清楚地识别它、反驳它。 

学习目的： 

在掌握了逻辑学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帮助学生认识一些常用的论证与论辩方法，使学生能够更

好地运用逻辑工具解决实际问题。 

作业： 

第九章练习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4  

2 语言分析 4  

3 命题演算  复合命题：形式语言 P
L
 2  

4 命题演算：重言式 4  

5 命题演算：基本有效式 2  

6 命题演算：其他有效式 2  

7 命题演算：自然推理系统 4  

8 类演算与关系推理：直言命题、直接推理 4  

9 类演算与关系推理：三段论 4  

10 类演算与关系推理：推理有效性判定 2  

11 类演算与关系推理：关系推理 2  

12 逻辑推理：模态、规范推理 2  

13 合情推理：归纳逻辑 4  

14 逻辑基本规律 2  

15 论证与辩论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先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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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批判性思维、法律逻辑、数理逻辑、侦查逻辑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概念分析、复合命题推理的基本有效式和其他有效式、自然推理系

统、直接推理和三段论、归纳逻辑的推理方法、逻辑基本规律、论证方法和规则。 

难点：重言式、自然推理系统、直言命题推理的有效性判定。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以问题为导向的探讨性与研究性教学。 

2. 以实践为导向的案例教学与实务教学。 

3. 以学生为导向的自主学习与交互式讨论教学。 

教学手段： 

以多媒体为主的现代化教学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建立课程网页或公共邮箱，上传延伸阅读文献书目与资料，上传前沿研究的最新成果信息与资料，

上传经典判例和最新判例与法案资料，全面发挥逻辑导论的基础性、工具性、应用广泛性的作用。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可以利用课程网页或公共邮箱上传的延伸阅读材料与判例资料展开课程的自主学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9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了《逻辑导论》（21世纪普通高等教育法学精品教材）

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了《法律逻辑学案例教程》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王洪：《逻辑导论》（21世纪普通高等教育法学精品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年 8月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英] 威廉·涅尔、玛莎·涅尔：《逻辑学的发展》，张家龙、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2. [奥]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3. [美] 科庇：《符号逻辑》，宋文坚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 

4. [美] 苏佩斯：《逻辑导论》，宋文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版。 

5. [美] 科庇：《逻辑导论》，张建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6. 周北海：《模态逻辑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7. [英]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年版。 

8. [英]苏珊·哈克：《逻辑哲学》，罗毅译，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  

9. [德] 施泰尼格尔：《纽伦堡审批》（上卷），王昭仁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5年版。 

执笔：王洪 审稿：孔红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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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课程号：5070203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本课程是通识选修课，首要目标是引领学生进入哲学学科；2、通过

教学，使学生对哲学具有较为系统的了解和把握；3、培养学生一般的哲学思维能力，开阔学生的

视野。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什么是哲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大哲学家 

2．大问题、大观念 

3. 爱智之学 

4．无用之用 

5. 传统与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2．掌握哲学的定义、传统与方法。 

作业： 

阅读《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2：本体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现象与实在 

2．世界本原学说 

3. 形而上学 

4．后形而上学 

5. 道器一元 

学习目标： 

1．了解现象与实在的区分。 

2．掌握形而上学的历史，领会后形而上学的革命意义。 

作业： 

阅读《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3：认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认识论转向 

2．唯理论与经验论 

3. 休谟问题 

4. 纯粹理性批判 

5. 从形而上学到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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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区别与联系。 

2．掌握形而上学与辩证法在认识论上的不同观点。 

作业： 

阅读《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4：价值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生活的意义 

2．事实与价值 

3．价值的存在地位 

4．价值的类型与特性 

5．价值的选择与实践 

学习目标： 

1．了解价值哲学的一般流派。 

2．掌握事实与价值的区别和联系。 

作业： 

阅读《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5：伦理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道德问题的困惑 

2．美德伦理学 

3. 道德义务论 

4. 道德后果论 

学习目标： 

1．了解伦理学的一般流派。 

2．掌握美德伦理学、道德义务论和道德后果论的区别与联系。 

作业： 

阅读《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6：美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美是什么 

2．美感是什么 

3. 悲剧诸理论 

4. 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 

学习目标： 

1．了解关于美的本质的几种典型观点。 

2．掌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美批判理论。 

作业： 

阅读《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7：宗教哲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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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帝观念 

2．恶的难题 

3. 信仰方式 

4. 怎样对待宗教 

学习目标： 

1．了解上帝观念、恶的难题和信仰诸方式。 

2．掌握马克思的宗教观。 

作业： 

阅读《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8：政治哲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道德与社会 

2．谁由谁来统治 

3. 正义与平等 

4. 从自然法到契约论 

学习目标： 

1．了解正义理论的古今之变。 

2．掌握马克思关于国家和法的学说。 

作业： 

阅读《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什么是哲学？ 3  

2 本体论（一） 3  

3 本体论（二） 3  

4 认识论（一） 3  

5 认识论（二） 3  

6 价值论（一） 3  

7 价值论（二） 3  

8 伦理学 3  

9 美学 3  

10 宗教哲学 3  

11 政治哲学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本体论、认识论与价值论。 

难点：与德国古典哲学有关的哲学元理论部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系统讲授为主。 

2.课堂研读、讨论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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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手段： 

1.多媒体。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

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一单元布置一篇读书报告。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罗伯特·所罗门、凯思林·希金斯著《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1月 第 4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德峰著《哲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6月 第 1版 

2. 李德顺著《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7月 第 3版  

执笔：倪寿鹏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周易概论 
The research of Zhou Yi 

课程号：5070203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介绍易学相关历史知识；2、了解易学发展历史；3、正确认识易学

与中国文化的相互关系。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得学生对于《周易》有一个全面且正确的理解：其一是正

确认识与把握《周易》之中的专有范畴与概念的基础含义；其二是正确认识《周易》的发展历史，

特别是其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其三是通过教学，引导学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感召下，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周易》概说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介绍《周易》基本术语 

2．介绍《周易》发展的简明历史 

学习目标： 

1．了解《周易》的五大时期，两大流派，以及三重定义 

2．掌握卦、象、人更三圣、十翼等范畴。 

知识单元 2：《周易》发展史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各个历史时期的易学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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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时期《周易》发展之间的相互关联 

学习目标： 

1．了解《周易》的整体发展历史。 

2．掌握不同时期的《周易》特色，掌握汉代易学之中的今古文之概念，理解王弼解释学的特

质思想，掌握河图洛书与宋明理学的相互关系。掌握清代易学的特色。 

知识单元 3：《易传》思想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易传》不同篇章的相互关系，以及其中的主要范畴。 

2．《易传》的哲学思想 

学习目标： 

1．了解《易传》的专有哲学范畴含义 

2．通过《易传》的学习，对于《周易》有一个正确全面的认知。 

知识单元 4：《周易》与子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子学的概念与由来 

2．《周易》与子学之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周易》与子学的关系 

2．正确认识子学在当代文化发展之中的意义。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了解《周易》的基本术语 4  

2 了解先秦《易》学 2  

3 了解两汉《易》学 3  

4 了解魏晋《易》学 2  

5 了解唐宋《易》学 3  

6 了解明清《易》学 2  

7 熟练掌握《易传》历史 3  

8 熟悉《易传》时间观念 2  

9 熟悉《易传》人生哲学 2  

10 熟悉《易传》政治观念 3  

11 熟悉《易传》宇宙观念 2  

12 了解《周易》与子学的关系 4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周易》范畴、《周易》发展史、《易传》思想、纳甲筮法。 

难点：《易传》成书、象数与义理之辩、《系辞》宇宙论。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本课程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以有利于课程内容的学习和取得好的教学效果为原则。在课堂

教学中，广泛采用启发、讨论、学生展示、课堂讲评等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提高学生

分析问题的能力。 

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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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师讲述 

2.课堂研讨 

3.课下延伸阅读 

4.音像资料展示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对学生的考察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期末考试占 100％。 

4、作业要求： 

每教学单元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刘大钧著：《周易概论（增补本）》，巴蜀书社。2008年 10月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刘大钧、林忠军著：《周易经传白话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12月第 1版 

2. 朱伯崑著：《易学哲学史》，华夏出版社。1995年 1月第 1版 

执笔：刘震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中国哲学智慧 
Wisdom of Chinese Physiology 

课程号：5070203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主干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进行中国传统哲学的通识教育。 

2.以期使学生形成对本民族文化的温情敬意和同情理解，意识到自己作为中国人，传统文化对

他而言的文化身份确认的重要意义，树立文化自信心和担当意识； 

3.通过学习，将传统文化与当下现实结合起来，深入思考学习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必要性、

可行性，既帮助太学了解传统和现代的关系，进一步思考如何建设未来的中国文化；    

4.开拓高校通识教育以及德育教育的新途径。把高校大学生的德育工作融入课堂教学，融入对

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中，也使德育教育能够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0学时 

知识单元 1：概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本讲概述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独特的方法进路、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等，指出本课程正是

基于中国哲学的如上特点而设计。 

2.介绍本课程的主旨、教学计划，力图达到的教学目标和任务。 

学习目标： 

了解和掌握中国哲学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精神。 

作业： 

    1.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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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有人说中国古代哲学已经是被收藏进博物馆的哲学思想，对于这一观点，你如何看待？ 
    3.你觉得一个民族需要挺立自身文化，树立文化主体意识吗？ 
知识单元 2：“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视野中的多元文化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从亨廷顿、赵汀阳的文明冲突和天下体系谈起，以当今世界的多元冲突与对话问题为引线，

启发学生对多元思想、多元文化相遇、相处问题的思考；2. 

2.以先秦百家争鸣、儒释道三教关系的发展为例，介绍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多元文化关系处理的

方式和哲学依据，进一步考察“和而不同”“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以及费孝通提出的“各美

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多元文化关系的共存互益模式的文化生态观。 

    学习目标： 
    了解和掌握中国这种对多元文化关系的视角对中国文化形成和长期稳定发展的影响，揭示此种
文化观念形成和存在的特点和现实基础，为未来中国文化的建设提供参考。 
作业： 

1．中国视野中多元文化关系宜如何相处？在历史上是如何体现的？ 

2．请对比亨廷顿、赵汀阳论述国际关系相处之道的思想基础。 

知识单元 3：“礼者养也 政者正也”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与构建模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1.从学生个人生活中持有的礼节、社会生活中的节日以及当今中国独有的诸多习俗

讲起，先从社会学的角度剖析出中国“礼俗社会”的特质，进而结合北京天坛、社稷坛等古建筑在

古代的深刻政治意义，梳理出自周公以来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构建过程。 

2.围绕这一构建模式的完整形态——唐代杜佑《通典》和贞观之治，展示由食货、选举、职官、

礼、乐、刑、甲兵、五刑、州郡、边防等礼制构成的传统施政实际和智慧。 

学习目标： 

1.了解和掌握这一制度构建的思想基础——“人道敏政”。 

2.引导学生思考今日建设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的政治实践与中国传统施政智慧的关联。 

作业： 

1．中国传统礼教大义的源流和实际意蕴？如何看待近代以来对其的误解？  

2．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模式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其核心精神是什么？ 

3.反思在当今中国政治建构中中国传统施政智慧的意义。 

知识单元 4：“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从中国文人、贤哲的情感世界看情性之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介绍中国文人的情感世界是超越“俗情”而归于“真情”的，进而止于“真情”而非“凡情”，

再由“真情”上升为“道情”，而“道情”才是中国贤哲的情感追求和实际状况。  

2.引领学生具体而微的分别剖析出儒、道、释三家圣哲对待情感的态度和其间包容的智慧——

正、和；真、达；放、提。 

学习目标：了解对中国古代文人的情感世界，掌握儒释道三家关于性情修养的基本观点。 

作业： 

1.请结合中国诗学发展的内在理路阐发儒家诗教大义的开展过程。 

2.儒家诗教大义包涵哪些内容？其核心意蕴是什么？ 

3.比较庄子对待感情的态度，阐述如何通达儒家中正平和的性情修养？ 

知识单元 5：“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中国传统性命观中的智慧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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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哲学概念入手，分析性命的由来。 

2.分析“命”的多重角度认知、性与命之关联。 

学习目标： 

了解和掌握传统命理观念。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人生、理解所谓“命理”之说与“性命”

之说的关联与差异。 

作业： 

1.中国传统性命观之中对于“道”与“命”两者是如何看待的？ 

知识单元 6：存顺没宁，生死必然 ——中国古代生死观中的智慧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以现代社会中居高不下的自杀率以及颇有争议的安乐死问题为切入口，讲述中国传统哲学中儒

道佛三家的生死观。 

学习目标： 

1.了解和掌握儒释道三家的生死观。 

2.积极引导学生更深入、理性、多向度地看看待生死问题。把握人应该珍惜生命，有意义、有

尊严和有价值地自然地死亡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作业： 

1.中国古代的生死观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对你有何启示？ 

2.儒释道三家会如何看待安乐死的问题？ 

知识单元 7：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国传统婚姻观中的智慧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阐述作为中国传统政治制度设计者和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主流形态之一的儒家对夫妇关系以

及婚姻的基本观点。 

2.指出该婚姻观所具有的现代意义与价值。 

学习目标： 

了解儒家婚姻观的哲学基础，掌握儒家婚姻观的基本内容。 

作业： 

1.中国古代婚姻观的哲学基础是什么？ 

2.你认为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代表的婚姻观有无现代价值，价值何在？ 

知识单元 8：“学而优则仕”——治世体系下的人才选拔智慧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介绍中国古代的四种人才选拔标准及其演化，揭示与中国社会特征相关联的以“经世致用”、

“化民导俗”、“平治天下”为目标的人才观，以及历史上人才选拔方式和制度建设、培养方式的变

迁，说明此中蕴含的有关人的地位、人和社会的关系、人才观、道德观、教育观等的特点和基础。 

2.考察“学而优则仕”观念的深刻意义、形成的原因和表现，以及中国传统的察人、用人智慧

和制度建设。 

学习目标： 

了解和掌握中国人才选拔制度的基本特点和发展演变，思考人才和社会关系等相关问题。 

作业： 

1.你认为中国古代治世体系下的人才选拔方式及标准有何优劣之处？ 

知识单元 9：因任自然与仁民爱物、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合一下的中国传统的生态观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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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哲学之中“天人”观念的介绍，分别从天人同构、天人合德、天人一道三个方面出发，

重点整合三者之间的同异。 

2.围绕中国哲学之中天人观念展开，凸显了在其视野之下中国传统哲人所表现出的仁民爱物、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态观。 

学习目标：了解和掌握天人合一维度下中国传统的生态观，以期为对解决现代日益恶化的环境

问题提供思考的视角。 

作业： 

1.道家之“天人合一”与儒家之“天人合一”之同异何在？ 

知识单元 10：“上兵伐谋 兵形象水”——从《孙子兵法》的军事智慧看中国思想的一贯之道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从《孙子兵法》在古今中外的影响讲起，以东晋和前秦的淝水之战为战例，结合吴越春秋范

蠡的故事，分析《孙子》体现的军事智慧。 

2.剖析法家和道家的内在关联，并指出“道法自然”、“因势利导”、“以静制动”、“知己知彼”

等思想在围棋、书法、拳术、中医等都是一些基本指导原则。 

学习目标： 

了解和掌握《孙子兵法》 中所体现的中国思想中的一以贯之之道，激发学生的人文兴趣，切

实内化人文知识，从事人文实践，提高人文素养。 

作业：  

1．请结合某个战例阐明“上兵伐谋”的思想内蕴。 

2．请结合某个战例阐明“兵形象水”的思想内蕴。 

3．中国的兵法思想如何体现在其他领域？请阐发期间贯通的智慧。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概论 3  

2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视野中的

多元文化关系 
3  

3 
“礼者养也 政者正也” ——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与构

建模式 
3  

4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从中国文人、贤哲的情感世界

看情性之辨 
3  

5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中国传统性命观中的智慧 3  

6 存顺没宁，生死必然 ——中国古代生死观中的智慧 3  

7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国传统婚姻观

中的智慧 
3  

8 “学而优则仕”——治世体系下的人才选拔智慧 3  

9 
因任自然与仁民爱物、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天人合一下的中国传

统的生态观 
3  

10 
“上兵伐谋 兵形象水”——从《孙子兵法》的军事智慧看中国思

想的一贯之道 
3  

11 随堂开卷考试 3  

四、说明  

1.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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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讨论法。 

教学手段： 

1.借助传统教学手段。 

2.辅助多媒体教学手段。 

2、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随堂开卷考试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教材《中国哲学智慧》正在编订中。 

（二）推荐参考书 

1．《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涂又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3.唐君毅：《致廷光书》，《唐君毅全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 

4.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北京：中华书局， 2002年。  

5.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6.杨俊光：《惠施公孙龙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7.钱穆：《国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8.钱穆注：《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9.钱穆：《晚学盲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10.钱穆：《墨子惠施公孙龙》，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 

11.宗白华：《艺境》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99年。 

12.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北京：外文出版社，2002年。 

13..冯沪祥：《中西生死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4.祁海文：《儒家乐教论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1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16.郭齐勇主编：《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17.房列曙：《中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18.赵汀阳：《天下体系 》，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19.何云波：《弈境——围棋与中国文艺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0.傅伟勋：《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1.陆扬：《死亡之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2.杨天宇撰：《礼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2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24. 叶嘉莹：《叶嘉莹说诗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25.吴如嵩：《孙子兵法十五讲》，北京：中华书局 2010年。 

26.（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 

27.彭林：《儒家礼乐文明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28.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年。 

29.郑晓江：《生命与死亡——中国生死智慧》，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30.（美）伊沛霞著，胡志宏译：《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年。 

31.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研究部：《孙子兵法新注》，北京：中华书局 2011年。 

32.黄克剑译注：《公孙龙子》，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执笔：王心竹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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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智慧 
Wisdom of Western Philosophy 

课程号：5070204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主干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理解并吸收西方哲学的思想核心，了解西方哲学的基本发展脉络。

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对于经典文献的阅读能力，以及哲学性的批判思维能力，并期望

能够由此转化为对于社会现实与人生问题的深入思考和深切关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 

参考学时 6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哲学的理性精神。 

2．西方哲学的自由精神。 

学习目标： 

1．使学生了解西方哲学以理性和自由为核心的基本精神，掌握这两个概念在西方哲学中的核

心作用。 

2．结合西方哲学史了解理性和自由者两个概念的变迁，使学生对整个西方哲学有一个概要的

了解。 

知识单元 2：形而上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形而上学的基本内涵和意义。作为对于世界本质和统一性的探讨。 

2. 古代形而上学的奠基与发展 

3. 近代形而上学的转化 

4. 当代形而上学的危机与转化 

学习目标： 

1．了解形而上学的基本含义和基本问题及其基本发展。 

2．了解形而上学从近代以来遭受到的危机以及对形而上学的批判。 

知识单元 3：知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真的，真理的两种类型，唯理论和经验论、怀疑论。 

2.  知识、真理与科学，真理的本性，合理性等。 

学习目标： 

1．使学生了解认识论问题的产生、它的基本问题以及在近代以来认识论问题的核心地位。 

2．了解围绕真理问题的各种争论及其现代的发展。 

知识单元 4：宗教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掌握西方哲学史上的三种有关上帝存在的证明 

1. 宇宙论证明 

2. 设计论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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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体论证明 

学习目标： 

1．通过西方哲学史上有关上帝存在的先天证明和后天证明理解西方宗教哲学信仰和理性的关

系问题。 

2．学习如何对哲学文本进行哲学上的批判性分析。 

知识单元 5：实践哲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古典时期实践哲学智慧：前苏格拉底哲学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基本思考；柏拉图以重塑

自然的方式对实践观念的塑造；亚里士多德对自然与人为的调和；希腊化时期实践思想从自然的退

却；基督教实践哲学中超自然观念的引入。 

2．西方近代实践哲学智慧：近代文艺复兴时期对现世个体观念的塑造；霍布斯和洛克等人在

自然理性基础上对社会政治观念的塑造；卢梭、康德等人的理性化观念对实践的塑造。 

3. 当代西方实践哲学智慧：经验主义对近代启蒙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反思；现象学传统中的实

践思想；罗尔斯在去形而上学的前提下对正义原则的追寻及其相关批评；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复兴。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实践哲学发展主要时期的基本问题和核心观念。 

2．了解西方重要的实践哲学家的基本思想。 

作业： 

1. 阐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处理智者学派的自然与人为之争问题上采取的不同路径。 

2. 阐述近代政治哲学家霍布斯的人性理论与其政治主张的关系。 

3. 阐述罗尔斯的正义原则的基本内容。 

4. 阐述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基本主张。 

知识单元 6：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介绍现代西方哲学不同于近代西方哲学的重要差异，为此，将分析西方哲学的内在

理论发展逻辑，揭示近代西方哲学内在的缺陷与问题。 

1. 近代西方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分界。 

2. 近代西方哲学的缺陷。（1）人性的片面化。（2）哲学的思辨化。 

3. 现代西方哲学的兴起。（1）非理性主义的兴起。（2）语言学的转向——以分析哲学为例。 

4. 后现代的幽灵。（1）颠覆理性。（2）话语的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尤其是了解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特点。 

2．掌握一些基本概念与基本命题，如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存在先于本质、语言学转向。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理性（1） 3  

2 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自由（2） 3  

3 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在古希腊的奠基（1） 3  

4 形而上学：近代形而上学及其批评、现代形而上学的危机（2） 3  

5 知识论：真理的追寻（1） 3  

6 知识论：真理的追寻（2） 3  

7 宗教哲学：信仰寻求理解（1） 3  

8 宗教哲学：信仰寻求理解（2） 3  

9 实践哲学：古典时期的实践智慧（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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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实践哲学：现当代时期的实践智慧（2） 3  

11 现当代哲学的反思：现代哲学与传统哲学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思潮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本课程是分专题对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发展做集中介绍，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难点：形而上学与知识论两部分是最难以掌握的，需要参考更多的资料。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

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自编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休谟著《自然宗教对话录》，陈修斋、曹棉之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 

2. 路易斯·波伊曼著《宗教哲学是什么》，黄端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3. 所罗门著《大问题》，张卜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4. 梯利著《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  

执笔：孟彦文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科学哲学 
Philosophy of Science 

课程号: 5070204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提高学生对于科学的本质、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科学方法、科学的评价、

科学的发展模式、以及科学的进步等问题的理解和认识。通过管窥一些重要问题的争论，使学生了

解科学哲学研究的前沿、进展与趋向，激发学生对科学哲学问题的关注与兴趣，并引导学生体会、

把握用哲学的态度、眼光和方式来看待和反思科学。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及实在论 

参考学时：11学时 

学习内容： 

1．当代科学实在论的辩护策略与困难。 

2．反实在论者的诘难及其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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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实在论者的挑战及其局限。 

学习目标： 

1．了解科学实在论陷入困境的原因。 

2．掌握超越强实在论的出路。 

作业： 

科学实在论如何重构？ 

知识单元 2：自然主义与自然化认识论 

参考学时：11学时 

学习内容： 

1．自然主义的演化与嬗变。 

2．激进的替代命题及其矛盾。 

学习目标： 

1．了解温和的转换命题及其困境。 

2．掌握无害命题。 

作业：认识论研究纲领如何重建？ 

知识单元 3：意义、修辞与语言的功能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意义的观念论（意象论）和联想论。 

2. 意义的途径论。 

3．意义的可证实理论。 

4．意义的使用论。 

学习目标： 

1. 塞尔、戴维森和莱柯夫·约翰森的隐喻理论 

2．隐喻与语言的形式化 

3．分析与蕴含 

作业：语言与实在的关系是什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1  

2 当代科学实在论的辩护策略与困难 3  

3 反实在论与非实在论的诘难及其存在的问题 3  

4 超越强实在论的出路 3  

5 科学实在论的范式重构 3  

6 自然主义的演化与嬗变 3  

7 社会自然化认识论 3  

8 规范自然主义 3  

9 转换命题的拓展与约束 3  

10 意义理论的新形态 3  

11 隐喻与隐含 3  

12 语言与实在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西方哲学智慧或西方哲学史 

后续课程：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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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自 20世纪 60年代以后，随着逻辑经验主义的衰落，科学哲学的发展经历了许多根本性

的变化。近 30 年来，其论域空间由重视辩护的语境（即证实新观念的方式）扩展到重视发现的语

境（即产生新观念的实际过程）；研究方法由对科学陈述与概念的逻辑分析，扩展到重视科学实践

的语境分析；基本信念由拒斥形而上学、倡导理论与观察的二分法，转向观察渗透理论的整体论信

念；研究视野由对理论结构的静态分析，转向从科学史和社会学的视角对理论变化和实验室工作的

动态分析。 

难点：尽管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都试图在批判逻辑经验主义体系的基础

上，对科学家的行为、科学知识的本质、科学的目标等问题重新进行思考，但是，面对逻辑经验主

义陷入的因境，科学哲学家至今仍然没有提供一个普遍公认的解答。究竟应该对逻辑经验主义的科

学哲学体系进行怎样的补充或者替代？这是探索当代科学哲学无法回避的难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演示：通过叙述、描绘、解释、推理来传递信息、传授知识、阐明概念、论证定律或

主张等，引导学生分析和认识问题；结合使用辅助性教学方法，如直观演示法，在课堂上通过展示

各种实物和视频，让学生通过观察获得感性认识。 

2. 启发、讨论、互动法。给学生布置探究性的学习任务，提出具体要求，指导学生收集阅读

有关资料或进行调查研究，进而阐述自己的观点。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围绕课堂内容自由发表意

见，讨论结束后，教师点评和概括讨论的情况，最后进行总结。调动每一位学生参与，既能够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培养了学生独立探索能力与合作精神。 

教学手段： 

1.各种直观教具以及可视性图表。 

2. 多媒体等声、光、电现代化科学技术辅助教学器材。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阅读指定文章，参与课堂讨论，期末完成一篇论文，平时表现与期末论文各占 50%

成绩。 

5、作业要求： 

课程作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读书报告，另一部分为课程论文。提交作业的电子版文档。 

内容具备： 

a.选题的缘起 

b.对前人研究的综述 

c.关于一手文献和二手文献的寻找、整理与分析 

d.问题的线索 

e. 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 

f.可能的研究框架和结构 

g.准备如何深入该研究：途径与步骤 

h.篇幅字数不低于 5000字；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奥卡沙 著：《科学哲学》，韩广忠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波普尔，K.：《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2. 查尔默斯，A.F.：《科学究竟是什么》，查汝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 

3. 丹皮尔，W.C.：《科学史》，王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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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费耶阿本德，P.：《反对方法》，周昌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 

5. 赖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 

6.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 

7. 瓦托夫斯基，M.W.：《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范岱年等译，求实出版社，1982年。 

8. 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导论》，邱仁宗等译，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 

9. 约翰•H•布鲁克：《科学与宗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 

执笔：费多益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镜头中的人文精神 
Humanism in Modern Movies 

课程号：5070204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在本科生的通识教育中应当占据重要而核心的位置。然而，

直接以思想原典为载体的人文精神讲授对本科生而言往往显得陌生而遥远；这种心理上的陌生与遥

远其实只是学生的第一印象，但却很可能使得他们在最好的学习年华中与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擦肩

而过。因此，本课程旨在通过鉴赏优秀影视作品中形象灵动之光影世界来展现抽象深邃之人文思想。

通过课堂上的片段展示与深入讲解，结合课下对影视作品的观赏与配套的文学、哲学文本的阅读，

将有助于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体味人文精神之情怀，进而增进学生的人文感受力与理解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 课程导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掌握电影欣赏的基本层次与方法 

1．电影欣赏的三大层次 

2．电影艺术的要素 

学习目标：了解电影欣赏的基本理论与欣赏方式，建立起电影欣赏的基本分析框架。 

知识单元 2：电影欣赏与讲解 

参考学时：24学时 

学习内容：一般分成三到四个板块来讲授，每一板块的主题和所涉及的影片并不是固定的，会

随不同的学期而有所增减，但每一板块将大致包含以下内容： 

1. 思想主题：以问题和故事引发出该板块所力求展现之核心精神； 

2. 作品赏析：赏析影视片段，重点放在导演或作者是怎样去发现、去感受、去理解某种特定的
思想观念，并且是怎样以视觉的方式去进入、触摸乃至重构出一个能展现这一观念的“世界”或场景。 

3. 延伸阅读：通过课下阅读和赏析经精心挑选的影视、文学和哲学文本，让学生对课堂的学
习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4. 互动环节：安排一定的时间让学生分享自己的心得，推荐他们所喜欢的作品，重点在于：
学习用不同的形式来展现一个特定的思想观念。 

学习目标：学习从一定的深度来欣赏和把握优秀影片背后的人文精神，体会如何以视觉和听觉

等形象生动的方式去触摸乃至重构能展现某个特定的人文观念。 

知识单元 3：作品展示、总结和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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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学生分组展示作品或者进行研讨与互动，然后老师点评。 

学习目标：通过学生的作品展示、研讨和互动获得教学反馈，并让学生在亲自实践中加深理解。 

（二） 实践教学：视具体教学内容而定。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导论（1） 3  

2 课程导论（2） 3  

3 影视欣赏与讲解（1） 3  

4 影视欣赏与讲解（2） 3  

5 影视欣赏与讲解（3） 3  

6 影视欣赏与讲解（4） 3  

7 影视欣赏与讲解（5） 3  

8 影视欣赏与讲解（6） 3  

9 影视欣赏与讲解（7） 3  

10 影视欣赏与讲解（8） 3  

11 作品展示、总结与点评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导论、思想主题和作品赏析 

难点：导论、思想主题和作品赏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按专题讲述 

2. 影视作品与文本阅读相结合 

教学手段：ppt讲解、多媒体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按照课程讲授具体内容而定。 

7、作业要求： 

每单元均布置相应的影片欣赏，学生可按兴趣课后观看。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采用正式出版物。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该课程不须指定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按作者首字拼音字母排列） 

1. 吉姆·派珀：《看电影的门道（第 2版）》，曹怡平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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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周铁东译，天津人民出版
社，2014年。 

3. 王书亚：《天堂沉默半小时：影视中的信仰与人生》，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4. 王书亚：《我有平安如江河：影视中的救赎与盼望》，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执笔：钱雪松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黑格尔法哲学专题 
Selected Readings of Foreign Marxism Classic works 

课程号：5070204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作为世界一流的法哲学经典著作之一，它在政法

类学校的开设是必要的和重要的。首先，在理论学习上，使学生基本把握黑格尔所奠定的西方法哲

学传统，认识了解法和国家的伦理政治世界中常见常用的一些基本概念，如理性、自由和权利，以

及法－道德－伦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促进学生对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

学科专业理论知识及相关法条的深层理解，夯实学生理论基础，拓展学生学术视野。其次，在实践

运用上，使学生在把握黑格尔法哲学基本概念的基础上，真正从人自身的自由意志和理性精神本质，

亦即人类自身自由－权利全面实现和发展的客观程度，来分析认识、考察评估和适当解释现实社会

法和国家伦理政治世界中诸多构造、安排的肯定性与合理性，尝试探索和构思更加良善美好的政治

法律制度，有意识塑造学生良好的学品和人格。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哲学》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位置 

2. 黑格尔法哲学中的“法”和“法律” 

3. 法哲学与法理学 

4. 黑格尔法哲学的历史与理论背景 

5. 黑格尔的法哲学主题：自由与自由意志及其现实化 

学习目标： 

1．了解黑格尔的“法”不是通常意义上的“law”，厘清法哲学与法理学的不同。 

2．掌握黑格尔“法”的含义，理解法的理念是自由，法由已产生的土壤是精神。 

3.  掌握黑格尔的“自由意志”概念，明确法的体系是实现了的自由王国。 

作业： 

思考：嫖宿幼女罪何以必须被废除？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有何质的不同？ 

知识单元 2：抽象法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 人—人格—人格权利—抽象法 

2. 所有权及其实现 

3. 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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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法、犯罪和刑罚 

5. 抽象法向道德过渡 

学习目标： 

1．了解自由意志如何实现为单个人意志或人格 

2．掌握人格权与物权、所有权的内在本质关系 

3.  掌握契约何以会导致不法，抽象法又何以必须过渡到道德 

作业： 

1.  财富占有的不平等与人格的平等之间是否矛盾？怎样理解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2.  婚姻与国家是契约的产物吗？ 

知识单元 3：道德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 道德：主观意志的法 

2. 故意与责任 

3. 意图与福利 

4. 善和良心 

5. 邪恶与伪善 

6. 道德向伦理过渡 

学习目标： 

1．了解道德领域内个人自由实现为哪些权利。 

2．掌握道德领域内个人主观故意与责任，意图与福利、福利与法的关系。 

作业： 

1. 人们何以对“让不让”、“扶不扶”、“救不救”感到纠结，这说明和反映了什么问题？ 

2.  “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与 “满嘴的仁义道德，成天做男盗女娼”有何不

同，哪一个是伪善？ 

知识单元 4：伦理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 伦理生活：自由理念的现实 

2. 家庭：自然伦理 

3. 市民社会：特殊伦理 

4. 国家：普遍伦理 

5. 伦理国家与契约式法理国家的区别 

学习目标： 

1．了解婚姻家庭的伦理本质 

2．掌握家庭、市民社会及伦理国家三者间的本质关系 

作业： 

1.  市民社会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何在？ 

2.  国家何以是个人自由实现的最高点？或者说怎么理解国家是行走在地上的神？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哲学原理》导论 3  

2 人—人格—人格权利—抽象法 3  

3 
1) 所有权及其实现 

2) 契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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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不法、犯罪和刑罚 

2）抽象法向道德过渡 
3  

5 
1) 道德：主观意志的法 

2）故意与责任 
3  

6 
1) 意图与福利 

2）善和良心 
3  

7 
1）邪恶与伪善 

2）道德向伦理过渡 
3  

8 
1）伦理生活：自由理念的现实 

2）家庭：自然伦理 
3  

9 市民社会：特殊形态的伦理 3  

10 市民社会中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 3  

11 
1) 国家：普遍伦理或理性精神的实体 

2）国家何以是自由实现的顶点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特殊要求 

后续课程：无特殊要求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的理念、自由意志、所有权与契约、犯罪与刑罚、道德、主观故意与责任、意图与福

利、良心与善、伦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 

难点：所有权与契约、故意与责任、市民社会与国家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多媒体 PPT课件与传统板书两种讲解方式相结合。 

2. 精读精讲与泛读泛讲相结合。对黑格尔原著中重要概念、重点、难点句段，进行重点讲解
分析。 

3. 结合当下国际国内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特殊事件及相关图片和视频，帮助学生理解和
把握重要概念及理论观点，启发学生思考和认识，传递正能量。 

教学手段： 

1. 编辑典型的法和政治生活案例，通过问题设计引导学生思考，鼓励启发学生运用黑格尔的
哲学方法、相关概念和理论观点，对案例进行分析和解释，自由发言，各抒己见，有意识鼓励支持

同学间彼此回应和辩论，形成师生互动、同学互动的良好课堂氛围。 

2. 通过加分等激励措施，调动学生动脑思考、动嘴表达的积极性，鼓励每一个同学参与讨论，
表达自己对相关概念、基本理论或观点的支持辩护或者质疑批评，使学生真正获得对经典作家思想

的深刻认识和较为透彻的理解，提高同学们的理论水平，加强其对理论和实践的认识分析和解释能

力。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参与案例分析讨论，发表个人见解和观点；期末考试占 80％，以论

文形式结课。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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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参考书 

1.  Hegel.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Allen W. Wood(e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  Hegel. Lectures on Natural Right and Political Science: The First Philosophy of 

Righ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  

3.高兆明：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导读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4.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杨东柱,尹建军,王哲译 北京出版社，2007年。  

执笔：罗朝慧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西方政治哲学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课程号： 5070204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系统地认识了解西方政治法律文明的本质

与演变，领悟西方政治哲学的智慧，开阔学术和知识视野，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熟悉常见却又模糊无

知的一些政治、法律概念，如自由、权利、公平、正义、民主、政府、国家、公民等基本语汇，能

够从内在本质或概念上有个较为清晰地认识和把握。特别是对于政治学和法学专业的学生，西方政

治哲学史的学习能够促进他们对其本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吸收，进一步巩固他们的理论基础，增

强其理论素养，使其能够运用政治哲学概念和方法分析历史和现实中的政治法律制度、政治形态、

政治变革及法治实践。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 西方政治哲学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何谓政治哲学 

2．我们为什么需要关注政治和政治哲学 

3.  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有何不同 

4、政治哲学和政治思想史有何不同 

学习目标： 

1. 了解哲学的使命，以及政治哲学不同于政治科学。 

2. 把握政治哲学的基本内涵，即政治哲学是对政治世界真理和意义的寻求 、政治价值的论证、

政治现象的认识、政治理想的构思 

知识单元 2：古希腊三贤的政治哲学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苏格拉底《申辩篇》、《克里托篇》 

2．柏拉图《理想国》 

3.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学习目标：了解古希腊政治哲学在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和意义；理解苏格拉底自辩与情

愿被处死两者的深刻意义和启示；明确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公民教育”、“社会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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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学意涵；把握亚里士多德关于城邦本质内涵、城邦治权的寄托问题、以及何为优良城邦的阐

释。 

作业： 

1. 思考苏格拉底之死背后的深刻意义？ 

2. 柏拉图的公民教育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何启示和价值？ 

3. 亚里士多德对优良城邦的构想与阐释在当今时代有何积极的现实意义？ 

知识单元 3：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理论与政治学成就 

2．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主要思想 

学习目标： 

1．了解马基雅维利将政治与道德二分的背景与意义 

2．掌握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的关于政治稳定的三个基本要素与专制暴力思想 

作业：分析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的政治思想立场？思考马基雅维利关于专制暴力与民主政

治的思想立场。 

知识单元 3：霍布斯《利维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霍布斯政治理论的人性假设 

2．霍布斯的“利维坦”国家 

学习目标： 

1．了解霍布斯政治理论背后所揭示的政治事实；霍布斯的“自然状态” 

2．掌握霍布斯“利维坦”国家的政治学理论与实践启示 

作业： 

1. 思考国家是否只是承担安全和保卫的警察之责，有无引导人类向善之职？  

2. 霍布斯“利维坦”国家有何积极性与局限性？ 

知识单元 4：洛克《政府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洛克的自然法与自然状态概念 

2．洛克财产权思想 

3.  洛克的契约论国家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洛克的自然法与自然状态 

2．掌握洛克的财产权与宪政政府思想 

作业：洛克财产权有什么合理性和积极意义？或者说洛克财产权有何局限性？  

知识单元 5：卢梭：《社会契约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卢梭的“社会公约”与“公意”思想 

2．卢梭的“主权、法治与人民”思想 

学习目标： 

1．了解卢梭的自然状态概念 

2．掌握卢梭的“公意”、“迫使人自由”、“主权权力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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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思考和分析凡强迫皆不正当和合法吗？或者说强迫一定是专制吗？进而专制一定是坏的和糟

糕的吗？ 哪些特殊人群需要强迫他自由？ “迫使他自由”目的何在？  

知识单元 6：密尔:《论自由》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密尔的“社会控制与个性自由” 

2．密尔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 

学习目标： 

1．了解密尔《论自由》的主旨 

2．掌握密尔关于“社会干预原则与界限 ”、“社会凌驾于个人的限度” 

作业： 

1. 个人统治自己的主权以什么为正当的限制呢？社会的权威又在哪里开端呢？  

2.人类生活中有多少应当派归个性，有多少应当派归社会呢？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苏格拉底《申辩篇》、《克里托篇》 3  

3 柏拉图《理想国》（上） 3  

4 柏拉图《理相国》（下） 3  

5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上） 3  

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下） 3  

7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3  

8 霍布斯《利维坦》 3  

9 洛克《政府论》（下） 3  

10 卢梭《社会契约论》 3  

11 密尔《论自由》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特殊要求 

后续课程：无特殊要求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古希腊三贤的政治哲学思想及其现实启示；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密尔的《论自由》 

难点：洛克的财产权与宪政思想；卢梭的公意政治与个人自由；密尔的社会干预与个性自由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采取多媒体教学手段与其他教学方法相结合，理论讲解、案例分析和热点评说相结合，

深入浅出，联系社会、身边和学生中的热点问题，通过视频、课件、图片、讲故事等多种教学形式

或通俗教学语言，使学生能够轻松愉快地把握吸收西方政治哲学的智慧及其理论与方法。同时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发动学生积极参与、主动学习，鼓励学生提问、发言、讨论、讲解，启

迪学生积极思考，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参与案例分析讨论，发表个人见解和观点；期末考试占 80％，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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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形式结课。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桂琳：《西方政治哲学——从古希腊到当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 4版。 

2. （美）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 4版。 

3. （美）列奥.斯特劳斯：政治哲学史（上、下），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执笔：罗朝慧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当代科技伦理与法律 
Ethics and law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课程号: 5070204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在大社会背景和大科学背景下讨论科学技术的合理性问题本身及其理论

前提的思考逻辑。20 世纪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提出了许多事关人类生存和尊严的重大伦理道德和

法律问题，科技活动主体的伦理观念影响着科学技术活动的动机和目的，也影响了科学技术活动的

内容和方式。 本课程希望通过教学，使学生认识到，科技成果的运用在带来道德进步的同时，也

引发了系列伦理和法律冲突；学会思考当代科技运用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及伦理与法律方面

的主要难点；明确在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实践中应信守的伦理规范和法律原则。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当代科技对社会伦理与法律的冲击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基因和遗传伦理的问题与论争。 

2．脑死亡与安乐死的伦理问题与论争。 

3．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与论争。 

4. 网络信息伦理问题与论争。 

5、纳米技术伦理问题与论争。 

学习目标： 

1．了解科技主体进行科学研究的同时，要为它的后果承担社会责任。  

2．掌握当代科技伦理争论及其本质。 

作业： 

思考：会聚技术产生哪些伦理问题？ 

知识单元 2：科技伦理的经验性与反思性建构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科技共同体内部的伦理问题。 

2．科技人员的社会良知与责任。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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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技社会中的文化价值冲突。 

2．科技伦理的规范性原则体系。 

作业：科技伦理评价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1  

2 遗传工程伦理问题 3  

3 网络技术伦理问题 3  

4 纳米技术伦理问题 3  

5 器官移植伦理问题 3  

6 神经技术伦理问题 3  

7 脑死亡与安乐死 3  

8 会聚技术伦理问题 3  

9 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伦理规范 3  

10 科学技术成果应用的伦理评价 3  

11 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 3  

12 现代科技伦理文化 1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科学哲学和伦理学 

后续课程：法哲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基础理论问题主要包括科技伦理的合法性、科技伦理的研究对象，以及科技伦理的规范

原则等内容。其中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是尤纳斯的责任伦理学。现代技术社会中人类的群体行

为发生了质的变化，技术已不单纯是改善人类生活、促使人类进步的工具。伦理学以人的行为为对

象。行为涉及的范围，特别是行为的性质的变化要求伦理学做出相应的回答。而传统的伦理学已不

能适应技术时代人类所面对的新的情况，因此，迫切需要一种伦理学，一种通过调节人的行为，确

保人类长久续存的伦理学，这样的伦理学应该是以“责任”为中心的责任伦理学。 

难点：在对权益的明显损害的情形中，可以采取明确的反对态度与禁止立场；而对于典型的道

德两难，伦理学提供的解答方案需要保持开放性与可修正性。在一个价值观念日趋复杂与多元化、

人类的行为后果越来越不确定的时代，应用伦理学如何寻找道德共识，通过理性的论证来获得大多

数人道德上能够接受的有关伦理冲突的解答方案，对权益冲突的方方面面进行权衡与协调，是现代

社会科技伦理与法律面临的一大挑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演示：通过叙述、描绘、解释、推理来传递信息、传授知识、阐明概念、论证定律或

主张等，引导学生分析和认识问题；结合使用辅助性教学方法，如直观演示法，在课堂上通过展示

各种实物和视频，让学生通过观察获得感性认识。 

2. 启发、讨论、互动法。给学生布置探究性的学习任务，提出具体要求，指导学生收集阅读

有关资料或进行调查研究，进而阐述自己的观点。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围绕课堂内容自由发表意

见，讨论结束后，教师点评和概括讨论的情况，最后进行总结。调动每一位学生参与，既能够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培养了学生独立探索能力与合作精神。 

教学手段： 

1.各种直观教具以及可视性图表。 

2. 多媒体等声、光、电现代化科学技术辅助教学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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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阅读指定文章，参与课堂讨论，期末完成一篇论文，平时表现与期末论文各占 50%

成绩。 

5、作业要求： 

课程作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读书报告，另一部分为课程论文。提交作业的电子版文档。 

内容具备： 

a.选题的缘起 

b.对前人研究的综述 

c.关于一手文献和二手文献的寻找、整理与分析 

d.问题的线索 

e. 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 

f.可能的研究框架和结构 

g.准备如何深入该研究：途径与步骤 

h.篇幅字数不低于 5000字；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汉斯·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责任原理的实践》，张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年版。 

2. 约翰·彼得·迪金森编著：《现代社会的科学与科学研究者》，农村读物出版社，1988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汤姆·L.·彼彻姆著：《哲学的伦理学》，雷克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2. 亨利·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ISBN: 9787500411482 

3. 雅克·蒂洛等：《伦理学与生活》，程立显、刘建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  

执笔：费多益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美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s 

课程号：50703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系统地了解美学作为人类知识体系中一门基础学科的原理部分。 

2.系统地掌握美学概论的基本问题和基本内容。 

3．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旨在使学生获得应该具有的美学理论素养和审美情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美学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美学：产生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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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学：定义、范围和内容 

3．美学：基本问题和主要结构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学一词的含义。 

2．了解美学学科的命名。 

3．了解美学的三种基本理论模式。 

4．了解美学的五种基本定义。 

5．了解由主体、客体、宇宙、文化四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美学范围 

6．了解美学的六大内容。 

作业： 

1. 谈谈柏拉图对于美学学科的贡献。 

2. 谈谈鲍姆嘉通对于美学学科的贡献。 

3. 谈谈康德《判断力批判》的理论模式。 

4. 谈谈黑格尔《美学》的理论模式。 

5. 谈谈王国维对于美学学科的贡献。 

6. 谈谈朱光潜对于美学学科的贡献。 

知识单元 2：美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柏拉图之问与美的本质追求。 

2．美的本质的解构与新的言说方式。 

3．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美学大讨论。 

3．中国古典美学的品评方式对于美的本质言说的启示。 

学习目标： 

1．了解美的本质问题与柏拉图哲学的关联。 

2．了解美的本质是一个假问题。 

3．了解美的本质问题与中国古代美学、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内在连结。 

作业： 

1.谈谈美的本质问题与古希腊哲学理论模式的关系。 

2.谈谈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理论对于美的本质问题的重识。 

3.谈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美学大讨论。 

知识单元 3：美感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美感即美与审美心理诸学派的美学探索。 

2.经由审美态度、心理距离、直觉、内模仿、移情、完形等实现的审美同构。 

3.美感的符号化与解符号化。 

学习目标： 

1. 了解审美心理诸学派的理论贡献。 

2. 了解审美态度、心理距离、直觉、内模仿、移情、完形等对美感的贡献。 

作业： 

1.谈谈审美态度、心理距离、直觉、内模仿、移情、完形等对美感问题解决的意义。 

2.谈谈美感的符号化与解符号化 

知识单元 4：类型 

参考学时：1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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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美的类型理论与美的类型划分 

2.美—优美、壮美、典雅 

3.悲—悲态、悲剧、崇高、荒诞、恐怖 

4.喜—怪、丑、滑稽、媚世、堪鄙 

5.美学意义上的美的四种含义 

学习目标： 

1. 了解美的类型学及其划分的意义。 

2. 了解美展开为三大类型序列的既区别又联系的关系。 

3. 了解恐怖、媚世、堪鄙作为美的新类型的意义。 

作业： 

1．谈谈美的类型序列。 

2．谈谈悲的类型序列。 

3．谈谈喜的类型序列。 

4．谈谈美学意义上的美的四种含义。 

知识单元 5：美学在文化生活和人格修养上的价值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美学在文化生活和人格修养上的价值 

学习目标： 

1. 美学素养 

2. 美学价值 

作业：谈谈美学在文化生活和人格修养上的价值。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美学：产生和发展 2  

2 美学：定义、范围和内容 3  

3 美：柏拉图之问与美的本质追求 3  

4 美：美的本质的解构与新的言说方式 3  

5 美感：美感即美与审美心理诸学派的美学探索 2  

6 
美感：经由审美态度、心理距离、直觉、内模仿、

移情、完形等的审美同构 
3  

7 美感：美感的符号化与解符号化 3  

8 类型：美的类型理论与美的类型划分 2  

9 类型：美—优美、壮美、典雅 3  

10 类型：悲—悲态、悲剧、崇高、荒诞、恐怖 3  

11 类型：喜—怪、丑、滑稽、媚世、堪鄙 3  

12 美学在文化生活和人格修养上的价值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美学的学科性质，美的本质问题，美的建构与解构问题，美感的同构问题 

难点：美的本质理论，美感的同构理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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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堂讲授法。 

2.讨论法。 

教学手段： 

1.借助传统教学手段。 

2.辅助多媒体教学手段。 

3.审美现场教学手段。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尝试就美的本质问题或美感的本质问题写一篇论文，字数不少于 5000

字。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曹晖：《美学概论》，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年。 

（二）推荐参考书 

1.《柏拉图文艺对话录》，柏拉图著，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2.《判断力批判》，康德著，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3.《美学》，黑格尔著，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 

4.《美育书简》，席勒著，徐恒醇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 

5.《悲剧的诞生》，尼采著，周国平译，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 

6.《美学原理》，克罗齐著，朱光潜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 

7.《审美经验现象学》，杜夫海纳著，韩树站译，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 

8.《谈美》，朱光潜著，上海：开明书店，1932年。 

9．《美学散步》，宗白华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10．《美学四讲》，李泽厚著，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11.《美学原理》，叶朗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2.《美学导论》，张法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执笔：张都爱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法律语言学与法律语言应用 
Forensic Linguistics and Application of Legal Language 

课程号：5070301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各专业及其他专业的通识课程。  

教学目的：法律语言学与法律语言应用作为通识课程，其主要目的是让学生了解法学与语言学

的交叉学科法律语言学的最新发展、所能解决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等，为学生将来从事

这方面的研究打下一定的理论基础，为学生从事这方面的实践提供一定的方法和理论支撑。 

基本要求：使学生了解法律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及学科发展状况，掌握法律语言学的基本研究方

法，提高学生解决司法及法学领域语言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32学时 

知识单元 1：法律与语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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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律与语言的关系。 

2．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 

3. 中国现代法律制度。 

4．言语交际学基本理论。 

学习目标： 

1．掌握西方法律制度与中国法律制度的特征与区别。 

2．掌握法律与语言的基本关系。 

3．言语交际基本概念和理论 

知识单元 2：法律口头语言与法律书面语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律口头制度与书面语制度。 

2．法律口头语的转写问题与方法。 

学习目标： 

1．掌握法律口头语言与法律书面语言的基本历史。 

2．掌握法律语言转写的基本方法。 

知识单元 3：立法语言与精确性 

1．专门性语言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2．律师语言、警察语言和监狱语言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3．专门化语法在哪些方面区别于普通语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律语言作为专门语言的特征。 

2．语言学的相关基本知识。 

学习目标： 

1．掌握法律语言作为专门语言的基本特征和要求。 

2．掌握法律语言各下属领域语言的基本特征和要求。 

知识单元 4：法律语言与权力（上）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律语言与权力的关系。 

2． 语言学的相关基本概念和理论。 

学习目标： 

1． 掌握法律语言与权力的基本关系。 

2． 掌握语言学的相关基本概念和理论。 

知识单元 5：法律语言与权力（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现代法治理念下的警察询问和讯问。  

学习目标： 

1.掌握具有胁迫力问句的基本特征。 

知识单元 6：语言对法律事实的重构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庭审判基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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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语言构建次级现实的方法。 

3． 法庭叙述的特殊性。 

学习目标： 

1. 掌握语言对次级现实的构建方法。 

2. 掌握法庭叙述的特殊性。 

知识单元 7：法律语言的可理解性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律语言在可理解性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2．简明语言运动的基本情况。 

3．如何起草简明语言法的基本方法。 

3. 掌握统计分析法。 

4. 掌握个案分析法。 

学习目标： 

1． 掌握我国立法语言中存在的可理解性问题。 

2．掌握起草简明语言法的基本方法。 

知识单元 8：语言与法律前的不利地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语言与法律面前的不利地位是如何产生的。 

2． 如何消除相对弱者在语言与法律面前的不利地位。 

学习目标： 

1. 了解语言与法律面前的不利地位的产生原因。 

2. 掌握消除语言与法律面前不利地位的方法。 

知识单元 9：搭建沟通桥梁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律制度中的口译与笔译制度。 

2．口译与笔译的方法与存在的问题。 

学习目标： 

1．掌握中西方口笔译制度的基本情况。 

2．了解中西方口笔译存在的问题。 

知识单元 10：有关语言的法律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有关语言的法律包括哪些方面。 

2．语言犯罪的基本类型和确定方法。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语言的法律的范畴。 

2．掌握确定各种语言犯罪的方法和理论。 

知识单元 11：语言证据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语言证据的分析方法。 

2．语言学证据的可接受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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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掌握作者的身份证据的语言学分析方法。 

2．了解语言学证据可接受性所存在的问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法律与语言 3学时  

2 第二章  法律口头语言与法律书面语  3学时  

3 第三章  立法语言与精确性 3学时  

4 第四章  法律语言与权力（上）  3学时  

5 第四章  法律语言与权力（下） 2学时  

6 第五章  语言对法律事实的重构 3学时  

7 第六章  法律语言的可理解性 3学时  

8 第七章  语言与法律前的不利地位 3学时  

9 第八章  搭建沟通桥梁 3学时  

10 第九章  有关语言的法律 3学时  

11 第十章 语言证据 3学时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律语言学的基本情况、基本理论和方法、司法应用中的主要价值和问题。 

难点：语言学实际操作方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启发性。 

2.互动式。 

3.对话式 

教学手段： 

1.课件展示。 

2.多媒体。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组织学生运用所学方法进行法律语言学相关问题分析和研究。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课堂表现等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布置相应作业。 

执笔：邹玉华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5日 

第一章 法律与语言 

法律构成一种框架，我们在其中组织自己的日常生活，包括我们的家庭生活、住房和交通、学

习和工作。买房或租房是通过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合约来完成的。法律也代表了一个社会的价值体

系，借此将权利和义务加给人们，预先设定并惩罚违背社会规范的行为。 

法律是一种语言机构。法律是用语言制定的，那些用来构成法律的概念只能通过语言才能所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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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庭审判、警察调查和狱犯管理的法律过程在很大一部分上也是借助语言进行的。 

第一节 法律制度 

现代国家的法律制度一般由四大要素组成：法典、审判制度、警察制度和监狱。在现代法律制

度中，第一个需要区别的是刑法和民法。刑法是与犯罪有关的法律，如侵占罪、抢劫罪、强奸罪和

谋杀罪。法庭诉讼已经成为诸多以语言与法律为题的研究所关注的对象。 

民法包括私法领域和侵权法以及由过失和诽谤造成的伤害罪等。现代国家有大量的政府规章,

既有地方性的，也有全国性的，他们涉及个人和企业，像法律一样发挥作用。 

一、习惯法 

口头法律很早就作为多数国家规范制度的一部分发展起来。口头法律制度是所有现代法律制度

的先驱。它们常常在人类学中以习惯法为题被论及。  

二、伊斯兰法 

伊斯兰教制度。古兰经不仅提供道德上的指引，而且也提供治理社会所需要的所有基本指南。

在许多伊斯兰社会，它不是唯一起作用的法律制度，还有罗马法或普通法。有些伊斯兰国家，刑法

是一种伊斯兰法，而合同法则来自罗马法。沙特阿拉伯也有一部非伊斯兰的交通法。 

三、罗马法 

罗马法是由古罗马人所创立的法律制度。也称为纠问式或大陆法。它几乎是包括东部欧洲在内

的所有的欧洲大陆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基础。日本原封不动地采用了德国的法律制度。罗马法不同于

普通法制度的地方，在于它没有无罪推定制度。法官既是案件的判决者也是案件的调查者，因此与

普通法制度相比，在这里被告处于更加弱势地位。 

古罗马人的法律制度是口头的。查士丁尼国王，授命对这些口头法律制度进行记录，整理汇编

成查士丁尼法典。它在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以拿破仑法典的形式被重新加以修订。 

四、普通法 

普通法即所谓对抗制。在刑法领域，普通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无罪推定制度，将超过合理怀疑

的有罪证明负担交给起诉方。民法领域则权衡各种可能性，在优势证据基础上做出判决。另一特征

是法庭中的对抗程度。再是在高等法院中使用陪审团。第四个特征是法官关于解释和适用某一点法

律的决定以及这些决定背后的推理都可能被记录下来。成为先前的判决并得到考虑。这有时被称为

“法官造法”。 

有治安法院、上诉法院和终审法院。还有专门法庭。普通法国家的法律最初是由立法机关创立

的。普通法制度起源于在罗马统治衰落后有不列颠岛上的日耳曼入侵者介绍进来的口头法律制度。

另一早期影响是教会法庭。普通法之下的法庭仍然反映了它们的口头渊源，这是由于普通法审判主

要依赖口头的而不是书面的证据，部分上是因为证人在法庭上受到口头的询问。 

第二节 言语交际 

法律交际包括言语和非言语交际符号系统。语言学描述在以下四个主要层面展开。（1）发音或

书写；（2）词语；（3）句子；（4）话语（句子层面之上）。法律语言常常被描述为一种语域，它在

对所有这些层面上的可用语言资源的配置方面具有可辨认的、独特的样式。使交际顺利进行的因素

可分为三类：口头和非口头的交际系统；对物质和社会——文化世界的知识以及这些知识为参与者

所共有的程度包括参与者的语境。 

法律语言学一词可以在狭义上使用，仅指语言证据问题。但是更多的人用来泛指语言与法律有

关的各种问题。 

复习与思考题： 

1、法律与语言的关系。 

2、我国的法律制度与西方的法律制度有何不同。 

3、狭义的法律语言学是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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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言语交际的含义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吉本斯《法律语言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相关部分。 

魏德士《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5年，相关部分。 

张武汉《语言与法律——从工具论向本体论的认知嬗变》，《河北法学》2010 年第 7 期。岑

运强《言语交际语言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相关部分。 

韩礼德等《英语的衔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相关部分。 

杜金榜《法律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相关部分。 

第二章 法律口头语言与法律书面语言 

法律语言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的领域——一是独白式的、法典化的，主要是立法的书面语和其他

的法律文件（如合同等）和法律过程中更加口语化的、互动的和动态的语言，特别是法庭语言、警

察调查语言、监狱语言以及律师与律师之间、律师与客户之间交谈的语言。分为操作性文件、解释

性文件和说服性文件。 

第一节 口头法律制度 

在口头基础上运作的法律制度被称为习惯法。法律人类学者传统上认为在习惯法与制度化的法

律之间存在差异。有如下特征：绝对责任、巫术、巫术-宗教信仰。口语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所缺少

的是一种法律语域的概念。法律上的争辩主要是用日常语言加以处理，是书写的发展使法律制度的

法典化成为可能。 

第二节 书面语时期 

一旦法律行为通过文字的形式被规定下来，它们便可得到商榷。读写能力帮助创立了一种法律

语域，因为它促进了专家法律术语的发展、记录及其长期使用与实现标准化。法典化的过程与法律

语言相关。书面文本，可以被更好地计划，较少依赖于情景。 

三、 书面语 

1.逻辑结构更加清晰 

2.被动语态更多使用 

3.句子更长 

四、 去语境化的结果 

1.法律文本高度自治 

2.去语境化书面语不能表现非言语行为 

3.书面语个人的、情绪化的东西较少  

五、 标准化的影响 

读写能力的标准化影响是巨大的。这促进了格式文书的发展。连贯和保守是法律书面语的典型

特征。  

第三节 法律语料的转写 

转写主要包括书面的警察谈话记录和法庭记录。说和写属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特质。书

写并非是对口头话语的最佳纪录方式，不能把很多口头话语的特征包括在内。修改过程也不能保留

在定稿中。记录非言语行为更是不可能。 

转写形式：波长声谱图、音位转写、保留停顿等现象和标准书面语版本。会话分析所使用的转

写方法。 

法庭和警察语境下产生的转写语料更偏重于可读性。但发生了一些根本变化。标准化、去语境

化、编辑以及非个人腔调。可读性超过了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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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技术的发展降低了对语言技术的依赖。可将口头话语记录在录音和录像带上。 

复习与思考题： 

1、法律口语与法律书面语的区别。 

2、目前法律语料的撰写存在哪些问题？ 

3、最忠实的语料转写是怎样的？ 

拓展阅读书目： 

吉本斯《法律语言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相关部分。 

王洁《法律语言学教程》，法律出版社，1997年，相关部分。 

刘明娜《刑事案件讯问笔录断片式叙述的不确定因素之实证分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

2004年第 2期。 

杜金榜《法律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相关部分。 

第三章 立法语言与精确性 

第一节 概述 

一、专门性 

每一个领域都发展出了自己独有的语言特征。医学、商业、教育或法律等领域都不仅产生了一

套专家词汇，而且发展出了一种特殊的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方式以及一种表达这一理解的专业语

言。律师们在同没有受过法律浸润的人们交际的时候所遇到的诸多困难不仅仅是一个俚语的问题。

专门术语不一定等于精确。追求精确导致产生困惑。 

二、起草与解释 

法律语言对精确性的追求是操作性文件的一个区别特征。交际涉及语言生成与语言理解的过

程。操作性文件的生成通常是指法律起草，对其理解通常被称为解释。操作性文件，特别是立法、

规章与合同在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措辞过于严谨或宽松都可能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不适当、不必要

的限制。精确是法律文件的独有特征。 

关于解释，原则上也是将理解上的精确作为其主要目标。法律解释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可操作

性文件与具体案件之间的“契合”问题。立法试图对被规定了的事件类型做出规范。如谋杀与一般

杀人。不多不少传达要传达的意思要求法律文本去追求一种完全的、内在的明晰和确定。 

第二节 词汇 

一、律师词汇 

各种各样的词典证明了律师们所使用的专门词汇数量之大。或许法律语言最重要的特征是古语

指示词。律师们认为，古语词更少歧义，更加清楚。普通法很多专门词汇是直接从拉丁语借来的。 

二、警察语言 

更加具有行话属性。很多行话不同于日常使用，是警察文化身份的标志。在美国和加拿大使用

数字无线电码作为俚语的形式。 

三、监狱语言 

被封闭起来的社会群体会创造自己的亚文化和语言，监狱最具封闭性。它们也是受规范制约的

结构。各种各样的官方术语、贬低犯人的术语以及缩略形式，还有各种攻击性语言。 

第三节 语法 

专门化语体通常与该语言的普通语法的主要方面是相同的。不同语体之间确实存在差异，主要

是对语法具体方面的使用频率和分布上。可能在语法结构方面会有细微差别。 

第四节 言语行为 

施为句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言语行为，指“做”它们所说的所做的任何事情。只要情景合适。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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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句有助于理解操作性文件。如遗嘱。 

第五节 话语 

法律语言的一个主要话语特征是它所使用的语类形式。指称是指一个参与者或实体在一个文本

中被指涉的方式。一是在真实世界中所指称的是谁或是什么？其次，怎样回指文本先前提到的参与

者。  

复习与思考题： 

1．专门性语言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2．律师语言、警察语言和监狱语言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3．专门化语法在哪些方面区别于普通语法？ 

拓展阅读书目： 

周旺生《立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相关部分。 

陈炯《立法语言学导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相关部分。 

索兰《法官语言》，法律出版社，2007年，相关部分。 

苏小妹《两岸四地立法语言中的情态动词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相关部分。 

邹玉华等《立法语言现状及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 5期。 

第四章 法律语言与权力（上） 

第一节 概述 

一、权力与团体成员认同 

语言协调和体现人际关系。语言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等发现了两个轴心——权利和团体成员认

同。 

专家语言传达着重要的人际信息，即使它不是使用的主要动机。司法系统是最直接的权力机构。

司法系统解释并决定实施或不实施某些法律。民主社会，权力会为被挑选出来的司法系统的代表所

承认。法官是适用法律的权威。 

权力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言语行为。权力和权威通过语言得以行使的方式是语言与法律研究

中一个重要论题。法律系统中的权力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法律系统的各项工作意图不受个人情感

的影响。人们经常说权力机器。 

二、互动规则 

1.律师与委托人 

律师们参与的是一个仪式性游戏。 

2.审判 

法庭上的互动规则都与礼貌和正式性有关。依照各种庄重与诚实规则进行。 

3.警察 

立法和程序规则制约着如何对待囚犯。互动规则包括沉默权，即不说话的权利。 

第二节 非言语交际 

非言语方面是法庭互动的重要方面。法庭的外部位置和内部摆设。普通法中法官进来或离开时

其他人起立。司法系统，其非言语标记最为清晰。 

第三节 语形与语音 

法律英语的拼写和读音不是交际的必要手段，而是一种社会标志。法律英语拼写的另外一个值

得注意的特征是古语形式。 

第四节 称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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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师 

权力与声誉最为有趣的标记可能是法庭上使用的称谓形式。律师很少在法庭上被直呼其名。对

法官的称谓形式，视其级别而定。  

律师的法庭角色是他们的主要身份。法庭上不会使用其姓名，受到法庭警告时或许使用。  

二、警察 

警察机构基本是以军事编制组织起来的。等级称谓表现了权力关系层级。 

三、监狱 

对监狱语言的研究很少。国家的监狱机构通常也是按照军事编制中的等级组织起来的。  

第五节  过度修饰 

法律语言使用正式词汇。警察语言中尤其明显。警察谈话中混合使用非正式的日常用语和正式

的警察语言。 

第六节 权力的语言指针 

强势的语言特征：高响度、更大的音高范围、重复、无声的停顿、打断、不使用表示同意的表

达、流利和连贯。弱势的话语特征：模糊限制语、犹豫、不确定、使用先生或女士、加强副词、所

花时间长和减缓语气。对语言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一、连贯与衔接 

律师通过提问将这些叙述分割成零碎的片段。故事以零碎的方式表达出来可能较少说服力。陪

审团可能会把证人的缺少控制和缺乏语言能力及力量联系在一起。 

二、过度修饰 

过度修饰的矫枉过正语域。可能会出现在证人话语中，当他们试图调整他们的话语以适应法律

语域。目前有滥用的趋势。 

复习与思考题： 

1、法律语言的权力表现在哪些方面？ 

2、权力关系在互动规则中的表现是怎样的？   

拓展阅读书目： 

吉本斯《法律语言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相关部分。 

康利等《法律、语言与权力》（第 2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相关部分。 

古德里奇《法律话语》，法律出版社，2007年，相关部分。 

第四章  法律语言与权力（下） 

第七节 话轮转换 

话轮转换是权力关系的一个重要表现。法官可以任意打断或讲话，可以在任何时候开始一个新

的话轮。最没有权利的人，在法庭上讲话或者大笑，可能会以蔑视法庭为由而受到惩罚或者监禁。

证人经常被律师打断而不能打断律师。警察与证人之间是一种不平衡的关系。 

第八节 询问 

一、询问的目的 

一个是引出信息的真实过程。其二是为询问者心中对事件的某个具体看法寻求确证。警察询问

与此相似。首先，警察可能需要收集关于犯罪的信息，同时也希望获得确信。通过开放的询问和胁

迫性的讯问。 

二、询问中的胁迫力 

警察谈话和法庭证词都主要采用问答形式。对“证词”的攻击是对证人所说话的攻击，对“可

信性”的攻击则是对人身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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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是机构话语可能完全不同于日常会话的地方。权力的不平衡是权力大的一方发出更多的指

令或提出更多的问题。命令与提问之间的一个共同之处是它们都是一种要求。一次提问就是对信息

的要求。然而，像要求之类的词语用于日常经历的提问或命令并不十分妥帖。在现实生活中，事实

形态与要求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命令可以依据事实形态划分等级：一次暗示、一个要求、一

个简单的命令、一直到军队命令，即从一项十分微弱的命令到十分有力的命令。 

三、询问的问题 

指示性问句或是否问句，“是”或“不是”是准许的回答。有误导他人的嫌疑。 

直接的提问和间接的提问。“我想知道他是否到了”，是针对说话者提出的，而非针对听话者

提出的。间接表达是一种“弱化”手段。强化手段之一是附加问句，对听者施加一定的压力。 

包含信息的问句是一种诱导性问句。问题的形式常与其他语言手段如声调等各种要素，使得该

问题具有不同程度的胁迫力。 

四、询问程序的规定 

1.法庭 

对“诱导性问题”有明确的规定。双方律师和证人都应该遵守至少最低限度的礼貌。证人的回

答同样受到规则的限制。 

2.警察 

英国和美国曾经大力去劝说警察使用与传统的警察讯问相比较其胁迫力要少得多的“认知

性”谈话技巧。这一技巧的意图是将讯问伪装成谈话的样子，以提高其在法庭上的可接受性。 

为了获得关于证人对事件的描述的真实无误的记录，警察询问采用录像技术。 

复习与思考题： 

1、话轮转换中表现出了一种什么权力关系？ 

2、什么样的问句最有胁迫力？ 

3、警察讯问胁迫力强还是认知性谈话技巧效果更好？ 

拓展阅读书目： 

廖美珍《法庭问答及其互动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相关部分。 

李立等《法律语言实证研究》，群众出版社，2009年，相关部分。 

张清《法官庭审话语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出版社，2012年，相关部分。 

第五章 语言对事实的重构 

第一节 概述 

一、语体的灵活性 

语体是适应社会进程的阶段性目标。语体结构是在不断演化的。更普遍更灵活的深层语体模式

是格外形式化、严格的、专门用于达到某一社会目的的“表层”语篇基础。 

二、嵌入式语体 

语体结构中有三个层次。宏观语体（如庭审）、语体（如主询问）、语体步骤（如法官总结）。

警察询问通常包括一系列谈话，其中每部分谈话都有不同的目的，如早期探索性谈话、接下来的深

入性谈话以及最后做记录所用的证实性谈话。早期阶段证人可能会用叙述进行陈述。语体内出现语

体的现象称为“嵌入”。 

第二节 初级现实的语体 

    一、法律语体 
    法庭系统或许是使用法律语言最重要的语境，可仍然存在其他语境。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律师
与委托人在庭外，通常是在律师事务所内的交往；警察与证人、警察与嫌疑人以及警察之间的接触；

监狱职员与囚犯及其与监狱其他职员的交往。 
    二、案例报告语体 



5900 

案例报告分为两部分，序言和判决。判决由法官撰写，部分序言内容由书记员增补。 
    在许多案件中，尤其是民事案件中，事实是没有争议的。有争议的，则通常先提出那些已确定
的要素，然后是双方律师对案情的不同陈述，最后是法官的总结陈词。虽然其中可能不包括叙述体，

但它们也遵循叙述结构。有时对事实甚至不做讨论，只是简单地援引先前的判决。这就是次级现实

事件通过语言呈现出自身的要点所在。 
三、律师-委托人咨询语体 

当委托人就法律争议向律师进行咨询时，与本章描述的其他语体一样，这一交往的目的就是交

换某种类型的信息。然而，由于语境不太正式，其语体结构远不及案例报告正式。  

咨询的中心特征很有可能是重复性的，它或许还包括几组问题（法律说明）推荐的序列。 

四、警察谈话语体 

警察谈话正式语体。初级现实框架：地点、谈话时间、到场人员、谈话对象姓名（地址、出生

日期）、警告、沉默权、记录。次级现实核心：定位、谈话主题（事件发生的日期及时间）、询问、

回答、介绍次级现实的证据、请求提供更多证据。初级现实框架：记录下的争议、警告、非强迫性

谈话、请求签字、结束时间。 

第三节 次级现实的表述 

 法律主要在于规范行为，法律体制则试图把次级现实分解成应该是什么和不应该是什么。次

级现实的表述、次级现实与法律表述的“契合性”，根据次级现实和法学理论的差异性程度，决定

刑罚或罚款。 

一、张力与契合性 

次级现实在法庭、律师事务所或警察局之间存在时空位移，所以必须在这些场所内重建次级现

实并同时提供法律解释。把重构的案件与法规中类似案件的法律概念相匹配，亦称为法律适用。法

律专业人员的脑海里总是铭记着法律体系和法律理论，通过它们提供的法律解释来看待世界、管理

世界。 

司法的张力主要渊源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同一案件事实的不同陈述之间的张力，二是这些不

同陈述间的契合性。 

二、次级现实的复现手段 

最常见的次级现实的复现自然是言词证据，包含证人对案件的描述——故事。 

1.非言语手段 

外部现实通过法庭语言和图表呈现出来。照片也是复现手段。 

2.重构次级现实的语体 

叙述结构的不同阶段：定位、事件、错综复杂、解决和结尾。叙述文体构造中的一个重要的考

虑因素是受众。受众设计是以受众的知识信仰和图式为基础的。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的标志是重复、

意象和隐喻的使用。  

3.叙述  

可信度和连贯性。一贯性、细节和为证词提供上下文穿插的能力。如果证人来自与法官有不同

叙述传统的文化中，他们的讲述语体可能制造困惑。 

第四节 首要现实与次级现实的交织：与程序语体互动的主要叙述 

一、陪审团的审判程序 

刑事审判中，律师的作用是使法官相信叙述的正确性。法律语体与日常叙述的一个主要差异：

绝大多数法律叙述企图确定责任。 

1.开场陈述 

2.证人出庭 

3.最后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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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法官总结和指示 

5.判决 

二、报告总结 

总结构成了未来裁决所参照的判例。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嵌入式语体？ 

2、法庭叙述与一般叙述的主要不同。 

3、次级现实是如何表述的？ 

拓展阅读书目： 

吉本斯《法律语言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相关部分。 

安德森《证据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相关部分。 

廖美珍《法庭问答及其互动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相关部分。 

李立等《法律语言实证研究》，群众出版社，2009年，相关部分。 

张清《法官庭审话语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出版社，2012年，相关部分。 

第六章 法律语言的可理解性 

第一节 概述 

法律语言应该易于理解，“不知法者不为罪”。更易于理解的法律语言可帮助非专业人士了解

法律系统的运作方式，帮助他们了解法律赋予的权利并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对法律语言和司法

系统的完全理解也许是不大可能实现的，但向着这一方向不断努力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节 法律语言难于理解 

法律语言曾是很多作品讽刺的对象。世界上很多律师都对法律语言进行了批判。法律语言难懂

是一个普遍现象。心理语言学的大量研究显示普通民众不能很好地理解法律语言。 

一、困难的来源 

1.非言语交际 

使用地图和图表是财产法律文件的传统。 

2.语言特征 

书面语的影响，在语篇层次上有助于将所要表达的意思按逻辑顺序组织，而在语法层次上不得

不使用被心理学家证明有碍于理解的语法要素。有时间导致写作者可以创造出极其长、极其复杂的

句子结构。脱离语境（表现为语法隐喻）也是引发复杂性的一个因素。  

使用专门术语也是复杂性形成的原因之一。其中最让人头疼的是日常词汇获取专门意义。语法

结构的复杂性是交际困难的诱发因素。心理语言学研究证明句法上的复杂性会导致理解困难，并列

复合句比简单句难于理解，而主从复合句较之并列复合句更难。 

3.知识图式 

很多律师和当事人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填补后者法律知识的空白。即使公众能听懂律师所说的每

个单词，由于缺乏共有的知识框架或共有的对世界的概念化，他们之间的交际也可能无法进行。 

第三节 简明语言运动 

在英国，自 1979 年简明英语运动这一组织发出倡导以来，提倡使用简明语言就成了一项持久

不断的运动。在美国，这一运动影响也逐渐扩大，在得到卡特总统个人的赞同之后达到顶峰。在英

国，简明语言运动在说服政府和主流英语法律权威文件实现简明语言改革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简

明语言运动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说英语的国家，在德国和法国，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简明语言运动。 

第四节 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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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1987）的报告是简明语言运动中出现的一个范例。结果更加简洁。 

第五节 合同 

合同是一个涵盖很广的范畴，如信用卡协议、保险合同、公交车票等都是合同。拉博夫和哈里

斯曾对合同的不易理解性做过两项详细研究。对语言的复杂性进行分析，对可读性进行客观测量及

对目标读者进行问卷调查，这些方法是检测法律语言可理解性的主要方法。简明语言的践行者为改

进那些为法律外人士所写的合同做出了巨大努力。 

第六节 警察警告 

如果警察因运用法律语言而使得交际不畅，则可能会导致不公正，因为起诉犯罪嫌疑人的权力

掌握在警察手里。在中国，对于由警察提起诉讼的案件，许多地方法院关注的重点是被告量刑多少

而不是裁定被告是否有罪。  

警察语言的第一目标受众是法庭的律师们和法官们；第二目标听众是与他们谈话的被告、证人

或者知悉案件的第三人。在实施普通法的国家，警察谈话包含了大量照已写稿件念出的成分，以告

知谈话对象他们在谈话中所享有的权利和他们应尽的义务。 

对真实的警察谈话录音进行民俗学方法论的研究可以发现，不论是英语本族语者还是以英语为

第二语言的公民常常都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警告。 

第七节 结论 

心理语言学上的测试、语言学上的分析及民俗学上的语料均证实法律语言对非法律职业人员来

说很难理解。大多数情况下它都没有完成它的主要任务——交际的任务。法律环境中的语言必须能

够抵制来自法庭的挑战——来自法律专业受众的质疑；另一方面，它也必须易于被非法律职业人员

所理解。我们见到更多的情况是法律语言没有满足第二类受众的需求。 

法律文本和法律程序常常可以变得更易于为两类受众——法律职业人员和普通公众所理解，这

不必以牺牲法律上的精确性为代价。如果公众不能理解法律，法律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压迫人而不是

维持秩序的机制，成为带来不公正而非公正的机制。 

复习与思考题： 

1、我国的立法语言是否存在难于理解的情况？ 

2、对警察语言进行调查。 

3、谈谈你对简明语言的看法。 

拓展阅读书目： 

吉本斯《法律语言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相关部分。 

古德里奇《法律话语》，法律出版社，2007年，相关部分。 

刘红婴《法律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相关部分。 

孙懿华《法律语言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相关部分。 

第七章 语言与法律前的不利地位 

第一节 概述 

法律系统所使用的语言与普通公众平时所用的日常用语存在很大差异：法律系统所用语言是脱

离语境的、正式的、专业的、承载着权力差异的。 

语言理解和语言产出都是语言能力方面的问题。教育是习得高级语域的主要途径，因此受教育

水平较低者对高级语域的控制力也会相对较低。对高级语域掌握有限的其他人群包括儿童、那些由

于社会阶层和地理因素等原因所用语言不是国家标准的人群。处于更为不利地位是那些文盲、以某

种语言为第二语者及失聪的人。 

在法庭上，询问的对抗性质会加重由于对高级语域掌握不够招致的不利地位。询问是一个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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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但证人呈现自己的故事及较好地应付询问，既需要语言能力，也需要自信。法庭权力分配不

均衡法律专业人士绝对地掌握着权力。 

最后还有一个态度因素。人们对与法律打交道的人也会有各种不同的社会态度，这可能影响他

们对待彼此的方式。 

法律前不利地位是一个大问题。首先，如果我们不加警惕，法律有可能成为压迫人和迫害人的

机器，而不是伸张正义和公平的工具。其次，相同对待并不等于公平对待。引发的问题大致分为两

个方面：一是一种语言内部的差异，一是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交际差异。 

第二节 儿童 

有研究显示，如果以帮助儿童叙述他们故事的方式，对儿童问话，儿童证言的可信度和成人接

近。 

性骚扰案中对儿童的问话值得关注。 这里存在人际权力和胁迫力的问题。我们生活中的一个

现实问题是，儿童的权力比成人少得多，在运用语言保持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力关系方面也远不如成

人有技巧。儿童可能因受惊吓而沉默。首先看胁迫性，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接受询问的人可能会遭

受语言胁迫，这个问题在儿童案中尤为突出。另一个语言问题是语言的复杂性。最后是律师的问句

常常索要关于时间和地点的具体信息，而儿童常常不能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儿童证人的可信度被一些语言机制和问话风格系统摧毁。胁迫性和不虑及儿童感受的问话使儿

童遭受到“再次骚扰”。 

第三节 土著少数民族 

2000 年 7 月，维多利亚治安法庭为土著居民在法庭上受到不公正待遇作了公开的道歉，这也

表明土著在法庭上处于不利地位的说法并非子虚乌有。问题的背后隐藏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土

著社会中所谓的“知识经济”。 

土著社会中的问话常常非常谨慎，常以间接的方式进行——问话者提出话题，然后让互动对象

自主地选择提供他或她乐意分享的信息。直接问话被认为是粗鲁的，具有侵犯性的。被问话者也不

是必须对问题做出回答，因为直截了当的回答可能涉及某些秘密材料或是会赋予问话者不应有的地

位。沉默常常是礼貌的回答。  

律师使用胁迫性很强的问话形式以及带有侮辱性做法也可能是证人不愿回答问题的原因。普通

法系，在这种情况下，沉默并不是有效的选择。 

土著之间的互动更加自由开放，人们可以同时说法，也可以同时沉默——土著允许谈话时出现

长时间的沉默，而不会像英国人那样对此感到不自在。土著交谈时目光接触很少。法庭与土著互动

存在巨大差异。 

使土著在法庭上陷于不利地位的另一个因素是土著文化中的叙述方式。土著的叙述结构与西方

的叙述结构不同。土著喜欢在法庭上无故地表示同意，对所有问题一律回答“是”，以逃避白人官

员施加的更多的压力。当土著被律师或警察指控犯罪时，他们这种做法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第四节 第二语者 

如果法律系统使用的语言不是某些人的母语，那么这些人在与法律打交道时会出现交际困难，

从而陷于不利地位。 

第五节 失聪者 

如果有足够的机会，大部分失聪者都可学会手语作为他们的母语。手语不是口语的手势变体，

而是与之截然不同的独立语言。手语的词汇、句法和形态变化与它们周围的口语都有很大差异。  

失聪者是第二语者中的特例，但不同的是那些生来就失聪的人很少能完全掌握口语，这使得他

们不大可能完全掌握一门口语的语法、词汇和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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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为失聪者提供口译，失聪者与法律打交道时仍会出现诸多问题。首先，就专业术语而言，

某些专业术语在手语中并没有对应的词汇，因为不存在用手语表达的法律系统。其次，关于读写，

较低的读写水平使得失聪者不大可能掌握常见于法律文件的书面语域，手语口语的帮助也是有限

的。 

失聪者在与法律系统接触时遭受的不利条件部分与其他第二语者类似，还有一部分相当不同。

一个戴手铐的手语者等于被封了口，当他们试图用手势表达时，可能被误解为“挣扎”。 

第六节 社会阶层 

不同种类的工作对语言的影响是不同的，工作要求和涉及使用的高级语域不同。工作种类、教

育水平和高级语域的掌握之间有很强的联系。来自劳工阶层的人们，由于掌握高级语域水平相对较

低，在理解法律程序、表述自己观点、从自己角度叙述事情经过等法律活动中，常会遭遇更大的困

难。 

社会偏见也会助长了司法系统中不平等待遇。教师或警官倾向于将来自劳工阶层青年的反社会

行为或不法行为归因于恶劣的态度，对此采取惩罚手段，而来自中产阶级青年的类似行为却会被归

因于抑郁的心情，采取的是治疗的手段。法官针对不同被告的问话风格在礼貌上也表现出很大差异。 

第七节 性骚扰案中的妇女 

交叉询问包含了诸多权力特征，其目的是迫使当事人认同她们本不完全的对事实经过的叙述。

律师阻止当事人连贯地叙述事情的经过。手段包括：打断、抢话轮、使用沉默让当事人可信度产生

怀疑、使用带胁迫性的问话形式、控制话题和信息。 

律师手段：询问原告既往性交史。目的为了暗示妇女性交的自愿性，激起人们对有多个性伙伴

妇女的社会偏见。 

复习与思考题： 

1、在语言与法律面前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有哪些？ 

2、怎样解决法律面前的不平等地位？ 

3、怎样消除社会偏见带来的不利地位？ 

拓展阅读书目： 

吉本斯《法律语言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相关部分。 

古德里奇《法律话语》，法律出版社，2007年，相关部分。 

刘红婴《法律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相关部分。 

第八章 搭建沟通桥梁 

第一节 概述 

研究语料展示了三个问题：一是双方交流的思想和内容可能不准确、不完整。二是有关胁迫的

问题——脆弱的人们可能会被迫或被控制着说出一些他们认为不真实的事情。三是伤害问题。我们

必须不断努力，尽可能地减少可能出现的不公正。 

第二节 减少交际问题的措施 

一、信息 

首要一点让所有参与法律活动的人员了解不同交际方式的根本不同。法律专业人士都是善意

的，对警官、法官、律师及法庭人员进行培训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常见手段。较有价值的措施是向与

法律打交道的少数民族或人群提供咨询服务，以便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法律系统及其运作。 

二、调解 

建立调节机制，由了解控辩双方的人进行调节。当儿童受到警察或律师询问时，邀请儿童法律

顾问共同参与的做法越来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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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改法律程序 

警察问话期间被问话者有权要求自己的一位“朋友”或辩护人在场。法律顾问询问儿童的录像

带可作为证据。对律师进行培训，让他们更多地意识到语言对儿童的强烈影响。禁止律师询问性史

作为降低可信度的伎俩，限制律师询问性骚扰细节，更多地依赖其他证据如医学报告。 

第三节 法律口译和笔译 

一、口译者和笔译者的获取 

笔译是将源语言的书面文本转化为目标语的书面文本过程，而口译是针对口语完成同样的任

务。 

1.为什么需要口译者时不使用口译者 

国际立法和国内立法都对当事人有权要求口笔译的权利作了规定。当法庭、警察局和监狱需要

法律口译时，却常常不使用口译者。理由是使用口译者使得判断当事人或证人的可信度更为困难，

因为非言语行为在口译时都被改变了。口译者可能会改变说话内容，等等。 

二、获得口笔译的权利 

《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国际公约——民事和政治权》的有关规定。 

三、口笔译人员的供给 

口笔译人员的供给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有潜力充当法庭口译的双语者的可获取性问题，第二

是口笔译人员的素质问题。 

四、法律口译和笔译的过程 

法律笔译特有的困难是专业术语问题。常见的技巧是提供术语的定义。口译主要有同声传译和

接续口译。口译活动受到时间的限制。法庭口译者的主要角色被认为是中立的导管或机器。跨文化

的桥梁。口译过程中的易变成分：指称方式、问话、话语标记语等的改变。 

复习与思考题： 

1、口译与笔译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2、我国的口笔译制度是怎样的？ 

3、法律口译中存在哪些影响精确性的因素？ 

拓展阅读书目： 

吉本斯《法律语言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相关部分。 

吴伟平《语言与法律：司法领域的语言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相关部分。 

刘蔚铭《法律语言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相关部分。 

古德里奇《法律话语》，法律出版社，2007年，相关部分。 

第九章 有关语言的法律 

第一节 概述 

与语言有关的法律涵盖范围很广，其中之一是语言规划，它指的是在某些公共场合，如银行、

教育界和法庭使用某些语言的权利。这一领域也称为语言权利。另一领域是普通法中的保持沉默的

权利，即不使用语言的权利，而非使用语言的权利。从更微观的角度看存在有不法的言语行为，如

不法的作伪证的权力，诽谤行为——对个体或群体的凌辱，称为语言犯罪。 

第二节 语言权利 

世界各地都为少数民族的语言争取法定权利做出了努力：既防止语言歧视，又保障他们有使用

自己语言的权利。欧盟宪章就少数民族语言权利提出了以下三点：建立以少数民族语言为转播手段

的大众传播媒介，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教育，赋予少数民族语言与政府机构包括法律系统打交道的

权利。 

第三节 沉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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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中的沉默受会话规约制约，沉默是有意义的。社会学家们也支持这一观点。沉默有不同的

类别，无意的沉默、有意不愿意说话而保持沉默以及他人强加的沉默（如法庭交叉询问中）。 

日常生活中，如果某人受到指责，沉默常被认为是接受指责，是认罪的表现。但在普通法中，

沉默是普通法规定的一项权利，它不允许基于沉默对犯罪嫌疑人做任何推断。  

英国刑法评审委员会在 1972 年强烈要求以日常生活中阐释沉默的方式来阐释法律系统中的沉

默，因为允许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阻碍了警察调查。北爱尔兰于 1988 年修改了法律，随后英格兰

和威尔士也修改了法律，允许在审判时将犯罪嫌疑人的沉默纳入考虑范围。也有学者提出反对修改

沉默权，认为沉默权是对那些最不能在胁迫性问话中保护自己的人群——弱者、受教育较少者、智

障者——最基本的保护。 

在实施罗马法的国家，沉默权的内容与普通法不同。如在法国刑法中，被告不一定非得回答问

题，但法庭可自由地对沉默做出推理。 

第四节 语言犯罪 

某些言外行为可能是违法的，某些行为可能是犯罪行为，如行贿行为、受贿行为、威胁恐吓行

为、敲诈勒索、作伪证以及唆使某人进行语言犯罪。 

并非所有成为诉讼对象的言语行为都是不法的。如对合同的违反。有一些言语行为受规章而不

是法律制约，严格地说不是语言犯罪，如剽窃案。 

一、方法 

什么是辱骂性语言。可能涉及分析有争议的语言本身，分析相关的立法以及分析特定交际行为

更为广泛的用法。需要考察言语行为语义上的细微之处以及实施这一行为所需要的条件。 

在确定立法所描写、规定的言语行为的真正本质之后，下一步就是匹配，考察有争议的语言符

合立法的程度。考察语义，包括词汇、语法、话语及语用。还要考虑非言语行为及文化语境、参与

者被激活的图式。 

二、作伪证 

法律语境中作证时撒谎。需要严格地解释伪证罪以防止有人恶意地指控讲真话的证人是在有意

希望自己被误解。 

三、贿赂罪 

贿赂是可能包含语言犯罪的语类——行贿和受贿。贿赂的语类结构与商业贸易相同。必须展示

受贿者明白且认为这项交易是贿赂，且贿赂被接受。 

四、恐吓 

明确的恐吓行为需要具体说明将来具体的行为和参与者。但是许多恐吓都不明确，是不直接的。

确定话语是否恐吓时必须考虑它所出现的语境，包括物理语境和社会语境、图式及受话者的解读。 

五、合谋 

合谋和煽动一样，是可以和任何罪行联系的言语行为。合谋成立，需有一方对实施犯罪的同意

的证据。 

第五节 诽谤 

一、冒犯性语言 

公正的人们在相关地点、相关时间，在当时具体环境下是否有可能受到严重惊吓或者受到严重

侮辱。立法内极度的自由决定权非常危险。 

二、口头诽谤和文字诽谤 

《布拉克法律词典》将诽谤定义为“有意地交流的虚假信息，以出版物或公开言论的形式出现，

会损伤别人的声誉或好的名声”。 

在美国，以口头诽谤罪成功地起诉某人要困难且少见一些。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常被认为

是凌驾于其他考虑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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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群体诽谤 

言论自由。独裁者和统治者的常用手段之一就是限制言论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是对说话者的判

断表示怀疑，因此易引起广大民众的愤恨，给少数民族带来的是弊多利少。学者认为，通过说服及

教导宽恕、礼貌的价值和尊重人的尊严来应对仇恨言论比惩罚和胁迫更有效。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诽谤会给被诽谤者带来情感上的痛苦。充满仇恨的言语会导致充满仇恨的

行为。 

一、言语行为的理解 

对诽谤进行法律讨论常涉及三个参与者：说话者、计划的听者及公正者。 

二、语言能伤人吗？ 

社会身份理论：语言分歧、使用语言学上构建的一些范畴、将群内和群外直接区分开来。第三

种是直接的诽谤。需要证明语言带来的伤害，在法庭上，可以由医生或心理学家证明。 

法律还区分有意的行为和无意的行为。确定诽谤的严重性。 

三、仇恨的语言会导致仇恨的行为吗？ 

语言、思维和暴力之间的联系有心理学上的证据。根本的选择在于：束缚言论自由危及民主还

是仇恨语言导致的种族暴力哪一些更严重。许多国家认为顾及后者更为重要。立法控制仇恨语言。 

四、立法 

立法基础：煽动种族暴露及对接受仇恨信息者的伤害。 

复习与思考题： 

1、语言犯罪指的什么？ 

2、我国是否需要沉默权？ 

3、分析诽谤罪的语言特征。 

拓展阅读书目： 

吉本斯《法律语言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相关部分。 

舒伊《文字之讼——语言与民事案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相关部分。 

科尼夫卡《法律语言的运作：德国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相关部分。 

古德里奇《法律话语》，法律出版社，2007年，相关部分。 

第十章 语言证据 

第一节 概述 

出示语言方面的证据被称为狭义的法律语言学。语言证据可分为两大类：关于交际的证据和关

于作者身份的证据。语音层、词汇层、语法层、话语层、语域、语类及社会语言学变体来将语言证

据分类是很有帮助的。 

第二节 职业道德和语言证据的可接受性 

质疑语言学家专家证据的可接受性的问题有三：专门知识、效度和信度。语言学家能够提供证

据的两个主要领域：交际问题领域和作者身份识别领域。 

第三节 关于交际的证据 

一、方法 

交际涉及三个要素：语言形式、交际情景及参与者的知识。交际失误的原因：语言组织问题、

语境不适应、知识背景差异。有效的交际：特定的语境、恰当的措辞以及特定的参与者、意图传递

的意义及虑及远离语境的影响。 

措辞——交际中使用的语言资源，语言形式可能传达或没有传达出的意义，参与者的语言水平

和交际背景上的噪音及交际效果的影响。 

二、词形-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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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但不相同的品牌。需要证据证明两类名称差异有可能会被抹杀，并不需要十分确定一定会

被混淆，只需证明混淆的可能性。心理学上的证据。语音演变的信息。在发音领域，语音学家还能

在语音模糊或语音错误导致交际失误的案件中提供证据。一般通常意识不到发音特征区分不同的辅

音，包括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 

书写和印刷也能引发交际问题。专家可以就怎样阅读手写材料以及关于手写体、字体、实际手

写材料或印刷材料的清晰可辨性的专家证据。 

三、转写 

交际失误可能产生于书面语和口语的接洽点——警察和法庭转写的书面证词和监控材料。许多

语言学家提供过根据录像带更正警察谈话的转写材料，并据此在法庭上作证。 

四、词语 

涉及词语、词语的使用、使用的频率及词语的搭配。词汇意义与交际关系密切。已有语言学家

出现在法庭上解释法规的意义。 

五、语法 

句法的复杂性及形态学问题。 

六、话语 

隐语的解密。从语境中找出相关要素的意义。人称代词也是语言学家可以提供证据的方面。 

七、社会语言学 

前述许多材料都可视为社会语言学领域的材料。语言学家提供的证据都可视为社会语言学的证

据。 

第四节 关于作者身份的证据 

识别作者的最基本方法是获取是由那位有争议的作者创作的一定语段作为参考语段，然后比较

它们与受质疑语段的相似点和不同点。 

一、语音 

这一领域是迄今为止语言证据中发展最为完善的领域，它可能涉及很多细节和技术性规则。识

别说话者的参数可称为识别性特征。说话的基本频率、发音方式、大体的音色、语调模式、音强放

音、言语缺陷和不寻常用法。识别方式有两种：通过耳朵或通过机器。 

书面语包括文本的笔迹、字体及其他的一些表面特征，如空白的宽度等都包括在书面语的范畴

之内。笔迹具有识别身份的潜力：阶层特征、个体特征及个人特有的特征。笔记分析涉及分析大体

特征如笔迹的大小和倾斜度以及单个字母每一笔画的细节分析。还有一个新兴的识别打印机和计算

机程序的领域。书面语身份识别还包括拼写和标点。 

二、词语 

一个或一些特定词语的使用有助于识别作者的身份。专业词汇或技术词汇超出了作者的水平。

警察捏造证据时会不自觉地使用警察行话。风格统计的司法工作建立在词语统计的基础之上。风格

统计因信度和效度受到攻击。 

三、形态学 

    通过形态学可以判断一个转写是否忠实了原文。 
四、话语 

    通过超级修饰来判断不是日常口语的典型特征。 
五、社会语言学 

    所有领域的变异是与不同的地理区域、不同的社会经济状况及语言的不同使用联系在一起的，
从而形成了地域方言、社会方言和语域。 
六、剽窃 

    剽窃来的文本可能包含只有源文本的作者才能获取的信息。这个证据就很明确地揭示了剽窃者
模仿的性质。相互剽窃的文章共用的词汇非常多。运用删除程序可能发现大量句子之间只做细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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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七、作者画像 

    言语能够暗示某人的年龄、性别、社会阶层、教育水平和地区来源。行话的使用甚至能暗示某
人可能所在的行业或所从事的职业。 

第五节 结论 

语言证据是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一个发展迅速极具吸引力的领域。职业道德和语言证据的可接受

性所提出的警告是重要的——目前我们既有失败的案例也有成功的案例。语言证据具有重要的社会

价值，它可以揭示出存在问题，或者协助司法系统在给有罪者定罪、释放无辜者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复习与思考题： 

1、从哪些方面分析作者的身份？ 

2、如何给作者画像？ 

3、语言证据的可接受性存在哪些问题？ 

拓展阅读书目： 

吉本斯《法律语言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相关部分。 

吴伟平《语言与法律：司法领域的语言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相关部分。 

刘蔚铭《法律语言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相关部分。 

古德里奇《法律话语》，法律出版社，2007年，相关部分。 

舒伊《文字之讼——语言与民事案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相关部分。 

科尼夫卡《法律语言的运作：德国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相关部分。 

 

中外文学名著导读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and Foreign Literary Classics 

课程号：5070301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该课程是一门专门为全校除汉语言文学专业开设的通识类选修课。 

该课程教学主要目标： 

1、选择一些文学史上经典小说、诗歌和戏剧的文本，带领学生解读文学作品，从经典与名著

的原点阅读入手，指导学生研读部分经典文学作品，让学生掌握阅读文学名著以及文学欣赏的方法。 

２、指引学生发现人类文明与智慧的进程当中，文学家对人类和社会观察和思考的方式。了解

文学艺术在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价值、地位与影响，文学对于个体生命的成长，以及对与人类的文

明与进步的意义。 

3、选择经典名篇做深入解读，对于小说、诗歌和戏剧表现、思考人类生活在内容和形式上的

不同方式有所了解。 

4、建立“以文学的眼光看世界，用世界的眼光看文学”的文化观念。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言：我们为什么要读文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个体生命与文学的关系:文学与人生 

2. 文学看待世界的基本角度和方式。 

3. 文学在人类文化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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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特征 

学习目标： 

1．发现一个问题——文学离我们那么近，又那么远；那么远，又那么近。建立一个理念——

文学是不容错过人类的高级情感体验和高级智慧凝聚的记录和历程。感悟一个路径——读文学需要

并能够提升感悟能力、积淀素养。留下一个印记——文学可以消解我们生活中的困扰，超脱现实的

羁绊。了解法律人养成文学素养的重要价值。 

2．掌握“用文学的眼光看世界，用世界的眼光看文学”的基本含义。 

作业：开始本学期课程所涉及的文学名著阅读 

知识单元 2：关于文学经典阅读兼谈什么是文学经典？ 

参考学时：２学时 

学习内容： 

1． 本章探讨阅读对于人类文化进程以及对于个人人文素养养成的意义，讨论阅读的方法和范

畴。  

（一）人类文化传承的特征:人类的文化遗产无边无涯、灿烂丰富，对个体的人来说如汪洋大

海一样广阔深邃，没有止境。 

（二）伟人与我们: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无数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他们高高在上，不屈从

与世俗的凡音，有自己独到的真知灼见；他们关注人类的终极命运，关心人类长远的方向；他们有

自己理解人类和把握人类命运的方式，以至于他的思想不朽。 

2． 讨论从人类智慧、文明进步的意义上如何区分文学作品的高下。什么是文学经典，什么是

流行？经典与流行的关系。 

（一）文学艺术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二）文学判断的标准。 

（三）文学作品的价值体现。 

（四）关于经典与流行的讨论， 

3． 文学经典界定的原则： 

（一） 艺术是人类精神自觉的产物，在生存的困境中，艺术给了人们继续生活的勇气和理由。

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对物质无止无休的追求，而是更加注重精神生活的提高，因为随着社会历史发展

经验的不断积累。 

（二）故事与文学的关系文学——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人性的本质、人类的精神特征、人类

的生存特征。（三）文学经典——能够展现出本质的精彩故事。不仅要有好的思想感悟，还要有好

的故事。好故事是传播的必要条件。 

4． 成就名著与经典的条件：流传很广的，因为表达了时代的某种典型特征或者在艺术手段上

的创新，被广泛流传和阅读的著名的文学作品。经典是经受得住时间考验，历久不衰的著名的文学

作品。其特点是不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依旧将它奉为经典，原因在于它关注的是人性，展现的是

人类面对大自然和人类自身时获得的共同感受，而人性是共通的，由此而展示了人类共同的文化记

忆。 衡量文学名著的尺度——生存的能力（[美]奥维尔）。 

5． 经典阅读的范畴： 

（一）读经典 

（二）、读现代的书  

（三）、读全人类有价值的书…… 

学习目标： 

1．初步了解文学作品价值评判的基本原则 

2．掌握经典与流行的关系。 

3.初步思考人类如何以文学方式传承文化的的基本特点。 

作业：卡尔维诺文章阅读《什么是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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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４：文学与法律的关联性:文学是人学，人是复杂的。文学展现全部的人类生活，包

括对社会化的人影响重大的法律。文学艺术的功能——对人类心灵、人类精神情感可能存在的一切

状态的探索。法与人的生存之所。 

知识单元４：解读二十世纪小说（从海明威小说出发）：文学如何关注社会人生以及理想和未来（６

课时） 

参考学时：６学时 

学习内容： 

１.海明威——由人及书的作家作品阅读 

(一) 人生故事 

(二)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重要的作家之一。“迷悯的一代”的歌手 和代言人。《永

别了，武器》是风靡欧美的文学流派“迷惘的一代”的最好作品，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的杰作。 

(三) “硬汉子”的精神丰碑 

(四) 他缔造的叙事技巧和文体风格曾在欧美引起了一场“文学革命，对世界文坛产生了深

远影响 

２．艺术家与艺术作品 

（一） 作家：——经历——性格——作品的精神面貌——艺术风格 

（二） 读者：——文字——艺术升格——思想内容——作家感悟 

３.海明威作品细解：迷惘的一代与《永别了，武器》。硬汉子与《老人与海》。 

４.艺术风格：冰山原理 

(一) 根据经验进行创作－－依靠经验理解 

(二) 省略－－冰山原理 

(三) 视觉化—— 客观、隐忍、不参与评判。  

(四)  生动的对话交代背景及其人物心理  

(五)  使读者能够触摸  

(六) 暗含诗意  

学习目标： 

1. 通过从海明威的人生体验到人生思考，直至这些思考在其作品中的表达，探讨文学家作为

思想者在人类文化中的意义。 

2．以海明威的作品为导引，学习文学阅读的方法，着重于深入掌握对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理

解。 

作业：《永别了，武器》与《老人与海》阅读及分析 

知识单元５：鲁迅小说研读：从鲁迅小说看中国作家的文化选择 

参考学时：４学时 

学习内容： 

１.文学革命中的中国作家的 

(一) 白话文学尝试：1918 年 1 月《新青年》：胡适白话诗 4 首，后来的《尝试集》。1918

年 5月《新青年》：鲁迅《狂人日记》 1919年 3月《新青年》：胡适《终身大事》 

(二) 文学革命开始的标志 

1917 年 1 月《新青年》：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我的文学革命观》——白话文学——文学

工具和形式的改革 。 1917 年 2 月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三推倒三建设：推倒贵族文学(文

言文)，建立国民（白话）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建立写实文学;推倒山林（归

隐）文学，建立社会文学—— 文学内容的改革。《人的文学》周作人——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人生

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文学思想和内容的改革 

２.作家的时代选择 

(一) 个人选择——性格、经历、人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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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时代的需要 

(三) 个人与时代的关系 

(四) 个人对于时代的贡献 

(五) ——从艺术发展的角度看结论是什么 

(六)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结论是什么 

３.鲁迅小说分析 

(一) 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狂人日记》、《药》 

(二) 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小民：《故乡》、《祝福》、《阿 Q正传》、《风波》 

(三) 辛亥革命中的知识分子：《伤逝》、《孤独者》：魏连殳、《在酒楼上》：吕纬甫 

４.鲁迅研究的视角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一)鲁迅与当时世界文学的关系 

(二)鲁迅与同时代中国作家的关系 

(三)鲁迅的思想成就和艺术贡献 

(四)鲁迅的现实价值 

学习目标： 

1．通过对鲁迅文学创作的研究以及与海明威的比较，了解中西作家不同的生存环境和文化背

景。了解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作家小说在文化上的选择 。 

2．掌握从作家所处环境背景理解作家作品。 

作业：阅读《呐喊》、《彷徨》 

知识单元６：艺术的形式在艺术表达中的价值：从《百年孤独》出发 

参考学时：４学时 

学习内容： 

1. 文学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一)    《文心雕龙 》：质胜文则野外，文胜质则史  

  文学作品意形的关系：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要求——意和形的和谐统一宁取意不取形 

(二) 关于新鲜与艺术手法创新：《美丽人生》与《卧虎藏龙》 

2. 小说的艺术特色——形式特点 

(一) 《百年孤独》的形式特征：被认为是二十世纪  最重要的小说之一。它引起了一场文

学地震，被称作二十世纪文坛上的一颗炸弹。有评论家说是向读者的一种挑战 

(二) 时间的轮回与重复——构架方式的独特性——构思与结构特色 

(三) 魔幻现实主义——叙述方式的神奇性——叙事风格与语言特点  

３.作家、作品与同时代拉丁美洲文学 

(一) 作者生平经历： 

(二) 《百年孤独》的构思和完成 

(三) 重要文学活动及作品：第一部长篇《枯枝败叶》于 1955 年发表。1967 年 6 月，《百

年孤独》问世。1975年，他又发表了一部关于一个独裁者的长篇小说《家长的没落》 。1982年，

主要是由于《百年孤独》在全世界范围产生的巨大影响，加西亚·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1985

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发表另一部重量级的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出版，再一次在世界范围

内引起巨大反响，被视为经典 

４.小说的故事和表达方式 

(一) 故事的核心： 

讲述了布恩迪亚家族在一个古老的咒语之下诞生、发展、繁盛直至走向毁灭的七代人中发生的

故事。 

(二) 小说人物 

(三) 故事的基本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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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小说构思与结构特色——轮回 

(一) 时间的轮回与重复——构架方式的独特性 

图示的时间讲解 

(二) 时态问题 

(三) 独具特色的小说的开头：“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将回

忆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四) 马尔克斯给出了独特时间概念的提纲 

６.小说的叙述风格——魔幻现实义——由魔幻现实主义带来的神奇性 

(一) 魔幻现实义的象征手法——“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 

(二) 瑞典文学院的评语 

瑞典文学院在给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评语：作者在《百年孤独》中“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天地，

那个由他虚构出来的小镇，把我们引进了这个奇特的地方。那里汇聚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

现实生活，作者的想象力在驰骋翱翔：荒涎不经的传说、具体的村镇生活、比拟与影射、细腻的景

物描写，都象新闻报导一样准确地再现出来。 

(三) 名著之为名著： 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是因为“拥抱所有国家和所有时代”。《百年

孤独》是一部内涵极其丰富的小说，被誉为“再现拉丁美洲历史社会图景的鸿篇巨著”，同时也是

现代世界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神话般的历史。 

(四) 关于时间的循环 

比较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学习目标： 

１. 通过小说《百年孤独》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了解艺术的形式在艺术表达中的价值，了解
文学创作中表现手法创新的重要性。 

２. 掌握从结构和叙述风格的角度解读文学作品的方法。 

作业：阅读《百年孤独》 

知识单元３：诗歌讲读：以形象思维表达抽象情感观念的诗歌如何贴近我们的心灵 

参考学时：４学时 

学习内容： 

1. 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诗歌展现时代特征的特质 

(一) 文学里程碑中的诗歌 

(二) 中国古代诗歌的特征 

(三) 十九世纪以后的西方诗歌特点 

(四) 当代中国诗歌与时代 

2. 什么是诗： 

(一) 诗歌的独特性 

(二) 诗与真 

(三) 诗与善 

(四) 诗与美 

2. 诗歌的意象和意境   

(一) 诗歌的三个层面：形象——思想 

(二) 诗歌不会消亡，它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三) 诗歌总是最敏感的发出时代的声音 

3. 诗歌与形象 

(一) 形象 

(二) 意象 

(三) 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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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思想 

(五) 诗歌的细读与解析：北岛《回答》 ，顾城《安慰》等 

4. 诗歌的艺术特征 

(一) 绘画的美：图像。情境。色彩。解析徐志摩《再别康桥》、戴望：《雨巷》。 

(二) 音乐的美：诗歌通过音乐的韵律与人的情感直接对接，比小说更直接，更感性。情感

的交流一部分通过语言，一部分通过音乐性。诗歌解析：徐志摩：《不知道风》、海子《日记》。 

(三) 建筑的美： 

结构可以创造思想； 

结构可以创造意蕴； 

诗歌解析与欣赏：徐志摩：《再别康桥》、卞之琳： 《断章》、戴望舒：《烦忧》、穆旦《冬》、

北岛《一束》、海子《九月》、罗大佑《现象七十二变》 

学习目标： 

1． 了解诗歌在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地位。 

2． 了解诗歌与时代特征的关系。 

3．掌握诗歌的基本艺术特征。 

作业：阅读《五人诗选》、《海子的诗》 

知识单元７：戏剧与人类生活：从戏剧看文学艺术的本质以及人类对艺术的需求 

参考学时：４学时 

学习内容： 

１.戏剧与戏剧文学 

(一) 戏剧：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多种艺术形式共同构成。学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二) 戏剧文学：在戏剧中的地位。在文学中的地位。 

2.戏剧文学的独特性 

(一) 戏剧语言：用人物语言塑造人物自身形象，老舍：《茶馆》为例。用人物语言推动情

节发展，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3.戏剧结构：时间、地点、人物的集中完整，贯穿全剧的悬念。曹禺：《雷雨》 

４.戏剧艺术的特征 

(一) 戏剧是综合艺术 

脚本，导演，表演，布景，音乐，灯光 

(二) 戏剧是表演艺术 

表演过程对于脚本的在创造。 

表演是戏剧实现的重要方式。 

(三) 戏剧是群体艺术：群体共同完成。相互制约和影响共同完成戏剧的过程。 

观众也是群体的一部分。戏剧是行为艺术：戏剧过程本身就是艺术创造。看重的是行为本事的

意义。戏剧的过程就是戏剧的全部。戏剧表演过程的情感宣泄和满足。 

(四) 戏剧意识：演员的演出和观众的欣赏共同完成。每个人看到的是自己的戏剧。观众与

每一个角色的换位体验。 

(五) 戏剧的魅力：戏剧所崇尚和追求的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本质。 

学习目标： 

1. 通过对戏剧发展以及戏剧特征的讲解，了解戏剧艺术的本质以及人类对戏剧的需求。了解
戏剧基本的特征。 

2. 掌握戏剧欣赏的基本方法。 

作业：阅读《哈姆雷特》、《雷雨》 

知识单元８：关于文学文化意义与价值的讨论：文学是什么，文学的标准，文学的本质和文学的

使命４学时 



5915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12学时 

实验 1：一个文学名著改编的影片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集体看片以及研讨、完成作业 

实验要求：熟悉课堂关于文学探讨人类生存困境、发现生存本质等大的人类话题，通过文学艺

术作品的观影及探讨，掌握透过文学艺术故事背后的理性思考的方法。 

实验 2：一本文学名著阅读以及查找相关背景研究资料做该作品艺术表现手法及风格流派的研

究，写出小论文。 

参考学时：６学时（查找资料及写作时间，不包含作品阅读时间） 

实验内容：课下阅读课上研讨 

实验要求：熟悉课堂关于文学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研究作品的风格流派以及独特的艺

术表现手法，掌握通过作品的艺术手段分析进一步深入认识作品的内在蕴含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言：我们为什么要读文学？什么是文学经典兼谈经典阅读？ ２  

2 
诗歌讲读：以形象思维表达抽象情感观念的诗歌如何贴近我们的

心灵 
2  

3 
诗歌讲读：以形象思维表达抽象情感观念的诗歌如何贴近我们的

心灵 
2  

4 
解读二十世纪小说（从海明威小说出发）：文学如何关注社会人

生以及理想和未来 
2  

5 
解读二十世纪小说（从海明威小说出发）：文学如何关注社会人

生以及理想和未来 
2  

6 
解读二十世纪小说（从海明威小说出发）：文学如何关注社会人

生以及理想和未来 
2  

7 鲁迅小说研读：从鲁迅小说看中国作家的文化选择  2  

8 鲁迅小说研读：从鲁迅小说看中国作家的文化选择 2  

9 艺术的形式在艺术表达中的价值：从《百年孤独》出发 2  

10 艺术的形式在艺术表达中的价值：从《百年孤独》出发 2  

11 艺术的形式在艺术表达中的价值：从《百年孤独》出发 2  

12 
戏剧与人类生活：从戏剧看文学艺术的本质以及人类对艺术的需

求 
2  

13 
戏剧与人类生活：从戏剧看文学艺术的本质以及人类对艺术的需

求 
2  

14 
关于文学文化意义与价值的讨论：文学是什么，文学的标准，文

学的本质和文学的使命。  
2  

15 
关于文学文化意义与价值的讨论：文学是什么，文学的标准，文

学的本质和文学的使命。 
2  

16 考查 ２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本课程为专业文学入门课程，无需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中文专业的文学类必修课及选修课，如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鲁迅研究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从具体的作品阅读中发现文学中凝聚的人类智慧，以宏观视野看到文学在人类文明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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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价值和影响。 

难点：学生配合课堂教学做足够量的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经典阅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以课堂讲解配合课堂讨论为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需拿出大量时间进行课外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３０％，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文学是什么》 傅道彬，于茀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 02月 

（二）推荐参考书 

1. 《艺术哲学》 (法)丹纳著 ,傅雷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2.《阅读大师》马原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01-01  

3.《鲁迅作品十五讲》 钱理群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4.《艺术随笔》 傅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 

5. 《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 鲍鹏山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年  

执笔：赵文彤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History of social life in modern China 

课程号：5070303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多种因素导致的社会生活在近代的变迁，包括衣食住行、医药、娱乐、

婚姻家庭、社会习俗等方面。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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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生活史的由来 

梁启超倡“新史学”、受西方社会史 

2．社会生活史的概念与研究对象 

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际交往等内容 

3．中国近代社会生活演变的特点 

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中外风尚由冲突走向交融 

生活质量逐步提高 

4．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巨变的原因 

政治领域、经济因素、外来文明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生活史的由来、概念和研究对象 

2．了解近代生活生活演变的特点及原因 

作业：观看《末代皇帝》，试从衣食住行其中一个方面，讨论社会生活变迁对末代皇帝的影响。 

知识单元 2：服饰变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清代服饰历史沿革 

1621 年，努尔哈赤，制定官员的补服制度；1632 年，皇太极定制官员服制；乾隆皇帝时，制

定了完整的清代冠服制度 

2．皇帝服饰与民众服饰 

朝服、端罩、衮服、龙袍、常服、行服 

民众服饰无明显变化 

晚清服饰随时事变迁：军机袄 

3．民初的服制 

男子礼服：大礼服、常礼服 

女子礼服：上用长与膝齐之对襟长衫，下用裙 

4．西服在中国 

5．中山装的创制 

6．旗袍 

旗袍是民国女装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 

京派、海派 

学习目标： 

1．了解从清到民国，服饰的变迁及其原因。 

作业：选择其中一种服饰，查阅资料，梳理由创制一直到今天的变迁过程。 

知识单元 3：西餐在中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中西初识时的西餐 

耶稣会士、马戛尔尼 

马礼逊、赫德、 

2． 西餐的引入 

最初香港、广州、上海 

3． 传教士与西洋食品在中国的传播 

身体力行传播餐饮、服饰、居家生活常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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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妃糖、缝纫机等 

4． 西餐礼仪和生活方式的养成 

礼仪文化、外事接待的西化 

5． 西式食谱 

《造洋饭书》 

6． 西式食俗对中国的影响 

食品结构、食品卫生管理制度和饮食卫生观念、等级食仪的衰微 

学习目标： 

1．了解西餐被引进中国的过程，对中国的影响 

2．理解西餐与中餐所体现的中、西文化的差异 

作业：以饮食为例，讨论通过饮食来看中西文化的差异。 

知识单元 4：中西交融中的近代建筑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中国古典建筑及文化观念 

“百代皆沿秦制”、汉唐繁荣鼎盛时代、明清传承传统、“重道轻艺” 

中国古代建筑体系居室——宫殿的脉络 

2. 文化交融与建筑——汉唐 

佛寺建筑、景教寺 

3．西风东渐与建筑——明清 

建筑观念的差异、圆明园、广州十三行建筑 

4．近代中西碰撞与建筑 

近代建筑：移植型和介入型 

移植型：对西方建筑形式的完全模仿照搬，全面移植、中介移植、引进移植 

介入型：中西两种异质建筑文化碰撞所产生的特殊类别 

5．中国教会大学建筑 

校园规划和建筑形式、教堂建筑“中国装” 

宫殿式建筑：亨利墨菲与燕京大学 

学习目标： 

1．了解中、西建筑的传统、特征与文化意义 

2．了解西式建筑在中国的传播 

3．理解 20世纪 20年代中国古典建筑在教会大学复兴的背景及影响 

作业：观看《司徒雷登——燕大校长》、《上海百年老建筑之圣约翰大学》，进一步了解教会大

学的建筑。 

知识单元 5： 近代交通的变迁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传统的交通工具 

独轮车、马车、骡车 

轿子：官轿与民轿之分、官轿分等级 

2． 铁路 

修建铁路对中国的影响是革命性的 

吴淞铁路、京张铁路 

孙中山《实业计划》：“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 

3． 人力车与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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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车：上海黄包车、北京东洋车 

自行车：1886年，斯塔利“自行车之父”，价格昂贵 

4． 汽车 

1902年，上海第一辆牌照 

驾驶学校、司机受欢迎 

5． 公共交通 

有轨电车、无轨电车 

6． 邮政、电报 

赫德建议创办邮政、邮传部 

民国时期：加入万国邮会、航空邮运 

电报、无线电、电话 

7． 交通近代化的影响 

与近代文明、城市发展、旅行、移民、民生问题、中外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近代交通近代化的各个方面和过程 

2．了解交通近代化对民众生活方式、观念的影响 

作业：观看《百年航程：招商局 135》，了解轮船业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知识单元 6：社会习俗的变迁——以缠足和禁鸦片为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缠足 

近代中国反缠足的思想渊源 

传教士反缠足言论 

中国人反缠足言论 

缠足与反缠足的争论：夷夏之变、伦理道德 

禁缠足行动 

2． 禁鸦片 

鸦片传入中国：7世纪，最初药用 

清前期禁烟活动：康熙、禁烟诏令 

嘉庆、道光帝禁烟，鸦片战争 

鸦片弛禁时期 1858-1905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禁烟 

清末新政时期禁烟 

万国禁烟会 

学习目标： 

1．了解多种因素影响下社会习俗的变迁。 

作业：以史为鉴，谈谈近代禁鸦片运动对今天的禁烟有哪些启示。 

知识单元 7：疾病与历史 中医与西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西医在中国的传播 

伯驾与“西医东渐” 

“医生”和“传教士”的双重角色 

2．医院、委托制与民教冲突 

现代医学的发展：准确性的追求、委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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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制度、专门护理人员 

中、西医与诊疗空间 

3．中西合力下中医面临的挑战 

医学教育、医师考试 

4、防疫制度——伍连德 

1910-1911年东北鼠疫 

防疫制度的建立 

20世纪 20年代，城市医疗制度，公共卫生事业 

5、中医存废之争 

1920年代，废止中医案 

学习目标： 

1．了解西医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历程。 

2．了解中医在近代所面临的挑战 

作业：结合所学，谈谈在西医大行其道的今天如何保护保存中医。 

知识单元 8：近代中国的灾荒与救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近代灾荒问题 

近代灾荒严重及其成因 

2．近代防灾救灾思想 

早期维新思想家：陈炽、郑观应 

张謇、孙中山 

3．近代义赈的兴起 

义赈的缘起——丁戊奇荒 

义赈的兴起：外国人的因素、江浙绅商 

4．华洋义赈会与农村合作事业 

华洋义赈会成立 

急赈不如工赈，救灾不如防灾，培厚农村的根本 

开展信用合作：服务于农业生产和经营 

学习目标： 

1．了解近代中国灾荒严重的原因、救灾的举措 

2．了解近代救灾方式的转变及原因、华洋义赈会在农村的合作事业 

作业：近代中国灾荒频发的原因及影响。 

知识单元 9：近代婚姻变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太平天国时期的妇女政策 

女馆制度、不缠足 

2．维新人士对传统婚姻制度的评判 

提倡“一夫一妇” 

“女学会”与女学报 

康有为、梁启超等 

3．20世纪初，妇女解放思潮中的婚姻观 

“贤妻良母”被质疑 

破除“礼法婚姻”，建立“法制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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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早婚早聘，提倡少生 

4．近代婚嫁法律、习俗 

婚嫁习俗的变更 

一夫一妻制及妾制 

民国四年民法草案——亲属编 

文明婚礼、新式婚礼 

学习目标： 

1．了解近代中国婚姻观念变革的过程及原因 

2．了解有关近代中国婚嫁的法律和习俗 

作业：试述近代中国婚姻观念变革的原因。 

知识单元 10：近代中国家庭变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太平天国——家庭的短暂废除 

男女分馆、恢复一夫多妻制、追逐浮华的家庭生活享受、始终不许离婚 

2．维新时期——康有为与《大同书》 

《大同书》对废除家庭的设想、家庭的职能由社会来承担、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 

3．辛亥革命与“家庭革命” 

    天赋人权是“家庭革命”的理论核心 
    政治革命以“家庭革命”为前提。 
    改变妇女现状之必须 

4．五四时期的家庭变革思潮 

    对传统家庭制度的批判、大家庭开始解体 
5．家庭问题研究 

    保守派、激进派、改革派 
6．国民政府时期的家庭观念 

    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和观念、大众家庭观念的转折、家庭功能的转变 
学习目标： 

1．了解近代中国家庭观念、制度的变革 

2．了解 20世纪关于家庭问题的讨论和研究 

    作业：在家庭问题研究中，有关于“合居制”、“分局制”的讨论，谈谈对今天处理家庭问题的
启发。 
知识单元 11：电影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电影的发明、传入中国 

“视觉滞留理论” 

1895年，法国卢米埃尔兄弟首次放映电影 

1896年 8月 11日上海徐园放映 

1911年电影放映限制条例 

2．中国电影萌芽 

1905年，第一部影片《定军山》 

3．中国电影企业早期实践 

1913年，郑正秋与《难夫难妻》、黎民伟与《庄子试妻》、 幻仙影片公司与《黑籍冤魂》 

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短篇拍摄：“风景”、“时事”、“教育”、“古剧”和“新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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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国民外交大游行》 

最初三部长片《阎瑞生》《海誓》《红粉骷髅》 

4．20世纪 20年代的中国电影 

明星公司《孤儿救祖记》 

《玉梨魂》、《空谷兰》 

民新公司新闻片《孙中山先生北上》 

欧阳予倩：《玉洁冰清》 

天一影片公司及“古装片”热潮 

5．有声电影 

1930《歌女红牡丹》 

6．中国电影探索期 1931-1949 

左翼电影、、国防电影、孤岛电影、香港电影 

7．电影检查制度 

社会、伦理、风俗考量 

民族主义情怀 

1930《电影检查法》 

学习目标： 

1．了解电影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2．了解不同时期电影的特征及其社会意义 

作业：观看一两部电影，试析其中所体现的适合社会生活的变迁。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服饰变革 3  

3 西餐在中国 3  

4 中西交融中的近代建筑 3  

5 近代交通的变迁 3  

6 社会习俗的变迁——以缠足和禁鸦片为例 3  

7 疾病与历史 中医与西医 3  

8 近代中国的灾荒与救助 3  

9 近代婚姻变革 3  

10 近代中国家庭变革 3  

11 电影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以专题形式，让学生了解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迁，变迁的原因、变迁的意义和

影响。 

难点：通过对相关史实的学习，不仅看到变迁的表象，更需看到表象所体现的观念和思想。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主要通过讲授、讨论、自学等方式进行教学。 

2. 展示丰富的史料，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原始史料理解教师的授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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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手段： 

1. 在教学过程中，尽量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特别是多媒体的使用。 

2. 会选择播放一些图像和视频资料，使历史事实的呈现更加生动、鲜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自主学习内容：阅读推荐书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毛佩琦主编：《中国社会生活史》，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 

（二）推荐参考书 

李文海：《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邓伟志：《近代中国家庭的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严昌洪：《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 

薛毅：《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 

吕美颐、郑永福：《中国近代妇女生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罗苏文：《女性与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陈明远编著：《百年生活巨变》，文汇出版社，2010年。 

朱庆葆等：《鸦片与近代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 

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 

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 

王晓玉：《中国电影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董黎：《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珠海出版社，1998年。 

苏生文、赵爽：《西风东渐——衣食住行的近代变迁》，中华书局，2010年。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执笔：王静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  月 22 日 

 

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 
Women and Chinese Modern Society 

课程号：5070303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初步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性别角色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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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剖析女性在近代历史中的社会角色变迁，深刻认识女性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社会地位、

历史作用。 

3.以古鉴今，提高对现代社会性别角色的理论认识水平，加强运用历史的眼光进行综合分析的

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女性传奇——传说时代的女性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神话传说时代的女性：女娲造人、嫦娥奔月、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解释其所被赋予的远
古时期男女两性社会地位 

2．母系氏族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生存生产的决定性因素；神话传说及姓氏起源的印证。 

学习目标： 

1．了解神话传说时代对于两性社会地位的确立，以及中西文明关于性别定位的不同。 

2．学习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女性成为第一性的原因。 

作业：女性在母系氏族时期为什么能成为第一性？ 

知识单元 2：女性世界整体的失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宗法制度下的女性地位。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了解宗法制度下女性受

压迫的地位。 

2．中国古代女性地位的两重性。从政治、家庭关系、婚姻、教育等方面讲授女性地位在古代

的两重性。 

学习目标： 

1．了解宗法制度下男尊女卑的两性关系的表现。 

2．明确历史发展的多侧面性，了解古代女性地位的两重性，分清历史的主流和支流。 

作业：中国古代女性地位的两重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知识单元 3：近代的不缠足运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缠足的起源及流传原因：缠足起源的不同版本；缠足流传的原因。 

2． 近代的不缠足运动：不缠足运动的萌生阶段；发展阶段；新阶段。 

3． 近代不缠足运动的意义。 

4． 女性的代价：身体之痛；心理之痛；女性主体意识与缠足。 

学习目标： 

1．了解缠足作为风俗形成的原因。。 

2．掌握近代不缠足运动的几个过程，学会思考女性在这场运动中的角色扮演和心态变化。 

作业：近代不缠足运动中的女性是如何看待这场运动的？ 

知识单元 4：近代的溺女习俗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近代溺女问题的严重性：溺杀女婴数量之惊人，地域之广阔。 

2.近代溺女严重的原因：性别歧视观念；贫穷；婚姻论财；社会对女性的禁忌与约束。 

3.溺女引发的社会问题：人口性比例严重失衡；男子成婚困难；人口数量的减少；婚姻形态的

极为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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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余论：警惕溺女恶俗的死灰复燃。 

学习目标： 

1．了解溺女作为恶俗形成的社会原因。 

2．分析当今社会如何制止溺女恶俗的死灰复燃。 

作业： 你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使得性别比例趋向平衡？ 

知识单元 5：近代女学的勃兴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近代的最初女学 

2. 近代女学的发端：维新派的舆论鼓吹；上海中国女学堂的创办。 

3.近代女学的发展：1901至 1907年女学的蓬勃发展；民间办学的困境；女学在制度上的发展；

20世纪初期的女子留学；五四时期的女学。 

4. 近代女学发展个案。 

学习目标： 

1．了解近代女学发展的几个阶段。 

2．明确近代女学勃兴对女性解放的意义。  

作业：从国家层面来谈谈女学在制度上的确立及意义。 

知识单元 6：近代女性的参政运动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传统社会分工对女子参政的限制 

2.从太平天国到维新运动：女子参政的前奏。  

3. 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性参政：辛亥革命时期的女子参军及女性参政代表人物。 

4.民国初期妇女参政热潮的兴起：原因、事件及意义，失败的原因。 

5.五四时期的女子参政热潮：组织罢课游行活动；组织演讲；提倡国货；成立爱国团体；五四

运动后期的女子参政。 

6．红色领域的女子参政：平民女校到妇女组织的建立；长征中的女革命者；革命化的新生活。 

7.国统区的女子参政：抗战时期的妇女组织及活动；解放战争时期的女性参政。 

8.1949年建国之后的女性参政。 

9.文革时期的曲折。 

10.女性参政的全方位发展及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近代女性参政的历史进程及特点。 

2．把握当代中国女性参政的现状，思考推动女性参政继续向前发展的方法。  

作业：阐述近代女性参政的概况。  

知识单元 7：近代女性的婚姻与家庭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传统社会中的婚姻与女性：“婚姻”、“嫁娶”与“家”的概念；古代女子在婚姻中的 “职

能 ”；古代女性的结婚目的；传统婚姻类型举例。 

2.传统女性的家庭角色：作为妻子的女性；作为女儿的女性；作为妾的女性。 

3.近代婚姻变革中的女性：对包办婚姻的反抗；对自由平等婚姻的积极追求；女性在近代婚姻

变革中的迷茫。 

学习目标： 

1．了解传统婚姻家庭中的女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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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近代婚姻家庭的变革与女性的关系。  

作业：女性是如何参与近代婚姻家庭变革的？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女性传奇——传说时代的女性 3  

2 女性世界整体的失落 3  

3 近代的不缠足运动 3  

4 近代溺女习俗 3  

5 近代女学的勃兴 3  

6 近代女学的勃兴 3  

7 近代女性的参政运动 3  

8 近代女性的参政运动 3  

9 近代女性的婚姻与家庭 3  

10 近代女性的婚姻与家庭 3  

11 考核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中国传统社会女性性别角色的形成；近代女学的勃兴；近代女性的参政运动；女性与近

代婚姻家庭的变迁。 

难点：1.运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来讲授课程内容 

2.鉴古知今，通过学习近代历史中女性与社会变迁的关联，思考当今社会女性作为社会群体发

展的路径和方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使用多媒体。 

教学手段： 

1．小组讨论。 

2.读书指导及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供读书笔记一篇作为平时成绩，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期末考试占

8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拟自主编写出版《女性与中国近代社会》理

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杨剑利《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 4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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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 1998年版。 

郑永福、吕美颐《近代中国妇女生活》，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马庚存《中国近代妇女史》，青岛出版社 1995年版。 

陈顾远《中国婚姻史》，岳麓书社 1998年版。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法）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4年版。  

执笔：赵晓华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8日 

 

思想与社会 
the politicai thoughts in  modern china 

课程号：5070304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 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了解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潮与社会变迁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 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本科基本内容与框架 

1． 基本内容。 

2． 基本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大体的框架。 

2．掌握本课的研究方法。 

作业：无 

知识单元 2：近代的开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西方物质生活与思潮的东来 

1． 贸易往来的影响。 

2． 作为文化交流的传教士 

3． 新思潮的进入 

学习目标： 

1．了解传统中国的思想生活状况。 

2．掌握近代西学的影响。 

作业：读一部传教士的传记 

知识单元 3：地理学与世界视野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地理学的引介 

1．地理学知识。 

2、对国人世界观的影响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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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地理学。 

2．掌握这门知识对于中国人世界观的影响。 

作业：读《醒世歌》 

知识单元 4：进化论与中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进化论的基本内容。 

2． 严复对进化论的介绍 

学习目标： 

1．了解进化论的基本原理。 

2．掌握进化论对于中国人历史观的影响。 

作业：读《进化论与中国》 

知识单元 5：自由主义的引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自由主义的基本内容。 

2． 中国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 

学习目标： 

1．了解自由主义的基本内容。 

2．掌握基本概念。 

作业：阅读密尔的《论自由》 

知识单元 6：无政府主义与近代中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内容。 

2． 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者 

学习目标： 

1．了解无政府主义。 

2．掌握近代中国何以产生这一思潮。 

作业：读克鲁巴特金《自传》 

知识单元 7：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 

2． 近代主要社会主义思想家 

学习目标： 

1．了解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特征。 

2．掌握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内容。 

作业：读《共产党宣言》 

知识单元 8：文化复古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近代中国文化复古主义的基本内容。 

2． 文化复古主义者群体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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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基本内容。 

2．掌握复古主义的基本问题意识。 

作业：读梁漱溟《文化与人心》 

知识单元 9：法西斯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何为法西斯主义。 

2． 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法西斯主义的基本内容。 

2．掌握它在中国语境中的问题意识。 

作业：阅读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视角读蒋介石日记》 

知识单元 10：民族主义思潮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 

2． 何以民族主义成为主流？ 

学习目标： 

1．了解民族主义。 

2．掌握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内容。 

作业：读邓文初：《民族主义之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 

知识单元 11：结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近代中国各种思潮兴替的规律。 

学习目标： 

1．了解这一规律的基本特征。 

2．掌握思潮起伏的社会背景。 

作业：准备学期结课论文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近代中国的开端   

3 地理学与世界视野   

4 进化论与中国   

5 自由主义   

6 社会主义   

7 无政府主义   

8 法西斯主义   

9 文化复古主义   

10 民族主义   

11 结论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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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 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各种政治思潮的介绍 

难点： 理解政治思潮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关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部分课程讨论。 

教学手段： 

1.板书。 

2.多媒体。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按一般论文格式要求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无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二）推荐参考书 

1. 邓文初著《民族主义之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 07月 第 1版   

执笔：邓文初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0日 

 

当代西方哲学思潮 
Trends of Contemporary Westen Philosophy  

课程号：5070304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根据课时量，课程不求全面详细，而是有重点地讲解当代西方哲学思潮，旨在结合社会政治和

科学人文背景尤其是结合人类的当代处境来展开当代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特点和脉络，使学生比

较系统地了解当代西方哲学，达到启发哲学思维方式、培养哲学反思能力、提升理论素养和社会责

任感的目的。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6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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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哲学与哲学思潮 

2．当代西方哲学的社会历史背景和主要问题 

3. 当代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当代西方哲学思潮和当代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 

2．掌握当代西方哲学思潮的主要问题和主要趋向和基本特征。 

作业： 

1．当代西方哲学的主要和基本特征是什么？ 

知识单元 2：黑格尔之后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非理性主义兴起 

2．叔本华 

3．尼采 

4．克尔凯郭尔 

学习目标： 

1．了解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非理性主义兴起。 

2．掌握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哲学的基本观点。 

作业： 

1．试评价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2．比较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主义的异同。 

知识单元 3：世界之交的各国哲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生命哲学 

2．新康德主义 

3．功利主义 

4．实用主义 

学习目标： 

1．了解世纪之交哲学的基本动向和特征 

2．掌握基本哲学流派的主要观点 

作业： 

1．试分析世纪之交哲学的基本特征 

知识单元 4：弗洛伊德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弗洛伊德主义概述 

2．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理论 

3．弗洛伊德之后的弗洛伊德主义 

学习目标： 

1．了解弗洛伊德主义的基本特征 

2．掌握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的基本观点以及其他弗洛伊德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的基本观点。 

作业： 

1．试评析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及其影响。 

知识单元 5：现象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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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现象学运动概述 

2．胡塞尔 

3．海德格尔 

4．哲学解释学 

学习目标： 

1．了解现象学运动的基本观点、发展脉络和影响； 

2．掌握现象学运动主要人物的的基本观点。 

作业： 

1．怎样理解现象学作为一个哲学运动？ 

知识单元 6：存在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存在主义概述 

2．雅斯贝尔斯 

3．萨特 

4．加缪 

学习目标： 

1．了解存在主义的一般特征。 

2．掌握存在主义对人的存在的基本观点。 

作业： 

1．试评析存在主义关于人的自由的观点。 

知识单元 7：哲学人类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兰德曼的哲学人类学 

2．舍勒的人格价值伦理学以及哲学人类学 

3．卡西尔的人类文化哲学 

学习目标： 

1．了解哲学人类学的一般概念。 

2．掌握几个主要哲学人类学的基本观点。 

知识单元 8：法兰克福学派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概况 

2．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 

3．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 

4．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批判理论的社会背景和主要问题 

2．掌握法兰克福学派的基本观点 

作业： 

1.试评析卡西尔“人是符号动物”的思想。 

知识单元 9：分析哲学及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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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分析哲学的诞生 

2．分析哲学的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分析哲学诞生的背景 

2．掌握掌握分析哲学的基本观点 

作业： 

1.试概括分析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 

知识单元 10：科学主义和科学哲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科学主义思潮概述 

2．波普尔的科学哲学 

3．社会历史学派 

学习目标： 

1．了解科学主义思潮的历史背景和基本主张。 

2．掌握主要科学哲学流派的基本的观点。 

作业： 

1．怎样评价当代科学主义思潮？ 

知识单元 11：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概述 

2．结构主义 

3．解构主义 

4．后现代主义 

学习目标： 

1．了解结构主义的一般原则； 

2．了解解构主义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3．了解后现代主义的一般特点。 

作业： 

1．怎样理解结构主义的一般原则？ 

2．怎样理解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实验 1：……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实验 2：……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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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黑格尔之后 3  

3 世纪之交的各国哲学 3  

4 弗洛伊德主义 3  

5 现象学运动 3  

6 存在主义 3  

7 哲学人类学 3  

8 法兰克福学派 3  

9 分析哲学及其发展 3  

10 科学主义和科学哲学 3  

11 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学生最好先修《西方哲学史》或《西方哲学智慧》，了解一些古典哲学知识，但不

作为必要性要求。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当代西方哲学思潮与当代人类的处境、非理性主义思潮、现象学运动、科学主义思潮、

后现代主义。 

难点：现象学、分析哲学。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为主。 

2.课堂讨论为辅。 

教学手段： 

1.讲授。 

2.结合多媒体。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作为一般选修课，可满足本课程教材较多，大部分当代西方哲学的教材都可，学生完全可以根

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自主选择，但我们也推荐相对简明扼要的教材，以利学生掌握要点。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赵敦华著《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 月 第 2 版（普通高等教育十

二五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刘放桐等编著《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们出版社，2000年 4月 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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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洪汉鼎著《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商务印书馆，2010年年 1月 第 1版  

执笔：曹万成 审稿：账号就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声乐艺术赏析与实践 
The art of vocal music appreciation and Practice 

课程号：5070305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声乐是人类社会最早诞生的艺术，作为声乐艺术的歌唱自它诞生起，无论是从原始的实用性到

当今多层次的审美感应的丰富性，声乐艺术都始终伴随着人类的一切社会生活，声乐艺术的文化发

展史表明它所具有的的魅力是永恒的，有它自身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构成因素，具有完整美的创

造体系。从声乐艺术美的创造到审美欣赏，无疑是声乐研究的对象与任务。 

声乐学是音乐学的分支学科，本课力求从多学科的视角，较系统研究和阐述声乐艺术美的总体

构成。探讨声乐的审美功能，从微观的触角较深入分析它文学的、曲调的、演唱的本体美特质，确

定声乐美学观念。 

二、课程教学内容： 

知识单元 1：  

第一章     导   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国经典歌曲的分类 
    二、中国经典歌曲的结构特点   
三、中国经典歌曲的风格特征 

四、歌曲相关的乐理知识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经典歌曲的分类。2、掌握经典歌曲的风格特征概况。 
   作业：简述歌曲的结构特点和风格特征。 
知识单元 2： 

第二章  中国民歌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民歌概况 
二、经典民歌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民歌的发展概况。2、掌握不同体裁民歌的特征及作用。 

作业：掌握号子、山歌、小调的特征及作用。 

知识单元 3： 

第三章  中国艺术歌曲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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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艺术歌曲概况 
二、经典艺术歌曲 

学习目标：1、了解中国艺术歌曲的形成过程。2、掌握艺术歌曲与民歌的本质区别。 

作业：1、视唱一首艺术歌曲。2、掌握艺术歌曲的风格及专业特征。 

知识单元 4： 

第四章 中国流行歌曲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流行歌曲概况 

二、经典流行歌曲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流行歌曲的发展由来。2、掌握流行歌曲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特征。 

作业：1、视唱两首流行歌曲。2、概述 90年代流行歌曲的风格特征。 

知识单元 5： 

第五章 演唱中国歌曲的主要唱法及特点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一、民歌唱法 
    二、“原生态”唱法 
    三、美声唱法 
    四、流行唱法 

学习目标：了解中国歌曲的四种唱法的区别及特点。 

作业：运用四种唱法视唱四首不同风格的歌曲。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导   论  3  

2 第二章  中国民歌—民歌概况及经典民歌 1 3  

3 第二章  中国民歌—经典民歌 2 3  

4 第三章  中国艺术歌曲—发展概况及经典民歌 1 3  

5 第三章  中国艺术歌曲—经典歌曲 2 3  

6 第四章  中国流行歌曲—发展概况及经典歌曲 1 3  

7 第四章  中国流行歌曲—经典歌曲 2 3  

8 第五章 演唱中国歌曲的主要唱法及特点—民歌 3  

9 第五章 演唱中国歌曲的主要唱法及特点—原生态 3  

10 第五章 演唱中国歌曲的主要唱法及特点—美声 3  

11 第五章 演唱中国歌曲的主要唱法及特点—流行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门课程与其他课程具有纵向和横向的联系。 

先修课程：《中外音乐经典》 

后续课程：《声乐艺术赏析与实践》《合唱》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不同体裁的经典声乐作品的风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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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熟记不同时期、不同体裁的声乐作品的方式及方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取解读、赏析、示范、与学生互动等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学手段： 

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制作课件力求简洁、直观、丰富、具有可视性。对于关键历史节

点上产生意义深远的音乐作品进行研读和适当的实践练习，此手段意在使学生对某段音乐文化存在

的理论意义加深理解与认识。此外，为学生配备与教学内容相匹配的音频或视频资料，进一步保障

音乐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堂自主学习以教师安排的讨论互动为主要形式，安排在课堂教学的最后 4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将艺术实践、笔试考试相结合，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学生出勤、课堂

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均考虑其中。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程度及专业兴趣方向，选择《中国经典歌曲解读》为本课教材。暂时无自

编教材计划。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中国经典歌曲解读》（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2009.10）。 

（二）推荐参考书 

1、乔建忠著《中国经典民歌欣赏教程》，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年 3月第 1版。 

2、石惟正著《声乐学基础》，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年 7月第一版。  

执笔：康晨宇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6月 18日 

 

中国古代美术作品欣赏 
Ancient Chinese Art Appreciation 

课程号：5070305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对我国美术审美实践的了解，较系统地掌握中国古代美术的基本知

识，了解中华民族优秀的美术传统和光辉成就。通过对历史上各个时代的美术现象和美术作品的把

握，掌握各个时代的审美意识和文化特征，把握美术发展的基本规律, 提高学生的美术欣赏、审美

判断和艺术分析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以中国古代美术发展史为经，以绘画、建筑、雕塑等美术形式为纬，以

有关经典美术作品为重点讲授内容的教学活动，使学生掌握中国古代美术作品基础知识，提高学生

美术欣赏、审美判断和艺术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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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中国美术的源头 ——原始社会美术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原始社会美术概述 

2．第二节  旧石器时代美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打制石器的造型与发展，打制石器的

特点与原始饰品） 

3．第三节  新石器时代美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磨制石器与玉器，彩陶与黑陶，拟形

陶器与原始雕塑，岩画与建筑） 

学习目标： 

1．了解原始社会美术。 

2．掌握有关知识。 

作业： 

思考“美术”与人类生存生活的关系。 

知识单元 2：青铜的光辉——夏、商、周美术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夏、商、周美术概述 

2．第二节  青铜器艺术（青铜器的起源、冶炼及铸造，青铜器的品种与用途，青铜器形制与

纹饰的演变）     

3．第三节  雕塑艺术（玉石雕刻，青铜雕塑，漆木雕刻） 

4．第四节  壁画、帛画和漆画（一、壁画遗迹和有关文献记载，从帛画所见肖像画的新水平，

漆画《车马人物出行图》） 

5．第五节  建筑与工艺美术（建筑，刻纹白陶和原始瓷器，漆器和丝织刺绣） 

学习目标： 

1．了解夏商周时期美术的特点。 

2．掌握有关知识。 

作业： 

从自身兴趣出发，查考夏商周时期青铜、雕塑、绘画、建筑与工艺美术的相关资料，深化对中

国上古时期美术特点的认识。 

知识单元 3：上升期封建社会的美术样式——秦汉美术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秦汉美术概述 

2．第二节  绘画艺术（帛画，墓室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 

3．第三节  雕塑艺术（仪卫性、纪念性雕塑，明器雕塑） 

4．第四节  建筑艺术（秦代建筑，汉代建筑，秦汉建筑装饰） 

5．第五节  工艺美术（陶瓷工艺，漆器工艺，青铜工艺，玉器工艺，织绣工艺） 

学习目标： 

1．了解秦汉美术。 

2．掌握秦汉美术的特点。 

作业： 

你认为汉代各门类美术作品（无论绘画、雕塑、建筑及工艺）是否有着统一的风格、气质？就

该问题撰写一篇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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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4：南北交融、东西并汇——魏晋南北朝美术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美术概述 

2．第二节  佛教美术（佛教美术的兴起，早期的石窟壁画，石窟造像，佛教建筑） 

3．第三节  人物画的新发展（承上启下的人物画发展，南朝的人物画，北朝的人物画） 

4．第四节  山水画的兴起（山水画溯源，山水画论） 

5．第五节  南朝陵墓雕塑（明器雕塑，石雕） 

6．第六节  工艺美术（织绣工艺，漆器工艺和金属工艺，陶瓷工艺） 

学习目标： 

1．了解魏晋南北朝美术。 

2．掌握有关理论知识。 

作业： 

阅读李泽厚《美的历程·魏晋风度》，增进对六朝美术以及六朝时期出现的美术理论的理解。 

知识单元 5：灿烂求备，异彩纷呈——隋唐五代美术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隋唐五代美术概述 

2．第二节  人物画（初唐画坛，“画圣”吴道子，仕女人物画，孙位及其《高逸图》，五代人

物画） 

3．第三节  山水画（青绿金碧山水画，水墨山水画，五代山水画） 

4．第四节  花鸟杂画（花鸟画的兴起，画马画牛名家及其代表作，五代花鸟画） 

5．第五节  绘画理论的深化 

6．第六节  石窟陵墓壁画（石窟壁画，墓室壁画） 

7．第七节  雕塑艺术（石窟雕塑，陵墓雕刻，陶俑） 

8．第八节  建筑艺术（都市规划与宫殿建筑，寺塔建筑，陵墓建筑） 

9．第九节  工艺美术 

学习目标： 

1．了解隋唐五代美术。 

2．掌握有关理论知识。 

作业： 

思考唐代美术的风格特点与唐时代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 

知识单元 6：开宗立派的时代——宋辽金元美术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宋辽金元美术概述 

2．第二节  宋代绘画（山水画，花鸟画，人物画） 

3．第三节  辽、金、西夏绘画（辽代绘画，金代绘画） 

4．第四节  元代绘画（山水画，花鸟画，道释壁画和人物画） 

5．第五节  雕塑艺术（宋代雕塑，辽、金、西夏的雕塑，元代雕塑） 

6．第六节  建筑艺术（宋代建筑，辽、金的建筑，元代建筑） 

7．第七节  工艺美术（宋、辽、金的工艺美术，元代的工艺美术） 

8．第八节  绘画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宋辽金元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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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有关理论知识。 

作业： 

宋元时期绘画与前代绘画相比，在绘画题材、风格、理念等方面是否有差异？具体差异何在？

撰写一篇小论文。 

知识单元 7：延续与变异——明清美术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明清美术概述 

2．第二节  明代绘画（明初画院及浙派，吴门派及“吴门四家”，明代写意花鸟画，董其昌及

其绘画理论，版画艺术） 

3．第三节  清代绘画（清初画派，宫廷绘画与郎士宁，扬州画派，晚清绘画） 

4．第四节  工艺美术与建筑（工艺美术，明清故宫与皇城，私家园林） 

学习目标： 

1．了解明清时代美术的特点。 

2．掌握有关理论知识。 

作业： 

查考相关资料，撰写小论文，论述董其昌南北宗绘画理论的内容及其影响。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中国美术的源头 ——原始社会美术 2  

2 青铜的光辉——夏、商、周美术 1 2  

3 青铜的光辉——夏、商、周美术 2 2  

4 上升期封建社会的美术样式——秦汉美术 1 2  

5 上升期封建社会的美术样式——秦汉美术 2 2  

6 南北交融、东西并汇——魏晋南北朝美术 1 2  

7 南北交融、东西并汇——魏晋南北朝美术 2 2  

8 灿烂求备，异彩纷呈——隋唐五代美术 1 2  

9 灿烂求备，异彩纷呈——隋唐五代美术 2 2  

10 灿烂求备，异彩纷呈——隋唐五代美术 3 2  

11 开宗立派的时代——宋辽金元美术 1 2  

12 开宗立派的时代——宋辽金元美术 2 2  

13 开宗立派的时代——宋辽金元美术 3 2  

14 延续与变异——明清美术 1 2  

15 延续与变异——明清美术 2 2  

16 延续与变异——明清美术 3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美术风格、理论发展的认知理解。 

难点：中国绘画的审美特质、美术风格、复古（崇古）、创新。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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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讲授重点一般地应放在作品分析上，要加强直观学习，充分运用

图片、多媒体等教具，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学生的形象记忆，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 

2. 讨论课根据教学内容列出讨论提纲，进行分组讨论。 

3. 结合讲授和讨论的教学，指导学生掌握美术欣赏的具体方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堂自主学习以教师安排的讨论为主要形式，安排在课堂教学的最后 4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7、作业要求： 

从教学目标出发，围绕课程的重点难点，安排学生在课下进行延伸式的自主学习。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中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作为本课程的教材。无自编教材的计划。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中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编写组编著《中国美术史及作品鉴赏》，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年 1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伯敏著《中国绘画通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第 1版 

2. 李泽厚著《美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7月 第 1版  

执笔：赵 强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0日 

 

中国书法经典作品欣赏 
Chnise calligraphy classical work appreciation 

课程号：5070305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认识书法的基本法度要素构成；2、具备书法欣赏的基本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书法艺术的基础知识、书法法度

构成的基本原理，了解书法艺术有关概念，提高书法艺术的欣赏水平。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书法艺术的法度构成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书法的要素。 

2．法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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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法度的意义。 

2．掌握书法三要素。 

作业： 

1， 书法要素的构成在甲骨文中如何表现 

2， 书法要素的构成在金文中如何表现 

3， 书法要素的构成在小篆中如何表现 

4， 书法要素的构成在隶书中如何表现 

知识单元 2：书法艺术的欣赏方法 

参考学时：20学时 

学习内容： 

1，书法艺术的欣赏步骤。 

2．书法艺术的欣赏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书法艺术的欣赏步骤。 

2．掌握书法艺术的欣赏方法。 

作业： 

1，如何欣赏甲骨文、金文、小篆书法作品。 

2，汉代书法赏析练习：分析《乙瑛》艺术风格，并将其与《曹全碑》、《张迁碑》进行比较。 

3， 汉代简牍书法艺术与汉碑之间的关系； 

4， 三国时期书法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5， 东晋书法的总体风格与汉代有什么不同，《兰亭序》的书法艺术价值表现在哪些方面，如
何全面欣赏这幅行书作品； 

6， 以龙门四品为例，分析魏碑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7， 如何欣赏颜真卿、柳公权二者楷书与行书风格的异同； 

8， 如何欣赏草书，分别以张旭《古诗四帖》、怀素《自叙帖》为例进行赏析说明。 

9， 宋代书法与唐代书法的区别是什么，“宋人尚意”是什么内涵，试以宋四家作品为例分析之； 
10， 元、明、清书法对前代书法的继承性表现在哪里？ 

11， 如何评价赵孟頫、董其昌、王铎、傅山的书法观点和艺术表现？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3学时 

实验 1：……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参观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馆藏中国书法作品展 

实验要求：熟悉书法的法度表现；研究历史经典作品；掌握 书法欣赏方法。 

实验 2：……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概论、先秦书法作品欣赏 3  

2 两汉书法及隶书典范作品的意义 3  

3 三国时期书法及书法先驱钟繇 3  

4 晋代书法与王羲之书风的形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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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南北朝书法与魏碑艺术 3  

6 隋代书法及初唐四大家 3  

7 盛唐及中唐的书法成就、王羲之书法正统地位的确立 3  

8 五代书法、宋代书法及宋四家对书法发展的作用 3  

9 元、明、清的继承与创新 3  

10 实践课 3  

11 考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本科程无明确先修课程，或可谓所有修养之先结构皆为本课程之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本课程无明确后续课程，或可谓贯穿终生之所有后续学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欣赏要素的掌握。 

难点：欣赏境界的培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书法欣赏实践训练。 

教学手段： 

1.电化教学。 

2.书法实践辅导。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博物馆及校内展览相结合。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孙鹤著《中国书法百家档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社，2011年 9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编著《历代书法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 10月 第 1版 

2. 丛文俊、华人德等编著《中国书法史》七卷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 10月 第 1版  

执笔：孙鹤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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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技法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课程号：5070305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经过一学期的基础学习和训练，使学生基本熟悉了解工笔画的绘画材料和历史发展过程，大致

掌握工笔画的绘画技巧，对工笔画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认识，主要通过临摹来掌握工笔花鸟、草虫

和人物的白描与罩染着色，让学生能够进行简单的花鸟创作。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国画基础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国画基础理论 

2．第二节  学习国画的目的要求 

3．第三节  国画的工具与材料 

学习目标： 

1．工笔画的发展概况 

2．了解国画学习的目的要求和国画艺术语言造型技能、技巧的基本内涵。 

作业： 

初步掌握素描的工具、材料和使用方法。 

知识单元 2：白描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高古游丝描 

2．第二节  铁线描 

3．第三节  行云流水描 

4．第四节  钉头鼠尾描 

5．第五节  混描 

6．第六节  减笔描 

7．第七节  折芦描  

8．第八节  镢头描 

学习目标： 

理解并临摹永乐宫壁画，敦煌壁画 

作业： 

完成 8到 10幅白描作业 

知识单元 3：着色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第一节 分染，一支笔蘸色，另一支笔蘸水，将色彩拖染开 

2. 第二节 统染，根据画面明暗处理的需要，强调整体的明暗与色彩体系 

3. 第三节 罩染，在已经着色的画面上重新罩上一层色彩并局部渲染。 

4. 第四节 提染，染色接近完工时用某种色小面积、局部提亮或者加深画面 

5. 第五节 点染，用接近写意的笔法，一笔蘸上深浅不同的色彩在画面上连点带染 6. 第 6. 第

六节 复勒，设色完成以后，用墨线或色线顺着物体的边缘重新勾勒一次 

7. 第七节 水线，留一道亮边的手法来区分局部色彩或用来保留线条 



5945 

8. 第八节 立粉，长锋笔饱蘸粉黄（藤黄＋白色），同时竖立笔中锋，点出蕊的形状 

学习目标： 

理解并临摹宋人花鸟小品 

作业： 

完成 3到 5幅着色的工笔作业 

知识单元 4:工笔画临摹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了解花卉的图式结构 

2．第二节  线条组织脉络清晰无误 

3．第三节  线条勾勒遒劲有力 

4．第四节  弧线曲线要均匀 

5．第五节  起始转折有变化 

6．第六节  通副章法求气韵 

7．第七节  描写对象准确、细致、色彩和谐丰富 

8．第八节  达到艳而不俗、淡而不薄、重而不浊、工而不板、细而不弱 

学习目标： 

工笔花鸟设色的步骤及其方法 

作业： 

完成 1-2幅完整的工笔画临摹 

知识单元 5：工笔画创作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植物写生 

2．第二节  动物写生 

3．第三节  构图章法 

4．第四节  构图写生 

5．第五节  研习古人作品 

6．第六节  花鸟工笔创作 

学习目标： 

能够进行简单的花鸟工笔创作 

作业： 

完成 1幅独立创作花鸟作品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国画基础理论 2  

2 国画基础理论 2  

3 白描 2  

4 白描 2  

5 白描 2  

6 着色 2  

7 着色 2  

8 着色 2  

9 着色 2  

10 工笔画临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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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工笔画临摹 2  

12 工笔画临摹 2  

13 工笔画创作 2  

14 工笔画创作 2  

15 工笔画创作 2  

16 工笔画创作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美术风格、理论发展的认知理解。 

难点：中国绘画的审美特质、美术风格、复古（崇古）、创新。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教师亲身示范国画绘画方法 

2. 讲授经典名家作品 

教学手段： 

3.多媒体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能活动桌椅的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堂以跟随老师进行国画技法练习为主，课下可根据个人学习能力适当进行练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总体要求为掌握国画中，工笔画的基本技能，具体要根据学生个人天赋学习进度掌握 

考核内容:白描、着色与创作的课堂作业 

7、作业要求： 

独立完成 3幅完整的白描作业，3幅临摹作业，1幅创作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根据学生不同兴趣爱好，选择适合个人审美趣味的书籍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选用《美术基础教学系列丛书》，李晓明绘，出版社： 天津杨柳青画社作为本课程的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王乃青 编《中国名家技法经典》，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13年 12月 12出版  

执笔：臧小戈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5年 6月 16日 

 

素描技法 
Sketch 

课程号：5070306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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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课是综合高等大学向学生普及绘画知识的基础型课程。素描教学体系是一个完整的训练体

系，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写实造型能力，认识观察能力的训练课程。在教学过程中，逐渐提高学生对

构成艺术等因素的认识。使学生掌握素描造型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具有正确表现对象的素描造

型能力，提高艺术的感知力和鉴赏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素描基础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素描基础理论 

2．第二节  学习素描的目的要求 

3．第三节  工具与材料的介绍 

4．第四节  工具与材料的使用 

学习目标： 

1．明确素描的基本概念、分类及表现特征。 

2．了解素描训练的目的要求和素描造型技能、技巧的基本内涵。 

作业： 

初步掌握素描的工具、材料和使用方法。 

知识单元 2：石膏几何结构素描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结构与透视 

2．第二节  构图 

3．第三节  写生，临摹与默写 

4．第四节  内部结构认识 

5．第五节  构图的组合石膏几何体素描 

6．第六节  分析石膏几何体的透视，比例关系 

7．第七节  处理画面的构图与构成，掌握准确造型方法 

8．第八节  熟练画出复杂的组合石膏几何体结构素描 

学习目标： 

掌握石膏静物几何体结构素描 

作业： 

练习素描石膏静物几何结构 

知识单元 3：石膏几何体明暗素描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了解光的作用与原理 

2．第二节  认识明暗关系 

3．第三节  单个到多个组合石膏几何体训练 

4．第四节  掌握明暗变化方式 

5．第五节  掌握写生步骤 

6．第六节  掌握表现方法 

7．第七节  掌握准确造型方法 

8．第八节  能熟练的画出复杂的组合石膏几何体明暗素描 

学习目标： 

掌握石膏静物几何体结构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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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练习素描石膏几何体明暗素描 

知识单元 4：静物结构素描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了解观察方法 

2．第二节  学习透视原理和构图原理 

3．第三节  理解临摹，写生与默写的关系 

4．第四节  分析组合静物的结构体面关系 

5．第五节  分析组合静物的空间立体关系 

6．第六节  掌握结构素描的写生步骤 

7．第七节  掌握结构素描的表现方法 

8．第八节  能熟练的画出画出构图完整素描静物，形体空间结构清晰的组合静物结构素描。 

学习目标： 

掌握静物结构素描 

作业： 

以生活中常见物品为静物，练习静物结构素描 

知识单元 5：静物明暗素描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了解黑白灰关系 

2．第二节  学习主次关系和虚实关系 

3．第三节  认识和理解物体的质感和量感 

4．第四节  单个到多个组合静物的训练 

5．第五节  掌握组合静物明暗素描写生步骤 

6．第六节  掌握组合静物明暗素描表现方法 

7．第七节  掌握组合静物深入刻画方法 

8．第八节  能熟练的画出画出构图完整素描静物，形体空间结构清晰的组合静物明暗素描。 

学习目标： 

掌握静物明暗素描 

作业： 

以生活中常见物品为静物，练习静物明暗素描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素描基础理论 2  

2 石膏几何结构素描 2  

3 石膏几何结构素描 2  

4 石膏几何结构素描 2  

5 石膏几何体明暗素描 2  

6 石膏几何体明暗素描 2  

7 石膏几何体明暗素描 2  

8 石膏几何体明暗素描 2  

9 静物结构素描 2  

10 静物结构素描 2  

11 静物结构素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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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静物结构素描 2  

13 静物明暗素描 2  

14 静物明暗素描 2  

15 静物明暗素描 2  

16 静物明暗素描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使学生了解素描广义素描概念和形式语言有正确的认识。理解结构，空间，形体，调子

的概念，理解透视的基本概念。通过写生训练，帮助学生建立最基本的观察方法以及对形体，空间

光影，结构，解剖，质感，线条的认识，熟悉结构比例空间的关系等。    

难点：要求学生初步掌握画面中各物体之间的构成关系和线条的技法，要求学生掌握同一对象，

以结构形式的表现方法和同一对象以明暗形式的表现方法，掌握正确的透视方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教师亲身示范素描绘画方法 

2. 讲授经典名家作品 

教学手段： 

3.多媒体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能活动桌椅的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堂自主学习以教师示范与学生练习为主，课外为学生素描静物写生。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7、作业要求： 

系统提交本学期课堂上所完成的全部练习与课后自我练习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本人编著《素描》作为本课程的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素描》王勇，臧小戈，任福成编著，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13年 3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美国基础素描完全教材》（美）布赖恩。柯蒂斯（佛罗里达州科洛该波斯市迈阿密大学使

用的美国艺术与设计专业品牌教材）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素描》李孟军主编，花山文艺出版社（美术基础教学要点研究）    

3.《素描》罗晓航，文川主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全国高等美术院校美术专业课程教材)   

执笔：臧小戈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5年 8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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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哲学 
Axiology 

课程号：5070306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本课程是通识选修课，首要目标是引领学生进入哲学元理论之一价

值论领域；2、通过教学，使学生对价值哲学具有系统的了解和把握；3、培养学生运用主体性思维

方式研究哲学，看待问题，开阔学生的视野。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作为哲学谱系上新分支的价值哲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价值论在哲学学科中的地位和性质 

2.中西方价值哲学思想概述 

3.学习价值哲学的意义和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价值哲学研究概况，及其在哲学学科中的地位和性质。 

2．掌握价值哲学的基本问题、基本发展线索和基本概念，明确学习价值哲学的意义和方法。 

作业： 

阅读《价值论》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2：价值的存在与本质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价值与存在 

2.价值的含义 

3.价值与人的存在方式 

4.价值的根基 

5.价值与现实世界 

6.价值是一种关系态 

学习目标： 

1．了解价值论与存在论的关系。 

2．掌握关于价值本质的有代表性的观点，学会运用关系思维方式看待价值。 

作业： 

阅读《价值论》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3：价值的类型与特性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价值类型的划分 

2.人的尺度：编织价值之网的线索 

3.人的价值 

4.人类的价值理想境界 

5.价值现象的基本特性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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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价值类型的划分标准。 

2．掌握价值现象的基本特性，领会人类的价值理想境界。 

作业： 

阅读《价值论》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4：人的意识与价值观念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价值观念的涵义、本质、结构与特征 

2.三大价值观念体系的分析 

3.文化发展与现实中的价值观念 

学习目标： 

1．了解价值观念的涵义、本质、结构与特征。 

2．掌握三大价值观念体系的基本内容，能够立足现实分析价值观念体系的演变。 

作业： 

阅读《价值论》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5：价值评价的特征与规律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价值评价的由来与特征 

2.评价的类型 

3.评价及其标准的科学化、合理化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价值与评价的区别与联系。 

2．掌握价值评价的由来与特征、类型与标准。 

作业： 

阅读《价值论》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知识单元 6：实践中的价值观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需要与实际 

2.目的与手段 

3.效益与代价 

4.异化与回归 

学习目标： 

1．了解实践过程中的一些重大价值问题。 

2．掌握需要与实际、目的与手段、效益与代价、异化与回归等价值哲学重要内容。 

作业： 

阅读《价值论》有关章节，写一篇读书报告。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作为哲学谱系上新分支的价值哲学 3  

2 价值的存在与本质（一） 3  

3 价值的存在与本质（二） 3  

4 价值的类型与特性（一） 3  

5 价值的类型与特性（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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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的意识与价值观念（一） 3  

7 人的意识与价值观念（二） 3  

8 价值评价的特征与规律（一） 3  

9 价值评价的特征与规律（二） 3  

10 实践中的价值观（一） 3  

11 实践中的价值观（二）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价值的存在与本质。 

难点：历史唯物主义与价值论的关系，价值与评价的区别与联系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系统讲授为主。 

2.课堂研读、讨论为辅。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

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一单元布置一篇读书报告。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李德顺著《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7月 第 3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方迪启著《价值是什么——价值学导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 第 1版 

2. 江畅著《现代西方价值理论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第 1版  

执笔：倪寿鹏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日本社会文化 
Japanese society culture 

课程号： 5070306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介绍日本文化现象；2分析文化形成的社会实践；3、解释日本文化

理论。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日本文化基础知识、社会文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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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了解日本文化的实践轨迹，为其他社会科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人文历史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课程讲授内容与目的。 

2．介绍讲授方法。 

3、介绍教学计划。 

4、概括文化定义。 

5、介绍研究现状。 

6、介绍参考书 

学习目标： 

1．了解课程基本情况。 

2．掌握课程教学内容。 

作业： 

借到相关参考书。 

知识单元 2：日本的风俗习惯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主要节日。 

2、日本人的礼节。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社会节庆及礼节。 

2．掌握日本社会文化信仰。 

作业： 

熟记日本主要节日。 

知识单元 3：日本神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神道与日本现代社会。 

2、派别。 

3、日本神的本意。 

4、教义经典。 

5、神社与神宫。 

6、神道教的重要祭典。 

7、历史轨迹。 

8、神道的实质内涵。 

9、五大性质特征及文化意义。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原初的精神信仰。 

2．掌握精神信仰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作业： 

分析现代日本社会中的传统信仰。 

知识单元 4：武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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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认识武士道。 

2、武士道的历史。 

3、武士道的剖腹。 

学习目标： 

1．了解武士道的历史。 

2．掌握武士道的本质。 

作业： 

分析武士道与日本社会的关系。 

知识单元 5：日本儒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儒学的东传。 

2、中日儒学比较。 

3、结论。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儒学的发展史。 

2．掌握日本化的儒学特质。 

作业： 

分析中日儒学异同。 

知识单元 6：日本佛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日本佛教的特色。 

2、日本佛教历史演变。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佛教历史。 

2．掌握日本佛教特色。 

作业： 

分析佛教与日本社会的关系。 

知识单元 7：日本樱花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樱花知识。 

2、日本人与樱花。 

3、赏樱胜地。 

4、樱花前线。 

5、爱樱缘由。 

6、赏樱缘起 。 

学习目标： 

1．了解樱花与日本人的关系。 

2．掌握樱花的文化意义。 

作业： 

分析日本人热爱樱花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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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8：日本艺术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文学艺术。 

2、绘画艺术。 

3、戏剧艺术。 

4、动漫。 

学习目标： 

1．了解各种艺术特点。 

2．掌握日本人的审美观。 

作业： 

分析日本人审美观的形成。 

知识单元 9：日本料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概说。 

2、特色介绍。 

3、著名料理展示。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料理特色。 

2．掌握日本饮食文化。 

作业： 

探究日本饮食文化的由来。 

知识单元 10：日本人的生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日本的和服。 

2、日本的茶道。 

3、日本人的体育活动。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人日常生活。 

2．掌握日本生活样式。 

作业： 

分析日本生活方式。 

知识单元 11：日本文化的主要观点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菊与刀》与本尼迪克特。 

2、《日本人的缩小意识》 与李御宁。 

3、《日本国志》与黄遵宪。 

4、《日本人论》与戴季陶。 

5、《日本管窥》与 周作人。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文化的主要研究成果。 

2．掌握日本文化的主要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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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分析日本文化。 

知识单元 12：日本人与自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日本的红叶。 

2、日本的花道。 

3、日本的混浴。 

4、日本的房屋。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人与自然的亲密状态。 

2．掌握日本人融合自然的文化。 

作业： 

分析日本人亲近自然的缘由。 

知识单元 13：日本的艺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认识艺妓。 

2、如何欣赏。 

3、与政治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艺妓存在的历史。 

2．掌握艺妓特点。 

作业： 

分析艺妓与政治生活的关系。 

知识单元 14：日本的教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日本教育的种类。 

2、日本的学位制度。 

3、日本的教科书制度。 

4、留学日本。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教育历史与状况。 

2．掌握日本教育特点。 

作业： 

对比中日教育异同。 

知识单元 15：日本如何吸收外来文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概说。 

2、日本文化的根基。 

3、借鉴中国文明形成古代日本文化。 

4、借鉴欧洲文明形成近代日本文化。 

5、借鉴美国文明形成现代日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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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 

2．掌握日本文化中的外来因素。 

作业： 

分析日本文化的结构。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言 2  

2 日本的风俗习惯 2  

3 日本神道 2  

4 武士道 2  

5 日本儒学 2  

6 日本佛教 2  

7 日本樱花 2  

8 日本艺术 2  

9 日本料理 2  

10 日本人的生活 2  

11 日本文化的主要观点 2  

12 日本人与自然 2  

13 日本的艺妓 2  

14 日本的教育 2  

15 日本如何吸收外来文化 2  

16 考核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客观认识与分析。 

难点：从日本社会实践出发解释日本文化。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直观展示。 

2.现象分析 

3理论归纳。 

教学手段： 

1.利用多媒体。 

2.经历介绍。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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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推荐参考书 

1. 鲁思·本尼迪克特著：《菊与刀》，商务印书馆 1990年 6月版。       

2、中根千枝著：《纵向社会的人际关系》，商务印书馆 1994年 6月版。    

3、埃德温·奥·赖肖尔著：《当代日本人—传统与变革》， 商务印书馆 1992年版。 

4、黄遵宪著：《日本国志》，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光绪二十四年版。       

5、戴季陶著：《日本人论》，九州出版社 1905年版。     

6、周作人著：《周作人论日本》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 9月版。 

7、 叶谓渠主编：《日本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 10月版。  

执笔：赵国辉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0日 

 

近代中日关系史 
Modern China and Japan relations history 

课程号：5070306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介绍近代中日关系基本走向；2、分析代表性事件；3、总结矛盾缘

由及预防。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史实介绍和分析教学，使学生掌握中日关系基础知识、国际关系原理、

社会转型原理，了解近代中日关系矛盾真实原因，为理解现实中双方矛盾的根源、预防对日关系中

的不法侵害、实现国内社会转型提供历史经验。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课程讲授内容与目的。 

2．介绍讲授方法。 

3、介绍教学计划。 

4、概说近代中日关系。 

5、介绍研究现状。 

6、介绍参考书。 

学习目标： 

1．了解课程基本情况。 

2．掌握课程教学内容。 

作业： 

借到相关参考书。 

知识单元 2：近代日本对中国的第一次踏查 



5959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古代日本对中国的学习 。 

2、日本四次遣使上海概况。 

3、日本使团对清末上海社情的观察。 

4、日本幕府使团对太平战事的探察。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近代第一次对中国考察的过程。 

2．掌握考察的内容及形成的片面印象。 

作业： 

分析近代日本对中国的片面认识。 

知识单元 3：中日修好条规的订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立约背景。 

2、立约过程. 

3、改约。 

学习目标： 

1．了解修好条规订立过程。 

2．掌握条规分歧。 

作业： 

分析造成中日条规分歧的原因。 

知识单元 4：马里亚罗士号事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事件起因。 

2、刑事审判。 

3、民事审判。 

4、善后处理。 

5、余音。 

6、马里亚老士号事件与近代中日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事件全貌。 

2．掌握事件性质。 

作业： 

分析事件对中日两国的影响。 

知识单元 5：台湾事件外交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概说台湾事件及其外交。 

2、过程。 

3、冲突焦点。 

4、原因探悉。 

5、对近代中日关系的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事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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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纠纷原因。 

作业： 

试述日本歪曲国际法领土取得条件争夺中国台湾领土的实质。 

知识单元 6：琉球问题交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古代琉球与中日关系。 

2、日本吞并琉球。 

3、琉球交涉的过程 。 

4、球案交涉中的国际法问题。 

5、“球案”与近代中日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琉球被日本攫取的过程。 

2．掌握日本假借国家与人民关系理论诈欺琉球领土的实质。 

作业： 

分析日本诈欺琉球得逞的原因。 

知识单元 7：朝鲜问题交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古代中朝关系。 

2、日本控制朝鲜的取向。 

3、清政府初期对朝策略。 

4、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学习目标： 

1．了解中日朝鲜交涉的过程。 

2．掌握日本攫取朝鲜的手段。 

作业： 

分析中日得失朝鲜的缘由。 

知识单元 8：长崎事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长崎事件概念解读。 

2、长崎事件的背景。 

3、中日“长崎事件”交涉。  

4、“长崎事件”的影响 。 

学习目标： 

1．了解长崎事件过程。 

2．掌握长崎事件的实质。 

作业： 

分析长崎事件对中日的影响。 

知识单元 9：甲午战争及其交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 

2、马关交涉。 

3、台湾的武力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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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际法视角下的历史考证。 

学习目标： 

1．了解甲午战争后的中日关系。 

2．掌握日本巧取欺夺的实质。 

作业： 

分析日本甲午战争取胜的原因。 

知识单元 10：戊戌变法时期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认识。 

2、日本的反应。 

3、由支持维新派转向拉拢清政府。 

学习目标： 

1．了解戊戌变法时期中日关系。 

2．掌握日本主持行为的动机。 

作业： 

分析维新派与日本对华战略的关系。 

知识单元 11：中日间的钓鱼岛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台湾的附属岛屿。 

2、日本牵强的海上扩张。 

3、美国的战略日本越权的外交。 

4、海洋法公约之后的钓鱼岛。 

学习目标： 

1．了解中日间钓鱼岛纠纷过程。 

2．掌握日美觊觎钓鱼岛的行径。 

作业： 

分析中日间钓鱼岛问题的实质。 

知识单元 12：中日东沙群岛争端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东沙群岛位置。 

2、争端起因。 

3、争端交涉。 

4、结局。 

学习目标： 

1．了解争端过程。 

2．掌握争端实质。 

作业： 

分析日本假借经济开发进行的领土扩张。 

知识单元 13：间岛交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日俄战后日本对华扩张。 

2、中日交涉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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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语。 

学习目标： 

1．了解间岛纠纷过程。 

2．掌握纠纷实质。 

作业： 

分析日本假借民乱扩张领土的动机。 

知识单元 14：中日间的南海诸岛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日本民间突进。 

2、日本战争时期占领。 

3、日本战后放弃。 

4、国府的主权作为。 

学习目标： 

1．了解中日间发生的南海诸岛关系。 

2．掌握中国从日本手中收复南海诸岛的历史。 

作业： 

分析南海诸岛得失原因。 

知识单元 15：清末袁世凯对日外交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驻朝时代:以战止战，全面排日。 

2、封疆大吏时期:从以日为师到“联英美制日俄”。 

3、辛亥革命时期:一面抵制,一面妥协。 

学习目标： 

1．了解袁世凯对日外交的特点。 

2．掌握朴素外交方式的得失。 

作业： 

分析传统外交方式转型的必要性。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言 2  

2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第一次踏查  2  

3 中日修好条规的订立 2  

4 马里亚罗士号事件 2  

5 台湾事件外交 2  

6 琉球问题交涉 2  

7 朝鲜问题交涉 2  

8 长崎事件  2  

9 甲午战争及其交涉  2  

10 戊戌变法时期 2  

11 中日间的钓鱼岛 2  

12 中日东沙群岛争端 2  

13 间岛交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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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日间的南海诸岛 2  

15 清末袁世凯对日外交 2  

16 考核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通过典型事件，分析日本政府打着文明旗号侵害中国利益的本质。 

难点：排除情绪化，争取客观理性。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史论结合。 

2.师生互动。 

教学手段： 

1.充分利用多媒体为手段。 

2.借助史料。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推荐参考书 

1、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著，刘德斌主译：《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

再构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 

2、陈剑峰著：《文化与东亚、西欧国际秩序》，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3、唐贤兴主编：《近现代国际关系史》，2005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版  

4、程道德：《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现代出版社 1993年版。 

5、王晓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 

6、赵国辉：《国际法与近代中日台湾事件外交》，2010年 1月 20日，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出版。 

7、赵国辉：《厦门日籍台民之息讼解纷》，2013年 10月，台湾海峡学术出版社出版。 

执笔：赵国辉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0日 

 

四书概论 
Introduction to the four books 

课程号：5070306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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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以丰富我校传统文化通识课程为目标，满足学生对传统经典的求知欲。 

1949年以来在各层次教育中对于传统文化的课程作了不同程度的删除，造成 1949年后受教育

者的国学知识严重缺失。随着中国的崛起，青年学生对于自身传统的文化特别是国学经典的求知欲

望显得非常迫切。 

2、探索知识传授、观念引导、能力培养三位一体新的教学模式。 

本课题打破仅在教学层面的一般理论与实践的探究，直接把研究的对象指向实现教学目标的课

堂，探讨如何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可能性以及实现方式：试图引导学生在掌握文化知识的同时，收

到树立健康人生观和培养学术研究能力的多重效果。 

3、以四书为基点，帮助学生构建横向和纵向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较完整知识坐标。 

从各书的成书讲起，结合音韵、训诂的方法解读经典，通过横向同西方先哲柏拉图、亚里士多

德等思想的比较，并结合启发、研讨、评析等多种教学方法，使学生独立思考、比较研究的能力有

一个显著的提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的定位 

（1）西化、现代化与全球化 

（2）中华文化的特质 

（3）中华文化的未来展望 

2．素质教育与经典阅读 

（1）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 

（2）思想道德素质教育是根本 

（3）文化素质教育与经典阅读 

3．儒学与《四书》 

（1）儒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2）民国之前儒学发展简史 

（3）“五四”与“文革”时期的儒学 

（4）从《五经》到《四书》 

（5）儒学基本概念 

4．课程的教学、学习方法 

（1）儒学经典及其当代的教育价值 

（2）教学方法 

（3）学习经典的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的定位 

2．理解素质教育与经典阅读的关系 

3．课程的教学、学习方法 

作业： 

知识单元 2：《大学》概论（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大学》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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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记”上升到“经” 

（2）“大学”与“小学”的区别 

（3）《大学》的作者与成书之谜 

2． 《大学》意释 

（1）三纲领 

（2）八条目 

（3）六步骤 

学习目标： 

1．理解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2．理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知识单元 3：《大学》概论（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大学》意释 

（1）“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2）“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  

（3）“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4）“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2． 《大学》致用 

（1）《大学》是教育理论的著作，也是儒家政治理论纲领。 

（2）经世致用 

学习目标： 

1．理解“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 

2．理解“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作业： 

知识单元 4：《论语》概论（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孔子其人 

（1）显赫的先世 

（2）“野合”的出身 

（3）“吾少也贱” 

（4）孔子治学 

（5）孔子仕鲁 

（6）周游列国 

（7）孔门弟子 

2． 《论语》其书 

（1）书名的由来 

（2）《论语》的作者 

（3）编纂的年代 

（4）《论语》的版本 

（5）地位的演变 

（6）《论语》的注本 

（7）西方人眼中的《论语》 

学习目标： 

1．了解孔子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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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学习《论语》的成书 

作业： 

知识单元 5：《论语》概论（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孔子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础 

1． “仁”乃为政的根本和出发点 

（1） 孔子仁的来源 

（2） 仁的内涵 

（3） 为仁的方法 

2．  “礼”是为政的规范和准则 

（1） 礼的起源与发展 

（2） 孔子对礼的因袭损益 

3． 礼与仁的关系 

学习目标： 

1．理解孔子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础——仁和礼 

作业： 

知识单元 6：《论语》概论（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家国同构和身国共治 

（1） 西周分封、宗法、等级三位一体的政治结构 

（2） 孔子的身国共治之道 

2、内圣外王与忠君尊王 

（1）法先王 

（2）内圣而外王 

（3）忠君尊王的一统思想 

3、正民之道与德主刑辅 

（1）以德化民、为政以德 

（2）德主刑辅、宽猛相济 

4、孔子“圣王”与柏拉图“哲学王”之同异 

学习目标： 

1．了解孔子为政以德的治国策 

作业： 

知识单元 7：《论语》概论（四）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孔子民本思想的渊源与内涵 

（1）“天命”观念的变化 

（2）敬鬼神而远之 

（3）人本、民本与民主 

2、养民富民是德治的民生主张 

（1）以义致利的经济观 

（2）利民、富民的经济政策 

3、孔子和柏拉图经济思想之对比 

学习目标： 

1．了解孔子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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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孔子德治经济主张 

3．对比孔子与柏拉图的经济思想 

作业：结合课堂所学，解读经典中孔子民本思想的言论，并阐发义理 

知识单元 8：《论语》概论（五）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孔子德治思想中的举贤 

（1）举贤才和“贤才”标准 

（2）孔子“举贤才”思想的进步意义 

（3）“学而优则仕”是“举贤才”的原则  

2、孔子对治国贤才的培育 

（1）伟大壮举——创私学与“有教无类”的提出 

（2）培养的目标是君子和士 

（3）育才的核心思想是道德教化 

3、孔子与柏拉图教育思想之对比 

学习目标： 

1．了解孔子德治思想中的举贤才 

2．了解孔子教育思想 

知识单元 9：《论语》概论（六）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和而不同”与“和为贵” 

（1）“和同之辨”思想的发端 

（2）“和而不同”与“和为贵”  

（3）孔子对于“和同之辨”思想的发展 

2．德治构建等级有序的和谐社会 

（1）等级和谐 

（2）政和国治 

（3）协和万邦 

学习目标： 

1．了解孔子和而不同思想 

2．了解孔子和为贵思想 

3、了解孔子理想社会思想的和谐 

作业： 

知识单元 10：《孟子》概论（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孟子其人 

（1）孟子生活时代 

（2）身世 

（3）经历 

（4）师承关系 

（5）孟子的人格 

2．《孟子》其书 

（1）作者问题 

（2）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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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孟子》思想体系的轮廓 

（4）《孟子》的一些特点 

（5）历代《孟子》注疏举要 

（6）孟子与《孟子》的历史命运 

学习目标： 

1．了解孟子生平 

2．体会孟子人格魅力 

3．从历史文献学角度学习《孟子》 

作业： 

知识单元 11：《孟子》概论（二）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孟子的仁 

（1） 仁的内涵 

（2） 仁的功能 

2．孟子的义 

（1） 义的内涵 

（2） 义的功能 

3．孟子的仁与义 

（1） 仁与义的关系 

（2） 仁义连用所表示的含义 

（3） 仁义连用的意义 

学习目标： 

1．理解孟子思想的理论基础 

2．辨析孟子与孔子思想理论基础的异同 

作业： 

知识单元 12：《孟子》概论（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孟子》中的士 

（1）士的社会地位 

（2）士的社会功能 

（3）士的心态 

2．孟子士的人格理想 

（1）大丈夫精神 

（2）浩然之气 

（3）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4）舍生取义 

（5）以天下为己任 

3．孟子的理想人格与儒家的事业道德 

（1）道与势的矛盾是理想人格的社会基础 

（2）孟子对儒家事业道德的贡献 

（3）关于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精神的思考 

学习目标： 

1．理解士与孟子的理想人格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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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3：《孟子》概论（四）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孟子君臣之道、民本思想、尊王贱霸 

1． 孟子的君臣之道 

（1）“君为臣纲”非孔孟之道 

（2）孟子理解的君臣关系 

（3）欲为君，尽君道 

（4）欲为臣，尽臣道 

（5）“忧乐天下”是伟大的历史绝唱 

2． 孟子的民本思想 

（1） 孟子民本思想的具体内容 

（2） 终身为民请命 

（3） 民贵君轻是孟子研究社会的结论 

3．孟子的尊王贱霸 

（1）王道与霸道 

（2）尊王贱霸 

（3）尊王贱霸的原因 

学习目标： 

1． 理解孟子的君臣关系 

2． 了解孟子民贵君轻思想 

3． 理解孟子尊王贱霸思想 

作业：结合课堂所学，解读经典中孟子关于君臣关系的言论，并阐发义理 

知识单元 14：《中庸》概论（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庸》的题解及成书 

（1）题解 

（2）成书与作者 

2．《中庸》意释 

（1）天下的根本是中与和 

（2）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3）中庸为至德，无过无不及 

学习目标： 

1．理解何为中庸 

2．理解无过无不及 

作业： 

知识单元 15：《中庸》概论（二）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庸》意释 

（4）何为真正的强 

（5）何谓至诚 

（6）治国平天下的法则 

2．《中庸》的致用 

（1）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2）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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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道不远人，远人非道 

（4）极高明而道中庸 

学习目标： 

1．理解至诚与治平天下的九经 

2．了解中庸之道的致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2 《大学》概论（一） 2  

3 《大学》概论（二） 2  

4 《论语》概论（一） 2  

5 《论语》概论（二） 2  

6 《论语》概论（三） 2  

7 《论语》概论（四） 2  

8 《论语》概论（五） 2  

9 《论语》概论（六） 2  

10 《孟子》概论（一） 2  

11 《孟子》概论（二） 2  

12 《孟子》概论（三） 2  

13 《孟子》概论（四） 2  

14 《中庸》概论（一） 2  

15 《中庸》概论（二）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知识传授与人文关怀的结合。对于儒家经典的解读，除了教授中华传统文化的知识外，

对于学生内心世界的关怀和塑造作用也不容忽视，因为传统文化的起点是修身、做人。大学阶段是

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提高学生的综合人文素质十分必要。 

难点：促进交叉学科在科研方法和教学手段上的相互借鉴、共同发展。对于中国传统的国学而

言，文、史、哲是不分家的，因此在研究和教授传统文化的内容时，应当尝试厘清相关学科的学科

边界、学科共性，以期相互借鉴，并实现优秀人力资源的共享。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多学科性与专业性的结合。发挥本项目负责人的专业优势，以历史进程中的鲜活生动的事

例，帮助学生沿着中华先贤的经典去进行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的思考。该教学模式符合大学生的

求知欲和心理认知特点。 

2. 纵向中华文化传承与横向中西思想比较的结合。以比较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解读中国古代思

想家的经典也是本项目的一大特色，因为只有比较才能见异同，才能对其思想特点给予结论性的判

断。也有助于学生培养“三维”的学术研究方法，即从纵向看源流，从横向看异同，还能透过现象

看本质，进而总结出特征。 

教学手段： 

1. 在教学过程中，尽量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特别是多媒体的使用。 

2. 会选择播放一些图像和视频资料，使历史事实的呈现更加生动、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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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自主学习内容：阅读推荐书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交论文。 

7、作业要求：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蒋伯潜：《四书读本》新世界出版社 2010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 1983年版 

（宋）赵顺孙纂疏，黄珅整理：《大学纂疏中庸纂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王文锦：《大学中庸译注》中华书局 2008年版 

王国轩：《大学中庸》中华书局 2006年版 

夏延章：《大学中庸今译》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 1990年版 

钱 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 2002年版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年版 

李 零:《丧家狗》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李泽厚：《论语今读》三联书店 2004年版 

蔡尚思：《论语导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8年版 

（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 1982年版 

（清）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 1987年版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 2005年版 

杨泽波：《孟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杨国荣：《孟子的哲学思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南怀瑾：《孟子旁通》，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执笔：刘丹忱  审稿：刘丹忱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0日 

 

世界宗教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World Religions 

课程号：5070306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本课程的开设，旨在让学生对人类历史上重要而悠久的宗教文化现象有一整体上的了解，重点

在于向学生介绍世界七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儒家和道教——的

一些基本知识和基本思想，以期能提升学生在宗教文化方面的人文素养。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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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导论——宗教学与宗教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掌握课程的两大基本概念：宗教学和宗教 

1．宗教学的基本涵义与关键词 

2．宗教概念以及宗教的三大层面 

学习目标： 

1．了解宗教学和宗教两大基本概念。 

2．掌握宗教的三大层面 

知识单元 2：先知型宗教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先知型宗教的三大一神论宗教 

1．犹太教 

2．基督教 

3. 伊斯兰教 

学习目标：从文化层面了解三大一神论宗教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思想。 

知识单元 3：神秘型宗教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印度大陆的两大神秘型宗教 

1. 印度教：古代与当代 

2. 佛教 

学习目标：从文化层面了解两大神秘型宗教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思想。 

知识单元 4：贤圣型宗教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中国的两大贤圣型宗教 

1. 儒家 

2. 道教 

学习目标：从文化层面了解中国儒家与道教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思想。 

知识单元 5：结语——世界宗教与当代生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总结三大宗教河系的七大世界宗教的共同点与对当代生活之现实意义。 

1. 三大宗教河系的总结 

2. 了解世界宗教对于当代生活的现实意义 

学习目标：从整体上总结世界宗教三大河系的共同点并阐明其现实意义 

（二） 实践教学：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宗教学与宗教（1） 3  

2 导论：宗教学与宗教（2） 3  

3 先知型宗教：犹太教 3  

4 先知型宗教：基督教 3  

5 先知型宗教：伊斯兰教 3  

6 神秘型宗教：印度教 3  

7 神秘型宗教：佛教 3  

8 神秘型宗教：佛教 3  

9 贤圣型宗教：儒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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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贤圣型宗教：道教 3  

11 结语：世界宗教与当代生活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三大宗教河系 

难点：宗教概念、佛教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按专题讲述 

2. 结合生活中的例子帮助学生理解较陌生或了解起来有困难的思想观点 

教学手段：ppt讲解、宗教音乐欣赏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论文一篇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的文献阅读，学生可按兴趣选读。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采用正式出版物。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休斯顿·史密斯：《人的宗教》，刘安云译，海南出版社，2006年。本译本的其他版本亦可。 

（二）推荐参考书（按首字拼音字母排列） 

1. 黄心川主编：《世界十大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2. 麦格拉思：《基督教概论》，孙毅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宗萨蒋杨钦哲仁波切：《正见：佛陀的证悟》，姚仁喜译，中国友谊出版社，2007年。 

执笔：钱雪松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中西建筑艺术史话 
Historical Accou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Architecture 

课程号：5070307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专门为政法大学非艺术专业的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以了解西方古典建筑和西方现代建筑及中国古代建筑的起源和历史

为目的。2、了解西方建筑艺术对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影响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中西方古今建筑艺术的基本知识、了解中西方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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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基本特征，为学生以后继续了解和学习建筑艺术即在生活和社会实践中起到一定的鉴赏审美

和启迪引导作用。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西方古典建筑（神庙、教堂、宫殿及其他公共建筑） 

学习内容： 

1． 西方古典建筑艺术发展概述。 

古埃及神庙与陵墓、古希腊古罗马神庙与竞技场、中世纪哥特教堂、文艺复兴及巴洛克洛可可

建筑、新古典主义建筑（帝国风格）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建筑艺术的形成和建筑风貌。 

2．掌握西方建筑艺术的基本知识和培养学生对建筑艺术的基本鉴赏和审美能力。 

知识单元 2：西方现代建筑（公共建筑） 

学习内容： 

1． 西方现代建筑艺术发展概述。 

2、西方现代建筑的样式和特性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现代建筑艺术的时代背景和建筑风貌。 

2．掌握西方现代建筑艺术的基本知识和培养学生对现代建筑艺术的基本鉴赏和审美能力。 

知识单元 3：中国古代建筑（宫殿、寺庙、园林、民居） 

学习内容： 

1． 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历史及发展概述。 

2、中国古代建筑的建筑的形制与样式 

3、中国古代建筑的材料和建造手法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形成和建筑风貌。 

2．掌握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基本知识和培养学生对建筑艺术的基本鉴赏和审美能力。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古埃及神庙和陵墓建筑 1  

2 古希腊神庙建筑及三种柱式 2  

3 古罗马的万神庙与斗兽场 1  

4 拜占庭建筑圣索非亚大教堂 1  

5 哥特教堂建筑 2  

6 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 2  

7 巴洛克、洛可可建筑 1  

8 新古典主义时期的帝国风格建筑 2  

9 西方现代建筑的诞生（包豪斯建筑学校） 2  

10 西方现代建筑大师的建筑作品分析 2  

11 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概述 2  

12 北京紫禁城建筑形制及文化理念 2  

13 中国皇家园林建筑的文化内涵和建筑理念 2  

14 中国私家园林建筑的文化内涵和建筑理念 2  

15 中国北方民居概述 2  

16 中国南方民居概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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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少数民族的建筑样式 

中国围合式民居建筑的文化内涵及样式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中西建筑的历史发展与形制样式。 

难点：建筑结构的基本了解。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投影文字与图片。 

2. 适当板书。 

……………… 

教学手段： 

1.讲授为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考试占 100％。 

7、作业要求： 

无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及参考书 

1. 【英】大卫·沃特金著 付景川译《西方建筑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 

2、刘敦桢主编 《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0年出版 

3、梁思成著  《中国建筑史》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年出版 

4、【意】维特鲁威著  高履泰译 《建筑十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6年出版 

5、陈从周著 《惟有园林》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年出版 

6、孙大章著  《中国民居研究》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年出版 

7、荆其敏著 《西方现代建筑与建筑师》中国电力出版社 2006年 9月出版  

执笔：祁志锐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9日 

 

油画技法 
Oil Painting 

课程号：5070307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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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技法是综合高等大学向学生普及绘画知识的提高型课程。通过 36 课时的学习，要求学生

了解油画的起源，中西方油画各历史阶段不同风格、流派画家及其作品，了解当代油画审美思潮及

油画工具材料方面的运用情况，理解色彩产生的原因；固有色，环境色，光源色之间的关系，理解

色彩观察方法以及物体的形体结构，理解色彩与形体、色彩与感情的关系，使学生掌握油画造型的

能力，熟用色块、肌理、笔触等油画基本语言和技巧，具有较高层次的审美趣味和开阔的艺术思维。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油画基础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油画基础理论 

2．第二节  油画形色基本概念 

3．第三节  油画的工具与材料 

4. 第四节  油画工具的基本使用技巧 

学习目标： 

1．明确油画的基本概念、风格流派及表现特征。 

2．了解油画训练的目的要求和油画造型技能、技巧的基本内涵。 

作业： 

通过动手接触油画工具，初步掌握油画工具、材料的使用方法。 

知识单元 2：油画静物临习与写生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理解油画静物表现对象的结构与透视。 

2．第二节  学会油画静物的构图。 

3．第三节  理解油画静物中的色彩关系。 

4．第四节  学会用油画语言处理画面构图、造型、色彩关系等因素。 

学习目标： 

掌握静物画的构图和静物画的作画步骤 

作业： 

练习油画静物写生 

知识单元 3：油画风景临习与写生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理解油画风景表现对象的结构与透视。 

2．第二节  学会油画风景的构图。 

3．第三节  理解油画风景中的色彩关系。 

4．第四节  学会用油画语言处理画面构图、造型、色彩关系等因素。 

学习目标： 

掌握风景画的构图和风景画的作画步骤 

作业： 

练习油画风景写生 

知识单元 4：油画人物临习与写生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理解油画人物表现对象的结构与透视。 

2．第二节  学会油画人物的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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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节  理解油画人物中的色彩关系。 

4．第四节  学会用油画语言处理画面构图、造型、色彩关系等因素。 

学习目标： 

掌握人物画的构图和人物画的作画步骤 

作业： 

练习油画人物写生 

知识单元 5：油画创作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理解绘画材料及绘画工具的表现特性。 

2．第二节  学会以油画语言表达自己的意图。 

3．第三节  理解油画思维与感受。 

4．第四节  学会综合运用油画语言处理画面，传递自我感受。 

学习目标： 

掌握油画创作的步骤 

作业： 

练习油画创作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油画基础理论 2  

2 油画静物临习与写生 2  

3 油画静物临习与写生 2  

4 油画静物临习与写生 2  

5 油画风景临习与写生 2  

6 油画风景临习与写生 2  

7 油画风景临习与写生 2  

8 油画风景临习与写生 2  

9 油画人物临习与写生 2  

10 油画人物临习与写生 2  

11 油画人物临习与写生 2  

12 油画人物临习与写生 2  

13 油画创作 2  

14 油画创作 2  

15 油画创作 2  

16 油画创作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了解中外油画发展概况；熟悉油画工具、材料、性能；掌握正确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技法； 

难点：油画中的光与色，自主光的变化规律；油画中空间的表达和形体的塑造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本课程以课堂讲授、教师示范、学生时间为主，讲授重点一般地应放在作品分析上，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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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直观学习，充分运用图片、多媒体等教具，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学生的形象记忆，提高学生

的鉴赏能力。 

2. 讨论课根据教学内容列出提纲，进行分组讨论与实践。 

3. 结合讲授和讨论的教学，指导学生掌握油画的观察方法、思维方式、表现技法、作画步骤。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教师示范油画技法及步骤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画室、油画画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堂自主学习以教师安排的讨论及联系为主要形式，安排在课堂教学的最后 4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7、作业要求： 

从教学目标出发，围绕课程的重点难点，安排学生在课下进行延伸式的自主学习。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油画技法》作为本课程的教材。暂无自编教材的计划。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英】杰里米·高尔顿 著；黄超成，刘畅 译著《油画技法》，广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 5

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西方经典美术技法译丛》系列丛书，上海美术出版社，2013年 7月 第 1版 

2. 刘淳著 《中国油画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 7月 第 1版  

执笔：臧小戈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5年 6月 16日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赏析与实践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and Craft 

课程号：5070307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赏析与实践是综合高等大学向学生普及艺术知识的普及型课程。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能够使学生了解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历史，通过对工艺美术作品的欣赏与实

践，使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培养他们热爱祖国民族艺术传统，热爱生活的思想情感和健康向上的审

美情趣，更好地把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当中。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基础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发展脉络 

2．第二节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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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节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审美趣味 

4. 第四节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工具与材料 

学习目标： 

1．明确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基本概念、分类、审美趣味。 

2．了解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表现方法及制作工序的基本内涵。 

作业： 

初步了解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脉络与当代发展。 

知识单元 2：中国传统图案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了解中国传统图案的发展、变化  

2．第二节  学习中国传统图案的造型特点 

3．第三节  学习中国传统图案的色彩搭配 

4．第四节  学习中国传统图案纹样的组织形式 

学习目标： 

掌握中国传统图案的画面构图、画面组织、传统装饰元素应用 

作业： 

练习中国传统图案制作 

知识单元 3：中国传统漆画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了解中国传统漆画的发展变化。 

2．第二节  了解中国传统漆画的材料特点 

3．第三节  学习中国传统漆画的审美趣味 

4．第四节  学习中国传统漆画的基本工序与技法 

学习目标： 

掌握中国传统漆画基本工序与技法 

作业： 

练习中国传统漆画制作 

知识单元 4：中国传统雕漆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了解中国传统雕漆的发展变化 

2．第二节  了解中国传统雕漆的材料特点 

3．第三节  了解中国传统掉漆的成型方法及造型特点 

4．第四节  学习中国传统掉漆的基本工序与技法 

学习目标： 

掌握中国传统雕漆基本工序与技法 

作业： 

练习中国传统雕漆制作 

知识单元 5：中国传统扎染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了解中国传统扎染的发展变化。 

2．第二节  了解中国传统扎染的材料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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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节  学习中国传统扎染的审美趣味 

4．第四节  学习中国传统扎染的基本工序与技法 

学习目标： 

掌握中国传统扎染基本工序与技法 

作业： 

练习中国传统扎染制作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基础理论 2  

2 中国传统图案 2  

3 中国传统图案 2  

4 中国传统图案 2  

5 中国传统漆画 2  

6 中国传统漆画 2  

7 中国传统漆画 2  

8 中国传统漆画 2  

9 中国传统雕漆 2  

10 中国传统雕漆 2  

11 中国传统雕漆 2  

12 中国传统雕漆 2  

13 中国传统扎染 2  

14 中国传统扎染 2  

15 中国传统扎染 2  

16 中国传统扎染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了解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脉络、风格演变，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难点：掌握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审美趣味、造型方法、制作工序。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本课程以课堂讲授、教师示范、学生时间为主，讲授重点一般地应放在作品分析上，要加

强直观学习，充分运用图片、多媒体等教具，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学生的形象记忆，提高学生

的鉴赏能力。 

2. 讨论课根据教学内容列出提纲，进行分组讨论与实践。 

3. 结合讲授和讨论的教学，指导学生掌握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造型方法和制作工艺。 

教学手段： 

3. 多媒体教学。 

4. 教师示范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制作技法及步骤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画室、各类工艺美术器具。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堂自主学习以教师安排的讨论及联系为主要形式，安排在课堂教学的最后 4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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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7、作业要求： 

从教学目标出发，围绕课程的重点难点，安排学生在课下进行延伸式的自主学习。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创作技艺系列丛书》作为本课程的教材。暂无自编教材的计划。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陈聪、满芊何、孙琳、钱亮等著《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创作技艺系列丛书》，大连理工大学出

版社，2015年 5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田自秉著《中国工艺美术史》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4年 8月  

2. 尚刚 著，《天工开物：古代工艺美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4月 第 1版  

执笔：臧小戈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5年 6月 16日 

 

书法技法 
Calligraphy techniques 

课程号：5070307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认识书法的基本法度要素构成；2、具备书法实践的基本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具备一种书体的书写能力、书法法度

构成的基本原理，了解书法艺术有关概念，提高书法艺术创作的水平。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学时 

知识单元 1：书法技法的构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书法材料与工具的特质 

2．书法技法的构成要素。 

学习目标： 

1．了解书法材料与工具的特质。 

2．掌握书法三要素。 

作业： 

1， 书法工具与材料对书法表现性有什么影响 

2， 如何读帖 

知识单元 2：书法技法的练习与点评 

参考学时：27学时 

学习内容： 

1，基本笔画与单字临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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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字成篇的练习； 

学习目标： 

1．了解书法的基本技法。 

2．掌握一种书体的法度。 

作业： 

1， 用不同笔法书写，感受不同笔法的不同表现。 

2， 以汉代《乙瑛》碑为例，练习基本笔画。课上点评作业。、 

3， 单字练习。课上作业点评。 

4， 节临字帖。课上点评。 

5，初步创作。课上点评 

6， 以宣纸与毛边纸分别书写，感受不同书写材料对技法的表现的作用； 

7， 初步创作练习。课上点评。 

8， 背临字贴。课上点评。 

9， 第二次创作练习，课上点评。 

10， 通临字帖。课上点评。 

11， 第三次创作练习。课上点评。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3学时 

实验 1：……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参观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馆藏中国书法作品展 

实验要求：熟悉书法的法度表现；研究不同书体笔法的不同效果；掌握书法基本技法。 

实验 2：……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概论：书写工具和材料的介绍；选帖的意义 3  

2 读帖练习，感受与总结不同笔法的不同书写表现  3  

3 
以《乙瑛》碑为例的基本笔画练习；课堂辅导单字

练习；课上点评。 
3  

4 节临字帖；课上点评。 3  

5 初次创作练习；课上点评。 3  

6 背临字帖；课上点评。 3  

7 对临字帖，第二次创作练习；课上点评 3  

8 通临字帖；课上点评。 3  

9 第三次创作练习。课上点评。 3  

10 实践课 3  

11 考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本科程无明确先修课程，或可谓所有修养之先结构皆为本课程之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本课程无明确后续课程，技法乃终生锤炼所得。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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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笔法的掌握。 

难点：结体的认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现场点评。 

2.个人练习与佳作欣赏相结合 

教学手段： 

1. 示范、一对一指导。 

2.。课堂教学与博物馆参观相结合。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博物馆及校内展览相结合。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倪浩文 编《中国经典碑帖释文本·乙瑛碑》，古吴轩出版社，2009年 11月出版 

（二）推荐参考书 

孙宝文编 《乙瑛碑》，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年 9月出版  

执笔：孙鹤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世界民族音乐概论 
Introduction to World Music 

课程号：5070307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获得有关世界各民族音乐的主要体裁、形式、乐器、乐种和音乐形

态特征等方面的基础知识；2、在演奏演唱实践中，初步了解或掌握某些音乐体裁、形式、乐器、

乐种的演唱演奏的基本技能；3、在实践体验中，获得有关世界各音乐文化区、各民族音乐的音乐

观念、音乐与文化、音乐的发展与变化等方面的基本知识；4、掌握跨文化音乐比较研究的基本理

论、知识和方法，以此来分析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音乐及其特点；5、在比较世界各地区、各民

族音乐文化的过程中，提高学生对音乐的分析和鉴赏能力；6、通过对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多种多

样音乐风格和丰富的音乐表现手法的了解，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成长；7、培养学生对世界

各地区、各民族音乐学习的兴趣，在学习不同民族的音乐传统及其优秀音乐作品的过程中，树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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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尊重多元音乐文化的观念，使学生具有国际视野，培养尊重他人、尊重自己的精神，培养学生

参与国际音乐文化交流的能力；8、培养学生具有乐于探究音乐艺术奥秘的志趣，能主动地进行探

究性学习，具有一定的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9、通过对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音乐的学习，理解音

乐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注“文化中的音乐”和“音乐中的文化”，进而理解音乐在文

化整体中的位置以及各民族音乐之共性与特性。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世界民族音乐的相关知识，了解

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以体现、尊重多元文化，拓展音乐的国际视野、提倡音乐文化认

同理念。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民族、民族文化与民族音乐 

2．世界民族概况 

3．世界各民族的音乐形态 

4．世界各民族的乐器 

5．世界民族音乐的文化区划 

学习目标： 

1．了解世界民族音乐的基本内涵。 

2．掌握世界民族音乐的文化区划。 

作业：从课程内容出发，结合自己的兴趣点，对自己家乡的音乐形态进一步了解和认识。 

思考：音乐与文化的关系。 

知识单元 2：东亚地区音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音乐 

2．蒙古国音乐 

3．朝鲜和韩国音乐 

4．日本音乐 

学习目标： 

1．了解东亚地区音乐文化的形态。 

2．掌握东亚地区民族音乐的基本特征。 

作业：演唱中国民歌《茉莉花》、日本民歌《樱花》。 

知识单元 3：东南亚地区音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越南音乐 

2．老挝音乐 

3．柬埔寨音乐 

4．缅甸音乐 

5．泰国音乐 

6．马来西亚音乐 

7．新加坡音乐 

8．文莱音乐 

9．印度尼西亚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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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东帝汶音乐 

11．菲律宾音乐 

学习目标： 

1．了解东南亚地区音乐文化的形态。 

2．掌握东南亚地区民族音乐的基本特征。 

作业：演唱印度尼西亚民歌《星星索》。 

知识单元 4：南亚地区音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尼泊尔音乐 

2．不丹音乐 

3．巴基斯坦音乐 

4．印度音乐 

5．孟加拉国音乐 

6．斯里兰卡音乐 

7．马尔代夫音乐 

学习目标： 

1．了解南亚地区音乐文化的形态。 

2．掌握南亚地区民族音乐的基本特征。 

作业：演唱印度电影歌曲《丽达之歌》。 

知识单元 5：西亚、中亚、北非地区音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阿富汗音乐 

2．哈萨克斯坦音乐 

3．吉尔吉斯斯坦音乐 

4．乌兹别克斯坦音乐 

5．塔吉克斯坦音乐 

6．土库曼斯坦音乐 

7．伊朗音乐 

8．格鲁吉亚音乐 

9．土耳其音乐 

10．叙利亚音乐 

11．以色列音乐 

12．巴勒斯坦音乐 

13．埃及音乐 

14．利比亚音乐 

15．突尼斯音乐 

16．阿尔及利亚音乐 

17．摩洛哥音乐 

学习目标： 

1．了解西亚、中亚、北非地区音乐文化的形态。 

2．掌握西亚、中亚、北非地区民族音乐的基本特征。 

作业：思考西亚、中亚、北非地区的音乐与地理的关系。 

知识单元 6：非洲地区音乐 

参考学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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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马里音乐 

2．塞内加尔音乐 

3．几内亚音乐 

4．贝宁音乐 

5．加纳音乐 

6．利比里亚音乐 

7．尼日利亚音乐 

8．喀麦隆音乐 

9．苏丹音乐 

10．中非音乐 

11．埃塞俄比亚音乐 

12．坦桑尼亚音乐 

13．肯尼亚音乐 

14．乌干达音乐 

15．刚果共和国音乐 

16．安哥拉音乐 

17．赞比亚音乐 

18．南非音乐 

学习目标： 

1．了解非洲地区音乐文化的形态。 

2．掌握非洲地区民族音乐的基本特征。 

作业：练习非洲音乐中几种典型的节奏型。 

知识单元 7：欧洲地区音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芬兰音乐 

2．瑞典音乐 

3．挪威音乐 

4．丹麦音乐 

5．冰岛音乐 

6．爱沙尼亚音乐 

7．拉脱维亚音乐 

8．立陶宛音乐 

9．俄罗斯音乐 

10．白俄罗斯音乐 

11．乌克兰音乐 

12．波兰音乐 

13．匈牙利音乐 

14．德国音乐 

15．奥地利音乐 

16．瑞士音乐 

17．英国音乐 

18．爱尔兰音乐 

19．荷兰音乐 

20．比利时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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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法国音乐 

22．西班牙音乐 

23．葡萄牙音乐 

24．意大利音乐 

25．塞尔维亚音乐 

26．罗马尼亚音乐 

27．保加利亚音乐 

28．希腊音乐 

29．吉普赛音乐 

学习目标： 

1．了解欧洲地区音乐文化的形态。 

2．掌握欧洲地区民族音乐的基本特征。 

作业：思考欧洲地区的音乐与地理的关系。 

知识单元 8：北美洲地区音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格陵兰音乐 

2．加拿大音乐 

3．美国音乐 

学习目标： 

1．了解北美洲地区音乐文化的形态。 

2．掌握北美洲地区民族音乐的基本特征。 

作业：演唱黑人灵歌《马车从天上下来》。 

知识单元 9：拉丁美洲地区音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墨西哥音乐 

2．哥斯达黎加音乐 

3．巴拿马音乐 

4．古巴音乐 

5．牙买加音乐 

6．海地音乐 

7．巴巴多斯音乐 

8．哥伦比亚音乐 

9．厄瓜多尔音乐 

10．委内瑞拉音乐 

11．秘鲁音乐 

12．玻利维亚音乐 

13．巴拉圭音乐 

14．巴西音乐 

15．智利音乐 

16．阿根廷音乐 

17．乌拉圭音乐 

学习目标： 

1．了解拉丁美洲地区音乐文化的形态。 

2．掌握拉丁美洲地区民族音乐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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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演唱拉丁美洲民歌《飞驰的鹰》。 

知识单元 10：大洋洲地区音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密可罗尼西亚音乐 

2．波利尼西亚音乐 

3．美拉尼西亚音乐 

4．澳大利亚音乐 

5．巴布亚新几内亚音乐 

6．新西兰音乐 

学习目标： 

1．了解大洋洲地区音乐文化的形态。 

2．掌握大洋洲地区民族音乐的基本特征。 

作业：思考大洋洲地区的音乐与地理的关系。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2  

2 东亚地区音乐 1 2  

3 东亚地区音乐 2 2  

4 东南亚地区音乐 1 2  

5 东南亚地区音乐 2 2  

6 南亚地区音乐 1 2  

7 南亚地区音乐 2 2  

8 西亚、中亚、北非地区音乐 1 2  

9 西亚、中亚、北非地区音乐 2 2  

10 非洲地区音乐 1 2  

11 非洲地区音乐 2 2  

12 欧洲地区音乐 1 2  

13 欧洲地区音乐 2 2  

14 北美洲地区音乐 2  

15 拉丁美洲地区音乐 2  

16 大洋洲地区音乐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对世界民族音乐中不同的文化区划的理解以及对世界上各民族、各地区音乐形态的认知

理解。 

难点：把握世界各民族、各地区民族音乐形态与其相关文化的联系，并从中得到音乐文化的认

同理念。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音乐欣赏：知觉欣赏、情感体验、理性分析。在课程实施过程中以情感体验为基础，体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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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各地区音乐不同的感情表达方式、不同的音乐形态特征，进而分析各自不同的音乐表现手法

和音乐美学观。在这种学习方式中，提高音乐感受力、想象力、理解力和创造力。同时树立尊重多

元文化的观念，聆听、感知、体验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音乐美，以培养真正的世界音乐视野。 

2．演示。通过在课堂上展示实物、图片等教具，由教师或学生进行示范演唱、演奏，或者通

过媒体画面烘托音乐情绪、气氛，来介绍音乐与相关文化，通过直观性强的介绍，能使学生获得具

体、生动、真实的感受。在演示的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由感知音乐作品提升到认识音乐现象，形

成音乐概念，养成提出和解决音乐问题的习惯，使学生在丰富生动的各民族、各地区音乐作品的体

验中，激发求知欲，培养观察力，提高音乐审美情趣和审美能力。 

3．观摩。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组织学生观摩世界各民族、各地区音乐演唱、演奏会或相关音

乐活动，以获得新经验和加深巩固旧经验。观摩法以其面对实际现场的演唱、演奏和民俗活动，能

得到更为真切的体验，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更好地领会所学的内容，扩大学生的视界，激发学生的

求知欲望。 

教学手段： 

多媒体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堂自主学习以教师安排的讨论为主要形式，安排在课堂教学的最后 2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7、作业要求： 

从教学目标出发，围绕课程的重点难点，安排学生在课下进行延伸式的自主学习。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使用杜亚雄的《世界音乐地图》作为本课程的教材，目前尚未自编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杜亚雄著《世界音乐地图》，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9年 5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美]杰夫·托德·提顿主编，周刊、朗丽旋译《世界音乐》，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4月 第 1版 

2.王耀华著《世界民族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98年 2月 第 1版 

3.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民族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 9月 第 1版 

执笔：王莉  审稿：    审定：    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3日 

 

中国画笔墨与技法基础 
Chinese Painting and Technique Foundation 

课程号：5070307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以认知中国绘画的审美特质为教学目标，融通了中国绘画审美

理论与中国画技法基础（两者结合、知行互促）的通识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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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的审美特质存在于“笔墨”中。具体而言，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帮助学生认知、

理解中国绘画的审美特质；2、帮助学生深刻理解中国绘画审美中的核心观念及其在笔墨上的表现，

习得中国绘画基本技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中国画审美基本理论与中国绘画基本技法的习练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帮

助学生深刻理解中国绘画审美中的核心观念及其在笔墨上的表现，实现学生对中国画审美特质的认

知与理解，使学生掌握中国画审美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绘画基本技法，深刻理解“笔墨”、“意趣”、

“形神”、“气息与气韵”、“境界与意境”等概念和理论范畴，改善学生对中国绘画及中国传统文化

的认知，为学生进一步发展其在中国传统文化（文艺）领域的兴趣提供绘画的观点与视角。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16学时 

知识单元 1：笔墨是中国绘画审美的核心 

参考学时：4学时（理论授课学时 2学时，实验学时 2学时） 

学习内容： 

1．笔墨是绘画的实处，是绘画的客观的物质性的呈现。 

2．笔墨是我们探讨绘画审美的根本。“墨”为“笔”所施就，探讨笔墨，核心在探讨用笔。 

3．认识毛笔工具，初步体会毛笔与硬笔使用上的异同。（实验教学，2 学时，参见实验 1“认

识毛笔”） 

学习目标： 

1．了解“笔墨”概念，认识到我们对一幅中国画产生的感受完全“原因”绘画上的笔踪墨痕、

舍此无他。 

2．认知毛笔工具与铅笔、钢笔、签字笔等硬笔工具的不同。 

作业： 

布置学生准备本课程实验教学必须的工具：1.毛笔（大中小号各 1）；2.墨汁，有条件最好准

备砚台、墨锭；3.生宣纸若干张，量上以满足课上、课下笔墨实践为度；4.白色瓷碟或瓷盘；5.

画毡，用平整的棉布也可；6.水盂，可用其他稍大容量的盛水器具代替。所列工具为本课程实验教

学不可或缺。 

知识单元 2：初步认识“笔墨”——“形”与“象” 

参考学时：4学时（理论授课学时 2学时，实验学时 2学时） 

学习内容： 

1．东晋顾恺之“传神写照”、“迁想妙得”说。 

2．南朝齐谢赫“气韵生动”说。 

3．用最快活的心态自在地使用毛笔。（实验教学，2 学时，参见实验 2“用最快活的心态自在

地使用毛笔”） 

学习目标： 

1．明了“形神兼备”、“气韵生动”说的具体内涵。 

2．明了“神”“气韵”首先不离于“物”（写照的对象）。 

3．了解艺术创作的客观过程（状态），艺术家与“物”观照→在心内成“象”→通过笔墨造型

完成“画象”。 

4．体会“笔墨”即使脱离所描绘的物“形”，笔墨自身仍具备审美价值——这里的审美价值（内

容）是直接作用于“形”、甚而达物之“神”的关键。 

作业： 

课下继续通过“自在地使用毛笔”的一系列练习，感受“笔墨的表情”与自己当时心里状态的

联系。 

知识单元 3：笔墨与意趣 

参考学时：4学时（理论授课学时 2学时，实验学时 2学时） 



5991 

学习内容： 

1．意趣——以庄子观鱼为例，意趣是自然的人化。 

2．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意趣是“客观的自然景象和主观的生命情调底交融渗化”。  

3．通过具体绘画，探讨中国绘画“形”与“意”兼融的笔墨表达。 

4．临摹朱新建鸟禽绘画小品。（实验教学，2学时，参见实验 3“临摹朱新建鸟禽绘画小品”） 

学习目标： 

1．明了中国绘画不以摹拟自然为目的，绘画中的形象是“客观的自然景象和主观的生命情调

底交融渗化”达成的“意象”。 

2．明了中国绘画、诗歌、音乐等文艺是观照自然生命的延伸，所谓“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

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3．帮助学生体会 “形”与“意”兼融的笔墨表达。 

作业： 

课下继续通过临摹练习，体会“笔墨的表情”与艺术家心中禽鸟意象间的联系。 

知识单元 4：笔墨的气息（再论“气韵”） 

参考学时：4学时（理论授课学时 2学时，实验学时 2学时） 

学习内容： 

1．“气韵”是包含在墨“象”中除去“形”摹外的客观存在。 

2．“气息”是可感的透发在笔墨中的艺术家的情性。 

3．笔墨“气息”、气韵，凝结在物我交融渗化并以绘画为形式的艺术造型中。 

4．笔墨—形神气韵的居所：通过具体绘画（书法）的赏析，探讨笔墨的气息。（时代气象：西

汉卜千秋墓壁画 汉简牍书 汉画像砖 汉霍去病墓前雕塑 ；书法笔法审美与绘画笔墨的关系[个性

体悟]：钟繇“每见万类皆画象之”， 张旭“孤蓬自振、惊沙坐飞”及其《肚痛帖》，怀素“一一自

然”及其《小草千字文》，颜真卿“何如屋漏痕”及其《祭侄稿》，米芾“臣刷字”及其书札，苏轼

与黄庭坚；书者如也，画如其人：书法点画审美与绘画笔墨表现力 赵子固《写生水仙 页》，扬无

咎《四梅花图卷》，徐渭《水墨写生卷》，陈淳《蜀葵》等） 

5．通过绘画临摹教学（实验教学，2学时，参见实验 4“临摹八大山人、齐白石、朱新建所画

鱼、鸟”），感受笔墨气息方面的差异。 

学习目标： 

帮助学生建立“笔墨”审美经验，体会中国绘画的“形而上”的理念及表达特质。 

作业： 

笔墨气息的认识是本课程的教学难点。指导安排学生课下赏析古代经典绘画（赵子固《写生水

仙 页》，扬无咎《四梅花图卷》，徐渭《水墨写生卷》，陈淳《蜀葵》等），并结合一定的临摹作业

（前述经典的局部），继续深入理解领会课程所讲授的内容。 

知识单元 5：忘笔墨而取其真 

参考学时：8学时（理论授课学时 4学时，实验学时 4学时） 

学习内容： 

1．荆浩《笔法记》中的“真”：辨析荆浩的“华实之辩”。 

2．齐白石“不似为欺世、太似为媚俗”也是关于“真”的解说。 

3．哲学层面考察“真”：是“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是真善美的统一。 

4．绘画（艺术）层面看：真，意味着近乎道的“自然”境界。 

5．通过具体绘画欣赏和临摹实践（实验教学，4学时，参见实验 5“我所认为的取物象之‘真’

的绘画”），体会笔墨在达“真”方面的表现——引导学生回顾“意趣”、“气韵”、“气息”等范畴的

理论教学、实践教学过程，达成“以上理论范畴、观点实质是为‘真’这一审美理想所涵摄”的认

识。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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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帮助学生领会“真”的实质、内涵以及“真”在绘画层面的笔墨表现。 

2．帮助学生认知“真”在中国文艺思想中的核心价值。 

3．和学生一起探讨，不仅是绘画，中国文学、音乐等各种文艺是共树而分条的关系。从根本

上说，绘画只是中国人生命感受表达的一种方式而已。中国文艺与中国哲学是同体共脉的。 

作业： 

“真”本质上是哲学话题，从绘画层面探讨“真”，是本课程的教学难点。学生课下应做一些

中国文学（重点是诗词）、音乐与中国绘画的比较研究，深入体会艺术在根本上是人生的艺术化，

人类在发展灿烂文化的同时也在被自身所创造的文化所“化育”，人类发明发展出的文化与人类所

被化育的资源中是包含着绘画、音乐、诗歌等艺术的，绘画等艺术均以上述情状为背景，所以中国

绘画在本质上是中国文化整体以“绘画”为形式的展现。 

知识单元 6：笔墨与境界 

参考学时：8学时（实验学时 4学时，理论授课学时 4学时） 

学习内容： 

1．“日能热、月能冷”，“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好的绘画不以“知识”作为欣赏条件，

所谓“目击道存”。 

2．通过绘画作品的赏析并结合一定实践（实验教学，4学时，参见实验 6“不需要‘知识’就

可以欣赏的绘画”），与学生探讨“自然”、“觉解”的笔墨表现。 

3．艺术家的觉解（人生的觉解）→←笔墨的觉解：以齐白石晚年绘画和朱新建绘画为例。 

4．“境界”不是“意境”，解析“意境”、“境界”。 

5．老子“为道日损”，论语“吾与点也”，庄子“解衣般礴”、“目击而道存”，文献中的唐代画

家张璪：何谓绘画的“自然”境界：感受力与表达力（艺力）的质朴深厚、圆融无碍。 

学习目标： 

1．帮助学生透过笔墨体察艺术家为艺（为人）的境界（态度）。 

2．帮助学生理解“自然”的哲学内涵与进入“自然”境界的绘画表现。 

3．帮助学生领会：“境界”是属人的，“拈花一笑”尽可只在心头、不染缣素。我们崇尚绘画

的自然，或者文章、诗歌等辞章的玲珑透脱，其实是欣欣然于人生的觉悟。 

作业： 

此次作业在最后 1-2 课时随堂进行，内容是：1.学生评价自己的学习并评价教师的教学；2.

学生自评与学生互评相结合，由学生们集体自主评定每位同学的课业成绩，教师主要是组织、必要

时参与评定。评定结果作为学生课业的考核成绩。 

课程总结： 

我们欣赏中国绘画，感受中国绘画独特的审美，从根本上说是在体悟人生——看似是旁观他人，

其实也不免是自己人生的一部分；尽管古人多将生命感遇发之以诗文，书画相比而言像是对人生际

遇的逃离、潜遁，失之东隅、得之桑榆，但又如何能逃脱呢？对于画者而言中国绘画一直以来就是

人生的孔窍“仿佛若有光”，体会人心，达观并超越。中国画在这一点上和别的绘画不同，更不同

的、更深层的审美体验在于“虚处”（不是“留白”，不是空灵，超脱形、意上，又在字里行间）：

态度，艺术之所以是艺术的部分，所谓觉悟、陶陶然处。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6个，共 16学时 

实验 1：认识毛笔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认知毛笔工具与铅笔、钢笔、签字笔等硬笔工具的不同 

实验要求：熟悉毛笔的结构、性能；破除学生在毛笔使用上的误解，掌握基本的执笔、运笔方法。 

实验活动：新毛笔完全发开，通过用笔蘸清水书写汉字，研究毛笔与硬笔在书写点画方面的异

同，体会毛笔在书写点、横、竖、撇、捺、折、挑等汉字基本点画时，与用硬笔书写时的手感（如：

笔划过纸面时，硬笔用力偏恒定、毛笔用力多借笔的自然弹性且用力不恒定）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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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2：用最快活的心态自在地使用毛笔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自在地使用毛笔”的一系列练习，感受“笔墨的表情”与自己当时心里状态

的联系。 

实验要求：1. 观察水波、藤蔓的图片，体会自身对自然物的感受；2. 从自身感受出发，力图通

过最放松状态下的毛笔的自然挥运呈现这一感受；3.作业展示，学生交流绘画体验，教师比较讲评。 

实验 3：临摹朱新建鸟禽绘画小品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临摹朱新建鸟禽绘画小品。 

实验要求：选取朱新建以鸟禽为题材的水墨小品，要求同学完成 2-4件临摹作业。体会笔墨意趣。 

实验 4：临摹八大山人、齐白石、朱新建所画鱼鸟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临摹八大山人、齐白石、朱新建所画鱼鸟 

实验要求：1.选取八大山人、齐白石、朱新建所画鱼鸟作品，要求同学各完成三人（八大山人、

齐白石、朱新建）的每人至少 1 件的临摹作业，体会三人笔墨气息上的差异。2. 作业展示，学生

交流绘画体验，教师比较讲评。 

实验 5：我所认为的取物象之“真”的绘画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学生就自认为“真”的绘画进行交流、研讨 

实验要求：1.每位同学选择 1-2件最认为“真”的绘画，同学在作品选择上如有重合可结组作

交流；2.就选择的绘画进行交流、研讨；3.以学生自主交流为主，教师主要负责教学的组织、记录

学生发言要点并适当参与讨论。 

实验 6：不需要“知识”就可以欣赏的绘画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以上一实验讨论到的绘画、学生在实验教学中完成的临摹作品为对象，体会“质朴”、

“圆融”、“天真”的审美品质，讨论何谓中国绘画的“笔墨觉解”。 

实验要求：1.要求学生将临摹作品作统一展示（原作展示或图片投影展示）；2.教师回顾教学

过程，并阐述上一实验教学活动时学生发言的要点，并作点评；3. 以上一实验讨论到的绘画、学

生在实验教学中完成的临摹作品为对象，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地讨论中国绘画“质朴”、“圆融”、

“天真”的审美努力及“笔墨觉解”的绘画应有的特征。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笔墨是中国绘画审美的核心 1（理论教学） 2  

2 笔墨是中国绘画审美的核心 2（实验教学 1） 2  

3 初步认识“笔墨”——“形”与“象”1（理论教学） 2  

4 初步认识“笔墨”——“形”与“象”2（实验教学 2） 2  

5 笔墨与意趣 1（理论教学） 2  

6 笔墨与意趣 2（实验教学 3） 2  

7 笔墨的气息（再论“气韵”）1（理论教学） 2  

8 笔墨的气息（再论“气韵”）2（实验教学 4） 2  

9 忘笔墨而取其真 1（理论教学） 2  

10 忘笔墨而取其真 2（理论教学）（实验教学 5.1） 2  

11 忘笔墨而取其真 3（实验教学 5.2） 2  

12 忘笔墨而取其真 4（理论教学）（实验教学 5.3） 2  

13 笔墨与境界 1（实验教学 6.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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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笔墨与境界 2（实验教学 6.2）（理论教学） 2  

15 笔墨与境界 3（理论教学） 2  

16 笔墨与境界 4（实验教学 6.3）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形神、意趣、气韵、气息、真、境界。 

难点：气息、真、境界。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贯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法。学生的笔墨实践（方法训练）将密切结合学生对理论的

接受度、以帮助学生理解理论内涵为目标选取合理的绘画训练的内容，并将此原则贯穿在每一章节

的教学中。 

2. 贯彻教学相长的理念，启发、讲授、交流、研讨相结合。 

教学手段： 

1. 采用广泛的媒体形式（图片、视频），帮助学生建立起清晰、具体的“笔墨”形象。 

2. 采取教师示范、学生实践、教师讲解为次序的教学，帮助学生通过笔墨实践掌握基本的中

国绘画方法，以增益学生感性经验并由此经验得以能够较深刻地理解关于中国画审美方面理论内

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活动教室（桌椅可任意搬动、组合）。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自主学习 4课时，实验教学 16课时在课堂教学内完成，课外实验 0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7、作业要求： 

根据理论教学的要求，每章均布置相应作业，并将作业完成情况作为课业成绩考查的重要内容。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目前无适应本课程要求的教科书。课程计划在合适时候自主编写《中国画笔墨审美研究》理论

教学教材；实验教学在课程中占一半学时，与本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休戚相关，计划在理论教学教

材编写中融入“实验操作指导”部分。课程教材在出版上，期望得到学校的政策与经费支持。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无适应本课程要求的教科书。目前，结合课程教学目标，已完成了《<中国画笔墨与技法基础>

教学大纲》、《中国画笔墨与技法基础》课程电子教案、微课《笔墨十讲》、多媒体教学资料等与课

程密切相关的教学材料的建设。 

（二）推荐参考书 

1. 陈传席著《中国绘画美学史》，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8月 第 1版 

2. 李泽厚著《美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7月 第 1版  

执笔：赵 强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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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音乐经典 
Music classics of Chinese and oreign  

课程号：5070308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主干课程，旨在以“育德、增智、健康、怡情”为

理念，在已开设的通选课程《音乐欣赏》基础上进行拓展，增加了“音乐特殊功能”“音乐基础知

识”“戏曲及说唱”“经典音乐剧”等相关内容，选择的音乐作品及研读内容，尽可能广泛、有代表

性，并予以人文的诠释。课程的信息将涵盖声乐、器乐、综合音乐艺术等门类的内容，所选音乐作

品皆为中外经典之作。通过戏曲、说唱等内容的融入，使其感受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

特魅力，在学校课堂有限的时间内，开阔学生的多元音乐文化视野。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第一章 音乐功能与审美鉴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章 音乐功能与审美鉴赏 
 第一节 音乐的多种功能 
一、音乐的审美功能 

二、音乐的教育功能 

三、音乐的娱乐功能 

四、音乐的实用功能 

 第二节 音乐的审美鉴赏 
一、旋律美 

二、节奏美 

三、音色美 

四、和声美 

五、曲式美 

六、复调美 

 第三节 音乐的基础知识 
一、五线谱及音符 

二、节奏及节拍 

学习目标： 

1、正确认识音乐的多种功能。2、掌握音乐审美鉴赏的构成要素。3、熟练识记音乐基础知识。 

作业：1、音乐的功能有哪几种？2、音乐审美鉴赏的构成要素有哪些？3、将五线谱和简谱进

行转换。 

知识单元 2：第二章  词曲交融的经典歌曲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第二章  词曲交融的经典歌曲 
第一节  民间歌曲 

    一、中国民歌 
二、外国民歌 
第二节  艺术歌曲 

    一、中国艺术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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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国艺术歌曲 
第三节  流行歌曲 

    一、中国流行歌曲 
    二、外国流行歌曲 

学习目标： 

1、了解民歌的特点及功能。2、掌握艺术歌曲的由来及主要特征。3、流行歌曲的特征及风格。 

作业：1、熟记民歌的三种体裁及主要特征。2、选出民歌、艺术歌曲、流行歌曲代表作品各一

首进行实践。 

知识单元 3：第三章  风格迥异的器乐精品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中国民族器乐 

一、民族器乐概述 

二、民族独奏器乐 

三、民族器乐合奏 

第二节   西洋器乐 

一、西洋器乐概述 

二、西洋乐器介绍 

三、西洋器乐作品赏析 

学习目标： 

1、了解民族器乐、西洋器乐的发展由来。2、熟识不同器乐的音色特色。3、熟练听辨经典器

乐作品的曲目。 

作业：1、简述中国主要民族器乐的发展沿革。2、掌握键盘乐器的发展由来及种类。 

知识单元 4： 第四章  异彩纷呈的综合艺术形式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歌剧 

第二节   舞剧 

第三节  音乐剧 

第四节  戏曲、说唱音乐 

学习目标： 

1、了解歌剧、舞剧、音乐剧的共性与区别。2、激发同学对戏曲及说唱音乐的学习热情。 

2、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赏析。 

作业： 

1、简述歌剧和音乐剧的区别。2、概述戏曲唱腔的三种体裁及特征？3、京剧唱腔的特点？ 

知识单元 5： 第五章  魅力无穷的欧洲古典音乐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管弦乐曲 

第二节  交响序曲 

第三节  组曲 

第四节  交响诗 

第五节  协奏曲 

第六节  交响曲 

第七节  室内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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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管弦乐曲、交响曲、室内乐的乐队构成。2、对经典的有代表性的管弦乐曲、交响曲、

室内乐进行赏析。 

作业： 

1、对交响序曲、交响曲、室内乐的概念进行区别。2、听辨莫扎特、贝多芬、施特劳斯、柴可

夫斯基的器乐作品。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音乐多种功能及审美要素 3  

2 第二章 词曲交融的经典歌曲之民歌     3  

3 第二章 词曲交融的经典歌曲之艺术歌曲  3  

4 第二章 词曲交融的经典歌曲之流行歌曲 3  

5 第三章  风格迥异的器乐精品之民族器乐及作品 3  

6 第三章  风格迥异的器乐精乐之西洋乐器及作品 3  

7 第四章  异彩纷呈的综合艺术形式之歌曲、舞剧  3  

8 第四章  异彩纷呈的综合艺术形式之音乐剧 3  

9 第四章  异彩纷呈的综合艺术形式之戏曲说唱 3  

10 第五章  魅力无穷的欧洲古典音乐之管弦乐曲  3  

11 第五章  魅力无穷的欧洲古典音乐之奏鸣曲、室内乐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门课程与其他课程是整体与分支的关系 

先修课程：《中外音乐经典》《艺术修养与艺术鉴赏》 

后续课程：《声乐艺术赏析与实践》《世界民族音乐概论》《器乐作品赏析与实践》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经典声乐作品与器乐作品的创作背景及风格特征。 

难点：鉴赏不同时期的音乐作品的方式方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取解读、赏析、示范、与学生互动等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学手段： 

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制作课件力求简洁、直观、丰富、具有可视性。对于关键历史节

点上产生意义深远的音乐作品进行研读和适当的实践练习，此手段意在使学生对某段音乐文化存在

的理论意义加深理解与认识。此外，为学生配备与教学内容相匹配的音频或视频资料，进一步保障

音乐教学的质量和效果。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将艺术实践、笔试考试相结合，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

％，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践占 10%；期

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教学教材《大学音乐》（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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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 
China and the World in History 

课程号：5070308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主干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往来与交流的历史。 

2、让学生了解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前沿问题，能够以全球视野重新审视中国历史。 

3、通过史实的学习，让学生能够鉴古知今，理解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共性和

差异性及其形成的根源和过程，学会思考当今国际关系格局的历史原因。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站在中国看世界，站在世界看中国，

能够为我们研究历史和认识现实提供不同的视角，以全球视野审视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无疑具有

重要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开设《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课程，兼顾中国史与世界史，是真正意

义上的通史和整体史，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历史知识和历史认识水平，还能让学生理解中国与世界其

它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共性和差异性及其形成的根源和过程。在全球化时代，作为政法院校的学生，

应该具备国际性的宏观视野和包容差异的开明心态，而开设上述通识课程则有助于该目标的实现。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从孔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的比较，看“轴心时代”人类精神的觉醒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轴心时代”与可比性 

轴心时代远隔千山万水，彼此隔绝的中国、希腊、印度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出现了人类精神文明

发展变化有重大突破性进展，三个地区的人类开始探究许多根本性的问题，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

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 

孔子（公元前 551—前 479年）和柏拉图（公元前 427—前 347年）分别是屹立于东西方的两

位享誉世界的思想文化巨人，他们都处于人类精神觉醒的“轴心时代”，又都堪称各自文明的代表

人物之一，两人的比较具有 “横向的共时性（synchronic）”。 

2．孔子为政以德的治国策 

（1）家国同构和身国共治 

（2）内圣外王与忠君尊王 

（3）正民之道与德主刑辅 

3．柏拉图的政治观 

（1）“正义”、“善”和“理念” 

（2）哲学王和美德治国 

（3）五种政体说——对古希腊不同城邦政治体制的比较 

（4）柏拉图政治观的演变 

4．孔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之比较 

（1）治国的理论依据不同 

（2）治国路径之不同 

（3）对“政治”的不同理解以及政体问题 

（4）“内圣外王”与“哲学王”之异 

（5）“天下”与“城邦”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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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理解孔子德治的基本内容 

2．了解柏拉图政治观的基本内容 

3．通过比较引发对中国与西方在政治发展史上迥异的发展路径原因深层次思考。 

作业：阅读两部经典《论语》和《理想国》 

知识单元 2：中国古代天下观与西方世界秩序观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异同 

从古代的生产方式看文化差异。农耕文化是生生文化，草原文化是杀生文化。中国农民种粮、

种树、种菜、种花，是为了求生。草原文化是杀生文化，要维持生计就要杀生，杀牛羊、杀野兽，

没有杀，就没有生。 

2． 中国“天下观” 

中国历史上有天下观，中国的最高理想是世界大同，当然要向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来过渡。这

使得中国文化具有了包容非华夏民族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3． 华夷之辨与天朝封贡体系 

追根溯源华夷之辨的原意是文明和野蛮之辨！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其本质是歌颂追求

文明。封贡体系中的天朝与朝贡国不是现代国际关系意义上平等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也绝非殖民

体系下，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充满了掠夺和压迫的殖民关系。这一秩序把东亚各国人民引导到了文

明社会，在近代以前数千年中该秩序的主要特征是和平互利性质的。 

4． 西方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后的世界秩序观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了作为现代国际关系之特征的民族国家分立的标准。尊重主权和民族国

家概念的深化有一定进步意义，但也绝不可过分夸大。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之后，为了解决各国

之间的矛盾和争端，建立一个能达到某种平衡的世界秩序，在和约的基础上，由列强主导又签订了

许多和约、条约，建立了各种体系和国际组织，包括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

系等。我们发现在这一系列体系建立的前面都是一场场血雨腥风。换言之，是堪称人类浩劫的大规

模战争达成了某种平衡的世界秩序。 

5． 对当代中国崛起背景下世界秩序的再思考 

西方先行世界其他文明一步，实现了其文化的现代化，提炼出自身优秀的文化价值观，而后挟

工业文明之威，完成了世界性传播，并据此构建了世界秩序。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

其文化当然具有贡献世界优秀价值观的潜力。历史上中国的疆域扩大、民族融合是文化与民族内聚

而形成的，并未伴随着以轴心向外辐射的大规模军事扩张，这一点同西方的大国崛起恰恰相反。 

学习目标： 

1．理解中国古代的“天下观” 

2．掌握西方世界秩序观形成的历史 

作业：阅读相关论著，阐述对两种世界秩序观的看法。 

知识单元 3：丝绸之路与汉唐时期的东西文化交流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概论 

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开辟与发展、丝绸之路对东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丝绸之路体现出来的汉唐

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特点。 

2． 丝绸之路与进入中国的外来文明 

中古时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人，以中转贸易的形式将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物质文明

和宗教、艺术文化沿丝绸之路向东方传播。以何家村窖藏、安伽墓、中原贵族墓室壁画等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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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介绍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外来文明。 

3． 丝绸之路与汉文化的西传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是双向的，汉文化的物化形式——汉文典籍向西域地区广泛传播，汉化

的佛寺也在西域地区建立起来，随之而来的是汉译佛典。代表儒家文化的《尚书正义》《经典释文》

《切韵》，史部的《史记》《汉书》等，都传抄到沙漠绿洲，作为唐朝学生习字范本的王羲之《兰亭

序》和《尚想黄绮帖》，也都成为西域地区儿童的习字范本。 

学习目标： 

1．了解丝绸之路开辟与发展的历史。 

2．掌握丝绸之路与汉唐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史实，理解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呈现出双

向流动性的特点。 

3．初步掌握利用汉籍和域外史料以及考古发现的器物、图像资料探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史学

研究方法。 

作业：举例说明汉唐时期丝绸之路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作用。 

知识单元 4：宋元的海外贸易与中外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介绍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展及其原因：宋元时期中国造船业和航海技术长期发展的结

果；陆路交通由于两宋与西夏、辽、金等民族政权的对立和战争导致不利通行；海外贸易带来的巨

大利润的刺激；宋元时期重视和发展海外贸易的一系列措施。 

2． 繁荣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 

以广州、泉州、明州为例介绍宋元时期繁荣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在这些城市中设立有市舶司，

还建有专为前来经商的蕃舶举办慰劳送别之宴即“犒设”的场所，以“刺桐城”扬名海外的泉州在

南宋中晚期便取代广州成为全国第一大港，城中有专门的蕃坊，供外国人居住。丝绸、瓷器等中国

商品经由这些港口远销海外。 

3． 宋元时期中外人员流动 

宋元时期，中外交通特别是海上交通的发达，为中国人到海外提供了更为便利的交通手段，这

一时期中国人到海外的越来越多，其中主要是商人，并在海外贸易地产生了商会据点。一些记载中

外交通方面的专门著作在此时问世，说明宋元时人对海外世界的认识也有了显著进步。与此同时，

不少外国人也旅居中国，其中有派来中国的使臣，还有到中国经商的商人和游历的旅行家，最为著

名的莫过于大食人蒲寿庚、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与摩洛哥人伊本·巴图塔。 

4． 宋元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宋元时期的外来文化，主要是伴随着大量西域人东来而传入的西亚阿拉伯的数学、天文历法、

医学知识、工艺制造技术、建筑、音乐等等。以三大发明、宋版汉文《大藏经》、程朱理学为代表

的中国文化也传向西方。 

学习目标： 

1．了解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发展的原因和表现。 

2．掌握宋元时期中外关系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史实。 

3．了解学术界关于宋元中外关系史一些重大问题的争论，初步掌握利用汉籍和域外史料以及

考古发现的器物、图像资料探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史学研究方法。 

作业：阅读相关论著，了解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搜集宋元时期海外贸易和中外文化交流空前发

展的例证。 

知识单元 5：“明朝后无中国”：东亚诸国对于明清中国的认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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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论 

认识明清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往往侧重中国与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的关系和比较研究，却

忽视了中国与同为东方的朝鲜、日本等东北亚国家之间的交往。由于被视为具有较高的文化统一性，

东亚作为一个和“欧洲”或者“西方”对应的文化共同体似乎也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但经过

近年来的研究可以发现，这个共同体在 17世纪以后开始发生了变化。 

2． 关于朝鲜、日本文献中的近世中国史料 

仅仅依靠中国资料来解释中国是不够的，如果既想超越“以中国解释中国”的固有模式，又能

摆脱“以西方为中心”来评判中国的偏见，那么通过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文献资料和不同文化视

角来反观中国，就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研究路径。在与中国“山川相连”的朝鲜和“一衣带水”

的日本，有很多涉及中国，尤其是明清以来中国的历史资料，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以朝鲜燕行文献

为例，介绍东亚汉文文献的存世情况和价值以及学术界的现有研究状况。 

3． 朝鲜对明清中国的认知 

以朝鲜燕行文献为主，介绍十七世纪以来的朝鲜人对明清中国的观感：对大明帝国的认同和对

大清帝国的偏见，特别表现在对清代服饰、礼仪、学术等方面的鄙夷。在燕行文献中体现出来的朝

鲜人对于明代文明的固守与对清帝国的蔑视、坚持穿明代服装而抨击清代衣冠，自称中华而指清为

蛮夷，表现出当时朝鲜人的政治服从、经济朝贡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分裂。 

4． 日本对明清中国的认知 

在清代中叶，定期开往长崎的中国商船到岸后，日本官员例行要对中国商人进行讯问并记录下

来，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资料。还有一些到长崎贸易的中国船只，由于风浪的缘故，漂流到其它地方，

在这些地方停泊时，也与派来交涉的日本文人常常有笔墨往来，也留下了一批宝贵的文献。通过对

这些史料的分析，可以看到日本对当时的大清国充满了警惕和敌意。 

5． 讨论：17世纪以后的东亚认同 

学习目标： 

1．了解明清中国与东亚诸国的关系。 

2．理解明清时期朝鲜、日本对中国的观感和认知，初步认识明清以来东亚关系格局的形成、

变化及其原因。 

3．了解学术界利用燕行文献等域外史料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初步掌握利用域外史料探究中

外关系史的研究方法。 

作业：利用图书馆、网络等资源，搜集明清以来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涉及中国的文献或图像

资料，尝试运用所获资料分析当时朝鲜、日本对中国的观感。 

知识单元 6：西法东渐狂飙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法---私法诞生 

欧洲资本主义的机器大工业代替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的革命，亦称产业革命。它既

是生产技术上的革命，又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带来了规范人类物质交往关系的行为准则，

特别是给人们处理平等的人际关系提供了私法保障 

2、人格-- 斯图亚特条约 

到了近现代时期,斯图亚特条约签订后，国家开始以私法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对于国家以私

主体身份进行的交往活动,则适用私法规范,受到不法侵害时采取民事诉讼的方式，且适用国际私法

上的责任制度。“国家的基本权利在本质上是和国家的主权不可分的；基本权利就是从国家主权延

伸出来的权利。国家既有主权就当然具有一定的基本权利，否认一国的基本权利就等于否认它的主

权。”“国际人格”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实是同一于“主权”或为“主权”之后果。 

3、东渐-- 马嘎尔尼使华 

乾隆五十七年，英政府派出以马戛尔尼勋爵为首，由数百余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前往中国。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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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商品经济高度发展，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市场，乾隆帝

坚决地拒绝了马戛尔尼使团的全部要求。公元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帝国主义者用大炮打开

了中国的国门，清朝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乾隆时期英国使团想得到而

没有得到东西，英国军队用坚船大炮都得到了，因此，西方社会完成一系列改变之后，来到东方追

求的是经济利益，是为了满足工商社会中物质为核心的自利需求。 

学习目标： 

1．认识私法 

2．了解国际人格 

3．马嘎尔尼使华的真实追求 

作业：阐述西法东渐的过程 

知识单元 7：日本继受私法人格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幕末四次使华 
    在特定时期、特定地点所发生的不良现象被当时的日本政府及官员无限放大，并成为认识中国
及对华关系的基础。 
    2、日本化的儒学 
    有选择地吸收儒学，导致日本儒学带有浓厚的日本色彩。 
    3、兰学 

明治维新前的兰学为天文、物理等自然科学的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 
4、岩仓使团 

    日本明治政府刚成立不久的访欧团接受了俾斯麦的立国之道：世界所有国家虽然都互相 按照
礼节进行交往，但是，这是虚构的，现实中强国政府压迫弱国，万国公法虽以维持各国秩序为目的，

但强国和他国发生纷争，强国为了达到本身的目的，才遵守公法，否则就使用武力。 
    5、启蒙与扩张 
    片面的启蒙促成了对外扩张价值基础。 

学习目标： 

1．幕末使华印象 

2．了解日本化的儒学 

3．兰学的实质 

4．岩仓使团的收获 

5、对国际人格的片面认知与对外扩张的关系 

作业：分析日本片面而极端的国际人格形成过程 

知识单元 8：中国容受私法人格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条约中的不法侵害 

鸦片战争后，西日各国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既违反了契约自由的原则，条约

又是对中国国际人格的不法侵害。 

2、公法传播与外交 

面对不法侵害，中国出现了传播西法以及以此为据对外交涉，排除不法侵害的努力。 

3、启蒙与缺憾 

面对不法侵害，国内先进分子们通过翻译以及撰文等方式，进行近代人格的启蒙宣传，但是此

种启蒙无法实现全面透彻准确的效果。 

4、清末民律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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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清末也修订了民律，随着封建政府的倒塌，民律未及发挥效果。 

5、民国的法律人格构建 

虽然民国也进行了新生活运动等人格构建的努力，但最终未能如愿。 

学习目标： 

1．认清人格被侵害的实然。 

2．了解公法传播与外交的努力。 

3．分析启蒙活动史实与缺憾。 

4、介绍清末民律修订的立法过程。 

5、民国的法律人格构建的历史，帮助学生认识历史的缺憾。 

作业：试析近代私法人格的接受过程。 

知识单元 9：西学东渐——传教士东来与西学在华传播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传教士与早期西学传播 

马礼逊与《圣经》翻译、《华英字典》、英华书院 

伯驾与西医传播 

刊物：米怜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郭实猎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2．丁韪良与京师同文馆 

国际法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3．科普先驱——傅兰雅 

《格致汇编》、格致书院、格致书屋 

4．西学传播与维新运动 

林乐知与《万国公报》、李提摩太与广学会 

学习目标： 

1．了解 19世纪传教士西学传播概况 

2．了解西学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与内容 

作业：选取一两位传教士为对象，讨论他们所传播的知识对中国的影响。 

知识单元 10：中学西传——传教士、中国形象、汉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基本塑造负面的中国形象：吸食鸦片、溺婴、轻视妇女、酷刑等 

2．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中国形象 

重点节点：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抗日战争 

3．传教士与汉学研究 

理雅各与中国经典翻译 

卫三畏与美国汉学 

学习目标： 

1．了解在西方中国形象不同时期变迁及原因 

2．了解汉学研究的基本脉络 

作业：结合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谈谈抗战对中国国际形象塑造的影响。 

知识单元 11：博览会与近代中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世界博览会的起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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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年巴黎工艺博览会、1851年伦敦“万国工业品大博览会”、世博会的基本涵义：展览观摩、

奖励比赛、推广销路 

2．中国与世博会 

1851伦敦世博会中的中国身影、参加博览会的历程 

中国境内的“赛会热”：1910年南洋劝业会到 2010年上海世博会 

3．博览会对中国人的影响 

天下观到世界观的转变 

封闭到开放的助推器 

4. 关于博览会的研究 

博览会与全球化进程 

博览会与民族国家的塑造 

博览会与大众文化 

博览会与人类共识 

学习目标： 

1．了解世博会的历史及中国通过世博会融入世界的历程 

2．掌握关于博览会研究的四个方面，关注涉及人类共识的问题，如环境污染、能源等。 

作业：结合课堂所学，中国通过世博会这样的世界性赛会，塑造了怎样的国际形象。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孔子与柏拉图治国思想之比较 3  

2 中国古代天下观与西方世界秩序观 3  

3 丝绸之路与汉唐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 3  

4 宋元的海外贸易与中外关系 3  

5 “明朝后无中国”：东亚诸国对于明清中国的认知 3  

6 西法东渐狂飙 3  

7 日本继受私法人格 3  

8 中国容受私法人格 3  

9 西学东渐——传教士东来与西学在华传播 3  

10 中学西传——传教士、中国形象、汉学 3  

11 博览会与近代中国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以专题形式，让学生了解中国历史上与其它国家和地区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

要史实，掌握历史学研究的方法和一些前沿问题，引导学生以全球视野重新审视中国历史。 

难点：通过对相关史实的学习，让学生理解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共性和差异性

及其形成的根源和过程，培养学生具备国际性的宏观视野和包容差异的开明心态。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主要通过讲授、讨论、自学等方式进行教学。 

2. 展示丰富的史料，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原始史料理解教师的授课内容。 

3. 在介绍历史事实的过程中穿插对当今国际关系格局的思考和讨论，培养学生鉴古知今的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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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手段： 

1. 在教学过程中，尽量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特别是多媒体的使用。 

2. 会选择播放一些图像和视频资料，使历史事实的呈现更加生动、鲜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自主学习内容：阅读推荐书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方豪著《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 1月第 1版 

2. 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3年 4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刘家和著：《古代中国与世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刘家和主编：《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晁福林著《先秦社会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7年版。 

王杰著：《先秦儒家政治思想论稿》，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 

岳海湧著《柏拉图正义学说》，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 

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年 11月第 1 版。 

王小甫、范恩实、宁永娟编著《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5月第 1版。 

沈福伟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 7月第 1版。 

张国刚、吴莉苇著《中西文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5月第 1版。 

[日]松浦章著、郑洁西译《明清时代东亚海域的文化交流》，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年 11月第

1版。 

葛兆光著《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中华书局 2014年 1月第 1版。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马敏编：《博览会与近代中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顾钧：《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 

[美]T. C.杰斯普森《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 

[德]黑格尔著、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1年版。 

黄风著：《罗马私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秦伟,刘保玉：《略论法律人格的内涵变迁及立法评判》，河北法学 2000,(6)。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0年第 1版。 

严复：《群己权界论》，商务印书馆 1903年版。 

梁启超《新民说》，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版。 

执笔：刘丹忱、邓庆平、王静、邓文初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 月 19 日 

 

 



6006 

中国社会史 
Chinese Social History 

课程号：5070308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主干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历史上中国的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运行等情况，弥补传统历

史学教育以政治史为主的不足，拓宽学生的史学知识结构。 

2、了解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和前沿问题，特别是社会史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培养学生跨学科的

学术视野。 

3、从多层面把握中国历史社会的沧桑巨变，深入了解中国现有国情的历史原因，揭示中国社

会变迁的内在规律。 

社会史是专门史的一个分支学科，它可以打破王朝史、国别史的固有框架，以特定问题为研究

对象，非常适合我校学科建设的现有状况，尤其是历史学科发展的特点。同时，高校本科生在中学

阶段学习的主要是政治史、经济史，对于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最息息相关的社会史却知之甚少。而

社会史研究往往需要借助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法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是跨学科

的史学研究领域。因而，本课程的开设，可以完善学生的历史学知识结构，激发学生对历史学的兴

趣，也有利于培养学生跨学科的学术视野。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社会

的历史，能够分析中国现有国情的历史原因，揭示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规律。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自然灾害与中国历史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气候变化的历史特点：了解拉尼娜、厄尔尼诺、拉马德雷现象，了解近百年来全球年平均

气温的变化特点，中国历史上的小冰期等。 

2．自然灾害与中国历史发展：解释自然灾害的发生对中国历史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心

理等方面的影响。 

3．灾荒发生的原因：讲述灾荒发生的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自然因素可分为气象灾害、地质

灾害、生物灾害、天文灾害等，人为因素重点解释人类对自然的破坏。 

4．历代政府救灾模式：解释“老爸爸”、“坏爸爸”与“新爸爸”等救灾模式的内容，功能，

影响等。 

学习目标： 

1．了解自然灾害发生的规律，以及自然灾害的发生对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

等诸方面形成的影响。 

2．分析灾荒发生的自然因素和社会成因。 

3．总结历代救灾经验教训，为今天的救灾制度建设提供历史的借鉴。 

作业：分析中国古代救灾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知识单元 2：家庭生活与中国社会变迁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传统中国的家庭结构：介绍家庭结构类型，传统中国理想传统家庭结构与实际家庭结构。 

2．传统中国的家庭关系：介绍传统中国对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兄弟关系的诠释。 

3．传统中国的家庭功能：主要讲授教养功能、生产功能、生育传承功能、养老功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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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传统中国家庭的特征：从优质特征和劣质特征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和总结。 

5．近代的家庭革命：讲述在近代社会变革影响下，思想界、知识界家庭革命的倡导及其内容。 

6．家庭结构、关系及功能的近代变迁：阐释家庭结构、家庭规模、家庭关系和家庭功能在近

代的巨大变迁及特点。 

学习目标： 

1．初步了解传统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功能的内容，分析传统家庭的特征。 

2．明确传统家庭在近代发生的变迁及原因、问题等，思考今天围绕家庭所出现的社会问题的

历史成因。 

作业：分析传统家庭的特征及其在现代中国的影响。 

知识单元 3：传统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主要类型 ：了解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生缘关系的概念及

其对政治、经济生活的影响。 

2．近代官僚士人群体的人际交往：以官僚士人群体为例，分析人际交往的主要内容，特点，

及近代人际关系的变化等等。 

学习目标： 

1．了解传统社会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主要类型及其社会功能。 

2．了解近代人际关系变化的原因、内容及特点。 

作业：以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或生缘关系为例，分析其中一种人际关系类型对传统

社会的影响。 

知识单元 4：中国的岁时节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导论：什么是节日 

从节日的定义、起源、意义等不同角度介绍节日的概念和内涵。 

2． 中国古代岁时节日的起源 

介绍“岁时”一词的由来，由此引出中国古代岁时节日的起源。 

3． 中国古代岁时节日的发展节日习俗 

分别介绍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时期、元明清时期的节日，分析中国节日演变的

阶段性特征及其变化原因。 

4． 近代以来传统节日在中国的境遇 

介绍民国以来中国传统节日发生的巨变。 

5． 中国传统岁时节日的功能 

学习目标： 

1． 了解中国古代节日的由来与演变。 

2． 理解中国节日及其习俗在近现代发生变化的原因。 

3. 了解节日风俗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理解节日风俗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熟练掌握
沿用至今且有较大影响的节日风俗。 

作业：介绍本地区或本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及其节俗活动，完成一篇小论文。 

知识单元 5：中国古代的城市与社会生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城市的定义与中西城市史的比较 

城市的定义、中西城市起源及发展模式的异同、中国古代的“城”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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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象天设都：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的政治性 

城市的起源有不同路径，但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

以商代城市遗址、三代迁都、汉唐长安城的布局等史实为例，说明中国城市空间的政治性特征。  

3． 城市革命：中古中国的社会变迁 

以城市变革介绍中古中国的社会变迁，主要以唐宋长安城的变化（坊市制、夜禁制的打破以及

由此引发的城市建筑格局和商业经营模式的变化）为例介绍中古社会的巨变，引导学生了解“唐宋

变革论”的观点和争议。 

4． 帝都印象：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环境困局 

以明清时期北京城为例介绍帝国晚期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遭遇的人口拥挤、环境污染、传染病

流行等社会问题及其帝国的应对措施，引导学生认识并思考当今中国在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同类问

题及其解决的方法。 

学习目标： 

1．理解城市的定义，并能从中西方历史的不同情境认识城市空间的起源、发展道路的不同模

式。 

2．了解和初步掌握基本的城市历史研究方法。 

3．通过历史现象的学习，认识当今中国城市化现象及其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历史原因，尝试分

析历史经验与教训，并思考应对和解决的方法。 

作业：中国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曾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

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请以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历史为例，对以上观点加

以评述。 

知识单元 6：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社会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宗族”？ 

（1）“宗族”的定义 

（2）弗里德曼模式 

2.中国古代社会宗族组织的发展阶段 

3.明代的礼制改革与宗族的迅速发展 

（1）明之前的祭祖礼制 

（2）明朝的礼制改革与民间社会的宗族发展 

4.明清宗族的社会功能 

（1）敬宗收族 

（2）基层社会的管理 

学习目标： 

1．理解宗族的定义，并能了解不同学科以及中西方学者对宗族的不同界定。 

2．初步掌握中西方学界对于中国宗族研究的学术史以及弗里德曼模式的重要内容。 

3．认识中国宗族发展的历史阶段，了解明代中叶是传统宗族组织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 

4. 能够结合相关史料分析中国古代宗族的社会功能。 

作业：尝试查阅一部族谱，分析中国传统宗族组织的历史特点。 

知识单元 7：西医在华传播与近代中西医论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中、西医发展的基本脉络、重要历史事件与节点 

19世纪欧洲医学发展“临床医学”、“实验室医学”、“公共卫生学” 

2．西医在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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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耶稣会士医学传播、伯驾与“西医东渐”、中西医理念差异与冲突，以医院与“委托制”

和“采生折割”与教案为例 

3．中西医论争 

中、外人士对中医的批评与质疑、西医教育被认可、伍连德与 1910-1911年东北鼠疫，是西医

被认可的标志性事件、余云岫与“废止中医” 

4、西医对中国社会的贡献 

种痘的引进、麻风病的诊治 

学习目标： 

1．了解中、西医发展的基本脉络及特征 

2．了解西医在华传播过程及贡献 

3．了解中西医论争的过程及内容 

作业：结合课堂讲授与现实生活，思考如何在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保护、保存中医遗产。 

知识单元 8：中西交融与中国建筑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中、西建筑的特征及意义 

中国建筑的历史及特征：居室—宫殿脉络“百代皆沿秦制”，以宗法等级观念为核心 

西方建筑是宗教在不同时期的表象参照物，体现在宗教建筑 

中、建筑文化差异：中国“重道轻艺”，西方追求纪念性的精神 

2．文化交流与建筑形式 

文化交流与佛寺的建筑、明清西式建筑（圆明园、广州十三行英国古典主义建筑）、18世纪欧

洲园林“中国风” 

3．近代西式建筑涌入中国 

租界与西式建筑、西式建筑“移植”到中国，如陆军部、海军部、大清银行、京师大学堂、清

华学堂，直到今日仍是中国建筑的发展主流。 

4．20世纪 20年代教会大学与中国古典建筑的复兴 

教会大学在面对“非基督教运动”挑战和基督教“本色化”浪潮下，趋于采用中国古典建筑风

格兴建校园，去掉身上的“洋气”，使得中国古典建筑复兴。以上海圣约翰大学、广州岭南大学、

北京协和医院、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为例。 

学习目标： 

1．了解中、西建筑发展的脉络、特征、差异等 

2．了解历史上不同文化间交流对建筑形式的影响 

3．了解西式建筑成为中国建筑主流的原因及过程 

4．了解 20世纪 30年代中国古典建筑复兴的背景及影响 

作业：观看纪录片《梁思成·林徽因》，谈谈对中国古代建筑的认识，并思考在城市化过程中，

如何对待与保护中国传统建筑。 

知识单元 9：宗教与中国社会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的宗教概况 

传统宗教、民间宗教、儒释道“三教” 

2．世界性宗教在中国 

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 

3．宗教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角色 

寺庙的建造与修缮、儒学宗教化、佛教运动、科学和反宗教运动的冲击、道德政治秩序的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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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各个宗教在中国的概况 

2．了解宗教在近代中国社会中角色的变迁及其原因 

作业：思考在世俗化和多元化的今天，如何看待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 

知识单元 10：说不尽的窦娥冤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古代公案小说与现代推理小说的“写法”差异 

2．了解学界对于《感天动地窦娥冤》的不同分析思路 

3．了解“命继”与“立继”的差异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与文学”的研究思路 

2．了解“去熟悉化”、“同情之理解”的研究方法 

作业：尝试归纳古代公案小说对于财产继承的叙事套路 

知识单元 11：“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历史解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谚语“清官难断家务事”蕴含的不同解读 

2．了解支撑不同解读成立的历史依据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与文学”的研究进路 

2．了解重建历史场景对于法律史研究的重要性 

作业：尝试重建“文人判”合理存在的历史语境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自然灾害与中国历史发展 3  

2 家庭生活与中国社会变迁 3  

3 传统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 3  

4 中国的岁时节日 3  

5 中国古代的城市与社会生活 3  

6 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社会 3  

7 中西医之争 3  

8 中国建筑的变迁 3  

9 宗教与社会 3  

10 说不尽的窦娥冤 3  

11 “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历史解读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社会史相关理论、社会史研究方法。以专题形式，让学生了解中国历史上的日常生活、

灾害与生态环境等社会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史。以社会生活为例，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

转型。 

难点：介绍中国历史上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如灾荒问题、环境与公共卫生问题，深入理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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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基层社会在应对这些问题时体现出来的社会运行方式和调适机制。通过中国社会历史的学习，

引导学生深入了解中国现有国情的历史原因。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主要通过讲授、讨论、自学等方式进行教学。 

2. 展示丰富的史料，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原始史料理解教师的授课内容。 

3. 在介绍历史事实的过程中穿插对当今国际关系格局的思考和讨论，培训学生鉴古知今的能

力。 

教学手段： 

1. 在教学过程中，尽量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特别是多媒体的使用。 

2. 会选择播放一些图像和视频资料，使历史事实的呈现更加生动、鲜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自主学习内容：阅读推荐书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年 12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邓拓《中国救荒史》，北京出版社 1998年版。 

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魏丕信《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李长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陈存仁《抗战时代生活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的微观世界 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版。 

邓伟志《近代中国家庭的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王歌雅《中国近代的婚姻立法与婚俗改革》，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华书局 2004年版。 

常建华《岁时节日里的中国》，中华书局 2006年版。 

张勃、荣新著《中国民俗通志·节日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 

朱狄《信仰时代的文明——中西文化的趋同与差异》，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湛晓白《时间的社会文化史——近代中国时间制度与观念变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法]葛兰言《中国古代的节庆与歌谣》，赵丙祥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

版。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学苑出版社 2012年版。 

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8年版。 

董黎《中国教会大学建筑研究》，珠海出版社 1998年版。 



6012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及其历史因素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范丽珠等著《宗教社会学：宗教与中国》，时事出版社 2010年版。 

[法]劳格文主编《客家传统社会》，中华书局 2005年版。 

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年版。 

秦宝琦《清代地下社会》，学苑出版社 2004年版。 

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三联书店 2006年版。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执笔：赵晓华、邓庆平、王静、姜金顺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 月 19 日 

 

近代人物与社会转型 
somebody in  modern china 

课程号：50704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近代人物；2，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介绍本课基本框架 

学习目标： 

1．了解史学的基本方法。 

作业：无 

知识单元 2：天国梦醒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洪秀全与太平天国 

1．洪秀全生平。 

2、天国历史。  

学习目标： 

1．了解洪秀全。 

2．掌握太平天国历史。 

作业：读一部太平天国历史 

知识单元 3 曾国藩模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曾国藩与同治中兴 

学习目标： 

1．了解曾国藩与同治中兴关系。 

作业：读《曾国藩家书》 

知识单元 4 伦敦蒙难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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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中山与中国革命 

学习目标： 

1． 孙中山生平 

2． 孙中山革命的性质 

作业：读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 

知识单元 5 毛泽东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毛泽东生平 

1毛泽东生平 

2、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 

学习目标： 

1． 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之关系 

作业：看一部毛泽东的影视 

知识单元 6 “瑞元无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蒋介石与中华民国 

1、 蒋介石生平 

2、 蒋介石与抗战 

学习目标： 

1． 蒋介石生平与国民革命关系 

作业：读马振犊《抗战八年中的蒋介石》 

知识单元 7 “和尚是打不死的”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虚云和尚与中国近代佛教 

1、 虚云生平 

2、 虚云对近代中国佛教的贡献 

学习目标： 

1．了解近代中国佛教的转型 

作业：看《百年虚云》 

知识单元 8 善人王凤仪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王凤仪生平 

1、 王凤仪生平 

2、 王凤仪与东北社会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善人圈现象。 

作业：读王凤仪自述 

知识单元 9 乱世枭雄袁世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袁世凯生平 

1、 袁世凯生平 

2、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袁世凯 

学习目标： 

1．了解袁世凯的政治处境及其解决困境的方法。 

作业：读陈志让的《袁世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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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0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老帅与少帅 

1、 张作霖生平 

2、 张学良生平 

学习目标： 

1．军阀的兴起与中国近代社会。 

作业：读一部张学良传记 

知识单元 11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结论 

1、 历史人物的局限及其突破 

2、 社会转型中的动力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近代中国转型之艰难处境。 

随堂提交学期结课论文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天国梦醒   

3 曾国藩模式   

4 伦敦蒙难记   

5 毛泽东与中国革命   

6 “瑞元无赖”   

7 “和尚是打不死的”——虚云   

8 善人王凤仪   

9 乱世枭雄袁世凯   

10 老帅与少帅   

11 结论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转型中的历史人物所受传统及社会制约 

难点：历史人物如何突破时代与社会的困境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为主。 

2.必要的讨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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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一般论文要求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无 

（二）推荐参考书 

1. 邓文初著《民族主义之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 7月 第 1版  

执笔：邓文初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0日 

 

近代国情与民权政治 
the situiation of modern China  and the politics of  civicl right 

课程号：50704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主干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近代中国国情状况，其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运行等，并在此背景

下探讨近代中国人所进行的艰难的民主政治实验，其成败得失之所在。了解近代政治的基本特征以

及近代中国国家建构中的主要问题，拓宽学生的史学知识结构，也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提供某种思

想资源。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课程的基本结构 

1．介绍民权政治的常识 

学习目标： 

1．民权政治的常识 

2．本课程的结构与讲授方法 

作业：读一本有关民主的理论性著作 

知识单元 2：中国历史的基点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传统中国的机制 

1．传统中国的基本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传统中国的基本特征 

2．尤其是政治的结构性特征 

作业：阅读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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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3：盛世与危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康乾盛世 

1．康乾盛世介绍 

2．危机的内在性 

学习目标： 

1．康乾盛世 

2．危机的性质及其理解 

作业：看《康熙王朝》等影视作品 

知识单元 4：他山之石：西方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欧风美雨” 

1． 西方的三重意义 

学习目标： 

3． 作为侵略者的西方 

4． 作为贸易的西方 

5． 作为文明的西方 

作业：读容闳的《西学东渐》 

知识单元 5：严复与近代中国的转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自由为体，民主为用 

1、 传统中国学术的极限 

2、 西学的严复时代 

学习目标： 

1． 了解严复提出“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在近代中国的意义 

2． 严复对西学介绍的基本内容与特征 

作业：读《严复集》 

知识单元 6：第一次宪政运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戊戌变法 

1．戊戌变法的基本情况 

学习目标： 

1．变法的背景 

2．变法的目标 

3．变法失败的原因 

作业：读梁启超《饮冰室文集》 

知识单元 7：革命与中国社会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辛亥革命 

1．辛亥革命 

学习目标： 

1．辛亥革命发生的背景 

2．它的主要政治目标 

3．它的历史价值所在 

作业：看《走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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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8：继续革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民国建立以来的革命运动 

1．第二次革命 

2．国民革命 

3．共产革命 

学习目标： 

1．理解革命发生的背景 

2．理解革命者所追求的国家理想 

作业：读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知识单元 9：宪政运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民国以来的三次宪政运动 

学习目标： 

1．了解宪政运动的基本模式 

2．了解其社会背景 

作业：读一本有关宪政的书 

知识单元 10：战争的契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抗日战争与民主运动 

1． 抗日战争 

2． 抗战期间的民主运动 

学习目标： 

1．抗战对于中国现代国家形成的机制 

作业：看一些相关影视 

知识单元 11：现代国家意识的形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现代国家意识的基本特征 

2． 现代国家与民权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中国现代国家意识的形成过程与特征 

作业：读本人的《民族主义之旗》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中国历史的基点 3  

3 盛世与危机 3  

4 他山之石：西方 3  

5 严复与近代中国的转型 3  

6 第一次宪政运动 3  

7 革命与中国社会 3  

8 继续革命  3  

9 宪政运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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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战争的契机 3  

11 现代国家意识的形成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让学生了解近代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动乱、内外战争、革命等内容，以及这些问题带给中

国知识界的思考与探索，理解近代中国民权运动所面临的无法解决的困境与其进一步突破的可能方向。 

难点：对于政治运作背后的思想与社会资源的意义的了解。通过中国近代国情的讲解，建立一

种复杂性思维，即政治运作受到各种社会的思想的因素影响，并非在中空状况中设计出来的，引导

学生深入了解中国现有国情的历史原因。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以讲授为主、结合讨论、自学等方式进行教学。 

教学手段： 

1. 在教学过程中，尽量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特别是多媒体的使用。 

2. 会选择播放一些图像和视频资料，使历史事实的呈现更加生动、鲜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自主学习内容：阅读推荐书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按一般论文格式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邓文初《民族主义之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年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冯兆基：《追求中国民主》，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版 

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新星出版社 2008年版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批判》，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皇权政治批判》，南开大学 2011年版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多种版本均可。 

夏勇：《人权概念的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执笔：邓文初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 月 20 日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 
Sino-west cultural exchange in Modern Time 

课程号：5070400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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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脉络，主要特征，对中、西双方的影响。 

2、以史为鉴，使学生更好理解文化间的差异，能够以更宽容的心态对待不同文明、文化。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文化交流的意义 

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之一 

2．文化的定义 

狭义、广义、深义 

3．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范畴 

国家间与民族间之关系 

民族或人民的迁徙和交融 

中西通道的开辟和交通方式 

经济与物质生活的交流 

文化与精神生活方式的交流 

4．中西文化的特点 

以农立国、家国同构、儒家的礼教长期占据意识形态的“一尊”地位 

主张个人自由、重视科学研究是希腊精神，讲求民主与法治、主张向外扩张领土是罗马精神，

主张互助博爱是耶稣精神 

5．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越了前代 

影响深远，特别是对于中国，影响尤深且巨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化交流的定义、意义和主要内容 

2．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 

作业：结合课堂所学和现实生活，举例说明中西文化的差异。 

知识单元 2：明清中西文化的相遇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天主教在明清之际的传播 

欧洲宗教改革、罗耀拉和耶稣会 

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 

利玛窦：奠基者 

2．西学东渐 

西学中国化 

上层路线：结交士绅、官吏 

知识传教：展示西方科学技术与物质文明 

中西结合译书 

3．中学西传 

耶稣会眼中的中国形象 

哲学家用中国影像批评欧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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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礼仪之争 

    译名之争：天主、神、上帝 
   礼仪之争：祭祖、尊孔等 
   “利玛窦规矩” 

    耶稣会士、方济各派、多明我派 
   “上智大学事件” 
学习目标： 

1．了解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内容和影响 

2．了解礼仪之争的来龙去脉 

作业：讨论礼仪之争中祭祖和尊孔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理解。 

知识单元 3：19世纪上半叶的中西文化交流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马礼逊的传教历程 

来华传教、翻译圣经、编纂《华英字典》 

米怜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英华书院 

2．美国传教士来华 

马礼逊、裨治文与《中国丛报》、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 

3．伯驾与西医的传播 

4．《南京条约》后西学传播新进展 

香港、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 

5．西学东渐对中国人的影响 

林则徐、梁廷枏、徐继畲、魏源 

学习目标： 

6．了解 19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交流的概况 

7．这一时期西学传播对中国人的影响 

作业：选取《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一些章节阅读，练习史料阅读。 

知识单元 4：京师同文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京师同文馆 

1862年，正式创立 

1863年，俄罗斯馆、法国馆 

1871年，添设德文馆 

1888年，添设格致馆、翻译处。 

1895年，添设东文馆 

2．总教习丁韪良 

1865年，担任京师同文馆英文教习。 

1870年，担任总教习 

3．同文馆译书 

国际知识、科学知识、学习外文的工具书 

学习目标： 

1．了解两种传教方法对中国社会和教会的影响的不同 

作业：观看《镜花缘——晚清官场的洋人（丁韪良）》，谈谈他对近代教育的影响。 

知识单元 5：林乐知、李提摩太、广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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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林乐知 

1868年，创办《教会新报》 

1881年，创办中西书院 

1895年，专事办报与译著 

《中西关系略论》、《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 

2． 李提摩太引发冲突与教案的因素 

山东救灾，建议建学校，修铁路，教孤儿 

山西救灾，移民东北，建铁路，公共工程，以工代赈  

由注重向贫民传教——士大夫 

传教方式藉着社会工作为媒介 

教育和考试制度，从统治阶级入手 

首教官员，次教富绅、三教儒士、四教平民 

《泰西新史揽要》 

3． 广学会 

编译新书，介绍西洋文化，启发民智为主 

免费赠送出版物、有奖征文 

学习目标： 

3．了解林乐知、李提摩太、广学会的西学传播 

作业：观看《镜花缘——晚清官场的洋人（李提摩太）》，谈谈这一时期西学传播对戊戌维新的

影响。 

知识单元 6：外交家——以郭嵩焘为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初识西方、西学 

首倡湘军水师、初到上海见识西方文明 

2．"战无了局"与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无了局”：打仗解决不了问题，且对中国有害而无利 

唯有尽量了解洋人，以理与诚相折冲，以求和平共存，才是上策。 

对夷人，宜主抚，不宜主剿 

3．再识西学——洋务大臣 

郭嵩焘：洋务与内政 

造船，商务应由民办、分洋人之利 

海防与边防都是末，而兴政教、明吏治才是本 

4．驻外公使 

马嘉理案：给英使威妥玛发公函，大清、大英平行 

首次走向世界“以礼相待，和平共存” 

“约法五章”一戒吸食洋烟、二戒嫖、三戒赌、四戒出外游荡、五戒口角喧嚷 

积极参与伦敦、巴黎的社交活动 

学习目标： 

1．以郭嵩焘为例，了解近代的外交家群体 

作业：常说“弱国无外交”，谈谈对这句话的理解。 

知识单元 7：近代教会大学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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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宗教——教育——侵略 

教会大学：文化侵略的堡垒？ 

宗教与教育在西方的传统 

2．教会学校的创办 

固定的听众、为中国基督徒的子女提供教育、培养本土的传教助手 

3．教会大学的出现 

19世纪教会大学，规模小，设备简陋，课程有限 

新政时期，只有在教会学校才能接受西学教育 

4．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 

本土化、学术化、世俗化 

5．30年代的世俗化 

用实际行动来表现基督教精神，社会服务、建设中国农村 

识字活动、卫生运动 

金陵大学的农科系 

6．战争期间 

内迁、迁入租界 

更强调科学技术课程、社会服务与战时救济活动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文化传统中宗教与教育的关系 

2．了解教会大学的发展过程，对中国的影响 

作业：教会学校看重体育课程和体力劳动，能给今天的教育带来什么启发。 

知识单元 8： 留学生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留学之父——容闳 

1847年，与布朗夫妇赴美 

1850年，考入耶鲁学院 

协助建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倡导并率领幼童赴美留学 

参与维新变法 

促进革命运动 

容闳与《西学东渐记》 

容闳与东学西传 

2．留美幼童 

分四批到达美国 

1875年，建“留学事务所”，办公室，教授汉语课堂 

3．庚子赔款与留美热潮 

遣派中国学生赴美国各大专学校深造 

创设清华学堂，作为中国青年赴美深造的预科 

1909年，正式成立游美学务处 

4．赴欧留学与近代海军 

李鸿章：海军“为西国专门之学，非躬亲其事者不能尽悉”。 

1875年，沈葆桢派遣福建船厂学生陈季同、刘步蟾等 5人赴法参观学习。 

1876年，李鸿章派遣 7人到德国学习军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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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末，正式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 

学习目标： 

1．了解近代中国留学生群体及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角色和影响。 

作业：结合本课学习，谈谈对近年的留学热潮有哪些启示。 

知识单元 9：西学从东方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中日渊源 

直到江户时代，中对日的影响大于日对中的影响 

中国朝野看待日本的转折点：1894甲午战争 1905年日俄战争 

学西方，先学日本 

2．留学 

1896年，同文馆增设东文馆 

1896年，唐宝锷、朱忠光等 13名留日 

3．译书 

1897年梁启超大同译书局，译书“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 

1898年，张之洞《劝学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 

特点：社会科学、史地书籍分量加大，应用科学、自然科学分量减少 

译书出版机构众多 

4．学制与教科书 

新式教育始自教会学校 

新式教科书引进：史地、格致、外语，机构“益智书会” 

1904年“癸卯学制” 

“壬戌学制”，“1922学制”，六三三学制 

成套引进日译的教科书，中国新式教科书的体系建立起来 

5．新名词 

利玛窦-徐光启时代 

墨海书馆-广学会翻译 

日本引进新名词 

学习目标： 

3．了解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各方面影响 

作业：试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谈谈中日关系问题。 

知识单元 10：中西交流中的翻译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翻译人才 

中述人才、西译人才、日译人才 

2．王韬 

1849年，应麦都思的邀请，前往上海“助译”，墨海书馆 

1862年，流亡香港，结识理雅各，助译中国经典 

1867年，随理雅各离开香港，前往欧洲 

考察英国市政建设、公共服务、机器制造、典章、政治和司法制度 

传播中国文化：牛津讲学、介绍中国新动态，消除陈见 

在香港，办《循环日报》、翻译欧洲史地著作 

3．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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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与《天演论》 

基本观点：物竞天择 

“信”“达”“雅”翻译标准确定 

亚当斯密《国富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影响：开始了中国学者自己系统独立翻译西文原著的历史 

学习目标： 

1．了解并关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翻译家群体 

作业：选取翻译家的一本代表作，练习第一手史料阅读。 

知识单元 11：“南京帮”与南京大屠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南京帮”的历史 

“南京帮”20世纪 20-40年代南京一个美国传教士群体的自称 

20年代来华，受过良好教育 

最早见于 1942年 11月 24日，林查理夫人的信件 

2．传教士见证的南京大屠杀与救助行动 

南京沦陷期间留守南京的传教士 

华群、马吉、费吴生、米尔士、史迈士、威尔逊、史德蔚、麦卡伦 

贝德士：是较清醒也是较早向国际社会发出日本军国主义必将推进大规模侵略战争的警告的少

数美国学者之一。 

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 

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约翰·拉贝与《拉贝日记》 

3．国家公祭日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首个国家公祭日活动 

学习目标： 

1．了解“南京帮”的历史和外国人所见证的南京大屠杀和参与的救助活动 

2．了解国家公祭日设立和意义 

作业：观看电影《被遗忘的 1937》，更多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明清中西文化的相遇 3  

3 19世纪上半叶的中西文化交流 3  

4 京师同文馆 3  

5 林乐知、李提摩太、广学会 3  

6 外交家——以郭嵩焘为例 3  

7 近代教会大学 3  

8 留学生 3  

9 西学从东方来 3  

10 中西交流中的翻译家 3  

11 “南京帮”与南京大屠杀 3  

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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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以专题形式，让学生了解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重要的群体、事件。 

难点：通过对相关史实的学习，培养学生宽容的心态，用平常心、理性看待不同文化间的差异。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主要通过讲授、讨论、自学等方式进行教学。 

2. 展示丰富的史料，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原始史料理解教师的授课内容。 

教学手段： 

1. 在教学过程中，尽量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特别是多媒体的使用。 

2. 会选择播放一些图像和视频资料，使历史事实的呈现更加生动、鲜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自主学习内容：阅读推荐书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海林编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二）推荐参考书 

    于语和、庚良辰编：《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人民出版社，2003年。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见：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年。 
    ［美］史景迁：《改变中国》，三联书店，1990年。 
    ［英］苏慧廉：《李提摩太在中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 
    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出版社，1999年。 
    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章开沅主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海南出版社，2010年。 
    ［美］鲁珍晞：《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 
    马敏：《基督教与中西文化的融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章开沅：《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执笔：王静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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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与美的历程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Aesthetic course 

课程号：50704015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全校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认知与热爱。通过对古典文学的优秀作家、

作品等的细致分析与古典美学历程之讲解,让学生了解中华经典文学之成就,理解不同时期的文学

特色与审美风格,达到继承优秀古典文化遗产的目的。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古典文学的基础知识、美学特色

与审美历程，了解相关文化概念，为相关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学养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 先秦文学经典与审美文化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或稍后大约五、六百

年间的三百零五篇诗歌。早在孔子时代它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诗经》许多篇章表现

了劳动的生活场景、劳作的辛酸、深厚的爱国主义等；《离骚》则体现了长江流域文化的审美风格

与楚文化意涵。屈原以优美之文笔书写出前秦时期文人的内心困惑与生命形式；诸子百家是中国

文化思想的第一次盛宴，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庄子、老子、孔子、孟子等卓越的思想家，他们的作

品或深刻或飘逸或朴实，呈现出轴心时代思想家的美丽心灵。从发展过程来看，它们由战国前期

的语录体，逐步演进为完整严谨的单篇论文，由集体的记录发展为个人的独立创作，其体式和写

作手法日趋丰富与完善。战国中期的《庄子》是诸子散文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品。   

学习目标：本章主要目的是通过讲解先秦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文学《诗经》《离骚》《庄子》

等，理解前先秦的文化特质与审美意涵。尤其要掌握《诗经》的艺术特色、《离骚》的“香草美人”

书写模式等。 

作业：复习与思考题 

1、以《诗经》“国风”篇为例，谈谈其艺术特色与审美意涵 

2、屈原《离骚》对于后世文化有何影响？ 

知识单元 2： 魏晋文学：风度与审美自觉 

参考学时：6课时 

学习内容： 魏晋南北朝文学，亦称“六朝文学”。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学逐步走向自觉的时

期，同时，也是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探索时期，各种文体都处于重要的发展和转变时期。这一时

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成就最高的是诗歌，其次是散文、

小说，同时，文学理论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建安文学以曹魏集团为中心，主要成就在诗歌。两汉以来，辞赋独胜，文人诗沉寂。建安诗人

打破了这种局面，继古诗十九首之后，第一次掀起了文人五言诗的创作高潮。他们直承汉乐府民歌

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些作品意境宏大，笔调明朗，形成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风格，且有鲜明的时

代特征和个性特色。后人把建安诗歌的独特风格称为“建安风骨”。曹魏后期，以正史文学最具特

色，最有成就。由于政治的恐怖，玄学的兴起，出现了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艺术

上则多呈现深隐曲折、清俊超拔的倾向。  

陶渊明的思想，也是非常复杂的，可以说是儒、释、道三家兼而有之，而以儒、道为主。这

不但与其家庭有关，而且直接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从儒家思想来说，他既接受积极入世思

想的影响，早年希望建功立业、中年多次进入官场、退隐后仍一直关心现实，热爱生活；同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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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儒家独善其身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归隐之后，这种思想一直是他坚持理想，坚守独立人格的

精神支柱。就道家思想来说，他更多地受庄子的影响。他对真朴人生理想的追求，对山水田园的

喜爱，傲视世俗、高逸闲淡的人生态度，以及他的无君思想，均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学习目标：本章主要通过学习魏晋文学的相关历史、经典作品，掌握魏晋文学与文学的“自觉”。

魏晋风度从诗歌、散文等各个方面呈现出独特的时代气息与审美意涵，在文学史上十分重要。通过

对陶渊明诗歌的分析掌握田园山水诗歌的审美意义。 

作业：复习与思考题 

1、谈谈对“魏晋风度”的认识与理解。 

2、如何理解陶渊明的田园诗？  

知识单元 3：盛唐气象与唐诗审美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唐诗可谓有唐一代之文学。唐诗的成就有多方面表现。首先是作家作品众多。据《全

唐诗》及补遗统计，有近两千四百位作家，五万两千多首诗，数量之多是惊人的。更何况还出现了

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一大批出类拔萃的诗人。其次是内容题材广泛。可以说各种社会现象、各种

人生感情，以及所有主客观的素材，皆可入诗，皆被写进，以至令后人有难乎为继之感。第三是形

式体裁完备，诗至唐，各体皆备。不但有传统的古诗，也包括乐府诗和歌行体诗，而且创建了律诗

和律绝，以及近体诗。律诗不但要求严格的字数以至句数，而且要求字句和乎平仄规律和对仗关系 。

第四是风格流派众多。山水田园诗的优美，边塞诗的雄奇，李白的飘逸浪漫，杜甫的沉郁顿挫，白

居易的浅切流畅，韩愈的奇崛横放，李商隐的典丽深曲，杜牧的圆转俊秀等，皆足以名家。还有沈

宋，初唐四杰，大历十才子，韩孟诗派，长庆体，张王乐府，韦柳、温李，以及李贺，贾岛、姚合

等晚唐体，可谓百花齐放，美不胜收。 

学习目标：本章主要目的是通过梳理唐代诗歌的流派、发展脉络等使学生了解唐代文学的主要

成就，掌握主要作家如李白与浪漫主义诗歌、杜甫与现实主义诗歌及中唐的诗歌运动。 

作业：复习与思考题 

1 如何理解盛唐诗歌与审美风格? 

2谈谈李白诗歌的文体特征? 

知识单元 4： 宋代文学与宋词审美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讲解宋代主要词家及其审美风格。晏殊的词风格特点。晏殊的词虽多写男女相思爱

恋和离愁别恨，但已过滤了花间词的轻佻艳冶，而显得纯净雅致，温润秀洁。欧阳词上承南唐遗绪，

受冯延巳影响。作品讲读《踏莎行·候馆梅残》、《蝶恋花·庭院深深》。范仲淹的词风独辟蹊径，

写边塞生活，为词开辟了崭新的审美境界，也开启了宋词贴近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而沉郁

苍凉的风格，则成为后来豪放词的滥觞。王安石的词抒发自我的性情怀抱。柳永词与审美风格变化，

包括慢词的发展与词调的丰富、市民情调的表现、俚俗语言的运用。苏轼词则在文体等方面呈现极

大的创新性，具有宋代文人的美学典范。 

学习目标:本章主要通过分析宋代著名词家及其经典文本，掌握宋代词之美学特征、文体风格。

尤其是掌握苏轼词在宋代文学中之价值与地位。并可以背诵经典作品。 

作业：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理解宋代文化与词风? 

2 举例说明苏轼词之审美风格? 

知识单元 5： 元杂剧与戏剧审美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第一：元杂剧的兴起和发展。元杂剧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包括经济原因与文化原因。

元杂剧的体制特点：一般由四折组成一个剧本，有的再加一个“楔子”；每折相当于今天的一幕。

演剧角色可分末、旦、净三类。全剧只能由正末或正旦一人主唱。正末主唱的称“末本”，正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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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的称“旦本”。 第二：关汉卿杂剧的思想内容。关汉卿杂剧可分为“公案剧”、“爱情剧”和“历

史剧”三类。以《窦娥冤》、《鲁斋郎》和《蝴蝶梦》为代表的公案剧，多侧面地反映了元代最基本

的社会矛盾；以《望江亭》、《救风尘》为代表的爱情剧，歌颂了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和幸福婚姻的

追求，揭露了封建礼法制度的虚伪与残忍；以《单刀会》为代表的历史剧，虽然表现的是历史生活，

刻画的是历史人物，但却跳动着时代的脉搏。 第三：《西厢记》与中国戏剧的文化模式。《西厢记》

对传统杂剧的突破：突破四折的通例，扩展为五本二十一折。几个角色都可以唱。使用多种宫调，

用韵广泛多变。 

学习目标：本章主要通过对元代社会及元杂剧的分析探讨，了解元代文学的总体审美风格，掌

握杂剧的主要结构、体制与题材。掌握主要代表作家王实甫与关汉卿的经典作品及其文化意义。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 如何理解杂剧产生的文化语境? 

2 《西厢记》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怎样影响? 

知识单元 6： 明清小说与小说审美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主要讲解明清时期四大小说。第一：《 三国志演义》政治上向往“仁政”，刘备塑

造成一个仁君的典范。《三国志演义》在人格构建上的价值取向，是恪守以“忠义”为核心的伦理

道德规范。叙述上虚与实的结合。它在按照一定的政治道德观念重塑历史的同时，也根据一定的美

学理想来进行艺术的创造，使实服从于虚，而不是虚迁就实。第二：《水浒》丰富的思想内涵。恶

霸豪绅的“不忠不义”。“忠”与“义”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要范畴。第三：《西游记》．西

游记题材的演变及作者。极幻与极真的辩证审美风格。小说中的神魔都写得有人情。此外，小说很

好地呈现物性、神性与人性的统一。第四：《红楼梦》红楼梦的主人公贾宝玉悟破人生，对生命价

值的认识与作品中所写的家庭的衰败结合在一起，作品就产生了更加动人的艺术魅力。 

学习目标：本章主要通过讲解四部著名章回体小说，使学生了解中国小说的叙述结构、人物塑

造及美学价值。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 如何理解红楼梦的悲剧文化? 

2四大小说你最喜欢哪些人物?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诗经》与先秦时期的审美 3  

2 屈原与《离骚》文化 3  

3 诸子百家与《庄子》美学 3  

4 魏晋风度与魏晋文学 3  

5 陶渊明与田园诗歌美学 3  

6 盛唐气象与唐诗美学（一） 3  

7 盛唐气象与唐诗美学（二） 3  

8 盛唐气象与唐诗美学（三） 3  

9 宋代文化与审美图式 3  

10 宋词与词学 3  

11 苏轼与中国士大夫 3  

12 元杂剧与戏剧审美文化 3  

13 《西厢记》与“后花园”文化模式 3  

14 明代小说与小说审美 3  

15 清代小说与审美结构 3  

16 讨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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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讲解前秦至明清中国各个时期的经典文学，尤其是与时代审美风格相关的经典文学样式。  

难点：古典文学的时代风貌，诗歌与审美文化、戏剧与中国叙述文化及审美心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情景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板书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教材《中国文学与人文意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1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崔蕴华《中国文学与人文意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李泽厚：《美的历程》，三联书店 2014年 1月版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执笔：崔蕴华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10日 

 

近世中国的婚姻、家庭与社会 
Marriage Family and Society in Modern China 

课程号：5070411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婚姻与家庭现象； 

2、以婚姻、家庭史作为切入点，引导学生更加全面地理解历史上中国的社会生活及其演变轨迹； 

3、让学生以史鉴今，加深对当今中国婚姻、家庭等社会问题的理解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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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唐宋时期以来中国婚姻家庭史的基础知识、并通

过对相关史实的学习，让学生加深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全面理解，补充传统历史教学中侧重政治史、

经济史的不足。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介绍婚姻、家庭、近世等与本课程相关的概念。 

2．从理论上介绍婚姻、家庭与社会的关系。 

3．课程内容简介及参考书推荐。 

学习目标： 

1．了解婚姻、家庭等相关概念，特别是这些概念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含义。 

2．了解“近世”一词的学术史背景，掌握“唐宋变革论”的相关内容。 

3．理解婚姻、家庭与社会之间的紧密联系，认识婚姻、家庭的历史是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重

要切入点。 

作业：了解关于“唐宋变革论”的相关内容。 

知识单元 2：近世的婚姻法规与实施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古代婚姻立法概述 

2．婚姻缔结的条件（法定婚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3．一夫一妻多妾制 

4．婚姻的禁忌与限制  

5．离婚的规定  

6．对于奸罪的惩处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古代约束婚姻关系的礼法制度及其演变轨迹。 

2．全面掌握中国古代礼法对于婚姻关系成立、存续、解除的相关规定，并通过社会史料的解

读认识礼法规定在社会现实中的实践情况。 

作业：搜集中国古代礼法对婚姻禁忌与限制的相关规定，并尝试就类似现象进行古今的比较。 

知识单元 3：近世中国的婚育礼俗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古代婚礼的意义 

2．六礼 

3．民间婚俗 

4．近世生育习俗 

学习目标： 

1．理解中国古代婚礼的意义。 

2．了解六礼、民间婚俗及生育习俗的内容及变化过程。 

3．引导学生加深对以中国古代婚育习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礼俗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作业：搜集本地区本民族的婚育习俗，并了解其历史发展的过程。 

知识单元 4：近世特殊形态的婚俗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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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榜下择婿 

2．收继婚 

3．赘婿 

4．童养媳 

5．冥婚  

6．典卖妻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历史上各种特殊的婚姻形态或婚俗的相关内容。 

2．认识各种不同婚姻形态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而加深对不同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及特点的

理解。 

3．引导学生对诸如赘婿、冥婚、买卖妻子等当今社会仍然存在的婚姻形态与相关历史现象的

关联性进行思考。 

作业：了解本课讲授的各类婚俗在当今社会的保存状态，就这些婚俗的利弊及如何改易谈谈自

己的看法。 

知识单元 5：近世中国的家庭结构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介绍家庭、家庭结构的相关概念 

2．近世中国家庭的人口与规模 

3．中国古代家庭结构的阶段性演变 

4．中国古代社会的分家及其演变 

学习目标： 

1．了解家庭、家庭结构等概念，特别是在中国历史语境下如何理解“同居共财”的含义。 

2．了解对中国近世家庭的人口与规模进行估算的方法和学术史，认识家庭规模与家庭结构之

间的关系。 

3．掌握中国古代家庭结构的阶段性演变过程及原因。 

4．了解中国家庭的横向裂变方式——中国古代的分家习俗的历史及相关的礼法规定，并引导

学生思考这种方式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演变轨迹及原因。 

作业：通过长辈了解自己家庭的结构及其变化的历史。 

知识单元 6：近世中国的家庭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家庭关系的类型 

2．近世中国家庭关系的伦理规则 

3．近世家庭关系的实态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古代家庭关系的重要类型。 

2．从伦理规则与实际状态两个方面全面理解中国近世的家庭关系。 

3．引导学生思考中国古代家庭关系在近现代的变化及其投射出来的社会变迁。 

作业：阅读中国家庭关系史的相关研究或者明清家庭婚恋类的小说，比较传统中国社会关于家

庭伦理的礼法规定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 

知识单元 7：近世中国社会的贞节观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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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贞节观的内容 

2．宋以前贞节观念的形成与演变 

3．近世贞节观的强化与盛行 

4．历史上的再嫁现象 

5．对贞节观的反思 

学习目标： 

1．了解“贞节”一词的含义及变化。 

2．认识中国社会贞节观念的产生、发展、强化、盛行的历史过程及其原因。 

3．通过对各种社会史料的介绍，让学生全面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各种贞节及不贞现象。 

4．了解近世以来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对于贞节观的反思和批判，并引导学生思考对于贞节观

的社会功能、历史影响的认识。 

作业：阅读正史或地方志中的列女传，分析明清贞节故事的主要类型，并结合课堂讲授内容，

分析列女传中呈现出来的贞节现象与社会现实的异同。 

知识单元 8：近世中国的宗族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宗族的定义 

2．中国宗族研究的弗里德曼模式 

3．中国古代社会宗族组织的发展阶段 

4．明代的礼制改革与宗族的迅速发展 

5．明清宗族的社会功能 

学习目标： 

1．了解“宗族”一词的含义，通过介绍弗里德曼模式及其争议让学生初步认识中外学术界对

中国宗族研究的学术史。 

2．掌握中国古代社会宗族组织的发展阶段及其历史背景。 

3．了解明代的礼制改革如何促使了宗族的迅速发展，引导学生理解王朝国家与地方社会发展

之间的紧密关联。 

4．认识明清时期宗族的社会功能，并思考其在当今社会的变化。 

作业：采访家中长辈，了解自己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搜集谱牒资料，记录祭祖仪式，撰写一部

家史。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近世的婚姻法规与实施（上） 3  

3 近世的婚姻法规与实施（下） 3  

4 近世中国的婚育礼俗 3  

5 近世特殊形态的婚俗 3  

6 近世中国的家庭结构（上） 3  

7 近世中国的家庭结构（下） 3  

8 近世中国的家庭关系 3  

9 近世中国社会的贞节观 3  

10 近世中国的宗族（上） 3  

11 近世中国的宗族（下）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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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婚姻、家庭、宗族现象及其变化过程，并通过展现丰富的社会史料，

让学生认识以上社会现象的多元性。 

难点：展现婚姻、家庭等社会现象与王朝国家的政治变革、制度变迁、经济发展等宏大历史之

间的关联性，引导学生通过对婚姻家庭史的学习更加全面地认识中国社会的历史及变迁。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主要通过讲授、讨论、自学等方式进行教学。 

2. 展示丰富的史料，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原始史料理解教师的授课内容。 

3. 在介绍历史事实的过程中穿插对当今社会相关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培训学生鉴古知今的能力。 

教学手段： 

1. 在教学过程中，尽量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特别是多媒体的使用。 

2. 会选择播放一些图像和视频资料，使历史事实的呈现更加生动、鲜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自主学习内容：阅读推荐书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陈鹏著《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 2005年 1月第 1 版。 

2. 张国刚等编著《中国家庭史》（五卷本），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年 4月第 1 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汪玢玲著《中国婚姻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年 1月第 1版。 

2. 祝瑞开著《中国婚姻家庭史》，学林出版社 1999年 8月第 1 版。 

3. 王跃生著《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建立在 1781－1791 年个案基础上的分析》，法律

出版社 2000年 4月第 1版。 

4. 王跃生著《清代中期婚姻冲突透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 1月第 1版。 

5. 郭松义著《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印书馆 2000年 8月第 1版。 

6. 闵家胤主编《阳刚与阴柔的变奏——两性关系和社会模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

9月第 1版。 

7. [日]滋贺秀三著《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3年 1月第 1版。 

8. 徐扬杰著《中国家族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年 2月第 1版。 

9. 常建华著《婚姻内外的古代女性》，中华书局 2006年 5月第 1版。 

10. 科大卫著《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年 10月第

1版。  

执笔：邓庆平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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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中国的社会与文化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in Ming-Qing Dynasty 

课程号：5070411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通过学习，让学生掌握社会史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了解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文化现象； 

2、以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活史作为切入点，引导学生更加全面地理解历史上的中国社会及其演

变轨迹； 

3、让学生以史鉴今，加深对当今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解和思考。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和专题教学，使学生掌握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史的基础知识，并通过

对相关史实的学习，让学生加深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全面理解，弥补传统历史教学中侧重政治史、经

济史的知识欠缺，并初步掌握社会史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概述明清史。 

2．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 

3．课程内容简介及参考书推荐。 

学习目标： 

1．让学生宏观把握明清历史发展大势及时代特点。 

2．初步了解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 

作业：阅读关于社会史理论的论文一篇。 

知识单元 2：明清中国的服饰文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服饰文化研究的意义 

2．明代服饰文化的主要特点 

3．清代的服饰改革与政治动荡 

学习目标： 

1．理解服饰文化对于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意义，了解服饰史研究的学术史发展。 

2．掌握明清时期服饰文化的主要特点及其变化。 

3．通过服饰文化理解明清社会的变革，特别是晚明社会的“服妖”现象和清初改易服饰引起

的政治动荡。 

作业：阅读巫仁恕著《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 2008年 7月第 1版）

相关章节。 

知识单元 3：明清中国的饮食文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饮食文化史研究的价值与学术史 

2．中国饮食文化史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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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明清饮食文化的发展及特点 

4．明清时期新物种的引进 

学习目标： 

1．认识研究饮食文化史的意义与学术史。 

2．宏观掌握明清时期饮食文化发展的整体状况。 

3．了解明清时期饮膳类书籍与食谱大量出版与流行的史实及其原因。 

4．通过饮食文化理解明清社会的变革。 

作业：阅读巫仁恕著《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 2008年 7月第 1版）

相关章节。 

知识单元 4：明清中国的城市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城市的定义 

2．中外古代城市比较 

3．明清城市发展概述（城市的数量、类型、规模、经济发展状况） 

4．明清时期的城乡关系（城乡差异、城乡关系的连续性） 

5．城市的环境与疾病（以明清北京城为例，介绍城市的人口、生活环境、疾病传播及其应当） 

学习目标： 

1．从中西方城市的起源、特征了解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城市的不同含义。 

2．宏观掌握明清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的整体状况。 

3．了解明清时期中国的城乡关系，理解中外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不同看法，并引导学生思考

当今中国的城乡关系。 

4．以明清北京城为例，让学生了解明清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的一系列城市问题，并进而思考此

类问题在当今中国社会的状况及解决途径。 

5．初步了解学术界关于疾病史和医疗史的相关研究。 

作业：搜集关于北京城的历史传说或明清时人描述北京城印象的相关史料，并从中分析明清时

期北京城市发展的特点和问题。 

知识单元 5：明清中国的乡村与基层社会控制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传统中华帝国的基层社会控制模式 

2．中国乡村研究的施坚雅模式 

3．明清里甲制度与乡村控制系统的发展（明代里甲制度的创立、里甲制度下的乡村社会秩序、

里甲制度与赋役征派、里甲制度的崩坏） 

4．明清时期的各种乡治单位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乡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理解中外学术界对于中国基层社会组织的相关研究及其

争论焦点。 

2．以各类基层社会组织为例，让学生宏观掌握明清时期中国乡村社会发展的整体状况。 

3．掌握明清时期里甲制度创立、发展及逐渐崩坏的历史过程，认识国家制度与乡村社会的复

杂互动关系。 

4．以古鉴今，引导学生思考当今中国的农村发展问题。 

作业：阅读刘志伟著《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 3月第 1版）。 

知识单元 6：明清中国的民间宗教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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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民间宗教的概念（介绍中西方学界对于民间宗教的不同界定） 

2．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理论问题（民间宗教与“大传统”的关系 、民间宗教的社会－文化分

析 、民间宗教与现代化理论）  

3．民间宗教与明清中国的社会动乱（明清政府的民间宗教政策、民间宗教与民众叛乱、白莲

教的发展） 

4．民间宗教与区域社会（以华南沿海的天后信仰和江南的金总管信仰为例，介绍民间宗教与

区域区域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关系） 

5．民间宗教与女性文化（中国民间的女神崇拜、女性宗教师、女性的宗教活动） 

学习目标： 

1．了解民间宗教的概念及其变化，理解中西方学术界在讨论中国民间宗教问题时的不同语境

和学术史。 

2．了解学术界在研究中国民间宗教方面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及相关研究成果。 

3．掌握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的发展状况，认识民间宗教与明清区域社会发展的关系。 

4．以白莲教为例，让学生认识明清时期民间宗教成为民间反叛组织运动的工具的过程及原因。 

5．了解中国民间宗教活动中呈现出来的独特的女性文化，并进而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上女性的

地位、权利与日常生活。 

作业：搜集中外学术界对于白莲教的相关研究成果，精读其中一篇。 

知识单元 7：明清中国的宗族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宗族的定义 

2．中西方学者对中国宗族的研究 

3．中国古代社会宗族组织的发展阶段 

4．明代的礼制改革与宗族的迅速发展 

5．明清宗族的社会功能 

学习目标： 

1．了解“宗族”一词的含义，通过介绍弗里德曼模式及其争议让学生初步认识中外学术界对

中国宗族研究的学术史。 

2．掌握中国古代社会宗族组织的发展阶段及其历史背景。 

3．了解明代的礼制改革如何促使了宗族的迅速发展，引导学生理解王朝国家与地方社会发展

之间的紧密关联。 

4．认识明清时期宗族的社会功能，并思考宗族及其社会功能在近现代中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作业：采访家中长辈，了解自己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搜集谱牒资料，记录祭祖仪式。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明清中国的服饰文化 3  

3 明清中国的饮食文化 3  

4 明清中国的城市（上） 3  

5 明清中国的城市（下） 3  

6 明清中国的乡村与基层社会控制（上） 3  

7 明清中国的乡村与基层社会控制（下） 3  

8 明清中国的民间宗教与社会（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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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明清中国的民间宗教与社会（下） 3  

10 明清中国的宗族（上） 3  

11 明清中国的宗族（下）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了解明清中国历史上的衣食住行、城乡生活、民间宗教、宗族制度等丰富的社会历史面

向，通过展现各类社会史料，引导学生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弥补传统教学历史教学中侧重

政治史、经济史的欠缺。 

难点：通过专题教学，引导学生认识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了解社会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些

重要问题的研究现状，理解中国历史上社会生活的小历史与王朝国家的政治变革、制度变迁、经济

发展等宏大历史之间的关联性。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主要通过讲授、讨论、自学等方式进行教学。 

2. 展示丰富的史料，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原始史料理解教师的授课内容。 

3. 在介绍历史事实的过程中穿插对当今社会相关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培训学生鉴古知今的能

力。 

教学手段： 

1. 在教学过程中，尽量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特别是多媒体的使用。 

2. 会选择播放一些图像和视频资料，使历史事实的呈现更加生动、鲜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自主学习内容：阅读推荐书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 12月第 1版。 

2. 陈宝良著《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 3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赵世瑜著《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 2002年 4月第 1版。 

2. 赵世瑜著《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三联书店 2006年 11月

第 1版。 

3. 王铭铭著《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 7月第 1版。 

4. 杨念群著《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年 5月第

1版。 

5. 巫仁恕著《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 2008年 7月第 1版。 

6. 刘永华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4月第 1版。 

7. 郑政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年 8月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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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3月第 1版。 

9. [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书局 2000年 12月

第 1版。 

10. 刘志伟著《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10年 3月第 1版。 

11. [日]滋贺秀三著《中国家族法原理》，张建国等译，法律出版社 2003年 1月第 1版。 

12. 徐扬杰著《中国家族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年 2月第 1版。 

13. 常建华著《婚姻内外的古代女性》，中华书局 2006年 5月第 1版。 

14. 科大卫著《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年 10月第

1版。  

执笔：邓庆平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0日 

 

基督教与中国社会 
Christianity and China  

课程号：5070411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通过学习，让学生大致了解从唐朝至今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的脉络，重点是近代基督教在

华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二者间的冲突与融合。 

2、以史为鉴，使学生更好理解宗教在社会中的角色，审慎对待宗教与社会、不同宗教间差异

等问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基督教简史、分支、派别 

基督教是世界性宗教，分为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 

2．唐代景教 

聂托斯里派入华、在唐代的发展、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武宗灭佛后消亡 

3．元代也里可温 

元代宗教宽容、也里可温兴盛、元代天主教马可波罗 

4．明清天主教  

耶稣会士来华，代表人物利玛窦、南京教难、礼仪之争 

学习目标： 

1．了解基督教概况 

2．了解近代以前，基督宗教与中国的关系与互动 

作业：观看《印象岭南——寻找利玛窦的踪迹》和《连接中国与世界的人——皇帝的外教利玛

窦》，谈谈对利玛窦的认识。 

知识单元 2：基督教在华传播概况 1807-1860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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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马礼逊的传教历程 

来华传教、翻译圣经、编纂《华英字典》 

米怜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英华书院 

2．美国传教士来华 

马礼逊、裨治文与《中国丛报》、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 

卫三畏来华、伯驾与西医的传播  

3．条约与传教 

《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 

由海外——香港 

香港、广州——上海 

学习目标： 

1．了解 19世纪早期传教士来华传教的历程及其活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2．了解条约对传教活动的影响 

作业：蒋廷黻先生曾说过：佛教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基督教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思考不

平等条约对传教运动的影响。 

知识单元 3：基督教与太平天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基督教在客家人中的传播 

梁发与《劝世良言》、郭实猎与福汉会、罗孝全与洪秀全 

2． 太平天国中的宗教活动 

天条、分馆制度、宗教宣传 

3． 社会生活习俗 

禁头、变服、婚丧、禁烟、禁赌、禁娼、禁奴、禁酒、推进天历、妇女政策 

4． 洪秀全对《圣经》的修订诠释 

本土与番邦之别 

以中国伦理价值净化《圣经》 

5． 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6． 太平天国的遗产 

学习目标： 

1．了解太平天国发生的背景、原因和过程 

2．了解太平天国的宗教政策及对社会生活习俗的影响 

作业：以洪秀全对圣经的修订，谈谈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适应。 

知识单元 4：两种传教方式的比较：李提摩太与戴德生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李提摩太的主要传教活动 

丁戊奇荒救灾活动、参与创办山西大学堂 

力劝官员、士绅采纳西方文明，尤其是教育、科技、经济 

2．戴德生的主要传教活动 

1865年中国内地会成立、内地会的发展、义和团中的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 

3．比较 

信息的内容、对传教士质量的要求 

传教方法：对政治力量的态度、文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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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两种传教方法对中国社会和教会的影响的不同 

作业：观看《镜花缘——晚清官场的洋人》，谈谈近代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几个外国人。 

知识单元 5：冲突与教案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条约与传教 

不平等条约条款对传教活动的影响 

2． 引发冲突与教案的因素 

传教士干预诉讼、归还交产的纠纷、土地买卖纠纷、保教权 

3． 谣言与教案 

谣言种类：采生折割类、迷拐幼童、嗜淫灭伦、关于教方其他诸种祸祟的话题 

4． 官绅：反教的中坚力量 

传教士到来对官绅阶层的挑战：乘轿、官衔、教产、教育、慈善、治外法权 

从明末士大夫到晚清官绅魏源、夏燮、冯桂芬等 

学习目标： 

1．了解基督教来华后与中国社会冲突的原因及影响。 

作业：通过阅读相关著作，谈谈对义和团的认识。 

知识单元 6：基督教与辛亥革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基督徒革命者形成 

价值的抉择——平等、博爱、人道主义；新思维的批判；超越观念的批判（忠君）；爱国主义；

边缘身份的抉择 

2． 基督徒、传教士、教会参与革命的活动 

兴中会早期会员 

3． 传教士眼中的辛亥革命 

举例说明：武汉、上海、成都、天津等 

4． 辛亥革命的影响 

对教会：信仰自由 

对中国：破旧立新 

5． 从长远的眼光看待孙中山、辛亥革命 

《实业计划》 

辛亥革命需上下探索三百年 

学习目标： 

1．了解基督教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2．试着从更长远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人或事 

作业：阅读《实业计划》，谈谈自己的认识。 

知识单元 7：20世纪 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近代对基督教的理性批判 

郑观应：《盛世危言》、王韬：《弢园文录外编》 

2．民国建立后的宗教讨论 

孔教与国教、新文化运动——反孔到非耶、少年中国学会宗教问题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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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 

基督教在华传播“黄金时代”与《中华归主》 

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 

从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到非宗教大同盟 

4、收回教育权 

学习目标： 

1．了解民国建立到新文化运动前后对于宗教的种种讨论 

2．了解非基督教运动爆发的原因、过程及影响 

作业：试比较明末清初士大夫与 19世纪后半叶士人对基督教批判的不同及意义。 

知识单元 8：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本色化（indigenization）的含义 

2．基督教在西方的本色化 

神学教义方面：希腊 

教会组织方面：罗马 

3．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的本色化（唐——清） 

景教附会佛教、元也里可温、利玛窦规矩 

4．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本色化 

太平天国是否算作本色化？ 

早期华人自理教会的建立 

20世纪后华人教会领袖的成长 

非基运动的影响 

本色教会的探索 

5．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的问题 

译经问题、文字出版问题、传教方法问题、符号系统与宗教仪式问题、神学信仰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基督教在西方、中国本色化的历程 

2．了解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面临的问题 

作业：查阅资料，追溯圣诞节的由来及在各国的不同机遇，讨论基督教与不同文化冲突与融

合。 

知识单元 9：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乡村建设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福音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社会福音的含义 

中心神学思想：天国可以实现在地上 

2．世界农业传教活动 

英国的 William Carey是农业传教史上的先驱 

David Stewart在南非创办学校，教授农林知识 

W. S. Clark在日本札幌创办了帝国农林科 

3．基督教在华早期乡村工作 

金陵大学农林科 

岭南大学农科 

教会乡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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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督教乡村建设的个案研究 

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与樊家庄乡村试验区 

金陵神学院与淳化镇乡村教会试验区 

基督教江西黎川试验区 

5．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的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福音的内容及在中国的传播 

2．了解基督教乡村建设的基本内容及其影响 

作业：结合本课学习，讨论其对当今中国农村社会发展有哪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知识单元 10：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基督教青年会的历史 

1844乔治威廉在伦敦创立、1855巴黎大会与“巴黎本旨”、1866正式提出“德、智、体、群” 

2．青年会在中国早期历史 

1885年福州英华书院、1895年来会理来华、1901年，“中韩香港基督教青年会合会” 

1912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组合”、1915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 

宗旨：非以役人，乃役于人。 

3．余日章与青年会 

1917 年任总干事、1919 年出席纽约青年会干事会议、1924 年赴美出席青年会国际会议、“中

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评选 

4．“人格救国”的思潮 

“人格救国”运动是青年会全国协会在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六日第九次全国大会开始推展，整个

观念是由余日章提倡和策动。 

5．平民教育与公民教育 

平民教育运动 

公民运动：训练民众爱国和建国 

6．青年会与近代中国体育事业 

体育部的建立、引进体育项目：篮球和排球、介绍近代体育思想和近代体育教育、推动社会体

育活动 

学习目标： 

1．了解基督教青年会发展的历程、宗旨 

2．了解“人格救国”思潮、青年会对近代中国体育事业的影响 

作业：近代中国出现多种救国思潮，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谈谈对人格救国的认识。 

知识单元 11：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生活变迁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传教士在边疆地区早期活动 

内蒙古、新疆、西藏、广西、台湾、海南地区 

2．传播基督教的主要方法 

口头布道、教堂布道、文字布道 

4．基督教对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 

医疗卫生、教会学校、社会习俗、文体娱乐 

5．石门坎的故事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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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传教士在边疆地区的活动 

2．了解基督教对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 

作业：选取一两个地区或一两个民族，谈谈基督教传入对他们的影响。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基督教在华传播概况 1807-1860 3  

3 基督教与太平天国 3  

4 两种传教方式的比较：李提摩太与戴德生 3  

5 冲突与教案 3  

6 基督教与辛亥革命 3  

7 20世纪 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 3  

8 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 3  

9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乡村建设 3  

10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3  

11 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生活变迁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以专题形式，让学生了解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参与和见证的中国近

代历史。 

难点：通过对相关史实的学习，让学生理解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同时不能忽略的是基督教在

华传播，为适应中国文化所做出的调整。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主要通过讲授、讨论、自学等方式进行教学。 

2. 展示丰富的史料，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原始史料理解教师的授课内容。 

教学手段： 

1. 在教学过程中，尽量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特别是多媒体的使用。 

2. 会选择播放一些图像和视频资料，使历史事实的呈现更加生动、鲜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自主学习内容：阅读推荐书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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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参考书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2013年版。 

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明清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人民出版社，2003年。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见：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年。 

吴相湘：《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岳麓书社，2001年。 

刘家峰：《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 1907-1950》，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 

林治平编：《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 

段琦：《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商务印书馆，2004年。 

［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一位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心路历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4年。 

［美］爱德华·V. 吉利克：《伯驾与中国的开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 

［美］雷美孜：《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传》，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

年。 

［美］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个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 

［英］苏慧廉：《李提摩太在中国》，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海南出版社，2010年。 

执笔：王静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  2016年 6 月  22日 

 

中国当前文化热点与前沿问题研究 
The study of The current Chinese cultural hotspots and frontier issues 

课程号：5070411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的文化研究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本课程计划以中国当前的文化热点与前沿问题为主要内容。当代中国正

处于社会、文化的转型阶段。很多带有症候性的文化热点与前沿问题尚未得到充分讨论。而本科生

置身于当下纷繁复杂的文化环境中，接触的信息量最为丰富，思维也最为活跃，他们本身就是当前

文化热点与前沿问题的主要参与者、接受者甚至制造者。 

通过带领学生共同关注、思考和讨论这些热点问题，培养他们在自己所置身的文化环境中发现

问题、思考问题的能力，帮助他们在复杂多变的文化环境中形成自己的判断力、选择力，是人文学

科应该在大学本科生通识教育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是本课程最主要的开课目的。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与开放式案例教学相结合：36学时 

知识单元 1：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主要研究手段、主要对象、基本方法和研究目

的 

2．中国当前的文化转型问题——从文化研究的视野提出中国重要的文化问题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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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 

2．了解文化研究的基本手段、方法和目的 

3.  初步建立以文化研究视野发现中国当前文化问题的思维 

知识单元 2：案例分析示范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以当年重要的一到两个文化事件为例，向学生示范如何用文化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思路分析该文

化事件 

学习目标： 

初步掌握完整的文化案例分析的基本思路和过程 

知识单元 3：开放式教学：寻找文化热点 

参考学时：14学时 

学习内容： 

以师生共同研讨的方式，组织学生自己发现文化热点、尝试独立进行文化研究，完成课堂报告，

师生共同探讨 

学习目标： 

训练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基本能力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文化研究概论 3学时  

2 第二章  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一）  3学时  

3 第三章  文化研究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二） 3学时  

4 第四章  中国当前热点与前沿文化案例分析（一） 3学时  

5 第五章  中国当前热点与前沿文化案例分析（二） 3学时  

6 第六章  中国当前热点与前沿文化案例分析（三） 3学时  

7 第七章  开放课堂：中国当前文化热点讨论 3学时  

8 第八章  开放课堂：中国当前文化热点讨论 3学时  

9 第九章  开放课堂：中国当前文化热点讨论 3学时  

10 第十章  开放课堂：中国当前文化热点讨论 3学时  

11 第十一章开放课堂：中国当前文化热点讨论 3学时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无先修课程要求，全校学生均可选修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与方法 

难点：运用文化研究基本方法发现和研究当前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启发性。 

2.互动式。 

3.对话式 

教学手段： 

1.课件展示。 

2.多媒体。 

3.圆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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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课堂表现等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个同学须独立完成课堂报告。 

执笔：卢燕娟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1日 

 

大学语文 
College Chinese 

课程号：50705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以体现当代大学大学语文水平标准的教材《中国语文》为依据，通过思

想与学术、表达与欣赏、阅读与创作、知识与研究相结合的教材内容的学习，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思

想、民族自豪感，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学术理路、代表作品、技能技法，培养高尚的情操和

拥有优秀的人文素养与语文知识、方法，提高学生的审美文化水平与能力和文学创作、作品赏析，

以及举一反三的语文知识运用和利用语言研究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语言文字（普通话训练、朗诵、演讲素养培养、病句修改、掌握语言规

范等等）规范训练，让大学生更会说话、能够流畅地表达；通过作品鉴赏（主要是中国传统经典文

学名著，按照文体类型进行艺术鉴赏，突出民族文化特色与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艺术品格素养培养

等）教学，让学生能够理解欣赏文字的图象的或者语言的文艺作品； 

经过文体写作（散文、韵文中常见文体的特点与写作方法，让学生了解并学会部分文体文章技

法，包括古典诗词的写作）训练，学生能够文通字顺地，按照条理把自己的情感或者思想表达清楚

到位，也可以增加学位论文的写作说明；指导阅读参考，则让学生学会阅读中文的学术论文与文学

作品，学会评论与判断，为大学生今后的发展提供空间与动力，实现教书育人，培养杰出人才的目

的。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4学时 

知识单元 1：中国文学 

参考学时：18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古代文学 

2．中国现当代文学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和各个时代的特点以及主要代表作家和作品，创作风气与时代价值

以及文学史意义。 

2．掌握相关的基本知识和学习鉴赏方法。 

作业：专题分析相关作品。 

知识单元 2：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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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语用习得（病句修改）。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历史和贡献，能够学会语言语用的一般方法。 

2．掌握修改病句的基本方法。 

作业：1阅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病句修改训练。 

（二） 实践教学  共 4学时 

实践 1：文学作品、应用文写作实践和工具书使用介绍 

参考学时：2学时 

实践 2：学生创作作品点评 

参考学时：2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先秦两汉诗 2  

2 先秦两汉文 2  

3 唐宋诗唐宋词唐宋辽金文 2  

4 中国古代戏曲(欣赏与评论) 2  

5 中国古代小说 2  

6 中国古代文体的演变与发展 2  

7 中国现当代文学 2  

8 当代流行歌曲(欣赏与评论) 2  

9 古典诗词的格律与创作的基本要求 2  

10 学生作品点评 2  

11 古代文字的读音、汉字结构的分析方法、古今词义异同与辨析方法 2  

12 

汉语言文字的学习与规范化、普通话学习的方法与途径、汉字的

形体与书写、汉语词汇与常见的用词错误分析、汉语语法与常见

的句法错误分析 

6  

13 文学作品的创作(欣赏与评论) 2  

14 应用文的写作、学术论文的写作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大学语文>）《中国语文》）是国家发展规划制定开设课程，以母语语言文学为对象，符合大学

特点和需要，因此和所有课程关系密切，先开后开都可以，相对合适的是一年级和二年级开。根据

2006年 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要求

“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的精神，按照教育部高教司 2007 年 3

月下发通知的通知要求，以及教育部关于我国教育的中长期发展计划的规定。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本课程的教学重点是如何通过学习，培养学生对中国语言文学的深刻理解和价值认同，

具有大学生应该具有的语文水平，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难点：1、教学对象是多民族，如何科学表述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一些涉及到民族关系的时

代、作家和作品的评价。2、学生的水平差异较大，如何实现共同的教学目标有一定的困难需要克

服。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和手段： 

1.讲习讨论阅读相结合。 

2.突出实践教学，注意理论、方法、技巧的实际应用。 



6048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书面作业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中国语文》（已列入中国政法大学教学丛书）理论

教学教材。 

《中国语文》教材按照每周四课时设计，因此分量较重。本教材和本大纲主要是作为参考用，

任课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当调整篇目，也可以适当讲授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如果是双语授

课，内容则可以做出必要的删减。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黄震云等编著《中国语文》，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 9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徐中玉等编著《大学语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7月 第 9版 

2. 王步高等编著《大学语文》，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3月 第 5版 

执笔：黄震云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日 

第一章    先秦两汉诗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重点讲习中国古代各种诗体发育的背景下诗的产生与规律。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中国古代诗歌的发生 

1、口头文学和尧舜的三大礼系：典乐。见《尚书》、《文心雕龙》等资料。 

2、原始宗教时代的文学：甲骨卜辞及其诗歌。 

3、关于艺术发生原理的不同意见和流派，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起源的劳动说。 

第二节 先秦两汉诗 

1、主要作品：《诗经》、楚辞、汉乐府。今人逯钦立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先秦两

汉的诗歌比较详尽。 

2、《诗经》的基本知识、地位及其影响. 

3、楚辞的基本知识、地位及其影响。 

4、汉代乐府的基本知识、地位及其影响. 

5、五言诗的发展。 

6、建安文学。 

7、作品讲解：《关雎》、《离骚》（介绍）、《古诗十九首》（选讲） 

复习与思考题 

1、 中国古代诗歌产生时代与原因 

2、 诗与礼乐、词与诗的关系 

拓展阅读书目 

1、黄震云：《先秦诗经学史》，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版。 

2、夏承焘：《读词常识》中华书局 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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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先秦两汉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重点讲习中国古代各种文体发育和先秦两汉散文的成就，以及

四书五经的定位。 理清先秦两汉文的发展线索，注意文体的形成和价值。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先秦两汉文概述 

先秦两汉文是指在先秦两汉时期产生的各类散文作品。它与先秦两汉时期产生的韵文（诗歌）

共同构成了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学殿堂。但与诗歌不同的是，这个时期的散文，受到文学观念尚未明

确的制约，因此常常呈现为文、史、哲互相交叉的泛文学化面貌，表现为实用文体和文学表达的混

合，因此后人有六经皆史的说法。从其内容和表现特征来分，总体上可以分为以记述史实、活动过

程为主的记叙性散文和以分析、论说为主的理论性散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先秦两汉散文又区分

为先秦散文和两汉散文两个不同阶段。 

第二节  先秦文 

先秦两汉文是指在先秦两汉时期产生的各类散文作品。它与先秦两汉时期产生的韵文（诗歌）

共同构成了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学殿堂。但与诗歌不同的是，这个时期的散文，受到文学观念尚未明

确的制约，因此常常呈现为文、史、哲互相交叉的泛文学化面貌，表现为实用文体和文学表达的混

合，因此后人有六经皆史的说法。从其内容和表现特征来分，总体上可以分为以记述史实、活动过

程为主的记叙性散文和以分析、论说为主的理论性散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先秦两汉散文又区分

为先秦散文和两汉散文两个不同阶段。 

1、《尚书》《周易》《仪礼》 

2、历史散文《春秋》《国语》《战国策》 

3、诸子散文九流十家 

关于三教： 

①汉 班固 《白虎通·三教》：“王者设三教者何…… 夏 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

莫如敬； 殷 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 周 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

如忠。” 

②汉 徐干 《中论·治学》：“先王立教官，掌教国子。教以六德，曰智、仁、圣、义、中、

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姻、任、恤。教以六艺，曰礼、乐、射、御、书、数。三教备，而

人道毕矣。” 

 ③《北史·周本纪下》：“十二月癸巳，集羣官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

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 

第三节  两汉三国文 

重点介绍汉代的历史散文。 

顺应历史的发展，秦王政二十六年（前 221），终于扫平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

秦王朝的建立，在文化上采取了高压的政策，先秦时期散文迅猛发展的势头受到严重打击。然而，

秦王朝在风起云涌的反秦浪潮中迅速土崩瓦解，大一统的汉帝国应运而生。 

汉帝国采取了积极的文化政策。西汉前期，随着文化政策的放宽，思想界出现活跃之势，黄老

思想一度盛行。自汉武帝以后，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针的逐步确立，经学思想占据主导

地位，“霸王道杂之”的社会统治思想逐渐为新的儒家思想所取代。士人的人格精神得到弘扬，他

们对于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和强烈的关心。社会思想的变化和现实政治的需要，

促进了汉代散文的丰富和发展。 

汉代散文，在先秦散文的基础上，主体上依然可以划分为叙事文和理论文两类。但也发展了碑

志文等实用文体。由于文学因素的积累和进步，汉代散文作品体现出新的时代面貌。记叙性的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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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了自己的文学因素，确立了史传文学的地位；论说性的散文表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文章风

格和文体特征丰富多彩，但共同的表现出关注时政、言辞恺切、重视辞采的特色。 

①汉代的史传文学： 

中国文化有注重历史的传统，先秦的历史散文又为汉代的史学家们留下了丰富的资料。汉代的

历史散文在这种条件下，有了划时代的转折。创立了新的历史著作的体例，开创出史传文学。其中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 

在司马迁之前，汉代已经有了像陆贾的《楚汉春秋》一类的著作。但到司马迁，他以一位历史

学家的神圣使命感，以一位“世为史官”的家族荣誉感，受父遗命，立志编写一部“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文选·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的史书他

广泛收集资料，认真分析研究，忍受残酷的打击和摧残，矢志不渝，最终完成了《史记》这部伟大

著作。 

《史记》是一部通史性著作。它改变了先秦编年体或国别体的史书体例，开创了纪传体的新体

例。全书 130篇，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以本纪为经，表、书、世家、

列传为纬，纵横交织，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余年的历史。这种“纪

传体”的叙述方式，不但确立了中国正史的体例，成为中国正史的典范；其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记

述，也开创了史传文学的先河，成为史传文学的典范，确立了传记文学的地位。 

《史记》的这些史传文学作品，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司马迁以一位历史学家的眼光和“秉笔直

书”的实录精神，记录了中华民族三千多年的发展历史，肯定和赞颂了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重要

贡献的各类人物，记录了他们的业绩；也批评和鞭挞了历史上的丑恶现象和残暴行为，揭露了龌龊

小人的无耻嘴脸。司马迁在《史记》中表现出来的进步思想和民主精神，代表了当时的思想认知高

度。 

《史记》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古人称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

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 1962年版）；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

一书中称赞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出版社 1941 年版）。从

文学的角度来说，《史记》以对史料的精心运用和多种艺术手法，塑造了众多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

象。这些形象，自帝王将相至下层民众，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画廊。同时，《史记》为文疏宕,

“颇有奇气”（《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

以其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而成为古代散文语言的典范。《史记》以其丰富的内容和高

度的文学成就，广泛影响到后代散文以及其他各体文学的创作。 

与《史记》齐名的另一部史传文学作品是《汉书》。《汉书》的主要作者是班固（32—92年），

由班昭和马续续成。它是吸收了《史记》的有关成果，在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撰成的西汉

一代的断代史。起自汉高祖元年（前 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十年。体例仿

《史记》而改“书”为“志”，取消“世家”而并入“传”，从而完善了纪传体体例而为后代所取

法。班固在《汉书》中以汉代正统的儒家思想评判历史事件和人物，在思想境界上与司马迁存在

不小差距；但《汉书》作为史传文学作品来说，与《史记》各有千秋。“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

而事详”；“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后汉

书·班固传》，中华书局 1965 年版）《汉书》不仅保存了大量的诏策奏议等重要文献史料，同样

刻画了一定数量的生动人物形象；在语言上，整饬富赡，为文谨严有法。同样对后代散文产生了

重要影响。 

受到史传文学创作的影响，借鉴先秦寓言故事说理的传统，出现了诸如刘向《新序》、《说苑》、

《列女传》一类以传说故事分类说明道理或树立批评标准的著作。这些著作虽不像史传文学那样塑

造完整的人物形象，但其丰富的故事性和作者明确的评价标准，依稀使我们感到一种文学的冲动。 

汉代还产生出《吴越春秋》《越绝书》等一类带有颇多传说内容、更富于演义倾向的作品。 

②汉代的理论散文： 

汉代理论文，具有多种类型，呈献出丰富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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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是诸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以及《淮南子》、扬雄《太玄》、《法言》、班固《白虎通义》

之类以阐述哲学、政治思想为主的理论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淮南子》以其广博富赡的内容，表

现出兼容并包的学术气度；同时，又以其想像丰富,构思诡奇的文风和生动多彩的语言，闪耀着“泛

采而文丽”(《文心雕龙・诸子》，上海新华书店 1929年版)的文学风貌。 

另一类是政论文论著大量出现。这些著作，或针对现实政治中的重要问题发表评论，或针对现

实生活中的各种社会现象进行批评。言辞恺切，谠言直论，无所避忌。前者如陆贾《新语》，贾谊

《新书》，像贾谊的《过秦论》上中下三篇，批评秦王朝的过失,行文汪洋宏肆,凌厉无前,气势尤为

壮大；又桓宽《盐铁论》，此书文辞浑朴精练,畅达明快,还有桓谭《新论》、崔实《政论》、王符《潜

夫论》等，后者如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义》等。 

疏牍文也表现出政论文的明显特征。疏牍文主要是向君主的奏疏和对策，也包括部分其他的书

信。这是汉代政论性散文中的重要部分，表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像汉初的贾谊和晁错的奏疏，针

对汉初的统治状况发表评论，言辞切直，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皆为西汉鸿文,沾溉

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出版社 1941年版）。而贾谊的《治安策》等“尤有文

采”,晁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沉实而有深识。枚乘《谏吴王书》、《重

谏吴王书》和邹阳的《谏吴王书》、《狱中上梁王书》等长譬远喻，辞婉情长，“迫切之情,出以微婉；

呜咽之响,流为激亮,此言情之善者也。(《骈体文钞》卷十六，国学整理社 1936 年版)”而武帝时

的董仲舒，以公羊之学为本，他的《贤良对策》引经据典，从容典雅。西汉后期的刘向、谷永等人，

面对西汉王朝深重的统治危机，直言正谏，感情深沉而慷慨。东汉初期则以书牍、檄文及说辞见长，

与西汉后期的沉厚典重不同，多带有纵横辩士的详论雄辩色采。而明、章帝时期直至汉末，一种激

烈的批判精神贯穿其间，不管是对社会还是政治现实，批评指摘，无所顾忌。言辞激烈而直露，体

现着士人的独立人格精神和以社会天下为己任的理念。 

汉代学术性论文尚未划分自己明确的界限和范围，因而成为汉代理论散文的一部分。如刘向校

书形成的叙录，以简约明晰的语言，抒情的笔调，描述校书过程，评述著作价值。既有理论性，又

富文学色彩。 

③碑志文： 

随着东汉品评人物之风盛行，碑志文在东汉发展起来。作为对人物一生的盖棺论定，碑志文在

历述人物生平行实时，常常带有非常浓厚的感情因素。东汉的崔瑗、蔡邕等都是擅写碑志的名家，

而以蔡邕为最。刘勰《文心雕龙·诔碑》称：“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

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胡众碑，莫非清允。”后人对蔡邕有谀墓之讥，但

这里提到的《太尉杨赐碑》、《陈太丘碑》、《郭有道碑》、《汝南周勰碑》、《太傅胡公碑》等最为后人

首肯。蔡邕所写碑志清丽典雅，带有骈化的时代影响。碑志文体吸取了散文传记特点，纪实本体，

又有铭文给予评论，实由两种文体组合而成。 

讲授篇目：《论语·侍坐》《庄子·逍遥游》 

复习与思考题 

1、甲骨文和中国古代散文。 

2、“曰若稽古》和口碑文献的传承 

3、 历史散文及其文体 

拓展阅读书目 

曹道衡：《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中华书局 2005年版。 

第三章 唐宋诗唐宋词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重点讲习中国古代各种诗体发育的背景下格律诗的产生与规律，

写作要点，学会能简单地写作符合规范的格律诗和词。 了解词的生成样态以及诗词之间的关系。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唐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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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的繁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作品数量浩繁。清代康熙年间编纂的《全唐诗》

收录诗作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后人编纂的《全唐诗补编》又有两千多首。两者相加，共五万余首。

但据史籍所载，这个数字还不及当年实际创作数量的百分之一。第二，诗人众多，名家辈出。仅《全

唐诗》收录有姓名可考的诗人，就达二千二百余人。他们的身份，上自帝王将相，后妃宫女，下至

贩夫走卒，倡优释道，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其中，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一定地位的诗人一百多位，

影响久远的大诗人二十余家；而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更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巨匠。第三，题材

广泛多样。举凡国家大事、社会风情、民间习俗、边塞、山水、田园、咏史、咏物、言情、酬赠等

等，都成为唐诗表现的对象。用闻一多先生的话来说：“凡生活中用到文字的地方，他们一律用诗

的形式来写，达到任何事物无不可以入诗的程度。”第四，诗体完备。诗歌发展到唐代，在形式体

制方面，已经无体不备，无体不工。明人胡应麟说：“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三、四、五言，

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矣。（《诗薮》，中华书局 1958年版）”无论哪一

种体裁，都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难以计数的优秀作品，成为后人学习揣摩的典范。特别是格律诗和

词都主要出自唐人的创造，至今仍是人们喜爱的写作形式。 

另外，各种流派异彩纷呈；各种风格千姿百态；各种表现技巧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有

这些构成了唐诗生机勃勃、气象万千的繁荣局面。唐诗的发展，按习惯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

唐四个时期。 

第二节 唐宋词 

词，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一种文学样式。在唐宋时代，人们对词的称呼可谓五花八门，如：曲

子、曲子词、乐章、乐府、近体乐府、琴趣外篇、笛曲、琵琶曲、小词、雅词、诗馀、长短句等

等，不一而足。每一首词的文字形式都是依据它的音乐形式而写成的，词实际上是诗与乐相结合

的产物。中国古代诗歌与音乐经历了几次聚合与分离的变化。大约是唐代中期或更早，一种新“歌

诗”终于在时代的召唤下应运而生，这就是后世所谓的“词”。词之所以可称为是一种新歌诗，

主要基于这样两点理由：一是它所配合的歌乐是新兴的“燕乐”；二是它所采取“依谱填词”的

方法。 

宋词的总体成就十分突出：首先，完成了词体的建设，艺术手段日益成熟。无论是小令还是长

调，最常用的词调都定型于宋代。在词的过片、句读、字声等方面，宋词都建立了严格的规范。词

与音乐有特别密切的关系，词的声律和章法、句法也格外细密。宋词独特的艺术魅力是五七言诗难

以达到的，它为丰富古典诗歌的艺术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其次，宋词在题材和风格倾向上，开拓了

广阔了领域。晚唐五代词，大多是风格柔婉的艳词，宋代词人继承并改造了这个传统，创作出大量

的抒情意味更浓的美丽动人的爱情词，弥补了古代诗歌爱情题材的不足。此外，经过苏、辛等人的

努力，宋词的题材范围，几乎达到了与五七言诗同样广阔的程度，咏物词、咏史词、田园词、爱情

词、赠答词、送别词、谐谑词，应有尽有。艺术风格上，也是争奇斗艳，婉约与豪放并存，清新与

秾丽相竞。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后代词人很少能超出宋词的范围。 

讲授篇目： 

岑参《白雪歌》白居易《琵琶行》苏轼《明月几时有》。 

复习与思考题 

1唐诗的成就。 

2宋词的成就。 

3诗词创作要点。 

拓展阅读书目 

闻一多：《唐诗杂论》，中华书局 2003年版。 

第四章 中国古代戏曲(欣赏与评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重点讲习中国古代戏曲的产生、样态与规律，写作要点，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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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戏剧。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中国古代戏剧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戏剧虽然是一种晚出的文学样式，但在歌管喧闹、锣鼓铿锵的帷幕还没有拉开之前，戏剧

的早期活动或称准备活动就已经如火如荼了。中国戏剧的起源，可上溯到原始世界，这时的戏剧因

素是简单的、幼稚的和不规范、不定型的。 

百兽率舞的说法，最早见于《尚书·尧典》：“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本意是说一群原始人

身披各种兽皮“群起而‘舞’之”罢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为戏曲的两大主要元素的音乐和舞

蹈与作为戏曲特征的装扮表演的初步融合。有了声响，有了节奏，就有了听觉的兴奋；有了舞蹈，

有了调度，就又有了视觉的满足。同时，装扮又使表演者转换了身份，不再是生活中的张氏李氏，

成为了一个特定的符号。观看的人，于此是在接受一种情绪；“演出”的人，于此则是在宣泄一种

情绪。尽管形式和内容很简单，但却很神圣、很虔诚。 

可以说屈原的《九歌》是中国最早的“剧本”，其中有以祭者语气写的描述性诗句，仿佛是“第

三人称”的述说；也有以各种神的口吻写的“代言”性诗句，又似乎是“第一人称”的“台词”。

可以说，戏剧表演的功能性应当说是最早出现的功能。孔子在《论语》中说过“乡人傩”的情状。

“傩”在古代通常都是在腊月里举行，是一种驱鬼逐疫的仪式性活动。由仪式出发，先民们要完成

与上天的合一、与鬼祟和野兽的战斗，于是开始了装扮表演。接着是“优”的出现，其时略晚于巫，

主要职能是娱人。这也说明了人对自然征服能力的提高。优最早出现在西周（约公元前 11 世纪—

公元前 771 年）末年，是贵族豢养、专门提供声色之娱的“内廷艺人”。他们不仅供人笑，还要伶

牙俐齿、能言善辩。如此，中国戏曲在获得了歌、舞及故事的初步准备后，又开始了向“当众表演

的”的层次迈进。 

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建立，戏剧的因子也在逐渐聚集。原先散落在各部落、各氏族的“戏曲性”

活动，便大量流入都市。当时作为民间艺术的“角抵戏”随之便不断流入宫廷之中。“角抵”，用今

天的话来说，可以大致解释为一种“竞技表演”。把各种技艺引入表演，不仅补充了歌舞表演的不

足，而且直接促使着表演艺术开始走向成熟。由于“角抵戏”是一种“竞技”表演，所以也在不知

不觉中引入了作为戏剧艺术最本质的要素——“冲突”，从而使情节能够更加引人入胜。 

经过汉代百戏的繁盛，经过多种艺术元素的融合，中国戏曲开始逐步走向成熟。在南北朝（公

元 420—589年）和隋唐（公元 589—907年）时期，作为装扮表演的艺术形式开始分化成歌舞小戏

和滑稽戏谑两种主要形式。它们一个在民间，一个在宫廷，“兵分两路”向着戏曲的完成形态进发。

民间的歌舞小戏，最著名的就要算《踏谣娘》了，它有着鲜明的喜谑色彩，男人扮女人，性别错位，

再加上他扭捏的步态，就更加令人捧腹；民间活动场地简陋，常常是户外露天的演出；看客们围成

一圈，演员则表演于中；化妆的演员载歌载舞，观众们则一边看戏一边和歌，有着极强的参与性。

与《踏谣娘》这类生活小戏不同的是战争题材的歌舞小戏，它更强调一种装扮身份的美学效应。为

了实现这种装扮，为了弥补演员面部条件的局限，追求扮演者与角色之间最大限度的一致，这类歌

舞节目的演出开始使用了面具。其中以《兰陵王》最为著名。从古优发展而来的装扮讽谏的传统一

直是宫廷表演的主流，它主要以说话的形式进行表演，插科打诨，嬉笑讽刺，颇类我们今天所见的

相声和喜剧小品。自三国（公元 220—265 年）时代起，这种讽刺便由优对皇帝的讽刺扩展为皇帝

对艺人或大臣对官员的揭露和讽刺，使演出形式也更加活泼起来。在这里，被戏弄的对象叫“参军”，

而那个执行对他戏弄任务的演员就叫做“苍鹘”。因此，便有了一个特定的名称——参军戏。中国

戏曲中的在“净”、“丑”两个当行，就是从“参军”、“苍鹘”演化而来。到了唐代，参军戏已经非

常普及了。 

随着唐代参军戏和歌舞小戏表演者和观看者的激增，中国的装扮表演艺术已开始成为一个艺术

消费门类。特别是宋代，伴随着都市文化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出现，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城市，“瓦

肆”、“勾栏”陆续兴起。“瓦肆”，就是一般砖木结构的简易建筑；“勾栏”即以板壁围成的演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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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这种场所的出现，即是表演艺术快速发展、日益普及的产物，中国戏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

展时期。 

在宋以前，装扮表演大都集中在宫廷或寺庙之内，一部分歌舞小戏在邻里或街坊间演出。这时

候，一些聪明的艺人就开始排一些表现商人题材的节目，走街串巷地演出。因其在户外流动演出，

当时人称它为“陆参军”。到了南宋时期，宫廷里的“戏班”基本取消，帝王贵胄要看节目，也往

往直接从“瓦肆”中挑选，所谓“招班入宫”或“召班进京”。在“瓦肆”、“勾栏”的喧闹中，中

国戏曲终于横空出世。 

进入宋代以后，中国戏曲便进入了一个全面的成熟期。其主要标志，一是剧目繁多，仅南宋周

密《武林旧事》所列就有 280多种；二是体制完备，生、旦、净、丑等角色行当均已形成；三是名

伶辈出；四是观众激增。在琳琅满目的宋代艺术消费形式中，最为抢眼的是“宋杂剧”和“诸宫调”。

宋代以“讲”为主的表演形式也称作“杂剧”，它与元代有说有唱、且以唱为主的“元杂剧”很不

相同。宋杂剧的基本表演风格与唐代参军戏一脉相承，大都是以调笑戏弄为主的滑稽短剧。诸宫调

属于一种讲唱文学，它的叙事功能很强，又以演唱为主，的确是宋杂剧的一个极好补充。“诸宫”

是隋唐（公元 589—907 年）时期用以宴饮的燕乐，是我国古代音乐调名的总称。北宋民间艺人孔

三传开始把一个宫调中的许多曲子联成一套，再把若干套数联在一起来讲述故事，从而开创了“诸

宫调”。这种形式音乐上富于变化，叙事能力上也有较大拓展，基本用北曲演唱。 

中国戏曲从原始社会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始，一路蹒跚而来。在此途中，各种表演因

素不断加入、各种艺术门类养液不断汇集，当它的脚步跨入元代时，终于石破天惊——诞生了举世

闻名的“元杂剧”，推出了一个辉煌的戏剧时代。 

元杂剧这朵奇葩，最初绽开在北中国的广袤大地上。随着元王朝统一中国，大都城不仅成为中

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而且迅速发展成为经济繁荣、消费性商业色彩浓厚的大都会，在此产生了一

批著名的剧作家如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另以及纪君祥、杨显之等。 

元杂剧在文学上已经相当自觉，有着完整的故事、鲜明的人物和激烈的剧情冲突，还有唱词、

道白及舞台提示。这种戏剧具有“四折一楔子”的结构模式。一般分为四个大的段落，称为“四折”。

在四折之外，往往用一个短小的片段来表现一些需要交代的情节和关系，由于它短小，是在正式段

落之外加上去的，所以称为“楔子”。每一折就是一个音乐单元。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挥师江南，占领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至元二十一年（1284）

立江浙行省，以杭州为省治。其间北人大批南下，陈旅在《送张教授还汴梁》一诗中说道：“莫向

春风动归心，杭州半是汴梁人。（《安雅堂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

同时兴盛于北方的杂剧艺术，也伴随着南征的大军和南徙的人口，流传到南方。富庶的江南，为杂

剧生长提供了更为肥沃的土壤，吸引了大批北方杂剧作家和艺人。著名杂剧演员如珠帘秀等，也辗

转来到扬州、杭州等地演出。当时，南征的大军和南徙的人口，构成了第一批杂剧观众。杂剧以其

说唱、歌舞、表演于一体的艺术形式和慷慨劲切的音乐声腔，使南方人耳目一新。另一方面，北宋

时杭州已为东南第一州，到南宋，杭州作为南宋京城，人口流动和政治等因素，促进了南北语言文

化的汇集，形成了独特的话语系统，土生土长的南方居民对中原音韵也不陌生，因此，杂剧很快就

被杭州观众接受并喜爱。 

南方的杂剧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至大德

（1297~1307）年间。这期间杂剧初入南方，擅风骚者是在北方已经享有盛名的作家。他们不仅带

来了已在北方流传的名剧，还继续写作新篇。这一批杂剧名家，继续保持着北方杂剧出兴时期那种

生气勃勃的精神，以关怀现实的充沛感情，为杂剧赢得南方观众的喜爱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为元

武宗至大（1308~1311）到元文宗天历（1328~1330）至顺（1331~1332）年间，这时关汉卿等杂剧

名家陆续退出舞台，代领风骚的是郑光祖、乔吉等人，他们虽然来自北方，但主要创作活动是在南

方。同时，南方籍杂剧作家也崭露头角，成为杂剧创作的生力军。但同时也因侧重辞藻华美、忽视

“本色当行”而隐藏危机：第三阶段为元顺帝（1331~1368）到明初，这一期间北方作者群的杂剧

创作日见沉寂，南方戏剧圈的创作也同样萎靡不振，杂剧便开始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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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一般可分为剧曲和散曲，剧曲则主要指元杂剧，散曲则包含小令、套数及介于两者之间的

带过曲等几种。小令以一支曲子完成，言简意赅、朴实清新、音乐性极强，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

思》、张可久的《中吕·卖花声》。套数又称套曲，由一套曲子组合而成，从唐宋大曲、宋金诸宫调

发展而来。带过曲由同一宫调的不同曲牌组成，曲牌最多不超过三首。因此，散曲总体而言比较灵

活也比较口语化和散文化。 

同时，在东南沿海地区发育成熟起来的南戏也熠熠生辉。它最早出现于浙江温州（旧名永嘉），

称为“温州杂剧”、“永嘉戏曲”，亦称南词。宋室自南渡之后，定都临安，文武百官纷纷南迁。宋

高宗在南渡之初，为避金兵，曾浮海逃至温州甚至把太庙也迁来温州，诸多艺人也纷至沓来。温州

随之成为南宋除杭州以外最繁华富庶的商业都市。南曲戏文，就在这样的土壤中孕育、奇成长起来。

南戏以南方方音演唱，分平上去入四声，并且任何角色都可以演唱，这种灵活多变的表演特征，不

仅可以调节演员的劳逸，活跃场上气氛，而且有利于表现各个角色的思想感情，有利于刻划不同身

份、性格的人物形象。元灭南宋时，“语多尘下”的南戏与具有高度文学性的杂剧相形见绌，曾一

度衰落。但到了元代后期，随着南戏在艺术上得到提高，分唱的优越性逐渐显露，人们的兴趣也从

杂剧转移到南戏，产生了《琵琶记》、《拜月亭》等一批著名作品，标志着中国古代戏剧的另一样式

——元代南戏继杂剧之后走向兴盛。 

明代从太祖朱元璋洪武开国以来，明代戏曲主要由杂剧和传奇这两大部类组成。明杂剧的影响

既不及主流的明传奇，也不及元杂剧的文学性。明初杂剧的核心人物是皇子朱权和朱有墩，由于上

层人物的欣赏也因此左右影响了一批文人墨客，从而形成了宫廷派杂剧创作的小群体。由于把杂剧

作为歌舞升平的工具，使创作较为单调。如《大清律例》专设“禁止搬做杂剧律令”条目，规定：

“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王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

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大清律例》卷三十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 1986年）”

这些题材的偏狭几乎垄断了明代初期杂剧剧坛。 

明中叶嘉靖前后的杂剧在内容和做法上都有了新的创获，深刻的思想和战斗的精神逐步形成了

锐意革新的气候；其长处是称意而写，短小精悍，成为文人们逞气使才的匕首，其缺点则是过度文

人化、案头化，不重视群众性与舞台性。总的说来，本时期的杂剧已经更多的成为文学中的一体，

不太适合登场演出了。 

明代戏曲的主体是传奇。明初的传奇带有浓厚的伦理教化意味。这与统治集团对程朱理学的大

力推行息息相关的，因为一个建国不久的新政权，需要稳定的局面和统一的思想。经过一个多世纪

的发展，明代传奇在嘉靖时期更为盛行起来，成为剧坛上的主流艺术。作家的创作也更为自觉，更

能直面现实，更加具备战斗精神。社会政治的腐败，边境敌寇的骚扰，这些内忧外患都促使作家们

在剧作中发出沉重的呐喊。如李开先《宝剑记》，梁辰鱼的《浣溪沙》等。万历至崇祯年间（1573~1644），

传奇创作便进入了高潮期和繁荣期。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传奇作家，成为明代文学史上的一支重要力

量。以沈璟为带头人的吴江派，在传奇的创作和理论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明传奇拥有较为庞大

的体制、完备有序的结构、生动丰富的人物和瑰丽多彩的画面，明传奇以生气勃勃、席卷南北的气

势，演出了一幕幕史诗般的人间悲喜剧。这种发源与宋元南戏、带有浓厚南方戏剧特征但又融合了

北曲声腔和元杂剧精华的艺术样式从而迅速发展为明清两代的全国性大型戏曲。 

明清易代引起的社会动乱震撼了汉族文人们的心灵，一些有学养、诗艺甚高的文化名流在诗文

之余也选择了戏曲寄托悲愤、哀思，抒写内心难言的隐衷，因此保持了明末的旺盛势头，如吴伟业、

李玉等。清中叶的戏剧创作已进入衰退状态。虽然传奇的体制在向杂剧靠拢，开始多样化，日趋灵

活自由，给剧作家驰骋才华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天地，但依旧未能阻止这种低落下滑的趋势，传奇和

杂剧的创作已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这时期的作家，从历史人物和传说故事中取材，宣传封建伦理道

理和描写男女风情的作品居多，这种雅化甚至有些僵化的趋势使剧成为纯粹的案头读物，使戏剧创

作渐渐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但其中也有好的作品，如乾隆年间出现的《雷峰塔传奇》，便是一部

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剧，也是一部感人至深的悲剧，其后更成为中国戏曲史上最优秀的经典剧目之

一。康熙剧坛上最成功、最有影响的作品是洪升的《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长生殿》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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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应当说这是被历代艺术家所反复用过的“老题材”。但洪升之作

磅礴大气、宏伟结构、幽深意境，却为所有同类题材剧作无法望其项背。比洪升小三岁的孔尚任继

《长生殿》之后，推出了他的代表作《桃花扇》。以“桃花扇”贯穿始终，候、李二人的爱情美梦，

在“大明的残山剩水”中显得异常脆弱，从“家破”的爱情悲剧体会到“国亡”的社会悲剧。“南

洪北孔”创造了中国古代戏曲文学的最后一个高峰，在他们的手上，可以说古典戏曲文学登峰造极，

成为了中国戏剧文化永久的骄傲。 

随之地方戏的繁荣出现，像李斗在《扬州画舫录》说：“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

戈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扬州画舫录》，中华书局 1960 年版）”但地方

戏不登大雅之堂，被统治者排抑，昆腔则受到钟爱而给予支持。花部诸腔则在广大人民的喜爱和民

间艺人的辛勤培育下，以新鲜和旺盛的生命力，不停的冲击和争夺这昆腔的剧坛地位。 

乾隆年间时，地方戏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和扬州两大中心。尤其北京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各地造诣较高的剧种，争先恐后在北京演出，“花部”的地方戏自然也从全国范围内的周旋，

转而集中在北京与昆曲争奇斗艳。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 60岁寿辰时“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

（赵翼《檐曝杂记》，中华书局 1982 年版）就是极为显著的一例。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秦腔

艺术大师魏长生进京，与昆腔争胜，轰动京师，大有占取上风、压倒后者的势头。但清廷出面，屡

帖告示，禁止演出，魏长生被迫离京南下。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弘历皇帝 80 大寿，著名的四

大徽班进京即四喜班、春台班、和春班、三庆班，把二簧调带入北京，与京、秦、昆合演，形成了

南腔北调汇集一城的奇特景观，并由此揭开了近代戏剧的序幕。 

1、 百兽率舞和原始歌舞。 

2、 周公礼乐制作和歌乐舞三位一体。 

3、 汉代百戏（汉画像石）。 

第二节  元杂剧和现代戏剧 

1、 地方小调欣赏 

2、 讲授《西厢记》（节选） 

3、 京剧名段欣赏。 

复习与思考题 

1、戏剧的价值和诗性正义 

2、明代的四大声腔和当代戏曲的形成与发展。 

拓展阅读书目 

1、 王实甫《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年版。 

2、 谭帆《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五章 中国古代小说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重点讲习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和形成，了解小说的特点、发展

脉络，学会小说创作。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中国古代小说 

1小说的产生和形成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在这两句

话中，“小说”与“大道”相对而言，所谓“小说”，是指那些追求名利的卑微、琐碎的言论。 

汉代，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小说的萌芽期。《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有“小说家”一类。

并总结其特点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诸子略》列“小

说家”有《伊尹说》、《鬻子说》等 15种、1380篇。至隋已全部亡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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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南北朝，可以看作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形成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小说的雏形，已

基本呈现。出现了一大批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志怪小说以晋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轶事小说

以南朝宋时刘义庆 的《世说新语》为代表。《世说新语》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上层士族人物的轶事

言谈，写人气韵生动，记言简约精妙，实开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 

2.小说的价值和四大名著。 

第二节 近代小说 

  近代，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终结期。近代小说，在初期仍承袭清代余风，以格调不高、平庸落

后的狭邪小说和侠义公案小说占主导地位。后在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之下，谴责小说盛行

起来。代表作有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的《孽海花》

和刘鹗的《老残游记》，被称为清末四大谴责小说。这些作品突出暴露了封建官场的黑暗腐朽，广

泛宣传了社会改良。在内容和题材上，有明显的开拓，有的还吸收了西方小说的技法。但艺术成就

比较一般。 

讲授篇目： 

刘义庆《世说新语·雪夜访戴》蒋防《霍小玉传》。 

复习与思考题 

1、 中国古代诗歌产生时代与原因 

2、 儒家诗学的基本内容 

3、 诗与礼乐、词与诗的关系 

拓展阅读书目 

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第六章 中国古代文体的演变和发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重点讲习中国主要诗词赋小说散文等文体类型和写作要点，介

绍各领域代表性作品。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中国文体形成规律 

1、文体的发生 

2、文体的分合交叉和流变 

第二节 主要文体介绍 

1、韵文 

2、散文 

复习与思考题 

1、文体和写作阅读关系。 

2、以墓志铭为例分析一下文体组合方式。 

拓展阅读书目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第七章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重点讲习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和代表作品；了解诺贝尔文学

奖和莫言的小说。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中国现当代文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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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一般的传统说法，中国“现代”文学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且是一个性质概念。作为

时间概念来说，是指 1917年 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起，至 1949年 7月全国第一届文代

会召开止；作为性质概念来说，“现代文学”是指“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

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这种“文学的现代化”，与 20世纪中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

科技、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的全面现代化”相适应，并且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

20世纪中国围绕“现代化”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动，特别是人的心灵的变动，就自然构成了现代文

学所要表现的主要历史内容。当然，“文学现代化”所发生的最深刻并具有根本意义的变革是文

学语言与形式的变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美学观念与品格的变革。总之，中国现代文学既与传统

的古代文学有着不可割裂的渊源关系，又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等方面呈现出全然不同的崭新风

貌。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期，也标志着中国

当代文学的开端。中国当代文学是指 1949年 10月以来所有产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文学，它既包括产

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陆文学，也包括产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台湾、香港文学。 

半个多世纪大陆文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9 年 10 月至 1976 年初为平面

单一的发展时期，1977年至 1984年为复苏探索的发展时期，1985年至目前为多面立体的发展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工作者在欢庆胜利的同时，以高昂、明朗的格调，创作了一批赞颂革命斗争，

讴歌人民英雄的作品。尤其是 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和 60年代初党对文艺政策的调整，都先

后给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的探索带来了生机与活力。这一时期成就最大的是长篇小说，杜鹏程的《保

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

的《山乡巨变》分别代表了革命战争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的创作成就。郭小川、贺

敬之的政治抒情诗和李季、闻捷的生活抒情诗，讴歌了新的时代精神和新的人物风貌。老舍的《茶

馆》、田汉的《关汉卿》则是此时期戏剧创作的优秀代表。由于过分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时

期的创作较多地存在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主题题材、形式风格都比较狭窄单一。“文化大革命”

给我们民族带来了长达 10年的大动乱，也造就了一个几乎没有文学创作的悲剧时期。1977年党的

“十一大”宣告了“文革”的结束。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的发表，标志着“五

四”批判精神和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复苏，并因其深刻揭示了“左”倾思潮给青少年心灵造成的创

伤，从而引发了伤痕文学这一复苏探索时期的第一个创作热潮。随着政治反思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

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的创作潮流也相继出现。进入 80 年代后，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外文

化交流日益活跃，西方文艺思潮涌入国门，作家的视野得以开阔，心智受到启迪，文学观念、价值

取向、审美情趣也相继发生了深刻变化。王蒙的意识流小说，舒婷等人的朦胧诗，充分体现了文艺

界试图突破传统艺术手法、变革固有艺术形式的探索成果。1985 年前后，以韩少功、阿城等人为

代表的试图重塑东方新人格、新精神的寻根文学和以宗璞、残雪等人为代表的努力使形式成为内容

的自然延伸的现代派文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诸多风格、流派的形成，创作随之进入多面

立体的发展时期。曾在西方盛行近一个世纪的荒诞派、象征主义、结构主义、魔幻现实主义、黑色

幽默小说、情绪小说、迷宫小说等等现代主义创作潮流纷纷在中国文坛出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

得到了深化和拓展，除了传统的农村题材、工业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等创作的取材视野更为宽阔之

外，过去较少涉及的知青题材、市井题材、洋打工题材、商贾题材、僧侣题材、民俗题材等等都成

了作家们关注的重点。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新乡土诗、文化散文、“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等

创作潮流的出现，使 80年代中期至 20世纪末的文学园地流光溢彩，呈现出一派文思活跃、内容繁

富、风格迥异、形式驳杂的繁荣景象。 

半个多世纪的台湾文学经历了 50 年代初中期配合当局政治需要的“战斗文学”、50 年代中后

期思乡怀故的“寻根文学”、60年代急剧西化的“现代派文学”和 70年代回归传统的“乡土文学”

四个阶段。所谓的“战斗文学”，由于多是应景之作，文学史上自然没有它的位置。“寻根文学”表

现的主题是对大陆亲人、家园故土的深切怀念，代表作家有聂华苓、於梨华、林海英、白先勇等。

“现代派”文学是由于对 50 年代“战斗文学”的政治化倾向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的一种反拨。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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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表现为诗歌创作。其中以纪弦、郑愁予、罗门等人的“现代诗”，以覃子豪、钟鼎文、余光中等

人的“蓝星”社，以张默、洛夫、痖弦等人的“创世纪”诗社最为有名。“现代派”小说创作的代

表作家有白先勇、丛甦、水晶、施叔青等。“乡土文学”实质上是一种民族文学的口号，“你是台湾

人，你头戴台湾的天，脚踏台湾的地”，所以你应该去写台湾的文学。被称为“台湾的鲁迅”的陈

映真是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代表作家有杨逵、吴浊流、钟理和、钟肇政、林海英、王拓、杨青矗、

黄春明、宋泽菜、王祯和、洪醒夫等。经过现代主义对于作为政治附庸的“战斗文学”的反拨，“回

归乡土”和“回归传统”对于“恶性西化”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反拨，80 年代以来台湾文学出现了

一个相对稳定、相对平衡的发展阶段，涌现出一种主张“横的移植”的国际化、重视“纵的继承”

的民族化与强调乡土情怀的本土化三者相融合的崭新局面。台湾文学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女性

作家非常活跃，其文学创作上所处的地位远远超过了“半边天”。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聂华苓、於

梨华、林海英之外，还有李昂、陈若曦、琼瑶、三毛、席慕蓉、龙应台、肖丽红、肖飒、廖辉英、

朱秀娟等人的成就也非常突出。 

半个世纪的香港文学经历 50年代本土文学的自立期，6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的传播期，70年代

通俗文学的繁荣期，80年代以后文学创作的多元发展期等四个阶段。在 50年代自立期，香港文学

的创作，明显呈现出两个主题：一是故事哀婉、情节曲折、格调柔媚、男欢女爱的“都市传奇”；

二是美国国会用金钱扶持起来的“绿背文化”。“绿背文化”是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的产物，宣泄的

是一种个人的哀怨情怀，透露的是一股鲜明的反共意识。进入 60 年代后，香港工商业迅猛发展，

都市经济走向现代化，“西化”也便成了香港的社会风尚。现代主义文学的涌入，改变了两派文学

对峙的尴尬局面，为香港文学的发展拓出了一条新路。但现代主义作品无病呻吟，晦涩难懂，使得

部分作家曲高和寡，陷入孤芳自赏的境地。70 年代大陆的极左思潮也感染到香港，严肃文学苍白

空泛，销路受挫。于是一部分作家只好另觅创作途径，武侠小说、科幻小说、言情小说盛极一时。

跨入 80 年代之后，香港文学走出了前一时期的徘徊、迷惘和向通俗化倾斜的困境，出现了佳构连

袂、风格多样的多元化文学格局。但就总体状况而言，香港社会除了经济领域的激烈竞争之外很少

有大的社会变革和群众性的斗争场面，所以香港作家很少选取政治风云、社会变革作为创作的题材，

加上严肃文学常常被出版商视为“票房毒药”而敬而远之，娱乐性、趣味性、知识性在文学创作中

便始终被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可以说，香港文学以通俗文学创作为主体，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和科

幻小说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武侠小说的代表作家是金庸和梁羽生，言情小说的作者多数是女作家，

如岑凯伦、严沁、亦舒、林燕妮、西茜凰等。科幻小说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倪匡。此外，梁凤仪的财

经小说影响也比较大。 

第二节  诺贝尔文学奖和莫言小说 

1、 诺贝尔文学奖。 

2、 莫言的小说。 

讲授篇目 

1、徐志摩《快乐的雪花》，2鲁迅《二丑艺术》,3莫言《蛙》简介。 

复习与思考题 

谈谈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看法。 

拓展阅读书目 

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上、下册），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8年版。 

第八章 当代流行歌曲  (欣赏与评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主要介绍中国诗歌起源发展的历史，价值意义，重点讲清儒家诗学

和诗词形式的产生时代与原因。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当代流行歌曲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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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行歌曲概述  

从流行歌曲的名称看，就是歌曲，指曾经流行或者正在流行的歌曲。流行的原因很多，有的是

音乐的原因，也有的是情感、生活，或者是演唱、艺术表现等原因。但共同的特点是与时代同步，

具有阶段性流行性质，尽管乐坛也有人试图通过翻唱等形式，希望创造新的流行，但由于失去了流

行的条件， 终究没有成功。流行歌曲，作为文学艺术作品，是诗的一种，过去、现在乃至未来都

必然仍然存在，影响着我们的情感与生活，因此了解当代流行歌曲的发展线索，掌握一些流行歌曲

的知识，还是十分必要的。 

二、流行歌曲的分期 

第二节  当代流行歌曲的几种唱法（视听） 

复习与思考题 

如何看待流行歌曲？ 

拓展阅读书目 

张燚《大学流行音乐鉴赏》，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版。 

第九章  古典诗词的格律与创作的基本要求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讲解对联和格律诗，当场练习。 

学时分配：2学时 

复习与思考题 

练习写一首格律诗。 

第十章  学生作品点评 

点评要点： 

1格律是否正确。 

2押韵是否正确（要求用平水韵或者普通话韵）。 

3粘对是否正确。 

第十一章古代文字的读音、汉字结构的分析方法、古今词义异同与辨析方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了解什么是音韵学以及古代音韵发展的简要历史，知道如何利用工具书判别韵部，能够举例说

明上古无轻唇音、上古无舌上音、娘日归泥、喻三归匣、喻四归定；掌握反切基本原理。知道什么

是“四体二用”，能够了解象形、指事和会意的区别和联系。掌握常见的古今词义异同与辨析方法。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古代汉字的读音 

（1） 音韵学    

音韵学是研究古代汉语的语音系统的学问，用以辨析汉语的声韵调，探求其演变和分合的规律，

分为古音学和今音学等。一般以上古韵文（特别是《诗经》）和形声字为主要材料，研究上古时期

语音系统的，称为古音学；以《切韵》音系的韵书为主要材料，研究中古时期语音系统的，称为今

音学（“今音”相对于“古音”而言，是传统说法）；用等韵图来分析音节结构，探讨发音原理和

方法的，称为等韵学；现代学者又以《中原音韵》系统的韵书为主要材料，研究近古时期语音系统

（特别是近古北方语音），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2）字母。又叫“声”或“母”、“纽”或“声纽”，即声母。中古以来用汉字来表示声母，

因此又叫字母。 

（3）三十六字母。相传唐末守温和尚创立三十字母，宋人又增加了六个，这就是有名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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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字母”。 唐宋时的 36 字母，清以前被当作是中古声母（类）。到清代，陈礼使用系联法，发

现照、穿、床、审应各分为二，喻母可分两个（云、以）、明微两个合为一个，这样就得到了 40个

声类（钱玄同、黄侃又把明微分开，就是 41声类）。 

（4）中古声调到普通话声调的演变 

中古平声字到普通话中分阴平和阳平：古平声字的清声字变成阴平，古平声字的浊声母字变成

了阳平；中古上声字声母是全浊的，变成了今天的去声，其他字仍读上声；中古去声字今天仍读去

声；中古入声作为一种声调在普通话中消失了，读入声的字今天分派到今天的四个声调中去了（即

入派三声）：入声的清声母字变化没规律；浊声母字，全浊的变成今天的阳平；次浊的变成今天的

去声。 

第二节汉字结构的分析方法 

一、分析理据与方法 

（1）汉字起源于图画。（2）象形字是构成汉字的基础，许多会意字和形声字是由象形字组

成的，现代汉字中仍然有许多字都来自于象形字。虽然由于形体演变已经看不出所象之物的原形

了，但是，如果追根溯源，仍然可以找出形体演变的轨迹。汉字的部首多数来自象形字，因此，

掌握了象形字，对于分析汉字的结构很重要。（3）汉字结构分析的方法。系统地解释汉字结构

的理论就是“六书”。“六书”并非全是造字之法，对此，清代人提出了“四体二用”说，这是

在“六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种学说，是对六书说的修正。（4）“四体”（六书前

四书）介绍。 

第三节古今词义异同与辨析方法 

1.从词义演变的幅度看古今词义的差异 

（1）差别迥异 

（2）变化微殊 

古今词义的差别有时相当细微，容易造成误解。对于这些细微差别，在学习中尤应注意分辨。 

2.从词义变化的结果看古今词义的差异 

（1）词义扩大 

指词义由古义发展到今义，反映客观事物的范围由小到大，由个别到一般，由部分到整体。即

今义大于古义，古义包含在今义之中。如： 

（2）词义缩小 

指词义由古义发展到今义，反映客观事物的范围由大到小，由一般到个别，由整体到部分，即

今义小于古义。如： 

（3）词义转移 

指词义由古义发展到今义，反映的对象从某一事类转移到另一事类，这种词义变化现象称为词

义转移。如： 

（4）词义感情色彩的变化，常常指词的褒贬色彩的变化，如。 

3.辨析古今词义异同的方法 

（1）从成对使用的同义词、反义词上分析，如。 

（2）从今语保存的古词古义中去考察，即从成语、方言中去考察。 

（3）联系社会的发展变化来理解词义 

复习与思考题 

举例说明辨析古今词义异同的方法 

拓展阅读书目 

王力《古代汉语常识》，人民教育出版社 1979年版。 

第十二章 汉语言文字的学习与规范化、普通话学习的方法与途径、汉字的形体与书写、汉语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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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常见的用词错误分析、汉语语法与常见的句法错误分析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主要任务是通过学习让学生能够一定程度上掌握古代汉语规范和现代汉语规范，能够正确地朗

读和书写。重点是常用的用词和语法错误分析方法的讲解，能够让学生科学地实用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 

学时分配：6学时。 

第一节 古代汉语的规范化 

汉语言文字规范化的问题由来已久。先秦时期，已经开始逐步实施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化了，传

说大禹时代就曾经实施过对语言的规范。《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

言也。”这里的雅言，就是典雅的表达语言，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官话，说明至少在孔子时代就

存在叫“雅言”的语言规范了，使用范围较大的“雅言”是汉民族共同语的雏形之一。 

秦汉时代，雅言又称为“通语”。战国时代“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许慎《说文解字·序》)，

所以秦始皇实行“书同文”的制度，用小篆统一文字，这可以称得上是第一次大规模的汉字规范化

运动。汉代扬雄《方言》说：“考九服之逸言,标六代之绝语,类离词之指韵,明乖途而同致。”绝语

就是通语。这部书把方言的同实异名的词汇聚集在一起，用当时通用的词汇加以解择，就是方言词

汇的规范化行为。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俗文字、俗语的研究方面，在汉字正体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南北

朝到唐宋还形成了“正音”的观念。隋唐宋时期是汉语语音规范化的兴盛时期，元明清三代也很重

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 

总之，从先秦到清代数千年的语言文字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是一直在向规范化的方

向努力，说明我们的祖先是一直很重视语言文字规范化的。 

第二节 现代汉语的规范化 

（1） 汉语规范化的标准 

现代汉语指的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包括书面形式和口语形式。什么是汉民族共同语？换句话

说，普通话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普通话的定义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

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1）语音规范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不是说北京话每一个语音成分都是标准音。北京话中有

些土音、轻声、儿化，普通话应该进行取舍规范。 

2）词汇规范  普通话以北方话作为基础方言还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要舍弃北方话里

地方色彩太重的方言词语，另一方面要吸收方言词汇中一些有丰富普通话词汇作用的新鲜词语。 

3） 语法规范  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可以避免方言色彩太重的语法形式进入

普通话的书面语言。 

（2）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 

1） 大力推广普通话，消除方言隔阂，促进汉语规范化。新中国成立以来，汉民族共同语得到
了空前的发展，普通话的推广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方言分歧依然存在，并妨碍着不同地区人

们的交际。  

2）加强社会用字管理，促进汉字规范化   20世纪 5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对汉字的标准化做

了大量的工作，编制了《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现代汉

语通用字表》、《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等，对汉字的数量、字形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第三节汉语词汇与常见的用词错误分析、汉语语法与常见的句法错误分析、常见的句法失误分析 

复习与思考题 

记住常见的用词造句病句检查方法，阅读一份报纸，圈出其毛病，并作出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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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书目 

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第十三章    文学作品的创作（欣赏与评论）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通过作品讲解或者影视观摩，讲解文体性质和创作要求。也可以通过讨论，明细有关概念，探

讨创作途径。诗歌还可以采用朗诵的方式。 

学时分配：2学时。 

文学作品的含义比较广泛，从文学的定性来说，是阅读欣赏和人文审美的作品。这一特性和古

代很不相同，古人把诗作为礼乐，文章是经国之大业，而现在有公文类文书取代了其功能。当然，

不同时代的风气，主导文体皆有区别，，现代科学技术也在影响着文学的形态、价值和传播，譬如

说过去大家都很爱看的戏剧已经退居到影视文学之后，逐步进入文化遗产的范畴了。文学作品的写

作我们主要介绍小说、散文、诗歌、影视文学几种体裁。 

第一节 小说 

小说不同于报告文学，就是编故事，它是以虚构为主的叙事性文学样式，通过故事情节的展开

和环境的描写来展示人物的命运、性格、情感等，表达作者对历史、现实、未来和对自然、社会、

人的看法。从篇幅上看，可以分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微型小说，从题材上看，可以

分为都市小说、农村小说、军旅小说等。写小说，主要是从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环境三方面着手。 

（1）塑造人物形象  人物塑造是小说的中心。首先，以符合艺术真实的原则为前提，设计好

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关系。就一篇小说来讲，要把人物放在整个社会关系中，设计各个人物之间的关

系。人物关系往往隐含着对人物性格的描述。《红楼梦》中人物谱系显示了很高的艺术技巧。贾雨

村与甄士隐、贾政与贾赦、贾母与刘老老、凤姐与可卿，以及钗黛等十二钗，其间的对举、相关等

关系都是隐喻性的，但却又能很好的展示他们各自的性格。其次，研究人物的性格，通过符合人物

性格的对话和心理描写塑造人物性格。老舍曾说过，语言是人物性格的索引，也就是什么样的人说

什么样的话。在小说写作中，应该注意人物性格的刻划，人物的性格不能雷同，要体现出变化或者

多元。现在小说多写人物的心理活动甚至潜意识，认为只有稍纵即逝的意识才能展示人的面貌和本

质，如莫言《欢乐》等。只有深透把握心理才能真实地塑造人物，真实地演进情节。 

（2）构思完整的故事情节  情节是小说必须的构思，大致可以分为戏剧性情节和非戏剧性情

节，前者有明显或激烈的矛盾冲突，有矛盾的提出，有悬念、伏笔等手段的运用，有开端、发展、

高潮、结局等清晰的过程。这在传奇性、通俗性的作品中比较常见。非戏剧性情节的特征是展开的，

形式比较松散，以突出人物的内心世界、表达作者的理念或展示生活化、风俗化的片段和场景为主。

在非戏剧性结构中，又有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以主要人物的心理活动反映和折射出故事，采用的主

要手法是自由联想，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一种是不紧扣小说的高潮组织故事，也不着力塑造人

物形象，而是写了许多与主要故事情节看似关系不大的风俗民情，如汪曾祺的《受戒》等。当然，

这两种情节类型完全可以互相交融。 

（3）构建人物活动的环境  故事情节的推进和人物性格的展示是在具体特定的环境中展开的，

因此，环境描写在小说中非常重要。社会环境揭示了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人物的身分、地位、

成长的历史背景等等。自然环境描写对表达人物的心情、渲染气氛都有不少的作用。而随着环境的

变化，人物性格和形象往往随之改变，如果不变则往往是为了对比。 

小说的语言、服饰、生活等等都是围绕人物来设计的，所以在创作中也不能忽视。现代小说虽

然有意识流、象征性等很多形式，还有的写得离奇的像科幻、鬼神、武打等，但写法大致相似，否

则离开小说的人物、情节、环境三个主要的要素，写得太主观，就难以看懂，要是不好看或者看不

懂，那小说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第二节  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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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诗歌的文字不多，只要押韵就可以了，其实诗歌也不容易写。诗歌是以精炼、富

有韵律和节奏的的语言为外在形式，以丰富的想象和联想为方式，高度集中概括地反映生活，抒发

强烈的情感的一种文学体裁，所以诗歌往往讲究灵感，所谓灵感就是储存的信息在外界环境的引导

下，选择一个视角，以自己独到的方式表达出来，也就是诗兴大发。以诗歌的表现功能看，诗歌可

以分为抒情诗、叙事诗和哲理诗。以诗歌的表现形式为标准，诗歌可以分为古体诗、近体诗、新诗

和散文诗。 

诗歌的创作有其独特的写作思路，诗歌写作要感情浓郁，语言精炼，想象丰富，节奏鲜明，韵

律和谐。诗歌中近体诗就是格律诗，有专门的格式，像平起还是仄起等，而律指的是押韵的文字和

音乐之间的和谐，草稿的押韵的字要和乐器和歌者配音，然后定稿，所以格律诗在唐代都可以歌唱。

古代的诗歌大多能歌唱，所以又叫声诗，可以入乐，又叫弦，编成舞蹈，又叫舞诗，不入乐的是徒

歌，和现在的歌曲差不多。现在的诗歌主要是韵文，基本不入乐，所以称现在的诗叫诗歌只是延续

古代的称呼。 

诗歌的创作还要讲求立意的新颖和构思的严密。诗歌的立意是表达主题思想的基础.立意的新

颖能够使诗歌增加可读性和亲和力。 

诗歌的创作同时也是一门讲求意境的艺术。意境就是用形象思维,在头脑中构建一幅有情意有

境界有立体感的艺术画面，画面中要凸显艺术形象。当然也不必刻意追求，有时就是片段，一种情

绪，一种感受，一种现象而已。 

进行诗歌创作还要注重对表现方式的运用。常见的几种表现手法有：比、兴、夸张、象征、通

感等。押韵的文字要和主题切合，如表示豪迈的诗句押韵时往往用开口呼文字，而表达压抑的往往

用齐齿呼，韵部往往在幽、支一类的韵部中。 

总之，诗歌的创作是一个思维跳跃、感情流露的过程,诗歌的本质是抒情。只有善于把握和观

察社会百态,把真挚的情感溶于创作中，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诗歌作品。 

第三节  散文 

散文是一种内容丰富、题材广泛、篇幅短小、体裁多样、形式灵活、文情并茂的文体。散文的

根本特性是形散而神不散，大致一篇散文有一个主题，就是神，散文的片段就构成了这个主题的外

壳，散文主要传达的能力是抒情、叙事或者哲理，因此散文通常分为记叙散文、抒情散文、议论散

文。散文的写作主要要注意以下几点： 

(1)精于立意   散文立意只要从生活实际出发，凭着鲜明的感受，锋锐的观察能力，深厚的感

情，丰富的想象，深沉的思索，就会感到我们生活中洋溢着的诗意。 

(2)善于构思   构思是写作者对生活素材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

工、提炼的过程。构思要解决立意、选材、创造意境、确定题材、基本手法、布局谋篇等问题。 

 (3)巧于布局  散文创作中要讲究材料的布局、配合、映衬、层次。散文的整体布局要讲究艺

术性。不少散文的布局都要巧设“文眼”，开头往往似谈家常，结尾则加以深化，画龙点睛，“卒章

显其志”，并且首尾呼应，通体一贯，有机结合。 

 (4)明于断续   散文要“散”得起来，除了选材要有技巧之外，就是在叙写上要注意断续的

技巧。明于断续，才能使散文的行文上挥洒自如。贾平凹说：“记住：越是你知道多的地方，越要

不写或者写得很少；空白，这正是你要写的地方呢。”他认为，“讲究了‘空白’处理，一是散文可

以散起来，断续之，续断之，文能‘飞起’，神妙便显也。二是散文可以含蓄起来，古人也讲过：

意在笔先，故得举止闲暇，看似胡乱说，骨子里却有分数。”（《怎样写好散文》） 

第四节  影视文学 

影视文学是电影文学和电视文学的总称，既指通常意义的电影、电视，也包括影视记录片、风

光片、电视小品、电视专栏节目的文学性脚本（包括解说词）等。影视文学是从纸张上走出来进入

画面图像的文学，主要有叙事结构的跳跃性、语言描述的可视性、情节进展的动作性等特征。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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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写作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1）按影视艺术的规律设计镜头  首先，人物性格应该动作化。影视文学所写下的任何人物

的言行、神态都要能变成荧屏上具体的、直观的形象，因此收到技术操作的限制。如电视剧本《祥

林嫂》对祥林嫂的描写是这样的：“象个木偶人，眼珠直瞪着，一动也不动”；“她站起来，想定了，

她拿起一把切肉的厨刀，向外跑”，这样的描述将祥林嫂的情感内容直观化、动作化了。其次，人

物心理应视象化。通过电视镜头把人物的心理活动给表达出来，影视剧本要具体的设计每一个镜头

动作。再次，在影视镜头中常用物品道具连接情节。影视与戏剧的本性在于直观地表现生活，影视

镜头中可以用一些物品来连贯或推动整个故事和人物。如电视剧《红色娘子军》中出现 4个银毫，

从洪常青的手交到吴琼花的手（作路费），又从吴琼花的手交到洪常青的手（作党费），通过时空转

换，细致地连接了吴琼花的成长经历。 

（2）采用特定的结构模型来设计故事   影视文学剧本的结构形式多种多样，常用的结构主要

有以下几种： 

①戏剧式结构。这是影视文学中的“传统式结构”模型，是按照戏剧矛盾冲突的开端、发展、

高潮、结局来组织安排情节结构的形式。这种结构形式便于组织情节，表现生动曲折的故事，能将

所有人物都围绕在一个中心冲突周围，使冲突波澜起伏，层层推进，让故事有悬念，有吸引力。这

种结构在影视作品中较多使用。 

②小说式结构。这种结构不以矛盾冲突为主要追求贯穿始终，而以描写人物感情地细致变化为

主，通过描写人物感情地一个个场面，将剧情渐渐推向高潮。这种结构往往运用多种手法对人物形

象进行多姿多彩的描绘。 

③散文式结构。这种结构注重细节的运用而不注重情节的完整，刻画人物注重场景的展示和感

情的渲染，形散而意不散，关键在对生活内涵的挖掘和对独到感受的表达。如《城南旧事》由三个

独立的事件串联而成，创作了一种海外游子思乡的抒情氛围。散文那种自由、随意的创作方式在这

种模型故事中得到成功的艺术移植。 

④时空交错式结构。它是指从一个特定的主观视角出发对故事情节的时空作了改造和重建，这

种改造和重建把故事本来的时空打乱了，依据某个影视人物的心理意识把现实和往事交错叙述。如

电影《云水遥》就用这种方式。时空交错式结构充分发挥了影视文学突破时空限制的优势，使整个

故事时空得到了机智有力的扩展。 

复习与思考题 

1. 小说的写作要从哪些方面入手 

2. 什么叫歌诗、弦诗和舞诗 

3. 散文的写作要注意哪些方面 

4. 影视文学的写作要注意哪些方面 

拓展阅读书目 

刘保全《获奖评论赏析：兼论评论的写作技巧》，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  

第十四章    应用文的写作学术论文的写作 

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介绍应用文种类和基本写作要求；介绍学术论文的哲学进路和日本早稻田大学的 KJ 法。以提

高学生的写作兴趣和写作能力。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应用文的写作 

1、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是经调查研究后写出的报告。这是一种在社会上广泛使用的应用文。从应用领域来看，

大致有两类调查报告，一类是作为新闻文体使用的，它是记者在对典型时间或重要问题进行采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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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写的报道文章，常在报刊上发表。另一类是作为公文使用的，它是党政机关、团体机构和企事业

单位因工作需要，对某一问题、现象作深入调查研究后写成的书面报告。常见的政府工作调查报告、

企业市场调查报告属于此类。调查报告有内容真实、事例典型、语言叙议相结合等特点。从应用范

围分，调查报告可以分为新闻型调查报告和公文型调查报告两类；从内容和作用上分，可以分为经

验型调查报告、问题型调查报告和情况研究型调查报告。 

调查报告的写作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调查，一是写作。调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明确调查目的，做好调查准备。 

（2）掌握调查方法，常见的调查方法有实地考察、开调查会、个别采访、问卷调查、抽样调

查、查阅文献资料等。 

（3）认真分析研究。我们可以通过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因果分析等方法，对收集的材料加

以分类、整理，找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得出正确的结论。 

其次是写作，调查报告的写作分为两个部分：标题和正文。 

（1）标题  调查报告的标题一般有三种写法。 

①调查内容、对象或范围和文种名称，如《关于洪泽湖养殖业的调查报告》。 

②以调查内容、问题或中心观点作标题，如《改进和完善人大选举制度》。 

③正副标题法，即正标题表明调查的中心或内容，副标题标示调查对象、范围。如《退人还山。

搬迁扶贫——对湘西贫困山区的调查与思考》。 

（2）正文  调查报告的正文一般分为前言、主体和结尾三个部分。 

①前言，即调查报告的开头部分，通常用简明的语言说明调查的原因、目的、对象范围、时间、

地点等情况。 

②主体，是调查报告的主要部分，通常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基本情况、主要事实，二是对事实

的分析预测，三是作者的结论。 

主体部分的结构安排主要有三种：一是纵式结构，就是将主体内容按照事物发展的时间先后顺

序来写，这样写的好处是脉络清楚，能现实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二是横式结构，就是主体内容按逻

辑关系分为几个问题、几个原因、几条经验、几点建议等并列数需，这种写法的优点是逻辑性强，

有概括力，条目清楚。三是纵横交错式结构，这是纵式和横式结合的写法，在写内容丰富、复杂的

调查报告时，可采用。 

③结尾，调查报告不一定有特别的结尾，通常将主体部分完成后就自然收尾。有结尾的，通常

是以下两种情况：一，在主体部分对事实进行叙述分析后，将结论放在最后，起到收尾作用；一是

附带说明有关情况、材料的，在末尾加以说明。 

（3）署名署时。调查报告作者姓名一般在标题正下方注明，写作日期的位置一般在正文的右

下方。 

2．行政公文 

行政公文是指行政机关公文，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

文书，是依法行政和进行公务活动的重要工具。行政公文有办理公务的工具、有法定效力、有规范

的体式等特点。 

行政公文的种类常见的有 13种，命令、决定、公告、通告、通知、通报、议案、报告、请示、

批复、意见、函、会议纪要。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于 1999年 12月 27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

准颁布了我国现行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对国家行政机关公文的格式做了统一规定。行政

公文的格式包括书面格式和用纸印刷装订格式。书面格式包括一下几个方面。 

（1）文头（眉首） 

文头（眉头）是发文机关的标志。它位于首页上方，包括公文份数序号、秘密等级、保密期限、

紧急程度、发文机关标识、发文字号、签发人和红色反线等内容。 

份数序号：份数序号是同一文稿印制若干份时每份公文的顺序编号。用六位阿拉伯数码顶格标

识在版心左上角第一行。份数序号主要用于机密、绝密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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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等级和保密期限：秘密公文应当分别表明“绝密”、“机密”、“秘密”和保密期限。秘密等

级和保密期限的标识，用 3号黑体字，顶格标识在版心右上角第一行，秘密等级和保密期限之间用

★号隔开。 

紧急程度：紧急公文应注明紧急程度，紧急文件应当分别表明“特急”、“急件”。如果一份公

文须同时注明紧急程度和秘密等级，一般将紧急程度写在秘密等级的下面。 

发文机关标识：由发文机关全称或规范化简称后加“文件”组成。如“国务院文件”、“中共中

央办公厅文件”等。几个机关联合行文的，要将有关机关都写上，其中主办机关在前。发文机关标

识是文头的核心部分，位于文头正中，一般都套红，俗称“红头”。 

发文字号：公文的发文字号由发文机关的代字、发文年份和序号组成。位置在发文机关标识下

空 2行，用 3号仿宋体字，居中排布。年份、序号用阿拉伯数码标识。年份应该全称，如“国发[2007]2

号”代表国务院 2007年第 2号发文。 

签发人：签发人指批准发出公文的机关领导人。签发人位于发文机关标志右下方，与发文字号

平行排布。发文字号居左空一字，签发人姓名居右空一字，左右对称。“签发人”三字后加冒号，

标注其姓名。 

（2）主体 

主体位于红色反线以下，主题词之上。主体是公文内容最主要部分，包括标题、主送机关、正

文、附件及附件说明、发文机关或签署、成文时间、印章、附注等内容。 

标题：公文标题位于红色反线下方居中位置。上下左右留出对称空白。完整的公文标题要求表

明发文机关名称。公文事由和公文文种，如“国务院关于成立经济贸易办公室的通知”。 

主送机关：又称“抬头”“上款”或“受文机关”，指公文的主要受理机关。祝颂机关在公文标

题下空两行，顶格书写。回行时仍顶格，组后一个主送机关名称后加冒号。主送机关名称应写全称

或规范的简称，两个以上主送机关，按性质、级别或惯例依次排列，中间用顿号隔开。 

正文：正文是公文的主要内容，位于主送机关下一行。每自然段左空两字，回行顶格，数字、

年份不能回行。公文正文的机构、篇幅，依据公文文种以及内容需要而定。 

附件及附件说明：附件指随文发送的文件、报表、材料等，作为正文的补充说明或参考材料。

不是所有的公文都有附件的，要根据需要而定。附件说明是公文附件的顺序和名称的标注。公文如

有附件，应在公文正文下空一行，左空两个字标注，“附件”两字后加冒号，按序号写明附件的名

称和件数。附件应与正文一起装订，并在附件左上角第一行顶格标志“附件”，有序号时标志序号；

附件的序号和名称前后标志应一致。如附件不能和公文正文一起装订，应在附件左上角第一行顶格

标志公文的发文字号并在其后标志“附件”。 

发文机关或签署：发文机关即公文的发出单位。有些公文种类要求在落款处注明发文机关领导

人的职务和姓名，称“签署”。签署在正文右下方空一行，右空 4 字标志签发人签名章，签名章左

空 2字标志签发人职务。 

成文时间：成文时间又称“署时”，是公文的法定生效时间。成文时间以领导人签发日期为准。

联合行文以最后签发机关领导人签发日期为准。成文时间要用汉字小写写全称，“零”写为“〇”。

单一机关制发的公文在落款处不署发文机关名称，只标志成文时间。成文时间右空 4字标志。会议

通过的文件，则表在公文标题下方。 

印章：印章指盖于署时之上的机关公章，是机关权威的代表形式、公文效率的凭证。公文除会

议纪要和以电报形式发出的以外，均应加盖印章。联合上报的公文，由主办机关加盖印章，联合下

发的公文，发文基关都应加盖印章。 

附注：附注用于说明其他项目不便说明的情况。附注位于成文时间下一行，居左空 2字，加括

号注明。 

（3）版记 

公文最后一页主题词以下各要素统称为版记。版记的最后一个要素置于最后一行，主要包括主

题词、抄送机关、印发机关、印发时间和印数。版记各要素之下均加一条反线，宽度同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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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处理的用来标引公文主题内容的词或词组，主要作用在于方便电脑

存储和检索文件。主题词分为两类：一是类别表，二是类属词。一份文件的主题词一般不超过 5个，

各词之间空一格，不写标点符号。 

抄送机关：抄送机关指除主送机关外，需要执行或知晓公文内容的其他机关。公文如有抄送，

在主题词下一行左空一字标志“抄送”并加冒号，然后分别注明抄送机关名称。回行与冒号后的抄

送机关对齐，最后一个抄送机关后标句号。抄送机关名称应写全称或规范的简称，按机关性质和隶

属关系依次排序列。 

印发机关、印发日期和印数：印发机关指负责打印发送公文的机关，一般是发文机关的文秘部

门。印发日期是公文的付印日期。印数指同一公文印制的份数。印发机关与印发日期在抄送机关下

方同一行，印发机关左空一字，印发日期右空一字标志。印数位于印发日期下方，用圆括号注明。 

（4）公文的印刷格式 

公文的印刷格式，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于 1999年 12月 27日修订颁布，2000年 1月 1日其实

施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格式》规定执行。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用纸规格：公文用纸规格即公文用纸幅面尺寸，我国公文用纸采用国际标准 A4 型

（297mm×210mm）。公告、通告等公布性公文用纸幅面尺寸，可根据实际需要确定。 

印装规格：公文的印装规格指公文排版、装订形式与字体字号的选用。公文使用的汉字从左至

右横写横排。公文一律左侧装订。公文数字，除成文时间、部分结构层次序数和词、词组、惯用语、

缩略语、具有修辞色彩语句中作为词素的数字必须使用汉字外，其他都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在同

一公文中，数字的使用应前后一致。公文标题用 2号小标宋体字，正文内标题及主题词用 3号小标

宋体字，正文一般用 3号仿宋体字。每页排 22行，每行 28字。 

第二节  学术论文的写作  1.学科建设的方式 

20 世纪以来，学术研究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围绕学科展开，而绝大部分的学者也被分成

很多阵营，归纳了解一下学科的组合建设的方式，对于学术研究就很必要了。 

（1）碰撞化合法   

两种本不同的学科互相联合，再组建一门新的学科的方法。这类学科形式比较流行。如教育心

理学就是教育学和心理学相加派生的产物。还有科学哲学、教育美学、法医学等等。 

(2)母体派生法   

当某学科像大树一样，许多枝头都十分发达的时候，独立出成一门或数门新的学科的方法。如

写作学又分文章学、文化学、写作美学等；物理学分为电学与光学等等。 

（3）科学作用法   

用现代科学知识作用于某些学科的内容和现象的方法。如心理学原是物理学一个实验内容，后

来冯特运用 19 世纪先进的科技手段专门从事心理实验研究，这样心理学便诞生了，而运用心理学

对于文学的研究又促成了文艺心理学的产生。 

（4）现实需要法   

当伦敦发现杀人烟雾，爱尔兰岛上大批鸟类莫明其妙地死去，南极企鹅肚里发现滴滴涕，日本

的群猫跳海自杀，等等。终于引起了人类的高度重视。于是一门研究人类与环境的科学——环境科

学就出现了。 

上述四种方式以碰撞化合法和母体派生法最为普遍。了解学科组合的规律，对于我们进行科学

研究容易产生启发和帮助，但也不能没来由地去制造学科。 

2.学术研究的方法（ki法） 

学术研究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传统的现代的外国的都有，方法论对于学术研究有很高的价

值。对于大学生来说，KJ法比较适用。KJ法是 1964年日本早稻田大学在亚洲进行地理调查时采

用的方法，具体方法是： 先准备下列必要的用品：①铅笔、钢笔；②红、蓝等色铅笔；③曲别

针；④橡皮；⑤卡片；⑥图解用的对开大白纸。此外，还必须有能摊开卡片的场所（大的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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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床）。 这种方法，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步骤：①写卡片；②对卡片进行分类、编成卡

片群； ③排列卡片群，以图解来安排文章的结构；④文章化。这种方法进行的过程是：第一，

搜集材料。第二，把搜集的材料（包括：经过作者发散思维想出来的材料，文献资料，以及从调

查、 观察、实验中得到的材料）制成卡片。每张卡片写一项，这样就便于材料的分类、综合、

比 较、追加和剔除。每张卡片都要加上简明扼要、能一目了然的标题。若将这些卡片加上序码 则

更为方便。第三，把这些卡片象扑克牌那样摆到桌子或床上。第四，边读，边思考，把内容相关

的卡片调到一起。这时要注意，常常会思考出新的问 题来，应该立刻写成卡片放到里边去。第

五，这样便会得到若干个卡片群。对这些卡片群要依次细读，琢磨为什么会把它们放 到一起，

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把思考的结果简要概括地写出一张卡片，放在每群卡片的最 上边。为了

表明各群卡片内容是不相同的，要用不同颜色的铅笔分别标出符号。然后，把每 个卡片群用曲

别针别好。第六，上面编成的是小的卡片群，下一步要编中的卡片群。编中的卡片群与上述编小

的 卡片群的方法一样，也要写出一张新的卡片，概括出这一群卡片的要点，放在最上边。也要 用

颜色铅笔标出共同的符号，以与其他卡片群相区别。第七，以相同的方法，对中卡片群进行编组，

最后编出大卡片群。第八，这样就逐步地把卡片小、中、大地集团化。在这个卡片群的编制过程

中，要注意： 卡片群想做得好，就不能把另一群中的任何一张卡片随意抽出来插入到这一群里。

每个卡片 群无论大小，都是紧紧绕着一个中心、一个观点组成的。还要注意：编卡片群，必须

这么由 小到大来编。有些人卡片分类往往先做大的划分，把大类分出之后再分小类。这样由大

到小 的分类方法不好，因为这么做，是从头脑中已经形成的固定分类标准出发的。如果循着旧

的 观点分类，就不可能产生创见。卡片群只有从原始材料出发，不抱任何成见，不带任何框框， 

由小到大地编制才可能产生出新意。第九，开始排列大卡片群，以图解的形式来安排文章的结构。

先把每个大卡片群中的第 一张“观点”卡片抽出来摆在桌子上进行空间排列，看这些大的“观

点”卡片之间有何意义 上的联系，怎样排列能富有逻辑效果，能更鲜明、有力地表达出论文论

述的主题。考虑好后， 画到大白纸上。第十，再这样排列中、小集团的卡片群。卡片的分类是

由小的到大的，是由编出小的卡 片群开始，然后再汇集编成中的，到大的卡片群。而以图解来

安排文章的结构，与此刚好相 反，要先从大的卡片群开始，也就是先把文章结构上的几个大的

部分先安排出来。然后再考 虑每个大的部分中几个观点的安排，这就是中卡片群的排列。最后

是小的卡片群的排列，把 一张张卡片排列好，这样就有条理地集中说明了一个个小的观点。这

些都要画在大白纸上， 小的卡片群可以只写出观点，一张张所使用的材料卡片，可以用序码标

明先后次序，在白纸 的图解上加索引说明。第十一，这些工作完成之后，要按图用嘴试着说一

遍，如果通顺、流畅，言之成理，表达得清楚，那是好的图解。如果说得别扭，意思不清或者缺

乏逻辑效果，那还需要进一步 调整、修改。 第十二，有了满意的图解，就可以按图解的顺序开

始写文章了。 

其次，对于理工科的同学来说新的工具和技术往往是取得突破的重要途径，但无论自然科学还

是社会科学，除了高科技以外，很多的研究是对过去研究的重新思考，在思考中深入和推进。举文

学研究的例子说，研究苏东坡豪放词的论文很多，但是豪放词本身如果作为对象，我们就会发现其

关于心理、审美、历史、文化、音乐等很多方面，如果我们从这些视角去研究，也不能深入，但整

体上说无疑是把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所以学术研究一定要注意方法和思考，再思考。 

3.学术论文的格式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

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

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它用途的书面文件。学术论文应提供新的科技信息，其内

容应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而不是重复、模仿、抄袭前人的工作，所以新材

料、新观点、新方法就成为我们创新的根本了。 

学术论文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论文以外，也包括研究综述、学术报道、科学普及等层面。对学生

来说，学位论文是必须完成的学业。研究在于学术本身，也包括术的意义，但把这些学术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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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论文本身了。 

根据金克木《科研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文史知识》1984年 10 期），论文写作一般有

以下基本要求：理论思想的指导（目的、缘起与途径）、常常被忽视的，这就是资料学（根据）、

一般人也很重视，但不一定人人做得很好，这就是表达。传统的国学讲究义理考据辞章，要言之

有据，出言有序。他还提出了阅读科学论文的方法。认为要读最新的成果，还要做练习，读书要

有顺序，记笔记，反复读，从中进行体会。还有就是给自己一个想好的结论，然后读书看资料，

但这样往往结论靠不住。读书要注意术语、行话、词语的变化和特定的语境。也就是概念，话语

系统，要注意书的体系，要把握准确，反复训练，主动研究，就能够有所成就。这些话值得我们

重视。 

学术论文关系到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学术成就，也影响发表、传播，因此学术论文必须遵守

必要的规范格式。一般的本科生学位论文分为文题、署名、摘要、主题词、前言、材料与方法、结

果、讨论、参考文献等几部分。 

（1）题目  文章品位的高低在于它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写好一篇论文，命题颇为关键。首先，

题目要准确反映研究的内容、成果，一定程度上反映文章的新观点、新技术、新方法等，使之起到

广泛交流的作用。论文题目是研究课题的中心内容，必须表达准确，切合正文。一定要从整个的研

究课题，从如何反映研究过程及结果这一角度考虑设定题目。题目的写作要求：①文题应以最恰当、

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最重要的特定内容。一般使用充分反映论文主题内容的短语，不使用具有主、

谓、宾结构的完整语句，不使用标点。②文题要尽量使用专指性强的词汇。③中文文题尽可能不设

副标题。④文题用词应有助于选定主题词和编制题录、索引等。 

 (2)署名  论文的署名视为作者通过辛勤劳动所应得到的一种荣誉和权利，借此得到社会的承

认。署名应实事求是，既表示作者对文章内容负责，也表示作者应得到的荣誉，也便于读者与作者

联系。作者署名应具备几个条件：①作者应是论文学术内容，至少是部分内容的创意、构思、设计

者，或提出撰写计划者；②作者应是论文中数据或调查材料的采集者；③作者应是参与论文撰写或

校订其学术内容的人；④作者应能为其负责的论文学术内容进行答辩。作者署名顺序：①应按贡献

而不是按职位排列名次，在撰写论文时就要协调好，不要中途变更。如确需变更时，应由有关单位

开具证明，第一作者亲笔函说明，编辑部方予以接受；  ②确系自始至终对其研究进行指导者，

如研究生导师可列为作者最后一人；③集体创作或受委托综合多篇文稿的撰稿人，可署名 XXX执笔；

④不具备作者条件、仅参加部分协作或配合工作者，一般加括号置于正文末、参考文献之前表示感

谢；⑤如果仅仅临摹几张图，拍几张照片，或者仅仅阅读过论文而没提出重大修改意见者，不能列

为作者。 

（3）摘要  摘要写作的目的是以最少的文字向读者介绍论文的主要内容。英文摘要（English 

Abstract）要求与中文摘要相对应，与中文摘要要求一样，包括四要素：目的（Objective）；方

法（Methods）；结果 （Results）；结论（Conclusion）。很多人喜欢用描述的方式，很不可取。

摘要就是简要地介绍成果。 

（4）前言 前言主要概述研究的背景、目的、研究思路、理论依据、研究方法、预期结果和

意义等。一般包含以下内容：① 本课题研究的必要历史回顾：不要求系统，而要求将关键的、权

威的、与本文密切相关的历史文献或前人工作，进行选择性的简略回顾。②基本现状回顾：尤其他

人在同一领域的工作主要成就和进展应当提及，这也是对同行的知识的尊重。③本研究的缘起、焦

点问题和意义。 

复习与思考题 

练习写作调查报告的提纲；尝试列出学术论文的提纲。 

拓展阅读书目 

吉纳·威斯科《研究生论文写作技巧》，东北财大出版社出版 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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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社会与法律 
The Society and Law in Ancient China 

课程号：5070502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开设本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法律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基本史料，以及在具体历史情境中解读

史料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对已有的法律史“常识”展开反思，以期达到对古代中国法

律的“了解之同情”。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法律史的学术史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张小也：《官、民与法：明清国家与基层社会》，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 2-29页。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基本概况。 

作业：简要讨论对“预流”的理解。 

知识单元 2：文学作品与法律史研究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苏力：《在中国思考法律与文学》，载氏著：《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北京：

三联书店，2006年，第 3-39页。 

2．苏力：《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 2期。 

3．史景迁：《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李孝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 

学习目标： 

1．掌握作者的分析思路。 

2．了解文学作品用于史学研究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作业：简要讨论对“诗史互证”的理解。 

知识单元 3：司法档案与法律史研究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黄宗智：《中国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开放时代》2008年第 4期。 

2．唐泽靖彦：《从口供到成文记录：以清代案件为例》，载黄宗智、尤陈俊主编《从诉讼档案

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 80-107页。 

3．步德茂：《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十八世纪中国财产权的暴力纠纷》，张世明译，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法律史研究的“新”动向。 

2． 掌握作者的分析思路。 

作业：提前阅读指定的原始文献。 

知识单元 4：田野考察与法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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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华南研究会编《学步与超越：华南研究论文集》，香港：文化创

造出版社，2004年，第 9-30页。 

2．卜永坚：《阴那山田产诉讼与 17世纪广东程乡县》，《历史人类学学刊》第 7卷第 2期，2009年。 

3．松原健太郎：《是信托还是法人：中国宗族财产的管治问题》，《历史人类学学刊》第 7卷第

2期，2009年。 

学习目标： 

1．了解田野考察对于法律史研究的意义。 

2．掌握作者的分析思路。 

作业：提前阅读指定的原始文献。 

知识单元 5：经典研读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李贞德：《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2．尤陈俊：《法律知识的文字传播：明清日用类书与社会日常生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 

3．胡祥雨：《清代法律的常规化：族群与等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4．韩森：《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鲁西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年。 

学习目标： 

1．了解作者利用的基本史料。 

2．掌握作者的分析思路。 

作业：提前阅读指定的原始文献。 

知识单元 6：法律史研究向何处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胡永恒：《法律史研究的方向：法学化还是史学化》，《历史研究》2013年第 1期。 

学习目标： 

1．了解当前中国法律史研究面临的困境。 

作业：尝试思考法律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可能途径。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张小也：《官、民与法：明清国家与基层社会》 3  

2 苏力：《窦娥的悲剧——传统司法中的证据问题》 3  

3 史景迁：《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 3  

4 黄宗智：《中国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 3  

5 
步德茂：《过失杀人、市场与道德经济：十八世纪中国财

产权的暴力纠纷》 
3  

6 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 3  

7 卜永坚：《阴那山田产诉讼与 17世纪广东程乡县》 3  

8 李贞德：《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 3  

9 韩森：《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 3  

10 胡永恒：《法律史研究的方向：法学化还是史学化》 3  

11 考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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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引导学生熟悉几种基本史料及其对法律史研究的贡献。 

难点：培养学生阅读原始资料的能力，进而领悟研究者的推导过程及其思路。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借鉴研讨班的形式，主要通过讲授、讨论等方式进行教学。 

2. 坚持原始文献与相关研究对照阅读的方法。 

教学手段： 

1. 会有选择地播放一些图像和视频资料。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提前阅读指定的原始文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期末考查占 60%，

学生需要提交一篇与课程主题有关的论文，并且在第 11 周时公开宣读，以便与其他同学更好地分

享自己的观点。 

7、作业要求 

每次课开始前，会确定一名（或一组）同学提前阅读指定的原始文献，以便在授课中引导其他

同学更好地阅读史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苏力著《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三联书店，2006年 6月 第 1版 

2. 黄宗智、尤陈俊主编《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法律出版社，2008

年 12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年 12

月 第 1版 

2. 朱晓阳、侯猛主编《法律与人类学：中国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0月 第 1版  

执笔：姜金顺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1日 

 

合唱与指挥 
chorus and command 

课程号：5070600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对合唱及指挥的了解与实践，较系统地掌握合唱及指挥的基本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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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了解合唱的艺术修养和指挥在合唱中的作用。通过对音乐作品的把握，掌握各个时代的合唱

审美意识和文化特征，领略及把握合唱技巧及指挥在合唱中的运用, 提高学生的鉴赏能力和审美情

趣及艺术分析能力。从而建立正确的，健康的人生价值观。 

开设本课程教学中，通过对学生的声音训练，作品分析，经典音乐作品为重点讲授内容的教学

活动，不同题材的作品把握，来培养学生的协作意识及合作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与实践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合唱历史概况及发声原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中西方合唱历史简史 

2．第二节 理论：发声基础知识， 实践：发声练习﹙1.胸声训练 2.头声训练。3 胸头结合训

练﹚ 

学习目标： 

1．了解发声器官，知道发生的基本原理，学习唱歌的基本方法﹙包括坐姿，呼吸，吐字﹚ 

2．掌握有关知识。 

作业： 

下课后练习胸腹式呼吸法 

知识单元 2：合唱基础知识及发声练习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合唱基本知识及合唱的审美原则   ﹙1.合唱音响观念 2.协调 3.均衡 4.谐和 5色

调 6.复调性合唱作品的协调与色调﹚ 

学习目标： 

1．了解合唱常识 

2．建立正确的合唱音响概念及掌握合唱审美原则。 

作业： 

1.继续练习胸腹式呼吸练习。2两首多声部合唱作品赏析，深化对合唱艺术特点的认知。 

知识单元 3：合唱能力的培养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合唱基本训练﹙模仿，协调﹚ 

2．第二节  合唱的发声训练（协调，熟练） 

3．第三节  合唱的歌曲训练（协调，熟练） 

4．第四节  教学曲目（熟练，创新） 

学习目标： 

1．掌握合唱演唱的基本要求 

2．通过各项合唱发声专项练习，达到合唱演唱中需要的发声要求。 

3.了解合唱排练全过程的集体操作步骤。 

4.掌握不同风格合唱作品的演唱方法。 

作业： 

1． 继续胸腹式呼吸练习。2.练习发声方法的总结报告书，400字内 

知识单元 4：合唱音乐会﹙合唱﹚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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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节  合唱音乐会﹙想象，创造﹚ 

学习目标： 

发挥学生的想象，创造能力，与教学实践结合，举办课堂小型音乐会.学生相互观摩。培养学

生协作意识，及合作能力。 

作业： 

1． 继续练习胸腹式呼吸练习。2合唱作品的练习，进一步对合唱作品的风格把握及理解。 

知识单元 5：音乐指挥基本常识 

参考学时 6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音乐指挥专业历史概述及在合唱中的应用 

2．第二节  指挥基本常识  ﹙指挥姿势的基本常识—站立—双手—眼睛及面部表情﹚ 

3．第三节  讲授四二拍子指挥法，掌握知识和技能。 

4．第四节  讲授四四拍子指挥法，掌握知识和技能 

5．第五节  讲授四四拍子指挥法，掌握知识和技能 

学习目标： 

1．运用视听媒介，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作品，要求学生学会打指挥图示。尝试指挥作品，进

一步感知音乐内涵。 

2．掌握有关理论知识。 

作业： 

1． 继续练习胸腹式呼吸练习。2指挥图示的练习 

知识单元 6：中西方指挥大家介绍及作品赏析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1. 赫伯特·冯·卡拉扬（ herbert von karajan ）  2. 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

（Arturo Toscanini） 

2．第二节 3. 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4.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 

3．第三节 5.列奥波尔德·斯托科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y） 6.威尔海尔姆·富尔特温格

勒（Wilhelm Furtwangler）  

4．第四节 7.列奥波尔德·斯托科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y） 8.威尔海尔姆·富尔特温格

勒 Wilhelm Furtwangler 

5．第五节  9.杨鸿年 10.汤沐海 

学习目标： 

1．了解音乐家及作品，使学生进一步感受指挥专业精深造诣，提高学生对指挥专业的兴趣 

2．掌握有关理论知识，及不同风格音乐作品的把握。 

作业： 

1． 继续练习胸腹式呼吸练习。2．查考相关音乐资料感受合唱指挥作品。 

知识单元 7：中西方合唱音乐作品排练﹙合唱及指挥﹚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一节 合唱及指挥的配合训练 

2．第二节 作品的学习《送别》《雪绒花》 

3．第三节  作品练习《摇篮曲》《半个月亮爬上来》 

4．第四节  作品的学习《卡林卡》《闲聊波尔卡》 

学习目标： 

1．了解指挥在合唱中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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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有关理论知识。 

3. 培养指挥者与演唱者之间的协作意识，从而提高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及合作能力。 

作业： 

1.继续练习胸腹式呼吸练习。2．反复聆听合唱作品。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为 15次，共 15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中西方合唱历史简史 1  

 
理论：发声基础知识， 实践：发声练习﹙1.胸声训练 2.头声训练。

3胸头结合训练﹚ 
2  

2 
合唱基本知识及合唱的审美原则   ﹙1.合唱音响观念 2.协调 3.均

衡 4.谐和 5色调 6.复调性合唱作品的协调与色调﹚ 
1  

    

3 
合唱基本训练﹙模仿，协调﹚ 

合唱的发声训练（协调，熟练） 
3  

4 
合唱的歌曲训练（协调，熟练） 

教学曲目（熟练，创新） 
3  

5 合唱音乐会﹙想象，创造﹚ 3  

6 
音乐指挥专业历史概述及在合唱中的应用 

指挥基本常识﹙指挥姿势的基本常识—站立—双手—眼睛及面部表情 
3  

7 

讲授四二拍子指挥法，掌握知识和技能 

讲授四四拍子指挥法，掌握知识和技能  

讲授四四拍子指挥法，掌握知识和技能 

3  

8 

1. 赫伯特·冯·卡拉扬（ herbert von karajan 及作品 

2. 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及作品 

3. 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及作品 

4.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及作品 

5.列奥波尔德·斯托科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y）及作品 

3  

9 

6.威尔海尔姆·富尔特温格勒（Wilhelm Furtwangler） 及作品 

7.列奥波尔德·斯托科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y）及作品 

8.威尔海尔姆·富尔特温格勒 Wilhelm Furtwangler 及作品 

9.杨鸿年 及作品 

10.汤沐海及作品 

3  

10 合唱及指挥的配合训练 3  

11 
作品的学习《送别》《雪绒花》 

作品练习《摇篮曲》《半个月亮爬上来》 
3  

12 作品的学习《卡林卡》《闲聊波尔卡》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1科学的发声方法 2指挥在合唱中的应用及常识。3不同音乐风格作品的把握。难点：

声乐的发声技巧及指挥手势和合唱的配合。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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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1. 本课程以课堂讲授及学生实践双重为主的教学方式，讲授重点一般放在作品实践及作品分

析上，要加强直观学习，充分运用学生现场实践、多媒体等教具，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学生的

形象记忆，提高学生创造能力，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及欣赏能力。。 

2. 结合讲授与实践的教学，指导学生合唱与指挥的配合及演练的具体方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及琴房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堂自主学习以教师安排的练习为主要形式，安排在课堂教学以外的时间。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7、作业要求： 

从教学目标出发，围绕课程的重点难点，安排学生在课下进行延伸式的自主学习。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普通高校合唱指挥教程》作为本课程的教材。自编教材出版中。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教材《普通高校合唱指挥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 1月第一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马革顺著《合唱与合唱指挥简明教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 

 

艺术修养与艺术鉴赏 
Art Cultivation and Appreciation 

课程号：5070600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专门为政法大学非艺术专业的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主干）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基本了解西方和中国各门艺术的起源及历史 2、了解西方艺术对中

国的影响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中西各门艺术的基础知识、了解中西各门艺术的基

本概念，为学生以后继续了解和学习艺术以即在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打下良好的基础和起到一定的启

迪和引导作用。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艺术修养与艺术鉴赏》导论（祁志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西方艺术发展概述。 

原始艺术、古典艺术、现代艺术（建筑、绘画、雕塑、戏剧、） 

2、中国艺术发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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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艺术、古代艺术（建筑、绘画、雕塑、戏曲） 

学习目标：1．了解中西艺术的基本门类及基础知识。 

2．掌握中西各类艺术的鉴赏能力和修养。 

知识单元 2：《书法与中国文化》（孙鹤）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书法的法度、结体、章法。 

2、中国书法的中和、含蓄、曲而深。 

学习目标：1．了解中国书法历史。 

2．掌握基本书法知识和书写方法。 

知识单元 3：《从古典主义到现代艺术》（祁志锐） 

参考学时：共 2学时 

学习内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新古典时期的艺术、印象主义艺

术（后印象主义）及现代艺术的诞生。 

学习目标：1．了解西方造型艺术的发展阶段及风格流派。 

2．掌握一定的审美修养和能力。 

知识单元 4：《中国传统绘画的特质》（赵强） 

参考学时：共 6学时 

学习内容：1、艺术是人精神世界的反映和延伸，2、审美心理的特殊性：儒道释，3、书法与

中国画，4画如其人，我在画中， 

2、笔墨为核心，2、物象、心象、画像、，3、意趣、气韵，4、笔墨见境界 

学习目标：1．了解“笔墨”概念，认识到我们对一幅中国画产生的感受完全“原因”绘画上

的笔踪墨痕、舍此无他。 

知识单元 5：《美术与生活》（李京泽）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以美术作品为例，解读美术与社会、美术与生活、美术与表现和再现的的关系。 

学习目标：1．了解多种美术形式不同。2．掌握美术在世界中的位置和意义。 

知识单元 6：《西方歌剧艺术的发展与剧目赏析》（康晨宇）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1．西方歌剧艺术概述。2、西方歌剧艺术剧目赏析。 

学习目标：1．了解西洋歌剧的历史及演出形式。2．掌握西洋歌剧的审美特征。 

知识单元 7：《欧洲古典音乐与音乐家》（张瑞丁）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1．欧洲巴洛克音乐。2、欧洲浪漫主义音乐，3、欧洲印象派音乐 

学习目标：1．了解欧洲交响乐的音乐家及其音乐作品。 

2．掌握和提高欣赏交响乐的能力和品位。 

知识单元 8：《西方音乐剧的发展与剧目赏析》（王丽）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西方音乐剧的历史与现状 

学习目标：通过分析音乐剧目使学生对音乐剧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感受和审美的角度 

知识单元 9：《中国五大名窑赏析》（藏小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中国名窑的历史和烧瓷的不同风格 

学习目标：了解中国烧瓷的历史和烧瓷技艺 

知识单元 10：《古琴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李虎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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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1．中国古琴起源与古琴作品欣赏 

学习目标：1．了解中国古琴的历史和弹奏的技巧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艺术修养与艺术鉴赏》导读 4 
每学期授课个别老师有调

整，总课时 32节 

2 《书法与中国文化》 4  

3 《从古典主义到现代艺术》 2  

4 《中国传统绘画的特质》 6  

5    

6 《美术与生活》 2  

7 《西方歌剧艺术的发展与剧目赏析》 4  

8 《欧洲古典音乐与音乐家》 4  

9 《西方音乐剧的发展与剧目赏析》 2  

10 《中国古代五大名窑赏析》 2  

11 《古琴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审美的不同。 

难点：传统审美与现代审美的不同。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多媒体教学。 

教学手段： 

1.图文并茂、影像视频、DVD。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考试占 100％。 

7、作业要求： 

无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因多个老师共同上这门课，所以，无专门选定的教材，主要选用和参考中外学术专著的内容制

作成 PPT的形式授课。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及参考书 

1、【英】大卫·沃特金著  付景川译《西方建筑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年出版 

2、梁思成著 《中国古代建筑史》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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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约翰·基西克著  水平、朱军译《理解艺术》 海南出版社 2003年出版 

4、王伯敏著《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2 年出版 

5、蓝凡著《中西戏剧比较论》 学林出版社  2008年 12月出版 

5、 陈传席著《中国绘画美学史》，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8月 第 1版 

6、李泽厚著《美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7月 第 1版 

7、徐健著《中国琴史》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7年 7月第一次出版 

8、罗薇著《百老汇音乐剧》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出版 

9、蔡瑭著《音乐剧魅影》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出版 

10、【美】玛丽琳·斯托克斯塔德/迈克尔·柯思伦著 王春辰等译《艺术简史》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13年出版  

执笔：祁志锐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9日 

 

中国传统文化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课程号：50707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2、体味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魅力；3、展示学生自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4、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容，

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适当的传统文化展示等方式，使学生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

础知识，提升大学生人文素质，以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强化自身素养，更好地适应社会。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一）：屋顶建筑形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中西古代建筑的基本区别。 

材料——中：以木头为主要建筑材料，以砖、瓦、石等为辅 

        西：以石材为主要建筑材料 

主体结构——栋梁承重，墙面围挡 

建筑外观——上有屋顶，中有柱子、墙面、斗拱，    

            下有基座、楼梯。以鸱尾、瑞兽、悬鱼、木雕、彩画等为装饰。 

2．中国古代屋顶形式的层级性。 

3.屋顶形式的分类。 

庑殿顶——特点：五脊四坡（1条正脊，4条垂脊，4面坡） 

悬山顶——特点：1条正脊，4条垂脊，2面坡；屋檐比屋墙长 

硬山顶——特点：1条正脊，4条垂脊，2面坡；屋檐和屋墙一样长 

歇山顶——特点：1条正脊，4条垂脊，4条戗脊，6面坡 

攒尖顶——可分为圆形攒尖顶和方形攒尖顶；以各类亭子和寺塔为代表；盔顶 

4.屋顶级别：庑殿顶，歇山顶，攒尖顶，悬山顶，硬山顶 

第一等级：重檐庑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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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等级：重檐歇山 

第三等级：单檐庑殿顶 

第四等级：单檐歇山顶  

5.重点个案：以故宫为例。 

……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层级性及其文化意蕴。 

2．掌握鉴别屋顶形式的基本知识。 

作业： 

参观或观察：故宫、定陵、八达岭高速两侧古代建筑屋顶形式，昌平城区相关屋顶建筑形式。 

知识单元 2：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二）：屋顶装饰及其文化意蕴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飞檐。飞檐翘角的基本样式，飞檐的基本构成方式——斗拱。 

2．五脊六兽。 

吞脊兽，又叫正吻、鸱吻、螭吻，是安装于建筑屋顶正脊两端的装饰件。 

一般特征：口向下，呈含脊状。作用： 

从实用的“帽子”作用到装饰功能。 

3. 垂脊走兽：又称垂兽、戗兽、望兽、蹲兽或垂脊兽等等。 

一般特征：口向上，或张嘴或闭嘴，在戗脊或飞檐上。 

作用：从实用的“帽子”作用到装饰功能。 

小兽的排列顺序为： 

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 。天马与海马、狻猊与押鱼之位可置换。 

若数目达不到 9个时，则依先后顺序。小兽的递减从后面开始。计数方法：排在最前的小人不

列入。 

学习目标： 

1．了解屋顶各类装饰的基本特征与实际作用。 

2．掌握辨别各种装饰的方式。 

作业： 

参观或观察：故宫、定陵、八达岭高速两侧古代建筑屋顶装饰，昌平城区相关屋顶装饰。 

知识单元 3：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三）：居室文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门、闺、庭 

《说文》：“门，闻也。”段玉裁注：“闻者，谓外可闻于内、内可闻于外也。”  

《尔雅·释宫》；“门侧之堂谓之塾。 

2．堂、室、房  

《释名》：“堂者，当也，谓当正向阳之屋……堂，犹堂堂，高显貌也。” 

《说文》：“陛,升高阶也。”段注“天子之陛九级。” 

廉《礼记·乐记》：“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 

堂：一个家庭的重要场所。《说文》“堂, 从土从尚”。尊上之义 

堂：从建筑到亲属关系。旁系亲属关系与直系的亲属关系。 

《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

入室矣。”  《论语·先进》： “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礼记· 曲礼上》 ：“三十曰壮, 有室。”郑玄注：“有室，有妻也，妻称室。” 

《说文》:“房，室在旁也。”段注:“凡堂之内，中为正室，左右为房，所谓东房、西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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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室内座次的奥妙 

《礼记·曲礼上》：“席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礼记·曲礼上》：

“夫为人子者居不主奥。” 

《史记·项羽本纪》：“项王、项伯东乡坐。亚父南乡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乡坐，张良

西乡侍…哙遂入，披帷西乡立。” 

4.户、窗、向 

《说文》：“户，护也。”  

《论语·阳货》：“孺悲(鲁国人)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琵而歌，使之闻之。”

《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说文》：“牖,穿壁以木为交窗也。”段注:“交窗者,以木横直为之,即今之窗也。在墙曰牖,

在屋曰窗。”  

5.厕 

《玉篇·广部》：“厕，侧也。”读音来源，与“侧”的关系，建筑位置。 

学习目标： 

1．了解古代院落建筑的基本特征。 

2．掌握古代院落建筑的文化意蕴。 

作业： 

观察老家的房子建筑样式与规模，了解其文化意蕴。 

知识单元 4：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四）：北京四合院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四合院基本规模。 

一进院、二进院、三进院、复合式四合院、故宫作为特殊的四合院 

2．四合院的门 

王府大门、广亮大门、金珠大门、蛮子门、如意门、西洋门楼、月亮门 

垂花门 

门墩 

门口装饰 

学习目标： 

1．了解北京四合院建筑的基本规模与特点。 

2．掌握中国古代四合院建筑中的门及其文化意蕴。 

作业： 

参观北京二环胡同，发现其中的四合院特征的痕迹。 

知识单元 5：中国传统服装文化（一）：服装起源与先秦服装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服装的起源。 

御寒说、宗教崇拜说、审美需求说、知耻说。 

2．上古服装。 

染织工业的出现，是人类历史进入文明阶段标志之一。在母系氏族繁荣时期，我们的祖先已掌

握了用麻和葛纤维来纺织的方法。在目前考古发现的实物中，殷商时期已有了丝织物，商代社会由

麻织物进而发展至养蚕取丝造衣。 

3.商周时期服装。 

商周专门设置“司服” 官职，不按照实际等级穿衣服要受到“劓刑”。 

据史籍记载，周代已形成了完整的冠服制度，凡有祭祀之礼，帝王百官皆穿礼服。 

当时的礼服系由冕冠、玄衣及熏裳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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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冠 

冠：《礼记·冠义》：“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冠而后服备，服备 

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晋语》：“人之有冠，犹宫室之有墙屋也。”  

冠礼：《礼记·冠义》：“古者冠礼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又：“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

庙，行之于庙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仪礼·士

冠礼》：“前期三日，筮宾，如求日之仪，乃宿宾。” 

巾：《释名•释首饰》：“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玉篇》：“巾，佩巾也，本以拭物，后人著

之于头。 ” 

弁：《诗·卫风·淇奥》：“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   郑玄笺：“会谓弁之缝中，饰

之以玉，皪皪而处，状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视朝。”。 

学习目标： 

1．了解服装起源。 

2．掌握冠在中国古代的意义。 

作业： 

思考有关服装起源中知耻说与审美需求说、宗教崇拜说之间的关系。 

知识单元 6：中国传统服装文化（二）：先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从“上衣下裳”到深衣出现。 

衣裳：《易经》：“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右衽：《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深衣：春秋战国最具代表性的服装“名曰深衣者，谓连衣裳而纯之以采也。” 

2．冕服。 

中国古代衣裳的最高等级。冠冕堂皇。 

3．胡服。 

与中原人交领右衽、宽衣大带相异的北方少数民族服装。 

4．从绔到裈。 

《说文》：“绔，胫衣也。”《释名·释衣服》：“绔，跨也，两股各跨别也。” 

5．足衣。 

学习目标： 

1．了解汉服的基本特征。 

2．掌握汉服基本特征的意蕴。 

作业： 

观看一部以先秦时期为时代背景的古装电影或电视剧，讨论起服装式样的特点。 

知识单元 7：中国传统服装文化（三）：秦汉魏晋南北朝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秦汉冠与帻。 

冕：《礼记·礼器》：“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 

长冠： 

委貌冠：《汉书·礼仪典》：“委貌冠，亦皮弁冠，周制，长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广，

后卑锐。” 

武冠： 

进贤冠： 

2．秦汉服的特点。 

冕服：“秦得水德而尚黑”。规定衣色以黑为最上 。三品以上的官员着绿袍，一般庶人着白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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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舆服志》：（汉天子）衣裳玄上纁下……  

十二章纹： 

深衣：从曲裾到直裾；从上衣下裳到襦裙 

平民百姓服饰： 

3．魏晋巾幘的流行。 

4．魏晋服装特点。 

大袖宽衫、少数民族服装的影响、杂裾垂髾、翩若惊鸿婉若游龙。 

5．魏晋鞋履特点。 

学习目标： 

1．进一步了解汉服的特点与层级性。 

作业： 

观看一部以秦汉或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时代背景的古装电影或电视剧，讨论起服装式样的特点。 

知识单元 8：中国传统服装文化（四）：唐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唐代头衣。 

翼善冠： 

幞头：《汉宫仪》：“帻本无巾，如今‘半帻’而已。王莽无发，因为施巾，故里言曰：王莽头

秃，施帻屋。” 

2．古代衣服的颜色变迁。 

黄色成为皇家之色： 

以朱与紫、青与绿为个案： 

3．唐代女子衣服的变化。 

“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 

“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 

“慢束罗裙半露胸”“粉胸半掩疑暗雪” 

4．少数民族服装的影响。 

5. 宋代幞头与东坡巾 

6．宋代的褙子。 

学习目标： 

1．了解唐代服装的多样化及其文化内涵。 

2．了解唐宋服装的变迁及其文化心理。 

作业： 

观看一部以唐宋时期为时代背景的古装电影或电视剧，讨论起服装式样的特点。 

知识单元 9：中国传统服装文化（五）：元明清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元明头衣： 

乌纱帽、四方巾 

2．明代的水田衣。 

3．清代官服。 

顶戴花翎、补子、朝珠、补子 

4．旗袍。 

5．总结服装专题。 

学习目标： 

1．了解元代以来服装变化的主要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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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清代官服的基本特点 

作业： 

观看一部以元明清时期为时代背景的古装电影或电视剧，讨论起服装式样的特点。 

知识单元 10：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一）：饮食与礼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常见饮食器具。 

鼎、镬、鬲（lì ）与釜、甑、甗、豆 

2．辅助的饮食器具。 

案、俎、筷（箸） 

3．饮食与养生 

学习目标： 

1．了解古代的饮食工具及其文化意蕴。 

作业： 

观看一部古装电影或电视剧，讨论其中的饮食工具的特点。 

知识单元 11：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二）：饮食与礼仪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酒与酒礼。 

酒器、禁酒、酒礼 

2．茶与茶礼。 

茶的历史、茶礼、茶道 

学习目标： 

1．了解基本的酒礼与茶礼。 

作业： 

介绍家乡的酒文化或茶文化。 

知识单元 12：结语——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态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课堂教学中的中国传统文化。 

2．当代“国学热”与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学习目标： 

1．理性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作业： 

思考你认为我们应该在当代背景下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一）：屋顶建筑形式 3 内容根据具体授课有调整 

2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二）：屋顶装饰及其文化意蕴 3 内容根据具体授课有调整 

3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三）：居室文化 3 内容根据具体授课有调整 

4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四）：北京四合院 2 内容根据具体授课有调整 

5 中国传统服装文化（一）：服装起源与先秦 2 内容根据具体授课有调整 

6 中国传统服装文化（二）：先秦 3 内容根据具体授课有调整 

7 中国传统服装文化（三）：秦汉魏晋南北朝 3 内容根据具体授课有调整 

8 中国传统服装文化（四）：唐宋 3 内容根据具体授课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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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国传统服装文化（五）：元明清 2 9-11周课程穿插学生展示 

10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一）：饮食与礼器 3 9-11周课程穿插学生展示 

11 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二）：饮食与礼仪 3 9-11周课程穿插学生展示 

12 结语：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态度 3 9-11周课程穿插学生展示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华文明通论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体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蕴、以优秀民族文化塑造个人修养。 

难点：受时空、人数等限制，不能组织大规模、经常性的展览或参观。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知识点演示。 

教学手段： 

1.讲授。 

2.实践。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考核内容有：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堂考勤占

10%，课堂演示占 30%，期末作业占 6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梁思成《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2.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 

3.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2.崔丰顺《中国历代帝王冕服研究》，东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南怀瑾《论语别裁》，复旦大学，2002年版。 

执笔：罗世琴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6日 

 

《浮士德》导读 
Introduction to Faust 

课程号：5900000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歌德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2、了解“浮士德”精神；3、

了解《浮士德》在西方文化史中的地位；4、了解“浮士德”母题在后世的流传和演变；5. 了解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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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的“浮士德”。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教学与讨论，使学生掌握有关《浮士德》传说的由来、“浮士德”母题

的流传演变、歌德《浮士德》的创作始末，了解“浮士德”精神，及“浮士德”在西方文化中的地

位和影响，以及母题在艺术中的演变。为德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浮士德》故事的起源和演变。 

2．歌德《浮士德》创作经历概说。 

3. 本课程安排与要求 

学习目标： 

1．了解“浮士德”传说的起源与演变。 

2．掌握“浮士德”传说母题的核心与意义。 

作业： 

歌德之前的“浮士德”传说有何特点？为什么？ 

知识单元 2：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剧》。 

学习目标： 

1．了解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义。 

2．掌握马洛笔下的浮士德的特点和局限。 

作业： 

思考马洛笔下的浮士德与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有何区别？为什么？ 

知识单元 3：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 1-6场。 

2．浮士德的困惑。 

3. 浮士德与魔鬼的订赌 

学习目标： 

1．了解浮士德对中世纪四大学问的看法。 

2．掌握浮士德困惑的原因。 

3. 了解魔鬼的形象在西方文学中的演变 

作业： 

思考浮士德为何会与魔鬼订赌？ 

知识单元 4：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 7-14场。 

2．浮士德在求知失败后转向酒色。 

3. 魔鬼对浮士德的引诱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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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魔鬼如何引诱浮士德走向酒色。 

2．掌握浮士德精神上的两面性。 

作业： 

思考魔鬼的《跳蚤之歌》深意何在？ 

知识单元 5：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 15-20场。 

2．格雷辛的悲剧。 

学习目标： 

1．了解造成格雷辛悲剧的原因。 

2．掌握浮士德面对格雷辛爱情的两面性。 

作业： 

思考“格雷辛之问”的意义。 

知识单元 6：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 21-24场。 

2．浮士德的爱情悲剧。 

学习目标： 

1．了解造成浮士德爱情悲剧的原因。 

2．掌握女性在中世纪的地位。 

3. 了解中世纪教会的影响 

作业： 

思考浮士德与格雷辛的爱情为何会酿成悲剧？ 

知识单元 7：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茂瑙《浮士德》。 

2．对比茂瑙《浮士德》与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的不同。 

学习目标： 

1．了解茂瑙《浮士德》的叙事框架。 

2．掌握茂瑙《浮士德》中浮士德与魔鬼订赌的原因。 

作业： 

对比茂瑙《浮士德》与歌德《浮士德》的不同之处。 

知识单元 8：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第一幕。 

2．浮士德的政治悲剧。 

学习目标： 

1．了解浮士德的政治追求。 

2．掌握浮士德政治悲剧的原因。 

作业： 

思考纸币在浮士德的政治追求中的意义。 



6089 

知识单元 9：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第二幕。 

2．瓦格纳的人造人。  

学习目标： 

1． 了解瓦格纳的人造人在剧中的意义。  

2． 掌握瓦尔普吉斯之夜的含义。 

作业：思考瓦格纳的人造人的含义是什么。 

知识单元 10：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浮士德对美的追求。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第三、四幕。 

2．浮士德事业的追求。 

3. 古希腊神话和《奥德赛》。 

学习目标： 

1．了解浮士德对美的追求。 

2．掌握古希腊文化在这一幕中的影响。 

作业： 

思考海伦这一形象在《浮士德》和《奥德赛》中的不同及其背后的原因。 

知识单元 11：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 

2．浮士德的事业追求。 

3. 浮士德之被拯救 

学习目标： 

1．了解浮士德事业的追求的内容。 

2．掌握浮士德事业追求失败的原因。 

3. 浮士德输了赌赛却被拯救的原因 

作业： 

思考浮士德灵魂被拯救的原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浮士德”传说与歌德《浮士德》概说 2  

2 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剧》 3  

3 浮士德的知识追求 3  

4 浮士德的转变 3  

5 浮士德的爱情追求 3  

6 浮士德的爱情悲剧 3  

7 茂瑙《浮士德》 3  

8 浮士德的政治追求 3  

9 浮士德的政治悲剧 3  

10 浮士德对美的追求 3  

11 浮士德的事业追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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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德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浮士德传说、浮士德精神、格雷辛悲剧、瓦格纳人造人、魔鬼的形象及意义。 

难点：浮士德精神、格雷辛悲剧、魔鬼的形象及意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讨论。 

2.影像观摩。 

3.戏剧演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考勤 10%；课堂表现 10%；期末论文 8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所布置的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歌德著《浮士德》，钱春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 7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徐匡复著《<浮士德>——歌德的精神自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 9月 第 1版 

2.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Faust (A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Walter Arndt trans. 

NY: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执笔：潘珊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0日 

 

《乡土中国》导读 
Reading Guidance of Earthbound China 

课程号：5900000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精读的方式，使学生掌握《乡土中国》一书的基本内容； 

2、熟悉学界对该书的最新批评与反思，进而增进对古代中国乡村社会，乃至当代中国乡村社

会的理解。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如何理解费孝通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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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杨清媚：《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年。 

学习目标： 

1．了解费孝通的个人生命史； 

2．掌握学界对于费孝通的不同定位，以及由此产生的学术争论。 

作业：简要谈谈个人对于费孝通的理解。 

知识单元 2：农村为何重要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 

学习目标： 

1．了解三农问题专家对于农村问题的理解。 

2．掌握经济学视角对于分析农村问题的有效性。 

作业：简要谈谈个人对于农村的理解 

知识单元 3：如何阅读《乡土中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刘永华：《乡土中国：一个基于社会文化史的评论》，未刊稿。 

学习目标： 

1．了解《乡土中国》一书的基本结构。 

作业：简要谈谈个人对于《乡土中国》的初步理解。 

知识单元 4：乡土社会的“本色”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费孝通：《乡土中国》之《乡土本色》。 

2．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 230-234页。 

3．刘永华：《从“排日账”看晚清徽州乡民的活动空间》，《历史研究》2014年第 5期。 

学习目标： 

1．了解费孝通关于“乡土本色”的界定及其经验依据。 

2．掌握“乡土本色”概念存在的误差。 

作业：结合经验谈谈个人对于“乡土本色”的理解。 

知识单元 5：文字下乡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费孝通：《乡土中国》之《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 

2．姜士彬：《明清社会的信息沟通方式、阶级和意识》，载张聪、姚平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

究集萃·思想文化史卷》，徐彤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 277-321页。 

学习目标： 

1．了解费孝通对于“文字下乡”的界定及其经验依据。 

2．掌握“文字下乡”对于明清乡土社会的冲击。 

作业：简要谈谈文字对于乡土社会的作用。 

知识单元 6：送法下乡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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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费孝通：《乡土中国》之《礼治秩序》、《无讼》。 

2．赵晓力：《要命的地方：<秋菊打官司>再解读》，《北大法律评论》第 6卷第 2辑。 

3．凌斌：《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的“法民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 1期。 

学习目标： 

1．了解电影《秋菊打官司》的基本内容。 

2．掌握费孝通的反思与苏力、赵晓力、凌斌等学者之研究的内在联系。 

作业：简要谈谈个人对于电影《秋菊打官司》的理解。 

知识单元 7：差序格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费孝通：《乡土中国》之《差序格局》。 

2．吴飞：《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开放时代》2011 年第 1

期。 

学习目标： 

1．了解费孝通对于“差序格局”概念的界定及其经验依据。 

2．掌握“差序格局”概念存在的缺陷。 

作业：简要谈谈个人对于五服制度的理解。 

知识单元 8：理解乡村的不同思路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年。 

2．贺雪峰：《大理论与中观理论——评<黄河边的中国>的方法》，载氏著：《新乡土中国》，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修订版，第 428-439页。 

3．应星：《评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以<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

年第 3期。 

4．贺雪峰：《饱和经验法——华中乡土派对经验研究方法的认识》，《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 1

期。 

学习目标： 

1．了解学界对于乡村研究的不同思路。 

2．掌握各种不同思路的优缺点。 

作业：简要谈谈个人对于乡村研究的设想。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杨清媚：《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 3  

2 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 3  

3 刘永华：《乡土中国：一个基于社会文化史的评论》 3  

4 刘永华：《从“排日账”看晚清徽州乡民的活动空间》 3  

5 姜士彬：《明清社会的信息沟通方式、阶级和意识》 3  

6 赵晓力：《要命的地方：<秋菊打官司>再解读》 3  

7 凌斌：《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的“法民关系”》 3  

8 吴飞：《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对一个经典概念的再反思》 3  

9 贺雪峰：《饱和经验法——华中乡土派对经验研究方法的认识》 3  

10 应星：《评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以<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为例》 3  

11 考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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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着重讨论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乡土本色”、“文字下乡”、“送法下

乡”、“差序格局”等概念的内涵以及最新的研究进展。 

难点：本课程将涉及一些方法论的内容，即如何理解费孝通、如何研究乡村社会等，以便增进

学生对于《乡土中国》，甚至是对当下乡村的理解。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借鉴研讨班的形式，主要通过朗读、讨论、点评等形式进行教学。 

2.尽可能地激发学生的相关生活经验，以便展开讨论。 

教学手段： 

1. 会选择播放一些与主题有关的视频资料。 

2.尽量介绍历史学的研究成果，以便从“长时段”的角度理解乡村社会。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提前阅读相关指定文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期末考查占 60%，

学生需要提交一篇与《乡土中国》有关的论文，并且在第 11 周时公开宣读，以便与其他同学更好

地分享自己的观点。 

7、作业要求： 

每次课开始前，指定一名（或一组）同学负责搜集、提供与主题相关的背景资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贺雪峰著《新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9月 第 1版 

2. 杨清媚著《最后的绅士：以费孝通为个案的人类学史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分公司，

2010年 4月第 1版 

执笔：姜金顺  审稿：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1日 

 

《美学散步》导读 
《Stroll through Aesthetics》-a guide book 

课程号：59000040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专门为政法大学非艺术专业的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以了解宗白华先生在本书中对中国诗词歌赋、传统绘画、中国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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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美的一致性，以及中国书法和中国古典舞蹈的审美一致性；2、了解西方艺术和中国传统艺术

的不同审美取向。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从美学角度学习和掌握中西方艺术的基本知识、了解中

西方艺术的基本特征和属性，为学生以后继续了解和学习艺术即在生活和社会实践中起到一定的鉴

赏审美和启迪引导作用。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4学时 

知识单元 1： 美从何处寻 

学习内容：自然的美和艺术的美 

学习目标： 

1．美随处可见，而在于发现，培养这种发现能力 

知识单元 2：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 

学习内容： 

1．中国诗画与中国戏曲表演的空灵与充实 

学习目标： 

1、从美学角度对不同艺术的融会贯通 

知识单元 3：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 

学习内容： 

1．引言——中国美学史的特点和学习方法  

2、中国古代的绘画美学思想 

3、中国古代的音乐美学思想 

4、中国园林建筑艺术所表现的美学思想 

学习目标： 

1． 了解中国古代不同门类艺术的美学思想 

知识单元 4：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 

学习内容： 

引言 

一、意境的意义 

二、意境与山水 

三、意境创造与人格涵养 

四、禅境的表现 

五、道、舞、空白：中国艺术意境结构的特点 

知识单元 5：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和实 

学习内容： 

中国山水画和中国戏曲表演的虚实处理 

学习目标： 

从美学角度对两种不同艺术的融会贯通 

知识单元 6：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 

学习内容： 

1． 西方画家们画面上表现人体比例和屋宇内的空间时，达芬奇和拉斐尔用科学及数学的眼光
看世界。于是透视法的知识被发挥出来，而用之于绘画 

2． 中国山水画强调的是”平远、高远、深远“。 

学习目标： 

1、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知识单元 7：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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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洋自埃及、希腊以来传统的画风，是在一幅幻现立体空间的画境中描出圆雕式的物体。
特重透视法、解剖学、光影凸凹的晕染。画境似可走进，似可手摩，它们的渊源与背景是埃及、希

腊的雕刻艺术与建筑空间。 

2． 中国画既超脱了刻板的立体空间、凹凸实体及光线阴影；于是它的画法乃能笔笔灵虚，不
滞于物，而又笔笔写实，为物传神。 

学习目标： 

1、 从美学角度对不同艺术的融会贯通 

知识单元 8：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 

学习内容： 

1． 西方绘画几何学的透视画法、 光影的透视法、空气的透视法 

2． 中国画里的空间构造，既不是凭借光影的烘染衬托中国水墨画并不是光影的实写，而仍是
一种抽象的笔墨表现，也不是移写雕像立体及建筑的几何透视，而是显示一种类似音乐或舞蹈所引

起的空间感型。 

学习目标： 

1、 从美学角度对不同艺术的融会贯通 

知识单元 9：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 

学习内容： 

1．历代敦煌壁画的不同风格 

学习目标： 

1、从宗教和绘画的角度认识敦煌壁画的美学价值 

知识单元 10、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学习内容 

1、魏晋人生活人格上的的自然主义和个性主义 

2、晋人的艺术心灵与艺术境界 

3、晋人的“人格唯美主义”和对友谊的重视 

4、晋人的道德观和礼法观 

学习目标 

了解魏晋美学思想 

知识单元 11、希腊哲学家的艺术理论 

学习内容 

1、形式与表现 

2、原始美与艺术创作 

3、艺术与模仿自然 

4、艺术与艺术家 

学习目标： 

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美学思想 

知识单元 12、看了罗丹的雕刻以后 

学习内容 

1、通过对罗丹雕塑的了解来学习和认识西方雕塑从古典到现代的发展历程 

学习目标 

了解西方雕塑的发展历程及美学价值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美从何处寻 2  

2 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 2  

3 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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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 2  

5 中国艺术表现里的虚和实 2  

6 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 2  

7 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 2  

8 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 2  

9 略谈敦煌艺术的意义与价值 2  

10 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2  

11 希腊哲学家的艺术理论 2  

12 看了罗丹的雕刻以后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中西绘画、雕塑、建筑；中国古代诗歌、书法、乐舞、戏曲 

难点：学习和了解中西方艺术的不同美学特征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投影文字与图片。 

2. 适当板书。 

……………… 

教学手段： 

1.讲授为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考试占 100％。 

7、作业要求： 

无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以宗白华所著《美学散步》为准授课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无 

 执笔：祁志锐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9日 

 

中国哲学史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课程号：5070202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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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哲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培养学生自觉学习的兴趣与能力，使同学们比较系统地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发生、发展及其

演变的基本线索和基本内容； 

2.通过对中国哲学基本内容的把握，进一步了解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基本精神和思维方法，

从而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信心。 

3.能够从中西哲学对比的角度来思考哲学问题的共性和个性，了解人类思维的一般发展规律和

中国理论思维的特点，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阅读古代哲学文献的能力。 

4.提高理论思维水平和阅读古代哲学文献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系统地介绍先秦至近代中国哲学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基本线索、规律和内

容；介绍中国古代主要哲学家的著作、思想及其前后继承关系和思想异同；评述中国哲学基本范畴

的发展演变特点及其与文化的内在关联。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 32学时 

知识单元 1：中国哲学的萌芽及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哲学的萌芽与产生。 

2.儒家哲学思想。 

3.道家哲学思想。 

4.墨家哲学思想。 

5.名家哲学思想。 

6.法家哲学思想。 

学习目标： 

1．了解先秦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特点和关注的主要问题 

2．重点掌握儒、道、墨、法、名家等的思想，把握该阶段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地位。 

作业： 

1.殷周时期“帝”、“天”观念是如何发展的？ 

2.谈谈《易经》中的变易思想 

3.孔子的“仁”有什么特点？ 

4.谈谈孟子性善论的特点。 

5.荀子“性恶论”与孟子“性善论”有何异同？ 

6.谈谈荀子“明于天人之分”思想的内容 

7.简述老子之“道”论的特点。 

8.谈谈 庄子的“齐物论”。 

9.谈谈庄子的“逍遥游”。 

10.墨子的“兼爱”说有何特点？ 

11.墨子的“天志”和“非命”说是否具有内在的矛盾？ 

12.惠施与公孙龙的思想有何不同？ 

13.韩非是如何论述“法”、“术”、“势”的？ 

知识单元 2：两汉时期的哲学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汉初黄老之学的勃兴。 

2.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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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了解与掌握汉初黄老之学的勃兴对当时社会政治的影响；董仲舒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在整个中国

思想史上的地位；两汉经学的发展和论争；两汉哲学思想的方法论特点。 

作业： 

1.谈谈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 

2.谈谈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以及其与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的异同。 

知识单元 3：魏晋时期的哲学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魏晋时期玄学思潮的演变及特点。 

2.魏晋玄学的主要问题。 

学习目标： 

了解与掌握魏晋时期玄学思潮的主要特点、论争主题，以及主要思想家的观点。 

作业： 

1.魏晋玄学有何特点？ 

2.谈谈魏晋玄学的名教自然之辩。 

3.谈谈魏晋玄学的本末有无之辩。    

知识单元 4：隋唐时期的哲学思想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宗派佛教的基本思想。 

2.唐代儒学复兴。 

学习目标： 

了解与掌握隋唐佛教主要宗派的基本思想；儒释道三教的冲突和融摄的主要内容；唐代儒学复

兴的基本状况，重点掌握韩愈的“道统论”和“性三品说”、李翱的“复性”说。 

作业： 

1.谈谈天台宗“一念三千”的思想。 

2.谈谈华严宗的“四法界”说。  

3.谈谈禅宗“自性是佛”的观点。 

4.谈谈韩愈的“道统”论。 

5.谈谈李翱的复性说以及其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知识单元 5：宋明时期的哲学思想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概论：宋明理学的兴起及主要特点 
    2.北宋五子的哲学思想。 
    3.朱熹的哲学思想。 
    4.陆九渊的哲学思想。 
    5.王阳明的哲学思想。 
    学习目标： 

掌握儒学复兴和宋明哲学的特点；理学的基本典籍和重要问题；“北宋五子”的哲学思想和在

理学思想发展中的贡献；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思想；陆九渊的哲学思想及朱陆之辩的基本内

涵；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守仁的哲学思想。 

作业： 

1.宋明理学有何特点？ 



6099 

2.谈谈周敦颐“立人极”的思想。 

3.谈谈张载“太虚即气”的思想。 

4.谈谈张载“民胞物与”的思想。 

5.二程是如何讲“理”的？ 

6.谈谈二程的“格物致知”说。 

7.朱熹是如何论证理气关系的？ 

8.谈谈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9.谈谈朱熹“理一分殊”的思想。 

10.谈谈陆九渊“心即理”的思想。 

11.谈谈陆九渊“发明本心”的思想。 

12.谈谈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13.谈谈王阳明的“致良知”说。   

知识单元 6：清代哲学思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明清之际的中国哲学 

2.王夫之的哲学思想 

3.黄宗羲的哲学思想。 

学习目标： 

了解和掌握清代前期哲学的发展线索，明清之际哲学的特点，王夫之、黄宗羲等哲学家的基本思想。 

作业： 

1.谈谈清代训诂学的主要特点。 

2.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及《明儒学案》有何特点？在思想史上有何重要意义？ 

3.王夫之是如何论述理气关系的？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1.中国哲学的萌芽与产生。 2  

2 1.儒家哲学思想。 2  

3 
1.儒家哲学思想。 

2.道家哲学思想。 
2  

4 
1.道家哲学思想 

2.墨家哲学思想。 
2  

5 
1.名家哲学思想。 

2..法家哲学思想. 
2  

6 
1.汉初黄老之学的勃兴。 

2.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2  

7 
1.魏晋时期玄学思潮的演变及特点。 

魏晋玄学的主要问题。 
2  

8 1.宗派佛教的基本思想。 2  

9 1.唐代儒学复兴。 2  

10 
1.概论：宋明理学的兴起及主要特点 

2.1.北宋五子的哲学思想。 
2  

11 1.北宋五子的哲学思想。 2  

12 
1.北宋五子的哲学思想。 

2.朱熹的哲学思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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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朱熹的哲学思想。 2  

14 1.陆九渊的哲学思想。 2  

15 1.王阳明的哲学思想。 2  

16 

1明清之际的中国哲学 

2王夫之的哲学思想 

3黄宗羲的哲学思想。 

2  

1.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法。 

2.讨论法。 

教学手段： 

1.借助传统教学手段。 

2.辅助多媒体教学手段。 

2.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提交论文一篇或随堂开卷考试。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等编著《××××》，××××出版社，××××年××月 第×版（教材获奖情

况） 

（二）推荐参考书 

1.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2.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3.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4.《世说新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6.梁启雄：《荀子简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7..郭朋校释：《坛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9.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 

10.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2.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13.张立文：《走向心学之路――陆象山思想的足迹》，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14.殷翔注：《嵇康集注》，合肥：黄山书社，1986年版。 

15.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6.汤一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7.周敦颐：《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 

18.余敦康：《何晏王弼玄学新探》，济南：齐鲁书社，1991年版。 

19.石峻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 

20.陈来：《宋明理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21.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2.许倬云：《西周史》，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 

23.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4.毕沅校注，吴旭民标点：《墨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25.冯友兰著；涂又光译：《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6.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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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28.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9.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北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版。 

30.杨国荣：《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31.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 

32.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局，1999年版。 

34.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5.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6.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 

37.陈鼓应注译：《老子译注及评价》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38.方立天：《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9.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40.杨伯峻注译：《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41..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执笔：王心竹  审稿：张浩军  审定：人文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综合英语（一） 
Comprehensive English I 

课程号：30800001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夯实学生在口头和书面实践中使用英语语言的能力；2、促进学生对

于原版英语文章，包括较长较难文章的理解、归纳和思辨阐释能力；3、拓展学生在了解英语国家

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空间。 

开设本课程，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英语语言的能力。教师需要通过语言基础训练与篇

章讲解分析，使学生逐步提高语篇阅读理解能力，了解英语中各种文体的表达方式和特点，扩大词

汇量和熟悉英语常用句型，具备基本的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通过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上的各种

语言交际活动，使学生具备基本的交际技能，达到或超过《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听、说、

读、写、译等技能的要求，为后续高年级阶段学习打好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另外，学生还应该熟

悉中国文化传统，具备较强的汉语表达能力，具备丰富的人文知识和科技知识；熟悉英语国家的地

理、历史、发展现状、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一定的创新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4学时 
Unit 1 Half a Day: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a. What do you remember about your first day of school? Share your experience with your group 

members. 
b. How did you feel on your first day of college? Share your thoughts and feelings with your group 

members? 
c. What do you expect of colleg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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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Naguib Mahfouz (1911- 2006)  
Naguib Mahfouz (IPA: [næ ɡiːb mɑħ fuːzˤ]; 1911–2006) was an Egyptian writer who won the 

1988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He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first contemporary writers of Arabic 
literature, along with Tawfiq el-Hakim, to explore themes of existentialism.[1] He published 34 novels, 
over 350 short stories, dozens of movie scripts, and five plays over a 70-year career. Many of his works 
have been made into Egyptian and foreign films. 

1. Pre-reading Questions: 
a. How did the boy feel about going to school? Give examples to support your ideas. 
b. What happened to the boy the first day at school? 
c. How did the boy like school life? 
d. What changes did he see on his way home?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7): the boy’s unwillingness to go to school. 
Part II (8 ~ 16): the boy’s experience at school. 
Part III (17 ~ 20): rapid changes in the outside world.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clutch, cling, curiosity, overlook, misgiving, perseverance, trace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to throw sb. into/out of, to make a man (out) of somebody, to tear sb/sth away, to come into view, to 

sort sth into, a matter of sth/a matter of doing sth, to bring sth about, to give rise to, to resort to, there is / 
was no question of (sth happening / sb doing sth), in vain, to come/screech to a halt, to let up 

c. Sentences:  
They did not make me happy, however, as this was the day I was to be thrown into school for the first 

time. (para. 1) 
In addition, the time for changing one’s mind was over and gone and there was no question of ever 

returning to the paradise of home. (para. 16) 
Those who were able took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and happiness that presented 

themselves. (para. 16) 
4. Discussion Topic: 
What is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title? What are the possible themes of the story? 

Unit 2 The Boy and the Bank Officer: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a. What is bullying? Where does bullying take place? What can we do to stop it? 
b. What do you think of banks? Have you had any particular experiences there? Share your 

opinions and experiences with your classmates. 
2. Bullying 
Bullying is the use of force, threat, or coercion to abuse, intimidate, or aggressively dominate others. 

The behavior is often repeated and habitual. One essential prerequisite is the perception, by the bully or by 
others, of an imbalance of social or physical power, which distinguishes bullying from conflict. Behaviors 
used to assert such domination can include verbal harassment or threat, physical assault or coercion, and 
such acts may be directed repeatedly towards particular targets. Rationalizations for such behavior 
sometimes include differences of social class, race, religion, gender, sexual orientation, appearance, 
behavior, body language, personality, reputation, lineage, strength, size or ability. If bullying is done by a 
group, it is called mob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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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sk students to act out the short story. 
4.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the unfavorable opinion of the narrator’s friend on banks. 
Part II (2 ~ 32): the narrator’s experience at a West Side bank in New York. 
5.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passion, overlit, -ish, suggest, so-called, exchange, opening, damn, anyway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in the first place/in the second place, money belt, a checking account/a savings account, voice breaks, 

as to/regards, to have no other choice/alternative but to, to move/go/close in for the kill, to zero in (on), to 
shake down, to be on the case 

c. Sentences:  
Everything about him suggested a carefully dressed authority. (para. 3) 
Now if you’ll excuse me. (para. 9) 
Excuse me? (para. 12) 
I moved in for the kill. (para. 19) 
Not that I ever heard of. (para. 32) 
6. Discussion Topic: 
What is prejudice?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reasons for prejudice? What can we do about 

prejudice? 
Unit 3 Message of the Land: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a. What is your opinion of an ideal life?  
b. Which do you prefer, living in the countryside or living in the city? Why? 
c. In your opinion, things have changed for the better or for the worse in the countryside in China? 
2.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Pira Canning Sudham (1942 -   ) 
Pira Sudham (Pira Canning Sudham) (1942 - ) is an author of Thai descent. He was born in a village 

in Isanin northeastern Thailand. At age fourteen, he left Isan for Bangkok to become a servant to Buddhist 
monks in a monastery where he attended secondary school. Later, he entered Triam Udom High School, 
before gaining a place at Faculty of Art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He won a New Zealand government 
scholarship to read English Literature at Auckland University and then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where his first story was published by New Zealand's leading literary quarterly Landfall. Since then, Pira 
Sudham has been writing short stories, poems, and novels in English. He has not produced any literary 
works in the Thai language. 

3. Urbanization. 
Urbanization is a population shift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the gradual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living in urban areas", and the ways in which each society adapts to the change. It is predominantly 
the process by which towns and cities are formed and become larger as more people begin living and 
working in central areas. The United Nations projected that half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would live in 
urban areas at the end of 2008. It is predicted that by 2050 about 64%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86% of 
the developed world will be urbanized. That is equivalent to approximately 3 billion urbanites by 2050, 
much of which will occur in Africa and Asia. Notably, the United Nations has also recently projected that 
nearly all global population growth from 2015 to 2030 will be absorbed by cities, about 1.1 new urbanites 
over the next 15 years 

4. Text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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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1~ 7): what the farmer’s wife says—her family and the changes that she finds she can’t adjust 
to. 

Part II (8 ~ 11): what the farmer says—what he thinks are the roots of all evils and what joys he finds 
in life and in farming. 

5.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till, as is the way with, bully, insult, mind, exhausted, reap, replace, sheaf, ripple, shimmer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in infancy, as soon as, to afford to do, (every) now and then/again, It's like/It feels like, in spite 

of/despite, to barter for, to spring up, to have no use for sth, the other day, as for, even if/even though, to 
occur to, bag of bones, from morning till dusk, more than is good for sb, to be at peace with, to complain 
of, to tie sb down, on the wing,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pass on 

c. Sentences:  
My husband moved into our house as is the way with us in Esarn. (para. 1) 
It’s easier for my husband. He has ears which don’t hear, a mouth which doesn’t speak, and eyes that 

don’t see. (para. 2) 
Shops have sprung up, filled with colorful plastic things and goods we have no use for. (para. 4) 
In my day, if I were to put on a pair of trousers like they do now, lightning would strike me. (para. 4) 
Sickness comes and goes, and we get back on our feet again. (para. 11) 
6. Discussion Topic: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essage of the land? What are the possible themes of the story?  

Unit 4 The Midnight Visitor: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a.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life of a spy? 
b. What kind of qualities do you expect of a good spy? 
2.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Ian (Lancaster) Fleming (1908-1964) 
Ian Lancaster Fleming (1908–1964) was an English author, journalist andnaval intelligence officer, 

best known for his James Bond series of spy novels. Fleming came from a wealthy family connected to 
the merchant bank Robert Fleming & Co., and his father was the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Henley from 
1910 until his death on the Western Front in 1917. Educated at Eton, Sandhurst and, briefly, the 
universities of Munich and Geneva, Fleming moved through several jobs before he started writing. 

Fleming wrote his first Bond novel, Casino Royale, in 1952. It was a success, with three print runs 
being commissioned to cope with the demand. Eleven Bond novels and two short-story collections 
followed between 1953 and 1966. The novels revolved around James Bond, an officer in the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commonly known as MI6. Bond was also known by his code number, 007, and was 
a commander in the Royal Naval Reserve. The Bond stories rank among the best-selling series of fictional 
books of all time, having sold over 100 million copies worldwide. Fleming also wrote the children's 
story Chitty-Chitty-Bang-Bang and two works of non-fiction. In 2008, The Times ranked Fleming 14th on 
its list of "The 50 greatest British writers since 1945". 

3.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5): the introduction—background information. 
Part II (6 ~ 23): the body—the battle of wits between Ausable and Max. 
Part III (24 ~ 28): the conclusion—the result of the battle. 
4.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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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omy, passably, wheezily, crack，unlock, disillusioned, confounded, cover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for one thing, to deal in, to slip sth [ + adv./prep.], to chuckle (at/about sth), may well, come on, 

except for, to raise the devil/raise hell, to block sth off, to check on sb/sth.,  
c. Sentences: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in a month that somebody has gotten into my room off that confounded 

balcony!” (Para. 17 
It might have saved me some trouble had I known about it. (Para. 12) 
I wish I knew how you learned about the report, Max. (Para. 15) 
5. Discussion Topic: 
How would you compare Ausable and Max as spies? Why did Max lose the battle of wits? Give 

examples to support your idea. 
Unit 5 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 

1. Presentation Tasks: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he nightingale? Does the nightingale have symbolic meanings? If yes, 

what are they? 
2.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Oscar Wilde (1854 - 1900) 
Oscar Wilde (1854 - 1900), Irish-born writer known for his wry wit, was the chief advocate of the 

aesthetic movement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art for art's sake (L'art pour l'art). Wilde was a novelist, 
playwright, poet, and critic. He is famous for his comic masterpieces Lady Windermere's Fan and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his novel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Wilde's only novel), his long 
poem 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 and, of course, his humorous, witty one-line quotations. Wilde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proficient and versatile writer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3. A Fairy Tale Story 
a. Common elements of fairy tales 
a) Opening and Ending Line 
b) Hero/Heroine and Villain 
c) Magic 
d) Royalty 
e) Problem and Solution 
f) Universal Lesson 
g) Things often happen in "threes" or "sevens" 
b. Common features of fairy tales 
a) Use of personification 
b) Use of symbols 
c) Use of similes and metaphors 
d) Vivid and simple narration 
e) Repetitive pattern of ‘three’ 
4.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 12): the introduction—the Student badly needed a red rose for his love. 
Part II (13 ~ 45): the body—the Nightingale built a red rose with her life-blood. 
Part III (46 ~ 54): the conclusion—when his love rejected the rose, the Student threw it into the 

street. 
5.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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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ald, opal, fling, flutter, outright, soar, chill, spray, flush, burst, ebb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for (the) want of something, to sing of, to fling[T usually + adverb or preposition], to be something 

of a sth, to nip sth in the bud, to sweep over, to shoot through, to choke (on sth), to linger on   
c. Sentences:  
Suddenly she spread her brown wings for flight, and soared into the air. (Para. 13) 
She passed through the grove like a shadow and like a shadow she sailed across the garden. (Para. 

13) 
Yet love is better than life, and what is the heart of a bird compared to the heart of a man? (Para. 27) 
6. Discussion Topic: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characters’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love? What is your understanding of 

true love?  
Unit 6 The Green Banana: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a. What is your understanding of Ethnocentrism? What problems might occur from excessive 

ethnocentrism? 
b. What is cultural relativism? What are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2.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lso frequently referred to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hich is 

also used in a different sense, though) is a field of study that looks at how people from differing cultural 
backgrounds communicate, in similar and different ways among themselves, and how they endeavour to 
communicate across cultures. 

3.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4): the author’s experience in a mountain village in the central area of Brazil. 
Part II (5 ~ 7): the author’s reflections on his experiences. 
Part III (8): the author’s conclusion—each culture has its hidden treasures to offer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4.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encounter, strain, scattered, spout, pinnacle, inspect, armful, breakthrough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to work out, in turn, to call for, on sb’s part/on the part of sb, if not, (just) in case, in relation to, to 

know for a fact, dawn on sb 
c. Sentences:  
I did not ask them, though, as that would show my ignorance, so I talked about the beauty of the land 

that lay before my eyes. (para. 2) 
As a product of American education, I had never paid the slightest attention to the green banana, 

except to regard it as a fruit whose time had not yet come. (para. 5) 
It was my own time that had not come, all in relation to it. (para. 5) 
But once a conscious breakthrough to a second center is made, a life-long perspective and collection 

can begin. (para. 7) 
5. Discussion Topic: 
What were the author’s two ‘learning moments’? What is your understanding of learning moments? 

Share one of such moments you have experienced with your group members. 
Unit 8 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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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a. What is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 Share your stories about 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 with your partners? 
b. Travelling without money, is it really possible? Can we still depend on 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 

today? Give your arguments. 
2.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Mike McIntyre 
Mike McIntyre bounced around a lot as a child. As an adult, nothing's changed. He's lived, worked 

and traveled in eighty countries. His newest book is The Distance Between, a travel memoir about his 
three decades of wanderlust. His other travelogues are The Wander Year and 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 
which was featured on Oprah. He's also the author of the crime novel The Scavenger's Daughter. After 
earning degre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and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e turned to 
journalism, writing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the Los Angeles Times, among other publications. He's a 
frequent visitor to Scotland, where he indulges his passion for links golf. When not traveling, he lives in 
San Diego with his wife and cat. 

3.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4): the introduction—the author’s experience that set him thinking of the trip to find out 

whether people were willing to help strangers. 
Part II (8 ~ 16): the body—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 during the trip. 
Part III (17 ~ 20): the conclusion—he regained his faith in his country and found that people can still 

depend on 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 
4.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right, lurk, hitch, intrigue, shabby, possession, revelation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stranded in/on/at, to lift your hand/arm/leg etc, to take a gamble, the almighty dollar, to watch out for, 

to run contrary to, to pull over/pull (sth) to the right/the left/one side, to lock brakes, (as) a matter of 
course/routine, to find out (about, to pitch a tent/pitch camp, all the better/easier/more etc, to run sb/sth 
over 

c. Sentences:  
I didn’t know whether to kiss them or scold them for stopping. (para. 8) 
This woman was telling me she’d rather risk her life than feel bad about passing a stranger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para. 8) 
"But I hate to see a man stand out in the rain," he added. "People don't have no heart anymore." (para. 

9) 
Now we're talking. (para. 12) 
5. Discussion Topic: 
Some people think that it would be foolish to trust strangers. Do you agree? Why or Why not? 

Unit 9 After Twenty Years: 
1.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O. Henry (1862 - 1910) 
O. Henry (1862-1910) was a prolific American short-story writer, a master of surprise endings, who 

wrote about the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in New York City. A twist of plot, which turns on an ironic or 
coincidental circumstance, is typical of O. Henry's stories. 

2. Ask students to make a character sketch of both Bob and Jimmy. 
3.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2): a policeman on the beat a few minutes before 1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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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3 ~ 17): the policeman’s encounter with a man from the West. 
Part III (18 ~ 31): the arrest of the man from the West by a plainclothes man. 
Part IV (32 ~ 33): a note from the best friend of the arrested man. 
4.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empty, swing, moderately, position, brilliant, release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on/walking the beat, a taste of rain, to cast one’s eye on/over/down sth, to walk up, to speak up, keen 

eyes, to make one’s fortune, to work out, for a time, to keep/lose track of sb/sth, to turn up, sharp brains, 
all right, to fill an appointment, to turn up, to bless my heart, sure as fate 

c. Sentences:  
The time was barely ten o’clock, but chilly guts of wind with a taste of rain in them had almost 

emptied the streets. (para. 1) 
You see, the West is a pretty big place, and I kept running around over it pretty lively. (para. 9) 
He was a slow man, though, good fellow as he was. (para. 13) 
A man gets stuck in New York. It takes the West to make a man really keen. (para. 13) 
Somehow, I couldn’t do it myself, so I went around and got a plain clothes man to do the job. (para. 

33) 
5. Discussion Topic: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ain idea of the story? Do you consider Jim Wells a good friend to Bob? 

Why or Why not? 
Unit 10 Mendela’s Garden: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a. What do you think makes a good leader? 
b. What do you know about Nelson Mandela? Please share what you know about him with your 

group members. 
2.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Apartheid was a political and social system in South Africa while it was under white minority rule. 

This was in use in the 20th century, from 1948 to 1994. Racial segregation had been used for centuries but 
the new policy started in 1948 was stricter and more systematic. 

In the system, the people of South Africa were divided by their race and the races were forced to live 
apart from each other. There were laws that kept up the racial separation. The system of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was banned in 1994. The last president under apartheid was Frederik Willem de Klerk. After 
this, Nelson Mandela became the first black president. Both were award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their 
efforts. Today, the term apartheid is sometimes used to speak about similar systems in other countries. 

3.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Nelson Mandela (1918 - 2013) 
Nelson Mandela (1918–2013) was a South African politician and anti-apartheid activist. He served 

27 years in prison before being released in 1990 for his role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whites-only apartheid 
regime. On April 27, 1994, he was made the first President of South Africa elected in a fully 
represented democratic election. Mandela was also the first black President of his country. Once in office, 
he actively sought reconciliation and peace, inviting former adversaries to help him create a new 
"Rainbow Nation." After leaving the presidency, Mandela remained an inspirational activist until his 
failing health forced him to retire from public view in 2004. Mandela died from the lung infection on 5 
December 2013 at his home in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at the age of 95. 

4. Text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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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1~ 8): Mandela’s gardening experience in prison. 
Part II (9 ~ 11): the insights Mandela gained from his gardening experience in prison. 
5.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authorities, announce, allow, pursue, survive, fulfil, remove, flourish, alternative, sense, cultivate, 

decline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manual labor, to take satisfaction in, takes pride in, to give in, at heart, to be behind bars, trial and 

error, drive somebody/something + adverb/preposition, at (great) length, read (sth) into sth  
c. Sentences:  
To survive in prison one must develop ways to take satisfaction in one’s daily life. (Para.2)  
While I have always enjoyed gardening, it was not until I was behind bars that I was able to tend my 

own garden. (Para.6) 
In some ways, I saw the garden as a metaphor for certain aspects of my life. (Para.9) 
But then, either through some mistake or lack of care, the plant began to wither and decline, and 

nothing I did would bring it back to health. (Para.10) 
6. Discussion Topic: 
Many people think that Mandela should be considered the man of the 20th century. Do you agree? 

Why or why not? 
Unit 11 Maheegun My Brother: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a. What do you know about wolves? 
b. What kind of animals do you think can be pets? Why or why not? 
c.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2. Language Style： 
Inversion, simile and metaphor, and personification. 
3.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3): The introduction—when he was 14, the narrator was allowed to keep a wolf cub he had 

found, which he named Maheegun. 
Part II (4 ~ 37): The body—the boy and Maheegun loved each other like brothers. 
Part III (38 ~ 44): The conclusion—the brothers returned to where they each belonged. 
4.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wiggle, upset, poke, serve, leave, sail, rumble, detain, slash, squat, crouch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half grown, to fog one’s mind, to be (all) for the best, a blanket of sth, only too, only to do sth, to 

blow (sth) out, to smother sth in/with sth, to take its/their/a toll (on sb/sth), to come into focus 
c. Sentences:  
Gone was the puppy-wool coat. In its place was a handsome black mantle. (Para.6) 
The following morning in sailed Mrs. Yesno, wild with anger, who demanded Maheegun be shot 

because he had killed her rooster. (Para.8) 
On the top was the clear outline of a great wolf sitting still, ears pointed, alert, listening. (Para.11) 
A mile down the road I slipped into my snowshoes and turned into the bush. (Para.22) 
It was quite some time before my eyes came into focus enough to see my grandfather sitting by my 

bed. (Para.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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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iscussion Topic: 
Which particular part of the story impresses you most? Why? 

Unit 12 Christmas Day in the Morning: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a. What do you know about Christmas? How do people celebrate Christmas in western countries? 
b. Which festival is your favorite one? Why? 
2.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Pearl S. Buck (1892 - 1973) 
Pearl S. Buck (1892–1973), also known by her Chinese name Sai Zhenzhu (Chinese: 賽珍珠), was 

an American writer and novelist. As the daughter of missionaries, Buck spent most of her life before 1934 
in China. Her novel The Good Earth was the best-selling fiction book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1 and 
1932 and won the Pulitzer Prize in 1932. In 1938, she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for her 
rich and truly epic descriptions of peasant life in China and for her biographical masterpieces". She was 
the first American woman to wi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After return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5, she continued writing prolifically and became a 
prominent advocate of the rights of women and minority groups, and wrote widely on Asian cultures, 
becoming particularly well known for her efforts on behalf of Asian and mixed-race adoption. 

3. Language Style: 
Simile and metaphor, alliteration, and euphemism. 
 
4.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8): The introduction—Robert woke suddenly in an early Christmas morning. 
Part II (9 ~ 41): The body—Robert recalled the Christmas morning when he was fifteen years old. 
Part III (42 ~ 46): The conclusion—Robert celebrated this Christmas with his wife after more than 

fifty years. 
5.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trim, overhear, brisk, loiter, stumble, gaze, creep, clutch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to help with, to slip back in time, to take one’s turn, to lie on one’s side, (of a thought or an idea) to 

strike somebody, to laugh to oneself, to feel for 
c. Sentences:  
Strange how the habits of his youth clung to him still! (Para.1) 
He slipped back in time, as he did so easily nowadays. (Para.9) 
He had never thought of it before, taking for granted the tie of their blood. (Para.13) 
Now that he knew his father loved him, there would be no more loitering in the mornings and having 

to be called again. (Para.13) 
Then Jesus had been born in a barn, and to a barn the shepherds and the Wise Men had come, 

bringing their Christmas gifts! (Para.18) 
6. Discussion Topic: 
Do you agree that “love alone can awaken love”? Why or why not? 

Unit 13 The Greatest Invention: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a.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purpose of science?  
b. What do you know about scientific breakthroughs? 
2.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ord Dunsany (1878 -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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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 John Moreton Drax Plunkett, 18th Baron of Dunsany (/dʌn seɪni/; 1878–1957) was an Irish 
writer and dramatist, notable for his work, mostly in fantasy, published under the name Lord Dunsany. 
More than eighty books of his work were published, and his oeuvre includes many hundreds of published 
short stories, as well as successful plays, novels and essays. 

Born to the second-oldest title (created 1439) in the Irish peerage, Dunsany lived much of his life at 
what may be Ireland's longest-inhabited house, Dunsany Castle near Tara, worked with W. B. 
Yeats and Lady Gregory, received an honorary doctorate from Trinity College, Dublin, was chess and 
pistol-shooting champion of Ireland, and travelled and hunted extensively. He died in Dublin after an 
attack of appendicitis. 

3.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4): The introduction—Jorkens raised an issue at a club. 
Part II (5~ 44): The body—Jorkens told a story about a scientist and the former Minister of Warfare 

of a small Caribbean country. 
Part III (45): The conclusion—the man with a mustache fell silent as if still thinking about what his 

country almost had achieved. 
4.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rough, decent, uncork, mastery, alter, cavalry, charge, aspiration, domination, soothingly, rightly, grip, 

strip, execute, brood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to put into a port, to go ashore, to turn out, to call for, to pour out, to adapt sth. to sth, to turn one’s 

mind to, to let loose sth, to have sth. within one’s grasp, to keep (sb) at sth., to spur sb/sth (on), more than, 
to appeal to sb. to drive sb away, to mark off 

c. Sentences:  
And we had a scientist who, as I have since seen proved, had no rival west of the Atlantic.” (Para.4) 
And I had not thought it, for he was not at all what one would regard as the figure of a soldier. 

(Para.11) 
And it is just that we should have it. We are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born to it.” (Para.14) 
The splendor of his new inspiration gripped him, and he was like a man drugged. (Para.23) 
And the splendor of our positions faded like dreams. We were so nearly one of the Great Powers but 

for a fancy that came to this man’s mind. (Para.24) 
…, he fell then to silent brooding, gazing, as it seemed, into the past at the grip that his country had 

lost on the Caribbean, perhaps on the world. (Para.45) 
5. Discussion Topic: 
Do you agree that science is a double edged sword? Why or why not? 

Unit 15 Clearing in the Sky: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a.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raditional American values? 
b. How would you compare a typical American farmer with a typical Chinese farmer? 
2.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Jesse Stuart (1907 - 1984) 
Jesse Hilton Stuart (1906 –1984) was an American writer, school teacher, and school administrator 

who is known for his short stories, poetry, and novels about Southern Appalachia. Born and raised 
in Greenup County, Kentucky, Stuart relied heavily on the rural locale of northeastern Kentucky for his 
writings. Stuart was named the poet laureate of Kentucky in 1954. 

3. Text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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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1~ 4): The introduction—On a hot summer day, a 70-year-old farmer was taking his son 
somewhere on his land. 

Part II (5~ 40): The body—The places father and son went brought many beautiful memories of their 
life in the past. 

Part III (41 ~ 43): The conclusion—The old farmer explained to his son why he opened so many 
paths up to the clearing. 

4.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sting, shade, brag, saddle, haul, fell, rugged, canopy, rustle, abruptly, fondle, gasp, rouse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a wisp of, to chop down, to lean on, a handful of, to take trouble, stump, motion, thin, mat 
c. Sentences:  
I saw a small clearing of not more than three-fourths of an acre in the heart of this wilderness right on 

the mountaintop. (Para.26) 
But I have cheated death many times! Now I’ve reached the years the Good Book allows to a man. 

(Para.36) 
“After all these years, your time is borrowed,” he said, motioning for me to follow him to the edge of 

the clearing. (Para.38) 
Unit 16 The Monsters Are Due in Maple Street: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a. What do you know about "herd mentality"? What are the causes of "herd mentality"? 
b. What's your definition of "scapegoating"? How do people use scapegoating in daily life? 
c. What are the possible themes of the story? 
2. Science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is a genre of fiction dealing with imaginative content such as futuristic settings, 

futurist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pace travel, time travel, faster than light travel, parallel universes and 
extraterrestrial life. It usually eschews the supernatural, and unlike the related genre of fantasy, its 
imaginary elements are largely plausible within the scientifically established context of the story. Science 
fiction often explores the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scientific and other innovations, and has been called a 
"literature of ideas." 

3. Text Organization: 
Part 1 (1 ~ 29): The introduction—The residents on Maple Street desperately try to understand what 

is in the neighborhood. 
Part 2 (30 ~ 102): The rising action—The conflict develops into one between the residents of Maple 

Street. 
Part 3 (103 ~111): The climax—The conflict further intensifies when they use a shotgun. 
Part 4 (112 ~ 134): Falling action—The residents begin to quarrel and accuse each other. 
Part 5 (135 ~ 139): Resolution—The two creatures in the spacecraft forecas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people on Maple Street, not by the monsters, but by themselves. 
4.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polish, fender, downtown, jerk, intently, sunspot, deal, menace, blanket, shrill, defiantly, dense, set, 

hushed, materialize, stifled, tackle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to screw in a light bulb, to plug in the plug, on and off, to be on the phone, to cut through sth./ cut s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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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sth. to make sense, to go off, all of a sudden, no nothing, to check (with somebody), to straighten 
sth. out. to shut off, to raise Cain, to turn over, hanging judge, a kangaroo court, a firing squad, a ham 
radio set, a search warrant, to point a finger at sb., measured footsteps, to fall back, to wise up, to watch 
out for, to furn sb. around, alongside of, to take sth. up 

c. Sentences: 
They raise Cain with radio reception all over the world. (Para.46) 
Seems that the general impression holds that maybe the people in one family aren’t what we think 

they are. (Para.70) 
Until we get this all straightened out, you aren’t exactly above suspicion yourself. (Para.87) 
You could quit walking around like a self-appointed hanging judge and just climb into bed and forget 

it. (Para.91) 
I think everything might as well come out now. (Para.93) 
You’re standing here all set to find a scapegoat—all desperate to point a finger at a neighbor! 

(Para.102) 
In the silence we can hear the slow, measured footsteps on concrete as the figure walks slowly 

toward them. (Para.103) 
5. Discussion Topic 
Do you agree with the statement “we are often our own worst enemies”? Why or why not? 
（二） 实践教学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践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Unit 1 Half a Day 5  
2 Unit 2 The Boy and the Bank Officer 5  
3 Unit 3 Message of the Land 5  
4 Unit 3 Message of the Land 5  
5 Unit 4 The Midnight Visitor 5  
6 Unit 5 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 5  
7 Unit 6 The Green Banana 5  
8 Unit 6 The Green Banana 5  
9 Unit 7 Inter-Lesson 5 中期讨论与回顾 

10 Unit 8 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 5  
11 Unit 9 After Twenty Years 5  
12 Unit 10 Mandela’s Garden 5  
13 Unit 10 Mandela’s Garden 5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综合英语（二）、综合英语（三）、综合英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课文 A中的重点词汇使用、写作手法、篇章结构、历史文化背景等。 
难点：把所学词汇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对课文文章理解后进行思辨性、开放式的讨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学生预先主动学习与课文相关的词汇用法和文化背景，主导课堂的教学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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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师对知识点做必要、补充性讲解。 
教学手段： 
1. 课件展示，包括：文化背景、语言阐释、修辞手法等。 
2. 师生互动性交流。 
3. 邀请学生独立做课前阅读汇报和课后的延伸话题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实验室或设备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闭卷考试为主，结合平时课堂表现和作业成绩的评测方式。 
考核内容有： 
1． 课堂出勤（Class attendance）占 10%  
2． 课前汇报（Presentation）占 10% 
3． 测验作业（quizzes/assignments）占 10%  
4． 期末考试（Final exam）占 70% 
7、作业要求： 
针对每一课编写一份复习测试题，以考试或课后练习方式完成并作适当讲解。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英语专业精品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杨利民、徐克容等编著《现代大学英语 精读 3（第二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年

3月 第 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陈汉生编著《新编高等院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指南（修订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年 6月 第 1版。 
2. 段维彤编著《英语阅读技能培养与实践》，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 9月 第 1版。 
3. 胡文仲编著《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 11月第 1版。 
4. 章振邦编著《新编英语语法教程（第五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 4月第 5版。 
5. 朱永涛、王立礼等编著《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入门（第 3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6月第 3版。 
执笔：欧小琪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7日 

 

综合英语（二） 
Comprehensive English II 

课程号：30800002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夯实学生在口头和书面实践中使用英语语言的能力；2、促进学生对

于原版英语文章，包括较长较难文章的理解、归纳和思辨阐释能力；3、拓展学生在了解英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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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空间。 
开设本课程，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英语语言的能力。教师需要通过语言基础训练与篇

章讲解分析，使学生逐步提高语篇阅读理解能力，了解英语中各种文体的表达方式和特点，扩大词

汇量和熟悉英语常用句型，具备基本的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通过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上的各种

语言交际活动，使学生具备基本的交际技能，达到或超过《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听、说、

读、写、译等技能的要求，为后续高年级阶段学习打好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另外，学生还应该熟

悉中国文化传统，具备较强的汉语表达能力，具备丰富的人文知识和科技知识；熟悉英语国家的地

理、历史、发展现状、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一定的创新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4学时 

Unit 1 Another School Year – What For 
1. Presentation tasks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Higher education in and/or out of China 
l Liberal education and its (un)importance 
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John Anthony Ciardi (1916 – 1986) was an American poet, translator and etymologist. His major 

works include: 
l The Inferno (Translation, 1954) 
l How Does Poem Mean (1959) 
l The Purgatorio (Translation, 1961) 
l The Paradiso (Translation, 1970) 
2.2. About the text 
Higher Education is the background setting of the text. The defini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may range 

from technical training schools to colleges, institutes and universities.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usually involves liberal/gener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both 

acting as the supplement to each other. The text talk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liberal education. 
3. Language tips 
Disaster: a sudden, big damaging happening 大灾祸 
Cf. misfortune, calamity, catastrophe 
Graduate school: the school for post-graduate education 研究生院 
Beanpole: a very tall and thin person 豆芽菜儿 
Fold one’s arms: to put arms across before one’s chest 双手抱于胸前 
Pharmacist: a person to work in a pharmacy 药剂师 
Specimen: a special sort of creature （生物）物种 
Enroll: to officially join a college 入学 
Reach for: to try to get 争取 
Cf. to get at, to extend one’s hands to 
Scroll: a roll of paper for writing on （纸）卷轴 
Cf. There is a popular video game named as “The Elder Scrolls”（《上古卷轴》）。 
Pill: an oval-shaped piece of medicine 药片 
Specialize in pharmacy: to have a particular quality in drug-related skills 专研药学 
Certify: to state to be true 验证，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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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se: to enable sb. to see or touch 使接触，曝光 
Cf. usually used as “expose sth to sth”. 
Be around: to be present 存在，待住 
Matter: to take effect 管事，管用 
A high sense of duty: a decent value for responsibility 高度责任感 
Put it this way: to say sth in a special way 如此表述 
Average out to: to reach the mean of 平均达到 
Tend to hold: to incline to remain constant 倾向于维持不变 
Cf. “To tend to do sth” is a very common expression used to talk about inclination.  
More or less: approximately 差不多 
Be employed: to be hired in a job 被雇用 
Assume … : Suppose/Imagine … 设想…… 
Cf. The slight difference between sentences starting with “Assume”, “Suppose”, “Imagine” and 

“Presume”: 
 Assume: the assumption is fairly possible, just set and said beforehand. 
 Suppose: the supposition isn’t very likely and usually contradictory to the fact. 
 Imagine: the imagination is always false and unlikely to happen. 
 Presume: the presumption is usually a pre-requisite condition. 

See to it: to make sure 确保 
Cyanide: 氰化物 
Cf. Ordinary naming of common chemical compounds is usually put in the pattern of “Element + 

Modifier”, e.g. sodium cyanide（氰化钠），carbon dioxide（二氧化碳），hydrogen chloride（氯化氢） 
Go to the electric chair: to be electrocuted 受到电刑 
Rear your children: to bring up your children 抚养小孩 
May it always suffice: I hope your income will always be enough 愿你的收入永远够花 
A reasonably penetrating idea: a sensible and insightful thought 睿智的想法 
Preside over: to host 主持 
Cf. “Preside” is an intransitive verb. Never forget “over”. 
Maintain some contact with: to keep in touch with 保持联络 
Cf. Notice the use of “contact” both as a noun and a verb 
The great democratic intellect: the level of ideas on the belief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equality 伟大的

民主思想 (here used ironically) 
Shudder: to shiver out of fear 恐慌颤栗，不寒而栗 
Cf. shiver, shake, tremble, quiver, vibrate 
Pest: an annoying man 可怜虫 (here used figuratively) 
Be out to make money: to try to make money 试着挣钱 
Be stuck for sth: not to know what to do 无所事事 
Sign checks: to pay bills by signing checks 签付支票 
Cf.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spelling: cheque/check 
That lesson of man’s development we call history: 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人类发展历程 
Man: 单用，不加冠词，指全人类。 
Cf. Also: human, nature, existence, etc. 
Have no business being in college: to have no right to be in college 不该来上大学 
Cf. to have no business doing sth 与某事八竿子打不着 
On your way to: in the process of 正要，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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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species of mechanized savage: new type of humans who know nothing but working machines 
只会操作机器的野蛮人 

The push-button Neanderthal: the “primitive” human that only know pushing buttons 只懂按按钮的
原始人 

Life forms: living creatures 生物，生命形态 
Go through sb: to pass through as waste matter 穿肠而过，囫囵吞枣 
Unaided: without other’s help 不经他人帮助 
A single lifetime: the time during a person’s living 仅仅一生 
Physicist: scientist of physics 物理学家 
Cf. physician: 内科医生 
The chances are … : It’s likely … 很有可能 
Cf. “The” is usually omitted. 
Start from what the past learned for you: to begin with what people in the past learned and passed on 

to you 从前人所传的基础上起步 
Be true of: to apply to 适用于 
Add to: to increase 增长 
Cf. to add up to: 累计 
In literal time: in real life 在现实生活中 
In essence: basically, by nature 归根到底 
Liberal arts college: 通识课程学院 
Specialized schools: 各专业学院 
Cf. Cultural tip: difference between college, school and institute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Have no real existence and no real purpose: to be meaningless and pointless 没有宗旨，毫无存在意

义 
Be here to do: to have the task to do 全力以赴 
Expertise: skill in a particular field 专门技能 
Cf.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nunciation (and stress) of this word. 
4. Word formation 
4.1. Affixation: 
Adjective affix: V/Vr + -ant/-ent (able to do X) 
Noun affix: V + -ance/-ence (ability/likelihood to do X) 
Noun affix: V + -ation/-tion/-sion (action of doing X) 
4.2. Derivatives 
By forming derivatives, one can learn tens of words by learning a very simple word. For instance: 
Use: useful, user, useless, used, usable, using, unused, unusable, uselessness, usefulness, usage, 

misuse, abuse, overuse, reuse, etc. 
Act: action, active, actor, actress, activity, inactive, react, reaction, activate, activator, deactivate, etc. 
Key to learn derivatives: 
l To know every aspect of meaning of the root word. 
l To know precise meaning and rule of formation as attaching affixes to form derivatives. 

Unit 2 Say Yes 
1. Presentation tasks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Marriage and man-and-wife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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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Racism or racial (in)equality 
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Tobias Wolff (1945-  ) is an American author known for his memoirs. He was born 6/19/45 in 

Birmingham, Alabama, and received education as Bachelor’s degree in 1972 at Oxford University, 
receiving First Class Honors in English Literature. He then continued study to get his M.A. degree in 
1975 at Stanford University. He made a living as Professor i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as a teacher of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reative writing since 1997. His literary 
works include the following: 

l Novels 
Ø Ugly Rumours (1975) 
Ø The Barracks Thief (1984)  
Ø Old School (2003) 
l Short story collections 
Ø In the Garden of the North American Martyrs (1981)  
Ø Back in the World (1985) 
Ø The Night in Question (1997)  
Ø Our Story Begins: New and Selected Stories (2008)  
Ø That Room (2008) 
l Autobiography 
Ø This Boy’s Life (1989) 
Ø In Pharaoh's Army (1994) 
2.2. About the text 
Man-and-wife dialog is the background setting of the text. And the topic of their conversation is 

“racism”.  
By racism, in brief, we can read a history of human irrationality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it. When 

people began to learn that there are other people of different complexion, living a different life, and 
following different beliefs and values, they by instinct judged them in a stereotyped understanding. 

Racism caused cruelty and tragedies in human history, no matter it had been for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or other places of the world where people of different builds live together (such as today’s China).  

After US Civil War and many states of the world have banned racial segregation or discrimination, 
people has more or less legally eliminated racism.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ideas of racism (stereotyped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many people’s minds. 

To be courteous and civilized, racism should be avoided. To be specific, the following words and 
expressions are considered to contain racist meanings, and should always be avoided in conversations and 
speeches in the American context: 

l Nigger/Nigga/Negro: use “Afro-American” instead. 
l Chink/Jap/Gook: use “Asian-American” instead. 
l Wetback/Beaner/Towel head: use “Mexican immigrants” instead. 
l “WASP”: use “Caucasians” instead. 
As in Chinese context, avoid: 
l 黑鬼/猴子/鬼子/棒子/阿三/毛子: let’s be polite and use proper Chinese naming instead. 
When the man-and-wife relation is concerned, “Life as a couple” or “family life” is a widely applied 

topic in modern style of writing. We might assume that such a life form usually contains various type of 
“quarrels”, but what’s behind them? Background mismatch and gender difference as reveal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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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y might be two of the major courses of family quarrels. 
3. Language tips 
Pitch in: to offer help 参与，协力 
Cf. Pitch In (as a sign): to throw trash inside 垃圾入箱 
Overhear sb doing sth: to hear sb’s action by chance 道听途说 
Congratulate sb on doing sth: to give one’s good wishes for a pleasant happening 祝贺 
Considerate: thoughtful and kind 体贴的 
Cf. considerable: immense 可观的，巨大的 
Get onto: to begin discussing 开始讨论 
All things considered: to think of every possibility 无论如何，说到底 
Pinch one’s brow together: to squeeze one’s eyebrow tight 紧锁眉头 
Gotten: (AmE) get的过去分词，口语使用 
Imply: to indicate 暗示 
That’s okay with me: I have no objection to that 我没有（不同）意见 
Like you know me: as you know me 就像你了解我 
Like: (infml) conj. = as (if) 
Oh boy: (AmE) 好家伙 
Take one’s word for it: to accept what one says as true 相信我说的 
Statistics: a collection of data 统计数据 (pl.) 
Cf. Statistics also means the science of collecting data 统计学 (sing.) 
At a terrific rate: at a great speed 极快速地 
Greasy: covered with grease 油腻的 
Snap: to say quickly and abruptly 冲口而出 
Resort to: to adopt 诉诸于 
Hypocritical: pretending to have moral standards that are indeed absent 虚伪的 
Cf. hypercritical: to harsh on small mistakes 苛刻的，较真的 
Silverware: things made of silver 银器 (U) 
Cf. copperware, ironware, software, hardware, kitchenware 
Plunge her hands under the surface: to suddenly stretch her hand down below the table level 猛地将

她的手探到台面下方 
Take sth by sth: to seize sth on the place of sth 抓着某物的某处 
Rummage: to search carelessly 翻箱倒柜地搜 
Band-Aid: 邦迪牌创可贴 
Cf. There are cases when one brand of the product is so dominant and prevailing that people often 

refer to the brand instead of to the product name itself when talking about this product. Examples are: 
Coca-Cola, Boeing, Nikon, Mercedes-Benz etc. 

Dab: to touch lightly, gently and repeatedly 轻拍 
Squeeze: to press firmly 挤按 
Come to one’s aid: to come to help sb 来帮忙 
Out of concern: with concern as reason 出于关心 
On her part: from her perspective 对她来讲 
For Christ’s sake: 哦老天 (= for God’s sake) 
Rinsing nozzle: a short tube with detergent 洗涤喷头 
Spray: to spread liquid 喷洒 
Let’s say …: Suppose …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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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attached: unmarried 未婚的 
The fact that… : … as a fact ……样的事实 
Cf. the idea/concept/view/reason/opinion that… All these are patterns of apposition clauses （同位语

从句） instead of attributive clauses （定语从句）。 
Cornered: trapped 陷入困境，无路可退 
Move too fast on this: to rush to a hasty conclusion 不要过早定论 
Snap through the pages: to turn the pages sharply 快速翻页 
 Cf. to read between the lines 从字里行间读取（隐含之义） 
Demonstrate: to show clearly 明示，昭显 
Indifference: lack of concern 漠视 
Garbage pail: (AmE) trash can 垃圾桶 
The night was clear: the night was starry, no cloud/mist/smog 夜空晴朗 
Cf. clear vs. clean 
Blur out: to overshadow 遮掩光芒 
Tighten: to become tight 收紧，扣紧 
Make it up for sb: to offer compensation for sb 提出补偿 
Cf. make it up with sb: to mend the bond with sb 重归于好 
Come up with: to think of as an reply 想出 
Reach over: to stretch the hand across 伸手过来 
Pound: to beat quickly 怦怦跳动 
Wake at: to wake up because of 被……吵醒 
4. Word formation 
Noun affix: N + -ware (collection of objects made of X) 
Noun affix: N + -ics (the art/science of X) 
Adjective affix: N + -(i)c/cal (meaning/characteristic of X) 
Prefix: in-/un- + A (not X) 

Unit 3 The Rite of Spring 
1. Presentation tasks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The wild in the spring 
l Gardening and nature’s whisper 
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Arthur Miller (1915-2005) was a contemporary American playwright and essayist. He was born on 

Oct. 17, 1915 in New York City as an Austrian Jewish. He received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d got a degree of Journalism and then later English. His career was highly related to the US 
national civil service. He devoted himself to the Federal Theater Project (1938-39) and join the army to 
serve in the Brooklyn Navy Yard (1940-47) as to answer the call of the nation in WWII. After the war, he 
owned his personal play studio or workshop (1948-End), during which he established his family. 

His first wife was his assistant and photographer of the studio, Mary Grace Slattery (1940-56), and 
later he divorced to marry Marilyn Monroe (1956-61). Five years after that, he divorced again because of 
his wife’s engagement with the President, and then married Inge Morath (1962-2002), and lived with her 
to the end of her life. 

His famous works include the Tony Award winning All My Sons (1947), the Pulitzer Prize w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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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th of a Salesman (1949), which was later translated into the Chinese version (1984)（《推销员之死》）
and much welcomed by Chinese audience, The Crucible (1953), A View from the Bridge (1955) and a 
special play he wrote in his trip to China, Chinese Encounters (1979). 

2.2. About the text 
This text mainly discusses gardening in its topic. The author described his experience as a gardener 

and what he sees, smells and feels in the spring when the nature is coming back to life.  
Gardening (or horticulture) is a common practice of growing and cultivating plants. In a broad sense, 

gardening can range from floral gardening, vegetable gardening and fruit gardening. Although people 
often regard the most typical gardening to be floral, the author talks these three types of gardening much 
alike. 

The features to distinguish horticulture from agriculture are that it require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tensive labor, and therefore must be performed on a restricted scale. 

The presence of gardening could be dated back to as early as ancient times when primitive human 
beings did forest gardening as a supplement to merely collecting fruits. This allowed them to support 
more population. “The Hanging Gardens” of Babylon was possibly the greatest gardens at that time, if not 
greater than, massive Roman floral gardens. At that time, doing gardening aimed more at survival than 
else. It was in the Middle Ages when people started to do gardening for aesthetic purposes. Symmetry and 
balance were emphasized in garden designing. By Elizabethan times in the 18th century, cottage gardens 
had prevailed a lot. In modern times, people mainly have gardens in their residence, they plant flowers 
and vegetables on the roof, in the atrium and balcony, or in a small patio as wide as a window. We also 
have indoor gardening (greenhouse gardening) nowadays, and some people even use water containers to 
grow aquatic plants. 

3. Language tips 
Patch: a small piece of land for planting 一小块土地 
Cf. a plot of land 一块田 
Relatively: in a relative sense 相对来说 
Root crops: crops that are grown for their roots 利用根的作物 
Cf. leaf crops, flower crops, stem crops, etc. 
Tell apart: to tell difference 找不同，区分 
Make-believe: the activity of pretending 伪装 
At work: in effect, playing particular influence 有效 
As it is, though: although as it turns out 虽然实际上 
Scent: a particularly pleasant smell 微香气息 
Cf. stench < stink < odor < smell < scent < aroma < fragrance 气味：从难闻到好闻的顺序 
Cf. flavor 风味（尝出来的） 
Waft: to float and dissipate gently 悄然飘散 
Resolve: to determine (to do sth.) 下定决心 
Mean business: to be/become indeed serious 较真 
Worm one’s way: to wriggle and wind one’s way 蠕动前行，worm是名词活用为动词 
Cf. to shoulder one’s way, to elbow one’s way 都是名词活用为动词表示动作方式 
Cf.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Moist: feeling wet 湿润的 
Weed-free: free from weed 无杂草的 
Cf. smoke-free, duty-free, carefree, cost-free, dust-free 
Industrial: relating to industry 工业的 cf. indust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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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e over to: to shift to 转换到 
Hay mulch: 干草护根，干草地膜 
Delicate: fragile and easily damaged 娇弱的 
Bountiful: abundant and generous 慷慨的 
The same goes for: the same applies to… 也适用于…… 
Sparingly: less likely 偶尔地，稀少地 
Beyond: except （用于否定句）除开 
Neurotic and moral: spiritual and ethical 精神与道德层面的 
Pointless: of no purpose, meaningless 无意义的 
Paternal or maternal instinct: the inner desire of becoming father or mother 父性或母性 
Come into play: to start to take effect 开始起效 
As it were: as if you could say 譬如说 
Strangle: to choke to death 勒死 
Catalogue: a picture book of products 商品目录 
Chaos: everything in a confusing mess 混乱状态 
Unthinned: not planted sparsely 密集种植的，未间种的 
Cf. 这个单词字典上查不得，注意构词法 thin（瘦削的，稀疏的）à 活用为动词（间隔种植）

à thinned（过去分词，被间隔种植的）à unthinned（没有被间隔种植的） 
Mistress of the garden: the female owner of the garden 花园的女主人 
Squat: (squat, squat) to half sit with knees bent 蹲下 
Cast aside: to get rid of 扔到一边，丢弃 
Botanist: a scientist to study plants 植物学家 
Cf. zoologist: 动物学家 
Skeptically: with a doubt whether sth is true 怀疑地 
Bind: (bound, bound) to tie or fasten 系紧，捆绑 
Stake: a metal or wooden short post 桩子 
Outspoken: expressing honestly 心直口快的 
Damp: unpleasantly wet 湿漉漉的 
Fungus: (pl. fungi) sth that grows on decaying matter 真菌 
Cf. focus – foci, abacus – abaci, cactus – cacti, genius – genii 拉丁词尾变化规则 
例外 bus, octopus, campus (+es) 因为它们不是拉丁词 
Compensation: things to make it better 补偿 
Glisten: to reflect light due to wet/oily surface 闪亮 
Glitter: to reflect fragmented lights （反光）闪烁不定 
Cf.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 闪光的不一定是黄金。 
Cf. glow, gleam, glimmer, glare, glint 这些词都可以表示发光 
Glow: to shine or reflect constant, steady light 发出或反射持续稳定的光，如满月 
Gleam: to shine softly 发出柔和的光芒，如荧光灯 
Glimmer: to shine unsteadily 发出不稳定若隐若现的光茫，如火苗，烟头 
Glare: to shine too brightly 发出强烈刺眼的光茫，如烈日 
Glint: to reflect or deflect tiny bursts of light 闪闪发亮 
Shades of green: a certain (brightness or saturation) form of green 一种（有亮度/饱和度区分的）

绿色，如深绿、浅绿、灰绿等 
Cf. Tints of green: 一种（强调色相区分的）绿色，如黄绿、蓝绿、青绿等，此意义也通用 shades 

of green (ref.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hades_of_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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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ome pocket of the mind: somewhere in the awareness 在头脑中的某些地方 
Tendency: the inclination towards sth 倾向性 
Cf. tend à tendence à tendency: the affix “-ency” means “the quantifiable character of X”. Other 

examples: frequency, latency etc. 
Reassurance: the action or words to confirm 澄清，证言 
Thrusting life: the vividly growing life forms 蓬勃的生机 
Till: to prepare the land 耕作 
All over again: a second time from the beginning 重来 
Arena: a place for fight 斗技场 
Strive: to make effort 努力，奋斗 
Cease: to stop existing 停止存在，中断 
Cf. to cease to do sth 
Stand on your dignity: to defend and deserve respect 捍卫尊严 
Conceivable: believable 可信的 
Revive: to bring or come back to life 复活，复生 
Regardless of: in spite of 尽管，不论 
Typhoon: tropical storms from the Pacific 台风 
Cf. hurricane: tropical storms from the Atlantic 飓风 

Unit 4 The Man in the Water 
1. Presentation tasks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Air crash and aviation safety 
l Heroic death and/or martyrdom 
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Roger Rosenblatt (1940- ) is an American writer and Prof. of English Writing at Stony Brook 

University. He worked as a columnist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PBS NewsHour (1965-1979) and later 
for Essayist for Time (1979-2006). After that, he resigned and devoted himself to writing memoirs and 
novels (2006-), publishing 17 including the bestseller Rules for Aging. 

The text The Man in the Water was a news report published 01/25/1982 on Time, and later he wrote a 
book after this title in 1994. 

2.2. About the text 
Aviation accidents (Plane crashes / Air crashes) are the events being set on the background of this 

news report.  
The definition of the aviation accident is described as “an occurrence to any aircraft during its flight 

where people lose lives and aircraft sustains damage”. Because of the power of gravity and the extremely 
unfriendly condition in the air, an air crash is usually a total loss accident. 

Major plane crashes in the world include: 
l First blood: 09/17/1908 Wright Model A, 1 death, 2 survivors 
l Tenerife disaster: 03/27/1977 Spain, 583 deaths, 61 survivors 
l JAL Flight 123: 08/12/1985 Japan, 520 deaths, 4 survivors 
l Mid-air collision: 11/12/1996 India, 349 deaths, 0 survivor 
l CA Flight 140: 04/26/1994 Japan, 264 deaths, 7 survivors 
l AF Flight 90: 01/13/1982 USA, 78 deaths, 4 survivors (the flight in th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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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can be a wide range of causes of plane crashes, most common ones may include: 
l Controlled flight into terrain (CFIT) 
l Mechanical failure 
l Disrepair 
l Design faults 
l Air traffic control failure 
l Extreme weather 
l Bird strike 
l Aircraft hijacking 
Save all above, by statistics air travel remains the safest form of transport by “deaths per km”. 

However, they are not the safest travel by “deaths per journey” or “deaths per hour”. (ref.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viation_safety#Comparison_to_other_modes_of_travel ) 

The theme of this text is heroism, especially that from anonymous heroes. In human history, heroes 
are always given high praise of. We remember many great names and their legends but we more or less 
tend to give over-emphasis on war heroes. 

Anonymous heroes, including firefighters, rescuers, personnel from other occupations and even 
strangers. Their heroic deeds in the cases of emergency are promoted by this report. 

3. Language tips 
As disasters go: in a general sense of disasters 就灾难而言 
Unique: the only one of the type 独一无二的 
On record: recorded in history 记录在案 
Element: the specific factor or constitute 因素，元素 
High traffic: heavy load of traffic 车流量大 
The city of form and rules: a carefully and neatly planned city 规划严整的城市 
A blast of real winter: a strong gust of cold wind 一阵寒风 
Slap: a quick blow with flat object 拍击 
Clash: a heavy impact and contrast 冲突，碰撞 
Cf. crash: a heavy impact to some surface 撞击 
Cf. collision: a heavy impact against each other 对撞 
Chunk: a thick block 厚块 
Not necessarily: possibly yet less certainly 不一定 
Groping and struggling: to search and seek survival 寻找生机，上下求索 
Rise to the occasion: to deal with difficulty 随机应变 
Acknowledge: to admit or recognize 承认，认可 
Account for: to explain the reason 厘清，阐明，负责 
Skids: 直升机起落架 
Dip: to put into liquid and take out 蘸 
In the line of duty: as part of duty 执行公务 
Drag: to pull slowly with difficulty 艰难地拖动 
Cf. drag and drop （鼠标）拖放操作 
Cf. pull（一般意义），draw（以人力轻松，平稳地拖动），tow（以机械力牵引），haul（极其费

劲地拖动庞大之物） 
Stick in the mind: to be remembered 被铭记 
Emotional impact: the moving force 情绪感染力 
In control: with a fully reasonable mind 理智，自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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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under control: to be controlled by others 受控 
Lifeline: a safety harness for life 救生索 
Flotation ring: a floating ring of life 救生圈 
Mass casualty: an event with many deaths 重大伤亡 
Cf. mass number, mass production, mass destruction, mass media 
Commitment: 1) the loyalty to sacrifice 奉献精神 2) a firm promise 承诺，践行 
Go under: to sink 沉没 
Capacity: 1) potential to develop or perform a non-native skill or talent 才能，素质 2) the maximum 

amount to hold 容量 
Cf. capability: (usually unrealized) power to act 潜在能力 
Cf. ability: actual power of a native or acquired skill 能力，技能（大部分场合可与 capability换用，

不能与 capacity换用） 
Stewardess: (AmE) air-hostess 空姐 
Doze: to take a nap 打盹儿，犯睏 
Remark: a spoken or written opinion 话语 
Stun: to shock with surprise 震惊，震晕 
Keep one’s thoughts: to hold one’s attention 保持关注 
In the essential, classic circumstance: in a typical, repeatedly occurring situation 在典型的场合下 
Go at: to attack 攻击 
Make distinctions: to tell apart 区分 
Principle: the law to follow 原则 
It is not to say: it does not mean 并不是说…… 
Enduring wonder: the lasting charm 永恒的魅力 
Likewise: in the same way 同样地 
The power of Nature: the potential and energy of all natural forms, especially humans 自然之力，天

道之力 
Ice storm: a storm of falling ice 冰暴，霰，雹 
Cf. Extreme weathers: rainstorm, thunderstorm, snowstorm, hailstorm, windstorm etc. 
Freeze: (froze, frozen) vt & vi. to (cause to) solidify into ice（使）冻结 
Set sb against: to make or engage sb into a fight with 使进入较量，起身对抗，挺身而出 
Hold it to a standoff: to make it into a draw 陷入僵持，打成平手 
4. Word formation 
Noun affix: V + -ee (patient being done X) 
Noun affix: N + -eer (performer for/on X) 
Noun affix: N + -ess (female X) 
Prefix: in-/im- + A (not X), im- is used for pronunciation easiness before b, m, and p. 

Unit 5 Quick Fix Society 
1. Presentation tasks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Quick fix / instant solutions 
l Modern high-paced lifestyle 
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There isn’t much reliable information about the author of th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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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t M. Goldstein (1940- ), is an American educator, editorial consultant and freelance writer. She 
was born in Philadelphia, U.S. and received her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t Radcliffe College and 
continued postgraduate study at Harvard University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er famous works include It’s Not About the Coffee (Co-authored with Starbucks) and From 
Pandora to Nora: Literature and Women's Liberation. 

2.2. About the text 
The theme of this text, “Quick fix”, originally means a shortcut and immediate solution. The idea of 

a quick fix society mainly accounts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of modern society so that 
people have much easier access to previously difficult-to-handle tasks. For example, a person to travel 
from Beijing to Shanghai (1,300 km) can choose either of the following transport means: 

l Walk: 40km/day, 1 month 3 days 
l Bicycle: 150km/day, 9 days 
l Van: 900km/day, 1 day 6 hours 
l Train: 120km/hour, 11 hours 
l High-speed rail: 300km/hour, 5 hours 
l Air: 800km/hour, 1 hour 40 minutes 
What would you choose? Any decent, rational person would be expected to choose from air & 

high-speed rail, thinking what s/he was able to afford, while totally forgetting the previous slower means 
of transport. 

Apart from travelling, the quick fix attitude has also influenced many of the aspects of our life. 
Evidences can include recreation, when people used to watch TV for 2 episodes per day of a hit series, 
they can now watch the series online and 40 episodes in a row; or banking, when we used to go to a bank 
for 2 hours, queue at it for another 2 hours for withdrawal, then go to multiple grocers to buy for another 2 
hours, we can get quick access of money at the closest ATM for 5 minutes, draw the money in 1 min, and 
go to a supermarket for 20 minutes, then shop for 1 hour. More modern shoppers will go to the 
supermarket directly, and swipe a credit card for payment, altogether 1 hour, or those who are reluctant to 
waste this hour can simply use up to 10 minutes to browse online for 10 minutes, pick things, and order 
and pay with your phone wallet. 

Quick fix not only reduces the time cost, it also heavily cuts off financially. A traditional 
photographer need to buy a roll of film, wait and shoot carefully for 36 shots, develop the photos, put 
them to frames, invite friends for a discussion after a week, the total cost would cover the film, the photos, 
the developing medicals and frames. But now you just turn on your phone, shoot casually for 360 shots, 
“beautify” with photo-editing apps, share to WeChat, and notify friends for an online discussion right after 
shooting. Cost? Don’t mention it. 

Features with quick fix society can be mainly endorsed by people’s pursuit of time-saving 
overwhelming everything else. They need instant food, instant noodles, instant camera and instant 
everything. The productivity of today’s mass production made it come true. 

When it comes to the problems with quick fix society, we majorly focus on the cost of the pursuit of 
speed. People now know more, but without enough time they understand less. They control more, but 
have less time to enjoy. They can read more but no longer bother to think. In a word, more haste, less 
speed. 

3. Language tips 
Turnpike (Tpk.): (AmE) a toll expressway 收费高速路 
Interstate: a highway between states 美国州际公路 
Gorgeous: extremely beautiful and attractive 极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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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oral: of or relating to pasture 牧歌的，田园的 
Slide: (slid, slid) to pass quietly 溜过，滑过 
Mph: (=miles per hour) 英里每小时 (55mph = 90km/h) 
Checkerboard: a board for chess playing 棋盘格子 or any pattern with alternating interwoven 

lattices of two colors 双色交替的格纹图案 
The herd of cows: a group of cows 一群牛 
Cf. Usage of quantifiers 
Cf. Verb form for quantifiers: choose the verb form according to the subject being quantified 
Be reduced to: to be made smaller into 缩小为 
Rear-view mirror: a mirror on a car to look backward 后视镜 
Exit signs: signs indicating exits 出口标志 
Hold still: to come to a stop 停下来 
Route: a course of travel 路程 
Cf. en route 在路上 
Explore: to travel into the world or area unknown 探索 
Cf. Internet Explorer: 因特网浏览器 
Return trip: the trip back home 返程 
Cf. return ticket 返程车（船、机）票 
Tour: vt. to visit for pleasure 游览 
Vain attempt: an ineffective try 徒劳 
Antique car: an old-modeled car 古董车，老爷车 
Factory outlets: a shop selling factory-made products at reduced prices 工厂直营店 
Stuff oneself with sth: to fill (eat) a lot of sth 塞满，饱餐 
“all-you-can-eat” farmhouse restaurant: 管饱的农家饭馆 
Refreshed, revitalized, and reeducated: to be refilled with energy, vitality and new knowledge 能量

恢复，活力焕发，收获满满 
Cf. Notice the use of alliteration here. 
Featureless: without any features 无特色的，千篇一律的 
Cf. featured: 有特色的 
The fast lane: the track for fast vehicles 快车道 
In search of: in order to find 为寻找…… 
Cf. search for: to try to find 去找寻……，注意 search用作名词和动词时介词有区别 
In more ways than one: in more than one ways 不止于一个方向 
Deferred gratification: the action of rejecting immediate satisfaction to save for a later reward 延迟

满足 
Paycheck: a salary check 工资条 
For a rainy day: for possible future uses 以备不时之需，未雨绸缪 
Save up: to accumulate small amount of money 攒钱 
Help sb out: to offer sb a solution 伸出援手 
Scale: a weighing meter 秤 
Off the rack: (AmE) available from the shelf 现成的 
Cf. (BrE) off the shelf 
Miracle diet: a diet to lose weight at almost magical, unnatural speed 减肥速成食谱 
Liposuction: an operation to extract fat from body 吸脂术 
Infect: to pass or spread disease to 感染，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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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matic teller machine: (ATM) 自动柜员机 
Convenience store: an easy-to-reach store with a reduced size selling daily necessities 便利店 
Do not agree with us: make us sick after meal 闹肚子 
Relief: easing from pain 止痛（药） 
Cabinet: furniture with shelves and drawers for storage 橱柜 
Polaroid cameras: instant cameras 拍立得一次成像机 
VCR: video cassette recorder 录像机 
Cf. VOD: video on demand 视频点播 
Linger over/on: to continue to stay long at 徘徊 
Best seller: a widely popular book 畅销书 
Condensed version: a lite form with shortened and tightened style of writing 精简版 
Cf. abridged version: a lite form with several chapters removed 删节版 
adapted version: an alternative form with text or genre rewritten 改编版 
excerpt: a short piece 节选，选段 
Reader’s Digest: 《读者文摘》 
News briefing: a meeting in which the press receive information 新闻发布会 
Quality time: the precious time spent with loved ones 黄金时间 
More often than not: usually 通常，多数时候 
Iceberg: large chunks of floating ice 冰山 
Skim the surface: to quickly move through 浅尝辄止 
Cf. skim is a transitive verb. Do not use “skim over/through/above sth”. 
Rush out to do sth: to do sth hurriedly 匆匆忙忙地做事 
Get sb wrong: to misunderstand 误会，曲解 
Go back to sth: to revert to some original state 退回到（初始状态） 
Advocate: to publicly support an idea 鼓吹 
Put the brakes: to stop, to cease 踩刹车 
Speed: vt./vi. to make or become faster（使）加速 
Subtle: barely noticeable 微妙的，难以察觉的 
4. Word formation 
Prefix: super- + A/N/V (above or beyond X) 
Prefix: pre- + N/V (before X) 
Prefix: micro- + N (tiny X) 
Prefix: bi- + A/N (two of X) 
Prefix: inter- + A/N/V (between X) 
Sentence-turned-compounds: all-you-can-eat, I-hate-to-wait, what-you-may-call-it, I-told-you-so, etc. 

They are all adjectives bearing the meaning as explained in the “sentence”. 
Unit 6 Wisdom of Bear Wood 

1. Presentation tasks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Human and wildlife 
l Cross-generational friendship 
l Elder’s wisdom 
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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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Welzenbach (1954-2001), born in Iowa, United States, was an art critic for Washington Post 
as well as a freelance poet and novelist for Reader’s Digest. He spent most of his childhood in Berkshire, 
Britain and Okinawa, Japan. His school life started from 1971-73 in Wakefield High School, and 1974-78 
in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He valued high of his child life. Welzenbach died on Dec. 18, 2001, of 
hepatitis C. 

2.2. About the text 
The text describes friendship between generations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author’s own. An old 

woman and a schoolboy became friends with their common interest toward the wildlife. From the plot we 
could draw a rough picture of such friendship. Cross-generational friendship is usually defined as friends 
of different ages at minimum 20 years apart (one generation apart). In the text the 80es old woman and the 
12yo boy were for sure cross-generational. The advantages of such friendship is that with huge ages apart, 
both sides of the relation focus and share much more on their common interest and common lifestyle, 
things that maintain such relation. The disadvantages also lie in the gap of age, as it is the usual case that 
different generations have totally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views, values, concerns and pursuits. In 
reality the occurrence of cross-generational friendship is very rare. 

The text creates a vivid description of the life in the wood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wildlife. To better comprehend of the text, we could recall a similar description from a Chinese poetry. 

Deer Enclosure （鹿砦） 
By Wang Wei 

In this empty mountain men show no trace, （空山不见人） 
Yet somewhere hidden overhears their voice; （但闻人语响） 
Reflected sunlight going to wood at depths, （返景入深林） 
I see it shine on the luscious, green moss. （复照青苔上） 

The life in the woods is likely to be serene, slow, idyllic, undisturbed and close to the natural beauty. 
And interestingly enough, the poet Wang Wei himself, was involved in multiple cross-generational 
friendships with many other poets and artists. 

3. Language tips 
Wrench oneself away: to twist and pull oneself away 转身离开 
Patchwork of farms and woodland: farm and forest lands that resemble small pieces from a distance 

成块的农田和林场 
Verge against: to be close to 毗邻 
A network of paths: a systematic layout of roadways 成网状的道路 
Rocket off: to move away quickly 飞窜出去 
Laurel: 月桂（树） 
Cf. laurel bearer 夺冠者；rest on one’s laurels 吃老本 
Roam the woods: to wander in the forest 漫步森林 
Keep to oneself: to live without involving others 独处 
Form attachment: to trigger emotional feeling 产生感情 
Abandon: to desert 丢弃 
Through no design of my own: unexpectedly 不期而至 
Property: land and buildings on it 地产 
Sloping: to feature an inclined plane 斜坡的 
Cf. slanting 斜面的，tilting 倾斜的，leaning 斜倚的 
Secret fortress: a hidden stronghold to protect from attack 秘密要塞 
A barbed-wire fence: a fence built of spiky wires 刺网构筑的篱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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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 the chirp of birds and insects 鸟鸣嘤嘤声 
Rustle: the rubbing sound of animals 动物沙沙声 
Vaulted: arch-roofed 拱顶的 
Stirring: noisy movement 动静 
Echo: to reflect sound 回响，共鸣 
Glimpse: to see unclearly 瞥见，依稀看见 
Proceed: to move forward 前进，前行 
Frail: weak and thin 瘦弱的 
Put sb at ease: to make sb relaxed 使人放松 
Dangle: to hang and swing 悬垂 
Wary: alert and watchful 警觉的 
Trespass: to enter a place without permission 擅闯 
Cf. No Trespassing (as a sign) 禁止闯入 
Would you care to do: Would you mind doing 你不介意 
Warn sb against: to ask sb to keep from 警告某人远离 
Cf. warn sb not to do: 警告某人不做某事 
Extend one’s hand: to put the hand forward 伸出手去 
Cf. extend/stretch a body part:  
l the part connected to the torso (i.e. a limb) = stretch 
l the part not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torso (i.e. hand, eyes) = extend 
Cf. word used for increase in sizes: 
l 1 dimensional: to extend/stretch 
l 2 dimensional: to expand 
l 3 dimensional: to inflate 
Walk the fields: to go over the fields on foot 在田里散步 
Cf. walk the dog: to accompany a dog to walk 溜狗 notice “walk” as transitive verb. 
Westering sun: the sun inclining to the west 西沉的太阳 
Figures of ivory: statues carved from elephant tusk 象牙雕塑 
Pinned butterflies: butterflies fixed with pins 用大头针钉住的蝴蝶（标本） 
Run the water: to turn on the tap and let the water go 打开龙头放水 
Cf. running water 自来水 （=tap water） 
Tome: a thick, hard-backed book 大部头的书 
Illustrations: pictures in a book for explanation 插图 
Brim over: to overflow 满溢 
Identify: to tell the name of 鉴定，验明身份 
Blissfully: extremely happily 非常愉悦地 
Shortbread: Scottish style butter cookie 苏式黄油脆饼  
Munch: to chew with teeth 咀嚼，用牙撕咬 
Eye: vt. to watch narrowly 打量，瞅 
Burst through the door: to exit the door abruptly 夺门而出 
Colorful stones: stones of different colors 五颜六色的石块 
Cf. colored 染色的；color (adj) 彩色的 
Odds and ends: bits of small things 零碎东西 
Legacy: the inherited property 继承的遗产 
Possess the potential for: to be likely to have 有……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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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ocabulary expansion 
Homonyms: 同形异义词 
Homonyms are words that happen to share the same spelling and pronunciation, but their meanings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and irrelevant. 
Their same spelling and pronunciation comes with the evolvement of the language, but their different 

meanings come from different etymological sources. 
Notice that one should distinguish homonyms from polysemy, where a word can have multiple 

meanings but all these meanings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Several distinct features of homonyms: 
l Different inflectional forms, e.g. lie(lay) - lie(lied), bases(basis) - bases(base) 
l Irrelevant meanings, e.g. can(be able to) - can(a tin container), bear(to endure) - bear(a big 

fierce animal) 
l One of the meaning is inflectional and the other isn’t, e.g. found(find) - found，left(leave) - left, 

rose(rise) - rose 
The easiest way might be looking up the dictionary. All homonyms are listed under multiple entries 

while polysemy is merged into one entry. 
Use of homonyms: to make “pun” for humorous effect 
l Why is a river so rich? It has two banks. 
l His left brain has nothing right, and his right brain has nothing left. 
Notice that not all puns are made with homonyms. Some are done with simply polysemy: 
l I hated my job at the cemetery because my customers were always dead right. 
l Why are apostrophes terrible to date? Way too possessive. 
Beware of these homonyms. They don’t look like homonyms really, but they are: 
l bow (to bend) – bow (a weapon firing arrows),  
l bridge (a road over a river) – bridge (Whistler’s card game). 

Unit 8 The Man in Asbestos 
1. Presentation tasks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Science fiction 
l Broadway 
l Utopia and Dystopia 
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Stephen Leacock (1869-1944) was an Canadian teacher, writer, political scientist and humorist. He 

was born on 12/30/1869 in Hampshire, England and then moved to Canada in 1876. He received 
education at Upper Canada College, Toronto 1884-87 for high school, and then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1887-91 to get his bachelor’s degree. He then continued to work on the Ph.D.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University of Chicago, from 1899 to 1904. 

He started to write literary works from 1910 on. And until 1925 he was known as a famous humorist 
on the attack of social problems. His fictional career continued to 1937. Leacock died on 

3/28/1944 of throat cancer, in Ontario, Canada. 
2.2. About the genre 
This text is a piece of science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or in short “sci-fi”, is defined as a term of “a genre of fiction dealing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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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ative content such as futuristic settings, time travel, space war, etc.” In most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fictions, the authors often explore the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scientific and other innovations. 

There are basically two types of science fiction 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technical base of the setting. 
“Hard sci-fi” is defined as stories involve the heaviest, most solid technical backgrounds, while “social 
sci-fi” involves less technical fact but more humanistic considerations. 

Please note that this text was written in 1911, but the term “science fiction” has been used since 1954. 
Before this point, such a text had been usually categorized as “fantasy” stories (which also means totally 
different nowadays). 

If you are more interested in similar genres of stories, there are contemporary famous sci-fi writers 
whose works are worth recommending: 

l Isaac Asimov (1920-1992) known for Foundation Series (Founder of science fiction) 
l Dan Simmons (1944-  ) known for Hyperion Tetralogy (Space epic, hard sci-fi) 
l Robert Wilson (1941-  ) known for Spin (Very impressive social sci-fi) 
l Liu Cixin (1963-  ) known for Three-Body Trilogy (2015 Hugo award winner) 
2.3. About the text 
If we consider the fact that this text was written ever before there was a genre called science fiction, 

we might be able to ask what kind of theme it was about. In 1911, when the human society was faced with 
countless insolvable problems and the war was at hand, thoughts of Utopia（乌托邦）were very prevailing. 
Supporters of this idea suggested that if human beings adopt communism they’d be able to create a world 
without problems. Meanwhile, many social critics also countered this idea and their viewpoint was called 
“Dystopia”（反乌托邦）. 

Utopia aims at painting rosy pictures of the world’s future and describe it as heaven. It believes that 
human wisdom was able to give “ultimate” solutions and talks about the future with an optimistic and 
favorable tone. On the contrary, Dystopia aims at painting dark pictures of the future world and regard it 
as hell. It doubts human wisdom and envisions critical faults using much like a pessimistic and satirical 
tone. 

In the 1910’s world, human society was challenged with multiple problems ever since the ancient 
times or those emerged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unger, disease, high death rate, crimes, war, 
inequality, natural disasters… What if we established a world without all these? The author imagined and 
wrote us an answer. 

3. Language tips 
To begin with: first of all 首先 
From jealousy: out of envy 出于妒忌 
Plunge headfirst: to go without hesitation 一头冲向，义无反顾 
Marvels: wonders 奇迹 
Be hushed: to come into silence 寂静下来 
With no particular surprise or interest: with a steady, almost dead face 毫无表情地，不温不火地 
Queer: strange, odd 古怪的 
Cf. Notice that in today’s social context, “queer” can refer to those with unusual sexual interests, 

including lesbians, gays, bisexuals and transsexuals. 
I haven’t the faintest idea: I have totally no idea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Cf. – Can we win? – Not the slightest chance. 我们能赢吗？没有一丝机会。 
Using “negation of 1” to mean “0” is a very commonly occurring phrase in both written and oral 

language, Chinese and English alike. 
Keep track of: to keep record of 记录，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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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minate: to remove 消除 
Spring to my lips: to burst out speaking 脱口而出 
Cf. Spring is an irregular verb, spring – sprang – sprung. 
Asbestos: soft, non-flammable mineral to be usually used for fireproof coating 石棉（矿） 
A new epoch: a different era 新纪元 
Broadway: main theatre district of New York 百老汇 
Stand riveted in astonishment: to be surprised and stand still 惊呆，吓得无法动弹 
Appalling: very dreadful 骇人听闻的 
In place of: instead of 替代 
Thoroughfare: a main road or street 大道，通衢 
Cf. No Thoroughfare (as a sign) 禁止通行 
Moss-grown desolation: wasteland infested by moss 长满青苔的荒原 
To and fro: back and forth 来来往往 
Infinite age: endless time 无尽岁月 
Be destined to do: to be regarded as pre-arranged to do 命中注定要…… 
Render me speechless: to make me out of words 让我无语 
Cf. the common pattern is “render + sb/sth + adjective”.  
Do away with: to get rid of or remove 消除 
Get about: to move around 四处移动 
Surge into one’s mind: to occur to sb 涌上脑海 
Pull one’s senses together: to calm down and think reasonably 冷静下来，厘清头绪 
Systematically: in an orderly manner 系统地，有序地 
Momentous: significant and decisive 标志的，决定性的 
Die out of itself: to disappear by itself 自然消失 
Nod assent: to nod in approval 点头承认 
Be caught in the cogs of machines: to be kept busy at work with machinery 忙于（机械化的）工作 
Turn one’s energy to: to devote to 致力于…… 
Go overboard: to die out halfway 中途消亡，自尽 
Concentrated: highly thickened 浓缩的（固体） 
Cf. More words with the meaning of “thick”: condensed 浓稠的（液体），compact 紧实的（形体），

compressed 压缩的（气体），contracted 收缩的（抽象） 
For ever and ever: everlasting 永远，无穷无尽 
Cf. Only in this set phrase are “for” and “ever” written separately. Elsewhere they are always written 

together as “forever”. 
The fall of Fashion: the collapse of Fashion 时尚崩坏 
Harangue: an open speech with moral power 高谈阔论 
Cf. This is a French word. Notice its pronunciation. 
The sheer vanity of decorative dress: the pure vanity of fashionable clothes 时装的纯粹虚荣 
A wilderness of work: a pointless field of work 荒唐的“工作” 
Tossed and torn: ripped apart and stirred 兴风作浪 
All you like: As much as you like 要多少有多少 
The texture of life: the quality of life 生活品质 
Be bound up in: to be dependent upon 依附于 
What became of: what happened to ……怎么样了  
Commerce: trade 商业，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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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tter of germs: something related to bacteria 和病菌有关的事儿 
Hunt sb down: to search and find (or to chase and arrest) sb 寻根，追猎 
Crumbling building: collapsed building 坍圮的建筑 
Dreary: causing to be bored 枯燥的，沉闷的 
Cessation: stopping 停止，终结 
Millennium: 1000 years 千年 
Ponder: to consider carefully 揣摩 
Reflect upon the answers: to think over again of the answers 反思回答 
Skull: the bone to form a head 头骨 
Engraft: to transplant 移植，嫁接 
Turn on sb: to attack sb in words 对某人暴起发难 
Stagnation: the state of being still and not growing 停滞不前 
Dull monotony of security: the unchanging sameness of safety 乏善可陈，千篇一律的安全感 
Hard toil: hard and continuous work 艰辛的劳动 
Give a rest to the rest of the corridor 让走廊里的其他人安静一会 
Cf. Notice the use of homonym here: the first “rest” means “relaxation” and the second “remainder”. 
4. Word formation 
Prefix: over- + V/N/A (above/on/across/more than X) 
Prefix: ir- + A (not X, a transform of in- for the ease of pronunciation) 

Unit 10 Pompeii 
1. Presentation tasks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Natural disaster 
l Historic towns and relics 
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Robert Silverberg (1935 - ) is a prolific American author and editor. He is an entitled science fiction 

grandmaster with multiple Hugo and Nebula awards. Born on 1/15/1935 in Brooklyn NY, he attended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received his bachelor’s degree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 1956. Four years after 
graduation, he had already published more than 1 million words in sixty or more stories. Major works of 
his include the Nebula award winner: Sailing to Byzantium (1986), and also the Hugo award winner: 
Gilgamesh in the Outback (1987). 

2.2. About the text 
Although the writer is a science fiction master, this text isn’t fictional at all. It is written to introduce 

the readers to a historic town Pompeii, which, in AD 79, was buried under a heavy volcano eruption. 
Volcanoes, aka “Earth’s acnes”, are ruptures on the crust of a planet, that allow lava, ash, and gases 

to escape from a magma chamber below the surface. Formation of volcanoes usually accounts for the 
diverging and converging of the broken plates, of the earth’s crust. The continuous eruption of volcanoes 
formed the unique shape of them: a conical mountain with a crater at its summit. 

When a volcano erupts, there will be multiple composition of matter being thrown out of its crater. 
The liquid matter is called lava, containing molten silica, magnesium, and iron. The solid matter consists 
of molten rocks and pumices. The gas matter can range from ash to CO, SO2, HF, HCl… making it 
extremely poisonous and deadly. 

There are numerous volcanoes all over the world, but not all of which are active. Usually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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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y volcanoes by their activity into active, dormant and extinct ones. Most of the volcanoes are 
extinct and can never erupt again. Famous active volcanoes in the world include: 

l Yellowstone Volcano (VEI-8), USA, 638000 BC 
l Changbai Volcano (VEI-7), China/DPRK, 947 
l Mt. Tambora (VEI-7), Indonesia, 1815, 92000 deaths 
l Mt. Krakatoa (VEI-6) Indonesia, 1883, 36000 deaths 
l Mt. Fuji (VEI-5), Japan, 1707 
l Mt. Vesuvius (VEI-5), Italy, 79, 33000 deaths 
*Note: VEI (Volcano explosivity index) is a scale to measure the magnitude of a volcanic eruption. 

The greater the index, the more fierce the eruption is. 
Effect of volcanoes can bring hot springs, earthquakes, geysers, geothermal heating. Some of the 

effects are bad and fatal, while others can be exploited with proper handling. 
The topic city of the text, Pompeii, is a historical site in Italy. It locates on 40°45′N, 14°29′E near the 

city of Naples. Founded between 7th and 6th centuries BC, it underwent rapid trade development from 5th 
to 4th century BC and quickly became an important port city of the Roman Empire. It was abandoned after 
8/24/79, when Mt. Vesuvius erupted and the city was completely buried. Archaeological rediscovery of 
the city took centuries of work from 1599 to 1863, making it today a world famous tourist site. The old 
city of Pompeii has been enlisted into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nce 1997. 

3. Language tips 
Beetle: an insect with a hard back shell 甲壳虫，瓢虫 
AD: Anno Domini 公元后 cf. BC: Before Christ 公元前 
Usage note: 公元前的年代永远加 BC，公元后的年代，1世纪以内一般加 AD，以后年份省略。

起止年代跨公元的除外。 
Qin dynasty 221-206 BC（公元前永远加 BC） 
Xin dynasty 9-23 AD （公元后 1世纪加 AD） 
The Three Kingdoms 220–280 （2世纪以后，不再加 AD） 
Han dynasty 206 BC–220 AD （跨公元，要加 AD） 
Bay of Naples：那不勒斯湾 
Come down from wealthy Rome: to leave the big city of Rome and head south 从富饶的罗马城南

下 
Graze: to feed on grass （牛羊等）吃草 
A rain of fire and ash: a downpour of fire and ash 火雨和灰雨 
Cf. a rain of bullets （弹雨）, a rain of soot（煤尘雨）, a rain of arrows（箭雨）, a rain of cherry petals 

（樱花雨） 
Also: a shower of sth, a storm of sth, a cloud of sth 
Strike: (for a misfortune) to befall （悲剧，不幸）降临 
Erupt with savage violence: to erupt extremely forcefully 暴力喷发 
Break through: to penetrate 穿透 
Shroud of ash: a dead wrapper made of ash 火山灰做成的寿衣 
Lie intact: to remain undamaged 保持完好 
In place: in its usual position 归位，在原位 
Cf. out of place 不在原位，失位 
Stain: a dirty mark 污渍 
The clatter of horses’ hoofs: the noise made of horses’ feet walking and running 达达的马蹄 
Shimmer: to reflect light on liquid （水面）波光粼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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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ort: docked 停泊在港 
Restore it to activity: to imagine what was happening on scene 还原活动现场 
Awaken: to wake up 觉醒，苏醒 
Bloody fights of the gladiators: the deadly combat of fighters 角斗士的血腥搏杀 
Slate: a flat piece of stone 石板 
Forum: (pl. forums / fora) a place for discussion 论坛 
Talk business: to speak of sth formal 说正事，谈要紧的 
Late-rising travelers: travelers getting up late 起床晚的旅行者们  
Cf. Are you an early bird or a late riser? 你早起还是晚起？ 
Break loose: to break out of control 挣脱控制 
The critical point: the fatal moment 致命的时刻 
Blow up: to destroy by explosion 炸毁 
Cf. Explode: vt. (=blow up), vi. to break into pieces violently 爆炸 
Rain death: to bring or cause death带来死亡 
Cf. to rain blows/gifts/curses/… on sb 
One end of town: one side of the town 城市的一头 
Shattered: broken into pieces 破碎的 
Branch out: to divide and grow sideways 向四面八方伸出枝桠 
Reverberate: to echo many, many times 回荡 
Pumice: floating volcanic stone 火山浮石 
Cloudburst: a heavy shower 倾盆大雨 
Shroud everything: to cover and hide everything 笼罩一切，席卷一切 
Doom was at hand: death was near 死亡在迫近 
Cf. doom: the sudden, destined death 命中注定的死亡 
Cf. doomsday: the last day of the world 世界末日 
The quick-witted: those with swift minds 脑子机灵的人 
Cram: to push and squeeze 塞进，挤入 
Band: a group of people 小团体 
Cf. “Band” nowadays often refers to a musical group of several people乐队 
The nightmare of the streets: the streets in an extremely unpleasant and dreadful situation 噩梦般的

街道 
Stumble: to bump onto obstacles in motion 跌跌撞撞 
Board: to go on a transporting device 登上交通工具 
Huddle: to gather closely together 挤作一团 
Cellar: an underground storage space 地窖 
In store: be prepared to happen 伺机待发 
Crashing in ruin: to break apart into pieces 碎成渣 
Topple: to lose balance and fall 失去平衡倒下 
Collapse: to break and fall down 垮掉 
Crater: the large hole of a volcano 火山口 
Throng: a large crowd 一大群人 
Trample: to tread heavily on 践踏 
In a crazy fruitless dash: in a mad, yet ineffective rush 做无用功的一顿狂奔 
By the hundreds: in a unit scaled to 100 成百地 
Absorb: to take in 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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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tims of carbon monoxide poisoning: the peopled poisoned to death by CO 一氧化碳中毒的死难
者 

Overwhelm: to surround completely with superior force 以优势力量完全包围 
Crouch: to lower body and bend knees 蜷起身子 
Cf. squat: to bend knees and sit on ankles 蹲下 
Cluster: to gather in large groups 集群 
Cf. cluster bomb 集束炸弹 
Hurl: to throw violently 抛射 
Descend: to come lower 下降 
4. Word formation 
4.1. Affixation 
Noun suffix: V + -ery (the place of doing X) 
Noun suffix: N + -ry (the collective of X), the noun formed in this way is usually uncountable. 
Adjective suffix: N + -y (bearing the quality of X) 
Adjective suffix: N + -ous (with X) 
Adjective suffix: V + -ive (capable to have X effect) 
Prefix: mono- + A/N (one/once of X) 
Prefix: re- + V (to do X again) 
4.2. Acronyms and abbreviations 
Acronyms（首字母缩写词）and abbreviations（缩略词）can look much alike unless you try to tell 

them apart. 
In a wider sense, acronyms are special forms of abbreviations, but by lexicology we usually 

distinguish them. 
Acronyms are words formed from a phrase containing two or more words. The formation rule is 
1) Take every concrete word by the first letter. 
2) Spell them together. 
3) Capitalize. 
4) Read it letter by letter. 
There are exceptions: MODEM (Modulator and Demodulator) is an acronym violating rule 1 by 

taking more than the first letter; laser (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 violates 
rule 3 as it isn’t capitalized; and some commonly spell-read words such as “OPEC”, “APEC” or “NATO” 
may violate rule 4. But the four rules are still widely acknowledged by acronyms. 

You can create acronyms by yourself as you like whenever necessary. If it’s in a publication, list your 
acronyms in a table before the text proper so that you will be able to write high-frequency phrases in short 
forms. 

Abbreviations are words from another longer word. To make text shorter, the longer word will have 
its tailing letters cut off at a certain place, and usually a period (.) will be put in the place of the truncated 
letters. Typical examples of abbreviations can be “ca.”, “etc.”, “Ph.D.” and so on. 

There can be a “phrase” with every one of its word shortened. But they are not acronyms because in 
this case, every of the word will be shortened to a letter and a period. Moreover, abbreviations are usually 
not capitalized, unless necessary. Even when the period is omitted, words like “aka” (also known as) are 
considered more an abbreviation than an acronym because it violates almost every of the four rules of 
acronyms. 

You may not create your “own” abbreviations. The use of abbreviations are usually limited to the 
dictionary. Common abbreviations include unit names, time and space measurements, and country/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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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s when a limited space of letters is used. Abbreviations are usually read just like the original word, 
not letter by letter. 
Unit 11 Button, Button 

1. Presentation tasks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Blackmailing 
l Greed and/or moral corruption 
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Richard Matheson (1926-2013) was an American author, novelist and screenwriter. He excelled in 

the writing genres of, but not limited to, fantasy, horror & SF. He was born on Feb. 20, 1926, Allendale in 
New Jersey and received education at University of Missouri. He graduated with a degree in journalism in 
1949 and started his writing career. During his career, his major works include I Am Legend (1954), 
which was adapted for the screen 4 times, as well as six famous short stories: The Shrinking Man, Hell 
House, What Dreams May Come, Bid Time Return, A Stir of Echoes and Button, Button. He died on Jun. 
23, 2013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2.2. About the text 
The text is a short story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moral corruption and greed of ordinary persons 

set on a background of seductive blackmailing. The heroine of the story, a working-class woman, was 
tempted to kill an irrelevant person for the reward of a big lot of money. The story showed insights of 
people’s struggle and choice when they were faced with personal gains versus public losses. Their 
insensitivity, cold-heartedness and indifference would drive them to perform some irresponsible and 
impulsive actions.  

3. Language tips 
Cube-shaped: with a shape similar to a cube 立方体形的 cf. cubic 
Carton: (AmE) a cardboard container 纸盒 
Lamb chops: chopped lamb ribs 羊排 
Broiler: a grilling shelf 烧烤架子 
A push-button unit: a device working by pushing a button 一个按钮装置 
Dome: a rounded roof 拱顶 
Tape: (v) to attach with a sticky tape 用胶带固定 
Repress a smile: to refrain from smiling 忍住不笑 
Sales pitch: a persuasion for soliciting 推销行话 
Monetarily: by means of money 从金钱上说 
In return for this: as a reward of this 作为回报 
A practical joke: a trick played on sb for fun 恶作剧 
Pick up the subject: to resume talking on the subject 重拾话题 
Slippers: (pl) loose shoes worn indoors 拖鞋 
Cf. sneakers, flip-flops, sandals, flats, loafers, high-heels, spikes, stilettos, boots, wedges, pumps, 

clogs, etc… 
Also. gloves, gauntlets, mittens, socks, stockings etc… 
Shrug: to raise one’s shoulder 耸肩 
Slide beneath the covers: to go under the quilt 溜进被窝 
Intriguing: interestingly unusual 有意思，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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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ulsively: subconsciously 不自觉地，凭冲动地 
Authentic: true and genuine 真实的，靠谱的 
Make a scoffing sound: to make a ridicule 发出嘲讽的声音 
Nonetheless: in spite of the fact 尽管如此 
Proposition: a business offer 商业提议 
Stiffen: to make oneself stiff 僵住 
Of all the nerve: worst of all impudence 真不要脸 
Eccentric: strange-behaving 行为古怪的 
Look astounded: to appear really shocked 显得非常震惊 
The Congo: Republic of the Congo 刚果（布） 
C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刚果（金） 
Counter: to fight back 还击 
Break in: to interrupt by speaking 打断，插话 
What’s the occasion?: What is special for today? 今天是什么特别日子 
Guarded: cautious 小心的 
Draw in: to breathe inward 吸气 
Under such a circumstance: in this given condition 在这种给定的条件下 
Stack: to pile up 摞起来 
Furor: extreme anger 暴怒 
A chill of horror: a sudden pulse of fear 一阵激灵 
Contemptuous: lacking of respect 轻蔑的 
Get so worked up over nothing: to become upset for no reason 没来由地生闷气 
Feel unreal: to feel it hard to believe 难以置信 
Shoving crowd: a crowd of people pushing roughly 乱挤乱撞、相互推搡的人群 
Double indemnity: twofold compensation 双倍赔偿 
Numbly: in a way unable to react normally 麻木地 
Press at one’s skull: to stay in one’s mind and thus making one unable to think 压在心头 
Smash: to move against sth hard 砸烂 
Pound: to hit repeatedly 猛击 
Transistor: an electronic controlling device 晶体管 
Shriek: to cry out loudly under fear or pain 凄惨地尖叫 
4. Word formation 
Prefix: Sub- (+n/adj/v): “below”, “secondary”, “nearly” 
Suffix: -age: 
(+v): (n) the state of X-ing (being X-ed)  linkage, marriage  
(+n): (n) the idea/place/cost of X  coinage, village, postage  
(+quantity): (n) the measurement in X  mileage, percentage  
Suffix: -ish:  
(+adj): (adj) slightly X  bluish, grayish, whitish  
(+n): (adj) behaving like X  childish, selfish, foolish  
(+N): (adj) of X  English, Scottish, Jewish  
(+num): (adj) around X  twentyish, thousand -ish，除整十外，要加连字符 
(+root): (vt) to make into X  polish, publish, flourish  

Unit 12 A Fundamental Technique in Handling People 
1. Presentation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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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Social relationship 
l Social media on the Internet 
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Dale Carnegie (11/24/1888 – 11/1/1955) was an American writer, lecturer, and the developer of 

famous courses in self-improvement, salesmanship, corporate training, public speaking,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He was the author of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1936), a massive bestseller that 
remains popular today. He also wrote How to Stop Worrying and Start Living (1948), Lincoln the 
Unknown (1932), and several other books. One of the core ideas in his books is that it is possible to 
change other peoples' behavior by changing one's behavior toward them. Published in 1936,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is still a popular book in business and Business Communication skills. Dale 
Carnegie's four part book is packed with advice to create success in business and personal lives. 

2.2. About the text 
Studies show that criticism is usually futile because it puts a person on the defensive and makes him 

strive to justify himself. Criticism is also often dangerous because it wounds a person's pride, hurts his 
sense of importance and arouses resentment. Abraham Lincoln often criticized and ridiculed people when 
he was young, which nearly led to a duel. He learned an invaluable lesson from that incident and never 
did that again. Mark Twain lost his temper occasionally and wrote letters that turned the paper brown. 
Those letters allowed him to blow off steam but they didn't do any real harm, because his wife secretly 
lifted them out of the mail and they were never sent. The examples of Benjamin Franklin and Bob Hoover 
also prove that understanding people instead of criticizing and condemning will be more effective in 
handling people.  

3. Language tips 
retain: to keep or hold back 保留，持有 
apply to: to be effective to 对……有用 
futile: useless or ineffective 没有用的，徒劳的 
detailed: in details 详细的 
exhaustive: extremely thorough or complete 彻头彻尾的 
indulge in: to allow yourself heavily into sth bad 沉溺于 
cf. devote to: to allow yourself heavily into sth good 投身于 
ridicule: to make fun of 嘲笑，奚落 
opponent: a person that goes against you 对手 
once too often: too often to be useful 事不过三 
vain: not producing the expected result 枉然的，无果的 
by the name of: with a name 名叫……的 
boiled with indignation: extremely angry and furious 怒火中烧 
leap: to jump high up 跳跃 
duel: a 1-on-1 battle 对决，单挑 
fight to the death: to finish a battle by one losing the life 决一死战 
invaluable: cannot be taken a value of 无价的 
cf. valueless: not of value 不值钱的 
insulting: rude and offensive 冒犯的，侮辱的 
blunder: to make stupid mistakes 干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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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emn: to say strongly in disapproval 谴责 
malice: the bad nature or feeling 恶意 
retreat: to move away from the enemy 退却 
swollen: having more water than normal （河）涨水的 
procrastinate: to delay 拖延 
all manner of sb/sth: all types of sb/sth 各色人等 
recede: to move away gradually 远离 
magnitude: the size or importance 重要性 
prolong: to make longer 延长，续长 
impair: to damage or weaken 削弱 
blow off steam: (fig) to give out anger 发脾气 
motivate: to be the reason of 成为动机，激励 
tactless: saying unlikely things to annoy （言行）不得体的，无转圜的 
diplomatic: relating to manag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外交的 
speak ill of: to talk negative remarks of 说坏话 cf. speak well of 
maneuver: to move in a clever or skillful way 耍手段，逢迎，机动 
scold: to speak angrily to sb 斥责 
4. Word formation 
Prefix: un- (+n/adj): “not X” or (+v): “do reversed X” 
Prefix: en- (+n/adj/v): (v) “to make as X” 
Suffix: -ate: 
(+n): (adj) to be full of X 
(+adj): (v) to make into X 
Suffix: -ist (+n): (n) the holder of X 
Suffix: -ian (+n): (n) the expert of X 
Suffix: -er/or/ar(+v): (n) the agent of X 
Suffix: -ess (+n): (n) the female X 
Suffix: -ee (+v): (n) the patient of X 

Unit 13 Mr. Imagination 
1. Presentation tasks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Imagination and innovation 
l Virtualization 
l Science fictions before the idea of “sci-fi” 
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This is a delightful biographical sketch of Jules Verne, a popular 19th-century French writer. Jules 

Verne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father of science fiction because, first of all, he was “years ahead of the 
other visualizers of things to come”; secondly, he is the most prolific science fiction writer, having put out 
more than 100 books in his lifetime. But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it is because he wrote about the 
marvels of tomorrow with such precise, indisputable details that he became a powerful stimulus and 
inspiration to later scientists. 

2.2. About the text 
The introduction (paras. 1-8) provides a contrast between Jules Verne the science fiction writ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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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es Verne the man. The body part (paras. 9-31) deals with his early years, his success as a writer, and his 
major works. The essay concludes (paras.32-34) with his last years, and the honor and popularity Jules 
received at his death.  

3. Language tips 
light up: to make bright 放光彩 
reverently: showing proper respect 恭敬地 
whizz: to do very fast 麻利的做 
hitchhike: to travel by asking free rides 搭便车旅行 
year in, year out: year after year 年复一年 
cf. day in, day out 
expedition: an organized journey with a certain aim 远征，考察 
stimulus: sth that helps to develop faster 促进因子 pl. stimuli 
visualizer: one who forms the pictures 想象者 
envision: to imagine a situation in future 想象，展望 
be descended from sb: to be offspring of 是……后裔 
supplement: (v) to add sth to sth else 增补 (n) the thing added 补充物 
spank: to hit a child on a bottom 打（小孩）屁股 
squarely: directly 正中 
stout: strong and thick 粗壮的，敦实的 
blurt out: to speak out 脱口而出 
retort: to answer quickly to a remark 顶嘴 
confirm: to state sth to be sure 证明，确认 
cut off: to stop supply of 中断供给，切除 
allowance: the money for special purpose 津贴，补助 
puritanical: having strict moral attitudes 清教徒式的 
irresistible: too attractive to resist 无法抗拒的 
sniff: to say in a disapproving way 嗤之以鼻 
tuck: to push, fold or turn the edges of 塞进 
charred: burnt black 焦黑的 
manuscript: a copy of a book 手稿 
fidgeting: unable to remain still 躁动不安的 
serialize: to make into a serial 序列化，连载 
whereabouts: the traces of sb 行踪 
artfully: in a clever manner 精妙地 
on one's account: as the reason regarding to sb 因为某人的缘故 
on the horizon: about to appear 露出端倪 
propel: to push or drive 驱动 
convertible: able to be arranged in a different way 可改造的 
fatal: deadly 致命的 
sneer: to laugh at 讥笑 
delegate: the chosen one to represent a group of people 代表 
wire: to telegram a message 发电报 
4. Word formation 
Prefix: re- (+v): to do X back/again 
Prefix: trans- (+n/adj/v): a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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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ix: auto- (+n/adj): self 
Unit 15 Obama’s Victory Speech 

1. Presentation tasks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Election 
l Any former US president 
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Barack Hussein Obama II (8/4/1961- ) is the 44th and curren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irst African American to hold the office. Born in Honolulu, Hawaii, Obama is a gradua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Harvard Law School, where he served as president of the Harvard Law Review. He was a 
community organizer in Chicago before earning his law degree. He worked as a civil rights attorney and 
taught constitutional law at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between 1992 and 2004. He served three 
terms representing the 13th District in the Illinois Senate from 1997 to 2004, running unsuccessfully for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n 2000 to Bobby Rush. In 2004, Obama received national 
attention during his campaign to represent Illinois in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with his victory in the 
March Democratic Party primary, his keynote address at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in July, and 
his election to the Senate in November. He began h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in 2007 and, after a close 
primary campaign against Hillary Rodham Clinton in 2008, he won sufficient delegates in the Democratic 
Party primaries to receive the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He then defeated Republican nominee John 
McCain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and was inaugurated as president on January 20, 2009. Nine months after 
his inauguration, Obama was named the 2009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2.2. About the text 
Obama opens his speech by hailing his election as a triumphant victory for American democracy. 

Looking back on the long process of the campaign, he pays tribute to his opponent in the election and 
expresses gratitude to those who have supported him in the campaign. And he owes his election mostly to 
the broad masses of American people. When he looks ahead to the future, he appeals to American people 
to join him in remaking the nation and urges American people to unite together, displaying a new spirit of 
patriotism, fighting partisanship, and sticking to the ideals of the nation. By sharing the story of a 
106-year-old black woman who has witnessed the nation's progress in the past century, he conveys to all 
Americans his confidence in the nation. At last, he sets new goals for the United States. 

3. Language tips 
define: to describe accurately 界定，明确 
gracious: kind and polite and generous 慈祥的，有礼貌的 
cf. graceful: with manners of grace 优雅的 
sacrifice: to give up important or valuable things as the cost 牺牲 
be better off: to be rich 有钱 
render: to give in return 提供，给予 
unyielding: not easily influenced 顽固的 
assemble: to piece together 组装，集合 
candidate: person who tries to be elected 候选人 
endorsement: a public statement or action in support of sth 背书，公认 
hatch: to be born from an egg 孵出 
myth: a story from ancient times 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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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thy: the feeling of not having interest or enthusiasm 冷漠 
brave: (v) to have to deal with a difficult or unpleasant situation 冒风险 
scorching: quite hot 灼热的 
enormity: seriousness 严重性 
peril: danger 危险 
mortgage: to give the legal right to own your property for money 按揭贷款 
harness: a safety belt 保护带，安全带 
alliance: an agreement formed between countries 同盟 
steep: sheering quickly 陡峭的 
false start: wrong attempt in the beginning 试水，试错 
setback: a major regress 挫折 
calloused: rough and hard (of a hand or foot) 长茧子的 
summon: to call upon 召唤 
patriotism: the love of one's own country 爱国主义 
fall back on sth: to turn backward and resort to 退而求其次 
self-reliance: reliance on one's own abilities 自力更生 
humility: the quality of modest 谦逊 
heal: to make or become healthy 康复，治愈 
ballot: the system of voting 投票表决 
dismiss: to decide to discard 放弃，摒弃 
tyranny: the unfair or cruel ruling 暴政 
sum up sth: to say in summary 总而言之 

Unit 16 The Oyster and the Pearl 
1. Presentation tasks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Hollywood 
l Bear kids 
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William Saroyan(8/31/1908-5/18/1981) was an American dramatist and author. He was awarded the 

Pulitzer Prize for Drama in 1940, and in 1943 won the Academy Award for Best Story for the film 
adaptation of his novel The Human Comedy. An Armenian American, Saroyan wrote extensively about 
the Armenian immigrant life in California. Many of his stories and plays are set in his native Fresno. 
Some of his best-known works are The Time of Your Life, My Name Is Aram and 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 He i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literary figures of the mid-20th century." 
Stephen Fry describes Saroyan as "one of the most underrated writers of the century." Fry suggests that 
"he takes his place naturally alongside Hemingway, Steinbeck and Faulkner." 

2.2. About the text 
The story happens in O.K.-by-the-sea, a small town in California. Harry Van Dusen is the only barber 

in this small town. A boy named Clay tells Harry that his father left home a month ago and he wishes his 
father could come back soon. Then Clay gets an oyster by chance, believing there is a big pearl in it. He 
thinks that he can sell the pearl for three hundred dollars, and with the money to support the poor family 
his father will come back. Miss McCutcheon is the new teacher there and she doesn't know whether to 
stay or leave. She tries to make Clay face the reality that the chances of finding a pearl in an oyster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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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y small. Harry has an argument with Miss McCutcheon, telling her he will help Clay get the money. A 
writer who drops in to have a haircut is moved by Harry and decided to buy the oyster. Soon, Clay's father 
comes back after reading Clay's ad in the local newspaper and is determined to make up with his wife. 
Miss McCutcheon gradually understands the kindness of Harry and not only decides to stay on, but also 
learns how to help troubled children. 

The odd of finding *perfect* pearls in oysters is, by statistics, about 1 in 25,000. 
3. Language tips 
merriment: happy talk 欢笑，欢颜 
compose: to write a piece of music 作曲 cf. be composed of 由……组成 
cf. constitute: to make up 部分组成整体 
cf. comprise: to consist of 整体由部分组成 
have sth to one's name: to own 收归所有 
throw in: to send for free 额外赠送 
fair and square: honest 光明正大 
Enough's enough: let's stop here 够了！ 
living off: to make a living upon one's support 靠……养活 
safe and sound: to be secured 安然无恙 
unruly: difficult to control 无法无天的，刺头的 
ambition: the determination to be successful 雄心，壮志 
eligible: a person good and suitable to marry 中意的，合适的 
bachelor: an unmarried man 单身汉 
kick: to complain 抱怨 
get it out of the way: to solve it 解决，处理掉 
assortment: a collection of different things 各种各样 
probability: something likely to happen 可能性（70-99%） 
cf. likelihood (40-70%) possibility (10-40%) chance (1-10%) 
homesickness: the sadness of missing home, nostalgia 思乡 
cultivated: having good education and manners 教化的 
bewildered: confused 困惑的 
courtesy: polite behavior of showing respect 彬彬有礼 
4. Word formation 
Suffix: -able/-ible (+v): (adj) able to do X 
Suffix: -ity (+adj): (n) the fact of X 
à -ability (+v): (n) the ability of doing X 
（二） 实践教学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践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Another School Year – What For 4  
2 Another School Year – What For 4  
3 Say Yes 4  
4 Say Yes 4  
5 The Rite of Spring 4  
6 The Rite of Spring 4  
7 The Man in the Wat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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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he Man in the Water 4  
9 Quick Fix Society 4  

10 Quick Fix Society 4  
11 Wisdom of Bear Wood 4  
12 Wisdom of Bear Wood 4  
13 The Man in Asbestos 4  
14 The Man in Asbestos 4  
15 Pompeii 4  
16 Pompeii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英语（一） 
后续课程：综合英语（三）、综合英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课文 A中的重点词汇使用、写作手法、篇章结构、历史文化背景等。 
难点：把所学词汇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对课文文章理解后进行思辨性、开放式的讨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学生预先主动学习与课文相关的词汇用法和文化背景，主导课堂的教学进程。 
2.教师对知识点做必要、补充性讲解。 
教学手段： 
1.课件展示，包括：文化背景、语言阐释、词汇语法规律等。 
2.师生互动性交流。 
3.邀请学生独立做课前阅读汇报和课后的延伸话题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实验室或设备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闭卷考试为主，结合平时课堂表现和作业成绩的评测方式。 
考核内容有： 
5． 课堂出勤（Class attendance）占 15%  
6． 课前汇报（Presentation）占 15% 
7． 期末考试（Final exam）占 70% 
7、作业要求： 
结合教材课后练习，以宁缺勿滥的原则，每课精选 10-15小题，课后以作业布置，下一课课前

随堂讲解。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英语专业精品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杨利民、徐克容等编著《现代大学英语 精读 2（第二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年

3月 第 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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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汉生编著《新编高等院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指南（修订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年 6月 第 1版。 

2. 段维彤编著《英语阅读技能培养与实践》，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 9月 第 1版。 
3. 胡文仲编著《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 11月第 1版。 
4. 章振邦编著《新编英语语法教程（第五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 4月第 5版。 
5. 朱永涛、王立礼等编著《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入门（第 3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6月第 3版。 
执笔：丁韬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7月 1日 

 

综合英语（三） 
Comprehensive English III 

课程号：30800003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夯实学生在口头和书面实践中使用英语语言的能力；2、促进学生对

于原版英语文章，包括较长较难文章的理解、归纳和思辨阐释能力；3、拓展学生在了解英语国家
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空间。 
开设本课程，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英语语言的能力。教师需要通过语言基础训练与篇

章讲解分析，使学生逐步提高语篇阅读理解能力，了解英语中各种文体的表达方式和特点，扩大词

汇量和熟悉英语常用句型，具备基本的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通过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上的各种

语言交际活动，使学生具备基本的交际技能，达到或超过《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听、说、

读、写、译等技能的要求，为后续高年级阶段学习打好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另外，学生还应该熟

悉中国文化传统，具备较强的汉语表达能力，具备丰富的人文知识和科技知识；熟悉英语国家的地

理、历史、发展现状、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一定的创新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4学时 

Unit 1 Your College Years: 
1. Preview Question： 
How many aspects of developmental changes has the author mentioned? What are they?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A question is raised, causing readers to think about developmental changes. 
Part II (2 ~ 9): 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detail 
1. (2): forming individual identity 
2. (3 ~ 4): independence from parents 
3. (5): sexual identity 
4. (6): changes in terms of all people they relate to 
5. (7): forming values and beliefs 
6. (8): a new understanding of education 
7. (9): a new understanding of self and others 
Part III (10): conclusion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personnel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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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l. v.] people employed in one of the armed forces, a firm or a public office; staff  人员；职员 
Airline personnel are allowed to purchase flight tickets at reduced prices. 
2) [Gp] [sing. or pl. v.] department in a firm which deals with employees 
Personnel is/are organizing the training of new recruits. 
dawn on/upon: gradually become clear to sb’s mind; become evident to sb 
It dawned on him that she had betrayed him. 
Paraphrase: 
Has it ever dawned on you … from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When you enter the university and grow from a teenager to a young man/woman in your 20s, you 

surely will experience certain personal, financial,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those changes? 

What are the important changes you have experienced since you entered the university, in your way 
of studying and doing research, in your way of dealing with daily affairs, in your relation with your 
parents and other people? 

endeavor vi. make effort to do; try   努力；力图 
They endeavored to make her happy but in vain. 
Paraphrase: 
During this time, … what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re. 
Originally, they don’t have an individual identity. They are their parents’ children, and they do 

everything following their parents’ opinions. They don’t know who they are and what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re. Once they go to college, they begin to make their own decisions. They gradually realize 
who they are and what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re. They will experience certain fear, anxiety, 
loneliness, i.e. the identity crisis. 

Who would like to analyze your own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nd then invite others to comment on 
you? 

perceive vt. 
1) become aware of; notice   注意到；意识到 
I perceived a note of unhappiness in her voice. 
2) perceive sth as sth: interpret sth in a certain way  认为；看作 
Women’s magazines are often perceived as superficial. 
endowment n. [C usu. pl.] natural talent, quality or ability  天赋；天资；才能 
A sharp mind （敏锐的头脑）was only one of her many endowments. 
inherit vt.  
1) receive (property, a title, etc) as a result of the death of the previous owner  继承 
She inherited a little money from her grandfather. 
2) derive (qualities, etc) from an ancestor  遗传 
She inherited her mother’s good looks and her father’s bad temper. 
Use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 
identity is determined by genetic endowment … and influenced by chance events. 
Use your own experience to illustrate this sentence. 
While students are going through an identity crisis, they are becoming independent from their parents, 

yet are probably still very dependent on them. 
They are physically and geographically away from their parents, buy they still depend on their 

parents for financial and emotional support, e.g., when you are in distress, especially when you are in 
trouble that classmates and friends cannot help you solve, you definitely call back home to consult y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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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s. 
heighten vt. vi. to make something such as a feeling or emotion greater or more intense, or become 

greater or more intense   提高；加剧 
His attempts to reassure them served only to heighten their fears. 
counsel vt. 
1) give professional advice to sb with a problem 
a psychiatrist who counsels alcoholics 
Counseling Psychology  
2) give (advice); advise 
I would counsel caution in such a case. 
Paraphrase: 
1) First, there is functional independence, which involves the capability of individuals to take care of 

practical and personal affairs, such as handling finances, choosing their own wardrobes, and determining 
their daily agenda. 

The first aspect of psychological separation from one’s parents is the functional independence, i.e. 
the independence in handling everyday life situations, such as taking care of one’s own money, choosing 
one’s own clothes and fixing one’s daily plan. 

2) Fourth is freedom from ‘excessive guilt, anxiety, mistrust, responsibility, inhibition, resentment, 
and anger in relation to the mother and father. 

When they were teenagers, their parents usually allowed them to do sth, prohibited them, trusted 
them, criticized them or expected them to do sth. Whenever they failed to satisfy their parents, they would 
feel guilty, anxious, responsible or resentful. But when they go to college, they become aware they should 
do things out of their own needs, at their own will, and in their own way, so they will no longer have those 
feelings. 

relate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or sympathize with sb/sth   能理解并同情某人/某事物 
Some adults cannot relate to children. 
project vt. plan (a scheme, course of action, etc.)  计划；规划 
The projected motorway extension is going to cost $ 40 million. 
What kind of man/woman do you want to become? What are your expectations of your future 

wife/husband? 
Paraphrase: 
Probably nothing can make students feel lower or higher emotionally than the way they are relating 

to whomever they are having a romantic relationship with. 
When they fall in love with somebody, they will experience the most dramatic emotional changes. If 

they get along well, they are happy and in high spirits; if otherwise, they are upset and in low spirits. 
bounce vi. move in a specific direction with an up and down motion  蹦蹦跳跳的移动 
The kid came bouncing into the room. 
dismay  
n. [U] feeling of shock and discouragement   吃惊；气馁 
He learned to his dismay that he had lost his job. 
vt. fill sb with dismay 
We were all dismayed at his refusal to cooperate. 
dejected adj. depressed; sad  垂头丧气的；沮丧的 
Repeated failure had left them feeling very dejected. 
come to: reach one point where one sees or understands sth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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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came to realize that he was mistaken. 
internalize vt. to make an idea or a pattern of behavior a conscious or unconscious part of the self as 

a result of learning or repeated experience 
Ideas of female inferiority are even internalized by women. 
Paraphrase: 
Another change for college students is internalizing their religious faith, their values, and their 

morals.  
Their religious faith, values, morals will become part of their mind. Those things will influence their 

ways of analyzing problems and doing things. 
model for: act as an example for  
Could you use your own experience to illustrate this mental and ideological growth? 
Since birth … they are going to accept for their lives. 
e.g., in a Roman Catholic family, the child is definitely convinced by his/her parents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how the good deeds are rewarded by God, and how the bad deeds are punished by God. Later, 
however, this child begins to study science and will perhaps become a scientist and an atheist. He 
abandons his parents’ religious faith and establishes his own system of beliefs.  

Or we often observe in movies or novels that young people’s opinions differ from their parents and 
they sometimes break into arguments. Those are also examples of young people forming their own beliefs 
and values. 

prejudice vt. cause sb to have a prejudice; influence sb  使...产生偏见 
prejudice sb (against / in favor of sb/sth) 
Newspaper gossip has prejudiced her against him. 
prejudiced adj. having or showing prejudice  有偏见的；偏颇的 
Do you have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realiz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igh-school study and 

college study, in terms of methods of learning and meaning of learning? 
English learning:  
In high school, you are required to memorize new words and do endless sentence drills on various 

tenses and sentence types. It is like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a building. In college, when you possess 
adequate vocabulary and grammatical knowledge, you are required to do less of the memorizing job but 
more of the understanding job, e.g., you are not supposed to recite the text, but you are supposed to 
understand the text critically and relate it to your own experience. 

world citizens 
interpret vs. explain 
mature adj. 
1) fully grown or developed mentally or physically  成熟的 
He is not mature enough to be given too much responsibility. 
2) (commerce) due for payment 
The bonds will be mature in 3 months. 
appoint vt. choose sb for a job or position of responsibility 
They have appointed a new manager. 
They appointed White (as/to be) the new manager. 
Smith was appointed to the vacant post. 
light n. [C] aspect; way in which sth appears 
in the light of: with the help of; according to; considering 
In the light of the special situation, the meeting had better be postp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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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e vt. vi. 
1) give one’s share of (money, help, advice, etc) to help a joint cause  捐助；捐赠 
The university contributed 100, 000 RMB yuan to the flood refugees. 
2) help to add sth, to cause sth   有助于 
Her work has contributed enormously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difficult subject. 
4. Discussion Topics 
a.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college students will experience identity crisis and establish their 

individual identities. Are you aware of your own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your likes and dislikes, and 
how people regard you? You will quite probably be required to analyze yourself and make comments on 
others. 

b. Do you find it easy or difficult to relate to the opposite sex?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you and the opposite sex? What kind of man or woman do you want to become? 
Unit 2 How Reading Changed My Life 

1. Preview Question： 
Has your life ever been significantly changed by any particular book? Talk about a book or two you 

have read and recommend to others? 
What does reading mean to you? 
How has the Internet changed people’s way of reading?  
How do you account for such changes?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9): Reading ha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my life. 
Part II (10-15): A crisis faced by reading. 
Part III (16-18): There is still hope for reading.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1) Word formation 
2) Phrase, idioms and expressions 
3) Sentence patterns 
4) Rhetorical devices 
4.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1) Anna Quindlen: the Journalist 
An Irish father and an Italian mother 
The New York Times columnist until 1994 
Pulitzer Prize for Commentary in 1992 (“Public and Private” column) 
Newsweek columnist 1999-2009(“Last Word” column ) 
2) Anna Quindlen the Novelist 
Full-time novelist since 1995 
Author of six best-selling novels, three of which made into movies (Rise and Shine, Blessings, 

Object Lessons, One True Thing, Black and Blue, and Every Last One) 
A critic of the fast-paced and increasingly materialistic nature of modern American life 
Some quotes:  
“If your success is not on your own terms, if it looks good to the world but does not feel good in your 

heart, it is not success at all.”  
 “You cannot be really first-rate at your work if your work is all you are.” 
“It’s odd when I think of the arc of my life, from child to young woman to aging adult. First I was 

who I was. Then I didn’t know who I was. Then I invented someone, and became her. Then I began to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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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d invented. And finally I was what I was again.” 
“Being a parent is not transactional. We do not get what we give. It is the ultimate pay-it-forward: We 

are good parents, not so they will be loving enough to stay with us, but so they will be strong enough to 
leave us.” 

5. Discussion Topics 
Can you agree that today human beings are facing the problem of an information explosion? 
Can reading do us harm? Is reading itself a sure guarantee to make us wise and fine human beings? 
The reading problem does not seem to have affected our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Maybe it is 

not a bad thing for people to turn their attention from idle reading to more practical matters. So is it really 
such a serious problem that people don’t read? What might be the consequences? 
Unit 3 A Dill Pickle: 

1. Presentation Tasks 
Please give information on the author Katherine Mansfield: her life, her position in 20th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two innovative techniques she used in her works,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nd interior 
monolog. 

Katherine Mansfield 
Born: Wellington, New England; Oct.14,1888 
Death: Fontainebleau, France; Jan.9,1923 
Along with James Joyce in England and Sherwood Anders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sfield effected 

a revolution in the short story, concentrating on a single moment in time, eliminating a strongly plotted 
action line, and using imagery and metaphor to expand the moment and give it significance beyond itself. 
Mansfield uses language to express nonverbal concepts, as the painter uses color, texture, and line, or as 
the musician uses notes in time patterns. Some of Mansfield’s most successful innovations with narrative 
technique include: interior monologu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nd shifting narrative perspectives.  

2.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the total  range of awareness and emotive-mental response of an individual, from the lowest 

pre-speech level to the highest full articulated level of rational thought 
SOC novel:  
the type of psychological novel which takes the uninterrupted, uneven, and endless flow of a 

character’s consciousness as its subject matter 
(e.g. William Faulkner: As I Lay Dying, James Joyce: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3. Interior Monolog:  
one of the techniques for presenting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of a character and often reaches 

downward to the non-verbalized level where images must be used to represent sensations or emotions 
4. Four students act out the story. 
5. Pre-reading Questions 
a. Helped with the clues given in the story and your imagination, how much can you tell about 

Vera? Her age? Education? Profession? Interests in life? Hobbies? Some of the most prominent features of 
her character? What about the man? 

b. Could you reconstruct the story between Vera and the man? How did they fall in love? How did 
they get along? Why did they part? What happened to them during the six years of separation? Why did 
Vera decide to leave the man again? 

c. What is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title ‘A Dill Pickle’? What does it symbolize? 
6.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dill n. herb with spicy seeds, as used for flavoring pickles  草茴香；莳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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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kle n. vegetables kept in salt water, vinegar  泡菜 
decorate vt. put ornaments on in order to make it more beautiful 
decorate A with B 
decorate a street with flags 
peel  
vt. take the skin off 
peel an orange; peel an apple 
vi. come off 
The bedroom wall is peeling. 
frown vi. to draw brows together to show displeasure, puzzlement 
She frowned at me, clearly annoyed. 
frown on/upon sth: disapprove of sth  
Smoking is frowned upon in many restaurants. 
light up (with sth): become bright or animated  容光焕发 
His eyes lit up with joy. 
exclaim vt. vi. cry out suddenly and loudly from pain, anger, surprise, etc  惊叫 
She exclaimed in delight upon hearing the news. 
exclamation n. 
loathe vt. have great hatred or disgust for sth; dislike sth greatly 
I loathe listening to them talking about politics. 
shudder vi. shake or tremble compulsively 
She shuddered with horror at the sight of the corpse. 
settle vt. make an agreement about; decide   
It’s time you settled the dispute. 
exasperate vt. irritate or annoy sb greatly 
She was exasperated by/at his stupidity. 
It’s exasperating to miss the train by half a minute. 
echo  
1) vt. vi. if a sound echoes or a place echoes (with) a sound, you hear the sound again because you 

are in a large, empty space 
The valley echoed back his song. 
The sound of footsteps echoed round the hall. 
2) vt. to repeat details that are similar to, and make you think of something else 
The design of the church echoes that of St. Paul's Cathedral. 
haunt vt. return repeatedly to sb’s mind  萦绕；浮现于脑际 
Memory about that spring still haunts me. 
pagoda n. religious building, typically a sacred tower of pyramid form 
maniac n.  
1) a mad person 
2) person with an liking for sth 
He is a football maniac. 
mania n.  
1) mental disorder 
2) extreme or abnormal enthusiasm  狂热 
The country has been infected by star m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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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p vt. vi. give a light blow to; move with such a motion 
The bird flapped its wings.  
Flags flapped in the strong wind.  
in proportion to: relative to 
Payment should be in proportion to work done. 
out of proportion to: in wrong relation to  
Her head is out of proportion to the size of her body. 
out of all proportion to: extremely improper for the situation 
His joke was out of all proportion to the occasion. 
fade vi. go slowly out of view or mind 
The voices became louder and closer and then faded away again. 
linger vi. stay for a long time, be unwilling to leave 
She lingered after the concert, hoping to meet the star. 
moan  
n. [C] long low mournful sound  呻吟 
moans of prisoners; moans of agony 
vt. utter moans 
He moaned, ‘where is the doctor?’ 
vi. to make a complaint in an unhappy voice, usually about something which does not seem 

important to other people  抱怨 
First she moans that she's too hot, and then that she's too cold. 
Paraphrase 
He had lost all that dreamy vagueness and indecision. Now he had the air of a man who has found his 

place in life. 
Six years ago, he was full of dreams and unclear about what he should do with his life. Now his 

manner and behavior showed that he had a successful career. 
hover vi. remain in the air in one place  盘旋 
a hawk hovering over its prey 
a helicopter hovering overhead 
luxury n. thing that is expensive and enjoyable, but not essential 
luxurious adj.  
slumber  
vi. sleep peacefully and comfortably  
The baby was slumbering peacefully. 
n. fall into a deep slumber 
prick sth up: when an animal pricks its ears up, or when its ears prick up, it puts its ears up straight 

because it is listening attentively to a small or distant sound 
The dog pricked up his ears. 
vt. make a small hole into, as with a needle or a thorn 
The nurse pricked my finger to get a small blood sample. 
bound vi. spring; jump 
The horse bounded across the meadow. 
what becomes of sb/sth: what happens to sb/sth 
I wonder what became of our neighbors after we left. 
grim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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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ugly, twisted expression showing pain, disgust, etc 
make/give a grimace of pain 
vi. grimace at sb/sth 
She grimaced at his gift with distaste. 
let it go (at that): say or do no more about sth 
I don’t quite agree with what you say, but I’ll let it go at that. 
melancholy  
adj. sad, low-spirited 
a melancholy piece of music 
n. sadness which lasts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often without any obvious reason 忧郁 
ripple  
vt. vi. (cause to) move in small waves; (cause to ) rise and fall gently 
The breeze rippled the water. 
rippling mountain ranges 
n. [C] a small wave on the surface of water 
greenish adj. somewhat green 略带绿色的；有些发绿的 
beak n. horny projecting mouth of a bird (有图) 
Paraphrase 
… their souls had, as it were, put their arms round each other and dropped into the same sea, content, 

to be drowned, like mournful lovers. 
They were united and shared each other’s feelings and they wanted this situation to last permanently. 
breathe vt. say sth that should usually be kept secret 
If you breathe a word of this to anyone, I'll be really upset. 
mock vt. vi. make fun of sb, esp. by mimicking  嘲笑；嘲弄 
mock (at) sb’s cowardice, fears, worries, etc 
mockery n. [U] 
He replied with a note of mockery in his voice. 
snap the cigarette case to 
to adv. to or in the usual or required position, esp. a closed or almost closed position 
Push the door to. 
clutch  
vt. seize eagerly; hold tightly 
He clutched the rope we threw to him. 
She clutched the baby to her chest. 
vi. clutch at sth: try to seize 
purr vi. to make a quiet continuous soft sound 
The cat purred as I stroked its fur. 
scrape vt. injure or damage sth by rubbing roughly  擦伤；刮坏 
I scraped the side of my car against a wall. 
Here: rub roughly so as to make a sharp sound 
engross vt. (usu. passive) occupy all the time or attention of sb 
He is totally engrossed in his work. 
an engrossing story 
naïve adj. natural and innocent in speech and behavior; unaffected  自然天真的；不做作的 
It was a little naive of you to think that they would listen to your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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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ound vt. (usu. passive) overcome sb with surprise; shock 
We were astounded to know your decision. 

Unit 4 Diogenes and Alexander: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Give more information on Diogenes and Alexander. Explain Diogenes’s philosophy, Cynicism. 
Diogenes (412 ~ 323 B.C.): 
was born in Sinope, Asia Minor, belonged to the school of Cynics in Athens, believing that all 

comforts and luxuries are only hindrance of natural and good life. Therefore, he lived like a dog, eating 
and wearing only the coarsest food and clothing, sleeping on the bare ground, and even adopting some 
sort of tub as a dwelling. During a voyage, he was captured by pirates and sold as a slave in Corinth, 
where he lived the rest of his life.  

After his death, the people of Corinth erected a pillar in his memory, on top of which there was a dog. 
‘Dog’ was the half-mocking, half-affectionate nickname for Diogenes, and the symbol adopted by the 
Cynics.  

There are many interesting stories concerning Diogenes, his carrying a lantern in the daylight, his 
encounter with Alexander, etc. when he was captured by pirates and about to be sold as a slave, he was 
asked what trade he knew. He answered that all he knew was how to govern men; he wanted to be sold to 
a man who needed a master. 

Cynicism:  
a school of philosophy, advocating that people should live naturally and simply. All material 

possessions and social conventions are unnecessary. The Cynics despise worldly pleasures, luxuries and 
comforts of life.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word ‘cynic’ is ‘like a dog’. Therefore, the doctrine of 
Cynicism can be summarized as ‘to live like a dog.’  

Alexander the Great (356 ~ 323 B.C.): 
was the son of Philip II of Macedon. Philip had reformed the Macedonian army, had subdued the city 

states of Greece, partly by force, partly by bribery. When he planned to lead the Greeks against their old 
enemy Persia, he was murdered, and Alexander became King of Macedonia at the age of 20. He inherited 
from his father a passion for conquest and a keen interest in military strategy. In the spring of 334 B.C., he 
started his great expedition against Persia. With an army of about 30, 000 infantry and 5000 cavalry, he 
completely defeated the Persian army. He was a student of Aristotle. He loved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He had a brilliant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He was courageous, extremely generous 
to the defeated, cruel to those who resisted. After his death, his name became a legend throughout the 
countries he had conquered, and many heroic stories are told of him. 

2. Pre-reading Questions: 
a. How would you describe Diogenes’s life? Why did he live that way? 
b. What kind of a man was Alexander? 
c. What is your understanding of his saying, ‘If I were not Alexander, I should be Diogenes.’? 
3.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10): Diogenes 
Part II (11 ~ 13): Alexander 
Part III (14 ~ 17): the dramatic encounter between the two 
4.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lunatic  
n. wildly foolish person 
You are driving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road, you lun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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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 foolish and dangerous 
a lunatic idea 
scratch vt. vi. scrape or rub the skin, esp. to relieve itching 
Scratching the rash will only make it worse. 
do one’s business: (euphemism) empty one’s stomach or pass water 
squat vi. sit on one’s heels or on the ground with the knees drawn up under or close to the body  蹲；

收膝而坐 
The old man squatted down by the fire. 
wash down: swallow food or medicine with the help of liquid 
provide for: make ready for; do what is necessary for  筹备；抚养 
He has a large family to provide for. 
stroll  
vi. walk in a slow leisurely way  散步 
They are strolling in the park. 
n. go for/ have a stroll 
Everybody knew him, or knew of him.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knew’ and ‘knew of’? 
scant adj. very little and not enough 
He pays scant attention to the needs of his children. 
a mischievous pebble (transferred epithet)  
abuse n. [U] insulting words; offensive or coarse language  辱骂；粗话 
The word ‘bastard’ is often used as a term of abuse. 
They were not quite sure whether he was mad or not. He knew they were mad, … 
Are the two ‘mad’s here identical in meaning? 
squatter n. person who takes unauthorized possession of unoccupied premises  擅自占有无人居住

的房屋者 
Paraphrase 
He thought everybody lived far too elaborately, expensively, anxiously. 
People enjoy delicious food, comfortable beds and houses. Besides, they often put ornaments on 

them. These, together with other luxuries in life, cost lots of money. In order to earn so much money and 
keep your possessions safe, they have to live under great pressure and anxiety. In Diogenes’ opinion, those 
luxuries and worries are unnecessary and we should simplify our lives.  

satirize vt. make fun of sb/sth by means of satire  讽刺 
Politicians are often satirized on TV and radio. 
convert vt. vi. (cause to) change in form, character, opinion, etc 
What's the formula for converting pounds into kilos? (convert A into B) 
He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when he got married. (convert sb to sth) 
earthenware (glassware, silverware, software, etc.) 
discard vt. throw away; stop using or wearing  丢弃；废掉 
discarded beliefs/clothes 
inhabit vt. live in; occupy  占据；栖居 
It is a lonely island, inhabited only by birds.  
inhabitant n. 居民；栖息的动物 
Paraphrase 
But he was the first who ever did so by choice, out of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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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was not the first person to live in a discarded jar. But he was the first person who did so willingly, 
based on a principle, a theory. In other words, he was not forced by his poverty to live in a jar, but because 
he believed that people should live simple lives. 

expound vt. vi. explain by giving details or examples 
She uses her newspaper column to expound her views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Only so can you live a free life. (What are the words that usually cause reversion?) 
extravagance n. extravagant thing, act, statement, etc.  奢侈品；放纵的行为 
Perfume is my greatest extravagance. 
extravagant adj. spending, using or doing more than necessary in an uncontrolled way 
the extravagant lifestyle of a movie star 
That was very extravagant of you to buy strawberries out of season. 
procure vt. obtain, esp. with care or effort 
The book is out of print and difficult to procure. 
perish vi. (fml.) be destroyed; die 
Thousands of people perished in the earthquake. 
perishable adj. likely to decay or go bad quickly 
Paraphrase 
In order to procure a quantity of false, perishable goods he has sold the only true, lasting good, his 

own independence.  
In the process of getting a certain amount of worldly possessions, which cannot last a long time and 

have no values at all, he worries so much and depends so much on them that he in fact loses freedom and 
becomes a slave to his possessions. 

imprint vt. to mark a surface by pressing something hard into it 
imprint a letter with a postmark / imprint a postmark on a letter 
Paraphrase 
His life’s aim was clear to him: it was ‘to restamp the currency’: to take the clean metal of human life, 

to erase the old false conventional markings, and to imprint it with its true values. 
To Diogenes, human life is like clean metal, but marked with false values. He regards it as his duty to 

erase those false values and print true values on it. That is, to use his philosophy to replace their false 
ideas. 

Diogenes answered ‘I’m trying to find a man.’ 
What does ‘a true man’ here refer to? 
drill  
vt. vi. to practice something, especially military exercises, or to make someone do this 
The crew members were being drilled to rescue passengers in emergencies. 
n. an activity which practices a particular skill and often involves repeating the same thing several 

times, especially a military exercise intended to train soldiers 
The soldiers have three hours of drill a day. 
fortifications n. [C often pl.] defensive walls, towers, earthworks, etc  防御工事 
These fortifications were all buil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Diogenes took his old cask and began to roll it up and down. ‘when you are all so busy,’ he said, ‘I 

feel I ought to do something!’ 
What did he try to tell people by doing this? 
page or page boy: boy servant, usu. in uniform, in a hotel or club 
look over: examine sth one by one or part by part 



6159 

I have looked over all records about him and didn’t find anything wrong. 
totter vi. walk with weak unsteady steps 
She tottered unsteadily down the stairs in her high-heeled shoes. 
walk, pace, stroll, shuffle, toddle [(especially of a young child) to walk with short steps, trying to 

keep the body balanced], stagger, swagger [walk or behave in a self-important manner] 
conquer vt. take possession of sth by force 
The Spanish conquered the New World in the 16th century. 
conquest n.  
conqueror n. 
Alexander was far older and wiser than his years. 
chivalrous adj. behaving like a knight, polite, honorable and kind towards women 
automaton n. (pl. ~tons or ~ta) person who acts without intelligence; robot 
Iliad & Odyssey 
emulate vt. try to do as well as or better than  
emulate sb at sth 
She practiced very hard to emulate her sister at the piano. 
in particular: especially or specifically 
The whole meal was good but the wine in particular was excellent. 
corps n. (pl. corps) military force made up of two or more divisions 
The man of the hour, of the century 
unanimous adj. (of a decision, an opinion, etc.) given or held by everybody 
She was elected class president by a unanimous vote. 
The proposal was accepted with unanimous approval. 
acclamation n. 
acclaim vt. welcome with shouts of approval; applaud loudly  欢呼；喝彩 
The winner of the race was acclaimed by the spectators.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Diogenes?’ 
‘Yes,’ said the Dog. ‘Stand to one side. You’re blocking the sunlight.’ 
What is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his answer? 
When Alexander asked the question, he was thinking of a warm garment, a comfortable house, or 

money. But Diogenes didn’t need any of those things. To him, Alexander was the very symbol of money, 
power and worldly desires and the hindrance to his teaching. 

titter n. vi. half-suppressed little laugh  偷笑；窃笑 
smile, laugh, giggle, grin, chuckle, guffaw 
nudge vt. touch or push slightly with the elbow in order to draw sb’s attention privately 
I nudged her and pointed to the weird-looking man across the street. 
paradox n. [C] statement which seems absurd or contradictory, but is or may be true   
e.g. She loves her sun so much that she has to be cruel to him. 
toil vi. work long or hard 
We toiled away all afternoon to get the house ready for our guests. 
Paraphrase 
He knew that of all men then alive in the world only Alexander the conqueror and Diogenes the 

beggar were free. 
Diogenes has no desires for material possessions, worldly pleasures; he has nothing to lose, to fear, to 

worry about, so he is free. Alexander, in contrast, has absolute power; all his desires are satisfied, so h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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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 too. 
5. Discussion Topic: 
What is your opinion concerning Diogenes’s philosophy? Suppose the world should follow Diogenes, 

what would be the results? On the other hand, would you dismiss his philosophy altogether since it seems 
to be against progress and civilization? Have you learned anything valuable from his philosophy? 
Unit 5 Silent Spring: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Rachel Carson: 
Born in 1907, American ecologist, scientist and writer, B.A. in English, M.A. in Zoology, included as 

one of the 100 most influential figures in the 20th century by New York Times. Her essential view: Much 
of Nature is beyond the reach of man, that God has a course for the stream of life, and Man could not 
interfere with it.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is to mold life and life should not have the power to change 
drastically or destroy the physical world.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20th century, while most people were 
celebrating the breath-taking progres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rson was among the first and most 
courageous to uncover the dark sid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peak out about it. 

Silent Spring: 
Published in Sept.,1962. Even before its publication, it received hostile attacks from the chemical 

industry. Some argued that the chemicals were mankind’s only sure defense against starvation and disease. 
They did not admit the chemicals’ potential for harm and condemned Carson as making too much fuss 
about the use of them. A government official attacked Carson personally, ‘I thought she was a spinster. 
What’s she worried about genetics for?’ Many other took her writing seriously. President Kennedy ordered 
the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pesticides.  

The problem of the imbalance in our ecosystem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acute these days. Everyday 
there are reports about polluted rivers and lakes, frequent acid rains and sand storms, soil erosion, 
desertification, deforestation, over-fishing. We, as the inhabitants of earth, all should have the sense of 
duty or mission to preserve the environment. 

2. Presentation Task: 
What do you think of Carson’s views published some forty years ago? Do you think it has any 

relevance to today’s realities in our own country? 
3. Pre-reading Questions: 
a. How did the author describe the town before the disaster? What did it look like after the 

disaster? 
b. How did Carson explain the ecological disasters? What did she believe are the factors that cause 

the modern insect problem?  
c. Did Carson mean that we should never use insecticide? What did she suggest? 
4.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 9): two contrasted descriptions of a central American town, which leads to the question, 

‘What causes the disaster?’ 
(1~2): the description of the beauty of this town. The author describes the town in its various seasons, 

the trees, flowers, birds, fish, foxes, deer. She also uses color and sound images to appeal to the reader’s 
senses 

.(3~7):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ame town after it was stricken by some disaster. The plants withered; 
animals and people sickened; there were no birds on trees or fish in the river. It was a silent spring 

Part II (10 ~ 18):  The disaster is caused by human beings’ indiscriminate and imprudent use of 
chemicals to kill weeds and ins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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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I (19 ~ 24): The author points out two factors that lead to the explosive increase of insect 
population and gives her suggestion on how to deal with the insect problem. 

Part IV (25): Conclusion 
5.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life n. [U] living things collectively 
Is there life on the Mars?  
in harmony with: agreeing; matching    
His tastes are in harmony with mine. 
harmonious adj.  
surroundings n. [pl.] all the objects, conditions, etc that are around sb/sth    
Animals in zoos are not in their natural surroundings. 
The following expressions contain metaphor. 
white clouds of bloom (para. 1): flowers growing in groups and looking like white clouds from the 

distance 
a blaze of color (para. 1): yellow and red colors that are so bright that they look like flames 
birch n. 桦树 
flicker vi. (of a light) burn or shine unsteadily   
When the door opened, all the lights flickered for a moment. 
fern n. 蕨类植物 
eye n. visual perception; observation  
To her expert eye, the painting was terrible. 
migrant n. person or animal who migrates   迁徙的人；候鸟 
trout n. 鳟鱼 
raise a house / sink a well 
spell n. 
1) [C] words, which, when spoken, are thought to have magic power 
The wizard recited a spell. 
2) [C] state or condition caused by the speaking of such words 
cast/put a spell on sb  
flock n. group of sheep, goats or birds of the same kind 
a flock of wild geese/sheep 
sicken vi. become ill    ~ for sth 
Most people sickened for heat. 
desert vt. go away from a place without intending to return 
The village had been hurriedly deserted, perhaps because terrorists were in the area. 
deserted adj. with no one present   
deserted street/house 
throb vi. (of the heart, pulse, etc) beat, esp more rapidly than usual   悸动 
His wound throbbed with pain. 
marsh n. [C, U] (area of) low-lying wet land  沼泽；湿地 
wither vt. vi. (cause to) become dry or dead 
The flowers will wither if you don’t put them in water. 
His legs were withered by disease and starvation. 
substantial adj. large in amount; considerable   数目大的；可观的 
There has been a substantial decrease in orders since the winter 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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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sh adj. cruel; severe   
a harsh punishment 
modify vt. change sth slightly, esp to make it less extreme or to improve it 
The heating system has recently been modified to make it more efficient. 
alter vt. vi. (cause to) become different 
I didn’t recognize him because he had altered so much. 
The plane altered course. 
Paraphrase 
To a large extent, … acquired significant power to alter the nature of world. (para. 10) 
The outward appearance and regular behaviors of plants, animals and all living things used to be 

shaped by the environments. They have to make changes in order to adjust to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s. 
In the long history of life on earth, the effects of living things on earth have been comparatively slight and 
insignificant. Only in recent centuries has man got the power to mak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to change 
environments to satisfy their own needs. 

During the past quarter century this power has not only become increasingly great but it has changed 
in character. (para. 11) 

In the past, human beings killed animals for food, cut down trees to make farmlands, to build houses, 
dug coals and iron ores from the earth, that is, they converted natural resources to their own use. But 
recently, they begin to manufacture cars, which produce poisonous gases, and develop various chemical 
products and nuclear power, which poison the environments. Their power to change nature not only 
increases, but goes to the harmful side. 

assault  
n. violent and sudden attack   ~ on 
They made an assault on the enemy. 
vt. make an assault on 
He was sentenced to two years’ imprisonment for assaulting a police officer. 
contamination n. 
contaminate vt. make dirty, impure, diseased by adding sth impure or by touching 
These farmlands have been contaminated by radioactive material. 
lethal adj. causing or able to cause death 
lethal weapons/poisons 
sinister adj. showing ill will   恶意的；阴险的 
a sinister face / sinister looks 
spray vt. send out liquid onto sb/sth in tiny drops 
spray A on B  /  spray B with A 
spray paint on a car  /  spray crops with pesticide 
Paraphrase 
Chemicals sprayed on croplands or forests or gardens lie long in soil, entering into living organisms, 

passing from one to another in a chain of poisoning and death. (para. 11) 
The chemicals sprayed on crops are likely to enter birds and animals in food, and then pass out in 

waster matter from their bodies, get into the soil and are absorbed by the plants that grow on it. When 
birds and animals and people eat the plants, these substances again are taken into their bodies. The 
chemicals tend to be recycled in the food chains and poison all living things. 

millennium n. [C] period of 1000 years 
millennia [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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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phrase 
Given time – time not in years but in millennia – life adjusts, and a balance has been reached. (para. 

12) 
When the environment changes, living things can adapt to their surroundings, but it is a long process 

and it takes thousands of years for life to be in harmony with their modified world again. 
impetuous adj. acting or done quickly and with little thought or care; rash or impulsive   鲁莽的；

冲动的 
an impetuous young man / impetuous behavior 
tamper vi. ~ with sth   meddle or interfere with sth; alter sth without authority 
Someone has been tampering with the documents on my desk. 
synthetic adj. produced by synthesis; artificial 
synthetic diamonds, rubber, etc 
counterpart n. person or thing exactly like or closely corresponding to another 
The sales director phoned her counterpart in the other firm. 
Paraphrase 
And even this, were it by some miracle possible, … find their way into actual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para. 14) 
It would take some magic power to make living things adjust to these chemicals. Even if this were 

possible, it would be useless, because new chemicals are continuously being created and produced. 
coat vt. cover sb/sth with a layer of sth 
coat sth in/with sth 
biscuits coated with chocolate / a copper statue coated in gold 
film n. thin coating or covering over sth 
The film of dust over the furniture showed that the room had been vacant for months. 
be caught up in: be involved in against one’s wishes 
The company was caught up in a fraud scandal. 
spiral n. advancing or ascending continuous curve winding round a central point 
evolve vt. vi. (cause to) develop naturally and gradually 
Man has evolved from lower forms of life. 
He has evolved a new theory after many years of research. 
immune adj. that cannot be harmed by a disease 
immune from/against/to 
I’m immune to smallpox as a result of vaccination. 
immunity n. 
This vaccine will give you immunity for 2 years. 
immunize vt.  
Have you been immunized against smallpox yet? 
hence adv. for this reason  因此 
I fell off my bicycle yesterday, hence the bruises. 
flare-back n. revival; resurrection 
resurgence n.  
resurgent adj. reviving; coming back to reality 
a resurgent economy / a resurgent hope 
crossfire n. situation in which two people or groups are arguing, competing, etc and another is 

unwillingly inv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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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two countries clash, their business people often get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gear vt. gear A to B   adjust one thing to the working of another 
The country’s economy must be geared to the wartime requirements. 
Structure 
… the methods employed must be such that they do not destroy us along with insects. (para. 19) 
His behavior was such that everyone disliked him. 
The force of the explosion was such that all the windows were broken. 
Paraphrase 
Nature has introduced great variety into the landscape and holds the species within bounds. (para. 20) 
There are many species of living things on earth and Nature has its own method to keep the 

population of each species under control. 
habitat n. (of plants or animals) natural place and conditions of growth   产地；栖息地 
intermingle vt. vi. mix together  
intermingle (sb/sth) (with sb/sth) 
This novel intermingles reality with illusions. 
New York is a city where people of all races intermingle. 
colossal adj. very large; immense; huge 
a colossal building / a colossal amount of money 
reserve n. [C] place or area reserved for special use or purpose    
hitchhiker n. 
hitchhike vi. get a free ride by signaling for one 
suppress vt. put an end to the activities or existence of sth    镇压；抑制 
suppress one’s anger / suppress an uprising 
damp down  
1) reduce; make sth less strong 
This type of glass damps down noise. 
2) make a fire burn more slowly 
Paraphrase 
We are faced, according to Dr. Elton, … the explosive power of outbreaks and new invasions.’ (para. 

24) 
We are faced with a task critical to our survival. This task, however, is not to develop new chemicals 

to kill insects, but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insect population and the surroundings and restore 
their population to its proper size. 

contend vt. put forward as one’s opinion; argue; assert 
He contends that unemployment causes serious social problems. 
contention n.  
It is his contention that unemployment may cause serious social problems. 
potent adj. having a strong effect 
potent medicine / potent arguments  
subject vt. subject A to B   cause sb/sth to experience or undergo sth  
To test his will, he was subjected to great mental pressure. 
advance n. (attrib.) in advance   
give sb advance warning / make advance payment 
integrity n. state or condition of being complete 
physical integrity / territorial 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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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Discussion Topic 
What can we do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s individuals? 

Unit 6 How Do We Deal with the Drug Problem?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a. Introduce to your classmates the drugs mentioned in our text: marijuana, heroin, cocaine and 

methamphetamine. How do they look, how are they used and what harms do they work on the users?  
b. What are the causes for drug addiction (teenagers, adults, etc)? What are the harms that can be 

worked on the addicts (physical, family life, career, social, etc)? You may refer to Text B for examples. 
2. Text Organization: 
Drugs: 
Part I (1): stating his proposition to legalize drugs 
Part II (2 ~ 10): giving supporting ideas 
a. The author has tried almost every drug and is addicted to none. 
b. A man has the right to do what he wants. 
c. Any sane person will not become a drug addict. 
d. Forbidden fruit is always delicious. 
e. There will be no crimes, no costs for law enforcement. (That is also why people refuse to 

legalized drugs.) 
The Trouble with Legalizing Drugs: 
Part I (11 ~ 15): The author first acknowledges that legalization has some immediate effects and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advocate legalizing drugs. 
Part II (16 ~ 18): He points out that legalization has an ugly gaping hole. 
Part III (19 ~ 20): He observes that neither legalization nor further criminalization can solve the drug 

problem satisfactorily and completely. 
Legalize? No. Deglamorize:  
Part I (21 ~ 26): Similar to the previous article, the author first acknowledges the immediate effects 

of drug legalization and then points out that it will eventually lead to catastrophe. 
Part II (27 ~ 31):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basic cause of drug addiction is cultural, so his 

proposed solution is to deglamorize. 
Part III (32): summary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t cost: at cost price 
The store would soon be relocated and was selling its goods at cost.  
The author doesn’t make the suggestion wantonly. To legalize drugs has been advocated by many 

people. What are the grounds for their advocacy? 
marijuana n. 印度大麻 
speed n. [U] (sl.) amphetamine used as a drug to produce a sense of well-being and excitement   安

非他明（用以产生欣快感和兴奋感） 
kick vt. (colloq.) give up; stop (esp. bad habits) 
Doctors should persuade smokers to kick the habit. 
for the record: so that it should be noted; for the sake of accuracy   供记录之用；为准确起见；必

须明确指出 
Just for the record, the minister’s statement is wrong on two points. 
whiff n. [C] ~ of sth   small amount breathed in   少量吸入 
He took a few whiffs of a cig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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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ortation n. 
exhort vt. advise sb strongly or earnestly; urge sb   规劝；告诫 
exhort sb to sth/do sth 
The chairman exhorted the party members to action/take action. 
Paraphrase 
Along with exhortation and warning, … interfere with his neighbor’s pursuit of happiness. (para. 3) 
While urging people not to take drugs and warning them of the dangers, we should remember that 

ever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untry, our people have held the idea of American freedom, that is,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do whatever he likes as long as he does not harm the interests of other people. 

zombie n. (infml) dull lifeless person who seems to act without thinking or not be aware of what is 
happening around him; automaton   行尸走肉 

too bad: to express one’s pity, regret, sympathy, etc 
Too bad we don’t have the book you ask for. 
mainliner n. 
mainline vt. vi. (sl.) inject a drug into a large vein for stimulation, often because of addiction 
She mainlined heroin. / He is mainlining on hard (烈性) drugs. 
Paraphrase 
Nevertheless, forbidding people things … always denied our governors. (para. 5) 
Considering the problem in psychological terms, things that are forbidden become all the more 

attractive, so forbidding drugs only makes people want them more. But our government never recognize 
this point. 

Explain Paragraph 6 
At that time, the government thought that alcohol was harmful and enslaved one’s mind and it was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eliminate alcohol from people’s life. However, during the years of Prohibition, there 
were many bootleggers selling liquor on the black market and many people died of drinking impure and 
unhealthy alcoholic drinks. Besides, the Prohibition Law was made arbitrarily and enforcement of the 
Law was ineffective, so people began to doubt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in general. But people today seem 
to have forgotten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stamp sth out: eliminate, destroy or suppress sth, esp by force or vigorous action   消除；毁灭 
stamp out an epidemic disease, terrorism, etc 
citizenry n. [U] citizens thought of as a group 
pusher n. (sl.) peddler of illicit drugs 街头贩卖毒品的小贩 
be/get hooked on sth: (sl.) be/become addicted to sth; be/become completely committed to sth    迷

上；完全陷于 
Life had been getting even worse since her husband got hooked on gambling. 
have a vested interest in sth: be likely to gain or lose from it, or be affected in some way by it    对

某事物保有既得利益 
You have a vested interest in Tim’s resignation. (because you may get his position) 
narcotic n. adj. (kinds of drug) producing sleep or insensibility   麻醉剂；麻醉的 
the Mafia: a secret terrorist group in Sicily; originally opposed tyranny but evolved into a criminal 

organization in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mafia: a crime syndic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organized in families; believed to have important 

relations to the Sicilian Mafia 
fix n. (sl.) injection of a narcotic drug   注射麻醉品 
After the police interrogation, he couldn’t wait to get himself a f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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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in Paragraph 10 
Legalization is impossible at present for mainly two reasons. First, most American people consider 

taking and selling drugs as immoral and sin to be punished. It is difficult to change their attitude. Second, 
selling drugs and fighting drugs are both highly lucrative businesses, many people don’t want to give up 
this opportunity to make money. 

Paraphrase 
If you can’t win the game … be resolved by legalizing it. (para. 11) 
Because you can’t succeed in persuading people not to use drugs or eliminating drug-related crimes, 

so you legalize drugs. That is a compromise, a giving-in, not a solution. 
stigma n. [C, U] mark of shame or disgrace; shameful feeling or reputation   耻辱的标记；羞耻 
There is less stigma attached to being a single mother now than there used to be. 
作为单身妈妈不像过去那样见不得人了。 
anew adv. in a new or different way; again  重新 
Our efforts must begin anew. 
Paraphrase 
He felt as though he was bailing out the ocean with a teaspoon. (para. 14) 
There are so many drug dealers, users, and drug related crimes, that the effort taken by the authorities 

doesn’t work much effect. 
gape vi. be or become open wide  张开；张大 
He looked as if he had just had a fight, hair messy, his shirt gaping open with a button missing. 
Explain Paragraph 18 
Economist Milton Friedman had written William Bennett a letter, which was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 to express his legalization suggestion. Bennett answered his letter by writing an article on Wall 
Street Journal to point out the big flaw in legalization, that is, drug use would increase sharply.  

rebut vt. prove sth to be false; refute   证明…不实；反驳 
She has rebutted the charge that she has been involved in any financial malpractice. 
rebuttal n. 
evidence in rebuttal of a charge 
repeal vt. withdraw (a law, etc) officially; revoke  废止；撤销 
The apartheid policy in South Africa was repealed in 1991. 
miss the boat 
1) miss the point of; fail to understand 
I missed the boat on that explanation. 
2) be too slow to take an opportunity 
If we don’t offer a good price for the house, we’ll probably miss the boat altogether. 
ill n. [C] misfortune; trouble  不幸；灾难 
the various ills of life 
impoverish vt. make sb poor    
She is going out with an impoverished young actor. 
drug boot camps: detention centers for drug addicts 
multifaceted adj. having many different parts; involving many different aspects 
It’s a multifaceted business, offering a range of services. 
这是一个经营多种项目的公司，提供一系列的服务。 
Paraphrase 
Bennett is right to say the nation’s drug problem … limit his targets. (par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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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refuting legalization advocates, it is right for Bennett to say that drug problem involves too 
many aspects and is too complicated to be solved by legalization. But he shouldn’t have limited his targets 
just to drug sale and abuse, without looking deeper into many related social problems. 

proverbial adj. widely known and talked about   众所周知的 
His honesty is proverbial. 
illusory (illusory) adj. based on illusion; deceptive   幻觉的；虚假的 
Their hopes of a peaceful solution turned out to be illusive. 
cartel n. a group of similar independent companies who join together to control prices and limit 

competition  卡特尔；商业联盟 
an oil cartel 
to boot: (arch or joc) in addition; as well  除此之外；再者 
She is an attractive woman, and wealthy to boot. 
be here to stay: (colloq.) be permanent   持久；根深蒂固 
I hope the equality principle is here to stay. 
pharmacy n. 
1) [U] (study of the) preparation and giving out of medicines and drugs   药学；制药；配药 
2) [C] place where medicines are prepared and given out    药方；药店 
intoxicant n. intoxicating substance, esp alcoholic drink 
intoxicate vt. cause sb to lose self-control    使麻醉；使陶醉 
intoxicate sb with sth 
He had been drinking all night and was thoroughly intoxicated. 
The whole family were intoxicated with joy on hearing the news. 
proponent n. person who proposes sth   提议者；建议者  (vs. opponent) 
sanction n. 
1) [U] permission or approval for an action, a change, etc   批准 
The book was translated without the sanction of the author. 
2) [C] measure taken to force a country to obey international law   制裁 
undercut vt. offer goods or services at a lower price than one’s competitors 
They are undercutting us by $ 20, 000 each set of equipment. 
rationale n. fundamental reason for or logical basis of sth   基本原理；理论基础 
paradigm n. type of sth; pattern; model   范例；样式；模范 
Some of these educators are hoping to produce a change in the current cultural paradigm. 
Note for Paragraph 28 
Smoking has its cultural origin. So does drug use. When many teenagers were asked why they took 

marijuana, they said because their sisters, brothers and friends also used it. Many singers and artists took 
drugs for inspiration. Cannabis plant is printed on T-shirts and caps for sale. It’s simply cool and trendy to 
take marijuana. It’s estimated to one of five high school juniors and one of four seniors take marijuana. 

crack down on sb/sth: impose more severe treatment or restrictions on sb/sth   严惩；镇压 
The local police are cracking down on gambling. 
go round: be enough for everyone to have a share    
There isn’t enough whisky to go round. 
confiscate vt. take possession of sth by authority, without payment or compensation   没收；充公 
If you’re caught smuggling goods into the country, they are sure to be confiscated. 
confiscation n. 
premium n. additional payment  额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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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have to pay a premium of $ 2 for express delivery. 
Paraphrase 
And if you are just a politician looking for reelection, send in the Marines and wave to the cameras. 

(para. 32) 
And if you are just a politician trying to win over people’ votes, just pretend that you are taking the 

toughest action against drugs, to increase your publicity and popularity, without considering whether the 
action is effective or not. 
Unit 7 Inter-Lesson (1) 
Unit 8 In My Day: 

1. Presentation Question: 
How does the author gradually come to understand his mother?  
Does his mother’s problem simply consist in old age, senility?  
How does the author explain the causes of generation gap?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causes of generation gap? 
Do you believe it is inevitable?  
What should we do about it?  
Use examples of your own experience or what you have heard of to illustrate.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 45) devoted to the memory of his mother 
Part II (46 ~ 53) examining his relation with his son 
Part III (54 ~ 55) concluding that life is a braided chord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preside vi. 
preside at: be chairman; chair  主持 
The Prime Minister presid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cabinet. 
preside over: be head or director of sth; control or be responsible for sth    掌管；领导 
The City Council is presided over by the mayor. 
Paraphrase 
Through all this she lay in bed … beyond the gift of physical science. 
Although physically she lay in bed, she was able to travel into the future or the past mentally. She 

moved so freely that, though modern science has offered people various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like 
aeroplane or spaceship, they could not travel as rapidly and easily as she did. 

overgrown adj. having grown too large or too fast 
He is not an adult, just an overgrown boy. 
prompt adj. done without delay; punctual   迅速的；准时的 
I was surprised by his prompt reply. 
dismiss vt. put (thoughts, feeling, etc) out of one’s mind; consider sth not worth thinking of   摒除；

对…不以为然 
He tried to dismiss her from his thoughts. 
dismiss an idea / a suggestion 
Paraphrase 
She gazed at this improbably overgrown figure out of an inconceivable future and promptly 

dismissed it. 
That day her mind went back to fifty years ago when she was a young country wife. She couldn’t 

conceive things happening in the future and the man sitting at her bedside seemed too big and old to be 



6170 

her son, so she refused to believe what he said. 
hazy adj. 
1) misty 
It was a hazy day and we couldn’t see far. 
2) vague 
hazy memories 
fierce adj. violent and angry   凶猛的；凶狠的 
fierceness n. 
Paraphrase 
There had always been a fierceness in her. … a great one she had always been for issuing opinions. 
There had always been a fierceness in her. When she expressed an opinion, her chin would come 

forward which made her look angry and defiant. And she liked to express her opinions, never afraid of 
speaking her mind. 

caution vt. give a warning to sb 
caution sb against sth / caution sb not to do sth 
The teacher cautioned her against being late. 
We were cautioned not to drive too fast. 
formidable adj. causing fear and great anxiety; difficult to deal with 
a formidable appearance   可怕的外表 
formidable obstacles   难以克服的障碍 
have it/things/everything one’s own way: have what one wants, esp by imposing one’s will on others   

为所欲为 
All right, have it your own way. I’m tired of arguing. 
bend vt. force sb to submit to sth    bend sb to sth  
She bent the jurors to her will. 
on the run 
1) continuously active and moving about   忙个不停 
2) in flight   逃跑 
He was on the run from the police. 
behead vt. cut off the head of  
Six people were beheaded. 
trip vt. vi. catch one’s foot on sth and stumble or fall; cause sb to do this     trip over/up 
She tripped over a stone and fell. 
He tried to trip me up, but failed. 
tumble vt. vi. (cause to) fall helplessly or violently, usu. without serious injury 
tumble down the stairs / off a bicycle / out of a tree / over a step 
The children tumbled each other over in the snow. 
debris n. [U] scattered fragment; wreckage   散落的碎片；残骸 
After the crash, debris from the plane was scattered over a large area. 
giblets n. [pl.] heart, liver, etc of a goose, hen etc   禽类的内脏 
battered adj. out of shape because of age, regular use or frequent accidents 
His car looks rather battered. (破破烂烂的) 
Question 
What kind of a woman was the author’s mother when she was young? Can you give a character 

sketch of her: her manners and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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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ise vt. inform or notify sb   advise sb of sth 
Please advise us when the goods are delivered. 
Guy Fawkes (1570 ~ 1606), English conspirator, notorious for his part in the Gunpowder Plot. In 

1593, he joined the Spanish Army. While serving in Flanders, he was hired to be the principal agent in the 
conspiracy to blow up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He was hanged in Westminster on Jan. 31st, 1606. In 
England, Guy Fawkes Day is celebrated every Nov. 5th by setting off fireworks. 

rhyme n. [C] verse or verses with rhymes  韵文 
sing nursery rhymes to the kids 
treason n. [U] betrayal of one’s country or its ruler   叛国通敌；背叛 
His disclosure of the secret was punished as treason. 
plot n. secret plan made by several people to do sth; conspiracy   密谋；阴谋 
The plot to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was discovered in time. 
scheme n. secret or evil plan 
diagnose vt. find out the nature of an illness by observing its symptoms   diagnose A as B 
The doctor diagnosed his rash as allergy. 
senility n.  
senile adj. suffering from bodily or mental weakness because of old age 
He keeps forgetting things; I think he is getting senile. 
ferocity n. 
ferocious adj. fierce, violent or savage 
Paraphrase 
For ten years or more the ferocity with which she had once attacked life … a time in which she was 

needed. 
She used to be a young and capable country wife, who was busy all day and had to run to do things, 

who was needed, loved and respected, but when she grew old, she was physically weak, having nothing to 
do and nobody to talk to. She was no longer needed or loved. She was angry with herself and hated the 
present life. But the last fall enabled her to escape reality and return to the past when she was respected, 
needed and loved. 

banal adj. commonplace; uninteresting   
banal remarks / banal thoughts 
banality n. 
the silver lining: the bright side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wear n. [U] damage or loss of quality from use   磨损 
His shoes showed signs of wear. 
pep talk: talk intended to fill the listener with spirit 
pep n. [U] lively spirit or energy    
After her coffee, she felt full of pep again.  
flag vi. droop, hang down; (fig.) become tired or weak 
My interest is flagging. 
vein n. (sing.) manner or style; mood 
The same story was interpreted in a comic vein. 
mend one’s ways: improve one’s habits, way of living, etc 
If you don’t mend your ways, you may hardly be accepted by the new team. 
fatigue  



6172 

n. [U] great tiredness usu. resulting from hard work or exercise 
We all suffered from fatigue after two hours’ hiking. 
vt. make sb very tired  
radiant adj.  
1) sending out rays of light; shining brightly   the radiant sun 
2) bright with joy, hope, love, etc  (容光焕发) 
The parents were radiant with joy at their son’s wedding. 
Paraphrase 
A world had lived and died, … than I knew of the world of the pharaohs. 
Although my mother and grandfather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me, their lives seemed to me a distant 

past. I knew as little about them as I knew about the Egyptian kings from the history books. 
orbit  
n. path followed by a heavenly body   the earth’s orbit round the sun 
vt. vi. move in orbit round sth   
Nine planets orbit the sun. 
interrogate vt. question sb aggressively or closely and for a long time    询问；审问；盘问 
Thousands of dissidents (持不同政见的人) have been interrogated or imprisoned in recent weeks. 
interrogation n.  
interrogator n. 
Paraphrase 
The orbits of her mind rarely touched present interrogators for more than a moment. 
She lived in the past, while we lived in reality. We lived in different worlds. Her mind would come 

back to reality for a moment, and then wander away again. She would rarely respond to people who asked 
her questions. 

in/out of touch with: having/not having information about  
He's not really in touch with what young people are interested in. 
stun vt. shock, confuse the mind of  
He was stunned by the news of his father’s death. 
exemplary adj. serving as an example; suitable for imitation   模范的；楷模的 
exemplary behavior （模范行为）; an exemplary student （模范学生） 
Paraphrase 
If a parent does lift the curtain a bit, … how much harder life was in the old days. 
If a parent doe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tell the children about his past, he often tends to be didactic 

and tells them how hard life was in his time. His purpose is to teach the children a moral lesson so that the 
children should imitate him and work hard as well. 

affluent adj. rich; prosperous 
He was born and raised in affluent circumstances. 
affluence n. 
macaroni n. [U] 通心粉 
Paraphrase 
… he gazed at me with an expression of unutterable resignation and said, ‘Tell me how it was in your 

day, Dad.’ 
He knew what I was going to say, that is, how I used to work hard and be an excellent student at 

school. He hated being lectured, but he couldn’t help it, so he just gazed at me with the look of resignation 
which couldn’t be described b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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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phrase 
He looked upon the time that had been my future in a disturbing way. My future was his past, and 

being young, he was indifferent to the past. 
The author here was speaking in the position of a child. As a child of 10, he perhaps made up his 

mind as to what he would do when he was 25 years old. Now he was in his mid-30s, he hoped his son 
would do the same. However, his way of living  was already out of date and his son was quite indifferent 
to his teachings which worried him a lot. 

Paraphrase 
Instinctively, I wanted to break free, and cease being a creature defined by her time. 
I didn’t want to live by the rules and standards of my mother’s time; I wanted to branch out on my 

own, and be free and independent. 
span  
n. length in time from beginning to end 
a span of 6 years / life-span 
vt. extend over or across sth; stretch across  跨越 
Their love story spanned almost half a century. 
Paraphrase 
We all come from the past, … by the span of a single journey from diaper to shroud. 
Life doesn’t simply mean the period from birth to death. It’s like a braided chord, that is, it is 

influenced by a mixture of factors existing long ago and will influence the life of later generations. 
Therefore, we should know something about our parents, our ancestors, ie our roots. 
Unit 9 Globalization’s Dual Power: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What is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 is primarily an economic phenomenon. It involves the increasing interaction, or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s through the growth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vestment and 
capital flows. 

In a broader sense, it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that with the development in transport and 
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cross-border social,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practices in different nations become assimilated. 

Benefits: 
a. Globalization raises the productivity and living standards of people in countries that open 

themselves to the global marketplace. Globalization expands economic freedom and spurs competition. 
Competition and widening of markets in turn lead to specialization and labor division, which raise 
productivity. With production increase, economies of scale and scope reduce production costs and prices.  

b. For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globalization offers access to foreign capital, global export 
markets,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while breaking the monopoly of inefficient and protected domestic 
producers. 

Problems/Concerns: 
with capital inflows 
Large capital inflows can increase vulnerability to external shocks and shifts to market sentiment. 

Sudden capital outflows can be very damaging.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orkers in certain sectors of the economy lose their jobs as innovations in IT create a greater 

demand for high-tech workers and introduce efficiencies that make some jobs obsol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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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environment  
Companies in many advanced nations are able to circumvent environment laws in their countries by 

setting up production facilities in countries that do not have stringent environmental rules. 
with cultural invasion  
Pop culture, which many critics complain is primarily Amercan, filters throughout the world. 
with health  
The increas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people increases opportunities for the spread of disease 

around the world.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 2): Globalization is a double-edged sword. It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our 

life. 
Part II (3 ~ 17):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and the benefits it brings to various countries 
Part III (18 ~ 31): the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globalization,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art IV (32 ~ 34): the benefits and perils involved in globalization and the author’s uncertainty about 

which one will finally prevail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vehicle n. 
1) vehicle for sth: means by which thought, feeling, etc can be expressed  媒介；手段 
The play was an excellent vehicle for the actress’s talents. 
2) conveyance such as a car, lorry or cart used for transporting goods or passengers on land  （陆

上）交通工具 
motor vehicles 
erode vt. (esp. passive) destroy or wear sth away gradually 
Metals are eroded by acids. 
erosion n.  
At the edge of a new century … threaten economic and social stability. 
With the 21sth century approaching, we realized that globalization means two things to us. It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our life. On the one hand, it pushes the economic growth, spreads 
new technology, and increases national wealth.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a highly controversial issue. 
For instance, some people suspect that globalization is only a modified term for colonization. They feel 
their national sovereignty is in danger. People are forgetting their traditions and cultures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stability is threatened. 

Take our own country for example. Many western countries’ multinationals have subsidiaries in 
China. Graduates today view the offers from those companies as more desirable than those from national 
industries. They prefer to work in foreign companies, foreign banks. They believe English, German, 
French as more useful than their native language. They consider the Brazilian barbecue and Italian pizza 
as more delicious than traditional Chinese food. They are forgetting their culture and traditions. 

upheaval n. sudden violent change or disturbance  剧变；动乱 
political, social upheavals 
Paraphrase 
A daunting question of the 21st century … whether it will come to control them. 
A threat nations face in the 21st century is whether they can keep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under 

control and ensure they benefit from it or they will be controlled by the process and lost their national 
id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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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y adj. following the latest fashion 
Paraphrase 
In some respects globalization is merely a trendy word for an old process. 
Globalization, in its broadest sense, started a long time ago, although the term is new. We can trace it 

to the time when Columbus discovered America and made trade across the Atlantic possible or to the trade 
along the Silk Road or around the Mediterranean. If any effort to break nation borders to communicate 
and trad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can be included under the term ‘globalization’, then it has a very long 
history. 

retard vt. slow the progress or development of sth; hinder 
Lack of sunlight retards plant growth. 
retarded adj. backward in physical or mental development  （身体或智力）发育迟缓的 
champion  
vt. support the cause of; defend vigorously  支持；维护 
n. person who fights or speaks in support of another or of a cause  拥护者；斗士 
a champion of free speech, of women’s rights 
combat vt. vi. combat (against/with) sb/sth 
1) fight or struggle against     combat the enemy 
2) try to weaken or destroy sth   combat disease, inflation, terrorism 
antidote n. substance that acts against the effects of a poison or disease  ~ against/ for/ to sth 
The holiday was a great antidote to work pressures. 
entity n. thing with distinct and real existence  实体 
an independent political entity 
disregard vt. pay no attention to; ignore 
The security problem should not be disregarded. 
Paraphrase 
Companies and financial markets increasingly disregard national borders when making production, 

market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When making economic and financial decision, they tend to regard the world as a united whole, 

ignoring the barrier existing between individual countries. 
multilateral adj. involving two or more participants   多方面的；多边的 
multilateral agreement; multilateral talk 
unilateral adj.  
bilateral adj. 
dwarf  
vt. make sb/sth seem small by contrast or distance 
The cathedral is dwarfed by the enormous tower blocks surrounding it. 
n. person, animal or plant that is much smaller than the normal size 
equities n. [pl] ordinary stocks or shares that carry no fixed interest   普通股 
binge n. excessive indulgence in anything; spree   放纵；狂欢 
The girls went on a shopping binge after the exam. 
merger n. the combining of two or more entities into one, through a purchase acquisition or a pooling 

of interests. It differs from a consolidation in that no new entity is created from a merger. 
acquisition n. Acquiring control of a corporation, called a target, by stock purchase or exchange, 

either hostile or friendly. also called takeover. 
general term: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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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ger: A + B = A  吸收合并 
consolidation: A + B = C  新设合并 
acquisition: A buys B  收购 
stock acquisition  股权收购     /     asset acquisition  资产收购 
match vt. compete equally with sb or sth  
No one can match her at chess.  （不是她的对手） 
takeover n. acquiring control of a corporation, called a target, by stock purchase or exchange, either 

hostile or friendly 
corporate adj. of or belonging to a corporation   
corporate finance; corporate management 
be/stay/keep abreast of sth: be or remain up to date with or well-informed about sth   
He is keeping abreast of the latest weather reports. 
component n. any of the parts of which sth is made  组成部分；零件 
He owns a factory supplying car components. 
assembly n. [U] act or process of fitting together the parts of sth   装配；安装 
car assembly; assembly line 
relentless adj. 
1) not ceasing; constant   不停的；不间断的 
He is driven by a relentless pursuit of material wealth. 
2) not relenting; strict or harsh  无情的； 苛刻的 
He is relentless in punishing criminals. 
indicator n. person or thing that points out or gives information  指示物；指标 
GDP is a commonly used indicator to show the change in national wealth. 
hard-pressed adj. facing or experiencing financial trouble or difficulty 
Financial hard-pressed hotels are lowering their prices. 
hamstring vt. 
1) cripple a person or animal by cutting the hamstrings   割断腿筋 
2) destroy the activity or efficiency of sb/sth    
The project was hamstrung by lack of funds. 
fragment  
n. separate or incomplete part of sth   片断 
I heard only fragments of their conversation. 
vi. vt. break into small pieces or parts; split up   
Ownership of the large estate has been fragmented since the father’s death. 
Paraphrase 
This reflects a widespread recognition … by fragmented national markets. 
It is generally agreed that if the business operations of European companies are hindered by barriers 

among their own countries, they will have even more difficulties to compete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with companies from other countries. So they are pursuing to establish a single market in Europe to break 
down those barriers. 

clamor n. [C, U] loud demand or protest  ~ for/against sth 
a clamor for revenge; a clamor against tax increase 
embrace  
vt. take sb/sth into one’s arms as a sign of affection; accept or take willingly   拥抱；接受 
She embraced her son before le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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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surprisingly embraced their proposal to make the bid. （出人意料的欣然接受参加竞标的提议） 
n. act of embracing 
fare vi. (fml) progress; get on   进展；过日子 
It turns out that he fares better than most of his friends. 
reckon vt. calculate approximately; assume or guess  粗略估算；猜测 
I reckon the trip will cost ￡700. 
prone adj. prone to sth / prone to do sth: liable to sth or likely to do sth; inclined to do sth  
He is prone to lose his temper when people disagree with him. 
prone to anger, accidents, infection, etc 
boom n. [C] sudden increase in trade activity, esp a time when money is being made quickly 
bust n. [C] sudden economic decline; depression 
Paraphrase 
The global economy may be prone to harsher boom-bust cycles than national economies individually. 
Once integrated into the world economy, a nation is certainly more vulnerable to the economic 

fluctuations. The capital flows in and out can create a boom or bust more quickly and with harsher effects. 
lopsided adj. with one side lower, smaller, etc than the other; unevenly balanced   不对称的 
count n. any of a set of points made in a discussion or an argument  事项；问题 
The two parties disagree on two counts: price and delivery date. 
thrive vi. (thrived, thrived; throve, thriven)  grow or develop well and vigorously; prosper   蓬勃

发展；繁荣 
A business cannot thrive without investment. 
ensue vi. happen afterwards or as a result; follow    
quarrels ensuing from misunderstanding; the ensuing year 
crony n. (derog) close friend or companion   
inept adj. said or done at the wrong time; not appropriate or tactful  不恰当的 
inept remarks, behavior, etc 
excess adj. extra or additional to the usual or permitted amount   
materialize vt. vi. take material form; become fact  （使）具体化；实现 
Our plans didn’t materialize. 
surge n. forward or upward movement; sudden occurrence or increase 
the surge of the sea; a surge of anger 
menace  
n. [U] threatening quality, tone, feeling, etc  威胁；恐吓；person or thing that threatens  具有威胁

性的人或物 
Unemployment is a menace to social stability. 
vt. threaten; endanger   ~ A (with B) 
The vicious dog is menacing the cat by showing his teeth. 
Paraphrase 
The street protesters at the Seattle meeting … that globalization often inspires. 
The protesters didn’t have a clear target to fight against nor a systematic organization of activities but 

their protest did show clearly the anxiety and anger caused by globalization. 
conspicuous adj. easily seen; noticeable; remarkable  引人注目的；显而易见的 
The black velvet evening dress made her conspicuously graceful at the party. 
propel vt. move, drive or push forward  推进；驱动 
His addiction to drugs propelled him to 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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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eversible adj. that cannot be reversed or revoked 
His oversight caused irreversible damage to the company’s reputation. 
shield vt. protect sb/sth from harm   ~ A (against/from B)   
In the explosion the mother shielded her son with her body. 
shield n. 盾 
backlash n. [sing] extreme and usually violent reaction to some event   
The election was followed by a backlash by voters to rising military expenditure. 
Paraphrase 
But this doesn’t mean that a powerful popular backlash, with unpredictable consequences, is not 

possible. 
It doesn’t mean that globalization is absolutely beneficial; it is still possible that it may meet strong 

opposition all over the world. 
constituent n. member of a constituency   选区的选民 
constituency n. (body of voters living in a) district having its own elected representative in 

parliament   选区；选区的选民 
glut n. situation in which supply exceeds demand; excess   
a glut of fruit in the market 
implode vt. vi. (cause sth to) burst or collapse inwards   聚爆；内爆 
implosion n. 
Paraphrase 
A plausible presumption is that … globalization could implode. 
If the world is hit by a global economic crisis, many governments naturally will take measures to 

protect their national industries, so that countries one by one withdraw from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will collapse from inside. 

peril n. [U, C] serious danger; dangerous thing or circumstance   危险；危险的事物 
To be a sailor, you have to face the perils of the sea. 
in peril of one’s life = in danger of death 

Unit 10 The End of the Civil War 
1. Preview Questions: 
How did civil wars usually end? Any examples? What about the Liberation War in China?  
In what ways was the ending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unique?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what made this special ending possible?  
In what ways was such an ending significant to the US?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2): Purpose and approach. 
Part II (3-15): The Appomattox surrender. 
Part III (16-22):The final surrender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1) Word formation 
2) Phrase, idioms and expressions 
3) Sentence patterns 
4) Rhetorical devices 
4.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Jay Winik: 
Senior scholar of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in the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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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ing historian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he author of April 1865, The Great Upheaval 
5. Background Knowledge: 
1) A quiz on the civil war 
Ø The combatants in the Civil War were the Union (northern states) against the Confederacy 

(southern states). True or False? 
Ø This war had many causes. What do the historians believe to be the primary? 
A. Political turmoil 
B. Secession 
C. Slavery issues 
D. States’ rights 
Ø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quarreled in the Congress over whether the newly-acquired states in 

the west should be admitted into the union as free states or slave states. True or False? 
Ø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were much different in its people, customs and way of life. True or 

False? 
Ø Neither side was really prepared for war. The North had a small army and the South had none. 

True or False? 
Ø The war would see about 75,000 orphans losing their fathers. Therefore, memory of the war has 

lasted for generations. True or False? 
6. Discussion Topics 
In what ways was the ending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unique in the human history of civil war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was such an ending inevitable or not? Why or why not? 
According to the text, what contributed to such a unique ending? 

Unit 11 Why Historians Disagree: 
1. Presentation Question: 
Traditional Historians vs. New Historicism? 
It is quite interesting that the present essay offers a discussion as to how to define history. In fact, the 

problem of defining history draws a line between traditional historians and New Historicists.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historians, history is a series of events that have a linear, causal relationship. 

We are capable, through objective analysis, of uncovering the facts about historical events and revealing 
the spirit of the age, that is, the world view held by the culture at that time. Traditional historians also 
believe that history is progressive. 

On the other hand, New Historicists contend that we don’t know any facts except some of the most 
basic facts of history, eg. George Washington was the first American president, PRC was founded in the 
year 1949. But questions like, ‘what do such facts mean?’ and ‘how do they influence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are a matter of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s rather than facts. So,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presentation of facts, there is only interpretation. Reliable interpretations are difficult to produce, and 
objective analysis is impossible, because historians all live in a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 and their views 
of both current and past events are influenced in innumerable ways by their experience within their own 
culture. 

Therefore, the questions asked by traditional historians are ‘what happened?’, ‘what does this event 
tell us about history?’, whereas New Historians usually ask ‘how has the event been interpreted?’ and 
‘what do the interpretations tell us about the interpreters?’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 3) the traditional notion about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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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4 ~ 6) the three definitions of history 
Part III: (7 ~12) why historians disagree 
Part IV: (13) a short ending: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eliminate disagreements and reach the objective 

truth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by way of:  
1) through; via 
You can get to the village in ten minutes by way of the wood. 
2) as a means of  
Lianpo came to Lin Xiangru’s house, carrying a stick on his back by way of apology. 
immerse vt. 
1) immerse sth (in sth): put sth under the surface of a liquid  浸没 
Immerse the fish slices in oil for a few minutes. 
2) immerse oneself (in sth): involve oneself deeply in sth; absorb oneself  沉浸于；专心致志于 
He was totally immersed in his work. 
Paraphrase 
Most students are usually … names, dates, events and statistics. 
For most students, they begin their study of history with a thick textbook in which there are a great 

number of names, dates and statistics for them to remember. 
Why is the word ‘facts’ quoted here? 
1) They are influenced by personal prejudices. They are not facts in the word’s strict sense. 
2) We don’t know all the facts about the past. Those facts we know are recorded by historians.  
In history learning, students are told to remember facts, which implies that there must be one 

absolutely true explanation to each historical event. What confuses them, however, is that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explain the same historical event differently and they all claim themselves to be true. 

presumably adv. it may be presumed  可假定；可能 
He will presumably resign in view of the complete failure of his policy. 
case n.  
1) instance or example of the occurrence of sth 
It is a clear case of copyright abuse. 
2) the case: actual state of affairs; situation  实情；情况 
Is it the case that the company’s sales have dropped? 
3) circumstances or special conditions relating to a person or thing  特殊情况 
I’ll make an exception in your case. 
idioms: 
in case: You’d better take an umbrella just in case. 
in case of sth: Take an umbrella in case of rain. 
in that case: In that case, you may have a three-day leave. 
in any case: I cannot leave the child alone in any case. 
in no case: In no case will I leave the child alone. 
cut-and-dried: adj. (of opinions, etc.) already formed and unlikely to be changed 
diametrically adv. completely; entirely 
diametrically different / diametrically opposite 
diameter n. 
diametrical a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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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ote vt. indicate  
The mark denotes that special attention is required. 
artifact n. thing made by man, esp a tool or weapon of archaeological interest 手工制品 
approximate vi. be almost the same as sth  (approximate to sth) 
Your story approximates to what we heard from the other witness. 
quest  
n. act of seeking sth; search or pursuit 
the quest for knowledge, happiness 
in quest of  
She came to me in quest of advice. 
vi. quest for  
The police continued to quest for clues. 
deem vt. believe; consider 
He deemed it was his duty to help. 
Historians are able to select and create evidence by using some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s and 

behavior. 
Historians don’t select and create evidence arbitrarily. Rather, they do so on the grounds of theories 

concerning what are the driving forces of history, the political, economic, religious or psychological 
purposes behind it. 

the high seas: n. pl. all parts of the seas and oceans beyond territorial waters  外海；公海 （与领海
相对） 

admittedly adv.  
1) without denial, by general admission 
2) I admit … 
Admittedly, I have never actually been there. 
belligerent adj.  
1) waging war; engaged in a conflict  交战的：belligerent powers (countries at war) 
2) showing an eagerness to fight or argue; aggressive  好斗的；寻衅的：a belligerent person, 

manner, speech 
haberdasher n. shopkeeper who sells clothing, small articles of dress 
propaganda n. [U] (derog.) ideas or statements that are intended as publicity for a particular cause but 

are presented as being unbiased  （政治）宣传 
This TV series is sheer political propaganda. 
propagate vt. spread (views, beliefs, knowledge, etc.) more widely  宣传；传播 
interception n. 
intercept vt. stop or catch sb or sth before he or it can reach a destination  拦截；截获 
The police has been intercepting his mail. （截查） 
Effective defense is to intercept their missiles before they can reach us. 
whereby rel. adv. 关系副词  by which 
The defense lawyer presented strong evidence whereby his client was proven innocent. 
They will read of the interception … in the Mexican War. 
The German Foreign Secretary sent a coded note to the German minister in Mexico, instructing that 

if Germany should be in war with the US, the minister should persuade Mexico to fight together with 
Germany against the US, in return for which Mexico could get back the land lost to the US in the Mexican 
War. The note was intercepted by the 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forwarded to the US president. It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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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ched off a public outcry. It is usually regarded an important event which triggered off American entry 
into WWI. 

Paraphrase 
They will also find … as the sole major power in Europe. 
France, UK and Germany originally formed a three-point power balance in Europe. If Germany 

should conquer France and UK and become the sole power in Europe, its position is rather threatening to 
the US. 

make sth of sb/sth: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r nature of  
What do you make of his behavior? 
weight n. [U] importance, seriousness or influence  影响力 
Recent events give added weight to the newly passed law. 
premise n. statement or idea on which reasoning is based; hypothesis  前提；假设 
Advice was given to investors based on the premise that interest rates would continue to fall. 
battery n. army unit of big guns, with men and vehicles  陆军之炮兵连 
garrison n. military force stationed in a town or a fort  驻军 
fault vt. find fault with 挑剔 
No one could fault his performance. 
ground n. (经常用作复数) reason or justification for doing sth  (~ for sth / for doing sth / to do sth)  
They had no grounds to arrest him. 
He retired on the grounds of ill health. 
His application was rejected on the grounds that he was no longer a member of the workers’ union. 
proximate adj. next before or after; nearest  紧邻的 
probe vt. vi. investigate or examine sth closely   probe (into sth) 
The journalist was probing into several financial scandals. 
If the state of our knowledge … we can. 
If everything in the past were recorded and we had complete knowledge about history and our 

analyses were disinterested and unbiased, then there would be only one objective truth and no more 
disagreement. But, in fact, this is impossible. 

foolproof adj. incapable of failure, error or misinterpretation 
a foolproof design 
elusive adj.  
1) tending to escape or disappear; difficult to capture  逃避的；难以捕捉的 
an elusive criminal 
2) difficult to remember or understand  难以理解的；难以捉摸的 
an elusive gesture, remark 
intriguing adj. full of interest, esp because unusual; fascinating  饶有兴味的；让人着迷的 
an intriguing story 
intrigue vt. arouse sb’s interest or curiosity  ~ sb with sth 
Right now, he was intriguing his colleagues with an exciting story. 

Unit 12 The Most Dangerous Game: 
1.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 14): General Zaroff decided to hunt Rainsford. 
Part II (15 ~ 25): the first day hunting 
Part III (26 ~ 32): the second day hunting 
Part IV (33 ~ 38): the third day h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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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V (39 ~ 46): the ending 
2.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dead 
adj. without movement or activity   
In the dead hours of the night, his mind would wander back to thirty years ago. 
adv. completely; absolutely thoroughly   完全的；彻底的 
He made him dead drunk after the quarrel. 
dead drunk, tired, sure, right, beat (exhausted), etc 
stop dead: stop very suddenly 
Why did General Zaroff’s face suddenly brighten up? 
rest with sb (to do sth): be left in the hands or charge of; be sb’s responsibility to do sth 
It rests with you to decide. 
venture vt. vi. 
1 ) go so far as; presume   胆敢，竟敢；冒昧 
May I venture to give you some advice on this matter? 
2) take the risk of    
venture one’s life to save sb from drowning; venture on a dangerous journey 
sport n. [U] outdoor activity; amusement, fun 
What does the general mean by saying ‘you’ll find my idea of sport more interesting than Ivan’s’? 
hogshead n. large barrel for beer 
woodcraft n. [U] knowledge of forest conditions 
stamina n. [U] ability to endure much physical or mental strain; long-lasting energy and resilience  

精力；耐力；韧性 
Marathon runners need plenty of stamina. 
husky adj. dry in the throat; sounding slightly hoarse    
He is still a bit husky after the recent cold. 
sip vt. vi. drink a small quantity at a time   抿；啜饮 
moccasin n. 
1) moccasins [pl.] shoes made from deer skin 
2) [U] leather made from deer skin 
trail n. track of scent followed in hunting 
quicksand n. [U or C in pl.] loose wet deep sand into which people or things will sink 
deplorable adj. that is felt sorry for or condemned   可悲的，不幸的；应谴责的 
The boy’s family was killed in a deplorable accident. (悲惨的意外) 
deplore vt. vi. show that one is filled with sorrow or regret for; condemn  悲痛，懊悔；指责 
hound n. dog used for hunting 
pack n. group of dogs kept for hunting 
courtly adj. polite and dignified 
Why does the general offer Rainsford so much advice and allow him so may hours’ start? Isn’t he 

afraid that Rainsford may outwit him? 
nerve n. [U] boldness; courage   胆量；勇气 
It takes nerve to be a racing driver. 
keep / lose / regain one’s nerve   保持/失去/重新获得 勇气 
chateau n. (pl. - x) castle or large country house in France 
get / keep / take a grip on oneself: (infml) gain control of oneself and improve one’s behavior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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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自制力 
take stock (of sb/sth): review, assess and form an opinion (about one’s abilities, a situation, etc) 
After a year’s teaching, she decided to take stock of her performance. 
strike off/out: set out; go in a certain direction   出发；进发 
intricate adj. made up of many small parts put together in a complex way, and therefore difficult to 

follow or understand   错综复杂的 
He was well-known for detective stories with intricate plots 
lore n. [U] knowledge and traditions about a subject or possessed by particular group of people   学

问；传统 
folklore n. 民俗学    bird lore 关于鸟类的知识 
dodge n. trick, piece of deception  诡计 
lash vt. vi. strike sb/sth with or as with a whip   鞭打；抽打 
He fell asleep in the sound of waves lashing the shore. 
blunder vi. move about clumsily or uncertainly, as if blind  瞎闯；乱闯 
after/in a fashion: somehow or other, but not satisfactorily   马马虎虎 
He can speak and write German, after a fashion. 
dingy adj. dirty looking; not fresh or cheerful 
varnish vt. put a hard shiny transparent coating on sth   涂上清漆 
sand and varnish a table-top   用砂纸打磨桌面再涂上清漆 
panther n. puma  美洲豹 
Why does the general suddenly stop moving his eyes upward? How would you interpret his smile?  
pent-up adj. (of feelings) not expressed; repressed   郁结的；压抑的 
pent-up anger, discontent, frustration, etc 
uncanny adj. unnatural, mysterious; causing fear or dread   神秘的；可怕的 
Uncanny sounds filled house. 
quarry n. animal or bird that is being hunted; person or thing that being looked for or pursued   猎

物；追踪目标 
After several days’ pursuit, the police lost their quarry. 
precarious adj. depending on chance; uncertain; unsteady; unsafe    
She makes a rather precarious living as a freelance writer. 
stalk vt. move quietly and slowly towards sb/sth in order to get near without being seen 
The lion was stalking his quarry. 
agility n. 
agile adj. able to move quickly and easily; nimble  敏捷的；灵活的 
stagger vi. walk or move unsteadily as if about to fall   蹒跚；踉跄 
take sth up: pursue further; begin afresh 
Harry took up the tale at the point where John had left off. 
press ahead/forward/on (with sth): continue doing sth in a determined way; hurry forward 
We must press on with the production so as to meet the delivery date. 
ooze  
n. [U] soft, liquid mud   软泥 
vt. vi. (of thick liquids) pass slowly through small openings   慢慢渗出 
Blood was still oozing from the wound. 
wrench vt. twist or pull sth violently away from sth   挣脱；拉脱 
He managed to wrench himself free from the police’s grip. 



6185 

muck n. [U] dirt; filth   脏物；污物 
leech n. small blood-sucking worm   水蛭 
dig oneself in: protect oneself by digging a trench    挖战壕以蔽身 
placid adj. calm; untroubled 
pastime n. [C] anything done to pass time pleasantly   消遣 
char vt. vi. (cause sth to) become black by burning; scorch   烧焦 
pad vi. walk with a soft steady sound of steps   放轻脚步走 
pad about, along, around, etc  
The dog padded along next to its owner. 
Rainsford lived a year in a minute. (hyperbole) 
To Rainsford, a minute was as long as a year, for he was anxious to know whether the trap would 

work or not. 
give way: yield; collapse 
cower vi. crouch down or move backwards in fear or distress    蜷缩；退缩 
The dog cowered under the table. 
bay vi. (esp of hounds, etc) bark with a deep note  
Why did the general bring his whole pack of hounds this time? 
leash n. [U] leather strap for holding an animal  
hold sth in leash (fig.): control  
shin up/down sth: climb up/down sth, using the hands and legs to grip    
shin up a tree / shin down a rope 
recoil  
n. [U] 1) rebound; jumping back here     2) sudden backward movement, esp of a gun when fired  

反冲力 
vi. draw oneself back in fear, disgust, etc   畏缩；退缩   recoil from/at 
He recoiled at the sight of the corpse. 
pant vi. breathe with short quick breaths 
He was panting heavily as he ran. 
draw vi. move in the specified direction    
The train drew into the station. 
cove n. small bay 
Why does Rainsford jump into the sea? To commit suicide? To swim away from the island?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prospect for his survival? Why? 
What mood is the general in, judging from his drinking, smoking and humming?  
General Zaroff regards Ivan’s death as a slight annoyance. What does that reflect? 
He was deliciously tired. (transferred epithet) 
He was tired, but comfortable and felt like a good sleep. 
at bay 
1) (of a hunted animal) forced to face its attackers and show defiance   被迫做困兽之斗 
2) (fig.) in a desperate position, compelled to struggle fiercely    
furnish vt. supply or provide sb/sth with sth    
furnish A with B / furnish B to A 
This scandal furnished the town with plenty of gossip. 
repast n. (fml.) meal 
3. Discussion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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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tory, Rainsford said that hunting was ‘the best sport in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is made up of two classes – the hunters and the huntees’, and believed that he and his friend 
were born hunters. Do you think after his experience as a huntee, he would change his opinion?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ral of the story? Can you understand the moral of the story in a larger sense? 

2.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elements that contribute most to the dramatic effects achieved? 
(setting, characterization, contrast, suspense, etc) 
Unit 13 The Needs that Drive Us All: 

1. Presentation Tasks 
a. About the author: 
William Glasser, born in 1925, is an American psychologist, psychiatric consultant, and therapist. He 

modified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classifying human needs as the needs for survival, for love, for 
power, for freedom and for fun, and applied his theories to various fields, eg education, management, 
matrimony, etc. He is the author of numerous books, which include The Quality School: Managing 
Students without Coercion, The Quality School Teacher, Staying Together: The Control Theory Guide to a 
Lasting Marriage, and Choice Theory: A New Psychology of Personal Freedom. 

In The Quality School and The Quality School Teacher, he discusses the measures that may be taken 
in order to persuade students to perform quality schoolwork, emphasizing that teachers must build warm, 
totally non-coersive relationships with all their pupils (love), teach them only material that is useful, by 
which he means stressing skills development (power) rather than simply forcing children to memorize 
information, and progress from student-evaluation by teachers to student self-evaluation (freedom). 

In Staying Together, Glasser applies his theories to romantic and sexual relationships. In an example, 
he points out that a person with a strong need for freedom should probably avoid pairing with someone 
whose primary drive is love, while couples where both individuals’ primary urge is for power seldom have 
a positive, satisfying relationship. 

In Choice Theory, Glasser asserts that the only behavior we, as individuals, can control is our own. 
In dealing with patients who suffered depression, he believed that ‘you’re not depressed; rather, you’re 
choosing ‘to depress’, implying the effectual cure for some mental diseases is one’s own will. 

b. Read Text B. Explain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and its major principle. Comment on his 
theory and back up your point with examples. 

c. Please describe an ideal way of class teaching, in which the teacher and students can work 
effectively and happily, using Glasser’s theory about the five basic human needs to support your idea.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 2): the five basic human needs; satisfied, we feel happy; frustrated, we suffer pain 
Part II (3 ~ 9): the need for power 
Part III (10): the need for freedom 
Part IV (11 ~ 14): the need for fun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reproduce vt. vi. to produce offspring by natural means 
The deer in our neighborhood reproduce madly. 
species n. (pl. species) group having som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ble to breed with each other but 

not with other groups 
Mountain gorillas are an endangered species. 
Over a hundred species of insect are found in this area. 
example for power struggle: 
presidential election: to win the election campaign, they try their best to project a shining imag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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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blic by hugging babies, helping the disabled and try all means to uglify their opponents, digging out 
scandals about them. 

Paraphrase 
1. All five needs are built into our genetic structure as instructions for how we must attempt to live 

our lives. 
Our genes determine that we have those five basic needs. They are inborn, in our nature. These five 

needs function as motivations of our behavior. They determine our actions. 
2. All are important and must be reasonably satisfied if we are to fulfill our biological destiny. 
To grow from children, to adolescents, to adults, to produce offspring and to die, in the whole process, 

the five need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and have to be all satisfied. 
frustrate vt. prevent or discourage sb from doing sth 阻挠；挫折 
Their plan to go outing was frustrated by the bad weather. (因 … 而落空) 
clear-cut adj. clear or obvious without needing any evidence or pro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ong-term financing and short-term financing is not always so clear-cut. 
mores n. (pl.) the traditional customs and ways of behaving that are typical of a particular (part of) 

society 
His behavior is against social mores. 
condemn vt. disapprove of sth publicly 
condemn sb for/as sth 
The newspapers all condemned the mother as cruel / for her cruelty. 
strive vi. (strived, strived; strove, striven) try very hard to do something or to make something 

happen, especially for a long time or against difficulties 
strive with/against sb 
strive for sth/to do sth 
The two young men were obviously striving for their aunt’s favor. (讨 … 的喜欢) 
humble adj. 
1) not proud or not believing that you are important  谦虚的 
He's very humble about his success. 
2) poor or of a low social rank  卑微的 
Even when she became rich and famous, she never forgot her humble background. 
Examples: 
Perhaps most of the students in the class want to be the president of the class. But the one who shows 

his eagerness clearly will be regarded as immodest, ambitious and aggressive. 
Julius Caesar is one of the three tribunes of the Rome. He is regarded as a great military and political 

leader. But when he shows the intention to become the dictator he is assassinated. 
crumble vt. vi. break or fall into pieces 
The great empire has crumbled and fallen. 
downtrodden adj. oppressed, kept down and treated badly 
downtrodden workers (受压迫的工人) 
tyrant n. a ruler who has unlimited power over other people, and uses it unfairly and cruelly  暴君 
tyranny n. 暴政 
This, the president promised us, was a war against tyranny. 
tyrannical adj. 暴君的；专横的 
In the end she left home just to escape the tyrannical rule of her mother. 
humility n. [U] humble attitude of mind; mode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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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doesn't have the humility to admit when he's wrong. 
three reasons why power is usually considered evil: 
1) People sometimes resort to evil methods to strive for power; 
2) People possessing power often abuse their power and do harm to others; 
3) The ruling class preaches power as evil and persuade others to be humbl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power. 
be a tribute to sth/sb: to show clearly how good, strong or effective something or someone is 
I've never known a 5-year-old as well-behaved as your son - he's a tribute to you! 
It is a tribute to his determination over 22 years that he has achieved where so many before him have 

failed. 
get (sth) across (to sb): cause sth to be understood 
I failed to get my joke across to the audience. 
My joke failed to get across to the audience. 
Paraphrase 
That their teachings have been largely accepted … getting their message across. 
By telling people that power is evil and people should be humble, what they indeed intend to do is 

preserve and add to their own power. However, their teachings are still accepted by most people, which 
shows how effective their teachings are and how easily they are believed. 

expertise n. [U] expert knowledge and skill 
We are amazed at his expertise on skiing. 
pervasive adj. present or noticeable in every part of a thing or place 
The festive mood is pervasive. 
The influence of Freud is pervasive in her books. 
band vt. vi. unite in a group 
band together/with 
The two parties band together against a common opponent. 
the lion’s share of sth: the largest or best part of sth 
The lion’s share of his property was left to his youngest daughter. 
eternity n. [U] time which never ends or which has no limits 
an eternity: a very long time 
The film went on for what seemed like an eternity. 
competent adj. having the necessary ability, authority, skill, knowledge, etc 
~ (as/at/in sth); ~ (to do sth) 
I wouldn't say he was brilliant but he is competent at his job. 
clout n. (infml.) [U] influence on people who make decisions 
He still had a lot of clout in the sales department. 
coerce vt. use force to make sb obedient; compel sb to an action 
coerce sb into doing sth 
They were coerced into signing the contract. 
coercion n.  
He paid the money under coercion. 
coercive adj. 
manipulate vt. control something or someone to your advantage, often unfairly or dishonestly 
The media sometimes can be used to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Paraphr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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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students do not feel that they have any power in their academic classes, they will not work in 
school. The same could also be said for teachers. 

If a student does not believe that he has the potential to do better than some other students in the class 
or that he can achieve some academic success in his field, he certainly cannot do a good job at school. So 
it is with a teacher. If a teacher does not believe that he can be better than other teachers, he will not work 
hard to a good teacher, either. 

incentive n. [C, U] thing that encourages sb to do sth; stimulus  刺激；奖励 
~ to sth/to do sth/to doing sth 
The prospect of studying abroad is an incentive for him to work hard. 
payoff n. (infml.) [C] the result of a set of actions, or an explanation at the end of something 
The payoff for years of research is a microscope which performs better than all of its competitors. 
Paraphrase 
There is no greater work incentive than to be able to see that your effort has a power payoff. 
The strongest motivation for you to work hard is to see that you will be rewarded with power, that is, 

if you believe you will be more powerful than others, you will spare no effort to work hard. 
bridle  
n. [C]a set of leather strips that are put around a horse's head to allow its rider to control it 
vt. control; check 
Try to bridle your passions.  
Paraphrase 
Therefore, almost everything said about power could also be reworded into the vocabulary of 

freedom. 
Therefore, what has been said about power could also be said about freedom, though in different 

terms, eg unbridled freedom would be harmful and it seems that there has to be a counterforce to freedom, 
too. 

inherent adj. existing as a natural or basic part of something 
There are dangers inherent in almost every sport. 
The system has an inherent flaw. 
branch out (into sth): extend or expand one’s activities or interests in a new direction 
The company began by selling women’s wear but has now decided to branch out into children’s 

wear. 
She is leaving the company to branch out on her own. 
stifle vt. vi. 
1) feel or make sb unable to breathe; suffocate    
The thick smoke in the room almost stifled the fireman. 
2) suppress; restrain  镇压；遏制 
The room was quiet and he had to stifle his laugh. 
Paraphrase 
It’s the part of the job that you don’t have to do, but doing it may be the best part of the job. 
It’s not something that you are obliged to do in your life, but doing it may make your life far more 

enjoyable. 
frivolous adj. not serious or important 
I feel like doing something completely frivolous today. 
frivolity n.  
spontaneous adj. done, happening because of a voluntary impulse from within; natural, not for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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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speech was responded by spontaneous applause. 
spontaneity n. 
catalyst n.  
1) substance that speeds up a chemical reaction  催化剂 
2) (fig.) person or thing that causes a change 
Their cooperation in the task is the catalys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relationship. 
dedication n. 
dedicate vt. to give completely your energy, time, etc 
dedicate A to B 
He dedicated his life to fighting against racial discrimination. 
monotonous adj. not changing and therefore uninteresting 
You may get bored at the monotonous life in the country. 
monotony n.  

Unit 14 Inter-Lesson (II) 
Unit 15 A Drink in the Passage： 

1. Presentation Question: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In the Afrikaans language, the word Apartheid is translated into separateness. This word is 

appropriate because Apartheid was a form of government that caused racial segregation within South 
Africa. Apartheid separated whites from the nonwhites and even caused social injustice between nonwhite 
groups. Whites took away the majority of black’s, three-fourths of the population’s rights. 

This form of government lasted from 1948 to 1991. The government’s belief was that this was the 
best way of life for all citizens while in fact it was the worst way of life. They thought that by segregating 
racial groups through politics, South Africa would be more peaceful. Many people opposed Apartheid, 
mainly the nonwhite majority, whom it most affected. Apartheid created laws that stripped blacks of their 
human rights including the privilege to vote and to hold a position in the government. Those who were 
against this form of government staged boycotts, rallies, and strikes to get their message across. Men, such 
as Nelson Mandela and Steve Biko, and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ANC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PAC (Pan-African Congress) all strove to end this unjustified segregation. 

In 1991 South Africa’s government repealed all laws that discriminated against any race. Nelson 
Mandela and F.W. deKlerk w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in 1993 for their courageous effort to end 
Apartheid. In 1994, South Africa held its first national election in which blacks could both vote and run 
for office. That year, blacks won the majority of seats in the government and Nelson Mandela became the 
first black president of South Africa. Today, racial inequality still exists in South Africa, but the 
government is working to create a free and fair country.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 6) narrated by Alan Paton 
Part II: (7 ~ 76) narrated by Edward Simelane 
      (7 ~ 36) their meeting each other 
(37 ~63) their having a drink in the passage 
(64 ~ 76) Rensburg’s driving Edward to the station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jubilee n. [C] celebration of a special anniversary of a certain event  周年纪念 
sensation n. [C, U] state of great surprise, excitement, interest, etc among many people  轰动 
The news caused a great s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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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ational adj. causing a sensation or trying to cause a sensation  轰动的；耸人听闻的 
a sensational crime; a sensational newspaper 
Explain: 
His work, … and seemed likely to make him famous in other countries. 
His work, African Mother and Child, not only aroused the admiration of white people for its artistic 

merit, but also touched and moved their conscience and heart, because it showed that the black are also 
capable of giving love and creating beauty, and enabled them to realize the injustice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oversight n. [C, U] failure to notice sth; example of this  疏忽 
Many errors were caused by oversight and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segregate vt. segregate A from B 
1) put apart from the rest; isolate  隔离 
The two groups of football fans must be segregated in the stadium. 
2) separate a racial or religious group from the rest of the community and treat them unfairly 
a segregated society 
reprimand  
vt. rebuke sb officially  训斥  reprimand sb for sth 
He was severely reprimanded for his bad attitude towards the passenger yesterday. 
n. He received a severe reprimand for his misbehavior. 
personage n. important person, person of distinction  要人 
close n. (sing. only) end of a period of time; conclusion of an activity   
The day reached its close. 
bring/draw sth to a close: end 
The ceremony was brought to a close by the singing of the national anthem. 
quarter n. [C] person or group of people, esp as a possible source of help or information   
The minister’s speech was interpreted in some quarters as a military threat. 
outcry n. strong public protest  ~ against/about sth 
The message of the Zimmermann note touched off a public outcry in US. 
departure n. action different from what is usual or expected  ~ from sth 
His behavior was a departure from the social standards. 
renounce vt.  
1) give up 
He has renounced his old habits of drinking and smoking. 
2) refuse to acknowledge or accept   
He renounced his son. 
renouncement 
feel up to sth/doing sth: consider oneself capable of doing sth 
After hiking for 40 miles, I didn’t feel up to any more walk. 
cognac n. [U] fine French brandy 
Explain: 
In Orlando, you develop a throat of iron … 
The black people were forbidden to take alcohol in white quarters, let alone brandy in big glasses. In 

order to avoid police detection, they have to put back their heads and swallow brandy in one gulp. As 
brandy is such strong drink, you have to develop a throat of iron to tolerate it. So to drink brandy slowly 
in big glasses was especially delicious to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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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drop = backcloth: painted cloth hung at the back of a stage in a theater, as part of the scenery  
背景幕 

squint vi look at sideways or with half-shut eyes or through a narrow opening  ~ at/through sth 
Explain: 
She knows it won’t be an easy life. 
She not only shows great passion for her child, but also seems a little concerned about the child’s 

future, because he will also suffer from discrimination from the white. 
confidentially adv. 
confidential adj.  
1) to be kept secret  机要的 
2) trusting  信任的 
He told me the news of his promotion in a confidential tone. 
and all 
1) as well 
I don’t feel like taking a walk in such bad weather, with a paper to finish and all. 
2) including everything relevant 
Considering the lack of fund and all, he finally changed his mind. 
(just) round the corner: very near 
Good times are just round the corner. 
Afrikaans: language developed from Dutch, one of the two official European languages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阿非利康土语 
Explain: 
I couldn’t have told him my name. (Why?) 
1) He had been acting as if he was admiring someone else’s work, so if he revealed his name then, it 

would seem like he was playing a trick. 
2) Moreover, revealing his identity might have aroused a sensation. 
abreast adv. side by side and facing the same direction  ~ of sb/sth 
The boat came abreast of us and signaled us to stop. 
Explain: 
We didn’t exactly walk abreast, but he didn’t exactly walk in front of me. 
What is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eir position? 
We were not socially equal, so I didn’t take the venture of walking abreast with him. But he didn’t 

want to appear superior to me, so he didn’t walk in front of me. 
constrain vt. make sb do sth by strong persuasion or by force   力劝；强迫 
I feel constrained to write something about this event. 
constrained adj. (of voice, manner, etc) forced, uneasy, unnatural   勉强的；不自然的 
a constrained smile; a constrained voice 
expel  
1) send or drive sth out by force   
In the kitchen, there was a fan to expel cooking smells. 
2) force sb to leave  驱逐；开除  expel sb from sth 
Several senior boys were expelled for taking drugs. 
passageway n. corridor in a house 
Explain: 
I wasn’t only feeling what you may be thinking. I was thinking … breaking the liquor law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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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y. 
Besides feeling insulted and angry, the major feeling was anxiety that someone else would see us, 

and that would cause a lot of trouble. 
Paraphrase 
Anger could have saved me … to be angry with this particular man. 
The easiest thing to do was to show my anger and leave immediately. But I wasn’t a person who got 

angry easily. Besides, it was difficult to get angry with such a nice man. 
talk out one’s heart to sb: tell sb openly and fully what’s on one’s mind 
strained adj. forced; unnatural  
testimonial n. written statement testifying to a person’s character, abilities or qualifications (人品、能

力、资格的）鉴定书；推荐书 
She provided a testimonial from her former employer when applying for the post. 
Explain: 
And I thought the whole thing was mad, … being shown a testimonial for the son of the house. 
I am a black man, a social inferior, but the woman wanted to show me that Rensburg was a good man, 

as if my impression counted very much. I have never been in a similar circumstance before and I couldn’t 
understand their behavior.  

… for his eyes had been blinded by years in the dark … 
1) he considered it improper to invite a black man into his apartment; 
2) he didn’t perceive Simelane’s anxiety; 
3) he had a natural fear for the black people 
inarticulateness n. inability to speak, to express oneself  
articulate adj. able to express one’s ideas clearly in words   
She is unusually articulate for a ten-year-old. 
slump vi. drop or fall heavily 
The bullet entered his chest and he slumped down to the floor. 
insoluble = insolvable adj. that cannot be solved  
soluble = solvable adj.  
Why did his wife weep? 
She realized both the white and the black were victims of the apartheid policy. In some 

circumstances, the white and the black might not bear evil or hostile feelings for each other, but they 
couldn’t understand and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effectively. ‘If men never touch each other, they 
will hurt each other one day’ because of misunderstanding. 
Unit 16 Twelve Angry Men: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l Based on the following words and expressions below, give a rough description of the judiciary 

system in the U.S. 
criminal court, civil court, trial, jury, jurors, hang the jury, verdict, innocent, acquit, guilty, sentence 
l This system is valuable and has avoided many terrible mistakes, but it is not flawless. Could 

you list some weaknesses with this system? 
a. evidence is subject to interpretation; 
b. judgment is influenced by the jurors’ personality, emotional state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c. it i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environment – time, room conditions, weather, etc 
l A play is usually divided into Acts (幕) (based on plot development), and an Act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scenes (场) (based on setting changes). The play is a single-act one, but it still follow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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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ain plot. How many units do you think Part One may be divided into?  
l Give character sketches to jurors No. 3, 4, 7, 8, 9 and 10. Use examples from the play to 

illustrate your points.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25) Introduction 
Part II (26~267) The deliberations 
(26~57) essential facts about the case 
(58~267) the reasonable results raised 
Part III (268~281) The verdict: not guilty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jury n. a group of people in a law court who have been chosen to listen to the facts in a case and to 

decide whether the accused person is guilty or not  陪审团 
The jury returned a verdict of not guilty. 
foreman n. chief member and spokesman of a jury  陪审团之主席 
juror (juryman) n. a member of a jury   
accuse vt. say that sb has done sth wrong or has broken the law 
accuse sb of theft/murder 
the accused = the defendant 
how come (that) (sl.): what is the reason …; how does this happen … 
How come that you suddenly turned against him? 
How come that she left the meeting halfway? 
orphanage n. home for children who are orphans 
forgery n. [U] forging of a document, signature, etc  伪造 
forge vt. make a copy of sth, e.g. a signature, a banknote, a will, etc. in order to deceive 
Paraphrase: 
What a terrible thing for a man to believe. Since when is dishonesty a group characteristic? 
Some individuals are dishonest.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ocial group they belong to. To 

condemn a whole group as immoral or inferior is irrational. 
prosecute vt. bring a criminal charge against sb in a law court   检举；起诉 
prosecute sb for sth/doing sth 
He was prosecuted for exceeding the speed limit. 
prosecution n.  
prosecutor n. 
coroner n. official who investigates any violent or suspicious death  验尸官 
refute vt. prove to be wrong or mistaken   驳倒 
refute sb/sth 
At that time, nobody had the courage to refute his claim. 
Paraphrase: 
I’m just as sentimental as the next fellow. I know he’s only eighteen. But he’s still got to pay for what 

he did. 
I’m not cruel or callous. I’m as tender-hearted as the other people, but I will not let my feelings 

interfere with my judgment. He is very young. Still he should be punished for what he did. 
flimsy adj. light and thin; easily injured or destroyed; (fig.) weak, unconvincing 
el (evated) train  
provoke vt. cause sb to react to sth esp. by making him angry  激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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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oke sb to do sth/into doing sth 
His impudence provoked her into slapping his face. 
Explain 
This boy has been hit so many times … provoked him into committing murder. 
one too many: one more than the correct or needed number 
That evening I had a drop too much. 
He cheated once too many. He was caught this time. 
a breaking point: the limit of endurance  忍受的限度 
Explain 
It may have been two too many. Everyone has a breaking point. 
mug vt. attack violently and rob 
filthy adj. disgustingly dirty 
menace n. person or thing that threatens   威胁物   ~ to sb/sth 
These weapons are a menace to world peace. 
vt. ~ sb/sth with  
‘Our country is menaced by the impending war.’ 
defense counselor  辨方律师 
alleged adj. stated without being proved  未经证实而陈述的 
The painting was allegedly painted by Van Gogh. 
switch blade (= BriE flick-knife) knife with a blade inside the handle that springs out quickly when a 

button is pressed  弹簧刀 
junk shop   旧货店 
tavern n. inn or public house 
diverge vi. go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differ 
Our views diverge so greatly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reach an agreement. 
diverge from the truth/ the convention 
flick vt. strike sth with a quick light movement  
flick the light switch on / flick the horse with a whip /flick one’s finger 
jam vt. squeeze sb/sth into a space so that it cannot move; thrust sth forcefully or clumsily into a 

space   卡入；塞入 
The ship was jammed in the ice. / He jammed his key into the lock. 
pawnshop n. the place where you can deposit sth as a pledge for money borrowed   当铺 
hang this jury: make the jury unable to reach a unanimous decision so that the court has to arrange a 

new trial 
proposition n. proposal; suggestion 
ballot n. [U] secret voting; [C] instance of this; [C] piece of paper used in secret voting 
vi. give a vote; draw lots 
abstain vi. decline to use one’s vote  弃权  ~ from 
At the last election he abstained (from voting). 
talk it out: discuss it thoroughly until we reach a final decision 
Please hear me out. / They decided to fight it out. 
Paraphrase: 
And then some golden-voiced preacher … drop a quarter in the collection-box?! 
No. 8 has been all the time talking about how the boy has been treated badly by the society. Your 

attitude towards the boy and the case certainly is influenced by his preaching. It’s ridiculous that a ju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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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let his heart blind his judgment. You’d better donate some money to the church to prove that you 
are a tender-hearted person. 

He walked very slowly to the stand (witness box). 
supposing conj. if 
Supposing it rains, what shall we do? 
Paraphrase: 
The kid yelled it out at the top of his lungs. Anybody says a thing like that, the way he did, he means 

it! 
The boy shouted it out at the top of his voice. Anybody says something in this way, he is serious 

about it. 
slob n. (infml. derog.) unpleasantly dirty or rude person 
in the first place  
1) before the given action taken  之前 
If the job makes you so upset, why did you accept it in the first place? 
Why didn’t you tell me in the first place? 
2) in the first place, in the second place, etc. = firstly, secondly, etc 
see to it that … make sure that … 务必 
Will you see to it that everybody is informed of the meeting next Friday? 
beat it (sl.) go away 
pace off/out: measure it by taking paces 
pace off a distance of 30 meters / pace out a room 
take the cake/biscuit: be extremely or specially amusing, annoying, surprising, etc 
He has always been a funny guy, but this joke takes the cake. 
Paraphrase: 
1) Brother, I’ve seen all kinds of dishonesty in my day, but this little display takes the cake. 
I’ve seen all kinds of lying and cheating in my life, but the demonstration you’ve just given is the 

worst I’ve ever seen. 
2) He’s got to burn and you let him slip through our fingers! 
He should be sent to the electric chair to be executed, and you let him escape the punishment of the 

law. 
sadist n. 
sadism n. [U] delight in excessive cruelty, torturing others  施虐狂 
masochism n. [U] getting satisfaction from pain or humiliation  受虐狂 
lunge vi. make a sudden forward movement of the body 
He lunged wildly at his opponent. 
phew intj. indicating astonishment, impatience, disgust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commotion n. [U, C] (instance of) noisy confusion or excitement 
The strike caused great commotion in front of the city hall. 
go for sth: choose sth 
I go for the fruit-flavor one. 
Paraphrase 
He comes here running for his life. … The arrogance of this guy. 
He immigrated to America perhaps to escape political or religious persecution, but before he takes a 

rest and settles down, he is telling us native Americans what to do. He is not in the position to tell me 
what to do. (No. 7 here is being discriminated against immigrants and very snobb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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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bi n. [C] proof that one was in another place at the time of an accused act 
The accused man was able to establish an alibi. 
yak vi. talking nonsense endlessly   说废话；喋喋不休的瞎扯 
tie n. equal score in a game   得分相同；不分胜负 
The game ended in a tie, 3 – 3. 
acquittal n.  
acquit vt. give a legal decision that sb is not guilty   ~ sb of/on sth 
He was acquitted of the crime. 
He was acquitted on two of the charges. 
crush vt. defeat sb/sth completely; subdue  击溃；消灭 
Her refusal crushed all our hopes. 
obscure  
vt. make sth unclear; hide sth from view 
The moon was obscured by clouds. 
adj. not clearly seen or understood; indistinct 
His real motive for the murder is still obscure. 
obscurity n. 
testify vt. vi. give evidence; declare as a witness in court 
~ to sth   His colleagues testified to his alibi. 
~ against/in favor of sb    The old man and the woman both testified against the boy. 
~ that 
testimony n. 
tremendous adj. very great; immense 
The train was traveling at a tremendous speed. 
blur  
n. confused or indistinct vision 
Everything is a blur when I take my glasses off. 
vt. vi. (cause to) become unclear 
Several pages in the journal are blurred by water. 
Her eyes blurred with tears. 
intimidate vt. frighten, esp. in order to force sb to do sth   
~ sb into doing sth 
His men intimidated seven jurors into voting not guilty. 
entitle vt. give a right to 
~ sb to sth/ to do sth 
If you fail three times, you are not entitled to try any more. 
4. Discussion Topics: 
a. Why doesn’t the author give names to the characters in the drama? 
b. What is the conclusion of the jury in the end? Is there any possibility that the jury is wrong at all? 

Do you think No. 8 is still right to do what he does if the boy should turn out to be the real murderer? 
（二） 实践教学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践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Unit 1 Your College Year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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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nit 2 How Reading Changed My Life 4  
3 Unit 3 A Dill Pickle 4  
4 Unit 4 Diogenes and Alexander 4  
5 Unit 5 Silent Spring 4  
6 Unit 6 How Do We Deal with the Drug Problem? 4  
7 Unit 7 Inter-Lesson (1) 4  
8 Unit 8 In My Day 4  
9 Unit 9 Globalization’s Dual Power 4  

10 Unit 10 The End of the Civil War 4  
11 Unit 11 Why Historians Disagree 4  
12 Unit 12 The Most Dangerous Game  4  
13 Unit 13 The Needs That Drive Us All 4  
14 Unit 14 Inter-Lesson (2) 4  
15 Unit 15 A Drink in the Passage 4  
16 Unit 16 Twelve Angry Men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英语（一）、综合英语（二） 
后续课程：综合英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课文 A中的重点词汇使用、写作手法、篇章结构、历史文化背景等。 
难点：把所学词汇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对课文文章理解后进行思辨性、开放式的讨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学生预先主动学习与课文相关的词汇用法和文化背景，主导课堂的教学进程。 
2.教师对知识点做必要、补充性讲解。 
教学手段： 
1.课件展示，包括：文化背景、语言阐释、修辞手法等。 
2.师生互动性交流。 
3.邀请学生独立做课前阅读汇报和课后的延伸话题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实验室或设备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闭卷考试为主，结合平时课堂表现和作业成绩的评测方式。 
考核内容有： 
8． 课堂出勤（Class attendance）占 10%  
9． 课前汇报（Presentation）占 10% 
10． 测验作业（quizzes/assignments）占 10%  
11． 期末考试（Final exam）占 70% 
7、作业要求： 
针对每一课编写一份复习测试题，以考试或课后练习方式完成并作适当讲解。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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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英语专业精品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杨利民、徐克容等编著《现代大学英语 精读 3（第二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年

3月 第 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陈汉生编著《新编高等院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指南（修订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年 6月 第 1版。 
2. 段维彤编著《英语阅读技能培养与实践》，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 9月 第 1版。 
3. 胡文仲编著《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 11月第 1版。 
4. 章振邦编著《新编英语语法教程（第五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 4月第 5版。 
5. 朱永涛、王立礼等编著《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入门（第 3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6月第 3版。 
执笔：于中华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日 

 

综合英语（四） 
Comprehensive English IV 

课程号：30800004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夯实学生在口头和书面实践中使用英语语言的能力；2、促进学生对

于原版英语文章，包括较长较难文章的理解、归纳和思辨阐释能力；3、拓展学生在了解英语国家
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空间。 
开设本课程，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英语语言的能力。教师需要通过语言基础训练与篇

章讲解分析，使学生逐步提高语篇阅读理解能力，了解英语中各种文体的表达方式和特点，扩大词

汇量和熟悉英语常用句型，具备基本的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通过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上的各种

语言交际活动，使学生具备基本的交际技能，达到或超过《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听、说、

读、写、译等技能的要求，为后续高年级阶段学习打好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另外，学生还应该熟

悉中国文化传统，具备较强的汉语表达能力，具备丰富的人文知识和科技知识；熟悉英语国家的地

理、历史、发展现状、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一定的创新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4学时 

Unit 1 Thinking as a Hobby 
1.Preview Question： 
1) Although Golding is serious on the whole about the subject of thinking, there is a constant 

undertone of subtle humor and irony in the text. Cite and explain two or three examples where Golding is 
either exaggerating or not quite literally serious. What are the points he is making by his non-literal 
(interpretive) level exaggerations or ironies? 

2) What is Golding's attitude, as the adult writer, toward his younger self in the essay? That is, at the 
interpretive level of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what are we to think of the young Golding's personality 
and character? (Go deeper than the literal level statements that he was confused about thinking, or that he 
was to be pitied.) Refer to or quote specific portions of the text to support your answer. Then answer, with 



6200 

an explanation, the critical level question, "Do you like the young Golding as he describes himself, and 
the adult Golding who is writing? 

3)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author’s style? Is it formal or informal? Is it serious or humorous?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Introduction: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thinking and I could not think at all. (para.1)  
Part II. The three grades of thinking. (para.2-32 ) 
A. Grade-three thinking: the writer’s headmaster being an example. (para.2-24)   
1. The headmaster’s criticism of the writer for being unable to think. (paras.2-14) 
2. The writer’s observation of his teachers to find out about thought. (paras. 15-21)  
3. The writer’s conclusion about grade-three thinking: feeling rather thought ,full of unconscious 

prejudice, ignorance and hypocrisy. (paras.22-24)  
B. Grade-two thinking. (para.25-29) 
1. Grade-two thinking: the detection of contradiction but unable to offer anything constructive. 

(para. 25)   
2. A typical grade-two thinker: the in his youth. (paras. 26-28) 
3. The writer’s conclusion about grade-two thinking. (29)     
C. Grade-one thinking (para30-32) 
1. Grade-one thinkers, aiming at finding truth. (para. 30) 
2. The writer’s wish to become a grade-one thinker (paras. 31-32) 
Part III. Conclusion: Conversion of the writer into a grade-one thinker(para. 33-35) 
3.Writing Devices: Metonymy, Synecdoche, Irony, Hyperbole, Simile, Metaphor 
4.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1) Word formation: suffix “-ette, -fer”, preffix “hind” “out-”; Derivative: “orate” “pose”, “dict”, 

“dicere”  
2) Words and expressions: sex, sexual, sexy, sexist; disinterested, uninterested; literal, literary, 

literate; bulge, protrude, stick, jut,  swell; slip, slide, glide; reputation, prestige;  acquaintance, anguish, 
confer, contemplate, contempt, exalt, heady, hustle, impediment, integrate, muscular, proficient, stampede, 
reduce, bang the door, cheer His Majesty, contemplate the statue, devise a new method, gain a reputation, 
inspire the people, sink one’s head, symbolize the nation, warm one’s hands, ruin one’s healt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settle the issue, at the time, do away with, few and far between, for (one’s) money, in the 
flesh, lag behind, make for, nothing but, on… occasion, out of one’s depth, think well of, stand by 

3) Sentences: ways of using words to make sentences ironical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5.Grammar 
1) The use of “being” 
2) Parallelism  
3) The Use of Complement  
6.Discussion  
1) Why is it that most people are grade-three thinkers who actually do not think ?  
2) Why is it that grade-one thinker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3) There is an old saying that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which suggesHave you learned anything 

from this essay? What do you want to be as far as these three levels of thinking are concerned? 
Give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three grades of thinking with your own illustrations.  
7.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 What Kind of Thinker Am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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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2 Spring Sowing 
1.Preview Question： 
1) What values and moral principles are being idealized here? Is it still the same today? Do      

you agree that the traditional work ethic is out of date? Are such qualities as hard work,     diligence, 
thrift, responsibility, discipline, simple and honest living, rugged individualism and self-reliance, etc. still 
valued? 

2) Wh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social ethics since our grandfathers’ time? Is there anything that 
remains unchanged?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Martin and Mary began their first day of spring sowing as a couple.(para.1-4) 
A. The yong coupe got up early. (paras. 1-2) 
B. They were filled with both excitement and anxiety. (paras. 3-4) 
Part II. The couple worked in their field before sunrise till sundown. (paras. 5-31 ) 
A. They set out with the joy of spring and were the first to start. (paras.5-11) 
B. Martin’s attitude was wholly devoted to work.(paras.12-14) 
C. They had a lunch break in the field.(paras. 15-20) 
D. Martin’s grandfather came to inspect their work. (paras. 21-31) 
Part III. They were proud of their good day’s work. (paras.32-35 ) 
A. For a fleeting moment Mary dreaded being a farmer’s wife. (para.32) 
B. Martin was pleased with his display of manhood. (para. 33) 
C. Mary looked into her future realistically. (paras. 34-35) 
3. Writing Devices:  
4.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1) Word formation: suffix –en, -y; Compound: snow-covered, wind-blown, flood-stricken, 

weather-beaten, hen-pecked, dog-tired, student-centered 
2) Words and expressions: assert, cluster, depressed, gruff, imminence, numb, revel, streak, throb, 

tremor, rest, primeval, subjugate, crunch, cock, secure, draught, overpower, carry; defeat, conquer, 
vanquish, beat, overcome; to be better off (doing sth), at this/that rate, to take hold of, to take sb/sth for 
sb/sth/to be sb/sth, to draw back, furrowed brows, to be chained to sb/sth, to sink into sth, to be dotted 
with, to cock one’s head, to rob sb of sth, to revel in sth, a flash of sth, to cross one’s mind, as it were, 
open up, fall over, in the name of God, carry a long way   

3) Onomatopoeia: hiss, buzz, whirr, sizzle, crack, crunching, crowing, rasping, lowing, moan, 
murmuring, bang, baying, chuckling, bubbling, grumbling, gurgling, hammering, humming, moaning, 
mumbling, pounding, rattling, ringing, roaring, screaming, screeching, snoring, splashing, tinkling, 
yawning 

4) Synonyms: glare, gleam, glisten, glimmer; imminent, eminent; rate, speed, pace; whirl, swing, 
throw, fling, hurl, pelt, skin, peel; unconscious, unaware; wriggle, writhing; split, hit, break; tedious, 
hideous; devised, designed; libertines, liberals; hop, jump, leap, skip, spring; breast, chest; verge, border, 
edge, brim, rim; swear, curse, call names, abuse; rub, scrape, scratch; scatter, spread, spray, spread,  

5) Adverbs: clearly, evidently, obviously, whole-heartedly, heartily, greedily, hungrily, fiercely, 
furiously, feverishly, gruffly, sharply, rudely, tiredly, wearily   

Sentences: ways of   
4)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Sentence paraphrase 
5. Grammar 
1) The Use of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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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s proposition 
b. “as+adj./adv./n.+as-clause/gerund phrase” “as” being an adverb, the second a conjunction 
c. as conjunction introducing adverbial clauses 
d. after “the same” 
e. to introduce an object complement with certain verbs  
f. to introduce a subject complement in the case of the passive sentence/clause 
g. as relative pronoun 
h. in the idioms 
2) connectives: as if, even if, if only, only if, suppose, supposing, unless 
3) determiner: no 
6. Discussion  
1)Let’s pretend that you are Martin Delaney or Mary living in the 21st century. What kind of  a 

person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s your wife or husband? What qualities would you like to  find in your 
spouse?  

2) What qualities would you like to find in your future spouse? 
3) What is your life’s ambition? 
7.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life and work of farmers 

today and 100 years.  
Unit 3 Groundless Beliefs 

1. Preview Question： 
1) Encourage students to give concrete examples of groundless beliefs from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observations, and then to explain how these groundless beliefs are formed? 
2) Why do we feel so strongly about our ideas and views? How do we know these ideas are correct 

and not wrong in the first place? Do our ideas come from thinking? Can it be true that when we say “we 
think,” we are actually only arranging old prejudices? What constitutes adequate grounds for beliefs? Are 
those strong convictions of ours well grounded?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Introduction: Prevalence of groundless beliefs.(para.1) 
Part II. Body: Types / Causes of groundless beliefs (paras. 2-24 ) 
A. Result of environment in early life (paras. 2-3) 
B. Parroting (paras.4-13) 
C. Self –interest (paras. 14-17) 
D. Sentimental associations (paras.18-19) 
E. Fashion (paras.20-24) 
Part III. Conclusion: The writer’s praise of rational thinkers (para.25 )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1) Word formation: root: -verse  prefix: poly-, mono-, be-, de-, a- 
2) Words and expressions: get at, guard against, jump to, talk out/over, be amazed at, bring about, 

rescue from,  
3)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4. Grammar 
1) Abbreviated adverbial clauses 
2) Subjunctive mood in a that-clause after such words: advise,ask, command, demand, insist, order, 

require, propose, recommend, urge,suggest,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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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iscussion  
Beijing attractions 
6.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 How did his mood change as he explored 

the park? 
Unit 4 Lions and Tigers and Bears 

1. Preview Question： 
Why do you think the author wrote this essay? To describe the history of the Central Park?   To 

describe the beauty of the Central Park? To tell the story of how he spend an unforgettable night in the 
park once? To lament what a terrible place the park had become with all those purse-snatchers, loons, 
prostitutes, drug dealers, bullies, garrotters, robbers, murderers lurking somewhere? To prove that all 
those terrible rumors about the park at night are ungrounded? Or a combination of all of those?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Introduction:.The author’s purpose of spending a night in the Central Park (para.1)  
Part II. His experiences in the park during the first couple of hours. (paras. 2-6 ) 
A. Warming of the police against going there at night. (para.2) 
B. Safety precautions on the part of police that night.(para.3) 
C. His wandering around the Delacorte Theatre until he was lost. (para.4) 
D. His fear and encounter with two men in bushes. (para.5) 
E. His recollection of a murder in the lake two years before (para.5) 
Part III. His later adventures (paras 7-12)) 
A. His recollection of the early days of the park (para.7) 
B. His encounter with a couple whom his appearance frightened (paras.8-9) 
C. His reflection on the changes of the park (para.10) 
D. The return of his fear after meeting two gangs of kids (para.11) 
E. His admiration of the beauty of  New York City as viewed from the park (para12)   
Part IV. The occurrences during the rest of the night (paras.13-25) 
A. His preparation for bed (paras. 13-15) 
B. His dramatic encounter with three raccoons (paras.16-24) 
C. His sound sleep (para.25)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1) Word formation:  preffix“un-,in. im, ir, il”; 
2) Words and expressions: act on, adapt to, add to, hand over, adhere to, argue with, adjust to, amount 

to, blow over, appeal to, classify as, apply to, aspire to, attend to, attribute to, cling to, commit to, comply 
with, compromise with, head to, incline to, describe as, object to, plead with, skip over, resort to, spread 
over, stick to, take to, take over, turn over,        

3)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4. Grammar 
The use of “except” 
Study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se involved sentences 
5. Discussion  
Beijing attractions: Forbidden city, summer palace, the great wall, lama temple, the temple of heaven, 

Beihai park,  
6.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 

Unit 5 For Want of a Drink 
1. Preview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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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we have a water problem or not? How serious is the problem? Where does our country stand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its share water resources? What are main causes of our water problem? What do you 
think we can do to solve this problem?   

6.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Introduction: A warming about a water crisis.(paras.1-2) 
Part II. Causal analysis of water shortage (paras 3-5 ) 
A. Population explosion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last century (para.3) 
B. Soaring agriculture demands for better food (para.4) 
C. Growing industrial and domestic consuming 30% of the withdrawal (para.5) 
Part III. Difficulty in satisfying these demands: (paras 6-8.) 
A. The supply of water being finite (para.6) 
B. 97% of the world’s water being salty (para.7) 
C. Fresh water available for living things being scarce (para.8) 
Part IV.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as natural resource (para.9-15) 
A. Water being not evenly distributed (paras. 9-15) 
B. Water being local and heavy to move (paras.11-12) 
C. Underground water being used almost as a free resource (paras. 13-15) 
Part V. Reiteration of the value of water (paras.16-17) 
Part VI. Conclusion: Difficulty in using the resource sensibly (paras. 18-19) 
A. The belief that water is a free resource (para.18) 
B. The holy quality water is invested with (para.19)  
7.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1) Word formation: suffix “-ble, -ple, ”, prefix “thermo-, therm-, aqua-, over-,en-, em-”; 
2) Words and expressions: conserve, reserve, preserve; painful, hurtful; lack, short, scace; 

change, alter, modify, shift, vary, convert, mend; substitute, replace; invite, due, account for, on sb’s 
account, on no account, take sth. into account, accuse sb. of, approve of, become of, benefit from, break 
through,  

3)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8. Grammar 
1) The use of “or” in phrases that function as a conditional clause 
2) Study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se involved sentences 
9. Discussion  
What are the prospects of our water supply in future? 
10. Writing: on water shortage   

Unit 6 The Telephone 
1. Preview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at people’s natural nostalgia should be encouraged? Wouldn’t it make people look 

backward and therefore become conservative? Can you give examples other than telephone to show that 
all important technological and scientific discoveries lead to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Life in the village before it had a telephone.(paras.1-10) 
A. How the village kept track of time in the past (paras.1-8) 
B. What happened in the year of the drought (paras.9-10) 
Part II.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first telephone in the village (paras.1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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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ow the villagers came to decide to have a telephone (para.11) 
B. What sensation and curiosity the installation created (paras. 12-18 ) 
Part III. Effects of the telephone on the life of the villagers (paras. 19-25 ) 
A. How the village center shifted (paras.19-22) 
B. How and why a lot people left the village (paras.23-25)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1)Word formation: suffix “”, preffix“-”; 
2)  Words and expressions: assure, ensure, insure, reassure; twist, distort, turn, wring; gather, 

collect, assemble; break, tear, rip, crack,; forsaken, abandoned, deserted; ignor, neglect, overlook; tingle, 
shun, congregate, shoo, rip east of, to keep/lose track of sb/sth, to roll by, to cave in, to incorporate sth 
in/into sth, (violence, tempers, etc.) flare (up), to call sb names, to get anywhere/somewhere/nowhere, to 
talk sb into/out of sth/doing sth, (of news or information, etc,.)Word goes out that…, at sb’s elbow, back 
and forth,  to chime in, to deliver (from sth), a lucratve business/contract/market, fewer and fewer, more 
and more, (of sb’s speech) to trail away/off 

3)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4. Grammar 
1) “as” and “though” as concessive conjunctions 
2) Study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se involved sentences 
5. Discussion  
1) What changes do you think the internet has brought to our life? 
2) Should we always embrace the new things? Why or why not? 
6.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 Do you think such a new   product or 

new activity is a double-edged sword? Give your reasons.  
Unit 8 Economic Growth is a Path to Perdition, Not prosperity   

1. Preview Question： 
Is the concept of GDP absolutely correct? If not, what are the problems? Is it completely wrong? If it 

is, can we strive for increasingly low GDP? If GDP is neither absolutely right nor completely wrong, 
where should we draw the line? What are the alternatives?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Introduction: Darwin’s long battle against the Biblical myth of creatiion.(paras.1-3) 
Part II. The modern myth of economic growth (paras.4-8 ) 
A. Definition (paras. 4-8) 
1. The myth being more dangerous (para.4) 
2. The myth that economy being able to grow forever(paras. 5-6) 
B. Norm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before the 1940s (para.7) 
C. The latest global economic slump challenging the myth (para.8)           
Part III. Root cause of the myth (paras. 9-11 ) 
A. Growth being the core of capitalism (paras.9-10) 
B. Statistics of the rapid growth (para.11)  
Part IV. Refutation of the myth (paras. 12-25) 
A. Finiteness of natural resources (paras. 12-13) 
B. Statistics of ecological decline (paras.14-15) 
C.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 definition and limitation (para.16) 
D. Danger of overshooting the earth’s resources (paras17-18) 
E. Catastrophic effects of overuse of oil for growth on the environment (paras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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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Growth—an excuse for continued inequality between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paras. 22-25) 
Part V. conclusion: The mission of humanity: changing the way as it is (paras.26-29)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1.Words and expressions: tumble, plummet, degrade, overshoot, sideline, underline, sustain, 

meticulous, intense, choppy, rigid, proponent, orthodox, renewable, boost, foul, hone one’s analysis, 
stymie critical thought, ramp up GDP, drum into, drive government policy, chew through massive 
quantities, absorb waste, power the global economy, clear some space, churn out products, liquidate 
resource stocks, ratchet back economy, it the nail on the head, tip the balance, deplete resources, stabilize 
carbon emissions, get by on the crumbs, translate into an average, live off, 

2.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4. Grammar 
T he use of than as a relative pronoun 
Subject-verb agreement 
Study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se involved sentences 
5. Discussion  
Many people talk about the great achievement of our country in terms of breathtaking growth of GDP, 

are they right or wrong? Have we solved all the problems with high GDP? Do the problem occur in spite 
of the high GDP or because of it? 

Why is it today we have decided to use the term “scientific view of growth ”?  Does it imply that 
the idea of GDP is not wholly scientific? 

Some argue against “placing prosperity above equality,” what is the alternative? Can we turn it round 
and place equality above prosperity? Why can’t we keep them on a perfect equilibrium? 

Comment on:  
1. Human activity is putting such a heavy strain in Earth’s natural functions that the ability of the 

planet’s ecosystem to sustain human endeavor can no longer be taken for granted.  
2. The economy is a human construct. We made it, we can change it. 
3. Justice demands that we in the rich countries ratchet back our growth and clear some space for 

those who need it. The fate of planet Earth may depend on it. 
4. Growth is an excuse for continued inequality.  
6.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 How do you look upon the progress man 

has achieved since the end of the World War II? What are benefits and sideffects? 
Unit 9 The Dammed Human Race 

1. Preview Question： 
1) Do human really suffer from those human weakness Mark Twain describes? Does the view that 

that human beings are cruel, greedy and avaricious, etc. serve any purpose? 
2)How does the author contrast human beings with other animals? What specific human traits and 

disposition does he condemn? And what arguments does the author give to support the views? 
3)Do you agree with Twain that human beings are avaricious or greedy while other animals are not? 
4) We often say human beings are superior to other animals because only they have feelings and 

conscience which make them proud of doing the right thing and ashamed of being immoral. Why did 
Twain talk about this? Would he give credit to human beings’ pursuit of love, friendship, and moral 
integrity? 

5) How can Twain say that human beings are the only species guilty of war crimes? Are not all 
animals engaged in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How can we be worse? 

2. Text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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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Introduction: Topic and credibility of the author’s research (paras.1-3) 
A. Topic: the descent of man from the higher animals (para.1) 
B. Credibility: the use of scientific method and authentic institution where the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para.2) 
C. Characteristics example of his experiments (para.3) 
Part II. Findings about man as against higher animals (paras.4-17 ) 
A. Man’s greed(para.4) 
B. Man’s immorality (paras.5-8) 
C. Man’s cruelty (para.9) 
D. Man’s inclination for war (paras10-11) 
E. Man’s position of enslaving and being enslaved (para.12) 
F. Man’s hypocrisy (paras. 13-15 ) 
G. Man’s inability to learn to live together peacefully (paras. 16-17)  
Part III. Conclusion: Restatement of the thesis (para.18 )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1).Words and expressions: appease, brood, conjecture, degenerate, gouge, exterminate, oblige, 

scruple, sketch, speculate, disposition, traits; stingy, miserly; allegiance, loyalty; massacre, slaughter; 
agreement, consent; assumption, postulate; spread, scatter; tiring, fatiguing; guess, speculate, conjecture; 
prisoner, captive; greedy, avaricious; exterminate, wipe out; renounce one’s allegiance, brood over, subject 
something to test, cover many months’ work, leave something to rot, cheat sb out of sth, harbor insult, 
take revenge, keep harems, have an occasion to do sth, make a meal of sth, hold sb in bondage, smooth 
the path, confine to,      

2).Figures of speech: rhyme, alliteration, satire, antithesis, parallel construction, oxymoron 
3)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4. Grammar 
1)Ways of making contrast: while, and/but, unlike, on the other hand, compared with, 
2)Ways of clarifying: that is, in other words, you mean, that is to say, I mean, you don’t mean,  
3)Study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se involved sentences 
5. Discussion  
1)Do you believe it possible to frighten in order to enlighten? Do you think it important for human 

beings to be keenly aware of their inborn weaknesses? 
2)Why can’t we identify the nice people, entrust all the money and power to them and let them rule 

the rest of people forever? 
3)Can we shield young people from all evils so that they will never badly influenced?     
4)Are we really as bad as Twain said we are? Is it true there is no hope for the human species? How 

would you respond to those pessimistic views about human beings? 
5)Shouldn’t Mark Twain talk about “Damn the rich” or “Damn the capitalists,” or “Damn the US 

imperialists, ” or “Damn the racists”? How come he choose to damn the whole human race without 
making any distinction?  

6.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 Do you agree that the worst enemy of 
man is himself?  
Unit 10 The World House 

1. Preview Question： 
1)Why does King choose “The World House ” as the title of this essay? Where does he get the 

inspiration? What does he think is the biggest issue humanity has to addres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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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We all know that King was the leader of the black people in the US in their struggle for racial 
equality and civil rights. How does he relate this struggle to the task people confront throughout the 
world ? 

3)In King’s time, such words as “globalization” or ”global village” were not invented. What is the 
word he used to refer to this changed world? 

4)How did King describe the furniture, rooms, decorations, etc. of “ The world House”? How in his 
opinion was this “worldwide neighborhood” brought into being? What did the changes that had taken 
place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and the changes that were to take place in years ahead mean to human 
beings according to King? 

5)Where does King stand in this quickly changing world? Is he passionately advoca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r is he deeply worried about the moral failure of human beings? 

6)What is King’s purpose for writing this essay? Who is his intended audience? What is his message 
for the American black people in light of all these changes?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Introduction:.(paras.1-2) 
A. Origin of the term “world house”(para.1) 
B. Convention between American blacks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struggle for global peace 

(para.2)  
Part II. The world being a global village (paras.3-8 ) 
A.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paras.3-5) 
B. A worldwide freedom revolution (paras.6-8) 
1.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US (para.6) 
2.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world over (para.7) 
3.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worldwide 

liberation movement (para.8)  
Part III. Our mission in this changing world (paras.9-14) 
A. Not sleeping through a revolution as Rip Van Winkle in a story (para. 9) 
B. Transforming the world into a worldwide brotherhood (para.10) 
C.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scientific power and moral power (paras. 11-14) 
1. Material abundance being unable to bring us Americans neither peace of mind nor serenity of 

spirit (paras.11-13) 
2. Our moral and spiritual awareness needing redeeming (para.14) 
World House, the very survival of the human race (para. )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Words and expressions: alter the course of human history, bridge the gulf, dwarf distance, escape the 

indictment, span the waters, manifest itself, penetrate oceanic depths, portray our dilemma in candid terms, 
prolong the lives of men, rain down death, scale the mountain, sign the warrant, reestablish the moral ends, 
transform the society, turn back the clock, witness a worldwide revolution,   confined to, 
disproportionate to, impartial to, notorious for, opposed to, subject to, occupied with, secure from, 
undreamed of, true of, regardless of, remarkable for, superior to, mad at, married to, open to, opposite to, 
overwhelmed with/by, peculiar to, popular with, praised for, preferable to, prior to, prone to, quick at, 
ready for, remarkable for, renowned for, sacred to, skillful in, struck with, suspicious of, sympathetic to, 
thankful to, true to, weary of, the status quo, outrun, redeem, bewildering, serenity of spirit, ailment, 
dwellers, rumbling, discontent,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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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rammar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s of the word of 
Adverb placement 
Study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se involved sentences 
5. Discussion  
1. King wrote this essay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ago. Do his descriptions still apply? Has the 

world developed the way he anticipated? Is his message still valid? 
2. If you were to write a similar article,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oday’s world? Wh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that even King did not foresee? What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day to the “World House” as 
King called it? 

3. Is the freedom explosion as King called it half a century ago over now?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oday’s world political situation? 

4. In King’s essay he maintains that all inhabitants in the world today must learn to live in peace 
together. There is no other way.  Are we living in peace and harmony now? 

5. King says, “Every society has its protectors of the status quo and its fraternities of the 
indifferent who are notorious for sleeping through revolutions. But today our survival depends on our 
ability to stay awake, to adjust to new ideas, to remain vigilant and to face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 Does 
it make any sense to you?   

6. King says, “We must work passionately and indefatigably to bridge the gulf between our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our moral progress.” He was referring to the situation in the US when he wrote this 
essay. Does it in any apply to our society today? Do we have this “gulf”? or is the outcry of moral decay 
an overstatement?  

7.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  
According to Martin Luther King,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e era we are living in? 

Why is it vitally important that this era of ours, we “must learn somehow to live with each other in 
peace ?”    
Unit 11 Soldier’s Heart 

1. Preview Question： 
1)Do you like war literature? Does war literature serve any useful purposes? Can you name some war 

stories or movies which impress you most? Os there anything about war literature we should guard 
ourselves against? 

2)We haven’t had another world war for almost sixty years. So why should it still be such a matter of 
concern to us? Some people say that we should burry our war memories. Do you agree? 

3)Is war a permanent human condition just as the author said?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Introduction:.Life of an American soldier in France in June 1944 (paras.1-3) 
Part II. The soldier’s experiences after the war (paras.4-24 ) 
A. His dim memories of university days after the war (paras.4-5) 
B. His hospitalization (paras.6-11) 
1. His illness: combat fatigue (paras.6-11) 
2. Hospital medical staff and guards (paras.8-9) 
3. His treatment (para.10) 
4. One of his symptoms: hearing voices (para.11) 
C. His experiences after hospitalization (paras.12-19) 
1. Aftereffects of his war experiences (paras.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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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is rejection by the university (para.14) 
3. His return to the university after trying a few jobs (paras. 15-16) 
4. His recurrent dreams about his war experiences (paras.17-19) 
D. His purpose of writing about his experiences (paras.20-24) 
1. His fear that people will forget about those who died (paras20-23) 
2. His hope that his experiences will help people face wars in the future (para.24)  
Part III. Conclusion: the war and its aftermath on the soldier (para. 25-27) 
A. Respect and affection for ordinary people (para.25) 
B. Inspiration for writing (paras.26-27)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Words and expressions: terminate, crouch, stunning, striking, infantry, discharge, furiously, disorder, 

pass out, fog, mist, haze, irremediable, incurable, irreparable, onset, attack, guts, intestines, sordid, filthy, 
dirty, diminish, console, hollow, aftermath, on a murder charge, on account of, with an eye to, under attack, 
on behalf of, under consideration, under control, under criticism, on good terms / bad terms with, on guard, 
on holiday, on honor of, in accordance with, in answer to, in connection with, in the hope of, under lock 
and key, in one’s mind, out of one’s senses, in place, out of place, in question, out of question, under repair, 
on show, for show, on the alert, in the course of, on the decline, in the event of, with the exception of, in 
the habit of, on the increase, for the lack of, on the look-out, off the record, on the verge of, on trail, under 
way, lie face down, scrape the bottom of the barrel, engage the enemy, discharge sb from the army, receive 
shock treatment, administer all the institutions, keep an eye peeled for sth, clear sb, shoot at close range, 
deaf to music, at a good pace, ammunition boxes, a permanent human condition, an airborne division, hell 
on earth, strewn with dead bodies, an import-export firm, taken up with music, the enemy position, a 
railway embankment, the trigger finge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upper division students, scrape off, 
wipe off, for months on end, a great appeal to, controversy, insofar as, one had it that, to and fro, come to 
an end, sordid,           

Figure of speech: hyperbole, simile, allusion, antithesis, metaphor, parallelism, rhyme, repetition, pin, 
satire, oxymoron, parable,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4. Grammar 
Parenthetical elements in a sentence. 
The use of grammatical word one 
Study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se involved sentences 
5. Discussion  
Never think that war, no matter how necessary, nor how justified, is not a crime. 
War is only a coward escape from the problem of peace. 
There are no warlike people---just warlike leaders 
Today the real test of power is not the capacity to make war but the capacity to prevent it.  
In the future no one wins a war. It is true there are degrees of losses, but no one wins. 
We have the power to make this the best generation of mankind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or to 

make it last.   
6.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 recount the narrator’s experiences. 

Unit 12 Onwards and Upwards 
1. Preview Question： 
1)What is the traditional definition of progress ? Do you agree with the author that in the rich world 

today at least, the idea of progress has become impoverished? Impoverished in what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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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o you believe that the changes or development we are experiencing or witnessing are always for 
the better? Do you think that progress equals improvement? Improvement for whom? In what way? At 
what cost? Can you think of a way to redefine the word “progress” so that it will not cause so much 
confusion?   

3)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attitude toward the idea of progress? Do you embrace it without any 
reservation? Or do you also tend to be suspicious? Does your attitude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newspaper you read? 

4)Do you agree that today while we are advancing quickly in our economy, our moral life and our 
society are “treading water” as the author called it? Are you sure those who agree are not just repeating 
the idea of some social misfits? On what ground so they make this assertion? 

5)If your answer to the question above is in the affirmative, then how do you account for that? Does 
it mean that there i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conomy and the moral and spiritual life? Didn’t Karl 
Marx tell us that superstructure is determined by the economic base and as the economy develops, people 
will be better educated, more civilized, better and happier human beings? 

6)Is the human history of the last three or four centuries, there have been many great minds who have 
been telling us how we can make steady progress and make the world a happy place for everybody. Can 
you list some of those ideas? 

7)Have we made progress only in the economic field? How about in the social or moral fields? What 
would optimists say? How about pessimists? What are supposed to be the engines for progress? Have they 
been working properly? 

8)Do you think that people are justified in losing faith in progress today? Why or why not? Does it 
matter of we lose faith? How important is it to restore this faith?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Introduction: The popular view in the world about material progress and moral advance 

(para.1) 
Part II. The idea of progress—the backdrop to the society (paras.2-8 ) 
A. The ideal of progress in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para.2) 
B. Supposed agents of progress (para.3) 
C. Importance of the idea of progress (para.4-5) 
Part III. History of the idea if progress (9-24) 
A. Demonstration of the idea in source of progress (para.9) 
B. Rebuttal of the language and community of the source of progress(para.10-12) 
C. Rebuttal of the modern-age belief in science as the source of progress (paras.13-17) 
D. Rebuttal of the belief in economic growth as modern source of progress (paras.18-21) 
E. Moral sensibility and governance (pparas.22-24) 
Part IV. Conclusion: Susan Neiman’s book on moral sensibility (paras.25-28 )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Words and expressions: seduce, coercion, contaminate, crumble, catastrophes, yield, emancipate, 

universal value, correlation, budge, be accompanied with, guardians, cage the ape within, compromise 
one’s ideals, contain one’s protests, deliver the goods, embody moral progress, guarantee free speech, lead 
worthy lives, match the standards, measure welfare, mourn the dead, narrow the scope, restore one’s faith, 
tip the balance, traverse history, tread water, yield untold benefits, be preoccupied with, beg to differ, by 
and large, correspond to human progress, harness the market, have strong faith in rule by the elite, hold sb 
to account, impose sanctions on, in the name of God, lift the poor out of their misery, live up to the 
promise, purge the government of corrupt officials, rise to new height, stretch back to the very beg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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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eming with ideas, respectful, respectable, in spite of, despite, attached to, tense, intense, correlation, 
relation, liberation, liberal, teem with, burst with, defender, defendant, proponent, oppose, historic, 
historical, worth, worthy,      

Figures of speech: hyperbole, simile, allusion, antithesis, metaphor, parallelism, rhyme, repetition, 
pin, satire, oxymoron, parable, aphorism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4. Grammar 
The use of the conjunction or 
Study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se involved sentences 
5. Discussion  
Do you agree that “Growth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hat is your ideal for our future? Are you sure it not utopian? Do you believe that we should and can 

love an ideal for its own sake? 
Do you agree with Susan that moral progress is neither guaranteed nor hopeless? 
6.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s: 
Technology can be used for ill as well as good.   
Science needs governing.  
GDP does not measure welfare; and wealth does not equal happiness. 

Unit 13 Cord 
1. Preview Question： 
There is a such a wide gap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in religion, culture, life style, social habit 

and values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bridge it within days. There are still kisses and nice promises, we know 
that the visit has not been a success. It has not strengthened the “cord”. The mother and daughter are 
drifting irrevocably further apart. Which of the two is to blame? Is it an exceptional case or is it typical of 
the general tendency in modern times? Is family no longer important? Is it dying away? Or perhaps the 
family is better dead? But are we really happier without family?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Introduction: The mother’s arrival in London (paras.1-15) 
A. Her departure from Ireland and her flight to London (paras/1-5) 
B. Reunion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at London airport (paras.6-15)   
Part II.The mother’s 8-day stay with her daughter (paras.16-95)) 
A. The first evening (paras.16-28) 
1. Moments of tender feelings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paras.16-19) 
2. Their conversation about father (20-28) 
B. The second day (paras.29-88) 
1. Shopping in the morning (29-44) 
2. The party in the evening (45-77) 
3. Confrontation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after the party (78-86) 
4. Clarie’s reflection about her own life (87-88) 
C. The rest of the mother’s stay (89-95) 
1. Mass and sightseeing (89-91) 
2. The mother’s decision to cut short her stay on the 6th day (92-95)  
Part III. Conclusion: The mother’s departure two evenings later (para.9) 
A. The mother’s changed appearance (96-97) 
B. Changed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overtly polite but less close (9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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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Words and expressions: cue, bashful, cast a restful light, convey weariness, entail having a car, make 

amends, mutter an apology, rehearse the conciliatory remarks, resemble a true combat, rig meters, sever 
relationship, substantiate the invitation, voice one’s needs, state one’s wishes, never touch a drop, customs 
men, an airport lounge, complexion of decency, reversible raincoat, a flight number, ease the needle 
through, savor those seconds of tenderness, set out on a visit, mix with queer people, strap sb down, beat 
sb up, admit to, on approbation, by contrast, be converted from, change into, hunch over his work, ease 
himself into his chair, go off, get over, frighten away, prowling around, escalate into, fit sb out, muddle 
through; released, relieved; saving, savoring, except, except for, lounge, lunge; cue, clue, turn to, turn on; 
mix with, mix up; bunch, cluster, suffer from, suffer, blush, flush, laugh off, laugh away, clash, crash, 
crack, crush,         

Figures of speech and rhetorical devices: hyperbole, simile, allusion, antithesis, metaphor, 
parallelism, rhyme, repetition, pin, satire, oxymoron, parable, aphorism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4. Grammar 
Ways of comparison: not so much …as…; the more intelligent of the two, not / no/ nothing more 

than…; more like+ noun phrase + than  
Study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se involved sentences 
5. Discussion  
1)Do you agree that toda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has shortened physical distances 

but widened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ones?  
2)Do you think that the family is still the nucleus of civilization in all cultures? How about China? 

Can you visualize how it might change in future? Does this bother you? Of it does, if it does, is there any 
remedy for this? 

3)What constitutes a happy life? What are usual ingredients? Do you agree that happiness equals 
wealth, power, longevity, comfort, labor-saving, perfect harmony and nothing else? Do you accept Joseph 
Addison’s view that “our real blessings often appear to us in the shapes of pains, losses and 
disappointments”? 

6.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s: Who do you identify with, the mother or 
the daughter? Give your reasons. A character analysis either of the mother or of the daughter. 
Unit 14 Inter-Lesson 
Unit 15 A Letter to American Jews (and Other Friends of Israel) 

1. Preview Question： 
1) The author introduced himself as a member of the Israeli reservist refuseniks. Can you guess what 

kind of an organization it is? Has it been round for long? What does it advocate? Does it have a large 
following? How do you know? What is the mainstream attitude among the American Jews?   

2) What does the author mean by “the tribal theme”? does he accept this theme? Did he reject this 
them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How did he gradually come to doubt this? 

3) Wha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he realized that the Arabs could also be trusted and peace was possible 
between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4) Did the situation improve drastically soon? What was the turning point for the author concerning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conflict? What happened that opened his eyes gradually to the lies 
the government had been telling people? Do you know much about the War in Lebanon?  

5) The author defined himself as leftist. In Israeli political terminology, what do you think that stands 
for? How different is he from the rightist or cent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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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hat is the author’s response to the provocative actions of Palestinians and their sympathizers? 
7) Does the author think that Israel is justified in setting up the Security Zone? Does he agree that it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for Israel to continue its occupation of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8) Does he have any carefully thought-out plans for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s? 
9) What purpose does the author hope to achieve by writing this open letter? What does he hope 

people on Israel will do? Do you think this king of protest might achieve its aim?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Introduction: Attacks against an ad supporting Israeli refuseniks and the alleged danger of the 

Palestinians(paras.1-3) 
Part II. The writer’s conversion from a believer of the fallacy to a refuseniks (paras.4-10 ) 
A. The 1973 war at the age of 7 (para.4) 
B. Participation in protest against the withdrawal from Sinai as a teenager (para.5) 
C. The invasion of Lebanon—a turning point for him (para.6) 
D. The impact if Israeli crimes in the so-called “Security Zone” and “Occupied Territories” 

(paras.7-9) 
E. His complete conversion (para.10) 
Part III. Rebuttal of “the fighting against terror ” fallacy (paras.11-14) 
A. Israeli aggressive actions against Palestinians(para.11) 
B. Israeli terror being responsible for Palestinians’ counter-attack (para.12) 
C. Palestinians not treated like human beings (para.13)  
D. Two types of Israeli terror: violent acts and the terror of occupation (para.14)  
Part IV. Exposure of the establishment’s persecution of refuseniks and their support for advocators of 

Nazi ideas (15-19) 
A. Persecution of refuseniks and the establishment’s justification (paras.15-16) 
B. Denunciation of Jose Saramango for likening the Occuoied Territories to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 (para.17) 
C. The establishment conniving at those who adcocate Nazi concepts (paras.18-19)   
Part V. Conclusion: Appeal to the Israeli public to stop sitting on the fence (paras.20-22 )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Word formation: -i, -port, -pet, sub- 
Synonyms: adhere,stick / cling / keep to, be true / loyal /faithful to, abide by; bloodbath, massacre, 

mass slaughter, mass murder; crap, shit, junk, nonsense; deeds, acts, actions, efforts; deport, expel, oust, 
banish, cast out; employ, use; establishment, traditional leaders, ruling class, established order, system; 
fervently, passionately, fiercely, vehemently, ardently; forefathers, ancestors, forebears; ghetto, slum; 
heaven, shelter, sanctuary, retreat, hideout; hoax, trick, fake, fraud, humbug, deception; mastermind, 
planner,organize, initiator, moving force; monster, fiend, demon, devil, brute, villain, scoundrel;  
paradigm, model, example, pattern, yardstick; paranoia, over-suspicious, extremely wary, unreasonably 
distrustful; pounce, fall upon, spring upon, jump at; regim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shove, push, 
prod; sooth, comfort, pacify, console; undermine, weaken, injure, cripple, ruin, destroy, sabotage, alluding, 
eluding, be doomed to, be destined to, die away, die down, die out, come forward with, come up 
with, .come on with,   

Words and expressions: buy the crap, demand full control, denounce the policy, deport from, drive 
out of, employ different logic, perfect our special treatment, adhere to the ceasefire, lay morality and 
conscience to sleep, lay out the plans, mess with us, pounce upon sb, pull troops out of a place, sing 
lullabies to sb, sit on the fence, sprout up like mushrooms, turn sour, ring a bell, soothe one’s parano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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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ghten the death grip, undermine the unity, void its meaning, bear the burden, defense minister, a turning 
point, the Security Zone, no man’s land,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a fledgling peace process, a greenhouse 
for growing terror, a propaganda machine, surgical acts of defense, a jail term, chief of staff, a 
concentration camp, opinion polls, a safe heaven, Nazi rhetoric, hair rising horror, an intelligence officer, 
ring any bell, put out a fire with a barrel of gasoline, in the midst of , here is the deal, does not come close 
to the answering, we can’t say it is simply because, explain it away by saying that, single sb out for, make 
a leap forward in our work,  be fresh out of, come out with his first novel,            

Sentences: ways of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4. Grammar 
The for + noun phrase + to - infinitive structure 
Study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se involved sentences 
5. Discussion  
1) Do you have any idea how the issue stands today? What are the key obstacles   to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Which side is to blame? Do you agree with the author that the chief responsibility falls on the 
shoulder of Israel? 

2) What does the Palestinian side want? When some of their spokesmen threaten to throw the Israeli 
People into the sea, are they merely venting their furry or bluffing? How about the Israeli side? If they can 
have their way completely, would it be fair to the Palestinians? 

3) Does this dispute fit into the common black and white pattern? Ca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give unreserved support to one side so that the “Dood Guy” finally prevails unconditionally? 

4) Do you have any suggestions as to how the problem might be resolved to the satisfaction of all 
parties concerned?       

6.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 
Unit 16 Man of the Moment 

1. Preview Question： 
1) When Shraon confesses her love for Vic to Trudy, Trudy reassures her that it is a passing thing. Do 

you agree with her?  Is she talking about romance in general or Sharon’s feeling toward Vic in 
particular ? 

2)Do you find it strange that an ex-bank robber have become a famous television personality and 
remained such a scoundrel? Do you believe that social success and moral integrity go together? Do you 
believe that once a scoundrel always scoundrel   

3) Does the story tell us anything about the media and show business? Do you think the mesia is 
justified to the power to create issues or heroes and set moral standards? Are you a fan of media 
personality? How do you explain the fact that media people do not seem to lack enthusiastic fans?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Vic’s insult about Sharon’s  appearance (para.1-37) 
A. His rude remarks about her weight (paras1-24) 
B. Douglas’s expressed disapproval of Vic’s cruelty (25-37)  
Part II. Conversion between Douglas and Tudy (paras.38-85 ) 
A. Doglas unrequited love for Nerys (38-46) 
B. His enduing love and care after her disfigurement in the raid (47-53) 
C. Their marriage and quiet, happy life (paras. 54-61) 
D. Trudy’s offer for help and Douglas polite refusal (paras.62-80) 
E.  Douglas’s advice for Trudy to stick with Vic (paras.8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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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I. Heart-heart talk between Trudy and Sharon (paras.86-104)  
A. Sharon’s attempt at suicide (para.86 ) 
B. Sharon’s secret love for Vic and his indifference to her (paras 87-103) 
C. Trudy’s accusation of Vic as a self-centered, selfish man (para.104) 
Part. IV. Vic’s indifference to Sharon’s plight (paras. 105-150) 
A. Vic’s refusal to say any kind words to Sharon after hearing about suicide attempt (paras.105-125)  
B. Fight between Vic and Trudy (paras.126-141) 

    C. Douglas’s appearance and Vic’s dropping into the pool in the fight (paras, 142-150) 
    Part. V. Vic’s death (paras. 151-173) 
    A. Vic’s being unable to get out of the pool (paras. 151-159) 
    B. Sharon’s futile efforts to save Vic’s life (paras. 160-173)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Word formation: suffix “”, preffix“-”; 
Words and expressions: obscene, undaunted, concern, crack, scrap, shake, outburst, pinion, onslaught, 

topple, trickle down one’s legs, puff like a whale, sum up the scene, do the interview, bear resentment, 
come in like thunder, increase the standing with sb,  pull oneself together, tackle an armed robber, thrash 
to get one’s breath again/back, to sum sb/sth up, to come of/from sth, sick in the stomach(= sick to one’s 
stomach), at the bottom of sth, to resign oneself to (doing) sth, not that…, to drift away, (all) to oneself, 
double glazing, to have a liking for sb/sth, to be instrumental in (doing) sth, to tail away/off, to be partial 
to sb/sth, fasten the seat-belt,abuse the wife, catch sb doing sth, heave / haul oneself up, float to the 
surface, thrash under water, pinon one’s arms, fend sb off, cut one’s losses, mind your own business, a 
cross word, an unattainable goal, the kiss of life, a trail of bubbles, a bugle call, I (can) take it, to stick 
with sb/sth, to take sb for granted, to cut one’s losses, to lay a finger on sb, to land a blow, to prop sb/sth 
(up) (against sth); torment, torture; grip, grab, seize, grasp; sprinkle, spray; topple, fall, collapse; mutter, 
murmur, grunt, mumble, grumble; fend, defend;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4. Grammar 
The use of the modal + have done/ been construction 
Study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se involved sentences 
5. Discussion  
1) Why do you think groundless beliefs gain wide acceptance？ 
2) Do you agree that human progress involves shaking off existing wrong beliefs? Give reasons for 

your answer. 
6.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s: 
1) A character sketch of Sharon or Douglas 
2) A character analysis of Vic 
（二） 实践教学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践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Thinking as a Hobby 4  
2 Spring Sowing 4  
3 Groundless Beliefs 4  
4 Lions and Tigers and Bears 4  
5 For Want of a Drin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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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e Telephone 4  
7 Inter-Lesson 4 中期讨论与回顾 I 

8 
Economic Growth is a Path to Perdition, Not 
prosperity 

4  

9 
Economic Growth is a Path to Perdition, Not 
prosperity 

4  

10 The Dammed Human Race 4  
11 The Dammed Human Race 4  
12 The World House 4  
13 Soldier’s Heart 4  
14 Onwards and Upwards 4  
15 Cord   
16 Inter-Lesson II  中期讨论与回顾 II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英语（一）、综合英语（二） 
后续课程：综合英语（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课文 A中的重点词汇使用、写作手法、篇章结构、历史文化背景等。 
难点：把所学词汇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对课文文章理解后进行思辨性、开放式的讨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学生预先主动学习与课文相关的词汇用法和文化背景，主导课堂的教学进程。 
2.教师对知识点做必要、补充性讲解。 
教学手段： 
1.课件展示，包括：文化背景、语言阐释、修辞手法等。 
2.师生互动性交流。 
3.邀请学生独立做课前阅读汇报和课后的延伸话题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实验室或设备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闭卷考试为主，结合平时课堂表现和作业成绩的评测方式。 
考核内容有： 
1． 课堂出勤（Class attendance）占 10%  
2． 课前汇报（Presentation）占 10% 
3． 测验作业（quizzes/assignments）占 10%  
4． 期末考试（Final exam）占 70% 
7、作业要求： 
针对每一课编写一份复习测试题，以考试或课后练习方式完成并作适当讲解。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英语专业精品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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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用教材 
杨利民、徐克容等编著《现代大学英语 精读 3（第二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年

3月 第 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陈汉生编著《新编高等院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指南（修订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年 6月 第 1版。 
2. 段维彤编著《英语阅读技能培养与实践》，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 9月 第 1版。 
3. 胡文仲编著《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 11月第 1版。 
4. 章振邦编著《新编英语语法教程（第五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 4月第 5版。 
5. 朱永涛、王立礼等编著《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入门（第 3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6月第 3版。 
执笔：张青云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5日 

 

听力(一) 
English Listening I 

课程号：3080000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培养学生英语听力技能；2、掌握相关主题的词汇与英语文化；3、

熟悉不同种类的英语语音特点。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不同的英语段落的听力训练，使学生掌握有关不同主题的英语词汇和背

景文化、不同地区主要是英美的英语语言特点，不断提高英语听力技能，为从事英语跨文化交流奠

定必要的知识与语言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课程教学：32学时 

Unit 1：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foods.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dinner and going to a party.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食品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二单元。 

Unit 2：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foods. 
2．Food and health.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食品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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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三单元。 
Unit 3：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foods.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school activities.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食品和学校活动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四单元。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1 Supermarket shock. 

Unit 4：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school vacation.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school vacation.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学生假期活动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五单元。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2 Freedom of Information. 

Unit 5：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school recommendation and shopping.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school recommendation and shopping.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推荐和买东西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六单元。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3 Error Correction. 

Unit 6：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transportation and traveling.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transportation and traveling.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交通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七单元。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4 Story Time. 

Unit 7：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London culture. 
2．Knowledge about London culture.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伦敦文化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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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八单元。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5 Grammar Fun. 
Unit 8：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summer jobs. 
2．Knowledge about London culture.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暑期工作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6 Weird Trivia。 

Unit 9：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residential life.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residential life .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宿舍文化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 10单元。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9 Restaurant. 

Unit 10：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music.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music.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音乐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十一单元。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10 Jokes。 

Unit 11：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living in London.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living in London.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生活在伦敦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十二单元。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11 Graffiti。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Unit 1 3  
2 Unit 2 3  
3 Unit 3 3  
4 Unit 4 3  
5 Unit 5 3  
6 Unit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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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Unit 7 3  
8 Unit 8 3  
9 Unit 9 3  

10 Unit 10 3  
11 Unit 11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听力（二）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听力辨音，特别是连续语流中单词的分辨。 
难点：听辨不同英语的发音特点，了解英语的社会属性。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语篇听力。 
2.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网络信息的使用。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纳入期末考核的范围。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教材选用比较新颖的有关英国与美国文化的听力材料，有助于学生掌握英语文化知识，提高跨

文化交际能力。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何其莘， 《新编英语听力教程 1》，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1-1。 
（二）推荐参考书 
1. 何其莘，等《Listen to This 1》,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1。 

执笔：高莲红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日 

 

英国文学（二） 
English Literature（II） 

课程号： 308000702 

一、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研究所英语（法律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开设本课程，旨

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了解、认识和掌握英国文学史上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家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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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倾向、思想方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以及对本国文学乃至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等等。在此基

础上，使学生了解一些名家的代表作品的思想意义、文学价值、写作手法、语言技巧等，为学生毕

业后的教学、研究打下基础。通过对英国各历史段代背景和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的介绍，使学生

了解英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及各个时期的主要文学流派及其创作特点。通过文本学习提高学生的文学

阅读、理解与鉴赏能力以及口头与书面表达等语言技能；并且通过大量阅读与讨论加强学生对文学

本质的意识，提高他们的综合人文素质，增强他们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理解。 
二、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英国文学（二） 

（一）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The Romantic Period: 1798-1832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Background:  
Romanticism was an artistic,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movement that originated in Europe toward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It is the revolt of the senses or passions against the intellect and of the individual 
against the consensus. Its first stirrings may be seen in the work of William Blake (1757-1827), and in 
continental writers such as the Swiss philosopher Jean-Jacques Rousseau and the German playwrights 
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Schiller and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The publication, in 1798, by the poets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and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 of a volume entitled Lyrical Ballads is a significant event in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though the poems were poorly received and few books sold. The elegant latinisms of Gray are 
dropped in favour of a kind of English closer to that spoken by real people (supposedly).  

The Romantic period was one of major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because of the depopul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vercrowded industrial cities, that took place in the period 
roughly between 1750 and 1850. The movement of so many people in England was the result of two 
forces: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involved the Enclosure of the land, drove workers off the land,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ich provided them employment, "in the factories and mills, operated by 
machines driven by steam-power". Indeed, Romanticism may be seen in part as a reaction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ough it was also a revolt against aristocratic social and political norms of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as well a reaction against the scientific rationalization of natu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was an especially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thinking of many of the Romantic poets.  

2. The Lakewood Poets (the earliest Romantics): 
After Blake, among the earliest Romantics were the Lake Poets, a small group of friends, including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 Robert Southey (1774–1843) 
and journalist 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 The early Romantic Poets brought a new emotionalism 
and introspection, and their emergence is marked by the first romantic manifesto in English literature, the 
"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 (1798). In it Wordsworth discusses what he sees as the elements of a new 
type of poetry, one based on the "real language of men", and which avoids the poetic diction of much 
18th-century poetry. Here, Wordsworth gives his famous definition of poetry, as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 which "takes its origin from emotion recollected in tranquility." 

1). Wordsworth  
The poems in Lyrical Ballads were mostly by Wordsworth, though Coleridge contributed too. 

Wordsworth, along with Carlyle, were a major influence, through Emerson, on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Among Wordsworth's most famous poems, are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Lines Composed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 "Resolution and Independence", "Ode: Intim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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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mmortality from Recollections of Early Childhood" and the long, autobiographical, epic The Prelude. 
The Prelude was begun in 1799 but published posthumously in 1850. Wordsworth's poetry is noteworthy 
for how he "inverted the traditional hierarchy of poetic genres, subjects, and style by elevating humble 
and rustic life and the plain [...] into the main subject and medium of poetry in general", and how, in 
Coleridge's words, he awakens in the reader "freshness of sensation" in his depiction of familiar, 
commonplace objects. 

2). Coleridge 
Coleridge contributed one of the great poems of English literature, the long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a tragic ballad about the survival of one sailor through a series of supernatural events on his 
voyage through the South Seas, and which involves the symbolically significant slaying of an albatross. 
Coleridge is also especially remembered for "Kubla Khan", "Frost at Midnight", "Dejection: an Ode", 
"Christabel", as well as the major prose work Biographia Literaria. His critical work, especially on 
Shakespeare, was highly influential, and he helped introduce German idealist philosophy to 
English-speaking culture.  

3). Thomas De Quincey 
Thomas De Quincey is best known for his essays, especially his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 (1821), a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about his laudanum (opium and alcohol) addiction and 
its effect on his life. The Confessions represents De Quincey's initial effort to write what he called 
"impassioned prose" on the theme of the internal struggle with one's self. His immediate influence 
extended to Edgar Allan Poe, Fitz Hugh Ludlow, Charles Baudelaire and Nikolai Gogol, etc.  

"On the Knocking at the Gate in Macbeth" is an essay in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first published in 
the October 1823 edition of The London Magazine. Though brief, it has been called "De Quincey's finest 
single critical piece"[3] and "one of the most penetrating critical footnotes in our literature." A more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than had previously been applied to Shakespeare, The essay foreshadows the 
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of much later criticism. 

3.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Romantic poets: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Romantic poets includes Lord Byron (1788–1824), 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 and John Keats (1795–1821).  
1) Lord Byron 
Byron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18th-century satirists and was, perhaps the least 'romantic' of the three, 

preferring "the brilliant wit of Pope to what he called the 'wrong poetical system' of his Romantic 
contemporaries". Byron achieved enormous fame and influence throughout Europe with works exploiting 
the violence and drama of their exotic and historical settings. Goethe called Byron "undoubtedly the 
greatest genius of our century". A trip to Europe resulted in the first two cantos of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1812), a mock-heroic epic of a young man's adventures in Europe, but also a sharp satire 
against London society. The poem contains elements thought to be autobiographical, as Byron generated 
some of the storyline from experience gained during his travels between 1809 and 1811. However, despite 
the success of Childe Harold and other works, Byron was forced to leave England for good in 1816 and 
seek asylum on the Continent, because, among other things, of his alleged incestuous affair with his 
half-sister Augusta Leigh. Here he joined Percy Bysshe and Mary Shelley on the shores of Lake Geneva, 
during the 'year without a summer'. Between 1819 and 1824 Byron published his unfinished epic satire 
Don Juan. 

2) Percy Bysshe Shelley 
Shelley is perhaps best known for poems such as “Ode to the West Wind,” “To a Skylark,” “Music,” 

“When Soft Voices Die,” “The Cloud,” “The Masque of Anarchy” and “Adonaïs,” an elegy written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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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th of Keats. Shelley's early profession of atheism, in the tract "The Necessity of Atheism", led to his 
expulsion from Oxford, and branded him as a radical agitator and thinker, setting an early pattern of 
marginalization and ostracism from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ircles of his time. His close circle of 
admirers, however, included the most progressive thinkers of the day, including his future father-in-law, 
philosopher William Godwin. A work like Queen Mab (1813) reveal Shelley, "as the direct heir to the 
French and British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 of the 1790s. Shelley became an idol of the next three or 
four generations of poets, including important Victorian and Pre-Raphaelite poets such as Robert 
Browning, and Dante Gabriel Rossetti, as well as later W. B. Yeats. Shelley's influential poem The 
Masque of Anarchy (1819) calls for nonviolence in protest and political action. It is perhaps the first 
modern statement of the principle of nonviolent protest. Mahatma Gandhi's passive resistance was 
influenced and inspired by Shelley's verse, and Gandhi would often quote the poem to vast audiences. 

3) John Keats 
Though John Keats shared Byron and Shelley's radical politics, his best poetry is not political, but is 

especially noted for its sensuous music and imagery, along with a concern with material beauty and the 
transience of life. Among his most famous works are: "The Eve of St Agnes", "Ode to Psyche", "La Belle 
Dame sans Merci", "Ode to a Nightingale", "Ode on a Grecian Urn", "Ode on Melancholy", "To Autumn" 
and the incomplete Hyperion, a 'philosophical' poem in blank verse, which was "conceived on the model 
of Milton's Paradise Lost ". Keats' letters "are among the finest in English" and important "for their 
discussion of his aesthetic ideas", including 'negative capability' ". Keats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 
major Romantic, and his stature as a poet has grown steadily through all changes of fashion.  

4. Novelists of the Period 
1) Sir Walter Scott  
Scott w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novelist of the era, whose historical romances inspired a 

generation of painters, composers, and writers throughout Europe, including Franz Schubert, Felix 
Mendelssohn and J. M. W. Turner. His novels also inspired many operas, of which the most famous are 
Lucia di Lammermoor (1835) by Donizetti and Bizet’s, La jolie fille de Perth, The Fair Maid of Perth 
(1867). Scott's novel-writing career was launched in 1814 with Waverley, often called the first historical 
novel, and was followed by Ivanhoe. His popularity in England and further abroad did much to form the 
modern stereotype of Scottish culture. The Waverley Novels, including The Antiquary, Old Mortality, 
The Heart of Midlothian, are now generally regarded as Scott's masterpieces. 

2) Jane Austen 
Jane Austen’s works critique the novels of sensibility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and are 

part of the transition to 19th-century realism. Her plots, though fundamentally comic, highlight the 
dependence of women on marriage to secure social standing and economic security. Austen brings to light 
the hardships women faced, who usually did not inherit money, could not work and where their only 
chance in life depended on the man they married. She reveals not only the difficulties women faced in her 
day, but also what was expected of men and of the careers they had to follow. This she does with wit and 
humour and with endings where all characters, good or bad, receive exactly what they deserve. Her work 
brought her little personal fame and only a few positive reviews during her lifetime, but the publication in 
1869 of her nephew's A Memoir of Jane Austen introduced her to a wider public, and by the 1940s she 
had become accepted as a major writer.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saw a proliferation of Austen 
scholarship and the emergence of a Janeite fan culture. Austen's works include Sense and Sensibility 
(1811), Pride and Prejudice (1813), Mansfield Park (1814), Emma (1815), Northanger Abbey (1817) and 
Persuasion (1817).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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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文学。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培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作业： 
1.阅读华兹华斯的《序言》《我如一朵孤云飘荡 》《孤独的割麦女》 
2. 阅读托马斯·德昆西的《论<麦克白>中的敲门声》。  
3. 阅读柯尔律治的《古舟子吟 》和《忽必烈汗》。  
4. 阅读雪莱的《西风颂》等。 
5. 阅读济慈的《夜莺颂》。 
6. 阅读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爱玛》等部分代表作章节。 

知识单元 2：The Victorian Literature: 1832-1901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 Background：  
The Victorian era of British history (and that of the British Empire) was the period of Queen 

Victoria's reign from 20 June 1837 until her death, on 22 January 1901. It was a long period of peace, 
prosperity, refined sensibilities and national self-confidence for Britain. Some scholars date the beginning 
of the period in terms of sensibilities and political concerns to the passage of the Reform Act 1832. 

Within the fields of social history and literature, Victorianism refers to the study of late-Victorian 
attitudes and culture with a focus on the highly moralistic, straitlaced language and behaviour of Victorian 
morality. The era followed the Georgian period and preceded the Edwardian period. 

It was in the Victorian era (1837–1901) that the novel became the leading literary genre in English. 
Women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is rising popularity both as authors and as readers. Monthly 
serializing of fiction encouraged this surge in popularity, due to a combination of the rise of literacy, 
technological advances in printing, and improved economics of distribution. Charles Dickens' Pickwick 
Papers, was published in twenty parts between April 1836 and November 1837. Both Dickens and 
Thackeray frequently published this way. However, the standard practice of publishing three volume 
editions continued until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Circulating libraries, that allowed books to be 
borrowed for an annual subscription, were a further factor in the rising popularity of the novel. 

The 1830s and 1840s saw the rise of social novel, that "arose out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upheavals 
which followed the Reform Act of 1832". This was in many ways a reaction to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associated with it, and was a means of commenting on abuses of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and the suffering of the poor, who were not profiting from England's economic 
prosperity. Stories of the working class poor were directed toward middle class to help create sympathy 
and promote change. An early example is Charles Dickens' Oliver Twist (1837–38). Other significant 
early example of this genre are Sybil, or The Two Nations, a novel by Benjamin Disraeli (1804–81) and 
Charles Kingsley's (1819–75) Alton Locke (1849). 

2. Victorian Poetry 
The leading poets during the Victorian period were Alfred, Lord Tennyson (1809–92), Robert 

Browning (1812–89),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1806–61), and Matthew Arnold (1822–88). The poetry 
of this period was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Romantics, but also went off in its own directions. 
Particularly notable w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ramatic monologue, a form used by many poets in this 
period, but perfected by Browning.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20th century gradually drew attention to the 
links between Victorian poetry and modernism. 

1) Alfred, Lord Tennyson 
Tennyson was Poet Laureate of the United Kingdom during much of Queen Victoria's reign. H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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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bed by T. S. Eliot, as "the greatest master of metrics as well as melancholia", and as having "the 
finest ear of any English poet since Milton".  

Tennyson excelled at penning short lyrics, such as "Break, Break, Break", "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 "Tears, Idle Tears" and "Crossing the Bar". Much of his verse was based on classical 
mythological themes, such as Ulysses, although In Memoriam A.H.H. was written to commemorate his 
friend Arthur Hallam, a fellow poet and student at 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 after he died of a stroke 
aged just 22.[3] Tennyson also wrote some notable blank verse including Idylls of the King, "Ulysses", 
and "Tithonus". During his career, Tennyson attempted drama, but his plays enjoyed little success. 

2) Robert Browning 
Browning’s main achievement was in dramatic monologues such as "My Last Duchess", "Andrea del 

Sarto" and "The Bishop Orders his Tomb", which were published in his two-volume Men and Women in 
1855. In his introduction to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dition of Browning's Poems 1833–1864, Ian 
Jack comments, that Thomas Hardy, Rudyard Kipling, Ezra Pound and T S Eliot "all learned from 
Browning's exploration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dramatic poetry and of colloquial idiom".Tennyson was also 
a pioneer in the use of the dramatic monologue, in "The Lotus-Eaters" (1833), "Ulysses" (1842), and 
'"Tithonus" (1860). While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was the wife of Robert Browning she had 
established her reputation as a major poet before she met him. Her most famous work is the sequence of 
44 sonnets "Sonnets from the Portuguese" published in Poems (1850). 

3) Matthew Arnold 
Matthew Arnold's reputation as a poet has "within the past few decades [...] plunged drastically," and 

he is best remembered now for his critical works, like Culture and Anarchy (1869), and his 1867 poem 
"Dover Beach". This poem depicts a nightmarish world from which the old religious verities have receded. 
It is sometimes held up as an early, if not the first, example of the modern sensibility. Arnold was both an 
admirer and a critic of Romantic poetry, and has been seen as another a bridge between Romanticism and 
Modernism. In many of his poems can be seen the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conflicts, the uncertainty 
of purpose, above all the feeling of disunity within oneself or of the individual's estrangement from 
society which is today called alienation and is thought of as a modern phenomenon. As Kenneth Allott 
said in 1954: "If a poet can ever teach us to understand what we feel, and how to live with our feelings, 
then Arnold is a contemporary." 

3. Victorian Novelists 
1) Charles Dickens 
Charles Dickens (1812–70) emerged on the literary scene in the late 1830s and soon became probably 

the most famous novelist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One of his most popular works to this day is A 
Christmas Carol (1843). Dickens fiercely satirized various aspects of society, including the workhouse in 
Oliver Twist, the failures of the legal system in Bleak House, the dehumanizing effect of money in Dombey 
and So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philosophy of utilitarianism in factories, education etc., in Hard Times. 
However some critics have suggested that Dickens' sentimentality blunts the impact of his satire. In more 
recent years Dickens has been most admired for his later novels, such as Dombey and Son (1846–48), Bleak 
House (1852–53) and Little Dorrit (1855–57), Great Expectations (1860–61), and Our Mutual Friend 
(1864–65). An early rival to Dickens was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63), who during the 
Victorian period ranked second only to him, but he is now much less read and is known almost exclusively 
for Vanity Fair (1847). In that novel he satirizes whole swaths of humanity while retaining a light touch. It 
features his most memorable character, the engagingly roguish Becky Sharp. 

2) The Brontë sisters  
The Brontë sisters, Emily, Charlotte and Anne, were other significant novelists in the 1840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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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s. Their novels caused a sensation when they were first published but were subsequently accepted as 
classics. They had written compulsively from early childhood and were first published, at their own 
expense, in 1846 as poets under the pseudonyms Currer, Ellis and Acton Bell. The following year the 
three sisters each published a novel. Charlotte Brontë's (1816–55) work was Jane Eyre, which is written in 
an innovative style that combines naturalism with gothic melodrama, and broke new ground in being 
written from an intensely first-person female perspective. Emily Brontë's (1818–48) novel was Wuthering 
Heights and, according to Juliet Gardiner, "the vivid sexual passion and power of its language and 
imagery impressed, bewildered and appalled reviewers," and led the Victorian public and many early 
reviewers to think that it had been written by a man. Even though it received mixed reviews when it first 
came out, and was often condemned for its portrayal of amoral passion, the book subsequently became an 
English literary classic. The third Brontë novel of 1847 was Anne Brontë's (1820–49) Agnes Grey, which 
deals with the lonely life of a governess. Anne Brontë's second novel, 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 (1848), 
is perhaps the most shocking of the Brontës' novels. In seeking to present the truth in literature, Anne's 
depiction of alcoholism and debauchery was profoundly disturbing to 19th-century sensibilities. Charlotte 
Brontë's Shirley was published in 1849, Villette in 1853, and The Professor in 1857. 

3) Thomas Hardy 
An interest in rural matters and the changing soci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is seen 

in the novels of Thomas Hardy (1840–1928). A Victorian realist, in the tradition of George Eliot, he was 
also influenced both in his novels and poetry by Romanticism, especially by William Wordsworth. 

Charles Darwin is another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omas Hardy. Like Charles Dickens he was also 
highly critical of much in Victorian society, though Hardy focussed more on a declining rural society. 
While Hardy wrote poetry throughout his life, and regarded himself primarily as a poet, his first collection 
was not published until 1898, so that initially he gained fame as the author of such novels as,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1874),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1886),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1891), and Jude the 
Obscure (1895). He ceased writing novels following adverse criticism of this last novel. In novels such as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and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Hardy attempts to create modern works in the 
genre of tragedy, that are modelled on the Greek drama, especially Aeschylus and Sophocles, though in 
prose, not poetry, fiction, not a play, and with characters of low social standing, not nobility. 

4. Victorian Drama 
After W. S. Gilbert, Oscar Wilde became the leading poet and dramatist of the late Victorian period. 

Wilde's plays, in particular, stand apart from the many now forgotten plays of Victorian times and have a 
much closer relationship to those of the Edwardian dramatists such as Irish playwright 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 whose career began in the last decade of the 19th century, Wilde's 1895 comic 
masterpiece,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holds an ironic mirror to the aristocracy and displays a 
mastery of wit and paradoxical wisdom. 

Oscar Wilde 
Wilde was a spokesman of the rising philosophy of aestheticism, led by two of his tutors, Walter 

Pater and John Ruskin. At the turn of the 1890s, he refined his ideas about the supremacy of art in a series 
of dialogues and essays, and incorporated themes of decadence, duplicity, and beauty into his only novel,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1890). The opportunity to construct aesthetic details precisely, and combine 
them with larger social themes, drew Wilde to write drama. He wrote Salome (1891) in French in Paris 
but it was refused a licence for England due to the absolute prohibition of Biblical subjects on the English 
stage. Unperturbed, Wilde produced four society comedies in the early 1890s, which made him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playwrights of late Victorian London.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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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文学。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培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作业： 
1.阅读罗伯特·布朗宁的《我的前任公爵夫人》。 
2. 阅读马修·阿诺德的《多佛海滩》，《文化与无政府主义》部分章节。  
3. 阅读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小杜丽》等部分章节。  
4. 阅读勃朗特姐妹的《简爱》《呼啸山庄》等部分章节。 
5. 阅读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 
6. 阅读王尔德的《莎乐美》。 

知识单元 3：English literature since 1901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Modernism is characterized by a self-conscious break with traditional styles of poetry and verse. 

Modernists experimented with literary form and expression, adhering to Ezra Pound's maxim to "Make it 
new".[1] The modernist literary movement was driven by a conscious desire to overturn traditional modes 
of representation and express the new sensibilities of their time.[2] The horror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aw the prevailing assumptions about society reassessed.[3] Thinkers such as Sigmund Freud and Karl 
Marx questioned the rationality of mankind.[3] 

The term Postmodern literature is used to describe certain tendencies in post-World War II literature. It 
is both a continuation of the experimentation championed by writers of the modernist period (relying heavily, 
for example, on fragmentation, paradox, questionable narrators, etc.) and a reaction against Enlightenment 
ideas implicit in Modernist literature. Postmodern literature, like postmodernism as a whole, is difficult to 
define and there is little agreement on the exact characteristics, scope, and importance of postmodern 
literature. Among postmodern writers are the Americans Henry Miller, William S. Burroughs, Joseph Heller, 
Kurt Vonnegut, Hunter S. Thompson, Truman Capote and Thomas Pynchon. 

2. Early Modern Poets:  
W.B. (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 is one of two figures who dominate modern poetry, the 

other being T.S. (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 Yeats was Irish; Eliot was born in the USA but 
settled in England, and took UK citizenship in 1927. Yeats uses conventional lyric forms, but explor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odern themes and classical and romantic ideas. Eliot uses elements of conventional 
forms, within an unconventionally structured whole in his greatest works. Yeats is a Symbolist poet, in 
that he used allusive imagery and symbolic structures throughout his career. Eliot is recognized as the 
poet of the modern symbolist-Metaphysical tradition. Where Yeats is prolific as a poet, Eliot's reputation 
largely rests on two long and complex works: The Waste Land (1922) and Four Quartets (1943). Yeats’ 
1920 poem, "The Second Coming" contains some of literature's most potent imag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liot’s The Waste Land in 1922 is wide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ems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a central text in Modernist poetry. 

The work of these two has overshadowed the work of the best late Victorian, Edwardian and 
Georgian poets, some of whom came to prominence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Among these are 
Thomas Hardy,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 A.E. Housman (1859-1936), Edward Thomas (1878-1917), 
Rupert Brooke (1887-1915), Siegfried Sassoon (1886-1967), Wilfred Owen (1893-1918) and Isaac 
Rosenberg (1890-1918). The most celebrated modern American poet is Robert Frost (1874-1963), who 
befriended Edward Thomas before the war of 1914-1918. 

3. Early modern wri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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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te Victorian and early modern periods are spanned by two novelists of foreign birth: the 
American Henry James (1843-1916) and the Pole Joseph Conrad (Josef Korzeniowski; 1857-1924). James 
relates character to issues of culture and ethics, but his style can be opaque; Conrad's narratives may 
resemble adventure stories in incident and setting, but his real concern is with issues of character and 
morality. The best of their work would include James's The Portrait of a Lady and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Nostromo and The Secret Agent. 

Other notable writers of the early part of the century include 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 H.G. 
Wells (1866-1946), and E.M. Forster (1879-1970). Shaw was an essay-writer, language scholar and critic, 
but is best-remembered as a playwright. Of his many plays, the best-known is Pygmalion (even better known 
today in its form as the musical My Fair Lady). Wells is celebrated as a popularizer of science, but his best 
novels explore serious social and cultural themes, The History of Mr. Polly being perhaps his masterpiece. 
Forster's novels include Howard's End, A Room with a View and A Passage to India. 

4. Joyce and Woolf 
Where these writers show continuity with the Victorian tradition of the novel, more radically modern 

writing is found in the novels of James Joyce (1882-1941), of Virginia Woolf  (1882-1941), and of D.H. 
Lawrence  (1885-1930). Where Joyce and Woolf challenge traditional narrative methods of viewpoint and 
structure, Lawrence is concerned to explore human relationships more profoundly than his predecessors, 
attempting to marry the insights of the new psychology with his own acute observation. Working-class 
characters are presented as serious and dignified; their manners and speech are not objects of ridicule. 

Other notable novelists include George Orwell (1903-50), Evelyn Waugh (1903-1966), Graham 
Greene (1904-1991) and the 1983 Nobel prize-winner, William Golding (1911- 1993). 

5. Poetry in the later 20th century 
Between the two wars, a revival of romanticism in poetry is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of W.H. 

(Wystan Hugh) Auden (1907-73), Louis MacNeice (1907-63) and Cecil Day-Lewis (1904-72). Auden 
seems to be a major figure on the poetic landscape, but is almost too contemporary to see in perspective. 
The Welsh poet, Dylan Thomas (1914-53) is notable for strange effects of language, alternating from 
extreme simplicity to massive overstatement. 

Of poets who have achieved celebrit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entury, evaluation is even more 
difficult, but writers of note include the American Robert Lowell (1917-77), Philip Larkin (1922-1985), 
R.S. Thomas (1913-2000), Thom Gunn (1929-2004), Ted Hughes (1930-1998) and the 1995 Nobel 
laureate Seamus Heaney (b. 1939). 

学习目标： 
1．了解 20世纪以来的英国文学。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 
作业： 
1.阅读叶芝的《第二次降临》和 T. S. 艾略特的《荒原》部分章节。 
2. 阅读伍尔夫的《自己的房间》  
3. 阅读 D. H. 劳伦斯的《虹》部分章节  
4. 阅读迪伦·托马斯的《不要温柔地沉入那黑夜》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The Romantic Period: 1798-1832 2  
2 The Romantic Period: 1798-1832 2  
3 The Romantic Period: 1798-1832 2  
4 The Romantic Period: 1798-18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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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Romantic Period: 1798-1832 2  
6 The Romantic Period: 1798-1832 2  
7 The Victorian Literature: 1832-1901 2  
8 The Victorian Literature: 1832-1901 2  
9 The Victorian Literature: 1832-1901 2  

10 The Victorian Literature: 1832-1901 2  
11 The Victorian Literature: 1832-1901 2  
12 The Victorian Literature: 1832-1901 2  
13 English literature since 1901 2  
14 English literature since 1901 2  
15 English literature since 1901 2  
16 English literature since 1901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英语、人文经典阅读 
后续课程：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西方宗教与文化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浪漫主义诗歌、维多利亚小说 
难点：每个文学阶段与风格之间的关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改变“满堂灌”方式，广泛采用启发、讨论、学生展示、课堂讲评和

案例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1.课堂讨论。 
2.教学观摩。 
3.小组工作 
4.研究性学习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相关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罗经国，《新编英国文学选读》（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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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 H. Abrahams, ed. Norton Anthonoy of English Literature: The Major Authors (9th Editi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13. 

执笔：刘阳阳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5日 

 

英语口语（一） 
Oral English I 

课程号：308000132 

The Course: English Speaking and Listening is designed to give students a variety of practice in 
English communication. The course will focus on speaking and listening activities and also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Western culture. There will be a variety of different assignments including quizzes, 
role-play and  presentations. 

Course Objectives:  
1. Improve your speak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in English. 
2. Be familiar with cultural meanings in English communication. 
3. Be able to effectively engage in English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 people in your legal field. 
Required Course Books: 
Real Communicatio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3 ISBN: 978-7-5600-8624-8 
Grading Scheme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20% 
Assignments and quizzes 30% 
Presentations 20% 
Exams  30% 
Grading Criteria for each assignment: 
Content  Organization/Preparation  Clarity  English Usage  On topic 
For an acceptable grade, you should: 
1. Attend class:   
* Each unexcused absence will result in the lowering of their grade by 1 point.  
* Each excused absence will result in the lowering of their grade by 0.5 point.  
2. Be on time to class. Three lates = one absence and a loss of one point from your grade. 
3. Twenty minutes late will be an absence for that class and a loss of one point from your grade. 
4. Do all required homework before class. 
Late work is not accepted. Work is due when the teacher collects the work in  class. 
If your work is late, you will receive a zero for that assignment. 
5. Put in the effort to be attentive and do all assignments with clearly recognizable effort. Explicit 

warnings to you to be attentive and to do work will mean a deduction of points for the assignment and 
class participation. 

6. Turn off and put away all cell phones, MP3 players and other devices. (Translation dictionaries 
are acceptable.) 

Use of those devices during class will give you a zero for that day.  
7. Participate and try.  
Participation Policy 
Participation and assignment grades will be based on a variety of factors including taking par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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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discussions and activities, completing assignments, answering questions correctly, being prepared 
for class, and following class rules. 

Plagiarism: Will result in an automatic zero for that assignment. 
Week Curriculum/Teaching Plan 

Week 1 Introductions: 
Introduce class and students to assess students’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Week 2 

Topic: Speed friendships  
A. Listening Task and introducing key terms and ideas. 
B. Conversational activity to meet others.  
C. Review: Students and teacher: evaluate information. 

Week 3 

Topic: Giving Instructions. 
Warm-up activity: Listening activity about art and location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Instruct partner in creating a picture. 
Closure: Review. 

Week 4 

Topic: Comparing Cultures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with groups comparing cultures. 
Group activity: In groups, prepare presentations. 
Closure: Review presentation preparation. 

Week 5 

Topic: Comparing Cultures 
Warm-up activity: Review presentation requirements and organization. 
Group activity: Give presentations and review. 
Closure: Textbook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ctivity about cultures. 

Week 6 

Topic: Making Families 
Warm-up activity: Listening activity with news article.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engage in conversations. 
Closure: Review topic. 

Week 7 

Topic: American universities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In groups, students will design a presentation for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provided information on American university life. 
Closure: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presentations. 

Week 8 

Topic: Social Issues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select a social issue card and present persuasive arguments about the 
issue.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presentations. 

Week 9 

Topic: 2012- The End?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create and evaluate their own utopian ideas of the world. 
Closure: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0 

Topic: Knowing People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learn and practice the ways of evaluating a person's character.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1 

Topic: Job interviews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role play employers and job applicants and practice job interviews.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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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2 

Topic: Art and Film-- Movie Endings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Review common themes in  films, and create and present alternative endings to 
movies.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3 

Topic: Culture and Society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address cultural issues important in Chinese society.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4 

Topic: Public Speaking and Presentations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make formal presentations on important issues.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5 

Debates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debatetopics and organization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prepare and present their debate. 
Closure: Review debate results and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Week 16 

Final Exam Review 
Introduce topics, organization and vocabulary. 
Have students organize and practice presentations. 
Review presentation practices. 

Week 17  Final Exam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英语口语（二） 
Oral English II 

课程号：308000142 

Oral English II Syllabus 
Academic Year: Spring 2016 
Term/Semester: 2nd 
Date: 05 November 2015  

Instructor James Tarzia 
Course Title Oral English II 
Text Book(s) Real Communicatio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3 
Hours/Week 2 hours per class/1 class 
Course number 308000142 
Period From March to July 2016 
  
Aims & Objectives of the Course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learn and practice 
everyday conversation and learn additional 
vocabulary and content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Skills: Students will practice and develop their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as they comprehend 

Grading: 
Activity             %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20% 
 Assignments and quizzes          30% 
 Presen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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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peak English in a variety of class activities.  
Methods: During this semester, students will 
practice pronunication and impromptu speaking 
and thinking skills to express themselves within 
speaking exercises, presentations, and role-play. 
The students will also hav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ctivities from their textbook. Also they will have 
listening quizzes. Each class will focus on a 
specific theme. 

20% 
Final Exam           30% 
Totals:                                
100% 

 
Week Curriculum/Teaching Plan 

Week 1  Introductions: 
Introduce class and students to re-assess students’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Week 2  

Topic: Your holidays  
A. Listening Task and introducing key terms and ideas. 
B. Conversational activity to demonstrate holiday experiences.  
C. Review: Students and teacher: evaluate information. 

Week 3  

Topic: Pets and People- How To Find a Market and Create an Appealing 
Advertisement. 
Warm-up activity: Listening activity--news about lifestyles in China. 
Group activity: Study and create advertisements for pet goods. Present to class 
Closure: Review advertisements. 

Week 4  

Topic: Meeting People- Engaging in Small Talk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with news article. 
Group activity: In groups, students role play people make small talk.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5  

Topic: Daily Tools and Tasks-- Giving precise and accurate instructions in English.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introduce objects and their uses to their classmates.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6  

Topic: American Cultural Features and Character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describe unique views of US cultural life.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7  

Topic: Designing a city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In groups, students will design a small city, consider environmental and 
population issues, and present it to class. 
Closure: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8  

Topic: Social Issues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select a social issue card and present persuasive arguments about 
the issue.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9  

Topic: Utopias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create and evaluate their own ideal worlds. 
Closure: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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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10 

Topic: Agony Ann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learn and practice the ways of giving advice.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1 

Topic: Dreams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role play doctors and patients and interpret dreams.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2 

Topic: Kinds of Music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Review common  meanings in music and present those meanings.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3 

Topic: Innovations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create and present product and service innovations.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4 

Topic: Survivors in English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suggest ways of survival in specific scenarios.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5 

Topic: Problem solving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The students will be given a problem that they must solve and present the 
solution.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6 

Topic: University services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The students will be design and market a service for the university.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7 

Topic: Tourguide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The students will be present a tour with a group of tourists who have various 
problems.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8 Debates: Organize and present debates 
Week 19 Prepare for final examinations. 
Week 20 Final Examinations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高级英语（一） 
Advanced English (One) 

课程号：3080002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高级阶段（本科）的必修课程。 

开设本课程，旨在提高学生阅读理解和词汇运用能力，即能掌握和使用所学词汇，特别是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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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近义词的区分和使用，正确理解文章的内容和主题思想，抓住文章的要点，分析文章的结构、

语言技巧和修辞特点；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能用英语解释文章中的难句、要点；提高学生逻辑

思维和判断评述能力，能用英语归纳文章的主题思想，并能对文章的内容进行简单的分析、评论。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学生应达到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修订的《 高等学校英语专

业英语教学大纲 》所规定的要求：认知词汇达 10000以上， 能正确而熟练地使用其中 5000多个

及其最常用的搭配；能熟练掌握句子之间和段落之间的各种衔接手段，连贯地表达思想；能读懂一

般英美报刊杂志上的文章、英语国家出版的有一定难度的历史传记和文学作品，能分析文章的思想

观点、语篇结构、语言特点和修辞手法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7学时 

Unit 1 The Middle Eastern Bazaar 
参考学时：7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appreciate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Middle Eastern bazaar 
2. To try to learn the writing skills in describing the bazaar 
3 To learn the language points, esp. main words and phrases 
4. To learn to paraphrase some important sentences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This piece is taken from the book Advanced Comprehension and Appreciation 
Pieces for Overseas Students. It was prepared by L. A. Hill and D. J. May and 
published by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1962. 
2） Type of literature: a piece of objective description  
3）The purpose of a piece of objective description    
4）Ways of developing a piece of objective description: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Descrip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Glare; 
thread one’s way; 
sepulchral; 
impinge (on); 
burnish; 
profusion; 
Pungent;  
Sumptuous; 
Disdain; 
Somber; 
Ramshackle;  
Nimble;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The shop-keepers speak in a slow, measured tone, and the buyers, overwhelmed by the sepulchral 



6237 

atmosphere, follow suit. 
(2) Little donkeys make their way among the pushing crowd of people and go through them.  
(3)Then as you walk deeper into the market, the noise of the entrance slowly disappears and you 

come to the quiet cloth-market. 
(4) They reduce the number of their choices and begin to bargain with the seller seriously in order to 

lower the price.  
(5) He will ask higher price for the item than usual and refuse to reduce the price by any significant 

amount in the bargaining.  
(6) When you walk close to the copper-smiths’ market, you can hear distinctly the noise of ringing, 

banging and clashing.  
3) Rhetoric Devices 
（1）simile 
（2）Metaphor    
（3）Onomatopoeia 
（4）Personification 
(5)  Hyperbole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5. After Class Task 

Unit 2 Hiroshima--- the “Liveliest” City in Japan 
参考学时：4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knowing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 grasping the main idea and the theme of this essay 
3. mastering the language used in a special way in the essay 
4. appreciating the writing skills in advanced level 
5. conducting a series of discussing, analyzing and presenting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theme of this 

essay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The city of Hiroshima 
2) The Bombing of Hiroshima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Narration 
Three basic components of a narra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Preoccupy; 
rub shoulders with;  
lurch;  
slip to a stop;  
at the sight of;  
set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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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clysm;  
trade;  
loss of face; 
thank to; 
a sort of;  
just;  
about to; 
incessant; 
agitate; 
back away; 
heinous;  
to be oblivious of;  
on the part of; 
lucky birds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The Japanese men with serious expressions were so absorbed in talking with each other that they 

ignored the other people around then.  
(2) As soon as he saw the traveler, the taxi driver immediately opened his door.  
(3) The traditional floating houses among high modern buildings represent the constant struggle 

between old tradition and new development.  
(4) Upon thinking of meeting the mayor wearing socks only, I felt embarrassed.  
(5) The few Americans and Germans seemed just as restrained as I was.  
(6) After three days in Japan, I get quite used to bowing to people as a ritual to show gratitude. 
(7) I was on the point of showing my assent by nodding when I suddenly realized  
what his words meant which shocked me out of my sad dreamy thinking.  
3) Rhetoric Devices 
（1） Metonymy 
（2） Irony  
（3） Anti-Climax 
（4） Alliteration 
(5)  Rhetorical Question: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5. After Class Task 

Unit 3 Ships in the Desert 
参考学时：4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understand the text 
2. To learn the words and phrases about environment 
3.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environmental issue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Albert Arnold Gore 
2) Clean Air Act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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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exposi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pick up speed; 
rendezvous point; 
ice runway; 
Amazon rainforest 
Assault; 
Paddy; 
Biomass; 
Manifestation; 
Distraction; 
Skirmish; 
at stake; 
equilibrium; 
urge;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it was not at all possible to catch a large amount of fish. 
(2) following the layers of ice in the core sample, his finger came to the place where the layer of ice 

was formed 20 years ago.  
(3) keeps its engines running for fear that if he stops them, the metal parts would be frozen solid and 

the engines would not be able to start again.  
(4) bit by bit trees in the rain forest are felled and the land is cleared and turned  
into pasture where cattle can be raised quickly and slaughtered and the beef can be used in 

hamburgers.  
(5) since miles of forest are being destroyed and the habitat for these rare birds no longer exists, 

thousands of birds which we have not even had a chance to see will become extinct.  
(6) thinking about how a series of events might happen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thinning of the polar 

cap is not just a kind of practice in conjecture(speculation), it has got practical value.  
(7) we are using and destroying resources in such a huge amount that we are disturbing the balance 

between daylight and darkness.  
(8) or we have been so accustomed to the bright electric light that we fail to understand the 

threatening implication of these clouds  
3) Rhetoric Devices 
（1） understatement:  
（2） Metaphor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5. After Class Task 

Unit 4 Everyday Use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comprehend the whol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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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o learn to paraphrase the difficult sentences 
3. To underst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text 
4. To appreciate the style and rhetoric of the passage. 
5. To lean and master the vocabulary and expressions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lice Walker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introduction  
--development  
--climax  
--denouemen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narration – a short story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Tottering; 
August; 
Dimwit; 
Kinky; 
Furtive; 
trip over; 
churn; 
shuffle;  
wriggle;  
blue streak; 
rifle; 
portion;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she thinks that her sister has a firm control of her life. 
(2) she could always have anything she wanted, and life was extremely generous to her. 
(3) the popular TV talk show star, Johnny Carson, who is famous for his witty and glib tongue, has to 

try hard if he wants to catch up with me. 
(4) it seems to me that I have talked to them always ready to leav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5) she imposed on us lots of falsities.   
(6) imposed on us a lot of knowledge that was totally useless to us. 
(7) she is not bright just as she is neither good-looking or rich.  
(8) Dee wore a very long dress even in such a hot day.  
(9) you can see me trying to move my body a couple of seconds before I finally manage to push 

myself up.  
(10) soon as he knows that won’t do for Maggie, so he stops trying to shake hands with Maggie.  
(11) as I see Dee is getting tired of this, I don’t want to go on either. In fact, I could have traced it far 

back before the Civil War along the branches of the family tree.  
(12) now and then he and Dee communicated through eye contact in a secretiv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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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hetoric Devices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5. After Class Task 

Unit 5  Speech on Hitler’s Invasion of the U.S.S.R.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appreciate the greatness of the speech in terms of arts and historic significance 
2. To study the rhetoric devices used in the lesson 
3.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Sir 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 
2）Adolf Hitler 
3）The Second World War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argumentation – a political speech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to the effect; 
except for;  
conviction;  
be devoid of; 
primordial;  
vestige;  
be resolved to 
parley;  
divergence;  
moralize;  
hearth and home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Hitler was hopping that he attacked Russia; he would win in Britain and the US the support of 

those who were enemies of communism.  
(2) Winant sai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adopt the same attitude.  
(3) In this way, my life is made much easier in this case; it will be much easier for me to decide on 

my attitude towards events.  
(4) I will not take back a single word of what I have said about communism.  
(5) I can see the German bombers and fighters in the sky, who, after suffering severe losses in the 

aerial battle of England, now feel happy because they think they can easily beat the Russian air force 
without heavy loss.  

(6) We shall be more determined and shall make better and fuller use of our resources.  
(7) Let us strengthen our unity and our efforts in the fight against Nazi Germany  
when we have not yet been overwhelmed and when we are still power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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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hetoric Devices 
（1） Periodic sentences 
（2） Parallel structure 
（3） Repetition 
（4） Assonance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5. After Class Task 

Unit 6  Blackmail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have the basic knowled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in a story 
2. To appreciate the description the figures in the story in detail 
3.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is lesson 
4. To study language points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About the author: Arthur Hailey 
2) Setting of the story: 
3) Main character of the novel: 
4) Characters of the novel: 
5) Plot of the novel: 
2. Introduction to the text 
A. Type of literature: a piece of narration  
B. Main idea  
3. Structural Analysis 
4. Character Analysis 
1) Ogilvie  
2) Duchess 
3) Duke 
5. Rhetoric Devices 
1) Metaphor: 
2) Euphemism: 
3) Metonymy: 
4) Onomatopoeia: 
6.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marquis(marquess)/ marchioness; 
Duke / Duchess; 
count / countess; 
viscount / viscountess; 
baron / baroness; 
suite; 
cryptic; 
exc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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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y; 
dispatch; 
errand; 
terrier; 
tension; 
pointedly; 
offensive; 
offend; 
sardonic; 
gross; 
jowl; 
gaze; 
appoint; 
encompass; 
set-up; 
flip; 
butt; 
décor; 
chuckle; 
incongruous; 
falsetto; 
emission; 
grotesque; 
unequivocal; 
peremptorily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The house detective's piggy eyes surveyed her sardonically from his gross jowled face.  
 (2) Pretty neat set-up you folks got.  
(3) The obese body shook in an appreciative chuckle.  
(4) He lowered the level of his incongruous falsetto voice.  
(5) The words spat forth with sudden savagery, all pretense of blandness gone.  
(6) The Duchess of Corydon three centuries and a half of in-bred arrogance behind 

her -- did not yield easily.  
(7) "It is no go, old girl. I'm afraid. It was a good try."   
(8) "That's more like it," Ogilvie said. He lit the fresh cigar, Now we're getting somewhere."  
(9) his eyes sardonically on the Duchess as if challenging her objection.  
 (10) The house detective clucked his tongue reprovingly. 
7. Techniques of Writing  
8. After Class Task 

Unit 7: The Age of Miracle Chips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have the basic knowled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in a story 
2. To appreciate the description the figures in the story in detail 
3.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is l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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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o study language points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Knowledge  
2. Introduction to the Passage  
Type of literature: a piece of exposition  
3. Structural analysis 
4. Effective Writing Skills  
5. Rhetorical Devices  
1) antonomasia  
2) metaphor  
3) alliteration 
6.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words and difficult sentences) 
1) Miracle Chips 
2) Microtechnology 
3) It is tiny 
4) a quarter of an inch square 
5) stylized Navaho rug 
6) aerial view of a railroad switching yard 
7)Like the grains of sand on a beach … on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8) inert fleck 
9) For the so-called miracle chips … 25 years ago 
10) Unlike the hulking Calibans … infinitely versatile and convenient 
11) The miracle chip represents a development… the discovery of the steam engine 
12) Just 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ok over an immense range of tasks… and thereby expanding 

the mind’s capacities in ways that man has only begun to grasp 
13）With the chip, amazing feats of memory and execution become possible… to a baby’s nursery 
14）Living; Pushbutton Power 
15）burrs 
16）Venetian blinds 
17）the thermostat boosts the heat to a cozy 700 
18）The percolator in the kitchen starts burbling 
19）The TV set blinks on 
21）after the news on TV comes the morning mail 
22）the latter-day Aladdin 
23）abed 
24）bedside box 
25）issues a string of business and personal memos 
26）on the genie screen 
27）Mr. A. is alerted by a buzzer and a blue light on the screen 
28）saunters out to the ca 
29）The engine. Of course, is running 
30）Alice A 
31）Alice. A. concentrates on the screen for a read-out … and markets 
32）eyeball-to-eyeball 
33）memory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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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to compute the ingredients for six servings 
35）headset 
36）this matutinal scenario 
37）Such painless, productive awakenings will in time be a familiar thing 
38）All thanks to the miracle of the microcomputer, … time-consuming tasks 
39）it will program washing machines … 
40）When something goes wrong with an appliance, … will be made automatically 
41）In no area of American life is personal service so precious as in medical care 
42）accrue 
43）liberating limbs: freeing people from any physical chores 
7. Techniques of Writing  
8. After Class Task 

Unit 8 An Interactive Life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have the basic knowled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in a story 
2. To appreciate the description the figures in the story in detail 
3.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is lesson 
4. To study language points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Broadway  

  2) Peter Jennings  
  3) Newsweek  

2. Rhetorical Devices:  
  1) metaphor  
  2) simile  

3. Introduction to the Passage  
Type of literature: a piece of exposition  
4. Structure analysis:  
5. Effective Writing Skills:  
6.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words and difficult sentences ) 
1)  An Interactive Life 
2) It will put the world at your fingertips, changing the ways you shop, play and learn 
3) To get an idea of what the future might bring, step into the past 
4) Thomas Alva Edison 
5) Edison National Historical Site in West Orange, N.J. 
6) In the decades represented by the display, the concept and purpose of sound recording changed 

dramatically 
7) Edison conceived of his phonograph as a business machine that would help people in distant 

places communicate conceive:  
8) He intended to record voices—nothing more 
9) His competitors envisioned the greater potential for entertainment and art envision 
10) Where he saw internal memos, someone else saw Beethoven 
11) Someday, there may well be a similar memorial to the unfulfilled prophecies of the creator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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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test breakthrough—interactivit  
12) With so much big money and so many big dreams pinned to an idea that is still largely on the 

drawing boards, there’s no limit to the hype hype 
13) Simply put, the ultimate promise is this 
14) At various points, you’ll click on alternative story lines and create your individualized version of 

“Terminator XII” 
15) Say you shoot a video that you think is particularly artsy. Beam it out and make a small fortune 

by charging an untold number of viewers a fee for watching beam 
16) Peter Jennings would be obsolete obsolete 
17) On the receiving end, the era of the no-brainer will have finally arrived  
18) to be programmed 
19) Sounds great in theory, but even the truest believers have a hard time when it comes to nailing 

down specifics about how it will actually work  
20) How will we negotiate such a mass of images, facts and figures and still find time to sleep? How 

shall we handle and manage such a large quantity of data and still have time to sleep? 
21) Will government regulate messages sent out on this vast data highway? 
22) And frankly, what do we need all this stuff for anyway?  
23) “We’re a long way from ‘Wild Palms 
24) But even if the techno-chaos of that futuristic fantasy mini-series is far off, some consumers may 

indeed notice that thei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TVs, telephones and computers will be entering a 
new and deeper phase within a year or two 

25) Instead of playing rented tapes on their VCRs, they may be able to call up a movie from a library 
of thousands through a menu displayed on the TV.  

26) Game fanatics may be able to do the same from another electronic library filled with realistic 
video versions of arcade shoot ‘em-ups 

27) Instead of flipping through the pages of J.Crew [and]of Victoria’s Secret, at-home shoppers may 
watch video catalogs with models demonstrating front and rear views of the latest gear 

28) select camera angles for sporting events 
29)  newsletter 
30) Why does Caruso call this “fake interactive”?  
31) To some degree, viewers already have accepted a certain amount of fake interactivity by 

channel-surfing with their remotes, ordering pay-for-view movies and running up their credit-card bills on 
the Home Shopping Network 

32) Moving beyond phase one, into what Caruso calls “true interactive,” will require major changes 
in the technological and regulatory infrastructure 

33) to use a TV monitor that functions more like a computer screen fronting for a    gigantic hard 
disc full of all kinds of data 

34) The shows of the future may be the technological great grandchildren of current CD-ROM titles 
35) Hawkins says the work-at-home market could be computer based and provide an outlet for 

teleconferencing and potable computing devices 
36) To the moneymen, it means that everything will come together and they’ll clean up 
37) Who will protect the privacy of consumers whose shopping, viewing and recreational habits are 

all fed into one cable-phone company data bank?  
38) levy a fee for services used  
39) In that case, the best advice is: hang on for the 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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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echniques of Writing  
8. After Class Task 

Unit 9 Mark Twain---Mirror of America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enable students to get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2. To help students learn to use new words and useful expressions in the text  
3. To acquaint students with the major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USA 
4. To acquaint students with the life and writing of Mark Twain 
5. To acquaint students with the writing of biography 
6. To help students appreciate the rich rhetorical devices in the text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Mark Twain 
2. Style of writing  
Narration -- Biography 
3. Structural Analysis  
4. Rhetorical Devices 
1) Metaphor  
2) Hyperbole  
3) Personification  
4) Antithesis  
5) Euphemism  
6) Alliteration  
7) Metonymy  
5. Language Style 
6.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Mirror of America 
2) Most Americans remember Mark Twain as the father … freedom and adventure 
3) Huck Finn’s idyllic cruise through eternal boyhood 
4) Tom Sawyer’s endless summer of freedom and adventure 
5) every bit: altogether; entirely 
6) as adventurous, patriotic, romantic, and humorous as anyone has ever imagined: 
7) I found another Twain as well 
8) cynical 
9) profound personal tragedies 
10) obsess 
11) a black wall of night 
12) Tramp printer, river pilot, Confederate guerrilla, prospector, starry-eyed optimist, acid-tongued 

cynic 
13) ranged across the nation 
14) the new American experience 
15) as writer and lecturer 
16) attested 
17)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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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main artery of transportation in the young nation’s heart. 
19) keelboats 
20) the first major commerce 
21) lumber 
22)  furs: animal skins with fur on it 
23 ) the climax of westward expansion 
24) the colorful language that he soaked up with a memory that seemed phonographic  
25) motley 
26) to literature’s enduring gratitude  
27) hotbed 
28)  the grave world smiles as usual 
29) debunk 
30) lay ourselves on the shelf occasionally and renew our edges 
31) lament 
7. Techniques of Writing  
8. After Class Task 

Unit 10 The Trial that Rocked the World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know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event  
2. To have a clear grasp of the process of the trial  
3. To appreciate the art of language  
4. To learn the legal language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 Type of writing 
Objective description 
3. Structural analysis  
4. Rhetorical Devices:  
1) Metaphor:  
2) Hyperbole:  
3) Transferred epithet  
4) Antithesis  
5) Assonance  
6) Repetition 
7) Pun 
8) Oxymoron 
9) Irony  
10) Simile    
5. Effective writing skills 
6.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words and difficult sentences) 
7.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the trial that rocked the world: 
2) A buzz ran through the crowd … that sweltering July day in 1925: 
3) The counsel for my defens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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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eading counsel for the prosecution … that had brought about my trial: 
5) A clash had been building up between the fundamentalists and the modernists: 
6) When I was indicted … in U.S. history  
7) sprout 
8) He is here because … mighty strong combination: 
9) The Christian believes … must have come from below: 
10) The crowd seemed to feel … as he should have: 
11) entrepreneur  
12) Bryan was suspicious … the challenge: 
13) The story of Eve  
14)  I was fined 100 dollars and costs: 
15) decline 
16)The oratorical storm … passing years: 
8. After Class Task 

Unit 11 But What’s a Dictionary For?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and the mastery of the important language points 

2. the paraphrase of certain complicated or difficult sentences  
3. the enlargement of the students' vocabulary 
4. the familiarisation with the styles of composition and devices of figuration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Webster, Noah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argumenta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Stature; 
calamity; 
deplorable; 
flagrant;  
deluge; 
monstrous;  
citation; 
fraud; 
hoax; 
discrepancy;  
interpose; 
extraneous; 
tout; 
clout;  
bug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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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logy;  
inseminate;  
relegate; 
anthropologist; 
unparalleled;  
pervasive; 
utilitarian; 
unbuttoned;  
gibberish;  
caption; 
coincidence; 
cumbrous; 
literate;  
wager;  
vanity;  
abdicate; 
pretentious 
obscure;  
verbosity ; 
pivot; 
admonish; 
infer; 
booby trap;  
reticulate;  
decussate;  
interstice; 
contraption; 
eradication;  
meritorious;  
insofar as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a flagrant example of lexicographic irresponsibility 
(2) What underlies all this sound and fury? 
(3) It cannot be described in terms of any other language, or even in terms of its own past. 
(4) All languages are dynamic rather than static 
(5) Even in so settled a matter as spelling, a dictionary cannot always be absolute. 
(6) But neither his vanity nor his purse is any concern of the dictionary's 
(7) Has the dictionary abdicated its responsibility? 
(8) lexicography, like God, is no respecter of persons 
(9) And this, too, is complex, subtle, and forever changing. 
(10) the editorial charges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with "pretentious and obscure verbosity" 
3) Rhetoric Devices 
（1）Personification 
（2）Alliteration 
 (3)  Asso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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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Synecdoche:  
 (5) Metonymy  
 (6) Zeugma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Unit 12 The Loons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and the mastery of the important language points 

2. the paraphrase of certain complicated or difficult sentences  
3. the enlargement of the students' vocabulary 
4. the familiarisation with the styles of composition and devices of figuration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author:  Margaret Laurence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narration: a story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Chokecherry; 
Thicket; 
Shack;  
Strand;  
Patois;  
Obscenities;  
Brawl; 
tuberculosis; 
contagious; 
stifle;  
miraculously;  
filigree;  
bracken;  
ululate 
2) Difficult sentences 
(1).…with a face that seemed totally unfamiliar with laughter   
(2) Sometimes old Jules, or his son Lazarus, would get mixed up in a  Saturday-night brawl  
(3) her attendance had always been sporadic and her interest in schoolwork negligible   
(4) she existed for me only as a vaguely embarrassing presence    
(5) She dwelt and moved somewhere within my scope of vision   
(6)If it came to a choice betweenGrandmother  MacLeod and Piquette,  Piquette would win hands 

down, nits or not.   
(7)Her defiant face, momentarily, became unguarded and unmasked, and in  her eyes there was a te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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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ying hope. (para. 60)   
(8) she looked a mess, to tell you the truth, a real slattern, dressed and old how 
(9) She was up in court a couple of times – drunk and disorderly, of course 
3) Rhetoric Devices 
(1) Analogy 
(2) Hyperbole 
(3) Metaphor 
(4) Personification 
(5) transferred epithet 
(6) Metonymy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Unit 13 Britannia Rues the Waves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and the mastery of the important language points 
2. the paraphrase of certain complicated or difficult sentences  
3. the enlargement of the students' vocabulary 
4. the familiarisation with the styles of composition and devices of figuration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Iron curtain 
North Sea Oil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exposi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Britannia; 
Rue;   
Deficit;  
Peril; 
Cartel; 
Scramble; 
Quadruple; 
Plummet; 
Estuary; 
Slump; 
Doldrums; 
Entrench; 
Buoyancy; 
Mercantile; 
Peri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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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graphic; 
Ailing; 
be bent on(doing)sth; 
churn out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And carving their way into international shipping trade by severely undercutting Western 

shipping companies 
(2) Who are bent on taking over the lion’s share of the trade 
(3) Routes, in which Britain has a big stake 
(4) They make it harder, perhaps, to make a big killing in good times. 
(5) But they make it easier to weather the bad times 
(6) the estuaries of the world became jammed with the steadily increasing numbers of moth-ball 

tankers  
(7) Much of Britain’s liner fleet rarely sees a British port 
(8) British companies are big, for example, on the Japan-to-Australian run  
(9) Developing countries regard a merchant navy as something of a status symbol —the next thing to 

go for after a national airline 
(10) Russia has expanded its cargo-liner fleet far faster than the growth in either its own trade or 

would trade would justify.  
(11)has developed the kinds of ships which would certainly expand the Soviet reach well beyond its  
perimeters 
(12) when they go, so does a huge slice of the few traditional industries worth keeping 
3) Rhetoric Devices 
 (1) antithesis 
 (2) oxymoron 
 (3) simile 
 (4) redicule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Unit 14 Argentia Bay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have the basic knowled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in a story 
2. To appreciate the description the figures in the story in detail 
3.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is lesson 
4. To study language points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Herman Wouk  
2)  Argentia Bay  
3)  Bismarck   
4) World War II in the history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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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ype of writing  
-- a piece of objective descrip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Pervade;  
Haze; 
Tint; 
Quawk;  
Camouflage;  
Spangle;  
strike sth. Up;  
squeal:;  
animate;  
the time of one's life;  
at that;  
strangle;  
pathetic;  
wrap sth. Up;  
prudent;  
smattering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King’s spick-and-span flagship belonged to a different world than the storm-whipped British 

vessel. 
(2) Hipkins had travelled to London and Moscow in a blaze of worldwide attention. 
(3) They’ll also try, subtly but hard, for an understanding that in getting American aid they come 

ahead of Russia.  
(4) They prolonged the clasp for the photographers, exchanging smiling words.  
(5) Through all the talk of grand hypothetical plans… one pathetic item kept recurring. 
(6) But it might be prudent not to overwork those good angels, what? 
(7) Victor Henry could sense the subtle gloom hanging over the ship.  
(8) The predicament of England seemed soaked in their bones.  
(9) But vague hope, rather than real confidence, was the note in their conversation.  
(10) Pug saw no virtue in equivocating.  
(11) Lend-Lease is no sweat, it just means more jobs and money for everybody.  
3) Rhetoric Devices 
(1)  sarcasm    
(2) synecdoche    
(3)  alliteration     
(4)  metonymy   
(5) Transferred Epithet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1) making effective use of specific verbs  
(2)  grasping the skill of comment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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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5 No Signposts in the Sea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Enable the students to learn the text.   
2. Enable the students to learn about the inner world of the narrator.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Sackville-West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narra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Signpost; 
Supple; 
beguile ; 
gluttonous; 
hydraulic; 
ascription; 
disperse; 
voluptuous; 
precipitous ; 
austere 
aquamarine; 
indolence ; 
exhilarate; 
take to sth./ doing sth; 
with a vengeance; 
to the exclusion of: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The Colonel, who is not too offensively an Empire builder, sometimes tries to talk to me about 

public affairs 
(2) Or maybe Laura's unwitting influence has called it out. 
(3) Dismissive as a Pharisee, I regarded as moonlings all those whose life was lived on a less 

practical plane. 
(4) And now see how I stand, as sentimental and sensitive as any old maid doing water-colours of 

sunsets! 
(5) I want my fill of beauty before I go. 
(6) Thus, I imagine, must the pious feel cleansed on leaving the confessional after the solemnity of 

absolution. 
(7) there is a touch of rough poetry about him 
(8) I like also the out-of-the-way information which he imparts from time to time without insistence 
(9) I suspect also that there is quite a lot of lore stored away in the Colonel's otherwise not very 

interesting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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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his is the new Edmund Carr with a vengeance. 
3) Rhetoric Devices 
(1) transferred epithet  
(2) personification 
(3) simile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1) making effective use of adjectives in describing colors 
(2) portraying one’s psychological movement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Unit 16  1776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Improving Reading Skills  
2. Enriching Vocabulary  
3. Improving Writing skills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About the author 
(2) The triangle trade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lay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Bridge; 
Custodian; 
Inkwell; 
Wart; 
Hawkish; 
Bespectacled; 
Gout; 
Vehement; 
Pedantic; 
Absolve; 
Allegiance; 
Weasel; 
Brunt; 
Anarchist; 
Stifle; 
incendiary; 
demagogue; 
stand/in the way; 
in aIl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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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a chance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I only wish King George felt like my big toe – all over. 
(2) North Carolina respectfully yields to South Carolina. 
(3) For the obvious reason that our continued association with Great Britain has grown intolerable. 
(4) Mr. Adams, you have an annoying talent for making such delightful words as “Property” sound 

quite distasteful.  
(5) I’m usually able to speak for myself, Mr. Dickinson. 
(6) It may bear Virginia’s name, but it reeks of Adams, Adams, and more Adams.  
(7) I am here without instructions, able to vote my own personal convictions. 
(8) how can anyone see you if you insist on standing in Mr. Dickinson's shadow. 
(9) the stores of rum and other drinking spirits are hereby closed to the colony of Rhode Island. 
(10) Maryland would welcome independence if it were given but is highly skeptical that it can be 

taken. 
(11) So in all fairness until I can figure it out, I'd better lean a little toward their side. 
(12) There’s more to this than a filthy purse string, Rutledge. 
3) Rhetoric Devices 
(1) simile  
(2) metaphor  
(3) sarcasm  
(4) irony  
(5) ridicule  
(6) pun  
(7) antithesis  
(8) hyperbole  
(9) euphemism  
(10) innuendo  
(11) metonymy  
(12) synecdoche  
(13) alliteration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1) portraying characters, especially psychological movement  
(2) making efficient use of elliptical sentences  
(3) making efficient use of figures of speech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的课堂实践为补充阅读与分析，其内容为与课文相关的文体形式，其学时的设置原则上

按照课文中文体形式的多少而设置，也就是一种文体形式设置 1学时的课堂补充阅读与分析。本学
期的补充阅读与分析设置为 5学时。 
实践 1：Descriptive Essay的扩展性阅读 
参考学时：1学时 
实践内容：阅读并分析一篇 Descriptive Essay 
实践要求：分析并掌握 Descriptive essay的文章结构、语言特性、修辞和写作技巧。 
实践 2：Narration 的扩展性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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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1学时 
实践内容：阅读并分析一篇 Narration (News report) 
实践要求：分析并掌握 narration的文章结构、语言特性、修辞和写作技巧。 
实践 3：Exposition的扩展性阅读 
参考学时：1学时 
实践内容：分阅读并分析一篇 Expositive essay 
实践要求：分析并掌握 expositive essay的文章结构、语言特性、修辞和写作技巧。 
实践 4：Narration 的扩展性阅读 
参考学时：1学时 
实践内容：阅读并分析一篇 Narration (short story) 
实践要求：分析并掌握 political speech的文章结构、语言特性、修辞和写作技巧。 
实践 5：Political speech的扩展性阅读 
参考学时：1学时 
实践内容：阅读并分析一篇 Political speech 
实践要求：分析并掌握 political speech的文章结构、语言特性、修辞和写作技巧。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The Middle Eastern Bazaar 7 1学时的实践课程 
2 Hiroshima-the “Liveliest” City in Japan 4 1学时的实践课程 
3 Ships in the Desert 4 1学时的实践课程 
4 Everyday Use 6 1学时的实践课程 
5 Speech on Hitler’s Invasion of the U.S.S.R. 6 1学时的实践课程 
6 Blackmail 6  
7 Speech on Hitler’s Invasion of the U.S.S.R. 6  
8 An Interactive Life 6  
9 Mark Twain---Mirror of America 6  

10 The Trial that Rocked the World 6  
11 But What’s a Dictionary for? 6  
12 The Loons 6  
13 Britannia Rues the Waves 6  
14 Argentia Bay 6  
15 No Signposts in the Sea 6  
16 1776 6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综合英语》（一、二、三、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在课堂教学环节要求学生准确掌握课文内容；逐步提升对英语篇章结构的分析能力；培

养对英语写作技巧和修辞手段的欣赏能力；在课后练习环节加强学生词语释义的能力，逐步培养学

生对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敏感性。此外，加强学生的构词法的学习以及同义词的辨析的能力。 
难点：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英语原文文本的阅读、欣赏、背景知识的了解、对作家作品及写作风

格的学习、修辞手法的运用的能力，从而提升学生的高水平的综合语言能力，对文学、文化、翻译、

阅读等学科的综合学习能力。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多元智能理论及人本主义教学思想等，采取交际教学法、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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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教学法、交互式教学法、合作式学习、研究性学习及自主建构学习等相结合的教与学的方法。 
教学手段：课堂讲解与学生讨论相结合：Students are suppos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in their 

discussions.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to pay attention to when answering the question is to make it 
clear by illustrations and the students’ work is valued in this respect. 

4、实践教学环境 
学生占主导的课堂教学模式，部分单元实行学生主体自主构建授课，课堂多采用合作学习方式、

任务型教学法、自主学习法等。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手段，呈现教学中的相关内容。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践课时 
本课程要求学生课前对每个单元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作必要的了解，预习课文；练习用英语对

词语、句子进行释义；认识和辨别课文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了解英语中各种文体的作用和特点；

在老师指导下分析、欣赏文章的写作技巧、文章的结构、语言特点；学会查找参考书，并自己动手

写注释、做笔记等。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践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高级英语》（1）（修订本），张汉熙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 10月 1日 
（二）推荐参考书 
1. 《英语修辞格词典》，文  军编著，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 
2. 《英语教学交际论》，王才仁编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3.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胡壮麟编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 
4. 《英语修辞与写作》，潘绍嶂编著，上海交大出版社，1998年 12月 
5. 《英语写作手册》，丁往道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 4月 
6. 《高级英语》（1） (教师用书)， 梅仁毅，王立礼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年 10

月 1日 
执笔：李星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7月 6日 

 

高级英语（二） 
Advanced English (Two) 

课程号：3080002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高级阶段（本科）的必修课程。 
开设本课程，旨在提高学生阅读理解和词汇运用能力，即能掌握和使用所学词汇，特别是同义

词、近义词的区分和使用，正确理解文章的内容和主题思想，抓住文章的要点，分析文章的结构、

语言技巧和修辞特点；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能用英语解释文章中的难句、要点；提高学生逻辑

思维和判断评述能力，能用英语归纳文章的主题思想，并能对文章的内容进行简单的分析、评论。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学生应达到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修订的《 高等学校英语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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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英语教学大纲 》所规定的要求：认知词汇达 10000以上， 能正确而熟练地使用其中 5000多个
及其最常用的搭配；能熟练掌握句子之间和段落之间的各种衔接手段，连贯地表达思想；能读懂一

般英美报刊杂志上的文章、英语国家出版的有一定难度的历史传记和文学作品，能分析文章的思想

观点、语篇结构、语言特点和修辞手法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7学时 

Unit 1 Face to Face with Hurricane Camille 
参考学时：5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know the writing technique of a narrative. 
2. To be acquainted with some literary terms. 
3. To learn to use words to describe disasters and violence. 
4. To appreciate the language features. 
5. To learn to write a story about disasters.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Hurricane; typhoon; cyclone  
2）Salvation Army  
3） Red Cross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introduction  
--development  
--climax  
--denouemen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narration  
--character (protagonist/antagonist)  
--action (incidents, events, etc.)  
--conflicts (suspense, tension)  
--climax  
--denouement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Language points:  
disintegrate 
douse 
Pummel; 
Demolish; 
Gruff; 
Come by; 
Wind and rain now whipped the house; 
As the wind mounted to a roar, the house begin leaking; 
water inched its way up the steps; 
one wall began crumbling on the marooned group; 
trail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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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hetoric Devices 
A) personification 
B) metaphor 
C) simile 
D) alliteration 
3) Techniques of Writing 
4) Language features 
5. After Class Task 

Unit 2 Marrakech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make the students well acquainted with the author’s revolt against oppression and his sympathy 

to the colonized poverty-stricken Moroccans.  
2. To help the students understand how impressionistic devices help develop the author’s thematic 

implications.  
3. To confront the students with the writing techniques and the structuring of the essay.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George Orwell 
2) Morocco 
3) Marrakech in Morocco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1. Type of literature: a piece of exposition  
2. The purpose of a piece of exposi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Wail; 
Derelict; 
Bump; 
Sidle; 
Stow 
Infest 
chant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The buring-ground is nothing more than a huge piece of wasteland full of mounds of earth 

looking like a deserted and abandoned piece of land on which a building was going to be put up.  
(2) All the imperialists build up their empires by treating the people in the colonies like animals (by 

not treating the people in the colonies as human beings).  
(3) They are born. Then for a few years they work, toil and starve. Finally they die and are buried in 

graves without a name.  
(4) Sitting with his legs crossed and using a very old-fashioned lathe, a carpenter  
quickly gives a round shape to the chair-legs he is making.  
(5) Immediately from their dark hole-like cells everywhere a great number of Jews rushed out wil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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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ited.  
(6) Every one of these poor Jews looked on the cigarette as a piece of luxury which they could not 

possibly afford. 
3) Rhetoric Devices  
(1) rhetorical questions  
(2) repetition 
(3) simile 
(4) elliptical sentences 
(5) parallelism 
(6) metaphor 
(7) metonymy 
(8) understatement 
(9) hyperbole 
(10) onomatopoeia 
(11) antimetabole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5. After Class Task 

Unit 3 Pub Talk and King’s English 
参考学时：4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understand the text 
2. To learn the words and phrases about environment 
3.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environmental issue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Henry Fairlie 
2) The King’s English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exposi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Meander;  
Delve; 
Recess; 
Desultorily; 
Alchemy: 
Rift; 
tussle 
dandelion 
2）Difficult sentences:  
(1) And conversation is an activity which is found only among human beings． 
(2) Conversation is not for persuading others to accept our idea or point of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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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n fact a person who really enjoys and is skilled at conversation will not argue to win or force 
others to accept his point of view． 

(4) People who meet each other for a drink in the bar of a pub are not intimate friends for they are not 
deeply absorbed or engrossed in each other’s lives． 

(5) The conversation could go on without anybody knowing who was right or wrong. 
(6) These animals are called cattle when they are alive and feeding in the fields；but when we sit 

down at the table to eat we call their meat beef． 
(7) The new ruling class by using French instead of English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English to accept 

or absorb the culture of the rulers. 
(8) The English language received proper recognition and was used by the King once more． 
(9) The phrase，the King’s English，has always been used disrespectfully and jokingly by the lower 

classes．The working people very often make fun of the proper and formal language of the educated 
people． 

(10) There still exists in the working people，as in the early Saxon peasants，a spirit of opposition to 
the cultural authority of the ruling class． 

(11) There is always a great danger that we might forget that words are only symbols and take them 
for things they are supposed to represent． 

3) Rhetoric Devices 
(1) metaphor 
(2) mixed metaphor 
(3) simile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5. After Class Task 

Unit 4 Inaugural Address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Get to know about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Kennedy’s presidential election. 
2. Get to learn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speech. 
3. Learn to appreciate the language features, analyze the rhetorical devices and recite some of the 

exquisite sentences.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John F Kennedy  
(2) His assassination  
(3) Inauguration  
(4) Inaugural address  
(5) Cold war period: socialist camp vs. capitalist camp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olitical speech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Pre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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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nder; 
Subversion; 
Invective; 
Belabor; 
Invoke; 
Eradicate; 
Commerce; 
Heed; 
Beachhead; 
Twilight;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Our ancestors fought a revolutionary war to maintain that all men were created equal and God 

had given them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which no state or ruler could take away from them. But today 
this issue has not yet been decided in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2) This much we promise to do and we promise to do more.  
(3) United and working together we can accomplish a lot of things in a great number of joint 

undertakings.  
(4) We will not allow any enemy country to subvert this peaceful revolution which brings hope of 

progress to all our countries.  
(5) The United Nations is our last and best hope of survival in an age where the  
instruments of war have far surpassed the instruments of peace.  
(6) We pledge to help the United Nations enlarge the area in which its authority and mandate would 

continue to be in effect or in force. 
(7) before the terrible forces of destruction, which science can now release, overwhelm mankind; 

before this self-destruction, which may be planned or brought about by an accident, takes place  
(8) Yet both groups of nations are trying to chang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his uncertain balance of 

terrible military power which restrains each group from launching mankind's final war.  
(9) So let us start once again (to discuss and negotiate)and let us remember that being polite is not a 

sign of weakness.  
(10) Let both sides try to call forth the wonderful things that science can do for mankind instead of 

the frightful things it can do.  
(11) Americans of every generation have been called upon to prove their loyalty to their country (by 

fighting and dying for their country's cause).  
 (12) Let history finally judge whether we have done our task welt or not, but our sure reward will be 

a good con-science for we will have worked sincerely and to the best of our ability. 
3) Rhetoric Devices 
 (1)  metaphor  
(2)  antithesis  
(3) parallelism  
 (4)  repetition  
(5) Synecdoche  
5. After Class Task 

Unit 5 Love is a Fallacy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have a basic knowledge of the terms in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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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o appreciate the humor in the story. 
3.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e story. 
4. To appreciate the language.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The meaning of Logical fallacies  
(2) Logical fallacies:  
--Dicto Simpliciter  
--Hasty Generalization  
--Poisoning the Well  
--Ad Misericordiam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protagonist/antagonists  
--climax  
--denouemen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narrative writing—a short story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Perspicacious; 
Acute; 
Astute; 
Impressionable; 
Faddist;  
Acme; 
Submit;  
Covet; 
Shrewd;  
swivel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A nice enough young fellow, you understand, but nothing upstairs. 
(2) Fads, I submit, are the very negation of reason. 
(3)I should have known they’d come back when the Charleston came back. 
(4) All the Big Men on Campus are wearing them. Where’ve you been? 
(5) My brain, that precision instrument, slipped into high gear. 
(6) With one omission, Polly fitted these specifications perfect 
(7) She was not yet of pin-up proportions, but I felt that time would supply the lack. She already had 

the makings. 
(8) In fact, she veered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9) In other words, if you were out of the picture, the field would be open. Is that right? 
(10) Back and forth his head swiveled, desire waxing, resolution waning. 
(11) This loomed as a project of no small dimensions, 
(12) Admittedly it was not a prospect fraught with hope, but I decided to give it one more try. 
(13) There is a limit to what flesh and blood can bear. 



6266 

(14) I was not Pygmalion; I was Frankenstein, and my monster had me by the throat. 
3) Rhetoric Devices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5. After Class Task 

Unit 6 Disappear Through the Skylight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To know the features of scientific writing.  
2.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e text.  
3.To understand the deeper meaning of the text.  
4.To appreciate the language features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The author  
(2) Ford Motor Company  
(3) Fiat  
(4) Volkswagen Beetle  
(5) D’Arcy Thompson 
(6) Picabia  
(7) Duchamp  
(8) Eiffel Tower  
(9) Picasso  
(10) Dada  
(11) adhocism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scientific writing (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Mutation; 
Discredit; 
Corollary; 
Streamline; 
Weld; 
Asset; 
Cosmopolitan; 
Imperative; 
Blasphemy; 
Rehabilitate; 
Evade; 
Pliable; 
Plasticity; 
Under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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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xtapositions; 
Batter; 
Malice; 
ponderous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Science is committed to the universal. 
(2) As the corolla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lso exhibits the universalizing tendency. 
(3) It was the automotive equival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tyle. 
(4) As in architecture , so in automaking. 
(5) The price he pays is that he no longer has a home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of the word.  
(6) The benefit is that he begins to suspect home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is another name for 

limitations.  
(7) The universalization imperative of technology is irresistible.  
(8) when every artist thought he owed it to himself to turn his back on the Eiffel Tower, as a protest 

against the architectural blasphemy.  
(9) It has thus undermined an article of faith: the thingliness of things.  
3) Rhetoric Devices 
(1) aposiopesis  
(2) metaphor 
(3) analogies  
(4) repetition 
(5) balanced structures 
(6) ellipsis 
(7) rhetorical questions: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Unit 7 The Libido for the Ugly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know the author, Henry L. Mencken  
2. To learn the writing technique of description  
3. To appreciate the language features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Henry Louis Mencken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subjective and highly emotional piece of descrip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Appalling; 
   Desolate; 
   Forl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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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bre; 
Abominable;  

    Pretentious;  
Swinish; 

   Precarious; 
Streak; 
Aberrant; 
inimical to; 
grotesqueries; 
diabolical; 
concoct; 
insensate; 
putrid; 
inadvertently; 
depraved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But somehow I had never quite sensed its appalling desolation.  
(2) it reduced the whole aspiration of man to a macabre and depressing joke. 
(3) When it has taken on the patina of the mills it is the color of an egg long past all hope or caring.  
(4) I award this championship only after laborious research and incessant prayers.  
(5) They show grotesqueries of ugliness that, in retrospect, become almost diabolical.  
(6) It is incredible that mere ignorance should have achieved such masterpieces of horror.  
(7) They meet, in some unfathomable way, its obscure and unintelligible demands.  
3) Rhetoric Devices 
(1) antithesis 
(2) oxymoron 
(3) simile 
(4) redicule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Unit 8 The Worker as Creator or Machine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have a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modernity or modernism 
2. To know more of the strategy of analysis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Erich Fromn 
(2) 2. Modernity as hope, modernity as doom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exposi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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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ords and expressions:  
Ulterior; 
Infuse; 
Obsess; 
Subdue; 
Salvation; 
Alienate; 
Slovenly; 
Friction; 
Gadget; 
yearning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by the very fact of production, he has risen above the animal kingdom.  
(2) Work is also his liberator from nature, his creator as a social and independent being.  
(3) all the expressions of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by man’s reason and skill.  
(4) Work has become alienated from the working person.  
(5) Work is a means of getting money, not in itself a meaningful human activity.  
(6) most industrial psychologists are mainly concerned with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worker’s psyche.  
(7) It is going to pay off in cold dollars and cents to management.  
(8) But this usefulness often serves only as a rationalization for the appeal to complete passivity and 

receptivity.  
3) Rhetoric Devices 
(1) metaphor  
(2) analogies  
(3) repetition  
(4) balanced structures  
(5) ellipsis  
(6) rhetorical questions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Unit 9 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help the students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as well as identifying literary 

techniques and styles.  
2. Through this unit, the students’ abilities in making effective use of specific verbs and using 

adjectives accurately are supposed to be improved.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The writer Le Guin 
(1). Allegory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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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iece of allegorical descrip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1) Bright-towered by the sea 
(2) Rigging 
(3) Restive 
(4) Singularly 
(5) Puritanical 
(6) Arcane 
(7) Amiable and benign 
(8) This is the treason of the artist: a refusal to admit the banality of evil and the      terrible 

boredom of pain 
(9) Excrement 
(10) Poignant 
(11) Profundity 
2) Difficult sentences 
3) Rhetoric Devices 
(1) antithesis 
(2) oxymoron 
(3) simile 
(4) redicule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Unit 10 The Sad Young Men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help the students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as well as identifying literary 

techniques and styles.  
2. Through this unit, the students’ abilities in making effective use of specific verbs and using 

adjectives accurately are supposed to be improved.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Horton, Stearns, Stein, and Hemingway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exposi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1)  Nostalgic 
(2) Deliciously illicit thrill 
(3) Speakeasy 
(4) Puritan morality 
(5) Fashionable experimentations in am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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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heik 
(7) Flapper 
(8) See in perspective 
(9) Gentility 
(10) Impersonality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we had reached an international stature that would forever prevent us from retreating behind the 

artificial walls of a provincial morality or the geographical protection of our two bordering oceans. 
  (2) The war acted merely as a catalytic agent in this breakdown of the Victorian social structure. 
  (3) this one lasted until the money ran out, until the crash of the world economic structure at the end of 
the decade called the party to a halt and forced the revellers to sober up and face the problems of the new 
age 

(4) Their very homes were often uncomfortable to them; they had outgrown town  and families 
(5) After the war, it was only natural that hopeful young writers, ttieir minds and pens inflamed 

against war, Babbittry, and "Puritanical" gentility, should flock to the traditional artistic center 
(6) As it became more and more fashionabl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for young persons to defy the 

law and conventions and to add their own little matchsticks to the conflagration of "flaming youth, " it 
was Greenwich Village that fanned the flames. 

(7) Younger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the war generation now began to imitate the manners of their 
elders and play with the toys of vulgar rebellion. 

(8) but since the country was blind and deaf to everything save the glint and ring  of the dollar, there 
was little remedy for the sensitive mind but to emigrate to Europe where "they do things better 

3) Rhetoric Devices 
(1) rhetorical questions 
(2) parallelism 
(3) metaphor  
(4) antithesis  
(5)  elliptical sentences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Unit 11 The Future of the English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the argumentative writing.       
2) To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3) To enable students to appreciate the writing style of the text.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John Boynton Priestly,  
2) Iago in Shakespeare’s Othello 
3) the Taylor system of time-and-time study 
4) American counterculture,  
5) Madison Avenue, Hippy California,  Katmandu, Common Market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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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Part exposition and part persuasion or argument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Cosmopolitan; 
Scuffle; 
Fanatical; 
Reservoir;  
Snarl;   
draw on; 
shop steward; 
safe to say; 
out of scale; 
keep clear of;  
shadowy show; 
state of mind; 
along the way; 
impoverished; 
imbecility; 
3) Rhetoric Devices 
(1) antithesis 
(2) oxymoron 
(3) simile 
(4) redicule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Unit 12 The Discovery of What It Means to Be an American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Improving students’ ability to read between lines and understand the text properly; 
2) Cultivating students’ ability to make a creative reading; 
3) Enhancing students’ ability to appreciate the tex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4) Helping students to understand some difficult words and expressions; 
5) Helping students to understanding rhetorical devices; 
6)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voice their own viewpoint fluently and accurately.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James Baldwin, and his major works   
2) Other Negro writers:   
--Richard Wright   
--Ralph Allison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6273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exposi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Controversial; 
Alabaster; 
Skirmish; 
Paranoia; 
pimp ; 
incorrigible; 
compulsive; 
intangible; 
in nigllt(from); 
in reHef; 
be borne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It is a complex fate to be an American. 
(2) I wanted to find out in what way the specialness of my experience could be made to connect me 

with other people instead of dividing me from whites. 
(3) I like many a writer before me upon the discovery that his props have all been knocked out from 

under him, suffered a species of breakdown and was carried off to the mountains of Switzerland. 
(4) Once I was able to accept my role – as distinguished…from my ‘place’ – in the extraordinary 

drama which is America. 
(5) A European writer considers himself to be part of an old and honorable tradition – of intellectual 

activity, of letters – and his choice of a vocation does not cause him any uneasy wonder as to whether or 
not it will coast him all his friends. 

(6) The book is more likely to be a symptom of our tension than an examination of it. 
(7) Europe has what we do not have, a sense of the mysterious and inexorable limits of life. 
(8) the interior life is a real life, and the intangible dreams of people have a tangible effect on the 

world. 
3) Rhetoric Devices 
(1) metaphor 
(2) transferred epithet 
(3) simile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Unit 13 In Favor of Capital Punishment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 Improving students’ ability to read between lines and understand the text properly 2) Cultivating 

students’ ability to make a creative reading; 
3) Enhancing students’ ability to appreciate the tex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4) Helping students to understand some difficult words and expressions 
5) Helping students to understanding rhetorical de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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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voice their own viewpoint fluently and accurately.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Jacques Barzun  
2) Capital punishment & life imprisonment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argument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Capital; 
Sheaf; 
conviction ; 
frivolity ; 
sanguinary; 
barbarity; 
infallible; 
forfeit; 
maniac; 
passionnel; 
condone ; 
meliorist ; 
give pause to sb./sth; 
at the outset; 
preside over; 
beyond one’s ken; 
trot out; 
peter out; 
coupled with; 
strike a blow for 
2) Difficult sentences 
3) Rhetoric Devices 
(1) Transferred epithet 
(2) Parallelism 
(3) personification 
(4) sacarsm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Unit 14 Loving and Hating New York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expository writings.       
2) To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American culture mentioned in th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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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 enable students to appreciate the writing style of the text.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New York City 
Manhattan 
the Big Apple  
Ivory League schools,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exposi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Bush; 
Beget; 
Billing;  
Gaudily; 
Jagged; 
Gamely; 
pristine; 
squalor; 
estrange; 
ancillary; 
malleable; 
scruple; 
exasperate; 
out of phrase; 
pay host to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Nowadays New York is out of phase with American taste. 
(2) New York even prides itself on being a holdout from prevailing American   trends.  
(3) sitcoms cloned and canned in Hollywood, and the Johnny Carson show live,   pre-empt the 

airwaves from California. 
(4) it is making something of a comeback as a tourist attraction.  
(5) To win in New York is to be uneasy. 
(6) Nature's pleasures are much qualified in New York.  
(7) the city's bright glow arrogantly obscures the heavens.  
(8) But the purity of a bohemian dedication can be exaggerated.  
(9) In both these roles it ratifies more than it creates. 
(10) The television generation grew up in the insistent presence of hype.  
(11) those who are writing ambitious novels sustain themselves on the magazines. (12) Broadway, 

which seemed to be succumbing to the tawdriness of its environment, is astir again. 
(13) he prefers the unhealthy hassle and the vitality of urban life.  
(14) The defeated are not hidden away somewhere else on the wrong side of town. (15) The place 

constantly exasperates, at times exhila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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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hetoric Devices 
(1) metaphor 
(2) personification 
(3) simile 
(4) metonymy 
(5) alliteration 
(6) transferred epithet 
(7) synecdoche 
(8) irony 
(9) euphemism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的课堂实践为补充阅读与分析，其内容为与课文相关的文体形式，其学时的设置原则上

按照课文中文体形式的多少而设置，也就是一种文体形式设置一学时的课堂补充阅读与分析。本学

期的补充阅读与分析设置为 5学时。 
实践 1：Descriptive Essay的扩展性阅读 
参考学时：1学时 
实践内容：阅读并分析一篇 Descriptive Essay 
实践要求：分析并掌握 Descriptive essay的文章结构、语言特性、修辞和写作技巧。 
实践 2：Narration 的扩展性阅读 
参考学时：1学时 
实践内容：阅读并分析一篇 Narration 
实践要求：分析并掌握 narration的文章结构、语言特性、修辞和写作技巧。 
实践 3：Exposition的扩展性阅读 
参考学时：1学时 
实践内容：阅读并分析一篇 Expositive essay 
实践要求：分析并掌握 expositive essay的文章结构、语言特性、修辞和写作技巧。 
实践 4： Political speech的扩展性阅读 
参考学时：1学时 
实践内容：阅读并分析一篇 Political speech 
实践要求：分析并掌握 political speech的文章结构、语言特性、修辞和写作技巧。 
实践 5： Narration 的扩展性阅读 
参考学时：1学时 
实践内容：阅读并分析一篇 Narration (short story) 
实践要求：分析并掌握 political speech的文章结构、语言特性、修辞和写作技巧。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Face to Face with Hurricane Camille 5 1学时的实践课程 
2 Marrakech 6 1学时的实践课程 
3 Pub Talk and King’s English 4 1学时的实践课程 
4 Inaugural Address 6 1学时的实践课程 
5 Love is a Fallacy 6 1学时的实践课程 
6 Disappearing Through the Skyligh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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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he Libido for the Ugly 6  
8 The Worker as Creator of Machine 6  
9 The One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 6  

10 The Sad Young Man 6  
11 The Future of the English 6  
12 The Discovery of What It Means to Be an American 6  
13 In Favor of Capital Punishment 6  
14 Loving and Hating New York 6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综合英语》（一、二、三、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在课堂教学环节要求学生准确掌握课文内容；逐步提升对英语篇章结构的分析能力；培

养对英语写作技巧和修辞手段的欣赏能力；在课后练习环节加强学生词语释义的能力，逐步培养学

生对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敏感性。此外，加强学生的构词法的学习以及同义词的辨析的能力。 
难点：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英语原文文本的阅读、欣赏、背景知识的了解、对作家作品及写作风

格的学习、修辞手法的运用的能力，从而提升学生的高水平的综合语言能力，对文学、文化、翻译、

阅读等学科的综合学习能力。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多元智能理论及人本主义教学思想等，采取交际教学法、任务

型教学法、交互式教学法、合作式学习、研究性学习及自主建构学习等相结合的教与学的方法。 
教学手段：课堂讲解与学生讨论相结合：Students are suppos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in their 

discussions.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to pay attention to when answering the question is to make it 
clear by illustrations and the students’ work is valued in this respect. 

4、实践教学环境 
学生占主导的课堂教学模式，部分单元实行学生主体自主构建授课，课堂多采用合作学习方式、

任务型教学法、自主学习法等。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手段，呈现教学中的相关内容。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践课时 
本课程要求学生课前对每个单元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作必要的了解，预习课文；练习用英语对

词语、句子进行释义；认识和辨别课文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了解英语中各种文体的作用和特点；

在老师指导下分析、欣赏文章的写作技巧、文章的结构、语言特点；学会查找参考书，并自己动手

写注释、做笔记等。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践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高级英语》（2）（修订本），张汉熙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 10月 1日 
（二）推荐参考书 
1. 《英语修辞格词典》，文  军编著，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 
2. 《英语教学交际论》，王才仁编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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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胡壮麟编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 
4. 《英语修辞与写作》，潘绍嶂编著，上海交大出版社，1998年 12月 
5. 《英语写作手册》，丁往道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 4月 
6. 《高级英语》（1） (教师用书)， 梅仁毅，王立礼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年 10

月 1日 
执笔：李星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7月 6日 

 

英语写作（一） 
English Writing I  

课程号：308000832  

一、英语写作（一）教学性质 
英语写作（一）（English Writing 1）是为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本科生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开设的

一门专业必修课。 
学术英语是当前二语界主流。2014 年《中国政法大学英语专业（法律英语）本科培养方案》

明确要求英语专业毕业生要“具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又懂法律的宽口径、复合型的高素质英语人
才，以“英语和法律复合型人才”为思路。新方案再次强调英语专业教学由工具型向学科型和学术型
的转向。 

2014年 5月 24日北京地区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发展研讨会为再次强调了专业技能课程学术性与
人文性转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与会专家、老师一致认同，学生“工具技能”程度高“科技含量”低，
强调学科型转向的可行性，倡议“工具型”专业应转向 “学科型”和“人文型”。 
社会为英语专业教学改革指明了总方向指向；学校对英语专业改造提出了总原则，这需要体现、

落实在每一门已有和将要开设的课程中。适值专业改造的关键开局时期，及时地优化英语写作的教

学内容、课程体系，提出《英语写作》课程的改革方案和实施途径以及成为当下亟待完成的任务。

并结合学生的学科内容，提升专业领域内的英语综合写作能力，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思辨与创新

能力，提高人文素养，旨在培养广泛适应能力的外语人才。 
社会为英语专业教学改革指明了总方向指向；学校对英语专业改造提出了总原则，为《英语写

作》（一）教学指明了方向。《英语写作》（一）教学的基本任务和目标是帮助学生掌握说明文和议

论语体学术语篇写作能力，培养学生写出结构较好、语域适当和语言得体、表达地道的学术性文章。 
二、课程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英语写作》（一）基本要求：英语写作（一）课程评估体系是：写作占最终考试成绩的 60%，

出勤占 10%，日记占 10%，作业占 20%。这样可以较为客观地反映学生课内外的学习情况和学习
效果。 
《英语写作》（一）教学目的：首先培养学习者形成新的学术文化意识。注重培养学生形成新

的异国学术文化意识，帮助他们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充分理解为什么在国外学习不同于本

国的学习，从而激发学生自我意识觉醒，帮助学生树立信心。 
再者，提高学术语篇的批判性阅读能力，包括读和写的微观技能、语域选择能力，侧重于说明

和议论语体学术语篇的阅读训练。教学内容首先通过识别语体，分析篇章结构，使学生对语篇的宏

观组织有一个整体把握；再考察语篇的微观组织，比较不同类型的书面语篇，了解书面语篇常用的

语式、名词化结构、连词和指称等；然后讨论语旨(tenor)，重点对作者的观点和态度以及语篇的客
观性程度作出评价。 
最后，激发学习者的学术语篇写作能力(academic writing)，促使学习者尽快形成准确而得体的

学术语篇的书面表达能力。教学内容围绕语域(register)分析而展开，即根据不同的场合，分析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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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环境中语言使用的特征，要求学生根据不同的主题、使用具有学术语篇特征的语体、语式和语旨，

撰写内容不限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写出结构较好、语域适当和语言得体的学

术性文章。写作任务在整个课程中会分成不同阶段完成，每篇大约 800至 1000字。 
三、课程主要内容与学习目标 
《英语写作》（一） 
（一） 理论教学：31学时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Writing  

I.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Writing 
1. Course Goals 
Writing an English essay will enforce your ability of English grammar.  Writing an English essay 

will strengthen your skills as a reader and listener. Essay writing will make you a stronger thinker. A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writing is the urgent demand of an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you are applying for. 
Capability of English writing will help you to get employed in your graduation.  

2. Teaching Arrangements 
With 2 periods per week, the course is scheduled for one semester. 
3. Teaching Methods 
Much of the class time will be spent in lecturing sessions, discussions and workshops. Students will 

be given due instructions and guidance to the process of different styles of writing. 
4. Writing Methods  
English writing exhibits itself via various methods like definition, illustration, classificatio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cause and effect, process, citation and data.  
5. Course Requirements 
Assessment will be based on (1) your regular participation in class lectures and group discussions  
(10%); (2) assignments (40%) and (3) final exam (50%) 
6. Learning Resources 
Online Learning Center www. mhhe.com/langan 
www. mhhe.com/english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supplements of skills on writing and reading  
Google. →the Langan series→open 
Google. →College Writing skills with Readings  Information Center: Supplements 
www.pigai.org 
同义词积累与使用英英同义词词典 
Google. → 在线同义词词典 
英英同义词词典下载 
7. Discussions  
Class Discussion 
The features of spoken language and written language  
The features of written language 
Group Discussion  Work in 4 or 5, discuss the following issues:  
A. Basic concepts of paragraph writing   
B. Skills of paragraph writing  
A paragraph consists of three functional sentences: the topic sentence, developing sentences, and the 

closing sentence. A paragraph contains unity, coherence, and cohesion. A paragraph contains the order of 
deduction. 

C. Applicating these theories to one of the native writings: Application of the generally acce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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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s of writing to native essays such as The Benefits of Television, Mall People, Noise Pollution, 
The Joy of My Old Car, Teenagers and Jobs, Three Passions, Three Americans, etc.  

8. Assignments 
1. 阅读：“好”的作文是写出来的---英语教学谈之二（黄源深，外语界，2006）。 
2. 积累同义词及学术英语短语表达 
3. Paragraph writing (around 120 words)  
II. Theories of Sentence Writing 
1. Sentence Writing Requirements 
A grammatically complete sentence is one that contains at least a subject and a predicate (a finite) 

verbs; if the verb is transitive, there must be an object; if the verb is a link-verb, and there must be a 
predicate or complement.  

2. Four Types of Sentence Structure 
A simple sentence contains one subject + one predicate-verb, but it may contain more than one 

subject, verb, object, attribute or adverbial. E.g. He and his brother went to town and bought a pile of 
books.  

A compound sentence consists of two or more independent clauses (or simple sentences) related to 
each other in meaning and linked by a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 (and, but, or, etc.) or by a semicolon 
without a conjunction. E.g. That guy isn’t really a criminal; he’s just gotten a bum rap (不公正的判决). 

A complex sentence contains one main clause and one or more dependent clauses, with a connective 
word deno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s. As a rule, the major idea is expressed in the main clause 
and the idea or ideas of lesser importance in the subordinate clauses. His father, who grew up in a poverty 
stricken household, remembers putting cardboard in his shoes when the soles wore out. 

Compound-complex sentences contain at least two main clauses and at least one dependent clause. 
E.g. We think every young couple should set up a home of their own, and we pity the couple who must 
share their home with a parent, let alone with other relatives. 

3. Three Sentence Types in Rhetoric 
A loose sentence puts the main idea before all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In other words, it puts 

first things first, and lets the readers know what it is mainly about when they have read the first few words. 
She decided to study English though she was interested in music.  

In periodic sentences, the main idea is expressed at or near the end of it, and it is not grammatically 
complete until the end is reached. The readers do not know what it is mainly about until they finish 
reading it.  

E.g.1. Although she was interested in music, she finally decided to study English. 
E.g.2. It is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  
In balanced sentences, When a sentence contains two parallel clauses similar in structure but  
contrasted in meaning, it is a balanced sentence. E.g. On hearing the news, he was angered, and I was 

saddened. In Plato’s opinion man was made for philosophy; in Bacon’s opinion philosophy was made for 
man.  

4. Erroneous Sentences  
Sentence clarity is of conciseness in communicating effectively with the reader, making writing 

persuasive and interesting, and showing credibility and authority as a writer. To achieve such a purpose, 
grammatical problems should be erased in students’ drafts such as misplaced modifiers, dangling 
modifiers, parallel structures and passive voices.  

1) Fra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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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sentence must have a subject and a verb and must express a complete thought. A word  
group that lacks a subject or a verb and does not express a complete thought is a fragment. 
E.g. After I cashed my paycheck. I treated myself to dinner. 
Whenever I spray deodorant喷洒除臭剂. My cat arches拱起 her back. She thinks she is hearing a 

hissing enemy. 
To get to the bus station from here. You have to walk two blocks out of your way. 
2) Misplaced modifier  
Misplaced modifier is a modifier in the wrong place in a sentence. Modifiers go next to the  
word or phrase they modify. One-word modifiers go before the word or phrase they modify.  
a. Buffy called her adorable kitten opening the can of food and filled the bowl. 
Correctly placed modifier 
b. Opening the can of food, Buffy called her adorable kitten and filled the bowl. 
    One-word modifiers can easily be misplaced. These include: almost, even, exactly, hardly, just, 

merely, nearly, only, scarcely, simply. 
Which sentence indicates that everyone in the class failed the exam?  
c. Almost everyone in the class passed the calculus exam. 
d. Everyone in the class almost passed the calculus exam. 
Which sentence indicates that Jean-Luc earned some money?  
e. Jean-Luc nearly earned $100. 
f. Jean-Luc earned nearly $100. 
3) Dangling Modifiers 
Modifiers go next to the words or phrases they modify. Dangling modifiers do not sensibly modify 

anything in their sentence. Often occur at the beginning or end of a sentence. Often indicated by an “–ing” 
verb or a “to +” verb phrase. What is the modifier modifying? 

4) Parallel Structure 
Using the same pattern of words to show that 2 or more ideas are equally important; applies to words, 

phrases, or clauses; usually use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s ("and,” "or”) to join parallel structures. 
Parallel with the -ing form (gerund) of verbs: Mary likes hiking, swimming, and bicycling. Parallel 

Structure with clauses: A parallel structure that begins with clauses must continue with clauses.  
Aldus was a poor student because he waited until the last minute to study, completed his lab 

problems carelessly, and lacked motivation. 
Aldus was a poor student because he waited until the last minute to study, was always completing his 

lab problems carelessly, and his motivation was low.  
5. Discussion 
Discuss the sentence types in Of Studies by Francis Bacon, and Three Passions by Bertrand Russell.  
6. Assignments 
1) Sentence improvements 
2) 调查：自己写作中，哪类句子类型用的最多，哪类最少？西方散文中的句子哪类最多，哪

类最少呢？ 

Chapter Two  Grammatical Errors from Students Writing 

1. The Misuse of Present Participle 
1）Taking all the reasons above into account, it is naturally for phone take place the letter at last. 
2）After owning this special experience, it’s easier and more comfortable for those young people to 

get along with colleagues after 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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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Misuse of “not only …… but also”   
3) They reap many benefits from this good habit not only in the age of students but also after 

entering the workplace.  
4) To do the laundry by ourselves leads the right way to not only a well-arranged schedule but also to 

our diligence. 
5) What’s more, keeping a good mood can not only do good to one’s own mental health, but also is 

beneficial to others by radiating sanguine spirit to people around. 
3. The Problems of Subjects and Predicates 
6) make friends online increases possibilities of suffering internet frauds.  
7） It maybe killed and replaced by phones in some people’s opinion.  
8） Hence, refreshing brains by taking part in physical activities is considerably attribute 
translation system to the recovery of energy and vigor. 
9） These damages can never be return to former appearances. 
10）Cars which tourists drive bring more automobile exhaust and broke the original tranquil, with 

declined of air quality. 
11)  All my class mates were stare at me.  
4. The Problems of Conjunctions 
12) While I am in favor of that the internet for college students is a blessing than a curse. 
13) While others on the opposite side argue that it is reasonable to do so for we students today are 

filled with such pressure as well as so little spare time. 
14） While Jessie entered this family after both her parents died. 
15） Whereas letters can be easily kept in a drawer and taken out whenever one feels like  
rereading them, which is of great help especially for the aged to recall their old memory.     
17） Whereas that isn’t the exclusive view, and we students require a quiet study atom-sphere to  
take in excessive knowledge facing with intensive competition which is only can be indulged in the 

study hall. 
18）  Because people have changed and so have the instruments to achiev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5. The Misuse of Commas 
From the above analysis, it is obvious that perseverance is the key to success. It bulked people up in 

front of failure and barriers, it motivates people forward, it keeps people enthusiastic. In a word, the 
crown of success will surely be conferred on people with determined and strong perseverance. 

Chapter Three  The Improvement of Sentence Writing  

1. Compact Sentences: Information Conveyed in Sentences 
A sentence should be informative, conveying more than one point in its construction. In this  
way it is called a densely-packed sentence. 结构紧凑 One sentence with only a single idea is a 

loosely-structured sentence.  
2. Skills of Densely-packed Sentences 
1) premodification and postmodification 
短的简单句经过扩展可以变为内容丰富的的长句。扩展的方式是增加修饰或说明、词 
语、并列成分。 
2) Use of non-finite structure and prepositional phrases 
a. When they are heated under pressure, the constituents fuse together. 
When heated under pressure the constituents fuse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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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ted under pressure the constituents fuse together. 
b. There is no doubt that…; Undoubtedly… 
3) Nominalization(名词化) (chiefly of predicate transitive verbs) is another way of  
making sentences compact, impersonal and formal.  
Nominalization(名词化) (chiefly of predicate transitive verbs) is another way of making sentences 

compact, impersonal and formal.  
(名词化---动词来源名词或形容词来源名词，表示动作意义的名词+or+名词+修饰语：这 
种名词词缀称为名词化结构。)  available—availability; to construct--construction 
a.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whether the new design is efficient.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efficiency of the new design. 
b. The progress of the work will depend on how modern the equipment is. 
→The progress of the work will depend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equipment.  
c. Computers are complex. 
→the complexity of computers 
3. Sentence Variety 
Variety is essential for good writing. A series of sentences that are similar in order, length, structure, 

and type makes one’s writing monotonous. Sentences need not, and should not, follow the same subject + 
predicate pattern all the time. Instead of beginning a sentence with a noun or a pronoun as the subject, one 
may well start out with an adverb or an adverbial clause, a prepositional phrase, an infinitive or an 
infinitive phrase, or a participle or a participant phrase. 

Sentence variety can keep your writing from becoming monotonous. If all your sentences are short, 
simple sentences, your writing may sound choppy and unsophisticated. If you vary your sentence length 
and type so that you have a mix of short and long sentences that begin in different ways, your writing will 
be more interesting, and you will begin to develop a more mature style.  

4. Change Loose Sentences of two Passages into Compact ones 
1) Briefly, the online shopping is a double-edged sword. We have to take it carefully. But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 trend of popularity of the online shopping is increasing sharply. Most of the online 
shoppers are youngsters. Anyway, online shopping is still developing. We believe that the system of the 
online shopping will be more complete and the consumers can feel safer when they purchase online in the 
future. (from student writing) 

2) Maybe the video revolution is not materially affecting the mass. It is at least presenting  
more options. The options are for those on the fringes. If the video revolution is not materially 

affecting the mass, it is at least presenting more options for those on the fringes. The pine stood like a 
giant on the mountain top, towered into the clouds.  

5. Assignments 

Chapter Four  Paragraph Writing  

1. Basic Requirements for English Paragraph Writing 
Paragraph Structure includes three parts, topic sentence, developing sentences, closing sentences as 

shown in the diagram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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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 a precious metal, is prized for two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First of all，gold has a 
lustrous beauty that is resistant to corrosion．Therefore，it is suitable for jewelry，coins，and ornamental 
purposes. Gold never needs to be polished and will remain beautiful forever． 

For example, a Macedonian coin remains as untarnished today as the  
day it was minted twenty three centuries ago. Another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gold is its 

usefulness to industry and science．For many years, it has been used in hundreds of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The most recent use of gold is in astronauts’ suits. Astronauts wear gold-plated heat shields  
for protection outside the spaceship. In conclusion, gold is treasured not only for its beauty but also 

for its utility． 
2. Ways of writing a Good Topic Sentence 
Topic sentences should contain subjective words like disappointing, important, difficult, amusing, 

and they are ideas like two characteristics instead of facts or examples, as in Gold, a precious metal, is 
prized for two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A topic sentence is a simple sentence rather than compound or complex sentence.  And a topic 
sentence is an affirmative not interrogative.  

3. Ways of Writing a Good Paragraph 
 
Unity is a paragraph is concerned with its content. If all the sentences in the paragraph lead to one 

central theme, the paragraph is unified. The central theme is usually summarized in what is called the 
topic sentence. It often appea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aragraph; however, it may also be found in the 
middle or at the end of the paragraph.  

Coherence of a paragraph is concerned with its form or its organization. The sentences in a paragraph 
should be arranged in a clear, logical order, and the transition should be smooth and natural. The 
paragraph is coherent.  

Cohesive relations are relations between two or more elements in a text that independent of the 
structure; for example between a personal pronoun and an antecedent name, such as John…he. A semantic 
relation of this kind may be either within a sentence or between sentences, with the consequence that, 
when it crosses a sentence boundary, it has the effect of making the two sentences cohere with one 
another.   

4. Assignments 
Write a paragraph of about 120 words with a topic sentence in it.  

Chapter Five  Paragraph Writing Revisited 

 

Topic Sentence 

supporting 
sentences 

supporting 
sentences 

supporting 
sentences 

supporting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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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nglish Paragraph Writing: Theories Revisited 
A standard paragraph has two important components: a topic sentence, and supporting sentences. 

Revisit the theories of paragraph writing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example: understand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following model paragraph, explaining the top sentence, supporting sentences, closing sentence and 
their functions.  

2. Unity and Relevant and Irrelevant Sentences 
An effective paragraph must be unified, coherent, specific and adequately developed. In the sense 

of unity, all paragraphs in a paragraph should lead to one central theme as the case in Gold example.  
Please revise the paragraph Tourism below.  
Tourism is the state of Hawaii’s leading industry. Every year some 3.2 million tourists visit the 

islands. During the popular winter months, a planeload or shipload of tourists arrives every fifteen 
minutes. New hotels, new resorts, and new restaurants are being built every year to accommodate the 
increasing numbers of visitors. Sugar cane and pineapple are also important industry in Hawaii.   

3.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of Native Writings and Students’ 
Writings in Light of Unity, Coherence, and Connection in Case of the Following Model Essay 

The Benefits of Television.  
The Benefits of Television (a native writing) 
With the develop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y modernized devices have been invented, and 

television is one of them. But there are many arguments on it. Many people think it is harmful and argue 
that in many ways, television has proved to be one of the worst inventions of modern times. However, 
television is beneficial if it is used properly,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brought by it. It can 
provide relaxation, abound life and bring knowledge. It is a useful medium. 

Television can release the stress from the modernized and quickly developing society. The stress is 
growing while the society is developing, and it must be released. So there the television is. It can provide 
many wonderful shows to make laughter and relax the tight nerve. Funny programs, music concerts, news 
reports, films, TV series and many other programs, there are a lot of choices. You can choose whatever 
you like. I admit that there also are many other ways to release stress, such as walking, talking, and 
sleeping. But television is more suitable, more comfortable, and more useful for the tired people. One 
doctor, for example, advises his patients with high blood pressure to relax in the evening with a few hours 
of television. Turn on the television and choose a wonderful show to watch after a long time of working or 
studying, stress and tiredness will go away. 

 Besides, television can also make life colorful. Life may be plain if there merely is working or 
studying, and something is needed to make it wonderful. Television is a good choice because it can reduce 
the feeling of lonely and add the topics of conversation. Watching television when being alone at home, 
the feeling of lonely will gradually disappear. Nowadays, there are many occasions that the old and the 
children are left alone at home. At sometimes, it seems that they are forlorn and their lives are dull. 
Television can become their companions and provide them some enjoyment. And there are some other 
situations that the family members have little conversation because they have no topics or because of the 
generation gaps. The television programs can add conversation. Life will be more beautiful since getting 
away from lonely and having more opportunities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More important, television is a useful device to deliver information and acquire knowledge. By news 
reports on the television, the events happened in the far places can be informed to public. Television is a 
good means to know the recently going-on and the decisions or conferences by the governments,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have no time to read a newspaper or can’t read. And we can learn the knowledge 
of nature, the most important discoveries and invention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foreign cultur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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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 using the television in the right ways can bring a harvest. 
We shouldn’t ignore these benefits. So, admitting it’s beneficial and avoiding its flaws are the best 

way to use and enjoy the television. 
4. Discuss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in the Light of Unity, Coherence, and Cohesion. 
I want to talk about friendship. Friends can change your life. So, you must know who is a real friend. 

Firstly, your friend must understand you and of course, you must understand her, too. I think, another 
important point in a friendship is confidence. You mustn't tell lies to each other. In addition, you must say 
everything about yourself. I think these are important for a friendship. If you have a friend like this, you 
don't break up with her because a real friend is not found easily. (a native writing) 

5. Writing Assignment 
Revise your paragraph or write a new paragraph/an essay. 

Chapter Six  Thinking Patterns in Writing 

1. Evaluation of Assignment 
Some good points are quite obvious in your practice concerning your sentence constructions 

especially simple sentence construction, and complex construction, in particular. 
Some demerits are also obvious in students’ essays, such as cliché expressions one coin has two sides,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last but not least, on one hand, on the other, first of all, second, finally, with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among people as to ____ .Some people suggest that ____.    
It is high time that something was done about it.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I agree with the latter opi

nion to some extent.    
first and foremost, to begin with, above all,  
What is more, Last but not least, Needless to say, only by doing so can we be more friendly, in no 

circumstances can we continue to criticize him.   
2. Logic Training: Deduction and Induction  
Deduction（演绎法）and induction（归纳法）are two major broad methods of reasoning. Deductive 

reasoning works from the more general to the more specific. Sometimes this is informally called a 
"top-down" approach as shown in case Gold.   

Inductive reasoning works the other way, moving from specific observations to broader 
generalizations and theories. Informally, we sometimes call this a "bottom up" approach.  

3. Questions to Consider  
1) In Chinese essays, which is frequently used, deduction or induction? And in English essays?  
2) Read native writings and identity the logical ways of reasoning.  
4.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1) Thinking modes are different: Westerners take more use of deduction while Chinese take more use 

of induction especially in spoken genres. 
2) Chinese language is in favor of active words, especially verbs; English in favor of stative words. 
3) English writing is involved in overt coherence; Chinese in covert coherence. 
4) English writing tends to be objective; Chinese writing subjective.   
 …… 
5. Practice: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tween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6. Assignment: Read native writing for linguistic features  

Chapter Seven  Argumentative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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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valuation of Assignment  
2. Argumentation Theories: An Introduction  
The writer of an argumentative essay tries to convince other people to agree with his point of view, to 

approve a policy or a course of action that he proposes, or to do something that he wants to be done. 
3. Four Qualities of Argumentation  
1) a well-defined theme/proposition: it is stated in the introductory paragraph; written in simple 

declarative sentences; a short essay needs only one theme. 
2) sufficient evidence: sufficient facts, examples, statistics, reasons, or opinions of reliable authorities 
3) good logic: all the evidences and facts should be logically connected with the conclusion and with 

each other, avoiding any fallacy 
4) clear organization: three parts—a beginning, a body and an end 
4. The Functions of Each Paragraph in an Argumentative Essay: Introduction, Middle and 

Conclusion  
The first part puts forward the point of view and a logical map for the whole essay to follow. The 

middle paragraphs represent specific facts and data for the support of the thesis or the whole essay. The 
concluding part repeats the opinion or viewpoint in a fresh way. Please identify the functions of each 
paragraph below. 

Perseverance is the key to success (by a student) 
It is universally admitted that to be successful requires a host of valuable qualities, such as 

determination, diligence, perseverance, confidence, etc. Among those qualities, perseverance, I consider, 
is the most indispensable and essential on the road to success. Without it, people can only wander outside 
the door of success, even if they have already been at the threshold. 

Perseverance keeps people persisting in what they are doing with amazing enthusiasm and 
motivation. Great efferts and achievements are thus created, just as Karl Marx put it, “All the leaps of the 
quality come from the accumulation of quantity.” If a man perseveres in reading 30 minutes per day, he 
will finish at least 60 books a year, according to a recent research. And in 20 years, he is bound to become 
a pretty knowledgeable man, more successful than a large number of scholars nowadays. A case in point is 
the well-known story of Li Bai. He used to fool around when he was young, and thought little of the 
effects of perseverance. One day, he came across an old woman who was rolling an iron rod against a 
stone. Li Bai was skeptical and then the old woman told him, “As long as you persevere, an iron rod can 
become a needle.” Li Bai felt like he was struck by a stick on the head and suddenly cleared everything up. 
He thanked the old woman and returned home to study. His persistent work along with his intelligence 
brought him great success, making him a poet known to the whole country. 

Innumerable people achieve success by riding on the wrings of perseverance. Edison, as we all know, 
usually failed several times before inventing a new and useful item. After he failed more than 6000 time, a 
light bulb finally came into being. If he quitted in the middle, human beings, I believe, would have to 
continue living in the endless and applauding darkness for decades. The early Christians, though 
persecuted and suppressed cruelly by the government, adhered to their faith and persisted in preaching and 
promulgating their beliefs. As a result, Christianity was not annihilated, but becomes one of the three 
largest religions today. The above two example both indicate the mighty power of perseverance to people 
when faced with failures and difficulties. 

Contrarily, people without or lack of perseverance are doomed to fail. No perseverance, no mastery, 
and thus, no success. Take writing as an example: it is learned by practice, and by practice, it is mastered. 
A successful writer must have practiced again and again before being recognized. So many youngsters 
dreaming of becoming a writer give up their dreams as a result of not being able to persevere.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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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ous people find it boring and tiring to repeat their daily jobs so they choose to change into another 
job. Day after day, job after job, they are still unsatisfied with their jobs and life. These people do not 
realize the surprising influence of perseverance. Otherwise, they will solder on what they are doing and at 
last taste the sweetness of success. 

From the above analysis, it is obvious that perseverance is the key to success. It bulked people up in 
front of failure and barriers; it motivates people forward; it keeps people enthusiastic. In a word, the 
crown of success will surely be conferred on people with determined and strong perseverance.  

5. Practice: Critical Reading of Good Argumentative for the Writing Theories  
1) Has the writer provided persuasive details to support my argument? 
2) Has the writer acknowledged the opposing point of view, showing that the writer is a reasonable 

person willing to consider other arguments? 
3）Has the writer used transition words to help readers follow his train of thought? 
4）Does the final supporting paragraph include a strong argument for his position? 
5）Has the writer provided a concluding paragraph to summarize his argument or add a final 

persuasive touch? 
6. Writing Methods in Argumentation  
The writing methods are involved in writings such as definition, illustratio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cause and effect, processes, classification, citation, statistics. Of these, argumentation makes 
frequent use of cause and effect, classification, statistics, and illustrations. For example, top sentences are 
the result of cause and effects “Smoking is detrimental to one’s health.” other methods are used in 
developing paragraphs are used like illustration, contrast, statistics. Classification is used for the logical 
structure in argumentative essays.   

7. Assignment: Write an Argumentation  

Chapter Eight  Argumentative Theories (revisited) 

1. Revisit Argumentative Theories  
Explain the functions of each paragraph in argumentative essays concerning the first paragraph, the 

middle parts and concluding paragraph. 
2. Evaluate Students Writings Concerning the Three Parts  
Respectively and further understand argumentative Essays: Acknowledge opposite views 
1）Acknowledge different viewpoints  
It is a mistake to simply ignore points of view that conflict with yours. Acknowledging other 

viewpoints strengthens your position in several ways. First, it helps you spot flaws in the opposing 
position---as well as in your own argument. Second, and equally important, it gives the impression that 
you are a reasonable person, willing to look at an issue from all sides. Readers will be more likely to 
consider your point of view if you indicate a willingness to consider theirs. 

2）One effective technique is to cite the opposing viewpoint in your thesis statement. You do this by 
dividing your thesis into two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you acknowledge the other side’s point of view; in the 
second, you state your opinion, suggesting that yours is the stronger viewpoint. 

3. Enrichment of the Content in Argumentative Writings  
Argumentative writing is supported by sufficient details and facts, or data to back up the point of 

view for the whole essay. Generally speaking, it is quite easy for each student to give general explanation 
as examples, but hard to give concrete examples.  

4. Four Qualities of Argumentative Essays 
1）A well-defined theme/proposition: it is stated in the introductory paragraph written in 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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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larative sentences.  
2）Only one theme in a short essay  
3）Sufficient evidence: evidence covers sufficient facts, examples, statistics, reasons, or opinions of 

reliable authorities 
4） Good logic: all the evidences and facts should be logically connected with the conclusion and 

with each other, avoiding any fallacy clear organization: three parts—a beginning, a body and an end.  
9.5 Debates: Peer Evaluation  

Chapter Nine  Introduction to Academic Genre 

1. Class-report: Peer Evaluation  
2. Re-training of Logical Structure in Argumentation  
3. Introduction Academic Genre and Features in Argumentative Writing 

Table 1: Some Academic Genres  
Written genres                         Spoken genres 
Research articles     Book reviews     Lectures       Student presentations 
Conference abstracts  Ph.D. dissertations  Seminars       Office hour sessions 
Grant proposals      Textbooks       Tutorial sessions  Practicum feedback 
Undergraduate essays  Reprint requests   Peer feedback   Dissertation defenses 
Submission letters  Editor response letters  Colloquia     Admission interviews 

4. Academic Genres Concerning Various Levels: Lexical, Rhetorical Forms 
The core academic linguistic forms, though various, are likely in possession of two features: chunks 

(multi-words models); collocations of de-lexicalized verbs; non-adjacent models in various constructions 
like subject-predicate and predicate-objects; impersonal construction. 

5. Chunk Models in EAP Prose 
Chunks other than words and sentences are seen as central to language. Chunks, a typical feature of 

EAP prose, take various forms like subject, predicate, object, prepositional, adverb trunks etc. whose 
major components are nouns like (1, 3, 4, 6).  

(1) Registration statements, prospectus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ar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in the 
Washington, New York and Chicago offices of the SEC and to a lesser extent at regional offices in Seattle, 
San Francisco, Denver, Ft. Worth, Atlanta, and Boston. (subject chunks of nouns and prepositional objects 
of proper nouns)  

(2) Around the world, as many as one in every three women has been beaten, coerced into sex, or 
abused in some other way---most often by someone she knows,… (predicate chunks of verbs)  

(3) During the next two years I sold dozens of poems, letters, jokes and recipes. (Object chunks of nouns) 
(4) 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Prepositional object chunks of 

prepositional phrases)  
(5) We all stood watching, smiling and laughing as they darted past the cars and. (Adv. chunks of 

present participles) 
(6) The guys saunter by in sneakers, T-shirts, and blue jeans, complete with a package of cigarettes 

sticking out of a pocket. (Adv. chunks of nouns) 
6. Collocations of De-lexicalized Verbs Models of EAP 
Lexical patterns can be more powerfully generative as collocations than structural patterns. 

Collocations of de-lexicalized verbs such as have, make, do, get, put, and take, as pattern generators, as 
shown in Table Two below with corpus data newly retrieved.  

Table Two: collocations of private 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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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vate verbs 
collocations 

RAC academic corpus BNC law corpus 

do 

individual counseling, correction, 
studies in, business, this certificate 
for, some translation, research in, 
career in research, 
exchanges with worldwide schools,  
a doctorate in communication in UQ
AM, tests, my inscription, many 
interviews, presentations,    

assurances, something detrimental, necessary 
research, bodily harm to, inevitable damage 
to, justice, personal injury work,  

get 

permission (to), unemployment 
insurance, promoted or retire, a 
conclusion, the indexes,  

an estimate, authority from, a continuing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access to any local 
university, get custodial sentences, discovery, 
report, advice, recommendation from, full 
compensation, some benefit, a decisive 
determination, contracts exchanged, a release 
of, discovery from, get guidance as to, a 
conviction,  

take 

advantage of, control of, turns, 
shortcuts, vote/poll/survey, the 
advice,  

Responsibility for decision, the intermediate 
view, full instructions on, possession of, 
installation of machinery, grave exception to, 
instructions, precedence over the rules, the 
consequences of, priority, account of, 
preventive/negligence action against , 
reasonable precautions,  

put 
into analysis, language into use,  put the plaintiff on notice, put… into effect, 

put the plaintiff at risk, put the customer on 
enquiry, put… aside,  

7. Non-adjacent Construction Models of EAP 
Non-adjacent constructions can be typically demonstrated by various types like subject predicate (7), 

compound predicates (8) and predicate object (9), verbal phrase (10-11), of which the first type is most 
frequently used in academic discourses.  

(7) Doubts concerning the viability of the target have also been raised by the National Audit Office in 
its report Better Public Services through E-Government and in a follow-up paper Government on the Web 
II. (Cyber law in the United Kingdom, 2010: 20)  

(8) Although the courts have in many instances adopted a broa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cope of their 
powers, room for challenge has been limited. (Cyber law in the United Kingdom, 2010: 47) 

(9) We believe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our broad objectives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an effective 
framework should strike the right balance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and investors; support social 
cohesion; an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short term consumption and long term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Cyber law in the United Kingdom, 2010: 29) 

(10) These shafts actually led, via a series of interconnected shafts and tunnels, into Fletcher’s mines 
and land. (Legal English)  

(11) In the event of any intern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Community requirements themselves, 
OFCOM is again to resolve this in the manner they think best. (Cyber law in the United Kingdom,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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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8. Go further to Native Writings and Find their Academic Linguistic Features. 
9. Assignment: Re-write Argumentation via Improving Academic Levels  

Chapter Ten  Class Debates and Peer Proofreading 

Chapter Eleven  General Revision 
（二） 实践教学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践教学。 
四、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Writing 
Theories of Sentence Writing  

3  

2 Chapter Two  Grammatical Errors from Students Writing 3  
3 Chapter Three  The Improvement of Sentence Writing 3  
4 Chapter Four  Paragraph Writing  3  
5 Chapter Five  Paragraph Writing (revisited) 3  
6 Chapter Six  Thinking Patterns in Writing 3  
7 Chapter Seven   Argumentative Theories  3  
8 Chapter Eight  Argumentative Theories (revisited) 3  
9 Chapter Nine  Introduction to Academic Genre 3  

10 
Chapter Ten  Class Debates, Peer Reviews and  
Proofreading  

3  

11 Chapter Eleven   General Revision 3  
五、相关教学环节 
本课程使用多维教学方法，如 content-based methods, a needs analysis, intertextuality, form-content 

integrity, cognitive approach and etc. 培养学生基本写作能力和学术写作能力，分不同步骤训练学生
撰写各种正式文种，为写好毕业论文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应该注意两大重点。1）以学生需求为教材，由浅入深安排教学内容，而不是以课本的

先后顺序授课。课本没有的要及时补充上。 
2）把学生习作纳入教材。师生共同在习作上实践写作理论，如语篇逻辑结构、思维层次、语

料的选择、语言的连贯、表达的地道性，等等，帮助学生理论学习与语篇写作实践相结合，提高学

生书面表达能力与效果。 
3）要求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把写作课堂延伸到课外，帮助学生深化理论和文章的理解，提高

学生独立思考和学习主动性。 
六、使用教材 
（一）选用教材 
张清（主编），2016年，《地道英语写作》（1-2）（第二版），南京大学出版 
社，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John Langan, 2007, College Writing Skills with Readings sixth edi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 Carol C. Kanar, 2011, The College Writer fifth edition,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Ding Wangdao, 

Wu Bing, Zhong Meisun, Guo Qiqing, 2009, A Handbook of Writing, Foreign  
3.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Harvey S. Wiener, 1992, Creating Compositions sixth 

edition, McGraw-Hill,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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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丁往道 吴冰  钟美荪  郭棲庆   编著，《英语写作手册》英文版 第三版，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2012年。 

执笔：张洪芹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5月 26日 

 

法语（一） 
French I 

课程号：30800032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掌握标准的法语发音；2、使学生能够进行简单的法语交际对

话；3、使学生掌握简单的法语语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趣味多媒体教学，化繁为简，深入浅出，主次分明，将语言和文化巧妙

结合，使学生轻松掌握法语语音知识、三种基本句型、名词和形容词的变化、动词变位的诀窍、宾

语代词，了解直陈式现在时和最近将来时，为《法语二》、《法语三》、《法语四》等后续课程提供支

撑。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72学时 

知识单元 1：Leçon 1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Présentation générale du français et de la francophonie. 
Pour initier et stimuler la classe, l’enseignant présente d’abord l’histoire du français, la relation du 

français avec l’anglais, le statut du français dans le monde entier, les pays francophones, etc. 
2. Phonèmes 
Il y a en tout 37 phonèmes, dont 18consonnes, 16 voyelles et 3 semi-voyelles. On en apprend 35. 
Remarques : 
(1) La distinction entre [a] et [ɑ] tend à disparaître au profit d’une voyelle centrale intermédiaire 

(nous avons choisi de la noter [a]). 
(2) On ne trouve le phonème [ŋ] que dans les mots d’origine anglaise en -ing, tels que bing, bong et parking.  
Dans cette leçon, on est prononcer correctement 4 voyelles et 6 consonnes. 
Voyelles: [a] [ε] [e] [i] 

Antérieure  
Non arrondie Arrondie 

Fermée i  
Mi-fermée e  
Moyenne   
Mi-ouverte ε  
Ouverte a  

Quelles sont les règles de prononciation de ces trois phonèmes? 
[a] – chanel, Marie 
[ε] – Seine, elle 
[e] – bébé, par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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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lit, île 
Consonnes : [p] [b] [t] [d] [k] [g] 
[p] – pape, papa 
[b] –  bisous, bébé 
[t] – tour Eiffel 
[d] –Dior, j’adore 
[k] –Lacoste, Carrefour 
[g] – cigar, bague 
3. Dialogues 
Bonjour, Monsieur. / Madame. / Mademoiselle. Comment allez-vous ?  
– Je vais bien, merci. Et vous ? Moi aussi, merci. 
Salut, Marie. Comment vas-tu ?  
– Très bien, merci. Et toi ? Moi aussi, merci. 
– Comment vous applez-vous ?  
– Je m’appelle Jean. 
Bonsoir. Au revoir. / Tchao. A bientôt. / A demain. Bonne journée. 
4. Grammaire 
Les pronoms personnels sujets :je, tu, il, elle, nous, vous, ils, elles 
Le pronom personnel a la fonction de sujet. 
Exemples : 
J’ai une copine. 
Elle est très gentille. 
Je chante des chansons. 
On fait la différence entre le pronom personnel sujet, qui est toujours en relation avec un verbe, et le 

pronom personnel tonique. 
Les pronoms toniques  
(1) Forme 

sigulier pluriel 
moi nous 
toi vous 

lui/elle eux/elles 
(2) Emploi 
Ces pronoms renforcent un nom ou un pronom. 
Exemple : 
Moi, je suis professeur. Lui, il est directeur. 
Ils sont utilisés avec et, ou, ni, si, non, pas, aussi, non plus 
Exemple : 
Ni lui ni elle ne savent répondre à la question. 
Ils sont utilisés après le présentatif c’est. 
Exemple : 
C’est moi. 
Ils sont utilisés après une préposition. 
Ils rentrent chez eux. 
Ils sont utilisés dans la comparaison. 
Exemple : 



6294 

Je suis plus grand que lui. 
Ils sont utilisés devant un verbe à l’infinitif. 
Exemple : 
Moi, jouer de la guitare? Jamais! 
Ils sont renforcés par « même», quand on veut insister sur l’identité. 
Exemple : 
C’est lui-même à l’appareil.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prononcent bien les voyelles et les consonnes apprises.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saluer leurs camarades.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phonétique à la page 6 et 7 de la méthode. 

知识单元 2：Leçon 2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Révision 
2. Phonèmes 
Dans cette leçon, on apprend 4 voyelles et 4 consonnes. 
Voyelles: [ɔ] [o] [u] [y] 

Antérieure Postérieurs  
Non arrondie Arrondie Non arrondie Arrondie 

Fermée  y  u 
Mi-fermée    o 
Moyenne     
Mi-ouverte    ɔ 
Ouverte     

Quelles sont les règles de prononciation de ces quatre phonèmes? 
[ɔ] – Sorbonne 
[o] – Lancôme, eau de toilette, taureau 
[u] – coucou, bisous 
[y] – salut, puce 
Consonnes : [m] [n] [l] [r] 
[m] – amour, maman 
[n] – Cannes, fatal  
[l] – lait, lit 
[r] – bonjour, Dior 
3. Dialogues 
– Qui est-ce ? 
– C’est Michèle. 
– Est-ce qu’il est Français ?  
– Oui, il est Parisien. 
– Qu’est-ce qu’il fait ? 
– Il est ouvrier. 
– Qui êtes-vous ? 
– Je suis Michèle Dup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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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us êtes Française ? 
– Oui, je suis Parisienne. 
–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 
– Je suis infirmière. 
– Qu’est-ce que c’est ? 
– C’est une photo. 
– Qui est cette jeune fille ? 
– C’est Isabelle, une amie 
– Qu’est-ce qu’elle fait ? 
– Elle est étudiante. 
– Où est-ce qu’elle habite ? 
– Elle habite à Paris. 
4. Grammaire 
Les articles indéfinis: un, une, des 
Un = masculin singulier : Un jour. 
Une = féminin singulier : Une classe. 
Des = pluriel du masculin et féminin : Des garçons, des filles. 
L’article indéfini sert à déterminer une chose ou un être qui n’est pas encore identifié ou connu 

(contrairement à la définition de l’article défini) . 
Exemples : 
Il y a une pomme sur la table. 
Un chauffeur va passer vous prendre.  
Appelez vite des secours.  
Il est parfois utilisé dans un sens général.  
- Un tigre est plus dangereux qu’une gazelle. (On dit que les tigres en général sont plus dangereux 

que les gazelles).  
Si le nom est précédé d’un adjectif, l’article pluriel qui le détermine est souvent remplacé par “de” :  
- Il y a de jolies voitures. 
Devant “autres” il y a souvent élision de “des” : 
- Est-ce que vous avez d’autres raisons de refuser cette offre ?  
Les adjectifs démonstratifs : ce(cet), cette, ces 
Le déterminant démonstratif s’accorde en genre et en nombre avec le nom auquel il se rapporte. 
Exemples : 
Cette voiture est belle. 
Je lis ce livre. 
Ces filles sont dynamiques. 
Remarque : 
Devant un nom masculin singulier commençant par une voyelle ou un “h” muet, on emploie “cet”. 
Exemples : 
Cet artiste est vraiment agile. (Et non > ce artiste est vraiment agile). 
Cet hiver est glacial. (Et non > ce hiver est glacial).  
Le genre des noms animés 
Les noms d’êtres animés (les êtres humains et quelques animaux domestiques) présentent la 

particularité de pouvoir s’employer au féminin ou au masculin selon le sexe de l’être qu’ils représentent.  
Exemp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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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étudiant — une étudiante 
un danseur — une danseuse 
un tigre — une tigresse 
Cependant, il existe un certain nombre de noms, notamment des noms de métier, qui ne s’emploient 

qu’au masculin même lorsqu’ils désignent une femme. Elle avait été le témoin de l’accident.Ces noms 
sont :  

acquéreur 
agent 
agresseur 
amateur 
architecte 
armateur 
assesseur 
auteur 
avocat 
bâtonnier  

cadre 
censeur 
chef 
commissaire 
conjoint 
défenseur 
détective 
diplomate 
écrivain 
fossoyeur  

gourmet 
imposteur 
imprimeur 
ingénieur 
juge 
magistrat 
mannequin 
médecin 
peintre  

pilote 
possesseur 
professeur 
recteur 
sculpteur 
successeur 
témoin 
usager 
vainqueur, etc.  

L’usage tend à féminiser certains noms, notamment les noms de métiers : architecte, avocate, 
conjointe, diplomate, juge…  

Exemple : 
Cette femme est un architecte de grand talent (ou Cette femme est une architecte…). 
Il y a aussi des noms d’êtres animés qui n’existent qu’au féminin quel que soit le sexe de l’être 

envisagé sont moins nombreux.  

altesse 
canaille 
idole 

personne 
recrue 
sentinelle 

star 
vedette 
victime, etc. 

le pluriel des noms  
D’une manière générale, on forme le pluriel des noms en ajoutant un -s à la fin d’un nom. Exemple : 

un jour, des jours 
Mais il existe de nombreuses exceptions à cette règle principalement en fonction de la terminaison 

d’un nom ou tout simplement parce qu’il s’agit d’une exception. Voici un tableau récapitulatif des cas 
différents de pluriel. 

Terminaison pluriel exemple 

-al -aux 

un cheval→des chevaux 
un journal→des journaux 
un animal→des animaux 
Exception：un bal→des bals 
      un festival→des festivals 

-au 
-eau 
-eu 

 
+ -x 

 

un tuyau→des tuyaux 
un bureau→des bureaux 
un cheveu→des cheveux 
exceptions：un pneu→des pneus 
           un bleu→des bleus 

-ou -oux 
un chou→des choux 
un genou→des geno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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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bijou→des bijoux 
un joujou→des joujoux 
un pou→des poux 
un caillou→des cailloux 
un hibou→des hiboux 
Sauf ces 7 noms, pour les autres noms avec la 
terminaison –ou, il suffit d’ajouter –s. 
un cou→des cous 

-ail -aux 

un travail→des travaux 
un bail→des baux 
un vantail→des vantaux 
un vitrail→des vitraux 
un émail→des émaux 
un soupirail→des soupiraux 
un corail→des coraux 
Sauf ces 7 noms, pour les autres noms avec la 
terminaison –ail, il suffit d’ajouter –s. 
un cou→des cous un ail→des ails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prononcent bien les voyelles et les consonnes apprises.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demander des nouvelles d’une personne . 
作业： 
1.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phonétique à la page 13 de la méthode. 
2. Les apprenants enregistrent leur prononciation d’un tel ou tel texte et envoie les enregistrements 

à l’enseignant par e-mail. 
知识单元 3：Leçon 3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Révision 
2. Phonèmes 
Dans cette leçon, on apprend 3 voyelles et 6 consonnes. 
Voyelles: [ə] [œ] [ø]  

Antérieure Centrale Postérieurs  
Non arrondie Arrondie  Non arrondie Arrondie 

Fermée      
Mi-fermée  ø    
Moyenne   ə   
Mi-ouverte  œ    
Ouverte      

[ə] – me, te, leçon 
[œ] – coeur, heure 
[ø] – veux 
PS : Il faut bien distinguer [œ] et [ø], par exemple, fameux, fameuse, chanteur, chanteuse 
Consonnes : [f] [v] [s] [z] [ʃ] [ʒ] 
[f] – frère, alpha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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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Louvre 
[s] – salut, cigar 
[z] – bonjour, Dior 
[ʃ] – zéro, zut 
[ʒ] – bonjour, Vierge 
3. Dialogues 
– Jacques, quelle heure est-il ? 
– Il est neuf heures. 
– Déjà ? Alors, je dois partir. Au revoir, Jacques. 
– Au revoir, Serge. 
– A quelle heure commence la soirée? 
– Elle commence à sept heures et demie. 
– Elle finit à quelle heure ? 
– A dix heures. 
– Quel âge avez-vous? 
– J’ai vingt et un ans. 
– Et votre frère, il a quel âge ? 
– Il a vingt-trois ans. 
– Que fait-il ? 
– Il est journaliste. Il voyage beaucoup. 
4. Grammaire 
La phrase interrogative du français 
Il y a trois formes et deux types d’interrogation. 
Les trois formes de l’interrogation sont : intonation, est-ce que... + forme affirmative, inversion du 

sujet. 
Question avec intonation montante 
C’est la forme la plus simple de l’interrogation, utilisée dans le langage familier. La place des mots 

ne varie pas de celle de la phrase affirmative. Seule l’intonation (la voix monte) permet de reconnaître 
qu’il s’agit d’une question. 

Exemple : 
Tu aimes aller au cinéma. → Tu aimes aller au cinéma? 
Question avec est-ce que 
Les questions construites avec est-ce que sont généralement employées à l’oral, elles relèvent de la 

langue courante. La structure de la phrase reste la même : est-ce que + phrase affirmative (sujet – verbe – 
complément). Cette forme d’interrogation peut être employée avec (interrogation partielle) ou sans mot 
interrogatif (interrogation totale). 

§ sans mot interrogatif 
Exemple : 
Est-ce que je peux venir avec toi ? 
§ avec mot interrogatif 
Exemple : 
Quand est-ce que tu pars ?  
Question avec inversion du sujet – l’interrogation totale 
L’interrogation totale se construit sans mot interrogatif. Ces questions appellent la réponse oui ou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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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 sujet et le verbe conjugué sont intervertis et reliés par un tiret. Les autres compléments sont 
placés dans le même ordre que celui de la phrase affirmative simple (voir la phrase affirmative simple). 

Exemple : 
Tu veux acheter du pop-corn.  
→ Veux-tu acheter du pop-corn ? 
§ Si le verbe se termine par une voyelle et le sujet commence par une voyelle, on ajoute un t entre 

ces deux éléments (relié à eux par des traits d’union). 
Exemples : 
Viendra-t-elle avec nous ? 

Éric aime-t-il les films romantiques ? 
§ Si le sujet est un nom, il se trouve comme dans la phrase affirmative en tête de phrase. On ajoute 

alors derrière le verbe le pronom personnel correspondant. 
Exemple : 
Vont-ils au cinéma ? 
→ Les enfants vont-ils au cinéma ? 
Question avec inversion du sujet – l’interrogation partielle 
L’interrogation partielle porte sur un élément de la phrase. On construit ces questions avec un mot 

interrogatif qui remplace l’élément sur lequel porte l’interrogation. 
§ Lorsque l’interrogation porte sur un complément accompagné d’une préposition, celle-ci est 

placée directement devant le mot interrogatif. 
Exemples : 
Avec qui vas-tu au cinéma ? 
Pour qui est le pop-corn ? 
§ Le sujet et le verbe conjugué sont intervertis (le verbe suit le mot interrogatif). 
Exemples : 
Où se trouve le cinéma ? 
Quand commence le film ? 
Qui as-tu invité ? 
§ Si le sujet est un nom, il est placé devant le verbe. On ajoute alors le pronom personnel 

correspondant derrière le verbe. 
Exemples : 
Pourquoi va-t-elle seule au cinéma ? 
→ Pourquoi Juliette va-t-elle seule au cinéma ? 
Où sont-ils allés ? 
→ Où les enfants sont-ils allés ? 
§ Avec les mots interrogatifs que ou qu’ le sujet n’est pas répété par le pronom personnel. 
Exemples : 
Que veut voir Juliette en premier ? 
Qu’a vu ton amie au cinéma ? 
§ Si l’interrogation porte sur le sujet, la structure de la phrase est la même que celle de la phrase 

affirmative. Les mots interrogatifs qui (pour une personne) et que (pour une chose) remplacent le sujet. Le 
verbe est alors toujours conjugué à la troisième personne du singulier. 

Exemple : 
Qui joue dans ce film ?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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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s apprenants prononcent bien les voyelles et les consonnes apprises.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demander l’heure . 
作业： 
1.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phonétique à la page 21 et 22 de la méthode. 
2. Les apprenants enregistrent leur prononciation d’un tel ou tel texte et envoie les enregistrements 

à l’enseignant par e-mail. 
知识单元 4：Leçon 4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Révision 
2. Phonèmes 
Dans cette leçon, on apprend 4 voyelles, 3 semi-voyelles et 1 consonne. 
Voyelles: [ɑ̃] [ɔ̃] [ɛ̃] [œ̃] 

Antérieure Centrale Postérieurs  
Non arrondie Arrondie  Non arrondie Arrondie 

Fermée      
Mi-fermée      
Moyenne      
Mi-ouverte ɛ̃ œ̃   ɔ̃ 
Ouverte    ɑ̃  

[ɑ̃] – chambre, Tu me manques 
[ɔ̃] – combat, lion 
[ɛ̃] – faim, simple 
[œ̃] – parfum, quelqu’un 
Semi-voyelles : [j] [w] [ɥ] 
[j] – fille, ciel 
[w] – moi, loi 
[ɥ] – duel 
Consonnes : [ɲ]  
[ɲ] – campagne, champagne, signal 
3. Dialogues 
– Combien êtes-vous dans votre famille ? 
– Nous sommes quatre dans notre famille : mon père, ma mère, ma soeur aînée et moi. 
– Que font vos parents ? 
– Mon père est journaliste. Ma mère et infirmière. 
– Et votre soeur ? 
– Elle est professeur. Elle travaille dans un lycée. 
– Qu’est-ce que c’est ? C’est un stylo ? 
– Non, ce n’est pas un stylo, c’est un crayon. 
– Et ça, c’est une radio ? 
– Non, ce n’est pas une radio, c’est un magnétophone. 
– Et là, ce sont des livres ? 
– Non, ce ne sont pas des livres, ce sont des revues. 
– Monsieur Thomson, c’est vous ? 
– Oui, c’est m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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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us êtes Anglais ? 
– Non, je ne suis pas Anglais, je suis Américain. 
– Vous êtes marié ? 
– Non, je ne sui pas marié. Je suis célibataire. 
PS : Le français est difficile pour les débutants, il faut donc faire répéter aux apprenants les dialogues 

à maintes reprises, jusqu’à ce qu’ils puissent les retenir. 
4. Grammaire 
La conjugaison des verbes du premier groupe: Il faut bien indiquer qu’il y a seulement 3 sons. 
Exemple :  

chanter 
  je chant-e nous chant-ons 
  tu chant-es vous  chant-ez 

     il/elle chant-e   ils/elles chant-ent 
Remarque : Les terminaisons –es et –ent ne se prononcent pas. 
Les adjectifs possessifs  

singulier pluriel 
masculin féminin  

mon 
ton 
son 

ma 
ta 
sa 

mes 
tes 
ses 

notre 
votre 
leur 

nos 
vos 

leurs 
La négation : ne...pas 
Exemple : Je ne vais pas à l’école.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prononcent bien les voyelles, les semi-voyelles et la consonne [ɲ].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identifier une personne et utiliser la négation . 
3. L’enseignant initie les étudiants à la conjugaison des verbes du premier groupe. 
作业： 
1.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phonétique à la page 29 et 30 de la méthode. 
2. Composition : exemple 
Je m’appelle Anne. J’ai vingt ans. Je suis Chinoise. J’apprends le français à CUPL. Nous sommes 

trente dans la classe : neuf filles et vingt et un garçons. Notre famille habite à Beijing. Mon père est 
ingénieur, il travaille dans une grande usine. Ma mère est journaliste, elle voyage beaucoup. J’ai une soeur, 
elle n’habite pas à Beijing, elle habite à Paris. Nous sommes heureux. 
知识单元 5：Leçon 5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Révision des phonèmes et apprentissage de l’alphabet 

Antérieure Centrale Postérieurs  
Non arrondie Arrondie  Non arrondie Arrondie 

Fermée i y   u 
Mi-fermée e ø   o 
Moyenne   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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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ouverte ɛ • ɛ̃ œ • œ̃   ɔ • ɔ̃ 
Ouverte a   ɑ̃  

Semi-voyelles : [j] [w] [ɥ] 
Consonnes : [p] [b] [t] [d] [k] [g] [m] [n] [l] [r] [f] [v] [s] [z] [ʃ] [ʒ] [ɲ] 
2. Grammaire 
L’article défini : le, la, les 
(1) devant une chose ou une personne déterminée 
Exemple : La fille de Jacques 
(2) devant un terme générique, institutionnel ou abstrait (connu de tous) 
Exemple : le directeur 
(3) devant un terme, représentant typique d’une catégorie  
Exemple : Le chien est un animal fidèle. 
(4) devant un titre  
Exemple : Le duc de Normandie 
(5) devant un nom de famille (pour désigner tous ses membres) 
Exemple : Les Dupont 
(6) devant une langue ou une discipline 
Exemple : Le Français, l’Anglais, les mathématiques (sauf avec le verbe parler -> parler anglais) 
(7) devant les noms géographiques , sauf les villes 
Exemple : La France, Le Saint-Laurent, Les Antilles. mais Paris, Toronto*…   
(*il y a des exceptions comme Le Mans, Le Havre ou La Haye) 
(8) devant Les dates 
Exemple : Je suis né le 18 juin. 
(9) devant les jours de la semaine dans le cas d’une habitude 
Le samedi, je ne sors pas de chez moi. 
(10)  devant les unités de mesure pour indiquer un prix. 
Cela coûte un dollar le kilo.    
(11)  devant les parties du corps avec les verbes pronominaux 
Exemple : Tu te laves les mains. 
(12)  Dans certaines expressions exclamatives 
Exemple : Oh, la belle maison! 
Les adjectifs :  
Les adjectifs qualificatifs qualifient les noms ou les pronoms auxquels ils se rapportent. Ils 

s’accordent en genre et en nombre avec les noms ou les pronoms qu’ils qualifient. 
Exemple : un étudiant grand, une étudiante grande, des étudiants grands, des étudiantes grandes 
Le présent des verbes du deuxième groupe  
Exemple : 

finir 
   je fini-s nous fini-ssons 
   tu fini-s vous  fini-ssez 

    il/elle fini-t ils/elles fini-ssent 
Remarque : Les terminaisons –s, –t et –ent ne se prononcent pas. 
Les verbes impersonnels : il faut, il fait, il est, il reste, il manque, etc.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Combien de + n.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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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en de soeurs avec-vous？ 
Combien avez-vous de soeurs ? 
Combien de chambres avez-vous ? 
Combien avez-vous de chambres？ 
Chez qn. 
Il habite chez moi. 
Est-ce qu’il fait chaud chez vous？ 
Chez nous, il fait froid en hiver. 
Ma soeur travaille chez Renault. 
Durer 
La Fête Nationale dure sept jours. 
De...à... 
Il travaille de samedi à dimanche./ Il faut seize heures de train de Paris à Marseille. 
Avoir raison de + f. qch. 
Le temps est agréable, vous avez raison de sortir. 
Il fait très froid en hiver. Tu as raison de voyager en été. 
Pousser : v.i. grandir, se développer 
Ses dents poussent vite. 
Cet enfant pousse bien. 
Grossir (v.i. devenir plus gros, plus important) 
Suivre un régime pour ne pas grossir 
La foule grossit autour de l’accident. / Ses économies grossissent./ Les voix grossissent. 
La récolte 
Action de recueillir : la récolte des blés, des fruits, du raisin, des pommes de terre 
Produits ainsi recueillis : Les paysans rentrent la récolte. 
Beaucoup de ( a lot of, much, many): sans article 
Il y a beaucoup de monde. 
Nous avons beaucoup de photos. 
4. Les adjectifs numéraux 
(1) Un–vingt 
Vingt et un–vingt-neuf (trente, quarante, cinquante, soixante, soixante-dix : soixant et onze, 

soixante-douze, soixante-dix-sept) 
Quatre-vingts, quatre-vingt-un, quatre-vingt-dix, quatre-vingt-onze, quatre-vingt-douze 
Cent, cent un, cent neuf, deux cents, deux cent un, deux cent deux 
Mille, mille un, deux mille, deux mille un 
Un million, deux millions cent mille, un milliard 
(2) Ces adjectifs numéraux sont invariables. Cependant vingt et cent sont au pluriel lorsqu’ils 

indiquent des vingtaines et des centaines entières.  
Quatre cents, deux cent trente, quatre-vingt-un 
A noter que ‘mille’ est toujours invariable.  
Deux mille étudiants 
5. Activité du FLE 
Chaque étudiant sort un parpier et écrit par hasard 20 chiffres, de 1 à 100, l’enseignant lit 20 chiffres. 

Et on va voir qui a écrit le plus de chiffres que l’enseignant avait lus.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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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s apprenants savent décrire les quatre saisons et le temps. 
2.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3. Les apprenants savent compter.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6：Leçon 6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Révision 
2. Grammaire 
L’impératif présent 
Emploi de l’impératif présent 
L’impératif présent est destiné à énoncer un ordre ou une interdiction. 
Exemples :  
- Va voir tes grands parents ! 
- Ne parle pas! 
Construction de l’impératif 
L’impératif présent se conjugue seulement à trois personnes (2e du singulier, 1ère et 2e du pluriel). 
Ces trois formes conjuguées sont très proches des formes conjuguées du verbe au présent de 

l’indicatif, mais sans le s à la fin de la deuxième personne du singulier pour les verbes du premier groupe. 
Exemples :  
- Tu manges. -> Mange !  
- Tu finis. -> Finis !  
- Tu prends. -> Prends !  
Remarque :  
Les auxiliaires être et avoir et les verbes savoir et vouloir forment leur impératif sur la racine du 

subjonctif, et non du présent de l’indicatif. 
Exemples : Tu es sage ; nous sommes sages ; vous êtes sages -> Sois sage ! Soyons sages ! Soyez 

sages ! 
Les adjectifs numéraux ordinaux: premier, première, second, second, +ième 
(1) Les adjectifs numéraux ordinaux servent à indiquer le rang d’une personne ou d’une chose 

parmi un ensemble. Ils se placent généralement avant le nom. 
Exemples : leur premier enfant ; le douzième étage. 
(2) L’adjectif numéral ordinal second s’emploie quand il n’y a que deux éléments, tandis que 

deuxième s’emploie quand il y a plus de deux éléments. 
Exemples :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le deuxième jour du mois. 
La préposition de: pour la possession, avec l’article ; pour la nature, sans article 
La conjugaison des verbes du troisième groupe: pas très important pour le moment. 
Le pronom y 
(1) Y remplace un complément d’objet indirect introduit par à:   
- Est-ce que tu t’intéresses à la musique?   
- Oui je m’y intéresse   
(2) Y peut remplacer toutes les expressions indiquant la localisation, la direction et le lieu introduites 

par les prépositions : chez, dans, devant, derrière, en , sous, sur, au dessous de, au dessus de.   
- Qu’est-ce que je mets sur la 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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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s-y un stylo.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Pour + n. ou inf. 
Les paysans travaillent beaucoup pour la bonne récolte. 
Pour trouver la station de métro, tu dois aller tout droit. 
Pardon (m.) interjection, formule de politesse adressée à qn qu’on dérange plus ou moins ou 
qu’on prie de ne pas se formaliser 
Pardon de vous déranger (Excusez-moi) 
Pardon, je ne suis pas d’accord avec vous. 
Pardon, pour aller à la bibliothèque, s.v. p. 
Pardon, voulez-vous répéter ? 
A pied, à ou en vélo  
En voiture/ métro/ autobus/ train/ avion 
Il va à l’école en autobus. 
A 10 km d’ici = d’ici à 10 km 
Comment = how 
Comment y vas-tu ? En voiture ou à pied ? 
Prendre (v.t.) = take 
Un moyen de transport : le train, le métro, l’autobus, le taxi, le bateau, l’avion 
Une route, une direction : prendre le chemin à droite 
Aliment : un repas, le petit déjeuner, des fruits et des légumes 
Boisson : prendre un peu de vin 
D’abord (loc. Adv.) 
Pour rire : pourquoi lorsque le bateau coule, on crie « Les femmes et les enfants d’abord. » ? Parce 
qu’après, les requins n’ont plus faim. 
Il a d’abord très froid, ensuite, il a très chaud. 
Excusez-moi 
Excusez-moi de vous interrompre. 
Un peu (de) 
La chambre est un peu chauffée. (très, bien, trop) 
Gros (grosse) – grossir (v.i.) 
Qui a des dimensions importantes, en volume, en épaisseur : un gros arbre, un gros nez, une grosse 

femme, de grosses lèvres 
Se dit de ce qui a des proportions particulièrement importantes : un gros bruit, avoir un gros appétit 
(solide), de gros soucis (grave) 
Parce que = because (avant ou après la subordonnée) 
Parce que l’automne est la saison des récoltés, les paysans travaillent beaucoup en cette saison. 
Matin (m.) 
Avec un déterminant : une heure du matin, ce matin, le matin=chaque matin 
Sans déterminant : dimanche matin, demain matin, Prenez ces médicaments matin et soir. 
En (sans préposition) 
La durée : en vingt ans, en une heure 
Paris ne s’est pas fait en un jour. 
4. Activités du FLE 
1. L’enseignant fait sortir un camarade, et demande aux autres camarades de cacher une c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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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is, l’enseignant fait entrer le camarade, et lui demande de trouver l’objet caché en suivant les 
indications données par les autres camarades. 

2. Sculpture : donner des ordres en utilisant l’impératif 
3. Regarder une vidéo sur la demande du chemin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demander le chemin.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7：Leçon 7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Révision 
2. Grammaire 
Les verbes pronominaux 
(1) Les pronominaux réfléchis : l’action est exercée par le sujet sur lui-même.  
Exemple : Je me couche. 
(2) Les pronominaux réciproques : l’action est exercée sur chacun des sujets.  
Exemple : Nous nous connaissons. 
(3) Les pronominaux passifs : ils sont l’équivalent d’une tournure passive. 
Exemple : Cette robe se vend bien. 
(4) les verbes essentiellement pronominaux : ils s’emploient toujours avec un.  
Exemple : Le train s’en va. 
L’article contracté 
à + le = au     aller au Canada 去加拿大 
à + les = aux    aller aux États-Unis 去美国 
de + le = du    le vélo du professeur 教授的自行车 
de + les = des     les vélos des étudiants 学生们的自行车 
Les adjectifs interrogatifs et exclamatifs 
Quel est votre numéro de téléphone? 
Quelle date sommes-nous? 
Quelle belle fille! 
Quel honneur! 
Le pronom personnel indéfini : on (dont la conjugaison est comme celle de « il » ou « elle »)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Depuis+ date ou moment (since) 
Il pleut depuis le 15 mars. 
J’attends mon ami depuis midi.  
+ durée 
Il habite en France depuis beaucoup d’années. 
Ils se disputent depuis une heure. (dix minutes.) 
Matin (m.) 
Avec un déterminant : une heure du matin, ce matin, le matin=chaque matin 
Sans déterminant : dimanche matin, demain matin, Prenez ces médicaments matin et soir.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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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durée : en vingt ans, en une heure 
Paris ne s’est pas fait en un jour. 
Rentrer, venir, aller + infinitif 
Elle vient danser. Ils vont patiner. 
Il va danser. 
Il vient voir son frère. 
Manger (v.i.) 
Vous venez manger ici ? Je vais manger chez mon frère. 
Manger (v.t.) 
Manger du pain, de la viande, du fuit 
4. Activité du FLE 
Transformez la troisième personne du texte II à la première personne.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exprimer leur vie quotidienne.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8：Leçon 8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Révision 
2. Grammaire 
Le futur immédiat  
On forme un futur proche à partir du semi-auxiliaire aller et de l’infinitif du verbe : 
Je vais sortir. 
Il va pleuvoir. 
La différence entre COD et COI 
Je vois une personne. ( COD  sans préposition) 
Je parle à Jacques. (COI  avec la préposition) 
L’omission de l’article 
(1) les noms de villes 
Exemple : Ils habitent à Paris. 
(2) les jours de la semaine 
Exemple : Nous l’avons vu lundi. 
(3) les mois 
Exemple : Je suis né en juillet. 
(4) les constructions du type en + moyen de transport 
Exemple : Tu voyages en train ou en voiture ? 
(5) l’ apposition  
Exemple : Sa mère, femme remarquable... 
(6) l’attribut :  
Exemple : Son fils est médecin. 
(7) le nom en apostrophe : Compagnons, jurons de ne jamais nous rendre.  
(8) certains compléments de noms : Une maison de bois. Un esprit de synthèse, etc.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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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oir envie (de) 
J’ai très faim, c’est pourquoi j’ai envie d’aller manger au restaurant. 
Pour aller au bal, les filles ont envie d’une belle robe. 
Proposer à qn. qch. (de f. qch.) 
L’agence de voyages propose souvent aux voyageurs d’acheter leur guide bleu. 
Elle propose ce film rigolo a toutes ses copines. 
L’homme propose et Dieu dispose. 
Il s’agit de 
De quoi le film FanFan s’agit-il ? 
Il s’agit d’une histoire d’amour romantique. 
A cause de (loc. prép.) 
A cause du temps désagréable, la récolte de cette année n’est pas bonne. 
Vieux, vieil, vieille 
Se dit d’une personne qui est d’un âgé avancé : Le vieil homme se couche tôt.(âgé, contr. Jeune) 
Se dit de ce qui existe depuis lontemps : Une vieille ville, de vieux vêtements(usé, contr. neuf) 
Qui est depuis longtemps dans une situation : un de mes vieux amis, être de vieux habitués. 
Se renseigner auprès de qn./ quelque institution 
Ce célibataire se renseigne auprès d’une agence matrimoniale pour trouver une mariée. 
Auprès de 
Elle reste toute la nuit auprès de son fils malade (au devant de) 
Il y a une gare auprès de la station. (à côté de) 
Manger (v.i.) 
Vous venez manger ici ? Je vais manger chez mon frère. 
Manger (v.t.) 
Manger du pain, de la viande, du fuit 
4. Activité du FLE 
Écouter la chanson « Auprès de ma bonde » et faire une dictée.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relater un fait simple.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二） 实践教学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践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Leçon 1 4  
2 Leçon 1 4  
3 Leçon 2 4  
4 Leçon 2 4  
5 Leçon 3 4  
6 Leçon 3 4  
7 Leçon 4 4  
8 Leçon 4 4  
9 Leçon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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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eçon 5 4  
11 Leçon 6 4  
12 Leçon 6 4  
13 Leçon 7 4  
14 Leçon 7 4  
15 Leçon 8 4  
16 Leçon 8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法语二》、《法语三》、《法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标准发音、语法和交际对话 
难点：代词、动词变位以及名词和形容词的性数配合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语音部分借助法国文化切入，如时尚，星座，地理等等…… 
2. 课文部分讲解细致，讲解完之后让学生进行交际对话。 
3. 语法部分提纲挈领，重点突出，归纳总结，彼此之间形成有机联系。 
教学手段： 
1. 以精彩的多媒体课件为依托，集声音、图像、文字、动画为一体，将学生置于教学的中心

位置，使其在轻松愉悦中掌握知识。 
2. 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课堂互动，在教师、学生、教材和媒体之间形成立体的信息交流，

使学生通过新颖高效的语言输入与输出，自主理解、整合并建构知识体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实验室或设备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闭卷考试为主，结合平时课堂表现和出勤率的评测方式。 
考核内容有： 
1． 课堂出勤占 10%  
2． 课堂表现占 10% 
3． 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教师在每一堂课的课前检查作业，讲解重点和难点部分，大部分内容由学生课后独立完成。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能够涵盖所有的法语知识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生动有趣。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薛建成编著，《大学法语简明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海燕等：《你好！法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 
2. [法]卡佩勒，[法]吉东：《走遍法国》，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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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布伦特 (C. J. Brumfit)、约翰逊 (K. Johnson)：《交际法语言教学》，上海：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2000年。 

4. 周林飞：《新大学法语 1》，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执笔：赵静静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5月 30日 

 

法语（二） 
French II 

课程号：30800033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能够进行较为流利的情景对话；2、使学生掌握各类代词之间

的有机联系，并从整体上进行把握；3、使学生初步了解法语的复合时态；4、使学生掌握过去分词
的配合规则。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趣味多媒体教学，化繁为简，深入浅出，主次分明，以语言为平台，以

文化为支撑，通过口诀、游戏、歌曲和电影片段，使学生轻松掌握法语的各类代词、过去分词的配

合规则、复合过去时和未完成过去时的区别，了解简单时态和复合时态，为《法语三》、《法语四》

等后续课程提供支撑。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72学时(每一单元均需要 8课时) 

知识单元 9：Leçon 9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s pronoms personnels compléments d’objet directs(COD) 
(1) Forme 

sigulier pluriel 
me (m’) nous 
te (t’) vous 
le (l’) 
la (l’) 

les 

(2) Emploi 
Me, te, nous, vous représentent des personnes. 
Exemple : 
— Est-ce que tu me connais?  
— Oui, je te connais.  
Le, la, les représentent des personnes ou des choses. Ils remplacent d’un nom précédé d’un article 

défini, d’un article possessif ou d’un article démonstratif. 
Exemple : 
— Est-ce que tu aimes cette chanson?  
— Oui, je l’aime beauc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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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dans la négation 
Il a un livre. 
Il n’a pas de livre. 
Le pronom adverbial en 
(1) Le pronom adverbial en remplace des lieux ou des éléments de phrase introduits par de. 
Exemple: Ils se retrouvent le soir dans la salle à manger pour parler de leur visite. Ils en parlent 

jusque tard le soir. 
(2) Le pronom adverbial en remplace une fonction partitive dans la phrase 
Exemple :J’achète cinq cartes postales. J’en achète cinq/beaucoup/plusieurs.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À : la destination 
une machine à laver, une vase à fleurs 
Au fond de 
Allez tout droit jusqu’au fond du couloir. 
Tu vas trouver des lampes électriques au fond du rayon. 
Comme (conj.) 
Devant un nom ou un adj., indique en quelle qualité, à quel titre on considère qn ou qch : Comme 
secrétaire d’un grand patron, elle travaille beaucoup. 
Exprime un rapport de comparaison, de conformité : Ses deux filles se ressemblent comme deux 
gouttes d’eau. 
Aider qn. à f.qch./ qn dans qch 
Je vous remercie de nous aider à trouver cette agence de voyages. 
Pendant le festival du film, cette actrice m’aide beaucoup dans mon travail. 
D’accord ou être d’accord 
Mon mari et moi, nous ne sommes pas complètement d’accord sur certaines questions. 
D’accord pour le rendez-vous de ce soir, j’y vais à l’heure. 
Servir à qn de················· 
En général, le père sert à son fils de modèle. 
Cela va servir de leçon à Veronique. 
Pendant (indique la simultanéité continue ou partielle) 
On va passer un film pendant tout le festival. (au cours de) 
Quelques fois, les Français dînent pendant trois heures. 
En 
La matière ou les composants : Cette robe en soie. J’achète une montre en or. 
Le lieu : en France, en province, il va de ville en ville, le Christ est mort en croix. 
Le moment : En mon absence, en semaine, en mars 
La durée : en une demi-heure 
La manière d’être, l’état : Il entre en colère. Il est en bonne santé, en voyage. Il reste en attente. 
4. Activité du FLE 
Écouter une vidéo sur les courses et faire un dialogue en imitant la vidéo.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caractériser un objet, demander et indiquer le prix, exprimer des goûts.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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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0：Leçon 10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s pronoms personnels toniques 
(3) Forme 

sigulier pluriel 
moi nous 
toi vous 

lui/elle eux/elles 
(4) Emploi 
Ces pronoms renforcent un nom ou un pronom. 
Exemple : 
Moi, je suis professeur. Lui, il est directeur. 
Ils sont utilisés avec et, ou, ni, si, non, pas, aussi, non plus 
Exemple : 
Ni lui ni elle ne savent répondre à la question. 
Ils sont utilisés après le présentatif c’est. 
Exemple : 
C’est moi. 
Ils sont utilisés après une préposition. 
Ils rentrent chez eux. 
Ils sont utilisés dans la comparaison. 
Exemple : 
Je suis plus grand que lui. 
Ils sont utilisés devant un verbe à l’infinitif. 
Exemple : 
Moi, jouer de la guitare? Jamais! 
Ils sont renforcés par « même», quand on veut insister sur l’identité. 
Exemple : 
C’est lui-même à l’appareil. 
Les adverbes en -ment 
masculin﹥féminin + e + ment 
Exemples : 
long – longue – longuement  
doux – douce – doucement  
Pour certains adjectifs, il faut ajouter un accent aigu. 
Exemples : 
précis – précise – précisément  
profond–profonde – profondément  
commun–commune – communément  
Pour certains adjectifs avec la terminaison vocalique，il faut ajouter directement -ment。 
Exemples : 
vrai – vra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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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 – poliment  
aisé– aisément  
Pour certains adjectifs avec la terminaison vocalique –ant ou –ent, il faut changer la terminaison en 

–amment ou -emment [amɑ ̃]。 
Exemples :  
courant – couramment  
constant – constamment  
différent – différemment  
prudent – prudemment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S’asseoir 
S’asseoir sur une chaise, à une table, par terre 
Asseyez-vous ! Levez-vous ! 
Avoir chaud (éprouver une sensation de chaleur) :contr. avoir froid 
J’ai chaud. Je vais prendre une douche. 
Il fait chaud. L’eau chaude. L’air chaud, un courant chaud, un vêtement chaud 
Lourd 
Il fait lourd. / Il fait frais. 
Ces valises sont trop lourdes pour moi. 
J’ai eu un sommeil lourd. 
Les dépenses pour cette voiture sont trop lourdes pour nous. Il faut la vendre. 
Dedans (adv.) 
Il fait froid dehors, mais il fait chaud dedans, parce que la chambre est bien chauffée. 
En dedans de la maison, il y a de très jolis meubles. (au-dedans de) 
Vouloir : 
En réclamer la possession, la jouissance : Mon cadet veut un gâteau au chocolat comme cadeau. 
(désirer ; demander) 
Avoir l’intention plus ou moins arrêtée, le désir de : Il veut se faire remarquer. (avoir envie de) 
Si tu veux/ si vous voulez./ comme tu veux 随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verbe auxiliaire, comme pouvoir, devoir, savoir 
Cette fille veut quitter son village pauvre. 
Ranger 
Placer dans un certain ordre : Vite, rangez vos affaires avant de partir. (classer, grouper) 
Ranger un lieu (y mettre de l’ordre) : ranger un appartement, une armoire 
Déranger 
Excusez-moi de vous déranger pour si peu. 
Ne vous dérangez pas, je peux le faire moi-même. 
Pour : marque le terme d’un délai ou la durée, en ce sens, il peut être suivi d’une autre prép. 
Je vous le promets pour la semaine prochaine, mais pour l’heure, je ne peux vous le promettre. 
C’est pour aujourd’hui ou pour demain ? 
Profiter de 
Comme il est malade, il profite de cet après-midi libre pour voir le médecin. (en tirer un avantage) 
Il ne faut pas profiter de la bonté des autres. (en tirer un avantage) 
Tout le monde veut profiter de la vie. (jouir de) 
De la part de 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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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firmière écrit elle-même au malade la part du médecin. ( en son nom) 
Il attend un accord de ma part. 
A (la caractérisation) 
Un avion à réaction, une canne à sucre 
Volontiers(adv) = avec plaisir 
Vous voulez nous aider ! Volontiers. 
4. Activité du FLE 
Jeu de rôle chez un ami(ou une amie)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communiquer en cas de visite chez quelqu’un d’autre.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12：Leçon 12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passé immédiat 
On forme un passé immédiat à partir du semi-auxiliaire venir de et de l’infinitif du verbe. 
Je viens de sortir. 
La soirée vient de commencer. 
Les pronoms personnels compléments d’objet indirects 
Forme 

singulier pluriel 
me (m’) nous 
te (t’) vous 

lui leur 
Emplois 
Remplacer à + personne, le pronom est placé avant le verbe 
Exemple : 
— Est-ce que tu téléphones à Sophie? (téléphoner à qn.) 
— Oui, je lui téléphone.  
Dans l’impératif affirmatif, le pronom est placé après le verbe 
Me, te est changé en moi, toi。 
Exemples : 
Téléphonez-moi!  
Écrivez-lui!  
Dans l’impératif affirmatif, le pronom est placé avant le verbe 
Exemples : 
Ne me téléphonez pas!  
Ne leur rendez pas visite!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Amener ( qui se conjuge comme acheter) 
Il va nous amener ce soir au théâtre. (le faire venir avec s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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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train amène le charbon à Paris. (acheminer, porter) 
Environ (adv.) 
Il y a environ cent cinquante kilomètres par la route de Paris à Rouen. 
Trois cents personnes environ passent par la station de métro. 
Avoir de l’appétit 
Elle a peu d’appétit en ce moment. (contr. beaucoup de) 
Elle a un appétit d’oiseau. (contr. de loup) 
Il y a : marque le recul dans le temps par rapport au moment actuel ou par rapport à un moment du 

passé ou du futur 
Il est mort il y a deux mois. 
Il va y avoir 4 ans que nous demeurons dans cette maison. 
Conseiller à qn de f.qch / qch 
Le chauffeur conseille aux voyageurs de changer de bus. 
Conseil (m.) 
J’ai vraiment besoin de vous demander des conseils. 
Voulez-vous me donner des conseils sur mes recherches ? 
Si je visite le professeur, je vais certainement prendre des conseils auprès de lui. 
Demander à qn qch/ ou de f.qch 
Il arrive à demander une diminution de prix. 
Ses parents ne lui demandent rien sur ses études. 
Personne ne vous demande de partir maintenant. 
Attraper 
Essaie un peu de m’attraper. 
Il me reste 10 minutes pour aller à la gare, mais elle est loin, je ne peux pas attraper le train. 
Guérir (verbe du 2ème groupe) 
V. I. Ce rhume guérit vite. Sa plaie guérit vite. Si tu veux guérir vite, reste au lit. 
V.T. Ces médicaments vont vous guérir de votre mal de dents. 
C’est un bon médecin, il lui suffit huit jours pour me guérir de ma bronchite. 
4. Activité du FLE 
Jeu de rôle chez le médecin.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communiquer chez un médecin.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13：Leçon 13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passé composé 
Introduction 
Le passé composé exprime qu’une action dans le passé est terminée. Il souligne ainsi principalement 

le résultat ou la conséquence de l’action. Dans la langue parlée, le passé composé remplace la plupart du 
temps le passé s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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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i 
Le passé composé est utilisé pour parler d’une action unique, achevée dans le passé. Il permet de 

souligner le résultat ou la conséquence de cette action. 
Exemple : 
Hier, Michel a rangé son bureau. 
action unique 

Conséquence : Le bureau est maintenant rangé. 
Il a décidé de ranger son bureau chaque semaine. 
Conséquence : Il ne veut plus être si désordonné. 
Formation 
Le passé composé se forme avec l’auxiliaire être ou avoir au présent suivi du participe passé. 

Personne avoir être 
1re personne du singulier j’ai je suis 
2e personne du singulier tu as tu es 
3e personne du singulier il/elle/on a il/elle/on est 
1re personne du pluriel nous avons nous sommes 
2e personne du pluriel vous avez vous êtes 
3e personne du pluriel ils/elles ont 

aimé 
fini 
vendu 

ils/elles sont 

parti 
partie 
partis 
parties 

Le passé composé de la majorité des verbes se forme avec avoir. L’auxiliaire être est employé : 
§ avec les les verbes suivants : naître/mourir, aller/venir, monter/descendre, arriver/partir, 

entrer/sortir, apparaître, rester, passer, tomber et leurs formes composées, par exemple : revenir, rentrer, 
remonter, redescendre, repartir, devenir, retourner. 

Exemple : 
Je suis arrivé à la gare. 
§ avec les verbes pronominaux. 
Exemple : 
Je me suis trompé dans mon calcul. 
La négation encadre l’auxiliaire, elle se place avant et après être ou avoir. Dans le cas d’un verbe 

pronominal, la négation se place avant et après le bloc pronom – auxiliaire. 
Exemples: 
Je ne suis pas parti en vacances en Bretagne. 
Je ne me suis pas trompé dans mon calcul.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A partir de (temps ou lieu) 
A partir de demain, je ne fume plus ! 
A partir d’ici, il faut faire attention, la route est dangereuse. 
Vers 
On va faire un spectacle vers le 1er octobre. (indique une approximation) 
Tiens, c’est Pierre là-bas, il se dirige vers nous. (indique la direction prise) 
Où habitez-vous ? Vers la Tour Eiffel. (auprès de, près de) 
Juste (adv.) 
Il est 15 heures juste. 
La poste ? Elle est juste en face de la Maison Blanche. 
Il paraît que, il paraît adj.+ inf ou que 
Il paraît qu’on va avoir une nouvelle patro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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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paraît que vous êtes allé en Grèce cet été. 
Il paraît juste de noter sa nouvelle adresse pour ne pas se tromper. 
Drôle de : se dit d’une personne ou d’une chose qui intrigue, qui paraît bizarre 
C’est une drôle d’idée. 
Il y a eu une drôle de tempête de sable hier. 
Drôle : se dit d’une personne ou d’une chose qui porte à rire 
C’est un homme très drôle, qui égaie toutes les réunions. (spirituel) 
Raconter des histoires drôles (amusant, marrant, rigolo) 
Genre (m.) 
Pendant trois jours, j’ai entendu tous les jours les chansons du même genre. 
Ce spectacle n’est pas mon genre. (ne me plaît pas) 
Plusieurs (adj. indéfini, pl.) 
Je peux vous citer plusieurs faits(plus d’un) . A plusieurs reprise= à maintes reprises 
Ils se sont mis à plusieurs pour produire ce livre. (pron. indéfini, pl.) 
Bouger (v.i.) 
Ne bouge pas, je te fais une photo. 
Je n’ai pas bougé de chez moi cet après-midi. (ne pas sortir) 
Téléphoner à qn de f.qch 
Il y a trois jours que je lui ai téléphoné de venir chez moi. (appeler) 
4. Activité du FLE 
Jeu de rôle devant un tribunal.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communiquer devant un tribunal pénal et connaître la procédure d’un 

procès pénal français.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14：Leçon 14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imparfait 
Formation 
On forme l’imparfait à partir de la première personne du pluriel du présent. On enlève la terminaison 

-ons et on ajoute les terminaisons de l’imparfait: -ais, -ais, -ait, -ions, -iez, -aient. 
Les verbes en -cer et -ger ont les changements orthographiques suivants: 
o c devient ç devant a: je commençais 
o g devient ge devant a: je voyageais 
• Les verbes en -ier qui ont la racine en i conservent le i à toutes les personnes. Il y a deux i (ii) aux 

formes nous et vous: nous étudiions 
• Le verbe être est irrégulier: j’étais, tu étais, il/elle était, nous étions, vous étiez, ils/elles étaient. 
Emploi 
• Il peut indiquer l’existence d’un fait à un moment du passé: Il y a 2000 ans la France s’appelait la 

Ga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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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 peut indiquer un fait habituel dans le passé: Il sortait toujours après le déjeuner, s’asseyait sur le 
même banc sous le chêne, lisait, puis dormait pendant une bonne demi-heure. 

• Il est employé dans les descriptions: Il faisait beau. C’était dimanche. 
 
• Il est employé dans le discours indirect à la place du présent quand le premier verbe est au passé; 

c’est alors un présent dans le passé: Il m’a fait savoir qu’il voulait partir. 
• Il peut être employé dans un contexte hypothétique pour suggérer, proposer: Si on lui offrait un 

sac de voyage? 
o Après “comme si” pour exprimer une hypothèse: Le ciel est gris comme s’il allait pleuvoir. 
o Pour décrire un fait qui a failli se produire: Heureusement que je suis arrivé. Une minute de 

plus et la salle de bains était inondée.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Pendant que + inf. 
Ce n’est pas juste, tu t’amuses pendant que je travaille. 
S’apercevoir de + n./ que 
Il s’est aperçu de mon trouble et s’en inquiète. (voir) 
Je me suis aperçu que je n’écoutais plus ce que disaient les autres. (remarquer) 
Représenter 
L’Avare (pièce de Molière) a été représent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e 9 septembre 1668 au théâtre du 
Palais-Royal. (jouer sur une scène) 
Cet artiste s’applique à représenter avec exactitude la nature, les paysages. (les rendre présentes à 

lavue au moyen d’un dessin, de la peinture, de la photographie etc) = peindre, reproduire 
Par 
La distribution : il achète en gros, par douzaines. On l’a interrompu par deux fois. Je le vois plusieurs 

fois par mois. Entrez dans la salle trois par trois. 
Le lieu où se fait un passage: Il est passé par l’Assemblée Nationale. Il est sorti par l’escalier de 
service. 
Le lieu ou se situe une action : le heurt par l’avant de deux véhicules. Etre assis par terre 
Les circonstances de temps : Il se promène par cette température glaciale. 
Le moyen, la manière, la cause ou le mobile : Il a obtenu ces renseignements par la torture. Assurer 

la paix par la négociation. 
Tant (adv.) 
L’intensité d’une action verbale : Il a tant travaillé qu’il est tombé malade. (tellement... que....) 
L’intensité d’une qualité : Cette vertu tant vantée ne se manifeste guère. 
tant de + n. pl. 
Tant d’attentions laissent prévoir quelque demande d’argent. 
C’est une affreuse petite maison de banlieue comme il y en a tant. (tellement de) 
4. Activité du FLE 
Jeu de rôle à l’aéroport.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communiquer à l’aéroport.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15：Leço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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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article partitif 
L’article partitif est employé devant les noms exprimant une “une certaine quantité de”, “une partie 

de”. (Quelque chose qui ne peut pas se compter (non comptable) : du sable). Il est en particulier utilisé 
devant les noms de matière : il est parfois difficile de cerner les nuances entre l’article indéfini et l’article 
partitif. 

Du = devant un nom masculin commençant par une consonne :  
 - Du pain. 
De la = devant un féminin commençant par une consonne :  
 - De la viande. 
De l’ = devant un féminin commençant par une voyelle : 
 - De l’alcool. 
Des = devant un nom masculin ou féminin pluriel :  
 - Des fruits, des boissons. 
Particularités 
Les noms non comptables sont déterminés par l’article partitif (du, de la), et non par un article 

indéfini : 
- Il est passé chercher du maïs. (Du maïs est un nom, non comptable). 
- Avez-vous du pain ? (Une certaine quantité de pain). 
Mémo 
- Le cheval galope (article défini). 
- Un cheval dans la plaine (article indéfini). 
- Du cheval au repas de midi (article partitif). 
Le pronom possessif 
Les pronoms possessifs sont employés seuls – ils ne complètent pas un nom. Le nom qu’ils 

remplacent est souvent présent dans une phrase précédente ou dans une autre partie de la même phrase. 
Ces pronoms s’accordent en genre et en nombre avec le nom qu’ils remplacent. 

Exemple : 
Ce n’est pas mon chapeau, c’est le sien. 
Je ne trouve pas ma jupe. Est-ce que tu peux me prêter la tienne ? 

Singulier Pluriel 
Personne 

masculin féminin masculin féminin 
1re personne du 
singulier 

le mien la mienne les miens les miennes 

2e personne du singulier le tien la tienne les tiens les tiennes 
3e personne du singulier le sien la sienne les siens les siennes 
1re personne du pluriel le nôtre la nôtre les nôtres les nôtres 
2e personne du pluriel le vôtre la vôtre les vôtres les vôtres 
3e personne du pluriel le leur la leur les leurs les leurs 

L’accord du passé composé des verbes pronominaux 
Les cas d’accord  

Le participe passé s’accorde avec le sujet du verbe, lorsque le sujet fait l’action sur lui mê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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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es : 
Ils se sont aperçus de leur erreur. / Ils se sont lavés. / Ils se sont battus.  
Les cas de non-accord  

(1) Le participe passé ne s’accorde pas lorsque C.O.D. suit le verbe.  
Exemples : Ils se sont lavé les mains. / Ils se sont écrit des lettres./ Ils se sont réparti tous les billets. 

(2) Le participe passé ne s’accorde pas lorsque le verbe pronominal réfléchi ou réciproque admet un 
C.O.I. 

Les participes passés des verbes suivants sont invariables : 
se plaire, se complaire, se déplaire, se rire, se convenir, se nuire, se mentir, s’en vouloir, se ressembler, se 
sourire, se suffire, se survivre. 
Exemples :  

Ils se sont plu. / Ils se sont déplu dans cet appartement. / Elles se sont ri de son erreur.  
Astuces! 
Pour savoir si le verbe accepte un C.O.I, il faut transformer la phrase :  

Ils se sont nui. -> Ils ont nui “à eux-mêmes”. -> C.O.I donc pas d’accord. 
Ils se sont écrit. -> Ils ont écrit “à eux-mêmes”. -> C.O.I donc pas d’accord. 
Les groupes qui se sont succédé .-> Ils ont succédé “à eux-mêmes”. -> C.O.I donc pas d’accord.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Débarrasser 
Débarrasser la table(ôter le couvert de la table après le repas) 
Débarrasser de 
On a eu de la peine à le débarrasser de cette mauvaise habitude. (l’obliger ou l’aider à se défaire de 

qch de nuisible, d’un défaut) 
Débarrassez-le de son manteau.(le dégager de ce qui constitue un encombrement, une gêne) 
Comme 
Blanc comme neige 
Se tenir raide comme un piquet 
C’est simple comme bonjour. 
Pierre s’est marié, mais il voudrait continuer à vivre comme quand il était célibataire. 
Cela s’est passé comme je te l’avais dit. 
Servir 
Servir d’interprète à qn 
Tu me sers du vin, s’il te plaît. 
A table, c’est servi. 
Se servir 
Voilà la viande, servez-vous, j’arrive. 
Etre à (devoir) 
Ce dossier est à compléter. 
Cette leçon est à ne pas oublier. 
Puisque (since en anglais) 
Il m’ennuie, puisque vous êtes là, gardez-le, je m’en vais. (comme, étant donné que) 
A moitié (en partie) 
Son verre est rempli à moitié. (à demi) 
Pendant le film, je me suis à moitié endormi. (presque) 
A moitié chemin : au milieu du parcours, du tra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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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rêter à moitié chemin = à mi-chemin 
4. Activité du FLE 
L’enseignant présente la cuisine française, et les apprenants font un jeu de rôle chez quelqu’un.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communiquer chez un ami ou une amie.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16：Leçon 16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s pronoms relatifs : qui et où 

Le pronom relatif remplace un nom, qui le précède dans la phrase, et qu’on appelle un antécédent. Il lie 
une phrase principale à sa subordonnée relative. 

Qui est toujours le sujet du verbe de la phrase relative  
Exemple : 
L’homme qui porte un veston rouge est le cousin du Père Noël. 
- L’homme [...]est le cousin du Père Noël : phrase principale 
- qui porte un veston rouge : subordonnée relative 
- qui : évite de répéter “l’homme”, sujet du verbe porte 
Où est utilisé dans l’espace ET dans le temps. 
Exemples : 
Voici la maison où j’ai grandi. (Lieu ou espace) 
L’année où j’ai passé mon bac, il a neigé en mai. (Expression de temps) 
L’accord du participe passé  
Le participe passé conjugué avec l’auxiliaire “avoir” s’accorde en genre et en nombre avec le 

complément d’objet direct (COD), si celui-ci est placé avant : 
Ces fleurs, je les ai coupées. 
Cette lettre, il l’a écrite. 
Si le complément d’objet direct est placé après ou s’il n’existe pas, le participe passé conjugué avec 

“avoir” reste invariable : 
J’ai coupé ces fleurs. 
Il a écrit cette lettre. 
Nous avons été au spectacle.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Des tas de = un tas de 
Il a trouvé des tas de solutions pour ce problème. 
Trouver (penser, juger, estimer) : avec un attribut du compl. d’objet 
Je vous trouve fatigué. (vous me paraissez fatigué)  
Trouver un plat trop salé. 
L’image était vive, mais ne déplaisait pas à Pilate, qui la trouvait heureuse. 
Je trouve que tu exagères. 
Attend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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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erine et Isabelle attendaient avec impatience l’arrivée d’un grand auteur. 
S’attendre à (regarder comme propable) 
Nous nous attendons à une récolte abondante cette année. (prévoir) 
Personne ne s’attend à cette fin tragique. 
Espérer+qch ; que ; inf. 
Le gouvernement espère une reprise de l’activité économique dans les prochains mois. 
Il font la pêche, ils espèrent avoir un peu de poisson pour nourrir la population. 
Votre journal est très apprécié. Mais n’espérez pas que vous influencerez Washington ? 
Promettre à qn de qch/ f. qch./ que 
Comme il a bien fait ses études, son père lui a promis une bicyclette pour Noël. 
Je n’ose rien vous promettre. 
Je vous promets de venir vous voir. 
4. Activité du FLE 
Les apprenants relatent un voyage à l’étranger ou en Chine brièvement.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indiquer l’environnement et raconter un voyage.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17：Leçon 17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plus-que-parfait de l’indicatif 
Le plus-que-parfait de l’indicatif est un temps du passé qui permet d’exprimer des faits accomplis 

dont la durée est indéterminée et qui se situe avant une autre action en général exprimée à l’imparfait, au 
passé composé ou au passé simple. On voit clairement l’antériorité de l’action de recevoir le message 
avant de pouvoir le lire dans les phrases ci-dessous. 

Exemples : 
Il a lu les messages qu’il avait reçus de sa fiancée. 
Il lisait les messages qu’il avait reçus de sa fiancée. 
Il lut les messages qu’il avait reçus de sa fiancée.  
Le plus-que-parfait peut également exprimer une habitude ou une action répétée. Lorsqu’il est 

précédé par “si”, il exprime alors un fait qui ne s’est pas réalisé dans le passé. 
Exemples : 
Pendant de longs mois, il avait cherché la solution sans jamais la trouver. 
Si tu étais venu, nous aurions visité la ville.  
Pour bien pouvoir former le plus-que-parfait de l’indicatif, il faut savoir conjuguer les auxiliaires 

avoir et être à l’imparfait de l’indicatif et savoir former le participe passé. La principale difficulté du 
plus-que-parfait de l’indicatif vient des accords avec le participe passé. 

Voici un exemple de verbe conjugué au plus-que-parfait de l’indicatif avec les auxiliaires avoir et 
être : 

parler partir  se lever  
j’avais parlé j’étais parti(e) je m’étais levé(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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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 avais parlé 
il avait parlé 
elle était parlé 
nous avions parlé 
vous aviez parlé 
ils avaient parlé 
elles avaient parlé 

tu étais parti(e) 
il était parti 
elle était partie 
nous étions parti(e)s 
vous étiez parti(e)s 
ils étaient partis 
elles étaient parties 

tu t’étais levé(e) 
il s’était levé 
elle s’était levée 
nous nous étions levé(e)s 
vous vous étiez levé(e)s 
ils s’étaient levés 
elles s’étaient levées 

Le gérondif 
Pour former le gérondif, on utilise en + participe présent. 
Exemples : 
aimer – en aimant 
finir – en finissant 
vendre – en vendant 
Le gérondif est employé pour : 
§ indiquer la simultanéité de deux actions réalisées par le même sujet. 
Exemple : 
En jouant, Max a marqué un but. 
§ exprimer une condition. 
Exemple : 
En s’entraînant bien, son équipe gagnera aussi le prochain match. 
§ exprimer la manière. 
Exemple : 
Il est rentré à la maison en chantant. 
§ exprimer une opposition (le gérondif est alors obligatoirement précédé de tout qui a la valeur de même). 
Exemple : 
Il a marqué un but tout en courant très peu pendant le jeu.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Rassurer qn(lui rendre la confiance, la tranquillité) 
J’étais inquiète, heureusement, tu as téléphoné pour me rassurer. 
Se rassurer 
Rassurez-vous, il n’y a plus de danger. 
Marcher 
Sur la table de nuit, un réveille-matin continuait à marcher. (fonctionner) 
Nos affaires marchent mal à cause de cette grève. (tourner) 
(Etre) en train de + inf. 
Un homme en train de lire 
Quand je l’ai rencontrée, Simone était en train de déménager des meubles. 
Si + adj ou adv + que = so... that (en corrélation avec que, si annoce une subordonnée 
consécutive) 
J’’étais si loin que je ne pouvais rien entendre. (tellement) 
Le vent a soufflé si fort qu’il y a eu des toitures arrachées, des arbres renversés. 
Combattre 
Se battre contre qn : Nos troupes ont vaillamment combattu un ennemi supérieur en nombre. 
S’opposer à une action, à la faire échouer : Les pompiers combattent l’incendie. (lutter contre) Vous 

combattez le mal, la maladie et les sorcières avec une passion ég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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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évelopper + mot abstrait : le rendre plus important 
Développer les échanges économiques avec les pays voisins (accroître, augmenter) 
Le père cherche, pour son enfant, un jeu qui développe l’intelligence. 
Causer : en être la cause 
Les pluies des derniers jours ont causé de graves inondations. (provoquer) 
Voilà une lettre qui va lui causer bien des ennuis. (attirer, susciter) 
Toutes sortes de 
Ce paysan élève toutes sortes d’oiseaux et cultive toutes sortes de plantes. (variété) 
Faire f.qch par ou à qn 
La directrice fait écrire une lettre par Pierre. 
Cet homme malin lui a fait dire des bêtises. 
Faire + inf 
Je fais entrer les enfants. = Je les fais entrer. 
4. Activité du FLE 
Écouter une chanson, et demander aux apprenants de remplir des trous avec des verbes transformés 

en gérondif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connaissent les transports en commun en France.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二） 实践教学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践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Leçon 9 4  
2 Leçon 9 4  
3 Leçon 10 4  
4 Leçon 10 4  
5 Leçon 12 4  
6 Leçon 12 4  
7 Leçon 13 4  
8 Leçon 13 4  
9 Leçon 14 4  

10 Leçon 14 4  
11 Leçon 15 4  
12 Leçon 15 4  
13 Leçon 16 4  
14 Leçon 16 4  
15 Leçon 17 4  
16 Leçon 17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语一》 
后续课程：《法语三》、《法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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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各类代词、简单时态和复合时态、过去分词的配合 
难点：动词变位、复合过去时和未完成过去时的区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通过丰富而有趣的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有益的法语氛围，使学生轻松掌握法语，做 
到听、说、读、写全面发展。 
2. 语法部分提纲挈领，重点突出，归纳总结，彼此之间形成有机联系。 
教学手段： 
1. 以精彩的多媒体课件为依托，集声音、图像、文字、动画为一体，将学生置于教学的中心

位置，使其在轻松愉悦中掌握知识。 
2. 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课堂互动，在教师、学生、教材和媒体之间形成立体的信息交流，

使学生通过新颖高效的语言输入与输出，自主理解、整合并建构知识体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实验室或设备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闭卷考试为主，结合平时课堂表现和出勤率的评测方式。 
考核内容有： 
1． 课堂出勤占 10%  
2． 课堂表现占 10% 
3． 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教师在每一堂课的课前检查作业，讲解重点和难点部分，大部分内容由学生课后独立完成。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能够涵盖所有的法语知识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生动有趣。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薛建成编著，《大学法语简明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海燕等：《你好！法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 
2. [法]卡佩勒，[法]吉东：《走遍法国》，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3. [英]布伦特 (C. J. Brumfit)、约翰逊 (K. Johnson)：《交际法语言教学》，上海：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2000年。 
4. 柳利：《新大学法语 2》，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5. [法]卡朗：《罗贝尔法语大辞典》（法法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 
6. 茹克叶•穆罕默德 (编者)：《外语教学法》，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 
7. Annick Coatéval, Marie-Armelle Camussi-Ni, Comprendre la grammaire: Une grammaire à 

l’épreuve de la didactique du FLE, Paris, Pug, 2013. 
8. Brauer, M., Enseigner à l’université. Conseils pratiques, astuces, méthodes pédagogiques, Paris, 

Armand Colin, 2011. 
执笔：赵静静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5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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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一） 
German (one) 

课程号：3080003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在课程从语音开始，通过一系列循序渐进的学习，力求使学生掌握学习外语的“听、说、读、

写”基本功的四个环节，并对德国的历史、地理、经济和文化生活以及风土人情具有最基本的了解，
为德语的继续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学习目标： 
1．使学生发音标准, 掌握正确的语音语调, 能够流利地阅读相应简单的德语资料; 
2．培养学生的语感, 使其能够用德语方式思维，顺利地实现德语和汉语两种思维方式的切换;  
3．使学生能够听懂基础德语会话, 理解正确并且掌握其中心大意, 抓住要点和有关细节;  
4．使学生能够进行简单的日常生活会话和涉外会话, 能够就教材内容进行回答和复述, 能够就

所熟悉的话题经准备后作简短发言, 表达思想较清楚, 语音语调基本正确;  
5．使学生准确地理解并掌握语法, 培养学生进行严密思维的能力，使学生能够进行正确的动

词变位和性数配合。 
教学内容： 

Klick auf Deutsch (Band 1) 

Einheit 1 Phonetik 

Übersicht:  
In dieser Einheit gibt es insgesamt 4 Teile. Das Hauptziele ist Phonetiklernen. Um die Studenten 

gleich einfach sprechen können, gibt es in jedem Teil ein paar kleine Dialoge, die die Intentionen dieser 
Einheit zeigen, nämlich Begrüßung und Verabschiedung. 

Einführung 
EÜ machen, um die deutsche Phonetik mit dem Sprachvergleich und der Visualisierung einzuführen.  
T1: Das Deutsche Alphabet 
Übung: 
Lesen Sie, bitte! 
BRD; DAAD; SPD; LKW; EDV; PKW; VW; BMW; EU; CDU; TU; AG; USA; ICE; GmbH. 
T2:  
Vokale: a e u i o 
Konsonanten: p b t d k g m n s f v w 
T3:  
Vokale: ei(ai ay) au eu (äu) ä ö ü(y)  
Konsonanten: h j(y) l r z ts ds tz t(ion) x chs ch 
T4:  
Konsonantenverbindungen: sch st sp pf qu ng nk tsch 
Wortakzent 
Intonation 
Intentionen:  
begrüßen und sich verabschi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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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ten Morgen! 
Guten Tag! 
Guten Abend! 
Gute Nacht! 
Wie geht es Ihnen? 
Auf Wiedersehen! 
Tschüs! 
Bis Morgen! 
(Patnerarbeit) 
Tafelschreib 1: 
Guten Tag! 
Guten Morgen! 
Tafelschreib 2: 
Ich heisse... 
Ich heisse... Und Sie? 

Einheit 2 Kennenlernen 

Übersicht 
Diese Einheit ist die erste Einheit nach der Einheit „Phonetik“. Sie bittet die Deutschlernenden drei 

unterschiedliche Szenen.  
Die erste: im Unterricht; 
Die zweite: in der Mensa; 
Die dritte: auf einer Party. 
Einführung 
Die vier kleinen Dialog enthalten sich und die anderen Leute Vorstellen, nach den Name fragen usw., 

die die Schwerpünkte dieser Einheit sind. 
Dialog 1 und 2 sind die Wiederholung zur Einheit 1; 
In Dialog 3 und 4 erscheinen neue Satzform und Satzform mit „ihr“ 
Text A:  
Im Deutschunterricht 
Text B:  
In der Mensa 
Fremdwörter: 
öffnen 
schließen 
lesen 
machen 
fragen 
antworten 
schreiben 
T Übungen 
Grammatik:  
1. Artikel und Substantiv im Nominativ 
2. Personalpronomen im Nominativ 
3. Konjugation der regelmäßigen Verben im Präs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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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onjugation von „sein“ im Präsens 
5. Imperativ(1) 
v 动词原形+Sie+…! 
Hören Sie! 
Sprechen Sie! 
Lesen Sie! 
Schreiben Sie! 
Öffnen Sie bitte die Bücher! 
Nehmen Sie bitte Platz! 
v 动词 sein 
Seien Sie +..! 
Seien Sie bitte leise！ 
Seien Sie bitte laut! 
Seien Sie schnell! 
v 动词原形+wir+…! 
Machen wir jetzt Übungen! 
Hören wir Text vier! 
Seien wir ...! 
6. Satzarten und Wortstellung 
G Übungen 
Intentionen: 
Auf dem Basis der Einheit 1 sollen die Stuedenten die Fähigkeit haben: einfache Fragen stellen: z. B., 

sich sich oder jemanden vorstellen; nach der Herkunft und Studium fragen usw. 
Ich heiße,bin ... 
Mein Name ist... 
Ich komme aus... 
Ich wohne in... 
Wie heißen Sie? 
Woher kommen Sie? 
Wo wohnen Sie? 
Hörverstehen:  
Kennenlernen 
Leseverstehen:  
Brieffreunde gesucht 

Einheit 3 Studentenleben 

Übersicht 
Das Thema dieser Einheit ist das Studentenleben an der Uni. Der Haupttext ist „Lernen, lernen, 

immer lernen“ und das Hörverständtext „Wann studierst du eigentlich?“ Sie zeigen in der Pespektive der 
chinesischen Studenten das Studentenleben in Deutschland. Der Lesetext „Hochschulen und 
Studenten“ stellt die Hochschulsorten, die Zahl, besonders die Zahl der ausländischen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 Die Studenten können daher die Landeskunde kennen und sonst auch die Grundzahlen 
mastern. 

Einführung 
1. Mit Bilder die Tageszeiten einfüh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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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Morgen, am Vormittag, am Mittag, am Nachmittag, am Abend, in der Nacht 
2. die Wedungen und Wortgruppe darüber kennen: 
Sporttreiben, zu Mittag essen, zu Abend essen, nach Hause gehen, ins Bett gehen, zur Uni fahren, 

usw. 
Text A:  
Lernen, lernen, immer lernen 
Fremdwörter: 
verstehen 
laufen-läuft 
geben-gibt 
T Übungen 
Grammatik:  
1. Konjugation der unregelmäßigen Verben im Präsens 
2. Artikel und Substantiv im Akkusativ 
3. Personalpronomen im Akkusativ 
4. Grundzahlen 
G Übungen 
Intentionen:  
Zeit erfragen und angeben 
Wie viel Uhr ist es? 
Wie spät ist es? 
Um wie viel Uhr ist es? 
Wann ... ? 
Von wann bis wann...? 
Es ist ... (Uhr). 
Es ist ... vor,nach... 
Es ist halb... 
Um... 
Von ...bis... 

1:00 eins （ein Uhr/13 Uhr正式说法） 
8:05 fünf nach 8 
8:15 ein Viertel / fünfzehn nach 8 
8:26 vier vor halb 9 
8:30 halb 9 
8:39 neun nach halb 9 
8:45 ein Viertel/fünfzehn vor 9 
8:52 acht vor 9 

Hörverstehen:  
Neun Zahlen 
Wann studierst du eigentlich? 
Leseverstehen: Hochschulen und Studenten 

Einheit 4 Familie 

Übersicht 
Durch die Dialoge zwischen die Jugendlichen, die Lieder der Kinder und die Diskussionen zwis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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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 deutschen Studenten stellt die Einheit teilweise die Landeskunde und die Kultur in Deutschland. Um 
dem Thema „Familie“ können die Studenten viele Wörter, Satzförme und Grammatik darüber kennen. Die 
natürliche Szene ist aber wichtig. 

Einführung 
Die drei Fotos auf der Seite 82 – 83 zeigen den Studenten eine deutsch-chinesische Familie, eine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Familie und ein deutsche Familie. Die Studenten soll auf dem Basis der vorletzen 
drei Einheiten die Unterschiede darin erkennen und aussagen. 

Text:  
Meine Oma hat Geburtstag 
Fremdwörter: 
denken 
zurückkommen 
vorschlagen-schlägt vor 
aussehen- sieht aus 
finden 
suchen 
T Übungen 
Grammatik:  
1. trennbare Verben 
¡ 可分动词=可分前缀+根动词 
¡ aufstehen = auf + stehen 
vorhaben = vor + haben 
mitkommen = mit + kommen 
vorschlagen = vor +schlagen 
zurückkommen = zurück + kommen 
¡ 语音：重音在可分前缀上。 
aufgeben, fernsehen 
¡ 语法：前缀与根动词需要分离（现在时和过去时的主句中），根动词在第二位，前缀放在句

末。 
2. Nullartikel 
3. Possessivpronomen im Nominativ und Akkusativ 
4. Negation mit kein und nicht 
5. ja, nein, doch 
G Übungen 
Intentionen:  
Vorschläge machen, Einladung annehmen und ablehen 
Ich schlage vor... 
Ich habe eine Idee. 
Haben Sie Zeit? 
Prima! 
Sehr schön! 
Vielen Dank! 
Gut, abgemacht 
Tut mir leid. 
Ich habe keine L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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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der habe ich schon etwas vor. 
Hörverstehen: Meine Familie 
Leseverstehen:  
Eine Familie aus der Türkei 

Einheit 5 Essen und Trinken 

Übersicht 
Diese Einheit stellt vor allem das Essen und Trinken in Deutschland dar. Durch die Dialoge in dem 

Haupttext und Hörverständtext, können die Studenten die traditionelle und auch die morderne Kultur über 
Essen und Trinken kennenlernen. 

In dieser Einheit sollen die Studenten die folgenden Fähigkeiten haben: 
Die Speisekarten im Restaurant und in der Café verstehen; 
Die Speise bestellen; 
Die Rechnung bezahlen; 
Kleingeld geben usw. 
Einführung 
Die Fotos auf der Seite 106-107 stellen unterschiedliche Sorte der deutschen Restaurants und Cafés 

dar, um die Interesse der Studenten zu erwecken. 
Text:  
Im Restaurant  
Fremdwörter: 
sich treffen mit - trifft 
bestellen 
schmecken D 
gefallen-gefällt D 
zahlen 
danken D 
T Übungen 
Grammatik:  
1. Modalverben „mögen“ und „möchten“ 
2. Dativ 
 

 N A D  

m 
der 
ein 

mein 

den 
einen 

meinen 

dem 
einem 

meinem 
Tisch 

n 
das 
ein 

mein 

das 
ein 

mein 

dem 
einem 

meinem 
Buch 

f 
die 
eine 

meine 

die 
eine 

meine 

der 
einer 

meiner 
Katze 

Pl. 
die 

meine 
die 

meine 
den 

meinen 
Kindern 

3. Imperativ mit „du“ und „i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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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Übungen 
Intentionen:  
Wünsche äußern 
Was möchten Sie? 
Sie wünschen? 
Ich möchte gern... 
Wir hätten gern... 
Guten Appetit! 
Zum Wohl! 
Prost! 
Hörverstehen:  
Im Café 
Leseverstehen:  
Essen in Deutschland 

Einheit 6 Wohnen in Deutschland 

Übersicht 
Durch drei Teile, nämlich den Haupttext „Wohung suchen und umziehen“, den Hörverständtext 

„Neue Wohnung besuchen“ und den Lesetext „Wohnungsanzeigen“ stellt die Einheit 6 uns das Thema 
„Wohnen in Deutschland“ dar. 

Einführung 
Die Fotos auf der Seite 134-135 stellen die alltäglichen Wohnungen, Häuser und die 

Lebensbedingungen in Deutschland dar, um die Interesse der Studenten zu erwecken. 
Text:  
Wohnen in Deutschland 
Fremdwörter: 
anrufen 
ausziehen sich,A-einziehen-umziehen 
besichtigen 
nehmen (nimmt) 
halten (hält) 
einhalten (hält ein) 
T Übungen 
Grammatik:  
1. Modalverben „müssen“, „dürfen“ und „möchten“ 
 

 müssen dürfen sollen 
ich muss darf soll 
du musst darfst sollst 

er/sie/es muss darf soll 
wir müssen dürfen sollen 
ihr müsst dürft sollt 

sie/Sie müssen dürfen so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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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助动词 独立动词 

dürfen 
允许, 
可以 

Hier darf man nicht rauchen. 
Darf ich etwas fragen? 

Dürfen wir jetzt ins Kino? 
Das darf man nicht. 

müssen 
必须,不
得不 

Ich muss nach Hause fahren. 
Peter muss im Bett bleiben. 

Ich muss nach Hause. 
Der Brief muss heute zur Post. 

sollen 
应该, 
让, 
要 

Die Schüler sollen fleißig lernen. 
Sag Peter, er soll sofort zum Lehrer 
gehen. 

Er soll sofort zum Lehrer. 
Der Tisch soll ans Fenster. 

2. Präpositionen mit dem Dativ und mit dem Akkusativ 
hängen-hängen 
stecken-stecken 
liegen-legen 
sitzen-setzen 
stellen-stehen 
G Übungen 
Intentionen:  
erlauben und verbieten 
Sie dürfen das nicht machen,tun. 
Man darf hier... 
Mach das bitte. 
Es ist (un)möglich. 
Kein Problem. 
Es ist erlaubt. 
Er ist verboten. 
Hörverstehen: Besuch bei Wang Jin 
Leseverstehen: Wohnungdsanzeigen aus dem Internet 

Einheit 7 Kaufen und Schenken 

Üersicht 
Durch drei Teile, nämlich den Haupttext „Im Kaufhaus“, den Hörverständtext „Kaufen und 

Schenken“ und den Lesetext „Schenken ist eine Kunst“ stellt die Einheit 7 uns das Thema „Kaufen und 
Schenken“ dar.  

Einführung 
Die Einführung besteht aus 2 Teilen.  
Auf der Seite 160 steht die Webseite aus dem Homepage von dem deutschen Kaufhaus „Karstadt“. 
Auf der Seite 161 steht die Zeigeschilder der „Karstadt“. 
Diese direkte Materialien aus Deutschland können bestimmt die Interesse der Studenten erwecken, 

und damit die Lehrziele schneller erreichen. 
Text:  
Im Kaufhaus 
Fremdwörter: 
grüßen 
wissen (weiß) 
gucken-sehen-schauen 
mei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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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sehen-nachschlagen 
wünschen D A 
T Übungen 
Grammatik:  
1. Modalverben „können“ und „wollen“ 
2. Deklination des Adjektivs nach dem bestimmten Artikel 
3. Fragepronomen „welcher“, „welches“, „welche“ 
4. Ordnungszahlen 

1 – 19 基数词+t 
eins erst- 
zwei zweit- 
drei dritt- 
vier viert- 
fünf fünft- 
sechs sechst- 
sieben siebt- 
acht acht- 
neun neunte- 
zehn zehnt- 
elf elft- 

neunzehn neunzehnt- 
 

20以上，基数词+st 
20. zwanzigst- 
25. fünfundzwanzigst- 
30. dreißigst- 
46. sechsundvierzigst- 
51. einundfünfzigst- 
64. vierundsechzigst- 
78. achtundsiebzigst- 
86. sechsundachtzigst- 
99. neunundneunzigst- 
100. hundertst- 
1000. tausendst- 

1000000. millionst- 
• 复合的基数词构成序数词时，加-t或者-st取决于最后一个数词。 
• 105 hundertfünft- 
• 125 hundertfünfundzwanzigst- 
5. Demostrativpronomen „der“, „die“, „das“; „die“ und „dieser“, „diese“, „dieses“; „diese“ 
6. Wortstellung von Dativ und Akkusativ 
G Übungen 
Intentionen: 
gute Wünsche aussprechen und gratuli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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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zlichen Glückwunsch! 
Ich gratuliere Ihnen zu... 
Gute Reise! 
Gute Fahrt! 
Gute Besserung! 
Alles Gute! 
Viel Erfolg! 
Viel Glück! 
Schönes Wochenende! 
Hörverstehen:  
Kaufen und Schenken 
Leseverstehen:  
Schenken ist eine Kunst 

Einheit 8 Freizeit und Ferien 

Übersicht 
Durch drei Teile, nämlich die zwei Dialoge über eine Reise nach Rügen zwischen den Studenten in 

den Ferien , den Hörverständtext „Wohin gehen Sie in Ihrer Freizeit“ und den Lesetext „Aus dem 
Tagebuch von Susanne“ stellt die Einheit 8 uns das Thema „Freizeit und Ferien“ dar.  

Einführung 
Die Fotos auf der Seite 186-187 stellen die weltberühmte DFB, das Wort „surfen“, und die 

traditionelle kulturelle Bierlokale in Deutschland dar, damit die Interesse der Studenten gut erwecken 
können. 

Text:  
Am Wochenende und in den Ferien 
Fremdwörter: 
dauern 
erleben 
berichten 
verddienen 
absolvieren 
übersetzen-dolmetschen 
feststellen 
finazieren 
jobben-arbeiten 
T Übungen 
Grammatik:  
1. Perfekt 
2. „sein“ und „haben“ im Präteritum 

 现在 过去 虚拟式 
ich habe hatte hätte 
du hast hattest hättest 

er / sie / es hat hatte hätte 
wir haben hatten hätten 
ihr habt hattet hätt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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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 / Sie haben hatten hätten 
 

虚拟式  
 

 
现在 

 
过去 第一 第二 

ich bin war sei wäre 
du bist warst seiest wärest 

er / sie / es ist war sei wäre 
wir sind waren seien wären 
ihr seid wart seiet wärt / wäret 

sie / Sie sind waren seien wären 
3. Genitiv als Attribut 
G Übungen 
Intentionen:  
nach Erlebnissen fragen und darüber berichten 
Was haben Sie in der Freizeit gemacht? 
Wohin bist du gefahren? 
Wir sind zu Hause geblieben. 
Er hat den Urlaub ... verbracht. 
Was war das Wetter? 
Es war schön, gut, herrlich, schlecht, regnerisch, sonnig usw. 
Hörverstehen:  
Wohin gehen Sie in Ihrer Freizeit 
Leseverstehen:  
Aus dem Tagebuch von Susanne 

Einheit 9 Körper und Gesundheit 

Übersicht 
Der Haupttext stellt die alltäglichen Intentionen beim Artzt dar, damit die Studenten die Landeskunde 

darüber kennen können;  
Im Hörverstehen gibt es 4 kleine Dialogen, ist eigentlich die Wiederholung zu dem Haupttext. 
Die 3 Teile, nämlich der Haupttext, das Hörverstehen und der Lesetext sind um dem Thema dieser 

Einheit nämlich „Körper und Gesundheit“. Die Materialien geben den Studenten viel Kenntnisse über das 
Arztbesuch, die Krankversicherung in Deutschland, damit ihre Interesse erwecken können. 

Einführung 
Die Einführung besteht aus 2 Teilen.  
Auf der Seite 212 steht die Namen und die Funktionen der Organe der menschlichen Körper. 
Auf der Seite 213 steht die Zeigeschilder des deutschen Praxises.. 
Diese direkte Materialien aus Deutschland können bestimmt die Interesse der Studenten erwecken, 

und damit die Lehrziele schneller erreichen. 
Text:  
Beim Arzt 
Fremdwörter: 
sich D etw. (A) ansehen 
stimmen 
sich unterhal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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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h kümmern um A 
(sich) waschen 
(sich) putzen 
(sich) anziehen 
sich erkkälten 
weh tun 
untersuchen 
atmen-einatmen-ausatmen 
verschreiben 
T Übungen 
Grammatik:  
1. Reflexivpronomen und Reflexivverb 
若一句话里做宾语的代词是主语自身时，这个做宾语的代词即为“反身代词”。 
1) Bildung：  
Sing: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阳性 阴性 中性 

人称代词 ich du Sie er sie es 
反身 G meiner deiner Ihrer seiner ihrer seiner 

 D mir dir sich sich sich sich 

代词 A mich dich sich sich sich sich 

Plu: 
人称代词 wir ihr Sie sie 
反身 G unser euer Ihrer ihrer 

 D uns euch sich sich 
代词 A uns euch sich sich 

Achtung：反身代词的第二格很少使用。 
2) Gebrauch： 
1  跟必须带反身代词的动词连用： 
Ich beeilen mich zum Bahnhof. 
我赶紧去车站。 
2  sich 与 lassen 连用，表示一种被动的可能或必要： 
Dieses Material lässt sich gut verarbeiten. 
这种材料很容易加工。 
Die Frage liess sich nicht vermeiden. 
这个问题难以避免。          
3  加强语气，相当于“亲自”或“自己的”: 
Der Mensch pässt sich den Lebensbedingungen an. 
人使自己适应生存环境。 
4  表示“彼此”或“相互”的意思，做“相互反身代词”用： 
Wir sehen uns wieder. 
我们又见面了。 
Die Freunde begrüssen sich herzlich.  
朋友们互致衷心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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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和介词连用的第三格及第四格人称代词，如和句中的主语是同一人或物，此人称代词要变
为反身代词： 

Ich habe immer eine Uhr bei mir. 
我老戴着一只手表。 
Mein Freund dachte nie an sich. 
我的朋友从来想不到他自己。 
2. Objektsatz mir „dass“, „ob“ und Fragewörtern 
G Übungen 
Intentionen: Meinungen ausdrücken, zustimmen und widersprechen 
Ich denke,glaube,meine,finde... 
Ich bin der Meinung, dass... 
Meiner Meinung nach... 
Da haben Sie Recht. 
Ich stimme Ihnen völlig zu. 
Ich kann Ihnen leider nicht zustimmen. 
Hörverstehen: Ich bin krank 
Leseverstehen: Was soll ich tun? 
Hausaufgabe： 
Berühmte Webseite besuchen. Z.B.:  
1. www.spiegel.de,  
2. www.taz.de, 
3. www.faz.de, 
4. www.frankfurterrundschau.de, 
5. www.sueddeutsche.de, 
6. www.waz.de,  
7. www.welt.de, 
8. www.zeit.de, usw. 

Einheit 10 Orientierung in der Stadt 

Übersicht 
Das Thema dieser Einheit ist „Orientierung in der Stadt“. Die Landeskarte in der Einführung zeigt 

uns schon das Thema. Im Haupttext gibt es Intentionen darüber, außerdem müssen die Studenten die 
Präpositionen darin mastern.  

Das ist die letzte Einheit des „Klick auf Deutsch Band 1“, deshalb erscheint in dieser Einheit nicht 
viele neue Grammtik. Aber die Präpositionen sind schon ein Schwerpunkt. 

Einführung 
Die Örte in der Landeskarte finden: 
Die Alte Brücke, das Rathaus, der U-Bahnhof Konstablerwache, die Paulskirche, die Hauptpost, der 

Fluss, das Fernmeldeamt, der Römerplatz. 
Text:  
Auskunft auf der Straße  
Fremdwörter: 
erklären (D) A 
steigen-einsteigen-austeigen-umsteigen 
abbie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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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eleiten 
beeilen 
T Übungen 
Grammatik:  
1. Präpositionen: über, durch, um, entlang, gegenüber 
2. Wiederholung der Modalverben: dürfen, können, müssen, sollen, wollen, mögen, möchten 
G Übungen 
Intentionen:  
Nach dem Weg fragen und den Weg beschreiben 
Gehen Sie geradeaus, die Straße entlang bis zur nächsten Kreuzung, über die Brücke, durch das 

Stadttor, an...vorbei, in Richtung... 
Biegen Sie links,rechts ab. 
Wie komme ich ...? 
Wo befindet sich...? 
Hörverstehen:  
Wege suchen und finden 
Leseverstehen:  
Stadtrundfahrt in Hangzhou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Einheit 1 Phonetik 4  
2 Einheit 1 Phonetik 4  
3 Einheit 1 Phonetik 4  
4 Einheit 1 Phonetik 4  
5 Einheit 1 Phonetik 4  
6 Einheit 1 Phonetik 4  
7 Einheit 2 Kennenlernen 4  
8 Einheit 3 Studentenleben 4  
9 Einheit 4 Familie 4  

10 Einheit 5 Essen und Trinken 4  
11 Einheit 6 Wohnen in Deutschland 4  
12 Einheit 7 Kaufen und Schenken 4  
13 Einheit 8 Freizeit und Ferien 4  
14 Einheit 9 Körper und Gesundheit 4  
15 Einheit 10 Orientierung in der Stadt 4  
16 Wiederholung 4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与难点：语音语调、语法、词汇、阅读、听说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德语课程教学使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除了课堂讲解之外，还会有选择性地给学生播放

德语录像、德语电影片断、德语经典歌曲，力求寓教于乐。 
本课程以学生为主体，注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会组织学生进行课堂大讨论，或者以小组为单

位进行德语会话，同学们相互学习、相互纠正，教师点评，收到积极成效。 
努力创造有利的语言环境，通过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利用第二课堂弥补第一课堂的不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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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有更多实践德语的机会。 
3、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学。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朱建华编著《新编大学德语》（Klick auf Deutsch）(第一册)，2006年 6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1） 姚宝、过文英：《当代德国社会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2） 刘芳本、叶本度：《莱茵浪花—德国社会面面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最新版 
3） 王露阳、贺艳玲、印芝红：《走进德国—历史文化》、《走进德国—社会经济》、《走进德国

—多元化观念》，同济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4） 《德国概况》，大使馆赠书，最新版  

执笔：陈晖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7日 

 

德语 (二) 
German 2 

课程号：30800039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中国政法大学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本大纲的教学对象是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

院英语系二年级的学生。他们通过一个学期的德语学习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德语语法和词汇，具备听

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和初步的语言交际能力。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并同时训练学生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

使学生能借助词典及所具备的专业知识阅读原版德语资料及书刊，并能进行一般的口头和书面交

际。教学重点在于讲解构词法、词族等语言现象，着重于词汇的操练，最终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扩大

词汇量。 
2、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要求学生掌握相关的社会文化知识（包括有关德语国家的一般国情知

识），提高语言交际能力； 
3、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以德语（一）所规定的各项要求为起点，在对读、听、说、写、译等各项单

项技能提出进一步要求的同时，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技能，继续加强语言技能训练，扩充语言知识

和德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知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主要涉及下列几种技能的培养和训练。共 64课时，每周 4课时。 
1. 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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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主要的发音规则，培养学生掌握正确的发音方法和基本语调。 
2. 语法： 
掌握现代德语的语法、词汇、句法及语篇结构方面的基本知识。 
3. 词汇： 
掌握单词 500个（包括一定数量常用词组），其中复用式掌握 200个左右，领会式掌握 300个

左右。 
4. 阅读能力： 
能借助词典读懂难度与课文相当的文字，以及其他一般题材的文章。略读速度为每分钟 30－

40个单词，细读速度为每分钟 15－20个单词， 理解准确率不低于 70％。 
5. 听的能力： 
能听懂课堂和日常生活用语。能听懂内容题材较熟悉的短文和听力材料，理解准确率不低于

70％。 
6. 说的能力：  
能进行一般的日常会话，并能就课文内容进行回答和复述。 
7. 正字法： 
书写工整规范，标点符号基本正确。 

知识单元 1：Aussehen und Persönlichkeit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外貌和特性，围绕主题我们选取了三篇课文：主课文是一所德国学校的学生谈

论他们喜欢的老师、听力课文 “我认识她！”和阅读课文“外貌对于年轻人很重要吗？”，自然地引
入相关的词汇、短语、惯用句型和语法知识，使学生了解和学会如何描述自己和他人的外表、性格、

特征，表达自己对他人的喜爱和好感，并说明原因。这个主题在语言交际中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

课文中的话题也会使学生感兴趣，从而顺利地开始第二册的学习。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人物描写，

本单元的语法知识点主要有形容词在不定冠词、物主代词后及无冠词时的变化；由“weil”和“wenn”
引导的从句等。  

Woche 1 
Vorübung: Wie sehen die Personen aus? Was tragen Sie? 
Lisa Koch: ein junges Mädchen, tragen ein blaues Kleid, nett und sympathisch 
Michael Berg: schlank, nicht sehr groß, tragen einen Anzug, eine Brille, intelligent 
Willi Meier: ein alter Mann, groß, kurze Haare, sportlich 
Welcher Lehrer oder welche Lehrerin gefällt Ihnen besonders gut? Begründen Sie Ihre Meinung. 
Text Ich habe gerne Unterricht bei.. 
Wortschatz: 
sprechen + über A 
Heute in der Sitzung wollen alle Mitarbeiter über Ihre Urlaubpläne sprechen. 
aufgeben + A 
Herr Koch ist bei den Schülern nicht beliebt, weil er immer zu viel Hausaufgaben aufgibt. 
sich Zeit nehmen + für 
Prof. Walter ist sehr streng, aber wenn jemand Probleme beim Studium hat, nimmt er sich gerne Zeit 

dafür. 
verlassen + sich +auf A 
Der Trainer verlässt sich auf den Fußballer, weil der Fußballer oft hart trainiert und gut spielt. 
reden + über A 
Worüber reden die Jungen in der Freizeit gerne zusam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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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sehen + Adj. 
Herr Weber ist nicht groß und schlank, aber er sieht sympathisch aus. 
glauben +A 
Das Kind glaubt, seine Eltern lieben ihn nicht mehr, weil die ihn zur Schule schicken wollen. 
mitbringen +A 
Wenn der Mann nach der Arbeit zurück kommt, bringt er seiner Frau immer schöne Blumen mit. 
Lesen und übersetzen 
TÜ1—TÜ5 
GÜ1—GÜ8 
Woche 2 
Intention 
Personen beschreiben 
Wichtige Redemittel 
Wie sieht er/sie denn aus? 
Was für ein Mensch ist er/ sie? 
Er/ sie ist ... 
Er/ sie sieht ... aus. 
Er/ sie hat... 
Er ist ein Mann mit ... 
Sie ist eine Frau mit... 
Er/ sie trägt... 
Er/ sie hat ... an. 
Hörverstehen 
Die kenne ich doch! 
Vorentlastung: 
Welche Freundin/Welchen Freund kennen Sie und Ihre Nachbarin/ Ihr Nachbar zusammen? Wie sieht 

sie/er aus? Können Sie sie/ihn beschreiben? 
Leseverstehen 
Ist gutes Aussehen wichtig für junge Leute? 
wiegen + (A) 
Diese Tasche ist sehr schwer, sie wiegt fast 30 kg. 
Auf dem Flughafen wiegt der Beamte fast alle Gepäckstücke. 
sich fühlen + Adj. 
Wenn man hier in der Großstadt lebt, fühlt man sich im Sommer nicht wohl, weil es zu heiß ist. 
achten + auf A 
Du darfst keine Schokolade mehr essen, achte doch auf deine Gesundheit. 
zunehmen 
Fast alle Mädchen wollen schlank bleiben, deswegen sind sie nicht froh, wenn sie plötzlich merken , 

sie nehmen aber zu. 
sich kümmern + um A 
Der berufstätige Frauen müssen sich gleichzeitig um die Familien und die Karriere kümmern. 
Grammatik  
1. Adjektivdeklination nach unbestimmtem Artikel, Possessivpronomen und „kein“ 
Siehe S. 24 
2. Adjektivdeklination nach Nullartik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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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Kausalsatz mit „weil“ / „da“ 
- Warum hat Markus gern Unterricht bei Herrn Koch? 
- Weil er lustig und nicht so streng ist. 
Da es regnet, können wir heute nicht spazieren gehen. 
4. Konditionalsatz mit „wenn“ 
1) - Unter welcher Bedingung kann man auf die Party gehen? 
- Wenn man eine Einladung hat, kann man auf die Party gehen. 
2) – Wenn es regnet, gehen wir nicht spazieren. 
- Regnet es, dann gehen wir nicht spazieren. 
3) - Wenn du krank bist, dann musst du zum Arzt gehen. 
- Wenn das Wetter nicht schön ist, so können wir spazieren gehen. 
学习目标： 
1. 了解有关外貌和特性的词汇以及形容词词尾变化。 
2. 掌握人物描写的表达方式。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2：Deutschland und Europa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通过本单元让学生了解一些德国的基本概况，如德国的地理、人口等。另外还在课文和练习中

穿插了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概况和数据，使学生能够在了解德国的同时也了解到欧洲其他一些国家

的情况并进行比较。这是因为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德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已经和

欧洲融为一体。主课文以介绍德国为主，分为五个段落，分别标有小标题。课文的最后一段涉及欧

盟和欧元等，主要是要表明：德国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以及和欧洲密不可分的关系。听力部分介绍使

用德语作为母语的国家和人群，使学生能够对使用德语作为母语的区域有所了解。阅读部分则介绍

了德国的邻国瑞士的概况。在瑞士，大部分人口都使用德语作为母语。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比较。

本单元的语法知识点为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等级和第一将来时。 
Woche 3 
Einführung 
Was wissen Sie über Deutschland? 
Welche Länder sind die Nachbarländer Deutschlands?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Hauptstadt               Berlin 
Fläche                  357 000qkm 
Ausdehnung: Nord-Süd    876 km 
West-Ost                 632 km 
Einwohner               82,6 Millionen 
Bevölkerungsdichte        230 Einwohner pro qkm 
Text: In der Mitte Europas 
bestehen + aus 
China besteht aus 56 verschiedenen Völkern. 
betragen + A 
Die monatliche Miete im Studentenheim beträgt 150 Euro. 
Im Vergleich zu 
Im Vergleich zu den anderen Städten hat die Stadt Shanghai höheren Lebens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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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hören + D/ +zu  
Nach dem Tod der Eltern gehört das Wohnhaus dem 10jährigen Kind. 
Deutschland gehört zu Europa. 
ein(es) der (am dichtesten besiedelten Länder Europas) 
Der gelbe Fluss ist einer der längsten Flüsse Chinas. 
teilnehmen + an D 
Der Lehrer schlägt den Schülern vor, an dem Wettbewerb teilzunehmen. 
auf dem Weg +R 
Auf dem Weg zur Arbeit hat Herr Meier einen alten Freund getroffen. 
Hausaufgaben: 
TÜ1—TÜ5 
GÜ1—GÜ6 
Woche 4 
Intention: vergleichen 
Redemittel 
...so...wie... 
nicht so... wie... 
genauso... wie.../ ebenso...wie... 
...als... 
nicht...als... 
anders als... 
im Vergleich zu... 
IÜ1, IÜ2 
Hörverstehen 
Deutsch als Muttersprache 
Vorentlastung 
Wissen Sie, in welchen Ländern man Deutsch spricht, und in welchen Ländern man Deutsch als 

Muttersprache spricht? 
HÜ1, HÜ2 
Leseverstehen 
Die Schweiz 
liegen 
Unsere Universität liegt im Nordwesten der Stadt. 
trennen + A +(von) 
Der hohe Berg trennt das Dorf von der modernen Welt draußen. 
wechseln +A 
Hier wechselt das Wetter sehr oft, heute morgen scheint die Sonne, aber am Nachmittag regnet es 

sehr stark. 
ausgeben +A (+ für A) 
In den Ferien müssen die Studenten Job suchen, weil sie viel für das kommende Semester ausgeben 

sollen. 
stolz sein + auf A 
Der junge Mann arbeitet sehr fleißig und macht große Karriere, darauf sind seine Eltern sehr stolz. 
Grammatik 
1. Komparation des Adjektivs und des Ad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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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dung: Siehe S.48 
Vergleichen 
A. Gleiches bewerten 
Er ist so alt wie du. 
Mein Bruder ist genauso groß wie ich. 
Manfred läuft nicht so schnell wie Mathias. 
B. Ungleiches bewerten 
Chang Jiang ist länger als der Rhein. 
Meine Wohnung ist größer als deine. 
Chang Jiang ist ein längerer Fluss als der Rhein. 
Bemerkungen: 
Es wird immer kälter. 
Morgen wird es noch kälter als heute. 
Deutschland hat mehr Einwohner als die Schweiz. 
In Westchina gibt es weniger Wasser als in Südchina. 
C. Absolutes bewerten 
Am 21. Juni ist der Tag am längsten. 
Die Fläche von Russland ist am größten in Europa. 
Das Haus ist am höchsten. 
Der 21. Juni ist der längste Tag im Jahr. 
2. Futur I 
Beispiele 
Ich werde nach dem Studium nach Shanghai gehen. 
In 5 Jahren werden wir eine größere Wohnung kaufen. 
Ich werde ins Kino gehen. 
Aber: Ich gehe heute Abend ins Kino. 
学习目标： 
1. 了解德国的基本概况以及形容词、副词的比较等级和第一将来时的用法。 
2. 掌握比较的表达方式。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3：Deutsche und Ausländer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三篇课文分别为主课文“德国人都这样的吗？”、听力课文“汉斯眼里的中国和中国人”

以及阅读课文“德国人对外国人的看法”。主课文中，四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中学生通过自己在德国的
亲身体会，得出了对德国人的大体印象，如：德国人爱干净整洁，有秩序；德国人爱喝酒，德国女

孩喜爱穿着打扮及有些德国人有排外情绪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课文只代表了他们个人的想法，

并不能说明其所在国家的人都持有此种看法，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这一点。阅读课文讲了三个

德国人对在德国的外国人的看法，从另一个角度谈了德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再次体现了本单元的

主题。听力课文跟我们中国人有关，汉斯根据他在中国工作两年的体会谈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印象。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要掌握好带 zu 不定式的用法，同时复习巩固本册第一单元里学到的描写人或事
的表达方法。 

Woche 5 
Einführung 
Sind sie auch der Mein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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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kaner Chinesen Deutsche 
Offen 
phantasievoll nett 
freundlich humorvoll 
pünktlich 
konservativ 
hilfsbereit 
ordentlich 
Text: Sind alle Deutschen so? – Ausländische Schüler über Deutsche 
Wortschatz 
auf/fallen 
Auf der Party fiel sie durch ihre Schönheit besonders auf. 
beachten + A 
Beachten Sie bitte die Verkehrszeichen.! 
halten sich + an A 
Wenn man sich nicht an das Gesetz hält, wird man bestraft. 
ziehen 
Auf der Party hat sie die Aufmerksamkeit aller Männer auf sich gezogen. 
sich verständigen 
Er kann sich mit dem Engländer gut verständigen. 
bezahlen 
Er bezahlte das neue Auto in Raten. 
vor/bereiten sich +auf A 
Am Ende des Semesters müssen sich die Studenten auf viele Prüfungen vorbereiten. 
erledigen +A 
Sie hat den Auftrag sehr leicht erledigt. 
verbessern +A 
Er will durch fleißiges Lernen seine Leistungen verbessern. 
erreichen +A 
Ich konnte ihn zu Hause nicht erreichen. 
TÜ1—TÜ5 
GÜ1—GÜ6 
Woche 6 
Intention: Vorhaben ausdrücken 
Redemittel 
Was hast du morgen vor?      - Ich habe vor, ... 
Was machst du in den Ferien?  - Ich habe die Absicht... 
Was für einen Plan hast du?    - Ich will... 
Hast du dir etwas für heute Abend vorgenommen?   - Ich plane,..., damit... 
IÜ1, IÜ2 
Hörverstehen 
China und Chinesen in den Augen von Hans 
Vorentlastung 
Wie sehen die Ausländer China und Chinesen von heute? 
HÜ1 – HÜ4 
Leseverste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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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e über Ausländer 
auskommen + mit 
Kommt ihr gut miteinander aus, oder streitet ihr häufig? 
entstehen 
Über den Vorschlag entstand eine hitzige Debatte. 
beitragen + zu 
Er hat zum Gelingen des Abends viel beigetragen. 
Grammatik 
1. Infinitiv mit „zu“ 
Bildung: siehe S. 68 
Gebrauch: 
Beispiele 
1) als Subjekt   Es ist schön für uns, bald Ferien zu haben. 
Es freut mich sehr, die Prüfung bestanden zu haben. 
2) als Objekt    Ich habe meinen Freund gebeten, morgen zu mir zu kommen. 
Er hat vergessen, mir das Buch zurückzugeben. 
3) als Attribut   Wir haben keine Lust, mit ernsten Leuten zu sprechen. 
Ich habe den Wunsch, in Deutschland zu studieren. 
2. Finalsatz mit „damit“ 
Beispiele: Der Lehrer erzählt im Unterricht über Deutschland, damit wir etwas über die deutsche 

Kultur erfahren können. 
Damit mein Bruder die Wohnung noch bekommen kann, habe ich ihn sofort angerufen. 
3. Infinitivkonstruktion mit „um...zu“ 
不定式结构 um...zu 表示主句动作的目的或意图。不定式中的逻辑主语和主语中的主语一致，

不定式结构可前置，也可后置。 
Beispiele: Um die Prüfung gut zu bestehen, muss ich mich gut vorbereiten. 
Ich fahre zum Bahnhof, um meinen Freund aus Shanghai abzuholen. 
学习目标： 
1. 了解德国人和外国人的关系这个主题内容。 
2. 掌握带 zu的不定式的用法。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4：Märchen und Geschichte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跟前面学过的以对话和表达个人观点的课文不同，本单元是另一种体裁——童话与故事，它们

叙述性很强，对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细腻，情节扣人心弦。这里主要选用了大家所熟悉的格林童话

和安徒生童话。主课文是一篇格林童话《狼和七只小山羊》，童话描写狼是怎样的狡猾阴险及母山

羊如何勇敢地救自己的孩子。阅读课文是一篇安徒生童话《中国夜莺》， 童话描写了一位中国皇帝
与夜莺的关系，说明了有些动物也是通人性的，我们人类应该善待动物。听力课文是一篇幽默故事，

叙说了德国一位有名的作家在上中学时法语成绩不理想而想办法蒙骗老师，最后升入下一年级的故

事。本单元的主要语法为过去时、过去完成时和四个引导时间状语从句的连词（als, wenn, nachdem
和 bis）。过去时主要用于叙说性的文章里，所以与本单元的主题相符。 

Woche 7 
Einführung 
Kennen Sie diese Märchen? Welches haben Sie am liebsten gele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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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Wolf und die sieben Geißlein 
Des Kaisers neue Kleider 
Schneewittchen 
Das Mädchen, das Streichhölzer verkauf 
Text: Der Wolf und die sieben Geißlein 
sammeln 
Der alte Geiß muss manchmal in dem Wald Holz sammeln. 
erkennen 
Der Experte erkannte sofort, dass das Gemälde eine Fälschung war. 
fressen 
Affen fressen gern Bananen. 
Meine Katze frisst mir aus der Hand. 
verfeinern 
Der Wolf frass Kreide, um seine Stimme zu verfeinern. 
verstecken sich 
Der gesuchte Brief hat sich zwischen anderen Schriften versteckt. 
einschlafen 
Ich bin erst weit nach der Mitternacht eingeschlafen. 
rufen 
Sie rief „Herein!“, als er klopfte. 
geschehen 
Hier geschehen oft Unfälle. 
Was ist hier geschehen? 
bewegen sich 
Morgens bewegen sich viele alte Leute in der frischen Luft. 
Du musst dich mehr bewegen, sonst wirst du zu dick. 
schneiden +A 
Ich möchte das schöne Foto aus der Zeitung schneiden. 
ausschlafen 
Am Wochenende will ich endlich einmal ausschlafen. 
beugen 
Der Arzt beugt sich über den Kranken. 
Der Bauer arbeitet mit gebeugtem Rücken. 
ertrinken 
Er ist beim Baden im Atlantik ertrunken. 
passieren 
Wie konnte es nur passieren? 
Da kommt der Feuerwehr. – Da muss etwas passiert sein. 
begegnen +D 
Als ich aus der Bahn ausstieg, begegnete ich meinem Lehrer. 
Wir sind uns gestern in der Stadt begegnen. 
aufsetzen 
Bevor er ausgeht, setzt er immer einen Hut auf. 
beenden 
Mit einem Witz beendete er seinen Vortrag. 
mitneh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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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soll man mitnehmen, wenn man eine Reise machen will? 
aufräumen 
Es ist alles in deinem Zimmer durcheinander, du musst es endlich aufräumen. 
TÜ1—TÜ4 
GÜ1—GÜ7 
Woche 8 
Intentionen 
Befehlen:  
Wichtige Redemittel 
Lesen Sie bitte den Text! 
Fahren Sie mit dem Taxi! 
Kommt früher nach Hause! 
Schreib mir bald! 
Sei doch ruhig! 
Hab doch keine Angst! 
IÜ1, IÜ2 
Hörverstehen 
Wie Bertolt Brecht in die nächste Klasse kam 
Vorentlastung 
Wer ist Bertolt Brecht? 
Wissen Sie was von ihm? 
HÜ1-HÜ3 
Leseverstehen 
Die chinesische Nachtigall 
bewundern + A 
Ich bewundere sie wegen ihrer Geduld mit den drei Kindern. 
beschreiben + A 
Sie beschrieb der Polizei den Dieb so genau, dass diese ihn festnehmen konnte. 
gelangen + A 
Er konnte nicht ans andere Ufer gelangen. 
Das Paket ist an eine falsche Adresse gelangt. 
erfahren 
Ich habe durch Fernsehen erfahren, dass sie verheiratet ist. 
verlangen + A+(von) 
Früher verlangten die Lehrer von ihren Schülern unbedingten Gehorsam. 
erholen sich 
Nach der Krankheit soll er sich gut erholen. 
LÜ1 
Grammatik 
1. Präteritum 
Bildung: Siehe S. 90, regelmäßige Verben und unregelmäßige Verben 
Gebrauch 
A. 常用于小说、童话的叙述体。如：Es war einmal... 
B. 常用于连续叙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如： 
Am letzten Sonntag war das Wetter schön. Wir wollten einen Ausflug machen. Wir standen sehr früh 

auf. Nach dem Frühstück fuhren wir mit dem Fahrrad los. Wir hatten eine herrlichen Tag. Gegen fünf U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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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mittags kamen wir nach Hause zurück. 
2. Plusquamperfekt 
Bildung: hatte/war (人称变位形式)+ P. II 
Gebrauch 
过去完成时用于表达过去一个动作之前发生的动作或行为。 
Beispiele: 
Als er am Bahnhof ankam, war der Zug gerade abgefahren. 
Wir dachten, dass sie die Prüfung schon bestanden hatten. 
3. Temporalsatz mit „als“ „wenn“ „nachdem“ und „bis“ 
1) als 引导时间从句，表示过去发生的一次性的行为和动作。主从句一般都用过去时。 
Als es 8 Uhr war, begann die Vorlesung. 
Er freute sich sehr, als er die Einladung von der TU Berlin bekam. 
2) wenn 引导时间从句，表示过去多次发生的行为和动作或现在、将来一次或多次发生的行为

和动作。 
Sie besuchte mich, wenn sie nach Nanjing kam. 
Wenn der Wecker klingelt, stehe ich sofort auf. 
3) nachdem 
主句 从句 
时态 现在时 现在完成时 
过去时 过去完成时 
Beispiele: 
Ich gebe dir den Roman zurück, nachdem ich ihn gelesen habe. 
Nachdem ich gefrühstückt hatte, begann ich zu arbeiten. 
4) bis 引导的时间从句表示主句动作延续到从句动作发生为止。提问用 bis wann. 
Beispiele: 
Ich warte, bis du kommst. 
Wir warten, bis er die Hausaufgaben gemacht hat. 
学习目标： 
1. 了解童话这种文学体裁的主要特点。 
2. 掌握过去时、过去完成时和四个引导时间状语从句的连词（als, wenn, nachdem和 bis）的

用法。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5：Leute und Städte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介绍了德国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和城市，使学生能够对这些人物和城市有所了解。主课

文“德国名人和他们的城市”里介绍了德国著名诗人歌德、作曲家贝多芬和汽车设计师波尔舍以及他
们出生或工作过的城市法兰克福、波恩和沃尔夫斯堡。歌德和贝多芬在中国是耳熟能详的人物。选

择汽车设计师波尔舍是因为他对德国的工业、特别是汽车工业的发展来说具有某种代表性。听力课

文“你在德国怎么样？”通过在上海大众工作的工程师高明和他的德国同事施密特先生的对话，叙述
了高明在德国的旅程和他眼中的德国城市。阅读课文向学生重点介绍极具特点和魅力的德国第三大

城市——慕尼黑。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说明时间。 
本单元的语法知识点是由“der, das, die und wo”引导的关系从句。 
Woche 9 
Einfüh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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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uen Sie bitte die Bilder auf Seite 96. 
Wer sind sie? 
Kennen Sie die Städte von der Seite 97? 
Haben Sie früher schon von Bonn, Frankfurt und Wolfburg gehört? 
Welche berühmte Deutsche und welche deutsche Städte kennen Sie noch? 
Text: Berühmte Deutsche und ihre Städte 
Wortschatz 
zur Welt kommen 
Sein Sohn kommt nächsten Monat zur Welt. 
jds. Namen tragen 
Der Sportwagen Porsche trägt den Namen seines Konstrukteurs. 
sich etwas leisten können 
Viele Leute können sich einen VW leisten. 
benannt + nach 
Die Stadt ist nach einem Schloss benannt. 
TÜ1—TÜ5 
GÜ1—GÜ5 
Woche 10  
Intention: 
Zeitliche Angaben ausdrücken 
Redemittel 
Wann?                              Im Jahre 
Wie lange?                          Am ... 
Von wann bis wann?                   Im ... 
Seit wann?                           Als... 
Ab wann?                           Mit ... Jahren 
                                   Von ... bis... 
                                   Seit... 
                                   Ab... 
                                   Zuerst ..., dann ... 
IÜ1, IÜ2, IÜ3 
Hörverstehen 
Wie war es in Deutschland 
Vorentlastung 
Was wissen Sie von Heidelberg, Hannover, München, Berlin und Hamburg? 
HÜ1, HÜ2, HÜ3 
Leseverstehen 
München – Stadt an der Isar 
fühlen + sich 
Ich fühle mich hier wie zu Hause. 
Er fühlt sich nicht wohl. 
eintreten 
Mit 20 Jahren ist sie in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eingetreten. 
entwickeln + sich 
Die Stadt hat sich schnell entwickelt. 
nach wie 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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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ist nach wie vor die größte Stadt Chinas. 
Grammatik: Relativsatz 
Relativpronomen 
 m n f Pl. 
N der das die die 
G dessen dessen deren deren 
D dem dem der denen 
A den das die die 
Beispiele: 
Goethe, der „Faust“ geschrieben hat, war ein großer Dichter. 
Die Studentin, deren Arbeit ich sehr gut finde, spricht gut Deutsch. 
Das Kind, dem ich oft Geschichten erzähle, ist 6 Jahre alt. 
Die Studenten, die wir heute getroffen haben, lernen gut Deutsch. 
注： 
1）关系从句由关系代词引导。关系代词的性和数与它所限定的名词一致，格取决于它在从句

中的句法地位。 
2）关系代词在从句中如受介词支配，介词位于其前面。 
Der Freund, mit dem ich eine Reise in China gemacht habe, kommt aus Bonn. 
Relativsatz mit „wo“ 
Er fährt morgen nach Berlin, wo er früher gearbeitet hat. 
In München, wo man viel Bier trinkt, findet jedes Jahr das Oktoberfest statt. 
由 wo引导的关系从句说明地点，一般用于国家或城市等专有名词后。 
Woche 11 Zwischenprüfung 
学习目标： 
1. 了解德国的主要城市和人物的相关内容。 
2. 掌握是由“der, das, die und wo”引导的关系从句。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6：Computer und Internet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电脑和互联网。主课文“我是这样开始的”通过一位德国老人叙述他初学电脑的

经历，反映了电脑和互联网已经与我们日常生活悉悉相关的主题，向我们展现了一幅亲切生动的日

常生活场景。在听力课文“电脑带给我乐趣”里，通过记者和十六岁的马尔库斯之间的谈话，可以了
解到这个青年人用电脑做些什么、上机多长时间、他未来的打算等。阅读课文由四个小广告组成。

这些电子方面的产品或服务都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主课文、听力课文和阅读课文均紧紧围

绕电脑和互联网这一主题，引入常用的相关语言材料，使学生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够掌握这些当今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词汇和表达方法。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对物体进行描述。本单元的

语法知识点是被动态（I）。 
Woche 12 
Einführung 
Frage: Was kann man mit dem Computer machen? 
Antworten: eine Arbeit schreiben, E-Mails schicken, Nachrichten lesen, Bilder zeichnen, den Text 

bearbeiten, im Internet surfen, Leute im Internet kennen lernen usw. 
Text: So habe ich angefangen 
interessieren + A/ sich + fü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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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meistens interessiere mich alte Briefmarken. 
Mein Bruder interessiert sich für Musik. 
treffen + A/ sich + mit 
Ich habe sie beim Einkaufen getroffen. 
Er trifft sich mit seiner Freundin um 6 Uhr im Park. 
TÜ1—TÜ5 
GÜ1—GÜ8 
Woche 13 
Intention: sachlich erklären 
Redemittel 
Was für ein Gerät ist das? 
Was für eine Maschine ist das? 
Was ist das? 
Was macht man mit ...? 
Können Sie mir mal erklären, was das ist? 
Kannst du mir sagen, was... 
Das ist ein Gerät, mit dem... 
Das ist eine Maschine, mit der.... 
Das ist ein Apparat, mit dem... 
Man kann damit... 
IÜ1, IÜ2, IÜ3, IÜ4 
Hörverstehen 
Der Computer macht mir Spaß 
Fragen 
Wer ist die Hauptrolle? 
Worüber sprechen die Frau und der Junge 
Was macht der Junge mit dem Computer? 
HÜ1, HÜ2, HÜ3, HÜ4 
Leseverstehen 
Willkommen in der digitalen Welt 
bieten (+D) + A 
Der Urlaub bot ihn endlich die Gelegenheit, bei seiner Familie zu sein. 
kriegen + A 
Hat die Polizei den Einbrecher gekriegt? 
LÜ1, LÜ2 
Grammatik 
Passiv (I) 
1. Bildung 
A. 被动态的现在时： 
Der Lehrer fragt den Studenten. – Der Student wird gefragt. 
B. 被动态的过去时： 
Der Lehrer fragte die Studenten. – Die Studenten wurden gefragt. 
C. 被动态的现在完成时 
Der Lehrer hat mich gefragt. – Ich bin gefragt worden. 
D. 被动态的过去完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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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Lehrer hatte die Schüler gefragt. – Die Schüler waren gefragt worden. 
E. 被动态的将来时 
Der Lehrer wird dich fragen. – Du wirst gefragt werden. 
F. 带情态动词的被动态 
Er muss seinen Freund fragen. – Sein Freund muss gefragt werden. 
G. 带情态助动词的被动态（过去时） 
Wir könnten den Lehrer verstehen. – Der Lehrer konnte verstanden werden. 
2. Gebrauch 
A. 被动句强调动作或行为，主语是动作或行为的承受者。原来主动句中的第四格宾语在被动

句中变为主语。 
Der Lehrer fragt den Studenten. – Der Student wird gefragt. 
B. 在被动态的句子中如需表明动作的发出者，由介词 von 带出（多用于人）；表示动作的原

由或起因，由介词 durch带出（多用于物）。 
Der Lehrer fragt den Studenten. – Der Student wird von dem Lehrer gefragt. 
Die modernen Maschinen haben die Produktion erhöht. – Die Produktion ist durch die modernen 

Maschinen erhöht worden. 
学习目标： 
1. 了解电脑和互联网这个主题的相关内容。 
2. 掌握被动态（I）的用法及如何对物体进行描述。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7：Beruf und Arbeit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主题是职业与工作。通过主课文“您对本职工作满意吗？”，听力课文“年轻人及其职业

愿望”和阅读课文“理想的职业是不多的”来体现这一主题。在主课文中，四个不同职业的德国人谈
了各自对职业的满意程度，并陈述了理由。听力课文介绍了德国某电台为了了解目前德国年轻人的

职业愿望，特意邀请了四个中学生来到电台，对他们进行了采访，询问他们以后想从事的职业。每

个学生都有自己较为明确的想法，并说明了为何选择这一职业的理由。阅读课文是一篇篇幅不长的

短文，描述了来自德国农村的女孩尼库拉在城里找工作的艰辛，找到工作后工作地点与住处相距较

远，两地来回奔波的疲惫及不能和城里女孩融洽相处的困惑。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表达相反意见。

本单元的语法点较为简单，介绍了让步从句 obwohl 和三个不定式结构 haben ... zu, sein... zu, 
scheinen ... zu的用法。 

Woche 14 
Einführung 
Wer macht was? 
Krankenschwester          die Reisegruppe begleiten 
Kaufmann                Autos reparieren 
Kfz-Mechaniker           Geschäfte machen 
Reiseleiterin              den Kranken Spritzen geben 
Text: Sind Sie mit Ihrem Beruf zufrieden? 
Wortschatz 
zufrieden + mit 
Der Lehrer ist zufrieden mit den Hausaufgaben der Studenten. 
übernehmen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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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hat die Fabrik seines Vaters übernommen. 
Lust haben + zu 
Hast du Lust dazu? 
das Abitur machen 
Wenn man studieren will, muss man zuerst das Abitur machen. 
auskommen + mit 
Er kommt mit seinen Kollegen gut aus. 
darüber hinaus 
Er verdient sehr viel, darüber hinaus kann er auch viel Reisen. 
TÜ1—TÜ5 
GÜ1—GÜ7 
Woche 15 
Intention: 
Widersprüche ausdrücken 
Wichtige Redemittel 
obwohl ... 
..., trotzdem... 
Trotz... 
..., aber... 
...zwar ..., aber 
..., dennoch... 
..., allerdings ... 
IÜ1, IÜ2, IÜ3 
Hörtext: Jugendliche und Ihre Berufswünsche 
Vorentlastung 
Welche Fragen würden Sie stellen, wenn Sie Jugendliche über Ihre Berufswünsche interviewen? 
HÜ1, HÜ2, HÜ3, HÜ4 
Lesetext: Traumberuf sind ganz selten 
beginnen + (mit) 
Wie kann ich mit meinem Studium in Deutschland beginnen? 
empfinden + A + als 
Die Kollegen empfinden ihn als unhöflich. 
abbrechen + A 
Immer mehr Studenten haben ihr Studium abgebrochen. 
entfernt + von 
Das Rathaus ist 10km von der Universität entfernt. 
LÜ1, LÜ2, LÜ3 
Grammatik 
1. Konzessivsatz mit „obwohl“ 
由 obwohl (尽管，虽然)引导让步从句。 
Beispiel: 
Er geht noch zur Arbeit, obwohl er Kopfschmerzen hat. 
Obwohl er Kopfschmerzen hat, geht er noch zur Arbeit. 
Er hat Kopfschmerzen, trotzdem geht er zur Arbeit. 
Obwohl Tobias schon über zwei Monate eine Stelle gesucht hat, hat er noch keine gefunden. 
2. Infinitivkonstruktionen mit „haben ... zu“ und „sein...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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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en + zu 和 sein + zu结构通常表示必要性或可能性。haben + zu具有主动意义。 sein + zu则
具有被动意义。相当于带有情态动词 müssen, sollen或 können的主动句和被动句，其确切意思应视
上、下文而定。 

haben + zu 
Beispiele: 
A: Warum kommt er nicht? 
B: Sein Kind ist krank. Er hat es ins Krankenhaus zu bringen. 
(Er muss sein krankes Kind ins Krankenhaus bringen.) 
A: Warum seid ihr noch im Büro? 
B: Wir haben noch einen Brief zu übersetzen. 
(Wir sollen noch einen Brief übersetzen.) 
sein + zu 
Beispiele: 
Vor dem Verlassen des Büros ist das Licht auszumachen. 
(Vor dem Verlassen des Büros muss das Licht ausgemacht werden.) 
Der Satz war nicht zu verstehen. 
(Der Satz konnte nicht verstanden werden.) 
3. Infinitivkonstruktion mit „scheinen ... zu“ 
scheinen + zu构成复合谓语，其含义为“似乎”，“好像”。 
Beispiele: 
Er sieht blass aus. Er scheint krank zu sein. 
Im Zimmer ist es dunkel. Sie scheint noch nicht nach Hause gekommen zu sein. 
学习目标： 
1. 了解职业和工作这个主题的相关内容。 
2. 掌握让步从句 obwohl和三个不定式结构 haben ... zu, sein... zu, scheinen ... zu的用法。 学

会表达相反的意见。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Woche 16 综合复习答疑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Lektion 1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2 Lektion 1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3 Lektion 2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4 Lektion 2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5 Lektion 3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6 Lektion 3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7 Lektion 4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8 Lektion 4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9 Lektion 5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10 Lektion 5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11 期中考试 4 重点考查前 4课的主要内容 
12 Lektion 6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13 Lektion 6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14 Lektion 7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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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Lektion 7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16 综合复习，答疑 4 语法和词汇总结以后三课为主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德语（一） 
后续课程：德语（三），德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语言知识的传授和语言技能的训练。 
难点： 如何将语言学习和社会文化知识相结合。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情景教学法。 
2) 语法翻译教学法 
教学手段： 
1) 直观教学手段，师生互动性交流。 
2) 电化教学手段。课件展示包括：文化背景、语言阐释等。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桌椅可活动。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视实际情况具体操作。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试卷考核的语言能力层次分为识记、理解、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平时和期

末考核的内容和考点既重视语言基本功（如动词造句等），也强调综合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如不

同形式的阅读理解题），因此各题型的评分标准也不相同。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

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
测情况；期中考试占 2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单元结束均会布置相应的口笔头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师会自主编选符合每个单元的阅读以及练习材料；结合本校实践

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初级语法训练资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新编大学德语》第 2册 
编著者：朱建华 尚祥华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1） 刘芳本、叶本度：《莱茵浪花—德国社会面面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年 4 月

第一版 
2） 王露阳、贺艳玲、印芝红：《走进德国—历史文化》、《走进德国—社会经济》、《走进德国

—多元化观念》，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 8月第一版 
执笔：霍颖楠。审稿： XX  。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制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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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一）（第二外语） 
Japanese I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课程号：30800041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本课程的学习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语音阶段，注重发音准确，文字书写正确。 
第二阶段为句型练习结合会话练习，在牢固掌握句型的同时，设定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各

样的场面进行会话练习。并结合听力练习掌握正确的发音和音调。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上述两阶段的学习，最终达到能够初步掌握日语的简单句型，为进一步

学习日语（二）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发音、书写文字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五十音图 
1． 清音的发音及书写（平假名与片假名） 
平仮名 
あ い う え お 

  か き く け こ 
  さ し す せ そ 
  た ち つ て と 
  な に ぬ ね の 

片仮名 
  ア イ ウ エ オ 
  カ キ ク ケ コ 
  サ シ ス セ ソ 
  タ チ ツ テ ト 
  ナ ニ ヌ ネ ノ 

2． 浊音、半浊音的发音及书写 
が ぎ ぐ げ ご 

  ざ じ ず ぜ ぞ 
  だ ぢ づ で ど 

ガ ギ グ ゲ ゴ 
  ザ ジ ズ ゼ ゾ 
  ダ ヂ ヅ デ ド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文字、五十音图的清音（前半）以及浊音、半浊音（前半）的发音及书写。 
2．掌握日语清音、浊音、半浊音的发音及书写。 
作业：记住所学清音和浊音的发音及书写。 

知识单元 2：发音、书写文字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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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音的发音及书写（平假名与片假名） 
平仮名 
は ひ ふ へ ほ 

  ま み む め も 
  や い ゆ え よ 
  ら り る れ ろ 
  わ い う え を 

片仮名 
ハ ヒ フ ヘ ホ 
マ ミ ム メ モ 

  ヤ イ ユ エ ヨ 
  ラ リ ル レ ロ 

ワ イ ウ エ ヲ 
2． 浊音、半浊音的发音及书写 

  ば び ぶ べ ぼ 
  ぱ ぴ ぷ ぺ ぽ 
  バ ビ ブ ベ ボ 

パ ピ プ ペ ポ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文字、五十音图的清音（后半）以及浊音、半浊音（后半）的发音及书写。 
2．掌握日语清音、浊音、半浊音的发音及书写。 
作业：记住所学清音和浊音的发音及书写。 

知识单元 3：发音、书写文字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拨音、促音、长音 
んー “M” さんぽ しんぶん しんまい 
“N” はんとう もんだい ほんらい しんねん 
“NG” へんか れんあい ばん 
 っー おと おっと 
    さか さっか 
    くし くっし 
       さっか サッカー 
  長音― いえ  いいえ 
     くろ  くうろ 
     とり  とおり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拨音、促音、长音。 
2．掌握日语拨音、促音、长音的发音及书写。 
作业：记住所学拨音、促音、长音的发音及书写。 

知识单元 4：发音、书写文字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拗音、拗长音、拗拨音、拗促音以及日语口语中的语音变化及外来语的发音 
1   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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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きゃ きゅ きょ 
   しゃ しゅ しょ 
   ちゃ ちゅ ちょ 
   にゃ にゅ にょ 
   ひゃ ひゅ ひょ 
   みゃ みゅ みょ 
   りゃ りゅ りょ 
    
   ぎゃ ぎゅ ぎょ 
   じゃ じゅ じょ 
   ぢゃ ぢゅ ぢょ 
   びゃ びゅ びょ 
   ぴゃ ぴゅ ぴょ 
2  拗长音、拗拨音、拗促音 
  きゃあ きゅう きょう 
  きゃん きゅん きょん 
例： やきゅう ぎゅうにゅう きょうさんとう 
   しょうりゃく  りょうど  ちゅうかじんみんきょうわこく 
   しゅっせき  ちょっと シャッター しゅんかん じゅんび 
3  元音无声化 
例：きく ひかり ちから つき くさ ふたつ  
4  外来语 
例：ラジオ ナイフ スタート オ－バー ガラス パン ピアノ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拗音、拗长音、拗拨音、拗促音以及日语口语中的语音变化及外来语的发音及

书写。 
2．掌握日语拗音、拗长音、拗拨音、拗促音以及日语口语中的语音变化及外来语的发音及书

写。 
作业：记住所学拗音、拗长音、拗拨音、拗促音以及日语口语中的语音变化及外来语的发音及

书写。 
知识单元 5：第一课 李さんは中国人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 は 名 です 
*助詞 ～は 
*助詞 ～です 
*助詞 名＋の＋名 
   私は王です。 
李さんは中国人です。 
  わたしは日本人です。 
2．名 は 名 ではありません 
*助詞 ではありません 
*～さん  王さん・田中さん 
森さんは学生ではあり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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わたしは日本人ではありません。 
わたしは田中じゃありません。 
3．名 は 名 ですか 
*助詞 ～ですか 
* はい、～ 
いいえ、～ 
あなたは小野さんですか。 
―はい、小野です。 
ギムさんは中国人ですか。 
―いいえ、中国人ではありません。 
森さんは学生ですか。 
―はい、そうです。 
―いいえ、ちがいます。 
4． 名 の 名 
李さんは JC企画の社員です。 
北京旅行社は中国の企業です。 
デュボンさんは大学の先生です。 
表現・語彙 
1．人称 
 ① わたし あなた あの人 
   わたしは李です。 
   あの人は森さんですか。 
 ② ～さん 
2．省略① （第一、第二人称主語の省略）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名词句句型 名 は 名 です 
名 は 名 ではありません 
名 は 名 ですか 
       名 の 名 
2．掌握第一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一课 

知识单元 6：第二课 これは本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これ／それ／あれ は 名です 
「これ、それ、あれ」の使い分け 
これは本です。 
それはかばんです。 
あれはテレビです。 
2．誰ですか／何ですか 
  それは何ですか。 
  あの人は誰ですか。 
  スミスさんはどなたですか。 
3．名 の 名（所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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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の鍵 
  田中さんの車 
4．この／その／あの 名 は 名 です 
「この、その、あの」と「これ、それ、あれ」の使い分け 
この本はわたしのです。 
その自動車は森さんのです。 
あのノートは誰のですか。 
5．どれ／どの 名 
  森さんのかばんはどれですか。 
  長嶋さんの傘はどれですか。 
  小野さんの机はどの机ですか。 
6．100以下の数字 
表現・語彙 
 1．方（敬語①） 
  あの方は田中さんです。 
 2．年齢の聞き方（敬語②） 
  おいくつですか。 
 3．どうぞ 
  これは中国の名産品です。どうぞ。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はい」と「ええ」 
 5．親族の言い方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名词句句型  これ／それ／あれ は 名です 
誰ですか／何ですか 
名 の 名（所属）    
この／その／あの 名 は 名 です 
どれ／どの 名 
100以下の数字 
2．掌握第二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二课 

知识单元 7：第三课 ここはデパート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ここ／そこ／あそこ は 名 です 
*ここ、そこ、あそこ 
ここはデパートです。 
そこは図書館です。 
あそこは入り口です。 
2．名 は 名（場所）です 
食堂はデパートの七階です。 
トイレはここです。 
小野さんは事務所です。 
3．名 は どこ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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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 
―あちらです。 
あなたのかばんはどこですか。 
―わたしのかばんはここです。 
4． 名も 名です 
ここは JC企画のビルです。 
    あそこも JC企画のビルです。 
    李さんは中国人です。 
    張さんも中国人です。 
    あなたも中国人ですか。 
5．名 は 名 ですか、名 ですか 
かばん売り場は１階ですか、二階ですか。 
今日は水曜日ですか、木曜日ですか。 
林さんは韓国人ですか、日本人ですか。 
―日本人です。 
6．名 はいくらですか 
   これはいくらですか。 
   その服はいくらですか。 
7．100以上の数字 
表現・語彙 
1．一階 
2．省略②（述語の省略） 
  マンションの隣は？ 
3．敬語③ 
  ① こちら／そちら／あちら／どちら 
    受付はどこですか。 
     －あそこです。 
    受付はどちらですか。 
     －あちらです。 
  ② お国はどちらですか。 
    会社はどちらですか。 
    －１ 上海です。 
    －2 JC企画です。 
4. 略語 
 パソコン／コンビニ／デジカメ 
5. あのう（話しかけ） 
   あのう、課長・・・・ 
   －何ですか。 
6. ～ですか（確認） 
  あのう、東京の地図はどこですか。 
  －地図ですか（↗）。そちらです。 
  それはパソコンです。 
  －パソコンですか（↘）。 
7. 英文字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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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日语的名词句句型  ここ／そこ／あそこ は 名 です 
名 は 名（場所）です 
名 は どこですか    
名も 名です 
名 は 名 ですか、名 ですか 
名 はいくらですか 
100以上の数字 
2．掌握第三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三课 

知识单元 8：第四课 部屋に机といすがあり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あります」と「います」 
① 名（場所）に名（物／人）があります／います 
部屋に机があります。 
ここに本があります。 
庭に何がありますか。 
部屋に猫がいます。 
公園に子供がいます。 
あそこにだれがいますか。 
② 名（物／人）は名（場所）にあります／います 
  いすは部屋にあります。 
  本はここにあります。 
  図書館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か。 
  吉田さんは庭にいます。 
  子供は公園にいます。 
  犬はどこにいますか。 
  小野さんの家はどこですか。 
  小野さんの家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か。 
  林さんはどこですか。 
  林さんはどこにいますか。 
2.名 と 名 (並列) 
時計と眼鏡 
ビールとウィスキー 
居間にテレビとビデオがあります。 
3.上／下／前／後ろ／隣／中／外 
  机の上に猫がいます。 
  会社の隣に花屋があります。 
  猫は箱の中にいます。 
  売店は駅の外にあります。 
4.ね（確認） 
 あそこに犬がいますね。 
 この新聞は林さんのです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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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駅の前に銀行がありますね。 
5.疑問詞＋も＋動（否定） 
教室に誰もいません。 
冷蔵庫に何もありません。 
表現・語彙 
1. 「上」の示す範囲 
  ○壁にスイッチがあります。 
  ×壁の上にスイッチがあります。  
2．ええと 
 小野さん、会社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か。 
 －ええと、ここです。 
3．「ご家族」「ご兄弟」「ご両親」（敬語④）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あります」と「います」 
                     ① 名（場所）に名（物／人）があります／います 
                     ② 名（物／人）は名（場所）にあります／います  
                          名 と 名 (並列) 
                          上／下／前／後ろ／隣／中／外 
                          ね（確認） 
                          疑問詞＋も＋動（否定） 
2．掌握第四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四课 

知识单元 9：第五课 森さんは 7時に起き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今 ～時～分です 
今 4時です。 
今 何時ですか。 
―８時 30分です。 
時刻・曜日・その他の時間の表し方を導入 
2．動 ます／動 ません 
動 ました／ 動 ませんでした 
森さんは 7時に起きます。 
田中さんは今日働きません。 
森さんは先週休みました。 
わたしは昨日働きませんでした。 
田中さんは明日働きますか。 
李さんは先週休みましたか。 
3． 名（時間）に 動 
  李さんは 7時にい起きます。 
  学校は 8時半に始まります。 
  わたしは明日休みます。 
4.   名（時間）から名（時間）まで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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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わたしは 9時から 5時まで働きます。 
  森さんは月曜日から水曜日まで休みました。 
  わたしは 9時から働きます。 
  森さんは 2時まで勉強します。 
5．いつ 動 ますか 
  試験はいつ始まりますか。 
  仕事は何時に終わりますか。 
  展覧会はいつから始まりますか。 
  張さんは何曜日まで休みますか。 
  －火曜日までです。 
6．は（対比） 
  小野さんは今日は休みます。 
  森さんは毎朝何時に起きますか。 
  －いつもは 7時ごろです。 
表現・語彙 
1．人称 （職場で） 
  遅刻ですね。 
  －すみません、課長。 
  課長さん、お宅はどちらですか。 
  －神戸です。 
2．「～です」の使い方 
  北京支社は何時に始まりますか。 
  －8時で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今 ～時～分です 
                         動 ます／動 ません 
                       動 ました／ 動 ませんでした 
                          名（時間）に 動 
名（時間）から名（時間）まで 動 
                          いつ 動 ますか 
                          は（対比） 
2．掌握第五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五课 

知识单元 10 ：第六课 吉田さんは来月中国へ行き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場所）へ 動 
吉田さんは来月中国へ行きます。 
森さんは日本へ帰ります。 
李さんはどこへ行きましたか。 
2．名（場所）から 動 
李さんは先月北京から来ました。 
あの方はどこから来ましたか。 
3．名（人）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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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野さんは友達と帰りました。 
李さんはだれと日本へ来ましたか。 
4．名（交通機関）で 動 
 上海まで飛行機で行きます。 
 わたしはバスで家へ帰ります。 
 李さんは歩いてアパートへ帰りました。 
 京都へなんで来ましたか。 
5. 名（場所）から 名（場所）まで 動 
森さんは東京から広島まで新幹線で行きます。 
李さんは駅からアパートまで歩いて帰りました。 
6．「に／で／へ／から／まで／と」＋は 
わたしの部屋には電話がありません。 
韓国へは行きました。中国へは行きませんでした。 
7．暦 
表現・語彙 
1．「～です」の使い方② 
2．「家」と「うち」 
  わたしの家はここです。 
  スミスさんの家にはプールがあります。 
  うちには子供がいません。 
3．まっすぐ帰ります。 
4．「それ」の用法 
 毎日夜 11時まで働きます。 
 －それは大変ですね。 
5．お疲れさまでした。 
6．月の言い方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名（場所）へ 動 
名（場所）から 動 
                    名（人）と 動 
名（交通機関）で 動 
名（場所）から 名（場所）まで 動 
「に／で／へ／から／まで／と」＋は 
2．掌握第六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六课 

知识单元 11 ：第七课 李さんは毎日コーヒーを飲み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 を 動 
李さんは毎日コーヒーを飲みます。 
わたしは毎日ジョギングをします。 
わたしは新聞を読みません。 
李さんは毎朝何を食べますか。 
2．名（場所）で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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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さんは図書館で勉強します。 
わたしはコンビニでお弁当を買います。 
今日どこで新聞を読みましたか。 
3．名 か 名 
わたしは毎朝パンかお粥を食べます。 
休みは何曜日ですか。 
―休みは月曜日か火曜日です。 
4．名 をください 
コーラとケーキをください。 
申込書をください。 
この本をください。 
表現・語彙 
1．「なん」と「なに」 
2．そうですか 
いつもそば屋で昼ご飯を食べます。 
－そうですか（↘）。 
3．そうですね① 
李さん、今日はそば屋へ行きますか。 
－そうですね。 
4．じゃあ 
5. あいさつ 
① 失礼します 
② いってらっしゃい 
いってまいります／いってきます 
③ ただいま 
お帰りなさい 
④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6．すみません（話しかけ②）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名 を 動 
名（場所）で 動 
名 か 名 
名 をください 
2．掌握第七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七课 

知识单元 12 ：第八课 李さんは日本語で手紙を書き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工具）で 動 
李さんは日本語で手紙を書きます。 
手紙を速達で送りました。 
新聞紙で紙飛行機を作りました。 
何でうどんを作りま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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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 1（人） は 名 2（人） に 名 3（物）を あげます 
わたしは小野さんにお土産をあげます。 
小野さんは森さんにチョコレートをあげました。 
弟は小野さんに花をあげました。 
母は長嶋さんにワインをあげました。 
3．名 1（人） は 名 2（人） に 名 3（物）を もらいます 
わたしは小野さんに辞書をもらいました。 
わたしは長嶋さんから写真をもらいました。 
森さんは長嶋さんにパンフレットをもらいました。 
母は小野さんにハンカチをもらいました。 
弟は長島さんから本をもらいました。 
4．名（人）に会います 
李さんは明日長島さんに会います。 
わたしは駅で森さんに会いました。 
5．よ（注意する） 
すみません、李さんはいますか。 
――もう帰りましたよ。 
6．もう 
昼ごはんを食べましたか。 
――ええ、もう食べました。 
表現・語彙 
1．～からもらいます 
父は会社から記念品をもらいました。 
2．「あげます」の使い方 
李さん、これどうぞ。 
－わあ、どうも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さっき」と「たった今」 
李さんはたった今帰りましたよ。 
4．電話／ファックス／メールをもらいます 
5．～件 
6．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①） 
すみません、田中さんをお願いします。 
これ、お願いします。 
7．分かりました 
もう一度ファックスをお願いします。 
－分かりました。 
8．ファックスもメールも 
9.前に（時間） 
前に田中さんにメールをもらいました。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名（工具）で 動 
名 1（人） は 名 2（人） に 名 3（物）を あげます 
名 1（人） は 名 2（人） に 名 3（物）を もらいます 
名（人）に会います 
よ（注意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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もう 
2．掌握第八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八课 

知识单元 13 ：第九课 四川料理は辛い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 は 一類形 です 
四川料理は辛いです。 
あのスープは冷たいです。 
このお茶は熱いです。 
2．一類形の述語に当たる場合の否定形 
このスープはあまり熱くないです。 
今日は寒くないです。 
この本は高くありません。 
注意点：いいですーよくないです／よくありません 
3．一類形の述語に当たる場合の過去形 
旅行はとても楽しかったです。 
昨日は寒くなかったです。 
昨日は寒く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4．一類形＋名 
広い国   青い海 
注意点：×おいしいの料理 
5．を→は 
この本は李さんにもらいました。 
わたしはコーヒーは飲みません。 
×わたしはコーヒーをは飲みません。 
6．あまり 一類形／動（否定）   
このスープはあまり熱くないです。 
試験はあまり難しく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7．程度を表す副詞① 
  とても／たいへん〉少し／ちょっと〉あまり～ません〉全然～ません 
  この料理はとてもおいしいです。 
  このスープは少し辛いです。 
  試験は全然難しく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8．常用の一類形容詞 
表現・語彙 
1．「多い」と「少ない」 
単独で名詞を修飾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公園にたくさんの人がいます。 
×公園に多い人がいます。 
2．～用 
子供用 女性用  お客様用 ワイン用のグラス 
3．熱くないですか。(否定の疑問文) 
－はい、熱くない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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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いえ、熱くないです。 
4．ちょうどいい 
この浴衣はちょうどいいです。 
李さん、熱くないですか。 
－いいえ、ちょうどいいです。 
5．味の表し方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名 は 一類形 です。 
                    一類形の述語に当たる場合の否定形 
                    一類形の述語に当たる場合の過去形 
                    一類形＋名 
を→は 
あまり 一類形／動（否定） 
程度を表す副詞① 
常用の一類形容詞 
2．掌握第九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九课 

知识单元 14 ：第十课 京都の紅葉は有名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 は 二類形です・でした 
京都の紅葉は有名です。 
この通りは静かです。 
この町はにぎやかでした。 
2．名 は 二類形 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この通りはにぎやかではありません。 
昨日は暇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3．名 は 二類形な 名です 
奈良は静かな町です。 
奈良はにぎやかな町ではありません。 
4．名 でした 
昨日は日曜日でした。 
おとといは休みでした。 
昨日は雨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おとといは曇り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5．どんな 名 
横浜はどんな町ですか。 
―とてもにぎやかな町です。 
張さんはどんな人ですか。 
―親切な人です。 
＊「何の」と「どんな」の区別 
6．どうですか 
この料理はどうですか。 
京都はどうでした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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お茶、どうです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7．「でも」と「そして」 
わたしの部屋は狭いです。でもきれいです。 
わたしの部屋は狭いです。そして汚いです。 
8．常用の二類形容詞 
表現・語彙 
1．きれいです 
きれいな服 
×きれい服 
2．おとといは雨でした。 
雪です。 
3.ところで（話題転換） 
ああ。そうですか。ところで、この美術館にはそんな作品がありますか。 
4．～中 
（場所）＋中（じゅう） 世界中 日本中 学校中 
（時間／期間）＋中（じゅう） 一日中 一晩中 一年中 
5．形容詞＋の 
このパソコンはいかがですか。 
―もう少し小さいのがいいです。 
簡単なの 便利なの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名 は 二類形です・でした 
                    名 は 二類形 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名 は 二類形な 名です 
                    名 でした 
どんな 名 
どうですか 
「でも」と「そして」 
常用の二類形容詞 
2．掌握第十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十课 

知识单元 15 ：第十一课 小野さんは歌が好き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 1 は 名 2 が 形 です 
小野さんは歌が好きです。 
王さんは肉が嫌いです。 
林さんは犬が怖いです。 
2．名 1 は 名 2 が 分かります／できます 
スミスさんは韓国語が分かります。 
わたしはコンピュータができません。 
小野さんは料理が上手です。 
3．名 や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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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田さんは時々中国や韓国へ行きます。 
森さんはサッカーや野球が好きです。 
わたしはお店で野菜や果物などを買いました。 
4．「～から」と「だから」（原因、理由） 
森さんはお酒が好きですから、毎日飲みます。 
寒いですから、窓を閉めます。 
窓を閉めます。寒いですから。 
キムさんは野菜が嫌いです。だから、あまり野菜を食べません。 
明日は休みです。ですから、子供と動物園へ行きます。       
5．頻度を表す副詞 
いつも よく ときどき たまに あまり～ません 全然～ません 
わたしはたまにコンサートへ行きます。 
李さんは時々映画を見ます。 
田中さんはあまり横浜へは行きません。 
6．どうしてですか 
ぼくは来月またここへ来ますよ。 
－どうしてですか。 
ここで友達の結婚式がありますから。 
表現・語彙 
1．ぼく（男性用語） 
2．ホテルで写真展があります 
 来週、金曜日の夜 7時から、ホテルでパーティーがあります。 
3．いかがですか 
コーヒーはいかがですか。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今は結構です。 
4．そうですね② 
日本の食べ物はどうですか。 
－そうですね・・・、とてもおいしいです。でも、ちょっと高いです。 
5．迷います 
たくさん料理がありますね。何を食べますか。 
－うーん、迷いますね。 
6．気に入りました 
気に入りましたか。 
－はい、とても。 
7．省略③（述語の重複を避けるための答え方） 
北京ダックはおいしいですね。 
－ええ、とても（おいしいで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名 1 は 名 2 が 形 です 
                    名 1 は 名 2 が 分かります／できます 
                    名 や 名 
                   「～から」と「だから」（原因、理由） 
頻度を表す副詞 
どうして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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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第十一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十一课 

知识单元 16 ：第十二课 李さんは森さんより若い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 1 は 名 2 より 形 です 
李さんは森さんより若いです。 
中国は日本より広いです。 
上海は北京よりにぎやかですか。 
2．名 1 より 名 2 のほうが 形 です 
日本より中国のほうが広いです。 
北京より東京のほうが暖かいです。 
大阪より東京のほうがにぎやかですか。 
3．名 1 は 名 2 ほど 一類形 くないです 
二類形 ではありません 
神戸は大阪ほどにぎやかではありません。 
神戸は大阪ほどにぎやかではありません。 
わたしの部屋は王さんの部屋ほどきれ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4．名 1 の中で 名 2 が 一番 形 です 
スポーツの中でサッカーがいちばん面白いです。 
日本料理の中で寿司がいちばんおいしいです。 
日本で一番高い山は富士山です。 
日本で一番寒い月は 2月です。 
5．名 1 と 名 2 とどちらが 形 ですか。 
日本語と英語とどちらが難しいですか。 
―日本語のほうが難しいです。 
コーヒーと紅茶とどっちが好きですか。 
―紅茶のほうが好きです。 
―どちらも好きです。 
6．どの 名 ／いつ／どれ／だれ／何が一番 形 ですか。 
この中でどの料理がいちばんおいしいですか。 
―この料理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 
季節の中でいつが一番好きですか。 
―わたしは春がいちばん好きです。 
リンゴとナシとバナナの中でどれが一番好きですか。 
果物の中で何が一番好きですか。 
 表現・語彙 
1．最近 
最近少し太りました。 
最近 10年間は元気でした。 
 注意点： ×最近北京へ行きます。(将来) 
2．～がいいです 
箱根のお土産は何がいいですか。 
－寄木細工がいい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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わたしは肉より魚のほうがいいです。 
3．やっぱり 
やっぱり雨が降りましたね。 
どのお茶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やっぱりウーロン茶です。 
4．～が・・・。（半分だけ話す場合） 
あのう、そこはわたしの席ですが・・・・。 
どちらがおいしいですか。 
－どちらもおいしいですよ。私はジャスミン茶が好きですが・・・。 
5．日本の主要地名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名 1 は 名 2 より 形 です 
                    名 1 より 名 2 のほうが 形 です 
名 1 は 名 2 ほど 一類形 くないです 
                二類形 ではありません 
                    名 1 の中で 名 2 が 一番 形 です 
                    名 1 と 名 2 とどちらが 形 ですか。 
どの 名 ／いつ／どれ／だれ／何が一番 形 ですか。 
2．掌握第十二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十二课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五十音图的清音以及浊音、半浊音的发音及书写

（前半部分） 
４ 语音、文字 

2 
五十音图的清音以及浊音、半浊音的发音及书写

（前半部分） 
４ 语音、文字 

3 拨音、促音、长音的发音及书写 ４ 语音、文字 

4 
拗音、拗长音、拗拨音、拗促音以及日语口语中的

语音变化及外来语的发音 
４ 语音、文字 

5 第一課 李さんは中国人です ４ 句型、词汇 

6 第二課 これは本です ４ 句型、词汇 

7 第三課 ここはデパートです ４ 句型、词汇 
8 第四課 部屋に机といすがあります ４ 句型、词汇 
9 第五課 森さんは 7時に起きます ４ 句型、词汇 

10 第六課 吉田さんは来月中国へ行きます ４ 句型、词汇 
11 第七課 李さんは毎日コーヒーを飲みます ４ 句型、词汇 
12 第八課 李さんは日本語で手紙を書きます ４ 句型、词汇 
13 第九課 四川料理は辛いです ４ 句型、词汇 
14 第十課 京都の紅葉は有名です ４ 句型、词汇 
15 第十一課 小野さんは歌が好きです ４ 句型、词汇 
16 第十二課 李さんは森さんより若いです ４ 句型、词汇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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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日语（二）、日语（三）、日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学习语音阶段：配合大量的典型单词与句子进行发音练习，并对日语单词、句子与外

来语的发音规律作简单总结。 
学习语法与句型阶段：结合教材教授基本的、使用频率高的日语句型、词汇、表现形式。 
难点：日语发音、句型、词汇的掌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语音、语法知识的教授采用教师主讲的教学方式。在单词、句型、表现形式的教授上采 
取师生互动式教学方式，设计生活场面、游戏等让学生尽可能使用日语。例如，初次见面 
时的 会话、商场购物、问路、指路等等。通过让学生观看介绍日本风光、风俗、日常生 
活的 VCD，学唱日语歌曲，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不仅在语言学习上获得收益，而且 
又可以多方面地了解日本，感受日本。 
教学手段：  
在教学中注重设定使用日语的场面和情形，培养学生从初级阶段开始用日语进行简单交流的意

识与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在会话的练习过程中，注意会话表现的简洁，

使用性高和日语表达自然等方面，提高会话的实际运用能力。 
重视日语学习初级阶段的听力培养，课堂上多使用日语，并结合课本进行听力练习。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标准日本语》初级、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4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标准日本语 初级同步练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8月 第 1版 

执笔：崔延花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1日 

 

日语（二）（第二外语） 
Japanese II  

课程号：30800042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在学习了日语（一）的基础上，继续学习日语（二）课程中的句型，进行

句型练习结合会话练习，在牢固掌握句型的同时，设定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场面进行会

话练习。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日语（二）的学习，达到能够掌握日语的简单句型，为进一步学习日语

（三）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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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第十三课 机の上に本が 3冊あり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数量) ＋ 動 
机の上に本が 3冊あります。 
本を二冊買いました。 
緑茶を 3杯飲みました。 
教室に学生が 4人います。 
ガレージに車が５台あります。 
引き出しに鉛筆が１０本あります。 
切手を何枚買いましたか。 
2．名（時間） ＋ 動 
李さんは毎日 7時間働きます。 
昼１時間休みます。 
森さんは９時間寝ます。 
3．名（時間） に 名（回数） ＋ 動 
李さんは 1週間に 2回プールへ行きます。 
この花は２年に一度咲きます。 
4．動詞のます形 
5．名（場所） へ 動 に 行きます／来ます 
午後郵便局へ荷物を出しに行きます。 
小野さんはプールへ泳ぎに行きます。 
李さんはわたしの家へ遊びに来ました。 
6．名（数量） ＋ で 
このケーキは 3個で 500円です。 
このケーキは１個２００円です。 
 表現・語彙 
１．数の数え方 
①数詞と量詞 
②週に２回 
③生ビールを３つ 
2．くらい／ぐらい 
ここから駅まで１キロメートルくらいです。 
このパソコンはいくらでしたか。 
－だいたい２０万円ぐらいです。 
3．どのぐ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家から会社までどのぐ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電車で 1時間ぐらいかかります。 
4．飲みに行きまます 
これから森さんと飲みに行きます。 
5．とりあえず 
とりあえず生ビールを３つお願いしま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名(数量) ＋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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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時間） ＋ 動 
名（時間） に 名（回数） ＋ 動 
動詞のます形 
名（場所） へ 動 に 行きます／来ます 
名（数量） ＋ で 
2．掌握第十三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十三课  

知识单元 2：第十四课 昨日デパートへ行って、買い物しました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動詞のて形 
2. 動 て 動 （相次いで発生①） 
昨日デパートへ行って、買い物しました。 
家へ帰って、宿題をします。 
図書館へ行って本を借りて、家へ帰ります。      
3．動 てから 動 （相次いで発生②） 
李さんは毎晩ラジオを聞いてから寝ます。 
昼ご飯を食べてから出かけます。 
家へ帰ってから、もう一度日本語の勉強をします。     
4．動 て ください 
ここに住所と名前を書いてください。 
この郵便を航空便で送ってください。 
5．名（場所） を 動 (経過)（離れる） 
李さんは毎朝 7時に家を出ます。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橋を渡ってください。 
李さんは毎朝 7時に家を出ます。 
わたしは来年大学を卒業します。 
 表現・語彙 
1．文の繋げ方 
図書館へ行って、勉強します。それから家へ帰って、手紙を書きます。 
2．買い物します（サ変動詞） 
3．駅前 駅の前 
4．なかなか（程度を表す副詞） 
李さんの日本語はなかなか上手ですね。 
小野さんの料理はなかなかおいしいです。 
5．～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 
後で写真も見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 
6．もう 
李さんもう会社を出ますか。 
7．すみませんが、～(話しかけ) 
すみませんが、この書類をコピーしてください。 
8．そうしてください 
速達で出しますか。 
－ええ、そうして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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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お金を下ろしま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動詞のて形 
動 て 動 （相次いで発生①） 
動 てから 動 （相次いで発生②） 
動 て ください 
名（場所） を 動 (経過)（離れる） 
2．掌握第十四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十四课 

知识单元 3：第十五课 小野さんは今新聞を読んでい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動 て います ① （動作中） 
小野さんは今新聞を読んでいます。 
森さんは今仕事をしています。 
太郎さんはコーヒーを飲んでいます。 
2．動 ても いいです 
家で仕事をしてもいいです。 
ここで写真を撮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いいですよ。 
3．動 ては いけません 
飛行機の中でタバコを吸ってはいけません。 
教室で物を食べてはいけません。 
この部屋に入ってはいけませんか。 
―はい、入ってはいけません。 
―いいえ、入ってもいいです。 
4．名（附着点）に 動 
日曜日、小野さんは公園でボートに乗りました。 
李さんは電車に乗りました。 
この椅子に座ってください。 
注意点： ×電車を乗ります。 
5．名（目的地） に 動 
李さんは病院に行きます。 
李さんは家に帰りました。 
＊ 「に」と「へ」の区別 
 表現・語彙 
1．許可時返事の仕方 
①肯定の場合 
 すみません、窓を開けてもいいですか。 
 ―ええ、どうぞ。 
 －ええ、いいですよ。 
②否定の場合 
すみません、窓を開けてもいいですか。 
－いえ、それはちょっと・・・。 



6380 

美術館の中で写真を撮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いいえ、いけません。 
2．ボートに乗ります 
3．もちろんです 
4．無理をしてはいけませんよ 
高い車を買いましたね。 
－ええ、ちょっと無理をしました。 
5．ゆっくり 
じゃあ、病院へ行ってから、ゆっくり休んでください。 
6．薬を出します 
7．お大事に 
8．電話のかけ方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動 て います ① （動作中） 
                 動 ても いいです 
                 動 ては いけません  
                 名（附着点）に 動 
名（目的地） に 動 
2．掌握第十五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十五课 

知识单元 4：第十六课 ホテルの部屋は広くて明るい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 一類形 て 一類形 （並列①） 
ホテルの部屋は広くて明るいです。 
この本は安くて、おもしろいです。 
このリンゴは大きくて、甘くて、おいしいです。 
軽くて暖かいコートを買いました。 
2． 二類形 で 二類形 （並列②） 
このコンピュータの操作は簡単で便利です。 
森さんは親切で優しいです。 
この公園は静かで広いです。 
3．名 1 で 名 2 （並列③） 
スミスさんは旅行会社の社員で、営業部の部長です。 
この機械は日中電気の製品で、中国製です。 
4．動 て います(結果状態) 
森さんは車を持っています。 
わたしは北京に住んでいます。 
田中さんを知っていますか。 
注意点：―いいえ、知りません。 
5．文 が 文 （逆接） 
3ヶ月パソコンを練習しましたが、まだ、あまりできません。 
このレストランはおいしいですが、ちょっと高いです。 
6．まだ＋ 動（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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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年ぐらい日本語を勉強しましたか。 
－2年勉強しました。でも、まだあまりできません。 
小野さんはもう結婚していますか。 
－いいえ、まだ結婚していません。 
 表現・語彙 
1．身体関連形容詞 
2．費用 
～費 会費 光熱費 交通費 食費 
～料 入場料 使用費 送料 手数料 
～代 電気代 水道代 タクシー代 食事代 
3．外来語と英文字 
4．あります(所有) 
わたしは車が２台あります。 
今、お金が全然ありません。 
森さんは弟が２人います。 
5．ちゃんと 
みなさん、机の上をちゃんと片付けてくださいね。 
－はい、先生、わかりました。 
6．ずいぶん 
李さんは、日本語がずいぶん上手ですね。 
そのかばん、ずいぶん大きいですね。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一類形 て 一類形 （並列①） 
                 二類形 で 二類形 （並列②） 
                 名 1 で 名 2 （並列③） 
                 動 て います(結果状態) 
                 文 が 文 （逆接） 
                 まだ＋ 動（否定） 
2．掌握第十六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十六课 

知识单元 5：第十七课 私は新しい洋服が欲しい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 が 欲しいです 
わたしは新しい洋服が欲しいです。 
（あなたは）何が欲しいですか。 
 ―新しいパソコンが欲しいです。 
2．名 を 動 たいです 
わたしは映画が見たいです。 
今日はお酒を飲みたくないです。 
（あなたは）何をしたいですか。 
―何もしたくありません。 
注意点：水を飲みたいです。 
    水が飲みたい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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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が欲しいです。 
誰に会いたいですか。 
－誰にも会いたくないです。 
どこへ行きたいですか。 
－どこへも行きたくないです。 
3．動 ませんか 
いっしょにお茶を飲みませんか。 
少し休みませんか。 
明日故宮へ行きませんか。 
4．動 ましょう 
ちょっと休みましょう。 
そろそろ行きましょう。 
一緒にお茶を飲みましょう。 
5．疑問詞＋でも 
李さん、何を食べたいですか。 
―何でもいいです。 
いつでも電話をしてください。 
だれでも分かります。 
注意点： 誰も分かりません。 
6．ね （話を和らげる） 
まず恋人が欲しいですね。 
日本料理で何が一番好きですか。 
－そうですね。やっぱりお寿司ですね。 
表現・語彙 
1．「欲しいです」と「飲みませんか」 
2．今年中に 
今日中  来週中 
3．ぜひ 
お汁粉？ぜひ食べたいです。 
今度ぜひ家へ遊びに来てください。 
4．初詣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名 が 欲しいです 
名 を 動 たいです 
   動 ませんか 
    動 ましょう  
    疑問詞＋でも 
    ね （話を和らげる） 
2．掌握第十七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十七课 

知识单元 6：第十八课 携帯電話はとても小さくなりました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一類形 な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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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帯電話はとても小さくなりました。 
だんだん暖かくなります。 
パソコンは安くなりました。 
2．一類形 します 
テレビの音を大きくします。 
ジュースを冷たくします。 
3．二類形／名 になります 
息子は医者になりました。 
もう元気になりました。 
来年社会人になります。 
4．二類形／名 にします 
部屋をきれいにしてください。 
会議室を禁煙にします。 
5．一類形／二類形 ほうがいいです。 
部屋は広いほうがいいです。 
旅行の荷物は軽いほうがいいです。 
子供は元気なほうがいいです。 
公園は静かなほうがいいです。 
6．自動詞と他動詞① 
窓が開きました。 
窓を開けました。 
タイムサービスが始まります。 
タイムサービスを始めます。 
 表現・語彙 
1．「声」と「音」 
子供の声がうるさいですね。 
テレビの音を大きくします。 
2．まとめて 
お正月は洋服が安くなりますから、まとめて買います。 
3．3割引き 
4．似合います 
赤いほうがいいですね。よく似合いますよ。 
5．「間もなく」と「もうすぐ」 
間もなくタイムサービスの時間です。 
もうすぐ 6時になります。 
6．「さらに」と「もっと」 
間もなくタイムサービスの時間です。さらにお安くします。 
今から７時までもっと安くなりま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一類形 なります 
一類形 します名 の 名（所属）    
二類形／名 になります 
二類形／名 にします 
一類形／二類形 ほうがいいです。 
自動詞と他動詞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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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第十八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十八课 

知识单元 7：第十九课 部屋のかぎを忘れないでください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動詞の ない形 
2．動 ないでください。 
部屋のかぎを忘れないでください。 
この部屋には入らないでください。 
無理を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3．動 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李さんは今日早く帰ら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この薬は毎日飲ま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すぐに書類を送らないといけません。 
4．動 なくてもいいです 
明日は残業しなくてもいいです。 
慌てなくてもいいですよ。 
靴を脱がなくてもいいですか。 
5．名１ が 名 2 です 
山田先生はどの方ですか。 
―山田先生はあの方です。 
―あの方が山田先生です。 
注意点：誰がいますか。   ×だれはいますか。 
    どこが痛いですか。 ×どこは痛いですか。 
    何が好きですか。  ×何は好きですか。 
 表現・語彙 
1．「～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と「～ないといけません」 
2．「初心者」「上級者」 
3．何度も 
何度も転びましたが、とても面白いです。 
のどが渇きましたから、水を何杯も飲みました。 
4．だいぶ（程度を表す副詞）  
昨日はだいぶお酒を飲みました。 
5．大丈夫です 
上級者のコースには入らないでください。 
－大丈夫です。心配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6．残業 
7．スキー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動詞の ない形 
動 ないでください。 
動 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動 なくてもいいです 
名１ が 名 2 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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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第十九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十九课 

知识单元 8：第二十课 スミスさんはピアノを弾くことができ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動詞の「基本形」 
2．名（人） は 動（基本形） ことができます 
スミスさんはピアノを弾くことができます。 
森さんは中華料理を作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か。 
―はい、できます。 
3． 名 は 動（基本形） ことです 
わたしの趣味は切手を集めることです。 
王さんの特技は胡弓を弾くことです。 
森さんの夢は外国で働くことです。 
小野さんは車を運転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小野さんは車の運転ができません。 
4．動（基本形） 前に、～ 
こちらへ来る前に、電話をかけてください。 
毎日寝る前にシャワーを浴びます。 
      名＋の＋前に 
会議の前に資料をコピーします。 
5．疑問詞 ＋ か 
部屋にだれかいますか。 
冬休み、どこかへ行きたいです。 
おなかがすきましたね。何か食べましょう。 
6．～よね 
手作りの餃子の皮はおいしいですよね。 
この傘は森さんのですよね。 
 表現・語彙 
1．写真を撮ることができます（可能と許可） 
日本では何歳から結婚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か。 
－女の人は 16歳から、男の人は 18歳からできます。 
寮の洗濯機は何時まで使うことができますか。 
－8時までです。それからは使う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2．みんなで 一人で 自分で 全員で 
みんなでギョーザを作ります。 
先月クラス全員でキャンプへ行きました。 
3．「趣味」と「興味」 
わたしの趣味は切手を集めることです。 
わたしは日本の書道に興味があります。 
4．ごちそうします 
わたしは時々家で李さんに日本料理をごちそうしま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動詞の「基本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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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 は 動（基本形） ことができます 
                  名 は 動（基本形） ことです  
                    名 と 名 (並列) 
                    動（基本形） 前に、～ 
                     疑問詞 ＋ か 
                     ～よね 
2．掌握第二十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二十课 

知识单元 9：第二十一课 わたしはすき焼きを食べ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動詞のた形 
2．動（た形） ことがあります 
わたしはすき焼きを食べ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北京へ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いいえ、一度も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せん。      
3．動（た形） 後で、～ 
李さんは会社が終わった後で、飲みに行きます。 
映画を見た後で、食事をしました。 
仕事の後で、映画を見ます。 
4．動（た形） ほうがいいです 
もっと野菜を食べたほうがいいですよ。 
そんなに慌てないほうがいいですよ。 
ホテルを予約したほうがいいですか。 
5．動ましょうか（提案） 
何か食べましょうか。 
荷物を持ちましょうか。 
―はい、お願いします。 
窓を閉めましょうか。 
―いいえ、閉めないでください。 
 表現・語彙 
1．そのほうがいいです 
ホテルを予約したほうがいいですか。 
－そうですね。連休ですから、そのほうがいいですね。 
2．連休 
3．何度か 
仕事の後で、何度か見に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4．9時過ぎ 
ゆうべ 10時過ぎに地震がありました。 
その泥棒は幾つぐらいでしたか。 
－そうですね・・・。30過ぎでした。 
5．歌舞伎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動詞の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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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た形） ことがあります  
                     動（た形） 後で、～ 
                   動（た形） ほうがいいです 
                      動ましょうか（提案） 
2．掌握第二十一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二十一课 

知识单元 10 ：第二十二课 森さんは毎晩テレビを見る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敬体・常体 
2．動詞の常体 
森さんは毎晩テレビを見る。 
コーヒーを飲む？ 
―ううん、飲まない。 
昨日テレビを見た？ 
―ううん、見なかった。 
3． 一類形容詞の述語形式における常体 
そのカレー、おいしい？ 
―ううん、あんまりおいしくないよ。 
昨日の試験、どうだった？ 
―ちょっと難しかった。 
4． 二類形容詞の述語形式における常体 
このネクタイ、派手？ 
－ううん、全然派手じゃないわ。 
森さんのアパート、静か？ 
－うん、静かだよ。 
5．名詞の述語形式における常体 
今日は曇りだ。 
明日は水曜日だね。 
―水曜日じゃないよ。木曜日だよ。 
昨日、スキー場は雪だった？ 
―ううん、雪じゃなかったよ。いい天気だった。 
6． 文 けど、文 （逆接・下地） 
昨日の試験、どうだった？ 
―ちょっと難しかったけど、まあまあできたよ。 
来週送別会をするけど、都合はどうかな？ 
 表現・語彙 
1．常体会話 
①敬体と常体 
お母さん、あのおもちゃが欲しい。 
昨日駅前で大きい火事があった。 
②常体疑問 
これ、日本製？ 
③「うん」と「うう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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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常体助詞 
１）かな 
今日李さんは来るかな。 
期間は 4年か 5年かな。 
2）の 
ああ、清水君、どうしたの？ 
寒いの？ 
⑤～って①（伝聞） 
太田、今度中国へ転勤だって。 
⑥省略④（常体文の省略） 
森さんの電話番号、知ってる？ 
2．「わ」と「よ」 
この携帯、とても便利よ。 
あのう、すみません。この靴、ちょっと大きいですわ。 
3．電話番号の読み方 
4．～方  
話し方 読み方 作り方 やり方 使い方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敬体・常体 
動詞の常体 
一類形容詞の述語形式における常体 
二類形容詞の述語形式における常体 
名詞の述語形式における常体 
文 けど、文 （逆接・下地） 
2．掌握第二十二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二十二课 

知识单元 11 ：第二十三课 休みの日、散歩したり買い物に行ったりし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動 たり 動 たり します 
小野さんは休みの日、散歩したり買い物に行ったりします。 
吉田さんは日曜日には何をしますか。 
―家の掃除をしたり洗濯をしたりします。 
2．一類形 かったり 一類形 かったりです 
  二類形 だったり 二類形 だったりです 
  名 だったり 名 だったりです 
飛行機のチケットは高かったり安かったりです。 
マンションの部屋は広かったり狭かったりです。 
この公園は時間によって静かだったりにぎやかだったりです。 
日本語の先生は中国人だったり日本人だったりです。 
3．文 ＋か 
① 文 ＋かどうか 
わたしは今年の夏、北京へ行くかどうか分かりません。 
わたしはこの料理が辛いかどうか知り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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わたしは今年の夏北京へ行くか行かないか分かりません。 
わたしはこの料理が辛いか辛くないか知りません。 
わたしはキムさんが中国人かどうか知りません。 
わたしはキムさんが中国人か中国人ではないか知りません。 
×わたしはキムさんが中国人だかどうか知りません。 
② 疑問文 ＋か 
かぎがどこにあるか教えてください。 
昨日何を食べたか忘れました。 
どの料理が辛いか知りません。 
この歌がだれの歌か知っていますか。 
 表現・語彙 
1．～によって 
飛行機のチケットは季節によって高かったり安かったりです。 
結婚式のやり方は国によって違います。 
この電車はいつも込みますか。 
－いえ、時間によります。 
2．高かったり安かったり、いろいろあります 
この店の料理は味が濃かったり薄かったり、毎回違います。 
通勤は電車だったり車だったり、日によって違いま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動 たり 動 たり します 
一類形 かったり 一類形 かったりです 
                二類形 だったり 二類形 だったりです 
名 だったり 名 だったりです 
文 ＋か 
① 文 ＋かどうか 
② 疑問文 ＋か 
2．掌握第二十三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二十三课 

知识单元 12 ：第二十四课 李さんはもうすぐ来ると思い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文（常体） と思います 
李さんはもうすぐ来ると思います。 
田中さんは来ないと思います。 
この本は面白いと思います。 
日本はきれいだと思います。 
明日はいい天気だと思います。 
馬さんは日本へ行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2．名（人） は 文（常体） と言いました 
陳さんはパーティーに行くと言いました。 
森さんは中国語の試験は難しかったと言いました。 
小野さんは李さんにちょっと休みたいと言いました。 
来週のハイキングに張さんも行きたいと言って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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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点：あそこは駅だと思います。 
×あそこは駅と思います。 
3．～のです／んです 
① ～のです／んです 
すみません、頭が痛いんです。 
タバコはやめたほうがいいですよ。 
―そうなんですが、やめ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んです。 
すごい人気ですね。 
―ええ、あの歌手は日本ではとても有名なんです。 
これ、京都のお土産なんです。どうぞ。 
② どうして ～のですか／んですか 
どうして食べないんですか。 
－もうおなかがいっぱいなんです。 
昨日どうして休んだんですか。 
－頭が痛かったんです。 
どうして遅刻したんですか。 
－寝坊したんです。 
4．文 が、文 （下地） 
東京タワーへ行きたいんですが、どうやって行きますか。 
李さんを探しているんですが、どこにいますか。 
 表現・語彙     
1．どうやって～（方法を聞く） 
東京タワーへ行きたいんですが、どうやって行きますか。 
どうして食べないんですか。 
2．～について 
日本の音楽についてどう思いますか。 
3．とうとう 
とうとうお別れですね。 
息子がとうとう大学を卒業しました。 
4．お別れのあいさつ 
①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②～によろしくお伝えください 
③お元気で お気をつけて 
5．出張中 
課長は出張中ですが、李さんによろしくと言っていましたよ。 
森さんに何度も電話をかけましたが、話し中でした。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文（常体） と思います 
名（人） は 文（常体） と言いました 
～のです／んです 
文 が、文 （下地） 
2．掌握第二十四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二十四课 
进入下册学习 

知识单元 13 ：第二十五課 これは明日会議で使う資料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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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 動（常体） ＋ 名 
  文（動詞常体） ＋ 名 
これは明日会議で使う資料です。 
あれは森さんが今夜泊まるホテルです。 
あれは倒産した会社です。 
注意点：名詞の前には敬体を使わない。 
    名詞の前に「の」をつけない。 
     
2．文（動詞常体） ＋ 名 は 名／形 です 
わたしが明日乗る飛行機は中国航空です。 
小野さんが作る料理はおいしいです。 
森さんが買った本はこれです。 
3．文（動詞常体） ＋ 名 を／に／から 動 ます 
中国で買った CDを友達に貸しました。 
中国へ転勤した友達に手紙を書きます。 
わたしが知らない人から手紙が来ました。 
注意点：修飾文の主語は「が」で表す。 
4．文（一類形／二類形／名） ＋ 名 
操作が簡単なパソコンが欲しいです。 
入り口の広いあの建物がわたしの会社です。 
数学が専門の先生が休みました。 
注意点：中国語とちがって「の」をつけない。 
表現・語彙 
1．～のところ 
あの窓のところにいる人はだれですか。 
李さん、すぐ課長のところへ行ってください。 
2．あれ（人をさす場合） 
あれは受付の戴さんですよ。 
これはうちの営業課の田中です。 
3．～でしたね（確認） 
日本と中国の時差は 1時間でしたね。 
－ええ、日本のほうが 1時間早いです。 
4．大きな 
あそこにある大きな白い建物は何ですか。 
小さなかばんが欲しいです。 
5．このあたり 
このあたりはよく渋滞します。 
6．位置を表す言葉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動（常体） ＋ 名 
               文（動詞常体） ＋ 名 
                    文（動詞常体） ＋ 名 は 名／形 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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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動詞常体） ＋ 名 を／に／から 動 ます 
                    文（一類形／二類形／名） ＋ 名 
2．掌握第二十五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二十五课 

知识单元 14 ：第二十六課 自転車に二人で乗るのは危ない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文（動詞常体）＋の＋は 形 です 
自転車に 2人で乗るのは危ないです。 
パソコンで表を作るのは楽しいです。 
李さんは絵をかくのが好きですね。 
―はい、色鉛筆でスケッチするのが大好きです。 
わたしは自転車に乗るのが下手です。 
絵をかくのは好きですか。 
―いいえ、絵をかくのは嫌いです。 
2．文（動詞常体）＋の＋を 動 
手紙を出すのを忘れました。 
森さんが発言するのを聞きました。 
林さんは掃除するのをやめました。 
注意点：「の」と「こと」の区別 
3．文（常体）でしょう（推測） 
明日の朝は大雨になるでしょう。 
森さんは知らないでしょう。 
この本の値段は分かりませんが、たぶん高いでしょう。 
今年はたぶん豊作だろう。 
4．文（常体）かもしれません 
森さんは今日会社を休むかもしれません。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を落としたかも知れません。 
来週は暇かもしれません。 
注意点：「～でしょう」と「～かもしれない」の区別 
 表現・語彙 
1．もしかしたら 
馬さんはまだ来ませんね。 
－もしかしたら、今日は来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よ。 
2．それで 
日本には握手の習慣がありません。 
それで、つい握手するのを忘れます。 
注意点：「だから」と「それで」 
すぐに会議が始まります。だから急いでください。 
3．つい 
バーゲン会場では、つい何でも買いたくなりま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文（動詞常体）＋の＋は 形 です 
                    文（動詞常体）＋の＋を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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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常体）でしょう（推測） 
                    文（常体）かもしれません 
2．掌握第二十六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二十六课 

知识单元 15 ：第二十七課 子供の時、大きな地震がありました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文（常体） ＋ 時 
子供の時、大きな地震がありました。 
映画を見る時、いつも一番後ろの席に座ります。 
日本へ行った時、たくさんお土産を買いました。 
忙しい時、家族みんなで仕事をします。 
暇な時、わたしは町で買い物をします。 
注意点：「の」 
2．動 ながら 
李さんはテレビを見ながら食事をしています。 
3．文（常体） でしょう？（確認） 
李さん、明日パーティーに行くでしょう？（↗） 
お母さん、私の日記、見たでしょう。（↘） 
4．動 ています 
洋子さんはアルバイトをしながら学校に通っています。 
わたしは毎日散歩しています。 
注意点：習慣について述べるときの「～ている」と「ます」 
5．名 で 
仕事で、楊さんと会っていたんですよ。 
6．名 と会います 
「～に会います」と「～と会います」 
 表現・語彙 
1．アルバイト 
2．学校に通っています 
田中さんは毎日スポーツセンターに通っています。 
田中さんは時々スポーツセンターに行きます。 
3．大勢 
今朝、公園を散歩している時、大勢の人が集まっているのを見ました。 
教室に学生が大勢います。 
4．お年寄り 
5．そういえば 
そういえば、小さい時、よく祖母といっしょに公園へ行きました。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文（常体） ＋ 時 
                    動 ながら 
                    文（常体） でしょう？（確認） 
                    動 ています 
名 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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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と会います 
2．掌握第二十七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二十七课 

知识单元 16 ：第二十八課 馬さんはわたしに地図をくれました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 1（人） は 名 2（人） に 名 3（物） をくれます 
馬さんはわたしに地図をくれました。 
小野さん、この本をわたしにくれますか。 
昨日、馬さんが妹に旅行のお土産をくれました。 
2．動 てあげます 
森さんはお年寄りの荷物を持ってあげました。 
おじいさんが孫に本を読んであげました。 
この本をあなたに貸してあげます。 
3．動 てもらいます 
森さんは李さんに北京を案内してもらいました。 
係の人に切符を交換してもらいました。 
4．動 てくれます 
女の人が私の財布を拾ってくれました。 
友達がおもしろい本を教えてくれました。 
森君、この手紙をコピーしてくれませんか。 
表現・語彙 
1．～てあげます 
李さん、わたしが持ってあげますよ。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 
先生、わたしが持ちましょうか。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 
2．それに 
あのレストランの料理はおいしいです。 
それに、店の雰囲気もとてもいいです。 
3．～先 
行き先  出張先  送り先  旅行先  就職先 
4．どの辺 
5．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名 1（人） は 名 2（人） に 名 3（物） をくれます 
                      動 てあげます 
動 てもらいます 
動 てくれます 
2．掌握第二十八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二十八课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十三課 机の上に本が 3冊あります ４  句型、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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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十四課 デパートへ行って、買い物しました ４ 句型、词汇 
3 第十五課 小野さんは今新聞を読んでいます ４ 句型、词汇 
4 第十六課 ホテルの部屋は広くて明るいです ４ 句型、词汇 
5 第十七課 私は新しい洋服が欲しいです ４ 句型、词汇 
6 第十八課 携帯電話はとても小さくなりました ４ 句型、词汇 
7 第十九課 部屋のかぎを忘れないでください ４ 句型、词汇 

8 
第二十課 スミスさんはピアノを弾くことがで

きます 
４ 句型、词汇 

9 
第二十一課 私はすき焼きをたべたことがあり

ます 
４ 句型、词汇 

10 第二十二課 森さんは毎晩テレビを見る ４ 句型、词汇 

11 
第二十三課 休みの日、散歩したり買い物に行っ

たりします 
４ 句型、词汇 

12 第二十四課 李さんはもうすぐ来ると思います ４ 句型、词汇 
13 第二十五課 これは明日会議で使う資料です ４ 句型、词汇 
14 第二十六課 自転車に2人で乗るのは危ないです ４ 句型、词汇 
15 第二十七課 子供の時、大きな地震がありました ４ 句型、词汇 
16 第二十八課 馬さんは私に地図をくれました ４ 句型、词汇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日语（一） 
后续课程：日语（三）、日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语法与句型。结合教材教授基本的、使用频率高的日语句型、词汇、表现形式。 
难点：日语句型、词汇的掌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语音、语法知识的教授采用教师主讲的教学方式。在单词、句型、表现形式的教授上采 
取师生互动式教学方式，设计生活场面、游戏等让学生尽可能使用日语。例如，初次见面 
时的 会话、商场购物、问路、指路等等。通过让学生观看介绍日本风光、风俗、日常生 
活的 VCD，学唱日语歌曲，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不仅在语言学习上获得收益，而且 
又可以多方面地了解日本，感受日本。 
教学手段：  
在教学中注重设定使用日语的场面和情形，培养学生从初级阶段开始用日语进行简单交流的意

识与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在会话的练习过程中，注意会话表现的简洁，

使用性高和日语表达自然等方面，提高会话的实际运用能力。 
重视日语学习初级阶段的听力培养，课堂上多使用日语，并结合课本进行听力练习。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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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日本语》初级、上、下，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4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标准日本语 初级同步练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8月 第 1版 

执笔：崔延花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1日 

 

语言学概论 
Linguistics  

课程号：308000682  

一、 课程教学目标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是研究所有人类语言之后的普遍原则和规则的

学科。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1. 本课程拟培养学生理解语言学基本理论，力求贯通；2.本大纲规定的内

容拟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普通语言学有关语音、形态、句法、语义、语用、语体、社会和心理的基

本理论和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3. 拟帮助学生掌握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学会运用理论解释语
言现象；4. 拟让学生掌握语言学研究和理论的最新动态，熟悉国内外专业领域的理论和成果以及
语言学分支的发展趋势，以及语言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学会从学术角度来分析实际语言问题，为更

深入地独立研究语言学打下基础；5.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独立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
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案例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普通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各个分

支流派的基本理论以及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要求学生学会运用理论分析实际语言问题；要求研究

生能够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具体二级学科提出自己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要求研究生不仅要

分析而且要解决实际语言问题，尤其在形式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这个语言学与其它学科群交叉的重

要领域达到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相结合来进行跨语言研究的更高目标培养，为语用学课程、法律语

篇分析课程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语言学概论》 
（一）理论教学：32学时 

Chapter One  Introducing the field of linguistics  
1. Lead-in questions 
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你可能注意到英语和汉语在语音、词汇和句子结构上都表现出很大差异，

请列举出你认为最重要的差异，并请思考：英语和汉语在语音、词汇和句子结构上存在哪些共性？ 
2.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1) Definition and design features of language 
Linguistics is a systematic /scientific study of languag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phonolo- 
gical, syntactic, semantic, pragmatic, sociolinguistic, psycholinguistic, cultural, cognitive, etc.)  
The goal of this course is to get a scientific view on language; to understand some basic theo- 
ries on linguistics; to understand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linguistic theorie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s 

of language teaching & learning (SLA or TEFL),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o get prepared for the 
further study in the future.  

A framework was proposed by the American linguist Charles Hockett. He specified twelve design 
features, five of which are discussed here. First is arbitrariness. Language is arbitrary. Second is duality. 
Language is a system, which consists of two sets of structures, or two levels. Third is creativity.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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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ity we mean language is resourceful because of its duality and its recursiveness. Language is 
productive or creative in that it makes possible the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new signals by its 
users. Fourth is displacement. Fifth is cultural transmission. While human capacity for language has a 
genetic basis, i. e., we were all born with the ability to acquire language, the details of any language 
system are not genetically transmitted, but instead have to be taught and learned.  

2) Functions of language 
The basic functions of language are generally stated as Informative, Interpersonal function, 

Performative function, Emotive function, Phatic function, and Recreational function. First function is 
Informative. Language is the instrument of thought and people often feel need to speak their thoughts 
aloud, for instance, when they are working on a math problem. Second is Interpersonal function, that is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status in a society. Third is Performative function, i.e., to change social status of 
person, to do things. Fourth is Emotive function, i.e., to change the emotional status of an audience 
for/against something or somebody. Fifth is Phatic function, i.e., seemingly meaningless expressions used 
to maintain good personal relations. Sixth is Recreational function, i.e., the use of language for the sheer 
joy of it.  

3) The main branches of linguistics 
Linguistics should include at least five parameters, namely, phonological, morphologic, syntactic, 

semantic and pragmatic. They correspond to phonetics, morphology, syntax,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respectively. Phonetics studies speech sounds, phonology studies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structure, 
distribution, and syntax is about the principles of forming and understanding correct syntax. Semantics 
examines how meaning is encoded in a language.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meaning in context.  

3. Discussions  
Explain the following terms, using one or two examples for illustration.  
1. duality 
2. diachronic linguistics 
3. synchronic linguistics 
4. competence and performance 
4. Further Reading 
David, Crystal.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 ty 

Press. 1992. 
Robins, R. H. General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89.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Chapter Two  The sounds of language 
1. Lead-in questions 
请讨论汉语拼音化的可能性以及利与弊。 
2. Phonetics 
1) Phonetics 
Phonetics is a branch of linguistics that comprises the study of the sounds of human speech, or—in 

the case of sign languages—the equivalent aspects of sign.[1] It is concerned with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speech sounds or signs (phones): their physiological production, acoustic properties, auditory 
perception, and neurophysiological status. Phonology, on the other hand, is concerned with the abstract, 
grammat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systems of sounds or signs. The field of phonetics is a multilayered 
subject of linguistics that focuses on speech. In the case of oral languages there are three basic areas of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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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ulatory phonetics: the study of the production of speech sounds by the articulatory and vocal 
tract by the speaker. Acoustic phonetics: the study of the physical transmission of speech sounds from the 
speaker to the listener. Auditory phonetics: the study of the reception and perception of speech sounds by 
the listener. These areas are inter-connected through the common mechanism of sound, such as 
wavelength (pitch), amplitude, and harmonics. 

2) Phonology 
Phonology is the study of how sounds and gestures pattern in and across languages, relating such 

concerns with other levels and aspects of language. Phonetics deals with the articulatory and acoustic 
properties of speech sounds, how they are produced, and how they are perceived. As part of this 
investigation, phoneticians may concern themselves with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meaningful sound 
contrasts or the social meaning encoded in the speech signal (socio-phonetics) 
(e.g. gender, sexuality,ethnicity, etc.). However,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research in phonetics is not 
concerned with the meaningful elements in the speech signal. 

The original set was classified by Jakobson, Fant and Halle, and consisted of around 14 features. 
Chomsky and Halle had around 45 features, explaining that they found the original set of 14 somewhat 
inappropriate for characterizing some subtleties in phonology.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usually include [± 
consonantal], [± sonorant], [± approximant], [± voice], [±spread glottis], [± constricted glottis], [± 
continuant], [± nasal], [± lateral]; [± round] i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for [LABIAL]; [± distributed] [± 
anterior] [± strident] are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for [CORONAL]; [± high] [± low] [± back] [± tense] are 
distinctive features for [DORSAL].    

3. Discussions  
The relation between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4. Further Reading 
Ball, M and J. Rahilly. Phonetics: The Science of Speech.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9. 
Davenport, M and S.J. Hhannahs. Introducing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8. 
Ladefoged, Peter. Vowels and Consonant. Oxford: Blackwell. 2000. 
Spencer, Andrew. Phonology. Oxford: Blackwell. 1996.  

Chapter Three  Morphology 
1. Lead-in questions 
请看下面这一组词，你能说出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move    unmoved     remove   movable  unmoving    removed    moveless  unmovingly  

removable movement  mover  moving 
结构上的联系_________________ 
意义上的联系_________________ 
2. Morphology and morphemes 
1) Morphology 
Morphology studies morphemes and their different forms and the way they combine in word 

formation Current approaches to morphology conceive of morphemes as rules involving the linguistic 
context, rather than as isolated pieces of linguistic matter. They acknowledge that meaning may be 
directly linked to suprasegmental phonological units, such as tone or stress. 

A morpheme is the smallest meaningful unit in the grammar of a language. Morpheme is the 
immediate concern of a branch of linguistics called Morphology. The meaning of a morpheme with a 
given form may vary, depending on its immediate environment. The word unladylike consists of three 
morphemes and four syllables. Morpheme breaks: un-‘not’, lad 'female adult human’, -like ‘hav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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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Morphemes can be subclassified into different types, depending on what criteria one attempts to 

follow. We can have free and bound morphemes. A free morpheme is a unit of meaning which can stand 
alone or alongside another free or bound morpheme. These are usually individual words, such as lid, sink, 
air, car, him. A bound morpheme is a unit of meaning which can only exist alongside a free morpheme.  

2) Word formation  
The main word formation processes include compounding, derivation, conversion, blending, clipping, 

acronymy (initialisms and acronyms), backformation and words from proper names. Among them 
compounding, derivation and conversion occupy the majority of word formation of new words. New 
words may be added to the vocabulary or lexicon of a language by compounding, conversion, derivation 
and a number of other processes.  

Compounding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conjoining two or more free morphemes or roots to form a new 
word. The new word form is called a compound. Egomania is the composition of ego and mania. One 
particular type of compounding is the phrasal verb. It is a type of composition where several words 
combine to form a verb, but instead of combining into a single word they combine into a phrase. 
Examples are get up, turn about, and take down.  

Some English derivative prefixes are very productive, i.e. many new words have been derived from 
them, hence derivation. A word can be converted from one word class into another without any 
morphological change. This method of word-formation is called conversion, or zero derivation. This is 
one of the major ways of word-formatio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3. Discussions  
1. Morpheme is defined as the smallest unit in term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ression and content. 

Then is morpheme a grammatical concept or semantic one? What is its relation to phoneme? Can a 
morpheme and a phoneme form an organic whole?  

2. 请分析下面这组汉语词汇，并根据它们所包含的词素的数量进行分类 
土地   水果  萝卜  革命  思念  玻璃  爱人  荸荠  苜蓿  书本  语言 
4. Further Reading 
Bauer, L. English Word 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Bauer, L. Introducing Linguistic Morpholog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8. 
Katamba, F. Morphology. Hampshire: Macmillan, 1993. 
Nattinger, J.R. Lexical Phras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pter Four  Syntax 
1. Lead-in questions 
语言能力 competence and 语言行为 performance 是 Chomsky的一对关键术语。Competence指

一个成熟的语言使用者头脑中拥有关于自己的母语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天赋 innate 的和不自觉的
unconscious，语言能力帮助我们生成并理解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的能力。语言行为是将头脑中潜藏
的语言知识转换为实际交流中的言语的行为。依据你的语言能力判断下列言语行为并进行修改。 

a 通过这次培训，使我认识有了极大提高。 
b. 让人记忆犹新的是，今年三月，猪肉价格的猛涨，后来又慢慢地稳定了。 
c. 古人类学是研究化石猿猴和现代猿猴与人类的亲缘关系、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

人类发展过程中体质特征的变化和规律等有关人类起源和发展问题的一个分支科学。 
2. Syntax 
In linguistics, syntax is the set of rules, principles, and processes that govern the structure of 

sentences in a given language. The term syntax is also used to refer to the study of such principles and 
processes. The goal of many syntacticians is to discover the syntactic rules common to all language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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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s, syntax refers to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behavior of mathematical systems, such as formal 
languages used in logic. 

1) The Structural Approach 
The syntagmatic relation is nowadays also referred to as the Horizontal relation, or Chain relation, 

while the paradigmatic relation is also known as the Vertical relation, or Choice relation. Syntagmatic 
relations refer intratextually to other signifiers co-present within the text, ‘Paradigmatic relations are those 
which belong to the same set by virtue of a function they share... A sign enters into paradigmatic relations 
with all the signs which can also occur in the same context but not at the same time’. Signs are in 
paradigmatic relation when the choice of one excludes the choice of another. Paradigmatic relationships 
can operate on the level of the signifier, the signified or both (Harris 1987: 124). A paradigm is a set of 
associated signifiers or signifieds which are all members of some defining category, but in which each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2) The Generative Approach 
Syntactic Structures (1957), it comprised three sections, or components: the phrase-structure 

component, the transformational component, and the morphophonemic component. Each of these 
components consisted of a set of rules operating upon a certain “input” to yield a certain “output.” The 
notion of phrase structure may be dealt with independently of its incorporation in the larger system. In the 
following system of rules, S stands for Sentence, NP for Noun Phrase, VP for Verb Phrase, Dot for 
Determiner, Aux for Auxiliary (verb), N for Noun, and V for Verb stem. 

3) 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examines how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 act of 
communication. It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context and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theme-rheme (topic-focus/ topic) structure of a sentenc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how a semantic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operates in fulfilling a communicative purpose imposed upon it by the language user 
has its practical consequences both for the written and the spoken uses of language and is of considerable 
help in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3. Discussions  
1. Discus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generative-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2. 句法规则不是句法学家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从实际的语言运用中总结归纳出来的，归纳

的步骤是“提出假设—检验假设—修正假设—再检验—再修正”。请根据下面提供的例句总结出英语
中变陈述句为反意疑问的句法规则。 
下面是一组反意疑问句（tag question），请根据这组例句总结出将英语的陈述句变为反 
意疑问句的转换规则（transformation rules） 
1) He was a lawyer, wasn’t he? 
2) She is a good actress, isn’t she? 
3) You will come, won’t you? 
4) They are ready, aren’t they? 
5) Alice would be there, wouldn’t she? 
6) You have finished, haven’t you? 
4. Further Reading 
Thompson, Geoff.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1st e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6. 
Halliday, M.A.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Luo, Xuanmin. A Textual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XIII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The Force of Vision, Vol. 6, Tokyo 
University Pres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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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4。 
Chapter Five  Semantics: word meaning+ sentence meaning 

1. Lead-in questions 
请找出下列这些广告中的同音异形或同音同形字，并说出它们分别是什么产品的广告。 
a. 雅风送爽 阁调金秋 
b. 一表人才  一见钟情 
c. 以帽取人 
d. 趁早下“斑”，请勿“痘”留 
e. 闲妻良母 
2. Semantics  
Semantics is the study of meaning called. More specifically, seman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meanings 

of linguistic units, words and sentences in particular. The theory of meaning which relates the meaning of 
a word to the thing it refers to, or stands for, is known as the referential theory. The abstract thing is 
usually called concept. Ogden and Richards argue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a word and a thing it refers to 
is not direct. It is mediated by concept. In a diagram form, the relation is represented as follows:  

 
 
 
 
 
 
 
There are generally three kinds of sense relations recognized namely, sameness relation, oppositeness 

relation and inclusiveness relation. 
1) Word meaning  
Synonymy is the technical term for the sameness relation. Antonymy is the name for oppositeness 

relation. Complementary antonymy means members of a pair in complementary antonymy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completely, such as male/female, absent/present.     

2) Sentence meaning  
The idea that the meaning of a sentence depends on the meaning of the constituent words and the 

way they are combined is usually known as the 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 (C). Proponents of 
compositionality typically emphasize the productivity and systematicity of our linguistic understanding. 
We can understand a large—perhaps infinitely large—collection of complex expressions the first time we 
encounter them, and if we understand some complex expressions we tend to understand others that can be 
obtained by recombining their constituents.  

In this logical system, propositions like Socrates is a man will be analyzed into two parts: an 
argument and a predicate. All men are rational will have a logical structure as follows: 

  x (M(x) →R(x) 
And universal quantifier is conditional and does not presuppose the existence of an entity named by 

the argument, while the existential quantifier carries the implication there must exist at least such entity 
and it has the relevant properties specified, otherwise that proposition is false. To prove things in predicate 
calculus we need two things.  

3. Discussions  
1. Discus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olysemy and homonymy. 
2.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logical forms into English, where a=Ann, b=Bill, c=Carol, L=like, 

                concept 
 
 
 
 

word                  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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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other, and x is variable. 
4. Further Reading 
Saeed, J.J. Semantics. Oxford: Blackwell. 1997.  

Chapter Six  Pragmatics 
1. Lead-in questions 
请看两段小对话，在每一段对话中第二个说话人说出的话是什么意思？ 
a. ----小丽：你们老板人还不错吧？ 
------小倩：他系粉红色的领带！ 
b. ------莎莎：你觉得这儿的汉堡味道怎么样？ 
------小勇：莎莎，汉堡就是汉堡。 
2. Pragmatics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speaker meaning, contextual meaning, and how more gets communicated 

than is said, the expression of relative distance. As this kind of meaning comes partly from the use of 
language in a context, pragmatics may also be defined as the study of language in use. 

1) Speech Act Theory 
Three speech acts discussed by Austin are locutionary, illocutionary and perlocutionary. (Example: 

You have left the door wide open.) Locutionary act can be defined as an act of uttering words, phrases, 
clauses; Illocutionary act can be defined as the act of expressing the speaker’s intention; Perlocutionary 
act can be defined as the act performed by or resulting fro saying something, the consequence of the 
utterance. We also present Searle’s classification of speech acts.  

2) Direct vs. Indirect Speech Acts 
As Austin observed, the content of a locutionary act (what is said) is not always determined by what 

is meant by the sentence being uttered. Ambiguous words or phrases need to be disambiguated and the 
references of indexical and other context-sensitive expressions need to be fixed in order for what is said to 
be determined fully.  

3. Discussions  
1) According to Austin, what are the three acts a person is possibly performing while making an 

utterance. Give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m. 
2) 请用奥斯汀关于说话行为、施事行为和取效行为的理论分析下面的话语。 
老师对学生：这是你本周第三次迟到了。 
女生对男友：明天是我的生日。 
妈妈对孩子：书包收拾好了吗？ 
4. Further Reading 
1) 陈新仁编著《新编语用学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 8月第 3次印刷。 
2) 何兆熊 《新编语用学概要》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3) 何自然、冉永平编著《新编语用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09 月 第 1 版。4. 钱

冠连等编著《汉语文化语用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 07月 第 1版。 
4)  Peccei, J.S. Pragmatic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5)  Levinson, Stephen C.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6)  Yule, George. Pragmatic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Chapter Seven  Discourse Analysis 
1. Lead-in questions 
Do you think the following passage is a coherent discourse? Why or why not? 
I bought a Ford. A car in which President Wilson rode down the Champs Elysees was black. Black 

English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The discussions between the presidents ended last week. A week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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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ven days. Every day I feed my cat. Cats have four legs. The cat is on the mat. Mat has three letters.  
2.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is language above the sentence or above the clause. The study of discourse is the  
study of any aspect of language use. The analysis of discourse is, necessarily, the analysis of 

language in use.  
1)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analysis (DA), or discourse studies, is a general term for a number of approaches to 

analyze written, vocal, or sign language use, or any significant semiotic event. Discourse analysis has 
been taken up in a variety of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including linguistics, education, 
sociology, anthropology, social work, cognitive psychology, social psychology, area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uman geography,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ach of 
which is subject to its own assumptions, dimensions of analysis, and methodologies. 

2) Conversational analysis  
Conversation analysis (commonly abbreviated as CA) i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social 

interaction, embracing both verbal and non-verbal conduct, in situations of everyday life. As its name 
implies, CA began with a focus on casual conversation, but its methods were subsequently adapted to 
embrace more task- and institution-centered interactions, such as those occurring in doctors' offices, 
courts, law enforcement, helplines, educational settings, and the mass media.  

3) Multi-modal discourse  
Multi-modal discourse is in one sense a continuation of this traditional view, esp. when it can be 

shown that different semiotic resources or dimensions fulfill different communicative functions. For 
Mikhail Bakhtin, all discourse is multi-voiced, as all words and utterances have been previously 
interpreted. In a broader sense, voices can be interpreted as discourses- position, ideologies or stances that 
speakers and listeners take in particular instances of co-constructed interaction.  

3. Discussions  
1)Which of the following passage is a coherent discourse? Why? 
a. My father once bought a Lincoln convertible. He did it by saving every penny he could. That car 

would be worth a fortune nowadays. However, he sold it to help pay for my college education. Sometimes 
I think I’d rather have the convertible.  

b. My father once bought a Lincoln convertible. The car driven by the police was red. That color 
doesn’t suit her. She consists of three letters. However, a letter isn’t as fast as a telephone call. 

2) 用Information structure方法分析手机短信语篇 
a. 打动我是你名字，吸引我是你样子，包围我是你票子，牵绕我是你手指，紧靠我是你身子，

绑住我是我们孩子！ 
b. 某人吃饭，牛肉拉面里看不到一块牛肉，便指着碗问老板：牛肉拉面怎么没有牛肉？老板

淡淡地说：别太认真，难道你还指望从老婆饼里吃出个老婆吗？ 
c. 身材肥胖的叫大冬瓜，聪明过人的叫顶呱呱，正在看短信的叫大傻瓜，不要再看了，说的

就是你呀，可爱的傻瓜! ~*^ο^*~。 
d. 朋友是春天的雨，当你伤心时为你落泪；朋友是夏天的风，当你酷热时给你清凉；朋友是

秋天的菊，当你寂寞时为你绽放；朋友是冬天的火，当你寒冷时给你温暖。 
4. Further Reading 
Bhatia, V.J. Analysing Genre: Language in Professional Settings. England: Longman.1993. 
Bhatia, V.J. Worlds of Written Discourse. London: Continuum.2004.  
Blommaert, J. Discour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Brown, G., and George Yule. Discourse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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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Eight  Sociolinguistics 
1. Lead-in questions 
下面是英语中对女性的语言习惯做出的一些评价。请你看看哪些是正面的，哪些是负面的，它

们唤起了你头脑中怎样的意象？ 
1）A whistling sailor, a crowing hen and a swearing woman ought all three to go to hell together. 
2) Many women, many word; many geese, many turds. 
3) Silence is the best ornament of a woman. 
4) A woman’s tongue wags like a lamb’s tail. 
5) Foxes are all tail and women are all tongue. 
6) The North Sea will sooner be found wanting in water than a woman at a loss for a word. 
7) All the Daddies on the bus go read, read, read,… All the Mummies on the bus go chatter, chatter, 

chatter. 
8) Do you know I am a woman? When I think I must speak. 
9) “Come, ladies, shall we talk a round?” As men walk a mile, women should talk an hour after 

supper. It’s their exercise.  
2. Sociolinguistics 
1) Definition 
Sociolinguistics is the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effect of any and all aspects of society, includ- 
ing cultural norms, expectations, and context, on the way language is used, and the effects of 

language use on society. Sociolinguistics differs from sociology of language in that the focus of sociology 
of language is the effect of the society on the language, while the sociolinguistics focuses on language's 
effect on the society. Sociolinguistics overlaps to a considerable degree with pragmatics.  

2) Fundamental concepts in sociolinguistics 
Speech community is a concept in sociolinguistics that describes a distinct group of people who use 

language in a unique and mutually accepted way among themselves. This is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a Sprechbund. To be considered part of a speech community, one must have a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3. Discussions  
1) 请分析男性和女性在语言上的差异的因素。 
2) 在当代中国，有一些地域方言（比如：广东话、上海话）似乎比其他的地域方言拥有更高

的社会地位，说这些方言的人通常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方言。请分析地域方言的不同社会地位背后

的原因。 
4. Further Reading 
Chambers, J. K. Sociolinguistic Theory: 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Its Social Significance. Malden: 

Wiley Blackwell. 2009. 
Meyerhoff, Miriam Introducing Sociolinguistics. Taylor & Francis. 2011. 
Trudgill, Peter. Soci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Society. Penguin.2000.  

Chapter Nine  Psycholinguistics 
1. Lead-in questions 
In China, some vocabulary changes fast in the field of address terms like tongzhi (同志), xiaojie (小

姐), and xiansheng (先生). How does this fact relate to the claim that knowing and using a particular 
language shapes one’s world view?  

2. Psycholinguistics 
Psycholinguistics or psychology of language is the study of 

the psychological and neurobiologicalfactors that enable humans to acquire, use, comprehen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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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e language. Psycholinguistics has roots in education and philosophy, and in 2013 covers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that make it possible to generate a grammatical and meaningful sentence out 
of vocabulary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as well as the processes that make it possible to understand 
utterances, words, text, etc.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humans acquire the capacity to perceive and 
comprehend language, as well as to produce and use words and sentences to communicate. Language 
comprehension is how people understand sentences as they read (also known as sentence processing). 
Experimental research has spawned a number of theories about the architecture and mechanisms of 
sentence comprehension.  

Language production concerns how people produce language, either in written or spoken form, in a 
way that conveys meanings comprehensible to other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ways to explain the way 
people represents meanings using rule-governed languages is by observing and analyzing instances of 
[speech errors].  

Language and thought 
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 in linguistics states that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a mother language 

influences the way adherents to it perceive the world. The hypothesis has been largely abandoned by 
linguists as it has found at best very limited experimental support, at least in its strong form.  

3. Discussions  
1. Define the following terms briefly. 
language production, language comprehension, Sapir-Whorf-Hypothesis, linguistic determinism, 

linguistic relativity 
2. How do psycholinguistic investigations of language differ from theoretical linguistic  
investigations?  
4. Further Reading  
Aitchison, Jean. The Articulate Mammal: An Introduction to Psycholinguistics. Routledge, 1998. 
Scovel, Thomas. Psycholinguis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Steinberg, Danny D., Hiroshi Nagata, and David P. Aline, ed. Psycholinguistics: Language, Mind and 

World, 2nd ed. Longman, 2001. 
Chapter Te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 Lead-in questions 
请分析下列时间表达，回答汉语的时间概念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三天前    过去    上旬 
            两周后    现在    中旬 
                      未来    下旬 
2.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gnitive linguistics (CL) refers to the branch of linguistics that interprets language in terms of the 

concepts, sometimes universal, sometimes specific to a particular tongue, which underlie its forms. It is 
thu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semantics but is distinct from psycholinguistics, which draws upon empirical 
findings from cognitive psychology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mental processes that underlie the acquisition, 
storage, produc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speech and writing. Cognitive linguistics is characterized by 
adherence to three central positions.  

Categorization is the process in which ideas and objects are recognized, differentiated, and 
understood. Categorization implies that objects are grouped into categories, usually for some specific 
purpose. Ideally, a category illuminate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s and objects of knowledge.  

Prototyp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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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research by Eleanor Rosch and George Lakoff in the 1970s, categorization can also be 
viewed as the process of grouping things based on prototypes—the idea of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is almost never met in categories of naturally occurring things. It has also been suggested that 
categorization based on prototypes is the basis for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at this learning relies on 
learning about the world via embodiment.  

Conceptual metaphor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ceptual metaphor, or cognitive metaphor, refer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one idea, or conceptual domain, in terms of another. An example of this is the understanding of quantity in 
terms of directionality (e.g. "the prices are rising"). A conceptual domain can be any coherent organization 
of human experience. This idea, and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underlying processes, was first 
extensively explored by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in their work Metaphors We Live By. 

3. Discussions  
1. Why does the prototype theory of categorization have a very important statu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2. Explai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metonymy. 
3. Give some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 major types of iconicity in language. 
4. Collect animal metaphors like “He is a real pig.” or “She is a fox.” And explain them with 

thenotion of “source” and “target” domains.  
4. Further Reading 
Geeraerts, D., ed. (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ic Readings.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Kristiansen et al., eds. (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Current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Rohrer, T. Embodiment and Experientialism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the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Dirk Geeraerts and Herbert Cuyckens,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Schmid, H. J. et al. (199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New York, Longman. 
Vyvyan, Evans & Melanie Gree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apter Eleven  Language Acquisition 

1. Lead-in questions 
In what way does Mandarin Chinese interfere with your English studies? Give examples to illustrate 

your point.  
2.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humans acquire the capacity to perceive and 

comprehend language, as well as to produce and use words and sentences to communicate.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one of the quintessential human traits, because non-humans do not communicate by using 
language. Language acquisition usually refers to first-language acquisition, which studies infants' 
acquisition of their native language.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second-language learning, or L2 acquisition,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people learn a second language.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often abbreviated to SLA) also refers to the 
scientific discipline devoted to studying that process. Second language refers to any language learned in 
addition to a person's first language; although the concept is named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it can 
also incorporate the learning of third, fourth, or subsequent languages.[1]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refers to what learners do; it does not refer to practices in language teaching, although teaching can affect 
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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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language is the term for a dynamic linguistic system that has been developed by a learner of 
a second language (or L2) who has not become fully proficient yet but is approximating the target 
language: preserving some features of their first language (or L1), or overgeneralizing target language 
rules in speaking or writing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creating innovations. An interlanguage 
is idiosyncratically based on the learners' experiences with the L2. It can fossilize, or cease developing, in 
any of its developmental stages.  

3. Discussions  
1. Define the following terms briefly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behaviorist approach, innateness 

approach,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ontrastiv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learning strategies 
2. What happens when an interlanguage fossilizes? Have you ever experienced any fossilization in 

your language learning?  
3. What factors can you think of that might influence fossilization? In other words, do you think that 

some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fossilize than others? Do you think it can be reversed?  
4. Further Reading 
Cook, V.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Goodlck, H. Language Acquisition: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1991.  
Kennison, S.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development. Los Angeles, CA: Sage. 2013. 
Richards, J. C., Error Analysis: Perspectives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ongman Press, 1974, 

pp. 34–36.  
Selinker, L., Interlangua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72, 10, 209–241.  

Chapter Twelve: Applied Linguistics 
1. Lead-in questions 
In the years of your English learning, what methods are used in your English learning? And for your 

teachers, what methods are used in his/her instructions? 
2 Applied linguistics 
1) Language teaching 
Applied linguistics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of linguistics that identifies, investigates, and offers 

solutions to language-related real-life problems. Some of the academic fields related to applied linguistics 
are education, psychology, computer scienc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The 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 is a method of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s derived from the classical 
(sometimes called traditional) method of teaching Greek and Latin. In grammar-translation classes, 
students learn grammatical rules and then apply those rules by translating sentences betwee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the native language. Advanced students may be required to translate whole 
texts word-for-word. The method has two main goals: to enable students to read and translate literature 
written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to further students’ general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The direct method of teaching, which is sometimes called the natural method, and is often (but not 
exclusively) used in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s, refrains from using the learners' native language and uses 
only the target language. It was established in Germany and France around 1900 and contrasts with 
the 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 and other traditional approaches, as well as with C.J.Dodson’s bilingual 
method. It was adopted by key international language schools such as Berlitz and Inlingua in the1970s 
and many of the language departments of th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of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in 
2012.  

The audio-lingual method, Army Method, or New Key, is a style of teaching used in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s. It is based on behavioristtheory, which professes that certain traits of living things, and i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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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humans, could be trained through a system of reinforcement—correct use of a trait would receive 
positive feedback while incorrect use of that trait would receive negative feedback. 

Situational language teaching draws on the linguistic theory of London School. They believe that 
language is tied to cultural contexts and social situations. Unlike structuralists, they put stress on meaning 
more than on form. This approach to language teaching uses short situational dialogs as the basic unit of 
language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new structure in a relevant context. Pattern drills and memorization are 
used as techniques but are derived from and directly relevant to a situation. The situations are intended to 
be based on student needs. Both speaking and listening are emphasized. 

Functional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 stems from work in semantics and particularly from the study 
of speech acts. Philosophers recognized some years ago that language performs certain functions, that is, 
language is used to do things as well as to say things. Organizing language teaching functionally 
emphasizes what we can do with language. The basic units of language are seen as short exchanges. 
Linguistic forms are presented and learned in close relation to their function. Such teaching encourages 
appropriateness of language in terms of the respective roles of speaker and hearer and also in terms of the 
topic of conversation. Fluency is stressed and developed.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CLT), or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is 
an approach to language teaching that emphasizes interaction as both the means and the ultimate goal of 
study. Often,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is deemed a success if the teacher understands the student.  

2) language testing 
Language tests are instruments used to measure language ability or aptitude. A defining feature of 

language tests is that they consist of specified tasks through which language abilities are elicited. They are 
thus distinguished from scales, which represent only the means of describing or reporting the results of the 
test. 

Kinds of language tests 
According to the intended uses, language tests ar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achievement test, 

proficiency test, diagnostic test, and aptitude test. According to the scoring procedure, language tests are 
of two kinds, subjective test and objective test. According to the frame of reference, tests are of two kinds, 
norm-referenced test and criterion-referenced test.  

Qualities of a good test 
Validity of a test relates to what the text claims to measure and how well it does so. And the two 

most important aspects of validity are content and construct validity.  
Reliability of a test gives the same results when it is given on different occasions or when it is used 

by different people. There are two aspects to reliability: test reliability and scorer reliability. The former 
refers to how consistent scores are on a test, and the latter means that if there is a high level of agreement 
between different people marking the same test paper.  

3. Discussions  
1) Define the following terms briefly.  
applied linguistics,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objective/subjective testing, validity 
reliability, language aptitude test 
2) Explain the qualities of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4. Further Reading  
Cook, G. Applied Linguistics (in the series Oxford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Stu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Davies, A. & Elder, C. (eds.)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Oxford/Malden, MA: Blackwell. 2004.  
Schmitt, N. An Introduction to Applied Linguistics, London: Arnold.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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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践教学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践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Chapter One  Introducing the field of linguistics : 
objectives and tasks; schools of linguistics 

2  

2 Chapter Two  The sounds of language: phonetics 2  
3 Chapter Two   phonology 2  
4 Chapter Three  Morphology 2  
5 Chapter Four  Syntax 2  
6 Chapter Five  Semantics: word meaning 2  
7 Chapter Five  Semantics: sentence meaning 2  
8 Chapter Six  Pragmatics: micropragmatics 2  
9 Chapter Six  Pragmatics: macropragmatics  2  

10  Chapter Seven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analysis  2  
11 Chapter Seven  Conversational  analysis 2  
12 Chapter Eight  Sociolinguistics 2  
13 Chapter Nine  Psycholinguistics 2  
14 Chapter Ten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tegorization 2  
15 Chapter Eleven: Language Acquisition 2  
16 Chapter Twelve: Applied Linguistics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语音学、语法学 
后续课程：语篇分析、文学、翻译课程 
本课程为英语专业核心课程，必须建立在良好的基础课程学习的基础上，基础阶段的语 
言运用能力和语言认识能力是学习此课程的基础。本课程为语言专业学生知识体系的核心课

程，是学习文学，翻译，教学论等的理论基础。同时，和其他课程一起，共同提高英语综合能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与难点：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共时与历时、语言与言语、语言能力与言语行为、语 
言潜势与语言行为）；普通语言学的分支（语音、音位、语法、句法、语义、语用）；语言学的

应用（语言学与语言教学、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字、语言与心理学、人类语言学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以学生为教学主体 着重培养学生分析能力、认知能力及语用能力，发挥学 
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引导学生主动积极思维 采用探究式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1. 观察、理论与分析。先归纳再演绎：案例在先，理论在后，从案例到理论再到案例。 
2. 案例分析讨论法：分组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学生出

勤 10%、课堂讨论（10%）、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10%））；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覆盖重点与难点，详见具体教学安排。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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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概论课程教材选用主要的依据原则是趣味性、系统性、知识性。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

况，选取适合本科学生特点的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刘润清 文旭编著《新编语言学教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 8月第 12次印

刷。 
Saussure, F.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二）推荐参考书 
1. Widdowson, H.G. Linguistics.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 6月第 4次印刷。 
1. 胡壮麟著，《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蓝纯著，《语言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第 3次印刷。 
3. 杨信彰著，《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4. 钱冠连编著，《汉语文化语用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 07月 第 1版。 

执笔：张洪芹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5月 26日 

 

英国文学（一） 
English Literature （I） 

课程号：3080006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研究所英语（法律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开设本课程，旨

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了解、认识和掌握英国文学史上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家的创

作倾向、思想方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以及对本国文学乃至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等等。在此基

础上，使学生了解一些名家的代表作品的思想意义、文学价值、写作手法、语言技巧等，为学生毕

业后的教学、研究打下基础。通过对英国各历史段代背景和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的介绍，使学生

了解英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及各个时期的主要文学流派及其创作特点。通过文本学习提高学生的文学

阅读、理解与鉴赏能力以及口头与书面表达等语言技能；并且通过大量阅读与讨论加强学生对文学

本质的意识，提高他们的综合人文素质，增强他们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理解。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英国文学（一）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The Anglo-Saxon Literature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Historical Background: 
(1) The early inhabitants on the island we now call England were Britons (a tribe of Celts). From the 

Britons, the island got its name Britain (the land of Britons). The Britons were a primitive people living in 
the tribal society. 

(2) In the middle of the 1st century B.C., Roman troops led by Julius Caesar invaded Britain. Then 
Britain became a Roman province for nearly 400 years. After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410 A.D., 
the Roman troops withdrew from Britain. About 449, the Teutonic (n.- Teutons ) tribes of Angles, Saxons 
& Jutes migrated to England from the European Continent, or more specifically, from western Denmark 
& the northwest coast of Germany. They settled down there & soon ruled over the whole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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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slaving some of the native Celts while driving the others to the hills north & west, to Wales & Scotland 
& even Ireland across the sea. Thus began the Anglo-Saxon period in English history. 

 (3) The Angles, an important Teutonic tribe, named the new land as Angle-land, afterward 
shortened into England. 

2. Beowulf: the poem and the story 
The Poem: Beowulf is the greatest Old English poem. It belongs to the 7th century. The poem 

consists of 3182 lines and is the lst English epic. The name of its author is unknown. (Epic is an extended 
narrative poem in elevated or dignified language, like Homer’s Iliad & Odyssey. It usually celebrates the 
feats of one or more legendary or traditional heroes. The action is simple but full of magnificence. Today, 
some long narrative works, like novels that reveal an age & its people, are also called epic.) 

Since only a few people (specialists) could read Old English, the poem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odern English. The prose form of this poem in modern English consists of 43 sections. The division into 
sections headed by roman numerals is that of the original manuscript, which makes, however, no 
provision for Section 30 (XXX). 

In our textbook, 5 sections in modern prose translation are given: I,II, X, XI, XII. 
The Story: Beowulf, the story of the poem, is not about England, but about Hrothgar, the King of the 

Danes, and about a brave young man, Beowulf, from southern Sweden, who goes to help the King, 
Hrothgar, who is in trouble. His great hall, called Heorot, is visited at night by a terrible creature, Grendel, 
which lives in a lake and comes to kill and eat Hrothgar’s men. One night, Beowulf waits secretly for this 
thing, attacks it, and in a fierce fight pulls its arm off. It manages to reach the lake again, but dies there. 
Then its mother comes to the hall in search of revenge, and the attacks begin again. Beowulf follows her 
to the bottom of the lake and kills her there. It is there that he finds the dead body of Grendel. He cuts off 
the heads of the two monsters and brings the two hairy heads as trophies back to the Danish hall. The 
triumph is celebrated in feasting and song. 

Then Beowulf goes home and becomes the king and reigns over his people for 50 years. Then he has 
to defend his country against a fire-breathing creature (fire dragon). He kills the animal but is badly 
wounded in the fight, and dies. The poem ends with a sorrowful description of Beowulf’s funeral fire. 

3. The Significance of Beowulf   
It is the longest & finest of existent old English poems & the national epic of the English people. 
It sings of the exciting adventures of a great legendary hero whose physical strength demonstrates his 

high spiritual qualities, i.e. his resolution to serve his country & kinsfolk, his true courage, courteous 
conduct, and his love of honor. In the poem, Beowulf is strong, courageous, selfless, and ready to risk his 
life in order to rid his people of evil monsters. 

 (Thematically, this poem shows how the primitive people fight against the forces of the natural 
world under a wise & mighty leader) 

4. Poetic Form and Features of Beowulf 
Form: Beowulf was written in alliterative verse. 
Features: (1) The use of alliteration is one of its most striking features.  
(Alliteration: the repetition of the initial consonant sounds in poetry. In alliterative verse, certain 

stressed words in a line begin with the same consonant sound. There are 4 stresses in a line generally, 
three or two of which show alliteration, as can be seen from the lines from the end of the poem (In modern 
translation): (see example at PP. 6-7 in Book I) 

(2)The use of compound-words (kennings) to serve as metaphors: 
(3) The use of understatements or euphemism 
The use of understatements gives an impression of reserve, and at times, a tinge of ironical h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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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quality is often regarded as a permanent characteristic of English. 
(4) It is not a Christian but a pagan poem of all advanced pagan civilization, presenting an all-round 

picture of the tribal society. So the poem has a great social significance. 
6. What ar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Anglo-Saxon literature? 
Anglo-Saxon literature or the Old English literature is almost exclusively a verse literature in oral 

form. It could be passed down by word of mouth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It’s creators for the most 
part are unknown. It was only given a written form long after its composition. There are two groups of 
English poetry in Anglo—Saxon period. The first group was the pagan poetry represented by Beowulf. It 
is the oldest poem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specimen of Anglo-Saxon literature, 
and also the oldest surviving epic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The second group was the religious poetry 
represented by the works of Caedmon & Cynewulf. 

In the 8th century, Anglo-Saxon prose appeared. The famous prose writers of that period were 
Venerable Bede & Alfred the Great. 

学习目标： 
1．对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文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特别要注意其产生的背景。 
2．深度阅读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贝尔武甫》，对其体裁、题材、艺术特征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作业： 
1. 仔细阅读教材中《贝尔武甫》的两个选段。 
2. 选读 Jstor和中国知网上对《贝尔武甫》的研究类论文。 

知识单元 2：Geoffrey Chaucer (1340-1400)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Middle Ages began in around 476 and ended in 1453, it belonged to the Feudal times with a 

distinct division of 2 mainly social classes: Landlord and Peasants. Noblemen, knights, bishops, 
archbishops, abbots and the like, with the king at their head—the ruling class holding most of the land. To 
rule the people, there was a whole network of church government as well as secular government under the 
king. Those who dared to say or do something against the feudal order were often condemned as heretics 
and severely punished, usu. burnt alive. This period of time has been called the Middle Ages, or the Dark 
Age..  

2. Chaucer’s literary career: 
During his life he was first much in France, then in Italy, finally settled down in England. 

Interestingly, his literary career can also be divided into 3 periods corresponding with those of his life: 
The 1st—consisting of works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as The House of Fame.The 2nd—consisting of 
works adapted from Italian, as Troilus and Cressie. The 3rd—including The Canterbury Tales, which is 
purely English, though the plot shows the influence of Boccaccio’s Decameron.（十日谈） 

3. The Canterbury Tales: 
It is Chaucer’s masterpiece and one of the monumental works in English literature. 
3.1. The Story: The whole poem is a collection of tales and stories mixed together according to a 

simple plan. On a spring evening, the poet, moved by the passion for wondering, drops himself at the 
south end of London Bridge. Here he meets 29 other pilgrims ready for a journey of 60 miles on 
horseback to Canterbury. Chaucer joins this journey. At the suggestion of the host of the Inn, they agreed 
each should tell 2 stories going and 2 returning. The best story-teller shall be treated with a fine supper at 
the general expense at the end. The host is to be the judge of the contest. So there should be 124 stories 
totally, but actually only 24 were written. However, though incomplete, these tales cover practically al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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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types of medieval literature: courtly romance, folk tales, beast fable, stories of travel and adventure, 
etc. All theses tales but 2 are in verse.  (See textbook page 43-45) 

3.2 The Prologue: provides a framework for the tales, comprises a group of vivid sketches of typical 
medieval figures. All classes except the royalty and the poorest peasants are presented by the pilgrims. 
Every figure is drawn with the accuracy of a portrait. No exaggeration to say the Prologue supplies a 
miniature of the English society of Chaucer’s time. 
    The poet succeeded in linking the 24 stories together in 2 ways: The presence of the host serves to 
connect the first to the last tales—he gives a unity to the whole work, inviting, criticizing, admiring, 
denouncing, but always keeping himself in evidence. Then there is also an intimat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ales and the Prologue, both complementing each other. 
    3.3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he Canterbury Tales:  
    Chaucer’s poetry is plainly narrative. Everything is based on reality. But it is more than collection of 
true to life pictures.   
    A. Chaucer created striking brilliant panorama of his time and his country, affirmed men and 
women’s right to pursue their happiness on earth and opposed the dogma of asceticism preached by 
church. As a forerunner of humanism he praised man’s energy, intellect, quick wit and loves of life, 
exposed and satirized the evils of the time.  
    B. In a transitional period, not entirely devoid of medieval prejudices; religious himself; nothing 
revolutionary in his writing. However, these weak points are not powerful enough to hide his 
achievements as a great poet and story-teller. 
    3.4 Discussion of the selection from page 45-51. 

4. Chaucer’s Language:  
    A. His language, now called Middle English, is vivid & exact，his verse is smooth. His words are 
easy to understand. 
    B. His contribution to Eng poetry lies chiefly in the fact that he introduced from France the rhymed 
stanzas of various types, esp. the rhymed couplet of iambic pentameter (to be later called the “heroic 
couplet”) to English poetry, instead of the Old A-S alliterative verse.  
    C. The first great poet who wrote in the current Eng language. His production of so much excellent 
poetry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establishing Eng as the literary language of the country. The spoken Eng 
of the time consisted of several dialects, and Chaucer did much in making the dialect of London the 
foundation for modern Eng speech. For B & C, he was called (by the 17th century English writer John 
Dryden) the “Father of English poetry”.  

Foot: unit of rhythm in a line of poetry containing one stressed syllable and one or more unstressed 
syllable as in the four division: for men may come and may go. 

Pentameter: line of verse with 5 metrical feet. 
Iambic: of a metrical foot of one unstressed and one stressed syllable (alone) 
5. Popular Ballads:  
A ballad is a story told in song, usu. in 4-line stanzas, with the second and fourth lines rhymed. No 

one knows who wrote them. They were composed collectively by the people and constantly revised as 
they were handed down from mouth to mouth. Bishop Thomas Percy (1728-1811) was the first to take a 
literary interest in ballads.  

Percy’s publication of the material in his Reliques of Ancient English Poetry (1765) inspired others, 
mainly Sir Walter Scott. The ballads have a variety of themes: the struggle of young lovers against their 
feudal families, the conflict between love and wealth, the cruel effect of jealousy, the border wars between 
England and Scotland, and matters of class struggle. Of special important is The Robin Hood Ballads. 



6414 

English balladry includes also a great number of humorous ballads. Get up and Bar the Door is a good 
example. (For other information, see textbook, page 51-53) 

学习目标： 
1．对乔叟为人为文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特别要注意其产生的背景。 
2．深度阅读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坎特伯雷故事集》，对其体裁、题材、艺术特征有比较清晰

的认识。 
作业： 
1.仔细阅读教材中《坎特伯雷故事集》的几个选段。 
2.选读 Jstor和中国知网上对《坎特伯雷故事集》的研究类论文。 

知识单元 3：The Renaissance Theatre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Historical Background 
English Renaissance theatre encompasses the period between 1562 (performance at the Inner 

Temple during the Christmas season of 1561 of Gorboduc, the first English play using blank verse) and 
1642 (ban on theatrical plays enacted by the English Parliament). 

The phrase Elizabethan theatre is used at times improperly, especially in languages other than 
English, to mean English Renaissance theatre, even though in a strict sense this only applies to 1603. 
Strictly speaking one distinguishes within English Renaissance theatre betweenElizabethan theatre from 
1562 to 1603, Jacobean theatre from 1603 to 1625 and Caroline theatre from 1625 to 1642. 

Along with the economics of the profession, the character of the drama changed towards the end of 
the period. Under Elizabeth, the drama was a unified expression as far as social class was concerned: the 
Court watched the same plays the commoners saw in the public playhous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theatres, drama became more oriented towards the tastes and values of an upper-class audience. 
By the later part of the reign of Charles I, few new plays were being written for the public theatres, which 
sustained themselves on the accumulated works of the previous decades. 

2.William Shakespeare 
William Shakespeare was an English poet,playwright, and actor, widely regarded as the greatest 

writer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the world's pre-eminent dramatist. He is often called England's national 
poet, and the "Bard of Avon". His extant works, including collaborations, consist of approximately 38 
plays, 154 sonnets, two long narrative poems, and a few other verses, some of uncertain authorship. His 
plays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every majorliving language and are performed more often than those of 
any other playwright. 

Shakespeare was born and brought up in Stratford-upon-Avon, Warwickshire. At the age of 18, he 
married Anne Hathaway, with whom he had three children: Susanna, and twins Hamnet and Judith. 
Sometime between 1585 and 1592, he began a successful career in London as an actor, writer, and 
part-owner of a playing company called the Lord Chamberlain's Men, later known as the King's Men. He 
appears to have retired to Stratford around 1613, at age 49, where he died three years later. Few records of 
Shakespeare's private life survive, which has stimulated considerable speculation about such matters 
as his physical appearance, sexuality, and religious beliefs, and whether the works attributed to him 
were written by others. 

Shakespeare produced most of his known work between 1589 and 1613. His early plays were 
primarilycomedies and histories, and these are regarded as some of the best work ever produced in these 
genres. He then wrote mainly tragedies until about 1608, including Hamlet, Othello, King Lear, 
and Macbeth, considered some of the finest work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his last phase,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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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ote tragicomedies, also known as romances, and collaborated with other playwrights. 
Many of his plays were published in editions of varying quality and accuracy during his lifetime. In 

1623,John Heminges and Henry Condell, two friends and fellow actors of Shakespeare, published 
the First Folio, a posthumous collected edition of his dramatic works that included all but two of the plays 
now recognised as Shakespeare's. It was prefaced with a poem by Ben Jonson, in which Shakespeare is 
hailed, presciently, as "not of an age, but for all time". In the 20th and 21st centuries, his works have been 
repeatedly adapted and rediscovered by new movements in scholarship and performance. His plays 
remain highly popular, and are constantly studied, performed, and reinterpreted in diverse cultural and 
political contexts throughout the world. 

3.Hamlet 
The Tragedy of Hamlet, Prince of Denmark, often shortened to Hamlet, is a tragedy written 

byWilliam Shakespeare at an uncertain date between 1599 and 1602. Set in the Kingdom of Denmark, the 
play dramatises the revenge Prince Hamlet is instructed to exact on his uncle Claudius. Claudius had 
murdered his own brother, Hamlet's father King Hamlet, and subsequently seized the throne, marrying his 
deceased brother's widow. 

Hamlet is Shakespeare's longest play and among the most powerful and influential trage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with a story capable of "seemingly endless retelling and adaptation by others." The play 
seems to have been one of Shakespeare's most popular works during his lifetime and still ranks among his 
most-performed, topping the performance list of the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and its predecessors in 
Stratford-upon-Avon since 1879. It has inspired writers from Goethe and Dickens to Joyce and Murdoch, 
and has been described as "the world's most filmed story after Cinderella". 

The story of Hamlet ultimately derives from the legend of Amleth, preserved by 13th-century 
chronicler Saxo Grammaticus in his Gesta Danorum, as subsequently retold by 16th-century 
scholar François de Belleforest. Shakespeare may also have drawn on an earlier 
(hypothetical) Elizabethan play known today as the Ur-Hamlet, though some scholars believe he himself 
wrote the Ur-Hamlet, later revising it to create the version of Hamlet we now have. He almost certainly 
created the title role for Richard Burbage, the leading tragedian of Shakespeare's time. In the 400 years 
since, the role has been performed by highly acclaimed actors from each successive age. 

Three different early versions of the play are extant, the First Quarto (Q1, 1603), the 
Second Quarto (Q2, 1604), and the First Folio (F1, 1623). Each version includes lines, and even entire 
scenes, missing from the others. The play's structure and depth of characterisation have inspired much 
critical scrutiny. One such example is the centuries-old debate about Hamlet's hesitation to kill his uncle, 
which some see as merely a plot deviceto prolong the action, but which others argue is a dramatisation of 
the complex philosophical and ethical issues that surround cold-blooded murder, calculated revenge, and 
thwarted desire. More recently, psychoanalytic critics have examined Hamlet's unconscious desires, 
and feminist critics have re-evaluated and rehabilitated the often maligned characters 
of Ophelia and Gertrude. 

学习目标： 
1．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尤其是莎剧）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特别要注意其产生的背景。 
2．深度阅读这一时期的莎翁名作《哈姆雷特》，对其体裁、题材、艺术特征有比较清晰的认识。 
作业： 
1.仔细阅读教材中《哈姆雷特》的几个选段。 
2.选读 Jstor和中国知网上对《哈姆雷特》的研究类论文。 

知识单元 4: Metaphysical Poetry 
参考学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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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term "metaphysical," as applied to English and continental European poet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was used by Augustan poets John Dryden and Samuel Johnson to reprove those poets for their 
"unnaturalness." As Goethe wrote, however, "the unnatural, that too is natural," and the metaphysical 
poets continue to be studied and revered for their intricacy and originality. 
    John Donne, along with similar but distinct poets such as George Herbert, Andrew Marvell, and 
Henry Vaughn, developed a poetic style in which philosophical and spiritual subjects were approached 
with reason and often concluded in paradox. This group of writers established meditation—based on the 
union of thought and feeling sought after in Jesuit Ignatian meditation—as a poetic mode. 
    The metaphysical poets were eclipsed in the eighteenth and nineteenth centuries by romantic and 
Victorian poets, but twentieth century readers and scholars, seeing in the metaphysicals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pressing political and scientific upheavals, engaged them with renewed interest. In his essay 
"The Metaphysical Poets," T. S. Eliot, in particular, saw in this group of poets a capacity for "devouring 
all kinds of experience." 

2. John Donne 
John Donne (1572 – 1631) was the most influential metaphysical poet. His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spirituality is at the center of most of his work, and the psychological analysis and sexual realism of his 
work marked a dramatic departure from traditional, genteel verse. His early work, collected in Satires and 
in Songs and Sonnets, was released in an era of religious oppression. His Holy Sonnets, which contains 
many of Donne’s most enduring poems, was released shortly after his wife died in childbirth. The 
intensity with which Donne grapples with concepts of divinity and mortality in the Holy Sonnets is 
exemplified in "Sonnet X [Death, be not proud]," "Sonnet XIV [Batter my heart, three person’d God]," 
and "Sonnet XVII [Since she whom I loved hath paid her last debt]." 

3. The Flea 
    The Flea is an erotic metaphysical poem (first published posthumously in 1633) by John 
Donne (1572–1631). The exact date of its composition is unknown. 
    The poem uses the conceit of a flea, which has sucked blood from the male speaker and his female 
lover, to serve as an extended metaphor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speaker tries to convince a 
lady to sleep with him, arguing that if their blood mingling in the flea is innocent, then sexual mingling 
would also be innocent. His argument hinges on the belief that blood mixes during sexual intercourse. 
    Donne is able to hint at the erotic without explicitly referring to sex, using images such as the flea 
that "pamper'd swells" with the blood of the lady (line 8). This evokes the idea of an erection. The speaker 
complains that "This is more than we would do!" (line 9). 
    The speaker claims it would be "sacrilege" to kill the flea. He holds the flea up in the second stanza 
as "our marriage bed" and "our marriage temple," begging for the lady to spare its innocent life (line 13). 
He argues that by killing the flea, she would be killing herself, himself, and the flea itself, "Three crimes 
in killing three" (line18). The lady, in the third stanza, kills the flea, presumably rejecting the speaker's 
advances. He then claims she will lose no more honor when she decides to sleep with him than she did 
when she killed the flea. 

学习目标： 
1．对玄学派诗歌的特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特别要注意其产生的背景。 
2．深度阅读这一时期代表诗人多恩的名作《飞蝇》，对其独特的意象有比较清晰的感受。 
作业： 
1.仔细阅读教材中的《飞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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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读 Jstor和中国知网上对玄学派诗歌的研究类论文。 
知识单元 5：18th Century Novel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Historical Background 
Modern novel began to develop during the 18th century. The term novel derives from the Latin 

‘novus’ and from the Italian ‘novella’. It was in opposition to the term ‘romance’, referring to a chivalric 
story in verse. It was used to refer to a prose fiction which was new because it told stories about recent 
events. There were many causes which brough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vel: expansion of the reading 
public,  growth of a new middle class,different position of women, economic reasons. People, who were 
richer than before, could afford buying books and women had more time for reading because,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y had much free time at home: they could buy in shops the products which before 
were handmade in the houses. Publishing became a profitable business thanks to the spread of literacy and 
of reading as a form of entertainment among the wealthy middle class. The professional writers began to 
appear . They did not have rich patrons but earned their living by writing essays and books. This new 
situation, together with the creation of the circulating libraries  which borrowed books in return of a small 
subscription fee, increased the numbers of readers. Yet the number of those who could afford buying 
books was very small and there was still widespread illiteracy. The masses gained a low salary and books 
were still very expensive to buy. There was no real public education system yet. Poor children had little 
opportunities to study since they were used as industrial labourers and a huge number of people could 
neither read nor write. The 18th century novel was labelled as realistic novel: the characters were real 
people with ordinary names and surnames; they were described in their daily routines; the settings 
were real geographical places and the contents were taken from  real stories.Unlike the early Augustans, 
the novelists liked to write about ordinary people acting in real-life situations. The novelists tried to meet 
their middle-class readers who wanted to read about ordinary people because they enjoyed seeing 
themselves as protagonists of the stories. They were the ones who bought the books and consequently the 
authors’ point of view was the same as the readers’ one.  

2. Daniel Defoe 
Daniel Defoe, born Daniel Foe, was an English trader, writer, journalist, pamphleteer, and spy, most 

famous for his novel Robinson Crusoe. Defoe is notable for being one of the earliest proponents of the 
novel, as he helped to popularise the form in Britain and with others such as Samuel Richardson, and thus 
is among the founders of the English novel. He was a prolific and versatile writer, producing more than 
five hundred books, pamphlets, and journals on various topics, including politics, crime, religion, 
marriage, psychology, and the supernatural. He was also a pioneer of economic journalism. 

3. Samuel Richardson 
Samuel Richardson was an 18th-century English writer and printer. He is best known for his 

three epistolary novels: 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 (1740), Clarissa: 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 (1748) and The History of Sir Charles Grandison (1753). Richardson was an established printer and 
publisher for most of his life and printed almost 500 different works, including journals and magazines. 

At a very early age, Richardson was apprenticed to a printer, whose daughter he eventually married. 
He lost his first wife along with their five sons, and eventually remarried. Although with his second wife 
he had four daughters who lived to become adults, they had no male heir to continue running the printing 
business. While his print shop slowly ran down, at the age of 51 he wrote his first novel and immediately 
beca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nd admired writers of his time. 

He knew leading figures in 18th-century England, including Samuel Johnson and Sarah Field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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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ndon literary world, he was a rival of Henry Fielding, and the two responded to each other's literary 
styles in their own novels. 

His name was on the 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 a list established by the pope containing the 
names of books that Catholics were not allowed to read. 

4. Henry Fielding 
Henry Fielding was a novelist and playwright during the English Restoration as well 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London's first police force, the Bow Street Runners. He was born April 22, 1707 in Somerset 
to Colonel Edmund Fielding and his wife Sarah Gould, the daughter of Judge Henry Gould. He was 
educated at Eton College where he received an education in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languages. Fielding, 
along with Samuel Richardson, has been referred to 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English novel. Fielding's 
first literary success was Shamela (1741), a parody of Richardson's Pamela. Fielding was known for his 
humor and satire in his pieces as well as a penchant for establishing a wide variety of characters among 
varying social classes. His most successful novels were Joseph Andrews (1742) and Tom Jones (1749). 
He continued to write and publish his works until he died on October 8, 1754. 

学习目标： 
1．对十八世纪小说的兴起有一个基本的了解，特别要注意其产生的背景。 
2．深度阅读这一时期代表小说家笛福、理查逊、菲尔丁的代表性作品。 
作业： 
1.仔细阅读教材中《弗兰德斯》、《汤姆琼斯》选段。 
2.选读 Jstor和中国知网上对 18世纪小说的研究类论文。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The Anglo-Saxon Literature 2  
2 The Anglo-Saxon Literature 2  
3 The Anglo-Saxon Literature 2  
4 The Anglo-Saxon Literature 2  
5 Geoffrey Chaucer (1340-1400) 2  
6 Geoffrey Chaucer (1340-1400) 2  
7 Geoffrey Chaucer (1340-1400) 2  
8 Geoffrey Chaucer (1340-1400) 2  
9 The Renaissance Theatre 2  
10 The Renaissance Theatre 2  
11 The Renaissance Theatre 2  
12 The Renaissance Theatre 2  
13 Metaphysical Poetry 2  
14 Metaphysical Poetry 2  
15 18th Century Novel 2  
16 18th Century Novel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英语、人文经典阅读 
后续课程：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西方宗教与文化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乔叟的诗歌、莎士比亚的戏剧、十八世纪的小说 
难点：每个文学阶段与风格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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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改变“满堂灌”方式，广泛采用启发、讨论、学生展示、课堂讲评和

案例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1.课堂讨论。 
2.教学观摩。 

   3.小组工作 
   4.研究性学习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相关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罗经国，《新编英国文学选读》（上），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1. M. H. Abrahams, ed. Norton Anthonoy of English Literature: The Major Authors (9th Editi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13. 
执笔：张磊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英国文学（二） 
English Literature（II） 

课程号： 3080007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研究所英语（法律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开设本课程，旨

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了解、认识和掌握英国文学史上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家的创

作倾向、思想方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以及对本国文学乃至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等等。在此基

础上，使学生了解一些名家的代表作品的思想意义、文学价值、写作手法、语言技巧等，为学生毕

业后的教学、研究打下基础。通过对英国各历史段代背景和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的介绍，使学生

了解英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及各个时期的主要文学流派及其创作特点。通过文本学习提高学生的文学

阅读、理解与鉴赏能力以及口头与书面表达等语言技能；并且通过大量阅读与讨论加强学生对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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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的意识，提高他们的综合人文素质，增强他们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理解。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英国文学（二） 

（一）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The Romantic Period: 1798-1832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Background:  
Romanticism was an artistic,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movement that originated in Europe toward the 

end of the 18th century. It is the revolt of the senses or passions against the intellect and of the individual 
against the consensus. Its first stirrings may be seen in the work of William Blake (1757-1827), and in 
continental writers such as the Swiss philosopher Jean-Jacques Rousseau and the German playwrights 
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Schiller and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The publication, in 1798, by the poets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and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 of a volume entitled Lyrical Ballads is a significant event in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though the poems were poorly received and few books sold. The elegant latinisms of Gray are 
dropped in favour of a kind of English closer to that spoken by real people (supposedly).  

The Romantic period was one of major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because of the depopul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vercrowded industrial cities, that took place in the period 
roughly between 1750 and 1850. The movement of so many people in England was the result of two 
forces: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that involved the Enclosure of the land, drove workers off the land,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ich provided them employment, "in the factories and mills, operated by 
machines driven by steam-power". Indeed, Romanticism may be seen in part as a reaction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ough it was also a revolt against aristocratic social and political norms of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as well a reaction against the scientific rationalization of nature. The French Revolution 
was an especially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political thinking of many of the Romantic poets.  

2. The Lakewood Poets (the earliest Romantics): 
After Blake, among the earliest Romantics were the Lake Poets, a small group of friends, including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 Robert Southey (1774–1843) 
and journalist 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 The early Romantic Poets brought a new emotionalism 
and introspection, and their emergence is marked by the first romantic manifesto in English literature, the 
"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 (1798). In it Wordsworth discusses what he sees as the elements of a new 
type of poetry, one based on the "real language of men", and which avoids the poetic diction of much 
18th-century poetry. Here, Wordsworth gives his famous definition of poetry, as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 which "takes its origin from emotion recollected in tranquility." 

1). Wordsworth  
The poems in Lyrical Ballads were mostly by Wordsworth, though Coleridge contributed too. 

Wordsworth, along with Carlyle, were a major influence, through Emerson, on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Among Wordsworth's most famous poems, are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Lines Composed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 "Resolution and Independence", "Ode: 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 from Recollections of Early Childhood" and the long, autobiographical, epic The Prelude. 
The Prelude was begun in 1799 but published posthumously in 1850. Wordsworth's poetry is noteworthy 
for how he "inverted the traditional hierarchy of poetic genres, subjects, and style by elevating humble 
and rustic life and the plain [...] into the main subject and medium of poetry in general", and how, in 
Coleridge's words, he awakens in the reader "freshness of sensation" in his depiction of famili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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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place objects. 
2). Coleridge 
Coleridge contributed one of the great poems of English literature, the long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a tragic ballad about the survival of one sailor through a series of supernatural events on his 
voyage through the South Seas, and which involves the symbolically significant slaying of an albatross. 
Coleridge is also especially remembered for "Kubla Khan", "Frost at Midnight", "Dejection: an Ode", 
"Christabel", as well as the major prose work Biographia Literaria. His critical work, especially on 
Shakespeare, was highly influential, and he helped introduce German idealist philosophy to 
English-speaking culture.  

3). Thomas De Quincey 
Thomas De Quincey is best known for his essays, especially his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 (1821), a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about his laudanum (opium and alcohol) addiction and 
its effect on his life. The Confessions represents De Quincey's initial effort to write what he called 
"impassioned prose" on the theme of the internal struggle with one's self. His immediate influence 
extended to Edgar Allan Poe, Fitz Hugh Ludlow, Charles Baudelaire and Nikolai Gogol, etc.  

"On the Knocking at the Gate in Macbeth" is an essay in Shakespearean criticism first published in 
the October 1823 edition of The London Magazine. Though brief, it has been called "De Quincey's finest 
single critical piece"[3] and "one of the most penetrating critical footnotes in our literature." A more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than had previously been applied to Shakespeare, The essay foreshadows the 
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of much later criticism. 

3.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Romantic poets: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Romantic poets includes Lord Byron (1788–1824), 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 and John Keats (1795–1821).  
1) Lord Byron 
Byron was still influenced by 18th-century satirists and was, perhaps the least 'romantic' of the three, 

preferring "the brilliant wit of Pope to what he called the 'wrong poetical system' of his Romantic 
contemporaries". Byron achieved enormous fame and influence throughout Europe with works exploiting 
the violence and drama of their exotic and historical settings. Goethe called Byron "undoubtedly the 
greatest genius of our century". A trip to Europe resulted in the first two cantos of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1812), a mock-heroic epic of a young man's adventures in Europe, but also a sharp satire 
against London society. The poem contains elements thought to be autobiographical, as Byron generated 
some of the storyline from experience gained during his travels between 1809 and 1811. However, despite 
the success of Childe Harold and other works, Byron was forced to leave England for good in 1816 and 
seek asylum on the Continent, because, among other things, of his alleged incestuous affair with his 
half-sister Augusta Leigh. Here he joined Percy Bysshe and Mary Shelley on the shores of Lake Geneva, 
during the 'year without a summer'. Between 1819 and 1824 Byron published his unfinished epic satire 
Don Juan. 

2) Percy Bysshe Shelley 
Shelley is perhaps best known for poems such as “Ode to the West Wind,” “To a Skylark,” “Music,” 

“When Soft Voices Die,” “The Cloud,” “The Masque of Anarchy” and “Adonaïs,” an elegy written on the 
death of Keats. Shelley's early profession of atheism, in the tract "The Necessity of Atheism", led to his 
expulsion from Oxford, and branded him as a radical agitator and thinker, setting an early pattern of 
marginalization and ostracism from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circles of his time. His close circle of 
admirers, however, included the most progressive thinkers of the day, including his future father-in-law, 
philosopher William Godwin. A work like Queen Mab (1813) reveal Shelley, "as the direct heir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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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 and British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 of the 1790s. Shelley became an idol of the next three or 
four generations of poets, including important Victorian and Pre-Raphaelite poets such as Robert 
Browning, and Dante Gabriel Rossetti, as well as later W. B. Yeats. Shelley's influential poem The 
Masque of Anarchy (1819) calls for nonviolence in protest and political action. It is perhaps the first 
modern statement of the principle of nonviolent protest. Mahatma Gandhi's passive resistance was 
influenced and inspired by Shelley's verse, and Gandhi would often quote the poem to vast audiences. 

3) John Keats 
Though John Keats shared Byron and Shelley's radical politics, his best poetry is not political, but is 

especially noted for its sensuous music and imagery, along with a concern with material beauty and the 
transience of life. Among his most famous works are: "The Eve of St Agnes", "Ode to Psyche", "La Belle 
Dame sans Merci", "Ode to a Nightingale", "Ode on a Grecian Urn", "Ode on Melancholy", "To Autumn" 
and the incomplete Hyperion, a 'philosophical' poem in blank verse, which was "conceived on the model 
of Milton's Paradise Lost ". Keats' letters "are among the finest in English" and important "for their 
discussion of his aesthetic ideas", including 'negative capability' ". Keats has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a 
major Romantic, and his stature as a poet has grown steadily through all changes of fashion.  

4. Novelists of the Period 
1) Sir Walter Scott  
Scott w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novelist of the era, whose historical romances inspired a 

generation of painters, composers, and writers throughout Europe, including Franz Schubert, Felix 
Mendelssohn and J. M. W. Turner. His novels also inspired many operas, of which the most famous are 
Lucia di Lammermoor (1835) by Donizetti and Bizet’s, La jolie fille de Perth, The Fair Maid of Perth 
(1867). Scott's novel-writing career was launched in 1814 with Waverley, often called the first historical 
novel, and was followed by Ivanhoe. His popularity in England and further abroad did much to form the 
modern stereotype of Scottish culture. The Waverley Novels, including The Antiquary, Old Mortality, 
The Heart of Midlothian, are now generally regarded as Scott's masterpieces. 

2) Jane Austen 
Jane Austen’s works critique the novels of sensibility of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and are 

part of the transition to 19th-century realism. Her plots, though fundamentally comic, highlight the 
dependence of women on marriage to secure social standing and economic security. Austen brings to light 
the hardships women faced, who usually did not inherit money, could not work and where their only 
chance in life depended on the man they married. She reveals not only the difficulties women faced in her 
day, but also what was expected of men and of the careers they had to follow. This she does with wit and 
humour and with endings where all characters, good or bad, receive exactly what they deserve. Her work 
brought her little personal fame and only a few positive reviews during her lifetime, but the publication in 
1869 of her nephew's A Memoir of Jane Austen introduced her to a wider public, and by the 1940s she 
had become accepted as a major writer.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saw a proliferation of Austen 
scholarship and the emergence of a Janeite fan culture. Austen's works include Sense and Sensibility 
(1811), Pride and Prejudice (1813), Mansfield Park (1814), Emma (1815), Northanger Abbey (1817) and 
Persuasion (1817). 

学习目标： 
1．了解浪漫主义时期的英国文学。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培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作业： 
1.阅读华兹华斯的《序言》《我如一朵孤云飘荡 》《孤独的割麦女》 
2. 阅读托马斯·德昆西的《论<麦克白>中的敲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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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阅读柯尔律治的《古舟子吟 》和《忽必烈汗》。  
4. 阅读雪莱的《西风颂》等。 
5. 阅读济慈的《夜莺颂》。 
6. 阅读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爱玛》等部分代表作章节。 

知识单元 2：The Victorian Literature: 1832-1901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 Background：  
The Victorian era of British history (and that of the British Empire) was the period of Queen 

Victoria's reign from 20 June 1837 until her death, on 22 January 1901. It was a long period of peace, 
prosperity, refined sensibilities and national self-confidence for Britain. Some scholars date the beginning 
of the period in terms of sensibilities and political concerns to the passage of the Reform Act 1832. 

Within the fields of social history and literature, Victorianism refers to the study of late-Victorian 
attitudes and culture with a focus on the highly moralistic, straitlaced language and behaviour of Victorian 
morality. The era followed the Georgian period and preceded the Edwardian period. 

It was in the Victorian era (1837–1901) that the novel became the leading literary genre in English. 
Women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is rising popularity both as authors and as readers. Monthly 
serializing of fiction encouraged this surge in popularity, due to a combination of the rise of literacy, 
technological advances in printing, and improved economics of distribution. Charles Dickens' Pickwick 
Papers, was published in twenty parts between April 1836 and November 1837. Both Dickens and 
Thackeray frequently published this way. However, the standard practice of publishing three volume 
editions continued until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Circulating libraries, that allowed books to be 
borrowed for an annual subscription, were a further factor in the rising popularity of the novel. 

The 1830s and 1840s saw the rise of social novel, that "arose out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upheavals 
which followed the Reform Act of 1832". This was in many ways a reaction to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associated with it, and was a means of commenting on abuses of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and the suffering of the poor, who were not profiting from England's economic 
prosperity. Stories of the working class poor were directed toward middle class to help create sympathy 
and promote change. An early example is Charles Dickens' Oliver Twist (1837–38). Other significant 
early example of this genre are Sybil, or The Two Nations, a novel by Benjamin Disraeli (1804–81) and 
Charles Kingsley's (1819–75) Alton Locke (1849). 

2. Victorian Poetry 
The leading poets during the Victorian period were Alfred, Lord Tennyson (1809–92), Robert 

Browning (1812–89),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1806–61), and Matthew Arnold (1822–88). The poetry 
of this period was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Romantics, but also went off in its own directions. 
Particularly notable w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ramatic monologue, a form used by many poets in this 
period, but perfected by Browning.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20th century gradually drew attention to the 
links between Victorian poetry and modernism. 

1) Alfred, Lord Tennyson 
Tennyson was Poet Laureate of the United Kingdom during much of Queen Victoria's reign. He was 

described by T. S. Eliot, as "the greatest master of metrics as well as melancholia", and as having "the 
finest ear of any English poet since Milton".  

Tennyson excelled at penning short lyrics, such as "Break, Break, Break", "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 "Tears, Idle Tears" and "Crossing the Bar". Much of his verse was based on classical 
mythological themes, such as Ulysses, although In Memoriam A.H.H. was written to commemorate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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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 Arthur Hallam, a fellow poet and student at 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 after he died of a stroke 
aged just 22.[3] Tennyson also wrote some notable blank verse including Idylls of the King, "Ulysses", 
and "Tithonus". During his career, Tennyson attempted drama, but his plays enjoyed little success. 

2) Robert Browning 
Browning’s main achievement was in dramatic monologues such as "My Last Duchess", "Andrea del 

Sarto" and "The Bishop Orders his Tomb", which were published in his two-volume Men and Women in 
1855. In his introduction to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dition of Browning's Poems 1833–1864, Ian 
Jack comments, that Thomas Hardy, Rudyard Kipling, Ezra Pound and T S Eliot "all learned from 
Browning's exploration of the possibilities of dramatic poetry and of colloquial idiom".Tennyson was also 
a pioneer in the use of the dramatic monologue, in "The Lotus-Eaters" (1833), "Ulysses" (1842), and 
'"Tithonus" (1860). While 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 was the wife of Robert Browning she had 
established her reputation as a major poet before she met him. Her most famous work is the sequence of 
44 sonnets "Sonnets from the Portuguese" published in Poems (1850). 

3) Matthew Arnold 
Matthew Arnold's reputation as a poet has "within the past few decades [...] plunged drastically," and 

he is best remembered now for his critical works, like Culture and Anarchy (1869), and his 1867 poem 
"Dover Beach". This poem depicts a nightmarish world from which the old religious verities have receded. 
It is sometimes held up as an early, if not the first, example of the modern sensibility. Arnold was both an 
admirer and a critic of Romantic poetry, and has been seen as another a bridge between Romanticism and 
Modernism. In many of his poems can be seen the psychological and emotional conflicts, the uncertainty 
of purpose, above all the feeling of disunity within oneself or of the individual's estrangement from 
society which is today called alienation and is thought of as a modern phenomenon. As Kenneth Allott 
said in 1954: "If a poet can ever teach us to understand what we feel, and how to live with our feelings, 
then Arnold is a contemporary." 

3. Victorian Novelists 
1) Charles Dickens 
Charles Dickens (1812–70) emerged on the literary scene in the late 1830s and soon became 

probably the most famous novelist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One of his most popular works to 
this day is A Christmas Carol (1843). Dickens fiercely satirized various aspects of society, including the 
workhouse in Oliver Twist, the failures of the legal system in Bleak House, the dehumanizing effect of 
money in Dombey and So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philosophy of utilitarianism in factories, education 
etc., in Hard Times. However some critics have suggested that Dickens' sentimentality blunts the impact 
of his satire. In more recent years Dickens has been most admired for his later novels, such as Dombey 
and Son (1846–48), Bleak House (1852–53) and Little Dorrit (1855–57), Great Expectations (1860–61), 
and Our Mutual Friend (1864–65). An early rival to Dickens was 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63), who during the Victorian period ranked second only to him, but he is now much less read and 
is known almost exclusively for Vanity Fair (1847). In that novel he satirizes whole swaths of humanity 
while retaining a light touch. It features his most memorable character, the engagingly roguish Becky 
Sharp. 

2) The Brontë sisters  
The Brontë sisters, Emily, Charlotte and Anne, were other significant novelists in the 1840s and 

1850s. Their novels caused a sensation when they were first published but were subsequently accepted as 
classics. They had written compulsively from early childhood and were first published, at their own 
expense, in 1846 as poets under the pseudonyms Currer, Ellis and Acton Bell. The following year the 
three sisters each published a novel. Charlotte Brontë's (1816–55) work was Jane Eyre, which is writte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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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novative style that combines naturalism with gothic melodrama, and broke new ground in being 
written from an intensely first-person female perspective. Emily Brontë's (1818–48) novel was Wuthering 
Heights and, according to Juliet Gardiner, "the vivid sexual passion and power of its language and 
imagery impressed, bewildered and appalled reviewers," and led the Victorian public and many early 
reviewers to think that it had been written by a man. Even though it received mixed reviews when it first 
came out, and was often condemned for its portrayal of amoral passion, the book subsequently became an 
English literary classic. The third Brontë novel of 1847 was Anne Brontë's (1820–49) Agnes Grey, which 
deals with the lonely life of a governess. Anne Brontë's second novel, The Tenant of Wildfell Hall (1848), 
is perhaps the most shocking of the Brontës' novels. In seeking to present the truth in literature, Anne's 
depiction of alcoholism and debauchery was profoundly disturbing to 19th-century sensibilities. Charlotte 
Brontë's Shirley was published in 1849, Villette in 1853, and The Professor in 1857. 

3) Thomas Hardy 
An interest in rural matters and the changing soci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 of the countryside is seen 

in the novels of Thomas Hardy (1840–1928). A Victorian realist, in the tradition of George Eliot, he was 
also influenced both in his novels and poetry by Romanticism, especially by William Wordsworth. 

Charles Darwin is another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omas Hardy. Like Charles Dickens he was also 
highly critical of much in Victorian society, though Hardy focussed more on a declining rural society. 
While Hardy wrote poetry throughout his life, and regarded himself primarily as a poet, his first collection 
was not published until 1898, so that initially he gained fame as the author of such novels as,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1874),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1886),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1891), and Jude the 
Obscure (1895). He ceased writing novels following adverse criticism of this last novel. In novels such as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and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Hardy attempts to create modern works in the 
genre of tragedy, that are modelled on the Greek drama, especially Aeschylus and Sophocles, though in 
prose, not poetry, fiction, not a play, and with characters of low social standing, not nobility. 

4. Victorian Drama 
After W. S. Gilbert, Oscar Wilde became the leading poet and dramatist of the late Victorian period. 

Wilde's plays, in particular, stand apart from the many now forgotten plays of Victorian times and have a 
much closer relationship to those of the Edwardian dramatists such as Irish playwright 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 whose career began in the last decade of the 19th century, Wilde's 1895 comic 
masterpiece,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holds an ironic mirror to the aristocracy and displays a 
mastery of wit and paradoxical wisdom. 

Oscar Wilde 
Wilde was a spokesman of the rising philosophy of aestheticism, led by two of his tutors, Walter 

Pater and John Ruskin. At the turn of the 1890s, he refined his ideas about the supremacy of art in a series 
of dialogues and essays, and incorporated themes of decadence, duplicity, and beauty into his only novel,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1890). The opportunity to construct aesthetic details precisely, and combine 
them with larger social themes, drew Wilde to write drama. He wrote Salome (1891) in French in Paris 
but it was refused a licence for England due to the absolute prohibition of Biblical subjects on the English 
stage. Unperturbed, Wilde produced four society comedies in the early 1890s, which made him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playwrights of late Victorian London. 

学习目标： 
1．了解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文学。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培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作业： 
1.阅读罗伯特·布朗宁的《我的前任公爵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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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阅读马修·阿诺德的《多佛海滩》，《文化与无政府主义》部分章节。  
3. 阅读狄更斯的《远大前程》，《小杜丽》等部分章节。  
4. 阅读勃朗特姐妹的《简爱》《呼啸山庄》等部分章节。 
5. 阅读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 
6. 阅读王尔德的《莎乐美》。 

知识单元 3：English literature since 1901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Modernism is characterized by a self-conscious break with traditional styles of poetry and verse. 

Modernists experimented with literary form and expression, adhering to Ezra Pound's maxim to "Make it 
new".[1] The modernist literary movement was driven by a conscious desire to overturn traditional modes 
of representation and express the new sensibilities of their time.[2] The horror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saw the prevailing assumptions about society reassessed.[3] Thinkers such as Sigmund Freud and Karl 
Marx questioned the rationality of mankind.[3] 

The term Postmodern literature is used to describe certain tendencies in post-World War II literature. 
It is both a continuation of the experimentation championed by writers of the modernist period (relying 
heavily, for example, on fragmentation, paradox, questionable narrators, etc.) and a reaction against 
Enlightenment ideas implicit in Modernist literature. Postmodern literature, like postmodernism as a 
whole, is difficult to define and there is little agreement on the exact characteristics, scope, and 
importance of postmodern literature. Among postmodern writers are the Americans Henry Miller, 
William S. Burroughs, Joseph Heller, Kurt Vonnegut, Hunter S. Thompson, Truman Capote and Thomas 
Pynchon. 

2. Early Modern Poets:  
W.B. (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 is one of two figures who dominate modern poetry, the 

other being T.S. (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 Yeats was Irish; Eliot was born in the USA but 
settled in England, and took UK citizenship in 1927. Yeats uses conventional lyric forms, but explor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modern themes and classical and romantic ideas. Eliot uses elements of conventional 
forms, within an unconventionally structured whole in his greatest works. Yeats is a Symbolist poet, in 
that he used allusive imagery and symbolic structures throughout his career. Eliot is recognized as the 
poet of the modern symbolist-Metaphysical tradition. Where Yeats is prolific as a poet, Eliot's reputation 
largely rests on two long and complex works: The Waste Land (1922) and Four Quartets (1943). Yeats’ 
1920 poem, "The Second Coming" contains some of literature's most potent imag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liot’s The Waste Land in 1922 is widely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ems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a central text in Modernist poetry. 

The work of these two has overshadowed the work of the best late Victorian, Edwardian and 
Georgian poets, some of whom came to prominence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Among these are 
Thomas Hardy,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 A.E. Housman (1859-1936), Edward Thomas (1878-1917), 
Rupert Brooke (1887-1915), Siegfried Sassoon (1886-1967), Wilfred Owen (1893-1918) and Isaac 
Rosenberg (1890-1918). The most celebrated modern American poet is Robert Frost (1874-1963), who 
befriended Edward Thomas before the war of 1914-1918. 

3. Early modern writers 
The late Victorian and early modern periods are spanned by two novelists of foreign birth: the 

American Henry James (1843-1916) and the Pole Joseph Conrad (Josef Korzeniowski; 1857-1924). James 
relates character to issues of culture and ethics, but his style can be opaque; Conrad's narratives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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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mble adventure stories in incident and setting, but his real concern is with issues of character and 
morality. The best of their work would include James's The Portrait of a Lady and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Nostromo and The Secret Agent. 

Other notable writers of the early part of the century include 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 
H.G. Wells (1866-1946), and E.M. Forster (1879-1970). Shaw was an essay-writer, language scholar and 
critic, but is best-remembered as a playwright. Of his many plays, the best-known is Pygmalion (even 
better known today in its form as the musical My Fair Lady). Wells is celebrated as a popularizer of 
science, but his best novels explore serious social and cultural themes, The History of Mr. Polly being 
perhaps his masterpiece. Forster's novels include Howard's End, A Room with a View and A Passage to 
India. 

4. Joyce and Woolf 
Where these writers show continuity with the Victorian tradition of the novel, more radically modern 

writing is found in the novels of James Joyce (1882-1941), of Virginia Woolf  (1882-1941), and of D.H. 
Lawrence  (1885-1930). Where Joyce and Woolf challenge traditional narrative methods of viewpoint 
and structure, Lawrence is concerned to explore human relationships more profoundly than his 
predecessors, attempting to marry the insights of the new psychology with his own acute observation. 
Working-class characters are presented as serious and dignified; their manners and speech are not objects 
of ridicule. 

Other notable novelists include George Orwell (1903-50), Evelyn Waugh (1903-1966), Graham 
Greene (1904-1991) and the 1983 Nobel prize-winner, William Golding (1911- 1993). 

5. Poetry in the later 20th century 
Between the two wars, a revival of romanticism in poetry is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of W.H. 

(Wystan Hugh) Auden (1907-73), Louis MacNeice (1907-63) and Cecil Day-Lewis (1904-72). Auden 
seems to be a major figure on the poetic landscape, but is almost too contemporary to see in perspective. 
The Welsh poet, Dylan Thomas (1914-53) is notable for strange effects of language, alternating from 
extreme simplicity to massive overstatement. 

Of poets who have achieved celebrit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entury, evaluation is even more 
difficult, but writers of note include the American Robert Lowell (1917-77), Philip Larkin (1922-1985), 
R.S. Thomas (1913-2000), Thom Gunn (1929-2004), Ted Hughes (1930-1998) and the 1995 Nobel 
laureate Seamus Heaney (b. 1939). 

学习目标： 
1．了解 20世纪以来的英国文学。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 
作业： 
1.阅读叶芝的《第二次降临》和 T. S. 艾略特的《荒原》部分章节。 
2. 阅读伍尔夫的《自己的房间》  
3. 阅读 D. H. 劳伦斯的《虹》部分章节  
4. 阅读迪伦·托马斯的《不要温柔地沉入那黑夜》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The Romantic Period: 1798-1832 2  
2 The Romantic Period: 1798-1832 2  
3 The Romantic Period: 1798-1832 2  
4 The Romantic Period: 1798-1832 2  
5 The Romantic Period: 1798-183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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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e Romantic Period: 1798-1832 2  
7 The Victorian Literature: 1832-1901 2  
8 The Victorian Literature: 1832-1901 2  
9 The Victorian Literature: 1832-1901 2  

10 The Victorian Literature: 1832-1901 2  
11 The Victorian Literature: 1832-1901 2  
12 The Victorian Literature: 1832-1901 2  
13 English literature since 1901 2  
14 English literature since 1901 2  
15 English literature since 1901 2  
16 English literature since 1901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英语、人文经典阅读 
后续课程：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西方宗教与文化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浪漫主义诗歌、维多利亚小说 
难点：每个文学阶段与风格之间的关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改变“满堂灌”方式，广泛采用启发、讨论、学生展示、课堂讲评和

案例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1.课堂讨论。 
2.教学观摩。 
3.小组工作 
4.研究性学习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相关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罗经国，《新编英国文学选读》（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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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 H. Abrahams, ed. Norton Anthonoy of English Literature: The Major Authors (9th Editi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13. 

执笔：刘阳阳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5日 

 

美国文学 
American Literature 

课程号：3080007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研究所英语（法律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开设本课程，旨

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了解、认识和掌握美国文学史上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家的创

作倾向、思想方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以及对本国文学乃至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等等。在此基

础上，使学生了解一些名家的代表作品的思想意义、文学价值、写作手法、语言技巧等，为学生毕

业后的教学、研究打下基础。美国文学的历史距今不过 200来年，和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史相
比，它是历时最短而发展最快的。从本杰明• 富兰克林到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作家，为美国文学
赢得了一定的荣誉。但真正为美国文学赢得世界荣誉的则是一战后崛起的一些作家。通过对美国各

历史段代背景和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的介绍，使学生了解美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及各个时期的主要

文学流派及其创作特点。通过文本学习提高学生的文学阅读、理解与鉴赏能力以及口头与书面表达

等语言技能；并且通过大量阅读与讨论加强学生对文学本质的意识，提高他们的综合人文素质，增

强他们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理解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Early American and Colonial Period to 1776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Indian Literature  
American literature begins with the orally transmitted myths, legends, tales, and lyrics (always songs) 

of Indian cultures. There was no written literature among the more than 500 different Indian languages 
and tribal cultures that existed in North America before the first Europeans arrived. Tribes maintained 
their own religions -- worshipping gods, animals, plants, or sacred persons.Systems of government ranged 
from democracies to councils of elders to theocracies (n.神权政治),. These tribal variations enter into the 
oral literature as well. Still, it is possible to make a few generalizations. Indian stories, for example, glow 
with reverence for nature as a  spiritual as well as physical mother. Nature is alive and endowed with 
spiritual forces; main characters may be animals or plants, often totems (n.图腾), associated with a tribe, 
group, or individual. The closest to the Indian sense of holiness in later American literature is Ralph 
Waldo Emerson's transcendental "Over-Soul," which pervades all of life. Examples of almost every oral 
genre can be found in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lyrics, chants, myths, fairy tales, humorous anecdotes, 
incantations（咒语）, riddles, proverbs, epics, and legendary histories. Accounts of migrations and 
ancestors abound, as do vision or healing songs and tricksters'（巫师） tales. 

The songs or poetry, like the narratives, range from the sacred to the light and humorous: There are 
lullabies（摇篮曲）, war chants, love songs, and special songs for children's games, gambling, various 
chores, magic, or dance ceremonials. Generally the songs are repetitive. Short poem-songs given in 
dreams sometimes have the clear imagery and subtle mood associated with Japanese haiku（俳句）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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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tern-influenced imagistic poetry. A Chippewa（齐佩瓦族） song runs: A loon I thought it was But it 
was My love's splashing oar. Vision songs, often very short, are another distinctive form. Appearing in 
dreams or visions, sometimes with no warning, they may be healing, hunting, or love songs. Often they 
are personal, as in this Modoc song: I the song I walk here.Indian oral tradition and its relation to 
American literature as a whole is one of the richest and least explored topics in American studies. The 
Indian contribution to America is greater than is often believed. The hundreds of Indian words in 
everyday American English include "canoe," "tobacco," "potato," "moccasin,"(鹿皮鞋) "moose,"（驼鹿） 
"persimmon,"（柿子） "raccoon,"（浣熊） "tomahawk,"（战斧） and "totem." Contemporary Native 
American writing, discussed in chapter 8, also contains works of great beauty. 

2. The literature of exploration  
Had history taken a different turn, the United States easily could have been a part of the great 

Spanish or French overseas empires. Its present inhabitants might speak Spanish and form one nation with 
Mexico, or speak French and be joined with Canadian Francophone Quebec and Montreal. Yet the earliest 
explorers of America were not English, Spanish, or French. The first European record of exploration in 
America is in a Scandinavian language. The Old Norse Vinland Saga recounts how the adventurous Leif 
Eriksson and a band of wandering Norsemen settled briefly somewhere on the northeast coast of America 
-- probably Nova Scotia, in Canada --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11th century, almost 400 years before the 
next recorded European discovery of the New World. The first known and sustained contact between the 
America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however, began with the famous voyage of an Italian explorer, 
Christopher Columbus, funded by the Spanish rulers 

Ferdinand and Isabella. Columbus's journal in his "Epistola," printed in 1493, recounts the trip's 
drama -- the terror of the men, who feared monsters and thought they might fall off the edge of the world; 
the near-mutiny（兵变）; how Columbus faked the ships' logs （日志）so the men would not know how 
much farther they had travelled than anyone had gone before; and the first sighting of land as they neared 

America.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is the richest source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early contact between 
American Indians and Europeans. As a young priest he helped conquer Cuba. He transcribed Columbus's 
journal, and late in life wrote a long, vivid History of the Indians criticizing their enslavement by the 
Spanish. Initial English attempts at colonization were disasters. The first colony was set up in 1585 at 
Roanoke, off the coast of North Carolina; all its colonists disappeared, and to this day legends are told 
about blue-eyed Croatan Indians of the area. The second colony was more permanent: Jamestown, 
established in 1607. It endured starvation, brutality, and misrule. However, the literature of the period 
paints America in glowing colors as the land of riches and opportunity. Accounts of the colonizations 
became world-renowned. The exploration of Roanoke was carefully recorded by Thomas Hariot in A 
Briefe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Found Land of Virginia (1588). Hariot's book was quickly translated 
into Latin, French, and German; the text and pictures were made into engravings and widely republished 
for over 200 years. 

The Jamestown colony's main record, the writings of Captain John Smith, one of its leaders, is the 
exact opposite of Hariot's accurate, scientific account. Smith was an incurable romantic, and he seems to 
have embroidered his adventures. To him we owe the famous story of the Indian maiden, Pocahontas. 
Whether fact or fiction, the tale is ingrained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the 17th century, 
pirates, adventurers, and explorers opened the way to a second wave of permanent colonists, bringing 
their wives, children, farm implements, and craftsmen's tools. The early literature of exploration, made up 
of diaries, letters, travel journals, ships' logs, and reports to the explorers' financial backers -- European 
rulers or, in mercantile England and Holland, joint stock companies -- gradually was supplanted by 
records of the settled colonies. Because England eventually took possession of the North 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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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nies, the best-known and most-anthologized colonial literature is English. As American minority 
literature continues to flower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American life becomes increasingly multicultural, 
scholars are rediscover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tinent's mixed ethnic heritage. Although the story of 
literature now turns to the English accounts,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its richly cosmopolitan 
beginnings. 

3. The colonial period  
It is likely that no other colonis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were as intellectual as the Puritans. 

Between 1630 and 1690, there were as many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the northeastern se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known as New England, as in the mother country -- an astounding fact when one considers that 
most educated people of the time were aristocrats who were unwilling to risk their lives in wilderness 
conditions. The self-made and often self-educated Puritans were notable exceptions. They wanted 

education to understand and execute God's will as they established their colonies throughout New 
England. 

4.William Bradford (1590-1657) 
William Bradford was elected governor of Plymouth in the Massachusetts Bay Colony shortly after 

the Separatists landed. He was a deeply pious, self-educated man who had learned several languages, 
including Hebrew, in order to "see with his own eyes the ancient oracles of God in their native beauty."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migration to Holland and the Mayflower voyage to Plymouth, and his duties as 
governor, made him ideally suited to be the first historian of his colony. His history, Of Plymouth 
Plantation (1651), is a clear and compelling account of the colony's beginning. His description of the first 
view of America is justly famous: 

5.Anne Bradstreet (c. 1612-1672) 
The first published book of poems by an American was also the first American book to be published 

by a woman -- Anne Bradstreet.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book was published in England, given the lack 
of printing presse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first American colonies. Born and educated in England, Anne 
Bradstreet was the daughter of an earl's estate manager. She emigrated with her family when she was 18. 
Her husband eventually became governor of the Massachusetts Bay Colony, which later grew into the 
great city of Boston. She preferred her long, religious poems on conventional subjects such as the seasons, 
but contemporary readers most enjoy the witty poems on subjects from daily life and her warm and loving 
poems to her husband and children. She was inspired by English metaphysical poetry, and her book The 
Tenth Muse Lately Sprung Up in America (1650) shows the influence of Edmund Spenser, Philip Sidney, 
and other English poets as well. She often uses elaborate conceits or extended metaphors. "To My Dear 
and Loving Husband" (1678) uses the oriental imagery, love theme, and idea of comparison popular in 
Europe at the time, but gives these a pious meaning at the poem's conclusion: 

6.Cotton Mather (1663-1728) 
No account of New England colonial literature would be complete without mentioning Cotton 

Mather, the master pedant. The third in the four-generation Mather dynasty of Massachusetts Bay, he 
wrote at length of New England in over 500 books and pamphlets. Mather's 1702 Magnalia Christi 
Americana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New England), his most ambitious work, exhaustively chronicles the 
settlement of New England through a series of biographies. The huge book presents the holy Puritan 
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 to establish God s kingdom; its structure is a narrative progression of 
representative American "Saints' Lives." His zeal somewhat redeems his pompousness: "I write the 
wonder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flying from the deprivations of Europe to the American strand." 

7.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 
The antithesis of John Woolman is Jonathan Edwards, who was born only 17 years befo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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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ker notable. Woolman had little formal schooling; Edwards was highly educated. Woolman followed 
his inner light; Edwards was devoted to the law and authority. Both men were fine writers, but they reveal 
opposite poles of the colonial religious experience.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早期和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文学，特别是印第安文学和探险文学的特点。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 
作业： 
1. 阅读安妮·布莱德斯特里特的诗歌。 
2. 阅读乔纳森·爱德华滋的《自由的意志》（The Freedom of the Will） 

知识单元 2：Democratic Origins and Revolutionary Writers, 1776-1820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background 
The hard-fought American Revolution against Britain (1775-1783) was the first modern war of 

liberation against a colonial power. The triumph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seemed to many at the time a 
divine sign that America and her people were destined for greatness. Military victory fanned nationalistic 
hopes for a great new literature. Yet with the exception of outstanding political writing, few works of note 
appeared during or soon after the Revolution. 

2. The enlightenment 
The 18th-century American Enlightenment was a movement marked by an emphasis on rationality 

rather than tradition, scientific inquiry instead of unquestioning religious dogma,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place of monarchy. Enlightenment thinkers and writers were devoted to the ideals of 
justice, liberty, and equality as the natural rights of man. 

3.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Benjamin Franklin, whom the Scottish philosopher David Hume called America's "first great man of 

letters," embodied the Enlightenment ideal of humane rationality. Practical yet idealistic, hard-working 
and enormously successful, Franklin recorded his early life in his famous Autobiography. Writer, printer, 
publisher, scientist, philanthropist, and diplomat, he was the most famous and respected private figure of 

his time. He was the first great self-made man in America, a poor democrat born in an aristocratic 
age that his fine example helped to liberalize. 

4. Thomas Paine (1737-1809) 
The passion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s found in pamphlets, the most popular form of political 

literature of the day. Over 2,000 pamphlets were published during the Revolution. The pamphlets thrilled 
patriots and threatened loyalists; they filled the role of drama, as they were often read aloud in public to 
excite audiences. American soldiers read them aloud in their camps; British Loyalists threw them into 
public bonfires. 

5. Epic  
Unfortunately, "literary" writing was not as simple and direct as political writing. When trying to 

write poetry, most educated authors stumbled into the pitfall of elegant neoclassicism. The epic, in 
particular, exercised a fatal attraction. American literary patriots felt sure that the great American 
Revolution naturally would find expression in the epic -- a long, dramatic narrative poem in elevated 
language, celebrating the feats of a legendary hero.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革命时期的美国文学。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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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阅读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Autobiography)。 
2. 阅读托马斯·潘恩的《常识》（Common Sense）。  

知识单元 3：The Romantic Period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background 
The Romantic movement, which originated in Germany but quickly spread to England, France, and 

beyond, reached America around the year 1820, some 20 years after William Wordsworth and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had revolutionized English poetry by publishing Lyrical Ballads. In America as in 
Europe, fresh new vision electrified artistic and intellectual circles. Yet there was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Romanticism in America coincided with the period of national expansion and the discovery of a 
distinctive American voice. The solidification of a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surging idealism and passion 
of Romanticism nurtured（补养） the masterpieces of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2. Early Romantic Period 
The first important fiction writers widely recognized today, Charles Brockden Brown, Washington 

Irving, and James Fenimore Cooper, used American subjects,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themes of change, 
and nostalgic tones. They wrote in many prose genres, initiated new forms, and found new ways to make 
a living through literature. With them, American literature began to be read and appreci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 

1).Charles Brockden Brown (1771-1810) 
Brown used distinctively American settings. A man of ideas, he dramatized scientific theories, 

developed a personal theory of fiction, and championed high literary standards despite personal poverty. 
Though flawed, his works are darkly powerful. Increasingly, he is seen as the precursor of romantic 
writers like Edgar Allan Poe, Herman Melville, and Nathaniel Hawthorne. He expresses subconscious 
fears that the outwardly optimistic Enlightenment period drove underground. 

2).Washington Irving (1789-1859) 
The youngest of 11 children born to a well-to-do New York merchant family, Washington Irving 

became a cultural and diplomatic ambassador to Europe, like Benjamin Franklin and Nathaniel 
Hawthorne. Despite his talent, he probably would not have become a full-time professional writer, given 
the lack of financial rewards, if a series of fortuitous incidents had not thrust writing as a profession upon 
him. Through friends, he was able to publish his Sketch Book (1819-1820) simultaneously in England and 
America, obtaining copyrights and payment in both countries. 

3).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 
James Fenimore Cooper, like Irving, evoked a sense of the past and gave it a local habitation and a 

name. In Cooper, though, one finds the powerful myth of a golden age and the poignance of its loss. 
While Irving and other American writers before and after him scoured Europe in search of its legends, 
castles, and great themes, Cooper grasped the essential myth of America: that it was timeless, like the 
wilderness. American history was a trespass on the eternal; European history in America was a 
reenactment of the fall in the Garden of Eden. The cyclical realm of nature was glimpsed only in the act of 
destroying it: The wilderness disappeared in front of American eyes, vanishing before the oncoming 
pioneers like a mirage. This is Cooper's basic tragic vision of the ironic destruction of the wilderness, the 
new Eden that had attracted the colonists in the first place. 

4. Edgar Allan Poe (1809-1849) 
Edgar Allan Poe, a southerner, shares with Melville a darkly metaphysical vision mix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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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s of realism, parody, and burlesque. He refined the short story genre and invented detective fiction. 
Many of his stories prefigure the genres of science fiction, horror, and fantasy so popular today. Poe's 
short and tragic life was plagued with insecurity. Like so many other major 19th-century American writers, 
Poe was orphaned at an early age. Poe's strange marriage in 1835 to his first cousin Virginia Clemm, who 
was not yet 14, has been interpreted as an attempt to find the stable family life he lacked. 

3．Summit of Romanticism –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The Transcendentalist movement was a reaction against 18th century rationalism and a manifestation 

of the general humanitarian trend of 19th century thought. The movement was based on a fundamental 
belief in the unity of the world and God. The soul of each individual was thought to be identical with the 
world -- a microcosm（微观世界） of the world itself. The doctrine of self- reliance and individualism 
developed through the belief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individual soul with God. 

1).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towering figure of his era, had a religious sense of mission. Although 

many accused him of subverting（搅乱） Christianity, he explained that, for him "to be a good minister, it 
was necessary to leave the church." The address he delivered in 1838 at his the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made him unwelcome at Harvard for 30 years. In it, Emerson accused the church of acting "as if God 
were dead" and of emphasizing dogma while stifling the spirit. 

2.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Henry David Thoreau, of French and Scottish descent, was born in Concord and made it his 

permanent home. From a poor family, like Emerson, he worked his way through Harvard. Throughout his 
life, he reduced his needs to the simplest level and managed to live on very little money, thus maintaining 
his independence. In essence, he made living his career. A nonconformist, he attempted to live his life at 
all times according to his rigorous principles. This attempt was the subject of many of his writings. 

3. Late Romanticism 
1).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 
Nathaniel Hawthorne, a fifth-generation American of English descent, was born in Salem, 

Massachusetts, a wealthy seaport north of Boston that specialized in East India trade. One of his ancestors 
had been a judge in an earlier century, during trials in Salem of women accused of being witches. 
Hawthorne used the idea of a curse on the family of an evil judge in his novel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2). Herman Melville (1819-1891) 
Herman Melville, like Nathaniel Hawthorne, was a descendant of an old, wealthy family that fell 

abruptly into poverty upon the death of the father. Despite his patrician upbringing, proud family 
traditions, and hard work, Melville found himself in poverty with no college education. At 19 he went to 
sea. His interest in sailors' lives grew naturally out of his own experiences, and most of his early novels 
grew out of his voyages. In these we see the young Melville's wide, democratic experience and hatred of 
tyranny and injustice. His first book, Typee, was based on his time spent among the supposedly 
cannibalistic but hospitable tribe of the Taipis in the Marquesas Islands of the South Pacific. The book 
praises the islanders and their natural, harmonious life, and criticizes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who 
Melville found less genuinely civilized than the people they came to convert. 

4.Romantic Poets 
1).Walt Whitman (1819-1892) 
Born on Long Island, New York, Walt Whitman was a part-time carpenter and man of the people, 

whose brilliant, innovative work expressed the country's democratic spirit. Whitman was largely 
self-taught; he left school at the age of 11 to go to work, missing the sort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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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e most American authors respectful imitators of the English. His Leaves of Grass (1855), which he 
rewrote and revised throughout his life, contains "Song of Myself," the most stunningly original poem 
ever written by an American. The enthusiastic praise that Emerson and a few others heaped on this daring 
volume confirmed Whitman in his poetic vocation, although the book was not a popular success. 

2). Emily Dickenson (1830 – 1886) 
Emily Elizabeth Dickinson was an American poet. Born in Amherst, Massachusetts, to a successful 

family with strong community ties, she lived a mostly introverted and reclusive life. While Dickinson was 
a prolific private poet, fewer than a dozen of her nearly 1,800 poems were published during her lifetime. 
The work that was published during her lifetime was usually altered significantly by the publishers to fit 
the conventional poetic rules of the time. Dickinson's poems are unique for the era in which she wrote; 
they contain short lines, typically lack titles, and often use slant rhyme as well as unconventional 
capitalization and punctuation.[3] Many of her poems deal with themes of death and immortality, two 
recurring topics in letters to her friends. Despite some unfavorable reviews and some skepticism during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about Dickinson's literary prowess, Dickinson is now almost 
universally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merican poets. 

学习目标： 
1．了解浪漫主义时期的美国文学。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 
作业： 
1. 阅读华盛顿·欧文的《见闻札记》。 
2. 阅读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的《论自然》《论自助》《论美国学者》等。 
3. 阅读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 
4. 阅读华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 
5. 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 

知识单元 4：The Realistic Period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Background 
The U.S. Civil War (1861-1865) between the industrial North and the agricultural, slave-owning 

South was a watershed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innocent optimism of the young democratic nation gave 
way, after the war, to a period of exhaustion. American idealism remained but was rechanneled. Before 
the war, idealists championed human rights, especially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after the war, Americans 
increasingly idealized progress and the self-made man. This was the era of the millionaire manufacturer 
and the speculator, when Darwinian evolution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seemed to sanction the 
sometimes unethical methods of the successful business tycoon. 

2.William Dean Howells （1837 –1920) 
William Dean Howells was an American realist author, literary critic, and playwright. Nicknamed 

"The Dean of American Letters", he was particularly known for his tenure as editor of the Atlantic 
Monthly as well as his own prolific writings, including the Christmas story "Christmas Every Day", and 
the novels The Rise of Silas Lapham and A Traveler from Altruria. 

3. Henry James （1843 – 1916） 
Henry James was an American writer who spent most of his writing career in Britain. He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key figures of 19th-century literary realism. He was the son of Henry James, Sr. and the 
brother of philosopher and psychologist William James and diarist Alice James. 

He is best known for a number of novels showing Americans encountering Europe and Europ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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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method of writing from a character's point of view allowed him to explore issues related to 
consciousness and perception, and his style in later works has been compared to impressionist painting. 
His imaginative use of point of view, interior monologue and unreliable narrators brought a new depth to 
narrative fiction. 

4. Mark Twain (1835-1910) 
S amuel Clemens, better known by his pen name of Mark Twain, grew up in the Mississippi River 

frontier town of Hannibal, Missouri. Ernest Hemingway's famous statement that all of American literature 
comes from one great book, Twain's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indicates this author's towering 
place in the tradition. Early 19th-century American writers tended to be too flowery, sentimental, or 
ostentatious -- partially because they were still trying to prove that they could write as elegantly as the 
English. Twain's style, based on vigorous, realistic, colloquial American speech, gave American writers a 
new appreciation of their national voice. Twain was the first major author to come from the interior of the 
country, and he captured its distinctive, humorous slang and iconoclasm. For Twain and other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late 19th century, realism was not merely a literary technique: It was a way of speaking truth 
and exploding worn-out conventions. Thus it was profoundly liberating and potentially at odds with 
society. The most well-known example is Huck Finn, a poor boy who decides to follow the voice of his 
conscience and help a Negro slave escape to freedom, even though Huck thinks this means that he will be 
damned to hell for breaking the law. 

5. Local Colorism 
T wo major literary currents in 19th-century America merged in Mark Twain: popular frontier humor 

and local color, or "regionalism." These related literary approaches began in the 1830s -- and had even 
earlier roots in local oral traditions. In ragged frontier villages, on riverboats, in mining camps, and around 
cowboy campfires far from city amusements, storytelling flourished. Exaggeration, tall tales, incredible 
boasts, and comic workingmen heroes enlivened frontier literature. These humorous forms were found in 
many frontier regions -- in the "old Southwest" (the present-day inland South and the lower Midwest), the 
mining frontier, and the Pacific Coast. Each region had its colorful characters around whom stories 
collected: Mike Fink, the Mississippi riverboat brawler; Casey Jones, the brave railroad engineer; John 
Henry, the steel-driving African-American; Paul Bunyan, the giant logger whose fame was helped along 
by advertising; westerners Kit Carson, the Indian fighter, and Davy Crockett, the scout. Their exploits 
were exaggerated and enhanced in ballad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Sometimes, as with Kit Carson 
and Davy Crockett, these stories were strung together into book form. 

6. Edith Wharton (1862-1937) 
Like James, Edith Wharton grew up partly in Europe and eventually made her home there. She was 

descended from a wealthy, established family in New York society and saw firsthand the decline of this 
cultivated group and, in her view, the rise of boorish, nouveau-riche business families. This social 
transformation is the background of many of her novels. Like James, Wharton contrasts Americans and 
Europeans. The core of her concern is the gulf separating social reality and the inner self. Often a sensitive 
character feels trapped by unfeeling characters or social forces. Edith Wharton had personally experienced 
such entrapment as a young writer suffering a long nervous breakdown partly due to the conflict in roles 
between writer and wife. Wharton's best novels include The House of Mirth (1905), The Custom of the 
Country (1913), Summer (1917), The Age of Innocence (1920), and the beautifully crafted novella Ethan 
Frome (1911). 

学习目标： 
1．了解现实主义时期的美国文学。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培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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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阅读威廉·迪安·豪威尔斯的《现代婚姻》（A Modern Instance）。 
2.阅读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 
3.阅读亨利·詹姆斯的《黛西·米勒》。 

知识单元 5：American Naturalism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Background 
Wharton's and James's dissections of hidden sexual and financial motivations at work in society link 

them with writers who seem superficially quite different: Stephen Crane, Jack London, Frank Norris, 
Theodore Dreiser, and Upton Sinclair. Like the cosmopolitan novelists, but much more explicitly, these 
naturalists used realism to relate the individual to society. Often they exposed social problems and were 
influenced by Darwinian thought and the related philosophical doctrine of determinism, which views 
individuals as the helpless pawn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forces beyond their control. 

2. Stephen Crane (1871-1900) 
Stephen Crane, born in New Jersey, had roots going back to Revolutionary War soldiers, clergymen, 

sheriffs, judges, and farmers who had lived a century earlier. Primarily a journalist who also wrote fiction, 
essays, poetry, and plays, Crane saw life at its rawest, in slums and on battlefields. His short stories – in 
particular, "The Open Boat," "The Blue Hotel," and "The Bride Comes to Yellow Sky" -- exemplified that 
literary form. His haunting Civil War novel, 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was published to great acclaim 
in 1895, but he barely had time to bask in the attention before he died, at 29, having neglected his health. 
He was virtually forgotten during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the 20th century, but was resurrected through a 
laudatory biography by Thomas Beer in 1923. He has enjoyed continued success ever since -- as a 
champion of the common man, a realist, and a symbolist. 

3Jack London (1876-1916) 
A poor, self-taught worker from California, the naturalist Jack London was catapulted from poverty 

to fame by his first collection of stories, The Son of the Wolf (1900), set largely in the Klondike region of 
Alaska and the Canadian Yukon. Other of his best-sellers, including The Call of the Wild (1903) and The 
Sea-Wolf (1904) made him the highest paid writer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his time. 

4. Theodore Dreiser (1871 – 1945) 
Theodore Dreiser was an American novelist and journalist of the naturalist school. His novels often 

featured main characters who succeeded at their objectives despite a lack of a firm moral code, and 
literary situations that more closely resemble studies of nature than tales of choice and agency.[2] Dreiser's 
best known novels include Sister Carrie (1900) and An American Tragedy (1925). 

学习目标： 
1．了解自然主义时期的美国文学。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培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作业： 
1. 阅读斯蒂芬·克莱恩的《红色英勇勋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2.阅读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和《马丁·伊登》等。 
3.阅读西奥多·德莱塞的《嘉丽妹妹》《珍妮姑娘》《美国的悲剧》等。 

知识单元 6：Review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复习所讲内容。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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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Early American and Colonial Period to 1776 2  
2 Early American and Colonial Period to 1776 2  
3 Democratic Origins and Revolutionary Writers, 1776-1820 2  
4 Democratic Origins and Revolutionary Writers, 1776-1820 2  
5 The Romantic Period 2  
6 The Romantic Period 2  
7 The Romantic Period 2  
8 The Romantic Period 2  
9 The Romantic Period 2  

10 The Realistic Period 2  
11 The Realistic Period 2  
12 The Realistic Period 2  
13 The Realistic Period 2  
14 The Realistic Period 2  
15 American Naturalism 2  
16 American Naturalism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英语、人文经典阅读、英国文学 
后续课程： 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西方宗教与文化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美国殖民时期的文学、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美国自然主义文学、主

要作家的创作思想、艺术特色、及其代表作品的主题结构、人物刻画、语言风格、艺术手法、社会

意义等等。 
难点：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异同以及这两种倾向在美国 19 世纪

小说中的反映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改变“满堂灌”方式，广泛采用启发、讨论、学生展示、课堂讲评和

案例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1.课堂讨论。 
2.教学观摩。 
3.小组工作 
4.研究性学习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

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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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相关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常耀信等编著《美国文学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 06月 第 3版（教育部选定的高

校文科教材及美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二）推荐参考书 
1. Marcus Cunliffe.The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4th edition.Penguin BookLtd,1984. 
2.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7th Editi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7.8. 
3. Peter B. High. An Outline of American Literature.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89. 

执笔：张立新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07月 20日 

 

美国文学（二） 
American Literature 

课程号：3080007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研究所英语（法律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开设本课程，旨

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了解、认识和掌握美国文学史上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家的创

作倾向、思想方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以及对本国文学乃至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等等。在此基

础上，使学生了解一些名家的代表作品的思想意义、文学价值、写作手法、语言技巧等，为学生毕

业后的教学、研究打下基础。美国文学的历史距今不过 200来年，和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史相
比，它是历时最短而发展最快的。从本杰明• 富兰克林到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作家，为美国文学
赢得了一定的荣誉。但真正为美国文学赢得世界荣誉的则是一战后崛起的一些作家。通过对美国各

历史段代背景和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的介绍，使学生了解美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及各个时期的主要

文学流派及其创作特点。通过文本学习提高学生的文学阅读、理解与鉴赏能力以及口头与书面表达

等语言技能；并且通过大量阅读与讨论加强学生对文学本质的意识，提高他们的综合人文素质，增

强他们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理解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二）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Modernism and Experimentation: 1914-1945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background 
Many historians have characterized the period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as the United States' 

traumatic "coming of age," despite the fact that U.S. direct involvement was relatively brief (1917-1918) 
and its casualties many fewer than those of its European allies and foes. John Dos Passos expressed 
America's postwar disillusionment in the novel Three Soldiers (1921), when he noted that civilization was 
a "vast edifice of sham, and the war, instead of its crumbling, was its fullest and most ultimate 
expression." Shocked and permanently changed, Americans returned to their homeland but could never 
regain their innoc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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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 could soldiers from rural America easily return to their roots. After experiencing the world, 
many now yearned for a modern, urban life. New farm machines such as planters, harvesters, and binders 
had drastically reduced the demand for farm jobs; yet despite their increased productivity, farmers were 
poor. Crop prices, like urban workers' wages, depended on unrestrained market forces heavily influenced 
by business interests: Government subsidies for farmers and effective workers' unions had not yet become 
established. "The chief busines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is business," President Calvin Coolidge 
proclaimed in 1925, and most agreed. 

2. Poetry 1914-1945 
1).Ezra Pound (1885-1972) 
Ezra Pound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merican poets of this century. From 1908 to 1920, he 

resided in London, where he associated with many writers, including William Butler Yeats, for whom he 
worked as a secretary, and T.S. Eliot, whose Waste Land he drastically edited and improved. He was a 
link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acting as contributing editor to Harriet Monroe's important 
Chicago magazine Poetry and spearheading the new school of poetry known as Imagism, which 
advocated a clear, highly visual presentation. After Imagism, he championed various poetic approaches. 
He eventually moved to Italy, where he became caught up in Italian Fascism. 

2).T.S. Eliot (1888-1965) 
Thomas Stearns Eliot was born in St. Louis, Missouri, to a well- to-do family with roots in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He received the best education of any major American writer of his generation 
at Harvard College, the Sorbonne, and Merton College of Oxford University. He studied Sanskrit and 
Oriental philosophy, which influenced his poetry. Like his friend Pound, he went to England early and 
became a towering figure in the literary world there. One of the most respected poets of his day, his 
modernist, seemingly illogical or abstract iconoclastic poetry had revolutionary impact. He also wrote 
influential essays and dramas, and championed the importance of literary and social traditions for the 
modern poet. 

3).Robert Frost (1874-1963) 
Robert Lee Frost was born in California but raised on a farm in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until 

the age of 10. Like Eliot and Pound, he went to England, attracted by new movements in poetry there. A 
charismatic public reader, he was renowned for his tours. He read an original work at the inauguration of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in 1961 that helped spark a national interest in poetry. His popularity is easy to 
explain: He wrote of traditional farm life, appealing to a nostalgia for the old ways. His subjects are 
universal -- apple picking, stone walls, fences, country roads. Frost's approach was lucid and accessible: 
He rarely employed pedantic allusions or ellipses. His frequent use of rhyme also appealed to the general 
audience. 

4).William Carlos Williams (1883-1963)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was a practicing pediatrician throughout his life; he delivered over 2,000 

babies and wrote poems on his prescription pads. Williams was a classmate of poets Ezra Pound and 
Hilda Doolittle, and his early poetry reveals the influence of Imagism. He later went on to champion the 
use of colloquial speech; his ear for the natural rhythms of American English helped free American poetry 
from the iambic meter that had dominated English verse since the Renaissance. His sympathy for ordinary 
working people, children, and everyday events in modern urban settings make his poetry attractive and 
accessible. "The Red Wheelbarrow" (1923), like a Dutch still life, finds interest and beauty in everyday 
objects. 

3.Prose writing , 1914-1945 
1).Background Although American prose between the wars experimented with viewpoint and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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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s wrote more realistically, on the whole, than did Europeans. Novelist Ernest Hemingway wrote 
of war, hunting, and other masculine pursuits in a stripped, plain style; William Faulkner set his powerful 
southern novels spanning generations and cultures firmly in Mississippi heat and dust; and Sinclair Lewis 
delineated bourgeois lives with ironic clarity. The importance of facing reality became a dominant theme 
in the 1920s and 1930s: Writers such as F. Scott Fitzgerald and the playwright Eugene O'Neill repeatedly 
portrayed the tragedy awaiting those who live in flimsy dreams. 

2).F.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 
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s life resembles a fairy tale. During World War I, Fitzgerald enlisted in 

the U.S. Army and fell in love with a rich and beautiful girl, Zelda Sayre, who lived near Montgomery, 
Alabama, where he was stationed. Zelda broke off their engagement because he was relatively poor. After 
he was discharged at war's end, he went to seek his literary fortune in New York City in order to marry 

her. His first novel, This Side of Paradise (1920), became a best- seller, and at 24 they married. 
Neither of them was able to withstand the stresses of success and fame, and they squandered their money. 
They moved to France to economize in 1924 and returned seven years later. Zelda became mentally 
unstable and had to be institutionalized; Fitzgerald himself became an alcoholic and died young as a 
movie screenwriter. 

3).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 
Few writers have lived as colorfully as Ernest Hemingway, whose career could have come out of one 

his adventurous novels. Like Fitzgerald, Dreiser, and many other fine novelists of the 20th century, 
Hemingway came from the U.S. Midwest. Born in Illinois, Hemingway spent childhood vacations in 
Michigan on hunting and fishing trips. He volunteered for an ambulance unit in France during World War 
I, but was wounded and hospitalized for six months. After the war, as a war correspondent based in 
Paris,he met expatriate American writers Sherwood Anderson, Ezra Pound, F. Scott Fitzgerald, and 
Gertrude Stein. Stein, in particular, influenced his spare style. 

4).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 
Born to an old southern family, William Harrison Faulkner was raised in Oxford, Mississippi, where 

he lived most of his life. Faulkner created an entire imaginative landscape, Yoknapatawpha County, 
mentioned in numerous novels, along with several families with interconnections extending back for 
generations. Yoknapatawpha County, with its capital, "Jefferson," is closely modeled on Oxford, 

Mississippi, and its surroundings. Faulkner re-creates the history of the land and the various races 
--Indian, African-American, Euro-American, and various mixtures -- who have lived on it. An innovative 
writer, Faulkner experimented brilliantly with narrative chronology,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and voices 
(including those of outcasts, children, and illiterates), and a rich and demanding baroque style built of 
extremely long sentences full of complicated subordinate parts. 

5).Novels of social awareness 
S ince the 1890s, an undercurrent of social protest had coursed through American literature, welling 

up in the naturalism of Stephen Crane and Theodore Dreiser and in the clear messages of the muckraking 
novelists. Later socially engaged authors included Sinclair Lewis, John Steinbeck, John Dos Passos, 
Richard Wright, and the dramatist Clifford Odets. They were linked to the 1930s in their concern for the 
welfare of the common citizen and their focus on groups of people -- the professions, as in Sinclair 
Lewis's archetypal Arrowsmith (a physician) or Babbitt (a local businessman); families, as in Steinbeck's 
The Grapes of Wrath; or urban masses, as Dos Passos accomplishes through his 11 major characters in his 
U.S.A. trilogy. 

3.20th century American drama 
1).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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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drama imitated English and European theater until well into the 20th century. Often, plays 
from England or translated from European languages dominated theater seasons. An inadequate copyright 
law that failed to protect and promote American dramatists worked against genuinely original drama. So 
did the "star system," in which actors and actresses, rather than the actual plays, were given most acclaim. 
Americans flocked to see European actors who toured thea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ddition, imported 
drama, like imported wine, enjoyed higher status than indigenous productions.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melodramas with exemplary democratic figures and clear contrasts between good and evil had been 
popular. Plays about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slavery also drew large audiences; sometimes these plays 
were adaptations of novels like Uncle Tom's Cabin . Not until the 20th century 

would serious plays attempt aesthetic innovation. Popular culture showed vital developments, 
however, especially in vaudeville (popular variety theater involving skits, clowning, music, and the like). 
Minstrel shows, based on African-American music and folkways -- performed by white characters using 
"blackface" makeup -- also developed original forms and expressions. 

2)Eugene O'Neill (1888-1953) 
Eugene O'Neill is the great figure of American theater. His numerous plays combine enormous 

technical originality with freshness of vision and emotional depth. O'Neill's earliest dramas concern the 
working class and poor; later works explore subjective realms, such as obsessions and sex, and underscore 
his reading in Freud and his anguished attempt to come to terms with his dead mother, father, and brother. 
His play Desire Under the Elms (1924) recreates the passions hidden within one family; The Great God 
Brown (1926) uncovers the unconsciousness of a wealthy businessman; and Strange Interlude (1928), a 
winner of the Pulitzer Prize, traces the tangled loves of one woman. These powerful plays reveal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reverting to primitive emotions or confusion under intense stress. 

3). Arthur Miller(1915 –2005) 
Arthur Asher Miller as a prolific American playwright, essayist, and prominent figure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theatre. Among his most popular plays are All My Sons (1947), Death of a 
Salesman (1949), The Crucible (1953) and A View from the Bridge (1955, revised 1956). He also wrote 
several screenplays and was most noted for his work on The Misfits (1961). The drama Death of a 
Salesman is often numbered on the short list of being among the finest American plays in the 20th century 
alongside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and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4). Tennessee Williams (1911 –1983) 
Tennessee Williams was an American playwright and author of many stage classics. Along with 

Eugene O'Neill and Arthur Miller he is considered among the three foremost playwrights in 20th century 
American drama. 

学习目标： 
1．了解现代主义时期的美国文学。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培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作业： 
1.阅读埃兹拉·庞德的《地铁站一瞥》和《诗章》中的部分章节。 
2.阅读罗伯特·弗洛斯特的《未选择的路》和《雪夜停马在林边》等。 
3.阅读托马斯·艾略特的《荒原》等。 
4.阅读尤金·奥尼尔的《直到夜晚的漫长一天》。 
5.阅读司各特·菲兹杰拉德的《伟大的盖茨比》。 
6. 阅读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等。 
7. 阅读威廉·福克纳的《给艾米莉小姐的玫瑰》等。 
8. 阅读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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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阅读爱德华·阿尔比的《动物园的故事》。 
知识单元 2：American Poetry Since 1945: The Anti-Tradition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background 
A shift away from an assumption that traditional forms, ideas, and history can provide meaning and 

continuity to human life has occurred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imagination throughout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Events since World War II have produced a sense of history as 
discontinuous: Each act, emotion, and moment is seen as unique. Style and form now seem provisional, 
makeshift, reflexive of the process of composition and the writer's self-awareness. Familiar categories of 
expression are suspect; originality is becoming a new tradition. 

2. Traditionalism  
T raditional writers include acknowledged masters of traditional forms and diction who write with a 

readily recognizable craft, often using rhyme or a set metrical pattern. Often they are from the U.S. 
Eastern seaboard or from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country, and teach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ichard 
Eberhart and Richard Wilbur; the older Fugitive poets John Crowe Ransom, Allen Tate, and Robert Penn 
Warren; such accomplished younger poets as John Hollander and Richard Howard; and the early Robert 
Lowell are examples. They are established and frequently anthologized. 

3 .Confessional poets 
Poets who have developed unique styles drawing on tradition but extending it into new realms with a 

distinctively contemporary flavor, in addition to Plath and Sexton, include John Berryman, Theodore 
Roethke, Richard Hugo, Philip Levine, James Dickey, Elizabeth Bishop, and Adrienne Rich. 

1).Sylvia Plath (1932-1963) 
Sylvia Plath lived an outwardly exemplary life, attending Smith College on scholarship, graduating 

first in her class, and winning a Fulbright grant to Cambridge University in England. There she met her 
charismatic husband-to-be, poet Ted Hughes, with whom she had two children and settled in a country 
house in England. Beneath the fairy-tale success festered unresolve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evoked in 

her highly readable novel The Bell Jar (1963). Some of these problems were personal, while others 
arose from repressive 1950s attitudes toward women. Among these were the beliefs -- shared by most 
women themselves -- that women should not show anger or ambitiously pursue a career, and instead find 
fulfillment in tending their husbands and children. Successful women like Plath lived a contradiction. 

4.Beat Generation and others 
T he force behind Lowell's mature achievement and much of contemporary poetry lies in the 

experimentation begun in the 1950s by a number of poets. They may be divided into five loose schools, 
identified by Donald Allen in his The New American Poetry (1960), the first anthology to present the 
work of poets who were previously neglected by the critical and academic communities. 

5.The Black Mountain School 
The Black Mountain School centered around Black Mountain College an experimental liberal arts 

college in Asheville, North Carolina, where poets Charles Olson, Robert Duncan, and Robert Creeley 
taught in the early 1950s. Ed Dorn, Joel Oppenheimer, and Jonathan Williams studied there, and Paul 
Blackburn, Larry Eigner, and Denise Levertov published work in the school's magazines, Origin and the 
Black Mountain Review. The Black Mountain School is linked with Charles Olson's theory of "projective 
verse," which insisted on an open form based on the spontaneity of the breath pause in speech and the 
typewriter line in writing. 

6.Women and multiethnic po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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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s literature, like minority literature and surrealism, first became aware of itself as a driving 
force in American life during the late 1960s. It flourished in the feminist movement initiated in that era.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in most other countries, was long based on male standards that often 
overlooked women's contributions. Yet there are many women poets of distinction in American writing. 
Not all are feminists, nor do their subjects invariably voice women's concerns. More often than not, they 
are humanists. Also, regional, political, and racial differences have shaped their work and given them food 
for thought. Distinguished women poets include Amy Clampitt, Rita Dove, Louise Gl ck, Jorie Graham, 
Carolyn Kizer, Maxine Kumin, Denise Levertov, Audre Lorde, Gjertrud Schnackenberg, May Swenson, 
and Mona Van Duyn.  

学习目标： 
1．了解后现代时期的美国诗歌。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诗人、作品和流派，培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作业： 
1.阅读自白派诗人的诗歌。 
2.阅读黑山派诗人的诗歌。 
3.阅读艾伦·金斯堡的《嚎叫》。 

知识单元 3：American Prose Since 1945: Realism and Experimentation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Background 
Narrative since World War II resists generalization: It is extremely various and multifaceted. It has 

been vitalized by international currents such as European existentialism and Latin American magical 
realism, while the electronic era has brought the global village. The spoken word on television has given 
new life to oral tradition. Oral genes,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 have increasingly influenced narrative. 

2.The legacy of 1940s 
A 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fiction in the second half reflects the character of each decade. 

The late 1940s saw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World War II 
offered prime material: Norman Mailer (The Naked and the Dead, 1948) and James Jones (From Here to 
Eternity, 1951) were two writers who used it best. Both of them employed realism verging on grim 
naturalism; both took pains not to glorify combat. The same was true for Irwin Shaw's The Young Lions 
(1948). Herman Wouk, in The Caine Mutiny (1951), also showed that human foibles were as evident in 
wartime as in civilian life. Later, Joseph Heller cast World War II in satirical and absurdist terms 
(Catch-22, 1961), arguing that war is laced with insanity. Thomas Pynchon presented an involuted, 
brilliant case parodying and displacing different versions of reality (Gravity's Rainbow, 1973); and Kurt 
Vonnegut, Jr., became one of the shining lights of the counterculture during the early 1970s following 
publication of Slaughterhouse-Five; or, The Children's Crusade (1969), his antiwar novel about the 
firebombing of Dresden, Germany, by Allied forces during World War II (which he witnessed on the 
ground as a prisoner of war). 

3.The 1950s 
T he 1950s saw the delayed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and technology in everyday life, left over from 

the 1920s -- before the Great Depression. World War II brought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the Depression, 
and the 1950s provided most Americans with time to enjoy long-awaited material prosperity. Business, 
especially in the corporate world, seemed to offer the good life (usually in the suburbs), with its real and 
symbolic marks of success -- house, car, television, and home appliances. 

1).James Baldwin (1924-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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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Baldwin and Ralph Ellison mirror the African-American experience of the 1950s. Their 
characters suffer from a lack of identity, rather than from over-ambition. Baldwin, the oldest of nine 
children born to a Harlem, New York, family, was the foster son of a minister. As a youth, Baldwin 
occasionally preached in the church. This experience helped shape the compelling, oral quality of 
Baldwin's prose, most clearly seen in his excellent essays, such as "Letter from a Region Of My Mind," 
from the collection The Fire Next Time (1963). In this, he argued movingly for an end to separation 
between the races. Baldwin's first novel, the autobiographical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1953), is 
probably his best known. It is the story of a 14-year-old youth who seeks self-knowledge and religious 
faith as he wrestles with issues of Christian conversion in a storefront church. Other important Baldwin 
works include Another Country (1962), a novel about racial issues and homosexuality, and Nobody 
Knows My Name (1961), a collection of passionate personal essays about racism, the role of the artist, 
and literature. 

2).Ralph Waldo Ellison (1914-1994) 
Ralph Ellison was a midwesterner, born in Oklahoma, who studied at Tuskegee Institute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He had one of the strangest careers in American letters -- consisting of one highly 
acclaimed book, and nothing more. The novel is Invisible Man (1952), the story of a black man who lives 
a subterranean existence in a hole brightly illuminated by electricity stolen from a utility company. The 
book recounts his grotesque, disenchanting experiences. When he wins a scholarship to a black college, he 
is humiliated by whites; when he gets to the college, he witnesses the black president spurning black 
American concerns. Life is corrupt outside college, too. For example, even religion is no consolation: A 
preacher turns out to be a criminal. The novel indicts society for failing to provide its citizens -- black and 
white -- with viable ideals and institutions for realizing them. It embodies a powerful racial theme because 
the "invisible man" is invisible not in himself but because others, blinded by prejudice, cannot see him for 
who he is. 

3).Flannery O'Connor (1925-1964) 
Flannery O'Connor, a native of Georgia, lived a life cut short by lupus, a deadly blood disease. Still, 

she refused sentimentality, as evident in her extremely humorous yet bleak and uncompromising stories. 
Unlike Porter, Welty, and Hurston, O'Connor most often held her characters at arm's length, 

revealing their inadequacy and silliness. The uneducated southern characters who people her novels often 
create violence through superstition or religion, as we see in her novel Wise Blood (1952), about a 
religious fanatic who establishes his own church. Sometimes violence arises out of prejudice, as in "The 
Displaced Person," about an immigrant killed by ignorant country people who are threatened by his hard 
work and strange ways. Often, cruel events simply happen to the characters, as in "Good Country People," 
the story of a girl seduced by a man who steals her artificial leg. The black humor of O'Connor links her 
with Nathanael West and Joseph Heller. Her works include short story collections (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 (1955) and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1965); the novel The Violent Bear It Away 
(1960); and a volume of letters, The Habit of Being (1979). Her Complete Stories came out in 1971. 

4).Saul Bellow (1915- ) 
Born in Canada and raised in Chicago, Saul Bellow is of Russian-Jewish background. In college, he 

studied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which greatly influence his writing even today. He has expressed a 
profound debt to Theodore Dreiser for his openness to a wide range of experience and his emotional 
engagement with it. Highly respected, he receiv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76. Bellow's early, 
somewhat grim existentialist novels include Dangling Man (1944), a Kafkaesque study of a man waiting 
to be drafted into the Army, and The Victim (1947), about relations between Jews and Gentiles. In the 
1950s, his vision became more comic: He used a series of energetic and adventurous first-person narr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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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 (1953) -- the study of a Huck Finn-like urban entrepreneur who 
becomes a black marketeer in Europe -- and in Henderson the Rain King (1959), a brilliant and exuberant 
serio-comic novel about a middle-aged millionaire whose unsatisfied ambitions drive him to Africa. 
Bellow's later works include Herzog (1964), about the troubled life of a neurotic English professor who 
specializes in the idea of the Romantic self; Mr. Sammler's Planet (1970); Humboldt's Gift (1975); and the 
autobiographical The Dean's December (1982). 

5).Bernard Malamud (1914-1986) 
Bernard Malamud was born in New York City to Russian-Jewish immigrant parents. In his second 

novel, The Assistant (1957), Malamud found his characteristic themes -- man's struggle to survive against 
all odds, and the ethical underpinnings of recent Jewish immigrants. Malamud's first published work was 
The Natural (1952), a combination of realism and fantasy set in the mythic world of professional baseball. 
Other novels include A New Life (1961), The Fixer (1966), Pictures of Fidelman (1969), and The Tenants 
(1971). He also was a prolific master of short fiction. Through his stories, in collections such as The 
Magic Barrel (1958), Idiots First (1963), and Rembrandt's Hat (1973), he conveyed -- more than any other 
American-born writer -- a sense of the Jewish present and past, the real and the surreal, fact and legend. 
Malamud's monumental work -- for which he was awarded the Pulitzer Prize and National Book Award -- 
is The Fixer. Set in Russia around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t is a thinly veiled glimpse at an actual 
case of blood libel -- the infamous 1913 trial of Mendel Beiliss, a dark, anti-Semitic blotch on modern 
history. As in many of his writings, Malamud underscores the suffering of his hero, Yakov Bok,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all odds to endure. 

6).Isaac Bashevis Singer (1904-1991) 
Nobel Prize-winning novelist and short story master Isaac Bashevis Singer -- a native of Poland who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5 -- was the son of the prominent head of a rabbinical court in 
Warsaw. Writing in Yiddish (the amalgam of German and Hebrew that was the common language of 
European Jewry over the past several centuries) all his life, he dealt in mythic and realistic terms with two 
specific groups of Jews -- the denizens of the Old World shtetls (small villages) and the ocean- tossed 
20th-century emigrés of the pre-World War II and postwar eras. 

7).J.D. Salinger (1919- ) 
A harbinger of things to come in the 1960s, J.D. Salinger has portrayed attempts to drop out of 

society. Born in New York City, he achieved huge literary success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his novel The 
Catcher in the Rye (1951), centered on a sensitive 16-year-old, Holden Caulfield, who flees his elite 
boarding school for the outside world of adulthood, only to become disillusioned by its materialism and 
phoniness. 

When asked what he would like to be, Caulfield answers "the catcher in the rye," misquoting a poem by 
Robert Burns. In his vision, he is a modern version of a white knight, the sole preserver of innocence. He 
imagines a big field of rye so tall that a group of young children cannot see where they are running as they play 
their games. He is the only big person there. "I'm standing on the edge of some crazy cliff. What I have to do, I 
have to catch everybody if they start to go over the cliff." The fall over the cliff is equated with the loss of 
childhood and (especially sexual) innocence -- a persistent theme of the era. Other works by this reclusive, 
spare writer include Nine Stories (1953), Franny and Zooey (1961), and Raise High the Roof-Beam, 
Carpenters (1963),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from The New Yorker. Since the appearance of one story in 1965, 
Salinger -- who lives in New Hampshire -- has been absent from the American literary scene. 

8).Jack Kerouac (1922-1969) 
The son of an impoverished French-Canadian family, Jack Kerouac also questioned the values of 

middle-class life. He met members of the "Beat" literary underground as an undergraduate at Colum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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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in New York City. His fiction was much influenced by the loosely autobiographical work of 
southern novelist Thomas Wolfe. 

Kerouac's best-known novel, On the Road (1957), describes "beatniks" wandering through America 
seeking an idealistic dream of communal life and beauty. The Dharma Bums (1958) also focuses on 
peripatetic counterculture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infatuation with Zen Buddhism. Kerouac also penned a 
book of poetry, Mexico City Blues (1959), and volumes about his life with such beatniks as experimental 
novelist William Burroughs and poet Allen Ginsberg. 

4.The 1960s 
1）. The background 
The alienation and stress underlying the 1950s found outward expression in the 1960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feminism, antiwar protests, minority activism, and the arrival of a 
counterculture whose effects are still being worked through American society. Notable political and social 
works of the era include the speeches of civil rights leader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the early writings 
of feminist leader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1963), and Norman Mailer's The Armies of the 
Night (1968), about a 1967 antiwar march. 

2).Thomas Pynchon (1937- ) 
Thomas Pynchon, a mysterious, publicity-shunning author, was born in New York and graduated 

from Cornell University in 1958, where he may have co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ladimir Nabokov. 
Certainly, his innovative fantasies use themes of translating clues, games, and codes that could derive 
from Nabokov. Pynchon's flexible tone can modulate paranoia into poetry. All of Pynchon's fiction is 
similarly structured. A vast plot is unknown to at least one of the main characters, whose task it then 
becomes to render order out of chaos and decipher the world. This project, exactly the job of the 
traditional artist, devolves also upon the reader, who must follow along and watch for clues and meanings. 
This paranoid vision is extended across continents and time itself, for Pynchon employs the metaphor of 
entropy, the gradual running down of the universe. The masterful use of popular culture -- particularly 
science fiction and detective fiction -- is evident in his works. Pynchon's work V is loosely structured 
around Benny Profane -- a failure who engages in pointless wanderings and various weird enterprises -- 
and his opposite, the educated Herbert Stencil, who seeks a mysterious female spy, V (alternatively Venus, 
Virgin, Void). The Crying of Lot 49, a short work, deals 

with a secret system associated with the U.S. Postal Service. Gravity's Rainbow (1973) takes place 
during World War II in London, when rockets were falling on the city, and concerns a farcical yet 
symbolic search for Nazis and other disguised figures. The violence, comedy, and flair for innovation in 
his work inexorably link Pynchon with the 1960s. 

5.The 1970s and 1980s:  
1). The background 
By the mid-1970s, an era of consolidation began. The Vietnam conflict was over, followed soon 

afterward by U.S. recogni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merica's Bicentennial celebration. 
Soon the 1980s -- the "Me Decade" -- ensued, in which individuals tended to focus more on more 
personal concerns than on larger social issues. 

2).Toni Morrison (1931- ) 
African-American novelist Toni Morrison was born in Ohio to a spiritually oriented family. She 

attended Howard University in Washington, D.C., and has worked as a senior editor in a major 
Washington publishing house and as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various universities. 

3).Alice Walker (1944- ) 
Alice Walker, an African-American and the child of a sharecropper family in rural Georg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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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ted from Sarah Lawrence College, where one of her teachers was the politically committed female 
poet Muriel Rukeyser. Other influences on her work have been Flannery O'Connor and Zora Neale 
Hurston. 

4).The new regionalism 
There is nothing new about a regional tradition in American literature. It is as old as the Native 

American legends, as evocative as the works of James Fenimore Cooper and Bret Harte, as resonant as the 
novels of William Faulkner and the plays of Tennessee Williams. For a time, though, during the 
post-World War II era, tradition seemed to disappear into the shadows -- unless one considers, perhaps 
correctly, that urban fiction is a form of regionalism. Nonetheless, for the past decade or so, regionalism 
has been making a triumphant return in American literature, enabling readers to get a sense of place as 
well as a sense of time and humanity. And it is as prevalent in popular fiction, such as detective stories, as 
it is in classic literature -- novels, short stories, and drama. American literature has traversed an extended, 
winding path from pre-colonial days to contemporary times. Society, history, technology all have had 
telling impact on it. Ultimately, though, there is a constant -- humanity, with all its radiance and its 
malevolence, its tradition and its promise. 

6.21ST Century 
学习目标： 
1．了解后现代时期的美国小说。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培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作业： 
1.阅读詹姆斯·鲍德温的《向苍天呼吁》。 
2.阅读拉尔夫·埃利森的《看不见的人》。 
3.阅读索尔·贝娄的《晃来晃去/挂起来的》。 
4.阅读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 
5.阅读托尼·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 
6. 阅读爱丽丝·沃克的《紫色》。 

知识单元 4：American Prose Since 1945: other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Faulkner was part of a southern literary renaissance that also included such figures as Truman 

Capote (1924-1984) and Flannery O'Connor (1925-1964). Although Capote wrote short stories and novels, 
fiction and nonfiction, his masterpiece was In Cold Blood, a factual account of a multiple murder and its 
aftermath, which fused dogged reporting with a novelist's penetrating psychology and crystalline prose. 
Another practitioner of the "nonfiction novel," Tom Wolfe (1931- )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New 
Journalism," who honed his art in such essays as The Kandy-Kolored Tangerine-Flake Streamline Baby 
and Radical Chic before he moved on to book-length efforts, such as hi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manned 
space program The Right Stuff and probably his best-known novel Bonfire of the Vanities. Other writers 
steeped in the Southern tradition include John Kennedy Toole (1937–1969) and Tom Robbins (1936- ). 

2.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is literature written by, about, and sometimes specifically for 
African-Americans. The genre began during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with writers such as poet Phillis 
Wheatley and orator Frederick Douglass. Among the themes and issues explored in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are the role of African Americans within the larger American society, African American culture, 
racism, slavery, and equality. Before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issue of slavery, as indicated by the popular subgenre of slave narratives.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books by authors such as W.E.B. Du Bois and Booker T. Washington debated wheth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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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ront or appease racist attitudes in the United States. 
3. The United States has had a community and tradition of writing by Jewish im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for a long time, although many writers have objected to being reduced to "Jewish" writers 
alone. Key modern writers with Jewish origins are Saul Bellow, Philip Roth, Bernard Malamud, Grace 
Paley, Isaac Bashevis Singer, Chaim Potok, Isaac Asimov, and Woody Allen, among others. The New 
Yorker has been especially instrumental in exposing many Jewish-American writers to a wider 
readingpublic. 

学习目标： 
1．了解二战后美国的南方小说、黑人小说、犹太小说和其它小说。 
2．掌握美国南方、黑人、犹太和其它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培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作业： 
1. 阅读弗兰纳里·奥康纳的《慧血》。 
2. 阅读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 
3. 阅读菲力普·罗斯的《再见，哥伦布》。 
4. 阅读约翰·厄普代克的《兔子》系列。 
5. 阅读约翰·巴思的《漂浮的歌剧》。 
6. 阅读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7. 阅读诺曼·米勒的《裸者与死者》。 
8. 阅读库特·冯尼格特的《第五号屠场》。 
9. 阅读亚历克斯·哈利的《根》。 

知识单元 6：Review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复习所讲内容。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Modernism and Experimentation: 1914-1945 2  
2 Modernism and Experimentation: 1914-1945 2  
3 Modernism and Experimentation: 1914-1945 2  
4 Modernism and Experimentation: 1914-1945 2  
5 Modernism and Experimentation: 1914-1945 2  
6 Modernism and Experimentation: 1914-1945 2  
7 Modernism and Experimentation: 1914-1945 2  
8 Modernism and Experimentation: 1914-1945 2  
9 American Poetry Since 1945: The Anti-Tradition 2  

10 American Poetry Since 1945: The Anti-Tradition 2  
11 American Poetry Since 1945: The Anti-Tradition 2  
12 American Prose Since 1945: Realism and Experimentation 2  
13 American Prose Since 1945: Realism and Experimentation 2  
14 American Prose Since 1945: Realism and Experimentation 2  
15 American Prose Since 1945: Realism and Experimentation 2  
16 American Prose Since 1945: others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先修课程：综合英语、人文经典阅读、英国文学 
后续课程： 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西方宗教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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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美国现代文学的特征、"迷惘的一代"，意象派诗歌，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要作家

的创作思想、艺术特色、及其代表作品的主题结构、人物刻画、语言风格、艺术手法、社会意义等。 
难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文学产生的历史及文化背景、战后美国文学产生的历史及文化背

景、美国现代文学多元化的现象和美国现代文学写作手法的创新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改变“满堂灌”方式，广泛采用启发、讨论、学生展示、课堂讲评和

案例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1.课堂讨论。 
2.教学观摩。 
3.小组工作 
4.研究性学习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

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相关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常耀信等编著《美国文学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 06月 第 3版（教育部选定的高

校文科教材及美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二）推荐参考书 
1. Marcus Cunliffe.The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4th edition.Penguin BookLtd,1984. 
2.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7th Editi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7.8. 
3. Peter B. High. An Outline of American Literature.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89. 

执笔：张立新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07月 20日 

 

学术论文写作 
Academic Writing 

课程号：3080007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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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面向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能力，要求学生对文献材料有一定的综合分析

能力、并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个人观点和意见，同时还要求学生学会正确地引用他人的观点，避免

有意或无意的抄袭现象。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了解从选题、文献调研、资料分析、列提纲、起草、

修改到编辑的写作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了解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摘要、引言、正文、

结语的写作方法及文献引用方法等，为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指导和帮助，对学生进行基本的科研

能力训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及独立思维、科学探索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将系统讲授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方法和规范，包括如何确定论文选题，如何搜集和使用

资料，如何形成论题，如何写文献综述，学术论文的结构，如何写作和修改论文，学术论文的规范，

论文定稿与答辩等内容。 
本课程学习目标 
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将力求注重教学内容的知识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以帮助同学们能够运

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与基本理论就本专业领域的某一问题，深入研究，提出观点，形成论据；引

导同学们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注意各门课程内在的系统，拓宽知识面，能从论文写作过程中汲取知识，

获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写出优秀的毕业论文。具体学习目标如下： 
（1）系统了解毕业论文写作的主要过程和基本方法； 
（2）系统了解选题方法以及文献检索的主要方法和途径； 
（3）系统掌握开题报告、文献综述的写作方法； 
（4）掌握学校规范编制毕业论文的注释、参考文献以及引文的主要方法； 
（5）查阅教学法、语言学、文学、翻译等方面的汉英语论文，了解毕业论文的语言、结构、

切入展开方法，熟悉学校毕业论文的写作规范； 
（6）通过论文写作的训练，提高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本课程授课时数为 30学时。课下查阅资料、写作等 6学时。  
本课程课堂讲授 15个单元，每单元的具体学习目标及内容如下： 

Unit 1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for BA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What is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for BA?  
  The major features and components of BA dissertation;  
  The aims of writing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1.1 Major features of research papers 
1.2 Major components of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1.3 Three major formats of the dissertation 
1.4 Major aims of writing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IV. Focal Points  
The features, components, formats and aims of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V. Difficult Points  
Understand the major features of research papers and grasp the essentials of writing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VI.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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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ure, group discuss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VII. Assignment  
Read one or two graduation dissertations. 
VIII. Reading  
Paltridge, Brian and Sue Starfield.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A 

handbook for superviso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Chapter Three Thesis writing in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Winkler, Anthony, Jo Ray and McCuen-Metherell. Writing the Research Paper: A Handbook. Boston: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03. (Chapter One: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research paper) 

黄国文. 《英语学位论文写作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Chapter One: Defining the 
dissertation) 

田贵森、段晓英主编.《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教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What is graduation thesis for BA?） 

Unit 2  Choosing a Topic: Writing about Linguistics and TEFL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structure and the features of dissertations on linguistics and TEFL and 

learn to write about linguistics and TEFL.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2.1 Introduction 
2.2 Sources and considerations for research topics 
2.3 Suggested steps when choosing a topic 
2.4 Finding an approach 
2.5 Subject Areas, Topics, Questions and Thesis Statements 
2.6 Formulating a Thesis Statement 
2.7 Thesis Statement Exercise 
2.8 Writing about linguistics and TEFL 
2.9 Writing Assignment 
IV. Focal Points  
  sources for research topics  
  steps of choosing a topic  
  the form of a thesis statement  
  writing about linguistics and TEFL 
V. Difficult Points  
How to choose a topic and formulate a thesis statement 
How to write about linguistics and TEFL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group discuss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VII. Assignment  
Try to compose a thesis statement of your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on linguistics or TEFL. 
VIII. Reading  
Winkler, Anthony, Jo Ray and McCuen-Metherell. Writing the Research Paper: A Handbook. Boston: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03. (Chapter Two: Choosing a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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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文. 《英语学位论文写作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Chapter Four: Prewriting (1): 
Developing the Subject) 

田贵森、段晓英主编.《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教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Chapter 
Two  Choosing a topic: Writing about linguistics and TEFL） 

Unit 3  Choosing a Topic: Writing about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analyze literature and learn to write about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3.1 What is literary analysis? 
3.2 General approaches to literary analysis 
3.3 Major topics of literary analysis 
3.4 Suggested steps for writing literary analysis 
3.5 Writing about translation studies 
IV. Focal Points:  
Major topics of literary analysis and the writing of literary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V. Difficult Points:  
How to analyze literature and writ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group discuss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VII. Assignment:  
Write a thesis statement o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VIII. Reading  
Winkler, Anthony, Jo Ray and McCuen-Metherell. Writing the Research Paper: A Handbook. Boston: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03. (Chapter Two: Choosing a topic) 
黄国文. 《英语学位论文写作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Chapter Four: Prewriting (1): 

Developing the Subject) 
田贵森、段晓英主编，《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教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Chapter 

Three  Choosing a topic: Writing about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Unit 4  Reviewing Literature and Evaluating Materials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know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how to evaluate materials.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4.1 The purpose of literature review 
4.2 Major sources of related literature 
4.3 Major strategies of literature review  
4.4 Evaluating materials 
4.5 Writing literature review 
4.6 Note-taking 
IV. Focal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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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major sources and strategie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 method of evaluating materials 
V. Difficult Points  
How to write literature review and evaluate materials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group discuss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VII. Assignment  
Choose a subject area or a topic for your graduation thesis 
Prepare preliminary bibliography 
VIII. Reading  
Winkler, Anthony, Jo Ray and McCuen-Metherell. Writing the Research Paper: A Handbook. Boston: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03. (Chapter Three: The Library) 
黄国文. 《英语学位论文写作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Chapter Five: Prewriting (2): 

Reading the Literature) 
田贵森、段晓英主编，《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教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Chapter 

Four  Reviewing Related Literature and Evaluating Materials） 

Unit 5  Organizing Ideas and Writing the Outline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master the skill to organize ideas and write the outline.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5.1 The role of the outline 
5.2 Types of outlines 
5.3 Formats of outlines 
5.4 Convention and content of outlines 
5.5 Preparing and using outlines 
IV. Focal Points  
The role, types, formats, convention and content of outlines and how to prepare and use outlines. 
V. Difficult Points  
How to prepare and use outlines to help write graduation thesis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group discuss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VII. Assignment  
Study sample outlines provided in the class and choose a topic for your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Organize ideas and write the outline. 
VIII. Reading  
Winkler, Anthony, Jo Ray and McCuen-Metherell. Writing the Research Paper: A Handbook. Boston: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03. (Chapter Four: The thesis and the outline) 
黄国文. 《英语学位论文写作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Chapter 9: Writing (2): 

Organizing Ideas) 
田贵森、段晓英主编，《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教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Chapter 

Five   Organizing Ideas and Writing the Outline） 

Unit 6  Writing a Research 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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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structure and purpose of research proposals, and the ways of writing a 

research proposal.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6.1 Differences between a master’s and a doctoral thesis 
6.2 Different expectations across different areas of study 
6.3 A checklist for developing a research proposal 
6.4 Choosing and focusing a research topic 
6.5 Refining a research question 
6.6 Details to include in a research proposal 
6.7 Criteria for assessing research proposals 
6.8 Differences between disciplines in choosing a research topic 
IV. Focal Points  
The structure, the components and the details of a research proposal 
V. Difficult Points  
Understand the major components of a research proposal and grasp the essential details of a research 

proposal.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discussion 
VII. Assignment  
Read one or two research proposals of graduation dissertations. 
VIII. Reading  
Paltridge, Brian and Sue Starfield.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A 

Handbook for Superviso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Chapter 4 Writing a research 
proposal) 

Unit 7  Writing the Introduction Chapter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framework for the typical structure of dissertation Introductions.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7.1 The role of the introductory chapter in the dissertation: creating a research space 
7.2 Typical moves in dissertation Introductions 
7.3 How long should the Introduction be? 
7.4 The typical structure of the Introduction 
IV. Focal Points  
The structure, components and details of the Introductory chapter. 
V. Difficult Points  
Understand the major components of the Introductory chapter.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discuss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VII. Ass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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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one or two Introductory chapters of journal articles. 
VIII. Reading  
Paltridge, Brian and Sue Starfield.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A 

Handbook for Superviso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Chapter 6 Writing the Introduction 
chapter) 

Unit 8  Writing the Background Chapters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write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chapters which describe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a 

study.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8.1 Writing the literature review 
8.2 What needs to be included i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8.3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an example 
8.4 Strategies for reading for a literature review 
8.5 Providing background information 
8.6 Reading, summarizing and critiquing previous studies 
8.7 Reporting on previous research 
8.8 Critiquing previous research 
8.9 Adopting a stance towards previous research 
8.10 Paraphrasing and summary writing 
8.11 Avoiding plagiarism 
IV. Focal Points  
Students are expected not just to know the literature on their topic but also to critically evaluate it.  
V. Difficult Points  
Writing the literature review critically.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discuss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VII. Assignment  
Read one or two Background chapters of published journal articles. 
VIII. Reading  
Paltridge, Brian and Sue Starfield.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A Handbook for 

Superviso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Chapter 7 Writing the Background chapters) 

Unit 9  Writing the Methodology Chapter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ethodology and methods where it is relevant, the 

key functions of this section and the components of this section.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9.1 The place of the Methodology section 
9.2 Methodology vs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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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A review of methods used by similar studies 
9.4 How 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and how the data were obtained 
9.5 How the data were processed 
9.6 Ethical issues 
9.7 The particular challenge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9.8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searcher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9.9 Keeping a research diary (logbook) 
IV. Focal Points  
The structure, the components and the details of the Methodology chapter 
V. Difficult Points  
Understand the major components of the methodology chapter and grasp the essential details of it.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discussion 
VII. Assignment  
Read one or two Methodology chapters of published journal articles. 
VIII. Reading  
Paltridge, Brian and Sue Starfield.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A 

Handbook for Superviso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Chapter 8 Writing the Methodology 
chapter) 

Unit 10  Writing the Results Chapters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typical components of the Results chapter or Results sections of a 

dissertation.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10.1 Structuring the Results/Findings section 
10.2 Purposes of the Results section 
10.3 Presenting metatextual information 
10.4 Presenting results 
10.5 Hedging 
10.6 Numbering systems 
IV. Focal Points  
The lecture will focus on both the typical organizational patterns of Results/Findings chapters or 

sections and some of the language features commonly found within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chapter.  
V. Difficult Points  
How to present research results.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discuss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VII. Assignment  
Read one or two Results chapters of published journal articles. 
VIII. Reading  
Paltridge, Brian and Sue Starfield.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A 

Handbook for Superviso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Chapter 9 Writing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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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s) 

Unit 11  Writing Discussions and Conclusions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typical components of the Discussion chapters and write this section of 

the dissertation.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11.1 Functions of Discussion chapters 
11.2 Strategies for writing the Discussion section 
11.3 The typical shape of the Discussion section 
11.4 Making claims and hedging in the Discussion section 
11.5 Features of Conclusions 
11.6 The typical shape of Conclusions 
11.7 The language of Conclusions 
IV. Focal Points  
The lecture will focus on the functions, strategies and features of writing the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sections.  
V. Difficult Points  
A good dissertation should tell the reader not just ‘what I have done’, but ‘why what I have done 

matters’.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discuss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VII. Assignment  
Read one or two Discussions and Conclusions chapters of published journal articles. 
VIII. Reading  
Paltridge, Brian and Sue Starfield.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A 

Handbook for Superviso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Chapter 10 Writing Discussions and 
Conclusions) 

Unit 12  Writing the Abstract and Acknowledgements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features of an abstract and acknowledgement of a dissertation and how 

to write them.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12.1 The importance of the Abstract 
12.2 Typical structure of the Abstract 
12.3 The language of Abstracts 
12.4 Writing the Acknowledgments section 
IV. Focal Points  
The lecture will focus on the functions, features and structure of an Abstract and Acknowledgement sections.  
V. Difficult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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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structure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Abstracts and Acknowledgements.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discussion 
VII. Assignment  
Read one or two Abstracts and Acknowledgements texts of published journal articles. 
VIII. Reading  
Paltridge, Brian and Sue Starfield.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A 

Handbook for Superviso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Chapter 11 Writing the Abstracts 
and Acknowledgements) 

Unit 13  Revising Your Rough Draft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s of paper revision, and strategies for revision.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13.1 Principles of revision 
13.2 Revising the opening paragraph 
13.3 Revising sentences for variety and style 
13.4 Revising words: Diction 
13.5 Rules for writers. Not. 
IV. Focal Points  
The lecture will focus on the principles of and strategies for paper revision.  
V. Difficult Points  
How to revise draft.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discuss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VII. Assignment  
Revise previous papers. 
VIII. Reading  
Winkler, Anthony, Jo Ray and McCuen-Metherell. Writing the Research Paper: A Handbook. Boston: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03. (Chapter 8: Revising Your Rough Draft) 

Unit 14  Documentation: Citing and Listing Sources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learn to cite and list sources to compose a dissertation.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14.1 The purpose of the documentation 
14.2 Major formats and styles of documentation 
14.3 Quotation 
14.4 Citing sources 
14.5 Listing sources 
IV. Focal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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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the formats and the styles of documentation and how to cite and list sources.  
V. Difficult Points  
How to cite and list sources to write a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discuss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VII. Assignment  
Try to practice citing and listing sources for your dissertation.  
VIII. Reading  
田贵森、段晓英主编，《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教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 年 1

月第一版。（Chapter Eight  Documentation: Citing and Listing Sources） 

Unit 15  Preparing for the Final Draft and Oral Defense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learn to prepare for the final draft and oral defense of the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15.1 Major elements of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15.2 Proofreading your dissertation 
15.3 Guidelines for manuscript form 
15.4 Checklist for the final draft 
15.5 Guidelines for oral defense 
IV. Focal Points  
Major elements to prepare for the final draft and major guidelines for oral defense of the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V. Difficult Points  
How to prepare for the final draft and oral defense.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discuss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VII. Assignment  
Prepare for the final draft and oral defense of your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carefully 
VIII. Reading  
田贵森、段晓英主编.《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教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Chapter 

Eight  Documentation: Citing and Listing Sources） 
三、课程进度表 
单元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a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2  
2 Choosing a Topic: Writing about Linguistics and TEFL 2  
3 Choosing a Topic: Writing about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2  
4 Reviewing Literature and Evaluating Materials 2  
5 Organizing Ideas and Writing the Outline 2  
6 Writing a Research Proposal 2  
7 Writing the Introduction Chapter 2  
8 Writing the Background Chapters 2  
9 Writing the Methodology Chapter 2  



6461 

10 Writing the Results Chapter 2  
11 Writing the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s 2  
12 Writing the Abstract and Acknowledgement 2  
13 Revising your Rough Draft 2  
14 Documentation: Citing and Listing Sources 2  
15 Preparing for the Final Draft and Oral Defense 2  
合计  30  
四、执行大纲的几点说明  
本课程教学以“必需、够用”为基本原则，精讲多练，注重实训，落脚点在培养学生的写作技能、

提高学生的学术论文写作水平上。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探索使用新的教学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系统讲授法：给学生传授学术论文写作理论知识，使知识系统化、条理化。 
2）讨论法：把学生分成小组进行讨论，使学生畅所欲言，可以调动学习积极性，取长补短，

集思广益，培养学生博采众长的思维方法和学习方法。 
3）启发式教学法：教师用提问的方式，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训练学生

大胆发言的胆量。 
4）互动式教学法：课堂上师生双向交流，互相启发，教学相长，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培养学

生创造性思维能力。 
5）自主学习法：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鼓励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求知，积极探索，互相交

流，启迪智慧，往往能激发出创造的思维火花。 
6）情景教学法：教师创设一定的情景，让学生进入特定的场（情）景，感受现场气氛，学习

教学内容的方法。如：组织一次毕业论文模拟答辩，使学生了解论文答辩的过程以及应注意的事项。 
7）论文鉴赏教学法：通过成功和失败正反两种论文的对比分析，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

么是错的，应该怎么写，不应该怎么写，从而领悟写作技巧和方法，使学生学有所获。 
五、成绩考核评定办法 
本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试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论文成绩两部分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期末论文成

绩占总成绩的 70%。 
课程资源利用和开发建议 
应该把本课程的教学与学生的毕业论文撰写直接联系起来，直接为英语、翻译专业学生的毕业

论文撰写服务；同时也可以把本课程与写作课进行对比、借鉴，取长补短；为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

高年级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打下基础。 
教学场地、设施要求: 多媒体教室 
六、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黄国文，M. Ghadessy编著.《英语学位论文写作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田贵森，段晓英.《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教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 
Anthony C. Winkler. Writing the Research Paper: A Handbook. Boston: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08. 
Paltridge, Brian and Sue Starfield.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A 

handbook for superviso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Slade, Carole. Form and Style: Research Papers, Reports and These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执笔：李立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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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经典阅读（一） 
Classics Reading（I） 

课程号：3080007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研究所英语（法律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经过两个学期的学习，使学生认识西方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感受

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在西方文艺作品中的生动表现；2、掌握批判性阅读的技巧；3、学会运用证据
和逻辑有效组织和陈述自己的观点。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对西方文化史的纵向考察和对西方思想经典文献的深度阅读，帮助学生

拓宽知识面，提高人文素养，培养思辨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人文经典阅读（一）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总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historical, aesth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s 

made. 
学习目标： 
1．对西方文化的源起与进程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2．从共时角度比较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 
作业： 
1.你如何理解西方社会语境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互动？ 
2.阅读相关材料。 

知识单元 2：古希腊文化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A  Thucydide’s The Funeral Oration of Pericles 
1.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ucydides and his major thoughts 
Thucydides(c. 460 – c. 395 BC) is a Greek historian and Athenian general. Hi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recounts the 5th century BC war between Sparta and Athens to the year 411 BC. 
Thucydides has been dubbed the father of "scientific history", because of his strict standards of 
evidence-gathering and analysis in terms of cause and effect without reference to intervention by the gods, 
as outlined in his introduction to his work. He has also been called the father of the school of political 
realism, which views the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s as based on might rather than right. His text is still 
studied at advanced military colleges worldwide, and the Melian dialogue remains a seminal wor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ore generally, Thucydides showed an interest in developing an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to explain behaviour in such crises as plague, massacres, as in that of the 
Melians, and civil war. 

2. The Funeral Oration of Pericles  
2.1 A brief introduction 
The Funeral Oration of Pericles is a famous speech from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he speech was delivered by Pericles, an eminent Athenian politician,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yea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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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loponnesian War (431 - 404 BC) as a part of the annual public funeral for the war dead. 
2.2 Background 
It was an established Athenian practice by the late fifth century to hold a public funeral in honor of 

all those who had died in war. The remains of the dead were left out for three days in a tent, where 
offerings could be made for the dead. Then a funeral procession was held, with ten cypress coffins 
carrying the remains, one for each of the Athenian tribes. The procession led to a public grave (the 
Kerameikos), where they were buried. The last part of the ceremony was a speech delivered by a 
prominent Athenian citizen. 

Several funeral orations from classical Athens are still extant, which seem to corroborate Thucydides' 
evidence that this was a regular feature of Athenian funerary custom in wartime.  

Funeral Oration was recorded by Thucydides in book two of hi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Although Thucydides records the speech in the first person as if it were a word for word record of what 
Pericles said,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at Thucydides has edited the speech at the very least. Thucydides 
says early in his History that the speeches presented are not verbatim records, but are intended to represent 
the main ideas of what was said and what was, according to Thucydides, "called for in the situation". 
Pericles likely delivered a speech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year of the war, but there is no consensus as to 
what degree Thucydides' record resembles Pericles' actual speech. Another confusing factor is that 
Pericles is known to have delivered another funeral oration in 440 BC during the Samian War. It is 
possible that elements of both speeches are represented in Thucydides' version. Nevertheless Thucydides 
was extremely meticulous in his documentation, and records the varied certainty of his sources each time. 
Significantly he begins recounting the speech by saying: "Περικλ ς   Ξανθίππου ...  λεγε τοιάδε", i.e. 
"Pericles, son of Xanthippos, spoke like this". Had he quoted the speech verbatim, he would have written 
"τάδε" ("this", or "these words") instead of "τοιάδε" ("like this" or "words like these"). The most likely 
possibility therefore is that Thucydides writes from his own memory of the event, in which case verbatim 
quotation is doubtful, though it is likely that Pericles' emblematic points have been faithfully recorded. 

2.3 Content of the speech 
The Funeral Oration is significant because the speech departs from the typical formula of Athenian 

funeral speeches. David Cartwright describes it as "a eulogy of Athens itself...". The speech is a 
glorification of Athens' achievements, designed to stir the spirits of a state still at war. 

Proemium (2.35) 
The speech begins by praising the custom of the public funeral for the war dead, but criticizes the 

inclusion of the speech, arguing that the "reputations of many brave men" should "not be imperiled in the 
mouth of a single individual".Pericles argues that the speaker of the oration has the impossible task of 
satisfying the associates of the dead, who would wish that their deeds be magnified, while everyone else 
might feel jealous and suspect exaggeration.  

Praise of the dead (2.36-2.42) 
Pericles begins his praise of the war dead, as the other Athenian funeral orations do, by praising the 

ancestors of present day Athenians (2.36.1-2.36.3), touching briefly on the acquisition of the empire. 
At this point, however, Pericles departs most dramatically from the example of other Athenian 

funeral orations and skips over the great martial achievements of Athens' past: "That part of our history 
which tells of the military achievements which gave us our several possessions, or of the ready valor with 
which either we or our fathers stemmed the tide of Hellenic or foreign aggression, is a theme too familiar 
to my hearers for me to dwell upon, and I shall therefore pass it by." Instead, Pericles proposes to focus on 
"the road by which we reached our position, the form of government under which our greatness grew, and 
the national habits out of which it sprang". This amounts to a focus on present day Athens; Thucyd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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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cles thus decides to praise the war dead by glorifying the city for which they died. 
The greatness of Athens 
"If we look to the laws, they afford equal justice to all in their private differences...if a man is able to 

serve the state, he is not hindered by the obscurity of his condition. The freedom we enjoy in our 
government extends also to our ordinary life. There, far from exercising a jealous surveillance over each 
other, we do not feel called upon to be angry with our neighbor for doing what he likes..." These lines 
form the roots of the famous phrase "equal justice under law." The liberality of which Pericles spoke also 
extended to Athens' foreign policy: "We throw open our city to the world, and never by alien acts exclude 
foreigners from any opportunity of learning or observing, although the eyes of an enemy may occasionally 
profit by our liberality..." Yet Athens' values of equality and openness do not, according to Pericles, hinder 
Athens' greatness, indeed, they enhance it, "...advancement in public life falls to reputations for capacity, 
class considerations not being allowed to interfere with merit...our ordinary citizens, though occupied with 
the pursuits of industry, are still fair judges of public matters...at Athens we live exactly as we please, and 
yet are just as ready to encounter every legitimate danger."  

In the climax of his praise of Athens, Pericles declares: "In short, I say that as a city we are the school 
of Hellas; while I doubt if the world can produce a man, who where he has only himself to depend upon, 
is equal to so many emergencies, and graced by so happy a versatility as the Athenian." Finally, Pericles 
links his praise of the city to the dead Athenians for whom he is speaking, "...for the Athens that I have 
celebrated is only what the heroism of these and their like have made her...none of these men allowed 
either wealth with its prospect of future enjoyment to unnerve his spirit, or poverty with its hope of a day 
of freedom and riches to tempt him to shrink from danger. No, holding that vengeance upon their enemies 
was more to be desired than any personal blessings, and reckoning this to be the most glorious of hazards, 
they joyfully determined to accept the risk... Thus, choosing to die resisting, rather than to live submitting, 
they fled only from dishonor..." The conclusion seems inevitable: "Therefore, having judged that to be 
happy means to be free, and to be free means to be brave, do not shy away from the risks of war". With 
the linkage of Athens' greatness complete, Pericles moves to addressing his audience. 

Exhortation to the living 
Pericles then turns to the audience and exhorts them to live up to the standards set by the deceased, 

"So died these men as becomes Athenians. You, their survivors, must determine to have as unfaltering a 
resolution in the field, though you may pray that it may have a happier outcome."  

Epilogue 
Pericles ends with a short epilogue, reminding the audience of the difficulty of the task of speaking 

over the dead. The audience is then dismissed. 
Tex B Plato’s The Apology 
1.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Plato and his major thoughts 
Plato (424/423 BC[a] – 348/347 BC) was a Classical Greek philosopher, mathematician, student of 

Socrates, writer of philosophical dialogues, and founder of the Academy in Athens, the first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in the Western world. Along with his mentor, Socrates, and his student, Aristotle, Plato 
helped to lay the foundations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science. In the words of A. N. Whitehead: “The 
safest gener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Europea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is that it consists of a series of 
footnotes to Plato. I do not mean the systematic scheme of thought which scholars have doubtfully 
extracted from his writings. I allude to the wealth of general ideas scattered through them.” 

Plato's sophistication as a writer is evident in his Socratic dialogues; thirty-six dialogues and thirteen 
letters have been ascribed to him. Plato's writing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several fashions; this has led to 
several conventions regarding the naming and referencing of Plato's texts. Plato's dialogues have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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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to teach a range of subjects, including philosophy, logic, ethics, rhetoric, and mathematics. Plato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ounding figures in Western philosophy. 

2. The Apology 
2.1 A brief introduction 
The Apology is Plato's version of the speech given by Socrates as he defended himself in 399 BC 

against the charges of "corrupting the young, and by not believing in the gods in whom the city believes, 
but in other daimonia that are novel”. “Apology" here has its earlier meaning (now usually expressed by 
the word "apologia") of speaking in defense of a cause or of one's beliefs or actions. 

The Apology begins with Socrates saying he does not know if the men of Athens (his jury) have been 
persuaded by his accusers. This first sentence is crucial to the theme of the entire speech. Indeed, in the 
Apology Socrates will suggest that philosophy begins with a sincere admission of ignorance; he later 
clarifies this, dramatically stating that whatever wisdom he has, comes from his knowledge that he knows 
nothing (23b, 29b). 

Socrates imitates, parodies and even corrects the Orators by asking the jury to judge him not by his 
oratorical skills, but by the truth (cf. Lysias XIX 1,2,3, Isaeus X 1, Isocrates XV 79, Aeschines II 24). 
Socrates says he will not use ornate words and phrases that are carefully arranged, but will speak using the 
expressions that come into his head. He says he will use the same way of speaking that he is heard using 
at the agora and the money tables. In spite of his disclaimers, Socrates proves to be a master orator who is 
not only eloquent and persuasive, but even wise. This is how he corrects the Orators, showing what they 
should have been doing all along, speaking the truth persuasively with wisdom. The speech does not 
succeed in winning him acquittal. Socrates is condemned to death. 

2.2 Background：Socrates' accusers 
The three men who brought the charges against Socrates were: 
Anytus, son of a prominent Athenian, Anthemion. Socrates says Anytus joined the prosecution 

because he was "vexed on behalf of the craftsmen and politicians" (23e-24a). Anytus makes an important 
cameo appearance in Meno. Anytus appears unexpectedly while Socrates and Meno (a visitor to Athens) 
are discussing the acquisition of virtue. Having taken the position that virtue cannot be taught, Socrates 
adduces as evidence for this that many prominent Athenians have produced sons inferior to themselves. 
Socrates says this, and then proceeds to name names, including Pericles and Thucydides. Anytus becomes 
very offended, and warns Socrates that running people down ("kakos legein") could get him into trouble 
someday (Meno 94e-95a).  

Plutarch gives some information that might help us realize the real reason behind Anytus' worries. He 
says that Anytus wanted to be friends with Alcibiades but he preferred to be with Socrates. And also we 
hear that Anytus' son had a sexual relationship with Socrates, which was an accep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 and pupil in classical Athens.  

Meletus, the only accuser to speak during Socrates' defense. Socrates says Meletus joined the 
prosecution because he was "vexed on behalf of the poets" (23e). He is mentioned in another dialogue, the 
Euthyphro, but does not appear in person. Socrates says there that Meletus is a young unknown with an 
aquiline nose. In the Apology, Meletus allows himself to be cross-examined by Socrates and stumbles into 
a trap. Apparently no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very charges he is bringing, he accuses Socrates both of 
atheism and of believing in demi-gods.  

Lycon, about whom, according to one scholar, "we know nothing except that he was the mouthpiece 
of the professional rhetoricians." Socrates says Lycon joined the prosecution because he was "vexed on 
behalf of the rhetoricians" (24a). Some scholars, such as Debra Nails, identify Lycon as the father of 
Autolycus, who appears in Xenophon's Symposium 2.4ff. Nails also identifies Socrates' prosecutor with 



6466 

the Lycon who is the butt of jokes in Aristophanes and became a successful democratic politician after the 
fall of the Four Hundred; she suggests that he may have joined in the prosecution because he associated 
Socrates with the Thirty Tyrants, who had executed his son, Autolycus. Others, however, questi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Socrates' prosecutor with the father of Autolycus; John Burnet, for instance, claims it "is 
most improbable".  

Socrates says that he has to refute two sets of accusations: Socrates was charged with disrespect 
toward the gods and corruption of the youth. He did believe in the gods, but questioned their abilities. 

Socrates says that the old charges stemmed from years of gossip and prejudice against him and hence 
were difficult to address. These so-called 'informal charges' Socrates puts into the style of a formal legal 
accusation: "Socrates is committing an injustice, in that he inquires into things below the earth and in the 
sky, and makes the weaker argument the stronger, and teaches others to follow his example" (19b-c). He 
says that these allegations are repeated in a certain comic poet, namely Aristophanes. In his play, The 
Clouds, Aristophanes lampooned Socrates by presenting him as the paradigm of atheistic, scientific 
sophistry. Yet it is unlikely that Aristophanes would have intended these charges to be taken seriously, 
since Plato depicts Aristophanes and Socrates as being on very good terms with each other in the 
Symposium. 

Socrates says that he cannot possibly be mistaken for a sophist because they are wise (or at least 
thought to be) and highly paid. He says he lives in "ten-thousandfold poverty" (23c) and claims to know 
nothing noble and good. 

2.3 The content 
The Apolog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Socrates' own defense of himself and 

includes the most famous parts of the text, namely his recounting of the Oracle at Delphi and his 
cross-examination of Meletus. The second part is the verdict, and the third part is the sentencing. 

Part one 
Socrates begins by telling the jury that their minds were poisoned by his enemies when they were 

young and impressionable. He says his reputation for sophistry comes from his enemies, all of whom are 
envious of him, and malicious. He says they must remain nameless, except for Aristophanes, the comic 
poet. He later answers the charge that he has corrupted the young by arguing that deliberate corruption is 
an incoherent idea. Socrates says that all these false accusations began with his obedience to the oracle at 
Delphi. He tells how Chaerephon went to the Oracle at Delphi, to ask if anyone was wiser than Socrates. 
When Chaerephon reported to Socrates that the god told him there is none wiser, Socrates took this as a 
riddle. He himself knew that he had no wisdom "great or small" but that he also knew that it is against the 
nature of the gods to lie. 

Socrates then went on a "divine mission" to solve the paradox (that an ignorant man could also be the 
wisest of all men) and to clarify the meaning of the Oracles' words. He systematically interrogated the 
politicians, poets and craftsmen. Socrates determined that the politicians were imposters, and the poets did 
not understand even their own poetry, like prophets and seers who do not understand what they say. 
Craftsmen proved to be pretentious too, and Socrates says that he saw himself as a spokesman for the 
oracle (23e). He asked himself whether he would rather be an impostor like the people he spoke to, or be 
himself. Socrates tells the jury that he would rather be himself than anyone else. 

Socrates says that this questioning earned him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an annoying busybody. 
Socrates interpreted his life's mission as proof that true wisdom belongs to the gods and that human 
wisdom and achievements have little or no value. Having addressed the cause of the prejudice against him, 
Socrates then tackles the formal charges, corruption of the young and atheism. 

Socrates' first move is to accuse his accuser, Meletus (whose name means literally, "the person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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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s," or "caring") of not caring about the things he professes to care about. He argues during his 
interrogation of Meletus that no one would intentionally corrupt another person (because they stand to be 
harmed by him at a later date). The issue of corruption is important for two reasons: first, it appears to be 
the heart of the charge against him, that he corrupted the young by teaching some version of atheism, and 
second, Socrates says that if he is convicted, it will be because Aristophanes corrupted the minds of his 
audience when they were young (with his slapstick mockery of Socrates in his play, "The Clouds", 
produced some twenty-four years earlier). 

Socrates then proceeds to deal with the second charge, that he is an atheist. He cross-examines 
Meletus, and extracts a contradiction. He gets Meletus to say that Socrates is an atheist who believes in 
spiritual agencies and demigods. Socrates announces that he has caught Meletus in a contradiction, and 
asks the court whether Meletus has designed an intelligence test for him to see if he can identify logical 
contradictions. 

Socrates repeats his claim that it will not be the formal charges which will destroy him, but rather the 
prejudicial gossip and slander. He is not afraid of death, because he is more concerned about whether he is 
acting rightly or wrongly. Further, Socrates argues, those who fear death are showing their ignorance: 
death may be a great blessing, but many people fear it as an evil when they cannot possibly know it to be 
such. Again Socrates points out that his wisdom lies in the fact that he is aware that he does not know. 

Socrates states clearly that a lawful superior, whether human or divine, should be obeyed. If there is a 
clash between the two, however, divine authority should take precedence. "Gentlemen, I am your grateful 
and devoted servant, but I owe a greater obedience to God than to you; and as long as I draw breath and 
have my faculties I shall never stop practicing philosophy". Since Socrates has interpreted the Delphic 
Oracle as singling him out to spur his fellow Athenians to a greater awareness of moral goodness and truth, 
he will not stop questioning and arguing should the people forbid him to do so, even if they were to 
withdraw the charges. Nor will he stop questioning his fellow citizens. "Are you not ashamed that you 
give your attention to acquiring as much money as possible, and similarly with reputation and honor, and 
give no attention or thought to truth and understanding and the perfection of your soul?" 

In a highly inflammatory section of the Apology, Socrates claims that no greater good has happened 
to Athens than his concern for his fellow citizens, that wealth is a consequence of goodness (and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that God does not permit a better man to be harmed by a worse, and that, in the 
strongest statement he gives of his task, he is a stinging gadfly and the state a lazy horse, "and all day long 
I will never cease to settle 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rousing, persuading and reproving every one of 
you." 

As further evidence of his task, Socrates reminds the court of his daimon which he sees as a 
supernatural experience. He recognizes this as partly behind the charge of believing in invented beings. 
Again Socrates makes no concession to his situation. 

Socrates claims to never have been a teacher, in the sense of imparting knowledge to others. He 
cannot therefore be held responsible if any citizen turns bad. If he has corrupted anyone, why have they 
not come forward to be witnesses? Or if they do not realize that they have been corrupted, why have their 
relatives not stepped forward on their behalf? Many relatives of the young men associated with him, 
Socrates points out, are presently in the courtroom to support him. 

Socrates concludes this part of the Apology by reminding the judges that he will not resort to the 
usual emotive tricks and arguments. He will not break down in tears, nor will he produce his three sons in 
the hope of swaying the judges. He does not fear death; nor will he act in a way contrary to his religious 
duty. He will rely solely on sound argument and the truth to present his case. 

The verd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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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rates is voted guilty by a narrow margin (36a). Plato never gives the total number of Socrates' 
judges nor the exact numbers of votes against him and for his acquittal, though Socrates does say that if 
only 30 more had voted in his favor then he would have been acquitted. Many scholars assume the 
number of judges was 281 to 220 and was sentenced to death by a vote of 361 to 140. 

Part two 
It was the tradition that the prosecutor and the defendant each propose a penalty, from which the 

court would choose. In this section, Socrates antagonises the court even further when considering his 
proposition. 

He points out that the vote was comparatively close: he only needed 30 more votes for himself, and 
he would have been found innocent. He engages in some dark humour by suggesting that Meletus 
narrowly escaped a fine for not meeting the statutory one-fifth of the votes (in order to avoid frivolous 
cases coming to court, plaintiffs were fined heavily if the judges' votes did not reach this number in a case 
where the defendant won). Assuming there were 501 or 500 jurymen, the prosecution had to gain at least 
100 of the judges' votes. Taken by itself however Meletus' vote (as representing one-third of the 
prosecution case) would have numbered only 93 or 94 (assuming 501 or 500 total judges). Regardless of 
the number of plaintiffs, it was their case that had to reach the requisite one-fifth. Not only that, the 
prosecutors had won. 

Instead of proposing a penalty, Socrates proposes a reward for himself: as benefactor to Athens, he 
should be given free meals in the Prytaneum, one of the important buildings which housed members of 
the Council. This was an honour reserved for athletes and other prominent citizens. 

Finally Socrates considers imprisonment and banishment before settling on a fine of 100 drachmae, 
as he had little funds of his own with which he could pay the fine. This was a small sum when weighed 
against the punishment proposed by the prosecutors and encouraged the judges to vote for the death 
penalty. Socrates' supporters immediately increased the amount to 3,000 drachmae, but in the eyes of the 
judges this was still not an alternative. 

So the judges decided on the sentence of death. 
Part three 
Plato indicates that the majority of judges voted in favor of the death penalty (Apology 38c), but he 

does not indicate exactly how many did. Our only source for the actual numbers of these votes is 
Diogenes Laertius, who says that 80 more voted for the death sentence than had voted for Socrates' guilt 
in the first place (2.42); but the details of this account have been disputed. Others have concluded from 
this that Socrates' speech angered the jury.  

Socrates now responds to the verdict. He first addresses those who voted for death. 
He claims that it is not a lack of arguments that has resulted in his condemnation, but rather lack of 

time and his unwillingness to stoop to the usual emotive appeals expected of any defendant facing death. 
Again he insists that the prospect of death does not absolve one from following the path of goodness and 
truth. 

Socrates prophesies that younger and harsher critics will follow him vexing them even more.(39d) 
To those who voted for his acquittal, Socrates gives them encouragement: He says that his daimon 

did not stop him from conducting his defense in the way that he did, that this was a sign that i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In this way, his daimon was even telling him that death must be a blessing. For either it is an 
annihilation (thus bringing eternal peace from all worries, and therefore not something to be truly afraid of) 
or a migration to another place to meet souls of famous people such as Hesiod and Homer and heroes like 
Odysseus. With these, it will be a joy to continue the practice of Socratic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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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rates concludes his Apology with the claim that he bears no grudge against those who accused 
and condemned him, and asks them to look after his three sons as they grow up, ensuring that they put 
goodness before selfish interests. 

2.4 Modes of interpretation 
Three different methods for interpreting the Apology have been commonly suggested. The first of 

these, that it was meant to be solely a piece of art, is not widely held. 
A second possibility is that the Apology is a historical recounting of the actual defense made by 

Socrates in 399 BC. This seems to be the oldest opinion. Its proponents maintain that, as one of Plato's 
earliest works, it would not have been fitting to embellish and fictionalise the memory of his mentor, 
especially while so many who remembered him were still living. 

In 1741, Johann Jakob Brucker was the first to suggest that Plato was not to be trusted as a source 
about Socrates. Since that time, more evidence has been brought to light supporting the theory that the 
Apology is not a historical account but a philosophical work. 

Text C Aristotle’s Politics 
1.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Aristotle and his major thoughts 
Aristotle (384 BC – 322 BC) was a Greek philosopher and polymath, a student of Plato and teacher 

of Alexander the Great. His writings cover many subjects, including physics, metaphysics, poetry, theater, 
music, logic, rhetoric, linguistics, politics, government, ethics, biology, and zoology. Together with Plato 
and Socrates (Plato's teacher), Aristotl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ounding figures in Western 
philosophy. Aristotle's writings were the first to create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Western philosophy, 
encompassing morality, aesthetics, logic, science, politics, and metaphysics. 

Aristotle's views on the physical sciences profoundly shaped medieval scholarship, and their 
influence extended well into the Renaissance, although they were ultimately replaced by Newtonian 
physics. In the zoological sciences, some of his observations were confirmed to be accurate only in the 
19th century. His works contain the earliest known formal study of logic, which was incorporated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into modern formal logic. In metaphysics, Aristotelianism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thinking in the Islamic and Jewish traditions in the Middle Ages, and it 
continues to influence Christian theology, especially the scholastic tradi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ristotle was well known among medieval Muslim intellectuals and revered as األول المعل      م  - "The First 
Teacher". His ethics, though always influential, gained renewed interest with the modern advent of virtue 
ethics. All aspects of Aristotle's philosophy continue to be the object of active academic study today. 
Though Aristotle wrote many elegant treatises and dialogues (Cicero described his literary style as "a river 
of gold"), it is thought that the majority of his writings are now lost and only about one-third of the 
original works have survived.  

2. Politics 
2.1 A brief introduction 
Aristotle's Politics is a work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end of the Nicomachean Ethics declared that 

the inquiry into ethics necessarily follows into politics, and the two works are frequently considered to be 
parts of a larger treatise, or perhaps connected lectures, dealing with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affairs." 
The title of the Politics literally means "the things concerning the polis." 

2.2 The content 
Book I 
In the first book, Aristotle discusses the city (polis) or "political community" (koinōnia politikē) as 

opposed to other types of communities and partnerships such as the household and village. The highest 
form of community is the polis. Aristotle comes to this conclusion because he believes the public lif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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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 more virtuous than the private. He comes to this conclusion because men are "political animals." He 
begin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ty and man (I. 1–2), and then specifically discusses the 
household (I. 3–13).[2] He takes issue with the view that political rule, kingly rule, rule over slaves, and 
rule over a household or village are only different in terms of size. He then examines in what way the city 
may be said to be natural. 

Aristotle discusses the parts of the household, which includes slaves, leading to a discussion of 
whether slavery can ever be just and better for the person enslaved or is always unjust and bad. He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ose who are slaves because the law says they are and those who are slaves by 
nature, saying the inquiry hinges on whether there are any such natural slaves. Only someone as different 
from other people as the body is from the soul or beasts are from human beings would be a slave by 
nature, Aristotle concludes, all others being slaves solely by law or convention. Some scholars have 
therefore concluded that the qualifications for natural slavery preclude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being.  

Aristotle then moves to the question of property in general, arguing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property 
does not form a part of household management (oikonomike) and criticizing those who take it too 
seriously. It is necessary, but that does not make it a part of household management any more than it 
makes medicine a part of household management just because health is necessary. He criticizes income 
based upon trade and says that those who become avaricious do so because they forget that money merely 
symbolizes wealth without being wealth. 

Book I concludes with Aristotle's assertion that the proper object of household rule is the virtuous 
character of one's wife and children, not the management of slaves or the acquisition of property. Rule 
over the slaves is despotic, rule over children kingly, and rule over one's wife political (except there is no 
rotation in office). Aristotle questions whether it is sensible to speak of the "virtue" of a slave and whether 
the "virtues" of a wife and children are the same as those of a man before saying that because the city 
must be concerned that its women and children be virtuous, the virtues that the father should instill are 
dependent upon the regime and so the discussion must turn to what has been said about the best regime. 

Book II 
Book II examines various views concerning the best regime.[4] It open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regime presented in Plato's Republic (2. 1–5) before moving to that presented in Plato's Laws (2. 6). 
Aristotle then discusses the systems presented by two other philosophers, Phaleas of Chalcedon (2. 7) and 
Hippodamus of Miletus (2. 8). 

After addressing regimes invented by theorists, Aristotle moves to the examination of three regimes 
that are commonly held to be well managed. These are the Spartan (2. 9), Cretan (2. 10), and Carthaginian 
(2. 11). The book concludes with some observations on regimes and legislators. 

Book III 
• Who is a citizen?  
"He who has the power to take part in the deliberative or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of any state is said 

by us to be a citizen of that state; and speaking generally, a state is a body of citizens sufficing for the 
purpose of life. But in practice a citizen is defined to be one of whom both the parents are citizens; others 
insist on going further back; say two or three or more grandparents." Aristotle asserts that a citizen is 
anyone who can take part i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He finds that most people in the polis are capable 
of being citizens. This is contrary to the Platonist view which asserts that only very few can take part in 
the deliberative or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state.  

• Classification of constitution.  
• Just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power.  
• Types of monarch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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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archy: exercised over voluntary subjects, but limited to certain functions; the king was a 
general and a judge, and had control of religion.  

• Absolute: government of one for the absolute good  
• Barbarian: legal and hereditary+ willing subjects  
• Dictator: installed by foreign power elective dictatorship + willing subjects (elective tyranny)  
Book IV 
Aristotle's classification of constitutions 
• Tasks of political theory  
• Why are there many types of constitutions?  
• Types of democracies  
• Types of oligarchies  
• Polity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s the optimal form of government  
• When perverted, a Polity becomes a Democracy, the least harmful derivative government as 

regarded by Aristotle.  
• Government offices  
Book V 
• Constitutional change  
• Revolutions in different types of constitutions and ways to preserve constitutions  
• Instability of tyrannies  
Book VI 
• Democratic constitutions  
• Oligarchic constitutions  
Book VII 
• Best state and best life  
• Ideal state. Its population, territory, position etc.  
• Citizens of the ideal state  
• Marriage and children  
Book VIII 
• Education in the ideal state  
学习目标： 
1.对古雅典民主的特征与局限有清晰的把握。 
2.比较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异同。 
作业： 
1.你如何理解苏格拉底之死？ 
2.你如何看待柏拉图对苏格拉底思想的记载？ 

知识单元 3：古罗马文化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A  Aelius Aristides’ Roman Oration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Aelius Aristides and his major thoughts 
Aelius Aristides (AD 117 - 181) was a popular Greek orator, who lived during the Roman Empire. 

He is considered to be a prime example of the Second Sophistic, a group of showpiece orators who 
flourished from the reign of Nero until ca. 230 AD. His surname was Theodorus. He showed 
extraordinary talents even in his early youth, and devoted himself with remarkable zeal to the study of 
rhetoric, which appeared to him the worthiest occupation of a man, and along with it he cultivated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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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n amusement. Besides the rhetorician Herodes Atticus, whom he heard at Athens, he also received 
instructions from Aristocles at Pergamum, from Polemon at Smyrna, and from the grammarian Alexander 
of Cotiaeum. 

2. Roman Oration 
2.1 A brief introduction 
2.2 Background 
2.3 Content of the speech 

Text B Marcus Auelius’ The Meditations 
1.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Marcus Auelius and his major thoughts 
Marcus Aurelius（April 26, 121 CE – March 17, 180 CE, was Roman Emperor from 161 to 180 CE. 

He ruled with Lucius Verus as co-emperor from 161 until Verus' death in 169. He was the last of the Five 
Good Emperors, and is also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mbers of the Stoic philosophers. 

During his reign, the Empire defeated a revitalized Parthian Empire in the East; Aurelius' general 
Avidius Cassius sacked the capital Ctesiphon in 164. In central Europe, Aurelius fought the Marcomanni, 
Quadi, and Sarmatians with success during the Marcomannic Wars, with the threat of the Germanic tribes 
beginning to represent a troubling reality for the Empire. A revolt in the East led by Avidius Cassius failed 
to gain momentum and was suppressed immediately. 

Marcus Aurelius' Stoic tome Meditations, written in Greek while on campaign between 170 and 180, 
is still revered as a literary monument to a philosophy of service and duty, describing how to find and 
preserve equanimity in the midst of conflict by following nature as a source of guidance and inspiration. 

2. The Meditations 
2.1 A brief introduction 
Marcus Aurelius wrote the 12 books of the Meditations in "highly educated" Koine Greek as a source 

for his own guid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It is possible that large portions of the work were written at 
Sirmium, where he spent much time planning military campaigns from 170 to 180. Some of it was written 
while he was positioned at Aquincum on campaign in Pannonia, because internal notes tell us that the 
second book was written when he was campaigning against the Quadi on the river Granova (modern-day 
Hron) and the third book was written at Carnuntum. It is not clear that he ever intended the writings to be 
published, so the title Meditations is but one of several commonly assigned to the collection. These 
writings take the form of quotations varying in length from one sentence to long paragraphs. 

2.2 Content 
The Meditations is divided into twelve books that chronicle different periods of Marcus's life. Each 

book is not in chronological order and it was written for no one but himself. The style of writing that 
permeates the text is one that is simplified, straightforward, and perhaps reflecting Marcus's Stoic 
perspective on the text. Depending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Marcus's style is not viewed as anything 
regal or belonging to royalty, but rather a man among other men which allows the reader to relate to his 
wisdom. 

A central theme to "Meditations" is to analyze your judgment of self and others and developing a 
cosmic perspective. As he said "You have the power to strip away many superfluous troubles located 
wholly in your judgment, and to possess a large room for yourself embracing in thought the whole cosmos, 
to consider everlasting time, to think of the rapid change in the parts of each thing, of how short it is from 
birth until dissolution, and how the void before birth and that after dissolution are equally infinite". He 
advocates finding one's place in the universe and sees that everything came from nature, and so everything 
shall return to it in due time. It seems at some points in his work that we are all part of a greater construct 
thus taking a collectivist approach rather than having an individualist perspective. Another strong them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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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aintaining focus and to be without distraction all the while maintaining strong ethical principles such 
as "Being a good man". 

His Stoic ideas often involve avoiding indulgence in sensory affections, a skill which, he says, will 
free a man from the pains and pleasures of the material world. He claims that the only way a man can be 
harmed by others is to allow his reaction to overpower him. An order or logos permeates existence. 
Rationality and clear-mindedness allow one to live in harmony with the logos. This allows one to rise 
above faulty perceptions of "good" and "bad". 

2.3 Influence 
Marcus Aurelius has been lauded for his capacity "to write down what was in his heart just as it was, 

not obscured by any consciousness of the presence of listeners or any striving after effect". Gilbert Murray 
compares the work to Jean-Jacques Rousseau's Confessions and St. Augustine's Confessions. Though 
Murray criticizes Marcus for the "harshness and plainness of his literary style", he finds in his Meditations 
"as much intensity of feeling...as in most of the nobler modern books of religion, only [with] a sterner 
power controlling it". "People fail to understand Marcus", he writes, "not because of his lack of 
self-expression, but because it is hard for most men to breathe at that intense height of spiritual life, or, at 
least, to breathe soberly". 

D.A. Rees calls the Meditations "unendingly moving and inspiring", but does not offer them up as 
works of original philosophy. Bertrand Russell found them contradictory and inconsistent, evidence of a 
"tired age" where "even real goods lose their savour". Using Marcus as an example of greater Stoic 
philosophy, he found their ethical philosophy to contain an element of "sour grapes". "We can't be happy, 
but we can be good; let us therefore pretend that, so long as we are good, it doesn't matter being unhappy". 
Both Russell and Rees find an element of Marcus' Stoic philosophy in Kant's own philosophical system. 

Michael Grant called Marcus Aurelius "the noblest of all the men who, by sheer intelligence and 
force of character, have prized and achieved goodness for its own sake and not for any reward". 

Gregory Hays' translation of Meditations for The Modern Library made the bestseller list for two 
weeks in 2002. 

The book has been described as a prototype of reflective practice by Seamus Mac Suibhne. 
Author John Steinbeck makes several direct allusions to Meditations in his magnum opus East of 

Eden. 
Former U.S. President Bill Clinton said that "Meditations" is his favorite book. 
学习目标： 
1. 对古罗马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关系有清楚的把握。 
2. 能够了解古罗马政治与文化之间微妙的互动。 
作业： 
1.你如何理解古罗马时期的价值观？ 

知识单元 4：早期基督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A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 
1.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 
1.1 A brief introducti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Gospel of Matthew or simply Matthew) is one of the four 

canonical gospels, one of the three synoptic gospels, and the first book of the New Testament. It tells of 
the life, ministry,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Jesus of Nazareth. 

Matthew probably originated in a Jewish-Christian community in Roman Syria towards the en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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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century A.D. The anonymous author drew three main sources, including the Gospel of Mark, the 
sayings collection known as the Q source, and material unique to his own community. The narrative tells 
how Israel's Messiah, having been rejected by Israel (i.e., God's chosen people), withdrew into the circle 
of his disciples, passed judgment on those who had rejected him (so that "Israel" becomes the 
non-believing "Jews"), and finally sent the disciples instead to the gentiles 

1.2 Background 
A. J. Saldarini summarises the common scholarly view on the origins of Matthew as follows: 
"[T]he Gospel of Matthew addresses a deviant group within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greater Syria, a 

reformist Jewish sect seeking influence and power (relatively unsuccessfully) within the Jewish 
community as a whole." 

The community which gave rise to Matthew originated in Palestine, but: "There the community’s 
mission to Israel failed, and eventually, probably in the period preceding the Jewish War of 66-70, they 
were forced to leave the land of Israel. They found a new home in Syria and began to missionize among 
the Gentiles." Antioch, a coastal city in northern Syria and the third largest in the Roman world, is often 
mentioned as this later home of the Matthean community, but it could have been any large city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with large Jewish and Christian populations, and recent research points towards a 
location near Galilee or Judea. 

According to an influential hypothesis put forward by W.D. Davies, the gospel of Matthew was 
written as a direct response to developments within the Jewish community followin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Temple in Jerusalem in 70 AD. The Pharisees of Judea emerged as the new leaders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after the war, and the loss of the Temple and its priests and the ritual of sacrifice faced them 
with the problem of finding a new Jewish identity. Their answer was to insist on strict observance of the 
Law (the Torah), isolation from the gentiles, and minimalisation of the expectation of the coming of the 
Messiah (the expectation which had provoked the war). The Jewish Christians of Antioch responded 
differently: obedience to law will be done though following Jesus; Jesus was the Messiah; and Jew and 
gentile were to be brought into the one community. 

If Matthew's prime concern was to preserve the Jewish character of the church, he failed: Christianity 
became a Gentile religion, and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came to view each other as opposites. Matthew's 
own Christian community may have called themselves Nazoreans, a sect mentioned by Jerome and others: 
like Matthew, they maintained a "high Christology" (i.e., they stressed Jesus' divine nature over his 
human-ness), and did not demand that Gentile Christians observe all the Law. 

1.3 Content  
Prologue: genealogy, nativity and infancy 
Main article: Genealogy of Jesus 
Main article: Nativity of Jesus 
The Gospel of Matthew begins with the words "The Book of Genealogy [in Greek, "Genesis"] of 

Jesus Christ", deliberately echoing the first words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Greek. The genealogy tells of 
Jesus' descent from Abraham and King David and the miraculous events surrounding his virgin birth, and 
the infancy narrative tells of the 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 the flight into Egypt, and eventual journey to 
Nazareth. 

First narrative and discourse 
Main article: Baptism of Jesus 
Main article: Sermon on the Mount 
The first narrative section begins. John baptizes Jesus, and the Holy Spirit descends upon him. Jesus 

prays and meditates in the wilderness for forty days, and is tempted by Satan. His early ministry by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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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eed in Galilee meets with much success, and leads to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the first of the 
discourses. The sermon presents the ethics of the kingdom of God, and includes the Beatitudes ("Blessed 
are...") as its introduction. It concludes with a reminder that the response to the kingdom will have eternal 
consequences, and the crowd's amazed response leads into the next narrative block. 

Second narrative and discourse 
From the authoritative words of Jesus the gospel turns to three sets of three miracles interwoven with 

two sets of two discipleship stories (the second narrative), followed by a discourse on mission and 
suffering. Jesus commissions the Twelve Disciples and sends them to preach to the Jews, perform 
miracles, and prophesy the imminent coming of the Kingdom, commanding them to travel lightly, without 
staff or sandals, and to be prepared for persecution. Scholars are divided over whether these rules 
originated with Jesus or with apostolic practice. 

Third narrative and discourse 
Opposition to Jesus comes to a head with accusations that his deeds are done through the power of 

Satan; Jesus in turn accuses his opponents of blaspheming the Holy Spirit. The discourse is a set of 
parables emphasising the sovereignty of God, and concluding with a challenge to the disciples to 
understand the teachings as scribe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Matthew avoids using the holy word God 
in the expression "Kingdom of God"; instead he prefers the term "Kingdom of Heaven", reflecting the 
Jewish tradition of not speaking the name of God). 

Fourth narrative and discourse 
Main article: Confession of Peter 
The fourth narrative section reveals that the increasing opposition to Jesus will result in his 

crucifixion in Jerusalem, and that his disciples must therefore prepare for his absence. The instructions for 
the post-crucifixion church emphasize responsibility and humility. (This section contains Matthew 
16:13–19, in which Simon, newly renamed Peter, (πέτρος, petros, meaning "stone"), calls Jesus "the 
Christ,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and Jesus states that on this "bedrock" (πέτρα, petra) he will build his 
church—the passage form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apacy's claim of authority). 

Fifth narrative and discourse 
Main article: Second Coming 
Jesus travels to Jerusalem, and the opposition intensifies: he is tested by Pharisees immediately he 

begins to move towards the city, and when he arrives he is soon in conflict with the Temple and other 
religious leaders. The disciples ask about the future, and in his final discourse (the Olivet discourse) Jesus 
speaks of the coming end. There will be false Messiahs, earthquakes, and persecutions, the sun, moon, and 
stars will fail, but "this generation" will not pass away before all the prophecies are fulfilled. The disciples 
must steel themselves for ministry to all the n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discourse Matthew notes that Jesus 
has finished all his words, and attention turns to the crucifixion. 

Conclusion: Passion, Resurrection and Great Commission 
The events of Jesus' last week occupy a third of the content of all four gospels. Jesus enters 

Jerusalem in triumph and drives the money changers from the temple, holds a last supper, prays to be 
spared the coming agony, and is betrayed. He is tried by the Jewish leaders (the Sanhedrin) and before 
Pontius Pilate, and Pilate washes his hands of his blood. Jesus is crucified as king of the Jews, mocked by 
all. On his death there is an earthquake, and saints rise from their tombs. The two Marys discover the 
empty tomb, guarded by an angel, and Jesus himself tells them to tell the disciples to meet him in Galilee. 

After the resurrection the remaining disciples return to Galilee, "to the mountain that Jesus had 
appointed," where he comes to them and tells them that he has been given "all authority in heaven and on 
Earth." He gives the Great Commission: "Therefore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the nations, bapt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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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teaching them to obey everything 
that I have commanded you;" Jesus will be with them "to the very end of the age." 

Text B The City of God 
1.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Saint Augustine and his major thought 
Augustine of Hippo (13 November 354 – 28 August 430), also known as St. Augustine, St. Austin, or 

St. Augoustinos, was bishop of Hippo Regius (present-day Annaba, Algeria). He was a Latin philosopher 
and theologian from the Africa Province of the Roman Empire and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Christian thinkers of all time. His writings were very influenti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ristianity and translations remain in print. 

According to his contemporary Jerome, Augustine "established anew the ancient Faith." In his early 
years he was heavily influenced by Manichaeism and afterward by the Neo-Platonism of Plotinus. After 
his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and his baptism in 387, Augustine developed his own approach to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accommodating a variety of methods an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He believed 
that the grace of Christ was indispensable to human freedom and he framed the concepts of original sin 
and just war. 

When the Western Roman Empire began to disintegrate, Augustine developed the concept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s a spiritual City of God (in a book of the same name), distinct from the material Earthly 
City. His thought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medieval worldview. Augustine's City of God was closely 
identified with the Church, the community that worshiped the Trinity. 

In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Anglican Communion, he is a saint, pre-eminent Doctor of the 
Church, and the patron of the Augustinians. His memorial is celebrated 28 August, the day of his death. 
He is the patron saint of brewers, printers, theologians, the alleviation of sore eyes, and a number of cities 
and dioceses. Many Protestants, especially Calvinists, consider him to be one of the theological father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due to his teachings on salvation and divine grace. In th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he is also considered a saint, his feast day being celebrated on 15 June. He carries the additional 
title of Blessed. Among the Orthodox, he is called "Blessed Augustine" or "St. Augustine the Blessed". 

 
2. The City of God 
2.1 A brief introduction 
De Civitate Dei, translated in English as The City of God, is a book of Christian philosophy written 

in Latin by Augustine of Hippo in the early 5th century AD. It is one of Augustine's major works, standing 
alongside his The Confessions, On Christian Doctrine, and On the Trinity. Augustine is considered the 
most influential Father of the Church in Western Christianity, and The City of God profoundly shaped 
Western civilization. 

2.2 Background 
Augustine wrote the treatise to explain Christianity's relationship with competing religions and 

philosophies, as well as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Roman government, with which it was increasingly 
intertwined. It was written soon after Rome was sacked by the Visigoths in 410. This event left Romans in 
a deep state of shock, and many saw it as punishment for abandoning traditional Roman religion for 
Catholic Christianity. It was in this atmosphere that Augustine set out to console Christians, writing that, 
even if the earthly rule of the Empire was imperiled, it was the City of God that would ultimately triumph. 
Augustine's eyes were fixed on Heaven, a theme of many Christian works of Late Antiquity. 

Despite Christianity's designation as the official religion of the Empire, Augustine declared its 
message to be spiritual rather than political. Christianity, he argued, should be concerned with the mystical, 
heavenly city, the New Jerusalem — rather than with earthly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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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ok presents human history as being a conflict between what Augustine calls the City of Man 
and the City of God, a conflict that is destined to end in victory of the latter. The City of God is marked by 
people who forgot earthly pleasure to dedicate themselves to the eternal truths of God, now revealed fully 
in the Christian faith. The City of Man, on the other hand, consists of people who have immersed 
themselves in the cares and pleasures of the present, passing world. 

2.3 Content of the speech 
Augustine provides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contents of the work: 
However, this great undertaking was at last completed in twenty-two books. Of these, the first five 

refute those who fancy that the polytheistic worship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secure worldly prosperity, and 
that all these overwhelming calamities have befallen us in consequence of its prohibition. In the following 
five books I address myself to those who admit that such calamities have at all times attended, and will at 
all times attend, the human race, and that they constantly recur in forms more or less disastrous, varying 
only in the scenes, occasions, and persons on whom they light, but, while admitting this, maintain that the 
worship of the gods is advantageous for the life to come. But that no one might have occasion to say, that 
though I had refuted the tenets of other men, I had omitted to establish my own, I devote to this object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work, which comprises twelve books, although I have not scrupled, as occasion offered, 
either to advance my own opinions in the first ten books, or to demolish the arguments of my opponents in 
the last twelve. Of these twelve books, the first four contain an account of the origin of these two 
cities—the city of God, and the city of the world. The second four treat of their history or progress; the 
third and last four, of their deserved destinies. 

—Augustine, Retractions 
In other words, the City of God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Part I, which comprises Books I-X, is 

polemical in style and is devoted to a critique of Roman cultures and mores (Books I-V) and of pagan 
philosophy (Books VI-X). Interpreters often take these first ten books to correspond with the Earthly City, 
in contrast to the City of God discussed in Part II, which comprises the remaining twelve books. Part II is 
where Augustine shifts from criticism to positing a coherent accou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ty 
of God and an Earthly City subordinated to it. 

As indicated in the above passage from the Retractions, the City of God can be further sub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parts: 

PART I (Books I-X): 
a) Books I-V: criticism of Rome 
b) Books VI-X: criticism of pagan philosophy 
Part II (Books XI-XXII): 
c) Books XI-XIV: the origins of the two cities 
d) Books XV-XVIII: their history or progress 
e) Books XIX-XXII: their deserved destinies 
学习目标： 
1.了解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兴起的因素。 
2.了解《圣经》的基本内容。 
作业： 
1.为什么在罗马帝国兴起的基督教在当今世界很多地方都占据如此大的地位？ 

知识单元 5：中世纪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A Summa Theolog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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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omas Aquinas and his major thoughts 
Saint Thomas Aquinas, O.P. also Thomas of Aquin or Aquino, was an Italian Dominican priest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an immensely influential philosopher and theologian in the tradition of 
scholasticism, within which he is also known as The "Dumb Ox" "Angelic Doctor", Doctor Communis, 
and Doctor Universalis. "Aquinas" is the demonym of Aquino: Thomas came from one of the noblest 
families of the Kingdom of Naples, with the title of "counts of Aquino". He was the foremost classical 
proponent of natural theology, and the father of Thomism. His influence on Western thought is 
considerable, and much of modern philosophy was conceived in development or refutation of his ideas, 
particularly in the areas of ethics, natural law, metaphysics, and political theory. 

Thomas is held in the Catholic Church to be the model teacher for those studying for the priesthood, 
and indeed the highest expression of both natural reason and speculative theology. The study of his works, 
according to papal and magisterial documents, is a core of the required program of study for those seeking 
ordination as priests or deacons, as well as for those in religious formation and for other students of the 
sacred disciplines (Catholic philosophy, theology, history, liturgy, and canon law). The works for which he 
is best-known are the Summa theologiae and the Summa Contra Gentiles. One of the 35 Doctors of the 
Church, he is considered the Church's greatest theologian and philosopher. Pope Benedict XV declared: 
"This (Dominican) Order ... acquired new luster when the Church declared the teaching of Thomas to be 
her own and that Doctor, honored with the special praises of the Pontiffs, the master and patron of 
Catholic schools." 

2. Summa Theologica 
2.1 A brief introduction 
The Summa Theologiæ (written 1265–1274 and also known as the Summa Theologica or simply the 

Summa) is the best-known work of Thomas Aquinas (c.1225–1274). Although unfinished, the Summa is 
"one of the classics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works of Western 
literature." It is intended as a manual for beginners in theology and a compendium of all of the main 
theological teaching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t presents the reasoning for almost all points of Christian 
theology in the West. The Summa's topics follow a cycle: the existence of God; Creation, Man; Man's 
purpose; Christ; the Sacraments; and back to God. 

Among non-scholars the Summa is perhaps most famous for its five arguments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known as the "five ways" (Latin: quinque viae). The five ways occupy one and one half pages of the 
Summa's approximately three thousand five hundred pages. 

Throughout the Summa Aquinas cites Christian, Muslim, Hebrew, and Pagan sourc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Christian Sacred Scripture, Aristotle, Augustine of Hippo, Avicenna, Averroes, Al-Ghazali, 
Boethius, John of Damascus, Paul the Apostle, 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Maimonides, Anselm, Plato, 
Cicero, and Eriugena. 

The Summa is a more structured and expanded version of Aquinas's earlier Summa contra Gentiles, 
though these works were written for different purposes, the Summa Theologiæ to explain the Christian 
faith to beginning theology students, and the Summa contra Gentiles to explain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defend it in hostile situations, with arguments adapted to the intended circumstances of its use, each article 
refuting a certain belief of a specific heresy. 

Aquinas conceived of the Summa specifically as a work suited to beginning students: "Because a 
doctor of catholic truth ought not only to teach the proficient, but to him pertains also to instruct beginners. 
as the Apostle says in 1 Corinthians 3: 1-2, as to infants in Christ, I gave you milk to drink, not meat, our 
proposed intention in this work is to convey those things that pertain to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n a way 
that is fitting to the instruction of begin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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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while teaching at the Santa Sabina studium provinciale, the forerunner of the Santa Maria 
sopra Minerva studium generale and College of Saint Thomas which in the 20th century would become 
the Pontifical University of Saint Thomas Aquinas, Angelicum, that Aquinas began to compose the 
Summa. He completed the Prima Pars in its entirety and circulated it in Italy before departing to take up 
his second regency as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1269–1272). 

2.2 Content  
The Summa is composed of three major parts, each of which deals with a major subsection of 

Christian theology. 
2. First Part(in Latin, Prima Pars): God's existence and natur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angels; the 

nature of man 
3. Second Part: 
4. First part of the Second Part (Prima Secundae, often abbreviated Part I-II): general principles of 

morality (including a theory of law) 
5. Second part of the Second Part (Secunda Secundae, or Part II-II): morality in particular, including 

individual virtues and vices 
6. Third Part(Tertia Pars): the person and work of Christ, who is the way of man to God; the 

sacraments; the end of the world. Aquinas left this part unfinished. 
Each part contains several questions, each of which revolves around a more specific subtopic; one 

such question is "Of Christ's Manner of Life." Each question contains several articles phrased as 
interrogative statements dealing with specific issues, such as "Whether Christ should have led a life of 
poverty in this world?" The Summa has a standard format for each article. 

7. A series of objections to the (yet to be stated) conclusion are given; one such objection, for 
example, is that "Christ should have embraced the most eligible form of life...which is a mean between 
riches and poverty." 

8. A short counter-statement, beginning with the phrase "sed contra" ("on the contrary"), is then 
given; this statement almost always references authoritative literature, such as the Bible or Aristotle. In 
this instance, Aquinas begins, "It is written (in Matthew 8:20): 'The Son of Man hath not where to lay His 
head'". 

9. The actual argument is then made; this is generally a clarification of the issue. For example, 
Aquinas states that "it was fitting for Christ to lead a life of poverty in this world" for four distinct reasons, 
each of which is expounded in some detail. 

10. Individual replies to the preceding objections are then given, if necessary. These replies range 
from one sentence to several paragraphs in length. Aquinas's reply to the above objection is that "those 
who wish to live virtuously need to avoid abundance of riches and beggary, ...but voluntary poverty is not 
open to this danger: and such was the poverty chosen by Christ." 

This method of exposition is derived from Averroes, to whom Aquinas refers respectfully as "the 
Commentator." 

2.3 Influence 
Not only has the Summa Theologica been one of the main intellectual inspirations for Thomistic 

philosophy, but it also had such a great influence on Dante Alighieri's Divine Comedy that Dante's epic 
poem has been called "the Summa in verse." 

Text B The Christian Way of Lif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St. Benedict of Nursia and his major thought 
Benedict of Nursia (c.480–547) is a Christian saint, honored by the Anglican Church and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s the patron saint of Europe and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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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dict founded twelve communities for monks at Subiaco, Italy (about 40 miles (64 km) to the 
east of Rome), before moving to Monte Cassino in the mountains of southern Italy.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he intended to found a Roman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citation needed] The Roman Catholic Order of St 
Benedict and the Anglican Order of St Benedict are of later origin and, moreover, not an "order" as 
commonly understood but merely a confederation of autonomous congregations. 

Benedict's main achievement is his "Rule of Saint Benedict", containing precepts for his monks. It is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writings of John Cassian, and shows strong affinity with the Rule of the Master. 
But it also has a unique spirit of balance, moderation and reasonableness, and this persuaded most 
religious communities founded throughout the Middle Ages to adopt it. As a result, his Rule became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religious rules in Western Christendom. For this reason, Benedict is often called the 
founder of western monasticism. 

学习目标： 
1.全面地审视中世纪的遗产。 
2.比较基督教的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 
作业： 
1.中世纪仅仅是黑暗的世纪吗？ 

知识单元 6：文艺复兴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A  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 
1.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Pico della Mirandola and his major thoughts 
Count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24 February 1463 – 17 November 1494) was an Italian 

Renaissance philosopher. He is famed for the events of 1486, when at the age of 23, he proposed to defend 
900 theses on religion, philosophy, natural philosophy and magic against all comers, for which he wrote 
the famous 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 which has been called the "Manifesto of the Renaissance", and 
a key text of Renaissance humanism and of what has been called the “Hermetic Reformation." 

2. 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 
2.1 A brief introduction 
The 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 is a famous public discourse pronounced in 1486 by Pico della 

Mirandola, a philosopher of the Renaissance. It has been called the "Manifesto of the Renaissance" 
2.2 Content of the speech 
Amazing capacity of human achievement 
Pico’s Oration attempted to remap the human landscape to center all attention on human capacity and 

human perspective. Arriving in Florence, this famous Renaissance philosopher taught the amazing 
capacity of human achievement. “Pico himself had a massive intellect and literally studied everything 
there was to be studied in the university curriculum of the Renaissance; the “Oration” in part is meant to 
be a preface to a massive compendium of all the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s of humanity, a compendium 
that never appeared because of Pico’s early death.”  

Dignity of liberal arts 
Pico della Mirandola spoke in front of hostile clerics of the dignity of the liberal arts and of the 

dignity and glory of angels. He said that a man should emulate the dignity and glory of the angels by 
"exercising philosophy." Pico della Mirandola said a man, if he cultivates what is rational, "will reveal 
himself a heavenly being; if intellectual, he will be an angel and the son of God." Pico della Mirandola 
said a philosopher "is a creature of Heaven and not of earth." 

Importance of human quest for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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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Oration, Pico justifi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human quest for knowledge within a Neoplatonic 
framework. He writes that after God had created all creatures, he conceived of the desire for another, 
sentient being who would appreciate all his works, but there was no longer any room in the chain of being; 
all the possible slots from angels to worms had been filled. So, God created man such that he had no 
specific slot in the chain. Instead, men were capable of learning from and imitating any existing creature. 
When man philosophizes, he ascends the chain of being towards the angels, and communion with God. 
When he fails to exercise his intellect, he vegetates. Pico did not fail to notice that this system made 
philosophers like himself among the most dignified human creatures. 

 Man's ascent of the chain of being 
The idea that men could ascend the chain of being through the exercise of their intellectual capacities 

was a profound endorsement of the dignity of human existence in this earthly life. The root of this dignity 
lay in his assertion that only human beings could change themselves through their own free will, whereas 
all other changes in nature were the result of some outside force acting on whatever it is that undergoes 
change. He observed from history that philosophies and institutions were always in change, making man's 
capacity for self-transformation the only constant. Coupled with his belief that all of creation constitutes a 
symbolic reflection of the divinity of God, Pico's philosophies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arts, 
helping to elevate writers and painters from their medieval role as mere artisans to the Renaissance ideal 
of the artist as genius. 

Introduction to Pico's 900 theses 
The Oration also served as an introduction to Pico's 900 theses, which he believed to provide a 

complete and sufficient basis for the discovery of all knowledge, and hence a model for mankind's ascent 
of the chain of being. The 900 Theses are a good example of humanist syncretism, because Pico combined 
Platonism, Neoplatonism, Aristotelianism, Hermeticism and Kabbalah. They also included 72 theses 
describing what Pico believed to be a complete system of physics. 

Mystical vocation of humanity 
In the Oration he writes that "human vocation is a mystical vocation that has to be realized following 

a three stage way, which comprehends necessarily moral transformation, intellectual research and final 
perfection in the identity with the absolute reality. This paradigm is universal, because it can be retraced in 
every tradition." 

Text B The Prince 
1.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Niccolo Machiavelli and his major thoughts 
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 (3 May 1469 – 21 June 1527) was an Italian historian, politician, 

diplomat, philosopher, humanist and writer based in Florence during the Renaissance. He was for many 
years an official in the Florentine Republic, with responsibilities in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affairs. He was 
a founder of modern political science, and more specifically political ethics. He also wrote comedies, 
carnival songs, and poetry. His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is renowned in the Italian language. He was 
Secretary to the Second Chancery of the Republic of Florence from 1498 to 1512, when the Medici were 
out of power. He wrote his masterpiece, The Prince, after the Medici had recovered power and he no 
longer held a position of responsibility in Florence. 

2. The Prince 
2.1 A brief introduction 
The Prince is a political treatise by the Italian diplomat, historian and political theorist Niccolò 

Machiavelli. From correspondence a version appears to have been distributed in 1513, using a Latin title, 
De Principatibus (About Principalities). However, the printed version was not published until 1532, five 
years after Machiavelli's death. This was done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Medici pope Clement VII,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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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before then, in fact since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the Prince in manuscript, controversy had swirled 
about his writings". 

Although it was written as if it were a traditional work in the mirrors for princes style, it is generally 
agreed that it was especially innovative. This is only partly because it was written in the Vernacular 
(Italian) rather than Latin, a practice which had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Dante's Divine Comedy and other works of Renaissance literature. 

The Prince is sometimes claimed to be one of the first works of modern philosophy, especially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which the effective truth is taken to be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abstract 
ideal. It was also in direct conflict with the dominant Catholic and scholastic doctrines of the time 
concerning how to consider politics and ethics. 

Although it is relatively short, the treatise is the most remembered of his works and the one most 
responsible for bringing the word "Machiavellian" into wide usage as a pejorative term. It also helped 
make "Old Nick" an English term for the devil, and even contributed to the modern negative connotations 
of the words "politics" and "politician" in western countries. In terms of subject matter it overlaps with the 
much longer Discourses on Livy, which was written a few years later. In its use of near contemporary 
Italians as examples of people who perpetrated criminal deeds for politics, another lesser-known work by 
Machiavelli which The Prince has been compared to is the Life of Castruccio Castracani. 

The descriptions within The Prince have the general theme of accepting that the aims of 
princes—such as glory and survival—can justify the use of immoral means to achieve those ends. 

2.2 Content  
As shown by his letter of dedication, Machiavelli's work eventually came to be dedicated to Lorenzo 

di Piero de' Medici, grandson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nd a member of the ruling Florentine Medici 
family, whose uncle Giovanni became pope Leo X in 1513. It is known from his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that it was written during 1513, the year after the Medici took control of Florence, and a few months after 
Machiavelli's arrest, torture, and banishment by the in-coming Medici regime. It was discussed for a long 
time with Francesco Vettori, a friend of Machiavelli who he wanted to pass it and commend it to the 
Medici. The book had originally been intended for Giuliano di Lorenzo de' Medici, young Lorenzo's uncle, 
who however died in 1516. It is not certain that the work was ever read by any of the Medici before it was 
printed. Machiavelli describes the contents as being an un-embellished summary of his knowledge about 
the nature of princes and "the actions of great men", based not only on reading but also, unusually, on real 
experience. 

The types of political behavior which are discussed with apparent approval by Machiavelli in The 
Prince were perceived as shocking by contemporaries, and its immorality is still a subject of serious 
discussion. Although the work advises princes how to tyrannize, Machiavelli is generally thought to have 
preferred some form of free republic. Some commentators justify his acceptance of immoral and criminal 
actions by leaders by arguing that he lived during a time of continuous political conflict and instability in 
Italy, and that his influence has increased the "pleasures, equality and freedom" of many people, loosening 
the grip of medieval Catholicism's "classical teleology", which "disregarded not only the needs of 
individuals and the wants of the common man, but stifled innovation, enterprise, and enquiry into 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ships that now allow us to control nature". 

On the other hand, Strauss (1958:11) notes that "even if we were forced to grant that Machiavelli was 
essentially a patriot or a scientist, we would not be forced to deny that he was a teacher of evil". 
Furthermore, Machiavelli "was too thoughtful not to know what he was doing and too generous not to 
admit it to his reasonable friends". 

Machiavelli emphasized the need for realism, as opposed to idealism. In The Prince he doe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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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in what he thinks the best ethical or political goals are, except the control of one's own fortune, as 
opposed to waiting to see what chance brings. Machiavelli took it for granted that would-be leaders 
naturally aim at glory or honor. He associated these goals with a need for "virtue" and "prudence" in a 
leader, and saw such virtues as essential to good politics and indeed the common good. That great men 
should develop and use their virtue and prudence was a traditional theme of advice to Christian princes. 
And that more virtue meant less reliance on chance was a classically influenced "humanist commonplace" 
in Machiavelli's time, as Fischer (2000:75) says, even if it was somewhat controversial. However, 
Machiavelli went far beyond other authors in his time, who in his opinion left things to fortune, and 
therefore to bad rulers, because of their Christian beliefs. He used the words "virtue" and "prudence" to 
refer to glory-seeking and spirited excellence of character, in strong contrast to the traditional Christian 
uses of those terms, but more keeping with the original pre-Christian Greek and Roman concepts from 
which they derived. He encouraged ambition and risk taking. So in another break with tradition, he treated 
not only stability, but also radical innovation, as possible aims of a prince in a political community. 
Managing major reforms can show off a Prince's virtue and give him glory. He clearly felt Italy needed 
major reform in his time, and this opinion of his time is widely shared. Machiavelli's descriptions 
encourage leaders to attempt to control their fortune gloriously, to the extreme extent that some situations 
may call for a fresh "founding" (or re-founding) of the "modes and orders" that define a community, 
despite the danger and necessary evil and lawlessness of such a project. Founding a wholly new state, or 
even a new religion, using injustice and immorality has even been called the chief theme of the Prince.[19] 
For a political theorist to do this in public was one of Machiavelli's clearest breaks not just with medieval 
scholasticism, but with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especially the favorite philosopher of 
Catholicism at the time, Aristotle. This is one of Machiavelli's most lasting influences upon modernity. 

Nevertheless Machiavelli was heavily influenced by classical pre-Christ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According to Strauss (1958:291) Machiavelli refers to Xenophon more than Plato, Aristotle, and Cicero 
put together. Xenophon wrote one of the classic mirrors of princes, the Education of Cyrus. Gilbert 
(1938:236) wrote: "The Cyrus of Xenophon was a hero to many a literary ma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but for Machiavelli he lived". Xenophon also, as Strauss pointed out, wrote a dialogue, Hiero which 
showed a wise man dealing sympathetically with a tyrant, coming close to what Machiavelli would do in 
questioning the ideal of "the imagined prince". Xenophon however, like Plato and Aristotle, was a 
follower of Socrates, and his works show approval of a "teleological argument", while Machiavelli 
rejected such arguments. On this matter, Strauss (1958:222–223) gives evidence that Machiavelli may 
have seen himself as having learned something from Democritus, Epicurus and classical materialism, 
which was however not associated with political realism, or even any interest in politics. 

On the topic of rhetoric Machiavelli, in his introduction, stated that “I have not embellished or 
crammed this book with rounded periods or big, impressive words, or with any blandishment or 
superfluous decoration of the kind which many are in the habit of using to describe or adorn what they 
have produced”. This has been interpreted as showing a distancing from traditional rhetoric styles, but 
there are echoes of classical rhetoric in several areas. In Chapter 18, for example, he uses a metaphor of a 
lion and a fox, examples of cunning and force; according to Zerba (2004:217), “the Roman author from 
whom Machiavelli in all likelihood drew the simile of the lion and the fox” was Cicero. The Rhetorica ad 
Herennium, a work which was believed during Machiavelli’s time to have been written by Cicero, was 
used widely to teach rhetoric, and it is likely that Machiavelli was familiar with it. Unlike Cicero's more 
widely accepted works however, according to Cox (1997:1122), “Ad Herennium … offers a model of an 
ethical system that not only condones the practice of force and deception but appears to regard them as 
habitual and indeed germane to political activity”. This makes it an ideal text for Machiavelli to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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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2.3 Influence 
Machiavelli's ideas on how to accrue honor and power as a leader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political 

leaders throughout the modern west, helped by the new technology of the printing press. Pole reported 
that it was spoken of highly by Thomas Cromwell in England and had influenced Henry VIII in his turn 
towards Protestantism, and in his tactics, for example during the Pilgrimage of Grace. A copy was also 
possessed by the Catholic king and emperor Charles V. In France, after an initially mixed reaction, 
Machiavelli came to be associated with Catherine de Medici and the S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 As 
Bireley (1990:17) reports, in the 16th century, Catholic writers "associated Machiavelli with the 
Protestants, whereas Protestant authors saw him as Italian and Catholic". In fact, he was apparently 
influencing both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king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arly works dedicated to criticism of Machiavelli, especially The Prince, 
was that of the Huguenot, Innocent Gentillet, Discourse against Machiavelli, commonly also referred to as 
Anti Machiavel, published in Geneva in 1576. He accused Machiavelli of being an atheist and accused 
politicians of his time by saying that they treated his works as the "Koran of the courtiers". Another theme 
of Gentillet was more in the spirit of Machiavelli himself: he questioned the effectiveness of immoral 
strategies (just as Machiavelli had himself done, despite also explaining how they could sometimes work). 
This became the theme of much future political discourse in Europe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This includes 
the Catholic Counter Reformation writers summarised by Bireley: Giovanni Botero, Justus Lipsius, Carlo 
Scribani, Adam Contzen, Pedro de Ribadeneira, and Diego Saavedra Fajardo. These authors criticized 
Machiavelli, but also followed him in many ways. They accepted the need for a prince to be concerned 
with reputation, and even a need for cunning and deceit, but compared to Machiavelli, and like later 
modernist writers, they emphasized economic progress much more than the riskier ventures of war. These 
authors tended to cite Tacitus as their source for realist political advice, rather than Machiavelli, and this 
pretense came to be known as "Tacitism". 

Modern materialist philosophy developed in the 16th, 17th and 18th century, starting in the 
generations after Machiavelli. The importance of Machiavelli's realism was noted by many important 
figures in this endeavor, for example Bodin, Francis Bacon, Descartes, Harrington, Rousseau, Hume and 
Adam Smith. Although he was not always mentioned by name as an inspiration, due to his controversy, he 
is also thought to have been a major influence on other major influence for example upon Hobbes, 
Spinoza, and Montesquieu. 

In literature:- 
2. Machiavelli is featured as a character in the prologue of Christopher Marlowe's The Jew of Malta. 
3. In William Shakespeare's tragedy, Othello, the antagonist Iago has been noted by some literary 

critics as being archetypal in adhering to Machiavelli's ideals by advancing himself through machination 
and duplicity with the consequence of causing the demise of both Othello and Desdemona. 

Amongst later political leaders:- 
4. Under the guidance of Voltaire, Frede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 criticised Machiavelli's conclusions 

in his "Anti-Machiavel", published in 1740. 
5. At different stages in his life, Napoleon I of France wrote extensive comments to The Prince. After 

his defeat at Waterloo, these comments were found in the emperor's coach and taken by Prussian military. 
6. Italiandictator Benito Mussolini wrote a discourse on The Prince. 
20th century Italian-American mobsters were influenced by The Prince. John Gotti and Roy DeMeo 

would regularly quote The Prince and consider it to be the "Mafia Bible".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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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解文艺复兴时期与中世纪、现代时期之间的关系。 
2.理解人文主义。 
作业： 
1.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文学如何反映那个时代？ 

知识单元 7：宗教改革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A On Papal Power; Justification by Fa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Martin Luther and his major thoughts 
Martin Luther (10 November 1483 – 18 February 1546) was a German monk, priest, professor of 

theology and important figure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He strongly disputed the claim that freedom 
from God's punishment for sin could be purchased with money. He confronted indulgence salesman 
Johann Tetzel with his Ninety-Five Theses in 1517. His refusal to retract all of his writings at the demand 
of Pope Leo X in 1520 and the Holy Roman Emperor Charles V at the Diet of Worms in 1521 resulted in 
his excommunication by the pope and condemnation as an outlaw by the Emperor. 

Luther taught that salvation is not earned by good deeds but received only as a free gift of God's 
grace 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 as redeemer from sin. His theology challenged the authority of the 
Pope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by teaching that the Bible is the only source of divinely revealed 
knowledge and opposed sacerdotalism by considering all baptized Christians to be a holy priesthood. 
Those who identify with Luther's teachings are called Lutherans. 

His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into the vernacular (instead of Latin) made it more accessible, causing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church and on German culture. It fostered the development of a standard 
version of the German language, added several principles to the art of translation,[4] and influenced the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of the King James Bible. His hymns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singing in 
churches. His marriage to Katharina von Bora set a model for the practice of clerical marriage, allowing 
Protestant priests to marry. 

In his later years, while suffering from several illnesses and deteriorating health, Luther became 
increasingly antisemitic, writing that Jewish homes should be destroyed, their synagogues burned, money 
confiscated and liberty curtailed. These statements have contributed to his controversial status. 

Text B The Institutes 
1.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John Calvin and his major thoughts 
John Calvin (10 July 1509 – 27 May 1564) was an influential French theologian and pastor during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He was a principal fig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of Christian 
theology later called Calvinism. Originally trained as a humanist lawyer, he broke from the Catholic 
Church around 1530. After religious tensions provoked a violent uprising against Protestants in France, 
Calvin fled to Basel, Switzerland, where he published the first edition of his seminal work 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n 1536. 

In that year, Calvin was recruited by William Farel to help reform the church in Geneva. The city 
council resis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lvin's and Farel's ideas, and both men were expelled. At the 
invitation of Martin Bucer, Calvin proceeded to Strasbourg, where he became the minister of a church of 
French refugees. He continued to support the reform movement in Geneva, and was eventually invited 
back to lead its church. 

Following his return, Calvin introduced new forms of church government and liturgy, despite the 
opposition of several powerful families in the city who tried to curb his authority. During this time, the 
trial of Michael Servetus was extended by libertines in an attempt to harass Calvin. However, s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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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etus was also condemned and wanted by the Inquisition, outside pressure from all over Europe forced 
the trial to continue. Following an influx of supportive refugees and new elections to the city council, 
Calvin's opponents were forced out. Calvin spent his final years promoting the Reformation both in 
Geneva and throughout Europe. 

Calvin was a tireless polemic and apologetic writer who generated much controversy. He also 
exchanged cordial and supportive letters with many reformers, including Philipp Melanchthon and 
Heinrich Bullinger. In addition to the Institutes, he wrote commentaries on most books of the Bible, as 
well as theological treatises and confessional documents. He regularly preached sermons throughout the 
week in Geneva. Calvin was influenced by the Augustinian tradition, which led him to expound the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and the absolute sovereignty of God in salvation of the human soul from death 
and eternal damnation. 

Calvin's writing and preachings provided the seeds for the branch of theology that bears his name. 
The Reformed and Presbyterian churches, which look to Calvin as a chief expositor of their beliefs, have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2. The Institutes 
2.1 A brief introduction 
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nstitutio Christianae religionis) is John Calvin's seminal 

work on Protestant systematic theology. Highly influential in the Western world[1] and still widely read by 
theological students today, it was published in Latin in 1536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English King Henry 
VIII's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and in his native French in 1541, with the definitive editions 
appearing in 1559 (Latin) and in 1560 (French). 

The book was written as an introductory textbook on the Protestant faith for those with some 
previous knowledge of theology and covered a broad range of theological topics from the doctrines of 
church and sacraments to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and Christian liberty. It vigorously attacked the 
teachings of those Calvin considered unorthodox, particularly Roman Catholicism to which Calvin says 
he had been "strongly devoted" before his conversion to Protestantism. 

The Institutes is a highly regarded secondary reference for the system of doctrine adopted by the 
Reformed churches, usually called Calvinism. 

2.2 Background 
Calvin's magnum opus, penned early in his life, "came like Minerva in full panoply out of the head of 

Jupiter," and even through its enlargements and revisions it remained basically the same in its content. It 
overshadowed the earlier Protestant theologies such as Melanchthon's Loci Communes and Zwingli's 
Commentary on the True and False Religion. According to historian Philip Schaff, it is a classic of 
theology at the level of Origen's On First Principles, Augustine's The City of God, Thomas Aquinas's 
Summa Theologica, and Schleiermacher's The Christian Faith. 

The original Latin edition appeared in 1536 with a preface addressed to King Francis I of France, 
written on behalf of the French Protestants (Huguenots) who were being persecuted. Most often, 
references to the Institutes are to Calvin's final Latin edition of 1559, which was expanded and revised 
from earlier editions. Calvin wrote five major Latin editions in his lifetime (1536, 1539, 1543, 1550, and 
1559). He translated the first French edition of the Institutes in 1541, corresponding to his 1539 Latin 
edition, and supervised the translation of three later French translations. The French translations of 
Calvin's Institutes helped to shape the French language for generations, not unlike the influence of the 
King James Version for the English language. The final edition of the Institutes is approximately five 
times the length of the first edition. 

In English, five complete translations have been published - four from the Latin and one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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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 The first was made in Calvin's lifetime (1561) by Thomas Norton, the son-in-law of the English 
Reformer Thomas Cranme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re were two translations, one by John Allen 
(1813) and one by Henry Beveridge (1845). The most recent from Latin is the 1960 edition, translated by 
Ford Lewis Battles and edited by John T. McNeill, currently considered the most authoritative edition by 
scholars. Calvin's first French edition (1541) has been translated by Elsie Anne McKee (2009). Due to the 
length of the Institutes, several abridged versions have been made. The most recent is by Tony Lane and 
Hilary Osborne; the text is their own alteration and abridgment of the Beveridge translation. 

A history of the Latin, French, Greek, Canadian, British, German, African, and English versions of 
Calvin's Institutes was done by B. B. Warfield, "O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Calvin's Institutes," published 
in the seventh American edition of the John Allen translation (Philadelphia, 1936). 

2.3 Content of the speech 
The opening chapter of the Institutes is perhaps the best known, in which Calvin presents the basic 

plan of the book. There are two general subjects to be examined: the creator and his creatures. Above all, 
the book concerns the knowledge of God the Creator, but "as it is in the creation of man that the divine 
perfections are best displayed", there is also an examination of what can be known about humankind. 
After all, it is mankind's knowledge of God and of what He requires of his creatures that is the primary 
issue of concern for a book of theology. In the first chapter, these two issues are considered together to 
show what God has to do with mankind (and other creatures) and, especially, how knowing God is 
connected with human knowledge. 

To pursue an expla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man, Calvin adopts a traditional 
structure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used in Western Christianity, by arranging the material according to the 
plan of the Apostles' Creed. First, the knowledge of God is considered as knowledge of the Father, the 
creator, provider, and sustainer. Next, it is examined how the Son reveals the Father, since only God is 
able to reveal God. The third section of the Institutes describes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who raised 
Christ from the dead, and who comes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to affect a union in the Church 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 with God, forever. And finally, the fourth section speak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and 
how it is to live out the truths of God and Scriptures, particularly through the sacraments. This section also 
describes the functions and ministries of the church, how civil government relates to religious matters, and 
includes a lengthy discussion of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papacy. 

学习目标： 
1.了解宗教改革的动因。 
2.了解宗教改革到底改了些什么。 
作业： 
1.宗教改革对后世产生了哪些影响？ 

知识单元 8：科学革命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A  Attack on Authority and Advocacy of Experimental Scienc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Francis Bacon and his major thoughts 
Francis Bacon, 1st Viscount St. Alban, Kt., KC (22 January 1561 – 9 April 1626) was an English 

philosopher, statesman, scientist, jurist, and author. He served both as Attorney General and Lord 
Chancellor of England. Although his political career ended in disgrace, he remained extremely influential 
through his works, especially as philosophical advocate and practitioner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 during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Bacon has been called the creator of empiricism. His works established and popularised indu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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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ologies for scientific inquiry, often called the Baconian method, or simply the scientific method. 
His demand for a planned procedure of investigating all things natural marked a new turn in the rhetorical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science, much of which still surrounds conceptions of proper methodology 
today. 

Bacon was knighted in 1603, and created both the Baron Verulam in 1618 and the Viscount St. Alban 
in 1621; as he died without heirs, both peerages became extinct upon his death. He famously died by 
contracting pneumonia while studying the effects of freezing on the preservation of meat. 

Text B Discourse on Method 
2.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Rene Descartes and his major thoughts 
René Descartes (31 March 1596 –11 February 1650) was a French philosopher, mathematician, and 

writer who spent most of his adult life in the Dutch Republic. He has been dubbed the 'Father of Modern 
Philosophy', and much subsequent Western philosophy is a response to his writings,[7][8] which are studied 
closely to this day. In particular, his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continues to be a standard text at 
mo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departments. Descartes' influence in mathematics is equally apparent; the 
Cartesian coordinate system — allowing reference to a point in space as a set of numbers, and allowing 
algebraic equations to be expressed as geometric shapes in a two-dimensional coordinate system (and 
conversely, shapes to be described as equations) — was named after him. He is credited as the father of 
analytical geometry, the bridge between algebra and geometry, crucial to the discovery of infinitesimal 
calculus and analysis. Descartes was also one of the key figures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has been 
described as an example of genius. 

2. Discourse on the Method 
2.1 A brief introduction 
The Discourse on the Method is a philosophical and autobiographical treatise published by René 

Descartes in 1637. Its full name is Discourse on the Method of Rightly Conducting One's Reason and of 
Seeking Truth in the Sciences. The Discourse on Method is best known as the source of the famous 
quotation "Je pense, donc je suis" ("I think, therefore I am"), which occurs in Part IV of the work.  

The Discourse on the Method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work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 and important to the evolution of natural sciences. In this work, Descartes tackles the problem 
of skepticism, which had previously been studied by Sextus Empiricus, Al-Ghazali and Michel de 
Montaigne. Descartes modified it to account for a truth he found to be incontrovertible. Descartes started 
his line of reasoning by doubting everything, so as to assess the world from a fresh perspective, clear of 
any preconceived notions. 

The book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Leiden, Netherlands. Later, it was translated into Latin and 
published in 1656 in Amsterdam. The book was intended as an introduction to three works Dioptrique, 
Météores and Géométrie. La Géométrie contains Descartes' first introduction of the Cartesian coordinate 
system. 

Together with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 Principles of 
Philosophy (Principia philosophiae) and Rule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 (Regulae ad directionem 
ingenii), it forms the base of the Epistemology known as Cartesianism. 

2.2 Organization 
The book is divided into six parts, described in the author's preface as 
1 Various considerations touching the Sciences 
2 The principal rules of the Method which the Author has discovered 
3 Certain of the rules of Morals which he has deduced from this Method 
4 The reasonings by which he establishes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of the Human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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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order of the Physical questions which he has investigated, and, in particular, the         
explication of the motion of the heart and of some other difficulties pertaining to Medicine, as als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oul of man and that of the brutes 

6  What the Author believes to be required in order to greater advancement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Nature than has yet been made, with the reasons that have induced him to write 

Part I: various considerations touching the Sciences 
Descartes begins by allowing himself some wit: 
Good sense is, of all things among men, the most equally distributed; for every one thinks himself so 

abundantly provided with it, that those even who are the most difficult to satisfy in everything else, do not 
usually desire a larger measure of this quality than they already possess. 

In this he followed by Hobbes "But this proveth rather that men are in that point equal, than unequal. 
For there is not ordinarily a greater sign of the equal distribution of anything than that every man is 
contented with his share.". He continues with a warning: 

For to be possessed of a vigorous mind is not enough; the prime requisite is rightly to apply it. The 
greatest minds, as they are capable of the highest excellences, are open likewise to the greatest aberrations; 
and those who travel very slowly may yet make far greater progress, provided they keep always to the 
straight road, than those who, while they run, forsake it. 

Descartes describes his disappointment with his education: as soon as I had finished the entire course 
of study... I found myself involved in so many doubts and errors, that I was convinced I had advanced no 
farther... than the discovery at every turn of my own ignorance.. He notes his special delight with 
mathematics, and contrasts its strong foundations to the disquisitions of the ancient moralists [which are] 
towering and magnificent palaces with no better foundation than sand and mud. 

Part II: the principal rules of the Method which the Author has discovered 
Descartes was in Germany, attracted thither by the wars in that country, and describes his intent by a 

"building metaphor". He observes that buildings, cities or nations that have been planned by a single hand 
are more elegant and commodious than those that have grown organically. He resolves not to build on old 
foundations, or to lean upon principles which, in his youth, he had taken upon trust. 

Descartes seeks to ascertain the true method by which to arrive at the knowledge of whatever lay 
within the compass of his powers; he presents four precepts: 

"The first was never to accept anything for true which I did not clearly know to be such; that is to say, 
carefully to avoid precipitancy and prejudice, and to comprise nothing more in my judgment than what 
was presented to my mind so clearly and distinctly as to exclude all ground of doubt. 

The second, to divide each of the difficulties under examination into as many parts as possible, and 
as might be necessary for its adequate solution. 

The third, to conduct my thoughts in such order that, by commencing with objects the simplest and 
easiest to know, I might ascend by little and little, and, as it were, step by step,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more complex; assigning in thought a certain order even to those objects which in their own nature do not 
stand in a relation of antecedence and sequence. 

And the last, in every case to make enumerations so complete, and reviews so general, that I might 
be assured that nothing was omitted." 

There exists two theories which try to explain the origin of using 'x' as an unknown, (a highly 
standard/common usage in algebra). 

2. The first theory says it came about during the printing of the appendix of "La Geometries". While 
the text was being typeset the printer ran short of certain letters in the alphabet and therefore used a single 
alternative for all of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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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ccording to the second theory, the usage alludes to the Arabic root word “shei” which stands for 
the unknown. 

Part III: Morals, and Maxims accepted while conducting Method 
Descartes uses the analogy of rebuilding a house from secure foundations, and extends the analogy to 

the idea of needing a temporary abode while his own house is being rebuilt. The following three maxims 
were adopted by Descartes so that he could effectively function in the "real world" while experimenting 
with his method of radical doubt. They formed a rudimentary belief system from which to act before he 
developed a new system based on the truths he discovered using his method. 

2. The first was to obey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my country, adhering firmly to the faith in which, by 
the grace of God, I had been educated from my childhood and regulating my conduct in every other 
matter according to the most moderate opinions, and the farthest removed from extremes, which should 
happen to be adopted in practice with general consent of the most judicious of those among whom I might 
be living. 

3. Be as firm and resolute in my actions as I was able 
4. Endeavor always to conquer myself rather than fortune, and change my desires rather than the 

order of the world, and in general, accustom myself to the persuasion that, except our own thoughts, there 
is nothing absolutely in our power; so that when we have done our best in things external to us, our 
ill-success cannot possibly be failure on our part. 

Part IV: Proof of God and the Soul 
Applying the method to itself, Descartes challenges his own reasoning and reason itself. But 

Descartes believes three things are not susceptible to doubt and the three support each other to form a 
stable foundation for the method. He cannot doubt that something has to be there to do the doubting (I 
think, therefore I am). The method of doubt cannot doubt reason as it is based on reason itself. By reason 
there exists a God and God is the guarantor that reason is not misguided. 

Perhaps the most strained part of the argument is the reasoned proof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indeed Descartes seems to realize this as he supplies three different 'proofs' including what is now referred 
to as the negotiable ontological proof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Part V: Physics, the heart, the soul of man and animals 
Here he describes how he in other writings discusses the idea of laws of nature, of the sun and stars, 

the idea of the moon being the cause of ebb and flood, on gravitation and going to discuss light and fire. 
Describing his work on light, he states that he 
expounded at considerable length what the nature of that light must be which is found in the sun and 

the stars, and how thence in an instant of time it traverses the immense spaces of the heavens. 
His work on such physico-mechanical laws is, however, projected into a "new world". A theoretical 

place God created "somewhere in the imaginary spaces [with] matter sufficient to compose... [a "new 
world" in which He]... agitate[d] variously and confusedly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is matter, so that there 
resulted a chaos as disordered as the poets ever feigned, and after that did nothing more than lend his 
ordinary concurrence to nature, and allow her to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which he had 
established." He does this "to express my judgment regarding... [his subjects] with greater freedom, 
without being necessitated to adopt or refute the opinions of the learned". Descartes goes on to say that he 
"was not, however, disposed, from these circumstances, to conclude that this world had been created in 
the manner I described; for it is much more likely that God made it at the first such as it was to be." 
Despite this admission, it seems Descartes' project for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was that of re-creating 
creation - a cosmological project which aimed, through Descartes particular brand of experimental method, 
to show not merely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 system, but to suggest that this way of looking at the wor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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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with (as Descartes saw it) no assumptions about God or nature - provided the only basis upon which 
he could see knowledge progressing (as he states in Book II). Thus, in Descartes work, we can see some 
of the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of modern cosmology in evidence - the project of examing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universe through a set of quantitative laws describing interactions which would allow 
the ordered present to be constructed from a chaotic past. 

He goes on to the motion of the blood in the heart and arteries, endorsing the findings of William 
Harvey though not by name, ascribing them to "a physician of England", but ascribing the motive power 
of the circulation to heat rather than muscle power. He describes that these motions seem to be totally 
independent of what we think, and concludes that our bodies are separate from our souls. 

He does not seem to distinguish between mind, spirit and soul, which are identified as our faculty for 
rational thinking. Hence the term "I think, therefore I am". All three of these words (particularly "mind" 
and "soul") can be identified by the single French term âme. 

Part VI 
Descartes begins by noting, without directly referring to it, the recent trial of Galileo for heresy and 

the condemnation of heliocentrism; and explains that for these reasons he has been slow to publish. 
"I remarked, moreover, with respect to experiments, that they become always more necessary the 

more one is advanced in knowledge; for, at the commencement, it is better to make use only of what is 
spontaneously presented to our senses" 

"First, I have essayed to find in general the principles, or first causes of all that is or can be in the 
world" 

Secure on these foundation stones, Descartes show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 in 
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 

2.3 Influence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ce, however, was the first precept, which states, in Descartes words,"[To] 

never to accept anything for true which I did not clearly know to be such". 
This method of pro-foundational skepticism is considered by some to be the start of modern 

philosophy. 
学习目标： 
1.了解笛卡尔其人其思。 
2.比较笛卡尔与培根。 
作业： 
1.“我思故我在”究竟是何意？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总论 2  
2 古希腊文化 2  
3 古希腊文化 2  
4 古希腊文化 2  
5 古罗马文化 2  
6 古罗马文化 2  
7 早期基督教 2  
8 早期基督教 2  
9 中世纪 2  

10 中世纪 2  
11 文艺复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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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艺复兴 2  
13 宗教改革 2  
14 宗教改革 2  
15 科学革命 2  
16 科学革命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 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对各个重要阶段中的重要人物及其作品进行分析和讨论，培养学生的分析和归纳总结的

能力，学生最终学会如何有效地欣赏名作及陈述自己的看法。 
难点：一是学生的文学修养参差不齐，二是课时不够，这样就难免会造成授课老师满堂灌的现

象。以上问题可能会影响教学的质量。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教师课堂授课。 
2. 学生课堂实践，即学生选择本单元相关主题作 10—15分钟的学术报告，并且展开提问与讨

论。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采用百分制，具体分布为：到课率 10﹪，课堂实践 20﹪，期末考试 70﹪。 
7、作业要求： 
课下阅读老师指定的阅读材料，轮流做课堂展示。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了《西方思想经典导读》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孙有中编著《西方思想经典选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9月 
（二）推荐参考书 
1. Beatty, John L. &Johnson, Oliver A. Heritag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Vols. 1&2, N.J.: Prentice 

Hall, 2004  
2. Burger, Michael.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Vols. 1&2, Peterborough, Ont.: 

Broadview Press, 2003 
3. Danzer, Gerald A. Mapping Western Civilization: A Guide for Beginning Students. New York, 

N.Y.: Harper Collins Pub., 1991 
4. Stearns, Peter N.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5. Patterson, Thomas Carl. Inventing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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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oble, Thomas F. X. et al.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Continuing Experim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8 

7. Joseph, John Earl et al. The Western Tradi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8. Hobson, John M.: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执笔：张磊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人文经典阅读二 
Classics Reading（II）  

课程号：3080008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研究所英语（法律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使学生认识西方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感受

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在西方文艺作品中的生动表现；2、掌握批判性阅读的技巧；3、学会运用证据
和逻辑有效组织和陈述自己的观点。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对西方文化史的纵向考察和对西方思想经典文献的深度阅读，帮助学生

拓宽知识面，提高人文素养，培养思辨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人文经典阅读二 
（一）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启蒙运动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启蒙运动？ 
What is Enlightenment?  
Immanuel Kant  
Enlightenment is man's emergence from his self-imposed nonage. Nonage is the inability to use one's 

own understanding without another's guidance. This nonage is self-imposed if its cause lies not in lack of 
understanding but in indecision and lack of courage to use one's own mind without another's guidance. 
Dare to know! (Sapere aude.) "Have the courage to use your own understanding," is therefore the motto of 
the enlightenment.  

Laziness and cowardice are the reasons why such a large part of mankind gladly remain minors all 
their lives, long after nature has freed them from external guidance. They are the reasons why it is so easy 
for others to set themselves up as guardians. It is so comfortable to be a minor. If I have a book that thinks 
for me, a pastor who acts as my conscience, a physician who prescribes my diet, and so on--then I have no 
need to exert myself. I have no need to think, if only I can pay; others will take care of that disagreeable 
business for me. Those guardians who have kindly taken supervision upon themselves see to it that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mankind--among them the entire fair sex--should consider the step to maturity, 
not only as hard, but as extremely dangerous. First, these guardians make their domestic cattle stupid and 
carefully prevent the docile creatures from taking a single step without the leading-strings to which they 
have fastened them. Then they show them the danger that would threaten them if they should try to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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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mselves. Now this danger is really not very great; after stumbling a few times they would, at last, 
learn to walk. However, examples of such failures intimidate and generally discourage all further 
attempts.  

Thus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the individual to work himself out of the nonage which has become 
almost second nature to him. He has even grown to like it, and is at first really incapable of using his own 
understanding because he has never been permitted to try it. Dogmas and formulas, these mechanical tools 
designed for reasonable use--or rather abuse--of his natural gifts, are the fetters of an everlasting nonage. 
The man who casts them off would make an uncertain leap over the narrowest ditch, because he is not 
used to such free movement. That is why there are only a few men who walk firmly, and who have 
emerged from nonage by cultivating their own minds.  

It is more nearly possible, however, for the public to enlighten itself; indeed, if it is only given 
freedom, enlightenment is almost inevitable. There will always be a few independent thinkers, even 
among the self-appointed guardians of the multitude. Once such men have thrown off the yoke of nonage, 
they will spread about them the spirit of a reasonable appreciation of man's value and of his duty to think 
for himself. It is especially to be noted that the public which was earlier brought under the yoke by these 
men afterwards forces these very guardians to remain in submission, if it is so incited by some of its 
guardians who are themselves incapable of any enlightenment. That shows how pernicious it is to implant 
prejudices: they will eventually revenge themselves upon their authors or their authors' descendants. 
Therefore, a public can achieve enlightenment only slowly. A revolution may bring about the end of a 
personal despotism or of avaricious tyrannical oppression, but never a true reform of modes of thought. 
New prejudices will serve, in place of the old, as guide lines for the unthinking multitude.  

This enlightenment requires nothing but freedom--and the most innocent of all that may be called 
"freedom": freedom to make public use of one's reason in all matters. Now I hear the cry from all sides: 
"Do not argue!" The officer says: "Do not argue--drill!" The tax collector: "Do not argue--pay!" The 
pastor: "Do not argue--believe!" Only one ruler in the world says: "Argue as much as you please, but 
obey!" We find restrictions on freedom everywhere. But which restriction is harmful to enlightenment? 
Which restriction is innocent, and which advances enlightenment? I reply: the public use of one's reason 
must be free at all times, and this alone can bring enlightenment to manki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ivate use of reason may frequently be narrowly restricted without especially 
hindering the progress of enlightenment. By "public use of one's reason" I mean that use which a man, as 
scholar, makes of it before the reading public. I call "private use" that use which a man makes of his 
reason in a civic post that has been entrusted to him. In some affairs affecting the interest of the 
community a certain [governmental] mechanism is necessary in which som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remain passive. This creates an artificial unanimity which will serve the fulfillment of public objectives, 
or at least keep these objectives from being destroyed. Here arguing is not permitted: one must obey. 
Insofar as a part of this machine considers himself at the same time a member of a universal 
community--a world society of citizens--(let us say that he thinks of himself as a scholar rationally 
addressing his public through his writings) he may indeed argue, and the affairs with which he is 
associated in part as a passive member will not suffer. Thus it would be very unfortunate if an officer on 
duty and under orders from his superiors should want to criticize the appropriateness or utility of his 
orders. He must obey. But as a scholar he could not rightfully be prevented from taking notice of the 
mistakes in the military service and from submitting his views to his public for its judgment. The citizen 
cannot refuse to pay the taxes levied upon him; indeed, impertinent censure of such taxes could be 
punished as a scandal that might cause general disobedience. Nevertheless, this man does not violate the 
duties of a citizen if, as a scholar, he publicly expresses his objections to the impropriety or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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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ustice of such levies. A pastor, too, is bound to preach to his congregation in accord with the doctrines 
of the church which he serves, for he was ordained on that condition. But as a scholar he has full freedom, 
indeed the obligation, to communicate to his public all his carefully examined and constructive thoughts 
concerning errors in that doctrine and his proposals concerning improvement of religious dogma and 
church institutions. This is nothing that could burden his conscience. For what he teaches in pursuance of 
his office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urch, he represents as something which he is not free to teach as he 
sees it. He speaks as one who is employed to speak in the name and under the orders of another. He will 
say: "Our church teaches this or that; these are the proofs which it employs." Thus he will benefit his 
congrega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by presenting doctrines to which he may not subscribe with full 
conviction. He can commit himself to teach them because it is not completely impossible that they may 
contain hidden truth. In any event, he has found nothing in the doctrines that contradicts the heart of 
religion. For if he believed that such contradictions existed, he would not be able to administer his office 
with a clear conscience. He would have to resign it. Therefore the use which a scholar makes of his reason 
before the congregation that employs him is only a private use, for no matter how sizable, this is only a 
domestic audience. In view of this he, as preacher, is not free and ought not to be free, since he is carrying 
out the orders of others. On the other hand, as the scholar who speaks to his own public (the world) 
through his writings, the minister in the public use of his reason enjoys unlimited freedom to use his own 
reason and to speak for himself. That the spiritual guardians of the people should themselves be treated as 
minors is an absurdity which would result in perpetuating absurdities. 

2. 理性时期  
I believe in one God, and no more; and I hope for happiness beyond this life. 
I believe the equality of man, and I believe that religious duties consist in doing justice, loving mercy, 

and endeavoring to make our fellow-creatures happy. 
But, lest it should be supposed that I believe many other things in addition to these, I shall, in the 

progress of this work, declare the things I do not believe, and my reasons for not believing them. 
I do not believe in the creed professed by the Jewish church, by the Roman church, by the Greek 

Church, by the Turkish church, by the Protestant church, nor by any church that I know of. My own mind 
is my own church. 

When Moses told the children of Israel that he received the two tables of the commandments from 
the hand of God, they were not obliged to believe him, because they had no other authority for it than his 
telling them so; and I have no other authority for it than some historian telling me so, the commandments 
carrying no internal evidence of divinity with them. They contain some good moral precepts such as any 
man qualified to be a lawgiver or a legislator could produce himself, without having recourse to 
supernatural intervention. [NOTE: It is, however, necessary to except the declamation which says that 
God 'visits the sins of the fathers upon the children'. This is contrary to every principle of moral 
justice.--Author.] 

When I am told that the Koran was written in Heaven, and brought to Mahomet by an angel, the 
account comes to near the same kind of hearsay evidence and second hand authority as the former. I did 
not see the angel myself, and therefore I have a right not to believe it. 

When also I am told that a woman, called the Virgin Mary, said, or gave out, that she was with child 
without any cohabitation with a man, and that her betrothed husband, Joseph, said that an angel told him 
so, I have a right to believe them or not: such a circumstance required a much stronger evidence than their 
bare word for it: but we have not even this; for neither Joseph nor Mary wrote any such matter themselves. 
It is only reported by others that they said so. It is hearsay upon hearsay, and I do not choose to rest my 
belief upon such evidence. 



6496 

It is, however, not difficult to account for the credit that was given to the story of Jesus Christ being 
the Son of God. He was born when the heathen mythology had still some fashion and repute in the world, 
and that mythology had prepared the people for the belief of such a story. Almost all the extraordinary 
men that lived under the heathen mythology were reputed to be the sons of some of their gods. It was not 
a new thing at that time to believe a man to have been celestially begotten; the intercourse of gods with 
women was then a matter of familiar opinion. Their Jupiter, according to their accounts, had cohabited 
with hundreds; the story therefore had nothing in it either new, wonderful, or obscene; it was conformable 
to the opinions that then prevailed among the people called Gentiles, or mythologists, and it was those 
people only that believed it. The Jews, who had kept strictly to the belief of one God, and no more, and 
who had always rejected the heathen mythology, never credited the story. 

NOTHING that is here said can apply, even with the most distant disrespect, to the real character of 
Jesus Christ. He was a virtuous and an amiable man. The morality that he preached and practiced was of 
the most benevolent kind; and though similar systems of morality had been preached by Confucius, and 
by some of the Greek philosophers, many years before, by the Quakers since, and by many good men in 
all ages, it has not been exceeded by any. 

But the resurrection of a dead person from the grave, and his ascension through the air, is a thing 
very different, as to the evidence it admits of, to the invisible conception of a child in the womb. The 
resurrection and ascension, supposing them to have taken place, admitted of public and ocular 
demonstration, like that of the ascension of a balloon, or the sun at noon day, to all Jerusalem at least. A 
thing which everybody is required to believe, requires that the proof and evidence of it should be equal to 
all, and universal; and as the public visibility of this last related act was the only evidence that could give 
sanction to the former part, the whole of it falls to the ground, because that evidence never was given. 
Instead of this, a small number of persons, not more than eight or nine, are introduced as proxies for the 
whole world, to say they saw it, and all the rest of the world are called upon to believe it. But it appears 
that Thomas did not believe the resurrection; and, as they say, would not believe without having ocular 
and manual demonstration himself. So neither will I; and the reason is equally as good for me, and for 
every other person, as for Thomas. 

It is in vain to attempt to palliate or disguise this matter. The story, so far as relates to the 
supernatural part, has every mark of fraud and imposition stamped upon the face of it. Who were the 
authors of it is as impossible for us now to know, as it is for us to be assured that the books in which the 
account is related were written by the persons whose names they bear. The best surviving evidence we 
now have. Respecting this affair is the Jews. They are regularly descended from the people who lived in 
the time this resurrection and ascension is said to have happened, and they say 'it is not true.' It has long 
appeared to me a strange inconsistency to cite the Jews as a proof of the truth of the story. It is just the 
same as if a man were to say, I will prove the truth of what I have told you, by producing the people who 
say it is false. 

3. 政府二论  
MEN being, as has been said, by nature, all free, equal, and independent, no one can be put out of 

this estate, and subjected to the political power of another, without his own consent. The only way 
whereby any one divests himself of his natural liberty, and puts on the bonds of civil society, is by 
agreeing with other men to join and unite into a community for their comfortable, safe, and peaceable 
living one amongst another, in a secure enjoyment of their properties, and a greater security against any, 
that are not of it. This any number of men may do, because it injures not the freedom of the rest; they are 
left as they were in the liberty of the state of nature. When any number of men have so consented to make 
one community or government, they are thereby presently incorporated, and make one body poli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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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in the majority have a right to act and conclude the rest. 
For when any number of men have, by the consent of every individual, made a community, they have 

thereby made that community one body, with a power to act as one body, which is only by the will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majority: for that which acts any community, being only the consent of the 
individuals of it, and it being necessary to that which is one body to move one way; it is necessary the 
body should move that way whither the greater force carries it, which is the consent of the majority: or 
else it is impossible it should act or continue one body, one community, which the consent of every 
individual that united into it, agreed that it should; and so everyone is bound by that consent to be 
concluded by the majority. And therefore we see, that in assemblies, empowered to act by positive laws, 
where no number is set by that positive law which empowers them, the act of the majority passes for the 
act of the whole, and of course determines, as having, by the law of nature and reason, the power of the 
whole. 

And thus every man, by consenting with others to make one body politic under one government, puts 
himself under an obligation, to every one of that society, to submit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majority, 
and to be concluded by it; or else this original compact, whereby he with others incorporates into one 
society, would signify nothing, and be no compact, if he be left free, and under no other ties than he was 
in before in the state of nature. For what appearance would there be of any compact? What new 
engagement if he were no farther tied by any decrees of the society, than he himself thought fit, and did 
actually consent to? This would be still as great a liberty, as he himself had before his compact, or anyone 
else in the state of nature hath, who may submit himself, and consent to any acts of it if he thinks fit. 

For if the consent of the majority shall not, in reason, be received as the act of the whole, and 
conclude every individual; nothing but the consent of every individual can make anything to be the act of 
the whole: but such a consent is next to impossible ever to be had, if we consider the infirmities of health, 
and avocations of business, which in a number, though much less than that of a common-wealth, will 
necessarily keep many away from the public assembly. To which if we add the variety of opinions, and 
contrariety of interests, which unavoidably happen in all collections of men, the coming into society upon 
such terms would be only like Cato's coming into the theatre, only to go out again. Such a constitution as 
this would make the mighty Leviathan of a shorter duration, than the feeblest creatures, and not let it 
outlast the day it was boom in: which cannot be supposed, till we can think, that rational creatures should 
desire and constitute societies only to be dissolved: for where the majority cannot conclude the rest, there 
they cannot act as one body, and consequently will be immediately dissolved again.  

Whosoever therefore out of a state of nature unite into a community, must be understood to give up 
all the power, necessary to the ends for which they unite into society, to the majority of the community, 
unless they expressly agreed in any number greater than the majority. And this is done by barely agreeing 
to unite into one political society, which is the entire compact that is, or needs be, between the individuals, 
that enter into, or make up a commonwealth. And thus that, which begins and actually constitutes any 
political society, is nothing but the consent of any number of freemen capable of a majority to unite and 
incorporate into such a society. And this is that and that only, which did, or could give beginning to any 
lawful government in the world. 

To this I find two objections made. 
First, that there are no instances to be found in story, of a company of men independent, and equal 

one amongst another, that met together, and in this way began and set up a government. 
Secondly, it is impossible of right, that men should do so, because all men being born under 

government, they are to submit to that, and are not at liberty to begin a new one. 
To the first there is this to answer, that it is not at all to be wondered, that history gives us but a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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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tle account of men that lived together in the state of nature. The inconveniences of that condition, and 
the love and want of society, no sooner brought any number of them together, but they presently united 
and incorporated, if they designed to continue together. And if we may not suppose men ever to have bee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because we hear not much of them in such a state, we may as well suppose the 
armies of Salmanasser or Xerxes were never children, because we hear little of them, till they were men, 
and embodied in armies. Government is everywhere antecedent to records, and letters seldom come in 
amongst a people still a long continuation of civil society has, by other more necessary arts, provided for 
their safety, ease, and plenty: and then they begin to look after the history of their founders, and search 
into their original, when they have outlived the memory of it: for it is with commonwealths as with 
particular persons, they are commonly ignorant of their own births and infancies: and if they know 
anything of their original, they are beholden for it, to the accidental records that others have kept of it. 
And those that we have, of the beginning of any polities in the world, excepting that of the Jews, where 
God himself immediately interposed, and which favors not at all paternal dominion, are all either plain 
instances of such a beginning as I have mentioned, or at least have manifest footsteps of it. 

He must show a strange inclination to deny evident matter of fact, when it agrees not with his 
hypothesis, who will not allow, that show a strange inclination to deny evident matter of fact, when it 
agrees not with his hypothesis, who will not allow, that the beginning of Rome and Venice were by the 
uniting together of several men free and independent one of another, amongst whom there was no natural 
superiority or subjection. And if Josephus Acosta's word may be taken, he tells us, that in many parts of 
America there was no government at all. There are great and apparent conjectures, says he, that these men, 
speaking of those of Peru, for a long time had neither kings nor commonwealths, but lived in troops, as 
they do this day in Florida, the Cheriquanas, those of Brazil, and many other nations, which have no 
certain kings, but as occasion is offered, in peace or war, they choose their captains as they please, 1. i. c. 
25. If it be said, that every man there was born subject to his father or the head of his family; that the 
subjection due from a child to a father took not away his freedom of uniting into what political society he 
thought fit, has been already proved. But be that as it will, these men, it is evident, were actually free; and 
whatever superiority some politicians now would place in any of them, they themselves claimed it not, but 
by consent were all equal, till by the same consent they set rulers over themselves. So that their politic 
societies all began from a voluntary union, and the mutual agreement of men freely acting in the choice of 
their governors, and forms of government. 

And I hope those who went away from Sparta with Palantus, mentioned by Justin, 1. iii. c. 4. Will be 
allowed to have been freemen independent one of another, and to have set up a government over 
themselves, by their own consent. Thus I have given several examples, out of history, of people free and 
in the state of nature that being met together incorporated and began a commonwealth. And if the want of 
such instances be an argument to prove that government were not, nor could not be so begun, I suppose 
the contenders for paternal empire were better let it alone, than urge it against natural liberty: for if they 
can give so many instances, out of history, of governments begun upon paternal right, I think (though at 
best an argument from what has been, to what should of right be, has no great force) one might, without 
any great danger, yield them the cause. But if I might advise them in the case, they would do well not to 
search too much into the original of governments, as they have begun de facto, lest they should find, at the 
foundation of most of them, something very little favorable to the design they promote, and such a power 
as they contend for. 

But to conclude, reason being plain on our side, that men are naturally free, and the examples of 
history showing, that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that were begun in peace, had their beginning laid on 
that foundation, and were made by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 there can be little room for doubt, e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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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the right is, or what has been the opinion, or practice of mankind, about the first erecting of 
governments. 

I will not deny that if we look back as far as history will direct us, towards the original of 
commonwealths, we shall generally find them under the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one man. And 
I am also apt to believe, that where a family was numerous enough to subsist by itself, and continued 
entire together, without mixing with others, as it often happens, where there is much land, and few people, 
the government commonly began in the father: for the father having, by the law of nature, the same power 
with every man else to punish, as he thought fit, any offences against that law, might thereby punish his 
transgressing children, even when they were men, and out of their pupilage; and they were very likely to 
submit to his punishment, and all join with him against the offender, in their turns, giving him thereby 
power to execute his sentence against any transgression, and so in effect make him the law-maker, and 
governor over all that remained in conjunction with his family. He was fittest to be trusted; paternal 
affection secured their property and interest under his care; and the custom of obeying him, in their 
childhood, made it easier to submit to him, rather than to any other. If therefore they must have one to rule 
them, as government is hardly to be avoided amongst men that live together; who so likely to be the man 
as he that was their common father; unless negligence, cruelty, or any other defect of mind or body made 
him unfit for it? But when either the father died, and left his next heir, for want of age, wisdom, courage, 
or any other qualities, less fit for rule; or where several families met, and consented to continue together; 
there, it is not to be doubted, but they used their natural freedom, to set up him, whom they judged the 
ablest, and most likely, to rule well over them. Conformable hereunto we find the people of America, who 
(living out of the reach of the conquering swords, and spreading domination of the two great empires of 
Peru and Mexico) enjoyed their own natural freedom, though, caeteris paribus, they commonly prefer the 
heir of their deceased king; yet if they find him any way weak, or incapable, they pass him by, and set up 
the stoutest and bravest man for their ruler. 

Thus, though looking back as far as records give us any account of peopling the world, and the 
history of nations, we commonly find the government to be in one hand; yet it destroys not that which I 
affirm, viz. that the beginning of politic society depends upon the consent of the individuals, to join into, 
and make one society; who, when they are thus incorporated, might set up what form of government they 
thought fit. But this having given occasion to men to mistake, and think, that by nature government was 
monarchical, and belonged to the father, it may not be amiss here to consider, why people in the 
beginning generally pitched upon this form, which though perhaps the father's pre-eminency might, in the 
first institution of some commonwealths, give a rise to, and place in the beginning, the power in one hand; 
yet it is plain that the reason, that continued the form of government in a single person, was not any regard, 
or respect to paternal authority; since all petty monarchies, that is, almost all monarchies, near their 
original, have been commonly, at least upon occasion, elective. 

First then, in the beginning of things, the father's government of the childhood of those sprung from 
him, having accustomed them to the rule of one man, and taught them that where it was exercised with 
care and skill, with affection and love to those under it, it was sufficient to procure and preserve to men all 
the political happiness they sought for in society. It was no wonder that they should pitch upon, and 
naturally run into that form of government, which from their infancy they had been all accustomed to; and 
which, by experience, they had found both easy and safe. To which, if we add, that monarchy being 
simple, and most obvious to men, whom neither experience had instructed in forms of government, nor 
the ambition or insolence of empire had taught to beware of the encroachments of prerogative, or the 
inconveniences of absolute power, which monarchy in succession was apt to lay claim to, and bring upon 
them, it was not at all strange, that they should not much trouble themselves to think of method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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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aining any exorbitances of those to whom they had given the authority over them, and of balancing 
the power of government, by placing several parts of it in different hands. They had neither felt the 
oppression of tyrannical dominion, nor did the fashion of the age, nor their possessions, or way of living, 
(which afforded little matter for covetousness or ambition) give them any reason to apprehend or provide 
against it; and therefore it is no wonder they put themselves into such a frame of government, as was not 
only, as I said, most obvious and simple, but also best suited to their present state and condition; which 
stood more in need of defense against foreign invasions and injuries, than of multiplicity of laws. The 
equality of a simple poor way of living, confining their desires within the narrow bounds of each man's 
small property, made few controversies, and so no need of many laws to decide them, or variety of 
officers to superintend the process, or look after the execution of justice, where there were but few 
trespasses, and few offenders. Since then those, who like one another so well as to join into society, 
cannot but be supposed to have some acquaintance and friendship together, and some trust one in another; 
they could not but have greater apprehensions of others, than of one another: and therefore their first care 
and thought cannot but be supposed to be, how to secure themselves against foreign force. It was natural 
for them to put themselves under a frame of government which might best serve to that end, and chose the 
wisest and bravest man to conduct them in their wars, and lead them out against their enemies, and in this 
chiefly be their ruler. 

学习目标： 
1．了解启蒙运动概念与理性时期特点。 
2．掌握政府二论核心内涵。 
作业： 
1. 启蒙时代的特征是什么？ 
2. 课后阅读相关文章。 
3. 谈谈你对《政府二论》的看法。 

知识单元 2：浪漫主义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抒情歌谣》 
The principal object, then, which I proposed to myself in these Poems was to chose incidents and 

situations from common life, and to relate or describe them, throughout, as far as was possible, in a 
selection of language really used by men;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throw over them a certain coloring of 
imagination, whereby ordinary things should be presented to the mind in an unusual way; and, further, 
and above all, to make these incidents and situations interesting by tracing in them, truly though not 
ostentatiously, the primary laws of our nature: chiefly, as far as regards the manner in which we associate 
ideas in a state of excitement. Low and rustic life was generally chosen, because in that condition, the 
essential passions of the heart find a better soil in which they can attain their maturity, are less under 
restraint, and speak a plainer and more emphatic language; because in that condition of life our 
elementary feelings co-exist in a state of greater simplicity, and, consequently, may be more accurately 
contemplated, and more forcibly communicated; because the manners of rural life germinate from those 
elementary feelings; and, from the necessary character of rural occupations, are more easily 
comprehended, and are more durable; and lastly, because in that condition the passions of men are 
incorporated with the beautiful and permanent forms of nature. The language, too, of these men is adopted 
(purified indeed from what appear to be its real defects, from all lasting and rational causes of dislike or 
disgust) because such men hourly communicate with the best objects from which the best part of language 
is originally derived; and because, from their rank in society and the sameness and narrow circle of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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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course, being les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vanity they convey their feelings and notions in 
simple and unelaborated expressions. Accordingly, such a language, arising out of repeated experience 
and regular feelings, is a more permanent, and a far more philosophical language, than that which is 
frequently substituted for it by Poets, who think that they are conferring honor upon themselves and their 
art, in proportion as they separate themselves from the sympathies of men, and indulge in arbitrary and 
capricious habits of expression, in order to furnish food for fickle tastes, and fickle appetites, of their own 
creation.[note 1]  

I cannot, however, be insensible of the present outcry against the triviality and meanness both of 
thought and language, which some of my contemporaries have occasionally introduced into their metrical 
compositions; and I acknowledge, that this defect, where it exists, is more dishonorable to the Writer's 
own character than false refinement or arbitrary innovation, though I should contend at the same time that 
it is far less pernicious in the sum of its consequences. From such verses the Poems in these volumes will 
be found distinguished at least by one mark of difference, that each of them bas a worthy purpose. Not 
that I mean to say, that I always began to write with a distinct purpose formally conceived; but I believe 
that my habits of meditation have so formed my feelings, as that my descriptions of such objects as 
strongly excite those feelings, will be found to carry along with them a purpose. If in this opinion I am 
mistaken, I can have little right to the name of a Poet. For all good poetry is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 but though this be true, Poems to which any value can be attached, were never 
produced on any variety of subjects but by a man, who being possessed of more than usual organic 
sensibility, had also thought long and deeply. For our continued influxes of feeling are modified and 
directed by our thoughts, which are indee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ll our past feelings; and, as by 
contemplating the relation of these general representatives to each other we discover what is really 
important to men, so, by the repetition and continuance of this act, our feelings will be connected with 
important subjects, till at length, if we be originally possessed of much sensibility, such habits of mind 
will be produced, that, by obeying blindly and mechanically the impulses of those habits, we shall 
describe objects, and utter sentiments, of such a nature and in such connection with each other,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eing to whom we address ourselves, if he be in a healthful state of association, must 
necessarily be in some degree enlightened, and his affections ameliorated.  

I have said that each of these poems has a purpose. I have also informed my Reader what this 
purpose will be found principally to be: namely to illustrate the manner in which our feelings and ideas 
are associated in a state of excitement. But, speaking in language somewhat more appropriate, it is to 
follow the fluxes and refluxes of the mind when agitated by the great and simple affections of our nature. 
This object I have endeavored in these short essays to attain by various means; by tracing the maternal 
passion through many of its more subtle windings, as in the poems of the IDIOT BOY and the MAD 
MOTHER; by accompanying the last struggles of a human being, at the approach of death, cleaving in 
solitude to life and society, as in the Poem of the FORSAKEN INDIAN; by showing, as in the Stanzas 
entitled WE ARE SEVEN, the perplexity and obscurity which in childhood attend our notion of death, or 
rather our utter inability to admit that notion; or by displaying the strength of fraternal, or to speak more 
philosophically, of moral attachment when early associated with the great and beautiful objects of nature, 
as in THE BROTHERS; or, as in the Incident of SIMON LEE, by placing my Reader in the way of 
receiving from ordinary moral sensations another and more salutary impression than we are accustomed to 
receive from them. It has also been part of my general purpose to attempt to sketch characte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ess impassioned feelings, as in the TWO APRIL MORNINGS, THE FOUNTAIN, THE 
OLD MAN TRAVELLING, THE TWO THIEVES, &c. characters of which the elements are simple, 
belonging rather to nature than to manners, such as exist now, and will probably always exist, and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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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ir constitution may be distinctly and profitably contemplated. I will not abuse the indulgence of 
my Reader by dwelling longer upon this subject; but it is proper that I should mention one other 
circumstance which distinguishes these Poems from the popular Poetry of the day; it is this, that the 
feeling therein developed gives importance to the action and situation, and not the action and situation to 
the feeling. My meaning will be rendered perfectly intelligible by referring my Reader to the Poems 
entitled POOR SUSAN and the CHILDLESS FATHER, particularly to the last Stanza of the latter Poem.  

I will not suffer a sense of false modesty to prevent me from asserting, that I point my Reader's 
attention to this mark of distinction, far less for the sake of these particular Poems than from the general 
importance of the subject. The subject is indeed important! For the human mind is capable of being 
excited without the application of gross and violent stimulants; and he must have a very faint perception 
of its beauty and dignity who does not know this, and who does not further know, that one being is 
elevated above another, in proportion as he possesses this capability. It has therefore appeared to me, that 
to endeavor to produce or enlarge this capability is one of the best services in which, at any period, a 
Writer can be engaged; but this service, excellent at all times, is especially so at the present day. For a 
multitude of causes, unknown to former times, are now acting with a combined force to blunt the 
discriminating powers of the mind, and unfitting it for all voluntary exertion to reduce it to a state of 
almost savage torpor. The most effective of these causes are the great national events which are daily 
taking place, and the increasing accumulation of men in cities, where the uniformity of their occupations 
produces a craving for extraordinary incident, which the rapid communication of intelligence hourly 
gratifies. To this tendency of life and manners the literature and theatrical exhibitions of the country have 
conformed themselves. The invaluable works of our elder writers, I had almost said the works of 
Shakespeare and Milton, are driven into neglect by frantic novels, sickly and stupid German Tragedies, 
and deluges of idle and extravagant stories in verse. When I think upon this degrading thirst after 
outrageous stimulation, I am almost ashamed to have spoken of the feeble effort with which I have 
endeavored to counteract it; and, reflecting upon the magnitude of the general evil, I should be oppressed 
with no dishonorable melancholy, had I not a deep impression of certain inherent and indestructible 
qualities of the human mind, and likewise of certain powers in the great and permanent objects that act 
upon it which are equally inherent and indestructible; and did I not further add to this impression a belief, 
that the time is approaching when the evil will be systematically opposed, by men of greater powers, and 
with far more distinguished success.  

Having dwelt thus long on the subjects and aim of these Poems, I shall request the Reader's 
permission to apprize him of a few circumstances relating to their style, in order, among other reasons, 
that I may not be censured for not having performed what I never attempted. The Reader will find that 
personifications of abstract ideas rarely occur in these volumes; and, I hope, are utterly rejected as an 
ordinary device to elevate the style, and raise it above prose. I have proposed to myself to imitate, and, as 
far as is possible, to adopt the very language of men; and assuredly such personifications do not make any 
natural or regular part of that language. They are, indeed, a figure of speech occasionally prompted by 
passion, and I have made use of them as such; but I have endeavored utterly to reject them as a 
mechanical device of style, or as a family language which Writers in meter seem to lay claim to by 
prescription. I have wished to keep my Reader in the company of flesh and blood, persuaded that by so 
doing I shall interest him. I am, however, well aware that others who pursue a different track may interest 
him likewise; I do not interfere with their claim, I only wish to prefer a different claim of my own. There 
will also be found in these volumes little of what is usually called poetic diction; I have taken as much 
pains to avoid it as others ordinarily take to produce it; this I have done for the reason already alleged, to 
bring my language near to the language of men, and further, because the pleasure which I hav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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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yself to impart is of a kind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which is supposed by many persons to be the 
proper object of poetry. I do not know how without being culpably particular I can give my Reader a more 
exact notion of the style in which I wished these poems to be written than by informing him that I have at 
all times endeavored to look steadily at my subject, consequently, I hope that there is in these Poems little 
falsehood of description, and that my ideas are expressed in language fitted to their respective importance. 
Something I must have gained by this practice, as it is friendly to one property of all good poetry, namely, 
good sense; but it has necessarily cut me off from a large portion of phrases and figures of speech which 
from father to son have long been regarded as the common inheritance of Poets. I have also thought it 
expedient to restrict myself still further, having abstained from the use of many expressions, in themselves 
proper and beautiful, but which have been foolishly repeated by bad Poets, till such feelings of disgust are 
connected with them as it is scarcely possible by any art of association to overpower. 

2. 《打开表》 
The tables turned  
Up! Up! My Friend, and quit your books; 
Or surely you’ll grow double; 
Up! Up! My Friend, and clear your looks; 
Why all this toil and trouble? 
The sun, above the mountain’s head, 
A freshening luster mellow 
Through all the long green fields has spread, 
His first sweet evening yellow. 
Books! ‘tis a dull and endless strife: 
Come, hear the woodland linnet, 
How sweet his music! On my life, 
There’s more wisdom in it. 
And hark! How blithe the throtle sings! 
He, too, is no mean preacher: 
Come forth into the light of things, 
Let Nature be your teacher. 
She has a world of ready wealth, 
Our minds and hearts to bless— 
Spontaneous wisdom breathed by health, 
Truth breathed by cheerfulness.  
One impulse from a vernal wood 
May teach you more of man, 
Of moral evil and of good, 
Than all the sages can. 
Sweet is the lore which nature brings; 
Our meddling intellect 
Misshapes the beauteous forms of things;-- 
We murder to dissect. 
Enough of Science and of Art; 
Close up those barren leaves; 
Come forth, and bring with you a heart 
That watches and rece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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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浮士德》 
I’ve studied now Philosophy  
And Jurisprudence, Medicine,— 
And even, alas! Theology,— 
From end to end, with labor keen; 
And here, poor fool! with all my lore 
I stand, no wiser than before: 
I’m Magister—yea, Doctor—hight, 
And straight or cross-wise, wrong or right, 
These ten years long, with many woes, 
I’ve led my scholars by the nose,— 
And see, that nothing can be known! 
That knowledge cuts me to the bone. 
I’m cleverer, true, than those fops of teachers, 
Doctors and Magisters, Scribes and Preachers; 
Neither scruples nor doubts come now to smite me, 
Nor Hell nor Devil can longer affright me. 
For this, all pleasure am I foregoing; 
I do not pretend to aught worth knowing, 
I do not pretend I could be a teacher 
To help or convert a fellow-creature. 
Then, too, I’ve neither lands nor gold, 
Nor the world’s least pomp or honor hold— 
No dog would endure such a curst existence! 
Wherefore, from Magic I seek assistance, 
That many a secret perchance I reach 
Through spirit-power and spirit-speech, 
And thus the bitter task forego 
Of saying the things I do not know,— 
That I may detect the inmost force 
Which binds the world, and guides its course; 
Its germs, productive powers explore, 
And rummage in empty words no more! 
O full and splendid Moon, whom I 
Have, from this desk, seen climb the sky 
So many a midnight,—would thy glow 
For the last time beheld my woe 
Ever thine eye, most mournful friend, 
O’er books and papers saw me bend; 
But would that I, on mountains grand, 
Amid thy blessed light could stand, 
With spirits through mountain-caverns hover, 
Float in thy twilight the meadows over, 
And, freed from the fumes of lore that swathe me, 
To health in thy dewy fountains bathe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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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 me! this dungeon still I see. 
This drear, accursed masonry, 
Where even the welcome daylight strains 
But duskly through the painted panes. 
Hemmed in by many a toppling heap 
Of books worm-eaten, gray with dust, 
Which to the vaulted ceiling creep, 
Against the smoky paper thrust,— 
With glasses, boxes, round me stacked, 
And instruments together hurled, 
Ancestral lumber, stuffed and packed— 
Such is my world: and what a world! 
And do I ask, wherefore my heart 
Falters, oppressed with unknown needs? 
Why some inexplicable smart 
All movement of my life impedes? 
Alas! in living Nature’s stead, 
Where God His human creature set, 
In smoke and mould the fleshless dead 
And bones of beasts surround me yet! 
Fly! Up, and seek the broad, free land! 
And this one Book of Mystery 
From Nostradamus’ very hand, 
Is’t not sufficient company? 
When I the starry courses know, 
And Nature’s wise instruction seek, 
With light of power my soul shall glow, 
As when to spirits spirits speak. 
Tis vain, this empty brooding here, 
Though guessed the holy symbols be: 
Ye, Spirits, come—ye hover near— 
Oh, if you hear me, answer me! 
(He opens the Book, and perceives the sign of the Macrocosm.) 
Ha! what a sudden rapture leaps from this 
I view, through all my senses swiftly flowing! 
I feel a youthful, holy, vital bliss 
In every vein and fibre newly glowing. 
Was it a God, who traced this sign, 
With calm across my tumult stealing, 
My troubled heart to joy unsealing, 
With impulse, mystic and divine, 
The powers of Nature here, around my path, revealing? 
Am I a God?—so clear mine eyes! 
In these pure features I behold 
Creative Nature to my soul unf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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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says the sage, now first I recognize: 
“The spirit-world no closures fasten; 
Thy sense is shut, thy heart is dead: 
Disciple, up! untiring, hasten 
To bathe thy breast in morning-red!” 
(He contemplates the sign.) 
How each the Whole its substance gives, 
Each in the other works and lives! 
Like heavenly forces rising and descending, 
Their golden urns reciprocally lending, 
With wings that winnow blessing 
From Heaven through Earth I see them pressing, 
Filling the All with harmony unceasing! 
How grand a show! but, ah! a show alone. 
Thee, boundless Nature, how make thee my own? 
Where you, ye beasts? Founts of all Being, shining, 
Whereon hang Heaven’s and Earth’s desire, 
Where to our withered hearts aspire,— 
Ye flow, ye feed: and am I vainly pining? 
学习目标： 
1．了解浪漫主义特色。 
2．掌握这一时期作品的分析方法。 
作业： 
1. 课后阅读《浮士德》全文。 
2. 经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研读，谈谈你对浪漫主义的看法。  

知识单元 3：社会主义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共产党宣言》 
The history of all hitherto existing society is the history of class struggles.  
Freeman and slave, patrician and plebian, lord and serf, guild-master and journeyman, in a word, 

oppressor and oppressed, stood in constant opposition to one another, carried on an uninterrupted, now 
hidden, now open fight, a fight that each time ended, either in a revolutionary reconstitution of society at 
large, or in the common ruin of the contending classes.  

In the earlier epochs of history, we find almost everywhere a complicated arrangement of society into 
various orders, a manifold gradation of social rank. In ancient Rome we have patricians, knights, 
plebeians, slaves; in the Middle Ages, feudal lords, vassals, guild-masters, journeymen, apprentices, serfs; 
in almost all of these classes, again, subordinate gradations.  

The modern bourgeois society that has sprouted from the ruins of feudal society has not done away 
with class antagonisms. It has but established new classes, new conditions of oppression, and new forms 
of struggle in place of the old ones.  

Our epoch, the epoch of the bourgeoisie, possesses, however, this distinct feature: it has simplified 
class antagonisms. Society as a whole is more and more splitting up into two great hostile camps, into two 
great classes directly is facing each other -- bourgeoisie and proletariat.  

From the serfs of the Middle Ages sprang the chartered burghers of the earliest towns. From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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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gesses the first elements of the bourgeoisie were developed.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the rounding of the Cape, opened up fresh ground for the rising 

bourgeoisie. The East-Indian and Chinese markets, the colonization of America, trade with the colonies, 
the increase in the means of exchange and in commodities generally, gave to commerce, to navigation, to 
industry, an impulse never before known, and thereby, to the revolutionary element in the tottering feudal 
society, a rapid development.  

The feudal system of industry, in which industrial production was monopolized by closed guilds, 
now no longer suffices for the growing wants of the new markets.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 took its 
place. The guild-masters were pushed aside by the manufacturing middle class;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the different corporate guilds vanished in the face of division of labor in each single workshop.  

Meantime, the markets kept ever growing, the demand ever rising. Even manufacturers no longer 
sufficed. Thereupon, steam and machinery revolutionized industrial production. The place of manufacture 
was taken by the giant, MODERN INDUSTRY; the place of the industrial middle class by industrial 
millionaires, the leaders of the whole industrial armies, the modern bourgeois.  

Modern industry has established the world market, for which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paved the 
way. This market has given an immense development to commerce, to navigation, to communication by 
land. This development has, in turn, reacted on the extension of industry; and in proportion as industry, 
commerce, navigation, railways extended, in the same proportion the bourgeoisie developed, increased its 
capital, and pushed into the background every class handed down from the Middle Ages.  

We see, therefore, how the modern bourgeoisie is itself the product of a long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a series of revolutions in the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of exchange.  

Each step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urgeoisie was accompanied by a corresponding political 
advance in that class. An oppressed class under the sway of the feudal nobility, an armed and 
self-governing association of medieval commune [4]: here independent urban republic (as in Italy and 
Germany); there taxable "third estate" of the monarchy (as in France); afterward, in the period of 
manufacturing proper, serving either the semi-feudal or the absolute monarchy as a counterpoise against 
the nobility, and, in fact, cornerstone of the great monarchies in general -- the bourgeoisie has at las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Industry and of the world market, conquered for itself, in the modern 
representative state, exclusive political sway. The executive of the modern state is but a committee for 
managing the common affairs of the whole bourgeoisie.  

The bourgeoisie, historically, has played a most revolutionary part.  
The bourgeoisie, wherever it has got the upper hand, has put an end to all feudal, patriarchal, idyllic 

relations. It has pitilessly torn asunder the motley feudal ties that bound man to his "natural superiors", 
and ha s left no other nexus between people than naked self-interest, than callous "cash payment". It has 
drowned out the most heavenly ecstasies of religious fervor, of chivalrous enthusiasm, of philistine 
sentimentalism, in the icy water of egotistical calculation. It has resolved personal worth into exchange 
value, and in place of the numberless indefeasible chartered freedoms, has set up that single, 
unconscionable freedom -- Free Trade. In one word, for exploitation, veiled by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illusions, it has substituted naked, shameless, direct, brutal exploitation.  

The bourgeoisie has stripped of its halo every occupation hitherto honored and looked up to with 
reverent awe. It has converted the physician, the lawyer, the priest, the poet, the man of science, into its 
paid wage laborers.  

The bourgeoisie has torn away from the family its sentimental veil, and has reduced the family 
relation into a mere money relation.  

The bourgeoisie has disclosed how it came to pass that the brutal display of vigor in the Middle 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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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reactionaries so much admire, found its fitting complement in the most slothful indolence. It has 
been the first to show what man's activity can bring about. It has accomplished wonders far surpassing 
Egyptian pyramids, Roman aqueducts, and Gothic cathedrals; it has conducted expeditions that put in the 
shade all former exoduses of nations and crusades.  

The bourgeoisie cannot exist without constantly revolutionizing th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and 
thereby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with them the whole relations of society. Conservation of the old 
modes of production in unaltered form was, on the contrary, the first condition of existence for all earlier 
industrial classes. Constant revolutionizing of production, uninterrupted disturbance of all social 
conditions, everlasting uncertainty and agitation distinguish the bourgeois epoch from all earlier ones. All 
fixed, fast frozen relations, with their train of ancient and venerable prejudices and opinions, are swept 
away, all new-formed ones become antiquated before they can ossify.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all 
that is holy is profaned, and man is at last compelled to face with sober senses his real condition of life 
and his relations with his kind. 

2. 《老古玩店》 
Mr. Swiveller complied， and looking about him with a propitiatory smile， observed that last week 

was a fine week for the ducks， and this week was a fine week for the dust； he also observed that whilst 
standing by the post at the street corner， he had observed a pig with a straw in his mouth issuing out of 
the tobacco-shop， from which appearance he augured that another fine week for the ducks was 
approaching， and that rain would certainly ensue. He furthermore took occasion to apologize for any 
negligence that might be perceptible in his dress， on the ground that last night he had had ‘the sun very 
strong in his eyes；’ by which expression he was understood to convey to his hearers in the most delicate 
manner possible， the information that he had been extremely drunk. 

‘But what，’ said Mr. Swiveller with a sigh， ‘what is the odds so long as the fire of soul is kindled at 
the taper of conviviality， and the wing of friendship never molts a feather！ What is the odds so long as 
the spirit is expanded by means of rosy wine， and the present moment is the least happiest of our 
existence！’ 

‘You needn’t act the chairman here，’ said his friend， half aside. 
‘Fred！’ cried Mr. Swiveller， tapping his nose， ‘a word to the wise is sufficient for them — we may 

be good and happy without riches， Fred. Say not another syllable. I know my cue； smart is the word. 
Only one little whisper， Fred — is the old min friendly？’ 

‘Never you mind，’ replied his friend. 
‘Right again， quite right，’ said Mr. Swiveller， ‘caution is the word， and caution is the act.’ With 

that， he winked as if in preservation of some deep secret， and folding his arms and leaning back in his 
chair， looked up at the ceiling with profound gravity. 

It was perhaps not very unreasonable to suspect from what had already passed， that Mr. Swiveller 
was not quite recovered from the effects of the powerful sunlight to which he had made allusion； but if 
no such suspicion had been awakened by his speech， his wiry hair， dull eyes， and sallow face， would 
still have been strong witnesses against him. His attire was not， as he had himself hinted， remarkable for 
the nicest arrangement， but was in a state of disorder which strongly induced the idea that he had gone to 
bed in it. It consisted of a brown body-coat with a great many brass buttons up the front and only one 
behind， a bright check neckerchief， a plaid waistcoat， soiled white trousers， and a very limp hat， 
worn with the wrong side foremost， to hide a hole in the brim. The breast of his coat was ornamented 
with an outside pocket from which there peeped forth the cleanest end of a very large and very ill-favored 
handkerchief； his dirty wristbands were pulled down as far as possible and ostentatiously folded back 
over his cuffs； he displayed no gloves， and carried a yellow cane having at the top a bone hand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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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blance of a ring on its little finger and a black ball in its grasp. With all these personal advantages （to 
which may be added a strong savor of tobacco-smoke， and a prevailing greasiness of appearance） Mr. 
Swiveller leant back in his chair with his eyes fixed on the ceiling， and occasionally pitching his voice to 
the needful key， obliged the company with a few bars of an intensely dismal air， and then， in the 
middle of a note， relapsed into his former silence. 

The old man sat himself down in a chair， and， with folded hands， looked sometimes at his 
grandson and sometimes at his strange companion， as if he were utterly powerless and had no resource 
but to leave them to do as they pleased. The young man reclined against a table at no great distance from 
his friend， in apparent indifference to everything that had passed； and I—who felt the difficulty of any 
interference，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old man had appealed to me， both by words and looks—made the 
best feint I could of being occupied in examining some of the goods that were disposed for sale， and 
paying ver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person before me. 

The silence was not of long duration， for Mr. Swiveller， after favoring us with several melodious 
assurances that his heart was in the Highlands， and that he wanted but his Arab steed as a preliminary to 
the achievement of great feats of valor and loyalty， removed his eyes from the ceiling and subsided into 
prose again. 

‘Fred，’ said Mr. Swiveller stopping short as if the idea had suddenly occurred to him， and speaking 
in the same audible whisper as before， ‘is the old min friendly？’ 

‘What does it matter？’ returned his friend peevishly. 
‘No， but is he？’ said Dick. 
‘Yes， of course. What do I care whether he is or not.？’ 
Emboldened as it seemed by this reply to enter into a more general conversation， Mr. Swiveller 

plainly laid himself out to captivate our attention. He began by remarking that soda-water， though a good 
thing in the abstract， was apt to lie cold upon the stomach unless qualified with ginger， or a small 
infusion of brandy， which latter article he held to be preferable in all cases， saving for the one 
consideration of expense. Nobody venturing to dispute these positions， he proceeded to observe that the 
human hair was a great retainer of tobacco-smoke， and that the young gentlemen of Westminster and 
Eton， after eating vast quantities of apples to conceal any scent of cigars from their anxious friends， 
were usually detected in consequence of their heads possessing this remarkable property； when he 
concluded that if the Royal Society would turn their attention to the circumstance， and endeavor to find 
in the resources of science a means of preventing such untoward revelations， they might indeed be 
looked upon as benefactors to mankind. These opinions being equally incontrovertible with those he had 
already pronounced， he went on to inform us that Jamaica rum， though unquestionably an agreeable 
spirit of great richness and flavor， had the drawback of remaining constantly present to the taste next 
day； and nobody being venturous enough to argue this point either， he increased in confidence and 
became yet more companionable and communicative. 

‘It’s a devil of a thing， gentlemen，’ said Mr. Swiveller， ‘when relations fall out and disagree. If the 
wing of friendship should never molt a feather， the wing of relationship should never be clipped， but be 
always expanded and serene. Why should a grandson and grandfather peg away at each other with mutual 
violence when all might be bliss and concord？ Why not jine hands and forget it？’ 

‘Hold your tongue，’ said his friend. 
‘Sir，’ replied Mr. Swiveller， ‘don’t you interrupt the chair. Gentlemen， how does the case stand， 

upon the present occasion？ Here is a jolly old grandfather—I say it with the utmost respect—and here is 
a wild young grandson. The jolly old grandfather says to the wild young grandson， “I have brought you 
up and educated you， Fred； I have put you in the way of getting on in life； you have bolted a little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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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course， as young fellows often do； and you shall never have another chance， nor the ghost of 
half a one.” The wild young grandson makes answer to this and says， “You’re as rich as rich can be； 
you have been at no uncommon expense on my account， you’re saving up piles of money for my little 
sister that lives with you in a secret， stealthy， hugger-muggering kind of way and with no manner of 
enjoyment—why can’t you stand a trifle for your grown-up relation？” The jolly old grandfather unto 
this， retorts， not only that he declines to fork out with that cheerful readiness which is always so 
agreeable and pleasant in a gentleman of his time of life， but that he will bow up， and call names， and 
make reflections whenever they meet. Then the plain question is can’t it a pity that this state of things 
should continue， and how much better would it be for the old gentleman to hand over a reasonable 
amount of tin， and make it all right and comfortable？’ 

Having delivered this oration with a great many waves and flourishes of the hand， Mr. Swiveller 
abruptly thrust the head of his cane into his mouth as if to prevent himself from impairing the effect of his 
speech by adding one other word. 

‘Why do you hunt and persecute me， God help me！’ said the old man turning to his grandson. ‘Why 
do you bring your proliferate companions here？ How often am I to tell you that my life is one of care 
and self-denial， and that I am poor？’ 

‘How often am I to tell you,’ returned the other， looking coldly at him， ‘that I know better？’ 
‘You have chosen your own path，’ said the old man. ‘Follow it. Leave Nell and me to toil and 

work.’ 
‘Nell will be a woman soon，’ returned the other， ‘and， bred in your faith， she’ll forget her brother 

unless he shows himself sometimes.’ 
‘Take， care，’ said the old man with sparkling eyes， ‘that she does not forget you when you would 

have her memory keenest. Take care that the day don’t come when you walk barefoot in the streets， and 
she rides by in a gay carriage of her own.’ 

‘You mean when she has your money？’ retorted the other. ‘How like a poor man he talks！’ 
‘And yet，’ said the old man dropping his voice and speaking like one who thinks aloud， ‘how poor 

we are and what a life it is！ The cause is a young child’s， guiltless of all harm or wrong， but nothing 
goes well with it！ Hope and patience！ hope and patience！’ 

These words were uttered in too low a tone to reach the ears of the young men. Mr. Swiveller 
appeared to think the they implied some mental struggle consequent upon the powerful effect of his 
address，for he poked his friend with his cane and whispered his conviction that he had administered ‘a 
clincher，’ and that he expected a commission on the profits. Discovering his mistake after a while， he 
appeared to grow rather sleepy and discontented， and had more than once suggested the propriety of an 
immediate departure， when the door opened， and the child herself appeared. 

学习目标： 
1．通过分析作品了解社会主义特色。 
2．掌握这一时期作品所体现的思想内涵。 
作业： 
1. 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把握其主旨。 
2. 分析《老古玩店》里的人物形象。 

知识单元 4：自由主义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国富论》 
But when the division of labor first began to take place, this power of exchanging must frequ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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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been very much clogged and embarrassed in its operations. One man, we shall suppose, has more of 
a certain commodity than he himself has occasion for, while another has less. The former consequently 
would be glad to dispose of, and the latter to purchase, a part of this superfluity. But if this latter should 
chance to have nothing that the former stands in need of, no exchange can be made between them. The 
butcher has more meat in his shop than he himself can consume, and the brewer and the baker would each 
of them be willing to purchase a part of it. But they have nothing to offer in exchange, except the different 
productions of their respective trades, and the butcher is already provided with all the bread and beer 
which he has immediate occasion for. No exchange can, in this case, be made between them. He cannot be 
their merchant, nor are they his customers; and they all of them thus mutually less serviceable to one 
another. In order to avoid the inconveniency of such situations, every prudent man in every period of 
society, after the first establishment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must nature ally have endeavored to manage 
his affairs in such a manner as to have at all times by him, besides the peculiar produce of his own 
industry, a certain quantity of someone commodity or other, such as he imagined few people would be 
likely to refuse in exchange for the produce of their industry. Many different commodities, it is probable, 
were successively both thought of and employed for this purpose. In the rude ages of society, cattle are 
said to have been the common instrument of commerce; and, though ugh they must have been a most 
inconvenient one, yet in old times we find things were frequently value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cattle 
which had been given in exchange for them. The armor of Diomede, says Homer, cost only nine oxen; but 
that of Glaucus cost an hundred oxen. Salt is said to be the common instrument of commerce and 
exchanges in Abyssinia; a species of shells in some parts of the coast of India; dried cod at Newfoundland; 
tobacco in Virginia; sugar in some of our West India colonies; hides or dressed leather in some other 
countries; and there is at this day a village in Scotland where it is not uncommon, I am told, for a 
workman to carry nails instead of money to the baker's shop or the alehouse. In all countries, however, 
men seem at last to have been determined by irresistible reasons to give the preference, for this 
employment, to metals above every other commodity. Metals can not only be kept with as little loss as 
any other commodity, scarce anything being less perishable than they are, but they can likewise, without 
any loss, be divided into any number of parts, as by fusion those parts can easily be reunited again; a 
quality which no other equally durable commodities possess, and which more than any other quality 
renders them fit to be the instruments of commerce and circulation. The man who wanted to buy salt, for 
example, and had nothing but cattle to give in exchange for it, must have been obliged to buy salt to the 
value of a whole ox, or a whole sheep at a time. He could seldom buy less than this, because what he was 
to give for it could seldom be divided without loss; and if he had a mind to buy more, he must, for the 
same reasons, have been obliged to buy double or triple the quantity, the value, to wit, of two or three 
oxen, or of two or three sheep. If, on the contrary, instead of sheep or oxen, he had metals to give in 
exchange for it, he could easily proportion the quantity of the metal to the precise quantity of the 
commodity which he had immediate occasion for. 

Different metals have been made use of by different nations for this purpose. Iron was the common 
instrument of commerce among the ancient Spartans; copper among the ancient Romans; and gold and 
silver among all rich and commercial nations. Those metals seem originally to have been made use of for 
this purpose in rude bars, without any stamp or coinage. Thus we are told by Pliny, upon the authority of 
Timaeus, an ancient historian, that, till the time of Servius Tullius, the Romans had no coined money, but 
made use of unstamped bars of copper, to purchase whatever they had occasion for. These bars, therefore, 
performed at this time the function of money. 

2.《论自由》 
But when the division of labor first began to take place, this power of exchanging must frequ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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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been very much clogged and embarrassed in its operations. One man, we shall suppose, has more of 
a certain commodity than he himself has occasion for, while another has less. The former consequently 
would be glad to dispose of, and the latter to purchase, a part of this superfluity. But if this latter should 
chance to have nothing that the former stands in need of, no exchange can be made between them. The 
butcher has more meat in his shop than he himself can consume, and the brewer and the baker would each 
of them be willing to purchase a part of it. But they have nothing to offer in exchange, except the different 
productions of their respective trades, and the butcher is already provided with all the bread and beer 
which he has immediate occasion for. No exchange can, in this case, be made between them. He cannot be 
their merchant, nor are they his customers; and they all of them thus mutually less serviceable to one 
another. In order to avoid the inconveniency of such situations, every prudent man in every period of 
society, after the first establishment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must nature ally have endeavored to manage 
his affairs in such a manner as to have at all times by him, besides the peculiar produce of his own 
industry, a certain quantity of someone commodity or other, such as he imagined few people would be 
likely to refuse in exchange for the produce of their industry. Many different commodities, it is probable, 
were successively both thought of and employed for this purpose. In the rude ages of society, cattle are 
said to have been the common instrument of commerce; and, though ugh they must have been a most 
inconvenient one, yet in old times we find things were frequently value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cattle 
which had been given in exchange for them. The armor of Diomede, says Homer, cost only nine oxen; but 
that of Glaucus cost an hundred oxen. Salt is said to be the common instrument of commerce and 
exchanges in Abyssinia; a species of shells in some parts of the coast of India; dried cod at Newfoundland; 
tobacco in Virginia; sugar in some of our West India colonies; hides or dressed leather in some other 
countries; and there is at this day a village in Scotland where it is not uncommon, I am told, for a 
workman to carry nails instead of money to the baker's shop or the alehouse. In all countries, however, 
men seem at last to have been determined by irresistible reasons to give the preference, for this 
employment, to metals above every other commodity. Metals can not only be kept with as little loss as 
any other commodity, scarce anything being less perishable than they are, but they can likewise, without 
any loss, be divided into any number of parts, as by fusion those parts can easily be reunited again; a 
quality which no other equally durable commodities possess, and which more than any other quality 
renders them fit to be the instruments of commerce and circulation. The man who wanted to buy salt, for 
example, and had nothing but cattle to give in exchange for it, must have been obliged to buy salt to the 
value of a whole ox, or a whole sheep at a time. He could seldom buy less than this, because what he was 
to give for it could seldom be divided without loss; and if he had a mind to buy more, he must, for the 
same reasons, have been obliged to buy double or triple the quantity, the value, to wit, of two or three 
oxen, or of two or three sheep. If, on the contrary, instead of sheep or oxen, he had metals to give in 
exchange for it, he could easily proportion the quantity of the metal to the precise quantity of the 
commodity which he had immediate occasion for. 

Different metals have been made use of by different nations for this purpose. Iron was the common 
instrument of commerce among the ancient Spartans; copper among the ancient Romans; and gold and 
silver among all rich and commercial nations. Those metals seem originally to have been made use of for 
this purpose in rude bars, without any stamp or coinage. Thus we are told by Pliny, upon the authority of 
Timaeus, an ancient historian, that, till the time of Servius Tullius, the Romans had no coined money, but 
made use of unstamped bars of copper, to purchase whatever they had occasion for. These bars, therefore, 
performed at this time the function of money. 

3. 《自由立法与契约合同》 
We shall probably all agree that freedom, rightly understood, is the greatest of blessings; that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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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inment is the true end of all our effort as citizens. But when we thus speak of freedom, we should 
consider carefully what we mean by it. . . .If the ideal of true freedom is the maximum of power for all 
members of human society alike to make the best of them, we are right in refusing to ascribe the glory of 
freedom to a state in which the apparent elevation of the few is founded on the degradation of the 
many. . . .  

If I have given a true account of that freedom which forms the goal of social effort, we shall see that 
freedom of contract, freedom in all the forms of doing what one will with one's own, is valuable only as a 
means to an end. That end is . . . the liberation of the powers of all men equally for contributions to a 
common good. No one has a right to do what he will with his own in such a way as to contravene this 
end. . . .Everyone has an interest in securing to everyone else the free use and enjoyment and disposal of 
his possessions, so long as that freedom on the part of one does not interfere with a like freedom on the 
part of others, because such freedom contributes to that equal development of the faculties of all which is 
the highest good for all. This is the true and the only justification of rights of property. Rights of property, 
however, have been and are claimed which cannot be thus justified. We are all now agreed that men 
cannot rightly be the property of men. The institution of property being justifiable as a means to the free 
exercise of the social capabilities of all, there can be no true right to property of a kind which debars one 
class of men from such free exercise altogether. . . .A contract by which an one agreed for a certain 
consideration to become the slave of another we should reckon a void contract. Here, then is a limitation 
upon freedom of contract which we all recognize as rightful. . . .  

Are there no other contracts which, less obviously perhaps but really, are open to the same objection? 
In the first place, let us consider contracts affecting labor. Labor, the economist tells us, is a commodity 
exchangeable like other commodities. This is in a certain sense true, but it is a commodity which attaches 
in a peculiar manner to the person of man. Hence restrictions may need to be placed on the sale of this 
commodity which would be unnecessary in other cases, in order to prevent labour from being sold under 
conditions which make it impossible for the person selling it ever to become a free contributor to social 
good in any form. This is most plainly the case when a man bargains to work under conditions fatal to 
health, e.g. in an unventilated factory. Every injury to the health of the individual is, so far as it goes, a 
public injury. It is an impediment to the general freedom; so much deduction from our power, as members 
of society, to make the best of ourselves. Society is, therefore, plainly within its right when it limits 
freedom of contract for the sale of labor, so far as is done by our laws for the sanitary regulations of 
factories, workshops, and mines. . . .Its application to compulsory education may not be quite so obvious, 
but it will appear on a little reflection. Without a command of certain elementary arts and knowledge, the 
individual in modern society is as effectually crippled as by the loss of a limb or a broken constitution. He 
is not free to develop his faculties. With a view to securing such freedom among its members it is as 
certainly within the province of the state to prevent children from growing up in that kind of ignorance 
which practically excludes them from a free career in life, as it is within its province to require the sort of 
building and drainage necessary for public health.  

Our modern legislation then with reference to labor, and education, and health, involving as it does 
manifold interference with freedom of contract, is justified on the ground that it is the business of the state, 
not indeed directly to promote moral goodness, for that, from the very nature of moral goodness, it cannot 
do, but to maintain the conditions without which a free exercise of the human faculties is impossible. . . .  

Now we shall probably all agree that a society, in which the public health was duly protected and 
necessary education duly provided for, by the spontaneous action of individuals, was in a higher condition 
than one in which the compulsion of law was needed to secure these ends. But we must take men as we 
find them. Until such a condition of society is reached, it is the business of the state to take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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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it can for the young citizens growing up in such health and with so much knowledge as is 
necessary for their real freedom. 

学习目标： 
1．分析自由主义时期特色。 
2．掌握这一时期作品的主旨。 
作业： 
1.《国富论》的中心观点是什么？ 
2.《论自由》强调了什么？ 
3. 阅读老师课上指定的材料。 

知识单元 5：达尔文主义、对传统的挑战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物种起源》 
There are oth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species of large genera and their recorded varieties which 

deserve notice. We have seen that there is no infallible criterion by which to distinguish species and 
well-marked varieties; and in those cases in which intermediate links have not been found between 
doubtful forms, naturalists are compelled to come to a determination by the amount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judging by analogy whether or not the amount suffices to raise one or both to the rank of species. 
Hence the amount of difference is one very important criterion in settling whether two forms should be 
ranked as species or varieties. Now Fries has remarked in regard to plants, and Westwood in regard to 
insects, that in large genera the amount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pecies is often exceedingly small. I 
have endeavored to test this numerically by averages, and, as far as my imperfect results go, they always 
confirm the view. I have also consulted some sagacious and most experienced observers, and, after 
deliberation, they concur in this view. In this respect, therefore, the species of the larger genera resemble 
varieties, more than do the species of the smaller genera. Or the case may be put in another way, and it 
may be said, that in the larger genera, in which a number of varieties or incipient species greater than the 
average are now manufacturing, many of the species already manufactured still to a certain extent 
resemble varieties, for they differ from each other by a less than usual amount of difference. Moreover, 
the species of the large genera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varieties of any one 
species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No naturalist pretends that all the species of a genus are equally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they may generally be divided into sub-genera, or sections, or lesser groups. As Fries has 
well remarked, little groups of species are generally clustered like satellites around certain other species. 
And what are varieties but groups of forms, unequal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clustered round certain 
forms--that is, round their parent-species? Undoubtedly there is one most important point of difference 
between varieties and species; namely, that the amount of difference between varieties, when compared 
with each other or with their parent-species, is much less than that between the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But when we come to discuss the principle, as I call it, of Divergence of Character, we shall see how this 
may be explained, and how the lesser differences between varieties will tend to increase into the greater 
differences between species. 

2. 社会静态学 
The social statics mainly explains the balance among a perfect society. It is clear that any being 

whose constitution is to be moulded into fitness for new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must be placed under 
those conditions. Or, putting the proposition specifically — it is clear that man can become adapted to the 
social state, only by being retained in the social state. This granted, it follows that as man has been, and is 
still, deficient in those feelings which, by dictating just conduct, prevent the perpetual antagonis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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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s and their consequent disunion, some artificial agency is required by which their union may be 
maintained. Only by the process of adaptation itself can be produced that character which makes social 
equilibrium spontaneous. 

3. 《权力意志》与《敌基督》 
The will to power 
Believing one chooses remedies, one chooses in fact that which hastens exhaustion; Christianity is an 

example (to name the greatest example of such an aberration of the instincts); "progress" is another 
instance.- 

2. One loses one's power of resistance against stimuli--and comes to be at the mercy of accidents: 
one coarsens and enlarges one's experiences tremendously--"depersonalization," disintegration of the will; 
example: one whole type of morality, the altruistic one which talks much of pity--and is distinguished by 
the weakness of the personality, so that it is sounded, too, and like an overstimulated string vibrates 
continually--an extreme irritability.- 

3. One confuses cause and effect: one fails to understand decadence as a physiological condition and 
mistakes its consequences for the real cause of the indisposition; example: all of religious morality. 

4. One longs for a condition in which one no longer suffers: life is actually experienced as the ground 
of ills; one esteems unconscious states, without feeling, (sleep, fainting) as incomparably more valuable 
than conscious ones; from this a method. 

45 (March-June 1888) 
On the hygiene of the "weak."--Everything done in weakness fails. Moral: do nothing. Only there is 

the hitch that precisely the strength to suspend activity, not to react, is sickest of al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akness: one never reacts more quickly and blindly than when one should not react at all. 

A strong nature manifests itself by waiting and postponing any reaction: it is as much characterized 
by a certain adiaphorous as weakness is by an involuntary countermovement and the suddenness and 
inevitability of "action."-- The will is weak-- and the prescription to avoid stupidities would be to have a 
strong will and to do nothing.--Contradiction.--A kind of self- destruction; the instinct of preservation is 
compromised.--The weak harm themselves.--That is the type of decadence. 

In fact, we find a tremendous amount of reflection about practices that would lead to impassability. 
The instinct is on the right track insofar as doing nothing is more expedient than doing something. 

All the practices of the orders, the solitary philosophers, the fakirs are inspired by the right value 
standard that a certain kind of man cannot benefit himself more than by preventing himself as much as 
possible from acting.- 

Means of relief: absolute obedience, machinelike activity, avoidance of people and things that would 
demand instant decisions and actions.  

The antichrist 
2. 
What is good?--Whatever augments the feeling of power, the will to power, power itself, in man.  
What is evil?--Whatever springs from weakness.  
What is happiness?--The feeling that power increases--that resistance is overcome.  
Not contentment, but more power; not peace at any price, but war; not virtue, but efficiency (virtue in 

the Renaissance sense, virtu, virtue free of moral acid).  
The weak and the botched shall perish: first principle of our charity. And one should help them to it.  
What is more harmful than any vice?--Practical sympathy for the botched and the 

weak--Christianit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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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 that I set here is not what shall replace mankind in the order of living creatures (--man 
is an end--): but what type of man must be bred, must be willed, as being the most valuable, the most 
worthy of life, the most secure guarantee of the future.  

This more valuable type has appeared often enough in the past: but always as a happy accident, as an 
exception, never as deliberately willed. Very often it has been precisely the most feared; hitherto it has 
been almost the terror of terrors ;--and out of that terror the contrary type has been willed, cultivated and 
attained: the domestic animal, the herd animal, the sick brute-man--the Christian. . .  

5. 
We should not deck out and embellish Christianity: it has waged a war to the death against this 

higher type of man, it has put all the deepest instincts of this type under its ban, it has developed its 
concept of evil, of the Evil One himself, out of these instincts--the strong man as the typical reprobate, the 
"outcast among men." Christianity has taken the part of all the weak, the low, the botched; it has made an 
ideal out of antagonism to all the self-preservative instincts of sound life; it has corrupted even the 
faculties of those natures that are intellectually most vigorous, by representing the highest intellectual 
values as sinful, as misleading, as full of temptation. The most lamentable example: the corruption of 
Pascal, who believed that his intellect had been destroyed by original sin, whereas it was actually 
destroyed by Christianity!--  

6. 
It is a painful and tragic spectacle that rises before me: I have drawn back the curtain from the 

rottenness of man. This word, in my mouth, is at least free from one suspicion: that it involves a moral 
accusation against humanity. It is used--and I wish to emphasize the fact again--without any moral 
significance: and this is so far true that the rottenness I speak of is most apparent to me precisely in those 
quarters where there has been most aspiration, hitherto, toward "virtue" and "godliness." As you probably 
surmise, I understand rottenness in the sense of decadence: my argument is that all the values on which 
mankind now fixes its highest aspirations are decadence-values.  

I call an animal, a species, an individual corrupt, when it loses its instincts, when it chooses, when it 
prefers, what is injurious to it. A history of the "higher feelings," the "ideals of humanity"--and it is 
possible that I'll have to write it--would almost explain why man is so degenerate. Life itself appears to 
me as an instinct for growth, for survival,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forces, for power: whenever the will to 
power fails there is disaster. My contention is that all the highest values of humanity have been emptied of 
this will--that the values of decadence, of nihilism, now prevail under the holiest names.  

7. 
Christianity is called the religion of pity.-- Pity stands in opposition to all the tonic passions that 

augment the energy of the feeling of aliveness: it is a depressant. A man loses power when he pities. 
Through pity that drain upon strength which suffering works is multiplied a thousand fold. Suffering is 
made contagious by pity; 

4. 《文明及其不满》 
We come upon a contention which is so astonishing that we must dwell upon it. This contention 

holds that what we call our civilization is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our misery, and that we should be much 
happier if we gave it up and returned to primitive conditions. I call this contention astonishing because, in 
whatever way we may define the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it is a certain fact that all the things with which 
we seek to protect ourselves against the threats that emanate from the sources of suffering are part of that 
very civilization.  

How has it happened that so many people have come to take up this strange attitude of hostility to 
civilization? I believe that the basis of it was a deep and long-standing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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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ing state of civilization and that on that basis a condemnation of it was built up, occasioned by certain 
specific historical events. I think I know what the last and the last but one of those occasions were. I am 
not learned enough to trace the chain of them far back enough in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species; but a 
factor of this kind hostile to civilization must already have been at work in the victory of Christendom 
over the heathen religions. For it was ver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ow estimation put upon earthly life by 
the Christian doctrine. The last but one of these occasions was when the progress of voyages of discovery 
led to contact with primitive peoples and races. In consequence of insufficient observation and a mistaken 
view of their manners and customs, they appeared to Europeans to be leading a simple, happy life with 
few wants, a life such as was unattainable by their visitors with their superior civilization. Later 
experience has corrected some of those judgments. In many cases the observers had wrongly attributed to 
the absence of complicated cultural demands what was in fact due to the bounty of nature and the ease 
with which the major human needs were satisfied. The last occasion is especially familiar to us. It arose 
when people came to know about the mechanism of the neuroses, which threaten to undermine the 
modicum of happiness enjoyed by civilized men. It was discovered that a person becomes neurotic 
because he cannot tolerate the amount of frustration which society imposes on him in the service of its 
cultural ideals, and it was inferred from this that the abolition or reduction of those demands would result 
in a return to possibilities of happiness.  

There is also an added factor of disappointment. During the last few generations mankind has made 
an extraordinary advance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in their technical application and has established his 
control over nature in a way never before imagined. The single steps of this advance are common 
knowledge and it is unnecessary to enumerate them. Men are proud of those achievements, and have a 
right to be. But they seem to have observed that this newly-won power over space and time, this 
subjugation of the forces of nature, which is the fulfillment of a longing that goes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has not increased the amount of pleasurable satisfaction which they may expect from life and has not 
made them feel happier.  

If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has such a far-reaching simila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and if it employs the same methods, may we not be justified in reaching the diagnosis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urges, some civilizations, or some epochs of civilization possibly the whole 
of mankind have become 'neurotic'? 

学习目标： 
1．掌握《物种起源》所体现的达尔文主义特质。 
2．了解社会静态学特点。 
3. 通过作品分析掌握尼采与弗洛伊德的思想。 
4. 从对传统的挑战中培养思辨能力。 
作业： 
1.达尔文是如何定义“自然选择”？ 
2.阅读相关材料。 
3.尼采是如何定义高等人和低等人？你怎么看？ 
4.弗洛伊德对未来的人类文明持消极态度还是积极态度？给出理由。 
5.通过这课的学习，思考传统与非传统的差异？ 

知识单元 6：现代主义运动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超现实主义宣言》 
We are still living under the reign of logic: this, of course, is what I have been driving at. But i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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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and age logical methods are applicable only to solving problems of secondary interest. The absolute 
rationalism that is still in vogue allows us to consider only facts relating directly to our experience. 
Logical ends, on the contrary, escape us. It is pointless to add that experience itself has found itself 
increasingly circumscribed. It paces back and forth in a cage from which it is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o 
make it emerge. It too leans for support on what is most immediately expedient, and it is protected by the 
sentinels of common sense. Under the pretense of 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 we have managed to banish 
from the mind everything that may rightly or wrongly be termed superstition, or fancy; forbidden is any 
kind of search for truth which is not in conformance with accepted practices. It was, apparently, by pure 
chance that a part of our mental world which we pretended not to be concerned with any longer -- and, in 
my opinion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 has been brought back to light. For this we must give thanks 
to the discoveries of Sigmund Freud. On the basis of these discoveries a current of opinion is finally 
forming by means of which the human explorer will be able to carry his investigation much further, 
authorized as he will henceforth be not to confine himself solely to the most summary realities. The 
imagination is perhaps on the point of reasserting itself, of reclaiming its rights. If the depths of our mind 
contain within it strange forces capable of augmenting those on the surface, or of waging a victorious 
battle against them, 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seize them -- first to seize them, then, if need be, to submit 
them to the control of our reason. The analysts themselves have everything to gain by it. But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no means has been designated a priori for carrying out this undertaking, that until further 
notice it can be construed to be the province of poets as well as scholars, and that its success is not 
dependent upon the more or less capricious paths that will be followed. 

2. 尤利西斯 
a quarter after what an unearthly hour I suppose they’re just getting up in China now combing out their 

pigtails for the day well soon have the nuns ringing the angelus they’ve nobody coming in to spoil their sleep 
except an odd priest or two for his night office or the alarm clock next door at cocksfoot clattering the brains 
out of itself let me see if I can doze off 1 2 3 4 5 what kind of flowers are those they invented like the stars 
the wallpaper in Lombard street was much nicer the apron he gave me was like that something only I only 
wore it twice better lower this lamp and try again so as I can get up early Ill go to Lambes there beside 
Findlaters and get them to send us some flowers to put about the place in case he brings him home tomorrow 
today I mean no no Fridays an unlucky day first I want to do the place up someway the dust grows in it I 
think while I’m asleep then we can have music and cigarettes I can accompany him first I must clean the 
keys of the piano with milk what’ll I wear shall I wear a white rose or those fairy cakes in Liptons I love the 
smell of a rich big shop at 7 1/2d a lb or the other ones with the cherries in them and the pinky sugar I Id a 
couple of lbs of those a nice plant for the middle of the table Id get that cheaper in wait where’s this I saw 
them not long ago I love flowers Id love to have the whole place swimming in roses God of heaven there’s 
nothing like nature the wild mountains then the sea and the waves rushing then the beautiful country with the 
fields of oats and wheat and all kinds of things and all the fine cattle going about that would do your heart 
good to see rivers and lakes and flowers all sorts of shapes and smells and colors springing up even out of 
the ditches primroses and violets nature it is as for them saying there’s no God I wouldn’t give a snap of my 
two fingers for all their learning why don’t they go and create something I often asked him atheists or 
whatever they call themselves go and wash the cobbles off themselves first then they go howling for the 
priest and they dying and why because they’re afraid of hell on account of their bad conscience ah yes I 
know them well who was the first person in the universe before there was anybody that made it all who ah 
that they don’t know neither do I so there you are they might as well try to stop the sun from rising 
tomorrow the sun shines for you he said the day we were lying among the rhododendrons on Howth head in 
the grey tweed suit and his straw hat the day I got him to propose to me yes first I gave him the bi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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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dcake out of my mouth and it was leap year like now yes 16 years ago my God after that long kiss I near 
lost my breath yes he said I was a flower of the mountain yes so we are flowers all a woman’s body yes that 
was one true thing he said in his life and the sun shines for you today yes that was why I liked him because I 
saw he understood or felt what a woman is and I knew I could always get round him and I gave him all the 
pleasure I could leading him on till he asked me to say yes and I wouldn’t answer first only looked out over 
the sea and the sky I was thinking of so many things he didn’t know of Mulvey and Mr. Stanhope and Hester 
and father and old captain Groves and the sailors playing all birds fly and I say stoop and washing up dishes 
they called it on the pier and the sentry in front of the governors house with the thing round his white helmet 
poor devil half roasted and the Spanish girls laughing in their shawls and their tall combs and the auctions in 
the morning the Greeks and the Jews and the Arabs and the devil knows who else from all the ends of 
Europe and Duke street and the fowl market all clucking outside Larby Sharons and the poor donkeys 
slipping half asleep and the vague fellows in the cloaks asleep in the shade on the steps and the big wheels of 
the carts of the bulls and the old castle thousands of years old yes and those handsome Moors all in white 
and turbans like kings asking you to sit down in their little bit of a shop and Ronda with the old windows of 
the Posadas 2 glancing eyes a lattice hid for her lover to kiss the iron and the wine shops half open at night 
and the castanets and the night we missed the boat at Algeciras the watchman going about serene with his 
lamp and O that awful deep down torrent O and the sea the sea crimson sometimes like fire and the glorious 
sunsets and the figures in the Alameda gardens yes and all the queer little streets and the pink and blue and 
yellow houses and the rose gardens and the Jessamine and geraniums and cactuses and Gibraltar as a girl 
where I was a Flower of the mountain yes when I put the rose in my hair like the Andalusia girls used or 
shall I wear a red yes and how he kissed me under the Moorish wall and I thought well as well him as 
another and then I asked him with my eyes to ask again yes and then he asked me would I yes to say yes my 
mountain flower and first I put my arms around him yes and drew him down to me so he could feel my 
breasts all perfume yes and his heart was going like mad and yes I said yes I will Yes. 

3. The Second Coming 
Turning and turning in the widening gyre 
The falcon cannot hear the falconer; 
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re cannot hold; 
Mere anarchy is loosed upon the world, 
The blood-dimmed tide is loosed, and everywhere 
The ceremony of innocence is drowned; 
The best lack all conviction, while the worst 
Are full of passionate intensity.  
Surely some revelation is at hand; 
Surely the Second Coming is at hand. 
The Second Coming! Hardly are those words out 
When a vast image out of Spiritus Mundi 
Troubles my sight: a waste of desert sand; 
A shape with lion body and the head of a man, 
A gaze blank and pitiless as the sun, 
Is moving its slow thighs, while all about it 
Wind shadows of the indignant desert birds.  
The darkness drops again but now I know 
That twenty centuries of stony sleep 
Were vexed to nightmare by a rocking cra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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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hat rough beast, its hour come round at last, 
Slouches towards Bethlehem to be born? 
4. Since Feeling is First  
since feeling is first 
who pays any attention 
to the syntax of things 
will never wholly kiss you 
wholly to be a fool 
while Spring is in the world 
my blood approves 
and kisses are a better fate 
than wisdom 
lady i swear by all flowers. Don't cry 
the best gesture of my brain is less than 
your eyelids' flutter which says 
we are for each other： then 
laugh leaning back in my arms 
for life's not a paragraph 
and death i think is no parenthesis 
学习目标： 
1．体会作品中的现代主义思想。 
2．了解现代主义的发展历程。 
作业： 
1.课后阅读与文章相关的著作。 
2.四位伟人想通过自己的作品传达些什么？ 
3.《尤利西斯》的主旨是什么？ 

知识单元 7：全球化时代的西方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第一节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What do we mean by saying that 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 We mean that man first of all exists, 

encounters himself, surges up in the world – and defines himself afterwards. If man as the existentialist sees 
him is not definable, it is because to begin with he is nothing. He will not be anything until later, and then he 
will be what he makes of himself. Thus, there is no human nature, because there is no God to have a 
conception of it. Man simply is. Not that he is simply what he conceives himself to be, but he is what he 
wills, and as he conceives himself after already existing – as he wills to be after that leap towards existence. 
Man is nothing else but that which he makes of himself. That i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existentialism. And this 
is what people call its “subjectivity,” using the word as a reproach against us. But what do we mean to say 
by this, but that man is of a greater dignity than a stone or a table? For we mean to say that man primarily 
exists – that man is, before all else, something which propels itself towards a future and is aware that it is 
doing so. Man is, indeed, a project which possesses a subjective life, instead of being a kind of moss, or a 
fungus or a cauliflower. Before that projection of the self nothing exists; not even in the heaven of 
intelligence: man will only attain existence when he is what he purposes to be. Not, however, what he may 
wish to be. For what we usually understand by wishing or willing is a conscious decision taken – much more 
often than not – after we have made ourselves what we are. I may wish to join a party, to write a book o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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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ry – but in such a case what is usually called my will is probably a manifestation of a prior and more 
spontaneous decision. If, however, it is true that existence is prior to essence, man is responsible for what he 
is. Thus, the first effect of existentialism is that it puts every man in possession of himself as he is, and 
places the entire responsibility for his existence squarely upon his own shoulders. And, when we say that 
man is responsible for himself, we do not mean that he is responsible only for his own individuality, but that 
he is responsible for all men. The word “subjectivism” is to be understood in two senses, and our adversaries 
play upon only one of them. Subjectivism means, on the one hand, the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 subject and, 
on the other, that man cannot pass beyond human subjectivity. It is the latter which is the deeper meaning of 
existentialism. When we say that man chooses himself, we do mean that every one of us must choose 
himself; but by that we also mean that in choosing for himself he chooses for all men. For in effect, of all the 
actions a man may take in order to create himself as he wills to be, there is not one which is not creative, at 
the same time, of an image of man such as he believes he ought to be. To choose between this or that is at 
the same time to affirm the value of that which is chosen; for we are unable ever to choose the worse. What 
we choose is always the better; and nothing can be better for us unless it is better for all. If, moreover, 
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 and we will to exist at the same time as we fashion our image, that image is valid 
for all and for the entire epoch in which we find ourselves. Our responsibility is thus much greater than we 
had supposed, for it concerns mankind as a whole. If I am a worker, for instance, I may choose to join a 
Christian rather than a Communist trade union. And if, by that membership, I choose to signify that 
resignation is, after all, the attitude that best becomes a man, that man’s kingdom is not upon this earth, I do 
not commit myself alone to that view. Resignation is my will for everyone, and my action is, in consequence, 
a commitment on behalf of all mankind. Or if, to take a more personal case, I decide to marry and to have 
children, even though this decision proceeds simply from my situation, from my passion or my desire, I am 
thereby committing not only myself, but humanity as a whole, to the practice of monogamy. I am thus 
responsible for myself and for all men, and I am creating a certain image of man as I would have him to be. 
In fashioning myself I fashion man. 

2. 女性的奥秘 
The new mystique is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the modern woman to question than the old prejudices, 

partly because the mystique is broadcast by the very agents of education and social science that are 
supposed to be the chief enemies of prejudice, partly because the very nature of Freudian thought makes it 
virtually invulnerable to question. How can an educated American woman, who is not herself an analyst, 
presume to question a Freudian truth? She knows that Freud’s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workings of 
the mind was one of the great breakthroughs in man’s pursuit of knowledge. She knows that the science 
built on that discovery has helped many suffering men and women. She has been taught that only after 
years of analytic training is one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Freudian truth. She may even 
know how the human mind unconsciously resists that truth. How can she presume to tread the sacred 
ground where only analysts are allowed? 

No one can question the basic genius of Freud’s discoveries, not the contribution he has made to our 
culture. Nor do I ques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psychoanalysis as it is practiced today by Freudian or 
anti-Freudian. But I do question, from my own experience as a woman, and my reporter’s knowledge of 
other wome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reudian theory of femininity to women today. I question its use, not 
in therapy, but as it has filtered into the lives of American women through the popular magazines and the 
opin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so-called experts. I think much of the Freudian theory about women is 
obsolescent, an obstacle to truth for women in America today, and a major cause of the pervasiv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 

There are many paradoxes here. Freud’s concept of the superego helped to free man of the tyrann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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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oulds’, the tyranny of the past, which prevents the child from becoming an adult. Yet Freudian 
thought helped create a new super-ego that paralyses educated modern American women a new tyranny of 
the ‘shoulds’, which chains women to an old image, prohibits choice and growth, and denies them 
individual identity. 

Freudian psychology, with its emphasis on freedom from a repressive morality to achieve sexual 
fulfillment, was part of the ideology of women’s emancipation. The lasting American image of the 
‘emancipated woman’ is the flapper of the twenties: burdensome hair shingled off, knees bared, flaunting 
her new freedom to live in a studio in Greenwich Village or Chicago’s near North Side, and drive a car, 
and drink, and smoke, and enjoy sexual adventures – or talk about them. And yet today, for reasons far 
removed from the life of Freud himself, Freudian thought has become the ideological bulwark of the 
sexual counter-revolution in America. Without Freud’s definition of the sexual nature of woman to give 
the conventional image of femininity new authority, I do not think several generations of educated, 
spirited American women would have been so easily diverted from the dawning realization of who they 
were and what they could be. 

The concept ‘penis envy’, which Freud coined to describe a phenomenon he observed in women – that 
is, in the middle-class women who were his patients in Vienna in the Victorian era – was seized in this 
country in the 1940s as the literal explanation of all that was wrong with American women. Many who 
preached the doctrine of endangered femininity reversing the movement of American women towards 
independence and identity, never knew its Freudian origin. Many who seized on it – not the few 
psychoanalysts, but the many popularizes, sociologists, educators, ad-agency manipulators, magazine writers, 
child experts, marriage counselors, ministers, cocktail-party authorities – could not have known what Freud 
himself mean by penis envy. One needs only to know what Freud was describing, in those Victorian women, 
to see the fallacy in literally applying his theory of femininity to women today. And one needs only to know 
why he described it in that way to understand that much of it is obsolescent contradicted by knowledge that 
is part of every social scientist’s thinking today, but was not yet known in Freud’s time. 

Freud, it is generally agreed, was a most perceptive and accurate observer of important problems of 
the human personality. But in describing and interpreting those problems, he was a prisoner of his own 
culture. As he was creating a new framework for our culture, he could not escape the framework of his 
own. Even his genius could not give him, then, the knowledge of cultural processes which men who are 
not geniuses grow up with today. 

The physicist’s relativity, which in recent years has changed our whole approach to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harder, and therefore easier to understand, than the social scientist’s relativity. It is not a 
slogan; but a fundamental statement about truth to say that no social scientist can completely free himself 
from the prison of his own culture; he can only interpret what he observes in the scientific framework of 
his own time. This is true even of the great innovators. They cannot help but translate their revolutionary 
observations into language and rubrics that have been determined by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up until their 
time. Even those discoveries that create new rubrics are relative to the vantage point of their creator. 

Much of what Freud believed to be biological, instinctual, and changeless has been shown by modern 
research to be a result of specific cultural causes. Much of what Freud described as characteristic of 
universal human nature was merely characteristic of certain middle-class European men and women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or instance, Freud’s theory of the sexual origin of neurosis stems from the fact that many of the 
patients he first observed suffered from hysteria – and in those cases, he found sexual repression to be the 
cause. Orthodox Freudians still profess to believe in the sexual origin of all neurosis, and since they look 
for unconscious sexual memories in their patients, and translate what they hear into sexual symbols, they 



6523 

still manage to find what they are looking for. 
But the fact is, cases of hysteria as observed by Freud are much more rare today. In Freud’s time, 

evidently, cultural hypocrisy forced the repression of sex. (Some social theorists even suspect that the 
very absence of other concerns, in that dying Austrian empire, caused the sexual preoccupation of Freud’s 
patients.) Certainly the fact that his culture denied sex focused Freud’s interest on it. He then developed 
his theory by describing all the stages of growth as sexual, fitting all the phenomena he observed into 
sexual rubrics. 

His attempt to translate all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into sexual terms and to see all problems of 
adult personality as the effect of childhood sexual fixations also stemmed, in part, from his own 
background in medicine, and from the approach to causation implicit in the scientific thought of his time. 
He had the same diffidence about dealing with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in their own terms which often 
plagues scientists of human behavior.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described in physiological terms, linked to 
an organ of anatomy, seemed more comfortable, solid, real, scientific, as he moved into the unexplored 
country of the unconscious mind. As his biographer, Ernest Jones, put it, he made a ‘desperate effort to 
cling to the safety of cerebral anatomy’. Actually, he had the ability to see and describe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so vividly that whether his concepts were given names borrowed from physiology, philosophy, 
or literature – penis envy, ego, Oedipus complex – they seemed to have a concrete physical reality. 
Psychological facts, as Jones said, were ‘as real and concrete to him as metals are to a metallurgist’. This 
ability became a source of great confusion as his concepts were passed down by lesser thinkers. 

The whole superstructure of Freudian theory rests on the strict determinism that characterized the 
scientific thinking of the Victorian era. Determinism has been replaced today by a more complex view of 
cause and effect, in terms of physical processes and phenomena as well as psychological. In the new view, 
behavioral scientists do not need to borrow language from physiology to explain psychological events, or 
give them pseudo-reality. Sexual phenomena are no more nor less real than, for instance, the phenomenon 
of Shakespeare’s writing Hamlet, which cannot exactly be ‘explained’ by reducing it to sexual terms. 
Even Freud himself cannot be explained by his own deterministic, physiological blueprint though his 
biographer traces his genius, his ‘divine passion for knowledge’, to an insatiable sexual curiosity, before 
the age of three, as to what went on between his mother and father in the bedroom. 

Today biologists,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creasing numbers of psychoanalysts see the need or impulse 
to human growth as a primary human need, as basic as sex. The ‘oral’ and ‘anal’ stages which Freud 
described in terms of sexual development the child gets his sexual pleasure first by mouth, from mother’s 
breast, then from his bowel movements – are now seen as stages of human growth, influenced by cultural 
circumstances and parental attitudes as well as by sex. When the teeth grow, the mouth can bite as well as 
suck. Muscle and brain also grow; the child becomes capable of control, mastery, understanding; and his 
need to grow and learn, at five, twenty-five, or fifty, can be satisfied, denied, repressed, atrophied, evoked, 
or discouraged by his culture as can his sexual needs. Child specialists today confirm Freud’s observation 
that problems between mother and child in the earliest stages are often played out in terms of eating; later 
in toilet training. And yet in America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noticeable decline in children’s 
‘eating problems’. Has the child’s instinctual development changed? Impossible if, by definition, the oral 
stage is instinctual. Or has the culture removed eating as a focus for early childhood problems – by the 
American emphasis on permissiveness in child care, or simply by the fact that in our affluent society food 
has become less a cause for anxiety in mothers? Because of Freud’s own influence on our culture, 
educated parents are usually careful not to put conflict-producing pressures on toilet training. Such 
conflicts are more likely to occur today as the child learns to talk or read. 

In the 1940s, American social scientists and psychoanalysts had already begun to reinterp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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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udian concepts in the light of their growing cultural awareness. But, curiously, this did not prevent 
their literal application of Freud’s theory of femininity to American women. 

The fact is that to Freud, even more than to the magazine editor on Madison Avenue today, women 
were a strange, inferior, less-than-human species. He saw them as childlike dolls, who existed in terms 
only of man’s love, to love man and serve his needs. It was the same kind of unconscious solipsism that 
made man for many centuries see the sun only as a bright object that revolved around the earth. Freud 
grew up with this attitude built in by his culture – not only the culture of Victorian Europe, but that Jewish 
culture in which men said the daily prayer: ‘I thank Thee, Lord, that Thou hast not created me a woman,’ 
and women prayed in submission: ‘I thank Thee, Lord, that Thou has created me according to Thy will.’ 

Freud’s mother was the pretty, docile bride of a man twice her age; his father ruled the family with 
an autocratic authority traditional in Jewish families during those centuries of persecution when the 
fathers were seldom able to establish authority in the outside world. His mother adored the young 
Sigmund, her first son, and thought him mystically destined for greatness; she seemed to exist only to 
gratify his every wish. His own memories of the sexual jealousy he felt for his father, whose wishes she 
also gratified, were the basis of his theory of the Oedipus complex. With his wife, as with his mother and 
sisters, his needs, his desires, his wishes, were the sun around which the household revolved. When the 
noise of his sisters’ practicing the piano interrupted his studies, ‘the piano disappeared,’ Anna Freud 
recalled years later, ‘and with it all opportunities for his sisters to become musicians.’ 

学习目标： 
1．了解全球化视野下的西方思想。 
2．掌握西方围绕女性话题所做的思考。 
作业： 
1.根据存在主义者的观点，为什么人是不能定义的？ 
2. Betty Friedan 所说的成为“完整的女人”，指的是什么？ 
3. 谈谈你对女权主义或女权运动的看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什么是启蒙运动、理性时期 2  
2 政府二论 2  
3 《抒情歌谣》、《打开表》 2  
4 《浮士德》 2  
5 《共产党宣言》 2  
6 《老古玩店》 2  
7 《国富论》 2  
8 《论自由》/《自由立法与契约合同》 2  
9 《物种起源》/社会静态学 2  

10 《权力意志》与《敌基督》/《文明及其不满》 2  
11 《超现实主义宣言》 2  
12 尤利西斯 2  
13 The Second Coming/Since Feeling is First  by  E.E. Cummings 2  
14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2  
15 女性主义 2  
16 学期总结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6525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对各个重要阶段中的重要人物及其作品进行分析和讨论，培养学生的分析和归纳总结的

能力，学生最终学会如何有效地欣赏名作及陈述自己的看法。 
难点：一是学生的文学修养参差不齐，二是课时不够，这样就难免会造成授课老师满堂灌的现

象。以上问题可能会影响教学的质量。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教师课堂授课。 
2. 学生课堂实践，即学生选择本单元相关主题作 10—15分钟的学术报告，并且展开提问与讨论。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采用百分制，具体分布为：到课率 10﹪，课堂实践 20﹪，期末考试 70﹪。 
7、作业要求： 
课下阅读老师指定的阅读材料，轮流做课堂展示。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了《西方思想经典导读》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孙有中编著《西方思想经典选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9月 
（二）推荐参考书 
1. Beatty, John L. &Johnson, Oliver A. Heritag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Vols. 1&2, N.J.: Prentice 

Hall, 2004  
2. Burger, Michael.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Vols. 1&2, Peterborough, Ont.: 

Broadview Press, 2003 
3. Danzer, Gerald A. Mapping Western Civilization: A Guide for Beginning Students. New York, 

N.Y.: Harperollins Pub., 1991 
4. Stearns, Peter N.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5. Patterson, Thomas Carl. Inventing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7 
6. Noble, Thomas F. X. et al.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Continuing Experim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8 
7. Joseph, John Earl et al. The Western Tradi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8. Hobson, John M.: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versity 

Press, 2004 
执笔：闫琛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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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文写作实践 
A Guide to Practical Writing 

课程号：3080008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 结合日常生活、工作职场、公共交际中对于应用文体的实际需求，通过针对性的介绍和范

文讲解，了解英语常见的应用文体及其相关重要特征。 
2. 在了解英语常见应用文体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句型操练、模板填充、组织成文等过程化写

作训练环节，基本掌握相关文体的写作要求和技巧。 
3. 以应用文为载体，讲述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具体内容的异同，以训练在应用文写作中对文

化差异的敏感性，同时了解地道的英语表达方式。 
开设本课程，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英语语言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师需要通过写作手法

讲解、文本规范讲解、例文讲解、学生作文点评等环节，使学生逐步提高应用类文体的写作能力，

同时减低犯错误的概率，了解各类英语应用文的格式、内容、规范等信息，使学生具备基本的书面

交际技能，为后续高年级阶段的学术论文写作，打好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6学时 

Lesson 1 Self-Introduction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How to introduce yourself is a social skill. 
Occasions when self-introduction applies:  
A welcome party 
A summer internship 
A friend gathering 
A job interview 
A blind date（相亲） 
And so on… 
The aim of self-introduction is to inform others of yourself. 
2. Essential points 
2.1. Forms of and patterns 
Oral form: short and informal 
Written form: lengthy and formal 
The written form of self-introduction can come in a variety of patterns: 
A letter 
A few notes 
A memo 
2.2. Kernel contents 
Who are you? 
Where are you from? 
What is your personality? 
What are your hobbies? 
What wishes do you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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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we get in touch with you? 
3. Writing technique 
3.1. Writing genre 
The aim of a self-introduction is to inform other of yourself. Therefore, you write self-introductions 

to INFORM. So, self-introductions are EXPOSITORY writings. Do you still remember the key points of 
expository writings? 

Expository writing need to be objective. Objectiveness of six kernel questions can be assorted as 
follows respectively. 

Who are you? – 100% objectivity 
Where are you from? – 90% objectivity 
What is your personality? – 70% objectivity 
What are your hobbies? – 80% objectivity 
What wishes do you have? – 20% objectivity 
How can we get in touch with you? – 100% objectivity 
Notice that Objectiveness is important for written forms. 
3.2. Writing tips 
How to make a good-to-read introduction? 
Use various sentence patterns 
Use proper and idiomatic expressions 
Use humorous language 
Stay focused 
Stay consistent 
4. Common mistakes and faults 
There are five types of common mistakes often detected in self-introductions written by Chinese 

students. 
Lack of information –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Lack of variety – unanimous pattern throughout the piece 
Lack of humor – low level of language mastery prevents a humorous style 
Lack of convention – ignorance of the importance of convention 
Lack of consistency – easily off the track 
5. Additional information 
5.1. Variations of self-introduction 
Self-introduction as PS (personal statement) 
Self-introduction as in Resume 
Self-introduction as in CV (Curriculum vitae) 
Self-introduction in job application letters 
Introduce somebody other than yourself 
5.2. Useful expressions of self-introduction 
l Who are you? 
n Standard: I’m…; My name is…; This is… 
n Variation: You can/may call me…; My name coincided with a celebrity called… 
n AVOIDANCE: Spelling out or explaining characters. 
l Where are you from? 
n Standard: I’m from…; I come from…; My hometown is…; My home sits in… 
n Variation: I was born in…; I moved to … and lived henceforth; You must (not) have heard of 



6528 

my hometown, a city called… 
l What is your personality? 
n Standard: I’m a(n) … person; My style is … 
n Variation: I’m said to be …;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me is that… 
n AVOIDANCE: Many friends say/agree that I’m… 
l What are your hobbies? 
n Standard: My hobbies are…; I like/love (to)… 
n Variation: During spare time I often…; I usually spare a few moments on…; My favorite things 

are … 
l What wishes do you have? 
n Standard: I think…;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I wish that…; I hope that… 
n Variation: It will be promising if…; Why not… so that…?; My (best) wishes are… 
n AVOIDANCE: I believe that…; I promise that…; I’m sure that… 
l How can we get in touch with you? 
n Standard: My email/phone/WeChat/Line/Skype/QQ/Twitter/FaceBook address/number/account 

is … 
n Variation: If you like it, you may (also) contact me via email/phone/… 

address/number/account: … 
n AVOIDANCE: A name card style list of contacts. 
6. Assignment 
You should follow the requirements and write about 120 to 200 words. 
Option 1: Suppose you are a new recruit to a working team/sports club/students’ union. Please write 

a short piece introducing yourself to other members. 
Option 2: Someone heard that you have a brother/sister and would like to know him/her. Please write 

a letter introducing your brother/sister to that person. 
Option 3: Imagine it’s 40 years later, and you are the keynote speaker (主讲嘉宾)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a senior university (老年大学). Give an introduction about “yourself”. 
Lesson 2 Application letter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Letter writing is very useful in everyday communication. Unfortunately, this skill has not received 

due attention in a traditional classroom. 
Letter writing has a wide coverage. Some major types include： 
Application letters 
Recommendation letters 
Promotion letters 
2. Essential points 
The essential points of an application letter will indicate that it is an extension of a self-introduction. 
Introducing candidature 
Establishing credentials 
Offering incentives 
Personality description 
Enclosing documents 
Using pressure tactics 
Soliciting response 
Ending poli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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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riting technique 
3.1. Writing genre 
The aim of an application letter is to introduce you to the HR of your target company and convince 

him/her that you are an eligible candidate for the job. Therefore, you write application letters in order to 
convince/persuade. So, application letters are ARGUMENTATIVE writings. Do you still remember the 
key points of argumentative writings? 

Argumentative writing emphasizes heavily on logic and coherence. In connecting the eight essential 
points. A careful observation about logic must be followed. 

3.2. Writing tips 
There is no secret to an attractive application letter. 
Explain the eight essential points properly and organize them using the format of a letter. 
Choose a potential company 
Find a specific job position 
Highlight your unique performance 
Write a substantial job application 
Use simple, explicit and unambiguous language. 
4. Common mistakes and faults 
There are eight types of problems often spotted in knocked-out application letters. Even native 

speakers were sometimes vulnerable to them. 
Intension was not clear enough 
Relevance was not direct enough 
Evidence was not sufficient enough 
Discussion was not balanced enough 
Explanation was not objective enough 
Enthusiasm was not strong enough 
Style was not formal enough 
Language was not good enough 
5. Additional information 
If you could write an attractive application letter, some other types of letter would be a piece of cake. 
Application letters: to introduce yourself to meet the need of a specific job position. 
Recommendation letters: to introduce somebody else to meet the need of a specific job position. 
Promotion letters: to introduce some product to meet the need of a specific marketplace. 
6. Assignment 
You should follow the requirements and write about 200 to 270 words. 
Option 1: Suppose you are interested in an internship position in an international firm. Please write a 

letter to apply for this position. 
Option 2: Your roommate is interested in a training camp（训练营）, but a recommendation letter is 

required for the application. Write a letter to recommend him/her to that camp. 
Option 3: Imagine you are the producer of a household chemicals company（日化厂）. Write a letter 

to a hotel manager to promote your new eco-friendly detergent. 
Lesson 3 Attitudinal letter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This is a highly organized commercial society, satisfactory yet far from being perfect. 
In this sense, attitudinal letters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concluding an event. 
Types of letter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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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emptive: application letters 
Communicative: business letters 
Conclusive: attitudinal letters 
Types of attitudinal letters 
Positive: thank-you letters and appraisal letters 
Neutral: feedback letters and encouragement letters 
Negative: complaint letters and critic letters 
2. Essential points 
2.1. The aim of attitudinal letters 
To identify and confirm what has happened 
To express your attitude toward what has happened 
To extend regards, insights or regrets to the addressee 
2.2. Critical points of attitudinal letters 
Identification 
Event description 
Your attitude 
Your regards, insights or regrets 
Proper and polite ending 
3. Writing technique 
3.1. Writing genre 
Attitudinal letters are DESCRIPTIVE writings, so: 
Don’t just narrate. 
Don’t just explain. 
Don’t just argue. 
What are the key points of descriptive writings? 
Vividness and emotionality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volved in descriptive writings. 
3.2. Writing tips 
There is a 7-step guide to an attitudinal letter. 
Step 1: Hit the bull’s eye 
Step 2: State the facts and details 
Step 3: Express your explicit attitude 
Step 4: Specify your expectations 
Step 5: Mention if anything enclosed 
Step 6: Draw a polite ending 
Step 7: Send to whom it may concern 
4. Common mistakes and faults 
There are five types of common mistakes often identified in unsuccessful attitudinal letters. 
Beating about the bush 
Less fact to support 
Implicit attitude 
Lack of expectations 
Impolite language 
5. Additional informa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various attitudinal letters 
Thank-you letters VS Appraisal 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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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edback letters VS Encouragement letters 
Complaint letters VS Critic letters 
The difference are largely dependent on the social status and relation between the addresser and the 

addressee. However, as far as this course is concerned, the former three types, where are more widely 
applied in daily life, are trained. 

6. Assignment 
You should follow the requirements and write about 150 to 220 words. 
Option 1: Suppose you enjoyed your holiday at a youth hostel (青旅) and you appreciated the 

services a lot. Write a thank-you letter to the hostel owner express your gratitude. 
Option 2: Suppose you enjoyed your holiday at a youth hostel (青旅) and you appreciated the 

services a lot. Write a thank-you letter to the hostel owner express your gratitude. 
Option 3: Imagine you are the producer of a household chemicals company（日化厂）. Write a letter 

to a hotel manager to promote your new eco-friendly detergent. 
Lesson 4 Business letter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Business letters are written *IN* the process of a commercial project, both sides pushing the process 

forward in form of a “dialog on the paper”. 
Types of business letters 
Inquiry letters 
Response letters 
Bidding letters 
2. Essential points 
2.1. The aim of business letters 
Being communicative, there had not been any other type of letter requiring so much explicitness and 

expressiveness. 
2.2. Critical points of business letters 
Clear statement 
Polite attitude 
Appropriate style 
Easy to read 
Correct language 
3. Writing technique 
3.1. Writing genre 
Concerning writing techniques, things might vary from type to type –  
Inquiry letters: mainly description 
Response letters: mainly exposition 
Bidding letters: mainly argumentation 
The techniques should be carefully chosen on the basis of the genre/style of the target business letter. 
It is strongly recommended to pay 2x, 4x, 8x or 16x attention to the USE OF LANGUAGE as it has 

never been so crucial in a business letter. 
3.2. Writing tips 
There is a 5-step guide to an business letter, genre-wise. 

Step Inquiry Response Bidding 

1 Identify yourself Identify yourself Identify you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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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al) (optional) (required) 

2 Hit the topic Hit the topic Hit the topic 

3 Raise questions Answer questions Offer incentives 

4 Develop intention Enclosing Enclosing 

5 Ending Ending Ending 

4. Common mistakes and faults 
Successful business letters need to not only eliminate mistakes, but also avoid certain taboos. 
Common mistakes 
Incorrect language 
Incorrect format & style 
Impolite attitude 
Insufficient readability 
Common avoidances are: 
Peeping into private affairs 
Trying to establish personal relations 
Peeping into commercial secrets (inquiry) 
Avoiding decent questions (response) 
Devaluing competitors (bidding) 
5. Additional information 
There are still more types of business letters, examples are: 
Invitation letters 
Agreement letters 
Negotiation letters 
6. Assignment 
You should follow the requirements and write about 160 to 240 words. 
Option 1: Suppose you are a device manager of a company. Write a letter to a provider (供货商) to 

ask about some abnormal breakdown of your newly bought office equipment. 
Option 2: Suppose you are a customer service clerk of a provider. Write a letter to a customer who 

inquired about kitchenware(厨具) installation and operation.  
Option 3: Suppose your company is bidding for an infrastructure project. Write a letter to the issuer 

(发包方) to show your sincerity by offering your plan, budget and promises. 
Lesson 5 Instruction and manual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manual writing 
Briefing 
Guidance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FAQ) 
Manuals are written to instruct the reader of operation, so it is 
Instructive 
Operative 
Explanative 
2. Essential points 
To make a substantial manual, one must be ED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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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icit 
Direct 
Interrogative 
Target-oriented 
Hierarchical 
Contents of a manual may vary, ranging from a one-sentence quick sheet to a 240-page all-round 

brochure. 
3. Writing technique 
3.1. Writing genre 
As is stated above, manuals are highly explanative texts. Therefore all manuals are clearly and 

explicitly expositions, and should abide by the kernel standards of being good expositions. 
3.2. Writing tips 
As to writing techniques, different types of manuals require different styles of writing. 
Briefing: use lists and pay attention to logic. 
Guidance: use bulleted/numbered paragraphs and pay attention to sequence. 
FAQ: use dialog and pay attention to relevance. 
4. Common mistakes and faults 
Failure in manuals often falls to the following: 
Wrong adoption of style 
Misinterpretation 
Irrelevant topic 
Missing/chaotic steps 
Mismatching numbers/figures 
Redundant expression 
5. Additional information 
5.1. Simplified logic for different genres 
Briefing: for instruction together with introduction (As for X, X is Y) 
Guidance: for hand-to-hand, step-by-step operation (To achieve X, do Y) 
FAQ: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nd troubleshooting (In case of X, do(don't) Y) 
5.2. Format and templates 
Briefing 
l [Item 1] Content 
l [Item 2] Content 
l [Item 3] See below:……. 
Guidance 
l Step 1: Do … 
l Step 2: Do … when … 
l Step 3: When ..., do … 
FAQ 
l [Q] Question? 
l [A] Answer. 
6. Assignment 
You should follow the requirements and write about 190 to 270 words. 
Option 1: Write a briefing to introduce the basic features of your mobile phone model（手机型号） 

and instruct readers the basic functions of its buttons, keys and pl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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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 2: Write a guidance to tell readers how to play a card/board/TV/computer/mobile game you 
are interested in, basic rules only. 

Option 3: Write an FAQ to inform readers of precautions concerning the maintenance of a fashion 
accessory or a luxury furniture. 
Lesson 6 News report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We are definitely living in a world of booming information. Every day around, we are bombed with 

all sorts of news. 
The types of news report can vary. Most common ones are: 
Hard news 
Soft news (newsletter) 
News feature 
2. Essential points 
For attractive news, you need to watch CCTV-13, the news channel: 
Clear statement 
Complete story 
Timely fashion 
Vivid description 
1 explicit perspective 
3rd person narration 
3. Writing technique 
3.1. Writing genre 
News is a combination of narration and description, depending on how timely and how detailed it 

needs. All techniques regarding narration and description, are universally applicable in writing a piece of 
news. 

3.2. Writing tips 
As to writing techniques, different types of news may require different emphasis. 
Hard news: a quick glance at what happened. Focus on the time axis. 
Soft news: a detailed inspection into what lay behind the happenings. Focus on the cause and effect 

in the entire duration. 
News feature: a bird-view perspective over the entire event. Focus on the reporter’s attitude and 

observations. 
4. Common mistakes and faults 
Failure in news report often is categorized into: 
Wrong choice of style 
Cluelessness 
Insufficient subjectivity 
Distorted time axis 
Dull expression 
5. Assignment 
You should follow the requirements and write about 140 to 240 words. 
Option 1: Write a piece of hard news on a recently held sport game of the school. You should report 

about the rivals, the match process and the results. 
Option 2: Write a piece of soft news on the newly elected Students’ Union President. You should 

report about his presence in election and his behavior after being on the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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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 3: Write a piece of news feature on a recent change of administrative rules on the campus. 
You should focus on the reason of the changes and discuss the possible influences to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brought about by it. 
Lesson 7 Event schedule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Schedules are made to tell the reader about the happenings during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A log: the happenings of the past 
A synopsis: the happenings of the present 
An agenda: the happenings of the future 
The illocutionary function of an event schedule is to REMIND and NOTIFY. 
2. Essential points 
To fully strengthen the merits of a good schedule, one should remember the first 7 letters on the 

alphabet: 
Accurate 
Brief 
Concise 
Direct 
Event-oriented 
Full 
General 
3. Writing technique 
3.1. Writing genre 
It is not hard to observe that a substantial schedule is laid out just like a narration, but a rather 

simplified version omitting all unnecessary details. 
All important notifications of narration should be followed except the tense. 
Log: past tense 
Synopsis: present tense 
Agenda: present or future tense 
Elements of narration must not be omitted. 
Date 
Time 
Persons 
Event (beginning, developing and ending) 
Dividing technique is wildly used. 
3.2. Suggested formats 
It is highly recommended that we use a table layout for event schedules. 

Title (obligatory) 
Date (if constant) 
Place (if constant) 

Time Event Persons Note 

… … … if necessary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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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General notes (if any) 
4. Common mistakes and faults 
Failure in schedules often falls to the last 7 letters of the alphabet: 
Zipping 
Yielding 
X-information 
Woven guessing 
Volatile format 
Unwanted detailing 
Transposing 
5. Assignment 
You should follow the requirements and write about 90 to 150 words. 
Option 1: Write a travel log to keep track of a journey you have taken before. Notify important points 

concerning travelling. 
Option 2: Write a synopsis to remind the hostess of the timeline of a festival gala involving multiple 

programs. 
Option 3: Write an agenda for an international legal seminar that will be held for 2 days on campus. 

Lesson 8 Rewriting practice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Papers would not have been as good as they are if there was no revising 
For every published paper, the usual steps after the first draft is done is usually an endless circle 

between: 
Revising 
Editing 
Reflecting 
And finally. After enough cycles of the above steps, it comes to the final step aka “Publishing”. 
2. Essential points 
A full process of revising usually include the following: reading for problems, correcting the 

problems, rewriting problematic parts, and forming a whole essay again. 
2.1. Reading for problems 
A fast reading for logical problems 
A quick reading for information completeness 
A careful reading for grammar mistakes 
A close reading for spell check 
2.2. Correcting the problems 
Problem corrections should be done in the reverse order of reading. 
Correct spelling errors first. 
Correct ungrammatical sentences second. 
Fulfill the incomplete contents third. 
Rearrange illogical patterns and layout last. 
2.3. Rewriting problematic parts 
Make revising reasonable and practical 
Avoid beating around the bush 
Avoid biting off more than you can ch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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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a plan on how and what to revise 
2.4. Forming a whole essay again’ 
Step 1: Correct each mistake carefully. 
Step 2: Replace wrong parts with rewritten parts one after another. 
Step 3: Read through the revised essay to see if more things need to be adjusted (the fewer the 

better). 
Step 4: Congratulations on a successful revision! 
3. Making a revision plan 
The aim of a revision plan/report: to reduce error ratios 
Draw an outline of four aspects of errors and mark them to your revising essay 
Logical problems 
Content problems 
Grammatical problems 
Spelling problems 
4. Assignment 
You should choose any 1 from your 6 essays written during the semester. Read for problems and 

mark them on your revision plan. Corrected the problems as is guided. Form a new piece of revised essay 
and finally submit both the new essay and the revision plan. 

（二） 实践教学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践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Coursing Briefing 2  
2 Self-introduction 2 Lecture 
3 Self-introduction 2 Review 
4 Application letter 2 Lecture 
5 Application letter 2 Review 
6 Attitudinal letter 2 Lecture 
7 Attitudinal letter 2 Review 
8 Business letter 2 Lecture 
9 Business letter 2 Review 

10 Instruction and manual 2 Lecture 
11 Instruction and manual 2 Review 
12 News report/Event schedule 2 Lecture 
13 News report/Event schedule 2 Review 
14 Rewriting practice 2 Lecture 
15 Rewriting practice 2 Review 
16 In-class Exam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各类应用文的格式、内容规范讲解。 
难点：在照顾应用文格式的前提下，准确表达作者所要的意思，并避免出现语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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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学生预先阅读一些主题相关的应用文本，汉语、英语均可。 
2.教师对这类文本的要点进行讲解。 
3.学生按要求写作。 
4.教师对学生作文进行点评。 
教学手段： 
1.课件展示，包括：文体格式规范、范文阅读、方法展示。 
2.作文讲评，包括：文本医院、漏洞讲解、信息补充。 
3.邀请学生按小组为单位在作文讲评环节现身说法。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实验室或设备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作业成绩为主，结合平时课堂表现和期末开卷考试的评测方式。 
考核内容有： 
4． 课堂出勤（Class attendance）占 15%  
5． 课前汇报（Presentation）占 15% 
6． 平时作业（Assignment）占 50% 
7． 期末考试（Final exam）占 20% 
7、作业要求： 
结合教程，每单周布置与教程相关的 3个主题写作，学生任选其中一题进行写作，每双周讲评

上一次的写作。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自编教案，选择在日常生活中具有代表性的、应用性强、场合多元的应用文体，进行介绍、讲

解、训练。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自主编写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杨永林编著《体验英语写作 2》（学生用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5月 第 2版。 
2. 杨永林编著《体验英语写作 2》（实践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5月 第 2版。 
3. 傅似逸编著《英语应用文写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6月 第 2版。 

执笔：丁韬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7月 1日 

 

法律英语写作 
Legal English Writing  

课程号：3080008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从探讨法律英语文体特征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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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概述法律文本的基本要素等内容，以写作为主要关注点，通过“写作例示”来解析法律文书写作
的全过程。“写作例示”分为四部分：写作情景介绍，写作特点分析，写作范文展示，范文语言特点
简析，最后是“固定表达法”。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信头式样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标准信头式样 
2． 传真首页标准式样 
标准信头式样： 

ZHANG, WANG & LEE, L.L.P. 
ATTORNEYS AND COUNSELLORS AT LAW 

666 EAST CHANGAN BOULEVARD 
BEIJING, P.R. CHINA 100001 

TELEPHONE: 010-1234-5678; TELEFAX: 010-1234-5679 
WWW..ZWL.COM.CN 

DEGUANG ZHANG, ESQ. (CHINA & NEW YORK)     SHOUWEN WANG, ESQ. 
(CHINA) 

MICHAEL JICHENG LEE, ESQ. (CHINA & D.C.)      JUN MA, ESQ. 
(CHINA & CANADA) 

ROBERT COHEN, ESQ. (NEW YORK & CALIFORNIA)    QIAN HO, SOLICITOR. 
(HONGKONG) 

VIA REGULAR INTERNATIONAL MAIL 
April 1, 2004 

Mr. Freeman Cohen 
151 Conduit Road, 2/F 
Jersey City, New Jersey 07001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v. Huaxia Furniture Co., Ltd. et al. 
Dear Mr. Cohen: 
2．传真首页标准式样： 

ZHANG, WANG & LEE, L.L.P. 
ATTORNEYS AND COUNSELLORS AT LAW 

666 EAST CHANGAN BOULEVARD 
BEIJING, P.R. CHINA 100001 

TELEPHONE: 010-1234-5678; TELEFAX: 010-1234-5679 
WWW..ZWL.COM.CN 

FACSIMILE COVER PAGE 
ATTENTION:  JOHNSON SMITH, ESQ., SMITH & BARBER, L.L.P. 
     Fax number: 001-212-123-4567 
DATE:    January 23, 2005 
TOTAL NUMBER OF PAGES (INCLUDING THIS COVER PAGE): FIVE (5) 
PERSONAL & CONFIDENTIAL 
This facsimile is to the personal attention of the above listed recipient ONLY.  Interception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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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priation of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is inappropriate and against the law.  If you are not the 
person intended to receive same, please notify the recipient immediately or return all pages covered 
hereunder to the sender at the above-captioned address – postage will be duly reimbursed.  Thank you. 
学习目标： 
1．了解传真首页标准式样。 
2．掌握信件首页标准式样。 
作业：课后习题 

知识单元 2 案情法律分析报告 
OFFICE MEMORANDUM          September 12, 2005 
TO:   All foreign and domestic summer interns 
FROM:  Director of Litigation 
RE:   Theory of the Case Memorandum 
A theory of the case is a working hypothesis of how the law and facts will fit together to support the 

result sought by our client.  The statement of facts should include, in addition to a statement of those 
facts presently known, a statement of those facts that need to be developed.  The statement of law is a 
summary explanation of why specific legal authorities compel a decision in our client’s favor on the basis 
of those facts.  Although it is to be stated in detailed and definite terms, the theory of the case is 
necessarily provisional, and may be revised and refined as fact development proceeds. 

In writing the theory of the case memo, you must begin with one or more overarching statements of 
what we will ask the court to hold.  For example, in an age discrimination in employment case, an 
overarching statement of the plaintiff’s case theory might be: 

The defendant employer is liable under the Labor Act for damages, injunctive relief, and attorney’s 
fees for having terminated our client because of his age.  Our client will make out a prima facie case 
based on the facts that he was in a protected age category at the time of his termination, was qualified to 
perform the job, was replaced by a younger person, and was terminated in a work force reduction that 
disproportionally impacted persons over 40 years old.  Defendant’s effort to establish that our client was 
unqualified to perform the assigned work will fail to rebut the prima facie case. 

Next, each element of the case theory must be identified.  Any legal principles that affect an 
element of the case theory must be briefly analyzed.  Known facts that support an element of the case 
theory must be stated and facts that need to be developed must be identified. 

In the preceding age discrimination example, this analysis would be as follows: 
1. Element: A showing of disparate impact alone establishes a prima facie case of age 

discrimination. 
2. Analysis: In Feihong Group vs. Fort Motors (China), Ltd.,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held that 

disparate impact alone establishes a prima facie case of race discrimination, because it raises a permissive 
inference with regard to protected class.  The same analysis should apply in age discrimination cases, 
because of congressional intent to create a protected class. 

3. Known facts: 12 of 20 persons terminated in plaintiff’s department were over 40 years old. 
4. Facts to be developed: age distribution of defendant’s overall work force reduction and 

remaining work force. 
学习目标：掌握案情法律分析报告的写作方法 
作业：课后习题 

知识单元 3：说服性的法律意见书 
OFFICE MEMORANDUM          September 12, 2005 
TO:   All foreign and domestic summer in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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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irector of Litigation 
RE:   Persuasive Briefs 
All persuasive briefs, including Briefs in Support of Motions (also called Memoranda of Points and 

Authorities), shall conform to the following guidelines. 
All briefs shall include a Statement of Facts.  The aim of the Statement of Facts is to persuade the 

tribunal that the facts support our client’s position.  The facts must be stated accurately, although 
emphasis is not improper.  Select carefully the facts that are pertinent to the legal arguments.  In the 
case of a motion for summary judgment, our arguments must be based on undisputed facts. 

This firm follows the practice of breaking the argument into its major components and writing 
carefully crafted subject headings that illustrate the arguments they cover.  Avoid writing briefs that 
contain only a single broad argument heading.  The argument heading should succinctly summarize the 
reasons the tribunal should take the position you are advocating.  A heading should be a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a rule of law to the facts of the case and not a bare legal or factual conclusion or a statement 
of an abstract principle.  For example, improper: THE UNDERLYING FACTS ESTABLISH 
PLAINTIFF’S CLAIM OF RIGHT.  Proper: BY PLACING A CHAIN ACROSS THE DRIVEWAY, BY 
REFUSING ACCESS TO OTHERS, AND BY POSTING A “NO TRASPASSING” SIGN, PLAINTIFF 
HAS ESTABLISHED A CLAIM OF RIGHT. 

The body of each argument should analyze applicable legal authority and persuasively argue how the 
facts and law support our client’s position.  Authority supportive of our client’s position should be 
emphasized, but contrary authority also should generally be cited, addressed in the argument, and 
explained or distinguished.  Do not reserve arguments for reply or supplemental briefs. 

You need not prepare a table of contents, a table of cases, a summary of argument, or the index.  
These will be prepared, where required, after the draft is approved. 

学习目标：掌握说服性的法律意见书的写作方法 
作业：课后习题 

知识单元 4:工作申请信 
Cherry W. Watson, Esq. 
1300 East Denver Lane 

St. Claire, Wisconsin 41106 
Telephone: (415) 671-1301; Email: CWWatson@justice.com 

April 1, 2004 
Mr. Wang Shouwen, Hiring Partner 
Wang, Zhang & Lee, L.L.P. 
666 Chang’an Boulevard 
Beijing 10000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 Investment Attorney 
Dear Mr. Wang: 
A recent vacational trip to China has changed my life career plan for good and all; joining the world’s 

fastest growing economy and contributing to its further advancement are now my top priority.  I should 
be obliged if you could tell me whether there is currently any attorney position available in your firm.  I 
would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y to put my skills and experience to assist Chinese companies in secur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especially thos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 have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these areas: bridging investment relations, recruiting influential 
personalities and officials, designing motivational marketing materials, and creating stronger local 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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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greater positive awareness.  My past successes include: 
l Having helped China Datanet from Beijing listed in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raising 

capital in excess of 400 million U.S. dollars. 
l As an of counsel for a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 having attracted more than 200 distinguished 

Americans to support Humanitarian America, leading to a $4.9-million increase in donations in one year. 
My qualifications also include a Doctor of Jurisprudence (J.D.) degree from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School in Chicago, a student editor of Northwestern Law Review from 1996 to 1998, and active 
member of California as well as Wisconsin Bar.  Please refer to my attached resume for further details. 

Even if you do not currently have a position into which I could fit, I would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keep me in mind should that position become available in the future or, in the alternative, pass my 
information on to local Chinese firms interested in my qualifications.  Thank you. 

Sincerely, 
 

   Cherry Watson 
Enclosure  
学习目标：:工作申请信的格式与写作方法 
作业：课后习题 

知识单元 5: 工作应聘信 
March 29, 2005 
Ms. Linda Ng 
Manager of Administrative Employment 
North American Hardware, Inc. 
10 Pudong Plaza 
Pudong, Shanghai 300031 
Dear Ms. Ng, 
While opening today’s China Daily I accidentally spotted your advertisement for the position of 

Patent Attorney.  Although I have not been looking for a change, your ad did catch my attention.  I 
would very much like to work for a Fortune 500 company, and your firm is particularly attractive to me. 

My credentials, as called for in your ad, include a B.S. in computer engineering from Chengd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over two years in the computer industry as a Patent Attorney.  My law degree 
is a Juris Master (J.M.) from the prestigious Tsinghua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in Beijing. 

I am currently working for an I.P. firm in Chengdu, where I serve as their principal attorney in the 
patent arena.  The firm is small, with 12 attorneys and serving mostly hi-tech companies in Southwest 
China.  As such, I have had to be a generalist and to learn extensively about computer engineering 
processes.  My communicational capability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is considered top-notch among local 
attorneys. 

I feel my qualifications are an excellent match for your requirements, and I would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with you and the members of your Law Staff to further discuss your requirements. 

Thank you for your consideration and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hortly. 
Sincerely, 
Jingjing Wang, Esq. 
Enclosure: resume. 
学习目标：工作应聘信写作格式与方法 
作业：课后习题 

知识单元 6 :律师聘用协议（中英文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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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AINER AGREEMENT – CONTINGENCY 
律师聘用协议--风险收费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legal services to be rendered by Zhang, Wang & Lee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Law Firm”) for any claim that BMI Inc. of U.S.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lient”) may have 
against the parties for default payment of a debt owed, the Client does employ said Law Firm to 
commence and prosecute such claim. 

考虑到张王李律师事务所（下文称为“律师事务所”）愿为美国 BMI公司（下文称为“委托人”）
提供诉讼法律服务以解决相关债务纠纷，委托人特此聘用该律师事务全权处理有关法律事务。 

Client agrees to pay, and hereby assigns to Law Firm, a lien of 33% of all amounts recovered on 
behalf of Client by settlement before the filing of a lawsuit or other legal proceedings; 33% of all amounts 
recovered after the filing of a lawsuit or other legal proceedings but prior to trial; and 33% of all amounts 
recovered or awarded upon trial. 

不管在提起诉讼之前双方达成庭外和解，还是诉讼提起之后但在审判前双方达成和解，仰或是

通过庭审判决得到赔偿，委托人同意向律师事务所支付获偿额的 33%作为律师费。 
All necessary costs and expenses in the prosecution of the case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lient.  If Law Firm advances funds on behalf of the Client for any costs or expenses, Client agrees to 
reimburse Law Firm for such advancements. 

在案件诉讼过程中的所有必要费用都应由委托人支付。如果律师事务所为委托人预先垫付任

何费用，委托人同意偿还相关垫付费用。 
All expenses and charges of any nature mad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case are not litigation costs and 

will be paid by Client.  In the event of a recovery, Client agrees that Law Firm may pay any of these 
unpaid bills from Client’s share of the recovery.  If Client recovers nothing, it is understood that Law 
Firm is not bound to pay any of these expenses. 

委托人同意因办理本案所产生的非诉讼费用也应由委托人支付。在得到获偿赔付的情况下，律

师事务所可以从委托人应得的赔付金额中扣除未付的非诉讼费用。如果委托人得不到获偿，委托人

也须支付这些费用。 
Law Firm, in its absolute discretion, may withdraw at any time from the case upon notice to Client if 

investigation discloses no basis for further action on behalf of Client, or if Client fails to cooperate in Law Firm’s 
prosecution of the case.  Associate counsel may be employed at the discretion and expenses of Law Firm. 

如果调查表明案件无进一步诉讼的理由，或委托人在诉讼中不予配合，一经通知委托人，律师

事务所有权自主决定于任何时候退出案件代理。 
Client agrees not to compromise the claim without Law Firm’s consent and Law Firm is not 

authorized to do so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Client. 
委托人承诺未经事务所的同意不得对本案作任何妥协和让步，且未经委托人同意律师事务所

也不得作任何妥协和让步。 
The fee for services rendered by Law Firm does not include the perfecting of an appeal on behalf of 

the Client 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Client if an appeal has been perfected by the adverse party.  Fees 
for appeal shall be subject to renegotiation between Law Firm and Client. 

本合同约定付给律师事务的法律服务费不包括代理委托人提起上诉或因对方当事人上诉而应

诉所产生的费用。上诉费用应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重新商定。 
Client agrees to keep the Law Firm advised of his whereabouts at all times and to cooperate in the 

preparation and trial of the case, to appear on notice for depositions and court appearances, and to comply 
with all reasonable requests made of him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epar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this case. 

委托人同意随时告知律师事务所其行踪，在案件准备和庭审期间参与合作，接到庭外当面质

证和庭审通知时按时到场，并履行在案件的准备和庭审过程中对其的所有合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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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ent hereby authorizes Law Firm to provide all information, including doctors’ reports, hospital 
records, etc., and any and all pictures to the insurance company or the attorney for the adverse party. 

据此，委托人授权律师事务所向对方保险公司或律师提供相关所有信息，包括医生的诊断报

告，医院的病例记录等等，以及任何相关照片。 
NO PRESENTATION HAS BEEN MADE REGARDING WHAT AMOUNT, IF ANY, CLIENT 

MAY BE ENTITLED TO RECOVER IN THIS CASE, NOR HAVE ANY WARRANTIES BEEN MADE 
REGARDING THE OUTCOME OF THIS MATTER. 

律师事务所并未对赔付额作任何表述或担保，也未对案件的诉讼结果作出任何保证。 
Dated: December 7, 200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guang Zhang 
For Zhang, Wang & Lee, L.L.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MI Inc. of U.S.A. 
NOTE: THIS IS YOUR AGREEMENT.  IT PROTECTS BOTH YOU AND YOUR ATTORNEY.  

IT IS DESIGNED TO PREVENT MISUNDERSTANDING.  IF YOU DO NOT UNDERSTAND IT OR 
IF IT DOES NOT CONTAIN ALL THE AGREEMENTS WE DISCUSSED, PLEASE TELL US. 

备注：本协议是您的律师聘用协议，用以保护您及您的律师，还用于防止双方产生误解。如

果对此协议有何疑问，或者此协议并未包含我们所达成的全部共识，请告知我们。 
学习目标：掌握律师聘用协议的写作方法 
作业：课后习题 

第七知识单元：与客户就起诉状进行沟通（包括起诉书样本） 
VIA REGULAR INTERNATIONAL MAIL 

May 18, 2004 
Mrs. Grace M. Wang 
123 Oak Street 
Hometown, Virginia 30012 
U.S.A. 
Re: Mrs. Wang vs. Mr. Wang 
Haidian District People’s Court Docket No. 111 
Dear Mrs. Wang: 
Following up on your request, enclosed for your careful review please find a draft of the proposed 

Complaint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in the above referenced matter.  Although I have tried to draft the 
Complaint from the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s you have provided, I must ultimately rely on your 
personal knowledge of these facts to make sure the Complaint is accurate and complete.   

This is an important legal document, and before it is filed we must try to make sure that there are no 
misstatements or exaggerations.  With this in mind, please review it carefully and make any suggested 
corrections, changes, or additions either directly on this draft or in a separate memo directly from you to 
me (to preserve the attorney-client privilege), or both.  These being done, please return the document(s) 
to me as soon as possible so that I can continue to move forward on this matter. 

As always,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comments, or concerns, please let me know. 
Sincerely, 
Wang, Zhang & Lee 
_________________ 
        Deguang Zhang, E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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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losure 
BEIJING HAIDIAN DISTRICT PEOPLE’S COURT 

Mrs. Grace M. Wang, Plaintiff vs. Mr. Bai Wang, Defendant. 
Case No. 11111 
COMPLAINT FOR ABSOLUTE DIVORCE 
1. The court’s jurisdiction is based on P.R.China Civil Procedure Code Section 3, Article 101. 
2. Plaintiff, Mrs. Grace M. Wang, is a naturalized citize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esident of the 

State of Virginia, currently residing at 123 Oak Street, Hometown, Virginia 30012. 
3. Defendant, Mr. Bai Wang, is an adult citize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 permanent 

resident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ity for 41 years, actually residing at Yingchun Beili 5-13-2-408,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13. 

4. The parties were lawfully married on April 1, 1990, in Handian District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at which time both were citize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permanent residents of Beijing 
Municipality. 

5. There were two children born of said marriage, namely, Jacky Wang, born June 12, 1994, and 
Melissa Wang, born April 1, 1997, both of whom currently residing with Plaintiff in the State of Virginia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6. That the Plaintiff is a fit and proper mother to have custody of said minor children. 
7. That on numerous occasions and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the Defendant did and continues to 

commit adultery; said adultery has been committed by defendant with an individual by the name of Ms. 
Second Mistress, whose address is currently unknown to Plaintiff; the Plaintiff has neither forgiven nor 
condoned said conduct; and there is no reasonable hope or expectation of a reconciliation between the 
parties. 

8. That although conduct of the Plaintiff has been that of a faithful, kind and chaste wife, yet the 
Defendant has persistently engaged in cruelty of treatment of the Plaintiff, and has engaged in excessively 
vicious conduct, endangering Plaintiff’s safety, health, and happiness, and has assaulted Plaintiff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causing her bodily injury, and has harassed and humiliated her in the presence of her 
family including their minor children and friends, and rendering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 impossible if 
Plaintiff is to preserve her health, safety and self-respect. 

9. The Plaintiff and Defendant are joint owners of the real property located at Yingchun Beili 
5-13-2-408, said real property being an apartment by the size of approximately 150 square meters. 

10. That the parties hereto had jointly purchased said property on or about May 13, 1998, as Tenants 
by the Entireties, since they were duly married then. 

11. That since the purchase of said property in 1998 the Plaintiff has continued most, if not all, of 
the mortgage payments including principal and interest, as well as the homeowner’s insurance; that all of 
the aforesaid payments have been made with very meager capital contribution on the part of the 
Defendant. 

12. That currently there exists certain other marital property owned by either or both of the par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bank accounts, stocks and securities, pension and profit-sharing accounts, 
furniture and furnishings and two automobiles. 

WHEREFORE, the above premises considered, Plaintiff prays: 
1. That Plaintiff be awarded an absolute divorce from the Defendant on the grounds of adultery 

and/or cruelty. 
2. That the Defendant be enjoined and restrained from harming, molesting, harassing, threatening 

or otherwise interfering with the Plaint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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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at the Plaintiff be awarded temporary and permanent custody of the minor children of the 
parties. 

4. That the Defendant be ordered to pay Plaintiff a reasonable sum for the temporary and 
permanent child support. 

5. That the Court determine the ownership and value of all personal property regardless how titled. 
6. That upon the final hearing of the action the Court order a sale in lieu of partition of the real 

property located at Yingchun Beili 5-13-2-408, Beijing, and a division of the proceeds of sale between the 
parties based upon their respective interest in the property, and further requiring contribution from the 
Defendant for the mortgage payments, homeowner’s insurance, and necessary repairs and maintenance 
paid by the Plaintiff. 

7. That Defendant be ordered to pay to Plaintiff suit money and court costs, including a reasonable 
contribution toward Plaintiff’s attorney’s fees in connection with legal services for the benefit of said 
children. 

8. And such further relief as the Court may deem proper and jus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race M. Wang, Plaintiff 
To the Honorable Court: ss 
Grace M. Wang, being first duly sworn on oath, deposes and states that the forgoing “Complaint for 

Absolute Divorce” has been subscribed and read by her and that the things contained therein are true to 
the best of her knowledge, information and belie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race M. Wang 
Subscribed and sworn to before me this ______ day of _______, 20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otary Public 
Respectfully submitt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eguang Zhang, Bar # 12345 
Zhang, Wang & Lee, L.L.P. 
Attorney for Plaintiff 
666 East Chang’an Boulevard 
Beijing 100001, China 
010-1234-5678   
学习目标： 
1. 掌握与客户就起诉状进行沟通信函写作方法 
2. 掌握起诉书写作技巧 
作业：课后习题 

第八知识单元：法律市场分析报告 
ZHANG, WANG & LEE, L.L.P. 

ATTORNEYS AND COUNSELLORS AT LAW 
666 EAST CHANGAN BOULEVARD 

BEIJING, P.R. CHINA 100001 
TELEPHONE: 010-1234-5678; TELEFAX: 010-1234-5679 

WWW..ZW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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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A E-MAIL & REGULAR INTERNATIONAL MAIL 
June 18, 2004 

Mr. Fred Olson, CEO 
Low Chemicals, Inc. 
Anytown, Anystate 30013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 Reasons to Invest in China 
Dear Mr. Olson: 
Your letter dated June 10, 2004 has been received.  Thank you for trusting your inquiry for 

information upon us.  We fully understand your concerns and hope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s would 
help relieve them. 

If you had been a savvy investor alive in the 1880s, you would have see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as 
becoming the industrial powerhouse of the world.  You would have noticed that the Americans were 
designing factories that could produce everything from steel to textiles, for less cost than competitors in 
Europe.  You would have recognized that the settlement of the American West was creating new markets.  
You would have seen millions of immigrants and understood that any country capable of drawing that 
much new labor was capable of generating that much more output. 

So why didn’t more people leap at the opportunities? 
Some did, of course.  The United States was attracting mor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an any 

country in the world.  But many people shied away.  Why?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looked like a 
dangerous, lawless place where contracts didn’t mean much more than the paper they were written on, 
where speculation was rampant, where devastating economic crashes were frequent and violent labor 
strikes were common. 

Opportunities don’t always look like opportunities. 
You could have done quite well by inve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day, the 

same thing might be said about China. 
After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is the most dynamic force in the world economy.  In 2003 and 2004,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se two countries will account for more than 50% of the world’s economic growth.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is a far bigger economy, China is growing more rapidly. 

But many investors are deterred today, just as their great-grandfathers were by the uncertain 
conditions of the U.S. economy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Good investors follow good opportunities; great investors discover new ones. 
The Chinese economy is growing 8% a year, and even faster in the coastal regions.  New factories 

are being built to service the domestic market and to produce goods for sale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economic expansion of places like Shanghai, a city of more than 10 million people, is in the double-digits, 
and the appetite for cars, cell phones, appliances and services increases daily. 

China still poses challenges to investors.  Its currency doesn’t float and its legal system has only 
recently begun to hon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eriously.  But history has proven that focusing on 
obstacles can mean missed opportunities. 

Of course, you have to make the right choices.  In 19th century America, most railroad companies 
went bankrupt, but some steel companies did quite well.  Most banks issued bad loans, but a few great 
ones grew exponentially, and survive till this day.  China offers opportunities, but not all of these are 
obvious. 

The bull; the bear; and now the dragon. 
We believe that just as the United States became an industrial powerhouse in the 1890s, just as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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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es fueled growth across industries and across continents in the 1990s, the emergence of China 
today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economy.  There will be many winners, and innovative American 
companies doing business with China stand to benefit enormously. 

History repeats itself, but opportunity doesn’t.  With our assistance, you can seize opportunities in 
China whenever uncovered.  For more than 10 years, the attorneys at Zhang, Wang & Lee have been 
committed to serving overseas investors with unmitigated zeal and great professionalism.  We are proud 
of our proven record in assisting clients investing in the dynamic change in China.   

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again. 
Sincerely, 

      Zhang, Deguang 
       Managing Partner. 

Enclosure: Firm Brochure 
学习目标：掌握法律市场分析报写作方法 
作业： 课后习题 

第九知识单元：法律意见书写作要求 
ZHANG, WANG & LEE, L.L.P. 

ATTORNEYS AND COUNSELLORS AT LAW 
666 EAST CHANGAN BOULEVARD 

BEIJING, P.R. CHINA 100001 
WWW..ZWL.COM.CN 

OFFICE MEMORANDUM          September 12, 2005 
TO:   All foreign and domestic summer interns 
FROM:  Director,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ractice 
RE:   Legal Opinion Letters to Clients 
Most legal writing has two general purposes, either to inform or to persuade, or sometimes to do both.  

One very specific form of legal writing is an opinion letter to a client.  The general purpose is to inform, 
but it goes far beyond giving information. 

We have a dual goal:  
1. to give the client a diagnosis.  
2. to give a prescription.  
We want to help the client understand how the law applies to his or her particular problem and to 

explain his or her leg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o give credibility to our conclusions, we need to explain 
how the law and facts support our reasoning and opinion.  Our second purpose, the prescriptive one, is to 
enable the client to make a decision about how to deal with his or her legal problem.  To do so, we must 
not only set out the options available to the client, but also the risks and benefits of each.  To evaluate 
each course of action, we must take into account factors such as expense, delay, risk, emotional conflict, 
risk, and, of course, the client's specific concerns.  It is not our intent to persuade the client or to sway his 
judgment, but to make sure that he has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problem and its possible 
solutions to make an informed decision about the best means of resolving it. 

Our law firm follows these guidelines in preparing legal opinion letters to clients: 
1. State or summarize each client question independently. 
2. Following each question, provide a concise one-sentence statement giving a “short answer” to 

the question. 
3. Following the short answer, write an explanation of the issues raised by the question, including 

how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combined with the facts lead to your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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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Bear in mind that, in most cases, the client is not a lawyer, so use language appropriate to the 
client’s level of sophistication.  Remember also to write in a way that allows the client to follow your 
reasoning and the logic of your conclusions. 

学习目标：掌握法律意见书写作方法 
作业：课后习题 

第 10知识单元：向客户建议起诉 
VIA REGULAR INTERNATIONAL MAIL & TELEFAX 

May 18, 2005 
Ms. Grace M. Folen 
123 Oak Street 
Hometown, Virginia 30012 
U.S.A. 

Re: Status Report 
Dear Ms. Folen: 
This letter is to let you know about the current status of our negotiations with Junrui Import 

Corporation. 
As you know, we’ve been negotiating with Junrui Import Corporation for weeks.  Unfortunately, the 

company will not offer you any more than $5,000.00 as a settlement to your injury.  Consequently, it 
now appears impossible to settle the matter without the help of the People’s Court.  

Therefore, I think the best way to proceed would be to file a lawsuit.  In doing so, we still bear a 
risk of losing the case.  Chance of our losing the case, however, is below 50 percent.  We have got a 
fairly strong case. 

Our next step will be to file a complaint for you.  The draft of the complaint will be finished within 
a week, and will be sent to you for your correction and approval. 

Please do not hesitate to call m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ncerns.  I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Very truly yours, 
ZHANG, WANG & LEE 
Yuan Tang, Esq. 

第 11知识单元：起诉书的形式和具体文件要求 
VIA REGISTERED INTERNATIONAL MAIL 

May 18, 2005 
Deguang Zhang, Esq. 
Zhang, Wang & Lee, L.L.P. 
666 East Chang’an Blvd. 
Beijing 100001, China 
Re:  Texas Instrumental, Inc. v. China Huaguang Hitech Co. 
Dear Mr. Zhang: 
Pursuant to your request, enclosed are copies of the Complaint, Demand for Jury Trial with Exhibits, 

and Plaintiff’s First Request for Production of Documents, all of which were personally served on your 
client’s representative in Texas on March 2, 2005. 

It has been over six weeks since your client was served with these pleadings and the responses are 
now overdue.  Please let me know at your earliest convenience when you will be providing the 
responses. 

Sincer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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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er & Associates, P.C. 
____________________ 
        Susan Miller, Esq. 
Enclos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NORTHERN TEXA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Texas Instrumental, Inc.     * 
111 Nowhere Lane S.W.     *  Civil Action No. 00001 
College Point, TX 11111     * 
      Plaintiff   * 
v. * 
* 
China Huaguang Hitech Co.    * 
111 Happy Road       * 
Nowhere, China 222222     * 
      Defendan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 * 

COMPLAINT FOR BREACH OF CONTRACT 
COMES NOW the Plaintiff, Texas Instrumental, Inc., by and through counsel, Baker & Associates, 

P.C., and does hereby state the following as and for its complaint: 
I. JURISDICTION 

Jurisdiction of this Court is founded on Diversity of Citizenship and Amount in Controversy under 
U.S.C. Title 28 Sections 1331 and 1332.  Plaintiff is a corporation incorporat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Delaware and defendant is a corporation incorporated under the law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matter in controversy exceeds the sum of Sixty Five Thousand dollars (USD $65,000.00), 
exclusive of interest and costs. 

II. PARTIES 
A. Plaintiff Texas Instrumental, Inc. is a Delaware corporation with its offices located at 111 

Nowhere Lane S.W., College Point, TX 11111.      
B. Defendant China Huaguang Hitech Co. is a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rporation with its 

headquarters located at 111 Happy Road, Nowhere City, China 222222. 
III.ALLEGATIONS 

1. On or about September 21, 2004, Plaintiff entered into an agreement in writing with Defendant 
whereby Defendant contracted to purchase five (5) sets of automatic chip processing machines.  A copy 
of said agreement is attached hereto, marked “Exhibit A,” and made a part of this complaint. 

2. All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the agreement have been performed by Plaintiff or have occurred. 
3. All goods and services contracted for by Defendant have been rendered by Plaintiff. 
4. Defendant has failed and neglected to pay the sum of USD $170,540.00 (One Hundred and 

Seventy Thousand, Five Hundred and Forty U.S. Dollars) or any part thereof, although payment has been 
duly demanded by plaintiff. 

WHEREOF, Plaintiff Texas Instrumental, Inc., prays this court assume jurisdiction in this matter and 
grant to Plaintiff judgment in the amount of USD $170,540.00, plus accrued interest in the amount of 
USD $4,321.00 as provided by the terms of the agreement, and for such other relief as the court may d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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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priate. 
          RESPECTFULLY SUBMITTED, 
          Baker & Associates, P.C. 

       123 West Putnam Parkway, Suite 1103 
Austin, Texas 800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y: Susan Miller, Texas Bar No.: 1234 
学习目标：掌握起诉书的形式和具体文件要求 
作业：课后习题 

第 12知识单元：动议样本（简约式） 
IN THE SUPERIOR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ivil Division 
Holy International, Inc.      * 
51 Iraq Street, Suite 1000      * 
Chicago, IL 30012       * 
  Plaintiff        *  Case No. CA 0001-05 
   Vs.        *  Calendar #12 
China Import & Export Corporation   *  Judge Clir 
111 Fuxing Road        * 
Beijing, China 100014      * 
Defendant       * 

DEFENANT’S MOTION FOR SUMMARY JUDGMENT 
The Defendant, China Import & Export Corporation, by and through counsel, Chang, Wong & Lee, 

and pursuant to Rule SCR 11, Rule SCR 13-1, and Rule 56 files this Motion for Summary Judgment and 
says: 

There are no material facts in dispute in the present case and Defendant is entitled to judgment as a 
matter of law. 

WHEREFORE, for the foregoing reasons and for the reasons set forth in Defendant’s Memorandum 
of Law filed herewith and incorporated herein by reference, the Defendant, China Import & Export 
Corporation, respectfully requests that this Court: 

1. Grant Defendant’s Motion for Summary Judgment; 
2. Award Defendant reasonable attorney’s fees and costs for defending this action; and 
3. Award Defendant such other relief as this court deems just and proper. 
Respectfully submitted,  
Chang, Wong & Lee, P.C. 
_____________________ 
Robert M. Lee, Esq. 
Attorneys for Defendant 
China Import & Export Corporation 
666 West Main Boulevard 
Washington, D.C. 20001 
 (202) 123-5678 

CERTIFICATE OF SERVICE 
I HEREBY CERTIFY that a true and accurate copy of the foregoing Motion For Summary 

Judgment, and accompanying Memorandum of Law in support thereof and Proposed Order were m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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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class, postage prepaid this 11th day of May, 2005 to the parties listed below: 
Dick B. Chiney, Esq.  
Attorney for Plaintiff 
567 Putnam Parkway 
Suite 112 
Chicago, IL 30001 
_____________________ 
        Robert M. Lee, Esq. 
        Attorneys for Defendant 
       China Import & Export Corporation 
要求暂停诉讼的动议（样本—简约式） 

IN THE SUPERIOR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ivil Division 

China Import & Export Corporation   *   
111 Fuxing Road        * 
Beijing, China 100014      * 
  Plaintiff        *  Case No. CA 05-11111 
   Vs.        *  Calendar #12 
Holy International, Inc.      *  Judge Clir 
51 Iraq Street, Suite 1000      * 
Chicago, IL 30012       * 
Defendant       *    

CONSENT MOTION TO CONTINUE TRIAL  
AND MEMORANDUM IN SUPPORT 

COMES NOW counsel for Plaintiff, with consent by counsel for Defendant, pursuant to SCR 
General Court Rule 101, and hereby moves the Court to continue the trial scheduled on June 1, 2005, for 
the following specific and sufficient reasons: 

Plaintiff’s chief trial counsel and almost all of his litigation support staff are gravely ill due to an 
unidentified contagious virus and have just been admitted to Angel Hospital in Washington, D.C.  It 
appear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e the trial scheduled for June 1, 2005, since Plaintiff’s chief trial 
counsel and his trial team are currently being quarantined and monitored for possible infection with SARS, 
and it is currently unknown when they will be released and cleared for work.  Due to this unforeseen 
situation, both parties by and through counsel have agreed to have this matter continued to a future date.  
Counsel for Plaintiff and Defendant have selected the following three alternative dates for trial, July 1, 
2005, August 1, 2005, or September 1, 2005. 

WHEREFORE, the parties respectfully request that this Court grant this Consent Motion to Continue 
the Trial. 

Respectfully submitted,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obert M. Lee, Esq.        Dick B. Chiney, Esq.  
Attorneys for Plaintiff       Attorney for Defendant 
China Import & Export Corporation     567 Putnam Parkway 
666 West Main Boulevard       Suite 112 
Washington, D.C. 20001       Chicago, IL 30001 
(202) 123-5678         (202) 876-5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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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S AND AUTHORITIES 
1. SCR General Court Rule 101. 
2. Dumb v. Connie, 123 A.3d 507 (D.C. App. 1993). 
3. This Court’s general preference for disposing of cases on the merits. 

CERTIFICATE OF SERVICE 
I HEREBY CERTIFY that a true and accurate copy of the foregoing Consent Motion, Memorandum 

of Points and Authorities in support thereof, and Proposed Order were mailed first class, postage prepaid 
this ______ day of May, 2005 to the parties listed below: 

Dick B. Chiney, Esq.  
Attorney for Defendant 
567 Putnam Parkway 
Suite 112 
Chicago, IL 30001 
_____________________ 
        Robert M. Lee, Esq. 
        Attorneys for Plaintiff 
       China Import & Export Corporation 
学习目标：掌握动议的写作要求 
作业：写作暂停诉讼的动议并完成课后习题 

第 13知识单元：代理人书面证词（经公证） 
AFFIDAVIT OF ATTORNEY IN FACT 

(Sign before a notary public) 
DISTRICT OF CHAOYANG 
CITY OF BEIJING 
Before me, the undersigned notary public, personally appeared Deguang Zhang, representative of 

Zhang, Wang & Lee, L.L.P., the Affiant, who swore or affirmed that: 
1. Affiant is the attorney in fact named in the Durable Financial Power of Attorney executed by 

Cindy W. Woo on November 26, 2004. 
2. Said Power of Attorney is currently exercisable by Affiant.  The Principal is domiciled at 222 

Pine Street, South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50141,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3. To the best of the Affiant’s knowledge after diligent search and inquiry: 
a) The Principal is not deceased; and 
b) The Principal has not partially nor completely revoked or suspended the Durable Financial 

Power of Attorney; and 
c) There has been no partial or complete termination by adjudication of incapacity or 

incompetence, by the occurrence of an event referenced in the Durable Financial Power of Attorney, nor 
any suspension by initiation of proceedings to determine incapacity or to appoint a guardian. 

4. Affiant agrees not to exercise any powers granted by the Durable Financial Power of Attorney if 
Affiant attains knowledge that it has been partially or completely revoked, terminated, or suspended; or is 
no longer valid because of the death or adjudication of incapacity or incompetence of the Principa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by Affiant, Deguang Zhang 
Sworn to (or affirmed) and subscribed before me this 3rd day of January, 2005, by Affiant Deguang 

Zhang, for and in name of Zhang, Wang & Lee, L.L.P.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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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ture and Seal by Notary Public 
作业：课后习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标准信头式样 3  
2 案情法律分析报告 3  
3 说服性的法律意见书 3  
4 工作申请信 3  
5 工作应聘信 3  
6 律师聘用协议 3  
7 与客户就起诉状进行沟通（包括起诉书样本） 3  
8 市场分析报告 3  
9 法律意见书写作要求 3  

10 向客户建议起诉 3  
11 起诉的形式和具体文件要求 3  
12 动议样本（简约式） 写作 3  
13 考试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法律英语 
后续课程：法律话语分析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课文 A中的重点词汇使用、写作手法、篇章结构、历史文化背景等。 
难点：把所学词汇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对课文文章理解后进行思辨性、开放式的讨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学生预先主动学习与课文相关的词汇用法和文化背景，主导课堂的教学进程。 
2. 教师对知识点做必要、补充性讲解。 
教学手段： 
1. 课件展示，包括：文化背景、语言阐释、修辞手法等。 
2. 师生互动性交流。 
3. 邀请学生独立做课前阅读汇报和课后的延伸话题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实验室或设备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闭卷考试为主，结合平时课堂表现和作业成绩的评测方式。 
考核内容有： 
1． 课堂出勤（Class attendance）占 10%  
2． 课前汇报（Presentation）占 10% 
3． 测验作业（quizzes/assignments）占 10%  
4． 期末考试（Final exam）占 70% 
7、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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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每一课编写一份复习测试题，以考试或课后练习方式完成并作适当讲解。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英语专业精品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何主宇编著，《涉外法律函电英文写作范例》，法律出版社出版社，2006年 1月  
（二）推荐参考书 
1. 刘艳萍等编著，《法律英语听说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11月 
2. 刘艳萍等编著 《法律英语读写教程》，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1月  

执笔：张鲁平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5日 

 

英语写作（二） 
English Writing II  

课程号：308000842  

一、英语写作（二）教学转型  
英语写作（English Writing II）是为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本科生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开设的一门

专业必修课。 
学术英语是当前二语界主流。2014年《中国政法大学英语专业（法律英语）本科培养方案》明

确要求英语专业毕业生要“具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又懂法律的宽口径、复合型的高素质英语人才，
以“英语和法律复合型人才”为思路。新方案再次强调英语专业教学由工具型向学科型和学术型的转
向。 

2014年5月24日北京地区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发展研讨会为再次强调了专业技能课程学术性与人
文性转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与会专家、老师一致认同，学生“工具技能”程度高“科技含量”低，强
调学科型转向的可行性，倡议“工具型”专业应转向 “学科型”和“人文型”。 

社会为英语专业教学改革指明了总方向指向；学校对英语专业改造提出了总原则，这需要体现、

落实在每一门已有和将要开设的课程中。适值专业改造的关键开局时期，及时地优化英语写作的教

学内容、课程体系，提出《英语写作》课程的改革方案和实施途径以及成为当下亟待完成的任务。

并结合学生的学科内容，提升专业领域内的英语综合写作能力，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思辨与创新

能力，提高人文素养，旨在培养广泛适应能力的外语人才。 
社会为英语专业教学改革指明了总方向指向；学校对英语专业改造提出了总原则，为《英语写

作》（二）教学指明了方向。《英语写作》（二）教学的基本任务和目标是帮助学生掌握说明文和议

论语体学术语篇写作能力，培养学生写出结构较好、语域适当和语言得体、表达地道的学术性文章。

此外，培养学生四级考试写作的多域表达能力：学术特征的大作文写作和口语特征的便条写作。 
二、课程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英语写作》（二）基本要求：英语写作（二）课程评估体系是：写作占最终考试成绩的 60%，

出勤和课堂讨论占 10%，阅读与日记占 10%，作业占 20%（议论文/说明文/四级考试写作）。这样
可以较为客观地反映学生课内外的学习情况和学习效果。 
《英语写作》（二）教学目的：首先培养学习者形成新的学术文化（academic literacy）意识。

注重培养学生形成新的异国学术文化意识，帮助他们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充分理解为什么

在国外学习不同于本国的学习，激发学生自我意识觉醒，帮助学生树立信心。 
再者，提高学术语篇的批判性阅读能力，包括读和写的微观技能、语域选择能力，侧重于说明

和议论语体学术语篇的阅读训练。教学内容首先通过识别语体，分析篇章结构，使学生对语篇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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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组织有一个整体把握；再考察语篇的微观组织，比较不同类型的书面语篇，了解书面语篇常用的

语式、名词化结构、连词和指称等；然后讨论语旨(tenor)，重点对作者的观点和态度以及语篇的客
观性程度作出评价。 
最后，激发学习者的学术语篇写作能力(academic writing)，促使学习者尽快形成准确而得体的

学术语篇的书面表达能力。教学内容围绕语域(register)分析而展开，即根据不同的场合，分析在不
同环境中语言使用的特征，要求学生根据不同的主题、使用具有学术语篇特征的语体、语式和语旨，

撰写内容不限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写出结构较好、语域适当和语言得体的学

术性文章。写作任务在整个课程中会分成不同阶段完成，每篇大约 800至 1000字。 
三、课程主要内容及学习目标 
《英语写作》（二） 
（一）理论教学：32学时 

Chapter 1  An Introduction to TEM Four Examinations 
1.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 Evaluation Criteria 
满分 15分，分项可以打 0.5分，从思想与表达，语言运用能力和写作规范三个方面进行打分。

思想与表达（Ideas and Arguments），语言运用能力（language use）及写作规范（mechanics）。 
评分思路涉及 a. 大跑题（只有 topic sentence, 没有 supporting points）3-5分；b. 中跑题，打

分在 8分以下，5-8分；c. 小跑题，10分以下；d. 字数少于 170字（每行 10个字）扣一分；e. 9
分及格，12分优秀；f. 内容符号要求，语言比较好，卷面干净，12分；g. 内容符合，语言一般，
卷面干净，11分。 

2.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 Items in the past Examinations  
Here make a list of 2000-2014 examination titles or requirements.  
3. Understanding Critically the Instruction Requirements in the Writing Items专四写 
作审题 
认真阅读和领会写作的背景介绍和要求，不漏过其中包含的任何信息，准确分析和领会背景和

题目词语所表达的内涵，做到既能意会，又可言传。 
• 分析 2014-2005年写作题目 
• 思考 1. 开头可以抄写提示语吗？2. 怎样定题目？ 
2008 The Benefits of Volunteering (model essay 24) 
本文要求论述“志愿活动的好处”，主体部分可以着重论述志愿活动对社会的好处，也可以论述

志愿活动对志愿者本人带来的好处，还可以兼顾两方面。构思立意时要从多个角度论述自己的观点，

并对所有者材加以整合、归纳。以讨论“对志愿者自己的好处”为例，可以讨论如下好处： 
第一，在交际、沟通能力方面的好处（包括扩大交际面，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协调不同的关系，

理解不同的立场等）。 
第二，提高工作能力、增加技能的好处（主要谈对自己知识、技能的提高有什么作用，包括学

校知识的运用，实际能力的提高等，注意与前面的“交际能力”有所区分）。 
第三，为志愿者带来成就感，获得必理上的满足（获得尊敬与承认，实现自我价值）。 

Sample 1: The Benefits of Volunteering  (by a student)  
So widespread is volunteering now that thousands of college students have become or on their way 

to becoming responsible and altruistic volunteers to help those in need. Volunteering mainly, I suppose, 
benefits in two aspects: promoting social mutual dedication and enhancing individual diathesis. 

From the aspect of society, volunteering can not only transmit the virtue of dedication but also pass 
warmth and love to both helpers and receivers. After Whenchuan Earthquake, volunteers all over the 
world headed for stricken area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have certainly given the victims strong support, 
playing a indispensable role. It's a torch passing love and warmth, witnessing and reflecting the unity and 
power of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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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aspect of individual, apart from diversifying work experience, volunteering also broadens 
students’ social networks and aggrandizes their social contacts ties. Volunteer work is team work requiring 
good cooperation. We can know people with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and different background through 
joining in the volunteer group and devoting to the volunteer work together. Volunteering is, of even more 
significance, a fairly win-win method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accomplish their personal fulfillment and to 
win other’s respects. Whatever volunteering work they do, either a volunteer teacher for a rural school or 
a volunteer in an orphanage, they can both taste multitudinous lifestyles and purify their souls. 

To sum up, volunteering is indeed a worthwhile work. It brings society warmth and harmony, brings 
us experience and friendship and brings all humanity love and courage. 

2011真题论证部分逻辑 Should Private Car Owners Be Taxed for Pollution? (Model Essay 25) 2011
专四真题要求  

Recently government agencies in some big cities have been studying the possibility of  
putting a “pollution tax on private cars. The amount of tax private car owners would have to pay 

would depend on the emission levels, i.e. engine or vehicle size. This has caused quite a stir among the 
public. Some regard it as an effective way to control the number of cars and reduce pollution in the city. 
But others don’t think so. What’s your opinion?” Write a composition of about 200 words on the 
following topic:  
  Should private car owners be taxed for pollution?  
  You are to write in three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state clearly what your view is.  
  In the second part, support your view with appropriate reasons.  
  In the last part, bring what you have written to a natural conclusion or a summary. 
  Marks will be awarded for content, organization, grammar and appropriateness. Failure to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may result in a loss of marks.) 

论证部分逻辑分析 
第一层：增加治理污染的资金来源，再分两层：治理污染；环境保护，增加的举例细节。 
第二层：污染税增强公众环保意识，收税→间接减少车辆出行→ 
减少环境污染意义→增强公众环保意识 
学生范文 
Sample 2: Should Private Car Owners Be Taxed for Pollution? (by a student) 
Recently, the “pollution tax” on private cars has inflamed public opinion. Some just assail it over the 

feasibility and unfairness. However, this policy has its own vital function in easing air pollution and 
arousing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n the whole nation. 

Basically, pollution tax could ease air pollution. Since it depends on the emission levels, engine or 
vehicle size of a car, buyers are more prone to purchase vehicles that are small, energy efficient,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s a result of the increasing demands of such types,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become inclined to efficient and pragmatic models for more profits. With the alteration of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the vehicle exhaust will be diminished effectually and naturally. The air quality is also 
ameliorated in the same time. 

Besides, pollution tax has the value of arousing environment awareness in the public. As th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vehicles become reputable, car owners will focus far more on greenism and 

consciously drive less in daily life. Upon a time, such concept is likely to permeate into other domains, 
such as steel industry, paper industry and chemical industry. 

Although the pollution tax inevitably has demerits and boundedness, it can yet be accepted as a 
powerful weapon to curb the deteriorating environment situation curr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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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iscussion: decide the mark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examination papers  
5. Assignments: how can one do well in TEM Four examination? 

Chapters Two-Four 大作文得失分关键：切题与跑题 
1. Evaluation: the Comment of Students’ Writings 
2. Ways to Improved Essays in Examination: topic sentence, logical organization, specific 
content and native ways of expression  
3. Critical Thinkers: How can one achieve best performance避免跑题或偏题：同题目对照：跑题

（3）与切题（2） 
Student Sample 3: Should Private Car be Taxed for Pollution  

Recently government agencies in some big cities have been studying the possibility of positing a 
“pollution tax” on private cars. The amount of tax private car owners would have to pay would depend on 
the emission levels. This action is considered as an effect way to solve our pollution problem. However, in 
my opinion, it is not so much a solution as an attitude. There are two justifications listed to support my 
argument that private car owners are not supposed to be taxed for pollution. 

First of all, if private car owners be levied, it seems like they have the right to pollute. Some private 
car owners are likely to think they have paid for the pollution, and then cause pollution more unscrupulous. 
For example, they are able to choose big emissions cars on the basis of their own interest without caring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because they have paid taxes, and it is not environment friendly, of 
course. 

What’s more, some private car owners are accustomed to driving cars. They enjoy the convenience 
and comfortable that cars bring them and take cars as part of their life. According to a recently survey, 
some private car owners expressed that “No matter how much taxes we will be willing to pay for our own 
pleasure”, and it’s no doubt that the pollution causing by cars will not decrease just by taxed. 

Private car owners are supposed to be restricted in using cars. Government can prevent them using 
cars by set limited days but not tax. Remember our aim is alleviate the pollution and take actions now. 

4. Discussion: Peer Collaboration Concerning the Ways to Improve Performance in  
Examination  
5. Assignment: Timed-writing of 20 minutes 
Chapter Five Introduction to Exposition 
1. Evaluation of Assignment  
2. Introduction to Expository Writings  
Exposition is perhaps the type of writing that is most frequently used by a student, a scientist, or a 

professional. Exposition means expounding or explaining. An expository paper explains or explores 
something, such as the process of making a machine, the causes of a natural or social phenomenon, the 
planning of a project, or the solution of a problem.  

3. Writing Methods in Expositions  
1) Definition 
Writing often involves defining words or terms so that readers know exactly what you mean by them. 

Definitions are useful for explaining the meaning of a word or term that readers may be unfamiliar with or 
may misunderstand.  

Two types of definitions are useful in your writing: simple definitions and extended definitions. A 
simple definition is one that can be stated in a few words---fitness, for example, is a state of physical 
health, resulting from exercise and proper nutrition. An extended definition is longer, usually a paragraph 
or more, and can become the basis of a whole essay.  

Sample 10 of an extended defi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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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ssion is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another person’s misfortunes. It is kindness, tenderness, 
mercy, pity and sympathy. A nurse may have compassion for an irritable patient by understanding that the 
illness may be the cause of that patients’ behavior and by treating that patient with kindness and sympathy. 
An airline stewardess displays compassion for her passengers by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they may be 
nervous about flying and by answering their questions in a patient, sympathetic manner.  

2) Process  
Processes are series of steps carried out in a definite order. Many of these processes are familiar and 

automatic: for example, loading film into a camera, making an omelet, etc. 
Sample 11 of process 

According to a handbook, this is how you do mouth-to-mouth breathing: First, place the victim on 
his back and remove any foreign matter from his mouth with your fingers. Then tilt his head backwards, 
so that his chin is pointing up. Next, pull his mouth open and his jaw forward, pinch his nostrils shut to 
prevent the air which you blow into his mouth from escaping through his nose. Then place your mouth 
tightly over the victim’s. Blow into his mouth until you see his chest rise. Then turn your head to the side 
and listen for the outrush of air which indicates an air exchange. Repeat the process… 

3) Cause and Effect 
Cause and effect paragraphs demonstrat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sets of things.  
Trying to discover and reveal the causes or the effects of an event or 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ental activities in our daily life. Therefore, the ability to clarify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things is useful when we want to persuade or convince other people. An article may discuss both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an event, but in a paragraph we analyze either the causes or the effects rather than 
both. 

Sample 12 of cause and effect  
Sample 13 of comparison 

4) Illustration (examples)  
Illustration means provide examples—details, particulars, and specific instances–to explain 

statements that we make. 
Sample 14 of illustration 
5) Division and Classification  
Classification is the division of a topic into smaller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common features in order 

to make a central point. It means sub-dividing a subject into its types, kinds, divisions, or groups. We 
group things according to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f we classify rivers, we separate them into 
wide ones, narrow ones, long ones, short ones, deep ones, shallow ones. Apples may b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size, place of origin, color, price, or quality. 

6) Identify the Writing Methods in Native Writings  
7) Assignment: Write an exposition of 300 words above  

Chapter Six  Exposition and Argumentation 
1. Evaluation of Assignment  
2. The Distinction and Relation between Argumentation and Exposition  
While an expository paper makes known something and explains it to make the reader understand, an 

argumentative essay tries to make the reader agree with its points of view and support it, to persuade him 
to change his mind or behavior, and to approve a policy or a course of action that it proposes. The purpose 
of exposition is to inform; the purpose of argumen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s to convince. Argumentation 
and exposition can also work together, and both utilize narration and description. Argument, however, 
relies on exposition more heavily than exposition relies on argument. Argument uses explanation a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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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process, but it often lapses into emotional appeal as well. Explaining can function easily 
without argument. How a rotary engine operates, or seven basic steps to a happier relationship.  

3. Practice 
Identify the genre of these native writings such as Three Passions, the Joy of An Old Car, Noise  
Pollution, the Mall People, etc.  
4. Class Debate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xposition and argumentation  
5. Assignment: Rewrite your exposition  

Chapter Seven   Theories of Expository Writing 
1. Evaluation of Assignment 
2. Revisit the Theories of Expositive Writing via Mall People below. 

Native Sample 17: Mall People 
Native Sample 18: Teenagers and Jobs 

3. The Methods involved in Mall People (17)  
A. Where is illustration (examples)  
B. Where is process  
C. Where is cause and effect  
D. Where is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E. Where is definition  
F. Where is division and classification  
4. The Methods used in Argumentative Writing Teenagers and Jobs in Sample 18 (Langan, 2010: 

321-323) 
Can the following methods be found in this argumentative writing?  
A. illustration (examples)  
B. cause and effect  
C.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D. division and classification  
5. Discussion: What are the major methods in exposition and argumentation? 
6. Assignment: Rewrite your exposition (400 words)  

Chapter Eight  Expository Writings (revisited)  
1. Evaluation of Assignment in Comparison with Native Writings  
2. Further Writing Methods of Expository Writings with Examples  
Recognizing the cause-and-effect pattern in others’ writing and being able to use the pattern in your 

own writing depend upon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ree common signals of causes and effects. Three types 
of causation: question-answer signal, act/sequence signal, probability signal  

The question-answer signal(因果) 
Asking a question in an introductory paragraph is one of the devices writers use to build your interest 

in reading. The question may signal either a cause or an effect. Writers may state a question directly 1) or 
indirectly 2) 

1) Why do most Americans avoid sitting next to strangers in a theater when most Europeans will do 
just the opposite? 

2) Many observers have wondered why Americans avoid sitting next to strangers in a Theater while 
Europeans will do just the opposite. 

The act/consequence signal(因果) 
Scientists, journalists, historians, and others often write about actions and con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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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quences are the results of certain actions or causes. The act/consequence signal of cause and effect 
is easy to spot by the signal words if…then. However, the same act/consequence relationship may be 
signaled by if alone, without the word then preceding the consequence statement. 

E.g. If you want people to treat you with respect, you must show them respect as well. 
E.g. If you are seeking the pleasures of a coastal New England town (cause) , then, like me, you 

might choose Sweetwater as your ideal place to live. (effect) 
The probability signal(因果) 
Probability means likelihood. Words and terms that signal probable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s are 

probable, possible, likely, unlikely, may, might, perhaps, and what if.  
For example, if cheating is everyone’s problem, and we will have to work together to find a solution.  
The move to Sweetwater (cause) will result in positive changes for my family. (effects) 
3. Class Debate: Peer evaluation in light of expositional theories 
4. Assignment: Rewrite a new exposition of 400 words above 

Chapter Nine  Good Expository Essays 
1. Class-report: Peer evaluation  
2. Lecture: Best expository essays by native speakers 
Expository essays by natives are of sound logic, clear organization, and sufficient data and etc.  
Best expository essays are likely to take frequent use of most methods.  
3. Peer Work 
Evaluate each other’s writings concerning questions: 1) Does your essay contain a topic sentence? 2) 

Are the data of various kinds? What are they? 3) What’s the logic order in your essay? 4) Is there any 
subjective view in your writing? 5) Does your essay cover some words of other fields like economics, law, 
medicine or others? 6) What are the methods used in your writing?  

4. Critical Thinkers: what makes a good exposition 
5. Assignment: Revision of your expository draft 

Chapter Ten  Descriptive Writing 
1. Definition 
Description is painting a picture in words of a person, place, object or a scene. 
2. Details of descriptive essays 
A descriptive essay is generally developed through sensory details, or the impressions of one’s 

senses---sight, hearing, taste, smell, and touch.  
The writer should choose that help to bring out the dominant characteristic or outstanding quality of 

the person or thing described, and leave out those irrelevant ones, which, if included, would only distract 
the reader’s attention from the main impression the writer wishes to give him. 

3. Components of descriptive essays 
A descriptive can b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introduction, each body paragraph, and 

conclusion. A descriptive essay is to include a topic (a person, place, or object), a purpose (objective or 
subjective), a context (my controlling idea), and a thesis (an overall impression). 

Each body paragraph in a descriptive essay includes a topic sentence (one aspect of my overall 
impression), major details (major sensory details will support this impression), minor details, and 
transitions to keep my details coherent.  

4. Logical order for place description 
In a description of a place, we use a spatial order to create a clear image of a place or scene by 

appealing to as many of the five senses as we can. The description can be arranged in space from top to 
bottom, bottom to top, right to left, left to right, near to far, far to near, inside to outside, or outsid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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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de.  
5. Two observers of vantage point 
We may do it from either a fixed or a moving vantage point. A fixed observer: a dorm, a room in the 

library, a coffee shop, the lobby of a public place (a hotel, museum, performing art center, or theater, etc) 
A moving observer: stroll down Main Street in town; shop in grocery store; walk a dog in a park; cross a 
long bridge; climb a mountain; go through a ticket line and enter a theater of a stadium.  

5. Description of a person 
In the individual description, the writing needs to focus on his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which 

distinguishes him from all other people, and omit those features which he shares with others, including 
peculiarities怪癖, if he has, for they give life to the person. The description, firstly, goes to his/her 
appearance. And the second description reveals the person’s character, thoughts, and feelings in what the 
person does and says, in how he behaves to others.  

6. Description of places 
Places are described for their own sake, as in essays on visits to famous scenic places. For the 

purpose of revealing the personality and character of a person, and creating a feeling or mood. A clean and 
tidy room, for example, might show that the occupant is an orderly person.  

The howling of a chilly wind, the falling of autumn leaves, a house standing in solitude on a barren 
mountain, all help to build up a somber mood and increase the feeling of depression. In describing a place, 
it is important to make it different from other places. 

8. Discussion on Rural Life in England by Washington Irving  
Native sample 19: Rural Life in England 

Nothing can be more imposing壮观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than the magnificence of English park 
scenery. Vast lawns that extend like sheets of vivid green, with here and there clumps丛 of gigantic trees, 
heaping up rich piles of foliage叶子; the solemn pomp壮观 of groves and woodland glades林间空地, 
with the deer trooping in silent herds cross them; the hare bounding away to the covert藏身处; or the 
pheasant, suddenly bursting upon the wing: the brook, taught to wind in natural meandering or expand 
into a glassy lake: the sequestered幽静的 pool, reflecting the quivering trees, with yellow leaf sleeping on 
its bosom, and the trout roaming鳟鱼漫游 fearlessly about its limpid waters; while some rustic temple or 
sylvan statue林神雕像, grown green and dank阴森 with age, gives an air of classic sanctity圣洁 to the 
seclusion隐蔽隔离. There are but a few of the features of park scenery….  

9. Assignment: compose a descriptive essay of a person/object/scene 
Chapter Eleven  Narrative Writings: Theories of Narration 

1. Definition of narration  
To narrate is to give an account of an event or a series of events. In its broadest sense, narrative 

writing, includes stories, real or imaginary, biographies, histories, news items, and narrative poems. 
Narration often goes hand in hand with description. When one tells a story, one describes its setting 

and characters. On the other hand, accounts of actions may be necessary to the description of a person or a 
scene. 

2. Fives aspects of narration 
A narrative contains five aspects: context, selection of details, organization, point of view, and 

purpose. 
A. context 
When, where, and to whom the action in a narrative happened is often made clea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arrative. This will provide the reader with a context, or circumstances, to help him understand the 
whole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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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election of details: important details 
A narrative is made of details. There should be enough details so that the reader knows what is 

happening, but there should not be too many of them, or the reader will be confused and lose interest in 
the story. Only relevant details, or things that contribute to bringing our the main idea of the narrative, are 
useful and effective.  

C. General and concrete details 
General details are abstract, such as Kant took a walk/I stood/ something was about, so I went to the 

door.  
D. Organization 
Narrative writing can be organized according to time order, which can be indicated by using time 

expressions. Details are important in narrative writing, and describing details needs concrete and precise 
language.  

E. Point of View 叙述人称 
A story can be told either in the first person or in the third person, each having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 first-person narrative may be more graphic and lifelike, A third-person narrative is free 
from this limitation, and it may seem more objectives. 

3. The soul of Narration 
Interesting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soul of any narration. How can a writer increase his/her 

interest to the story? What can be a possible tactic? This can be achieved by logical arrangement, good 
choice of material: (suspense, climax, motion and quietness…), and dialogue.  

4. Discussion: Sample 20 of Kant the man by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5. Assignment: narrate a person you admire. 

Chapter Twelve  The Themes of Narration 
1. Themes  
Themes are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aspects in narrative writing. These themes often have their 

roots in human motivation. Themes may be various like love (琼瑶小说), greed, courage, strong will/ 
determination,  selfishness, dedication (奉献), vanity 虚荣(The necklace). Themes are obvious two 
kinds: explicit themes that are directly stated in the narrative and implicit themes that are not clearly stated 
in the narrative like Aesop’s Fables.  

2. Identify the theme ---The Lion and the Three Bulls 
(1)Three Bulls for a long time pastured together. A lion lay in ambush in the hope of making  
them his prey, but was afraid to attack them while they kept together. Having at last by guileful 

speeches succeeded in separating them, he attacked them without fear as they fed alone, and feasted on 
them one by one at his own leisure. 

(2) The Farmer and the Snake 
One winter a Farmer found a Snake stiff and frozen with cold. He had compassion on it, and  
taking it up, placed it in his bosom. The Snake was quickly revived by the warmth, and resuming its 

natural instincts, bit its benefactor, inflicting on him a mortal wound. “Oh,” cried the Farmer with his last 
breath, “I am rightly served for pitying a scoundrel歹徒.” 

(3) What are the themes of Harry Potter, 聪明的一休, 阿凡提, 悬崖（TV play）？ 
3. Suspense in conflict 
Interesting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soul of any narration. How can a writer increase his/her 

interest to the story? What can be a possible tactic in cases of Going home; 一件小事? Are the narratives 
interesting? In which way do the narratives attract you?  

The sort of suspense tends to create a certain degree of climax. The conflicts occur_____ A.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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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hor and other characters B. between protagonist [prə'tæ ən st] and antagonistsɡ  [æn'tæ ən st] C. ɡ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environment. 
4. The conflict in narratives 
Conflict is the key to plotting a great script. It defines the parameters of the story, helps to generate 

tension and suspense and shapes the audience’s experience of the characters. When conflict is properly 
developed, the story has the best chance of fulfilling the audience’s expectations.  

What are the conflicts in Going home? What are the resolutions in the story of Going home? What is 
the climax of Going home? 

5. The five elements of the plot  
Exposition is the introduction of a story,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needed to properly understand 

the story. The rising action refers to the events leading up to the climax. The climax is the most exciting 
part of the story. This is where all the rising action and conflict finally reaches its peak.  

The falling action deals with events occurring right after the climax. These events are usually the 
after-effects of the climax. Resolution, denouement 结局, is the end of the falling action and the 
conclusion of its mysteries.   

6. Discussion: How to design plot suspense in case of The cop and the Anthem 
设计冲突的事件; 设计不合情理的言谈举止, 例如 Going home----Are you married?----I  
don’t know. 用词语加剧冲突如 Going home 中的 Twenty miles, ten miles, five miles.  
例如，《警察与赞美诗》小说，呈现为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几个部分。 
1) 故事开端(苏比躺在麦迪生广场他那条长凳上——自有位识相 
的推事来料理)，苏比为逃脱严冬的威胁，筹划着怎样才能被捕入狱。 
2)故事发展(苏比离开长凳——而我们偏偏认为他是个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国王)，苏比屡次惹是

生非，都没有达到被捕入狱的目的。 
3)故事高潮 (最后，苏比来到通往东区的一条马路上——“那你跟 
我来。”警察说)。苏比伫立于教堂外良心发现，决心重新做人时，突然被捕。 
4)故事结局 (小说最后一自然段)，苏比被判入狱三个月。  
7. Assignments 
1)Analyze Going home according to the five elements of the plot exposition, the rising action, the 

climax, the falling action, resolution 
2) How can a narration be designed interesting? 
3) Read other novels by O’Henry. 

Chapter Thirteen and Fourteen  Novel Appreciation 
小说构成有五要素，人物、情节、环境、主题和语言。小说鉴赏需要分别涉及这五个方面。 
1. 人物欣赏 
2. 情节欣赏 
3. 环境欣赏 
4. 主题欣赏 
5. 语言欣赏 
6. 案例分析 
《警察与赞美诗》小说构思奇特情节曲折多变，苏比在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后，做出了 6次恶

行，以求落入法网，每次的结果如何？  
行为         /打算              /结果 
 1．走进豪华饭店/想白吃之后被关监狱/ 因裤子破被推到人行道上 
 2．用石头砸橱窗/想借此被捕/警察认为他不是肇事者 
 3．饱餐一顿不给钱 /想借此被捕 /侍者没喊警察把他推到人行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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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扮演一个小流氓 /调戏年轻女子 /反被女子纠缠，他撒腿走开 
 5．在剧院门口大吵大闹 /想以“扰乱罪”被捕  /警察没有理睬 
 6．苏比跨进烟店拿伞 /要被偷者喊警察 /捡者把伞让给了他 
7. Assignments 
Appreciate Yellow Ribbons or The Gift of Magi or other novelette. 
Compose a novel or novelette of your own.  

Chapter Fifteen  Writing a Biography 
1. Definition of a Biography 
A biography is a written account of the series of events that make up a person’s life. Biography is a 

description of someone’s life in the form of a book, essay, film, website Biography with more than just 
impersonal facts (education, work, experiences, relationships and death). Biography tells us how 
experiences shape lives. 

Unlike a resume, a bio highlights ALL aspects of someone’s life: intimate details of experiences;  
analysis of subjects’ personality; family, friends, relationships; and entire life. Some bios are complete and 
detailed, covering an entire life; others may be incomplete covering a collection of random memories or 
samples. A biography by the same person is often called memoirs, or memoirs or political memoirs. 

2. A Good & Effective Artist Biography 
An effective artist biography (bio) is necessary information to have as part of the artist’s presentation 

to any viewers and interested parties of their artwork. A well written and composed artist bio serves to 
help a reader to connect to the artist and to the artist’s artwork.  

An artist bio, when written and created correctly will provide the reader with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as to the artist’s art, and provide a guide or a means for a viewer to interpret the artist’s art.  

3. Components in an Effective Artist’s Bio 
Unlike a resume, a bio highlights ALL aspects of someone’s life: intimate details of experiences; 

analysis of subjects’ personality; family, friends, relationships; and entire life. 
Basic details of a bio include date and place of birth and death, family information, lifetime 

accomplishments, major events of life, and effects/impact on society,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briefing as  
1) Anyone or anything that has influenced the artist’s artworks 
2) Any education or training in the field of art 
3) Any related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of art 
4) A summary of the artist’s artistic philosophy 
5) Any artistic insights or techniques that are employed by the artist 
6) A short description of what the artist would like to accomplish with their art.  
4. How an artist can create an interesting bio  
1) Keep the bio structure short, concise and to the point. A rambling disjointed bio will only confuse 

or lose the reader all together. Always write the bio in the third person (as if someone other than the artist 
is writing the bio).  

2） Try to write the bio differently 2 or 3 times and then have someone with good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proof the various bios and help you to pull them together into one great bio.  
3）Get an artist(s) who you respect and admire to read your final version and make any suggestions to 

help improve the final bio.  
4) Finally, after any changes are made as described above, have someone who is an expert in spelling, 

grammar and sentence structure review and make any necessary changes to the bio.  
5. Introduction to resume writing 
A resume is a self-marketing tool. It is designed with one purpose in mind - to "sell" your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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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o an employer so that he/she will invite you for an interview.  
An effective resume speaks to the employer's needs and requirements and demonstrates a match 

between what you have to offer and those requirements.  
It stimulates interest in you by summarizing information: unique qualities, well developed skills, 

relevant work or academic experiences, or accomplishments that clearly differentiate you from the 
competition. 

It is the jobseeker’s responsibility to grab the employers attention and entice enough interest to earn 
an interview, and hopefully; land the job.  

To do this, the applicant must understand just how important it is to create a comprehensive and 
interesting resume. The first step in building a winning resume is to tailor it according to your target job 
and type of company.  

6. Types of resume 
The chronological and functional resumes, or some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formats, are the 

standard types of resumes used by job seekers in today's employment market. To select the type which 
best supports your needs, review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Many professional recruiters discount 
functional resumes and consider them as a "red flag", since many applicants use them to disguise a lack of 
experience or unstable work history.  

7. Discussion: Samples of biography and resume 
Chapter Sixteen Revision and Discussion 

1.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 class for Revisions  
2. Examination Items 
The final exam is an on-class assignment of at least 500 words on a given topic. Student can choose 

one topic from two argumentations and two expositions. Time allowed: 120 minutes. 
写作为期末考试，学生从给定的命题作文（议论文、说明文、记叙文各三题）中任选一道题，

撰写长度至少为 500词的作文，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二） 实践教学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践教学。 
四、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Chapter One  An Introduction to TEM Four Examinations 2  
2 Chapters Two 大作文：跑题与切题（一） 2  
3 Chapter Three  大作文：跑题与切题（二） 2  
4 Chapter Four 大作文：跑题与切题（三） 2  
5 Chapter Five   Introduction to Exposition 2  
6 Chapter Six  Exposition and Argumentation 2  
7 Chapter Seven  Theories of Expository Writing 2  
8 Chapters Eight  Expository Writings (revisited) 2  
9 Chapter Nine  Good Expository Essays 2  

10 Chapter Ten  Descriptive Writing 2  
11 Chapter Eleven  Narrative Writings: Theories of Narration 2  
12 Chapters Twelve  The Themes of Narration 2  
13 Chapter Thirteen  Novel Appreciation 2  
14 Chapter Fourteen  Novel Appreciation 2  
15 Chapter Fifteen  Writing a Biography 2  
16 Chapter Sixteen  Revision and Discuss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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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关教学环节 
本课程使用多维教学方法，如 content-based methods, a needs analysis, intertextuality, form-content 

integrity, cognitive approach and etc.培养学生基本写作能力和学术写作能力以及四级应试能力，紧扣
《教学大纲》对专业四级和八级的写作要求，分不同步骤训练学生撰写各种正式文种，为写好毕业

论文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应该注意两大重点。1）以学生需求为教材，由浅入深安排教学内容，而不是以课本的

先后顺序授课。课本没有的要及时补充上。 
2）把学生习作纳入教材。师生共同在习作上实践写作理论，如语篇逻辑结构、思维层次、语

料的选择、语言的连贯、表达的地道性，等等，帮助学生理论学习与语篇写作实践相结合，提高学

生书面表达能力与效果。 
3）要求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把写作课堂延伸到课外，帮助学生深化理论和文章的理解，提高

学生独立思考和学习主动性。 
六、使用教材 
（一）选用教材 
张清（主编），2016年，《地道英语写作》（第二版），南京大学出版社，获北京市高等 
教育精品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John Langan, 2007, College Writing Skills with Readings sixth edi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 Carol C. Kanar, 2011, The College Writer fifth edition,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3 Ding Wangdao, Wu Bing, Zhong Meisun, Guo Qiqing, 2009, A Handbook of Writ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4. Harvey S. Wiener, 1992, Creating Compositions sixth edition, McGraw-Hill, Inc.  
执笔：张洪芹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5月 26日 

 

翻译理论与实践（一）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I 

课程号：308000852  

一、 课程教学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的主要教学目标是：  

向学生系统介绍翻译理论的基础知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相互联系，以及国内外主要翻译

学派的翻译标准。本课程主要通过课堂教学与课后辅助练习的手段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并

使学生具备比较扎实的中英文双语功底，能够翻译一般的文学类以及非文学类的文章。 

二、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翻译的基础知识篇 
参考学时：4 
学习内容:  I.译者的翻译能力、II. 翻译类型、III. 翻译标准 
I. 译者的翻译能力： 
职业（专业）译者需要获取五类不同的知识：目的语 （TL）知识；有关语篇类型（text-type）

的知识；源语（SL）知识；学科领域（“真实世界”）知识；对比知识。（Johnson and Whitelock, 1987,137） 
1. 理想的双语能力 
2. 专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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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 源语知识 （词汇、语义和语篇机制） b) 目的语知识 c)语篇类型知识 d) 语场知识 e) 关
于上述知识的对比知识  

2.2 a) 阅读、理解源语语篇 b) 写出目的语语篇 （写作的辅助系统 writer’s assistant system） 
3. 交际能力：语法能力 grammatical competence；社会语言能力 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

话语能力 discourse competence；策略能力 strategic competence 
 （译者的交际能力： 译者所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使他能够创作一些交际行为（话语），它们不

仅（也不一定）合乎语法，也合乎社会需要。） 
II. 翻译的类型 
1. 纽马克（Newmark）(1998) 根据译者是侧重于译出语还是译入语，把翻译方法分为以下几

类：  
侧重于译出语程度由低到高 
Word-for-word translation(逐字对译) 
Literal Translation（字面翻译） 
Faithful translation （忠实翻译） 
Semantic translation (语意翻译) 
侧重译入语（程度由低到高）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传意翻译) 
Idiomatic translation（符合语言习惯的翻译） 
Free translation （自由翻译） 
Adaptation （改写） 
2. 周兆祥（1996）根据“翻译的自由度”把翻译分为以下几类 
逐字对译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字面翻译 (literal translation) 
语意翻译 (semantic translation) 
传意翻译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编译 (free translation) 
改写 （adaptation） 
3. 实例： 
Mr. Dewar slipped and fell outside his official Edinburg residence on Tuesday morning. He picked 

himself up and went on to carry out two lunchtime engagements. (BBC news 11/10/2000) 
逐字对译： 杜瓦先生滑了和跌倒在外面他的官方爱丁堡居所在星期二早晨。他拣自己起来和

继续去实行两个午餐的约定。 
字面翻译: 星期二早晨杜瓦先生滑到在他爱丁堡官邸外面。他爬起来继续去参加两个午餐约

会。 
语意翻译：星期二早晨，杜瓦先生在爱丁堡官邸外滑倒了，但他仍爬起来继续去参加两个午餐

活动。 
传意翻译：杜瓦先生的官邸在爱丁堡。星期二早晨，他不小心在屋外摔了一跤。不过他仍奋力

爬起，去参加了两个午餐活动。 
编译：杜瓦先生在爱丁堡有一座官邸。星期二早晨，他刚出门就摔了一跤。不过，他觉得没事，

就爬起来继续参加当他的活动，午餐时还与两个团体进行了正式会谈。 
改写：爱丁堡的早晨空气新鲜。杜瓦先生喜欢晨练。那天一大早， 他穿着运动装出门，正要

开始晨跑，不小心踩到一块香蕉皮上，跌倒在地。他奋力爬起，打消跑步的念头，出门上班，午餐

时还坚持参加了两个见面会。 
4. 说出下面的翻译类型 
请勿践踏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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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do not step on the grass! 
Keep off the grass! 
楼前不许停放车辆 
No Parking in Front of the Building. 
No parking. 
III. 翻译标准 
1. 中国翻译理论中的标准 
严复：信达雅 
林语堂： 忠实、通顺、美 
傅雷： 形似神似 
钱钟书：化境 
王佐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书如之，文体如之。 
葛传槼：翻译必须在原文变成另一种文字时，做到不增、不减、不改。 
2. 外国翻译理论中的标准 
Tytler:  
1) 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2)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 
3) 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 
Nida(1964) dynamic equivalence  
Nida (1993) functional equivalence (翻译不应拘泥与原文的语法结构和字面意义，而应着重译文

读者的反应，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在阅读、欣赏原文时相似的心里感受。（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ce）  
翻译的目的论：  
翻译是一种行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任何一种行为都有其自身的目的，翻译行为索要达

到的目的决定了翻译所应采取的方法策略。（目的原则） 
语篇内连贯原则 (intratextual coherence)（符合逻辑，表达习惯，有交际语义） 
语篇间连贯原则（intertextual coherence）(fidelity rule) （不违背原文，有某种联系，不要求内

容上的一字不差） 
学习目标： 
1. 了解翻译能力构成 
2. 掌握翻译类型、标准 
作业： 
翻译下面的文章 
The Quest 
Taking the train, the two friends arrived in Berlin in late October 1922, and went directly to the 

address of Chou En-lai. Would this man receive them as fellow countrymen, or would he treat them with 
cold suspicion and question them cautiously about their past careers as militarists? Chu The remembered 
his age. He was thirty six, his youth had passed like a screaming eagle, leaving him old and disillusioned.  

When Chou En-lai’s door opened they saw a slender man of more than average height with gleaming 
eyes and a face so striking that it bordered on the beautiful. Yet it was a manly face, serious and intelligent, 
and Chu judged him to be in his middle twenties.  

Chou was a quiet and thoughtful man, even a little shy as he welcomed his visitors, urged them to be 
seated and to tell how he could help them.  

Ignoring the chair offered him, Chu The stood squarely before this youth more than ten years of his 
junior and in a level voice told him who he was, what he had done in the past, how he had fled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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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nnan, talked with Sun Yat-sen, been repulsed by Chen Tu-hsiu in Shanghai, and had come to Europe to 
find a new way of life for himself and a new revolutionary road for China. He wanted to jo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roup in Berlin, he would study and work hard, he would do anything he was asked to 
do but return to his old life, which had turned to ashes beneath his feet. 

As he talked Chou En-lai stood facing him, his head a little to one side as was his habit, listening 
intently until the story was told, and then questioning him.  

When both visitors had told their stories, Chou smiled a little, said he would help them find rooms, 
and arrange for them to join the Berlin Communist group as candidates until their application had been 
sent to China and an answer received. When the replay came a few months later they were enrolled as full 
members, but Chu’s membership was kept a secret from outsiders.  

(from Agnes Smedley, The Great Road) 
知识单元 2： 翻译的理解篇 
参考学时：4 
学习内容：I. 中英思维与表达的差异  II. 理解与词汇研究 III. 理解与句法分析 
I． 中英思维与表达的差异  
思想、思维、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 
思维决定语言，语言影响思维（尤其是习惯性思维）。 
思想有相似，概念有相通，语言表达有差异。 
语言之间的差异在于它们必须表达什么，而不是他们可能表达什么（Jakobson 1959）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思维差异导致表达上的差异。英语民族常取“浓缩型”的思维方式，喜欢将

众多的信息考各种手段凝聚集成更高一级的结构，因而在表达时往往更倾向于取较低的句法单位，

便于互相组合聚集成更高一级的结构，从而使得英语结构单位的信息量较高。 
汉语民族往往更趋向于把问题层层铺开，用节节短句逐点交代，这种“展开型”的思维方式更利

于把事情说清、说透、说明白；汉语无形态变化，注重时序等特点，故而在表达时往往采用较高层

次的句法单位（词、词组、分句、句子、句群），使汉语句子显得较为松散。（王寅,1993） 
E.g. （鲁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春秋左传》） 
（观察事件的方式：时间、行为、事物、地点、数量）（感知次序和时间关系） 
英汉表达上的差异：right branching vs. left branching (右扩展 vs 左扩展) 
II． 理解与词汇分析：英语一词多义与望文生义 
翻译时不仅要考虑到中英文的语篇、语体是否对等，还要照顾到具体词语的正确理解和传译，

因为词是构筑词组、句子、段落和篇章最基本最具体的单位。翻译中的错误，大多表现在词语方面。

一词多义往往导致翻译中的望文生义。一词多义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 专有名词先天性歧义；
2. 普通词语先天性歧义；3. 普通词语结合后产生新义 4.普通词语与专业术语的词义混淆。 

1． 专有名词先天性歧义 
The first permanent Anglo-American settlement was established in 1821. (Macmillan Encyclopedia, 

简称ME) 
第一个永久英裔美洲人定居点建于 1821年。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is of Indian and mixed descent, with minorities of African descent, 

East Indians, and others. (ME) 
居民以印第安人和混血人为主，有少数非洲后裔、东印度人等。 
2. 普通词语先天性歧义 （原始义与引申义：candidate；普遍义与特殊意义：case; 抽象意义

与具体意义：beauty；字面意义与比喻意义：cool） 
Translations of French romances, Latin histories, and saint’s lives were part of the saga 

tradition…(ME) 
法国传奇故事、拉丁历史剧和使徒列传等翻译作品也属于萨迦传说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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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been to Edinburgh just for two days, and my brothers have followed in the train of my trip. 
我到达爱丁堡刚刚两天，我的兄弟们就循着我的行踪到来了。（《译事余墨》，51） 
3. 普通词语结合后产生新义 
陆国强（1999:20）以名词为中心的语义结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由词组，另一种是固定词

组。自由词组可以随意组合，见词知意。固定词组具有习语性，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约定俗成的。这

一类词组多半表示转义，带有隐喻性，其表达方式形象生动。（white elephant, fond dream, happy 
medium, narrow escape, proud flesh）（打酱油，且行且珍惜，绿茶婊） 

He… was prominent in the ragged schools movement. (ME) 
他在推动贫民免费学校运动中表现出色。 
The houses were built of dry stone with stone slabs for furniture, all very well preserved. (ME) 
房子由石头干砌而成，以石板为家具，一切保存完好。 
4. 普通词汇与专业术语的词义混淆 
许多专业术语一般是普通词语引申而来，即先有普通词语，后衍生出专业术语词义（mouse） 
This difference, known as the comma of Pythagoras, can be compensated in several ways. (ME) 
这个音差，称为毕达哥逗号，能够以几种方法弥补。 
A method of comprising music using all 12 notes of the chromatic scale equally invented by Arnold 

Schoenberg in the 1920s. (ME) 
20世纪 20年代作曲家勋伯格所创立的作曲法，即平等使用半音音阶中的所有 12个音。 
5. 语境中词语翻译 
在翻译中，我们从词典中寻找词语的对等意思，但词典给我们的常常是其基本义，或对号入座

式的释义，无法直接用在译文中，应该根据语境来确定确切的表述。 
She took me in her cabin and told me that she was a poor sailor and always went to bed immediately 

on getting on the boat. 
她把我带到她房间内，并告诉我说，她有晕船的毛病，所以总是一上船就上床睡觉。 
Nor was he in the slightest disturbed by the outcries of wealthy alumni whose sons were forced to 

leave the college because they were poor students.  
尽管那些由于孩子学习成绩太差被勒令退学的有钱的老校友大叫大嚷，他一点也不为所动。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was reluctant to bring poor cases into court.  
司法部不愿意把没有把握打赢的官司拿到法庭上去。 
The United States exhibits the qualities of an individual going through a nervous breakdown.  美国

表现了患神经衰弱症病人的症状。 
Because of this explosive progress, today’s machines are millions of times more powerful than their 

crude ancestors. 
有了这种突飞猛进的进步，今天的机器比起原始期的机器不知强了好几百万倍数。 
He complained of slight chest pain. 他说胸有些痛。 
III.    理解与句法分析 
1. 相似句 
a. 语序 
His speech was reported at length in the newspaper. 
At length, his speech was reported in the newspaper. 
He foolishly spoke. 
He spoke foolishly. 
They saw him through. 
They saw through him. 
b. 非限定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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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regret to say that you’ll be held responsible. 
I regret saying that you’d be held responsible. 
They were engaged to carry out an important piece of research. 
They were engaged in carrying out an important piece of research.  
c. 名词的数 
An old car problem may arise. 
An old cars problem may arise. 
She has an eye for antique furniture. 
She has eyes only for antique furniture.  
d. 冠词 
His success is out of question. 
His success is out of the question. 
They went to sea. 
They went to the sea.  
e. 否定词 
His brother’s words are no truer than his. 
His brother’s words are not truer than his. 
I am no philosopher. 
I am not a philosopher. 
I didn’t go because I was afraid. 
I didn’t go because I was afraid to. 
f. 介词 
He stood up for them. 
He stood up to them. 
He said he wasn’t informed in these matters. 
He said he wasn’t informed of this matter.  
g. 代词 
His English is anything but correct. 
His English is nothing but correct. 
His English is all but correct. 
2. 费解句 
The apples are good and ripe. 
He was strong in his time. 
He may be drowned for all I care. 
I would rather have his room than his company. 
He said nothing to that effect. 
We searched him to no purpose. 
He did not see the movie out.  
He doesn’t know any better. 
3. 修饰结构疑难句 
He played a key role in advising the president how to foil the conspiracy mounted against him in 

May of 1971 by seven of his own ministers. 
他在告知总统如何粉碎他手下七名部长于 1971年 5月策划的阴谋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It was a tense meeting, but in typically Arab fashion the men who had been ready to kill one another 

in the morning were kissing one another in the ev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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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气氛紧张的会议，但那些早上准备拼个你死我活的冤家，却在晚上相互亲吻了，这是

典型的阿拉伯风格。 
4. “多枝共干”式结构 
Young Charles made little progress in Greek or Latin composition. 
年轻的查尔斯的希腊作文和拉丁作文进步不大。 
These documents are detailed with names, dates, places and full descriptions of the incidents 

investigated. 
这些文件详细载明了所调查事件中的姓名、日期、地点和全部经过。 
5. 晦涩长句理解与翻译 
I have looked after the wild stock of the town, which gave a faithful herdsman good deal of the 

trouble by leaping fences. 
我也曾看守过该镇的野兽群，它们常跳过围栏，让忠于职守的牧人吃尽了苦头。 
Though the view from my door was still more contracted, I did not feel crowded or confined in the 

least. There was pasture enough for my imagination.  
尽管从我的门边一眼望去，视野比较狭窄，但是我却没有感觉到拥挤或局促，一点也没有。牧

场有的是，够我想想象了。 
学习目标： 
了解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 
掌握造成理解困难的语言表达差异 
作业： 
翻译下面的句子 
Happily he did not die. 
He did not die happily. 
His English leaves nothing to be desired. 
They that know nothing fear nothing. 
Consumer goods are also abundant of good quality and variety. 
In 1954 he returned to his Paris museum and teaching posts. 
翻译下面的文章 

England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country was a place where men worked from dawn to dark, and the laborer lived not in the sun, 

but in poverty and darkness. What aids there were to lighten labor were immemorial, like the mill, which 
was already ancient in Chaucer’s tim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egan with such machines; the 
millwrights were the engineers of the coming age. James Brindley of Staffordshire started his self-made 
career in 1733 by working at mill wheels, at the age of seventeen, having been born poor in a village. 

Brindley’s improvements were practical: to sharpen and step up the performance of the water wheel 
as a machine. It was the first multi-purpose machine for the new industries. Brindley worked, for example, 
to improve the grinding of flints, which were used in the rising pottery industry. 

Yet there was a bigger movement in the air by 1750. Water had become the engineers’ element, and 
men like Brindley were possessed by it. Water was gushing and fanning out all over the countryside. It 
was not simply a source of power; it was a new wave of movement. James Brindley was a pioneer in the 
art of building canals or, as it was then called, ‘navigation’. 

Brindley had begun on his own account, out of interest, to survey the waterways that he travelled as 
he went about his engineering projects for mills and mines. The Duke of Bridgewater then got him to 
build a canal to carry coal from the Duke’s pits at Worsley to the rising town of Manchester… Brindley 
went on to connect Manchester with Liverpool in an even bolder manner, and in all laid out almost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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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dred miles of canals in a network all over England. 
Two things are outstanding in the creation of the English system of canals, and they characterize all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ne is that the men who made the revolution were practical men. Like Brindley, 
they often had little education, and in fact school education as it then was could only dull an inventive 
mind. The grammar schools legally could only teach the classical subjects for which they had been 
founded. The universities also (they were only two, at Oxford and Cambridge) took little interest in 
modern or scientific studies; and they were closed to those who did not conform to the Church of 
England.  

The other outstanding feature is that the new inventions were for everyday use. The canals were 
arteries of communication: They were not made to carry pleasure boats, but barges. And the barges were 
not made to carry luxuries, but pots and pans and bales of cloth, boxes of ribbon, and all the common 
things that people buy by the pennyworth. These things had been manufactured in villages which were 
growing into towns now, away from London; it was a country-wide trade.  

(from J. Bronowski, The Ascent of Man) 
知识单元 3 
参考学时： 14 
学习内容： 
翻译技巧 I. 拆译 II.转换 III.精简与互补 IV.实译与虚译 V.褒译与贬译 VI.倒译与顺译 VII.反

译 VIII.被动式的翻译 IX.数字和倍数的翻译  
翻译技巧——所谓翻译技巧，说到底就是对语言差异的“灵巧”处理（孙致礼，2003:81）。译文

要获得理想的传播效果，就必须讲究表达的技巧和方法。翻译技巧，是一种熟练而巧妙的技能。它

是译者熟练而巧妙地运用各种翻译手法，完美地表达思想内容的技能。普通心理学认为，技能是个

体身上固定下来的自动化的行动方式，是一些巩固了的概括化的系统，它以操作训练的方式为人所

掌握，是后天获得的东西。它可以再长期反复的“操作训练”中为人所掌握。 
I. 拆译 
1. 为何拆：英语的句法连绵，一个主句可以与众多的修饰词组、短语、从句共同组成，讲究

一气呵成。汉语句法短促，从容不迫。 
a. He crashed down on a protesting chair. 
  他猛然坐到椅子上，椅子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似乎是向他作出抗议。 
b. Darkness released him from the last restraints. 
  黑暗中，他再也无所顾忌了。 
c. The bitter weather had driven everyone indoors. 
  天寒地冻，人人被迫躲进室内。 
d. A few of the pictures are worth mentioning both for their technical excellence and interesting 

content. 
  有些照片，拍摄技术高超，内容有趣，值得一提。 
e. This film is a dramatic treatment of a threatened stoppage in a factory.  
  这部电影运用戏剧的手法，表现了一家工厂面临罢工威胁的景象。 
f. She was a tall silent woman with a long nose and grey troubled eyes.  
  她身材高挑，鼻梁挺直，一双灰色的眼睛，眼神忧郁，很少言语。 
2. 长句的拆译 
a. The thought that she would be separated from husband during his long and dangerous journey 

saddened Mrs. Brown. 
一想到丈夫即将开启漫长而危险的旅程，而她不得与他分离，布朗夫人不免感到伤心。 
b. Accident may put a decisive blunderer in the right, but eternal defeat and miscarriage must att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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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n of the best parts, if cursed with indecision.  
一个鲁莽轻率的人，若遇事果断，也可能意外获得成功；但一个虽有才干，但遇事优柔寡断，

则难免屡遭失败。 
c. A notion has taken hold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effect that the only people who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bring children into the world are those who can afford them.  
唯有那些有经济能力的人，才应该鼓励其去生养孩子，这种看法在美国已经根深蒂固。 
d. I could not venture to approach her, or to communicate with her in writing, for my sense of the 

peril in which her life was passed was only to be equaled by my fear of increasing it.  
我不敢接近她，不敢和她通信，我一方面深感她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另一方面又深怕增加她

的危险。 
3. 短句拆译 
a. His irritation could not withstand the silent beauty of the night.—Maugham  
  夜晚如此宁静，美好，他不仅怒气全消。 
  面对这宁静的良宵美景，他的烦恼不禁涣然冰释了。——叶子南译文 
b. His informality impressed me deeply. 
  他不拘小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c. His announcement got a mixed reaction. 
  他的声明引起的反应，褒贬不一。 
d. The town boasts a beautiful lake.  
  令人自豪的是，镇上有个美丽湖。 
II. 转换 
英语是一种静态型的语言结构，动作意义常借助其同源名词或其他词类来表达。 在高级英语

表达中，更多地使用了名词化和介词化，主谓宾甚至从句的结构少了。名词化和介词化现象越高，

译成中文时越需要译者抓得住短语和整句的大意，而后化整为零，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把译文搞通、

搞活，让译文出彩。（苏福忠，2006:70）汉语则更偏向动态，多用动词表达动作意义，因而动词使
用频率较高。转换可分为词类转换和句子成分转换。 

1. 名词的转换 
a. My admiration for him grew more. 
我对他越来越敬佩了。 
b. Indo-China is a drain on French resources. 
印度支那的战争不断消耗着法国的资源。 
c. The International food shortage had a direct impact on Kuwait and other barren desert countries. 
  全球粮食短缺直接影响了科威特等贫瘠的沙漠国家。 
2. 形容词的转换 
a. Perhaps she would prod at the straw in her clumsy impatience. 
  或许她会急不可耐地、笨手笨脚地翻弄那个草铺。 
b. Buckley was in a clear minority. 
  显然，巴克利属于少数。 
c. Doctors have said that they are not sure they can save his life. 
  医生说他们不确定能够救得了他的命。 
3. 介词的转换 
a. He is a jovial giant, with a huge appetite for food, drink and women. 
  他身材高大，生性快活，贪杯、贪食又贪性。 
b. The man ran back down into the cellar. 
  那个男子跑回来，进来地窖。 



6576 

c. “Coming!” Away she skimmed over the lawn, up the path, up the steps, across the veranda, and 
into the porch. 

  “来啦！”。她转身跑了，掠过草地，跑上小径，跨过台阶，穿过游廊，进了门廊。 
4. 副词的转换 
a. He is physically weak but mentally sound. 
他身体虽弱，但心里健康。 
5. 非人称主语句的转换 
a. Then came the struggle and parting below. Words refuse to tell it. ---- Vanity Fair 
楼下接下来是告别时的忙乱。当时情形，言语难以形容。 
b. His failure made a mockery of the teacher’s great efforts to help him.  
  他考试不及格，枉费了老师帮他的一番心血， 
III. 精简与增补 
精简与增补是英译汉极其重要的手段。英语句法结构重“形合”，句子各个成分之间都有适当的

连接成分表达它们的相互关系，强调语法关系的一致、协调。汉语句法重“意合”，句子各个成分之
间的关系多靠意会，比较少用连接成分，结构形式比较松弛，词句也就比较简洁。 

1. 精简 
a. He used poetry as a medium for writing in prose. 
  他用诗来写散文。 
b. A doctor’s duty is to make every effort to save the dying and help the wounded. 
  医生的职责就是尽心尽力救死扶伤。 
c. If you take this medicine, your illness will surely be cured. 
  吃了药，病就好了。 
d. You needn’t care about the affairs in the home. 
  家里的事，你不必操心。 
e. Vast lawns extend like sheets of vivid green, with here and there clumps of gigantic trees, heaping 

up with rich piles of foliage. 
  宽阔的草坪宛如翠绿的地毯，成片的参天大树点缀其间，绿叶浓密，层层叠叠。 
f. The Western system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existence of competitive elections. 
  西方制度的一个特点是竞选。 
2. 四字格精简法 
a. All evils are to be considered with the good that is in them, and with what worse attends them. 
  真是，我怎么不想想祸福相依和祸不单行的道理呢？——郭建中译 
b. Scientific exploration,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has given man the practical result of being able to 

shield himself the calamities of nature and the calamities imposed by other man. 
  科学的探索，知识的追求，使人类获得了避免天灾人祸的能力。 
c. They developed a simple hunting and fishing culture suited to the conditions of the region. 
  他们因地制宜地发展了简易的狩猎业和渔业。 
d. He was mature in years, and tried in wars but had the old, inbred arrogance of his family. 
  他年纪不小，久经战场，但骨子里依然透露出其家族血液里、根深蒂固的傲慢。 
e. His speech was Irish throughout, versatile, witty, and occasionally pointed. 
  他的演讲自始带着爱尔兰人的风格，洋洋洒洒，风趣幽默，时而犀利尖刻。 
III. 增补 
增补的目的就是使译文明朗化：一是出于句法上的考虑，即将原文句法上的省略按汉语习惯补

出；一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逻辑关系，在译文中增添有助于译文读者理解的显化表达。或者将原

文隐含的信息显化于译文中，使意思更明确，逻辑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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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补词语使译文句法完整（重复） 
a. I fell madly in love with her, and she with me. 
  我疯狂地爱上她，她也疯狂地爱上我。 
b. They began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situation of the enemy. 
  他们开始研究敌情、分析敌情。 
c. He became an oil baron—all by himself. 
  他终成为石油大王——一个白手起家的石油大王。 
2. 增补解释性的辅助动词，使汉语符合搭配习惯 
a. In the evening, after the banquet, the concerts and the table tennis exhibitions, he would work on 

the drafting of the final communiqué. 
 晚上，参加了宴会，出席了音乐会，观看了乒乓球表演后，他还得起草最后公报。 
3. 增补语气词，英语里的语气可以通过汉语的语气词再现 
a. Don’t tell me you’ve missed the train! 
  你不会没赶上火车吧！ 
b. I declare, John, you’ve grown a foot. 
  说真的，约翰，你长高一尺啦。 
4. 增补解释性的词（阐释），不补则译文晦涩费解 
a. And the years flipped off the calendar like dry leaves from a lawn. 
岁月催人，一张一张地撕掉的日历，就如同枯叶堆积在草坪上。 
b. There are friends and friends. 
  朋友分两种：损友和益友。 
c. I believe the eight dead journalists are policy. 
  我相信，那八个记者的死，是蓄意谋杀。 
d. Condit came out with his political smile. 
  康迪特走出来，脸上带着政客惯有的笑容。 
IV. 实译与虚译 
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具有较强的具象性，而西方文化思维则具有较强的抽象性。汉文化“尚象”

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偏重具象的思维形式，西方文化“尚思”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偏重抽象的思维方式
（包惠南，2001）。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必然直接反映在句子词汇的使用层面上。汉语重实，重
形象，喜用具体的表现法，较少使用表示抽象概念的名词。在英语中抽象名词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

汉语。所谓实译，指词义或词组义从抽象引向具体，从一般引向特殊，从概括引向局部，从“虚”
引向“实”的过程。所谓虚译，是指词义或词组义从具体引向抽象，从特殊引向一般，从局部引向概
括，从“实”引向“虚”的过程。（连淑能，2006） 
    1. 实译取向 
    a. Gwendolen: Ernest has strong upright nature. He is the very soul of truth and honour. Disloyalty 
would be as impossible to him as deception. 
    ……他绝对不会见异思迁，也不会做假骗人。——余光中译 
    b. Lady Bracknell: Sit down immediately. Hesitation of any kind is a sign of mental decay in the 
young, of physical weakness in the old.  
     犹豫不决，无论什么姿态，都显示出青年人的智力衰退，老年人的体力虚弱。——余光中译 
    c. Wisdom prepares for the worst; but folly leaves the worst for the day it comes. –R. Cecil.  
     聪明人防患于未然，愚蠢者临渴掘井。——包惠南译 
    d. In line with latest trends in fashion, a few dress designers have been sacrificing elegance to 
audacity. 
    有些时装设计师为了赶时髦，舍弃了优雅别致的样式，而一味追求袒胸露乳的奇装异服。——



6578 

包惠南译 
    e. He wished to try his luck by inviting the beautiful, young lady to dance, but with a rebuff. 
    f. However, such measures touch only the tip, but not address the basis of the problem. 
    2. 虚译取向 
    虚译，或谓意译。由于原文的修辞表达结构直译过来会造成误解或牵强，译文只好取其基本义，
而弃其喻体。 
    a. I learned yesterday that their eldest son has been twice sent to prison. I wonder how many other 
skeletons they’ve got in their cupboard. 
    我昨天得知他们家大儿子已经坐过两次牢。真不知他们家还有多少见不得人的事。 
    b. Foreign competition has taken the wind out of the sails of the U.S. automobile industry.  
    国外的竞争势力已经使美国的汽车工业陷入颓势。 

c. See-sawing between partly good and faintly ominous, the news for the next four weeks was never 
distinct.  
  在那以后的四周内，消息时而有所好转，时而有点不妙。两种情况不断地交替出现，一直没有明
朗化。 

V. 褒译与贬译 
原文中有些词语本身就表示褒贬意义，就应该把褒贬意义相应地表达出来；但也有些原文词语

孤立起来看似乎是中性的，译成汉语时就要根据上下文恰如其分地把它们的褒义或贬义表达出来。 
1. 原文词语褒贬义明显，翻译时相应译出 
a. He was a man of high renown. 
  他是个有名望的人。 
b. His notoriety as a rake did not come until his death. 
  他作为流氓的恶名是他死后才传开的。 
c. The tasks carried out by them are praiseworthy. 
  他们进行的事业是值得表扬的。 
d. Girls were all smiles on hearing the good news. 
  听到这个好消息，姑娘们各个笑逐颜开。（满脸堆笑） 
2. 根据上下文决定褒贬义 
a. The two politicians talked for no more than five minutes, at a significant moment in their careers. 
  两位政治家仅仅交谈了五分钟，但这是他们一生事业中的重大时刻。 
b. He was a man of integrity, but unfortunately he had a certain reputation, I believe the reputation 

was not deserved.  
  他是个正直的人，不幸却背上一种恶名，但我相信这个恶名是莫须有的。 
c. He had lied to me and made me the tool of his wicked deeds. 
  他欺骗了我，是我成为他罪恶勾当的工具。 
d. As a demanding boss, he expected total loyalty and dedication from his employees. 
  他是个苛刻的老板，要求手下人对他忠心耿耿、鞠躬尽瘁。 
VI 倒译与顺译 
英语和汉语的表达结构均是由其民族思维和语言发展长期积累沉淀而成的，这两种语言由于使

用者观察世界的角度不同，思维习惯不同，导致表达结构也常常截然不同。翻译时要视具体情况保

留或改变原文的顺序，也就是在词法、句法顺序的倒译或顺译。严复在《天演论》例言里曾经论述

道：“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 
1. 倒译：倒译与拆译相辅相成，absent-minded, well-conducted, northeast, southwest 
a. Don’t scamp your work because you are pressed for time. 
b. Accounts are given of huge mountains sinking, of former plains seen heaved aloft, of fires fla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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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amid the ruin.—J. Jackson 
据记载，大山沉陷，平原隆起，火焰喷射，周围是一片废墟。 
c. In no way can we consider air as a good conductor. 
我们决不能认为普通的空气是良导体。 
d. Aristotle could have avoided the mistake of thinking that women have fewer teeth than men, by 

the simple device of asking Mrs. Aristotle to keep her mouth open while he counted.  
亚里斯多德认为女人的牙齿比男人少。其实，他只要请自己的夫人张一张口，让他数一数，本

是可以避免这个错误的。——郭建中译 
e. It is popular for the fine views from the summit of the mountain. 
从山顶远眺，湖光山色，尽收眼底；这儿风景绝佳，遐迩闻名。 
2. 顺译：更换次序是英汉翻译的主要做法，但有时说话人或者作者出于修辞或场合的需要，

其句法顺序并不能随心所欲地颠倒，否则效果将大打折扣。 
a. 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 
世间有这样一条公认的道理——凡财产丰厚的单身男人势必想娶个太太。 
b. Modern scientific discoveries lea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energy may be created from matter that in 

turn may be created from energy. 
现代科学发现得出这样的结论：物质可以产生能量，能量又可以产生物质。 
c. Always obey your parents ----when they are present.  
VII. 反译： 指译文与原文相反的表达方式传递原文的意义。它属于引申和修辞范围。反译包

括词语的反译、语言差异决定的反译和运用技巧的反译。 
1. 词语中的反译 
Anxiety; a barren tract of land; be at a loss; be fatally ill; failure; keep …within bounds; life sentence; 

prove worthy of our trust; safe and sound; supreme authority; wet paint; with dignity  
2. 语言的差异决定的反译 
a. Are you not prepared to do this work? 
Yes, I am.   
b. The name slipped from my memory. 
我一时想不起这个名字。 
c. The meaning eludes me. 
我弄不懂这个意思。 
d. I couldn’t feel better.  
我感觉好极了。 
e. There are no winners in a divorce.  
离婚的人都是两败俱伤。 
3. 运用技巧的反译 
a. He thought, not very vividly, of his father and mother. 
他依稀想起爸爸妈妈。（模模糊糊地） 
b. No one knows where the shoe pinches like the wearer. 
哪儿挤脚，唯有穿鞋人自己清楚。 
c. Even the pine logs which burned all day in the fireplace couldn’t keep my little house warm and 

dry. 
壁炉里整天烧着松柴，我的屋子依然又湿又冷。 
d. The world will be long forgetting their evil. 
世人不会很快忘记他们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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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have heard of him. 
以前我从未听说过他。 
4. 英汉告示语种的正反译 
a. Authorized Cars Only. 
  未经允许，车辆不得入内。 
b. Employees Only. 
  顾客止步。 
c. Passengers Only. 
  送客止步。 
d. 20% Off. 
  八折优惠。 
e. Nothing Can Come Of Nothing. ----William Shakespeare 
  物有其本，事有本源。——莎士比亚 
VIII. 被动式的翻译 
1. 英语被动式表达 
a. 名词： trainee; employee; addressee 
b. 形容词 visible stars; navigable rivers; exchangeable; the accused; the wounded 
c. 介词短语 in question;  on show;  past recovery; under discussion; under repair; beyond control; 

near completion 
d. 动词( need, want, require, deserve, stand) (look smell sound prove appear) 
  These goods sell like hot cakes.  
  这些货物十分畅销。 
  These small houses are to let at low rental. 
  这些小屋将低价出租。 
  I’m the one to blame. 
  该受责备的是我。 
2. 汉语的被动表达式 
被打、 叫人说的一文不值、 给他打了、挨打、遭劫、受骗、由人宰割、让人摆弄、获救、为……

所 被……所 让……所 
古汉语： 不见保。诚恐见欺。不拘于时。择于自然。吃拳，吃板子。（飞鸟惊，良弓藏；狡兔

死，走狗烹。 
3. 被动式翻译（被动式 vs.主动式） 
a. The result of the invention of the steam engine was that human power was replaced by mechanical 

power.  
蒸汽机发明的结果是，机械力代替了人力。 
b. In the afternoon rush of the Grand Central Station his eyes had been refreshed by the sight of Miss 

Lily Bart. 
在中央火车站午后的旅客洪流中，他一眼瞥见了丽莉﹒巴特小姐的身影，顿时眼睛一亮，精神

为之一振。 
c. As oil is found deep in the ground its presence cannot be determined by a study of the surface. 

Consequently, a geological survey of the underground rocks structure must be carried out. If it is thought 
that the rocks in certain area contain oil, a “drilling rig” is assembled. The most obvious part of a drilling 
rig is called a “derrick”. It is used to lift sections of pipe, which are allowed into the hole made by the drill. 
As the hole is being drilled, a steel pipe is pushed down to prevent the sides from falling in. If oil is firmly 
fixed to the top of the pipe and the oil is allowed to escape through a series of va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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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数字和倍数的翻译 
1. 数字的翻译 
123,456,789 (1,2345,6789) 
123,456,789,000( 1234,5678,9000) 
123,456,789,000,000(123,4567,8900,0000) 

4 3 2  9 8 7 6 5 4 3 2 1 
trillion   billion   million   thousand    

万亿 千亿 百 十亿 亿 千万 百万 十万 万 千    

1万= 10千 
10万=100千 
1000万=10百万 
1亿=100百万 
100亿=10个十亿 
1000亿=100个十亿 
2. 倍数的翻译 
a. A is n times greater (smaller, more …) than B… 
A比 B大（n-1）倍或小（n-1）/ n 
A的大小是 B的 n倍或 1/n 
Asia is four times larger than Europe. 
Sound travels nearly 3 times slower in lead than in copper. 
b. A is n times as great (small, much…) as B 
  A 的大小是 B的 n倍或 1/n 
  The oxygen atom is nearly 16 times as heavy as the hydrogen atom.  
c. A is n times the size (the length, amount, …) of B 
  A 的大小是 B的 n倍 
  This book is three times the length of that one. 
d. A is n times upon/over B. 
  A 比 B增加了（n-1）倍 
  A 增加到 B的 n倍 
  He is five times upon your age. 
e. increase/decrease n times/n-fold 
  增加到 n倍或减少到 1/n 
  增加了（n-1）倍或减少了（n-1）/n 
  The sales of TV set have risen 3.5-fold. 
  The weight of the bicycle has decreased 3 times.  
f. increase/decrease to n times 
  增加到 n倍或减少到 1/n 
  增加了（n-1）倍或减少了（n-1）/n 
  The number of the students has increased to three times. 
g. increase/decrease by n times 
  增加到 n倍或减少到 1/n 
  增加了（n-1）倍或减少了（n-1）/n 
  The steel output has increased by two times. 
  The error probability of the equipment was reduced by 2.5 times through technical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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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ncrease/decrease by a factor of n 
  增加到 n倍或减少到 1/n 
  增加了（n-1）倍或减少了（n-1）/n 
  The speed exceeded the average speed by a factor of 2.5. 
  The price of farm tools has decreased by a factor of 4. 
i. The machine turns half as fast as again as that one. 
The year we have produced as many tractors again as they. 
He demanded double the usual fee. 
Output should triple by next year. 
The turnover of this company has gone up by 10.9%. 
3. 数字修辞的夸张功能及翻译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三日不见，当刮目相见 
 A thousand and one ways 千方百计 
The eleventh hour （最后时刻，危急时刻） 
Be dressed up to the nines （穿着非常考究） 
At sixes and sevens（乱七八糟） 
Strike twelve （达到最高目标） 
In twos and threes （三三两两） 
The fifth wheel（累赘） 
A nine-day’s wonder 轰动一时（极其短暂） 
I will love you three score and then。 我会一辈子爱你的。 
Ten to one he has forgotten it. 很可能他已经忘了。 
His mark in math is second to none in the class.他的数学分数在班上是名列前茅。 
I used to study in France in the year one. 我早年曾在法国学习。 
学习目标 
1. 理解应用翻译技巧的各种原因 
2. 掌握各种翻译技巧 
作业 
1. 翻译下面的句子 
The morning of June 27th was clear and sunny, with the fresh warmth of a full-summer day; the 

flowers were blossoming profusely and the grass was richly green 
A man without tears is a man without heart. 
The beauty of the scenery baffles description 
I found him at his book when I came into the room. 
They were suspicious and resentful of him. 
A well-dressed man, who looked and talked like an American, got into the car. 
All the wounded were sent to the hospital right away. 
I had the fortune to meet him. 
A look of pleasure came to her face. 
As he approached the village he met a number of people but none of whom he knew. 
He looked gloomy and troubled. 
I should not have time to see him even if he were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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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in White House is active and intense. 
A few months after this I crossed the sea eastward again.  
It was in mid-August, and the repair section operated under the blazing sun.  
This is essential for th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The grief of the people took charge. 
They lingered long over his letter. 
The social system of China and the U.S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Chen is thirty-two and mother of two.  
A red sun rose slowly from the calm sea.  
The lion is the King of animals. 
Don’t take it seriously. I’m just making fun of you.  
The weather was warm and sultry and everyone seemed to be on edge. 
Gulunyu is a must for most visitors to Xiamen. 
Vietnam was his entrée to the new administration, his third incarnation as a foreign policy consultant. 
Every life has its roses and thorns. 
He chose the gun instead of the cap and gown. 
He is bright and ambitious. 
Those who do 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live it. 
Mr. Brown felt greatly flattered when he received the invitation to deliver a lecture.  
As interesting as the book’s wide-ranging contents is the glimpse it provides into the workings of its 

author’s mind. 
In this book are lucid revelations on the frontiers of physics, astronomy, cosmology, and courage.  
They had better keep their promise, because everything hinges on that right now. 
All these questions have only been partially answered. 
Free from anxiety, the old are living a happy life in the home for the aged. 
His answer is beside the mark. 
Silence reigned all over for a while. 
Haste makes waste. 
I never hear such a story but I laugh. 
He is not seldom ill.  
They were not, however, left long undisturbed. 
The sense of inferiority that he acquired in his youth has never been totally eradicated. 
China’s presence is felt, more than ever, all over the world, assuming historic dimensions in the 

world political situation.  
Hitler was washed away by the storms of history. 
Mother is a sentimental woman. Her heart is good and easily moved by tears and frailty. 
She was criticized in front of everyone.  
This sort of membrane is twice thinner than ordinary paper. 
The equipment reduced the error probability by a factory of 5. 
When the patient’s condition was critical, the doctor stayed with her for days and had only forty 

winds in the daytime. 
It used to be a well-run business, but then disagreements arose between the partners, and now things 

are at sixes and sevens. 
知识单元 4： 翻译的文化篇 
参考学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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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I.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II. 意识形态与翻译 III. 文化翻译策略 
I .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1. 文化的概念 
Culture may be classified by three large categories of elements: artifacts (which include items 

ranging from arrowheads to hydrogen bombs, magic charms to antibiotics, torches to electric lights, and 
chariots to jet planes); concepts (which include such beliefs or value systems as right or wrong, God and 
man, ethics, and the general meaning of life); and behaviours (which refer to the actual practice of 
concepts or beliefs). （money, value, spend and save money）(Almaney & Alwan 1982) 

2.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a.  Language expresses cultural reality. (文化（历史、传统）不同，表达不同，语义的对应与空

缺, e.g. 花语，动物的象征意义)(Different signs denote reality by cutting it up in different ways. 江、河
=River)(房子=house, duplex, apartment) 

b.  Language embodies cultural reality. (人们利用书面的、口头的语言的行为)（书面的体裁，讲
话的方式） 

c.  Language symbolizes cultural reality. (distinguish insiders and outsiders) 
d. Language, as a code, reflects cultural preoccupations and constraints the way people think.  
(The hierarchies of vocabulary reflect in large measure the manner in which people understand and 

classify the world; the fact that a language may have a proportionately high number of terms in particular 
domains is an important index to the focus of culture; changes in culture often give rise to new type of 
discourse; popularity of certain type of discourse may also reflect cultural concerns.) 

3. 文化差异与表达差异 
虎口拔牙 beard the lion 狐假虎威 ass in the lion’s skin拦路虎 a lion in the eay 虎落平阳被犬欺 

Hares may pull dead lions by the beard摸老虎屁股 twist the lion’s tail 
Pig （贪心、丑陋 vs 懒、笨） 
Wolf （贪心 vs 凶狠） 
Bear （脾气坏、没有规矩 vs 动作慢、笨拙） 
Peacock （傲慢 vs. 美丽） 
Bee （忙碌 vs. 勤劳） 
奈达提出改变形式的五个标准： 
a. 直译会使意义发生错误 
b. 借用语会构成语义空白，因而可能使读者填入错误的意义 
c. 形式对应会引起严重的意义不明 
d. 形式对应会产生不为原作者有意安排的歧义表达法 
e. 形式对应会引起译文语法错误、语体不合 
II. 意识形态与翻译 
这儿意识形态指译者所处社会的政治形势、思想道德观念、习俗和规范。 
严复翻译《天演论》采用“合乎中国古文传统的模式” 
性的描写、民族问题、政府问题 
III. 文化翻译策略：归化与异化 
1. But it was enough to affect me then, who was but a young sailor, and had never known anything of 

the matter. (1991: 8) 
徐霞村：我这时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水手，对于海上的事完全没有知识。（1959:6） 
郭建中：对我这个初次航海的年轻人来说，……因为我对航海的事一无所知。 （1996:7） 
义海：我不过是个第一次出海的水手，对海上的事情一无所知。（1997:9） 
黄杲炘：对于当时我这样一个毫无航海知识的年轻生手，这景象已足以叫我胆战心惊了。（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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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I believe it was the first gun that had been fir’d there sinc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1991:53） 
徐译：我相信，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在这岛上，这是第一次有人开枪。（1959:46） 
郭译：我相信，自上帝创造这世界以来，第一次有人在这岛上开枪。（1996:44） 
义译：我相信，这一枪是这里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枪。（1997:46） 
黄译：我相信，自从上帝创造了世界以来，这还是那里响起了第一枪；（1998:55） 
3.  I observ’d the poor affectionate creature every two minutes, or perhaps less, all the 
while he was there, turn’d his head about, to see if his father was in the same place,… (1991:240) 
徐译： 我冷眼旁观，只见这孝心真挚的家伙一边干着活儿，一边频频回过头来，看看他父亲

是不是还坐在原来的地方（1959：214） 
郭译： 我发现，星期五真是个心底诚挚的孝子。（1996:195） 
义译： 我发现，这个可怜的人真是太爱他的父亲了。（1997:191） 
黄译： 我看着这可怜的孝子，看他虽在这儿干着活，……（1998:246） 
学习目标: 
1. 了解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了解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  
2. 掌握文化翻译的策略 
作业: 
翻译下面一段文章： 

How to Grow Old 
By Bertrand Russell 

In spite of the title, this article will really be on how not to grow old, which at my time of life, is a 
much more important subject. My first advice would to be chose your ancestors carefully. Although both 
my parents died young, I have done well in his respect as regards my other ancestors. My maternal 
grandfather, it is true, was cut off in the flower of his youth at the age of sixty-seven, but my other three 
grandparents all lived to be over eighty. Of remoter ancestors I can only discover one who did not live to a 
great age, and he died of a disease which is now rare, namely, having his head cut off. A 
great-grandmother of mine, who was a friend of Gibbon, lived to the age of ninety-two, and to her last day 
remained a terror to all her descendants. My maternal grandmother, after having nine children who 
survived, one who died in infancy, and many miscarriages, as soon as she became a widow devoted 
herself to women’s higher education. She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Girton College, and worked hard at 
opening the medical profession to women. She used to relate how she met in Italy an elderly gentleman 
who was looking very sad. She inquired the cause of his melancholy and he said that he had just parted 
from his two grand-children. “Good gracious,” she exclaimed, “I have seventy-two grandchildren, and if I 
were sad each time I parted from one of them, I should have a dismal existence!” “Madre snaturale,” he 
replied. But speaking as one of the seventy-two, I prefer her recipe. After the age of eighty she found she 
had some difficulty in getting to sleep, so she habitually spent the hours from midnight to 3 a. m. in 
reading popular science. I do not believe that she ever had time to notice that she was growing old. This, I 
think, is the proper recipe for remaining young. If you have wide and keen interests and activities in which 
you can still be effective, you will have no reason to think about the merely statistical fact of the number 
of years you have already lived, still less of the probable brevity of your future. 

As regards health, I have nothing useful to say since I have little experience of illness. I eat and drink 
whatever I like, and sleep when I cannot keep awake. I never do anything whatever on the ground that it is 
good for health, though in actual fact the things I like doing are mostly wholesome.  

Psychologically there are two dangers to be guarded against old age. One of these is undue 
absorption in the past. It does not do to live in memories, in regrets for the good old days, or in sa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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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friends who are dead. One’s thoughts must be directed to the future, and to things about which there 
is something to be done. This is not always easy; one’s own past is a gradually increasing weight. It is 
easy to think to oneself that one’s emotions used to be more vivid than they are, and one’s mind more 
keen. If this is true it should be forgotten, and if it is forgotten it will probably not be true. 

The other thing to be avoided is clinging to youth in the hope of sucking vigour from its vitality. 
When your children are grown up they want to live their own lives, and if you continue to be as interested 
in them as you were when they were young, you are likely to become a burden to them, unless they are 
unusually callous. I do not mean that one should be without interest in them, but one’s interest should be 
contemplative and, if possible, philanthropic, but not unduly emotional. Animals become indifferent to 
their young as soon as their young can look after themselves, but human beings, owing to the length of 
infancy, find this difficult.  

                                      (from Portraits from Memory and Other Essays) 
知识单元 5 翻译的文采篇 
参考学时：4  
学习内容：I. 为何讲究译文文采 II. 为译文增色的策略 
I. 为何讲究译文文采 
傅雷：“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1984:559） 
严复： 信达雅;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许渊冲： 优势论，竞赛论 
辜正坤（2003:432） 提出英译汉中注重译文文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汉语是描写性特强的语

言；英语则是逻辑性特强的语言，相对而言，汉语多华丽修饰语，而印欧语要少得多。 
II. 为译文增色的策略 
1. 巧用中国古代诗文典籍词语、句法 
a. She set what was considered to be the finest table in White House History. Sometimes she 

wondered whether the President really appreciated the food. He wolfed it down with such incredible 
speed.  

她的食谱据说是白宫历史上最讲究的。不过胡佛吃饭时总是那么狼吞虎咽，他的夫人有时怀疑

总统是否会食而不知其味。（王宗炎译：《光荣与梦想》） 
b. Wonderful waves rolling in, enormous clouds of foam, made one marvel that anybody could have 

got ashore at the landing.  
惊涛拍岸，卷起大片大片白云样的泡沫，这使人难以置信，竟会有人能从海上登上滩头。 
c. Some cautions must be mentioned – for example, good tools are essential to do the job well. – 

Oxford Advance Learners’ Dictionary 
有些警句必须提及，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d. I have been a stranger in a strange land. –Exodus 2:22 
独在异乡为异客。 
2. 古文笔法的运用 
a. Great is the art of beginning, but greater is the art of ending. –Henry W. Longfellow 
善始固然不易，善终尤为难得。 
b. He is fool who can not be angry, but he is really a wise man who will not.  
常言道：愚者不会怒，智者而不怒。 
c. After that, he kept looking out his window for her, mourning the decade they had let slip by while 

married to other people.  
打那以后，他总是透过窗户意欲寻觅她的身影，哀叹十年光阴瞬息过，却与旁人共枕席。 
d. Everything is the same, but you are not here, and I still am. In separation the one who goes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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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ffers less than the one who stays behind. –Byron  
此间百凡如故，我仍留而君已去耳。行行生别离，去者不如留者神伤之甚也。 
3. 巧用汉语四字格词语 
a. 有助于笔墨经济，以少胜多 
Over the past several weeks, she had grown increasingly restless.  
过去几周，她越来越六神无主。 
The nation at large was exhausted from the searing effects of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由于南北战争和“重建”造成的百孔千疮，举国上下被搞得筋疲力尽。 
b. 有助于译文通顺流畅，雅俗交融 
Although lonely in a new land, Matzeliger was described by his fellow workers and students as 

cheerful, of a friendly nature, honest and modest. 
虽然马泽利格单身一人，又生活在异乡客地，但正如他的同事和学生所描述的那样，让为人活

泼开朗，温文尔雅，诚实谦虚。 
c. 有助于译文生动活泼，形象鲜明 
You may have read stories in which the hero gets into his spaceship and “blasts off” into the outer 

reaches of space without a worry about fuel.  
你大概读过这样一些故事吧。它们描写一位英雄坐上飞船，“风驰电掣”，直冲九霄云外，毋须

为燃料担心发愁。 
d. 提高译文语言的整齐匀称和韵律感 
But there had been too much publicity about my case. 
但我的事现在已经搞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了。 
Target priorities were established here.  
目标的轻重缓急，孰先孰后，是在那里决定的。 
If this was a time of triumph for the many, it was a painful period for the few.  
多数人兴高采烈之日，却是少数人伤心失意之时。 
学习目标 
1. 了解文采重要性 
2. 掌握增加译文文采的技巧 
作业： 
翻译下面的短文 

How to Grow Old 
(Continued) 

By Bertrand Russell 
I think that a successful old age is easiest for those who have strong impersonal interests involving 

appropriate activities. It is in this sphere that long experience is really fruitful, and it is in this sphere that 
the wisdom born of experience can be exercised without being oppressive. It is no use telling grown-up 
children not to make mistakes, both because they will not believe you, and because mistakes are an 
essential part of education. But if you are one of those who are incapable of impersonal interests, you may 
find that your life will be empty unless you concern yourself with y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In that 
case you must realize that while you can still render them material service, such as making them an 
allowance or knitting them jumpers, you must not expect that they will enjoy your company. 

Some old people are oppressed by the fear of death. In the young there is a justification for this 
feeling. Young men who have reason to fear that they will be killed in battle may justifiably feel bitter in 
the thought that they have been cheated of the best things that life has to offer. But in an old man who has 
known human joys and sorrows, and has achieved whatever work it was in him to do, the fear of death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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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what abject and ignoble. The best way to overcome it ---- so at least it seems to me----is to make 
your interest gradually wider and more personal, until bit by bit the walls of the ego recede, and your life 
becomes increasingly merged in the universal life. An individual human existence should be like a 
river---- small at first, narrowly contained within its banks, and rushing passionately past boulders and 
over waterfalls. Gradually the river grows wider, the banks recede, the waters flow more quietly, and in 
the end, without any visible break, they become merged in the sea, and painlessly lose their individual 
being. The man who, in old age, can see his life in this way, will not suffer from the fear of death, since 
the things he cares for will continue. And if, with the decay of vitality, weariness increases, the thought of 
rest will be not unwelcome. I should wish to die while still at work, knowing that others will carry on 
what I can no longer do, and content in the thought that what was possible has been done. 

(from Portraits from Memory and Other Essays) 
三、 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翻译的基础知识篇 1 4  
2 翻译的基础知识篇 2   
3 翻译的理解篇 1 4  
4 翻译的理解篇 2   
5 翻译的技巧篇 1 16  
6 翻译的技巧篇 2   
7 翻译的技巧篇 3   
8 翻译的技巧篇 4   
9 翻译的技巧篇 5   

10 翻译的技巧篇 6   
11 翻译的技巧篇 7   
12 翻译的技巧篇 8   
13 翻译的文化篇 1 4  
14 翻译的文化篇 2   
15 翻译的文采篇 1 4  
16 翻译的文采篇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综合英语、英语阅读、英语写作、英语国家概况等。这些课程为学生提供了英语

语言文学及汉语言文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英语笔译课程要求学生对这些知识理论

和技能的综合运用。 
后续课程： 汉英翻译、高级英语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翻译标准与性质; 英语的一词多义现象；英语句式结构的特点及翻译方法; 让学生熟悉

常用的翻译基本技巧; 社会文化因素的处理和文化意象的处理; 翻译即创作；  
难点： 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 英语句式结构的特点及翻译方法；拆译、增补与删减，长

句的翻译以及具体翻译技巧的实际应用；隐含文化信息的处理和“不可译”现象；讲评学生翻译习作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讨论。 
2.教学观摩。 
3.小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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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性学习 
教学手段： 
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翻译技巧并做大量翻译实践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出勤、课堂表现 10分，每次缺勤扣 0.5分；课后作业 10分；期末总评中，平时成

绩占 20％；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英汉、汉英翻译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

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英汉翻译教程》，杨士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9月第 1版。 
2.《大学英汉翻译教程》，王治奎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 6月第 4版。 
3.《翻译基础》，刘宓庆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8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目 
1.《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连淑能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9月第 1版。 
2.《英汉·汉英美文翻译与鉴赏》（新编版），刘士聪编著，译林出版社，2007年 8月第 1版。 
3.《英汉名篇名译》，朱明炬、谢少华、吴万伟编著，译林出版社，2007年 2月第 1版。 
4.《翻译美学》，毛荣贵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月第 1版。 
5.《译艺英汉双向笔译》，陈文柏著，群言出版社，2008年 4月第 1版。 
6. 其他学习资源： 
1）中国日报英语，英语点津 http://www.chinadaily.com.cn/language_tips/ 
2）译言网 http://www.yeeyan.com 
3）Proz国际翻译平台 http://www.proz.com 
4）China Daily http://www.chinadaily.com.cn/ 

执笔：王冬梅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 2016年 5月 30日 

 

翻译理论与实践（二）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II 

课程号： 308000862          

一、课程教学学目标： 
本课程是为英语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是英语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同时也是检验和提高

学生综合英汉双语能力的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主要教学目标是： 

向学生系统介绍翻译理论的基础知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相互联系，以及国内外主要翻译

学派的翻译标准。本课程主要通过课堂教学与课后辅助练习的手段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并

使学生具备比较扎实的中英文双语功底，能够翻译一般的文学类以及非文学类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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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 

参考学时：2 
学习内容： 
复习翻译标准、类型、语言与文化/思维之间的关系、英汉主要差异（参见秋学期英汉翻译教

学大纲），现代英语的主要风格 （从平卡姆的《中式英语之鉴》所举例子来阐释现代英语的风格
（ABC） 
学习目标： 
1. 了解翻译标准、类型；了解语言与文化与思维之间的关系，了解英汉语言结构主要差异 
2. 掌握现代英语表达的主要风格：ABC （accurate准确, brief简短, concise 明了） 
作业： 
指出下面汉英翻译中的问题 
1. to accelerate the pace of economic reform 
There have been good harvests in agriculture. 
Living standards for the people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ntinued to rise. 
reforms in the sphere of the economy 
2.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accomplis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overnight 
They must make up their minds to implement the reform of the current system. 
until China realizes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We should adopt the principle of combining solutions to people’s immediate difficulties with long 

term development. 
It is especially necessary to make great efforts to assimilate the achievements of other cultures. 
3. Previously we used to overemphasize the need for class struggle. 
We should appropriately raise the purchasing prices of grain and cotton, so as to increase the income 

of the peasants considerably. 
I firmly believe that our army will be able to steadfastly maintain its own character 
These practices should be totally abolished. 
4. Under the most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Zhou Enlai resolutely and carefully set to work, basically 

guaranteeing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Xi’an incident. 
Perhaps it will take a decade to accomplish this. 
The editorial said that the working class should help to further and develop production and 

concentrate their effort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5. It is essential to contro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o a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We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formulation of annual plans and not neglect it. 
We should speed up housing construction in cities and towns, especially the building of medium and 

low-grade housing estates, so as to improve the housing conditions to the habitants there. 
6. Adherence to Marxism is vital to China, and so is adherence to socialism. 
If each enterprise goes it alone, they will never be abl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s. 
After more than twenty days of exhausting marches and heavy combat, they reached the Dabie 

Moutains in late August. 
Roughly speaking, the government will be in much better financial shape next year than this, despite 

another enormous deficit. 
知识单元 2： 词汇的翻译 
参考学时：10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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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词义准确性 II. 语体得体 III.词汇多样性 IV. 简洁 V. 词汇搭配 VI. 汉英差异处理 
I. 词义的准确性 
1.1. 感情色彩的准确 
1.1.1 使用褒义词 
由于贵公司信誉一直很好，我们可以同意 D/P付款。（《外贸英语翻译》第 108页） 
In consideration of your consistently good credibility, we can accept payment by D/P. 
由于贵我双方的共同努力和密切合作，1981 年的合同执行得非常顺利。（《外贸英语翻译》第

108页） 
Thanks to the concerted efforts made by our two parties and our close cooperation, the 1981 

contract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performed.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邓选》）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we must combat (oppose) corruption. 
1.1.2 使用中性词 
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大问题，各级领导务必优先考虑这一问题。（《现代汉英翻译技巧》第 13页） 
China’s economy is a major issue (problem), and leaders at all levels must give it a priority 

consideration.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李青，第 93页） 
Fight when we can win, move away (run away) when cannot.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邓选》） 
Do they entail any dangers? Are they peculiar（unique）to capitalism? (外文出版社) 
18世纪，他们（满族人）控制了远至帕米尔高原的中亚地区，并在西藏建立了摄政政权。（《笔

译实务》）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y gained control of Central Asia as far as the Pamir Mountains and held 

Tibet as protectorate. (established a local/regent government in Tibet) 
1.1.3使用贬义词 
其实中年是人生盛华的开始，不应贪懒，不应享受。 
In actual fact, middle age represents the prime of one’s life, allowing no indolence, no 

self-indulgence.( enjoying life) 
对于凭借行业垄断和某些特殊条件获得个人额外收入的必须纠正。（《十五大》） 
We must correct the malpractice of individuals obtaining extra income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sectoral monopoly and some special privileges.  
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邓选》） 
People are saying that the North-South question is very serious (most outstanding) . I think it is a 

question of development. (外文出版社) 
1.2 语义准确 
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王弄笙，1991.3）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ill retain the status of a free port and a separate 

(independent) customs territory. 
违反国家现行法律和法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施行

细则》） 
If there is a violation of the State laws or statutory regulations currently in effect and harms the 

national (society) public interests. (澳大利亚译本) 
继续推进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和后勤社会化。（《笔译实务》） 
We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system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nd commercialize suppor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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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语体得体 
谈到中美贸易问题，首先要看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就是 25 年来我们两国之间贸易有了巨

大的发展。（《笔译实务》第 43页） 
When talking about China-US trade, we should not overlook one fundamental fact, that is, in the past 

25 years, two-way trade has expanded enormously. ( Regarding/Concerning/With regard to/ With respect 
to/ On the issue of ) 

在特殊情况下， 公司可在原定的投标有效期满之前向投标人提出投标有效期延长到另行规定
时间的要求。（《现代汉英翻译技巧》第 23页） 

In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e original tender validity period, the company 
may request the tenders for a specified extension of the period of validity.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邓选》）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sic socialist system… （《北京周报》） 
After the basic socialist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外文出版社） 
III. 词汇多样性 
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 
The world needs peace. The people want cooperation. Nations aspire for development. Society seeks 

progress. This is the trend of our times.  
在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充实精神生活。（《十五大》） 
While improving the people’s material well-being, we should enrich their cultural life. (《中国日报》) 
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

没有得到解决。（《邓选》） 
There are two major global issues at present: one is peace and the other is development. There is 

hope for peace. The question of progress has yet to be solved. （《北京周报》） 
There are two major issues in the world today: one is peace and the other is development. There is 

hope for peace, but the problem of development has not yet been solved. (外文出版社) 
IV. 简洁 
汉语两层意思用不同词语表达，但在英语中可能找到包含两层意义的词汇；汉语重复，英语重

精简 
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十五大》） 

    We should press ahead with all supportive reforms. (《中国日报》)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十五大》）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countries is widening. (《中国日报》)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推动了工业的发展。（《邓选》） 
    The transfer of surplus rural labor vigorously stimulat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北京周报》) 
    The shift of surplus farm labour to rural enterprises stimulat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外文出版社) 
    广大职工要转变就业观念。 
    Workers should change their ideas about employment. (《中国日报》) 
    我们还将放宽外商投资在技术转让、内销比例和一些行业的持股比例的限制。（《高级翻译》第
118页） 
    We will also loosen our control over foreign investors in such areas as technology transfer, the 
proportion of the domestically sold products and the proportion of shares in certain sectors.  
    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之上。（80周年）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must be built on the basis of the developed productive forces. (《北京周报》)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must be built on the developed productive forces. (《单行本》) 

V. 词汇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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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特曼和斯托克“一种语言中每一词，都有其搭配范围，这些搭配范围限制它们的意义、用法；
不同语言的对等词如果说有相同的搭配范围的话，那是很少的。” 
一般来讲，汉语词语搭配能力较强、较灵活，语义比较模糊；英语词语较具体，搭配能力较弱、

搭配要求严格。因此，在翻译时要特别注意选用正确英语搭配，或选用搭配能力强的英语词汇。 
5.1 选用正确的搭配 
我们必须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高级翻译》第 127页） 
We must improve th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system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market.  
中国政府对于国际社会普遍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表示赞赏。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ppreciat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pursuit of the one-China policy.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人民，大力推进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Upholding the guiding role of Marxism, we have educated the people in patriotism, collectivism and 

socialism and made vigorous efforts to promote progress in socialist culture and ideology. (《北京周报》) 
Upholding Marxism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we have educated the people in patriotism, collectivism 

and socialism and done much to promote socialist and cultural progress. (《单行本》) 
5.2 选用搭配能力强的词 
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形势下，我国外交工作进一步开创了新局面，国际地位和影响继续提高。（《笔

译实务》第 140页） 
Amid the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s diplomacy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and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influence continue to grow.  
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境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高级翻译》第 135页） 
We should improve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ctively attract overseas capital, importforeign 

technology, and absorb foreign management skills. 
5.3 添加词汇以满足搭配要求 
广播电视覆盖能力和质量明显提高。（《笔译实务》第 205页） 
Significant progress was made in expanding the area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reception and raising the 

quality of their programming.  
虽然中国妇女在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还未完全实现平等就业机会。 
It is true that Chinese women have made enormous strides toward equality. But the goals of equal 

opportunity of employment for woman have not been fully realized.  
VI. 汉英差异处理 
6.1 词汇视点差异 
抢险车 breakdown lorry 防暴警察 riot police 裁军会议 arms talk 消防队 a fire brigade 寒衣 

warm clothes太平门 an emergency exit 打九折 a 10 percent discount 候机室 departure lounge 油漆
未干 wet paint手扶拖拉机 a walking tractor 手杖 a walking stick 死胡同 blind alley 假眼 glass eye 
红眼 green-eyed剪报 newspaper clipping耐用消费品 consumer durables 三角恋爱 love triangle会看
钟了 can read  看出他的心事 can read his mind唯你是问 You must answer for it听电话 answer the 
phone 出场 enter 自学 teach oneself 

6.2 动态与静态 
汉语句子中动词占优势，英语句子名词占优势，因而前者常表现为动态，后者则表现为静

态。……所以汉译英常常表现为动态向静态的转化。 
    他父亲去世了。 
    His father died. 
    His father is d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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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出门不在。 
    He went out. 
    He is away./ He is out. 
    史密斯先生在上班 
    Mr. Smith is working. 
    Mr. Smith is at work. 
    门锁住了。 
    The door was locked. 
    The door is locked.  

6.3 增译词 
为了使译文更加流畅自如，句内关系更加清晰，有时需要添加一些在语义上不甚重要的词。 

    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 
    Things have yet to be straightened out in the matter of income and distribution.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选》）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we must persistently adhere to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we must also adhere to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       在
搞改革也靠这个。 

I have not read many books, but I believe in Chairman Mao’s thesis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n 
the past, we relied on this in fighting wars; and we continue to rely on this in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北京周报》) 

I haven’t read too many books, but there is one thing I believe in: Chairman Mao’s principles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hat is the principle we relied on when we were fighting wars, and we continue 
to rely on it i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势头。（《人大》） 
Maintain the good momentum of development featuring high economic growth and low inflation. 

(《中国日报》) 
我们巩固和发展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大好形势。 
We have consolidated and developed the excellent situation prevailing since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中国日报》) 
6.4 减词 
刘宓庆（1992:263）“汉语命名中倾向于加范畴词（Category words）”。程镇球（1980:93）“汉

语里有一些较抽象的名词，如‘问题’‘状况’‘情况’‘工作’，有时本身没有实质意义，翻译时可以省去
不译。” 

必须清除行政管理中的官僚现象。 
We must clear away [the phenomena of] bureaucracy in the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这件事对我们的伙伴关系会带来负面影响。 
It will have negative impact on our [relations of] partnership. 
收入关系还没有理顺。（《人大》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needs to be straightened out. (《中国日报》) 
积极推进住房体制改革。 
We must press ahead with the reform of housing. (《中国日报》) 
学习目标： 
1. 了解汉英在词汇方面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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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汉英翻译中与词汇有关的处理技巧 
作业： 
翻译下面的文章 

落花生 
我们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说，“让它荒芜着怪可惜，既然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辟来做花生

园罢。”我们几姐弟和几个小丫头都很喜欢——买种的买种，动土的动土，灌园的灌园；过不了几
个月，居然有收获了！ 
妈妈说：“今晚我们可以做一个收获节，也请你们爹爹来尝尝我们底新花生，如何？”我们都答

应了。母亲把花生做成好几样底食品，还吩咐这节期要在园里底茅亭举行。 
那晚上底天色不太好，可是爹爹也到来，实在难得！爹爹说：“你们爱吃花生么？” 
我们都争着答应：“爱！” 
“谁能把花生底好处说出来？” 
姊姊说：“花生底气味很美。” 
哥哥说：“花生可以制油。” 
我说：“无论何等人都可以用贱价买它来吃；都喜欢吃它。这就是它底好处。” 
爹爹说：“花生底用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很可贵的。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苹果、桃子、

石榴，把它们底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底心。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

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你们偶然看见一颗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没有果

实，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能知道。” 
我们都说：“是的。”母亲也点头。爹爹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象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

是伟大、好看的东西。”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了。”爹爹说：“这
是我对于你们底希望。” 
我们谈到夜阑才散，所有花生食品虽然没有了，然而父亲底话现在还印在我心版上。 

知识单元 3： 句法结构 
参考学时：12 
学习内容： 
I. 介词词组 II. 状语 III.定语 IV. 无主句、无宾句 V. 主从关系处理 VI. 合并与分拆 VII.并

列结构 VIII. 多层次并列关系 IX 提取“公因式”X 管辖问题 
I. 介词词组 
汉语中动词使用较多，英语中介词与名词使用较多。刘宓庆（1992:257）分析了其原因：“英

语中每个句子只能有一个定式动词，这就使动词作为一种词类在使用中受到很大的约束。汉语动词

在句子中无谓定式、非定式之分。在‘我想去试试’这个句子中，三个动词（‘想’、‘去’、‘试’）都以
词根形式出现。由于汉语动词具有上述特点，因此它的语法功能很宽，得以在剧中广泛使用而形成

优势”。 
很多情形下，应将汉语动词转为英语名词，特别是抽象名词。由于名词常跟在介词之后，因此

产生了介词词组。有些汉语句子很长，在法律文件中尤其如此。译文中若出现过多介词，亦即过多

的修饰语（如状语、定语），过多的修饰语容易造成修饰关系不清。 
1.1 将介词词组转为从句 
未经审批机关批准，合同中不得含有限制受方利用引进技术生产的产品出口的条款。（《合同管

理条例施行细则》） 
No provisions of restrictions on exportation of products manufactured by the recipient with the 

imported technology may be included in the contract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1992年译本) 

Unless approval has been obtained from the examining and approving organ, a contract shall not 
include provisions restricting the recipient from using the imported technology to manufactur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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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xport. 
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邓选》）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fostering of successors, selecting and promoting those with both ability 

and political integrity to the leadership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being “revolutionary, young in age, 
well educated and professionally competent.”(《北京周报》)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raining people, selecting and promoting to positions of leadership persons 
who have both ability and political integr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that they should be 
revolutionary, young, well-educated and professionally competent. (外文出版社) 

1.2 用语义具体的实词修饰远处的相关词 
中国政府希望国际社会始终如一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希望美国政府切实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

报关于台湾问题的各项原则和自己做出的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庄严承诺，（《高级翻译》第 154页）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pe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ll consistently follow the 

one-China policy, and that the U.S. government will earnestly implement the principles on the Taiwan 
issue set forth in the three Sino-U.S. joint communiqués and honor its solemn commitment on the 
one-China policy. 

II. 状语 
在汉语中，状语的位置相对比较固定。但在英语中，状语的位置比较灵活。汉译英时应摆脱汉

语结构的影响，灵活地安排状语位置，使修饰关系变得更清楚，使多个状语位置安排得更合理。 
2.1 解决修饰不清的问题 
它（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邓选》） 
It has uncovered the law gov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by us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北京周报》) 
Us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has uncovered the law gov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外文出版社) 
我们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使占

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We have creatively materi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new democracy to socialism and established 

the basic system of socialism in an all-round way, enabling this big country in the Orient whose 
population accounts for a quarter of the world total to enter the socialist society. (《北京周报》) 

We have creatively materi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new democracy to socialism and established 
the basic system of socialism in a all-round way, thus ushering in a socialist society in this big oriental 
country with a population of a quarter of the world’s total. (《单行本》) 

2.2 是否修饰两个对象 
我们推进了农业结构调整。通过政策支持、加强信息服务和技术服务，引导农民按照市场需求

调整种植结构，发展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推进农业生产区域布局调整。 
We advanced structural readjustment in agriculture. Through policy support and improved 

information and technical services, the government guided farmers to grow crops according to market 
demand, develop animal husbandry and aquatic farming and readjust the loc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ing areas. 

合营企业取得批准设立的证书后，应在一个月内向市土地局办理土地使用手续，领取土地使用

证。（《土地使用》） 
A joint venture shall, within one month after obtaining the document of approval for its 

establishment, go through the procedures with respect to the use of land at the Land Bureau and get a land 
certificate therefrom. (1991年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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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t ventures that have obtained approval certificates for establishment shall go through the 
formalities for the use of land at the Municipal Land Bureau within one month and get their land use 
certificate. (1992年译本) 

2.3 限制性与非限制性状语 
对非法借出船员证件的处以 100元至 300元的罚款。（《现代汉英翻译技巧》第 58页） 
A crew member who illegally lends his seafarer certificates to others is subject to a fine from 100 to 

300 yuan. 
A crew member who lends his seafarer certificates to others, which is illegal, is subject to a fine 

between 100 and 300 yuan.  
2.3 多个状语的安排 
2.3.1 分置状语以求结构平衡 
民族地区在国家的扶持下和其他地区的支援下，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经济增长加快，各项事

业全面发展。 （《人大》） 
Assisted by the State and supported by other regions, ethnic minority areas witnessed an acceleration 

in economic growth and an all-round development in various undertakings through their own efforts and 
hard work. (《中国日报》) 
在受方承担保密义务期限内，由于非受方原因技术被公开，受方承担的保密义务即行终止。（《合

同管理条例施行细则》） 
Within the duration in which the recipient undertakes the obligation to keep confidential, if the 

technology is publicized not owing to the recipient, obligations to keep confidential undertaken by the 
recipient shall be immediately terminated. (1992年译本) 

If, during the period that the recipient is obliged to maintain confidentiality, details of the technology 
are made public through no connection with the recipient, the obligation of the recipient to maintain 
confidentiality shall be terminated immediately. (澳大利亚译本) 

2.3.2 将相关状语安排一起（若关系密切） 
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从 1949年到 1971年，中美敌对 23年，双方都付出了沉重代

价。从 1972年到现在，中美交往 32年，尽管有曲折，但双方都从合作中获得了巨大好处。（《笔译
实务》第 138页）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oth gain from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lose from conflicts. Both paid 
a heavy price for their mutual hostility lasting from twenty-three years from 1949 to 1971. In contrast, in 
the thirty-two years since China and the US renewed contact in 1972, both sides have benefited 
tremendously from cooperation, despite twists and turns.  

2.3.3将状语转为其他句子结构 
凡是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应本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以任何

形式或借口向台湾出售武器，或帮助台湾生产武器。（《高级翻译》） 
All countries that hav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respect for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non-interference in one another’s internal 
affairs, and refrain from selling arms to Taiwan or helping it produce weapons in any form or under any 
pretext.  

III. 定语 
现代英语中，为了追求语言简洁，其定语发生了一些变化。作为前置定语的形容词常被名词替

代；后置定语可转为前置定语；较复杂的后置定语，如介词加含有介词的名词词组也可能转化为前

置定语。但前置定语结构不能太复杂，名词不能过多地重叠。 
3. 1 名词性定语 
贸易公司 trade (trading)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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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经贸委 The Foreign Economic and Trade Commission 
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the Municip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mmission 
上海将建成经济、金融、贸易中心  
Shanghai will become an economic, financial and trade center ( a center of economy, finance and 

trade) 
3.2 定语前置还是后置 
新挖掘的秦兵马俑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高级翻译》第 170页） 
The newly-unearthed terra cotta (which were unearthed recently) soldiers and horses of the Qin 

Dynasty (221-206 B.C.) are called the “Eighth Wonder of the World”.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基于种族偏见的警察暴行层出不穷。（《高级翻译》第 192页） 
Worse still, race-biased police brutality (police brutality stemming from racial discrimination) was 

frequent.  
要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80

周年） 
We should, through increased supervision within the Party, by the law and by the people, establish 

and improve a restrictive mechanism and a supervisory mechanism on the exercise of pow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北京周报》) 

We should, through enhanced supervision within the Party, by the law and by the people, establish 
and improve mechanisms that will restrict and supervise the exercise of power in accordance with law. 
(《单行本》 

3.3 含有介词的名词词组作为前置定语 
教育学院大楼 the College of Education Building 
外语系大楼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Building 
外国语言文学大楼 the building for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上海组合港管理委员会 Shanghai Combination Port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the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of Shanghai Combination Port) (Shanghai Combined Port Administration) 
3.4 多定语与长定语 
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能熟练运用外语从事外事和文化交流工作的合格人才 
The university aims to train morally, intellectually and physically developed students with a good 

command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qualified for foreign affairs and cultural exchange with foreign 
countries. 

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向全世界宣布旧中国积贫积弱、受尽屈辱、没有外交尊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了。（《高级翻译》第 195） 
With a completely new look, China declared to the world that the days were gone for ever when 

China was poor, weak, humiliated, and with no diplomatic dignity. 
With a completely new look, China declared to the world that the days were gone for ever when a 

poor and weak China suffered all kinds of humiliations and had no dignity in diplomacy.  
3.5 化长定语为从句或主句 
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80周年）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s a historical process of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replacing 

the backward ones. (《北京周报》)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s a historical process in which the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replace the backward ones. (《单行本》) 
或者所能看见的脸都是（谄媚的，乞求的，快乐的时候不敢笑，不快乐的时候不敢不笑，悲戚

的时候不敢哭，不悲戚的时候不敢不哭）的脸。（聂绀弩：《我若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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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nly faces I could see would be ingratiating or supplicating—faces that dared not smile to 
express joy ; faces that dared not refrain from a forced smile when where was no joy at all to justify a 
smile; faces that dared not cry to express sorrow: faces that dared not refrain from a feigned cry when 
there was no sorrow to justify a cry. (张培基 译) 

这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受住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

继续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的五年。（《十五大》） 
These are the five years in which our Party has led the people of all nationalities in our country in 

standing the severe tests of political disturbanc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and continuing to take big strides on the road to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ive years, our party has led the people of all nationalities in our country in standing the severe 
tests of political disturbanc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and continuing to 
take big strides on the road to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国日报》) 

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

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

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选》） 
In brief, if socialism wants to win the edge over capitalism, it must be bold to absorb and learn all 

civilized achievements created by human society and all advanced forms of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which reflect the laws governing modern socialized production practiced in various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day, including developed capitalist nations. (《北京周报》) 

In short, if we want socialism to achieve superiority over capitalism, we should not hesitate to draw 
on the achievements of all cultures and to learn from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all advanced methods of operation and techniques of management that reflect the laws 
governing modern socialized production. (外文出版社)  
使用石化燃料（如石油、煤）或大面积砍伐森林，是地球大气“温室气体”不断增加的两大因素。

（《笔译实务》第 219页） 
The use of fossil fuels such as petroleum and coal and the deforestation of large areas are the two 

major factors behind rising levels of “greenhouse gases” in the Earth’s atmosphere.  
4. 汉语无主句、无宾句的处理 
汉语是意合性的语言，只要在上文中，意思能够理解，就可省去任何东西，而不考虑语法或逻

辑关系。在汉语中，没有主语或没有宾语的句型很普遍；英译时常需要将隐含的主语或宾语补上，

以符合英语语法习惯。 
4.1 补上人称代词 
说过来，说过去，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变。 
After all that’s been said, one sentence sums it up: stick to this line and thes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北京周报》) 
After all that’s been said, I can sum up our position in one sentence: we shall keep to this line and 

thes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4.2 补上语义虚泛或具体的词语充当主语 
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有尽可能搞快点。（《邓选》） 
Therefore, those blessed with conditions advantageous to development should not be obstructed. In 

areas where conditions permit, local developments should proceed as fast as possible. (《北京周报》) 
Therefore, those areas that are in a position to develop should not be obstructed. Where local 

conditions permit, development should proceed as fast as possible. 
4.3 转为被动语态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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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line should be adhered to for 100 years, with no vacillation. (《北京周报》) 
4.4 将非主语成分转为主语 
自然而然地也能感觉到十分的秋意。（陈文伯，第 31页） 
And a sense of the fullness of autumn will come upon you unaware. 
And an intense feeling of autumn will of itself well up inside you.  
嗅着枝叶的清香，觉得空气中充满了生命气息。（陈文伯，第 249页） 
The faint fragrance of foliage in the air awoke me to a full sense of life. 
于是，暮色中匆匆的人群里，总有我赶路的身影。（陈文伯，第 272页） 
Thus the gathering dark often fins me hastening home in a hurry crowd.  
4.5 补上省略的宾语 
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What matter if we have to face some difficulties? Let them blockade us! Let them blockade us for 

eight or ten years! By that time all of China’s problems will have been solved.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成谨小慎微，不

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邓选》） 
If we fail to make a proper analysis and this incurs misunderstanding, we will become overcautious 

and dare not emancipate our minds and act boldly. (《北京周报》) 
5. 主从关系的调整 
从语句衔接上来看，汉语往往采用意合法（parataxis），也即靠语义上的衔接，而不一定要依靠

连接词。英语则采用形合法，也即多使用连接词。有必要对原汉语进行语义分析，如在语义上有主

次关系，可将其翻译为英语的主从结构。 
5.1 词汇、词组的主从 
稳步发展普通高等教育，适应新形势，调整学科结构。（《笔译实务》第 187页） 
We will steadily develop regular higher education and adjust the division of disciplines to adapt to 

new circumstances.  
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邓选》） 
Only in this way can one see that the issue of developmen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s well as developing countries. (《北京周报》) 
Only thus will we recognize that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not just of the developing coutries but also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外文出版社) 
5.2 分句的主从 
杭州是中国著名的六大古都之一，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One of the six ancient capitals of China, Hangzhou has a long history of more than 2000 years.  
With a long history of over 2000 years, Hanghzou served as one of the six ancient capitals. 
亚欧双方都深受恐怖主义危害之苦，在应对恐怖主义等问题上，亚欧国家存在许多共识。（《笔

译实务》第 156页） 
Plagued by terrorism, Asian and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a great deal of common understanding on 

ways to deal with the scourge. 
6. 合并与分拆 
王寅 （1992/5），“在同义表达时，汉语往往采用较高级阶的句法单位，即英译汉时，往往将

较低一级的句法单位转换为较高一级的句法单位加以表达。”反过来，汉译英时，汉语的几个句子
可合并成一个英语句子，汉语的一个句子可译成英语的一个分句，汉语的分句可译成英语词组或单

词。 
6.1 连接词并句 
西部地域辽阔，交通不发达，首先要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高级翻译》第 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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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western region covers a vast area with poor transport facilities, we should first of all 
conduc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老栓正在专心走路，忽然吃了一惊，远远地看见了一条丁字街，明明白白横着。（鲁迅《药》） 
Absorbed in his walking, old Shun was startled when he saw the cross road lying distinctly ahead of 

him. (杨宪益、戴乃迭 译) 
6.2 副词并句 
我们中国人为神州五号而，这是理所当然的。（《笔译实务》第 238页） 
We Chinese are proud of Shenzhou V, and this is justifiable. 
We Chinese are justifiably proud of Shenzhou V. 
当时，友谊商店只对外开放，不对中宾开放。（《现代汉英翻译技巧》） 
At the time the friendship store was exclusively open to foreign visitors. 
6.3 形容词并句 
世界上的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 
There are so many contradictions in the world and so many serious ones. Some deep-seated ones 

have only recently surfaced. (《北京周报》) 
In this world there are plenty of complicated contradictions, and some deep-seated ones have just 

come to light. (外文出版社) 
6.4 介词并句 
我有一条出乎意料的好消息，现在要告诉你。（《现代汉英翻译技巧》） 
I have a surprising piece of news, and I want to tell you about it. 
I have a surprising piece of news, which I will tell you. 
I have a surprising piece of news for you. 
I have a surprise for you.  
6.5 分词并句 
他猛然倒在一把椅子上，椅子被压得吱吱作响。 
He crashed down on a protesting chair. 
6.6 名词词组并句 
这个国家的种族歧视无所不在，是困扰它的严重社会问题。 
Racial discrimination is widespread in the country, and this has seriously plagued it. 
Widespread racial discrimination has seriously plagued the country. 
这个超级大国如此粗暴而又随意地使用军事力量打击他国，使其称霸世界的野心暴露无遗。 
The superpower’s brutal and wanton use of force against another country has clearly shown its 

ambition to dominate the world. 
The superpower has clearly shown its ambition to dominate the world through its brutal and wanton 

use of force against another country.  
6.7分拆 
在元朝时期，杭州成为东南重镇，经济繁荣，风景优美，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赞叹为“世

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笔译实务》第 9页）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Hangzhou was established as a town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in southeast 

China, with a flourishing economy and beautiful scenery, being, in the words of the Italian traveler Marco 
Polo, the “most beautiful and luxurious city in the world.”( In the words of the Italian traveler Marco Polo, 
it is …) 

7. 并列结构 
汉语的动词没有形态变化，所以从表面上看并列的结构较多。英语动词可以呈现不同的形态（如

原型、不定时、分词）。如出现形态不一致，可以改变英译文中词汇的词性、词形，甚至增补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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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显的词汇，以求形态一致。 
7.1 保留并列结构 
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80周年）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hree Represent’s” in a all-round way. (《北

京周报》)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comprehensively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hree Represent’s.” (《单

行本》) 
7.2 改为并列结构 
鼓励、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办学、中外合作办学。（《笔译实务》第 187） 
The government will encourage, support and standardize school management by non-governmental 

sectors or by Chinese foreign cooperation (undertakings). 
8. 多层次并列关系 
汉语语法结构中的重复及对仗。 
汉语讲求意合，重在内在联系不求形式连接。 
8.1 改变英语词形 
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适当方式为祖国服务。（《十五大》） 
We should encourage those studying abroad to return and work （return to work）or render their 

service to the motherland in one way or another. (《中国日报》) 
8.2 使用大型连接词 
我们党的领导集体保持了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全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局面。（《十五大》） 
Our party smoothly maintained the consistency of the lin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and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中国日报》) 
Our Party smoothly maintained the consistency of the lin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as well as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Our party smoothly maintained the consistency of the lin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and therefor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8.3 添加或减少连接词语 
必须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人大》） 
We must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and 

population,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on the other.  
8.4 减少语法层次 
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十五大》） 
We should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中

国日报》) 
能源、原材料、交通、邮电（《人大》） 
Energy, raw and processed materials, transportation,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  
9. 提取“公因式” 
翻译汉语的重复表达，可以将重复的词语抽取出来，合译成一个英语词汇或词组。 
9.1 显性提取“公因式” 
我们可利用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邓选》） 
Contradictions we can make use of exist. Conditions that are beneficial to us exist. Opportunities 

exist. The point is that we should be adept at seizing them. (《北京周报》)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that we can use, conditions that are favorable to us, opportunities that we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e problem is to seize them at the right moment. (外文出版社) 
9.2 隐形提取“公因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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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人大》） 
We should vigorously advocate social, occupational and family ethics. (《中国日报》) 
要坚定信心，勇于探索，大胆实践。（《现代汉英翻译技巧》）第 136页） 
We should be firm in determination and bold in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X. 管辖问题 
情态动词与行为动词，动词与宾语，介词与宾语，修饰词语被修饰词之间是有语义联系的，前

者与后者之间可能是一对一的关系，也可能是一对几或几对一的关系，因此也就出现了管辖的问题，

即必须辨认出某一个词究竟与另一词还是另几个词相关。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首先依法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并把保险费征缴率提高到适当

的水平。（《高级翻译》第 126页） 
To realize this goal, we must first, according to law, enlarge the coverage of the social insurance and 

raise the insurance premium rate to a proper level.  
学习目标： 
1. 了解汉英句子结构各层次的差异 
2. 掌握汉英翻译中各个层次的转换技巧 
作业： 
翻译下面的文章 

野草 
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人问：世界上什么东西的气力最大？回答纷纭的很，有的说“象”，有的说“狮”，有人开玩笑

似的说：是“金刚”，金刚有多大气力，当然大家全不知道。 
结果，这一切答案完全不对，世界上气力最大的，是植物的种子。一粒种子所可以显示出来的

力，简直是超越一切，这儿又是一个故事。 
人的头盖骨，结合得非常致密与坚固，生理学家和解剖学家用尽了一切的方法，要把它完整地

分出来，都没有这种力气，后来忽然有人发明了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些植物的种子放在要剖析的头

盖骨里，给它以温度与湿度，使它发芽，一发芽，这些种子便以可怕的力量，将一切机械力所不能

分开的骨骼，完整地分开了。植物的种子力量之大，如此如此。 
这，也许特殊了一点，常人不容易理解，那么，你看见笋的成长了吗？你看见过被压在瓦砾和

石块下面的一颗小草的生成吗？它为着向往阳光，为着达成它的生之意志，不管上面的石块如何重，

石块与石块之间如何狭，它必定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顽强不屈的透到地面上来。它的根往土壤里钻，

它的芽往地面上挺，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阻止它的石块，结果也被它掀翻，一粒种子的力量之

大，如此如此。 
没有一个人将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确是世界无比。这种力，是一般人看

不见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这种力就要显现，上面的石块，丝毫不足以阻挡，因为它是一种“长
期抗战”的力，有弹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韧性，不达目的不止的力。 
种子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砾中，有生命力的种子决不会悲观和叹气，因为有了阻力才有磨练。

生命开始的一瞬间就带了斗争来的草，才是坚韧的草，也只有这种草，才可以傲人地对那些玻璃棚

中养育的盆花哄笑。  
知识单元 4： 篇章 
参考学时：4 
学习内容：  
I. 衔接 II. 尾心与尾重 III. 主题句的转化 
I. 衔接 
这儿讨论的衔接指的是 Halliday (1985)阐述的各种衔接手段，包括指代照应（reference）、省略

（ellipsis）、替代（substitution）、词汇衔接（lexical cohesion）。汉语中重复用词的现象比较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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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译时，如文字较短，可使用比较轻盈灵巧的指代、省略、替代等衔接手段；如文字较长或语体

较严肃，可考虑采用语义更为凸显的词汇衔接手段。 
    1.1 指代 

    1.1.1 使用代词 
    （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
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选》） 
    The concept of common prosperity was put forward in this way: where conditions permit, some areas 
may develop faster than others. Regions which enjoy faster advance can help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the 
less developed regions, finally achieving common affluence. (《北京周报》) 
    Our plan is as follows: where conditions permit, some areas may develop faster than others; those 
that develop faster can help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those that lag behind, until all become prosperous. 
(外文出版社) 
    1.1.2 使用实词 
    没有对外技术引进经营权的公司、企业、团体或个人引进技术时，应当委托具有对外技术引进
经营权的公司、企业对外签订技术引进合同，并出具委托书。（《合同管理条例施行细则》） 
    To import technology, companies, enterprises, institutions or individuals with no right to do 
technology import business with abroad shall, with a letter of commission, entrust those companies and 
enterprises with such rights to conclude technology import contracts.(1992年译本) 
    When a company, enterprise, group or individual which is not authorized to engage in import of 
technology from abroad imports technology, it shall commission a company or enterprise which is 
authorized to import technology from abroad to sign a technology import contract with the foreign party 
and shall provide a power or attorney. (澳大利亚译本) 
    1.2 省略、替代 
    出让合同中规定必须拆除的技术设备，受让人应按时拆除。（《现代汉英翻译技巧》第 186页） 
    The transferee shall demolish and remove such technological equipment in time as required to be 
demolished and removed by the grant contract. 
    The grantee shall demolish and remove in time such technological equipment as required by the 
grant contract. (陈忠诚，1995/1) 
    1.3. 标点的使用 
    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邓选》） 
    The elderly have both strong and weak points. They tend to be stubborn, and therefore, they should 
be aware of their limitations. (《北京周报》) 
    Old people have strengths but also great weaknesses—they tend to be stubborn, for example—and 
they should be aware of that. (外文出版社) 
    1.4 使用适当长度的连接词语 
    非政府投资的港口设施建设施工项目，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招标、投标。（《航运
交易公报》） 
    In a project of constructing port facilities with a non-governmental investment, bid invitation and bid 
submission shall be practic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case of a project of constructing port facilities with a non-governmental investment, bid 
invitation and bid submission shall be practic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1.5 连接词语联用 
既要冲破旧的思想禁锢，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实验创新，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前进，又要

按客观规律办事，审时度势，讲求实效。（《人大》） 



6605 

    On one hand, we should break away from old concepts, respect the people’s pioneering spirit, make 
bold experiments and actively explore the way forward;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act in accordance 
with objective laws, correctly appraise situations and strive for practical results. 
    We should break away from old concepts, respect the people’s pioneering spirit, make bold 
experiments and actively explore the way forward.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ct in accordance with 
objective laws, correctly appraise situations and strive for practical results. (《中国日报》) 
    1.6 使用从句连接词增加拖动力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Without adherence to socialism,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improvements in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we would find ourselves in a blind alley. 
(《北京周报》) 
    If we did not adhere to socialism, implement the policies of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develop the economy and raise living standards, we would find ourselves in a blind alley. (外文出版社) 
    1.7 添加总结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50 周年大庆，澳门回归祖国，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突破性进展等诸
多重大喜事，无不让人感到兴奋和自豪。（《高级翻译》第 202页） 
    It marks such major happy events as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turn of Marcao to the motherland, and a breakthrough in the negotiations on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All these have filled the Chinese people with excitement and pride.  
    II. 尾心与尾重 
    Halliday (1985)、Quirk(1985)等英语语法家均指出，从听者的角度来看，说话人首先提供的信
息往往是已知信息，最后提供的往往是新信息。从说话人的角度，说话人首先选择要说的内容是主

位（theme），最后要说的是述位（rheme），一般来说，这两者是一致的，其基本精神就是：在一句
句子中信息值逐步增高，信息核心往往安排在最后，以期取得尾心，即句末中心，也称为末端信息

中心或尾焦（end focus）。汉译英时，有时按照正常语序，有时需要调整语序，以便更合理地安排
信息。 
    1.1 使用正常语序 
    另外一部分人对这样的机会则求之不得，以便进入到诸如工程与金融领域。能够在华尔街的主
要金融公司工作是很多实用主义的中国本科生的梦想。 
    Others jump at the opportunity to enter fields like engineering and finance. Numbers of pragmatic 
Chinese undergraduates dream of a job in a large Wall Street financial firm. 
    Others jump at the opportunity to enter fields like engineering and finance. Working for a major 
financial firm on Wall Street is the dream of many pragmatic Chinese undergraduates. 
    1.2将一结构移到前面 
    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
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选》） 
    Recently, some foreign commentators have been saying that Marxism cannot be topple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s the essence of Marxism. (《北京周报》) 
    Recently, some foreigners said that Marxism can not be defeated… The essence of Marxism i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外文出版社) 
    2. 尾重 
    “汉语比较注意语流的整体感，忌句中阻断、插入”（刘宓庆，1991）。这样，如主题（主位）
部分过长，也不大可能把其中一部分置后，插入到句子的述位去。 
    英语则可以通过非谓语形式、关系代词、连词、代词等来造成英语的倒装句、分隔句、被动句、
先行 it 句，there 存在句等，从而有效地把较长的主语、宾语等置后，显现英语组句中的一条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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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尾重（end weight）。即把句子最笨重的部分或语法结构最复杂的成分放在句尾。 
    2.1 将主题转化为主语 
    什么时候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邓选》） 
    When and on what basis we raise and settle this issue requires deliberation. (《北京周报》) 
    We should study when to raise this question and how to settle it. (外文出版社) 
    要加强电网、通信、广播电视以及大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Construction of electric power grids,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radio and TV broadcasting 
stations,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of large and medium-size cities should also be strengthened. 
    More work should be done to develop electric power grids, telecommunications, radio and TV 
broadcasting,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in big and medium-sized cities.  
    只有四婶，因为后面雇佣的女工，大抵非懒即馋，或者馋而且懒，左右不如意，所以也还提起
祥林嫂。（鲁迅：《祝福》） 
    My aunt was the only one who still spoke of Xianglin’s wife, for most of the maids taken on 
afterwards turned out to be lazy or greedy, or both, none of them giving satisfaction. 
    III. 主题句的转化 
    3.1 根据赵元任（1965:45）的研究，汉语中有近 50%的句子是用主题—谓语结构来表达的。即
在典型的汉语句子中，先提出一个话题，然后对它加以评论。这个话题不一定相当于英语的主语，

它可以是其他的语法成分。汉译英时要考虑利用英语主谓结构，将汉语主题转换成英语的主语。 
    “黄的，那是土，未开垦的处女土，几十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所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
壳……”（茅盾：《白杨礼赞》） 
    Yellow is the soil—the uncultivated virgin soil, the outer covering of the loess plateau accumulated 
by Mother Nature several hundred thousand years ago…”(张培基) 
    3.2 “关于……”句型的译法 
    汉语的主题常由“关于……”等引导词引出。汉语是主题显著的语言，因此一些引导主题的词语
十分活跃，例如“关于……”“至于……” “要说到……这件事”“涉及……” “对于……来说”，等出现频
率很高。   
    英语中也有相应的主题引导词语，如 As for… As far as … be concerned, With regard to… In the 
case of … 但在口语中用得多些，教正式的文体，要尽量少用。 
    涉及在中国取得专利权或者商标权的转让或者许可的技术引进合同，应当写明有关专利号或者
专利申请号、商标注册号和附具商标样式。（《合同管理条例施行细则》） 
    （With respect to technology import contracts involving assignment or licensing of patent or 
trademark rights obtained in China,）relevant patent numbers or patent application numbers, trademark 
registration numbers together with trademark design shall be expressly specified. (1992年译本) 
    A technology import contract (involving the assignment or licensing of patent or trade rights 
obtained in China) shall state clearly the relevant patent number or patent application number or the 
trademark registration number and shall attach a sample of the trademark.  
    3.3 长主题的处理 
    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
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邓选》） 
    The key to whether China can withstand the pressures of hegemonism and power politics and adhere 
to the socialist system lies in whether or not we can achieve a relatively high growth rate and realize our 
development strategy. (《北京周报》) 
    If China wants to withstand the pressure of hegmonism and power politics and to uphold the socialist 
system, it is crucial for us to achieve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to carry out our development strategy. 
(外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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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了解语篇翻译层次上汉、英在衔接、尾重、尾心以及主题结构上的差异 
2. 掌握汉译英语篇转化的技巧 
作业： 
翻译下面文章 

匆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

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
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是我的手的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 八千个日

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水里，没有声音，也没

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

进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有它的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
候，日子从水盆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

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

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

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

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

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

也将赤裸裸地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返呢？ 

知识单元 5：  
参考学时：2 
学习内容： 
讨论学生八级汉译英真题的翻译 
学习目标： 
1. 了解八级翻译题型 
2. 掌握避免八级中常见错误技巧 
作业：翻译八级汉译英真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汉英翻译导入 1 2  
2 词组翻译 1 10  
3 词组的翻译 2   
4 词组翻译 3   
5 词组翻译 4   
6 词组翻译 5   
7 句子翻译技巧 1 12  
8 句子翻译技巧 2   
9 句子翻译技巧 3   

10 句子翻译技巧 4   
11 句子翻译技巧 5   
12 句子翻译技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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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1 4  
14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2   
15 八级汉英评析 1 4  
16 八级汉英评析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综合英语、英语阅读、英语写作、英语国家概况等。这些课程为学生提供 了英语

语言文学及汉语言文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英语笔译课程要求学生对这些知识理论

和技能的综合运用。 
后续课程： 高级英语 翻译实践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汉英双语对比分析；汉语词组的分类及结构特征；汉英句法结构特点分析；汉英翻译中

主语和谓语的选择；以及句内语序的调整；汉语长句结构分析；衔接与连贯的概念，衔接的主要手

段；分析历年八级考试汉译英试题的考查重点与具体要求； 
难点：  
如何跨越汉英翻译的理解障碍和表达障碍；语境下的词组翻译；汉语特殊句式的翻译；汉语长

句的翻译策略；语篇翻译实践；讲评学生翻译习作；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讨论。 
2.教学观摩。 
3.小组工作 
4.研究性学习 
教学手段： 
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翻译技巧并做大量翻译实践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出勤、课堂表现总分 10分，每次缺勤扣 0.5分；课后作业 10分；期末总评中，平

时成绩占 20％；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英汉、汉英翻译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

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汉英翻译技巧教学与研究》，王大伟，魏清光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大学汉英翻译教程》，王治奎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 6月第 4版。 
3.《翻译基础》，刘宓庆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8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目 
1.《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连淑能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9月第 1版。 
2.《英汉·汉英美文翻译与鉴赏》（新编版），刘士聪编著，译林出版社，2007年 8月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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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汉名篇名译》，朱明炬、谢少华、吴万伟编著，译林出版社，2007年 2月第 1版。 
4.《翻译美学》，毛荣贵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月第 1版。 
5.《译艺英汉双向笔译》，陈文柏著，群言出版社，2008年 4月第 1版。 
6. 其他学习资源： 
1）中国日报英语，英语点津 http://www.chinadaily.com.cn/language_tips/ 
2）译言网 http://www.yeeyan.com 
3）Proz国际翻译平台 http://www.proz.com 
4）China Daily http://www.chinadaily.com.cn/            

执笔：王冬梅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 2016年 5月 30日 

 

法律翻译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Legal Translation 

课程号：3080009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翻译专业的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目标是：1、了解法律翻译跨学科特征；2、掌握法律语言的特征； 3、理解法律翻译

的基本理论；4、了解法律体系与翻译的关系。 
法律翻译概论概述法律翻译的普遍问题，从法律翻译人员的实际需要出发，旨在为学生提供比

较系统的入门指导。通过这门课程的讲授，使学生了解法律翻译的跨学科特征，理解涉及的基本问

题、相关概念、掌握法律翻译基本理论和实践的原则、方法。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法律翻译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律翻译的概念 
法律翻译，是一种专门用途翻译，指对法律法规、法律专著、文献、涉及法律的商务、经贸、

金融的翻译活动。 
2. 法律翻译涉及的文本类型 
法律翻译实践当中，通常把法律文本分为以下几类： 
法律法规类，如宪法、法律、法令、国际公约等； 
商业协议类，如国际贸易合同，贷款合同，租约等； 
仲裁诉讼文书类，如起诉状、判决书、、仲裁协定等； 
经济组织内部法律文件类，如公司章程、、董事会会议记录、股东声明等； 
财经法律文书类，如招标书、汇票通知书、信用证（L/C）、海运保险单等； 
证明类，如赠与公证书、合同公证书、证书等； 
律师常用法律文书，如风险代理协议、授权委托书等。 
法学文献类，如法学论文等。 
法律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跨法系的转换活动。它不仅要在语言层面上进行，更

重要的是要将隐藏在语言文字背后其他法系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信息准确传达出来。不同法律文本结

构、格式都相对固定，有其自身特点。按照通行的文本分类方法，可以有文学、一般作品（报纸、

杂志等）和特殊用途语言文本（医学语言、法律语言等）三类文本，在翻译的过程中，对语言规范

的创造性使用的自由度在这三类文本中是逐渐缩小的，为能表达特定法律信息，对文本格式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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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型结构、词汇选择方面都要求准确、严谨。 
3. 法律翻译者应有的素质 
法律翻译是一个理解、传译和重构的过程。要求法律翻译人首先是优秀读者，从原语的表层结

构获取基本信息，运用自身掌握的语言知识和源语国家的法律知识，把握作者要表达的语言背后的

深层次的信息或意图，这个过程是理解的过程，由浅入深。理解准确与否，取决于法律翻译人对源

语、源语国家的法律知识、作者的表达习惯、知识结构的了解程度，了解程度越大，理解准确程度

越高。译者还要掌握本国和域外法律制度以及其间差异。译者也要提高自身对语言知识、法律专业

知识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翻译法律文本，一方面应提高自己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一方面应提高对

法律概念、常用句式、篇章的认知、表达能力。 
4. 法律翻译的跨学科特征 
法律翻译是专门用途的翻译，涉及语言、翻译和法律等学科的知识。语言是法律的基础，法律

由语言来表达、传递信息，因此法律语言的特征是法律翻译必备的知识。其次，翻译学科的理论和

知识也是法律翻译所必备的。翻译的理论、原则、方法、策略是法律翻译实践不可缺的指导。它使

翻译行为有章可循，有理可依。最后，法律翻译中法律体系的差异、各部门法的关系，法律概念和

功能、法律的渊源以及发展历史是正确理解源语意义的基础，是法律翻译知识结构必要的一环。 
学习目标： 
1. 了解法律翻译的概念、跨学科的特点。 
2. 了解法律翻译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作业： 
1. 一组翻译练习。 
参考书目： 
1. 《通用英文合约译解》，薛华业编，万里书店有限公司，1989年版  
2. 《法窗译话》，陈忠诚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2年版  
3．《英汉法律用语正误辨析》，陈忠诚著，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4．《实用法律英汉翻译》，张福林编著，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知识单元 2：法律英语的词汇特点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法律英语有其自身的特点，词语、词义、专业用语和表达方式有别于普通英语，形成了一种特

殊的文体。语言学界把这种文体归为“庄重的”（solemn）、“刻板的”（rigid）文体，是因为法律英语
语句正规，有一定的程式，专用于严肃客观地表述所涉事项。法律文件必须用词准确，结构严谨，

并采用业内普遍接受的格式，以充分体现法律的严肃性和严密性。从事法律翻译，首先应当了解法

律英语的特点。为此，有必要从词汇和句法两个方面人手，对法律英语作一些探讨。 
法律文件往往使用正式的词语、被赋予专门意义并已进入法律英语范畴的普通词语、英语古词、

法律术语和行话、套话。 
1. 使用正式的词语 
正式词语在各类法律文件中随处可见。例如，在合同中，不用 before而用 prior，不用 after而

用 subsequent，不用 but而用 provided that，在这几个例子中，常用词都被正式的词取代。其他的
正式用语还有：construe, deem, operate, same, object to, whereas, without, prejudice等等。 

2. 使用具有不同意义的常用词 
英语不少普通词用在法律文件里，失去了一般人所理解的通常意义，而具有属于法律范畴的、

与其原义大相径庭的意思。下面所列的一些（仅仅是一部分）常用词，用在法律文件中所表示的意

义，往往只有律师才清楚：action（诉讼）、alienation（转让）、avoid（取消）、consideration（对价）、
counterpart（有同等效力的副本）、execute（签署）、hand（签名）、instrument（法律文件）、negligence
（过失）、party（一方）、prejudice（损害）、presents（本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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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d（上述，该）、save（除了）、serve（送达） 
3. 使用古英语和中古英语中常用担当代很少使用的词 
古英语（Old English）是公元约 1100年以前的英语，中古英语（Middle English）则是公元约 

1100年至 1500年间的英语。虽说古英语和中古英语都早已过时，但今天的法律英语中还保留着许
多那个时期常用的词以及其词义，其中最主要是以 here, there和 where与介词合成的词：  

- hereafter, herein, hereof, hereto, heretofore, hereunder, herewith；  
- thereafter, thereat, thereby, therefore, therefrom, therein, thereof, thereon, thereto, theretofore, 

thereunder, therewith;  
- whereas, whereby, wherein, whereof 
4. 使用外来词语 
传统上，英美两国法律专业的学生都要学习拉丁文。在现代标准法律词典里，仍然收录了直接

来自拉丁文的词语。其中有些拉丁词已被吸收成为英语词，如：affidavit（宣誓书）、alias（化名；
别名）、alibi（不在犯罪现场）、quorum（法定人数）等。虽然大部分拉丁词语如今不再使用，但还
有不少词语常常出现在法律文件中，成为法律英语的一个印记，如：ad hoc（专门的；专门地）、bona 
fide（真诚的，真诚地）、de facto（事实上的）、in re（关于）、inter alia（除了别的因素以外）、mutatis 
mutandis（在细节上作适当修正后）、part passu（按相同比例）、per se（自身）、pro bono（为了公益）、
pro rata（按比例）等。 

5. 使用法律术语和行话、套话 
法律术语和行话对不熟悉法律业务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但对于律师开展业务和起草文件却

是不可或缺的。如：alibi（不在犯罪现场）、appeal（上诉）、bail（保释）、burden of proof（举证责
任）、cause of action（案由）、contributory negligence（与有过失）、damages（损失赔偿金）、defendant
（被告）、due diligence（审慎调查）、felony（重罪）、lessee（承租人）、lessor（出租人）、letters Patent
（专利证书）、 negotiable instrument（流通票据）、novation（更替）、plaintiff（原告）、prejudice（损
害）、reasonable doubt（合理的怀疑）、remedy（救济）、tort（侵权行为）。 
学习目标： 
1. 了解法律词汇的特征。 
2. 掌握一些常用的法律词汇。 
作业： 
1. 中英互译两组。  
参考书目： 
1. 《法律英语世界》（第 1辑），何家弘主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 《法律英语世界》（第 2辑），李剑波主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 《法苑译谭》，陈忠诚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知识单元 3：法律英语的句式特点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与日常英语相比，法律文件中存在不少结构复杂、文词冗长的句子。拟定规定和条款，最主要

的是确立主题事项，但有时候还必须顾及实施的依据、前提、条件、假设、例外情况等，这就要借

助相应的状语修饰语（短语和从句）表达规定和条款的完整意思。由此形成的英语复合句不可能不

长。另外，法律文件最突出的特点是客观公正，不带主观色彩，因而句子中较少出现人称主语，更

多的是被动语态和名词化结构。结构复杂的长句。 
法律文件的句子，根据其内容有长有短，但长句出现的频率相对较高。长句的形成，是因为句

子中有众多起修饰作用的定语和状语。 
翻译句子，尤其是结构复杂的长句，应首先厘清句子各个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准确理解句

子的完整意思的基础上，按中国人所习惯的时间顺序（如由过去、现在到将来）和逻辑思维顺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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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因”而“果”）， 将英语原句译成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文字。由于英语的状语位置灵活，可放在
句首、句尾或句子中间，定语又有前置定语、后置定语和同位语，翻译长句时，不可能把英语原句

的结构转换成与其一模一样的汉语句子。译者需要先对原句的内容按语段进行拆分，而后按汉语表

达方式，将拆分后的各部分内容重新合成意思与英语原句完全相同的句子。实践证明，这种“拆分
——整合”的处理方式有助于将长句的意思忠实而又通顺地翻译出来。因此可以这样说，翻译法律
文件，处理好长句是保证译文质量的关键之一。 

1. 被动语态和名词化结构 
与文学作品多用主动语态以增强表现力度和动感迥然不同，法律文件旨在对人们的行为做出法

律规定，规范各种经济活动在没有具体人物执行某一动作，或表述重点在于动作本身而不在于动作

执行者的情况下，把动词转化为抽象化的名词和使用被动语态恰恰适合法律英语庄重刻板的文体特

点。 
2. 典型句式的翻译 
Otherwise的翻译 
Otherwise 在法律英语中的用法主要有三种：第一，跟unless引导的句子连用，引导让步状语从

句；第二，置放在连词or之后使用；第三，与than连用，通常用来否定句子的主语。 
Where引导的从句 
在普通英文中，用where引导的状语从句，一般为地点状语从句。但在法律英文中，where引导

的是条件状语从句，相当于“in the case where”。其最典型的译法是“凡…”、“如…”。  
Subject to句式的翻译 
该短语在法律英文中一般都与agreement, section, contract等法律文件名称或文件中特定条款配

合使用。通常可翻译成“以……为条件”、“根据……规定”、“在符合………的情况下”、“除……另有
规定外”以及“在不抵触……下”等。 

Without prejudice to句式的翻译 
Without prejudice to这个英文法律短语相当于普通英文中的“without affecting”。跟在其后的通常

是一个指代某项法律条款的名词。但without prejudice to对有关事物或条款的限制程度，没有subject 
to那么强硬。Subject to是必须“符合”或“依照”有关条款或规定，而without prejudice to强调不要影响
或损害其限制的事物。在汉语中，可以翻译为“在不损害……的原则下”、“在不影响……的前提下”
等。 

For the purpose(s) of句式的翻译 
在大部分情况下，普通辞典里“为... ...目的”这一解释并不适合法律英语中的“for the purpose(s) 

of...”。如果紧跟这个短语的是某个法律条款的指代编号（如章、条、款、节等），首选译文是“就
（有关）章、条、款、节而言”，其次才是“为了实施该（条法例）”。倘若原英文中的“for the purpose(s) 
of...”与“章、条、款、节等”无关，而该短语又可以用“for”或“in order to”去取代（这种用法在法律英
文中属于少数），则可译成“为了”。在法律英文写作中，更多专家建议用for代替短语“for the purpose 
of…”，并相信有关法律句子的意义不会有任何改变；倘若需要明确表达“为了……（目的）”的这
个概念，不定式短语in order to…则是更好的、更不容易产生歧义的选择。 

Provided that 句式 
“Provided that…”是一个普通英文中很少使用的古旧词，但在法律文书中广泛使用。其用法与

“if” 或 “but”非常类似，汉语中的意思相当于“倘若/如果”或“但”。该短语放在句首，引导出的是法
律英语中的一个条件分句，与if、when或where引导的法律条件句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但如果该短
语之前存在一个主句，则它表示的是一个与之前的陈述相反的“例外”，相当于“with the exception 
of… ”，译成“但”或“但是”。 

Notwithstanding 句式的翻译 
notwithstanding 在普通英文中的使用极为罕见，法律英文却频繁使用。它的译法跟

although/though/even if 引导的状语从句没有太大分别，基本上都可以译成“尽管……”、“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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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一种让步。但该词所引导的并非是一个让步状语从句，因为在习惯用法上该词之后不跟句子，

只跟一个名词性短语。虽然该词也可作连词使用，跟一个完整的让步状语从句，但这种用法并非是

法律英语中的典型用法。  
Save/Except for 句式的翻译 
Save词源上是一个法文词，在法律英文中，它是一个与except（for）意思相同的介词，汉语的

译文为“除……外”。不管是save 还是 except (for) 之后都可以跟一个名词性短语，也可以跟一个从
句或另一个介词短语。如：sa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implementing rules。需要注
意的是，save/except as (is) provided / stipulated 可以用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stipulated替代。 

3. 主要情态动词的作用与翻译 
英文中的主要情态动词虽然有can/could, may/might、must、have to、shall、should、will、would, 

ought , dare , need等，但在法律英语中，主要情态动词或使用频率最高的情态动词，依次是shall、
may、must，和should。就翻译而言最困难的是shall。如今，无论在口语中还是在书面语中，shall
用得越来越少了，但是它在法律英语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它是构成独特地英文法律文体的一个最

主要的词汇。 
shall作为情态动词主要与第三人称(有时与第二人称)一起使用时，它表示命令、义务、职责、

权利、特权和许诺等。  
很多专家认为，在法律英语中shall的作用相当于“must" , "have to" , "be to (do) , "be required to "。

但在将其翻译成中文时，翻译界仍然众说纷纭，至今尚未有定译。 
Shall 的基本翻译法： 
（1）基本中译 
现有英语法律和合同条文的主句成分中的shall，在汉语中有很多种译法。通常被译成“须”、

“应”，有时被译成“应当”，也有时译成“要”、“将”、“可”，还有被译成“必须”，甚至被完全忽略不
译的。 

（2）Shall 与特征标记词“应该（当）”的翻译 
在表述“施为性”和“必要性”的法律概念时，汉语用典型特征的词“应当”、“应该”或“应”来表示

法律英语中shall 包含的“权力义务和责任”的法律含义。我国现行法规的英文翻译就能充分对比这
些特征。 
（3）Shall 与无特征标记词“应（该）”的翻译 
Shall 除了有上述例句中的典型特征标记词外，还有没有特征标记词的情况。那么shall 的翻译

是要透过字里行间的含义所指向的法律权力义务关系来判定。没有特征标记词时，有的是“由”设定
的条件下所产生的法律权利义务，有的用“有”或“必（须）”、“予以”等等来表示。 
（4）shall与must的用法和译法对比 
根据中文对有关强制词的定义，法律权威译文的用词规律以及学术界用词习惯，可以这样界定：

在“应”、“须”、“应当”、“将”、“可”、“要”以及“必须”这一系列作为翻译shall的对应词中，“必须”
语气最强，强制性最高；“须”可以看成是“必须”的省略形式，强制性次之；“应”强制性更次之，可
以看成是“应当”的省略体；“可”几乎已失去强制性，表示一种许可；“将”则是将来时态的辅助词，
只有时间概念上的含义，没有任何强制意味，“要”则是比较口语化的一种强制表达方式。而法律英
语中的shall，如上所述，当作为情态动词与第三人称一起使用时，它表示命令、义务、职责、权利、
特权和许诺等。  
当shall用作表示命令、义务和职责时，可以将其翻译成“必须”。但在法律草拟专家和该领域的

翻译专家的实践中，尤其是在具权威性法律文献的翻译实践中，以must对应“必须”的惯例似乎早已
确立。 
（5）什么情况下shall可以不译 
在具有较长时效的一般性法律条文中（如基本法和宪法），即对象较为笼统的的广大民众实施

的法律，而不是时效性很强、实施范围狭窄的指令、通令和命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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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和普通合约条文中，当shall之后所跟的动词本身就能表达权利、义务或责任以及主句的
基本结构为shall + be + predicative （表语）时，通常也是不译的。 
（6）shall, may和must的否定句的翻译 
Shall主要可以译成“须”、“应”和“应当”，但shall与not或其他否定形式（如用否定词no/neither

开头的句子）连用时，一般不能译成“不须”、“不应”或“不要”、“不可”、“不应当”，因为这几个词
的意思在汉语里主要表示“建议”或“忠告”。Shall not及类似否定式短句的最通常、最恰当的译法是
“不得”，因为“不得”在汉语里与“禁止”一词同义，与法律英语中含shall的否定句所要表达的意思相
同。 

shall在否定句中，不管其句型如何，或在该情态动词后加上not、或在句首添上一个No，或与
任何其他形式的否定词搭配（如shall serve no more than … two terms），在绝大数情况下，与shall
搭配的否定词都被译成“不得”。此外，neither party … shall + do 的句型也同样翻译成“任何一方不
得做某事”。 

4. 禁令的表达方式和翻译 
英文法律文本中表达禁令的句式十分丰富，主要由must, shall, may的否定式及其衍生式构成。

虽然在英文中，禁止某人做某事，可以用 “sth. shall be prohibited/forbidden” 等加以表述，但在实
际的法律条文写作中，很少有这类可以明确加以禁止而又可用无主语或省略主语的句子加以表述的

情形。更常用的基本句式是“sb.+model verb+not+verb”。 
学习目标： 
1．掌握各类句式的含义和翻译方法。 
作业： 
1. 三组特殊句式翻译。 
参考书目： 
1．《英汉法律翻译教程》，孙万彪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汉英法律翻译教程》，孙万彪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法律翻译》，陆文慧主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知识单元 4：法律文本的翻译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国际商务合同是国际商务中当事人确立商务关系、履行权利和义务、以及解决纠纷的基本法律

文件。此类合同具有涉外交易性质，因此通常采用中英文书面形式。由于各类合同标的不同，所以

性质各异，内容相差巨大，因而掌握通用合同条款的翻译，就成为合同翻译的基本技巧。本单元将

以国际商务合同为研究范本，对国际商务合同的语言特点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讲授商务合同中通

用条款的翻译方法，探索不同合同中相同条款的用词、句式、语篇特点，总结典型条款的翻译规律。 
1. 国际商务合同的翻译原则和方法 
在进行国际商务合同文书的翻译时，应坚持四个大的具体原则：准确性原则、精炼化原则、一

致性原则、规范化原则。 
2. 国际商务合同的词汇特点及翻译 
商务合同中特殊词汇的首字母大写。 
英文合同中，除句首词的第一个字母需要大写外，有些特殊词的首字母也需大写，而且这些词

语的首字母大写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用法。在翻译这类词汇时应该了解其使用的常见类别，以免译错。

涉外合同中大写字母的运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合同当事人：包括 the Sellers, the Buyers, the Licensee, the Licensor, the Supplier, the Purchaser, 

the Borrower等等。 
合同关键词：在国际商务合同中，凡是用定义条款加以说明的关键词语的首字母会以大写形式

出现。例如 Agreement，Technical Information，the Exclusive Right，the Licensed Products，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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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s，the Licensor’s Know-how，Interest Period，RMB，USD，Iraq Dinar等。 
机构组织和法律：例如：the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 Technical Service Team, the Joint 

Venture Company, and the Bank of China , Beijing Branch等等。 
此外，当合同中提及到“合同”、合同的“具体条款”、“附件”或者相关文件时，首字母会大写。 
3. 商务合同中 thereof, herein等古语词语的翻译。 
英语中的一些旧体主要是为了避免重复，同时也起着承接合同条款的作用。常见古体词如下： 
here代表 this。例如：hereafter=following this；hereby=by this means or by reason of this；herein=in 

this；hereof=of this；hereto=to this；herewith=with this；hereunder=under this；hereinafter=later in this 
Contract；hereinbefore=in a preceding part of this Contract等。 

there代表 that。例如：thereafter=after that：thereby=by that means；therein=in that；thereinafter=in 
that part of a Contract；thereof=of that等。 

where代表 which，与介词组合，一般为关系副词，引出定语从句，如：whereof=of which。 
对这些古体词语的翻译，应根据上下文采用灵活的方法处理。 
4. 并列同义词语的翻译 
国际商务合同力求正式准确，为避免可能出现的误解或分歧，同义词（近义词）并列的现象十

分普遍。合同中的词语并列现象有时是出于严谨的考虑，有时也属于合同用语的固定模式。在普通

英语里，有些同义词有时可以互换，但在英文合同中这些同义词就不能随便互换，因为它们表达的

权利和义务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英文合同中有两类同义词，第一类同义词就是有同义的词，另一类

是词义有明显差异的同义词。例如，terms 在合同中一般指付款或费用（手续费、佣金等有关金钱
的）条件，而 conditions则指其它条件，但是“terms and conditions”常常作为固定模式在合同中出现，
就不宜分译成“条件和条款”，而直接合译成“条款”。又如，alter and change两个的意思都是变更、
改变，作为同义词组使用。 

5. 商务合同中多义词的翻译。 
合同文体具有很强的逻辑性，翻译时绝对不能孤立片面地和静止地去理解条款中的词义，应全

面客观地去理解和选择词义。例如，action是法律英语中最常用的单词之一，它有两个意思：“诉讼”，
相当于 lawsuit，如：file an action（提起诉讼），cause of action（诉因）；“作为”，与不作为（forbearance）
对应。 

6. 特殊句型 
if 引导的状语从句 
“if”在状语从句中通常翻译为“如”、“如果”或“若”。另外，合同中含有条件句的主句中的谓语

部分，大多含有 shall表示义务或责任。 
unless引导的状语从句 
在合同英语中，unless 常与 otherwise 经常连用，表示“除非另有……者外”。另外，在 unless

引出的条件句中，有时常用 unless的省略结构。 
in case/in case(s) of引导的状语从句 
“in case”或“in case of”通常翻译为“如”、“如果”、“若”、“倘若”等。in case 在表示条件时，其可

能性要弱于 if引导的条件从句。 
in the event of/that引导的状语从句 
商务合同中也常常使用 in the event of/that引导的状语从句来表示条件。 
should引导的状语从句 
“Should”引导状语从句，一般翻译为“如果”、“由于”或“若”。 
providing/provided引导的状语从句 
在商务合同中，“provided (that)”常用于在合同的某一条款中需要作进一步规定时，或在作规定

时语气上表示转折时。在中译英时，要注意该词组的使用。有时从中文上看，尽管没有“但规定”，
“进一步规定”的表述，但翻译时，应加上“provided that”。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 provided (that)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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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句表示条件时，常表示当事人所希望的条件，这一点与 if引出的从句是不同的。 
学习目标： 
1．了解合同语篇特征 
2．掌握特殊句式的翻译 
作业： 
1. 两组特殊句式翻译 
参考书目： 
1. 兰天： 21世纪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系列教材:国际商务合同翻译教程(第 3版) 平装 – 2014

年 3月 1日：出版社: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第 2版 (2011年 4月 1日) 
2. 刘庆秋：国际商务合同的文体与翻译：出版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第 1 版 (2011

年 10月 1日)  
3. 范文祥：英文合同阅读与分析技巧：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 第 1版 (2007年 12月 1日)  
4. (美)斯坦利·I.库特勒（著） 徐显明（编）， 朱曾汶、林铮（译）：最高法院与宪法:美国宪

法史上重要判例选读 平装 – 2006年 4月 1日，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第 1版 (2006年 4月
1日) 
知识单元 5：法律翻译的国内外概况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内法律翻译概况 
法律翻译随着中国法治化的演进而发展，与其息息相关。从古代到当代，中国的法制也在社会

的变革中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即，古代到鸦片战争爆发这一时期，鸦片

战争爆发到民国成立这一时期，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时期和当代。在这五个

历史时期中，法律翻译活动均呈现出特色鲜明的特点。在鸦片战争爆发前这一历史时期，由于闭关

锁国，专制主义的国家几乎割断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或许这个时期谈不上具体的法律翻译活动，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少数几个传教士的著作中窥见早期法律翻译的身影。鸦片战争爆发后，大量传

教士涌入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交事务的激增，开明人士的增加，法律制度的落后，

这些都是促成这个时期法律翻译活动空前繁荣的因素。民国时期因为政局不稳定，社会动荡，法律

翻译与清末相比稍显缓慢，但仍在不断发展并创建了较完备的六法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

命之前，由于刚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当务之急便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完善法律体制，因此，

法律翻译活动主要集中于苏联的法律体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思

想得到解放，人民更加自由，政府更加开明，经济更加发达，中国与世界联系更加紧密，这个时期，

建立社主义法治是国家发展的主题，法律翻译活动就这样迎来了第二个高潮。 
2. 国际的法律翻译概况 
欧盟的翻译属于实务翻译。和其它国际组织的翻译一样，欧盟的译者一般是将外语翻译成自己

的母语。欧洲的法律翻译的策略经历了从靠近源语向靠近目标语过渡，再向法律文件同等功能，同

等目的和效力过渡。 
加拿大的语言同权运动。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汉英、英汉的法律翻译背景，包括文本效力、语言差异、法律翻译目的等。 
作业： 
1. 阅读 Susan Šarčević 《New approach to legal translation》p. 23-46,并讨论法律翻译方法、原

则的变迁。 
参考书目： 
1． 庄绎传，《英汉翻译简明教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2． 叶子南，《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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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4． An Introduction to Court Interpre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英语) 精装 – 1992年 1月 28日

Elena M. De Jongh (作者) 出版社: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2年 1月 28日) 
5． Bhatia, V. K. 1987. "Textual-mapping in British Legislative Writing". World Englishes 6(1) 

知识单元 6：法律翻译的目的、性质，及译者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律翻译目的、性质 
法律翻译的目的越来越被看做是一种交流。法律翻译则被认为是在法律机制下的交流活动。针

对不同的接收者，法律翻译的目的略有差别。 
为了选择一个合适的翻译策略，译者需要分析具体交际环境中的各种要素。这包括文本类型，

目标读者、法律环境等。翻译的目的是能够让目标文本的接收者与原文读者获得一致的法律解释和

法律适用。 
字对字的翻译策略逐渐被摒弃，而关注目标语的翻译策略逐渐成为主流。甚至在某些多语言环

境下的公民要求看到用他们自己的“自然”语言书写的法律文本。 
2. 译者 
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把翻译看作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翻译涉及的是文本之间或者不同语言

系统之间的关系，译者的功能是实现二者之间的对等转换，强调原文中心的观念，译者作为社会文

化主体的复杂性被忽略。当今的翻译越来越被看作是在交际和社会文化语境中发生的复杂交流行

为，这要求将译者作为社会存在全面纳入讨论，译者主体的翻译活动并非只涉及双语转换的过程，

还有译者对原本的选择，其翻译作品的出版和接受。为实现其翻译活动，译者必须和其他社会存在

发生互动，如赞助人、读者、评论家、各种相关机构等等，在各种不同的文化目的和兴趣之间沟通

与协调，实现各种不同维度的期待。 
译者在立法中的“共同起草”（co-drafting）这一概念在不同的行政管辖区涵义是不同的。它缘

起于上世纪 60 年代加拿大魁北克省在法语人口中发起的所谓的“平静革命”（quiet revolution），其
结果是法律翻译的解放以及双语起草法律新实践的滥觞。从本质上讲，法律译者逐渐被融入立法的

过程之中，被授予越来越大的起草责任，直至最终成为“共同起草人”。这种合作性实践中，不同语
种的版本同时进行起草，因此不能说任何一个版本是另一个版本的翻译。如此以来，原文和译文的

说法就不复存在了。一般而言，“共同起草”在结果上改进了两种语言版本的语言质量和法律上的可
靠性。“ 共同起草” 超越了翻译，是双语文本产出的理想方法。目前在香港它也在运用，不过被称
为是“同时起草”（simultaneous drafting）。事实上，翻译的过程，甚至《香港解释法》（the Interpretation 
Act of Hong Kong）深受加拿大的影响。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两种语言具备同等的法律效
力，即加拿大的英语和法语，香港的中文和英文。 
欧盟目前共有 24 种地位平等的语言版本。他们也实行“共同起草”，但是因为官方语言数量太

多，做法相当不同。在欧盟的立法过程中，文本草案通常用一种语言完成，过去一直是法语，现在

逐渐被英语所取代。所谓的基础或原文被翻译成其它官方语言。在基础文本（the base text）完成之
时，或在后期进入立法过程当中，那些负责对所有官方语言进行法律语言质量进行修改的律师以及

语言学家可以对业已起草的基础文本提出意见，为了改进所有语言版本的语言质量可以要求对基础

文本予以修改。特别是在基础文本当中使用的术语，在译成其它语种时，不会出现外延意义的包袱。

他们也可以要求对基础文本当中的冗余的模糊信息予以澄清。 
学习目标： 
1． 理解法律翻译的目的和性质。 
2． 了解译者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法律翻译的作用，地位。 
作业： 
1. 阅读 Susan Šarčević 《New approach to legal translation》p. 65-72, 并讨论中国成文法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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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 
参考书目： 
1. Bhatia, V. K. 1994. "Cognitive structuring in legishrtive provisions". In John Gibbons (ed), 

Language and tire Law, London, Longman. 
2. Bhatia, V., 1999. Cognitive Structuring in Legislative Provisions. 
3. Bhatia, Vijay K.. 1995. Translating Legal Genre. In Mary Snell-Hornby, Z. Jettmarova & K. 

Kaindl (eds.) 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4．Black, Donald J., 1971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arrest. Stanford Law Review 23. 
知识单元 7： 功能主义与法律翻译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翻译的功能理论 
功能翻译理论于 20 世纪 70 年代产生于德国， 主要包括了凯瑟林娜·赖斯（Katharina Reiss） 的

文本类型理论，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的目的论以及克里斯蒂安·诺得（Christiane Nord）的
功能加忠诚理论等。功能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性的、必须考虑读者要求的交际行为。

由于语言种类、文化背景、思维方式、表达习惯上的差异， 源语作者的意图及采用的语篇形式与
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功能翻译理论把关注点放在译语文化与译语读者上， 重
视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交际功能， 并因此来决定译文的形式以及翻译的策略与方法，这无疑为翻
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根据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法则——目的论原则，“目的决定手
段”，决定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而决定翻译目的的最主要因素是受众，
是译文预期的读者。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必要从译语读者的角度出发，根据译文的预期目的

来决定自己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与具体的翻译方法，译者必须清楚地了解翻译目的与译文功能， 并根

据翻译目的与译文功能对原文做相应调整，才能做好翻译工作，产生出理想的译文。功能派以目的

论为核心提出了较为可行的翻译模式，使翻译批评跳出了“直译”和“意译”二元之争的窠臼，肇始了
多元化的翻译批评标准，具有更大的理论包容性。这一理论的出现反映了翻译的全面转向，即由原

先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学以及侧重形式的翻译理论转向更加注重功能和社会文化因素的翻译观。因

此，功能翻译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极高的应用价值，具有较严密的科学性和更大的可操作

性。目前国内已有大批学者将功能翻译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一方面，如果译本只是用以提供信息，

那么译者就采用直译，而这种直译文本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另一方面，如果译本在目的语中具备

法律效力，那么它就具有权威性， 可以被采信。对法律文本的类型归属进行合理定位有助于译者
借助功能翻译理论在法律翻译过程中有的放矢。 
功能理论的三大原则：目的原则、一致原则、忠实原则 
功能理论的三大原则的从属关系：目的原则是功能翻译理论的首要原则，一致原则从属于目的

论原则，而忠实原则从属于一致原则。所以，在功能翻译理论看来，目的论原则是起主导作用、对

翻译的全部过程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首要原则，而受众对于译文的接受则标志着翻译行为的成功。 
2. 法律文本 
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出发，在整个翻译行为中，译者首先需要确定翻译文本的类型。在诺德

定义的文本类型中，法律翻译明显属于工具性翻译。在法律文本中，重点是语言所承载的信息以及

该等信息所反映出的事实，从整体来讲，法律文本属于“信息功能文本”，法律翻译属于非文学翻译
中的信息型翻译。如果结合法律在社会中的功用，则法律文本的主要功能可分为信息性和规范性两

类。关于法律文本功能的争论已持续了约三十多年。无论属于哪一类，无论功能如何细分，该等类

型的文本都侧重于信息的传递。在该等法律文本的翻译过程中，如何保证准确无误的传递信息，是

这个领域的核心问题，也是译者选择何种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关键因素。译者首先需要确定整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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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基调，然后试图通过正确而有效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完整而正确地传递信息。准确、精炼而有

效地传递原文的信息，使译文在接受环境中起到同等的规范或信息传达的功能，是法律翻译的核心

要素。 
主要法律文本：立法文本、法律学术著作、合同协议等约定型文本、法律材料等陈述型文本、

律师内部或律师与客户之间的通讯等沟通型文本、律师事务所内部资料等介绍型文本。 
学习目标： 
1. 理解翻译功能理论。 
作业： 
1. 立法文本和合同的翻译。 
参考书目： 
1．Black, Donald J., 1971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arrest. Stanford Law Review 23: 1087- 1111. 
2．Blake, Susan.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Legal Advice & Drafting, 1985. 
3．Blom, Bjarne and Anna Trosborg (1992) 'An analysis of Regulative Speech Acts in English 

Contracts -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Hermes, Journal of Linguistics 9:83-111 
 4．Bloomfield, Leonard, 1933 Languag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5． Bogoch, B. & Danet, B. 1984. Challenge and control in lawyer/client. A case study in an Israeli 

legal office. TEXT, 4 (1/3), 249-275. 
知识单元 8：阐释学与法律翻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阐释学原理运用于翻译研究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阐释学原理对于翻译理论以及翻译实践有

其指导作用。在法律翻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同样可以运用阐释学原理来指导法律翻译。法律语

言历来以生涩难懂著称，法律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乃是对于法律原文本的正确理解。阐释循环理

论作为文本解读的一般原则，对文本的理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现有的研究,主要探索阐释循环
性在文学作品中的理解, 在教育学中的运用，在艺术作品中的欣赏以及在司法诠释过程中的运用。
而这一原理，也可运用于法律文本翻译的理解过程。 
阐释循环理论作为文本解读的一般原则要求对文本整体意义的理解，应当建立在构成文本的各

细节要素的意义基础之上。而对于构成文本的各细节要素的意义的理解，则应从文本整体所指向的

意义出发来完成。离开了任何一个方面，理解都是不准确的。而解释学循环不仅仅只局限在对文本

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循环，它可以延深贯穿到对文本的字、词和语篇的理解，甚至延伸到对翻译主

体，与文本相关的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相关领域上去。 
关键概念解读：历史性、先结构、理解的循环、视域 
学习目标： 
1. 理解阐释学对法律翻译的意义。 
作业： 
1. 10个法律术语的理解和解读。 
参考书目： 
1．M Durga Prasad, Guide to Legal Translations: Or, a Collection of Words and Phrases Us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Legal Papers from Urdu to English. Nabu Press: 2010. 
2. Marta Chroma, Legal Translation and the Dictionary: Pt. 122.  Max Niemeyer Verlag GmbH & 

Co KG: 2004.  
知识单元 9： 比较法与法律翻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比较法学与比较文学、比较哲学、比较语言学一样,也是一种将不同国家(民族) 的相关事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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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比较研究的学问。对于比较类学科，常存在着某种误解, 以为将相关事物加以观察, 找出异同, 再
于各自利弊得失进行一番评价即是比较研究。这自然算是一种比较, 然而却是一种较低层次的比
较。比较法学不等于法律比较, 在方法论上, 前者有更高的要求。法律并不是一种纯粹技术性的东
西。它是特定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 其本身即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它是处于特定环境中的
民族为解决其生存和发展问题而提出的对策, 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方案。不同的生存环境、宗教
信仰、价值观念、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形态、与异质文化的接触、冲突与融合、伟大思想家的影响

等方面的差异都可能导致法律在性质与形态上的不同。 
比较法的研究是以提出问题或者由假设开始的。它常缘起于对本国制度的不满，从而驱使人们

探究别国法律制度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比较法的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功能性。“功能”作为第三比较
项，或中间比较项使事物可以展开对比。就比较法律而言，只有那些相同任务、功能相同的事物才

可以比较，这个命题是以比较法的根本经验为基础的。每个社会的法律在实质上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但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以不相同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比较法的问题须从功能的角度提出，不

受本国法律制度体系上的各种概念所拘束。 
比较法与法律翻译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二者都涉及两个法律体系，所关注的都是两个法律体系

的关系。二者都需要对相关法律制度、概念和功能进行比较和鉴别。因此，法律翻译离不开比较法。

实际比较中，法律翻译可以对法律概念所属的部门法、法律功能、法律效果等进行比较，以实现法

律翻译的目的。 
学习目标： 
1. 理解比较法的“功能比较”的方法。 
作业： 
2. 10个法律术语的比较法方法的翻译。 
参考书目： 
1．Enrique Alcaraz, Brian Hughes and Anthony Pym. Legal Translation Explained (Translation 

Practices Explained). St Jerome Publishing : 2001.  
2. C.J.W. Baaij. Role of Legal Translation in Legal Hermoniz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2.  
3. James Boyd White. Justice as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Cultural and Legal Criticism (Essay in 

Cultural and Legal Critic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知识单元 10： 法系与法律翻译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法系是在对各国法律制度的现状和历史渊源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形成的概念。是具有共同法

律传统的若干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它是一种超越若干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现象的总称。就英汉、汉英

法律翻译而言，所涉及的法系基本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由于这两个法系在法律渊源、法律制度

上相差甚远，而大多数法律翻译的困难不是来自于语言，而是法律制度，因此译者有必要熟悉中外

法律制度的异同，而不是仅仅在语言层面进行语言的转码活动。 
1.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区别。主要从法学教育、法学方法、司法制度、法律渊源、法律职

业展开。 
2. 法律翻译实践所涉及的主要部门法的比较。主要从合同法、公司法和刑法开展比较。 
学习目标： 
1. 了解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区别。 
2. 了解中美合同、公司和刑法中主要概念的异同。 
作业： 
1. 一份合同翻译。 
2. 一份公司兼并备忘录翻译（部分章节）。 

知识单元 11： 法律翻译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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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是前 9个单元所学的综合总结及具体运用。授课方法是问答、讨论和练习。如第一单元

所述，法律翻译是跨学科的研究与实践，在本课程前期的内容里，已按照语言、翻译和法律的顺序

讲授了与翻译的关系。本节课程是将前述理论与实践结合，梳理如何在翻译实践中灵活运用所学理

论。 
学习目标： 
1. 在实践中融会贯通相关法律翻译理论。 
作业： 
1. 判决书翻译。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律翻译概述 2  
2 法律英语的词汇特点 2  
3 法律英语的词汇特点 2  
4 法律英语的句式特点 2  
5 法律英语的句式特点 2  
6 法律文本的翻译 2  
7 法律文本的翻译 2  
8 期中考试/测试 2  
9 法律翻译国内国外历史、现状综述 2  

10 法律翻译性质、目的、译者 2  
11 功能主义与法律翻译 2  
12 功能主义与法律翻译 2  
13 阐释学与法律翻译 2  
14 比较法与法律翻译 2  
15 法系与法律翻译 2  
16 法系与法律翻译 2  

 Total  32  
四、说明  
1． 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安排在基础课程之后，属于比较高级的翻译和法律结合的课程，以其他英语专业基础课

程为基础。 
2． 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律术语、重点句式、功能主义翻译观、比较法方法、法系和法律翻译的关系。 
难点：法律体系与法律翻译之间的内在联系、法律翻译的本质、法律翻译的跨学科性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中心的方法，主要包括讲授、提问、论证等方法； 
2.相互作用的方法，包括全班讨论、小组讨论、同伴教学等方法； 
3. 实践的方法，以练习为主。 
教学手段： 
1. 口头语言； 
2. 文字和书籍、印刷教材； 
3. 多媒体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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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不适用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不适用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 
期中考试占 20%； 
期末考试占 5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Susan Šarčević 编著《New Approach to Legal Translatio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7年，

第一版 
2. 李克兴 编著《法律翻译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3. 宋雷 编著 《英汉对比法律语言学:法律英语翻译进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6月 1

日，第一版 
（二） 推荐参考书 
1． 《英译汉教程》，连淑能 编著，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 
2． 《中式英语之鉴》，Joan Pinkham 、姜桂华 著，2000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 《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叶子南 著， 2001年，清华大学出版 
4． 《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罗进德 主编，2004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5． 《法律翻译—理论与实践》，王道庚 著，2006年，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执笔：王芳  魏蘅  审稿：齐筠    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基础口译 
Basic Interpreting Skills  

课程号：3080010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法律英语）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教授口译基本技巧；2、提高口译技能。 
通过该课程学习，学生应该：了解中英文政经类题材的最新词汇及表达；了解口译的基本形式

和知识；学习口译基本技能。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1学时 

知识单元 1：口译简介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口译特征及分类 
口译是人们在跨文化、跨语言的的交际活动中，通过口头的形式将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用另

一种语言传达出来。口译员必须在现场完成一个将一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给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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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交际过程。口译的现场性和时限性决定了它是一种给位直接的交际行为。这个由源语到目标语

的交际过程并不是单纯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解码和编码，而是一个由表及里、由里及表的

理解、分析和表达的动态过程。 
口译人员的翻译方式可分为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交替传译是一种讲话人以句或段落为单位传

递信息的单项口译方式。交替传译也可分为即席翻译、导游口译和正式的会议、谈判口译。同声传

译是指译员在不打断讲话者演讲的情况下，借助同声传译设备，同步进行翻译。 
2． 口译的标准及口译员必备素质 
衡量口译的标准主要是“准确”和“流利”。 
首先，口译必须准确。与笔译一样，任何翻译首先必须忠实于原文，保证信息的准确和完整。

具体说来，口译的准确涉及口译时的主题准确、精神准确、论点准确、风格准确、数字准确、词语

准确、表达准确、口吻准确等。 
流利是译员应当遵循的又一标准。译员在保证准确口译的前提下，应迅速流畅地将演讲者的信

息传递给听众。译员不能让听众等待太长时间。说话不能太慢，其语速应相当于或略快于讲话的速

度，要做到顺畅自然、干脆利落。 
一名合格的口译员除了热爱祖国遵纪守法以及职业操守之外，还应当具备如下素质： 
第一，扎实的中英文语言功底。一名优秀的译员应具备良好的英语修养和汉语基本功，掌握英

汉两种语言的特点和互译规律。译员要有敏锐的听力，译员的听力理解能力是口译成败的一个关键

因素，也是一名译员的综合语言和知识水平的反应。译员还应有超常的词汇量，良好的语感，灵活

的表达能力，并且了解各种文体或语体风格和语用功能，掌握一定数量的习语、俚语、术语、谚语、

诗歌等词语的翻译方法。 
第二，广博的知识。译员需要对政经、人文、科技、商贸、法律、史地、国际、民俗等知识都

要有所了解。 
第三，出众的记忆力。口译员要有良好的短暂记忆能力。 
第四，流畅的发音和表达，清楚的口齿。 
第五，严谨的工作作风。 
第六，良好的心理素质。 
3. 代表性理论研究 
3.1 巴黎高翻学校和塞莱斯科维奇为代表的法国释意学派理论 
该理论是建立在对口译现实的观察和分析基础上，其研究的对象不再只是语言，而是解析口译

的意义传递现象。该理论讲翻译作为交际行为而不是作为交际结果进行研究，强调翻译的对象应该

是信息内容，是意义，而不是语言。口译活动由理解→脱离源语语言外壳→表达这三个步骤组成。
第二阶段强调口译应该 以源语意义单位为中心，而不是字词和语言结构的对译。释意论被应用在
口译训练中，要求学生在参加训练前就完全掌握工作语言，训练中强调对内容的理解和翻译，排除

语言因素的干扰。用口译时间证明在翻译中有脱离源语语言外壳这一过程，这是释意理论对语言学

和翻译学的贡献。 
3.2 功能对等理论 
奈达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奈达有关翻译

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
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 词汇对等,2. 句法对等,3. 
篇章对等,4. 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形式很可能掩藏源
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学翻译中,根据奈达的理论,译者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
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 
为了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和消除文化差异,译者可以遵循以下的三个步骤。 
第一，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的译作。然而,两种语言代表着两种完

全不同的文化,文化可能有类似的因素,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完全展现原文文化内涵的完美的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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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译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 
第二，如果意义和文化不能同时兼顾,译者只有舍弃形式对等,通过在译文中改变原文的形式达

到再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例如,英语谚语“white as snow”翻译成汉语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白
如雪”。但是,中国南方几乎全年无雪,在他们的文化背景知识中,没有“雪”的概念,如何理解雪的内涵? 
在译文中,译者可以通过改变词汇的形式来消除文化上的差异。因此,这个谚语在汉语中可以译作“白
如蘑菇”,“白如白鹭毛”。再如,英语成语“spring up like mushroom”中“mushroom”原意为“蘑菇”, 但译
为汉语多为“雨后春笋”,而不是“雨后蘑菇”,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更为熟悉的成语和理解的意象是
“雨后春笋”。 

第三，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
文化差异,使源语和目的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重创”是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
构,也就是将源语文章的文化内涵用译语的词汇来阐述和说明。例如:“He thinks by infection , catching 
an opinion like a cold. ”“人家怎么想他就怎么想,就像人家得了伤风,他就染上感冒。”在此句的英文原
文中,原文的内涵并不是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表达出来的,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里。  
学习目标： 
了解口译的定义、分类及基本特征，进行口译需要具有的素质和技能，并了解口译的相关理论。 
作业： 
阅读相关理论文献。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包括 5个模块，共 31学时 
模块 1：单句口译 
参考学时：5学时 
授课方式：教师念单句，学生听完句子做交替口译。对学生的翻译进行录音、播放录音、讲解

翻译技巧。 
授课要求：熟悉口译的节奏和方法；研究翻译的问题；掌握翻译技巧。 
授课内容： 
第一组： 
1. 对不起，我还没有请教阁下姓名。 
2. 我们十分感谢你们不辞辛劳运道而来访问我市。 
3. 对您短暂的访问，我们为您安排的日程很紧，希望您不要介意。 
4. 谢谢您对我们的溢美之词。 
5.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6. 请大家和我一起举杯，祝我们两国的友谊地久天长。 
7. 今晚我们将在海湾酒店设宴欢迎阁下，敬请光临。 
8. 今晚我们将设宴为您饯行。 
9. 我为有机会在北京招待总理阁下以及随同来访的其他客人感到十分高兴。 
10. 她在以往负责的几次活动中表现出的非凡的组织能力令人印象深刻。 
11. 举办这样的商贸洽谈会，体现了双方扩大交流的真诚愿望，推动了双方在贸易、投资、旅

游等方面的实质性合作。 
12. 在结束我的讲话之前，我要再次对你们的盛情款待以及贵国政府和人民的热情欢迎表示衷

心的感谢。 
技巧讲解： 
1. 关于单词的灵活处理：如“溢美之词”、“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根据功能对等的原则

翻译速度回更快，更容易出译文。如“Thank you for your kind words of introduction.” “How happy we 
are to have friends from afar.” 

2. 一般句型听到之后，先记住主干部分并立即反应出对应的英文结构。如“举办这样的商贸
洽谈会，体现了双方扩大交流的真诚愿望，推动了双方在贸易、投资、旅游等方面的实质性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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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信息量大的句子，首先反映出句型结构“Holding such a trade talk demonstrates a wish and 
promotes our cooperation”，然后再依次往核心句型上添加细节，如“Holding such a meeting has 
demonstrated the sincere wish of the two sides to expand our exchanges and promoted our substantive 
cooperation in terms of trade, investment and tourism.” 

3. 句型多样性：一些中文句子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示，灵活的选取主谓结构可以让翻译更自
由。如“她在以往负责的几次活动中表现出的非凡的组织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一句，可以通过确定不
同的主语做出不同的表达如“She has exhibited impressive organizational ability in the events that she 
put together.”或者”The organizational ability exhibited during the past events that she put together is 
impressive. ” 

4. 注意句子表达的场合和语言的质量。如“对不起，我还没有请教阁下姓名”，如果简单翻成
“Sorry, I don’t know your name.”非常不礼貌，应该想象译出语语境下说母语的人在这种场合下会如
何表达，如“Excuse me, I haven’t had the honor of knowing you.”。 
第二组： 
1. 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获得不断的发展。 
2. 中国的潜在市场同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优势结合起来，就能形成众多的发展机遇和强大

的发展活力。 
3. 各民族之间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关系。 
4. 近二十年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我们进行改革开放的方向是正确的，信念是坚定的，步骤

是稳妥的，方式是渐进的，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5. 我们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6. 这里，我想就以下一些方面谈些看法，希望有助于诸位对中国的了解。 
7. 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国需要进一步了解美国，美国也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 
8. 中国人民珍惜同各国人民的友谊与合作，也珍惜自己经过长期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 
9. 中国的历史文化始终处于发展进步之中。 
10. 团结统一，深深印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中。 
技巧讲解： 
本节课主要讲授句子翻译的变通。 
翻译口译在三个层面上与原文对应。 
一是词和短语与原文的对应，即通过调整英语和汉语的词序，将原文的按此和短语译为英语后

即可成为比较通顺的英语的翻译。这就是本书所称的“对译”。这样的翻译在翻译灵活度较低的工作
中使用频率最高，所需要的技巧比较机械，也是比较容易掌握的一种，也是翻译的基本技巧。 
二是句子层面上的对应，即如果通过机械的对应翻译出来的东西不符合英语的习惯，或者有更

好的译法，则可以不受原文结构限制，对原文结构加以改造或重组，使之成为可译的结构，然后再

做翻译。 
三是段落层面的对应。如果原文比较长，或者比较凌乱，难以在词或句子一级完成口译的任务，

则可以大胆地按照自己的逻辑将原文重组组织，用自己的话表达原文的意思。 
这三者之间的区分不是泾渭分明，只是在与原文结构上对应的程度上有些差异，所表达的意思

应当都是忠实原文的。采用哪一种做法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发言人讲话的语言特点和逻辑（如有

些人的讲话很容易对译，有些人的讲话就需要编辑）、停顿的长短（短时因为能够完全记住原文结

构，就容易在词句一级对应；长时因为需要重新组织原文）、自己对英语的灵活运用的程度和临场

的发挥，等等。无论用哪一种译法目的都是为了中式传达原文意思，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哪一种方

法都可以用。 
对译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但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灵。在原文无法对译时就需要将原文变通之

后再进行口译，从而在句子或段落一级与原文对应。变通可以指对原文结构进行改造，也可以指对

原文的意思进行解释，或者对原文进行概括总结等。下面我们看一些常见的变通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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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主语定谓语 
举例： 
1. 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获得不断发展。 
如果以“民族地区”作为主语，谓语可以选择“见证”“经历”等。 
The minority concentrated regions have witnessed continue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如果以“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作主语，就可以用被动语态，“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被不断地发

展”。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of the ethnic minority areas have been developed continuously.  
如果以“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作为主语，就可以把句子变为“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民族地区

已经被实现”： 
Continue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s been achieved in the minoirity concentrated areas. 
2. 中国的潜在市场同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优势结合起来，就能形成众多的发展机遇和强大

的发展活力。 
China’s potential market, once combined with foreign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capital, will produce 

many opportunities and great vigor for development.  
Once China’s potential market is combined with foreign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capital, it will 

produce many opportunities and great vigor for development.  
The combination of China’s potential market with foreign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capital will 

create many opportunities and great vigor for development.  
以谓语定主语 
举例： 
1. 各民族之间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关系。 
“各民族之间”是介词短语，显然在英语中不可能作为主语。谓语动词是“建立”，谁建立？我们。

所以可以加主语“我们”，“我们在各种民族之间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关系”： 
We have established a new type of relationship characterized by equality, solidarity and mutual 

assistance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建立”还有宾语，可以用宾语作主语，变为被动句，“平等、团结、互助的新型关系被建立在

各民族之间”： 
A new type of relationship of equality, solidarity and mutual assistance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has been established.  
统一主语 
汉语的主语可以不断变换，而英语喜欢一通到底。例如 
近二十年的实践已充分证明，我们进行改革开放的方向是正确的，信念是坚定的，步骤是稳妥

的，方式是渐进的，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The practice in recent twenty years has eloquently proved that we are right in direction, firm in 

conviction, steady in our steps and gradual in our approach when carrying out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have achieved tremendous successes.  

如果不把主语统一为“我们”，原来的主语就很多，译文就显得零碎： 
The practice is recent twenty years has eloquently proved that the direction of our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right, our conviction is firm, our steps are steady, our approach is gradual and our 
achievements are huge.  

套用句型 
即按照英语某个关键词的句型将汉语内容分割开来分别套在相应的位置，有时与对译的方法是

重合的，这种做法要求对英语常见动词的句型和词的搭配非常熟悉。 
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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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的先人历来把独立自主视为立国之本。 
Our ancestors always regarded the spirit of maintaining independence as the foundation of a nation.  
2. 中国人民一向钦佩美国人民的求实精神和创新精神。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always admired the American people for their pragmatic attitude and 

creative spirit.  
添加连接词、显化句子关系 
将有内在联系的句子、短语等用连词、从句、不定式、分词、介词等将内部的关系显化，如： 
1. 我们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We should respect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draw upon other’s strong points to offset one’s own 

deficiencies for achieving common progress.  
2. 这里，我想就以下一些方面谈些看法，希望有助于诸位对中国的了解。 
Here, I would like to make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s which I hope will help you to know China 

better.  
省略重复 
汉语中用词的重复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它起到强调的作用，但是如果在英语中也重复同样的词，

就显得十分啰嗦、没有必要。 
1. 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国需要进一步了解美国，美国也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U.S. relations, China needs to know the United States better 

and vice versa.  
2. 既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与进步。 
They serve not only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but also world peace, stability,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反译法 
1. 相互了解，是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前提。唯有相互了解，才能增进信任，加强合作。 
Mutual understanding is the basis for state-to-state relations. Without it,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countries to build trust and promote cooperation with each other.  
2. 中国的历史文化始终处于发展进步之中。 
China’s culture is history has never stopped developing.  
句子和短语的护换 
1. 这充分说明，中国人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具有坚不可摧的力量。 
This fully testifies to the indestructible strength of this independent national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is fully testifies that the independent national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has indestructible 

strength.  
2. 我国先秦思想家就提出了“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思想，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就希望

天下太平、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 
Chinese thinkers of the pre-Qin days (over 2,000 years ago) advanced the doctrine loving people and 

treating neighbors kindly are most valuable to a country. This is a reflection of the aspir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for a peaceful world where people of all countries live in harmony.  

Chinese thinkers of the pre-Qin days (over 2,000 years ago) advanced the doctrine loving people and 
treating neighbors kindly are most valuable to a country. This reflects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spire for a 
peaceful world where people of all countries live in harmony.  

分而译之 
如果句子过长，不容易说清楚，可以把它拆开分成两句或几句说，如 
1. 十二亿人口的中国保持稳定和加快发展，对促进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具有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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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意义。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1.2 billion people. Its stability and rapid development are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Pacific and the world at large.  
The stability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 which has a population of 1.2 billion, are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in Asia-Pacific and the world at large.  
2. 贵校已故的费正清教授，就是毕生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 
The later Professor Fairbank was a well-known scholar from Harvard. He devoted all his life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later Professor Fairbank from your university was a well-known scholar who devoted all his life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分化组合 
1. 虽然在前进中也遇到这样和那样一些困难和风险，但我们都顺利地解决了，不仅没有引起

大的社会震动，而且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保持了社会稳定和全面进步。 
We have successfully overcome various difficulties and risks in the course of our advance without 

causing great social unrest. Rather, we have succeeded in greatly releasing and developing productive 
forces and maintained social stability and all-round progress.  

省略动词 
1. 我们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

上，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按照英语安排句子就是：我们坚持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同世界各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特别是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 
“坚持”是 to stick to, to adhere to,但是，to adher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是说不通的，“坚持”只能

与“原则”等搭配，所以不如省掉，而用“建立和发展”to establish作谓语。 
We will establish and develop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with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on 

the basis of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especially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respect,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and non-interference in each other’s internal affairs.  
如果坚持用“坚持”，则只好说“我们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

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We will stick to the Five Principles of Peaceful Coexistence, especially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respect,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and non-interference in each other’s internal affairs, and we will 
establish and develop friendl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 with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on the basis of this.  

在数个动词中任选一个作谓语动词 
1. 他们利用持久战术把敌人引到内陆加以歼灭。 
选取“利用”作主要动词：They try to use a prolonged war to draw the enemy into the hinterland and 

wipe them out. 
选用“引到”作主要动词：They try to draw the enemy into the hinterland and wipe them out with a 

prolonged war.  
选用“歼灭”作主要动词：They try to wipe out the enemy with a prolonged war after drawing them 

into the hinterland.  
模块 2：对话口译 
参考学时：4学时 
授课方式：两个学生一组，老师播放录音，其中一位同学听录音另一位同学不听录音，听录音

的同学再录音完毕之后翻译给未听录音的同学听，未听录音的同学给翻译的同学评分。评分表格如

下： 
授课要求：熟悉对话口译的要求；研究具体难点的处理；掌握翻译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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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3：段落口译 
参考学时：4学时 
授课要求：研究长句型和段落的翻译；掌握口译技巧与方法。 
理论指导：段落表达的连贯性以及中英文语言的差异 
授课内容： 
1. 主张贬值的人的理由主要是担心东亚、东南亚国家货币大幅贬值对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产生不利的影响。 
——句型处理：对于信息量比较大，特别是动词繁多的句子，为了加快翻译速度，要首先确定

主谓结构，以主语定谓语或以谓语定主语，而不是机械地照搬原文的句型。可以翻译的句型包括： 
People who advocate the devaluation of RMB are worried that the massive devaluation of currencies 

of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would have adverse impact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export 
products.  

The reason why some people advocate the devaluation of RMB is that they are worried that the 
massive devaluation of currencies of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would have adverse impact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export products. 
相比之下，前一句话更符合口译时间紧、要求译出语更易听懂的特点。在视译中，选择“Who does 

what”的句型更简单、迅速。 
2. 但是，我国今年外贸出口增长率的下滑，并不是由于东南亚和东亚国家的汇率贬值提升了

这些国家外贸出口竞争力，挤占了我国的出口市场而引起的。 
——句型处理：如果完全照搬中文的结构，容易造成英文结构不清晰甚至导致严重语法错误。

应该根据逻辑找到主谓之间的关系，确定单句的主谓语或单句间的关系。如： 
However, the slowdown of China’s export this year has not been caused by the fall of exchange rates 

of currencies of East Asian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thus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export 
competitiveness, taking away China’s export market.  

However, the reason why China’s export this year has declined is not that falling exchange rates of 
currencies of East Asian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improve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these 
countries, undermining China’s market shares.  
也可分而译之。 
Export of China has decline this year. However, this is not because alling exchange rates of 

currencies of East Asian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improve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these 
countries, undermining China’s market shares. 

3. 在这个美好的夜晚，与各位在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欢聚一堂，感到十分高兴。我代表中
国政府和人民，向前来参加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集团举办的“二零零一《财富》全球论坛”活动的朋友
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作为一个功能对等的例子。这句话可以翻译成： 
In this beautiful evening, it is my pleasure to get together with all of you in HK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I will extend my warm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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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e to all the friends attending “2001 Fortune Global Forum” sponsored by AOL Times Warner.  
如果有一个底线的话，翻成最简单的两个核心句也可以做到功能对等： 
It’s my pleasure to be here with you. And warm welcome.  
4.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尤其是使南北的发展差距、贫富差距进一

步扩大。经济全球化也使发展中国家更容易受到外部经济波动和金融危机的影响。上个世纪九十年

代末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使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受到猛烈冲击。 
——“使”字句。学生看到“使”字句，最先想到的是“make”句型，本没有问题，只是对于初学者

容易在后面的动词或形容词的选择上出现停顿卡壳或者错误。另辟蹊径的方法有很多，下面简单介

绍几个： 
方法一：直接用“使”后面的动词，如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exacerbated the imbalance of development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and widened the development gap and wealth gap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in 
particular.  

方法二：make+形容词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made the development gap and wealth gap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wider.  
方法三：用 because of 等原因连接词，如 
Because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more susceptible to external economic 

fluctuation and financial crisis.  
方法四：用 as a result 等结果状语，如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broke out in the late 1990s, as a result of which, some Asian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d been severely affected.  
5. 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使更多的人放弃传统的一次性教育的观念，树立起终身学习的观念，

要求社会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和条件，满足人们特别是那些弱势社会群体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

而产生的学习需求；要求成人教育提高质量，以保证学习者学有所成；要求成人教育不断变革，为

成人学习提供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学习内容、方法和途径，建立一个开放、灵活的成人教育体系。 
One important feature is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have given up the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of 

education as being one-off and know that it is a lifelong process instead. It means that we have to create 
more opportunities and conditions for learning in the society to satisfy the educational needs of the 
socially-disadvantaged groups in the constantly changing social and economic contexts. It means that we 
hav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dult education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learners. It means that adult 
education has to be continuously reformed to be more diversified and tailored for the needs of adults in 
terms of contents, methodology, as well as access. An open and flexible system has to be established for 
adult education.  

模块 4：短期记忆训练 
参考学时：4学时 
授课要求：掌握短期记忆训练的技巧与方法。 
理论指导：记忆与脱离源语语言外壳 
大家都会注意到，口头陈述是转瞬即逝的。我们可以记住听到的整体内容，但却几乎忘记了陈

述使用的词语。事实是，讲话使用的有声符号会逐渐消失，而听者——译员保持着非语言形式的记
忆，即处于一是状态的思想或提到的事实。排除极少数记忆惊人的人，谁也不可能听一遍后就能记

住国际会议上构成几分钟讲话的数百字词，也不可能用同一语言或另一语言凭记忆重新将它们表达

出来。事实上，即席翻译译员之所以能够记住意义的各种细微差别，并自如完整地将其用母语表达

出来，是因为他启用了一项基本能力，即在词语消失时记住理解了内容。他摆脱了语言形式。译员

可以通过培训提高这种能力，使其明朗化，这种能力人皆有之，也可通过训练提高。因此，对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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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记忆力训练可以从教会学生脱离源语语言外壳入手，进行总结和复述的练习。 
方法与手段 
例如，学生听到如下段落： 
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次中美关系研讨会。通过昨天一天的接触，我发现在座

的美国朋友有很多都是研究中国的专家，有很深的学术造诣，而且在美国也都是很多有知名度。我

觉得一般地说，真正学者都是看问题比较客观，而且也比较理智。因此真正的学者他的舆论有很大

的影响，上可以影响决策层，下可以影响老百姓。所以我觉得学者之间的对话对于促进两国关系的

改善是会起积极作用的。 
可让学生先总结大意，然后逐渐增加内容，直到学生能够比较完整地复述段落大意。注意提醒

学生不要刻意找原文字词，而是主要抓意思和主线。 
学生可能会想要回忆原文的字词而出现这样的复述：  
“女士们，先生们，我很高兴参加这次中美关系研讨会。通过昨天的…，中国的专家有学术造

诣，知名度。” 
这时要提醒学生忘记词没有关系，关键是理解学会听意义，下意识的忘掉语言。可以先记主要

框架如：“很高兴参加这次会议，通过昨天的会，发现这里的美国朋友都是中国专家，应该客观且
理智。因为影响大。学者交流对国家关系重要。”然后进一步推开，一次一次的扩展信息，直到信
息比较完善。 
训练材料 
最新的报纸杂志文章或会议发言。中文主要选自：《中国日报》、中国网、《财经》杂志等。英

文主要选用最新 China Daily等杂志文章以及美国总统每周演讲及 VOA慢速报道。 
模块 5：笔记练习 
参考学时：8学时 
实验要求：掌握笔记的方法与技巧。 
理论指导： 
1. 笔记原则 
笔记不是听写，也不是速记，更不是诉状记录。笔记是听、理解、抓住信息意义后进行表达的

辅助工具，口译一旦完成，笔记便失去其作用。交传笔记具有个性化、暂存性质。笔记是记忆内容

的载体，但不是信息的文字化。笔记的作用在于，在记录是帮助译员集中精力、在使用笔记时为其

做提示。 
教学实践证明，笔记训练初期可能会干扰正常的理解和表达，因为学员将精力完全集中在笔记

上，忽视了对信息的分析和整合，表达是有过于依赖笔记，是的笔记反成为理解和表达的“绊脚石”。
因此，笔记训练初期，首先应该反复提醒学员，主要用大脑记忆，不要依赖笔记。这也是我们的口

译训练从大脑记忆训练开始而不是直接进入笔记训练阶段的原因。另外，笔记训练应该分步骤进行。

但有一种现象不可忽视，学生只记数字和单一意义的词汇时没有将其相关内容连接在一起。在这种

情况下，笔记便失去了意义。所以，笔记除了记简单符号以外，还应该将源语的信息联系或结构体

现出来。 
2. 笔记方法 
2.1符号 
笔记首先应该记录的是源语里的主要信息点，特别是专业词和数字等。那么大量的信息点需要

用相应的符号记录下来。 
符号可以是原文中的原词或简写，如听到污染，记录“污染”或“污”。听到 transmission 记录

“transmission”或“trans”； 
也可以是译出语，如听到 “honored”记录“幸”，听到“population”，记录“人”； 
也可以是一些形象的符号，如“差异”或“difference”用“≠”表示，“增加”、“提高”或“improve”用“↑”

表示，协议或“agreement”用“ ”∪ 表示，“重要”或“crucial”用“*”表示。这些符号提高笔记记录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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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应该避免无休止地“开发”不便于记忆和使用的符号：需要记忆的符号越多，越不便于记忆，
表达时就会发生“识别”危机，影响表达质量。 

2.2笔记结构 
首先，原则上，笔记应该纵向记录，一行不要记录太多信息。根据一般人的视宽，一行记录 5、

6个符号为宜，一眼既能看到不需要左右移动视线浪费时间。 
其次，笔记采用内缩进的原则，即只要一句话没有说完，信息换行后要往后缩进几个字符位置，

直到下一句开始然后在顶头写。 
最后，在每一段话结束后，可以画上横线表示结束。 
为了方便理解，下面以一段英文讲话为例，解释笔记结构的主要特点，中文笔记的结构同理。 
Mr. Premier, I know that the President is looking forward very much to your meeting tomorrow in 

the White House, where you and he will have many important issues to discuss. // 
But this evening here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i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relax, to get to know one 

another, and to extend to you and your party some of Washington’s hospitality.  
 
 
 
 
 
 
 
 
 
 
 

 
 

模块 6：模拟考试 
参考学时：6学时 
教授内容：笔记与听力的配合、翻译以及表达的技巧。 
授课方式：课堂播放口译材料，学生做交替传译，进行录音，依据口译考试标准评分。 
授课内容：口译教材上的典型文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口译简介+单句练习 2  
2 单句练习+对话口译 2  
3 单句练习+对话口译 2  
4 单句练习+对话口译 2  
5 单句练习+对话口译 2  
6 段落口译 2  
7 段落口译 2  
8 短期记忆训练 2  
9 短期记忆训练 2  

10 笔记训练 2  
11 笔记训练 2  
12 笔记训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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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笔记训练 2  
14 综合练习 2  
15 综合练习 2  
16 综合练习 2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本课程教学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建立起口译思维，拜托传统的语法意义上的翻译习惯，提高翻

译速度和流利程度。对于口译的初学者，关键是能够理解口译中摆脱源语束缚、按照意思自由表达

的重要性。此外，提高词汇积累和听力水平也想到重要。 
难点：首先在于学生如何突破心理障碍，大胆地表达；其次是如何做到灵活变通。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口译录音 
2.集体评判 
3. 教师讲解 
4. 角色扮演 
5. 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同声传译设备。 
3、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同传教学实验室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监控。每个阶段的内容完成之后进行一次考试，包括单

句考试、短期记忆考查、笔记考查、模拟交传考试，各占比 20%，平时成绩占 20%。  
6、作业要求： 
1. 理论部分：阅读相关参考书。 
2. 单句部分：每周和同学练习 30个单句，录音并背诵相关词汇句型。 
3. 短期记忆：和同学一起训练，每周一篇英文和中文文章的短期记忆训练录音。 
4. 笔记部分：每周完成一个半小时材料的笔记练习。 
5. 综合练习：每周一个半小时材料的口译录音。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苏伟，邓轶，2009，《口译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 詹成，2010，《联络口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李长栓，2001，《汉英口译入门》[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梅德明，2008，《口译进阶教程-专业交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邬姝丽，2011，《实用英语高级口译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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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一） 
Englisch (1) 

课程号：308000493 

一、前言 
《德语专业英语一至四》为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学生的第二外语必修课。本课程开设时间为第

三至第六学期。德语专业二、三年级的学生在结束基础阶段的纯粹语言学习之后，需要在某一特定

领域内将所学语言活学活用。作为外语专业学生，其使用英语的机会相比其他专业更加突出，尤其

是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外语专业学生的英语交际和表达能力是其不可或缺的能力。 
本课程的编写人员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化研究和法律英语研究，对于英语交际和表达有着较

高的理论知识系统，同时有着与英语国家人员较为丰富的实际交流经验，能够将理论联系实际，帮

助学生建构进一步的英语交际和表达知识框架，也为开拓学生的全球化、专业化视野给予一定的理

论指导，为其今后可能的专业拓展深造打下一定的基础。 
本大纲编写人员为李崑岩。 
二、课程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英语（一）课程的教学目的包括： 
1． 学生应掌握基本的英语表达和交际 
2． 了解与交际有关的常见英语国家文化现象 
3． 能够在相似情景下独立表达相关的信息 
4． 模仿真实的语音语调，纠正错误发音 
三、课程主要内容及学时分配 
本课程开设一学期，共 3学分，课内学时为 48学时，每周 3学时。 
按单元为单位讲解，共 12 个不同的单位，每学期计划授课 48 课时，每个单元计划课时 4 课

时。 
四、相关教学环节 
本课程为互动演示课程，教学过程以教师教授为主，学生互动为辅，同时通过具体事例，调动

学生对于英语文化和交际理论的兴趣，逐渐构建较为完整的英语文化交际体系，掌握一定的理论知

识，可以对于具体的简单英语文化交际问题给予解决建议，增强他们的英语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 
此外还强调“授之以渔”的原则，除了传授语言知识，训练语言能力以外，还注重培养学生的自

学能力。 
五、 使用教材 
第一学期：《新英语交谈》Jack C. Richards，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六、 教学内容 
第一学期教学环节具体安排 
1) Starting point 
This section includes one or more activities to raise the topic in students' minds and develop a focus 

on the theme of the unit. They may involve a short discussion about a photo, a common experience, some 
quotations or perhaps a questionnaire.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share ideas, interpretations and opinions. Later units encourage students 
to give reasons for their opi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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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is section, teachers should make sure students understand what to do and arrange for them to 
work in pair or groups. As they work, teachers may circulate and listen to check that the student 
discussion is appropriate and give help with vocabulary and expression, if necessary. Later, teachers may 
choose a pair to report back or summarize their discussion to the whole class. Teachers can then give a 
very brief comment for encouragement and feedback, or make a link with the next section. 

2) Inside view 
This section is based on two video conversations. Each conversation has two or more activities which 

aim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conversation and use the target language within it. Each conversation 
is viewed twice for a different purpose each time. In a later activity, students also read part of the written 
version to complete sentences from it. Since the activities are arranged progressively, with re-viewing, 
students should not worry if they cannot understand everything the first time. 

The viewing is preceded by a pre-listening activity, in which students discuss a photo related to the 
video, or work in pairs to predict aspects of the topic or the uses of likely words and expressions or the 
sequence of sentences. This task is in itself language practice. Students should know that a prediction task 
means that it focuses on what the text might be about or asks students to discuss relevant personal 
experiences as preparation for listening. Clearly a range of answers are possible because students can 
make different, but valid, predictions. The emphasis is not about being right or wrong but of discussing 
ideas, and giving reasons for predictions, or working with relevant language. 

This section has listening activities in which students respond by checking a list or chart, completing 
sentences from given choices, making sentences using given words, giving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completing the conversation by filling in blanks etc. 

The Everyday English highlights common words, phrases and idioms with an activity for students to 
deduce their meanings and to check that they understand them. 

This section also has a guided functional dialogue ("act out the conversation"): Students are given 
functional instructions about what to say but they need to supply the actual words themselves, which 
means there is an element of creativity here with the content and a variety of different expressions in 
slightly different dialogues is possible. 

3) Talking point 
The aim of this section is for students to discuss their own thoughts, ideas, opinions and experiences, 

i.e. to use their English in a more personalized way. Some talking point activities use pages at the back of 
the textbook arranged in a communicative format, and others ask students to discuss and formulate advice 
or talk about ideas, actions and experiences, or to complete a questionnaire. The talking point activities 

are designed to be more open-ended activities than the ones in later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Outside view 
This section has activities following the viewing of an authentic video clip which explores the topic 

from a different angle. 
Before viewing the clip, there is a pre-listening activity in which students discuss photos from the 

video or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topic. The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section has three or four activities, 
arranged so that students actually view the clip two or three times. Students should not worry if they do 
not understand everything after the first or second viewing. The activities include checking a chart related 
to the content, identifying true statements, numbering sentences in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appear, finding 
out specific information, completing a factfile etc. 

Developing critical thinking asks students in pairs to discuss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ir own opinions, 
ideas, views, and experiences with the aim to help them develop independent thinking. These are 
open-ended discussions and the Teacher's Book provides examples of possible answers, together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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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ance on helping students extend their answers. Sometimes it will be better for students in their pairs 
to discuss one or two questions in more detail - with examples, reasons, evidence or alternative ideas - 
rather than to answer all questions with only brief or superficial answers. 

5) Listening in 
This section has two audio recordings of monologues or dialogues for students to listen to. Each 

passage has a pre-listening activity and several other activities after listening. Generally the activities 
follow more than one playing of the passage, which again means that students need not worry if they do 
not understand everything the first time, though they will be listening for the second time with a different 
focus. 

The pre-listening activity asks students to discuss photos or illustrations, or questions and this can 
generally be done quite rapidly as a prediction activity. Then there are sets of Listening and understanding 
activities to be completed after listening. These include completing charts, tables or forms to identify 
information, correcting sentences, completing sentences, or matching items together etc. Since responses 
are generally brief these activities can usually be completed quite quickly. The answers are given in the 
Teacher's Book. 

A Developing critical thinking section follows each listening passage. As before, these require 
personal responses from students in pair discussion. Example responses are given in the Teacher's Book. 

6) Presentation skills 
This section helps students to discuss, plan, practise and give presentations. A box in the Student's 

Book gives advice and guidance about the particular presentation, so that progressively students practice 
various presentation skills. Each time, there are several steps for pairs or groups of students and these lead 
up to an actual presentation. These steps are designed to help students think of ideas and relevant language 
and to structure their presentations. Some of this preparation might be done out of class and where 
presentations require factual information, student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use the Internet or other 
resources to get the information in advance. 

Presentations need not be long: perhaps less than a minute and probably not more than two minutes. 
Even so, for reasons of time, it is unlikely that more than two or three students could give their 

presentations to the whole class for any particular unit. However, presentations can often be given in 
groups working simultaneously while teachers circulate to listen and give assistance-- later teachers can 
choose one or two students to give their presentation to the whole class. Teachers can keep a record of 
those who have given presentations to ensure that all students have the chance to give a whole class 
presentation at some time. 

7) Pronunciation 
Each pronunciation activity focuses on a specific point, which is generally explained in a box in the 

Student's Book. Students should be assured that this regular practice with a specific focus is a sound 
approach to developing good pronunciation over time: The first important step is for them to become 
aware of key features through listening and, often, underlining. Students then read a dialogue or a passage 
which has examples of the target feature, either before or after listening to the recording. This reading can 
be done in pairs for both dialogues and passages - the latter can easily be divided into sections for pairs to 
practise. The Teacher's Book has answers to the underlining activities and sometimes an additional 
activity. 

8) Unit task 
This is a culminating oral activity in the form of a pair or group task which allows students to make 

productive use of the language skills in the unit. The task has several steps which lead to a prepared pair 
or group presentation or a role-play of a meeting, an interview, a radio program etc. Students ca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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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inded that the process of preparing the task is itself language practice. This section may be started 
during class so that there is a benefit of sharing the stimulation and ideas in a group, but it can probably be 
developed out of class (especially if students need to locate factual information) and presented in a later 
class. 

 

英语（二） 
Englisch (2) 

课程号：308000503 

一、前言 
《德语专业英语一至四》为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学生的第二外语必修课。本课程开设时间为第

三至第六学期。德语专业二、三年级的学生在结束基础阶段的纯粹语言学习之后，需要在某一特定

领域内将所学语言活学活用。作为外语专业学生，其使用英语的机会相比其他专业更加突出，尤其

是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外语专业学生的英语交际和表达能力是其不可或缺的能力。 
本课程的编写人员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化研究和法律英语研究，对于英语交际和表达有着较

高的理论知识系统，同时有着与英语国家人员较为丰富的实际交流经验，能够将理论联系实际，帮

助学生建构进一步的英语交际和表达知识框架，也为开拓学生的全球化、专业化视野给予一定的理

论指导，为其今后可能的专业拓展深造打下一定的基础。 
本大纲编写人员为李崑岩。 
二、课程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英语（二）课程的教学目的包括： 
5． 学生应掌握英美国家的主要文化概况，包括地理，历史，政治，民族，教育及节日等。 
6． 能通过教材的内容进行文化差异的形成分析。 
7． 能够在教材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现象的扩展学习。 
8． 通过学习课文的内容展示自己的研究心得。 
三、课程主要内容及学时分配 
本课程开设一学期，共 3学分，课内学时为 48学时，每周 3学时。 
按单元为单位讲解，共 12 个不同的单位，每学期计划授课 48 课时，每个单元计划课时 4 课

时。 
四、相关教学环节 
本课程为互动演示课程，教学过程以教师教授为主，学生互动为辅，同时通过具体事例，调动

学生对于英语文化和交际理论的兴趣，逐渐构建较为完整的英语文化交际体系，掌握一定的理论知

识，可以对于具体的简单英语文化交际问题给予解决建议，增强他们的英语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 
此外还强调“授之以渔”的原则，除了传授语言知识，训练语言能力以外，还注重培养学生的自

学能力。 
五、 使用教材 
第二学期：《英语国家概况》，訾缨，北京大学出版社 
六、 教学内容 
第二学期教学环节具体安排 
Chapter One：Geography 
Physical Map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is located in the central part of North America, bordering the North Atlantic Ocean 

in the east and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in the west. With a total area of 9,372,615 square kilometers, the 
United States ranks the fourth largest country in area in the world, after Russia, Canada 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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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far as geographical features are concerned, the country can be separated into three major divisions: 
the highlands in the east, the mountains in the west, and a vast plain region in between. In order to explain 
more clearly, we can begin by dividing the continent of North America into 7 regions. These regions are 
large areas where the landforms, or kinds of lands are similar. 

The 7 regions are: 
the Atlantic and Gulf coastal plain◆  
the Appalac◆ hian Mountains 
 the Central Lowlands and the Great Plains◆  
the Rocky Mountains◆  
the Great Basin◆  
the Pacific Coastal Ranges and Lowlands◆  
the Canadian Shield◆  

US Geomorphic Regions Map 
Notice that the land regions of North America do not stop at international boundaries. Landforms do 

not change suddenly as you go from one country into another. For example, the Great Plains extend from 
Canada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to Mexico. The coastal plains lie along the seacoasts of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第二单元 
Chapter Two：History 
United States History is the story of how the republic developed from colonial beginnings in the 16th 

century when the first European explorers arrived, until modern times. As the nation developed, it 
expanded westward from small settlements along the Atlantic Coast, eventually including all the territory 
between the Atlantic and Pacific oceans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North American continent, as well as two 
noncontiguous states and a number of territories. At the same time, the population and the economy of the 
United States grew and changed dramatically. The population diversified as immigrants arrived from all 
countries of the world. From its beginnings as a remote English colony, the United States has developed 
the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Throughout its history, the United States has faced struggles, both within the country — between 
various ethnic, religiou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groups — and with other nations. The efforts to deal 
with and resolve these struggles have shape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to the 21st century. 
第三单元 
Chapter Three：Political System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Political System The United States is an indirect democracy — that is, the 

people rule through the representatives they elect. In the beginning, only white men with property could 
vote. Over time, the vote has been given to more and more people. Today any citizen who is at least 18 
years old can vote.  

The Constitution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written in 1787, established the country's political system and is the 

basis for its laws. In the 200 years of its history, the United States has greatly grown and changed. Yet the 
Constitution works as well today as when it was written. One reason is that the Constitution can be 
amended (for example, the Fifteenth Amendment gave black Americans the right to vote and the 
Nineteenth Amendment gave women the right to vote). Another reason is that the Constitution is flexible: 
its basic principles can be applied and interpreted differently at different times. 

Federalism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federalist system. It means that there are individual states, each with its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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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and there is a federal, or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gives certain powers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ther powers to the state governments, and yet other powers to both. For example, 
onl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can print money; the states establish their own school systems; and both the 
national and the state governments can collect taxes. 

第四单元 
Chapter Four：National Economy 
For the most par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market economy in which individual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determine the kinds of goods and services produced and the prices of those products. A guiding 
principle of the U.S. economy, dating back to the colonial period, has been that individuals own the goods 
and services they make for themselves or purchase to consume. 

The United States emerges as a world leader in producing various goods and services and generates 
more than 20% of worldwid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he economy is marked by steady growth, low 
un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and rapid advances in technology. 

第五单元 
Chapter Five：Society and Culture 
“Culture” is a widely used word both in daily life and in research areas. 
Following the definitions of sociologists and anthropologists, the term culture refers to the total 

pattern of beliefs, customs, institutions, objects and techniques that characterize the life of a human 
community. Putting it simply, culture means the behavior, belief, and language shared by the members of 
a group. It is the complete way of life a group of people practice and pass on to their children. 

“Culture consists of all the shared products of human society” (Robertson, 1981), which includes not 
only such material things as cities, organizations and schools, but also non-material things such as ideas, 
customs, family patterns, languages etc. 

All cultures are different from one another. But all have certain things in common. To study culture, 
sociologists have divided people’s ways of life into the following six categories: 

1） The ways we act or behave together 
(How we act and what we do) The family,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government are three 

important groups in which people act together. Culture affects the ways people act when they are with 
others. 

2) The things we make and use 
Hard work and creativity mixed with good intentions that make an American. People are the only 

living things with the ability to make tools and to keep them for future use. This ability to use tools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people’s material culture. Material culture is all the things you can see and 
touch—the tools, clothes, houses, art, and other objects people make and use. Any item made by people is 
called artifact. Technology is the way in which people produce artifacts. (Tools + knowledge = 
technology) 

3) The ways we earn a living  
People in all cultures earn their living. We call the ways in which people earn their living an 

economic system. All cultures have economic systems. This means that they have their ways to produce 
goods and services. 

4) The religions we believe in 
Societies differ in their religious beliefs (Buddhism, Christianity, Islam, Hinduism, and Judaism etc.). 

A religion is not only the gods people believe in, but also the ways in which people worship their gods. In 
some societies, people believe in one god. In others, people may believe in many gods. Cultures differ in 
the ways in which people practice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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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三） 
Englisch (3) 

课程号：308000513 

一、前言 
《德语专业英语一至四》为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学生的第二外语必修课。本课程开设时间为第

三至第六学期。德语专业二、三年级的学生在结束基础阶段的纯粹语言学习之后，需要在某一特定

领域内将所学语言活学活用。作为外语专业学生，其使用英语的机会相比其他专业更加突出，尤其

是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外语专业学生的英语交际和表达能力是其不可或缺的能力。 
本课程的编写人员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化研究和法律英语研究，对于英语交际和表达有着较

高的理论知识系统，同时有着与英语国家人员较为丰富的实际交流经验，能够将理论联系实际，帮

助学生建构进一步的英语交际和表达知识框架，也为开拓学生的全球化、专业化视野给予一定的理

论指导，为其今后可能的专业拓展深造打下一定的基础。 
本大纲编写人员为李崑岩。 
二、课程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英语（三）课程的教学目的包括： 
1． 在对英美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对比学习。 
2． 了解不同文化在交际中所存在的障碍。 
3． 通过对理论的学习掌握如何在实际中解决问题。 
4． 在教材的基础上扩展跨文化中的实例学习 
三、课程主要内容及学时分配 
本课程开设一学期，共 3学分，课内学时为 48学时，每周 3学时。 
按单元为单位讲解，共 12 个不同的单位，每学期计划授课 48 课时，每个单元计划课时 4 课

时。 
四、相关教学环节 
本课程为互动演示课程，教学过程以教师教授为主，学生互动为辅，同时通过具体事例，调动

学生对于英语文化和交际理论的兴趣，逐渐构建较为完整的英语文化交际体系，掌握一定的理论知

识，可以对于具体的简单英语文化交际问题给予解决建议，增强他们的英语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 
此外还强调“授之以渔”的原则，除了传授语言知识，训练语言能力以外，还注重培养学生的自

学能力。 
五、 使用教材 
第三学期：《跨文化交际实用教程》，胡超，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六、 教学内容 
第三学期教学环节具体安排 
Unit 1: introduction 
Unit 2: daily verbal communication 1 
Unit 3: daily verbal communication 2 
Unit 4: verbal communication 
Unit 5: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Unit 6: cross-gender communication 
Unit 8: humor interpretation 
Unit 9: intercultural personhood 
A Comparative Study on Western and Chinese Thinking Models 
Abstract: The essay pays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ranslated and original American 



6642 

dramas’ name. By analyzing the causes behind the otherness, the essay points out that different thinking 
starting points and the main factors are the-distinct function of heart and brain between two cultures and 
dissimilar knowledge morphology, which account fo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thinking models. After knowing this, it can help us to mak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s without many 
conflicts. 

Key words：thinking model, thinking starting point, heart and brain, knowledge morphology 
1 Introduction: Thinking Model 
It’s universally recognized that thinking models vary from culture to culture. There exist varieties of 

thinking models which determined how and what we are thinking.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and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re typical thinking models among all the models. Obviously, western 
and Chinese thinking models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And western thinking model is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while Chinese thinking model is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thinking models that cause thinking otherness. 

2 The Case Analysis  
2.1 The Story of the Case 
When we watch the American dramas, we usually translate the English name into Chinese. And the 

translation of an American drama which named “Lie to Me” makes me ponder over the otherness of 
thinking models between the two cultures. The drama talked about a man who is good at analysis people’s 
tiny expressions and find pleasure in it. However, in China, the translated name of this TV series is “别对
我撒谎”(“ Don’t Lie to Me ”) . From the negative meaning of the title, we may fall into a mistake that we 
should be opposed to lies. It’s apparent that the translated name is quite distinct from the original name. In 
addition, from the point of the original name, it makes us feel like being personally at the scene. The main 
sticking point is “lie”. After experiencing these lies, audiences are also faced with challenges in the drama 
at the same time as a role of “me”. In addition, it easily helps us realize the plots behind every lie. 
However, the translated name leaves us another impression that I am a victim and please do not tell lies to 
me. Therefore, the attention is focused on these retorts of the lies. In other words, the translated name 
reflects how to deal with lie instead of comprehending the story behind each lie.   

2.2 The Key Points of the Case 
In the case, through comparing the original and translated name of the same American drama, we 

may have a concrete idea of the two different thinking models. Generally speaking, western thinking 
model is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while Chinese thinking model is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ang, 2006) By virtue of the otherness between two different thinking models, it leads to the different 
meaning of the translated name from original one.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determines that we are tend 
to care about human abundant psychology, thus we can seek the human stain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Dissimilarly, the thinking model of 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result in throwing light upon 
traditional good morality and disclose misdeeds. Accordingly, the translated name differing from its 
original name makes sense for us. 

3 Reasons for Different Thinking Models 
Concerning different thinking models, the definition of the two different models must be clarified. To 

start with,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means an obvious distinction between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When we talk about something, we should distinguish each part i.e. substance and consciousness. By 
contrast,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mplies ma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 Besides, 
substance and consciousness have identity. (Lin, 2010) After being informed of the definition of thinking 
models, we have to investigate the reasons which lead to different thinking models thoroughly. The 
following factors and reasons can account for the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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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Thinking Starting Point  
Cognizing the world through heart and brain are two totally different thinking models. Chinese attach 

significance to heart, and emphasis on acquiring deep and emotional cognition and experience. Out of this, 
it may come into being a direct and understandable model. (Pan, 2011:254) However, western lay stress 
on the brain. As a consequence, nous is the key word of western thinking model. It makes a distinction 
between subject-object, emotion-rationality and sex-love. Everything should follow the prescribed order. 
(Pan, 2011:254) 

3.2 The function of heart and brain 
After comprehending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two thinking models, de facto, the function of the 

starting points, heart and brain, also make a difference. For Chinese, the heart is different from the 
meaning of western medicine. Heart dominates the whole function of human body including brain. Heart 
is the core of everything and heart embodies all the things in the world. But for western, brain is the 
central organ which controls feelings and rational activities. Only through brain can we obtain rational 
thinking. Having compared the function of heart and brain, we can arrive at a conclusion tha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central parts lead to different methodology and epistemology. Meanwhile, our 
thinking model is mainly decided by methodology and epistemology.  

3.3 Knowledge Morphology  
The formation of thinking model is affected by various aspects and knowledge morphology is one of 

the material aspects. For quite some time, we Chinese are heard of being flexible with intention . (Pan, 
2011:256)Chinese morphology prefers experiencing the world straightly and casually. For example, as the 
saying goes, a man dismembers an ox as skillfully as a butcher , and this illustrates Chinese knowledge 
morphology clearly. Everything can be addressed by heart for Chinese. Intention forms Chinese 
knowledge morphology, whereas western knowledge morphology is technology. In this morphology, they 
recognize objective reality and law and stress on identity. Thinking is not progressive without technology 
i.e. we must find out and obey objective law.   

4 Conclusion 
After the analyses above, a further comprehensi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models unfolds before our eyes. And it can also explicate why huge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Chinese translated name and original American drama’s name. Different thinking starting points, distinct 
function of heart and brain between two cultures and dissimilar knowledge morphology are the main 
factors accounting for the otherness. As far as I’m concerned, only by knowing the reasons of differences 
can help us address conflicts occurred dur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urthermore, we are also able 
to get along with westerners well.   

 

英语（四） 
Englisch (4) 

课程号：308000523 

一、前言 
《德语专业英语一至四》为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学生的第二外语必修课。本课程开设时间为第

三至第六学期。德语专业二、三年级的学生在结束基础阶段的纯粹语言学习之后，需要在某一特定

领域内将所学语言活学活用。作为外语专业学生，其使用英语的机会相比其他专业更加突出，尤其

是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外语专业学生的英语交际和表达能力是其不可或缺的能力。 
本课程的编写人员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化研究和法律英语研究，对于英语交际和表达有着较



6644 

高的理论知识系统，同时有着与英语国家人员较为丰富的实际交流经验，能够将理论联系实际，帮

助学生建构进一步的英语交际和表达知识框架，也为开拓学生的全球化、专业化视野给予一定的理

论指导，为其今后可能的专业拓展深造打下一定的基础。 
本大纲编写人员为李崑岩。 
二、课程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英语（四）课程的教学目的包括： 
1． 针对我校的专业特点及所学课程，对英美法律进行简要了解。 
2． 对英美法的背景知识及主要部门法进行学习。 
3． 掌握一些简单的法律术语及概念。 
4． 阅读少量英美法案例，通过案例加深对英美法的理解。 
三、课程主要内容及学时分配 
本课程开设一学期，共 3学分，课内学时为 48学时，每周 3学时。 
按单元为单位讲解，共 12 个不同的单位，每学期计划授课 48 课时，每个单元计划课时 4 课

时。 
四、相关教学环节 
本课程为互动演示课程，教学过程以教师教授为主，学生互动为辅，同时通过具体事例，调动

学生对于英语文化和交际理论的兴趣，逐渐构建较为完整的英语文化交际体系，掌握一定的理论知

识，可以对于具体的简单英语文化交际问题给予解决建议，增强他们的英语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 
此外还强调“授之以渔”的原则，除了传授语言知识，训练语言能力以外，还注重培养学生的自

学能力。 
五、 使用教材 
何家弘主编：《法律英语》（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11 月版。 
六、 教学内容 
第四学期教学环节具体安排 
Week 1: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Week 2: American legal system 
Week 3: American court system 
Week 4: American legal educatioin 
Week 5: Case brief learning & practice 
Week 6: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Week 7: Torts 
Week 8: Contracts 
Week 9: Criminal law 
Week 10: Corporation law 
Week 11: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Week 12: Case study & practice 
Week 13: Mens Rea 
Week 14: Criminal procedure law  
Week 15: Civil procedure law 
Week 16: Review 
具体教学内容、教学进度及安排如下： 
Week One: American Legal System 
Teaching objectives: Getting to know the features of legal English and American legal system: 
common law system, and the brief comparison between common law system and civil law system. 
Teaching contents: Introduction to legal English and Text A of Uni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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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hours: 2 class hours 
Warming-up activity: 
Listening practice. Let students do the listening practice of Unit One. 
I. Main features of legal English: 
(1) Use of terms of art. 
(2) Extensive use of words and phrases derived from French and Latin. 
(3) Use of ordinary words in apparently peculiar contexts. 
(4) Lack of punctuation. 
(5) Use of doublets and triplets. 
(6) Use of unfamiliar pro-forms. 
(7) Use of pronominal adverbs. 
(8) -er, -or, and -ee name endings. 
(9) Use of phrasal verbs. 
II. Introduction to common law system: 
1. Case Law — Judge-made Law 
The decisions of judges, or of other officials empowered by the constitution or laws of a political 

entity to hear and decide controversies, create case law. Case law suggests a particular decision, or a 
collection of particular decisions, generate law—that is, rules of general application. Case law processes 
require careful analysis, matching and distinguishing of the facts of cases. 

2. Doctrine of Precedent or Principle of Stare Decisis 
Past judicial decisions are formally and generally binding for the disposition of factually similar 

present controversies. A judicial decision is a precedent, and so generally binding, only in future cases 
involving the same material facts. 

3. Law and Equity 
In everyday English, equity means “fairness”. In legal English it has a slightly different meaning 

although it is still based on an idea that fairness sometimes means the courts must go beyond strict legal 
codes. This distinction between actions at law and those in equity developed in England beginning in the 
thirteen century. Eventually, separate courts of equity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Basically, a 
“suit in equity” enjoyed more procedural flexibility, didn’t have a jury, and could be reviewed in broader 
terms if it were appealed. More important for the plaintiff and defendant, court of equity could order 
injunctions (order a defendant to do or not to do something specific that might cause further injury or 
harm to the plaintiff) or order specific performance (require the defendant to complete a contractual 
agreement) while a court of law normally can only use money as a remedy.  

In addition to injunction or specific performance, there are other types of actions in equity, such as 
equitable estoppel in which a party is stopped by his or her conduct from doing something he or she 
otherwise has right to do. 

Now, normally a court exercises both common law rules and rules of equity. III. Comparison 
between common law and civil law system:  

Common law courts tend to use an adversarial system, in which two sides present their cases to a 
neutral judge. In contrast, in civil law systems, inquisitorial system proceedings, where an examining 
magistrate serves two roles by developing the evidence and arguments for one and the other side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phase. The examining magistrate then presents the dossier detailing his or her findings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bench that will adjudicate on the case where it has been decided that a trial shall be 
conducted. Therefore the president of the bench's view of the case is not neutral and may be biased while 
conducting the trial after the reading of the dossier. Unlike the common law proceedings, the presid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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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nch in the inquisitorial system is not merely an umpire and is entitled to directly interview the 
witnesses or express comments during the trial, as long as he or she does not express his or her view on 
the guilt of the accused. The proceeding in the inquisitorial system is essentially by writing. Most of the 
witnesses would have given evidence in the investigation phase and such evidence will be contained in the 
dossier under the form of police reports. In the same way, the accused would have already put his or her 
case at the investigation phase but he or she will be free to change her or his evidence at trial. Whether the 
accused pleads guilty or not, a trial will be conducted. Unlike the adversarial system, the conviction and 
sentence to be served (if any) will be released by the trial jury together with the president of the trial 
bench, following their common deliberation. 

Homework & Further Reading: 
1. Do the exercises followed by Text A of Unit One. 
2. Find one of the following books to read the relevant parts. 
(1). Penny Darbyshire, English Legal System in a Nutshell, Sixth Edition, London:Sweet & Maxwell, 

2004. 
(2). Martin Hunt, A Level Law, Second Edi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04. 
(3). Jacqueline Martin,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Hodder Arnold, 2006. 
(4). William Burnham,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and Leg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rd Edition, 
West Group, 2002. 
Week Two: American Court System 
Teaching objectives: Getting to know American court system; comparing the state and federal court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relevant legal terms as well. 
Teaching contents: Text B of Unit One 
Teaching hours: 2 class hours 
I.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Court Systems 
Federal court system: district courts, court of appeals (circuit courts), U.S.Supreme Court 
State court system: trial courts,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s, a highest appellate court or “court of 

last resort”, in most states, called the supreme court. 
II. State court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ate court has jurisdiction over disputes with some 

connection to a U.S. state, as opposed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tate courts handle the vast majority of 
civil and criminal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federal court supervision varying in scope from the 
non-existent/minimal to overarching, depending on the area of law and the specific case facts. Cases in 
state courts begin in a trial court where suits are filed and evidence is eventually presented if a case 
proceeds to a hearing or trial. Trials in these courts are often held only after extensive pre-trial procedures 
that in more than 90% of cases lead to a default judgment in a civil case, an agreed resolution settling the 
case, or pre-trial resolution of the case by a judge on the merits. Territory outside of any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such as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r American Samoa, often have courts established under 
federal or territorial law which substitute for a state court system, distinct from the ordinary federal court 
system. 

Many states have courts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inferior jurisdiction), presided over by (for example) 
a magistrate or justice of the peace who hears criminal arraignments and tries petty offenses and small 
civil cases. Appeals from courts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are frequently sent to state trial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rather than to an appellate court. 

Every state has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superior jurisdiction), which are the default type of trial 
court that can hear any case which is not required to be first heard in a court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Most 
such cases are civil cases involving large sums of money or criminal trials arising from serious crimes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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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e and murder. Typically, felonies are handled in general jurisdiction courts, while misdemeanors and 
other lesser offenses are handled in inferior jurisdiction courts. 

III. Federal court system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courts make up the judiciary branch of federal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rganized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and law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 basic 
federal court system as it now exists is a three-tier hierarchy: (1) trial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known 
as the District Courts; (2)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s, called the Courts of Appeals; and (3) the Supreme 
Court, specifically provided for by Article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operating as the court of last resort Ⅲ

for the federal judicial system and, in matters of federal law, for the state judicial systems as well. There 
are a few specialized federal courts (e.g., the Claims Court or the Tax Court), which operate more or less 
like District Courts in their specialized jurisdiction, but there is no federal trial court of inferior 
jurisdiction. While federal courts are generally cre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under the 
constitutional power described in Article III, many of the specialized courts are created under the authority 
granted in Article I. Greater power is vested in Article III courts because they are independent of Congress, 
the President,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IV.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courts and federal cour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courts and federal courts is quite complicated.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and federal laws override state laws where there is a conflict between federal and state. 
Week Three: Case Study Method and Case Briefing 
Teaching objectives: Getting to know American legal education and legal study method, and learning 

how to brief cases. 
Teaching contents: Case Brief of Unit One 
Teaching hours: 2 class hours 
I. How to Read a Court Case? 
As with other reading material, the best way to read a court case is to read the entire case and then 

take notes as you reread. Court cases present an extra challenge for two reasons: (1) the unfamiliar legal 
terminology and (2) the difficulty in determining what is important and what can be ignored. To help 
separate the “wheat from the chaff” you should try briefing the case. Briefing a case helps you to focus on 
the important issues. 

As you read the cas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Begin with the name and citation of the case. 
2. Is this case being decided by a trial court or an appellate court? (Note: most cases you read will be 
appellate cases, because the opinions of trial courts have less precedential value) 
3. In the original case, who was the plaintiff and who was the defendant? 
4. What was the original complaint? (libel, invasion of privacy, violation of a statute, etc.) 
5. What were the facts that led to the complaint? 
6. What was the trial court’s decision? (who “won” the case) 
7. What are the legal questions/issues that are being raised on appeal? 
8. What is the present court’s decision (is the original decision affirmed, reversed, or remanded?) 
9. What rule or test is the court using to decide the outcome? This will relate to the legal question that 
must be decided. 
10. What reason does the court give for using this rule? 
Sometimes the court makes your job easier and says “The issue before the court is” or “we apply the 
following test” Other times you have to reread the case a few times to figure out what the issue or 

rul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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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bove ten steps spell out the briefing process in detail. To summarize: 
What are the FACTS? 
What LEGAL QUESTION or ISSUE is the court trying to answer? 
What is the DECISION? 
What is the RULE OR TEST the court used to reach its decision? 
What is the court’s REASONING? 
II. Do additional case briefing exercise provided in class 
Further Reading & Homework 
1． Do the practice exercise followed by the Case Brief part. 
2． Find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Week Four: Constitutional Law 
Teaching objectives: Getting to know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as well as the general nature of 

judicial review, and also learn some legal terms regarding constitutional law. 
Teaching contents: Text A of Unit Two 
Teaching hours: 2 class hours 
I. Warming-up activity: 
Do the listening practice of Unit Two, and get a brief idea of the topic that will be discussed in the 

unit. 
II. Introduction to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supreme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first 

three Articles of the Constitution establish the rules and separate powers of the three branche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 legislature, the bicameral Congress; an executive branch led by the President; and a 
federal judiciary headed by the Supreme Court. The last four Articles frame the principle of federalism. 

The Tenth Amendment confirms its federal characteristics. 
The Constitution was adopted on September 17, 1787, by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in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and ratified by conventions in eleven states. It went into effect on March 
4,1789. The first ten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ratified by three-fourths of the states in 1791 are known 
as the Bill of Rights. The Constitution has been amended seventeen additional times (for a total of 27 
amendments) and its principles are applied in courts of law by judicial review. 

The Constitution guides American law and political culture. Its writers composed the first 
constitution of its kind incorporating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onstitutional theory with multiple traditions, 
and their work influenced later writers of national constitutions. It has been amended over time and it is 
supplemented and interpreted by a large body of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al law. Recent impulses for 
reform center on concerns for extending democracy and balancing the federal budget. 

III. Judicial review 
The issue of how the Supreme Court interprets the Constitution is vitally important because of the 

Court’s power of judicial review. The Court has the final say on what the Constitution means and how it 
applies in a particular case. (Every court, federal and state, has th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uthority to 
render decisions on constitutional issues, but all of those other decisions can ultimately be reviewed by the 
US Supreme Court.) 

Remarkably, the power of judicial review is not given to the Supreme Court in the Constitution itself. 
Article III states that “The judicial P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be vested in one supreme Court, and 
in such inferior Courts as the Congress may from time to time ordain and establish,” and it extends that 
power to “all Cases, in Law and Equity, arising under this Constitution” and to other categories. These 
provisions are organizational and jurisdictional. They create the Supreme Court, but “ supreme”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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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highest,” designating a place in the hierarchy but not the Court’s authority. The power to hear cases 
arising under the Constitution is likewise a grant of jurisdiction to hear certain kinds of cases, but not a 
grant of authority to exercise constitutional review in hearing them. Article VI states that “This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hall be made in Pursuance thereof... shall be 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This provision does not tell us either that the Constitution takes precedence  
over other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 in other words, that the Constitution is superior to acts of 
Congress — nor that the Supreme Court, rather than the Congress, the President, or the states, has the 
authority to conclusively determine what the Constitution means. The power of judicial review was 
established by the Court’s decision in the 1803 case of Marbury v. Madison. 

Homework: 
1. Do the exercises followed by Text A of Unit Two. 
2. Find the case Marbury v. Madison from the Internet, and read and brief it. 
Week Five: Civi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Teaching objectives: Getting to know the specific aspects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civi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under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Teaching contents: Text B of Unit Two 
Teaching hours: 2 class hours 
I. Introduction 
The Bill of Rights can be usefully sub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civil liberties and civil rights. Civil 

liberties issues arise under the “due process of law” clause, and civil rights issues arise under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s” clause. 

Civil rights are obligations imposed on government to guarantee equal citizenship and to protect 
citizens from discrimination by other private citizens and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Civil liberties are 
defined as protections of citizens from improper government action, i.e., the limitations on the power of 
the state to restrain or dictate the actions of individuals.  

II. Civi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ivil rights and liberties are largely embodied in the Bill of Rights (the first 10 amendments).  
Amendment I: Limits on Congress 
Congress cannot make any law establishing a religion or abridging freedoms of religious exercise, 

speech, assembly, or petition. 
Amendment II, III, IV: Limits on the Executive The executive branch cannot infringe on the right of 

people to keep arms (II), cannot arbitrarily take houses for militia (III), and cannot search for or seize 
evidence without a court warrant swearing to the probable existence of a crime (IV).  

Amendment V, VI, VII, VIII: Limits on the Judiciary 
The court cannot hold trials for serious offenses without provision for a grand jury (V), a jury trial 

(VII), a speedy trial (VI), presentation of charges and confrontation by the accused of hostile witnesses 
(VI). 

Amendment V, VI, VII, VIII: Limits on the Judiciary 
Immunity from testimony against oneself and immunity from trial more than once for the same 

offense (V). Furthermore, neither bail nor punishment can be excessive (VIII), and no property can be 
taken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 (V). 

The Due Process Clause (the 14th Amendment) guarante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Bill of Rights.  
1. Religious Freedom 
Generally, both federal law and state laws prohibits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Public funds cannot be used to finance religious schools. However, recent years see the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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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wing government aids to religion. 
2. Freedom of Speech, Press, and Assembly 
Civil liberties have been most endangered during periods of national emergency. The Supreme Court 

has specified where, when, and how cities and states may limit the use of streets, parks, and other public 
places for purposes of protest. Obscenity is not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speech. Congress may not 
prohibit circulation to adults of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speech simply because children might see it. 

The Court has broadened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for many other forms of speech, including 
commercial speech. 

3. Criminal Trials and Due Process of Law 
Right to counsel 
Miranda warnings 
Right to jury trial 
Right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Due process 
After “911”, the Patriot Act expand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power to investigate and prosecute 
suspected terrorists. 
After 2004, detainees are entitled to impartial trial and have the right to an attorney. 
4. Minority Right 
Civil rights for blacks 
The 13th, 14th and 15th Amendments; 
Rights of citizenship 
Rights to vote 
No segregation, no racial discrimination, no discrimination in interstate commerce. 
Affirmative action 
Racial preference by a private corporation designed to remedy prior discrimination did not violate the 
Civil Rights Act. 
Homework: 
1. Do the exercises followed by Text B of Unit Two. 
2. Find more information from the Internet regarding civi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Week Six: Case Study & Practice 
Teaching objectives: In this session, students will learn how to read cases and try to brief the case 

and present the case to the class. 
Teaching contents: Case study of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Teaching hours: 2 class hours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347 U.S. 483 (1954), was a landmark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case in which the Court declared state laws establishing separate public schools for black and white 

students unconstitutional. The decision overturned the Plessy v. Ferguson decision of 1896 which allowed 
state-sponsored segregation. Handed down on May 17, 1954, the Warren Court’s unanimous (9–0) 
decision stated that “separate educational facilities are inherently unequal.” As a result, de jure racial 
segregation was ruled a violation of 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This ruling paved the way for integration and was a major victory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Background of the case 
For much of the sixty years preceding the Brown case, race relations in the U.S. had been dominated 

by racial segregation. This policy had been endorsed in 1896 by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case of 



6651 

Plessy v. Ferguson, which held that as long as the separate facilities for the separate races were equal, 
segregation did not violate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no State shall... deny to any person...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s.”). The plaintiffs in Brown asserted that this system of racial separation, while 
masquerading as providing separate but equal treatment of both white and black Americans, instead 
perpetuated inferior accommodations, services, and treatment for black Americans. Racial segregation in 
education varied widely from the 17 states that required racial segregation to the 16 that prohibited it. 
Brown was influenced by UNESCO’s 1950 Statement, signed by a wide variety of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scholars, titled The Race Question. This declaration denounced previous attempts at 
scientifically justifying racism as well as morally condemning racism. Another work that the Supreme 
Court cited was Gunnar Myrdal’s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1944). Myrdal had been a signatory of the UNESCO declaration. The research performed by the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s Kenneth B. Clark 

and Mamie Phipps Clark also influenced the Court’s decision. The Clarks’“doll test” studies 
presented substantial arguments to the Supreme Court about how segregation had an impact on black 
schoolchildren’s mental status. The case of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as heard before the Supreme 
Court combined five cases:  

Brown itself, Briggs v. Elliott (filed in South Carolina), Davis v. County School Board of Prince 
Edward County (filed in Virginia), Gebhart v. Belton (filed in Delaware), and Bolling v. Sharpe (filed in 
Washington D.C.). All were NAACP-sponsored cases. The Davis case, the only case of the five 
originating from a student protest, began when sixteen-year-old Barbara Rose Johns organized and led a 
450-student walkout of Moton High School. The Gebhart case was the only one where a trial court, 
affirmed by the Delaware Supreme Court, found that discrimination was unlawful; in all the other cases 
the plaintiffs had lost as the original courts had found discrimination to be lawful. 

The Kansas case was unique among the group in that there was no contention of gross inferiority of 
the segregated schools’ physical plant, curriculum, or staff. The district court found substantial equality as 
to all such factors. The Delaware case was unique in that the District Court judge in Gebhart ordered that 
the black students be admitted to the white high school due to the substantial harm of segregation and the 
differences that made the schools separate but not equal. The NAACP’s chief counsel, Thurgood 
Marshall—who was later appointed to the U.S. Supreme Court in 1967—argued the case before the 
Supreme Court for the plaintiffs.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Paul Wilson — later distinguished emeritus 
professor of law at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conducted the state’s ambivalent defense in his first 
appellate trial. 

Homework: 
Find the case Plessy v. Ferguson from the Internet, read and brief it. Then compare it with the case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Week Seven: Criminal Law 
Teaching objectives: Let students get to know an overview of American criminal law, as well as 

relevant legal terms. 
Teaching contents: Text A of Unit Three 
Teaching hours: 2 class hours 
I. Warming-up activity 
Do the listening practice of Unit Three, and get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criminal law in America. 
II.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criminal law 
Responsibility for 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jus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shared between the states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all the states rely on the following: common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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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tatutes. An overarching concept in American criminal law is that people may not be punished for 
committing merely immoral or unethical acts. They can only be punished if that act has been announced 
beforehand as a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dversarial system is used. The prosecution must prove each element of the 
alleged crim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for conviction. Crimes can generally be reduced to the following 
elements: actus reus (guilty act), mens rea (guilty 

mind) and causation. There are two categories of affirmative defenses: justification and excuse. 
Three types of crimes: 
1. Crimes against person: 
Murder: unlawful killing of a human being with an intent to kill (common law rule:within one year 

and a day); 
Manslaughter: unlawful killing of another without malice aforethought,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Assault (the threat of violence) and battery (the actual violence) 
Robbery, aggravated larceny 
Rape, unlawful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a woman by a man who was not her husband, without the 
woman’s consent; statutory rape 
Kidnapping, the seizure, confinement and the carrying away of another by force. 
2. Crimes against property: 
Larceny: grand larceny v. petit larceny 
Embezzlement (conversion) 
False pretences 
Arson and burglary (dwelling houses, other buildings) 
Real property v. personal property (intangible and tangible) 
3. Crimes against government: 
Treason (intent to betray the government, attempt by overt acts to overthrow or levy war against the 

government) 
Perjury (willfully giving a false statement under oath) and subornation of perjury Bribery (giving or 

promising to give a public official something of value with a corrupt intent) 
Homework and further reading: 
1. Do the exercises followed by Text A of Unit Three. 
2. Read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and Leg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William Burnham), Third 
Edition, West Group, 2002, for the relevant parts. 
Week Eight: Mens Rea 
Teaching objectives: Let students know more about one essential element constituting a crime, i.e., 

mens rea. 
Teaching contents: Text B of Unit Three 
Teaching hours: 2 class hours 
I. Introduction to mens rea 
Mens rea is Latin for “guilty mind”. In criminal law, it is viewed as one of the necessary elements of 

a crime. The standard common law test of criminal liability is usually expressed in the Latin phrase, actus 
non facit reum nisi mens sit rea, which means “the act does not make a person guilty unless the mind is 
also guilty”. Thus, in jurisdictions with due process, there must be an actus reus accompanied by some 
level of mens rea to constitute the crime with which the defendant is charged. As a general rule, criminal 

liability does not attach to a person who acted with the absence of mental fault. The exception is 
strict liability cr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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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ivil law, it is usually not necessary to prove a subjective mental element to establish liability for 
breach of contract or tort, for example. However, if a tort is intentionally committed or a contract is 
intentionally breached, such intent may increase the scope of liability as well as the measure of damages 
payable to the plaintiff. 

Therefore, mens rea refers to the mental element of the offence that accompanies the actus reus. In 
some jurisdictions, the terms mens rea and actus reus have been replaced by alternative terminology. 

II. Levels of mens rea 
Under the traditional common law, the guilt or innocence of a person relied upon whether he had 

committed the crime (actus reus), and whether he intended to commit the crime (mens rea). However, 
many modern penal codes have created levels of mens rea called modes of culpability, which depend on 
the surrounding elements of the crime: the conduct, the circumstances, and the result, or what the Model 
Penal Code calls CAR (conduct, attendant circumstances, result). The definition of a crime is thus 
constructed using only these elements rather than the colorful language of mens rea: Murder is the 

unlawful killing of a human being with malice aforethought. 
—18 U.S.C. §1111 (traditional common law) 
A person commits an offense if he:(1) intentionally or knowingly causes the death of an individual 
—portion of Texas Penal Code ch. 19 §19.02 (modern offense element) 
The traditional common law definitions and the modern definitions approach the crime from 

different angles. 
In the traditional common law approach, the definition includes: 
1. actus reus: unlawful killing of a human being; 
2. mens rea: malice aforethought. 
Modern law approaches the analysis somewhat differently. Homicide is a “ results” crime in that it 

forbids any “intentional” or “knowing” conduct that results in the death of another human being.  
“Intentional” in this sense means the actor possessed a “purpose” or “desire” that his or her objective 

(i.e. death of another human being) be achieved. “Knowing” means that the actor was aware or practically 
certain that the death would result. Thus, the actus reus and mens rea of homicide in a modern criminal 
statute can be considered as follows: 

actus reus: any conduct resulting in the death of another individual; 
mens rea: intent or knowledge that the conduct would result in the death. 
In the modern approach, the attendant circumstances tend to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mens rea, 

indicating the level of culpability as well as other circumstances. 
For example, the crime of theft of government property would include as an attendant circumstance 

that the property belong to the government. 
Homework: 
1. Do the exercises followed by Text B of Unit Three. 
2. Find more information from the Internet regarding mens rea. 
Week Nine: Case Study 
Teaching objectives: Study the case Staple v, United States, and let the students brief and present the 

case in class. 
Teaching contents: the case Staple v, United States 
Teaching hours: 2 class hours 
Staples v.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511 U.S. 600 (1994) 
Facts: 
Staples possessed a rifle in which the metal piece preventing automatic fire was filed down enabling 



6654 

it to fire automatically. Staples was charged with violating the National Firearms Act, which makes 
possession of an unregistered firearm punishable by up to 10 years in prison. Statute is silent on the 
requirement of mens rea. 

Arguments: 
Staples: The rifle never fired automatically in his possession and didn’t know it was capable of doing 

so. 
Government: § 5861 is like Dotterweich and Balint: all guns, be they “statutory firearms” or not, are 

dangerous devices that put owners on notice to determine at their hazard whether their weapons are 
subject to regulation and covered by the Act. 

Procedural History: 
District court refused instruc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to prove he “knew the gun would fire fully 
automatically”. Jury convicted. Court of Appeals affirmed. 
Issue: 
Is mens rea an element of a statute that is silent on the issue of mens rea, that criminalizes what could 
be apparently innocent conduct, and that is punishable as a felony. 
Holdings & Court Order: 
Yes. Reverse and remanded. 
Reasoning: 
Offenses that require no mens rea are generally disfavored and some indication of legislative intent 

to dispense with mens rea as an element of the crime is require. Such offenses are termed “public 
welfare”and do not require one know the facts that make his actions illegal. The court has taken care to 
avoid construing a statute to dispense with mens rea when doing so would make a range of innocent 
conduct illegal. There is a long history of lawful gun ownership by citizens in this country. It is 
unthinkable that Congress intended to impose a possible 10 year prison term on well-intentioned citizens 
if what they reasonably and genuinely believed was a semiautomatic gun turns out to have been worn 
down or secretly modified to be a fully automatic weapon. 

Ginsburg and O’Connor concurring: 
The question is what level of knowledge of possession suffices. The legislature only place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s on a very limited class of firearms, those considered especially dangerous. The 
generally dangerous character of all guns does not put an individual on notice to inquire about the need for 
registration.  

Therefore, § 5861 requires knowledge not just of possession of a gun but of a fully automatic gun. 
Homework: 
1. Brief the case, and find more cases related with the case. 
2. Review what have learned so far. 
Week Te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 
Teaching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learn how a criminal case goes through criminal procedures, and 

students will look at the first part of American procedure law, that is, the procedures before the trial, and 
also learn some relevant legal terms. 

Teaching contents: the first part of Text A of Unit Four 
Teaching hours: 2 class hours 
I. Warming-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do the listening practice exercises, and at the same time have a very brief understanding 

of what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s. 
II.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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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criminal procedure derives from several sources of law: the baseline prote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federal and state statutes, federal and state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such as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and state and federal case law either interpreting the foregoing 
or deriving from inherit judicial supervisory authority.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 
Accusatorial principles: the government in its contest with the individual to shoulder the entire load 

to prove D is guilty; (Burden of proof is on prosecutors/the prosecution.) 
Adversarial/adversary principles: the prosecutor, as the government’s representative, present the case 

against the defendant and the defendant with the defense attorney fight against the state’s case. 
1. Arrest, formal charges, and the first appearance 
(1) Normal process of case investigation and arrest of suspect A report of crime: 
Based on a police officer’s own observation: probable cause, immediate arrest of suspect. 
Based on information by a victim or any citizens: pre-arrest investigation with sometimes 

consultation with the prosecution, probable cause immediate arrest of suspect. 
(2) Formal charges 
Complaint filed by prosecutors in/before a court within or before 48 hours; 
Ex parte review by judges: complaints and supporting information. 
Complaints: 
As charging instrument all along the proceedings if misdemeanor. 
Replaced by indictment or information if felony. 
(3) The first/initial appearance 
The 1st time that D appears before the court; 
Purpose of the 1st appearance: 
1. assure the identity of the arrestee (arrested person); 
2. inform D of the charge against him and his constitutional rights 
3. determine pre-trial release: a. release on bail and b. release on recognizance (in state proceedings) / 

release on condition (in federal system); failure of appearance at court for trial is a crime of contempt of 
court. 

2.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indictments or informations, and pre-trial motions 
(1)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Review of case to decide whether there is probable cause to prosecute defendant. 
— preliminary hearing before a judge or magistrate: prosecutors and defendant with his attorney; 

(bill of) information filed by prosecutors (formal charging instrument); waiver of preliminary hearings 
due to a plea bargain; 

—examination by a grand jury, grand jury hearings: secret; review of complaints by prosecutors; no 
bill: case dismissed; true bill: indictment. 

(2) Preliminary hearings and prosecutor’s information 
After the first appearance before a judge or magistrate again. Both sides appear and represented by 

counsel. The issue is whether there is enough evidence to bind over the D for trial. If yes, formal charges; 
if no, case dismissed. 

(3) Grand jury indictment 
A group of 23 people to review the criminal case; By majority vote; Probable cause; Functions as the 

judge at the preliminary hearing; Usually follows the wishes of the prosecutor. 
(4) Arraignment on the indictment or information 
Formal charge brought against defend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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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 of guilty or not guilty; 
a. plea of guilty: D admits the charge against him. So no trial at all; go to the sentencing stage; 
b. plea of not guilty: The formal trial date is set. 
c. plea of nolo contendere: no contest plea 
(5) Pre-trial motions 
Defendant has the right to several motions. A common motion is a motion for discovery of the 

prosecutor’s evidence. The prosecutors are not required to turn over their entire file to the defendant. The 
pretrial discovery is discovery conducted before trial to reveal facts or information and develop evidence 
related to the litigation. The primary discovery devices are interrogatories, depositions, requests for 
admissions, and requests for production. 

Homework and further reading: 
1. Do the exercises followed by Text A of Unit Four. 
2. Read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and Leg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William Burnham), Third 
Edition, West Group, 2002, for the relevant parts. 
Week Eleve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II) 
Teaching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continue to learn the America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namely, 

the second part, which covers the trial stage,sentencing procedures and appeal, and learn some relevant 
legal terms. 

Teaching contents: the second part of Text A of Unit Four 
Teaching hours: 2 class hours 
I. Trial 
The prosecution gives an opening statement that summarizes its general arguments. The defense can 

then present its opening statement or may opt to wait until the prosecution has finished presenting its 
complete case. The prosecution presents its case first. This is done by calling witnesses to give testimony 
and by presenting physical evidence that will prove the defendant is guilty of the crime. Witnesses are 
people who can give testimony that will help prove the guilt of the defendant. They may have actually 
seen events related to the crime, may have releva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defendant, may be able to give 
expert testimony concerning the evidence or have other important information. After the prosecution 
finishes it is the time for the defense to address the court. The defense may start by asking the judge to 
dismiss the case for lack of evidence. If the judge agrees the evidence is insufficient to prove the 
defendant committed the crime without a reasonable doubt, the case will be dismissed and the defendant 
will be free of the charges. Usually, the judge does not dismiss the case. At this time, the defense will give 
it’s opening statement if it has not already done so.  

The defense then proceeds to present its case by calling witnesses and submitting evidence that will 
prove the defendant did not commit the crime. All witnesses may be cross-examined by the opposing side 
while testifying. Under the Fif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the defendant is not 
required to be a witness in his own defense. If he does not testify, the jury cannot hold this against him. 

Also under the Fifth Amendment, a witness has the right not to incriminate himself. This means the 
witness is not required to answer any question if doing so would incriminate himself. After the defense 
finishes presenting it’s case, each side gives a closing statement summarizing the evidence that supports 
it’s position of either guilt or innocence. The closing statements are giving in the same order with the 

defense going last. Now the deliberation phase of the trail begins. 
II. Verdict 
Once the prosecution and defense present their cases, the judge will give the case to the jury. First the 

judge will instruct the jury about any legal rules that may effect their decision. The judge then send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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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y to the jury room to deliberate about whether the defendant is guilty or innocent of the charges. During 
the trial the jury is not allowed to read about the case or discuss it with anyone even each other. 
Sometimes juries are sequestered or kept together away from their homes and any media coverage of the 
trial. 

Once deliberation begins the jurors are allowed to talk to each other. They are to remain together, 
except overnight, until they either reach a decision or determine they cannot reach a decision. In the later 
occurrence, the jury is said to be deadlocked and is called a hung jury. If the jury decides, this is called the 
verdict. They inform the judge and return to the courtroom where the verdict is read. The judge may either 
accept the verdict or overrule it. Only is rare case is the verdict overruled. This happens when the judge 
thinks the verdict is unlawful. Often this is because the jury does not follow the legal instructions. It can 
also happen if the judge thinks the jury interpreted the evidence in a manner that was not legal. Once the 
verdict is determined, the trial moves to the punishment phase. This can simply be the judge issuing the 
punishment sentence or, in more serious cases, can involve a separate hearing. 

III. Sentencing 
If a defendant is found guilty, sentencing follows, often at a separate hearing after the prosecution, 

defense, and court have developed information based on which the judge will craft a sentence. The 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 has promulgated guidance on what restitution and prison terms should be 
assessed for different crimes. In capital cases, a separate “penalty phase” occurs, in which the jury 
determines whether to recommend that the death penalty should be imposed. As with the determination of 
guilt phase, the burden is on the prosecution to prove its case, and the defendant is entitled to take the 
stand in his or her own defense, and may call witnesses and present evidence. 

IV. Appeals 
After sentencing, the case enters the post conviction phase. Usually the defendant begins serving the 

sentence immediately after the sentence is issued. The defendant may appeal the outcome of his trial to a 
higher court. American appellate courts do not retry the case. These courts only examine the record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ower court to determine if errors were made that require a new trial, resentencing, or a 

complete dismissal of the charges. The prosecution may not appeal after an acquittal, although it may 
appeal under limited circumstances before the verdict is rendered. The prosecution may also appeal the 
sentence itself. Increasingly, there is also a recognition that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of criminal charges 
may result from the sentence that are not explicitly part of the sentence itself. 

Homework and further reading: 
1. Review the whole Text A, and finish the exercises followed with it. 
2. Read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and Leg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William Burnham), Third 

Edition, West Group, 2002, for the relevant parts. 
3. Find more information related with the America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n the Internet. 
Week Twelve: Key Aspects of Modern Criminal Procedure: 
Defendants’ Rights 
& Case Study 
Teaching objectives: In this session, students will learn what rights criminal defendants are entitled, 
and compare that with that in Chines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eaching contents: Text B of Unit Four and Case Study 
Teaching hours: 2 class hours 
I. Defendants’ 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Right to remain si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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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to counsel (be represented by an attorney) 
Right to adequate representation 
Right to confront witnesses 
Right to a public trial 
Right to a jury trial 
Right to a speedy trial 
Right not to be placed in double jeopardy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II. Case study: Pointer v. Texas 
Brief Fact Summary: Members of the media sought access to a courtroom during a murder trial  
Synopsis of Rule of Law: “[T]he right to attend criminal trials is implicit in the guarantees of the 

First Amendment; without the freedom to attend such trials, which people have exercised for centuries, 
important aspects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of the press could be eviscerated.’ ” 

Facts: An individual named Stevenson was indicted for murdering a hotel manager. He was 
convicted of second degree murder shortly thereafter. The Virginia Supreme Court reversed Stevenson’s 
conviction finding that a bloodstained shirt admitted into evidence that allegedly belonged to Stevenson 
was inadmissible. Stevenson was tried again, but that trial ended in a mistrial. A third trial also ended in a 
mistrial. A fourth trial was conducted and the Appellants, Wheeler and McCarthy reporters for Richmond 

Newspapers, Inc. (the “Appellants”), were in attendance. The defendant moved for the trial to be 
closed to the public. The prosecution did not have an objection to the courtroom being closed, so the trial 
judge cleared the court room. The Appellants sought a hearing to vacate the closure order. The trial judge 
scheduled a hearing the next day, but ruled the hearing was part of trial and cleared the courtroom again. 

The trial court denied the motion to vacate and ordered the trial to continue “ with the press and 
public excluded.” The trial court found Stevenson not guilty of murder. The trial court then granted 
“appellants’motion to intervene nunc pro tunc in the Stevenson case. Appellants then petitioned the 
Virginia Supreme Court for writs of mandamus and prohibition and filed an appeal from the trial court’s 
closure order.”Thereafter, “the Virginia Supreme Court dismissed the mandamus and prohibition petitions 
and, finding no reversible error, denied the petition for appeal.” 

Issue: “[W]hether a criminal trial itself may be closed to the public upon the unopposed request of a 
defendant, without any demonstration that closure is required to protect the defendant’s superior right to a 
fair trial, or that some other overriding consideration requires closure[?]” 

Holding: The majority first observed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demonstrates conclusively that at the 
time when our organic laws were adopted, criminal trials both here and in England had long been 
presumptively open. This is no quirk of history;rather, it has long been recognized as an indispensable 
attribute of an Anglo-American trial.” Further, “[t]he early history of open trials in part reflects the 
widespread acknowledgment, long before there were behavioral scientists, that public trials had 
significant community therapeutic value.”“To work effectively, it is important that society’s criminal 
process ’satisfy the appearance of justice,’ and the appearance of justice can best be provided by allowing 
people to observe it.”“People in an open society do not demand infallibility from their institutions, but it is 
difficult for them to accept what they are prohibited from observing. When a criminal trial is conducted in 
the open, there is at least an opportunity both for understanding the system in general and its workings in 
a particular case.”“Despite the history of criminal trials being presumptively open since long before the 
Constitution, the State presses its contention that neither the Constitution nor the Bill of Rights contains 
any provision which by its terms guarantees to the public the right to attend criminal trials. Standing alone, 
this is correct, but there remains the question whether, absent an explicit provision, the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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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ords protection against exclusion of the public from criminal trials.”“The Bill of Rights was enacte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long history of trials being presumptively open. Public access to trials was 
then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process itself; the conduct of trials ‘before as many of the 
people as chose to attend’ wa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inestimable advantages of a free English 
constitution of government.’ In guaranteeing freedoms such as those of speech and press, the First 
Amendment can be read as protecting the right of everyone to attend trials so as to give meaning to those 
explicit guarantees.”“[T]he First Amendment goes beyond protection of the press and the self-expression 
of individuals to prohibit government from limiting the stock of information from which members of the 
public may draw.’ Free speech carries with it some freedom to listen.‘ In a variety of contexts this Court 
has referred to a First Amendment right to `receive information and ideas.’ ” What this means in the 
context of trials is that the First Amendment guarantees of speech and press, standing alone, prohibit 
government from summarily closing courtroom doors which had long been open to the public at the time 
that Amendment was adopted. ‘For the First Amendment does not speak equivocally. . . . It must be taken 
as a command of the broadest scope that explicit language, read in the context of a liberty-loving society, 
will allow.’ ”Moreover, “[t]he right of access to places traditionally open to the public, as criminal trials 
have long been, may be seen as assured by the amalgam of the First Amendment guarantees of speech and 
press; and their affinity to the right of assembly is not without relevance. From the outset, the right of 
assembly was regarded not only as an independent right but also as a catalyst to augment the free exercise 
of the other First Amendment rights with which it was deliberately linked by the draftsmen.”“The right of 
peaceable assembly is a right cognate to those of free speech and free press and is equally fundamental.” 

People assemble in public places not only to speak or to take action, but also to listen, observe, and 
learn; indeed, they may ‘assembl[e] for any lawful purpose,’ Subject to the traditional time, place, and 
manner restrictions, streets, sidewalks, and parks are places traditionally open, where First Amendment 
rights may be exercised, a trial courtroom also is a public place where the people generally – 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edia – have a right to be present, and where their presence historically has been thought to 
enhance the integrity and quality of what takes place.”“Despite the fact that this was the fourth trial of the 
accused, the trial judge made no findings to support closure; no inquiry was made as to whether 
alternative solutions would have met the need to ensure fairness; there was no recognition of any right 
under the Constitution for the public or press to attend the trial. In contrast to the pretrial proceeding dealt 
with in Gannett, there exist in the context of the trial itself various tested alternatives to satisfy the 
constitutional demands of fairness was no suggestion that any problems with witnesses could not have 
been dealt with by their exclusion from the courtroom or their sequestration during the trial. Nor is there 
anything to indicate that sequestration of the jurors would not have guarded against their being subjected 
to any improper information. All of the alternatives admittedly present difficulties for trial courts, but 
none of the factors relied on here was beyond the realm of the manageable. Absent an overriding interest 
articulated in findings, the trial of a criminal case must be open to the public.” 

Discussion: This case demonstrat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ll forms of the press and criminal 
trial. 
Homework: 
1. Do the exercises followed by Text B of Unit Four. 
2. Brief the case and present the case in class. 
3. Find more information regarding defendants’ rights on 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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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德语（一） 
Umfassende Deutsche (a) 

课程号：30801001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掌握语音语调的基本知识，发音正确，语调自然。  
2）听懂浅易的德语原版听力材料，语言浅近的德语对话。 
3）能够在大纲规定的情景、交际意向进行交际，进行日常生活交谈。 
4）具有德语国家的一般国情知识，初步了解这些国家与我国在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差异。 
开设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德语的基本语音、语法，具有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和初步的语言

交际能力，了解有关德语国家的一般国情，为之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综合德语（一）教学具体要求：  
1）语言知识  
A.语音语调  
能借助国际音标朗读外来词。 
朗读和说话时语音正确，语调自然。  
B.正字法  

   书写工整规范  
  了解德语正字法改革以后的正字法规则，逐步掌握新规则中规定的书写方法。  

C.语法  
  掌握动词、名词、代词、形容词的形态变化。  
  掌握动词、形容词、名词的配价。  
  掌握复句的成分与结构。  
  巩固上述知识，提高运用的熟巧程度。   

D.词汇  
   了解复合、派生等主要构词规则。  

  掌握总要求中规定的词汇量。  
 2）语言技能  
A.听  
能听懂有关日常生活题材的交谈和听力中不超过总词数 3%生词的听力材料。 
B.读  
1)初步学会略读、细读等阅读方法。  
2)略读：能运用阅读技巧和借助词典读懂简短的报道性文章、浅近的文学读物，了解中心大意，

抓住主要论点或情节（30-40词/分）。 
C.说  
能就日常生活和学过的社会生活题材与德语国家人士进行简单的交谈，语音语调较好，用词造

句基本正确，语言基本得体，表达思想清楚。  
D.写  
1)20分钟内听写 80词左右的短文，共听 3遍，错误不超过总词数的 8%。  
3）语用范围  
A.情景  



6661 

1)课堂教学情景：理解和执行教师的德语指令，用德语提问和回答。 
2)日常生活情景。  
3)用德语参加课堂讨论。  
4)充实生活情景，增加社会情景。  
B.交际意向  
1)社交：问候、介绍、告别、感谢、道歉、祝贺、邀请等。  
2)交谈：请求发言、反问、强调、交换话题、结束谈话等。  
3)交流信息：通知、报告、询问、答复等。  
C.题材  
日常生活、学习题材。 
D.语篇类型（体裁）  
能够阅读一般对话和短文。 
综合德语（一）具体教学内容： 
Vorkurs 1 
Themen und Ziele: 
Begrüßung; Vorstellung; nach Namen fragen; nach Begriffen fragen; antworten 
Unterrichtsabfolge: 
1. Text 1-3 : Guten Tag! 
1.1 Einführung 
Tafelschreib 1: 
Guten Tag! 
Guten Morgen! 
Tafelschreib 2: 
Ich heisse... 
Ich heisse... Und Sie? 
Tafelschreib 3: 
Uta   Rudi  Kuhn  Uta Kuhn 
Anna  Hans  Mai   Rudi Mai 
... 
Tafelschreib 4: 
Ich bin ... Und Sie? 
Mein Name ist... 
Wie bitte? 
1.2 Hören und Lesen 
1.3 Vorlesen 
Satzakzent eins; Phonetik 5: Aussagesatz 
1.4 Übung 
Ü 3/1-3; Spiel 
2. T1/4-5: Guten Tag! 
2.1 Einführung 
2.2 Hören und Lesen 
2.3 Vorlesen 
2.4 Übung 
Tabelle ergänzen 
Ü1,2 ,3/4, 4; Zusatzüb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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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ext 2/1: Auf Deutsch, bitte! 
3.1 Einführung 
3.2 Hören und Lesen 
3.3 Vorlesen 
3.4 Übung 
Ü7/1; Zusatzübung 
4. Text 2/2: Auf Deutsch, bitte! 
4.1 Einführung 
4.2 Hören und Lesen 
4.3 Vorlesen 
Phonetik 5: Satzakzent Ⅰ 
Ü 13/4 
4.4 Übung 
Ü 5, 6, 7/2, 8 
5. Phonetik 
5.1 Vokale [a:] [a] [i:] [i] [u] [ae] 
Phonetik 3: Lange und kurze Vokale 1 
Ü 9-11 
5.2 Konsonanten [p] [b] [t] [d] [k] [g] [m] [n] 
Ü 2-9 
5.3 Satzakzent  
Ü12; Ü13; 
Vorkurs 2 
Themen und Ziele: 
das Befinden; Fragen bejahen oder verneinen; sich entschuldigen. 
Unterrichtsabfolge: 
1. Text 1: Wie geht’? 
1.1 Einführung 
1.2 Hören und Lesen (abschnittweise) 
Ü2 
1.3 Vorlesen 
1.4 Übung 
Ü4; Zusatzübung; Ü5, 1, 3 
2 Text 2: Wie heißen Sie, bitte! 
2.1 Einführung 
2.2 Hören und Lesen(abschnittweise) 
Teil1, 2; Teil 3 
Textverständnis; Tabelle ergänzen 
2.3 Vorlesen 
2.4 Übung 
Ü 6-7; Spiel 
3 Wiederholung(Gegenstände benennen - Bezeichnungen erfragen) 
Ü 8 – 11 
4 Phonetik 
4.1 Vokale [e:] [ε:] [ε] [ә] [o:] [o] [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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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 1-8 
4.2 Konsonanten [f] [v] [s] [z] [ts] [l] [r] [Þ] [h]  
Ü 9-18 
4.3 Wortakzent Ⅱ 
Ü19-20 
4.4 Sprechmelodie Ⅰ 
Ü21-22; Zusatzübung 
Vorkurs 3 
Themen und Ziele: 
Herkunft oder Beruf; sich kennen lernen; deutsche Vorname. 
Unterrichtsabfolge: 
1. Text 1: Wer ist wer und kommt woher? 
1.1 Einführung 
Zusatzübung 
1.2 Hören und Lesen (abschnittweise) 
1.2.1 Globalverständnis 
Ü2; Tabelle 
1.3 Vorlesen 
1.4 Übung 
Zusatzübung; Ü1, Ü4, Ü3 
2. Text 2: Lehrer und Lehrerin 
2.1 Hören und Lesen 
2.2 Vorlesen 
2.3 Übungen 
Ü 5/1; Zusatzübung; Ü5/2-10 
3. Phonetik 
2.4 Vokale [Ǿ:] [œ] [oy]  
Ü 1-6 
2.5 Konsonanten [ς] [j] [ſ] [ſt] [ſp] 
Ü 7-11 
2.6 Sprechpausen Ⅰ 
Ü12 
2.7 Sprechmelodie Ⅱ 
Ü13 
2.8 Lange und kurze VokaleⅡ 
Ü14 – 16 
Vorkurs 4 
Themen und Ziele: 
Zahlen von 1 bis 100; Telefonnummer; Adresse; Angabe zur Person erfragen und machen; 

nachfragen. 
Unterrichtsabfolge: 
1. Zahlen 
1.1 Einführung 
1.2  Übungen 
Ü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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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ext 1: Ihre Adresse und Ihre Telefonnummer, bitte. 
2.1 Einführung 
2.2 Hören und Lesen 
2.2.1 Globalverständnis 
2.2.2 Detai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  
2.3 Vorlesen 
2.4 Übung 
Ü5-6 
3. Text 2/2: Auf Deutsch, bitte! 
3.1 Einführung 
3.2 Hören und Lesen (abschnittweise) 
Zusatzübung 
3.3 Vorlesen 
3.4 Übungen 
Ü7-11; Zusatzübungen 
4. Phonetik 
4.1 Vokale [y:] [y] 
Ü 1-5 
4.2 Konsonanten [x] [ŋ] [ŋk] [pf] [ks] [kv] 
Ü 6-13 
4.3 Sprechmelodie  Ⅲ  
Ü14-16 
4.4 Laute und Buchstaben Ⅰ 
Ü18 
Vorkurs 5 
Themen und Ziele: 
Unterrichtsgespräche; nach Dingen fragen; Dinge benennen; übersetzen; buchstabieren. 
Unterrichtsabfolge: 
1. Text 1: Der Unterricht:1. Was ist das?; 2. Ist das eine Tür? 
1.1 Einführung 
1.1.1 Die neuen Wörter in diesen beiden Abschnitten beziehen sich auf konkrete Gegenstände im 

Klassenzimmer und lassen sich mit Realien oder Bildern leicht einführen. 
1.1.2 Der unbestimmte Artikel 
1.2 Hören und Lesen (abschnittweise)  
1.3 Vorlesen 
1.4 Übungen 
1.4.1 Zusatzübungen zum T1/1 Was ist das? 
Zusatzübungen Ü1-2 
1.4.2 Übungen zum T1/2 Ist das eine Tür? 
Ü3; Zusatzübung; Ü4 
2. Text 1/3: Was sagt man auf Deutsch? 
2.1 Einführung 
2.2 Hören und Lesen (abschnittweise) 
Zusatzüb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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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Vorlesen 
2.4 Übungen 
2.4.1 Ü5 
2.4.2 Zusatzübungen  
3. Text 2: Bucstabiere, bitte. 
3.1 Einführung 
3.2 Hören und Lesen 
3.2.1 Globalverständnis(nach dem Hören) 
3.2.2 Detailverständnis (nach dem Lesen) 
3.3 Vorlesen 
3.4 Übungen 
Tabelle ergänzen; Zusatzübungen; Ü7-11 
4. Phonetik 
3.5 Konsonantenverbindungen 
Ü 1-3 
3.6 SprechmelodieⅣ 
Ü 4-6 
3.7 Wortakzent  Ⅲ  
Ü7 Zusatzübung 
3.8 Akzentgruppe 
Ü8 
Vorkurs 6 
Themen und Ziele: 
Enge Verwandtschaft; Alter; die Familie vorstellen; Bekanntschaft schließen; Anrede . förmlich und 

vertraut. 
Unterrichtsabfolge: 
1 Text 1 : Herr Bode zeigt ein Familienfoto 
1.1 Einführung 
1.2 Hören und Lesen 
1.2.1 Globalverständnis 
1.2.2 Detai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  
1.3 Vorlesen 
1.4 Übungen 
2 Text 2: Studienfreunde 
2.1 Einführung 
2.2 Hören und Lesen (abschnittweise) 
Textverständnisübungen 
2.3 Vorlesen 
2.4 Übungen 
3 Wiederholung 
4 Phonetik 
4.1 Wortakzent Ⅳ 
4.2 Sprechmelodie  Ⅳ – weiterwweisende Sprechmelodie 
4.3 Lange und kurze Vokale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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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Lautzeichen und Buchstaben Ⅱ 
Lektion 1 Wir lernen Deutsch 

Themen und Ziele: 
Hochschule und Studium; Studenten und Professor; Gebrauch von Titeln; Unterrichtsgespräche; 

genau nachfragen; um Übersetzung bitten; auffordern, anweisen.  
Unterrichtsabfolge: 
1. Text 1：Yang Fang und Li Tao zeigen Fotos 
1.1 T1/1 Unser Campus  
1.1.1Einführung  
1.1.2 Textarbeit 
1.1.2.1 Globalverständnis（nach dem Hören） 
1.1.2.2 Detai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en 
1.1.2.3 Vorlesen 
1.1.2.4 Übung 
Zusatzübung 
1.1.3 Übungen 
1.2 T1/2 Frauen und Männer 
1.2.1 Einführung 
1.2.2 Textarbeit 
1.2.2.1 Globa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en  
1.2.2.2 Detai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en  
1.2.2.3 Vorlesen 
1.2.2.4 Übungen  
1.3 W2 der , das, die und die  
G4 Das Nomen im Singular und Plural  
1.3,1 W2  der, das ,die 
W2  Ü5- 6, G4:Ü8,9,11. 
1.3.2 W2 die （Plural）；G4/2 Der Plural 
1.4 G4/1 Bestimmter und unbestimmter Artikel  
1.4.1 Einführung  
1.4.2 Regeln finden  
2. Text 2 ：Dialoge im Unterricht  
2.1 Text 2 /1 Bitte laut und deutlich  
2.1.1 Textarbeit  
2.1.1.1 Text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en 
2.1.1.2 Vorlesen  
2.1.1.3 Übungen 
2.1.2 G1 Personalpronomen 
2.1.2.1 Einführung 
2.1.3 G2 Konjugation im Präsens  
2.1.3.1 Einfüh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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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2 Regeln finden  
2.2 Text2/2 Buchstabieren Sie  
2.2.1 Hören und Lesen  
2.2.2 Vorlesen  
2.2.3 Übungen  
2.3 G3 Der Imperativ  
3. Text 3 ：Der Unterricht  
3.1 Einführung 
3.2 Hören und Lesen  
3.3 Vorlesen  
3.4 Übungen  
4. Schreiben  

Lektion 2 Unterricht und Freizeit 
Themen und Ziele: 
Suchen und Finden; Besuch bei Freunden; Gespräch beim Kaffee; nach Dingen und Orten fragen; 

Dinge zuordnen und Besitzangeben; bewerten; widersprechen. 
Unterrichtsabfolge: 
1. Text 1：Sie findet ihr Heft nicht ,er hat keinen Stift  
1.1 G2 Der Nominativ ：Artikelwörter und Fragepronomen  
1.1.1 Bestimmter und unbestimmter Artikel , Negationsartikel kein 
Zusatzübungen 
1.1.2 Possessivartikel  
1.2 G3 Der Akkusativ：Artilkelwörter und Fragepronomen  
1.2.1 Einführung  
1.2.2 Formen und Funktion  
1.3 Textarbeit 
1.3.1 Einführung 
1.3.2 Textarbeit 
1.3.2.1 Globalverständnis 
1.3.2.2 Detai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en 
1.3.2.3 Vorlesen 
1.3.2.4 Übungen  
2. Text 2：Yang Fang besucht Anna im Studentenheim 
2.1 Textarbeit 
2.1.1 Globalverständnis 
2.1.2 Detai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en 
2.1.3 Vorlesen 
2.1.4 Übungen  
Zusatzübungen 
2.2 G4 Verben und ihre Ergänzungen Ⅰ 
3. Text 3 ：Dein Schreibtisch ist komisch 
3.1 Einführung 
3.2 Textarb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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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Globa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 
3.2.2 Detai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en 
3.2.3 Vorlesen 
3.2.4 Übungen 
3.3 W1 Die Partikeln denn und doch 
3.4 W2 DieAusrufe： ach so- aha –naja- so so   
3.5 G1 Konjugation im PräsensⅡ 
3.5.1 Verben mit StammvokalwechselⅠ 
3.5.2 Der Imperativ 

Lektion 3 Ach du liebe Zeit！ 
Themen und Ziele: 
Zeitpunkt, Zeitdauer; Fernsehprogramm Zugauskunft, Fahrplan; Stundenplan; nach der Zeit fragen; 

die Zeit angeben; Ziele angeben; Veranredungen treffen; Tagesanlauf erzählen. 
Unterrichtsabfolge: 
1. Text 1：Li Tao und die Pünktlichkeit 
1.1 W1 Die Uhrzeit 
1.1.1 Offizielle Uhrzeit 
1.1.2 FamiliäreUhrzeit 
1.1.3 Wann？ 
1.2 W2 Tageszeiten und Wochentage  
1.2.1 Tageszeit 
1.2.2 Wochentage  
1.3 T1/1 Wann？ 
1.3.1 Einführung 
1.3.2 Textarbeit 
1.3.2.1 Globa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 
1.3.2.2  Detai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 
1.3.2.3 Vorlesen  
1.4 T1/2 Wie spät？ 
1.4.1 Einführung 
1.4.2 Textarbeit 
1.4.2.1 Globa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 
1.4.2.2 Detai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 
1.4.2.3 Vorlesen  
1.4.2.4 ´Übungen 
1.5 G3 Die Direktivergänzung （Dir）auf die Frage wohin？Woher？ 
1.5.1Einführung 
2. Text 2：Alles dauert seine Zeit 
2.1 T2/1 Wie l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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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Einführung  
2.1.2 Textarbeit 
2.1.2.1 Detai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en 
2.1.2.2 Vorlesen 
2.1.2.3 Übungen 
2.2 T2/2 Von wann bis wann？ 
2.2.1 Einführung 
2.2.2 Textarbeit 
2.2.2.1 Globa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en  
2.2.2.2 Detai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en 
2.2.2.3 Vorlesen 
2.2.2.4 Übungen  
2.3 G4 Die Situativeränzung 
2.3.1 Die lokale Situativergängzung 
2.3.2 Die temporale Situativergänzung（Sitt）auf die Fragen wann？wie spät ？Wie viel Uhr ？wie 

lange ？（von wann） bis wann ？ 
3.  Text 3 ：Ein Schultag in Deutschland  
3.1 Einführung 
3.2 Textarbeit 
3.2.1 Globa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  
3.2.2 Detai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en 
3.2.3 Vorlesen 
3.2.4 Übungen  
3.3 G1 Konjugation von Verben mit Stammvokalwechsel Ⅱ 
3.4 G2 Der Nullartikel 

Lektion 4 Das Lernen lernen: Wörter 
Themen und Ziele: 
Lerntechnik: Wortschatzerweitung; Gedächtnisleistung und Lernmethoden erproben; Vokabellernen 

in Kontext; Bedeutungen erschließen; Sachtexte verstehen; Tirrs und schriftliche Aleitungen befolgen; mit 
Wortkartei arbeiten. 

Unterrichtsabfolge: 
T1: Wie lernt man Wörter schnell und leichter?  
Wörter: 
W1: Wortgruppen 
Grammatik: 
G1: Satztypen (Verbposition) 
G2: Das Verb und seine Ergänzungen (Zusammenfassung) 
T2: Machen Sie eine Lernkartei! 
Wörter: 
W2: Wiederho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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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matik: 
G3: Satzbaupläne 

Lektion 5 Sie wünschen ? 
Themen und Ziele: 
Gespräche beim und über das Einkaufen; Geld, Menge, Gewichte; Prei, Qualität vergleichen; 

Geschenke aussuchen; Wünsche äußern; Verpflichtungen nennen; Empfehlungen geben. 
Unterrichtsabfolge: 
1. Text 1:Einkaufen in Shanghai  
1.1 T1/1 Herr Bode braucht Geschenke 
1.1.1 Einführung  
1.1.2   Textarbeit  
1.1.2.1  Globalverständnis  
1.1.2.2 Detai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en  
1.1.3 Wortschatz 
1.1.4 Übungen  
1.1.5 G2 Die Präposition für mit dem Akkusativ  
1.1.6 G1 Die Modalverben möchten und müssen (als MV ) 
1.2 T1/2 Wo kauft man gut und billig ? 
1.1.7 Einführung  
1.1.8 Textarbeit  
11Globalverständnis  
1.1.2.2 Detai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en  
1.3.1 Wortschatz  
1.3.2 Übungen  
1.3.3 G2 Die Präposition für mit dem Akkusativ  
1.3.4 G1 Die Modalverben möchten und müssen  
1.4    Text1/2 Wo kauft man gut und billig？ 
1.4.1 Einführung 
1.4.2 Textarbeit  
1.4.2.1 Globalverständnis 
1.4.2.2 Detailverständnis  
1.4.3 Wortschatz  
1.4.4 Übungen  
1.2.5. G1 Die Modalverben möchten und müssen  
2. Text 2.：Im Kaufhaus  
2.1 Text 2/1 Herr Bode kauft einen Pullover  
2.1.1 W1 Zahlen über 100  
2.1.2 Einführung  
2.1.3 Textarbeit  
2.1.3.1 Globa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en  
2.1.4 G3 Fragewort welch-und Demonstrativpronomen der/das/die,dieser/dieses/diese 
T：Ü5；Ü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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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T2/2 Herr Bode kauft eineCD 
2.2.1 Einführung  
2.2.2 Textarbeit 
2.2.2.1 Globa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en  
2.2.2.2 Detai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en  
2.2.3 Wortschatz 
2.2.4 Übungen  
2.2.5 G4/1-2：Negation 
3. Text 3：Einkaufen in Deutschland 
3.1 T3/1 Im Supermarkt  
3.1.1 W2 Das Geld：Euro und Cent  
3.1.2 W3 Mengen und Gewichte 
3.1.3 Textarbeit 
3.1.3.1Globalverständnis 
3.2 T3/2 Auf dem Gemüsemarkt  
3.2.1 Einführung  
3.2.2 Textarbeit  
3.2.2.1 Globalverständnis 
3.2.3 Übungen  

Lektion 6 Essen und Trinken 
Themen und Ziele: 
Essen im Restaurant, in der Mensa und zu Hause; Essgewohnheiten in China und Europa; 

Speisekarte lesen, bestellen bezahlen und empfehlen; Tischgespräche führen; Sprichwörter; 
Höflichkeitsform. 

Unterrichtsabfolge: 
1. Text 1 :Nicht immer geht die Liebe durch den Magen  
1.1 Einführung  
1.2 Textarbeit  
1.2.1 Globalverständnis  
1.2.2 Detailverständnis  
1.3 Wortschatz 
1.4 Übungen  
1.5 G1 Die Modalverben können .wollen , mögen  
1.5.1 können  
1.5.1.1 können als Vollverb  
1.5.1.2 können als Modalverb  
1.5.2 wollen  
1.5.3 mögen  
1.5.3.1mögen als Vollverb  
1.5.3.2mögen als Modalverb  
1.5.4 Übungen  
2. Text 2 :Die Mensa  
2.1 Einfüh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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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Textarbeit  
2.2.1 Globalverständnis  
Fragen zum Text (Seite 173) 
2.2.2 Detai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  
2.3 Wortschatz 
2.4 Übungen  
2.5 W3 Wortfeld essen  
2.6 G2 Der Akkusativ :Personalpronomen 
2.7 G3 Trennbare Verben  
2.7.1 Einführung  
2.7.2 Übungen 
3.  Text 3 :Im Restaurant  
3.1 Einführung  
3.2 Textarbeit  
3.3 Wortschatz 
3.4 Übungen  
3.5 W1 Komposita  
4.  W2 :Genus und Plural der Noman auf –e 

Lektion 7 Manchmal geht es auch ohne Arbeit 
Themen und Ziele: 
Freizeit und Hobbys; Geburtstagsfeier; Wünsche äußern; auffordern und ablehnen; grautulieren; 

Geschenke übergeben; das Befinden schildern; Freizeit planen. 
Unterrichtsabfolge: 
1. Text 1:Minidialoge 
1.1 Einführung  
1.2 Textarbeit  
1.2.1 Globalverständnis 
1.2.2 Detai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en  
1.3 G3 Dativ :Artikelwörter mit Nomen  
1.4 Wortschatz 
1.5 Übungen   
1.6 G1 Dativ :Personalpronomen 
2. Text 2 :Anna hat Geburtstag  
2.1 Einführung  
2.2 Textarbeit  
2.2.1 Globalverständnis  
2.2.2 Detai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en  
2.3 Wortschatz 
2.4 G5 Verben mit Dativergänzung(D) und Akkusativergänzung (A) 
2.5 Übungen  
2.6 G4 Die Präposition mit mit dem Dativ  
2.7 W2 Verben und N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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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ext 3 :Wer fehlt denn ihrem Freund ? 
3.1 G2 Verben mit Dativergänzung auf die Frage wem ? 
3.2 Textarbeit  
3.2.1 Globalverständnis 
3.2.2 Detailverständnis  
3.2.3 Vorlesen  
3.3 Wortschatz 
4. Text 4 :Thomas will eigentlich lernen  
4.1 Einführung  
4.2 Textarbeit  
4.2.1 Globalverständnis  
4.2.2 Detailverständnis 
Zusatzübungen  
4.3 Wortschatz:W1 Adverb und Partikel eigentlich  
4.4 Übungen  
5. W3 :Wiederholungsspiele 

Lektion 8 Das Lernen lernen: Sprechen 
Themen und Ziele: 
Lerntechnik: Sprechtraining; passives und aktives Lernen; Sprichwörter, Wendungen; Begriffe 

umschreiben; getisch kommunizieren; Gespräche mit Stichpunkten und Dialogskizze planen; mit 
Redenmittelkartei arbeiten. 

Unterrichtsabfolge: 
T1: Deutsch lernen – aktiv und effektiv 
Wörter: 
W1: Nomen – Infinitiv 
W2: Plural der Nomen auf -er 
Grammatik: 
G1: Freie Angaben 
G2: Präpositionen mit dem Dativ  
T2: Wie übt man sprechen? 
Wörter: 
W3: Die n-Deklination 
W4: Wiederholungsspiele 
Grammatik: 
G3: Präpositionen mit dem Akkussativ: in, um 
G4: Satzgliedposition 

Lektion 9 Ein Dach über dem Kopf 
Themen und Ziele: 
Einrichten eines Zimmers; Wohnsituationen: Wohnung, Studentenheim, WG; ein Zimmer 

beschreiben und bewerten; einen Rat geben, annehmen oder ablehnen; Gründe angeben; um Erlaubnis 
bitten; erlauben, verbieten. 

Unterrichtsabfolge: 
1. Text 1 ：Nur noch eine Frage  
1.1 Einführung  
1.2 Textarb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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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Globalverständnis  
1.3 Detailverständnis  
1.4 Wortschatz 
W2 Wie findest du das ？Gefällt es dir ？ 
1.5 Übungen  
1.6 G1 Präpositonen mit Akkusativ oder Dativ ：an ,in , auf, über, unter , vor,hinter ,neben,zwischen  
1.6.1 Text 2：So wohnen wir  
1.7 Einführung  
1.8 Textarbeit  
1.8.1 Globalverständnis 
1.8.2 Detailverständnis 
1.9 Wortschatz 
1.10 Übungen  
1.11 W1 Wortfeld wohnen 
2. Text 3 ：Ordnung muss sein？ 
2.1 G2 Die Modalverben dürfen und sollen  
2.2 Einführung  
2.3 Textarbeit  
2.3.1 Globalverständnis 
2.3.2 Detailverständnis  
2.4 Wortschatz 
2.5 Übungen 
2.6 G3 Indefinitpronomen man ,ein- 
2.6.1 man  
2.6.2 einer,eins,eine /keiner,keins,keine 

Lektion 10 Ein Blick zurück. 
Themen und Ziele: 
Suche nach verlegten Sachen(Telefongespräch); Beziehungen-Gerüchte; Besuch einer 

Wirtschaftsdelegation(Brief); Wirtschaftssprache; Vergangenes erzählen; Gehörtes weitererzählen; 
Vermutungen anstellen. 

Unterrichtsabfolge: 
1. Text 1 ：So ein Theater ！  
1.1  G1 Das haben-Perfekt der regelmäßigen Verben  
1.2  Einführung  
1.3  Textarbeit  
1.3.1 Globalverständnis  
1.3.2 Detailverständnis  
1.4 Wortschatz  
1.5 Übung  
1.6 G1 Das haben –Perfekt der regelmäßigen Verben  
1.7 W3 Wiederholung：trennbare Verben  
2.  Text 2 ：Da stimmt was nicht ！ 
2.1  Einführung  
2.2  Textarbeit  
2.2.1 Globalverständ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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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Detailverständnis  
2.3 Übungen 
2.4 G2 Das Präteritum von haben und sein  
2.5 W1 Zeitadverbien ：heute ,（vor-）gestern，（über-）morgen  
3.  Text 3 ：Liebe Lis, … 
3.1 Einführung  
3.2 Textarbeit  
3.2.1 Globalverständnis  
3.2.2 Detailverständnis  
3.3 Wortschatz 
3.4 Übungen  
3.5 G3 Die Präpositionalergänzung （P）  
3.6 W2 haben oder machen ？ 

Lektion 11 Fröhliche Weihnachten und ein gutes neues Jahr! 
Themen und Ziele: 
Weihnachten: biblische Legende und Bräuche; Weihnachtslieder; Frühlingsfest und Neujahr; über 

Vergangenes schreiben; Geschichten nacherzählen; Erlebnisse erzählen; Grußkarten schreiben. 
Unterrichtsabfolge: 
1. Text 1:  Die Weihnachtslegende 
1.1 Einführung  
1.2 Textarbeit  
1.2.1 Globalverständnis 
1.2.2 Detailverständnis 
1.3 Wortschatz 
1.4 Übungen 
1.5 G1 Das Präteritum der Modalverben   
2.  Text 2 :   Stille Nacht bei Müllers  
2.1 Einführung  
2.1.1 Teil 1 : Advent  
2.1.2 Teil 2 : Heiligabend  
2.1.3 Teil 3 : Weihnachtsmorgen  
Testarbeit  
2.2 Textarbeit  
2.2.1 Globalverständnis  
2.2.2 Detailverständnis  
2.2.3 Wortschatz  
2.2.4 Übung 
2.2.5 W1 Wortfeld Weinachten  
2.3 G2 Das haben-Perfekt der unregelmäßigen Verben  
2.4 G3 Das sein-Perfekt  
2.5 G4 Das Perfekt der trennbaren Verben  
AH 
3 Text 3 ：Neujahrswünsche  
3.1 Text  
3.2 W2 Grüße und Wün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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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ktion 12 Das Lernen lernen: Wiederholen 
Themen und Ziele: 
Lerntechnik: Wiederholung; Lehrbuchquiz; Austausch von Lernerfahrung; das Lernen planen; 

ökonomisch lernen; Vergleiche und Bilder verstehen. 
Unterrichtsabfolge: 
T1: Wer macht das Rennen?  
Wörter: 
W1: Genus und Plural 
W2: Wiederholungsspiele 
Grammatik: 
G1: Satzklamme (Zusammenfassung) 
G2: Konjuktionen  
T2: Tipps zum Wiederholen 
Wörter: 
W2: Wortfeld „Studentenleben“ 
Grammatik: 
G3: Satzbaupläne 
G4: Aufforderung und Imperativ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Vorkurs 1 Vorkurs 2 10  
2 Vorkurs 3 Vorkurs 4 10  
3 Vorkurs 5 Vorkurs 6 10  
4 Lektion 1 Wir lernen Deutsch 10  
5 Lektion 2 Unterricht und Freizeit 10  
6 Lektion 3 Ach du liebe Zeit! 10  
7 Lektion 4 Wiederholung 10  
8 Lektion 5 Sie Wünschen? 10  
9 Lektion 6 Essen und Trinken  10  

10 Lektion 7 Manchmal geht´s auch ohne Arbeit 10  
11 Lektion 8 Wiederholung 10  
12 Lektion 9 Ein Dach über den Kopf 10  
13 Lektion 10 Ein Blick zurück 10  
14 Lektion 11Fröhliche Weihnachten und ein gutes neues Jahr! 10  
15 Lektion 12 Wiederholung 10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与难点： 
A.语音语调  
B.正字法  
C.语法：动词、名词、代词、形容词的形态变化。  
D.词汇  
E.日常基本表达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语法讲解与课文讲解相结合，兼顾听力及口语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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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加考听力和口语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学。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选用教材 
穆兰、顾牧等编著《当代大学德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 4月 第 5版 

执笔：陈晖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6月 20日 

 

综合德语二 
Comprehensive German 

课程号：30801002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熟练掌握形容词词尾变化、各种从句、动词不定式、反身动词、被

动态等重点语法，并能灵活进行句式转换；2、了解通讯报道、书信、日记、电视访谈、广告、图
表、诗歌等文体的特点；3、能够进行与课文主题相关的课堂讨论和日常生活交际；4、能够结合课
文主题在半小时之内写出 100 个词左右的短文；5、能够听懂浅易的德语原版听力材料，语言浅近
的德语讲话和报告；6、借助词典阅读浅近的文学读物和简短的新闻报道；7、了解德语国家的国情、
文化特点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现实情况；8、能够在大纲规定的情景、交际意向进行交际，进行日
常生活交谈。 
开设本课程，旨在语言情景、交际意向、题材和体裁等语用范围层面上，把语音、语法、词汇

等语言知识的传授和听、说、读、写、译五项基本能力的训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以达到有效培养

学生交际能力的目的，为综合德语（三）、综合德语（四）等后续课程以及德语专业四级考试奠定

结实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Lektion 1  Wenn einer eine Reise tut, … 
参考学时：10 
学习内容： 
Text1. Yang Fang kommt schick aus den Ferien 
1. Grammatik  Der Konditional- und Temporalsatz mit wenn 
2. Wortschatz  Adjektiv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5. Hausaufgabe:  
Text2. Li Tao war am Computer 
1 .Grammatik  während, wegen 
2. Wortschatz  Verwand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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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Text3. Eine Reiseleiterin Spricht über München 
1. Grammatik  Genitiv 
2. Wortschatz  Himmelsrichtung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学习目标： 
1.了解德语国家的节日习俗；能够介绍某个城市。 
2.掌握 wenn引导的从句、第二格、连接第二格的介词 während, wegen 
作业： 
配套练习册相应单元练习题 

知识单元 2：Lektion 2  Schein und Sein 
参考学时：10 
学习内容： 
Text1. ,,Drum prüfe, wer sich ewig bindet” 
1. Grammatik  Nominativ und Akkusativ Singular nach unbestimmtem  
Artikel und nach Possessiv- und Negationsartikel 
2. Grammatik  Adjektivdeklination im Nominativ und Akkusativ Plural 
3. Wortschatz  Präfix un- ; Körperteile in Wort und Wendung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Text2. Wer passt (vielleicht) zu wem? 
1.Grammatik  Adjektivdeklination: Nominativ und Akkusativ Singular  
ohne Artikel 
2. Texterläuterung 
3. Übungen 
Text3. Wer war's? 
1.Grammatik  Adjektivdeklination: Nominativ und Akkusativ Singular  
nach bestimmtem Artikel, Demonstrativum und Fragewort welch- 
2. Texterläuterung 
3. Übungen 
学习目标： 
1.了解身体各部分器官的名称；能够描述某个人的体貌特征；能够书写个人简历。 
2.掌握形容词的词尾变化规则。 
作业： 
配套练习册相应单元练习题 

知识单元 3：Lektion 3 Raub, Lüge und Betrug – Ein Krimi 
参考学时：10 
学习内容： 
Text 1. Ein Einbruch 
1. Grammatik  Nebensätze: indirekte W-Frage 
2. Wortschatz  Die Ordinalzahlen; Das Datum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Text2. Zeu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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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rammatik  Nebensätze: dass-Satz, ob-Satz 
2. Wortschatz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Text3. Lauter Gauner und Ganoven. Wer blickt denn da noch durch? 
1. Wortschatz   
2 .Texterläuterung 
3. Übungen 
学习目标： 
1.了解颜色的名称；能够讲述某件事情发生的经过。 
2.掌握 dass从句、ob从句；正确使用序数词。 
作业： 
配套练习册相应单元练习题 

知识单元 4：Lektion4 Gute Besserung!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1 Kurzdialoge 
1. Grammatik  Reflexive Verben; Nomen im Akkusativ 
2. Wortschatz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Text2 Herr Kohl fühlt sich nicht wohl. 
1. Grammatik  Präpositionen mit dem Akkusativ: durch, gegen 
2. Wortschatz Wortfeld Medizin; Tipps für die Gesundheit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Text 3 Verstehen Sie Spass? 
1. Grammatik  Die Deklination von alle, beide, einige, mehrere, viel-, wenig- im Plural 
2.Temporale Präpositionen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学习目标: 
1.了解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一般对话内容；能够给出建议；能够礼貌地接受或拒绝他人的建议。 
2.掌握反身动词的用法、不定代词之后的形容词词尾变化规则及连接四格的介词 durch,gegen 

知识单元 5：Lektion5  Das Lernen lernen: Lesen 
参考学时：10 
学习内容： 
Text1. Leselust statt Lesefrust 
1. Wortschatz  
2 .Texterläuterung 
3. Übungen 
Text2 Der Studienweg einer Leseratte 
1. Grammatik  Pronominaladverbien; Adjektivdeklination 
2. Wortschatz  die Welt; von Adjektiven abgeleitete Nomen 
3.Texterläuterung 
4.Üb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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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本单元为复习单元，需对前四课内容进行回顾，并了解一些阅读技巧。 
2.掌握代副词的用法；名词的前置及后置定语。 
作业： 
配套练习册相应单元练习题 

知识单元 6：Lektion6. Zwischen gestern und morgrn 
参考学时：10 
学习内容： 
Text1 Mein Leben 
1. Grammatik Das Präteritum: regelmässige Verben; Temporale  
Angabensätze 
2. Wortschatz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Text2 Was will ich werden? – Was kann ich werden? 
1. Grammatik  Der Kausalsatz mit weil und da 
2. Wortschatz  da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Text3 Jungen träumen von Helden, Mädchen von Helfen 
1. Wortschatz  Beruf   Verb-Normen 
2 .Texterläuterung 
3. Übungen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与中国教育体制的异同；能够描述自己的职业理想并加以解释。 
2.掌握动词过去时规则动词的变化规则、原因从句、während和 bevor引导的时间从句。 
作业： 
配套练习册相应单元练习题 

知识单元 7：Lektion7 Studium und Studentenleben 
参考学时：10 
学习内容： 
Text1. Xu Miao schreibt Tagebuch 
1. Grammatik Das Präteritum: unregelmässige Verben; Temporale  
Angabensätze 
2. Wortschatz  zu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Text2. Fussnote 
1. Grammatik  Präpositionen mit dem Dativ 
2. Wortschatz  seit, ab, von, an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Text3. Ein Student ist sein eigener Chef 
1. Wortschatz  Studium; Normen mit -ung 
2 .Texterläuterung 
3. Üb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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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大学生的生活；认识青少年语言。 
2.掌握动词过去式不规则动词的变化形式、als 和 wenn 引导的时间从句、连接三格的介词

seit,ab,außer,von...an 
作业： 
配套练习册相应单元练习题 

知识单元 8：Lektion8. Leben und leben lassen 
参考学时：10 
学习内容： 
Text1.Familienalltag in sieben Szenen 
1. Grammatik  das Verb lassen; Temporale Angabensätze, der Infinitiv ohne zu 
2. Wortschatz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Text2. Lebensformen 
1. Grammatik  Komparation des Adjektivs und Adverbs 
2. Wortschatz  Wortbildung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Text3. Ehe ohne Trauschein? 
1. Wortschatz  Seine Meinung sagen; Adjektive mit den Nachsilben –ig,   -lich, -isch 
2 .Texterläuterung 
3. Übungen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婚姻状况；能够比较不同的生活方式并加以评述；学习阐释自己

的观点。 
2.掌握动词 lassen的用法、不带 zu的不定式、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由 seit,bis,solange,sobald

引导的时间从句。 
作业： 
配套练习册相应单元练习题 

知识单元 9：Lektion9. Schneller, höher, stärter 
参考学时：10 
学习内容： 
Text1.Wir liefen unter ferner lifen 
1. Grammatik  Der Infinitiv mit zu bei Verben;  Komparation: flektiert 
2. Wortschatz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Text2. Schneller, höher, stärter 
1. Grammatik  Der Infinitiv mit zu bei helfen und brauchen 
2. Wortschatz  Zahladverbien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Text3. Weltrekord: Nokia fliegt 82,55 Meter 
1. Grammatik  Adverbien 
2. Wortscha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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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学习目标： 
1.理解新闻报刊文章的特点；认识各种体育项目并能描述体育竞赛中的成绩。 
2.掌握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带 zu的动词不定式，学习就自己的观点进行辩论。 
作业： 
配套练习册相应单元练习题 

知识单元 10: Lektion 10. Das Lernen lernen: Schreiben 
参考学时：10 
学习内容： 
Text1. Wer schreibt, der bleibt 
1. Grammatik Die Position der Ergänzungen und Angaben im Mittelfeld 
2. Wortschatz  Die Worttrennung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Text2. Aus Fehlern wird man klug 
1. Grammatik  Zum Gebrauch der Nullartikel 
2. Wortschatz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学习目标： 
1.复习 6-9单元的内容，学习记学习笔记和整理错误卡片。 
2.掌握说明语的用法；介绍句框结构；复习零冠词的使用。 
作业： 
配套练习册相应单元练习题 

知识单元 11：Lektion11 Da lob ich mir die Höflichkeit 
参考学时：10 
学习内容： 
Text1. Höflichkeitsquiz: Was macht man da in Deutschland 
1. Wortschatz  Per Sie oder per du 
2 .Texterläuterung 
3. Übungen 
Text2. Andere Länder, andere Sitten 
1. Grammatik  Plusquamperfekt; Der Temporalsatz mit nachdem 
2. Wortschatz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Text3. Typisch Thomas 
1. Grammatik  Die Infinitivgruppe mit zu  
2. Wortschatz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人的行为准则和礼貌准则，认识德国人的一些民族特性，学会使用尊称。 
2.掌握过去完成时、nachdem引导的时间从句、不定式做主语补足语和定语。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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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练习册相应单元练习题 
知识单元 12：Lextion12  Anschalten um abzuschalten 
参考学时：10 
学习内容： 
Text1. Vier Leute, zwei Fernseher 
1. Wortschatz   
2 .Texterläuterung 
3. Übungen 
Text2. Das deutsche Fernsehen 
1. Wortschatz  Fernsehen; Raten Sie mal! 
2. Texterläuterung 
3. Übungen 
Text3. Macht das Fernsehen passiv? 
1. Grammatik  Das Passiv(2): Das unpersönliche Passiv 
2. Wortschatz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德媒体消费和电视文化的差异；能够读懂电视节目单；能够听懂广播节目的大意。 
2.掌握与电视相关的词汇、不定式词组 um...zu、被动态及无人称被动态。 
作业： 
配套练习册相应单元练习题 

知识单元 13：Lektion13  SMS, WWW u.a. Abk. 
参考学时：10 
学习内容： 
Text1. Von Feder und Pinsel zum Simsalabim des Simens 
1. Grammatik  Das Passiv(3): Perfekt und Plusquamperfekt 
2. Texterläuterung 
3. Übungen 
Text2. Abk. Und Smiley – Die Redemittel der Simser 
1. Grammatik  Das Passiv(4): Passiv mit Modalverben 
2. Wortschatz  Zeigen Sie Gefühle!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Text3. Help! Help! Help! 
1. Grammatik  Das Pronomen es 
2. Wortschatz  Suffixe des Adjektivs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学习目标： 
1.了解如何用德语发短信，能认识相关缩写；认识青少年语言。 
2.掌握被动态的完成式和过去完成式、带有情态动词的被动态、代词 es的用法。 
作业： 
配套练习册相应单元练习题 

知识单元 14：Lektion14 Schreiben mal wieder 
参考学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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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Text1. E-Mail und Schneckenpost 
1. Grammatik  Passiv(7): Zustandspassiv oder sein-Passiv 
2. Grammatik  Passiv(5): Passiv im Nebensatz; Passiv(6): Passiv in Infinitivgruppen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Text2. Brieffreundschaften 
1. Wortschatz  Einige Grundregeln der Zeichensetzung 
2 .Texterläuterung 
3. Übungen 
Text3. Ein Brief aus Berlin 
1. Wortschatz  Anführungszeichen; ß oder ss 
2. Texterläuterung 
3. Übungen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书信格式，区分公文信函和私人信件的不同；了解如何交笔友。 
2.掌握从句中的被动态、不定式中的被动态、状态被动态；学习标点符号的规则。 
作业： 
配套练习册相应单元练习题 

知识单元 15：Lektion 15 Das Lernen lernen: Lernertypen 
参考学时：10 
学习内容： 
Text1. Ein Fragebogen: Was bin ich für ein Typ? 
1. Grammatik  Einfache und zusammengesetzte Sätze; Zweigliedrige Konjunktoren 
2. Wortschatz  Wir wiederholen Verben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Text2. Wie lernt man effizient 
1. Ergänzungen 
2. Wortschatz  Der Text erklärt die Wörter 
3. Texterläuterung 
4. Übungen 
学习目标： 
1.复习 11-14单元所学内容；了解不同学习类型的特点，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2.掌握复合连词 zwar...aber, nicht nur...sondern auch, sowohl...als auch；复习各种补足语。 
作业： 
配套练习册相应单元练习题；进行学期小测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语法：wenn引导的条件从句和时间从句；第二格；介词während和 wegen 
词汇：亲属的称呼；方向用语；地名后加 er变成形容词 
课文：3篇 

10  

2 
语法：形容词词尾变化（一格和四格） 
词汇：身体各个部分的名称；形容词、副词前缀 un-  
课文：3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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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语法：由 dass-Satz,ob-Satz,indirekte  
W-Frage；形容词词尾变化（三格和二格） 
词汇：序数词；日期的表达；颜色用语 
课文：3篇 

10  

4 

语法：反身动词；alle,beide,einige,mehrere,viele,wenige 之后的变尾规
则；与四格连用的介词 durch,gegen;名词第四格作时间说明语词汇：表
时间的介词 
课文：3篇 

 
 

10 
 

5 
语法：代副词的用法；前置定语与后置定语；形容词词尾变化复习 
词汇：名词化的形容词 
课文：2篇，补充课文 1篇 

10  

6 

语法：动词过去式；由 weil,da 引导的原因从句；während,bevor 引导
的时间从句 
词汇：da的用法；由动词转换为名词；与 Beruf相关的词汇 
课文：3篇 

10  

7 

语法：不规则变化的过去式；由 als和 wenn引导的时间从句；与三格
连用的介词 seit,ab,außer,von…an 
词汇：与 Studium相关的词汇；zu的用法；以-ung结尾的名词 
课文：3篇 

10  

8 

语法：动词 lassen的用法；不带 zu的不定式；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
级（规则变化）；由 seit,bis,solange,sobald引导的时间从句 
词汇：造词法；动词复习；以-ig,-lich,-isch结尾的形容词 
课文：3篇 

10  

9 
语法：带 zu的不定式；形容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不规则变化）；副词 
词汇：分数和小数； 副词性数词 
课文：3篇 

10  

10 

语法：说明语（总结）；说明语与补足语在句子中的位置；零冠词的

用法 
词汇：移行规则 
课文：2篇；补充课文 1篇 

10  

11 

语法：过去完成式；nachdem 引导的时间从句；不定式短语作主语补
足语定语 
词汇:用 Sie还是用 du来称呼 
课文：3篇 

10  

12 
语法：不定式短语 um...zu；被动态的现在时和过去时；无人称被动态 
词汇：有关电视的词汇；小品词 Ach,Hm,Na,Na ja,Na gut,Oje 
课文：3篇 

10  

13 

语法：被动态的现在完成时和过去完成时；带有情态动词的被动态；

代词 es的用法 
词汇：表达情感的词汇；形容词词尾-ig, 
-isch,-lich,-sam,-bar,-los 
课文：3篇；补充课文 1篇 

10  

14 
语法：从句中的被动态；不定式中的被动态；状态被动态 
词汇：标点符号的基本规则；引号的用法；s或是 ß？ 
课文：3篇；补充课文 1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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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语法：简单句和复合句；复合连词 
词汇：动词辨析；学习从上下文中推断生词意义 
zwar...aber,nicht nur...sondern auch, 
sowohl...als auch;补足语复习 
课文：2篇 

10 
 
 

16 
复习 1-15 单元语法规则；讲解 1-15 单元练习册中的重点或疑难练习
题；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 

10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德语（一），德语语音、德语国家概况（一）、德语口语（一） 
后续课程：综合德语（三）、综合德语（四）、高级德语（一）、（二）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A.语音语调  
能借助国际音标朗读外来词。 
朗读和说话时语音正确，语调自然。  
B.正字法  
书写工整规范  
了解德语正字法改革以后的正字法规则，逐步掌握新规则中规定的书写方法。 
C.语法  
掌握动词、名词、代词、形容词的形态变化。  
掌握动词、形容词、名词的配价。  
掌握从句的成分与结构。  
掌握被动态、反身动词、不定时等重点语法的要点并能熟练使用。  
了解语篇结构，准确识别各类句子成分。  
D.词汇  
了解复合、派生等主要构词规则。  
掌握总要求中规定的词汇量。  
能够运用构词法规则扩大词汇量。  
E.语体  
掌握亲切用语（用于家人、至交、学生、青少年的交际）和一般用语（正式场合或陌生人之间

的交际）在词汇和句法上的特点。 
了解书面语和口语的不同特点。  
难点： 
A.语法方面：形容词比较级和最高级的构成及应用；动词 lassen的用法；带 zu的不定式的构

成和使用；无人称被动态的构成；过程被动态与状态被动态的区别；连接三格的介词和连接四格的

介词；各种从句。 
B.词汇方面：近义词辨析；重点动词的配价；固定搭配；介词补足语；以 
Wortfamilie为基础进行词汇扩展记忆；分数与小数的表达。 
C.阅读方面：对文章整体把握能力的提高；了解不同文体的特点。 
D.书面表达：层次清晰、前后衔接较为流畅；语法正确、符合正字法规定、标点符号使用正确。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情景教学法 
1)创建日常生活情景，增加社会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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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实物演示情景； 
3)分角色表演情景；  
4)音乐渲染情景。 
2.交际法 
1)社交：问候、介绍、告别、感谢、道歉、祝贺、邀请等。  
2)交谈：请求发言、反问、强调、交换话题、结束谈话等。  
3)交流信息：通知、报告、询问、答复等。  
4)表达感情：好感/反感、喜悦/悲伤、满意/不满意、希望/失望等。 
5)评价与表态：称赞/批评、赞同/反对、表示兴趣、遗憾等。  
6)对他人行为施加影响：请求、拒绝、命令、许可、禁止、建议、告诫等。  
3. 合作学习法 
让学生通过参加 Gruppenarbeit，给学生练习语言并互相学习的条件和机会。 
教学手段： 
1.使用多媒体课件，播放视频丰富课堂教学手段。  
2.展示图片或实物。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成绩占课程总成绩的 70%，期中成绩占 20%，平时成绩占 10%。平时成绩主

要由考勤和课堂测试两部分组成。 
5、作业要求： 
每一单元结束后需要完成配套练习册上的习题及老师布置的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根据全国德语专业通用的本科教材，并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外研社出版的《当代大

学德语二》作为主要教材，并辅助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教材《德语综合教程二》。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梁敏等编著《当代大学德语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12月 第 1版（普通高等

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黄克琴等编著《德语综合教程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 2月 第 1版 
2.（德）奥夫德斯特拉斯等编著《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 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 5

月 第 1版  
执笔：贺莉莹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5日 

 

综合德语（三） 
Comprehensive German 3 

课程号：30801003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1、扎实掌握第三册课本的德语语法知识点和重点词汇；2、加强听、说、

读、写四项基本能力的综合灵活运用；3、通过情景教学方式，进一步培养和提高德语语言沟通交
际能力，提高对于德国社会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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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德语的基本语法知识，熟练运用

重点词汇和语法，达到教学大纲规定的本科二年级第一学期水平，具有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和初步

的语言交际能力，为《高级德语（一）》、高级德语写作（一）、《德-汉笔译（一）》等后续课程奠定
必要的德语语言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145学时 

知识单元 1：Lektion 1 Der Campus und die weite Welt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Text 1 E rstsemeter-Tagebuch 
1.1 Motive  
1.2 Text 1: Textarbeit, Ü1-Ü3 
1.3 Grammatik 1 Der Relativpronomen der, das, die im Nominativ, Akkusativ und Dativ 
Grammatik 2 Relativpronomen mit Präpositionen 
1.4 Wörter 1 Wörter und Bedeuturngen 
1.5 Text 1: Textarbeit, Ü4-Ü5 
2．Text 2 Blicke über den Schreibtisch 
2.1 Motive 
2 .2 Text 2: Textarbeit, Ü6-Ü7 
2.3 Wörter 3 Gebrauch von Präpositionen 
2.4 Hörverstehen: Helfen, lernen und Abenteuer 
2.5 Wörter 2 Vereinsleben und Freizeit  
2.6 Grammatik 3 Die Relativpronomen was, wer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大学日常生活和校园文化。 
2．掌握德国大学生学习、就餐、课外活动等日常生活常用语，熟练掌握和运用关系从句。 
作业：T2 Ü10 Interview-Transfer 

知识单元 2：Lektion 2 Wie wär´s mit noch mehr Höflichkeit?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Text 1 Bitte nicht so direkt! 
1.1 Motive  
1.2 Wörter 2 Wortfeld Kleidung 
1.3 Text 1, Teil 1: „Dürfte ich das mal anprobieren?“, Textarbeit 
1.4 Grammatik 1 Der Konjunktiv in der höflichen RedeⅡ  
1.4 Text 1 Teil 2: „Könnte ich bitte mal das Salz haben?“ 
1.5 Wörter 1 Polysemie  
2．Text 2 Ein rabenschwarzer Tag 
2.1 Text 2 Teil 1: Textarbeit 
2 .2 Grammatik 2 Relativpronomen im Genetiv 
2.3 Text 2 Teil 2: Textarbeit 
2.4 Wörter 3 Der Text erklärt die Wörter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日常礼仪规范以及中德日常礼仪差异。 
2．掌握德国日常礼貌用语及表达方式，能够在不同情境下灵活运用礼貌用语。掌握和灵活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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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关系从句。 
作业：T2 Ü13 Rollenspiel, S.31 

知识单元 3：Lektion 3 Stadt und Land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Text 1 Stadt oder Land – das ist die Frage. 
1.1 Motive  
1.2 Wörter 1 Hinaus in die Natur 
1.3 Wörter 2 Antonyme 
1.4 Text 1: „Stadt oder Land – das ist die Frage“, Textarbeit  
1.5 Grammatik 1 Der Konjunktiv mit GegenwartsbezugⅡ  
1.6 Grammatik 2 Der Konjunktiv mit VergangenheitsbezugⅡ  
2．Text 2 Der Berliner Alexanderplatz 
2.1 Einführung, Motive 
2 .2 Text 2: Textarbeit  
2.3 Wörter 3 Polysemie 
2.4 Grammatik 3: Der Konjunktiv zum Ausdruck von IrrealitätⅡ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城乡发展变化情况，了解柏林近代发展史。 
2．掌握相关专题词汇以及表达，掌握并能灵活运用第二虚拟式。 
作业：Text 1 Übung 6 Diskussion, Text 2 Übung 8 Rundfunkdiskussion 

知识单元 4：Lektion 4 Glück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Text 1 Geld und Glück. Teil 1 Das große Los 
1.1 Motive  
1.2 Text 1 Teil 1 Das große Los, Textarbeit 
1.3 Grammatik 1 Der Konjunktiv im PassivⅡ  
1.3 Wörter 1 Wortfeld Geld 
1.4 Vorbereitung Referate: Brüder Grimm, Deutsches Märchen 
2．Text 1 Geld und Glück. Teil 2 Wie die Jagd nach Geld unser Leben bestimmt 
2.1 Motive 
2 .2 Text 1 Teil 2: Textarbeit  
2.3 Grammatik 1: Der Konjunktiv im PassivⅡ  
3．Text 2 Hans im Glück – Ein Märchen nach den Brüdern Grimm 
2.1 Motive 
2 .2 Text 2: Textarbeit. Referate Brüder Grimm 
2.3 Nacherzählung 
2.4 Grammatik 2: Ersatzform für das Passiv 
学习目标： 
1．了解格林兄弟以及德国童话的相关背景知识。 
2．掌握相关词汇和表达。掌握及熟练运用第二虚拟式和被动式的替代形式。 
作业：Ü9 Interpretation, Hörverstehen, Referat: Deutsches Märchen, Transfer 

知识单元 5：Lektion 5 Das Studieren lernen: Wörterbücher 
参考学时：1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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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Text 1 Schlag doch mal im Duden nach! 
1.1 Wörter 1 Polysemie 
1.2 Motive  
1.3 Text 1, Textarbeit. 
1.4 Grammatik 1 Vergleich Konjunktiv indikativ in der höflichen RedeⅡ  
1.5 Transfer: Chinesische Wörterbücher 
2．Text 2 Rechtschreibung: Die Reform der Reform der Reform. Teil 1. 16 Jahre Chaos. 
2.1 Motive 
2 .2 Text 2 Teil 1: Textarbeit  
3. Text 2 Rechtschreibung: Die Reform der Reform der Reform. Teil 2. Wieder verbindliche Regeln. 
3.1 Text 2 Teil 2: Textarbeit 
3 .2 Grammatik 2 Weiterführende Nebensätze 
3.3 Wörter 2 Groß- und Kleinschreibung 
3.4 Grammatik 3 Appositionen 
学习目标： 
1．了解快速有效查阅德语字典的基本常识和技巧，了解杜登字典，了解德国的正字法改革以

及新正字法的主要内容。 
2．掌握相关词汇和表达，熟练掌握和运用第二虚拟式。 
作业：Text 1 Übung 9 Deutsch in der Praxis. Text 2 Übung 12 Internet-Info. 

知识单元 6：Lektion 6 Mein Computer und ich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Text 1 Kluge Köpfe hinter der Kiste 
1.1 Motive 
1.2 Wörter 1 Computersprache 
1.3 Text 1, Textarbeit. 
1.4 Grammatik 1 Der Finalsatz mit damit 
1.5 Grammatik 2 Die Infinitivgruppe mit ohne ... zu 
2．Text 2 Aggression gegen den PC 
2.1 Motive Welche Rolle spielt der PC in Ihrem Leben? 
2 .2 Text 2 Textarbeit  
2.3 Grammatik 3 Der Konjunktiv bei ModalverbenⅡ  
3. Text 3 Wollen Sie Computerspiel-Professor werden? 
3.1 Motive 
3 .2 Text 3 Textarbeit 
3.3 Wörter 2 Getrennt- und Zusammenschreibung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人对于电脑、网络、电脑游戏等相关领域的基本态度。 
2．掌握电脑相关词汇和表达，能够用德语参与相关话题讨论。熟练掌握和运用结果从句和不

定式词组。 
作业：Text 2 Übung 8 Rollenspiele. Text 3 Übung 11 Spielen Sie Spiel-Designer. 

知识单元 7：Lektion 7 Wetter, Klima, Umwelt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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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ext 1 Alle reden übers Wetter 
1.1 Motive 
1.2 Text 1, Textarbeit 
1.3 Wörter 1 Wetterwörter 
1.4 Grammatik 1 Der Konjunktiv in der indirekten RedeⅠ  
2．Text 2 Papa, Charly hat gesagt 
2.1 Motive 
2.2 Text 2 Textarbeit  
2.3 Grammatik 1 Der Konjunktiv in der indirekten RedeⅠ  
2.4 Wörter 2 Wortfeld: Umweltprobleme 
2.5 Grammatik 2 Möglichkeiten zum Ausdruck der indirekten Rede 
2.6 Grammatik 3 Indirekte Fragen und indirekte Aufforderungen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气候，以及德国环境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2．掌握天气、气候、环境相关的词汇和表达，能够运用德语参与相关讨论，掌握并能够灵活

运用德语第一虚拟式和命令式。 
作业：Text 1 Übung 6 Vorübung: Umwelt und Klima, Text 2 Übung 10 Wie ist das Wetter 

知识单元 8：Lektion 8 Mal sehen, wie es werden wird.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 Text 1: Blicke in die Zukunft 
1.1 Motive 
1.2 Wörter 2: Fremdwörter mit astro- 
1.3 Text 1. Textarbeit 
1.4 Grammatik 1 Das FuturⅠ 
1.5 Wörter 3 Wortfeld: Vorhersagen 
2. Text 2: Lu Xun. Über das Äußern einer Meinung 
2.1 Text 2, Textarbeit 
3. Text 3: Interview mit Zukunftsforscher Steinmüller 
3.1 Motive 
3.2 Text 3, Textarbeit 
3.3 Wörter 1 Das Verb werden 
3.4 Wörter 3 Wortfeld: Vorhersagen 
3.5 Grammatik 2. Der Konzessivsatz mit obwohl/obgleich 
3.6 Grammatik 3. Das konzessive Adverb trotzdem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德文化差异。 
2．掌握相关词汇和表达，掌握和熟练运用将来时、让步从句。 
作业：Text 1 Übung 7 Klimaveränderungen in Deutschland. Text 3 Übung 13 Und Ihre Zukunft? 

知识单元 9：Lektion 9 Es war einmal ...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Text 1: Rotkäppchen. Ein Märchen nach den Brüdern Grimm. 
1.1 Motive 
1.2 Text 1 Textarb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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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Grammatik 1 Das Partizip als AttributⅠ  
1.4 Wörter 1 Verkleinerung durch –chen und –lein 
1.5 Wörter 2 Materialien: Nomen und Adjektive 
2．Text 2: Münchhausens Abenteuer bei den Türken 
2.1 Text 2 Textarbeit 
2.2 Übung 9 Hörverstehen. Eine Afanti-Geschichte: Der Beamte und das Boot 
2.3 Grammtik 2. Partizip als AttributⅡ  
2.4 Wörter 3. Das Verb fallen und Verben mit –fallen 
2.5 Grammatik 3 Normalklammer und erweitertes Attribut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童话的背景知识。 
2．掌握第一分词和第二分词定语。 
作业：Text 1 Übung 6 Internet-Info. Text 2 Übung 10 Märchenstunde. 

知识单元 10：Lektion 10 Sprachen lernen: Kleine Stilkunde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Text 1: Worte auf der Goldwaage 
1.1 Motive 
1.2 Text 1 Textarbeit 
1.3 Grammatik 1 Valenz des Adjektivs 
2. Text 2: Mit jedem redest du anders 
2.1 Text 2 Textarbeit 
2.2 Wörter 3 Polysemie  
3. Text 3: Vorsichtige Frauen, wichtige Männer. Sprache – eine Sache des Geschlechts? 
3.1 Text 3 Textarbeit 
3.2 Grammtik 2 Attribute 
3.3 Wörter 1 Wortfamilie: sprechen 
3.4 Wörter 2 sprechen – reden – sagen 
学习目标： 
1．了解德语沟通交际常识，了解书面用语和日常用语的异同，了解不同语境以及不同交际目

的之下的语言运用规律。 

2．掌握相关词汇和表达。 

作业：Text 1 Übung 8 Sprechsituationen – Sprechstile. Text 3 Übung 13 Rollenspiel. 
知识单元 11：Lektion 11 Aus Kindern werden Leute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Text 1: Aus dem Tagebuch eines Zweieinhalbjährigen 
1.1 Motive  
1.2 Text 1 Textarbeit 
1.3 Grammatik 1 Konzessive Angabesätze mit wenn ... auch und auch ... wenn 
1.4 Grammatik 3 Richtungsadverbien: her und hin 
1.5 Wörter 1 Wortbildung 
1.6 Wörter 3 Polysemie 
2. Text 2: Berichte über die Kindheit in China 
2.1 Mo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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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Text 2 Textarbeit 
2.3 Grammatik 2 Angabesätze mit soviel und soweit 
2.4 Wörter 2 Wörter und Wendungen 
2.5 Wörter 3 Polysemie 
3. Text 3: Kleinigkeiten und Peinlichkeiten – Kinder erzählen 
3.1 Text 3 Textarbeit 
3.2 Übung 12, Fernglas statt Rollschuhe, Hörverstehen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儿童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简况。 
2．掌握相关词汇和表达，熟练应用让步从句。 
作业：Text 1 Übung 5 Diskussion. Text 3 Übung 5 Diskussion.   

知识单元 12：Lektion 12 Gelernt ist gelernt 
参考学时：13学时 
学习内容： 
1．Texte 
1.1 Motive 
1.2 Text 1 Wer weiß es noch? 
1.3 Text 2 Fehler, wo auch die Deutschen machen. 
2．Wörter 

   2.1 Wörter 1 Nomen mit –heit, -keit, -igkeit 
   2.2 Wörter 2 Wörterbucharbeit: lernen und sinnverwandte Wörter 
   2.3 Wörter 3 Wiederholungsspiele 

3. Grammatik 
   3.1 Präpositionen mit dem Genitiv: während, wegen, aufgrund 
   3.2 Grammatik 2 Relativsätze im Überblick 
   3.3 Grammatik 3 Uneingeleitete Konditonalsätze 
学习目标： 
1．了解德语语言特点，避免重复常见语言错误。 
2．掌握以–heit, -keit, -igkeit结尾的德语名词构词方法，掌握关系从句、条件从句的用法，掌

握要求二格的介词。 
作业：Wörter 3 Übung 5 Wortbedeutung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15学时 
实验 1：期中测验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课本《综合德语（三）》的语法和习题 
实验要求：熟悉《综合德语（三）》的精读课文、语法规则和词汇。 
实验 2：期末集体复习和答疑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综合德语（三）》的精读课文、语法规则和词汇。 
实验要求：对于《综合德语（三）》语法规则和词汇进行系统地归纳和总结。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Lektion 1 Der Campus und die weite Welt  12  
2 Lektion 2 Wie wär´s mit noch mehr Höflichkeit?  12  
3 Lektion 3 Stadt und Land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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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ektion 4 Glück 12  
5 Lektion 5 Das Studieren lernen: Wörterbücher 12  
6 Lektion 6 Mein Computer und ich 12  
7 Lektion 7 Wetter, Klima, Umwelt 12  
8 Lektion 8 Mal sehen, wie es werden wird. 12  
9 Lektion 9 Es war einmal ... 12  

10 Lektion 10 Sprachen lernen: Kleine Stilkunde 12  
11 Lektion 11 Aus Kindern werden Leute 12  
12 Lektion 12 Gelernt ist gelernt 1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德语（一）、综合德语（二） 
后续课程：《高级德语（一）》、高级德语写作（一）、《德-汉笔译（一）》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扎实掌握第三册课本的德语语法知识点和重点词汇，加强听、说、读、写四项基本能力

的综合灵活运用。 
难点：进一步提高德语语言沟通交际能力，提高对于德国社会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情景教学法。 
2.多媒体教学法。 
3、直观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课件。 
2.网络资源。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0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以梁敏，聂黎曦等编著《当代大学德语 3》为教材，课上进行精讲

精练，辅以语法、阅读、听力等参考书目。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梁敏，聂黎曦等编著《当代大学德语 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 3月第 1版（普

通高等教育“十五”和“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聂黎曦，梁敏等编著《当代大学德语练习手册 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年 12 月

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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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ilke Dreyer，Richard Schmitt等编著《标准德语语法——精解与练习》，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2013年 8月 第 1版  

执笔：李烨  审稿：高莉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2日 

 

综合德语（四） 
Comprehensive German 4  

课程号：30801004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掌握德语的基本语法，达到《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德语本科教学大

纲》所规定的本科二年级水平，具有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和初步的语言交际能力，了解有关德语国

家的一般国情，为高年级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128学时 

知识单元 1：Werte im Wandel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Texte: 
T1. Generationen im Wandel: Wie ticken die Kids 
T2. Cool—Ein Wort geht um die Welt 
T3. Heike Doutiné: Man müsste jung sein 
2．Redemittel 
R1. Von der Grafik zum Text ( )Ⅰ  
R2. Tugenden und Untugenden 
R3. Von der Grafik zum Text ( )Ⅱ  
3. Grammatik 
G1. Nominativergänzung 
G2. Adjektivergänzung 
G3. Der Konjunktur in der indirekten Rede 
4. Vokabeln 
学习目标： 
熟练掌握课文及练习中出现的重点词汇、表达方式及重要语法现象。 

知识单元 2：Frauen und Männer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Texte: 
T1. Sind Frauen intelligenter als Männer? 
T2. Umfragen und Untersuchungen: Geschlechterrollen und Gesellschaft 
T3. Kaufen sie die Hälfte des Himmels? 
2．Redemittel 
R1. Von der Grafik zum Text ( )Ⅲ  
R2. Zahlen und Mengen – genau und ungefä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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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 Verbpaare: mit A – ohne A 
R4. Verben mit Präfix ver- 
3. Grammatik 
G1. Expansivergänzung auf die Fragen: (um) wie viel? (um) wie weit? (um) wie lange? 
G2. Funktionsverbgefüge 
G3. Der Vergleichssatz mit je … desto/umso 
G4. Die Komparation des Adjektivs 
4. Vokabeln 
学习目标： 
熟练掌握课文及练习中出现的重点词汇、表达方式及重要语法现象。 

知识单元 3：Viel Theater ums Theater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Texte: 
T1. Alles nur Theater? 
T2. Die Physiker. Komödie von Friedrich Dürrenmatt 
T3. Die Physiker. Anfang des Dramas 
2．Redemittel 
R1. Wortfeld Bühne 
R2. Gebrauch von Verben: spielen, handeln, behandeln 
R3. scheinbar - anscheinend 
3. Grammatik 
G1. scheinen + zu + Infinitiv 
G2. haben + zu + Infinitiv 
G3. Absolute Komparationsformen 
G4. Superlativische Adverbien 
4. Vokabeln 
学习目标： 
熟练掌握课文及练习中出现的重点词汇、表达方式及重要语法现象。 

知识单元 4：Österreich und die Schweiz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Texte: 
T1. Wo, bitte, geht's hier zum Kaiser? Wiener Klischees für den Rest der Welt 
T2. Peter Bichsel: Ich bin Schweizer 
T3. Der Schweizer im Durchschnitt 
2．Redemittel 
R1. „Servus dann“ und „merci“ – Kleine Dialektologie 
R2. 6 × ziehen und ziehen + Präfix 
3. Grammatik 
G1. Ellipse: Das Weglassen von Redenteilen 
G2. Infinitiv und + zuⅠ Ⅱ  
G3. Die Infinitivgruppe mit (an)statt … zu 
G4. Gebrauch von sollen 
4. Vokabeln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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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掌握课文及练习中出现的重点词汇、表达方式及重要语法现象。 
知识单元 5：Studieren lernen: Gewusst, Wo!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Texte: 
T1. Wer googelt, der findet. Über die Arbeit mit Suchmaschinen 
T2. In der Bibliothek des Goethe Instituts Peking 
2．Redemittel 
R1. Stich- und Schlagwörter zum Nachschlagen 
R2. Wörter zur Web-Suche 
R3. alle mit Zeit- und Maßangaben 
3. Grammatik 
G1. Sprecherbezogener Gebrauch von sollen und wollen 
G2. Der Imperativ 
G3. Andere Formen der Aufforderungen 
4. Vokabeln 
学习目标： 
熟练掌握课文及练习中出现的重点词汇、表达方式及重要语法现象。 

知识单元 6：Deutschland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Texte: 
T1. Deutschland im Überblick 
T2. Uwe Johnson: Ach! Sie sind ein Deutscher? 
T3. Die deutsche Nationalhymne 
2．Redemittel 
R1. Geografische Begriffe 
R2. Interjektionen 
R3. Wortbildung: -ismus, -ist, -istisch 
R4. Einwohner – Bewohner – Bürger - Bevölkerung 
3. Grammatik 
G1. Ausklammerung - Nachfeldbesetzung 
G2. Sprecherbezogener Gebrauch der Modalverben 
4. Vokabeln 
学习目标： 
熟练掌握课文及练习中出现的重点词汇、表达方式及重要语法现象。 

知识单元 7：Klappern gehört zum Handwerk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Texte: 
T1. Auf dem Arbeitsmarkt 
T2. Ich möchte einen Job. 
T3. Franz Hohler: Der Verkäufer und der Elch 
2．Redemittel 
R1. Abkürzungen und Kurzwörter 
R2. Eigenlob stinkt nicht i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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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 Fangfragen 
R4. werben, bewerben, erwerben 
3. Grammatik 
G1. Vorfeldbesetzung 
G2. Nominativphrasen ( ): GenitivattributeⅠ  
4. Vokabeln 
学习目标： 
熟练掌握课文及练习中出现的重点词汇、表达方式及重要语法现象。 

知识单元 8：Ökonomie und Ökologie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Texte: 
T1. Stabilität und Wachstum – die Magie der Ökonomie 
T2. Fakten und Prognosen 
T3. Wirtschaft und Umwelt in China – Zwei Interviews 
2．Redemittel 
R1. Redemittel für den Ökonomen 
R2. Redemittel für den Ökologen 
R3. Wortbildung 
3. Grammatik 
G1. Nominativergänzung ( ): Präpositionale AttributeⅡ  
G2. Nominalstil und Verbstil 
4. Vokabeln 
学习目标： 
熟练掌握课文及练习中出现的重点词汇、表达方式及重要语法现象。 

知识单元 9：Kennen Sie Kunst?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Texte: 
T1. Kleine Kunstgeschichte 
T2. Über die Literatenmalerei 
T3. Aus Studenten-Aufsätzen. Bildbeschreibung „Kreidefelsen auf Rügen“ 
2．Redemittel 
R1. Wortnetze um die Kunst 
R2. Redemittel des Definierens 
R3. Redemittel der Kunstbetrachtung 
R4. 3 × schaffen 
R5. deuten, andeuten und bedeuten 
3. Grammatik 
G1. Der Vergleichssatz mit während 
G2. Die Kongruenz ( ): Faustregeln zu BesonderheitenⅠ  
4. Vokabeln 
学习目标： 
熟练掌握课文及练习中出现的重点词汇、表达方式及重要语法现象。 

知识单元 10：Studieren lernen: Referate 
参考学时：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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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Texte: 
T1. Das Internet im Talk 
T2. Das ABC des Redens 
2．Redemittel 
R1. Zitieren statt Gedanken klauen 
R2. Redemittel ohne Rede 
R3. Verweiswörter 
3. Grammatik 
G1. Der konsekutive Angabensatz mit so dass, so … dass 
G2. Der Modalsatz mit indem oder dadurch, dass 
G3. Nominalisierung von Angabensätzen 
G4. Die Kongruenz ( ) Faustregeln für Kongruenz bei Zahlen, Mengen, GewichtenⅡ  
4. Vokabeln 
学习目标： 
熟练掌握课文及练习中出现的重点词汇、表达方式及重要语法现象。 

知识单元 11：Wir und die anderen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Texte: 
T1. Mit den Augen der Anderen 
T2. H. M. Enzensberger: Damals 
T3. Religiöse Toleranz 
2．Redemittel 
R1. Die Chinesen – Der Deutsche 
R2. Redemittel der förmlichen Sprechweise 
3. Grammatik 
G1. Historisches Präsens 
G2. Der zusammengezogene Satz 
G3. Position der Nebensätze 
G4. Die Abhängigkeit der Nebensätze 
4. Vokabeln 
学习目标： 
熟练掌握课文及练习中出现的重点词汇、表达方式及重要语法现象。 

知识单元 12：Deutsch, unsere Sprache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Texte: 
T1. Mark Twain: Die schreckliche deutsche Sprache 
T2. Die gefährliche deutsche Sprache 
T3. Die klischeehafte deutsche Sprache 
T4. Die globale deutsche Sprache 
T5. Die schöne deutsche Sprache 
学习目标： 
熟练掌握课文及练习中出现的重点词汇、表达方式及重要语法现象。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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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Lektion 1：Werte im Wandel 8  

2 
Lektion 1：Werte im Wandel  
Lektion 2：Frauen und Männer 

8 
Lektion1 用时 4 课时；
Lektion2用时 4课时 

3 Lektion 2：Frauen und Männer 8  
4 Lektion 3：Viel Theater ums Theater 8  

5 
Lektion 3：Viel Theater ums Theater 
Lektion 4：Österreich und die Schweiz 

8 
Lektion3 用时 4 课时；
Lektion4用时 4课时 

6 
Lektion 4：Österreich und die Schweiz 
Lektion 5：Studieren lernen: Gewusst, Wo! 

8 
Lektion4 用时 4 课时；
Lektion5用时 4课时 

7 
Lektion 5：Studieren lernen: Gewusst, Wo! 
Lektion 6：Deutschland 

8 
Lektion5 用时 4 课时；
Lektion6用时 4课时 

8 Lektion 6：Deutschland 8  
9 Lektion 7：Klappern gehört zum Handwerk  8  

10 
Lektion 7：Klappern gehört zum Handwerk 
Lektion 8：Ökonomie und Ökologie 

8 
Lektion7 用时 4 课时；
Lektion8用时 4课时 

11 Lektion 8：Ökonomie und Ökologie 8  
12 Lektion 9：Kennen Sie Kunst? 8  

13 
Lektion 9：Kennen Sie Kunst? 
Lektion 10：Studieren lernen: Referate 

8 
Lektion9 用时 4 课时；
Lektion10用时 4课时 

14 
Lektion 10：Studieren lernen: Referate 
Lektion 11：Wir und die anderen 

8 
Lektion10 用时 4 课时；
Lektion11用时 4课时 

15 Lektion 11：Wir und die anderen 8  
16 Lektion 12：Deutsch, unsere Sprache 8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德语（一）》至《综合德语（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德语本科教学大纲》规定德语专业学生在此阶段所必须掌握的及《全

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四级考试大纲》规定重点考察的德语基础语法知识及词汇。 
难点：语法难点，如：虚拟语气、小品词、介词、功能动词结构、形容词词尾等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语法讲解与课文讲解相结合，兼顾听力、阅读及口语的训练。 
教学手段：本课程课堂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教材、幻灯片、视频、音频及书面参考资料之间有

机结合，交替运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正规教室，配备活动桌椅、电脑（配备一般文字处理办公软件及视频、音频播放软件）、投影

仪及音箱等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通过特定作业等形式鼓励和引导学生自主搜集相关主题图书、音像资料进行研读和学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中考试成绩占 20%；期末考试成绩占 70％。 
7、作业要求： 



6701 

每单元平均布置 2-3次作业。作业形式多样，包括口头报告、教材中或练习册中练习题、命题
作文等等。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选用一本主教材，另外根据授课需要及学生接受情况相应补

充适量视频、音频及纸质资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聂黎曦(德)等编著《当代大学德语（4）》，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 4月 第 1版（普通

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兆渠等编著《现代德语实用语法》，同济大学出版社，2014年 10月 第 6版 
2. 王芳译著《标准德语语法——精解与练习》，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 8月 第 1版  

执笔：申洁  审稿：高莉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4日 

 

德语听力（一） 
German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课程号：3080100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与综合德语（一）相配套，发展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2、

掌握德语习惯用语及其他语言表达方式；3、通过听力训练积累知识。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听力各项微技能和综合技能的训练，使学生掌握相应的德语语言表达，

发展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为提高德语水平奠定一定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教学总学时：36学时 

知识单元 1：Vorstellung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Hoertext 1: Wer ist wer? Sie sehen drei Bilder. Ueberlegen Sie: Was sagen die Personen? 

Hoeren Sie erst dann die drei Geschichte. 
1) Was passt zusammen? 
2) Luecken fuellen. 
3) Notizen. 
2． Minidialoge. 
1) Notizen. 
2) Stellen Sie die Personen in der Klasse vor. 
3． Am Telefon. 
1) Fragen: Wer ruft an? Wer ist am Telefon? Wer hat ein Handy? 
2) Versehen Sie die Nummern von Paula und David? 
4． Namen und Nummern 
1)  Sie hoeren Namen und Nummern. Notieren SIe die Nummern. 
5． einundzwanzig, sechsundfuenfzig, fuenfundachtz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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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elche Nummer, bitte? 
2) Diktieren und schreiben SIe Ihre Telefonnummern und Handynummern. 
6. Diktat schreiben. 
学习目标： 
1．熟练掌握自我介绍的常用表达。 
2．熟练掌握数字的德文表达。 
作业： 
有关自我介绍和数字的补充练习。 

知识单元 2：Die Hochschule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Hoeren Sie den Text und beantworten Sie die Fragen: 
1) Was zeigt die Studentin? 
2) Wie alt ist das Haus? 
3) Ist der Lesesaal schoen? 
4) Wie sind die Tische, die Stuehle und die Lampen? 
2． Schon? Erst? Noch? 
1) Sie hoeren Aussagen. Fragen Sie nach wie in den Beispielen. 
2) Sie hoeren die Saetze noch einmal. Jetzt sind es Fragen. Antworten Sie nach den Beispielen. 
3) Beschreiben Sie Ihre Deutschabteilung. Verwenden Sie die Woerter neu, alt, schoen, modern, 

schon, erst.  
3. “Und das ist unser Klassenzimmer.”  
1）Richtig oder falsch? 
2）Welche Fragen passen nicht zum Gespraech? 
4. Links und rechts 
1) Hoeren Sie den Dialog und zeigen Sie: Da rechts, dort links… 
2) Hoeren Sie den Dialog noch einmal und schreiben Sie: Was ist links? Was ist rechts? 
3) Sprechen Sie mit einem Mitstudenten ueber Personen und Gegenstaende in Ihrem     

Klassenzimmer. 
5. Diktat schreiben. 
学习目标： 
1． 能够准确使用形容词描述物体的性状。 
2． 掌握方位词、人称代词的用法。 
3． 熟悉动词的现在时变位。 
作业： 
与本次课程相关的课外补充练习。 

知识单元 3：Suchen und finden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Was suchen Sie denn?  
1) Lesen Sie die Fragen: Wo sind Ruth Euler und Zhou Lan? Was sucht Frau Euler? Wer findet das 

Buch? Hoeren Sie dann das Gespraech. 
2) Hoeren Sie den Dialog noch einmal. Was passt zu wem? Machen Sie aus den Stichworten 

Saetzen und schreiben Sie sie zu den Personen. 
3) Hoeren Sie den Text noch einmal. Welche Buecher sind 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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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rgaenzen Sie suchen, finden, danken, nicht finden, lesen, arbeiten, sein. 
5) Fragen und antworten Sie in der Gruppe. Benutzen Sie Ihre Stichworte und den Lueckentext. 
2. Kurzdialoge. 
1) In drei Dialogen kommen diese Saetze vor. Welcher Satz passt zu welchem Bild? 
2) Richtig oder falsch? 
3. Was machst du am Wochenende? 
1） Hoeren Sie den Dialog und kreuzen Sie an. 
2） Hoeren Sie das Gespraech noch einmal. Achten Sie auf das Thema Tee. 
4. Diktat schreiben. 
学习目标： 
1. 掌握与“寻找”有关的主题句型。 
2. 注意物主代词和命令式的用法。 
作业： 
与本次课程相关的补充听力练习。 

知识单元 4：Feste und Zeiten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Beethovenfest in Bonn 
1) Sehen Sie sich das Programm an und hoeren Sie dann HT1.  
2) Welche Veranstaltung besuchen Judith und Lu Yu? Unterstreichen Sie die Veranstaltung im 

Programm. Warum denkt Lu Yu gleich an ein Konzert? 
3) Wann und wo spielt die Szene? 
4) Hoeren Sie das Gespraech noch einmal und ergaenzen Sie die Zeitangaben. 
2. Wie viel Zeit haben wir noch? 
1) Hoeren Sie vier Dialoge. Es geht um Veranstaltungen. Sie kennen sie aus dem Programm von 

Ue1. Wohin gehen Sie? Welcher Dialog spielt wann? 
2) Hoeren Sie die Dialog noch einmal und machen Sie sich dabei Notizen. 
3) Sprechen Sie die Kurzdialoge frei nach. Benuetzen Sie Ihre Notizen. 
3. In China gehen die Uhren anders. 
1) Paula ruft ihre Mutter an. Sie hoeren aber nur Paula. Hoeren Sie die Szene und kreuzen Sie die 

richtige Antwort an. 
2) Wie spaet ist es in Oesterreich? Wann ruft Paula ihre Mutter wieder an? Wie spaet ist es dann in 

Peking? Wie gross ist der Zeitunterschied zwischen Peking und Oesterreich im Sommer, wie gross im 
Winter? 

3) Nun hoeren Sie nur Paulas Mutter in Wien. Was sagt sie? Und was sagt Paula? 
4) Spielen Sie das Telefongespraech frei nach. Benuetzen Sie Ihre Saetze als Dialoghilfe. 
4. Diktat schreiben. 
学习目标： 
1. 掌握德语的时间表达。 
2. 注意表时间的情状补足语的用法。 
作业： 
与数字、时间有关的补充听力练习。 

知识单元 5：Woerter im Kontext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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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affen + Milch=? 
1) Sie hoeren ein Gespraech. Schreiben Sie r fuer richtig und f fuer falsch. Korrigieren Sie die 

falschen Saetze. 
2) Komposita.  
2. Technik 
1) Hoeren Sie den Dialog und beantworten Sie die Fragen. Kennt David Werner Paul? Bei welcher 

Firma arbeitet Herr Paul? Was ist er von Beruf? Kennt ihn Ding Ling? Was macht ihre Mutter? Warum 
fragt David? 

2) Welche Woerter aus dem Bereich Technik hoeren Sie? Unterstreichen Sie sie. Schreiben Sie die 
Woerter in den Text.  

3. Stopp! 
1) Hoeren Sie ein Gespraech und beantworten Sie die Fragen. Was hat Paula vor? Geht Ding Ling 

mit? Was machen Sie am Wochenende? 
2) Brauchen und kaufen. Was braucht Ding Ling? Was braucht Paula? Ordnen Sie die Dinge. Was 

kauft Paula? Was kaufen sie zusammen? Ordnen Sie die Dinge nach drei Gruppen. 
3) Sprechen Sie Dialoge. 
4. Interview mit einer Lehrerin. 
1) Lesen Sie die Fragen. Hoeren Sie dann das Interview mit der Lehrerin Gertrud Juergens. 

Schreiben Sie die Antwort in Stichpunkten. 
2) “Wie sieht denn ein Wochentag bei Ihnen aus?” Spielen Sie Guenter Reinhold und Gertrud 

Juergens und sprechen Sie mit Ihren Notizen das Interview frei nach. 
5. Diktat schreiben. 
学习目标： 
1. 了解词汇场的概念。 
2. 熟悉特殊疑问句型。 
作业： 
课外补充听力练习。 

知识单元 6：Schenken und Kaufen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Rock oder Mozart. 
1) Ueber welche Geschenke sprechen Ding Ling, Paula und David? Hoeren Sie das Gespraech und 

unterstreichen Sie die Woerter. 
2) Lesen Sie die Fragen. Hoeren Sie dann das Gespraech noch einmal und antworten Sie. 
3) Welche Saetze rechts passen zu den Saetzen links? Schreiben Sie die Buchstaben in Klammern 

in die Kaestchen. Dann bekommen Sie das Loesungswort. 
4) Sprechen Sie Dialoge nach den Beispielen. 
2. Einkaufsbummel in Beijing. 
1) Hoeren Sie die Dialoge und schreiben Sie: Wo sind Ding Ling und Paula? 
2) Hoeren Sie die Szenen noch einmal. Was kaufen die beiden? 
3) Wie viel kostet es? 
4) Spielen Sie Handeln. Benuetzen Sie die DIalogskizze. 
3. Ist das alles? 
1) Hoeren Sie die Dialoge und schreiben SIe: Wo kaufen die Frauen ein? 
2) Hoeren Sie die Szenen noch einmal. Was kaufen 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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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ie viel kostet es? 
4) Spielen Sie Szenen auf dem Markt. 
4. Diktat schreiben. 
学习目标： 
1. 熟悉买卖与赠送的生活场景，能够用德文进行对话。 
2. 注意指示代词、介词 fuer和零冠词的用法。 
作业： 
相关课外听力练习。 

知识单元 7：Essen und Trinken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Ein Restaurantbesuch. 
1) Welche Szene zeigt das Bild? Was machen die Leute und was koennen sie dabei sagen? Spielen 

Sie die Szene mit Lernpartnern. 
2) Hoeren SIe fuenf Szenen und achten Sie auf die folgenden Fragen. Wo spielen die Szenen. 

Essen Frau und Herr Weber kalt oder warm? Was trinken sie? Schmeckt das Essen? Ist es teuer? 
2. Szene 1: Gehen wir zum Italiener? 
1) Hoeren Sie Szene 1. Einige Saetze unten haben eine aehnliche Bedeutung wie Aussagen im 

Hoertext. Schreiben Sie r fuer richtig und f fuer falsch. 
2) Sie hoeren nur Herrn Weber. Aber was sagt man im Restaurant Marco am Telefon? Ordnen Sie 

die Saetze/ 
3) Notieren Sie Stichpunkte. Spielen SIe dann das Telefongespraech. 
4) Telefonisch Tische bestellen. 
3. Szene 2: Gemuesepizza gross oder klein? 
1) Sie hoeren die erste Szene im Restaurant. Was bestellen Frau und Herr Weber? 
2) Sprechen Sie ueber die Fragen. 
4. Szene 3: Schmeckt es? 
1) Webers sprechen ueber ihr Essen. Kreuzen Sie die dem Sinn nach richtige Antwort an. 
2) Spielen Sie Gespraeche beim Essen. Verwenden Sie Redemittel aus Ue8. 
5. Szene 4: Wie waere es mit einem Nachtisch? 
1) Lesen Sie den Text. Hoeren Sie dann Szene 4 und ergaenzen Sie die fehlenden Woerter. 
6. Szene 5: Die Rechnung, bitte. 
1) Wie bezahlt Herr Weber? 
2) Wie viel kostet das Essen? 
3) Frau Weber sagt: “Oh!” Was meint sie? 
4) Wie viel Trinkgeld will Herr Weber geben? 
5) Welchen Fehler findet er? 
6) Wie viel moechte er jetzt geben? 
7. Essen in China. 
1) Lesen Sie zuerst die Fragen. Hoeren Sie dann die Antworten und unterstreichen Sie die Fragen 

von Paula. 
2) Sind die Aussagen von Ding Ling richtig? Sprechen Sie in der Klasse auch ueber die anderen 

Fragen. 
8. Diktag schreiben.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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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熟练掌握有关“吃”“喝”的对话场景。 
2. 掌握情态动词、可分动词的用法。 
作业： 
与主题相关的课外补充练习。 

知识单元 8：Fernsprechen und Fernsehen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Kommst du mit? 
1) Was ist hier los? Erklaeren Sie die Situation. 
2) David ist zu Hause und hoert den Anrufbeantworter. Er macht Notizen. 
3) Ergaenzen Sie den Text mit Informationen aus dem Anruf. 
4) Was sprechen Sie auf einen Anrufbeantworter? 
2. Noch einen Fernseher? 
1) Woran denken Sie bei dem Wort “Fernsehen”? 
2) Hoeren Sie das Gespraech. Um welches Familienproblem geht es? Wer sind Tina, Manfred, 

Sabine und Peter? An welchem Wochentag spielt die Szene? 
3) Hoeren Sie den Dialog noch einmal und schreiben Sie r fuer richtig und f fuer falsch. 
4) Kettenuebung. 
3. Papa allein zu Hause. 
1） Hoeren Sie drei Kurzdialoge. Schreiben Sie: Wer macht was am Samstagabend? 
2） Wer sagt was? Ordnen Sie die Minidialoge. 
3） Sprechen Sie ueber die Familie. 
4） Sprechen Sie ueber sich. 
4. Diktat schreiben. 
学习目标： 
1. 掌握与打电话有关的表达和有关家庭及看电视的场景，能够用德文进行描述。 
2. 掌握人称代词的用法。 
作业： 
相关课外补充听力练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Wer ist wer? (一) 2 Vorstellung 
2 Wer ist wer？(二) 2 Zahlen, Diktat 
3 Die Hochschule (一) 2 Alt und neu, Schon? Erst? Noch? 

4 Die Hochschule（二） 2 
“Und das ist unser Klassenzimmer”, Links und 
rechts, Diktat 

5 Suchen und finden (一) 2 
Was suchen Sie? 
Kurzdialoge 

6 Suchen und finden （二） 2 Was machst du am Wochenende, Diktat 

7 Feste und Zeiten (一) 2 
Beethovenfest in Bonn, Wie viel Zeit haben wir 
noch? 

8 Feste und Zeiten (二) 2 In China gehen die Uhren anders, Diktat 
9 Woerter im Kontext (一) 2 Kaffee + Milch=? Technik 

10 Woerter im Kontext (二) 2 Stopp! Interview mit einer Lehrerin 
11 Schenken und Kaufen (一) 2 Rock oder Mozart? Einkaufsbummel 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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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chenken und Kaufen (二) 2 Ist das alles? Diktat 
13 Essen und Trinken (一) 2 Ein Restaurantbesuch 
14 Essen und Trinken (二) 2 Essen in China, Diktat 

15 
Fernsprechen und Fernsehen 
(一) 

2 Kommst du mit? Noch einen Fernseher? 

16 
Fernsprechen und Fernsehen 
(二) 

2 Papa allein zu Hause, Diktat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德语（一） 
后续课程：德语听力（二）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泛听。 
2．精听。 
3. 回答问题、听写、当堂测试 
教学手段： 
1. 语言室多媒体教学。 
2. 传统教授。 
3. 观看教学录像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4、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武塔·艾特尔编著《当代大学德语听说训练 1》，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 3月  
（二）推荐参考书 
1. 江楠生编《德语初级听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 7月 
2. 江楠生编《德语听写训练 1》，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 9月   

执笔：高莉  审稿：高莉 审定：外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8日 

 

德语听力二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课程号：308010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一系列循序渐进的训练，使学生能够听懂德语国家人士所作的、学

生所熟悉的社会题材的报告和简单讲话，能够听懂日常生活题材听力中生词数不超过总词数 3%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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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教材。在训练学生听力理解力的同时还增加了听说练习环节，通过反复机械的跟读使学生迅速

掌握某一种句型或者某种情境中常用的句子。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专门系统的听力技能训练，为培养学生全面的德语交际能力奠定良好的

听力基础，培养学生理解主旨要义的能力、获取事实性的具体信息的能力、理解明确或隐含表达的

概念性含义的能力、进行有关的判断、推理和引申的能力、理解说话者的意图、观点或态度的能力，

为德语听力（三）和高级听力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基础。此外，此课程是对《综合德语二》的扩

展和巩固，每一课的主题都指向《当代大学德语二》中的内容，是对已学过知识的系统复习和训练。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Feste! Feiern! Feri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Hubert auf dem Weg nach Wien  
2．Weihnachten? Frühlingsfest? China? Deutschland? 
3.  Frühlingsfest in China 
Mitsprechen S.6 – S.7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与中国的传统节日以及节日习俗。 
2．掌握现在完成时的用法；情态动词 können在提出请求时的用法 
作业： 
HV1. eine kleine Geschichte-Feldmaus und Stadtmaus 
Hausaufgabe:  Fragen beantworten 
1.Wem begegnet der Stadtmaus eines Tages? 
2.Wie sieht das Haus vom Feldmaus aus? 
3.Wie ist das Leben vom Stadtmaus? 
4.Warum will der Feldmaus ins Land zurückziehen? 

知识单元 2：Wiener Geschichten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Der Steffl und die Sachertorte 
2. Wege in Wien 
3. Verwandte in Wien 
4. Wien - Info 
学习目标： 
1．了解如何对一个地方进行描述，学会看地图。 
2．掌握 wenn引导的从句、二格的用法、表示地点方位的形容词、介词 wegen和 während的

用法。 
作业： 
HV1. eine kleine Geschichte-Feldmaus und Stadtmaus 
Hausaufgabe:  Fragen beantworten 
1. Wem begegnet der Stadtmaus eines Tages? 
2. Wie sieht das Haus vom Feldmaus aus? 
3 .Wie ist das Leben vom Stadtmaus? 
4. Warum will der Feldmaus ins Land zurückziehen? 
Fremdwörter: 
die Silvesterparty      das Korn        der Strohhalm  
Mitsprechen S.14 – S.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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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3：schwarzes Haar und helle Aug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Eine Delegation aus Deutschland 
2．Am Flughafen 
3. Was oder wer oder worum geht’s denn überhaupt? 
Mitsprechen S.22 – S.24 
学习目标： 
1．了解如何对一个人进行外表和性格的描述。 
2．掌握形容词词尾变化规则。 
作业： 
HV1. eine kleine Geschichte-Die kranke Frau 
Hausaufgabe:  Fragen beantworten 
1. Wen besucht der Bauer eines Abends? 
2. Wer ist krank? 
3. Ist die Krankheit schwer? 
4. Warum wollte der Bauer den Arzt in der Nacht holen? 

知识单元 4： Maler malen, Dieb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Sechs Wochen aus dem Leben des Malers 
2．1800 Euro, tiefgekühlt 
Mitsprechen S.31 – S.33 
学习目标： 
1．了解表示各种颜色的名词。 
2．掌握 dass和 ob引导的从句的用法。 
作业： 
HV1. eine kleine Geschichte-Die kranke Frau 
Hausaufgabe:  Fragen beantworten 
1. Wen besucht der Bauer eines Abends? 
2. Wer ist krank? 
3. Ist die Krankheit schwer? 
4. Warum wollte der Bauer den Arzt in der Nacht holen? 

知识单元 5：Gesundhei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Eine dumme Geschichte 
2．Hat der Volksmund immer Recht? 
3.  Frau Kohl hat die Nase voll 
Mitsprechen S.40 – S.42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医院的一般用语及一般疾病的名称。 
2．掌握反身动词的用法， alle, viele之后的形容词词尾变化。 
作业： 
HV1. Wo fehlt denn? 
Hausaufgabe: Fragen beantwo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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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as soll Herr Li bei der Untersuchung machen? 
2. Welche ärztliche Vorschläge hat Herr Li bekommen? 
3. Soll Herr Li Medikamente einnehmen? Und wie oft? 

知识单元 6：Hör ich rech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Kreuz und quer 
2. Das Lernen lernen: Hören 
3. Und dann kommt es so... 
Mitsprechen S.48 – S.50  
学习目标： 
1．了解如何在吵杂的环境中获取重要的信息，了解不同情境下的交际语言。 
2．掌握名词化了的形容词及代副词的用法。 
作业： 
HV1. Geburtstagparty 
Hausaufgabe: Fragen beantworten 
1. Warum möchten sie Daniela und Uwe etwas schenken? 
2. Wie meinen sie zu den verschiedenen Geschenkideen? 

知识单元 7： Gestern war heute morg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Paula hat Matura 
2. Ein Bayer in Beijing 
3. Servus, Herr Doktor 
4. Lu Yu liebt Tiere und Judith 
 Mitsprechen S.56 – S.59 
学习目标： 
1. 了解简历的书写方式；了解如何叙述自己的成长经历。 
2. 掌握过去式的用法、由 weil 和 da引导的原因从句以及 während，bevor引导的时间从句。 

    作业： 
    HV1. Das Leben von Albert Einstein 
    Haisaufgabe: Fragen beantworten 
    1. Wo und wann wurde Einstein geboren? 
    2. Warum wollte Einstein auswandern? 
知识单元 8：Unilust und Unifrus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Ein Tag mit Simon Krohn 
2．studieren oder arbeiten 
Mitsprechen S.65 – S.67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大学生的生活及德国的高等教育体制。 
2．掌握过去式和由 als, wenn引导的时间从句。 
作业： 
HV2.eine kleine Geschichte – Die Prüfung 
Hausaufgabe: fünf Fragen beantwo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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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arum haben die Studenten Angst vor dem Professor für Chemie? 
2. Wann bemerkt der Student, dass er geirrt hat? 
3. Wieviel Tropfen soll der Patient bekommen? 
4. Hat der Student die Prüfunf bestanden? 

知识单元 9：1+1=3 oder 2 oder 6 oder…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So oder so ist das Leben 
1.1 Trennungsängste 
1.2 Urlaub im August 
1.3 Ehefrau oder Zeugin 
1.4 Alleinsein tut weh 
1.5 Judith, Toni und die Kids 
2. Judith Setzermann: Eine ganz normale Familie 
Mitsprechen S.74 – S.76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人的家庭结构及家庭生活。 
2．掌握形容词比较级和最高级；不带 zu的不定式；动词 lassen；由 seit, bis, solange, sobald引

导的时间从句。 
作业： 
HV1.eine kleine Geschichte – Die Prüfung 
Hausaufgabe: fünf Fragen beantworten 
1.Warum haben die Studenten Angst vor dem Professor für Chemie? 
2.Wann bemerkt der Student, dass er geirrt hat? 
3.Wieviel Tropfen soll der Patient bekommen? 
4.Hat der Student die Prüfunf bestanden? 

知识单元 10：Der Ball ist rund…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Pfeifkonzert statt Fußballfest 
2．Wie im richtigen Leben 
Mitsprechen S.83 – S.85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的体育运动，尤其是足球运动；了解足球比赛报道中的一些常用语。 
2．掌握分数和小数的用法、不带 zu的不定式、形容词比较级和最高级。 
作业： 
HV1. Tischtennis ist prima 
Hausaufgabe: Fragen beantworten 
1.Wo wohnen sie in Urlaub? 
2.Was können sie dort machen? 
3.Wie teuer kostet es pro Person? 

知识单元 11：„Pfingsten, das liebliche Fest...“ (Goethe)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Ein Familientreffen zu Pfingsten – und Lu Yu ist auch dabei 
2. Vorbereitungen – Judith und Lu 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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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orbereitungen – Gerda und Heinz Gerlach 
4. Das Pfingstessen 
Mitsprechen S.93 – S.95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万圣节的风俗习惯。 
2．掌握带 zu的动词不定式的用法。 
作业： 
HV1. eine kleine Geschichte- Die kluge Frau 
Hausaufgabe: Fragen beantworten 
1. Wo wohnt Herr Auer? 

    2. Was bringt Frau Auer ihrem Mann eines Morgens? 
    3. Hat Herr Auer den Brief nicht vergessen? 
    4. Woher wissen die Leuten, Herr Auer soll einen Brief in den Briefkasten einwerfen? 
知识单元 12：Förmlich? Freundlich? Höflich?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Kurz und schlecht - Minidialoge 
2．Höflichkeit dauert etwas länger 
3. Eine Beraterin für gutes Benehmen informiert 
Mitsprechen S.104 – S.107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人在重要场合的行为准则、礼貌原则。 
2．掌握过去完成式的用法、由 nachdem, als引导的时间从句的用法。 
作业： 
HV1. Besuch haben 
Hausaufgabe: Fragen beantworten 
1.Was sagen die Gäste bei der Begrüssung? 
2.Wie begrüssen die Gastgeber die Gäste? 
3. Was haben die Gäste mitgebracht? 
4. Was sagen die Gastgeber dazu? 

知识单元 13：Die Freizeitbeschäftigu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Hast du Zeit? 
2．Was machen Sie in der Freizeit?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人的业余生活。 
2．掌握。 
作业： 
HV1. Tischtennis ist prima 
Hausaufgabe: Fragen beantworten 
1.Wo wohnen sie in Urlaub? 
2.Was können sie dort machen? 
3.Wie teuer kostet es pro Person? 

知识单元 14：Testen Sie Ihr Deutsch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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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Li Tao holt Paulas Verwandte ab 
2．Monologe 

   2.1 Simon allein in der Uni 
    2.2 Ding Ling ist kein Morgenmensch 
    2.3 Alltagsszenen 

3. Sachtexte 
3.1 Der Trend geht ins Ausland 
3.2 Höflichkeit 
学习目标： 
1．对自己一个学期的听力理解能力进行测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Einleitung 
Text1. Hubert auf dem Weg nach Wien  
Fragen beantworten 
Satzbilden 
Text2.Weihnachten? Frühlingsfest? China? Deutschland? 
Lücken füllen 
Text3. Frühlingsfest in China 
Fragen beantworten 
Mitsprechen S.6 – S.7  

2  

2 

Einleitung 
Text1. Der Steffl und die Sachertorte 
eine Karte schreiben 
Text2. Wege in Wien 
Dialoge spielen 
Wege beschreiben 

2  

3 

Text3.Verwandte in Wien 
Lücken füllen 
Text4.Wien – Info 
Kombination 
Mitsprechen 

2  

4 

Einleitung 
Text1．Eine Delegation aus Deutschland 
Korrigieren 
Dialoge spielen 
Text2．Am Flughafen 
Lücken füllen 
Text3. Was oder wer oder worum geht’s denn überhaupt? 
Kombination 
Mitsprechen 

2  

5 
Einleitung 
Text1．Sechs Wochen aus dem Leben des Malers 
Lücken füll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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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tion 
Text2．1800 Euro, tiefgekühlt 
Fragen beantworten 
Mitsprechen 

6 

Einleitung 
Text1．Eine dumme Geschichte 
Frage und Antwort 
Text2．Hat der Volksmund immer Recht? 
Fragen beantworten 
Text3.  Frau Kohl hat die Nase voll 
Tabelle füllen 
Mitsprechen 

2  

7 

Einleitung 
Text1. Kreuz und quer 
die richtige Lösung wählen 
Text2. Das Lernen lernen: Hören 
Fragen beantworten 
Text3. Und dann kommt es so... 
den Weg beschreiben 
Mitsprechen  

2  

8 

Einleitung 
Text1. Paula hat Matura 
Lücken füllen 
Richtig oder falsch 
Lebenslauf schreiben 
Text2. Ein Bayer in Beijing 
Fragen beantworten 

2  

9 

Text3. Servus, Herr Doktor 
Lebenslauf schreiben 
Lücken füllen 
Text4. Lu Yu liebt Tiere und Judith 
Fragen beantworten 
Das Leben von Lu Yu erzählen 
Mitsprechen 

2  

10 

Einleitung 
Text1．Ein Tag mit Simon Krohn 
Fragen beantworten 
richtig oder falsch 
Lücken füllen 
Text2．studieren oder arbeiten 
Fragen beantworten 
Mitsprechen  

2  

11 
Einleitung 
Text1．So oder so ist das Leben 
1.1 Trennungsängs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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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kreuzen 
 1.2 Urlaub im August 
 Informationen ergänzen 
 1.3 Ehefrau oder Zeugi 
 Richtig oder falsch 

12 

1.4 Alleinsein tut weh 
Fragen beantworten 
1.5 Judith, Toni und die Kids 
Lücken füllen 
Text2. Judith Setzermann: Eine ganz normale Familie 
Lücken füllen 
Fragen beantworten 
Mitsprechen 

2  

13 

Einleitung 
Text1．Pfeifkonzert statt Fußballfest 
Kombination 
Lücken füllen 
Text2．Wie im richtigen Leben 
Fragen beantworten 
Lücken füllen 
Mitsprechen 

2  

14 

Einleitung 
Text1. Ein Familientreffen zu Pfingsten – und Lu Yu ist auch dabei 
Fragen beantworten 
Text2. Vorbereitungen – Judith und Lu Yu 
Lücken füllen 

2  

15 

Text3. Vorbereitungen – Gerda und Heinz Gerlach 
Tischordnung zeichnen 
Text4. Das Pfingstessen 
Fragen beantworten 
Mitsprechen 

2  

16 

Einleitung 
Text1．Kurz und schlecht – Minidialoge 
Tabelle füllen 
Text2．Höflichkeit dauert etwas länger 
Lücken füllen 
Text3. Eine Beraterin für gutes Benehmen informiert 
Fragen beantworten 
Lücken füllen 
Mitsprechen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德语听力（一）、德语国家概况（一）、综合德语（一）  
后续课程：德语听力（三）、高级德语听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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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指导学生学会边听录音边记笔记,将听力材料中的要点记下来,以便听完材料后可以依靠
笔记来完成配套的练习；指导学生带着问题去听, 以便有目标地寻找重点信息；指导学生加强课外
听力训练。 
难点：听力技能的获得；理解能力的提高；背景知识的积累；跟读、模仿能力的提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反复练习：听力技能的训练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它只能通过反复练习得以提升。因此，学

生必须在老师的引导下通过回答问题、复述文章、课堂讨论和概述文章内容达到透彻理解听力资料

的目的。 
2. 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在听力教学中，不仅要提高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提

高他们的综合能力，其中包括概括能力、推理能力、判断能力和引申能力等。 
教学手段： 
1. 训练形式应多样化：除采用传统的 DVD教学方法外，还应采用在线听新闻、观看原文电影

等图音并茂的多媒体教学方式。 
2.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教材提供的语言和内容进行口头表达能力的基本训练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中考试占 20%，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取与《当代大学德语二》配套的听说教材《当代大学德语听说训

练》作为主要教材，并辅助以其它听力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武塔·艾特尔编著《当代大学德语听说训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5月 第 1版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江楠生编著：《德语初级听力》、《德语中级听力》、《德语高级听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2001年 11月第 1版  
2. Hieber,Wolfgang:《Lernziel Deutsch》（学习德语—强化德语听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年 4月第一版 
3. 钱敏汝等编著：《德语听力教程一》，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 6月第 1版 

执笔：贺莉莹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5日 

 

德语听力（三） 
German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3 

课程号：3080100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期望学生能够获取正常语速的德语国家原版新闻报道的事实性具体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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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并能够借助图像看懂原版德语电影。希望通过训练能够培养学生： 
a) 理解德语新闻报道主旨要义的能力。 
b) 从德语听力材料中获取事实性具体星系的能力。 
c) 理解明确或者隐含表达的概念性含义的能力。 
d) 进行有关的判断、推理和引申的能力。 
e) 理解说话者的意图、观点和态度的能力。 
f) 在理解德语原文基础上，中文翻译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目的在于学生通过练习，除了可以达到提高听力、扩大词汇量和加强速记能力等

基本外语技能训练之外，还可以跟随德国媒体对当前德国和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动态进行跟踪以及

了解热点新闻的北京知识，熟悉德国和国际政治、经济的一些基础概念，从而扩大知识面，为专业

学习和今后从事相关工作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听写与听力训练 1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Urlaub und Reisen 
2.  Das Alte und das Moderne     
Hörverständnis: 
l Zypern und Malta führen Euro ein 
l Klimawandel bedroht tausende Arten in Deutschland 
l Deutsche Tourismus-Industrie boomt 
l Deutschland: Exportweltmeister 2007 
l Bergsteiger-Legende Hillary gestorben 
l Iranische Boote bedrohten US-Kriegsschiffe im Persischen Golf 
l Liverpool feiert sich als Kulturhauptstadt 
l Skinheads verprügeln Afrikaner in Köln 
2 Stunden benötigt 
1.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2.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3. Übungen （练习） 
4.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5.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一篇听写,两篇听力 

知识单元 2：听写与听力训练 2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Meine Freunde 
2.   Kindheitserinnerung  
Hörverständ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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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Panikverkäufe lassen Börsen weltweit einbrechen 
l Fünf Prozent der Landwirtschaftsflächen von Bil-Bauern bewirtschaft 
l Frankfurt Börse: DAX legt wieder zu 
l China lässt Soldaten gegen Kälte aufmarschieren 
l Simens verlängert Amnestie-Programm in Korruptionsaffäre 
l Sozialvervband Deutschland will Renten durch Inflationsausgleich schützen 
l Asiatische Börsen weiter auf Talfahrt 
l Bauernverband will Dumpingpreise für Lebensmittel verhindern 
2 Stunden benötigt. 
1.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2.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3. Übungen （练习） 
4.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5.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一篇听写, 两篇听力 

知识单元 3：听写与听力训练 3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Wieder Taschendieb in der U-Bahn 
2.  Vier Einbruche 
Hörverständnis: 
l In der Großen Koalition wird über Erhöhung des Kindergeldes debattiert 
l Ermittlungen gegen Postchef Zumwinkel 
l Ausländeranteil leicht gesunken 
l Geldboten in Erkrath überfallen 
l Erdbeben in Saarland 
l Weltgrößte Saatgutbank auf Spitzbergen eröffnet 
l Henkel will weltweit 3.000 Stellen abbauen 
l Leben in Deutschland verteuert sich im Februar 
2 Stunden benötigt. 
1.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2.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3. Übungen （练习） 
4.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5.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一篇听写, 两篇听力 

知识单元 4：听写与听力训练 4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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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Diktat:  
1.  Kein Stress 
2.  Skisport und Gesundheit 
Hörverständnis: 
l Hamburg Sondierungsgespräch zwischen CDU und SPD über Regierungsbildung 
l Chinesischer Volkskongress tagt in Peking 
l Diskriminierung umfasst alle Lebensbereiche 
l Europa schickt ersten vollautomatischen Raumfrachter ins All 
l China will noch mindestens ein Jahrzehnt an der Ein-Kind-Politik festhalten 
l Streiks bei Berliner Verkehrsbetrieben fortgesetzt 
l Bundesrat billigt neues Waffenrecht 
l Bundeskanzlerin Merkel reist heute zu dreitägigem Besuch nach Israel 
2 Stunden benötigt. 
1.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2.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3. Übungen （练习） 
4.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5.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一篇听写, 两篇听力 

知识单元 5：听写与听力训练 5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Arztbesuch in Deutschland 
2.  Flexibles Lesen 
Hörverständnis: 
l Frankreich will Atomwaffen abrüsten 
l Sternenexplosion sprengt alles bisher gemessene Maß 
l Deutschland bei Kindergesundheit nur Mittelmaß 
l Ford verkauft Luxusautomarken Jaguar und Land Rover an Tata 
l Mehr als drei Millionen Autos vertragen keinen Bilsprit 
l Weiterhin Probleme auf dem Flughafen London-Heathrow 
l Italienischer Wein soll mit Salzäure versetzt worden sein 
l Anwohner des Duisburger Chemiewerkes wieder daheim 
l Neue Asphaltmischung auf Autobahnen 
2 Stunden benötigt. 
1.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2.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3. Übungen （练习） 
4.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5. Zusammenfassung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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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一篇听写, 两篇听力 

知识单元 6：听写与听力训练 6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ErschlieBung undebannter Worter 
2.  Berufswahl 
Hörverständnis: 
l Gedenken an Deportationen mit der Reichsbahn 
l Knobloch im DLF: Neues NPD-Verbotsverfahren wäre sinnvoll 
l Heute internationaler Aktionstag gegen Lärm 
l Möglicherweise bald zu wenig Chirurgen in Deutschland 
l Welt-Malariatag 
l Bundesrat beschließt Reform der Pflegevercicherung 
l ICE-Unglück bei Fulda 
l Weltweit größtes Holocaust-Archiv geöffnet 
2 Stunden benötigt. 
1.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2.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3. Übungen （练习） 
4.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5.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一篇听写, 两篇听力 

知识单元 7：听写与听力训练 7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Das duale System in Deutschland 
2.  Ein Praktikum 
Hörverständnis: 
l Zehntausende bei Mai-Demos 
l Vulkanausbruch im Süden Chiles 
l Israel feiert den 60. Jahrestag der Staatsgründung 
l Berlin erinnert an NS-Bücherverbrennung 
l Terrorismus größte Bedrohung 
l Deutscher Tourist nach Erdbeben in China aus Trümmern gerettet 
l Brand in der Berliner Philharmonie unter Kontrolle 
l Beben in China 
2 Stunden benöti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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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2.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3. Übungen （练习） 
4.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5.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一篇听写, 两篇听力 

知识单元 8：听写与听力训练 8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Immer bessere Chancen für Frauen 
2.  Leben in einer Familie mit vier Generatinen 
Hörverständnis: 
l Ölpreis erstmals über 130 Dollar pro Barrel 
l Schwedischer Atomreaktor wegen Sabotage-Verdacht abgeschaltet 
l US-Sonde auf dem Mars gelandet 
l Sorben demonstrieren in Berlin 
l Brasilien will Regenwald besser schützen 
l Deutschland nach internationalen Richtlinien tollwutfrei 
l Neuer schnellster Computer der Welt 
l SPD stellt Gesine Schwan gegen Köhler auf 
2 Stunden benötigt. 
1.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2.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3. Übungen （练习） 
4.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5.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一篇听写, 两篇听力 

知识单元 9：听写与听力训练 9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Radtouren 
2.  Die sehbehinderte Schwimmerin 
Hörverständnis: 
l Thunfishfang verboten 
l Gerichtsurteil: Studiengebühren in Hessen zuläaaig 
l Jugendmesse in Duisburg beendet 
l Qualität der deutschen Rastanlagen bes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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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China hebt Treibstoffpreise deutlich an 
l Politiker von SPD und Opposition: US-Atomwaffen abziehen 
l Wirtschaftsminister Glos kritisiert Armutsbericht 
l Italiens Regierung beschließt Immunitätsgesetz 
2 Stunden benötigt. 
1.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2.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3. Übungen （练习） 
4.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5.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一篇听写, 两篇听力 

知识单元 10：听写与听力训练 10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Die Fehlerkorrektur 
2. Ein Gagebuch in deutscher Sprache 
Hörverständnis: 
l Kirchliche Eheschließung künftig ohne Standesamt möglich 
l Zahl der Studienabbrecher sinkt 
l Deutsches Ozeanum in Stralsund eröffnet 
l Köhler hält Debatte über Atomrestlaufzeiten für richtig 
l EU-Kommission will SMS billiger machen 
l Kabinett erleichtert Zuwanderung von Fachkräften 
l Tiefensee will 22 Verkehrszeichen abschaffen 
l In Peking gelten seit heute umfassende Fahrverbote 
2 Stunden benötigt. 
1.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2.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3. Übungen （练习） 
4.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5.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一篇听写, 两篇听力 

知识单元 11：听写与听力训练 11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Typisch Deutsch 
2.  Schuld oder Hil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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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örverständnis: 
l Sommerschlussverkauf hat begonnen 
l Serbische Behörden: Karadzic war perfekt getarnt 
l Regierung plant keinen Komplettumzug nach Berlin  
l Zahl der Aktionäre in Deutschland weiter rückläufig 
l Deutsche werden durchnummeriert 
l Handy-Tarife innerhalb der EU sinken weiter 
l Erste Medaillen für Deutschland 
l Peking: Eröffnungsfeier der 29. Olympischen Spiele läuft 
2 Stunden benötigt. 
1.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2.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3. Übungen （练习） 
4.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5.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一篇听写, 两篇听力 

知识单元 12：听写与听力训练 12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Medienkonsum von Jugendlichen 
2.  Eine tolle Effindung 
Hörverständnis: 
l Südkorea erlässt Amnestie für Wirtschaftsführer 
l Lammert: Berliner Mauer war politische Bankrotterklärung 
l Gas-Unfall in Mönchengladbach 
l London freut sich auf Olympische Spiele 2012 
l Immer mehr nicht-eheliche Lebensgemeinschaften in Deutschland 
l Weltbank: Zahl der Armen geht weltweit kräftig zurück 
l Eisdecke am Nordpol schmiltzt 
l Zahl der Erwerbstätigen in Deutschland gestiegen 
2 Stunden benötigt 
1.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2.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3. Übungen （练习） 
4.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5.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一篇听写, 两篇听力 

知识单元 13：听写与听力训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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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Die moblie Generation 
2.  Vorteile und Nachteile 
Hörverständnis: 
l Der Einbürgungstest 
l Daimler fertigt den millionsten Smart 
l Tiefensee dringt auf besseren Lärmschutz bei der Bahn 
l Paralympische Spiele in Peking eröffnet 
l Weißes Haus verteidigt Rettungsaktion für Hypothekenbanken 
l Weltweit größter Teilchenbeschleuniger in Betrieb 
l Jede achte Vogelart in Deutschland vom Aussterben bedroht 
l Tag des offenen Denkmals 
l Aufbau Ost dauert noch mindestens drei Jahrzehnte 
2 Stunden benötigt. 
1.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2.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3. Übungen （练习） 
4.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5.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一篇听写,两篇听力 

知识单元 14：听写与听力训练 14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Ein Brief 
2.  Sprachtalent 
Hörverständnis: 
l Lutherdekade in Wittenberg mit Festgottesdienst eröffnet 
l Keine finanzielle Entwicklungshilfe mehr für China 
l Drei chinesische Astronauten fliegen ins All 
l Airbus eröffnet erstes Werk in China 
l Weltbischofssynode im Vatikan begonnen 
l Schwarzer Tag für General Motors 
l Literaturnobelpreis an französischen Ronmanautor 
l China kritisiert US-Lieferungen an Taiwan 
2 Stunden benötigt. 
1.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2.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3. Übungen （练习） 
4.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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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一篇听写, 两篇听力 

知识单元 15：听写与听力训练 15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Studentenviertel 
2. Das Einzelking 
Hörverständnis: 
l USA wollen Nordkorea von Terrorliste streichen 
l Wirtschafts-Nobelpreis wird vergeben 
l Berg-Ahorn ist der Baum des Jahres 
l Studiengebührne schrecken vom Studium ab 
l Bundesregierung schließt sogenannte Nackt-Scanner für Deutschland aus 
l Vandalismus verursacht Millionenschaden bei der Bahn 
l Weltraumteleskop Hubble sendet wieder 
l Deutsche Börse ändert Regeln nach VW-Kurskapriolen 
2 Stunden benötigt. 
1.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2.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3. Übungen （练习） 
4.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5.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一篇听写, 两篇听力 

知识单元 16：听写与听力训练 16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Heirat lernen 
2.  Schaden der Gelenke 
Hörverständnis: 
l Deutschland klagt im Streit über NS-Massaker gegen Italien 
l Koalition einigt sich bei Erbschaftssteuer 
l Ban Ki Moon besorgt über Piratenüberfälle vor Somalia 
l Igel zum Tier des Jahres erklärt 
l Regierung lehnt generelle Hilfe für deutsche Autobranche ab 
l Neues Spitzenduo bei den Gründen: Özdemir und Roth 
l Umweltzone Ruhrgebiet wird jetzt kontrolliert 
l Appelle vor Beginn des Weltfinanzigipf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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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unden benötigt. 
1.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2.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3. Übungen （练习） 
4.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5.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一篇听写, 两篇听力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2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3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4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5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6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7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8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9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10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11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12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13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14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15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16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德语听力（二） 
后续课程：德语听力（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德语听力训练。 
难点：德语听写。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l 在具体进行每节课的听力内容之前，先总体介绍这节课所选取听力内容的背景介绍，让学

生有大概的了解。 
l 选取德国电台、德国之声、德国电视一台等德国主流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作为听力训练

的材料 
l 根据所听到的内容，要求学生完成相应的练习题目。 
l 再次进行听力材料的训练，要求学生将听力内容翻译成流畅明白的中文。 
l 教师就本节课内容作出总结和点评，并解答学生的问题。 
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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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知识介绍。 
2.  德语听力材料。 
3.  练习。 
4.  翻译。 
5.  总结。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的最终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期中成绩和期末笔试成绩三部分组成。平时成

绩包括考勤及学生的课堂表现（如报告的质量如何、是否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等）,占总成绩的 10%，
期中考试为闭卷考试占总成绩的 20%，期末进行闭卷考试,考核学生在这个学期听力水平的提高程
度，占总成绩的 70%。 

5、作业要求： 
一篇听写两篇听力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德语听力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姚晓舟著:《德语中级听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 
2. 江楠生著:《德语听写训练 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姚晓舟著:《高级德语听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执笔：张文鹏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3日 

 

德语听力（四）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课程号：3080100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期望学生能够获取正常语速的德语国家原版新闻报道的事实性具体信息，并能够借助图像看懂

原版德语电影。希望通过训练能够培养学生： 
a)理解德语新闻报道主旨要义的能力。 
b)从德语听力材料中获取事实性具体星系的能力。 
c)理解明确或者隐含表达的概念性含义的能力。 
d)进行有关的判断、推理和引申的能力。 
e)理解说话者的意图、观点和态度的能力。 
f)在理解德语原文基础上，中文翻译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目的在于学生通过练习，除了可以达到提高听力、扩大词汇量和加强速记能力等

基本外语技能训练之外，还可以跟随德国媒体对当前德国和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动态进行跟踪以及

了解热点新闻的北京知识，熟悉德国和国际政治、经济的一些基础概念，从而扩大知识面，为专业

学习和今后从事相关工作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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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听写与听力训练 1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Ein Tag an der Universität 
2.  Was ist Höflichkeit? 
Hörverständnis 
l Silvester in Berlin 
l Österreich übernimmt EU- Ratspräsidentschaft 
l Schaltsekunde 
l Russischer Lieferstopp für die Urkraine hat Auswirkungen auf andere Länder 
l Disskussion um Kombilöhne 
l DIW hebt Konjunkturprognose an 
l Testphase für elektronische Gesundheitskarte beginnt 
l USA weisen Merkels Kritik an Guantanamo zurück 
2 Stunden benötigt. 
6.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7.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8. Übungen （练习） 
9.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10.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 
一篇听写，两段听力 

知识单元 2：听写与听力训练 2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Jetzt wohnen wir auf dem Land 
2.  Wenn ich reich wäre 
Hörverständnis: 
l Pluto-Mission 
l Internationale Geber-Konferenz zur Vogelgrippe in Peking 
l Deutsche Inflation 2005 auf Vier- Jahres- Hoch 
l Bayrischer Filmpreis verliehen 
l Grüne Woche eröffnet 
l Vier Golden Globes für Brokeback Mountain 
l Kämpfen für den Standort 
l Gedenken an Luxemburg und Liebknecht 
2 Stunden benötigt. 
6.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7.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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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Übungen （练习） 
9.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10.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 
一篇听写，两段听力 

知识单元 3：听写与听力训练 3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Das Deutsche Wörterbuch der Bräder Grimm 
2.  Drohende Gefahr für die ,,Computergeneration". 
Hörverständnis: 
l Fleischkanal in Bayern 
l Internationales Gedenken an Holocaust 
l Urabstimmung über Streiks 
l Merkel in Frankreich 
l Jahreswirtschaftsbericht 2006 
l Ex-Bundespräsident Rau gestorben 
l Finanzpolitik der Ostdeutschen Länder 
l Israel will an der gezielten Tötung von palästinensischen Terroristen festhalten 
2 Stunden benötigt. 
6.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7.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8. Übungen （练习） 
9.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10.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 
一篇听写，两段听力 

知识单元 4：听写与听力训练 4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Sandstürme 
2.  Der Traum von der glücklichen Zukunft 
Hörverständnis: 
l Eröffnung der 56. Berlinale 
l Volkswagen-Konzern kündigt Umstrukturierungen Komitees 
l Rekordhoch bei Exporten 
l In diesem Jahr doht Kürzung der Altersbezü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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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Rechschreibreform 
l Außeneinsatz der Astronauten 
l Neuer Vize-Präsident des Internationalen Olympischen Komitees 
l Grammy- Verleihung 
2 Stunden benötigt. 
6.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7.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8. Übungen （练习） 
9.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10.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 
一篇听写，两段听力 

知识单元 5：听写与听力训练 5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Der Taschendieb 
2.  Die Sterntaler 
Hörverständnis: 
l Abschluss der Berlinale 
l Deutsche und Franzosen gedenken Heine 
l Vogelgrippe in Deutschland 
l Erneuter Rekordflug 
l Durchsuchung bei Luftrachtfirmen 
l USA halten an Gefangenenlager in Guantanamo fest 
l Bundesverkehrsministerium wehrt sich 
l Bundeswehrsoldaten sollen tote Vögel auf Rügen einsammeln 
2 Stunden benötigt. 
6.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7.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8. Übungen （练习） 
9.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10.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 
一篇听写，两段听力 

知识单元 6：听写与听力训练 6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6731 

1.  Leben im Elternhaus 
2.  Der Lügenbaron Münchhausen erzählt 
Hörverständnis: 
l Ab April ist der Kredit verfügbar 
l Karneval in Deutschland 
l Die Quote stieg auf 12,2 Prozent 
l Bericht über Bildungschancen 
l Bundeskabinett beschließt Haushalt 2006 
l Deutschland erfolgreichste Mannschaft 
l Finanzminister Steinbrück sieht Euro auf Vormarsch 
l Saddam Hussein stellt Hungersteik ein 
2 Stunden benötigt. 
6.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7.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8. Übungen （练习） 
9.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10.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 
一篇听写，两段听力 

知识单元 7：听写与听力训练 7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Was ist das Semesterticket? 
2.  Einkaufen am Sonntag 
Hörverständnis: 
l Reform der UN-Verwaltung 
l Diskussion um Riester-Rente 
l Deutschland führend bei Inovationen 
l Neue Paralypics in Turin gestartet 
l Oscar- Verleihung in Hollywood 
l Verleihung der Buder-Rosenzweig- Medaille 
l Warndienst für Computernutzer 
l EZB erhöht Zinsen 
2 Stunden benötigt. 
6.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7.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8. Übungen （练习） 
9.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10.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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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 
一篇听写，两段听力 

知识单元 8：听写与听力训练 8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Sprache und soziale Herkunft 
2.  Umweltverschmutzung und Umweltschutz 
Hörverständnis: 
l Auftragslage in der Bauwirtschaft 
l Uneinigkeit über Einbürgerungsvoraussetzungen 
l Bau des Berliner Großflughafens 
l Bundestag beschließt Steuerpaket 
l Köhler mahnt bessere Familienförderung an 
l Über 2000 Verlage präsentieren sich in Leipzig 
l Weltweite Demonstrationen gegen Irak-Krieg 
l Verlängerung der Öffnungszeiten wahrscheinlich 
2 Stunden benötigt. 
6.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7.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8. Übungen （练习） 
9.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10.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 
一篇听写，两段听力 

知识单元 9：听写与听力训练 9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Ozonalarm 
2.  Der Tag des Baumes 
Hörverständnis: 
l Auftakt zur Haushaltdebatte 
l Der Test des A380 war erfolgreich 
l Private Kopien auch künftig erlaubt 
l WM-Übung in Hannover 
l In Deutschland gilt wieder die Sommerzeit 
l Tornado verursacht schwere Schäden 
l Russland und China wollen Beziehungen vertiefen 
l ETA verkündet Waffenstill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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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unden benötigt. 
6.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7.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8. Übungen （练习） 
9.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10.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 
一篇听写，两段听力 

知识单元 10：听写与听力训练 10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Oma und Opa spielen Computerspiele 
2.  Fernsehen will gelernt sein 
Hörverständnis: 
l Lehmann statt Kahn 
l Neuer Parteichef sollKurt Beck werden 
l Diskussion über möglichen Mindestlohn 
l Elbe-Hochwasser 
l Schröder wusste nichts von Bürgschaft 
l Deutsche Bibliothek in Frankfurt wird Nationalbibliothek 
l EU und USA setzen Palästinenser- Hilfen aus 
l Medien berichten über Pläne für US-Angriff auf Iran 
2 Stunden benötigt. 
6.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7.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8. Übungen （练习） 
9.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10.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 
一篇听写，两段听力 

知识单元 11：听写与听力训练 11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Beijing 2008 
2.  Einwanderer in Deutschland 
Hörverständnis: 
l ICE-Unf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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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Patient soll Mahnkosten tragen 
l Papst feiert seine erste Ostermesse 
l Chinas Präsident besucht Microsoft 
l Neue Korvetten für die Marine 
l Krankenstand auf Rekordtief 
l Verkehrsminister Tiefensee rechnet mit weiter hohen Spritpreisen 
l Kassen zahlen Akupunktur- Behandlungen 
2 Stunden benötigt. 
6.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7.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8. Übungen （练习） 
9.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10.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 
一篇听写，两段听力 

知识单元 12：听写与听力训练 12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Der Schwarzwald - eine der beliebtesten Tourismuslandschaften Deutschlands 
2.  Ein Leben ohne Auto? 
Hörverständnis: 
l Kuba, Venezuela und Bolivien schließen Handelspakt 
l Annan mit UN-Reform gescheitert 
l Bonner Schule erteilt zwei verschleierten Musliminen Hausverbot 
l NATO ist offen für neue Mitglieder 
l Das Klima erwärmt sich um vier Grad 
l Diskussion um Sanktionen bei Ablehnung eines Jobs 
l Schumacher startet von Pole Position 
l Grundsatzprogramme von CDU und SPD 
2 Stunden benötigt 
6.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7.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8. Übungen （练习） 
9.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10.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 
一篇听写，两段听力 

知识单元 13：听写与听力训练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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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Jobben im Studium 
2.  Zurück zum ,,Tante-Emma-Laden"? 
Hörverständnis: 
l Feiern zum Europatag 
l Anhörung zu Börsengang der Deutschen Bahn 
l Deutschland im UN-Menschenrechtsrat 
l Deutschland fällt im Wohnstandsvergleich weiter zurück 
l FC Bayern München ist Deutscher Meister 
l Weniger Tote durch harte Drogen 
l Europäische Union verhängt weitere Handelssanktionen gegen die USA 
l Systemwechsel in der Familienpolitik 
2 Stunden benötigt. 
6.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7.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8. Übungen （练习） 
9.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10.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 
一篇听写，两段听力 

知识单元 14：听写与听力训练 14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Die Erfolgsrezepte von Aldi 
2.  Zhang Yin, der reichste Mensch in China 
Hörverständnis: 
l Steinbrück: Sozialversicherung auf Finanzierung durch Steuern umstellen 
l Anzahl der rechtsextremistischen Gewalttaten steigt 
l Filmfestspiele in Cannes eröffnet 
l Bundestag beschließt Mehrwertsteuererhöhung 
l Millione EURO für eine Geige 
l Juso-Kongress fordert Öffnung der SPD nach links 
l Merkel will EU-Verfassungsprozess vorantreiben 
l Eröffnung des Medienzentrums in München 
2 Stunden benötigt. 
6.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7.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8. Übungen （练习） 
9.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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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 
一篇听写，两段听力 

知识单元 15：听写与听力训练 15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Wellness- ein neuer Trend 
2.   Immer mehr Frauen treiben auch im Alter Sport 
Hörverständnis: 
l Kanzlerin Merkel in China 
l Aids-Ausbreitung verlangsamt sich 
l Neuer Bahnhof in Berlin 
l Pulitzer-Preis in New York verliehen 
l PEN-Kongress in Berlin 
l NRW verbietet muslimischen Lehrerinnen Kopftuch im Unterricht 
l Erwärmung des Wassers gefährde Fischbestände 
l Glos schließt Kürzung nicht aus 
2 Stunden benötigt. 
6.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7.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8. Übungen （练习） 
9.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10.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 
一篇听写，两段听力 

知识单元 16：听写与听力训练 16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ktat:  
1.  Das Olympische Feuer 
2.  Distress und Eustress 
Hörverständnis: 
l Mit Russland einig über Teilrückzahlung von Schulden 
l Mehr als eine Million Fans feiern friedlich WM- Auftakt in Deutschland 
l Deutschland ist ein Zuwanderungsland 
l Neues Abfindungsangebot bei VW 
l OPEC beschließt hohe Förderquote 
l UN warnen vor Vordringen der Wü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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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röffnung des Literaturmuseums in Marbach 
l Deutsches Team sorgt sich um Michael Ballack 
2 Stunden benötigt. 
6.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背景知识介绍） 
7. Nachrichten mit Vokabeln  （新闻和注释） 
8. Übungen （练习） 
9. Übersetzungen （翻译练习） 
10. Zusammenfassung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听力内容相关的背景知识和表达。 
2．掌握听写过程中的难点，学习与内容相关的词汇。 
作业： 
一篇听写，两段听力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2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3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4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5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6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7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8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9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10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11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12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13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14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15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16 听写两篇，听力八段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德语听力 3 
后续课程：德语高级听力 1、德语高级听力 2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德语听力训练。 
难点：德语听写。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l 在具体进行每节课的听力内容之前，先总体介绍这节课所选取听力内容的背景介绍，让学

生有大概的了解。 
l 选取德国电台、德国之声、德国电视一台等德国主流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作为听力训练

的材料 
l 根据所听到的内容，要求学生完成相应的练习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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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再次进行听力材料的训练，要求学生将听力内容翻译成流畅明白的中文。 
l 教师就本节课内容作出总结和点评，并解答学生的问题。 
教学手段： 
1.  背景知识介绍。 
2.  德语听力材料。 
3.  练习。 
4.  翻译。 
5.  总结。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的最终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期中成绩和期末笔试成绩三部分组成。平时成

绩包括考勤及学生的课堂表现（如报告的质量如何、是否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等）,占总成绩的 10%，
期中考试为闭卷考试占总成绩的 20%，期末进行闭卷考试,考核学生在这个学期听力水平的提高程
度，占总成绩的 70%。 

5、作业要求： 
一篇听写，两段听力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德语听力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姚晓舟著: 《德语中级听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 
2.江楠生 著:《德语听写训练 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Edward 著: 《循序渐进德语听力(中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 
2. Wolgang Hieber编：《学习德语 - 强化听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  

执笔：张文鹏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3日 

 

德语口语（一） 
Oral German I 

课程号：3080100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能与外宾进行简单的德语日常对话； 
2、口头表达准确，语音、语调流畅、自然。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课堂内外的口语练习，初步培养学生的德语口语表达能力，使学生能用

德语就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情景进行简单交流，同时做到语音、语调基本正确，语言较规范流利，无

重大语法错误。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Vorstellung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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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Handreichung zum Arbeitsblatt „Vorstellung“: 
1. Die Lerner arbeiten zu zweit. Mit Hilfe des Modellinterviews und des Baukastens soll ein 

wechselseitiges Interview durchgeführt werden. Dabei sollen sich beide  Partner Notizen machen.  
2. In einem ersten Schritt sollte geklärt werden, ob die Partner sich duzen oder siezen.  
3. Sofern Modelldialoge und dazugehörige Baukästen nicht bekannt sind, muss erläutert werden, 

dass das Modell auf ein Minimum reduziert ist und die sprachliche Umsetzung bei den Lernern liegt. Die 
Umsetzung können sie mit Hilfe des Baukastens vornehmen.  

4. Haben alle Zweiergruppen ihre Interviews beendet, so wechseln alle den Partner.  
5. In der neuen Zweiergruppe erzählt nun jeder über den Partner, den er vorher interviewt hat. 

Auch hierbei helfen der Modelldialog und der Baukasten. Es gibt zwei Alternativen: entweder wird ein 
Interview in der dritten Person durchgeführt (Wie heißt er?… Er heißt…) oder die Fragen 
werdenweggelassen und jeder Partner berichtet. Wiederum notieren sich beide Partner die Informationen, 
die sie bekommen.  

6. Haben alle Zweiergruppen die Aufgabe beendet, stellt jeder im Plenum die Person vor, über die 
er/sie Informationen in der zweiten Partnerarbeit erhalten hat. Damit alle wissen, über wen gesprochen 
wird, sollten die Lerner Namenskarten vor sich stehen haben.  

MODELLDIALOG 
Person A: Name? 
Person B: Nancy Gómez. 
Person A: Woher? 
Person B: Barcelona. 
Person A: Was / machen? 
Person B: Lehrerin. 
Person A: Sprachen? 
Person B: Englisch, Spanisch. 
SPRACHBAUKASTEN 

fragen, wie jemand heißt  
Wie heißt du?  
Wie heißen Sie?  
Wie heißt er/sie?  

sagen, wie man heißt  
Ich heiße… 
 

sagen, wie jemand heißt  
Er/sie heißt…  
 

fragen, woher jemand  
kommt  
Woher kommst du?  
Woher kommen Sie?  
Woher kommt er/sie?  

sagen, woher man kommt  
Ich komme aus…. 
 

sagen, woher jemand 
kommt  
Er/sie kommt aus…  
 

fragen, was jemand macht  
Was machst du?  
Was machen Sie?  
Was macht er/sie?  

sagen, was man macht  
Ich arbeite. Ich bin  
Lehrer/in.  
Ich studiere. 

sagen, was jemand macht  
Er/sie arbeitet. Er/sie ist  
Lehrer/in.  
Er/sie studiert.  

fragen, ob jemand meine  
Sprache spricht  
Sprichst du Englisch?  
Sprechen Sie Englisch?  
Spricht er/sie Englisch?  

sagen, welche Sprache  
man spricht  
Ich spreche Englisch und  
Spanisch. 
 

sagen, welche Sprache  
jemand spricht  
Er/sie spricht Englisch und  
Spanisch.  
 

学习目标： 
1．sich vorste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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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Zwei Personen stellen einander vor 
3.  den dritten vorstellen 
作业： 
Dialogübung: Stellen Sie sich oder einen Bekannten den anderen vor. Verwenden Sie dabei die 

Redemittel im Sprachbaukasten. 
知识单元 2：jemanden interviewen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Handreichung zum Arbeitsblatt „INTERVIEW“: 
1. Die kommunikative Aufgabe dieser Aktivität ist, dass die Lerner sich in 

Partnerarbeitgegenseitig Fragen zu ihrer Person, zu ihrer Freizeitgestaltung und zu ihrem 
Tagesablaufstellen, diese Fragen beantworten und ihren jeweiligen Partner anschließend dem Plenum 
vorstellen.  

2. Die Aktivität kann sowohl im Präsenzunterrichtmit Lehrer und Lernern als auch in 
Lerngruppendurchgeführt werden.  

3. Es sollten mindestens vier Teilnehmeranwesend sein.  
4. Jeder Lerner kann seinem Partner fünf Fragen stellen. Die Anzahl der Fragen kann 

selbstverständlich variiert werden; es besteht jedoch die Gefahr, dass die Aktivität bei zu vielen Fragen 
die Lerner ermüdet und an Reiz verliert.  

5. Die Lerner suchen sich die Fragen, die sie ihrem Partner stellen möchten, selbst aus. Hierbei 
dienen die Fragen in der Randspalte als Hilfestellung. In der linken Randspalte finden sich Fragen in der 
Sie-Form; die rechte Randspalte enthält Fragen in der Du-Form. Vor Beginn der Aktivität sollte geklärt 
werden, ob die Lerner sich siezen oder duzen.  

6. Selbstverständlich können auch Fragen gestellt werden, die nicht in der Randspalte zu finden 
sind. Dabei sollte darauf geachtet werden, dass nur „W-Fragen“(„Wie“, „Was“, „Wann“) formuliert 
werden, damit der Gefragte angehalten ist, in einem vollständigen Satz zu antworten.  

7. Der Ablaufsollte folgender sein: Zunächst befragt Lerner A Lerner B zu seiner Person, zu seiner 
Freizeitgestaltung und/oder zu seinem Tagesablauf. Lerner B beantwortet die Fragen, während Lerner A 
sich die Antworten notiert. Anschließend befragt Lerner B Lerner A. Lerner A beantwortet die Fragen, 
während Lerner B sich die Antworten notiert. Sobald alle Gruppen mit den gegenseitigen Interviews fertig 
sind, stellt Lerner A Lerner B dem Plenum vor, Lerner B stellt Lerner A dem Plenum vor usw.  

MODELLDIALOG 
Person A: Wie heißt du? 
Person B: Ich heiße Henry Diallo. 
Person A: Und wie alt bist du? 
Person B: Ich bin 21 Jahre alt. 
Person A: …? 
Person B: …. 
Person B: Wie heißt du? 
Person A: Ich heiße Maria Bugaj. 
Person B: …? 
Person A: …. 
Ergebnis 
Person A: Mein Partner heißt Henry Diallo. Er ist 21 Jahre alt. … 
Person B: Meine Partnerin heißt Maria Bujaj. S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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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p: 
Die Fragen in dem Sprachbaukasten helfen Ihnen.  
SPRACHBAUKASTEN 

Sie du 
Wie heißen Sie?  Wie heißt du?  
Wie alt sind Sie?  Wie alt bist du?  
Was machen Sie beruflich?  Was machst duberuflich?  
Wann stehen Sie morgens auf? Wann stehst du morgens auf? 
Wann frühstücken Sie? Wann frühstückst du? 
Wann gehen Sie aus dem Haus? Wann gehst du aus dem Haus? 
Wann gehen Sie zur Arbeit?/ Wann fahren 
Sie zur Arbeit?  

Wann gehst du zur Arbeit?/ Wann fährst 
du zur Arbeit?  

Wie lange arbeiten Sie? Wie lange arbeitest du? 
Wann kommen Sie nach Hause? Wann kommst du nach Hause? 
Was machen Sie abends gern?  Was machst du abends gern?  
Was machen Sie gern in Ihrer Freizeit?  Was machst du gern in Ihrer Freizeit?  
Was machen Sie heute Nachmittag? Was machst du heute Nachmittag? 
Was machen Sie heute Abend?  Was machst du heute Abend?  

学习目标： 
1．mit dem Partner ein kleines Interview führen 
2．der Gruppe den Partner / die Partnerin vorstellen 
作业： 
Dialogübung: Führen Sie mit einem anderen in Ihrer Klasse ein kleines Interview. Verwenden Sie 

dabei die Redemittel im Sprachbaukasten. 
知识单元 3：Lüge oder Wahrheit?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Handreichung zum Arbeitsblatt „INTERVIEW“: 
Die kommunikative Aufgabe dieser Aktivität ist, Vorlieben und Abneigungen in Bezug auf 

Kleidungsstücke und deren Farben auszudrücken. Die Aktivität kann sowohl im Präsenzunterricht mit 
Lehrer und Lernern als auch in Lerngruppen durchgeführt werden.  

Spielanleitung:  
1. Es sollten mindestens drei Teilnehmer anwesend sein.  
2. Zuerst wird ein Teilnehmer als Spielleiter ausgewählt. Ist ein Lehrer anwesend, kann er der 

Spielleiter sein.  
3. Jeder Lerner nimmt sich zwei Blätter und schreibt in großen Buchstaben Lüge auf das eine Blatt 

und Wahrheit und auf das andere Blatt.  
4. Jeder Lerner nimmt sich ein drittes Blatt und schreibt drei Sätze auf, in denen seine Vorlieben 

bzw. Abneigungen in Bezug auf Kleidungsstücke und deren Farbe genannt werden: z.B.:  
1) „Ich mag schwarze Hüte überhaupt nicht.“  
2) „Ich finde rote Pullover super.“  
3) „Rote Schuhe gefallen mir sehr gut.“  
5. Diese Sätze können wahr sein. Sie können aber auch eine Lüge sein. Es können auch ein bzw. 

zwei der Sätze wahr sein und ein bzw. zwei Sätze eine Lüge sein. 
6. Wenn alle Lerner ihre Sätze aufgeschriebenhaben, liest der erste Lerner seinen ersten Satz v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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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ach dem Vorlesen des ersten Satzes wählen alle anderen Lerner entweder das Blatt Wahrheit 
oder das Blatt Lüge aus und legen es verdeckt vor sich hin. 

2) Auf ein Zeichen hin, das der Spielleiter gibt, werden die Lüge- oder Wahrheit-Blätter 
umgedreht.  

3) Jetzt erklärt der Lerner, der den Satz vorgelesen hat, ob der vorgelesene Satz eine Lüge oder die 
Wahrheit war.  

7. Der Spielleiter vergibt nun Punkte und notiert diese: Jeder Lerner, dessen Tipp richtig war, 
bekommt einen Punkt. Die Lerner mit einem falschen Tipp bekommen keinen Punkt.  

8. Gewonnen hat der Lerner, der nach dem Vorlesen und Auswerten aller Sätze von allen Lernern 
die meisten Punkte hat.  

Tipp:  
Die Illustration mit den Namen der Farben, die Illustration mit den Namen von Kleidungsstücken 

und das Barometer helfenden Lernern bei der Formulierung der Sätze.  
Die Farben 
Aufgabe 1: Wie heißen diese Farben? Schreiben Sie die Namen der Farben zu der Zeichnung.  
Kleidungsstücke 
Aufgabe 2: Wie heißen diese Kleidungsstücke? Schreiben Sie die Namen der Kleidungsstücke im 

Singular und Plural zu den Zeichnungen.  
SPRACHBAUKASTEN 

Vorlieben und Abneigungen: Barometer 
Ich finde ... super. 
Ich mag ... sehr gern. 
... gefällt/ gefallen mir sehr gut. 

 
 
☺☺☺ 

Ich finde rote Schuhe super.  
Ich mag rote Schuhe sehr gern.  
Rote Schuhe gefallen mir sehr gut.  

Ich mag ... sehr. 
... gefällt/ gefallen mir sehr. 

☺☺ Ich mag rote Schuhe sehr.  
Rote Schuhe gefallen mir sehr.  

Ich mag ... 
... gefällt/ gefallen mir. 
Ich finde ... gut. 

 
☺ 

Ich mag rote Schuhe.  
Rote Schuhe gefallen mir.  
Ich finde rote Schuhe gut.  

Ich finde ... in Ordnung. 
Ich finde ... OK. 

            K Ich finde rote Schuhe in Ordnung.  
Ich finde rote Schuhe OK.  

Ich finde ... nicht so gut. 
... gefällt/ gefallen mir nicht (so 
gut). 
Ich mag ... nicht. 
Ich mag ... nicht gern. 

 
L 

Ich finde rote Schuhe nicht so gut.  
Rote Schuhe gefallen mir nicht (so 
gut).  
Ich mag rote Schuhe nicht.  
Ich mag rote Schuhe nicht gern.  

... gefällt/gefallen mir gar nicht. 
Ich mag ... gar nicht. 

LL Rote Schuhe gefallen mir gar nicht.  
Ich mag rote Schuhe gar nicht.  

Ich finde ... scheußlich. 
Ich finde ... schrecklich. 
... gefällt/ gefallen mir überhaupt 
nicht. 

 
LLL 

Ich finde rote Schuhe scheußlich.  
Ich finde rote Schuhe schrecklich.  
Rote Schuhe gefallen mir überhaupt 
nicht.  

学习目标： 
1．Vorlieben in Bezug auf Kleidungsstücke und deren Farben ausdrücken 
2．Abneigungen in Bezug auf Kleidungsstücke und deren Farben ausdrücken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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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logübung: Führen Sie einen Dialog mit einem Partner über deine Vorlieben und Abneigungen in 
Bezug auf Kleidungsstücke und deren Farben.  
知识单元 4：Was findest du ...?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Handreichung zum Arbeitsblatt „Was findest du ...?“: 
1. Die Lerner erhalten das Arbeitsblatt. Jeder Lerner liest die Wörter im Schüttelkasten sowie die 

kleinen Kästen. Verständnisfragen sollten sofort in der Gruppe geklärt werden. Anschließend ordnet jeder 
Lerner in Einzelarbeit die Wörter aus dem Schüttelkasten den eigenen Vorlieben und Abneigungen 
entsprechend in die kleinen Kästen ein. Dabei können auch Doppelungen vorkommen, z.B. kann man 
etwas lustig undinteressant finden oder langweilig undschwierig. 

2. Im zweiten Schritt arbeiten die Lerner in Partnerarbeit. Sie fragen sich gegenseitig, was sie 
interessant, lustig, langweilig oder schwierig finden. Abweichungen in der Zuordnung markieren die 
Lerner auf ihren Arbeitsblättern, indem sie z.B. anders lautende Zuordnungen ihres Partners in einer 
anderen Farbe hinzufügen. •In einem dritten Schritt wird im Plenum gearbeitet. Der Lehrer übernimmt an 
die Tafel oder den OHP die vier Kästen und lässt sich von einem Lerner dessen Zuordnungen diktieren. 
Dann fragt der Lehrer nach möglichen Abweichungen innerhalb der Gruppe und markiert diese 
Abweichungen.  

3. Anschließend könnte sich nun ein Gespräch (vorwiegend in der Muttersprache) über das Lernen, 
evtl. in Verbindung mit Lerntipps bzw. Lernstrategien entwickeln.  

Spielanweisung: 
1. Lesen Sie die Wörter in den fünf kleinen Kästen und im Schüttelkasten unten. 
2. Fragen Sie in der Gruppe, wenn Sie ein Wort nicht verstehen.  
3. Ordnen Sie die Wörter aus dem Schüttelkasten in die kleinen Kästen.  
4. Arbeiten Sie mit einem Partner.  
5. Fragen Sie den Partner z.B. : Was findest du langweilig? 
6. Ihr Partner antwortet Ihnen z.B. : Ich finde Vokabeln wiederholen langweilig. 
7. Schreiben Sie die Antworten von Ihrem Partner auf.  
8. Jetzt fragt Ihr Partner und Sie antworten. Ihr Partner schreibt Ihre Antworten auf. 
9. Vergleichen Sie in der Gruppe: Was finden Sie alle lustig / leicht / schwierig / interessant oder 

langweilig?  
10. Erklären Sie (in Ihrer Sprache), warum Sie die Aktivitäten so zuordnen.  
 
 
 
 
 
 
 
 
 
 
 
 
 
 
 
 
 

interessant langweilig Lustig (macht 
Spaß) 

schwierig le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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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üttelkasten  
 
 
 
 
 
 
 
学习目标： 
1．die üblichen Aktivitätan im Alltag auf Deutsch nennen 
2．Meinungen zu einer üblichen Aufgabe ausdrücken 
作业： 
Dialogübung: Führen Sie einen Dialog mit einem Partner über deine Meinungen zu einer Aktitität 

oder Sache.  
知识单元 5：Gemeinsamkeiten finden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Handreichung zur Aktivität „Gemeinsamkeiten finden“: 
Die kommunikative Aufgabe dieser Aktivität ist, Auskünfte einzuholen und Auskünfte zu geben. Die 

Lerner tauschen sich darüber aus, welche Gemeinsamkeiten sie haben.  
Die Aktivität kann sowohl im Präsenzunterricht mit Lehrer und Lernern durchgeführt werden als 

auch in Lerngruppen.  
Spielanleitung: 
1. Es sollten mindestens fünf Teilnehmer anwesend sein.  
2. Jeder Teilnehmer bekommt ein Arbeitsblatt (siehe nächste Seite).  
3. Die Lerner gehen von Teilnehmer zu Teilnehmer und fragen nach den jeweiligen Hobbys, 

Lieblingsfächern usw.  
z.B.: Was ist dein Lieblingsfach?  
4. Der jeweils gefragte Lerner antwortet und stellt eine Gegenfrage.  
z.B.: Mein Lieblingsfach ist Mathe. Und was ist dein Lieblingsfach?  
5. Die Gegenfrage wird beantwortet.  
z.B.: Mein Lieblingsfach ist auch Mathe. 
6. So findet jeder Lerner seine Gemeinsamkeiten mit den anderen Lernern heraus. Jeder Lerner 

macht sich zuden Gemeinsamkeiten Notizen.  
7. Abschließend stellt jeder Lerner die Gemeinsamkeiten, die ermit den anderen Teilnehmern in 

der Gruppe hat, vor.  
8. Die Gruppe zählt, wie viele Gemeinsamkeiten der Vortragende mit den anderen Teilnehmern 

hat und abschließend wird ausgewertet, welcher Teilnehmer die meisten Gemeinsamkeiten mit anderen 
Teilnehmern hat. 

Gemeinsamkeiten finden 
Wer hat die meisten Gemeinsamkeiten mit den anderen Teilnehmern des Deutschkurses?  
Finden Sie Ihre Gemeinsamkeiten mit den anderen Teilnehmern Ihres Deutschkurses heraus. Machen 

Sie sich Notizen, wenn Sie Gemeinsamkeiten feststellen.  
Finden Sie jemanden im Kurs oder in der Lerngruppe, der ...  
1. ... das gleiche Hobby wie Sie hat.  
2. ... der das gleiche Lieblingsfach wie Sie hat.  

ein Diktat schreiben        auf Deutsch antworten          Pause machen  

Hausaufgaben machen      einen Text korrigieren          zu Hause lernen  

Wörter notieren            jeden Tag studieren            Grammatik üben  

Vokabeln wiederholen      die Hausaufgaben zeigen        einen Text lesen  

ein Telefongespräch hören   den Lehrer fragen           andere Lerner fr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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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der das gleiche studiert wie Sie oder das gleiche studiert hat.  
4. ... der den gleichenBeruf wie Sie hat.  
5. ... der das gleiche Lieblingstier wie Sie hat.  
6. ... der das gleiche Lieblingsessen wie Sie hat.  
7. ... der den gleichen Lieblingsfilm wie Sie hat.  
8. ... der den gleichen Lieblingsschauspieler oder die Lieblingsschauspielerin wie Sie hat.  
9. ... der den gleichen Lieblingssänger oder die gleiche Lieblingssängerin wie Sie hat.  
10. ... der das gleiche Lieblingsbuch wie Sie hat.  
11. ... im gleichen Jahrwie Sie geboren ist.  
Stellen Sie anschließend Ihre Gemeinsamkeiten der Gruppe vor. 
• ________und ich haben beide das Lieblingshobby______.  
• _______ und ich haben beide das Lieblingsfach _____.  
• _______ und ich studieren beide _____/ haben beide _______ studiert.  
• _______ und ich sind beide _____ von Beruf.  
• _______ und ich haben beide das Lieblingstier _____.  
• _______ und ich haben beide das Lieblingsessen _____.  
• _______ und ich haben beide den Lieblingsfilm _____.  
• _______ und ich haben beide das Lieblingsfach _____.  
• _______ und ich haben beide den Lieblingsschauspieler____.  
• _______ und ich haben beide die Lieblingssängerin_____.  
• _______ und ich haben beide das Lieblingsbuch_____.  
• _______ und ich sind beide im gleichen Jahr geboren. 
学习目标： 
1．Auskünfte einholen und Auskünfte geben  
2．sich darüber austauschen, welche Gemeinsamkeiten sie haben 
作业： 
Dialogübung: Stellen Sie einander Fragen und geben Sie dabei Ihre eigene Antworten. Finden Sie 

dann Gemeinsamkeiten zwischen Ihnen.  
知识单元 6：Wechselspiel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Handreichung zur Aktivität „Gemeinsamkeiten finden“: 
Handreichung zum Wechselspiel: 
Die Lerner arbeiten zu zweit.  
Jeder Partner bekommt eine der beiden Übersichten auf Seite 2 und 3.  
Die Partner dürfen nur ihr eigenes Blatt lesen.  
Die fehlenden Informationen auf den Übersichten sollen ergänzt werden. Dazu wird jeweils der 

Partner befragt.  
Wichtig: als Hilfestellung sollten vorher alle Fragen, die die Lernerbenötigen, um die Aufgabe zu 

erledigen, gemeinsam an der Tafel/auf dem OHP festgehalten werden, so dass die Lerner jederzeit auf 
diese Hilfestellung zurückgreifen können.  

Beispielfrage: Wo wohnt Gregor Siebert?  
Seit wann wohnt Katrin Wolf hier?  
Die Partner können unterschiedlich vorgehen: Entweder werden zuerst alle fehlenden Informationen 

in Bezug auf Katrin Wolf, Gregor Siebert und Käthe Steiner erfragt und ergänzt. Dann erst befragen s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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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Partner in Bezug auf sich selbst („Sie“ und „Ihr Partner“). Oder die Partner ergänzen jeweils eine Zeile 
komplett und gehen dann zur nächsten Zeile über.  

Wechselspiel 
Partner A 

 Katrin Wolf Gregor 
Siebert 

Käthe Steiner Sie Ihr Partner 

wohnt im ersten  
Stock,  
rechts 

 Erdgeschoss,  
links 

  

wohnt hier seit      
ist  2003    
wohnt verheiratet  verwitwet   
die Wohnung  
hat  
 

 in einer WG    

hat diese  
Möbel im  
Wohnzimmer  

drei  
Zimmer,  
Küche, Bad,  
Balkon  

 Zimmer,  
Küche, Bad  
 

  

sitzt am  
liebsten  
 

 die WG hat  
kein  
Wohnzimmer 

   

 auf dem  
Balkon  
 

 dem  
Fernseher im  
Wohnzimmer 

  

Wechselspiel 
Partner B 

 Katrin Wolf Gregor Siebert Käthe Steiner Sie Ihr Partner 
wohnt im  zweiten  

Stock,  
rechts 

   

wohnt hier seit 1999 1970    
ist  ledig    
wohnt Zusammen 

mit Mann 
und Kind 

 alleine   

die Wohnung  
hat  
 

  drei  
Zimmer,  
Küche, Bad 

   

hat diese  
Möbel im  
Wohnzimmer  

einen  
Schrank, ein  
Sofa und  
einen Tisch  

 Sofa,  
zwei Sessel  
und einen  
Schrank  

  

sitzt am  
liebsten  

 in der Kü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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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Fragen über einen anderen sammeln  
2．Informationen von anderen bekommen 
作业： 
Dialogübung: Informieren Sie ich über einen Ihrer Mitschüler oder Mitschülerinnen durch einen 

Dialog. 
知识单元 7：Was esse ich?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Handreichung zu „Was esse ich?“: 
1. Die Lerner arbeiten zu zweit. 
2. Zuerst schreibt jeder Partner für sich auf, was er meistens oder am liebsten morgens, mittags 

und abends isst und trinkt und was er nie isst (Beispiel s. Seite 2, Schritt 1). Dabei dürfen zu jeder 
Mahlzeit maximal drei Lebensmittel und ein Getränk aufgeführt werden.  

3. Dann ordnen beide Partner für sich die aufgeführten Lebensmittel und Getränke in einer 
alphabetischen Liste (Beispiel s. Seite 2, Schritt 2). 

4. Diese Listen werden mit dem Partner getauscht.  
5. Die Partner müssen nun versuchen zu erraten, welche Lebensmittel und Getränke der andere 

Partner zu welcher Mahlzeit zusich nimmt und welches Lebensmittel der andere Partner nieisst (Beispiel s. 
Seite 2, Schritt 3).  

6. Für jedes Lebensmittel oder Getränk, das ein Partner richtig geraten hat, erhält er einen Punkt. 
Gewonnen hat am Ende der Partner, der die meisten Punkte sammeln konnte. 

Was esse ich? 
Schritt 1: Schreiben 
 
 
 
 
 
 
 
 
Schritt 2: Ordnen 
 
 
 
 
 
 
 
 
 
 
 
 

Zum Frühstück esse ich ein Croissant. 
Zum Frühstück trinke ich einen Kaffee.  
Zu Mittag esse ich meist ein Baguette mit Käse.  
Zu Mittag trinke ich ein Mineralwasser.  
Am Abend esse ich am liebsten Fisch, Reis und Salat.  
Am Abend trinke ich ein Glas Wein.  
Ich esse nie Fleisch.  

Liste in alphabetischer Ordnung:  
 • Baguette  
 • Croissant  
 • Fisch  
 • Fleisch  
 • Käse  
 • Kaffee  
 • Mineralwasser  
 • Reis 
 • Salat  
 • W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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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ritt 3: Sprechen 
Partner A: Zum Frühstück isst du ein Croissant. Stimmt das? 
Partner B: Ja, das stimmt. 
Partner A: Zum Frühstück trinkst du ... 
Partner B: …. 
学习目标： 
1．Lebensmittel und Getränke auf Deutsch ausdrücken 
2．danach fragen, was jemand gegessen und getrunken hat 
作业： 
Dialogübung: Informieren Sie ich über die Essgewohnheiten eines Deutschen oder eines Chinesen. 

知识单元 8：Telefonieren Sie!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Handreichung zu „Telefonieren Sie!“:  
1. Die kommunikative Aufgabe dieser Aktivität ist das Telefonieren im Beruf.  
2. Die Aktivität kann sowohl im Präsenzunterricht mit Lehrer und Lernern durchgeführt werden 

als auch in Lerngruppen.  
Spielanleitung:  
1. Es sollten mindestens zwei Teilnehmer anwesend sein. Die Teilnehmer arbeiten in 

Zweiergruppen.  
2. Je ein Teilnehmer aus jeder Zweiergruppe bekommt die Karten 1a, 2b, 3a, 4b, 5a und 6b. Der 

andere Teilnehmer bekommt die Karten 1b, 2a, 3b, 4a, 5b und 6a. 
3. Wenn alle Karten verteilt sind, telefonierendie beiden Teilnehmer jeder Zweiergruppe 

miteinander.  
Dabei sollen die Teilnehmer besonders auf die Begrüßung und die Verabschiedung am Telefon 

achten. Die Redemittel hierzu finden sie in dem Beispieldialog auf dem Arbeitsblatt.  
4. Der Lehrer geht von Gruppe zu Gruppe undgibt Ratschläge bzw. verbessert die Teilnehmer.  
5. Nach Beenden der Gruppenarbeit stellt jede Gruppe ein Telefonat vor. Möglich ist auch die 

Variante, dass die Lerner sich selbst eine Situation für einen Telefondialog ausdenken und den 
entsprechenden Dialog vorspielen.  

Telefonieren Sie! 
1. Lesen Sie den Telefondialog. Achten Sie besonders auf die Begrüßung und die Verabschiedung 

am Telefon.  
Zahnarztpraxis Weißzahn, Maike Lächler am 
Apparat. Guten Tag, was kann ich für Sie 
tun?  

 

 Guten Tag, mein Name ist Meier. Ich habe 
seit gestern Zahnschmerzen. Könnte ich 
möglichst bald zu Ihnen kommen?  

Natürlich, Frau Meier. Können Sie besser 
vormittags oder nachmittags?  

 

 Nachmittags passt es mir besser. 
Möchten Sie am 23.September um 16.30 Uhr 
kommen?  

 

 Ja, sehr gern. Der 23. September passt mir 
g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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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ön, Frau Meier. Dann trage ich Sie für 
16.30 Uhr ein.  

 

 Danke schön. 
Auf Wiederhören, Frau Meier.  
 Auf Wiederhören. 

2. Spielen Sie die Dialoge unten. Achten Sie besonders auf die korrekte Begrüßung und 
Verabschiedung.  

Karte 1a:  
Sie heißen Frau Uhlmann. Sie sind 
Frisörin. Sie arbeiten in dem Salon 
Schönhaar. 

Karte 1b:  
Sie sind Herr Schmidtcke. Sie möchten einen 
neuen Haarschnitt. Sie haben nur abends ab 
18.30 Uhr Zeit.  

Karte 2a:  
Sie heißen Herr Müller und Sie arbeiten 
bei der Spar Bank. 

Karte 2b: 
Sie sind Frau Mustermass. Sie möchten ein 
Konto eröffnen.  

Karte 3a: 
Sie heißen Frau Schneider. Sie arbeiten 
im Restaurant Lecker. 

Karte 3b:  
Sie heißen Herr Steinig. Sie möchten im 
Restaurant Lecker einen Tisch für vier Personen 
reservieren.  

Karte 4a:  
Sie heißen Herr Leser. Sie arbeiten in 
einer Buchhandlung.  

Karte 4b:  
Sie heißen Frau Bücher. Sie möchten den Roman 
Die Buddenbrooks bestellen. Sie rufen in einer 
Buchhandlung an.  

Karte 5a:  
Sie heißen Herr Sause. Sie arbeiten in 
einem Taxiunternehmen. Sie nehmen 
dort die Telefonate an.  

Karte 5b:  
Sie heißen Frau Fliege. Sie möchten morgen um 
7.30 Uhr mit dem Taxi zum Flughafen fahren. 
Sie rufen bei einem Taxiunternehmen an und 
bestellen ein Taxi.  

学习目标： 
1．Telefonieren in verschiedenen Berufen 
2. korrekte Begrüßung und Verabschiedung bei verschiedenen Berufen 
作业： 
Dialogübung: Spielen Sie eine Rolle mit irgendeinem Beruf und führen Sie mit Ihren Partnern einen 

Dialog in diesem Beruf. 
知识单元 9：Was haben Sie gestern gemacht?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Handreichung zu „Was haben Sie gestern gemacht?“:  
1. Die kommunikative Aufgabe dieser Aktivität ist, darüber zu sprechen, was man gestern gemacht 

hat.  
2. Die Aktivität kann sowohl im Präsenzunterricht mit Lehrer und Lernern durchgeführt werden 

als auch in Lerngruppen.  
Spielanleitung:  
Es sollten mindestens fünf Teilnehmer anwesend sein.  
Jeder Lerner sagt fünf Sätze. Jeder Satz muss im Perfekt formuliert werden. In jedem Satz wird 

jeweils eine Tätigkeit genannt, die der Lerner am vorherigen Tag durchgeführt hat.  
z.B.: „Gestern Morgen habe ich mir die Zähne geput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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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 Vormittag habe ich Radio gehört.  
Mittags habe ich mit meinerFreundin Nudeln gegessen.  
Dann bin ich zur Uni gegangen.  
Abends habe ich einen Film gesehen.“  
Die Tätigkeiten, die genannt werden, dürfen sich nicht wiederholen. Wenn ein Lerner eine Tätigkeit 

nennt, die schon genannt wurde, scheidet er vom Spiel aus.  
Der Kursleiter entscheidet,ob die Lerner das Blatt Hilfestellung: Bildung des Partizip II (siehe 

nächste Seite) während des Spiels nutzen sollen.  
Tipps:  
1. Je größer die Gruppe ist, desto kleiner kann die Anzahl der zu nennenden Aktivitäten sein. So 

kann die Spielanweisung in sehr großen Gruppen z.B. lauten: Nennen Sie drei Dinge, die Sie gestern 
gemacht haben.  

2. Für den ersten Lerner ist die Übung also recht einfach. Für den letzten Lerner ist sie am 
schwierigsten.  

3. Wenn die Lerngruppe hinsichtlich des sprachlichen Könnens sehr heterogen ist, sollte der 
Lehrer die nicht sehr weit fortgeschrittenen Lerner das Spiel beginnen lassen und die weiter 
fortgeschrittenen Lerner am Ende des Spiels zu Wort kommen lassen.  

4. Die Spielanweisung kann themenspezifisch variiert werden. So kann das Spiel z.B. auf das 
Thema Reisen und Verkehrangewandt werden, indem die Spielanleitung lautet: Was hast du während 
deiner letzten Reise gemacht oder erlebt? 

Die Sätze der Lerner könnten dann beispielsweise so lauten:  
„Zu Beginn meiner Reise bin ich in den Zug gestiegen. Im Zug habe ich mir einen Kaffee gekauft. 

Am Ziel bin ich aus dem Zug ausgestiegen. Dann bin ich mit dem Taxi ins Hotel gefahren. Im Hotel habe 
ich geduscht.“  

Was haben Sie gestern gemacht? 
Spielanweisung:  
Nennen Sie fünf Tätigkeiten, die Sie gestern gemacht haben. Keine Tätigkeit darf sich wiederholen.  
Hilfestellung - Bildung des Partizip II  
Das Partizip II der regelmäßigen Verben bildet man so:  

ge ... t ge ... 
et 

 ... t 

gemacht gerettet studiert 
geschickt gearbeitet rasiert 

Das Partizip II der unregelmäßigen Verben bildet man meistens so:  
ge + Partizip-II-Stamm 

+ en 
gekommen 
gegeben 
gefahren 
gegangen 

Das Partizip II der trennbaren Verben bildet man so:  

regelm
äßig 

unregelm
äßig 

... ... ge ...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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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Partizip II der untrennbaren Verben bildet man so:  

regelmäßig unregelmäßig 
be-/ent-/er-/ge-/ver-/zer-/

wider ... (e)t 
be-/ent-/er-/ge-/ver-/zer-/

wider ... en 
beantwortet begonnen 
entfernt erfunden 
erzählt gewonnen 
verliebt verloren 

Tipp:  
Lernen Sie mit jedem neuen Verb, ob das Perfekt des Verbs mit haben oder mit sein gebildet wird. 
学习目标： 
1．Partizipien beherrschen  
2. darüber sprechen, was man gestern gemacht hat 
作业： 
Dialogübung: Führen Sie einen Dialog mit einem Partner oder einer Partnerin darüber, was er oder 

sie in einer früheren Zeit gemacht hat. 
知识单元 10：Wir gehen auf den Markt und kaufen ein!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Handreichung zu „Wir gehen auf den Markt und kaufen ein!“: 
Material: 
� Ein Lernerblatt mit der Aufgabe „Was gehört zusammen? Ordnen Sie zu.“,  
� Situationsbeschreibungen (z.B. auf dem Markt, in der Metzgerei), 
� Wortschatz zu Mengenangaben (z.B. 100 Gramm, 1 Liter) und  
� Wortschatz zu Einkaufsgütern (z.B. Wurst, Kuchen).  
Spielanleitung:  
1. Das Spiel ist an das Spiel Ich packe meinen Koffer angelehnt.  
2. Die Gruppengröße kann zwischen drei und zehn Spielern variieren.  
3. Als Vorbereitung sollen alle Lerner Aufgabe 1 („Was gehört zusammen? Ordnen Sie zu.“) 

bearbeiten.  
4. Nachdem alle Lerner Aufgabe 1) bearbeitethaben, wird in der Gruppe gespielt:  
Der erste Lerner gibt eine Situation vor (z.B. „Auf dem Markt“) und sagt einen Satz, z.B.: „Ich gehe 

auf den Markt und kaufe ein halbes Kilo Tomaten.“  
Der zweite Lerner erweitert den Satz, z.B.:  
„Ich gehe auf den Markt und kaufe ein halbes Kilo Tomaten und 200 Gramm Wurst.“  
Der dritte Lerner erweitert den Satz, z.B.:  
„Ich gehe auf den Markt und kaufe ein halbes Kilo Tomaten, 200 Gramm Wurst und 10 Scheiben 

Käse.“  
Auf diese Weise wird der Satz so lange erweitert, bis ein Lerner den Satz nicht mehr er-weitern kann 

oder einen Fehler macht. Danach wird eine neue Runde begonnen.  
Für die neue Runde wird ein Satz mit einer neuen Situation gebildet, z.B.: 

ge ... (e)t 
angemacht angekommen 
eingekauft zurückgefah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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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gehe in die Metzgerei und kaufe ein Kilo Rindfleisch.“  
5. Die Lerner dürfen sich während des Spielens keine Notizen machen.  
Der Lehrer sollte darauf achten, dass die Dinge, die eingekauft werden, zur Situation passen, z.B. 

kann Brot in der Bäckerei eingekauft werden, aber nicht in der Metzgerei.  
6. Die Redemittel und der Wortschatz auf dem Lernerblatt dienen den Lernern als Hilfe.  

Wir gehen auf den Markt und kaufen ein! 
1. Was gehört zusammen? Ordnen Sie zu. 
Tipp: Sie können Ihr Wörterbuch benutzen.  

 
 
 
 
 
 
Ich kaufe 

ein halbes Kilo 
zwei Tüten 
eine Tafel 
drei Dosen 
fünf Flaschen 
100 Gramm 
ein Kilo 
eine Schachtel 
einen Becher 
drei Stück 
ein Glas 
ein Päckchen 
einen Kasten 
einen Liter 
zehn Scheiben 

   Chips. 
   Cola. 
   Schweinefleisch. 
   Schinken. 
   Mineralwasser. 
   Schokolade. 
   Bier. 
   Pralinen. 
   Tomaten. 
   Kekse. 
   Joghurt. 
   Käse. 
   Kuchen. 
   Marmelade. 
   Milch. 

2. Ihr Lehrer erklärt Ihnen jetzt ein Spiel. Die Redemittel und der Wortschatz auf diesem Blatt helfen 
Ihnen beim Spielen.  

 
Ich gehe ... 

... auf den Markt 

... in die Metzgerei 

... in die Bäckerei 

... in den Supermarkt 

 
... und kaufe ... 

 
 
 
  
 
 
 
 
 
 
 
 
学习目标： 
in einem Supermarkt etwas Alltägliches kaufen 
作业： 
Spielen Sie mit Ihren Mitschülern eine Szene in einem deutschen Supermarkt und führen Sie dabei 

ein halbes Kilo …       2 Tüten …        2 Flaschen ...   
             1 Glas ...        5 Scheiben ...         1 Liter ... 

Schinken     Wurst     Chips     Milch     Tomaten 
Kekse     Nudeln     Joghurt   Schnaps 

Brot         Zucker      Salz 
Karotten       Äpfel      Bier      Orangensaft 

Mehl        Kuchen      Brot      Bananen 
Kartoffeln              Schweinefleis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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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en Dialog. 
知识单元 11：Interaktive Strukturübu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Handreichung zu „Interaktive Strukturübung“: 
1. Arbeiten Sie zu zweit. Zuerst schreibt jeder für sich die Sätze 1 – 7 auf ein leeres Blatt und 

ergänzt dabei die Lücken. Die Angaben sollten tatsächlich Ihren Vorlieben oder Abneigungen entsprechen. 
Nur im Notfall solltenSie Wörter aus dem unteren Kasten wählen.  

2. Jetzt nehmen Sie das Arbeitsblatt und schreiben die Wörter aus den Lücken auf Ihrem Blatt 
ungeordnet in den leeren Kasten. Ihr Partner macht das Gleiche.  

3. Tauschen Sie jetzt Ihre Arbeitsblätter. Versuchen Sie, die Lücken auf dem Arbeitsblatt Ihres 
Partners mit dessen Wörtern aus dem Kasten zu füllen. Schreiben Sie die Wörter dorthin, wo Sie glauben, 
dass Ihr Partner sie eingesetzt hat.  

4. Sprechen Sie jetzt. Ein Partner beginnt: „Ich glaube, du isst lieber Fisch als Salat. Stimmt 
das?“ Der andere Partner antwortet mit Ja oder Nein. Für jeden richtig rekonstruierten Satz gibt es einen 
Punkt.Der Partner mit den meisten Punkten hat gewonnen.  

Arbeitsblatt  
1. Ich esse lieber ___________ als _____________.  
2. Ich trinke lieber ___________ als _____________.  
3. Ich finde ________________ schöner als ________________.  
4. Ich finde __________________ interessanter als _______________.  
5. Ich liebe ___________________.  
6. Ich mache lieber Urlaub _______________ als ___________________.  
7. Ich finde ________________ schwieriger als ______________________.  
Kasten für eigene Wörter: 
 
 
 
 
 
 
 
 
 
 
  
 
 
 
 
 
 
 
 
学习目标： 
Interaktive Struktur üben 

 

Reis  Fleisch  Hamburger  Nudeln  Pizza  Salat  Käse  Obst  Grammatik 

Gemüse  Kartoffeln  Tee  Wein  Milch  Bier  Wasser  Saft  Kaffee 

hören  Berlin  Hamburg  Shakira  Penelope Cruz  Blumen  Bäume Wasser 

mein Bett  Bücher  grüne Wiesen  blauen Himmel  in Spanien  am Meer 

in den Bergen  in der Stadt  in der Karibik  Pferde  in Skandinavien 

Deutsch   Englisch   schreiben   lesen   spre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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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Führen Sie dabei einen Dialog, der mit einer interaktiven Struktur zu tun hat. 
（二） 实践教学   
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Vorstellung 3  
2 Interview 3  
3 Lüge oder Wahrheit? 3  
4 Was findest du ...? 3  
5 Gemeinsamkeiten finden 3  
6 Wechselspiel 3  
7 Was esse ich? 3  
8 Telefonieren Sie! 3  
9 Was haben Sie gestern gemacht? 3  

10 Wir gehen auf den Markt und kaufen ein! 3  
11 Interaktive Strukturübung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德语口语（二）、德语口语（三）、德语口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使用简单的日常德语进行对话，做到语音、语调、语法基本正确。 
难点：将语言学活，不死记硬背。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采取启发式和趣味式教学，引导学生使用已学词汇和句型。 
2. 鼓励学生课后多开口，反复运用，不断练习。 
教学手段： 
1. 利用板书、多媒体等多种手段，引入课程主题，调动学生多方面的积极性。 
2. 利用教室活动桌椅，鼓励学生互相之间及学生与老师之间用德语多交流，多表达。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平时成绩与期末口试相结合的形式。考核内容有：平时成绩（包括学生

出勤、课堂表现及作业完成情况）占 3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要求学生课下针对每一课主题进行双人或多人对话，下次上课时抽查。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尽可能新的德语口语教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选用原版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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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敏，聂黎曦主编《当代大学德语（1）》，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 10月第 1版。 
2. Hermann Funk、Christina Kuhn、Silke Demme等编著《交际德语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2010年 10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钱敏汝编著《德语口语教程（第 1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 5月第 1版。 
2. 奥夫德斯特拉斯编著《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初级）1》，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年

5月第 1版。  
执笔：赵叶莹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2日 

 

德语口语（二） 
Oral German II 

课程号：3080101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 能就一般日常生活话题进行简单的交谈； 
2、 能就熟悉的话题经一定的准备后,作简短的连贯性发言 
3、 口头表达准确，语音、语调流畅、自然。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课堂内外的口语练习，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德语口语表达能力，使学生能

用德语就日常生活话题进行简单交谈，同时做到语音、语调基本正确，语言规范流利，无明显语法

错误。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Nach dem Weg frag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Lektion 2 Nach dem Weg fragen 
Material:  
Stadtplan von München mit eingetragenen Sehenswürdigkeiten, den sich die Lerner entweder 

während des Unterrichts aus dem Internet heraussuchen können oder diesen bereits zu Hause im Internet 
recherchiert haben und mitbringen.  

Spielanleitung:  
1. Die Lerner arbeiten zu zweit. Partner A bekommt Arbeitsblatt A; Partner B bekommt 

Arbeitsblatt B. Die Partner dürfen nur ihr eigenes Arbeitsblatt lesen.  
2. Auf jedem Arbeitsblatt sind 3 Sehenswürdigkeiten der Stadt München abgebildet. Auf dem 

Arbeitsblatt A: der Marienplatz,das Lenbachhaus und die Frauenkirche. Auf dem Arbeitsblatt B: der 
Englische Garten, das Hofbräuhaus und der Viktualienmarkt.  

3. Um den Weg zu den gesuchten Sehenswürdigkeiten zu finden, soll jeweils der Partner befragt 
werden, z.B.  

„Entschuldigen Sie, würden Sie mir bittesagen, wie ich zum Deutschen Museum komme?“  
Der befragte Partner soll daraufhin den Weg zu der erfragten Sehenswürdigkeit beschreiben, so dass 

der Fragende die Wegbeschreibung und die entsprechende Sehenswürdigkeit im eigenen Stadt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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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gänzen bzw. markieren kann.  
4. Der Ausgangspunkt für die Wegbeschreibungen ist dabei immer der Hauptbahnhof.  
5. Als Hilfestellung dienen den Lernern die Redemittel im Kasten.  
6. Zwei Vorgehensweisen sind möglich,um die Aufgabe zu bewältigen:  
1) Entweder kann Partner A zuerst alle Wegbeschreibungen zu „seinen“ Sehenswürdig- keiten 

erfragen und anschließend erfragt Partner B alle Wegbeschreibungen zu „seinen“ Sehenswürdigkeiten.  
2) Oder Partner A und Partner B fragen abwechselnd nach je einer Wegbeschreibung.  
Tipp: Als weiterführende Aktivität zur Landeskunde können die Lerner nach Beenden der 

Partneraktivität „Nach dem Weg fragen“ Informationen zu den thematisierten Sehenswürdigkeiten im 
Internet recherchieren. Dazu könnten die Lerner den Auftrag erhalten, folgende Fragen zu beantworten:  

Seit wann gibt es die Sehenswürdigkeit?  
Was kann man dort machen?  
Wie gefällt Ihnen die Sehenswürdigkeit?  
Arbeitsblatt A - Nach dem Weg fragen  
Wo sind die Sehenswürdigkeiten, die unten abgebildet sind? Suchen Sie im Internet nach einem 

Stadtplan von München, in dem die Sehenswürdigkeiten der Stadt eingezeichnet sind.  
Sie befinden sich am Hauptbahnhof von München. Bitten Sie Ihren Partner, Ihnen den Weg zu den 

Sehenswürdigkeiten (dem Marienplatz, dem Lenbachhaus, der Frauenkirche usw.) von dort aus zu 
beschreiben.  

Redemittel: 
� Entschuldigen Sie, würden Sie mir sagen, wie ich zum/zur ... komme? 
� Entschuldigung, wie komme ich zum/zur...?  
� Können Sie mir bitte sagen, wie ich zum/zur... komme?  
学习目标： 
1. Entsprechende Redemittel beherrschen 
2. Mit richtigen Redemitteln nach dem Weg fragen 
作业： 
Spielen Sie einen freien Dialog, in dem es um dem Wegfragen geht. 

知识单元 2：Wer kennt uns am best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Handreichung zur Aktivität „Wer kennt uns am besten?“: 
Ziel: Die kommunikative Aufgabe dieser Aktivität ist, Auskünfte zur eigenen Person zu geben. 

Hierbei sollen der Komparativ und der Superlativ verwendet werden.  
Spielanleitung:  
1. Es sollten mindestens fünf Lerner teilnehmen. Zuerst wird ein Teilnehmer als Spielleiter 

ausgewählt. Ist ein Lehrer anwesend, kann er der Spielleiter sein.  
2. Jeder Lerner nimmt zwei Blätter und schreibt in großen Buchstaben Lüge auf das eine Blatt und 

Wahrheit auf das andere Blatt.  
3. Jeder Lerner nimmt ein drittes Blatt und schreibt drei Sätze auf, in denen er Auskünfte über sich 

gibt. Dabei sollen der Komparativ und/oder der Superlativ verwendet werden, z.B.:  
„Ich arbeite lieber nachts als tagsüber.“  
„Am liebsten esse ich Pizza.“  
„In meiner Küche ist es heller als in meinem Badezimmer.“  
„Ich bin kleiner als meine M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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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en finde ich besser als Fernsehen.“  
4. Mindestens einer der Sätze soll wahr sein und mindestens einer der Sätze soll eine Lüge sein.  
5. Wenn alle Lerner ihre Sätze aufgeschrieben haben, liest der erste Lerner seine Sätze vor.  
6. Nach dem Vorlesen jedes Satzes wählen die anderen Lerner entweder das Blatt Wahrheit oder 

das Blatt Lüge aus und legen es verdeckt vor sich hin.  
7. Auf ein Zeichen hin, das der Spielleiter gibt, werden die Blätter umgedreht. Jetzt erklärt der 

Lerner, der den Satz vorgelesen hat, ob der vorgelesene Satz eine Lüge ist oder der Wahrheit entspricht. 
Der Spielleiter vergibt nun Punkte und notiert diese.  

8. Jeder Lerner, dessen Tipp richtig war, bekommt einen Punkt. Lerner, die einen falschen Tipp 
abgegeben haben, bekommen keinen Punkt.  

9. Gewonnen hat der Lerner, der nach Beenden der Aktivität die meisten Punkte hat. 
学习目标： 
1. Komparativ und Superlativ verwenden  
2. Auskünfte zur eigenen Person geben 
作业： 
Entwerfen Sie Dialoge, in denen Komparative und Superlative benutzt werden. 

知识单元 3：Gefühle beschreiben und nach Gefühlen frag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Handreichung zum Rollenspiel „Gefühle beschreiben und nach Gefühlen fragen“:  
Die kommunikative Aufgabe dieser Aktivität ist, die eigenen Gefühle zu beschreiben und nach den 

Gefühlen des Gesprächspartners zu fragen.  
Spielanleitung: 
1. Es sollten mindestens zwei Teilnehmer anwesend sein. 
2. Die Teilnehmer arbeiten in Zweiergruppen. 
3. Auf der Grundlage von Rollenkarten werden Dialoge am Telefon gespielt. 
Material:  
1. Rollenkarten  
2. ein Lernerblatt  
Vorbereitung: 
1. Der Lehrer oder der Spielleiter schneidetdie Rollenkarten (siehe unten) aus.  
2. Die Lerner bilden Zweiergruppen.  
3. Als Vorbereitungerhalten die Lerner das Lernerblattmit einem Beispieldialog und bearbeiten die 

Aufgaben auf dem Lernerblatt.  
4. Anschließend erhält ein Lerner alle A-Rollenkarten (Karte 1a, 2a, 3a usw.) und der andere 

Lerner alle B-Rollenkarten (Karte 1b, 2b, 3b usw.).  
5. Die Lerner spielen den Rollenkarten entsprechend die Dialoge 1 bis 3.  
Rollenkarten: 

Karte 1a 
Sie heißen Jana Schiller.  
Sie haben gerade die Zusage für Ihren 
Traumjob erhalten. Darüber sind sie sehr 
glücklich.  
Sie rufen Ihre beste Freundin an, weil Sie  
die Zusage mit ihr feiern möchten.  

Karte 1b  
Sie heißen Cornelia Uhlmann.  
Sie hatten gerade Streit mit Ihrem Chef.  
Sie sind wütend und möchten eine Freundin 
treffen, um ihr von dem Streit zu erzählen.  
Jetzt ruft Ihre Freundin Jana Schiller Sie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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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te 2a  
Sie heißen Uta Pennig.  
Sie haben sich gerade mit Ihrer  
Mitbewohnerin gestritten und sind genervt.  
Sie rufen Ihre beste Freundin Nicole an,  
weil Sie mit ihr Kaffee trinken möchten.  

Karte 2b  
Sie sind Nicole Josting.  
Sie sind sehr wütend, weil Sie heute wieder 
Überstunden machen mussten.  
Sie möchten heute einkaufen gehen und ein 
paar neue Schuhe kaufen.  
Jetzt ruft Ihre Freundin Uta Pennig Sie an.  

Karte 3a 
Sie heißen Thomas Kaiser.  
Sie sind aufgeregt, weil Sie morgen eine 
wichtige Prüfung haben.  
Sie rufen Ihren Freund Björn an, weil Sie 
mit ihm Fußball gucken möchten.  

Karte 3b 
Sie heißen Björn Ziegler. 
Sie sind glücklich,  
weil Sie frisch verliebt sind.  
Sie möchten heute mit Ihrer neuen Freundin 
essen gehen.  
Jetzt ruft Ihr Freund Thomas Kaiser Sie an. 

Gefühle beschreiben und nach Gefühlen fragen 
1. a) Lesen Sie die zwei Rollenkarten.  

A: Sie heißen Patrick.  
Sie freuen sich aufs Wochenende.  
Sie rufen Ihren besten Freund Oliver an, weil Sie mit ihm ins Kino gehen möchten. 
 

 
B: Sie heißen Oliver.  
Sie sind sehr traurig, weil ihr Hund gestern gestorben ist. Sie möchten heute zu Hause 
bleiben und Musik hören. Jetzt ruft Ihr Freund Patrick Sie an.  
 

 
b) Lesen Sie den Telefondialog zwischen Patrick und Oliver. Wie geht es Patrick? Wie geht es 

Oliver? Und wie reagiert Patrick darauf?  
Oliver Vorderberg, guten Tag!  
 Hallo Oliver! Hier ist Patrick. 
Hallo Patrick.  
Das ist schön, dass du anrufst. Wir haben uns ja lange 
nicht gesehen! Wie geht es dir?  

 

 Na, mir geht es super! Endlich ist 
Wochenende! Ich habe total gute Laune 
und freue mich auf die zwei freien Tage.  

Oh ja, ich kann gut verstehen, dass du dich auf die 
freien Tage freust!  

 

 Sag mal Oliver, du hast doch auch frei, 
oder?  
Hast du Lust, heute mit mir ins Kino zu 
gehen?  

Naja...  
Gestern ist mein Hund gestorben ... Und jetzt geht es 
mir natürlich gar nicht gut. Ich bin ziemlich traur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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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ich habe eigentlich gar keine Lust, etwas zu 
unternehmen.  
 liver, das tut mir wirklich leid!  

Ich verstehe sehr gut, dass du jetzt traurig 
bist und nicht ausgehen möchtest! 

Ja, ich glaube, ich bleibe heute einfach zu Hause und 
höre Musik 

 

 OK, Oliver. Aber wenn du doch 
jemanden sehen möchtest oder etwas 
brauchst, dann ruf mich an!  

Ja, das mache ich, Patrick. Dankeschön!  
Vielleicht können wir uns ja morgen treffen?  

 

 Natürlich! Soll ich um 15 Uhr zu dir 
kommen? 

Ja, das ist gut!  
 Gut, dann machen wir das so.  

Bis morgen, Oliver. Mach’s gut!  
Bis morgen, Patrick.  
2. Sie bekommen jetzt Rollenkarten. Telefonieren Sie miteinander! Fragen Sie ihren Partner, wie es 

ihm geht. Sagen Sie auch, wie es Ihnen geht, und beschreiben Sie Ihre eigenen Gefühle.  
学习目标： 
1. die eigenen Gefühle beschreiben 
2. nach den Gefühlen des Gesprächspartners fragen 
作业： 
Proben Sie ein Minitheater, in denen die Gefühle der Menschen behandelt werden. 

知识单元 4：Entschuldige bitt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Handreichung zum Rollenspiel „Entschuldige bitte!“:  
Die kommunikative Aufgabe dieser Aktivität ist, sich bei Freunden und Kollegen zu entschuldigen.  
Spielanleitung: 
1. Es sollten mindestens zwei Teilnehmer anwesend sein. 
2. Die Teilnehmer arbeiten in Zweiergruppen. 
3. Auf der Grundlage von Rollenkarten werden Dialoge gespielt, in denen die Lerner sich bei 

ihrem Partner für etwas entschuldigen bzw. eine Entschuldigung annehmen.  
Material:   
Rollenkarten   
Vorbereitung: 
1. Der Lehrer oder der Spielleiter schneidet die Rollenkarten aus.  
2. Die Lerner bilden Zweiergruppen.  
3. Anschließend erhält jeweils ein Lerner alle A-Rollenkarten (Karte 1a, 2a, 3a usw.) und der 

andere Lerner alle B-Rollenkarten (Karte 1b, 2b, 3b usw.).  
4. Die Lerner spielen dann den Rollenkarten 1 bis 5 entsprechende Dialoge.  
5. Als Hilfestellung können die relevanten Redemittel an der Tafel gesammelt we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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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emittel 
Entschuldige, ... Das macht nichts, ... 
Bitte entschuldige, ... Das macht doch nichts, ... 
Es tut mir leid, ... Das ist nicht schlimm, ... 
Es tut mir sehr leid, ... Das ist wirklich nicht schlimm, ... 
Es tut mir wirklich leid, ...  
Es tut mir wirklich sehr leid, ...  

Entschuldige bitte! 
Rollenkarte: 

Karte 1a 
� Sie heißen Grit.  
� Sie waren um 20.00 Uhr mit Ihrer 
Freundin Michaela im Kino verabredet.  
� Sie sind zehn Minuten zu spät, weil 
Sie keinen Parkplatz gefunden haben. 

Karte 1b 
� Sie sind Michaela.  
� Sie warten seit zehn Minuten vor dem 
Kino auf Ihre Freundin Grit.  
� Grit ist normalerweise immer pünktlich. 
Sie finden es nicht schlimm, dass sie heute ein 
paar Minuten zu spät ist.  

Karte 2a 
� Sie heißen Andreas. Sie sind heute 
um 19.00 Uhr mit Ihrem Freund Lutz 
verabredet.  
� Lutz ruft Sie an und sagt Ihnen ab.  
� In letzter Zeit hat Lutz Ihnen schon 
sehr oft abgesagt.  
� Sie ärgern sich darüber.  
 

Karte 2b 
� Sie heißen Lutz.  
� Sie sind heute um 19.00 Uhr mit Ihrem 
Freund Andreas zum Essen verabredet. 
� Leider müssen Sie ihm absagen, weil 
Ihnen ein beruflicher Termin 
dazwischengekommen ist.  
� Sie rufen Andreas an.  
 

Karte 3a 
� Sie heißen Carsten Gebhaus.  
� Sie sind heute um 13.00 Uhr mit 
Ihrem Kollegen Björn Lassing zum 
Mittagessen verabredet.  
� Leider müssen Sie ihm absagen, weil 
Sie zu viel Arbeit haben.  
� Sie rufen Björn Lassing an.  
 

Karte 3b 
� Sie heißen Björn Lassing.  
� Sie sind heute um 13.00 Uhr mit Ihrem 
Kollegen Carsten Gebhaus zum Mittagessen 
verabredet.  
� Er ruft Sie an, weil er das gemeinsame 
Mittagessen absagen muss.  
� Eigentlich passt es Ihnen sehr gut, dass das 
Essen ausfällt, weil Sie noch so viel Arbeit 
haben.  

Karte 4a 
� Sie heißen Yvonne.  
� Sie sind heute um 15.00 Uhr mit Ihrer 
Freundin Jette verabredet, um einkaufen 
zu gehen.  
� Jette sagt Ihnen ab, weil ihre kleine 
Tochter krank ist.  
� Sie finden das nicht schlimm.  
 

Karte 4b 
� Sie heißen Jette.  
� Sie sind heute um 15.00 Uhr mit Ihrer 
Freundin Yvonne verabredet, um  einkaufen 
zu gehen.  
� Sie müssen den Einkaufsbummel absagen, 
weil Ihre kleine Tochter krank ist.  
� Sie rufen Yvonne an.  

Karte 5a Karte 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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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e heißen Johannes Schmidt.  
� Sie haben Ihrem Kollegen Max 
Schneider versprochen, ihm ein 
Computerprogramm mitzubringen.  
� Leider haben Sie das  
� Computerprogramm vergessen.  
 

� Sie heißen Max Schneider. 
� Sie brauchen unbedingt ein 
Computerprogramm. Das Programm ist sehr 
wichtig für Ihre Arbeit. 
� Ihr Kollege Johannes Schmidt will ihnen 
das Programm ausleihen: Er hat gesagt, dass er 
es Ihnen heute mitbringt. 
� Er hat das Programm aber vergessen. 

学习目标：   
sich bei Freunden und Kollegen entschuldigen. 
作业： 
Überlegen Sie sich Szenen, in denen man sich zu entschuldigen braucht und führen Sie auf diesem 

Grund mit Ihrem Partner einen Dialog. 
知识单元 5：Einverstand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Handreichung zum Rollenspiel „Einverstanden?“:  
Die kommunikative Aufgabe dieser Aktivität ist,  
1. Vorschläge zu machen,  
2. sich mit einer Sache einverstanden zu erklären oder  
3. sich mit einer Sache nicht einverstanden zu erklären.  
Spielanleitung: 
1. Es sollten mindestens zwei Teilnehmer anwesend sein. 
2. Die Teilnehmer arbeiten in Zweiergruppen. 
3. Auf der Grundlage von Rollenkarten werden Dialoge gespielt. In den Dialogen werden von 

einem Partner Vorschläge gemacht, mit denen der andere Partner entweder einverstanden ist oder die er 
ablehnt.  

Material:  
Rollenkarten 
Vorbereitung: 
1. Der Lehrer oder der Spielleiter schneidet die Rollenkarten aus.  
2. Die Lerner bilden Zweiergruppen.  
3. Anschließend erhält jeweils ein Lerner alle A-Rollenkarten (Karte 1a, 2a, 3a usw.) und der 

andere Lerner alle B-Rollenkarten (Karte 1b, 2b, 3b usw.).  
4. Die Lerner spielen dann den Rollenkarten entsprechend die Dialoge 1 bis 5.  
5. Als Hilfestellung können die relevanten Redemittel an der Tafel gesammelt werden:  

☺ 
Das ist eine gute Idee!  

Einverstanden!  
Gut!  

In Ordnung.  
OK.  

Na gut.  
Meinetwegen.  

Wenn es sein mu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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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entlich möchte ich nicht so gern ... 
Ich möchte nicht so gern ...  

Ich möchte nicht ...  
Nein, damit bin ich nicht einverstanden.  

Damit bin ich überhaupt nicht einverstanden. 
L 

 
Einverstanden? 

Rollenkarten:  
Karte 1a 
� Sie heißen Lutz.  
� Sie treffen sich heute mit Ihrer 
Freundin Lisa, um ins Kino zu gehen.  
� Sie möchten den Film 
„Spiderman“ sehen.  

Karte 1b 
� Sie heißen Lisa.  
� Sie treffen sich heute mit Ihrem Freund 
Lutz, um ins Kino zu gehen.  
� Sie möchten den Film „Der rote 
Kakadu“ sehen.  

Karte 2a 
� Sie heißen Lena.  
� Sie sind mit Ihrer Freundin Elke 
verabredet, um zu kochen.  
� Sie würden gern Suppe kochen.  

Karte 2b 
� Sie heißen Elke.  
� Sie sind mit Ihrer Freundin Lena 
verabredet, um zu kochen.  
� Sie würden gern Kartoffelsuppe kochen.  

Karte 3a 
� Sie heißen Markus.  
� Sie möchten mit Ihrem Bruder Max 
eine Urlaubsreise machen.  
� Sie würden gern mal nach Italien reisen. 
� Am liebsten möchten Sie dort den 
ganzen Tag am Strand liegen.  

Karte 3b 
� Sie heißen Elke.  
� Sie sind mit Ihrer Freundin Lena 
verabredet, um zu kochen.  
� Sie würden gern Kartoffelsuppe kochen.  

Karte 4a 
� Sie heißen Marlene.  
� Es ist Samstagabend.  
� Sie sind mit Ihrer Freundin Claudia 
verabredet.  
� Sie möchten mit Claudia auf die Party 
Ihres besten Freundes Mario gehen.  

Karte 4b 
� Sie heißen Claudia.  
� Es ist Samstagabend.  
� Sie sind mit Ihrer Freundin Marlene 
verabredet.  
� Sie würden am liebsten auf eine Party 
gehen, auf der sie ein paar Leute kennen 
lernen können.  

Karte 5a 
� Sie heißen Till.  
� Sie möchten am Samstagabend etwas 
mit Ihrem Freund Sven unternehmen.  
� Sie würden sich gern erst spät mit Sven 
treffen. Am liebsten würden Sie ihn gegen 
22.00 Uhr treffen.  

Karte 5b 
� Sie heißen Sven.  
� Sie möchten am Samstagabend etwas mit 
Ihrem Freund Till unternehmen.  
� Sie würden sich gern schon früh mit Till 
treffen. Am liebsten würden Sie ihn schon um 
18.00 Uhr treffen.  

学习目标：   
1. Vorschläge machen 
2. sich mit einer Sache (nicht) einverstanden erklä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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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Überlegen Sie sich eine Szene, in der Sie mit etwas (nicht) einverstanden sind, und entwerfen dabei 

ein Gespräch. 
知识单元 6：Banküberfall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Handreichung zum Spiel „Banküberfall“:  
Die kommunikative Aufgabe dieser Aktivität ist, zu erfragen und zu erzählen, was man am Vorabend 

gemacht hat.  
Spielanleitung:  
1. Es sollten mindestens sechs Teilnehmer anwesend sein. 
2. Der Lehrer bzw. der Spielleiter schreibt das Wort Banküberfallan die Tafel. 
3. Dann erklärt er, dass gestern um 22.00 Uhr eine Bank überfallen worden sei.  
4. Er wählt zwei oder drei Lerner aus, denen er erklärt, dass sie die Verdächtigen sind und dass die 

übrigen Spieler ein Verhör mit ihnen vornehmen werden. 
5. Die zwei oder drei Spieler, die die Verdächtigen sind, gehen aus dem Unterrichtsraum und 

haben ca. 10 Minuten Zeit, sich ein perfektes Alibi für den Abend auszudenken. 
6. Die übrigen Spieler denken sich währenddessen Fragen aus, die sie den Verdächtigen stellen 

werden, z.B.  
� „Was haben Sie gestern zwischen 22.00 Uhr und 24.00 Uhr gemacht?“, 
� „Was hatten Sie an?“, „Was hatte ihr Freund an?“, usw. 
7. Nach ca. zehn Minuten wird der erste Verdächtige in den Raum geholt und von der Gruppe 

„verhört“.  
8. Anschließend wird der zweite Verdächtige dazugeholt und ihm werden von der Gruppe die 

gleichen Fragen gestellt.  
9. Ggf. wird danach der dritte „Verdächtige“ in den Raum geholt und „verhört“. 
10. Wenn die zwei bzw. drei Verdächtigen weniger als dreiAngaben machen, die nicht 

übereinstimmen, haben die Verdächtigen das Spiel gewonnen.  
11. Wenn die zwei bzw. drei Verdächtigen mehr als drei Angaben machen, die nicht 

übereinstimmen, hat die Gruppe das Spiel gewonnen.  
12. Das Spiel kann beliebig oft wiederholt werden. Es bietet sich an, bei jeder Runde das 

„Verbrechen“ zu ändern. So können z.B. ein Diebstahl in einer Apotheke, ein Überfall auf einen 
Supermarkt, ein Autodiebstahl, ein Diebstahl aller Stühle einer Sprachschule usw. als Anlässe für das 
Spiel dienen.  
学习目标：   
1. erfragen, was man am Vorabend gemacht hat 
2. erzählen, was man am Vorabend gemacht hat 
作业： 
Spielen Sie in Gruppen eine interessante Szene aus dem Leben, in der es um Erfragen und Erzählen 

darüber geht, was man vorher gemacht hat. 
知识单元 7：„Ich wüsste gern, ob...“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Handreichung zu „Ich wüsste gerne, ob...“: 
1. Die Lerner arbeiten zu viert. Jeder Lerner erhält sechs leere Ka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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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eder Lerner schreibt sechs Aussagen (je eine pro Karte) über sich selbst auf, von denen er 
annimmt, dass die anderen sie nicht wissen, z.B. Vorlieben in Bezug auf Literatur, Theater, Film u.ä., aber 
auch über andere Themen, über die vorher in der Gruppe kein Austausch stattgefunden hat, z.B. Ich bade 
abends gerne lang. 

3. Die Lerner werden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sie in Großbuchstaben schreiben sollen, um zu 
vermeiden, dass die Handschriften erkannt werden.  

4. Die Karten werden eingesammelt. Eine Karte jedes Lerners wird beiseite gelegt. Die übrigen 
Karten werden gemischt und neu verteilt, so dass jeder Lerner jetzt fünf Karten hat.  

5. Hat jemand eine eigene Karte erwischt, solegt er sie ab und darf eine der Ersatzkarten ziehen.  
6. Die Karten mit den indirekten Fragesätzen liegen verdeckt in der Tischmitte. 
7. Spieler A beginnt, wählt eine seiner Karten aus, zieht eine Fragesatzkarte und wendet sich an 

den Mitspieler, den er als Autor der Frage vermutet (Spieler B).  
A:  Darf ich fragen, ob du abends gerne lange badest?  
B:  Ja, ich bade fast jeden Abend eine halbe Stunde./ Nein, ich dusche nur. 
8. Hat Spieler A den Autoren angesprochen, so erhält Spieler A einen Punkt.  
9. Als nächster ist Spieler B an der Reihe.  
10. Wer am Schluss die meisten Punkte hat, hat gewonnen.  
Zum Ausschneiden: 

Mir interessiert, ... Mir ist nicht klar, ... 
Ich bin mir nicht sicher, ... Darf ich fragen, ... 
Ich wüsste gerne, ... Ich will jetzt wissen, ... 
Weißt du, ... Sagst du mir, ... 
Kannst du mir sagen, ... Ich frage mich, ... 

学习目标：   
indirekte Rede frei benutzen 
作业： 
Entwerfen Sie einige Dialoge, in denen indirekte Rede vorkommt. 

知识单元 8：„Was würden Sie tun, wen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Handreichung zur Aktivität „Was würden Sie tun, wenn ...?“: 
Die kommunikative Aufgabe dieser Aktivität ist, Dinge auszudrücken, die nicht real sind.  
Spielanleitung: 
1. Es sollten mindestens zwei Teilnehmer anwesend sein.  
2. Die Teilnehmer arbeiten allein, in Zweiergruppen oder in Dreiergruppen. 
3. Jeder Teilnehmer bzw. jede Gruppe bekommteine Situationskarte. Die Teilnehmer lesen die 

Karte und überlegen sich, was sie in der jeweiligen Situation tun würden. Dazu machen sich die Lerner 
Stichpunkte.  

4. Wenn alle Teilnehmer fertig sind, trägt jeder Teilnehmer bzw. ein Teilnehmer der Gruppe vor, 
was er in der Situation, die auf seiner Karte angegeben ist, tun würde.  

Material:  
Situationskarten 
Vorbereitung: 
1. Der Lehrer oder der Spielleiter schneidet die Rollenkarten aus.  
2. Die Lerner arbeiten allein, in Zweiergruppen oder in Dreiergrup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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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eder Lerner bzw. jede Gruppe erhält eine Situationskarte.  
4. Als Hilfestellung kann folgendes Beispiel vorgegeben werden:  
ein berühmter Schauspieler oder eine berühmte Schauspielerin sein  
Was würden Sie tun, wenn Sie ein berühmter Schauspieler oder eine berühmte Schauspielerin 

wären? 
� Wenn ich eine berühmte Schauspielerin wäre, würde ich jeden Tag ausschlafen.  
� Ich würde nur die teuersten Dinge essen.  
� Ich würde jeden Tag einkaufen gehen.  
� Und ich würde die größten Diamanten kaufen, wenn ich eine berühmte Schau-spielerin wäre.  
� Ich würde niemals selbst putzen oder kochen und ich hätte mein eigenes Fitness-studio und ein 

teures Auto.  
� ....  
� ....  

„Was würden Sie tun, wenn ...“ 
Situationskarte: 
 

Kanzler oder Kanzlerin sein 
 

Was würden Sie tun, wenn Sie 
Präsident/Präsidentin, Kanzler/Kanzlerin oder 

König/Königin Ihres Landes wären? 

Robbie Williams sein 
 

Was würden Sie tun, wenn Sie Robbie 
Williams wären? 

Deutschlehrer oder Deutschlehrerin sein 
 

Was würden Sie tun, wenn Sie der Deutschlehrer 
oder die Deutschlehrerin Ihres Kurses wären? 

Kind sein 
 

Was würden Sie tun, wenn Sie ein 
Kind wären? 

sehr reich sein 
 

Was würden Sie tun, wenn Sie sehr reich wären? 

Chef oder Chefin einer großen 
Firma sein 

 
Was würden Sie tun, wenn Sie der 
Chef oder die Chefin einer großen 

Firma wären? 
30 Wochen Urlaub im Jahr haben  

 
Was würden Sie tun, wenn Sie 30 Wochen Urlaub 

im Jahr hätten? 

einen sehr großer Wald besitzen  
Was würden Sie tun, wenn Sie einen 
sehr großen Wald besitzen würden? 

1.000.000 € im Lotto gewinnen 
 

Was würden Sie tun, wenn 1000000 Euro im Lotto 
gewinnen würden? 

20 Häuser besitzen 
 

Was würden Sie tun, wenn Sie 20 
Häuser besitzen würden? 

学习目标：   
Dinge ausdrücken, die nicht real sind. 
作业： 
Überlegen Sie sich, wann man sich unreal ausdrücken können. Machen Sie daraus einen Dialog. 

知识单元 9：„Zimmer frei“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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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Handreichung zu „Zimmer frei“:  
1. Die Lerner arbeiten zu zweit. Ein Partner erhält die Rollenkarte „ausländische/r Student/in“ und 

der andere Partner die Rollenkarte „Vermieter/in“.  
2. Gemeinsam werden beide Rollenkarten gelesen.Auf den Rollenkarten sind Leitpunkte 

vorgegeben, an denen sich die Lerner bei der Dialogerstellung orientieren können.  
3. Im ersten Schritt soll ein Dialoggeländer angefertigt werden, das als Orientierungs-hilfe für den 

gesprochenen Dialog dienen soll. Im Dialoggeländer sind die wichtigsten Informationen in Stichpunkten 
festgehalten, die konkrete sprachliche Realisierung fehlt jedoch.  

4. Im zweiten Schritt sollen die Lerner ihren Dialog frei sprechen.  
„ZIMMER FREI“ - einen Dialog sprechen (Arbeitsblatt). 

1. Wählen Sie eine Rollenkarte aus. Lesen Sie mit Ihrem Partner das Wohnungsangebot und die 
beiden Rollenkarten.  

2. Erstellen Sie jetzt gemeinsam ein Dialoggeländer. In einem Dialoggeländer  stehen die 
wichtigsten Informationen in Stichpunkten und in der richtigen Reihenfolge. Das Geländer hilft Ihnen 
beim Sprechen.  

MODELLDIALOG: 
A: Name? 
B: Begrüßung, Anruf wegen Zimmer, noch frei? 
A: Ja. 
B: Miete? 
A: 300 € 

Helles Zimmer in netter WG, 
frei ab sofort 
Tel. 613 9897 

 
Rollenkarte:  

Ausländische/r Student/in 
 
Sie haben den Zettel oben an der 
Humboldt-Universität gesehen, wo Sie 
Germanistik studieren wollen. Sie sind erst 
vor einer Woche in Berlin angekommen. 
Die ersten Tage haben Sie bei einer 
Freundin gewohnt. Jetzt suchen Sie 
dringend ein preiswertes Zimmer.  
 
Sie interessiert  
� die Miete 
� die Entfernung zur Universität 
� die Verkehrsverbindungen 
� die Bewohner der Wohnung/ 
Wohngemeinschaft 
� ein Besichtigungstermin 
� die Adresse  

Vermieter/in 
 
Sie wohnen mit zwei Männern/Frauen in einer 
Wohngemeinschaft in Berlin-Kreuzberg. Vor 
zwei Wochen ist ein Zimmer frei geworden 
und Sie haben an der Universität einen Zettel 
ausgehängt. Jetzt ruft ein Student/eine 
Studentin an und interessiert sichfür das 
Zimmer.  
 
Sie geben Auskunft  
� Miete: 300 €  
� Fahrrad: 20 Minuten, U-Bahn: 30 Minuten 
� Männer/Frauen; 25-36 Jahre  
� heute: 19 Uhr, alle zu Hause  
� Greinitzer Str. 36, Gartenhaus, Klingel: 
Pechmann Natürlich haben Sie auch einige 
Fr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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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Studienfach  
� Heimatland  
� ?  

学习目标：   
nach Informationen über ein Zimmer oder eine Wohnung fragen 
作业： 
Spielen Sie eine Szene der Zimmer- oder Wohnungsuche. 

知识单元 10：Wort und Defini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Handreichung zu „Wort und Definition“:  
1. Die Lerner spielen in der Großgruppe. Die Gruppe wird geteilt.Die Mitglieder der einen Gruppe 

erhalten die weißen Karten mit den Wörtern, die definiert werden. Die Mitglieder der anderen Gruppe 
erhalten die gelben Karten mit den Definitionen. Sollte eine ungerade Zahl an Lernern anwesend sein, so 
spielt auchdie Lehrperson mit. 

2. Die Lerner befragen sich nun gegenseitig, um zu jedem Wort die passende Definition zu finden. 
Dabei werden die Lerner daraufaufmerksam gemacht, dass sie nur Lerner mit einer andersfarbigen Karte 
befragen sollen. Hat also ein Lerner eine weiße Karte, so befragt er nur Lerner mit gelben Karten. 

3. Haben alle ihren Partner gefunden, so lesen die Paare ihre Definitionen vor. 
4. Erweiterung für lernstarke Gruppen: Anschließend kann eine zweite Runde gespielt werden, bei 

der die Lerner von der Lehrperson Wörter vorgegeben bekommen, zu denen sie selbst eine Definition 
schreiben sollen. Dann weiteres Vorgehen wie oben. 

Wortkarten Definitionskarten 
 

behindert 
bezeichnet den Zustand, in dem eine Person 

auf Dauer körperlich und/oder geistig 
eingeschränkt ist 

 
die Infektion 

Bei diesem Vorgang werden 
Krankheitskeime auf eine Person 

übertragen. In den meisten Fällen wird die 
Person dann krank. 

die Beschwerden (Plural) körperliche Leiden oder Schmerzen 
 
 

die Versicherung 

Man macht einen Vertrag mit einer 
Gesellschaft. Man zahlt dieser Gesellschaft 
einen regelmäßigen Beitrag. Dafür bezahlt 

die Gesellschaft den Arzt oder das 
Krankenhaus, wenn man krank ist. 

 
die Operation 

Der Arzt schneidet dem Patienten ein 
Körperteil auf und entfernt z.B. etwas, 
damit der Patient wieder gesund wird. 

 
Die Spezialist 

 

Ein Fachmann, der sich auf einem 
(medizinischen) Gebiet besonders gut 

auskennt. 
学习目标：   
Wöter und Begriffe definieren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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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en Sie nach dem Unterricht Tabu-Spiele mit Ihren Studienkollegen und über Sie dabei die 
Definition verschiedener Wörter. 
知识单元 11：Diskussionsduell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Handreichung zu „Diskussionsduell“:  
1. Die Lerngruppe wird in Gruppen von 3 - 4 Lernern aufgeteilt.  
2. Zwei Gruppen diskutieren, während die übrigen Gruppen die Jury bilden.  
3. Das Diskussionsthema:  
Lohnt sich das Deutschlernen nur, wenn man für eine längere Zeit nach Deutschland fahren will, z.B. 

weil man in Deutschland studieren oder arbeiten will? 
4. Jede Gruppe erhält eine der beiden Karten unten und bekommt damit ihren Stand- punkt 

zugewiesen.  
5. Alle Gruppen bereiten sich nun auf die Diskussion vor. Sie sammeln Argumente, um ihren 

Standpunkt zu vertreten. Darüber hinaus bekommt jeder Lerner eine vergrößerte Kopie der 
Redemittelübersicht unten ausgehändigt. Als Alternative dazu kann die Übersicht auch so vergrößert 
werden, dass sie für alle sichtbar aufgehängt werden kann.  

6. Anschließend diskutieren zwei Gruppen im Plenum, die andere(n) Gruppe(n) beobachten die 
Diskussion. Jeder Beobachter vergibt Punkte für die beiden Diskussionsgruppen, und zwar einen Punkt 
für jedes verständliche Argument.  

7. Am Ende der Diskussion erfolgt die Auswertungdurch den Lehrer an der Tafel, bei der für beide 
Gruppen die Punkte addiert werden. Gewonnen hat die Gruppe mit der höheren Punktzahl.  

8. Gibt es zwei Beobachtergruppen, so können diese anschließend eine weitere Diskussion 
durchführen.  

Zum Ausschneiden:  
PRO (Beispielargument) 
� Wenn man im Urlaub in Deutschland ist, 
kann man sich auch auf Englisch 
verständigen.  

CONTRA (Beispielargument) 
� Ich habe auch in meinem Land 
Gelegenheit, meine Deutschkenntnisse 
anzuwenden 

Zum Ausschneiden: 
Seine Meinung ausdrücken Zustimmen  

Ich finde, ...  
Ich halte es für wichtig, ...  
Ich bin der Meinung, ...  
Ich denke, ...  
Ich habe den Eindruck, ...  
Meiner Meinung nach ...  
Ich glaube, ...  

Ich bin deiner/Ihrer Meinung.  
Ich bin gleicher Meinung.  
Ich stimme dir/Ihnen zu.  
Das stimmt!  
Das ist richtig!  
Das glaube ich auch.  
Du hast/Sie haben Recht.  
Das sehe ich auch so.  

Widersprechen Unsicherheit ausdrücken 
Ich bin nicht deiner/Ihrer Meinung.  
Ich bin anderer Meinung.  
Das stimmt nicht.  
Das ist nicht richtig.  
Das glaube ich nicht.  

Vielleicht!  
Kann sein.  
Ich weiß nicht.  
Ich weiß nicht, wie man das sagt.  
Ich kenne mich da nicht aus.  



6769 

Im Gegenteil ...  
Das sehe ich anders.  

 

学习目标：   
Diskussionduelle führen 
作业： 
Finden Sie einige aktuelle Themen aus und diskutieren Sie mit anderen über diese Themen. 

知识单元 12：Freizeitaktivitäten und Hobby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Warming-Up: Kreuzworträtsel: 
Was kann man alles in der Freizeit machen? Einige Verben werden mehrfach verwendet. 

Waagerecht 
4. In der Freizeit kann man Fußball ... 
7. In der Freizeit kann man einen 
Sprachkurs ... 
8. In der Freizeit kann man im Garten ... 
9.In der Freizeit kann man 
Gesellschaftsspiele ... 
12. In der Freizeit kann man zu einer 
Party ... 
13. In der Freizeit kann man Ski ... 
14. In der Freizeit kann man Musik ... 
15. In der Freizeit kann man einen Film ... 

Senkrecht 
1. In der Freizeit kann man Sport ... 
2. In der Freizeit kann man Karten ... 
3. In der Freizeit kann man in der Sonne ... 
5. In der Freizeit kann man einen Ausflug ... 
6. In der Freizeit kann man mit Freunden ein 
Bier ... 
7. In der Freizeit kann man im Museum 
Gemälde ... 
10. In der Freizeit kann man Radio ... 
11. In der Freizeit kann man ins Ausland ... 
12. In der Freizeit kann man ins Konzert ... 

Wie verbringen Sie Ihre Freizeit? 
1. Diskutieren und beantworten Sie die Fragen in Kleingruppen. 
1) Womit verbringen Sie Ihre Freizeit am liebsten?  
a) Ich kaufe gern ein. 
b) Meistens treibe ich Sport.  
c) Ich lese ein gutes Buch in meinem Lieblingssessel.  
d) oder: ... 
2) Sie haben heute frei. Was machen Sie am Morgen? 
a) Ich stehe früh auf und plane meinen Tag ganz genau. 
b) Ich schlafe bis 11 Uhr, dann esse ich ein großes Frühstück in einem Café. 
c) Ich mache zuerst Yoga-Übungen oder gehe joggen. 
d) oder: ... 
3) Welche Freizeitbeschäftigung wählen Sie spontan? 
a) Sport 
b) Lesen oder Musik hören 
c) Kino oder Fernsehen  
d) oder: ... 
4) Verbringen Sie Ihre Freizeit lieber allein oder mit Freunden? 
a) Ich verbringe meine Freizeit nie allein, denn das macht mir keinen Spaß! Ich lerne gern neue 

Leute kennen. 
b) Ich treffe mich meistens mit meinen besten Freunden.  
c) Ich bin sehr gerne allein, dann habe ich meine R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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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der: ... 
5) Sie haben schon am frühen Nachmittag Feierabend, wie verbringen Sie den restlichen Tag?  
a) Ich fahre nach Hause und schalte den Fernseher an. 
b) Ich treffe mich mit einem Freund oder einer Freundin in der Stadt.  
c) Ich gehe natürlich ins Fitnessstudio, ins Schwimmbad oder auf den Fußballplatz.  
d) oder: ... 
6) Freitagabend nach der Arbeit sind Sie ziemlich müde. Was machen Sie?  
a) Ich treffe mich mit meinen Freunden, denn das ist für mich die beste Erholung. 
b) Ich schlafe ein Stündchen, dann gehe ich ins Kino oder ins Theater. 
c) Ich unternehme lieber morgen etwas, heute Abend bin ich zu müde.  
d) oder: ... 
2. Stellen Sie Ihrer Gesprächspartnerin / Ihrem Gesprächspartner ein eintägiges Freizeitprogramm 

in Ihrer Heimatstadt zusammen. 
学习目标：   
über Freizeitbeschäftigungen sprechen 
作业： 
Machen Sie mit Ihrem Partner einen Dialog über die Freizeit. 

知识单元 13：Wohin fahren Sie, wenn ...?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Diskutieren Sie in Kleingruppen und beantworten Sie die Fragen. Verwenden Sie möglichst 

viele Adjektive bei der Beschreibung der Orte. 
Wohin fahren/gehen Sie, ... 
1) ... wenn Sie sich erholen möchten? 
Ich: Meine Nachbarin/Mein Nachbar:                                     
2) ... wenn Sie allein sein möchten? 
Ich:  Meine Nachbarin/Mein Nachbar:                                                            
3) ... wenn Sie einen Ausflug mit Freunden machen wollen? 
Ich:  Meine Nachbarin/Mein Nachbar:                                                           
4) ... wenn Sie mit Ihrer Partnerin/Ihrem Partner ein romantisches Wochenende verbringen 

möchten? 
Ich:    Meine Nachbarin/Mein Nachbar:                                                           
5) ... wenn Sie Ihre Partnerin/Ihren Partner an einen für Sie wichtigen Ort mitnehmen möchten? 
Ich:    Meine Nachbarin/Mein Nachbar:                                                           
6) ... wenn Sie neue Leute kennenlernen möchten? 
Ich:      Meine Nachbarin/Mein Nachbar:                                                           
7) ... wenn Sie Ihre Lieblings-Fremdsprache üben möchten? 
Ich:   Meine Nachbarin/Mein Nachbar:                                           
8) ... 
2. Kreuzworträtsel: Wichtige Dinge für unterwegs 
Was braucht man wofür auf einer Reise? 
 
Waagerecht 
1. Otto nimmt seinen ... mit, weil er gern 
fotografiert. 

Senkrecht 
2. Sigrid nimmt eine Kopie vom ... für den 
Notfall 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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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laus nimmt sein ... mit, denn er will jeden 
Tag telefonieren. 
6. Edith nimmt viel ... mit, denn sie geht gern 
einkaufen. 
8. Lisa darf die ... nicht vergessen, denn sie 
bekommt schnell Kopf-schmerzen. 
9. Susi nimmt ihren ... mit, denn sie möchte 
Auto fahren. 
10. Maik nimmt eine ... mit, denn er geht gern 
in der Nacht spazieren. 
11. Dorothea nimmt ... mit, denn sie möchte 
im Urlaub ungestört schlafen. 
12. Sonja nimmt ihre ... mit, weil sie viel lesen 
möchte.  

3. Ingo darf das ... nicht vergessen, denn er 
ist empfindlich gegen Mü-ckenstiche. 
5. Birgit darf die ... nicht vergessen, denn sie 
möchte sich stundenlang sonnen. 
7. Kathrin nimmt ihren ... mit, denn sie muss 
auch im Urlaub arbeiten. 

3. Führen Sie ein erweitertes Interview mit Fragen „Wohin fahren Sie, wenn ...“ und „Was und 
wofür brauchen Sie für diese Reise?“. 
学习目标：   
Interviews über „Wohin fahren Sie, wenn ...“ führen 
作业： 
Entwerfen Sie Minidialoge, in denen „Was und wofür brauchen Sie“ vorkommt. 

知识单元 14：Was für ein Mensch sind Si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Fragen A 
Was für ein Mensch sind Sie? Beantworten Sie die Fragen für sich und stellen Sie sie dann Ihrer 

Gesprächspartnerin/Ihrem Gesprächspartner. 
1. Sind Sie Optimist oder Pessimist? 
2. Fühlen Sie sich in einem chaotischen oder einem aufgeräumten Zimmer besser? 
3. Arbeiten Sie am liebsten allein oder im Team? 
4. Sind Sie „Blume“ oder „Gemüse“? 
5. Sind Sie ein Morgenmensch oder ein Abendmensch? 
6. Ihre Frage     
Fragen B 
Was für ein Mensch sind Sie? Beantworten Sie die Fragen für sich und stellen Sie sie dann Ihrer 

Gesprächspartnerin/Ihrem Gesprächspartner. 
1. Sind Sie introvertiert oder extravertiert? 
2. Können Sie ohne Musik leben oder nicht? 
3. Sind Sie Romantiker oder Realist? 
4. Sind Sie „Rot“ oder „Grün“? 
5. Geben Sie leicht Geld aus oder sind Sie eher sparsam? 
6. Ihre Frage    
Kurzinterviews: 
Stellen Sie drei oder vier Fragen an möglichst viele Partner in Ihrer Gruppe. 
� Haben Sie einen Glücksbringer? 
� Haben Sie schon einmal im Lotto gewon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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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ben Sie manchmal Angst, mit Ihren Worten andere Menschen zu verletzen? 
� Glauben Sie an Horoskope? 
� Lesen Sie manchmal Ratgeber? 
� Sind Sie manchmal ungeduldig? 
� Hatten Sie strenge Eltern?  
� Waren Sie als Kind geduldig? 
� Regen Sie sich manchmal im Straßenverkehr auf? 
� Waren Sie schon einmal hoffnungslos verliebt? 
� Hatten/Haben Sie einen interessanten Beruf? 
� Kennen Sie besonders kreative Menschen? 
� Sind Sie ein optimistischer Mensch? 
� Können Sie den Stress gut bewältigen? 
� Können Sie gut unter Druck arbeiten? 
� Hat Sie schon einmal Geld glücklich gemacht? 
� Erinnern Sie sich am Morgen an Ihre Träume? 
� Trauen Sie sich, Ihrem Chef manchmal Nein zu sagen? 
� Früher war das Leben besser. Sind Sie einverstanden? 
� Bewundern Sie manchmal den Himmel und die Sterne? 
� Wünschen Sie Ihren Kindern Ihr eigenes Leben? 
� Finden Sie, dass schöne Menschen ein leichteres Leben haben? 
� Stört es Sie, wenn Sie mit unordentlichen Menschen wohnen müssen? 
� Konflikte haben einen negativen Einfluss auf unsere Beziehungen. Stimmen Sie zu? 
� Ist das vierblättrige Kleeblatt auch in Ihrem Land ein Glückssymbol?   
� ...    
Kreuzworträtsel: Was sind das für Menschen? Schlussfolgern Sie aus der Erklärung. 
Tipp: Alle Nomen haben in ihrer Bedeutung etwas mit „Schlaf“ zu tun. 
Waagerecht 
1. jemand, der etwas realitätsfern wirkt, oft seinen Gedanken nachhängt 
7. jemand, der feiert, wenn andere schlafen 
Senkrecht 
2. jemand, der früh nicht gerne aufsteht 
3. jemand, der lange schläft 
4. jemand, der im Schlaf herumläuft 
5. ein Gast, der übernachten möchte 
6. jemand, der Träume interpretiert 
8. ein unaufmerksamer, träger Mensch oder jemand, der gern lange schläft 
学习目标：   
1. einen Menschen beschreiben 
2. Interveiws führen 
作业：Interviewen Sie einen Lehrer oder eine Lehrerin und halten Sie ein Referat über ihn oder sie. 

知识单元 15：Telefonier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Wie endet der Satz? 
helfen, buchstabieren, Apparat, unterbrochen, zurückrufen, verwählt, verbunden, verbi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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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eichen, weiterleiten, tun, besetzt, hinterlassen, ausrichten, halten 
1. Könnten Sie mich auf dem Laufenden ...? 
2. Soll Frau Kümmel Sie heute noch ...? 
3. Was kann ich für Sie ...? 
4. Die Verbindung wurde ... 
5. Könnten Sie mich mit Herrn Siebert ...? 
6. Würden Sie bitte Ihren Na-men ...? 
7. Ich habe mich leider ... 
8. Ich werde die Nachricht ... 
9. Der Apparat ist im Mo-ment ... 
10. Bleiben Sie bitte am ... 
11. Sie sind falsch ... 
12. Soll ich Herrn Müller et-was ...? 
13. Möchten Sie eine Nach-richt ...? 
14. Frau Reschke ist im Augen-blick nicht zu ... 
15. Kann ich Ihnen ...? 

Telefonieren 
Ergänzen Sie die fehlenden Verben in den Redemitteln. 
1. Sich melden, Hilfe anbieten 
Guten Tag. Hier i    Martin Fischer. 
Was kann ich für Sie t   ? 
Kann ich Ihnen h   ? 
2. Jemanden sprechen  
K    ich bitte Herrn Klein sprechen?  
Ich m    gerne (mit) Herrn Klein sprechen. 
3. Den Anrufer verbinden 
Ich v    Sie. Einen Moment bitte.  
Wie w    Ihr Name?  
Könnten Sie Ihren Namen b   ? 
4. Die gewünschte Person ist nicht da 
T    mir leid, Herr Klein ist heute nicht im Büro. 
Kann ich ihm etwas a   ?  
Möchten Sie eine Nachricht h   ? 
5. Eine Nachricht hinterlassen 
Könnten Sie Herrn Klein a   , dass die Verträge noch nicht da sind? 
Könnten Sie Herrn Klein bitte s   , er soll mich z . 
6. Nach dem Grund des Anrufs fragen 
Worum g    es?  
Worum h    es sich? 
7. Den Grund des Anrufs nennen 
Ich w    gern einen Termin v   .  
Es g    um unsere neuen Produkte. 
Ich rufe an, weil ich Ihnen ein neues Produkt v    möchte. 
8. Informationen erfragen 
Ich möchte gerne w   , wann Herr Klein zurückkom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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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önnten Sie mir s   , wann Herr Klein zurückkommt? 
Ich h    eine Frage: Wann kommt Herr Klein zurück? 
9. Einen Terminvorschlag machen 
G    es am Dienstag, dem fünften März um 11.00 Uhr?  
P    es Ihnen am Dienstag, dem fünften März um 11.00 Uhr? 
H    Sie nächste Woche Zeit? 
10. Auf den Terminvorschlag reagieren 
Nein, das t    mir leid. Am Dienstag h    ich leider keine Zeit.  
Ja, der 5.3. um 10.00 Uhr p    mir. 
Ich h    am 5. März Zeit.  
Am 5.3. w    es mir passen. 
11. Einen Termin absagen 
Ich muss den Termin am 5.3. leider a   , denn ich muss verreisen. 
Könnten wir den Termin v   ? 
12. Das Gespräch beenden 
Danke für Ihren Anruf.  
Ich m    mich morgen wieder.  
Auf Wiederhören. 
Wortschatzarbeit: 
Ergänzen Sie die Sätze zu denThemen Telefonieren, Besprechung und Korrespondenz.  
Telefonieren 
1. Kann ich     helfen? 
2. Was kann ich für Sie    ? 
3. Möchten Sie      hinterlassen? 
4. Ich halte Sie auf dem    . 
5. Soll ich Herrn Müller etwas    ? 
6. Frau Buschmann ist im     nicht zu erreichen. 
7. Ich werde die Nachricht selbstverständlich    . 
8. Herr Sieber ist momentan außer    . 
9. Ich     gern die Sekretärin gesprochen. 
10. Könnten Sie mich mit dem Kundendienst     .  
Besprechung 
1. Wir     Sie gern über unsere Tagungsmöglichkeiten. 
2. Bei jeder Sitzung wird ein     geschrieben. 
3. An der Besprechung     alle Mitarbeiter    . 
4. Auf der     stehen heute folgende Punkte. 
5. Ich     folgende Punkte vor. 
6. Wir     heute über die Umstrukturierung der Abteilungen. 
7. Die Besprechung     um 13.00 Uhr im Raum 307. 
8. Der Diskussionsleiter     einenVorschlag und lässt die Teilnehmer Ideen    . 
9. Am Ende werden konkrete Beschlüsse    . 
10. Das ist wirklich ein     Gesprächsbeitrag. 
Korrespondenz 
1. Wir sind     nach neuen Mitarbeitern. 
2. Im Internet haben wir Ihre     gele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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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ir     uns auf Ihr Angebot. 
4. Wir danken Ihnen im    . 
5. Wir     uns für Ihr Angebot. 
6. Wir möchten gern einen Katalog    . 
7. In der     senden wir Ihnen den Vertrag. 
8. Die Anschrift des     steht im Briefkopf. 
9. Wir haben großes     an einer weiteren Zusammenarbeit. 
10. Mit     Grüßen 
学习目标：   
1. mit jemandem telefonieren 
2. Unterschiede zwischen Telefonieren, Besprechung und Korrespondenz beherrschen 
作业： 
Geben Sie die Szenen wieder, in denen Sie im Alltag mit jemandem telefonieren. 

知识单元 16：Diskussion: Argumenta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skussion 
Lesen Sie die folgenden Aussagen und diskutieren Sie diese in der Gruppe. Welchen Aussagen 

stimmen Sie zu? Nutzen Sie bei Ihrer Argumentation die untenstehenden Redemittel. 
1. Ich halte nicht viel von Vorsorgeuntersuchungen. Ich bin froh, dass ich nicht weiß, was in 

meinem Körper vorgeht, es würde mich nur beunruhigen.  
   Alexander W., 42 Jahre 

2. Ich denke, dass in Zukunft eine Mischung aus Schulmedizin und alternativen Heilmethoden des 
Rätsels Lösung ist. Wenn man beides richtig anwendet, steht vielen Menschen ein langes Leben bevor.  

Sebastian L., 19 Jahre 
3. Ich finde Antibiotika bei Infekten am sichersten. Ich bestehe immer darauf, dass der Arzt mir 

und meinen Kindern Antibiotika verschreibt. Auch nehme ich für mich und meine Kinder jede 
Schutzimpfung wahr. 

Petra L., 34 Jahre  
4. Wenn ich Schnupfen, Husten, Halsschmerzen oder eine leichte Erkältung habe, gehe ich 

natürlich arbeiten. Ich lasse mich nich tgleich bei jedem Wehwehchen krankschreiben.  
Pauline V., 28 Jahre 

5. Alle Krankheiten werden durch Stress im Alltag hervorgerufen. Wenn man einen gesunden 
Lebensrhythmus hat, nicht raucht und nicht trinkt, kann einem eigentlich nicht viel passieren.  

Uwe T., 52 Jahre   
Eine Meinung äußern 

1. sich zu Wort melden 
� Darf ich Sie mal kurz unterbrechen? 
� Dazu würde ich auch gerne etwas sagen. 
� Ich wollte noch hinzufügen, dass ... 
2. Die Meinung sagen: 
� Ich denke, dass ... 
� Ich glaube, dass ... 
� Ich meine, dass ... 
� Ich bin der Meinung, da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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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ner Meinung nach ... 
� Ich habe den Eindruck / das Gefühl, dass ... 
3. Zustimmung: 
� Ich bin ganz / völlig Ihrer Meinung. 
� Das finde ich auch. / Ich denke darüber genauso. 
� Ich bin da einverstanden. / Damit / Mit dieser Aussage bin ich einverstanden. / Ich bin dafür.  
� Das ist richtig. / Sie haben recht. / Das stimmt. 
� Das sehe ich auch so. 
� Das entspricht auch meiner Erfahrung. 
� Ich kann dem nur zustimmen. 
4. Zweifel äußern 
� Das hat Vor- und Nachteile. 
� Auf der einen Seite haben Sie recht, auf der anderen Seite sehe ich Probleme ... 
� Ich befürchte, dass ... 
� Man sollte bedenken, dass ... 
5. Ablehnung / widersprechen 
� Ich bin ganz / völlig anderer Meinung. / Ich kann Ihnen nicht zustimmen. 
� Ich bin damit nicht einverstanden. / Ich bin dagegen. 
� Sie irren sich. / Das ist falsch. / Das stimmt (gar/überhaupt) nicht. 
� Ich glaube eher, dass... 
� Meiner Meinung nach ...  
� In diesem Punkt habe ich eine ganz andere Meinung. 
� Das kann ich mir nicht vorstellen. 
� Das glaube ich nicht. 
6. Vorschläge machen: 
� Ich würde es besser finden, wenn ... / Es wäre besser, wenn ... 
� Wir sollten ... / Ich schlage vor, dass wir ... 
� Du könntes ... 
� Ich halte es für wichtig, dass ... / Ich finde es wichtig, dass ... 
� An deiner Stelle würde ich ... 
7. Unsicherheit ausdrücken: 
� Das kann (natürlich) sein. / Das ist möglich. 
� Ja, vielleicht. 
� Dazu kann ich nichts sagen. / Dazu habe ich keine Meinung. 
� Ich weiß es wirklich nicht. / Ich habe keine Ahnung. 
8. Nach der Meinung fragen: 
� Was meinst du? / Was halten Sie davon? 
� Hast du eine besse Idee?  
9. Gefühle ausdrücken: 
� Das überrascht mich. / Das finde ich sehr überraschend. 
� Das hätte ich nicht gedacht. / Das hätte ich nicht erwartet. 
� Das kann ich mir (gar) nicht vorstellen.  
学习目标：   
1. in einer Diskussion argumentieren 
2. in einer Diskussion eigene Meinungen äuß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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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Wählen Sie ein Thema, das die meisten Studienkollengen in Ihrer Klasse interessiert, und 

dieskutieren Sie mit anderen darüber. 
（二） 实践教学   
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Nach dem Weg fragen 2  
2 Wer kennt uns am besten? 2  
3 Gefühle beschreiben und nach Gefühlen fragen 2  
4 Entschuldige bitte! 2  
5 Einverstanden 2  
6 Banküberfall 2  
7 „Ich wüsste gern, ob...“ 2  
8 „Was würden Sie tun, wenn...?“ 2  
9 „Zimmer frei“ 2  

10 Wort und Definition 2  
11 Diskussionsduell 2  
12 Freizeitaktivitäten und Hobbys 2  
13 Wohin fahren Sie, wenn ...? 2  
14 Was für ein Mensch sind Sie? 2  
15 Telefonieren 2  
16 Diskussion: Argumentation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德语一》《德语口语一》 
后续课程：《德语口语三》《德语口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训练学生利用已掌握的德语比较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难点：在遇到想不起的单词或没有把握的结构时能用交际策略绕过难点达到交际的目的。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采取启发式和趣味式教学，引导学生使用已学词汇和句型。 
2. 鼓励学生课后多开口，反复运用，不断练习。 
教学手段： 
1. 利用板书、多媒体等多种手段，引入课程主题，调动学生多方面的积极性。 
2. 利用教室活动桌椅，鼓励学生互相之间及学生与老师之间用德语多交流，多表达。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平时成绩与期末口试相结合的形式。考核内容有：平时成绩（包括学生

出勤、课堂表现及作业完成情况）占 30%；期末考试占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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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业要求： 
要求学生课下针对每一课主题进行双人或多人对话，下次上课时抽查。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尽可能新的德语口语教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选用原版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梁敏，聂黎曦主编《当代大学德语（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6月第 1版。 
2.Deutsch Aktiv ， “ 德 国 之 声 ” 在 线 学 习 教 程 ，

http://www.dw.com/de/deutsch-lernen/deutsch-interaktiv/s-2237。 
（二）推荐参考书 
1. 钱敏汝编著《德语口语教程（第 1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 5月第 1版 。 
2. 奥夫德斯特拉斯编著《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初级）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年

2月第 1版。  
执笔：赵叶莹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2日 

 

德语口语（三） 
Oral German III 

课程号：3080101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 学生应能经一定准备后, 就一般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话题作简短的连贯性发言和交谈。 
2、 口头表达准确，语音、语调流畅、自然。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课堂内外的口语练习，使学生准确掌握诸如询问、请求、建议、忠告等

交际功能。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人用恰当、得体的语言形式去体现不同的交际功能。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Ist das Arbei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Bei den folgenden Tätigkeiten denkt man zuerst an Freizeitaktivitäten. Es kann sich aber auch um 

Arbeit handeln. Überlegen und notieren Sie, für wen oder unter welchen Umständen es sich dabei auch 
um Arbeit handeln könnte.  
 

Tätigkeiten Wann und für wen ist das Arbeit? 
im Rechtaurant essen Als Geschäftsmann muss man häufig mit 

Kunden essen gehen. / Ein Restaurant-Kritiker 
muss ... / Ein Diplomat ... 

ins Theater gehen  
telefonieren  
mit jemandem spazieren ge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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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h schminken  
im Internet surfen  
Karten spielen  
einen Brief schreiben  
fernsehen  
im Garten arbeiten  
Zeitung lesen  
mit jemandem Kaffee trinken  

1. Setzen Sie sich in Vierer-Gruppen zusammen und vergleichen Sie Ihre Ergebnisse. 
2. Wählen Sie gemeinsam eine Tätigkeit aus und erklären Sie der Klasse, für wen bzw. unter 

welchen Umständen es sich um Arbeit handelt.  
Redemittel: 
Als ... muss man beruflich ... , denn ... 
... ist Arbeit, denn das gehört zum Beruf eines/einer ... 
Wenn man von Beruf ... ist, dann muss man ... 
... werden dafür bezahlt, dass sie ... Also ist das Arbeit. 
Alle ... müssen ... 
学习目标： 
Aktivitäten in der Freizeit und Arbeit zu unterscheiden 
作业： 
Spielen Sie Szenen, in denen man etwas als Freizeitbeschäftigung bzw. als Beruf unternimmt. 

知识单元 2：ein Fest vorbereit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Setzen Sie sich in Vierer-Gruppen zusammen und wählen Sie ein Fest aus, das Sie gemeinsam 

vorbereiten wollen. 
Beispiel: Geburtstagsparty 
1. Überlegen Sie, was Sie alles machen müssen, damit dieses Fest ein voller Erfolg wird. 

Schreiben Sie alle Aktivitäten jeweils auf einen Papierstreifen. 
Beispiel: Geburtstagsparty 
 
 
 
2. Legen Sie gemeinsam eine Reihenfolge der Aktivitäten fest, die Sie erledigen müssen, und 

ordnen Sie die Streifen entsprechend. Sprechen Sie dann darüber, was noch fehlt. Überlegen Sie dabei, 
was nacheinander und was gleichzeitig gemacht werden kann. Benutzen Sie dazu die temporalen 
Konnektoren und Präpositionen unten. 

Beispiel: Geburtstagsparty 
� Bevor wir Freunde einladen, müssen wir eine Gästeliste machen.  
� Aber vorher müssen wir ein Datum festlegen. 
� Während ... die Gäste anruft und einlädt, ... . 
� Sobald wir wissen, wer kommt, können wir ... . 
3. Schreiben Sie alle neuen Aktivitäten ebenfalls auf Papierstreifen und ordnen Sie sie zeitlich ein. 

Kleben Sie die Streifen auf ein Plakat. 
4. Hängen Sie Ihre „Checkliste“ zur Vorbereitung Ihres Festes in der Klasse auf. Lesen Sie die 

Raum 
dekorieren 

Musik 
organisieren 

Freunde 
einla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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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en „Checklisten“ und überprüfen Sie, ob Sie etwas vergessen haben.  
Temporale Konnektoren und Präpositionen: 
zeitliche Abfolge Hauptsatz Nebensatz Präposition 

 
gleichzeitig 

 
gleichzeitig 

wenn 
während 

bis 

bei 
während 

bis 
 
 

nicht gleichzeitig 

vorher, davor, zuerst 
danach 

anschließend 
dann 

schließlich, zuletzt 

bevor 
nachdem 

 
sobald 

vor 
nach 

gleich nach 

Familien feiern Feste (Rollenspiel) 
Vorbereitung: 
1. Setzen Sie sich in Fünfergruppen zusammen und entscheiden Sie gemeinsam, welches 

Familienfest Sie feiern wollen (Weihnachten/Silvester/Geburtstag etc.). 
2. Ziehen Sie jede/jeder eine Rollenkarte. Versetzen Sie sich in „Ihre“ Person und erfinden Sie 

einen Namen und eine kurze Biografie (Beruf, Hobbys, Interessen).  
3. Überlegen Sie sich möglichst viele Argumente für Ihren Wunsch, dieses Fest auf Ihre Weise zu 

feiern. 
Das Spiel beginnt:  
„Was machen wir zu ...“ 
4. Jedes „Familienmitglied“ trägt seine Pläne vor und begründet sie. 
5. Diskutieren Sie miteinander Ihre Vorschläge/Pläne und suchen Sie nach einem Kompromiss: 

Planen Sie gemeinsam eine Feier, mit der alle einverstanden sind. 
6. Stellen Sie der Klasse Ihren Kompromiss/Ihre Feier vor. 
Redemittel: 
Sind alle damit einverstanden, dass ...? 
Also, ich wäre damit einverstanden, dass ... 
Wäre es vielleicht möglich, ...? 
Ich wäre bereit, auf ... zu verzichten / darauf zu verzichten, dass ... 
Können wir uns darauf einigen, dass ... 
Vielleicht können wir uns auf folgendes einigen: ... 
Sind alle der Meinung, dass ...? 
Rollenkarten für ein Familienfest (Je nach Teilnehmerzahl mehrmals kopieren) 
 
 
 
 
 
 
 
 
 
 
 

Vater, 47, 
möchte das Fest wie immer mit der 
ganzen Familie feiern. Alles soll so 
sein wie immer: Ein schön 
gedeckterTisch, ein leckeres 
Essen,von seiner Frau liebevoll 
zubereitet. 

Großmutter, 73, 
freut sich schon darauf, wieder 
einmal mit der ganzen Familie 
zusammen zu sein und besonders 
darauf, Zeit mit ihren Enkelkindern 
zu verbringen. 



6781 

 
 
 

 
 
 
 

 
 
 
 
 
 
  
学习目标： 
mit anderen ein Fest vorbereiten und über diese Vorbereitungen sprechen 
作业： 
Spielen Sie in verteilten Rollen die Szene, in der man ein Fest vorbereitet. 

知识单元 3：im Restauran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Setzen Sie sich in Kleingruppen (3-4 Personen) zusammen und bereiten Sie einen Restaurant-Besuch 

als Rollenspiel vor. Sie brauchen Gäste (Ehepaar, Freunde, Familie etc.) und Bedienung. 
1. Sehen Sie sich das Arbeitsblatt an. Überlegen Sie, was in den einzelnen Situationen passieren 

könnte.  
� Was machen die Personen (Gäste und Bedienung)?  
� Wie benehmen sie sich?  
� Was sagen sie?  
� Was ist höflich?  
� Was ist unhöflich? 
2. Notieren Sie in den entsprechenden Spalten, was die Gäste und die Bedienung sagen. 
3. Verteilen Sie Ihre Rollen und üben Sie Ihr Rollenspiel. 
4. Präsentieren Sie Ihr Spiel vor der Klasse. 
5. Einzel- oder Partnerarbeit: 
Ein Freund /eine Freundin aus Deutschland möchte Ihr Land besuchen und auch einmal in 

einRestaurant gehen. Er/Sie hat viele Fragen: 
� Was kann/muss ich anziehen? 
� Kann ich mich an einen freien Tisch oder zu anderen Personen an den Tisch setzen? 
� Was mache ich, wenn ich die Gerichte auf der Speisekarte nicht kenne?  
� Kann ich die Bedienung fragen? 
� Muss ich Vorspeise, Hauptgang und Nachspeise bestellen, auch wenn ich nicht so viel Hunger 

habe?  
� Was mache ich, wenn mir das Essen nicht schmeckt? Kann ich es stehen lassen oder muss ich 

allesaufessen? 
� Kann ich nach dem Essen noch ein bisschen sitzen bleiben und mit meinen Freunden reden? 

Mutter, 44, 
möchte endlich einmal nicht 
kochen und den ganzen Tag in der 
Küche stehen. Sie möchte in ein 
nettes Restaurant gehen. 

Tochter, 18, 
will die Feiertage mit ihrem Freund 
verbringen und mit ihm verreisen. 

Sohn, 15, 
hat nichts gegen gutes Essen, findet 
Familienfeierna ber furchtbar und 
will etwas mit seinen Freunden 
unterneh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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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ahlt man für alle zusammen oder kann man auch getrennt zahlen? 
� Gibt man Trinkgeld? Wenn ja, wie viel? 
� ... 
Schreiben Sie ihm/ihr einen Brief und geben Sie Tipps, was er/sie in einem Restaurant 

beachten muss: 
Beispiel:  
Liebe Susanne, 
es freut mich, dass du eine Reise in die USA planst und auch einmal in ein gutesRestaurant gehen 

möchtest. Man kann an vielen Orten sehr gut essen! Du fragst,was man bei einem Restaurantbesuch 
beachten muss – hier ein paar Tipps: In den USA ist es nicht wichtig, welche Kleidung man trägt. Aber 
man sucht sich in einem Restaurant nicht selbst einen Platz. Es gibt fast immer ein Schild:"Wait to be 
seated" 

.... 
Eine schöne Reise und viel Spaß! 
Viele Grüße, 
dein/e ... 
Arbeitsblatt 

Die Situationen Was sagen die Gäste? Was sagt die Bedienung? 
1. Ein Restaurant 
betreten, einen Platz 
suchen, Platz nehmen 
 

„Hier ist noch ein Tisch 
frei! / Wollen wir uns 
hierher setzen?“  
 
„Einen Tisch für ... 
Personen, bitte.“ 

„Guten Tag. Ein Tisch für .... 
Personen? Bitte hier.“ 
 
„Guten Abend. ... Personen?  
Haben Sie reserviert?“ 

2. Nach der Speisekarte 
fragen / die Speisekarte 
erhalten 

  

3. Speisen und Getränke 
auswählen / um Beratung 
bitten und sie erhalten 
 

  

4. Speisen und Getränke 
bestellen 

  

5. Nachfragen, weil das 
Essen nicht kommt 
 

  

6. Die Speisen werden 
serviert 

  

7. Um fehlende Dinge 
bitten / etwas 
nachbestellen 

  

8. Fragen, ob die Gäste 
zufrieden waren / darauf 
reagieren 

  

9. Bezahlen wo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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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ezahlen / auf einen 
Fehler aufmerksam 
machen  

  

11. Sich verabschieden / 
das Restaurant verlassen 
 

  

学习目标： 
sich richtig benehmen und verständigen mit anderen im Restaurant 
作业： 
Spielen Sie ein Minitheater, in dem etwas Besonderes in einem Restaurant passiert. 

知识单元 4：einen Film empfehl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Bilden Sie Kleingruppen zu verschiedenen Filmgenres, z.B. Komödie, Kriminalfilm, 

Action-Film, Science-Fiction / Fantasy, Literaturverfilmung, Liebesfilm. 
2. Unterhalten Sie sich kurz über dieses Filmgenre. Warum mögen Sie es? Was ist typisch daran? 

Welche Filme dieses Genres kennen Sie?  
3. Einigen Sie sich auf einen Film, den Sie der Klasse empfehlen wollen.  
4. Bereiten Sie Ihren Filmtipp vor. Gehen Sie dabei auf folgende Punkte ein:  
� Titel des Films 
� Darsteller, Regisseur 
� Ort und Zeit der Handlung 
� Inhalt 
 Zusätzliche Informationen finden Sie unter http://de.wikipedia.org/wiki/Kategorie:Filmtitel. 
5. Was ist das Besondere an dem Film? (Handlung, Leistung der Schauspieler, Kostüme, Musik, 

Tricks, ....) Beschreiben Sie das Besondere anhand einer Szene aus dem Film. 
6. Stellen Sie der Klasse Ihren Film vor und begründen Sie kurz, warum man ihn unbedingt sehen 

sollte. 
Variante: Die Gruppen können auch einen Film auswählen, den man auf keinen Fall sehen sollte 

und von dessen Besuch sie abraten. 
Redemittel:  
1. einen Film empfehlen 
� Wir möchten euch einen ...-Film vorstellen und empfehlen. 
� Der Film, den wir euch empfehlen, ist ein ...-Film. 
� Wenn ihr euch für ...-Filme interessiert, solltet ihr euch unbedingt diesen Film ansehen, 

denn ... 
� Auch wer sich nicht für ...-Filme interessiert, sollte sich diesen Film ansehen, denn ... 
2. Informationen zum Film 
� Es ist ein Film, der ... ., / den ... gemacht hat / dessen Regisseur ... ist.,  / in dem ... 

mitspielt/mitspielen. 
3. Das Besondere hervorheben 
� Der Film ist deshalb besonders sehenswert, weil ... . 
� Ihr solltet euch den Film unbedingt ansehen, weil ... . 
� Was diesen Film zu einem ganz besonderen Film macht, ist ... . 
� Der Film hat ... / In dem Film gibt e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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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halb finden wir ihn besonders gut. 
� Ganz besonders spannend/eindrucksvoll/komisch/lustig ... fanden wir ... . 
� An einer Szene wollen wir euch zeigen, wie ... der Film ist. 
学习目标： 
3. anderen Filme auf Deutsch empfehlen 
4. auf Deutsch über Filme reden 
作业： 
Empfehlen Sie ihren Studienkollegen einen Film oder ein Buch, der oder das dich anzieht. 

知识单元 5：Lieblingsorte – Ein Übungsspiel zu den Präposition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Vorbereitung: 
Das Spiel wird in Kleingruppen von drei bis fünf Personen gespielt. Kopieren Sie für jede Gruppe 

beide Listen. Schneiden Sie die Kärtchen entlang der Linien aus.  
Anmerkung:  
Es empfiehlt sich, für jede Liste eine andere Farbe zu nehmen und sie zu laminieren. 
Einführung im Plenum: 
� Wohin ...? (Richtungsangaben) 
Ziehen Sie ein Zeit-Kärtchen (z.B. Sommer) und fragen Sie die TN, wohin Sie in dieser Zeit fahren 

sollen.  
Beispiel: Sommer  Wohin soll ich im Sommer fahren? 
 
Verteilen Sie z.B. drei Ortskärtchen unter die Kursteilnehmer/innen. Diese machen dann 

entsprechende Vorschläge und begründen sie kurz. 
Beispiel: Berge/ Italien/ Nordsee / Nordpol  Fahr(en) (Sie) doch (im Sommer)in die Berge / nach 

Italien / an die Nordsee / zum Nordpol. 
Begründung: Dort ist es schön kühl. / Dort sind nicht so viele Leute/ ... 
Akzeptieren Sie einen der Vorschläge und legen Sie beide Karten zusammen auf den Tisch. Die 

abgelehnten Orte werden unter den Stapel der Kärtchen mit den Ortsangaben gelegt. 
� Wo ...? (Wechselpräpositionen mit Dativ) 
Sie können mit den Kärtchen auch die Wechselpräpositionen mit Dativ üben. 
Beispiel: Sommer  Wo ist es im Sommer am schönsten? 
Vorschläge 
Beispiel: Berge/Italien/Nordsee  Am schönsten ist es in den Bergen / in Italien / an der Nordsee. 
Durchführung: 
Teilen Sie die Gruppe in Kleingruppen. Jede Kleingruppe erhält einen Satz Karten mit Zeitangaben 

undeinen Satz Karten mit Ortsangaben. Die TN teilen die Kärtchen mit den Zeitangaben untereinander auf. 
Die Kärtchen mit den Ortsangaben liegen verdeckt auf dem Tisch. 

Ein TN beginnt mit einem Zeit-Kärtchen und fragt die Gruppe, wohin sie/er in dieser Zeit fahren 
sollbzw. wo es schön ist. Die anderen ziehen jeweils ein Ort-Kärtchen und machen dann 
entsprechendeVorschläge und begründen sie kurz.  

Die/der Fragende muss einen der Vorschläge akzeptieren und legt beide Karten zusammen auf 
denTisch. Die abgelehnten Orte stehen für andere Vorschläge wieder zur Verfügung und werden unter 
den Stapel der Kärtchen mit den Ortsangaben gelegt. 

Reihum wird jetzt so lange gefragt, bis jedem Zeitkärtchen ein Ziel zugeordnet 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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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blingsorte – Ein Übungsspiel zu den Präpositionen 
Sommer Regen November 
Ostern 1. Januar Wochenende 

Weihnachtszeit Juli-August Geburtstag 
Nebel Urlaub Abend 

Mitternacht Mondschein 12.00-15.00 
Vormittag Anfang der Woche Frühling 

Vorhersagen – Ein Gesellschaftsspiel zu temporalen Präpositionen 
Vorbereitung: 
Kopieren Sie für jede Gruppe einen Satz Zeit-Kärtchen und einen Satz Ereignis-Kärtchen auf 

verschieden farbiges Papier und schneiden Sie sie dann aus.  
Spiel: 
Die Kursteilnehmer/innen setzen sich in kleinen Gruppen zusammen (5-6 Personen) und erhaltenpro 

Gruppe einen Satz Zeit-Kärtchen und einen Satz Ereignis-Kärtchen.Auf den Zeit-Kärtchen stehen jeweils 
drei Zeitangaben ohne Präpositionen,auf den Ereignis-Kärtchen Aussagen im Infinitiv. 

 
 
 
 
 
 
Zeit-Kärtchen und Ereignis-Kärtchen werden getrennt mit der Schrift nach unten gelegt. TN 1 zieht 

ein Ereigniskärtchen und fragt TN 2, wann dieses Ereignis eintreten wird. Der/ die Befragte ziehtein 
Zeitkärtchen und antwortet entsprechend. 

Beispiel:  
TN 1: „Wann werde ich meinen Traumpartner treffen?“ 
TN 2: „Im Herbst an einem Montag um 18.00 Uhr“ 
oder:  
„Maria, an einem Montag im 

Herbst wirst du um 18.00 Uhr 
deinen Traumpartner 
treffen.“ 

 
Da keine Präpositionen 

vorgegeben sind, können sie je 
nach 
„Vorhersage“ richtig sein. Ermutigen Sie die TN deshalb, verschiedene Präpositionen auszuprobieren, 
bevor sie ihre Vorhersagen machen. 

Ereigniskarten: 
Traumpartner 

treffen 
eine Reise 
machen 

1 Million Euro 
gewinnen 

von einer 
Unbekannten 

eine Villa 
am Meer erben 

perfekt 
Deutsch 
sprechen 

 
im Beruf 

vorwärts kommen 
 

Berge Strand Nordsee 
Italien Messe Park 

Nordpol Wald Donau 
Gebirge Berlin Zentrum 

Fernsehturm Deutschkurs Mediothek 
Brücke Sauna Stadt 
Natur Kaufhaus Spielplatz 

Traumpartner  
treffen 

Herbst 
Montag 

18.00 U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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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ück haben 

einen wichtigen 
Anruf bekommen 

keine Angst 
haben 

ein Wochenende 
mit dem 

Lieblingsschauspieler 
verbringen 

Michael 
Schumachers 

Ferrari geschenkt 
bekommen 

 
Zeit zum Lesen  

haben 

zum Essen 
eingeladen werden 

ausschlafen  
können 

ein Jahr 
bezahlten Urlaub 

bekommen 
Zeitkarten: 

Herbst 
Montag 

18.00 Uhr 

20. Oktober 
Mitternacht 
drei Jahre 

Abend 
Februar 

nächstes Jahr 
5.00 Uhr 
Samstag 
Ferien 

drei Stunden 
Mittwoch 

fünf Monate 

Ostern 
2016 

Morgen 
Weihnachten 

1 Jahr 
12.00 Uhr 

drei Wochen 
erste Nacht 
2.00 Uhr 

11.00 Uhr 
Freitag 

Frühjahr 
vorletzte Woche 

Mai 
Sonntag 

dieses Jahr 
Geburtstag 
Nachmittag 

Urlaub 
Nächstes Jahr 

Dienstag 
21. September 

Nacht 
3 Jahre 

Sonntag 
Juli 

3.00 Uhr 
Nachmittag 

erste Mittwoch 
Novermber 

Abend 

学习目标：   
Präpositionen geschickt im Gespräch benutzen 
作业： 
Überlegen Sie sich ein Spiel mit deutschen Präpositionen. 

知识单元 6：ein Besucherprogramm erstell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Vorbereitung: 
Sammeln Sie mit den TN ein paar Tage vor dieser Aktivität Informationsmaterial über den Kursort: 

Stadtführer, Prospekte, Veranstaltungskalender, etc. Falls das nicht möglich ist, kann Schritt 4 
alsHausaufgabe fortgesetzt werden. Die Präsentation erfolgt dann in der nächsten Stunde bzw. zu einem 
Zeitpunkt, den Sie mit der Klasse gemeinsam festlegen. 

Arbeitsblatt zu „ein Besucherprogramm erstellen“: 
1. Folgende Besuchergruppen möchten Ihren Kursort besuchen und wünschen sich ein spezielles 

Programm für ihren Aufenthalt: 
Zwei Familien mit Kindern im Alter von acht bis zwölf Jahren, die am Freitag 
Nachmittag ankommen und Montag früh ihre Reise fortsetzen.  
Fünf sportliche Jugendliche, die sich gern draußen aufhalten und Interesse an 
ungewöhnlichen Aktivitäten ha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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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hs Frauen, ca. 30 Jahre alt, die an einer Konferenz über Frauenfragen teilnehmen und 
an einem Vormittag und einem Nachmittag Zeit für Besichtigungen haben. An einem 
Abend würden sie gern in einem netten, preiswerten Restaurant essen. 
Eine Reisegruppe (10 Personen) mit Interesse an Geschichte, die in drei Tagen einen 
Eindruck vom Leben in Ihrem Kursort gewinnen möchte. 

2. Bilden Sie Kleingruppen (4-6 Personen) und wählen Sie eine der Besuchergruppen. 
3. Erstellen Sie zunächst ein möglichst genaues Profil Ihrer Besuchergruppe. Ergänzen Sie die 

Informationen und überlegen Sie:  
� Wie alt sind die Besucher? 
� Was machen sie beruflich? 
� Welche speziellen Interessen haben sie? 
� Wie viel Zeit haben sie? 
� Zu welcher Tageszeit möchten sie etwas unternehmen? 
4. Listen Sie geeignete Angebote auf und besorgen Sie sich Informationen zu Preisen und 

Öffnungszeiten zu: 
� Sehenswürdigkeiten 
� Veranstaltungen 
� Aktivitäten 
� Erholungsmöglichkeiten 
� Einkaufsmöglichkeiten 
5. Stellen Sie ein Programm für Ihre Gruppe zusammen und präsentieren Sie es im Plenum. 
学习目标：   
ein Programm für eine Gruppe zusammenstellen und es präsentieren 
作业： 
Überlegen Sie sich eine Gruppe und entwerfen Sie für diese Gruppe ein Programm. 

知识单元 7：Ein Leben ohne Musik?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e meisten Menschen können sich ein Leben ohne Musik nicht vorstellen. Wie ist das bei Ihnen? 
1. Notieren Sie zunächst Ihre Musik-Hörgewohnheiten. 

Ich höre Musik 
Wann?  
Wie oft?  
Wie lange?  
Wo?  
Wie?  
Welche Musik?  
Welche 

Lieblingsmusik? 
 

2. Überlegen Sie kurz, wie wichtig Musik für Sie ist.  
� Gibt es in Ihrem Leben eine Situation, in der Musik eine große Rolle gespielt hat?  
Notieren Sie: ...................................................................................................... 
3. Ergänzen Sie den Satz:  
Wenn es morgen keine Musik mehr gäbe, dann ...  
4. Setzen Sie sich in Kleingruppen zusammen und vergleichen Sie Ihre Hörgewohnheiten. Erzä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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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 sich gegenseitig Ihre Erlebnisse und Erfahrungen.  
5. Sprechen Sie darüber, wie wichtig Musik für Sie ist und wie ein Leben ohne Musik für Sie wäre.  
6. Fassen Sie das Gespräch in Ihrer Gruppe zusammen. Welche Gemeinsamkeiten und welche 

Unterschiede gibt es? Was war am wichtigsten? Was stand im Mittelpunkt des Gesprächs? 
7. Präsentieren Sie das Ergebnis im Plenum. 
Redemittel: 
� Einige / die meisten von uns hören ... 
� Mit Ausnahme von ... hören / haben alle ... 
� Bis auf ... 
� Ohne Ausnahme ... 
� Besonders / nicht so / weniger wichtig ist für uns .. 
学习目标：   
über ein Leben ohne etwas sprechen 
作业： 
Überlegen Sie sich mal, was nicht in Ihrem Leben fehlen darf und sprechen Sie darüber. 

知识单元 8：Über ein Thema sprechen (Kurzvortra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rbeitsblatt: 
1. Wählen Sie einen der folgenden Begriffe aus. Sie sollen darüber ungefähr drei Minuten sprechen. 
� Risiko  
� Langeweile  
� Fitness  
� Abenteuer 
� Extremsport  
� Spaß  
� Sicherheit  
� Gesundheit 
2. Finden Sie Lernpartner, die den gleichen Begriff gewählt haben und setzen Sie sich zusammen.  
3. Sprechen Sie über Ihren Begriff und überlegen Sie dabei gemeinsam: 
� Was verstehen Sie unter diesem Begriff? 
� Für wen ist dieser Begriff wichtig?  
� Wann und wo findet man diesen Begriff? 
� Welche konkreten Beispiele finden Sie für den Begriff? 
� Welche persönlichen Erfahrungen haben Sie mit diesem Begriff? 
� Wie ist Ihre persönliche Meinung zu diesem Begriff? Warum? 
4. Planen Sie Ihren Kurzvortrag und notieren Sie sich Stichwörter. 
� Wie wollen Sie beginnen? 
� Welche Aspekte sind besonders wichtig? 
� Welche Beispiele bringen Sie? 
� Wie können Sie auf das eingehen, was Vorredner gesagt haben? 
� Was sagen Sie am Schluss? 
5. Wählen Sie einen Sprecher / eine Sprecherin und präsentieren Sie Ihren Vortrag der Klasse. 

Orientieren Sie sich für Ihren Vortrag an folgenden Redemitteln: 
1) Einlei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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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n/Unser Thema ist ... 
� Ich spreche / Wir sprechen heute/jetzt über ... / über den Begriff „...“.Einleitend ...  
� Zu Beginn möchte ich / möchten wir sagen/bemerken/darauf hinweisen, dass ...  
� (Bezug zu Vorrednern:) Unser Thema passt zu dem, was ... gesagt hat, weil ... 
2) Hauptteil: 
� Bedeutung: Für mich/uns bedeutet „...“ ... . / Unter „...“ verstehe ich/ verstehen wir ... 
� Beispiel: Ich möchte / Wir möchten das mit einem Beispiel deutlich  
� machen.  
� Dazu möchte ich / möchten wir folgendes Beispiel geben. 
� Stellungnahme: Für mich/uns ist „...“... / Ich halte / Wir halten „...“ für ... 
� Meiner/Unserer Meinung nach ist „...“ ... / wäre das  Leben ohne „...“ ... 
� Begründung: Denn erstens ... / Außerdem ... / Wenn man bedenkt, dass ... 
3) Schluss:  
� Zum Abschluss / Abschließend möchte ich / möchten wir noch einmal betonen, dass ... 
� Weil ... / Deshalb ... 
� Vielen Dank fürs Zuhören / für eure Aufmerksamkeit 

Sprechen über Statistik 
1. Setzen Sie sich in Kleingruppen zusammen und überlegen Sie, welche Sportarten Sie als 

Extremsportbezeichnen würden. Nennen Sie Beispiele und beschreiben Sie kurz, was man da machen 
muss. 

2. Lesen Sie, welche Motive Extremsportler für ihre Aktivitäten angeben. 
A) Flucht vor der Langeweile  
B)Ultimativen Kick erleben  
C) Einen Lebenstraum verwirklichen  
D) Grenzerlebnisse als letztes Abenteuer  
E) Probier- und Experimentierfreude  
F) Einfach Spaß haben 

G) Mit eigenen Ängsten fertig werden  
H) Gemeinsame Abenteuer erleben 
I) Unbeschreibliches Glücksgefühl 
J) Wettkampf mit Naturgewalten 
K) Kalkulierbares Risiko eingehen 

3. Klären Sie unbekannte Wörter und unterhalten Sie sich darüber, welche Motive Sie kennen, 
welche Sie verstehen können und welche nicht.  

4. Welche Motive werden Ihrer Meinung nach wohl von den Sportler am häufigsten genannt, 
welche weniger häufig? Ordnen Sie die 11 Motive (A bis K) den Prozentzahlen (66 bis 29) in der Tabelle 
zu. Begründen Sie Ihre Entscheidung. 

5. Präsentieren Sie Ihre Zuordnung der Klasse und vergleichen Sie die Ergebnisse. Verwenden Sie 
dabei die folgenden Redemittel: 

� An erster/letzter Stelle / Auf dem ersten/letzten Platz steht bei uns ... 
� Das Motiv, das am häufigsten genannt wird, ist für uns ... 
� Wir glauben, ... ist das stärkste/schwächste Motiv. 
� Die wenigsten / Die meisten Sportler machen das vermutlich, weil sie ... 
� ... ist bestimmt für mehr/weniger Sportler ein Motiv, als .... 
学习目标：   
1. einen Vortrag über ein Thema halten 
2. über Statistik sprechen 
作业： 
Suchen Sie eine Statistik und sprechen Sie darüber. 

知识单元 9：Über Bilder spre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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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as Bild von Caspar David Friedrich „Wanderer über dem Nebelmeer“ greift das Thema 

„Bergsteigen“ auf und gibt ihm eine andere Wendung. 
Es ist wichtig, dass die Kursteilnehmer/innen mit dem Bildausschnitt (siehe Arbeitsblatt) arbeiten, 

ohne das Gesamtbild zu kennen. Das Gesamtbild finden Sie unter 
http://www.geocities.com/SoHo/Museum/4782/cdfpeople.htm. 

Ergänzungsbilder herstellen und darüber sprechen 
1. Kopieren Sie den Bildausschnitt für alle TN und bitten Sie sie, den Ausschnitt zeichnerisch zu 

ergänzen. Als Anregung für die Skizze stellen Sie der Klasse die folgenden zwei Fragen: 
� Wo ist der Mann? 
� Was macht er?  
Geben Sie den TN für die Skizze nur eine Minute Zeit, denn es geht nur um Ideen, nicht um 

künstlerische Ausführungen.  
2. Breiten Sie die Skizzen auf dem Fußboden so aus, dass alle sie sehen können. Besprechen Sie 

Gemeinsamkeiten und Unterschiede:  
� Ort: Welchen Ort haben die TN gewählt? Landschaft? Park? Stadt? Straße? ... 
� Aktivität: Was tut der Mann? Geht er spazieren? Schaut er etwas an? Ist er allein? ... 
3. Bitten Sie einzelne TN, kurz etwas zu ihren Bildideen zu sagen. Was haben sie gedacht? 

Worauf haben sie reagiert?  
Vergleich mit dem Bild von Caspar David Friedrich „Wanderer über dem Nebelmeer“ 

4. Zeigen Sie der Klasse das Gesamtbild und geben Sie den TN Zeit, sich dazu zu äußern und es 
mit den eigenen Skizzen zu vergleichen. 

5. Lassen Sie in Partnerarbeit oder Kleingruppen à 3 Personen die folgenden Leitfragen bearbeiten, 
die Sie z.B. am Overhead-Projektor zeigen können: 

Leitfragen 
Person:  
� Was ist das für eine Person? Was macht diese Person in den Bergen? 
� Wie ist sie gekleidet? 
� Wie sieht sie aus (frisch oder müde, aufgeregt oder ruhig, ...)? 
� Was sieht sie? 
� Was fühlt diese Person wohl? 
Bild: 
� Was sehen wir? (Person, Landschaft) 
� Wie sind das Licht und die Farben? Welche Tageszeit ist dargestellt? 
� Welchen Eindruck macht das Bild auf uns? 
� Das Bild „Wanderer über dem Nebelmeer“ stammt aus dem 19. Jahrhundert, das Foto mit 
Reinhold Messner aus dem 20. Jahrhundert. Hat sich die Beziehung zwischen Mensch und 
Natur verändert? Wenn ja, wie? 
Besprechen Sie die Ergebnisse der TN im Plenum. Bringen Sie die TN mit der Frage „Woran sieht 

man das?“ dazu, ihre subjektiven Eindrücke/Interpretationen mit konkret sichtbaren Bildelementen zu 
belegen. Zum Beispiel mit den folgenden: 

Leitfragen Mögliche Beobachtungen 
Person:  
� Was ist das für eine Person? Was macht 

� Spaziergänger – kein Bergsteiger 
(Vergleich mit Reinhold Mess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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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se Person in den Bergen? 
� Wie ist sie gekleidet? 
�  
� Wie sieht sie aus (frisch oder müde, 
aufgeregt oder ruhig, ...)? 
� Was sieht sie? 
�  
� Was fühlt diese Person wohl? 

Spazierstock – kein Wanderstab 
� Kleidung: städtisch, elegant 
(Spazierstock) 
� Haltung: ruhig – keine Zeichen von 
Erschöpfung oder Anstrengung 
� Entfernte, scheinbar endlose 
Berglandschaft  
� Auf dem Gipfel: Der Alltag ist weit weg, 
die Person meditiert in der Natur; religiöses 
Gefühl, Nähe zum Himmel / zu Gott  

Bild: 
� Was sehen wir? (Person, Landschaft) 
� Wie sind das Licht und die Farben? 
Welche Tageszeit ist dargestellt? 
� Welchen Eindruck macht das Bild auf 
uns? 
� Das Bild „Wanderer über dem 
Nebelmeer“ stammt aus dem 19. 
Jahrhundert, das Foto mit Reinhold Messner 
aus dem 20. Jahrhundert. Hat sich die 
Beziehung zwischen Mensch und Natur 
verändert? Wenn ja, wie? 

� Rückenfigur: steht wie die Betrachter, 
schaut in die Ferne, über die Berge, für das 
Auge gibt es keine Grenzen. 
� Kontrast: hell und dunkel, 
klar(Vordergrund) und unklar, (Hintergrund); 
Tageszeit: Morgen? 
� z.B. harmonisch, friedlich, nicht real, ... 
� zum Beispiel:Natur als Spiegel der 
eigenen Gefühle. (19.Jhd.) Natur als Aufgabe, 
als Herausforderung (20.Jhd.)  

6. Eventuell als Hausaufgabe: Bitten Sie die TN, sich in die Person des Wanderers zu versetzen:  
Nach seiner Rückkehr berichtet er einem Freund, warum er auf den Gipfel gegangen ist, was er dort 

erlebt und gedacht hat. Die TN schreiben einen persönlichen Brief. 
Arbeitsblatt: 
Bitte ergänzen Sie das Bild. Sie haben eine Minute Zeit. 
Wo ist der Mann? 
Was macht er? 
学习目标：   
über irgendein Bild sprechen 
作业： 
Sammeln Sie zusammen mit Ihrer Klasse Bilder und tauschen Sie sie, damit Sie über ein 

unbekanntes Bild sprechen können. 
知识单元 10：Machen Sie das Beste aus Ihrem Typ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Setzen Sie sich in Kleingruppen zusammen unterhalten Sie sich über Farben, die Sie besonders 

gern mögen, bzw. die Ihnen überhaupt nicht gefallen.  
2. Finden Sie möglichst viele Farbnuancen zu einer Basisfarbe. 
Beispiel:  
Rot: weinrot – feuerrot – korallenrot – tomatenrot – dunkelrot – hellrot – blaurot  
3. Welche Farben und Farbnuancen würden Sie den Jahreszeiten „Frühling“, „Sommer“, 

„Herbst“ und „Winter“ zuordnen?  
4. Die vier Jahreszeiten dienen Modeberatern dazu, Frauen und auch Männer in verschied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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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n einzuteilen. Sie betrachten dabei den Hautton, die Haarfarbe und die Augenfarbe.  
 Hautton 

Wie sieht die Haut aus? 
Haarfarbe 

Welche Farbe hat 
das Haar? 

Augenfarbe 
Welche Farbe haben 

die Augen? 
Frühlingstyp leicht golden oder 

Pfirsich, leicht errötend 
hellbraun oder 
helles, warmes Rot 

blau, aquamarin oder 
hellbraun 

Sommertyp hell, rosig, leichtes Oliv, 
Unterarme leicht bläulich 

aschblond bis 
dunkelbraun 

blau oder grün, 
weicher Farbton 

Herbsttyp Elfenbein,oder auchviele 
Sommersprossen 

glänzen rötlich bis 
goldenoder sind 
braun 

braun, Iris braune, 
goldeneoder grüne 
Strahlen 

Wintertyp sehr hell, fast weiß, 
bläulicher Unterton 

sehr dunkel oder 
auch platinblond 

sehr klare Farben, 
sehrweißes 
Augenweiß 

5. Bestimmen Sie Ihren eigenen Typ. Zu welchem der vier Typen gehören Sie und Ihre 
Gruppenmitglieder?  

6. Bereiten Sie eine Beratung vor. Welche Farben passen am besten zu den vier Typen? Machen Sie 
Farb-Vorschläge für die Kleidung. Den Frauen in Ihrer Gruppe können Sie auch Schmink-Tipps geben.  

7. Präsentieren Sie Ihre Farb-Typen und Ihre Vorschläge im Plenum mit Hilfe folgender 
Redemittel: 

� Charakteristisch/typisch für den Frühlingstyp ist/sind .... 
� Die Merkmale für ... sind ... 
� Den ...-typ erkennt man an ... 
� Deshalb ist ... besonders vorteilhaft/geeignet/passend. 
� Die Farbe ... ist für den ...-typ nicht so vorteilhaft, weil ... 
� Zu diesem Typ passen keine ... Farben, sondern ... 
Diskutieren Sie in der Klasse, ob es sinnvoll ist, solche Typ-Zuordnungen vorzunehmen und sie als 

Grundlage für Beratungen zu benutzen. 
学习目标：   
über Charakter sprechen 
作业： 
Suchen Sie einen Typen-Test aus und testen Sie damit Ihre Studienkollegen. 

知识单元 11：Modeschöpfer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Kopieren Sie das Arbeitsblatt mit den Modefiguren, so dass jede Kleingruppe (3-5 Personen) eine 

Kopie erhält. 
Arbeitsblatt: Gruppenarbeit in der Klasse 
Setzen Sie sich in Kleingruppen (3-5 Personen) zusammen und wählen Sie eine der 

folgendenAufgaben: 
A) Neue Moden entwickeln und vorstellen. 
B) Gespräche über Mode führen  
Folgen Sie dann den Anweisungen zu Ihrer Aufgabe.  

Aufgabe A: Neue Moden entwickeln und vorstellen 
1. Ihr Ausgangsmaterial sind die Figuren aus dem Kursbuch Seite 124 und 125. 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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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halten sie als Kopie. Schneiden Sie sie entlang der Linie in Streifen. 
2. Verschieben Sie die Streifen so, dass Sie die Figuren neu kombinieren. Mischen Sie 
auch die Damen- mit der Herrenmode. 
� Lassen Sie sich auf diese Weise zu neuen Moden inspirieren.  
� Überlegen Sie, welche Figurenteile modisch zueinander passen und welche nicht.  
� Begründen Sie Ihre Entscheidungen. 
3. Schneiden Sie die gewählten Figuren aus und kleben Sie die Teile zusammen. 
Präsentieren Sie Ihre neuen Kreationen der Klasse. Verwenden Sie für Material, Stil und 
Aussehen auch die Beschreibungen in den Texten Seite 124 und 125. 

 
Aufgabe B: Gespräche über Mode führen  
1. Ihr Ausgangsmaterial sind die Figuren aus dem Kursbuch Seite 124 und 125. Sie 
erhalten sie als Kopie. 
2. Wählen Sie zwei oder drei Figuren aus verschiedenen Jahrzehnten aus und stellen 
Sie sich ein Treffen dieser Figuren vor, bei dem man sich über Mode unterhält.  
� Was halten sie wohl gegenseitig von ihren Moden?  
� Welche Ähnlichkeiten sieht man, welche Unterschiede?  
� Was lehnt man bei den anderen ab, was findet man interessant? 
3. Bereiten Sie das Gespräch vor, das diese „Personen“ über Mode führen.4. Schneiden 
Sie die gewählten Figuren aus und präsentieren Sie Ihr Mode-Gespräch der Klasse. 
Verwenden Sie für Material, Stil und Aussehen auch die Beschreibungen in den Texten 
Seite 124 und 125. 
学习目标：   
über Mode sprechen 
作业： 
Führen Sie einen Dialog mit einem gespielten „Modeschöpfer“. 

知识单元 12：Berühmte Persönlichkeit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Suchen Sie in einem Lexikon Ihrer Wahl eine deutschsprachige Person, die in Ihrem Heimatland 

einflussreich ist oder war (z.B. historische Figur, Komponist/in, Forscher/in, Geschäftsfrau/-mann, 
Sportler/in). 

Was erfahren Sie im Lexikon? 
• Name, inklusive Pseudonym  
• Geburtsdatum 
• Todesdatum  
• Nationalität  
• Beruf  
• Bedeutung: Warum erinnern wir uns 
heute noch an die Person? 

• Werke oder Leistungen, z.B. Bücher, 
Musik, Bilder, Gewonnene Titel etc. 
• evtl. Art des Todes, z.B. Unfall, 
Selbstmord 
• Sonstiges: Was möchten wir über das 
Leben dieser Person noch wissen? 

1. Vorbereitung eines Kurzreferatsa 
1) Suchen Sie möglichst ein Foto von der Person. 
2) Sammeln Sie Stichpunkte zu den neun Punkten. Schreiben Sie einige wichtige Punkte auf Folie. 

Überlegen Sie sich einen Schluss.  
2. „Inszenieren“ Sie Ihr Refe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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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eigen Sie zunächst das Foto von der Person. 
2) Sagen Sie, warum Sie diese Person ausgewählt haben. 
3) Legen Sie eine Folie mit den neun Punkten aus Nummer 1 ein. Decken Sie immer nur ein Wort 

oder eine Zeile auf und geben Sie dazu Ihre Informationen. 
4) Stellen Sie hin und wieder einmal eine Frage an Ihre Zuhörer. 
Beispiel: Wer kennt ein Werk dieses Komponisten? 
5) Beenden Sie Ihr Referat mit einem Einfall, z.B. einem Zitat, einem Ratschlag oder Ähnlichem.  
Beispiel: Wird der Sohn von Steffi Graf und Andre Agassi der beste und reichste Tennisspieler aller 

Zeiten? Armer Sohn! 
3. Quiz 
Nachdem mehrere berühmte Persönlichkeiten vorgestellt sind, wird kontrolliert, was die Zuhörer 

behalten haben. Schreiben Sie dazu die Namen der vorgestellten Persönlichkeiten auf Kärtchen und 
verteilen Sie an jeweils ein Spielerpaar in der Klasse eines dieser Kärtchen.Die „Experten“, die die 
jeweilige Person in einem Referat präsentiert haben, stellen pro Persönlichkeit drei bis sechs Fragen. (z.B. 
Geburtsjahr, Nationalität). Das Paar, das die meisten Fragen richtig beantwortet hat, ist Sieger. 

学习目标：   
ein Referat über bestimmte Personen halten 
作业： 
Sammeln Sie Informationen über eine Persönlichkeit und halten Sie ein Referat über sie / ihn. 

知识单元 13：Weltsprachen und Englisch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e 10 größten Weltsprachen 
1. Sehen Sie sich diese Statistik an. Was fällt Ihnen auf? 

Die 10 größten Weltsprachen 
Sprache Millionen 

1. Mandarin (Chinesisch)  726 
2. Englisch 427 
3. Spanisch 266 
4. Hindi 182 
5. Arabisch 181 
6. Portugiesisch 165 
7. Bengali (Indisch) 162 
8. Russisch 158 
9. Japanisch 124 
10. Deutsch 121 

2. Was steht in der Statistik? 
Fassen Sie die Informationen mündlich zusammen. 
 

zirka 
etwa 
über 
ungefähr 
etwas 

mehr als ... 
weniger als ...     

... Millionen Menschen 

... doppelt so viele Menschen 

... drei Mal so viele Mens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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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nsehdiskussion: Sollten wir alle Englisch sprechen? 
1. Lesen Sie die Argumente unten. Welches gefällt Ihnen am besten? 
2. Schreiben Sie sich dieses Argument auf. 
3. Vertreten Sie in der folgenden Diskussion diesen Standpunkt. Bauen Sie ihn aus. Erklären Sie in 

eigenen Worten, was damit gemeint ist. Geben Sie Beispiele aus Ihrer eigenen Erfahrung. 
 

Pro Contra 
Es wäre praktisch, wenn alle Menschen sich 
in einer Sprache verständigen. Deshalb 
sollten wir alle Englisch lernen. 

Wenn wir alle Englisch sprechen, dann 
denken wir bald alle gleich. Wenn wir unsere 
Sprache verlieren, verlieren wir unsere 
Kultur und unsere Traditionen. 

Ich bin froh, wenn ich auf Reisen die 
Menschen in einem anderen Land sofort 
verstehe. 

Jeder sollte in der Schule mehrere 
Fremdsprachen lernen. Englisch allein reicht 
nicht. 

Im alten Testament hatten die ersten 
Menschen nur eine Sprache. Dann kam der 
Turm von Babel. Die verschiedenen Sprachen 
waren eine Strafe für die Menschen. 

Mit einer Fremdsprache lerne ich eine andere 
Denkweise kennen. Die Amerikaner und 
Engländer sollten auch unsere Sprache und 
Denkweise kennen lernen. 

学习目标：   
1. Vor- und Nachteile einer Sache besprechen 
2. über Statistik reden 
作业： 
Diskutieren Sie mit Ihren Studienkollengen über Chinesisch. 

知识单元 14：Referat über Heima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Halten Sie im Kurs ein Referat über Ihren Heimatort. 
1) Klären Sie folgende Fragen und machen Sie dazu Notizen. 
2) Bringen Sie Ihre Notizen für das Referat in eine sinnvolle Reihenfolge. 
3) Sammeln Sie aus Büchern, Zeitschriften und privaten Fotosammlungen große Fotos über den 

Ort, den Sie in der Klasse präsentieren. 
 

Fragen Notizen / Beispiel 
• Wie heißt der Ort? (eventuell Herkunft und 
Bedeutung dieses Namens)  
 
• Welche Bezeichnung passt? (z.B. das Dorf, die 
Großstadt, die Kleinstadt, die Millionenstadt)  
 
• Welche Bedeutung hat der Ort für Sie? (z.B. 
Geburtsort, Studienort, aktueller Wohnort, Wohnort der 
Eltern)  
 
• Wo liegt der Ort? (z.B. im Norden / Süden / Osten / 
Westen des Landes: an dem Fluss XY, in der Nähe des 

Köln 
ein römischer Name: 
Colonia 
eine Großstadt 
 
 
 
 
 
 
am Rhein,  
im Westen Deutsch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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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birges, an der Küste, am Rande des Industriegebietes 
XY)  
 
• Wie lange gibt es den Ort schon?  
 
• Was ist besonders, bemerkenswert? (z.B. bekannte 
Gebäude, Wahrzeichen, historisches Ereignis) 
 
• Was gefällt Ihnen persönlich an diesem Ort? 
 
• In welcher Jahreszeit ist die Stadt am schönsten / 
interessantesten? 
 
• Welche Verkehrsmittel kann man als Tourist dort 
benutzen?  
 
• Warum möchten Sie (nicht) dort bleiben 

 
 
 
seit römischer Zeit 
 
der Kölner Dom 
 
 
 
 
 
 
 
Straßenbahn, Bus, U-Bahn 

2. Lesen Sie die Redemittel und verwenden Sie diese in Ihrem Referat. 
Anrede: 
Liebe Freunde! 
Hauptteil: 
Köln ist eine sehr alte Stadt. Sie wurde schon von den Römern gegründet. Der römische Name ist 

Colonia. ... 
Schluss: 
Ich hoffe, ihr habt Lust bekommen, meine Heimatstadt Köln einmal zu besuchen.  
Dank: 
Vielen Dank für eure Aufmerksamkeit.  
Habt ihr noch Fragen? 
学习目标：   
ein Referat über einen Ort halten 
作业： 
Stellen Sie Ihren Studienkollegen einen besonderen Ort vor. 

知识单元 15：Den Gürtel enger schnall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Wenn die wirtschaftliche Lage schlecht ist, muss man sparen. 
1. Bilden Sie Expertengruppen, die Familien raten sollen, wo und wie sie sparen können, um 

ihreHaushaltskasse zu entlasten.  
2. Jede Gruppe wählt aus den folgende Bereichen einen aus, für den sie Sparvorschläge entwickeln 

soll: 

� Miete, Wasser, Strom, Heizen 
� Nahrungsmittel, Getränke, Tabak 
� Verkehr 
� Freizeit, Unterhaltung, Kultur 

� Bekleidung, Schuhe 
� Hotel, Restaurants 
� Gesundheit 
� Telefon,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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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Überlegen Sie für Ihren Bereich, welche Kosten auftreten und welche sich reduzieren lassen? 
Wodurch? Machen Sie Sparvorschläge und schreiben Sie jeden getrennt auf ein Papier. 

Zum Beispiel: 
Bereich: Verkehr/Auto 
Kosten: Tanken, Steuer, Versicherung, Parken, Reparatur ...  
Einsparmöglichkeiten: Tanken, Parken, ...  
Sparvorschläge: nur bei „billigen“ Tankstellen tanken, weniger Auto fahren, ... 
4. Stellen Sie Ihre Vorschläge dem Plenum vor. 
5. Welche Vorschläge könnten die Kursteilnehmer/-innen am ehesten akzeptieren? Was würden Ihre 

TN tun, um zu sparen, was nicht? Machen Sie eine Rangliste. 
6. Vergleichen Sie Ihr Ergebnis mit einer Umfrage in Deutschland.  
 

学习目标：   
3. über Wirtschaft sprechen 
4. Statistik interpretieren 
作业： 
Führen Sie einen Dialog mit verschiedenen Partnern über das Thema Wirtschaft. 

知识单元 16：Investieren in die Zukunf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Welche Bereiche sind für unser Leben in der Zukunft wichtig? Wo sollte die Gesellschaft / der Staat 

mehr investieren? 
 

� Möbel, Haushaltsgegenstände � Bildung 

Das tun die Bundesbürger (ab 16 Jahren), um wegen der schlechten wirtschaftlichen 
Lage Geld einzusparen: 

 
häufiger bei Discountern einkaufen 

Preise stärker vergleichen 
seltener essen gehen 

weniger Geld für Kleidung ausgeben 
größere Anschaffungen verschieben 

billige Telefonanbieter wählen 
preiswerter Urlaub machen 

seltener abends ausgehen 
Heizkosten sparen 

Sparangebote bei Bahn, Flugzeug usw. 
weniger Auto fahren 

weniger oder billigere Versicherungen 
weniger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Zeitungs-, Zeitschriften-Abos kündigen 
auf kleineres Auto umsteigen 

Bankverbindung wechseln 
 

 
81 
72 
60 
59 
50 
47 
45 
43 
38 
37 
32 
30 
29 
17 
1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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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rbeiten Sie in Kleingruppen (3 bis 5 Personen)  
� Klären Sie die Begriffe. 
� Fügen Sie eventuell fehlende Bereiche hinzu. 
� Legen Sie eine Reihenfolge fest: Schreiben Sie eine „Rangliste“. 
� Begründen Sie Ihre Meinung. 
2. Präsentieren Sie Ihre „Rangliste“ der Klasse und erklären Sie sie kurz mit Hilfe folgender 

Redemittel: 
� Für uns steht ... an erster Stelle, weil .../ denn ... 
� Wir würden ... an den ersten Platz stellen, weil ... 
� Wir glauben, dass ... besonderes wichtig / am wichtigsten ist, weil ... / denn ... 
� Zu allererst kommt für uns ... , weil ..../ denn ... 
� Wir halten ... auch für wichtig, aber ... 
� ... ist für uns wichtiger als ..., weil ... / denn ...  
� Am wenigsten wichtig ist aus unserer Sicht ..., weil .../ denn ... 
3. Vergleichen und diskutieren Sie die Ergebnisse der Gruppen in der Klasse. 
学习目标：   
über Investition für die Zukunft sprechen 
作业： 
Was verstehen Sie unter „Investition für die Zukunft“? Diskutieren Sie mit Ihrem Partner über Ihr 

Verständnis für diesen Begriff. 
（二） 实践教学   
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st das Arbeit? 2  
2 Ein Fest vorbereiten 2  
3 Im Restaurant 2  
4 Einen Film empfehlen 2  
5 Lieblingsorte – Ein Übungsspiel zu den Präpositionen 2  
6 ein Besucherprogramm erstellen 2  
7 Ein Leben ohne Musik? 2  
8 Über ein Thema sprechen (Kurzvortrag) 2  
9 Über Bilder sprechen 2  

10 Machen Sie das Beste aus Ihrem Typ 2  
11 Modeschöpfer 2  
12 Berühmte Persönlichkeiten 2  
13 Weltsprachen und Englisch 2  
14 Referat über Heimat 2  
15 Den Gürtel enger schnallen 2  
16 Investieren in die Zukunft 2  
四、说明  

Ausbildung   Umweltschutz   Gesundheitswesen   Kindergärten 
 

Altenpfleg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Wohn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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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德语一》《德语口语一》《综合德语二》《德语口语二》 
后续课程：《德语口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训练学生用德语谈论较深层次的生活和社会话题 
难点：避免在用德语交流时使用“中式德语”。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采取启发式和趣味式教学，引导学生使用已学词汇和句型。 
2. 鼓励学生课后多开口，反复运用，不断练习。 
教学手段： 
1. 利用板书、多媒体等多种手段，引入课程主题，调动学生多方面的积极性。 
2. 利用教室活动桌椅，鼓励学生互相之间及学生与老师之间用德语多交流，多表达。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平时成绩与期末口试相结合的形式。考核内容有：平时成绩（包括学生

出勤、课堂表现及作业完成情况）占 3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要求学生课下针对每一课主题进行双人或多人对话，下次上课时抽查。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尽可能新的德语口语教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选用原版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梁敏，聂黎曦主编《当代大学德语（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12月第 1版 
2.米歇尔•佩尔曼•巴尔默等编《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中级）（1）》，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年 8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钱敏汝编著《德语口语教程（第 2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 9月第 1版 

执笔：赵叶莹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2日 

 

德语口语（四） 
Oral German IV 

课程号：3080101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3、 学生应能就熟悉的话题略作准备后作简短的连贯性发言。 
4、 能就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话题同德语国家人士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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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能比较准确地表达思想，语言基本得体。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课堂内外的口语练习，使学生逐步达到德语口头表达方面准确与流利的

结合；语音、语调流畅、自然，进而能系统、深入、连贯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能与外宾进行流利而

得体的交流。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Brauchen wir den Mond als zusätzlichen Lebensraum? (Podiumsdiskuss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uf der Podiumsdiskussion soll kontrovers diskutiert werden, ob wir den Mond als zusätzlichen 

Lebensraum brauchen. Zusammensetzung des Podiums:  
� 1-3 Befürworter (Pro) 
� 1-3 Gegner (Contra) 
� 1 Gesprächsleiter/in (neutral)  
Die Zahl der Podiumssprecher/innen richtet sich nach der Zahl der Gruppen, da aus jeder Gruppe ein 

Sprecher für das Podium gewählt wird. Als Kursleiter/in sollten Sie darauf achten, dass beide Seiten 
gleich stark vertreten sind. Es gibt nur eine Gruppe, die sich auf die Gesprächsleitung vorbereitet. 

Vorbereitung: 
Lassen Sie Kleingruppen zu 3 bis 4 Personen bilden. Eine Gruppe übernimmt die Rolle 

derGesprächsleitung. Die anderen Gruppen übernehmen – möglichst zu gleichen Teilen – die „Pro-und 
Contra-Rollen“. 

Kopieren und verteilen Sie die jeweiligen Arbeitsblätter an die Gruppen. 
Durchführung: 
Organisieren Sie das Podium: Vorne ein Tisch für die Gesprächsrunde. In der Mitte sitzt der/die 

Gesprächsleiter/in, rechts und links die ausgewählten Podiumssprecher/innen. Die anderen 
Kursteilnehmer/innen sind das Publikum.  

Weisen Sie die Podiumssprecher/innen (und das Publikum) darauf hin, dass sie möglichst auf die 
Argumente der anderen Sprecher eingehen sollen und dabei die Redemittel auf ihrem Arbeitsblatt 
verwenden können/sollen.  

Arbeitsblatt Befürworter/innen (Pro) 
Podiumsdiskussion 

Thema: Brauchen wir den Mond als zusätzlichen Lebensraum? 
 

 
 
 
 
 
 
 
 
 
Rollenanweisung: 
1. Sie sind für die Besiedlung des Mondes.  
2. Bereiten Sie in Ihrer Gruppe gemeinsam Ihre Argumente vor. 

Leben auf dem Mond in Zukunft 
möglich! 

Immer mehr Privatpersonen reisen 
ins Weltall! 

Grundstücke auf dem Mond zu 
verk aufen! Die Weltbevölkerung wächst 

alarmierend! 

Im Jahr 2025 acht Milliarden 
Menschen! 

Die Erde wird zu klein. 



6801 

3. Nehmen Sie Bezug auf die Schlagzeilen. Denken Sie dabei auch an: Gesundheit, Veränderung 
der Lebensformen, neue Ressourcen, Forschungsmöglichkeiten und -risiken, Interessengruppen ... 

4. Wählen Sie eine Person aus Ihrer Gruppe, die Ihre Argumente auf dem Podium vertritt. Die 
anderen Teilnehmer/innen nehmen als sachverständiges Publikum an der Diskussion teil. 

5. Bitte achten Sie bei der Diskussion darauf, auf die Argumente der anderen Teilnehmer/innen 
einzugehen. Die Redemittel unten auf der Seite können Ihnen helfen. 

Redemittel: 
� Das überzeugt mich / mich nicht. 
� Dem stimme ich zu / nicht zu. 
� Da bin ich (ganz) anderer Meinung. 
� Ich teile / teile nicht diese Meinung / Auffassung. 
� Dem möchte ich noch hinzufügen, dass ... 
� Ich würde gern noch etwas zu diesem Punkt / dazu sagen 
Arbeitsblatt Gegner (Contra) (fast gleich wie Befürworter) 
Arbeitsblatt Gesprächsleitung (neutral) 
Rollenanweisung: 
1. Sie haben die Gesprächsleitung ...  
2. Erarbeiten Sie in Ihrer Gruppe gemeinsam Thesen und Fragen, mit denen Sie die 

Diskussionsbeiträge beider Gruppen provozieren und lenken können.Nehmen Sie Bezug auf die 
Schlagzeilen. Denken Sie dabei auch an: Gesundheit, Veränderung der Lebensformen, neue Ressourcen, 
Möglichkeiten und Risiken für die Forschung, Interessengruppen ... 

3. Wählen Sie eine Person aus Ihrer Gruppe, die die Gesprächsleitung auf dem Podium übernimmt. 
Die anderen Teilnehmer/innen nehmen als sachverständiges Publikum an der Diskussion teil. 

Aufgaben als Gesprächsleiter/in:  
� Begrüßen Sie die Anwesenden  
� Nennen Sie das Thema und erklären Sie kurz, warum es wichtig ist. 
� Bitten Sie Podiumssprecher, sich und ihre Position zum Thema kurz vorzustellen (ein Satz). 
� Fassen Sie Argumente zusammen, ordnen Sie sie, bringen Sie neue Aspekte ein 
� Beziehen Sie das Publikum in die Diskussion ein 
� Fassen Sie das Gespräch zusammen 
� Bedanken Sie sich bei allen Teilnehmern 
Redemittel: 
� Es geht (uns) (hier) um ... / Unser Thema ist ... / Wir wollen uns mit der Frage beschäftigen, ... 
� Ich möchte noch einmal nachfragen: Was verstehen Sie unter ...? / Sie meinen also, dass ...  
� Ich denke, dass gehört zu einem anderen Punkt / nicht zu diesem Punkt. 
� Das sollten wir vielleicht später/zuerst ... besprechen. 
� Was ist denn Ihre Meinung/Auffassung zu ... 
� Vielleicht sollten wir einmal hören, was unser Publikum dazu sagt/denkt ... 
� Ich würde jetzt gern einmal zusammenfassen./ Zusammenfassend kann ich feststellen, dass .../ 

demnach könnte man sagen, ... 
� Wir sollten langsam zum Ende kommen. / Unsere Zeit ist leider um .. 
学习目标： 
Podiusmdiskussion über ein kompliziertes Thema 
作业： 
Führen Sie mit Ihren Studienkollegen eine Podiumsdisk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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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2：Kummerkasten – Ratgeber fürs Büro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Grammatik-Strukturen und Umformungen: Bedingungssätze wenn – falls-für den Fall, dass (im Falle, 

dass) - bei - ohne  
1. Schreiben Sie Ihren Namen und ein typisches Problem aus der Arbeitswelt als Stichwortauf einen 

Zettel.  
Beispiele: zu viel Arbeit; keine Gehaltserhöhung; unzufrieden mit der Arbeit; Streit mit einem 

Kollegen; keine Hilfe von Kollegen; beruflich nicht weiterkommen; Kopfschmerzen ... 
Die Zettel kommen in einen Kasten. 
2. Übernehmen Sie jetzt die Rolle von Beratern:  
Ein/e Kursteilnehmer/in zieht einen Zettel aus dem Kasten und bildet aus dem Stichwort eine Frage 

nach folgendem Muster: 
Was kann Luisa machen,wenn sie zu viel Arbeit hat? 
falls sie mit einem Kollegen Streit hat. 
für den Fall, dass sie keine Gehaltserhöhung bekommt? 
Was kann Fernando bei Kopfschmerzen machen? 
Ohne die Hilfe von Kollegen machen? 
3. Die anderen überlegen sich Lösungen und antworten mit Vorschlägen. 
Beispiele: Wenn Luisa zu viel Arbeit hat, muss sie Überstunden machen. 
Falls Luisa mit einem Kollegen Streit hat, muss sie/er ...  
Für den Fall, dass Luisa keine Gehaltserhöhung bekommt, muss/sollte sie ...  
Bei Kopfschmerzen muss/sollte Fernando ...  
Ohne die Hilfe von Kollegen muss/sollte Fernando ... 
4. Variante  
Geben Sie einen „Ratgeber“ heraus, in dem alle Vorschläge zusammengestellt werden. Das Problem 

wird – soweit möglich – als Überschrift mit der Präposition genannt. Darunter werden die Vorschläge 
aufgelistet. 

Beispiel: Bei Streit mit einem Kollegen  
� ...wenden Sie sich an Ihren Vorgesetzten. 
� sprechen Sie in Ruhe miteinander. 
� schalten Sie einen Vermittler ein. 
学习目标： 
1. Beschwerden in der Arbeit 
2. Verhandlung mit dem Chef 
作业： 
Denken Sie einige Kummer in der Arbeit aus und führen Sie einen Dialog zwischen Arbeitnehmern 

und Arbeitgebern. 
知识单元 3：Telefonieren (Rollenspiel für 2 Person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Wählen Sie zu zweit eine der folgenden Telefonsituationen aus. 
A. jemanden benachrichtigen 
B. sich anmelden 
C. eine Dienstleistung anfor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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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twas reklamieren 
2. Zu jeder Situation gibt es eine Rollenbeschreibung für die Gesprächspartner. Übernehmen Sie 

eine Gesprächsrolle und lesen Sie Ihre Rollenbeschreibung. 
3. Klären Sie gemeinsam mit Ihrem Partner: 
� Wie ist die Situation? 
� Was wollen Sie erreichen? 
� Was könnten Sie sagen? Probieren Sie mehrere Möglichkeiten aus. 
4. Wählen Sie passende Redemittel. 
etwas bedauern:  
� Es tut mir Leid, dass ... 
� Leider gibt es ... / Leider haben wir ... / Ich muss Ihnen leider sagen, dass ...  
� Ich bedaure / Wir bedauern, dass ...  
� Das ist aber unangenehm! / Das ist schade. 
etwas ausrichten:  
� Könnten Sie ... etwas ausrichten / eine Nachricht hinterlassen 
� Könnten Sie ... bestellen/sagen, dass ... 
� Bitte richten Sie ... aus, dass ... 
Vorschläge machen / Hilfe anbieten: 
� Kann ich Ihnen helfen / weiter helfen / etwas für Sie tun? 
� Möchten Sie eine Nachricht hinterlassen? 
� Vielleicht könnten Sie ... wieder anrufen? 
� Darf ich vorschlagen, dass Sie ...Wie wäre es, wenn Sie ... (Sehen Sie dazu auch das Kursbuch S. 

90 an.) 
5. Proben Sie Ihr Gespräch und spielen Sie es der Klasse vor. 
Rollenbeschreibung: 

A  jemanden benachrichtigen 
A1 Anrufer / in 

Sie rufen Ihre Geschäftspartnerin Frau Dr. 
Greifenberg an.  
Es geht um den wichtigen gemeinsamen 
Termin, morgen um 9.30 Uhr. 
Sie haben leider erst um 11.00 Uhr Zeit. 

A  jemanden benachrichtigen 
A2  der / die Angerufene 

Sie sind an den Apparat von Frau Dr. 
Greifenberg gegangen, da Sie am 
Schreibtisch nebenan arbeiten.  
Frau Dr. Greifenberg ist nicht am Platz. 
Sie wissen nicht, wann sie 
zurückkommt 

B  sich anmelden 
B1  Anrufer / in 

Sie möchten einen Kurs über 
„Zeitmanagement“ machen. Sie haben nur am 
Wochenende Zeit.  
Im Prospekt der Firma „TopFit“ finden Sie 
genau den passenden Kurs. 

B  sich anmelden 
B2 der /die Angerufene  

Sie sind Mitarbeiter/in der Firma 
„TopFit“. Ihre Firma bietet 
Management-Kurse an.  
Alle Wochenendkurse sind schon 
belegt. Es gibt eine Warteliste, falls ein 
Kunde absagt 

C eine Dienstleistung anfordern 
C1 Anrufer /in 

Sie sind selbständig und arbeiten zu Hause. Sie 
arbeiten am Computer und benutzen ständig 

C eine Dienstleistung anfordern 
C2 der /die Angerufene 

Sie arbeiten bei einer 
Telefongesellschaft. Sie haben vi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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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fon und Fax. 
Sie brauchen dringend einen neuen 
Telefonanschluss.  

Aufträge für Neuanschlüsse.  
Alle Mechaniker und Installateure sind 
für die nächsten Wochen ausgebucht 

D etwas reklamieren 
D1 Anrufer /in 

Sie haben für Ihr Schulungszentrum neue 
Tafeln bei der Firma Kugel bestellt.  
Der Liefertermin war schon vor drei Tagen. In 
vier Tagen beginnen die Kurse und die alten 
Tafeln sind schon abmontiert 

D etwas reklamieren 
D2 der /die Angerufene 

Sie sind neue(r) Mitarbeiter(in) bei der 
Firma Kugel. Ihr Vorgänger war nicht 
sehr ordentlich.  
Sie brauchen Zeit, bis Sie 
Informationen über eine Bestellung 
geben können 

Variante: 
Die Kursteilnehmer/innen überlegen selbst Rollen für eine der folgenden Situationen und spielen 

weitere Dialoge. 
 
 
um Auskunft bitten 

Behörde 
Telefonauskunft 
Reisebüro 
Bahn 
Kurse 

 
etwas bestellen/ 
reservieren 

Kartenbüro 
Pizza-Service 
Autoverleih 
Hotel 

Dienstleistungen  
anfordern 

Handwerker 
Gebäudereinigung 
Schlüsseldienst 

 
sich anmelden 

Arzt 
Kurs 
Stadtführung 

 
reklamieren 
 

Kundendienst 
Reinigung 
Handwerker 

学习目标： 
sich durch Telefonieren verständigen 
作业： 
Überlegen Sie selbst Rollen für eine alltägliche Situationen und spielen Sie weitere Dialoge. 

知识单元 4：Paare – Was Bilder über sie verrat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Bilder sammeln: 
• Überlegen Sie gemeinsam mit den TN, wo sie die Bilder finden können. 
• Geben Sie den TN mindestens eine Woche Zeit zum Sammeln. 
• Legen Sie schon während dieser Zeit eine Sammlung in der Klasse an. Das regt an und erinnert 

alle ans Sammeln. 
• Stellen Sie selbst Bildmaterial zur Verfüg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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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der ordnen: 
• Die TN arbeiten zu dritt oder zu viert und sortieren ihre Bilder in drei Themengruppen.  
• Geben Sie den TN Zeit, um gemeinsame Merkmale zu erkennen und sich über 

Ordnungskriterien zu einigen.  
Bilder präsentieren: 
• Jede Gruppe stellt ein Poster her und präsentiert es der Klasse. Geben Sie hierfür ein Zeitlimit 

und verteilen Sie die Präsentationen je nach Anzahl der Gruppen auf mehrere Unterrichtstage.  
• Achten Sie bei der Präsentation darauf,  
- dass die TN die gemeinsamen Merkmale an konkreten Beispielen zeigen. 
- dass die TN sinnvolle und verständliche Titel und Oberbegriffe finden. 
- dass die TN die Kernaussage ihres Posters formulieren 
Paare – Was Bilder über sie verraten 
1. Sammeln Sie möglichst viele Bilder von Paaren (Mann und Frau) 
• Hochzeitsbilder 
• Werbung 
• Bilder aus Zeitungen und Magazinen 
• Kunstpostkarten / -reproduktionen 
• Standbilder von Filmen 
• Bilder aus (Lehr)büchern 
2. Bilden Sie kleine Gruppen von ca. vier Personen und sehen Sie sich gemeinsam die Bilder an, 

die Sie mitgebracht haben. 
3. Ordnen Sie die Bilder nach maximal drei verschiedenen Gesichtspunkten. Welche Bilder 

gehören zusammen? Folgende Gesichtspunkte sind möglich: 
• die Beziehung der Personen zueinander (Harmonie, Freundschaft, Gleichheit, Dominanz, ...) 
• die Rollen der Personen (Herrscher/in, Beschützer/in, Hilflose/r, Mutter, ...) 
• die Gefühle der Personen (Liebe, Hass, Freude, Langeweile, ...) 
• die Aktivitäten der Personen (spazieren gehen, feiern, arbeiten, nichts tun, ...) 
• der Ort (in der Stadt, zu Hause, am Wasser, im Theater, ... ) 
• der Anlass (die Hochzeit, der Urlaub, der Staatsbesuch, die Werbung, ...) 
4. Warum gehören die Bilder zusammen? Notieren Sie die gemeinsamen Merkmale und geben Sie 

jeder Bildgruppe einen Titel. 
5. Wählen Sie eine der drei Bildgruppen aus und machen Sie mit den Bildern ein Poster. 
6. Präsentieren Sie Ihr Poster der Klasse und erklären Sie, was diese Bilder über Paare sagen. 

Benutzen Sie dabei folgende Redemittel: 
das Thema der Bilder benennen: 
l auf allen Bildern geht es um ... 
l alle Bilder behandeln ... 
l alle Bilder zeigen ... / zeigen, wie ... / zeigen, dass ... 
die Merkmale nennen: 
� man sieht es daran, dass .... 
� man erkennt es an ... / erkennt es daran, dass ... 
� typisch (für) ist ... 
� besonders häufig ist ... zu sehen 
die Wirkungen beschreiben: 
� vermittelt den Eindruck von ... / den Eindruck, da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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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rkt auf mich wie ... / als ob ... 
� bewirkt, dass .. 
学习目标： 
5. Bilder beobachten 
6. Bilder interpretieren 
作业： 
Schauen Sie sich die übriggebliebenen Bilder an und machen Sie Dialoge mit verschienen Leuten. 

知识单元 5：Sport (Argumentier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Sport ist ... 
1. Sport hat nicht nur positive, sondern auch negative Aspekte. Setzen Sie sich zu viert zusammen 

und entscheiden Sie in der Gruppe, ob Sie sich mit den positiven oder den negativen Aspekten 
beschäftigen wollen.  

2. Schreiben Sie in die Mitte eines Blattes „Sport“ und assoziieren – entsprechend Ihrer Aufgabe – 
möglichstviele negative bzw. positive Begriffe, die Sie dem zentralen Begriff „Sport“ zuordnen können. 
Sie haben dazu 10 Minuten Zeit. 

Beispiel: 
negative Aspekte: sich zwingen, Verletzungen, Verzicht, teuer 
3. Suchen Sie sich nun die Gruppen, die denselben Aspekt gewählt haben. Vergleichen Sie Ihre 

Ergebnisse und ergänzen Sie Ihre Eintragungen. Sie bilden jetzt eine Großgruppe. 
4. Der Kurs besteht jetzt aus zwei Gruppen: Die eine vertritt die positiven, die andere die 

negativen Aspektevon „Sport“. Versuchen Sie nun, die andere Gruppe von Ihrer Sichtweise zu 
überzeugen. Geben Sie dabeiBeispiele und Begründungen, indem Sie möglichst die folgenden 
Konnektoren und Präpositionen verwenden: 

denn / weil / um zu / damit / dadurch, dass / zu / für / indem / ohne / mit 
Beispiele: 
Dadurch, dass man sich beim Sport leicht verletzen kann, ist Sport nicht nur positiv zu werten. 
Wer ernsthaft Sport betreibt, muss auf Vieles verzichten, weil regelmäßiges Training viel Zeit kostet. 

Für manche Sportarten muss man viel Geld ausgeben.  
5. Gehen Sie auf die Argumente der Gegengruppe ein und wägen Sie die gegensätzlichen 

Vorstellungen ab. Verwenden Sie dabei diese Konnektoren und Präpositionen: 
obwohl / trotzdem / trotz / dennoch / aber / jedoch / während / dagegen / zwar ... aber 
Beispiele: 
Tägliches Training kostet zwar Zeit, hält aber auch fit. 
Während einige Sportarten sehr teuer sind, gibt es auch welche, die fast nichts kosten: Joggen 

zumBeispiel 
学习目标：   
1. über Sport reden 
2. argumentieren 
作业： 
Reden Sie mit einem über Sport oder über etwas, das mit Sport zu tun hat. 

知识单元 6：Das Schlaraffenland (über ein Bild sprech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6807 

Vorbemerkung:  
Das Bild „Das Schlaraffenland“ von Pieter Brueghel zeigt auf den ersten Blick dieErfüllung des 

Traums von einem Leben, in dem alles leicht, unbeschwerlich und in unbegrenzter Füllevorhanden ist. 
Bemerkt man aber, dass die Personen eigentlich nicht glücklich aussehen, wie sie da satt, schlaff und mit 
stierem Blick herumliegen, dann ist das Bild auch als Warnung zu verstehen: Trägheitund Gefräßigkeit 
sind gefährlich und hindern Menschen daran, zu arbeiten und etwas aus sich zu machen. Das Bild finden 
Sie im Internet unter: http://www.weltchronik.de/dch/dch_963.htm oder unter 
http://www.foodnews.ch/allerlei/30_kultur/galerie/paradies/pages/Brueghel_Schlaraffenl.htm 

Vorbereitung der Bildbetrachtung: 
1. Schreiben Sie das Wort „Schlaraffenland“ an die Tafel und lassen Sie Ihre 

Kursteilnehmer/-innen erzählen, was sie darüber wissen und wie es für sie aussieht.  
2. Lassen Sie abstimmen, wer gern im Schlaraffenland leben möchte. 
3. Teilen Sie den Kurs in Kleingruppen, geben Sie jeder Gruppe eine Kopie/Druck des 

Brueghel-Bildesund eine Kopiervorlage. Bitten Sie die TN, das Bild zu betrachten und dabei auf folgende 
Fragen einzugehen: 

– Was gibt es da alles zu essen und zu trinken? (Würste, Fladenbrot, Gänse, Wein, Milch ...) 
– Wie werden Essen und Trinken angeboten/dargestellt? (Milchsee, Brotkaktus, Wurst-Zaun) 
– Wie sehen die Personen aus und welchen Beruf haben sie? (Soldaten, Bauer, Lehrer) 
– Wie kommt man ins Schlaraffenland? (durch den Hirsebrei am oberen rechten Bildrand) 
– Wie ist die Stimmung? (nicht so fröhlich, eher gedämpft)4. Die Gruppen tragen mit Hilfe ihrer 

Notizen im Plenum kurz vor, was sie in dem Bild gesehen haben.  
4. Anschließend bearbeiten sie Frage 2 und 3 und stellen ihre Gedanken dem Plenum vor.  
Schreibaufgabe:  
Die TN beschreiben als Reisende einen Besuch in einem modernen Schlaraffenland.In ihrem Bericht 

soll deutlich werden, ob sie eine Reise dorthin empfehlen oder eher davor warnen. 
Das Schlaraffenland 

1. Fragen zum Bild 
a. Was gibt auf dem Bild alles zu essen und zu trinken?  
b. Wie werden Essen und Trinken dargestellt?  
c. Wie sehen die Personen aus? 
d. Welchen Beruf haben sie? 
e. Wie kommt man ins Schlaraffenland? 
f. Wie ist die Stimmung im Schlaraffenland?  
2. Überlegen Sie in Ihrer Gruppe: Ist ein Leben im Schlaraffenland, also ein Leben im Überfluss, 

eigentlich erstrebenswert? Würden Sie sich zum Beispiel gerne zu den Männern auf dem Bild von 
Brueghel dazulegen? Warum? Warum nicht? 

3. Diskutieren Sie: Wie würde heute – mehr als 400 Jahre nach dem Bild von Pieter Brueghel – ein 
Schlaraffenland aussehen? Welche Formen von Gefräßigkeit und Trägheit findet man in unserer 
Gesellschaft? 

学习目标：   
Bilder beobachten und interpretieren 
作业： 
Suchen Sie ein Bild aus und interpretieren Sie das Bild. 

知识单元 7：Gesundheit und Wellness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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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Spiel mit der Gesundheit 

1. Setzen Sie sich in Vierergruppen zusammen und tauschen Sie Ihre Erfahrungen über 
„Fast-food“ aus. Gehen Sie dabei auf folgende Fragen ein: 

� Was ist das? 
� Welche anderen Wörter gibt es dafür? 
� Wo gibt es das? 
� Wer isst es? 
� Warum isst man es? 
� ... 
2. Finden Sie heraus, ob jemand in Ihrer Gruppe den Film „Super Size Me“ gesehen hat und was 

sie oder er dazu sagt.  
3. Lesen Sie den Text über den Film und klären Sie unbekannte Wörter.  

Was passiert, wenn man einen Monat lang nur Mahlzeiten isst, die auf der Speisekarte 
vonMcDonald’s stehen? Drei Menüs täglich, morgens – mittags – abends. Einzige 
Spielregel dabei:immer das aktuelle „Supersize“-Menü zu wählen und am Ende 
mindestens einmal jedes McDonald’sProdukt gegessen und getrunken zu haben. Der 
Filmemacher Morgan Spurlack hat es ausprobiertund dabei eine höchst gefährliche 
Erfahrung gemacht. Nach 30 Tagen ist er zwölf Kilo schwerer und sein 
Gesundheitszustand hat sich alarmierend verschlechtert. 
 
An eigenen Leib und unter ärztlicher Kontrolle wollte Morgan Spurlack zeigen, welche 
Gesundheits-risiken in einer Ernährung mit Fast-food stecken und hat daraus einen 
Dokumentarfilm gemacht.Sein Film „Super Size Me“ zeigt sehr ausführlich, mit welchen 
raffinierten Vermarktungsstrategien Fast-food-Ketten sich gerade bei jungen Menschen 
beliebt machen. Morgan Spurlack gewann 2004beim Sundance Filmfestival den Preis für 
die beste Regie. War das ein zu hoher Preis für seine Gesundheit? 

4. Überlegen Sie, was mit den unterstrichenen Textstellen gemeint sein könnte.  
5. Geben Sie konkrete Beispiele. Stellen Sie zusammen, welche Vorteile und welche Nachteile 

eine Ernährung mit „Fast-food“ hat. 
6. Wie beurteilt Ihre Gruppe, dass jemand seine Gesundheit aufs Spiel setzt, um einen Film zu 

drehen? 
7. Stellen Sie das Ergebnis Ihrer Überlegungen dem Plenum vor.  

Wellness – Wohltat für Körper und Sinne 
1. Setzen Sie sich in Kleingruppen (3 bis 4 Personen) zusammen und überlegen Sie gemeinsam, 

wie Sie sich zu Hause ein privates Wellness-Center einrichten können, das nicht zu viel kostet, aber in 
dem es (fast)alles gibt, was das Wohlbefinden steigert. 

2. Sammeln Sie dazu zunächst in der Tabelle, was für die einzelnen Sinne angenehm ist. 

sehen hören riechen fühlen schmecken Aktivität 
Naturfarben Vogelstimmen Rosen Wärme Honig massieren 

grüne Pflanzen     ba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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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Überlegen Sie dann, was Sie machen müssen, um Ihre Wohnung in eine Wellness-Oase 
umzuwandeln.  

Zum Beispiel:  
Die Wände in unserer Wohnung streichen wir mit Naturfarben, weil das angenehm für das Auge 

ist.Überall stehen grüne Pflanzen, damit man das Gefühl hat, von der Natur umgeben zu sein. 
Deshalbhören wir auch eine CD mit Vogelstimmen. (...)  

Stellen Sie Ihre Wellness-Angebote dem Kurs vor und erklären Sie, wie man sie zu Hause realisieren 
kann.   

学习目标：   
über Gesundheit und Wellness sprechen 
作业： 
Sprechen Sie mit einer „gespielten“ Person über das Thema Gesundheit. 

知识单元 8：Der gute Ton (Kleine Ansprach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In diesem Rollenspiel stellen Ihre Kursteilnehmer/-innen eine Person einem speziellen 

Publikum vor. Dazu gehen sie in einer kleinen Ansprache auf die Situation und auf die Person ein.  
2. Bilden Sie Kleingruppen. Die TN überlegen sich eine Situation und legen die Rollen fest. 

Gemeinsam bereiten sie die Vorstellung vor.  
Beispiel:  
Situation: Abteilungskonferenz 
Aufgabe: Stellen Sie Ihrer Abteilung eine/n neue/n Mitarbeiter/in vor. Gehen Sie dabei auf 

folgende Punkte ein:  
� Anwesende begrüßen  
� die eigene Rolle darlegen  
� den/die Mitarbeiter/in ankündigen  
� den/die Mitarbeiter/in vorstellen  
� zum Hauptteil (Tagesordnung der Konferenz) überleiten  
� ... 
Überlegen Sie bei der Vorbereitung: 
Inhalt: Welche Informationen sind für die Zuhörer interessant? 
Form: Welche Art zu sprechen passt zur Situation? 
Ziel: Was soll die Vorstellung bewirken?  
3. Ein Gruppenmitglied übernimmt die Präsentation/Vorstellung im Plenum. Die übrigen TN 

spielen die der Situation entsprechenden Zuhörer.  
4. Andere Situationen, in denen Personen vorgestellt werden können:  
� Kandidat in einer Fernsehshow  
� Gastredner auf einer Fachtagung  
� Jubilar / gefeierte Person bei einer Familienfeier  
� Vertretungslehrer/in im Sprachkurs 
学习目标：   
Freie Ansprache über jemanden oder über etwas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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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ühren Sie Dialoge mit verschiedenen Partnern über eine besondere Person oder etwas Besonderes. 
知识单元 9：Rollenspiele zu literarischen Text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Entwickeln Sie mit Ihrem Kurs zum Text "Die unwürdige Greisin" von B. Brecht ein 

Rollenspiel.  
2. Bilden Sie Kleingruppen (4-6 Personen) und lassen Sie sie folgende Fragen beantworten:  
� Welche Personen aus dem Text könnten in einem Rollenspiel mitspielen?  
� Welche Situation aus dem Text eignet sich für ein Rollenspiel?  
� Wie könnte man möglichst viele Personen "auftreten" lassen? (z.B.: Für eine Reportage befragt 

eine Reporterin alle Beteiligten.) 
3. Die Gruppen stellen ihre Ergebnisse vor und vergleichen sie.  
4. Der Kurs entscheidet sich für eine Situation und die dazugehörenden Personen.  
Beispiel: 
Situation: Die Mutter kommt von der Reise nach K. zurück und wird von den Kindern "erwartet". 
Personen: Mutter, junges Mädchen, Flickschuster, Sohn (Buchdrucker) und Frau, Sohn (Vater des 

Erzählers)  
5. Der Kurs setzt sich in Gruppen (Personenzahl je nach Anzahl der Rollen) zusammen, um das 

Rollenspiel vorzubereiten. Die Gruppen bestimmen dabei die Besetzung der Rollen, suchen im Text nach 
Hinweisen zur Charakterisierung der Personen und schreiben die notwendigen Dialoge. (Begrenzen Sie 
die Zeit!)  

Rollenspiele: Argumentieren und überzeugen 
1. Bereiten Sie Rollenkärtchen zu kontroversen Sprechanlässen vor, bei denen sich jeweils zwei 

Kursteilnehmer/innen* gegenseitig überzeugen müssen, etwas zu tun, bzw. etwas nicht zu tun.  
Beispiel:  

 

 

Weitere Sprechanlässe:  
� Literatur kennen lernen - als Verfilmung oder als Buch  
� Ausgehen - ins Theater oder ins Kino  
� Essen - zu Hause oder im Restaurant  
� Ferien machen - auf dem Campingplatz oder im Hotel 
2. Kopieren Sie so viele Rollenkärtchen, dass alle TN eins ziehen können.  
3. Geben Sie den TN Zeit, sich mit ihrer Rolle vertraut zu machen und Argumente zu finden, mit 

denen der Gesprächspartner überzeugt werden soll. 
4. Durchführung des Rollenspi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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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itten Sie zwei TN (Freiwillige) mit zueinander passenden Rollen, das Gespräch vor der Klasse 
zu führen.  

Variante: Es können auch mehrere TN gleichzeitig eine Rolle übernehmen. 
学习目标：   
literarische Texten inszenieren und spielen 
作业： 
Wählen Sie einen oder einige Sprechanlässe aus und sprechen Sie mit Ihrem Partner oder Ihrer 

Partnerin darüber. 
知识单元 10：Kunst (Vermutungen äußer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Nehmen Sie die Tabelle auf Seite 92 zum Anlass, mit Ihren Kursteilnehmern/-innen möglichst 

viele sprachliche Mittel zusammenzustellen, mit denen man Vermutungen ausdrücken bzw. sagen kann, 
für wie wahrscheinlich man eine Aussage hält.  

2. Ordnen Sie die sprachlichen Mittel nach Wortklassen. Stellen Sie ein Lernposter zusammen:  

 
3. Festigen Sie den Gebrauch dieser sprachlichen Mittel mit kleinen Übungen (z.B. Bilderrätsel 

oder Situationsbeschreibungen).  
Beispiel für Bilderrätsel (in Kleingruppen):  
Ein Gruppenmitglied bringt ein Bild (Foto Illustrierte, Buch, ...) mit und deckt es mit mehreren 

Kärtchen vollständig ab. Das Bild wird schrittweise aufgedeckt, indem die Kärtchen einzeln nacheinander 
weggenommen werden. Nach jedem Schritt äußern die anderen Gruppenmitglieder Vermutungen darüber, 
was das Bild darstellen könnte. Spielregel: Jedes sprachliche Mittel darf nur einmal verwendet werden.  

Beispiel für Situationsbeschreibungen (im Plenum):  
Schildern Sie Ihren TN eine Situation mit folgenden Worten: 
Im Restaurant – ein Gast am Nebentisch – springt plötzlich auf - läuft weg  
Die TN stellen Vermutungen darüber an, was passiert sein könnte. Geben Sie ggf. zusätzliche 

Informationen, um die Aussagen wahrscheinlicher zu machen (z.B. Draußen beginnt es zu regnen / 
Begleitung macht wütendes Gesicht / Kellner bringt die Rechnung / ...).  

Alles nur Vermutungen! 
Übung mit Zeitadverbien, bei der man sich besser kennen lernt  
1. Wählen Sie einen der folgenden Themenbereiche aus und schreiben Sie ihn an die Tafel: 
2. Freizeit - Medienkonsum - Essen + Trinken - Stimmungen - Deutschkurs  
3. Auf Zuruf werden jetzt 5 Verben zu diesem Bereich notiert. 
4. Beispiele: Freizeit: tanzen, fernsehen, ins Kino gehen, Sport treiben, einkaufen 
5. Stimmungen: sich freuen, sich ärgern, traurig sein, sich langweilen, verliebt sein  
6. Schreiben Sie die Zeitadverbien selten, gelegentlich, manchmal, häufig, nie an die Tafel.  
7. Die TN notieren oder merken sich, wie oft sie die angegebenen Dinge machen, wobei sie die 

angegebenen Zeitadverbien verwe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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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ie Klasse versucht jetzt herauszufinden, wie sich die einzelnen TN selbst eingeschätzt haben, 
indem sie Vermutungen anstellen.  

Beispiele: 
Ich glaube, Herr X geht oft ins Kino. 
Vermutlich ärgert sich Frau Y nie. 
Wahrscheinlich macht Herr Z gelegentlich Sport.  
9. Die betroffenen TN bestätigen oder korrigieren den Eindruck. 
10. Dabei kann (und sollte) sich eine Diskussion über die subjektive Bedeutung der Zeitadverbien 

ergeben. Bedeutet z.B. selten oder manchmal für jede/n das Gleiche? 
学习目标：   
Vermutungen äußern 
作业： 
Proben Sie ein Minitheater in Gruppenarbeit, in dem es um Vermutung geht. 

知识单元 11：Sich beschweren im Hotel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Wo spielen die folgenden Situationen? Warum sind die Situationen unangenehm? 
2. Ärger im Hotelzimmer 
Spielen Sie die Situation zu zweit. Aber Vorsicht: Einige der Auswahlsätze sind nicht besonders 

höflich. 
Hotelgast Rezeptionist 

Guten Abend.  
 Guten Abend. Kann ich Ihnen helfen? 
Ja, es gibt da ein Problem. Aus dem 
Zimmer neben meinem kommen seit 
Stunden laule Fernsehgeräusche. Ich 
kann kein Auge zumachen. 
� Ich finde, das geht nicht. 
� Bitte tun Sie etwas dagegen. 
� Ich werde mich schriftlich 
beschweren. 
� Ich verlange mein Geld zurück. 

 

 • Das tut mir schrecklich Leid.  
• Wir werden sofort etwas unternehmen. 
• Ich verstehe, dass Sie verärgert sind. 

Ich habe schon versucht zu klopfen, aber 
der Gast reagiert nicht. 
• Darf ich Sie bitten, mir zu helfen? 
• Unternehmen Sie sofort etwas! 
• Könnten Sie den Gast nicht mal 
anrufen? 

 

 Wir werden sofort für Ruhe sorgen. 
• Wir tun, was wir können. 
• Leider kann ich da gar nichts machen. 

• Gut, in Ordnung.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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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önnen Sie denn nicht 
wenigstens ...? 
 Darf ich Ihnen inzwischen etwas anbieten? 
Ja ... / Nein ... Vielen Dank. Gute Nacht.  
 Gute Nacht. Ich hoffe, Sie werden nicht mehr 

gestört. 
3. Spielen Sie jetzt eine weitere Situation. 
a) Ihr Hotelzimmer ist eiskalt. 
b) Ihr Karrer ist nicht mit demselben Flugzeug gekommen wie Sie. 
c) Es gibt nur noch lauwarmes Wasser in der Dusche Ihres Hotelzimmers. 
d) … 
学习目标：   
1. Ärger ausdrücken 
2. sich beschweren 
作业： 
Denken Sie eine andere Situation aus, in der man sich ärgert oder sich über etwas beschwert. 

知识单元 12：Anrufbeantworter einricht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Sehen Sie sich die Karikatur an. Welches Problem hat der Anrufer? Welche Lösung schlägt er 

vor? 
2. Hören Sie die Ansagen auf fünf Anrufbeantwortern. Machen Sie Notizen.  

 Name Termine  
1. 
2. 
3. 
4. 
5. 

   

3. Hören Sie jetzt, was sieben Anrufer auf Susanne Sonntags Anrufbeantworter gesprochen haben. 
1)  Machen Sie Notizen wie im Beispiel. 
2)  Was wissen Sie jetzt über Susanne Sonntag?  
4. Machen Sie selbst Nachrichten für einen Anrufbeantworter.  
1) Arbeiten Sie in Gruppen. Sie können sich an den folgenden Situationen orientieren.  
• Einladung zum Essen  
• Frage nach Babysitter 
• starke Zahnschmerzen 
• Dackel entlaufen 
• Termin vergessen 
• geliehene CD zurückgeben 
• ... 
Beispiel: 
Hallo! 
Hier ist ... 
Ich rufe später noch mal an. 
Bitte ruf (dringend) zurück, so bald wie mög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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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rufe abends/nachmittags/vormittags noch mal an. 
Ich bin ab heute Abend erreichbar. 
Du kannst mich unter meiner Handy-Nummer erreichen: 0171/884499. 
Ich würde mich freuen, wenn du mich zurückrufst. 
Hallo.  
Hier ist ... 
Du wolltest, dass ich dich zurückrufe, aber dein Anrufbeantworter war an. 
2) Sprechen Sie die Nachrichten auf Band und spielen Sie sie in der KJasse vor. Die anderen machen 

sich Notizen wie in Aufgabe 2. 
学习目标：   
Anrufbeantworter einrichten 
作业： 
Machen Sie Minidialoge zwischen einer Person und einem Anrufbeantworter. 

知识单元 13：Ein Verkaufsgespräch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Ein Gespräch 
1) Hören Sie zuerst den Anfang des Gesprächs. Wer spricht? Um welches Produkt geht es? 
2) Hören Sie jetzt das ganze Gespräch. Wo sind die Leute, die Sie sprechen hören? 

a) an einem Kiosk 
b) auf einem Woc- 
henmarkt 
c) bei einem Auto- 
händler 

d) in einem Brotladen 
e) in einer Herren- 
boutique 
f) in einem Haushalts- 
warengeschäft 

g) in einer Konditorei 
h) in der Spielwaren- 
abteilung eines Kauf- hauses 

3) Um was für ein Produkt geht es? Was gefällt dem Kunden daran nicht so gut? Wie teuer ist es?  
Was tut der Kunde am Ende? 

2. Spielen Sie zu zweit ein Verkaufsgespräch. 
1) Lesen Sie zuerst das Gespräch. 

 Kunde Verkäufer 
 
 

Produkt 

Gulen Tag. Ich habe im 
Schaufenster ... gesehen. Haben Sie 
da auch noch andere Modelle? 

 

  Ja, bitte, selbstverständlich. Wenn 
ich Ihnen das mal zeigen darf. 
Hier bitte . 

Qualität Es fühlt sich angenehm weich an.  
  Ja, das ist echtes Leder. Besonders 

weich und trotzdem nicht 
empfindlich. Möchten Sie ... mal 
anprobieren / ausprobieren? 

 
 

Aussehen 

Also, ich weiß nicht, das ... gefällt 
mir irgendwie nicht. Das ist zu ...,  
finden Sie nicht? 

 

  Nein, überhaupt nicht. Das ist total 
in im Moment. Das liegt total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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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 
Preis Ja, was soll ... denn kosten?  

  Moment ... drei neunundneun- 
zig ... also sogar etwas weniger 
als ... das andere Modell. 

Umtausch Kann man das zur Not umtauschen?  
  Sicherlich, heben Sie dazu bitte 

den... Kassenzettel auf. 
 

Kauf 
Also gut, 
dann probiere ich ... an / nehme 
ich ... 

 

  Ja, gern. 
Das macht dann ... Zahlen Sie bar? 

 
Bezahlung 

Ich würde gerne mit 
(Kredit-/EC-)Karte bezahlen. 

 

  Selbstverständlich. 
2) Wählen Sie jetzt ein Produkt aus Aufgabe 2 (Seite 92). Ändern Sie dafür das Gespräch; machen 

Sie zuerst Notizen. Fragen Sie auch nach Garantie, Gebrauchsanleitung und Service. Benutzen Sie wenn 
nötig ein Wörterbuch und helfen Sie sich gegenseitig. 

学习目标：   
ein Verkaufsgespräch führen 
作业： 
Integrieren Sie kleine Verkaufsgespräche in ein Minitheater. 

知识单元 14：Sich in heiklen Situationen vorstell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Spielen Sie Gespräche zur folgenden Situation. 
Sie ziehen gerade in Ihr neucs Appartement ein. Obwohl es Sonntag ist, bohren Sie ein paar 

Löcherund schlagen ein paar Nägel in die Wand. Da klingelt es an der Tür. Ihr Nachbar beschwert sich 
über den Lärm. Stellen Sie sich vor und versuchen Sie ihn zu beruhigen oder loszuwerden. 

Arbeiten Sie zu zweit. Machen Sie sich zuerst Notizen und überlegen Sie, ob das Gespräch eher 
sachlich sein soll oder eher emotional. 

formell 
Guten Tag. 
Guten ...  / Grüß Gott,  Frau / Herr ... 
 
Mein Name ist ... 
Ich bin ... 

Freut mich. Schmidt. 
Sind Sie nicht Frau ... / Herr ...? 
 

informell: mit "Sie" oder mit "Du" 
Tag. / Hallo! 
Tag,  Michaela! 
Hallo, Frau ... / Herr... 
 
informell: nur mit "Du" 
Salü. / Servus. / Grüß dich/euch. 
Salü, / Servus, / Grüß dich, Michaela! 
 
Du bist doch Andreas, oder? 
Sie sind doch Frau / Herr ... , nicht wahr? 

höflich 
Entschuldige, / Entschuldigen Sie, aber ... 

unhöflich 
Du kannst / Sie können doch n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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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fürchte, du/Sie ... 
Darf ich dich/Sie bitten, ... zu ... 
Ich muss dich / Sie leider darauf aufmerksam 
machen, dass ... 

einfach ... ! 
Was fällt dir / Ihnen ein, heute 7 am Sonntag / 
um diese Zeit ... 
 
Hör / Hören Sie bitte sofort mit ... auf! 
 
Unhöfliche Reaktion 
Sagen Sie / Sag mal, ... ! 
Also hören Sie / hör mal, ... ! 
Das geht dich / Sie überhaupt nichts an! 
Kümmere dich / Kümmern Sie um deine / 
Ihre Sachen! 
In meiner Wohnung ... , so lange ich will! 

2. Rollenspiel: Berichten Sie Ihrem Kursnachbarn von einem Menschen, der Ihnen auf die Nerven 
geht. Der Kursnachbar gibt Ihnen Ratschläge und Tipps. 

Mein Chef / Meine Nachbarin / 
Mein ... 

Wahrscheinlich / Vielleicht tut / sagt / macht er / sie das, 
um ... / weil ... 
 
Das sagt er wahrscheinlich absichtlich, damit Sie ... 
 
Versuchen Sie doch mal ... 
Vielleicht probieren Sie mal ... 
Warum ... Sie nicht ... ? 
Wie wäre es, wenn Sie ...? 
Sie könnten ... 
 
Sagen / Geben Sie ihm doch einfach mal … 
 
Fragen / Bitten Sie ihn doch einfach mal ... 

Spielen Sie ähnliche Gespräche auch „per du“. 
学习目标：   
sich in heiklen Situationen verhalten 
作业： 
Denken Sie sich eine oder einige heikle Situationen aus und spielen Sie diese Situation in der Klasse 

vor. 
知识单元 15：Zirkus im Supermarkt oder wie der Regen die Leute zusammenbring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aloge im Supermarkt beim Regen 
Wenn es regnet, gehen die Leute in den Supermarkt. Nicht alle Leute natürlich, aber doch einige. 

Wenn es regnet, sind Supermärkte besonders interessant. Dann kommen auch die reichen Leute, und die 
Leute, die es eilig haben. Das sind ja meistens die Gleichen, nicht wahr? Und wenn sich dann alle im 
Supermarkt treffen, die Normalen, die Reichen und die Eiligen, dann wird der Supermarkt zu einem Zoo. 
Nein – es ist eher ein Zirkus. 

1. Dialog zwischen Kunden und Mitarbeiter im Supermar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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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ten Sie näher, meine Damen und Herren, hereinspaziert, im Supermarkt finden Sie alles, was Sie 
brauchen, und alles, was Sie nicht brauchen. Vergessen Sie den Regen draußen, spazieren Sie bei uns 
herum, lassen Sie ihre Kleider trocknen. Aber vergessen Sie nicht – der Supermarkt ist ein Zirkus ohne 
Tiere. Ihre Freunde mit vier Beinen müssen draußen bleiben. 

MODELLDIALOG: 
Kind: Mutti, nehmen wir Rex auch mit rein? Er ist ja ganz nass! 
Mutter: Ja, komm, wir nehmen ihn rein und binden ihn gleich beim Eingang an, dann wird er wieder 

trocken. Guter Hund, ja, du kommst auch mit rein. 
Herr Schäfer: Verzeihen Sie, der Hund muss draußen bleiben! 
Mutter: Wie bitte, bei dem Regen, sehen Sie nicht, wie er friert. Der Arme ist ja ganz nass! 
Herr Schäfer: Tut mir Leid, das ist Vorschrift, wir können unmöglich ... 
Kind: Ich will aber Rex mitnehmen, ich will, ich will ... 
2. Dialog zwischen reicher und eiliger Dame 
Was unterscheidet den Regenschirm vom Feuerzeug und vom Polizisten, meine Damen und Herren? 

Gar nichts – alle drei sind nie da, wenn man sie braucht. Hier und nur hier bei uns sehen Sie, wie sich eine 
reiche Dame ... und eine eilige Dame ... um einen Regenschirm streiten! Es ist der letzte rote Schirm! 

Oh, Verzeihung, eine technische Panne! 
MODELLDIALOG 
Reiche Dame: Geben Sie mir diesen Schirm! Ich war vor Ihnen da. Sie haben kein Recht, einfach 

den letzten zu nehmen. 
Eilige Dame: Jetzt hören Sie aber auf. Sie stehen hier herum, können sich nicht entscheiden für Rot 

oder Schwarz, und dann tun Sie noch so, als gehöre Ihnen der ganze Laden. Sie brauchen mir nicht zu 
sagen, was ich kaufen soll. 

Reiche Dame: Seien Sie nicht vulgär. Geben Sie mir den Schirm. Ich war ja schließlich zuerst da! 
Eilige Dame: Hören Sie, ich habe keine Zeit, mich mit Ihnen rumzustreiten1. Ich nehme jetzt diesen 

roten Schirm. Der schwarze passt eh besser zu Ihrer Frisur. 
Reiche Dame: Das ist doch die Höhe! Werden Sie nicht frech, lassen Sie sofort diesen Schirm los!  
Eilige Dame: Sind Sie verrückt, jetzt reicht‘s aber. 
3. Dialog zwischen zwei Frauen 
Lassen wir sie streiten, meine Damen und Herren. Sie kaufen bestimmt beide einen Schirm, rot oder 

schwarz - Happy End ist bei uns garantiert. Auch für die Leute, die gar nicht zum Einkaufen hier sind. 
Darf ich Ihnen vorstellen: Frau Adler und Frau Sperber - zwei Damen mit sehr scharfen Augen. Sie sehen 
einfach alles! 

MODELLDIALOG: 
Frau Adler: Hast du das gesehen, wie die beiden um den Schirm streiten. Ist ja göttlich! Wie im Kino, 

sage ich. 
Frau Sperber: Schau mal da, das Kind mit dem Einkaufswagen. Das gibt noch ein Unglück, so wie 

das durch die Gänge rennt. 
Kind: Mutti, kaufst du mir die Kekse? Du hast doch gesagt, wir gehen Kekse kaufen. Du kaufst ja 

gar nichts, du läufst bloß rum und schaust alles an. Ich will meine Kekse. 
Frau Adler: Das geschieht der Mutter recht. Kinder im Supermarkt stören sowieso. Mein Gott, wenn 

ich daran denke, wie wir früher sparen mussten.  
Frau Sperber: Aber meine Kinder haben noch gewusst, was sich gehört. Heute dürfen die machen, 

was sie wollen. 
4. Redemit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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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war's für heute, meine Damen und Herren, unser Zirkus im Supermarkt. Wir machen jetzt eine 
kleine Pause, bis zum nächsten Mal. Wenn es wieder regnet, bei uns im Supermarkt. 

Verzeihen Sie, der Hund muss draußen bleiben. 
Der Hund darf nicht hinein. Haben Sie das Schild nicht gesehen? 
Tut mir Leid, Sie dürfen den Hund nicht mit hineinnehmen! 
Entschuldigung, aber Hunde sind hier verboten! 
Geben Sie mir diesen Schirm! Ich war vor Ihnen da. 
Jetzt hören Sie aber auf! 
Sie brauchen mir nicht zu sagen, was ich kaufen soll. 
Das ist doch die Höhe, werden Sie nicht frech! 
Ich war schließlich zuerst da. 
Sind Sie verrückt? 
Lassen Sie sofort diesen Schirm los! 
Jetzt reicht's aber! 
Hast du gesehen, wie die beiden streiten? 
Schau mal da, ja da, das Kind mit dem Einkaufswagen. 
Ich sage dir, das gibt noch ein Unglück. 
Kinder im Supermarkt stören sowieso. 
学习目标：   
sich frei ausdrücken 
作业： 
Führen Sie einen interessanten Dialog wie im Unterricht mit Ihren Studienkollegen. 

知识单元 16：Konsens find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Hören Sie den Anfang eines Streitgesprächs.Wie geht das Gespräch wohl weiter? 
2. Hören Sie nun den zweiten Teil des Gesprächsin zwei Varianten. 
1) In welcher Variante beenden die beiden den Streit? Worauf einigen sie sich? 
2) Arbeiten Sie in Gruppen. Hören Sie die Gespräche noch einmal. Notieren Sie Äußerungen, die 

wahrscheinlich zu weiterem Streit führen, und Äußerungen, die den Streit wahrscheinlich beenden.  
Äußerungen,  

die zu Streit führen 
Äußerungen,  

die den Streit beenden 
Lächerlich! 
Ich hasse ... 

Das wusste ich nicht! 
Wirklich? 

3. „Sag mal, wie wäre es, wenn ...?“ 
Spielen Sie eines der folgenden Streitgespräche weiter. Machen Sie sich zu zweit Notizen. Sie 

können die Ausdrücke unten verwenden und die Äußerungen, die Sie in Aufgabe 2 gesammelt haben. 
Versuchen Sie, am Ende eine gemeinsame Lösung zu finden. 

Er: Ich finde, du könntest ruhig ein bisschen mehr auf deine Figur achten. 
Sie: Das musst gerade du sagen! Guck dir bloß mal deinen Bierbauch an!  
... 
Er: Warum musstest du ausgerechnet Schneiders einladen! Du weißt doch, dass ich die furchtbar 

finde! 
Sie: Du kannst niemanden leiden. Wenn es nach dir ginge, hätten wir nie Besu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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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 Manchmal habe ich das Gefühl, du findest den Computer interessanter als mich. 
Er (tippt weiter): Was hast du gesagt?  
... 
Er: Liebst du mich noch? 
Sie: Heute kommt ein James-Bond-Film im Fernsehen!  
... 

Gleichgültigkeit 
Das ist mir egal. 
Meinetwegen. 

Da kann man nichts machen. 

Ablehnung 
Das ist aber keine gute Idee. 

Nein, wirklich nicht. 
Ach nein, ich habe keine Lust. 

Das will ich wirklich nicht. 
Das mag ich überhaupt nicht. 

Das geht doch nicht! 
Was denkst du dir eigentlich? 

Das ist nicht fair von dir! 

Zustimmung 
Super! Das ist ein guter Vorschlag! 

Okay, das machen wir. 
In Ordnung. Gute Idee! 

学习目标：   
in einer Diskussion oder in einem Debatt Konsens finden 
作业： 
Spielen Sie eine Szene, in der Sie mit einem anderen streiten und dich dann wieder mit ihm 

versöhnen. 
（二） 实践教学   
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Brauchen wir den Mond als zusätzlichen Lebensraum? 
(Podiumsdiskussion) 

2  

2 Kummerkasten – Ratgeber fürs Büro 2  
3 Telefonieren (Rollenspiel für 2 Persone) 2  
4 Paare – Was Bilder über sie verraten 2  
5 Sport (Argumentieren) 2  
6 Das Schlaraffenland (über ein Bild sprechen) 2  
7 Gesundheit und Wellness 2  
8 Der gute Ton (Kleine Ansprachen) 2  
9 Rollenspiele zu literarischen Texten 2  

10 Kunst (Vermutungen äußern) 2  
11 Sich beschweren im Hotel 2  
12 Anrufbeantworter einrichten 2  
13 Ein Verkaufsgespräch 2  
14 Sich in heiklen Situationen vorstellen 2  

15 Zirkus im Supermarkt oder 
wie der Regen die Leute zusammenbringt 2  

16 Konsens finden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德语一》《德语口语一》《综合德语二》《德语口语二》《综合德语三》《德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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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三》 
后续课程：《德语口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训练学生用德语流利讨论各种话题，用德语比较准确地表达想法 
难点：如何避免“打草稿式”口语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采取启发式和趣味式教学，引导学生使用已学词汇和句型。 
2. 鼓励学生课后多开口，反复运用，不断练习。 
教学手段： 
1. 利用板书、多媒体等多种手段，引入课程主题，调动学生多方面的积极性。 
2. 利用教室活动桌椅，鼓励学生互相之间及学生与老师之间用德语多交流，多表达。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平时成绩与期末口试相结合的形式。考核内容有：平时成绩（包括学生

出勤、课堂表现及作业完成情况）占 3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要求学生课下针对每一课主题进行双人或多人对话，下次上课时抽查。同时结合更加灵活的微

剧等形式训练学生口语。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尽可能新的德语口语教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选用原版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梁敏，聂黎曦主编《当代大学德语（4）》，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 3月第 1版 
2.米歇尔•佩尔曼•巴尔默等编《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中级）（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6年 9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钱敏汝编著《德语口语教程（第 2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 9月第 1版 

 执笔：赵叶莹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2日 

 

德语泛读（一） 
Extensive Reading 1 

课程号：3080101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全面系统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2、培养学生的阅读兴

趣，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3、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增进对于德国社会文化的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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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德语语言和德语文体的基础知识、

掌握不同的阅读技巧、培养学生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为《德语泛读

（二）》、《综合德语（三）》,《德语国家概况（二）》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语言和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Gymnasium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 Text 1 Rekordjahrgang 2013: So viele Abiturienten wie noch nie 
1.1 Einführung:  
Wortschatz, Hintergrundinformation über die Verkürzung der Gymnasialzeit 
1.2 Globalverständnis: 
Wie sieht es aus mit der Verkürzung der Gymnasialzeit in den Bundesländern?  
1.3 Detailverständnis:  
Gymnasialzeit in den letzten Jahren 
Textwiedergabe mit eigenen Worten 
1.4 Diskussion: 
Dauer der Gymnasialzeit: Acht Jahre? Neun Jahre? Oder beides?  
2. Text 2 Kritik an verkürzter Gymnasialzeit: Mehrheit will zurück zum G9-Abitur 
1.1 Einführung:  
Wortschatz, Hintergrundinformation über die Kritik an verkürzter Gymnasialzeit  
1.2 Globalverständnis:      
Welche Länder möchten zu G9 zurückkehren?  
1.3 Detailverständnis:  
Argumente für Turbo-Abi 
Argumente gegen Turbo-Abi 
1.4 Diskussion: 
Dauer der Gymnasialzeit: Acht Jahre? Neun Jahre? Oder beides?  
3. Text 3 Rückkehr zum langen Gymnasium: Den Preis zahlen nun Schüler und Lehrer 
1.1 Globalverständnis:      
Nachteile für Schüler und Lehrer  
1.3 Detailverständnis:  
Argumente für und gegen Turbo-Abi 
1.4 Diskussion: 
Acht Jahre? Neun Jahre? Oder beides?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高中学制，了解德国近年来的学制改革，了解缩短高中学制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所

持主要观点。 
2．掌握关于高中学制的重点词汇和表达，能够复述高中学制改革的原因、现状和利弊，能够

用德语参观该话题的口头和笔头讨论。  
作业： 
Online Recherchieren über das Turbo-Abi. 

知识单元 2：Wohnen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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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ext 1 Tun und lassen können, was man will 
1.1 Einführung in die Wohnformen der deutschen Studenten 
1.2 Globalverständnis: Ersten Eindruck beim Lesen 
Welche Wohnformen haben Sie im Text kennengelernt? Welche Vor- und Nachteile haben sie? 
1.3 Detailverständnis:  
Erklären Sie die unterstrichenen Ausdrücke mit Ihren eigenen Ausdrücken! 
1.4 Diskussion: 
Welche Wohnform würden Sie als Student gern wählen, warum? 
2. Text 2 Fröhliches Chaos 
2.1 Lücken füllen 
2.2 Detailverständnis: „Hotel Mama“, „hoch im Kurs stehen“ 
3. Text 3 Die Idee kam bei Blitz und Donner: Ein „Hotel“ für junge Leute – die Jugendherberge 
3.1 Einführung: Was ist eine Jugendherberge? 
3.2 Detailverständnis: Übungen: richtig oder falsch 
3.3 Nacherzählung mit eigenen Worten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大学生的几种主要住宿方式，了解德国青年旅社的由来及发展变迁。 
2．掌握关于住宿形式的相关词汇和表达，能够运用相关表达参与关于大学生住宿问题的口头

及笔头讨论。 
作业： 
Online Recherchieren über die Wohnsituation der deutschen Studenten. 

知识单元 3：Lehrer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Text 1 Studie zu Jobchancen: Forscher sagen Lehrer-Überschuss für 2030 voraus 
1.1 Einführung:  
Wortschatz,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über den Lehrer-Überschuss 
1.2 Globalverständnis: 
Wie wird dem Text nach die Lage der Lehrer prognostiziert?  
1.3 Detailverständnis:  
Einmal Lehrer, immer Lehrer? 
Textwiedergabe mit eigenen Worten 
1.4 Diskussion: 
Es ist umstritten, ob in Deutschland mehr Lehrer gebraucht werden.  
2. Text 2 Entamteter Lehrer: "Der Beamtenstatus ist ein Klotz am Bein" 
1.1 Einführung:  
Wortschatz, Hintergrundinformation über den Beamtenstatus der Lehrer 
1.2 Globalverständnis:      
Warum ist Ulbricht entbeamtet?  
1.3 Detailverständnis:  
Merkmale der Gattung Interview herausfinden 
Für- und Gegenargumente sammeln  
Textwiedergabe mit eigenen Worten 
1.4 Diskussion: 
Überlegen Sie sich, ob die deutschen Lehrer entbeamtet werden so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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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教师现状，了解近年来德国教师的就业前景，了解对于德国教师公务员待遇的主

要看法和观点。 
2．掌握关于就业的重点词汇和表达，能够复述德国教师就业现状、教师公务员待遇的利弊，

能够用德语参观该话题的口头和笔头讨论。  
作业： 
Online Recherchieren über den Lehrer-Überschuss. 

知识单元 4：Literatur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Text 1 Die Brüder Grimm 
1.1 Einführung:  
Wortschatz,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über Brüder Grimm 
1.2 Globalverständnis: 
Wodurch verschlechtert sich die Situation der Familie Grimm?  
1.3 Detailverständnis:  
Warum blieben die beiden Brüder nicht bei den Rechtswissenschaften? 
Wie kam es dazu, dass die beiden Märchen sammeln? 
Textwiedergabe mit eigenen Worten 
1.4 Diskussion: 
Welche Märchen von den beiden Brüdern kennen Sie? Können Sie uns mal die Märchen erzählen?  
2. Text 2 Eine Hausfrau erzählt 
1.1 Einführung:  
Überblick über die Gattung der Kurzgeschichte 
1.2 Globalverständnis:      
die Haupthandlung wiedergeben  
1.3 Detailverständnis:  
Warum weinte die Frau? 
Die Gleichberechtigung mit Männer in der Familie 
Textwiedergabe mit eigenen Worten 
1.4 Diskussion: 
Wie soll eine gerechte Familienordnung aussehen?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童话的主要特点，了解德国童话的代表作家格林兄弟。 
2．掌握关于童话故事的重点词汇和表达，能够口头讲述一个格林童话故事。  
作业： 
Lesen Sie zwei Märchen von Brüdern Grimm. Lesen Sie eine Kurzgeschichte von Wolfgang 

Borchert. 
知识单元 5： Landeskunde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Text 1 Den Rhein entlang 
1.1 Einführung:  
1.2 Globalverständnis: 
Daten, Fakten und Hintergründe vom Rh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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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Detailverständnis:  
Schifffahrt auf dem Rhein, Hochwasser  
1.4 Textwiedergabe mit eigenen Worten 
2. Text 2 Graf Zeppelin 
1.1 Einführung:  
Lebenslauf von Zeppelin 
1.2 Globalverständnis:      
den Hauptinhalt wiedergeben  
1.3 Detailverständnis:  
Entstehung des Zeppelin-Luftschiffs 
Geschichte des Luftschiffes 
Textwiedergabe mit eigenen Worten 
1.4 Geschichte des Zeppelin-Luftschiffes zusammenfassen 
学习目标： 
1．了解莱茵河的历史和现状，了解齐柏林飞艇的诞生和由来。 
2．掌握相关词汇和表达，能够用德语参与相关讨论。 
作业： 
Online Recherchieren über den Rhein und das Zeppelin-Luftschiff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Lektion 2 Gymnasium. 
Text 1 Rekordjahrgang 2013: So viele Abiturienten wie noch nie  

3 无 

2 
Lektion 2 Gymnasium.  
Text 2 Kritik an verkürzter Gymnasialzeit: Mehrheit will zurück 
zum G9-Abitur  

3 无 

3 
Lektion 2 Gymnasium.  
Text 3 Rückkehr zum langen Gymnasium: Den Preis zahlen nun 
Schüler und Lehrer  

3 无 

4 
 Lektion 1 Wohnen.  
Text 1 Tun und lassen können, was man will 

3 无 

5 
Lektion 1 Wohnen.  
Text 2 Fröhliches Chaos. 

3 无 

6 
Lektion 1 Wohnen.  
Text 3 Die Idee kam bei Blitz und Donner: Ein „Hotel“ für junge 
Leute – die Jugendherberge. 

2 无 

7 
Lektion 3 Job. 
Text 1 Studie zu Jobchancen: Forscher sagen Lehrer-Überschuss für 
2030 voraus 

3 无 

8 
Lektion 3 Job. 
Text 2 Entamteter Lehrer: "Der Beamtenstatus ist ein Klotz am 
Bein"   

3 无 

9 
Lektion 4 Literatur. 
Text 1 Die Brüder Grimm 

3 无 

10 
Lektion 4 Literatur.  
Text 2 Eine Hausfrau erzählt 

2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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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Lektion 5 Landeskunde 
Text 1 Den Rhein entlang 

2 无 

12 
Lektion 5 Landeskunde 
Text 2 Graf Zeppelin 

2 无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德语（二）》,《德语国家概况（一）》 
后续课程：《德语泛读（二）》、《综合德语（三）》,《德语国家概况（二）》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增进对

于德国社会文化的了解。 
难点：提高学生对德语文章的理解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增强学生对于阅读技巧的灵活运用，

扩大学生的词汇量，拓展学生的历史社会文化视域。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直观教学法。 
2.任务型教学法。 
3.情景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直观教学。 
2.课堂互动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根据课堂阅读材料的难易程度和课堂接受效果进行灵活设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参考多本规范的德语阅读教程，甄选内容健康向上、贴近大学生日

常生活、语言表达规范的阅读材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冯亚琳等编著《德语阅读教程 3》，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年 7 月 第 1 版（普通高等

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吴江著，《德语阅读教程（中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 8月第 1版。 
2. 陆春林等编著《科技德语阅读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 8月 第 1版  

执笔：李烨  审稿：高莉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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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泛读（二） 
Extensive Reading 2 

课程号：3080101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全面系统地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2、培养学生的阅读兴

趣，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3、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增进对于德国社会文化的了
解。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德语语言和德语文体的基础知识、

掌握不同的阅读技巧、培养学生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为《德语泛读

（二）》、《综合德语（三）》,《德语国家概况（二）》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语言和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Arbeitswelt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 Text 1 angestellt 
1.1 Einführung:  
Wortschatz,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über die Arbeitswelt 
1.2 Globalverständnis: 
richtig oder falsch       
1.3 Detailverständnis:  
Erklären Sie den unterstrichenen Satz mit eigenen Worten! 
1.4 Diskussion: 
Ist der Beruf für Sie nur ein Mittel, um den Lebensunterhalt zu verdienen? Oder glauben Sie, dass 

man im Beruf seine eigene Persönlichkeit entwickeln sollte? 
2. Text 2 Entlassung 
2.1 Einführung:  
Wortschatz  
2.2 Globalverständnis:      
Ergänzen Sie die Aussagen bitte sinngemäß!  
2.3 Detailverständnis:  
Erklären Sie den unterstrichenen Satz mit eigenen Worten! 
2.4 Diskussion: 
Textwiedergabe      
3. Text 3 Fragebogen 
3.1 Einführung:  
Wortschatz  
3.2 Globalverständnis:      
Richtig oder falsch? 
3.3 Detailverständnis:  
Was bedeuten die fett gedruckten Wörter? Kreuzen Sie die richtigen Erklärungen an! 
3.4 Disk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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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d das Leben von der Familie dank der Statistik verbessert? 
4. Text 4 ... 
4.1 Einführung:  
Wortschatz  
4.2 Globalverständnis:      
Richtig oder falsch? 
4.3 Detailverständnis:  
Was bedeuten die fett gedruckten Wörter? Kreuzen Sie die richtigen Erklärungen an! 
4.4 Diskussion: 
Wird das Leben von der Familie dank der Statistik verbessert?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应聘和解聘的相关背景知识，了解德国职工的基本工作和生活状况。 
2．掌握关于工作的重点词汇和表达，能够深入分析文章的写作意图，进行适当的归纳总结，

能够用德语参观该话题的口头和笔头讨论。  
作业： 
Online Recherchieren über die Arbeitswelt. 

知识单元 2：Natur und Wissenschaft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Text 1 Tornados 
1.1 Einführung 
1.2 Globalverständnis: Ersten Eindruck beim Lesen 
Was wissen Sie über Tornados? 
1.3 Detailverständnis:  
Markieren Sie die richtigen Lösungen auf dem Antwortbogen! 
Erklären Sie die unterstrichenen Ausdrücke mit Ihren eigenen Ausdrücken! 
1.4 Diskussion: 
Beschreiben Sie bitte die Situation, wenn Tornado kommt! 
2. Text 2 Kontrolle für die Forschung 
2.1 Einführung in die Forschung der Atombombe 
2.2 Globalverständnis: Ersten Eindruck beim Lesen 
Was wissen Sie über die Atomforschung? 
2.3 Detailverständnis:  
Kreuzen Sie die richtigen Lösungen an! 
2.4 Diskussion: 
Ist es notwendig, die Atomforschung zu kontrollieren? 
3. Text 3 Darf der Chef Spiele am Computer verbieten?  
3.1 Einführung:  
Über die Gattung Leserbrief   
3.2 Detailverständnis:  
Übungen: die richtigen Lösungen ankreuzen 
3.3 Nacherzählung mit eigenen Worten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核能研究发展现状，了解飓风的由来和过程，了解当今德国人对使用电脑的态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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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相关词汇和表达，深入分析和探讨核能研究的利弊关系，能够运用相关表达参与口头
及笔头讨论。 
作业： 
Online Recherchieren über Tornados, die Atomforschung. 

知识单元 3：Kultur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Text 1 Vorurteile 
1.1 Einführung:  
Wortschatz,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über die Kulturunterschiede 
1.2 Globalverständnis: 
Welche Vorurteile gibt es in verschiedenen Ländern?  
1.3 Detailverständnis:  
Ein Volk wird von unterschiedlichen Völkern unterschiedlich beurteilt. 
Textwiedergabe mit eigenen Worten 
1.4 Diskussion: 
Ist es möglich, die Vorurteile zu beseitigen?  
2. Text 2 Germanistik 
1.1 Einführung:  
Wortschatz, Hintergrundinformation über die geschichtliche Entwicklung von der Germanistik 
1.2 Globalverständnis:      
Übung: richtig oder falsch  
1.3 Detailverständnis: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der Germanistik  
Textwiedergabe mit eigenen Worten 
1.4 Diskussion: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r Germanistik 
3. Text 3 Marlene Dietrich 
1.1 Einführung:  
Wortschatz, Lebenslauf von Marlene Dietrich 
1.2 Globalverständnis:      
Übung: richtig oder falsch  
1.3 Detailverständnis:  
Textwiedergabe mit eigenen Worten 
1.4 Diskussion: 
Über ihren Lebenslauf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德文化差异，了解德语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历史。 
2．掌握相关的重点词汇和表达，能够深入理解并综合分析中德文化差异，能够复述文章主要

内容，能够用德语参观该话题的口头和笔头讨论。  
作业： 
Online Recherchieren über die Kulturunterschiede. 

知识单元 4：Entwicklung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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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ext 1 Von der Werkstatt bis zum Weltunternehmen 
1.1 Einführung:  
Wortschatz,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1.2 Globalverständnis: 
Übung: richtig oder falsch 
1.3 Detailverständnis:  
Textwiedergabe mit eigenen Worten 
1.4 Diskussion: 
Wie begründet man den Erfolg von Bosch?  
2. Text 2 Umzug mit Waschbecken 
1.1 Einführung: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1.2 Globalverständnis:      
die Haupthandlung wiedergeben  
1.3 Detailverständnis:  
Textwiedergabe mit eigenen Worten 
1.4 Diskussion: 
Was denken Sie von diesen Möbeln?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城市居民家居用品基本状况。 
2．掌握相关词汇和表达，能够用相关表达进行描述和讨论。  
作业： 
Online Recherchieren über die modernen Möbeln in deutschen Familie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Lektion 1 Arbeitswelt 
Text 1 angestellt 

3 无 

2 
Lektion 1 Arbeitswelt  
Text 2 Entlassen  

3 无 

3 
Lektion 1 Arbeitswelt  
Text 3 Fragebogen  

2 无 

4 
Lektion 1 Arbeitswelt.  
Text 4 ... 

2 无 

5 
Lektion 2 Wissenschaft 
Text 1 Tornados 

3 无 

6 
Lektion 2 Wissenschaft 
Text 2 Kontrolle für die Forschung 

3 无 

7 
Lektion 2 Wissenschaft 
Text 3 Darf der Chef Spiele am Computer verbieten? 

2 无 

8 
Lektion 3 Kultur 
Text 1 Vorurteile 

3 无 

9 
Lektion 3 Kultur 
Text 2 Germanistik 

3 无 

10 
Lektion 3 Kultur 
Text 3 Marlene Dietrich 

2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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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Lektion 4 Entwicklung 
Text 1 Von der Werkstatt bis zum Weltunternehmen 

3 无 

12 
Lektion 4 
Text 2 Umzug mit Waschbecken 

3 无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德语（三）》,《德语泛读（一）》 
后续课程：《高级德语》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培养和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增进对

于德国社会文化的了解。 
难点：提高学生对德语文章的理解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增强学生对于阅读技巧的灵活运用，

扩大学生的词汇量，拓展学生的历史社会文化视域。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直观教学法。 
2.任务型教学法。 
3.情景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直观教学。 
2.课堂互动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根据课堂阅读材料的难易程度和课堂接受效果进行灵活设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参考多本规范的德语阅读教程，甄选内容健康向上、贴近大学生日

常生活、语言表达规范的阅读材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冯亚琳等编著《德语阅读教程 4》，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年 4 月 第 1 版（普通高等

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吴江著，《德语阅读教程（中级）》，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 8月第 1版。 
2. 陆春林等编著《科技德语阅读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 8月 第 1版  

执笔：李烨  审稿：高莉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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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德语写作（一） 
Preliminary German Writing 1 

课程号：3080101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Die Studenten des zweiten Jahrgangs befinden sich im ersten Semester bezüglich ihres 

Sprachniveaus in etwa auf der Niveaustufe A2 Dies lässt die Wahl auf ein anspruchsvolles Kursbuch auf 
dem Niveau A2, auf „Lagune Kursbuch 2“ fallen. In diesem Kursbuch befinden sich thematisch gegliedert 
Kapitel, in denen zu den jeweiligen Themen alle vier Fertigkeiten geübt werden. Aus diesem Grund 
werden die Kurse Sprechen und Schreiben verzahnt und thematisch vorgegangen, wobei für die Kurse 
Sprechen und Schreiben ein Schwerpunkt im jeweiligen Bereich gesetzt wird.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1. Sitzung: “Grüße und Wünsche”: jemandem etwas schenk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ersten Sitzung zum Thema “Grüße und Wünsche” liegt der Schwerpunkt auf den 

sprachlichen Strukturen, die mit “jemandem etwas schenken” umschrieben werden können. Diese 
Strukturen sind einzuführen. Dazu gehört “Gratulation” (S. 8, Aufgabe 1 und Aufgabe 2). Zu den 
Strukturen gehört auch die Verwendung des Dativpronomens: “Wer gratuliert wem?” (S. 9, Aufgabe 3). 
Nach dem Verb “gratulieren” werden weitere Verben eingeführt, die auch den Dativ nach sich ziehen (S. 9 
Aufgabe 4). Diese Strukturen werden in einer weiteren Übung “Ein Feuerwehrfest mit Tombola” (S. 10 f., 
Aufgabe 5) gefestigt. Als Abschluss dieser Sequenz sind Fragen und Anworten zum Thema “Schenken” 
gegeben. Die Studenten arbeiten dann in Gruppen, sie bekommen Stichwörter mit Geschenkideen und 
Personen als Hilfe und sollen in Dialogen gegenseitig erfragen, wer wem was schenkt (S. 11, Aufgabe 6). 
Dazu gibt es ein Arbeitsblatt und die Studenten notieren die Antworten des Klassenspaziergangs im 
Arbeitsblatt. Anschließend schreiben sie als Text auf, was einige Studenten zu einem bestimmten Anlass 
wie Geburtstag schenken. 

Diese Texte werden anschließend im Plenum vorgestellt. 
学习目标：Ziel: Verben, die den Dativ nach sich ziehen mit dem Thema “schenken” einführen und 

schriftlich anhand eines Briefes üben. 
作业：Hausaufgabe: Als Hausaufgabe schreiben die Studenten einen Brief, in dem sie einem Freund 

in Deutschland mitteilen, was Freunde alles zur Hochzeit bekommen. 
知识单元 2：2. Sitzung: Grüße und Wünsche, Weihnacht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zweiten Sitzung zum Thema “Grüße und Wünsche” geht es darum, die bisher gelernten 

sprachlichen Strukturen zu festigen. Über Fotos werden verschiedene Feste und Feiertage in Deutschland 
dargestellt (S. 12, Aufgabe 1), diesen sollen Texte zugeordnet werden. Sind die Feste thematisiert sollen 
die Studenten in Gruppen erarbeiten, welche Feste und Feiertage es in China gibt. Die Situation 
“Weihnachten” wird über Fotos und kurzen Texten zu Bräuchen an Weihnachten in der Aufgabe 
“Weihnachtsfotos für Anny” (S. 13, Aufgabe 4) eingeführt. Im Folgenden wird ein längerer Text, der 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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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geschrieben ist und über Weihnachten berichtet, gelesen (S. 14 f.). Dazu gibt es verschiedene 
Aufgaben, die sich auf den Inhalt beziehen, und anhand derer man über Weihnachten in Deutschland 
sprechen kann (S. 14 f., Aufgaben 5-7). Es wird die Frage danach gestellt, wie man Weihnachten in 
“Ihrem Land”, also in China feiert. Dazu bilden sich Gruppen, in denen die Antworten auf diese Frage 
erarbeiten werden.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gemeinsam eine Antwortmail an “Katja”. Im Plenum werden 
diese Mails vorgelesen und korrigiert. 

学习目标：Ziel: Die Studenten lernen die Weihnachtsbräuche in Deutschland. Dabei lernen sie in 
Briefform über die Bräuche zu Weihnachten und zum Frühlingsfest zu schreiben. 

作业：Hausaufgabe: Als Hausaufgabe sollen die Studenten eine E-Mail über das Frühlingfest in 
China schreiben. 
知识单元 3： 3. Sitzung: Grüße und Wünsche, Einladungskart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dritten Sitzung zum Thema “Grüße und Wünsche” geht es darum, den Wortschatz zu 

erweitern und zu verschieden Anlässen Einladungen zu schreiben. Nach einem Diktat, in dem gelernter 
Wortschatz aktiviert wird, sind in der folgenden Übung Glückwunschkarten abgebildet. Wortschatz zum 
Einsetzen wird gegeben und Beispielsätze werden gegeben. Daraufhin ordnen die Studenten den 
Wortschatz zu und schreiben nach vorgegebnem Muster weitere Sätze (S. 24). Grußkarten und 
Dankeskarten sind in der nächsten Übung abgebildet, hier geht es darum, Wortschatz der verschiedene 
Feste bezeichnet und Anrede im Satzkontext einzusetzen (S. 25). In einer erweiterten Leseübung werden 
Zeitungsanzeigen Sätzen zugeordnet. Dadurch wird der Wortschatz im Kontext erweitert (S. 26 f., 
Aufgabe 4). Die Anzeigen werden diskutiert und mit Anzeigen in China verglichen. In einem letzen 
Schritt schreiben die Studenten selbst Karten. Dies könnte in Kleingruppen erfolgen, die Ergebnisse 
könnten an der Wand angebracht und präsentiert werden (S. 27, Aufgabe 5).  
学习目标：Ziel: Anzeigen zu verschiedenen Anlässen schreiben. 
作业：Hausaufgabe: Als Hausaufgabe entwerfen die Studenten Zeitungsanzeigen zu gegebenen 

Anlässen. Per E-Mail sammeln sie diese und gestalten dann eine Zeitungsseite, die dann als Ergebnis 
ausgedruckt wird. 
知识单元 4：4. Sitzung: Essen und Trinken, Lebensmittel und Lokal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ersten Sitzung zum Thema „Essen und Trinken“ werden als sprachliche Strukturen 

Lebensmittel und Gewichtseinheiten sowie Bezeichnungen für Verpackungen über eine Situation beim 
Einkaufen im Supermarkt eingeführt (S. 32 f., Aufgabe 1, 2 und 3). Nebensätze mit „weil“ werden als 
Zuordnungsaufgabe eingeführt, man begründet, warum man etwas kauft (S. 33, Aufgabe 4). Die 
Begründung wird auf eine andere Situation, „am Buffet“, erweitert, über Bild und Hörtext gestützt (S. 34, 
Aufgabe 5). Es wird freier gestaltet als Partnerarbeit und schließlich auf andere Situationen übertragen.  

Im zweiten Teil der Sitzung werden Lokalitäten eingeführt, in denen man essen kann (S. 36). Über 
einen Hörtext wird die Nebensatzstruktur „wenn“ eingeführt, sie mündet in einer Zuordnungsaufgabe (S. 
37, Aufgabe 7). Die Studenten fragen sich danach gegenseitig, wohin sie zu unterschiedlichen Anlässen 
gehen (S. 37, Aufgabe 3). Diese Sequenz führt zu dem Lesetext „Wenn Maria kommt“ (S. 38 f., Aufgaben 
4 bis 6). Dieser Text wird gelesen und mittels der Aufgaben bearbeitet. Als Schreibaufgabe wird der Text 
bis zu dem Teil, an dem Maria kommt und den Ich-Erzähler begrüßt, den Studenten auf einem Arbeitsblatt 
gegeben. Dann sollen die Studenten die Geschichte weiter schreiben. Die Ergebnisse werden im Plenum 
vorgestellt. Der richtige Schluss wird geschri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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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el: Begriffe für Lebensmittel etc. und Lokalitäten festigen sowie grammatische Strukturen der 
Begründung und Bedingung üben. 

Hausaufgabe: Als Hausaufgabe sollen die Studenten die Begegnung von dem Ich-Erzähler Kurt und 
Maria aus Sicht des Kellners schreiben. 
知识单元 5：5. Sitzung: Essen und Trinken, ein Rezep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zweiten Sitzung zum Thema „Essen und Trinken“ geht es um das Frühstück und Bestellung 

im Restaurant. Wortschatz wird eingeführt (S. 40, Aufgabe 1) und eine Umfrage darüber, wie Erwachsene 
an Wochentagen frühstücken, wird Aussagen zugeordnet (S. 40, Aufgabe 2). Als Radiointerview werden 
verschiedene Arten des Frühstücks dargestellt (S. 41, Aufgabe 3). Schließlich erzählen die Studenten 
selbst, was man in China frühstückt und was sie beim Frühstück essen. Diese Aufgabe wird mittels 
Arbeitsblatt durchstruckturiert. Die Studenten beantworten die Fragen für sich selbst und machen danach 
einen Klassenspaziergang. Sie finden in Gruppen zusammen, die ähnliche Speisen frühstücken. Dann 
sollen sie für eine andere Gruppe ein „Überraschungsfrühstück“ vorbereiten. Sie schreiben auf, was sie 
alle brauchen und was sie daraus machen. Sie präsentieren dieses Frühstück im Plenum der anderen 
Gruppe. Dann schreiben sie einen Brief darüber.  

Im zweiten Teil dieser Sitzung üben die Studenten zunächst bestellen und Wünsche äußern (S. 44 f.). 
Dann wird eine Szene in einem Restaurant gespielt. Dazu gibt es Übungen, in denen der Kellner nach der 
Bestellung fragt, jemand etwas bestellt und schließlich gezahlt wird (S. 46 f.). Die ganze Klasse bildet 
Tische im Restaurant, es gibt Kellner, die die Bestellung aufnehmen etc. Dialoge werden improvisiert. Die 
Leute an den einzelnen Tischen spielen vor, wie sie beim Kellner bestellen. Es kommt zu weiteren 
Dialogen. Diese Dialoge werden von den Studenten aufgeschrieben. 

学习目标：Ziel: Die Studenten lernen, sich darüber zu äußern, was sie essen wollen und wie sie im 
Restaurant bestellen. 

作业：Hausaufgabe: Die Dialoge werden überarbeitet und weitergeführt. 
知识单元 6：6. Sitzung: Essen und Trinken, ein Rezep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dritten Sitzung zum Thema „Essen und Trinken“ geht es darum ein Rezept zu schreiben. 

Mit einem Diktat werden bisher gelernte Wörter aktiviert und geübt (S. 48, Aufgabe 1). In der zweiten 
Übung wird über Aktivitäten in der Küche mittels Bilder und Text das Passiv als grammatisch Struktur 
eingeführt. Diese wird dann in der dritten Übung (S. 49, Aufgabe 3) gefestigt und in der folgenden 
Aufgabe (Aufgabe 4) als Dialogübung gestaltet, dabei werden weitere Verben und Gegenstände in der 
Küche eingeführt. Danach wird ein Rezept eingeführt: „Ein Rezept: Bauernfrühstück“ (S. 50, Aufgabe 5). 
Nach anschließender Beschreibung von Tätigkeiten in der Küche und deren Zuordnung zu Zutaten 
(Aufgabe 6), wird ein Rezept geschrieben (S. 51, Aufgabe 7). Zu Bildern, die einzelne Vorgänge beim 
Zubereiten einer Mahlzeit zeigen, wird Wortschatz (Verben) zugeordnet und es werden Sätze formuliert. 
Die Studenten sollen danach in Gruppenarbeit sich auf ein  aus der chinesischen Küche einigen und das 
Rezept aufschreiben sowie beschreiben, wie man das zubereitet. Wichtig ist hier einerseits die 
unpersönliche Form mit „man“, als auch in einem zweiten Schritt Passivformulierung. Dies wird dann im 
Plenum vorgestellt und diskutiert. 

学习目标：Ziel: Ein Rezept schreiben. 
作 业 ： Hausaufgabe: Als Hausaufgabe sollen die Studenten ein weiteres 

„Überraschungsrezept“ schrei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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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7：7. Sitzung: Umzug und Einrichtung, sprachliche Strukturen Infinivsätz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siebten Sitzung zum Thema „Umzug und Einrichtung“ werden mit dem Kapitel sprachliche 

Strukturen Verben eingeführt, die „den Infinitiv mit zu“ nach sich ziehen (S. 56, Aufgabe 1). Dem folgen 
Phrasen, die „dem Infinitiv mit zu“ folgen (S. 56, Aufgabe 2). Diese Strukturen werden gefestigt und es 
wird in Dialogform in Gruppen geübt (S. 57, Aufgabe 4). Eine weitere Struktur, die eingeführt wird, ist 
der Nebensatz mit „um... zu“ und Infinitiv (S. 58, Aufgabe 5). Auch diese sprachliche Struktur wird 
gefestigt und anschließend mit einem Hörtext und Fragen an die anderen Teilnehmer in anderer Form 
geübt zu werden (S. 59). 

Im zweiten Teil dieser Sitzung wird die sprachliche Struktur des Nebensatzes mit „dass“ eingeführt 
(S. 60, Aufgabe 1). Gefestigt wird die Struktur in einer Übung, bei der drei Auswahltexte einem Hörtext 
zugeordnet werden (Aufgabe 2). In einer Übung, in der mit Satzmustern und Wortschatz das Geschehen 
einer Straße auf einem Bild beschrieben werden soll, werden die Nebensätze mit „dass“ freier geübt (S. 61, 
Aufgabe 3). Bis es schließlich in einer offenen Form auf eine fiktive Ebene in Parnerarbeit übertragen 
wird (S. 61, Aufgabe 4). Diese Übungen bereiten auf den Lesetext „Mia“ vor (S. 62 f.). Zu diesem Text 
gibt es Begleitübungen. Der Text wird im Unterricht gelesen und besprochen.  

Ziel: Sprachliche Strukturen üben und den Alltag aus einer anderen Sichtweise beschreiben. 
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einen Tagesablauf aus der Sicht eines Haustieres. 

知识单元 8：8. Sitzung: Umzug und Einrichtung, Wohnu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zweiten Übung zu „Umzug und Einrichtung“ wird der Wortschatz zum Thema 

„Wohnen“ erweitert. Dazu dient eine erste Übung mit Hörverstehen (S. 64, Aufgabe 1). Adjektive werden 
zu eingeführt und in Partnerarbeit sind die Studenten selbst mit ihrer Meinung über wichtige Möbelstücke 
gefragt (Aufgabe 2). Schließlich erarbeiten die Studenten in Kleingruppen „Ihr Traumwohnzimmer“ (S. 
65, Aufgabe 4). Die Skizze des Traumzimmers wird aufgehängt, die Studenten sprechen über die Skizzen 
und schließlich werden die Traumzimmer von den Gruppen präsentiert. Über Wohnungsanzeigen werden 
im Fokus Sprechen mit Adjektiven Vergleiche eingeführt (S. 69 f., dazu auch S. 70, Aufgabe 7). Es folgen 
Dialoge zum Thema „Wohnung“ über Ratschläge, ob jemand eine Wohnung nehmen soll (S. 70, Aufgabe 
8). In der folgenden Aufgabe werden Probleme mit einer Wohnung über einen Hörtext eingeführt und 
dann diskutiert. Hierzu gibt es zwei Bilder und Redemittel für Variationen (S. 70, Aufgabe 9). Im Teil 
Fokus Schreiben werden nach einem Diktat über Anzeigen der Wortschatz zu Wohnungsanzeigen geübt. 
Die erste Übung ist eine Zuordnungsübung, in der gefragt ist, welche Häuser man im Urlaub tauschen 
kann (S. 72 f.). Anschließend wird in Kleingruppen darüber diskutiert, was man in einem ausgewählten 
Haus alles machen kann, dazu wird eine Liste mit Fragen aufgeschrieben (S. 73, Aufgabe 3). Ein Infoblatt 
mit Informationen für einen Wohnungstauschpartner wird erarbeitet, dazu sind Satzstrukturen vorgegeben, 
Informationen per Bild abgebildet und in Teilen vorstrukturiert (S. 74 f., Aufgabe 4).  

学习目标：Ziel: Wortschatz zum Thema „Wohnen“ erweitern und üben. 
作业：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in kleinen Gruppen zu einer Wohnung oder einem Haus 

in einer Tauschbörse eine Anzeige und einen Brief mit Informationen an den Tauschpartner. 
知识单元 9：9. Sitzung: Meine Heimatstadt, Brief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Sitzung bereiten sich die Studenten gezielt auf die Semestermittelprüfung vor. Auf ein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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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beitsblatt werden Fragen zu ihrer Heimatstadt gestellt. Diese beantworten die Studenten in einem ersten 
Schritt selbst. Dann interviewen sie sich in einem Klassenspaziergang gegenseitig. Sie schreiben dann aus 
den Antworten von einer Person einen Text und stellen diesen Text im Plenum vor. Es wird weiter 
überlegt, wie man diesen Text variieren kann.  

Studenten aus gemeinsamen Gegenden von China bilden Gruppen. Es erfolgt ein Rollenspiel, bei 
dem diese Studenten als Ratgeber in einem Touristenbüro über diese Gegend informieren sollen. Dazu 
schreiben sie eine kurze Werbebroschüre mit Stichworten zu den wichtigsten Sehenswürdigkeiten und 
Restaurants etc. Jeweils ein Student wird als Touristenberater am Tisch gelassen, die anderen Studenten 
informieren sich über andere Gegenden. Dazu bekommen die Studenten ein Arbeitsblatt mit Fragen. Diese 
sollen sie nach den Gesprächen beantworten. Die Ergebnisse werden in die Gruppe zurückgetragen. Dann 
diskutieren die Mitglieder der Gruppe, wohin sie fahren wollen, wie sie dorthin kommen, wo sie 
übernachten etc. 

Als Ergebnis schreiben sie einen Brief aus ihrem Urlaub. Abschließend werden diese Briefe aus dem 
Urlaub aufgehängt, gelesen und im Plenum diskutiert. 
学习目标：Ziel: Beschreibung eines Reiseziels in Form eines Briefes. 
作业：Hausaufgabe:  Jeder Student sucht sich ein Reiseziel in China aus und schreibt darüber in 

einem Brief. 
知识单元 10：10. Sitzung: Aussehen und Geschmack, Bildbeschreibung I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ersten Sitzung zum Thema „Aussehen und Geschmack“ geht es in erster Linie um 

Adjektive und deren Deklination. Farb-Adjektive werden in dem Teil sprachliche Strukturen in ihrer 
Grundform eingeführt (S. 80, Aufgabe 1). Diesen folgen weitere Adjektive (Aufgabe 2). Ihm folgt ein 
Bildervergleich, bei dem auf dem einen Bild Gegenstände fehlen, die im anderen Bild gegeben sind. Hier 
ist der Artikel vor der Nominalphrase gegeben, so dass die Endungen des Adjektives geübt wird (S. 81, 
Aufgabe 3). In der folgenden Aufgabe wird freier geübt, in Partnerarbeit sollen die Studenten Sätze nach 
einem bestimmten Satzmuster üben. Die Adjektive werden erst in ihrer Grundform in Satzendstellung 
verwendet. Danach vor einem Nomen. Die Übungsabfolge geht weiter, es wird ein Bild in drei Schritten 
beschrieben: Zunächst wird gesammelt, was es auf dem Bild gibt, dann werden Satzhälften mit Adjektiven 
einander zugeordnet, schließlich werden Adjektive in Nominalphrasen eingesetzt (S. 82, Aufgabe 5). 
Mittels eines Lückentextes ist ein bild zu beschreiben, es fehlen die Adjektive im Text, sie werden in 
einem Wortkasten gegeben. In der freien Form skizzieren die Studenten einfache Bilder, für die Nomen 
und Adjektive ausgesucht werden können, sie geben sich gegenseitig Bilddiktate (S. 83, Aufgabe). Im 
Fokus Lesen werden einfache Präteritumsformen in einer E-Mail eingeführt. In einer Zuordnungsübung 
werden Aussagen aus dem Inhalt gebildet (S. 84, Aufgabe 1). Die Modalerben im Präteritum werden in 
der anschließenden Übung weiter geübt. In einem Hörtext werden Akkusativformen der Adjektive in 
Nominalphrasen eingeführt (S. 85, Aufgabe 3). Die Studenten bilden dann Sätze aus gegebenen Anlässen, 
Adjektiven und Bezeichnungen von Anziehsachen und stellen diese im Kurs vor. Nach dieser 
Übungssequenz geht es in dem längeren Lesetext „Über Geschmack kann man nicht streiten“ (S. 86 f.) 
über den Geschmack über Anziehsachen über mehrere Generationen hinweg. Es gibt Übungen zu den 
einzelnen Textabschnitten, nach dem Lesen sollen die Studenten selbst ihre Meinung zum Thema 
Geschmack diskutieren. 

学习目标：Ziel: Adjektive und deren Deklination üben, diese Phrasen in der Bildbeschreibung 
einsetzen und einen Einblick zum Thema Mode in China geben. 

作业：Hausaufgabe: Als Hausaufgabe ist der Text noch ein Mal durchzulesen und dann schrift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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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llung zu nehmen zu der Frage, was in China gerade Mode ist und was die ältere Generation bzw. die 
Generation der Großeltern darüber denkt. 
知识单元 11：11. Sitzung: Aussehen und Geschmack, Bildbeschreibung II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zweiten Sitzung zum Thema „Aussehen und Geschmack“ werden zunächst im Teil Hören 

Adjektive mit unbestimmtem Artikel und Präposition „mit“ davor eingeführt (S. 88, Aufgabe 1). Dies 
wird über eine Übung zum Personenvergleich geübt (S. 89, Aufgabe 2). Hier sollen die Studenten 
Personen, die auf einem Bild gegeben sind, mittels eines Dialogmusters und gegebener Wörter 
vergleichen. Eine weitere Aufgabe mit einer Personenbeschreibung folgt. Anschließend wird in einer 
Szene, in der Koffer gepackt werden „welch-„ eingeführt (S. 90, Aufgabe 4). Danach arbeiten die 
Studenten in Gruppen zusammen und erzählen sich, was sie in ihrem Urlaub alles machen und was sie 
dafür brauchen (S. 90, Aufgabe 5). Abschließend wird in dieser Übungssequenz jemand beschrieben, die 
Studenten müssen dazu Satzteile einander zuordnen (S. 91, Aufgabe 6) und dann diskutieren die 
Studenten, was ihnen bei anderen Menschen gefällt und was nicht (S. 91, Aufgabe 7). Eine Aufgabe aus 
dem Teil Sprechen rundet sie Unterrichtseinheit ab. Hier charakterisieren die Studenten Personen und 
Gegenstände mit Hilfe gegebener Dialogmuster und einem Bild (S. 93, Aufgabe 3).  

学习目标：Ziel: Adjektive und deren Deklination in unterschiedlichen grammatischen Umgebungen 
verwenden und komplexe Situationen beschreiben. 

作业：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einen Text über ihre Urlaubsvorbereitungen. 
知识单元 12：12. Sitzung: Aussehen und Geschmack, Bildbeschreibung III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Zu Beginn dieser Sitzung, in der die Bildbeschreibung intensiv schriftlich geübt wird, steht eine 

Spiel zu Adjektiven, bei dem die Studenten in Kleigruppen sich gegenseitig Bilder beschreiben sollen und 
die anderen Studenten raten, welches Bild gemeint ist (S. 94 f., Aufgabe 5). Ein Diktat führt die 
Schreibübungssequenz ein (S. 96, Aufgabe 1). In der nächsten Aufgabe wird in einem Lückentext ein 
Mann beschrieben. Diese Beschreibung enthält Adjektive und die Studenten sollen im Anschluss den 
Mann malen (S. 96, Aufgabe 2). Zur Beschreibung eines Bildes sind ein Bild, Nomen und Adjektive 
gegeben (S. 97, Aufgabe 3). Es ist ein ungewöhnliches Bild, so dass diese Besonderheiten einen Anlass 
bilden, darüber zu sprechen. Adjektive sind für einen Lückentext gegeben und sollen in diesen eingesetzt 
werden. Als Erweiterung und Festigung dieses Musters ist ein Text als E-Mail mit Lücken gegeben (S. 98, 
Aufgabe 4). Dazu sind drei Bilder mit ähnlich abstrakten Darstellungen gegeben, wie in der 
vorangehenden Aufgabe. Außerdem enthalten Wortkästen Strukturwörter, Adjektive und Nomen. Diese 
werden in den Lückentext eingesetzt. In der anschließenden Aufgabe (S. 99, Aufgabe 5) sind Häuser 
abgebildet. In einem Hörtext hört man ein Gespräch über ein Haus. Dieses soll einem abgebildeten Haus 
zugeordnet werden. Dann soll man Notizen darüber machen, was man nicht hört und schließlich soll das 
Haus in Sätzen beschrieben werden. Danach wird ein weiteres Haus beschrieben. In Arbeitsgruppen 
skizzieren die Studenten ihr Traumhaus und beschreiben es dann in einem Text (vgl. S. 99, Aufgabe 6). 
Die Gruppen tragen den Text vor, die anderen Studenten bekommen ein Arbeitsblatt und sollen Notizen zu 
den verschiedenen Traumhäusern machen. 
学习目标：Ziel: Systematische Beschreibung von Bildern üben. 
作业：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einen Text über ihr „Albtraumhaus“, es ist nicht schön 

und extrem unbequem. 
知识单元 13：13. Sitzung: Ausbildung und Berufswege, das Abiturtref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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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ersten Sitzung zum Thema „Ausbildung und Berufswege“ geht es in dem Teil sprachliche 

Strukturen zuerst um reflexive Verben (S. 104, Aufgabe 1). Bildern werden Aussagen zugeordnet. Danach 
bilden die Studenten nach einem Beispielmuster und gegebenem Wortschatz Satzpaare, in denen der 
Unterschied zwischen reflexivem Gebrauch und dem Gebrauch der Verben mit einem nicht reflexiven 
Objekt gegenübergestellt wird (S. 105, Aufgabe 2). In einer dritten Übung zu reflexiven Verben wird der 
Wortschatz erweitert (S. 105, Aufgabe 3). Danach weden Verben mit Präposition und Akkusativ Verben 
mit Präposition und Dativ gegenübergestellt (S. 106, Aufgabe 4). Diese unterschiedlichen Fälle nach 
Verben mit Präposition werden in einer Höraufgabe geübt (S. 107, Aufgabe 5). Anschließend werden 
weitere Verben mit Präposition und Akkusativ bzw. Dativ eingeführt und die Studenten führen mittels 
Wortschatzkästen und gegebenen Satzmustern (Verbalphrasen) ein freieres Gespräch (S. 107, Aufgabe 6).  

Im zweiten Teil dieser Sitzung ist der Zieltext im Fokus Lesen ein Text über ein Klassentreffen 
„Abiturtreffen“ (S. 110 f.). Dieser Text wird situativ über eine Aufgabe zu den Vorbereitungen auf das 
Treffen eingeführt (S. 108, Aufgabe 1). Danach gibt es einen Einladungstext zu diesem Treffen (S. 108 f., 
Aufgabe 2). Im Anschluss daran wird ein Text einer Absage gelesen und diskutiert (S. 109, Aufgabe 3) 
und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ähnliche Entschuldigungen (S. 109, Aufgabe 4). Der Text „Abiturtreffen“ (S. 
110 f.) wird mit Aufgaben zu seinen Teilen versehen. Nach dem Lesen wird über den Text diskutiert. 
学习目标：Ziel: Grammatische Strukturen wie reflexive Verben und Verben mit Präpositionen und 

Akkusative bzw. Dativ werden gefestigt. Einladungen und Absagen werden geübt.  
作业：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sollen in Vorbereitung auf die folgende Sitzung ihren eigenen 

Lebenslauf bis zu ihrem 60. Geburtstag beschreiben. 
知识单元 14：14. Sitzung: Ausbildung und Berufswege, Lebenslauf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zweiten Sitzung zum Thema „Ausbildung und Berufswege“ spielen die Studenten, dass sie 

60. Geburtstag haben und ihr Klassentreffen veranstalten. Dazu gibt es ein Arbeitsblatt mit Fragen und 
Platz für Stichworte. Die Studenten „verkleiden“ sich, sie tragen eine Papiermütze, das macht mehr Spaß. 
Sie reden und stellen Fragen über den Lebenslauf der anderen Studenten. Nachdem dieses fiktive 
Abiturtreffen beendet worden ist, schreiben die Studenten die Antworten in Sichworten auf und schreiben 
über eine andere Person einen Text. Diesen präsentieren sie im Plenum. 

Im zweiten Teil werden weitere Lebensläufe geübt. In der Übung „Eine steile Karriere“ (S. 120, 
Aufgabe 2) werden Bilder Jahresangaben und Tätigkeiten zugeordnet. Es folgt „ein ungewöhnlicher 
Lebensweg“ (S. 123, Aufgabe 3), in dem ein gesellschaftlicher Aussteiger dargestellt wird. Über 
Stellenanzeigen (S. 122, Aufgabe 4) werden Qualifikationen gefordert, dazu soll eine passende Person 
gefunden werden, d.h. man muss formulieren, was der passende Bewerber gemacht haben sollte. 
Schließlich wird ein Bewerbungsschreiben formuliert (S. 123, Aufgabe 5) Dazu dient ein Lückentext und 
Angaben aus einem Lebenslauf, es ist der Lebenslauf des gesellschaftlichen Aussteigers aus der 
vorangehenden Aufgabe. 

学习目标：Ziel: Über Lebenswege schreiben. 
作业：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nach dem fiktiven Abiturtreffen einem Studenten, der 

nicht an dem Treffen teilgenommen hat, eine E-Mail und berichten über den Lebensweg von ein oder 
zwei anderen Studenten. 
知识单元 15：15. Sitzung: Nachrichten und Berichte, Was passiert ist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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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In dieser Sitzung zum Thema „Nachrichten und Berichte“ werden die in Zeitungsnachrichten häufig 

anzutreffenden Präteritumsformen eingeführt. Dazu dienen Überschriften von Zeitungsmeldungen, die 
man Bildern zuordnen muss als Einstiegsübung (S. 128, Aufgabe 1). Der schriftlichen Präteritumsform 
wird die im Mündlichen gebrauchte Perfektform in der Aufgabe: „Was steht denn in der Zeitung? Erzähl 
doch mal!“ (S. 129, Aufgabe 2) gegenübergestellt. Die Studenten befragen sich anschließend, welche 
Nachrichten sie interessant finden. Mittels eines Zeitungstextes über eine Vergiftung durch Pilze werden 
Verben im Präteritum geübt (S. 130, Aufgabe 4 und 5) und in der darauffolgenden Aufgabe setzen die 
Studenten die Verbform im Präteritum in einen Lückentext ein. Schließlich sprechen sie darüber, was 
Glück und was Pech bringt (S. 131, Aufgabe 7). Im Teil Fokus Lesen wird der Text „Ein glücklicher 
Pechvogel“ (S. 134 f., Aufgabe 5 bis 8) behandelt. Dazu gibt es Übungen für Inhalt und Wortschatz. 
Dieser Text wird vorbereitet (S. 132 f., Aufgabe 1 bis 4). Die Studenten hören in diesen vorbereitenden 
Aufgaben eine Geschichte über einen Vogel der Glück hatte und ordnen diesem Gespräch einen Text zu (S. 
132, Aufgabe 1). Dann ordnen sie Überschriften kurzen Texten zu (S. 132 f., Aufgabe 2), diese Texte 
beinhalten eine unglückliche Situation aber auch eine glückliche Situation.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gestützt auf Bildern und Sätzen eine kleine Zeitungsmeldung (S. 133, Aufgabe 3). Schließlich erzählen sie 
sich gegenseitig, was ihnen schon ein Mal passiert ist (S. 133, Aufgabe 4). Diese Übungen bereiten auf 
den folgenden Text „ein glücklicher Pechvogel“ vor.  

Nach der Bearbeitung diese Textes schreiben die Studenten. Eine Gruppe ist die „Glücksgruppe“, 
eine andere Gruppe ist die „Pechgruppe“. Sie denken sich verschiedene Situationen aus. Die 
„Pechgruppe“ schreibt in fünf bis zehn Sätzen den unglücklichen Anfang einer Geschichte, die 
„Glücksgruppe“ schreibt dann den glücklichen Schluss.  
学习目标：Ziel: Genauere Beschreibung einer Situation oder eines Vorgangs schildern. 
作业：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einen Brief und erzählen darin, was einer Person aus 

ihrem Bekanntenkreis schon ein Mal passiert ist.  
知识单元 16：16. Sitzung: Länder und Leute, Brief aus dem Urlaub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ersten Sitzung zum Thema „Länder und Leute“ werden im Teil sprachliche Strukturen das 

Relativpronomen und Relativsätze anhand von Bildern zu Sehenswürdigkeiten in den deutschsprachigen 
Ländern eingeführt (S. 152, Aufgabe 1 und S. 153, Aufgabe 2). In der darauffolgenden Aufgabe sollen die 
Studenten dann das Relativpronomen in Satzlücken einsetzen (S. 154, Aufgabe 3). Eine Karte von 
Deutschland, Österreich und der Schweiz wird thematisiert und es folgt eine Aufgabe mit „Fragen zur 
Geographie“ (S. 154 f., Aufgabe 5). Die Studenten fragen sich gegenseitig und denken sich dann weitere 
Fragen aus. Diese üben sie erst ein Mal in der Gruppe und schreiben diese Frage auf. Dann trifft sich jeder 
Student mit Studenten aus einer anderen Gruppe und sie beantworten gegenseitig ihre Fragen. Schließlich 
gehen die Studenten zurück in ihre Gruppen und es wird ein Gewinner ermittelt. Im Teil Fokus Lesen 
werden diese Strukturen noch ein Mal in Texten geübt, Texte sind Bildern zuzuordnen (S. 156, Aufgabe 1). 
Es wird der Relativsatz in Satzmittelstellung eingeführt (S. 157, Aufgabe 2) und das Relativpronomen im 
Genitiv geübt (S. 157, Aufgabe 3). Anschließend arbeiten die Studenten in Gruppen zusammen und treffen 
„Reisevorbereitungen“ (S. 157, Aufgabe 4). Der Teil Lesen wird mit dem Text: „Es muss ja nicht immer 
Neuschwanstein sein...“ (S. 159, Aufgabe 5 bis 7). Zu diesem Text gibt es Aufgaben und die Studenten 
sollen schließlich berichten, welche Orte oder Ereignisse sie interessant finden. Dies erarbeiten die 
Studenten in Kleingruppen und tragen die Ergebnisse dann vor.  

In dieser zweiten Sitzung mit dem Thema „Länder und Leute“ wird geübt, wie man Briefe aus 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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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aub schreibt. Dazu wird im Teil Fokus Hören das Wetter eingeführt (S. 160, Aufgabe 1). Dies wird 
dann gefestigt, indem verschiedene Personen Aussagen zum Thema Wetter machen und diese Bildern und 
Texten zugeordnet werden müssen (S. 160, Aufgabe 2). Es wird der Wetterbericht gegeben (S. 160, 
Aufgabe 3). Die Studenten werden anschließend in Gruppen aufgeteilt und bekommen verschiedene 
Wetterberichte zu unterschiedlichen Gegenden. Sie erarbeiten, was sie dort an Aktivitäten machen können 
und präsentieren dann ihr Ergebnis. Anschließend schreiben sie zusammen einen Brief aus dem Urlaub an 
die anderen Studenten der Klasse und berichten, wie das Wetter ist und was sie machen. Diese Briefe 
lesen sie im Anschluss vor. Eine weitere Übung zu Grüßen aus dem Urlaub befindet sich im Teil Fokus 
Schreiben (S. 170 f., Aufgabe 3). Es sind verschiedene Fotos gegeben, in Partnerarbeit betrachten die 
Studenten die Fotos, suchen sich eines aus und überlegen, wo das ist, was sie dort machen etc. Fragen und 
Stichworte dazu sind im Teil b gegeben. Die Studenten tragen ihre Ergebnisse im Plenum vor. 
Abschließend schreibt jeder Student einen Brief aus dem Urlaub. 
学习目标：Ziel: Die Studenten lernen über Orte und Ereignisse berichten und sie mittels Relativsatz 

genauer zu definieren. 
作业：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einen Brief über interessante Orte oder Ereignisse. 

知识单元 19：Semesterabschlussprüfung Schreib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e Semesterabschlussprüfung besteht aus einem Brief, den die Studenten aus einem Urlaubsort 

schreiben. Als Anlass werden Fotos gegeben, inhaltlich gehen sie auf Leitfragen ein. Mit diesem Brief 
decken sie die Lerninhalte dieses Seminars ab.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Grüße und Wünsche, jemandem etwas schenken   
2 Grüße und Wünsche, Weihnachten   
3 Grüße und Wünsche, Einladungskarten   
4 Essen und Trinken, Lebensmittel und Lokale   
5 Essen und Trinken, ein Rezept   
6 Essen und Trinken, ein Rezept   
7 Umzug und Einrichtung, sprachliche Strukturen Infinivsätze   
8 Umzug und Einrichtung, Wohnung   
9 Meine Heimatstadt, Brief   

10 Aussehen und Geschmack, Bildbeschreibung I   
11 Aussehen und Geschmack, Bildbeschreibung II   
12 Aussehen und Geschmack, Bildbeschreibung III   
13 Ausbildung und Berufswege, das Abiturtreffen   
14 Ausbildung und Berufswege, Lebenslauf   
15 Nachrichten und Berichte, Was passiert ist   
16 Länder und Leute, Brief aus dem Urlaub   
17 Semesterabschlussprüfung Schreiben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初级德语写作（二）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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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Schwerpunkt in diesem Seminar liegt im Schreiben üben. Um eine Progression sicherzustellen 
wird ein Lehrbuch der entsprechenden Niveaustufe verwendet, hier nun „Lagune 2“ auf der Niveaustufe 
A2. Dieses ist im grammatischen Schwierigkeitsgrad steigend aufgebaut und behandelt verschiedene 
Themen.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Dieses Seminar benutzt als Kursbuch “Lagune 2”. Es gibt Aufgaben in diesem Buch und 

die Umsetzung dieser Aufgaben erfolgt in Lehrer-Schüler Gespräch, in Einzelarbeit, in Partnerarbeit und 
in Gruppenarbeit. Ergebnisse werden in den Gruppen oder im Plenum vorgestellt. Es werden alle 
vorhandenen Medien wie Computerprojektion, Tafel aber auch Bücher und Arbeitsblätter genutzt.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Hartmut Aufderstraße et. al. 等编著《Lagune Kursbuch 2》，Hueber Verlag, Ismaning出版社，

2006年 
执笔：Felix Kruppa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8日 

 

初级德语写作（二） 
Preliminary German Writing 

课程号：3080101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Die Studenten des zweiten Jahrgangs befinden sich im zweiten Semester bezüglich ihres 

Sprachniveaus in etwa auf der Niveaustufe B1 Dies lässt die Wahl auf ein anspruchsvolles Kursbuch auf 
dem Niveau B1, auf „Lagune Kursbuch 3“ fallen. In diesem Kursbuch befinden sich thematisch gegliedert 
Kapitel, in denen zu den jeweiligen Themen alle vier Fertigkeiten geübt werden. Aus diesem Grund 
werden die Kurse Sprechen und Schreiben verzahnt und thematisch vorgegangen, wobei für die Kurse 
Sprechen und Schreiben ein Schwerpunkt im jeweiligen Bereich gesetzt wird.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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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1. Sitzung: Allgemeine Einführu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ersten Sitzung des Kurses „Schreiben 2“ wird das Lehrbuch verteilt und der Kursplan 

vorgestellt.  
Die Studenten hatten eine längere Semesterpause und sicherlich einiges in ihren Ferien erlebt. Es 

kommt nun darauf an, dass sie ihre Deutschkenntnisse reaktivieren. Dazu empfiehlt sich ein 
Klassenspaziergang mit Fragen zu den Ferien. Die Studenten bekommen ein Arbeitsblatt mit Fragen, die 
sie erst ein Mal für sich selbst beantworten. Anschließend fragen sie die mehrere andere Studenten und 
notieren sich ihre Antworten stichwortartig. Danach schreiben sie einen Text über einen anderen 
Studenten und stellen diesen Text schließlich im Plenum vor.  

Im zweiten Teil dieser Sitzung wird im Kapitel sprachliche Strukturen der Konjunktiv II eingeführt. 
Dazu werden auf Fotos in der Aufgabe „Wünsche und Probleme“ (S. 8, Aufgabe 1). Problemsituationen 
gezeigt und die Studenten sollen dazu aus Satzteile miteinander kombinieren, so dass es nicht erfüllte 
Wünsche ergeben. Dann äußern sich die Studenten in Partnerarbeit anhand von Stichworten selbst zu 
diesen Situationen und sagen, was sie machen würden. Die folgende Aufgabe (S. 9, Aufgabe 2) führt die 
Phrasen „Sie hätte lieber.../ Er wäre lieber...“ ein und bringt sie per Bilder und Satzzuordnungen in einen 
Satzkontext. Es schließt ein Interview an, in dem die Studenten die anderen Studenten darüber befragen, 
ob sie etwas haben oder nicht und was sie lieber hätten (S. 9, Aufgabe 3). In der nächsten Aufgabe wird 
über irreale Situationen und „was man machen könnte, wenn“ gesprochen (S. 10, Aufgabe 4). Es werden 
anschließend in einer Problemsituation „Die Kommode passt nicht ins Auto“ (S. 11, Aufgabe 5) über 
Lösungsmöglichkeiten nachgedacht und in der Aufgabe „So ein Pech!“ (S. 11, Aufgabe 6) werden 
Vorschläge gesammelt, was man machen könnte. Die Studenten arbeiten an dieser Aufgabe in 
Partnerarbeit und schreiben die Möglichkeiten zu einem Problem in einem kleinen Text auf. 

学习目标：Hausaufgabe: Als Hausaufgabe schreiben die Studenten über eine Situation, in der sie vor 
einem Problem standen und bieten verschiedene Möglichkeiten, dieses Problem zu lösen. 
作业：Ziel: Die Studenten lernen und festigen den Konjuntiv II in seinen verschiedenen 

Bedeutungen. 
知识单元 2：2. Sitzung: die Wunderpill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Sitzung mit den Titel „die Wunderpille“ wird über die fiktive Situation nachgedacht, was 

wäre, wenn es eine Wunderpille gäbe, die bewirkt, dass die Menschen immer jung bleiben.  
Eingeführt wird diese Sitzung mit dem Konjunktiv II und dem Lied „Ich wollt ich wär ein 

Huhn“ (Commedian Harmonists). Die Studenten hören das Lied, bekommen dann einen Lückentext und 
setzten beim zweiten Mal hören die fehlenden Wörter – häufig Verben im Konjunktiv II – in diese Lücken. 
Dadurch reaktivieren sie den in der vorangegangenen Sitzung gelernten Stoff. Ist der Inhalt des Liedes 
besprochen und sind die Konjunktiv II Formen wiederholt, dann wird das Lied mitgesungen. 

Als Einführung des Themas „ewig jung bleiben“ wird ein Bild einer jungen hübschen Frau über den 
Projektor gezeigt. Die Studenten beschreiben diese Frau in Partnerarbeit und die Ergebnisse werden im 
Plenum besprochen. Dann bekommen die Studenten ein Arbeitsblatt mit diesem Foto und einem Foto 
einer alten Frau. Die Studenten beschreiben beide Fotos, der Lehrer korrigiert dabei. Dann werden die 
Ergebnisse im Plenum vorgestellt. Die Studenten überlegen sich, was in einer Gedankenblase der alten 
Frau wohl stehen könnte und schreiben dies auf das Arbeitsblatt bzw. einige Studenten schreiben das an 
die Tafel. Es ist oft ein Wunsch, der Wunsch so jung und schön zu sein, wie die junge Frau. Die 



6842 

Ergebnisse werden vorgestellt und korrigiert. Dann wird die „Wunderpille“ per Projektor präsentiert und 
das Diskussionsthema genannt: „Wenn es eine Pille gäbe, die einen jung halten könnte, würdest du sie 
nehmen?“ Die Studenten bilden Gruppen und diskutieren die Vorteile und die Nachteile. Sie sammeln 
Argumente und notieren diese. Die Argumente werden in Stichworten an der Tafel festgehalten und 
anschließend im Plenum dargestellt und diskutiert. Da diese Argumente gewöhnlich sehr kurz dargestellt 
sind, soll jede Gruppe ein Argument ausführlich darstellen und aufschreiben. Diese Ergebnisse werden 
wiederum im Plenum vorgestellt. 

学习目标：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sollen in einer Stellungnahme drei Argumente für oder gegen 
diese „Wunderpille“ darlegen. 
作业：Ziel: Die Studenten lernen Argumente ausführlich schriftlich darzustellen. 

知识单元 3：3. Sitzung: Argumentieren und Erörterung, Höflichkei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dritten Sitzung zum Konjunktiv II werden Höflichkeit, Möglichkeit und Ratschläge geübt.  
Zunächst lesen sich die Studenten ihre korrigierten Hausaufgaben in Gruppen gegenseitig vor. Dann 

bilden sie Gruppen, die die Pro und Kontraposition der Wunderpille vertreten. Sie bereiten sich vor, indem 
sie untereinander die Argumente ihrer Position durchsprechen. Schließlich gibt es eine Plenumsdiskussion 
zwischen den zwei Gruppen und der Lehrer bewertet die Beiträge in einer Art Wettspiel mit Punkten an 
der Tafel. Er achtet darauf, dass möglichst alle Studenten etwas zur Diskussion beitragen. Danach sollen 
die Studenten in Gruppen die Argumente in eine Reihenfolge bringen und eine Struktur einer Erörterung 
entwerfen, der Lehrer erklärt diese Struktur. Die Gruppen tragen nach einer Arbeitsphase ihre 
Strukturskizze vor.  

Es wird über die Möglichkeiten geredet, die Einleitung zu schreiben. Dann formulieren die Studenten 
eine Einleitung und stellen diesen Text im Unterricht vor. Das Schreiben einer Erörterung wird als 
Hausaufgabe gestellt werden. 

Im keineren zweiten Teil dieser Sitzung wird der Konjunktiv II in seinem Gebrauch der Höflichkeit 
geübt. Dazu gibt es Übungen im Teil Fokus Hören (S. 16 ff.). In der ersten Übung werden verschiedene 
Szenen mit Bildern dargestellt, dazu gibt es Auswahlsätze und die Studenten hören die Texte und wählen 
die passenden Sätze aus. Diese Sätze enthalten Konjunktiv II Formen im Gebrauch der Höflichkeitsform 
(S. 16, Aufgabe 1). In einer weiteren Übung führen die Studenten über ausgewählte Situationen der Bilder 
der vorangehenden Aufgabe kurze Gespräche mit Partnern. Dazu bekommen sie Sprechmittel und die 
kurze Schilderung der Situation. Sie tragen anschließend das Gespräch im Kurs vor. 
学习目标：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die Erörterung zum Thema „Wunderpille“ in ihrer 

vollen Struktur. 
作业：Ziel: Schreiben einer Erörterung in ihrer vollen Struktur. 

知识单元 4：4. Sitzung: Ratschläge für Hanne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Sitzung geht es um das Thema „Ratschläge geben“. Eingeführt wird die Sitzung mit dem 

Hörverstehen „Frau Dr. Renner weiß Rat“ (S. 18, Aufgabe 4), in der eine Psychologin im Radio Anrufern 
auf ihre Probleme hin Ratschläge gibt. Dies ist eine Übung mit Sätzen mit Lücken, zu denen verschiedene 
Wörter zur Auswahl stehen. Die Studenten diskutieren über die Probleme und Ratschläge und überlegen 
schließlich, wie man in einer fremden Stadt Kontakt finden kann und was sie jemandem bei bestimmten 
Problemen raten würden. Im Teil Fokus Sprechen stellt sich in der Aufgabe „Stell dir vor...“ die Frage, 
was man in einer bestimmten Situation machen würde (S. 22 f., Aufgabe 4). In Kleingruppen diskuti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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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Studenten mit der Variation 2 über ein Bild. Anschließend wählen sie wie in Variation 3 ein weiteres 
Bild aus und schreiben dazu zehn Sätze. Diese Sätze stellen sie im Plenum vor.  

Im Teil Fokus Schreiben bekommen die Studenten eine E-Mail, indem Hannes um Rat fragt (S. 24, 
Aufgabe 2). Er bekommt eine Stelle in Südamerika angeboten und hat aber einige Argumente dagegen. Er 
fragt, wie er diese Probleme lösen kann. Der Lehrer liest diese E-Mail vor und danach überlegen die 
Studenten in Gruppen, wie Hannes diese Probleme lösen könnte. Ihre Lösungen werden im Kurs 
vorgetragen und diskutiert. Anschließend schreiben die Gruppen zu ein oder zwei Problemen eine E-Mail 
an Hannes. Dies wird arbeitsteilig gemacht, verschiedene Gruppen schreiben über unterschiedliche 
Probleme. Bei der Besprechung wird dann speziell auf die  Ausformulierung geachtet. 

学习目标：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eine E-Mail an Hannes. Sie formulieren sorgfältig 
und ausführlich aus. 

作业：Ziel: Die Studenten üben Ratschläge zu geben. 
知识单元 5：5. Sitzung: Sport und Gesundheit, gesunde Ernähru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er Sitzung zum Thema „Sport und Gesundheit“ werden im Teil Fokus Strukturen indirekte 

Fragen als sprachliche Strukturen eingeführt. Es wird die Situation eines Sportfestes gezeigt und viele 
Leute haben Fragen dazu (S. 32 f., Aufgaben 1 bis 4). Dabei sind die Aufgaben im Schwierigkeitsgrad 
gesteigert angeordnet. In der ersten Aufgabe sind die Sätze mit Nebensätzen gegeben, sie sollen in der 
Reihenfolge der Fragen des Hörtextes angeordnet werden. Die Struktur wird somit präsentiert. Es folgt 
eine Zuordnungsübung der Haupt- und Nebensätze. Anschließend sollen Nebensätze geschrieben werden 
und werden Fragen und indirekte Fragen vollständig von den Studenten formuliert. Es werden Fragen zu 
Anzeigen in der Aufgabe „Anzeigen zu Sport und Gesundheit“ (S. 34, Aufgabe 5) formuliert und eine 
Frau, die zum ersten Mal ins Fitnessstudio kommt stellt höfliche Fragen (S. 34, Aufgabe 6). Im Teil Fokus 
Lesen werden Diät-Tipps gegeben und dazu sollen Überschriften gefunden werden (S. 36, Aufgabe 1). 
Sprachlich wird die Nominalisierung von Verben dabei geübt. Anschließend wird über die Diäten 
diskutiert und der Wortschatz wird dadurch gefestigt. In der folgenden Aufgabe ist eine 
Ernährungspyramide dargestellt (S. 37, Aufgabe 2). Die Studenten sollen den Aufbau beschreiben. Das 
üben sie in Gruppen und die Gruppen tragen dann die Ergebnisse im Plenum vor. Es werden weiterhin 
Ernährungsregeln in kurzen Texten dargestellt (S. 37, Aufgabe 3). Diese Ernährungsregeln werden mit der 
Grafik und den Vermutungen der Studenten verglichen. Abschließend wird der Text „Schlank, fit und 
schön“ (S. 38 f., Aufgaben 4-6) gelesen und bearbeitet. Die Studenten diskutieren die Geschichte und 
überlegen, was sie selbst jemandem in dieser Situation raten würden. 
学习目标：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einen Brief an Elke und geben ihr ihren Ratschlag, 

wie sie sich gesund ernähren könnte. 
作业：Ziel: Die Studenten lernen und festigen indirekte Fragen. Sie üben den Wortschatz zu 

Gesundheit und Ernährung und geben Tipps zum Thema Ernährung. 
知识单元 6：6. Sitzung: Sport und Gesundheit, Beschreibung eines Schaubilde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zweiten Sitzung zum Thema „Sport und Gesundheit“ werden im Teil Fokus Hören 

unterschiedliche Sprecher darüber befragt, was sie für ihre Gesundheit machen (S. 40, Aufgabe 1). Es sind 
Übungen, bei denen Aussagen angekreuzt werden, anschließend wird ein Interview gehört und die 
Studenten sollen sich Stichworte zu den Aussagen machen. Schließlich werden die Ansichten der 
interviewten Personen diskutiert. In einer weiteren Aufgabe fragen die Studenten sich gegenseitig, was 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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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ür ihre Gesundheit tun (S. 41, Aufgabe 2). Es werden Fragen formuliert und eine Umfrage in der Klasse 
gemacht. Diese Resultate werden dann in einem Schaubild festgehalten und in der Klasse vorgestellt. Das 
Gegenteil von Gesundheit, Krankheit wird in den folgenden Aufgaben besprochen (S. 41 f., Aufgaben 3 
bis 5). Ein Situationsbild zeigt eine Person, die im Bett liegt. Die Studenten diskutieren, was die Person 
haben könnte. Dann hören sie ein Telefongespräch und ordnen Hauptsätze und Nebensätze einander zu. 
Schließlich diskutieren sie, was man gegen Erkältung und Grippe tun kann. Es folgt ein Gespräch beim 
Arzt und schließlich werden gesundheitliche Probleme beschrieben. In einer dritten Aufgabensequenz 
wird über Sport geredet. Dies wird in einer Hörverstehensübung mit Teilsätzen, die einander zugeordnet 
werden sollen, eingeführt (S. 43, Aufgabe 6). Anschließend wird in einer Statistik über „Sportereine in 
Deutschland“ dargestellt, welches beliebte Sportarten in Deutschland sind (S. 43, Aufgabe 7). Die 
Studenten üben in Partnerarbeit die Statistik zu beschreiben. Dann wird sie im Plenum dargestellt. Bei 
dieser Gelegenheit soll die Beschreibung einer Statistik systematischer eingeführt werden. Sie wird in 
ihren Teilen erklärt: Einleitung, Hauptteil und Schlussteil. Jeder Teil wird näher erläutert. Die Studenten 
üben das an einer weiteren, vom Lehrer mitgebrachten Statistik zum Thema Sport. Anschließend fertigen 
die Studenten eine schriftliche Fassung der Statistikbeschreibung an. Diese wird im Unterricht 
besprochen. 

学习目标：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bekommen eine weitere Statistik, die sie als Hausaufgabe 
schriftlich beschreiben. 

作业：Ziel: Die Studenten lernen eine Statistik zu beschreiben und üben dies. 
知识单元 7：7. Sitzung: Wirtschaftswelt und Geschäftsideen, Passiv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Sitzung zum Thema „Wirtschaftswelt und Geschäftsideen“ wird im Teil Fokus Strukturen 

das Passiv eingeführt und geübt. Es ist ein Bild eines Gebäudes dargestellt. Die Studenten schauen sich 
das Gebäude an und reden darüber, was sie sehen. Dann werden Satzteile einander zugeordnet, so dass es 
einen sinnvollen Satz zu einem Detail auf dem Bild ergibt (S. 56, Aufgabe 1). Auf diese Weise werden 
einfache Passivsätze gebildet. In der Besprechung wird darüber reflektiert und diese dem Bild zugeordnet. 
In der folgenden Aufgabe werden Teilsätze einander zugeordnet, die Passiv mit Modalverben enthalten. In 
einer weiteren bildgestützten Übung wird eine Wohnung gezeigt, in der sehr viel repariert werden muss (S. 
58, Aufgabe 3). Die Studenten sprechen darüber, was man alles machen muss. Hier können sie als 
Vorbereitung das Aktiv mit der unpersönlichen Form „man“ als Subjekt benutzen. Dann schreiben sie in 
Partnerarbeit auf, was nacheinander gemacht werden muss. Hierbei sollen sie die Passivform benutzen. 
Der Lehrer geht rum und korrigiert dabei. Danach stellen die Studenten es sich gegenseitig in Gruppen vor. 
Übungen aus dem Teil Fokus Schreiben ergänzen diese Übungssequenz. Es ist eine 
„Eibrot-Fabrik“ dargestellt (S. 72 f., Aufgabe 2 und 3). Studenten sprechen darüber, was es dort alles gibt. 
Dann füllen sie Passivformen von Verben in Sätze mit Lücken ein. Nach der Besprechung diskutieren sie 
„neue Ideen für die Eibrot-Fabrik“ (S. 73, Aufgabe 3) und tragen diese im Plenum vor. Das Passiv in der 
Vergangenheit wird in der Übung „Eine Zeitungsmeldung“, in dem Text „Schloss Bellevue wurde 
renoviert“ (S. 59, Aufgabe 5) eingeführt und geübt.  
学习目标：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bearbeiten die Aufgabe 4 (S. 74) als schriftliche 

Hausaufgabe. 
作业：Ziel: Passivformen üben. 

知识单元 8：8. Sitzung: Wirtschaftswelt und Geschäftsideen, Arbeitsmöglichkeiten für Student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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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ieser zweiten Sitzung zum Thema „Wirtschaftswelt und Geschäftsideen“ wird danach gefragt, 
was die Studenten für einen Job machen könnten, um Geld zu verdienen. Dazu wird der Teil Fokus Lesen 
als Einstieg genommen. Anzeigen werden in der ersten Aufgabe Personen zugeordnet (S. 60 f., Aufgabe 
1). Dann wird die Frage nach Geschäftsideen gestellt. Dazu wird der Text „Erfolgs-Geschichten“ (S. 62 f., 
Aufgaben 4 bis 8) gelesen und in Aufgaben dazu bearbeitet. Anschließend werden die Studenten gefragt, 
ob sie auch mit einem Frühstücksservice oder einer Tierdressur Geld verdienen könnten. Sie sollen die 
Vorteile und die Nachteile einer dieser Ideen in Kleingruppen diskutieren und anschließend im Plenum 
vorstellen. Es wird ein weiterer Text zum Thema Geschäftsideen eingeführt. Im Internet gibt es in 
Online-Zeitungen mehrere Texte mit Bildern zu Geschäftsideen oder Existenzgründungen. Einer von 
ihnen ist über einen „Regenwurmfarmer“, ein anderer behandelt „Gemüsecatering“, ein weiterer „Mode 
für Behinderte“. Dazu werden die Bilder gezeigt. Es wird über die Bilder die Geschäftsidee erschlossen 
und dann der Text gelesen. Anschließend arbeiten die Studenten in Gruppen zusammen und überlegen 
sich Vorteile und Nachteile, wenn sie dieser Arbeit als Job nachgehen würden. Um diese Überlegungen zu 
systematisieren wird der Text: „Tipps für Gründer. So verdienen Sie Geld, ohne zu arbeiten“ (Spiegel 
Online: 
http://www.spiegel.de/karriere/berufsleben/passives-einkommen-so-verdienen-sie-geld-ohne-zu-arbeiten-a
-1057993.html) gelesen. Die Einteilungen, die der Autor des Textes vornimmt, werden diskutiert. Um zu 
sehen, ob die Studenten den Inhalt umsetzen können, sollen sie in Gruppen diskutieren, welche 
Möglichkeiten es für eine Lehrerin gibt, weniger zu arbeiten und trotzdem Geld zu verdienen. 
学习目标：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einen Brief an die Lehrerin, die weniger arbeiten 

aber trotzdem Geld verdienen will. Außerdem sollen die Studenten weitere Geschäftsideen sammeln oder 
sich ausdenken. 

作业：Ziel: Die Studenten lernen Vorteile und Nachteile am Beispiel einer Geschäftsidee abzuwägen. 
知识单元 9：9. Sitzung: Geschäftsideen und Statistikbeschreibu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weiteren Sitzung zum Thema „Geschäftsideen“ sollen die Studenten weitere Geschäftsideen 

entwickeln und eine Statistikbeschreibung üben.  
Die Briefe an die Lehrerin der Hausaufgabe lesen sich die Studenten in Kleingruppen vor. Dann wird 

im Plenum über die Ideen diskutiert, was die Lehrerin machen kann. Es wird über arbeitsintensive und 
arbeitsextensive Arbeit diskutiert. Die Studenten arbeiten noch ein Mal in Gruppen zusammen, um die 
Ergebnisse ihrer Recherche nach guten Studentenjobs präsentationsfähig zu machen. Danach stellen sie 
diese Jobs vor und sagen etwas zu ihren Vorteilen und ihren Nachteilen. Schließlich soll in der Klasse sich 
jeder entscheiden, welchen Job er machen würde.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dann einen kurzen 
Bewerbungsbrief für ihren Lieblingsjob, in dem sie kurz begründen, warum sie diese Arbeit machen 
wollen. Diese Briefe werden ausgehängt und gelesen, schließlich auch besprochen. Die Idee mit den 
meisten Interessenten hat gewonnen.  

Im zweiten Teil dieser Sitzung sollen die Studenten die Beschreibung einer Statistik weiter üben. Als 
Einstieg dazu dienen Aufgaben aus dem Lehrbuch (S. 66, Aufgabe6 und 7). Hier wird wichtiger 
Wortschatz in einem Hörverstehen eingeführt. Die Studenten sollen Kurztexte bestimmten Nachrichten 
zuordnen. Danach wird eine (fikitive) Grafik über den Verkauf von PKWs von verschiedenen Marken 
dargestellt. Eine Kurve wird beschrieben. Die Studenten beschreiben mit Hilfe von gegebenen 
Stichwörtern die weiteren Kurven. Sie überprüfen und verbessern dies in Partnerarbeit. Schließlich 
werden die Ergebnisse im Plenum besprochen. In einem weiteren Übungsschritt bekommen die Studenten 
die Einkommensstatistiken von Top-Managern. Es werden jeweils zwei gleiche Statistiken ausgeteilt.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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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en sollen erst ein Mal die Kurven selbst formulieren, dann suchen sie ihre jeweiligen Partner, die 
die gleiche Statistik haben. Dabei darf die Statistik den anderen Studenten nicht gezeigt werden, sondern 
muss beschrieben werden. Die Partner überprüfen und üben dann die Beschreibung ihrer Statistik und 
tragen diese schließlich im Plenum vor. Als abschließende Übung zur Statistikbeschreibung bilden die 
Studenten Gruppen, jede Gruppe bekommt eine Anzahl von Aktienkurven. Die Studenten sollen 
gemeinsam darüber beraten, welche Aktie sich lohnt zu kaufen. Sie beschreiben die Kurven und 
versuchen auch im Internet (über Smartphone) ein paar Informationen zu den Aktien zu bekommen, damit 
sie ihre Empfehlung inhaltlich stützen können. Schließlich tragen sie ihr Ergebnis vor. 
学习目标：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einen „Werbebrief“ für eine Aktienempfehlung. 

Dieser soll eine kurze Darstellung der Aktie und einen Empfehlungsgrund enthalten. 
作业：Ziel: Im ersten Teil der Sitzung besteht das Ziel Vorteile und Nachteile eines Studentenjobs 

abzuwägen. Im zweiten Teil dieser Sitzung ist das Ziel Grafikbeschreibung zu üben. 
知识单元 10：10. Sitzung: Humor und Allta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ersten Stizung zum Thema „Humor und Alltag“ werden im Teil Fokus Strukturen 

mehrteilege Satzzkonnektoren eingeführt. In der ersten Übung (S. 80, Aufgabe 1) werden Situationen 
gezeigt und die Studenten diskutieren, was diese Personen in diesen Situationen alles machen könnten. Sie 
geben Vorschläge und setzen Sätze mit Satzkonnektoren zusammen. Im der zweiten Übung werden Bilder 
eines Cartoons gezeigt, es ist ein Mann auf einer einsamen Insel. Dazu gibt es Sätze mit Lücken. Die 
Studenten setzen in diese Lücken die Satzkonnektoren ein. Sie überlegen auch, was der Mann in 
unterschiedlichen Situationen machen kann (S. 81, Aufgabe 2). In der dritten Aufgabe schreiben die 
Studenten einen Text mit diesen mehrteiligen Satzkonnektoren, dazu ist ein Textmuster und Bildmaterial 
gegeben (S. 81, Aufgabe 3). Im Folgenden werden Witze eingeführt (S. 82, Aufgabe 4 und 5). Der Anfang 
von Witzen ist geschrieben, die Studenten diskutieren über die normale Reaktion. Dann werden die 
Schlussteile der Witze als Zuordnungsaufgabe gegeben. In einer weiteren Aufgabe wird danach gefragt, 
welche Alternativen es zu diesen Witzschlüssen gäbe. In der Aufgabe „Überraschende Reaktionen“ (S. 83, 
Aufgabe 6) werden Situationen zu Witzen mittels Bilder eingeführt. Die Studenten sprechen über die 
Situationen. Dann sollen diese Situationen Texten zugeordnet werden. Die Texte enthalten Lücken, die die 
Studenten mit gegebenem Pronomen ausfüllen. Hier wird die Reihenfolge der Personalpronomina im 
Akkusativ und Dativ geübt. Anschließend spielen die Studenten diese Witze. Im Teil Fokus Lesen wird in 
einer Zeitungsmeldung das ungewöhnliche Verhalten einer älteren Frau dargestellt (S. 84, Aufgabe 1), 
dabei wird als grammatische Struktur auf das Plusquamperfekt aufmerksam gemacht. In der 
Bildgeschichte „Die Macht der Töne“ (S. 85, Aufgabe 2) soll zunächst eine Bildgeschichte beschrieben 
werden. In ihr versuchen zwei Musiker vergeblich Einlass über das Fenster zu einer Dame zu bekommen. 
Erst der dritte Musiker mit einer Triangel hat Erfolg. Die Studenten diskutieren das Verhalten der Dame 
und überlegen mögliche Gründe. Dann überlegen sie zu zweit ein mögliches Ende der Geschichte und 
tragen ihre Ideen im Kurs vor. Dann wird der Schluss gegeben und die Studenten sprechen über diesen 
Schluss.  

In einem letzen Schritt in dieser Sitzung werden in der Aufgabe „Große Meister – kleine 
Schwächen“ (S. 87, Aufgabe 3 bis 5) anekdotische Texte über berühmte Persönlichkeiten aus der Musik 
präsentiert. Der Lehrer liest mit den Studenten die Texte. Dann bekommen die Studenten die Aufgabe die 
Anekdoten nachzuerzählen. Sie schließen die Bücher und versuchen eine Anekdote einem anderen 
Student zu erzählen, was keine leichte Aufgabe ist. Anschließend werden die Texte noch ein Mal 
behandelt, dazu sind Aufgaben geg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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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suchen im Internet nach Witzen auf Deutsch und üben sie 
vorzutragen. 

作业：Ziel: Situationen näher beschreiben und Möglichkeiten aufzeigen üben. 
知识单元 11：11. Sitzung: Humor und Allta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 zweiten Sitzung zum Thema „Humor und Alltag“ bringen die Studenten Witze auf Deutsch 

mit. Sie üben sie in Gruppen vorzutragen. Danach gibt es einen Witzwettbewerb, bei dem derjenige 
gewinnt, der den besten Witz präsentiert. Danach wird gefragt, wie man einen Witz gut präsentieren kann 
und es wird an der Präsentation gearbeitet. Im Teil Fokus Hören werden weitere Witze erzählt (S. 88, 
Aufgabe 1). Dazu sollen die Studenten in Lücken gegebene Wörter einsetzen. Weitere Witze werden in 
der folgenden Aufgabe vorgestellt (S. 89, Aufgabe 2). In dieser Aufgabe werden die Witze kategorisiert. 
Die Studenten diskutieren anschließend, über was man in China keine Witze machen soll (S. 89, Aufgabe 
3). Im Teil Fokus Schreiben werden in der Aufgabe „Bildhafte Vergleiche mit Tieren“ (S. 96, Aufgabe 2) 
Adjektive Tieren zugeordnet.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in Partnerarbeit zu jedem Vergleich Sätze. Die 
Ergebnisse werden dann im Kurs verglichen. In einer weiteren Aufgabe werden „Redensarten“ präsentiert 
(S. 97, Aufgabe 3). Sie sind mit Zeichnungen symbolisch dargestellt und dazu gibt es einen Text. Es wird 
die Frage nach der Bedeutung der Redensarten gestellt, dabei sollen die Studenten Satzteile einander 
zuordnen. Die Studenten sollen schließlich die Texte zu den Redensarten variieren und neu schreiben. Des 
Weiteren werden in den folgenden Aufgaben Sprichwörter und deren Bedeutung geübt und mit 
chinesischen Sprichwörtern verglichen. Zu dem Sprichwort „Ende gut, alles gut.“ (S. 99, Aufgabe 7) wird 
eine kleine Geschichte geschrieben. Die Geschichte wird im Kurs präsentiert. 
学习目标：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sollen eine weitere Geschichte zu dem Sprichwort „Ende gut, 

alles gut“ schreiben. 
作业：Ziel: Die Studenten lernen einen Witz zu präsentieren und Geschichten zu Sprichwörtern zu 

schreiben. 
知识单元 12：12. Sitzung: 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ersten Sitzung zum Thema „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werden im Teil Fokus Strukturen 

„Historische Ereignisse“ (S. 104, Aufgabe 1) dargestellt um die Vergangenheitsform zu üben. Dazu 
werden Bilder gegeben und Sätze sollen diesen Bildern zugeordnet werden. In der folgenden Aufgabe 
bereiten die Studenten selbst Quizfragen zu historischen Ereignissen vor und fragen dann die anderen 
Gruppen (S. 104, Aufgabe 2). In einer weiteren Aufgabe wird hypothetisch gefragt: „Was wäre gewesen, 
wenn...?“ (S. 105, Aufgabe 3). Diese Vermutungen in Verbindung mit der „wenn“-Struktur wird als 
Satzzuordungsübung eingeführt. Die Studenten stellen anschließend eigene Vermutungen nach diesem 
Muster an und diskutieren weitere Gedankenspiele in der Vergangenheit (S. 105, Aufgabe 5). In der 
anschließenden Übungssequenz wird der Blick in die Zukunft gerichtet, es werden Vermutungen in der 
Zukunft angestellt: „Was bringt die Zukunft?“ (S. 106, Aufgabe 5). Dies wird mit dem Beispiel eines 
Managers getan. Weitere Fragen weren an die Zukunft gestellt: „Ihre Fragen an die Zukunft“ (S. 107, 
Aufgabe 6). Die Studenten formulieren schriftlich Fragen an die eigene Zukunft und stellen sie im Plenum 
vor. Mit der Übung „Gute Vorsätze“ (S. 107, Aufgabe 7) wird auf den Brauch sich gute Vorsätze zum 
neuen Jahr zu machen angeschlossen. Es werden Leute interviewt und bei Aussagen soll dann entschieden 
werden, ob sie richtig sind. Die Studenten werden gefragt, was sie über diese Vorsätze denken und werden 
nach eigenen Vorsätzen gefragt. Über diese eigenen Vorsätze für die Zukunft diskutieren sie in Grup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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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eine E-Mail an ihre Eltern. In dieser E-Mail 
schreiben sie darüber, was sie in der Vergangenheit hätten besser machen können und stellen ihren Eltern 
ihre Vorsätze für das kommende Semester vor. 
作业：Ziel: Vermutungen über die Vergangenheit und Erwartungen für die Zukunft formulieren. 

知识单元 13：13. Sitzung: 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zweiten Sitzung zum Thema „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beginnt mit dem Teil Fokus 

Lesen. Es gibt Fotos über Erfindungen aus der Vergangenheit (S. 108, Aufgabe 1). Über diese sprechen 
die Studenten in Gruppen und stellen sie dann im Kurs vor. Anschließend sind sie Kurztexten zuzuordnen. 
Zu diesen Texten gibt es im folgenden Teil der Aufgabe Textergänzungen und die Studenten müssen 
überlegen, wann die Person geboren wurde. Anschließend sammeln die Gruppen Beiträge zu technischen 
Erfindungen und fragen sich, was sie wann zuerst hatten. Bei den technischen Erfindungen wird erarbeitet, 
welche Erfindungen ihnen folgt und wie sie wohl in Zukunft aussehen werden (S. 109, Aufgabe 2). Die 
Aufgaben bereiten das Interview mit dem Titel „Die Zukunft hat schon begonnen“ (S. 111) vor. Dazu gibt 
es Aufgaben, die den Text begleiten (S. 110, Aufgabe 3 und 4). Im Teil Fokus Sprechen hören die 
Studenten in der Übung „Weißt du eigentlich, was aus Klaus geworden ist“ (S. 118, Aufgabe 7) zunächst 
ein Gespräch über eine Person, die mit den Gesprächspartnern früher zur Schule gegangen ist. Dann lesen 
die Studenten den Dialog. Er dient als Schema für Variationen, zu denen Redemittel gegeben sind. Im Teil 
Fokus Schreiben wird ein Zukunftshaus vorgestellt (S. 120, Aufgabe 2). Darin sind viele Funktionen 
automatisch und die Studenten erweitern den Text, in dem sie schreiben, was das Haus sonst noch kann. 
Anschließend stellen sie ihre Erweiterungen im Kurs vor und besprechen danach in Kleingruppen, wie sie 
sich perfektes Wohnen vorstellen. In der Folgenden Aufgabe „Zukunftshäuser“ (S. 121, Aufgabe 3) 
werden futuristische Häuser auf Bildern dargestellt und die Studenten sollen die Häuser beschreiben. Sie 
sollen die Vorteile und die Nachteile dieser Häuser benennen und überlegen, wohin der Trend der Zukunft 
geht. In der anschließenden Aufgabe „Umfrage einer Jugendzeitschrift: Was wird die Zukunft 
bringen?“ (S. 122 f., Aufgabe 4) wird mit Hilfe von Stichworten darüber geschrieben, wie die Arbeitswelt 
in 50 Jahren aussieht, Reisen in 100 Jahren stattfindet, in welchem Zustand sich die Natur in 150 Jahren 
befindet und wie die Welt in 200 Jahren aussieht. Dies könnte in Gruppen arbeitsteilig beschrieben 
werden, die Ergebnisse werden im Plenum vorgestellt.  

学习目标：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sollen schreiben, wie ihre Zukunft in 50 Jahren aussehen 
wird. 

作业：Ziel: Die Studenten üben über die Zukunft zu schreiben. 
知识单元 14：14. Sitzung: Literatur und Kuns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ersten Sitzung zum Thema „Literatur und Kunst“ wird im Teil Fokus Strukturen anhand 

eines Bühnenbildes „Eine Szene aus einem Theaterstück“ (S. 128 f., Aufgabe 1) beschrieben. Die 
Studenten diskutieren zunächst über diese Szene, dann ordenen sie Sätze über die einzelnen Rollen und 
was sie machen Teilen im Bühnenbild zu. In der folgenden Aufgabe zu diesem Bühnenbild „Der tanzende 
Minister...“ (S. 129, Aufgabe2) wird über Teilsätze, die einander zugeordnet werden müssen, Partizipien 
als Adjektive eingeführt. Die Studenten stellen in der anschließenden Aufgabe Fragen zu dem 
Theaterstück (S. 129, Aufgabe 3) und ihren einzelnen Personen. Danach gehen sie in Gruppen und 
schreiben die Geschichte zu dieser Szene in dem Theaterstück. Sie stellen diese Geschichten vor. Es 
werden daraufhin Details aus der Folgeszene über Bilder und Sätze mit Lücken, die vervollständi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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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den sollen, eingeführt (S. 130, Aufgabe 4). Die Studenten sollen danach in Kleingruppen darüber 
schreiben, wie das Theaterstück enden könnte (S. 131, Aufgabe 5), dazu sind Bilder zu einem Happy-End 
und einem schlechten Ende als Möglichkeiten gegeben.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wie das Stück enden 
könnte und stellen dies im Kurs vor. 
学习目标：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darüber ob, sie schon ein Mal im Theaterstück 

gewesen sind und über ihre Einstelltung zum Theater. 
作业：Ziel: Szenen eines Theaterstücks beschreiben und über ein Theaterstück schreiben. 

知识单元 15：15. Sitzung: Literatur und Kuns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zweiten Sitzung zum Thema „Literatur und Kunst“ steht im Teil Fokus Lesen spannende 

Bücher im Mittelpunkt: „Klassiker der Spannungsliteratur“ (S. 132, Aufgabe 1). Die Studenten erzählen, 
welche Bücher oder Verfilmungen sie kennen, dann ordnen sie Buchtitel Textabschnitten zu. Sie sprechen 
in Gruppen darüber und das Ergebnis wird im Plenum vorgestellt. In der folgenden Aufgabe wird über den 
Bestseller „Der Schwarm“ (S. 133, Aufgabe 2), einem Thriller, Informationen über den den Autor gegeben, 
dann wird ein Abschnitt vorgestellt. In der darauf folgenden Aufgabe (S. 133, Aufgabe 3) werden 
„Leserkommentare zu „der Schwarm““ vorgestellt, diese werden in positive und negative Beiträge 
unterteilt. Es wird eine längere „Leseproble aus ‚der Schwarm‘“ (S. 134 f., Aufgabe 4) gegeben. Die 
Studenten lesen sie und es gibt eine Aufgabe dazu, in der Wortschatz und Inhalt geübt werden. Es werden 
dazu eine Zusammenfassung und ein Leserkommentar geschrieben, dies erfolgt in Gruppenarbeit. Die 
Ergebnisse werden im Plenum vorgestellt. Schließlich sollen die Studenten über ein spannendes Buch, das 
sie gelesen haben berichten.  

学习目标：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eine Buchempfehlung für die anderen Studenten. 
作业：Ziel: Über Bücher und deren Inhalte schreiben. 

知识单元 16：16. Sitzung: Sprachen und Begegnung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er Sitzung zum Thema „Sprachen und Begegnungen“ werden im Teil Fokus Strukturen die 

unterschiedliche Bedeutung von trennbaren und nicht trennbaren Verben dargestellt: „Eine kleine Silbe 
macht den Unterschied“ (S. 152, Aufgabe 1). Dies erfolgt in Bildern und Lückentexten. In einer weiteren 
Aufgabe dazu werden Sätze einander zugeordnet (S. 153, Aufgabe 2). Das eingeführte Satzschema soll 
von den Studenten mit weiteren Beispielen fortgesetzt werden. Es folgt eine Einsetzübung dazu. Auf 
Unterschiede in der Reihenfolge wird aufmerksam gemacht: „Die Reihenfolge der Wortteile macht den 
Unterschied“ (S. 154, Aufgabe 4) und es werden Definitionen geübt (S. 154, Aufgabe 5). Schließlich 
werden verschiedene Situationen geübt in „Was kann man da sagen“ (S. 155, Aufgabe 6). Im Teil Fokus 
Lesen wird mit dem Thema „Freundinnen“ (S. 156, Aufgabe 1) Aussagen übereinander und die 
Verwendung des Konjunktiv I eingeführt. Dies wird auch in den folgenden Übungen (S. 157, Aufgabe 2 
und 3) geübt. Als längerer Text wird der Text „Von falschen und richtigen Freunden“ (S. 158, Aufgaben 4 
bis 7) mit Aufgaben zum Text gelesen und behandelt. Es schließen sich Aufgaben über sprachliche 
Irrtümer an.  

In dieser letzten Sitzung vor dem Abschlusstest üben die Studenten noch ein Mal eine Erörterung zu 
schreiben. Dazu werden sie in Gruppen aufgeteilt und bekommen unterschiedliche Themen. Zu diesen 
Themen sollen sie Vorteile und Nachteile suchen und diese darstellen. Zur Stützung ihrer Argumente 
suchen sie auch eine Statistik oder einen Artikel im Internet (über Smartphone). Die Ergebnisse werden 
im Plenum vorgestellt. Anschließend formulieren sie zwei Pro und zwei Contra Argumente aus. Di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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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den dann vorgetragen und im Plenum diskutiert. Es wird auf weitere Fragen zum Thema Erörterung 
eingegangen. 

学习目标：Ziel: Die Studenten sollen die feinen Unterschiede in der Sprache erkennen und üben. 
作业：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scheiben Dialoge zu sprachlichen Irrtümern (vgl. dazu S. 158, 

Aufgabe 7 b). 
知识单元 17：Semesterabschlusstest: Erörteru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ls Semesterabschlusstest schreiben die Studenten eine Erörterung in Anlehnung an eines der im 

Kurs behandelten Themen.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Allgemeine Einführung 2  
2 die Wunderpille 2  
3 Argumentieren und Erörterung, Höflichkeit 2  
4 Ratschläge für Hannes 2  
5 Sport und Gesundheit, gesunde Ernährung 2  
6 Sport und Gesundheit, Beschreibung eines Schaubildes 2  
7 Wirtschaftswelt und Geschäftsideen, Passiv 2  
8 Wirtschaftswelt und Geschäftsideen, Arbeitsmöglichkeiten für Studenten 2  
9 Geschäftsideen und Statistikbeschreibung 2  

10 Humor und Alltag 2  
11 Humor und Alltag 2  
12 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2  
13 Vergangenheit und Zukunft 2  
14 Literatur und Kunst 2  
15 Literatur und Kunst 2  
16 Sprachen und Begegnungen, Erörterung 2  
17 Semesterabschlusstest: Erörterung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初级德语写作（一） 
后续课程：高级德语写作（一）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Der Schwerpunkt in diesem Kurs liegt darin, dass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üben. Sie bekommen im 

Unterricht und auch als Hausaufgabe Schreibaufgaben, die korrigiert werden. Es sind nicht nur 
Einsetzübungen sondern eigenständige kleine Texte, die im Verlauf des Kurses länger und anspruchsvoller 
werden. Es geht darum, ihr bisheriges Wissen in verschiedenen Formen des Schreibens zu üben. Um eine 
Progression sicherzustellen wird ein Lehrbuch der entsprechenden Niveaustufe verwendet, hier nun 
„Lagune 3“ auf der Niveaustufe B1. Dieses ist im grammatischen Schwierigkeitsgrad steigend aufgebaut 
und behandelt verschiedene Themen.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Dieses Seminar benutzt als Kursbuch “Lagune 3”. Es gibt Aufgaben in diesem Buch und 

die Umsetzung dieser Aufgaben erfolgt in Lehrer-Schüler Gespräch, in Einzelarbeit, in Partnerarbeit und 
in Gruppenarbeit. Ergebnisse werden in den Gruppen oder im Plenum vorgestellt. Es werden a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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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handenen Medien wie Computerprojektion, Tafel aber auch Bücher und Arbeitsblätter genutzt.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10%；学生出勤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选用教材 
1. Hartmut Aufderstraße et. al等编著《Lagune, Kursbuch 3》，Hueber, Ismaning出版社， 2008年 

执笔：Felix Kruppa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8日 

 

高级德语写作（一） 
Advanced German Writing 1 

课程号：3080101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Die Studenten des zweiten Jahrgangs befinden sich im zweiten Semester bezüglich ihres 

Sprachniveaus in etwa auf der Niveaustufe B2. Dies lässt die Wahl auf ein anspruchsvolles Kursbuch auf 
dem Niveau B2, auf „Begegnungen B2“ vom Schubert-Verlag fallen. In diesem Kursbuch befinden sich 
thematisch gegliedert Kapitel, in denen zu den jeweiligen Themen sowohl Sprechen als auch Schreiben 
geübt wird. Aus diesem Grund werden die Kurse verzahnt und thematisch vorgegangen, wobei für die 
Kurse Sprechen und Schreiben ein Schwerpunkt im jeweiligen Bereich gesetzt wird.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1. Sitzung: Personen und Lebensläuf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Mittels eines Bildes von einer Person, wird das Thema „Personen und Lebensläufe“ eingeführt. 

Gemeinsam wird in der Klasse das Bild betrachtet und Vermutungen zu dem Lebenslauf dieser Person 
geäußert, diese werden durch Begründungen gestützt. Dieser eine Lebenslauf kann als Beispiel angesehen 
werden, aus dem sich eine Erwartungshaltung ergibt, wie ein Lebenslauf „normalerweise“ aussieht. Als 
sprachliche Vertiefungsübung werden diesbezüglich  Übungen im Kursbuch behandelt (vgl. dazu S. 8). 
Im Anschluss wird auf die sprachlichen Formulierungen eingegangen, wie sie in Lebensläufen häufig 
gebraucht werden (vgl. dazu S. 14 ff., „Lebensläu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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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zweiten Teil des Unterrichts üben die Studenten einen Lebenslauf zu schreiben. Dazu wird ihnen 
eine Auswahl an Bildern von Personen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Jeder Student wählt ein Bild aus und 
erarbeitet anhand eines Schemas auf einem Arbeitsblatt den (fiktiven) Lebenslauf dieser Person. In 
Gruppenarbeit stellen die Studenten diese Lebensläufe sich gegenseitig vor. Im Plenum wird dann 
nochmals beispielhaft auf zwei bis drei Lebensläufe und die sprachlichen Formulierungen dazu 
eingegangen. 

学习目标：Lebensläufe schreib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schreiben die Studenten aus der Sicht ihrer gewählten Person einen 

Lebensrückblick. 
知识单元 2. Sitzung: Zeitungsartikel zum Thema „Lern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ingeführt wird das Thema „Lernen“, indem die Studenten im Plenum der Frage nachgehen, wie sie 

früher in der Schule gelernt haben. Die Ergebnisse werden vom Lehrer an der Tafel festgehalten. 
Kontrastiv dazu werden alternative Möglichkeiten des Lernens, wie sie heutzutage auch an einigen 
Schulen praktiziert werden, mittels Bildmaterial dargestellt. Die Studenten beschreiben diese 
Lernsituationen und es wird über sie als Alternative diskutiert. Im Anschluss daran gehen die Studenten in 
Arbeitsgruppen und arbeiten alternative Lernkonzepte aus, sie sollen die ideale Lernumgebung für ihre 
Kinder entwickeln. Auf dieser Grundlage schreiben sie einen Zeitungsartikel über diese ideale 
Lernumgebung (vgl. dazu auch S. 13, A11). 

学习目标：Zeitungsartikel schreib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wird dieser Zeitungsartikel noch ein Mal in verbesserter Form geschrieben. 

知识单元 3. Sitzung: Partnersuche-Onlin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m Mittelpunkt dieser Sitzung steht die Verfassung einer Erörterung über die Vor- und Nachteile 

einer Partnersuche-Online. Dabei sollen die Studenten sich im Unterricht auf den Hauptteil, also 
Argumente Pro und Kontra, konzentrieren. 

Einleitend werden Personen anhand von Bildern beschrieben (vgl. dazu s. 19, A 21). Es folgen 
Wortschatzübung und Partnerinterviews über Eigenschaften von Personen (S. 20, A22). Ist dieser 
Wortschatz erarbeitet, diskutieren die Studenten in Kleingruppen Vorteile und Nachteile, die das Internet 
zur Partnersuche bietet. Die Ergebnisse werden im Plenum besprochen und stichwortartig festgehalten. 

Im Anschluss daran soll jeder Student schriftlich ein oder zwei Argumentationsstränge mit Vorteil 
und Nachteil ausformulieren. Die Ergebnisse werden im Plenum vorgestellt und diskutiert.  

学习目标：Pro und Contra argumentier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ist eine vollständige Erörterung zum Thema „Partnersuche-Online“ auf. 

Alternativ können die Studenten jedoch auch „Partnersuche per We-Chat“ wählen. 
知识单元 4. Sitzung: Wohn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er Einstieg in das Thema „Wohnen“ in dem Kurs „Schreiben“ erfolgt über die Beschreibung einer 

Wohnung oder eines Hauses. Dazu stehen drei Situationen zur Auswahl (vgl. dazu S. 36, A6). Nach dieser 
Schreibphase stellen die Studenten ihre Ergebnisse vor. Es folgen Wortschatzübungen (S. 37). Lesetexte 
über das Mieten einer Wohnung in Deutschland mit anschließenden Übungen zu Inhalt und Wortschatz 
leiten zum Thema über, was man in China bei der Wohnungssuche beachten sol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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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 dieser Frage bilden die Studenten Arbeitsgruppen und arbeiten einen Ratgeber für Deutsche aus, 
die in China (in Changping oder wahlweise in Peking-Stadt) eine Wohnung suchen. Die Ergebnisse 
werden im Klassenraum aufgehängt, gemeinsam betrachtet und diskutiert.  

学习目标：Tipps formulier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schreiben die Studenten einen Zeitungsartikel, in dem sie diese Tipps für 

Leute, die in China eine Wohnung suchen, noch ein Mal ausformulieren. 
知识单元 5. Sitzung: Reis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in wunderschönes Bild von Hainan mit Sonnenuntergang am Meer und Palmen eröffnet das Thema 

dieser Sitzung. Es wird die Frage gestellt, was man zu einem guten Urlaub braucht.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auf einem Arbeitsblatt in Stichworten ihre eigenen Kriterien auf. Es folgt ein 
Klassenspaziergang, bei dem die Studenten sich gegenseitig interviewen und die Antworten auf das 
Arbeitsblatt hinzufügen. Die Ergebnisse werden gemeinsam an der Tafel festgehalten und kommentiert. 
Eine Wortschatzübung im Lehrbuch ergänzt diese Aufgabe (S. 44, A24). Es folgt eine Grafik über die 
Kriterien, die die Deutschen für einen guten Urlaub anlegen (S. 45, A 25). Diese Grafik wird in 
Partnerarbeit beschrieben, Redemittel sind in der Aufgabe gegeben. Im Plenum wird die Grafik 
besprochen. Dabei wird auf korrekte sprachliche Formulierungen geachtet.  

Im Anschluss daran wird geübt, passende Ratschläge zum Thema Reisen zu geben (vgl. dazu S. 45, A 
26). In Kleingruppen werden Rollenkarten mit Vorlieben für ein Reiseziel ausgesucht und die Gruppe 
sollte Tipps für die betreffende Person ausarbeiten. Im Plenum werden diese Ratschläge besprochen.  
学习目标：Grafik beschreib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sind die Studenten Verkäufer in einem Online-Reisebüro und sollen eine 

höfliche E-Mail an einen Kunden schreiben. Der Kunde hat bestimmte Reisewünsche, die Verkäufer 
wollen ihn mit der E-Mail ein Reiseziel in seinen Vorteilen anbieten. 
知识单元 6. Sitzung: Urlaub und Hotel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ls Einstieg in diese Sitzung zum Thema Urlaub und Hotels werden die Studenten danach gefragt, 

welche Erlebnisse extremer Art sie schon bisher in ihrem Urlaub erlebt haben. In einem zweiten Schritt 
werden Texte zu extremen Erlebnissen, in denen junge Leute ihren Eltern über diese Erlebnisse per 
E-Mail berichten, gelesen (S. 50, A 55). Über ihre Inhalte wird gesprochen, da sie sehr extrem sind und 
sicherlich nicht ohne Diskussion darüber verstanden werden. Die Studenten schlüpfen in die Rolle eines 
Elternteils und sollen eine E-Mail zurückchreiben. Danach werden diese E-Mails weitergereicht und die 
jeweils nächste Person soll als Sohn oder Tochter zurückschreiben. Im Anschluss daran wird dieser 
„E-Mail-Austausch“ auf Tischen ausgelegt und kann nun gemeinsam gelesen und diskutiert werden. 

Ein Text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Hotels: „Eine kleine Hotel-Geschichte“ (S. 51 f.) gibt interessante 
Informationen über die Entwicklung des Hotelgewerbes. Über Aufgaben dazu werden Textverständnis 
und Wortschatz geübt. 

Im zweiten Teil dieser Sitzung werden außergewöhnliche Hotels über Texte dargestellt. Als 
Gewinner einer Auslosung gewinnt man eine Reise für vier Tage. Jeder Student darf sich ein Hotel für 
diese Übernachtung aussuchen. Er begründet die seine Auswahl und stellt sie den anderen vor, dies erfolgt 
in Kleingruppen. Im Rollenspiel sollen die Studenten eine Beschwerde in einer bestimmten Situation 
vorbringen (vgl. dazu S. 53, B5). 

学习目标：E-Mail schrei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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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Als Hausaufgabe ist ein Beschwerdebrief an den Reiseveranstalter zu schreiben. Inhaltlich 
bezieht sich dieser Brief auf die mündlich eingeübten Beschwerdeanlässe (S. 53, B5). Formal sei dieser 
Brief an den Beschwerdebrief von „Marie Becker“ (vgl. dazu S. 49, A33, A34) angelehnt. 
知识单元 7. Sitzung: Abenteuer Ausland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ese Sitzung beginnt mit der kurzen Erzählung „Die ungleichen Regenwürmer“ (S. 70, A7), sie 

kann gehört und mitgelesen werden. Es wird nach der Heimat und der Charakterisierung der Fremde 
gefragt. Dies soll in Gruppenarbeit erarbeitet und dann präsentiert werden. Anschließend wird in 
Partnerarbeit das Thema „Auswandern“ bearbeitet. Mit den Fragen, ob und in welches Land man 
auswandern würde, sowie weiteren Fragen zum Thema, die dann begründet werden sollen, wird nach 
Gründen und Folgen gefragt. Diese werden dann präsentiert. In einer weiteren Übung wird diese Struktur 
gefestigt (vgl. dazu S. 70 f.). Der Lesetext „Abenteuer Ausland“ (S. 71, A11) stellt dar, warum Deutsche 
ins Ausland gezogen sind. Fragen zum Inhalt sowie Übungen zum Wortschatz schließen an. Ein Hörtext 
mit einem Interview zum Thema „Arbeiten im Ausland“ (S. 72 f., A13) stellt den Studenten Personen und 
deren Beweggründe ins Ausland zu gehen vor. Anschließend sollen sich die Studenten in 
Diskussionsgruppen zusammenfinden und über Länder diskutieren, in die sie auswandern könnten. Sie 
sollen über ein mögliches Leben in diesen Ländern sprechen.  
学习目标：Gründe und Folgen darstell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wird ein Brief an die Eltern aufgegeben. Die Studenten befinden sich in der 

folgenden Situation: Sie sind ausgewandert und schreiben über ihr Leben in dem neuen Land und 
begründen ihren Lebenswandel. 
知识单元 8. Sitzung: Smalltalk und kulturelle Unterschiede im Alltagsleb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m Anfang dieser Stunde sollen die Studenten in Kleingruppen Themen für einen Smalltalk 

vorbereiten. Dazu sammelt jede Gruppe zu drei verschiedenen Themen Stichworte und übt die drei 
verschiedenen Smalltalktthemen. Anschließend bekommen die Studenten Rollenkärtchen und probieren 
den Smalltalk mit Studenten aus anderen Gruppen aus. Besonders gelungene Smalltalkdialoge werden vor 
der Klasse wiederholt. Dann wird den Studenten ein Empfehlungskatalog mit Fragen gegeben (vgl. S. 77, 
A 23 b). Die Studenten bearbeiten die Fragen und es wird über die Antworten diskutiert. Als Ergebnis 
wird ein Smalltalk-Katalog für China aufgeschrieben.  

Im zweiten Teil dieser Sitzung geht es um kulturelle Unterschiede im Alltagsleben. Die Studenten 
sollen aufschreiben, wie sie sich in einer bestimmten Situation verhalten (S. 78, A 24). Anschließend wird 
die Aufgabe besprochen und die Studenten diskutieren über ihr Verhalten in weiteren Situationen.  
学习目标：Small-Talk Themen üben, Verhalten in Situationen üb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wird ein persönlicher Brief an einen Freund, der nach China kommt, 

geschrieben. Darin sollen die Studenten dem Freund Tipps für das Verhalten in verschiedenen Situationen 
geben. 
知识单元 9. Sitzung: An der Universtiä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Sitzung soll der Schwerpunkt auf Grafikbeschreibung liegen, damit soll die 

Semesterzwischenprüfung vorbereitet werden.  
Eingangs erhalten die Studenten einen Text zur Studienwahl „Letzte Ausfahrt Uni“ (S. 108, A 31).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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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m werden Gründe für die Studienwahl dargestellt. Aufgaben zum Inhalt sowie zum Wortschatz folgen.  
Die Studenten werden dann in einem Arbeitsblatt zu Möglichkeiten und Vorlieben bei der Wahl des 

Studienortes und der Universität in China gefragt. Weil das nicht unbedingt ergiebig ist, wird auch nach 
möglichen Wünschen in Deutschland sowie in den USA gefragt (vgl. dazu S. 110, A 33). Die Ergebnisse 
werden gesammelt und in einer Grafik festgehalten. An dieser selbst erstellten Grafik wird dann der 
Wortschatz zur Grafikbeschreibung mit den Studenten aktiviert, denn ihnen ist das Thema 
Grafikbeschreibung aus dem vorangegangenen Semester bekannt. Es wird auf die sprachlichen 
Formulierungen aufmerksam gemacht.  

Die Studenten bekommen dann eine Grafik, die sie schriftlich beschreiben sollen (vgl. dazu S. 110, A 
34), ihnen stehen dreißig Minuten Zeit zur Verfügung. Die Ergebnisse werden besprochen und in Hinblick 
auf ihre sprachlichen Formulierungen verbessert. Zur Übung wird ein weiterer doppelter Satz Grafiken 
den Studenten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Nach einer Einzelarbeitsphase soll der jeweilige Partner mittels 
eines Fragebogens sich über die Grafik des anderen informieren und die Antworten stichwortartig 
festhalten. Anschließend fertigt er mit diesen Informationen eine kurze Grafikbeschreibung an. 
Abschließend stellen die Studenten ihre Grafikbeschreibungen vor und vergleichen diese mit dem 
Original. 

学习目标：Grafikbeschreibung üb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sollen die Studenten sich auf die Semestermittelprüfung vorbereiten. 

知识单元 10. Sitzung: Freizei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ls Einstieg wird ein Ausschnitt aus der Kurzgeschichte „Helden des Alltags“ von Wladimir 

Kaminer gegeben (S. 128, A 7). Die Studenten lesen den Text und fassen den Text in Partnerarbeit 
schriftlich zusammen und beantwortet Fragen zum Text. Die Ergebnisse werden im Plenum vorgestellt 
und der Text wird noch ein Mal inhaltlich besprochen. Eigene und typische Freizeitbeschäftigungen in 
China werden in Kleingruppen gesammelt und es wird die Frage nach der Freizeitbeschäftigung der 
älteren Generationen gestellt. Damit verbunden ist die Frage, wie sich das Freizeitverhalten in China 
verändert hat, bzw. wie das moderne Freizeitverhalten der Chinesen aussieht. Dies wird in Kleingruppen 
diskutiert und dann im Plenum vorgestellt. Danach wird eine Statistik über das Freizeitverhalten der 
Deutschen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Komplementär dazu sind Fotos zum Freizeitverhalten gegeben (vgl. S. 
129, A 10). Es wird der Themenkomplex aktuelles, reales und ideales Freizeitverhalten diskutiert. Dabei 
sollen die Beiträge zur Diskussion Begründungen enthalten und auf Ursachen und Auswirkungen auf die 
Gesellschaft hinweisen. 

学习目标：Diskussionsbeiträge begründ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sollen die Studenten das Freizeitverhalten in der Zukunft darstellen. 

知识单元 11. Sitzung: Zeit für Spor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m Anfang dieser Sitzung mit dem Thema „Zeit für Sport“ (S. 136 ff.) steht ein Brainstorming über 

Sportarten und Wörter, die zu diesen Sportarten passen (S. 136, A 21). In einem Interview fragen die 
Studenten sich gegenseitig zu ihrem Sportaktivitäten und -gewohnheiten (A 22). Die Ergebnisse werden 
als Grafik präsentiert. Sie können dann mit einer im Buch gegebenen Grafik über das Sportverhalten der 
Deutschen verglichen werden. Ein Quiz leitet das Thema Fußball ein und die Studenten fragen ihre 
Nachbarn über deren Meinung zu Fußball. Ein Text, in dem die Geschichte des Fußballs dargestellt ist, 
informiert einerseits, andererseits sind Abschnitte des Textes nur als Stichworte gegeben und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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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en müssen diese Stichworte zu Sätzen formulieren (S. 138, A 26). Es folgen inhaltliche Textarbeit 
und Wortschatzarbeit. In Arbeitsgruppen sollen die Studenten über die Geschichte einer Sportart in China 
recherchieren und dann einen Text verfassen (vgl. dazu S. 139, A 28). Den ersten Schritt können sie in 
Kleingruppen im Unterricht durchführen, denn alle können per Smartphone online gehen und 
recherchieren.  

学习目标：Abfassen kurzer Texte zu einem Thema 
作业：Die Abfassung eines kurzen Textes dazu wird dann als Hausaufgabe gegeben. 

知识单元 12. Sitzung: Nachricht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ese Sitzung zum Thema „Nachrichten“ beginnt damit, dass die Studenten einem deutschen 

Studenten eine E-Mail schreiben, in der sie diesen über die Nachrichten in China informieren (vgl. dazu S. 
155, A 7). Einige dieser E-Mails werden im Anschluss vorgelesen und diskutiert. Danach lesen die 
Studenten den Informationstext mit dem Titel „Wie wird ein Ereignis zur Nachricht?“ (S. 155, A 8). Da 
dieser Text ziemlich lang ist, empfiehlt es sich, dass der Lehrer ihn laut vorliest, so dass die Studenten die 
Wörter auch hören und gleichzeitig sich mitlesend konzentrieren können. Mit Aufgaben zum Text wird 
dieser inhaltlich besprochen und der Wortschatz trainiert. 

In einer Gruppenarbeit sollen die Studenten selbst Nachrichtenbeiträge formulieren. Dazu bekommen 
sie stichwortartige Nachrichtenzettel (vgl. S. 157, A 11). Sie sollen die Nachrichten nach Wichtigkeit 
ordnen und dabei ihre Auswahl begründen. Dies tragen sie dann im Plenum vor. In einem nächsten Schritt 
formulieren sie aus ausgewählten Nachrichtenzetteln Nachrichtenmeldungen, so dass jeder in der Gruppe 
eine ausformulierte Nachrichtenmeldung hat. Diese üben die Studenten dann zu lesen und tragen sie 
abschließend vor.  
学习目标：Nachrichten formulieren 
作业：In der Hausaufgabe sollen die Studenten die Nachrichten eines Tages verfolgen und dann 

schriftlich über die wichtigesten drei Nachrichten dieses Tages berichten (vgl. S. 157, A 12). 
知识单元 13. Sitzung: Produkt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Sitzung geht es um das Thema „Produkte“ (S. 183 ff.). Fragen, was ausschlaggebend für 

das Kaufverhalten ist (vgl. dazu S. 183, A 7), beantworten die Studenten zunächst für sich selbst. Dann 
interviewen sie in einem Klassenspaziergang andere Studenten. Über die Ergebnisse schreiben die 
Studenten dann einen kurzen Text, den sie anschließend im Plenum vorstellen. Der Lesetext „Wie 
kommen Produkte zu ihrem Namen?“ (S. 183, A 8) wird gelesen und mit Fragen zum Inhalt wird das 
Thema besprochen. Es werden Werbebriefe zu Produkten vorgelesen (Hausaufgabe aus der 
vorangehenden Sitzung „Sprechen“, vgl. dazu auch S. 184, A 9 und A 10). Die Studenten sollen in einem 
Arbeitsblatt die Vorteile dieser Produkte stichwortartig festhalten. Diese werden im Plenum besprochen. 
Anschließend bilden sich Gruppen, in denen sich die Studenten mögliche Nachteile und Probleme zu 
diesen Produkten ausdenkt.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Beschwerdebriefe über jeweils eines dieser Produkte. 
Diese Briefe werden anschließend im Plenum vorgestellt und besprochen.  
学习目标：Produktbeschreibung und Beschwerdebrief 
作业：Als Hausaufgabe ist ein Brief an einen Freund zu schreiben, in dem der Student beschreibt, 

wie ihm ein Gerät im Haushalt des Freundes kaputt gegangen ist (vgl. S. 185, A 12). 
知识单元 14. Sitzung: Gesundheitliche Probleme 
参考学时：2学时 



6857 

学习内容： 
Am Anfang der Sitzung zum Thema „gesundheitliche Probleme“ sollen die Studenten Ratschläge für 

eine deutsche Familie erarbeiten, der verschiedene gesundheitliche Probleme hat und neu in China ist. Das 
Ergebnis stellen die Studenten vor der Klasse vor. Es folgt ein Lesetext über „Das Leiden des Marcel 
Proust“ (S. 208, A 8). Dieser wird mittels Aufgaben inhaltlich besprochen und der Wortschatz wird durch 
Wortschatzübungen erweitert und gefestigt. Weiteren Wortschatz und Tipps gegen Krankheiten erhalten 
die Studenten der der Textübung zu „Omas Hausmittel“ (S. 210, A 11). Ein Überblick über die 
medizinische Versorgung verschiedener Länder wird in einem Ranking, das in einer Grafik dargestellt ist, 
gegeben. Über dieses Ranking kann Deutschland mit anderen Ländern verglichen werden. So kann dann 
das Land China auch thematisiert werden. Die Studenten sollen zunächst in Gruppen anhand von Fragen 
über die medizinische Versorgung in China sprechen, anschließend schreiben sie einen Überblickstext. 
Diese Texte werden dann dem Plenum vorgestellt und verglichen.  

学习目标：Gesundheittipps geb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sollen die Studenten eine Verbesserung ihres Textes schreiben. 

知识单元 15. Sitzung: Essen und Umwel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Sitzung soll im ersten Teil die Frage gestellt werden, wie Essen unsere Umwelt beeinflusst. 

Dabei gibt es zwei Thematiken, die eine bezieht sich auf die Produktion von Nahrungsmitteln und weist 
wahrscheinlich den gravierenderen Einfluss auf, die andere sind die Abfallprodukte und ihr Einfluss auf 
die Umwelt. Gemeinsam soll anfangs gesammelt werden, welche Nahrungsmittelproduktionsweisen 
problematisch für die Umwelt sind. Dann bilden sich Gruppen, die jeweils ein Thema näher ausarbeiten. 
Dabei dient ihnen das Internet als Recherchequelle. Sie halten die Ergebnisse schriftlich fest und bilden 
daraus einen kleinen Vortrag. Im zweiten Teil dieser Sitzung tragen die Studenten ihre Ergebnisse vor. Zu 
diesem Thema gibt es auch Lesetexte im Buch (S. 214, A. 21). Es folgen Übungen zum Inhalt der Texte 
und zum Wortschatz (S. 215 f.).  

学 习 目 标 ： Auswirkungen der Nahrungsmittelproduktion erforschen, recherchieren und 
Zusammenhänge darstell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sollen die Studenten ihr im Unterricht bearbeitetes Thema zum Einfluss von 

„Essen“ auf die Umwelt verbessern. 
知识单元 16. Sitzung: Umwelt als Belastung für den Mensch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Sitzung geht es um das Thema Umweltverschmutzung und den Einfluss auf die Menschen. 

Dieses Thema ist besonders in China akut und es gibt viele Beispiele und Probleme. Im Plenum seinen 
verschiedenen Aspekte zusammengetragen und an der Tafel stichwortartig festgehalten. Dies ergibt ein 
Bild über die Umweltprobleme in China. Dieses wird mit einer Grafik über die „Probleme mit der 
Umwelt“ (S. 217, A 24) ergänzt. Dazu wird die Grafik vorgestellt und besprochen, es folgen Aufgaben 
zum Wortschatz. Der Stichwortkatalog an der Tafel wird weiter ergänzt. Danach bilden sich zu den 
jeweiligen Aspekten Gruppen, die die einzelnen Bereiche näher bearbeiten und dann werden die 
gesammelten Themen in Arbeitsgruppen gegeben. Studenten erarbeiten und reaktivieren ihren Wortschatz 
zu dem Bereich, den sie bearbeiten. Sie bereiten eine Präsentation vor, in der sie die Inhalte und 
Zusammenhänge aufzeigen. Sie stellen auch zu diesem Bereich wichtigen Wortschatz zusammen. Im 
ersten Teil der Sitzung wird die Präsentation vorbereitet. Im zweiten Teil der Sitzung präsentieren die 
Gruppen ihre Themenbere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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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Vorbereitung auf die Semesterabschlussprüfung schreiben die Studenten zu einem Thema einen 
Teil einer Erörterung. In ihrer Erörterung sollten die Studenten sich auf einen Text oder eine Grafik 
beziehen, damit sie ihre Argumente entsprechend stützen können. Als mögliche Themen werden zum 
Beispiel „Tempolimit oder freie Fahrt“ mit dem Text „Im Ausland darf nicht jeder rasen, wie er will“ (S. 
221, A30) oder „gesunder Schlaf“ mit dem Text „Die schlaflose Gesellschaft“ (S. 223, B1) angeboten. Es 
gibt jedoch auch weitere geeignete Themen. Es geht bei dieser Aufgabe einerseits darum, dass die 
Studenten im Unterricht schreiben und somit keine Hilfsmittel verwenden können, andererseits soll im 
Anschluss noch ein Mal auf wichtige Fragen eingegangen werden. 

学习目标：Umweltprobleme darstell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sollen die Studenten ihren Themenbereich schriftlich ausarbeiten. 

知识单元 19. Semesterarbschlussprüfu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Das Seminar wird mit einer Semesterabschlussprüfung beendet. Darin wird auf die 

Inhalte des Seminars eingegangen.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Personen und Lebensläufe   
2 Zeitungsartikel zum Thema „Lernen“   
3 Partnersuche-Online   
4 Wohnen   
5 Reisen   
6 Urlaub und Hotels   
7 Abenteuer Ausland   
8 Smalltalk und kulturelle Unterschiede im Alltagsleben   
9 An der Universtiät   

10 Freizeit   
11 Zeit für Sport   
12 Nachrichten   
13 Produkte   
14 Gesundheitliche Probleme   
15 Essen und Umwelt   
16 Umwelt als Belastung für den Menschen, Erörterung   
17 Semesterarbschlussprüfung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初级德语写作（一）、初级德语写作（二） 
后续课程：高级德语写作（二）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Der Schwerpunkt in diesem Kurs liegt darin, dass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üben. Sie bekommen im 

Unterricht und auch als Hausaufgabe Schreibaufgaben, die korrigiert werden. Es sind nicht nur 
Einsetzübungen sondern eigenständige kleine Texte, die im Verlauf des Kurses länger und anspruchsvoller 
werden. Es geht darum, ihr bisheriges Wissen in verschiedenen Formen des Schreibens zu üben. Um eine 
Progression sicherzustellen wird ein Lehrbuch der entsprechenden Niveaustufe verwendet, hier nun 
„Begegnungen B2“ auf der Niveaustufe B2. Dieses ist im grammatischen Schwierigkeitsgrad steigend 
aufgebaut und behandelt verschiedene Th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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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Dieses Seminar benutzt als Kursbuch “Begegnungen B2”. Es gibt Aufgaben in diesem 

Buch und die Umsetzung dieser Aufgaben erfolgt in Lehrer-Schüler Gespräch, in Einzelarbeit, in 
Partnerarbeit und in Gruppenarbeit. Ergebnisse werden in den Gruppen oder im Plenum vorgestellt. Es 
werden alle vorhandenen Medien wie Computerprojektion, Tafel aber auch Bücher und Arbeitsblätter 
genutzt.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选用教材 
1. Anne Buscha et. al等编著《Begegnungen B2》，Schubert-Verlag, Leipzig 出版社 2008年. 

执笔：Felix Kruppa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8日 

 

高级德语写作（二） 
Advanced German Writing 2 

课程号：3080101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Die Studenten des dritten Jahrgangs befinden sich im ersten Semester 

bezüglich ihres Sprachniveaus in etwa auf der Niveaustufe C1. Dies lässt die Wahl auf ein 
anspruchsvolles Kursbuch auf dem Niveau C1, auf „Erkundungen C1“ vom Schubert-Verlag fallen. In 
diesem Kursbuch befinden sich thematisch gegliedert Kapitel, in denen zu den jeweiligen Themen sowohl 
Sprechen als auch Schreiben geübt wird. Aus diesem Grund werden die Fertigkeiten kombiniert geübt und 
thematisch vorgegangen, wobei ein Schwerpunkt im jeweiligen Bereich Schreiben gesetzt wird.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 Sitzung: Einführu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er ersten Sitzung wird das Lehrbuch vorgestellt und die Unterrichtsziele genannt. Es geht da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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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s die Studenten die deutsche Sprache auf relativ hohem Niveau (C1 Niveau) weiter trainieren. Dazu 
gehört ein bestimmtes Vokabular, Themen, die in der Gesellschaft diskutiert werden, und der 
argumentative Zusammenhang. Es müssen also Themen und Vokabular eingeführt werden, die Studenten 
müssen sich damit auseinandersetzen und schließlich dazu schreiben. 

Daraus folgt, dass die Stunden zur Einführung und Besprechung von Themen genutzt werden, 
teilweise wird im Unterricht geschrieben, teilweise werden Schreibthemen als Hausaufgabe aufgegeben. 

Da die Studenten gerade aus den Ferien zurück sind, wird mit einem Arbeitsblatt und einem 
anschließenden Klassenspaziergang, bei dem sie sich gegenseitig zu den Fragen interviewen sollen, auf 
die Erfahrungen, die sie in den Ferien gemacht haben, stofflich zurückgegriffen und gleichzeitig die 
bisherigen Deutschkenntnisse der Studenten reaktiviert. 

学习目标：einen Überblick über die Inhalte des Seminars gewinnen 
作业：Vorbereitung auf die folgende Stunde, Buch beschaffen. 

知识单元 2. Sitzung: Small-Talk, Sprach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lltagssituationen und Small-Talk sind auch Thema der zweiten Sitzung. Im Zentrum steht der Text 

„Wetter ist das Smalltalkthema Nr.1“ (S. 11) er wird inhaltlich und sprachlich betrachtet und es folgen 
Sprachübungen zu ihm. Die Studenten sammeln Themen des Smalltalks in Gruppenarbeit und stellen die 
Ergebnisse im Anschluss der Klasse vor.  

Im zweiten Teil dieser Sitzung wird auf das Thema „Sprachen“ eingegangen (vgl. S. 17 ff.). 
Aufhänger ist der sprachlich sehr anspruchsvolle Lesetext „Nur noch Englisch?“, in der Einzug von 
Anglizismen in die deutsche Sprache thematisiert wird. Es folgen Text- und Wortschatzarbeit, bevor die 
Studenten in Arbeitsgruppen über die Vorteile und Nachteile dieser Entwicklung diskutieren (vgl. S. 21). 
学习目标：das Thema Small-Talk thematisch und in Wortschatz üben 
作业：Diese Diskussion dient als Grundlage für die schriftliche Hausaufgabe, für die zwei Themen 

zur Auswahl stehen (vgl. dazu S. 22). Die eingereichten Hausaufgaben werden korrigiert. 
知识单元 3. Sitzung: Diskussion, Argumentieren, nonverbale Kommunika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Zur Übung wird das Thema der letzten Sitzung aufgegriffen, die Studenten diskutieren im Plenum 

die Vor- und Nachteile der Anglizismen in der deutschen Sprache. Dabei wird darauf Wert gelegt, das sie 
ihre Argumente detailliert und mit Beispielen darlegen, Begründungen geben und die Folgen aufzeigen. 

Um in einer Diskussion überzeugender zu wirken, wird das Thema: „Nonverbale 
Kommunikation“ angesprochen. Dies leitet sich bei der Diskussion direkt aus der Frage, wie man seinen 
Diskussionsbeitrag möglichst klar und überzeugend darstellen kann, ab. Es wird darüber gesprochen, 
Studenten entwickeln Vorschläge, was außer der eigentlichen Sprache noch zum Auftreten einer Person 
gehört. Im Anschluss daran wird der Text „Was verrät nonverbale Kommunikation über uns?“ (S. 28) 
gelesen. In ihm wird auch der wichtigste Wortschatz dieses Themas vorgestellt. Es folgen 
Wortschatzübungen.  
学习目标：Argumente bilden und vortragen, Bedeutung non-verbaler Ausdrucksmöglichkeiten 

erfassen 
作业：Ein anspruchsvollerer Text, in dem es um die wissenschaftliche Beschäftigung mit der 

nonverbalen Kommunikation geht, wird als Hausaufgabe gegeben. Der Text „Sprache ohne Worte“ (S. 26) 
soll gelesen, seine Inhalte dargestellt (dazu Übungen auf S. 27) und schließlich zusmmengefasst werden.  
知识单元 4. Sitzung: Glück und andere Gefühle, Personenportä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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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as Thema dieser Sitzung bezieht sich auf das Kapitel 2 im Lehrbuch: „Gück und andere Gefühle“. 

Über den Text „Die neue Wissenschaft vom Glück“ (S. 39 f.) wird in dieses Thema eingführt. Es folgen 
Textarbeit und Wortschatzübungen. Besonders interessant und auch anspruchsvoll sind Adjektive, die 
Charaktereigenschaften sowie Gefühle ausdrücken (vgl. S. 43, A10). Um dieses Vokabular zu festigen 
schreiben die Studenten im Unterricht ein Personenporträt (vgl. S. 43, A10 c). Die Ergebnisse werden zum 
Teil im Unterricht vorgelesen.  

学习目标：Personen charakterisieren 
作业：Einige Studenten werden dieses Personenporträt überarbeiten oder zu Ende schreiben wollen. 

Dies sei dann die Hausaufgabe. 
知识单元 5. Sitzung: Stress und Humor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ls Einstieg in diese Sitzung sei ein Hörtext über „Stress und seine Folgen“ (S. 45) gewählt. 

Übungen zu Inhalt und Wortschatz folgen. Es wird über das Thema Stress und Stresssituationen erst im 
Plenum und dann in Gruppenarbeit geredet. Die Studenten sollen verschiedene Situationen sammeln, in 
denen sie viel Stress und in denen sie wenig Stress haben. Die Ergebnisse werden vorgestellt und 
miteinander verglichen. In diesem Zusammenhang wird die Wichtigkeit von „zweiteiligen 
Satzverbindungen“ (S. 46) hervorgehoben und in einer Übung vertieft. Eine Statistik, „Fordernde Jobs“ (S. 
47), wird als weitere Informationsquelle zu diesem Thema herangezogen. Die Studenten vergleichen ihre 
bisherigen Ergebnisse mit den Ergebnissen dieser Umfrage. Schließlich sollen sie sich gegenseitig zu 
diesem Thema interviewen (vgl. dazu S. 47, A17).  

学习目标：eigene Meinung darstellen  
作业：Die Hausaufgabe besteht darin, die Ergebnisse der Umfrage darzustellen, zu analysieren und 

seine eigene Meinung zu verfassen. Hausaufgabe ist es weiterhin, Witze auf Deutsch zu suchen. 
知识单元 6. Sitzung: Witze und Lach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Mit Witzen wird das Thema dieser Sitzung eingeführt, die Studenten bringen Witze mit, erzählen sie 

sich gegenseitig – Übungsphase - und es wird ein Witzwettbewerb veranstaltet.  
Im Anschluss daran sollen vom Wortschatz her anspruchsvollere Witze in ihrer Pointe vervollständigt 

werden (vgl. dazu S. 53). Der Text „Die Deutschen finden praktisch alles lustig“ (S. 51) wird gelesen und 
in Inhalt und Wortschatz geübt und besprochen. 

学习目标：Witze vortragen, schriftliche Stellungnahme verfass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stehen die Themen der Lektion für eine schriftliche Stellungnahme (vgl. S. 

55) oder das folgende weitere Thema zur Auswahl: „Aus deutscher Sicht lächeln die Chinesen immer. 
Stimmt das?“ 
知识单元 7. Sitzung: Erfolge und Niederlag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as Wortfeld Sport wird mit Wortschatzübungen am Anfang der Lektion trainiert (Kapitel 3, S. 65 

ff.). Über eine Grafik zum Thema Sportvereine werden Informationen zu demThema vermittelt. Dies gibt 
Anlass über Sport und Sportvereine zu reden. Anschließend fragen sich die Studenten gegenseitig in 
einem Interview zum Thema Sport. Die Textarbeit erfolgt anhand vier Texte über Eiskunstlauf (S. 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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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inem weiteren Text „Erfolg um jeden Preis“ (S. 70) wird das Thema Doping behandelt. Im Unterricht 
sei anschließend die Frage nach einer Art Doping bei Studenten, also nach Mitteln, die die Lernfähigkeit 
verbessern, gestellt. Es erfolgt eine Diskussion zu diesem Thema.  

学习目标：kritische Abwägung 
作业：In der Hausaufgabe, die sich daraus ergibt, sollen die Studenten Stellung zu dem Thema 

„leistungssteigernde Mittel bei Studenten“ nehmen. Alternativ kann auch über ein Thema, das in der 
Lektion zum Schreiben zur Auswahl steht (vgl. dazu S. 72, A 12), geschrieben werden. 
知识单元 8. Sitzung: Erfolg im Beruf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Zum Thema Erfolg im Beruf sei anfangs das Wortfeld „gewinnen und verlieren“ bezüglich Nomen-Verb 

Verbindungen, Redewendungen und Nomen und Präpositionen geübt (S. 73, A13). Der Text „Unter Druck 
nach oben“ (S. 75) wird in seinem Inhalt und Vokabular geübt. Am Beispiel Siemens wird ein Unternehmen 
dargestellt. Aus aktuellem Anlass sei auch ein Zeitungsartikel über VW genommen. An den Text „Vorsicht im 
neuen Job“ (S. 78) schließen sich Übungen an, weitere Informationen lassen sich einer Grafik über das 
Einkommen von Top-Managern entnehmen. Diese Grafik sei um aktuellere Grafiken über Bezüge von 
Top-Managern erweitert. Es wird über die Einkommen dieser Manager diskutiert.  
学习目标：Grafikbeschreibung und Stellungnahme zum Thema Managergehälter 
作业：Als Hausaufgabe sollen die Studenten eine Grafik beschreiben und dazu Stellung nehmen (vgl. 

dazu auch S. 79, A 22). 
知识单元 9. Sitzung: Die Kunst des Scheitern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einem Zeitungsartikel aus der Zeit schildert ein Top Manager sein Scheitern im Beruf, die 

anschließende Krankheit und seinen Wiedereinstieg in die Arbeitswelt. Es wird über den Text diskutiert 
und gefragt, ob die Studenten ähnliche Situationen oder Lebenswege aus China kennen. Es erfolgt 
Wortschatzarbeit im Buch (S. 82) zu diesem Thema. Ein Hörtext zu dem Thema „Scheitern“ wird 
behandelt (S. 83 f.). Schließlich wird der Text: „Anekdote zur Senkung der Arbeitsmoral“ von Heinrich 
Böll gelesen. Dieser Text wird analysiert, wichtige Begriffe zur Textbeschreibung werden eingeführt. Um 
den Studenten ein festes Schema an die Hand zu geben, mit dem sie an einen literarischen Text 
herangehen können, werden die W-Fragen gestellt und am Text besprochen. Anschließend wird der Inhalt 
angegeben, die Studenten verfassen schriftlich eine Inhaltsangabe. Die geschriebenen Inhaltsangaben 
werden vorgestellt und über ihre Qualität wird diskutiert. Es wird mit weiteren Fragestellungen auf den 
Text eingegangen.  

学习目标：literarischen Text erarbeit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sollen die Studenten die Ergebnisse der Kurzgeschichte schriftlich darstellen 

und ihre Meinung zum Inhalt der Kurzgeschichte darlegen. 
知识单元 10. Sitzung: Besprechung der Semestermittelprüfu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e Semestermittelprüfung wird besprochen. Da diese Prüfung einen literarischen Text als Inhalt 

hatte und die Prüfungszeit vergleichsweise begrenzt war, sind die Studenten nur den bestimmten, 
gegebenen Fragestellungen nachgegangen, die größere Interpretationsdimension haben sie aller 
Wahrscheinlichkeit nicht erfasst. Dies soll nun in der Nachbesprechung getan werden, in der dann auch 
diejenigen Studenten ihre Fragen klären können, die auch andere Verständnisprobleme hatten.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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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en arbeiten in Arbeitsgruppen, um ihr bisheriges Wissen auszutauschen und untereinander Fragen 
zu diskutieren. Anschließend werden die Gruppenergebnisse im Plenum vorgestellt und darüber diskutiert. 

Im zweiten Teil der Sitzung wird mit dem Text „Vom Mythos, dass alles immer besser wird“ (S. 95)  
in Kapitel vier aus dem Lehrbuch in das Thema „Fortschritt und Umwelt“ eingeführt, Fragen zu Inhalt 
und Wortschatzarbeit schließen an den Text an.  
学习目标：einen literarischen Text erfass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wird eine Aufgabe zum schriftlichen Ausdruck (S. 97, A4) gegeben. 

知识单元 11. Sitzung: Neue Medi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m Bereich neue Medien, oder „Medien der Zukunft“ bewegt sich das Thema dieser Sitzung. Als 

Einstieg soll das Wortfeld mit einem Brainstorming erarbeitet werden. Die Studenten arbeiten zunächst in 
Einzelarbeit, dann gehen sie in Gruppen zusammen, schließlich wird im Plenum an der Tafel der bisher 
gefunde Wortschatz ergänzt. Dieser Wortschatzarbeit folgt Textarbeit, dazu lassen sich immer wieder 
aktuellste Zeitungstexte finden, möglich ist jedoch auch den Text über Google: „Die Welt ist nicht 
genug“ (S. 98 f.) zu nehmen und mit weiteren Aufgaben zu Inhalt und Wortschatz fortzufahren. Es soll im 
zweiten Teil dieser Sitzung die These diskutiert werden, ob die neuen Medien und 
Kommunikationsmethoden die Sprache verändern oder gar verfallen lassen, wie der Text „Lässt das 
Internet die deutsche Sprache verfallen?“ (S. 102) nahe legt. An den Text schließen Aufgaben zu Inhalt 
und Wortschatz an, diese inhaltliche Diskussion sei mit einer kurzen Stellungnahme, die die Studenten 
schriftlich in sieben bis zehn Sätzen verfassen sollen, vertieft, sie beziehen sich dabei auf die Sprache 
allgemein und können Beobachtungen aus ihrer Umgebung, dem Chinesischen nehmen. Es folgt eine 
Gruppen und dann Plenumsdiskussion.  

学 习 目 标 ： Darstellung von Zusammenhängen und Folgen am Thema der modernen 
Kommunikationsmethoden 

作业：Dieses Thema, ob die modernen Medien und Kommunikationsmethoden - man denke in China 
an We-Chat - die Sprache verändern, soll als Hausaufgabe schriftlich bearbeitet werden. 
知识单元 12. Sitzung: Umwelt und Klima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Sitzung geht es um das Thema „Umwelt und Klima“ (S. 104 ff.), dies ist ein wichtiges und 

immer aktuelles Thema hier in China, deswegen kann mit der Frage, was sich in den letzten Jahren im 
Bereich Umwelt verbessert und was verschlechtert hat, (vgl. dazu S. 105, A 15) direkt in Arbeitsgruppen 
eingestiegen werden. Die Arbeitsgruppen stellen im Anschluss ihre Ergebnisse vor und es wird der 
Wortschatz erweitert, eine Grafik ergänzt die Diskussion. 

Der Frage nach nach möglichen Lösungsansätzen zum Problem Umweltverschmutzung und 
Klimaveränderung wird in verschiedenen Arbeitsguppen nachgegangen. In den Arbeitsguppen soll jeweils 
ein Text zur möglichen Lösung von Umweltproblemen entstehen. Diese Texte werden dann im Unterricht 
vorgelesen und auch diskutiert.  

学习目标：komplexe Zusammenhänge darstellen und über Lösungsansätze nachdenken, hier im 
Bereich Umwelt 

作业：Als Hausaufgabe sollen die Studenten die Frage erörtern, ob man durch Technik die 
Umweltprobleme lösen kann. 
知识单元 13. Sitzung: Reich der Sinne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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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In dieser Sitzung wird das Thema Sinne und Sinnesorgane durchgenommen. Als Einstieg wird der 

Wortschatz zu Sinne und Sinneswahrnehmungen erarbeitet, dann wird dazu der Text „Der Angriff auf die 
Sinne“ (S. 125) sowie der Text „Unsere fünf Sinne“ (S. 126 f.) gelesen und mit Aufgaben zu Inhalt und 
Wortschatz ergänzt. 

In dieser Sitzung verfassen die Studenten eine schriftliche Stellungnahme im Unterricht, dafür haben 
sie bis zu 60 Minuten Zeit (vgl. dazu Aufgabe A9 S. 129). Sie können zwischen zwei Themen auswählen: 
Das eine Thema bezieht sich darauf, ob das Trainieren der Sinne sinnvoll ist; das andere Thema beinhaltet 
die Frage, ob man in Geschäften „Geruchsmanipulation“ zur Steigerung des Verkaufs betreiben sollte. 
学习目标：schriftliche Stellungnahme verfass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können die Studenten entweder ihren Text noch ein Mal schreiben, falls sie 

meinen, dass sie im Unterricht den Text nicht gut genug verfasst haben, oder sie können zu demjenigen 
Thema eine Stellungnahme schreiben, das sie noch nicht behandelt haben. 
知识单元 14. Sitzung: Esssitten und Situation in China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as Thema „Essen“ ist auch in China ein stark diskutiertes Thema, denn es gab in den letzten Jahren 

Lebensmittelskandale. Aber nicht nur in China kann die Sicherheit der Lebensmittel immer wieder 
angezweifelt werden, sondern auch in Deutschland sind in den letzten Jahren eine Reihe von Skandalen 
aufgedeckt worden.  

Der Unterricht beginnt mit einer Karikatur zum Thema „Esssitten“ (S. 133, A14). Die Studenten 
sollen in Partnerarbeit dieses Bild beschreiben, dies ist keine leichte Aufgabe. Im Anschluss werden diese 
Beschreibungen, die ja gleichzeitig auch eine Interpretation des Dargestellten beinhalten, im Plenum 
zusammengetragen und gegebenenfalls korrigiert. Die Studenten sollen dann in Gruppenarbeit einen 
Ratgeber zu Benimmregeln beim Essen in China verfassen. Die Ergebnisse werden an die Wand gehängt, 
vorgestellt und gemeinsam besprochen. 

Im zweiten Teil wird die Frage gestellt, wie sich die Esskultur in China verändert, man denke an Fast-Food 
Ketten, Pizzerien, aber auch das Verschwinden von kleinen Hutong Restaurants. Die Studenten sollen einen 
Überblick über diese Veränderungen in Arbeitsgruppen erarbeiten und dabei auch die Folgen aufzeigen.  

学习目标：Ratgeber verfassen über Esssitten in China, Veränderungen darstellen 
作业：Einen Text dazu, wie die Fast-Food Kultur China verändert hat, sollen die Studenten als 

Hausaufgabe verfassen. 
知识单元 15. Sitzung: Ernährung und ihre Folg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Sitzung geht es um die Ernährung und ihre Folgen. Die Studenten stellen in Arbeitsgruppen 

ihre geschriebenen und vom Lehrer korrigierten Texte zum Thema der Veränderung der Esskultur in 
China vor. Im Plenum wird anschließend die Frage diskutiert, zu welchen Vorteilen aber auch zu welchen 
Nachteilen diese Veränderung geführt hat. Durch die Erwähnung von Fast-Food Ketten, wird die Frage 
aufgeworfen, wie man sich gesund ernähren kann. Ein Hörtext zum Thema, welchen Einfluss die Nahrung 
auf den Menschen hat, gibt weitere Informationen. Der Wortschatz zu „Bio“-Lebensmittel wird dann im 
Lehrbuch vorgestellt (S. 134 f.) und durch Aufgaben eingeübt. Um den Aufbau von Argumenten zu üben, 
werden mit einer Aufgabe (A 19) positive und negative Argumente zu bestimmten Ernährungsweisen 
gesammelt (vgl. dazu S. 136). Die Studenten sollen zunächst in Einzelarbeit Argumente suchen, diese 
dann in Gruppen diskutieren und an ausgewählten Beispielen ausformulieren. Diese Ausformulie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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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d dann im Plenum besprochen.  
学习目标：Aufbau von Argumenten üb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ist entweder eine Erörterung über die Vor- und Nachteilen einer 

Ernährungsweise sinnvoll, alternativ kann auch über die Grafik zu „Der Bio-Boom“ (vgl. dazu S. 137, 
A20) geschrieben werden. 
知识单元 16. Sitzung: Lebensweg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ls letztes wichtiges Thema sei über das Thema „Lebenswege“ des achten Kaptiels (S. 211 ff.) 

gesprochen. Es sei die Frage in den Raum gestellt, wie sich unser Leben verändert. Konkret kann hier das 
Leben in China genommen werden, dazu bietet sich ein Vergleich der Großelterngeneration mit der 
Generation der Eltern der Studenten an. In Arbeitsgruppen erarbeiten die Studenten Unterschiede im 
Vergleich dieser Generationen. Die Ergebnisse werden im Plenum vorgestellt und ergänzt. Es folgt 
Textarbeit (vgl. dazu den Text „Lebenswege“ S. 212) mit der Frage, welche Veränderungen positiv und 
welche Veränderungen negativ sind. Nach der Besprechung schließen sich weitere Wortschatzübungen an. 
In einem weiteren Schritt bereiten die Studenten Ideen zu Ratschlägen für ein langes Leben vor. Im 
Klassenspaziergang interviewen sie sich gegenseitig zu diesen Ideen. Die besten Ideen werden im Plenum 
vorgestellt und zusammengetragen. 

学习目标：Vergleich und die Darstellung von Veränderung am Thema Lebenswege 
作业：Als Hausaufgabe sollen die Studenten als Ergänzung zu den beschreibenen Lebenswegen ihrer 

Großeltern und Eltern ihren voraussichtlichen eigenen Lebensweg aufzeichnen. Dabei sollen sie ihre 
Prognosen argumentativ stützen. 
知识单元 Semesterabschlussprüfu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er Abschlusstest sieht eine Erörterung in Anlehnung eines im Unterricht behandelten Themas vor. 

Bei einer solchen Erörterung auf hohem Niveau ist die Anforderung, dass die Studenten in ihrer 
Argumentation auch Bezüge zu Materialien wie andere informierende Texte oder Grafiken zu diesem 
Thema herstellen. Diese Materialien werden im Test zur Verfügung gestellt.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Einführung 2  
2 Small-Talk, Sprache 2  
3 Diskussion, Argumentieren, nonverbale Kommunikation 2  
4 Glück und andere Gefühle, Personenportät 2  
5 Stress und Humor 2  
6 Witze und Lachen 2  
7 Erfolge und Niederlagen 2  
8 Erfolg im Beruf 2  
9 Die Kunst des Scheiterns 2  

10 Besprechung der Semestermittelprüfung 2  
11 Neue Medien 2  
12 Umwelt und Klima 2  
13 Reich der Sinne 2  
14 Esssitten und Situation in Chin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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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rnährung und ihre Folgen 2  
16 17. Sitzung: Lebenswege 2  
17 Semesterabschlussprüfung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初级德语写作（一）、初级德语写作（二）、高级德语写作（一） 
后续课程：学术论文写作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Der Schwerpunkt in diesem Kurs liegt darin, dass die Studenten Schreiben üben. Sie bekommen im 

Unterricht und auch als Hausaufgabe Schreibaufgaben, die korrigiert werden. Es sind nicht nur 
Einsetzübungen sondern eigenständige kleine Texte, die im Verlauf des Kurses länger und anspruchsvoller 
werden. Es geht darum, ihr bisheriges Wissen in verschiedenen Formen des Schreibens zu üben.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Dieses Seminar benutzt als Kursbuch “Erkundungen C1”. Es gibt Aufgaben in diesem 

Buch und die Umsetzung dieser Aufgaben erfolgt in Lehrer-Schüler Gespräch, in Einzelarbeit, in 
Partnerarbeit und in Gruppenarbeit. Ergebnisse werden in den Gruppen oder im Plenum vorgestellt. Es 
werden alle vorhandenen Medien wie Computerprojektion, Tafel aber auch Bücher und Arbeitsblätter 
genutzt. Um eine Progression sicherzustellen wird ein Lehrbuch der entsprechenden Niveaustufe 
verwendet, hier nun „Erkundungen C1“ auf der Niveaustufe C1. Dieses ist im grammatischen 
Schwierigkeitsgrad steigend aufgebaut und behandelt verschiedene Themen.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学生出勤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选用教材 
1. Anne Buscha et. al等编著《Erkundungen, Sprachniveau C1》，Schubert-Verlag, Leipzig出版社， 

2009年. 
执笔：Felix Kruppa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8日 

 

德-汉笔译（一） 
German-Chinese Translation (1) 

课程号：3080102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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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汉翻译（一）为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第一学期的专业必修课程。 
一般意义上的翻译是使不同语言的民族、人员之间彼此进行交流、沟通的手段、桥梁，是把一

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社会活动。而外语学习的目的归根结底在于译（口译或笔译），把外语

作为工具，或译入或译出，达到交流、沟通的目的。本课程将对德汉翻译中的常识、技巧和难点作

简要的阐述基础之上，配以翻译的实例，让学生实际操练，使他们从中不仅学到翻译的基本技巧，

更让他们清楚翻译的成败取决于诸多主客观的因素和条件，不仅需要掌握相关的翻译基本知识，更

要有大量的翻译实践。学会认真准备、细心理解、着力润色、连贯平衡。 
本课程主要分为两部分：德汉翻译基础理论篇、德汉翻译实战篇，并配以翻译训练的习作分析、

实用操练练习及经典翻译作品欣赏。本大纲将为此学期德汉翻译课程的展开提供教学和学习的依

据。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根据《德语专业本科教学计划》的要求，本学期《德汉笔

译（一）》课程针对德国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方面细分专业领域进行文章选材与课程设置，

所涉及细分领域包括德国风力发电厂的建设与运营、德国刑事案件——高速公路故意伤害、德国首
位教皇本笃十六世的哲学与宗教理论与主张等。课程旨在用德语向学生传授相关领域专业知识、使

其掌握相关领域德、汉双语语汇，培养学生用德语表达相关知识、精准翻译，并掌握相应德文综合

表达等综合能力。其教学目标可以概括如下： 
1、简要介绍翻译基本理论，以及原则性的翻译过程及环节； 
2、简要介绍对于翻译标准的争议，使学生了解一个翻译初学者所应掌握的基本功； 
3、介绍翻译技巧、翻译难点，及翻译中常见的错误，并通过实际操练和经典翻译作品的欣赏，

帮助学生掌握并有效地运用翻译技巧； 
4、翻译是艰苦的劳动，但是目的主导译文（Der Zweck heiligt die Übersetzung），通过翻译理论

与实践的传授，帮助学生逐步具备较为全面的翻译基本功底，只有具备稳劲、细劲和巧劲，才能使

翻译从机械的释义过渡到准确传达意愿的创作。 
针对上述课程目标，教学方案的设计沿袭统一线路，力求点面结合，有的放矢，使学生掌握文

章所涉及领域的知识，提升学生对该法学领域中德语语汇、语句的掌握和汉语表达能力，精准理解

与翻译文章能力。同时，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德汉笔译的

基础知识、双语翻译学习的基本原理、实战翻译技巧，了解涉及经济、文化、法律等相关翻译的基

本概念，为《法律德语》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本学期主要涉及翻译基本理论，以及有关德译汉部分的基本技巧。德汉笔译基础理论篇、德汉

翻译技巧篇和德汉翻译难点篇（包括翻译的基本理论、所需的基本功、易犯的错误、初学翻译应注

意的问题），并配以翻译训练的习作分析、实用操练练习及经典翻译作品欣赏。 
翻译实践永无止境，翻译技巧不断推陈出新，本课程重点内容在于向初学翻译的学生传导如下

内容： 
理解法（如何理解原文原意的方法，包括分层、改写、连贯等具体技巧）； 
译意法（如何措辞表达已经理解的原意的方法，包括直译、意译、借用、隐身等具体技巧）； 
组句法（如何组织译文句子的方法，包括分句、和句、增词、减词、变换此行等具体技巧）； 
修辞法（如何加工、润色译文的方法，包括斟酌措辞、润色句子、传神达意等具体技巧）； 
校阅法（如何校对自己的意味和阅读、借鉴他人的优秀译作的方法）。 
以上德-汉翻译技巧结合学生翻译习作讲评及译作欣赏贯穿本学期的教学。 
初学翻译既要避免对翻译经验与技巧视而不见，一概拒绝，我行我素；也不要不分情况和场合，

全盘接受，机械照搬。经验是经历者的体验，技巧乃一个人的技法、窍门。本学期的教学组织就是

围绕直译目的开展：一方面向学生传授翻译理论与技巧，同时，通过学生翻译习作的讲评、重点译

例分析、佳作赏析使其恰当、正确地对待并运用翻译技巧，巩固其翻译基本技能。课堂组织以教师

讲解与学生参与讨论为主要形式，每一技巧单元布置翻译作业一篇，使学生养成勤于实践，逐步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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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经验的习惯，持之以恒，可以使学生不仅掌握必要的翻译经验和常用的翻译技巧，同时锻炼其对

原文风格类型的审查和把握能力、对译文是否符合要求的鉴别能力，以及如何把握原文风格、译文

具体用途与成型译作三者有机统一的能力。 
（一） 理论及练习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风力发电厂的建设与运营为例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Windturbinen bevölkern die deutsche See 
Vattenfall und SWM bauen weiteren Offshore－Park vor Sylt 
学习目标： 
1．了解翻译基础知识，配合能源科技类文章翻译实例，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 
2．掌握翻译的基础理论，并应用到实际当中。 
作业： 
翻译德国原版能源科技类文章与选段 

知识单元 2：德汉笔译技巧讲解——以德国高速公路故意伤害刑事案件为例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Die anderen Fahrer bestrafen 
学习目标： 
1．了解德汉笔译的实战技巧。 
2．将翻译技巧应用到刑事法律的德汉翻译当中。 
作业： 
翻译德国原版刑事法律相关文章或选段 

知识单元 3：德汉笔译技巧讲解——以德国教皇本笃十六世的哲学与宗教理论与主张为例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学习目标： 
1．了解德汉笔译的实战技巧。 
2．将翻译技巧应用到文化、宗教、哲学等领域的德汉翻译当中。 
作业： 
翻译德国原版文化、宗教、哲学类文章或选段 
（二） 实践即实验教学（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

以德国风力发电厂的建设与运营为例（第一部分）。（详见下文） 
Titel: Windturbinen bevölkern die deutsche See 
Vattenfall und SWM bauen weiteren Offshore-Park vor Sylt 
Schlüsselwörter: erneubare Enegie, Windkraft, Windturbine 

2 无 

2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

以德国风力发电厂的建设与运营为例（第二部分）。（详见下文） 
Titel: Windturbinen bevölkern die deutsche See 
Vattenfall und SWM bauen weiteren Offshore-Park vor Sylt 
Schlüsselwörter: erneubare Enegie, Windkraft, Windturbine 

2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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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

以德国风力发电厂的建设与运营为例（第三部分）。（详见下文） 
Titel: Windturbinen bevölkern die deutsche See 
Vattenfall und SWM bauen weiteren Offshore-Park vor Sylt 
Schlüsselwörter: erneubare Enegie, Windkraft, Windturbine 

2 无 

4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

以德国风力发电厂的建设与运营为例（第四部分）。（详见下文） 
Titel: Windturbinen bevölkern die deutsche See 
Vattenfall und SWM bauen weiteren Offshore-Park vor Sylt 
Schlüsselwörter: erneubare Enegie, Windkraft, Windturbine 

2 无 

5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

以德国风力发电厂的建设与运营为例（第五部分）。（详见下文） 
Titel: Windturbinen bevölkern die deutsche See 
Vattenfall und SWM bauen weiteren Offshore-Park vor Sylt 
Schlüsselwörter: erneubare Enegie, Windkraft, Windturbine 

2 无 

6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刑事案件——高速公路故意伤害为
例（第一部分）。（详见下文） 
Titel: Die anderen Fahrer bestrafen 
Schlüsselwörter: Fernfahrer steht vor Gericht 

2 无 

7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刑事案件——高速公路故意伤害为
例（第二部分）。（详见下文） 
Titel: Die anderen Fahrer bestrafen 
Schlüsselwörter: Fernfahrer steht vor Gericht 

2 无 

8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刑事案件——高速公路故意伤害为
例（第三部分）。（详见下文） 
Titel: Die anderen Fahrer bestrafen 
Schlüsselwörter: Fernfahrer steht vor Gericht 

2 无 

9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刑事案件——高速公路故意伤害为
例（第四部分）。（详见下文） 
Titel: Die anderen Fahrer bestrafen 
Schlüsselwörter: Fernfahrer steht vor Gericht 

2 无 

10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首位教皇本笃十六世的哲学与宗教

理论与主张为例（第一部分）。（详见下文） 
Titel：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Schlüsselwörter: Papst Benedikt XVI, Aufklärung  

2 无 

11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首位教皇本笃十六世的哲学与宗教

理论与主张为例（第二部分）。（详见下文） 
Titel：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Schlüsselwörter: Papst Benedikt XVI, Aufklärung  

2 无 

12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首位教皇本笃十六世的哲学与宗教

理论与主张为例（第三部分）。（详见下文） 
Titel：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Schlüsselwörter: Papst Benedikt XVI, Aufklärung  

2 无 

13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首位教皇本笃十六世的哲学与宗教

理论与主张为例（第四部分）。（详见下文） 
2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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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el：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Schlüsselwörter: Papst Benedikt XVI, Aufklärung  

14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首位教皇本笃十六世的哲学与宗教

理论与主张为例（第五部分）。（详见下文） 
Titel：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Schlüsselwörter: Papst Benedikt XVI, Aufklärung  

2 无 

15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首位教皇本笃十六世的哲学与宗教

理论与主张为例（第六部分）。（详见下文） 
Titel：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Schlüsselwörter: Papst Benedikt XVI, Aufklärung  

2 无 

16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首位教皇本笃十六世的哲学与宗教

理论与主张为例（第七部分）。（详见下文） 
Titel：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Schlüsselwörter: Papst Benedikt XVI, Aufklärung 
德汉翻译理论、技巧与实际操作总结与答疑 

2 无 

注：课程内容详细说明 
1. Windturbinen bevölkern die deutsche See 
Vattenfall und SWM bauen weiteren Offshore-Park vor Sylt (1) 
1-1.  
原文：Windturbinen bevölkern die deutsche See 
      Vattenfall und SWM bauen weiteren Offshore-Park vor Sylt 
翻译：风机充斥德国海域，瓦顿伏与慕尼黑城市公共事业公司在苏特海岸前建其他海上风场。 

 Windturbine: eng. Wind turbine ≈ Windkraftanlage ① 风力发电机 
 bevölkern: ②  

a.Menschen / Tiere leben irgendwo oder ziehen in einer größeren Gruppe in ein Gebiet, um dort zu 
leben   Menschen bewohnen, besiedeln etwas z.B：Menschen bevölkern ein Land 占据 

 Stadtwerke:③  
von einer Stadt betriebene wirtschaftliche Unternehmen, die bes. für die Versorgung, den öffentlichen 

Verkehr o.Ä. der Stadt zuständig sind. 
城市公共事业，城市公用事业，市政部门 

 Of④ fshore-Park: Windpark mit den offshore-Anlagen 海上风场 
1-2. 
原文：Bis 2020 sollen sich auf deutscher See so viele Meereswindturbinen drehen, dass sie 

zusammen auf eine Kapazität von 6.5 Gigawatt kommen-so will es die Bundesregierung. 
翻译：德国政府希望，截止 2020年德国海上所运转风机的发电能力将达 6.5G瓦。 

drehen: ① 原意为“旋转”，此处译为“运转”更通顺贴切。 
Kapazität:②  

a. Ökon; die Leistungsfähigkeit einer Firma, eines Unternehmens <freie, nicht (aus)genutzte 
Kapazitäten; die Kapazität voll (aus)nutzen>（最大）营业额，（一定时间内最大的）生产能力 

b. geschr; die Masse oder Menge von etwas oder die Zahl an Personen, die in einen Raum 
hineinpassen: Das Krankenhaus hat eine Kapazität von 300 Betten 容纳能力，容积，容量  
此意也常指抽象的时间，精力，能力 
z.B: Haben Sie Kapazität, die Delegation zu betreuen？ 
c. die Fähigkeit (eines Kondensators), elektrische Ladung aufzunehmen und zu speichern 1-3. 

sichern: ① 此处译为“保障” 



6871 

etwas sichern alles tun, was nötig ist, damit etwas funktionieren oder existieren kann  
garantieren,gewährleisten   bedrohen <die Menschenrechte, die Nahrungsmittelversorgung sichern; 
seine Existenz, seine Zukunft sichern; ein gesicherter (= sicherer) Arbeitsplatz>  

z.B：Durch dieses Gerät kann die Wasserversorgung gesichert werden. 
 ans Laufen kommen: ② 开始启动，运行 

2. Windturbinen bevölkern die deutsche See 
Vattenfall und SWM bauen weiteren Offshore-Park vor Sylt (2) 
2-1. 
原文：Im Sommer kommenden Jahres sollen die Bauarbeiten beginnen, Siemens spricht von einer 

Inbtriebnahme des Parks bis Ende 2016. 
翻译：根据计划，明年夏天开始风机安装。西门子宣称，海上风场将于 2016年年末投入运行。 

Bauarbeiten① 此处翻译为“风机建造/安装工作” 
sollen② 此处作为情态动词，翻译为“根据计划”，具有 planmäßig的意思。 

③Inbtriebnahme源自短语“in Betrieb nehmen”,译为“投入运营/运行”，该名词多为合同用语。 
z.B.Die Frist zur Inbetriebnahme des Parks/der Werkstätte ist bis zum Ende von nächsten Oktober 

vereinbart worden. 
sprechen von④ 翻译为“宣布/宣称”。 

2-2. 
原文：Vattenfall hat mit einer Beteiligung von 51 Prozent die Federführung am Projekt, die 

Stadtwerke München halten 49 Prozent. 
翻译：瓦顿伏电力公司持有 51%的股份，占项目的主导地位，慕尼黑城市公共事业公司则持有

49%的股份。 
Beteligung: Beteiligen, sich beteligen an. ① 翻译为“持有的股份”。 

z.B. Jack Ma hat eine Beteiligung in Höhe von 8% an Alibaba. Er ist der 
Geschäftsführer/geschäftsführende Geschellschafter. 
翻译为“起主导地位的股东” oder besser “执行业务股东”。 
Beteligung haben/besitzen/halten 翻译为“占有/持有股份”。 

Federführung: Verantwortlichkeit, Zuständikeit innerhalb einer Dienststelle o.Ä. ② 译为“领导地
位”。 

Federführer: 起主导地位的人/论战的旗手/联名的主事者 
z.B. Vattenfall ist mit einer Beteiligung von 51% der Federführer des Projekts. 
2-3.  
原文：Auch er wird mit Siemens－Turbinen bestückt und um beide Areale effizient warten und 

betrieben zu können, wird der Münchener Elektrokonzern ein Spezialschiff zwischen den beiden Parks 
stationieren, um Techniker direkt vor Ort zu haben. 

翻译：该风场也配备有西门子风机。并且为实现对两个区域的高效养护及运营，慕尼黑电力公

司将会在两个风场之间安置一艘专用船只，以期技术人员及时到达现场。 
 bestücken: mit etw. Bestimmtem versehen, aussatten und ausrüsten①  
翻译为“配备；装配” 

 warten:(Technik)(an etw.) Arbeit② en ausführen, die zur Erhaltung der Funktionsfähigkeit von Zeit 
zu Zeit notwendig sind.翻译为“维修，养护”  stationieren: jmdn. (bes. Soldaten) an einen bestimmten ③

Ort bringen, ihn für einen Ort bestimmen ,an dem er sich eine Zeit lang aufhalten soll. 
翻译为“（军队/战士）驻扎” 
(Für einige Zeit) an einen bestimmten Ort bringen, stellen.翻译为“安置/设置” 

 vor Ort ④ 固定用法，表示（立即到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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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indturbinen bevölkern die deutsche See 
Vattenfall und SWM bauen weiteren Offshore-Park vor Sylt (3) 
3-1.  
原文：Der zuständige Vattenfall-Bereichsleiter Gunnar Groebler lobte die jüngst beschlossene 

Reform des Erneuer-Energien-Gesetzes(EEG) als Basis für diese Bauentscheidung. 
翻译：瓦顿伏电力公司现任主管 Gunnar Groebler 赞赏了最近通过的可再生能源法的改革，此

改革是丹图斯特建设决定的基石（或：建造丹图斯特风场是以该改革为基础的）。 
①翻译技巧：als的表达, 最好分成两个句子来翻译。 
z.B  bezeichnen...als.... 
     Loben...als... 
     Bestrachten...als... 
     Die Juristen kritisieren das Gesetz als unzeitgemäß.  
     法学家批评这个法律，认为是不合时宜的。 
②——Wer hat das Gesetz beschlossen? 
  ——Die Politiker/Bundestagsabgeordneten im Bundestag. 
3-2. 
原文：Die Politik habe verlässliche Rahmenbedingungen für die nun anstehenden Projekte gesetzt. 
翻译：政府的政策为等待落实的工程提供了基础条件。 

die Politik≈ die Regierung① 政府制定的政策 
anstehend, ② 在文中的含义为即将落实的项目 

 Die Reform des Gesetzes steht an. 
 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为这部法律需要改革，第二个为法律将来要进行改革（换言之改革即将

出台） 
Rahmenbedingungen ③ 框架条件，基础条件 
常搭配的动词：schaffen, stellen, setzen等，意思为订立了/提供了基础条件 
3-3. 
原文：Und wir können Offshore und sehen darin einen wesentlichen Baustein für das Gelingen der 

Energiewende in Deutschland. 
翻译：我们有能力建造海上风场，并且我们认为建造海上风场是德国能源转型获得成功的重要

基石。 
 wir ① können Offshore. Können表示有能力做，此处译为我们有能力建造海上风场或者我们有

建造海上风场的能力。  
sehen darin, ② 认为 
Gelingen der Energiewende ,③ 能源转型成功 

=Baustein dafür, dass die Energiewende in Deutschland gelingt. 
4. Windturbinen bevölkern die deutsche See 
Vattenfall und SWM bauen weiteren Offshore-Park vor Sylt (4) 
4-1. 
原文：Laut dem sogenannten Stauchungsmodell wird Meereswindstrom in den ersten acht Jahren mit 

19,4 Cent je Kilowattstunde vergütet. 
翻译：根据所谓的弹性模型，海上风电前八年每度定价为 19.4欧分。 

Stauchungsmodell,①  
Die Achse ist gestaucht, die Radscheibe verbogen.轮轴受压变形，轮片扭转。 
②vergüten, 补偿 
Der Meereswindstrom wird dem Windparkbetrieber mit 19,4/KWs vergüt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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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度 19.4欧分补偿给风场。 
5. Windturbinen bevölkern die deutsche See 
Vattenfall und SWM bauen weiteren Offshore-Park vor Sylt (5) 
5-1. 
原文：Am 1. Januar des Jahres 1991 tritt das kurz zuvor verabschiedete Stromeinspeisungsgesetz in 

Kraft. 
翻译：在 1991年的 1月 1日，不久前通过的电力并网法正式生效。 

 Stromeinspeisungsgesetz ① （电力）并网法——规定如何并网及并网后电价 
   in/auf das Stromnetz einspeisen 

 verabschiedet ② （法令，决议) 通过的，采纳的 
   Gesetz/ Verordnung/ Rechtverordnung verabschieden 

 in Kraft treten  ③ 生效 
5-2. 
原文： Es regelt erstmals die Verpflichtung der großen Elektrizitätversorgungsunternehmen, 

elekrische Energie aus regenerative Umwandlungsprozessen (Wasserkraft, Windkraft, Sonnenenergie, 
Deponiegas, Klärgas oder Biomasse) abnehmen und zu festgelegten Tarifen vergüten zu müssen.  
翻译：该法律第一次规定了大型电力供应公司的义务，即对通过可再生能源转化过程发出的电

能必须吸纳并且以确定的电价加以补偿。这些电能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垃圾填埋气，沼气，

生物能。 
 ① 简化句子，明晰句意： 

Das Gesetz regelt die Verpflichtungen der Unternehmen, Energie aus regenerativen   
Umwandlungsprozessen abzunehmen und festgelegten Preisen vergüten. 

 abnehmen ② 接受，吸纳 
vergüten 赔偿，补偿 

 Deponiegas,Klärgas ③ 和 Biomasse 的区别： 
Deponiegas 垃圾填埋气——垃圾在填埋后，主要为生物降解过程中产生的气体 
Klärgas 沼气——人畜粪便、秸秆、污水等各种有机物质，在隔绝空气和适宜的温度、PH值情

况下，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作用产生的一种可燃烧气体 
Biomasse 生物质  Biomasse-Energie (Bio-Energie) 生物能 
6. Die anderen Fahrer bestrafen (1) 
6-1. 
原文：Zur Anklage stehen 171 Fälle. 
翻译：这次起诉涉及 171起案件。 

 ① anklagen, Anklage (f,-n)用于刑事案件的起诉 
   Anklageschrift 起诉书 

 klagen② 用于民事案件的起诉 
6-2. 
原 文 ： Michael „Harry“ K. Sagte aus, er habe anderen Lastwagenfahrern einen 

„Denkzettel“ verpassen wollen, weil er bei einer Fahrt einmal von einem Autotransporter abgedrängt 
worden sei und dabei fast einen Unfall gebaut habe. 

翻译：Michael “Harry” K. 供述道，他想给其他货车司机一个教训，因为他曾经在行驶过程中
被一个货运司机挤开并因此险些酿成事故。 
� jm. Einen Denkzettel verpassen 给某人一个教训 
verpassen=unterbreiten, bereiten 施加于，造成 
z.B. Der Friseur hat mir heute eine schöne Frisur/einen schönen Schnitt verpas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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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ängen 挤 abdrängen 挤开 
� bauen不能简单翻译为“建造”，在某些情况下，bauen有“造成”的意思 
6-3. 
原文：Jetzt ist er wegen fünffachen versuchten Mordes, gefährlicher Körperverletzung und 

unerlaubten Führens von Schusswaffen angeklagt. 
翻译：现在他由于五次谋杀未遂、危险的身体伤害和非法持有枪械被起诉。 
� Versuch  m.-e 未遂 
  versuchter Mord 谋杀未遂 
  versuchter Diebstahl 盗窃未遂 
� führen除了“驾驶”和“领导”的意思，也有“持有”的意思 
  Führen des Titels 持有博士学位 
� fünfmal虽然也可以表达“五次”，但与 fünffach相比不够专业 
  fünffach也有“五倍”的意思 
  z.B. Das BIP Chinas hat in den letzten zwanzig Jahren verfünffacht. 

 jn. anklagen ④ 起诉                 gegen jn. Klagen 起诉 
  Anklagte(r) 被告    用于刑事案件  sich gegen jn. beklagen 起诉 
  Ankläger 原告                    Beklagte(r) 被告 
                                  Kläger 原告 
7. Die anderen Fahrer bestrafen (2) 
7-1. 
原文：Die Anklage wirft K. vor, auf seinen Fahrten in Deutschland und die Nachbarländern mitunter 

mehrmals am Tag auf andere Lastwagen geschossen zu haben, auf solche im Gegenverkehr und solche, 
die in seiner Richtung fuhren. 

翻译：在控词中 K.被指控，在德国和其他邻国行车过程中，有时白天多次向其他货车开枪，
其中包括与其反向行驶和同向行驶的货车。 

vorwerfen : ① 责备、指责，这里是 beschuldigen ,指控 
Lastwagen ② 货车 

 LKW=Lastkraftwagen 载重汽车、卡车    PKW=Personkraftwagen 客车 
auf ...schießen  ③ 朝……射击    auf ...ziehlen  瞄准 

  zB. Ich ziele mit einem Gewehr auf ein Schwein. 
im Gegenverkehr④ ：反向行驶 
solche, die in seiner Richtung fuhren⑤ ：之所以用第三格，是因为这个意思是：和他的方向一样

的方向行驶（是同向的） 
而 in seine Richtung fuhren：朝着他行驶的车辆 （是反向的） 
⑥在这里，控告是由检察院提出的，中间由警方调查取证执行，确定后检方提起公诉。 
Kommissar 探长、警官（一般都有搭档，他们的工作是由检察官授权的） 
7-2. 
原文：Im November 2009 soll er dabei eine Autofahrerin, die in ihrem Wagen auf der Autobahn 3 in 

Höhe der Raststätte Würzburg-süd unterwegs war, lebensgefährlich am Hals verletzt haben. 
翻译：根据控词，2009年 11月 K. 通过射击对一位女司机在脖子上造成了危及生命的伤害，

该女司机当时在 3号高速公路上行车至Würzburg南服务区附近。 
Raststätte (f)  (① 高速公路旁的)餐馆,服务中心  
in Höhe der Raststätte ② 与服务区同等水平线上，即在服务区附近 

7. Die anderen Fahrer bestrafen (3) 
8-1. 

用于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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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Die Waffen hatte er demnach in einem leeren Airbag-Fach im Führerhaus oder in einem 
Kühlfach neben dem Fahrersitz versteckt. 
翻译：据他自己承认，他把武器要么藏在驾驶室中空的防震气垫的隔层里，要么藏在驾驶座旁

的冷藏盒中。 
 Airbag① -fach: 防震气垫的隔层 
 Kühlfach: ② 冷藏盒，冷藏箱，开车时携带用于保存食物，防止温度进入或流失。 

通过 neben dem Fahrersitz 排除空调的释义。 
 demnach③ ：nach ihm selbst 

8-2. 
原文：Zumindest die Neun-Millimeter-Pistole soll aus früheren Beständen der russischen Armee in 

Deutschland stammen. 
翻译：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这把 9毫米口径的手枪来自于前驻东德苏军的军械库。 

 Bestand①  
 ⑴ 生存，存在；持续 （nur Sg） 

   etw. hat keinen Bestand 某物不能生存下去 
   etw. ist von kurzem Bestand 某物能短期生存 
   Der Bestand des Betriebes ist bedroht. 企业的生存受到威胁。 
⑵（货物、金钱或商品的）现有量，贮存数 
   *（Vorrat）存货，牲畜存栏数,此句中译为：军械库，武器库。 

 zumindest② ： 至少 
此处为一种可能性推测，即：关于前面的推测不确定，但 9mm手枪这一点据供词是确定的，

或者经过查验是可能的。 
 früheren: ③ 修饰 Armee，译为前驻东德苏军。 

8. Die anderen Fahrer bestrafen (4) 
9-1. 
原文：In einer Erklärung der Verteiligung nach einer Verhandlungspause hieß es am Montag, es sei 

zutreffend, dass ihr Mandant Schüsse aus seinem Lastwagen abgegeben habe. 
翻译：在周一的一次庭审间歇后，辩护人声明，其当事人的确从载重汽车中开枪射击了。 

 der Mandant,① -en （委托律师办案的）当事人，委托人 die Mandantin，-nen 
 das Mand② at,-e（überhangmandat） 委托（法律咨询或诉讼），委托书 
（无法直接翻译，kompliziert，typisch Deutsch） 
Ich ziehe das Mandat von Ihnen zurück. （zurückziehen 撤销） 
9-2. 
原文：Die Waffen habe er von russischen Soldaten käuflich erworben, sagte Pflichtverteidiger   

Franz-Josef Krichel. 
翻译：他的武器购自于前苏联士兵，辩护人 Franz-Josef Krichel说。 

 Pflichtverteidiger ① 法庭指定的被告辩护人（也可以是官方指定，属于法律援助 Rechtsbeihilfe
系统里） 

Verteidiger （刑法上概念）辩护人——Staatsanwalt 检察官 
                       （被告）             （原告） 

 ② 德国司法格局：三方相对独立（审判、控诉、被告），保证司法独立。 
Gericht⑴ ：neutral 
Staatsanwalt⑵  
Ang⑶ eklagter与 Rechtsanwalt一体，两者有 absolutes Vertrauen 

9.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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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Orthodoxe Kirche   Katholische Kirche  Protestantische Kirche 
 Russland  Papst    Niederlande,  
 Osteuropa    Italien,Belgien  Schweden, Norwegen 
Teil von Griechenland Spanien Dänemark,Finnland 
  Island, Luxemburg  
Frankreich und Deutschland hat eine Mischung von katholischer Kirche und protestantischer Kirche. 
10-2. 
原文：In Kirchen und unter freiem Himmel hat er gebetet, vor Hunderttausenden gepredigt und sogar 

eine Vorlesung gehalten. 
翻译：他在教堂里或是露天进行祷告，在千万民众前布道，甚至还举办了一场讲座。 

 unter freiem Himmel ① 露天 
 predigen ② 讲道，布道 
 beten③ －betete－gebetet 祷告 注意与 bitten－bat－gebeten 区别开来 

10-3. 
原文：Denn nicht Heimattümelei war das Thema seiner Reise, sondern die Verteidigung des 

christlichen Abendlands--auch gegen sich selbst. 
翻译：因为他此行的主题并不是寻求家乡情结，而是对（没落的）基督教西方世界的捍卫，（这

种捍卫）也针对他本人。 
 Heimattümelei ① 家乡情结,言必称家乡 同义词：Heimatkonplex  

类似的还有 Deutschtümelei 德意志狂（过度强调德国，德国人多强调的是 Land，实际上不注
重 Bundesrepublik） 

 Abendland ② 西方国家（不包括美国，主要指中西欧）Morgenland 中国  
 verteidig③ en/Verteidigung gegen oder schützen/Schutz vor 

10.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2) 
11-1. 
原文：Wie sein Vorgänger wandte sich Benedikt XVI.nicht allein an die Katholiken. 
翻译：像他的前任一样，本笃十六世面向的不仅是天主教徒。 
sich wenden （wandte, hat gewandte） 

 sich an jm. wenden für Hilfe① 向某人寻求帮助 
z.B．Die Kinder wenden sich an das Jugendamt für Hilfe. 

 sich an etw. wenden ≈ jm. ansprechen / an jm. appellieren ② 向...呼吁 
z.B．Die Zeitschrift wendet sich vor allem an junge Leser. 
11-2. 
原文：Die Philosophen von Philosophen von Platon bis Kant, auf die er sich in seiner Vorlesung 

bezog, nahm er als Zeugen, dass sich alle Menschen als ,, vernünftigen“ Wesen über die Grenzen von 
Kulturen und Religionen hinaus verständigen können.  
翻译：在他的讲座中提及了从柏拉图到康德等哲学家，并将其作为见证人，来见证理性的存在

是可以跨越文化和宗教的界限相互沟通的。 
 über...hinau① s 超越 
 der Zeuge ② 证人（男） 阳性弱变化名词  die Zeugin 证人（女） 

Zeugungsvernehmung 证人听审            Zeugenverhör 对证人的传讯 
 verständigen③  

z.B. Es war schwierig, sich mit dem alten,schwerhörigen Mann zu verständigen. 
 Ich konnte mich mit dem Engländer gut verständ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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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3) 
12-1.  
原文：Benedikt XVI. verteidigte nicht weniger als das Erbe der europäischen Aufklärung, das durch 

eine manichäische Scheidung der Welt in Gläubige und Ungläubige, in  „für uns“ und „gegen 
uns“ bedroht ist. 

翻译：摩尼教式地将世界划分为信徒与不信者，这种“非友即敌”的世界观使欧洲启蒙运动的遗
产受到了威胁，而本笃十六世捍卫的恰恰是这一遗产。 

nicht weniger als=gerade=nichts anderes als ① 正好，恰恰是 
das Erbe=die Erbschaft, ② -en=der Nachlass,Nachlässe 遗产 
manichäisch:③ 摩尼教的。摩尼教，发源于古代波斯，是一种带有诺底斯主义色彩的二元论宗

教。 
因此本句实际意为：Das Erbe ist durch die extremische Einstellung zum Christentum bedroht. 

der Gläubige(r) ④ 信徒     der Gläubiger,- 债权人 
Ich bin gläubig. 我信基督教。 

drohen/bedrohen⑤  
drohen为人为的恐吓、威胁  jm. mit etw. drohen 用某事威胁某人 
z.B. Er droht dem Mann, seinen Sohn zu töten. 
=Er droht dem Mann, indem er seinen Sohn töten wird. 
=Er macht ihm eine Drohung, dass er seinen Sohn töten wird. 
bedrohen为客观情况（灾难等）使某人受到威胁 
z.B. Die Tierart wird von der Dürre bedroht. 这个物种因干旱而频临灭绝。 
12-2. 
原文：Nicht die malerische Kulisse der bayerischen Alpen bildet den Hintergrund, vor dem seine 

Ansprachen zu lesen sind, sondern die Reden und Briefe der Mächtigen der Welt, von Ahmadineschad bis 
Bush. 

翻译：要解读他的讲话并不是以巴伐利亚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为背景，而是基于从内贾德到

布什这样的当今世界当权者的言论和书信。 
或：他讲话的背景/基调并非是巴伐利亚风景如画的阿尔卑斯山，而是从内贾德到布什这样的

当今世界当权者的言论和书信。 
die Kulisse,① -n 舞台布景，背景 hinter den Kulissen 幕后 

den Hintergrund bilden= den Hintergrund ausmachen 
die Ansprache vortragen/vorlesen ② 发表讲话 
Islamismus③ 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较为极端； 

Moslem则为较为温和的伊斯兰教。 
12-3. 
原文：Freilich sieht Benedikt den universalen Anspruch christlich-aufgeklärten Denkens nicht nur 

von außen gefährdet, sondern auch von innen. 
翻译：但是本笃十六世认为基督教启蒙思想的广泛要求不仅从外部也从内部受到了威胁。 

den Anspruch gefährdet sehen ① 认为要求受到威胁 
etw. irgendwie sehen  
z.B. Sie sieht ihre Position gefährdet.=Sie hält ihre Position für gefährdet. 她认为自己的位置受到

了威胁。 
12.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4) 
13-1. 
原文：Sie laüft Gefahr zu ein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zu werden. Die aber reicht nicht aus,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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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t leben zu können. 
翻译：它（纯粹理性）有演变为机械；理性的危险。然而要生活得好纯粹理性还是不够的。 

Gefahr/laufen ① 有...的危险，面临...的危险， 
例：Gefahr lafen,einen Fehler zu machen.冒着犯错误的危险 
文中，zu einer „in-strumentellen“ Vernunft zu werden作的是 Gefahr的定语, zu werden表示强调

过程和趋势。 
 instrumentellen ② 机械的；工具化的；古板化的 

延伸：das Instrument工具 instrumentalisieren 
①农业工业化②为...配器 安装乐器③利用，开发 

 genügen③ 、reichen和 ausreichen 
13-2. 
原文：Für die Selbstbeschränkung der Vernunft fand der Papst in den vergangen Tagen viele 

Ausdrücke. 
翻译：在过去的几天里教皇提出了许多用于理性自我约束的便于记忆的语汇。 

einprägsam ① 便于记住的，朗朗上口的 (und häufig reimend) 
词源：einprägen v.牢记；铭记；模压，冲压 

die Selbstbeschränkung② 自我约束  
近义词：Die Disziplin 自律，自我约束，自觉纪律。 
词源： Die Beschränkung 限制  
13-3. 
原文：Er sprach von „Schwerhörigkeit gegenüber Gott” und der „Verkürzung des Radius der 

Vernunft” und verdeutlichte so in mal einfacher, mal hoher Sprache, was er in den zurückliegenden Jahren 
immer mit dem Wort von der „Diktatur des Relativismus” bezeichnet hatte. 

翻译：他提到了“对于上帝话语的充耳不闻”以及对于“理性适用范围的缩减”，并且以时而简单，
时而高雅的语言具体阐释了他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提到的“相对主义的独裁”这一概念。 

 mal einfacher, mal hoher....mal....mal...① 时而...时而.... 
 der Radius ② 半径。在这里引申为范围。 
 zurückliegenden ③ 发生在过去的 

词源：zurück/liegen:属于过去；发生在过去 
【例句】Das Ereignis lag fünf Jahre zurück 这件事发生在五年前。 
④相对论：Theories des Relativismus/Relativitätstheorie 
狭义相对论 Spezielle Relativitätstheorie 广义相对论 Allgemeine Relativitätstheorie 

 die Verkürzung/ die Kürzung⑤ ，词源是 verkürzen/ kürzen 
13.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5) 
14-1. 
原文： Die Grundlagen der Zivilisation stehen auf dem Spiel, wenn das Streben nach 

wissenschaftlich-technischem Fortschritt und nach individueller Freiheit auch die Sphre jener Güter und 
Werte erfaßt die der Verfügung des Meschen über sich selbst entzogen sein muß, sei es am Beginn des 
menschlichen Lebens oder an seinem Ende. 

翻译：当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席卷到必然摆脱人性的支配的精神价值领

域和物质财富领域时，无论是在生命的开始还是到生命的终止，文明的基础必然会受到威胁。 
Verfügung:（有权）支配，利用，使用；（官方或法庭的）指令，命令，指示 
          Verfügung über sich[selbst]① 支配 
            Verfügung über eine Sache 处分权，支配权 
          gerichtliche Verfügung/Befehl ② 法庭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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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fügen：(vt)（官方）制定，规定，命令，宣布决定； 
          (vi) über jmdn.[etw.]支配，使用；占有，具有 
14-2. 
entziehen：  entziehen jm. eine Sache ① 从某人处剥夺，抢走某物 
             jm. das Blut entziehen 从某人身上抽血 
           ② 避开,逃避,摆脱 
             [例] Der Fehler hat sich meiner Aufmerksamkeit entzogen. 
             这个错误没有被我意识到。 
14-3. 
erfassen:  ① 握住,抓住  
           jmds. Hand, Arm erfassen 抓住某人的手、胳膊 
         ② 向…心头袭来，席卷，遍及  
           von Abscheu, Ekek erfasst sein 内心充满反感 
         ③ 领会,理解,掌握 
           Er erfasst die Lage mit einem Blick. 他一眨眼就看清了局面 
         ④ 向…列入，把…包括进去，把…考虑进去 
           Alle schulpflichtigen Kinder wurden in der Liste erfasst. 
           所有学龄儿童都已列入名单。 
14.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6) 
15-1. 
原文：In der antiwestlichen Stimmung, die sich rund um den Globus breitmacht, sieht Benedikt 

vielmehr einen Reflex jenes Verständnisses von Vernunft und Freiheit, das Religion und Glauben als 
irrational und vorwissenschaftlich ansieht und so dem „Zynismus“ Tür und Tor öffnet. 

翻译：本笃十六世认为，这种反西方情绪在全球广为蔓延的背景下，更确切地说反映了（一种）

对理性和自由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把宗教和信仰看做是不理智的、未经启蒙的，而且为所谓的“犬
儒主义”大开其门。 
① In der Stimmung sieht er etw. 
=Er beachtet etw. als etw. 
② sich breitmachen=sich verbreiten 
③ einen Reflex jenes Verständnisses也可写成 einen Reflex von dem Verständnis 
二格用法与 von用法虽然可以互换，但德国人更多使用二格 
④ der Zynismus→zynisch adj. 原意“讽刺”，这里指“犬儒主义” 
维基释义：今天的犬儒主义和派生的形容词，指玩世不恭地尤其是一种态度、 方式的思考和

行动，主要特点是尖刻的嘲笑并常常故意无视别人的感情或社会习俗。 
（In der heutigen Umgangssprache bezeichnet Zynismus sowie das abgeleitete Adjektiv zynisch vor 

allem eine Haltung, Denk- und Handlungsweise, die durch beißenden Spott geprägt ist und dabei oft 
bewusst die Gefühle anderer Personen oder gesellschaftliche Konventionen missachtet.） 

15-2. 
原文：Mit diesem Gedanken hat der Papst seiner Diagnose der Krise des Westens eine neue Richtung 

gegeben und sie nochmals verschärft. 
翻译：在这种思想下，教皇就其为西方危机所作出的诊断给出了新的方向，并一再强调该方向

不断增强的趋势。 
① 句子结构可以简化为 Er hat seiner Diagnose eine Richtung gegeben.可以理解为“在诊断西

方危机的过程中给出新方向” 
② seiner Diagnose der Krise des Westens 两个二格连用是可以接受的，但要避免三个或更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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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连用的状况 
③ Diagnose →diagnostizieren v. 
15-3. 
原文：Was als Kluft zwischen westlichen Werten und politischer Wirklichkeit erscheint, ist nicht 

Ergebnis einer westlichen Doppelmoral, die mittlerweile auf ihre Unheber zurückfiele. 
翻译：存在于西方价值观和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裂痕，并不是西方双重道德标准的结果。这种

双重道德应归咎于其当时的首倡者。 
① die Kluft深渊；鸿沟 
Die Kluft zwischen （den）Armen und（den）Reichen verschärft sich von Tag zu Tag. 
=Die Schere（剪刀差）klafft（vi.裂开，张开） zunehmend auseinander von etwas. 
.贫富差距日益加大。 
② Doppelmoral, die mittlerweile中的 die指前文 Doppelmoral，即双重道德 
③ der Urheber可译为倡议人；发起人；原创者 
Urheber≠Urheberrecht，前者指写作人，后者指知识产权（签合同后，产权归于签订合同人） 
④ auf etw. Zurückfallen归咎于，由谁负责 
16.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7) 
16-1. 
原文：Das wäre zu einfach. Vielmehr sieht der Papst hier wie dort, im vermeintlich christlichen 

Westen wie in der Welt des Islam, Bewegungen am Werk, die nichts wissen wollen von den vernünftigen 
Maßstäben des guten und wahren Lebens, zu denen auch gehöre, das Heilige zu achten. 

翻译：那样就太简单了。不管是在人们印象中的/观念中的信基督教的西方此处，还是指彼处
的伊斯兰教世界，教皇看到的不如说是一些日益流行/日益扩张/日嚣尘上（程度递进）的趋势，这
些趋势对善与真生活的理性标准（包括敬畏神灵）置若罔闻。 
① hier wie dort中，hier指 in westlicher Welt，=hiesig本地的、地方性的；dort 指 in der Welt 

des Islam 
② im vermeintlich christlichen Westen中 vermeintlich可解释为（主观）想象的、假定的，此

处可译为人们印象中的，是一个比较难翻译的词 
③ Bewegungen am Werk=Bewegungen im Feldzug，意为“在运动中的” 
④ das Heilige zu achten中 achten不是 achten auf注意、关照用法，而是 “尊重” 
Achtung！立正 
16-2. 
原文：Sechs denkwürdige Tage hat Papst Benedikt seine bayerische Heimat besucht, in deren 

Frömmigkeit er tief wurzelt ist. 
翻译：在过去值得纪念的六天里，本笃十六世拜访了他在巴伐州的家乡，他深受家乡虔诚（信

仰）的耳濡目染。 
① in deren Frömmigkeit中 deren指前文的 Heimat，即 in der Frömmigkeit seiner Heimat 
② in D tief verwurzelt sein 根植于  
原文：Vor diesem persönlichen, ob seines fortgeschrittenen Alters mitunter melancholisch gefärbten 

Hintergrund hat Benedikt seinem Pontifikat ein theologisches und politisches Profilgegeben, das in die 
Zukunft weist. 

翻译：在这一个人的、因高龄间或带忧郁色彩的背景之下，本笃十六世为他的任期勾勒了一套

指向未来的神学政治体系。 
① ein Profil geben此处译为动词，勾勒 
das Profil侧面像；（轮胎上）凹凸的花纹；鲜明的特征 
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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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德语》、 《高级德语》 
后续课程：《法律德语（一）》、 《法律德语（二）》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德汉笔译基础理论与技巧。 
难点：德汉笔译实际操作。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发现教学法。 
2. 自学辅导教学法。 
3. 尝试教学法 
教学手段： 
1. 直观教学手段。 
2. 电化教学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普通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视实际情况具体操作。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笔译教学特点， 从报刊书籍中有的放矢地精选各专业类别文章及

参考王京平主编的《新德汉翻译教程》等教材，并通过课堂记录，进一步系统整合，梳理语言点和

知识点。计划今后自主编写相关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新德汉翻译教程，王京平，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 1月版。 
（二）推荐参考书 
2. 德汉翻译基础教程，张建琪，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 4月。 
3. 德汉翻译教程，杨寿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 4月。  

执笔：王强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5日 

 

德-汉笔译 
German-Chinese Translation (2) 

课程号：3080102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德-汉翻译（二）为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本科三年级学生第二学期的专业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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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意义上的翻译是使不同语言的民族、人员之间彼此进行交流、沟通的手段、桥梁，是把一

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社会活动。而外语学习的目的归根结底在于译（口译或笔译），把外语

作为工具，或译入或译出，达到交流、沟通的目的。本课程将对德汉翻译中的常识、技巧和难点作

简要的阐述基础之上，配以翻译的实例，让学生实际操练，使他们从中不仅学到翻译的基本技巧，

更让他们清楚翻译的成败取决于诸多主客观的因素和条件，不仅需要掌握相关的翻译基本知识，更

要有大量的翻译实践。学会认真准备、细心理解、着力润色、连贯平衡。 
本课程主要分为两部分：德汉翻译基础理论篇、德汉翻译实战篇，并配以翻译训练的习作分析、

实用操练练习及经典翻译作品欣赏。本大纲将为此学期德汉翻译课程的展开提供教学和学习的依

据。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根据《德语专业本科教学计划》的要求，本学期《德汉笔

译（二）》课程针对德国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等方面细分专业领域进行文章选材与课程设置，

所涉及细分领域包括德国教育改革背景分析及有关词汇、亚马逊公司税收政策调整及相关语汇、德

国北威州对国家遗产的处理及相关表达、德国福利市场经济历史简介及现状、德国生态产品标签及

背景介绍等。课程旨在用德语向学生传授相关领域专业知识、使其掌握相关领域德、汉双语语汇，

培养学生用德语表达相关知识、精准翻译，并掌握相应德文综合表达等综合能力。其教学目标可以

概括如下： 
1、简要介绍翻译基本理论，以及原则性的翻译过程及环节； 
2、简要介绍对于翻译标准的争议，使学生了解一个翻译初学者所应掌握的基本功； 
3、介绍翻译技巧、翻译难点，及翻译中常见的错误，并通过实际操练和经典翻译作品的欣赏，

帮助学生掌握并有效地运用翻译技巧； 
4、翻译是艰苦的劳动，但是目的决定译文（Der Zweck heiligt die Übersetzung），通过翻译理论

与实践的传授，帮助学生逐步具备较为全面的翻译基本功底，只有具备稳劲、细劲和巧劲，才能使

翻译从机械的释义过渡到准确传达意愿的创作。 
针对上述课程目标，教学方案的设计沿袭统一线路，力求点面结合，有的放矢，使学生掌握文

章所涉及领域的知识，提升学生对该法学领域中德语语汇、语句的掌握和汉语表达能力，精准理解

与翻译文章能力。同时，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德汉笔译的

基础知识、双语翻译学习的基本原理、实战翻译技巧，了解涉及经济、文化、法律等相关翻译的基

本概念，为《法律德语》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本学期主要涉及翻译基本理论，以及有关德译汉部分的基本技巧。德汉笔译基础理论篇、德汉

翻译技巧篇和德汉翻译难点篇（包括翻译的基本理论、所需的基本功、易犯的错误、初学翻译应注

意的问题），并配以翻译训练的习作分析、实用操练练习及经典翻译作品欣赏。 
翻译实践永无止境，翻译技巧不断推陈出新，本课程重点内容在于向初学翻译的学生传导如下

内容： 
理解法（如何理解原文原意的方法，包括分层、改写、连贯等具体技巧）； 
译意法（如何措辞表达已经理解的原意的方法，包括直译、意译、借用、隐身等具体技巧）； 
组句法（如何组织译文句子的方法，包括分句、和句、增词、减词、变换此行等具体技巧）； 
修辞法（如何加工、润色译文的方法，包括斟酌措辞、润色句子、传神达意等具体技巧）； 
校阅法（如何校对自己的意味和阅读、借鉴他人的优秀译作的方法）。 
以上德-汉翻译技巧结合学生翻译习作讲评及译作欣赏贯穿本学期的教学。 
初学翻译既要避免对翻译经验与技巧视而不见，一概拒绝，我行我素；也不要不分情况和场合，

全盘接受，机械照搬。经验是经历者的体验，技巧乃一个人的技法、窍门。本学期的教学组织就是

围绕直译目的开展：一方面向学生传授翻译理论与技巧，同时，通过学生翻译习作的讲评、重点译

例分析、佳作赏析使其恰当、正确地对待并运用翻译技巧，巩固其翻译基本技能。课堂组织以教师

讲解与学生参与讨论为主要形式，每一技巧单元布置翻译作业一篇，使学生养成勤于实践，逐步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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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经验的习惯，持之以恒，可以使学生不仅掌握必要的翻译经验和常用的翻译技巧，同时锻炼其对

原文风格类型的审查和把握能力、对译文是否符合要求的鉴别能力，以及如何把握原文风格、译文

具体用途与成型译作三者有机统一的能力。 
（一） 理论及练习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报刊广告文章生态产品标签及背景介绍为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Bio-Produkte auf die Sie vertrauen können！ 
学习目标： 
1．了解翻译基础知识，配合广告类文章生态产品标签翻译实例，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 
2．掌握翻译的基础理论，并应用到实际当中。 
作业： 
翻译德国原版广告类文章与选段 

知识单元 2：德汉笔译技巧讲解——以德国福利市场经济历史简介及现状为例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Markt auf den Lippen 
学习目标： 
1．了解德汉笔译的实战技巧。 
2．将翻译技巧应用到经济类的德汉翻译当中。 
作业： 
翻译德国原版经济类文章或选段 

知识单元 3：德汉笔译技巧讲解——以德国教育体制改革背景、实施与影响为例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Wut,Ärger,Verzweiflung” 
—Die Arbeiten am neuen Bildungsplan in Baden-Württemburg laufen holprig 
学习目标： 
1．了解德汉笔译的实战技巧。 
2．将翻译技巧应用到教育类领域的德汉翻译当中。 
作业： 
翻译德国原版教育类文章或选段 

知识单元 4：德汉笔译技巧讲解——以德国北威州对国家遗产处理的法律分析为例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Mülldeponie und Kioske NRW erbt jedes Jahr Millionen 
学习目标： 
1．了解德汉笔译的实战技巧。 
2．将翻译技巧应用到遗产法与继承法领域的德汉翻译当中。 
作业： 
翻译德国原版法律类文章或选段 

知识单元 5：德汉笔译技巧讲解——以德国法律从业者的工资制定、改革与评价为例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An der Schmerzgrenze der Prädikatsjuri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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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德汉笔译的实战技巧。 
2．将翻译技巧应用到社会政策相关领域的德汉翻译当中。 
作业： 
翻译德国原版社会评论类文章或选段 
（二） 实践即实验教学（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要求简介，课程设置简介，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

国报刊广告文章中生态产品标签及背景介绍为例。（详见下文） 
Titel: Bio-Produkte auf die Sie vertrauen können！ 
Schlüsselwörter: Bio-Produkte, Bio-Siegel, ökologisch 

2 无 

2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福利市场经济历史简介及现状

为例（第一部分）。（详见下文） 
Titel: Markt auf den Lippen 
Schlüsselwörter:Rente、Energiewende 

2 无 

3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福利市场经济历史简介及现状

为例（第二部分）。（详见下文） 
Titel: Markt auf den Lippen 
Schlüsselwörter:Rente、Energiewende 

2 无 

4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教育体制改革背景、实施与影

响为例（第一部分）。（详见下文） 
Titel : “Wut,Ärger,Verzweiflung”—Die Arbeiten am neuen 
Bildungsplan in Baden-Württemburg laufen holprig 
Schlüsselwörter: der neue Bildungsplan、Schulreform 

2 无 

5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教育体制改革背景、实施与影

响为例（第二部分）。（详见下文） 
Titel : “Wut,Ärger,Verzweiflung”—Die Arbeiten am neuen 
Bildungsplan in Baden-Württemburg laufen holprig 
Schlüsselwörter: der neue Bildungsplan、Schulreform 

2 无 

6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教育体制改革背景、实施与影

响为例（第三部分）。（详见下文） 
Titel : “Wut,Ärger,Verzweiflung”—Die Arbeiten am neuen 
Bildungsplan in Baden-Württemburg laufen holprig 
Schlüsselwörter: der neue Bildungsplan、Schulreform 

2 无 

7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教育体制改革背景、实施与影

响为例（第四部分）。（详见下文） 
Titel : “Wut,Ärger,Verzweiflung”—Die Arbeiten am neuen 
Bildungsplan in Baden-Württemburg laufen holprig 
Schlüsselwörter: der neue Bildungsplan、Schulreform 

2 无 

8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教育体制改革背景、实施与影

响为例（第五部分）。（详见下文） 
Titel : “Wut,Ärger,Verzweiflung”—Die Arbeiten am neuen 
Bildungsplan in Baden-Württemburg laufen holprig 
Schlüsselwörter: der neue Bildungsplan、Schulreform 

2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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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北威州对国家遗产处理的法律

分析为例（第一部分）。（详见下文） 
Titel: Mülldeponie und Kioske NRW erbt jedes Jahr Millionen 
Schlüsselwörter: Erbschaft 

2 无 

10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北威州对国家遗产处理的法律

分析为例（第二部分）。（详见下文） 
Titel: Mülldeponie und Kioske NRW erbt jedes Jahr Millionen 
Schlüsselwörter: Erbschaft 

2 无 

11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北威州对国家遗产处理的法律

分析为例（第三部分）。（详见下文） 
Titel: Mülldeponie und Kioske NRW erbt jedes Jahr Millionen 
Schlüsselwörter: Erbschaft 

2 无 

12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北威州对国家遗产处理的法律

分析为例（第四部分）。（详见下文） 
Titel: Mülldeponie und Kioske NRW erbt jedes Jahr Millionen 
Schlüsselwörter: Erbschaft 

2 无 

13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北威州对国家遗产处理的法律

分析为例（第五部分）。（详见下文） 
Titel: Mülldeponie und Kioske NRW erbt jedes Jahr Millionen 
Schlüsselwörter: Erbschaft 

2 无 

14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法律从业者的工资制定、改革

与评价为例（第一部分）。（详见下文） 
Titel: An der Schmerzgrenze der Prädikatsjuristen 
Schlüsselwörter: Prädikatsjuristen, Gehalt 

2 无 

15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法律从业者的工资制定、改革

与评价为例（第二部分）。（详见下文） 
Titel: An der Schmerzgrenze der Prädikatsjuristen 
Schlüsselwörter: Prädikatsjuristen, Gehalt 

2 无 

16 

德汉笔译基础理论讲解，以德国法律从业者的工资制定、改革

与评价为例（第三部分）。（详见下文） 
Titel: An der Schmerzgrenze der Prädikatsjuristen 
Schlüsselwörter: Prädikatsjuristen, Gehalt 
德汉翻译理论、技巧与实际操作总结与答疑 

2 无 

注：课程内容详细说明 
1. Bio-Produkte auf die Sie vertrauen können！ 
1-1.  
原文：Bio-Produkte auf die Sie vertrauen können！ 
翻译：您可以信任的绿色产品。 

Bio① -Produkt: 可以翻译为“有机，生态，绿色产品” 
vertrauen: vi. j② -m vertrauen ; auf j-n/etw. vertrauen  

1-2. 
原文：Lidl bietet Ihnen mit den Bioness-Produkten ein breites Angebot an Artikeln, die mit dem 

Bio-Siegel ausgezeichnet sind. 
翻译：丽德超市为您提供众多的有机产品以供选择，这些产品均有生态产品标识。 

bieten & anbieten: bieten① 多用于跟交易有关的范畴，例如 einen Preis bei einer Versteige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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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eten, 而 anbieten的用途则更加广泛，表示提供，供给。 
Angebot: ②  

(1)供给（市场），较为抽象的含义，与“需求”相对应。 
例如 das Angebot überwiegt der Nachfrage, Angebot an etw.(D.) 
(2)提供的产品（具体） Angebot an etw.(D.) 

auszeichen: ③  
（1）表明...的价格，将...打上记号，kennzeichnen/markieren 
（2）表彰，奖励，奖赏，表扬 j-n mit einem Orden auszeichnen 
(3) 使突出，使出众，使出色 
a. Sein Mut zeichnet ihn gegenüber allen anderen aus. 
b. sich durch Entschlossenheit auszeichnen 
1-3. 
原文：Alle Bioness-Produkte werden streng nach den Richtlinien der EG-Öko-Verordnung produziert 

und kontrolliert. 
翻译：所有的生态产品均严格地按照欧盟绿色产品条例的标准进行生产和监管。 

nach den Richtlinien: ① 在此处并无实际意义，可译为“按照...的标准” 
EG② -Öko-Verordnung：此处的 Verordnung的效力并不如 Gesetz，可译为“法案，条例”。 
kontrollieren③ ：在此处可译为“监督，监管”，即 überwachen 

2. Markt auf den Lippen (1) 
2-1. 
原文：Die zentralen Projekte Rente und Energiewende wecken Zweifel.  
翻译：目前最重要的项目退休金和能源转型引发了质疑。 
Elektroauto 电动轿车       Elektromotor  电动机       Verbrennungsmotor 内燃机 
2-2. 
原文：Beide verstoßen eklatant gegen Stützpfeiler einer auf privatem Leistungs- und Gewinnstreben 

fundierten Ordnung .  
翻译：这两者公然（显然）撼动了以追逐个人绩效及盈利为基础的秩序支柱。 
auf ... fundieren /basieren 以...为基础 
Er hat (ein) fundiertes Wissen über deutsche Geschichte. 扎实的知识基础 
2-3. 
原文：So hat Angela Merkel zwar abermals beschworen, dass derjenige , der Risiken eingehe, nicht 

nur die Gewinne einstreichen dürfe, sondern auch für Verluste haften müsse . 
翻译：因此默克尔总理再一次地强调，承担风险的人，不仅能够允许获得利润，而且必须为亏

损负责。 
 beschwören: ① 对...发誓、起誓，这里是 betonen 强调的意思 
 Der Risiken eingehe ② 承担风险的人，冒险的人 

   Eingehen :1 auf ... eingehen =forschen 研究 
             2 Risiko eingehen.   承担风险 

 einstreichen : ③ 获得取得。 ～+ Gewinne 
2-4. 
原文：Doch dieses Gebot wird ja nicht nur durch die Banken verletzt, sondern auch im 

Energiesektor. 
翻译：但是这一原则不仅在银行领域、而且在能源领域也被违背了。 
Gebot verletzen/einhalten 违背/遵循 规定 
Gebot : 规定，指定，命令（带有强制性）根源是 “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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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 摩西十戒 die zehn Gebote Mose  
gebieten : 命令，要求 
3. Markt auf den Lippen (2) 
3-1. 
原文： Das Rentengesetz schwächt auch den Willen zu privater Anstrengung und Eigenvorsorge, und 

zwar gleicht doppelt: Die Zusatzausgaben für die Rentner beschneiden die Einkommen und damit die 
Möglichkeiten der Jüngeren, sich privat abzusichern.  
翻译：新退休金法削弱了个人努力和自我预先保障的意愿，并且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即：新

退休金法对退休人员的支出增加削减了未退休人员的可支配收入，并因此减少了其自我保障的可能

性。 
① die Möglichkeiten der Jüngeren 
此处意思为：未退休人员/正在工作的人。 
②  und zwar 即，也就是说，更确切地说。 
z.B.  
Gott aber hat ganz eindeutig erklärt, daß er uns das ewige Leben schenkt, und zwar nur durch seinen 

Sohn Jesus Christus.  
Die Peking Oper ist in der mittleren Qing-Zeit, nämlich im 18. Jahrhundert entstanden, und zwar in 

Anhui. 
③ 

 
3-2. 
原文：Und der erweiterte Weg in den Vorruhestand sowie die in Aussicht gestellte höhere Rente für 

Geringverdiener sind Anreize, sich generell noch stärker auf den Staat zu verlassen.  
翻译：提前退休机会的增多以及低收入者的退休金在未来可能上涨，这些都使人更普遍地想更

多地依靠国家。 
 der Vorruhestand ① -freiwilliger vorzeitiger Ruhestand 

in den V. gehen ; jmdn. in den V. schicken. 提前退休 
 in Aussicht stellen ② 计划中的 
 generell ③ 普遍的 
 sich auf …verlassen ④ 信赖，指望 

z.B. 
Auf ihn kann man sich verlassen. 对他是可以信赖的。 
Verlass dich drauf! / Worauf du dich verlassen kannst!  [口]这事你就放心吧！、 
4. “Wut, Ärger, Verzweiflung”—Die Arbeiten am neuen Bildungsplan in Baden-Württemburg laufen 

holprig (1) 
4-1. 
原文：“Wut, Ärger, Verzweiflung”—Die Arbeiten am neuen Bildungsplan in Baden-Württemburg 

Gehalt 

Netto 
Einkommenn 

Versicherung 

Kranken 

-versicherung 

Arbeitslosen 

-versicherung 

Renten 

-versicherung 

Steu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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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fen holprig 
翻译： “愤怒、不快、绝望”——巴符州制订新的教育草案举步维艰 
� an etwas arbeiten 
  Arbeit an etwas 
� holprig  （道路）坑坑洼洼 
4-2. 
原文：Gezielt, geräuschlos und geschickt bemüht sich der baden-württembergische Kultusminister 

Andreas Stoch(SPD) vor dem Beginn des Wahlkampfes darum, möglichst alle Schlaglöcher der 
grün-roten Bildungspolitik auszubessern. 
翻译：巴符州文教部长 Andreas Stoch(SPD)有目的地、静悄悄地、精明地在选举开始前努力改

善绿红执政联盟教育政策的所有漏洞。 
�Kultusminister译为“文教部长”，掌管教育、文化事务，德语中虽有  Bildungsminister这一单

词，但德国没有意同“教育部长”这样的职位 
� das Loch flicken/ausbessern  补洞（ausbessern应用的范围更广，可指消除铁锈） 
4-3. 
原文：Und Stoch handelt－unausgesprochen－nach dem alten Diktum, dass eine Regierungspartei in 

der Bildungspolitik schon viel erreicht hat, wenn das Spiel unentschieden ausgeht. 
翻译：Stoch 心照不宣地信奉着这一条古老的执政格言——一个执政党在教育政策的角逐中如

果以平局收场，那就已经算成就很大了。 
� aussprechen－ausgesprochen－unausgesprochen 
  公开宣称    立场鲜明      心照不宣 
  ausgesprochen=deutlich/stark/mit klar gezogener Linie 
� unentschieden  平局 
  z.B.  A und B trennen unentschieden voneinander. 
  Unentschieden ausgehen/ausfallen  以平局结束 
� Oppositionspartei=Partei an der Opposition  反对党 
5. “Wut,Ärger,Verzweiflung”—Die Arbeiten am neuen Bildungsplan in Baden-Württemburg laufen 

holprig (2) 
5-1. 
原文：58 Prozent beurteilen nach einer von der SPD-Fraktion in Auftrag gegebenen Umfrage die 

grün-rote Bildungspolitik negativ. 
翻译：由社民党州议会党团委托所做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58%的民众不看好红绿联盟在巴符

州的教育政策。 
Auftrag: die Anweisung zur Erledigung einer Aufgabe  ① 任务，委托 

etwas in Auftrag geben 委托 
die Umfrage in Auftrage geben = die in Auftrag gegebene Umfrage 
受委托所做的民意调查 
eine Ausschreibung in Auftrag geben  委托招标 
jm einen Auftrag geben/erteilen，etwas zu tun 
= jm eine Arbeit geben, etwas zu tun  
= jn beauftragen, etwas zu tun    
委托某人做某事 
Er beauftragt mich, die Aufgabe zu erfüllen. 
Er beauftragt mich mit der Erfüllung der Aufgabe. 

Fraktion: die②  Gruppe aller Abgeordneten einer Partei im Parlament 议会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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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 Fraktion 和 Bildungspolitik 均指巴符州的党团和教育政策。 
5-2. 
原文：Stochs wichtigste Korrekturen waren, den Realschulen Bestandsschutz zuzusichern und sie mit 

mehr Lehern besser auszustatten sowie Norber Zeller, den Stabsstellenleiter für die Gemeinschaftsschulen, 
in den Ruhestand zu schicken. 

翻译：Stoch 最重要的修正是确保实科中学的生存空间，并且给他们配备更好的师资，以及责
令综合学校主管退休。 

Stabsstelle: aus einem Stab bestehende Leitungsinstanz ohne eigene Entscheidungskompetenz① 主

管，参谋 
Stabschef  参谋长 

jn in de② n Ruhestand schicken  让...退休 
zusichern③ —sichern—versichern 

versichern: jm erklären, dass etwas ganz so sicher ist, wie man es gesagt hat.   ≈ betreuen   保证，
担保 

Ich versicherte Ihnen die Eintrittskarte für dieses Spiel. 
Ich versicherte Ihnen, dass ich Ihnen die Eintrittskarte für dieses Spiel besorgte. 
zusichern: jm versprechen, dass er etwas bekommen wird. 
向...允诺，保证，答应 
jm etwas vertraglich zusichern 以合同形式向某人承诺某事 
sichern: alles tun, was nötig ist, damit etwas funktionieren oder existieren kann. ≈ garantieren 

gewährleisten （反义词 bedrohen） 确保，保障 
seine Zukunft sichern 保障他的未来 
eine gesicherte Arbeit 一份有保证的工作 
区分例句： 
Der Mann versichert der Frau den Unterhalt. 
Die Frau hat sich den Unterhhalt nicht gesichert. 
Der Mann sichert der Frau Unterhalt zu. 
6. “Wut,Ärger,Verzweiflung”—Die Arbeiten am neuen Bildungsplan in Baden-Württemburg laufen 

holprig (3) 
6-1. 
原文：Der Bildungsplan für das Fach Geschichte sei zum Beispiel völlig überfrachtet, die Stofffülle, 

die zum Beispiel für Klasse 8 vorgesehen sei, lasse sich noch nicht einmal in zwei Schuljahren abarbeiten. 
翻译：例如说，历史专业的教学计划完全过量，就拿给八年级规定的授课内容来讲，甚至两年

也学不完。 
Stofffülle: Stoff +Fülle  ① 规定授课内容，应授课内容，课程量 
noch nicht einmal  ② 甚至…还不… 
lasse sich noch nicht einmal in zwei Schuljahren abarbeiten③  

= werde/ könne noch nicht einmal in zwei Schuljahren abgearbeitet/ abgearbeitet werden 
abarbeiten: aufnehmen  ④ 完成，弄完，做完 
Klasse  ⑤ 年级 

提问：In welchem Jahrgang bist du?/ Welche Klasse bist du? 
vorsehen  ⑥ 计划，预先规定 

6-2. 
原文：Außerdem sei die Arbeitsfassung “ fachwissenschaftlich seit Jahrzehten” überholt und 

ausgesprochen “ ideologisch geprä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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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除此之外，从专业学科上来讲，教学大纲数十年来都处于落后状态，并且深深打上了意

识形态的烙印。 
Arbeitsfassung  ① 教学大纲 
ausgesprochen: ziemlich, deutlich, stark②  
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烙印： Sozialismus mit chinesischer Prägung 
6-3. 
原文：Wichtige Themen, die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den vergangen Jahren hinzugekommen 

seien - Kategorien wie Alltag, Kultur oder auf Anregung der französischen Annales-Schule etwa 
Mentalitäten-, fehlten im neuen Bildungsplan für den Geschichtsunterricht.  
翻译：在过去几年中加入历史学中的重要话题，例如日常生活，文化或者受法国年鉴学派所倡

导的心性等范畴，在新的历史课的教学计划中没有体现。 
hinzugekommen ① 原型：hinzukommen 添加 

特殊用法：Hinzukommt（另外）, dass … 
auf Anregung  ② 受…倡导 

  auf Anregung der Person = auf seine Anregung 
Annales③ -Schule  年鉴学派 

Die Annales-Schule ist die wichtigste, mehrere Generationen umfassende Gruppe französischer 
Historiker im 20. Jahrhundert. Sie etablierte eine neue Methodologie und Praxis in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nouvelle histoire). Ihre drei wichtigsten Neuerungen waren die Hinwendung zu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die Erschließung quantifizierbaren Materials und die Orientierung an 
langfristigen Entwicklungen. 

7. “Wut,Ärger,Verzweiflung”—Die Arbeiten am neuen Bildungsplan in Baden-Württemburg laufen 
holprig (4) 

7-1. 
原文：Durch die schlechte Informationspolitik müssten die Schulbuchentwürfe ständig nachgebessert 

werden, was der Qualität abträglich sei.  
翻译：由于信息传达不到位，教科书的编稿必须不断地进行修订，这样对教科书的质量没有好

处。 
 durch die schlechte Informationspolitik①  
直译：由于糟糕的信息政策 
更佳意译：由于信息传达的不到位 

 nachbessern vs ausbessern②  
nachbessern: （事后）修补，修理，修订  nachträglich verbessern  
Ausbessern: 修缮，修补（漏洞） reparieren 

 Schulbuchentwurf ③ 教科书的编稿 
der Entwurf, Entwürfe： 
 (1) 草稿，草案，提纲，构思    
Gesetzentwurf 法律草案 
(2) 草案，图样 
der Entwurf eines Bungalows 一栋别墅的草图 

 abträglich ④  
adv. 伤害的，有害的  schade ; schädlich sein 
7-2. 
原文：Abermals scheint es der Kultusbürokratie und den Kachkommissionen nicht zu gelingen, die 

schon jetzt überfrachteten Bildungspläne zu verschlan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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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文教（官僚）机构和专业委员会似乎又一次未能成功地对目前已经超负荷的教育计划进

行精简。 
 überfrachtet ① 超负荷的 

 die Fracht,-en 运送的货物  Frachtschiff 货船  Frachtflugzeug 货轮；运输机 
 frachten 装运；货运；承运（货物） 
 überfrachten 超载   

 verschlanken ② 紧缩，减少，降低  
7-3. 
原文：Kritisiert wird auch die methodische Komplexität des neuen Bildungplans, der sich an 

“prozessbezogenen” und “inhaltsbezogenen” Kompetenzen orientiert. 
翻译：新教育大纲在方法上的复杂性也受到了批评。这一计划以着眼于过程与内容的（分析）

能力未导向。 
 die Kompetenz,① -en   

 (1) 权能，权限，职权范围 
 (2）能力  Hilarius hat die Kompetenz für/als eine Präsidentin. 

 “prozessbezogenen” und “inhaltsbezogenen” Kompetenzen ②  
着眼于过程和内容的能力 
8. “Wut,Ärger,Verzweiflung”—Die Arbeiten am neuen Bildungsplan in Baden-Württemburg laufen 

holprig (5) 
8-1. 
原文：„Da wird wegen der Ideologie der Durchlässigkeit einfach der Teil über das erweiterte Niveau 

an den Gemeinschaftsschulen kopiert und daraus ein gymnasialer Bildungsplan gemacht“, sagt ein 
Gymnasiallehrer. 

翻译：一名高级中学教师表示道：“由于渗透性理念，综合学校扩展阶段被抄袭，并且从中制
定了高级中学的教育计划”。 

die Ideologie der Durchlässigkeit① 此处翻译为“渗透性理念”。 
über das erweiterte Niveau an den Gemeinschaftsschulen ② 这一部分修饰 der Teil,翻译成“综合学

校扩展阶段”。 
der Teil ③ 的指代含义在课堂上引起了较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它指代上一句中的“die 

Sekundarstufe ”Ⅰ ，即“中等教育初级阶段”，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译为“综合学校扩展阶段”，取后者较
符合文意。 

8-2. 
原文：Georg Wacker, der bildungspolitische Sprecher der CDU, sieht in der Kritik einen Beleg für 

seine These, dass die Leitprinzipien zu einer unnötigen Überfrachtung des neuen Bildungsplans 
führen:„Es ist völlig unklar, wie die Leitprinzipien im Bildungsplan verankert werden können. 
翻译：基民盟教育政策发言人格奥尔格·瓦克则认为，关于教育计划的批评证明了他的观点，

即教育计划的指导性原则导致了新教育计划本身不必要的臃肿。他表示：“指导性原则如何在教育
计划中得到贯彻落实还是十分不明朗的。 

in etwas(Dat.) etwas(Akk.) sehen ① 将...视为/看做... 
  近义短语：etwas als etwas ansehen/halten 

These (f.② -n) 翻译成“理论/观点”。 
Leitprinzip(n.③ -ien) 翻译成“指导性原则”。 

  Leitsätze/Leitrichtlinien 则可以翻译成为“大政方针/指导方针”。 
Überfrachtung (f.④ -en) 翻译成为“臃肿/繁冗”。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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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Sein FDP-Kollege Timm Kern kritisiert die Weigerung des Ministeriums, vorläufige 
Ergebnisse aus der Erprobung des Bildungsplans herauszugeben. 

翻译：格奥尔格·瓦克的同僚，即自民党教育政策发言人蒂姆·凯恩，批评教育部拒绝将教育计
划暂时试行结果予以公布的做法。 

sein FDP① -Kollege 采用翻译的对应原则，结合上文翻译为“格奥尔格·瓦克的同僚，即自民党
教育政策发言人”。 

Weigerung (f.② -en) 拒绝/推却。 
herausgeben ③ 发布/出版/返还 此处理解成为信息的发布或公布。 

Herausgeber (m. -n) 编著者/发行人 
Herausgabeanspruch (m.) 返还请求权 
9. Mülldeponie und Kioske NRW erbt jedes Jahr Millionen (1) 
9-1. 
原文：Mülldeponie und Kiosk NRW erbt jedes Jahr Millionen 
翻译：从垃圾堆放场到书报亭——北威州每年继承成千上百万 
Millionen: 成千上百万 
einige Millionen, ein paar Millionen几百万（Million 是复数） 
Hunderte／Tausende 成百上千／成千上万 
ein paar Hundert 几百（Hundert不是复数） 
9-2. 
原文：Gaststätten, halbe Brücken, Hotelzimmer-- Nordrhein-Westfalen erbt jedes Jahr Kuriositäten. 
翻译： 客栈，断桥及旅馆，北威州每年都继承些稀奇古怪之物。 
die Kuriosität-en: ①稀奇古怪（不可数）； 
               ②珍品，稀奇古怪的东西（可数） 
9-3. 
原文： 5.5 Millionen Euro wurden im Vorjahr vererbt--dem standen aber auch Kosten in 

Millionenhöhe gegenüber. 
翻译：在北威州，去年有价值 550万欧元的上述标的物被继承，但与其相对的却是高达数百万

的花费。 
 gegenüber stehen: D(etw) steht etw gegenüber. ① 和。。。相对的是。。。（多指两种情况的对比）  
例句： Diesen jungen Leuten steht e① ine sich zunehmend veraltende Bevölkerung gegenüber. 
这些年轻人面对的是不断增长的老龄化人口 

Gegenüber Berg A liegt Berg B② （gegenüber在这句话中是介词，要加四格） 
与 A山相对的是 B山。 

 ② 继承需要支出的费用： 
Verbindlichkeit, Steuer, Pflege- oder Verwaltungskosten usw. 

 Erbe③  
das Erbe,nur Sg （集合名词）遗产     der Erbe -n,-n 继承人     Erblasser 被继承人 
10. Mülldeponie und Kioske NRW erbt jedes Jahr Millionen (2) 
10-1. 
原文：Eine halbe Brücke im markischen Kierspe und ein Kiosk in Bochum gehören zu den skurrilen 

Erbschaften, die Bürger dem Land Nordrhein-Westflen vermacht haben. 
翻译：在位于北威州边缘的 Kierspe的半架桥以及一座位于波鸿的书报亭，都属于北威州人民

遗赠给该州的稀奇古怪的遗产。 
 markisch ① 边缘的，边疆的，勃兰登堡省的 
 vermachen: jm etw vermachen oder etw an jn vermachen ② 遗赠，名词为 Vermächtnis （遗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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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遗赠物） 
在本句中，严格来讲应该用 übernehmen（承任） 

 Erbschaft, Nachlass ③ 遗产 
10-2. 
原文：Die Zahl der sogenannten Fiskalerbschaften, bei denen es sich in der Regel um Sachvermögen 

handelt, steigt mit der älter werdenden Gesellschaft. 
翻译：所谓的国家继承的遗产通常指有形财产，其数量随着逐渐老化的社会不断增加。 

 Fiskalerbschaft: ① 国家／国库继承的遗产 
   Fiskal 国库 

 Sachvermögen: ② 有形资产，实体资产 
   immaterielle Kulturerbschaft 非物质文化遗产 

 die älter werdende Gesellschaft ③ 不断老化的社会 
   veraltende Gesellschaft 老龄化社会 
10-3. 
原文：,, Erbschaften mit hohem Wert sind eher die Ausnahme", berichtete das Ministerium auf Frage 

der Deutschen Presse-Agentur in Düsseldorf. 
翻译："很少有价值很高的遗产，"财政部在杜塞尔多夫接受德国新闻社采访时说到。 
① berichten=erzälten 告知 
② auf Frage 在接受采访时 
③ ungetrübt 清澈的，纯净的  
11. Mülldeponie und Kioske NRW erbt jedes Jahr Millionen (3) 
11-1.  
原文：„ Ballfällige  Gebäude, kontaminierte Grundstücke oder kleinteilige Erbengemeinschaften mit 

ungeklärten Eigentumsverhältnissen sind dagegen häufiger anzutreffen.“ 
翻译：相反地，在这些继承的遗产中通常是摇摇欲坠的建筑，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地皮或者所

有权关系未澄清的零散的继承人共同体。 
 kleinteilig ① ：划分零碎的 
 Erbengemeinschaft: ( in Erbrecht) ② 严格说来，是“共同继承”的意思，在此具体化，指一种关

系，翻译为“继承人共同体” 
拓展：- das Miteigentum (in Sachenrecht): (物权法上的) 共有 
-der Miterbe, -n,-n : 共同继承人, 如：E有 X、Y、Z三个儿子，X、Y、Z是 E的财产的共同继

承人（Miterben des Vermögens /des Nachlasses） 
 Eigentumsverhältnissen: ③ 所有权关系 

11-2. 
原文：Durch eine ausgeschlagene Erbschaft wurde das Land auch Eigentümer einer halben, stark 

baufälligen Brücke in Kierspe. 
翻译：由于遗产被拒绝接受，州成为了位于 Kierspe的残缺及摇摇欲坠的桥梁的所有人。 

 die Bezirksregierung: ① 区政府 
 die Fiskalerbschaft, ② -en: 国家/国库继承的遗产 
 bemerkenswert③ ：值得注意的，出色的 

11-3. 
原文：Unter anderem wurde das Land beglückt mit einer ehemaligem Restmülldeponie, diversen 

Brandruinen,Teilen der verfallenen ehemaligen Gelsenkirchener Steinkohle-Zeche Alma und einer 
ehemaligen Kaserne für sowjetische Streitkräfte in Brandenburg. 
翻译：除此以外，一个以前的垃圾堆，各种各样的火灾废墟，部分早已坍塌的盖尔森基兴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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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煤矿区 Alma以及位于勃兰登堡的前苏联军队旧军营都遗留给了这个州。 
 ① 本句的基本结构是 Das Land wurde mit etw. beglükt. 意译为，这些东西遗留给了这个州。 
 Steinkohle② -Zeche：无烟煤矿区 

-die Steinkohle: 无烟煤   - die Braunkohle 褐煤 - die Zeche ,-n : 矿山，矿区 
12. Mülldeponie und Kioske NRW erbt jedes Jahr Millionen (4) 
12-1. 
原文：Die Bezirksregierungen – zuständig für die Verwaltung der sogenannten Fiskalerbschaften – 

haben weitere bemerkenswerte Beispiele auf Lager 
翻译：负责管理所谓的国家所继承遗产的区政府还有更多的值得注意的例子。 

 die Bezirksregierung: ① 区政府 
 die Fiskalerbschaft, ② -en: 国家/国库继承的遗产 
 bemerkenswert③ ：值得注意的，出色的 

④ etw. auf Lager haben: ü口]（充足地）准备好某物，手头备有某物 
12-2. 
原文：Zu den Kuriosa zählen weiterhin das vererbte Eigentum an einer halben Gaststätte in 

Dortmund, eine Modelleisenbahn, Teilzeitwohnrechte auf Gran Canaria, ein Hotelzimmer in Borkum und 
ein Segelboot in Portugal. 

翻译：稀奇古怪的东西还包括位于多特蒙德的残破客栈的所有权，模型铁路，在 Gran Ganaria 
的临时居住权，在 Borkum 的旅馆以及位于葡萄牙的一艘帆船。 
① das Kuriosum, die Kuriosa (pl.): 稀奇古怪的东西 
② das vererbte Eigentum：继承的所有权 
   -vererben : 使继承， z.B. E vererbt das Grundstück an X. 
   -das Eigentum an einer Sache: 对某物的所有权 

 ③ Teilzeitwohnrechte：临时居住权 
13. Mülldeponie und Kioske NRW erbt jedes Jahr Millionen (5) 
13-1. 
原文：Die Kölner Bezirksregierung verwaltet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ein besonderes Schätzchen: 

Die Verwertungsrechte an dem alten Schlager „ Wenn das Wasser im Rhein goldener Wein wäre“ – ein Hit, 
mit dem Volkssänger Willy Schneider einst Nachkriegsdeutschland beglückte. 
翻译：科隆区政府在早些年间一直管理着一份特别的财产：一首流行金曲的变价权，这首老歌叫

做“倘若莱茵河的水是金色的酒”，流行歌手Willy Schneider 曾一度凭借这首歌是战后德国很振奋。 
 ① die Verwertungsrechten an einer Sache : 对某物的变价权，对于 Lied，主要是对Urheberrecht(著

作权)进行变价。 
 ② der Schlager /der Hit :热门歌曲，流行歌曲 

13-2. 
原文：Die Zahl der Nachlässe mit Grundvermögen steigt.  
翻译：附带有土地的遗产数量在增加。 

 ① unbewegliche Sachen 包括：Grundstück, Gebäude, Schiff/Flugzeug 
13-3. 
Schließlich seien die vererbten Objekte in der Regel keine Luxusvillen,sondern häufig schwer 

verkäufliche Schrottimmobilien, berichten die Bezirksregierungen. Da muss dann aber trotzdem für 
Sicherheit gesorgt und weiterer Verfall verhindert werden. 

区政府称，因为被继承的标的物一般不是豪华别墅而是通常难以销售的废弃不动产。而且还必

须保证安全以及防止进一步坍塌。 
 ① Schließlich：可译为“因为”或“总而言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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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 verkäuflich :可以出售的 
 ③ Schrottimmobilien：废弃不动产，- der Schrott：废铁 

14. An der Schmerzgrenze der Prädikatsjuristen (1) 
14-1. 
原文：Der Gesetzgeber müsse bei der Festsetzung des Gehalts das „Ansehen des Amtes in den Augen 

der Gesellschaft“, „die Verantwortung des Amtes“ so wie die erförderliche Ausbildung des Amtsinhabers 
berücksichtigen. Das sei die notwendige Konsequenz des Streikverbots. 

翻译：立法者在确定工资时必须要考虑“该职务的社会形象”、“该职务的社会责任”以及在职者
所必须接受的教育。这是罢工禁令的必然结果。 

 Ansehen des Amtes in den Augen der Gesellschaft ①  
   该职务的社会形象 
das Ansehen 声望，声誉；尊敬      der Ruf  声誉，形象，地位 
z.B. Der Ruf von der Firma in der Gesellschaft wird schwei beschädigt. 
eine Firma mit gutem Ansehen        der Ruf einer Person  

 die Verantwortung des Amtes ②  
   该（政府部门）职务的社会责任 

 die erförderliche Ausbildung ③ des Amtsinhabers 
   在职者所必须接受的教育 

 der Inhaber④  
Substantiv, maskulin - jemand, der etwas innehat, besitzt, der über ein bestimmtes Recht o. Ä. V 

verfügt.  持有人；业主； 
z.B. Machtinhaber权力持有者              Amtsininhaber在职者，现任者 
Lehrstuhlinhaber 拥有大学教席的教授   Rekordinhaber记录保持者 

 Streikverbots⑤  
罢工禁令 
das Verbot 禁令，禁止，取缔   Fahrverbots 限号   Veräßerungsverbot 转让/出让禁止 
14-2. 
原文：Mit der Besoldung würden die „Schmerzgrenze der Berufseinsteiger“ getestet, sagte Christoph 

Frank, Vorsitzender des Deutschen Richterbundes. Er machte sich Sorgen,dass der Richterberuf an 
Attraktivität verliere und die besten Absolventen künftig nicht mehr Justiz gingen. 
翻译：Christoph Frank，德国法官联盟的主席说，“通过要确定的工资会测试新入职法官的承受

极限”。他担心法官这个职业会失去吸引力，最优秀的法学毕业生未来将不会再踏入司法界。 
 Der Einsteiger①  

Substantiv, maskulin - jemand, der in einem bestimmten Bereich [beruflich] beginnt, sich engagiert  
新入职者 

an Anziehungskraft gewinnen② 具有吸引力 
Er... Attraktivität verliere und... ③ Gingen. 
此处涉及直接引用，动词形式为第一虚拟式 
但 gehen处因为与动词原形发生混淆所以用 gingen 代替 
15. An der Schmerzgrenze der Prädikatsjuristen (2) 
15-1. 
原文：In einigen Ländern seien die Bewerberzahlen schon rückläufig, außerdem würden zunehmend 

Juristen ohne Prädikatsexamen eingestellt. „Das Risiko, dass Juristen mit ausreichendem Examen nicht so 
gute Richter sind, wird auf den Bürger abgewälzt “,so Frank. 
翻译：在一些州针对司法机关的求职者的数量已经下降，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法律人才即使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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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优秀的国家考试成绩也能被录用。Frank如是说：“仅以及格成绩毕业的法律人无法成为出色法官
的风险将转嫁到公民的身上。” 

① rückläufig 
abflauend, sich abschwächend, nachlassend, rückgängig, schwächer werdend, schwindend, 

zurückgehend: 倒退的，逆行的，回流的，再循环的（消极意义用的比较多） 
② einstellen und anstellen 
einstellen和 anstellen两个都是多义词，意义的交叉在雇用、聘用的这层意思。在这个意思上，

两个词的差别确实不太大，而且在字典中有着一定的交叉解释，循环定义。而具体来说也有一些细

微差别，einstellen偏向于 in ein Arbeitsverhältnis nehmen纳入到一种工作关系中去；而 anstellen则
偏向于 in eine Stelle einsetzen放在某个岗位上。 
③ abwälzen  
A. durch Wälzen von einer Stelle entfernen  
B. (Lästiges, Unangenehmes, Unerwünschtes) von sich schieben und einem anderen aufbürden  推

卸，转嫁（责任）；滚落 
z.B.  etw. auf jm. abwälzen. 
die Walze 轧辊，滚筒，圆柱体。 z.B. Straßenwalze 压路机 
15-2. 
原文：Das Gehalt müsse der besonderen Bedeutung von Richtern Rechnung tragen, forderte 

Christoph Heydemann von Bund der Deutschen Verwaltungsrichter. 
翻译：德国行政法官协会的 Christoph Heydemann要求，工资必须与法官的特殊作用相符。 

 einer Sache Rechnung tragen①  
   etw. in seinem Verhalten, Handeln, Vorgehen gebürend berücksichtigen   与...相符 

 Verwaltungsrichter   ② 行政法官 
   Verwaltungsricht    行政法庭 
   Verwaltungsrecht    行政法 
16. An der Schmerzgrenze der Prädikatsjuristen (3) 
16-1. 
原文：1.Als ,,Sachwalter der dritten Gewalt“ nähmen sie eine Sonderrolle ein: Anders als die ,, 

Beamtenschar“ wurden sie im Grundgesetz direkt erwähnt. 
翻译：作为第三权力的代表，法官们占据着特殊地位。不同于一般的公职人员，他们直接在基

本法中被提及。 
 die dritte Gewalt:① 第三权力 

   Die drei Gewalten:Legislative（立法权）, Exekutive（行政权） und Jurisdiktion（司法权）  
 nähmen…ein:einnehmen:② 占据，占有（Platz座位，Stellung职位） 

   Die Gäste nahmen ihre Plätze ein. 
 erwähnen:③ 说起，述及，提到 

   Es ist besonders zu …,dass…特别要提一提的是 
   wie oben erwähnt如上所述 
16-2.  
原文：Richterliche Unabhängigkeit erfordere zudem, dass sie nicht aus finanziellen 
Gründen auf die nächste Beförderung angewiesen sein. 
翻译：法官这项职业的独立性还要求他们不能出于经济原因而指望下一次的升职。 
auf jmdn （etw）angewiesen sein.依赖、依靠某人（某事） 
auf sich selbst angewiesen sein 依靠自己，自食其力。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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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Die Interessenvertreter der Richterschaft bemängelten noch eine weitere Entwicklung: Die 
Besoldungsschere zwischen den Bundesländern werde immer größer. Auch Voßkuhle wies darauf hin, 
dass ein Berufsanfänger im Saarland mittlerweile zwanzig Prozent weniger verdiene als sein Kollege in 
Hamburg. Bei solchen Unterschieden ,,springt die Ampel auf gelb“,sagt er. 
翻译：法官界的利益代表们仍然对另外一项发展趋势不满：即联邦各州之间的法官薪酬的差距

越来越大。Voßkuhle指出，目前在萨尔州的新入职法官比他们在汉堡的同事少挣 20%。 差别如此
之大，即将亮起红灯。 

 Richterschaft:① 全体法官，法官界 
 bemängeln:② 非难，挑剔，指摘 
 Besoldungsschere: ③  

A. soldung:薪水，公职人员的工资 
B. Schere:剪刀，剪子。剪刀差。 
   Die Schere zwischen Kosten und Erträgen wird immer größer. 
   die Kluft:深渊,鸿沟. die Kluft/Einkünfteschere zwischen Armen und Reichen. 

 Berufsanfänger:④ 刚开始工作的人，新入职者。Mittlerweile 目前 
 springt die Ampel auf gelb⑤ ：交通灯换成黄灯（即将变成红灯） 
原文：Doch was können die Bundesverfassungsrichter tun? Seit der Föderalismusreform im Jahr 

2006 legen die Länder die Gehälter ihrer Richter fest. Daran kann auc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nicht rütteln. 
翻译：但是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官又能做些什么呢？自从 2006 年的联邦改革以来，各州就确定

了法官的工资。对此联邦宪法法院也不能动摇（改变）。 
 Bundesverfassungsrichter① ：联邦宪法法院法官；Bundesverfassungsgericht：联邦宪法法院 
 Föderalismusreform:② 联邦主义，联邦制度（跟 Unitarismus：中央集权主义相对）。   
 an etw rütteln:③ （猛力）摇动，动摇，震撼。Der Sturm rüttelt an der Tür. 

   An einem Vertrag rütteln. 试图修改某项条约 
   Daran ist nicht zu rütteln.或 Lässt sich nicht rütteln这是无法改变的。 
原文：5.Zudem müssen die Länder die im Grundgesetz verankerte Schuldenbremse beachten. Jörg 

Felgner, Staatssekretär im Finanzministerium Sachsen-Anhalts, verwies darauf ,dass dabei auch die 
Personalkosten berücksichtigen werden müssten-zumal in strukturschwachen Gegenden. 

翻译：除此之外，各州还必须重视在宪法中确定下来的财政赤字限制原则。萨克森-安哈尔特
州的财政部的专业国务秘书 Jörg Felgner指出，在此期间，人力资源的成本也要被考虑到，尤其是
在经济不（欠）发达的地区。 

 die im Grundgesetz verankerte Schuldenbremse:① 在宪法中确定下来的财政赤字限制原则。    
   verankern：使抛锚（船）；把…固定住。使固定，使确定。 
   Dieses Recht ist in der Verfassung verankert.这一项权利在宪法中确定下来了。     
   Schuldenbremse ：财政赤字限制（债务限制） 

 Staatssekretär:② 国务秘书 
 jmdn auf etw verweisen:③ 使注意。 

   zumal： 
   1.Adv特别，尤其。 
   Sie kennt sich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gut aus, zumal in der Klassik. 
   她对德国文学很熟悉，尤其是古典文学。 
   2.Konj 特别是（因为），尤其是（因为）。 
   Ich kann ihm nicht abschlagen，zumal er immer so gefällig ist. 
   这我不能拒绝他，尤其是他总是那么和蔼可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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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ukturschwach:④ 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就业率低，工业欠发达的。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德语》、 《高级德语》、 《德-汉笔译（一）》 
后续课程：《法律德语（一）》、 《法律德语（二）》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德汉笔译基础理论与技巧。 
难点：德汉笔译实际操作。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发现教学法。 
2. 自学辅导教学法。 
3. 尝试教学法 
教学手段： 
1. 直观教学手段。 
2. 电化教学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普通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视实际情况具体操作。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

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笔译教学特点， 从报刊书籍中有的放矢地精选各专业类别文章及

参考王京平主编的《新德汉翻译教程》等教材，并通过课堂记录，进一步系统整合，梳理语言点和

知识点。计划今后自主编写相关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新德汉翻译教程，王京平，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年 1月版。 
（二）推荐参考书 
2. 德汉翻译基础教程，张建琪，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 4月。 
3. 德汉翻译教程，杨寿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 4月。  

执笔：王强  审稿：王强 审定：外国语学院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5日 

 

高级德语（一） 
Advanced German 

课程号：308010234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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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德语专业高年级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根据德语专业本科教学大纲，三年级教学重点在于讲解构词法、词族等语言现象，着重于

词汇的操练，最终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扩大词汇量。在对读、听、说、写、译等各项单项技能提出进

一步要求的同时，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技能； 
2、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要求学生掌握相关的社会文化知识（包括有关德语国家的一般国情知

识），提高语言交际能力； 
3、使学生具有扎实的跨文化能力和较强的应变能力，毕业后能胜任德语翻译、德语教学以及

其它以德语为工具的工作。 
开设本课程，旨在以基础阶段德语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各项要求为起点，在对读、听、说、写、

译等各项单项技能提出进一步要求的同时，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技能，继续加强语言技能训练，扩

充语言知识和德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知识，使学生在毕业时能比较得体地进行各层面的语言交际活

动。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预计完成共 7个综合单元的内容，每单元由两至三篇课文组成。每篇课文后有词汇解释、

课文练习、词汇操练及可用于书面或口头表达的综合练习，包括与课文有关的或独立于课文的词汇

和语法的操练、词汇的讲解和汉译德练习。此外，在课文的讲解中，通过句子结构和语篇分析提高

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 
知识单元 1：Hochschulstudium in Deutschland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1   Studium an den deutschen Hochschulen 
Textarbeit 
——Einführende Fragen: Möchten Sie in Deuschland studieren? Was wissen Sie vom 

Hochschulstudium in Deutschland? 
——Die Studenten sollen den Text selbst lesen und dann die Fragen zum Textinhalt auf der Seite 5 

beantworten. 
——Der Text wird abschnittsweise gelesen und dabei werden die wichtigen sowie unbekannten 

Wörter und Ausdrucksformen erläutert. 
1. Das akademische Jahr:  
gliedern 
einplanen 
bieten, anbieten 
anfertigen 
2. Vorlesung 
rezeptiv, Rezeption 
Literaturliste 
Wissensstoff 
3. Arbeitsgemeinschaften und Tutorien 
parallel 
Tutorium, Tutor 
einrichten 
4. Übung 
verpflichtend, verpflichtet sein, etwas zu tun 
jemanden zu etwas verpflichten, sich verpflich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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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forderlich=unbedingt nötig=notwendig 
sich aus... ergeben 
5. Seminar（Proseminar, Hauptseminar und Oberseminar） 
unterteilen 
vorsehen=planen, beabsichtigen 
zulassen 
etwas ist auf jemanden, etwas zugeschnitten 
Klausur 
vorlegen 
6. Praktikum 
jemanden in den Stand setzen 
vornehmen 
erwerben 
ableisten 
7. Scheine 
benoten 
ausstellen 
8. Prüfungen 
Diplom, Magister, Staatsexamen, Promotion 
den Nachweis erbringen 
anstreben 
Übungen 
——Übung zum Textverständnis: Zuordnung der Begriffe 
——Wörter und Wendungen 
Text 2  Vor dem Examen 
Arbeitsmethode und Lehrziele:  
——Der Text soll als Hauslektüre von den Studenten gelesen werden. Sie sollen die fremden und 

wichtigen Wörtern und Wendungen auswendig lernen und den Text verstehen.  
——Die Studenten sortieren wichtige Wörter und Wendungen von diesem Text! 
——Danach machen sie die Übungen nach dem Text. 
1. Sprechen und Diskussion:  
1) Gemeinsamkeiten und Unterschiede zwischen Lehrveranstaltungen und Leistungsnachweisen in 

Deutschland und China sowie ihre Vor- und Nachteile. 
2) Vorbereitung auf eine mündliche Prüfung 
3) Erfolg bei der Prüfung 
4) Typische Tricks bei der Prüfung 
2. Lexik und Grammatik 
——Wortbildung: Adjektivische Komposita mit –bezogen sowie die nachfolgenden Übungen 
——Verben mit verschiedenen Vorsilben 
A. leihen mit aus-, ent-, ver- 
B. arbeiten mit er-, be-, nach-, ver-, mit-, aus-, durch- 
——Das Adjektiv: Gegensätze 
-----Wörter mit mehreren Bedeutungen 
学习目标： 
1．Der Text soll die Studenten mit den Informationen über das Studium an den deuts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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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chschulen und disbezüglichen Sprachenkenntnissen vertraut machen und soll die Studenten befähigen, 
mit den Übungen nach dem Text fertig zu werden.  

2．Beherrschung der Sprachkenntnisse in Lexik und Grammatik: Verben mit verschiedenen 
Vorsilben( leihen mit aus-, ent-, ver-; arbeiten mit er-, be-, nach-, ver-, mit-, aus-, durch-); Das Adjektiv: 
Gegensätze 

作业： 
Vorbereitung auf Sprechen und Diskussion über das Hochschulstudium in Deutschland. Schriftliche 

Hausaufgabe: Übersetzen S. 21. 
知识单元 2：Beruf und Arbeitswelt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1   Eine Kündigung 
——Einführende Fragen: Was wissen Sie vom beruflichen Leben eines Arbeitnehmers? Oder wie 

stellen Sie sich das berufliche Leben vor? 
——Globalverständnis des Textes: Nach dem Lesen die Informationen über den Verfasser des Textes 

sammeln: Alter, Arbeitsdauer in der Firma, Arbeitsbereich, Familienleben, Kontakt mit Kollegen, Absicht 
nach der Kündigung. 

——Detailverständnis: Der Text wird abschnittsweise gelesen  
1. dabei werden die wichtigen sowie unbekannten Wörter und Ausdrucksformen erläutert: 
die Kündigung, kündigen 
der Stapel, stapeln 
überladen 
das Budget 
das Blut aus dem Kopf weichen 
es hat jemanden erwischt 
schrumpfen 
ausgleichen 
die Rezession 
versüßen 
freistellen 
die Abfindung, abfinden 
Kondition 
freisetzen 
von vornherein 
den Reflex auslösen 
abbekommen 
mitbekommen 
nahe daran sein, etw. zu tun 
das Terrain abstecken 
etwas den Vorzug geben  
ausholen 
einen Schlussstrich ziehen 
in jmds. Gegenwart 
verspüren 
verlau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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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abei werden auch die Fragen zum Textinhalt beantwortet. 
3. Wörter und Wendungen 
Text 2  Vielfältige Berufswahl 
Arbeitsmethode:  
——Die Studenten sollen den Text als Hauslektüre lesen und ein Referat darüber halten . 
——den Text gliedern und die Stichwörter finden 
1. die Beschäftigungsmöglichkeiten in den 50er Jahren 
2. die Beschäftigungsmöglichkeiten in den 60er Jahren 
3. Hochschulaufnahmeprüfung im Jahre 1977——eine neue Ära 
4. die Reform des Arbeitssystems 
5. die Vertiefung der Reform in den 90er Jahren 
6. neue Lebensmodelle 
——Wortschatz 
vielfältig 
staatseigen 
ein eiserner Reisnapf 
die Demobilisierung 
verwehren 
einläuten 
Status quo 
erstrebenswert 
fluktuieren 
vollziehen 
etwas nachgehen 
brennen auf, brennen nach 
vorfinden 
——Wörter und Wendungen 
1. Sprechen und Diskussion im Unterricht: 
1) Halten Sie es für richtig, dass die Firma einem der erfahrensten Mitarbeiter wie dem Verfasser 

des Textes kündigt? Begründen Sie Ihre Auffassung! 
2) Was soll nach Ihrer Ansicht eine Firma tun, wenn sie von einer Krise getroffen wird? 
3) Kennen Sie ähnliche Fälle in China? Wie würde ein chinesischer Mitarbeiter reagieren, wenn 

ihm eines Tages gekündigt wird? 
4) Welche Chancen könnte die Reform in China den Menschen anbieten? Glauben Sie, dass die 

Hochschulabsolventen mehr von dieser Politik profitieren können? Begründen Sie Ihre Auffassung! 
5) Welche Erfahrungen haben Ihre Eltern bei der Berufswahr gehabt? Erinnern sie sich gern an die 

zurückliegenden Jahre oder mit gemischten Gefühlen?（vor allem zu Hause Interview mit den Eltern） 
2. Lexik und Grammatik 
——Wortbildung 
A. Adjektivische Komposita mit –eigen 
B. Adjektivische Komposita mit –trächtig 
——Wendungen mit dem Wort Kopf  
——leicht verwechselbare Wörter 
——Verben mit verschiedenen Bedeutungen: schließen, gewähren 
——Wörter mit verschiedenen Vorsil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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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eichen mit an-, aus-, be-, ver- 
Bruch mit Um-, Auf-, Durch-, Zusammen-, 
——Adj. : Gegensätzliche Bewertung 
学习目标： 
1．Der Text soll die Studenten mit den Informationen über das berufliche Leben eines deutschen 

Arbeitnehmers und disbezüglichen Sprachenkenntnissen vertraut machen und auch die Studenten 
befähigen, mit den Übungen nach dem Text fertig zu werden. 

2．Beherrschung der Sprachkenntnisse in Lexik und Grammatik: Wendungen mit dem Wort Kopf; 
Verben mit verschiedenen Bedeutungen: schließen, gewähren; Wörter mit verschiedenen 
Vorsilben(gleichen mit an-, aus-, be-, ver-; Bruch mit Um-, Auf-, Durch-, Zusammen-); Adj. : 
Gegensätzliche Bewertung.  

作业： 
Vorbereitung auf Diskussion und Sprechen über das berufliche Leben; Schriftliche Hausaufgabe: 

Übersetzen S. 45. 
知识单元 3：Märchen und Sagen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1 Der schlafende Hof 
Arbeitsschritte: 
——den Text durchlesen und gliedern 
——mit einem Satz jeden Absatz zusammenfassen 
——Wortschatz 
entlassen (Synonym: kündigen) 
vereisen / verwaisen(untrennbares Präfix : ver- + Wortstamm : Eis/Waise (Nomen) + Endung: -en ) 
erstarren (untrennbares Präfix : er- + Wortstamm : starr (Adjektiv) + Endung: -en ) 
Vagabund m.- Pl. Vagabunden,Verb: vagabundieren, Synonym: Landstreicher 
sich stechen (an etw. Dat.) 
jmdn. in die Knie zwingen (jmdn. besiegen), Bezwinger-Besieger 
sich zutragen , Synonyme: sich ereignen, geschehen 
mildern , Synonyme: lindern, abschwächen  
Anwesen—— Besitz  
Zähmen, Adj. zahm 
Verwünschung, eine ~ ausstoßen, Synonyme: Fluch, Beschimpfung 
bange = bang (Adj.): jmdm ist/wird (es) angst und bang(e) 
   bangen V. i. ：jmdm. bangt (es) vor etw.  
stattlich: groß, kräftig 
wacker: tüchtig, tapfer 
sich bemoosen – Nomen: Moos, Adj. ：moosig 
sich trauen (meist verneint oder fragend), etw. zu tun wagen  
unbehelligt , Synonym: unbelästigt 
——Wörter und Wendungen 
Text 2  Das Donauweibchen 
Arbeitsmethode:  
——Die Studenten sollen den Text lesen und gliedern 
——den Wortschatz sortieren und bearbei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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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dämmern, Nomen: Dämmer 
sich an etw. (Dat.) erfreuen, sich einer Sache (Gen.) erfreuen, sich auf/über etw. freuen 
Verderben n. – verderben V.i.(s.)/V.t. (Viele Köche verderben den Brei.), jmdn. ins Verdrben ziehen 
flackern V. i. ：unruhig, zuckend brennen/leuchten 
flicken：durch Aufsetzen eines kleinen Stückes Stoff, Leder, Gummi o. Ä. ausbessern 
betören, Synonym: verführen  
sich vor jmdm./etw. hüten , hüten V. t./refl. , behütenV. t. , schützen V. i./V. t. , beschützen, V.t 
anhören V. t., zuhören V. i.  
schimmern, glänzen, glitzern, funkeln, glimmern  
jmdm. drohen (V.i.), jmdn. bedrohen (V.t.) 
bändigen V. t.  
sich türmen, aufhäufen 
sich vorbeugen： von sich strecken （Vorveugen ist besser als Heilen. ） 
——Wörter und Wendungen 
Nacherzählen und Diskussion 
——Nacherzählen Text 1: etwa 15 bis 20 Sätze, dabei verwenden die Studenten die Stichwörter 
-----Nacherzählen Text 2: 
Die Studenten sollen selbst Stichwörter finden und dann nacherzählen 
——Sprechen und Diskutieren im Unterricht 
1. Diese Geschichte wurde den Kindern bereits vorgetragen, ehe sie selbst lesen können. In einer 

großen Zahl von Büchern ist sie abgedruckt und wohl allgemein bekannt. Aber – Hand aufs Herz – hat 
man das Märchen wirklich verstanden? Man kann dies leicht prüfen, wenn man folgende Fragen 
beantwortet: Wer wird hier belohnt, und wer wird bestraft? Ist die Belohnung oder Bestrafung gerecht, 
warum? 

2. Die Märchen sind ursprünglich mündlich überliefert und daher sehr alt. Können die Menschen in 
der heutigen Zeit von den Märchen noch etwas lernen? Was ist dabei lehrreich für die Nachwelt? 

3. Vergleichen Sie diesen Text mit dem „ Dornröschen“ von Brüder Grimm. Was ist in den beiden 
Texten gleich, was ist unterschiedlich? 

4. Was ist die Sage und die Unterschiede zwischen Märchen und Sage?  
5. Die Sage vom Donauweibchen könnte man als eine Erzählung über die Angst der Fischer vor der 

Donau und über die Liebe zu ihr sehen. Was symbolisieren die geheimnisvollen Wesen, die der Sage nach 
in der Donau leben? 

6. Lesen Sie Heinrich Heines Gedicht “Die Lorelei” und vergleichen Sie den Inhalt mit der Sage vom 
Donauweibchen. 

Lexik und Grammatik 
——Verben mit verschiedenen Vorsilben 
    wachsen mit an-, auf-, er-, heran-, ver-, aus- 
    gehen mit ab-, an-, auf-, aus-, ein-, nach-, vor-, zu-, zurück- 
——Wörter, die man auseinander halten muss：anregen, aufregen 
——trennbar oder untrennbar 
——Übergeordnete Begriffe 
学习目标： 
1．Die Studenten sollen die Gattung Märchen kennen und das Märchen Der schlafende Hof 

nacherzählen. Beherrschung der Informationen über die Gattung Sage und Nacherzählen der Sage Das 
Donauweib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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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eherrschung der Sprachkenntnisse in Lexik und Grammatik: Verben mit verschiedenen Vorsilben; 
trennbare oder untrennbare Verben 

作业： 
Vorbreitung auf das Nacherzählen; Schriftliche Hausaufgaben: Übersetzen S. 69. 

知识单元 3：Märchen und Sagen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1 Der schlafende Hof 
Arbeitsschritte: 
——den Text durchlesen und gliedern 
——mit einem Satz jeden Absatz zusammenfassen 
——Wortschatz 
entlassen (Synonym: kündigen) 
vereisen / verwaisen(untrennbares Präfix : ver- + Wortstamm : Eis/Waise (Nomen) + Endung: -en ) 
erstarren (untrennbares Präfix : er- + Wortstamm : starr (Adjektiv) + Endung: -en ) 
Vagabund m.- Pl. Vagabunden,Verb: vagabundieren, Synonym: Landstreicher 
sich stechen (an etw. Dat.) 
jmdn. in die Knie zwingen (jmdn. besiegen), Bezwinger-Besieger 
sich zutragen , Synonyme: sich ereignen, geschehen 
mildern , Synonyme: lindern, abschwächen  
Anwesen—— Besitz  
Zähmen, Adj. zahm 
Verwünschung, eine ~ ausstoßen, Synonyme: Fluch, Beschimpfung 
bange = bang (Adj.): jmdm ist/wird (es) angst und bang(e) 
bangen V. i. ：jmdm. bangt (es) vor etw.  
stattlich: groß, kräftig 
wacker: tüchtig, tapfer 
sich bemoosen – Nomen: Moos, Adj. ：moosig 
sich trauen (meist verneint oder fragend), etw. zu tun wagen  
unbehelligt , Synonym: unbelästigt 
——Wörter und Wendungen 
Text 2  Das Donauweibchen 
Arbeitsmethode:  
——Die Studenten sollen den Text lesen und gliedern 
——den Wortschatz sortieren und bearbeiten 
verdämmern, Nomen: Dämmer 
sich an etw. (Dat.) erfreuen, sich einer Sache (Gen.) erfreuen, sich auf/über etw. freuen 
Verderben n. – verderben V.i.(s.)/V.t. (Viele Köche verderben den Brei.), jmdn. ins Verdrben ziehen 
flackern V. i. ：unruhig, zuckend brennen/leuchten 
flicken：durch Aufsetzen eines kleinen Stückes Stoff, Leder, Gummi o. Ä. ausbessern 
betören, Synonym: verführen  
sich vor jmdm./etw. hüten , hüten V. t./refl. , behütenV. t. , schützen V. i./V. t. , beschützen, V.t 
anhören V. t., zuhören V. i.  
schimmern, glänzen, glitzern, funkeln, glimmern  
jmdm. drohen (V.i.), jmdn. bedrohen (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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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ändigen V. t.  
sich türmen, aufhäufen 
sich vorbeugen： von sich strecken （Vorveugen ist besser als Heilen. ） 
——Wörter und Wendungen 
Nacherzählen und Diskussion 
——Nacherzählen Text 1: etwa 15 bis 20 Sätze, dabei verwenden die Studenten die Stichwörter 
-----Nacherzählen Text 2: 
Die Studenten sollen selbst Stichwörter finden und dann nacherzählen 
——Sprechen und Diskutieren im Unterricht 
1. Diese Geschichte wurde den Kindern bereits vorgetragen, ehe sie selbst lesen können. In einer 

großen Zahl von Büchern ist sie abgedruckt und wohl allgemein bekannt. Aber – Hand aufs Herz – hat 
man das Märchen wirklich verstanden? Man kann dies leicht prüfen, wenn man folgende Fragen 
beantwortet: Wer wird hier belohnt, und wer wird bestraft? Ist die Belohnung oder Bestrafung gerecht, 
warum? 

2. Die Märchen sind ursprünglich mündlich überliefert und daher sehr alt. Können die Menschen in 
der heutigen Zeit von den Märchen noch etwas lernen? Was ist dabei lehrreich für die Nachwelt? 

3. Vergleichen Sie diesen Text mit dem „ Dornröschen“ von Brüder Grimm. Was ist in den beiden 
Texten gleich, was ist unterschiedlich? 

4. Was ist die Sage und die Unterschiede zwischen Märchen und Sage?  
5. Die Sage vom Donauweibchen könnte man als eine Erzählung über die Angst der Fischer vor der 

Donau und über die Liebe zu ihr sehen. Was symbolisieren die geheimnisvollen Wesen, die der Sage nach 
in der Donau leben? 

6. Lesen Sie Heinrich Heines Gedicht “Die Lorelei” und vergleichen Sie den Inhalt mit der Sage vom 
Donauweibchen. 

Lexik und Grammatik 
——Verben mit verschiedenen Vorsilben 
    wachsen mit an-, auf-, er-, heran-, ver-, aus- 
    gehen mit ab-, an-, auf-, aus-, ein-, nach-, vor-, zu-, zurück- 
——Wörter, die man auseinander halten muss：anregen, aufregen 
——trennbar oder untrennbar 
——Übergeordnete Begriffe 
学习目标： 
1．Die Studenten sollen die Gattung Märchen kennen und das Märchen Der schlafende Hof 

nacherzählen. Beherrschung der Informationen über die Gattung Sage und Nacherzählen der Sage Das 
Donauweibchen. 

2．Beherrschung der Sprachkenntnisse in Lexik und Grammatik: Verben mit verschiedenen Vorsilben; 
trennbare oder untrennbare Verben 

作业： 
Vorbreitung auf das Nacherzählen; Schriftliche Hausaufgaben: Übersetzen S. 69. 

知识单元 4：Familien und soziales Leben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1  Hat die Familie Zukunft? 
Arbeitsschritte: 
——Einführende Fragen: Beschreiben Sie Ihre eigene Familie. Welche Familienmitglieder gehö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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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zu? Wie wichtig ist das gemeinsame Leben und der Zusammenhalt in Ihrer Familie? Hat sich bei Ihnen 
das Familienleben in den letzten Jahren verändert? 

——den Text lesen und gliedern 
——den Text abschnittsweise lesen und Fragen zum Textinhalt beantworten 
——Wortschatz und Wendungen 
Familienstand: ledig, verlobt, verheiratet, geschieden, verwaist, verwitwet, verwandt (verschwägert 

und verschwistert ) 
den Haushalt führen, das Leben führen 
Zeugnis von/über etw. ablegen 
aussterben V.i.(s.): sich nicht mehr fortpflanzen,von der Erde verschwinden 
kürzlich: neulich, vor kurzer Zeit 
etw. anvisieren: etw. ins Auge fassen, sich als Ziel setzen  
optimal: bestmöglich  
Mammutprojekt: Projekt in sehr großem Rahmen 
steril: unfruchtbar, erfolglos 
ich bin es leid = ich habe es satt, Vergleich: ich bin satt 
bevorziehen (V.t.): jmdm. Vorzug geben, jmdn. begünstigen 
verdutzt: verwundert, irritiert, verwirrt, verblüfft 
Quote (f. –n): den Verhältnissen entsprechenden Anteil 
sich in die Wolle kriegen: (ugs.) Streit miteinander anfangen 
Heuchelei (f. unz.): (abwertend) Vortäuschung nicht vorhandener Gefühle, Heuchler 
agieren: gestikulieren mit den Händen, handeln, tätig sein 
auf jmdn./etw. stoßen: jmdn. zufällig finden, einer Sache unerwartet begegnen 
exotisch：fremdländisch 
für jmdn. aufkommen(V.i.(s.)): für jmdn. entstehende Kosten übernehmen 
Verwandte dritten Grades 
auf Geheiß, auf Befehl 
verschleiern V.t.: jmdn./etw. mit einem Schleier bedecken 
posieren V.i.: sich gekünstelt benehmen (eine Pose einnehmen/einhalten)  
——Wörter und Wendungen 
Text 2 Memorandum über die Lösung der Bevölkerungsfrage Chinas 
Arbeitsschritte: 
——Einführende Frage: Was wissen Sie vom Bevölkerungsproblem in China sowie auf der ganzen 

Welt? 
——den Text abschnittsweise lesen und behandeln 
1. Die Folgekosten des rapiden Wachstums 
der erste und zweite Geburtenboom 
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dadurch gravierend gehemmt 
2. Die Familienplanung  
Maßnahmen zur Geburtenkontrolle 
3. Resultate der Familienplanng  
——Wortschatz 
Memorandum [(lateinisch) n. Pl. –en/a] + über etw. 
zu Ehren jmds. (gen.) = jmdm. zu Ehren 
a) jmdn./etw. zu Ehren bri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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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jmdm. Ehre machen (jmdm. Schande machen) 
einen Tag begehen(feiern), ein Verbrechen begehen 
unter Kontrolle gebracht sein ：gebändigt sein  
bemerkenswert: beachtlich, beträchtlich, Aufmerksamkeit verdienend 
Hygiene f. -, unz. – Gesundheitspflege 
Epidemie f. -, -n : ansteckende Massenerkrankung 
sich beschleunigen—— sich verlangsamen 
Geburtenbomm：plötzlicher Anstieg der Geburtenzahl 
widerspiegeln V.t./refl.: reflektieren, sich (als Wirkung) zeigen 
Das Präfix ,,wider” mit der Bedeutung ,,zurück” ist trennbar, während das mit der 

Bedeutung ,,gegen” untrennbar ist. (Vergleich widerstehen, widersprechen usw.) 
überschreiten V.t. (h.) – schreiten (s.) 
Vizechef: stellvertretender Chef 
übersehen: absichtlich über etw. hinwegsehen, nicht beachten 忽略 - übersehen 看厌 
rasant: rasend schnell 
einrichten: gründen, aufstellen 
andauern: lange dauern, anhalten 
hemmen: behindern, verlangsamen 
jmdn.(etw.)/jmds./einer Sache（G）gewahr werden 
überreichen : auf förmliche oder feierliche Weise übergeben  
befürworten (untrennbares Präfix be- + Fürwort + Endung –en): unterstützen, sich für etw. einsetzen 
sich tun: geschehen, vorgehen, 
Fuß fassen: sich sicher stellen, seine Stellung sicher begründen 
einer Sache (Dat.) einen Riegel vorschieben(vorlegen) 
annähren V.t.： näher bringen, sehr ähnlich, fast gleich machen / 
V.refl.： näher kommen, sehr ähnlich werden 
einer Sache (Dat.) Einhalt gebieten/tun: eine Sache beendigen, zurückhalten, an weiterer Ausbreitung 

hindern, eindämmen  
Unterhaltskosten: Kosten für den Unterhalt (alle Aufwendungen für die Lebensführung) 
——Wörter und Wendungen 
Sprechen und Diskutieren im Unterricht 
1. Der Familiensinn hat sich in der letzten Zeit verändert. Ist es in China auch so? Welche 

Veränderungen kann man bei den chinesischen Familien feststellen? 
2. Begründen Sie, warum China die Familienplanung als eine Staatspolitik durchführen muss? 
3. Was halten Sie von der Familienplanung? Welche Vor- und Nachteile hat diese Politik? 
4. Nennen Sie die wichtigen Stationen auf dem Weg zur Familienplanung in den letzten 50 Jahren 

nach der Gründung des neuen China! 
5. Vergleich zwischen China und Afrika. 
Lexik und Grammatik 
——Wortbildung 
A. Adjektivische Komposita mit –haft 
B. Adjektivische Komposita mit –weise 
——Verben mit unterschiedlichen Bedeutungen 
aufkommen, stecken 
——Das Verb mit festen Vorsil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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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gen mit be-, er-, ver-, zer- 
——Zuordnung 
学习目标： 
1．Die Studenten sollen sich über das Thema Familien und Bevölkerungsfrage informieren sowie 

diesbezügliche Sprachkenntnisse beherrschen. 
2．Beherrschung der Sprachkenntnisse in Lexik und Grammatik: Verben mit unterschiedlichen 

Bedeutungen(aufkommen, stecken); Das Verb mit festen Vorsilben(legen mit be-, er-, ver-, zer-) 
作业： 
Vorbereitung auf Sprechen und Diskussion über das Thema Familie und die Bevölkerungsfrage; 

Schriftliche Hausaufgaben: Übersetzen S. 93. 
知识单元 5：Rückblick auf die Vergangenheit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1    China und sein Jahrhundert 
——Einführende Frage: Was wissen Sie von Sun Yat-sen, Mao Zedong und Deng Xiaoping? Wie 

werden sie von Chinesen eingeschätzt? 
——den Text abschnittsweise lesen und behandeln 
Harter und langjähriger Kampf um Unabhängigkeit 
1. die Revolution 
2. die zweite Revolution 
3. Sun Yat-sen als der Pionier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Ohne Mühe keine Ernte 
1. die Massenkampagne——die Stahlproduktion 
2. der Kernpunkt der Linie von Deng Xiaoping 
Traum von einem starken Land 
1. die Zukunft Chinas 
2. die Taiwan-Frage 
——Wortschatz 
Demütigung: Beleidigung, Herabwürdigung, tiefe Kränkung, Schmach. 
jmdn. (sich, etw.) einer Sache (Dat.) aussetzen 
die Souveränität über etw./jmdn. ausüben 
einen Weg zu etw. einschlagen 
sich (Dat.) einer Sache (Gen.) bewußt sein/werden 
sich (Dat.) über etw. klar/ im klaren sein 
etw. entbehrt etw. (Gen.[geh.]/Akk.)—— Entbehrung – Syn. Mangel, Knappheit, Not, Fehlen, 

Unzulänglichkeit 
Hintergedanken: heimliche Gedanken in bestimmter Absicht—— ohne Hintergedanken: rückhaltlos, 

ganz offen 
etw. zielt auf etw.(Akk.) ab – auf etw. hinziehen, etw. im Auge haben, anstreben 
zufolge + Nomen (Gen.), Nomen (Dat.) + zufolge 
von/aus … stammen – etw.(Dat.) entstammen 
läuten: durch Läuten den Beginn von etw. ankündigen (Vergleich lauten) 
ohne Mühe keine Ernte – Wie die Saat, so die Ernte. 
skeptisch Adj. (mißtrauisch, ungläubig, zum Zweifel neigend) – Skepsis f. unz 
nichts anderes als : nur, blo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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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s Neue 
etw. hält Einzug in etw.(Akk.) – einziehen 
in naher Zukunft: in absehbarer Zukunft, in übersehbarer Zukunft (in Zukunft) 
an 2. Stelle rangieren/ als erste rangieren – ein Künstler ersten Ranges 
zurückgeblieben – Ant. fortgeschritten 
sich vervielfachen – sich verdreifachen, sich vervierfachen … 
verbleiben – übrig bleiben 
etw. von etw. abbringen : etw. von etw. ablenken 
——Wörter und Wendungen 
Text 2   Besuch bei einer alten Dame 
——den Text als Hauslektüre lesen und behandeln 
1. Globalverständnis: richtig oder falsch?(Übung S. 107) 
2. Detailverständnis: Übung S. 108 
——den Wortschatz und Wendungen sortieren und auswendig lernen 
überholen, übertreffen, und überschreiten 
Bevölkerung, Bewohner, Einwohner und Volk (Siehe Übung 3 auf der Seite 102) 
Ereignis, Vorfall und Zwischenfall (Siehe Übung 4 auf der Seite 103) 
vorsichtshalber: aus/zur Vorsicht, für alle Fälle (Siehe ,,Adverbiale Komposita mit –halber” auf den 

Seiten 110-111) 
unweigerlich: unvermeidlich, unbedingt, auf jeden Fall, ganz bestimmt – weigern V. 
schmunzeln (verstohlen lächeln)：lächeln, lichen 
überkleben: mit Papier bekleben und dadurch unsichtbar machen 
anstreichen： mit Farbe versehen, bemalen, tünchen, Farbe auf etw. Streichen. Fehler anstreichen: 

Fehler kenntlich machen (und verbessern) 
zuklappen：mit einem klappenden Geräusch schnell schließen, zuschlagen 
  (klappen ：Erfolg haben) 
Schnickschnack: überflüssige Gegenstände, hier moderne Fertiggerichte 
Stickerei f. –en, zählb/unz. – Stickarbeit, Stickgarn, Sticknadel, Stickrahmen 
（sticken V.t./V.i., häkeln V.t./V.i. ） 
Posament, Posamentin, Posament(i)er, posamentieren 
Bart m – Schnurrbart, Vollbart 
etw. geht in die Geschichte ein 
verschränken V.t.： kreuzweise legen und stellen, die Arme verschränken: zusehen, ohne zu helfen 
gell (hessischer Dialekt)： ja? nicht wahr? 
Pogrom (m. –s, -e) – Judenpogrom 
Repressalie f.： Vergeltung, Gegenmaßnahme, Druckmittel 
Synagoge f.： jüdische Kirche 
Bunker: Schutzraum, betonierter Unterstand (Luftschutzbunker) 
erwischen V.t. (umg.)： ertappen; hier verletzen, vernichten 
Anhang haben: Kontakt haben 
eh: früher, damals (seit eh und je, wie eh und je) 
robust: kräftig, gesund, stark – Robustheit unz. 
Wirtschaftswunder: überraschender, wirtschaftlicher Aufschwung （ Information über 

Wirtschaftswunder in Deutschland） 
einweichen V.t.：zum Weichmachen oder Schmutzlösen in Flüssigkeit legen. Wäsche einwei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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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äsche in Wasser mit Waschpulver legen 
Sprechen und Diskutieren 
1. Warum sagt man, dass das 20. Jahrhundert ein Jahrhundert der Chinesen ist? 
2. Wie verstehen Sie die Worte von Konfuzius“Im Alter von 50 Jahren ist man sich des Willens 

des Himmels bewusst”? 
3. Aus welchen Überlegungen will China im Jahre 2049 den 100. Jahrestag der Gründung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feiern? 
4. Wie wurde der Ehrgeiz Chinas in westlichen Ländern beurteilt? Warum sind ihre Behauptungen 

falsch? 
5. Versuchen Sie, einen Ausländer zu überzeugen, dass China jetzt trotz seiner schnellen 

Entwicklung immer noch ein Entwicklungsland ist! 
6. Glauben Sie, dass die Chinesen die politischen und wirtschaftlichen Ziele im 21. Jahrhundert 

erreichen werden können? Warum? 
7. Wie verhält sich unsere Regierung in der Taiwan-Frage? 
8. Berichten über den ersten Weltkrieg  
9. Welche geschichtlichen Ereignisse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und im Zweiten Weltkrieg? 10. Im 

Text berichtete Frau Anny Schmidt, dass die Leute im Jahre 1914 “Hurra Krieg” gerufen haben. Wie sind 
die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zu dieser Kriegesbegeiterung gekommen? 

11. Versuchen Sie aufgrund des Textinhalts herauszuarbeiten, welche Rolle Deutschland im letzten 
Jahrhundert gespielt hat und welche Folgen diese Rolle für die Menschheit hatte? 

Lexik und Grammatik 
——Wortbildung: Adverbiale Komposita mit –halber 
——Stammverb ,,bringen” mit verschiedenen Präfixen: ab-, an-, auf-, bei-, er-, mit-, über-, um-, 

unter-, ver-, voll-, und vor-. (Siehe Übung 5 auf den Seiten 112-113)  
——Redewendungen 
1. Redewendungen mit dem Stichwort ,,Welt” in der Übung 5 auf der Seite 110 und ihre 

Umschreibungen 
1. Redewendungen mit dem Stichwort ,,Zeit” in der Übung 2 auf der Seite 111 und ihre 

Umschreibungen 
2. Redewendungen mit dem Stichwort ,,Arm” in der Übung 3 auf den Seiten 111-112 und ihre 

Umschreibungen 
3. Redewendungen mit dem Stichwort ,,Tür” in der Übung 3 auf der Seite 112 und ihre 

Umschreibungen 
——Besondere Pluralformen 
学习目标： 
1．Die Studenten sollen sich mit den Hintergrundkenntnissen über die Neuere und Moderne 

Geschichte Chinas sowie Deutschlands und mit diesbezüglichen Sprachkenntnissen vertraut machen. 
2．Beherrschung der Sprachkenntnisse in Lexik und Grammatik: Stammverb ,,bringen“ mit 

verschiedenen Präfixen: ab-, an-, auf-, bei-, er-, mit-, über-, um-, unter-, ver-, voll-, und vor-; 
Redewendungen mit dem Stichwort ,,Welt“, ,, Zeit“, ,,Arm“, ,,Tür“. 

作业： 
Vorbereitung auf Sprechen und Diskussion über die Geschichte Chinas und Deutschlands im 20. 

Jahrhundert; Schriftliche Hausaufgaben: Übersetzen S. 117. 
知识单元 6：Schelmengeschichten 
参考学时：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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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Text 1  Wie Eulenspiegel auf dem Seil tanzte 
Arbeitsschnitte: 
——Einführung: Sprechen über Erich Kästner 
——Der Text dient zur Nacherzählung 
——Der Schwerpunkt liegt in Wörter und Wendungen 
Lausejunge: Lausebengel, Lausbub 
ärgern V.t./refl/，  sich über etw.(Akk.) ärgern, sich an/mit jmdm. ärgern 
sich beschweren: sich beklagen, Klage führen 
jmdm. die Hosen straff ziehen：jmdm. Schläge aufs Gesäß geben 
versohlen：Syn: verhauen (Haue f., hauen V.t./Vi.), verprügeln (Prügel m., prügeln umg. V.t./refl) 
kränkeln V.i：. häufig oder ständing leicht krank sein, nie völlig gesund sein. 
mittlerweile: inzwischen, unter-/währenddessen 
Boden m. –s, Pl.Böden： hier Abstell-, Speicher-. Oder Trockenraum unter dem Dach  
- (Dach~, Korn~, Trocken~, Wäsche~) 
schleunig Adj. – (sich) beschleunigen 
einigermaßen: ziemlich gut 
ausspannen：V.t. hier weit auseinander spannen；vom Wagen losschieren, von einem Gespann lösen; 

etw. Eingespanntes herausnehmen; V.i.: für einige Zeit mit einer arbeit aufhören, sich erholen) 
aufsperren: weit öffnen, aufmachen. Mund und Nase aufsperren: sehr erstaunt sein 
sich versammeln: sich treffen, zusammenkommen 
jmd. ist gespannt (auf etw.) – etw. ist spannend  
sozusagen: gewissermaßen, wenn man es so ausdrücken will, obwohl es nicht ganz richtig ist. 
aus allen Wolken fallen: (umg.) sehr überrascht sein 
kerzengerade: vollkommen gerade 
schadenfroh Adj. – Schadenfreude f.: boshafte Freude über den Schaden eines anderen 
jmdm. etw. /jmdm. mit (in) etw. heimzahlen (V.t.): jmdm. etw. vergelten, jmdn.für etw. büßen lassen  
jmd. kommt …angerannt (Part. II) : jmd. kommt…, indem er/sie anrennt 
über etw./jmdn. einen Witz /Witze machen  
- (jmds.) Scherz/Spaß über jmdn./etw. machen 
- (jmds.) Scherz/Spaß mit jmdm. treiben 
- jmdm. einen Streich spielen 
aufknüpfen: Knoten von etw. lösen, (anknüpfen, zuknüpfen usw.) 
vertauschen: austauschen, auswechseln; versehentlich tauschen, verwechseln (etw. mit etw. ~) 
anhaben (V.t.): am Körper haben, tragen 
etw. ist im Gange: etw. geht vor – in vollem Gange 
sich reißen: durch Riß verletzen 
sich wälzen: sich hin und her bewegen, werfen; sich in Maßen irgendwohin bewegen 
brüllen: laut schreien – Gebrüll n. -(e)s, unz (Tiere)/ Gebrülle n. –s, unz (Menschen) 
humpeln Vi.(s.)：sich hinkend irgendwohin bewegen, auf einem Fuß nicht richtig auftreten können 
schwören V.i./V.t.: einen Eid, Schwur (auf etw.) leisten, ablegen, in einem Eid, Schwur versichern 

oder geloben, nachdrücklich versichern 
jmdn. /etw. kurz und klein prügeln: jmdn. /etw. zerschlagen 
Schelm m. –(e)s, -e: Lausejunge, Lausbub; Landstreicher. schelmisch Adj., Schelmerei f.-,unz., 

Schelmenroman, Schwanklitera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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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örter und Wendungen 
Text 2   Achmed, der Narr 
Arbeitsmethode: als Hauslektüre und Übungen selbst machen 
——Wortschatz und Wendungen: 
Gauner m. –s, - ：Betrüger, Dieb, Landstreicher, gerissener Mensch, schlauer, pfiffiger Kerl;  
ätzend: beißend , bitter – ätzen V.t.  
wohlgefällig: angenehm 
jmdm. etw. befehlen – jmdn. zu einem Ort befehlen 
Sultan (m.): Titel islamischer Herrscher 
auf etw. ruhen: auf etw. liegen 
jmdm. etw. bereiten – jmdm. etw. bereitstellen 
jmdn. mit etw. schelten (V.t.): jmdm. Vorwürfe machen, jmdn. laut tadeln, schimpfen. 
verflixt: verdammt, verflucht 
Schlingel (m. –s, -): Lausejunge, Lausbub, freches Kerlchen 
Kerker (veralt.): Gefängnis 
etw. (Akk.) gewohnt sein – an etw. (Akk.) gewöhnt sein 
jmdn. über etw. belehren (unterrichten) 
geloben: feierlich versprechen  
Gnade für/vor Recht ergehen lassen (Redewendung): einen Schuldigen nur milde oder gar nicht 

bestrafen 
jmdm. etw. richten: etw. für jmdn. in die richtige Lage, Stellung, Richtung bringen 
arg (Adj.): schlimm, böse, bösartig, ärgerlich; (oberd.) sehr, stark, tüchtig （hier stark） 
Lager (n. –s, -): hier Bett (Schmerzenslager) 
außer Atem sein: keuchen, atemlos sein 
in Schweiß gebadet sein: am ganzen Körper schwitzen  
Gebieter (veralt.): Herrscher, Herr (Vergleich Gebet) 
Serail (n.): Palast, Schloss des mohammedanischen Sultans 
Imam: mohammedanischer Vorbeter in der Moschee 
Muezzin: mohammedanischer Gebetsrufer 
Minarett: Turm der Moschee, von dem die Gebetsstunden ausgerufen warden 
wackeln (V.i.): hin und her schwanken, nicht feststehen. (wackelig Adj.) 
sich über etw. gesund lachen – durch Lachen über etw. gesund werden 
jmdn. zu etw. (Dat.) ernennen: jmdn. in ein Amt bestimmen, einsetzen 
jmdn. erfreuen – jmdm. Freude machen 
jmdm. Rat und Auskunft erteilen (geh.) /geben/gewähren 
---Wörter und Wendungen 
Text 3   Streit im Autobus 
Arbeitsschnitte: 
——den Text lesen und den Inhalt abschinittsweise zusammenfassen 
——Wortschatz und Wendungen 
Streit: Zank, Zwist, Auseinandersetzung 
in Pension gehen/ jmdn. in Pension schicken (Pension f, pensionieren V.t., Pensionär m.) 
zu etw. ansetzen: versuchen, etw. zu beginnen,  
soviel mir beliebt (V.i.) : soviel mir gefällt (Redewendung: nach Belieben) 
mahnen (V.t.): erinneren , jmdn. zu etw. mah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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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dm. etw. beteuern: nachdrücklich versichern (Syn. schwören, geloben) 
weigern V.t. (veralt.) = verweigern, V.refl. ablehnen, etwas zu tun 
jmdm. etw. (Gewalt, Schmach, usw.) antun – jmdm. etw. bereiten/zufügen 
sich in etw. (Akk.) mengen: sich (ungebeten) einmischen, sich um etw. kümmern, das einen nichts 

angeht 
verweigern(V.t.): ablehnen, sich weigern, etw. zu tun/jmdm. etw. nicht geben, nicht gewähren 
abstempeln: einen Stempel auf etw. drücken, damit etw. als verwendet steht/liegt.  
die Probe aufs Exempel machen/liefern: die Richtigkeit einer Annahme, Behauptung durch Probieren 

nachweisen 
befördern: hier transportieren：Beförderung zu Lande/ zur Luft/ zur See/ zu Wasser 
(jmdn. zu … befördern: jmdn. in eine höhere Stellung aufrücken lassen) 
ungehalten: ärgerlich, verärgert, aufgebracht. über etw. ungehalten sein 
jmd. ist im Recht – jmd. hat recht 
einen Betrag erlegen: einen Betrag bezahlen, auszahlen 
unterstehen V.i. ：jmdm. untergeordnet sein, einer Sache unterliegen. V.refl. ：(etw. zu tun) wagen, 

sich erdreisten (geh.) 
Vormund (m.): amtlich bestellter Vertreter, Fürsorger von Minderjährigen (bes. Waisen, 

Entmündigten, Geisteskranken) 
sacht(e): leise; leicht, sanft; vorsichtig; langsam, allmählich, kaum merklich 
die Erzürnte (Part.II von erzürnen als Nomen): jmd., der zornig ist. erzürnen (V.t.): zornig machen; 

reizen 
ein Auge zudrücken: etw. nachhaltig, wohlwollend beurteilen 
auftrumpfen: mit etw. triumphieren, die eigene Überlegenheit betonen 
salomonisch: dem weisen Salomon entsprechend ausgewogen, Einsicht zeigend; weise 
beikommen V.i.(s.): mit jmdm. fertig werden, jmdm gewachsen sein; etw. bewältigen 
---Wörter und Wendungen 
Nacherzählen 
1. Text 1 
2. Text 2 
3. Text 3 
Sprechen und Diskutieren zum Text 3 
1. Der Herr wollte zwei Fahrscheine. Der Schaffner weigerte sich aber, für ihn zwei Fahrscheine 

auszugeben. Thesen und Gegenthesen 
2. Wie würde ein chinesischer Schaffner reagieren, wenn er einem solchen Fahrgast begegnet? 
3. Stellen Sie sich mal vor, wie die Geschichte enden könnte! 
Lexik und Grammatik 
——Wortbildung: Verben mit dem Präfix ent-（zwei Bedeutungen） 
——Verben mit verschiedenen Vorsilben 
tauschen mit aus-, ein-, um-, ver- 
werfen mit ein-, ent-, über-, um-, unter-, ver-, vor- 
——Ordnung schaffen（die Verben nach ihrer Bedeutung ordnen） 
——Verben mit Präpositionen 
学习目标： 
1．Beherrschung der Informationen über die Gattung Schelmengeschichte sowie diesbezügliche 

Sprachkenntni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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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eherrschung der Sprachkenntnisse in Lexik und Grammatik: Verben mit dem Präfix ent-（zwei 
Bedeutungen）; Verben mit verschiedenen Vorsilben(tauschen mit aus-, ein-, um-, ver-; werfen mit ein-, 
ent-, über-, um-, unter-, ver-, vor-); Verben mit Präpositionen 
作业： 
Vorbereitung auf Nacherzählung; Schriftliche Hausaufgaben: Übersetzen S. 142. 

知识单元 7：Schutz von Arten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1   Das Aussterben von Arten 
Arbeitsschnitte: 
——Worterklärung zur Entlastung, S. 146-147 
——den Text abschnittsweise lesen und behandeln sowie den Inhalt als Überschrift 

zusammenfassen: 
Abschnitt 1: Artenvielfalt und -vernichtung 
Abschnitt 2: Natürliche Anpassungsmöglichkeiten der Arten eingeschränkt 
Abschnitt 3: Lebensräume werden zerstört 
Abschnittv4: Rücksichtsloses Töten von Tieren 
Abschnitt 5: Vögel und Fische － Opfer von Umweltgiften 
Abschnitt 6: Kann das Aussterben gestoppt werden？ 
——Wortschatz und Wendungen 
aussterben V.i.(s.): vom vorherigen Zustand heraus, sich nicht mehr fortpflanzen, von der Erde 

verschwinden, allmählich in Vergessenheit geraten 
Globus m.: Erdkugel, hier die Erde 
sich an etw. (Akk.) anpassen: sich nach den jeweiligen Umständen richten, sich seiner Umwelt gut 

einfügen 
Selektion: Auslese, Auswahl, Zuchtwahl. natürliche Selektion: natürliche Auslese und 

Fortentwicklung durch Überleben der jeweils stärksten Individuen einer Art  
Trockenlegung: Entwässerung 
Rodung: Bäume fällen und die Wurzeln ausgraben 
Vielfalt: Mannigfaltigkeit 
abschlachten ：grausam oder in Massen töten 
etlich (Adj.): einig…, viele, ein paar 
Wilderer: Person, die ohne Erlaubnis jagt (wild Adj.) 
Chemikalien Pl. – Vergleich Materialien 
sich anreichern: Gehalt an gewissen Bestandteilen steigern, sich sammeln 
bereichern V.t.： reich(er) machen, etwas zukommen lassen.  V.refl. sich an etw. ~： seinen Vorteil 

unredlich wahrnehmen, Gewinn ziehen 
beeinträchtigen: schädigen, schwälen,, vermindern, negative Wirkung ausüben 
spenden: reichlich, großzügig schenken 
Vegetation: Gesamtheit der in einem Gebiet vorkommenden Pflanzen (Vergleich Population) 
beheimaten: V.t. seine Heimat habend, zu Huase seined 
etw. birgt eine Gefahr in sich – etw. bringt Probleme mit sich  
(sich) vor etw. schützen (das Resultat betonend ) , (sich) gegen etw. schützen (den Vorgang betonend) 
erlahmen V.i.(s.): müde werden, nachlassen an Stärke und Intensität 
etw. zu neuem Leben erwecken: etw. bel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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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örter und Wendungen 
——Strukturübungen 
Wiederholung zu Relativsatz und Partizipialattribute 
Wiederholung zu Nominalphrasen und Verbalphrasen 
Sprechen und Diskussion zur Wiederholung von Text 1 
----Fragen zum Textinhalt 
1. Welche Faktoren und Zusammenhänge bezüglich der Arten sind noch nicht bekannt? 
2. Welche (natürlichen und vom Menschen hervorgerufenen) Ursachen für das Artensterben 

werden im Text genannt? 
3. Aus welches Grund verringern sich die Überlebenschancen von Arten, deren Lebensräume 

eingeschränkt werden? 
4. Welche Arten sind durch Umweltgifte besonders betroffen? 
5. Wodurch kann eine Erhöhung der Wassertemperatur hervorgerufen werden? 
----Diskussion zum Textinhalt 
Welche Möglichkeiten bestehen für den Schutz der bedrohten Arten? Was kann jeder Einzelne dafür tun? 
Einführung zum Text 2 
----Sprechen und Diskussion 
1. Informieren Sie sich über das, was unsere Regierung zur Vermehrung von Pandas getan hat? 
2. Wie kann man das Töten von wilden Tieren verhindern? 
3. Haben Sie eine Vorliebe für ein bestimmtes Tier? Wenn ja, aus welchem Grund? 
----Sprechen über das chinesische Horoskop 
----Ü 2 und Ü 3 in Wörter und Wendungen 
Besprechen: Text 2  Schutz der wilden Tiere 
——den Text abschnittsweise lesen und behandeln 
1. Einleitung 
1) Wodurch ist das Überleben von Tieren seit langem stark gefährdet? 
2) Warum heißt es im Text, dass auch in China kein Grund zum Optimismus herrscht? 
2. Maßnahmen der chinesischen Regierung 
1) Welche Maßnahmen haben die Chinesen zum Schutz der Tierarten auf staatlicher und lokaler 

Ebene getroffen? 
2) Was hat China getan, nachdem es den Vertrag über den Handel mit vom Aussterben bedrohten 

wilden Spezies unterschrieben hat? 
3. Gesetzlicher Schutz 
Wegen welcher Vergehen gegen die wilden Tiere können die Menschen bestraft werden? 
4. Zurück in die Heimat 
Wie und wo kann die Zahl der Davidshirsche in China wieder vergrößert werden? 
5. Schutz durch Massen 
Durch welche Akrivitäten versucht man in China, die Aufmerksamkeit der Bevölkerung für den 

Schutz der wilden Tiere zu wecken? 
6. Langfristige Planung 
——Wortschatz und Wendungen im Text 
Naturhaushalt: ökologisches Gleichgewicht 
nach etw. streben: sich eifrig um etw. bemühen 
diesbezüglich – sich auf etw. beziehen 
schärfen (V.t.): stärken, verbessen, verfeinern – scharf A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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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ell – Syn. beruflich; Ant. amateurhaft, dilletantisch 
Amphibie (f. -, -n) – amphibisch Adj. 
stumpf – Ant. spitz 
umfassen – einschließen 
seit langem: seit langer Zeit 
in der Wildnis (f. -, -se): in wilder Gegend, in nicht besiedeltem Gebiet, in der Natur 
ausrotten V.t. – aussterben V.i. 
gründen: einrichten, aufstellen 
ha.: Hektar (m. –s, -e); t.: Tonne (f. -, -) 
Status (m, -, -) ：Lage, Zustand – Status quo 
Biosphäre – Ökosystem, Biologie, Flora und Fauna 
im Freien: in der Natur 
freilassen: aus der Haft, Gefangenschaft, Sklaverei entlassen 
beitreten V.i. (s): beipflichten, zustimmen (Vergleich beikommen) 
einen Vertrag unterzeichnen/unterschreiben 
erlassen V.t. : ergehen lassen, in Kraft treten lassen, verkünden, veröffentlichen 
einstellen：hier: beenden, ruhen lassen, mit etw. aufhören. V.refl.: als Folge von etw. eintreten 
erbeuten V.t.: als Beute erringen 
Diversifizierung: Mannigfaltigkeit (divers Adj.) 
widerechtlich: zu Unrecht, ungesetzlich (wider: gegen) 
schmuggeln V.i./V.t.- Schmuggel (m. -, unz) gesetzwidrige Ein- oder Ausfuhr , Schleichhandel 
Rundschreiben- Rundbrief 
überprüfen: nochmals prüfen, nachprüfen 
Gesetzesbrecher– das Gestz brechen：Jmd., der gegen Gesetz handelt/verstoßt 
Jagd auf /nach etw. – auf die Jagd gehen, auf der Jagd sein 
aus etw. stammen – etw.(Dat.) entstammen 
ermattenV.i./V.t.: matt werden/machen 
erfassen: ergreifen, in die Hand nehmen; in Listen, Verzeichnisse oder Statistiken aufnehmen 
auf …anheben(V.t.) / steigen (V.i.) 
Übungen in Wörter und Wendungen 
学习目标： 
1．Beherrschung der Informationen über das Thema Schutz von Tieren und diesbezügliche 

Sprachkenntnisse. 
2．Beherrschung der Sprachkenntnisse in Lexik und Grammatik: Relativsatz und Partizipialattribute; 

Nominalphrasen und Verbalphrasen.  
作业： 
Vorbereitung auf Sprechen und Diskussion; Schriftliche Hausaufgaben: Übersetzen S. 164.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Lektion 1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2 Lektion 1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3 Lektion 2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4 Lektion 2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5 Lektion 3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6 Lektion 3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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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ektion 4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8 Lektion 4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9 Lektion 5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10 Lektion 5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11 期中考试 4 重点考查前 4课的主要内容 
12 Lektion 6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13 Lektion 6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14 Lektion 7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15 Lektion 7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16 期末复习 4 综合测试，语法和词汇以后三课为主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德语（一）》、《综合德语（二）》、《综合德语（三）》、《综合德语（四）》 
后续课程：《高级德语（二）》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语言知识的传授和语言技能的训练。 
难点： 如何将语言学习和社会文化知识相结合。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情景教学法。 
2) 自学辅导教学法。.学生预先主动学习与课文相关的词汇用法和文化背景，主导课堂的教学

进程。教师对知识点做必要、补充性讲解。 
3) 项目教学法。 
教学手段： 
1) 直观教学手段，师生互动性交流。 
2) 电化教学手段。课件展示包括：文化背景、语言阐释、修辞手法等。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桌椅可活动。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视实际情况具体操作。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试卷考核的语言能力层次分为识记、理解、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平时和期

末考核的内容和考点既重视语言基本功（如动词造句等），也强调综合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如不

同形式的阅读理解题），因此各题型的评分标准也不相同。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

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
测情况；期中考试占 2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单元结束均会布置相应的口笔头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师会自主编选符合每个单元的阅读以及练习材料；结合本校实践

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高级语法训练资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 《高级德语教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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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者：陈晓春 
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1. Eva-Maria Willkop, Claudia Wiemer, Evelyn Müller-Küppers，Auf neuen Wegen， Max Hueber Verlag. 
2. 徐智儿，《德语词汇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 
3. Magda Ferenbach, Ingrid Schüßler, Wörter zur Wahl –Übungen zur Erweiterung des 

Wortschatzes von, Ernst Klett Stuttgart.（复印资料） 
4. 周祖生,《德语同义词例释》，北大出版社，1996年。 
5. 张人礼《德语常用同义动词》，外研社，1995年。 
6. Karin Hall, Barbara Scheiner, Übungsgrammtik für Fortgeschrittene，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年。 
执笔：霍颖楠。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制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6日 

 

高级德语（二） 
Advanced German 2 

课程号：3080102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以基础阶段德语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各项要求为起点，进一步培养学生在读、听、说、写、

译等方面的综合技能； 

2、充实语言知识和社会文化知识，提高语言交际能力，使学生具有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和较强

的应变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难度较高的德语文章的精读，进一步充实高年级德语专业学生的语言词

汇知识和社会文化知识，为今后的专业八级考试以及毕业后能胜任德语翻译、德语教学等工作打下

坚实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4学时 

知识单元 1： Kinder und Familie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A Die Glücksbringer 
I. Sacherläuterungen  
1. der Pisa-Schock  
2. Ali Baba  
3. Moby Dick  
4. Louis de Funès  
II. Textarbeit  
1. Erklären Sie die Ausdrücke bzw. Wörter.  
1) über beide Ohren verliebt sein  
2) sich das Hirn zermartern  
3) jmdm. einen Vogel ze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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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ns Bett machen  
5) die Talkshow  
6) der Nachwuchs  
7) einem starken Druck ausgesetzt sein  
8) engagiert  
9) das Schulversagen  
10) jmdm. die Kehle zuschnüren  
2. Formulieren Sie die kursiv gedruckten Teile in den folgenden Sätzen anders.  
1) Dann drängt sich der Gedanke auf, dass das Kinderkriegen hierzulande ein Fehler ist. 
2) So etwas will gut überlegt sein, das Für und Wider ist abzuwägen.  
3) Und dabei ist man in Berlin noch gut dran.  
4) Es geht auch nicht an, dass man einfach ein Kind in die Welt setzt.  
5) In einer bunten Mischung sprudeln tausend und eine Antwort heraus.  
6) Die Linie wird durch das Kind fortgeführt.  
III. Wörter und Wendungen  
1. anlegen  
2. bewegen  
3. widmen  
4. aufdrängen  
5. abwägen   
6. angehen  
7. stillen  
8. versagen  
IV. Wortschatz- und Grammatikübungen  
1. engagieren – engagiert – das Engagement  
2. Verben mit dem Präfix zurecht-  
3. Idiomatische Wendungen mit dem Wort Arm  
4. Idiomatische Wendungen mit dem Wort Vogel  
5. pflanzen mit verschiedenen Vorsilben   
6. gehen mit verschiedenen Vorsilben 
Text B Das Abenteuer Kind  
I. Sacherläuterungen  
1. Elternzeit  
2. Elterngeld  
II. Textarbeit  
1. Formulieren Sie die kursiv gedruckten Teile in den folgenden Sätzen anders.  
1) Die Elternzeit war für mich eher eine theoretische Möglichkeit.  
2) Ich wollte in meine Rolle als Vater hineinwachsen.  
3) Ich bin auf ein verhaltenes Echo gestoßen.  
4) In unseren Familien waren die Reaktionen geteilt.  
5) Anderes haben wir so aufgeteilt, dass Freiraum für jeden einzelnen entstand.  
6) Wie sehr sich durch ein Kind eigene Bedürfnisse relativieren!  
III. Wörter und Wendungen  
1. abwechseln  
2. für etw. reif s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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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verhalten  
4. vortragen  
5. vertrauen / das Vertrauen  
6. hindurch  
7. einsetzen  
8. überlassen  
9. Entschluss  
IV. Wortschatz- und Grammatikübungen  
1. laden mit verschiedenen Vorsilben  
Welches Verb kommt in Frage?  
2. ergreifend – durchgreifend – tiefgreifend  
3. sich entschließen – sich entscheiden – beschließen  
5. ablegen als Funktionsverb  
学习目标： 
1． Der Text soll die Studenten mit den Informationen über das Kiederkriegen und die 

Kinderbetreuung in Deutschland und disbezüglichen Sprachenkenntnissen vertraut machen und auch die 
Studenten befähigen, mit den Übungen nach dem Text fertig zu werden. 

2．Beherrschung der Sprachkenntnisse in Texten und Übungen. 
作业： 
Sprechen und Schreiben über das Thema Kind und Familie; Schriftliche Hausaufgabe: Übersetzen S. 

25. 
知识单元 2：Schulwesen in Deutschland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A Schüler im Stress  
I. Informationen und Sacherläuterungen  
1. G8-ABITUR bzw. das Turboabitur  
2. Grund für die eingeführte Verkürzung der Schulzeit  
3. Die Stadtteilschule  
4. Die Föderalismusreform  
II. Textarbeit  
1. Erklären Sie die folgenden Ausdrücke bzw. Wörter.  
1) die Langversion 
2) Gesamt- und berufsbezogene Schulen 
3) paralleler Bildungsgang 
4) etwas an den Tag legen  
5) etw. in Kauf nehmen  
6) an der Frage vorbeikommen 
7) j-d / etw. kommt zu kurz  
2. Formulieren Sie die kursiv gedruckten Satzteile anders.  
1) Den größten Schwung legt in dieser Hinsicht zurzeit Niedersachsen an den Tag, das seinen 

Schülern in jedem Jahr bis zum Abitur zwei Stunden pro Woche erlassen würde.  
2) Vor diesem Hintergrund wehren viele bildungspolitiker das Ansinnen, Stunden zu kürzen, 

kategorisch ab. 
3) Eine Neuauflage eines Schulbauprogramms vom Bund ist nicht in Sicht, weil es inzwischen die 



6922 

Föderalismusreform gegeben hat, die die Schulkompetenzen des Bundes noch weiter beschnitt.  
4) Was einleuchtend klingt, ist aber umstritten.  
5) Da allerdings tut sich gleich ein weiteres großes Problem auf.  
6) Die Länder tun sich aber aus finanziellen Gründen schwer damit, ihren Schulen geräumige 

Essensbereiche auszubauen.  
7) Deshalb kommt man nicht an der Frage vorbei, wie man den Schülern die hohe Stundenbelastung 

in der Praxis erträglicher machen kann.  
III. Wörter und Wendungen  
1. erlassen  
2. rühren  
3. Kenntnis, -se 
4. abwehren  
5. abfinden  
6. auftun  
7. Hinsicht (mst. Sg.) 
8. Hindergrund (mst. Sg.) 
IV. Wortschatz- und Grammatikübungen  
1. Bezug 
2. Funktionsverbgefüge 
3. Präpositionen 
4. Konjunktionen 
Text B Mach dich mal locker  
I. Informationen und Sacherläuterungen  
1. Yaez   
2. Leistungskurs (LK)  
3. die Synthese von Phenolphthalein  
II. Textarbeit 
1. Erklären Sie die folgenden Ausdrücke bzw. Wörter.  
1) die chemische Formel 
2) die Perspektive 
3) niedriges Selbstwertgefühl 
4) der Streber 
5) das richtige Maß an Ehrgeiz 
2. Formulieren Sie die kursiv gedruckten Teile anders.  
1) Im Sportunterricht räumt er Spitzennoten ab.  
2) In den anderen Fächern dagegen reicht ihm absolutes Mittemaß.  
3) Der Direktor der Klinik und Poliklinik für Kinder- und Jugendpsychiatrie plädiert deshalb für ein 

„Jugendprogramm“.  
4) Sie haben zum Beispiel negative Erfahrungen mit dem Lernen gemacht.  
5) Wer rundum versorgt wird und alles bekommt, ohne sich anstrengen zu müssen, macht leicht die 

Erfahrung, dass Ehrgeiz gar nicht gebraucht werde.  
6) Sie sind verkrampft, wollen immer alles richtig machen und sich ständig rückversichern.  
7) „Wenn der Ehrgeiz oder Ängste die sozialen Kontakte stark einschränkt, dann stimmt irgendetwas 

nicht.“  
8) Für die betroffenen Schüler ist es dann meist sehr schwer, die Rolle des „Strebers“ wieder 



6923 

loszuwerden.  
9) Von den Schülern werden sie oft ausgegrenzt.  
III. Wörter und Wendungen  
1. locker  
2. schnappen  
3. Ehrgeiz – ehrgeizig  
4. durchgehen  
5. beneiden  
6. tuscheln  
IV. Wortschatz- und Grammatikübung  
1. tun – machen  
2. beneiden – neiden – neidisch - Neid  
3. Präpostitionen 
4. als ... / als ob ... / als wenn ... 
5. zustande kommen - zustande bringen 
学习目标： 
1．Der Text soll die Studenten mit den Informationen über das Schulwesen in Deutschland und 

disbezüglichen Sprachenkenntnissen vertraut machen und auch die Studenten befähigen, mit den Übungen 
nach dem Text fertig zu werden. 

2．Beherrschung der Sprachkenntnisse in Texten und Übungen. 
作业： 
Sprechen und Schreiben über das Thema Schule; Schriftliche Hausaufgabe: Übersetzen S. 50. 

知识单元 3：Bildung und Ausbildung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A „Metall ist einfach mein Ding“  
I. Sacherläuterung  
1. Duale Ausbildung  
2. Know-How  
II. Textarbeit  
1. Erklären Sie die folgenden Ausdrücke.  
1) die umworbene Gruppe 
2) etw. ist gefragt 
3) die Schlüsselindustrie 
4) ausgemachte Zielgruppe 
5) noch keinen Fuß in eine Hochschule setzen 
6)zukunftsträchitge Metallbranche 
7) prestigeträchtige Berufe 
2. Formulieren Sie die kursiv gedruckten Satzteile anders. 
1) Metall ist einfach mein Ding. 
2) Das sei wie ein Fünfer im Lotto. 
3) Die (großen Trends auf dem Ausbildungsmarkt) werden sich komplett umdrehen. 
4) Sie würden geradezu zu einem kostbaren Gut. 
5) Unsere Leute kommen gut unter. 
6) Die besser qualifizierten Schulabgänger werden sich die Rosinen rauspicken un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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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islang sind Frauen offenbar noch keine ausgemachte Zielgruppe. 
8) So kommen auch in den Betrieben flachere Hierachien zustande. 
III. Wörter und Wendungen  
1. zählen  
2. einfallen  
3. beschäftigen  
4. schulen + A  
5. werben  
6. Funktionsverb setzen  

    a) etw. in Betrieb setzen  
    b) etw. außer Betrieb setzen  
    c) Dinge zueinander in Beziehung setzen  
    d) etw. in Gang setzen  
    e) sich etw. zum Ziel setzen  
    f) Vertrauen auf/in jn. setzen  
    g) sich an die Spitze setzen  

7. Mehrdeutigkeit von Block  
8. Hierarchie – Kluft – Trennung  
9. Wendungen mit dem Wort Fuß 
IV. Wortschatz- und Grammatikübungen  
1. Adjektivische Komposita mit -trächtig  
2. Verwandelungen zwischen Partizipialattribute und Nebensätzen. 
3. Konjunktiv I  
4. indirekte Rede 
Text B Das Publikum von morgen  
I. Sacherläuterungen  
1. Halle (Saale)  
2. Georg Friedrich Händel  
II. Textarbeit  
1. Erklären Sie die folgenden Ausdrücke bzw. Wörter.  
1) soziale Kompetenzen  
2) die Kultureinrichtung  
3) der Kulturgutschein 
4) das Puppentheater  
5) die Umbruchphase  
6) jmdn. zu etw. anstiften  
2. Formulieren Sie die kursiv gedruckten Teile in den folgenden Sätzen anders.  
1) In dieser reizüberfluteten Welt muss man sich verdammt was einfallen lassen, um die Kinder zu 

erreichen. 
2) Und so setzt die Oberbürgermeisterin darauf, dass ein kostenloser Besuch den Kindern und 

Jugendlichen Theater, Museum oder Oper schmackhaft macht und sie gerne wiederkommen. 
3) Insgesamt hat Szabodos mehr als 14 Kultureinrichtungen aus der Stadt Halle mit ins Boot geholt.  
4) Wir waren in die Konzeption der Initiative involviert. 
5) Aber den Kinder vorzugeben, welche Einrichtung oder welches Stück sie besuchen, kam Szabados 

nicht in F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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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in Zwischenfazit, was den Besuch etwa in den Museen angeht, steht noch aus. 
7) An den Postleitzahlen, die auf den Gutscheinen vermerkt sind, lässt sich nachvollziehen, aus 

welchen Stadtteilen die Kinder kommen. 
III. Wörter und Wendungen  
1. 3× einlösen  
2. Wendungen mit Faust  
3. sich auskennen + mit/ in  
4. einigen  
5. in Frage kommen 
6. Zugang  
7. auseinandersetzen + sich + mit   
IV. Wortschatz- und Grammtikübungen  
1. lernen - erlernen  
2. etw. lässt sich nachvollziehen  
3. was jmdn /etw angeht, ...  
4. jmdm ist es ein Anliegen, etw. zu tun  
5. Die Präposition an  
6. Substantive mit Frei-  
学习目标： 
1．Der Text soll die Studenten mit den Informationen über das Bildung und Ausbildung und 

disbezüglichen Sprachenkenntnissen vertraut machen und auch die Studenten befähigen, mit den Übungen 
nach dem Text fertig zu werden. 

2．Beherrschung der Sprachkenntnisse in Texten und Übungen. 
作业： 
Sprechen und Schreiben über das Thema Bildung und Ausbildung; Schriftliche Hausaufgabe: 

Übersetzen S. 76. 
知识单元 4：Studium in Detuschland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A Zwischen Schiller und Netzkultur  
I. Sacherläuterungen  
1. der Zunft, ¨-e  
2. der Elfenbeinturm (Pl. selten)  
3. das Fachwerkhaus  
4. Der Kölner Dom  
5. Die Reeperbahn in Hamburg  
6. Das Brandenburger Tor  
7. Hochschulranking 
8. Die DaF-Ausbildung  
II. Textarbeit  
1. Erklären Sie die folgenden Ausdrücke bzw. Wörter. 
1) die viel beschworene Krise 
2) etwas zur Grabe tragen 
3) j-m / etw. den Stempel aufdrücken 
4) sich über Wasser hal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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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ngehende Deutschlehrer 
6) das Urheberrecht 
2. Formulieren Sie die kursiv gedruckten Satzteile in den folgenden Sätzen anders.  
1) Die Frage ist, ob die Germanistik dem neuen Informationszeitalter gewachsen ist. 
2) Die Studierenden blieben der Germanistik all die Jahre treu. 
3) Die Traditionsuniversitäten schneiden in fast allen Bewertungsbereichen exzellenz ab. 
4) Das Bewusstsein für die deutsche Sprache und Literatur muss am Leben gehalten werden. 
5) Viele Universitäten setzen auf mehr Praxisbezug im Germanistik-Studium.  
III. Wörter und Wendungen  
1. schmiegen  
2. vergeben, vt/vi  
3. abbringen  
4. nicken  
5. abschneiden  
6. informieren  
7. Wortgruppen mit dem Wort Leben  
IV. Wortschatz- und Grammatikübungen  
1. Einblick – ausblick – Überblick - Anblick 
2. (sich) spezialisieren – speziell – Spezialität - Spezialist 
3. einnicken – nicken – Nicker - Nickerchen 
4. Verwandlungen zwischen Sätzen und Satzgefügen.  
Text B Vor dem Examen  
I. Sacherläuterungen  
1. die Raupe  
2. die Guillotine  
3. Rapper-Outfit  
4. der GAU  
II. Textarbeit  
1. Erklären Sie die folgenden Ausdrücke bzw. Wörter.  

    1) e Denkblockade 
    2) e Wissenslücke 
    3) s Buchwissen 
    4) die einschlägigen Texte 
    5) eine qualvoll durchwachte Nacht 
    6) aus der Vogelschau 
    7) mit den Hühnern in die Federn gehen 
    8) auf Zeit spielen 
    9) die Nachteule 

2. Formulieren Sie die kursiv gedruckten Satzteile in den folgenden Sätzen anders. 
1）Sie können das Tempo nicht durchhalten. 
2) Sie erflehen eine Kürzung der verabredeten Literatur. 
3) Das Einzige, was man so erreicht, sind tiefe Eingriffe in den Biorhythmus. 
4) Massive Einschlafstörungen stellen sich ein. 
5) Man soll seinen Prüfer schon zu Beginn des Hauptstudiums anviesieren. 
6) Das wirkt unprofession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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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as gefährdet die geistige Verdauung. 
8) Schon vorher soll man vermeiden, sich wie die Raupe Nimmersatt durch Themen und Texte zu 

wühlen. 
9) Man sollte sich einen bewegungsaktiven Nachmittag gönnen. 
3. Wortgruppen zur Beschreibung der Vorbereitungauf für die mündliche Prüfung.  
4. Adjektive und Adverbe  
III. Wörter und Wendungen  
1. anvisieren  
2. beimessen  
3. durchhalten  
4. festlegen  
5. gliedern  
6. stapeln  
7. verunsichern  
IV. Wortschatz- und Grammatikübungen  
1. Präposition.  
2. Wortgruppen mit Druck  
3. leicht verwechselbare Begriffe: geistig - geistlich 
4. synonyme Verbe: abgeben – vorlegen – nachreichen – aushändigen - einreichen  
a) abgegeben b) ausgehändigt c) eingereicht d) ausgehändigt e) nachgereicht f) vorgelegt  
5. Verwandlungen zwischen Sätzen und Satzgefügen.  
6. Das Verb leihen mit verschiedenen Vorsilben  
7. gegensätzliche Adjektive  
学习目标： 
1．Der Text soll die Studenten mit den Informationen über das Studium in Deutschland und 

disbezüglichen Sprachenkenntnissen vertraut machen und auch die Studenten befähigen, mit den Übungen 
nach dem Text fertig zu werden. 

2．Beherrschung der Sprachkenntnisse in Texten und Übungen. 
作业： 
Sprechen und Schreiben über das Thema Studium; Schriftliche Hausaufgabe: Übersetzen S. 101. 

知识单元 5：Jobsuche und Arbeitswelt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A Fachkräftemangel in der Krisenzeit  
I. Textarbeit  
1. Erklären Sie die folgenden Ausdrücke bzw. Wörter  
1) die Eigeninitiative  
2) Vollbeschäftigung  
3) Gehaltsvorstellungen  
4) Mobilitätsbereitschaft  
5) Qualifikationen  
6) forschungs- und wissensintensive Gesellschaft  
2. Formulieren Sie die kursiv gedruckten Satzteile in den folgenden Sätzen anders.  
1) „Die müssen einfach nur an die Jobs herangeführt werden“, so Michael. 
2) Michael sagte, er sei breit aufgestel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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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rotzdem seien die Reationen der Unternehmen auf seine Eigeninitiative zurückhaltend. 
4) Die wirtschaftlichen Folgen seien enorm. 
5) Die Branche zwicken Zukunftsängste. 
6)Unternehmen treten in der Wirtschaftskrise auf die Einstellungsbremse. 
7) Der Ingenieurarbeitsmarkt ist eng an 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gekoppelt. 
8) Der Ingenieur-Verein hält einige tausend Arbeitslose für schwer vermittelbar. 
9) Das Interesse an den Ingenieurberufen lässt nach. 
10) Ingenieure sind also schön flexibel – damit aber gehen der Industrie viele interessante 

Kandidaten von der Fahne. 
II. Wörter und Wendungen  
1. zusammenstellen  
2. unterliegen  
3. koppeln  
4. einleuchten  
5. verschärfen  
6. nachlassen  
7. nachrücken  
III. Wortschatz- und Grammatikübungen  
1. Alarm – alarmieren – alarmierend  
2. Bedarf oder Bedürfnis?  
Text B Kann das Glück eine Worschtbude sein?  
I. Sacherläuterungen  
KfW-Bank  
II. Textarbeit  
1. Erklären Sie die folgenden Ausdrücke bzw. Wörter.  
1) aus der Not eine Tugend machen  
2) Sichtweite  
3) Kreditblase  
4) Notgründung  
5) Job-Pleite  
6) Fördermittel  
7) Typfrage  
2. Formulieren Sie die kursiv gedruckten Satzteile in den folgenden Sätzen anders.  
1) Die Kreditblase beförderte Brauße und viele seiner Ex-Kollegen auf die Straße. 
2) Nicht jeder kann eine völlig neue Idee aus dem Hut zaubern. 
3) Wie kann ich mich von anderen absetzen? 
4) Darum darf es dem Gründer an der gehörigen Portion Leidenschaft nicht fehlen. 
5) Seine Bilanz ist positiv. 
III. Wörter und Wendungen  
1. entkommen  
2. befördern  
3. deuten  
4. identifizieren  
5. der Durchbruch, ¨e  
6. der Boo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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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instellen  
8. absetzen  
IV. Wortschatz- und Grammatikübungen  
1. betreuen - reuen 
2. Wendungen mit dem Wort Not  
学习目标： 
1．Der Text soll die Studenten mit den Informationen über Jobsuche und Arbeitswelt und 

disbezüglichen Sprachenkenntnissen vertraut machen und auch die Studenten befähigen, mit den Übungen 
nach dem Text fertig zu werden. 

2．Beherrschung der Sprachkenntnisse in Texten und Übungen. 
作业： 
Sprechen und Schreiben über das Thema Job und Arbeit; Schriftliche Hausaufgabe: Übersetzen S. 

123. 
知识单元 6：Literatur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A Evas Besuch  
I. Textarbeit  
1. Erklären Sie die Ausdrücke bzw. Wörter.  
1) sich an etw. (D) stoßen  
2) sich / jmdm. etw. ausreden  
3) ausquatschen  
4) befremden  
5) eigensinnig  
2. Formulieren Sie die kursiv gedruckten Satzteile anders anders.  
1) Ich stoße mich ein wenig an dieser Ausdrucksweise. 
2) Trotzdem kann ich mir ein gewisses Unbehagen nicht ausreden. 
3) Seither war sie daran mit Erzählen. 
4) Sie hat ausgiebigen Gebrauch von diesem Gastrecht gemacht. 
5) Aus diesem Kummer sollten so viele Beteiligte wie irgend möglich herausgehalten werden. 
II. Wörter und Wendungen  
1. annehmen 
2. zugeben  
3. unterbringen  
4. vorkommen  
5. einbilden 
6. einwenden  
7. abgewöhnen  
8. ersparen  
9. nachgeben  
III. Wortschatz- und Grammatikübungen  
1. meiden – vermeiden  
2. einrichten - errichten  
3. leugnen – verleugnen  
4. reizend – reizbar – gerei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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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egenteil – Gegensatz  
Text B Der erste Tag  
I. Sacherläuterungen  
1. Tejo  
2. outra banda  
3. Praça do Comércio  
4. Pont Notre Dame  
5. Kloten   
II. Textarbeit  
1. Erklären Sie die Ausdrücke bzw. Wörter.  
1) eine Route einschlagen  
2) Gas geben  
3) durchdemokratisiert  
4) das Sparstrumpf  
5) das Panorama  
2. Formulieren Sie die kursiv gedruckten Satzteile anders.  
1) Das bringt eine Großzügigkeit mit sich, die nicht gemeint ist. 
2) Mit dem Trinkgeld kommt man schon gar nicht zurecht. 
3) ... am Kiosk oder auf der Straße, wo das Landesübliche verlangt wird. 
4) Ein Flughafen bietet, ab einer gewissen Größe, fast überall die gleiche internationale Konformität. 
III. Wörter und Wendungen  
1. aufkommen  
2. gelangen  
3. einstellen  
4. arrangieren  
IV. Wortschatz- und Grammatikübungen  
1. Redewendungen mit dem Wort Zug 
2. verlangen – fordern – erfordern  
3. zusammengesetzte Wörter mit –willig 
4. bieten – anbieten  
5. das Präfix dar-   
6. weisen mit verschiedenen Vorsilben  
学习目标： 
1．Der Text soll die Studenten mit den Informationen über Literatur und disbezüglichen 

Sprachenkenntnissen vertraut machen und auch die Studenten befähigen, mit den Übungen nach dem Text 
fertig zu werden. 

2．Beherrschung der Sprachkenntnisse in Texten und Übungen. 
作业： 
Sprechen und Schreiben über das Thema Literatur; Schriftliche Hausaufgabe: Übersetzen S. 150. 

知识单元 7：Sprache und Kultur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A Mehr Leidenschaft für Deutsch  
I. Textarbeit  
1. Erklären Sie die folgenden Ausdrücke bzw. Wö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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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twas sichtbar machen 
2) die Auftaktveranstaltung 
3) das schlagende Argument 
4) Menschen mit Migrationshintergrund 
5) die Aufbruchsstimmung 
6) das Handwerkszeug 
7) ein enthusiastischer Leser 
8) der Anglizismus, ...men 
2. Formulieren Sie die kursiv gedruckten Satzteile in den folgenden Sätzen anders.  
1) Die Auftaktveranstaltung in Berlin rückte den Spaß an die deutsche Sprache in den Mittelpunkt. 
2) Deutschkenntnisse können den eigenen Aktionsradius erweitern. 
3) Das Deutsche ist für sie der Türöffner zu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4) Das Deutsche ist hier ein wirklicher Renner, und wir kommen mit unserem Angebot kaum 

hinterher.  
5) Die Deutsche darf für die Deutschen keine „Sprache für zu Hause“ werden. 
6) Im Gegenzug hlate ich nichts davon, alle fremdsprachlichen Einflüsse zu verteufeln. 
7) Anglizismen sind im Deutschen heute allgegenwärtig.II. Wörter und Wendungen  
II. Wörter und Wendungen 
1. Initiative  
2. Profil  
3. rücken  
4. hartnäckig  
5. verknüpfen  
6. ablösen  
7. umgehen / + mit  
8. plädieren  
9. verteufeln  
10. auszeichnen  
III. Wortschatz- und Grammatikübungen  
1. Adjektivische Komposita mit -fähig  
2. Substantivische Komposita mit –bedarf  
3. Verwandlungen zwischen Sätzen und Satzgefügen.  
4. Verbindungen der Sätze zu einem Satzgefüge.  
5. leicht verwechselbare Wörter:  
1) interessant – interessiert  
2) eingebildet – gebildet 
3) schwer – schwierig 
4) gewaltig – gewalttätig 
5) belebt – lebendig - lebhaft 
Text B Experiment jenseits der Sprachkurse  
I. Sacherläuterung  
1. das Goethe-Institut  
2. Kulturarbeit  
3. weltweite Vernetzung  
II. Textarb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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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ormulieren Sie die kursiv gedruckten Satzteile in den folgenden Sätzen anders.  
1) Das Goethe-Institut Kairo war wie aus dem Bilderbuch. 
2) In der Tat ist das Goethe-Institut Kairo immer für eine Schlagzeile gut. 
3) Wir lassen uns von Zensurauflagen nicht beirren. 
4) Missionarischer Eifer gehört nicht dazu. 
5) Seit drei Jahren ist das Goethe-Institut wieder auf Expansionskurs. 
2. Erklären Sie die folgenden Ausdrücke bzw. Wörter.  
1) der Ostblock 
2) der Expansionskurs 
3) die Hochschulreife 
4)  die Koproduktion  
5) jemandem freie Hand lassen 
6) die Zensurauflagen 
7) die Schlagzeile 
III. Wörter und Wendungen  
1. durchlaufen, durchlief, hat durchlaufen  
2. maßgeblich – maßgebend - maßgerecht 
3. Säule  
4. unterstellen  
5. widerspiegeln (+ sich)  
IV. Wortschatz- und Grammatikübungen  
1. Substantive mit Kultur- 
2. repräsentativ – Repräsentation - repräsentieren 
3. Das Verb arbeiten mit verschiedenen Vorsilben  
4. Wortfeld: Wohnsätte 
5. Verwandelungen zwischen Partizipialattribute und Relativsätzen.  
6. Umformung der Sätze in Temporalsätze.  
7. Wortgruppen mit dem Wort Hand  
8. Übergeordnete Begriffe  
学习目标： 
1．Der Text soll die Studenten mit den Informationen über deutsche Sprache bzw. Kultur und 

disbezüglichen Sprachenkenntnissen vertraut machen und auch die Studenten befähigen, mit den Übungen 
nach dem Text fertig zu werden. 

2．Beherrschung der Sprachkenntnisse in Texten und Übungen. 
作业： 
Sprechen und Schreiben über das Thema Sprache und Kultur; Schriftliche Hausaufgabe: Übersetzen 

S. 176. 
知识单元 8：Aufbau im Osten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A Im Osten viel Neues  
I. Sacherläuterungen  
1. Bitterfeld  
2. Monika Maron  
3. Süddeutsche Zei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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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Textarbeit  
1. Erklären Sie die folgenden Ausdrücke bzw. Wörter.  
1) der Schicksalsschlag  
2) wohl oder übel 
3) die Unkenrufe (Pl.) 
4) Utopie einer eigenständigen, konföderierten DDR 
5) der Debütroman 
6) jemandem etwas antun 
III. Wörter und Wendungen  
1. sich mit jmdm./etw. abfinden  
2. Wortgruppen mit dem Wort Wahrheit  
3. an etw. teilhaben  
4. mit Fug und Rechte  
5. erteilen  
IV. Wortschatz- und Grammatikübungen  
1. Konjunktiv ﹢ Modalverben  
2. bleiben﹢Infinitiv﹢zu: (für die Zukunft) zu tun übrig bleiben  
Text B Schwierige Suche nach gesicherten Verhältnissen  
I. Sacherläuterung  
1. Soziale Mitte  
2. Hartz Konzept  
II. Textarbeit  
1. Erklären Sie die folgenden Ausdrücke bzw. Wörter.  
1) der gewerbliche Mittelstand 
2) die Berufsbiografien 
3) Notgründungen 
4) das Nettogehalt 
5) die Transformationskrise 
6) der Kundenstamm 
7) die berufliche Etablierung 
8) nachholende Modernisierung 
9) die Prekarisierung der Angestellten 
10) die Proletarisierung  
2. Formulieren Sie die kursiv gedruckten Satzteile in den folgenden Sätzen anders. 
1) Diese Revitalisierung ist eine Erfolgsgeschichte. 
2) Ärzte, Notare und Apotheker haben bildungsbürgerliche Werte verinnerlicht. 
3) Der Weg in die Selbstständigkeit gilt als Königsweg des Aufstiegs und der Etablierung in er 

sozialen Mitte. 
4) von einer erwerbstätigen sozialen Mitte kann unter diesen Verhältnissen kaum gesprochen 

werden. 
5) Was das Land prägt, ist eine neue Armut. 
6) Viele können den geforderten langen Atem nicht aufbringen und geraten dann sofort in die Hartz 

IV-Spirale. 
III. Wörter und Wendungen  
1. einste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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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überstehen 
3. Wortbildung mit -weise  
4. Wendungen mit werden  
5. reflexive Verben  
IV. Wortschatz- und Grammatikübungen  
1. Genitiv zur Gemütsbeschreibungen 
2. bekommen﹢Partizip II  
3. sich lassen mit passiver Bedeutung  
4. während zum Ausdruck der Gegensätzlichkeit  
学习目标： 
1．Der Text soll die Studenten mit den Informationen über Aufbau im Osten und disbezüglichen 

Sprachenkenntnissen vertraut machen und auch die Studenten befähigen, mit den Übungen nach dem Text 
fertig zu werden. 

2．Beherrschung der Sprachkenntnisse in Texten und Übungen. 
作业： 
Sprechen und Schreiben über das Thema Aufbau im Ostdeutschland; Schriftliche Hausaufgabe: 

Übersetzen S. 197.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个，共××学时 
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Die Glücksbringern (Lektion 1, Text A) 4  
2 Das Abenteuer Kind (Lektion 1, Text B) 4  
3 Schüler im Stress (Lektion 2, Text A) 4  
4 Mach dich mal locker (Lektion 2, Text B) 4  
5 „Metall ist einfach mein Ding“ (Lektion 3, Text A) 4  
6 Das Publikum von morgen (Lektion 3, Text B) 4  
7 Zwischen Schiller und Netzkultur (Lektion 4, Text A) 4  
8 Vor dem Examen (Lektion 4, Text B) 4  
9 Fachkräftemangel in der Krisenzeit (Lektion 5, Text A) 4  

10 Kann das Glück eine worschtbude sein? (Lektion 5, Text B) 4  
11 Evas Besuch (Lektion 6, Text A) 4  
12 Der erste Tag (Lektion 6, Text B) 4  
13 Mehr Leidenschaft für Deutsch (Lektion 7, Text A) 4  
14 Experiment jenseits er Sprachkurse (Lektion 7, Text B) 4  
15 Im Osten viel Neues (Lektion 8, Text A) 4  
16 Schwierige Suche nach gesicherten Verhältnissen (Lektion 8, Text B)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德语一》《综合德语二》《综合德语三》《综合德语四》《高级德语一》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课文中和课后练习中的重点词汇、表达和句型；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相关

背景。 
难点：涉及到德国相关的一些特殊文化和语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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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学生课前预习课文，了解相关背景。 
2. 教师课堂详细讲解，对于难点部分的一些问题以讨论的方式进行。 
教学手段： 
1.传统教学手段，如板书等。 
2.PPT课件展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平时成绩与期末口试相结合的形式。考核内容有：平时成绩（包括学生

出勤、课堂表现及作业完成情况）占 20%；期中考试占 40%，期末考试占 40％。 
7、作业要求： 
针对每一课内容的相关话题讨论、写作和翻译。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尽量选用难度适中、语言与文化并重的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陈晓春主编《高级德语（第一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 7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钱敏汝主编《文化视窗高级德语教程 1》，外语教学于研究出版社，2011年 10月 第 1版 1

版  
执笔：赵叶莹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5日 

 

法律德语（一） 
Legal German 1 

课程号：30801025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得国际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密切，中德两国间政治、经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与合作也日益密切，特别是近几年中德两国在法治国家对话项目框架下的合作不断深化，法律领域

的交往愈加密切，既精通德语又熟悉中、德两国法律体系的人才日益成为人才市场的宠儿。自 1998
年教育部对法学教育提出了"宽口径、厚基础"的改革思路，而针对法律德语以及以法律德语为内容
的教学活动正是达到此目标的桥梁，顺应了这种发展趋势。 
本课程的授课对象为德语专业四年级本科生。经过三年的德语专业学习，学生们已经达到甚或

超过专业德语四级水平、通过了赴德留学语言考试（TestDaF），具备了较为扎实的德语语言功底。
同时，学生从大二开始选修本科法学专业课程，对法律基本理论、法学方法及国内各主要部门法也

有了初步了解，具有研修此课程的基本法学专业基础。 
基于上述背景和前提，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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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培养学生的法律德语主动表达能力与运用能力。在经过两学期的课程学习后能够对文章的
每句话用德文转述；  

2、培养学生精准理解德文法律文献意思、内涵和用汉语相应表述的能力，在经过两学期的课
程学习后能够将文章的每句话翻译为中文； 

3、借助补充的较复杂法律文献篇章理解文章中复杂法律概念，培养从文献中理解复杂法律概
念的能力，在经过两学期的课程学习后能够自主对法律文献篇章中的法律知识要点进行分析思考。 
开设本课程，旨在为学生进行德国法的学习提供帮助，可围绕语言与专业两部分进行，即

Sprachliche Aspekte 与 Rechtliche Aspekte。围绕课程的主要内容，即德国法律基本内容和欧洲法律
基本内容，在语言技能方面使学生了解法律德语的特点，进而掌握阅读德文法律文献、司法判例，

能够用德文撰写简单的案例分析作业、聆听德文法律内容课程、用德文讨论简单法律问题的基本技

能；在专业方面通过课堂讲授、分组讨论等练习形式使学生了解并初步了解德国法中各部门法以及

欧盟法律的主要法律概念、原理及重要原则。通过理论教学与课堂练习相结合，使学生掌握法律德

语翻译基础知识，深化对德国法律系统的了解，为日后中德法律比较研究奠定必要的语言知识基础， 
并且培养学生用德语学习德语国家法律知识的能力和穿插用德语讲授德国法律相关知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围绕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教学活动与组织将围绕以下主要内容展开： 
1、在语言层面围绕课程的主要介绍内容，使学生了解法律德语的特点，以此为主线对所必备

的词汇、语法、及听说读写等技能方面加以训练； 
2、在专业内容上介绍德国法发展史、德国法学教育、法律职业，及德国法中的各主要部门法； 
3、在法学方法方面着重训练学生运用德语初步掌握分析请求权的案例分析方法，讲授与训练

穿插在各部门法的介绍中； 
本课程的教学活动可安排在两个学期进行，由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部分组成。每一教学单元

包含相应内容的德文法律文献节选 1到 2篇，每一单元专业内容后将分专业内容和语言内容对学生
加以练习，Sprachliche Aspekte 将围绕相应的语法、词汇、句型进行， Rechtliche Aspekte主要是
对学生在相关专业领域学掌握的专业内容进行训练，主要是训练分析请求权的案例分析方法。教学

内容的展开以课堂讲授与学生分组讨论相结合。其中第一学期主要围绕有关欧盟委员会对诉讼的审

理、德国法院有关环境的判决以及德国缓刑诉讼制度展开教学。并且内容不断相应更新。 
（一） 理论及练习教学：64学时 

知识单元 1：德国法律基本内容讲解 
参考学时：60学时 
学习内容： 
1．对德语原版法律文章进行概括分析。 
2．配合文章进行德国法律基本内容的讲解，包括民法、刑法、民诉、刑诉、行政法等各个具

体部门法领域。 
学习目标：  
1．积累相关的专业德语词汇与表达。 
2．初步了解法律德语语言表达习惯。 
3.  初步掌握法律德语翻译基础知识 
Sprachliche Aspekte： 
Wortschatz 
Nomen 
Komposita 
Genitivattribut 
Linksattribut 
Adjektive und Partizip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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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tstellung im Nebensätze 
Partizip II als Adjektiv 
Erweiterte Partizipialkonstruktion 
Rechtliche Aspekte： 
Rechtsgebiete im Allgemeinen 
Das deutsche Recht wird in die Hauptgebiete Privat- bzw. Zivilrecht,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Strafrecht eingeteilt. Die Begriffe Privat- und Zivilrecht werden synonym verwendet. Dieses Rechtsgebiet 
behandelt die Beziehungen gleichgestellter Rechtssubjekte, also natürlicher oder juristischer Personen. 
Das Zivilrecht ist i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BGB) und in Spezialgesetzen geregelt. Es wird unterteilt 
in einen Allgemeinen Teil, das Schuldrecht, das Sachenrecht, das Familienrecht und das Erbrecht. Das 
Zivilrecht umfasst auch das Handels- und Gesellschaftsrecht (geregelt im Handelsgesetzbuch), das 
Arbeitsrecht und das Mietrecht (geregelt im BGB). Das Öffentliche Recht beinhaltet das Verfassungsrecht 
und das Verwaltungsrecht. Das Verwaltungsrecht als das Recht der Exekutive umfasst bundeseinheitliche 
Regelungen zum Erlass und zur gerichtlichen Anfechtung bzw. Erzwingung von Verwaltungsakten und 
regelt – z.T. in Landesgesetzen - eine Vielzahl von speziellen Bereichen. Beispiele sind das Polizeirecht, 
das Baurecht, das Gewerberecht, sowie das Sozialrecht und das Steuerrecht.Das bundeseinheitliche 
Strafrecht definiert die strafbaren Handlungen und nennt die jeweilige Sanktion. Der Allgemeine Teil des 
Strafrechtes unterscheidet das Vergehen vom Verbrechen, definiert Anstiftung und Beihilfe und 
unterscheidet die vollendete Tat vom Versuch. Der Besondere Teil beschreibt die einzelnen Delikte mit 
genauen Tatbestandsvoraussetzungen, deren Erfüllung Voraussetzung für die Strafbarkeit ist. Jeder der 
genannten Rechtsbereiche verfügt über ein eigenes Prozessrecht, das den Ablauf des jeweiligen 
Gerichtsverfahrens regelt. 

Zivilrecht und Zivilprozessrecht 
1.Das deutsche Zivilrecht wurde wie auch die Rechtssysteme anderer europäischer Länder stark 

beeinflusst durch die Rezeption des römischen Rechts zwischen 13. und 15. Jahrhundert. Italienische 
Rechtsschulen beschäftigten sich mit der von Kaiser Justinian im 6. Jahrhundert geschaffenen 
Rechtssammlung des „corpus iuris civilis“. Rechtswissenschaftler wie Bartolus de Saxoferrato 
(1314-1357) und Baldus de Ubaldis (1327-1400) begründeten dabei die Schule der Kommentatoren, die 
eine praxisorientierte Kommentierung der Rechtstexte betrieb. Auch deutsche Studenten erlernten in 
Italien die Methoden der Rechtswissenschaft. Das römische Recht wurde in Deutschland in Bereichen 
angewendet, in denen lokale Rechtssysteme keine Lösungen boten. Zur Zeit der Aufklärung setzte sich 
das Vernunftrecht durch. Das römische Recht wurde im „usus modernus“ neu ausgelegt. Herausragende 
Gesetzbücher dieser Zeit waren das Preußische Allgemeine Landrecht von 1794 und der französische 
Code Civil von 1804, der auch von deutschsprachigen Ländern wie dem Großherzogtum 
Badenübernommen wurde. Während der Zeit der Aufklärung herrschte das vernunftrechtliche Denken vor, 
welches als vernünftig erkannte und ewig gültige Rechtssätze in den Vordergrund stellte. Zu Anfang des 
19. Jahrhunderts sprachen sich die Mitglieder der historischen Rechtsschule, z.B. Carl v. Savigny, 
(1779-1861) gegen diese Ansicht aus und befürworteten eine Rückbesinnung auf das römische Recht. Ein 
eigenständiges deutsches Privatrecht wollten Wissenschaftler wie Otto von Gierke (1841-1921) 
entwickeln; es wurden Modelle wie das der Genossenschaft entwickelt und – beeinflusst durch die 
Industrialisierung - soziale Überlegungen einbezogen. Am 1.1.1990 trat das Bürgerliche Gesetzbuch 
(BGB) in Kraft, das noch heute gilt, aber ständigen Änderungen unterworfen ist. 

2. Heutiges Zivilrecht 
Das Bürgerliche Gesetzbuch besteht aus fünf Büchern und beginnt mit einem Allgemeinen Teil. Die 

Regelungen dieses Teils gelten für die Vorschriften aller anderen vier Bücher. Es definiert natürliche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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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istische Personen, regelt das Vereinsrecht und bestimmt, wer geschäftsfähig ist und wann 
Geschäftsunfähigkeit eintritt. Ein wichtiger Abschnitt widmet sich den Willenserklärungen, die etwa beim 
Abschluss eines Vertrages abgegeben werden. Der Allgemeine Teil bestimmt, unter welchen 
Voraussetzungen und innerhalb welcher Fristen Willenserklärungen angefochten werden können. Auch 
Vertretung und Vollmacht werden im Allgemeinen Teil behandelt. Wichtig sind ferner die 
Verjährungsregelungen. Zivilrechtliche Ansprüche verjähren in Deutschland grundsätzlich in 30 Jahren, es 
gibt jedoch für verschiedene Bereiche kürzere Verjährungsfristen. Das zweite Buch – Schuldrecht – regelt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Personen. Im Vordergrund stehen dabei Vertragsverhältnisse und die 
Rechtsfolgen unerlaubter Handlungen. In § 242 BGB findet sich eine zentrale Vorschrift: Danach muss 
eine geschuldete Leistung so bewirkt werden, wie Treu und Glauben mit Rücksicht auf die Verkehrssitte 
es erfordern. Es handelt sich dabei um eine Generalklausel, mit der Fälle geregelt werden sollen, die von 
keiner anderen Regelung erfasst werden. § 249 und die folgenden Vorschriften definieren den 
Schadenersatz und seinen Umfang. Das zweite Buch enthält auch Regelungen über spezielle 
Schuldverhältnisse, wie den Kauf- oder Mietvertrag. Arbeitsrechtliche Regelungen finden sich in den §§ 
611 ff. Es folgt das Sachenrecht, welches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Personen und Sachen betrifft. Hier 
werden Besitz und Eigentum definiert. Das Sachenrecht enthält die zentralen Vorschriften über Besitz und 
Übertragung von Grundstücken; hier werden Rechtsinstitute wie die Hypothek oder die Grundschuld 
dargestellt. Das Familienrecht regelt Verlobung, Eheschließung, Ehescheidung, Unterhalt und 
Kindschaftsrecht. Das fünfte Buch des BGB ist dem Erbrecht gewidmet. Es regelt z.B. die gesetzliche 
Erbfolge und trifft Bestimmungen über Testamente und die Testamentsvollstreckung. 

3. Zivilprozessrecht. 
Allgemein werden die Zivil- und Strafgerichtsbarkeit auch als die ordentliche Gerichtsbarkeit 

genannt, das ist historisch bedingt. Als das Gerichtsverfassungsgesetz im Jahr 1877 entstand, waren nur 
das Straf- und Zivilgericht unabhängige Gerichte i.S.d Gewaltenteilungsprinzips, während Verwaltungs- 
und Finanzgerichte noch organisatorisch der Verwaltung eingegliedert waren. Sachlich sind alle in Art. 95 
GG genannten Gerichtszweige (Verwaltungs-, Finanz-, Arbeits- und Sozialgericht) heute unabhängige 
Gerichte. Organisatorisch sind die ordentlichen Gerichte in 4 Instanzen untergliedert, nämlich das 
Amtsgericht, das Landgericht, das Oberlandesgericht und das Bundesgerichtshof. Das Amtsgericht ist 
gem. §§ 23, 23a GVG zuständig für vermögensrechtliche Streitigkeit mit einem Streitwert bis 
einschließlich 5.000 Euro und für Kindschafts- und Familiensachen; das Landgericht ist zuständig für die 
Rechtsstreitigkeit mit einem Streitwert über 5.000 Euro und Berufung gegen Urteil des Amtsgerichts. 

Strafrecht und Strafprozessrecht 
1. Strafrecht 
Das Strafrecht ist ein Teil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Durch den Schutz von Rechtsgütern dient es der 

Verwirklichung des Gemeinwohls und der Wahrung des Rechtsfriedens. Es ist eine Schutz- und 
Friedensordnung, die auf der sozialethischen Wertordnung deutscher Verfassung beruht und sich an deren 
Zielsetzung orientiert. Aus dieser Bildung an das Grundgesetz folgt für das Strafrecht die Aufgabe, die 
elementaren Grundwerte des Gemeinschaftslebens zu sichern, die Erhaltung des Rechtsfriedens im 
Rahmen der sozialen Ordnung zu gewährleisten und das Recht im Konfliktsfall gegenüber dem Unrecht 
durchzusetzen. Als Rechtsgüter bezeichnet man die Lebensgüter, Sozialwerte und rechtlich anerkannten 
Interessen des einzelnen (wie das Leben, die körperliche Unversehrtheit, die persönliche Freiheit, die Ehre, 
das Eigentum, das Vermögen usw.) oder der Allgemeinheit, die wegen ihrer besonderen Bedeutung für die 
Gesellschaft Rechtsschutz genießen (wie der Bestand des Staates, die Unbestechlichkeit vom Amtsträgern, 
die Sicherheit des Geldverkehr, die Zuverlässigkeit von Urkunden im Rechtsverkehr).Das 
Gesetzlichkeitsprinzip besagt, dass nur ein geschriebenes Gesetz die Strafbarkeit einer Hand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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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ründen und Strafe als Rechtsfolge androhen kann, bevor die Tat begangen wurde. Vor allem soll der 
Bürger dadurch vor willkürlicher Ausübung und Ausdehnung der staatlichen Strafgewalt geschützt werden. 
Unzulässig sind die rückwirkende Anwendung des Strafgesetzes sowie die Rechtsanalogie zuungunsten 
des Beschuldigten, dabei ist der Abschluss der Tathandlung für die Beurteilung vom letzten Zeitpunkt 
maßgebend. 

Die Strafbestimmungen sind im Strafgesetzbuch (StGB), zum Teil aber auch in strafrechtlichen 
Nebengesetzen enthalten. Inhaltlich wird das StGB in zwei Hauptteile gegliedert: Im allgemeinen Teil ist 
die für alle Straftaten geltende Regelung, wie Straftat, Vorsatz, fahrlässig, Versuch, Anstiftung, Beihilfe 
usw.; während die einzelnen Straftatbestände wie Todschlag, Diebstahl, Betrug, Körperverletzung, 
Nötigung einem Besonderen Teil zugewiesen sind. 

2. Strafprozessrecht 
Das Justizmonopol gilt ebenfalls für das Strafrecht. Der Verletzte einer Straftat darf sich zwar gegen 

den Angriff wehren (Notwehr) und den auf frischer Tat betroffenen Täter vorläufig festnehmen (§ 127 
StPO). Er darf den Täter jedoch nicht selbst bestrafen. Die Bestrafung ist allein Sache des Staates. Der 
Verletzte kann nur durch Strafanzeige, Klageerzwingungsverfahren, Nebenklage oder Privatklage auf die 
staatliche Bestrafung hinwirken.Eine der Hauptaufgaben des Strafverfahrens ist die Feststellung und die 
Durchsetzung eines im Einzelfall entstandenen legitimen staatlichen Strafanspruchs. Es soll eine in 
materiell-rechtlicher Hinsicht richtige und damit gerechte Entscheidung herbeigeführt werden. Das 
Strafprozessrecht ist im wesentlich in der Strafprozessordnung geregelt.Die Prozessmaximen sind 
folgende Prinzipien zu folgen:  

1.Die sog. Offizialmaxime nach § 152 I StPO besagt, dass die Strafverfolgung grundsätzlich dem 
Staat, und nicht dem einzelnen Bürger obliegt. Die Staatsanwaltschaft ist zur Erhebung der öffentlichen 
Klage berufen. 

2. Das in §§ 152 II, 170 I StPO enthaltene Legalitätsprinzip verpflichtet die Staatsanwaltschaft im 
Falle des Vorliegens eines entsprechenden Anfangsverdachts Ermittlungen aufzunehmen und ggf. Anklage 
zu erheben. 

3. Nach § 151 StPO ist die Eröffnung einer gerichtlichen Untersuchung durch die Erhebung einer 
Klage bedingt. Das Gericht darf nur über die Taten befinden, die von der Staatsanwaltschaft auch 
angeklagt wurde. 

4. Unter dem Ermittlungsgrundsatz versteht man nach §§ 155 II, 160 II, 244 II StPO die Pflicht der 
Strafverfolgungsorgane, den Sachverhalt von Amts wegen zu erforschen und aufzuklären. 

5. Der Grundsatz der freien richterlichen Beweiswürdigung nach § 261 StPO besagt, dass das Gericht 
über das Ergebnis der Beweisaufnahme nach seiner freien, aus dem Inbegriff der mündlichen Verhandlung 
geschöpften Überzeugung entscheidet. 

6. Nach der Grundsatz der Unmittelbarkeit aus §§ 226, 250, 261 StPO hat sich das Gericht einen 
möglichst direkten, unvermittelten Eindruck vom Tatgeschehen zu verschaffen. Fällt ein Richter im Laufe 
der Hauptverhandlung aus, dann muss die gesamte Hauptverhandlung wiederholt werden. 

7. Der Grundsatz „ in dubio pro reo“ besagt, dass das Gericht den Angeklagten ohne volle 
Überzeugung von der Schuld nicht verurteilen darf. 

8. Der Grundsatz der Öffentlichkeit nach § 169 S. 1 StPO bedeutet, dass grundsätzlich jedermann der 
mündlichen Hauptverhandlung beiwohnen darf. Es soll damit eine Kontrolle des Verfahrens durch die 
Öffentlichkeit gewährleistet werden. 

9. Der Grundsatz des gesetzlichen Richters nach Art. 101 GG fordert objektive und generelle 
Regelung hinsichtlich der Zuständigkeit der Strafgerichte. Mit der vorher festgelegten 
Aburteilungsbefugnis soll Manipulationen ausgeschlossen we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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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er Grundsatz des rechtlichen Gehörs nach Art. 103 I GG besagt, dem Betroffenen Gelegenheit 
gegeben werden muss, sich dem Gericht gegenüber zu den gegen ihn erhobenen Vorwürfen zu äußern, 
Anträge zu stellen und Ausführungen zu machen, und dass das Gericht seine Ausführung zur Kenntnis 
nehmen und in Erwägung ziehen muss. 

作业： 
翻译德语原版文章 

知识单元 2：欧洲法律基本内容讲解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对德语原版法律文章进行概括分析。 
2．配合文章进行欧洲法律制度基本内容的讲解，以欧盟合同法及其框架内容为重点。 
学习目标：  
1．积累相关的专业德语词汇与表达。 
2．加深对法律德语语言表达习惯的了解。 
3.  巩固法律德语翻译基础知识。 
Sprachliche Aspekte： 
Wortschatz 
Umformung von Nominalgruppen ins Passiv 
Umformung des Passivs in Nominalgruppen 
Der Ausdruck des Mittels 
Der Ausdruck von Zweck und Ziel 
Der Ausdruck des Grundes/der Ursache 
Der Ausdruck der Folge 
Der Ausdruck der Pflicht und Notwendigkeit 
Der Ausdruck der Voraussetzungen 
Rechtliche Aspekte： 
Europarecht ist Recht internationaler Organisationen und als solches eigentlich Völkerrecht. Trotz 

einer an völkerrechtlichen Maßstäben gemessen kurzen Geschichte – 50 Jahre – hat es sich von den 
völkerrechtlichen Ursprüngen aber gelöst und zu einem selbständigen Rechtsgebiet entwickelt. Dies liegt 
nicht nur an seiner politischen und ökonomischen Bedeutung, sondern auch an rechtlichen Besonderheiten, 
die in dem Begriff der Supranationalität zusammengefaßt werden. Auf den Bedeutungsgehalt dieses 
Begriffes werde ich noch zu sprechen kommen; im Vorgriff sei auf das wichtigste Merkmal der 
Supranationalität hingewiesen: Europarecht begründet, im Unterschied zu Völkerrecht, unmittelbare Rechte 
und Pflichten für Individuen und Unternehmen, etwa das Recht, Waren frei von Zöllen in anderen Staaten zu 
verkaufen, oder die Pflicht, kartellrechtliche Bußgeldentscheidungen der EG-Kommission zu befolgen; diese 
werden nicht von den Staaten mediatisiert, sondern sind Rechtssubjekte; die Staaten öffnen zu diesem 
Zweck ihren Souveränitätsbereich weiter, als dies im Völkerrecht sonst üblich ist; in den Worten von Art. 23 
I und 24 I GG haben die Mitgliedstaaten “Hoheitsrechte übertragen”. Der Kurzüberblick über das 
Europarecht im engeren Sinne gerät an dieser Stelle in die Gefahr, sich zu verselbständigen. Man könnte an 
dieser Stelle auf die Reform der Gemeinschaften eingehen, deren Schritte an Änderungsverträgen erkennbar 
sind. Während der Fusionsvertrag von 1965 insoweit noch recht zaghaft ist und sich in den 70er und der 
ersten Hälfte der 80er Jahre wenig ereignet, erfolgen die Änderungen in der jüngeren Vergangenheit Schlag 
auf Schlag: Einheitliche Europäische Akte (28.2.1986/1.7.1987) – Binnenmarkt, Europäische Politische 
Zusammenarbeit; Maastrichter Vertrag –Wirtschafts- und Währungsunion, Europäische Union; Amsterdamer 
Vertrag (2.10.1997/?) –institutionelle Reformen, insbesondere Stärkung des Europäischen Parlamen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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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gemeinschaftung von Teilen der EU, konsolidierte Fassung des EU- und des EG-Vertrages (aus Art. 30 
EGV alt wird Art. 28 EGV neu, aus Art. 177 EGV alt wird Art. 234 EGV neu). EEA, MV und AV sind zu 
einem wichtigen Teil Änderungsverträge zu den Gründungsverträgen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en. Es 
steht jetzt schon fest, daß auf den AV weitere solche Verträge folgen werden. Insbesondere die beabsichtigte 
Osterweiterung, der Beitritt der mittel- und osteuropäischen Staaten (MOE), und die Reform der 
EG-Finanzen machen dies erforderlich. Das Europarecht im weiteren Sinne ist nicht so dynamisch, auch 
wenn der Zusammenbruch des Kommunismus und die Aufhebung der Spaltung Europas sich hier positiv 
ausgewirkt haben. Dabei ist das Europarecht im weiteren Sinne etwas älter als das Recht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en und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Unter dieser Sammelbezeichnung faßt man nämlich das 
untereinander nicht weiter verknüpfte Recht folgender internationaler Organisationen zusammen: des 1949 
gegründeten Europarates, der 1947 gegründeten Westeuropäischen Union, der 1995 gegründeten 
Organisation für Sicherheit und Zusammenarbeit in Europa (OSZE), die aus der KSZE hervorgegegangen ist, 
der 1960 EWG gegründeten Europäischen Freihandelszone (EFTA), schließlich die 1948 gegründete 
Organis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OEEC), die 1961 in di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umgewandelt worden ist; letztere Organisation war ursprünglich im 
Zusammenhang mit dem Marshall-Plan der USA nach dem 2. Weltkrieg zu sehen und ist inzwischen ein 
Forum der entwickelten Länder der westlichen Welt, das etwa die USA, Kanada oder Japan einschließt (G7 
– Treffen). Die Liste wäre zu ergänzen um das Projekt einer Europäischen Verteidigungsgemeinschaft 
(EVG), deren Scheitern im Jahr 1952 den Weg für die 1952 gegründete NATO frei gemacht hat. 

作业： 
阅读翻译学习德语法律原版文献，整理课堂记录。 
（二） 实践教学（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欧盟委员会对诉讼的审理讲解，以欧盟委员会对租车涨价诉讼的审

理为例（1） 
4 无 

2 
欧盟委员会对诉讼的审理讲解，以欧盟委员会对租车涨价诉讼的审

理为例（2） 
4 无 

3 
欧盟委员会对诉讼的审理讲解，以欧盟委员会对租车涨价诉讼的审

理为例（3） 
4 无 

4 
欧盟委员会对诉讼的审理讲解，以欧盟委员会对租车涨价诉讼的审

理为例（4） 
4 无 

5 
欧盟委员会对诉讼的审理讲解，以欧盟委员会对租车涨价诉讼的审

理为例（5） 
4 无 

6 
欧盟委员会对诉讼的审理讲解，以欧盟委员会对租车涨价诉讼的审

理为例（6） 
8 无 

7 德国法院有关环境的判决讲解，以法院对天然殡葬许可的判决（1） 4 无 
8 德国法院有关环境的判决讲解，以法院对天然殡葬许可的判决（2） 4 无 
9 德国法院有关环境的判决讲解，以法院对天然殡葬许可的判决（3） 4 无 
10 德国法院有关环境的判决讲解，以法院对天然殡葬许可的判决（4） 6 无 
11 德国缓刑诉讼程序讲解，以对市政官员的缓刑诉讼为例（1） 4 无 
12 德国缓刑诉讼程序讲解，以对市政官员的缓刑诉讼为例（2） 4 无 
13 德国缓刑诉讼程序讲解，以对市政官员的缓刑诉讼为例（3） 4 无 
14 德国缓刑诉讼程序讲解，以对市政官员的缓刑诉讼为例（4） 4 无 

15-16 德国缓刑诉讼程序讲解，以对市政官员的缓刑诉讼为例（5） 4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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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che 1-6 
欧盟委员会对租车涨价诉讼的审理 
EU verbietet Wucherpreise für Mietwagen 
Zusammenfassung:   
EU verhängt ein Verbot für unverhältnismäßig hohe Mietwagenpreise. 
Beispiele von Ümformulierung und Übersetzung: 
1. Wer im Internet bei einer Autovermietung ein Fahrzeug im EU-Ausland bucht, ist gegen 

unliebsame Überraschungen nicht gefeit. 
→ Wer online ein Auto bei einer Autovermietungsfirma im EU-Ausland mietet, bekommt 

bestimmt/häufig unangenehme Überraschungen. 
Übersetzung：通过网上的方式在欧盟其他国家从租车行租借机动车辆，常常会有不愉快的意外

经历。 
2. Ende Juli hatte die Europäische Kommission daher sechs Autovermieter in einem Schreiben 

eindringlich aufgefordert, in-und ausländische Kunden gleichzubehandeln.  
→Deswegen hatte die Europäische Kommission Ende Juli schriftlich eine eindringliche 

Gleichbehandlung der in-und ausländischen Kunden von sechs Autovermietern verlangen. 
Übersetzung：因此欧洲委员会在六月末以书面形式强烈要求六家租车行平等对待欧盟内本国及

他国客户。 
3. Beanstandet hatten die EU-Wettbewerbshüter insbesondere die Praxis von Anbietern, bei 

Internetanfragen Kunden nach ihrem Herkunftsland zu fragen und anschließend höhere Tarife zu 
verlangen.  

→ Besonders kritisierten die EU-Wettbewerbshüter das Geschäftsverhalten der Autovermieter, dass 
sie bei den von den Kunden gestellten Internetanfragen die nach ihrem Herkunftsland fragten, um dann 
einen höheren Mietzins anschließend zu verlangen. 

Übersetzung：欧盟竞争监察员尤其对租车行于顾客网上询价时询问其国籍并因而要求更高租金
的行为表示不满。 

4. So habe ein deutscher Kunde, der in Großbritanien ein Fahrzeug mieten wollte, plötzlich den 
doppelten Preis zahlen sollen.  

→ Z.B sollte ein deutscher Kunde, als er in Großbritanien ein Fahrzeug mietete, den unerwarteten 
dopplten Preis zahlen. 

Übersetzung：如果一个德国顾客在英国租车，竟然需要支付双倍租金。 
5. In anderen Fällen sei es Verbrauchern nach der elektronischen Ermittlung ihres Herkunftslandes 

nicht möglich gewesen, eine Online-Reservierung für ein Mietfahrzeug abzuschließen.  
→ In anderen Fällen könnten die Verbraucher, nachdem ihr Herkunftsland elektronisch /online 

ermittelt wurde, kein Mitfahrzeug reservieren. 
Übersetzung：另一种情况是顾客在网上被查出国籍后根本无法完成网上预订。 
Schwerpunkte: 
1. Elektronik eletronisch 电子 
Elektrotechnik elektrotechnisch 电气工程 Elektrotechniker 电工 
Elektrik elektrisch 电 
2. gegen A. ermitteln 对...调查取证 
3. sich(D.) etw. Vorbehalten 保留...的权利 
4. in D. etw. sehen= etw. als ... ansehen 把 D视为 etw 
Woche 7-10 
法院对天然殡葬许可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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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erlassungsklage Gericht stellt sich vor Natur-Bestattungsfiirmen 
Zusammenfassung:   
Das Landgericht Frankfurt gab der Unterlassungsklage einer Bestattngsfirma gegen einen Gärtner 

und Diplom-Landschaftspfleger Recht. 
Beispiele von Ümformulierung und Übersetzung: 
1. Der Beklagte hatte wiederholt behauptet, Bestattungen im Wald hätten massive Eingriffe in das 

Ökosystem Wald zur Folge. 
→ Der Beklagte hatte wiederholt behauptet, dass Bestattungen im Wald zu massiven Eingriffen in 

das Ökosystem führten. 
Übersetzung: 被告反复声明，在森林中殡葬的行为对生态系统有严重影响。 
2. Aus den mit Asche gefüllten Urnen könnten toxische Stoffe in den Boden gelangen. 
→ Toxische Stoffe könnten aus den mit Asche gefüllte Urnen in den boden eindringen. 
Übersetzung: 有毒物质可能会从盛着骨灰的骨灰坛中渗入土壤中。 
3. Darüber hinaus verursache die Urnenbestattung unter Bäumen Dürre. Die klagende Firma berief 

sich demgegenüber vor Gericht auf ein „ökologisch anerkanntes Naturbestattungskonzept“. 
→ Außerdem führe die Urnenbestattung zur Dürre unter Bäumen. Die klagende Firma behauptete 

demgegenüber vor Gericht, dass es sich bei der Bestattung um ein „ökologisch anerkanntes 
Naturbestattungskonzept“ handle. 

Übersetzung: 除此之外，将骨灰坛埋入树下的殡葬方式会引起土壤贫瘠。而原告公司在法庭上
声称，他们的安葬方式是符合生态要求的自然安葬理念的。 

4. Das Gericht verkündete am Freitag nur den Tenor seiner Entscheidung. 
→ Das Gericht hat am Freitag nur die Entscheidung verkündet. 
Übersetzung: 法院于周五仅宣布了其判决结果。 
5. Die Urteilsgründe will es erst öffentlich machen, wenn sie den Prozessbeteiligten zugegangen 

sind. 
→ Die Urteilsgründe/Entscheidungsgründe wird es der Öffentlichkeit erst bekanntmachen, wenn sie 

den beiden Pateien erreicht haben. 
Übersetzung: 其判决理由将在判决送达诉讼参与人双方之后才予以公开。 
6. Äußert er sich in der Zwischenzeit wieder in dem von der Bestattungsfirma beanstandeten Sinne, 

riskiert er ein Ordnungsgeld in Höhe von bis zu 250.000 Euro. 
→ Wenn er inzwischen wieder Kritik, wie von der Bestattungsfirma beanstandet wurde, an sie ausübt, 

geht er das Risiko ein, ein Ordnungsgeld in Höhe von 250.000 Euro Zahlen zu müssen. 
Übersetzung: 如果这个园丁在此期间再次以这家殡葬公司所控诉的方式对其进行指责，就将面

临支付 25万欧元罚金的风险。 
Schwerpunkte: 
1. jm. etw. Recht geben =etw.(D.) stattgeben 
2. Eingriff: [unrechtmäßiges, unberechtigtes] Eingreifen (1): durch entscheidendes Handeln auf 

etwas Einfluss nehmen; sich entscheidend in etwas einschalten 
3. verkünden：(ein Ergebnis, einen Beschluss o. Ä.) öffentlich [und feierlich] bekannt machen. 
4. Prozessbeteiligte(r)：诉讼参与方（原告、被告） 
5. Rechtsmittel gegen eine Entscheidung bei einem Gericht einlegen. 
Berufung(事实审、法律审)：Einspruch gegen ein Urteil. 
Revision(法律审)：gegen ein [Berufungs]urteil einzulegendes Rechtsmittel, mit dem geprüft wird, ob 

bei einem gefällten Urteil ein Gesetz fehlerhaft angewendet wurde oder andere Verfahrensmängel 
besta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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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Ordnungsgeld: Geldstrafe für eine Ordnungswidrigkeit 
Woche 11-16 
对市政官员的缓刑诉讼 
Roßberg wegen Untreue verurteilt 
Zusammenfassung:   
Das Landgericht Dresen hat den Dresdner Oberbürgermeister zur Bewährungsstrafe verurteilt. 
Beispiele von Ümformulierung und Übersetzung: 
1. Mit seinem Urteil schloß sich das Gericht in allen wesentlichen Punkten der Auffassung der 

Staatsanwaltschaft an, wonach das Honorar des Fluthilfe-Koordinators ohne nachvollziehbaren Grund von 
2500 Euro auf 9200 Euro erhöht wurde. 

→ Mit seinem Urteil stimmte das Landgericht Dresen im wesentlichen der Auffassung (Ansicht  
/Beschuldigung) der Staatsanwaltschaft zu. Demnach wurde das Honorar des Fluthilfe-Koordinators ohne 
nachvollziehbaren Grund (triftige Gründe) von 2500 Euro auf 9200 Euro gesteigert / aufgestockt. 

Übersetzung:  德累斯顿地方法院在其判决中，基本支持检察院的指控，即其作为洪灾救助专
员时的酬金无充分理由的从 2500欧提高到 9200欧。 

2. Allein schon diese Erhöhung wertete das Gericht als „Verschwendung von Haushaltsmitteln“.  
→ Diese Erhöhung selbst stuftete das Gericht als Verschwendung von Haushaltsmitteln ein. 
Übersetzung: 德累斯顿地方法院将该酬金的上涨定性为浪费财政经费。 
3. Hinzu komme, dass die ursprüglich gezahlte Summe zum überwiegenden Teil vom 

Regierungspräsidium Dresden gefördert wurde, die Zahlung aus dem neuen Vertrag aber überhaupt nicht. 
→ Laut weiterer Beschuldigung wurde die ursrünglich gezahlte Summe zum großen 

(überwiegenden ) Teil vom Regierungspräsidium  Dresden finanziert ( getragen).  Die gemäß dem 
neuen Vertrag ausgezahlte Summe wurde aber nicht von ihm finanziert.  

Übersetzung: 检察院另外指控道，起初用于支付其酬金的款项，大部分是由德累斯顿市政府承
担的，而根据新合同所增加的酬金却不是这样。 

4. Tatsächlich hatte das Regierungspräsidium den Oberbürgermeister nach Erkenntnis des Gerichts 
schon frühzeitig auf den Sachverhalt hingewiesen. 

→ Nach Erkenntnis des Gerichts hatte (das Regierungspräsidium/ die Regierung) den 
Oberbürgermeister schon frühzeitig (über den Sachverhalt informiert. / auf den Sachverhalt aufmerksam 
gemacht.) 

Übersetzung: 根据法院的认定, 实际上德累斯顿市政府早就向市长指出/报告了该情形. 
5. Der Vorsitzende Richter bezweifelte in seiner Urteilsbegründung zudem, daß Sehm aufgrund 

seiner Qualifikation überhaupt ein Honorar in der zuletzt vereinbarten Höhe zugestanden hätte. 
→ Der Vorsitzende Richter äußerte in seiner Urteilsbegründung (den Zweifel / sein Bedenken) , dass 

Sehm angesichts seiner Qualifikation ein Honorar in der zulezt vereinbarten Höhe gebührt hätte. 
Übersetzung: 庭长在宣布判决理由时表示怀疑，按照 Sehm的资格，其是否应得该数额的酬金。 
6. Im Falle Sehms kam das Gericht zu dem Schluß, daß der Geschäftsmann seinem 

Insolvenzverwalter tatsächlich wie von der Staatsanwaltschaft vorgetragen die Erhöhung seiner Bezüge 
verschwiegen und zudem Geld auf Konten von Familienangehörigen und Bekannten transferiert hat, um 
sie der Insolvenzmasse zu entziehen. 

→ Was Sehm betrifft, zog das Gericht die Schlußfolgerung, dass er seinem Insolvenzverwalter 
tatsächlich wie von der Staatsanwaltschaft behauptet die Erhöhung seiner Bezüge verheimlicht und 
außerdem Geld auf Konten vom Familienangehörigen und Bekannten übertragen hat, um sie vor der 
Inanspruchnahme für die Insolvenz  zu schonen. 

Übersetzung: Sehm一案中，法院的结论是，他作为商人实际上确如检方所称，向其破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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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瞒了薪酬上涨一事，并且还将资金转移至亲朋好友的账上，以此来逃避破产清算。 
7. Zudem legte der Vorsitzende Richter am Montag in seiner Urteilsbegründung dar, dass Roßberg, 

nachdem der Personalie Sehm zugenommen habe, diesen als Angestellten eines Generalunternehmers 
weiterhin im Rathaus positionieren wollte. 

→ Darüber hinaus erläuterte der Vorsitzende Richter am Montag in seiner Urteilsbegründung, dass 
Roßberg trotz der zunahme des öffentlichen Drucke auf ihn wegen der Personalie Sehm ihn weiterhin im 
Rathaus bei einer Position beließ / beibehielt. 

Übersetzung:  此外，庭长在其周一的判决理由中说到，Roßberg在公众对 Sehm的行径逐级施
压的情况下，依然允许其作为大公司职员的同时，保留其在市政府的职位。 

8. Dadurch sei zwar kein Schaden für die Stadt entstanden.Entscheidend sei jedoch vielmehr, dass 
schon der Schein der Käuflichkeit in der Verwaltung zu bestrafen sei. 

→ Dadurch habe  Roßberg keinen Schaden für die Stadt verursacht. / Dadurch sei kein Schaden für 
die Stadt verursacht worden. Allerdings / Jedoch gehe es dabei vielmehr darum, dass rein der Schein der 
Käuflichkeit in der Verwaltung strafbar sei. 

Übersetzung: 尽管 Roßberg并没有对市民造成损害，但关键的是，仅仅是他给公众所造成的“政
府公职可以收买”这一印象就应受到惩罚。 

9. Der Richter warf Roßberg vor, im Laufe des Prozesses „zahlreiche kleine Märchen“ erzählt zu 
haben, und sprach von einer „doch gewichtigen Straftat“. In einer Situation der politischen Isolation 
(Roßberg wurde 2001 zur eigenen Überraschung gewählt und sah sich in Stadtrat und Verwaltung 
mehreren gegnerischen Gruppen gegenüber )sei Sehm für Roßberg......“Alter ego“gewesen. 

→Der Richter beschuldigte Roßberg, dass er im Laufe des Prozesses „zahlreiche kleine 
Märchen“ erzählt habe / hat. „mehrere unglaubte Aussagen“ gemacht habe / hat  und bewertete das doch 
als eine schwere Straftat. 

Übersetzung: 法官指控 Roßberg，认为他在诉讼过程中做了多次不可信的陈述，并且将其认定
为严重罪行。（2001年，Roßberg出乎意料的当选为市长，但在市政府和市议会中有诸多反对者。）
在受到政治孤立的情况下，Sehm不仅是 Roßberg 工作中的亲信，而且还是另一个自我。庭长认为
他们之间是互荣互利的关系。 

10. Zugleich würdigte der Richter, dass Sehm für die Stadt im Rahmen der Flutschadensregulierung 
tatsächlich Erhebliches geleistet habe. 

→Andereseits gab der Richter zu/erkannte der Richter ihm zu, dass Sehm bei der 
Flutschadensrugulierung für die Stadt tatsächlich einen großen Beitag geleistet habe. 

Übersetzung: 同时庭长也认可，Sehm在洪灾善后工作领域对德累斯顿市做出了巨大贡献。 
11. In siner letzten Stellungnahme vor dem Urteil hatte Roßberg abermals betreurt, er habe den 

höheren Honorarvertrag für Sehm weder entworfen noch selbst geschrieben. 
→ Vor dem Urteil äußert sich Roßberg letzte Aussage zu dem Vorwurf gegen ihn, dass er den 

Honorarvertrag mit einer höheren Vergütung weder verfasst noch selbst geschrieben habe. 
Übersetzung: 在判决前的最后陈述中，Roßberg再次声明，Sehm提高薪酬后的合同既不是他拟

定的也不是他亲自书写的。 
12. Es sei ein Fehler gewesen, Sehm umfassend zu vertrauen. 
→ Es sei ein Fehler gewesen, volles Vertrauen auf Sehm zu setzen. 
Übersetzung: 他认识到，完全相信 Sehm是个错误。 
13. Gleichwohl bleibe er dabei, dass er für die Aufgabe Fluthilfekoordination keinen besseren Mann 

als Sehm gegeben habe. 
→ Trotzdem bestehe er darauf, dass Sehm für die Fluthilfekoordination der beste Mann gewesen sei. 
Übersetzung: 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认为 Sehm是洪灾救助工作的最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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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Wie zuvor im Verlauf des Prozesses hatte Roßberg aber auch in seinem Schlusswort alle 
Vorwürfe zurückgewiesen. 

→ Wie zuvor im Prozess hatte Roßberg letztendlich alle Vorwürfe zuruckgewiesen. 
Übersetzung: 如同在之前的诉讼过程中一样，Roßberg 在其最后陈述中还是驳回了对他的所有

指控。 
15. Sollte das Urteil rechtskräftig werden, verlöre Roßberg sein Amt. 
→ Wenn das Urteil rechtskräftig würde, würde Roßberg sines Amts enthoben. 
Übersetzung: 如果该判决生效，Roßberg将被解除市长一职。 
16. Bisher hatte der suspendierte Oberbürgermeister stets angekündigt, notfalls durch alle Instanzen 

gehen zu wollen. 
→ Bisher hatte der von seinem Amt suspendierte Oberbürgermeister immer betreurt, falls notwendig 

Rechtsmittel bis zur letzten Instanz einlegen zu wollen. 
Übersetzung: 到目前为止，被暂时停职的市长 Roßberg始终宣称，必要时将一直上诉到最高审

级法院。 
Schwerpunkte: 
1. Honorar：für Freiberufler  酬金：不涉及合同，多指一次性支付 
Gehalt：für Beamte/Lehrer  工资、报酬：牵涉合同    
Lohn：für Arbeiter / Angestellte 
Vergütung：酬劳 （上位概念） 
Tariflohn：协定工资 
2. Insolvenzverwalter  破产管理人 
Insolvenzmasse=Insolvenzvermögen 破产财产 
Inanspruchnahme für die Insolvenz  破产清算 
清算： Liquidation (用于公司、其他法人、非法人组织) 
Abwicklung（更多用于公司） 
3. Der Vorsitzende Richter德国的庭长=中国的审判长 
Präsident des Gerichts 法院院长 
Attorney General（英美法系）首席大法官 
Generalstaatsanwalt 首席检察官 
Bundesverfassungsrichter   Supreme Court Judge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法官    最高法院法官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中心任务是司法审查，即对国家机关的行为进行审查，对违反宪法的行为

宣布无效。在这个意义上，它和美国最高法院是类似的。它和美国等国的最高法院的主要区别在于

它不是普通法院系统的一部分，而是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此外，联邦宪法法院没有直接弹劾总统

的权力，而最高法院可弹劾、审判总统。 
4. 被害人：der Geschädigter / Verletzter 
法定代理人：gesetzlicher Vertreter        
自诉人： der Ankläger 
附带民事诉讼的当事人：Nebenkläger im Zivilprozess 
5. Untreue vs. Ausführung des Amts尽职不忠 vs.滥用职权 
Gebrauch der öffentlichen Mitteln/öffentliches Geld veruntreuen 挪用公款 
6. Bundeszentralregister （有无）犯罪记录档案 
Führungszeugnis 有无犯罪记录证明 
Keine Eintragung 无犯罪记录 
7. Freiheitsstrafe 自由刑  lebenslange Freiheitsstrafe 终身自由刑 



6947 

8. Vorteilsnahme：在职权范围内收受利好 
Bestechlichkeit：利用职权（可能越权）给对方以好处。受贿、索贿。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德国法导论》，《高级德语（二）》 
后续课程：《法律德语（二）》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律德语语言表达、法律德语翻译技巧 
难点：德国法律制度体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发现教学法。 
2. 自学辅导教学法。 
3. 尝试教学法 
教学手段： 
1. 直观教学手段。 
2. 电化教学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视实际情况具体操作。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记录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以课堂记录为主，督促学生主动预习复习。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笔译教学特点， 从德国联邦普通法院判决集录，德国各地方法院，

地方高级法院及专业法院判决集录，FAZ，Süddeutsche Zeitung等文献来源中有的放矢地精选各案
例文献及参考 Einführung in das deutsche Recht und die deutsche Rechtssprache 等教材，并通过课堂记
录，进一步系统整合，梳理语言点和知识点。计划今后自主编写相关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2. Zivilprozessordnung 
3. Strafgesetzbuch 
4. Strafprozessordnung 
5. Heike Simon: Einführung in das deutsche Recht und die deutsche Rechtssprache. C.H.Beck, 2012. 
6. FAZ文献来源中案例文献 
7. Süddeutsche Zeitung文献来源中案例文献 
8. 德国联邦普通法院判决集录 
9. 德国各地方法院判决集录 
10. 德国各地方高级法院判决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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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德国各级专业法院判决集录 
（二）推荐参考书 
1. Jürgen Plate: Das gesamte examensrelevante Zivilrecht für Studenten und Rechtsreferendare 

(Springer-Lehrbuch). Springer, 2008. 
2. Fikentscher, Wolfgang/Andreas Heinemann: Schuldrecht. 10. Aufl., Berlin, 2006. 
3. Brox, Hans/Walker, Wolf-Dietrich: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32. Aufl., München, 2007.  

执笔：王强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5日 

 

法律德语（二） 
Legal German 2 

课程号：30801026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得国际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密切，中德两国间政治、经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与合作也日益密切，特别是近几年中德两国在法治国家对话项目框架下的合作不断深化，法律领域

的交往愈加密切，既精通德语又熟悉中、德两国法律体系的人才日益成为人才市场的宠儿。自 1998
年教育部对法学教育提出了"宽口径、厚基础"的改革思路，而针对法律德语以及以法律德语为内容
的教学活动正是达到此目标的桥梁，顺应了这种发展趋势。 
本课程的授课对象为德语专业四年级本科生。经过三年的德语专业学习，学生们已经达到甚或

超过专业德语四级水平、通过了赴德留学语言考试（TestDaF），具备了较为扎实的德语语言功底。
同时，学生从大二开始选修本科法学专业课程，对法律基本理论、法学方法及国内各主要部门法也

有了初步了解，具有研修此课程的基本法学专业基础。 
基于上述背景和前提，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培养学生的法律德语主动表达能力与运用能力。在经过两学期的课程学习后能够对文章的

每句话用德文转述；  
2、培养学生精准理解德文法律文献意思、内涵和用汉语相应表述的能力，在经过两学期的课

程学习后能够将文章的每句话翻译为中文； 
3、借助补充的较复杂法律文献篇章理解文章中复杂法律概念，培养从文献中理解复杂法律概

念的能力，在经过两学期的课程学习后能够自主对法律文献篇章中的法律知识要点进行分析思考。 
开设本课程，旨在为学生进行德国法的学习提供帮助，可围绕语言与专业两部分进行，即

Sprachliche Aspekte 与 Rechtliche Aspekte。围绕课程的主要内容，即德国法律基本内容和欧洲法律
基本内容，在语言技能方面使学生了解法律德语的特点，进而掌握阅读德文法律文献、司法判例，

能够用德文撰写简单的案例分析作业、聆听德文法律内容课程、用德文讨论简单法律问题的基本技

能；在专业方面通过课堂讲授、分组讨论等练习形式使学生了解并初步了解德国法中各部门法以及

欧盟法律的主要法律概念、原理及重要原则。通过理论教学与课堂练习相结合，使学生掌握法律德

语翻译基础知识，深化对德国法律系统的了解，为日后中德法律比较研究奠定必要的语言知识基础， 
并且培养学生用德语学习德语国家法律知识的能力和穿插用德语讲授德国法律相关知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围绕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教学活动与组织将围绕以下主要内容展开： 
1、在语言层面围绕课程的主要介绍内容，使学生了解法律德语的特点，以此为主线对所必备

的词汇、语法、及听说读写等技能方面加以训练； 
2、在专业内容上介绍德国法发展史、德国法学教育、法律职业，及德国法中的各主要部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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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法学方法方面着重训练学生运用德语初步掌握分析请求权的案例分析方法，讲授与训练
穿插在各部门法的介绍中； 
本课程的教学活动可安排在两个学期进行，由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部分组成。每一教学单元

包含相应内容的德文法律文献节选 1到 2篇，每一单元专业内容后将分专业内容和语言内容对学生
加以练习，Sprachliche Aspekte 将围绕相应的语法、词汇、句型进行， Rechtliche Aspekte主要是
对学生在相关专业领域学掌握的专业内容进行训练，主要是训练分析请求权的案例分析方法。教学

内容的展开以课堂讲授与学生分组讨论相结合。其中第二学期主要围绕有关欧洲合同法、德国民事

诉讼程序以及德国医患纠纷诉讼展开教学。并且内容不断相应更新。 
（一） 理论及练习教学：64学时 

知识单元 1：德国法律基本内容讲解 
参考学时：60学时 
学习内容： 
1．对德语原版法律文章进行概括分析。 
2．配合文章进行德国法律基本内容的讲解，包括民法、刑法、民诉、刑诉、行政法等各个具

体部门法领域。 
学习目标：  
1．积累相关的专业德语词汇与表达。 
2．初步了解法律德语语言表达习惯。 
3.  初步掌握法律德语翻译基础知识 
Sprachliche Aspekte： 
Wortschatz 
Nomen 
Komposita 
Genitivattribut 
Linksattribut 
Adjektive und Partizipien 
Wortstellung im Nebensätze 
Partizip II als Adjektiv 
Erweiterte Partizipialkonstruktion 
Rechtliche Aspekte： 
Rechtsgebiete im Allgemeinen 
Das deutsche Recht wird in die Hauptgebiete Privat- bzw. Zivilrecht,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Strafrecht eingeteilt. Die Begriffe Privat- und Zivilrecht werden synonym verwendet. Dieses Rechtsgebiet 
behandelt die Beziehungen gleichgestellter Rechtssubjekte, also natürlicher oder juristischer Personen. 
Das Zivilrecht ist i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BGB) und in Spezialgesetzen geregelt. Es wird unterteilt 
in einen Allgemeinen Teil, das Schuldrecht, das Sachenrecht, das Familienrecht und das Erbrecht. Das 
Zivilrecht umfasst auch das Handels- und Gesellschaftsrecht (geregelt im Handelsgesetzbuch), das 
Arbeitsrecht und das Mietrecht (geregelt im BGB). Das Öffentliche Recht beinhaltet das Verfassungsrecht 
und das Verwaltungsrecht. Das Verwaltungsrecht als das Recht der Exekutive umfasst bundeseinheitliche 
Regelungen zum Erlass und zur gerichtlichen Anfechtung bzw. Erzwingung von Verwaltungsakten und 
regelt – z.T. in Landesgesetzen - eine Vielzahl von speziellen Bereichen. Beispiele sind das Polizeirecht, 
das Baurecht, das Gewerberecht, sowie das Sozialrecht und das Steuerrecht.Das bundeseinheitliche 
Strafrecht definiert die strafbaren Handlungen und nennt die jeweilige Sanktion. Der Allgemeine Teil des 
Strafrechtes unterscheidet das Vergehen vom Verbrechen, definiert Anstiftung und Beihilfe und 
unterscheidet die vollendete Tat vom Versuch. Der Besondere Teil beschreibt die einzelnen Delikte 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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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auen Tatbestandsvoraussetzungen, deren Erfüllung Voraussetzung für die Strafbarkeit ist. Jeder der 
genannten Rechtsbereiche verfügt über ein eigenes Prozessrecht, das den Ablauf des jeweiligen 
Gerichtsverfahrens regelt. 

Zivilrecht und Zivilprozessrecht 
1.Das deutsche Zivilrecht wurde wie auch die Rechtssysteme anderer europäischer Länder stark 

beeinflusst durch die Rezeption des römischen Rechts zwischen 13. und 15. Jahrhundert. Italienische 
Rechtsschulen beschäftigten sich mit der von Kaiser Justinian im 6. Jahrhundert geschaffenen 
Rechtssammlung des „corpus iuris civilis“. Rechtswissenschaftler wie Bartolus de Saxoferrato 
(1314-1357) und Baldus de Ubaldis (1327-1400) begründeten dabei die Schule der Kommentatoren, die 
eine praxisorientierte Kommentierung der Rechtstexte betrieb. Auch deutsche Studenten erlernten in 
Italien die Methoden der Rechtswissenschaft. Das römische Recht wurde in Deutschland in Bereichen 
angewendet, in denen lokale Rechtssysteme keine Lösungen boten. Zur Zeit der Aufklärung setzte sich 
das Vernunftrecht durch. Das römische Recht wurde im „usus modernus“ neu ausgelegt. Herausragende 
Gesetzbücher dieser Zeit waren das Preußische Allgemeine Landrecht von 1794 und der französische 
Code Civil von 1804, der auch von deutschsprachigen Ländern wie dem Großherzogtum 
Badenübernommen wurde. Während der Zeit der Aufklärung herrschte das vernunftrechtliche Denken vor, 
welches als vernünftig erkannte und ewig gültige Rechtssätze in den Vordergrund stellte. Zu Anfang des 
19. Jahrhunderts sprachen sich die Mitglieder der historischen Rechtsschule, z.B. Carl v. Savigny, 
(1779-1861) gegen diese Ansicht aus und befürworteten eine Rückbesinnung auf das römische Recht. Ein 
eigenständiges deutsches Privatrecht wollten Wissenschaftler wie Otto von Gierke (1841-1921) 
entwickeln; es wurden Modelle wie das der Genossenschaft entwickelt und – beeinflusst durch die 
Industrialisierung - soziale Überlegungen einbezogen. Am 1.1.1990 trat das Bürgerliche Gesetzbuch 
(BGB) in Kraft, das noch heute gilt, aber ständigen Änderungen unterworfen ist. 

2. Heutiges Zivilrecht 
Das Bürgerliche Gesetzbuch besteht aus fünf Büchern und beginnt mit einem Allgemeinen Teil. Die 

Regelungen dieses Teils gelten für die Vorschriften aller anderen vier Bücher. Es definiert natürliche und 
juristische Personen, regelt das Vereinsrecht und bestimmt, wer geschäftsfähig ist und wann 
Geschäftsunfähigkeit eintritt. Ein wichtiger Abschnitt widmet sich den Willenserklärungen, die etwa beim 
Abschluss eines Vertrages abgegeben werden. Der Allgemeine Teil bestimmt, unter welchen 
Voraussetzungen und innerhalb welcher Fristen Willenserklärungen angefochten werden können. Auch 
Vertretung und Vollmacht werden im Allgemeinen Teil behandelt. Wichtig sind ferner die 
Verjährungsregelungen. Zivilrechtliche Ansprüche verjähren in Deutschland grundsätzlich in 30 Jahren, es 
gibt jedoch für verschiedene Bereiche kürzere Verjährungsfristen. Das zweite Buch – Schuldrecht – regelt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Personen. Im Vordergrund stehen dabei Vertragsverhältnisse und die 
Rechtsfolgen unerlaubter Handlungen. In § 242 BGB findet sich eine zentrale Vorschrift: Danach muss 
eine geschuldete Leistung so bewirkt werden, wie Treu und Glauben mit Rücksicht auf die Verkehrssitte 
es erfordern. Es handelt sich dabei um eine Generalklausel, mit der Fälle geregelt werden sollen, die von 
keiner anderen Regelung erfasst werden. § 249 und die folgenden Vorschriften definieren den 
Schadenersatz und seinen Umfang. Das zweite Buch enthält auch Regelungen über spezielle 
Schuldverhältnisse, wie den Kauf- oder Mietvertrag. Arbeitsrechtliche Regelungen finden sich in den §§ 
611 ff. Es folgt das Sachenrecht, welches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Personen und Sachen betrifft. Hier 
werden Besitz und Eigentum definiert. Das Sachenrecht enthält die zentralen Vorschriften über Besitz und 
Übertragung von Grundstücken; hier werden Rechtsinstitute wie die Hypothek oder die Grundschuld 
dargestellt. Das Familienrecht regelt Verlobung, Eheschließung, Ehescheidung, Unterhalt und 
Kindschaftsrecht. Das fünfte Buch des BGB ist dem Erbrecht gewidmet. Es regelt z.B. die gesetzl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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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bfolge und trifft Bestimmungen über Testamente und die Testamentsvollstreckung. 
3. Zivilprozessrecht. 
Allgemein werden die Zivil- und Strafgerichtsbarkeit auch als die ordentliche Gerichtsbarkeit 

genannt, das ist historisch bedingt. Als das Gerichtsverfassungsgesetz im Jahr 1877 entstand, waren nur 
das Straf- und Zivilgericht unabhängige Gerichte i.S.d Gewaltenteilungsprinzips, während Verwaltungs- 
und Finanzgerichte noch organisatorisch der Verwaltung eingegliedert waren. Sachlich sind alle in Art. 95 
GG genannten Gerichtszweige (Verwaltungs-, Finanz-, Arbeits- und Sozialgericht) heute unabhängige 
Gerichte. Organisatorisch sind die ordentlichen Gerichte in 4 Instanzen untergliedert, nämlich das 
Amtsgericht, das Landgericht, das Oberlandesgericht und das Bundesgerichtshof. Das Amtsgericht ist 
gem. §§ 23, 23a GVG zuständig für vermögensrechtliche Streitigkeit mit einem Streitwert bis 
einschließlich 5.000 Euro und für Kindschafts- und Familiensachen; das Landgericht ist zuständig für die 
Rechtsstreitigkeit mit einem Streitwert über 5.000 Euro und Berufung gegen Urteil des Amtsgerichts. 

Strafrecht und Strafprozessrecht 
1. Strafrecht 
Das Strafrecht ist ein Teil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Durch den Schutz von Rechtsgütern dient es der 

Verwirklichung des Gemeinwohls und der Wahrung des Rechtsfriedens. Es ist eine Schutz- und 
Friedensordnung, die auf der sozialethischen Wertordnung deutscher Verfassung beruht und sich an deren 
Zielsetzung orientiert. Aus dieser Bildung an das Grundgesetz folgt für das Strafrecht die Aufgabe, die 
elementaren Grundwerte des Gemeinschaftslebens zu sichern, die Erhaltung des Rechtsfriedens im 
Rahmen der sozialen Ordnung zu gewährleisten und das Recht im Konfliktsfall gegenüber dem Unrecht 
durchzusetzen. Als Rechtsgüter bezeichnet man die Lebensgüter, Sozialwerte und rechtlich anerkannten 
Interessen des einzelnen (wie das Leben, die körperliche Unversehrtheit, die persönliche Freiheit, die Ehre, 
das Eigentum, das Vermögen usw.) oder der Allgemeinheit, die wegen ihrer besonderen Bedeutung für die 
Gesellschaft Rechtsschutz genießen (wie der Bestand des Staates, die Unbestechlichkeit vom Amtsträgern, 
die Sicherheit des Geldverkehr, die Zuverlässigkeit von Urkunden im Rechtsverkehr).Das 
Gesetzlichkeitsprinzip besagt, dass nur ein geschriebenes Gesetz die Strafbarkeit einer Handlung 
begründen und Strafe als Rechtsfolge androhen kann, bevor die Tat begangen wurde. Vor allem soll der 
Bürger dadurch vor willkürlicher Ausübung und Ausdehnung der staatlichen Strafgewalt geschützt werden. 
Unzulässig sind die rückwirkende Anwendung des Strafgesetzes sowie die Rechtsanalogie zuungunsten 
des Beschuldigten, dabei ist der Abschluss der Tathandlung für die Beurteilung vom letzten Zeitpunkt 
maßgebend. 

Die Strafbestimmungen sind im Strafgesetzbuch (StGB), zum Teil aber auch in strafrechtlichen 
Nebengesetzen enthalten. Inhaltlich wird das StGB in zwei Hauptteile gegliedert: Im allgemeinen Teil ist 
die für alle Straftaten geltende Regelung, wie Straftat, Vorsatz, fahrlässig, Versuch, Anstiftung, Beihilfe 
usw.; während die einzelnen Straftatbestände wie Todschlag, Diebstahl, Betrug, Körperverletzung, 
Nötigung einem Besonderen Teil zugewiesen sind. 

2. Strafprozessrecht 
Das Justizmonopol gilt ebenfalls für das Strafrecht. Der Verletzte einer Straftat darf sich zwar gegen 

den Angriff wehren (Notwehr) und den auf frischer Tat betroffenen Täter vorläufig festnehmen (§ 127 
StPO). Er darf den Täter jedoch nicht selbst bestrafen. Die Bestrafung ist allein Sache des Staates. Der 
Verletzte kann nur durch Strafanzeige, Klageerzwingungsverfahren, Nebenklage oder Privatklage auf die 
staatliche Bestrafung hinwirken.Eine der Hauptaufgaben des Strafverfahrens ist die Feststellung und die 
Durchsetzung eines im Einzelfall entstandenen legitimen staatlichen Strafanspruchs. Es soll eine in 
materiell-rechtlicher Hinsicht richtige und damit gerechte Entscheidung herbeigeführt werden. Das 
Strafprozessrecht ist im wesentlich in der Strafprozessordnung geregelt.Die Prozessmaximen s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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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gende Prinzipien zu folgen:  
1.Die sog. Offizialmaxime nach § 152 I StPO besagt, dass die Strafverfolgung grundsätzlich dem 

Staat, und nicht dem einzelnen Bürger obliegt. Die Staatsanwaltschaft ist zur Erhebung der öffentlichen 
Klage berufen. 

2. Das in §§ 152 II, 170 I StPO enthaltene Legalitätsprinzip verpflichtet die Staatsanwaltschaft im 
Falle des Vorliegens eines entsprechenden Anfangsverdachts Ermittlungen aufzunehmen und ggf. Anklage 
zu erheben. 

3. Nach § 151 StPO ist die Eröffnung einer gerichtlichen Untersuchung durch die Erhebung einer 
Klage bedingt. Das Gericht darf nur über die Taten befinden, die von der Staatsanwaltschaft auch 
angeklagt wurde. 

4. Unter dem Ermittlungsgrundsatz versteht man nach §§ 155 II, 160 II, 244 II StPO die Pflicht der 
Strafverfolgungsorgane, den Sachverhalt von Amts wegen zu erforschen und aufzuklären. 

5. Der Grundsatz der freien richterlichen Beweiswürdigung nach § 261 StPO besagt, dass das Gericht 
über das Ergebnis der Beweisaufnahme nach seiner freien, aus dem Inbegriff der mündlichen Verhandlung 
geschöpften Überzeugung entscheidet. 

6. Nach der Grundsatz der Unmittelbarkeit aus §§ 226, 250, 261 StPO hat sich das Gericht einen 
möglichst direkten, unvermittelten Eindruck vom Tatgeschehen zu verschaffen. Fällt ein Richter im Laufe 
der Hauptverhandlung aus, dann muss die gesamte Hauptverhandlung wiederholt werden. 

7. Der Grundsatz „ in dubio pro reo“ besagt, dass das Gericht den Angeklagten ohne volle 
Überzeugung von der Schuld nicht verurteilen darf. 

8. Der Grundsatz der Öffentlichkeit nach § 169 S. 1 StPO bedeutet, dass grundsätzlich jedermann der 
mündlichen Hauptverhandlung beiwohnen darf. Es soll damit eine Kontrolle des Verfahrens durch die 
Öffentlichkeit gewährleistet werden. 

9. Der Grundsatz des gesetzlichen Richters nach Art. 101 GG fordert objektive und generelle 
Regelung hinsichtlich der Zuständigkeit der Strafgerichte. Mit der vorher festgelegten 
Aburteilungsbefugnis soll Manipulationen ausgeschlossen werden. 

10. Der Grundsatz des rechtlichen Gehörs nach Art. 103 I GG besagt, dem Betroffenen Gelegenheit 
gegeben werden muss, sich dem Gericht gegenüber zu den gegen ihn erhobenen Vorwürfen zu äußern, 
Anträge zu stellen und Ausführungen zu machen, und dass das Gericht seine Ausführung zur Kenntnis 
nehmen und in Erwägung ziehen muss. 

作业： 
阅读翻译学习德语法律原版文献，整理课堂记录。 

知识单元 2：欧洲法律基本内容讲解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对德语原版法律文章进行概括分析。 
2．配合文章进行欧洲法律制度基本内容的讲解，以欧盟合同法及其框架内容为重点。 
学习目标：  
1．积累相关的专业德语词汇与表达。 
2．加深对法律德语语言表达习惯的了解。 
3.  巩固法律德语翻译基础知识。 
Sprachliche Aspekte： 
Wortschatz 
Umformung von Nominalgruppen ins Passiv 
Umformung des Passivs in Nominalgrup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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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Ausdruck des Mittels 
Der Ausdruck von Zweck und Ziel 
Der Ausdruck des Grundes/der Ursache 
Der Ausdruck der Folge 
Der Ausdruck der Pflicht und Notwendigkeit 
Der Ausdruck der Voraussetzungen 
Rechtliche Aspekte： 
Europarecht ist Recht internationaler Organisationen und als solches eigentlich Völkerrecht. Trotz 

einer an völkerrechtlichen Maßstäben gemessen kurzen Geschichte – 50 Jahre – hat es sich von den 
völkerrechtlichen Ursprüngen aber gelöst und zu einem selbständigen Rechtsgebiet entwickelt. Dies liegt 
nicht nur an seiner politischen und ökonomischen Bedeutung, sondern auch an rechtlichen Besonderheiten, 
die in dem Begriff der Supranationalität zusammengefaßt werden. Auf den Bedeutungsgehalt dieses 
Begriffes werde ich noch zu sprechen kommen; im Vorgriff sei auf das wichtigste Merkmal der 
Supranationalität hingewiesen: Europarecht begründet, im Unterschied zu Völkerrecht, unmittelbare 
Rechte und Pflichten für Individuen und Unternehmen, etwa das Recht, Waren frei von Zöllen in anderen 
Staaten zu verkaufen, oder die Pflicht, kartellrechtliche Bußgeldentscheidungen der EG-Kommission zu 
befolgen; diese werden nicht von den Staaten mediatisiert, sondern sind Rechtssubjekte; die Staaten 
öffnen zu diesem Zweck ihren Souveränitätsbereich weiter, als dies im Völkerrecht sonst üblich ist; in den 
Worten von Art. 23 I und 24 I GG haben die Mitgliedstaaten “Hoheitsrechte übertragen”. Der 
Kurzüberblick über das Europarecht im engeren Sinne gerät an dieser Stelle in die Gefahr, sich zu 
verselbständigen. Man könnte an dieser Stelle auf die Reform der Gemeinschaften eingehen, deren 
Schritte an Änderungsverträgen erkennbar sind. Während der Fusionsvertrag von 1965 insoweit noch 
recht zaghaft ist und sich in den 70er und der ersten Hälfte der 80er Jahre wenig ereignet, erfolgen die 
Änderungen in der jüngeren Vergangenheit Schlag auf Schlag: Einheitliche Europäische Akte 
(28.2.1986/1.7.1987) – Binnenmarkt, Europäische Politische Zusammenarbeit; Maastrichter Vertrag 
–Wirtschafts- und Währungsunion, Europäische Union; Amsterdamer Vertrag (2.10.1997/?) 
–institutionelle Reformen, insbesondere Stärkung des Europäischen Parlamentes, Vergemeinschaftung 
von Teilen der EU, konsolidierte Fassung des EU- und des EG-Vertrages (aus Art. 30 EGV alt wird Art. 
28 EGV neu, aus Art. 177 EGV alt wird Art. 234 EGV neu). EEA, MV und AV sind zu einem wichtigen 
Teil Änderungsverträge zu den Gründungsverträgen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en. Es steht jetzt 
schon fest, daß auf den AV weitere solche Verträge folgen werden. Insbesondere die beabsichtigte 
Osterweiterung, der Beitritt der mittel- und osteuropäischen Staaten (MOE), und die Reform der 
EG-Finanzen machen dies erforderlich. Das Europarecht im weiteren Sinne ist nicht so dynamisch, auch 
wenn der Zusammenbruch des Kommunismus und die Aufhebung der Spaltung Europas sich hier positiv 
ausgewirkt haben. Dabei ist das Europarecht im weiteren Sinne etwas älter als das Recht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en und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Unter dieser Sammelbezeichnung faßt man nämlich das 
untereinander nicht weiter verknüpfte Recht folgender internationaler Organisationen zusammen: des 
1949 gegründeten Europarates, der 1947 gegründeten Westeuropäischen Union, der 1995 gegründeten 
Organisation für Sicherheit und Zusammenarbeit in Europa (OSZE), die aus der KSZE hervorgegegangen 
ist, der 1960 EWG gegründeten Europäischen Freihandelszone (EFTA), schließlich die 1948 gegründete 
Organis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OEEC), die 1961 in di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umgewandelt worden ist; letztere Organisation war ursprünglich im 
Zusammenhang mit dem Marshall-Plan der USA nach dem 2. Weltkrieg zu sehen und ist inzwischen ein 
Forum der entwickelten Länder der westlichen Welt, das etwa die USA, Kanada oder Japan einschließt 
(G7 – Treffen). Die Liste wäre zu ergänzen um das Projekt einer Europäischen Verteidigungsgemein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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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G), deren Scheitern im Jahr 1952 den Weg für die 1952 gegründete NATO frei gemacht hat. 
作业： 
阅读翻译学习德语法律原版文献，整理课堂记录 
（二） 实践教学（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欧洲合同法介绍，以德国劳动法院对规避协定工资的判决为例（1） 4 无 
2 欧洲合同法介绍，以德国劳动法院对规避协定工资的判决为例（2） 4 无 
3 欧洲合同法介绍，以德国劳动法院对规避协定工资的判决为例（3） 4 无 
4 欧洲合同法介绍，以德国劳动法院对规避协定工资的判决为例（4） 4 无 
5 欧洲合同法介绍，以德国劳动法院对规避协定工资的判决为例（5） 4 无 
6 欧洲合同法介绍，以德国劳动法院对规避协定工资的判决为例（6） 8 无 
7 德国民事诉讼程序讲解，以滑雪场撞伤事件的诉讼为例（1） 4 无 
8 德国民事诉讼程序讲解，以滑雪场撞伤事件的诉讼为例（2） 4 无 
9 德国民事诉讼程序讲解，以滑雪场撞伤事件的诉讼为例（3） 4 无 
10 德国民事诉讼程序讲解，以滑雪场撞伤事件的诉讼为例（4） 6 无 

11 
德国医患纠纷诉讼讲解，以联邦法院对患者起诉整形医生一案的判

决为例（1） 
4 无 

12 
德国医患纠纷诉讼讲解，以联邦法院对患者起诉整形医生一案的判

决为例（2） 
4 无 

13 
德国医患纠纷诉讼讲解，以联邦法院对患者起诉整形医生一案的判

决为例（3） 
4 无 

14 
德国医患纠纷诉讼讲解，以联邦法院对患者起诉整形医生一案的判

决为例（4） 
4 无 

15-16 
德国医患纠纷诉讼讲解，以联邦法院对患者起诉整形医生一案的判

决为例（5） 
4 无 

Woche 1-6 
德国劳动法院对规避协定工资的判决 
Bundesarbeitsgericht erschwert die Tarifflucht 
Zusammenfassung:   
Bundesarbeitsgericht macht den Austritt aus dem Tarifvertrag schwer. 
Beispiele von Ümformulierung und Übersetzung: 
1. Änderung der Rechtsprechung führt zu einer „unendlichen Bindung“. 
→ Änderung der Rechtsprechung hat „unendliche Bindung“ für die Arbeitgeber als Folge. 
Übersetzung: 有关判决的改变使劳资合同对雇主具有“永久的约束力”。 
2. Die Gerichte haben hierzu eine Fülle von Urteilen gesprochen, die insbesondere die 

arbeitsvertragliche Verweisung auf einen Tarifvertrag betreffen. 
→ Die Gerichte haben in diesem Zusammenhang zahlreiche Urteile gefällt, die die Verweisung durch 

einen Arbeitsvertrag auf einen Tarifvertrag regeln. 
Übersetzung: 法院作出的一系列判决，主要涉及劳动合同对劳资合同的援引。 
3. Das Bundesarbeitsgericht hat in einer jüngst ergangenen Entscheidung seine bisherige 

Rechtsprechhung zu den Auswirkungen einer solchen Verweisung geändert. 
→ Das Bundesarbeitsgericht hat durch eine Entscheidung , die jüngst ergangen war, seine bisherige 

Rechtsprechung zu den Auswirkungen einer solchen Verweisung geändert. 
Übersetzung: 联邦劳动法院在其最新的判决中改变了迄今为止就此类劳动合同中对于援引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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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合同所产生的效力的解释。 
4. Der Richtungswechsel hat weitreichende Folgen für die bisher mögliche „Tarifflucht“ von 

Arbeitgebern. 
→ Der Richtungswechsel hat große Auswirkungen auf die Tarifflucht von Arbeitgebern. 
Übersetzung: 新判决解释的改变对迄今雇主可能做出的规避劳资合同的行为具体深远的影响。 
5. Ein Tarifvertrag findet grundsätzlich nur dann auf ein Arbeitsverhältnis Anwendung, wenn er 

entweder allgemeinverbindlich und sachlich anwendbar ist oder wenn beide Parteien tarifgebunden sind. 
→ Ein Tarifvertrag ist grundsätzlich nur auf ein Arbeitsverhältnis anwendbar, vorausgesetzt, dass er 

entweder allgemeinverbindlich und sachlich anwendbar ist, oder wenn beide Parteien tarifgebunden sind. 
Übersetzung: 一般说来劳资合同适用于雇佣关系的前提是，该劳资合同应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并

且符合客观实际，或者劳动合同双方都受劳资合同的约束。 
6. Dies ist dann der Fall, wenn der Arbeitgeber Mitglied des Arbeitgeberverbandes und der 

Arbeitnehmer Mitglied der Gewerkschaft ist, die jeweils den Tarifvertrag geschlossen haben. 
→ Die beiden Parteien sind tarifgebunden, wenn der Arbeitgeber Mitglied des Arbeitgeberverbandes 

und der Arbeitsnehmer Mitglied der Gewerkschaft ist, und der 
Arbeitgeberverband und die Gewerkschaft den Tarifvertrag geschlossen haben. 
Übersetzung: 如果雇主是雇主协会成员，雇员是工会成员，并且雇主协会和工会签署劳资合同，

则劳动合同可适用该劳资合同。 
7. Allerdings finden sich in vielen Arbeitsverträgen individuelle Bezugnahmeklauseln darin wird auf 

einen für den jeweiligen Arbeitgeber einschlägigen Tarifvertrag verwiesen, um dessen Inhalte auch in 
diesem Beschäftigungsverhältnis anzuwenden. 

→ Allerdings enthalten viele Arbeitsverträge individuelle Bezugnahmeklauseln, in diesen 
Bezugnahmeklauseln wird auf einen Tarifvertrag, der für den jeweiligen Arbeitgeber verbindlich ist, 
verwiesen, damit der Inhalt des Tarifvertrags auch in diesem Arbeitsverhältnis angewandt werden kann. 

Übersetzung: 但是很多劳动合同中包括具体的参照条款，该参照条款中援引对具体雇主具有约
束力的劳资合同，以使该劳资合同的内容适用其所在的雇佣关系中。 

8. Besonders verbreitet sind dynamische Verweisungen, die zum Beispiel für ein Hotelunternehmen 
den „Tarifvertrag für das Hotel und Gaststätengewerbe in seiner jeweils geltenden Fassung“ anführen. 

→ Besonders häufig gemacht sind hoch flexibel Verweisungen, die zum Beispiel für ein 
Hotelunternehmen den „Tarifvertrag für das Hotel und Gaststätengewerbe in seiner jeweils geltenden 
Fassung“ heranziehen. 

Übersetzung: 尤其被经常采用的是例如“劳资合同以其各自有效文本适用于酒店旅馆业”此类
运用灵活的条款。 

9. Soweit der Arbeitgeber bereits tarifgebunden ist, hat das Bundesarbeitsgericht die 
Bezugnahmeklausel regelmäßig so verstanden, dass die Vertragsparteien die Gleichbehandlung der 
nichtorganisierten Arbeitnehmer mit den gewerkschaftsangehörigen Arbeitnehmern beabsichtigten. 

→ Der Bundesarbeitsgericht hat die Verweisungsklausel so regelmäßig ausgelegt, wenn der 
Arbeitgeber Mitglied eines Arbeitgeberverbands ist, beabsichtigten die Vertragsparteien durch diese 
Klausel, die Arbeitnehmer, die keine Gewerkschaftsmitglieder sind, mit den gewerkschaftsangehörigen 
Arbeitnehmern gleichzubehandeln. 

Übersetzung: 如果雇主因加入雇主协会而受劳资合同的约束，则联邦劳动法院通常情况下将对
劳动合同的参照条款作如下解释，即合同当事人雇主一方旨在平等对待加入工会的雇员和未加入工

会的雇员。 
10. Viele Arbeitgeber, di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ihr Unternehmen oder Teileinheiten 

restrukturieren wollten, empfanden den durch Tarifverträge gesetzten Rahmen als nicht mehr zeitgere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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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len Arbeitgebern, di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ihr Unternehmen oder Teileinheiten 
umgestalten wollten, war der durch Tarifverträge gesetzte Rahmen nicht mehr zeitgemäß. 

Übersetzung: 许多在近些年有意重组其公司的雇主都认为，由劳资合同产生的限制已不合时
宜。 

11. Austritte aus Arbeitgeberverbänden oder Betriebsübergänge an nichttarifgebundene Rechtsträger 
waren eine Folge. 

→ Dies führte dazu, dass viele Arbeitgeber aus den Arbeitgeberverbänden austraten oder ihre 
Betriebe auf nichttarifgebundene Rechtsträger übergingen. 

Übersetzung: 所产生的后果就是雇主退出雇主协会或者将企业转变为不受劳资合同约束的法
律主体。 

12. Derzeit erarbeitet im Auftrag der Europäischen Kommission eine Gruppe von Wissenschaftlern 
unter der Leitung des Osnabrücker Hochschullehrers Christian von Bar bis Ende des Jahres Einen Entwurf 
für ein einheitliches Vertragsrecht. 2009 soll dann der vollständigkeit verschiedener Abteilungen 
angehäuft haben. 2009 soll dann der vollständige Text /ausgefertigt/ausgearbeitet sein. 

→ Zurzeit /Zur Zeit arbeitet eine von der Europaische Kommission beauftragte Gruppen von 
Wissenschaftlem unter der Führung des Hochschullehres bis yum Ende des Jahres an einen Antwort Für 
ein einheitliches Vertragsrecht. 

Übersetzung:目前受欧盟委员会的委托，由奥斯坦布吕克高校老师领导的科学家团队，正致力
于统一合同法草案的制定，这项工作将一直持续到年底。2009年全部草案将完成。 

13. Damit sollen in erster Linie die Widersprüche beseitigt weden, die sich in all den Jahren der 
EU-Gesetzgebung durch Zuständigkeit verschiedener Abteilungen angehäuf haben. 

→ Damit/ Dadurch soll vor allem die Diskrepanz/ Unstimmigkeitüberwunden werden, die in all dem 
Jahren im Rahmen der EU-Gesetzgebung wegen der unklaren Festlegung der Zuständigkeiten 
verschiedener Abteilungen erstanden sind. 

Übersetzung: 通过制定统一的欧盟合同法，将首先消除在欧盟立法当中多年以来由于不同部门
职责界定不清而产生的诸多矛盾。 

14. Und beim Verkauf von Lebensversicherungen gelten je nach europäischer Vorschrift 
verschiedene Informationspflichten. 

→ Im Fall des Verkaufs von Lebensversicherungen schreiben mehrere europäische Vorschriften ihre 
jeweiligen Informationspflichten vor. 

Übersetzung : 就人寿保险销售而言，根据欧盟不同的法律规定，其要有不同的信息披露义务。 
15. Somit hatte das BAGin einer Reihe von Urteilen zu klären, ob das Unternehmen nach Ende der 

Tarifbindung auch künftige Änderungstarifverträge anwenden müsste.  
→ Angesichts dieser Tatsache musste das BAG durch eine Reihe von Urteilen klären, ob das 

Unternehmen nach Ende der Tarifbindung verpflichtet war, künftige Änderungstarifverträge anzuwenden.  
Übersetzung：因此联邦劳动法院不得不在一系列判决中澄清，原企业在劳资协定约束力终止之

后是否必须遵照新的修正性劳资协定。 
16. Bis zu seiner Entscheidung vom 14. Dezember 2005 hat das BAG diese Frage regelmäßig 

verneint. 
→ So musste das Unternehmen vor der Entscheidung durch das BAG vom 14. Dezember 2005 nach 

Ende der Tarifbindung keine künftigen Änderungstarifverträge anwenden. 
Übersetzung：联邦劳动法院在 2005年 12月 14日之前，一般都对上述问题做否定回答。 
17. So wies es die Klage eines Arbeitnehmers auf Zahlung der tariflichen Vergütungserhöhung ab. 
→ Das BAG wies z.B. Die Klage die eine Arbeitnehmer auf Zahlung der tariflichen Lohnerhöhung 

erhoben hatte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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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bersetzung：因此联邦劳动法院驳回了一位雇员提高协定工资的起诉。 
18. In dem Arbeitsvertrag hatten die Parteien auf ein bestimmtes monatliches Bruttogehalt sowie auf 

den einschlägigen Vergütungs- und den Manteltarifvertrag der Wohnungswirtschaft in der jeweils 
geltenden Fassung verwiesen. 

→ Durch den Arbeitsvertrag hatten die Parteien ein bestimmtes monatliches Bruttogehalt sowie den 
einschlägigen / entsprechenden Vergütungs- und den Manteltarifvertrag der Wohnungswirtschaft in der 
jeweils gültigen/ rechtsgültigen Fassung zur Geltung gemacht. 

Übersetzung：在该劳动合同中雇员和雇主援引了具体的月毛工资以及在住房经济中薪酬劳资合
同和框架劳资合同中的各自有效文本。 

19. Der Arbeitgeber trat aus dem Arbeitgeberverband aus, die Erhöhung der Tariflichen Vergütung 
gab er nicht an den Arbeitnehmer weiter - nach Ansicht der Bundesrichter zu recht.  

→ Da der Arbeitnehmer aus dem Arbeitgeberverband ausgetreten war, erhöhte er die tarifliche 
Vergütung nicht entsprechend für den Arbeitnehmer weiter. Die Bundesrichter fanden das richtig / zu 
Recht.  

Übersetzung：因雇主从雇主协会退出，雇主将不再支付劳资协定工资的上涨部分——联邦劳动
法院认为这是合理的。 

20. Kritiker des Projektes bezweifeln zudem, dass sich die Ausarbeitungen des wissenschaftlichen 
Gremiums tatsächlich später als praxistauglich erweisen und eine Weiterentwicklung gegenüber dem 
derzeitigen Rechtszustand darstellen. 

→ Kritiker/Gegner zweifeln daran/ glauben nicht, dass die Gesetzesentwürfe/die Ergebnisse dieses 
Projekt/ die Ergebnisse der Gesetzgebung, die von dem wissenschaftlichen Gremiums vorgelegt werden 
(werden werden), anwendbar/ durchführbar sein können,                         sich als 
anwendbar/ durchführbar herausstellen werden, und der derzeitige Rechtszustand dadurch weiter 
entwickelt/verbessert wird. 

Übersetzung: 该项目的批评者对学术委员会的立法结果日后是否能真正适用，以及是否能改善
目前立法状况深表怀疑。 

21. Dazu sei der anvisierte Zeitrahmen viel zu kurz, wandte ein Zuhörer der Veranstaltung auf dem 
Deutchen Anwaltstag ein. 

→ Der Zuhörer der Veranstaltung auf dem Deutschen Anwaltstag behauptete, dass                                                  
begründete die Kritik gegen das Projekt weiter damit, dass um solche Ziele zu erreichen, der vorgesehene 
Zeitrahmen/ die vorgesehene viel zu kurz sei. 

Übersetzung: 德国律师大会中一次会议的一位听众对该项目质疑到，为实现上述目标所计划的
时间远远不够。 

22. Was aus den Plänen werde, könne man erst beurteilen, wenn klar sei, welche Qualität sie hätten, 
räumte Lehnen ein. 

→ Was sich aus den Plänen ergebe, kann man nur bewerten/bemessen, wenn ihre Qualität 
erkennbar/ersichtlich sei, gab Lehne zu.  

Übersetzung: 这些计划将产生哪些结果，只有在明确其质量的前提下才能对其作出判断，Lehne
承认。 

23. "Im Grundsatz ist europäische Gesetzgebung Bürokratieabbau.-wenn sie gut gemacht wird." 
→ Im Grund genommen bedeutet die europäische Gesetzgebung Abbau der Bürokratie, 

vorausgesetzt, dass sie gut gemacht wird. 
Übersetzung: 归根结底欧盟立法是对官僚主义的简化，前提是这种立法做得好。 
24. Der Freiburger Hochschullehrer Hanno Merkt hingegen sprach Projekt - zumindest für die 

Vertragspraxis der Unternehmen - jegliche Relevanz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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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r Freiburger Hochschullehrer Hanno Merkt meinte hingegen, dass das Projekt zumindest in 
Bezug auf die Vertragspraxis des Unternehmen völlig irrelevant ist (sei). 

Übersetzung: 弗赖堡大学的高校老师认为欧盟合同法项目至少对公司的合同行为毫无意义。 
25. Sie nutzten derzeit fast ausschließlich amerikanisches Vertragsrecht, das er trotz einer besonderen 

Detailversessenheit als „stark,autark und robust“ bezeichnete. 
→ Sie bedienten sich zurzeit überwiegend amerikanischen Vertragsrechts, das trotz des übermäßigen 

Verharrens auf Details dem Lehrer nach als „stark, selbständig, leistungsfähig“ galt. 
Übersetzung：目前企业主要采用美国的合同法，尽管该法过于注重细节，但按这位老师所言是

/被这位老师称作是“有力、独立、高效”的。 
26. Der Vorteil sei, dass es sich selbst aus den Bedürfnissen der Praxis entwickelt habe. 
→ Der Vorteil bestehe darin, dass dem amerikanischen Vertragsrecht die Praxis zugrundeliegt. 
Übersetzung：优点在于美国合同法本身是从实践的需要发展的。 
27. Das amerikanische Prozessrecht habe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international eine Dominanz 

entwickelt, die nur schwer zu überwinden sei. 
→ Das amerikanische Prozessrecht habe in den letzten Jahren weltweit eine schwer zu überwindene 

schwer überwindbare Dominanz erreicht. 
Übersetzung：在过去几年美国的程序法在国际上取得了难以撼动的主导地位。 
28. „Das künftige europäische Vertragsrecht wird dem amerikanischen Recht nicht den Rang 

ablaufen“, sagte Merkt voraus. 
→ „Das künftige europäische Vertragsrecht wird dem amerikanischen Recht nicht den Rang 

nehmen“, sagte Merkt voraus. 
Übersetzung：Merkt预言，“未来的欧洲合同法将无法取代美国法的主导地位。” 
29. „Vertragsparteien wollen ungern als Versuchskaninchen herhalten.“ 
→ „Vertragsbeteiligte wollen ungern als Versuchskaninchen dienen.“ 
Übersetzung：“合同当事人不愿意被当做试验品。” 
30. Der Kölner Rechtsanwalt und Vorsitzende des DAV Ausschusses für das Europäische 

Vertragsrecht, Friedrich Graf von Westphalen, bezeichnete sich dagegen als Befürworter des Projektes. 
→ Der Kölner Rechtsanwalt und Vorsitzende des DAV Ausschusses für das Europäische 

Vertragsrecht, Friedrich Graf von Westphalen, unterstützte im Gegensatz das Projekt. 
Übersetzung：相反，来自科隆的律师，即德国律师协会的欧洲合同法委员会主席，Friedrich Graf 

von Westphalen 表示支持这项计划。 
31. Das Europäische Vertragsrecht sei als horizontales Instrument notwendig. 
→ Das Europäische Vertragsrecht gelte als ein unentbehrliches alle Mitgliedsstatten im gleichen 

Maße betreffendes Instrument. 
Übersetzung：作为对全体欧盟成员国具有同等效力的法律手段，欧洲合同法是不可或缺的。 
32. Er plädierte dafür, dass es sich nicht nur auf Verbraucherrechte konzentrieren dürfe, sondern auch 

die Beziehung zwischen Unternehmen behandeln müsse. 
→ Er sprach sich dafür aus, dass sich das Europäische Vertragsrecht nicht auf Verbraucherrechte 

beschränken dürfe, sondern auch das Verhältnis unter Unternehmen regeln müsse. 
Übersetzung：他主张欧洲合同法不能仅涉及消费者权益而应对企业间的关系做出规制。 
Schwerpunkt: 
33. Ungeachtet dieser deutlichen Gegensätze zwischen den Mitgliedern seines Ausschusses hat der 

DAV die Pläne für ein einheitliches Vertragsrecht in einer Resolution vom Februar unterstützt. 
→ Trotz dieser großen krassen Uneinigkeit Meinugsverschiedenheit unter den Mitgliedern seines 

Ausschusses hat der DAV die Pläne für ein einheitliches Vertragsrecht in einem Beschluss vom Febru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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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ürwortett. 
Übersetzung：尽管委员会的成员间存在巨大的意见分歧，德国律师协会仍通过二月份的一项决

议支持制定一部统一的合同法。 
34. Zwar sei gegenwärtig nicht gesichert, ob die Europäische Union insoweit überhaupt eine 

Gesetzgebungskompetenz für sich beanspruchen könne. 
→ Obwohl es zurzeit nicht feststehe, ob die Europäische Union in Bezug auf ein einheitliches 

Vertragsrecht hinsichtlich eines einheitlichen Vertragsrechts überhaupt ein Gesetzgebungsbefugnis 
zustehe. 

Übersetzung：尽管目前不确定欧盟是否在欧洲合同法方面享有立法权， 
35. Der Verein sehe aber das Potential eines einheitlichen europäischen Vertragsrechts zur Forderung 

des Austauschs von Waren und Dienstleistungen im Binnenmarkt. 
→ Der Verein halte aber ein einheitliche europäische Vertragsrechts für höchst wahrscheinlich, das 

zur Forderung des Austauschs von Waren und Dienstleistungen im Binnenmarkt dient. 
Übersetzung：但协会认为很有可能制定出一部促进欧盟内部共同市场的货物和服务交易的统一

的欧洲合同法。 
36. Dabei könnte insbesondere der Mittelstand profitieren. 
→ Dabei könnte vor allem die mittelständischen Unternehmen profitieren. 
Übersetzung：这首先会使中小型规模的企业受益。 
37. Für „Altverträge“ vor diesem Datum wird es unter Gesichtspunkten des Vertrauensschutzes bei 

der Auslegung der Bezugnahmeklausel bleiben. 
→ Zur Auslegung der Bezugnahmeklausel in den „Altverträgen“/ für die „Altverträge“ / der 

„Altverträge“ richtet man sich nach dem Vertrauensschutz. 
Übersetzung: 对于该日期之前签订的旧的劳务合同在解读参照条款时，则遵循信任保护原则。 
38. Arbeitgeber sollten neue Arbeitsverträge den Anforderungen  anpassen. 
→ Arbeitgeber sollten beim Abschluss / Schluss neuer Arbeitsverträge die Anforderungen einhalten / 

erfüllen. 
Übersetzung: 雇主在签订新的合同时，需要满足这些要求。 
39. Bei einer vertraglichen Inbezugnahme von Tarifverträgen sollte eine beabsichtigte Gleichstellung 

von organisierten und nichtorganisierten Arbeitnehmern klar zum Ausdruck kommen.   
→ Bei einer Verweisung auf Tarifverträge in einem Arbeitsvertrag / Bei einer arbeitsvertraglichen 

Verweisung auf einen Tarifverträge sollte eine bewusste Gleichstellung von organisierten und 
nichtorganisierten Arbeitnehmern klar ausgedrückt / formuliert werden. 

Übersetzung: 在劳动合同中援引劳资合同的同时，应将平等对待属于工会成员和非工会成员的
雇员这一意图清晰的表述出来。 

Schwerpunkte： 
1. Entscheidung 带原因的判决 
Urteil 一般情况下只指结果的判决 
Beschluss 带判决原因的判决 
Rechtsprechung 集合名词 可引为司法解释的判决集合体 
2. einseitiger Vertrag  单务契约 
zweiseitiger od. gegenseitiger Vertrag   双务契约 
einseitig verpflichtender Vertrag    单务合同 
zweiseitig verpflichtender Vertrag   双务合同 
Widerrufsrecht（撤销权）VS. Rücktrittsrecht（解除权） 
Widerrufsrecht : -Schenk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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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ament 
-Vermächtnis 
3. plädieren für/gegen  
Plädoyer: Verteidiger辩护词 Staatsanwalt 起诉状 
Woche 7-10 
滑雪场撞伤事件的诉讼  
Zusammenfassung: 
Eine Skifahrerin erhob eine Klage gegen ihren Mitbenutzer eines Doppelschlepplifts wegen eines 

Sturzes, die keine Unterstützung vom Gericht fand. 
Beispiele von Ümformulierung und Übersetzung: 
1. Die Klage einer Skifahrerin gegen den Mitbenutzer eines Doppelschlepplifts in Neukirchen wegen 

eines Sturzes blieb ohne Erfolg. 
→ Die Klage, die eine Skifahrerin gegen dem Mitbenutzer eines Doppelschlepplifts in Neukirchen 

wegen eines Sturzes erhoben hatte, wurde noch wie vor nicht stattgegeben. 
Übersetzung: 一位女滑雪者在 Neukirchen就乘坐双轨牵引缆车而摔下一事，向同乘缆车者提起

诉讼，但未获胜诉。 
2. Von der Richtigkeit der Angaben der Klägerin vermochte sich weder das Landgericht Coburg noch 

das Oberlandesgericht Bamburg zu überzeugen. 
→ Von der Richtigkeit der Angaben der Klägerin konnte weder das Landgericht Coburg noch das 

Oberlandesgericht Bamburg überzeugt werden.  
Übersetzung: 科堡地方法院和班贝格地方高级法院都对原告所做陈述的正确性表示怀疑。 
3. Anfang Januar 2009 fuhren die Klägerin und der spätere Beklagte mit einem Doppelschlepplift in 

einem Skigebiet. 
→ Anfang Januar 2009 sind die Klägerin und der spätere Beklagte mit einem Doppelschlepplift in 

einem Skigebiet gefahren. 
Übersetzung: 2009年 1月初，原告和事后的被告在一个滑雪场共同乘坐一个双轨牵引缆车。 
4. Während dieser Fahrt mit dem Skilift kam es zu einem Sturz beider Parteien. 
→ Während dieser Fahrt mit dem Skilift sind beide Parteien gestürzt. 
Übersetzung: 在乘坐缆车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均摔下缆车。 
5. Nach diesem Sturz fuhr die Klägerin mindestens noch einmal mit dem Schlepplift nach oben und 

von dort wieder herunter. 
→ Nach diesem Sturz ist die Klägerin mindestens noch einmal mit dem Schlepplift nach oben und 

von dort wieder herunter gefahren. 
Übersetzung: 在双方摔下缆车之后，原告至少一次乘坐缆车上山，并从山上下来。 
6. Die Klägerin behauptete, dass der Beklagte habe den Sturz und dadurch einen Bruch in ihrem 

Handgelenk verursacht. 
→ Die Klägerin führte den Sturz und dadurch einen Bruch in ihrem Handgelenk auf den Beklagten 

zurück. 
Übersetzung: 原告认为她摔倒以及手腕上的伤都是由被告引起的。 
7. Deshalb wollte sie mindestens 10.000,00 Euro Schmerzensgeld und über 5.600,00 Euro weiteren 

Schadensersatz. 
→ Deshalb wollte sie nicht weniger als 10.000,00 Euro als Schmerzensgeld und mehr als 5.600,00 

Euro als weiteren Schadensersatz von dem Beklagten verlangen/fordern. 
Übersetzung: 因此原告要求被告支付至少 10000 欧元的抚慰金以及超过 5600 欧元的其他损害

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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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m Anfang des Prozesses hatte die Klägerin behauptet, der Beklagte habe sich hinter ihr 
vorbeigedrängelt und sie sei beim Anfahren mit dem Lift deshalb so überrascht gewesen, dass sie gestürzt 
sei. 

→ Am Anfang des Prozesses hatte die Klägerin behauptet/ausgesagt, der Beklagte habe sich von 
hintern an ihr vorbeigedrängelt und sie beim Anfahren/während des Anfahrens mit dem Lift deshalb so 
überrascht, dass sie gestürzt sein. 

Übersetzung: 在诉讼的一开始，原告声称被告从后面挤了她一下，使她在乘缆车启动时受到了
惊吓，因此摔了下来。 

9. Später gab sie an, der Beklagte sei schräg vor ihr mit seinen Skiern in der Liftspur und sogar auf 
ihren Skienden gestanden. 

→ Später behauptete sie, der Beklagte sei schräg vor ihr mit seinen Skiern in der Liftspur und sogar 
auf ihren Skienden gestanden. 

Übersetzung: 之后原告称被告穿着滑板在斜前方搭到了原告的缆道上，甚至踩到了原告的滑板
末端。 

10. Deshalb sei es zum Sturz gekommen. 
→ Deshalb sei sie gestürzt. 
Übersetzung: 因此他摔倒了。 
11. Letztlich gab die Klägerin an, dass der Beklagte den Skiunfall dadurch verursacht habe, dass er 

sich gegen ihren Willen in den Lift gedrängt habe. 
→ Letzten Endes behauptete die Klägerin, dass der Beklagte den Skiunfall verursacht habe, indem er 

sich ohne ihr Einverständnis in den Lift gedrängt habe. 
Übersetzung: 最后原告称，被告造成滑雪事故是因为被告违背原告意愿强行进入缆车。 
12. Der Beklagte gab an, dass man gemeinsam im Lift gefahren sei. 
→ Der Beklagte behauptete, dass er und die Klägerin gemeinsam im Lift gefahren seien. 
Übersetzung: 被告称，她和原告共同乘坐缆车。 
13. Es habe einen starken Ruck gegeben und beide seien nach einer kurzen Strecke aus dem Lift 

gestürzt. 
→ Es sei dem Lift ein starker Ruck passiert und beide seien nach einer kurzen Fahrt aus dem Lift 

gefallen. 
Übersetzung: 由于发生了一个强烈的震动，两个人在乘坐缆车刚出发不久都从缆车摔了下来。 
14. Bei dem Sturz habe sich das allgemeine Lebensrisiko beim Benutzen eines Schlepplifts 

verwirklicht. 
→ Bei dem Sturz/Durch den Sturz sei das allgemeine Lebensrisiko beim Benutzen eines Schlepplifts 

in die Realität umgesetz worden/ wahr geworden. 
Übersetzung: 缆车上摔倒在乘坐缆车的普遍人身风险范围之内。 
15. Die Klägerin vermochte das Landgericht Coburg von ihren Angaben nicht zu üerzeugen. 
→ Das Landgericht Coburg konnte von den Angaben der Klägerin nicht überzeugt worden. 
Übersetzung: 原告不能使 Coburg州地方法院信服其陈述。 
16. Das Gericht vernahm als Zeugen den Mann, der den Skifahren die Schleppliftbügel zureichte. 
→ Das Gericht verhörte den Mann, der den Skifahrern die Schlippliftbügel zureichte, als Zeugen. 
Übersetzung: 法庭传讯给滑雪者递缆车升降支架的人作为证人出庭。 
17. Dieser vermochte keine der Versionen der Klägerin zu bestätigen. 
→ Dieser wollte keine der Versionen der Klägerin bestätigen. 
Übersetzung: 原告三个版本的陈述该证人都不能陈述。 
18. Das Gericht konnten die Angaben der Klägerin auch deshalb nicht überzeugen, weil di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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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ährend des Prozesses mindestens drei verschiedene Versionen des Unfallhergangs präsentierte. 
→ Das Gericht konnte sich auf die Angaben der Klägerin nicht verlassen auch aus dem Grund, dass 

diese in dem Prozess drei verschiedene Hergänge des Unfalls Präsentierte/schilderte. 
Übersetzung: 其陈述也不能说服地方法院还因为原告在诉讼过程中对事故发生的过程做了至

少三个不同的陈述。 
19. Auch einen Verstoß des Beklagten gegen die allgemeinen Verhaltensregeln des internationalen 

Skiverbandes FIS konnte das Gericht nicht feststellen. 
→ Ob das Verhalten des Beklagten als Verstoß gegen die allgemeinen Verhaltensregeln des 

internationalen Skiverbandes FIS gilt, konnte das Gericht nicht feststellen. 
Übersetzung: 法院不能确定，被告行为是否违反了国际滑雪协会的一般行为规则。 
20. Das Landgericht hielt es auch für möglich, dass es zu einem weiteren Sturz oder sonstigem 

Unfallereignis gekommen war, bei dem sich die Klägerin verletzt haben könnte. 
→ Das Landgericht schloß es auch nicht aus, dass Klägerin wegen eines weiteren Sturzes oder 

sonstigen Unfallereignises sich verletzt haben könnte. 
Übersetzung: 地方法院认为原告受的伤也有可能是因为原告在滑雪中由其他碰撞摔倒或者其

他事故造成。 
21. Nach dem Sturz der beiden Parteien fuhr sie zumindest noch einmal mit dem Lift die Skipiste 

hinauf und anschließend ab. 
→ Nachdem die beiden Parteien gestürzt waren, fahr die Klägerin zumindest noch einmal mit dem 

Lift die Skipiste hinauf und herunter. 
Übersetzung: 在双方摔倒过后，原告至少乘坐了一次缆车上到滑雪道并从滑雪道滑下来。 
22. Mit diesem Urteil wollte sich die Klägerin nicht zufrieden geben und zog vor das 

Oberlandesgericht Bamberg. 
→ Dieses Urteil wollte die Klägerin nicht annehmen/hinnehmen und sie legte Berufung bei dem 

Oberlandesgericht Bamberg ein. 
Übersetzung: 原告对判决表示不服并向 Bamberg地方高级法院提起上诉。 
23. Dort strebte sie die Einholung eines Sachverständigengutachtens an. 
→ Dort bestand sie auf die Einholung eines Gutachtens durch einen Sachverständigen. 
Übersetzung: 原告希望法院引入专家鉴定。 
24. In dem sollte geklärt werden, dass es dem Beklagten unmöglich wäre, innerhalb der von der 

Klägerin angegebenen acht Sekunden eine ordungsgemäße Stellung einzunehmen. 
→ Das Gutachten sollte dazu dienen, zu erklären, dass der Beklagte nicht imstande wäre, innerhalb 

acht Sekunden wie die Klägerin behauptete neben ihr in eine ordungsgemäße Position zu gelangen.  
Übersetzung： 在专家鉴定中应说明被告不可能在原告所主张的 8秒内到达一个她旁边的合规

位置。 
25. Im zuständigen Senat des Oberlandesgerichts Bamberg waren zwei von drei Richtern jedoch 

selbst alpine Skifahrer. 
→ Aus drei Richtern, die im zuständigen Senat des Oberlandesgerichts Bamberg saßen, waren zwei 

jedoch selbst alpine Skifahrer.  
Übersetzung：三名负责审理此案的班贝格地方高级法院民事庭法官中有两位本身是高山滑雪运

动者。 
26. Diese hielten es aus eigener Sachkunde sehr wohl für mögliche, innerhalb von acht Sekunden in 

eine ordungsgemäße Position im Schlepplift zu gelangen. 
→ Aus eigenen Erfahrungen fanden diese es durchaus möglich, innerhalb von acht Sekunden eine 

ordungsgemäße Position im Schlepplift einzuneh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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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bersetzung：这两名法官根据自身的专业经验认为完全可能在 8秒内在牵引缆车中达到合规的
位置。 

27. Dieser wusste, dass es sogar Kindern möglich ist, ordungsgemäß in die Liftspur innerhalb des 
von der Klägerin angegebenen Zeitintervalls zu gelangen. 

→ Dieser wusste, dass sogar Kinder es schaffen können, ordungsgemäß die Liftspur innerhalb des 
von der Klägerin angegebenen Zeitintervalls zu erreichen.  

Übersetzung： 这名法官知道，甚至儿童也能在原告所宣称的时间间隔内合规到达缆道。 
28. Deshalb holte das Oberlandesgericht Bamberg kein Sachverständigengutachten ab ein und wies 

darauf hin, dass die mehrfache Änderung der Angaben durch die Klägerin durchgreifende Zweifel an ihrer 
Glaubwürdigkeit ergibt. 

→ Deshalb lehnte das Oberlandesgericht Bamberg die Einholung vom Sachverständigengutachten ab 
und stellte fest, dass die zahlreiche Versionen der Angaben durch die Klägerin tiefe Zweifel an ihrer 
Glaubwürdigkeit hervorriefen. 

Übersetzung： 因此班贝格地方高级法院拒绝引入专家鉴定并指出，原告多次变更陈述让人对
其陈述的可信度严重生疑。 

29. Die erfolglose Klägerin muss daher auch die vor dem Landgericht Coburg und dem 
Oberlandesgericht Bamberg angefallenen Kosten bezahlen. 

→ Die vor dem Landgericht Coburg und dem Oberlandesgericht Bamberg entstandenen Kosten muss 
daher der erfolglosen Klägerin zur Last fallen. 

Übersetzung： 因此原告也必须承担科堡地方法院审理及班贝格地方高级法院上诉所产生的费
用。 

30. Fazit: Richter können bei Beurteilung eines Sachverhalts ihre eigene Sachkunde oder Kenntnisse 
von Örtlichkeiten in die Entscheidung mit einbeziehen. 

→ Fazit: Richter können bei Beurteilung eines Sachverhalts auf ihre eigene Sachkunde oder 
Kenntnisse von Örtlichkeiten zurückgreifen, um die Entscheidung zu fällen. 

Übersetzung： 结论：法官在判定事实情况时可以将自己的专业知识或对事发地的了解纳入裁
决的考量范围。 

31. Darüber hinaus ist es für die Partie in einem Prozess selten günstig, wenn sie ihre Angaben 
(mehrfach) im Hinblick auf das erstrebte Ziel verändert und anpasst. 

→ Zudem wirkt es sich für eine Prozessbeteiligten selten günstig aus, wenn er seine Angaben 
(mehrfach) zugunsten/zwecks des erstrebten Ziels verändert und anpasst. 

Übersetzung： 此外如果诉讼参与人为实现诉讼目标（多次）变更并调整其陈述，对其而言往
往是不利的。 

Schwerpunkte: 
1.  Klage：（民事纠纷）-- Kläger / Klägerin – Beklagte(r)- sich über etw. beklagen 
Anklage：（刑事案件） -- Ankläger / Anklägerin – Angeklate(r)- jn anklagen 
Woche 11-16 
联邦法院对患者起诉整形医生一案的判决 
Bundesgerichtshof Beschluss vom 3. März 2015 VI ZR 490/13 
Zusammenfassung:  
Die Parteien, eine Patiente und ihr plastische Chirurge, streiten um Ansprüche infolge einer 

ärztlichen Behandlung. 
Beispiele von Ümformulierung und Übersetzung: 
1. Die vor der zweiten Operation erfolgte Aufklärung der Klägerin über das erhähte Risiko einer 

Kapselfibrose bei einer Rivisionsoperation genüge insoweit nicht, weil damit nicht zugleich über die s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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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 der vorangegangenen Krebsoperation ergebende spezifische Risikoerhöhung aufgeklärt worden sei. 
→ Dass die Beklagte vor der zweiten Operation die Klägerin über das erhöhte Risiko einer 

Kapselfibrose, das im Fall einer Revisionsoperation eintreten werde, aufgeklärt hat, reiche nicht aus, weil 
mit dieser erfolgten Aufklärung die Klägerin nicht zugleich über die spezifische Risikoerhöhung, die sich 
aus der vorangegangenen Krebsoperation ergebe, aufgeklärt worden sei.  

Übersetzung: 原告在第二次手术之前（即 2008年 11月 28日那次）被告如果再进行手术的话，
患囊纤维的风险会增加，这一告知还不够，因为被告在告知原告上述风险增加之时，并没有告知原

告因此前癌症的切除手术所可能造成的特定风险增加。 
2. Der vom Beklagten erhobene Einwand der hypothetischen Einwilligung bleibe ohne Erfolg, weil 

das Vorbringen in zweiter Instanz gemäß §531 Abs. 2 ZPO nicht mehr zu berücksichtigen sei. 
→ Der Einwand der hypothetischen Einwilligung, den der Beklagte erhob, sei nicht berücksichtigt 

worden, weil das Vorbringen des Einwands in zweiter Instanz gemäß §531 Abs. 2 ZPO nicht mehr 
zulässig sei. 

Übersetzung: 因此前癌症手术造成的特定风险增加，推定原告已知并允许被告继续手术，由被
告提起的推定允许的抗辩未被采纳，因为在二审提起该抗辩根据民事诉讼法 531条第 2款已不再予
以考虑。 

3. Es handle sich um ein neues Verteidigungsmittel. 
→ Es handle sich bei dem Einwand der hypothetischen Einwilligung um ein neues 

Verteidigungsmittel. 
Übersetzung: 由被告提起的上诉抗辩在二审中是一个新的辩护手段。 
4. Der Beklagte bzw. sein Prozessbevollmächtigter, dessen Verschulden er sich zurechnen lassen 

müsse, hätte allen Anlass gehabt, den hier naheliegenden Einwand bereits im ersten Rechtszug zu erheben, 
weil der Betracht habe ziehen müssen, dass eine Verurteilung auf eine unzureichende oder nicht erfolgte 
Aufklärung gestützt werde. 

→ Der Beklagte bzw. sein Prozessbevollmächtigter, dessen Verschulden er selbst tragen müsse / auf 
seine Last gehe, sollte jedenfalls den Einwand, den man nicht vernachlässigen dürfe, bereits im ersten 
Rechtszufen erhoben haben, weil der Beklagte angesichts der vom Landesgerichten erteilten Anordnungen 
jedenfalls habe damit rechnen müssen, dass ein Urteil gefällt werde, auch wenn es auf eine unzureichende 
oder nicht erfolgte Aufklärung bruhe. 

Übersetzung: 被告以及过错应由其承担的诉讼代理人有充分的理由在一审中提出这一明显的
抗辩，因为被告根据地方法院所做指示无论如何都必须考虑到法院将基于不充分或未完成的（被告

作为医生对原告就因此前癌症手术而进行再次手术时囊纤维风险增加之告知义务）说明而作出判

决。 
5. Die Nichtzulassungsbeschwerde des Beklagten hat Erfolg und führt gemäß §544 Abs. 7 ZPO zur 

Aufhebung des angegriffenen Urteils und zur Zurückverweisung des Rechtsstreits an das 
Berufungsgericht.  

→ Das Revisionsgericht gibt der Nichtzulassungsbeschwerde statt und daher nach §544 Abs. 7 ZPO 
das angefochtene Urteil auf und verweist den Rechtsstheit an das Berufungsgericht zur neuen 
Verhandlung Zurück. 

Übersetzung: （法律审）上诉法院批准了被告对不允许法律审上诉之抗辩，并且根据民事诉讼
法第 544条第七款撤销了所抗辩之判决， 最后将该案件发回至（法律审）上诉法院进行重审。（被
告针对不允许上诉之抗辩得到批准，因此...） 

6. Der Beklagte rügt zu Recht, das Berufungsgericht habe seinen Anspruch aus Art. 103 Abs. 1 GG 
verletzt, indem es den von ihm erhobenen Einwand der hypothetischen Einwilligung zurückgewiesen 
h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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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r Beklagte wirft zu Recht dem Berufungsgericht (die Verletzung seines Anspruchs aus Art. 103 
Abs. 1 GG) vor, dass es seinen Anspruch aus Art 103 Abs. 1 GG verletzt habe, weil es seinen Einwand der 
hypothetischen Einwilligung zurückgewiesen habe. 

Übersetzung: 被告指责上诉法院驳回由他提起的推定允许之抗辩而损害了他依据宪法第 103条
第一款之权利。 

7. a) In der höchstrichterlichen Rechtsprechung ist anerkannt, dass Art. 103 Abs. 1 GG dann verletzt 
ist, wenn der Tatrichter Angriffs- oder Verteidigungsmittel einer Partei in offenkundig fehlerhafter 
Anwendung einer Präklusionsvorschrift zu Unrecht für ausgeschlossen erachtet hat (BGH, Beschlüsse 
vom 1. Oktober 2014 - VII ZR 28/13, NJW-RR 2014, 1413 Rn. 10; vom 21. März 2013 - VII ZR 58/12, 
NJW-RR 2013, 655 Rn. 10; vom 17. Juli 2012 - VIII ZR 273/11, NJW 2012, 3787 Rn. 9; jeweils mwN). 
Dies ist vorliegend der Fall. 

→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stellt / legt in seiner Rechtsprechung fest, Art. 103 Abs. 1 GG 
verletzt ist / wird, wenn der tatlichter Angriffs - oder Verteidigungsmittel einer Partei unrichtig 
ausgeschlossen hat, indem er eine Präklusionsvorschrift offenkundig fehlerhaft angewendet hat. 

Übersetzung: 最高法院的判决表明， 当主审法官由于其明显的错误适用排除条款致使当事人
的控辩手段不能被正确采纳，那么他便违反了基本法第 103条第 1款的规定。 

8. b) Der vom Beklagten erhobene Einwand der hypothetischen Einwilligung hätte gemäß §531 Abs. 
2 Satz 1 Nr. 1 ZPO berücksichtigt werden müssen. 

→ Das Berufungsgericht hätte den vom Beklagten vorgebrachten Einwand der hypothetischen 
Einwilligung gemäß §531 Abs. 2 Satz 1 Nr. 1 ZPO berücksichtigen müssen. 

Übersetzung: 根据民事诉讼法 531条第二款第一句话第一项，由被告提出的推定许可之抗辩应
予以考虑（由上诉法院予以采纳）。 

9. aa) Noch zutreffend - und von der Nichtzulassungsbeschwerde nicht in Zweifel gezogen - ist das 
Berufungsgericht davon ausgegangen, dass es sich bei dem vom Beklagten zweitinstanzlich erhobenen 
Einwand der hypothetischen Einwilligung um ein neues Verteidigungsmittel im Sinne des §531 Abs. 2 
ZPO handelt.  

→ Das Berufungsgericht hat zu Recht festgestellt, dass der vom Beklagten im zweiten Rechtszug 
erhobene Einwand der hypothetischen Einwilligung ein neues Verteidigungsmittel gemäß §531 Abs. 2 
darstellt. Das wurde inder Nichtzulassungsbeschwerde auch nicht in Frage gestellt. 

Übersetzung: 上诉法院的观点是正确的，及被告在二审当中提出的推定许可之抗辩属于民事诉
讼法 531条第二款中所规定的新的辩护手段。对此，被告在针对不允许上诉之抗辩中也未予质疑。 

10. Damit konnte es im Berufungsrechtszug nur unter den besonderen Voraussetzungen dieser 
Vorschrift berücksichtigt werden. 

→ Demnach konnte dieses neue Verteidigungsmittel nur unter den besonderen Voraussetzung des 
§531 Abs. 2 berücksichtigt werden. 

Übersetzung: 因此对该新的抗辩手段在上诉过程中只有当民事诉讼法 531条第 2款所规定的特
殊要件构成满足时，才能予以考虑。 

11. bb) Rechtsfehlerhaft ist hingegen die Annahme des Berufungsgerichts, auch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531 Abs. 2 Satz 1 Nr. 1 ZPO seien insoweit nicht erfüllt. 

→ Mit einem Rechtsanwendungsfehler hat jedoch das Berufungsgericht angenommen, dass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 531 Abs. 2 Satz 1 Nr. 1 ZPO in soweit auch nicht erfüllt seien. 

Übersetzung: 但是上诉法院所持观点，即民事诉讼法第二款第一句第一项规定之要件构成通过
被告提出新的抗辩手段也未满足，属于法律应用错误。 

Schwerpunkte: 
1. GG Art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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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or Gericht hat jedermann Anspruch auf rechtliches Gehör. 
Umfomulierung: Vor Gericht hat jeder mann/ jeder das Recht, rechtlich/ gesetzlich angehört zu 

werden/ sein Anliegen vorzubringen(vorzutragen). 
Übersetzung: 法庭上人人均有听审请求权。 
2. ZPO 531 Zurückgewiesene und neue Angriffs- und Verteidigungsmittel. [驳回与新的控辩手

段] 
[1] 
(1) Angriffs- und Verteidigungsmittel, die im ersten Rechtzuge zu Recht zurückgewiesen worden 

sind, bleiben ausgeschlossen. 
Übersetzung: 在一审中被驳回的控辩手段在二审中仍不予考虑。 
(2) Neue Angriffs- und Verteidigungsmittel sind nur zuzulassen, wenn sie 
Übersetzung:在以下情况中，允许提出新的控辩手段。 
【1】 einen Gesichtpunkt betreffen, der vom Gericht des ersten Rechtszuges erkennbar übersehen 

oder für unerheblich gehalten worden ist, 
Übersetzung: 出现该手段被一审法院明显忽视或被认为不重要的情形。 
【2】infolge eines Verfahrensmangels im ersten Rechtzug nicht geltend gemacht wurden oder 
Übersetzung: 出现该手段因诉讼程序错误而在一审中未被考虑（未被采纳）的情形。 
Geltend machen = berücksichtigen 
【3】im ersten Rechtszug nicht geltend gemacht worden sind, ohne dass dies auf einer Nachlässigkeit 

der Partei beruht. 
Übersetzung: 出现该手段在一审中不是因为当事人的过失而未被考虑的情形。 
[2]  
Das Berufungsgericht kann die Glaubhaftmachung der Tatsachen verlangen, aus denen sich die 

Zulässigkeit der neuen Angriffs- und Verteidigungsmittel ergibt. 
Übersetzung: 对于被允许的新的控辩手段，上诉法院有权对其基于的事实进行证实。 
3. Art. 103 Abs. 1 GG ist dann verletzt, wenn der Tatrichter Angriffs- und Verteidigungsmittel 

einer Partei offenkundig fehlerhafter Anwendung einer Präklusionsvorschrift zu Unrecht für 
ausgeschlossen erachtet. 

Übersetzung: 如果主审法官明显错误使用相关排除条款,而导致排除了当事人的控辩手段，则该
行为触犯了基本法第 103条第 1款。 

4. Die Berücksichtigungsfähigkeit neuen Vortrags in der Berufungsinstanz nach §531 Abs.2 Satz 1 
Nr.1 ZPO setzt voraus, dass die nach Auffassung des Berufungsgerichts fehlerhafte Rechtsauffassung des 
erstinstanzlichen Gerichts zumindest mitursächlich dafür geworden ist, dass sich Parteivorbringen in die 
Berufungsinstanz verlagert hat. 

Kurzgesagt: 
(1) In wie fern ein neuer Vortrag in der Berufungsinstanz berücksichtigt werden kann, setzt voraus, 

dass die falsche Rechtsanwendung des Gerichts in der ersten Instanz die Berufung verursacht hat. 
(2) Nach §531 Abs.2 Satz 1 Nr.1 ZPO hängt die Berücksigtigung des neuen Vertrags von dem Fehler 

des erstinstanzlichen Gerichts ab.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531条第 2款第 1句第一项，向上诉审级提出新的控辩手段能否被受理

的前提是，上诉法院认为一审法院错误的法律适用，至少部分造成了当事人向上诉法院（审级）提

起上诉。 
5. § 139 Materielle Prozessleitung. [事实方面的诉讼引导] 
[1] 
【1】Das Gericht hat das Sach- und Streitverhältnis, soweit erforderlich, mit den Parteien nach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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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sächlichen und rechtlichen Seite zu erörtern und Fragen zu stellen. 
Übersetzung: 法院必须就事实关系以及诉讼关系，如必要时，和当事人从事实和法律的角度出

发讨论并提出问题。 
【2】Es hat dahin zu wirken, dass die Parteien sich rechtzeitig und vollständig über alle erheblichen 

Tatsachen erklären, insbesondere ungenügende Angaben zu den geltend gemacht Tatsachen ergänzen, die 
Beweismittel bezeichnen und die sachdienlichen Anträge stellen. 

Übersetzung: 法院有义务促使当事人及时并充分对关键问题进行陈述。尤其是就以声明的不完
全陈述进行补充以及举证和提出实事求是的申请。 

[2] 
【1】 Auf einen Gesichtpunkt, den eine Partei erkennbar übersehen oder für unerheblich gehalten hat, 

darf das Gericht, soweit nicht nur eine Nebenforderung betroffen ist, seine Entscheidung nur stürzen, 
wenn es darauf hingewiesen und Gelgenheit zur Äußerung dazu gegeben hat. 

Übersetzung: 由一方当事人明显忽略或者认为不重要的观点。法院只能在下述情形下作为其判
决的依据：1.当不只涉及附带权利请求 2.法院指出该观点并允许对该观点进行陈述 
【2】Dasselbe gilt für einen Gesichtpunkt, den das Gericht anders beurteilt als beide bestehen. 
Übersetzung: 同样适用于法院和当事人作出不同判断的观点。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律德语（一）》，《德国法导论》，《高级德语（二）》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律德语语言表达、法律德语翻译技巧 
难点：德国法律制度体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发现教学法。 
2. 自学辅导教学法。 
3. 尝试教学法 
教学手段： 
1. 直观教学手段。 
2. 电化教学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视实际情况具体操作。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记录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以课堂记录为主，督促学生主动预习复习。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笔译教学特点， 从德国联邦普通法院判决集录，德国各地方法

院，地方高级法院及专业法院判决集录，FAZ，Süddeutsche Zeitung等文献来源中有的放矢地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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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案例文献及参考 Einführung in das deutsche Recht und die deutsche Rechtssprache 等教材，并通过课
堂记录，进一步系统整合，梳理语言点和知识点。计划今后自主编写相关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2. Zivilprozessordnung 
3. Strafgesetzbuch 
4. Strafprozessordnung 
5. Heike Simon: Einführung in das deutsche Recht und die deutsche Rechtssprache. C.H.Beck, 2012. 
6. FAZ文献来源中案例文献 
7. Süddeutsche Zeitung文献来源中案例文献 
8. 德国联邦普通法院判决集录 
9. 德国各地方法院判决集录 
10. 德国各地方高级法院判决集录 
11. 德国各级专业法院判决集录 
（二）推荐参考书 
1. Jürgen Plate: Das gesamte examensrelevante Zivilrecht für Studenten und Rechtsreferendare 

(Springer-Lehrbuch). Springer, 2008. 
2. Fikentscher, Wolfgang/Andreas Heinemann: Schuldrecht. 10. Aufl., Berlin, 2006. 
3. Brox, Hans/Walker, Wolf-Dietrich: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32. Aufl., München, 2007.  

执笔：王强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5日 

 

德语高级听力（一） 
Advanced German Listening 1 

课程号：3080103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全面提高听说读写译的基本能力；2、扩大词汇量，扩展知识面，扩

充专业词汇和专业背景知识；3、加强瞬时记忆、速记等听力专业技能。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听力视频材料和相应的课堂训练，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教学思

路，使学生达到提高听力水平、扩大词汇量和知识面，提高听力技能，全面了解德国社会文化的目

标，为德语高级听力（二）、德-汉笔译（一）、高级德语（二）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听说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Flüchtlingskrise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视频 Koalitionsausschuss in Berlin zu Flüchtlingen 

   1.1 Erster Eindruck 
   1.2 Stichworte machen, Überschriften geben 
   1.3 Wortschatz,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1.4 Fragen zum Detailverständ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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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e sieht die Flüchtlingskrise in der Realität aus?  
   1.5 Wiedergabe des Hauptinhalts 
   1.6 Weiter leitende Fragen zur Diskussion 

2．视频 Flüchtlinge in Deutschland. Diskussion in der Bundesregierung  
   2.1 Globalverständnis: Übung richtig oder falsch 
   2.2 Stichworte sortieren 
   2.3 Wortschatz,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2.4 Detailverständnis: 
   Erläutern Sie bitte die Maßnahmen gegen die Flüchtlingskrise! 
   2.5 Wiedergabe des Hauptinhalts 
   2.6 Weiter leitende Fragen zur Diskussion 
学习目标： 
1．了解欧洲难民危机的社会背景，了解德国对待难民问题的基本态度和举措。 
2．掌握难民危机相关词汇和表达，能够听懂节选自德国电视台的原声视频，能够用德语复述

德国难民危机的现状，并能用德语参与难民话题的讨论。 
作业： 
收听或收看难民危机相关的德语新闻报道。 

知识单元 2：Der Absturz von German Wings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视频 Der Absturz - ein Rückblick 
1.1 Erster Eindruck 

   1.2 Stichworte machen, Überschriften geben 
   1.3 Wortschatz,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1.4 Fragen zum Detailverständnis  
   Wie sieht die Flüchtlingskrise in der Realität aus?  
   1.5 Wiedergabe des Hauptinhalts 
   Wie ist das Flugzeug abgestürzt? Beschreiben Sie bitte den Vorgang des Absturzes! 
   1.6 Weiter leitende Fragen zur Diskussion 

2．视频 Co-Pilot probte Germanwings-Absturz   
   2.1 Wiedergabe des Hauptinalts 
   2.2 Gruppendiskussion 
   2.3 Wortschatz 
   2.4 Nachsprechen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之翼坠机事件。 
2．掌握坠机事件相关词汇和表达，能够听懂节选自德国电视台的原声视频，能够用德语复述

德国之翼坠机事件全过程，并能用德语参与德国之翼坠机事件的讨论。 
作业： 
收听或收看德国之翼坠机事件相关的德语新闻报道。 

知识单元 3：Bahnstreik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视频 Die Lokführer der Gewerkschaft GDL erneut im Streik 
1.1 Hintergrundinformation über den Bahnstre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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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Stichworte machen, Erster Eindruck 
   1.3 Fragen zum Detailverständnis  
   Den Verlauf der 9. Streikwelle beschreiben  
   1.5 Wiedergabe des Hauptinhalts 
   1.6 Weiter leitende Fragen zur Diskussion 

2．视频 Bahnstreik. Auszug aus Tagesschau  
   2.1 Wiedergabe des Hauptinalts 
   2.2 Gruppendiskussion 
   2.3 Wortschatz 
   2.4 Nachsprechen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铁路罢工的全过程。 
2．掌握德国铁路罢工相关词汇和表达，能够听懂节选自德国电视台的原声视频，能够用德语

复述德国铁路罢工现状，并能用德语参与德国铁路罢工事件的讨论。  
作业： 
收听或收看德国铁路罢工事件相关的德语新闻报道。  

知识单元 4：Mers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视频 Südkorea verstärkt Sicherheitsmaßnahmen gegen Mers 
1.1 Hintergrundinformation über Mers 

   1.2 Stichworte machen, Erster Eindruck 
   1.3 Fragen zum Detailverständnis  
   Sicherheitsmaßnahmen gegen Mers  
   1.5 Wiedergabe des Hauptinhalts 
   1.6 Weiter leitende Fragen zur Diskussion 

2．视频Mers im Südkorea. Auszug aus Tagesschau  
2.1 Wiedergabe des Hauptinhalts 

   2.2 Gruppendiskussion 
   2.3 Wortschatz 
   2.4 Nachsprechen 
学习目标： 
1．了解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相关背景知识。 
2．掌握中东呼吸综合征相关词汇和表达，能够听懂节选自德国电视台的原声视频，能够用德

语复述中东呼吸综合征现状，并能用德语参与中东呼吸综合征事件的讨论。  
作业： 
收听或收看中东呼吸综合征相关的德语新闻报道。  

知识单元 5：Einsatz deutscher Truppen im Ausland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视频 Jeder fünfte Soldat geht psychisch vorbelastet in den Auslandseinsatz 
1.1 Hintergrundinformation über den Auslandseinsatz 

   1.2 Stichworte machen, Erster Eindruck 
   1.3 Fragen zum Detailverständnis  
   Warum sind die Soldaten psychisch vorbelast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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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Wiedergabe des Hauptinhalts 
   1.6 Weiter leitende Fragen zur Diskussion 

2．视频 Auszug aus Tagesschau  
2.1 Wiedergabe des Hauptinhalts 

   2.2 Gruppendiskussion 
   2.3 Wortschatz 
   2.4 Nachsprechen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海外驻军的相关背景知识。 
2．掌握德国海外驻军相关词汇和表达，能够听懂节选自德国电视台的原声视频，能够用德语

复述德国海外驻军现状，并能用德语参与德国海外驻军的讨论。   
作业： 
收听或收看德国海外驻军相关的德语新闻报道。 

知识单元 6：Anklage gegen Formel-1-Chef Ecclestone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视频 Formel 1: Ecclestone muss wegen Bestechungs-Vorwurf in München vor Gericht 
1.1 Hintergrundinformation über die Anklage gegen Ecclestone 

   1.2 Stichworte machen, Erster Eindruck 
   1.3 Fragen zum Detailverständnis   
   Warum wird Ecclestone vor Gericht angeklagt?  
   1.5 Wiedergabe des Hauptinhalts 
   1.6 Weiter leitende Fragen zur Diskussion 

2．视频 Formel-1-Chef Ecclestone muss sich vor Gericht verantworten 
2.1 Wiedergabe des Hauptinhalts 

   2.2 Gruppendiskussion 
   2.3 Wortschatz 
   2.4 Nachsprechen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 F1赛车总裁行贿案相关背景知识。 
2．掌握德国 F1赛车总裁行贿案相关词汇和表达，能够听懂节选自德国电视台的原声视频，能

够用德语复述总裁行贿案，并能用德语参与德国 F1赛车总裁行贿案的讨论。    
作业： 
收听或收看德国 F1赛车总裁行贿案相关的德语新闻报道。  

知识单元 7：Filmpreise: Oskar und Berlinale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视频„Birdman“ als bester Film ausgezeichnet 
1.1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1.2 Stichworte machen, Erster Eindruck 
   1.3 Fragen zum Detailverständnis   
   Warum hat „Birdman“ den Preis bekommen?  
   1.5 Wiedergabe des Hauptinhalts 
   1.6 Weiter leitende Fragen zur Diskussion 

2．视频 Die Gewinner des Goldenen und der Silbernen Bä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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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Wiedergabe des Hauptinhalts 
   2.2 Gruppendiskussion 
   2.3 Wortschatz 
   2.4 Nachsprechen 
学习目标： 
1．了解奥斯卡和柏林电影节相关背景知识。 
2．掌握奥斯卡和柏林电影节相关词汇和表达，能够听懂节选自德国电视台的原声视频，能够

用德语复述奥斯卡和柏林电影节简况，并能用德语参与关于奥斯卡和柏林电影节的讨论。    
作业： 
收听或收看奥斯卡和柏林电影节相关的德语新闻报道。   

知识单元 8：Fußballbundesliga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视频 Fußball-Bundesliga. Die Ergebnisse des 32. Spieltags 
1.1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1.2 Stichworte machen, Erster Eindruck 
   1.3 Fragen zum Detailverständnis   
   Die Tabelle der Fußball-Bundesliga  
   1.5 Wiedergabe des Hauptinhalts 
   1.6 Weiter leitende Fragen zur Diskussion 

2．视频 Fußball-Bundesliga. HSV bangt weiter um den Klassenerhalt  
2.1 Wiedergabe des Hauptinhalts 

   2.2 Gruppendiskussion 
   2.3 Wortschatz 
   2.4 Nachsprechen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相关背景知识。 
2．掌握德甲相关词汇和表达，能够听懂节选自德国电视台的原声视频，能够用德语复述德甲

简况，并能用德语参与关于德甲的讨论。    
作业： 
收听或收看德甲相关的德语新闻报道。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2学时 
实验 1：期中测验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节选自德国电视台的德语原声视频听力材料 
实验要求：熟悉相关时事话题和相关德语词汇及表达；研究听力技巧；掌握瞬时记忆和速记等

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Flüchtlingskrise 
视频 Koalitionsausschuss in Berlin zu Flüchtlingen 

2 无 

2 
Flüchtlingskrise  
视频 Flüchtlinge in Deutschland. Diskussion in der Bundesregierung 

2 无 

3 
Der Absturz von German Wings  
视频 Der Absturz - ein Rückblick 

2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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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er Absturz von German Wings  
视频 Co-Pilot probte Germanwings-Absturz 

2 无 

5 
Bahnstreik  
视频 Auszug aus Tagesschau 

2 无 

6 
Bahnstreik  
视频 Auszug aus Tagesschau 

2 无 

7 
Mers  
视频 Südkorea verstärkt Sicherheitsmaßnahmen gegen Mers 

2 无 

8 
Mers  
视频 Auszug aus Tagesschau 

2 无 

9 
Einsatz deutscher Truppen im Ausland 
视频 Jeder fünfte Soldat geht psychisch vorbelastet in den Auslandseinsatz 

2 
无 

10 
Einsatz deutscher Truppen im Ausland 
视频 Auszug aus Tagesschau 

2 
无 

11 
Anklage gegen Formel-1-Chef Ecclestone 
视频 Formel 1: Ecclestone muss wegen Bestechungs-Vorwurf in München 
vor Gericht 

2 
无 

12 
Anklage gegen Formel-1-Chef Ecclestone 
视频 Formel-1-Chef Ecclestone muss sich vor Gericht verantworten 

2 
无 

13 
Filmpreise: Oskar und Berlinale 
视频„Birdman“ als bester Film ausgezeichnet 

2 
无 

14 
Filmpreise: Oskar und Berlinale  
视频 Die Gewinner des Goldenen und der Silbernen Bären 

2 
无 

15 
Fußballbundesliga 
视频 Fußball-Bundesliga. Die Ergebnisse des 32. Spieltags 

2 
无 

16 
Fußballbundesliga 
视频 Fußball-Bundesliga. HSV bangt weiter um den Klassenerhalt 

2 
无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德语听力（四）、德语口语（四）、综合德语（四） 
后续课程：德语高级听力（二）、德-汉笔译（一）、高级德语（二）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时事新闻的背景知识、听力方法与技巧、重点信息的速记。 
难点：词汇和表达方式的归纳总结、引导学生灵活运用听力材料，快速归纳、总结、复述。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情景教学法。 
2.任务型教学法。 
3.直观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直观教学。 
2.课堂互动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974 

根据课堂听力材料的难易程度和课堂接受效果进行灵活设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从德国主流电视媒体选择思想积极向上、紧跟德国社会经济文化发

展动态、语言表达规范的听力材料进行课堂讲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课堂讲授听力材料节选自德国电视一台原声视频资料 
（二）推荐参考书 
1. 姚晓舟编著《德语高级听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 3月 第 1版 
2. 姚晓舟编著《时事德语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 7月 第 1版  

执笔：李烨  审稿：高莉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2日 

 

德语高级听力（二） 
Advanced German Listening 2 

课程号：3080103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全面提高听说读写译的基本能力；2、扩大词汇量，扩展知识面，扩

充专业词汇和专业背景知识；3、加强瞬时记忆、速记等听力专业技能。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听力视频材料和相应的课堂训练，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教学思

路，使学生达到提高听力水平、扩大词汇量和知识面，提高听力技能的目标，为德-语口译（二）、
法律德语（一）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听说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Hochwasser in Deutschland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视频 Bilanz des Hochwassers in Deutschland 
1.1 Erster Eindruck 

   1.2 Stichworte machen, Überschriften geben 
   1.3 Wortschatz,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1.4 Fragen zum Detailverständnis  
   Welche Folgen hat das Hochwasser in Deutschland?  
   1.5 Wiedergabe des Hauptinhalts 
   1.6 Weiter leitende Fragen zur Disk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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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视频 Bundestag bringt Hilfsfonds von acht Milliarden Euro auf den Weg 
2.1 Erster Eindruck 

   2.2 Stichworte machen, Überschriften geben 
   2.3 Wortschatz,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2.4 Fragen zum Detailverständnis  
   Welche Maßnahmen hat der Bundestag für den Hochwasserschutz getroffen? 
   2.5 Wiedergabe des Hauptinhalts 
   2.6 Weiter leitende Fragen zur Diskussion 

3.  视频 Bundestag debattiert Fluthilfe 
3.1 Wiedergabe des Hauptinalts 
3.2 Gruppendiskussion 
3.3 Wortschatz 
3.4 Nachsprechen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洪水的背景知识，了解德国应对洪水的措施。 
2．掌握洪灾相关词汇和表达，能够听懂节选自德国电视台的原声视频，能够用德语复述德国

洪水现状，并能用德语参与德国洪水话题的讨论。 
作业： 
收听或收看德国洪水相关的德语新闻报道。 

知识单元 2：Snowden-Affäre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视频 Snowden-Affäre: Britischer Geheimdienst hat offenbar noch umfangreicher gespäht 
1.1 Erster Eindruck 

   1.2 Stichworte machen, Überschriften geben 
   1.3 Wortschatz,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1.4 Fragen zum Detailverständnis  
   Welchen Einfluß hat die Snowden-Affäre auf das gegenseitige Vertrauen zwischen den Ländern? 
   1.5 Wiedergabe des Hauptinhalts 
   1.6 Weiter leitende Fragen zur Diskussion 

2．视频 Bundesregierung will Snowden in Moskau befragen 
2.1 Wiedergabe des Hauptinalts 

   2.2 Gruppendiskussion 
   2.3 Wortschatz 
   2.4 Nachsprechen   
学习目标： 
1．了解斯诺登事件的社会背景，了解德国对待斯诺登事件的基本态度和举措。 
2．掌握斯诺登事件相关词汇和表达，能够听懂节选自德国电视台的原声视频，能够用德语复

述斯诺登事件的全过程，并能用德语参与斯诺登事件的讨论。 
作业： 
收听或收看难民危机相关的德语新闻报道。 

知识单元 3：Papst Benedikt tritt zurück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视频 Papst Benedikt XVI. gibt überraschend seinen Rücktritt bekan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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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rster Eindruck 
   1.2 Stichworte machen, Überschriften geben 
   1.3 Wortschatz,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1.4 Fragen zum Detailverständnis  
   1.5 Wiedergabe des Hauptinhalts 
   1.6 Weiter leitende Fragen zur Diskussion 

2.  视频 Papst Benedikt XVI. - Eine Bilanz 
2.1 Wiedergabe des Hauptinalts 

   2.2 Gruppendiskussion 
   2.3 Wortschatz 
   2.4 Nachsprechen 
学习目标： 
1．了解教皇退位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教皇的个人原因。 
2．掌握教皇选举退位等相关词汇和表达，能够听懂节选自德国电视台的原声视频，能够用德

语复述教皇退位的来龙去脉，并能用德语参与教皇退位的讨论。 
作业： 
收听或收看教皇退位的德语新闻报道。 

知识单元 4：Krimkrise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视频 Hintergrund: Die Interessenlage in der Ukraine 
1.1 Erster Eindruck 

   1.2 Stichworte machen, Überschriften geben 
   1.3 Wortschatz,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1.4 Fragen zum Detailverständnis  
   1.5 Wiedergabe des Hauptinhalts 
   1.6 Weiter leitende Fragen zur Diskussion 

2．视频 Hintergründe zu den Spannungen auf der Krim 
2.1 Wiedergabe des Hauptinalts 

   2.2 Gruppendiskussion 
   2.3 Wortschatz 
   2.4 Nachsprechen 

3.  视频 Krim-Referendum 
3.1 Wiedergabe des Hauptinalts 

   3.2 Gruppendiskussion 
   3.3 Wortschatz 
   3.4 Nachsprechen 
学习目标： 
1．了解克里米亚危机、克里米亚大选的社会历史背景。 
2．掌握克里米亚危机相关词汇和表达，能够听懂节选自德国电视台的原声视频，能够用德语

复述克里米亚危机的现状，并能用德语参与克里米亚危机话题的讨论。 
作业： 
收听或收看克里米亚危机相关的德语新闻报道。 

知识单元 5：Fährunglück Südkorea 
参考学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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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视频 Nach Fährunglück vor Südkorea: Weitere Besatzungsmitglieder festgenommen 
1.1 Erster Eindruck 

   1.2 Stichworte machen, Überschriften geben 
   1.3 Wortschatz,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1.4 Fragen zum Detailverständnis  
   1.5 Wiedergabe des Hauptinhalts 
   1.6 Weiter leitende Fragen zur Diskussion 

2．视频 Südkoreas Premierminister bietet nach Fährunglück Rücktritt an 
2.1 Wiedergabe des Hauptinalts 

   2.2 Gruppendiskussion 
   2.3 Wortschatz 
   2.4 Nachsprechen 

3.  视频 Fährunglück vor der Südwestküste Südkoreas 
3.1 Wiedergabe des Hauptinalts 

   3.2 Gruppendiskussion 
   3.3 Wortschatz 
   3.4 Nachsprechen 
学习目标： 
1．了解韩国岁月号沉船事件的全过程。 
2．掌握沉船事件相关词汇和表达，能够听懂节选自德国电视台的原声视频，能够用德语复述

韩国岁月号沉船事件，并能用德语参与韩国岁月号沉船事件的讨论。 
作业： 
收听或收看韩国岁月号沉船事件相关的德语新闻报道。 

知识单元 6：Smog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视频 Smog in China: Zweithöchste Alarmstufe in sechs Provinzen ausgerufen 
1.1 Erster Eindruck 

   1.2 Stichworte machen, Überschriften geben 
   1.3 Wortschatz,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1.4 Fragen zum Detailverständnis  
   1.5 Wiedergabe des Hauptinhalts 
   1.6 Weiter leitende Fragen zur Diskussion 

2．视频 Sieben Millionen Menschen sterben jährlich aufgrund von Luftverschmutzung 
2.1 Wiedergabe des Hauptinalts 

   2.2 Gruppendiskussion 
   2.3 Wortschatz 
   2.4 Nachsprechen 

3.  视频 Smog in China: Zweithöchste Alarmstufe in sieben Provinzen ausgerufen 
3.1 Wiedergabe des Hauptinalts 

   3.2 Gruppendiskussion 
   3.3 Wortschatz 
   3.4 Nachsprechen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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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中国雾霾的现状以及中国治理雾霾的系列措施。 
2．掌握雾霾相关词汇和表达，能够听懂节选自德国电视台的原声视频，能够用德语复述中国

雾霾的现状，并能用德语参与雾霾话题的讨论。 
作业： 
收听或收看雾霾相关的德语新闻报道。 

知识单元 7：Raumfahrt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视频 Deutscher Astronaut Gerst im All: Dienstbeginn auf der ISS 
1.1 Erster Eindruck 

   1.2 Stichworte machen, Überschriften geben 
   1.3 Wortschatz,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1.4 Fragen zum Detailverständnis  
   1.5 Wiedergabe des Hauptinhalts 
   1.6 Weiter leitende Fragen zur Diskussion 

2．视频 Gerst fliegt als dritter Deutscher zur internationalen Raumstation 
2.1 Wiedergabe des Hauptinalts 

   2.2 Gruppendiskussion 
   2.3 Wortschatz 
   2.4 Nachsprechen 

3.  视频 Raumfahrt: China schickt erstmals Rakete auf den Mond 
3.1 Wiedergabe des Hauptinalts 

   3.2 Gruppendiskussion 
   3.3 Wortschatz 
   3.4 Nachsprechen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宇航事业发展现状。 
2．掌握德国宇航事业相关词汇和表达，能够听懂节选自德国电视台的原声视频，能够用德语

复述德国宇航事业的现状，并能用德语参与德国宇航事业的讨论。 
作业： 
收听或收看德国宇航事业相关的德语新闻报道。 

知识单元 8：Homosexualitä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视频 Abschaffung Paragraph 175 vor 20 Jahren. Homosexualität bis 1994 Straftatbestand 
1.1 Erster Eindruck 

   1.2 Stichworte machen, Überschriften geben 
   1.3 Wortschatz,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1.4 Fragen zum Detailverständnis  
   1.5 Wiedergabe des Hauptinhalts 
   1.6 Weiter leitende Fragen zur Diskussion 
学习目标： 
1．了解废除刑法 175条的历史背景。 
2．掌握同性恋相关词汇和表达，能够听懂节选自德国电视台的原声视频，能够用德语复述废

除刑法 175条的历史背景，并能用德语参与相关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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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收听或收看废除刑法 175条的德语新闻报道。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2学时 
实验 1：期中测验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节选自德国电视台的德语原声视频听力材料 
实验要求：熟悉相关时事话题和相关德语词汇及表达；研究听力技巧；掌握瞬时记忆和速记等

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Hochwasser in Deutschland 
视频 Bilanz des Hochwassers in Deutschland 

2 无 

2 
Hochwasser in Deutschland 
视频 Bundestag bringt Hilfsfonds von acht Milliarden Euro auf den Weg 
视频 Bundestag debattiert Fluthilfe 

2 无 

3 
Snowden-Affäre 
视频 Snowden-Affäre: Britischer Geheimdienst hat offenbar noch 
umfangreicher gespäht 

2 无 

4 
Snowden-Affäre 
视频 Bundesregierung will Snowden in Moskau befragen 

2 无 

5 
Papst Benedikt tritt zurück 
视频 Papst Benedikt XVI. gibt überraschend seinen Rücktritt bekannt 

2 无 

6 
Papst Benedikt tritt zurück 
视频 Papst Benedikt XVI. - Eine Bilanz 

2 无 

7 
Krimkrise 
视频 Hintergründe zu den Spannungen auf der Krim 

2 无 

8 
Krimkrise 
视频 Krim-Referendum 

2 无 

9 
Fährunglück Südkorea 
视频 Nach Fährunglück vor Südkorea: Weitere Besatzungsmitglieder 
festgenommen 

2 无 

10 
Fährunglück Südkorea 
视频 Südkoreas Premierminister bietet nach Fährunglück Rücktritt an 
视频 Fährunglück vor der Südwestküste Südkoreas 

2 无 

11 
Smog 
视频 Smog in China: Zweithöchste Alarmstufe in sechs Provinzen 
ausgerufen 

2 无 

12 
Smog 
视频 Sieben Millionen Menschen sterben jährlich aufgrund von 
Luftverschmutzung  

2 无 

13 
Raumfahrt 
视频 Gerst fliegt als dritter Deutscher zur internationalen Raumstation 

2 无 

14 
Raumfahrt 
视频 Raumfahrt: China schickt erstmals Rakete auf den Mond 

2 无 

15 
Homosexualität: 
视频 Abschaffung Paragraph 175 vor 20 Jahren. Homosexualität bis 
1994 Straftatbestand 

2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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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德语高级听力（一）、高级德语（一） 
后续课程：德-语口译（二）、法律德语（一）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时事新闻的背景知识、听力方法与技巧、重点信息的速记。 
难点：词汇和表达方式的归纳总结、引导学生灵活运用听力材料，快速归纳、总结、复述。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情景教学法。 
2.任务型教学法。 
3.直观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直观教学。 
2.课堂互动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根据课堂听力材料的难易程度和课堂接受效果进行灵活设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

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从德国主流电视媒体选择思想积极向上、紧跟德国社会经济文化发

展动态、语言表达规范的听力材料进行课堂讲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课堂讲授听力材料节选自德国电视一台原声视频资料 
（二）推荐参考书 
1. 姚晓舟编著《德语高级听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 3月 第 1版 
2. 姚晓舟编著《时事德语通》，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 7月 第 1版  

执笔：李烨  审稿：高莉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5日 

 

德语文学精读 
German Intensive Reading of Literature Works 

课程号：3080103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为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四年级学生的专业必修课，是针对德语专业学生的高级阶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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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阅读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以文学阅读为媒介继续提高和深化学生的德语语言能力。 
2.拓展他们的德语语言文学学识和对所学语言国的认识了解。 
3.增强本学科的语言文学专业内涵。 
4.将外语学习从传统的记忆和模仿模式面向思考和研究的转换。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引导学生从外国文学优秀作品中汲取高尚情

操和正确伦理价值观，培育学生的审美趣味、审美容受力和审美辨别力，扩大学生观察和认识人类

历史、社会视野，让学生更多地了解外国人对世界和生活的诠释，从而体悟新的思维方式，发展思

维能力，理解现代文明的复杂性，把对现实价值的关注与对全人类的终极关怀精神结合起来。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Henrich Böll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Kapitel 1  Henrich Böll 
Inhalt: Vorstellung des Schrifstellers Henrich Böll. 
Behandlung der Texte. 
4 Stunden insgesammt 2 Wochen benötigt. 
Zur literaturgeschichtlichen Daten und Fakten: 
Böll wurde 1917 in Köln geboren und wuchs dorf auf. Er entstammt einem freiheitlich gesinnten 

Elternhaus. Die Atmosphäre eines toleranten und humanen Katholizismus bedeutete für ihn ein 
Gegengewicht zu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Erziehung. Nach dem Abitur im Jahr 1937 begann Böll eine 
Lehre im Buchhandel. Sein Studium der Germanistik wurde unterbrochen, weil er von 1939 bis 1945 als 
Soldat am Krieg teilnehmen musste.  

Nach 1945 kehrte er in das vom Krieg zerstörte Köln zurück und studierte als Werkstudent 
Germanistik. In dieser Zeit nahm er das Schreiben wieder auf. Die ersten Arbeiten blieben 
unveröffentlicht - sie waren im Keller des Kölner Hauses verbrannt. Was den Schriftsteller bewegte, hat er 
in seinem Essay »Über mich selbst« (1958) formuliert: "Schreiben wollte ich schon immer, versuchte es 
schon früh, fand aber die Worte erst später. "  

Ab 1951 arbeitete Böll als freier Schriftsteller. In vielen seiner Erzählungen steht die 
Unmenschlichkeit des Krieges im Mittelpunkt. In seinen Reden, Aufsätzen und Erzählungen wendet sich 
Böll gegen die Menschen, die vertauschen, christlich zu handeln, in Wirklichkeit aber egoistisch sind und 
sogar Gewalt anwenden, wenn es ihnen nützlich zu sein scheint. Der Autor bekennt sich immer wieder zu 
den Unterdruckten und Armen. Mit seinen Büchern hat Böll als mutiger Zeitkritiker weltweite Beachtung 
gefunden und gehört heute zu den erfolgreichsten Schriftstellern der Gegenwart. 1972 wurde ihm der 
Nobelpreis für Literatur verliehen. 

学习目标： 
1．了解 Henrich Böll。 
2．掌握 Gruppenbild mit Dame (Auszug) ，Die verlorene Ehre der Katharina Blum (Auszug)。 
作业： 
1.阅读 Gruppenbild mit Dame (Auszug)  
2.阅读 Die verlorene Ehre der Katharina Blum (Auszug) 

知识单元 2：Günter Grass 
参考学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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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Kapitel 2  Günter Grass 

Inhalt: Vorstellung des Schrifstellers Günter Grass. 
Behandlung der Texte. 
4 Stunden insgesammt 2 Wochen benötigt. 
Zur literaturgeschichtlichen Daten und Fakten: 
Grünter Grass wurde im Jahr 1927 als Sohn einer kaschubiesch-slawischen Mutter und eines 

protestantischen Vaters geboren. Mit 10 Jahren wurde er Mitglied des Jungvolks, mit 14 der Hitler-Jugend, 
mit 15 Luftwaffenhelfer und mit 17 Jahren Panzerschütze an der Ostfront. All diese Erfahrungen 
verarbeitete er in seinem ersten Roman »Die Blechtrommel« (1959), mit dessen Erscheinen er auch 
international bekannt wurde und sein Leben sich durch den Ruhm schlagartig veränderte, und in der 
Novelle »Katz und Maus« (1961) sowie in dem Roman »Hundejahre« (1963), in den Werken dieser sog. 
„Danziqer Trilogie". Die Einberufung zum Kriegsdienst beendete seinen Besuch des Gymnasiums; Grass 
absolvierte nach der Entlassung aus amerikanischer Gefangenschaft eine Steinmetzlehre, studierte 
Graphik und Bildhauerei in Düsseldorf und Berlin und lebte hierauf als Bildhauer, Gra¬phiker  und 
Schriftsteller in Paris.  

1956 erschien der erste Gedichtband mit Zeichnungen. 1960 kehrte er nach Berlin zurück. Er 
unterstützte die Politik der SPD und nahm von 1961-1972 aktiv an ihrem Wahlkampf teil, ohne ihr 
anzugehören. Seine Werke dieser Zeit, »Die Plebejer proben den Aufstand« (1965), »Örtlich betäubt« 
(1969) und »Aus dem Tagebuch einer Schnecke« (1972), sind von Erfahrungen dieses politischen 
Engagements geprägt. 1972 zog er sich aus der Öffentlichkeit nach Holstein zurück. Seine Haltung ist seit 
den 80er Jahren von tiefer Skepsis bestimmt, wie sie seine Romane »Der Butt« (1977), »Kopfgeburten« 
(1979) und »Die Rättin« (1986) verdeutlichen.  

1999 erhielt Grass den Nobelpreis. Weitere Werke sind: »Unkenrufe« (1992), »Ein weites Feld « 
(1995), »Mein Jahrhundert« (1999), »lrn Krebsgang« (2002) und »Beirn Häuten der Zwiebel« (2006).  

学习目标： 
1．了解 Günter Grass。 
2．掌握Mein Jahrhundert (Auszug) ,Die Blechtrommel (Auszug) 
作业： 
1.阅读Mein Jahrhundert (Auszug)  
2.阅读 Die Blechtrommel (Auszug) 

知识单元 3：Martin Walser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Kapitel 3  Martin Walser 
Inhalt: Vorstellung des Schrifstellers Martin Walser. 
Behandlung der Texte. 
4 Stunden insgesammt 2 Wochen benötigt. 
Zur literaturgeschichtlichen Daten und Fakten: 
Martin Walser wurde 1927 in Wasserburg am Bodensee geboren, studierte in Tübingen 

Literaturwissenschaft, Philosophie und Geschichte und promovierte 1951 zum Dr. phil, und war in der 
Funkregie des Südwestfunks tätig. Seine dichterische Tätigkeit begann un¬ter dem Einfluss Kafkas, über 
dessen Formprobleme er dissertierte. Er lebt heute am Bodensee als freier Schriftsteller.  

Walser schrieb u.a. die Theaterstücke »Eiche und Angora« (1962), »Der schwarze Schwan« (1964) 
und »Die Zimmerschlacht« (1967) sowie die Romane »Ehen in Philippsburg« (1957), »Halbzeit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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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Einhorn« (1966), »Ein fliehendes Pferd« (1978), »Die Brandung« (1985), »Ein springender 
Brunnen« (1998), »Der Lebenslauf der Liebe« (2001) und »Der Tod eines Kritikers« (2002). 1981 erhielt 
er den Georg-Büchner-Preis, 1998 den "Friedensprei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学习目标： 
1．了解Martin Walser。 
2．掌握 Der Tod eines Kritikers (Auszug) ,Ein springender Brunnen (Auszug)。 
作业： 
1.阅读 Der Tod eines Kritikers (Auszug)  
2.阅读 Ein springender Brunnen (Auszug) 

知识单元 4：Partrick Süskind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Kapitel 4  Partrick Süskind 
Inhalt: Vorstellung des Schrifstellers Partrick Süskind. 
Behandlung der Texte. 
4 Stunden insgesammt 2 Wochen benötigt. 

Zur literaturgeschichtlichen Daten und Fakten: 
Patrick Süskind wurde am 26. März 1949 in Ambach am Starnberger See in Bayern geboren und 

wuchs in dem bayrischen Dorf Holzhausen auf. Nach Grundschule, Gymnasium und Zivildienst studierte 
Süskind 1968-1974 mittelalterliche und moderne Geschichte in München. Ein Auslandsstudienjahr 
verbrachte er in Aix-en-Provence, um u.a. seine Französisch-Kenntnisse zu verbessern. In dieser Zeit 
schrieb er seine ersten Drehbücher und kleine Prosastücke, die zunächst nicht veröffentlicht wurden. Nach 
dem Studium lebte er von Gelegenheitsjobs. Mit der Uraufführung seines einaktigen Monologs »Der 
Kontrabass« gelang ihm 1981 der Durchbruch. Sein Roman »Das Parfüm« machte ihn 1985 zu einem der 
weltweit bekanntesten und erfolgreichsten Schriftsteller der deutschsprachigen Gegenwartsliteratur. Seine 
weiteren Werke sind: »Die Taube« (1990), »Die Geschichte von Herrn Sommer« (1991), »Drei 
Geschichten und eine Betrachtung« (1995), »Rossini oder die mörderische Frage, wer mit wem schlief« 
(1997), »Über Liebe und Tod«. (2006).  

Patrick Süskind lebt heute zurückgezogen als freier Schriftsteller in München, Seeheim am 
Starnberger See und in Montolieu in Frankreich. 

学习目标： 
1．了解 Partrick Süskind。 
2．掌握 Das Parfüm (Auszug) ,Die Geschichte von Herrn Sommer,Die Taube 
作业： 
1.Das Parfüm (Auszug)  
2.Die Geschichte von Herrn Sommer 
3.Die Taube 

知识单元 5：Bernhard Schlink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Kapitel 5  Bernhard Schlink 
Inhalt: Vorstellung des Schrifstellers Bernhard Schlink. 
Behandlung der Texte. 
4 Stunden insgesammt 2 Wochen benötigt. 
Zur literaturgeschichtlichen Daten und Fak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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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hard Schlink ist ein deutscher Professor für Rechtswissenschaften und Romanautor. Er wurde im 
Juli 1944 in Bielefeld geboren und wuchs in Heidelberg auf, wo er seine Kindheit verbrachte. Nach dem 
Abitur studierte er in Heidelberg und Berlin Rechtswissenschaften. Als wissenschaftlicher As-sistent war 
er dann an den Universitäten in Darmstadt, Bielefeld und Freiburg tätig. Nach diesen As-sistentenjahren 
promovierte er 1975 in Heidelberg und habilitierte sich im Jahr 1981 in Freiburg. 1982 übernahm Schlink 
zunächst an der Universität Bonn eine Professur für Verfassungs- und Verwaltungsrecht und wurde 1987 
Richter des Verfassungsgerichtshofes des Landes Nordrhein-Westfalen. 1991 wechselte er zur Universität 
in Frankfurt am Main und ging 1992 schließlich nach Berlin an die Humboldt-Universität, wo er bereits 
seit 1990 als Gastprofessor tätig war. Als Gastprofessor lehrte er 1993 und 1997/98 auch an der 
Yeshiva-Universität in NewYork. Zu diesen Aufgaben kommen schriftstellerische Tätigkeiten hinzu. 1987 
erscheint sein erster Kriminalroman. 1988 und 1992 folgen zwei weitere. Mit dem Roman »Der Vorleser« 
aus dem Jahr 1995 wird Schlink einem breiten Publikum bekannt. Er hält zahlreiche internationale 
Literaturpreise und belegt, nachdem das Buch in Oprah Winfreys Literatur-Talk-Show enthusiastisch 
gelobt wurde, über Wochen den ersten Platz der US-Bestsellerlisten. 

学习目标： 
1．了解 Bernhard Schlink。 
2．掌握 Der Vorleser (Auszug) 。 
作业： 
阅读 Der Vorleser (Auszug)  

知识单元 6：Judith Hermann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Kapitel 6  Judith Hermann 
Inhalt: Vorstellung des Schrifstellers Judith Hermann. 
Behandlung der Texte. 
4 Stunden insgesammt 2 Wochen benötigt. 
Zur literaturgeschichtlichen Daten und Fakten: 
Judith Hermann wurde 1970 in Berlin-Tempelhof geboren. Sie begann ein Germanistik- und 

Philosophie-Studium mit der Absicht, als Journalistin zu arbeiten. Sie brach dieses ab und entschied sich 
für ein Praktikum in New York. Zuvor besuchte sie die Berliner Journalistenschule. 1997 nahm sie an der 
Autorenwerkstatt Prosa im Literarischen Colloquium Berlin teil; im selben Jahr erhielt sie das 
Alfred-Döblin-Stipendium der Akademie der Künste in Berlin. In Amerika schrieb sie ihre ersten 
literarischen Texte und entdeckte bald die Kurzgeschichte als ihr liebstes Genre. 1998 veröffentlichte sie 
schließlich ihren ersten Prosaband Sommerhaus, später. Nach ihrem ersten Erfolg verstrichen mehrere 
Jahre, in denen sie – nach eigener Aussage lernen musste, mit dem Druck, der durch Verlage, Medien und 
Öffentlichkeit auf sie ausgeübt wurde, umzugehen. 2003 folgte der zweite Erzählungsband Nichts als 
Gespenster. 2009 wurde der dritte Erzählungsband  Alice veröffentlicht. 

Judith Hermann ist Mutter eines Sohnes und lebt in Berlin-Prenzlauer Berg. 
学习目标： 
1．了解 Judith Hermann。 
2．掌握 Sommerhaus, später  (Auszug) ，Nichts als Gespenster  (Auszug)，Alice (Auszug) 
作业： 
1.阅读 Sommerhaus, später  (Auszug)  
2.阅读 Nichts als Gespenster  (Auszug) 
3.阅读 Alice (Ausz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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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7：Daniel Kehlmann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Kapitel 7  Daniel Kehlmann 
Inhalt: Vorstellung des Schrifstellers Daniel Kehlmann. 
Behandlung der Texte. 
4 Stunden insgesammt 2 Wochen benötigt. 

Zur literaturgeschichtlichen Daten und Fakten: 
Daniel Kehlmann wurde 1975 in München geboren. 1981 zog er mit seiner Familie nach Wien, wo er 

spät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und Philosophie studierte.  
1997 erschien Kehlmanns Debütroman »Beerho1ms Vorstellung«, 1998 der Erzählband »Unter der 

Sonne«, 1999 der Roman »Mahlers Zeit«, 2001 »Der fernster Ort«. Seinen internationalen Durchbruch als 
Schriftsteller schaffte er 2003 mit seinem vierten Roman »Ich und Kaminski«. Sein bisher 
ambitioniertester Roman »Die Vermessung der Welt« (2005) ist bei Kritik und Lesepublikum höchst 
erfolgreich. Das Buch war für den Deutschen Buchpreis 2005 nominiert.  Kehlmann schreibt auch 
Rezensionen und Essays für verschiedene Zeitungen, unter ihnen die Süddeutsche Zeitung, die 
Frankfurter Rundschau, die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Volltext und Literaturen. 

学习目标： 
1．了解 Daniel Kehlmann。 
2．掌握Mahlers Zeit (Auszug),Die Vermessung der Zeit (Auszug),Ich und Kaminski (Auszug)。 
作业： 
1.阅读Mahlers Zeit (Auszug)  
2.阅读 Die Vermessung der Zeit (Auszug) 
3.阅读 Ich und Kaminski (Auszug) 

知识单元 8：Christa Wolf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Kapitel 8  Christa Wolf 
Inhalt: Vorstellung des Schrifstellers Christa Wolf. 
Behandlung der Texte. 
4 Stunden insgesammt 2 Wochen benötigt. 
Zur literaturgeschichtlichen Daten und Fakten: 
Christa Wolf wurde 1929 als Tochter eines Kaufmanns in Landsberg an der Warthe geboren. Als 

Kind erlebte sie die Hitlerzeit und den Zweiten Weltkrieg. 1945 wurde ihre Elternfamilie aus der Heimat 
vertrieben und übersiedelte vorerst nach Mecklenburg. 1949 beendete Wolf die Oberschule und trat im 
gleichen Jahr in die SED ein, deren Mitglied sie bis 1989 blieb.  

1949-1953 studierte Wolf Germanistik in Jena und Leipzig. Sie arbeitete zusammen mit Brigaden 
verschiedener Betriebe, leitete Zirkel schreibender Arbeiter und war zeitweise Cheflektorin des 
Jugendbuchverlags „Neues Leben“ und Redakteurin der „Neuen Deutschen Literatur“. 1955 wurde sie 
Mitglied des Schriftstellerverandes der DDR und war bis 1962 als wissenschaftliche Mitarbeiterin und 
Redakteurin beim Schriftstellerverband tätig. 1965 war sle Kandidatin des ZK der SED und Mitglied 
des :>EN-Zentrums der DDR. Heute lebt sie in Berlin.  

Als freie Schriftstellerin unternimmt Wolf viele Lesereisen, unter anderem nach Schweden, Finnland, 
Frankreich und in die USA, und empfängt viele Ehrendoktorwürden und erhält zahlreiche Preise: 1964 
den Nationalpreis der DDR, 1977 den Bremer Literaturpreis, 1980 den Georg-Büchner-Preis, 1983 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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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ller-Gedächtnispreis, 1985 den Österreichischen Staatspreis für Europäische Literatur, 2002 den 
Friedensprei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Schreiben bedeutet für sie verantwortungsbewusste Stellungnahme zu ihrer Zeit. Sie zählt zu den 
bedeutendsten deutschen Schriftstellerinnen der Gegenwart. Ihre berannten Werke sind: »Der geteilte 
Himmel« (1963), »Nachdenken über Christa T. « 1965), »Kindheitsmuster« (1976), »Kein Ort, nirgends« 
(1979), »Kassandra« (1983), Sommerstück« (1989), »Was bleibt« (1990), »Medea. Stimmen« (1996) und 
»Leibhaftig?(2001). 
学习目标： 
1．了解 Christa Wolf。 
2．掌握 Kassandra  (Auszug) ,Kein Ort, nirgends  (Auszug) 
作业： 
1.阅读 Kassandra  (Auszug)  
2.阅读 Kein Ort, nirgends  (Auszug) 

知识单元 9：Günter Grass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Kapitel 9  Thomas Brussig  
Inhalt: Vorstellung des Schrifstellers Thomas Brussig . 
Behandlung der Texte. 
4 Stunden insgesammt 2 Wochen benötigt. 

Zur literaturgeschichtlichen Daten und Fakten: 
Thomas Brussig wurde 1965 in Berlin geboren und wuchs im Ostteil der Stadt auf. Dort ging er zur 

Schule. Es folgte dann eine Ausbildung zum Baufacharbeiter mit Abitur. Danach "jobbte" er bis 1990 in 
verschiedenen Berufen, u.a. als Möbelträger, Museumpförtner und Hotelportier. Dazwischen leistete er 
seinen Wehrdienst. Später begann Thomas Brussig ein Soziologie-Studium an der Freien Universität 
Berlin, das er nicht abschloss. 1993 folgte ein Dramaturgie-Studium an der Filmhochschule in 
Potsdam-Babelsberg. Seit 1995 lebt Thomas Brussig als freiberuflicher Schriftsteller in Berlin.  

Sein erster Roman »Wasserfarben« (1991) erschien noch unter dem Pseudonym Cordt Berneburger 
im Aufbau-Verlag. Das Manuskript hatte Brussig bereits 1989 abgegeben. Der Durchbruch gelang 
Thomas Brussig mit seinem in zahlreiche Sprachen übersetzten Roman »Helden wie wir« aus dem Jahr 
1995. Sein Adoleszenzroman »Am kürzeren Ende der Sonnenallee« wurde 1999 gleichfalls zum 
Bestseller. Diesen Roman schrieb er nach erfolgreicher Premiere des Films »Sonnenallee« (1999), für den 
er zusammen mit Leander Haußmann den Dreh¬buchpreis der Bundesregierung erhielt. Es folgten das 
Stück »Heimsuchung« (2000) und der Band »Leben bis Männer« (2001). 2004 erschien mit »Wie es 
leuchtet« erneut ein Roman über die Wende-Jahre. Thomas Brussig wurde mit dem Hans-Fallada-Preis 
und der Carl-Zuckmayer-Medaille ausgezeichnet. 

学习目标： 
1．了解 Thomas Brussig 。 
2．掌握 Helden wie wir  (Auszug) ,Am kürzeren Ende der Sonnenallee  (Auszug)。 
作业： 
1.阅读 Helden wie wir  (Auszug)  
2.阅读 Am kürzeren Ende der Sonnenallee  (Auszug)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Henrich Bö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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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ünter Grass 2  
3 Martin Walser 2 此课程用两个星期 
4 Martin Walser 2 此课程用两个星期 
5 Partrick Süskind 2 此课程用两个星期 
6 Partrick Süskind 2 此课程用两个星期 
7 Bernhard Schlink 2 此课程用两个星期 
8 Bernhard Schlink 2 此课程用两个星期 
9 Judith Hermann 2 此课程用两个星期 

10 Judith Hermann 2 此课程用两个星期 
11 Daniel Kehlmann 2 此课程用两个星期 
12 Daniel Kehlmann 2 此课程用两个星期 
13 Christa Wolf 2 此课程用两个星期 
14 Christa Wolf 2 此课程用两个星期 
15 Thomas Brussig  2 此课程用两个星期 
16 Thomas Brussig  2 此课程用两个星期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德国文学史，德国文学作品赏析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作家经历、作家作品介绍 
难点：作家作品阅读以及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背景知识介绍。 
    2.作家简介与风格介绍。 
    3.阅读。 
    4.讲解与讨论。 
    5.总结。 

教学手段： 
1.在具体进行每单元的文学文本阅读之前，先要总体介绍这节课所选取文本内容，让学生有大

概的了解。 
2 .重点介绍本单元所选取作家的经历、作品，并大概讲解文学评论中对作家风格的评价。 
3.要求学生在课前完成或者在课堂上用一节课的时间完成所选作家的具体文本。 
4.根据设置的问题，引导学生对文本进行讨论，同时要有教师做出讲解。 
5.教师就本节课内容做出总结和点评，并解答学生的问题。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的最终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期中成绩和期末笔试成绩三部分组成。平时成

绩包括考勤及学生的课堂表现（如报告的质量如何、是否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等）,占总成绩的 20%；
期中考试为闭卷考试，占总成绩的 20%；期末进行闭卷考试,考核学生在这个学期文学阅读水平的
提高程度，占总成绩的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做相应作品阅读。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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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德语文学精读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

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选取德国文学作品原文。 
（二）推荐参考书 
1. 余匡复著：《德国文学简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 
2. 韩瑞祥编：《德国文学选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 
3. 王炳钧著：《文学与认识》，外语教学和研究出版社，1997年。  

执笔：张文鹏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6日 

 

学术论文写作 
Academic Writing 

课程号：3080103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Die Studenten im dritten Jahrgang haben ein hohes Niveau in ihrem 

sprachlichen Lernfortschritt erreicht. Sie sind in etwa auf C1 Level. In diesem Seminar geht es darum, sie 
auf die universitären Aufgaben vorzubereiten, damit sie wissen, wie sie wissenschaftlich arbeiten. Dazu 
gehört das Wissen über den Aufbau einer schriftlichen 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 und die Übung an deren 
Umsetzung. Die Studenten lernen recherchieren und zitieren, sie lernen auch mit dem Computer 
umzugehen und sie lernen das Format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 kennen. Als Abschluss sollen sie 
selbst eine „kleine wissenschaftliche Arbeit“ produzieren.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 
1. Woche: „Einführung in das Seminar“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halt:  
In der ersten Woche erfolgt eine Einführung in das Thema dieses Seminars. Es wird ein Überblick 

des Ablaufes geboten, Ziele werden erklärt und die Anforderungen besprochen. Die Studenten sollen ihre 
Erwartungen und Wünsche formulieren. Noch anstehende Fragen werden geklärt. Die Literatur zu diesem 
Seminar wird ausgeteilt und weitere Empfehlungen werden gegeben. 

Stichworte: Einführung, Seminarplan, Ziele, Anforderungen, Literatur 
学习目标：Ziel: Die Studenten sollen einen Überblick über den Verlauf und die Anforderungen des 

Seminars gewinnen sowie die Planung überprüfen und eigene Wünsche einbringen. 
作业：Die Hausaufgabe ergibt sich aus den jeweiligen Anforderungen der Stunde. 

知识单元 2： 
2. Woche; „Wissenschaftliche Qualitätskriterien I“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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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alt: 
In dieser Sitzung wenden wir uns der grundsätzlichen Frage, was Wissenschaft ist, zu. Wir 

besprechen die Bedeutung der universitären Lehre und Forschung und machen uns mit den 
wissenschaftlichen Qualitätskriterien: Ehrlichkeit, Objektivität, Überprüfbarkeit, Reliabilität und Validität 
vertraut. 

Stichworte: wissenschaftliche Qualitätskriterien, Ehrlichkeit, Objektivität, Überprüfbarkeit, 
Reliabilität, Validität 

学习目标：Ziel: Die Studenten sollen die Prinzipien des 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ens verstehen 
lernen, dazu machen sie sich mit einem ersten Teil der wissenschaftlichen Qualitätskriterien vertraut. 

作业：Die Hausaufgabe ergibt sich aus den jeweiligen Anforderungen der Stunde. 
知识单元 3： 

3. Woche: „Wissenschaftliche Qualitätskriterien II“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halt: 
In dieser zweiten Sitzung zur Frage, was Wissenschaft ist, beschäftigen wir uns mit den 

wissenschaftlichen Qualitätskriterien: Verständlichkeit, Relevanz, Logische Argumentation, Originaliät 
und Nachvollziehbarkeit. 

Stichworte: wissenschaftliche Qualitätskriterien, Verständlichkeit, Relevanz, logische Argumentation, 
Originaliät und Nachvollziehbarkeit. 

学习目标：Ziel: Die Studenten lernen den zweiten Teil wissenschaftlicher Qualitätskriterien kennen. 
作业：Die Hausaufgabe ergibt sich aus den jeweiligen Anforderungen der Stunde. 

知识单元 4： 
4. Woche: „Thema, Literatur und Recherch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halt: 
In dieser Sitzung sollen drei Gebiete abgedeckt werden: Zunächst gehen wir der Frage nach, welches 

Thema sich für eine schriftliche Arbeit eignet. Ein häufiges Problem ist, dass ein Thema zu weit gefasst 
ist. 

Die Wahl eines Themas wird auch beeinflusst im Hinblick auf die Literatur, die einem zur Verfügung 
steht. Dabei unterscheidet man Primärliteratur, Sekundärliteratur und Tertiärliteratur. Um sich einen 
anfänglichen Überblick zu verschaffen, welche Literatur es zu einem Thema gibt, sollte man möglichst 
früh mit der Recherche beginnen. Dabei ist die Heranziehung von Tertiärliteratur ratsam. 

Stichworte: Thema, Literatur, Primärliteratur, Sekundärliteratur, Tertiärliteratur, Recherche 
学习目标：Ziel: Die Studenten lernen das Thema einer Arbeit einzuschätzen, die Funktionen der 

Primär-, Sekundär-, und Tertiärliteratur zu verstehen und sie sollen anfangen, systematisch zu 
recherchieren. 

作业：Die Hausaufgabe ergibt sich aus den jeweiligen Anforderungen der Stunde. 
知识单元 5： 

5. Woche: „der Schaffensprozes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halt: 
Um zu einem Ergebnis, das den Namen „wissenschaftliche Arbeit“ trägt, zu gelangen, kann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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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z objektiv die einzelnen dazu erforderlichen Arbeitsschritte aufzählen. Jedoch ist der Mensch keine 
Maschine und oft verlaufen Schaffensprozesse nicht geradlinig.  

Auch führt nicht jedes zielstrebige Suchen zu Erfolg. Dies gilt es, sich bewußt zu machen, um im 
Ernstfall nicht in Panik zu geraten. Oft sind am Anfang oder in schwierigen Phasen eher unkonventionelle 
Methoden gefragt, um danach mit einer erweiterten Sichtweise wieder an das Problem heranzugehen. 
Dazu eignen sich Brainstorming und andere Methoden.  

Die Thematik rund um den Schaffensprozess soll in dieser Sitzung diskutiert werden. In diesem 
Zusammenhang soll der Unterschied zwischen mündlicher und schriftlicher Sprache eingegangen werden. 

Stichworte: Arbeitsschritte, Schaffensprozess, unkonventionelle Methoden, mündliche Sprache, 
schriftliche Sprache 

学习目标： Ziel: Die Studenten sollen die einzelnen Schritte, die zur Verfassung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 nötig sind, systematisch erfassen und sich mit ihnen auseinandersetzen. 

作业：Die Hausaufgabe ergibt sich aus den jeweiligen Anforderungen der Stunde. 
知识单元 6： 

6. Woche: „Formaler Aufbau einer Arbeit im Überblick“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halt: 
In dieser Sitzung besprechen wir den formalen Aufbau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 Dazu 

gehören Deckblatt, Inhaltsverzeichnis, Einleitung, Hauptteil, Schlussteil, Literaturverzeichnis und Anhang. 
Wir schauen uns die einzelnen Teile näher an und lösen praktische Fragen der Gestaltung. Dies dient als 
Anleitung für eine Formatvorlage im Computer, die die Studenten dann einfach als Vorlage für eine zu 
schreibende Arbeit benutzen können.  

Stichworte: formaler Aufbau, Deckblatt, Inhaltsverzeichnis, Einleitung, Hauptteil, Schlussteil, 
Literaturverzeichnis, Anhang, Formatvorlage 

学习目标：Ziel: Die Studenten lernen den formellen Aufbau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 kennen 
und sollen sich selbst eine Formatvorlage erstellen. 

作业：Die Hausaufgabe ergibt sich aus den jeweiligen Anforderungen der Stunde. 
知识单元 7： 

7. Woche: „Die Gliederung des Hauptteil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halt: 
Die klassische inhaltliche Gliederung des Hauptteils setzt sich aus These, Antithese und Synthese 

zusammen. Diese Gliederung erfordert einen bestimmte Anordnung der Argumente und eine gedankliche 
Erfassung der jeweiligen Problematik. Dies soll an verschiedenen Themen exemplarisch geübt werden. 
Die Pro-Contra Argumentation dient als Vorbereitung, dem dann die nähere Ausformulierung der 
einzelnen Argumente folgt.  

Stichworte: Gliederung des Hauptteils, These, Hypothese, Antithese, Gegenthese, Synthese, 
Argumente 

学习目标：Ziel: Die Studenten lernen verschiedene Möglichkeiten, wie sie den Hauptteil gliedern 
können, kennen und lernen, wie man diese sprachlich gestalten kann. 
作业：Die Hausaufgabe ergibt sich aus den jeweiligen Anforderungen der Stunde. 

知识单元 8： 
8. Woche: „Quellenangabe, Zitat, Fußnote, Literaturverzeich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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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halt: 
Der Verfasser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 muss zeigen, dass er sich zu seinem Thema in der 

Fachliteratur kundig gemacht hat. Dies zeigt er durch Verweis auf andere Literatur oder auch durch 
wort-wörtliche Übernahme von Textstellen aus anderen Texten. Letztere muss als Zitat gekennzeichnet 
werden. Sowohl bei einem einfachen Verweis auf Quellen, als auch beim Zitieren ist eine Quellenangabe 
erforderlich. Wie diese Quellenangabe formal korrekt gestaltet wird, behandeln wir in dieser Sitzung.  

Stichworte: Quellenangabe, Zitat, Fußnote, Literaturverzeichnis 
学习目标：Ziel: Die Studenten sollen lernen Quellen mittels Zitate, Fußnoten und der Erstellung 

eines Literaturverzeichnisses korrekt anzugeben. 
作业：Die Hausaufgabe ergibt sich aus den jeweiligen Anforderungen der Stunde. 

知识单元 9： 
9. Woche: „Zitate im argumentatven Zusammenha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halt: 
In dieser Sitzung wollen wir Zitate im argumentativen und sprachlichen Zusammenhang betrachten. 

Zitate können im Argumentationszusammenhang verschiedene Funktionen haben. Diese gilt es zu 
verstehen, damit man die Zitate so gestalten kann, dass sie ihre Aufgabe erfüllen. Des Weiteren ist es 
wichtig, dass ein Zitat entsprechend eingeführt und ausgewertet wird. Dazu bieten sich bestimmte 
sprachliche Formulierungen an. Ein Zitat selbst muss sprachlich und grammatisch in den 
Textzusammenhang passen. Dies sollte gut geübt werden. 

Stichworte: Zitate, argumentativer Zusammenhang, sprachlicher Zusammenhang 
学 习 目 标 ： Ziel: Die Studenten sollen die Funktionen von Zitaten in verschiedenen 

Argumentationszusammenhängen kennen lernen und deren sprachliche Formulierung üben. 
作业：Die Hausaufgabe ergibt sich aus den jeweiligen Anforderungen der Stunde. 

知识单元 10： 
10. Woche: Semesterzwischenprüfu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halt: 
In dieser Prüfung sollen die Studenten den Korrektor spielen. Sie bekommen fehlerhafte Teile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 und sollen diese korrigieren. Dabei geht es darum, das bisher Gelernte 
anzuwenden. Es ist wichtig, die Rolle als Korrektor zu üben, damit sie später ihre eigene Arbeit oder 
Arbeiten von anderen Studenten korrigieren könne.  

Stichworte: Semesterzwischenprüfung, Korrektur, Rolle des Korrektors 
学习目标：Ziel: Die Studenten sollen zeigen, dass sie das, was sie bisher gelernt haben, verstanden 

haben und praktisch anwenden können. 
作业：Die Hausaufgabe ergibt sich aus den jeweiligen Anforderungen der Stunde. 

知识单元 11： 
11. Woche: „Testbesprechung sowie Verwendung von Statistiken und Bilder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h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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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 Teil dieser Sitzung wird dafür verwendet, sich die Semesterzwischenprüfung noch ein Mal 
anzuschauen und aus ihr zu lernen. Sicherlich hat man nicht alle Fehler in der zu korrigierenden Arbeit 
gefunden und sollte spätestens bei dieser Gelegenheit sein Auge dafür schulen.  

Im anderen Teil dieser Sitzung wird auf die Verwendung von Statistiken und Bildern in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 eingegangen: Die Verwendung von Statistiken und Bildern ist heutzutage 
gängige Praxis. Oft dürfen sie auch in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 nicht fehlen. Was bei ihrer 
Plazierung und Gestaltung zu beachten ist, wie ein übersichtlicher Gesamteindruck entsteht und was in 
formaler Hinsicht zu beachten ist, wird Inhalt dieser Seminarsitzung sein. Hieran schließt sich die Frage, 
wie man eine Statistik einführt und welche Formulierungen sich eignen, um eine Statistik in einem 
anschließenden Textteil auszuwerten. 

Stichworte: Testbesprechung, Statistiken, Bilder 
学习目标：Ziel: Die Studenten sollen, falls sie im Test Fehler gemacht haben, aus diesen lernen. Des 

Weiteren wird die Verwendung von Statistiken und Bildern in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Arbeit geübt. 
作业：Die Hausaufgabe ergibt sich aus den jeweiligen Anforderungen der Stunde. 

知识单元 12： 
12. Woche: „Verständlichkeit und stilistische Ausgestaltung des Hauptteil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halt: 
Zur Verständlichkeit gehört, dass das Thema sowie Definitionen und Argumente bei ihrer Einführung 

ausführlich dargestellt werden. Bei einer späteren Erwähnung kann und sollte man dann auf eine 
ausführliche Darstellung verzichten und stattdessen das vorher Dargestellte in zusammengefasster Weise 
benennen. Die ausführliche Darstellungsweise wie auch die zusammengefasste Darstellungsweise haben 
ihre charakteristischen Plätze in einer schriftlichen Arbeit. Außerdem muss ihre Formulierung sprachlich 
geübt werden, damit mit ihnen sicher umgegangen werden kann.  

Weiterhin betrachten wir Überschriften in ihrer Funktion als Orientierungshilfe und die 
Konsequenzen, die daraus sowohl für die Verfassung der Überschrift selbst, als auch für den folgenden 
Textteil entstehen. 

Stichworte: Verständlichkeit, Thema, Argument, Definition, ausführliche Darstellungsweise, 
zusammengefasste Darstellungsweise, Überschrift 
学习目标：Ziel: Die Studenten lernen, in welcher Weise der Hauptteil der Arbeit sprachlich 

aufgebaut ist und welche Funktion Überschriften haben. 
作业：Die Hausaufgabe ergibt sich aus den jeweiligen Anforderungen der Stunde. 

知识单元 13： 
13. Woche: „Schlussteil und Einleitu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halt: 
In dieser Sitzung befassen wir uns eingehender mit dem Schlussteil sowie der Einleitung. Im 

Schlussteil werden die wichtigsten Ergebnisse der Arbeit zusammengefasst aber auch evenuell ein 
Ausblick gegeben. Dies zu formulieren erfordert Übung.  

Auch die Einleitung ist ein Teil, der eher am Ende der Ausarbeitung einer schriftlichen Arbeit 
formuliert wird. Er hat eine bestimmte Funktion, die hier erläutert werden soll. 

Stichworte: Schlussteil, Einleitung 
学习目标：Ziel: Die Studenten sollen die Inhalte und Formulierungsmöglichkeiten für  Einlei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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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Schlussteil kennen lernen und diese üben. 
作业：Die Hausaufgabe ergibt sich aus den jeweiligen Anforderungen der Stunde. 

知识单元 14： 
14. Woche: Ein Sachthema und seine Formulieru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halt: 
Je nach Themengebiet ist ein bestimmter Wortschatz erforderlich. Um diesen in seinen groben Zügen 

zu erfassen und praktisch anzuwenden, wollen wir in dieser Sitzung die konkrete Ausformulierung eines 
Sachthemas üben. Dafür genügt es eine „kleine schriftliche Arbeit“ mit den bisher behandelten Teilen 
zusammenzustellen. Ein spezielles Augenmerk richtet sich dabei auf den Wortschatz und die 
Formulierungen. Hierfür bieten sich Themen aus dem Bereich Umwelt, Natur oder auch Technik an.  

Stichworte: Sachthema, Wortschatz, Formulierungen 
学习目标：Ziel: Die Studenten sollen sich ein Sachthema aussuchen und eine „kleine schriftliche 

Arbeit“ dazu erstellen. 
作业：Die Hausaufgabe ergibt sich aus den jeweiligen Anforderungen der Stunde. 

知识单元 15： 
15. Woche: „das Abstrac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halt: 
Das Abstract, das zum Teil auf Englisch verfasst wird, stellt einen Spezialteil dar, der nicht fehlen 

darf, sobald man die Arbeit in Fachzeitschriften veröffentlichen lassen will oder wenn man sich für 
Vorträge auf Kongressen bewirbt. Das Abstract ist Thema dieser Sitzung: Wir schauen uns die DIN Norm 
an und besprechen die Merkmale eines Abstracts. Dies soll einher gehen mit Beispielen und Übungen. 

Stichworte: Abstract 
学习目标：Ziel: Die Studenten lernen das Format und die Inhalte eines Abstracts kennen und üben 

deren Formulierung. 
作业：Die Hausaufgabe ergibt sich aus den jeweiligen Anforderungen der Stunde. 

知识单元 16： 
16. Woche: Ein literarisches Thema und seine Ausgestaltung, „Schlussredak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halt: 
Der Wortschatz und die damit verbundenen Formulierungen eines literarischen Themas haben andere 

Charakteristiken als diejenigen eines Sachthemas. Daher geht es in dieser Sitzung um die konkrete 
Ausformulierung eines literarischen Themas. Dies soll in Grundzügen für wichtige Teile geübt werden. 
Hierfür genügt es eine „kleine schriftliche Arbeit“ mit den bisher behandelten Teilen zusammenzustellen. 
Ein spezielles Augenmerk richtet sich dabei auf den Wortschatz und die Formulierungen.  

Die Erfahrung lehrt, dass man oft länger für die Überarbeitung und die Korrekturen braucht, als man 
gedacht hat. Dies gilt es einzuplanen und gleich am Anfang zu bedenken, damit man die Arbeit innerhalb 
eines gesetzten Zeitrahmens abgeben kann. 

Es gilt, sich auch über die letzten Schritte kurz vor der Abgabe vorzubereiten, damit die Probleme, 
die dort auftauchen mit kühlem Kopf gelöst werden können. Praktische Tipps und Überlegungen sollen 
die Schlussredaktion erleich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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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hworte: literarisches Thema, Wortschatz, Formulierungen, Planung, Korrektur, Überarbeitung, 
Abgabetermin, Schlussredaktion 

学习目标：Ziel: Die Studenten sollen sich mit einem literarischen Thema befassen und eine „kleine 
schriftliche Arbeit“ zu diesem erstellen. 
作业：Die Hausaufgabe ergibt sich aus den jeweiligen Anforderungen der Stunde.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Einführung in das Seminar“ 2  
2 „Wissenschaftliche Qualitätskriterien I“ 2  
3 „Wissenschaftliche Qualitätskriterien II“ 2  
4 „Thema, Literatur und Recherche“ 2  
5 „der Schaffensprozess“ 2  
6 „Formaler Aufbau einer Arbeit im Überblick“ 2  
7 „Die Gliederung des Hauptteils“ 2  
8 „Quellenangabe, Zitat, Fußnote, Literaturverzeichnis“ 2  
9 „Zitate im argumentatven Zusammenhang“ 2  

10 Semesterzwischenprüfung 2  
11 „Testbesprechung sowie Verwendung von Statistiken und Bildern“ 2  
12 „Verständlichkeit und stilistische Ausgestaltung des Hauptteils“ 2  
13 „Schlussteil und Einleitung“ 2  
14 Ein Sachthema und seine Formulierung 2  
15 „das Abstract“ 2  
16 Ein literarisches Thema und seine Ausgestaltung, „Schlussredaktion“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初级德语写作（一）、初级德语写作（二）、高级德语写作（一）、高级德语写作（二）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Der Schwerpunkt dieses Seminars liegt darin, dass die Studenten lernen, wie man eine 

wissenschaftliche Arbeit schreibt. Dazu lernen sie theoretisch und praktisch, wie man eine solche Arbeit 
korrigiert und auch wie man sie verfasst. Der Schwerpunkt liegt also in der Umsetzung.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In dem Seminar trägt der Dozent einige Themen vor, andere Themen werden von 

Studenten als Referate vorgetragen. Die Studenten arbeiten auch mit Computern. Sie arbeiten in 
Arbeitsgruppen zusammen und präsentieren auch ihre jeweiligen Ergebnisse.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报告占 30%；期末考试占
50％。 

7、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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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Balzert, H. et. al 等编著《Wissenschaftliches Arbeiten; Wissenschaft, Quellen, Artefakte, 

Organisation, Präsentation》，Witten出版社，2008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Eco, Umberto等编著《Wie man eine wissenschaftliche Abschlussarbeit schreibt》，Heidelberg出

版社，2007年 1月 第 1版 
执笔：Felix Kruppa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8日 

 

综合英语（一） 
Comprehensive English I 

课程号：30800001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夯实学生在口头和书面实践中使用英语语言的能力；2、促进学生对

于原版英语文章，包括较长较难文章的理解、归纳和思辨阐释能力；3、拓展学生在了解英语国家
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空间。 
开设本课程，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英语语言的能力。教师需要通过语言基础训练与篇

章讲解分析，使学生逐步提高语篇阅读理解能力，了解英语中各种文体的表达方式和特点，扩大词

汇量和熟悉英语常用句型，具备基本的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通过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上的各种

语言交际活动，使学生具备基本的交际技能，达到或超过《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听、说、

读、写、译等技能的要求，为后续高年级阶段学习打好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另外，学生还应该熟

悉中国文化传统，具备较强的汉语表达能力，具备丰富的人文知识和科技知识；熟悉英语国家的地

理、历史、发展现状、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一定的创新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4学时 

Unit 1 Half a Day: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a. What do you remember about your first day of school? Share your experience with your group 

members. 
b. How did you feel on your first day of college? Share your thoughts and feelings with your group 

members? 
c. What do you expect of college education? 
2.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Naguib Mahfouz (1911- 2006)  
Naguib Mahfouz (IPA: [næ i b m ħ fu z ]ɡ ɑ ; 1911–2006) was an Egyptian writer who won the 

1988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He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first contemporary writers of Arabic 
literature, along with Tawfiq el-Hakim, to explore themes of existentialism.[1] He published 34 novels, 
over 350 short stories, dozens of movie scripts, and five plays over a 70-year career. Many of his works 
have been made into Egyptian and foreign 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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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re-reading Questions: 
a. How did the boy feel about going to school? Give examples to support your ideas. 
b. What happened to the boy the first day at school? 
c. How did the boy like school life? 
d. What changes did he see on his way home? 
4.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7): the boy’s unwillingness to go to school. 
Part II (8 ~ 16): the boy’s experience at school. 
Part III (17 ~ 20): rapid changes in the outside world. 
5.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clutch, cling, curiosity, overlook, misgiving, perseverance, trace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to throw sb. into/out of, to make a man (out) of somebody, to tear sb/sth away, to come into view, to 

sort sth into, a matter of sth/a matter of doing sth, to bring sth about, to give rise to, to resort to, there is / 
was no question of (sth happening / sb doing sth), in vain, to come/screech to a halt, to let up 

c. Sentences:  
They did not make me happy, however, as this was the day I was to be thrown into school for the first 

time. (para. 1) 
In addition, the time for changing one’s mind was over and gone and there was no question of ever 

returning to the paradise of home. (para. 16) 
Those who were able took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ies for success and happiness that presented 

themselves. (para. 16) 
6. Discussion Topic: 
What is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title? What are the possible themes of the story? 

Unit 2 The Boy and the Bank Officer: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a. What is bullying? Where does bullying take place? What can we do to stop it? 
b. What do you think of banks? Have you had any particular experiences there? Share your 

opinions and experiences with your classmates. 
2. Bullying 
Bullying is the use of force, threat, or coercion to abuse, intimidate, or aggressively dominate others. 

The behavior is often repeated and habitual. One essential prerequisite is the perception, by the bully or by 
others, of an imbalance of social or physical power, which distinguishes bullying from conflict. Behaviors 
used to assert such domination can include verbal harassment or threat, physical assault or coercion, and 
such acts may be directed repeatedly towards particular targets. Rationalizations for such behavior 
sometimes include differences of social class, race, religion, gender, sexual orientation, appearance, 
behavior, body language, personality, reputation, lineage, strength, size or ability. If bullying is done by a 
group, it is called mobbing. 

3. Ask students to act out the short story. 
4.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the unfavorable opinion of the narrator’s friend on banks. 
Part II (2 ~ 32): the narrator’s experience at a West Side bank in New York. 
5.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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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ion, overlit, -ish, suggest, so-called, exchange, opening, damn, anyway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in the first place/in the second place, money belt, a checking account/a savings account, voice breaks, 

as to/regards, to have no other choice/alternative but to, to move/go/close in for the kill, to zero in (on), to 
shake down, to be on the case 

c. Sentences:  
Everything about him suggested a carefully dressed authority. (para. 3) 
Now if you’ll excuse me. (para. 9) 
Excuse me? (para. 12) 
I moved in for the kill. (para. 19) 
Not that I ever heard of. (para. 32) 
6. Discussion Topic: 
What is prejudice?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reasons for prejudice? What can we do about 

prejudice? 
Unit 3 Message of the Land: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a. What is your opinion of an ideal life?  
b. Which do you prefer, living in the countryside or living in the city? Why? 
c. In your opinion, things have changed for the better or for the worse in the countryside in China? 
2.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Pira Canning Sudham (1942 -   ) 
Pira Sudham (Pira Canning Sudham) (1942 - ) is an author of Thai descent. He was born in a village 

in Isanin northeastern Thailand. At age fourteen, he left Isan for Bangkok to become a servant to Buddhist 
monks in a monastery where he attended secondary school. Later, he entered Triam Udom High School, 
before gaining a place at Faculty of Art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He won a New Zealand government 
scholarship to read English Literature at Auckland University and then 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 
where his first story was published by New Zealand's leading literary quarterly Landfall. Since then, Pira 
Sudham has been writing short stories, poems, and novels in English. He has not produced any literary 
works in the Thai language. 

3. Urbanization. 
Urbanization is a population shift from rural to urban areas, "the gradual increase in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living in urban areas", and the ways in which each society adapts to the change. It is predominantly 
the process by which towns and cities are formed and become larger as more people begin living and 
working in central areas. The United Nations projected that half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would live in 
urban areas at the end of 2008. It is predicted that by 2050 about 64%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and 86% of 
the developed world will be urbanized. That is equivalent to approximately 3 billion urbanites by 2050, 
much of which will occur in Africa and Asia. Notably, the United Nations has also recently projected that 
nearly all global population growth from 2015 to 2030 will be absorbed by cities, about 1.1 new urbanites 
over the next 15 years 

4.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7): what the farmer’s wife says—her family and the changes that she finds she can’t adjust 

to. 
Part II (8 ~ 11): what the farmer says—what he thinks are the roots of all evils and what joys he finds 

in life and in farming. 
5.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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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l, as is the way with, bully, insult, mind, exhausted, reap, replace, sheaf, ripple, shimmer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in infancy, as soon as, to afford to do, (every) now and then/again, It's like/It feels like, in spite 

of/despite, to barter for, to spring up, to have no use for sth, the other day, as for, even if/even though, to 
occur to, bag of bones, from morning till dusk, more than is good for sb, to be at peace with, to complain 
of, to tie sb down, on the wing,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pass on 

c. Sentences:  
My husband moved into our house as is the way with us in Esarn. (para. 1) 
It’s easier for my husband. He has ears which don’t hear, a mouth which doesn’t speak, and eyes that 

don’t see. (para. 2) 
Shops have sprung up, filled with colorful plastic things and goods we have no use for. (para. 4) 
In my day, if I were to put on a pair of trousers like they do now, lightning would strike me. (para. 4) 
Sickness comes and goes, and we get back on our feet again. (para. 11) 
6. Discussion Topic: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essage of the land? What are the possible themes of the story?  

Unit 4 The Midnight Visitor: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a.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life of a spy? 
b. What kind of qualities do you expect of a good spy? 
2.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Ian (Lancaster) Fleming (1908-1964) 
Ian Lancaster Fleming (1908–1964) was an English author, journalist andnaval intelligence officer, 

best known for his James Bond series of spy novels. Fleming came from a wealthy family connected to 
the merchant bank Robert Fleming & Co., and his father was the Member of Parliament for Henley from 
1910 until his death on the Western Front in 1917. Educated at Eton, Sandhurst and, briefly, the 
universities of Munich and Geneva, Fleming moved through several jobs before he started writing. 

Fleming wrote his first Bond novel, Casino Royale, in 1952. It was a success, with three print runs 
being commissioned to cope with the demand. Eleven Bond novels and two short-story collections 
followed between 1953 and 1966. The novels revolved around James Bond, an officer in the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commonly known as MI6. Bond was also known by his code number, 007, and was 
a commander in the Royal Naval Reserve. The Bond stories rank among the best-selling series of fictional 
books of all time, having sold over 100 million copies worldwide. Fleming also wrote the children's 
story Chitty-Chitty-Bang-Bang and two works of non-fiction. In 2008, The Times ranked Fleming 14th on 
its list of "The 50 greatest British writers since 1945". 

3.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5): the introduction—background information. 
Part II (6 ~ 23): the body—the battle of wits between Ausable and Max. 
Part III (24 ~ 28): the conclusion—the result of the battle. 
4.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gloomy, passably, wheezily, crack，unlock, disillusioned, confounded, cover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for one thing, to deal in, to slip sth [ + adv./prep.], to chuckle (at/about sth), may well, come on, 

except for, to raise the devil/raise hell, to block sth off, to check on sb/sth.,  
c. Sentences: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in a month that somebody has gotten into my room off that confo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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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cony!” (Para. 17 
It might have saved me some trouble had I known about it. (Para. 12) 
I wish I knew how you learned about the report, Max. (Para. 15) 
5. Discussion Topic: 
How would you compare Ausable and Max as spies? Why did Max lose the battle of wits? Give 

examples to support your idea. 
Unit 5 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 

1. Presentation Tasks: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he nightingale? Does the nightingale have symbolic meanings? If yes, 

what are they? 
2.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Oscar Wilde (1854 - 1900) 
Oscar Wilde (1854 - 1900), Irish-born writer known for his wry wit, was the chief advocate of the 

aesthetic movement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art for art's sake (L'art pour l'art). Wilde was a novelist, 
playwright, poet, and critic. He is famous for his comic masterpieces Lady Windermere's Fan and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his novel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Wilde's only novel), his long 
poem 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 and, of course, his humorous, witty one-line quotations. Wilde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proficient and versatile writer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3. A Fairy Tale Story 
a. Common elements of fairy tales 
a) Opening and Ending Line 
b) Hero/Heroine and Villain 
c) Magic 
d) Royalty 
e) Problem and Solution 
f) Universal Lesson 
g) Things often happen in "threes" or "sevens" 
b. Common features of fairy tales 
a) Use of personification 
b) Use of symbols 
c) Use of similes and metaphors 
d) Vivid and simple narration 
e) Repetitive pattern of ‘three’ 
4.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 12): the introduction—the Student badly needed a red rose for his love. 
Part II (13 ~ 45): the body—the Nightingale built a red rose with her life-blood. 
Part III (46 ~ 54): the conclusion—when his love rejected the rose, the Student threw it into the 

street. 
5.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emerald, opal, fling, flutter, outright, soar, chill, spray, flush, burst, ebb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for (the) want of something, to sing of, to fling[T usually + adverb or preposition], to be something 

of a sth, to nip sth in the bud, to sweep over, to shoot through, to choke (on sth), to linger on   
c. Sentences:  
Suddenly she spread her brown wings for flight, and soared into the air. (Para.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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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passed through the grove like a shadow and like a shadow she sailed across the garden. (Para. 
13) 

Yet love is better than life, and what is the heart of a bird compared to the heart of a man? (Para. 27) 
6. Discussion Topic: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characters’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 love? What is your understanding of 

true love?  
Unit 6 The Green Banana: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a. What is your understanding of Ethnocentrism? What problems might occur from excessive 

ethnocentrism? 
b. What is cultural relativism? What are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2.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lso frequently referred to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hich is 

also used in a different sense, though) is a field of study that looks at how people from differing cultural 
backgrounds communicate, in similar and different ways among themselves, and how they endeavour to 
communicate across cultures. 

3.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4): the author’s experience in a mountain village in the central area of Brazil. 
Part II (5 ~ 7): the author’s reflections on his experiences. 
Part III (8): the author’s conclusion—each culture has its hidden treasures to offer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4.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encounter, strain, scattered, spout, pinnacle, inspect, armful, breakthrough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to work out, in turn, to call for, on sb’s part/on the part of sb, if not, (just) in case, in relation to, to 

know for a fact, dawn on sb 
c. Sentences:  
I did not ask them, though, as that would show my ignorance, so I talked about the beauty of the land 

that lay before my eyes. (para. 2) 
As a product of American education, I had never paid the slightest attention to the green banana, 

except to regard it as a fruit whose time had not yet come. (para. 5) 
It was my own time that had not come, all in relation to it. (para. 5) 
But once a conscious breakthrough to a second center is made, a life-long perspective and collection 

can begin. (para. 7) 
5. Discussion Topic: 
What were the author’s two ‘learning moments’? What is your understanding of learning moments? 

Share one of such moments you have experienced with your group members. 
Unit 8 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a. What is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 Share your stories about 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 with your partners? 
b. Travelling without money, is it really possible? Can we still depend on 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 

today? Give your arguments. 
2.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Mike McInty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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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e McIntyre bounced around a lot as a child. As an adult, nothing's changed. He's lived, worked 
and traveled in eighty countries. His newest book is The Distance Between, a travel memoir about his 
three decades of wanderlust. His other travelogues are The Wander Year and 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 
which was featured on Oprah. He's also the author of the crime novel The Scavenger's Daughter. After 
earning degre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and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e turned to 
journalism, writing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the Los Angeles Times, among other publications. He's a 
frequent visitor to Scotland, where he indulges his passion for links golf. When not traveling, he lives in 
San Diego with his wife and cat. 

3.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4): the introduction—the author’s experience that set him thinking of the trip to find out 

whether people were willing to help strangers. 
Part II (8 ~ 16): the body—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 during the trip. 
Part III (17 ~ 20): the conclusion—he regained his faith in his country and found that people can still 

depend on 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 
4.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right, lurk, hitch, intrigue, shabby, possession, revelation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stranded in/on/at, to lift your hand/arm/leg etc, to take a gamble, the almighty dollar, to watch out for, 

to run contrary to, to pull over/pull (sth) to the right/the left/one side, to lock brakes, (as) a matter of 
course/routine, to find out (about, to pitch a tent/pitch camp, all the better/easier/more etc, to run sb/sth 
over 

c. Sentences:  
I didn’t know whether to kiss them or scold them for stopping. (para. 8) 
This woman was telling me she’d rather risk her life than feel bad about passing a stranger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para. 8) 
"But I hate to see a man stand out in the rain," he added. "People don't have no heart anymore." (para. 

9) 
Now we're talking. (para. 12) 
5. Discussion Topic: 
Some people think that it would be foolish to trust strangers. Do you agree? Why or Why not? 

Unit 9 After Twenty Years: 
1.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O. Henry (1862 - 1910) 
O. Henry (1862-1910) was a prolific American short-story writer, a master of surprise endings, who 

wrote about the life of ordinary people in New York City. A twist of plot, which turns on an ironic or 
coincidental circumstance, is typical of O. Henry's stories. 

2. Ask students to make a character sketch of both Bob and Jimmy. 
3.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2): a policeman on the beat a few minutes before 10 pm. 
Part II (3 ~ 17): the policeman’s encounter with a man from the West. 
Part III (18 ~ 31): the arrest of the man from the West by a plainclothes man. 
Part IV (32 ~ 33): a note from the best friend of the arrested man. 
4.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empty, swing, moderately, position, brilliant,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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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on/walking the beat, a taste of rain, to cast one’s eye on/over/down sth, to walk up, to speak up, keen 

eyes, to make one’s fortune, to work out, for a time, to keep/lose track of sb/sth, to turn up, sharp brains, 
all right, to fill an appointment, to turn up, to bless my heart, sure as fate 

c. Sentences:  
The time was barely ten o’clock, but chilly guts of wind with a taste of rain in them had almost 

emptied the streets. (para. 1) 
You see, the West is a pretty big place, and I kept running around over it pretty lively. (para. 9) 
He was a slow man, though, good fellow as he was. (para. 13) 
A man gets stuck in New York. It takes the West to make a man really keen. (para. 13) 
Somehow, I couldn’t do it myself, so I went around and got a plain clothes man to do the job. (para. 

33) 
5. Discussion Topic: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ain idea of the story? Do you consider Jim Wells a good friend to Bob? 

Why or Why not? 
Unit 10 Mendela’s Garden: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a. What do you think makes a good leader? 
b. What do you know about Nelson Mandela? Please share what you know about him with your 

group members. 
2.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Apartheid was a political and social system in South Africa while it was under white minority rule. 

This was in use in the 20th century, from 1948 to 1994. Racial segregation had been used for centuries but 
the new policy started in 1948 was stricter and more systematic. 

In the system, the people of South Africa were divided by their race and the races were forced to live 
apart from each other. There were laws that kept up the racial separation. The system of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was banned in 1994. The last president under apartheid was Frederik Willem de Klerk. After 
this, Nelson Mandela became the first black president. Both were award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their 
efforts. Today, the term apartheid is sometimes used to speak about similar systems in other countries. 

3.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Nelson Mandela (1918 - 2013) 
Nelson Mandela (1918–2013) was a South African politician and anti-apartheid activist. He served 

27 years in prison before being released in 1990 for his role 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whites-only apartheid 
regime. On April 27, 1994, he was made the first President of South Africa elected in a fully 
represented democratic election. Mandela was also the first black President of his country. Once in office, 
he actively sought reconciliation and peace, inviting former adversaries to help him create a new 
"Rainbow Nation." After leaving the presidency, Mandela remained an inspirational activist until his 
failing health forced him to retire from public view in 2004. Mandela died from the lung infection on 5 
December 2013 at his home in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at the age of 95. 

4.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8): Mandela’s gardening experience in prison. 
Part II (9 ~ 11): the insights Mandela gained from his gardening experience in prison. 
5.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authorities, announce, allow, pursue, survive, fulfil, remove, flourish, alternative, sense, cultivate, 

de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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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manual labor, to take satisfaction in, takes pride in, to give in, at heart, to be behind bars, trial and 

error, drive somebody/something + adverb/preposition, at (great) length, read (sth) into sth  
c. Sentences:  
To survive in prison one must develop ways to take satisfaction in one’s daily life. (Para.2)  
While I have always enjoyed gardening, it was not until I was behind bars that I was able to tend my 

own garden. (Para.6) 
In some ways, I saw the garden as a metaphor for certain aspects of my life. (Para.9) 
But then, either through some mistake or lack of care, the plant began to wither and decline, and 

nothing I did would bring it back to health. (Para.10) 
6. Discussion Topic: 
Many people think that Mandela should be considered the man of the 20th century. Do you agree? 

Why or why not? 
Unit 11 Maheegun My Brother: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a. What do you know about wolves? 
b. What kind of animals do you think can be pets? Why or why not? 
c.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2. Language Style： 
Inversion, simile and metaphor, and personification. 
3.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3): The introduction—when he was 14, the narrator was allowed to keep a wolf cub he had 

found, which he named Maheegun. 
Part II (4 ~ 37): The body—the boy and Maheegun loved each other like brothers. 
Part III (38 ~ 44): The conclusion—the brothers returned to where they each belonged. 
4.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wiggle, upset, poke, serve, leave, sail, rumble, detain, slash, squat, crouch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half grown, to fog one’s mind, to be (all) for the best, a blanket of sth, only too, only to do sth, to 

blow (sth) out, to smother sth in/with sth, to take its/their/a toll (on sb/sth), to come into focus 
c. Sentences:  
Gone was the puppy-wool coat. In its place was a handsome black mantle. (Para.6) 
The following morning in sailed Mrs. Yesno, wild with anger, who demanded Maheegun be shot 

because he had killed her rooster. (Para.8) 
On the top was the clear outline of a great wolf sitting still, ears pointed, alert, listening. (Para.11) 
A mile down the road I slipped into my snowshoes and turned into the bush. (Para.22) 
It was quite some time before my eyes came into focus enough to see my grandfather sitting by my 

bed. (Para.41) 
5. Discussion Topic: 
Which particular part of the story impresses you most? Why? 

Unit 12 Christmas Day in the Morning: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a. What do you know about Christmas? How do people celebrate Christmas in western countries? 
b. Which festival is your favorite one? W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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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Pearl S. Buck (1892 - 1973) 
Pearl S. Buck (1892–1973), also known by her Chinese name Sai Zhenzhu (Chinese: 賽珍珠), was 

an American writer and novelist. As the daughter of missionaries, Buck spent most of her life before 1934 
in China. Her novel The Good Earth was the best-selling fiction book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1 and 
1932 and won the Pulitzer Prize in 1932. In 1938, she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for her 
rich and truly epic descriptions of peasant life in China and for her biographical masterpieces". She was 
the first American woman to wi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After return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5, she continued writing prolifically and became a 
prominent advocate of the rights of women and minority groups, and wrote widely on Asian cultures, 
becoming particularly well known for her efforts on behalf of Asian and mixed-race adoption. 

3. Language Style: 
Simile and metaphor, alliteration, and euphemism. 
4.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8): The introduction—Robert woke suddenly in an early Christmas morning. 
Part II (9 ~ 41): The body—Robert recalled the Christmas morning when he was fifteen years old. 
Part III (42 ~ 46): The conclusion—Robert celebrated this Christmas with his wife after more than 

fifty years. 
5.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trim, overhear, brisk, loiter, stumble, gaze, creep, clutch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to help with, to slip back in time, to take one’s turn, to lie on one’s side, (of a thought or an idea) to 

strike somebody, to laugh to oneself, to feel for 
c. Sentences:  
Strange how the habits of his youth clung to him still! (Para.1) 
He slipped back in time, as he did so easily nowadays. (Para.9) 
He had never thought of it before, taking for granted the tie of their blood. (Para.13) 
Now that he knew his father loved him, there would be no more loitering in the mornings and having 

to be called again. (Para.13) 
Then Jesus had been born in a barn, and to a barn the shepherds and the Wise Men had come, 

bringing their Christmas gifts! (Para.18) 
6. Discussion Topic: 
Do you agree that “love alone can awaken love”? Why or why not? 

Unit 13 The Greatest Invention: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a.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purpose of science?  
b. What do you know about scientific breakthroughs? 
2.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Lord Dunsany (1878 - 1957) 
Edward John Moreton Drax Plunkett, 18th Baron of Dunsany (/d n se ni/; 1878–1957) was an 

Irish writer and dramatist, notable for his work, mostly in fantasy, published under the name Lord 
Dunsany. More than eighty books of his work were published, and his oeuvre includes many hundreds of 
published short stories, as well as successful plays, novels and essays. 

Born to the second-oldest title (created 1439) in the Irish peerage, Dunsany lived much of his life at 
what may be Ireland's longest-inhabited house, Dunsany Castle near Tara, worked with W. B. 
Yeats and Lady Gregory, received an honorary doctorate from Trinity College, Dublin, was che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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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tol-shooting champion of Ireland, and travelled and hunted extensively. He died in Dublin after an 
attack of appendicitis. 

3.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4): The introduction—Jorkens raised an issue at a club. 
Part II (5~ 44): The body—Jorkens told a story about a scientist and the former Minister of Warfare 

of a small Caribbean country. 
Part III (45): The conclusion—the man with a mustache fell silent as if still thinking about what his 

country almost had achieved. 
4.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rough, decent, uncork, mastery, alter, cavalry, charge, aspiration, domination, soothingly, rightly, grip, 

strip, execute, brood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to put into a port, to go ashore, to turn out, to call for, to pour out, to adapt sth. to sth, to turn one’s 

mind to, to let loose sth, to have sth. within one’s grasp, to keep (sb) at sth., to spur sb/sth (on), more than, 
to appeal to sb. to drive sb away, to mark off 

c. Sentences:  
And we had a scientist who, as I have since seen proved, had no rival west of the Atlantic.” (Para.4) 
And I had not thought it, for he was not at all what one would regard as the figure of a soldier. 

(Para.11) 
And it is just that we should have it. We are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born to it.” (Para.14) 
The splendor of his new inspiration gripped him, and he was like a man drugged. (Para.23) 
And the splendor of our positions faded like dreams. We were so nearly one of the Great Powers but 

for a fancy that came to this man’s mind. (Para.24) 
…, he fell then to silent brooding, gazing, as it seemed, into the past at the grip that his country had 

lost on the Caribbean, perhaps on the world. (Para.45) 
5. Discussion Topic: 
Do you agree that science is a double edged sword? Why or why not? 

Unit 15 Clearing in the Sky: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a.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raditional American values? 
b. How would you compare a typical American farmer with a typical Chinese farmer? 
2.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Jesse Stuart (1907 - 1984) 
Jesse Hilton Stuart (1906 –1984) was an American writer, school teacher, and school administrator 

who is known for his short stories, poetry, and novels about Southern Appalachia. Born and raised 
in Greenup County, Kentucky, Stuart relied heavily on the rural locale of northeastern Kentucky for his 
writings. Stuart was named the poet laureate of Kentucky in 1954. 

3.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4): The introduction—On a hot summer day, a 70-year-old farmer was taking his son 

somewhere on his land. 
Part II (5~ 40): The body—The places father and son went brought many beautiful memories of their 

life in the past. 
Part III (41 ~ 43): The conclusion—The old farmer explained to his son why he opened so many 

paths up to the clearing. 
4.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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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ords:  
sting, shade, brag, saddle, haul, fell, rugged, canopy, rustle, abruptly, fondle, gasp, rouse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a wisp of, to chop down, to lean on, a handful of, to take trouble, stump, motion, thin, mat 
c. Sentences:  
I saw a small clearing of not more than three-fourths of an acre in the heart of this wilderness right on 

the mountaintop. (Para.26) 
But I have cheated death many times! Now I’ve reached the years the Good Book allows to a man. 

(Para.36) 
“After all these years, your time is borrowed,” he said, motioning for me to follow him to the edge of 

the clearing. (Para.38) 
Unit 16 The Monsters Are Due in Maple Street: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a. What do you know about "herd mentality"? What are the causes of "herd mentality"? 
b. What's your definition of "scapegoating"? How do people use scapegoating in daily life? 
c. What are the possible themes of the story? 
2. Science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is a genre of fiction dealing with imaginative content such as futuristic settings, 

futurist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pace travel, time travel, faster than light travel, parallel universes and 
extraterrestrial life. It usually eschews the supernatural, and unlike the related genre of fantasy, its 
imaginary elements are largely plausible within the scientifically established context of the story. Science 
fiction often explores the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scientific and other innovations, and has been called a 
"literature of ideas." 

3. Text Organization: 
Part 1 (1 ~ 29): The introduction—The residents on Maple Street desperately try to understand what 

is in the neighborhood. 
Part 2 (30 ~ 102): The rising action—The conflict develops into one between the residents of Maple 

Street. 
Part 3 (103 ~111): The climax—The conflict further intensifies when they use a shotgun. 
Part 4 (112 ~ 134): Falling action—The residents begin to quarrel and accuse each other. 
Part 5 (135 ~ 139): Resolution—The two creatures in the spacecraft forecast the destruction of the 

people on Maple Street, not by the monsters, but by themselves. 
4.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 Words:  
polish, fender, downtown, jerk, intently, sunspot, deal, menace, blanket, shrill, defiantly, dense, set, 

hushed, materialize, stifled, tackle 
b. Phrases and Expressions:  
to screw in a light bulb, to plug in the plug, on and off, to be on the phone, to cut through sth./ cut sth. 

through sth. to make sense, to go off, all of a sudden, no nothing, to check (with somebody), to straighten 
sth. out. to shut off, to raise Cain, to turn over, hanging judge, a kangaroo court, a firing squad, a ham 
radio set, a search warrant, to point a finger at sb., measured footsteps, to fall back, to wise up, to watch 
out for, to furn sb. around, alongside of, to take sth. up 

c. Sentences: 
They raise Cain with radio reception all over the world. (Para.46) 
Seems that the general impression holds that maybe the people in one family aren’t what we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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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are. (Para.70) 
Until we get this all straightened out, you aren’t exactly above suspicion yourself. (Para.87) 
You could quit walking around like a self-appointed hanging judge and just climb into bed and forget 

it. (Para.91) 
I think everything might as well come out now. (Para.93) 
You’re standing here all set to find a scapegoat—all desperate to point a finger at a neighbor! 

(Para.102) 
In the silence we can hear the slow, measured footsteps on concrete as the figure walks slowly 

toward them. (Para.103) 
5. Discussion Topic 
Do you agree with the statement “we are often our own worst enemies”? Why or why not? 
（二） 实践教学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践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2    
3    
4 Unit 1 Half a Day 5  
5 Unit 2 The Boy and the Bank Officer 5  
6 Unit 3 Message of the Land 5  
7 Unit 3 Message of the Land 5  
8 Unit 4 The Midnight Visitor 5  
9 Unit 5 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 5  

10 Unit 6 The Green Banana 5  
11 Unit 6 The Green Banana 5  
12 Unit 7 Inter-Lesson 5 中期讨论与回顾 
13 Unit 8 The Kindness of Strangers 5  
14 Unit 9 After Twenty Years 5  
15 Unit 10 Mandela’s Garden 5  
16 Unit 10 Mandela’s Garden 5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综合英语（二）、综合英语（三）、综合英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课文 A中的重点词汇使用、写作手法、篇章结构、历史文化背景等。 
难点：把所学词汇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对课文文章理解后进行思辨性、开放式的讨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学生预先主动学习与课文相关的词汇用法和文化背景，主导课堂的教学进程。 
2. 教师对知识点做必要、补充性讲解。 
教学手段： 
1. 课件展示，包括：文化背景、语言阐释、修辞手法等。 
2. 师生互动性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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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邀请学生独立做课前阅读汇报和课后的延伸话题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实验室或设备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闭卷考试为主，结合平时课堂表现和作业成绩的评测方式。 
考核内容有： 
5． 课堂出勤（Class attendance）占 10%  
6． 课前汇报（Presentation）占 10% 
7． 测验作业（quizzes/assignments）占 10%  
8． 期末考试（Final exam）占 70% 
7、作业要求： 
针对每一课编写一份复习测试题，以考试或课后练习方式完成并作适当讲解。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英语专业精品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杨利民、徐克容等编著《现代大学英语 精读 3（第二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年

3月 第 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陈汉生编著《新编高等院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指南（修订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年 6月 第 1版。 
2. 段维彤编著《英语阅读技能培养与实践》，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 9月 第 1版。 
3. 胡文仲编著《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 11月第 1版。 
4. 章振邦编著《新编英语语法教程（第五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 4月第 5版。 
5. 朱永涛、王立礼等编著《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入门（第 3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6月第 3版。 
执笔：欧小琪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7日 

 

综合英语（二） 
Comprehensive English II 

课程号：30800002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夯实学生在口头和书面实践中使用英语语言的能力；2、促进学生对

于原版英语文章，包括较长较难文章的理解、归纳和思辨阐释能力；3、拓展学生在了解英语国家
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空间。 
开设本课程，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英语语言的能力。教师需要通过语言基础训练与篇

章讲解分析，使学生逐步提高语篇阅读理解能力，了解英语中各种文体的表达方式和特点，扩大词

汇量和熟悉英语常用句型，具备基本的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通过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上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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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交际活动，使学生具备基本的交际技能，达到或超过《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听、说、

读、写、译等技能的要求，为后续高年级阶段学习打好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另外，学生还应该熟

悉中国文化传统，具备较强的汉语表达能力，具备丰富的人文知识和科技知识；熟悉英语国家的地

理、历史、发展现状、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一定的创新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4学时 

Unit 1 Another School Year – What For 
1. Presentation tasks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Higher education in and/or out of China 
l Liberal education and its (un)importance 
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John Anthony Ciardi (1916 – 1986) was an American poet, translator and etymologist. His major 

works include: 
l The Inferno (Translation, 1954) 
l How Does Poem Mean (1959) 
l The Purgatorio (Translation, 1961) 
l The Paradiso (Translation, 1970) 
2.2. About the text 
Higher Education is the background setting of the text. The defini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may range 

from technical training schools to colleges, institutes and universities.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usually involves liberal/gener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both 

acting as the supplement to each other. The text talk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liberal education. 
3. Language tips 
Disaster: a sudden, big damaging happening 大灾祸 
Cf. misfortune, calamity, catastrophe 
Graduate school: the school for post-graduate education 研究生院 
Beanpole: a very tall and thin person 豆芽菜儿 
Fold one’s arms: to put arms across before one’s chest 双手抱于胸前 
Pharmacist: a person to work in a pharmacy 药剂师 
Specimen: a special sort of creature （生物）物种 
Enroll: to officially join a college 入学 
Reach for: to try to get 争取 
Cf. to get at, to extend one’s hands to 
Scroll: a roll of paper for writing on （纸）卷轴 
Cf. There is a popular video game named as “The Elder Scrolls”（《上古卷轴》）。 
Pill: an oval-shaped piece of medicine 药片 
Specialize in pharmacy: to have a particular quality in drug-related skills 专研药学 
Certify: to state to be true 验证，证实 
Expose: to enable sb. to see or touch 使接触，曝光 
Cf. usually used as “expose sth to sth”. 
Be around: to be present 存在，待住 
Matter: to take effect 管事，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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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gh sense of duty: a decent value for responsibility 高度责任感 
Put it this way: to say sth in a special way 如此表述 
Average out to: to reach the mean of 平均达到 
Tend to hold: to incline to remain constant 倾向于维持不变 
Cf. “To tend to do sth” is a very common expression used to talk about inclination.  
More or less: approximately 差不多 
Be employed: to be hired in a job 被雇用 
Assume … : Suppose/Imagine … 设想…… 
Cf. The slight difference between sentences starting with “Assume”, “Suppose”, “Imagine” and 

“Presume”: 
Assume: the assumption is fairly possible, just set and said beforehand. 
Suppose: the supposition isn’t very likely and usually contradictory to the fact. 
Imagine: the imagination is always false and unlikely to happen. 
Presume: the presumption is usually a pre-requisite condition. 
See to it: to make sure 确保 
Cyanide: 氰化物 
Cf. Ordinary naming of common chemical compounds is usually put in the pattern of “Element + 

Modifier”, e.g. sodium cyanide（氰化钠），carbon dioxide（二氧化碳），hydrogen chloride（氯化氢） 
Go to the electric chair: to be electrocuted 受到电刑 
Rear your children: to bring up your children 抚养小孩 
May it always suffice: I hope your income will always be enough 愿你的收入永远够花 
A reasonably penetrating idea: a sensible and insightful thought 睿智的想法 
Preside over: to host 主持 
Cf. “Preside” is an intransitive verb. Never forget “over”. 
Maintain some contact with: to keep in touch with 保持联络 
Cf. Notice the use of “contact” both as a noun and a verb 
The great democratic intellect: the level of ideas on the belief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equality 伟大的

民主思想 (here used ironically) 
Shudder: to shiver out of fear 恐慌颤栗，不寒而栗 
Cf. shiver, shake, tremble, quiver, vibrate 
Pest: an annoying man 可怜虫 (here used figuratively) 
Be out to make money: to try to make money 试着挣钱 
Be stuck for sth: not to know what to do 无所事事 
Sign checks: to pay bills by signing checks 签付支票 
Cf.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spelling: cheque/check 
That lesson of man’s development we call history: 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人类发展历程 
Man: 单用，不加冠词，指全人类。 
Cf. Also: human, nature, existence, etc. 
Have no business being in college: to have no right to be in college 不该来上大学 
Cf. to have no business doing sth 与某事八竿子打不着 
On your way to: in the process of 正要，立马 
New species of mechanized savage: new type of humans who know nothing but working machines 

只会操作机器的野蛮人 
The push-button Neanderthal: the “primitive” human that only know pushing buttons 只懂按按钮的

原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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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forms: living creatures 生物，生命形态 
Go through sb: to pass through as waste matter 穿肠而过，囫囵吞枣 
Unaided: without other’s help 不经他人帮助 
A single lifetime: the time during a person’s living 仅仅一生 
Physicist: scientist of physics 物理学家 
Cf. physician: 内科医生 
The chances are … : It’s likely … 很有可能 
Cf. “The” is usually omitted. 
Start from what the past learned for you: to begin with what people in the past learned and passed on 

to you 从前人所传的基础上起步 
Be true of: to apply to 适用于 
Add to: to increase 增长 
Cf. to add up to: 累计 
In literal time: in real life 在现实生活中 
In essence: basically, by nature 归根到底 
Liberal arts college: 通识课程学院 
Specialized schools: 各专业学院 
Cf. Cultural tip: difference between college, school and institute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Have no real existence and no real purpose: to be meaningless and pointless 没有宗旨，毫无存在意

义 
Be here to do: to have the task to do 全力以赴 
Expertise: skill in a particular field 专门技能 
Cf.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nunciation (and stress) of this word. 
4. Word formation 
4.1. Affixation: 
Adjective affix: V/Vr + -ant/-ent (able to do X) 
Noun affix: V + -ance/-ence (ability/likelihood to do X) 
Noun affix: V + -ation/-tion/-sion (action of doing X) 
4.2. Derivatives 
By forming derivatives, one can learn tens of words by learning a very simple word. For instance: 
Use: useful, user, useless, used, usable, using, unused, unusable, uselessness, usefulness, usage, 

misuse, abuse, overuse, reuse, etc. 
Act: action, active, actor, actress, activity, inactive, react, reaction, activate, activator, deactivate, etc. 
Key to learn derivatives: 
l To know every aspect of meaning of the root word. 
l To know precise meaning and rule of formation as attaching affixes to form derivatives. 

Unit 2 Say Yes 
1. Presentation tasks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Marriage and man-and-wife relations 
l Racism or racial (in)equality 
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Tobias Wolff (1945-  ) is an American author known for his memoirs. He was born 6/19/45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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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mingham, Alabama, and received education as Bachelor’s degree in 1972 at Oxford University, 
receiving First Class Honors in English Literature. He then continued study to get his M.A. degree in 
1975 at Stanford University. He made a living as Professor i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as a teacher of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reative writing since 1997. His literary 
works include the following: 

l Novels 
Ø Ugly Rumours (1975) 
Ø The Barracks Thief (1984)  
Ø Old School (2003) 
l Short story collections 
Ø In the Garden of the North American Martyrs (1981)  
Ø Back in the World (1985) 
Ø The Night in Question (1997)  
Ø Our Story Begins: New and Selected Stories (2008)  
Ø That Room (2008) 
l Autobiography 
Ø This Boy’s Life (1989) 
Ø In Pharaoh's Army (1994) 
2.2. About the text 
Man-and-wife dialog is the background setting of the text. And the topic of their conversation is 

“racism”.  
By racism, in brief, we can read a history of human irrationality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it. When 

people began to learn that there are other people of different complexion, living a different life, and 
following different beliefs and values, they by instinct judged them in a stereotyped understanding. 

Racism caused cruelty and tragedies in human history, no matter it had been for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or other places of the world where people of different builds live together (such as today’s China).  

After US Civil War and many states of the world have banned racial segregation or discrimination, 
people has more or less legally eliminated racism.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ideas of racism (stereotyped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many people’s minds. 

To be courteous and civilized, racism should be avoided. To be specific, the following words and 
expressions are considered to contain racist meanings, and should always be avoided in conversations and 
speeches in the American context: 

l Nigger/Nigga/Negro: use “Afro-American” instead. 
l Chink/Jap/Gook: use “Asian-American” instead. 
l Wetback/Beaner/Towel head: use “Mexican immigrants” instead. 
l “WASP”: use “Caucasians” instead. 
As in Chinese context, avoid: 
l 黑鬼/猴子/鬼子/棒子/阿三/毛子: let’s be polite and use proper Chinese naming instead. 
When the man-and-wife relation is concerned, “Life as a couple” or “family life” is a widely applied 

topic in modern style of writing. We might assume that such a life form usually contains various type of 
“quarrels”, but what’s behind them? Background mismatch and gender difference as revealed by 
psychology might be two of the major courses of family quarrels. 

3. Language tips 
Pitch in: to offer help 参与，协力 
Cf. Pitch In (as a sign): to throw trash inside 垃圾入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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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hear sb doing sth: to hear sb’s action by chance 道听途说 
Congratulate sb on doing sth: to give one’s good wishes for a pleasant happening 祝贺 
Considerate: thoughtful and kind 体贴的 
Cf. considerable: immense 可观的，巨大的 
Get onto: to begin discussing 开始讨论 
All things considered: to think of every possibility 无论如何，说到底 
Pinch one’s brow together: to squeeze one’s eyebrow tight 紧锁眉头 
Gotten: (AmE) get的过去分词，口语使用 
Imply: to indicate 暗示 
That’s okay with me: I have no objection to that 我没有（不同）意见 
Like you know me: as you know me 就像你了解我 
Like: (infml) conj. = as (if) 
Oh boy: (AmE) 好家伙 
Take one’s word for it: to accept what one says as true 相信我说的 
Statistics: a collection of data 统计数据 (pl.) 
Cf. Statistics also means the science of collecting data 统计学 (sing.) 
At a terrific rate: at a great speed 极快速地 
Greasy: covered with grease 油腻的 
Snap: to say quickly and abruptly 冲口而出 
Resort to: to adopt 诉诸于 
Hypocritical: pretending to have moral standards that are indeed absent 虚伪的 
Cf. hypercritical: to harsh on small mistakes 苛刻的，较真的 
Silverware: things made of silver 银器 (U) 
Cf. copperware, ironware, software, hardware, kitchenware 
Plunge her hands under the surface: to suddenly stretch her hand down below the table level 猛地将

她的手探到台面下方 
Take sth by sth: to seize sth on the place of sth 抓着某物的某处 
Rummage: to search carelessly 翻箱倒柜地搜 
Band-Aid: 邦迪牌创可贴 
Cf. There are cases when one brand of the product is so dominant and prevailing that people often 

refer to the brand instead of to the product name itself when talking about this product. Examples are: 
Coca-Cola, Boeing, Nikon, Mercedes-Benz etc. 

Dab: to touch lightly, gently and repeatedly 轻拍 
Squeeze: to press firmly 挤按 
Come to one’s aid: to come to help sb 来帮忙 
Out of concern: with concern as reason 出于关心 
On her part: from her perspective 对她来讲 
For Christ’s sake: 哦老天 (= for God’s sake) 
Rinsing nozzle: a short tube with detergent 洗涤喷头 
Spray: to spread liquid 喷洒 
Let’s say …: Suppose … 假设 
Unattached: unmarried 未婚的 
The fact that… : … as a fact ……样的事实 
Cf. the idea/concept/view/reason/opinion that… All these are patterns of apposition clauses （同位语

从句） instead of attributive clauses （定语从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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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nered: trapped 陷入困境，无路可退 
Move too fast on this: to rush to a hasty conclusion 不要过早定论 
Snap through the pages: to turn the pages sharply 快速翻页 
Cf. to read between the lines 从字里行间读取（隐含之义） 
Demonstrate: to show clearly 明示，昭显 
Indifference: lack of concern 漠视 
Garbage pail: (AmE) trash can 垃圾桶 
The night was clear: the night was starry, no cloud/mist/smog 夜空晴朗 
Cf. clear vs. clean 
Blur out: to overshadow 遮掩光芒 
Tighten: to become tight 收紧，扣紧 
Make it up for sb: to offer compensation for sb 提出补偿 
Cf. make it up with sb: to mend the bond with sb 重归于好 
Come up with: to think of as an reply 想出 
Reach over: to stretch the hand across 伸手过来 
Pound: to beat quickly 怦怦跳动 
Wake at: to wake up because of 被……吵醒 
4. Word formation 
Noun affix: N + -ware (collection of objects made of X) 
Noun affix: N + -ics (the art/science of X) 
Adjective affix: N + -(i)c/cal (meaning/characteristic of X) 
Prefix: in-/un- + A (not X) 

Unit 3 The Rite of Spring 
1. Presentation tasks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The wild in the spring 
l Gardening and nature’s whisper 
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Arthur Miller (1915-2005) was a contemporary American playwright and essayist. He was born on 

Oct. 17, 1915 in New York City as an Austrian Jewish. He received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d got a degree of Journalism and then later English. His career was highly related to the US 
national civil service. He devoted himself to the Federal Theater Project (1938-39) and join the army to 
serve in the Brooklyn Navy Yard (1940-47) as to answer the call of the nation in WWII. After the war, he 
owned his personal play studio or workshop (1948-End), during which he established his family. 

His first wife was his assistant and photographer of the studio, Mary Grace Slattery (1940-56), and 
later he divorced to marry Marilyn Monroe (1956-61). Five years after that, he divorced again because of 
his wife’s engagement with the President, and then married Inge Morath (1962-2002), and lived with her 
to the end of her life. 

His famous works include the Tony Award winning All My Sons (1947), the Pulitzer Prize winning 
Death of a Salesman (1949), which was later translated into the Chinese version (1984)（《推销员之死》）
and much welcomed by Chinese audience, The Crucible (1953), A View from the Bridge (1955) and a 
special play he wrote in his trip to China, Chinese Encounters (1979). 

2.2. About th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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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text mainly discusses gardening in its topic. The author described his experience as a gardener 
and what he sees, smells and feels in the spring when the nature is coming back to life.  

Gardening (or horticulture) is a common practice of growing and cultivating plants. In a broad sense, 
gardening can range from floral gardening, vegetable gardening and fruit gardening. Although people 
often regard the most typical gardening to be floral, the author talks these three types of gardening much 
alike. 

The features to distinguish horticulture from agriculture are that it require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tensive labor, and therefore must be performed on a restricted scale. 

The presence of gardening could be dated back to as early as ancient times when primitive human 
beings did forest gardening as a supplement to merely collecting fruits. This allowed them to support 
more population. “The Hanging Gardens” of Babylon was possibly the greatest gardens at that time, if not 
greater than, massive Roman floral gardens. At that time, doing gardening aimed more at survival than 
else. It was in the Middle Ages when people started to do gardening for aesthetic purposes. Symmetry and 
balance were emphasized in garden designing. By Elizabethan times in the 18th century, cottage gardens 
had prevailed a lot. In modern times, people mainly have gardens in their residence, they plant flowers 
and vegetables on the roof, in the atrium and balcony, or in a small patio as wide as a window. We also 
have indoor gardening (greenhouse gardening) nowadays, and some people even use water containers to 
grow aquatic plants. 

3. Language tips 
Patch: a small piece of land for planting 一小块土地 
Cf. a plot of land 一块田 
Relatively: in a relative sense 相对来说 
Root crops: crops that are grown for their roots 利用根的作物 
Cf. leaf crops, flower crops, stem crops, etc. 
Tell apart: to tell difference 找不同，区分 
Make-believe: the activity of pretending 伪装 
At work: in effect, playing particular influence 有效 
As it is, though: although as it turns out 虽然实际上 
Scent: a particularly pleasant smell 微香气息 
Cf. stench < stink < odor < smell < scent < aroma < fragrance 气味：从难闻到好闻的顺序 
Cf. flavor 风味（尝出来的） 
Waft: to float and dissipate gently 悄然飘散 
Resolve: to determine (to do sth.) 下定决心 
Mean business: to be/become indeed serious 较真 
Worm one’s way: to wriggle and wind one’s way 蠕动前行，worm是名词活用为动词 
Cf. to shoulder one’s way, to elbow one’s way 都是名词活用为动词表示动作方式 
Cf.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Moist: feeling wet 湿润的 
Weed-free: free from weed 无杂草的 
Cf. smoke-free, duty-free, carefree, cost-free, dust-free 
Industrial: relating to industry 工业的 cf. industrious 
Move over to: to shift to 转换到 
Hay mulch: 干草护根，干草地膜 
Delicate: fragile and easily damaged 娇弱的 
Bountiful: abundant and generous 慷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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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me goes for: the same applies to… 也适用于…… 
Sparingly: less likely 偶尔地，稀少地 
Beyond: except （用于否定句）除开 
Neurotic and moral: spiritual and ethical 精神与道德层面的 
Pointless: of no purpose, meaningless 无意义的 
Paternal or maternal instinct: the inner desire of becoming father or mother 父性或母性 
Come into play: to start to take effect 开始起效 
As it were: as if you could say 譬如说 
Strangle: to choke to death 勒死 
Catalogue: a picture book of products 商品目录 
Chaos: everything in a confusing mess 混乱状态 
Unthinned: not planted sparsely 密集种植的，未间种的 
Cf. 这个单词字典上查不得，注意构词法 thin（瘦削的，稀疏的）à 活用为动词（间隔种植）

à thinned（过去分词，被间隔种植的）à unthinned（没有被间隔种植的） 
Mistress of the garden: the female owner of the garden 花园的女主人 
Squat: (squat, squat) to half sit with knees bent 蹲下 
Cast aside: to get rid of 扔到一边，丢弃 
Botanist: a scientist to study plants 植物学家 
Cf. zoologist: 动物学家 
Skeptically: with a doubt whether sth is true 怀疑地 
Bind: (bound, bound) to tie or fasten 系紧，捆绑 
Stake: a metal or wooden short post 桩子 
Outspoken: expressing honestly 心直口快的 
Damp: unpleasantly wet 湿漉漉的 
Fungus: (pl. fungi) sth that grows on decaying matter 真菌 
Cf. focus – foci, abacus – abaci, cactus – cacti, genius – genii 拉丁词尾变化规则 
例外 bus, octopus, campus (+es) 因为它们不是拉丁词 
Compensation: things to make it better 补偿 
Glisten: to reflect light due to wet/oily surface 闪亮 
Glitter: to reflect fragmented lights （反光）闪烁不定 
Cf.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 闪光的不一定是黄金。 
Cf. glow, gleam, glimmer, glare, glint 这些词都可以表示发光 
Glow: to shine or reflect constant, steady light 发出或反射持续稳定的光，如满月 
Gleam: to shine softly 发出柔和的光芒，如荧光灯 
Glimmer: to shine unsteadily 发出不稳定若隐若现的光茫，如火苗，烟头 
Glare: to shine too brightly 发出强烈刺眼的光茫，如烈日 
Glint: to reflect or deflect tiny bursts of light 闪闪发亮 
Shades of green: a certain (brightness or saturation) form of green 一种（有亮度/饱和度区分的）

绿色，如深绿、浅绿、灰绿等 
Cf. Tints of green: 一种（强调色相区分的）绿色，如黄绿、蓝绿、青绿等，此意义也通用 shades 

of green (ref.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hades_of_green) 
In some pocket of the mind: somewhere in the awareness 在头脑中的某些地方 
Tendency: the inclination towards sth 倾向性 
Cf. tend à tendence à tendency: the affix “-ency” means “the quantifiable character of X”. Other 

examples: frequency, latency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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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surance: the action or words to confirm 澄清，证言 
Thrusting life: the vividly growing life forms 蓬勃的生机 
Till: to prepare the land 耕作 
All over again: a second time from the beginning 重来 
Arena: a place for fight 斗技场 
Strive: to make effort 努力，奋斗 
Cease: to stop existing 停止存在，中断 
Cf. to cease to do sth 
Stand on your dignity: to defend and deserve respect 捍卫尊严 
Conceivable: believable 可信的 
Revive: to bring or come back to life 复活，复生 
Regardless of: in spite of 尽管，不论 
Typhoon: tropical storms from the Pacific 台风 
Cf. hurricane: tropical storms from the Atlantic 飓风 

Unit 4 The Man in the Water 
1. Presentation tasks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Air crash and aviation safety 
l Heroic death and/or martyrdom 
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Roger Rosenblatt (1940- ) is an American writer and Prof. of English Writing at Stony Brook 

University. He worked as a columnist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PBS NewsHour (1965-1979) and later 
for Essayist for Time (1979-2006). After that, he resigned and devoted himself to writing memoirs and 
novels (2006-), publishing 17 including the bestseller Rules for Aging. 

The text The Man in the Water was a news report published 01/25/1982 on Time, and later he wrote a 
book after this title in 1994. 

2.2. About the text 
Aviation accidents (Plane crashes / Air crashes) are the events being set on the background of this 

news report.  
The definition of the aviation accident is described as “an occurrence to any aircraft during its flight 

where people lose lives and aircraft sustains damage”. Because of the power of gravity and the extremely 
unfriendly condition in the air, an air crash is usually a total loss accident. 

Major plane crashes in the world include: 
l First blood: 09/17/1908 Wright Model A, 1 death, 2 survivors 
l Tenerife disaster: 03/27/1977 Spain, 583 deaths, 61 survivors 
l JAL Flight 123: 08/12/1985 Japan, 520 deaths, 4 survivors 
l Mid-air collision: 11/12/1996 India, 349 deaths, 0 survivor 
l CA Flight 140: 04/26/1994 Japan, 264 deaths, 7 survivors 
l AF Flight 90: 01/13/1982 USA, 78 deaths, 4 survivors (the flight in the text) 
There can be a wide range of causes of plane crashes, most common ones may include: 
l Controlled flight into terrain (CFIT) 
l Mechanical failure 
l Disrepair 



7018 

l Design faults 
l Air traffic control failure 
l Extreme weather 
l Bird strike 
l Aircraft hijacking 
Save all above, by statistics air travel remains the safest form of transport by “deaths per km”. 

However, they are not the safest travel by “deaths per journey” or “deaths per hour”. (ref.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viation_safety#Comparison_to_other_modes_of_travel ) 

The theme of this text is heroism, especially that from anonymous heroes. In human history, heroes 
are always given high praise of. We remember many great names and their legends but we more or less 
tend to give over-emphasis on war heroes. 

Anonymous heroes, including firefighters, rescuers, personnel from other occupations and even 
strangers. Their heroic deeds in the cases of emergency are promoted by this report. 

3. Language tips 
As disasters go: in a general sense of disasters 就灾难而言 
Unique: the only one of the type 独一无二的 
On record: recorded in history 记录在案 
Element: the specific factor or constitute 因素，元素 
High traffic: heavy load of traffic 车流量大 
The city of form and rules: a carefully and neatly planned city 规划严整的城市 
A blast of real winter: a strong gust of cold wind 一阵寒风 
Slap: a quick blow with flat object 拍击 
Clash: a heavy impact and contrast 冲突，碰撞 
Cf. crash: a heavy impact to some surface 撞击 
Cf. collision: a heavy impact against each other 对撞 
Chunk: a thick block 厚块 
Not necessarily: possibly yet less certainly 不一定 
Groping and struggling: to search and seek survival 寻找生机，上下求索 
Rise to the occasion: to deal with difficulty 随机应变 
Acknowledge: to admit or recognize 承认，认可 
Account for: to explain the reason 厘清，阐明，负责 
Skids: 直升机起落架 
Dip: to put into liquid and take out 蘸 
In the line of duty: as part of duty 执行公务 
Drag: to pull slowly with difficulty 艰难地拖动 
Cf. drag and drop （鼠标）拖放操作 
Cf. pull（一般意义），draw（以人力轻松，平稳地拖动），tow（以机械力牵引），haul（极其费

劲地拖动庞大之物） 
Stick in the mind: to be remembered 被铭记 
Emotional impact: the moving force 情绪感染力 
In control: with a fully reasonable mind 理智，自控 
Cf. under control: to be controlled by others 受控 
Lifeline: a safety harness for life 救生索 
Flotation ring: a floating ring of life 救生圈 
Mass casualty: an event with many deaths 重大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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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mass number, mass production, mass destruction, mass media 
Commitment: 1) the loyalty to sacrifice 奉献精神 2) a firm promise 承诺，践行 
Go under: to sink 沉没 
Capacity: 1) potential to develop or perform a non-native skill or talent 才能，素质 2) the maximum 

amount to hold 容量 
Cf. capability: (usually unrealized) power to act 潜在能力 
Cf. ability: actual power of a native or acquired skill 能力，技能（大部分场合可与 capability换用，

不能与 capacity换用） 
Stewardess: (AmE) air-hostess 空姐 
Doze: to take a nap 打盹儿，犯睏 
Remark: a spoken or written opinion 话语 
Stun: to shock with surprise 震惊，震晕 
Keep one’s thoughts: to hold one’s attention 保持关注 
In the essential, classic circumstance: in a typical, repeatedly occurring situation 在典型的场合下 
Go at: to attack 攻击 
Make distinctions: to tell apart 区分 
Principle: the law to follow 原则 
It is not to say: it does not mean 并不是说…… 
Enduring wonder: the lasting charm 永恒的魅力 
Likewise: in the same way 同样地 
The power of Nature: the potential and energy of all natural forms, especially humans 自然之力，天

道之力 
Ice storm: a storm of falling ice 冰暴，霰，雹 
Cf. Extreme weathers: rainstorm, thunderstorm, snowstorm, hailstorm, windstorm etc. 
Freeze: (froze, frozen) vt & vi. to (cause to) solidify into ice（使）冻结 
Set sb against: to make or engage sb into a fight with 使进入较量，起身对抗，挺身而出 
Hold it to a standoff: to make it into a draw 陷入僵持，打成平手 
4. Word formation 
Noun affix: V + -ee (patient being done X) 
Noun affix: N + -eer (performer for/on X) 
Noun affix: N + -ess (female X) 
Prefix: in-/im- + A (not X), im- is used for pronunciation easiness before b, m, and p. 

Unit 5 Quick Fix Society 
1. Presentation tasks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Quick fix / instant solutions 
l Modern high-paced lifestyle 
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There isn’t much reliable information about the author of the text. 
Janet M. Goldstein (1940- ), is an American educator, editorial consultant and freelance writer. She 

was born in Philadelphia, U.S. and received her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t Radcliffe College and 
continued postgraduate study at Harvard University &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er famous works include It’s Not About the Coffee (Co-authored with Starbucks) and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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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dora to Nora: Literature and Women's Liberation. 
2.2. About the text 
The theme of this text, “Quick fix”, originally means a shortcut and immediate solution. The idea of 

a quick fix society mainly accounts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of modern society so that 
people have much easier access to previously difficult-to-handle tasks. For example, a person to travel 
from Beijing to Shanghai (1,300 km) can choose either of the following transport means: 

l Walk: 40km/day, 1 month 3 days 
l Bicycle: 150km/day, 9 days 
l Van: 900km/day, 1 day 6 hours 
l Train: 120km/hour, 11 hours 
l High-speed rail: 300km/hour, 5 hours 
l Air: 800km/hour, 1 hour 40 minutes 
What would you choose? Any decent, rational person would be expected to choose from air & 

high-speed rail, thinking what s/he was able to afford, while totally forgetting the previous slower means 
of transport. 

Apart from travelling, the quick fix attitude has also influenced many of the aspects of our life. 
Evidences can include recreation, when people used to watch TV for 2 episodes per day of a hit series, 
they can now watch the series online and 40 episodes in a row; or banking, when we used to go to a bank 
for 2 hours, queue at it for another 2 hours for withdrawal, then go to multiple grocers to buy for another 2 
hours, we can get quick access of money at the closest ATM for 5 minutes, draw the money in 1 min, and 
go to a supermarket for 20 minutes, then shop for 1 hour. More modern shoppers will go to the 
supermarket directly, and swipe a credit card for payment, altogether 1 hour, or those who are reluctant to 
waste this hour can simply use up to 10 minutes to browse online for 10 minutes, pick things, and order 
and pay with your phone wallet. 

Quick fix not only reduces the time cost, it also heavily cuts off financially. A traditional 
photographer need to buy a roll of film, wait and shoot carefully for 36 shots, develop the photos, put 
them to frames, invite friends for a discussion after a week, the total cost would cover the film, the photos, 
the developing medicals and frames. But now you just turn on your phone, shoot casually for 360 shots, 
“beautify” with photo-editing apps, share to WeChat, and notify friends for an online discussion right after 
shooting. Cost? Don’t mention it. 

Features with quick fix society can be mainly endorsed by people’s pursuit of time-saving 
overwhelming everything else. They need instant food, instant noodles, instant camera and instant 
everything. The productivity of today’s mass production made it come true. 

When it comes to the problems with quick fix society, we majorly focus on the cost of the pursuit of 
speed. People now know more, but without enough time they understand less. They control more, but 
have less time to enjoy. They can read more but no longer bother to think. In a word, more haste, less 
speed. 

3. Language tips 
Turnpike (Tpk.): (AmE) a toll expressway 收费高速路 
Interstate: a highway between states 美国州际公路 
Gorgeous: extremely beautiful and attractive 极好的 
Pastoral: of or relating to pasture 牧歌的，田园的 
Slide: (slid, slid) to pass quietly 溜过，滑过 
Mph: (=miles per hour) 英里每小时 (55mph = 90km/h) 
Checkerboard: a board for chess playing 棋盘格子 or any pattern with alternating interwo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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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tices of two colors 双色交替的格纹图案 
The herd of cows: a group of cows 一群牛 
Cf. Usage of quantifiers 
Cf. Verb form for quantifiers: choose the verb form according to the subject being quantified 
Be reduced to: to be made smaller into 缩小为 
Rear-view mirror: a mirror on a car to look backward 后视镜 
Exit signs: signs indicating exits 出口标志 
Hold still: to come to a stop 停下来 
Route: a course of travel 路程 
Cf. en route 在路上 
Explore: to travel into the world or area unknown 探索 
Cf. Internet Explorer: 因特网浏览器 
Return trip: the trip back home 返程 
Cf. return ticket 返程车（船、机）票 
Tour: vt. to visit for pleasure 游览 
Vain attempt: an ineffective try 徒劳 
Antique car: an old-modeled car 古董车，老爷车 
Factory outlets: a shop selling factory-made products at reduced prices 工厂直营店 
Stuff oneself with sth: to fill (eat) a lot of sth 塞满，饱餐 
“all-you-can-eat” farmhouse restaurant: 管饱的农家饭馆 
Refreshed, revitalized, and reeducated: to be refilled with energy, vitality and new knowledge 能量

恢复，活力焕发，收获满满 
Cf. Notice the use of alliteration here. 
Featureless: without any features 无特色的，千篇一律的 
Cf. featured: 有特色的 
The fast lane: the track for fast vehicles 快车道 
In search of: in order to find 为寻找…… 
Cf. search for: to try to find 去找寻……，注意 search用作名词和动词时介词有区别 
In more ways than one: in more than one ways 不止于一个方向 
Deferred gratification: the action of rejecting immediate satisfaction to save for a later reward 延迟

满足 
Paycheck: a salary check 工资条 
For a rainy day: for possible future uses 以备不时之需，未雨绸缪 
Save up: to accumulate small amount of money 攒钱 
Help sb out: to offer sb a solution 伸出援手 
Scale: a weighing meter 秤 
Off the rack: (AmE) available from the shelf 现成的 
Cf. (BrE) off the shelf 
Miracle diet: a diet to lose weight at almost magical, unnatural speed 减肥速成食谱 
Liposuction: an operation to extract fat from body 吸脂术 
Infect: to pass or spread disease to 感染，传染 
Automatic teller machine: (ATM) 自动柜员机 
Convenience store: an easy-to-reach store with a reduced size selling daily necessities 便利店 
Do not agree with us: make us sick after meal 闹肚子 
Relief: easing from pain 止痛（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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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inet: furniture with shelves and drawers for storage 橱柜 
Polaroid cameras: instant cameras 拍立得一次成像机 
VCR: video cassette recorder 录像机 
Cf. VOD: video on demand 视频点播 
Linger over/on: to continue to stay long at 徘徊 
Best seller: a widely popular book 畅销书 
Condensed version: a lite form with shortened and tightened style of writing 精简版 
Cf. abridged version: a lite form with several chapters removed 删节版 
adapted version: an alternative form with text or genre rewritten 改编版 
excerpt: a short piece 节选，选段 
Reader’s Digest: 《读者文摘》 
News briefing: a meeting in which the press receive information 新闻发布会 
Quality time: the precious time spent with loved ones 黄金时间 
More often than not: usually 通常，多数时候 
Iceberg: large chunks of floating ice 冰山 
Skim the surface: to quickly move through 浅尝辄止 
Cf. skim is a transitive verb. Do not use “skim over/through/above sth”. 
Rush out to do sth: to do sth hurriedly 匆匆忙忙地做事 
Get sb wrong: to misunderstand 误会，曲解 
Go back to sth: to revert to some original state 退回到（初始状态） 
Advocate: to publicly support an idea 鼓吹 
Put the brakes: to stop, to cease 踩刹车 
Speed: vt./vi. to make or become faster（使）加速 
Subtle: barely noticeable 微妙的，难以察觉的 
4. Word formation 
Prefix: super- + A/N/V (above or beyond X) 
Prefix: pre- + N/V (before X) 
Prefix: micro- + N (tiny X) 
Prefix: bi- + A/N (two of X) 
Prefix: inter- + A/N/V (between X) 
Sentence-turned-compounds: all-you-can-eat, I-hate-to-wait, what-you-may-call-it, I-told-you-so, etc. 

They are all adjectives bearing the meaning as explained in the “sentence”. 
Unit 6 Wisdom of Bear Wood 

1. Presentation tasks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Human and wildlife 
l Cross-generational friendship 
l Elder’s wisdom 
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Michael Welzenbach (1954-2001), born in Iowa, United States, was an art critic for Washington Post 

as well as a freelance poet and novelist for Reader’s Digest. He spent most of his childhood in Berkshire, 
Britain and Okinawa, Japan. His school life started from 1971-73 in Wakefield High School, and 1974-78 
in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He valued high of his child life. Welzenbach died on Dec. 18, 2001,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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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titis C. 
2.2. About the text 
The text describes friendship between generations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author’s own. An old 

woman and a schoolboy became friends with their common interest toward the wildlife. From the plot we 
could draw a rough picture of such friendship. Cross-generational friendship is usually defined as friends 
of different ages at minimum 20 years apart (one generation apart). In the text the 80es old woman and the 
12yo boy were for sure cross-generational. The advantages of such friendship is that with huge ages apart, 
both sides of the relation focus and share much more on their common interest and common lifestyle, 
things that maintain such relation. The disadvantages also lie in the gap of age, as it is the usual case that 
different generations have totally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views, values, concerns and pursuits. In 
reality the occurrence of cross-generational friendship is very rare. 

The text creates a vivid description of the life in the wood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 and 
wildlife. To better comprehend of the text, we could recall a similar description from a Chinese poetry. 

Deer Enclosure （鹿砦） 
By Wang Wei 

In this empty mountain men show no trace, （空山不见人） 
Yet somewhere hidden overhears their voice; （但闻人语响） 
Reflected sunlight going to wood at depths, （返景入深林） 
I see it shine on the luscious, green moss. （复照青苔上） 

The life in the woods is likely to be serene, slow, idyllic, undisturbed and close to the natural beauty. 
And interestingly enough, the poet Wang Wei himself, was involved in multiple cross-generational 
friendships with many other poets and artists. 

3. Language tips 
Wrench oneself away: to twist and pull oneself away 转身离开 
Patchwork of farms and woodland: farm and forest lands that resemble small pieces from a distance 

成块的农田和林场 
Verge against: to be close to 毗邻 
A network of paths: a systematic layout of roadways 成网状的道路 
Rocket off: to move away quickly 飞窜出去 
Laurel: 月桂（树） 
Cf. laurel bearer 夺冠者；rest on one’s laurels 吃老本 
Roam the woods: to wander in the forest 漫步森林 
Keep to oneself: to live without involving others 独处 
Form attachment: to trigger emotional feeling 产生感情 
Abandon: to desert 丢弃 
Through no design of my own: unexpectedly 不期而至 
Property: land and buildings on it 地产 
Sloping: to feature an inclined plane 斜坡的 
Cf. slanting 斜面的，tilting 倾斜的，leaning 斜倚的 
Secret fortress: a hidden stronghold to protect from attack 秘密要塞 
A barbed-wire fence: a fence built of spiky wires 刺网构筑的篱笆 
Twitter: the chirp of birds and insects 鸟鸣嘤嘤声 
Rustle: the rubbing sound of animals 动物沙沙声 
Vaulted: arch-roofed 拱顶的 
Stirring: noisy movement 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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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o: to reflect sound 回响，共鸣 
Glimpse: to see unclearly 瞥见，依稀看见 
Proceed: to move forward 前进，前行 
Frail: weak and thin 瘦弱的 
Put sb at ease: to make sb relaxed 使人放松 
Dangle: to hang and swing 悬垂 
Wary: alert and watchful 警觉的 
Trespass: to enter a place without permission 擅闯 
Cf. No Trespassing (as a sign) 禁止闯入 
Would you care to do: Would you mind doing 你不介意 
Warn sb against: to ask sb to keep from 警告某人远离 
Cf. warn sb not to do: 警告某人不做某事 
Extend one’s hand: to put the hand forward 伸出手去 
Cf. extend/stretch a body part:  
l the part connected to the torso (i.e. a limb) = stretch 
l the part not directly connected to the torso (i.e. hand, eyes) = extend 
Cf. word used for increase in sizes: 
l 1 dimensional: to extend/stretch 
l 2 dimensional: to expand 
l 3 dimensional: to inflate 
Walk the fields: to go over the fields on foot 在田里散步 
Cf. walk the dog: to accompany a dog to walk 溜狗 notice “walk” as transitive verb. 
Westering sun: the sun inclining to the west 西沉的太阳 
Figures of ivory: statues carved from elephant tusk 象牙雕塑 
Pinned butterflies: butterflies fixed with pins 用大头针钉住的蝴蝶（标本） 
Run the water: to turn on the tap and let the water go 打开龙头放水 
Cf. running water 自来水 （=tap water） 
Tome: a thick, hard-backed book 大部头的书 
Illustrations: pictures in a book for explanation 插图 
Brim over: to overflow 满溢 
Identify: to tell the name of 鉴定，验明身份 
Blissfully: extremely happily 非常愉悦地 
Shortbread: Scottish style butter cookie 苏式黄油脆饼  
Munch: to chew with teeth 咀嚼，用牙撕咬 
Eye: vt. to watch narrowly 打量，瞅 
Burst through the door: to exit the door abruptly 夺门而出 
Colorful stones: stones of different colors 五颜六色的石块 
Cf. colored 染色的；color (adj) 彩色的 
Odds and ends: bits of small things 零碎东西 
Legacy: the inherited property 继承的遗产 
Possess the potential for: to be likely to have 有……潜质 
4. Vocabulary expansion 
Homonyms: 同形异义词 
Homonyms are words that happen to share the same spelling and pronunciation, but their meanings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and ir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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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same spelling and pronunciation comes with the evolvement of the language, but their different 
meanings come from different etymological sources. 

Notice that one should distinguish homonyms from polysemy, where a word can have multiple 
meanings but all these meanings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Several distinct features of homonyms: 
l Different inflectional forms, e.g. lie(lay) - lie(lied), bases(basis) - bases(base) 
l Irrelevant meanings, e.g. can(be able to) - can(a tin container), bear(to endure) - bear(a big 

fierce animal) 
l One of the meaning is inflectional and the other isn’t, e.g. found(find) - found，left(leave) - left, 

rose(rise) - rose 
The easiest way might be looking up the dictionary. All homonyms are listed under multiple entries 

while polysemy is merged into one entry. 
Use of homonyms: to make “pun” for humorous effect 
l Why is a river so rich? It has two banks. 
l His left brain has nothing right, and his right brain has nothing left. 
Notice that not all puns are made with homonyms. Some are done with simply polysemy: 
l I hated my job at the cemetery because my customers were always dead right. 
l Why are apostrophes terrible to date? Way too possessive. 
Beware of these homonyms. They don’t look like homonyms really, but they are: 
l bow (to bend) – bow (a weapon firing arrows),  
l bridge (a road over a river) – bridge (Whistler’s card game). 

Unit 8 The Man in Asbestos 
1. Presentation tasks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Science fiction 
l Broadway 
l Utopia and Dystopia 
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Stephen Leacock (1869-1944) was an Canadian teacher, writer, political scientist and humorist. He 

was born on 12/30/1869 in Hampshire, England and then moved to Canada in 1876. He received 
education at Upper Canada College, Toronto 1884-87 for high school, and then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1887-91 to get his bachelor’s degree. He then continued to work on the Ph.D.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University of Chicago, from 1899 to 1904. 

He started to write literary works from 1910 on. And until 1925 he was known as a famous humorist 
on the attack of social problems. His fictional career continued to 1937. Leacock died on 

3/28/1944 of throat cancer, in Ontario, Canada. 
2.2. About the genre 
This text is a piece of science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or in short “sci-fi”, is defined as a term of “a genre of fiction dealing with 

imaginative content such as futuristic settings, time travel, space war, etc.” In most of contemporary 
science fictions, the authors often explore the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scientific and other innovations. 

There are basically two types of science fiction 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technical base of the setting. 
“Hard sci-fi” is defined as stories involve the heaviest, most solid technical backgrounds, while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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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fi” involves less technical fact but more humanistic considerations. 
Please note that this text was written in 1911, but the term “science fiction” has been used since 1954. 

Before this point, such a text had been usually categorized as “fantasy” stories (which also means totally 
different nowadays). 

If you are more interested in similar genres of stories, there are contemporary famous sci-fi writers 
whose works are worth recommending: 

l Isaac Asimov (1920-1992) known for Foundation Series (Founder of science fiction) 
l Dan Simmons (1944-  ) known for Hyperion Tetralogy (Space epic, hard sci-fi) 
l Robert Wilson (1941-  ) known for Spin (Very impressive social sci-fi) 
l Liu Cixin (1963-  ) known for Three-Body Trilogy (2015 Hugo award winner) 
2.3. About the text 
If we consider the fact that this text was written ever before there was a genre called science fiction, 

we might be able to ask what kind of theme it was about. In 1911, when the human society was faced with 
countless insolvable problems and the war was at hand, thoughts of Utopia（乌托邦）were very prevailing. 
Supporters of this idea suggested that if human beings adopt communism they’d be able to create a world 
without problems. Meanwhile, many social critics also countered this idea and their viewpoint was called 
“Dystopia”（反乌托邦）. 

Utopia aims at painting rosy pictures of the world’s future and describe it as heaven. It believes that 
human wisdom was able to give “ultimate” solutions and talks about the future with an optimistic and 
favorable tone. On the contrary, Dystopia aims at painting dark pictures of the future world and regard it 
as hell. It doubts human wisdom and envisions critical faults using much like a pessimistic and satirical 
tone. 

In the 1910’s world, human society was challenged with multiple problems ever since the ancient 
times or those emerged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unger, disease, high death rate, crimes, war, 
inequality, natural disasters… What if we established a world without all these? The author imagined and 
wrote us an answer. 

3. Language tips 
To begin with: first of all 首先 
From jealousy: out of envy 出于妒忌 
Plunge headfirst: to go without hesitation 一头冲向，义无反顾 
Marvels: wonders 奇迹 
Be hushed: to come into silence 寂静下来 
With no particular surprise or interest: with a steady, almost dead face 毫无表情地，不温不火地 
Queer: strange, odd 古怪的 
Cf. Notice that in today’s social context, “queer” can refer to those with unusual sexual interests, 

including lesbians, gays, bisexuals and transsexuals. 
I haven’t the faintest idea: I have totally no idea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Cf. – Can we win? – Not the slightest chance. 我们能赢吗？没有一丝机会。 
Using “negation of 1” to mean “0” is a very commonly occurring phrase in both written and oral 

language, Chinese and English alike. 
Keep track of: to keep record of 记录，记载 
Eliminate: to remove 消除 
Spring to my lips: to burst out speaking 脱口而出 
Cf. Spring is an irregular verb, spring – sprang – sprung. 
Asbestos: soft, non-flammable mineral to be usually used for fireproof coating 石棉（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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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epoch: a different era 新纪元 
Broadway: main theatre district of New York 百老汇 
Stand riveted in astonishment: to be surprised and stand still 惊呆，吓得无法动弹 
Appalling: very dreadful 骇人听闻的 
In place of: instead of 替代 
Thoroughfare: a main road or street 大道，通衢 
Cf. No Thoroughfare (as a sign) 禁止通行 
Moss-grown desolation: wasteland infested by moss 长满青苔的荒原 
To and fro: back and forth 来来往往 
Infinite age: endless time 无尽岁月 
Be destined to do: to be regarded as pre-arranged to do 命中注定要…… 
Render me speechless: to make me out of words 让我无语 
Cf. the common pattern is “render + sb/sth + adjective”.  
Do away with: to get rid of or remove 消除 
Get about: to move around 四处移动 
Surge into one’s mind: to occur to sb 涌上脑海 
Pull one’s senses together: to calm down and think reasonably 冷静下来，厘清头绪 
Systematically: in an orderly manner 系统地，有序地 
Momentous: significant and decisive 标志的，决定性的 
Die out of itself: to disappear by itself 自然消失 
Nod assent: to nod in approval 点头承认 
Be caught in the cogs of machines: to be kept busy at work with machinery 忙于（机械化的）工作 
Turn one’s energy to: to devote to 致力于…… 
Go overboard: to die out halfway 中途消亡，自尽 
Concentrated: highly thickened 浓缩的（固体） 
Cf. More words with the meaning of “thick”: condensed 浓稠的（液体），compact 紧实的（形体），

compressed 压缩的（气体），contracted 收缩的（抽象） 
For ever and ever: everlasting 永远，无穷无尽 
Cf. Only in this set phrase are “for” and “ever” written separately. Elsewhere they are always written 

together as “forever”. 
The fall of Fashion: the collapse of Fashion 时尚崩坏 
Harangue: an open speech with moral power 高谈阔论 
Cf. This is a French word. Notice its pronunciation. 
The sheer vanity of decorative dress: the pure vanity of fashionable clothes 时装的纯粹虚荣 
A wilderness of work: a pointless field of work 荒唐的“工作” 
Tossed and torn: ripped apart and stirred 兴风作浪 
All you like: As much as you like 要多少有多少 
The texture of life: the quality of life 生活品质 
Be bound up in: to be dependent upon 依附于 
What became of: what happened to ……怎么样了  
Commerce: trade 商业，交易 
A matter of germs: something related to bacteria 和病菌有关的事儿 
Hunt sb down: to search and find (or to chase and arrest) sb 寻根，追猎 
Crumbling building: collapsed building 坍圮的建筑 
Dreary: causing to be bored 枯燥的，沉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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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sation: stopping 停止，终结 
Millennium: 1000 years 千年 
Ponder: to consider carefully 揣摩 
Reflect upon the answers: to think over again of the answers 反思回答 
Skull: the bone to form a head 头骨 
Engraft: to transplant 移植，嫁接 
Turn on sb: to attack sb in words 对某人暴起发难 
Stagnation: the state of being still and not growing 停滞不前 
Dull monotony of security: the unchanging sameness of safety 乏善可陈，千篇一律的安全感 
Hard toil: hard and continuous work 艰辛的劳动 
Give a rest to the rest of the corridor 让走廊里的其他人安静一会 
Cf. Notice the use of homonym here: the first “rest” means “relaxation” and the second “remainder”. 
4. Word formation 
Prefix: over- + V/N/A (above/on/across/more than X) 
Prefix: ir- + A (not X, a transform of in- for the ease of pronunciation) 

Unit 10 Pompeii 
1. Presentation tasks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Natural disaster 
l Historic towns and relics 
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Robert Silverberg (1935 - ) is a prolific American author and editor. He is an entitled science fiction 

grandmaster with multiple Hugo and Nebula awards. Born on 1/15/1935 in Brooklyn NY, he attended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received his bachelor’s degree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 1956. Four years after 
graduation, he had already published more than 1 million words in sixty or more stories. Major works of 
his include the Nebula award winner: Sailing to Byzantium (1986), and also the Hugo award winner: 
Gilgamesh in the Outback (1987). 

2.2. About the text 
Although the writer is a science fiction master, this text isn’t fictional at all. It is written to introduce 

the readers to a historic town Pompeii, which, in AD 79, was buried under a heavy volcano eruption. 
Volcanoes, aka “Earth’s acnes”, are ruptures on the crust of a planet, that allow lava, ash, and gases 

to escape from a magma chamber below the surface. Formation of volcanoes usually accounts for the 
diverging and converging of the broken plates, of the earth’s crust. The continuous eruption of volcanoes 
formed the unique shape of them: a conical mountain with a crater at its summit. 

When a volcano erupts, there will be multiple composition of matter being thrown out of its crater. 
The liquid matter is called lava, containing molten silica, magnesium, and iron. The solid matter consists 
of molten rocks and pumices. The gas matter can range from ash to CO, SO2, HF, HCl… making it 
extremely poisonous and deadly. 

There are numerous volcanoes all over the world, but not all of which are active. Usually people 
classify volcanoes by their activity into active, dormant and extinct ones. Most of the volcanoes are 
extinct and can never erupt again. Famous active volcanoes in the world include: 

l Yellowstone Volcano (VEI-8), USA, 638000 BC 
l Changbai Volcano (VEI-7), China/DPRK,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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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Mt. Tambora (VEI-7), Indonesia, 1815, 92000 deaths 
l Mt. Krakatoa (VEI-6) Indonesia, 1883, 36000 deaths 
l Mt. Fuji (VEI-5), Japan, 1707 
l Mt. Vesuvius (VEI-5), Italy, 79, 33000 deaths 
*Note: VEI (Volcano explosivity index) is a scale to measure the magnitude of a volcanic eruption. 

The greater the index, the more fierce the eruption is. 
Effect of volcanoes can bring hot springs, earthquakes, geysers, geothermal heating. Some of the 

effects are bad and fatal, while others can be exploited with proper handling. 
The topic city of the text, Pompeii, is a historical site in Italy. It locates on 40°45′N, 14°29′E near the 

city of Naples. Founded between 7th and 6th centuries BC, it underwent rapid trade development from 5th 
to 4th century BC and quickly became an important port city of the Roman Empire. It was abandoned after 
8/24/79, when Mt. Vesuvius erupted and the city was completely buried. Archaeological rediscovery of 
the city took centuries of work from 1599 to 1863, making it today a world famous tourist site. The old 
city of Pompeii has been enlisted into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nce 1997. 

3. Language tips 
Beetle: an insect with a hard back shell 甲壳虫，瓢虫 
AD: Anno Domini 公元后 cf. BC: Before Christ 公元前 
Usage note: 公元前的年代永远加 BC，公元后的年代，1世纪以内一般加 AD，以后年份省略。

起止年代跨公元的除外。 
Qin dynasty 221-206 BC（公元前永远加 BC） 
Xin dynasty 9-23 AD （公元后 1世纪加 AD） 
The Three Kingdoms 220–280 （2世纪以后，不再加 AD） 
Han dynasty 206 BC–220 AD （跨公元，要加 AD） 
Bay of Naples：那不勒斯湾 
Come down from wealthy Rome: to leave the big city of Rome and head south 从富饶的罗马城南

下 
Graze: to feed on grass （牛羊等）吃草 
A rain of fire and ash: a downpour of fire and ash 火雨和灰雨 
Cf. a rain of bullets （弹雨）, a rain of soot（煤尘雨）, a rain of arrows（箭雨）, a rain of cherry petals 

（樱花雨） 
Also: a shower of sth, a storm of sth, a cloud of sth 
Strike: (for a misfortune) to befall （悲剧，不幸）降临 
Erupt with savage violence: to erupt extremely forcefully 暴力喷发 
Break through: to penetrate 穿透 
Shroud of ash: a dead wrapper made of ash 火山灰做成的寿衣 
Lie intact: to remain undamaged 保持完好 
In place: in its usual position 归位，在原位 
Cf. out of place 不在原位，失位 
Stain: a dirty mark 污渍 
The clatter of horses’ hoofs: the noise made of horses’ feet walking and running 达达的马蹄 
Shimmer: to reflect light on liquid （水面）波光粼粼 
In port: docked 停泊在港 
Restore it to activity: to imagine what was happening on scene 还原活动现场 
Awaken: to wake up 觉醒，苏醒 
Bloody fights of the gladiators: the deadly combat of fighters 角斗士的血腥搏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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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te: a flat piece of stone 石板 
Forum: (pl. forums / fora) a place for discussion 论坛 
Talk business: to speak of sth formal 说正事，谈要紧的 
Late-rising travelers: travelers getting up late 起床晚的旅行者们  
Cf. Are you an early bird or a late riser? 你早起还是晚起？ 
Break loose: to break out of control 挣脱控制 
The critical point: the fatal moment 致命的时刻 
Blow up: to destroy by explosion 炸毁 
Cf. Explode: vt. (=blow up), vi. to break into pieces violently 爆炸 
Rain death: to bring or cause death带来死亡 
Cf. to rain blows/gifts/curses/… on sb 
One end of town: one side of the town 城市的一头 
Shattered: broken into pieces 破碎的 
Branch out: to divide and grow sideways 向四面八方伸出枝桠 
Reverberate: to echo many, many times 回荡 
Pumice: floating volcanic stone 火山浮石 
Cloudburst: a heavy shower 倾盆大雨 
Shroud everything: to cover and hide everything 笼罩一切，席卷一切 
Doom was at hand: death was near 死亡在迫近 
Cf. doom: the sudden, destined death 命中注定的死亡 
Cf. doomsday: the last day of the world 世界末日 
The quick-witted: those with swift minds 脑子机灵的人 
Cram: to push and squeeze 塞进，挤入 
Band: a group of people 小团体 
Cf. “Band” nowadays often refers to a musical group of several people乐队 
The nightmare of the streets: the streets in an extremely unpleasant and dreadful situation 噩梦般的

街道 
Stumble: to bump onto obstacles in motion 跌跌撞撞 
Board: to go on a transporting device 登上交通工具 
Huddle: to gather closely together 挤作一团 
Cellar: an underground storage space 地窖 
In store: be prepared to happen 伺机待发 
Crashing in ruin: to break apart into pieces 碎成渣 
Topple: to lose balance and fall 失去平衡倒下 
Collapse: to break and fall down 垮掉 
Crater: the large hole of a volcano 火山口 
Throng: a large crowd 一大群人 
Trample: to tread heavily on 践踏 
In a crazy fruitless dash: in a mad, yet ineffective rush 做无用功的一顿狂奔 
By the hundreds: in a unit scaled to 100 成百地 
Absorb: to take in 吸收 
Victims of carbon monoxide poisoning: the peopled poisoned to death by CO 一氧化碳中毒的死难

者 
Overwhelm: to surround completely with superior force 以优势力量完全包围 
Crouch: to lower body and bend knees 蜷起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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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squat: to bend knees and sit on ankles 蹲下 
Cluster: to gather in large groups 集群 
Cf. cluster bomb 集束炸弹 
Hurl: to throw violently 抛射 
Descend: to come lower 下降 
4. Word formation 
4.1. Affixation 
Noun suffix: V + -ery (the place of doing X) 
Noun suffix: N + -ry (the collective of X), the noun formed in this way is usually uncountable. 
Adjective suffix: N + -y (bearing the quality of X) 
Adjective suffix: N + -ous (with X) 
Adjective suffix: V + -ive (capable to have X effect) 
Prefix: mono- + A/N (one/once of X) 
Prefix: re- + V (to do X again) 
4.2. Acronyms and abbreviations 
Acronyms（首字母缩写词）and abbreviations（缩略词）can look much alike unless you try to tell 

them apart. 
In a wider sense, acronyms are special forms of abbreviations, but by lexicology we usually 

distinguish them. 
Acronyms are words formed from a phrase containing two or more words. The formation rule is 
1) Take every concrete word by the first letter. 
2) Spell them together. 
3) Capitalize. 
4) Read it letter by letter. 
There are exceptions: MODEM (Modulator and Demodulator) is an acronym violating rule 1 by 

taking more than the first letter; laser (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 violates 
rule 3 as it isn’t capitalized; and some commonly spell-read words such as “OPEC”, “APEC” or “NATO” 
may violate rule 4. But the four rules are still widely acknowledged by acronyms. 

You can create acronyms by yourself as you like whenever necessary. If it’s in a publication, list your 
acronyms in a table before the text proper so that you will be able to write high-frequency phrases in short 
forms. 

Abbreviations are words from another longer word. To make text shorter, the longer word will have 
its tailing letters cut off at a certain place, and usually a period (.) will be put in the place of the truncated 
letters. Typical examples of abbreviations can be “ca.”, “etc.”, “Ph.D.” and so on. 

There can be a “phrase” with every one of its word shortened. But they are not acronyms because in 
this case, every of the word will be shortened to a letter and a period. Moreover, abbreviations are usually 
not capitalized, unless necessary. Even when the period is omitted, words like “aka” (also known as) are 
considered more an abbreviation than an acronym because it violates almost every of the four rules of 
acronyms. 

You may not create your “own” abbreviations. The use of abbreviations are usually limited to the 
dictionary. Common abbreviations include unit names, time and space measurements, and country/region 
names when a limited space of letters is used. Abbreviations are usually read just like the original word, 
not letter by letter. 
Unit 11 Button, Button 

1. Presentation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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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Blackmailing 
l Greed and/or moral corruption 
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Richard Matheson (1926-2013) was an American author, novelist and screenwriter. He excelled in 

the writing genres of, but not limited to, fantasy, horror & SF. He was born on Feb. 20, 1926, Allendale in 
New Jersey and received education at University of Missouri. He graduated with a degree in journalism in 
1949 and started his writing career. During his career, his major works include I Am Legend (1954), 
which was adapted for the screen 4 times, as well as six famous short stories: The Shrinking Man, Hell 
House, What Dreams May Come, Bid Time Return, A Stir of Echoes and Button, Button. He died on Jun. 
23, 2013 in Los Angeles, California. 

2.2. About the text 
The text is a short story 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moral corruption and greed of ordinary persons 

set on a background of seductive blackmailing. The heroine of the story, a working-class woman, was 
tempted to kill an irrelevant person for the reward of a big lot of money. The story showed insights of 
people’s struggle and choice when they were faced with personal gains versus public losses. Their 
insensitivity, cold-heartedness and indifference would drive them to perform some irresponsible and 
impulsive actions.  

3. Language tips 
Cube-shaped: with a shape similar to a cube 立方体形的 cf. cubic 
Carton: (AmE) a cardboard container 纸盒 
Lamb chops: chopped lamb ribs 羊排 
Broiler: a grilling shelf 烧烤架子 
A push-button unit: a device working by pushing a button 一个按钮装置 
Dome: a rounded roof 拱顶 
Tape: (v) to attach with a sticky tape 用胶带固定 
Repress a smile: to refrain from smiling 忍住不笑 
Sales pitch: a persuasion for soliciting 推销行话 
Monetarily: by means of money 从金钱上说 
In return for this: as a reward of this 作为回报 
A practical joke: a trick played on sb for fun 恶作剧 
Pick up the subject: to resume talking on the subject 重拾话题 
Slippers: (pl) loose shoes worn indoors 拖鞋 
Cf. sneakers, flip-flops, sandals, flats, loafers, high-heels, spikes, stilettos, boots, wedges, pumps, 

clogs, etc… 
Also. gloves, gauntlets, mittens, socks, stockings etc… 
Shrug: to raise one’s shoulder 耸肩 
Slide beneath the covers: to go under the quilt 溜进被窝 
Intriguing: interestingly unusual 有意思，不寻常 
Impulsively: subconsciously 不自觉地，凭冲动地 
Authentic: true and genuine 真实的，靠谱的 
Make a scoffing sound: to make a ridicule 发出嘲讽的声音 
Nonetheless: in spite of the fact 尽管如此 



7033 

Proposition: a business offer 商业提议 
Stiffen: to make oneself stiff 僵住 
Of all the nerve: worst of all impudence 真不要脸 
Eccentric: strange-behaving 行为古怪的 
Look astounded: to appear really shocked 显得非常震惊 
The Congo: Republic of the Congo 刚果（布） 
Cf.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刚果（金） 
Counter: to fight back 还击 
Break in: to interrupt by speaking 打断，插话 
What’s the occasion?: What is special for today? 今天是什么特别日子 
Guarded: cautious 小心的 
Draw in: to breathe inward 吸气 
Under such a circumstance: in this given condition 在这种给定的条件下 
Stack: to pile up 摞起来 
Furor: extreme anger 暴怒 
A chill of horror: a sudden pulse of fear 一阵激灵 
Contemptuous: lacking of respect 轻蔑的 
Get so worked up over nothing: to become upset for no reason 没来由地生闷气 
Feel unreal: to feel it hard to believe 难以置信 
Shoving crowd: a crowd of people pushing roughly 乱挤乱撞、相互推搡的人群 
Double indemnity: twofold compensation 双倍赔偿 
Numbly: in a way unable to react normally 麻木地 
Press at one’s skull: to stay in one’s mind and thus making one unable to think 压在心头 
Smash: to move against sth hard 砸烂 
Pound: to hit repeatedly 猛击 
Transistor: an electronic controlling device 晶体管 
Shriek: to cry out loudly under fear or pain 凄惨地尖叫 
4. Word formation 
Prefix: Sub- (+n/adj/v): “below”, “secondary”, “nearly” 
Suffix: -age: 
(+v): (n) the state of X-ing (being X-ed)  linkage, marriage  
(+n): (n) the idea/place/cost of X  coinage, village, postage  
(+quantity): (n) the measurement in X  mileage, percentage  
Suffix: -ish:  
(+adj): (adj) slightly X  bluish, grayish, whitish  
(+n): (adj) behaving like X  childish, selfish, foolish  
(+N): (adj) of X  English, Scottish, Jewish  
(+num): (adj) around X  twentyish, thousand -ish，除整十外，要加连字符 
(+root): (vt) to make into X  polish, publish, flourish  

Unit 12 A Fundamental Technique in Handling People 
1. Presentation tasks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Social relationship 
l Social media on the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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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Dale Carnegie (11/24/1888 – 11/1/1955) was an American writer, lecturer, and the developer of 

famous courses in self-improvement, salesmanship, corporate training, public speaking,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He was the author of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1936), a massive bestseller that 
remains popular today. He also wrote How to Stop Worrying and Start Living (1948), Lincoln the 
Unknown (1932), and several other books. One of the core ideas in his books is that it is possible to 
change other peoples' behavior by changing one's behavior toward them. Published in 1936, How to Win 
Friends and Influence People is still a popular book in business and Business Communication skills. Dale 
Carnegie's four part book is packed with advice to create success in business and personal lives. 

2.2. About the text 
Studies show that criticism is usually futile because it puts a person on the defensive and makes him 

strive to justify himself. Criticism is also often dangerous because it wounds a person's pride, hurts his 
sense of importance and arouses resentment. Abraham Lincoln often criticized and ridiculed people when 
he was young, which nearly led to a duel. He learned an invaluable lesson from that incident and never 
did that again. Mark Twain lost his temper occasionally and wrote letters that turned the paper brown. 
Those letters allowed him to blow off steam but they didn't do any real harm, because his wife secretly 
lifted them out of the mail and they were never sent. The examples of Benjamin Franklin and Bob Hoover 
also prove that understanding people instead of criticizing and condemning will be more effective in 
handling people.  

3. Language tips 
retain: to keep or hold back 保留，持有 
apply to: to be effective to 对……有用 
futile: useless or ineffective 没有用的，徒劳的 
detailed: in details 详细的 
exhaustive: extremely thorough or complete 彻头彻尾的 
indulge in: to allow yourself heavily into sth bad 沉溺于 
cf. devote to: to allow yourself heavily into sth good 投身于 
ridicule: to make fun of 嘲笑，奚落 
opponent: a person that goes against you 对手 
once too often: too often to be useful 事不过三 
vain: not producing the expected result 枉然的，无果的 
by the name of: with a name 名叫……的 
boiled with indignation: extremely angry and furious 怒火中烧 
leap: to jump high up 跳跃 
duel: a 1-on-1 battle 对决，单挑 
fight to the death: to finish a battle by one losing the life 决一死战 
invaluable: cannot be taken a value of 无价的 
cf. valueless: not of value 不值钱的 
insulting: rude and offensive 冒犯的，侮辱的 
blunder: to make stupid mistakes 干蠢事 
condemn: to say strongly in disapproval 谴责 
malice: the bad nature or feeling 恶意 
retreat: to move away from the enemy 退却 
swollen: having more water than normal （河）涨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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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rastinate: to delay 拖延 
all manner of sb/sth: all types of sb/sth 各色人等 
recede: to move away gradually 远离 
magnitude: the size or importance 重要性 
prolong: to make longer 延长，续长 
impair: to damage or weaken 削弱 
blow off steam: (fig) to give out anger 发脾气 
motivate: to be the reason of 成为动机，激励 
tactless: saying unlikely things to annoy （言行）不得体的，无转圜的 
diplomatic: relating to manag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外交的 
speak ill of: to talk negative remarks of 说坏话 cf. speak well of 
maneuver: to move in a clever or skillful way 耍手段，逢迎，机动 
scold: to speak angrily to sb 斥责 
4. Word formation 
Prefix: un- (+n/adj): “not X” or (+v): “do reversed X” 
Prefix: en- (+n/adj/v): (v) “to make as X” 
Suffix: -ate: 
(+n): (adj) to be full of X 
(+adj): (v) to make into X 
Suffix: -ist (+n): (n) the holder of X 
Suffix: -ian (+n): (n) the expert of X 
Suffix: -er/or/ar(+v): (n) the agent of X 
Suffix: -ess (+n): (n) the female X 
Suffix: -ee (+v): (n) the patient of X 

Unit 13 Mr. Imagination 
1. Presentation tasks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Imagination and innovation 
l Virtualization 
l Science fictions before the idea of “sci-fi” 
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This is a delightful biographical sketch of Jules Verne, a popular 19th-century French writer. Jules 

Verne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father of science fiction because, first of all, he was “years ahead of the 
other visualizers of things to come”; secondly, he is the most prolific science fiction writer, having put out 
more than 100 books in his lifetime. But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it is because he wrote about the 
marvels of tomorrow with such precise, indisputable details that he became a powerful stimulus and 
inspiration to later scientists. 

2.2. About the text 
The introduction (paras. 1-8) provides a contrast between Jules Verne the science fiction writer and 

Jules Verne the man. The body part (paras. 9-31) deals with his early years, his success as a writer, and his 
major works. The essay concludes (paras.32-34) with his last years, and the honor and popularity Jules 
received at his death.  

3. Language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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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up: to make bright 放光彩 
reverently: showing proper respect 恭敬地 
whizz: to do very fast 麻利的做 
hitchhike: to travel by asking free rides 搭便车旅行 
year in, year out: year after year 年复一年 
cf. day in, day out 
expedition: an organized journey with a certain aim 远征，考察 
stimulus: sth that helps to develop faster 促进因子 pl. stimuli 
visualizer: one who forms the pictures 想象者 
envision: to imagine a situation in future 想象，展望 
be descended from sb: to be offspring of 是……后裔 
supplement: (v) to add sth to sth else 增补 (n) the thing added 补充物 
spank: to hit a child on a bottom 打（小孩）屁股 
squarely: directly 正中 
stout: strong and thick 粗壮的，敦实的 
blurt out: to speak out 脱口而出 
retort: to answer quickly to a remark 顶嘴 
confirm: to state sth to be sure 证明，确认 
cut off: to stop supply of 中断供给，切除 
allowance: the money for special purpose 津贴，补助 
puritanical: having strict moral attitudes 清教徒式的 
irresistible: too attractive to resist 无法抗拒的 
sniff: to say in a disapproving way 嗤之以鼻 
tuck: to push, fold or turn the edges of 塞进 
charred: burnt black 焦黑的 
manuscript: a copy of a book 手稿 
fidgeting: unable to remain still 躁动不安的 
serialize: to make into a serial 序列化，连载 
whereabouts: the traces of sb 行踪 
artfully: in a clever manner 精妙地 
on one's account: as the reason regarding to sb 因为某人的缘故 
on the horizon: about to appear 露出端倪 
propel: to push or drive 驱动 
convertible: able to be arranged in a different way 可改造的 
fatal: deadly 致命的 
sneer: to laugh at 讥笑 
delegate: the chosen one to represent a group of people 代表 
wire: to telegram a message 发电报 
4. Word formation 
Prefix: re- (+v): to do X back/again 
Prefix: trans- (+n/adj/v): across 
Prefix: auto- (+n/adj): self 

Unit 15 Obama’s Victory Speech 
1. Presentation tasks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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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United States Presidential Election 
l Any former US president 
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Barack Hussein Obama II (8/4/1961- ) is the 44th and curren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first African American to hold the office. Born in Honolulu, Hawaii, Obama is a gradua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Harvard Law School, where he served as president of the Harvard Law Review. He was a 
community organizer in Chicago before earning his law degree. He worked as a civil rights attorney and 
taught constitutional law at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School between 1992 and 2004. He served three 
terms representing the 13th District in the Illinois Senate from 1997 to 2004, running unsuccessfully for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n 2000 to Bobby Rush. In 2004, Obama received national 
attention during his campaign to represent Illinois in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with his victory in the 
March Democratic Party primary, his keynote address at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in July, and 
his election to the Senate in November. He began his presidential campaign in 2007 and, after a close 
primary campaign against Hillary Rodham Clinton in 2008, he won sufficient delegates in the Democratic 
Party primaries to receive the presidential nomination. He then defeated Republican nominee John 
McCain in the general election, and was inaugurated as president on January 20, 2009. Nine months after 
his inauguration, Obama was named the 2009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2.2. About the text 
Obama opens his speech by hailing his election as a triumphant victory for American democracy. 

Looking back on the long process of the campaign, he pays tribute to his opponent in the election and 
expresses gratitude to those who have supported him in the campaign. And he owes his election mostly to 
the broad masses of American people. When he looks ahead to the future, he appeals to American people 
to join him in remaking the nation and urges American people to unite together, displaying a new spirit of 
patriotism, fighting partisanship, and sticking to the ideals of the nation. By sharing the story of a 
106-year-old black woman who has witnessed the nation's progress in the past century, he conveys to all 
Americans his confidence in the nation. At last, he sets new goals for the United States. 

3. Language tips 
define: to describe accurately 界定，明确 
gracious: kind and polite and generous 慈祥的，有礼貌的 
cf. graceful: with manners of grace 优雅的 
sacrifice: to give up important or valuable things as the cost 牺牲 
be better off: to be rich 有钱 
render: to give in return 提供，给予 
unyielding: not easily influenced 顽固的 
assemble: to piece together 组装，集合 
candidate: person who tries to be elected 候选人 
endorsement: a public statement or action in support of sth 背书，公认 
hatch: to be born from an egg 孵出 
myth: a story from ancient times 神话 
apathy: the feeling of not having interest or enthusiasm 冷漠 
brave: (v) to have to deal with a difficult or unpleasant situation 冒风险 
scorching: quite hot 灼热的 
enormity: seriousness 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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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l: danger 危险 
mortgage: to give the legal right to own your property for money 按揭贷款 
harness: a safety belt 保护带，安全带 
alliance: an agreement formed between countries 同盟 
steep: sheering quickly 陡峭的 
false start: wrong attempt in the beginning 试水，试错 
setback: a major regress 挫折 
calloused: rough and hard (of a hand or foot) 长茧子的 
summon: to call upon 召唤 
patriotism: the love of one's own country 爱国主义 
fall back on sth: to turn backward and resort to 退而求其次 
self-reliance: reliance on one's own abilities 自力更生 
humility: the quality of modest 谦逊 
heal: to make or become healthy 康复，治愈 
ballot: the system of voting 投票表决 
dismiss: to decide to discard 放弃，摒弃 
tyranny: the unfair or cruel ruling 暴政 
sum up sth: to say in summary 总而言之 

Unit 16 The Oyster and the Pearl 
1. Presentation tasks 
Choose one of the following topics, and give a brief presentation to the class about your information 

or understanding of it. The presentation should be limited between 7 to 12 minutes. 
l Hollywood 
l Bear kids 
2.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1. About the author 
William Saroyan(8/31/1908-5/18/1981) was an American dramatist and author. He was awarded the 

Pulitzer Prize for Drama in 1940, and in 1943 won the Academy Award for Best Story for the film 
adaptation of his novel The Human Comedy. An Armenian American, Saroyan wrote extensively about 
the Armenian immigrant life in California. Many of his stories and plays are set in his native Fresno. 
Some of his best-known works are The Time of Your Life, My Name Is Aram and 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 He i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prominent literary figures of the mid-20th century." 
Stephen Fry describes Saroyan as "one of the most underrated writers of the century." Fry suggests that 
"he takes his place naturally alongside Hemingway, Steinbeck and Faulkner." 

2.2. About the text 
The story happens in O.K.-by-the-sea, a small town in California. Harry Van Dusen is the only barber 

in this small town. A boy named Clay tells Harry that his father left home a month ago and he wishes his 
father could come back soon. Then Clay gets an oyster by chance, believing there is a big pearl in it. He 
thinks that he can sell the pearl for three hundred dollars, and with the money to support the poor family 
his father will come back. Miss McCutcheon is the new teacher there and she doesn't know whether to 
stay or leave. She tries to make Clay face the reality that the chances of finding a pearl in an oyster are 
very small. Harry has an argument with Miss McCutcheon, telling her he will help Clay get the money. A 
writer who drops in to have a haircut is moved by Harry and decided to buy the oyster. Soon, Clay's father 
comes back after reading Clay's ad in the local newspaper and is determined to make up with his wife. 
Miss McCutcheon gradually understands the kindness of Harry and not only decides to stay on, but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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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s how to help troubled children. 
The odd of finding *perfect* pearls in oysters is, by statistics, about 1 in 25,000. 
3. Language tips 
merriment: happy talk 欢笑，欢颜 
compose: to write a piece of music 作曲 cf. be composed of 由……组成 
cf. constitute: to make up 部分组成整体 
cf. comprise: to consist of 整体由部分组成 
have sth to one's name: to own 收归所有 
throw in: to send for free 额外赠送 
fair and square: honest 光明正大 
Enough's enough: let's stop here 够了！ 
living off: to make a living upon one's support 靠……养活 
safe and sound: to be secured 安然无恙 
unruly: difficult to control 无法无天的，刺头的 
ambition: the determination to be successful 雄心，壮志 
eligible: a person good and suitable to marry 中意的，合适的 
bachelor: an unmarried man 单身汉 
kick: to complain 抱怨 
get it out of the way: to solve it 解决，处理掉 
assortment: a collection of different things 各种各样 
probability: something likely to happen 可能性（70-99%） 
cf. likelihood (40-70%) possibility (10-40%) chance (1-10%) 
homesickness: the sadness of missing home, nostalgia 思乡 
cultivated: having good education and manners 教化的 
bewildered: confused 困惑的 
courtesy: polite behavior of showing respect 彬彬有礼 
4. Word formation 
Suffix: -able/-ible (+v): (adj) able to do X 
Suffix: -ity (+adj): (n) the fact of X 
à -ability (+v): (n) the ability of doing X 
（二） 实践教学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践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Another School Year – What For 4  
2 Another School Year – What For 4  
3 Say Yes 4  
4 Say Yes 4  
5 The Rite of Spring 4  
6 The Rite of Spring 4  
7 The Man in the Water 4  
8 The Man in the Water 4  
9 Quick Fix Society 4  

10 Quick Fix Society 4  
11 Wisdom of Bear Woo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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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Wisdom of Bear Wood 4  
13 The Man in Asbestos 4  
14 The Man in Asbestos 4  
15 Pompeii 4  
16 Pompeii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英语（一） 
后续课程：综合英语（三）、综合英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课文 A中的重点词汇使用、写作手法、篇章结构、历史文化背景等。 
难点：把所学词汇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对课文文章理解后进行思辨性、开放式的讨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学生预先主动学习与课文相关的词汇用法和文化背景，主导课堂的教学进程。 
2.教师对知识点做必要、补充性讲解。 
教学手段： 
1.课件展示，包括：文化背景、语言阐释、词汇语法规律等。 
2.师生互动性交流。 
3.邀请学生独立做课前阅读汇报和课后的延伸话题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实验室或设备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闭卷考试为主，结合平时课堂表现和作业成绩的评测方式。 
考核内容有： 
1． 课堂出勤（Class attendance）占 15%  
2． 课前汇报（Presentation）占 15% 
3． 期末考试（Final exam）占 70% 
7、作业要求： 
结合教材课后练习，以宁缺勿滥的原则，每课精选 10-15小题，课后以作业布置，下一课课前

随堂讲解。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英语专业精品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杨利民、徐克容等编著《现代大学英语 精读 2（第二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年

3月 第 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陈汉生编著《新编高等院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指南（修订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年 6月 第 1版。 
2. 段维彤编著《英语阅读技能培养与实践》，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 9月 第 1版。 
3. 胡文仲编著《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 11月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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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章振邦编著《新编英语语法教程（第五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 4月第 5版。 
5. 朱永涛、王立礼等编著《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入门（第 3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6月第 3版。 
执笔：丁韬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7月 1日 

 

综合英语（三） 
Comprehensive English III 

课程号：30800003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夯实学生在口头和书面实践中使用英语语言的能力；2、促进学生对

于原版英语文章，包括较长较难文章的理解、归纳和思辨阐释能力；3、拓展学生在了解英语国家
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空间。 
开设本课程，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英语语言的能力。教师需要通过语言基础训练与篇

章讲解分析，使学生逐步提高语篇阅读理解能力，了解英语中各种文体的表达方式和特点，扩大词

汇量和熟悉英语常用句型，具备基本的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通过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上的各种

语言交际活动，使学生具备基本的交际技能，达到或超过《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听、说、

读、写、译等技能的要求，为后续高年级阶段学习打好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另外，学生还应该熟

悉中国文化传统，具备较强的汉语表达能力，具备丰富的人文知识和科技知识；熟悉英语国家的地

理、历史、发展现状、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一定的创新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4学时 

Unit 1 Your College Years: 
1. Preview Question： 
How many aspects of developmental changes has the author mentioned? What are they?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A question is raised, causing readers to think about developmental changes. 
Part II (2 ~ 9): developmental changes in detail 
1. (2): forming individual identity 
2. (3 ~ 4): independence from parents 
3. (5): sexual identity 
4. (6): changes in terms of all people they relate to 
5. (7): forming values and beliefs 
6. (8): a new understanding of education 
7. (9): a new understanding of self and others 
Part III (10): conclusion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personnel n. 
1) [pl. v.] people employed in one of the armed forces, a firm or a public office; staff  人员；职员 
Airline personnel are allowed to purchase flight tickets at reduced prices. 
2) [Gp] [sing. or pl. v.] department in a firm which deals with employees 
Personnel is/are organizing the training of new recru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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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wn on/upon: gradually become clear to sb’s mind; become evident to sb 
It dawned on him that she had betrayed him. 
Paraphrase: 
Has it ever dawned on you … from adolescence to young adulthood? 
When you enter the university and grow from a teenager to a young man/woman in your 20s, you 

surely will experience certain personal, financial,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changes. 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those changes? 

What are the important changes you have experienced since you entered the university, in your way 
of studying and doing research, in your way of dealing with daily affairs, in your relation with your 
parents and other people? 

endeavor vi. make effort to do; try   努力；力图 
They endeavored to make her happy but in vain. 
Paraphrase: 
During this time, … what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re. 
Originally, they don’t have an individual identity. They are their parents’ children, and they do 

everything following their parents’ opinions. They don’t know who they are and what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re. Once they go to college, they begin to make their own decisions. They gradually realize 
who they are and what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re. They will experience certain fear, anxiety, 
loneliness, i.e. the identity crisis. 

Who would like to analyze your own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nd then invite others to comment on 
you? 

perceive vt. 
1) become aware of; notice   注意到；意识到 
I perceived a note of unhappiness in her voice. 
2) perceive sth as sth: interpret sth in a certain way  认为；看作 
Women’s magazines are often perceived as superficial. 
endowment n. [C usu. pl.] natural talent, quality or ability  天赋；天资；才能 
A sharp mind （敏锐的头脑）was only one of her many endowments. 
inherit vt.  
3) receive (property, a title, etc) as a result of the death of the previous owner  继承 
She inherited a little money from her grandfather. 
4) derive (qualities, etc) from an ancestor  遗传 
She inherited her mother’s good looks and her father’s bad temper. 
Use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 
identity is determined by genetic endowment … and influenced by chance events. 
Use your own experience to illustrate this sentence. 
While students are going through an identity crisis, they are becoming independent from their parents, 

yet are probably still very dependent on them. 
They are physically and geographically away from their parents, buy they still depend on their 

parents for financial and emotional support, e.g., when you are in distress, especially when you are in 
trouble that classmates and friends cannot help you solve, you definitely call back home to consult your 
parents. 

heighten vt. vi. to make something such as a feeling or emotion greater or more intense, or become 
greater or more intense   提高；加剧 

His attempts to reassure them served only to heighten their f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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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sel vt. 
1) give professional advice to sb with a problem 
a psychiatrist who counsels alcoholics 
Counseling Psychology  
2) give (advice); advise 
I would counsel caution in such a case. 
Paraphrase: 
1) First, there is functional independence, which involves the capability of individuals to take care of 

practical and personal affairs, such as handling finances, choosing their own wardrobes, and determining 
their daily agenda. 

The first aspect of psychological separation from one’s parents is the functional independence, i.e. 
the independence in handling everyday life situations, such as taking care of one’s own money, choosing 
one’s own clothes and fixing one’s daily plan. 

2) Fourth is freedom from ‘excessive guilt, anxiety, mistrust, responsibility, inhibition, resentment, 
and anger in relation to the mother and father. 

When they were teenagers, their parents usually allowed them to do sth, prohibited them, trusted 
them, criticized them or expected them to do sth. Whenever they failed to satisfy their parents, they would 
feel guilty, anxious, responsible or resentful. But when they go to college, they become aware they should 
do things out of their own needs, at their own will, and in their own way, so they will no longer have those 
feelings. 

relate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or sympathize with sb/sth   能理解并同情某人/某事物 
Some adults cannot relate to children. 
project vt. plan (a scheme, course of action, etc.)  计划；规划 
The projected motorway extension is going to cost $ 40 million. 
What kind of man/woman do you want to become? What are your expectations of your future 

wife/husband? 
Paraphrase: 
Probably nothing can make students feel lower or higher emotionally than the way they are relating 

to whomever they are having a romantic relationship with. 
When they fall in love with somebody, they will experience the most dramatic emotional changes. If 

they get along well, they are happy and in high spirits; if otherwise, they are upset and in low spirits. 
bounce vi. move in a specific direction with an up and down motion  蹦蹦跳跳的移动 
The kid came bouncing into the room. 
dismay  
n. [U] feeling of shock and discouragement   吃惊；气馁 
He learned to his dismay that he had lost his job. 
vt. fill sb with dismay 
We were all dismayed at his refusal to cooperate. 
dejected adj. depressed; sad  垂头丧气的；沮丧的 
Repeated failure had left them feeling very dejected. 
come to: reach one point where one sees or understands sth   终于 
He came to realize that he was mistaken. 
internalize vt. to make an idea or a pattern of behavior a conscious or unconscious part of the self as 

a result of learning or repeated experience 
Ideas of female inferiority are even internalized by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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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phrase: 
Another change for college students is internalizing their religious faith, their values, and their 

morals.  
Their religious faith, values, morals will become part of their mind. Those things will influence their 

ways of analyzing problems and doing things. 
model for: act as an example for  
Could you use your own experience to illustrate this mental and ideological growth? 
Since birth … they are going to accept for their lives. 
e.g., in a Roman Catholic family, the child is definitely convinced by his/her parents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how the good deeds are rewarded by God, and how the bad deeds are punished by God. Later, 
however, this child begins to study science and will perhaps become a scientist and an atheist. He 
abandons his parents’ religious faith and establishes his own system of beliefs.  

Or we often observe in movies or novels that young people’s opinions differ from their parents and 
they sometimes break into arguments. Those are also examples of young people forming their own beliefs 
and values. 

prejudice vt. cause sb to have a prejudice; influence sb  使...产生偏见 
prejudice sb (against / in favor of sb/sth) 
Newspaper gossip has prejudiced her against him. 
prejudiced adj. having or showing prejudice  有偏见的；偏颇的 
Do you have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realiz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igh-school study and 

college study, in terms of methods of learning and meaning of learning? 
English learning:  
In high school, you are required to memorize new words and do endless sentence drills on various 

tenses and sentence types. It is like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a building. In college, when you possess 
adequate vocabulary and grammatical knowledge, you are required to do less of the memorizing job but 
more of the understanding job, e.g., you are not supposed to recite the text, but you are supposed to 
understand the text critically and relate it to your own experience. 

world citizens 
interpret vs. explain 
mature adj. 
1) fully grown or developed mentally or physically  成熟的 
He is not mature enough to be given too much responsibility. 
2) (commerce) due for payment 
The bonds will be mature in 3 months. 
appoint vt. choose sb for a job or position of responsibility 
They have appointed a new manager. 
They appointed White (as/to be) the new manager. 
Smith was appointed to the vacant post. 
light n. [C] aspect; way in which sth appears 
in the light of: with the help of; according to; considering 
In the light of the special situation, the meeting had better be postponed. 
contribute vt. vi. 
1) give one’s share of (money, help, advice, etc) to help a joint cause  捐助；捐赠 
The university contributed 100, 000 RMB yuan to the flood refugees. 
2) help to add sth, to cause sth   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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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 work has contributed enormously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difficult subject. 
4. Discussion Topics 
a.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college students will experience identity crisis and establish their 

individual identities. Are you aware of your own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your likes and dislikes, and 
how people regard you? You will quite probably be required to analyze yourself and make comments on 
others. 

b. Do you find it easy or difficult to relate to the opposite sex?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you and the opposite sex? What kind of man or woman do you want to become? 
Unit 2 How Reading Changed My Life 

1. Preview Question： 
Has your life ever been significantly changed by any particular book? Talk about a book or two you 

have read and recommend to others? 
What does reading mean to you? 
How has the Internet changed people’s way of reading?  
How do you account for such changes?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9): Reading ha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of my life. 
Part II (10-15): A crisis faced by reading. 
Part III (16-18): There is still hope for reading.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1) Word formation 
2) Phrase, idioms and expressions 
3) Sentence patterns 
4) Rhetorical devices 
4.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1) Anna Quindlen: the Journalist 
An Irish father and an Italian mother 
The New York Times columnist until 1994 
Pulitzer Prize for Commentary in 1992 (“Public and Private” column) 
Newsweek columnist 1999-2009(“Last Word” column ) 
2) Anna Quindlen the Novelist 
Full-time novelist since 1995 
Author of six best-selling novels, three of which made into movies (Rise and Shine, Blessings, 

Object Lessons, One True Thing, Black and Blue, and Every Last One) 
A critic of the fast-paced and increasingly materialistic nature of modern American life 
Some quotes:  
 “If your success is not on your own terms, if it looks good to the world but does not feel good in 

your heart, it is not success at all.”  
 “You cannot be really first-rate at your work if your work is all you are.” 
“It’s odd when I think of the arc of my life, from child to young woman to aging adult. First I was 

who I was. Then I didn’t know who I was. Then I invented someone, and became her. Then I began to like 
what I’d invented. And finally I was what I was again.” 

“Being a parent is not transactional. We do not get what we give. It is the ultimate pay-it-forward: We 
are good parents, not so they will be loving enough to stay with us, but so they will be strong enough to 
leave us.” 



7046 

5. Discussion Topics 
Can you agree that today human beings are facing the problem of an information explosion? 
Can reading do us harm? Is reading itself a sure guarantee to make us wise and fine human beings? 
The reading problem does not seem to have affected our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Maybe it is 

not a bad thing for people to turn their attention from idle reading to more practical matters. So is it really 
such a serious problem that people don’t read? What might be the consequences? 
Unit 3 A Dill Pickle: 

1. Presentation Tasks 
Please give information on the author Katherine Mansfield: her life, her position in 20th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two innovative techniques she used in her works,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nd interior 
monolog. 

Katherine Mansfield 
Born: Wellington, New England; Oct.14,1888 
Death: Fontainebleau, France; Jan.9,1923 
Along with James Joyce in England and Sherwood Anders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sfield effected 

a revolution in the short story, concentrating on a single moment in time, eliminating a strongly plotted 
action line, and using imagery and metaphor to expand the moment and give it significance beyond itself. 
Mansfield uses language to express nonverbal concepts, as the painter uses color, texture, and line, or as 
the musician uses notes in time patterns. Some of Mansfield’s most successful innovations with narrative 
technique include: interior monologu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nd shifting narrative perspectives.  

2.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the total  range of awareness and emotive-mental response of an individual, from the lowest 

pre-speech level to the highest full articulated level of rational thought 
SOC novel:  
the type of psychological novel which takes the uninterrupted, uneven, and endless flow of a 

character’s consciousness as its subject matter 
(e.g. William Faulkner: As I Lay Dying, James Joyce: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3. Interior Monolog:  
one of the techniques for presenting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of a character and often reaches 

downward to the non-verbalized level where images must be used to represent sensations or emotions 
4. Four students act out the story. 
5. Pre-reading Questions 
d. Helped with the clues given in the story and your imagination, how much can you tell about 

Vera? Her age? Education? Profession? Interests in life? Hobbies? Some of the most prominent features of 
her character? What about the man? 

e. Could you reconstruct the story between Vera and the man? How did they fall in love? How did 
they get along? Why did they part? What happened to them during the six years of separation? Why did 
Vera decide to leave the man again? 

f. What is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title ‘A Dill Pickle’? What does it symbolize? 
6.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dill n. herb with spicy seeds, as used for flavoring pickles  草茴香；莳萝 
pickle n. vegetables kept in salt water, vinegar  泡菜 
decorate vt. put ornaments on in order to make it more beautiful 
decorate A with B 
decorate a street with fla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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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el  
vt. take the skin off 
peel an orange; peel an apple 
vi. come off 
The bedroom wall is peeling. 
frown vi. to draw brows together to show displeasure, puzzlement 
She frowned at me, clearly annoyed. 
frown on/upon sth: disapprove of sth  
Smoking is frowned upon in many restaurants. 
light up (with sth): become bright or animated  容光焕发 
His eyes lit up with joy. 
exclaim vt. vi. cry out suddenly and loudly from pain, anger, surprise, etc  惊叫 
She exclaimed in delight upon hearing the news. 
exclamation n. 
loathe vt. have great hatred or disgust for sth; dislike sth greatly 
I loathe listening to them talking about politics. 
shudder vi. shake or tremble compulsively 
She shuddered with horror at the sight of the corpse. 
settle vt. make an agreement about; decide   
It’s time you settled the dispute. 
exasperate vt. irritate or annoy sb greatly 
She was exasperated by/at his stupidity. 
It’s exasperating to miss the train by half a minute. 
echo  
1) vt. vi. if a sound echoes or a place echoes (with) a sound, you hear the sound again because you 

are in a large, empty space 
The valley echoed back his song. 
The sound of footsteps echoed round the hall. 
2) vt. to repeat details that are similar to, and make you think of something else 
The design of the church echoes that of St. Paul's Cathedral. 
haunt vt. return repeatedly to sb’s mind  萦绕；浮现于脑际 
Memory about that spring still haunts me. 
pagoda n. religious building, typically a sacred tower of pyramid form 
maniac n.  
3) a mad person 
4) person with an liking for sth 
He is a football maniac. 
mania n.  
3) mental disorder 
4) extreme or abnormal enthusiasm  狂热 
The country has been infected by star mania. 
flap vt. vi. give a light blow to; move with such a motion 
The bird flapped its wings.  
Flags flapped in the strong wind.  
in proportion to: relativ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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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ment should be in proportion to work done. 
out of proportion to: in wrong relation to  
Her head is out of proportion to the size of her body. 
out of all proportion to: extremely improper for the situation 
His joke was out of all proportion to the occasion. 
fade vi. go slowly out of view or mind 
The voices became louder and closer and then faded away again. 
linger vi. stay for a long time, be unwilling to leave 
She lingered after the concert, hoping to meet the star. 
moan  
n. [C] long low mournful sound  呻吟 
moans of prisoners; moans of agony 
vt. utter moans 
He moaned, ‘where is the doctor?’ 
vi. to make a complaint in an unhappy voice, usually about something which does not seem 

important to other people  抱怨 
First she moans that she's too hot, and then that she's too cold. 
Paraphrase 
He had lost all that dreamy vagueness and indecision. Now he had the air of a man who has found his 

place in life. 
Six years ago, he was full of dreams and unclear about what he should do with his life. Now his 

manner and behavior showed that he had a successful career. 
hover vi. remain in the air in one place  盘旋 
a hawk hovering over its prey 
a helicopter hovering overhead 
luxury n. thing that is expensive and enjoyable, but not essential 
luxurious adj.  
slumber  
vi. sleep peacefully and comfortably  
The baby was slumbering peacefully. 
n. fall into a deep slumber 
prick sth up: when an animal pricks its ears up, or when its ears prick up, it puts its ears up straight 

because it is listening attentively to a small or distant sound 
The dog pricked up his ears. 
vt. make a small hole into, as with a needle or a thorn 
The nurse pricked my finger to get a small blood sample. 
bound vi. spring; jump 
The horse bounded across the meadow. 
what becomes of sb/sth: what happens to sb/sth 
I wonder what became of our neighbors after we left. 
grimace  
n. ugly, twisted expression showing pain, disgust, etc 
make/give a grimace of pain 
vi. grimace at sb/sth 
She grimaced at his gift with dist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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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t it go (at that): say or do no more about sth 
I don’t quite agree with what you say, but I’ll let it go at that. 
melancholy  
adj. sad, low-spirited 
a melancholy piece of music 
n. sadness which lasts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often without any obvious reason 忧郁 
ripple  
vt. vi. (cause to) move in small waves; (cause to ) rise and fall gently 
The breeze rippled the water. 
rippling mountain ranges 
n. [C] a small wave on the surface of water 
greenish adj. somewhat green 略带绿色的；有些发绿的 
beak n. horny projecting mouth of a bird (有图) 
Paraphrase 
… their souls had, as it were, put their arms round each other and dropped into the same sea, content, 

to be drowned, like mournful lovers. 
They were united and shared each other’s feelings and they wanted this situation to last permanently. 
breathe vt. say sth that should usually be kept secret 
If you breathe a word of this to anyone, I'll be really upset. 
mock vt. vi. make fun of sb, esp. by mimicking  嘲笑；嘲弄 
mock (at) sb’s cowardice, fears, worries, etc 
mockery n. [U] 
He replied with a note of mockery in his voice. 
snap the cigarette case to 
to adv. to or in the usual or required position, esp. a closed or almost closed position 
Push the door to. 
clutch  
vt. seize eagerly; hold tightly 
He clutched the rope we threw to him. 
She clutched the baby to her chest. 
vi. clutch at sth: try to seize 
purr vi. to make a quiet continuous soft sound 
The cat purred as I stroked its fur. 
scrape vt. injure or damage sth by rubbing roughly  擦伤；刮坏 
I scraped the side of my car against a wall. 
Here: rub roughly so as to make a sharp sound 
engross vt. (usu. passive) occupy all the time or attention of sb 
He is totally engrossed in his work. 
an engrossing story 
naïve adj. natural and innocent in speech and behavior; unaffected  自然天真的；不做作的 
It was a little naive of you to think that they would listen to your suggestions. 
astound vt. (usu. passive) overcome sb with surprise; shock 
We were astounded to know your decision. 

Unit 4 Diogenes and Alexander: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7050 

Give more information on Diogenes and Alexander. Explain Diogenes’s philosophy, Cynicism. 
Diogenes (412 ~ 323 B.C.): 
was born in Sinope, Asia Minor, belonged to the school of Cynics in Athens, believing that all 

comforts and luxuries are only hindrance of natural and good life. Therefore, he lived like a dog, eating 
and wearing only the coarsest food and clothing, sleeping on the bare ground, and even adopting some 
sort of tub as a dwelling. During a voyage, he was captured by pirates and sold as a slave in Corinth, 
where he lived the rest of his life.  

After his death, the people of Corinth erected a pillar in his memory, on top of which there was a dog. 
‘Dog’ was the half-mocking, half-affectionate nickname for Diogenes, and the symbol adopted by the 
Cynics.  

There are many interesting stories concerning Diogenes, his carrying a lantern in the daylight, his 
encounter with Alexander, etc. when he was captured by pirates and about to be sold as a slave, he was 
asked what trade he knew. He answered that all he knew was how to govern men; he wanted to be sold to 
a man who needed a master. 

Cynicism:  
a school of philosophy, advocating that people should live naturally and simply. All material 

possessions and social conventions are unnecessary. The Cynics despise worldly pleasures, luxuries and 
comforts of life.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word ‘cynic’ is ‘like a dog’. Therefore, the doctrine of 
Cynicism can be summarized as ‘to live like a dog.’  

Alexander the Great (356 ~ 323 B.C.): 
was the son of Philip II of Macedon. Philip had reformed the Macedonian army, had subdued the city 

states of Greece, partly by force, partly by bribery. When he planned to lead the Greeks against their old 
enemy Persia, he was murdered, and Alexander became King of Macedonia at the age of 20. He inherited 
from his father a passion for conquest and a keen interest in military strategy. In the spring of 334 B.C., he 
started his great expedition against Persia. With an army of about 30, 000 infantry and 5000 cavalry, he 
completely defeated the Persian army. He was a student of Aristotle. He loved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He had a brilliant understanding of the 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He was courageous, extremely generous 
to the defeated, cruel to those who resisted. After his death, his name became a legend throughout the 
countries he had conquered, and many heroic stories are told of him. 

6. Pre-reading Questions: 
d. How would you describe Diogenes’s life? Why did he live that way? 
e. What kind of a man was Alexander? 
f. What is your understanding of his saying, ‘If I were not Alexander, I should be Diogenes.’? 
7.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10): Diogenes 
Part II (11 ~ 13): Alexander 
Part III (14 ~ 17): the dramatic encounter between the two 
8.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lunatic  
n. wildly foolish person 
You are driving on the wrong side of the road, you lunatic! 
adj. foolish and dangerous 
a lunatic idea 
scratch vt. vi. scrape or rub the skin, esp. to relieve itching 
Scratching the rash will only make it wo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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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one’s business: (euphemism) empty one’s stomach or pass water 
squat vi. sit on one’s heels or on the ground with the knees drawn up under or close to the body  蹲；

收膝而坐 
The old man squatted down by the fire. 
wash down: swallow food or medicine with the help of liquid 
provide for: make ready for; do what is necessary for  筹备；抚养 
He has a large family to provide for. 
stroll  
vi. walk in a slow leisurely way  散步 
They are strolling in the park. 
n. go for/ have a stroll 
Everybody knew him, or knew of him.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knew’ and ‘knew of’? 
scant adj. very little and not enough 
He pays scant attention to the needs of his children. 
a mischievous pebble (transferred epithet)  
abuse n. [U] insulting words; offensive or coarse language  辱骂；粗话 
The word ‘bastard’ is often used as a term of abuse. 
They were not quite sure whether he was mad or not. He knew they were mad, … 
Are the two ‘mad’s here identical in meaning? 
squatter n. person who takes unauthorized possession of unoccupied premises  擅自占有无人居住

的房屋者 
Paraphrase 
He thought everybody lived far too elaborately, expensively, anxiously. 
People enjoy delicious food, comfortable beds and houses. Besides, they often put ornaments on 

them. These, together with other luxuries in life, cost lots of money. In order to earn so much money and 
keep your possessions safe, they have to live under great pressure and anxiety. In Diogenes’ opinion, those 
luxuries and worries are unnecessary and we should simplify our lives.  

satirize vt. make fun of sb/sth by means of satire  讽刺 
Politicians are often satirized on TV and radio. 
convert vt. vi. (cause to) change in form, character, opinion, etc 
What's the formula for converting pounds into kilos? (convert A into B) 
He converted to Catholicism when he got married. (convert sb to sth) 
earthenware (glassware, silverware, software, etc.) 
discard vt. throw away; stop using or wearing  丢弃；废掉 
discarded beliefs/clothes 
inhabit vt. live in; occupy  占据；栖居 
It is a lonely island, inhabited only by birds.  
inhabitant n. 居民；栖息的动物 
Paraphrase 
But he was the first who ever did so by choice, out of principle. 
He was not the first person to live in a discarded jar. But he was the first person who did so willingly, 

based on a principle, a theory. In other words, he was not forced by his poverty to live in a jar, but because 
he believed that people should live simple lives. 

expound vt. vi. explain by giving details or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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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uses her newspaper column to expound her views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Only so can you live a free life. (What are the words that usually cause reversion?) 
extravagance n. extravagant thing, act, statement, etc.  奢侈品；放纵的行为 
Perfume is my greatest extravagance. 
extravagant adj. spending, using or doing more than necessary in an uncontrolled way 
the extravagant lifestyle of a movie star 
That was very extravagant of you to buy strawberries out of season. 
procure vt. obtain, esp. with care or effort 
The book is out of print and difficult to procure. 
perish vi. (fml.) be destroyed; die 
Thousands of people perished in the earthquake. 
perishable adj. likely to decay or go bad quickly 
Paraphrase 
In order to procure a quantity of false, perishable goods he has sold the only true, lasting good, his 

own independence.  
In the process of getting a certain amount of worldly possessions, which cannot last a long time and 

have no values at all, he worries so much and depends so much on them that he in fact loses freedom and 
becomes a slave to his possessions. 

imprint vt. to mark a surface by pressing something hard into it 
imprint a letter with a postmark / imprint a postmark on a letter 
Paraphrase 
His life’s aim was clear to him: it was ‘to restamp the currency’: to take the clean metal of human life, 

to erase the old false conventional markings, and to imprint it with its true values. 
To Diogenes, human life is like clean metal, but marked with false values. He regards it as his duty to 

erase those false values and print true values on it. That is, to use his philosophy to replace their false 
ideas. 

Diogenes answered ‘I’m trying to find a man.’ 
What does ‘a true man’ here refer to? 
drill  
vt. vi. to practice something, especially military exercises, or to make someone do this 
The crew members were being drilled to rescue passengers in emergencies. 
n. an activity which practices a particular skill and often involves repeating the same thing several 

times, especially a military exercise intended to train soldiers 
The soldiers have three hours of drill a day. 
fortifications n. [C often pl.] defensive walls, towers, earthworks, etc  防御工事 
These fortifications were all buil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Diogenes took his old cask and began to roll it up and down. ‘when you are all so busy,’ he said, ‘I 

feel I ought to do something!’ 
What did he try to tell people by doing this? 
page or page boy: boy servant, usu. in uniform, in a hotel or club 
look over: examine sth one by one or part by part 
I have looked over all records about him and didn’t find anything wrong. 
totter vi. walk with weak unsteady steps 
She tottered unsteadily down the stairs in her high-heeled shoes. 
walk, pace, stroll, shuffle, toddle [(especially of a young child) to walk with short steps, trying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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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the body balanced], stagger, swagger [walk or behave in a self-important manner] 
conquer vt. take possession of sth by force 
The Spanish conquered the New World in the 16th century. 
conquest n.  
conqueror n. 
Alexander was far older and wiser than his years. 
chivalrous adj. behaving like a knight, polite, honorable and kind towards women 
automaton n. (pl. ~tons or ~ta) person who acts without intelligence; robot 
Iliad & Odyssey 
emulate vt. try to do as well as or better than  
emulate sb at sth 
She practiced very hard to emulate her sister at the piano. 
in particular: especially or specifically 
The whole meal was good but the wine in particular was excellent. 
corps n. (pl. corps) military force made up of two or more divisions 
The man of the hour, of the century 
unanimous adj. (of a decision, an opinion, etc.) given or held by everybody 
She was elected class president by a unanimous vote. 
The proposal was accepted with unanimous approval. 
acclamation n. 
acclaim vt. welcome with shouts of approval; applaud loudly  欢呼；喝彩 
The winner of the race was acclaimed by the spectators.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Diogenes?’ 
‘Yes,’ said the Dog. ‘Stand to one side. You’re blocking the sunlight.’ 
What is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his answer? 
When Alexander asked the question, he was thinking of a warm garment, a comfortable house, or 

money. But Diogenes didn’t need any of those things. To him, Alexander was the very symbol of money, 
power and worldly desires and the hindrance to his teaching. 

titter n. vi. half-suppressed little laugh  偷笑；窃笑 
smile, laugh, giggle, grin, chuckle, guffaw 
nudge vt. touch or push slightly with the elbow in order to draw sb’s attention privately 
I nudged her and pointed to the weird-looking man across the street. 
paradox n. [C] statement which seems absurd or contradictory, but is or may be true   
e.g. She loves her sun so much that she has to be cruel to him. 
toil vi. work long or hard 
We toiled away all afternoon to get the house ready for our guests. 
Paraphrase 
He knew that of all men then alive in the world only Alexander the conqueror and Diogenes the 

beggar were free. 
Diogenes has no desires for material possessions, worldly pleasures; he has nothing to lose, to fear, to 

worry about, so he is free. Alexander, in contrast, has absolute power; all his desires are satisfied, so he is 
free, too. 

9. Discussion Topic: 
What is your opinion concerning Diogenes’s philosophy? Suppose the world should follow Diogenes, 

what would be the results? On the other hand, would you dismiss his philosophy altogether since it se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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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against progress and civilization? Have you learned anything valuable from his philosophy? 
Unit 5 Silent Spring: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Rachel Carson: 
Born in 1907, American ecologist, scientist and writer, B.A. in English, M.A. in Zoology, included as 

one of the 100 most influential figures in the 20th century by New York Times. Her essential view: Much 
of Nature is beyond the reach of man, that God has a course for the stream of life, and Man could not 
interfere with it.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is to mold life and life should not have the power to change 
drastically or destroy the physical world.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20th century, while most people were 
celebrating the breath-taking progres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rson was among the first and most 
courageous to uncover the dark sid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peak out about it. 

Silent Spring: 
Published in Sept.,1962. Even before its publication, it received hostile attacks from the chemical 

industry. Some argued that the chemicals were mankind’s only sure defense against starvation and disease. 
They did not admit the chemicals’ potential for harm and condemned Carson as making too much fuss 
about the use of them. A government official attacked Carson personally, ‘I thought she was a spinster. 
What’s she worried about genetics for?’ Many other took her writing seriously. President Kennedy ordered 
the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pesticides.  

The problem of the imbalance in our ecosystem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acute these days. Everyday 
there are reports about polluted rivers and lakes, frequent acid rains and sand storms, soil erosion, 
desertification, deforestation, over-fishing. We, as the inhabitants of earth, all should have the sense of 
duty or mission to preserve the environment. 

2. Presentation Task: 
What do you think of Carson’s views published some forty years ago? Do you think it has any 

relevance to today’s realities in our own country? 
3. Pre-reading Questions: 
d. How did the author describe the town before the disaster? What did it look like after the 

disaster? 
e. How did Carson explain the ecological disasters? What did she believe are the factors that cause 

the modern insect problem?  
f. Did Carson mean that we should never use insecticide? What did she suggest? 
4.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 9): two contrasted descriptions of a central American town, which leads to the question, 

‘What causes the disaster?’ 
(1~2): the description of the beauty of this town. The author describes the town in its various seasons, 

the trees, flowers, birds, fish, foxes, deer. She also uses color and sound images to appeal to the reader’s 
senses 

.(3~7):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ame town after it was stricken by some disaster. The plants withered; 
animals and people sickened; there were no birds on trees or fish in the river. It was a silent spring 

Part II (10 ~ 18):  The disaster is caused by human beings’ indiscriminate and imprudent use of 
chemicals to kill weeds and insects. 

Part III (19 ~ 24): The author points out two factors that lead to the explosive increase of insect 
population and gives her suggestion on how to deal with the insect problem. 

Part IV (25): Conclusion 
5.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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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n. [U] living things collectively 
Is there life on the Mars?  
in harmony with: agreeing; matching    
His tastes are in harmony with mine. 
harmonious adj.  
surroundings n. [pl.] all the objects, conditions, etc that are around sb/sth    
Animals in zoos are not in their natural surroundings. 
The following expressions contain metaphor. 
white clouds of bloom (para. 1): flowers growing in groups and looking like white clouds from the 

distance 
a blaze of color (para. 1): yellow and red colors that are so bright that they look like flames 
birch n. 桦树 
flicker vi. (of a light) burn or shine unsteadily   
When the door opened, all the lights flickered for a moment. 
fern n. 蕨类植物 
eye n. visual perception; observation  
To her expert eye, the painting was terrible. 
migrant n. person or animal who migrates   迁徙的人；候鸟 
trout n. 鳟鱼 
raise a house / sink a well 
spell n. 
3) [C] words, which, when spoken, are thought to have magic power 
The wizard recited a spell. 
4) [C] state or condition caused by the speaking of such words 
cast/put a spell on sb  
flock n. group of sheep, goats or birds of the same kind 
a flock of wild geese/sheep 
sicken vi. become ill    ~ for sth 
Most people sickened for heat. 
desert vt. go away from a place without intending to return 
The village had been hurriedly deserted, perhaps because terrorists were in the area. 
deserted adj. with no one present   
deserted street/house 
throb vi. (of the heart, pulse, etc) beat, esp more rapidly than usual   悸动 
His wound throbbed with pain. 
marsh n. [C, U] (area of) low-lying wet land  沼泽；湿地 
wither vt. vi. (cause to) become dry or dead 
The flowers will wither if you don’t put them in water. 
His legs were withered by disease and starvation. 
substantial adj. large in amount; considerable   数目大的；可观的 
There has been a substantial decrease in orders since the winter comes. 
harsh adj. cruel; severe   
a harsh punishment 
modify vt. change sth slightly, esp to make it less extreme or to improve it 
The heating system has recently been modified to make it more 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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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er vt. vi. (cause to) become different 
I didn’t recognize him because he had altered so much. 
The plane altered course. 
Paraphrase 
To a large extent, … acquired significant power to alter the nature of world. (para. 10) 
The outward appearance and regular behaviors of plants, animals and all living things used to be 

shaped by the environments. They have to make changes in order to adjust to the changing environments. 
In the long history of life on earth, the effects of living things on earth have been comparatively slight and 
insignificant. Only in recent centuries has man got the power to mak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to change 
environments to satisfy their own needs. 

During the past quarter century this power has not only become increasingly great but it has changed 
in character. (para. 11) 

In the past, human beings killed animals for food, cut down trees to make farmlands, to build houses, 
dug coals and iron ores from the earth, that is, they converted natural resources to their own use. But 
recently, they begin to manufacture cars, which produce poisonous gases, and develop various chemical 
products and nuclear power, which poison the environments. Their power to change nature not only 
increases, but goes to the harmful side. 

assault  
n. violent and sudden attack   ~ on 
They made an assault on the enemy. 
vt. make an assault on 
He was sentenced to two years’ imprisonment for assaulting a police officer. 
contamination n. 
contaminate vt. make dirty, impure, diseased by adding sth impure or by touching 
These farmlands have been contaminated by radioactive material. 
lethal adj. causing or able to cause death 
lethal weapons/poisons 
sinister adj. showing ill will   恶意的；阴险的 
a sinister face / sinister looks 
spray vt. send out liquid onto sb/sth in tiny drops 
spray A on B  /  spray B with A 
spray paint on a car  /  spray crops with pesticide 
Paraphrase 
Chemicals sprayed on croplands or forests or gardens lie long in soil, entering into living organisms, 

passing from one to another in a chain of poisoning and death. (para. 11) 
The chemicals sprayed on crops are likely to enter birds and animals in food, and then pass out in 

waster matter from their bodies, get into the soil and are absorbed by the plants that grow on it. When 
birds and animals and people eat the plants, these substances again are taken into their bodies. The 
chemicals tend to be recycled in the food chains and poison all living things. 

millennium n. [C] period of 1000 years 
millennia [pl] 
Paraphrase 
Given time – time not in years but in millennia – life adjusts, and a balance has been reached. (para. 

12) 
When the environment changes, living things can adapt to their surroundings, but it is a long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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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t takes thousands of years for life to be in harmony with their modified world again. 
impetuous adj. acting or done quickly and with little thought or care; rash or impulsive   鲁莽的；

冲动的 
an impetuous young man / impetuous behavior 
tamper vi. ~ with sth   meddle or interfere with sth; alter sth without authority 
Someone has been tampering with the documents on my desk. 
synthetic adj. produced by synthesis; artificial 
synthetic diamonds, rubber, etc 
counterpart n. person or thing exactly like or closely corresponding to another 
The sales director phoned her counterpart in the other firm. 
Paraphrase 
And even this, were it by some miracle possible, … find their way into actual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para. 14) 
It would take some magic power to make living things adjust to these chemicals. Even if this were 

possible, it would be useless, because new chemicals are continuously being created and produced. 
coat vt. cover sb/sth with a layer of sth 
coat sth in/with sth 
biscuits coated with chocolate / a copper statue coated in gold 
film n. thin coating or covering over sth 
The film of dust over the furniture showed that the room had been vacant for months. 
be caught up in: be involved in against one’s wishes 
The company was caught up in a fraud scandal. 
spiral n. advancing or ascending continuous curve winding round a central point 
evolve vt. vi. (cause to) develop naturally and gradually 
Man has evolved from lower forms of life. 
He has evolved a new theory after many years of research. 
immune adj. that cannot be harmed by a disease 
immune from/against/to 
I’m immune to smallpox as a result of vaccination. 
immunity n. 
This vaccine will give you immunity for 2 years. 
immunize vt.  
Have you been immunized against smallpox yet? 
hence adv. for this reason  因此 
I fell off my bicycle yesterday, hence the bruises. 
flare-back n. revival; resurrection 
resurgence n.  
resurgent adj. reviving; coming back to reality 
a resurgent economy / a resurgent hope 
crossfire n. situation in which two people or groups are arguing, competing, etc and another is 

unwillingly involved 
When two countries clash, their business people often get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gear vt. gear A to B   adjust one thing to the working of another 
The country’s economy must be geared to the wartime requirements.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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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ethods employed must be such that they do not destroy us along with insects. (para. 19) 
His behavior was such that everyone disliked him. 
The force of the explosion was such that all the windows were broken. 
Paraphrase 
Nature has introduced great variety into the landscape and holds the species within bounds. (para. 20) 
There are many species of living things on earth and Nature has its own method to keep the 

population of each species under control. 
habitat n. (of plants or animals) natural place and conditions of growth   产地；栖息地 
intermingle vt. vi. mix together  
intermingle (sb/sth) (with sb/sth) 
This novel intermingles reality with illusions. 
New York is a city where people of all races intermingle. 
colossal adj. very large; immense; huge 
a colossal building / a colossal amount of money 
reserve n. [C] place or area reserved for special use or purpose    
hitchhiker n. 
hitchhike vi. get a free ride by signaling for one 
suppress vt. put an end to the activities or existence of sth    镇压；抑制 
suppress one’s anger / suppress an uprising 
damp down  
3) reduce; make sth less strong 
This type of glass damps down noise. 
4) make a fire burn more slowly 
Paraphrase 
We are faced, according to Dr. Elton, … the explosive power of outbreaks and new invasions.’ (para. 

24) 
We are faced with a task critical to our survival. This task, however, is not to develop new chemicals 

to kill insects, but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insect population and the surroundings and restore 
their population to its proper size. 

contend vt. put forward as one’s opinion; argue; assert 
He contends that unemployment causes serious social problems. 
contention n.  
It is his contention that unemployment may cause serious social problems. 
potent adj. having a strong effect 
potent medicine / potent arguments  
subject vt. subject A to B   cause sb/sth to experience or undergo sth  
To test his will, he was subjected to great mental pressure. 
advance n. (attrib.) in advance   
give sb advance warning / make advance payment 
integrity n. state or condition of being complete 
physical integrity / territorial integrity 
6. Discussion Topic 
What can we do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s individuals? 

Unit 6 How Do We Deal with the Drug Problem?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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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ntroduce to your classmates the drugs mentioned in our text: marijuana, heroin, cocaine and 
methamphetamine. How do they look, how are they used and what harms do they work on the users?  

b. What are the causes for drug addiction (teenagers, adults, etc)? What are the harms that can be 
worked on the addicts (physical, family life, career, social, etc)? You may refer to Text B for examples. 

2. Text Organization: 
Drugs: 
Part I (1): stating his proposition to legalize drugs 
Part II (2 ~ 10): giving supporting ideas 
a. The author has tried almost every drug and is addicted to none. 
b. A man has the right to do what he wants. 
c. Any sane person will not become a drug addict. 
d. Forbidden fruit is always delicious. 
e. There will be no crimes, no costs for law enforcement. (That is also why people refuse to 

legalized drugs.) 
The Trouble with Legalizing Drugs: 
Part I (11 ~ 15): The author first acknowledges that legalization has some immediate effects and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advocate legalizing drugs. 
Part II (16 ~ 18): He points out that legalization has an ugly gaping hole. 
Part III (19 ~ 20): He observes that neither legalization nor further criminalization can solve the drug 

problem satisfactorily and completely. 
Legalize? No. Deglamorize:  
Part I (21 ~ 26): Similar to the previous article, the author first acknowledges the immediate effects 

of drug legalization and then points out that it will eventually lead to catastrophe. 
Part II (27 ~ 31):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basic cause of drug addiction is cultural, so his 

proposed solution is to deglamorize. 
Part III (32): summary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at cost: at cost price 
The store would soon be relocated and was selling its goods at cost.  
The author doesn’t make the suggestion wantonly. To legalize drugs has been advocated by many 

people. What are the grounds for their advocacy? 
marijuana n. 印度大麻 
speed n. [U] (sl.) amphetamine used as a drug to produce a sense of well-being and excitement   安

非他明（用以产生欣快感和兴奋感） 
kick vt. (colloq.) give up; stop (esp. bad habits) 
Doctors should persuade smokers to kick the habit. 
for the record: so that it should be noted; for the sake of accuracy   供记录之用；为准确起见；必

须明确指出 
Just for the record, the minister’s statement is wrong on two points. 
whiff n. [C] ~ of sth   small amount breathed in   少量吸入 
He took a few whiffs of a cigar. 
exhortation n. 
exhort vt. advise sb strongly or earnestly; urge sb   规劝；告诫 
exhort sb to sth/do sth 
The chairman exhorted the party members to action/tak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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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phrase 
Along with exhortation and warning, … interfere with his neighbor’s pursuit of happiness. (para. 3) 
While urging people not to take drugs and warning them of the dangers, we should remember that 

ever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untry, our people have held the idea of American freedom, that is,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do whatever he likes as long as he does not harm the interests of other people. 

zombie n. (infml) dull lifeless person who seems to act without thinking or not be aware of what is 
happening around him; automaton   行尸走肉 

too bad: to express one’s pity, regret, sympathy, etc 
Too bad we don’t have the book you ask for. 
mainliner n. 
mainline vt. vi. (sl.) inject a drug into a large vein for stimulation, often because of addiction 
She mainlined heroin. / He is mainlining on hard (烈性) drugs. 
Paraphrase 
Nevertheless, forbidding people things … always denied our governors. (para. 5) 
Considering the problem in psychological terms, things that are forbidden become all the more 

attractive, so forbidding drugs only makes people want them more. But our government never recognize 
this point. 

Explain Paragraph 6 
At that time, the government thought that alcohol was harmful and enslaved one’s mind and it was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eliminate alcohol from people’s life. However, during the years of Prohibition, there 
were many bootleggers selling liquor on the black market and many people died of drinking impure and 
unhealthy alcoholic drinks. Besides, the Prohibition Law was made arbitrarily and enforcement of the 
Law was ineffective, so people began to doubt the laws of the country in general. But people today seem 
to have forgotten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stamp sth out: eliminate, destroy or suppress sth, esp by force or vigorous action   消除；毁灭 
stamp out an epidemic disease, terrorism, etc 
citizenry n. [U] citizens thought of as a group 
pusher n. (sl.) peddler of illicit drugs 街头贩卖毒品的小贩 
be/get hooked on sth: (sl.) be/become addicted to sth; be/become completely committed to sth    迷

上；完全陷于 
Life had been getting even worse since her husband got hooked on gambling. 
have a vested interest in sth: be likely to gain or lose from it, or be affected in some way by it    对

某事物保有既得利益 
You have a vested interest in Tim’s resignation. (because you may get his position) 
narcotic n. adj. (kinds of drug) producing sleep or insensibility   麻醉剂；麻醉的 
the Mafia: a secret terrorist group in Sicily; originally opposed tyranny but evolved into a criminal 

organization in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mafia: a crime syndic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organized in families; believed to have important 

relations to the Sicilian Mafia 
fix n. (sl.) injection of a narcotic drug   注射麻醉品 
After the police interrogation, he couldn’t wait to get himself a fix. 
Explain Paragraph 10 
Legalization is impossible at present for mainly two reasons. First, most American people consider 

taking and selling drugs as immoral and sin to be punished. It is difficult to change their attitude. Second, 
selling drugs and fighting drugs are both highly lucrative businesses, many people don’t want to giv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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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opportunity to make money. 
Paraphrase 
If you can’t win the game … be resolved by legalizing it. (para. 11) 
Because you can’t succeed in persuading people not to use drugs or eliminating drug-related crimes, 

so you legalize drugs. That is a compromise, a giving-in, not a solution. 
stigma n. [C, U] mark of shame or disgrace; shameful feeling or reputation   耻辱的标记；羞耻 
There is less stigma attached to being a single mother now than there used to be. 
作为单身妈妈不像过去那样见不得人了。 
anew adv. in a new or different way; again  重新 
Our efforts must begin anew. 
Paraphrase 
He felt as though he was bailing out the ocean with a teaspoon. (para. 14) 
There are so many drug dealers, users, and drug related crimes, that the effort taken by the authorities 

doesn’t work much effect. 
gape vi. be or become open wide  张开；张大 
He looked as if he had just had a fight, hair messy, his shirt gaping open with a button missing. 
Explain Paragraph 18 
Economist Milton Friedman had written William Bennett a letter, which was published in the 

newspaper to express his legalization suggestion. Bennett answered his letter by writing an article on Wall 
Street Journal to point out the big flaw in legalization, that is, drug use would increase sharply.  

rebut vt. prove sth to be false; refute   证明…不实；反驳 
She has rebutted the charge that she has been involved in any financial malpractice. 
rebuttal n. 
evidence in rebuttal of a charge 
repeal vt. withdraw (a law, etc) officially; revoke  废止；撤销 
The apartheid policy in South Africa was repealed in 1991. 
miss the boat 
1) miss the point of; fail to understand 
I missed the boat on that explanation. 
2) be too slow to take an opportunity 
If we don’t offer a good price for the house, we’ll probably miss the boat altogether. 
ill n. [C] misfortune; trouble  不幸；灾难 
the various ills of life 
impoverish vt. make sb poor    
She is going out with an impoverished young actor. 
drug boot camps: detention centers for drug addicts 
multifaceted adj. having many different parts; involving many different aspects 
It’s a multifaceted business, offering a range of services. 
这是一个经营多种项目的公司，提供一系列的服务。 
Paraphrase 
Bennett is right to say the nation’s drug problem … limit his targets. (para. 20) 
When refuting legalization advocates, it is right for Bennett to say that drug problem involves too 

many aspects and is too complicated to be solved by legalization. But he shouldn’t have limited his targets 
just to drug sale and abuse, without looking deeper into many related social problems. 

proverbial adj. widely known and talked about   众所周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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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honesty is proverbial. 
illusory (illusory) adj. based on illusion; deceptive   幻觉的；虚假的 
Their hopes of a peaceful solution turned out to be illusive. 
cartel n. a group of similar independent companies who join together to control prices and limit 

competition  卡特尔；商业联盟 
an oil cartel 
to boot: (arch or joc) in addition; as well  除此之外；再者 
She is an attractive woman, and wealthy to boot. 
be here to stay: (colloq.) be permanent   持久；根深蒂固 
I hope the equality principle is here to stay. 
pharmacy n. 
1) [U] (study of the) preparation and giving out of medicines and drugs   药学；制药；配药 
2) [C] place where medicines are prepared and given out    药方；药店 
intoxicant n. intoxicating substance, esp alcoholic drink 
intoxicate vt. cause sb to lose self-control    使麻醉；使陶醉 
intoxicate sb with sth 
He had been drinking all night and was thoroughly intoxicated. 
The whole family were intoxicated with joy on hearing the news. 
proponent n. person who proposes sth   提议者；建议者  (vs. opponent) 
sanction n. 
1) [U] permission or approval for an action, a change, etc   批准 
The book was translated without the sanction of the author. 
2) [C] measure taken to force a country to obey international law   制裁 
undercut vt. offer goods or services at a lower price than one’s competitors 
They are undercutting us by $ 20, 000 each set of equipment. 
rationale n. fundamental reason for or logical basis of sth   基本原理；理论基础 
paradigm n. type of sth; pattern; model   范例；样式；模范 
Some of these educators are hoping to produce a change in the current cultural paradigm. 
Note for Paragraph 28 
Smoking has its cultural origin. So does drug use. When many teenagers were asked why they took 

marijuana, they said because their sisters, brothers and friends also used it. Many singers and artists took 
drugs for inspiration. Cannabis plant is printed on T-shirts and caps for sale. It’s simply cool and trendy to 
take marijuana. It’s estimated to one of five high school juniors and one of four seniors take marijuana. 

crack down on sb/sth: impose more severe treatment or restrictions on sb/sth   严惩；镇压 
The local police are cracking down on gambling. 
go round: be enough for everyone to have a share    
There isn’t enough whisky to go round. 
confiscate vt. take possession of sth by authority, without payment or compensation   没收；充公 
If you’re caught smuggling goods into the country, they are sure to be confiscated. 
confiscation n. 
premium n. additional payment  额外费用 
You have to pay a premium of $ 2 for express delivery. 
Paraphrase 
And if you are just a politician looking for reelection, send in the Marines and wave to the cameras. 

(para.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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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f you are just a politician trying to win over people’ votes, just pretend that you are taking the 
toughest action against drugs, to increase your publicity and popularity, without considering whether the 
action is effective or not. 
Unit 7 Inter-Lesson (1) 
Unit 8 In My Day: 

1. Presentation Question: 
How does the author gradually come to understand his mother?  
Does his mother’s problem simply consist in old age, senility?  
How does the author explain the causes of generation gap?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causes of generation gap? 
Do you believe it is inevitable?  
What should we do about it?  
Use examples of your own experience or what you have heard of to illustrate.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 45) devoted to the memory of his mother 
Part II (46 ~ 53) examining his relation with his son 
Part III (54 ~ 55) concluding that life is a braided chord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preside vi. 
preside at: be chairman; chair  主持 
The Prime Minister presided at the meeting of the cabinet. 
preside over: be head or director of sth; control or be responsible for sth    掌管；领导 
The City Council is presided over by the mayor. 
Paraphrase 
Through all this she lay in bed … beyond the gift of physical science. 
Although physically she lay in bed, she was able to travel into the future or the past mentally. She 

moved so freely that, though modern science has offered people various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like 
aeroplane or spaceship, they could not travel as rapidly and easily as she did. 

overgrown adj. having grown too large or too fast 
He is not an adult, just an overgrown boy. 
prompt adj. done without delay; punctual   迅速的；准时的 
I was surprised by his prompt reply. 
dismiss vt. put (thoughts, feeling, etc) out of one’s mind; consider sth not worth thinking of   摒除；

对…不以为然 
He tried to dismiss her from his thoughts. 
dismiss an idea / a suggestion 
Paraphrase 
She gazed at this improbably overgrown figure out of an inconceivable future and promptly 

dismissed it. 
That day her mind went back to fifty years ago when she was a young country wife. She couldn’t 

conceive things happening in the future and the man sitting at her bedside seemed too big and old to be 
her son, so she refused to believe what he said. 

hazy adj. 
1) misty 
It was a hazy day and we couldn’t see 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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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vague 
hazy memories 
fierce adj. violent and angry   凶猛的；凶狠的 
fierceness n. 
Paraphrase 
There had always been a fierceness in her. … a great one she had always been for issuing opinions. 
There had always been a fierceness in her. When she expressed an opinion, her chin would come 

forward which made her look angry and defiant. And she liked to express her opinions, never afraid of 
speaking her mind. 

caution vt. give a warning to sb 
caution sb against sth / caution sb not to do sth 
The teacher cautioned her against being late. 
We were cautioned not to drive too fast. 
formidable adj. causing fear and great anxiety; difficult to deal with 
a formidable appearance   可怕的外表 
formidable obstacles   难以克服的障碍 
have it/things/everything one’s own way: have what one wants, esp by imposing one’s will on others   

为所欲为 
All right, have it your own way. I’m tired of arguing. 
bend vt. force sb to submit to sth    bend sb to sth  
She bent the jurors to her will. 
on the run 
1) continuously active and moving about   忙个不停 
2) in flight   逃跑 
He was on the run from the police. 
behead vt. cut off the head of  
Six people were beheaded. 
trip vt. vi. catch one’s foot on sth and stumble or fall; cause sb to do this     trip over/up 
She tripped over a stone and fell. 
He tried to trip me up, but failed. 
tumble vt. vi. (cause to) fall helplessly or violently, usu. without serious injury 
tumble down the stairs / off a bicycle / out of a tree / over a step 
The children tumbled each other over in the snow. 
debris n. [U] scattered fragment; wreckage   散落的碎片；残骸 
After the crash, debris from the plane was scattered over a large area. 
giblets n. [pl.] heart, liver, etc of a goose, hen etc   禽类的内脏 
battered adj. out of shape because of age, regular use or frequent accidents 
His car looks rather battered. (破破烂烂的) 
Question 
What kind of a woman was the author’s mother when she was young? Can you give a character 

sketch of her: her manners and values? 
advise vt. inform or notify sb   advise sb of sth 
Please advise us when the goods are delivered. 
Guy Fawkes (1570 ~ 1606), English conspirator, notorious for his part in the Gunpowder Plot. In 

1593, he joined the Spanish Army. While serving in Flanders, he was hired to be the principal agent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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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piracy to blow up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He was hanged in Westminster on Jan. 31st, 1606. In 
England, Guy Fawkes Day is celebrated every Nov. 5th by setting off fireworks. 

rhyme n. [C] verse or verses with rhymes  韵文 
sing nursery rhymes to the kids 
treason n. [U] betrayal of one’s country or its ruler   叛国通敌；背叛 
His disclosure of the secret was punished as treason. 
plot n. secret plan made by several people to do sth; conspiracy   密谋；阴谋 
The plot to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was discovered in time. 
scheme n. secret or evil plan 
diagnose vt. find out the nature of an illness by observing its symptoms   diagnose A as B 
The doctor diagnosed his rash as allergy. 
senility n.  
senile adj. suffering from bodily or mental weakness because of old age 
He keeps forgetting things; I think he is getting senile. 
ferocity n. 
ferocious adj. fierce, violent or savage 
Paraphrase 
For ten years or more the ferocity with which she had once attacked life … a time in which she was 

needed. 
She used to be a young and capable country wife, who was busy all day and had to run to do things, 

who was needed, loved and respected, but when she grew old, she was physically weak, having nothing to 
do and nobody to talk to. She was no longer needed or loved. She was angry with herself and hated the 
present life. But the last fall enabled her to escape reality and return to the past when she was respected, 
needed and loved. 

banal adj. commonplace; uninteresting   
banal remarks / banal thoughts 
banality n. 
the silver lining: the bright side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wear n. [U] damage or loss of quality from use   磨损 
His shoes showed signs of wear. 
pep talk: talk intended to fill the listener with spirit 
pep n. [U] lively spirit or energy    
After her coffee, she felt full of pep again.  
flag vi. droop, hang down; (fig.) become tired or weak 
My interest is flagging. 
vein n. (sing.) manner or style; mood 
The same story was interpreted in a comic vein. 
mend one’s ways: improve one’s habits, way of living, etc 
If you don’t mend your ways, you may hardly be accepted by the new team. 
fatigue  
n. [U] great tiredness usu. resulting from hard work or exercise 
We all suffered from fatigue after two hours’ hiking. 
vt. make sb very tired  
radiant ad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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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nding out rays of light; shining brightly   the radiant sun 
2) bright with joy, hope, love, etc  (容光焕发) 
The parents were radiant with joy at their son’s wedding. 
Paraphrase 
A world had lived and died, … than I knew of the world of the pharaohs. 
Although my mother and grandfather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me, their lives seemed to me a distant 

past. I knew as little about them as I knew about the Egyptian kings from the history books. 
orbit  
n. path followed by a heavenly body   the earth’s orbit round the sun 
vt. vi. move in orbit round sth   
Nine planets orbit the sun. 
interrogate vt. question sb aggressively or closely and for a long time    询问；审问；盘问 
Thousands of dissidents (持不同政见的人) have been interrogated or imprisoned in recent weeks. 
interrogation n.  
interrogator n. 
Paraphrase 
The orbits of her mind rarely touched present interrogators for more than a moment. 
She lived in the past, while we lived in reality. We lived in different worlds. Her mind would come 

back to reality for a moment, and then wander away again. She would rarely respond to people who asked 
her questions. 

in/out of touch with: having/not having information about  
He's not really in touch with what young people are interested in. 
stun vt. shock, confuse the mind of  
He was stunned by the news of his father’s death. 
exemplary adj. serving as an example; suitable for imitation   模范的；楷模的 
exemplary behavior （模范行为）; an exemplary student （模范学生） 
Paraphrase 
If a parent does lift the curtain a bit, … how much harder life was in the old days. 
If a parent does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tell the children about his past, he often tends to be didactic 

and tells them how hard life was in his time. His purpose is to teach the children a moral lesson so that the 
children should imitate him and work hard as well. 

affluent adj. rich; prosperous 
He was born and raised in affluent circumstances. 
affluence n. 
macaroni n. [U] 通心粉 
Paraphrase 
… he gazed at me with an expression of unutterable resignation and said, ‘Tell me how it was in your 

day, Dad.’ 
He knew what I was going to say, that is, how I used to work hard and be an excellent student at 

school. He hated being lectured, but he couldn’t help it, so he just gazed at me with the look of resignation 
which couldn’t be described by words. 

Paraphrase 
He looked upon the time that had been my future in a disturbing way. My future was his past, and 

being young, he was indifferent to the past. 
The author here was speaking in the position of a child. As a child of 10, he perhaps made up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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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d as to what he would do when he was 25 years old. Now he was in his mid-30s, he hoped his son 
would do the same. However, his way of living  was already out of date and his son was quite indifferent 
to his teachings which worried him a lot. 

Paraphrase 
Instinctively, I wanted to break free, and cease being a creature defined by her time. 
I didn’t want to live by the rules and standards of my mother’s time; I wanted to branch out on my 

own, and be free and independent. 
span  
n. length in time from beginning to end 
a span of 6 years / life-span 
vt. extend over or across sth; stretch across  跨越 
Their love story spanned almost half a century. 
Paraphrase 
We all come from the past, … by the span of a single journey from diaper to shroud. 
Life doesn’t simply mean the period from birth to death. It’s like a braided chord, that is, it is 

influenced by a mixture of factors existing long ago and will influence the life of later generations. 
Therefore, we should know something about our parents, our ancestors, ie our roots. 
Unit 9 Globalization’s Dual Power: 

4. Presentation Questions: 
What is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 is primarily an economic phenomenon. It involves the increasing interaction, or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economic systems through the growth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vestment and 
capital flows. 

In a broader sense, it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that with the development in transport and 
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cross-border social, cultural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practices in different nations become assimilated. 

Benefits: 
a. Globalization raises the productivity and living standards of people in countries that open 

themselves to the global marketplace. Globalization expands economic freedom and spurs competition. 
Competition and widening of markets in turn lead to specialization and labor division, which raise 
productivity. With production increase, economies of scale and scope reduce production costs and prices.  

b. For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globalization offers access to foreign capital, global export 
markets,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while breaking the monopoly of inefficient and protected domestic 
producers. 

Problems/Concerns: 
with capital inflows 
Large capital inflows can increase vulnerability to external shocks and shifts to market sentiment. 

Sudden capital outflows can be very damaging.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orkers in certain sectors of the economy lose their jobs as innovations in IT create a greater 

demand for high-tech workers and introduce efficiencies that make some jobs obsolete. 
with environment  
Companies in many advanced nations are able to circumvent environment laws in their countries by 

setting up production facilities in countries that do not have stringent environmental rules. 
with cultural inv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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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 culture, which many critics complain is primarily Amercan, filters throughout the world. 
with health  
The increas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people increases opportunities for the spread of disease 

around the world. 
5.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 2): Globalization is a double-edged sword. It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our 

life. 
Part II (3 ~ 17):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and the benefits it brings to various countries 
Part III (18 ~ 31): the problems brought about by globalization,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Part IV (32 ~ 34): the benefits and perils involved in globalization and the author’s uncertainty about 

which one will finally prevail 
6.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vehicle n. 
1) vehicle for sth: means by which thought, feeling, etc can be expressed  媒介；手段 
The play was an excellent vehicle for the actress’s talents. 
2) conveyance such as a car, lorry or cart used for transporting goods or passengers on land  （陆

上）交通工具 
motor vehicles 
erode vt. (esp. passive) destroy or wear sth away gradually 
Metals are eroded by acids. 
erosion n.  
At the edge of a new century … threaten economic and social stability. 
With the 21sth century approaching, we realized that globalization means two things to us. It ha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n our life. On the one hand, it pushes the economic growth, spreads 
new technology, and increases national wealth.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a highly controversial issue. 
For instance, some people suspect that globalization is only a modified term for colonization. They feel 
their national sovereignty is in danger. People are forgetting their traditions and cultures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stability is threatened. 

Take our own country for example. Many western countries’ multinationals have subsidiaries in 
China. Graduates today view the offers from those companies as more desirable than those from national 
industries. They prefer to work in foreign companies, foreign banks. They believe English, German, 
French as more useful than their native language. They consider the Brazilian barbecue and Italian pizza 
as more delicious than traditional Chinese food. They are forgetting their culture and traditions. 

upheaval n. sudden violent change or disturbance  剧变；动乱 
political, social upheavals 
Paraphrase 
A daunting question of the 21st century … whether it will come to control them. 
A threat nations face in the 21st century is whether they can keep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under 

control and ensure they benefit from it or they will be controlled by the process and lost their national 
identities. 

trendy adj. following the latest fashion 
Paraphrase 
In some respects globalization is merely a trendy word for an old process. 
Globalization, in its broadest sense, started a long time ago, although the term is new. We can trac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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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time when Columbus discovered America and made trade across the Atlantic possible or to the trade 
along the Silk Road or around the Mediterranean. If any effort to break nation borders to communicate 
and trad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can be included under the term ‘globalization’, then it has a very long 
history. 

retard vt. slow the progress or development of sth; hinder 
Lack of sunlight retards plant growth. 
retarded adj. backward in physical or mental development  （身体或智力）发育迟缓的 
champion  
vt. support the cause of; defend vigorously  支持；维护 
n. person who fights or speaks in support of another or of a cause  拥护者；斗士 
a champion of free speech, of women’s rights 
combat vt. vi. combat (against/with) sb/sth 
3) fight or struggle against     combat the enemy 
4) try to weaken or destroy sth   combat disease, inflation, terrorism 
antidote n. substance that acts against the effects of a poison or disease  ~ against/ for/ to sth 
The holiday was a great antidote to work pressures. 
entity n. thing with distinct and real existence  实体 
an independent political entity 
disregard vt. pay no attention to; ignore 
The security problem should not be disregarded. 
Paraphrase 
Companies and financial markets increasingly disregard national borders when making production, 

market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When making economic and financial decision, they tend to regard the world as a united whole, 

ignoring the barrier existing between individual countries. 
multilateral adj. involving two or more participants   多方面的；多边的 
multilateral agreement; multilateral talk 
unilateral adj.  
bilateral adj. 
dwarf  
vt. make sb/sth seem small by contrast or distance 
The cathedral is dwarfed by the enormous tower blocks surrounding it. 
n. person, animal or plant that is much smaller than the normal size 
equities n. [pl] ordinary stocks or shares that carry no fixed interest   普通股 
binge n. excessive indulgence in anything; spree   放纵；狂欢 
The girls went on a shopping binge after the exam. 
merger n. the combining of two or more entities into one, through a purchase acquisition or a pooling 

of interests. It differs from a consolidation in that no new entity is created from a merger. 
acquisition n. Acquiring control of a corporation, called a target, by stock purchase or exchange, 

either hostile or friendly. also called takeover. 
general term: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erger: A + B = A  吸收合并 
consolidation: A + B = C  新设合并 
acquisition: A buys B  收购 
stock acquisition  股权收购     /     asset acquisition  资产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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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 vt. compete equally with sb or sth  
No one can match her at chess.  （不是她的对手） 
takeover n. acquiring control of a corporation, called a target, by stock purchase or exchange, either 

hostile or friendly 
corporate adj. of or belonging to a corporation   
corporate finance; corporate management 
be/stay/keep abreast of sth: be or remain up to date with or well-informed about sth   
He is keeping abreast of the latest weather reports. 
component n. any of the parts of which sth is made  组成部分；零件 
He owns a factory supplying car components. 
assembly n. [U] act or process of fitting together the parts of sth   装配；安装 
car assembly; assembly line 
relentless adj. 
1) not ceasing; constant   不停的；不间断的 
He is driven by a relentless pursuit of material wealth. 
2) not relenting; strict or harsh  无情的； 苛刻的 
He is relentless in punishing criminals. 
indicator n. person or thing that points out or gives information  指示物；指标 
GDP is a commonly used indicator to show the change in national wealth. 
hard-pressed adj. facing or experiencing financial trouble or difficulty 
Financial hard-pressed hotels are lowering their prices. 
hamstring vt. 
1) cripple a person or animal by cutting the hamstrings   割断腿筋 
2) destroy the activity or efficiency of sb/sth    
The project was hamstrung by lack of funds. 
fragment  
n. separate or incomplete part of sth   片断 
I heard only fragments of their conversation. 
vi. vt. break into small pieces or parts; split up   
Ownership of the large estate has been fragmented since the father’s death. 
Paraphrase 
This reflects a widespread recognition … by fragmented national markets. 
It is generally agreed that if the business operations of European companies are hindered by barriers 

among their own countries, they will have even more difficulties to compete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with companies from other countries. So they are pursuing to establish a single market in Europe to break 
down those barriers. 

clamor n. [C, U] loud demand or protest  ~ for/against sth 
a clamor for revenge; a clamor against tax increase 
embrace  
vt. take sb/sth into one’s arms as a sign of affection; accept or take willingly   拥抱；接受 
She embraced her son before leaving. 
She surprisingly embraced their proposal to make the bid. （出人意料的欣然接受参加竞标的提议） 
n. act of embracing 
fare vi. (fml) progress; get on   进展；过日子 
It turns out that he fares better than most of his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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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kon vt. calculate approximately; assume or guess  粗略估算；猜测 
I reckon the trip will cost ￡700. 
prone adj. prone to sth / prone to do sth: liable to sth or likely to do sth; inclined to do sth  
He is prone to lose his temper when people disagree with him. 
prone to anger, accidents, infection, etc 
boom n. [C] sudden increase in trade activity, esp a time when money is being made quickly 
bust n. [C] sudden economic decline; depression 
Paraphrase 
The global economy may be prone to harsher boom-bust cycles than national economies individually. 
Once integrated into the world economy, a nation is certainly more vulnerable to the economic 

fluctuations. The capital flows in and out can create a boom or bust more quickly and with harsher effects. 
lopsided adj. with one side lower, smaller, etc than the other; unevenly balanced   不对称的 
count n. any of a set of points made in a discussion or an argument  事项；问题 
The two parties disagree on two counts: price and delivery date. 
thrive vi. (thrived, thrived; throve, thriven)  grow or develop well and vigorously; prosper   蓬勃

发展；繁荣 
A business cannot thrive without investment. 
ensue vi. happen afterwards or as a result; follow    
quarrels ensuing from misunderstanding; the ensuing year 
crony n. (derog) close friend or companion   
inept adj. said or done at the wrong time; not appropriate or tactful  不恰当的 
inept remarks, behavior, etc 
excess adj. extra or additional to the usual or permitted amount   
materialize vt. vi. take material form; become fact  （使）具体化；实现 
Our plans didn’t materialize. 
surge n. forward or upward movement; sudden occurrence or increase 
the surge of the sea; a surge of anger 
menace  
n. [U] threatening quality, tone, feeling, etc  威胁；恐吓；person or thing that threatens  具有威胁

性的人或物 
Unemployment is a menace to social stability. 
vt. threaten; endanger   ~ A (with B) 
The vicious dog is menacing the cat by showing his teeth. 
Paraphrase 
The street protesters at the Seattle meeting … that globalization often inspires. 
The protesters didn’t have a clear target to fight against nor a systematic organization of activities but 

their protest did show clearly the anxiety and anger caused by globalization. 
conspicuous adj. easily seen; noticeable; remarkable  引人注目的；显而易见的 
The black velvet evening dress made her conspicuously graceful at the party. 
propel vt. move, drive or push forward  推进；驱动 
His addiction to drugs propelled him to crime. 
irreversible adj. that cannot be reversed or revoked 
His oversight caused irreversible damage to the company’s reputation. 
shield vt. protect sb/sth from harm   ~ A (against/from B)   
In the explosion the mother shielded her son with her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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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eld n. 盾 
backlash n. [sing] extreme and usually violent reaction to some event   
The election was followed by a backlash by voters to rising military expenditure. 
Paraphrase 
But this doesn’t mean that a powerful popular backlash, with unpredictable consequences, is not 

possible. 
It doesn’t mean that globalization is absolutely beneficial; it is still possible that it may meet strong 

opposition all over the world. 
constituent n. member of a constituency   选区的选民 
constituency n. (body of voters living in a) district having its own elected representative in 

parliament   选区；选区的选民 
glut n. situation in which supply exceeds demand; excess   
a glut of fruit in the market 
implode vt. vi. (cause sth to) burst or collapse inwards   聚爆；内爆 
implosion n. 
Paraphrase 
A plausible presumption is that … globalization could implode. 
If the world is hit by a global economic crisis, many governments naturally will take measures to 

protect their national industries, so that countries one by one withdraw from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will collapse from inside. 

peril n. [U, C] serious danger; dangerous thing or circumstance   危险；危险的事物 
To be a sailor, you have to face the perils of the sea. 
in peril of one’s life = in danger of death 

Unit 10 The End of the Civil War 
1. Preview Questions: 
How did civil wars usually end? Any examples? What about the Liberation War in China?  
In what ways was the ending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unique?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what made this special ending possible?  
In what ways was such an ending significant to the US?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2): Purpose and approach. 
Part II (3-15): The Appomattox surrender. 
Part III (16-22):The final surrender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1) Word formation 
2) Phrase, idioms and expressions 
3) Sentence patterns 
4) Rhetorical devices 
4.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Jay Winik: 
Senior scholar of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in the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eading historian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The author of April 1865, The Great Upheaval 
5. Background Knowledge: 
1) A quiz on the civil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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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The combatants in the Civil War were the Union (northern states) against the Confederacy 
(southern states). True or False? 

Ø This war had many causes. What do the historians believe to be the primary? 
A. Political turmoil 
B. Secession 
C. Slavery issues 
D. States’ rights 
Ø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quarreled in the Congress over whether the newly-acquired states in 

the west should be admitted into the union as free states or slave states. True or False? 
Ø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were much different in its people, customs and way of life. True or 

False? 
Ø Neither side was really prepared for war. The North had a small army and the South had none. 

True or False? 
Ø The war would see about 75,000 orphans losing their fathers. Therefore, memory of the war has 

lasted for generations. True or False? 
6. Discussion Topics 
In what ways was the ending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unique in the human history of civil war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was such an ending inevitable or not? Why or why not? 
According to the text, what contributed to such a unique ending? 

Unit 11 Why Historians Disagree: 
1. Presentation Question: 
Traditional Historians vs. New Historicism? 
It is quite interesting that the present essay offers a discussion as to how to define history. In fact, the 

problem of defining history draws a line between traditional historians and New Historicists.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historians, history is a series of events that have a linear, causal relationship. 

We are capable, through objective analysis, of uncovering the facts about historical events and revealing 
the spirit of the age, that is, the world view held by the culture at that time. Traditional historians also 
believe that history is progressive. 

On the other hand, New Historicists contend that we don’t know any facts except some of the most 
basic facts of history, eg. George Washington was the first American president, PRC was founded in the 
year 1949. But questions like, ‘what do such facts mean?’ and ‘how do they influence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are a matter of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s rather than facts. So,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presentation of facts, there is only interpretation. Reliable interpretations are difficult to produce, and 
objective analysis is impossible, because historians all live in a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 and their views 
of both current and past events are influenced in innumerable ways by their experience within their own 
culture. 

Therefore, the questions asked by traditional historians are ‘what happened?’, ‘what does this event 
tell us about history?’, whereas New Historians usually ask ‘how has the event been interpreted?’ and 
‘what do the interpretations tell us about the interpreters?’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 3) the traditional notion about history 
Part II: (4 ~ 6) the three definitions of history 
Part III: (7 ~12) why historians disagree 
Part IV: (13) a short ending: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eliminate disagreements and reach the objective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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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by way of:  
1) through; via 
You can get to the village in ten minutes by way of the wood. 
2) as a means of  
Lianpo came to Lin Xiangru’s house, carrying a stick on his back by way of apology. 
immerse vt. 
3) immerse sth (in sth): put sth under the surface of a liquid  浸没 
Immerse the fish slices in oil for a few minutes. 
4) immerse oneself (in sth): involve oneself deeply in sth; absorb oneself  沉浸于；专心致志于 
He was totally immersed in his work. 
Paraphrase 
Most students are usually … names, dates, events and statistics. 
For most students, they begin their study of history with a thick textbook in which there are a great 

number of names, dates and statistics for them to remember. 
Why is the word ‘facts’ quoted here? 
1) They are influenced by personal prejudices. They are not facts in the word’s strict sense. 
2) We don’t know all the facts about the past. Those facts we know are recorded by historians.  
In history learning, students are told to remember facts, which implies that there must be one 

absolutely true explanation to each historical event. What confuses them, however, is that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explain the same historical event differently and they all claim themselves to be true. 

presumably adv. it may be presumed  可假定；可能 
He will presumably resign in view of the complete failure of his policy. 
case n.  
1) instance or example of the occurrence of sth 
It is a clear case of copyright abuse. 
2) the case: actual state of affairs; situation  实情；情况 
Is it the case that the company’s sales have dropped? 
3) circumstances or special conditions relating to a person or thing  特殊情况 
I’ll make an exception in your case. 
idioms: 
in case: You’d better take an umbrella just in case. 
in case of sth: Take an umbrella in case of rain. 
in that case: In that case, you may have a three-day leave. 
in any case: I cannot leave the child alone in any case. 
in no case: In no case will I leave the child alone. 
cut-and-dried: adj. (of opinions, etc.) already formed and unlikely to be changed 
diametrically adv. completely; entirely 
diametrically different / diametrically opposite 
diameter n. 
diametrical adj.  
denote vt. indicate  
The mark denotes that special attention is required. 
artifact n. thing made by man, esp a tool or weapon of archaeological interest 手工制品 
approximate vi. be almost the same as sth  (approximate to s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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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story approximates to what we heard from the other witness. 
quest  
n. act of seeking sth; search or pursuit 
the quest for knowledge, happiness 
in quest of  
She came to me in quest of advice. 
vi. quest for  
The police continued to quest for clues. 
deem vt. believe; consider 
He deemed it was his duty to help. 
Historians are able to select and create evidence by using some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s and 

behavior. 
Historians don’t select and create evidence arbitrarily. Rather, they do so on the grounds of theories 

concerning what are the driving forces of history, the political, economic, religious or psychological 
purposes behind it. 

the high seas: n. pl. all parts of the seas and oceans beyond territorial waters  外海；公海 （与领海
相对） 

admittedly adv.  
1) without denial, by general admission 
2) I admit … 
Admittedly, I have never actually been there. 
belligerent adj.  
1) waging war; engaged in a conflict  交战的：belligerent powers (countries at war) 
2) showing an eagerness to fight or argue; aggressive  好斗的；寻衅的：a belligerent person, 

manner, speech 
haberdasher n. shopkeeper who sells clothing, small articles of dress 
propaganda n. [U] (derog.) ideas or statements that are intended as publicity for a particular cause but 

are presented as being unbiased  （政治）宣传 
This TV series is sheer political propaganda. 
propagate vt. spread (views, beliefs, knowledge, etc.) more widely  宣传；传播 
interception n. 
intercept vt. stop or catch sb or sth before he or it can reach a destination  拦截；截获 
The police has been intercepting his mail. （截查） 
Effective defense is to intercept their missiles before they can reach us. 
whereby rel. adv. 关系副词  by which 
The defense lawyer presented strong evidence whereby his client was proven innocent. 
They will read of the interception … in the Mexican War. 
The German Foreign Secretary sent a coded note to the German minister in Mexico, instructing that 

if Germany should be in war with the US, the minister should persuade Mexico to fight together with 
Germany against the US, in return for which Mexico could get back the land lost to the US in the Mexican 
War. The note was intercepted by the 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forwarded to the US president. It also 
touched off a public outcry. It is usually regarded an important event which triggered off American entry 
into WWI. 

Paraphrase 
They will also find … as the sole major power i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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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 UK and Germany originally formed a three-point power balance in Europe. If Germany 
should conquer France and UK and become the sole power in Europe, its position is rather threatening to 
the US. 

make sth of sb/sth: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r nature of  
What do you make of his behavior? 
weight n. [U] importance, seriousness or influence  影响力 
Recent events give added weight to the newly passed law. 
premise n. statement or idea on which reasoning is based; hypothesis  前提；假设 
Advice was given to investors based on the premise that interest rates would continue to fall. 
battery n. army unit of big guns, with men and vehicles  陆军之炮兵连 
garrison n. military force stationed in a town or a fort  驻军 
fault vt. find fault with 挑剔 
No one could fault his performance. 
ground n. (经常用作复数) reason or justification for doing sth  (~ for sth / for doing sth / to do sth)  
They had no grounds to arrest him. 
He retired on the grounds of ill health. 
His application was rejected on the grounds that he was no longer a member of the workers’ union. 
proximate adj. next before or after; nearest  紧邻的 
probe vt. vi. investigate or examine sth closely   probe (into sth) 
The journalist was probing into several financial scandals. 
If the state of our knowledge … we can. 
If everything in the past were recorded and we had complete knowledge about history and our 

analyses were disinterested and unbiased, then there would be only one objective truth and no more 
disagreement. But, in fact, this is impossible. 

foolproof adj. incapable of failure, error or misinterpretation 
a foolproof design 
elusive adj.  
1) tending to escape or disappear; difficult to capture  逃避的；难以捕捉的 
an elusive criminal 
2) difficult to remember or understand  难以理解的；难以捉摸的 
an elusive gesture, remark 
intriguing adj. full of interest, esp because unusual; fascinating  饶有兴味的；让人着迷的 
an intriguing story 
intrigue vt. arouse sb’s interest or curiosity  ~ sb with sth 
Right now, he was intriguing his colleagues with an exciting story. 

Unit 12 The Most Dangerous Game: 
4.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 14): General Zaroff decided to hunt Rainsford. 
Part II (15 ~ 25): the first day hunting 
Part III (26 ~ 32): the second day hunting 
Part IV (33 ~ 38): the third day hunting 
Part V (39 ~ 46): the ending 
5.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dead 
adj. without movement or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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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dead hours of the night, his mind would wander back to thirty years ago. 
adv. completely; absolutely thoroughly   完全的；彻底的 
He made him dead drunk after the quarrel. 
dead drunk, tired, sure, right, beat (exhausted), etc 
stop dead: stop very suddenly 
Why did General Zaroff’s face suddenly brighten up? 
rest with sb (to do sth): be left in the hands or charge of; be sb’s responsibility to do sth 
It rests with you to decide. 
venture vt. vi. 
1 ) go so far as; presume   胆敢，竟敢；冒昧 
May I venture to give you some advice on this matter? 
2) take the risk of    
venture one’s life to save sb from drowning; venture on a dangerous journey 
sport n. [U] outdoor activity; amusement, fun 
What does the general mean by saying ‘you’ll find my idea of sport more interesting than Ivan’s’? 
hogshead n. large barrel for beer 
woodcraft n. [U] knowledge of forest conditions 
stamina n. [U] ability to endure much physical or mental strain; long-lasting energy and resilience  

精力；耐力；韧性 
Marathon runners need plenty of stamina. 
husky adj. dry in the throat; sounding slightly hoarse    
He is still a bit husky after the recent cold. 
sip vt. vi. drink a small quantity at a time   抿；啜饮 
moccasin n. 
1) moccasins [pl.] shoes made from deer skin 
2) [U] leather made from deer skin 
trail n. track of scent followed in hunting 
quicksand n. [U or C in pl.] loose wet deep sand into which people or things will sink 
deplorable adj. that is felt sorry for or condemned   可悲的，不幸的；应谴责的 
The boy’s family was killed in a deplorable accident. (悲惨的意外) 
deplore vt. vi. show that one is filled with sorrow or regret for; condemn  悲痛，懊悔；指责 
hound n. dog used for hunting 
pack n. group of dogs kept for hunting 
courtly adj. polite and dignified 
Why does the general offer Rainsford so much advice and allow him so may hours’ start? Isn’t he 

afraid that Rainsford may outwit him? 
nerve n. [U] boldness; courage   胆量；勇气 
It takes nerve to be a racing driver. 
keep / lose / regain one’s nerve   保持/失去/重新获得 勇气 
chateau n. (pl. - x) castle or large country house in France 
get / keep / take a grip on oneself: (infml) gain control of oneself and improve one’s behavior   保

持自制力 
take stock (of sb/sth): review, assess and form an opinion (about one’s abilities, a situation, etc) 
After a year’s teaching, she decided to take stock of her performance. 
strike off/out: set out; go in a certain direction   出发；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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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icate adj. made up of many small parts put together in a complex way, and therefore difficult to 
follow or understand   错综复杂的 

He was well-known for detective stories with intricate plots 
lore n. [U] knowledge and traditions about a subject or possessed by particular group of people   学

问；传统 
folklore n. 民俗学    bird lore 关于鸟类的知识 
dodge n. trick, piece of deception  诡计 
lash vt. vi. strike sb/sth with or as with a whip   鞭打；抽打 
He fell asleep in the sound of waves lashing the shore. 
blunder vi. move about clumsily or uncertainly, as if blind  瞎闯；乱闯 
after/in a fashion: somehow or other, but not satisfactorily   马马虎虎 
He can speak and write German, after a fashion. 
dingy adj. dirty looking; not fresh or cheerful 
varnish vt. put a hard shiny transparent coating on sth   涂上清漆 
sand and varnish a table-top   用砂纸打磨桌面再涂上清漆 
panther n. puma  美洲豹 
Why does the general suddenly stop moving his eyes upward? How would you interpret his smile?  
pent-up adj. (of feelings) not expressed; repressed   郁结的；压抑的 
pent-up anger, discontent, frustration, etc 
uncanny adj. unnatural, mysterious; causing fear or dread   神秘的；可怕的 
Uncanny sounds filled house. 
quarry n. animal or bird that is being hunted; person or thing that being looked for or pursued   猎

物；追踪目标 
After several days’ pursuit, the police lost their quarry. 
precarious adj. depending on chance; uncertain; unsteady; unsafe    
She makes a rather precarious living as a freelance writer. 
stalk vt. move quietly and slowly towards sb/sth in order to get near without being seen 
The lion was stalking his quarry. 
agility n. 
agile adj. able to move quickly and easily; nimble  敏捷的；灵活的 
stagger vi. walk or move unsteadily as if about to fall   蹒跚；踉跄 
take sth up: pursue further; begin afresh 
Harry took up the tale at the point where John had left off. 
press ahead/forward/on (with sth): continue doing sth in a determined way; hurry forward 
We must press on with the production so as to meet the delivery date. 
ooze  
n. [U] soft, liquid mud   软泥 
vt. vi. (of thick liquids) pass slowly through small openings   慢慢渗出 
Blood was still oozing from the wound. 
wrench vt. twist or pull sth violently away from sth   挣脱；拉脱 
He managed to wrench himself free from the police’s grip. 
muck n. [U] dirt; filth   脏物；污物 
leech n. small blood-sucking worm   水蛭 
dig oneself in: protect oneself by digging a trench    挖战壕以蔽身 
placid adj. calm; untroubled 



7079 

pastime n. [C] anything done to pass time pleasantly   消遣 
char vt. vi. (cause sth to) become black by burning; scorch   烧焦 
pad vi. walk with a soft steady sound of steps   放轻脚步走 
pad about, along, around, etc  
The dog padded along next to its owner. 
Rainsford lived a year in a minute. (hyperbole) 
To Rainsford, a minute was as long as a year, for he was anxious to know whether the trap would 

work or not. 
give way: yield; collapse 
cower vi. crouch down or move backwards in fear or distress    蜷缩；退缩 
The dog cowered under the table. 
bay vi. (esp of hounds, etc) bark with a deep note  
Why did the general bring his whole pack of hounds this time? 
leash n. [U] leather strap for holding an animal  
hold sth in leash (fig.): control  
shin up/down sth: climb up/down sth, using the hands and legs to grip    
shin up a tree / shin down a rope 
recoil  
n. [U] 1) rebound; jumping back here     2) sudden backward movement, esp of a gun when fired  

反冲力 
vi. draw oneself back in fear, disgust, etc   畏缩；退缩   recoil from/at 
He recoiled at the sight of the corpse. 
pant vi. breathe with short quick breaths 
He was panting heavily as he ran. 
draw vi. move in the specified direction    
The train drew into the station. 
cove n. small bay 
Why does Rainsford jump into the sea? To commit suicide? To swim away from the island?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prospect for his survival? Why? 
What mood is the general in, judging from his drinking, smoking and humming?  
General Zaroff regards Ivan’s death as a slight annoyance. What does that reflect? 
He was deliciously tired. (transferred epithet) 
He was tired, but comfortable and felt like a good sleep. 
at bay 
1) (of a hunted animal) forced to face its attackers and show defiance   被迫做困兽之斗 
2) (fig.) in a desperate position, compelled to struggle fiercely    
furnish vt. supply or provide sb/sth with sth    
furnish A with B / furnish B to A 
This scandal furnished the town with plenty of gossip. 
repast n. (fml.) meal 
6. Discussion Topics 
1.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tory, Rainsford said that hunting was ‘the best sport in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is made up of two classes – the hunters and the huntees’, and believed that he and his friend 
were born hunters. Do you think after his experience as a huntee, he would change his opinion?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ral of the story? Can you understand the moral of the story in a larger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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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hat do you think are the elements that contribute most to the dramatic effects achieved? 
(setting, characterization, contrast, suspense, etc) 
Unit 13 The Needs that Drive Us All: 

1. Presentation Tasks 
a. About the author: 
William Glasser, born in 1925, is an American psychologist, psychiatric consultant, and therapist. He 

modified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classifying human needs as the needs for survival, for love, for 
power, for freedom and for fun, and applied his theories to various fields, eg education, management, 
matrimony, etc. He is the author of numerous books, which include The Quality School: Managing 
Students without Coercion, The Quality School Teacher, Staying Together: The Control Theory Guide to a 
Lasting Marriage, and Choice Theory: A New Psychology of Personal Freedom. 

In The Quality School and The Quality School Teacher, he discusses the measures that may be taken 
in order to persuade students to perform quality schoolwork, emphasizing that teachers must build warm, 
totally non-coersive relationships with all their pupils (love), teach them only material that is useful, by 
which he means stressing skills development (power) rather than simply forcing children to memorize 
information, and progress from student-evaluation by teachers to student self-evaluation (freedom). 

In Staying Together, Glasser applies his theories to romantic and sexual relationships. In an example, 
he points out that a person with a strong need for freedom should probably avoid pairing with someone 
whose primary drive is love, while couples where both individuals’ primary urge is for power seldom have 
a positive, satisfying relationship. 

In Choice Theory, Glasser asserts that the only behavior we, as individuals, can control is our own. 
In dealing with patients who suffered depression, he believed that ‘you’re not depressed; rather, you’re 
choosing ‘to depress’, implying the effectual cure for some mental diseases is one’s own will. 

b. Read Text B. Explain 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 and its major principle. Comment on his 
theory and back up your point with examples. 

c. Please describe an ideal way of class teaching, in which the teacher and students can work 
effectively and happily, using Glasser’s theory about the five basic human needs to support your idea.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 2): the five basic human needs; satisfied, we feel happy; frustrated, we suffer pain 
Part II (3 ~ 9): the need for power 
Part III (10): the need for freedom 
Part IV (11 ~ 14): the need for fun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reproduce vt. vi. to produce offspring by natural means 
The deer in our neighborhood reproduce madly. 
species n. (pl. species) group having som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able to breed with each other but 

not with other groups 
Mountain gorillas are an endangered species. 
Over a hundred species of insect are found in this area. 
example for power struggle: 
presidential election: to win the election campaign, they try their best to project a shining image to 

the public by hugging babies, helping the disabled and try all means to uglify their opponents, digging out 
scandals about them. 

Paraphrase 
3. All five needs are built into our genetic structure as instructions for how we must attempt to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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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lives. 
Our genes determine that we have those five basic needs. They are inborn, in our nature. These five 

needs function as motivations of our behavior. They determine our actions. 
4. All are important and must be reasonably satisfied if we are to fulfill our biological destiny. 
To grow from children, to adolescents, to adults, to produce offspring and to die, in the whole process, 

the five need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and have to be all satisfied. 
frustrate vt. prevent or discourage sb from doing sth 阻挠；挫折 
Their plan to go outing was frustrated by the bad weather. (因 … 而落空) 
clear-cut adj. clear or obvious without needing any evidence or pro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ong-term financing and short-term financing is not always so clear-cut. 
mores n. (pl.) the traditional customs and ways of behaving that are typical of a particular (part of) 

society 
His behavior is against social mores. 
condemn vt. disapprove of sth publicly 
condemn sb for/as sth 
The newspapers all condemned the mother as cruel / for her cruelty. 
strive vi. (strived, strived; strove, striven) try very hard to do something or to make something 

happen, especially for a long time or against difficulties 
strive with/against sb 
strive for sth/to do sth 
The two young men were obviously striving for their aunt’s favor. (讨 … 的喜欢) 
humble adj. 
1) not proud or not believing that you are important  谦虚的 
He's very humble about his success. 
2) poor or of a low social rank  卑微的 
Even when she became rich and famous, she never forgot her humble background. 
Examples: 
Perhaps most of the students in the class want to be the president of the class. But the one who shows 

his eagerness clearly will be regarded as immodest, ambitious and aggressive. 
Julius Caesar is one of the three tribunes of the Rome. He is regarded as a great military and political 

leader. But when he shows the intention to become the dictator he is assassinated. 
crumble vt. vi. break or fall into pieces 
The great empire has crumbled and fallen. 
downtrodden adj. oppressed, kept down and treated badly 
downtrodden workers (受压迫的工人) 
tyrant n. a ruler who has unlimited power over other people, and uses it unfairly and cruelly  暴君 
tyranny n. 暴政 
This, the president promised us, was a war against tyranny. 
tyrannical adj. 暴君的；专横的 
In the end she left home just to escape the tyrannical rule of her mother. 
humility n. [U] humble attitude of mind; modesty  
He doesn't have the humility to admit when he's wrong. 
three reasons why power is usually considered evil: 
1) People sometimes resort to evil methods to strive for power; 
2) People possessing power often abuse their power and do harm to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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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ruling class preaches power as evil and persuade others to be humbl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ir power. 

be a tribute to sth/sb: to show clearly how good, strong or effective something or someone is 
I've never known a 5-year-old as well-behaved as your son - he's a tribute to you! 
It is a tribute to his determination over 22 years that he has achieved where so many before him have 

failed. 
get (sth) across (to sb): cause sth to be understood 
I failed to get my joke across to the audience. 
My joke failed to get across to the audience. 
Paraphrase 
That their teachings have been largely accepted … getting their message across. 
By telling people that power is evil and people should be humble, what they indeed intend to do is 

preserve and add to their own power. However, their teachings are still accepted by most people, which 
shows how effective their teachings are and how easily they are believed. 

expertise n. [U] expert knowledge and skill 
We are amazed at his expertise on skiing. 
pervasive adj. present or noticeable in every part of a thing or place 
The festive mood is pervasive. 
The influence of Freud is pervasive in her books. 
band vt. vi. unite in a group 
band together/with 
The two parties band together against a common opponent. 
the lion’s share of sth: the largest or best part of sth 
The lion’s share of his property was left to his youngest daughter. 
eternity n. [U] time which never ends or which has no limits 
an eternity: a very long time 
The film went on for what seemed like an eternity. 
competent adj. having the necessary ability, authority, skill, knowledge, etc 
~ (as/at/in sth); ~ (to do sth) 
I wouldn't say he was brilliant but he is competent at his job. 
clout n. (infml.) [U] influence on people who make decisions 
He still had a lot of clout in the sales department. 
coerce vt. use force to make sb obedient; compel sb to an action 
coerce sb into doing sth 
They were coerced into signing the contract. 
coercion n.  
He paid the money under coercion. 
coercive adj. 
manipulate vt. control something or someone to your advantage, often unfairly or dishonestly 
The media sometimes can be used to manipulate public opinion. 
Paraphrase 
If students do not feel that they have any power in their academic classes, they will not work in 

school. The same could also be said for teachers. 
If a student does not believe that he has the potential to do better than some other students in the class 

or that he can achieve some academic success in his field, he certainly cannot do a good job at school.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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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with a teacher. If a teacher does not believe that he can be better than other teachers, he will not work 
hard to a good teacher, either. 

incentive n. [C, U] thing that encourages sb to do sth; stimulus  刺激；奖励 
~ to sth/to do sth/to doing sth 
The prospect of studying abroad is an incentive for him to work hard. 
payoff n. (infml.) [C] the result of a set of actions, or an explanation at the end of something 
The payoff for years of research is a microscope which performs better than all of its competitors. 
Paraphrase 
There is no greater work incentive than to be able to see that your effort has a power payoff. 
The strongest motivation for you to work hard is to see that you will be rewarded with power, that is, 

if you believe you will be more powerful than others, you will spare no effort to work hard. 
bridle  
n. [C]a set of leather strips that are put around a horse's head to allow its rider to control it 
vt. control; check 
Try to bridle your passions.  
Paraphrase 
Therefore, almost everything said about power could also be reworded into the vocabulary of 

freedom. 
Therefore, what has been said about power could also be said about freedom, though in different 

terms, eg unbridled freedom would be harmful and it seems that there has to be a counterforce to freedom, 
too. 

inherent adj. existing as a natural or basic part of something 
There are dangers inherent in almost every sport. 
The system has an inherent flaw. 
branch out (into sth): extend or expand one’s activities or interests in a new direction 
The company began by selling women’s wear but has now decided to branch out into children’s 

wear. 
She is leaving the company to branch out on her own. 
stifle vt. vi. 
1) feel or make sb unable to breathe; suffocate    
The thick smoke in the room almost stifled the fireman. 
2) suppress; restrain  镇压；遏制 
The room was quiet and he had to stifle his laugh. 
Paraphrase 
It’s the part of the job that you don’t have to do, but doing it may be the best part of the job. 
It’s not something that you are obliged to do in your life, but doing it may make your life far more 

enjoyable. 
frivolous adj. not serious or important 
I feel like doing something completely frivolous today. 
frivolity n.  
spontaneous adj. done, happening because of a voluntary impulse from within; natural, not forced 
His speech was responded by spontaneous applause. 
spontaneity n. 
catalyst n.  
1) substance that speeds up a chemical reaction  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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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ig.) person or thing that causes a change 
Their cooperation in the task is the catalys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relationship. 
dedication n. 
dedicate vt. to give completely your energy, time, etc 
dedicate A to B 
He dedicated his life to fighting against racial discrimination. 
monotonous adj. not changing and therefore uninteresting 
You may get bored at the monotonous life in the country. 
monotony n.  

Unit 14 Inter-Lesson (II) 
Unit 15 A Drink in the Passage： 

4. Presentation Question: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In the Afrikaans language, the word Apartheid is translated into separateness. This word is 

appropriate because Apartheid was a form of government that caused racial segregation within South 
Africa. Apartheid separated whites from the nonwhites and even caused social injustice between nonwhite 
groups. Whites took away the majority of black’s, three-fourths of the population’s rights. 

This form of government lasted from 1948 to 1991. The government’s belief was that this was the 
best way of life for all citizens while in fact it was the worst way of life. They thought that by segregating 
racial groups through politics, South Africa would be more peaceful. Many people opposed Apartheid, 
mainly the nonwhite majority, whom it most affected. Apartheid created laws that stripped blacks of their 
human rights including the privilege to vote and to hold a position in the government. Those who were 
against this form of government staged boycotts, rallies, and strikes to get their message across. Men, such 
as Nelson Mandela and Steve Biko, and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ANC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d 
the PAC (Pan-African Congress) all strove to end this unjustified segregation. 

In 1991 South Africa’s government repealed all laws that discriminated against any race. Nelson 
Mandela and F.W. deKlerk won the Nobel Peace Prize in 1993 for their courageous effort to end 
Apartheid. In 1994, South Africa held its first national election in which blacks could both vote and run 
for office. That year, blacks won the majority of seats in the government and Nelson Mandela became the 
first black president of South Africa. Today, racial inequality still exists in South Africa, but the 
government is working to create a free and fair country.  

5.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1 ~ 6) narrated by Alan Paton 
Part II: (7 ~ 76) narrated by Edward Simelane 
      (7 ~ 36) their meeting each other 
(37 ~63) their having a drink in the passage 
(64 ~ 76) Rensburg’s driving Edward to the station 
6.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jubilee n. [C] celebration of a special anniversary of a certain event  周年纪念 
sensation n. [C, U] state of great surprise, excitement, interest, etc among many people  轰动 
The news caused a great sensation. 
sensational adj. causing a sensation or trying to cause a sensation  轰动的；耸人听闻的 
a sensational crime; a sensational newspaper 
Explain: 
His work, … and seemed likely to make him famous in other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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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work, African Mother and Child, not only aroused the admiration of white people for its artistic 
merit, but also touched and moved their conscience and heart, because it showed that the black are also 
capable of giving love and creating beauty, and enabled them to realize the injustice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oversight n. [C, U] failure to notice sth; example of this  疏忽 
Many errors were caused by oversight and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segregate vt. segregate A from B 
1) put apart from the rest; isolate  隔离 
The two groups of football fans must be segregated in the stadium. 
2) separate a racial or religious group from the rest of the community and treat them unfairly 
a segregated society 
reprimand  
vt. rebuke sb officially  训斥  reprimand sb for sth 
He was severely reprimanded for his bad attitude towards the passenger yesterday. 
n. He received a severe reprimand for his misbehavior. 
personage n. important person, person of distinction  要人 
close n. (sing. only) end of a period of time; conclusion of an activity   
The day reached its close. 
bring/draw sth to a close: end 
The ceremony was brought to a close by the singing of the national anthem. 
quarter n. [C] person or group of people, esp as a possible source of help or information   
The minister’s speech was interpreted in some quarters as a military threat. 
outcry n. strong public protest  ~ against/about sth 
The message of the Zimmermann note touched off a public outcry in US. 
departure n. action different from what is usual or expected  ~ from sth 
His behavior was a departure from the social standards. 
renounce vt.  
1) give up 
He has renounced his old habits of drinking and smoking. 
2) refuse to acknowledge or accept   
He renounced his son. 
renouncement 
feel up to sth/doing sth: consider oneself capable of doing sth 
After hiking for 40 miles, I didn’t feel up to any more walk. 
cognac n. [U] fine French brandy 
Explain: 
In Orlando, you develop a throat of iron … 
The black people were forbidden to take alcohol in white quarters, let alone brandy in big glasses. In 

order to avoid police detection, they have to put back their heads and swallow brandy in one gulp. As 
brandy is such strong drink, you have to develop a throat of iron to tolerate it. So to drink brandy slowly 
in big glasses was especially delicious to him. 

backdrop = backcloth: painted cloth hung at the back of a stage in a theater, as part of the scenery  
背景幕 

squint vi look at sideways or with half-shut eyes or through a narrow opening  ~ at/through sth 
Ex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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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knows it won’t be an easy life. 
She not only shows great passion for her child, but also seems a little concerned about the child’s 

future, because he will also suffer from discrimination from the white. 
confidentially adv. 
confidential adj.  
1) to be kept secret  机要的 
2) trusting  信任的 
He told me the news of his promotion in a confidential tone. 
and all 
1) as well 
I don’t feel like taking a walk in such bad weather, with a paper to finish and all. 
2) including everything relevant 
Considering the lack of fund and all, he finally changed his mind. 
(just) round the corner: very near 
Good times are just round the corner. 
Afrikaans: language developed from Dutch, one of the two official European languages in the 

Republic of South Africa  阿非利康土语 
Explain: 
I couldn’t have told him my name. (Why?) 
1) He had been acting as if he was admiring someone else’s work, so if he revealed his name then, it 

would seem like he was playing a trick. 
2) Moreover, revealing his identity might have aroused a sensation. 
abreast adv. side by side and facing the same direction  ~ of sb/sth 
The boat came abreast of us and signaled us to stop. 
Explain: 
We didn’t exactly walk abreast, but he didn’t exactly walk in front of me. 
What is the symbolic meaning of their position? 
We were not socially equal, so I didn’t take the venture of walking abreast with him. But he didn’t 

want to appear superior to me, so he didn’t walk in front of me. 
constrain vt. make sb do sth by strong persuasion or by force   力劝；强迫 
I feel constrained to write something about this event. 
constrained adj. (of voice, manner, etc) forced, uneasy, unnatural   勉强的；不自然的 
a constrained smile; a constrained voice 
expel  
1) send or drive sth out by force   
In the kitchen, there was a fan to expel cooking smells. 
2) force sb to leave  驱逐；开除  expel sb from sth 
Several senior boys were expelled for taking drugs. 
passageway n. corridor in a house 
Explain: 
I wasn’t only feeling what you may be thinking. I was thinking … breaking the liquor laws of the 

country. 
Besides feeling insulted and angry, the major feeling was anxiety that someone else would see us, 

and that would cause a lot of trouble. 
Paraphr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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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r could have saved me … to be angry with this particular man. 
The easiest thing to do was to show my anger and leave immediately. But I wasn’t a person who got 

angry easily. Besides, it was difficult to get angry with such a nice man. 
talk out one’s heart to sb: tell sb openly and fully what’s on one’s mind 
strained adj. forced; unnatural  
testimonial n. written statement testifying to a person’s character, abilities or qualifications (人品、能

力、资格的）鉴定书；推荐书 
She provided a testimonial from her former employer when applying for the post. 
Explain: 
And I thought the whole thing was mad, … being shown a testimonial for the son of the house. 
I am a black man, a social inferior, but the woman wanted to show me that Rensburg was a good man, 

as if my impression counted very much. I have never been in a similar circumstance before and I couldn’t 
understand their behavior.  

… for his eyes had been blinded by years in the dark … 
1) he considered it improper to invite a black man into his apartment; 
2) he didn’t perceive Simelane’s anxiety; 
3) he had a natural fear for the black people 
inarticulateness n. inability to speak, to express oneself  
articulate adj. able to express one’s ideas clearly in words   
She is unusually articulate for a ten-year-old. 
slump vi. drop or fall heavily 
The bullet entered his chest and he slumped down to the floor. 
insoluble = insolvable adj. that cannot be solved  
soluble = solvable adj.  
Why did his wife weep? 
She realized both the white and the black were victims of the apartheid policy. In some 

circumstances, the white and the black might not bear evil or hostile feelings for each other, but they 
couldn’t understand and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effectively. ‘If men never touch each other, they 
will hurt each other one day’ because of misunderstanding. 
Unit 16 Twelve Angry Men:  

1. Presentation Questions: 
l Based on the following words and expressions below, give a rough description of the judiciary 

system in the U.S. 
criminal court, civil court, trial, jury, jurors, hang the jury, verdict, innocent, acquit, guilty, sentence 
l This system is valuable and has avoided many terrible mistakes, but it is not flawless. Could 

you list some weaknesses with this system? 
a. evidence is subject to interpretation; 
b. judgment is influenced by the jurors’ personality, emotional state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c. it i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environment – time, room conditions, weather, etc 
l A play is usually divided into Acts (幕) (based on plot development), and an Act is further 

divided into scenes (场) (based on setting changes). The play is a single-act one, but it still follows a 
certain plot. How many units do you think Part One may be divided into?  

l Give character sketches to jurors No. 3, 4, 7, 8, 9 and 10. Use examples from the play to 
illustrate your points.  

2. Text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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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1~25) Introduction 
Part II (26~267) The deliberations 
(26~57) essential facts about the case 
(58~267) the reasonable results raised 
Part III (268~281) The verdict: not guilty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jury n. a group of people in a law court who have been chosen to listen to the facts in a case and to 

decide whether the accused person is guilty or not  陪审团 
The jury returned a verdict of not guilty. 
foreman n. chief member and spokesman of a jury  陪审团之主席 
juror (juryman) n. a member of a jury   
accuse vt. say that sb has done sth wrong or has broken the law 
accuse sb of theft/murder 
the accused = the defendant 
how come (that) (sl.): what is the reason …; how does this happen … 
How come that you suddenly turned against him? 
How come that she left the meeting halfway? 
orphanage n. home for children who are orphans 
forgery n. [U] forging of a document, signature, etc  伪造 
forge vt. make a copy of sth, e.g. a signature, a banknote, a will, etc. in order to deceive 
Paraphrase: 
What a terrible thing for a man to believe. Since when is dishonesty a group characteristic? 
Some individuals are dishonest.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social group they belong to. To 

condemn a whole group as immoral or inferior is irrational. 
prosecute vt. bring a criminal charge against sb in a law court   检举；起诉 
prosecute sb for sth/doing sth 
He was prosecuted for exceeding the speed limit. 
prosecution n.  
prosecutor n. 
coroner n. official who investigates any violent or suspicious death  验尸官 
refute vt. prove to be wrong or mistaken   驳倒 
refute sb/sth 
At that time, nobody had the courage to refute his claim. 
Paraphrase: 
I’m just as sentimental as the next fellow. I know he’s only eighteen. But he’s still got to pay for what 

he did. 
I’m not cruel or callous. I’m as tender-hearted as the other people, but I will not let my feelings 

interfere with my judgment. He is very young. Still he should be punished for what he did. 
flimsy adj. light and thin; easily injured or destroyed; (fig.) weak, unconvincing 
el (evated) train  
provoke vt. cause sb to react to sth esp. by making him angry  激怒 
provoke sb to do sth/into doing sth 
His impudence provoked her into slapping his face. 
Explain 
This boy has been hit so many times … provoked him into committing mu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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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too many: one more than the correct or needed number 
That evening I had a drop too much. 
He cheated once too many. He was caught this time. 
a breaking point: the limit of endurance  忍受的限度 
Explain 
It may have been two too many. Everyone has a breaking point. 
mug vt. attack violently and rob 
filthy adj. disgustingly dirty 
menace n. person or thing that threatens   威胁物   ~ to sb/sth 
These weapons are a menace to world peace. 
vt. ~ sb/sth with  
‘Our country is menaced by the impending war.’ 
defense counselor  辨方律师 
alleged adj. stated without being proved  未经证实而陈述的 
The painting was allegedly painted by Van Gogh. 
switch blade (= BriE flick-knife) knife with a blade inside the handle that springs out quickly when a 

button is pressed  弹簧刀 
junk shop   旧货店 
tavern n. inn or public house 
diverge vi. go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differ 
Our views diverge so greatly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reach an agreement. 
diverge from the truth/ the convention 
flick vt. strike sth with a quick light movement  
flick the light switch on / flick the horse with a whip /flick one’s finger 
jam vt. squeeze sb/sth into a space so that it cannot move; thrust sth forcefully or clumsily into a 

space   卡入；塞入 
The ship was jammed in the ice. / He jammed his key into the lock. 
pawnshop n. the place where you can deposit sth as a pledge for money borrowed   当铺 
hang this jury: make the jury unable to reach a unanimous decision so that the court has to arrange a 

new trial 
proposition n. proposal; suggestion 
ballot n. [U] secret voting; [C] instance of this; [C] piece of paper used in secret voting 
vi. give a vote; draw lots 
abstain vi. decline to use one’s vote  弃权  ~ from 
At the last election he abstained (from voting). 
talk it out: discuss it thoroughly until we reach a final decision 
Please hear me out. / They decided to fight it out. 
Paraphrase: 
And then some golden-voiced preacher … drop a quarter in the collection-box?! 
No. 8 has been all the time talking about how the boy has been treated badly by the society. Your 

attitude towards the boy and the case certainly is influenced by his preaching. It’s ridiculous that a juror 
should let his heart blind his judgment. You’d better donate some money to the church to prove that you 
are a tender-hearted person. 

He walked very slowly to the stand (witness box). 
supposing conj.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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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sing it rains, what shall we do? 
Paraphrase: 
The kid yelled it out at the top of his lungs. Anybody says a thing like that, the way he did, he means 

it! 
The boy shouted it out at the top of his voice. Anybody says something in this way, he is serious 

about it. 
slob n. (infml. derog.) unpleasantly dirty or rude person 
in the first place  
1) before the given action taken  之前 
If the job makes you so upset, why did you accept it in the first place? 
Why didn’t you tell me in the first place? 
2) in the first place, in the second place, etc. = firstly, secondly, etc 
see to it that … make sure that … 务必 
Will you see to it that everybody is informed of the meeting next Friday? 
beat it (sl.) go away 
pace off/out: measure it by taking paces 
pace off a distance of 30 meters / pace out a room 
take the cake/biscuit: be extremely or specially amusing, annoying, surprising, etc 
He has always been a funny guy, but this joke takes the cake. 
Paraphrase: 
1) Brother, I’ve seen all kinds of dishonesty in my day, but this little display takes the cake. 
I’ve seen all kinds of lying and cheating in my life, but the demonstration you’ve just given is the 

worst I’ve ever seen. 
2) He’s got to burn and you let him slip through our fingers! 
He should be sent to the electric chair to be executed, and you let him escape the punishment of the 

law. 
sadist n. 
sadism n. [U] delight in excessive cruelty, torturing others  施虐狂 
masochism n. [U] getting satisfaction from pain or humiliation  受虐狂 
lunge vi. make a sudden forward movement of the body 
He lunged wildly at his opponent. 
phew intj. indicating astonishment, impatience, disgust according to the context 
commotion n. [U, C] (instance of) noisy confusion or excitement 
The strike caused great commotion in front of the city hall. 
go for sth: choose sth 
I go for the fruit-flavor one. 
Paraphrase 
He comes here running for his life. … The arrogance of this guy. 
He immigrated to America perhaps to escape political or religious persecution, but before he takes a 

rest and settles down, he is telling us native Americans what to do. He is not in the position to tell me 
what to do. (No. 7 here is being discriminated against immigrants and very snobbish.) 

alibi n. [C] proof that one was in another place at the time of an accused act 
The accused man was able to establish an alibi. 
yak vi. talking nonsense endlessly   说废话；喋喋不休的瞎扯 
tie n. equal score in a game   得分相同；不分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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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ame ended in a tie, 3 – 3. 
acquittal n.  
acquit vt. give a legal decision that sb is not guilty   ~ sb of/on sth 
He was acquitted of the crime. 
He was acquitted on two of the charges. 
crush vt. defeat sb/sth completely; subdue  击溃；消灭 
Her refusal crushed all our hopes. 
obscure  
vt. make sth unclear; hide sth from view 
The moon was obscured by clouds. 
adj. not clearly seen or understood; indistinct 
His real motive for the murder is still obscure. 
obscurity n. 
testify vt. vi. give evidence; declare as a witness in court 
~ to sth   His colleagues testified to his alibi. 
~ against/in favor of sb    The old man and the woman both testified against the boy. 
~ that 
testimony n. 
tremendous adj. very great; immense 
The train was traveling at a tremendous speed. 
blur  
n. confused or indistinct vision 
Everything is a blur when I take my glasses off. 
vt. vi. (cause to) become unclear 
Several pages in the journal are blurred by water. 
Her eyes blurred with tears. 
intimidate vt. frighten, esp. in order to force sb to do sth   
~ sb into doing sth 
His men intimidated seven jurors into voting not guilty. 
entitle vt. give a right to 
~ sb to sth/ to do sth 
If you fail three times, you are not entitled to try any more. 
4. Discussion Topics: 
a. Why doesn’t the author give names to the characters in the drama? 
b. What is the conclusion of the jury in the end? Is there any possibility that the jury is wrong at all? 

Do you think No. 8 is still right to do what he does if the boy should turn out to be the real murderer? 
（二） 实践教学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践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Unit 1 Your College Years 4  
2 Unit 2 How Reading Changed My Life 4  
3 Unit 3 A Dill Pickle 4  
4 Unit 4 Diogenes and Alexander 4  
5 Unit 5 Silent Spr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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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Unit 6 How Do We Deal with the Drug Problem? 4  
7 Unit 7 Inter-Lesson (1) 4  
8 Unit 8 In My Day 4  
9 Unit 9 Globalization’s Dual Power 4  

10 Unit 10 The End of the Civil War 4  
11 Unit 11 Why Historians Disagree 4  
12 Unit 12 The Most Dangerous Game  4  
13 Unit 13 The Needs That Drive Us All 4  
14 Unit 14 Inter-Lesson (2) 4  
15 Unit 15 A Drink in the Passage 4  
16 Unit 16 Twelve Angry Men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英语（一）、综合英语（二） 
后续课程：综合英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课文 A中的重点词汇使用、写作手法、篇章结构、历史文化背景等。 
难点：把所学词汇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对课文文章理解后进行思辨性、开放式的讨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学生预先主动学习与课文相关的词汇用法和文化背景，主导课堂的教学进程。 
2.教师对知识点做必要、补充性讲解。 
教学手段： 
1.课件展示，包括：文化背景、语言阐释、修辞手法等。 
2.师生互动性交流。 
3.邀请学生独立做课前阅读汇报和课后的延伸话题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实验室或设备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闭卷考试为主，结合平时课堂表现和作业成绩的评测方式。 
考核内容有： 
1． 课堂出勤（Class attendance）占 10%  
2． 课前汇报（Presentation）占 10% 
3． 测验作业（quizzes/assignments）占 10%  
4． 期末考试（Final exam）占 70% 
7、作业要求： 
针对每一课编写一份复习测试题，以考试或课后练习方式完成并作适当讲解。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英语专业精品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杨利民、徐克容等编著《现代大学英语 精读 3（第二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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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第 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陈汉生编著《新编高等院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指南（修订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年 6月 第 1版。 
2. 段维彤编著《英语阅读技能培养与实践》，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 9月 第 1版。 
3. 胡文仲编著《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 11月第 1版。 
4. 章振邦编著《新编英语语法教程（第五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 4月第 5版。 
5. 朱永涛、王立礼等编著《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入门（第 3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6月第 3版。 
执笔：于中华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日 

 

综合英语（四） 
Comprehensive English IV 

课程号：30800004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夯实学生在口头和书面实践中使用英语语言的能力；2、促进学生对

于原版英语文章，包括较长较难文章的理解、归纳和思辨阐释能力；3、拓展学生在了解英语国家
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知识空间。 
开设本课程，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综合运用英语语言的能力。教师需要通过语言基础训练与篇

章讲解分析，使学生逐步提高语篇阅读理解能力，了解英语中各种文体的表达方式和特点，扩大词

汇量和熟悉英语常用句型，具备基本的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通过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上的各种

语言交际活动，使学生具备基本的交际技能，达到或超过《英语专业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听、说、

读、写、译等技能的要求，为后续高年级阶段学习打好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另外，学生还应该熟

悉中国文化传统，具备较强的汉语表达能力，具备丰富的人文知识和科技知识；熟悉英语国家的地

理、历史、发展现状、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具备较强的创新意识和一定的创新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4学时 

Unit 1 Thinking as a Hobby 
1.Preview Question： 
1) Although Golding is serious on the whole about the subject of thinking, there is a constant 

undertone of subtle humor and irony in the text. Cite and explain two or three examples where Golding is 
either exaggerating or not quite literally serious. What are the points he is making by his non-literal 
(interpretive) level exaggerations or ironies? 

2) What is Golding's attitude, as the adult writer, toward his younger self in the essay? That is, at the 
interpretive level of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what are we to think of the young Golding's personality 
and character? (Go deeper than the literal level statements that he was confused about thinking, or that he 
was to be pitied.) Refer to or quote specific portions of the text to support your answer. Then answer, with 
an explanation, the critical level question, "Do you like the young Golding as he describes himself, and 
the adult Golding who is writing? 

3)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he author’s style? Is it formal or informal? Is it serious or humorous?  
2. Text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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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Introduction: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thinking and I could not think at all. (para.1)  
Part II. The three grades of thinking. (para.2-32 ) 
A. Grade-three thinking: the writer’s headmaster being an example. (para.2-24)   
1. The headmaster’s criticism of the writer for being unable to think. (paras.2-14) 
2. The writer’s observation of his teachers to find out about thought. (paras. 15-21)  
3. The writer’s conclusion about grade-three thinking: feeling rather thought ,full of unconscious 

prejudice, ignorance and hypocrisy. (paras.22-24)  
B. Grade-two thinking. (para.25-29) 
4. Grade-two thinking: the detection of contradiction but unable to offer anything constructive. 

(para. 25)   
1. A typical grade-two thinker: the in his youth. (paras. 26-28) 
2. The writer’s conclusion about grade-two thinking. (29)     
C. Grade-one thinking (para30-32) 
3. Grade-one thinkers, aiming at finding truth. (para. 30) 
4. The writer’s wish to become a grade-one thinker (paras. 31-32) 
Part III. Conclusion: Conversion of the writer into a grade-one thinker(para. 33-35) 
3.Writing Devices: Metonymy, Synecdoche, Irony, Hyperbole, Simile, Metaphor 
4.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5) Word formation: suffix “-ette, -fer”, preffix “hind” “out-”; Derivative: “orate” “pose”, “dict”, 

“dicere”  
6) Words and expressions: sex, sexual, sexy, sexist; disinterested, uninterested; literal, literary, 

literate; bulge, protrude, stick, jut,  swell; slip, slide, glide; reputation, prestige;  acquaintance, anguish, 
confer, contemplate, contempt, exalt, heady, hustle, impediment, integrate, muscular, proficient, stampede, 
reduce, bang the door, cheer His Majesty, contemplate the statue, devise a new method, gain a reputation, 
inspire the people, sink one’s head, symbolize the nation, warm one’s hands, ruin one’s healt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settle the issue, at the time, do away with, few and far between, for (one’s) money, in the 
flesh, lag behind, make for, nothing but, on… occasion, out of one’s depth, think well of, stand by 

7) Sentences: ways of using words to make sentences ironical  
8)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5.Grammar 
4) The use of “being” 
5) Parallelism  
6) The Use of Complement  
6.Discussion  
1) Why is it that most people are grade-three thinkers who actually do not think ?  
2) Why is it that grade-one thinkers are “few and far between”? 
3) There is an old saying that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which suggesHave you learned anything 

from this essay? What do you want to be as far as these three levels of thinking are concerned? 
Give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three grades of thinking with your own illustrations.  
7.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 What Kind of Thinker Am I ? 

Unit 2 Spring Sowing 
1.Preview Question： 
1) What values and moral principles are being idealized here? Is it still the same today? Do      

you agree that the traditional work ethic is out of date? Are such qualities as hard work,     di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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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ift, responsibility, discipline, simple and honest living, rugged individualism and self-reliance, etc. still 
valued? 

2) Wh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social ethics since our grandfathers’ time? Is there anything that 
remains unchanged?  

2.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Martin and Mary began their first day of spring sowing as a couple.(para.1-4) 
A. The yong coupe got up early. (paras. 1-2) 
B. They were filled with both excitement and anxiety. (paras. 3-4) 
Part II. The couple worked in their field before sunrise till sundown. (paras. 5-31 ) 
A. They set out with the joy of spring and were the first to start. (paras.5-11) 
B. Martin’s attitude was wholly devoted to work.(paras.12-14) 
C. They had a lunch break in the field.(paras. 15-20) 
D. Martin’s grandfather came to inspect their work. (paras. 21-31) 
Part III. They were proud of their good day’s work. (paras.32-35 ) 
D. For a fleeting moment Mary dreaded being a farmer’s wife. (para.32) 
E. Martin was pleased with his display of manhood. (para. 33) 
F. Mary looked into her future realistically. (paras. 34-35) 
3.Writing Devices:  

4.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1) Word formation: suffix –en, -y; Compound: snow-covered, wind-blown, flood-stricken, 
weather-beaten, hen-pecked, dog-tired, student-centered 

2) Words and expressions: assert, cluster, depressed, gruff, imminence, numb, revel, streak, throb, 
tremor, rest, primeval, subjugate, crunch, cock, secure, draught, overpower, carry; defeat, conquer, 
vanquish, beat, overcome; to be better off (doing sth), at this/that rate, to take hold of, to take sb/sth for 
sb/sth/to be sb/sth, to draw back, furrowed brows, to be chained to sb/sth, to sink into sth, to be dotted 
with, to cock one’s head, to rob sb of sth, to revel in sth, a flash of sth, to cross one’s mind, as it were, 
open up, fall over, in the name of God, carry a long way   

3) Onomatopoeia: hiss, buzz, whirr, sizzle, crack, crunching, crowing, rasping, lowing, moan, 
murmuring, bang, baying, chuckling, bubbling, grumbling, gurgling, hammering, humming, moaning, 
mumbling, pounding, rattling, ringing, roaring, screaming, screeching, snoring, splashing, tinkling, 
yawning 

4) Synonyms: glare, gleam, glisten, glimmer; imminent, eminent; rate, speed, pace; whirl, swing, 
throw, fling, hurl, pelt, skin, peel; unconscious, unaware; wriggle, writhing; split, hit, break; tedious, 
hideous; devised, designed; libertines, liberals; hop, jump, leap, skip, spring; breast, chest; verge, border, 
edge, brim, rim; swear, curse, call names, abuse; rub, scrape, scratch; scatter, spread, spray, spread,  

5) Adverbs: clearly, evidently, obviously, whole-heartedly, heartily, greedily, hungrily, fiercely, 
furiously, feverishly, gruffly, sharply, rudely, tiredly, wearily   

Sentences: ways of   
4)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Sentence paraphrase 
5.Grammar 
The Use of “As”:  
a. as proposition 
b. “as+adj./adv./n.+as-clause/gerund phrase” “as” being an adverb, the second a conjunction 
c. as conjunction introducing adverbial clauses 
d. after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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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to introduce an object complement with certain verbs  
f. to introduce a subject complement in the case of the passive sentence/clause 
g. as relative pronoun 
h. in the idioms 
2) connectives: as if, even if, if only, only if, suppose, supposing, unless 
3) determiner: no 
6.Discussion  
1)Let’s pretend that you are Martin Delaney or Mary living in the 21st century. What kind of  a 

person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s your wife or husband? What qualities would you like to  find in your 
spouse?  

2) What qualities would you like to find in your future spouse? 
3) What is your life’s ambition? 
7.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life and work of farmers 

today and 100 years.  
Unit 3 Groundless Beliefs 

1. Preview Question： 
1) Encourage students to give concrete examples of groundless beliefs from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observations, and then to explain how these groundless beliefs are formed? 
2) Why do we feel so strongly about our ideas and views? How do we know these ideas are correct 

and not wrong in the first place? Do our ideas come from thinking? Can it be true that when we say “we 
think,” we are actually only arranging old prejudices? What constitutes adequate grounds for beliefs? Are 
those strong convictions of ours well grounded?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Introduction: Prevalence of groundless beliefs.(para.1) 
Part II. Body: Types / Causes of groundless beliefs (paras. 2-24 ) 
F. Result of environment in early life (paras. 2-3) 
G. Parroting (paras.4-13) 
H. Self –interest (paras. 14-17) 
I. Sentimental associations (paras.18-19) 
J. Fashion (paras.20-24) 
Part III. Conclusion: The writer’s praise of rational thinkers (para.25 )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1) Word formation: root: -verse  prefix: poly-, mono-, be-, de-, a- 
2) Words and expressions: get at, guard against, jump to, talk out/over, be amazed at, bring about, 

rescue from,  
3)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4. Grammar 
1) Abbreviated adverbial clauses 
2) Subjunctive mood in a that-clause after such words: advise,ask, command, demand, insist, order, 

require, propose, recommend, urge,suggest,etc. 
5. Discussion  
Beijing attractions 
6.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 How did his mood change as he explored 

th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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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4 Lions and Tigers and Bears 
1. Preview Question： 
Why do you think the author wrote this essay? To describe the history of the Central Park?   To 

describe the beauty of the Central Park? To tell the story of how he spend an unforgettable night in the 
park once? To lament what a terrible place the park had become with all those purse-snatchers, loons, 
prostitutes, drug dealers, bullies, garrotters, robbers, murderers lurking somewhere? To prove that all 
those terrible rumors about the park at night are ungrounded? Or a combination of all of those?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Introduction:.The author’s purpose of spending a night in the Central Park (para.1)  
Part II. His experiences in the park during the first couple of hours. (paras. 2-6 ) 
A. Warming of the police against going there at night. (para.2) 
B. Safety precautions on the part of police that night.(para.3) 
C. His wandering around the Delacorte Theatre until he was lost. (para.4) 
D. His fear and encounter with two men in bushes. (para.5) 
E. His recollection of a murder in the lake two years before (para.5) 
Part III. His later adventures (paras 7-12)) 
A. His recollection of the early days of the park (para.7) 
B. His encounter with a couple whom his appearance frightened (paras.8-9) 
C. His reflection on the changes of the park (para.10) 
D. The return of his fear after meeting two gangs of kids (para.11) 
E. His admiration of the beauty of  New York City as viewed from the park (para12)   
Part IV. The occurrences during the rest of the night (paras.13-25) 
A. His preparation for bed (paras. 13-15) 
B. His dramatic encounter with three raccoons (paras.16-24) 
C. His sound sleep (para.25)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1) Word formation:  preffix“un-,in. im, ir, il”; 
2) Words and expressions: act on, adapt to, add to, hand over, adhere to, argue with, adjust to, amount 

to, blow over, appeal to, classify as, apply to, aspire to, attend to, attribute to, cling to, commit to, comply 
with, compromise with, head to, incline to, describe as, object to, plead with, skip over, resort to, spread 
over, stick to, take to, take over, turn over,        

3)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3. Grammar 
The use of “except” 
Study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se involved sentences 
4. Discussion  
Beijing attractions: Forbidden city, summer palace, the great wall, lama temple, the temple of heaven, 

Beihai park,  
6.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 

Unit 5 For Want of a Drink 
1. Preview Question： 

Do we have a water problem or not? How serious is the problem? Where does our country stand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its share water resources? What are main causes of our water problem? What do you 
think we can do to solve this problem?   

2.Text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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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Introduction: A warming about a water crisis.(paras.1-2) 
Part II. Causal analysis of water shortage (paras 3-5 ) 
A. Population explosion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last century (para.3) 
B. Soaring agriculture demands for better food (para.4) 
C. Growing industrial and domestic consuming 30% of the withdrawal (para.5) 
Part III. Difficulty in satisfying these demands: (paras 6-8.) 
A. The supply of water being finite (para.6) 
B. 97% of the world’s water being salty (para.7) 
C. Fresh water available for living things being scarce (para.8) 
Part IV. Characteristics of water as natural resource (para.9-15) 
A. Water being not evenly distributed (paras. 9-15) 
B. Water being local and heavy to move (paras.11-12) 
C. Underground water being used almost as a free resource (paras. 13-15) 
Part V. Reiteration of the value of water (paras.16-17) 
Part VI. Conclusion: Difficulty in using the resource sensibly (paras. 18-19) 
A. The belief that water is a free resource (para.18) 
B. The holy quality water is invested with (para.19)  
3.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1) Word formation: suffix “-ble, -ple, ”, prefix “thermo-, therm-, aqua-, over-,en-, em-”; 
2) Words and expressions: conserve, reserve, preserve; painful, hurtful; lack, short, scace; change, 

alter, modify, shift, vary, convert, mend; substitute, replace; invite, due, account for, on sb’s account, on 
no account, take sth. into account, accuse sb. of, approve of, become of, benefit from, break through,  

3)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4.Grammar 

1) The use of “or” in phrases that function as a conditional clause 
2) Study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se involved sentences 
2. Discussion  
What are the prospects of our water supply in future? 
3. Writing: on water shortage   

Unit 6 The Telephone 
1. Preview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at people’s natural nostalgia should be encouraged? Wouldn’t it make people look 

backward and therefore become conservative? Can you give examples other than telephone to show that 
all important technological and scientific discoveries lead to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changes?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Life in the village before it had a telephone.(paras.1-10) 
A. How the village kept track of time in the past (paras.1-8) 
B. What happened in the year of the drought (paras.9-10) 
Part II.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first telephone in the village (paras.11-18 ) 
A. How the villagers came to decide to have a telephone (para.11) 
B. What sensation and curiosity the installation created (paras. 12-18 ) 
Part III. Effects of the telephone on the life of the villagers (paras. 19-25 ) 
A. How the village center shifted (paras.19-22) 
B. How and why a lot people left the village (paras.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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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1)Word formation: suffix “”, preffix“-”; 
2)  Words and expressions: assure, ensure, insure, reassure; twist, distort, turn, wring; gather, 

collect, assemble; break, tear, rip, crack,; forsaken, abandoned, deserted; ignor, neglect, overlook; tingle, 
shun, congregate, shoo, rip east of, to keep/lose track of sb/sth, to roll by, to cave in, to incorporate sth 
in/into sth, (violence, tempers, etc.) flare (up), to call sb names, to get anywhere/somewhere/nowhere, to 
talk sb into/out of sth/doing sth, (of news or information, etc,.)Word goes out that…, at sb’s elbow, back 
and forth,  to chime in, to deliver (from sth), a lucratve business/contract/market, fewer and fewer, more 
and more, (of sb’s speech) to trail away/off 

3)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4. Grammar 
1) “as” and “though” as concessive conjunctions 
2) Study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se involved sentences 
5. Discussion  
1) What changes do you think the internet has brought to our life? 
2) Should we always embrace the new things? Why or why not? 
6.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 Do you think such a new   product or 

new activity is a double-edged sword? Give your reasons.  
Unit 8 Economic Growth is a Path to Perdition, Not prosperity   

1. Preview Question： 
Is the concept of GDP absolutely correct? If not, what are the problems? Is it completely wrong? If it 

is, can we strive for increasingly low GDP? If GDP is neither absolutely right nor completely wrong, 
where should we draw the line? What are the alternatives?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Introduction: Darwin’s long battle against the Biblical myth of creatiion.(paras.1-3) 
Part II. The modern myth of economic growth (paras.4-8 ) 
A. Definition (paras. 4-8) 
1. The myth being more dangerous (para.4) 
2. The myth that economy being able to grow forever(paras. 5-6) 
B. Normal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before the 1940s (para.7) 
C. The latest global economic slump challenging the myth (para.8)           
Part III. Root cause of the myth (paras. 9-11 ) 
A. Growth being the core of capitalism (paras.9-10) 
B. Statistics of the rapid growth (para.11)  
Part IV. Refutation of the myth (paras. 12-25) 
A. Finiteness of natural resources (paras. 12-13) 
B. Statistics of ecological decline (paras.14-15) 
C.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 definition and limitation (para.16) 
D. Danger of overshooting the earth’s resources (paras17-18) 
E. Catastrophic effects of overuse of oil for growth on the environment (paras 19-20) 
F. Growth—an excuse for continued inequality between rich and poor countries (paras. 22-25) 
Part V. conclusion: The mission of humanity: changing the way as it is (paras.26-29)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1.Words and expressions: tumble, plummet, degrade, overshoot, sideline, underline, sustain, 

meticulous, intense, choppy, rigid, proponent, orthodox, renewable, boost, foul, hone one’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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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mie critical thought, ramp up GDP, drum into, drive government policy, chew through massive 
quantities, absorb waste, power the global economy, clear some space, churn out products, liquidate 
resource stocks, ratchet back economy, it the nail on the head, tip the balance, deplete resources, stabilize 
carbon emissions, get by on the crumbs, translate into an average, live off, 

2.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4. Grammar 
T he use of than as a relative pronoun 
Subject-verb agreement 
Study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se involved sentences 
5. Discussion  
Many people talk about the great achievement of our country in terms of breathtaking growth of GDP, 

are they right or wrong? Have we solved all the problems with high GDP? Do the problem occur in spite 
of the high GDP or because of it? 

Why is it today we have decided to use the term “scientific view of growth ”?  Does it imply that 
the idea of GDP is not wholly scientific? 

Some argue against “placing prosperity above equality,” what is the alternative? Can we turn it round 
and place equality above prosperity? Why can’t we keep them on a perfect equilibrium? 

Comment on:  
1. Human activity is putting such a heavy strain in Earth’s natural functions that the ability of the 

planet’s ecosystem to sustain human endeavor can no longer be taken for granted.  
2. The economy is a human construct. We made it, we can change it. 
3. Justice demands that we in the rich countries ratchet back our growth and clear some space for 

those who need it. The fate of planet Earth may depend on it. 
4. Growth is an excuse for continued inequality.  
6.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 How do you look upon the progress man 

has achieved since the end of the World War II? What are benefits and sideffects? 
Unit 9 The Dammed Human Race 

1. Preview Question： 
1) Do human really suffer from those human weakness Mark Twain describes? Does the view that 

that human beings are cruel, greedy and avaricious, etc. serve any purpose? 
2)How does the author contrast human beings with other animals? What specific human traits and 

disposition does he condemn? And what arguments does the author give to support the views? 
3)Do you agree with Twain that human beings are avaricious or greedy while other animals are not? 
4) We often say human beings are superior to other animals because only they have feelings and 

conscience which make them proud of doing the right thing and ashamed of being immoral. Why did 
Twain talk about this? Would he give credit to human beings’ pursuit of love, friendship, and moral 
integrity? 

5) How can Twain say that human beings are the only species guilty of war crimes? Are not all 
animals engaged in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How can we be worse?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Introduction: Topic and credibility of the author’s research (paras.1-3) 
A. Topic: the descent of man from the higher animals (para.1) 
B. Credibility: the use of scientific method and authentic institution where the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para.2) 
C. Characteristics example of his experiments (par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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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I. Findings about man as against higher animals (paras.4-17 ) 
A. Man’s greed(para.4) 
B. Man’s immorality (paras.5-8) 
C. Man’s cruelty (para.9) 
D. Man’s inclination for war (paras10-11) 
E. Man’s position of enslaving and being enslaved (para.12) 
F. Man’s hypocrisy (paras. 13-15 ) 
G. Man’s inability to learn to live together peacefully (paras. 16-17)  
Part III. Conclusion: Restatement of the thesis (para.18 )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1).Words and expressions: appease, brood, conjecture, degenerate, gouge, exterminate, oblige, 

scruple, sketch, speculate, disposition, traits; stingy, miserly; allegiance, loyalty; massacre, slaughter; 
agreement, consent; assumption, postulate; spread, scatter; tiring, fatiguing; guess, speculate, conjecture; 
prisoner, captive; greedy, avaricious; exterminate, wipe out; renounce one’s allegiance, brood over, subject 
something to test, cover many months’ work, leave something to rot, cheat sb out of sth, harbor insult, 
take revenge, keep harems, have an occasion to do sth, make a meal of sth, hold sb in bondage, smooth 
the path, confine to,      

2).Figures of speech: rhyme, alliteration, satire, antithesis, parallel construction, oxymoron 
3)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4. Grammar 
1)Ways of making contrast: while, and/but, unlike, on the other hand, compared with, 
2)Ways of clarifying: that is, in other words, you mean, that is to say, I mean, you don’t mean,  
3)Study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se involved sentences 
5. Discussion  
1)Do you believe it possible to frighten in order to enlighten? Do you think it important for human 

beings to be keenly aware of their inborn weaknesses? 
2)Why can’t we identify the nice people, entrust all the money and power to them and let them rule 

the rest of people forever? 
3)Can we shield young people from all evils so that they will never badly influenced?     
4)Are we really as bad as Twain said we are? Is it true there is no hope for the human species? How 

would you respond to those pessimistic views about human beings? 
5)Shouldn’t Mark Twain talk about “Damn the rich” or “Damn the capitalists,” or “Damn the US 

imperialists, ” or “Damn the racists”? How come he choose to damn the whole human race without 
making any distinction?  

6.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 Do you agree that the worst enemy of 
man is himself?  
Unit 10 The World House 

1. Preview Question： 
1)Why does King choose “The World House ” as the title of this essay? Where does he get the 

inspiration? What does he think is the biggest issue humanity has to address today? 
2)We all know that King was the leader of the black people in the US in their struggle for racial 

equality and civil rights. How does he relate this struggle to the task people confront throughout the 
world ? 

3)In King’s time, such words as “globalization” or ”global village” were not invented. What is the 
word he used to refer to this changed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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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ow did King describe the furniture, rooms, decorations, etc. of “ The world House”? How in his 
opinion was this “worldwide neighborhood” brought into being? What did the changes that had taken 
place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and the changes that were to take place in years ahead mean to human 
beings according to King? 

5)Where does King stand in this quickly changing world? Is he passionately advocat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r is he deeply worried about the moral failure of human beings? 

6)What is King’s purpose for writing this essay? Who is his intended audience? What is his message 
for the American black people in light of all these changes?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Introduction:.(paras.1-2) 
A. Origin of the term “world house”(para.1) 
B. Convention between American blacks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struggle for global peace 

(para.2)  
Part II. The world being a global village (paras.3-8 ) 
A.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paras.3-5) 
B. A worldwide freedom revolution (paras.6-8) 
1.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US (para.6) 
2.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world over (para.7) 
3.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worldwide 

liberation movement (para.8)  
Part III. Our mission in this changing world (paras.9-14) 
A. Not sleeping through a revolution as Rip Van Winkle in a story (para. 9) 
B. Transforming the world into a worldwide brotherhood (para.10) 
C.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scientific power and moral power (paras. 11-14) 
3. Material abundance being unable to bring us Americans neither peace of mind nor serenity of 

spirit (paras.11-13) 
4. Our moral and spiritual awareness needing redeeming (para.14) 
World House, the very survival of the human race (para. )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Words and expressions: alter the course of human history, bridge the gulf, dwarf distance, escape the 

indictment, span the waters, manifest itself, penetrate oceanic depths, portray our dilemma in candid terms, 
prolong the lives of men, rain down death, scale the mountain, sign the warrant, reestablish the moral ends, 
transform the society, turn back the clock, witness a worldwide revolution,   confined to, 
disproportionate to, impartial to, notorious for, opposed to, subject to, occupied with, secure from, 
undreamed of, true of, regardless of, remarkable for, superior to, mad at, married to, open to, opposite to, 
overwhelmed with/by, peculiar to, popular with, praised for, preferable to, prior to, prone to, quick at, 
ready for, remarkable for, renowned for, sacred to, skillful in, struck with, suspicious of, sympathetic to, 
thankful to, true to, weary of, the status quo, outrun, redeem, bewildering, serenity of spirit, ailment, 
dwellers, rumbling, discontent,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4. Grammar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s of the word of 
Adverb placement 
Study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se involved sentences 
5.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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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King wrote this essay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ago. Do his descriptions still apply? Has the 
world developed the way he anticipated? Is his message still valid? 

9. If you were to write a similar article,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oday’s world? Wh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that even King did not foresee? What is the biggest threat today to the “World House” as 
King called it? 

10. Is the freedom explosion as King called it half a century ago over now? how would you describe 
today’s world political situation? 

11. In King’s essay he maintains that all inhabitants in the world today must learn to live in peace 
together. There is no other way.  Are we living in peace and harmony now? 

12. King says, “Every society has its protectors of the status quo and its fraternities of the 
indifferent who are notorious for sleeping through revolutions. But today our survival depends on our 
ability to stay awake, to adjust to new ideas, to remain vigilant and to face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 Does 
it make any sense to you?   

13. King says, “We must work passionately and indefatigably to bridge the gulf between our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our moral progress.” He was referring to the situation in the US when he wrote this 
essay. Does it in any apply to our society today? Do we have this “gulf”? or is the outcry of moral decay 
an overstatement?  

14.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  
According to Martin Luther King,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the era we are living in? 

Why is it vitally important that this era of ours, we “must learn somehow to live with each other in 
peace ?”    
Unit 11 Soldier’s Heart 

1. Preview Question： 
1)Do you like war literature? Does war literature serve any useful purposes? Can you name some war 

stories or movies which impress you most? Os there anything about war literature we should guard 
ourselves against? 

2)We haven’t had another world war for almost sixty years. So why should it still be such a matter of 
concern to us? Some people say that we should burry our war memories. Do you agree? 

3)Is war a permanent human condition just as the author said?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Introduction:.Life of an American soldier in France in June 1944 (paras.1-3) 
Part II. The soldier’s experiences after the war (paras.4-24 ) 
A. His dim memories of university days after the war (paras.4-5) 
B. His hospitalization (paras.6-11) 
5. His illness: combat fatigue (paras.6-11) 
6. Hospital medical staff and guards (paras.8-9) 
7. His treatment (para.10) 
8. One of his symptoms: hearing voices (para.11) 
A. His experiences after hospitalization (paras.12-19) 
5. Aftereffects of his war experiences (paras.12-13) 
6. His rejection by the university (para.14) 
7. His return to the university after trying a few jobs (paras. 15-16) 
8. His recurrent dreams about his war experiences (paras.17-19) 
B. His purpose of writing about his experiences (paras.20-24) 
3. His fear that people will forget about those who died (paras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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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is hope that his experiences will help people face wars in the future (para.24)  
Part III. Conclusion: the war and its aftermath on the soldier (para. 25-27) 
A. Respect and affection for ordinary people (para.25) 
B. Inspiration for writing (paras.26-27)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Words and expressions: terminate, crouch, stunning, striking, infantry, discharge, furiously, disorder, 

pass out, fog, mist, haze, irremediable, incurable, irreparable, onset, attack, guts, intestines, sordid, filthy, 
dirty, diminish, console, hollow, aftermath, on a murder charge, on account of, with an eye to, under attack, 
on behalf of, under consideration, under control, under criticism, on good terms / bad terms with, on guard, 
on holiday, on honor of, in accordance with, in answer to, in connection with, in the hope of, under lock 
and key, in one’s mind, out of one’s senses, in place, out of place, in question, out of question, under repair, 
on show, for show, on the alert, in the course of, on the decline, in the event of, with the exception of, in 
the habit of, on the increase, for the lack of, on the look-out, off the record, on the verge of, on trail, under 
way, lie face down, scrape the bottom of the barrel, engage the enemy, discharge sb from the army, receive 
shock treatment, administer all the institutions, keep an eye peeled for sth, clear sb, shoot at close range, 
deaf to music, at a good pace, ammunition boxes, a permanent human condition, an airborne division, hell 
on earth, strewn with dead bodies, an import-export firm, taken up with music, the enemy position, a 
railway embankment, the trigger finge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upper division students, scrape off, 
wipe off, for months on end, a great appeal to, controversy, insofar as, one had it that, to and fro, come to 
an end, sordid,           

Figure of speech: hyperbole, simile, allusion, antithesis, metaphor, parallelism, rhyme, repetition, pin, 
satire, oxymoron, parable,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4. Grammar 
Parenthetical elements in a sentence. 
The use of grammatical word one 
Study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se involved sentences 
5. Discussion  
Never think that war, no matter how necessary, nor how justified, is not a crime. 
War is only a coward escape from the problem of peace. 
There are no warlike people---just warlike leaders 
Today the real test of power is not the capacity to make war but the capacity to prevent it.  
In the future no one wins a war. It is true there are degrees of losses, but no one wins. 
We have the power to make this the best generation of mankind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or to 

make it last.   
6.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 recount the narrator’s experiences. 

Unit 12 Onwards and Upwards 
1. Preview Question： 
1)What is the traditional definition of progress ? Do you agree with the author that in the rich world 

today at least, the idea of progress has become impoverished? Impoverished in what way?   
2)Do you believe that the changes or development we are experiencing or witnessing are always for 

the better? Do you think that progress equals improvement? Improvement for whom? In what way? At 
what cost? Can you think of a way to redefine the word “progress” so that it will not cause so much 
confusion?   

3)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attitude toward the idea of progress? Do you embrace it without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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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ation? Or do you also tend to be suspicious? Does your attitude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newspaper you read? 

4)Do you agree that today while we are advancing quickly in our economy, our moral life and our 
society are “treading water” as the author called it? Are you sure those who agree are not just repeating 
the idea of some social misfits? On what ground so they make this assertion? 

5)If your answer to the question above is in the affirmative, then how do you account for that? Does 
it mean that there i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conomy and the moral and spiritual life? Didn’t Karl 
Marx tell us that superstructure is determined by the economic base and as the economy develops, people 
will be better educated, more civilized, better and happier human beings? 

6)Is the human history of the last three or four centuries, there have been many great minds who have 
been telling us how we can make steady progress and make the world a happy place for everybody. Can 
you list some of those ideas? 

7)Have we made progress only in the economic field? How about in the social or moral fields? What 
would optimists say? How about pessimists? What are supposed to be the engines for progress? Have they 
been working properly? 

8)Do you think that people are justified in losing faith in progress today? Why or why not? Does it 
matter of we lose faith? How important is it to restore this faith?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Introduction: The popular view in the world about material progress and moral advance 

(para.1) 
Part II. The idea of progress—the backdrop to the society (paras.2-8 ) 
A. The ideal of progress in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para.2) 
B. Supposed agents of progress (para.3) 
C. Importance of the idea of progress (para.4-5) 
Part III. History of the idea if progress (9-24) 
A. Demonstration of the idea in source of progress (para.9) 
B. Rebuttal of the language and community of the source of progress(para.10-12) 
C. Rebuttal of the modern-age belief in science as the source of progress (paras.13-17) 
D. Rebuttal of the belief in economic growth as modern source of progress (paras.18-21) 
E. Moral sensibility and governance (pparas.22-24) 
Part IV. Conclusion: Susan Neiman’s book on moral sensibility (paras.25-28 )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Words and expressions: seduce, coercion, contaminate, crumble, catastrophes, yield, emancipate, 

universal value, correlation, budge, be accompanied with, guardians, cage the ape within, compromise 
one’s ideals, contain one’s protests, deliver the goods, embody moral progress, guarantee free speech, lead 
worthy lives, match the standards, measure welfare, mourn the dead, narrow the scope, restore one’s faith, 
tip the balance, traverse history, tread water, yield untold benefits, be preoccupied with, beg to differ, by 
and large, correspond to human progress, harness the market, have strong faith in rule by the elite, hold sb 
to account, impose sanctions on, in the name of God, lift the poor out of their misery, live up to the 
promise, purge the government of corrupt officials, rise to new height, stretch back to the very beginning, 
teeming with ideas, respectful, respectable, in spite of, despite, attached to, tense, intense, correlation, 
relation, liberation, liberal, teem with, burst with, defender, defendant, proponent, oppose, historic, 
historical, worth, worthy,      

Figures of speech: hyperbole, simile, allusion, antithesis, metaphor, parallelism, rhyme, repetition, 
pin, satire, oxymoron, parable, apho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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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4. Grammar 
The use of the conjunction or 
Study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se involved sentences 
5. Discussion  
Do you agree that “Growth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hat is your ideal for our future? Are you sure it not utopian? Do you believe that we should and can 

love an ideal for its own sake? 
Do you agree with Susan that moral progress is neither guaranteed nor hopeless? 
6.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s: 
Technology can be used for ill as well as good.   
Science needs governing.  
GDP does not measure welfare; and wealth does not equal happiness. 

Unit 13 Cord 
1. Preview Question： 
There is a such a wide gap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in religion, culture, life style, social habit 

and values that it is impossible to bridge it within days. There are still kisses and nice promises, we know 
that the visit has not been a success. It has not strengthened the “cord”. The mother and daughter are 
drifting irrevocably further apart. Which of the two is to blame? Is it an exceptional case or is it typical of 
the general tendency in modern times? Is family no longer important? Is it dying away? Or perhaps the 
family is better dead? But are we really happier without family?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Introduction: The mother’s arrival in London (paras.1-15) 
A. Her departure from Ireland and her flight to London (paras/1-5) 
B. Reunion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at London airport (paras.6-15)   
Part II.The mother’s 8-day stay with her daughter (paras.16-95)) 
A. The first evening (paras.16-28) 
3. Moments of tender feelings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paras.16-19) 
4. Their conversation about father (20-28) 
B. The second day (paras.29-88) 
5. Shopping in the morning (29-44) 
6. The party in the evening (45-77) 
7. Confrontation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after the party (78-86) 
8. Clarie’s reflection about her own life (87-88) 
C. The rest of the mother’s stay (89-95) 
3. Mass and sightseeing (89-91) 
4. The mother’s decision to cut short her stay on the 6th day (92-95)  
Part III. Conclusion: The mother’s departure two evenings later (para.9) 
A. The mother’s changed appearance (96-97) 
B. Changed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her and daughter: overtly polite but less close (98-105)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Words and expressions: cue, bashful, cast a restful light, convey weariness, entail having a car, make 

amends, mutter an apology, rehearse the conciliatory remarks, resemble a true combat, rig meters, sever 
relationship, substantiate the invitation, voice one’s needs, state one’s wishes, never touch a drop, customs 
men, an airport lounge, complexion of decency, reversible raincoat, a flight number, ease the nee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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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savor those seconds of tenderness, set out on a visit, mix with queer people, strap sb down, beat 
sb up, admit to, on approbation, by contrast, be converted from, change into, hunch over his work, ease 
himself into his chair, go off, get over, frighten away, prowling around, escalate into, fit sb out, muddle 
through; released, relieved; saving, savoring, except, except for, lounge, lunge; cue, clue, turn to, turn on; 
mix with, mix up; bunch, cluster, suffer from, suffer, blush, flush, laugh off, laugh away, clash, crash, 
crack, crush,         

Figures of speech and rhetorical devices: hyperbole, simile, allusion, antithesis, metaphor, 
parallelism, rhyme, repetition, pin, satire, oxymoron, parable, aphorism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4. Grammar 
Ways of comparison: not so much …as…; the more intelligent of the two, not / no/ nothing more 

than…; more like+ noun phrase + than  
Study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se involved sentences 
5. Discussion  
1)Do you agree that toda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has shortened physical distances 

but widened spiritual and emotional ones?  
2)Do you think that the family is still the nucleus of civilization in all cultures? How about China? 

Can you visualize how it might change in future? Does this bother you? Of it does, if it does, is there any 
remedy for this? 

3)What constitutes a happy life? What are usual ingredients? Do you agree that happiness equals 
wealth, power, longevity, comfort, labor-saving, perfect harmony and nothing else? Do you accept Joseph 
Addison’s view that “our real blessings often appear to us in the shapes of pains, losses and 
disappointments”? 

6.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s: Who do you identify with, the mother or 
the daughter? Give your reasons. A character analysis either of the mother or of the daughter. 
Unit 14 Inter-Lesson 
Unit 15 A Letter to American Jews (and Other Friends of Israel) 

1. Preview Question： 
1) The author introduced himself as a member of the Israeli reservist refuseniks. Can you guess what 

kind of an organization it is? Has it been round for long? What does it advocate? Does it have a large 
following? How do you know? What is the mainstream attitude among the American Jews?   

2) What does the author mean by “the tribal theme”? does he accept this theme? Did he reject this 
them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How did he gradually come to doubt this? 

3) Wha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he realized that the Arabs could also be trusted and peace was possible 
between Israel and the Arab world? 

4) Did the situation improve drastically soon? What was the turning point for the author concerning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conflict? What happened that opened his eyes gradually to the lies 
the government had been telling people? Do you know much about the War in Lebanon?  

5) The author defined himself as leftist. In Israeli political terminology, what do you think that stands 
for? How different is he from the rightist or centrist?  

6) What is the author’s response to the provocative actions of Palestinians and their sympathizers? 
7) Does the author think that Israel is justified in setting up the Security Zone? Does he agree that it 

i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for Israel to continue its occupation of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8) Does he have any carefully thought-out plans for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s? 
9) What purpose does the author hope to achieve by writing this open letter? What does he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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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on Israel will do? Do you think this king of protest might achieve its aim?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Introduction: Attacks against an ad supporting Israeli refuseniks and the alleged danger of the 

Palestinians(paras.1-3) 
Part II. The writer’s conversion from a believer of the fallacy to a refuseniks (paras.4-10 ) 
A. The 1973 war at the age of 7 (para.4) 
B. Participation in protest against the withdrawal from Sinai as a teenager (para.5) 
C. The invasion of Lebanon—a turning point for him (para.6) 
D. The impact if Israeli crimes in the so-called “Security Zone” and “Occupied Territories” 

(paras.7-9) 
E. His complete conversion (para.10) 
Part III. Rebuttal of “the fighting against terror ” fallacy (paras.11-14) 
A. Israeli aggressive actions against Palestinians(para.11) 
B. Israeli terror being responsible for Palestinians’ counter-attack (para.12) 
C. Palestinians not treated like human beings (para.13)  
D. Two types of Israeli terror: violent acts and the terror of occupation (para.14)  
Part IV. Exposure of the establishment’s persecution of refuseniks and their support for advocators of 

Nazi ideas (15-19) 
A. Persecution of refuseniks and the establishment’s justification (paras.15-16) 
B. Denunciation of Jose Saramango for likening the Occuoied Territories to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 (para.17) 
C. The establishment conniving at those who adcocate Nazi concepts (paras.18-19)   
Part V. Conclusion: Appeal to the Israeli public to stop sitting on the fence (paras.20-22 )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Word formation: -i, -port, -pet, sub- 
Synonyms: adhere,stick / cling / keep to, be true / loyal /faithful to, abide by; bloodbath, massacre, 

mass slaughter, mass murder; crap, shit, junk, nonsense; deeds, acts, actions, efforts; deport, expel, oust, 
banish, cast out; employ, use; establishment, traditional leaders, ruling class, established order, system; 
fervently, passionately, fiercely, vehemently, ardently; forefathers, ancestors, forebears; ghetto, slum; 
heaven, shelter, sanctuary, retreat, hideout; hoax, trick, fake, fraud, humbug, deception; mastermind, 
planner,organize, initiator, moving force; monster, fiend, demon, devil, brute, villain, scoundrel;  
paradigm, model, example, pattern, yardstick; paranoia, over-suspicious, extremely wary, unreasonably 
distrustful; pounce, fall upon, spring upon, jump at; regim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shove, push, 
prod; sooth, comfort, pacify, console; undermine, weaken, injure, cripple, ruin, destroy, sabotage, alluding, 
eluding, be doomed to, be destined to, die away, die down, die out, come forward with, come up 
with, .come on with,   

Words and expressions: buy the crap, demand full control, denounce the policy, deport from, drive 
out of, employ different logic, perfect our special treatment, adhere to the ceasefire, lay morality and 
conscience to sleep, lay out the plans, mess with us, pounce upon sb, pull troops out of a place, sing 
lullabies to sb, sit on the fence, sprout up like mushrooms, turn sour, ring a bell, soothe one’s paranoia, 
tighten the death grip, undermine the unity, void its meaning, bear the burden, defense minister, a turning 
point, the Security Zone, no man’s land,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a fledgling peace process, a greenhouse 
for growing terror, a propaganda machine, surgical acts of defense, a jail term, chief of staff, a 
concentration camp, opinion polls, a safe heaven, Nazi rhetoric, hair rising horror, an intelligence officer, 
ring any bell, put out a fire with a barrel of gasoline, in the midst of , here is the deal, does not come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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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answering, we can’t say it is simply because, explain it away by saying that, single sb out for, make 
a leap forward in our work,  be fresh out of, come out with his first novel,            

Sentences: ways of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4. Grammar 
The for + noun phrase + to - infinitive structure 
Study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se involved sentences 
5. Discussion  
1) Do you have any idea how the issue stands today? What are the key obstacles   to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Which side is to blame? Do you agree with the author that the chief responsibility falls on the 
shoulder of Israel? 

2) What does the Palestinian side want? When some of their spokesmen threaten to throw the Israeli 
People into the sea, are they merely venting their furry or bluffing? How about the Israeli side? If they can 
have their way completely, would it be fair to the Palestinians? 

3) Does this dispute fit into the common black and white pattern? Ca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give unreserved support to one side so that the “Dood Guy” finally prevails unconditionally? 

4) Do you have any suggestions as to how the problem might be resolved to the satisfaction of all 
parties concerned?       

6.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 
Unit 16 Man of the Moment 

1. Preview Question： 
1) When Shraon confesses her love for Vic to Trudy, Trudy reassures her that it is a passing thing. Do 

you agree with her?  Is she talking about romance in general or Sharon’s feeling toward Vic in 
particular ? 

2)Do you find it strange that an ex-bank robber have become a famous television personality and 
remained such a scoundrel? Do you believe that social success and moral integrity go together? Do you 
believe that once a scoundrel always scoundrel   

3) Does the story tell us anything about the media and show business? Do you think the mesia is 
justified to the power to create issues or heroes and set moral standards? Are you a fan of media 
personality? How do you explain the fact that media people do not seem to lack enthusiastic fans?  

2. Text Organization 
Part I. Vic’s insult about Sharon’s  appearance (para.1-37) 
A. His rude remarks about her weight (paras1-24) 
B. Douglas’s expressed disapproval of Vic’s cruelty (25-37)  
Part II. Conversion between Douglas and Tudy (paras.38-85 ) 
A. Doglas unrequited love for Nerys (38-46) 
B. His enduing love and care after her disfigurement in the raid (47-53) 
C. Their marriage and quiet, happy life (paras. 54-61) 
D. Trudy’s offer for help and Douglas polite refusal (paras.62-80) 
E.  Douglas’s advice for Trudy to stick with Vic (paras.81-85)  
Part III. Heart-heart talk between Trudy and Sharon (paras.86-104)  
A. Sharon’s attempt at suicide (para.86 ) 
B. Sharon’s secret love for Vic and his indifference to her (paras 87-103) 
C. Trudy’s accusation of Vic as a self-centered, selfish man (para.104) 
Part. IV. Vic’s indifference to Sharon’s plight (paras. 10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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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ic’s refusal to say any kind words to Sharon after hearing about suicide attempt (paras.105-125)  
B. Fight between Vic and Trudy (paras.126-141) 
C. Douglas’s appearance and Vic’s dropping into the pool in the fight (paras, 142-150) 
Part. V. Vic’s death (paras. 151-173) 
A. Vic’s being unable to get out of the pool (paras. 151-159) 
B. Sharon’s futile efforts to save Vic’s life (paras. 160-173)  
3. Language and Comprehension 
Word formation: suffix “”, preffix“-”; 
Words and expressions: obscene, undaunted, concern, crack, scrap, shake, outburst, pinion, onslaught, 

topple, trickle down one’s legs, puff like a whale, sum up the scene, do the interview, bear resentment, 
come in like thunder, increase the standing with sb,  pull oneself together, tackle an armed robber, thrash 
to get one’s breath again/back, to sum sb/sth up, to come of/from sth, sick in the stomach(= sick to one’s 
stomach), at the bottom of sth, to resign oneself to (doing) sth, not that…, to drift away, (all) to oneself, 
double glazing, to have a liking for sb/sth, to be instrumental in (doing) sth, to tail away/off, to be partial 
to sb/sth, fasten the seat-belt,abuse the wife, catch sb doing sth, heave / haul oneself up, float to the 
surface, thrash under water, pinon one’s arms, fend sb off, cut one’s losses, mind your own business, a 
cross word, an unattainable goal, the kiss of life, a trail of bubbles, a bugle call, I (can) take it, to stick 
with sb/sth, to take sb for granted, to cut one’s losses, to lay a finger on sb, to land a blow, to prop sb/sth 
(up) (against sth); torment, torture; grip, grab, seize, grasp; sprinkle, spray; topple, fall, collapse; mutter, 
murmur, grunt, mumble, grumble; fend, defend;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text 
4. Grammar 
The use of the modal + have done/ been construction 
Study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se involved sentences 
5. Discussion  
1) Why do you think groundless beliefs gain wide acceptance？ 
2) Do you agree that human progress involves shaking off existing wrong beliefs? Give reasons for 

your answer. 
6. Writing Write an essay of about 400 words on the topics: 
1) A character sketch of Sharon or Douglas 
2) A character analysis of Vic 
（二） 实践教学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践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Thinking as a Hobby 4  
2 Spring Sowing 4  
3 Groundless Beliefs 4  
4 Lions and Tigers and Bears 4  
5 For Want of a Drink 4  
6 The Telephone 4  
7 Inter-Lesson 4 中期讨论与回顾 I 
8 Economic Growth is a Path to Perdition, Not prosperity 4  
9 Economic Growth is a Path to Perdition, Not prosperity 4  

10 The Dammed Human Rac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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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he Dammed Human Race 4  
12 The World House 4  
13 Soldier’s Heart 4  
14 Onwards and Upwards 4  
15 Cord   
16 Inter-Lesson II  中期讨论与回顾 II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英语（一）、综合英语（二） 
后续课程：综合英语（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课文 A中的重点词汇使用、写作手法、篇章结构、历史文化背景等。 
难点：把所学词汇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对课文文章理解后进行思辨性、开放式的讨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学生预先主动学习与课文相关的词汇用法和文化背景，主导课堂的教学进程。 
2.教师对知识点做必要、补充性讲解。 
教学手段： 
1.课件展示，包括：文化背景、语言阐释、修辞手法等。 
2.师生互动性交流。 
3.邀请学生独立做课前阅读汇报和课后的延伸话题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实验室或设备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闭卷考试为主，结合平时课堂表现和作业成绩的评测方式。 
考核内容有： 
1． 课堂出勤（Class attendance）占 10%  
2． 课前汇报（Presentation）占 10% 
3． 测验作业（quizzes/assignments）占 10%  
4． 期末考试（Final exam）占 70% 
7、作业要求： 
针对每一课编写一份复习测试题，以考试或课后练习方式完成并作适当讲解。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英语专业精品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杨利民、徐克容等编著《现代大学英语 精读 3（第二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年

3月 第 2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陈汉生编著《新编高等院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指南（修订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年 6月 第 1版。 
2. 段维彤编著《英语阅读技能培养与实践》，天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 9月 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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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文仲编著《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 11月第 1版。 
4. 章振邦编著《新编英语语法教程（第五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 4月第 5版。 
5. 朱永涛、王立礼等编著《英语国家社会与文化入门（第 3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6月第 3版。 
执笔：张青云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5日 

 

听力(一) 
English Listening I 

课程号：3080000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培养学生英语听力技能；2、掌握相关主题的词汇与英语文化；3、

熟悉不同种类的英语语音特点。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不同的英语段落的听力训练，使学生掌握有关不同主题的英语词汇和背

景文化、不同地区主要是英美的英语语言特点，不断提高英语听力技能，为从事英语跨文化交流奠

定必要的知识与语言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课程教学：32学时 

Unit 1：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foods.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dinner and going to a party.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食品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二单元。 

Unit 2：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foods. 
2．Food and health.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食品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三单元。 

Unit 3：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foods.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school activities.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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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有关食品和学校活动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四单元。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1 Supermarket shock. 

Unit 4：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school vacation.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school vacation.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学生假期活动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五单元。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2 Freedom of 

Information. 
Unit 5：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school recommendation and shopping.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school recommendation and shopping.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推荐和买东西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六单元。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3 Error Correction. 

Unit 6：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transportation and traveling.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transportation and traveling.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交通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七单元。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4 Story Time. 

Unit 7：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London culture. 
2．Knowledge about London culture.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伦敦文化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八单元。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5 Grammar Fun. 

Unit 8：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summer jobs. 
2．Knowledge about Londo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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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暑期工作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6 Weird Trivia。 

Unit 9：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residential life.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residential life .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宿舍文化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 10单元。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9 Restaurant. 

Unit 10：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music.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music.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音乐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十一单元。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10 Jokes。 

Unit 11：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living in London.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living in London.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生活在伦敦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十二单元。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11 Graffiti。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Unit 1 3  
2 Unit 2 3  
3 Unit 3 3  
4 Unit 4 3  
5 Unit 5 3  
6 Unit 6 3  
7 Unit 7 3  
8 Unit 8 3  
9 Unit 9 3  

10 Unit 10 3  
11 Unit 11 3  
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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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听力（二）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听力辨音，特别是连续语流中单词的分辨。 
难点：听辨不同英语的发音特点，了解英语的社会属性。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语篇听力。 
2.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网络信息的使用。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纳入期末考核的范围。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教材选用比较新颖的有关英国与美国文化的听力材料，有助于学生掌握英语文化知识，提高跨

文化交际能力。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何其莘， 《新编英语听力教程 1》，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1-1。 
（二）推荐参考书 
1. 何其莘，等《Listen to This 1》,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1。 

执笔：高莲红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日 

 

听力(二) 
English Listening II 

课程号：3080001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培养学生英语听力技能；2、掌握相关主题的词汇与英语文化；3、

熟悉不同种类的英语语音特点。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不同的英语段落的听力训练，使学生掌握有关不同主题的英语词汇和背

景文化、不同地区主要是英美的英语语言特点，不断提高英语听力技能，为从事英语跨文化交流奠

定必要的知识与语言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课程教学：32学时 

Un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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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accidents.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New York City.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事故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二单元。 

Unit 2：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living or traveling in European Countries .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living or traveling in European Countries.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欧洲城市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三单元。 

Unit 3：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business trip and holidays.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business trip and holidays.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出差和度假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四单元。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17 Quirky. 

Unit 4：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new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new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新技术与环境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五单元。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18 British Bar Chat. 

Unit 5：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the meaning of success and personality .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meaning of success and personality.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成功和性格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六单元。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19 US Bar Chat. 

Un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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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the skin problem and a film festival.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skin problem and a film festival .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交通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七单元。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20 Dumb Laws. 

Unit 7：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childhood and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2．Knowledge about childhood and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童年和学外语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八单元。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21dictionary slang. 

Unit 8：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quiz show and jobs. 
2．Knowledge about quiz show and jobs.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竞赛节目和工作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22 Idioms。 

Unit 9：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tourist promotion and restaurant business.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tourist promotion and restaurant business .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旅游促销和饭馆生意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 10单元。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23 Phrasal verbs. 

Unit 10：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food charity and TV shows.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food charity and TV shows .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慈善和电视节目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十一单元。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24 Icebergs。 

Uni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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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driving instruction and dreams.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driving instruction and dreams.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学开车和梦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十二单元。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7 Corny Criminals。 

Unit 12：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code switching and job interviews.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code switching and job interviews .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语码转换和面试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十三单元。自学 Learning hot English: Topic 8 Speeches. 

Unit 13：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business trip and social networking.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business trip and social networking .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出差和社会网络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十四单元。 

Unit 14：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protest march and internet downloading. 
2．Situational conversations about protest march and internet downloading .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抗议示威和网络下载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十五单元。 

Unit 15：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modern technology and radio program. 
2．Knowledge about modern technology and radio program.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现代技术和无线电节目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预习第十六单元。 

Uni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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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Words about emergency and exercising . 
2．Words about relationships. 
学习目标： 
1．掌握有关紧急事件和运动的词汇。 
2．培养学生听大意与抓细节的能力。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Unit 1 2  
2 Unit 2 2  
3 Unit 3 2  
4 Unit 4 2  
5 Unit 5 2  
6 Unit 6 2  
7 Unit 7 2  
8 Unit 8 2  
9 Unit 9 2  

10 Unit 10 2  
11 Unit 11 2  
12 Unit 12 2  
13 Unit 13 2  
14 Unit 14 2  
15 Unit 15 2  
16 Unit 16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听力（一） 
后续课程：听力（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听力辨音，特别是连续语流中单词的分辨。 
难点：听辨不同英语的发音特点，了解英语的社会属性。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语篇听力。 
2.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网络信息的使用。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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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纳入期末考核的范围。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教材选用比较新颖的有关英国与美国文化的听力材料，有助于学生掌握英语文化知识，提高跨

文化交际能力。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何其莘， 《新编英语听力教程 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1。 
（二）推荐参考书 
1. 何其莘，等《Listen to This 2》,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1。 

执笔：高莲红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日 

 

英语口语（一） 
Oral English I 

课程号：308000132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Oral English I    Fall 2015  Course number: 308000132 

Instructor: James                                Email:
 jkeith07@gmail.com      

The Course: English Speaking and Listening is designed to give students a variety of practice in 
English communication. The course will focus on speaking and listening activities and also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Western culture. There will be a variety of different assignments including quizzes, 
role-play and  presentations. 

Course Objectives:  
1. Improve your speaking and listening skills in English. 
2. Be familiar with cultural meanings in English communication. 
3. Be able to effectively engage in English communication with other people in your legal field. 
Required Course Books: 
Real Communicatio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3 ISBN: 978-7-5600-8624-8 
Grading Scheme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20% 
Assignments and quizzes 30% 
Presentations 20% 
Exams  30% 
Grading Criteria for each assignment: 
Content  Organization/Preparation  Clarity  English Usage  On topic 
For an acceptable grade, you should: 
1. Attend class:   
* Each unexcused absence will result in the lowering of their grade by 1 point.  
* Each excused absence will result in the lowering of their grade by 0.5 point.  
2. Be on time to class. Three lates = one absence and a loss of one point from your grade. 
3. Twenty minutes late will be an absence for that class and a loss of one point from your grade. 
4. Do all required homework befor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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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 work is not accepted. Work is due when the teacher collects the work in  class. 
If your work is late, you will receive a zero for that assignment. 
5. Put in the effort to be attentive and do all assignments with clearly recognizable effort. Explicit 

warnings to you to be attentive and to do work will mean a deduction of points for the assignment and 
class participation. 

6. Turn off and put away all cell phones, MP3 players and other devices. (Translation dictionaries 
are acceptable.) 

Use of those devices during class will give you a zero for that day.  
7. Participate and try.  
Participation Policy 
Participation and assignment grades will be based on a variety of factors including taking part in 

class discussions and activities, completing assignments, answering questions correctly, being prepared 
for class, and following class rules. 

Plagiarism: Will result in an automatic zero for that assignment. 
Week Curriculum/Teaching Plan 
Week 1  
 

Introductions: 
Introduce class and students to assess students’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Week 2  
 

Topic: Speed friendships  
A. Listening Task and introducing key terms and ideas. 
B. Conversational activity to meet others.  
C. Review: Students and teacher: evaluate information. 

Week 3  

Topic: Giving Instructions. 
Warm-up activity: Listening activity about art and location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Instruct partner in creating a picture. 
Closure: Review. 

Week 4  

Topic: Comparing Cultures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with groups comparing 
cultures. 
Group activity: In groups, prepare presentations. 
Closure: Review presentation preparation. 

Week 5  

Topic: Comparing Cultures 
Warm-up activity: Review presentation requirements and organization. 
Group activity: Give presentations and review. 
Closure: Textbook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ctivity about cultures. 

Week 6  

Topic: Making Families 
Warm-up activity: Listening activity with news article.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engage in conversations. 
Closure: Review topic. 

Week 7  

Topic: American universities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In groups, students will design a presentation for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provided information on American university life. 
Closure: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presentations. 

Week 8  

Topic: Social Issues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select a social issue card and present persuasive 
arguments about the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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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presentations. 

Week 9  

Topic: 2012- The End?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create and evaluate their own utopian ideas of the 
world. 
Closure: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0  

Topic: Knowing People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learn and practice the ways of evaluating a person's 
character.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1  

Topic: Job interviews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role play employers and job applicants and practice 
job interviews.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2  

Topic: Art and Film-- Movie Endings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Review common themes in  films, and create and present 
alternative endings to movies.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3  

Topic: Culture and Society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address cultural issues important in Chinese 
society.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4  

Topic: Public Speaking and Presentations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make formal presentations on important issues.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5  

Debates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debatetopics and organization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prepare and present their debate. 
Closure: Review debate results and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Week 16 

Final Exam Review 
Introduce topics, organization and vocabulary. 
Have students organize and practice presentations. 
Review presentation practices. 

Week 17  Final Exam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英语口语（二） 
Oral English II 

课程号：308000142 

Oral English II Syllabus 
Academic Year: Spring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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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Semester: 2nd 
Date: 05 November 2015  

Instructor James Tarzia 
Course Title Oral English II 
Text Book(s) Real Communication: Listening and Speaking 3 
Hours/Week 2 hours per class/1 class 
Course number 308000142 

Period From March to July 2016 

  

Aims & Objectives of the Course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learn and practice 
everyday conversation and learn additional 
vocabulary and content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culture.  
Skills: Students will practice and develop their 
listening and speaking skills as they comprehend 
and speak English in a variety of class activities.  
Methods: During this semester, students will 
practice pronunication and impromptu speaking 
and thinking skills to express themselves within 
speaking exercises, presentations, and role-play. 
The students will also hav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activities from their textbook. Also they will have 
listening quizzes. Each class will focus on a 
specific theme. 

Grading: 
Activity             %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20% 
 Assignments and quizzes          30% 
 Presentations                                
20% 
Final Exam           30% 
Totals:                                
100% 

  
 

Week Curriculum/Teaching Plan 

Week 1 Introductions: 
Introduce class and students to re-assess students’ English Speaking skills. 

Week 2 

Topic: Your holidays  
A. Listening Task and introducing key terms and ideas. 
B. Conversational activity to demonstrate holiday experiences.  
C. Review: Students and teacher: evaluate information. 

Week 3 

Topic: Pets and People- How To Find a Market and Create an Appealing Advertisement. 
Warm-up activity: Listening activity--news about lifestyles in China. 
Group activity: Study and create advertisements for pet goods. Present to class 
Closure: Review advertisements. 

Week 4 

Topic: Meeting People- Engaging in Small Talk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with news article. 
Group activity: In groups, students role play people make small talk.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5 

Topic: Daily Tools and Tasks-- Giving precise and accurate instructions in English.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introduce objects and their uses to their classmates.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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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6 

Topic: American Cultural Features and Character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describe unique views of US cultural life.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7 

Topic: Designing a city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In groups, students will design a small city, consider environmental and population 
issues, and present it to class. 
Closure: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8 

Topic: Social Issues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select a social issue card and present persuasive arguments about the 
issue.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9 

Topic: Utopias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create and evaluate their own ideal worlds. 
Closure: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0 

Topic: Agony Ann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learn and practice the ways of giving advice.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1 

Topic: Dreams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role play doctors and patients and interpret dreams.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2 

Topic: Kinds of Music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Review common  meanings in music and present those meanings.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3 

Topic: Innovations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create and present product and service innovations.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4 

Topic: Survivors in English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Students will suggest ways of survival in specific scenarios.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5 

Topic: Problem solving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The students will be given a problem that they must solve and present the solution.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6 

Topic: University services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The students will be design and market a service for the university.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7 
Topic: Tourguide 
Warm-up activity: Introduce topic and vocabulary. 
Group activity: The students will be present a tour with a group of tourists who have var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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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Closure: Review pronunciation and diction needs and conversation skills. 

Week 18 Debates: Organize and present debates 
Week 19 Prepare for final examinations. 
Week 20 Final Examinations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高级英语（一） 
Advanced English (One) 

课程号：3080002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高级阶段（本科）的必修课程。 
开设本课程，旨在提高学生阅读理解和词汇运用能力，即能掌握和使用所学词汇，特别是同义

词、近义词的区分和使用，正确理解文章的内容和主题思想，抓住文章的要点，分析文章的结构、

语言技巧和修辞特点；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能用英语解释文章中的难句、要点；提高学生逻辑

思维和判断评述能力，能用英语归纳文章的主题思想，并能对文章的内容进行简单的分析、评论。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学生应达到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修订的《 高等学校英语专

业英语教学大纲 》所规定的要求：认知词汇达 10000以上， 能正确而熟练地使用其中 5000多个
及其最常用的搭配；能熟练掌握句子之间和段落之间的各种衔接手段，连贯地表达思想；能读懂一

般英美报刊杂志上的文章、英语国家出版的有一定难度的历史传记和文学作品，能分析文章的思想

观点、语篇结构、语言特点和修辞手法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7学时 

Unit 1 The Middle Eastern Bazaar 
参考学时：7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appreciate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Middle Eastern bazaar 
2. To try to learn the writing skills in describing the bazaar 
3 To learn the language points, esp. main words and phrases 
4. To learn to paraphrase some important sentences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This piece is taken from the book Advanced Comprehension and Appreciation 
Pieces for Overseas Students. It was prepared by L. A. Hill and D. J. May and 
published by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1962. 
2） Type of literature: a piece of objective description  
3）The purpose of a piece of objective description    
4）Ways of developing a piece of objective description: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Descrip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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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ords and expressions:  
Glare; 
thread one’s way; 
sepulchral; 
impinge (on); 
burnish; 
profusion; 
Pungent;  
Sumptuous; 
Disdain; 
Somber; 
Ramshackle;  
Nimble;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The shop-keepers speak in a slow, measured tone, and the buyers, overwhelmed by the sepulchral 

atmosphere, follow suit. 
(2) Little donkeys make their way among the pushing crowd of people and go through them.  
(3)Then as you walk deeper into the market, the noise of the entrance slowly disappears and you 

come to the quiet cloth-market. 
(4) They reduce the number of their choices and begin to bargain with the seller seriously in order to 

lower the price.  
(5) He will ask higher price for the item than usual and refuse to reduce the price by any significant 

amount in the bargaining.  
(6) When you walk close to the copper-smiths’ market, you can hear distinctly the noise of ringing, 

banging and clashing.  
3) Rhetoric Devices 
（1）simile 
（2）Metaphor    
（3）Onomatopoeia 
（4）Personification 
(5)  Hyperbole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5. After Class Task 

Unit 2 Hiroshima--- the “Liveliest” City in Japan 
参考学时：4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knowing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 grasping the main idea and the theme of this essay 
3. mastering the language used in a special way in the essay 
4. appreciating the writing skills in advanced level 
5. conducting a series of discussing, analyzing and presenting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theme of this 

essay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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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city of Hiroshima 
2) The Bombing of Hiroshima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Narration 
Three basic components of a narra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Preoccupy; 
rub shoulders with;  
lurch;  
slip to a stop;  
at the sight of;  
set off;  
cataclysm;  
trade;  
loss of face; 
thank to; 
a sort of;  
just;  
about to; 
incessant; 
agitate; 
back away; 
heinous;  
to be oblivious of;  
on the part of; 
lucky birds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The Japanese men with serious expressions were so absorbed in talking with each other that they 

ignored the other people around then.  
(2) As soon as he saw the traveler, the taxi driver immediately opened his door.  
(3) The traditional floating houses among high modern buildings represent the constant struggle 

between old tradition and new development.  
(4) Upon thinking of meeting the mayor wearing socks only, I felt embarrassed.  
(5) The few Americans and Germans seemed just as restrained as I was.  
(6) After three days in Japan, I get quite used to bowing to people as a ritual to show gratitude. 
(7) I was on the point of showing my assent by nodding when I suddenly realized  
what his words meant which shocked me out of my sad dreamy thinking.  
3) Rhetoric Devices 
（1） Metonymy 
（2） Irony  
（3） Anti-Climax 
（4） Allit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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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Rhetorical Question: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5. After Class Task 

Unit 3 Ships in the Desert 
参考学时：4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understand the text 
2. To learn the words and phrases about environment 
3.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environmental issue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Albert Arnold Gore 
2) Clean Air Act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exposi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pick up speed; 
rendezvous point; 
ice runway; 
Amazon rainforest 
Assault; 
Paddy; 
Biomass; 
Manifestation; 
Distraction; 
Skirmish; 
at stake; 
equilibrium; 
urge;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it was not at all possible to catch a large amount of fish. 
(2) following the layers of ice in the core sample, his finger came to the place where the layer of ice 

was formed 20 years ago.  
(3) keeps its engines running for fear that if he stops them, the metal parts would be frozen solid and 

the engines would not be able to start again.  
(4) bit by bit trees in the rain forest are felled and the land is cleared and turned  
into pasture where cattle can be raised quickly and slaughtered and the beef can be used in 

hamburgers.  
(5) since miles of forest are being destroyed and the habitat for these rare birds no longer exists, 

thousands of birds which we have not even had a chance to see will become extinct.  
(6) thinking about how a series of events might happen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thinning of the p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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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 is not just a kind of practice in conjecture(speculation), it has got practical value.  
(7) we are using and destroying resources in such a huge amount that we are disturbing the balance 

between daylight and darkness.  
(8) or we have been so accustomed to the bright electric light that we fail to understand the 

threatening implication of these clouds  
3) Rhetoric Devices 
（1） understatement:  
（2） Metaphor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5. After Class Task 

Unit 4 Everyday Use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comprehend the whole story 
2. To learn to paraphrase the difficult sentences 
3. To underst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text 
4. To appreciate the style and rhetoric of the passage. 
5. To lean and master the vocabulary and expressions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lice Walker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introduction  
--development  
--climax  
--denouemen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narration – a short story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Tottering; 
August; 
Dimwit; 
Kinky; 
Furtive; 
trip over; 
churn; 
shuffle;  
wriggle;  
blue streak; 
rifle; 
portion; 
2) Difficult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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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he thinks that her sister has a firm control of her life. 
(2) she could always have anything she wanted, and life was extremely generous  
to her. 
 (3) the popular TV talk show star, Johnny Carson, who is famous for his witty  
and glib tongue, has to try hard if he wants to catch up with me. 
(4) it seems to me that I have talked to them always ready to leav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5) she imposed on us lots of falsities.   
(6) imposed on us a lot of knowledge that was totally useless to us. 
(7) she is not bright just as she is neither good-looking or rich.  
(8) Dee wore a very long dress even in such a hot day.  
(9) you can see me trying to move my body a couple of seconds before I finally manage to push 

myself up.  
(10) soon as he knows that won’t do for Maggie, so he stops trying to shake hands with Maggie.  
(11) as I see Dee is getting tired of this, I don’t want to go on either. In fact, I could have traced it far 

back before the Civil War along the branches of the family tree.  
(12) now and then he and Dee communicated through eye contact in a secretive way.  
3) Rhetoric Devices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5. After Class Task 

Unit 5  Speech on Hitler’s Invasion of the U.S.S.R.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appreciate the greatness of the speech in terms of arts and historic significance 
2. To study the rhetoric devices used in the lesson 
3.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Sir Winston Spencer Churchill 
2）Adolf Hitler 
3）The Second World War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argumentation – a political speech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to the effect; 
except for;  
conviction;  
be devoid of; 
primordial;  
vestige;  
be resolved to 
par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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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gence;  
moralize;  
hearth and home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Hitler was hopping that he attacked Russia; he would win in Britain and the US the support of 

those who were enemies of communism.  
(2) Winant sai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adopt the same attitude.  
(3) In this way, my life is made much easier in this case; it will be much easier for me to decide on 

my attitude towards events.  
(4) I will not take back a single word of what I have said about communism.  
(5) I can see the German bombers and fighters in the sky, who, after suffering severe losses in the 

aerial battle of England, now feel happy because they think they can easily beat the Russian air force 
without heavy loss.  

(6) We shall be more determined and shall make better and fuller use of our resources.  
(7) Let us strengthen our unity and our efforts in the fight against Nazi Germany  
when we have not yet been overwhelmed and when we are still powerful.  
3) Rhetoric Devices 
（1） Periodic sentences 
（2） Parallel structure 
（3） Repetition 
（4） Assonance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5. After Class Task 

Unit 6  Blackmail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have the basic knowled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in a story 
2. To appreciate the description the figures in the story in detail 
3.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is lesson 
4. To study language points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About the author: Arthur Hailey 
2) Setting of the story: 
3) Main character of the novel: 
4) Characters of the novel: 
5) Plot of the novel: 
2. Introduction to the text 
A. Type of literature: a piece of narration  
B. Main idea  
3. Structural Analysis 
4. Character Analysis 
1) Ogilvie  
2) Duch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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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uke 
5. Rhetoric Devices 
1) Metaphor: 
2) Euphemism: 
3) Metonymy: 
4) Onomatopoeia: 
6.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marquis(marquess)/ marchioness; 
Duke / Duchess; 
count / countess; 
viscount / viscountess; 
baron / baroness; 
suite; 
cryptic; 
excessive; 
fray; 
dispatch; 
errand; 
terrier; 
tension; 
pointedly; 
offensive; 
offend; 
sardonic; 
gross; 
jowl; 
gaze; 
appoint; 
encompass; 
set-up; 
flip; 
butt; 
décor; 
chuckle; 
incongruous; 
falsetto; 
emission; 
grotesque; 
unequivocal; 
 peremptorily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The house detective's piggy eyes surveyed her sardonically from his gross jowled face.  
 (2) Pretty neat set-up you folks got.  
(3) The obese body shook in an appreciative chuc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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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e lowered the level of his incongruous falsetto voice.  
(5) The words spat forth with sudden savagery, all pretense of blandness gone.  
(6) The Duchess of Corydon three centuries and a half of in-bred arrogance behind 

her -- did not yield easily.  
(7) "It is no go, old girl. I'm afraid. It was a good try."   
(8) "That's more like it," Ogilvie said. He lit the fresh cigar, Now we're getting somewhere."  
(9) his eyes sardonically on the Duchess as if challenging her objection.  
 (10) The house detective clucked his tongue reprovingly. 
7. Techniques of Writing  
8. After Class Task 

Unit 7: The Age of Miracle Chips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have the basic knowled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in a story 
2. To appreciate the description the figures in the story in detail 
3.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is lesson 
4. To study language points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Knowledge  
2. Introduction to the Passage  
Type of literature: a piece of exposition  
3. Structural analysis 
4. Effective Writing Skills  
5. Rhetorical Devices  
1) antonomasia  
2) metaphor  
3) alliteration 
6.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words and difficult sentences) 
1) Miracle Chips 
2) Microtechnology 
3) It is tiny 
4) a quarter of an inch square 
5) stylized Navaho rug 
6) aerial view of a railroad switching yard 
7)Like the grains of sand on a beach … on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8) inert fleck 
9) For the so-called miracle chips … 25 years ago 
10) Unlike the hulking Calibans … infinitely versatile and convenient 
11) The miracle chip represents a development… the discovery of the steam engine 
12) Just 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ok over an immense range of tasks… and thereby expanding 

the mind’s capacities in ways that man has only begun to grasp 
13）With the chip, amazing feats of memory and execution become possible… to a baby’s nursery 
14）Living; Pushbutton Power 
15） burrs 
16） Venetian bli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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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the thermostat boosts the heat to a cozy 700 
18） The percolator in the kitchen starts burbling 
19）The TV set blinks on 
21） after the news on TV comes the morning mail 
22） the latter-day Aladdin 
23）abed 
24）bedside box 
25）issues a string of business and personal memos 
26）on the genie screen 
27）Mr. A. is alerted by a buzzer and a blue light on the screen 
28）saunters out to the ca 
29）The engine. Of course, is running 
30）Alice A 
31）Alice. A. concentrates on the screen for a read-out … and markets 
32）eyeball-to-eyeball 
33）memory bank 
34）to compute the ingredients for six servings 
35）headset 
36）this matutinal scenario 
37）Such painless, productive awakenings will in time be a familiar thing 
38）All thanks to the miracle of the microcomputer, … time-consuming tasks 
39）it will program washing machines … 
40）When something goes wrong with an appliance, … will be made automatically 
41）In no area of American life is personal service so precious as in medical care 
42）accrue 
43）liberating limbs: freeing people from any physical chores 
7. Techniques of Writing  
8. After Class Task 

Unit 8 An Interactive Life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have the basic knowled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in a story 
2. To appreciate the description the figures in the story in detail 
3.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is lesson 
4. To study language points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Broadway  
2) Peter Jennings  
3) Newsweek  
2. Rhetorical Devices:  
1) metaphor  
2) simile  
3. Introduction to the Passage  
 Type of literature: a piece of ex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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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tructure analysis:  
5. Effective Writing Skills:  
6.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words and difficult sentences ) 
3)  An Interactive Life 
4) It will put the world at your fingertips, changing the ways you shop, play and learn 
3) To get an idea of what the future might bring, step into the past 
4) Thomas Alva Edison 
5) Edison National Historical Site in West Orange, N.J. 
6) In the decades represented by the display, the concept and purpose of sound recording changed 

dramatically 
7) Edison conceived of his phonograph as a business machine that would help people in distant 

places communicate conceive:  
8) He intended to record voices—nothing more 
9) His competitors envisioned the greater potential for entertainment and art envision 
10) Where he saw internal memos, someone else saw Beethoven 
11) Someday, there may well be a similar memorial to the unfulfilled prophecies of the creators of 

the latest breakthrough—interactivit  
12) With so much big money and so many big dreams pinned to an idea that is still largely on the 

drawing boards, there’s no limit to the hype hype 
13) Simply put, the ultimate promise is this 
14) At various points, you’ll click on alternative story lines and create your individualized version of 

“Terminator XII” 
15) Say you shoot a video that you think is particularly artsy. Beam it out and make a small fortune 

by charging an untold number of viewers a fee for watching beam 
16) Peter Jennings would be obsolete  
obsolete 
17) On the receiving end, the era of the no-brainer will have finally arrived  
18) to be programmed 
19) Sounds great in theory, but even the truest believers have a hard time when it comes to nailing 

down specifics about how it will actually work  
20) How will we negotiate such a mass of images, facts and figures and still find time to sleep? How 

shall we handle and manage such a large quantity of data and still have time to sleep? 
21) Will government regulate messages sent out on this vast data highway? 
22) And frankly, what do we need all this stuff for anyway?  
23) “We’re a long way from ‘Wild Palms 
24) But even if the techno-chaos of that futuristic fantasy mini-series is far off, some consumers may 

indeed notice that thei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TVs, telephones and computers will be entering a 
new and deeper phase within a year or two 

25) Instead of playing rented tapes on their VCRs, they may be able to call up a movie from a library 
of thousands through a menu displayed on the TV.  

26) Game fanatics may be able to do the same from another electronic library filled with realistic 
video versions of arcade shoot ‘em-ups 

27) Instead of flipping through the pages of J.Crew [and]of Victoria’s Secret, at-home shoppers may 
watch video catalogs with models demonstrating front and rear views of the latest gear 

28) select camera angles for sporting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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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newsletter 
30) Why does Caruso call this “fake interactive”?  
31) To some degree, viewers already have accepted a certain amount of fake interactivity by 

channel-surfing with their remotes, ordering pay-for-view movies and running up their credit-card bills on 
the Home Shopping Network 

32) Moving beyond phase one, into what Caruso calls “true interactive,” will require major changes 
in the technological and regulatory infrastructure 

33) to use a TV monitor that functions more like a computer screen fronting for a    gigantic hard 
disc full of all kinds of data 

34) The shows of the future may be the technological great grandchildren of current CD-ROM titles 
35)  Hawkins says the work-at-home market could be computer based and provide an outlet for 

teleconferencing and potable computing devices 
36) To the moneymen, it means that everything will come together and they’ll clean up 
37) Who will protect the privacy of consumers whose shopping, viewing and recreational habits are 

all fed into one cable-phone company data bank?  
38) levy a fee for services used  
39) In that case, the best advice is: hang on for the ride 
7. Techniques of Writing  
8. After Class Task 

Unit 9 Mark Twain---Mirror of America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enable students to get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2. To help students learn to use new words and useful expressions in the text  
3. To acquaint students with the major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USA 
4. To acquaint students with the life and writing of Mark Twain 
5. To acquaint students with the writing of biography 
6. To help students appreciate the rich rhetorical devices in the text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Mark Twain 
2. Style of writing  
Narration -- Biography 
3. Structural Analysis  
4. Rhetorical Devices 
1) Metaphor  
2) Hyperbole  
3) Personification  
4) Antithesis  
5) Euphemism  
6) Alliteration  
7) Metonymy  
5. Language Style 
6.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Mirror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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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ost Americans remember Mark Twain as the father … freedom and adventure 
3) Huck Finn’s idyllic cruise through eternal boyhood 
4) Tom Sawyer’s endless summer of freedom and adventure 
5) every bit: altogether; entirely 
6) as adventurous, patriotic, romantic, and humorous as anyone has ever imagined: 
7) I found another Twain as well 
8) cynical 
9) profound personal tragedies 
10) obsess 
11) a black wall of night 
12) Tramp printer, river pilot, Confederate guerrilla, prospector, starry-eyed optimist, acid-tongued 

cynic 
13) ranged across the nation 
14) the new American experience 
15) as writer and lecturer 
16) attested 
17) score 
18) main artery of transportation in the young nation’s heart. 
19) keelboats 
20) the first major commerce 
21) lumber 
22)  furs: animal skins with fur on it 
23 ) the climax of westward expansion 
24) the colorful language that he soaked up with a memory that seemed phonographic  
25) motley 
26) to literature’s enduring gratitude  
27) hotbed 
28)  the grave world smiles as usual 
29) debunk 
30) lay ourselves on the shelf occasionally and renew our edges 
31) lament 
7. Techniques of Writing  
8. After Class Task 

Unit 10 The Trial that Rocked the World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know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event  
2. To have a clear grasp of the process of the trial  
3. To appreciate the art of language  
4. To learn the legal language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 Type of writing 
Objective description 
3. Structur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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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hetorical Devices:  
1) Metaphor:  
2) Hyperbole:  
3) Transferred epithet  
4) Antithesis  
5) Assonance  
6) Repetition 
7) Pun 
8) Oxymoron 
9) Irony  
10) Simile    
5. Effective writing skills 
6.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words and difficult sentences) 
7.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the trial that rocked the world: 
2) A buzz ran through the crowd … that sweltering July day in 1925: 
3) The counsel for my defense … : 
4) Leading counsel for the prosecution … that had brought about my trial: 
5) A clash had been building up between the fundamentalists and the modernists: 
6) When I was indicted … in U.S. history  
7) sprout 
8) He is here because … mighty strong combination: 
9) The Christian believes … must have come from below: 
10) The crowd seemed to feel … as he should have: 
11) entrepreneur  
12) Bryan was suspicious … the challenge: 
13) The story of Eve  
14)  I was fined 100 dollars and costs: 
15) decline 
16)The oratorical storm … passing years: 
8. After Class Task 

Unit 11 But What’s a Dictionary For?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and the mastery of the important language points 
2. the paraphrase of certain complicated or difficult sentences  
3. the enlargement of the students' vocabulary 
4. the familiarisation with the styles of composition and devices of figuration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Webster, Noah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argu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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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Stature; 
calamity; 
deplorable; 
flagrant;  
deluge; 
monstrous;  
citation; 
fraud; 
hoax; 
discrepancy;  
interpose; 
extraneous; 
tout; 
clout;  
buggy; 
philology;  
inseminate;  
relegate; 
anthropologist; 
unparalleled;  
pervasive; 
utilitarian; 
unbuttoned;  
gibberish;  
caption; 
coincidence; 
cumbrous; 
literate;  
wager;  
vanity;  
abdicate; 
pretentious 
obscure;  
verbosity ; 
pivot; 
admonish; 
infer; 
booby trap;  
reticulate;  
decussate;  
interstice; 
contraption; 
erad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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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itorious;  
insofar as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a flagrant example of lexicographic irresponsibility 
(2) What underlies all this sound and fury? 
(3) It cannot be described in terms of any other language, or even in terms of its own past. 
(4) All languages are dynamic rather than static 
(5) Even in so settled a matter as spelling, a dictionary cannot always be absolute. 
(6) But neither his vanity nor his purse is any concern of the dictionary's 
(7) Has the dictionary abdicated its responsibility? 
(8) lexicography, like God, is no respecter of persons 
(9) And this, too, is complex, subtle, and forever changing. 
(10) the editorial charges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with "pretentious and obscure verbosity" 
3) Rhetoric Devices 
（1）Personification 
（2）Alliteration 
 (3)  Assonance  
 (4) Synecdoche:  
 (5) Metonymy  
 (6) Zeugma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Unit 12 The Loons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and the mastery of the important language points 
2. the paraphrase of certain complicated or difficult sentences  
3. the enlargement of the students' vocabulary 
4. the familiarisation with the styles of composition and devices of figuration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author:  Margaret Laurence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narration: a story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Chokecherry; 
Thicket; 
Shack;  
Strand;  
Patois;  
Obsce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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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wl; 
tuberculosis; 
contagious; 
stifle;  
miraculously;  
filigree;  
bracken;  
ululate 
2) Difficult sentences 
(1).…with a face that seemed totally unfamiliar with laughter   
(2) Sometimes old Jules, or his son Lazarus, would get mixed up in a  Saturday-night brawl  
(3) her attendance had always been sporadic and her interest in schoolwork negligible   
(4) she existed for me only as a vaguely embarrassing presence    
(5) She dwelt and moved somewhere within my scope of vision   
(6) If it came to a choice between Grandmother MacLeod and Piquette,   
Piquette would win hands down, nits or not.   
(7) Her defiant face, momentarily, became unguarded and unmasked, and in   
her eyes there was a terrifying hope. (para. 60)   
(8) she looked a mess, to tell you the truth, a real slattern, dressed and old how 
(9) She was up in court a couple of times – drunk and disorderly, of course 
3) Rhetoric Devices 
(1) Analogy 
(2) Hyperbole 
(3) Metaphor 
(4) Personification 
(5) transferred epithet 
(6) Metonymy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Unit 13 Britannia Rues the Waves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text and the mastery of the important language points 
2. the paraphrase of certain complicated or difficult sentences  
3. the enlargement of the students' vocabulary 
4. the familiarisation with the styles of composition and devices of figuration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Iron curtain 
North Sea Oil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ex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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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Britannia; 
Rue;   
Deficit;  
Peril; 
Cartel; 
Scramble; 
Quadruple; 
Plummet; 
Estuary; 
Slump; 
Doldrums; 
Entrench; 
Buoyancy; 
Mercantile; 
Perimeter; 
Hydrographic; 
Ailing; 
be bent on(doing)sth; 
churn out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And carving their way into international shipping trade by severely undercutting Western 

shipping companies 
(2) Who are bent on taking over the lion’s share of the trade 
(3) Routes, in which Britain has a big stake 
(4) They make it harder, perhaps, to make a big killing in good times. 
(5) But they make it easier to weather the bad times 
(6) the estuaries of the world became jammed with the steadily increasing numbers of moth-ball 

tankers  
(7) Much of Britain’s liner fleet rarely sees a British port 
(8) British companies are big, for example, on the Japan-to-Australian run  
(9) Developing countries regard a merchant navy as something of a status symbol —the next thing to 

go for after a national airline 
(10) Russia has expanded its cargo-liner fleet far faster than the growth in either its own trade or 

would trade would justify.  
(11) has developed the kinds of ships which would certainly expand the Soviet  
reach well beyond its perimeters 
(12) when they go, so does a huge slice of the few traditional industries worth keeping 
3) Rhetoric Devices 
(1) antithesis 
(2) oxymoron 
(3) simile 
(4) redicule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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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Unit 14 Argentia Bay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have the basic knowled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in a story 
2. To appreciate the description the figures in the story in detail 
3.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is lesson 
4. To study language points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Herman Wouk  
2)  Argentia Bay  
3)  Bismarck   
4) World War II in the history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 a piece of objective descrip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Pervade;  
Haze; 
Tint; 
Quawk;  
Camouflage;  
Spangle;  
strike sth. Up;  
squeal:;  
animate;  
the time of one's life;  
at that;  
strangle;  
pathetic;  
wrap sth. Up;  
prudent;  
smattering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King’s spick-and-span flagship belonged to a different world than the storm-whipped British 

vessel. 
(2) Hipkins had travelled to London and Moscow in a blaze of worldwide attention. 
(3) They’ll also try, subtly but hard, for an understanding that in getting American aid they come 

ahead of Russia.  
(4) They prolonged the clasp for the photographers, exchanging smiling words.  
(5) Through all the talk of grand hypothetical plans… one pathetic item kept recur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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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But it might be prudent not to overwork those good angels, what? 
(7) Victor Henry could sense the subtle gloom hanging over the ship.  
(8) The predicament of England seemed soaked in their bones.  
(9) But vague hope, rather than real confidence, was the note in their conversation.  
(10) Pug saw no virtue in equivocating.  
(11) Lend-Lease is no sweat, it just means more jobs and money for everybody.  
3) Rhetoric Devices 
(1)  sarcasm    
(2) synecdoche    
(3)  alliteration     
(4)  metonymy   
(5) Transferred Epithet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1) making effective use of specific verbs  
(2)  grasping the skill of comment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Unit 15 No Signposts in the Sea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Enable the students to learn the text.   
2. Enable the students to learn about the inner world of the narrator.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Sackville-West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narra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Signpost; 
Supple; 
beguile ; 
gluttonous; 
hydraulic; 
ascription; 
disperse; 
voluptuous; 
precipitous ; 
austere 
aquamarine; 
indolence ; 
exhilarate; 
take to sth./ doing s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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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 vengeance; 
to the exclusion of: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The Colonel, who is not too offensively an Empire builder, sometimes tries to talk to me about 

public affairs 
(2) Or maybe Laura's unwitting influence has called it out. 
(3) Dismissive as a Pharisee, I regarded as moonlings all those whose life was lived on a less 

practical plane. 
(4) And now see how I stand, as sentimental and sensitive as any old maid doing water-colours of 

sunsets! 
(5) I want my fill of beauty before I go. 
(6) Thus, I imagine, must the pious feel cleansed on leaving the confessional after the solemnity of 

absolution. 
(7) there is a touch of rough poetry about him 
(8) I like also the out-of-the-way information which he imparts from time to time without insistence 
(9) I suspect also that there is quite a lot of lore stored away in the Colonel's otherwise not very 

interesting mind. 
(10) This is the new Edmund Carr with a vengeance. 
3) Rhetoric Devices 
 (1) transferred epithet  
 (2) personification 
 (3) simile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1) making effective use of adjectives in describing colors 
(2) portraying one’s psychological movement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Unit 16  1776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Improving Reading Skills  
2. Enriching Vocabulary  
3. Improving Writing skills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About the author 
(2) The triangle trade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lay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Bridge; 
Custo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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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kwell; 
Wart; 
Hawkish; 
Bespectacled; 
Gout; 
Vehement; 
Pedantic; 
Absolve; 
Allegiance; 
Weasel; 
Brunt; 
Anarchist; 
Stifle; 
incendiary; 
demagogue; 
stand/in the way; 
in aIl fairness; 
take a chance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I only wish King George felt like my big toe – all over. 
(2) North Carolina respectfully yields to South Carolina. 
(3) For the obvious reason that our continued association with Great Britain has grown intolerable. 
(4) Mr. Adams, you have an annoying talent for making such delightful words as “Property” sound 

quite distasteful.  
(5) I’m usually able to speak for myself, Mr. Dickinson. 
(6) It may bear Virginia’s name, but it reeks of Adams, Adams, and more Adams.  
(7) I am here without instructions, able to vote my own personal convictions. 
(8) how can anyone see you if you insist on standing in Mr. Dickinson's shadow. 
(9) the stores of rum and other drinking spirits are hereby closed to the colony of Rhode Island. 
(10) Maryland would welcome independence if it were given but is highly skeptical that it can be 

taken. 
(11) So in all fairness until I can figure it out, I'd better lean a little toward their side. 
(12) There’s more to this than a filthy purse string, Rutledge. 
3) Rhetoric Devices 
(1) simile  
(2) metaphor  
(3) sarcasm  
(4) irony  
(5) ridicule  
(6) pun  
(7) antithesis  
(8) hyperbole  
(9) euphemism  
(10) innuendo  
(11) metony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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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ynecdoche  
(13) alliteration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1) portraying characters, especially psychological movement  
(2) making efficient use of elliptical sentences  
(3) making efficient use of figures of speech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的课堂实践为补充阅读与分析，其内容为与课文相关的文体形式，其学时的设置原则上

按照课文中文体形式的多少而设置，也就是一种文体形式设置 1学时的课堂补充阅读与分析。本学
期的补充阅读与分析设置为 5学时。 
实践 1：Descriptive Essay的扩展性阅读 
参考学时：1学时 
实践内容：阅读并分析一篇 Descriptive Essay 
实践要求：分析并掌握 Descriptive essay的文章结构、语言特性、修辞和写作技巧。 
实践 2：Narration 的扩展性阅读 
参考学时：1学时 
实践内容：阅读并分析一篇 Narration (News report) 
实践要求：分析并掌握 narration的文章结构、语言特性、修辞和写作技巧。 
实践 3：Exposition的扩展性阅读 
参考学时：1学时 
实践内容：分阅读并分析一篇 Expositive essay 
实践要求：分析并掌握 expositive essay的文章结构、语言特性、修辞和写作技巧。 
实践 4：Narration 的扩展性阅读 
参考学时：1学时 
实践内容：阅读并分析一篇 Narration (short story) 
实践要求：分析并掌握 political speech的文章结构、语言特性、修辞和写作技巧。 
实践 5：Political speech的扩展性阅读 
参考学时：1学时 
实践内容：阅读并分析一篇 Political speech 
实践要求：分析并掌握 political speech的文章结构、语言特性、修辞和写作技巧。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The Middle Eastern Bazaar 7 1学时的实践课程 
2 Hiroshima-the “Liveliest” City in Japan 4 1学时的实践课程 
3 Ships in the Desert 4 1学时的实践课程 
4 Everyday Use 6 1学时的实践课程 
5 Speech on Hitler’s Invasion of the U.S.S.R. 6 1学时的实践课程 
6 Blackmail 6  
7 Speech on Hitler’s Invasion of the U.S.S.R. 6  
8 An Interactive Life 6  
9 Mark Twain---Mirror of America 6  

10 The Trial that Rocked the World 6  
11 But What’s a Dictionary f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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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he Loons 6  
13 Britannia Rues the Waves 6  
14 Argentia Bay 6  
15 No Signposts in the Sea 6  
16 1776 6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综合英语》（一、二、三、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在课堂教学环节要求学生准确掌握课文内容；逐步提升对英语篇章结构的分析能力；培

养对英语写作技巧和修辞手段的欣赏能力；在课后练习环节加强学生词语释义的能力，逐步培养学

生对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敏感性。此外，加强学生的构词法的学习以及同义词的辨析的能力。 
难点：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英语原文文本的阅读、欣赏、背景知识的了解、对作家作品及写作风

格的学习、修辞手法的运用的能力，从而提升学生的高水平的综合语言能力，对文学、文化、翻译、

阅读等学科的综合学习能力。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多元智能理论及人本主义教学思想等，采取交际教学法、任务

型教学法、交互式教学法、合作式学习、研究性学习及自主建构学习等相结合的教与学的方法。 
教学手段：课堂讲解与学生讨论相结合：Students are suppos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in their 

discussions.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to pay attention to when answering the question is to make it 
clear by illustrations and the students’ work is valued in this respect. 

4、实践教学环境 
学生占主导的课堂教学模式，部分单元实行学生主体自主构建授课，课堂多采用合作学习方式、

任务型教学法、自主学习法等。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手段，呈现教学中的相关内容。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践课时 
本课程要求学生课前对每个单元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作必要的了解，预习课文；练习用英语对

词语、句子进行释义；认识和辨别课文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了解英语中各种文体的作用和特点；

在老师指导下分析、欣赏文章的写作技巧、文章的结构、语言特点；学会查找参考书，并自己动手

写注释、做笔记等。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践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高级英语》（1）（修订本），张汉熙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 10月 1日 
（二）推荐参考书 
1. 《英语修辞格词典》，文  军编著，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 
2. 《英语教学交际论》，王才仁编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3.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胡壮麟编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 
4. 《英语修辞与写作》，潘绍嶂编著，上海交大出版社，1998年 12月 
5. 《英语写作手册》，丁往道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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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级英语》（1） (教师用书)， 梅仁毅，王立礼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年 10
月 1日 

执笔：李星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7月 6日 

 

高级英语（二） 
Advanced English (Two) 

课程号：3080002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高级阶段（本科）的必修课程。 
开设本课程，旨在提高学生阅读理解和词汇运用能力，即能掌握和使用所学词汇，特别是同义

词、近义词的区分和使用，正确理解文章的内容和主题思想，抓住文章的要点，分析文章的结构、

语言技巧和修辞特点；提高学生语言表达能力，能用英语解释文章中的难句、要点；提高学生逻辑

思维和判断评述能力，能用英语归纳文章的主题思想，并能对文章的内容进行简单的分析、评论。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学生应达到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修订的《 高等学校英语专

业英语教学大纲 》所规定的要求：认知词汇达 10000以上， 能正确而熟练地使用其中 5000多个
及其最常用的搭配；能熟练掌握句子之间和段落之间的各种衔接手段，连贯地表达思想；能读懂一

般英美报刊杂志上的文章、英语国家出版的有一定难度的历史传记和文学作品，能分析文章的思想

观点、语篇结构、语言特点和修辞手法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7学时 

Unit 1 Face to Face with Hurricane Camille 
参考学时：5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know the writing technique of a narrative. 
2. To be acquainted with some literary terms. 
3. To learn to use words to describe disasters and violence. 
4. To appreciate the language features. 
5. To learn to write a story about disasters.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Hurricane; typhoon; cyclone  
2）Salvation Army  
3） Red Cross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introduction  
--development  
--climax  
--denouemen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narration  
--character (protagonist/antago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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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incidents, events, etc.)  
--conflicts (suspense, tension)  
--climax  
--denouement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Language points:  
disintegrate 
douse 
Pummel; 
Demolish; 
Gruff; 
Come by; 
Wind and rain now whipped the house; 
As the wind mounted to a roar, the house begin leaking; 
water inched its way up the steps; 
one wall began crumbling on the marooned group; 
trail away; 
2) Rhetoric Devices 
A) personification 
B) metaphor 
C) simile 
D) alliteration 
3) Techniques of Writing 
4) Language features 
5. After Class Task 

Unit 2 Marrakech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make the students well acquainted with the author’s revolt against oppression and his sympathy 

to the colonized poverty-stricken Moroccans.  
2. To help the students understand how impressionistic devices help develop the author’s thematic 

implications.  
3. To confront the students with the writing techniques and the structuring of the essay.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George Orwell 
2) Morocco 
3) Marrakech in Morocco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1. Type of literature: a piece of exposition  
2. The purpose of a piece of exposi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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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l; 
Derelict; 
Bump; 
Sidle; 
Stow 
Infest 
chant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The buring-ground is nothing more than a huge piece of wasteland full of mounds of earth 

looking like a deserted and abandoned piece of land on which a building was going to be put up.  
(2) All the imperialists build up their empires by treating the people in the colonies like animals (by 

not treating the people in the colonies as human beings).  
(3) They are born. Then for a few years they work, toil and starve. Finally they die and are buried in 

graves without a name.  
(4) Sitting with his legs crossed and using a very old-fashioned lathe, a carpenter  
quickly gives a round shape to the chair-legs he is making.  
(5) Immediately from their dark hole-like cells everywhere a great number of Jews rushed out wildly 

excited.  
(6) Every one of these poor Jews looked on the cigarette as a piece of luxury which they could not 

possibly afford. 
3) Rhetoric Devices  
(1) rhetorical questions  
(2) repetition 
(3) simile 
(4) elliptical sentences 
(5) parallelism 
(6) metaphor 
(7) metonymy 
(8) understatement 
(9) hyperbole 
(10) onomatopoeia 
(11) antimetabole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5. After Class Task 

Unit 3 Pub Talk and King’s English 
参考学时：4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understand the text 
2. To learn the words and phrases about environment 
3.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environmental issue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Henry Fairlie 
2) The King’s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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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exposi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Meander;  
Delve; 
Recess; 
Desultorily; 
Alchemy: 
Rift; 
tussle 
dandelion 
2）Difficult sentences:  
(1) And conversation is an activity which is found only among human beings． 
(2) Conversation is not for persuading others to accept our idea or point of view． 
(3) In fact a person who really enjoys and is skilled at conversation will not argue to win or force 

others to accept his point of view． 
(4) People who meet each other for a drink in the bar of a pub are not intimate friends for they are not 

deeply absorbed or engrossed in each other’s lives． 
(5) The conversation could go on without anybody knowing who was right or wrong. 
(6) These animals are called cattle when they are alive and feeding in the fields；but when we sit 

down at the table to eat we call their meat beef． 
(7) The new ruling class by using French instead of English made it difficult for the English to accept 

or absorb the culture of the rulers. 
(8) The English language received proper recognition and was used by the King once more． 
(9) The phrase，the King’s English，has always been used disrespectfully and jokingly by the lower 

classes．The working people very often make fun of the proper and formal language of the educated 
people． 

(10) There still exists in the working people，as in the early Saxon peasants，a spirit of opposition to 
the cultural authority of the ruling class． 

(11) There is always a great danger that we might forget that words are only symbols and take them 
for things they are supposed to represent． 

3) Rhetoric Devices 
(1) metaphor 
(2) mixed metaphor 
(3) simile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5. After Class Task 

Unit 4 Inaugural Address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Get to know about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of Kennedy’s presidential 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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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et to learn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speech. 
3. Learn to appreciate the language features, analyze the rhetorical devices and recite some of the 

exquisite sentences.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John F Kennedy  
(2) His assassination  
(3) Inauguration  
(4) Inaugural address  
(5) Cold war period: socialist camp vs. capitalist camp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olitical speech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Prescribe; 
Asunder; 
Subversion; 
Invective; 
Belabor; 
Invoke; 
Eradicate; 
Commerce; 
Heed; 
Beachhead; 
Twilight;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Our ancestors fought a revolutionary war to maintain that all men were created equal and God 

had given them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which no state or ruler could take away from them. But today 
this issue has not yet been decided in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2) This much we promise to do and we promise to do more.  
(3) United and working together we can accomplish a lot of things in a great number of joint 

undertakings.  
(4) We will not allow any enemy country to subvert this peaceful revolution which brings hope of 

progress to all our countries.  
(5) The United Nations is our last and best hope of survival in an age where the  
instruments of war have far surpassed the instruments of peace.  
(6) We pledge to help the United Nations enlarge the area in which its authority and mandate would 

continue to be in effect or in force. 
(7) before the terrible forces of destruction, which science can now release, overwhelm mankind; 

before this self-destruction, which may be planned or brought about by an accident, takes place  
(8) Yet both groups of nations are trying to chang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this uncertain balance of 

terrible military power which restrains each group from launching mankind's final war.  
(9) So let us start once again (to discuss and negotiate)and let us remember that being polite is not a 

sign of wea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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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Let both sides try to call forth the wonderful things that science can do for mankind instead of 
the frightful things it can do.  

(11) Americans of every generation have been called upon to prove their loyalty to their country (by 
fighting and dying for their country's cause).  

 (12) Let history finally judge whether we have done our task welt or not, but our sure reward will be 
a good con-science for we will have worked sincerely and to the best of our ability. 

3) Rhetoric Devices 
(1)  metaphor  
(2)  antithesis  
(3) parallelism  
(4)  repetition  
(5) Synecdoche  
5. After Class Task 

Unit 5 Love is a Fallacy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have a basic knowledge of the terms in logic. 
2. To appreciate the humor in the story. 
3.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e story. 
4. To appreciate the language.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The meaning of Logical fallacies  
(2) Logical fallacies:  
--Dicto Simpliciter  
--Hasty Generalization  
--Poisoning the Well  
--Ad Misericordiam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protagonist/antagonists  
--climax  
--denouemen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narrative writing—a short story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Perspicacious; 
Acute; 
Astute; 
Impressionable; 
Faddist;  
Acme; 
Submit;  
Cov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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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rewd;  
swivel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A nice enough young fellow, you understand, but nothing upstairs. 
(2) Fads, I submit, are the very negation of reason. 
(3)I should have known they’d come back when the Charleston came back. 
(4) All the Big Men on Campus are wearing them. Where’ve you been? 
(5) My brain, that precision instrument, slipped into high gear. 
(6) With one omission, Polly fitted these specifications perfect 
(7) She was not yet of pin-up proportions, but I felt that time would supply the lack. She already had 

the makings. 
(8) In fact, she veered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9) In other words, if you were out of the picture, the field would be open. Is that right? 
(10) Back and forth his head swiveled, desire waxing, resolution waning. 
(11) This loomed as a project of no small dimensions, 
(12) Admittedly it was not a prospect fraught with hope, but I decided to give it one more try. 
(13) There is a limit to what flesh and blood can bear. 
(14) I was not Pygmalion; I was Frankenstein, and my monster had me by the throat. 
3) Rhetoric Devices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5. After Class Task 

Unit 6 Disappear Through the Skylight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To know the features of scientific writing.  
2.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e text.  
3.To understand the deeper meaning of the text.  
4.To appreciate the language features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The author  
(2) Ford Motor Company  
(3) Fiat  
(4) Volkswagen Beetle  
(5) D’Arcy Thompson 
(6) Picabia  
(7) Duchamp  
(8) Eiffel Tower  
(9) Picasso  
(10) Dada  
(11) adhocism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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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iece of scientific writing (English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Mutation; 
Discredit; 
Corollary; 
Streamline; 
Weld; 
Asset; 
Cosmopolitan; 
Imperative; 
Blasphemy; 
Rehabilitate; 
Evade; 
Pliable; 
Plasticity; 
Undermine; 
Juxtapositions; 
Batter; 
Malice; 
ponderous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Science is committed to the universal. 
(2) As the corolla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lso exhibits the universalizing tendency. 
(3) It was the automotive equival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tyle. 
(4) As in architecture , so in automaking. 
(5) The price he pays is that he no longer has a home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of the word.  
(6) The benefit is that he begins to suspect home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is another name for 

limitations.  
(7) The universalization imperative of technology is irresistible.  
(8) when every artist thought he owed it to himself to turn his back on the Eiffel Tower, as a protest 

against the architectural blasphemy.  
(9) It has thus undermined an article of faith: the thingliness of things.  
3) Rhetoric Devices 
(1) aposiopesis  
(2) metaphor 
(3) analogies  
(4) repetition 
(5) balanced structures 
(6) ellipsis 
(7) rhetorical questions: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Unit 7 The Libido for the U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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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know the author, Henry L. Mencken  
2. To learn the writing technique of description  
3. To appreciate the language features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Henry Louis Mencken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subjective and highly emotional piece of descrip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Appalling; 
Desolate; 
Forlorn; 
Macabre; 
Abominable;  
Pretentious;  
Swinish; 
 Precarious; 
Streak; 
Aberrant; 
inimical to; 
grotesqueries; 
diabolical; 
concoct; 
insensate; 
putrid; 
inadvertently; 
depraved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But somehow I had never quite sensed its appalling desolation.  
(2) it reduced the whole aspiration of man to a macabre and depressing joke. 
(3) When it has taken on the patina of the mills it is the color of an egg long past all hope or caring.  
(4) I award this championship only after laborious research and incessant prayers.  
(5) They show grotesqueries of ugliness that, in retrospect, become almost diabolical.  
(6) It is incredible that mere ignorance should have achieved such masterpieces of horror.  
(7) They meet, in some unfathomable way, its obscure and unintelligible demands.  
3) Rhetoric Devices 
(1) antithesis 
(2) oxymoron 
(3) simile 
(4) redic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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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Unit 8 The Worker as Creator or Machine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have a critical understanding of modernity or modernism 
2. To know more of the strategy of analysis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Erich Fromn 
(2) 2. Modernity as hope, modernity as doom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exposi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Ulterior; 
Infuse; 
Obsess; 
Subdue; 
Salvation; 
Alienate; 
Slovenly; 
Friction; 
Gadget; 
yearning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by the very fact of production, he has risen above the animal kingdom.  
(2) Work is also his liberator from nature, his creator as a social and independent being.  
(3) all the expressions of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nature by man’s reason and skill.  
(4) Work has become alienated from the working person.  
(5) Work is a means of getting money, not in itself a meaningful human activity.  
(6) most industrial psychologists are mainly concerned with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worker’s psyche.  
(7) It is going to pay off in cold dollars and cents to management.  
(8) But this usefulness often serves only as a rationalization for the appeal to complete passivity and 

receptivity.  
3) Rhetoric Devices 
(1) metaphor  
(2) analogies  
(3) repetition  
(4) balanced structures  
(5) ellipsis  
(6) rhetorica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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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Unit 9 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help the students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as well as identifying literary 

techniques and styles.  
2. Through this unit, the students’ abilities in making effective use of specific verbs and using 

adjectives accurately are supposed to be improved.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The writer Le Guin 
(2). Allegory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allegorical descrip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1) Bright-towered by the sea 
(2) Rigging 
(3) Restive 
(4) Singularly 
(5) Puritanical 
(6) Arcane 
(7) Amiable and benign 
(8) This is the treason of the artist: a refusal to admit the banality of evil and the      terrible 

boredom of pain 
(9) Excrement 
(10) Poignant 
(11) Profundity 
2) Difficult sentences 
3) Rhetoric Devices 
(1) antithesis 
(2) oxymoron 
(3) simile 
(4) redicule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Unit 10 The Sad Young Men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help the students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ext as well as identifying lite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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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ques and styles.  
2. Through this unit, the students’ abilities in making effective use of specific verbs and using 

adjectives accurately are supposed to be improved.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Horton, Stearns, Stein, and Hemingway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exposi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1)  Nostalgic 
(2) Deliciously illicit thrill 
(3) Speakeasy 
(4) Puritan morality 
(5) Fashionable experimentations in amour 
(6) Sheik 
(7) Flapper 
(8) See in perspective 
(9) Gentility 
(10) Impersonality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we had reached an international stature that would forever prevent us from retreating behind the 

artificial walls of a provincial morality or the geographical protection of our two bordering oceans. 
(2) The war acted merely as a catalytic agent in this breakdown of the Victorian social structure. 
(3) this one lasted until the money ran out, until the crash of the world economic structure at the end 

of the decade called the party to a halt and forced the revellers to sober up and face the problems of the 
new age 

(4) Their very homes were often uncomfortable to them; they had outgrown town  and families. 
(5) After the war, it was only natural that hopeful young writers, ttieir minds and pens inflamed 

against war, Babbittry, and "Puritanical" gentility, should flock to the traditional artistic center 
(6) As it became more and more fashionabl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for young persons to defy the 

law and conventions and to add their own little matchsticks to the conflagration of "flaming youth, " it 
was Greenwich Village that fanned the flames. 

(7) Younger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the war generation now began to imitate the manners of their 
elders and play with the toys of vulgar rebellion. 

(8) but since the country was blind and deaf to everything save the glint and ring  of the dollar, there 
was little remedy for the sensitive mind but to emigrate to Europe where "they do things better 

3) Rhetoric Devices 
(1) rhetorical questions 
(2) parallelism 
(3) metaphor  
(4) antithesis  
(5)  elliptical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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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Unit 11 The Future of the English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the argumentative writing.       
2) To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3) To enable students to appreciate the writing style of the text.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John Boynton Priestly,  
2) Iago in Shakespeare’s Othello 
3) the Taylor system of time-and-time study 
4) American counterculture,  
5) Madison Avenue, Hippy California,  Katmandu, Common Market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Part exposition and part persuasion or argument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Cosmopolitan; 
Scuffle; 
Fanatical; 
Reservoir;  
Snarl;   
draw on; 
shop steward; 
safe to say; 
out of scale; 
keep clear of;  
shadowy show; 
state of mind; 
along the way; 
impoverished; 
imbecility; 
3) Rhetoric Devices 
(1) antithesis 
(2) oxymoron 
(3) simile 
(4) redicule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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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2 The Discovery of What It Means to Be an American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Improving students’ ability to read between lines and understand the text properly; 
 2) Cultivating students’ ability to make a creative reading; 
 3) Enhancing students’ ability to appreciate the tex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4) Helping students to understand some difficult words and expressions; 
 5) Helping students to understanding rhetorical devices; 
 6)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voice their own viewpoint fluently and accurately.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James Baldwin, and his major works   
2) Other Negro writers:   
--Richard Wright   
--Ralph Allison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exposi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Controversial; 
Alabaster; 
Skirmish; 
Paranoia; 
pimp ; 
incorrigible; 
compulsive; 
intangible; 
in nigllt(from); 
in reHef; 
be borne 
2) Difficult sentences 
(1) It is a complex fate to be an American. 
(2) I wanted to find out in what way the specialness of my experience could be made to connect me 

with other people instead of dividing me from whites. 
(3) I like many a writer before me upon the discovery that his props have all been knocked out from 

under him, suffered a species of breakdown and was carried off to the mountains of Switzerland. 
(4) Once I was able to accept my role – as distinguished…from my ‘place’ – in the extraordinary 

drama which is America. 
(5) A European writer considers himself to be part of an old and honorable tradition – of intellectual 

activity, of letters – and his choice of a vocation does not cause him any uneasy wonder as to whether or 
not it will coast him all his friends. 

(6) The book is more likely to be a symptom of our tension than an examination of it. 
(7) Europe has what we do not have, a sense of the mysterious and inexorable limits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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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he interior life is a real life, and the intangible dreams of people have a tangible effect on the 
world. 

3) Rhetoric Devices 
(1) metaphor 
(2) transferred epithet 
(3) simile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Unit 13 In Favor of Capital Punishment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 Improving students’ ability to read between lines and understand the text properly 2) Cultivating 

students’ ability to make a creative reading; 
3) Enhancing students’ ability to appreciate the text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4) Helping students to understand some difficult words and expressions 
5) Helping students to understanding rhetorical devices 
6)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voice their own viewpoint fluently and accurately.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Jacques Barzun  
2) Capital punishment & life imprisonment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argument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Capital; 
Sheaf; 
conviction ; 
frivolity ; 
sanguinary; 
barbarity; 
infallible; 
forfeit; 
maniac; 
passionnel; 
condone ; 
meliorist ; 
give pause to sb./sth; 
at the outset; 
preside over; 
beyond one’s ken; 
trot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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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out; 
coupled with; 
strike a blow for 
2) Difficult sentences 
3) Rhetoric Devices 
(1) Transferred epithet 
(2) Parallelism 
(3) personification 
(4) sacarsm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Unit 14 Loving and Hating New York 
参考学时：6学时 
I. Teaching Aims  
1) To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expository writings.       
2) To familiarize students with American culture mentioned in the text. 
3) To enable students to appreciate the writing style of the text. 
II. Major Teaching Point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New York City 
Manhattan 
the Big Apple  
Ivory League schools, 
2. Structural and stylistic analysis 
Organization of the text 
3. Type of writing  
A piece of exposition  
4. Detailed Study of the Text 
1) Words and expressions:  
Bush; 
Beget; 
Billing;  
Gaudily; 
Jagged; 
Gamely; 
pristine; 
squalor; 
estrange; 
ancillary; 
malleable; 
scruple; 
exasperate; 
out of phrase; 
pay hos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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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ifficult sentences 
(1) Nowadays New York is out of phase with American taste. 
(2) New York even prides itself on being a holdout from prevailing American   trends.  
(3) sitcoms cloned and canned in Hollywood, and the Johnny Carson show live,   pre-empt the 

airwaves from California. 
(4) it is making something of a comeback as a tourist attraction.  
(5) To win in New York is to be uneasy. 
(6) Nature's pleasures are much qualified in New York.  
(7) the city's bright glow arrogantly obscures the heavens.  
(8) But the purity of a bohemian dedication can be exaggerated.  
(9) In both these roles it ratifies more than it creates. 
(10) The television generation grew up in the insistent presence of hype.  
(11) those who are writing ambitious novels sustain themselves on the magazines. (12) Broadway, 

which seemed to be succumbing to the tawdriness of its environment, is astir again. 
(13) he prefers the unhealthy hassle and the vitality of urban life.  
(14) The defeated are not hidden away somewhere else on the wrong side of town. (15) The place 

constantly exasperates, at times exhilarates.  
3) Rhetoric Devices 
(1) metaphor 
(2) personification 
(3) simile 
(4) metonymy 
(5) alliteration 
(6) transferred epithet 
(7) synecdoche 
(8) irony 
(9) euphemism 
4) Techniques of Writing  
5) Language features  
6. After Class Task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的课堂实践为补充阅读与分析，其内容为与课文相关的文体形式，其学时的设置原则上

按照课文中文体形式的多少而设置，也就是一种文体形式设置一学时的课堂补充阅读与分析。本学

期的补充阅读与分析设置为 5学时。 
实践 1：Descriptive Essay的扩展性阅读 
参考学时：1学时 
实践内容：阅读并分析一篇 Descriptive Essay 
实践要求：分析并掌握 Descriptive essay的文章结构、语言特性、修辞和写作技巧。 
实践 2：Narration 的扩展性阅读 
参考学时：1学时 
实践内容：阅读并分析一篇 Narration 
实践要求：分析并掌握 narration的文章结构、语言特性、修辞和写作技巧。 
实践 3：Exposition的扩展性阅读 
参考学时：1学时 
实践内容：阅读并分析一篇 Expositive e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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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要求：分析并掌握 expositive essay的文章结构、语言特性、修辞和写作技巧。 
实践 4： Political speech的扩展性阅读 
参考学时：1学时 
实践内容：阅读并分析一篇 Political speech 
实践要求：分析并掌握 political speech的文章结构、语言特性、修辞和写作技巧。 
实践 5： Narration 的扩展性阅读 
参考学时：1学时 
实践内容：阅读并分析一篇 Narration (short story) 
实践要求：分析并掌握 political speech的文章结构、语言特性、修辞和写作技巧。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Face to Face with Hurricane Camille 5 1学时的实践课程 
2 Marrakech 6 1学时的实践课程 
3 Pub Talk and King’s English 4 1学时的实践课程 
4 Inaugural Address 6 1学时的实践课程 
5 Love is a Fallacy 6 1学时的实践课程 
6 Disappearing Through the Skylight 6  
7 The Libido for the Ugly 6  
8 The Worker as Creator of Machine 6  
9 The One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 6  

10 The Sad Young Man 6  
11 The Future of the English 6  
12 The Discovery of What It Means to Be an American 6  
13 In Favor of Capital Punishment 6  
14 Loving and Hating New York 6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综合英语》（一、二、三、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在课堂教学环节要求学生准确掌握课文内容；逐步提升对英语篇章结构的分析能力；培

养对英语写作技巧和修辞手段的欣赏能力；在课后练习环节加强学生词语释义的能力，逐步培养学

生对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敏感性。此外，加强学生的构词法的学习以及同义词的辨析的能力。 
难点：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英语原文文本的阅读、欣赏、背景知识的了解、对作家作品及写作风

格的学习、修辞手法的运用的能力，从而提升学生的高水平的综合语言能力，对文学、文化、翻译、

阅读等学科的综合学习能力。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多元智能理论及人本主义教学思想等，采取交际教学法、任务

型教学法、交互式教学法、合作式学习、研究性学习及自主建构学习等相结合的教与学的方法。 
教学手段：课堂讲解与学生讨论相结合：Students are suppos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in their 

discussions.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to pay attention to when answering the question is to make it 
clear by illustrations and the students’ work is valued in this respect. 

4、实践教学环境 
学生占主导的课堂教学模式，部分单元实行学生主体自主构建授课，课堂多采用合作学习方式、

任务型教学法、自主学习法等。课堂教学采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手段，呈现教学中的相关内容。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践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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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要求学生课前对每个单元的相关文化背景知识作必要的了解，预习课文；练习用英语对

词语、句子进行释义；认识和辨别课文中出现的各种修辞手法；了解英语中各种文体的作用和特点；

在老师指导下分析、欣赏文章的写作技巧、文章的结构、语言特点；学会查找参考书，并自己动手

写注释、做笔记等。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践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高级英语》（2）（修订本），张汉熙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 10月 1日 
（二）推荐参考书 
1. 《英语修辞格词典》，文  军编著，重庆大学出版社，1992年 
2. 《英语教学交际论》，王才仁编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3. 《语篇的衔接与连贯》，胡壮麟编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 
4. 《英语修辞与写作》，潘绍嶂编著，上海交大出版社，1998年 12月 
5. 《英语写作手册》，丁往道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 4月 
6. 《高级英语》（1） (教师用书)， 梅仁毅，王立礼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0年 10

月 1日 
执笔：李星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7月 6日 

 

英语写作（一） 
English Writing I  

课程号：308000832  

一、英语写作（一）教学性质 
英语写作（一）（English Writing 1）是为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本科生第一学年第一学期开设的

一门专业必修课。 
学术英语是当前二语界主流。2014 年《中国政法大学英语专业（法律英语）本科培养方案》

明确要求英语专业毕业生要“具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又懂法律的宽口径、复合型的高素质英语人
才，以“英语和法律复合型人才”为思路。新方案再次强调英语专业教学由工具型向学科型和学术型
的转向。 

2014年 5月 24日北京地区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发展研讨会为再次强调了专业技能课程学术性与
人文性转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与会专家、老师一致认同，学生“工具技能”程度高“科技含量”低，
强调学科型转向的可行性，倡议“工具型”专业应转向 “学科型”和“人文型”。 
社会为英语专业教学改革指明了总方向指向；学校对英语专业改造提出了总原则，这需要体现、

落实在每一门已有和将要开设的课程中。适值专业改造的关键开局时期，及时地优化英语写作的教

学内容、课程体系，提出《英语写作》课程的改革方案和实施途径以及成为当下亟待完成的任务。

并结合学生的学科内容，提升专业领域内的英语综合写作能力，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思辨与创新

能力，提高人文素养，旨在培养广泛适应能力的外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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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为英语专业教学改革指明了总方向指向；学校对英语专业改造提出了总原则，为《英语写

作》（一）教学指明了方向。《英语写作》（一）教学的基本任务和目标是帮助学生掌握说明文和议

论语体学术语篇写作能力，培养学生写出结构较好、语域适当和语言得体、表达地道的学术性文章。 
二、课程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英语写作》（一）基本要求：英语写作（一）课程评估体系是：写作占最终考试成绩的 60%，

出勤占 10%，日记占 10%，作业占 20%。这样可以较为客观地反映学生课内外的学习情况和学习
效果。 
《英语写作》（一）教学目的：首先培养学习者形成新的学术文化意识。注重培养学生形成新

的异国学术文化意识，帮助他们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充分理解为什么在国外学习不同于本

国的学习，从而激发学生自我意识觉醒，帮助学生树立信心。 
再者，提高学术语篇的批判性阅读能力，包括读和写的微观技能、语域选择能力，侧重于说明

和议论语体学术语篇的阅读训练。教学内容首先通过识别语体，分析篇章结构，使学生对语篇的宏

观组织有一个整体把握；再考察语篇的微观组织，比较不同类型的书面语篇，了解书面语篇常用的

语式、名词化结构、连词和指称等；然后讨论语旨(tenor)，重点对作者的观点和态度以及语篇的客
观性程度作出评价。 
最后，激发学习者的学术语篇写作能力(academic writing)，促使学习者尽快形成准确而得体的

学术语篇的书面表达能力。教学内容围绕语域(register)分析而展开，即根据不同的场合，分析在不
同环境中语言使用的特征，要求学生根据不同的主题、使用具有学术语篇特征的语体、语式和语旨，

撰写内容不限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写出结构较好、语域适当和语言得体的学

术性文章。写作任务在整个课程中会分成不同阶段完成，每篇大约 800至 1000字。 
三、课程主要内容与学习目标 
《英语写作》（一） 
（一） 理论教学：31学时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Writing  
I.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Writing 
1. Course Goals 
Writing an English essay will enforce your ability of English grammar.  Writing an English essay 

will strengthen your skills as a reader and listener. Essay writing will make you a stronger thinker. A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writing is the urgent demand of an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you are applying for. 
Capability of English writing will help you to get employed in your graduation.  

2. Teaching Arrangements 
With 2 periods per week, the course is scheduled for one semester. 
3. Teaching Methods 
Much of the class time will be spent in lecturing sessions, discussions and workshops. Students will 

be given due instructions and guidance to the process of different styles of writing. 
4. Writing Methods  
English writing exhibits itself via various methods like definition, illustration, classificatio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cause and effect, process, citation and data.  
5. Course Requirements 
Assessment will be based on (1) your regular participation in class lectures and group discussions  
(10%); (2) assignments (40%) and (3) final exam (50%) 
6. Learning Resources 
Online Learning Center www. mhhe.com/langan 
www. mhhe.com/english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supplements of skills on writing and reading  
Google. →the Langan series→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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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College Writing skills with Readings  Information Center: Supplements 
www.pigai.org 
同义词积累与使用英英同义词词典 
Google. → 在线同义词词典 
英英同义词词典下载 
7. Discussions  
Class Discussion 
The features of spoken language and written language  
The features of written language 
Group Discussion  Work in 4 or 5, discuss the following issues:  
A. Basic concepts of paragraph writing   
B. Skills of paragraph writing  
A paragraph consists of three functional sentences: the topic sentence, developing sentences, and the 

closing sentence. A paragraph contains unity, coherence, and cohesion. A paragraph contains the order of 
deduction. 

C. Applicating these theories to one of the native writings: Application of the generally accepted 
principles of writing to native essays such as The Benefits of Television, Mall People, Noise Pollution, 
The Joy of My Old Car, Teenagers and Jobs, Three Passions, Three Americans, etc.  

8. Assignments 
1. 阅读：“好”的作文是写出来的---英语教学谈之二（黄源深，外语界，2006）。 
2. 积累同义词及学术英语短语表达 
3. Paragraph writing (around 120 words)  
II. Theories of Sentence Writing 
1. Sentence Writing Requirements 
A grammatically complete sentence is one that contains at least a subject and a predicate (a finite) 

verbs; if the verb is transitive, there must be an object; if the verb is a link-verb, and there must be a 
predicate or complement.  

2. Four Types of Sentence Structure 
A simple sentence contains one subject + one predicate-verb, but it may contain more than one 

subject, verb, object, attribute or adverbial. E.g. He and his brother went to town and bought a pile of 
books.  

A compound sentence consists of two or more independent clauses (or simple sentences) related to 
each other in meaning and linked by a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 (and, but, or, etc.) or by a semicolon 
without a conjunction. E.g. That guy isn’t really a criminal; he’s just gotten a bum rap (不公正的判决). 

A complex sentence contains one main clause and one or more dependent clauses, with a connective 
word deno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s. As a rule, the major idea is expressed in the main clause 
and the idea or ideas of lesser importance in the subordinate clauses. His father, who grew up in a poverty 
stricken household, remembers putting cardboard in his shoes when the soles wore out. 

Compound-complex sentences contain at least two main clauses and at least one dependent clause. 
E.g. We think every young couple should set up a home of their own, and we pity the couple who must 
share their home with a parent, let alone with other relatives. 

3. Three Sentence Types in Rhetoric 
A loose sentence puts the main idea before all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In other words, it puts first 

things first, and lets the readers know what it is mainly about when they have read the first few words. She 
decided to study English though she was interested in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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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eriodic sentences, the main idea is expressed at or near the end of it, and it is not grammatically 
complete until the end is reached. The readers do not know what it is mainly about until they finish 
reading it.  

E.g.1. Although she was interested in music, she finally decided to study English. 
E.g.2. It is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  
In balanced sentences, When a sentence contains two parallel clauses similar in structure but  
contrasted in meaning, it is a balanced sentence. E.g. On hearing the news, he was angered, and I was 

saddened. In Plato’s opinion man was made for philosophy; in Bacon’s opinion philosophy was made for 
man.  

4. Erroneous Sentences  
Sentence clarity is of conciseness in communicating effectively with the reader, making writing 

persuasive and interesting, and showing credibility and authority as a writer. To achieve such a purpose, 
grammatical problems should be erased in students’ drafts such as misplaced modifiers, dangling 
modifiers, parallel structures and passive voices.  

1) Fragments 
Every sentence must have a subject and a verb and must express a complete thought. A word  
group that lacks a subject or a verb and does not express a complete thought is a fragment. 
E.g. After I cashed my paycheck. I treated myself to dinner. 
Whenever I spray deodorant喷洒除臭剂. My cat arches拱起 her back. She thinks she is hearing a 

hissing enemy. 
To get to the bus station from here. You have to walk two blocks out of your way. 
2) Misplaced modifier  
Misplaced modifier is a modifier in the wrong place in a sentence. Modifiers go next to the  
word or phrase they modify. One-word modifiers go before the word or phrase they modify.  
g. Buffy called her adorable kitten opening the can of food and filled the bowl. 
Correctly placed modifier 
h. Opening the can of food, Buffy called her adorable kitten and filled the bowl. 
One-word modifiers can easily be misplaced. These include: almost, even, exactly, hardly, just, 

merely, nearly, only, scarcely, simply. 
Which sentence indicates that everyone in the class failed the exam?  
i. Almost everyone in the class passed the calculus exam. 
j. Everyone in the class almost passed the calculus exam. 
Which sentence indicates that Jean-Luc earned some money?  
k. Jean-Luc nearly earned $100. 
l. Jean-Luc earned nearly $100. 
3) Dangling Modifiers 
Modifiers go next to the words or phrases they modify. Dangling modifiers do not sensibly modify 

anything in their sentence. Often occur at the beginning or end of a sentence. Often indicated by an “–ing” 
verb or a “to +” verb phrase. What is the modifier modifying? 

4) Parallel Structure 
Using the same pattern of words to show that 2 or more ideas are equally important; applies to words, 

phrases, or clauses; usually use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s ("and,” "or”) to join parallel structures. 
Parallel with the -ing form (gerund) of verbs: Mary likes hiking, swimming, and bicycling. Parallel 

Structure with clauses: A parallel structure that begins with clauses must continue with cl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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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dus was a poor student because he waited until the last minute to study, completed his lab 
problems carelessly, and lacked motivation. 

Aldus was a poor student because he waited until the last minute to study, was always completing his 
lab problems carelessly, and his motivation was low.  

5. Discussion 
Discuss the sentence types in Of Studies by Francis Bacon, and Three Passions by Bertrand Russell.  
6. Assignments 
1) Sentence improvements 
2) 调查：自己写作中，哪类句子类型用的最多，哪类最少？西方散文中的句子哪类最多，哪

类最少呢？ 
Chapter Two  Grammatical Errors from Students Writing 

1. The Misuse of Present Participle 
1）Taking all the reasons above into account, it is naturally for phone take place the letter at last. 
2）After owning this special experience, it’s easier and more comfortable for those young people to 

get along with colleagues after graduate.  
2. The Misuse of “not only …… but also”   
3) They reap many benefits from this good habit not only in the age of students but also after 

entering the workplace.  
4) To do the laundry by ourselves leads the right way to not only a well-arranged schedule but also to 

our diligence. 
5) What’s more, keeping a good mood can not only do good to one’s own mental health, but also is 

beneficial to others by radiating sanguine spirit to people around. 
3. The Problems of Subjects and Predicates 
6) make friends online increases possibilities of suffering internet frauds.  
7） It maybe killed and replaced by phones in some people’s opinion.  
8） Hence, refreshing brains by taking part in physical activities is considerably attribute 
translation system to the recovery of energy and vigor. 
9） These damages can never be return to former appearances. 
10）Cars which tourists drive bring more automobile exhaust and broke the original tranquil, with 

declined of air quality. 
11)  All my class mates were stare at me.  
4. The Problems of Conjunctions 
12) While I am in favor of that the internet for college students is a blessing than a curse. 
13) While others on the opposite side argue that it is reasonable to do so for we students today are 

filled with such pressure as well as so little spare time. 
16） While Jessie entered this family after both her parents died. 
17） Whereas letters can be easily kept in a drawer and taken out whenever one feels like  
rereading them, which is of great help especially for the aged to recall their old memory.     
19） Whereas that isn’t the exclusive view, and we students require a quiet study atom-sphere to  
take in excessive knowledge facing with intensive competition which is only can be indulged in the 

study hall. 
20）  Because people have changed and so have the instruments to achiev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5. The Misuse of Commas 
From the above analysis, it is obvious that perseverance is the key to success. It bulked people up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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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of failure and barriers, it motivates people forward, it keeps people enthusiastic. In a word, the 
crown of success will surely be conferred on people with determined and strong perseverance. 
Chapter Three  The Improvement of Sentence Writing  

1. Compact Sentences: Information Conveyed in Sentences 
A sentence should be informative, conveying more than one point in its construction. In this  
way it is called a densely-packed sentence. 结构紧凑 One sentence with only a single idea is a 

loosely-structured sentence.  
2. Skills of Densely-packed Sentences 
1) premodification and postmodification 
短的简单句经过扩展可以变为内容丰富的的长句。扩展的方式是增加修饰或说明、词 
语、并列成分。 
2) Use of non-finite structure and prepositional phrases 
a. When they are heated under pressure, the constituents fuse together. 
When heated under pressure the constituents fuse together. 
Heated under pressure the constituents fuse together. 
b. There is no doubt that…; Undoubtedly… 
3) Nominalization(名词化) (chiefly of predicate transitive verbs) is another way of  
making sentences compact, impersonal and formal.  
Nominalization(名词化) (chiefly of predicate transitive verbs) is another way of making sentences 

compact, impersonal and formal.  
(名词化---动词来源名词或形容词来源名词，表示动作意义的名词+or+名词+修饰语：这 
种名词词缀称为名词化结构。)  available—availability; to construct--construction 
a.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whether the new design is efficient.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efficiency of the new design. 
b. The progress of the work will depend on how modern the equipment is. 
→The progress of the work will depend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equipment.  
c. Computers are complex. 
→the complexity of computers 
3. Sentence Variety 
Variety is essential for good writing. A series of sentences that are similar in order, length, structure, 

and type makes one’s writing monotonous. Sentences need not, and should not, follow the same subject + 
predicate pattern all the time. Instead of beginning a sentence with a noun or a pronoun as the subject, one 
may well start out with an adverb or an adverbial clause, a prepositional phrase, an infinitive or an 
infinitive phrase, or a participle or a participant phrase. 

Sentence variety can keep your writing from becoming monotonous. If all your sentences are short, 
simple sentences, your writing may sound choppy and unsophisticated. If you vary your sentence length 
and type so that you have a mix of short and long sentences that begin in different ways, your writing will 
be more interesting, and you will begin to develop a more mature style.  

4. Change Loose Sentences of two Passages into Compact ones 
1) Briefly, the online shopping is a double-edged sword. We have to take it carefully. But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 trend of popularity of the online shopping is increasing sharply. Most of the online 
shoppers are youngsters. Anyway, online shopping is still developing. We believe that the system of the 
online shopping will be more complete and the consumers can feel safer when they purchase online in the 
future. (from student writing) 

2) Maybe the video revolution is not materially affecting the mass. It is at least pres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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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options. The options are for those on the fringes. If the video revolution is not materially 
affecting the mass, it is at least presenting more options for those on the fringes. The pine stood like a 
giant on the mountain top, towered into the clouds.  

5. Assignments 
Chapter Four  Paragraph Writing  
1. Basic Requirements for English Paragraph Writing 
Paragraph Structure includes three parts, topic sentence, developing sentences, closing sentences as 

shown in the diagram below.  

 

Gold, a precious metal, is prized for two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First of all，gold has a lustrous 
beauty that is resistant to corrosion．Therefore，it is suitable for jewelry，coins，and ornamental purposes. 
Gold never needs to be polished and will remain beautiful forever． 

For example, a Macedonian coin remains as untarnished today as the  
day it was minted twenty three centuries ago. Another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gold is its 

usefulness to industry and science．For many years, it has been used in hundreds of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The most recent use of gold is in astronauts’ suits. Astronauts wear gold-plated heat shields  
for protection outside the spaceship. In conclusion, gold is treasured not only for its beauty but also 

for its utility． 
2. Ways of writing a Good Topic Sentence 
Topic sentences should contain subjective words like disappointing, important, difficult, amusing, 

and they are ideas like two characteristics instead of facts or examples, as in Gold, a precious metal, is 
prized for two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A topic sentence is a simple sentence rather than compound or complex sentence.  And a topic 
sentence is an affirmative not interrogative.  

3. Ways of Writing a Good Paragraph 
Unity is a paragraph is concerned with its content. If all the sentences in the paragraph lead to one 

central theme, the paragraph is unified. The central theme is usually summarized in what is called the 
topic sentence. It often appea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aragraph; however, it may also be found in the 
middle or at the end of the paragraph.  

Coherence of a paragraph is concerned with its form or its organization. The sentences in a paragraph 
should be arranged in a clear, logical order, and the transition should be smooth and natural. The 
paragraph is coherent.  

Cohesive relations are relations between two or more elements in a text that independent of the 

 

Topic Sentence 

supporting 
sentences 

supporting 
sentences 

supporting 
sentences 

supporting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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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for example between a personal pronoun and an antecedent name, such as John…he. A semantic 
relation of this kind may be either within a sentence or between sentences, with the consequence that, 
when it crosses a sentence boundary, it has the effect of making the two sentences cohere with one 
another.   

4. Assignments 
Write a paragraph of about 120 words with a topic sentence in it.  

Chapter Five  Paragraph Writing Revisited 
1. English Paragraph Writing: Theories Revisited 
A standard paragraph has two important components: a topic sentence, and supporting sentences. 

Revisit the theories of paragraph writing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example: understand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following model paragraph, explaining the top sentence, supporting sentences, closing sentence and 
their functions.  

2. Unity and Relevant and Irrelevant Sentences 
An effective paragraph must be unified, coherent, specific and adequately developed. In the sense of 

unity, all paragraphs in a paragraph should lead to one central theme as the case in Gold example.  
Please revise the paragraph Tourism below.  
Tourism is the state of Hawaii’s leading industry. Every year some 3.2 million tourists visit the 

islands. During the popular winter months, a planeload or shipload of tourists arrives every fifteen 
minutes. New hotels, new resorts, and new restaurants are being built every year to accommodate the 
increasing numbers of visitors. Sugar cane and pineapple are also important industry in Hawaii.   

3.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of Native Writings and Students’ 
Writings in Light of Unity, Coherence, and Connection in Case of the Following Model Essay The 

Benefits of Television.  
 The Benefits of Television (a native writing) 

With the developing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y modernized devices have been invented, and 
television is one of them. But there are many arguments on it. Many people think it is harmful and argue 
that in many ways, television has proved to be one of the worst inventions of modern times. However, 
television is beneficial if it is used properly,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brought by it. It can 
provide relaxation, abound life and bring knowledge. It is a useful medium. 

Television can release the stress from the modernized and quickly developing society. The stress is 
growing while the society is developing, and it must be released. So there the television is. It can provide 
many wonderful shows to make laughter and relax the tight nerve. Funny programs, music concerts, news 
reports, films, TV series and many other programs, there are a lot of choices. You can choose whatever 
you like. I admit that there also are many other ways to release stress, such as walking, talking, and 
sleeping. But television is more suitable, more comfortable, and more useful for the tired people. One 
doctor, for example, advises his patients with high blood pressure to relax in the evening with a few hours 
of television. Turn on the television and choose a wonderful show to watch after a long time of working or 
studying, stress and tiredness will go away. 

 Besides, television can also make life colorful. Life may be plain if there merely is working or 
studying, and something is needed to make it wonderful. Television is a good choice because it can reduce 
the feeling of lonely and add the topics of conversation. Watching television when being alone at home, 
the feeling of lonely will gradually disappear. Nowadays, there are many occasions that the old and the 
children are left alone at home. At sometimes, it seems that they are forlorn and their lives are dull. 
Television can become their companions and provide them some enjoyment. And there are some other 
situations that the family members have little conversation because they have no topics or becaus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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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on gaps. The television programs can add conversation. Life will be more beautiful since getting 
away from lonely and having more opportunities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More important, television is a useful device to deliver information and acquire knowledge. By news 
reports on the television, the events happened in the far places can be informed to public. Television is a 
good means to know the recently going-on and the decisions or conferences by the governments,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have no time to read a newspaper or can’t read. And we can learn the knowledge 
of nature, the most important discoveries and inventions,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foreign culture, etc. 
So using the television in the right ways can bring a harvest. 

We shouldn’t ignore these benefits. So, admitting it’s beneficial and avoiding its flaws are the best 
way to use and enjoy the television. 

4. Discuss the Following Paragraph in the Light of Unity, Coherence, and Cohesion. 
I want to talk about friendship. Friends can change your life. So, you must know who is a real friend. 

Firstly, your friend must understand you and of course, you must understand her, too. I think, another 
important point in a friendship is confidence. You mustn't tell lies to each other. In addition, you must say 
everything about yourself. I think these are important for a friendship. If you have a friend like this, you 
don't break up with her because a real friend is not found easily. (a native writing) 

5. Writing Assignment 
Revise your paragraph or write a new paragraph/an essay. 

Chapter Six  Thinking Patterns in Writing 
1. Evaluation of Assignment 
Some good points are quite obvious in your practice concerning your sentence constructions 

especially simple sentence construction, and complex construction, in particular. 
Some demerits are also obvious in students’ essays, such as cliché expressions one coin has two sides,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last but not least, on one hand, on the other, first of all, second, finally, with 
social development,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among people as to ____ .Some people suggest that ____.    
It is high time that something was done about it.  As far as I am concerned, I agree with the latter opi

nion to some extent.    
first and foremost, to begin with, above all,  
What is more, Last but not least, Needless to say, only by doing so can we be more friendly, in no 

circumstances can we continue to criticize him.   
2. Logic Training: Deduction and Induction  
Deduction（演绎法）and induction（归纳法）are two major broad methods of reasoning. Deductive 

reasoning works from the more general to the more specific. Sometimes this is informally called a 
"top-down" approach as shown in case Gold.   

Inductive reasoning works the other way, moving from specific observations to broader 
generalizations and theories. Informally, we sometimes call this a "bottom up" approach.  

3. Questions to Consider  
1) In Chinese essays, which is frequently used, deduction or induction? And in English essays?  
2) Read native writings and identity the logical ways of reasoning.  
4. Preliminary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1) Thinking modes are different: Westerners take more use of deduction while Chinese take more use 

of induction especially in spoken genres. 
2) Chinese language is in favor of active words, especially verbs; English in favor of stative words. 
3) English writing is involved in overt coherence; Chinese in covert coh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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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nglish writing tends to be objective; Chinese writing subjective.   
 …… 
5. Practice: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between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7. Assignment: Read native writing for linguistic features  

Chapter Seven  Argumentative Theories 
1. Evaluation of Assignment  
2. Argumentation Theories: An Introduction  
The writer of an argumentative essay tries to convince other people to agree with his point of view, to 

approve a policy or a course of action that he proposes, or to do something that he wants to be done. 
3. Four Qualities of Argumentation  
1) a well-defined theme/proposition: it is stated in the introductory paragraph; written in simple 

declarative sentences; a short essay needs only one theme. 
2) sufficient evidence: sufficient facts, examples, statistics, reasons, or opinions of reliable authorities 
3) good logic: all the evidences and facts should be logically connected with the conclusion and with 

each other, avoiding any fallacy 
4) clear organization: three parts—a beginning, a body and an end 
4. The Functions of Each Paragraph in an Argumentative Essay: Introduction, Middle and 

Conclusion  
The first part puts forward the point of view and a logical map for the whole essay to follow. The 

middle paragraphs represent specific facts and data for the support of the thesis or the whole essay. The 
concluding part repeats the opinion or viewpoint in a fresh way. Please identify the functions of each 
paragraph below. 

Perseverance is the key to success (by a student) 
It is universally admitted that to be successful requires a host of valuable qualities, such as 

determination, diligence, perseverance, confidence, etc. Among those qualities, perseverance, I consider, 
is the most indispensable and essential on the road to success. Without it, people can only wander outside 
the door of success, even if they have already been at the threshold. 

Perseverance keeps people persisting in what they are doing with amazing enthusiasm and 
motivation. Great efferts and achievements are thus created, just as Karl Marx put it, “All the leaps of the 
quality come from the accumulation of quantity.” If a man perseveres in reading 30 minutes per day, he 
will finish at least 60 books a year, according to a recent research. And in 20 years, he is bound to become 
a pretty knowledgeable man, more successful than a large number of scholars nowadays. A case in point is 
the well-known story of Li Bai. He used to fool around when he was young, and thought little of the 
effects of perseverance. One day, he came across an old woman who was rolling an iron rod against a 
stone. Li Bai was skeptical and then the old woman told him, “As long as you persevere, an iron rod can 
become a needle.” Li Bai felt like he was struck by a stick on the head and suddenly cleared everything up. 
He thanked the old woman and returned home to study. His persistent work along with his intelligence 
brought him great success, making him a poet known to the whole country. 

Innumerable people achieve success by riding on the wrings of perseverance. Edison, as we all know, 
usually failed several times before inventing a new and useful item. After he failed more than 6000 time, a 
light bulb finally came into being. If he quitted in the middle, human beings, I believe, would have to 
continue living in the endless and applauding darkness for decades. The early Christians, though 
persecuted and suppressed cruelly by the government, adhered to their faith and persisted in preaching and 
promulgating their beliefs. As a result, Christianity was not annihilated, but becomes one of the three 
largest religions today. The above two example both indicate the mighty power of perseverance to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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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faced with failures and difficulties. 
Contrarily, people without or lack of perseverance are doomed to fail. No perseverance, no mastery, 

and thus, no success. Take writing as an example: it is learned by practice, and by practice, it is mastered. 
A successful writer must have practiced again and again before being recognized. So many youngsters 
dreaming of becoming a writer give up their dreams as a result of not being able to persevere. Also, 
numerous people find it boring and tiring to repeat their daily jobs so they choose to change into another 
job. Day after day, job after job, they are still unsatisfied with their jobs and life. These people do not 
realize the surprising influence of perseverance. Otherwise, they will solder on what they are doing and at 
last taste the sweetness of success. 

From the above analysis, it is obvious that perseverance is the key to success. It bulked people up in 
front of failure and barriers; it motivates people forward; it keeps people enthusiastic. In a word, the 
crown of success will surely be conferred on people with determined and strong perseverance.  

5. Practice: Critical Reading of Good Argumentative for the Writing Theories  
1) Has the writer provided persuasive details to support my argument? 
2) Has the writer acknowledged the opposing point of view, showing that the writer is a reasonable 

person willing to consider other arguments? 
3）Has the writer used transition words to help readers follow his train of thought? 
4）Does the final supporting paragraph include a strong argument for his position? 
5）Has the writer provided a concluding paragraph to summarize his argument or add a final 

persuasive touch? 
6. Writing Methods in Argumentation  
The writing methods are involved in writings such as definition, illustration,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cause and effect, processes, classification, citation, statistics. Of these, argumentation makes frequent use 
of cause and effect, classification, statistics, and illustrations. For example, top sentences are the result of 
cause and effects “Smoking is detrimental to one’s health.” other methods are used in developing 
paragraphs are used like illustration, contrast, statistics. Classification is used for the logical structure in 
argumentative essays.   

8. Assignment: Write an Argumentation  
Chapter Eight  Argumentative Theories (revisited) 

1. Revisit Argumentative Theories  
Explain the functions of each paragraph in argumentative essays concerning the first paragraph, the 

middle parts and concluding paragraph. 
2. Evaluate Students Writings Concerning the Three Parts  
Respectively and further understand argumentative Essays: Acknowledge opposite views 
1）Acknowledge different viewpoints  
It is a mistake to simply ignore points of view that conflict with yours. Acknowledging other 

viewpoints strengthens your position in several ways. First, it helps you spot flaws in the opposing 
position---as well as in your own argument. Second, and equally important, it gives the impression that 
you are a reasonable person, willing to look at an issue from all sides. Readers will be more likely to 
consider your point of view if you indicate a willingness to consider theirs. 

2）One effective technique is to cite the opposing viewpoint in your thesis statement. You do this by 
dividing your thesis into two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you acknowledge the other side’s point of view; in the 
second, you state your opinion, suggesting that yours is the stronger viewpoint. 

3. Enrichment of the Content in Argumentative Writings  
Argumentative writing is supported by sufficient details and facts, or data to back up the poi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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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for the whole essay. Generally speaking, it is quite easy for each student to give general explanation 
as examples, but hard to give concrete examples.  

4. Four Qualities of Argumentative Essays 
1）A well-defined theme/proposition: it is stated in the introductory paragraph written in simple 

declarative sentences.  
2）Only one theme in a short essay  
3）Sufficient evidence: evidence covers sufficient facts, examples, statistics, reasons, or opinions of 

reliable authorities 
4） Good logic: all the evidences and facts should be logically connected with the conclusion and 

with each other, avoiding any fallacy clear organization: three parts—a beginning, a body and an end.  
9.5 Debates: Peer Evaluation  

Chapter Nine  Introduction to Academic Genre 
1. Class-report: Peer Evaluation  
2. Re-training of Logical Structure in Argumentation  
3. Introduction Academic Genre and Features in Argumentative Writing 

Table 1: Some Academic Genres  
Written genres                         Spoken genres 
Research articles     Book reviews     Lectures       Student presentations 
Conference abstracts  Ph.D. dissertations  Seminars       Office hour sessions 
Grant proposals      Textbooks       Tutorial sessions  Practicum feedback 
Undergraduate essays  Reprint requests   Peer feedback   Dissertation defenses 
Submission letters  Editor response letters  Colloquia     Admission interviews 

4. Academic Genres Concerning Various Levels: Lexical, Rhetorical Forms 
The core academic linguistic forms, though various, are likely in possession of two features: chunks 

(multi-words models); collocations of de-lexicalized verbs; non-adjacent models in various constructions 
like subject-predicate and predicate-objects; impersonal construction. 

5. Chunk Models in EAP Prose 
Chunks other than words and sentences are seen as central to language. Chunks, a typical feature of 

EAP prose, take various forms like subject, predicate, object, prepositional, adverb trunks etc. whose 
major components are nouns like (1, 3, 4, 6).  

(1) Registration statements, prospectus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ar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in the 
Washington, New York and Chicago offices of the SEC and to a lesser extent at regional offices in Seattle, 
San Francisco, Denver, Ft. Worth, Atlanta, and Boston. (subject chunks of nouns and prepositional objects 
of proper nouns)  

(2) Around the world, as many as one in every three women has been beaten, coerced into sex, or 
abused in some other way---most often by someone she knows,… (predicate chunks of verbs)  

(3) During the next two years I sold dozens of poems, letters, jokes and recipes. (Object chunks of 
nouns) 

(4) 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Prepositional object chunks of 
prepositional phrases)  

(5) We all stood watching, smiling and laughing as they darted past the cars and. (Adv. chunks of 
present participles) 

(6) The guys saunter by in sneakers, T-shirts, and blue jeans, complete with a package of cigarettes 
sticking out of a pocket. (Adv. chunks of nouns) 

6. Collocations of De-lexicalized Verbs Models of E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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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ical patterns can be more powerfully generative as collocations than structural patterns. 
Collocations of de-lexicalized verbs such as have, make, do, get, put, and take, as pattern generators, as 
shown in Table Two below with corpus data newly retrieved.  

Table Two: collocations of private verbs 
Private 
verbs  
collocations 

RAC academic corpus BNC law corpus 

do individual counseling, correction, 
studies in, business, this certificate 
for, some translation, research in, 
career in research, 
exchanges with worldwide schools,  
a doctorate in communication in UQ
AM, tests, my inscription, many 
interviews, presentations,    

assurances, something detrimental, 
necessary research, bodily harm to, 
inevitable damage to, justice, personal 
injury work,  

get permission (to), unemployment 
insurance, promoted or retire, a 
conclusion, the indexes,  

an estimate, authority from, a continuing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access to any 
local university, get custodial sentences, 
discovery, report, advice, recommendation 
from, full compensation, some benefit, a 
decisive determination, contracts 
exchanged, a release of, discovery from, 
get guidance as to, a conviction,  

take advantage of, control of, turns, 
shortcuts, vote/poll/survey, the 
advice,  

Responsibility for decision, the 
intermediate view, full instructions on, 
possession of, installation of machinery, 
grave exception to, instructions, precedence 
over the rules, the consequences of, 
priority, account of, preventive/negligence 
action against , reasonable precautions,  

put into analysis, language into use,  put the plaintiff on notice, put… into effect, 
put the plaintiff at risk, put the customer on 
enquiry, put… aside,  

7. Non-adjacent Construction Models of EAP 
Non-adjacent constructions can be typically demonstrated by various types like subject predicate (7), 

compound predicates (8) and predicate object (9), verbal phrase (10-11), of which the first type is most 
frequently used in academic discourses.  

(7) Doubts concerning the viability of the target have also been raised by the National Audit Office in 
its report Better Public Services through E-Government and in a follow-up paper Government on the Web 
II. (Cyber law in the United Kingdom, 2010: 20)  

(8) Although the courts have in many instances adopted a broad interpretation of the scope of their 
powers, room for challenge has been limited. (Cyber law in the United Kingdom, 2010: 47) 

(9) We believe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our broad objectives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an effective 
framework should strike the right balance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and investors; support social 
cohesion; an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short term consumption and long term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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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 law in the United Kingdom, 2010: 29) 
(10) These shafts actually led, via a series of interconnected shafts and tunnels, into Fletcher’s mines 

and land. (Legal English)  
(11) In the event of any intern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Community requirements themselves, 

OFCOM is again to resolve this in the manner they think best. (Cyber law in the United Kingdom, 2010: 
29) 

8. Go further to Native Writings and Find their Academic Linguistic Features. 
9. Assignment: Re-write Argumentation via Improving Academic Levels  

Chapter Ten  Class Debates and Peer Proofreading 
Chapter Eleven  General Revision 

（二） 实践教学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践教学。 
四、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Writing 
Theories of Sentence Writing  

3  

2 Chapter Two  Grammatical Errors from Students Writing 3  
3 Chapter Three  The Improvement of Sentence Writing 3  
4 Chapter Four  Paragraph Writing  3  
5 Chapter Five  Paragraph Writing (revisited) 3  
6 Chapter Six  Thinking Patterns in Writing 3  
7 Chapter Seven   Argumentative Theories  3  
8 Chapter Eight  Argumentative Theories (revisited) 3  
9 Chapter Nine  Introduction to Academic Genre 3  

10 
Chapter Ten  Class Debates, Peer Reviews and  
Proofreading  

3  

11 Chapter Eleven   General Revision 3  
五、相关教学环节 
本课程使用多维教学方法，如 content-based methods, a needs analysis, intertextuality, form-content 

integrity, cognitive approach and etc. 培养学生基本写作能力和学术写作能力，分不同步骤训练学生
撰写各种正式文种，为写好毕业论文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应该注意两大重点。1）以学生需求为教材，由浅入深安排教学内容，而不是以课本的

先后顺序授课。课本没有的要及时补充上。 
2）把学生习作纳入教材。师生共同在习作上实践写作理论，如语篇逻辑结构、思维层次、语

料的选择、语言的连贯、表达的地道性，等等，帮助学生理论学习与语篇写作实践相结合，提高学

生书面表达能力与效果。 
3）要求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把写作课堂延伸到课外，帮助学生深化理论和文章的理解，提高

学生独立思考和学习主动性。 
六、使用教材 
（一）选用教材 
张清（主编），2016年，《地道英语写作》（1-2）（第二版），南京大学出版 
社，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John Langan, 2007, College Writing Skills with Readings sixth edi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7181 

2. Carol C. Kanar, 2011, The College Writer fifth edition,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Ding Wangdao, Wu Bing, Zhong Meisun, Guo Qiqing, 2009, A Handbook of Writing, Foreign  
3.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Harvey S. Wiener, 1992, Creating Compositions sixth 

edition, McGraw-Hill, Inc.  
4. 丁往道 吴冰  钟美荪  郭棲庆   编著，《英语写作手册》英文版 第三版，外语教学与研

究出版社，2012年。 
执笔：张洪芹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5月 26日 

 

法语（一） 
French I 

课程号：30800032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掌握标准的法语发音；2、使学生能够进行简单的法语交际对

话；3、使学生掌握简单的法语语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趣味多媒体教学，化繁为简，深入浅出，主次分明，将语言和文化巧妙结

合，使学生轻松掌握法语语音知识、三种基本句型、名词和形容词的变化、动词变位的诀窍、宾语代

词，了解直陈式现在时和最近将来时，为《法语二》、《法语三》、《法语四》等后续课程提供支撑。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72学时 

知识单元 1：Leçon 1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Présentation générale du français et de la francophonie. 
Pour initier et stimuler la classe, l’enseignant présente d’abord l’histoire du français, la relation du 

français avec l’anglais, le statut du français dans le monde entier, les pays francophones, etc. 
2. Phonèmes 
Il y a en tout 37 phonèmes, dont 18consonnes, 16 voyelles et 3 semi-voyelles. On en apprend 35. 
Remarques : 
(3) La distinction entre [a] et [ ] tend à disparaître au profit d’une voyelle centralɑ e intermédiaire 

(nous avons choisi de la noter [a]). 
(4) On ne trouve le phonème [ŋ] que dans les mots d’origine anglaise en -ing, tels que bing, bong et parking.  
Dans cette leçon, on est prononcer correctement 4 voyelles et 6 consonnes. 
Voyelles: [a] [ε] [e] [i] 

Antérieure  
Non arrondie Arrondie 

Fermée i  
Mi-fermée e  
Moyenne   
Mi-ouverte ε  
Ouvert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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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lles sont les règles de prononciation de ces trois phonèmes? 
[a] – chanel, Marie 
[ε] – Seine, elle 
[e] – bébé, parler 
[i] – lit, île 
Consonnes : [p] [b] [t] [d] [k] [g] 
[p] – pape, papa 
[b] –  bisous, bébé 
[t] – tour Eiffel 
[d] –Dior, j’adore 
[k] –Lacoste, Carrefour 
[g] – cigar, bague 
3. Dialogues 
Bonjour, Monsieur. / Madame. / Mademoiselle. Comment allez-vous ?  
– Je vais bien, merci. Et vous ? Moi aussi, merci. 
Salut, Marie. Comment vas-tu ?  
– Très bien, merci. Et toi ? Moi aussi, merci. 
– Comment vous applez-vous ?  
– Je m’appelle Jean. 
Bonsoir. Au revoir. / Tchao. A bientôt. / A demain. Bonne journée. 
4. Grammaire 
Les pronoms personnels sujets :je, tu, il, elle, nous, vous, ils, elles 
Le pronom personnel a la fonction de sujet. 
Exemples : 
J’ai une copine. 
Elle est très gentille. 
Je chante des chansons. 
On fait la différence entre le pronom personnel sujet, qui est toujours en relation avec un verbe, et le 

pronom personnel tonique. 
Les pronoms toniques  
(5) Forme 
(6)  

sigulier pluriel 
moi nous 
toi vous 
lui/elle eux/elles 

(7) Emploi 
Ces pronoms renforcent un nom ou un pronom. 
Exemple : 
Moi, je suis professeur. Lui, il est directeur. 
Ils sont utilisés avec et, ou, ni, si, non, pas, aussi, non plus 
Exemple : 
Ni lui ni elle ne savent répondre à la question. 
Ils sont utilisés après le présentatif c’est. 
Exemp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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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st moi. 
Ils sont utilisés après une préposition. 
Ils rentrent chez eux. 
Ils sont utilisés dans la comparaison. 
Exemple : 
Je suis plus grand que lui. 
Ils sont utilisés devant un verbe à l’infinitif. 
Exemple : 
Moi, jouer de la guitare? Jamais! 
Ils sont renforcés par « même», quand on veut insister sur l’identité. 
Exemple : 
C’est lui-même à l’appareil.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prononcent bien les voyelles et les consonnes apprises.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saluer leurs camarades.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phonétique à la page 6 et 7 de la méthode. 

知识单元 2：Leçon 2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Révision 
2. Phonèmes 
Dans cette leçon, on apprend 4 voyelles et 4 consonnes. 
Voyelles: [ ] [o] [u] [y] 

Antérieure Postérieurs  
Non arrondie Arrondie Non arrondie Arrondie 

Fermée  y  u 
Mi-fermée    o 
Moyenne     
Mi-ouverte    ɔ 
Ouverte     

Quelles sont les règles de prononciation de ces quatre phonèmes? 
[ ] – Sorbonne 
[o] – Lancôme, eau de toilette, taureau 
[u] – coucou, bisous 
[y] – salut, puce 
Consonnes : [m] [n] [l] [r] 
[m] – amour, maman 
[n] – Cannes, fatal  
[l] – lait, lit 
[r] – bonjour, Dior 
3. Dialogues 
– Qui est-ce ? 
– C’est Michèle. 
– Est-ce qu’il est Françai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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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i, il est Parisien. 
– Qu’est-ce qu’il fait ? 
– Il est ouvrier. 
– Qui êtes-vous ? 
– Je suis Michèle Dupont. 
– Vous êtes Française ? 
– Oui, je suis Parisienne. 
–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 
– Je suis infirmière. 
– Qu’est-ce que c’est ? 
– C’est une photo. 
– Qui est cette jeune fille ? 
– C’est Isabelle, une amie 
– Qu’est-ce qu’elle fait ? 
– Elle est étudiante. 
– Où est-ce qu’elle habite ? 
– Elle habite à Paris. 
4. Grammaire 
Les articles indéfinis: un, une, des 
Un = masculin singulier : Un jour. 
Une = féminin singulier : Une classe. 
Des = pluriel du masculin et féminin : Des garçons, des filles. 
L’article indéfini sert à déterminer une chose ou un être qui n’est pas encore identifié ou connu 

(contrairement à la définition de l’article défini) . 
Exemples : 
Il y a une pomme sur la table. 
Un chauffeur va passer vous prendre.  
Appelez vite des secours.  
Il est parfois utilisé dans un sens général.  
 - Un tigre est plus dangereux qu’une gazelle. (On dit que les tigres en général sont plus dangereux 

que les gazelles).  
Si le nom est précédé d’un adjectif, l’article pluriel qui le détermine est souvent remplacé par “de” :  
- Il y a de jolies voitures. 
Devant “autres” il y a souvent élision de “des” : 
- Est-ce que vous avez d’autres raisons de refuser cette offre ?  
Les adjectifs démonstratifs : ce(cet), cette, ces 
Le déterminant démonstratif s’accorde en genre et en nombre avec le nom auquel il se rapporte. 
Exemples : 
Cette voiture est belle. 
Je lis ce livre. 
Ces filles sont dynamiques. 
Remarque : 
Devant un nom masculin singulier commençant par une voyelle ou un “h” muet, on emploie “cet”. 
Exemples : 
Cet artiste est vraiment agile. (Et non > ce artiste est vraiment ag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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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 hiver est glacial. (Et non > ce hiver est glacial).  
Le genre des noms animés 
Les noms d’êtres animés (les êtres humains et quelques animaux domestiques) présentent la 

particularité de pouvoir s’employer au féminin ou au masculin selon le sexe de l’être qu’ils représentent.  
Exemples :  
un étudiant — une étudiante 
un danseur — une danseuse 
un tigre — une tigresse 
Cependant, il existe un certain nombre de noms, notamment des noms de métier, qui ne s’emploient 

qu’au masculin même lorsqu’ils désignent une femme. Elle avait été le témoin de l’accident.Ces noms 
sont :  

acquéreur 
agent 
agresseur 
amateur 
architecte 
armateur 
assesseur 
auteur 
avocat 
bâtonnier  

cadre 
censeur 
chef 
commissaire 
conjoint 
défenseur 
détective 
diplomate 
écrivain 
fossoyeur  

gourmet 
imposteur 
imprimeur 
ingénieur 
juge 
magistrat 
mannequin 
médecin 
peintre  

pilote 
possesseur 
professeur 
recteur 
sculpteur 
successeur 
témoin 
usager 
vainqueur, etc.  

L’usage tend à féminiser certains noms, notamment les noms de métiers : architecte, avocate, 
conjointe, diplomate, juge…  

Exemple : 
Cette femme est un architecte de grand talent (ou Cette femme est une architecte…). 
Il y a aussi des noms d’êtres animés qui n’existent qu’au féminin quel que soit le sexe de l’être 

envisagé sont moins nombreux.  

altesse 
canaille 
idole 

personne 
recrue 
sentinelle 

star 
vedette 
victime, etc. 

le pluriel des noms  
D’une manière générale, on forme le pluriel des noms en ajoutant un -s à la fin d’un nom. Exemple : 

un jour, des jours 
Mais il existe de nombreuses exceptions à cette règle principalement en fonction de la terminaison 

d’un nom ou tout simplement parce qu’il s’agit d’une exception. Voici un tableau récapitulatif des cas 
différents de pluriel. 

Terminaison pluriel exemple 

-al -aux 

un cheval→des chevaux 
un journal→des journaux 
un animal→des animaux 
Exception：un bal→des bals 
      un festival→des festivals 

-au 
-eau 

 
+ -x 

un tuyau→des tuyaux 
un bureau→des burea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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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un cheveu→des cheveux 
exceptions：un pneu→des pneus 
           un bleu→des bleus 

-ou -oux 

un chou→des choux 
un genou→des genoux 
un bijou→des bijoux 
un joujou→des joujoux 
un pou→des poux 
un caillou→des cailloux 
un hibou→des hiboux 
Sauf ces 7 noms, pour les autres noms avec la 
terminaison –ou, il suffit d’ajouter –s. 
un cou→des cous 

-ail -aux 

un travail→des travaux 
un bail→des baux 
un vantail→des vantaux 
un vitrail→des vitraux 
un émail→des émaux 
un soupirail→des soupiraux 
un corail→des coraux 
Sauf ces 7 noms, pour les autres noms avec la 
terminaison –ail, il suffit d’ajouter –s. 
un cou→des cous un ail→des ails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prononcent bien les voyelles et les consonnes apprises.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demander des nouvelles d’une personne . 
作业： 
1.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phonétique à la page 13 de la méthode. 
2. Les apprenants enregistrent leur prononciation d’un tel ou tel texte et envoie les enregistrements 

à l’enseignant par e-mail. 
知识单元 3：Leçon 3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Révision 
2. Phonèmes 
Dans cette leçon, on apprend 3 voyelles et 6 consonnes. 
Voyelles: [ə] [œ] [ø]  

Antérieure Centrale Postérieurs  
Non arrondie Arrondie  Non arrondie Arrondie 

Fermée      
Mi-fermée  ø    
Moyenne   ə   
Mi-ouverte  œ    
Ouverte      

[ə] – me, te, leç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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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œ] – coeur, heure 
[ø] – veux 
PS : Il faut bien distinguer [œ] et [ø], par exemple, fameux, fameuse, chanteur, chanteuse 
Consonnes : [f] [v] [s] [z] [ ] [ ] 
[f] – frère, alphabet 
[v] – Louvre 
[s] – salut, cigar 
[z] – bonjour, Dior 
[ ] – zéro, zut 
[ ] – bonjour, Vierge 
3. Dialogues 
– Jacques, quelle heure est-il ? 
– Il est neuf heures. 
– Déjà ? Alors, je dois partir. Au revoir, Jacques. 
– Au revoir, Serge. 
 
– A quelle heure commence la soirée? 
– Elle commence à sept heures et demie. 
– Elle finit à quelle heure ? 
– A dix heures. 
 
– Quel âge avez-vous? 
– J’ai vingt et un ans. 
– Et votre frère, il a quel âge ? 
– Il a vingt-trois ans. 
– Que fait-il ? 
– Il est journaliste. Il voyage beaucoup. 
4. Grammaire 
La phrase interrogative du français 
Il y a trois formes et deux types d’interrogation. 
Les trois formes de l’interrogation sont : intonation, est-ce que... + forme affirmative, inversion du 

sujet. 
Question avec intonation montante 
C’est la forme la plus simple de l’interrogation, utilisée dans le langage familier. La place des mots 

ne varie pas de celle de la phrase affirmative. Seule l’intonation (la voix monte) permet de reconnaître 
qu’il s’agit d’une question. 

Exemple : 
Tu aimes aller au cinéma. → Tu aimes aller au cinéma? 
Question avec est-ce que 
Les questions construites avec est-ce que sont généralement employées à l’oral, elles relèvent de la 

langue courante. La structure de la phrase reste la même : est-ce que + phrase affirmative (sujet – verbe – 
complément). Cette forme d’interrogation peut être employée avec (interrogation partielle) ou sans mot 
interrogatif (interrogation totale). 

§ sans mot interrogatif 
Exemp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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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ce que je peux venir avec toi ? 
§ avec mot interrogatif 
Exemple : 
Quand est-ce que tu pars ?  
Question avec inversion du sujet – l’interrogation totale 
L’interrogation totale se construit sans mot interrogatif. Ces questions appellent la réponse oui ou 

non. 
§ Le sujet et le verbe conjugué sont intervertis et reliés par un tiret. Les autres compléments sont 

placés dans le même ordre que celui de la phrase affirmative simple (voir la phrase affirmative simple). 
Exemple : 
Tu veux acheter du pop-corn.  
→ Veux-tu acheter du pop-corn ? 
§ Si le verbe se termine par une voyelle et le sujet commence par une voyelle, on ajoute un t entre 

ces deux éléments (relié à eux par des traits d’union). 
Exemples : 
Viendra-t-elle avec nous ? 
Éric aime-t-il les films romantiques ? 
§ Si le sujet est un nom, il se trouve comme dans la phrase affirmative en tête de phrase. On ajoute 

alors derrière le verbe le pronom personnel correspondant. 
Exemple : 
Vont-ils au cinéma ? 
→ Les enfants vont-ils au cinéma ? 
Question avec inversion du sujet – l’interrogation partielle 
L’interrogation partielle porte sur un élément de la phrase. On construit ces questions avec un mot 

interrogatif qui remplace l’élément sur lequel porte l’interrogation. 
§ Lorsque l’interrogation porte sur un complément accompagné d’une préposition, celle-ci est 

placée directement devant le mot interrogatif. 
Exemples : 
Avec qui vas-tu au cinéma ? 
Pour qui est le pop-corn ? 
§ Le sujet et le verbe conjugué sont intervertis (le verbe suit le mot interrogatif). 
Exemples : 
Où se trouve le cinéma ? 
Quand commence le film ? 
Qui as-tu invité ? 
§ Si le sujet est un nom, il est placé devant le verbe. On ajoute alors le pronom personnel 

correspondant derrière le verbe. 
Exemples : 
Pourquoi va-t-elle seule au cinéma ? 
→ Pourquoi Juliette va-t-elle seule au cinéma ? 
Où sont-ils allés ? 
→ Où les enfants sont-ils allés ? 
§ Avec les mots interrogatifs que ou qu’ le sujet n’est pas répété par le pronom personnel. 
Exemples : 
Que veut voir Juliette en premi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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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 vu ton amie au cinéma ? 
§ Si l’interrogation porte sur le sujet, la structure de la phrase est la même que celle de la phrase 

affirmative. Les mots interrogatifs qui (pour une personne) et que (pour une chose) remplacent le sujet. Le 
verbe est alors toujours conjugué à la troisième personne du singulier. 

Exemple : 
Qui joue dans ce film ?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prononcent bien les voyelles et les consonnes apprises.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demander l’heure . 
作业： 
1.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phonétique à la page 21 et 22 de la méthode. 
2. Les apprenants enregistrent leur prononciation d’un tel ou tel texte et envoie les enregistrements 

à l’enseignant par e-mail. 
知识单元 4：Leçon 4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Révision 
2. Phonèmes 
Dans cette leçon, on apprend 4 voyelles, 3 semi-voyelles et 1 consonne. 
Voyelles: [ ̃] [ ̃] [ ̃] [œ̃] 

Antérieure Centrale Postérieurs  
Non arrondie Arrondie  Non arrondie Arrondie 

Fermée      
Mi-fermée      
Moyenne      
Mi-ouverte ɛ̃ œ̃   ɔ̃ 
Ouverte    ɑ̃  

[ ̃] – chambre, Tu me manques 
[ ̃] – combat, lion 
[ ̃] – faim, simple 
[œ̃] – parfum, quelqu’un 
Semi-voyelles : [j] [w] [ ] 
[j] – fille, ciel 
[w] – moi, loi 
[ ] – duel 
Consonnes : [ ]  
[ ] – campagne, champagne, signal 
3. Dialogues 
– Combien êtes-vous dans votre famille ? 
– Nous sommes quatre dans notre famille : mon père, ma mère, ma soeur aînée et moi. 
– Que font vos parents ? 
– Mon père est journaliste. Ma mère et infirmière. 
– Et votre soeur ? 
– Elle est professeur. Elle travaille dans un lycée. 
– Qu’est-ce que c’est ? C’est un styl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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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 ce n’est pas un stylo, c’est un crayon. 
– Et ça, c’est une radio ? 
– Non, ce n’est pas une radio, c’est un magnétophone. 
– Et là, ce sont des livres ? 
– Non, ce ne sont pas des livres, ce sont des revues. 
– Monsieur Thomson, c’est vous ? 
– Oui, c’est moi. 
– Vous êtes Anglais ? 
– Non, je ne suis pas Anglais, je suis Américain. 
– Vous êtes marié ? 
– Non, je ne sui pas marié. Je suis célibataire. 
PS : Le français est difficile pour les débutants, il faut donc faire répéter aux apprenants les dialogues 

à maintes reprises, jusqu’à ce qu’ils puissent les retenir. 
4. Grammaire 
La conjugaison des verbes du premier groupe: Il faut bien indiquer qu’il y a seulement 3 sons. 
Exemple :  

chanter 
  je chant-e nous chant-ons 
  tu chant-es vous  chant-ez 
     il/elle chant-e   ils/elles chant-ent 

Remarque : Les terminaisons –es et –ent ne se prononcent pas. 
Les adjectifs possessifs  

singulier pluriel 
masculin féminin  

mon 
ton 
son 

ma 
ta 
sa 

mes 
tes 
ses 

notre 
votre 
leur 

nos 
vos 

leurs 
La négation : ne...pas 
Exemple : Je ne vais pas à l’école.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prononcent bien les voyelles, les semi-voyelles et la consonne [ ].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identifier une personne et utiliser la négation . 
3. L’enseignant initie les étudiants à la conjugaison des verbes du premier groupe. 
作业： 
1.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phonétique à la page 29 et 30 de la méthode. 
2. Composition : exemple 
Je m’appelle Anne. J’ai vingt ans. Je suis Chinoise. J’apprends le français à CUPL. Nous sommes 

trente dans la classe : neuf filles et vingt et un garçons. Notre famille habite à Beijing. Mon père est 
ingénieur, il travaille dans une grande usine. Ma mère est journaliste, elle voyage beaucoup. J’ai une soeur, 
elle n’habite pas à Beijing, elle habite à Paris. Nous sommes heureux. 
知识单元 5：Leçon 5 
参考学时：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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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 Révision des phonèmes et apprentissage de l’alphabet 

Antérieure Centrale Postérieurs  
Non arrondie Arrondie  Non arrondie Arrondie 

Fermée i y   u 
Mi-fermée e ø   o 
Moyenne   ə   
Mi-ouverte ɛ • ɛ̃ œ • œ̃   ɔ • ɔ̃ 
Ouverte a   ɑ̃  

Semi-voyelles : [j] [w] [ ] 
Consonnes : [p] [b] [t] [d] [k] [g] [m] [n] [l] [r] [f] [v] [s] [z] [ ] [ ] [ ] 
2. Grammaire 
L’article défini : le, la, les 
(8) devant une chose ou une personne déterminée 
Exemple : La fille de Jacques 
(9) devant un terme générique, institutionnel ou abstrait (connu de tous) 
Exemple : le directeur 
(10) devant un terme, représentant typique d’une catégorie  
Exemple : Le chien est un animal fidèle. 
(11) devant un titre  
Exemple : Le duc de Normandie 
(12) devant un nom de famille (pour désigner tous ses membres) 
Exemple : Les Dupont 
(13) devant une langue ou une discipline 
Exemple : Le Français, l’Anglais, les mathématiques (sauf avec le verbe parler -> parler anglais) 
(14) devant les noms géographiques , sauf les villes 
Exemple : La France, Le Saint-Laurent, Les Antilles. mais Paris, Toronto*…   
(*il y a des exceptions comme Le Mans, Le Havre ou La Haye) 
(8) devant Les dates 
Exemple : Je suis né le 18 juin. 
(13) devant les jours de la semaine dans le cas d’une habitude 
Le samedi, je ne sors pas de chez moi. 
(14)  devant les unités de mesure pour indiquer un prix. 
Cela coûte un dollar le kilo.    
(15)  devant les parties du corps avec les verbes pronominaux 
Exemple : Tu te laves les mains. 
(16)  Dans certaines expressions exclamatives 
Exemple : Oh, la belle maison! 
Les adjectifs :  
Les adjectifs qualificatifs qualifient les noms ou les pronoms auxquels ils se rapportent. Ils 

s’accordent en genre et en nombre avec les noms ou les pronoms qu’ils qualifient. 
Exemple : un étudiant grand, une étudiante grande, des étudiants grands, des étudiantes grandes 
Le présent des verbes du deuxième groupe  
Exemple : 

fin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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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 fini-s nous fini-ssons 
   tu fini-s vous  fini-ssez 
    il/elle fini-t ils/elles fini-ssent 

Remarque : Les terminaisons –s, –t et –ent ne se prononcent pas. 
Les verbes impersonnels : il faut, il fait, il est, il reste, il manque, etc.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Combien de + n.pl. 
Combien de soeurs avec-vous？ 
Combien avez-vous de soeurs ? 
Combien de chambres avez-vous ? 
Combien avez-vous de chambres？ 
Chez qn. 
Il habite chez moi. 
Est-ce qu’il fait chaud chez vous？ 
Chez nous, il fait froid en hiver. 
Ma soeur travaille chez Renault. 
Durer 
La Fête Nationale dure sept jours. 
De...à... 
Il travaille de samedi à dimanche./ Il faut seize heures de train de Paris à Marseille. 
Avoir raison de + f. qch. 
Le temps est agréable, vous avez raison de sortir. 
Il fait très froid en hiver. Tu as raison de voyager en été. 
Pousser : v.i. grandir, se développer 
Ses dents poussent vite. 
Cet enfant pousse bien. 
Grossir (v.i. devenir plus gros, plus important) 
Suivre un régime pour ne pas grossir 
La foule grossit autour de l’accident. / Ses économies grossissent./ Les voix grossissent. 
La récolte 
Action de recueillir : la récolte des blés, des fruits, du raisin, des pommes de terre 
Produits ainsi recueillis : Les paysans rentrent la récolte. 
Beaucoup de ( a lot of, much, many): sans article 
Il y a beaucoup de monde. 
Nous avons beaucoup de photos. 
4. Les adjectifs numéraux 
(1) Un–vingt 
Vingt et un–vingt-neuf (trente, quarante, cinquante, soixante, soixante-dix : soixant et onze, 

soixante-douze, soixante-dix-sept) 
Quatre-vingts, quatre-vingt-un, quatre-vingt-dix, quatre-vingt-onze, quatre-vingt-douze 
Cent, cent un, cent neuf, deux cents, deux cent un, deux cent deux 
Mille, mille un, deux mille, deux mille un 
Un million, deux millions cent mille, un milliard 
(2) Ces adjectifs numéraux sont invariables. Cependant vingt et cent sont au pluriel lorsqu’ils 

indiquent des vingtaines et des centaines entiè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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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tre cents, deux cent trente, quatre-vingt-un 
A noter que ‘mille’ est toujours invariable.  
Deux mille étudiants 
5. Activité du FLE 
Chaque étudiant sort un parpier et écrit par hasard 20 chiffres, de 1 à 100, l’enseignant lit 20 chiffres. 

Et on va voir qui a écrit le plus de chiffres que l’enseignant avait lus.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savent décrire les quatre saisons et le temps. 
2.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3. Les apprenants savent compter.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6：Leçon 6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Révision 
2. Grammaire 
L’impératif présent 
Emploi de l’impératif présent 
L’impératif présent est destiné à énoncer un ordre ou une interdiction. 
Exemples :  
- Va voir tes grands parents ! 
- Ne parle pas! 
Construction de l’impératif 
L’impératif présent se conjugue seulement à trois personnes (2e du singulier, 1ère et 2e du pluriel). 
Ces trois formes conjuguées sont très proches des formes conjuguées du verbe au présent de 

l’indicatif, mais sans le s à la fin de la deuxième personne du singulier pour les verbes du premier groupe. 
Exemples :  
- Tu manges. -> Mange !  
- Tu finis. -> Finis !  
- Tu prends. -> Prends !  
Remarque :  
Les auxiliaires être et avoir et les verbes savoir et vouloir forment leur impératif sur la racine du 

subjonctif, et non du présent de l’indicatif. 
Exemples : Tu es sage ; nous sommes sages ; vous êtes sages -> Sois sage ! Soyons sages ! Soyez 

sages ! 
Les adjectifs numéraux ordinaux: premier, première, second, second, +ième 
(1) Les adjectifs numéraux ordinaux servent à indiquer le rang d’une personne ou d’une chose 

parmi un ensemble. Ils se placent généralement avant le nom. 
Exemples : leur premier enfant ; le douzième étage. 
(2) L’adjectif numéral ordinal second s’emploie quand il n’y a que deux éléments, tandis que 

deuxième s’emploie quand il y a plus de deux éléments. 
Exemples :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le deuxième jour du mois. 
La préposition de: pour la possession, avec l’article ; pour la nature, sans article 
La conjugaison des verbes du troisième groupe: pas très important pour l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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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pronom y 
(1) Y remplace un complément d’objet indirect introduit par à:   
- Est-ce que tu t’intéresses à la musique?   
- Oui je m’y intéresse   
(2) Y peut remplacer toutes les expressions indiquant la localisation, la direction et le lieu introduites 

par les prépositions : chez, dans, devant, derrière, en , sous, sur, au dessous de, au dessus de.   
- Qu’est-ce que je mets sur la table ?   
- Mets-y un stylo.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Pour + n. ou inf. 
Les paysans travaillent beaucoup pour la bonne récolte. 
Pour trouver la station de métro, tu dois aller tout droit. 
Pardon (m.) interjection, formule de politesse adressée à qn qu’on dérange plus ou moins ou 
qu’on prie de ne pas se formaliser 
Pardon de vous déranger (Excusez-moi) 
Pardon, je ne suis pas d’accord avec vous. 
Pardon, pour aller à la bibliothèque, s.v. p. 
Pardon, voulez-vous répéter ? 
A pied, à ou en vélo  
En voiture/ métro/ autobus/ train/ avion 
Il va à l’école en autobus. 
A 10 km d’ici = d’ici à 10 km 
Comment = how 
Comment y vas-tu ? En voiture ou à pied ? 
Prendre (v.t.) = take 
Un moyen de transport : le train, le métro, l’autobus, le taxi, le bateau, l’avion 
Une route, une direction : prendre le chemin à droite 
Aliment : un repas, le petit déjeuner, des fruits et des légumes 
Boisson : prendre un peu de vin 
D’abord (loc. Adv.) 
Pour rire : pourquoi lorsque le bateau coule, on crie « Les femmes et les enfants d’abord. » ? Parce 
qu’après, les requins n’ont plus faim. 
Il a d’abord très froid, ensuite, il a très chaud. 
Excusez-moi 
Excusez-moi de vous interrompre. 
Un peu (de) 
La chambre est un peu chauffée. (très, bien, trop) 
Gros (grosse) – grossir (v.i.) 
Qui a des dimensions importantes, en volume, en épaisseur : un gros arbre, un gros nez, une grosse 

femme, de grosses lèvres 
Se dit de ce qui a des proportions particulièrement importantes : un gros bruit, avoir un gros appétit 
(solide), de gros soucis (grave) 
Parce que = because (avant ou après la subordonnée) 
Parce que l’automne est la saison des récoltés, les paysans travaillent beaucoup en cette saison. 
Mati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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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c un déterminant : une heure du matin, ce matin, le matin=chaque matin 
Sans déterminant : dimanche matin, demain matin, Prenez ces médicaments matin et soir. 
En (sans préposition) 
La durée : en vingt ans, en une heure 
Paris ne s’est pas fait en un jour. 
4. Activités du FLE 
1. L’enseignant fait sortir un camarade, et demande aux autres camarades de cacher une chose. 

Puis, l’enseignant fait entrer le camarade, et lui demande de trouver l’objet caché en suivant les 
indications données par les autres camarades. 

2. Sculpture : donner des ordres en utilisant l’impératif 
3. Regarder une vidéo sur la demande du chemin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demander le chemin.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7：Leçon 7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Révision 
2. Grammaire 
Les verbes pronominaux 
(1) Les pronominaux réfléchis : l’action est exercée par le sujet sur lui-même.  
Exemple : Je me couche. 
(2) Les pronominaux réciproques : l’action est exercée sur chacun des sujets.  
Exemple : Nous nous connaissons. 
(3) Les pronominaux passifs : ils sont l’équivalent d’une tournure passive. 
Exemple : Cette robe se vend bien. 
(4) les verbes essentiellement pronominaux : ils s’emploient toujours avec un.  
Exemple : Le train s’en va. 
L’article contracté 
à + le = au     aller au Canada 去加拿大 
à + les = aux    aller aux États-Unis 去美国 
de + le = du    le vélo du professeur 教授的自行车 
de + les = des     les vélos des étudiants 学生们的自行车 
Les adjectifs interrogatifs et exclamatifs 
Quel est votre numéro de téléphone? 
Quelle date sommes-nous? 
Quelle belle fille! 
Quel honneur! 
Le pronom personnel indéfini : on (dont la conjugaison est comme celle de « il » ou « elle »)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Depuis+ date ou moment (since) 
Il pleut depuis le 15 mars. 
J’attends mon ami depuis m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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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rée 
Il habite en France depuis beaucoup d’années. 
Ils se disputent depuis une heure. (dix minutes.) 
Matin (m.) 
Avec un déterminant : une heure du matin, ce matin, le matin=chaque matin 
Sans déterminant : dimanche matin, demain matin, Prenez ces médicaments matin et soir. 
En 
La durée : en vingt ans, en une heure 
Paris ne s’est pas fait en un jour. 
Rentrer, venir, aller + infinitif 
Elle vient danser. Ils vont patiner. 
Il va danser. 
Il vient voir son frère. 
Manger (v.i.) 
Vous venez manger ici ? Je vais manger chez mon frère. 
Manger (v.t.) 
Manger du pain, de la viande, du fuit 
4. Activité du FLE 
Transformez la troisième personne du texte II à la première personne.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exprimer leur vie quotidienne.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8：Leçon 8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Révision 
2. Grammaire 
Le futur immédiat  
On forme un futur proche à partir du semi-auxiliaire aller et de l’infinitif du verbe : 
Je vais sortir. 
Il va pleuvoir. 
La différence entre COD et COI 
Je vois une personne. ( COD  sans préposition) 
Je parle à Jacques. (COI  avec la préposition) 
L’omission de l’article 
(1) les noms de villes 
Exemple : Ils habitent à Paris. 
(2) les jours de la semaine 
Exemple : Nous l’avons vu lundi. 
(3) les mois 
Exemple : Je suis né en juillet. 
(4) les constructions du type en + moyen de transport 
Exemple : Tu voyages en train ou en voi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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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l’ apposition  
Exemple : Sa mère, femme remarquable... 
(6) l’attribut :  
Exemple : Son fils est médecin. 
(7) le nom en apostrophe : Compagnons, jurons de ne jamais nous rendre.  
(8) certains compléments de noms : Une maison de bois. Un esprit de synthèse, etc.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Avoir envie (de) 
J’ai très faim, c’est pourquoi j’ai envie d’aller manger au restaurant. 
Pour aller au bal, les filles ont envie d’une belle robe. 
Proposer à qn. qch. (de f. qch.) 
L’agence de voyages propose souvent aux voyageurs d’acheter leur guide bleu. 
Elle propose ce film rigolo a toutes ses copines. 
L’homme propose et Dieu dispose. 
Il s’agit de 
De quoi le film FanFan s’agit-il ? 
Il s’agit d’une histoire d’amour romantique. 
A cause de (loc. prép.) 
A cause du temps désagréable, la récolte de cette année n’est pas bonne. 
Vieux, vieil, vieille 
Se dit d’une personne qui est d’un âgé avancé : Le vieil homme se couche tôt.(âgé, contr. Jeune) 
Se dit de ce qui existe depuis lontemps : Une vieille ville, de vieux vêtements(usé, contr. neuf) 
Qui est depuis longtemps dans une situation : un de mes vieux amis, être de vieux habitués. 
Se renseigner auprès de qn./ quelque institution 
Ce célibataire se renseigne auprès d’une agence matrimoniale pour trouver une mariée. 
Auprès de 
Elle reste toute la nuit auprès de son fils malade (au devant de) 
Il y a une gare auprès de la station. (à côté de) 
Manger (v.i.) 
Vous venez manger ici ? Je vais manger chez mon frère. 
Manger (v.t.) 
Manger du pain, de la viande, du fuit 
4. Activité du FLE 
Écouter la chanson « Auprès de ma bonde » et faire une dictée.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relater un fait simple.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二） 实践教学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践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Leçon 1 4  
2 Leçon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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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eçon 2 4  
4 Leçon 2 4  
5 Leçon 3 4  
6 Leçon 3 4  
7 Leçon 4 4  
8 Leçon 4 4  
9 Leçon 5 4  

10 Leçon 5 4  
11 Leçon 6 4  
12 Leçon 6 4  
13 Leçon 7 4  
14 Leçon 7 4  
15 Leçon 8 4  
16 Leçon 8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法语二》、《法语三》、《法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标准发音、语法和交际对话 
难点：代词、动词变位以及名词和形容词的性数配合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语音部分借助法国文化切入，如时尚，星座，地理等等…… 
2. 课文部分讲解细致，讲解完之后让学生进行交际对话。 
3. 语法部分提纲挈领，重点突出，归纳总结，彼此之间形成有机联系。 
教学手段： 
1. 以精彩的多媒体课件为依托，集声音、图像、文字、动画为一体，将学生置于教学的中心

位置，使其在轻松愉悦中掌握知识。 
2. 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课堂互动，在教师、学生、教材和媒体之间形成立体的信息交流，

使学生通过新颖高效的语言输入与输出，自主理解、整合并建构知识体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实验室或设备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闭卷考试为主，结合平时课堂表现和出勤率的评测方式。 
考核内容有： 
1． 课堂出勤占 10%  
2． 课堂表现占 10% 
3． 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教师在每一堂课的课前检查作业，讲解重点和难点部分，大部分内容由学生课后独立完成。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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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涵盖所有的法语知识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生动有趣。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薛建成编著，《大学法语简明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海燕等：《你好！法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 
2. [法]卡佩勒，[法]吉东：《走遍法国》，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3. [英]布伦特 (C. J. Brumfit)、约翰逊 (K. Johnson)：《交际法语言教学》，上海：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2000年。 
4. 周林飞：《新大学法语 1》，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执笔：赵静静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5月 30日 

 

法语（二） 
French II 

课程号：30800033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能够进行较为流利的情景对话；2、使学生掌握各类代词之间

的有机联系，并从整体上进行把握；3、使学生初步了解法语的复合时态；4、使学生掌握过去分词
的配合规则。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趣味多媒体教学，化繁为简，深入浅出，主次分明，以语言为平台，以

文化为支撑，通过口诀、游戏、歌曲和电影片段，使学生轻松掌握法语的各类代词、过去分词的配

合规则、复合过去时和未完成过去时的区别，了解简单时态和复合时态，为《法语三》、《法语四》

等后续课程提供支撑。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72学时(每一单元均需要 8课时) 

知识单元 9：Leçon 9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s pronoms personnels compléments d’objet directs(COD) 
(1) Forme 

sigulier pluriel 
me (m’) nous 
te (t’) vous 
le (l’) 
la (l’) 

les 

(2) Emploi 
Me, te, nous, vous représentent des personnes. 
Exemp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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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t-ce que tu me connais?  
— Oui, je te connais.  
Le, la, les représentent des personnes ou des choses. Ils remplacent d’un nom précédé d’un article 

défini, d’un article possessif ou d’un article démonstratif. 
Exemple : 
— Est-ce que tu aimes cette chanson?  
— Oui, je l’aime beaucoup. 
De dans la négation 
Il a un livre. 
Il n’a pas de livre. 
Le pronom adverbial en 
(1) Le pronom adverbial en remplace des lieux ou des éléments de phrase introduits par de. 
Exemple: Ils se retrouvent le soir dans la salle à manger pour parler de leur visite. Ils en parlent 

jusque tard le soir. 
(2) Le pronom adverbial en remplace une fonction partitive dans la phrase 
Exemple :J’achète cinq cartes postales. J’en achète cinq/beaucoup/plusieurs.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À : la destination 
une machine à laver, une vase à fleurs 
Au fond de 
Allez tout droit jusqu’au fond du couloir. 
Tu vas trouver des lampes électriques au fond du rayon. 
Comme (conj.) 
Devant un nom ou un adj., indique en quelle qualité, à quel titre on considère qn ou qch : Comme 
secrétaire d’un grand patron, elle travaille beaucoup. 
Exprime un rapport de comparaison, de conformité : Ses deux filles se ressemblent comme deux 
gouttes d’eau. 
Aider qn. à f.qch./ qn dans qch 
Je vous remercie de nous aider à trouver cette agence de voyages. 
Pendant le festival du film, cette actrice m’aide beaucoup dans mon travail. 
D’accord ou être d’accord 
Mon mari et moi, nous ne sommes pas complètement d’accord sur certaines questions. 
D’accord pour le rendez-vous de ce soir, j’y vais à l’heure. 
Servir à qn de 
En général, le père sert à son fils de modèle. 
Cela va servir de leçon à Veronique. 
Pendant (indique la simultanéité continue ou partielle) 
On va passer un film pendant tout le festival. (au cours de) 
Quelques fois, les Français dînent pendant trois heures. 
En 
La matière ou les composants : Cette robe en soie. J’achète une montre en or. 
Le lieu : en France, en province, il va de ville en ville, le Christ est mort en croix. 
Le moment : En mon absence, en semaine, en mars 
La durée : en une demi-heure 
La manière d’être, l’état : Il entre en colère. Il est en bonne santé, en voyage. Il reste en att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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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ctivité du FLE 
Écouter une vidéo sur les courses et faire un dialogue en imitant la vidéo.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caractériser un objet, demander et indiquer le prix, exprimer des goûts.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10：Leçon 10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s pronoms personnels toniques 
(1) Forme 

sigulier pluriel 
moi nous 
toi vous 
lui/elle eux/elles 

(2) Emploi 
Ces pronoms renforcent un nom ou un pronom. 
Exemple : 
Moi, je suis professeur. Lui, il est directeur. 
Ils sont utilisés avec et, ou, ni, si, non, pas, aussi, non plus 
Exemple : 
Ni lui ni elle ne savent répondre à la question. 
Ils sont utilisés après le présentatif c’est. 
Exemple : 
C’est moi. 
Ils sont utilisés après une préposition. 
Ils rentrent chez eux. 
Ils sont utilisés dans la comparaison. 
Exemple : 
Je suis plus grand que lui. 
Ils sont utilisés devant un verbe à l’infinitif. 
Exemple : 
Moi, jouer de la guitare? Jamais! 
Ils sont renforcés par « même», quand on veut insister sur l’identité. 
Exemple : 
C’est lui-même à l’appareil. 
Les adverbes en -ment 
masculin﹥féminin + e + ment 
Exemples : 
long – longue – longuement  
doux – douce – doucement  
Pour certains adjectifs, il faut ajouter un accent ai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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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es : 
précis – précise – précisément  
profond–profonde – profondément  
commun–commune – communément  
Pour certains adjectifs avec la terminaison vocalique，il faut ajouter directement -ment。 
Exemples : 
vrai – vraiment  
poli – poliment  
aisé– aisément  
Pour certains adjectifs avec la terminaison vocalique –ant ou –ent, il faut changer la terminaison en 

–amment ou -emment [am ̃]。 
Exemples :  
courant – couramment  
constant – constamment  
différent – différemment  
prudent – prudemment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S’asseoir 
S’asseoir sur une chaise, à une table, par terre 
Asseyez-vous ! Levez-vous ! 
Avoir chaud (éprouver une sensation de chaleur) :contr. avoir froid 
J’ai chaud. Je vais prendre une douche. 
Il fait chaud. L’eau chaude. L’air chaud, un courant chaud, un vêtement chaud 
Lourd 
Il fait lourd. / Il fait frais. 
Ces valises sont trop lourdes pour moi. 
J’ai eu un sommeil lourd. 
Les dépenses pour cette voiture sont trop lourdes pour nous. Il faut la vendre. 
Dedans (adv.) 
Il fait froid dehors, mais il fait chaud dedans, parce que la chambre est bien chauffée. 
En dedans de la maison, il y a de très jolis meubles. (au-dedans de) 
Vouloir : 
En réclamer la possession, la jouissance : Mon cadet veut un gâteau au chocolat comme cadeau. 
(désirer ; demander) 
Avoir l’intention plus ou moins arrêtée, le désir de : Il veut se faire remarquer. (avoir envie de) 
Si tu veux/ si vous voulez./ comme tu veux 随您，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verbe auxiliaire, comme pouvoir, devoir, savoir 
Cette fille veut quitter son village pauvre. 
Ranger 
Placer dans un certain ordre : Vite, rangez vos affaires avant de partir. (classer, grouper) 
Ranger un lieu (y mettre de l’ordre) : ranger un appartement, une armoire 
Déranger 
Excusez-moi de vous déranger pour si peu. 
Ne vous dérangez pas, je peux le faire moi-même. 
Pour : marque le terme d’un délai ou la durée, en ce sens, il peut être suivi d’une autre pr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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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vous le promets pour la semaine prochaine, mais pour l’heure, je ne peux vous le promettre. 
C’est pour aujourd’hui ou pour demain ? 
Profiter de 
Comme il est malade, il profite de cet après-midi libre pour voir le médecin. (en tirer un avantage) 
Il ne faut pas profiter de la bonté des autres. (en tirer un avantage) 
Tout le monde veut profiter de la vie. (jouir de) 
De la part de qn 
L’infirmière écrit elle-même au malade la part du médecin. ( en son nom) 
Il attend un accord de ma part. 
A (la caractérisation) 
Un avion à réaction, une canne à sucre 
Volontiers(adv) = avec plaisir 
Vous voulez nous aider ! Volontiers. 
4. Activité du FLE 
Jeu de rôle chez un ami(ou une amie)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communiquer en cas de visite chez quelqu’un d’autre.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12：Leçon 12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passé immédiat 
On forme un passé immédiat à partir du semi-auxiliaire venir de et de l’infinitif du verbe. 
Je viens de sortir. 
La soirée vient de commencer. 
Les pronoms personnels compléments d’objet indirects 
Forme 

singulier pluriel 
me (m’) nous 
te (t’) vous 
lui leur 

Emplois 
Remplacer à + personne, le pronom est placé avant le verbe 
Exemple : 
— Est-ce que tu téléphones à Sophie? (téléphoner à qn.) 
— Oui, je lui téléphone.  
Dans l’impératif affirmatif, le pronom est placé après le verbe 
Me, te est changé en moi, toi。 
Exemples : 
Téléphonez-moi!  
Écrivez-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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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s l’impératif affirmatif, le pronom est placé avant le verbe 
Exemples : 
Ne me téléphonez pas!  
Ne leur rendez pas visite!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Amener ( qui se conjuge comme acheter) 
Il va nous amener ce soir au théâtre. (le faire venir avec soi) 
Le train amène le charbon à Paris. (acheminer, porter) 
Environ (adv.) 
Il y a environ cent cinquante kilomètres par la route de Paris à Rouen. 
Trois cents personnes environ passent par la station de métro. 
Avoir de l’appétit 
Elle a peu d’appétit en ce moment. (contr. beaucoup de) 
Elle a un appétit d’oiseau. (contr. de loup) 
Il y a : marque le recul dans le temps par rapport au moment actuel ou par rapport à un moment du 

passé ou du futur 
Il est mort il y a deux mois. 
Il va y avoir 4 ans que nous demeurons dans cette maison. 
Conseiller à qn de f.qch / qch 
Le chauffeur conseille aux voyageurs de changer de bus. 
Conseil (m.) 
J’ai vraiment besoin de vous demander des conseils. 
Voulez-vous me donner des conseils sur mes recherches ? 
Si je visite le professeur, je vais certainement prendre des conseils auprès de lui. 
Demander à qn qch/ ou de f.qch 
Il arrive à demander une diminution de prix. 
Ses parents ne lui demandent rien sur ses études. 
Personne ne vous demande de partir maintenant. 
Attraper 
Essaie un peu de m’attraper. 
Il me reste 10 minutes pour aller à la gare, mais elle est loin, je ne peux pas attraper le train. 
Guérir (verbe du 2ème groupe) 
V. I. Ce rhume guérit vite. Sa plaie guérit vite. Si tu veux guérir vite, reste au lit. 
V.T. Ces médicaments vont vous guérir de votre mal de dents. 
C’est un bon médecin, il lui suffit huit jours pour me guérir de ma bronchite. 
4. Activité du FLE 
Jeu de rôle chez le médecin.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communiquer chez un médecin.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13：Leçon 13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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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passé composé 
Introduction 
Le passé composé exprime qu’une action dans le passé est terminée. Il souligne ainsi principalement 

le résultat ou la conséquence de l’action. Dans la langue parlée, le passé composé remplace la plupart du 
temps le passé simple. 

Emploi 
Le passé composé est utilisé pour parler d’une action unique, achevée dans le passé. Il permet de 

souligner le résultat ou la conséquence de cette action. 
Exemple : 
Hier, Michel a rangé son bureau. 
action unique 
Conséquence : Le bureau est maintenant rangé. 
Il a décidé de ranger son bureau chaque semaine. 
Conséquence : Il ne veut plus être si désordonné. 
Formation 
Le passé composé se forme avec l’auxiliaire être ou avoir au présent suivi du participe passé. 

Personne avoir être 
1re personne du singulier j’ai je suis 
2e personne du singulier tu as tu es 
3e personne du singulier il/elle/on a il/elle/on est 
1re personne du pluriel nous avons nous sommes 
2e personne du pluriel vous avez vous êtes 
3e personne du pluriel ils/elles ont 

aimé 
fini 
vendu 

ils/elles sont 

parti 
partie 
partis 
parties 

Le passé composé de la majorité des verbes se forme avec avoir. L’auxiliaire être est employé : 
§ avec les les verbes suivants : naître/mourir, aller/venir, monter/descendre, arriver/partir, 

entrer/sortir, apparaître, rester, passer, tomber et leurs formes composées, par exemple : revenir, rentrer, 
remonter, redescendre, repartir, devenir, retourner. 

Exemple : 
Je suis arrivé à la gare. 
§ avec les verbes pronominaux. 
Exemple : 
Je me suis trompé dans mon calcul. 
La négation encadre l’auxiliaire, elle se place avant et après être ou avoir. Dans le cas d’un verbe 

pronominal, la négation se place avant et après le bloc pronom – auxiliaire. 
Exemples: 
Je ne suis pas parti en vacances en Bretagne. 
Je ne me suis pas trompé dans mon calcul.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A partir de (temps ou lieu) 
A partir de demain, je ne fume plus ! 
A partir d’ici, il faut faire attention, la route est dangereuse. 
Vers 
On va faire un spectacle vers le 1er octobre. (indique une approx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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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ns, c’est Pierre là-bas, il se dirige vers nous. (indique la direction prise) 
Où habitez-vous ? Vers la Tour Eiffel. (auprès de, près de) 
Juste (adv.) 
Il est 15 heures juste. 
La poste ? Elle est juste en face de la Maison Blanche. 
Il paraît que, il paraît adj.+ inf ou que 
Il paraît qu’on va avoir une nouvelle patronne. 
Il paraît que vous êtes allé en Grèce cet été. 
Il paraît juste de noter sa nouvelle adresse pour ne pas se tromper. 
Drôle de : se dit d’une personne ou d’une chose qui intrigue, qui paraît bizarre 
C’est une drôle d’idée. 
Il y a eu une drôle de tempête de sable hier. 
Drôle : se dit d’une personne ou d’une chose qui porte à rire 
C’est un homme très drôle, qui égaie toutes les réunions. (spirituel) 
Raconter des histoires drôles (amusant, marrant, rigolo) 
Genre (m.) 
Pendant trois jours, j’ai entendu tous les jours les chansons du même genre. 
Ce spectacle n’est pas mon genre. (ne me plaît pas) 
Plusieurs (adj. indéfini, pl.) 
Je peux vous citer plusieurs faits(plus d’un) . A plusieurs reprise= à maintes reprises 
Ils se sont mis à plusieurs pour produire ce livre. (pron. indéfini, pl.) 
Bouger (v.i.) 
Ne bouge pas, je te fais une photo. 
Je n’ai pas bougé de chez moi cet après-midi. (ne pas sortir) 
Téléphoner à qn de f.qch 
Il y a trois jours que je lui ai téléphoné de venir chez moi. (appeler) 
4. Activité du FLE 
Jeu de rôle devant un tribunal.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communiquer devant un tribunal pénal et connaître la procédure d’un 

procès pénal français.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14：Leçon 14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imparfait 
Formation 
On forme l’imparfait à partir de la première personne du pluriel du présent. On enlève la terminaison 

-ons et on ajoute les terminaisons de l’imparfait: -ais, -ais, -ait, -ions, -iez, -aient. 
Les verbes en -cer et -ger ont les changements orthographiques suivants: 
o c devient ç devant a: je commenç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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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g devient ge devant a: je voyageais 
• Les verbes en -ier qui ont la racine en i conservent le i à toutes les personnes. Il y a deux i (ii) aux 

formes nous et vous: nous étudiions 
• Le verbe être est irrégulier: j’étais, tu étais, il/elle était, nous étions, vous étiez, ils/elles étaient. 
Emploi 
• Il peut indiquer l’existence d’un fait à un moment du passé: Il y a 2000 ans la France s’appelait la 

Gaule. 
• Il peut indiquer un fait habituel dans le passé: Il sortait toujours après le déjeuner, s’asseyait sur le 

même banc sous le chêne, lisait, puis dormait pendant une bonne demi-heure. 
• Il est employé dans les descriptions: Il faisait beau. C’était dimanche. 
• Il est employé dans le discours indirect à la place du présent quand le premier verbe est au passé; 

c’est alors un présent dans le passé: Il m’a fait savoir qu’il voulait partir. 
• Il peut être employé dans un contexte hypothétique pour suggérer, proposer: Si on lui offrait un 

sac de voyage? 
o Après “comme si” pour exprimer une hypothèse: Le ciel est gris comme s’il allait pleuvoir. 
o Pour décrire un fait qui a failli se produire: Heureusement que je suis arrivé. Une minute de 

plus et la salle de bains était inondée.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Pendant que + inf. 
Ce n’est pas juste, tu t’amuses pendant que je travaille. 
S’apercevoir de + n./ que 
Il s’est aperçu de mon trouble et s’en inquiète. (voir) 
Je me suis aperçu que je n’écoutais plus ce que disaient les autres. (remarquer) 
Représenter 
L’Avare (pièce de Molière) a été représent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le 9 septembre 1668 au théâtre du 
Palais-Royal. (jouer sur une scène) 
Cet artiste s’applique à représenter avec exactitude la nature, les paysages. (les rendre présentes à 

lavue au moyen d’un dessin, de la peinture, de la photographie etc) = peindre, reproduire 
Par 
La distribution : il achète en gros, par douzaines. On l’a interrompu par deux fois. Je le vois plusieurs 

fois par mois. Entrez dans la salle trois par trois. 
Le lieu où se fait un passage: Il est passé par l’Assemblée Nationale. Il est sorti par l’escalier de 
service. 
Le lieu ou se situe une action : le heurt par l’avant de deux véhicules. Etre assis par terre 
Les circonstances de temps : Il se promène par cette température glaciale. 
Le moyen, la manière, la cause ou le mobile : Il a obtenu ces renseignements par la torture. Assurer 

la paix par la négociation. 
Tant (adv.) 
L’intensité d’une action verbale : Il a tant travaillé qu’il est tombé malade. (tellement... que....) 
L’intensité d’une qualité : Cette vertu tant vantée ne se manifeste guère. 
tant de + n. pl. 
Tant d’attentions laissent prévoir quelque demande d’argent. 
C’est une affreuse petite maison de banlieue comme il y en a tant. (tellement de) 
4. Activité du FLE 
Jeu de rôle à l’aéro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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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communiquer à l’aéroport.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15：Leçon 15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article partitif 
L’article partitif est employé devant les noms exprimant une “une certaine quantité de”, “une partie de”. 

(Quelque chose qui ne peut pas se compter (non comptable) : du sable). Il est en particulier utilisé devant les 
noms de matière : il est parfois difficile de cerner les nuances entre l’article indéfini et l’article partitif. 

Du = devant un nom masculin commençant par une consonne :  
- Du pain. 
De la = devant un féminin commençant par une consonne :  
- De la viande. 
De l’ = devant un féminin commençant par une voyelle : 
- De l’alcool. 
Des = devant un nom masculin ou féminin pluriel :  
- Des fruits, des boissons. 
Particularités 
Les noms non comptables sont déterminés par l’article partitif (du, de la), et non par un article 

indéfini : 
- Il est passé chercher du maïs. (Du maïs est un nom, non comptable). 
- Avez-vous du pain ? (Une certaine quantité de pain). 
Mémo 
- Le cheval galope (article défini). 
- Un cheval dans la plaine (article indéfini). 
- Du cheval au repas de midi (article partitif). 
Le pronom possessif 
Les pronoms possessifs sont employés seuls – ils ne complètent pas un nom. Le nom qu’ils 

remplacent est souvent présent dans une phrase précédente ou dans une autre partie de la même phrase. 
Ces pronoms s’accordent en genre et en nombre avec le nom qu’ils remplacent. 

Exemple : 
Ce n’est pas mon chapeau, c’est le sien. 
Je ne trouve pas ma jupe. Est-ce que tu peux me prêter la tienne ? 

Singulier Pluriel 
Personne 

masculin féminin masculin féminin 
1re personne du 
singulier 

le mien la mienne les miens les miennes 

2e personne du 
singulier 

le tien la tienne les tiens les tiennes 

3e personne du le sien la sienne les siens les sien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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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ulier 
1re personne du pluriel le nôtre la nôtre les nôtres les nôtres 
2e personne du pluriel le vôtre la vôtre les vôtres les vôtres 
3e personne du pluriel le leur la leur les leurs les leurs 

L’accord du passé composé des verbes pronominaux 
Les cas d’accord  
Le participe passé s’accorde avec le sujet du verbe, lorsque le sujet fait l’action sur lui même. 
Exemples : 
Ils se sont aperçus de leur erreur. / Ils se sont lavés. / Ils se sont battus.  
Les cas de non-accord  
(1) Le participe passé ne s’accorde pas lorsque C.O.D. suit le verbe.  
Exemples : Ils se sont lavé les mains. / Ils se sont écrit des lettres./ Ils se sont réparti tous les billets. 
(3) Le participe passé ne s’accorde pas lorsque le verbe pronominal réfléchi ou réciproque admet un 

C.O.I. 
Les participes passés des verbes suivants sont invariables : 
se plaire, se complaire, se déplaire, se rire, se convenir, se nuire, se mentir, s’en vouloir, se 

ressembler, se sourire, se suffire, se survivre. 
Exemples :  
Ils se sont plu. / Ils se sont déplu dans cet appartement. / Elles se sont ri de son erreur.  
Astuces! 
Pour savoir si le verbe accepte un C.O.I, il faut transformer la phrase :  
Ils se sont nui. -> Ils ont nui “à eux-mêmes”. -> C.O.I donc pas d’accord. 
Ils se sont écrit. -> Ils ont écrit “à eux-mêmes”. -> C.O.I donc pas d’accord. 
Les groupes qui se sont succédé .-> Ils ont succédé “à eux-mêmes”. -> C.O.I donc pas d’accord.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Débarrasser 
Débarrasser la table(ôter le couvert de la table après le repas) 
Débarrasser de 
On a eu de la peine à le débarrasser de cette mauvaise habitude. (l’obliger ou l’aider à se défaire de 

qch de nuisible, d’un défaut) 
Débarrassez-le de son manteau.(le dégager de ce qui constitue un encombrement, une gêne) 
Comme 
Blanc comme neige 
Se tenir raide comme un piquet 
C’est simple comme bonjour. 
Pierre s’est marié, mais il voudrait continuer à vivre comme quand il était célibataire. 
Cela s’est passé comme je te l’avais dit. 
Servir 
Servir d’interprète à qn 
Tu me sers du vin, s’il te plaît. 
A table, c’est servi. 
Se servir 
Voilà la viande, servez-vous, j’arrive. 
Etre à (devoir) 
Ce dossier est à complé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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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te leçon est à ne pas oublier. 
Puisque (since en anglais) 
Il m’ennuie, puisque vous êtes là, gardez-le, je m’en vais. (comme, étant donné que) 
A moitié (en partie) 
Son verre est rempli à moitié. (à demi) 
Pendant le film, je me suis à moitié endormi. (presque) 
A moitié chemin : au milieu du parcours, du trajet 
S’arrêter à moitié chemin = à mi-chemin 
4. Activité du FLE 
L’enseignant présente la cuisine française, et les apprenants font un jeu de rôle chez quelqu’un.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communiquer chez un ami ou une amie.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16：Leçon 16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s pronoms relatifs : qui et où 
Le pronom relatif remplace un nom, qui le précède dans la phrase, et qu’on appelle un antécédent. Il 

lie une phrase principale à sa subordonnée relative. 
Qui est toujours le sujet du verbe de la phrase relative  
Exemple : 
L’homme qui porte un veston rouge est le cousin du Père Noël. 
- L’homme [...]est le cousin du Père Noël : phrase principale 
- qui porte un veston rouge : subordonnée relative 
- qui : évite de répéter “l’homme”, sujet du verbe porte 
Où est utilisé dans l’espace ET dans le temps. 
Exemples : 
Voici la maison où j’ai grandi. (Lieu ou espace) 
L’année où j’ai passé mon bac, il a neigé en mai. (Expression de temps) 
L’accord du participe passé  
Le participe passé conjugué avec l’auxiliaire “avoir” s’accorde en genre et en nombre avec le 

complément d’objet direct (COD), si celui-ci est placé avant : 
Ces fleurs, je les ai coupées. 
Cette lettre, il l’a écrite. 
Si le complément d’objet direct est placé après ou s’il n’existe pas, le participe passé conjugué avec 

“avoir” reste invariable : 
J’ai coupé ces fleurs. 
Il a écrit cette lettre. 
Nous avons été au spectacle.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Des tas de = un tas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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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a trouvé des tas de solutions pour ce problème. 
Trouver (penser, juger, estimer) : avec un attribut du compl. d’objet 
Je vous trouve fatigué. (vous me paraissez fatigué)  
Trouver un plat trop salé. 
L’image était vive, mais ne déplaisait pas à Pilate, qui la trouvait heureuse. 
Je trouve que tu exagères. 
Attendre 
Catherine et Isabelle attendaient avec impatience l’arrivée d’un grand auteur. 
S’attendre à (regarder comme propable) 
Nous nous attendons à une récolte abondante cette année. (prévoir) 
Personne ne s’attend à cette fin tragique. 
Espérer+qch ; que ; inf. 
Le gouvernement espère une reprise de l’activité économique dans les prochains mois. 
Il font la pêche, ils espèrent avoir un peu de poisson pour nourrir la population. 
Votre journal est très apprécié. Mais n’espérez pas que vous influencerez Washington ? 
Promettre à qn de qch/ f. qch./ que 
Comme il a bien fait ses études, son père lui a promis une bicyclette pour Noël. 
Je n’ose rien vous promettre. 
Je vous promets de venir vous voir. 
4. Activité du FLE 
Les apprenants relatent un voyage à l’étranger ou en Chine brièvement.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indiquer l’environnement et raconter un voyage.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17：Leçon 17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plus-que-parfait de l’indicatif 
Le plus-que-parfait de l’indicatif est un temps du passé qui permet d’exprimer des faits accomplis 

dont la durée est indéterminée et qui se situe avant une autre action en général exprimée à l’imparfait, au 
passé composé ou au passé simple. On voit clairement l’antériorité de l’action de recevoir le message 
avant de pouvoir le lire dans les phrases ci-dessous. 

Exemples : 
Il a lu les messages qu’il avait reçus de sa fiancée. 
Il lisait les messages qu’il avait reçus de sa fiancée. 
Il lut les messages qu’il avait reçus de sa fiancée.  
Le plus-que-parfait peut également exprimer une habitude ou une action répétée. Lorsqu’il est 

précédé par “si”, il exprime alors un fait qui ne s’est pas réalisé dans le passé. 
Exemples : 
Pendant de longs mois, il avait cherché la solution sans jamais la trouver. 
Si tu étais venu, nous aurions visité la 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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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r bien pouvoir former le plus-que-parfait de l’indicatif, il faut savoir conjuguer les auxiliaires 
avoir et être à l’imparfait de l’indicatif et savoir former le participe passé. La principale difficulté du 
plus-que-parfait de l’indicatif vient des accords avec le participe passé. 

Voici un exemple de verbe conjugué au plus-que-parfait de l’indicatif avec les auxiliaires avoir et 
être : 

parler partir  se lever  
j’avais parlé 
tu avais parlé 
il avait parlé 
elle était parlé 
nous avions parlé 
vous aviez parlé 
ils avaient parlé 
elles avaient parlé 

j’étais parti(e) 
tu étais parti(e) 
il était parti 
elle était partie 
nous étions parti(e)s 
vous étiez parti(e)s 
ils étaient partis 
elles étaient parties 

je m’étais levé(e) 
tu t’étais levé(e) 
il s’était levé 
elle s’était levée 
nous nous étions levé(e)s 
vous vous étiez levé(e)s 
ils s’étaient levés 
elles s’étaient levées 

Le gérondif 
Pour former le gérondif, on utilise en + participe présent. 
Exemples : 
aimer – en aimant 
finir – en finissant 
vendre – en vendant 
Le gérondif est employé pour : 
§ indiquer la simultanéité de deux actions réalisées par le même sujet. 
Exemple : 
En jouant, Max a marqué un but. 
§ exprimer une condition. 
Exemple : 
En s’entraînant bien, son équipe gagnera aussi le prochain match. 
§ exprimer la manière. 
Exemple : 
Il est rentré à la maison en chantant. 
§ exprimer une opposition (le gérondif est alors obligatoirement précédé de tout qui a la valeur de 

même). 
Exemple : 
Il a marqué un but tout en courant très peu pendant le jeu.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Rassurer qn(lui rendre la confiance, la tranquillité) 
J’étais inquiète, heureusement, tu as téléphoné pour me rassurer. 
Se rassurer 
Rassurez-vous, il n’y a plus de danger. 
Marcher 
Sur la table de nuit, un réveille-matin continuait à marcher. (fonctionner) 
Nos affaires marchent mal à cause de cette grève. (tourner) 
(Etre) en train de + inf. 
Un homme en train de lire 
Quand je l’ai rencontrée, Simone était en train de déménager des meu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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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 adj ou adv + que = so... that (en corrélation avec que, si annoce une subordonnée 
consécutive) 
J’’étais si loin que je ne pouvais rien entendre. (tellement) 
Le vent a soufflé si fort qu’il y a eu des toitures arrachées, des arbres renversés. 
Combattre 
Se battre contre qn : Nos troupes ont vaillamment combattu un ennemi supérieur en nombre. 
S’opposer à une action, à la faire échouer : Les pompiers combattent l’incendie. (lutter contre) Vous 

combattez le mal, la maladie et les sorcières avec une passion égale. 
Développer + mot abstrait : le rendre plus important 
Développer les échanges économiques avec les pays voisins (accroître, augmenter) 
Le père cherche, pour son enfant, un jeu qui développe l’intelligence. 
Causer : en être la cause 
Les pluies des derniers jours ont causé de graves inondations. (provoquer) 
Voilà une lettre qui va lui causer bien des ennuis. (attirer, susciter) 
Toutes sortes de 
Ce paysan élève toutes sortes d’oiseaux et cultive toutes sortes de plantes. (variété) 
Faire f.qch par ou à qn 
La directrice fait écrire une lettre par Pierre. 
Cet homme malin lui a fait dire des bêtises. 
Faire + inf 
Je fais entrer les enfants. = Je les fais entrer. 
4. Activité du FLE 
Écouter une chanson, et demander aux apprenants de remplir des trous avec des verbes transformés 

en gérondif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connaissent les transports en commun en France.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二） 实践教学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践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Leçon 9 4  
2 Leçon 9 4  
3 Leçon 10 4  
4 Leçon 10 4  
5 Leçon 12 4  
6 Leçon 12 4  
7 Leçon 13 4  
8 Leçon 13 4  
9 Leçon 14 4  

10 Leçon 14 4  
11 Leçon 15 4  
12 Leçon 1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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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eçon 16 4  
14 Leçon 16 4  
15 Leçon 17 4  
16 Leçon 17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语一》 
后续课程：《法语三》、《法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各类代词、简单时态和复合时态、过去分词的配合 
难点：动词变位、复合过去时和未完成过去时的区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4. 通过丰富而有趣的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有益的法语氛围，使学生轻松掌握法语，做到听、

说、读、写全面发展。 
5. 语法部分提纲挈领，重点突出，归纳总结，彼此之间形成有机联系。 
教学手段： 
1. 以精彩的多媒体课件为依托，集声音、图像、文字、动画为一体，将学生置于教学的中心

位置，使其在轻松愉悦中掌握知识。 
2. 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课堂互动，在教师、学生、教材和媒体之间形成立体的信息交流，

使学生通过新颖高效的语言输入与输出，自主理解、整合并建构知识体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实验室或设备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闭卷考试为主，结合平时课堂表现和出勤率的评测方式。 
考核内容有： 
1． 课堂出勤占 10%  
2． 课堂表现占 10% 
3． 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教师在每一堂课的课前检查作业，讲解重点和难点部分，大部分内容由学生课后独立完成。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能够涵盖所有的法语知识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生动有趣。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薛建成编著，《大学法语简明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海燕等：《你好！法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 
2. [法]卡佩勒，[法]吉东：《走遍法国》，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3. [英]布伦特 (C. J. Brumfit)、约翰逊 (K. Johnson)：《交际法语言教学》，上海：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2000年。 
4. 柳利：《新大学法语 2》，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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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卡朗：《罗贝尔法语大辞典》（法法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 
6. 茹克叶•穆罕默德 (编者)：《外语教学法》，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 
7. Annick Coatéval, Marie-Armelle Camussi-Ni, Comprendre la grammaire: Une grammaire à 

l’épreuve de la didactique du FLE, Paris, Pug, 2013. 
8. Brauer, M., Enseigner à l’université. Conseils pratiques, astuces, méthodes pédagogiques, Paris, 

Armand Colin, 2011. 
执笔：赵静静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5月 30日 

 

德语（一） 
Deutsch (a) 

课程号：3080003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在课程从语音开始，通过一系列循序渐进的学习，力求使学生掌握学习外语的“听、说、读、

写”基本功的四个环节，并对德国的历史、地理、经济和文化生活以及风土人情具有最基本的了解，
为德语的继续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学习目标： 
1．使学生发音标准, 掌握正确的语音语调, 能够流利地阅读相应简单的德语资料; 
2．培养学生的语感, 使其能够用德语方式思维，顺利地实现德语和汉语两种思维方式的切换;  
3．使学生能够听懂基础德语会话, 理解正确并且掌握其中心大意, 抓住要点和有关细节;  
4．使学生能够进行简单的日常生活会话和涉外会话, 能够就教材内容进行回答和复述, 能够就

所熟悉的话题经准备后作简短发言, 表达思想较清楚, 语音语调基本正确;  
5．使学生准确地理解并掌握语法, 培养学生进行严密思维的能力，使学生能够进行正确的动

词变位和性数配合。 
教学内容： 

Klick auf Deutsch (Band 1) 
Einheit 1 Phonetik 

Übersicht:  
In dieser Einheit gibt es insgesamt 4 Teile. Das Hauptziele ist Phonetiklernen. Um die Studenten 

gleich einfach sprechen können, gibt es in jedem Teil ein paar kleine Dialoge, die die Intentionen dieser 
Einheit zeigen, nämlich Begrüßung und Verabschiedung. 

Einführung 
EÜ machen, um die deutsche Phonetik mit dem Sprachvergleich und der Visualisierung einzuführen.  
 
T1: Das Deutsche Alphabet 
Übung: 
Lesen Sie, bitte! 
BRD; DAAD; SPD; LKW; EDV; PKW; VW; BMW; EU; CDU; TU; AG; USA; ICE; GmbH. 
T2:  
Vokale: a e u i o 
Konsonanten: p b t d k g m n s f v w 



7216 

T3:  
Vokale: ei(ai ay) au eu (äu) ä ö ü(y)  
Konsonanten: h j(y) l r z ts ds tz t(ion) x chs ch 
T4:  
Konsonantenverbindungen: sch st sp pf qu ng nk tsch 
Wortakzent 
Intonation 
Intentionen:  
begrüßen und sich verabschieden 
Guten Morgen! 
Guten Tag! 
Guten Abend! 
Gute Nacht! 
Wie geht es Ihnen? 
Auf Wiedersehen! 
Tschüs! 
Bis Morgen! 
(Patnerarbeit) 
Tafelschreib 1: 
Guten Tag! 
Guten Morgen! 
Tafelschreib 2: 
Ich heisse... 
Ich heisse... Und Sie? 

Einheit 2 Kennenlernen 
Übersicht 
Diese Einheit ist die erste Einheit nach der Einheit „Phonetik“. Sie bittet die Deutschlernenden drei 

unterschiedliche Szenen.  
Die erste: im Unterricht; 
Die zweite: in der Mensa; 
Die dritte: auf einer Party. 
Einführung 
Die vier kleinen Dialog enthalten sich und die anderen Leute Vorstellen, nach den Name fragen usw., 

die die Schwerpünkte dieser Einheit sind. 
Dialog 1 und 2 sind die Wiederholung zur Einheit 1; 
In Dialog 3 und 4 erscheinen neue Satzform und Satzform mit „ihr“ 
Text A:  
Im Deutschunterricht 
Text B:  
In der Mensa 
Fremdwörter: 
öffnen 
schließen 
lesen 
ma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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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gen 
antworten 
schreiben 
T Übungen 
Grammatik:  
1. Artikel und Substantiv im Nominativ 
2. Personalpronomen im Nominativ 
3. Konjugation der regelmäßigen Verben im Präsens 
4. Konjugation von „sein“ im Präsens 
5. Imperativ(1) 
v 动词原形+Sie+…! 
Hören Sie! 
Sprechen Sie! 
Lesen Sie! 
Schreiben Sie! 
Öffnen Sie bitte die Bücher! 
Nehmen Sie bitte Platz! 
v 动词 sein 
Seien Sie +..! 
Seien Sie bitte leise！ 
Seien Sie bitte laut! 
Seien Sie schnell! 
v 动词原形+wir+…! 
Machen wir jetzt Übungen! 
Hören wir Text vier! 
Seien wir ...! 
6. Satzarten und Wortstellung 
G Übungen 
Intentionen: 
Auf dem Basis der Einheit 1 sollen die Stuedenten die Fähigkeit haben: einfache Fragen stellen: z. B., 

sich sich oder jemanden vorstellen; nach der Herkunft und Studium fragen usw. 
Ich heiße,bin ... 
Mein Name ist... 
Ich komme aus... 
Ich wohne in... 
Wie heißen Sie? 
Woher kommen Sie? 
Wo wohnen Sie? 
Hörverstehen:  
Kennenlernen 
Leseverstehen:  
Brieffreunde gesucht 

Einheit 3 Studentenleben 
Übersicht 
Das Thema dieser Einheit ist das Studentenleben an der Uni. Der Haupttext ist „Lernen, ler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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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er lernen“ und das Hörverständtext „Wann studierst du eigentlich?“ Sie zeigen in der Pespektive der 
chinesischen Studenten das Studentenleben in Deutschland. Der Lesetext „Hochschulen und 
Studenten“ stellt die Hochschulsorten, die Zahl, besonders die Zahl der ausländischen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 Die Studenten können daher die Landeskunde kennen und sonst auch die Grundzahlen 
mastern. 

Einführung 
1. Mit Bilder die Tageszeiten einführen: 
Am Morgen, am Vormittag, am Mittag, am Nachmittag, am Abend, in der Nacht 
2. die Wedungen und Wortgruppe darüber kennen: 
Sporttreiben, zu Mittag essen, zu Abend essen, nach Hause gehen, ins Bett gehen, zur Uni fahren, 

usw. 
Text A:  
Lernen, lernen, immer lernen 
Fremdwörter: 
verstehen 
laufen-läuft 
geben-gibt 
T Übungen 
Grammatik:  
1. Konjugation der unregelmäßigen Verben im Präsens 
2. Artikel und Substantiv im Akkusativ 
3. Personalpronomen im Akkusativ 
4. Grundzahlen 
G Übungen 
Intentionen:  
Zeit erfragen und angeben 
Wie viel Uhr ist es? 
Wie spät ist es? 
Um wie viel Uhr ist es? 
Wann ... ? 
Von wann bis wann...? 
Es ist ... (Uhr). 
Es ist ... vor,nach... 
Es ist halb... 
Um... 
Von ...bis... 

1:00 eins （ein Uhr/13 Uhr正式说法） 
8:05 fünf nach 8 
8:15 ein Viertel / fünfzehn nach 8 
8:26 vier vor halb 9 
8:30 halb 9 
8:39 neun nach halb 9 
8:45 ein Viertel/fünfzehn vor 9 
8:52 acht vor 9 

Hörverste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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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n Zahlen 
Wann studierst du eigentlich? 
Leseverstehen: Hochschulen und Studenten 

Einheit 4 Familie 
Übersicht 
Durch die Dialoge zwischen die Jugendlichen, die Lieder der Kinder und die Diskussionen zwischen 

den deutschen Studenten stellt die Einheit teilweise die Landeskunde und die Kultur in Deutschland. Um 
dem Thema „Familie“ können die Studenten viele Wörter, Satzförme und Grammatik darüber kennen. Die 
natürliche Szene ist aber wichtig. 

Einführung 
Die drei Fotos auf der Seite 82 – 83 zeigen den Studenten eine deutsch-chinesische Familie, eine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Familie und ein deutsche Familie. Die Studenten soll auf dem Basis der vorletzen 
drei Einheiten die Unterschiede darin erkennen und aussagen. 

Text:  
Meine Oma hat Geburtstag 
Fremdwörter: 
denken 
zurückkommen 
vorschlagen-schlägt vor 
aussehen- sieht aus 
finden 
suchen 
T Übungen 
Grammatik:  
1. trennbare Verben 
¡ 可分动词=可分前缀+根动词 
¡ aufstehen = auf + stehen 
vorhaben = vor + haben 
mitkommen = mit + kommen 
vorschlagen = vor +schlagen 
zurückkommen = zurück + kommen 
¡ 语音：重音在可分前缀上。 
aufgeben, fernsehen 
¡ 语法：前缀与根动词需要分离（现在时和过去时的主句中），根动词在第二位，前缀放在句

末。 
2. Nullartikel 
3. Possessivpronomen im Nominativ und Akkusativ 
4. Negation mit kein und nicht 
5. ja, nein, doch 
G Übungen 
Intentionen:  
Vorschläge machen, Einladung annehmen und ablehen 
Ich schlage vor... 
Ich habe eine Idee. 
Haben Sie Z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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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 
Sehr schön! 
Vielen Dank! 
Gut, abgemacht 
Tut mir leid. 
Ich habe keine Lust. 
Leider habe ich schon etwas vor. 
Hörverstehen: Meine Familie 
Leseverstehen:  
Eine Familie aus der Türkei 

Einheit 5 Essen und Trinken 
Übersicht 
Diese Einheit stellt vor allem das Essen und Trinken in Deutschland dar. Durch die Dialoge in dem 

Haupttext und Hörverständtext, können die Studenten die traditionelle und auch die morderne Kultur über 
Essen und Trinken kennenlernen. 

In dieser Einheit sollen die Studenten die folgenden Fähigkeiten haben: 
Die Speisekarten im Restaurant und in der Café verstehen; 
Die Speise bestellen; 
Die Rechnung bezahlen; 
Kleingeld geben usw. 
Einführung 
Die Fotos auf der Seite 106-107 stellen unterschiedliche Sorte der deutschen Restaurants und Cafés 

dar, um die Interesse der Studenten zu erwecken. 
Text:  
Im Restaurant  
Fremdwörter: 
sich treffen mit - trifft 
bestellen 
schmecken D 
gefallen-gefällt D 
zahlen 
danken D 
T Übungen 
Grammatik:  
1. Modalverben „mögen“ und „möchten“ 
2. Dativ 

 N A D  
 

m 
der 
ein 

mein 

den 
einen 

meinen 

dem 
einem 

meinem 

 
 

Tisch 
 
n 

das 
ein 

mein 

das 
ein 

mein 

dem 
einem 

meinem 

 
Buch 

 
f 

die 
eine 

die 
eine 

der 
einer 

 
Kat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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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ne meine meiner 
 

Pl. 
die 

meine 
die 

meine 
den 

meinen 
 

Kindern 
3. Imperativ mit „du“ und „ihr“ 
G Übungen 
Intentionen:  
Wünsche äußern 
Was möchten Sie? 
Sie wünschen? 
Ich möchte gern... 
Wir hätten gern... 
Guten Appetit! 
Zum Wohl! 
Prost! 
Hörverstehen:  
Im Café 
Leseverstehen:  
Essen in Deutschland 

Einheit 6 Wohnen in Deutschland 
Übersicht 
Durch drei Teile, nämlich den Haupttext „Wohung suchen und umziehen“, den Hörverständtext 

„Neue Wohnung besuchen“ und den Lesetext „Wohnungsanzeigen“ stellt die Einheit 6 uns das Thema 
„Wohnen in Deutschland“ dar. 

Einführung 
Die Fotos auf der Seite 134-135 stellen die alltäglichen Wohnungen, Häuser und die 

Lebensbedingungen in Deutschland dar, um die Interesse der Studenten zu erwecken. 
Text:  
Wohnen in Deutschland 
Fremdwörter: 
anrufen 
ausziehen sich,A-einziehen-umziehen 
besichtigen 
nehmen (nimmt) 
halten (hält) 
einhalten (hält ein) 
T Übungen 
Grammatik:  
2. Modalverben „müssen“, „dürfen“ und „möchten“ 

 müssen dürfen sollen 
ich muss darf soll 
du musst darfst sollst 

er/sie/es muss darf soll 
wir müssen dürfen sollen 
ihr müsst dürft sol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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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Sie müssen dürfen sollen 
 

  作助动词 独立动词 
dürfen 允许, 

可以 
Hier darf man nicht rauchen. 
Darf ich etwas fragen? 

Dürfen wir jetzt ins Kino? 
Das darf man nicht. 

müssen 必须,不
得不 

Ich muss nach Hause fahren. 
Peter muss im Bett bleiben. 

Ich muss nach Hause. 
Der Brief muss heute zur Post. 

sollen 应该, 
让, 
要 

Die Schüler sollen fleißig lernen. 
Sag Peter, er soll sofort zum Lehrer 
gehen. 

Er soll sofort zum Lehrer. 
Der Tisch soll ans Fenster. 

2. Präpositionen mit dem Dativ und mit dem Akkusativ 
hängen-hängen 
stecken-stecken 
liegen-legen 
sitzen-setzen 
stellen-stehen 
G Übungen 
Intentionen:  
erlauben und verbieten 
Sie dürfen das nicht machen,tun. 
Man darf hier... 
Mach das bitte. 
Es ist (un)möglich. 
Kein Problem. 
Es ist erlaubt. 
Er ist verboten. 
Hörverstehen: Besuch bei Wang Jin 
Leseverstehen: Wohnungdsanzeigen aus dem Internet 

Einheit 7 Kaufen und Schenken 
Übersicht 
Durch drei Teile, nämlich den Haupttext „Im Kaufhaus“, den Hörverständtext „Kaufen und 

Schenken“ und den Lesetext „Schenken ist eine Kunst“ stellt die Einheit 7 uns das Thema „Kaufen und 
Schenken“ dar.  

Einführung 
Die Einführung besteht aus 2 Teilen.  
Auf der Seite 160 steht die Webseite aus dem Homepage von dem deutschen Kaufhaus „Karstadt“. 
Auf der Seite 161 steht die Zeigeschilder der „Karstadt“. 
Diese direkte Materialien aus Deutschland können bestimmt die Interesse der Studenten erwecken, 

und damit die Lehrziele schneller erreichen. 
Text:  
Im Kaufhaus 
Fremdwörter: 
grüßen 
wissen (weiß) 
gucken-sehen-scha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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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nen 
nachsehen-nachschlagen 
wünschen D A 
T Übungen 
Grammatik:  
1. Modalverben „können“ und „wollen“ 
2. Deklination des Adjektivs nach dem bestimmten Artikel 
3. Fragepronomen „welcher“, „welches“, „welche“ 
4. Ordnungszahlen 

1 – 19 基数词+t 
eins erst- 
zwei zweit- 
drei dritt- 
vier viert- 
fünf fünft- 
sechs sechst- 
sieben siebt- 
acht acht- 
neun neunte- 
zehn zehnt- 
elf elft- 
neunzehn neunzehnt- 

 
20以上，基数词+st 
20. zwanzigst- 
25. fünfundzwanzigst- 
30. dreißigst- 
46. sechsundvierzigst- 
51. einundfünfzigst- 
64. vierundsechzigst- 
78. achtundsiebzigst- 
86. sechsundachtzigst- 
99. neunundneunzigst- 
100. hundertst- 
1000. tausendst- 
1000000. millionst- 

• 复合的基数词构成序数词时，加-t或者-st取决于最后一个数词。 
• 105 hundertfünft- 
• 125 hundertfünfundzwanzigst- 
5. Demostrativpronomen „der“, „die“, „das“; „die“ und „dieser“, „diese“, „dieses“; „diese“ 
6. Wortstellung von Dativ und Akkusativ 
G Übungen 
Intentionen: 
gute Wünsche aussprechen und gratuli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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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zlichen Glückwunsch! 
Ich gratuliere Ihnen zu... 
Gute Reise! 
Gute Fahrt! 
Gute Besserung! 
Alles Gute! 
Viel Erfolg! 
Viel Glück! 
Schönes Wochenende! 
Hörverstehen:  
Kaufen und Schenken 
Leseverstehen:  
Schenken ist eine Kunst 

Einheit 8 Freizeit und Ferien 
Übersicht 
Durch drei Teile, nämlich die zwei Dialoge über eine Reise nach Rügen zwischen den Studenten in 

den Ferien , den Hörverständtext „Wohin gehen Sie in Ihrer Freizeit“ und den Lesetext „Aus dem 
Tagebuch von Susanne“ stellt die Einheit 8 uns das Thema „Freizeit und Ferien“ dar.  

Einführung 
Die Fotos auf der Seite 186-187 stellen die weltberühmte DFB, das Wort „surfen“, und die traditionelle 

kulturelle Bierlokale in Deutschland dar, damit die Interesse der Studenten gut erwecken können. 
Text:  
Am Wochenende und in den Ferien 
Fremdwörter: 
dauern 
erleben 
berichten 
verddienen 
absolvieren 
übersetzen-dolmetschen 
feststellen 
finazieren 
jobben-arbeiten 
T Übungen 
Grammatik:  
1. Perfekt 
2. „sein“ und „haben“ im Präteritum 

 现在 过去 虚拟式 
    ich habe hatte hätte 

    du hast hattest hättest 
    er / sie / es hat hatte hätte 
    wir haben hatten hätten 
    ihr habt hattet hättet 
    sie / Sie haben hatten hä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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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式  

 
 
现在 

 
过去 第一 第二 

ich bin war sei wäre 
du bist warst seiest wärest 

er / sie / es ist war sei wäre 
wir sind waren seien wären 
ihr seid wart seiet wärt / wäret 

sie / Sie sind waren seien wären 

3. Genitiv als Attribut 
G Übungen 
Intentionen:  
nach Erlebnissen fragen und darüber berichten 
Was haben Sie in der Freizeit gemacht? 
Wohin bist du gefahren? 
Wir sind zu Hause geblieben. 
Er hat den Urlaub ... verbracht. 
Was war das Wetter? 
Es war schön, gut, herrlich, schlecht, regnerisch, sonnig usw. 
Hörverstehen:  
Wohin gehen Sie in Ihrer Freizeit 
Leseverstehen:  
Aus dem Tagebuch von Susanne 

Einheit 9 Körper und Gesundheit 
Übersicht 
Der Haupttext stellt die alltäglichen Intentionen beim Artzt dar, damit die Studenten die Landeskunde 

darüber kennen können;  
Im Hörverstehen gibt es 4 kleine Dialogen, ist eigentlich die Wiederholung zu dem Haupttext. 
Die 3 Teile, nämlich der Haupttext, das Hörverstehen und der Lesetext sind um dem Thema dieser 

Einheit nämlich „Körper und Gesundheit“. Die Materialien geben den Studenten viel Kenntnisse über das 
Arztbesuch, die Krankversicherung in Deutschland, damit ihre Interesse erwecken können. 

Einführung 
Die Einführung besteht aus 2 Teilen.  
Auf der Seite 212 steht die Namen und die Funktionen der Organe der menschlichen Körper. 
Auf der Seite 213 steht die Zeigeschilder des deutschen Praxises.. 
Diese direkte Materialien aus Deutschland können bestimmt die Interesse der Studenten erwecken, 

und damit die Lehrziele schneller erreichen. 
Text:  
Beim Arzt 
Fremdwörter: 
sich D etw. (A) ansehen 
stimmen 
sich unterhalten 
sich kümmern u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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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h) waschen 
(sich) putzen 
(sich) anziehen 
sich erkkälten 
weh tun 
untersuchen 
atmen-einatmen-ausatmen 
verschreiben 
T Übungen 
Grammatik:  
1. Reflexivpronomen und Reflexivverb 
若一句话里做宾语的代词是主语自身时，这个做宾语的代词即为“反身代词”。 
2) Bildung：  
Sing: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阳性 阴性 中性 

人称代词 ich du Sie er sie es 
反身 G meiner deiner Ihrer seiner ihrer seiner 

 D mir dir sich sich sich sich 
代词 A mich dich sich sich sich sich 

Plu: 
人称代词 wir ihr Sie sie 
反身 G unser euer Ihrer ihrer 

 D uns euch sich sich 
代词 A uns euch sich sich 

Achtung：反身代词的第二格很少使用。 
2) Gebrauch： 
1  跟必须带反身代词的动词连用： 
Ich beeilen mich zum Bahnhof. 
我赶紧去车站。 
2  sich 与 lassen 连用，表示一种被动的可能或必要： 
Dieses Material lässt sich gut verarbeiten. 
这种材料很容易加工。 
Die Frage liess sich nicht vermeiden. 
这个问题难以避免。          
3  加强语气，相当于“亲自”或“自己的”: 
Der Mensch pässt sich den Lebensbedingungen an. 
人使自己适应生存环境。 
4  表示“彼此”或“相互”的意思，做“相互反身代词”用： 
Wir sehen uns wieder. 
我们又见面了。 
Die Freunde begrüssen sich herzlich.  
朋友们互致衷心的问候。 
5  和介词连用的第三格及第四格人称代词，如和句中的主语是同一人或物，此人称代词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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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反身代词： 
Ich habe immer eine Uhr bei mir. 
我老戴着一只手表。 
Mein Freund dachte nie an sich. 
我的朋友从来想不到他自己。 
2. Objektsatz mir „dass“, „ob“ und Fragewörtern 
G Übungen 
Intentionen: Meinungen ausdrücken, zustimmen und widersprechen 
Ich denke,glaube,meine,finde... 
Ich bin der Meinung, dass... 
Meiner Meinung nach... 
Da haben Sie Recht. 
Ich stimme Ihnen völlig zu. 
Ich kann Ihnen leider nicht zustimmen. 
Hörverstehen: Ich bin krank 
Leseverstehen: Was soll ich tun? 
Hausaufgabe： 
Berühmte Webseite besuchen. Z.B.:  
9. www.spiegel.de,  
10. www.taz.de, 
11. www.faz.de, 
12. www.frankfurterrundschau.de, 
13. www.sueddeutsche.de, 
14. www.waz.de,  
15. www.welt.de, 
16. www.zeit.de, usw. 

Einheit 10 Orientierung in der Stadt 
Übersicht 
Das Thema dieser Einheit ist „Orientierung in der Stadt“. Die Landeskarte in der Einführung zeigt 

uns schon das Thema. Im Haupttext gibt es Intentionen darüber, außerdem müssen die Studenten die 
Präpositionen darin mastern.  

Das ist die letzte Einheit des „Klick auf Deutsch Band 1“, deshalb erscheint in dieser Einheit nicht 
viele neue Grammtik. Aber die Präpositionen sind schon ein Schwerpunkt. 

Einführung 
Die Örte in der Landeskarte finden: 
Die Alte Brücke, das Rathaus, der U-Bahnhof Konstablerwache, die Paulskirche, die Hauptpost, der 

Fluss, das Fernmeldeamt, der Römerplatz. 
Text:  
Auskunft auf der Straße  
Fremdwörter: 
erklären (D) A 
steigen-einsteigen-austeigen-umsteigen 
abbiegen 
begeleiten 
beei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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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Übungen 
Grammatik:  
1. Präpositionen: über, durch, um, entlang, gegenüber 
2. Wiederholung der Modalverben: dürfen, können, müssen, sollen, wollen, mögen, möchten 
G Übungen 
Intentionen:  
Nach dem Weg fragen und den Weg beschreiben 
Gehen Sie geradeaus, die Straße entlang bis zur nächsten Kreuzung, über die Brücke, durch das 

Stadttor, an...vorbei, in Richtung... 
Biegen Sie links,rechts ab. 
Wie komme ich ...? 
Wo befindet sich...? 
Hörverstehen:  
Wege suchen und finden 
Leseverstehen:  
Stadtrundfahrt in Hangzhou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Einheit 1 Phonetik 4  
2 Einheit 1 Phonetik 4  
3 Einheit 1 Phonetik 4  
4 Einheit 1 Phonetik 4  
5 Einheit 1 Phonetik 4  
6 Einheit 1 Phonetik 4  
7 Einheit 2 Kennenlernen 4  
8 Einheit 3 Studentenleben 4  
9 Einheit 4 Familie 4  

10 Einheit 5 Essen und Trinken 4  
11 Einheit 6 Wohnen in Deutschland 4  
12 Einheit 7 Kaufen und Schenken 4  
13 Einheit 8 Freizeit und Ferien 4  
14 Einheit 9 Körper und Gesundheit 4  
15 Einheit 10 Orientierung in der Stadt 4  
16 Wiederholung 4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与难点：语音语调、语法、词汇、阅读、听说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德语课程教学使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除了课堂讲解之外，还会有选择性地给学生播放

德语录像、德语电影片断、德语经典歌曲，力求寓教于乐。 
本课程以学生为主体，注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会组织学生进行课堂大讨论，或者以小组为单

位进行德语会话，同学们相互学习、相互纠正，教师点评，收到积极成效。 
努力创造有利的语言环境，通过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利用第二课堂弥补第一课堂的不足，使

学生有更多实践德语的机会。 
3、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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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教学。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朱建华编著《新编大学德语》（Klick auf Deutsch）(第一册)，2006年 6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

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1） 姚宝、过文英：《当代德国社会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2） 刘芳本、叶本度：《莱茵浪花—德国社会面面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最新版 
3） 王露阳、贺艳玲、印芝红：《走进德国—历史文化》、《走进德国—社会经济》、《走进德国

—多元化观念》，同济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4） 《德国概况》，大使馆赠书，最新版  

执笔：陈晖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7日 

 

德语 (二) 
German 2 

课程号：30800039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中国政法大学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本大纲的教学对象是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

院英语系二年级的学生。他们通过一个学期的德语学习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德语语法和词汇，具备听

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和初步的语言交际能力。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并同时训练学生具有一定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

使学生能借助词典及所具备的专业知识阅读原版德语资料及书刊，并能进行一般的口头和书面交

际。教学重点在于讲解构词法、词族等语言现象，着重于词汇的操练，最终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扩大

词汇量。 
2、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要求学生掌握相关的社会文化知识（包括有关德语国家的一般国情知

识），提高语言交际能力； 
3、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以德语（一）所规定的各项要求为起点，在对读、听、说、写、译等各项单

项技能提出进一步要求的同时，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技能，继续加强语言技能训练，扩充语言知识

和德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知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主要涉及下列几种技能的培养和训练。共 64课时，每周 4课时。 
1. 语音： 
复习主要的发音规则，培养学生掌握正确的发音方法和基本语调。 
2. 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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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现代德语的语法、词汇、句法及语篇结构方面的基本知识。 
3. 词汇： 
掌握单词 500个（包括一定数量常用词组），其中复用式掌握 200个左右，领会式掌握 300个

左右。 
4. 阅读能力： 
能借助词典读懂难度与课文相当的文字，以及其他一般题材的文章。略读速度为每分钟 30－

40个单词，细读速度为每分钟 15－20个单词， 理解准确率不低于 70％。 
5. 听的能力： 
能听懂课堂和日常生活用语。能听懂内容题材较熟悉的短文和听力材料，理解准确率不低于

70％。 
6. 说的能力：  
能进行一般的日常会话，并能就课文内容进行回答和复述。 
7. 正字法： 
书写工整规范，标点符号基本正确。 

知识单元 1：Aussehen und Persönlichkeit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外貌和特性，围绕主题我们选取了三篇课文：主课文是一所德国学校的学生谈

论他们喜欢的老师、听力课文 “我认识她！”和阅读课文“外貌对于年轻人很重要吗？”，自然地引
入相关的词汇、短语、惯用句型和语法知识，使学生了解和学会如何描述自己和他人的外表、性格、

特征，表达自己对他人的喜爱和好感，并说明原因。这个主题在语言交际中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

课文中的话题也会使学生感兴趣，从而顺利地开始第二册的学习。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人物描写，

本单元的语法知识点主要有形容词在不定冠词、物主代词后及无冠词时的变化；由“weil”和“wenn”
引导的从句等。  

Woche 1 
Vorübung: Wie sehen die Personen aus? Was tragen Sie? 
Lisa Koch: ein junges Mädchen, tragen ein blaues Kleid, nett und sympathisch 
Michael Berg: schlank, nicht sehr groß, tragen einen Anzug, eine Brille, intelligent 
Willi Meier: ein alter Mann, groß, kurze Haare, sportlich 
Welcher Lehrer oder welche Lehrerin gefällt Ihnen besonders gut? Begründen Sie Ihre Meinung. 
Text Ich habe gerne Unterricht bei.. 
Wortschatz: 
sprechen + über A 
Heute in der Sitzung wollen alle Mitarbeiter über Ihre Urlaubpläne sprechen. 
aufgeben + A 
Herr Koch ist bei den Schülern nicht beliebt, weil er immer zu viel Hausaufgaben aufgibt. 
sich Zeit nehmen + für 
Prof. Walter ist sehr streng, aber wenn jemand Probleme beim Studium hat, nimmt er sich gerne Zeit 

dafür. 
verlassen + sich +auf A 
Der Trainer verlässt sich auf den Fußballer, weil der Fußballer oft hart trainiert und gut spielt. 
reden + über A 
Worüber reden die Jungen in der Freizeit gerne zusammen? 
aussehen + Adj. 
Herr Weber ist nicht groß und schlank, aber er sieht sympathisch aus. 



7231 

glauben +A 
Das Kind glaubt, seine Eltern lieben ihn nicht mehr, weil die ihn zur Schule schicken wollen. 
mitbringen +A 
Wenn der Mann nach der Arbeit zurück kommt, bringt er seiner Frau immer schöne Blumen mit. 
Lesen und übersetzen 
TÜ1—TÜ5 
GÜ1—GÜ8 
Woche 2 
Intention 
Personen beschreiben 
Wichtige Redemittel 
Wie sieht er/sie denn aus? 
Was für ein Mensch ist er/ sie? 
Er/ sie ist ... 
Er/ sie sieht ... aus. 
Er/ sie hat... 
Er ist ein Mann mit ... 
Sie ist eine Frau mit... 
Er/ sie trägt... 
Er/ sie hat ... an. 
Hörverstehen 
Die kenne ich doch! 
Vorentlastung: 
Welche Freundin/Welchen Freund kennen Sie und Ihre Nachbarin/ Ihr Nachbar zusammen? Wie sieht 

sie/er aus? Können Sie sie/ihn beschreiben? 
Leseverstehen 
Ist gutes Aussehen wichtig für junge Leute? 
wiegen + (A) 
Diese Tasche ist sehr schwer, sie wiegt fast 30 kg. 
Auf dem Flughafen wiegt der Beamte fast alle Gepäckstücke. 
sich fühlen + Adj. 
Wenn man hier in der Großstadt lebt, fühlt man sich im Sommer nicht wohl, weil es zu heiß ist. 
achten + auf A 
Du darfst keine Schokolade mehr essen, achte doch auf deine Gesundheit. 
zunehmen 
Fast alle Mädchen wollen schlank bleiben, deswegen sind sie nicht froh, wenn sie plötzlich merken , 

sie nehmen aber zu. 
sich kümmern + um A 
Der berufstätige Frauen müssen sich gleichzeitig um die Familien und die Karriere kümmern. 
Grammatik  
1. Adjektivdeklination nach unbestimmtem Artikel, Possessivpronomen und „kein“ 
Siehe S. 24 
2. Adjektivdeklination nach Nullartikel 
3. Kausalsatz mit „weil“ / „da“ 
- Warum hat Markus gern Unterricht bei Herrn K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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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l er lustig und nicht so streng ist. 
Da es regnet, können wir heute nicht spazieren gehen. 
4. Konditionalsatz mit „wenn“ 
1) - Unter welcher Bedingung kann man auf die Party gehen? 
- Wenn man eine Einladung hat, kann man auf die Party gehen. 
2) – Wenn es regnet, gehen wir nicht spazieren. 
- Regnet es, dann gehen wir nicht spazieren. 
3) - Wenn du krank bist, dann musst du zum Arzt gehen. 
- Wenn das Wetter nicht schön ist, so können wir spazieren gehen. 
学习目标： 
1. 了解有关外貌和特性的词汇以及形容词词尾变化。 
2. 掌握人物描写的表达方式。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2：Deutschland und Europa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通过本单元让学生了解一些德国的基本概况，如德国的地理、人口等。另外还在课文和练习中

穿插了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概况和数据，使学生能够在了解德国的同时也了解到欧洲其他一些国家

的情况并进行比较。这是因为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德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已经和

欧洲融为一体。主课文以介绍德国为主，分为五个段落，分别标有小标题。课文的最后一段涉及欧

盟和欧元等，主要是要表明：德国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以及和欧洲密不可分的关系。听力部分介绍使

用德语作为母语的国家和人群，使学生能够对使用德语作为母语的区域有所了解。阅读部分则介绍

了德国的邻国瑞士的概况。在瑞士，大部分人口都使用德语作为母语。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比较。

本单元的语法知识点为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等级和第一将来时。 
Woche 3 
Einführung 
Was wissen Sie über Deutschland? 
Welche Länder sind die Nachbarländer Deutschlands?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Hauptstadt               Berlin 
Fläche                  357 000qkm 
Ausdehnung: Nord-Süd    876 km 
West-Ost                 632 km 
Einwohner               82,6 Millionen 
Bevölkerungsdichte        230 Einwohner pro qkm 
Text: In der Mitte Europas 
bestehen + aus 
China besteht aus 56 verschiedenen Völkern. 
betragen + A 
Die monatliche Miete im Studentenheim beträgt 150 Euro. 
Im Vergleich zu 
Im Vergleich zu den anderen Städten hat die Stadt Shanghai höheren Lebensstandard. 
gehören + D/ +zu  
Nach dem Tod der Eltern gehört das Wohnhaus dem 10jährigen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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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land gehört zu Europa. 
ein(es) der (am dichtesten besiedelten Länder Europas) 
Der gelbe Fluss ist einer der längsten Flüsse Chinas. 
teilnehmen + an D 
Der Lehrer schlägt den Schülern vor, an dem Wettbewerb teilzunehmen. 
auf dem Weg +R 
Auf dem Weg zur Arbeit hat Herr Meier einen alten Freund getroffen. 
Hausaufgaben: 
TÜ1—TÜ5 
GÜ1—GÜ6 
Woche 4 
Intention: vergleichen 
Redemittel 
...so...wie... 
nicht so... wie... 
genauso... wie.../ ebenso...wie... 
...als... 
nicht...als... 
anders als... 
im Vergleich zu... 
IÜ1, IÜ2 
Hörverstehen 
Deutsch als Muttersprache 
Vorentlastung 
Wissen Sie, in welchen Ländern man Deutsch spricht, und in welchen Ländern man Deutsch als 

Muttersprache spricht? 
HÜ1, HÜ2 
Leseverstehen 
Die Schweiz 
liegen 
Unsere Universität liegt im Nordwesten der Stadt. 
trennen + A +(von) 
Der hohe Berg trennt das Dorf von der modernen Welt draußen. 
wechseln +A 
Hier wechselt das Wetter sehr oft, heute morgen scheint die Sonne, aber am Nachmittag regnet es 

sehr stark. 
ausgeben +A (+ für A) 
In den Ferien müssen die Studenten Job suchen, weil sie viel für das kommende Semester ausgeben 

sollen. 
stolz sein + auf A 
Der junge Mann arbeitet sehr fleißig und macht große Karriere, darauf sind seine Eltern sehr stolz. 
Grammatik 
1. Komparation des Adjektivs und des Adverbs 
Bildung: Siehe S.48 
Vergleichen 



7234 

A. Gleiches bewerten 
Er ist so alt wie du. 
Mein Bruder ist genauso groß wie ich. 
Manfred läuft nicht so schnell wie Mathias. 
B. Ungleiches bewerten 
Chang Jiang ist länger als der Rhein. 
Meine Wohnung ist größer als deine. 
Chang Jiang ist ein längerer Fluss als der Rhein. 
Bemerkungen: 
Es wird immer kälter. 
Morgen wird es noch kälter als heute. 
Deutschland hat mehr Einwohner als die Schweiz. 
In Westchina gibt es weniger Wasser als in Südchina. 
C. Absolutes bewerten 
Am 21. Juni ist der Tag am längsten. 
Die Fläche von Russland ist am größten in Europa. 
Das Haus ist am höchsten. 
Der 21. Juni ist der längste Tag im Jahr. 
2. Futur I 
Beispiele 
Ich werde nach dem Studium nach Shanghai gehen. 
In 5 Jahren werden wir eine größere Wohnung kaufen. 
Ich werde ins Kino gehen. 
Aber: Ich gehe heute Abend ins Kino. 
学习目标： 
1. 了解德国的基本概况以及形容词、副词的比较等级和第一将来时的用法。 
2. 掌握比较的表达方式。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3：Deutsche und Ausländer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三篇课文分别为主课文“德国人都这样的吗？”、听力课文“汉斯眼里的中国和中国人”

以及阅读课文“德国人对外国人的看法”。主课文中，四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中学生通过自己在德国的
亲身体会，得出了对德国人的大体印象，如：德国人爱干净整洁，有秩序；德国人爱喝酒，德国女

孩喜爱穿着打扮及有些德国人有排外情绪等。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课文只代表了他们个人的想法，

并不能说明其所在国家的人都持有此种看法，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这一点。阅读课文讲了三个

德国人对在德国的外国人的看法，从另一个角度谈了德国人与外国人的关系，再次体现了本单元的

主题。听力课文跟我们中国人有关，汉斯根据他在中国工作两年的体会谈了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印象。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要掌握好带 zu 不定式的用法，同时复习巩固本册第一单元里学到的描写人或事
的表达方法。 

Woche 5 
Einführung 
Sind sie auch der Meinung? 
Amerikaner Chinesen Deut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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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en 
phantasievoll nett 
freundlich humorvoll 
pünktlich 
konservativ 
hilfsbereit 
ordentlich 
Text: Sind alle Deutschen so? – Ausländische Schüler über Deutsche 
Wortschatz 
auf/fallen 
Auf der Party fiel sie durch ihre Schönheit besonders auf. 
beachten + A 
Beachten Sie bitte die Verkehrszeichen.! 
halten sich + an A 
Wenn man sich nicht an das Gesetz hält, wird man bestraft. 
ziehen 
Auf der Party hat sie die Aufmerksamkeit aller Männer auf sich gezogen. 
sich verständigen 
Er kann sich mit dem Engländer gut verständigen. 
bezahlen 
Er bezahlte das neue Auto in Raten. 
vor/bereiten sich +auf A 
Am Ende des Semesters müssen sich die Studenten auf viele Prüfungen vorbereiten. 
erledigen +A 
Sie hat den Auftrag sehr leicht erledigt. 
verbessern +A 
Er will durch fleißiges Lernen seine Leistungen verbessern. 
erreichen +A 
Ich konnte ihn zu Hause nicht erreichen. 
TÜ1—TÜ5 
GÜ1—GÜ6 
Woche 6 
Intention: Vorhaben ausdrücken 
Redemittel 
Was hast du morgen vor?      - Ich habe vor, ... 
Was machst du in den Ferien?  - Ich habe die Absicht... 
Was für einen Plan hast du?    - Ich will... 
Hast du dir etwas für heute Abend vorgenommen?   - Ich plane,..., damit... 
IÜ1, IÜ2 
Hörverstehen 
China und Chinesen in den Augen von Hans 
Vorentlastung 
Wie sehen die Ausländer China und Chinesen von heute? 
HÜ1 – HÜ4 
Leseverste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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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e über Ausländer 
auskommen + mit 
Kommt ihr gut miteinander aus, oder streitet ihr häufig? 
entstehen 
Über den Vorschlag entstand eine hitzige Debatte. 
beitragen + zu 
Er hat zum Gelingen des Abends viel beigetragen. 
Grammatik 
1. Infinitiv mit „zu“ 
Bildung: siehe S. 68 
Gebrauch: 
Beispiele 
1) als Subjekt   Es ist schön für uns, bald Ferien zu haben. 
Es freut mich sehr, die Prüfung bestanden zu haben. 
2) als Objekt    Ich habe meinen Freund gebeten, morgen zu mir zu kommen. 
              Er hat vergessen, mir das Buch zurückzugeben. 
3) als Attribut   Wir haben keine Lust, mit ernsten Leuten zu sprechen. 
              Ich habe den Wunsch, in Deutschland zu studieren. 
2. Finalsatz mit „damit“ 
Beispiele: Der Lehrer erzählt im Unterricht über Deutschland, damit wir etwas über die deutsche 

Kultur erfahren können. 
Damit mein Bruder die Wohnung noch bekommen kann, habe ich ihn sofort angerufen. 
3. Infinitivkonstruktion mit „um...zu“ 
不定式结构 um...zu 表示主句动作的目的或意图。不定式中的逻辑主语和主语中的主语一致，

不定式结构可前置，也可后置。 
Beispiele: Um die Prüfung gut zu bestehen, muss ich mich gut vorbereiten. 
         Ich fahre zum Bahnhof, um meinen Freund aus Shanghai abzuholen. 
学习目标： 
1. 了解德国人和外国人的关系这个主题内容。 
2. 掌握带 zu的不定式的用法。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4：Märchen und Geschichte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跟前面学过的以对话和表达个人观点的课文不同，本单元是另一种体裁——童话与故事，它们

叙述性很强，对人物的心理活动描写细腻，情节扣人心弦。这里主要选用了大家所熟悉的格林童话

和安徒生童话。主课文是一篇格林童话《狼和七只小山羊》，童话描写狼是怎样的狡猾阴险及母山

羊如何勇敢地救自己的孩子。阅读课文是一篇安徒生童话《中国夜莺》， 童话描写了一位中国皇帝
与夜莺的关系，说明了有些动物也是通人性的，我们人类应该善待动物。听力课文是一篇幽默故事，

叙说了德国一位有名的作家在上中学时法语成绩不理想而想办法蒙骗老师，最后升入下一年级的故

事。本单元的主要语法为过去时、过去完成时和四个引导时间状语从句的连词（als, wenn, nachdem
和 bis）。过去时主要用于叙说性的文章里，所以与本单元的主题相符。 

Woche 7 
Einfüh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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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n Sie diese Märchen? Welches haben Sie am liebsten gelesen? 
Der Wolf und die sieben Geißlein 
Des Kaisers neue Kleider 
Schneewittchen 
Das Mädchen, das Streichhölzer verkauf 
Text: Der Wolf und die sieben Geißlein 
sammeln 
Der alte Geiß muss manchmal in dem Wald Holz sammeln. 
erkennen 
Der Experte erkannte sofort, dass das Gemälde eine Fälschung war. 
fressen 
Affen fressen gern Bananen. 
Meine Katze frisst mir aus der Hand. 
verfeinern 
Der Wolf frass Kreide, um seine Stimme zu verfeinern. 
verstecken sich 
Der gesuchte Brief hat sich zwischen anderen Schriften versteckt. 
einschlafen 
Ich bin erst weit nach der Mitternacht eingeschlafen. 
rufen 
Sie rief „Herein!“, als er klopfte. 
geschehen 
Hier geschehen oft Unfälle. 
Was ist hier geschehen? 
bewegen sich 
Morgens bewegen sich viele alte Leute in der frischen Luft. 
Du musst dich mehr bewegen, sonst wirst du zu dick. 
schneiden +A 
Ich möchte das schöne Foto aus der Zeitung schneiden. 
ausschlafen 
Am Wochenende will ich endlich einmal ausschlafen. 
beugen 
Der Arzt beugt sich über den Kranken. 
Der Bauer arbeitet mit gebeugtem Rücken. 
ertrinken 
Er ist beim Baden im Atlantik ertrunken. 
passieren 
Wie konnte es nur passieren? 
Da kommt der Feuerwehr. – Da muss etwas passiert sein. 
begegnen +D 
Als ich aus der Bahn ausstieg, begegnete ich meinem Lehrer. 
Wir sind uns gestern in der Stadt begegnen. 
aufsetzen 
Bevor er ausgeht, setzt er immer einen Hut auf. 
bee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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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 einem Witz beendete er seinen Vortrag. 
mitnehmen 
Was soll man mitnehmen, wenn man eine Reise machen will? 
aufräumen 
Es ist alles in deinem Zimmer durcheinander, du musst es endlich aufräumen. 
TÜ1—TÜ4 
GÜ1—GÜ7 
Woche 8 
Intentionen 
Befehlen:  
Wichtige Redemittel 
Lesen Sie bitte den Text! 
Fahren Sie mit dem Taxi! 
Kommt früher nach Hause! 
Schreib mir bald! 
Sei doch ruhig! 
Hab doch keine Angst! 
IÜ1, IÜ2 
Hörverstehen 
Wie Bertolt Brecht in die nächste Klasse kam 
Vorentlastung 
Wer ist Bertolt Brecht? 
Wissen Sie was von ihm? 
HÜ1-HÜ3 
Leseverstehen 
Die chinesische Nachtigall 
bewundern + A 
Ich bewundere sie wegen ihrer Geduld mit den drei Kindern. 
beschreiben + A 
Sie beschrieb der Polizei den Dieb so genau, dass diese ihn festnehmen konnte. 
gelangen + A 
Er konnte nicht ans andere Ufer gelangen. 
Das Paket ist an eine falsche Adresse gelangt. 
erfahren 
Ich habe durch Fernsehen erfahren, dass sie verheiratet ist. 
verlangen + A+(von) 
Früher verlangten die Lehrer von ihren Schülern unbedingten Gehorsam. 
erholen sich 
Nach der Krankheit soll er sich gut erholen. 
LÜ1 
Grammatik 
1. Präteritum 
Bildung: Siehe S. 90, regelmäßige Verben und unregelmäßige Verben 
Gebrauch 
A. 常用于小说、童话的叙述体。如：Es war ein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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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常用于连续叙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如： 
Am letzten Sonntag war das Wetter schön. Wir wollten einen Ausflug machen. Wir standen sehr früh 

auf. Nach dem Frühstück fuhren wir mit dem Fahrrad los. Wir hatten eine herrlichen Tag. Gegen fünf Uhr 
nachmittags kamen wir nach Hause zurück. 

2. Plusquamperfekt 
Bildung: hatte/war (人称变位形式)+ P. II 
Gebrauch 
过去完成时用于表达过去一个动作之前发生的动作或行为。 
Beispiele: 
Als er am Bahnhof ankam, war der Zug gerade abgefahren. 
Wir dachten, dass sie die Prüfung schon bestanden hatten. 
3. Temporalsatz mit „als“ „wenn“ „nachdem“ und „bis“ 
1) als 引导时间从句，表示过去发生的一次性的行为和动作。主从句一般都用过去时。 
Als es 8 Uhr war, begann die Vorlesung. 
Er freute sich sehr, als er die Einladung von der TU Berlin bekam. 
2) wenn 引导时间从句，表示过去多次发生的行为和动作或现在、将来一次或多次发生的行为

和动作。 
Sie besuchte mich, wenn sie nach Nanjing kam. 
Wenn der Wecker klingelt, stehe ich sofort auf. 
3) nachdem 
主句 从句 
时态 现在时 现在完成时 
过去时 过去完成时 
Beispiele: 
Ich gebe dir den Roman zurück, nachdem ich ihn gelesen habe. 
Nachdem ich gefrühstückt hatte, begann ich zu arbeiten. 
4) bis 引导的时间从句表示主句动作延续到从句动作发生为止。提问用 bis wann. 
Beispiele: 
Ich warte, bis du kommst. 
Wir warten, bis er die Hausaufgaben gemacht hat. 
学习目标： 
1. 了解童话这种文学体裁的主要特点。 
2. 掌握过去时、过去完成时和四个引导时间状语从句的连词（als, wenn, nachdem和 bis）的

用法。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5：Leute und Städte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介绍了德国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和城市，使学生能够对这些人物和城市有所了解。主课

文“德国名人和他们的城市”里介绍了德国著名诗人歌德、作曲家贝多芬和汽车设计师波尔舍以及他
们出生或工作过的城市法兰克福、波恩和沃尔夫斯堡。歌德和贝多芬在中国是耳熟能详的人物。选

择汽车设计师波尔舍是因为他对德国的工业、特别是汽车工业的发展来说具有某种代表性。听力课

文“你在德国怎么样？”通过在上海大众工作的工程师高明和他的德国同事施密特先生的对话，叙述
了高明在德国的旅程和他眼中的德国城市。阅读课文向学生重点介绍极具特点和魅力的德国第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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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慕尼黑。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说明时间。 
本单元的语法知识点是由“der, das, die und wo”引导的关系从句。 
Woche 9 
Einführung 
Schauen Sie bitte die Bilder auf Seite 96. 
Wer sind sie? 
Kennen Sie die Städte von der Seite 97? 
Haben Sie früher schon von Bonn, Frankfurt und Wolfburg gehört? 
Welche berühmte Deutsche und welche deutsche Städte kennen Sie noch? 
Text: Berühmte Deutsche und ihre Städte 
Wortschatz 
zur Welt kommen 
Sein Sohn kommt nächsten Monat zur Welt. 
jds. Namen tragen 
Der Sportwagen Porsche trägt den Namen seines Konstrukteurs. 
sich etwas leisten können 
Viele Leute können sich einen VW leisten. 
benannt + nach 
Die Stadt ist nach einem Schloss benannt. 
TÜ1—TÜ5 
GÜ1—GÜ5 
Woche 10  
Intention: 
Zeitliche Angaben ausdrücken 
Redemittel 
Wann?                              Im Jahre 
Wie lange?                          Am ... 
Von wann bis wann?                   Im ... 
Seit wann?                           Als... 
Ab wann?                           Mit ... Jahren 
                                   Von ... bis... 
                                   Seit... 
                                   Ab... 
                                   Zuerst ..., dann ... 
IÜ1, IÜ2, IÜ3 
Hörverstehen 
Wie war es in Deutschland 
Vorentlastung 
Was wissen Sie von Heidelberg, Hannover, München, Berlin und Hamburg? 
HÜ1, HÜ2, HÜ3 
Leseverstehen 
München – Stadt an der Isar 
fühlen + sich 
Ich fühle mich hier wie zu Hause. 
Er fühlt sich nicht wo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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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treten 
Mit 20 Jahren ist sie in die kommunistische Partei eingetreten. 
entwickeln + sich 
Die Stadt hat sich schnell entwickelt. 
nach wie vor 
Shanghai ist nach wie vor die größte Stadt Chinas. 
Grammatik: Relativsatz 
Relativpronomen 
 m n f Pl. 
N der das die die 
G dessen dessen deren deren 
D dem dem der denen 
A den das die die 
Beispiele: 
Goethe, der „Faust“ geschrieben hat, war ein großer Dichter. 
Die Studentin, deren Arbeit ich sehr gut finde, spricht gut Deutsch. 
Das Kind, dem ich oft Geschichten erzähle, ist 6 Jahre alt. 
Die Studenten, die wir heute getroffen haben, lernen gut Deutsch. 
注： 
1）关系从句由关系代词引导。关系代词的性和数与它所限定的名词一致，格取决于它在从句

中的句法地位。 
2）关系代词在从句中如受介词支配，介词位于其前面。 
Der Freund, mit dem ich eine Reise in China gemacht habe, kommt aus Bonn. 
Relativsatz mit „wo“ 
Er fährt morgen nach Berlin, wo er früher gearbeitet hat. 
In München, wo man viel Bier trinkt, findet jedes Jahr das Oktoberfest statt. 
由 wo引导的关系从句说明地点，一般用于国家或城市等专有名词后。 
Woche 11 Zwischenprüfung 
学习目标： 
1. 了解德国的主要城市和人物的相关内容。 
2. 掌握是由“der, das, die und wo”引导的关系从句。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6：Computer und Internet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电脑和互联网。主课文“我是这样开始的”通过一位德国老人叙述他初学电脑的

经历，反映了电脑和互联网已经与我们日常生活悉悉相关的主题，向我们展现了一幅亲切生动的日

常生活场景。在听力课文“电脑带给我乐趣”里，通过记者和十六岁的马尔库斯之间的谈话，可以了
解到这个青年人用电脑做些什么、上机多长时间、他未来的打算等。阅读课文由四个小广告组成。

这些电子方面的产品或服务都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主课文、听力课文和阅读课文均紧紧围

绕电脑和互联网这一主题，引入常用的相关语言材料，使学生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够掌握这些当今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可或缺的词汇和表达方法。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对物体进行描述。本单元的

语法知识点是被动态（I）。 
Woch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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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führung 
Frage: Was kann man mit dem Computer machen? 
Antworten: eine Arbeit schreiben, E-Mails schicken, Nachrichten lesen, Bilder zeichnen, den Text 

bearbeiten, im Internet surfen, Leute im Internet kennen lernen usw. 
Text: So habe ich angefangen 
interessieren + A/ sich + für 
Am meistens interessiere mich alte Briefmarken. 
Mein Bruder interessiert sich für Musik. 
treffen + A/ sich + mit 
Ich habe sie beim Einkaufen getroffen. 
Er trifft sich mit seiner Freundin um 6 Uhr im Park. 
TÜ1—TÜ5 
GÜ1—GÜ8 
Woche 13 
Intention: sachlich erklären 
Redemittel 
Was für ein Gerät ist das? 
Was für eine Maschine ist das? 
Was ist das? 
Was macht man mit ...? 
Können Sie mir mal erklären, was das ist? 
Kannst du mir sagen, was... 
Das ist ein Gerät, mit dem... 
Das ist eine Maschine, mit der.... 
Das ist ein Apparat, mit dem... 
Man kann damit... 
IÜ1, IÜ2, IÜ3, IÜ4 
Hörverstehen 
Der Computer macht mir Spaß 
Fragen 
Wer ist die Hauptrolle? 
Worüber sprechen die Frau und der Junge 
Was macht der Junge mit dem Computer? 
HÜ1, HÜ2, HÜ3, HÜ4 
Leseverstehen 
Willkommen in der digitalen Welt 
bieten (+D) + A 
Der Urlaub bot ihn endlich die Gelegenheit, bei seiner Familie zu sein. 
kriegen + A 
Hat die Polizei den Einbrecher gekriegt? 
LÜ1, LÜ2 
Grammatik 
Passiv (I) 
1. Bildung 
A. 被动态的现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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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Lehrer fragt den Studenten. – Der Student wird gefragt. 
B. 被动态的过去时： 
Der Lehrer fragte die Studenten. – Die Studenten wurden gefragt. 
C. 被动态的现在完成时 
Der Lehrer hat mich gefragt. – Ich bin gefragt worden. 
D. 被动态的过去完成时 
Der Lehrer hatte die Schüler gefragt. – Die Schüler waren gefragt worden. 
E. 被动态的将来时 
Der Lehrer wird dich fragen. – Du wirst gefragt werden. 
F. 带情态动词的被动态 
Er muss seinen Freund fragen. – Sein Freund muss gefragt werden. 
G. 带情态助动词的被动态（过去时） 
Wir könnten den Lehrer verstehen. – Der Lehrer konnte verstanden werden. 
2. Gebrauch 
A. 被动句强调动作或行为，主语是动作或行为的承受者。原来主动句中的第四格宾语在被动

句中变为主语。 
Der Lehrer fragt den Studenten. – Der Student wird gefragt. 
B. 在被动态的句子中如需表明动作的发出者，由介词 von 带出（多用于人）；表示动作的原

由或起因，由介词 durch带出（多用于物）。 
Der Lehrer fragt den Studenten. – Der Student wird von dem Lehrer gefragt. 
Die modernen Maschinen haben die Produktion erhöht. – Die Produktion ist durch die modernen 

Maschinen erhöht worden. 
学习目标： 
1. 了解电脑和互联网这个主题的相关内容。 
2. 掌握被动态（I）的用法及如何对物体进行描述。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7：Beruf und Arbeit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主题是职业与工作。通过主课文“您对本职工作满意吗？”，听力课文“年轻人及其职业

愿望”和阅读课文“理想的职业是不多的”来体现这一主题。在主课文中，四个不同职业的德国人谈
了各自对职业的满意程度，并陈述了理由。听力课文介绍了德国某电台为了了解目前德国年轻人的

职业愿望，特意邀请了四个中学生来到电台，对他们进行了采访，询问他们以后想从事的职业。每

个学生都有自己较为明确的想法，并说明了为何选择这一职业的理由。阅读课文是一篇篇幅不长的

短文，描述了来自德国农村的女孩尼库拉在城里找工作的艰辛，找到工作后工作地点与住处相距较

远，两地来回奔波的疲惫及不能和城里女孩融洽相处的困惑。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表达相反意见。

本单元的语法点较为简单，介绍了让步从句 obwohl 和三个不定式结构 haben ... zu, sein... zu, 
scheinen ... zu的用法。 

Woche 14 
Einführung 
Wer macht was? 
Krankenschwester          die Reisegruppe begleiten 
Kaufmann                Autos reparieren 
Kfz-Mechaniker           Geschäfte ma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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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seleiterin              den Kranken Spritzen geben 
Text: Sind Sie mit Ihrem Beruf zufrieden? 
Wortschatz 
zufrieden + mit 
Der Lehrer ist zufrieden mit den Hausaufgaben der Studenten. 
übernehmen + A 
Er hat die Fabrik seines Vaters übernommen. 
Lust haben + zu 
Hast du Lust dazu? 
das Abitur machen 
Wenn man studieren will, muss man zuerst das Abitur machen. 
auskommen + mit 
Er kommt mit seinen Kollegen gut aus. 
darüber hinaus 
Er verdient sehr viel, darüber hinaus kann er auch viel Reisen. 
TÜ1—TÜ5 
GÜ1—GÜ7 
Woche 15 
Intention: 
Widersprüche ausdrücken 
Wichtige Redemittel 
obwohl ... 
..., trotzdem... 
Trotz... 
..., aber... 
...zwar ..., aber 
..., dennoch... 
..., allerdings ... 
IÜ1, IÜ2, IÜ3 
Hörtext: Jugendliche und Ihre Berufswünsche 
Vorentlastung 
Welche Fragen würden Sie stellen, wenn Sie Jugendliche über Ihre Berufswünsche interviewen? 
HÜ1, HÜ2, HÜ3, HÜ4 
Lesetext: Traumberuf sind ganz selten 
beginnen + (mit) 
Wie kann ich mit meinem Studium in Deutschland beginnen? 
empfinden + A + als 
Die Kollegen empfinden ihn als unhöflich. 
abbrechen + A 
Immer mehr Studenten haben ihr Studium abgebrochen. 
entfernt + von 
Das Rathaus ist 10km von der Universität entfernt. 
LÜ1, LÜ2, LÜ3 
Grammatik 
1. Konzessivsatz mit „obwo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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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obwohl (尽管，虽然)引导让步从句。 
Beispiel: 
Er geht noch zur Arbeit, obwohl er Kopfschmerzen hat. 
Obwohl er Kopfschmerzen hat, geht er noch zur Arbeit. 
Er hat Kopfschmerzen, trotzdem geht er zur Arbeit. 
Obwohl Tobias schon über zwei Monate eine Stelle gesucht hat, hat er noch keine gefunden. 
2. Infinitivkonstruktionen mit „haben ... zu“ und „sein...zu“ 
haben + zu 和 sein + zu结构通常表示必要性或可能性。haben + zu具有主动意义。 sein + zu则

具有被动意义。相当于带有情态动词 müssen, sollen或 können的主动句和被动句，其确切意思应视
上、下文而定。 

haben + zu 
Beispiele: 
A: Warum kommt er nicht? 
B: Sein Kind ist krank. Er hat es ins Krankenhaus zu bringen. 
 (Er muss sein krankes Kind ins Krankenhaus bringen.) 
A: Warum seid ihr noch im Büro? 
B: Wir haben noch einen Brief zu übersetzen. 
(Wir sollen noch einen Brief übersetzen.) 
sein + zu 
Beispiele: 
Vor dem Verlassen des Büros ist das Licht auszumachen. 
(Vor dem Verlassen des Büros muss das Licht ausgemacht werden.) 
Der Satz war nicht zu verstehen. 
(Der Satz konnte nicht verstanden werden.) 
3. Infinitivkonstruktion mit „scheinen ... zu“ 
scheinen + zu构成复合谓语，其含义为“似乎”，“好像”。 
Beispiele: 
Er sieht blass aus. Er scheint krank zu sein. 
Im Zimmer ist es dunkel. Sie scheint noch nicht nach Hause gekommen zu sein. 
学习目标： 
1. 了解职业和工作这个主题的相关内容。 
2. 掌握让步从句 obwohl和三个不定式结构 haben ... zu, sein... zu, scheinen ... zu的用法。 学

会表达相反的意见。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Woche 16 综合复习答疑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Lektion 1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2 Lektion 1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3 Lektion 2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4 Lektion 2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5 Lektion 3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6 Lektion 3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7 Lektion 4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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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Lektion 4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9 Lektion 5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10 Lektion 5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11 期中考试 4 重点考查前 4课的主要内容 
12 Lektion 6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13 Lektion 6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14 Lektion 7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15 Lektion 7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16 综合复习，答疑 4 语法和词汇总结以后三课为主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德语（一） 
后续课程：德语（三），德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语言知识的传授和语言技能的训练。 
难点： 如何将语言学习和社会文化知识相结合。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情景教学法。 
2) 语法翻译教学法 
教学手段： 
1) 直观教学手段，师生互动性交流。 
2) 电化教学手段。课件展示包括：文化背景、语言阐释等。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桌椅可活动。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视实际情况具体操作。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试卷考核的语言能力层次分为识记、理解、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平时和期

末考核的内容和考点既重视语言基本功（如动词造句等），也强调综合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如不

同形式的阅读理解题），因此各题型的评分标准也不相同。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

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
测情况；期中考试占 2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单元结束均会布置相应的口笔头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师会自主编选符合每个单元的阅读以及练习材料；结合本校实践

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初级语法训练资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新编大学德语》第 2册 
编著者：朱建华 尚祥华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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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芳本、叶本度：《莱茵浪花—德国社会面面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年 4 月
第一版 

2） 王露阳、贺艳玲、印芝红：《走进德国—历史文化》、《走进德国—社会经济》、《走进德国
—多元化观念》，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 8月第一版 

执笔：霍颖楠。审稿： XX  。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制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6日 

 

日语（一）（第二外语） 
Japanese I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课程号：30800041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本课程的学习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语音阶段，注重发音准确，文字书写正确。 
第二阶段为句型练习结合会话练习，在牢固掌握句型的同时，设定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各

样的场面进行会话练习。并结合听力练习掌握正确的发音和音调。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上述两阶段的学习，最终达到能够初步掌握日语的简单句型，为进一步

学习日语（二）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发音、书写文字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五十音图 
1． 清音的发音及书写（平假名与片假名） 
平仮名 
あ い う え お 

  か き く け こ 
  さ し す せ そ 
  た ち つ て と 
  な に ぬ ね の 

片仮名 
  ア イ ウ エ オ 
  カ キ ク ケ コ 
  サ シ ス セ ソ 
  タ チ ツ テ ト 
  ナ ニ ヌ ネ ノ 

2． 浊音、半浊音的发音及书写 
が ぎ ぐ げ ご 

  ざ じ ず ぜ ぞ 
  だ ぢ づ で ど 

ガ ギ グ ゲ ゴ 
  ザ ジ ズ ゼ ゾ 
  ダ ヂ ヅ デ 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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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文字、五十音图的清音（前半）以及浊音、半浊音（前半）的发音及书写。 
2．掌握日语清音、浊音、半浊音的发音及书写。 
作业：记住所学清音和浊音的发音及书写。 

知识单元 2：发音、书写文字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清音的发音及书写（平假名与片假名） 
平仮名 
は ひ ふ へ ほ 
ま み む め も 

  や い ゆ え よ 
  ら り る れ ろ 
  わ い う え を 

片仮名 
ハ ヒ フ ヘ ホ 

  マ ミ ム メ モ 
  ヤ イ ユ エ ヨ 
  ラ リ ル レ ロ 

ワ イ ウ エ ヲ 
2． 浊音、半浊音的发音及书写 

  ば び ぶ べ ぼ 
  ぱ ぴ ぷ ぺ ぽ 
  バ ビ ブ ベ ボ 

パ ピ プ ペ ポ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文字、五十音图的清音（后半）以及浊音、半浊音（后半）的发音及书写。 
2．掌握日语清音、浊音、半浊音的发音及书写。 
作业：记住所学清音和浊音的发音及书写。 

知识单元 3：发音、书写文字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拨音、促音、长音 
んー “M” さんぽ しんぶん しんまい 
 “N” はんとう もんだい ほんらい しんねん 
 “NG” へんか れんあい ばん 
っー おと おっと 
さか さっか 
くし くっし 
さっか サッカー 
長音― いえ  いいえ 
くろ  くうろ 
とり  とおり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拨音、促音、长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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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日语拨音、促音、长音的发音及书写。 
作业：记住所学拨音、促音、长音的发音及书写。 

知识单元 4：发音、书写文字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拗音、拗长音、拗拨音、拗促音以及日语口语中的语音变化及外来语的发音 
1   拗音 

  きゃ きゅ きょ 
  しゃ しゅ しょ 
  ちゃ ちゅ ちょ 
  にゃ にゅ にょ 
  ひゃ ひゅ ひょ 
  みゃ みゅ みょ 
  りゃ りゅ りょ 
  ぎゃ ぎゅ ぎょ 
  じゃ じゅ じょ 
  ぢゃ ぢゅ ぢょ 
  びゃ びゅ びょ 
  ぴゃ ぴゅ ぴょ 

2  拗长音、拗拨音、拗促音 
  きゃあ きゅう きょう 
  きゃん きゅん きょん 
例： やきゅう ぎゅうにゅう きょうさんとう 
   しょうりゃく  りょうど  ちゅうかじんみんきょうわこく 
   しゅっせき  ちょっと シャッター しゅんかん じゅんび 
3  元音无声化 
例：きく ひかり ちから つき くさ ふたつ  
4  外来语 
例：ラジオ ナイフ スタート オ－バー ガラス パン ピアノ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拗音、拗长音、拗拨音、拗促音以及日语口语中的语音变化及外来语的发音及

书写。 
2．掌握日语拗音、拗长音、拗拨音、拗促音以及日语口语中的语音变化及外来语的发音及书

写。 
作业：记住所学拗音、拗长音、拗拨音、拗促音以及日语口语中的语音变化及外来语的发音及

书写。 
知识单元 5：第一课 李さんは中国人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 は 名 です 
*助詞 ～は 
*助詞 ～です 
*助詞 名＋の＋名 
私は王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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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さんは中国人です。 
わたしは日本人です。 
2．名 は 名 ではありません 
*助詞 ではありません 
*～さん  王さん・田中さん 
森さんは学生ではありません。 
わたしは日本人ではありません。 
わたしは田中じゃありません。 
3．名 は 名 ですか 
*助詞 ～ですか 
* はい、～ 
いいえ、～ 
あなたは小野さんですか。 
―はい、小野です。 
ギムさんは中国人ですか。 
―いいえ、中国人ではありません。 
森さんは学生ですか。 
―はい、そうです。 
―いいえ、ちがいます。 
4． 名 の 名 
李さんは JC企画の社員です。 
北京旅行社は中国の企業です。 
デュボンさんは大学の先生です。 
表現・語彙 
1．人称 
① わたし あなた あの人 
わたしは李です。 
あの人は森さんですか。 
② ～さん 
2．省略① （第一、第二人称主語の省略）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名词句句型 名 は 名 です 
名 は 名 ではありません 
名 は 名 ですか 
       名 の 名 
2．掌握第一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一课 

知识单元 6：第二课 これは本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これ／それ／あれ は 名です 
「これ、それ、あれ」の使い分け 
これは本です。 
それはかばん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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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れはテレビです。 
2．誰ですか／何ですか 
それは何ですか。 
あの人は誰ですか。 
スミスさんはどなたですか。 
3．名 の 名（所属） 
私の鍵 
田中さんの車 
4．この／その／あの 名 は 名 です 
「この、その、あの」と「これ、それ、あれ」の使い分け 
この本はわたしのです。 
その自動車は森さんのです。 
あのノートは誰のですか。 
5．どれ／どの 名 
森さんのかばんはどれですか。 
長嶋さんの傘はどれですか。 
小野さんの机はどの机ですか。 
6．100以下の数字 
表現・語彙 
1．方（敬語①） 
あの方は田中さんです。 
2．年齢の聞き方（敬語②） 
おいくつですか。 
3．どうぞ 
これは中国の名産品です。どうぞ。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はい」と「ええ」 
5．親族の言い方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名词句句型  これ／それ／あれ は 名です 
誰ですか／何ですか 
名 の 名（所属）    
この／その／あの 名 は 名 です 
どれ／どの 名 
100以下の数字 
2．掌握第二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二课 

知识单元 7：第三课 ここはデパート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ここ／そこ／あそこ は 名 です 
*ここ、そこ、あそこ 
ここはデパートです。 
そこは図書館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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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そこは入り口です。 
2．名 は 名（場所）です 
食堂はデパートの七階です。 
トイレはここです。 
小野さんは事務所です。 
3．名 は どこですか 
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 
―あちらです。 
あなたのかばんはどこですか。 
―わたしのかばんはここです。 
4． 名も 名です 
ここは JC企画のビルです。 
あそこも JC企画のビルです。 
李さんは中国人です。 
張さんも中国人です。 
あなたも中国人ですか。 
5．名 は 名 ですか、名 ですか 
かばん売り場は１階ですか、二階ですか。 
今日は水曜日ですか、木曜日ですか。 
林さんは韓国人ですか、日本人ですか。 
―日本人です。 
6．名 はいくらですか 
これはいくらですか。 
その服はいくらですか。 
7．100以上の数字 
表現・語彙 
1．一階 
2．省略②（述語の省略） 
マンションの隣は？ 
3．敬語③ 
① こちら／そちら／あちら／どちら 
受付はどこですか。 
－あそこです。 
受付はどちらですか。 
－あちらです。 
② お国はどちらですか。 
会社はどちらですか。 
－１ 上海です。 
－2 JC企画です。 
4. 略語 
パソコン／コンビニ／デジカメ 
5. あのう（話しかけ） 
あのう、課長・・・・ 
－何ですか。 
6. ～ですか（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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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のう、東京の地図はどこですか。 
－地図ですか（↗）。そちらです。 
それはパソコンです。 
－パソコンですか（↘）。 
7. 英文字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名词句句型  ここ／そこ／あそこ は 名 です 
名 は 名（場所）です 
名 は どこですか    
名も 名です 
名 は 名 ですか、名 ですか 
名 はいくらですか 
100以上の数字 
2．掌握第三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三课 

知识单元 8：第四课 部屋に机といすがあり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あります」と「います」 
① 名（場所）に名（物／人）があります／います 
部屋に机があります。 
ここに本があります。 
庭に何がありますか。 
部屋に猫がいます。 
公園に子供がいます。 
あそこにだれがいますか。 
② 名（物／人）は名（場所）にあります／います 

  いすは部屋にあります。 
  本はここにあります。 
  図書館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か。 
  吉田さんは庭にいます。 
  子供は公園にいます。 
  犬はどこにいますか。 
  小野さんの家はどこですか。 
  小野さんの家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か。 
  林さんはどこですか。 
  林さんはどこにいますか。 

2.名 と 名 (並列) 
時計と眼鏡 
ビールとウィスキー 
居間にテレビとビデオがあります。 
3.上／下／前／後ろ／隣／中／外 
机の上に猫がいます。 
会社の隣に花屋があ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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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は箱の中にいます。 
売店は駅の外にあります。 
4.ね（確認） 
あそこに犬がいますね。 
この新聞は林さんのですね。 
駅の前に銀行がありますね。 
5.疑問詞＋も＋動（否定） 
教室に誰もいません。 
冷蔵庫に何もありません。 
表現・語彙 
1. 「上」の示す範囲 
○壁にスイッチがあります。 
×壁の上にスイッチがあります。  
2．ええと 
小野さん、会社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か。 
－ええと、ここです。 
3．「ご家族」「ご兄弟」「ご両親」（敬語④）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あります」と「います」 
① 名（場所）に名（物／人）があります／います 
② 名（物／人）は名（場所）にあります／います  
名 と 名 (並列) 
上／下／前／後ろ／隣／中／外 
ね（確認） 
疑問詞＋も＋動（否定） 
2．掌握第四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四课 

知识单元 9：第五课 森さんは 7時に起き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今 ～時～分です 
今 4時です。 
今 何時ですか。 
―８時 30分です。 
時刻・曜日・その他の時間の表し方を導入 
2．動 ます／動 ません 
動 ました／ 動 ませんでした 
森さんは 7時に起きます。 
田中さんは今日働きません。 
森さんは先週休みました。 
わたしは昨日働きませんでした。 
田中さんは明日働きますか。 
李さんは先週休みましたか。 
3． 名（時間）に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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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さんは 7時にい起きます。 
学校は 8時半に始まります。 
わたしは明日休みます。 
4. 名（時間）から名（時間）まで 動 

  わたしは 9時から 5時まで働きます。 
  森さんは月曜日から水曜日まで休みました。 
  わたしは 9時から働きます。 
  森さんは 2時まで勉強します。 

5．いつ 動 ますか 
  試験はいつ始まりますか。 
  仕事は何時に終わりますか。 
  展覧会はいつから始まりますか。 
  張さんは何曜日まで休みますか。 
  －火曜日までです。 

6．は（対比） 
  小野さんは今日は休みます。 
  森さんは毎朝何時に起きますか。 
  －いつもは 7時ごろです。 

表現・語彙 
1．人称 （職場で） 
遅刻ですね。 
－すみません、課長。 
課長さん、お宅はどちらですか。 
－神戸です。 
2．「～です」の使い方 
北京支社は何時に始まりますか。 
－8時で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今 ～時～分です 
動 ます／動 ません 
動 ました／ 動 ませんでした 
名（時間）に 動 
名（時間）から名（時間）まで 動 
いつ 動 ますか 
は（対比） 
2．掌握第五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五课 

知识单元 10 ：第六课 吉田さんは来月中国へ行き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場所）へ 動 
吉田さんは来月中国へ行きます。 
森さんは日本へ帰ります。 
李さんはどこへ行きました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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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場所）から 動 
李さんは先月北京から来ました。 
あの方はどこから来ましたか。 
3．名（人）と 動 
小野さんは友達と帰りました。 
李さんはだれと日本へ来ましたか。 
4．名（交通機関）で 動 
上海まで飛行機で行きます。 
わたしはバスで家へ帰ります。 
李さんは歩いてアパートへ帰りました。 
京都へなんで来ましたか。 
5. 名（場所）から 名（場所）まで 動 
森さんは東京から広島まで新幹線で行きます。 
李さんは駅からアパートまで歩いて帰りました。 
6．「に／で／へ／から／まで／と」＋は 
わたしの部屋には電話がありません。 
韓国へは行きました。中国へは行きませんでした。 
7．暦 
表現・語彙 
1．「～です」の使い方② 
2．「家」と「うち」 

  わたしの家はここです。 
  スミスさんの家にはプールがあります。 
  うちには子供がいません。 

3．まっすぐ帰ります。 
4．「それ」の用法 
毎日夜 11時まで働きます。 
－それは大変ですね。 
5．お疲れさまでした。 
6．月の言い方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名（場所）へ 動 
名（場所）から 動 
                    名（人）と 動 
名（交通機関）で 動 
名（場所）から 名（場所）まで 動 
「に／で／へ／から／まで／と」＋は 
2．掌握第六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六课 

知识单元 11 ：第七课 李さんは毎日コーヒーを飲み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 を 動 
李さんは毎日コーヒーを飲み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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わたしは毎日ジョギングをします。 
わたしは新聞を読みません。 
李さんは毎朝何を食べますか。 
2．名（場所）で 動 
李さんは図書館で勉強します。 
わたしはコンビニでお弁当を買います。 
今日どこで新聞を読みましたか。 
3．名 か 名 
わたしは毎朝パンかお粥を食べます。 
休みは何曜日ですか。 
―休みは月曜日か火曜日です。 
4．名 をください 
コーラとケーキをください。 
申込書をください。 
この本をください。 
表現・語彙 
1．「なん」と「なに」 
2．そうですか 
いつもそば屋で昼ご飯を食べます。 
－そうですか（↘）。 
3．そうですね① 
李さん、今日はそば屋へ行きますか。 
－そうですね。 
4．じゃあ 
5. あいさつ 
① 失礼します 
② いってらっしゃい 
いってまいります／いってきます 
③ ただいま 
お帰りなさい 
④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6．すみません（話しかけ②）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名 を 動 
名（場所）で 動 
名 か 名 
名 をください 
2．掌握第七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七课 

知识单元 12 ：第八课 李さんは日本語で手紙を書き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工具）で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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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さんは日本語で手紙を書きます。 
手紙を速達で送りました。 
新聞紙で紙飛行機を作りました。 
何でうどんを作りますか。 
2．名 1（人） は 名 2（人） に 名 3（物）を あげます 
わたしは小野さんにお土産をあげます。 
小野さんは森さんにチョコレートをあげました。 
弟は小野さんに花をあげました。 
母は長嶋さんにワインをあげました。 
3．名 1（人） は 名 2（人） に 名 3（物）を もらいます 
わたしは小野さんに辞書をもらいました。 
わたしは長嶋さんから写真をもらいました。 
森さんは長嶋さんにパンフレットをもらいました。 
母は小野さんにハンカチをもらいました。 
弟は長島さんから本をもらいました。 
4．名（人）に会います 
李さんは明日長島さんに会います。 
わたしは駅で森さんに会いました。 
5．よ（注意する） 
すみません、李さんはいますか。 
――もう帰りましたよ。 
6．もう 
昼ごはんを食べましたか。 
――ええ、もう食べました。 
表現・語彙 
1．～からもらいます 
父は会社から記念品をもらいました。 
2．「あげます」の使い方 
李さん、これどうぞ。 
－わあ、どうも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さっき」と「たった今」 
李さんはたった今帰りましたよ。 
4．電話／ファックス／メールをもらいます 
5．～件 
6．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①） 
すみません、田中さんをお願いします。 
これ、お願いします。 
7．分かりました 
もう一度ファックスをお願いします。 
－分かりました。 
8．ファックスもメールも 
9.前に（時間） 
前に田中さんにメールをもらいました。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名（工具）で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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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1（人） は 名 2（人） に 名 3（物）を あげます 
名 1（人） は 名 2（人） に 名 3（物）を もらいます 
名（人）に会います 
よ（注意する） 
もう 
2．掌握第八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八课 

知识单元 13 ：第九课 四川料理は辛い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 は 一類形 です 
四川料理は辛いです。 
あのスープは冷たいです。 
このお茶は熱いです。 
2．一類形の述語に当たる場合の否定形 
このスープはあまり熱くないです。 
今日は寒くないです。 
この本は高くありません。 
注意点：いいですーよくないです／よくありません 
3．一類形の述語に当たる場合の過去形 
旅行はとても楽しかったです。 
昨日は寒くなかったです。 
昨日は寒く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注意点：いいですーよかったです／よく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4．一類形＋名 
広い国   青い海 
おいしい料理  白い紙 
注意点：×おいしいの料理 
5．を→は 
この本は李さんにもらいました。 
わたしはコーヒーは飲みません。 
×わたしはコーヒーをは飲みません。 
6．あまり 一類形／動（否定）   
このスープはあまり熱くないです。 
試験はあまり難しく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7．程度を表す副詞① 
とても／たいへん〉少し／ちょっと〉あまり～ません〉全然～ません 
この料理はとてもおいしいです。 
このスープは少し辛いです。 
試験は全然難しく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8．常用の一類形容詞 
表現・語彙 
1．「多い」と「少ない」 
単独で名詞を修飾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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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園にたくさんの人がいます。 
×公園に多い人がいます。 
2．～用 
子供用 女性用  お客様用 ワイン用のグラス 
3．熱くないですか。(否定の疑問文) 
－はい、熱くないです。 
－いいえ、熱くないです。 
4．ちょうどいい 
この浴衣はちょうどいいです。 
李さん、熱くないですか。 
－いいえ、ちょうどいいです。 
5．味の表し方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名 は 一類形 です。 
                    一類形の述語に当たる場合の否定形 
                    一類形の述語に当たる場合の過去形 
                    一類形＋名 
を→は 
あまり 一類形／動（否定） 
程度を表す副詞① 
常用の一類形容詞 
2．掌握第九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九课 

知识单元 14 ：第十课 京都の紅葉は有名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 は 二類形です・でした 
京都の紅葉は有名です。 
この通りは静かです。 
この町はにぎやかでした。 
2．名 は 二類形 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この通りはにぎやかではありません。 
昨日は暇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3．名 は 二類形な 名です 
奈良は静かな町です。 
奈良はにぎやかな町ではありません。 
4．名 でした 
昨日は日曜日でした。 
おとといは休みでした。 
昨日は雨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おとといは曇り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5．どんな 名 
横浜はどんな町ですか。 
―とてもにぎやかな町です。 



7261 

張さんはどんな人ですか。 
―親切な人です。 
＊「何の」と「どんな」の区別 
6．どうですか 
この料理はどうですか。 
京都はどうでしたか。 
お茶、どうです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7．「でも」と「そして」 
わたしの部屋は狭いです。でもきれいです。 
わたしの部屋は狭いです。そして汚いです。 
8．常用の二類形容詞 
表現・語彙 
1．きれいです 
きれいな服 
×きれい服 
2．おとといは雨でした。 
雪です。 
3.ところで（話題転換） 
ああ。そうですか。ところで、この美術館にはそんな作品がありますか。 
4．～中 
（場所）＋中（じゅう） 世界中 日本中 学校中 
（時間／期間）＋中（じゅう） 一日中 一晩中 一年中 
5．形容詞＋の 
このパソコンはいかがですか。 
―もう少し小さいのがいいです。 
簡単なの 便利なの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名 は 二類形です・でした 
                    名 は 二類形 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名 は 二類形な 名です 
                    名 でした 
どんな 名 
どうですか 
「でも」と「そして」 
常用の二類形容詞 
2．掌握第十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十课 

知识单元 15 ：第十一课 小野さんは歌が好き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 1 は 名 2 が 形 です 
小野さんは歌が好きです。 
王さんは肉が嫌いです。 



7262 

林さんは犬が怖いです。 
2．名 1 は 名 2 が 分かります／できます 
スミスさんは韓国語が分かります。 
わたしはコンピュータができません。 
小野さんは料理が上手です。 
3．名 や 名 
吉田さんは時々中国や韓国へ行きます。 
森さんはサッカーや野球が好きです。 
わたしはお店で野菜や果物などを買いました。 
4．「～から」と「だから」（原因、理由） 
森さんはお酒が好きですから、毎日飲みます。 
寒いですから、窓を閉めます。 
窓を閉めます。寒いですから。 
キムさんは野菜が嫌いです。だから、あまり野菜を食べません。 
明日は休みです。ですから、子供と動物園へ行きます。       
5．頻度を表す副詞 
いつも よく ときどき たまに あまり～ません 全然～ません 
わたしはたまにコンサートへ行きます。 
李さんは時々映画を見ます。 
田中さんはあまり横浜へは行きません。 
6．どうしてですか 
ぼくは来月またここへ来ますよ。 
－どうしてですか。 
ここで友達の結婚式がありますから。 
表現・語彙 
1．ぼく（男性用語） 
2．ホテルで写真展があります 
来週、金曜日の夜 7時から、ホテルでパーティーがあります。 
3．いかがですか 
コーヒーはいかがですか。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今は結構です。 
4．そうですね② 
日本の食べ物はどうですか。 
－そうですね・・・、とてもおいしいです。でも、ちょっと高いです。 
5．迷います 
たくさん料理がありますね。何を食べますか。 
－うーん、迷いますね。 
6．気に入りました 
気に入りましたか。 
－はい、とても。 
7．省略③（述語の重複を避けるための答え方） 
北京ダックはおいしいですね。 
－ええ、とても（おいしいです）。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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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日语的句型   名 1 は 名 2 が 形 です 
                    名 1 は 名 2 が 分かります／できます 
                    名 や 名 
                   「～から」と「だから」（原因、理由） 
頻度を表す副詞 
どうしてですか 
2．掌握第十一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十一课 

知识单元 16 ：第十二课 李さんは森さんより若い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 1 は 名 2 より 形 です 
李さんは森さんより若いです。 
中国は日本より広いです。 
上海は北京よりにぎやかですか。 
2．名 1 より 名 2 のほうが 形 です 
日本より中国のほうが広いです。 
北京より東京のほうが暖かいです。 
大阪より東京のほうがにぎやかですか。 
3．名 1 は 名 2 ほど 一類形 くないです 
            二類形 ではありません 
神戸は大阪ほどにぎやかではありません。 
神戸は大阪ほどにぎやかではありません。 
わたしの部屋は王さんの部屋ほどきれ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4．名 1 の中で 名 2 が 一番 形 です 
スポーツの中でサッカーがいちばん面白いです。 
日本料理の中で寿司がいちばんおいしいです。 
日本で一番高い山は富士山です。 
日本で一番寒い月は 2月です。 
5．名 1 と 名 2 とどちらが 形 ですか。 
日本語と英語とどちらが難しいですか。 
―日本語のほうが難しいです。 
コーヒーと紅茶とどっちが好きですか。 
―紅茶のほうが好きです。 
―どちらも好きです。 
6．どの 名 ／いつ／どれ／だれ／何が一番 形 ですか。 
この中でどの料理がいちばんおいしいですか。 
―この料理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 
季節の中でいつが一番好きですか。 
―わたしは春がいちばん好きです。 
リンゴとナシとバナナの中でどれが一番好きですか。 
果物の中で何が一番好きですか。 
表現・語彙 
1．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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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少し太りました。 
最近 10年間は元気でした。 
注意点： ×最近北京へ行きます。(将来) 
2．～がいいです 
箱根のお土産は何がいいですか。 
－寄木細工がいいです。 
わたしは肉より魚のほうがいいです。 
3．やっぱり 
やっぱり雨が降りましたね。 
どのお茶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やっぱりウーロン茶です。 
4．～が・・・。（半分だけ話す場合） 
あのう、そこはわたしの席ですが・・・・。 
どちらがおいしいですか。 
－どちらもおいしいですよ。私はジャスミン茶が好きですが・・・。 
5．日本の主要地名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名 1 は 名 2 より 形 です 
                     名 1 より 名 2 のほうが 形 です 
名 1 は 名 2 ほど 一類形 くないです 
           二類形 ではありません 
                    名 1 の中で 名 2 が 一番 形 です 
                    名 1 と 名 2 とどちらが 形 ですか。 
どの 名 ／いつ／どれ／だれ／何が一番 形 ですか。 
2．掌握第十二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十二课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五十音图的清音以及浊音、半浊音的发音及书写（前半部分） ４ 语音、文字 
2 五十音图的清音以及浊音、半浊音的发音及书写（前半部分） ４ 语音、文字 
3 拨音、促音、长音的发音及书写 ４ 语音、文字 

4 
拗音、拗长音、拗拨音、拗促音以及日语口语中的语音变化及

外来语的发音 
４ 语音、文字 

5 第一課 李さんは中国人です ４ 句型、词汇 
6 第二課 これは本です ４ 句型、词汇 
7 第三課 ここはデパートです ４ 句型、词汇 
8 第四課 部屋に机といすがあります ４ 句型、词汇 
9 第五課 森さんは 7時に起きます ４ 句型、词汇 

10 第六課 吉田さんは来月中国へ行きます ４ 句型、词汇 
11 第七課 李さんは毎日コーヒーを飲みます ４ 句型、词汇 
12 第八課 李さんは日本語で手紙を書きます ４ 句型、词汇 
13 第九課 四川料理は辛いです ４ 句型、词汇 
14 第十課 京都の紅葉は有名です ４ 句型、词汇 
15 第十一課 小野さんは歌が好きです ４ 句型、词汇 
16 第十二課 李さんは森さんより若いです ４ 句型、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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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日语（二）、日语（三）、日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学习语音阶段：配合大量的典型单词与句子进行发音练习，并对日语单词、句子与外

来语的发音规律作简单总结。 
学习语法与句型阶段：结合教材教授基本的、使用频率高的日语句型、词汇、表现形式。 
难点：日语发音、句型、词汇的掌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语音、语法知识的教授采用教师主讲的教学方式。在单词、句型、表现形式的教授上采 
取师生互动式教学方式，设计生活场面、游戏等让学生尽可能使用日语。例如，初次见面 
时的 会话、商场购物、问路、指路等等。通过让学生观看介绍日本风光、风俗、日常生 
活的 VCD，学唱日语歌曲，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不仅在语言学习上获得收益，而且 
又可以多方面地了解日本，感受日本。 
教学手段：  
在教学中注重设定使用日语的场面和情形，培养学生从初级阶段开始用日语进行简单交流的意

识与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在会话的练习过程中，注意会话表现的简洁，

使用性高和日语表达自然等方面，提高会话的实际运用能力。 
重视日语学习初级阶段的听力培养，课堂上多使用日语，并结合课本进行听力练习。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标准日本语》初级、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4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标准日本语 初级同步练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8月 第 1版 

执笔：崔延花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1日 

 

日语（二）（第二外语） 
Japanese II  

课程号：30800042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在学习了日语（一）的基础上，继续学习日语（二）课程中的句型，进行

句型练习结合会话练习，在牢固掌握句型的同时，设定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场面进行会

话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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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日语（二）的学习，达到能够掌握日语的简单句型，为进一步学习日语

（三）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第十三课 机の上に本が 3冊あり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数量) ＋ 動 
机の上に本が 3冊あります。 
本を二冊買いました。 
緑茶を 3杯飲みました。 
教室に学生が 4人います。 
ガレージに車が５台あります。 
引き出しに鉛筆が１０本あります。 
切手を何枚買いましたか。 
2．名（時間） ＋ 動 
李さんは毎日 7時間働きます。 
昼１時間休みます。 
森さんは９時間寝ます。 
3．名（時間） に 名（回数） ＋ 動 
李さんは 1週間に 2回プールへ行きます。 
この花は２年に一度咲きます。 
4．動詞のます形 
5．名（場所） へ 動 に 行きます／来ます 
午後郵便局へ荷物を出しに行きます。 
小野さんはプールへ泳ぎに行きます。 
李さんはわたしの家へ遊びに来ました。 
6．名（数量） ＋ で 
このケーキは 3個で 500円です。 
このケーキは１個２００円です。 
表現・語彙 
１．数の数え方 
①数詞と量詞 
②週に２回 
③生ビールを３つ 
2．くらい／ぐらい 
ここから駅まで１キロメートルくらいです。 
このパソコンはいくらでしたか。 
－だいたい２０万円ぐらいです。 
3．どのぐ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家から会社までどのぐ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電車で 1時間ぐらいかかります。 
4．飲みに行きまます 
これから森さんと飲みに行きます。 
5．とりあえ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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とりあえず生ビールを３つお願いしま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名(数量) ＋ 動 
名（時間） ＋ 動 
名（時間） に 名（回数） ＋ 動 
動詞のます形 
名（場所） へ 動 に 行きます／来ます 
名（数量） ＋ で 
2．掌握第十三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十三课  

知识单元 2：第十四课 昨日デパートへ行って、買い物しました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動詞のて形 
2. 動 て 動 （相次いで発生①） 
昨日デパートへ行って、買い物しました。 
家へ帰って、宿題をします。 
図書館へ行って本を借りて、家へ帰ります。      
3．動 てから 動 （相次いで発生②） 
李さんは毎晩ラジオを聞いてから寝ます。 
昼ご飯を食べてから出かけます。 
家へ帰ってから、もう一度日本語の勉強をします。     
4．動 て ください 
ここに住所と名前を書いてください。 
この郵便を航空便で送ってください。 
5．名（場所） を 動 (経過)（離れる） 
李さんは毎朝 7時に家を出ます。 
この道をまっすぐ行って、橋を渡ってください。 
李さんは毎朝 7時に家を出ます。 
わたしは来年大学を卒業します。 
表現・語彙 
1．文の繋げ方 
図書館へ行って、勉強します。それから家へ帰って、手紙を書きます。 

  2．買い物します（サ変動詞） 
  3．駅前 駅の前 
  4．なかなか（程度を表す副詞） 
  李さんの日本語はなかなか上手ですね。 
  小野さんの料理はなかなかおいしいです。 
  5．～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 
  後で写真も見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 
  6．もう 
  李さんもう会社を出ますか。 
  7．すみませんが、～(話しかけ) 
  すみませんが、この書類をコピーして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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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そうしてください 
  速達で出しますか。 
  －ええ、そうしてください。 
  9．お金を下ろしま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動詞のて形 
動 て 動 （相次いで発生①） 
動 てから 動 （相次いで発生②） 
動 て ください 
名（場所） を 動 (経過)（離れる） 
2．掌握第十四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十四课 

知识单元 3：第十五课 小野さんは今新聞を読んでい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動 て います ① （動作中） 
小野さんは今新聞を読んでいます。 
森さんは今仕事をしています。 
太郎さんはコーヒーを飲んでいます。 
2．動 ても いいです 
家で仕事をしてもいいです。 
ここで写真を撮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いいですよ。 
3．動 ては いけません 
飛行機の中でタバコを吸ってはいけません。 
教室で物を食べてはいけません。 
この部屋に入ってはいけませんか。 
―はい、入ってはいけません。 
―いいえ、入ってもいいです。 
4．名（附着点）に 動 
日曜日、小野さんは公園でボートに乗りました。 
李さんは電車に乗りました。 
この椅子に座ってください。 
注意点： ×電車を乗ります。 
5．名（目的地） に 動 
李さんは病院に行きます。 
李さんは家に帰りました。 
＊ 「に」と「へ」の区別 
表現・語彙 

  1．許可時返事の仕方 
  ①肯定の場合 
  すみません、窓を開けてもいいですか。 
  ―ええ、どうぞ。 
  －ええ、いいです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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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否定の場合 
  すみません、窓を開けてもいいですか。 
  －いえ、それはちょっと・・・。 
  美術館の中で写真を撮ってもいいですか。 
  －いいえ、いけません。 
  2．ボートに乗ります 
  3．もちろんです 
  4．無理をしてはいけませんよ 
  高い車を買いましたね。 
  －ええ、ちょっと無理をしました。 
  5．ゆっくり 
  じゃあ、病院へ行ってから、ゆっくり休んでください。 
  6．薬を出します 
  7．お大事に 
  8．電話のかけ方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動 て います ① （動作中） 
                 動 ても いいです 
                 動 ては いけません  
                 名（附着点）に 動 
名（目的地） に 動 
2．掌握第十五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十五课 

知识单元 4：第十六课 ホテルの部屋は広くて明るい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 一類形 て 一類形 （並列①） 
ホテルの部屋は広くて明るいです。 
この本は安くて、おもしろいです。 
このリンゴは大きくて、甘くて、おいしいです。 
軽くて暖かいコートを買いました。 
2． 二類形 で 二類形 （並列②） 
このコンピュータの操作は簡単で便利です。 
森さんは親切で優しいです。 
この公園は静かで広いです。 
3．名 1 で 名 2 （並列③） 
スミスさんは旅行会社の社員で、営業部の部長です。 
この機械は日中電気の製品で、中国製です。 
4．動 て います(結果状態) 
森さんは車を持っています。 
わたしは北京に住んでいます。 
田中さんを知っていますか。 
注意点：―いいえ、知りません。 
5．文 が 文 （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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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ヶ月パソコンを練習しましたが、まだ、あまりできません。 
このレストランはおいしいですが、ちょっと高いです。 
6．まだ＋ 動（否定） 
何年ぐらい日本語を勉強しましたか。 
－2年勉強しました。でも、まだあまりできません。 
小野さんはもう結婚していますか。 
－いいえ、まだ結婚していません。 
表現・語彙 
1．身体関連形容詞 
2．費用 
～費 会費 光熱費 交通費 食費 
～料 入場料 使用費 送料 手数料 
～代 電気代 水道代 タクシー代 食事代 
3．外来語と英文字 
4．あります(所有) 
わたしは車が２台あります。 
今、お金が全然ありません。 
森さんは弟が２人います。 
5．ちゃんと 
みなさん、机の上をちゃんと片付けてくださいね。 
－はい、先生、わかりました。 
6．ずいぶん 
李さんは、日本語がずいぶん上手ですね。 
そのかばん、ずいぶん大きいですね。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一類形 て 一類形 （並列①） 
                 二類形 で 二類形 （並列②） 
                 名 1 で 名 2 （並列③） 
                 動 て います(結果状態) 
                 文 が 文 （逆接） 
                 まだ＋ 動（否定） 
2．掌握第十六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十六课 

知识单元 5：第十七课 私は新しい洋服が欲しい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 が 欲しいです 
わたしは新しい洋服が欲しいです。 
（あなたは）何が欲しいですか。 
―新しいパソコンが欲しいです。 
2．名 を 動 たいです 
わたしは映画が見たいです。 
今日はお酒を飲みたくないです。 
（あなたは）何をしたい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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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もしたくありません。 
注意点：水を飲みたいです。 
    水が飲みたいです。 
    水が欲しいです。 
    誰に会いたいですか。 
    －誰にも会いたくないです。 
    どこへ行きたいですか。 
    －どこへも行きたくないです。 
3．動 ませんか 
いっしょにお茶を飲みませんか。 
少し休みませんか。 
明日故宮へ行きませんか。 
4．動 ましょう 
ちょっと休みましょう。 
そろそろ行きましょう。 
一緒にお茶を飲みましょう。 
5．疑問詞＋でも 
李さん、何を食べたいですか。 
―何でもいいです。 
いつでも電話をしてください。 
だれでも分かります。 
注意点： 誰も分かりません。 
6．ね （話を和らげる） 
まず恋人が欲しいですね。 
日本料理で何が一番好きですか。 
－そうですね。やっぱりお寿司ですね。 
表現・語彙 
1．「欲しいです」と「飲みませんか」 
2．今年中に 
今日中  来週中 
3．ぜひ 
お汁粉？ぜひ食べたいです。 
今度ぜひ家へ遊びに来てください。 
4．初詣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名 が 欲しいです 
名 を 動 たいです 
動 ませんか 
動 ましょう  
疑問詞＋でも 
ね （話を和らげる） 
2．掌握第十七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十七课 

知识单元 6：第十八课 携帯電話はとても小さくなりました 
参考学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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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文法 
1．一類形 なります 
携帯電話はとても小さくなりました。 
だんだん暖かくなります。 
パソコンは安くなりました。 
2．一類形 します 
テレビの音を大きくします。 
ジュースを冷たくします。 
3．二類形／名 になります 
息子は医者になりました。 
もう元気になりました。 
来年社会人になります。 
4．二類形／名 にします 
部屋をきれいにしてください。 
会議室を禁煙にします。 
5．一類形／二類形 ほうがいいです。 
部屋は広いほうがいいです。 
旅行の荷物は軽いほうがいいです。 
子供は元気なほうがいいです。 
公園は静かなほうがいいです。 
6．自動詞と他動詞① 
窓が開きました。 
窓を開けました。 
タイムサービスが始まります。 
タイムサービスを始めます。 
表現・語彙 
1．「声」と「音」 
子供の声がうるさいですね。 
テレビの音を大きくします。 
2．まとめて 
お正月は洋服が安くなりますから、まとめて買います。 
3．3割引き 
4．似合います 
赤いほうがいいですね。よく似合いますよ。 
5．「間もなく」と「もうすぐ」 
間もなくタイムサービスの時間です。 
もうすぐ 6時になります。 
6．「さらに」と「もっと」 
間もなくタイムサービスの時間です。さらにお安くします。 
今から７時までもっと安くなりま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一類形 なります 
一類形 します名 の 名（所属）    
二類形／名 にな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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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類形／名 にします 
一類形／二類形 ほうがいいです。 
自動詞と他動詞① 
2．掌握第十八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十八课 

知识单元 7：第十九课 部屋のかぎを忘れないでください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動詞の ない形 
2．動 ないでください。 
部屋のかぎを忘れないでください。 
この部屋には入らないでください。 
無理を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3．動 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李さんは今日早く帰ら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この薬は毎日飲ま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すぐに書類を送らないといけません。 
4．動 なくてもいいです 
明日は残業しなくてもいいです。 
慌てなくてもいいですよ。 
靴を脱がなくてもいいですか。 
5．名１ が 名 2 です 
山田先生はどの方ですか。 
―山田先生はあの方です。 
―あの方が山田先生です。 
注意点：誰がいますか。   ×だれはいますか。 
どこが痛いですか。 ×どこは痛いですか。 
何が好きですか。  ×何は好きですか。 
表現・語彙 
1．「～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と「～ないといけません」 
2．「初心者」「上級者」 
3．何度も 
何度も転びましたが、とても面白いです。 
のどが渇きましたから、水を何杯も飲みました。 
4．だいぶ（程度を表す副詞）  
昨日はだいぶお酒を飲みました。 
5．大丈夫です 
上級者のコースには入らないでください。 
－大丈夫です。心配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6．残業 
7．スキー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動詞の ない形 
動 ないで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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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動 なくてもいいです 
名１ が 名 2 です 
2．掌握第十九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十九课 
 
 
知识单元 8：第二十课 スミスさんはピアノを弾くことができ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動詞の「基本形」 
2．名（人） は 動（基本形） ことができます 
スミスさんはピアノを弾くことができます。 
森さんは中華料理を作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か。 
―はい、できます。 
3． 名 は 動（基本形） ことです 
わたしの趣味は切手を集めることです。 
王さんの特技は胡弓を弾くことです。 
森さんの夢は外国で働くことです。 
小野さんは車を運転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小野さんは車の運転ができません。 
4．動（基本形） 前に、～ 
こちらへ来る前に、電話をかけてください。 
毎日寝る前にシャワーを浴びます。 
名＋の＋前に 
会議の前に資料をコピーします。 
5．疑問詞 ＋ か 
部屋にだれかいますか。 
冬休み、どこかへ行きたいです。 
おなかがすきましたね。何か食べましょう。 
6．～よね 
手作りの餃子の皮はおいしいですよね。 
この傘は森さんのですよね。 
表現・語彙 
1．写真を撮ることができます（可能と許可） 
日本では何歳から結婚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か。 
－女の人は 16歳から、男の人は 18歳からできます。 
寮の洗濯機は何時まで使うことができますか。 
－8時までです。それからは使う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2．みんなで 一人で 自分で 全員で 
みんなでギョーザを作ります。 
先月クラス全員でキャンプへ行きました。 
3．「趣味」と「興味」 
わたしの趣味は切手を集めること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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わたしは日本の書道に興味があります。 
4．ごちそうします 
わたしは時々家で李さんに日本料理をごちそうしま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動詞の「基本形」 
名（人） は 動（基本形） ことができます 
名 は 動（基本形） ことです  
名 と 名 (並列) 
動（基本形） 前に、～ 
疑問詞 ＋ か 
～よね 
2．掌握第二十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二十课 

知识单元 9：第二十一课 わたしはすき焼きを食べ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動詞のた形 
2．動（た形） ことがあります 
わたしはすき焼きを食べ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北京へ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 
―いいえ、一度も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せん。      
3．動（た形） 後で、～ 
李さんは会社が終わった後で、飲みに行きます。 
映画を見た後で、食事をしました。 
仕事の後で、映画を見ます。 
4．動（た形） ほうがいいです 
もっと野菜を食べたほうがいいですよ。 
そんなに慌てないほうがいいですよ。 
ホテルを予約したほうがいいですか。 
5．動ましょうか（提案） 
何か食べましょうか。 
荷物を持ちましょうか。 
―はい、お願いします。 
窓を閉めましょうか。 
―いいえ、閉めないでください。 
表現・語彙 
1．そのほうがいいです 
ホテルを予約したほうがいいですか。 
－そうですね。連休ですから、そのほうがいいですね。 
2．連休 
3．何度か 
仕事の後で、何度か見に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4．9時過ぎ 
ゆうべ 10時過ぎに地震があり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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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の泥棒は幾つぐらいでしたか。 
－そうですね・・・。30過ぎでした。 
5．歌舞伎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動詞のた形 
動（た形） ことがあります  
動（た形） 後で、～ 
動（た形） ほうがいいです 
動ましょうか（提案） 
2．掌握第二十一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二十一课 

知识单元 10 ：第二十二课 森さんは毎晩テレビを見る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敬体・常体 
2．動詞の常体 
森さんは毎晩テレビを見る。 
コーヒーを飲む？ 
―ううん、飲まない。 
昨日テレビを見た？ 
―ううん、見なかった。 
3．一類形容詞の述語形式における常体 
そのカレー、おいしい？ 
―ううん、あんまりおいしくないよ。 
昨日の試験、どうだった？ 
―ちょっと難しかった。 
4．二類形容詞の述語形式における常体 
このネクタイ、派手？ 
－ううん、全然派手じゃないわ。 
森さんのアパート、静か？ 
－うん、静かだよ。 
5．名詞の述語形式における常体 
今日は曇りだ。 
明日は水曜日だね。 
―水曜日じゃないよ。木曜日だよ。 
昨日、スキー場は雪だった？ 
―ううん、雪じゃなかったよ。いい天気だった。 
6． 文 けど、文 （逆接・下地） 
昨日の試験、どうだった？ 
―ちょっと難しかったけど、まあまあできたよ。 
来週送別会をするけど、都合はどうかな？ 
表現・語彙 
1．常体会話 
①敬体と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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お母さん、あのおもちゃが欲しい。 
昨日駅前で大きい火事があった。 
②常体疑問 
これ、日本製？ 
③「うん」と「ううん」 
④常体助詞 
１）かな 
今日李さんは来るかな。 
期間は 4年か 5年かな。 
2）の 
ああ、清水君、どうしたの？ 
寒いの？ 
⑤～って①（伝聞） 
太田、今度中国へ転勤だって。 
⑥省略④（常体文の省略） 
森さんの電話番号、知ってる？ 
2．「わ」と「よ」 
この携帯、とても便利よ。 
あのう、すみません。この靴、ちょっと大きいですわ。 
3．電話番号の読み方 
4．～方  
話し方 読み方 作り方 やり方 使い方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敬体・常体 
動詞の常体 
一類形容詞の述語形式における常体 
二類形容詞の述語形式における常体 
名詞の述語形式における常体 
文 けど、文 （逆接・下地） 
2．掌握第二十二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二十二课 

知识单元 11 ：第二十三课 休みの日、散歩したり買い物に行ったりし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動 たり 動 たり します 
小野さんは休みの日、散歩したり買い物に行ったりします。 
吉田さんは日曜日には何をしますか。 
―家の掃除をしたり洗濯をしたりします。 
2．一類形 かったり 一類形 かったりです 
二類形 だったり 二類形 だったりです 
    名 だったり 名 だったりです 
飛行機のチケットは高かったり安かったりです。 
マンションの部屋は広かったり狭かったりです。 
この公園は時間によって静かだったりにぎやかだったり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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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語の先生は中国人だったり日本人だったりです。 
3．文 ＋か 
① 文 ＋かどうか 
わたしは今年の夏、北京へ行くかどうか分かりません。 
わたしはこの料理が辛いかどうか知りません。 
わたしは今年の夏北京へ行くか行かないか分かりません。 
わたしはこの料理が辛いか辛くないか知りません。 
わたしはキムさんが中国人かどうか知りません。 
わたしはキムさんが中国人か中国人ではないか知りません。 
×わたしはキムさんが中国人だかどうか知りません。 
② 疑問文 ＋か 
かぎがどこにあるか教えてください。 
昨日何を食べたか忘れました。 
どの料理が辛いか知りません。 
この歌がだれの歌か知っていますか。 
表現・語彙 
1．～によって 
飛行機のチケットは季節によって高かったり安かったりです。 
結婚式のやり方は国によって違います。 
この電車はいつも込みますか。 
－いえ、時間によります。 
2．高かったり安かったり、いろいろあります 
この店の料理は味が濃かったり薄かったり、毎回違います。 
通勤は電車だったり車だったり、日によって違いま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動 たり 動 たり します 
一類形 かったり 一類形 かったりです 
                二類形 だったり 二類形 だったりです 
名 だったり 名 だったりです 
文 ＋か 
① 文 ＋かどうか 
② 疑問文 ＋か 
2．掌握第二十三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二十三课 

知识单元 12 ：第二十四课 李さんはもうすぐ来ると思い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文（常体） と思います 
李さんはもうすぐ来ると思います。 
田中さんは来ないと思います。 
この本は面白いと思います。 
日本はきれいだと思います。 
明日はいい天気だと思います。 
馬さんは日本へ行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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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名（人） は 文（常体） と言いました 
陳さんはパーティーに行くと言いました。 
森さんは中国語の試験は難しかったと言いました。 
小野さんは李さんにちょっと休みたいと言いました。 
来週のハイキングに張さんも行きたいと言っています。 
注意点：あそこは駅だと思います。 
×あそこは駅と思います。 
3．～のです／んです 
① ～のです／んです 
すみません、頭が痛いんです。 
タバコはやめたほうがいいですよ。 
―そうなんですが、やめ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んです。 
すごい人気ですね。 
―ええ、あの歌手は日本ではとても有名なんです。 
これ、京都のお土産なんです。どうぞ。 
② どうして ～のですか／んですか 
どうして食べないんですか。 
－もうおなかがいっぱいなんです。 
昨日どうして休んだんですか。 
－頭が痛かったんです。 
どうして遅刻したんですか。 
－寝坊したんです。 
4．文 が、文 （下地） 
東京タワーへ行きたいんですが、どうやって行きますか。 
李さんを探しているんですが、どこにいますか。 
表現・語彙     
1．どうやって～（方法を聞く） 
東京タワーへ行きたいんですが、どうやって行きますか。 
どうして食べないんですか。 
2．～について 
日本の音楽についてどう思いますか。 
3．とうとう 
とうとうお別れですね。 
息子がとうとう大学を卒業しました。 
4．お別れのあいさつ 
①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②～によろしくお伝えください 
③お元気で お気をつけて 
5．出張中 
課長は出張中ですが、李さんによろしくと言っていましたよ。 
森さんに何度も電話をかけましたが、話し中でした。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文（常体） と思います 
名（人） は 文（常体） と言いました 
～のです／ん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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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が、文 （下地） 
2．掌握第二十四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二十四课 
 进入下册学习 

知识单元 13 ：第二十五課 これは明日会議で使う資料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 動（常体） ＋ 名 
文（動詞常体） ＋ 名 
これは明日会議で使う資料です。 
あれは森さんが今夜泊まるホテルです。 
あれは倒産した会社です。 
注意点：名詞の前には敬体を使わない。 
名詞の前に「の」をつけない。 
2．文（動詞常体） ＋ 名 は 名／形 です 
わたしが明日乗る飛行機は中国航空です。 
小野さんが作る料理はおいしいです。 
森さんが買った本はこれです。 
3．文（動詞常体） ＋ 名 を／に／から 動 ます 
中国で買った CDを友達に貸しました。 
中国へ転勤した友達に手紙を書きます。 
わたしが知らない人から手紙が来ました。 
注意点：修飾文の主語は「が」で表す。 
4．文（一類形／二類形／名） ＋ 名 
操作が簡単なパソコンが欲しいです。 
入り口の広いあの建物がわたしの会社です。 
数学が専門の先生が休みました。 
注意点：中国語とちがって「の」をつけない。 
表現・語彙 
1．～のところ 
あの窓のところにいる人はだれですか。 
李さん、すぐ課長のところへ行ってください。 
2．あれ（人をさす場合） 
あれは受付の戴さんですよ。 
これはうちの営業課の田中です。 
3．～でしたね（確認） 
日本と中国の時差は 1時間でしたね。 
－ええ、日本のほうが 1時間早いです。 
4．大きな 
あそこにある大きな白い建物は何ですか。 
小さなかばんが欲しいです。 
5．このあたり 
このあたりはよく渋滞します。 
6．位置を表す言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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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動（常体） ＋ 名 
               文（動詞常体） ＋ 名 
                    文（動詞常体） ＋ 名 は 名／形 です 
                    文（動詞常体） ＋ 名 を／に／から 動 ます 
                    文（一類形／二類形／名） ＋ 名 
2．掌握第二十五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二十五课 

知识单元 14 ：第二十六課 自転車に二人で乗るのは危ない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文（動詞常体）＋の＋は 形 です 
自転車に 2人で乗るのは危ないです。 
パソコンで表を作るのは楽しいです。 
李さんは絵をかくのが好きですね。 
―はい、色鉛筆でスケッチするのが大好きです。 
わたしは自転車に乗るのが下手です。 
絵をかくのは好きですか。 
―いいえ、絵をかくのは嫌いです。 
2．文（動詞常体）＋の＋を 動 
手紙を出すのを忘れました。 
森さんが発言するのを聞きました。 
林さんは掃除するのをやめました。 
注意点：「の」と「こと」の区別 
3．文（常体）でしょう（推測） 
明日の朝は大雨になるでしょう。 
森さんは知らないでしょう。 
この本の値段は分かりませんが、たぶん高いでしょう。 
今年はたぶん豊作だろう。 
4．文（常体）かもしれません 
森さんは今日会社を休むかもしれません。 
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を落としたかも知れません。 
来週は暇かもしれません。 
注意点：「～でしょう」と「～かもしれない」の区別 
表現・語彙 
1．もしかしたら 
馬さんはまだ来ませんね。 
－もしかしたら、今日は来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よ。 
2．それで 
日本には握手の習慣がありません。 
それで、つい握手するのを忘れます。 
注意点：「だから」と「それで」 
すぐに会議が始まります。だから急いでください。 
3．つ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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バーゲン会場では、つい何でも買いたくなりま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文（動詞常体）＋の＋は 形 です 
                    文（動詞常体）＋の＋を 動 
                    文（常体）でしょう（推測） 
                    文（常体）かもしれません 
2．掌握第二十六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二十六课 

知识单元 15 ：第二十七課 子供の時、大きな地震がありました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文（常体） ＋ 時 
子供の時、大きな地震がありました。 
映画を見る時、いつも一番後ろの席に座ります。 
日本へ行った時、たくさんお土産を買いました。 
忙しい時、家族みんなで仕事をします。 
暇な時、わたしは町で買い物をします。 
注意点：「の」 
2．動 ながら 
李さんはテレビを見ながら食事をしています。 
3．文（常体） でしょう？（確認） 
李さん、明日パーティーに行くでしょう？（↗） 
お母さん、私の日記、見たでしょう。（↘） 
4．動 ています 
洋子さんはアルバイトをしながら学校に通っています。 
わたしは毎日散歩しています。 
注意点：習慣について述べるときの「～ている」と「ます」 
5．名 で 
仕事で、楊さんと会っていたんですよ。 
6．名 と会います 
「～に会います」と「～と会います」 
表現・語彙 
1．アルバイト 
2．学校に通っています 
田中さんは毎日スポーツセンターに通っています。 
田中さんは時々スポーツセンターに行きます。 
3．大勢 
今朝、公園を散歩している時、大勢の人が集まっているのを見ました。 
教室に学生が大勢います。 
4．お年寄り 
5．そういえば 
そういえば、小さい時、よく祖母といっしょに公園へ行きました。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文（常体） ＋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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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 ながら 
                    文（常体） でしょう？（確認） 
                    動 ています 
名 で 
名 と会います 
2．掌握第二十七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二十七课 

知识单元 16 ：第二十八課 馬さんはわたしに地図をくれました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 1（人） は 名 2（人） に 名 3（物） をくれます 
馬さんはわたしに地図をくれました。 
小野さん、この本をわたしにくれますか。 
昨日、馬さんが妹に旅行のお土産をくれました。 
2．動 てあげます 
森さんはお年寄りの荷物を持ってあげました。 
おじいさんが孫に本を読んであげました。 
この本をあなたに貸してあげます。 
3．動 てもらいます 
森さんは李さんに北京を案内してもらいました。 
係の人に切符を交換してもらいました。 
4．動 てくれます 
女の人が私の財布を拾ってくれました。 
友達がおもしろい本を教えてくれました。 
森君、この手紙をコピーしてくれませんか。 
表現・語彙 
1．～てあげます 
李さん、わたしが持ってあげますよ。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 
先生、わたしが持ちましょうか。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 
2．それに 
あのレストランの料理はおいしいです。 
それに、店の雰囲気もとてもいいです。 
3．～先 
行き先  出張先  送り先  旅行先  就職先 
4．どの辺 
5．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名 1（人） は 名 2（人） に 名 3（物） をくれます 
                      動 てあげます 
動 てもらいます 
動 てくれます 
2．掌握第二十八课词汇、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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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练习册第二十八课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十三課 机の上に本が 3冊あります ４ 句型、词汇 
2 第十四課 デパートへ行って、買い物しました ４ 句型、词汇 
3 第十五課 小野さんは今新聞を読んでいます ４ 句型、词汇 
4 第十六課 ホテルの部屋は広くて明るいです ４ 句型、词汇 
5 第十七課 私は新しい洋服が欲しいです ４ 句型、词汇 
6 第十八課 携帯電話はとても小さくなりました ４ 句型、词汇 
7 第十九課 部屋のかぎを忘れないでください ４ 句型、词汇 
8 第二十課 スミスさんはピアノを弾くことができます ４ 句型、词汇 
9 第二十一課 私はすき焼きをたべ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４ 句型、词汇 
10 第二十二課 森さんは毎晩テレビを見る ４ 句型、词汇 
11 第二十三課 休みの日、散歩したり買い物に行ったりします ４ 句型、词汇 
12 第二十四課 李さんはもうすぐ来ると思います ４ 句型、词汇 
13 第二十五課 これは明日会議で使う資料です ４ 句型、词汇 
14 第二十六課 自転車に 2人で乗るのは危ないです ４ 句型、词汇 
15 第二十七課 子供の時、大きな地震がありました ４ 句型、词汇 
16 第二十八課 馬さんは私に地図をくれました ４ 句型、词汇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日语（一） 
后续课程：日语（三）、日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语法与句型。结合教材教授基本的、使用频率高的日语句型、词汇、表现形式。 
难点：日语句型、词汇的掌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语音、语法知识的教授采用教师主讲的教学方式。在单词、句型、表现形式的教授上采 
取师生互动式教学方式，设计生活场面、游戏等让学生尽可能使用日语。例如，初次见面 
时的 会话、商场购物、问路、指路等等。通过让学生观看介绍日本风光、风俗、日常生 
活的 VCD，学唱日语歌曲，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不仅在语言学习上获得收益，而且 
又可以多方面地了解日本，感受日本。 
教学手段：  
在教学中注重设定使用日语的场面和情形，培养学生从初级阶段开始用日语进行简单交流的意

识与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在会话的练习过程中，注意会话表现的简洁，

使用性高和日语表达自然等方面，提高会话的实际运用能力。 
重视日语学习初级阶段的听力培养，课堂上多使用日语，并结合课本进行听力练习。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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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用教材 
1. 《标准日本语》初级、上、下，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4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标准日本语 初级同步练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8月 第 1版 

执笔：崔延花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1日 

 

语言学概论 
Linguistics  

课程号：308000682  

一、 课程教学目标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是研究所有人类语言之后的普遍原则和规则的

学科。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1. 本课程拟培养学生理解语言学基本理论，力求贯通；2.本大纲规定的内

容拟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普通语言学有关语音、形态、句法、语义、语用、语体、社会和心理的基

本理论和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3. 拟帮助学生掌握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学会运用理论解释语
言现象；4. 拟让学生掌握语言学研究和理论的最新动态，熟悉国内外专业领域的理论和成果以及
语言学分支的发展趋势，以及语言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学会从学术角度来分析实际语言问题，为更

深入地独立研究语言学打下基础；5.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独立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
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案例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普通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和各个分

支流派的基本理论以及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要求学生学会运用理论分析实际语言问题；要求研究

生能够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具体二级学科提出自己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要求研究生不仅要

分析而且要解决实际语言问题，尤其在形式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这个语言学与其它学科群交叉的重

要领域达到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相结合来进行跨语言研究的更高目标培养，为语用学课程、法律语

篇分析课程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语言学概论》 
（一）理论教学：32学时 

Chapter One  Introducing the field of linguistics  
1. Lead-in questions 
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你可能注意到英语和汉语在语音、词汇和句子结构上都表现出很大差异，

请列举出你认为最重要的差异，并请思考：英语和汉语在语音、词汇和句子结构上存在哪些共性？ 
2.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1) Definition and design features of language 
Linguistics is a systematic /scientific study of languag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phonolo- 
gical, syntactic, semantic, pragmatic, sociolinguistic, psycholinguistic, cultural, cognitive, etc.)  
The goal of this course is to get a scientific view on language; to understand some basic theo- 
ries on linguistics; to understand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linguistic theorie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s 

of language teaching & learning (SLA or TEFL),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o get prepared for the 
further study in the future.  

A framework was proposed by the American linguist Charles Hockett. He specified twelve design 
features, five of which are discussed here. First is arbitrariness. Language is arbitrary. Second is d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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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is a system, which consists of two sets of structures, or two levels. Third is creativity. By 
creativity we mean language is resourceful because of its duality and its recursiveness. Language is 
productive or creative in that it makes possible the constr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new signals by its 
users. Fourth is displacement. Fifth is cultural transmission. While human capacity for language has a 
genetic basis, i. e., we were all born with the ability to acquire language, the details of any language 
system are not genetically transmitted, but instead have to be taught and learned.  

2) Functions of language 
The basic functions of language are generally stated as Informative, Interpersonal function, 

Performative function, Emotive function, Phatic function, and Recreational function. First function is 
Informative. Language is the instrument of thought and people often feel need to speak their thoughts 
aloud, for instance, when they are working on a math problem. Second is Interpersonal function, that is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status in a society. Third is Performative function, i.e., to change social status of 
person, to do things. Fourth is Emotive function, i.e., to change the emotional status of an audience 
for/against something or somebody. Fifth is Phatic function, i.e., seemingly meaningless expressions used 
to maintain good personal relations. Sixth is Recreational function, i.e., the use of language for the sheer 
joy of it.  

3) The main branches of linguistics 
Linguistics should include at least five parameters, namely, phonological, morphologic, syntactic, 

semantic and pragmatic. They correspond to phonetics, morphology, syntax,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respectively. Phonetics studies speech sounds, phonology studies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structure, 
distribution, and syntax is about the principles of forming and understanding correct syntax. Semantics 
examines how meaning is encoded in a language.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meaning in context.  

3. Discussions  
Explain the following terms, using one or two examples for illustration.  
1. duality 
2. diachronic linguistics 
3. synchronic linguistics 
4. competence and performance 
4. Further Reading 
David, Crystal.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 ty 

Press. 1992. 
Robins, R. H. General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89.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Chapter Two  The sounds of language 
1. Lead-in questions 
请讨论汉语拼音化的可能性以及利与弊。 
2. Phonetics 
1) Phonetics 
Phonetics is a branch of linguistics that comprises the study of the sounds of human speech, or—in 

the case of sign languages—the equivalent aspects of sign.[1] It is concerned with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speech sounds or signs (phones): their physiological production, acoustic properties, auditory 
perception, and neurophysiological status. Phonology, on the other hand, is concerned with the abstract, 
grammat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systems of sounds or signs. The field of phonetics is a multilayered 
subject of linguistics that focuses on speech. In the case of oral languages there are three basic area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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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Articulatory phonetics: the study of the production of speech sounds by the articulatory and vocal 

tract by the speaker. Acoustic phonetics: the study of the physical transmission of speech sounds from the 
speaker to the listener. Auditory phonetics: the study of the reception and perception of speech sounds by 
the listener. These areas are inter-connected through the common mechanism of sound, such as 
wavelength (pitch), amplitude, and harmonics. 

2) Phonology 
Phonology is the study of how sounds and gestures pattern in and across languages, relating such 

concerns with other levels and aspects of language. Phonetics deals with the articulatory and acoustic 
properties of speech sounds, how they are produced, and how they are perceived. As part of this 
investigation, phoneticians may concern themselves with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meaningful sound 
contrasts or the social meaning encoded in the speech signal (socio-phonetics) 
(e.g. gender, sexuality,ethnicity, etc.). However, a substantial portion of research in phonetics is not 
concerned with the meaningful elements in the speech signal. 

The original set was classified by Jakobson, Fant and Halle, and consisted of around 14 features. 
Chomsky and Halle had around 45 features, explaining that they found the original set of 14 somewhat 
inappropriate for characterizing some subtleties in phonology.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usually include [± 
consonantal], [± sonorant], [± approximant], [± voice], [±spread glottis], [± constricted glottis], [± 
continuant], [± nasal], [± lateral]; [± round] i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for [LABIAL]; [± distributed] [± 
anterior] [± strident] are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for [CORONAL]; [± high] [± low] [± back] [± tense] are 
distinctive features for [DORSAL].    

3. Discussions  
The relation between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4. Further Reading 
Ball, M and J. Rahilly. Phonetics: The Science of Speech.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9. 
Davenport, M and S.J. Hhannahs. Introducing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8. 
Ladefoged, Peter. Vowels and Consonant. Oxford: Blackwell. 2000. 
Spencer, Andrew. Phonology. Oxford: Blackwell. 1996.  

Chapter Three  Morphology 
1. Lead-in questions 
请看下面这一组词，你能说出它们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move    unmoved     remove   movable  unmoving    removed    moveless  unmovingly  

removable movement  mover  moving 
结构上的联系_________________ 
意义上的联系_________________ 
2. Morphology and morphemes 
1) Morphology 
Morphology studies morphemes and their different forms and the way they combine in word 

formation Current approaches to morphology conceive of morphemes as rules involving the linguistic 
context, rather than as isolated pieces of linguistic matter. They acknowledge that meaning may be 
directly linked to suprasegmental phonological units, such as tone or stress. 

A morpheme is the smallest meaningful unit in the grammar of a language. Morpheme is the 
immediate concern of a branch of linguistics called Morphology. The meaning of a morpheme with a 
given form may vary, depending on its immediate environment. The word unladylike consists of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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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emes and four syllables. Morpheme breaks: un-‘not’, lad 'female adult human’, -like ‘hav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rphemes can be subclassified into different types, depending on what criteria one attempts to 
follow. We can have free and bound morphemes. A free morpheme is a unit of meaning which can stand 
alone or alongside another free or bound morpheme. These are usually individual words, such as lid, sink, 
air, car, him. A bound morpheme is a unit of meaning which can only exist alongside a free morpheme.  

2) Word formation  
The main word formation processes include compounding, derivation, conversion, blending, clipping, 

acronymy (initialisms and acronyms), backformation and words from proper names. Among them 
compounding, derivation and conversion occupy the majority of word formation of new words. New 
words may be added to the vocabulary or lexicon of a language by compounding, conversion, derivation 
and a number of other processes.  

Compounding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conjoining two or more free morphemes or roots to form a new 
word. The new word form is called a compound. Egomania is the composition of ego and mania. One 
particular type of compounding is the phrasal verb. It is a type of composition where several words 
combine to form a verb, but instead of combining into a single word they combine into a phrase. 
Examples are get up, turn about, and take down.  

Some English derivative prefixes are very productive, i.e. many new words have been derived from 
them, hence derivation. A word can be converted from one word class into another without any 
morphological change. This method of word-formation is called conversion, or zero derivation. This is 
one of the major ways of word-formatio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3. Discussions  
1. Morpheme is defined as the smallest unit in term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ression and content. 

Then is morpheme a grammatical concept or semantic one? What is its relation to phoneme? Can a 
morpheme and a phoneme form an organic whole?  

2. 请分析下面这组汉语词汇，并根据它们所包含的词素的数量进行分类 
土地   水果  萝卜  革命  思念  玻璃  爱人  荸荠  苜蓿  书本  语言 
4. Further Reading 
Bauer, L. English Word 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Bauer, L. Introducing Linguistic Morpholog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8. 
Katamba, F. Morphology. Hampshire: Macmillan, 1993. 
Nattinger, J.R. Lexical Phrases and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pter Four  Syntax 
1. Lead-in questions 
语言能力 competence and 语言行为 performance 是 Chomsky的一对关键术语。Competence指

一个成熟的语言使用者头脑中拥有关于自己的母语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天赋 innate 的和不自觉的
unconscious，语言能力帮助我们生成并理解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的能力。语言行为是将头脑中潜藏
的语言知识转换为实际交流中的言语的行为。依据你的语言能力判断下列言语行为并进行修改。 

a 通过这次培训，使我认识有了极大提高。 
b. 让人记忆犹新的是，今年三月，猪肉价格的猛涨，后来又慢慢地稳定了。 
c. 古人类学是研究化石猿猴和现代猿猴与人类的亲缘关系、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

人类发展过程中体质特征的变化和规律等有关人类起源和发展问题的一个分支科学。 
2. Syntax 
In linguistics, syntax is the set of rules, principles, and processes that govern the structure of 

sentences in a given language. The term syntax is also used to refer to the study of such principl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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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es. The goal of many syntacticians is to discover the syntactic rules common to all languages. In 
mathematics, syntax refers to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behavior of mathematical systems, such as formal 
languages used in logic. 

1) The Structural Approach 
The syntagmatic relation is nowadays also referred to as the Horizontal relation, or Chain relation, 

while the paradigmatic relation is also known as the Vertical relation, or Choice relation. Syntagmatic 
relations refer intratextually to other signifiers co-present within the text, ‘Paradigmatic relations are those 
which belong to the same set by virtue of a function they share... A sign enters into paradigmatic relations 
with all the signs which can also occur in the same context but not at the same time’. Signs are in 
paradigmatic relation when the choice of one excludes the choice of another. Paradigmatic relationships 
can operate on the level of the signifier, the signified or both (Harris 1987: 124). A paradigm is a set of 
associated signifiers or signifieds which are all members of some defining category, but in which each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2) The Generative Approach 
Syntactic Structures (1957), it comprised three sections, or components: the phrase-structure 

component, the transformational component, and the morphophonemic component. Each of these 
components consisted of a set of rules operating upon a certain “input” to yield a certain “output.” The 
notion of phrase structure may be dealt with independently of its incorporation in the larger system. In the 
following system of rules, S stands for Sentence, NP for Noun Phrase, VP for Verb Phrase, Dot for 
Determiner, Aux for Auxiliary (verb), N for Noun, and V for Verb stem. 

3) 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The theory of 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 examines how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 act of 
communication. It pay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context and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theme-rheme (topic-focus/ topic) structure of a sentenc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how a semantic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operates in fulfilling a communicative purpose imposed upon it by the language user 
has its practical consequences both for the written and the spoken uses of language and is of considerable 
help in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3. Discussions  
1. Discus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unctional linguistics and generative-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2. 句法规则不是句法学家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从实际的语言运用中总结归纳出来的，归纳

的步骤是“提出假设—检验假设—修正假设—再检验—再修正”。请根据下面提供的例句总结出英语
中变陈述句为反意疑问的句法规则。 
下面是一组反意疑问句（tag question），请根据这组例句总结出将英语的陈述句变为反 
意疑问句的转换规则（transformation rules） 
1) He was a lawyer, wasn’t he? 
2) She is a good actress, isn’t she? 
3) You will come, won’t you? 
4) They are ready, aren’t they? 
5) Alice would be there, wouldn’t she? 
6) You have finished, haven’t you? 
4. Further Reading 
Thompson, Geoff.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1st e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6. 
Halliday, M.A.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2nd e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Luo, Xuanmin. A Textual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XIIIth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The Force of Vision, Vol. 6,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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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Press. 1991. 
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4。 

Chapter Five  Semantics: word meaning+ sentence meaning 
1. Lead-in questions 
请找出下列这些广告中的同音异形或同音同形字，并说出它们分别是什么产品的广告。 
a. 雅风送爽 阁调金秋 
b. 一表人才  一见钟情 
c. 以帽取人 
d. 趁早下“斑”，请勿“痘”留 
e. 闲妻良母 
3. Semantics  
Semantics is the study of meaning called. More specifically, seman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meanings 

of linguistic units, words and sentences in particular. The theory of meaning which relates the meaning of 
a word to the thing it refers to, or stands for, is known as the referential theory. The abstract thing is 
usually called concept. Ogden and Richards argue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a word and a thing it refers to 
is not direct. It is mediated by concept. In a diagram form, the relation is represented as follows:  

 
 
 
 
 
 
 
There are generally three kinds of sense relations recognized namely, sameness relation, oppositeness 

relation and inclusiveness relation. 
1) Word meaning  
Synonymy is the technical term for the sameness relation. Antonymy is the name for oppositeness 

relation. Complementary antonymy means members of a pair in complementary antonymy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completely, such as male/female, absent/present.     

2) Sentence meaning  
The idea that the meaning of a sentence depends on the meaning of the constituent words and the 

way they are combined is usually known as the principle of Compositionality (C). Proponents of 
compositionality typically emphasize the productivity and systematicity of our linguistic understanding. 
We can understand a large—perhaps infinitely large—collection of complex expressions the first time we 
encounter them, and if we understand some complex expressions we tend to understand others that can be 
obtained by recombining their constituents.  

In this logical system, propositions like Socrates is a man will be analyzed into two parts: an 
argument and a predicate. All men are rational will have a logical structure as follows: 

  x (M(x) →R(x) 
And universal quantifier is conditional and does not presuppose the existence of an entity named by 

the argument, while the existential quantifier carries the implication there must exist at least such entity 
and it has the relevant properties specified, otherwise that proposition is false. To prove things in predicate 
calculus we need two things.  

3. Discussions  
1. Discus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olysemy and homonymy. 

                concept 
 
 
 
 

word                  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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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logical forms into English, where a=Ann, b=Bill, c=Carol, L=like, 
M=mother, and x is variable. 
4. Further Reading 
Saeed, J.J. Semantics. Oxford: Blackwell. 1997.  

Chapter Six  Pragmatics 
1. Lead-in questions 
请看两段小对话，在每一段对话中第二个说话人说出的话是什么意思？ 
c. ----小丽：你们老板人还不错吧？ 
------小倩：他系粉红色的领带！ 
d. ------莎莎：你觉得这儿的汉堡味道怎么样？ 
------小勇：莎莎，汉堡就是汉堡。 
2. Pragmatics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speaker meaning, contextual meaning, and how more gets communicated 

than is said, the expression of relative distance. As this kind of meaning comes partly from the use of 
language in a context, pragmatics may also be defined as the study of language in use. 

1) Speech Act Theory 
Three speech acts discussed by Austin are locutionary, illocutionary and perlocutionary. (Example: 

You have left the door wide open.) Locutionary act can be defined as an act of uttering words, phrases, 
clauses; Illocutionary act can be defined as the act of expressing the speaker’s intention; Perlocutionary 
act can be defined as the act performed by or resulting fro saying something, the consequence of the 
utterance. We also present Searle’s classification of speech acts.  

2) Direct vs. Indirect Speech Acts 
As Austin observed, the content of a locutionary act (what is said) is not always determined by what 

is meant by the sentence being uttered. Ambiguous words or phrases need to be disambiguated and the 
references of indexical and other context-sensitive expressions need to be fixed in order for what is said to 
be determined fully.  

3. Discussions  
1) According to Austin, what are the three acts a person is possibly performing while making an 

utterance. Give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m. 
2) 请用奥斯汀关于说话行为、施事行为和取效行为的理论分析下面的话语。 
老师对学生：这是你本周第三次迟到了。 
女生对男友：明天是我的生日。 
妈妈对孩子：书包收拾好了吗？ 
4. Further Reading 
1) 陈新仁编著《新编语用学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 8月第 3次印刷。 
2) 何兆熊 《新编语用学概要》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3) 何自然、冉永平编著《新编语用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09 月 第 1 版。4. 钱

冠连等编著《汉语文化语用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 07月 第 1版。 
4)  Peccei, J.S. Pragmatic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5)  Levinson, Stephen C. Pragma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6)  Yule, George. Pragmatic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Chapter Seven  Discourse Analysis 
1. Lead-in questions 
Do you think the following passage is a coherent discourse? Why or why not? 
I bought a Ford. A car in which President Wilson rode down the Champs Elysees was black. Bl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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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has been widely discussed. The discussions between the presidents ended last week. A week has 
seven days. Every day I feed my cat. Cats have four legs. The cat is on the mat. Mat has three letters.  

2.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is language above the sentence or above the clause. The study of discourse is the  
study of any aspect of language use. The analysis of discourse is, necessarily, the analysis of 

language in use.  
1)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analysis (DA), or discourse studies, is a general term for a number of approaches to 

analyze written, vocal, or sign language use, or any significant semiotic event. Discourse analysis has 
been taken up in a variety of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s, including linguistics, education, 
sociology, anthropology, social work, cognitive psychology, social psychology, area studies, cultural 
studie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uman geography,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each of 
which is subject to its own assumptions, dimensions of analysis, and methodologies. 

2) Conversational analysis  
Conversation analysis (commonly abbreviated as CA) i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social 

interaction, embracing both verbal and non-verbal conduct, in situations of everyday life. As its name 
implies, CA began with a focus on casual conversation, but its methods were subsequently adapted to 
embrace more task- and institution-centered interactions, such as those occurring in doctors' offices, 
courts, law enforcement, helplines, educational settings, and the mass media.  

3) Multi-modal discourse  
Multi-modal discourse is in one sense a continuation of this traditional view, esp. when it can be 

shown that different semiotic resources or dimensions fulfill different communicative functions. For 
Mikhail Bakhtin, all discourse is multi-voiced, as all words and utterances have been previously 
interpreted. In a broader sense, voices can be interpreted as discourses- position, ideologies or stances that 
speakers and listeners take in particular instances of co-constructed interaction.  

3. Discussions  
1)Which of the following passage is a coherent discourse? Why? 
a. My father once bought a Lincoln convertible. He did it by saving every penny he could. That car 

would be worth a fortune nowadays. However, he sold it to help pay for my college education. Sometimes 
I think I’d rather have the convertible.  

b. My father once bought a Lincoln convertible. The car driven by the police was red. That color 
doesn’t suit her. She consists of three letters. However, a letter isn’t as fast as a telephone call. 

2) 用Information structure方法分析手机短信语篇 
a. 打动我是你名字，吸引我是你样子，包围我是你票子，牵绕我是你手指，紧靠我是你身子，

绑住我是我们孩子！ 
b. 某人吃饭，牛肉拉面里看不到一块牛肉，便指着碗问老板：牛肉拉面怎么没有牛肉？老板

淡淡地说：别太认真，难道你还指望从老婆饼里吃出个老婆吗？ 
c. 身材肥胖的叫大冬瓜，聪明过人的叫顶呱呱，正在看短信的叫大傻瓜，不要再看了，说的

就是你呀，可爱的傻瓜! ~*^ο^*~。 
d. 朋友是春天的雨，当你伤心时为你落泪；朋友是夏天的风，当你酷热时给你清凉；朋友是

秋天的菊，当你寂寞时为你绽放；朋友是冬天的火，当你寒冷时给你温暖。 
4. Further Reading 
Bhatia, V.J. Analysing Genre: Language in Professional Settings. England: Longman.1993. 
Bhatia, V.J. Worlds of Written Discourse. London: Continuum.2004.  
Blommaert, J. Discour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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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 G., and George Yule. Discourse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Chapter Eight  Sociolinguistics 

1. Lead-in questions 
下面是英语中对女性的语言习惯做出的一些评价。请你看看哪些是正面的，哪些是负面的，它

们唤起了你头脑中怎样的意象？ 
1）A whistling sailor, a crowing hen and a swearing woman ought all three to go to hell together. 
2) Many women, many word; many geese, many turds. 
3) Silence is the best ornament of a woman. 
4) A woman’s tongue wags like a lamb’s tail. 
5) Foxes are all tail and women are all tongue. 
6) The North Sea will sooner be found wanting in water than a woman at a loss for a word. 
7) All the Daddies on the bus go read, read, read,… All the Mummies on the bus go chatter, chatter, 

chatter. 
8) Do you know I am a woman? When I think I must speak. 
9) “Come, ladies, shall we talk a round?” As men walk a mile, women should talk an hour after 

supper. It’s their exercise.  
2. Sociolinguistics 
1) Definition 
Sociolinguistics is the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effect of any and all aspects of society, includ- 
ing cultural norms, expectations, and context, on the way language is used, and the effects of 

language use on society. Sociolinguistics differs from sociology of language in that the focus of sociology 
of language is the effect of the society on the language, while the sociolinguistics focuses on language's 
effect on the society. Sociolinguistics overlaps to a considerable degree with pragmatics.  

2) Fundamental concepts in sociolinguistics 
Speech community is a concept in sociolinguistics that describes a distinct group of people who use 

language in a unique and mutually accepted way among themselves. This is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a Sprechbund. To be considered part of a speech community, one must have a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3. Discussions  
1) 请分析男性和女性在语言上的差异的因素。 
2) 在当代中国，有一些地域方言（比如：广东话、上海话）似乎比其他的地域方言拥有更高

的社会地位，说这些方言的人通常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方言。请分析地域方言的不同社会地位背后

的原因。 
4. Further Reading 
Chambers, J. K. Sociolinguistic Theory: 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Its Social Significance. Malden: 

Wiley Blackwell. 2009. 
Meyerhoff, Miriam Introducing Sociolinguistics. Taylor & Francis. 2011. 
Trudgill, Peter. Socio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Society. Penguin.2000.  

Chapter Nine  Psycholinguistics 
1. Lead-in questions 
In China, some vocabulary changes fast in the field of address terms like tongzhi (同志), xiaojie (小

姐), and xiansheng (先生). How does this fact relate to the claim that knowing and using a particular 
language shapes one’s world view?  

2. Psycholinguistics 
Psycholinguistics or psychology of language is the stud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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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sychological and neurobiologicalfactors that enable humans to acquire, use, comprehend and 
produce language. Psycholinguistics has roots in education and philosophy, and in 2013 covers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that make it possible to generate a grammatical and meaningful sentence out 
of vocabulary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as well as the processes that make it possible to understand 
utterances, words, text, etc.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humans acquire the capacity to perceive and 
comprehend language, as well as to produce and use words and sentences to communicate. Language 
comprehension is how people understand sentences as they read (also known as sentence processing). 
Experimental research has spawned a number of theories about the architecture and mechanisms of 
sentence comprehension.  

Language production concerns how people produce language, either in written or spoken form, in a 
way that conveys meanings comprehensible to other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ways to explain the way 
people represents meanings using rule-governed languages is by observing and analyzing instances of 
[speech errors].  

Language and thought 
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 in linguistics states that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a mother language 

influences the way adherents to it perceive the world. The hypothesis has been largely abandoned by 
linguists as it has found at best very limited experimental support, at least in its strong form.  

3. Discussions  
1. Define the following terms briefly. 
language production, language comprehension, Sapir-Whorf-Hypothesis, linguistic determinism, 

linguistic relativity 
2. How do psycholinguistic investigations of language differ from theoretical linguistic  
investigations?  
4. Further Reading  
Aitchison, Jean. The Articulate Mammal: An Introduction to Psycholinguistics. Routledge, 1998. 
Scovel, Thomas. Psycholinguis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Steinberg, Danny D., Hiroshi Nagata, and David P. Aline, ed. Psycholinguistics: Language, Mind and 

World, 2nd ed. Longman, 2001. 
Chapter Te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 Lead-in questions 
请分析下列时间表达，回答汉语的时间概念是怎样建立起来的。 
三天前    过去    上旬 
两周后    现在    中旬 
未来    下旬 
2.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gnitive linguistics (CL) refers to the branch of linguistics that interprets language in terms of the 

concepts, sometimes universal, sometimes specific to a particular tongue, which underlie its forms. It is 
thu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semantics but is distinct from psycholinguistics, which draws upon empirical 
findings from cognitive psychology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mental processes that underlie the acquisition, 
storage, produc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speech and writing. Cognitive linguistics is characterized by 
adherence to three central positions.  

Categorization is the process in which ideas and objects are recognized, differentiated, and 
understood. Categorization implies that objects are grouped into categories, usually for some specific 
purpose. Ideally, a category illuminate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s and objects of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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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type theory  
Since the research by Eleanor Rosch and George Lakoff in the 1970s, categorization can also be 

viewed as the process of grouping things based on prototypes—the idea of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is almost never met in categories of naturally occurring things. It has also been suggested that 
categorization based on prototypes is the basis for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at this learning relies on 
learning about the world via embodiment.  

Conceptual metaphor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ceptual metaphor, or cognitive metaphor, refer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one idea, or conceptual domain, in terms of another. An example of this is the understanding of quantity in 
terms of directionality (e.g. "the prices are rising"). A conceptual domain can be any coherent organization 
of human experience. This idea, and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underlying processes, was first 
extensively explored by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in their work Metaphors We Live By. 

3. Discussions  
1. Why does the prototype theory of categorization have a very important statu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2. Explai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metonymy. 
3. Give some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 major types of iconicity in language. 
4. Collect animal metaphors like “He is a real pig.” or “She is a fox.” And explain them with the 
notion of “source” and “target” domains.  
4. Further Reading 
eeraerts, D., ed. (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ic Readings.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Kristiansen et al., eds. (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Current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Rohrer, T. Embodiment and Experientialism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the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Dirk Geeraerts and Herbert Cuyckens,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Schmid, H. J. et al. (1996).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New York, Longman. 
Vyvyan, Evans & Melanie Gree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Chapter Eleven  Language Acquisition 

1. Lead-in questions 
In what way does Mandarin Chinese interfere with your English studies? Give examples to illustrate 

your point.  
2. Language acquisition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humans acquire the capacity to perceive and 

comprehend language, as well as to produce and use words and sentences to communicate.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one of the quintessential human traits, because non-humans do not communicate by using 
language. Language acquisition usually refers to first-language acquisition, which studies infants' 
acquisition of their native language.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second-language learning, or L2 acquisition,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people learn a second language.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often abbreviated to SLA) also refers to the 
scientific discipline devoted to studying that process. Second language refers to any language learned in 
addition to a person's first language; although the concept is named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it can 
also incorporate the learning of third, fourth, or subsequent languages.[1] Second-language acquisition 
refers to what learners do; it does not refer to practices in language teaching, although teaching can a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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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isition. 
Interlanguage is the term for a dynamic linguistic system that has been developed by a learner of 

a second language (or L2) who has not become fully proficient yet but is approximating the target 
language: preserving some features of their first language (or L1), or overgeneralizing target language 
rules in speaking or writing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creating innovations. An interlanguage 
is idiosyncratically based on the learners' experiences with the L2. It can fossilize, or cease developing, in 
any of its developmental stages.  

3. Discussions  
1. Define the following terms briefly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behaviorist approach, innateness 

approach,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ontrastive analysis, error analysis, learning strategies 
2. What happens when an interlanguage fossilizes? Have you ever experienced any fossilization in 

your language learning?  
3. What factors can you think of that might influence fossilization? In other words, do you think that 

some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fossilize than others? Do you think it can be reversed?  
4. Further Reading 
Cook, V.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Goodlck, H. Language Acquisition: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1991.  
Kennison, S.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development. Los Angeles, CA: Sage. 2013. 
Richards, J. C., Error Analysis: Perspectives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Longman Press, 1974, 

pp. 34–36.  
Selinker, L., Interlangua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72, 10, 209–241.  

Chapter Twelve: Applied Linguistics 
1. Lead-in questions 
In the years of your English learning, what methods are used in your English learning? And for your 

teachers, what methods are used in his/her instructions? 
2. Applied linguistics 
1) Language teaching 
Applied linguistics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of linguistics that identifies, investigates, and offers 

solutions to language-related real-life problems. Some of the academic fields related to applied linguistics 
are education, psychology, computer scienc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The 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 is a method of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s derived from the classical 
(sometimes called traditional) method of teaching Greek and Latin. In grammar-translation classes, 
students learn grammatical rules and then apply those rules by translating sentences betwee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the native language. Advanced students may be required to translate whole 
texts word-for-word. The method has two main goals: to enable students to read and translate literature 
written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to further students’ general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The direct method of teaching, which is sometimes called the natural method, and is often (but not 
exclusively) used in teaching foreign languages, refrains from using the learners' native language and uses 
only the target language. It was established in Germany and France around 1900 and contrasts with 
the Grammar translation method and other traditional approaches, as well as with C.J.Dodson’s bilingual 
method. It was adopted by key international language schools such as Berlitz and Inlingua in the1970s 
and many of the language departments of th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of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in 
2012.  

The audio-lingual method, Army Method, or New Key, is a style of teaching used in teaching fore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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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s. It is based on behavioristtheory, which professes that certain traits of living things, and in this 
case humans, could be trained through a system of reinforcement—correct use of a trait would receive 
positive feedback while incorrect use of that trait would receive negative feedback. 

Situational language teaching draws on the linguistic theory of London School. They believe that 
language is tied to cultural contexts and social situations. Unlike structuralists, they put stress on meaning 
more than on form. This approach to language teaching uses short situational dialogs as the basic unit of 
language in order to present the new structure in a relevant context. Pattern drills and memorization are 
used as techniques but are derived from and directly relevant to a situation. The situations are intended to 
be based on student needs. Both speaking and listening are emphasized. 

Functional language teaching method stems from work in semantics and particularly from the study 
of speech acts. Philosophers recognized some years ago that language performs certain functions, that is, 
language is used to do things as well as to say things. Organizing language teaching functionally 
emphasizes what we can do with language. The basic units of language are seen as short exchanges. 
Linguistic forms are presented and learned in close relation to their function. Such teaching encourages 
appropriateness of language in terms of the respective roles of speaker and hearer and also in terms of the 
topic of conversation. Fluency is stressed and developed.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CLT), or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is 
an approach to language teaching that emphasizes interaction as both the means and the ultimate goal of 
study. Often,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is deemed a success if the teacher understands the student.  

2) language testing 
Language tests are instruments used to measure language ability or aptitude. A defining feature of 

language tests is that they consist of specified tasks through which language abilities are elicited. They are thus 
distinguished from scales, which represent only the means of describing or reporting the results of the test. 

Kinds of language tests 
According to the intended uses, language tests ar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achievement test, 

proficiency test, diagnostic test, and aptitude test. According to the scoring procedure, language tests are 
of two kinds, subjective test and objective test. According to the frame of reference, tests are of two kinds, 
norm-referenced test and criterion-referenced test.  

Qualities of a good test 
Validity of a test relates to what the text claims to measure and how well it does so. And the two 

most important aspects of validity are content and construct validity.  
Reliability of a test gives the same results when it is given on different occasions or when it is used 

by different people. There are two aspects to reliability: test reliability and scorer reliability. The former 
refers to how consistent scores are on a test, and the latter means that if there is a high level of agreement 
between different people marking the same test paper.  

3. Discussions  
1) Define the following terms briefly.  
applied linguistics,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objective/subjective testing, validity 
reliability, language aptitude test 
2) Explain the qualities of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4. Further Reading  
Cook, G. Applied Linguistics (in the series Oxford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Stud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Davies, A. & Elder, C. (eds.)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Oxford/Malden, MA: Blackwell. 2004.  
Schmitt, N. An Introduction to Applied Linguistics, London: Arnold.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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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践教学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践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Chapter One  Introducing the field of linguistics : objectives and 
tasks; schools of linguistics 

2  

2 Chapter Two  The sounds of language: phonetics 2  
3 Chapter Two   phonology 2  
4 Chapter Three  Morphology 2  
5 Chapter Four  Syntax 2  
6 Chapter Five  Semantics: word meaning 2  
7 Chapter Five  Semantics: sentence meaning 2  
8 Chapter Six  Pragmatics: micropragmatics 2  
9 Chapter Six  Pragmatics: macropragmatics  2  

10  Chapter Seven  Discourse Analysis: discourse analysis  2  
11 Chapter Seven  Conversational  analysis 2  
12 Chapter Eight  Sociolinguistics 2  
13 Chapter Nine  Psycholinguistics 2  
14 Chapter Ten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tegorization 2  
15 Chapter Eleven: Language Acquisition 2  
16 Chapter Twelve: Applied Linguistics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语音学、语法学 
后续课程：语篇分析、文学、翻译课程 
本课程为英语专业核心课程，必须建立在良好的基础课程学习的基础上，基础阶段的语 
言运用能力和语言认识能力是学习此课程的基础。本课程为语言专业学生知识体系的核心课

程，是学习文学，翻译，教学论等的理论基础。同时，和其他课程一起，共同提高英语综合能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与难点：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共时与历时、语言与言语、语言能力与言语行为、语 
言潜势与语言行为）；普通语言学的分支（语音、音位、语法、句法、语义、语用）；语言学的

应用（语言学与语言教学、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字、语言与心理学、人类语言学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以学生为教学主体 着重培养学生分析能力、认知能力及语用能力，发挥学 
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引导学生主动积极思维 采用探究式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1. 观察、理论与分析。先归纳再演绎：案例在先，理论在后，从案例到理论再到案例。 
2. 案例分析讨论法：分组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学生出

勤 10%、课堂讨论（10%）、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10%））；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覆盖重点与难点，详见具体教学安排。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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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概论课程教材选用主要的依据原则是趣味性、系统性、知识性。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

况，选取适合本科学生特点的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刘润清 文旭编著《新编语言学教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 8月第 12次印刷。 
Saussure, F.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二）推荐参考书 
1. Widdowson, H.G. Linguistics.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 6月第 4次印刷。 
1. 胡壮麟著，《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蓝纯著，《语言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第 3次印刷。 
3. 杨信彰著，《语言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4. 钱冠连编著，《汉语文化语用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 07月 第 1版。 

执笔：张洪芹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5月 26日 

 

学术论文写作 
Academic Writing 

课程号：3080007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能力，要求学生对文献材料有一定的综合分析

能力、并能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个人观点和意见，同时还要求学生学会正确地引用他人的观点，避免

有意或无意的抄袭现象。本课程的任务是使学生了解从选题、文献调研、资料分析、列提纲、起草、

修改到编辑的写作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了解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摘要、引言、正文、

结语的写作方法及文献引用方法等，为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提供指导和帮助，对学生进行基本的科研

能力训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及独立思维、科学探索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将系统讲授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方法和规范，包括如何确定论文选题，如何搜集和使用

资料，如何形成论题，如何写文献综述，学术论文的结构，如何写作和修改论文，学术论文的规范，

论文定稿与答辩等内容。 
本课程学习目标 
本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将力求注重教学内容的知识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以帮助同学们能够运

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与基本理论就本专业领域的某一问题，深入研究，提出观点，形成论据；引

导同学们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注意各门课程内在的系统，拓宽知识面，能从论文写作过程中汲取知识，

获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写出优秀的毕业论文。具体学习目标如下： 
（1）系统了解毕业论文写作的主要过程和基本方法； 
（2）系统了解选题方法以及文献检索的主要方法和途径； 
（3）系统掌握开题报告、文献综述的写作方法； 
（4）掌握学校规范编制毕业论文的注释、参考文献以及引文的主要方法； 
（5）查阅教学法、语言学、文学、翻译等方面的汉英语论文，了解毕业论文的语言、结构、

切入展开方法，熟悉学校毕业论文的写作规范； 
（6）通过论文写作的训练，提高研究性学习的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本课程授课时数为 30学时。课下查阅资料、写作等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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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课堂讲授 15个单元，每单元的具体学习目标及内容如下： 
Unit 1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for BA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What is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for BA?  
  The major features and components of BA dissertation;  
  The aims of writing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1.1 Major features of research papers 
1.2 Major components of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1.3 Three major formats of the dissertation 
1.4 Major aims of writing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IV. Focal Points  
The features, components, formats and aims of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V. Difficult Points  
Understand the major features of research papers and grasp the essentials of writing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group discuss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VII. Assignment  
Read one or two graduation dissertations. 
VIII. Reading  
Paltridge, Brian and Sue Starfield.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A 

handbook for superviso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Chapter Three Thesis writing in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Winkler, Anthony, Jo Ray and McCuen-Metherell. Writing the Research Paper: A Handbook. Boston: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03. (Chapter One: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research paper) 

黄国文. 《英语学位论文写作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Chapter One: Defining the 
dissertation) 

田贵森、段晓英主编.《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教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What is graduation thesis for BA?） 

Unit 2  Choosing a Topic: Writing about Linguistics and TEFL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structure and the features of dissertations on linguistics and TEFL and 

learn to write about linguistics and TEFL.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2.1 Introduction 
2.2 Sources and considerations for research topics 
2.3 Suggested steps when choosing a topic 
2.4 Finding an approach 
2.5 Subject Areas, Topics, Questions and Thesis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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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Formulating a Thesis Statement 
2.7 Thesis Statement Exercise 
2.8 Writing about linguistics and TEFL 
2.9 Writing Assignment 
IV. Focal Points  
  sources for research topics  
  steps of choosing a topic  
  the form of a thesis statement  
  writing about linguistics and TEFL 
V. Difficult Points  
How to choose a topic and formulate a thesis statement 
How to write about linguistics and TEFL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group discuss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VII. Assignment  
Try to compose a thesis statement of your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on linguistics or TEFL. 
VIII. Reading  
Winkler, Anthony, Jo Ray and McCuen-Metherell. Writing the Research Paper: A Handbook. Boston: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03. (Chapter Two: Choosing a topic) 
黄国文. 《英语学位论文写作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Chapter Four: Prewriting (1): 

Developing the Subject) 
田贵森、段晓英主编.《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教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Chapter 

Two  Choosing a topic: Writing about linguistics and TEFL） 
Unit 3  Choosing a Topic: Writing about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analyze literature and learn to write about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3.1 What is literary analysis? 
3.2 General approaches to literary analysis 
3.3 Major topics of literary analysis 
3.4 Suggested steps for writing literary analysis 
3.5 Writing about translation studies 
IV. Focal Points:  
Major topics of literary analysis and the writing of literary analysi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V. Difficult Points:  
How to analyze literature and writ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group discuss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VII. Assignment:  
Write a thesis statement on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VIII. Reading  
Winkler, Anthony, Jo Ray and McCuen-Metherell. Writing the Research Paper: A Handbook. Boston: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03. (Chapter Two: Choosing a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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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文. 《英语学位论文写作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Chapter Four: Prewriting (1): 
Developing the Subject) 

田贵森、段晓英主编，《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教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Chapter 
Three  Choosing a topic: Writing about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Unit 4  Reviewing Literature and Evaluating Materials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know the basic requirement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how to evaluate materials.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4.1 The purpose of literature review 
4.2 Major sources of related literature 
4.3 Major strategies of literature review  
4.4 Evaluating materials 
4.5 Writing literature review 
4.6 Note-taking 
IV. Focal Points  
The purpose, major sources and strategie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the method of evaluating materials 
V. Difficult Points  
How to write literature review and evaluate materials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group discuss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VII. Assignment  
Choose a subject area or a topic for your graduation thesis 
Prepare preliminary bibliography 
VIII. Reading  
Winkler, Anthony, Jo Ray and McCuen-Metherell. Writing the Research Paper: A Handbook. Boston: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03. (Chapter Three: The Library) 
黄国文. 《英语学位论文写作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Chapter Five: Prewriting (2): 

Reading the Literature) 
田贵森、段晓英主编，《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教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Chapter 

Four  Reviewing Related Literature and Evaluating Materials） 
Unit 5  Organizing Ideas and Writing the Outline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master the skill to organize ideas and write the outline.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5.1 The role of the outline 
5.2 Types of outlines 
5.3 Formats of outlines 
5.4 Convention and content of outlines 
5.5 Preparing and using outlines 
IV. Focal Points  
The role, types, formats, convention and content of outlines and how to prepare and use out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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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Difficult Points  
How to prepare and use outlines to help write graduation thesis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group discuss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VII. Assignment  
Study sample outlines provided in the class and choose a topic for your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Organize ideas and write the outline. 
VIII. Reading  
Winkler, Anthony, Jo Ray and McCuen-Metherell. Writing the Research Paper: A Handbook. Boston: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03. (Chapter Four: The thesis and the outline) 
黄国文. 《英语学位论文写作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Chapter 9: Writing (2): 

Organizing Ideas) 
田贵森、段晓英主编，《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教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Chapter 

Five   Organizing Ideas and Writing the Outline） 
Unit 6  Writing a Research Proposal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structure and purpose of research proposals, and the ways of writing a 

research proposal.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6.1 Differences between a master’s and a doctoral thesis 
6.2 Different expectations across different areas of study 
6.3 A checklist for developing a research proposal 
6.4 Choosing and focusing a research topic 
6.5 Refining a research question 
6.6 Details to include in a research proposal 
6.7 Criteria for assessing research proposals 
6.8 Differences between disciplines in choosing a research topic 
IV. Focal Points  
The structure, the components and the details of a research proposal 
V. Difficult Points  
Understand the major components of a research proposal and grasp the essential details of a research 

proposal.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discussion 
VII. Assignment  
Read one or two research proposals of graduation dissertations. 
VIII. Reading  
Paltridge, Brian and Sue Starfield.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A 

Handbook for Superviso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Chapter 4 Writing a research 
proposal) 

Unit 7  Writing the Introduction Chapter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framework for the typical structure of dissertation Introd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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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7.1 The role of the introductory chapter in the dissertation: creating a research space 
7.2 Typical moves in dissertation Introductions 
7.3 How long should the Introduction be? 
7.4 The typical structure of the Introduction 
IV. Focal Points  
The structure, components and details of the Introductory chapter. 
V. Difficult Points  
Understand the major components of the Introductory chapter.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discuss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VII. Assignment  
Read one or two Introductory chapters of journal articles. 
VIII. Reading  
Paltridge, Brian and Sue Starfield.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A 

Handbook for Superviso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Chapter 6 Writing the Introduction 
chapter) 

Unit 8  Writing the Background Chapters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write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chapters which describe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a 

study.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8.1 Writing the literature review 
8.2 What needs to be included i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8.3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an example 
8.4 Strategies for reading for a literature review 
8.5 Providing background information 
8.6 Reading, summarizing and critiquing previous studies 
8.7 Reporting on previous research 
8.8 Critiquing previous research 
8.9 Adopting a stance towards previous research 
8.10 Paraphrasing and summary writing 
8.11 Avoiding plagiarism 
IV. Focal Points  
Students are expected not just to know the literature on their topic but also to critically evaluate it.  
V. Difficult Points  
Writing the literature review critically.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discuss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VII. Assignment  
Read one or two Background chapters of published journal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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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Reading  
Paltridge, Brian and Sue Starfield.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A 

Handbook for Superviso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Chapter 7 Writing the Background 
chapters) 

Unit 9  Writing the Methodology Chapter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ethodology and methods where it is relevant, the 

key functions of this section and the components of this section.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9.1 The place of the Methodology section 
9.2 Methodology vs Methods 
9.3 A review of methods used by similar studies 
9.4 How 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and how the data were obtained 
9.5 How the data were processed 
9.6 Ethical issues 
9.7 The particular challenge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9.8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searcher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9.9 Keeping a research diary (logbook) 
IV. Focal Points  
The structure, the components and the details of the Methodology chapter 
V. Difficult Points  
Understand the major components of the methodology chapter and grasp the essential details of it.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discussion 
VII. Assignment  
Read one or two Methodology chapters of published journal articles. 
VIII. Reading  
Paltridge, Brian and Sue Starfield.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A 

Handbook for Superviso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Chapter 8 Writing the Methodology 
chapter) 

Unit 10  Writing the Results Chapters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typical components of the Results chapter or Results sections of a 

dissertation.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10.1 Structuring the Results/Findings section 
10.2 Purposes of the Results section 
10.3 Presenting metatextual information 
10.4 Presenting results 
10.5 Hedging 
10.6 Numbering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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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Focal Points  
The lecture will focus on both the typical organizational patterns of Results/Findings chapters or 

sections and some of the language features commonly found within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chapter.  
V. Difficult Points  
How to present research results.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discuss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VII. Assignment  
Read one or two Results chapters of published journal articles. 
VIII. Reading  
Paltridge, Brian and Sue Starfield.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A 

Handbook for Superviso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Chapter 9 Writing the Results 
chapters) 

Unit 11  Writing Discussions and Conclusions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typical components of the Discussion chapters and write this section of 

the dissertation.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11.1 Functions of Discussion chapters 
11.2 Strategies for writing the Discussion section 
11.3 The typical shape of the Discussion section 
11.4 Making claims and hedging in the Discussion section 
11.5 Features of Conclusions 
11.6 The typical shape of Conclusions 
11.7 The language of Conclusions 
IV. Focal Points  
The lecture will focus on the functions, strategies and features of writing the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sections.  
V. Difficult Points  
A good dissertation should tell the reader not just ‘what I have done’, but ‘why what I have done 

matters’.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discuss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VII. Assignment  
Read one or two Discussions and Conclusions chapters of published journal articles. 
VIII. Reading  
Paltridge, Brian and Sue Starfield.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A 

Handbook for Superviso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Chapter 10 Writing Discussions and 
Conclusions) 

Unit 12  Writing the Abstract and Acknowledgements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features of an abstract and acknowledgement of a dissertation and how 

to write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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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12.1 The importance of the Abstract 
12.2 Typical structure of the Abstract 
12.3 The language of Abstracts 
12.4 Writing the Acknowledgments section 
IV. Focal Points  
The lecture will focus on the functions, features and structure of an Abstract and Acknowledgement 

sections.  
V. Difficult Points  
How to structure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Abstracts and Acknowledgements.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discussion 
VII. Assignment  
Read one or two Abstracts and Acknowledgements texts of published journal articles. 
VIII. Reading  
Paltridge, Brian and Sue Starfield.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A 

Handbook for Superviso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Chapter 11 Writing the Abstracts 
and Acknowledgements) 

Unit 13  Revising Your Rough Draft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s of paper revision, and strategies for revision.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13.1 Principles of revision 
13.2 Revising the opening paragraph 
13.3 Revising sentences for variety and style 
13.4 Revising words: Diction 
13.5 Rules for writers. Not. 
IV. Focal Points  
The lecture will focus on the principles of and strategies for paper revision.  
V. Difficult Points  
How to revise draft.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discuss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VII. Assignment  
Revise previous papers. 
VIII. Reading  
Winkler, Anthony, Jo Ray and McCuen-Metherell. Writing the Research Paper: A Handbook. Boston: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03. (Chapter 8: Revising Your Rough Draft) 
Unit 14  Documentation: Citing and Listing Sources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learn to cite and list sources to compose a disse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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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14.1 The purpose of the documentation 
14.2 Major formats and styles of documentation 
14.3 Quotation 
14.4 Citing sources 
14.5 Listing sources 
IV. Focal Points  
The purpose, the formats and the styles of documentation and how to cite and list sources.  
V. Difficult Points  
How to cite and list sources to write a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discuss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VII. Assignment  
Try to practice citing and listing sources for your dissertation.  
VIII. Reading  
田贵森、段晓英主编，《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教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 年 1

月第一版。（Chapter Eight  Documentation: Citing and Listing Sources） 
Unit 15  Preparing for the Final Draft and Oral Defense 

I. Teaching Objectives  
Help students learn to prepare for the final draft and oral defense of the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II. Time Allotment 
2 hours  
III. Contents     
15.1 Major elements of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15.2 Proofreading your dissertation 
15.3 Guidelines for manuscript form 
15.4 Checklist for the final draft 
15.5 Guidelines for oral defense 
IV. Focal Points  
Major elements to prepare for the final draft and major guidelines for oral defense of the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V. Difficult Points  
How to prepare for the final draft and oral defense. 
VI. Teaching Methods  
Lecture, discussion and writing practice 
VII. Assignment  
Prepare for the final draft and oral defense of your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carefully 
VIII. Reading  
田贵森、段晓英主编.《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教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Chapter 

Eight  Documentation: Citing and Listing Sources） 
三、课程进度表 
单元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a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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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oosing a Topic: Writing about Linguistics and TEFL 2  
3 Choosing a Topic: Writing about Literatur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2  
4 Reviewing Literature and Evaluating Materials 2  
5 Organizing Ideas and Writing the Outline 2  
6 Writing a Research Proposal 2  
7 Writing the Introduction Chapter 2  
8 Writing the Background Chapters 2  
9 Writing the Methodology Chapter 2  

10 Writing the Results Chapter 2  
11 Writing the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s 2  
12 Writing the Abstract and Acknowledgement 2  
13 Revising your Rough Draft 2  
14 Documentation: Citing and Listing Sources 2  
15 Preparing for the Final Draft and Oral Defense 2  
合计  30  
四、执行大纲的几点说明  
本课程教学以“必需、够用”为基本原则，精讲多练，注重实训，落脚点在培养学生的写作技能、

提高学生的学术论文写作水平上。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探索使用新的教学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系统讲授法：给学生传授学术论文写作理论知识，使知识系统化、条理化。 
2）讨论法：把学生分成小组进行讨论，使学生畅所欲言，可以调动学习积极性，取长补短，

集思广益，培养学生博采众长的思维方法和学习方法。 
3）启发式教学法：教师用提问的方式，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训练学生

大胆发言的胆量。 
4）互动式教学法：课堂上师生双向交流，互相启发，教学相长，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培养学

生创造性思维能力。 
5）自主学习法：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鼓励学生自主学习，主动求知，积极探索，互相交

流，启迪智慧，往往能激发出创造的思维火花。 
6）情景教学法：教师创设一定的情景，让学生进入特定的场（情）景，感受现场气氛，学习

教学内容的方法。如：组织一次毕业论文模拟答辩，使学生了解论文答辩的过程以及应注意的事项。 
7）论文鉴赏教学法：通过成功和失败正反两种论文的对比分析，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

么是错的，应该怎么写，不应该怎么写，从而领悟写作技巧和方法，使学生学有所获。 
五、成绩考核评定办法 
本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试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论文成绩两部分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 30%，期末论文成

绩占总成绩的 70%。 
课程资源利用和开发建议 
应该把本课程的教学与学生的毕业论文撰写直接联系起来，直接为英语、翻译专业学生的毕业

论文撰写服务；同时也可以把本课程与写作课进行对比、借鉴，取长补短；为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

高年级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打下基础。 
教学场地、设施要求: 多媒体教室 
六、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黄国文，M. Ghadessy编著.《英语学位论文写作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田贵森，段晓英.《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教程》，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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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hony C. Winkler. Writing the Research Paper: A Handbook. Boston: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08. 

Paltridge, Brian and Sue Starfield. Thesis and Dissertation Writing in a Second Language: A 
handbook for supervisor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Slade, Carole. Form and Style: Research Papers, Reports and These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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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经典阅读（一） 
Classics Reading（I） 

课程号：3080007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研究所英语（法律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经过两个学期的学习，使学生认识西方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感受

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在西方文艺作品中的生动表现；2、掌握批判性阅读的技巧；3、学会运用证据
和逻辑有效组织和陈述自己的观点。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对西方文化史的纵向考察和对西方思想经典文献的深度阅读，帮助学生

拓宽知识面，提高人文素养，培养思辨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人文经典阅读（一） 
（一）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总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historical, aesth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s 

made. 
学习目标： 
1．对西方文化的源起与进程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2．从共时角度比较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 
作业： 
1.你如何理解西方社会语境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互动？ 
2.阅读相关材料。 

知识单元 2：古希腊文化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A  Thucydide’s The Funeral Oration of Pericles 
1.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ucydides and his major thoughts 
Thucydides(c. 460 – c. 395 BC) is a Greek historian and Athenian general. Hi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recounts the 5th century BC war between Sparta and Athens to the year 411 BC. 
Thucydides has been dubbed the father of "scientific history", because of his strict standards of 
evidence-gathering and analysis in terms of cause and effect without reference to intervention by the gods, 
as outlined in his introduction to his work. He has also been called the father of the school of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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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sm, which views the relations between nations as based on might rather than right. His text is still 
studied at advanced military colleges worldwide, and the Melian dialogue remains a seminal wor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ore generally, Thucydides showed an interest in developing an 
understanding of human nature to explain behaviour in such crises as plague, massacres, as in that of the 
Melians, and civil war. 

2. The Funeral Oration of Pericles  
2.1 A brief introduction 
The Funeral Oration of Pericles is a famous speech from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he speech was delivered by Pericles, an eminent Athenian politician,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year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431 - 404 BC) as a part of the annual public funeral for the war dead. 

2.2 Background 
It was an established Athenian practice by the late fifth century to hold a public funeral in honor of 

all those who had died in war. The remains of the dead were left out for three days in a tent, where 
offerings could be made for the dead. Then a funeral procession was held, with ten cypress coffins 
carrying the remains, one for each of the Athenian tribes. The procession led to a public grave (the 
Kerameikos), where they were buried. The last part of the ceremony was a speech delivered by a 
prominent Athenian citizen. 

Several funeral orations from classical Athens are still extant, which seem to corroborate Thucydides' 
evidence that this was a regular feature of Athenian funerary custom in wartime.  

Funeral Oration was recorded by Thucydides in book two of hi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Although Thucydides records the speech in the first person as if it were a word for word record of what 
Pericles said, 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at Thucydides has edited the speech at the very least. Thucydides 
says early in his History that the speeches presented are not verbatim records, but are intended to represent 
the main ideas of what was said and what was, according to Thucydides, "called for in the situation". 
Pericles likely delivered a speech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year of the war, but there is no consensus as to 
what degree Thucydides' record resembles Pericles' actual speech. Another confusing factor is that 
Pericles is known to have delivered another funeral oration in 440 BC during the Samian War. It is 
possible that elements of both speeches are represented in Thucydides' version. Nevertheless Thucydides 
was extremely meticulous in his documentation, and records the varied certainty of his sources each time. 
Significantly he begins recounting the speech by saying: "Περικλ ς   Ξανθίππου ...  λεγε τοιάδε", i.e. 
"Pericles, son of Xanthippos, spoke like this". Had he quoted the speech verbatim, he would have written 
"τάδε" ("this", or "these words") instead of "τοιάδε" ("like this" or "words like these"). The most likely 
possibility therefore is that Thucydides writes from his own memory of the event, in which case verbatim 
quotation is doubtful, though it is likely that Pericles' emblematic points have been faithfully recorded. 

2.3 Content of the speech 
The Funeral Oration is significant because the speech departs from the typical formula of Athenian 

funeral speeches. David Cartwright describes it as "a eulogy of Athens itself...". The speech is a 
glorification of Athens' achievements, designed to stir the spirits of a state still at war. 

Proemium (2.35) 
The speech begins by praising the custom of the public funeral for the war dead, but criticizes the 

inclusion of the speech, arguing that the "reputations of many brave men" should "not be imperiled in the 
mouth of a single individual".Pericles argues that the speaker of the oration has the impossible task of 
satisfying the associates of the dead, who would wish that their deeds be magnified, while everyone else 
might feel jealous and suspect exaggeration.  

Praise of the dead (2.3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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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cles begins his praise of the war dead, as the other Athenian funeral orations do, by praising the 
ancestors of present day Athenians (2.36.1-2.36.3), touching briefly on the acquisition of the empire. 

At this point, however, Pericles departs most dramatically from the example of other Athenian 
funeral orations and skips over the great martial achievements of Athens' past: "That part of our history 
which tells of the military achievements which gave us our several possessions, or of the ready valor with 
which either we or our fathers stemmed the tide of Hellenic or foreign aggression, is a theme too familiar 
to my hearers for me to dwell upon, and I shall therefore pass it by." Instead, Pericles proposes to focus on 
"the road by which we reached our position, the form of government under which our greatness grew, and 
the national habits out of which it sprang". This amounts to a focus on present day Athens; Thucydides' 
Pericles thus decides to praise the war dead by glorifying the city for which they died. 

The greatness of Athens 
"If we look to the laws, they afford equal justice to all in their private differences...if a man is able to 

serve the state, he is not hindered by the obscurity of his condition. The freedom we enjoy in our 
government extends also to our ordinary life. There, far from exercising a jealous surveillance over each 
other, we do not feel called upon to be angry with our neighbor for doing what he likes..." These lines 
form the roots of the famous phrase "equal justice under law." The liberality of which Pericles spoke also 
extended to Athens' foreign policy: "We throw open our city to the world, and never by alien acts exclude 
foreigners from any opportunity of learning or observing, although the eyes of an enemy may occasionally 
profit by our liberality..." Yet Athens' values of equality and openness do not, according to Pericles, hinder 
Athens' greatness, indeed, they enhance it, "...advancement in public life falls to reputations for capacity, 
class considerations not being allowed to interfere with merit...our ordinary citizens, though occupied with 
the pursuits of industry, are still fair judges of public matters...at Athens we live exactly as we please, and 
yet are just as ready to encounter every legitimate danger."  

In the climax of his praise of Athens, Pericles declares: "In short, I say that as a city we are the school 
of Hellas; while I doubt if the world can produce a man, who where he has only himself to depend upon, 
is equal to so many emergencies, and graced by so happy a versatility as the Athenian." Finally, Pericles 
links his praise of the city to the dead Athenians for whom he is speaking, "...for the Athens that I have 
celebrated is only what the heroism of these and their like have made her...none of these men allowed 
either wealth with its prospect of future enjoyment to unnerve his spirit, or poverty with its hope of a day 
of freedom and riches to tempt him to shrink from danger. No, holding that vengeance upon their enemies 
was more to be desired than any personal blessings, and reckoning this to be the most glorious of hazards, 
they joyfully determined to accept the risk... Thus, choosing to die resisting, rather than to live submitting, 
they fled only from dishonor..." The conclusion seems inevitable: "Therefore, having judged that to be 
happy means to be free, and to be free means to be brave, do not shy away from the risks of war". With 
the linkage of Athens' greatness complete, Pericles moves to addressing his audience. 

Exhortation to the living 
Pericles then turns to the audience and exhorts them to live up to the standards set by the deceased, 

"So died these men as becomes Athenians. You, their survivors, must determine to have as unfaltering a 
resolution in the field, though you may pray that it may have a happier outcome."  

Epilogue 
Pericles ends with a short epilogue, reminding the audience of the difficulty of the task of speaking 

over the dead. The audience is then dismissed. 
Tex B Plato’s The Apology 
1.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Plato and his major thoughts 
Plato (424/423 BC[a] – 348/347 BC) was a Classical Greek philosopher, mathematician, stud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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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rates, writer of philosophical dialogues, and founder of the Academy in Athens, the first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in the Western world. Along with his mentor, Socrates, and his student, Aristotle, Plato 
helped to lay the foundations of Western philosophy and science. In the words of A. N. Whitehead: “The 
safest gener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European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is that it consists of a series of 
footnotes to Plato. I do not mean the systematic scheme of thought which scholars have doubtfully 
extracted from his writings. I allude to the wealth of general ideas scattered through them.” 

Plato's sophistication as a writer is evident in his Socratic dialogues; thirty-six dialogues and thirteen 
letters have been ascribed to him. Plato's writing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several fashions; this has led to 
several conventions regarding the naming and referencing of Plato's texts. Plato's dialogues have been 
used to teach a range of subjects, including philosophy, logic, ethics, rhetoric, and mathematics. Plato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ounding figures in Western philosophy. 

2. The Apology 
2.1 A brief introduction 
The Apology is Plato's version of the speech given by Socrates as he defended himself in 399 BC 

against the charges of "corrupting the young, and by not believing in the gods in whom the city believes, 
but in other daimonia that are novel”. “Apology" here has its earlier meaning (now usually expressed by 
the word "apologia") of speaking in defense of a cause or of one's beliefs or actions. 

The Apology begins with Socrates saying he does not know if the men of Athens (his jury) have been 
persuaded by his accusers. This first sentence is crucial to the theme of the entire speech. Indeed, in the 
Apology Socrates will suggest that philosophy begins with a sincere admission of ignorance; he later 
clarifies this, dramatically stating that whatever wisdom he has, comes from his knowledge that he knows 
nothing (23b, 29b). 

Socrates imitates, parodies and even corrects the Orators by asking the jury to judge him not by his 
oratorical skills, but by the truth (cf. Lysias XIX 1,2,3, Isaeus X 1, Isocrates XV 79, Aeschines II 24). 
Socrates says he will not use ornate words and phrases that are carefully arranged, but will speak using the 
expressions that come into his head. He says he will use the same way of speaking that he is heard using 
at the agora and the money tables. In spite of his disclaimers, Socrates proves to be a master orator who is 
not only eloquent and persuasive, but even wise. This is how he corrects the Orators, showing what they 
should have been doing all along, speaking the truth persuasively with wisdom. The speech does not 
succeed in winning him acquittal. Socrates is condemned to death. 

2.2 Background：Socrates' accusers 
The three men who brought the charges against Socrates were: 
Anytus, son of a prominent Athenian, Anthemion. Socrates says Anytus joined the prosecution 

because he was "vexed on behalf of the craftsmen and politicians" (23e-24a). Anytus makes an important 
cameo appearance in Meno. Anytus appears unexpectedly while Socrates and Meno (a visitor to Athens) 
are discussing the acquisition of virtue. Having taken the position that virtue cannot be taught, Socrates 
adduces as evidence for this that many prominent Athenians have produced sons inferior to themselves. 
Socrates says this, and then proceeds to name names, including Pericles and Thucydides. Anytus becomes 
very offended, and warns Socrates that running people down ("kakos legein") could get him into trouble 
someday (Meno 94e-95a).  

Plutarch gives some information that might help us realize the real reason behind Anytus' worries. He 
says that Anytus wanted to be friends with Alcibiades but he preferred to be with Socrates. And also we 
hear that Anytus' son had a sexual relationship with Socrates, which was an accep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 and pupil in classical Athens.  

Meletus, the only accuser to speak during Socrates' defense. Socrates says Meletus join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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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ecution because he was "vexed on behalf of the poets" (23e). He is mentioned in another dialogue, the 
Euthyphro, but does not appear in person. Socrates says there that Meletus is a young unknown with an 
aquiline nose. In the Apology, Meletus allows himself to be cross-examined by Socrates and stumbles into 
a trap. Apparently not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very charges he is bringing, he accuses Socrates both of 
atheism and of believing in demi-gods.  

Lycon, about whom, according to one scholar, "we know nothing except that he was the mouthpiece 
of the professional rhetoricians." Socrates says Lycon joined the prosecution because he was "vexed on 
behalf of the rhetoricians" (24a). Some scholars, such as Debra Nails, identify Lycon as the father of 
Autolycus, who appears in Xenophon's Symposium 2.4ff. Nails also identifies Socrates' prosecutor with 
the Lycon who is the butt of jokes in Aristophanes and became a successful democratic politician after the 
fall of the Four Hundred; she suggests that he may have joined in the prosecution because he associated 
Socrates with the Thirty Tyrants, who had executed his son, Autolycus. Others, however, questi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Socrates' prosecutor with the father of Autolycus; John Burnet, for instance, claims it "is 
most improbable".  

Socrates says that he has to refute two sets of accusations: Socrates was charged with disrespect 
toward the gods and corruption of the youth. He did believe in the gods, but questioned their abilities. 

Socrates says that the old charges stemmed from years of gossip and prejudice against him and hence 
were difficult to address. These so-called 'informal charges' Socrates puts into the style of a formal legal 
accusation: "Socrates is committing an injustice, in that he inquires into things below the earth and in the 
sky, and makes the weaker argument the stronger, and teaches others to follow his example" (19b-c). He 
says that these allegations are repeated in a certain comic poet, namely Aristophanes. In his play, The 
Clouds, Aristophanes lampooned Socrates by presenting him as the paradigm of atheistic, scientific 
sophistry. Yet it is unlikely that Aristophanes would have intended these charges to be taken seriously, 
since Plato depicts Aristophanes and Socrates as being on very good terms with each other in the 
Symposium. 

Socrates says that he cannot possibly be mistaken for a sophist because they are wise (or at least 
thought to be) and highly paid. He says he lives in "ten-thousandfold poverty" (23c) and claims to know 
nothing noble and good. 

2.3 The content 
The Apolog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Socrates' own defense of himself and 

includes the most famous parts of the text, namely his recounting of the Oracle at Delphi and his 
cross-examination of Meletus. The second part is the verdict, and the third part is the sentencing. 

Part one 
Socrates begins by telling the jury that their minds were poisoned by his enemies when they were 

young and impressionable. He says his reputation for sophistry comes from his enemies, all of whom are 
envious of him, and malicious. He says they must remain nameless, except for Aristophanes, the comic 
poet. He later answers the charge that he has corrupted the young by arguing that deliberate corruption is 
an incoherent idea. Socrates says that all these false accusations began with his obedience to the oracle at 
Delphi. He tells how Chaerephon went to the Oracle at Delphi, to ask if anyone was wiser than Socrates. 
When Chaerephon reported to Socrates that the god told him there is none wiser, Socrates took this as a 
riddle. He himself knew that he had no wisdom "great or small" but that he also knew that it is against the 
nature of the gods to lie. 

Socrates then went on a "divine mission" to solve the paradox (that an ignorant man could also be the 
wisest of all men) and to clarify the meaning of the Oracles' words. He systematically interrogated the 
politicians, poets and craftsmen. Socrates determined that the politicians were imposters, and the poets 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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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understand even their own poetry, like prophets and seers who do not understand what they say. 
Craftsmen proved to be pretentious too, and Socrates says that he saw himself as a spokesman for the 
oracle (23e). He asked himself whether he would rather be an impostor like the people he spoke to, or be 
himself. Socrates tells the jury that he would rather be himself than anyone else. 

Socrates says that this questioning earned him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an annoying busybody. 
Socrates interpreted his life's mission as proof that true wisdom belongs to the gods and that human 
wisdom and achievements have little or no value. Having addressed the cause of the prejudice against him, 
Socrates then tackles the formal charges, corruption of the young and atheism. 

Socrates' first move is to accuse his accuser, Meletus (whose name means literally, "the person who 
cares," or "caring") of not caring about the things he professes to care about. He argues during his 
interrogation of Meletus that no one would intentionally corrupt another person (because they stand to be 
harmed by him at a later date). The issue of corruption is important for two reasons: first, it appears to be 
the heart of the charge against him, that he corrupted the young by teaching some version of atheism, and 
second, Socrates says that if he is convicted, it will be because Aristophanes corrupted the minds of his 
audience when they were young (with his slapstick mockery of Socrates in his play, "The Clouds", 
produced some twenty-four years earlier). 

Socrates then proceeds to deal with the second charge, that he is an atheist. He cross-examines 
Meletus, and extracts a contradiction. He gets Meletus to say that Socrates is an atheist who believes in 
spiritual agencies and demigods. Socrates announces that he has caught Meletus in a contradiction, and 
asks the court whether Meletus has designed an intelligence test for him to see if he can identify logical 
contradictions. 

Socrates repeats his claim that it will not be the formal charges which will destroy him, but rather the 
prejudicial gossip and slander. He is not afraid of death, because he is more concerned about whether he is 
acting rightly or wrongly. Further, Socrates argues, those who fear death are showing their ignorance: 
death may be a great blessing, but many people fear it as an evil when they cannot possibly know it to be 
such. Again Socrates points out that his wisdom lies in the fact that he is aware that he does not know. 

Socrates states clearly that a lawful superior, whether human or divine, should be obeyed. If there is a 
clash between the two, however, divine authority should take precedence. "Gentlemen, I am your grateful 
and devoted servant, but I owe a greater obedience to God than to you; and as long as I draw breath and 
have my faculties I shall never stop practicing philosophy". Since Socrates has interpreted the Delphic 
Oracle as singling him out to spur his fellow Athenians to a greater awareness of moral goodness and truth, 
he will not stop questioning and arguing should the people forbid him to do so, even if they were to 
withdraw the charges. Nor will he stop questioning his fellow citizens. "Are you not ashamed that you 
give your attention to acquiring as much money as possible, and similarly with reputation and honor, and 
give no attention or thought to truth and understanding and the perfection of your soul?" 

In a highly inflammatory section of the Apology, Socrates claims that no greater good has happened 
to Athens than his concern for his fellow citizens, that wealth is a consequence of goodness (and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that God does not permit a better man to be harmed by a worse, and that, in the 
strongest statement he gives of his task, he is a stinging gadfly and the state a lazy horse, "and all day long 
I will never cease to settle 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rousing, persuading and reproving every one of 
you." 

As further evidence of his task, Socrates reminds the court of his daimon which he sees as a 
supernatural experience. He recognizes this as partly behind the charge of believing in invented beings. 
Again Socrates makes no concession to his situation. 

Socrates claims to never have been a teacher, in the sense of imparting knowledge to others.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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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not therefore be held responsible if any citizen turns bad. If he has corrupted anyone, why have they 
not come forward to be witnesses? Or if they do not realize that they have been corrupted, why have their 
relatives not stepped forward on their behalf? Many relatives of the young men associated with him, 
Socrates points out, are presently in the courtroom to support him. 

Socrates concludes this part of the Apology by reminding the judges that he will not resort to the 
usual emotive tricks and arguments. He will not break down in tears, nor will he produce his three sons in 
the hope of swaying the judges. He does not fear death; nor will he act in a way contrary to his religious 
duty. He will rely solely on sound argument and the truth to present his case. 

The verdict 
Socrates is voted guilty by a narrow margin (36a). Plato never gives the total number of Socrates' 

judges nor the exact numbers of votes against him and for his acquittal, though Socrates does say that if 
only 30 more had voted in his favor then he would have been acquitted. Many scholars assume the 
number of judges was 281 to 220 and was sentenced to death by a vote of 361 to 140. 

Part two 
It was the tradition that the prosecutor and the defendant each propose a penalty, from which the 

court would choose. In this section, Socrates antagonises the court even further when considering his 
proposition. 

He points out that the vote was comparatively close: he only needed 30 more votes for himself, and 
he would have been found innocent. He engages in some dark humour by suggesting that Meletus 
narrowly escaped a fine for not meeting the statutory one-fifth of the votes (in order to avoid frivolous 
cases coming to court, plaintiffs were fined heavily if the judges' votes did not reach this number in a case 
where the defendant won). Assuming there were 501 or 500 jurymen, the prosecution had to gain at least 
100 of the judges' votes. Taken by itself however Meletus' vote (as representing one-third of the 
prosecution case) would have numbered only 93 or 94 (assuming 501 or 500 total judges). Regardless of 
the number of plaintiffs, it was their case that had to reach the requisite one-fifth. Not only that, the 
prosecutors had won. 

Instead of proposing a penalty, Socrates proposes a reward for himself: as benefactor to Athens, he 
should be given free meals in the Prytaneum, one of the important buildings which housed members of 
the Council. This was an honour reserved for athletes and other prominent citizens. 

Finally Socrates considers imprisonment and banishment before settling on a fine of 100 drachmae, 
as he had little funds of his own with which he could pay the fine. This was a small sum when weighed 
against the punishment proposed by the prosecutors and encouraged the judges to vote for the death 
penalty. Socrates' supporters immediately increased the amount to 3,000 drachmae, but in the eyes of the 
judges this was still not an alternative. 

So the judges decided on the sentence of death. 
Part three 
Plato indicates that the majority of judges voted in favor of the death penalty (Apology 38c), but he 

does not indicate exactly how many did. Our only source for the actual numbers of these votes is 
Diogenes Laertius, who says that 80 more voted for the death sentence than had voted for Socrates' guilt 
in the first place (2.42); but the details of this account have been disputed. Others have concluded from 
this that Socrates' speech angered the jury.  

Socrates now responds to the verdict. He first addresses those who voted for death. 
He claims that it is not a lack of arguments that has resulted in his condemnation, but rather lack of 

time and his unwillingness to stoop to the usual emotive appeals expected of any defendant facing death. 
Again he insists that the prospect of death does not absolve one from following the path of goodne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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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th. 
Socrates prophesies that younger and harsher critics will follow him vexing them even more.(39d) 
To those who voted for his acquittal, Socrates gives them encouragement: He says that his daimon 

did not stop him from conducting his defense in the way that he did, that this was a sign that it was the 
right thing to do. 

In this way, his daimon was even telling him that death must be a blessing. For either it is an 
annihilation (thus bringing eternal peace from all worries, and therefore not something to be truly afraid of) 
or a migration to another place to meet souls of famous people such as Hesiod and Homer and heroes like 
Odysseus. With these, it will be a joy to continue the practice of Socratic dialogue. 

Socrates concludes his Apology with the claim that he bears no grudge against those who accused 
and condemned him, and asks them to look after his three sons as they grow up, ensuring that they put 
goodness before selfish interests. 

2.4 Modes of interpretation 
Three different methods for interpreting the Apology have been commonly suggested. The first of 

these, that it was meant to be solely a piece of art, is not widely held. 
A second possibility is that the Apology is a historical recounting of the actual defense made by 

Socrates in 399 BC. This seems to be the oldest opinion. Its proponents maintain that, as one of Plato's 
earliest works, it would not have been fitting to embellish and fictionalise the memory of his mentor, 
especially while so many who remembered him were still living. 

In 1741, Johann Jakob Brucker was the first to suggest that Plato was not to be trusted as a source 
about Socrates. Since that time, more evidence has been brought to light supporting the theory that the 
Apology is not a historical account but a philosophical work. 

Text C Aristotle’s Politics 
1.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Aristotle and his major thoughts 
Aristotle (384 BC – 322 BC) was a Greek philosopher and polymath, a student of Plato and teacher 

of Alexander the Great. His writings cover many subjects, including physics, metaphysics, poetry, theater, 
music, logic, rhetoric, linguistics, politics, government, ethics, biology, and zoology. Together with Plato 
and Socrates (Plato's teacher), Aristotl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ounding figures in Western 
philosophy. Aristotle's writings were the first to create a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Western philosophy, 
encompassing morality, aesthetics, logic, science, politics, and metaphysics. 

Aristotle's views on the physical sciences profoundly shaped medieval scholarship, and their 
influence extended well into the Renaissance, although they were ultimately replaced by Newtonian 
physics. In the zoological sciences, some of his observations were confirmed to be accurate only in the 
19th century. His works contain the earliest known formal study of logic, which was incorporated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into modern formal logic. In metaphysics, Aristotelianism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philosophical and theological thinking in the Islamic and Jewish traditions in the Middle Ages, and it 
continues to influence Christian theology, especially the scholastic tradi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ristotle was well known among medieval Muslim intellectuals and revered as األول المعل      م  - "The First 
Teacher". His ethics, though always influential, gained renewed interest with the modern advent of virtue 
ethics. All aspects of Aristotle's philosophy continue to be the object of active academic study today. 
Though Aristotle wrote many elegant treatises and dialogues (Cicero described his literary style as "a river 
of gold"), it is thought that the majority of his writings are now lost and only about one-third of the 
original works have survived.  

2. Politics 
2.1 A brief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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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istotle's Politics is a work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end of the Nicomachean Ethics declared that 
the inquiry into ethics necessarily follows into politics, and the two works are frequently considered to be 
parts of a larger treatise, or perhaps connected lectures, dealing with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affairs." 
The title of the Politics literally means "the things concerning the polis." 

2.2 The content 
Book I 
In the first book, Aristotle discusses the city (polis) or "political community" (koinōnia politikē) as 

opposed to other types of communities and partnerships such as the household and village. The highest 
form of community is the polis. Aristotle comes to this conclusion because he believes the public life is 
far more virtuous than the private. He comes to this conclusion because men are "political animals." He 
begins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ty and man (I. 1–2), and then specifically discusses the 
household (I. 3–13).[2] He takes issue with the view that political rule, kingly rule, rule over slaves, and 
rule over a household or village are only different in terms of size. He then examines in what way the city 
may be said to be natural. 

Aristotle discusses the parts of the household, which includes slaves, leading to a discussion of 
whether slavery can ever be just and better for the person enslaved or is always unjust and bad. He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ose who are slaves because the law says they are and those who are slaves by 
nature, saying the inquiry hinges on whether there are any such natural slaves. Only someone as different 
from other people as the body is from the soul or beasts are from human beings would be a slave by 
nature, Aristotle concludes, all others being slaves solely by law or convention. Some scholars have 
therefore concluded that the qualifications for natural slavery preclude the existence of such a being.  

Aristotle then moves to the question of property in general, arguing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property 
does not form a part of household management (oikonomike) and criticizing those who take it too 
seriously. It is necessary, but that does not make it a part of household management any more than it 
makes medicine a part of household management just because health is necessary. He criticizes income 
based upon trade and says that those who become avaricious do so because they forget that money merely 
symbolizes wealth without being wealth. 

Book I concludes with Aristotle's assertion that the proper object of household rule is the virtuous 
character of one's wife and children, not the management of slaves or the acquisition of property. Rule 
over the slaves is despotic, rule over children kingly, and rule over one's wife political (except there is no 
rotation in office). Aristotle questions whether it is sensible to speak of the "virtue" of a slave and whether 
the "virtues" of a wife and children are the same as those of a man before saying that because the city 
must be concerned that its women and children be virtuous, the virtues that the father should instill are 
dependent upon the regime and so the discussion must turn to what has been said about the best regime. 

Book II 
Book II examines various views concerning the best regime.[4] It open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regime presented in Plato's Republic (2. 1–5) before moving to that presented in Plato's Laws (2. 6). 
Aristotle then discusses the systems presented by two other philosophers, Phaleas of Chalcedon (2. 7) and 
Hippodamus of Miletus (2. 8). 

After addressing regimes invented by theorists, Aristotle moves to the examination of three regimes 
that are commonly held to be well managed. These are the Spartan (2. 9), Cretan (2. 10), and Carthaginian 
(2. 11). The book concludes with some observations on regimes and legislators. 

Book III 
• Who is a citizen?  
"He who has the power to take part in the deliberative or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of any state is s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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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us to be a citizen of that state; and speaking generally, a state is a body of citizens sufficing for the 
purpose of life. But in practice a citizen is defined to be one of whom both the parents are citizens; others 
insist on going further back; say two or three or more grandparents." Aristotle asserts that a citizen is 
anyone who can take part i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 He finds that most people in the polis are capable 
of being citizens. This is contrary to the Platonist view which asserts that only very few can take part in 
the deliberative or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state.  

• Classification of constitution.  
• Just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power.  
• Types of monarchies:-  
• Monarchy: exercised over voluntary subjects, but limited to certain functions; the king was a 

general and a judge, and had control of religion.  
• Absolute: government of one for the absolute good  
• Barbarian: legal and hereditary+ willing subjects  
• Dictator: installed by foreign power elective dictatorship + willing subjects (elective tyranny)  
Book IV 
Aristotle's classification of constitutions 
• Tasks of political theory  
• Why are there many types of constitutions?  
• Types of democracies  
• Types of oligarchies  
• Polity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s the optimal form of government  
• When perverted, a Polity becomes a Democracy, the least harmful derivative government as 

regarded by Aristotle.  
• Government offices  
Book V 
• Constitutional change  
• Revolutions in different types of constitutions and ways to preserve constitutions  
• Instability of tyrannies  
Book VI 
• Democratic constitutions  
• Oligarchic constitutions  
Book VII 
• Best state and best life  
• Ideal state. Its population, territory, position etc.  
• Citizens of the ideal state  
• Marriage and children  
Book VIII 
• Education in the ideal state  
学习目标： 
1.对古雅典民主的特征与局限有清晰的把握。 
2.比较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异同。 
作业： 
3.你如何理解苏格拉底之死？ 
4.你如何看待柏拉图对苏格拉底思想的记载？ 

知识单元 3：古罗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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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A  Aelius Aristides’ Roman Oration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Aelius Aristides and his major thoughts 
Aelius Aristides (AD 117 - 181) was a popular Greek orator, who lived during the Roman Empire. 

He is considered to be a prime example of the Second Sophistic, a group of showpiece orators who 
flourished from the reign of Nero until ca. 230 AD. His surname was Theodorus. He showed 
extraordinary talents even in his early youth, and devoted himself with remarkable zeal to the study of 
rhetoric, which appeared to him the worthiest occupation of a man, and along with it he cultivated poetry 
as an amusement. Besides the rhetorician Herodes Atticus, whom he heard at Athens, he also received 
instructions from Aristocles at Pergamum, from Polemon at Smyrna, and from the grammarian Alexander 
of Cotiaeum. 

2. Roman Oration 
2.1 A brief introduction 
2.2 Background 
2.3 Content of the speech 

Text B Marcus Auelius’ The Meditations 
1.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Marcus Auelius and his major thoughts 
Marcus Aurelius（April 26, 121 CE – March 17, 180 CE, was Roman Emperor from 161 to 180 CE. 

He ruled with Lucius Verus as co-emperor from 161 until Verus' death in 169. He was the last of the Five 
Good Emperors, and is also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mbers of the Stoic philosophers. 

During his reign, the Empire defeated a revitalized Parthian Empire in the East; Aurelius' general 
Avidius Cassius sacked the capital Ctesiphon in 164. In central Europe, Aurelius fought the Marcomanni, 
Quadi, and Sarmatians with success during the Marcomannic Wars, with the threat of the Germanic tribes 
beginning to represent a troubling reality for the Empire. A revolt in the East led by Avidius Cassius failed 
to gain momentum and was suppressed immediately. 

Marcus Aurelius' Stoic tome Meditations, written in Greek while on campaign between 170 and 180, 
is still revered as a literary monument to a philosophy of service and duty, describing how to find and 
preserve equanimity in the midst of conflict by following nature as a source of guidance and inspiration. 

2. The Meditations 
2.1 A brief introduction 
Marcus Aurelius wrote the 12 books of the Meditations in "highly educated" Koine Greek as a source 

for his own guid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It is possible that large portions of the work were written at 
Sirmium, where he spent much time planning military campaigns from 170 to 180. Some of it was written 
while he was positioned at Aquincum on campaign in Pannonia, because internal notes tell us that the 
second book was written when he was campaigning against the Quadi on the river Granova (modern-day 
Hron) and the third book was written at Carnuntum. It is not clear that he ever intended the writings to be 
published, so the title Meditations is but one of several commonly assigned to the collection. These 
writings take the form of quotations varying in length from one sentence to long paragraphs. 

2.2 Content 
The Meditations is divided into twelve books that chronicle different periods of Marcus's life. Each 

book is not in chronological order and it was written for no one but himself. The style of writing that 
permeates the text is one that is simplified, straightforward, and perhaps reflecting Marcus's Stoic 
perspective on the text. Depending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Marcus's style is not viewed as anything 
regal or belonging to royalty, but rather a man among other men which allows the reader to relate to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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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sdom. 
A central theme to "Meditations" is to analyze your judgment of self and others and developing a 

cosmic perspective. As he said "You have the power to strip away many superfluous troubles located 
wholly in your judgment, and to possess a large room for yourself embracing in thought the whole cosmos, 
to consider everlasting time, to think of the rapid change in the parts of each thing, of how short it is from 
birth until dissolution, and how the void before birth and that after dissolution are equally infinite". He 
advocates finding one's place in the universe and sees that everything came from nature, and so everything 
shall return to it in due time. It seems at some points in his work that we are all part of a greater construct 
thus taking a collectivist approach rather than having an individualist perspective. Another strong theme is 
of maintaining focus and to be without distraction all the while maintaining strong ethical principles such 
as "Being a good man". 

His Stoic ideas often involve avoiding indulgence in sensory affections, a skill which, he says, will 
free a man from the pains and pleasures of the material world. He claims that the only way a man can be 
harmed by others is to allow his reaction to overpower him. An order or logos permeates existence. 
Rationality and clear-mindedness allow one to live in harmony with the logos. This allows one to rise 
above faulty perceptions of "good" and "bad". 

2.3 Influence 
Marcus Aurelius has been lauded for his capacity "to write down what was in his heart just as it was, 

not obscured by any consciousness of the presence of listeners or any striving after effect". Gilbert Murray 
compares the work to Jean-Jacques Rousseau's Confessions and St. Augustine's Confessions. Though 
Murray criticizes Marcus for the "harshness and plainness of his literary style", he finds in his Meditations 
"as much intensity of feeling...as in most of the nobler modern books of religion, only [with] a sterner 
power controlling it". "People fail to understand Marcus", he writes, "not because of his lack of 
self-expression, but because it is hard for most men to breathe at that intense height of spiritual life, or, at 
least, to breathe soberly". 

D.A. Rees calls the Meditations "unendingly moving and inspiring", but does not offer them up as 
works of original philosophy. Bertrand Russell found them contradictory and inconsistent, evidence of a 
"tired age" where "even real goods lose their savour". Using Marcus as an example of greater Stoic 
philosophy, he found their ethical philosophy to contain an element of "sour grapes". "We can't be happy, 
but we can be good; let us therefore pretend that, so long as we are good, it doesn't matter being unhappy". 
Both Russell and Rees find an element of Marcus' Stoic philosophy in Kant's own philosophical system. 

Michael Grant called Marcus Aurelius "the noblest of all the men who, by sheer intelligence and 
force of character, have prized and achieved goodness for its own sake and not for any reward". 

Gregory Hays' translation of Meditations for The Modern Library made the bestseller list for two 
weeks in 2002. 

The book has been described as a prototype of reflective practice by Seamus Mac Suibhne. 
Author John Steinbeck makes several direct allusions to Meditations in his magnum opus East of 

Eden. 
Former U.S. President Bill Clinton said that "Meditations" is his favorite book. 
学习目标： 
1. 对古罗马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关系有清楚的把握。 
2. 能够了解古罗马政治与文化之间微妙的互动。 
作业： 
1.你如何理解古罗马时期的价值观？ 

知识单元 4：早期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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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A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 
1.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St. Matthew 
1.1 A brief introduction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Gospel of Matthew or simply Matthew) is one of the four 

canonical gospels, one of the three synoptic gospels, and the first book of the New Testament. It tells of 
the life, ministry,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Jesus of Nazareth. 

Matthew probably originated in a Jewish-Christian community in Roman Syria towards the end of 
the first century A.D. The anonymous author drew three main sources, including the Gospel of Mark, the 
sayings collection known as the Q source, and material unique to his own community. The narrative tells 
how Israel's Messiah, having been rejected by Israel (i.e., God's chosen people), withdrew into the circle 
of his disciples, passed judgment on those who had rejected him (so that "Israel" becomes the 
non-believing "Jews"), and finally sent the disciples instead to the gentiles 

1.2 Background 
A. J. Saldarini summarises the common scholarly view on the origins of Matthew as follows: 
"[T]he Gospel of Matthew addresses a deviant group within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greater Syria, a 

reformist Jewish sect seeking influence and power (relatively unsuccessfully) within the Jewish 
community as a whole." 

The community which gave rise to Matthew originated in Palestine, but: "There the community’s 
mission to Israel failed, and eventually, probably in the period preceding the Jewish War of 66-70, they 
were forced to leave the land of Israel. They found a new home in Syria and began to missionize among 
the Gentiles." Antioch, a coastal city in northern Syria and the third largest in the Roman world, is often 
mentioned as this later home of the Matthean community, but it could have been any large city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with large Jewish and Christian populations, and recent research points towards a 
location near Galilee or Judea. 

According to an influential hypothesis put forward by W.D. Davies, the gospel of Matthew was 
written as a direct response to developments within the Jewish community following the destruction of the 
Temple in Jerusalem in 70 AD. The Pharisees of Judea emerged as the new leaders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after the war, and the loss of the Temple and its priests and the ritual of sacrifice faced them 
with the problem of finding a new Jewish identity. Their answer was to insist on strict observance of the 
Law (the Torah), isolation from the gentiles, and minimalisation of the expectation of the coming of the 
Messiah (the expectation which had provoked the war). The Jewish Christians of Antioch responded 
differently: obedience to law will be done though following Jesus; Jesus was the Messiah; and Jew and 
gentile were to be brought into the one community. 

If Matthew's prime concern was to preserve the Jewish character of the church, he failed: Christianity 
became a Gentile religion, and Christianity and Judaism came to view each other as opposites. Matthew's 
own Christian community may have called themselves Nazoreans, a sect mentioned by Jerome and others: 
like Matthew, they maintained a "high Christology" (i.e., they stressed Jesus' divine nature over his 
human-ness), and did not demand that Gentile Christians observe all the Law. 

1.3 Content  
Prologue: genealogy, nativity and infancy 
Main article: Genealogy of Jesus 
Main article: Nativity of Jesus 
The Gospel of Matthew begins with the words "The Book of Genealogy [in Greek, "Gene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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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us Christ", deliberately echoing the first words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Greek. The genealogy tells of 
Jesus' descent from Abraham and King David and the miraculous events surrounding his virgin birth, and 
the infancy narrative tells of the 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 the flight into Egypt, and eventual journey to 
Nazareth. 

First narrative and discourse 
Main article: Baptism of Jesus 
Main article: Sermon on the Mount 
The first narrative section begins. John baptizes Jesus, and the Holy Spirit descends upon him. Jesus 

prays and meditates in the wilderness for forty days, and is tempted by Satan. His early ministry by word 
and deed in Galilee meets with much success, and leads to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the first of the 
discourses. The sermon presents the ethics of the kingdom of God, and includes the Beatitudes ("Blessed 
are...") as its introduction. It concludes with a reminder that the response to the kingdom will have eternal 
consequences, and the crowd's amazed response leads into the next narrative block. 

Second narrative and discourse 
From the authoritative words of Jesus the gospel turns to three sets of three miracles interwoven with 

two sets of two discipleship stories (the second narrative), followed by a discourse on mission and 
suffering. Jesus commissions the Twelve Disciples and sends them to preach to the Jews, perform 
miracles, and prophesy the imminent coming of the Kingdom, commanding them to travel lightly, without 
staff or sandals, and to be prepared for persecution. Scholars are divided over whether these rules 
originated with Jesus or with apostolic practice. 

Third narrative and discourse 
Opposition to Jesus comes to a head with accusations that his deeds are done through the power of 

Satan; Jesus in turn accuses his opponents of blaspheming the Holy Spirit. The discourse is a set of 
parables emphasising the sovereignty of God, and concluding with a challenge to the disciples to 
understand the teachings as scribes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Matthew avoids using the holy word God 
in the expression "Kingdom of God"; instead he prefers the term "Kingdom of Heaven", reflecting the 
Jewish tradition of not speaking the name of God). 

Fourth narrative and discourse 
Main article: Confession of Peter 
The fourth narrative section reveals that the increasing opposition to Jesus will result in his 

crucifixion in Jerusalem, and that his disciples must therefore prepare for his absence. The instructions for 
the post-crucifixion church emphasize responsibility and humility. (This section contains Matthew 
16:13–19, in which Simon, newly renamed Peter, (πέτρος, petros, meaning "stone"), calls Jesus "the 
Christ, the son of the living God", and Jesus states that on this "bedrock" (πέτρα, petra) he will build his 
church—the passage form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papacy's claim of authority). 

Fifth narrative and discourse 
Main article: Second Coming 
Jesus travels to Jerusalem, and the opposition intensifies: he is tested by Pharisees immediately he 

begins to move towards the city, and when he arrives he is soon in conflict with the Temple and other 
religious leaders. The disciples ask about the future, and in his final discourse (the Olivet discourse) Jesus 
speaks of the coming end. There will be false Messiahs, earthquakes, and persecutions, the sun, moon, and 
stars will fail, but "this generation" will not pass away before all the prophecies are fulfilled. The disciples 
must steel themselves for ministry to all the n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discourse Matthew notes that Jesus 
has finished all his words, and attention turns to the crucifixion. 

Conclusion: Passion, Resurrection and Great Com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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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ents of Jesus' last week occupy a third of the content of all four gospels. Jesus enters 
Jerusalem in triumph and drives the money changers from the temple, holds a last supper, prays to be 
spared the coming agony, and is betrayed. He is tried by the Jewish leaders (the Sanhedrin) and before 
Pontius Pilate, and Pilate washes his hands of his blood. Jesus is crucified as king of the Jews, mocked by 
all. On his death there is an earthquake, and saints rise from their tombs. The two Marys discover the 
empty tomb, guarded by an angel, and Jesus himself tells them to tell the disciples to meet him in Galilee. 

After the resurrection the remaining disciples return to Galilee, "to the mountain that Jesus had 
appointed," where he comes to them and tells them that he has been given "all authority in heaven and on 
Earth." He gives the Great Commission: "Therefore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the nations, baptising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teaching them to obey everything 
that I have commanded you;" Jesus will be with them "to the very end of the age." 

Text B The City of God 
11.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Saint Augustine and his major thought 
Augustine of Hippo (13 November 354 – 28 August 430), also known as St. Augustine, St. Austin, or 

St. Augoustinos, was bishop of Hippo Regius (present-day Annaba, Algeria). He was a Latin philosopher 
and theologian from the Africa Province of the Roman Empire and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Christian thinkers of all time. His writings were very influential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ristianity and translations remain in print. 

According to his contemporary Jerome, Augustine "established anew the ancient Faith." In his early 
years he was heavily influenced by Manichaeism and afterward by the Neo-Platonism of Plotinus. After 
his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and his baptism in 387, Augustine developed his own approach to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accommodating a variety of methods and different perspectives. He believed 
that the grace of Christ was indispensable to human freedom and he framed the concepts of original sin 
and just war. 

When the Western Roman Empire began to disintegrate, Augustine developed the concept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s a spiritual City of God (in a book of the same name), distinct from the material Earthly 
City. His thoughts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medieval worldview. Augustine's City of God was closely 
identified with the Church, the community that worshiped the Trinity. 

In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Anglican Communion, he is a saint, pre-eminent Doctor of the 
Church, and the patron of the Augustinians. His memorial is celebrated 28 August, the day of his death. 
He is the patron saint of brewers, printers, theologians, the alleviation of sore eyes, and a number of cities 
and dioceses. Many Protestants, especially Calvinists, consider him to be one of the theological fathers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due to his teachings on salvation and divine grace. In the Eastern Orthodox 
Church he is also considered a saint, his feast day being celebrated on 15 June. He carries the additional 
title of Blessed. Among the Orthodox, he is called "Blessed Augustine" or "St. Augustine the Blessed". 

2. The City of God 
2.1 A brief introduction 
De Civitate Dei, translated in English as The City of God, is a book of Christian philosophy written 

in Latin by Augustine of Hippo in the early 5th century AD. It is one of Augustine's major works, standing 
alongside his The Confessions, On Christian Doctrine, and On the Trinity. Augustine is considered the 
most influential Father of the Church in Western Christianity, and The City of God profoundly shaped 
Western civilization. 

2.2 Background 
Augustine wrote the treatise to explain Christianity's relationship with competing religions and 

philosophies, as well as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Roman government, with which it was increas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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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twined. It was written soon after Rome was sacked by the Visigoths in 410. This event left Romans in 
a deep state of shock, and many saw it as punishment for abandoning traditional Roman religion for 
Catholic Christianity. It was in this atmosphere that Augustine set out to console Christians, writing that, 
even if the earthly rule of the Empire was imperiled, it was the City of God that would ultimately triumph. 
Augustine's eyes were fixed on Heaven, a theme of many Christian works of Late Antiquity. 

Despite Christianity's designation as the official religion of the Empire, Augustine declared its 
message to be spiritual rather than political. Christianity, he argued, should be concerned with the mystical, 
heavenly city, the New Jerusalem — rather than with earthly politics. 

The book presents human history as being a conflict between what Augustine calls the City of Man 
and the City of God, a conflict that is destined to end in victory of the latter. The City of God is marked by 
people who forgot earthly pleasure to dedicate themselves to the eternal truths of God, now revealed fully 
in the Christian faith. The City of Man, on the other hand, consists of people who have immersed 
themselves in the cares and pleasures of the present, passing world. 

2.3 Content of the speech 
Augustine provides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contents of the work: 
However, this great undertaking was at last completed in twenty-two books. Of these, the first five 

refute those who fancy that the polytheistic worship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secure worldly prosperity, and 
that all these overwhelming calamities have befallen us in consequence of its prohibition. In the following 
five books I address myself to those who admit that such calamities have at all times attended, and will at 
all times attend, the human race, and that they constantly recur in forms more or less disastrous, varying 
only in the scenes, occasions, and persons on whom they light, but, while admitting this, maintain that the 
worship of the gods is advantageous for the life to come. But that no one might have occasion to say, that 
though I had refuted the tenets of other men, I had omitted to establish my own, I devote to this object the 
second part of this work, which comprises twelve books, although I have not scrupled, as occasion offered, 
either to advance my own opinions in the first ten books, or to demolish the arguments of my opponents in 
the last twelve. Of these twelve books, the first four contain an account of the origin of these two 
cities—the city of God, and the city of the world. The second four treat of their history or progress; the 
third and last four, of their deserved destinies. 

—Augustine, Retractions 
In other words, the City of God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Part I, which comprises Books I-X, is 

polemical in style and is devoted to a critique of Roman cultures and mores (Books I-V) and of pagan 
philosophy (Books VI-X). Interpreters often take these first ten books to correspond with the Earthly City, 
in contrast to the City of God discussed in Part II, which comprises the remaining twelve books. Part II is 
where Augustine shifts from criticism to positing a coherent accou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ity 
of God and an Earthly City subordinated to it. 

As indicated in the above passage from the Retractions, the City of God can be further sub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parts: 

PART I (Books I-X): 
a) Books I-V: criticism of Rome 
b) Books VI-X: criticism of pagan philosophy 
Part II (Books XI-XXII): 
c) Books XI-XIV: the origins of the two cities 
d) Books XV-XVIII: their history or progress 
e) Books XIX-XXII: their deserved destinies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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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兴起的因素。 
2.了解《圣经》的基本内容。 
作业： 
1.为什么在罗马帝国兴起的基督教在当今世界很多地方都占据如此大的地位？ 

知识单元 5：中世纪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A Summa Theologica 
7.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omas Aquinas and his major thoughts 
Saint Thomas Aquinas, O.P. also Thomas of Aquin or Aquino, was an Italian Dominican priest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nd an immensely influential philosopher and theologian in the tradition of 
scholasticism, within which he is also known as The "Dumb Ox" "Angelic Doctor", Doctor Communis, 
and Doctor Universalis. "Aquinas" is the demonym of Aquino: Thomas came from one of the noblest 
families of the Kingdom of Naples, with the title of "counts of Aquino". He was the foremost classical 
proponent of natural theology, and the father of Thomism. His influence on Western thought is 
considerable, and much of modern philosophy was conceived in development or refutation of his ideas, 
particularly in the areas of ethics, natural law, metaphysics, and political theory. 

Thomas is held in the Catholic Church to be the model teacher for those studying for the priesthood, 
and indeed the highest expression of both natural reason and speculative theology. The study of his works, 
according to papal and magisterial documents, is a core of the required program of study for those seeking 
ordination as priests or deacons, as well as for those in religious formation and for other students of the 
sacred disciplines (Catholic philosophy, theology, history, liturgy, and canon law). The works for which he 
is best-known are the Summa theologiae and the Summa Contra Gentiles. One of the 35 Doctors of the 
Church, he is considered the Church's greatest theologian and philosopher. Pope Benedict XV declared: 
"This (Dominican) Order ... acquired new luster when the Church declared the teaching of Thomas to be 
her own and that Doctor, honored with the special praises of the Pontiffs, the master and patron of 
Catholic schools." 

2. Summa Theologica 
2.1 A brief introduction 
The Summa Theologiæ (written 1265–1274 and also known as the Summa Theologica or simply the 

Summa) is the best-known work of Thomas Aquinas (c.1225–1274). Although unfinished, the Summa is 
"one of the classics of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and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works of Western 
literature." It is intended as a manual for beginners in theology and a compendium of all of the main 
theological teaching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t presents the reasoning for almost all points of Christian 
theology in the West. The Summa's topics follow a cycle: the existence of God; Creation, Man; Man's 
purpose; Christ; the Sacraments; and back to God. 

Among non-scholars the Summa is perhaps most famous for its five arguments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 known as the "five ways" (Latin: quinque viae). The five ways occupy one and one half pages of the 
Summa's approximately three thousand five hundred pages. 

Throughout the Summa Aquinas cites Christian, Muslim, Hebrew, and Pagan sourc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Christian Sacred Scripture, Aristotle, Augustine of Hippo, Avicenna, Averroes, Al-Ghazali, 
Boethius, John of Damascus, Paul the Apostle, Dionysius the Areopagite, Maimonides, Anselm, Plato, 
Cicero, and Eriugena. 

The Summa is a more structured and expanded version of Aquinas's earlier Summa contra Gentiles, 
though these works were written for different purposes, the Summa Theologiæ to explain the Christ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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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to beginning theology students, and the Summa contra Gentiles to explain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defend it in hostile situations, with arguments adapted to the intended circumstances of its use, each article 
refuting a certain belief of a specific heresy. 

Aquinas conceived of the Summa specifically as a work suited to beginning students: "Because a 
doctor of catholic truth ought not only to teach the proficient, but to him pertains also to instruct beginners. 
as the Apostle says in 1 Corinthians 3: 1-2, as to infants in Christ, I gave you milk to drink, not meat, our 
proposed intention in this work is to convey those things that pertain to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n a way 
that is fitting to the instruction of beginners." 

It was while teaching at the Santa Sabina studium provinciale, the forerunner of the Santa Maria 
sopra Minerva studium generale and College of Saint Thomas which in the 20th century would become 
the Pontifical University of Saint Thomas Aquinas, Angelicum, that Aquinas began to compose the 
Summa. He completed the Prima Pars in its entirety and circulated it in Italy before departing to take up 
his second regency as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1269–1272). 

2.2 Content  
The Summa is composed of three major parts, each of which deals with a major subsection of 

Christian theology. 
12. First Part(in Latin, Prima Pars): God's existence and natur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angels; the 

nature of man 
13. Second Part: 
14. First part of the Second Part (Prima Secundae, often abbreviated Part I-II): general principles of 

morality (including a theory of law) 
15. Second part of the Second Part (Secunda Secundae, or Part II-II): morality in particular, including 

individual virtues and vices 
16. Third Part(Tertia Pars): the person and work of Christ, who is the way of man to God; the 

sacraments; the end of the world. Aquinas left this part unfinished. 
Each part contains several questions, each of which revolves around a more specific subtopic; one 

such question is "Of Christ's Manner of Life." Each question contains several articles phrased as 
interrogative statements dealing with specific issues, such as "Whether Christ should have led a life of 
poverty in this world?" The Summa has a standard format for each article. 

17. A series of objections to the (yet to be stated) conclusion are given; one such objection, for 
example, is that "Christ should have embraced the most eligible form of life...which is a mean between 
riches and poverty." 

18. A short counter-statement, beginning with the phrase "sed contra" ("on the contrary"), is then 
given; this statement almost always references authoritative literature, such as the Bible or Aristotle. In 
this instance, Aquinas begins, "It is written (in Matthew 8:20): 'The Son of Man hath not where to lay His 
head'". 

19. The actual argument is then made; this is generally a clarification of the issue. For example, 
Aquinas states that "it was fitting for Christ to lead a life of poverty in this world" for four distinct reasons, 
each of which is expounded in some detail. 

20. Individual replies to the preceding objections are then given, if necessary. These replies range 
from one sentence to several paragraphs in length. Aquinas's reply to the above objection is that "those 
who wish to live virtuously need to avoid abundance of riches and beggary, ...but voluntary poverty is not 
open to this danger: and such was the poverty chosen by Christ." 

This method of exposition is derived from Averroes, to whom Aquinas refers respectfully as "the 
Comment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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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Influence 
Not only has the Summa Theologica been one of the main intellectual inspirations for Thomistic 

philosophy, but it also had such a great influence on Dante Alighieri's Divine Comedy that Dante's epic 
poem has been called "the Summa in verse." 

Text B The Christian Way of Lif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St. Benedict of Nursia and his major thought 
Benedict of Nursia (c.480–547) is a Christian saint, honored by the Anglican Church and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as the patron saint of Europe and students. 
Benedict founded twelve communities for monks at Subiaco, Italy (about 40 miles (64 km) to the 

east of Rome), before moving to Monte Cassino in the mountains of southern Italy.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he intended to found a Roman Catholic religious order.[citation needed] The Roman Catholic Order of St 
Benedict and the Anglican Order of St Benedict are of later origin and, moreover, not an "order" as 
commonly understood but merely a confederation of autonomous congregations. 

Benedict's main achievement is his "Rule of Saint Benedict", containing precepts for his monks. It is 
heavily influenced by the writings of John Cassian, and shows strong affinity with the Rule of the Master. 
But it also has a unique spirit of balance, moderation and reasonableness, and this persuaded most 
religious communities founded throughout the Middle Ages to adopt it. As a result, his Rule became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religious rules in Western Christendom. For this reason, Benedict is often called the 
founder of western monasticism. 

学习目标： 
1.全面地审视中世纪的遗产。 
2.比较基督教的价值观与中国传统价值观。 
作业： 
1.中世纪仅仅是黑暗的世纪吗？ 

知识单元 6：文艺复兴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A  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 
1.A brief introduction to Pico della Mirandola and his major thoughts 
Count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24 February 1463 – 17 November 1494) was an Italian 

Renaissance philosopher. He is famed for the events of 1486, when at the age of 23, he proposed to defend 
900 theses on religion, philosophy, natural philosophy and magic against all comers, for which he wrote 
the famous 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 which has been called the "Manifesto of the Renaissance", and 
a key text of Renaissance humanism and of what has been called the “Hermetic Reformation." 

2. 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 
2.1 A brief introduction 
The Oration on the Dignity of Man is a famous public discourse pronounced in 1486 by Pico della 

Mirandola, a philosopher of the Renaissance. It has been called the "Manifesto of the Renaissance" 
2.2 Content of the speech 
Amazing capacity of human achievement 
Pico’s Oration attempted to remap the human landscape to center all attention on human capacity and 

human perspective. Arriving in Florence, this famous Renaissance philosopher taught the amazing 
capacity of human achievement. “Pico himself had a massive intellect and literally studied everything 
there was to be studied in the university curriculum of the Renaissance; the “Oration” in part is meant to 
be a preface to a massive compendium of all the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s of humanity, a compen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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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never appeared because of Pico’s early death.”  
Dignity of liberal arts 
Pico della Mirandola spoke in front of hostile clerics of the dignity of the liberal arts and of the 

dignity and glory of angels. He said that a man should emulate the dignity and glory of the angels by 
"exercising philosophy." Pico della Mirandola said a man, if he cultivates what is rational, "will reveal 
himself a heavenly being; if intellectual, he will be an angel and the son of God." Pico della Mirandola 
said a philosopher "is a creature of Heaven and not of earth." 

Importance of human quest for knowledge 
In the Oration, Pico justifi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human quest for knowledge within a Neoplatonic 

framework. He writes that after God had created all creatures, he conceived of the desire for another, 
sentient being who would appreciate all his works, but there was no longer any room in the chain of being; 
all the possible slots from angels to worms had been filled. So, God created man such that he had no 
specific slot in the chain. Instead, men were capable of learning from and imitating any existing creature. 
When man philosophizes, he ascends the chain of being towards the angels, and communion with God. 
When he fails to exercise his intellect, he vegetates. Pico did not fail to notice that this system made 
philosophers like himself among the most dignified human creatures. 

Man's ascent of the chain of being 
The idea that men could ascend the chain of being through the exercise of their intellectual capacities 

was a profound endorsement of the dignity of human existence in this earthly life. The root of this dignity 
lay in his assertion that only human beings could change themselves through their own free will, whereas 
all other changes in nature were the result of some outside force acting on whatever it is that undergoes 
change. He observed from history that philosophies and institutions were always in change, making man's 
capacity for self-transformation the only constant. Coupled with his belief that all of creation constitutes a 
symbolic reflection of the divinity of God, Pico's philosophies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arts, 
helping to elevate writers and painters from their medieval role as mere artisans to the Renaissance ideal 
of the artist as genius. 

Introduction to Pico's 900 theses 
The Oration also served as an introduction to Pico's 900 theses, which he believed to provide a 

complete and sufficient basis for the discovery of all knowledge, and hence a model for mankind's ascent 
of the chain of being. The 900 Theses are a good example of humanist syncretism, because Pico combined 
Platonism, Neoplatonism, Aristotelianism, Hermeticism and Kabbalah. They also included 72 theses 
describing what Pico believed to be a complete system of physics. 

Mystical vocation of humanity 
In the Oration he writes that "human vocation is a mystical vocation that has to be realized following 

a three stage way, which comprehends necessarily moral transformation, intellectual research and final 
perfection in the identity with the absolute reality. This paradigm is universal, because it can be retraced in 
every tradition." 

Text B The Prince 
1.A brief introduction to Niccolo Machiavelli and his major thoughts 
Niccolò di Bernardo dei Machiavelli (3 May 1469 – 21 June 1527) was an Italian historian, politician, 

diplomat, philosopher, humanist and writer based in Florence during the Renaissance. He was for many 
years an official in the Florentine Republic, with responsibilities in diplomatic and military affairs. He was 
a founder of modern political science, and more specifically political ethics. He also wrote comedies, 
carnival songs, and poetry. His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is renowned in the Italian language. He was 
Secretary to the Second Chancery of the Republic of Florence from 1498 to 1512, when the Medici were 



7330 

out of power. He wrote his masterpiece, The Prince, after the Medici had recovered power and he no 
longer held a position of responsibility in Florence. 

2. The Prince 
2.1 A brief introduction 
The Prince is a political treatise by the Italian diplomat, historian and political theorist Niccolò 

Machiavelli. From correspondence a version appears to have been distributed in 1513, using a Latin title, 
De Principatibus (About Principalities). However, the printed version was not published until 1532, five 
years after Machiavelli's death. This was done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Medici pope Clement VII, but 
"long before then, in fact since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the Prince in manuscript, controversy had swirled 
about his writings". 

Although it was written as if it were a traditional work in the mirrors for princes style, it is generally 
agreed that it was especially innovative. This is only partly because it was written in the Vernacular 
(Italian) rather than Latin, a practice which had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Dante's Divine Comedy and other works of Renaissance literature. 

The Prince is sometimes claimed to be one of the first works of modern philosophy, especially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which the effective truth is taken to be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abstract 
ideal. It was also in direct conflict with the dominant Catholic and scholastic doctrines of the time 
concerning how to consider politics and ethics. 

Although it is relatively short, the treatise is the most remembered of his works and the one most 
responsible for bringing the word "Machiavellian" into wide usage as a pejorative term. It also helped 
make "Old Nick" an English term for the devil, and even contributed to the modern negative connotations 
of the words "politics" and "politician" in western countries. In terms of subject matter it overlaps with the 
much longer Discourses on Livy, which was written a few years later. In its use of near contemporary 
Italians as examples of people who perpetrated criminal deeds for politics, another lesser-known work by 
Machiavelli which The Prince has been compared to is the Life of Castruccio Castracani. 

The descriptions within The Prince have the general theme of accepting that the aims of 
princes—such as glory and survival—can justify the use of immoral means to achieve those ends. 

2.2 Content  
As shown by his letter of dedication, Machiavelli's work eventually came to be dedicated to Lorenzo 

di Piero de' Medici, grandson of "Lorenzo the Magnificent", and a member of the ruling Florentine Medici 
family, whose uncle Giovanni became pope Leo X in 1513. It is known from his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that it was written during 1513, the year after the Medici took control of Florence, and a few months after 
Machiavelli's arrest, torture, and banishment by the in-coming Medici regime. It was discussed for a long 
time with Francesco Vettori, a friend of Machiavelli who he wanted to pass it and commend it to the 
Medici. The book had originally been intended for Giuliano di Lorenzo de' Medici, young Lorenzo's uncle, 
who however died in 1516. It is not certain that the work was ever read by any of the Medici before it was 
printed. Machiavelli describes the contents as being an un-embellished summary of his knowledge about 
the nature of princes and "the actions of great men", based not only on reading but also, unusually, on real 
experience. 

The types of political behavior which are discussed with apparent approval by Machiavelli in The 
Prince were perceived as shocking by contemporaries, and its immorality is still a subject of serious 
discussion. Although the work advises princes how to tyrannize, Machiavelli is generally thought to have 
preferred some form of free republic. Some commentators justify his acceptance of immoral and criminal 
actions by leaders by arguing that he lived during a time of continuous political conflict and instability in 
Italy, and that his influence has increased the "pleasures, equality and freedom" of many people, loos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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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ip of medieval Catholicism's "classical teleology", which "disregarded not only the needs of 
individuals and the wants of the common man, but stifled innovation, enterprise, and enquiry into cause 
and effect relationships that now allow us to control nature". 

On the other hand, Strauss (1958:11) notes that "even if we were forced to grant that Machiavelli was 
essentially a patriot or a scientist, we would not be forced to deny that he was a teacher of evil". 
Furthermore, Machiavelli "was too thoughtful not to know what he was doing and too generous not to 
admit it to his reasonable friends". 

Machiavelli emphasized the need for realism, as opposed to idealism. In The Prince he does not 
explain what he thinks the best ethical or political goals are, except the control of one's own fortune, as 
opposed to waiting to see what chance brings. Machiavelli took it for granted that would-be leaders 
naturally aim at glory or honor. He associated these goals with a need for "virtue" and "prudence" in a 
leader, and saw such virtues as essential to good politics and indeed the common good. That great men 
should develop and use their virtue and prudence was a traditional theme of advice to Christian princes. 
And that more virtue meant less reliance on chance was a classically influenced "humanist commonplace" 
in Machiavelli's time, as Fischer (2000:75) says, even if it was somewhat controversial. However, 
Machiavelli went far beyond other authors in his time, who in his opinion left things to fortune, and 
therefore to bad rulers, because of their Christian beliefs. He used the words "virtue" and "prudence" to 
refer to glory-seeking and spirited excellence of character, in strong contrast to the traditional Christian 
uses of those terms, but more keeping with the original pre-Christian Greek and Roman concepts from 
which they derived. He encouraged ambition and risk taking. So in another break with tradition, he treated 
not only stability, but also radical innovation, as possible aims of a prince in a political community. 
Managing major reforms can show off a Prince's virtue and give him glory. He clearly felt Italy needed 
major reform in his time, and this opinion of his time is widely shared. Machiavelli's descriptions 
encourage leaders to attempt to control their fortune gloriously, to the extreme extent that some situations 
may call for a fresh "founding" (or re-founding) of the "modes and orders" that define a community, 
despite the danger and necessary evil and lawlessness of such a project. Founding a wholly new state, or 
even a new religion, using injustice and immorality has even been called the chief theme of the Prince.[19] 
For a political theorist to do this in public was one of Machiavelli's clearest breaks not just with medieval 
scholasticism, but with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especially the favorite philosopher of 
Catholicism at the time, Aristotle. This is one of Machiavelli's most lasting influences upon modernity. 

Nevertheless Machiavelli was heavily influenced by classical pre-Christ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According to Strauss (1958:291) Machiavelli refers to Xenophon more than Plato, Aristotle, and Cicero 
put together. Xenophon wrote one of the classic mirrors of princes, the Education of Cyrus. Gilbert 
(1938:236) wrote: "The Cyrus of Xenophon was a hero to many a literary ma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but for Machiavelli he lived". Xenophon also, as Strauss pointed out, wrote a dialogue, Hiero which 
showed a wise man dealing sympathetically with a tyrant, coming close to what Machiavelli would do in 
questioning the ideal of "the imagined prince". Xenophon however, like Plato and Aristotle, was a 
follower of Socrates, and his works show approval of a "teleological argument", while Machiavelli 
rejected such arguments. On this matter, Strauss (1958:222–223) gives evidence that Machiavelli may 
have seen himself as having learned something from Democritus, Epicurus and classical materialism, 
which was however not associated with political realism, or even any interest in politics. 

On the topic of rhetoric Machiavelli, in his introduction, stated that “I have not embellished or 
crammed this book with rounded periods or big, impressive words, or with any blandishment or 
superfluous decoration of the kind which many are in the habit of using to describe or adorn what they 
have produced”. This has been interpreted as showing a distancing from traditional rhetoric styles,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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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echoes of classical rhetoric in several areas. In Chapter 18, for example, he uses a metaphor of a 
lion and a fox, examples of cunning and force; according to Zerba (2004:217), “the Roman author from 
whom Machiavelli in all likelihood drew the simile of the lion and the fox” was Cicero. The Rhetorica ad 
Herennium, a work which was believed during Machiavelli’s time to have been written by Cicero, was 
used widely to teach rhetoric, and it is likely that Machiavelli was familiar with it. Unlike Cicero's more 
widely accepted works however, according to Cox (1997:1122), “Ad Herennium … offers a model of an 
ethical system that not only condones the practice of force and deception but appears to regard them as 
habitual and indeed germane to political activity”. This makes it an ideal text for Machiavelli to have 
used. 

2.3 Influence 
Machiavelli's ideas on how to accrue honor and power as a leader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political 

leaders throughout the modern west, helped by the new technology of the printing press. Pole reported 
that it was spoken of highly by Thomas Cromwell in England and had influenced Henry VIII in his turn 
towards Protestantism, and in his tactics, for example during the Pilgrimage of Grace. A copy was also 
possessed by the Catholic king and emperor Charles V. In France, after an initially mixed reaction, 
Machiavelli came to be associated with Catherine de Medici and the St Bartholomew's Day Massacre. As 
Bireley (1990:17) reports, in the 16th century, Catholic writers "associated Machiavelli with the 
Protestants, whereas Protestant authors saw him as Italian and Catholic". In fact, he was apparently 
influencing both Catholic and Protestant king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arly works dedicated to criticism of Machiavelli, especially The Prince, 
was that of the Huguenot, Innocent Gentillet, Discourse against Machiavelli, commonly also referred to as 
Anti Machiavel, published in Geneva in 1576. He accused Machiavelli of being an atheist and accused 
politicians of his time by saying that they treated his works as the "Koran of the courtiers". Another theme 
of Gentillet was more in the spirit of Machiavelli himself: he questioned the effectiveness of immoral 
strategies (just as Machiavelli had himself done, despite also explaining how they could sometimes work). 
This became the theme of much future political discourse in Europe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This includes 
the Catholic Counter Reformation writers summarised by Bireley: Giovanni Botero, Justus Lipsius, Carlo 
Scribani, Adam Contzen, Pedro de Ribadeneira, and Diego Saavedra Fajardo. These authors criticized 
Machiavelli, but also followed him in many ways. They accepted the need for a prince to be concerned 
with reputation, and even a need for cunning and deceit, but compared to Machiavelli, and like later 
modernist writers, they emphasized economic progress much more than the riskier ventures of war. These 
authors tended to cite Tacitus as their source for realist political advice, rather than Machiavelli, and this 
pretense came to be known as "Tacitism". 

Modern materialist philosophy developed in the 16th, 17th and 18th century, starting in the 
generations after Machiavelli. The importance of Machiavelli's realism was noted by many important 
figures in this endeavor, for example Bodin, Francis Bacon, Descartes, Harrington, Rousseau, Hume and 
Adam Smith. Although he was not always mentioned by name as an inspiration, due to his controversy, he 
is also thought to have been a major influence on other major influence for example upon Hobbes, 
Spinoza, and Montesquieu. 

In literature:- 
1. Machiavelli is featured as a character in the prologue of Christopher Marlowe's The Jew of Malta. 
2. In William Shakespeare's tragedy, Othello, the antagonist Iago has been noted by some literary 

critics as being archetypal in adhering to Machiavelli's ideals by advancing himself through machination 
and duplicity with the consequence of causing the demise of both Othello and Desdemona. 

Amongst later political 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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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nder the guidance of Voltaire, Frederick the Great of Prussia criticised Machiavelli's conclusions 
in his "Anti-Machiavel", published in 1740. 

4. At different stages in his life, Napoleon I of France wrote extensive comments to The Prince. After 
his defeat at Waterloo, these comments were found in the emperor's coach and taken by Prussian military. 

5. Italiandictator Benito Mussolini wrote a discourse on The Prince. 
20th century Italian-American mobsters were influenced by The Prince. John Gotti and Roy DeMeo 

would regularly quote The Prince and consider it to be the "Mafia Bible". 
学习目标： 
1.理解文艺复兴时期与中世纪、现代时期之间的关系。 
2.理解人文主义。 
作业： 
2.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文学如何反映那个时代？ 

知识单元 7：宗教改革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Text A On Papal Power; Justification by Fait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Martin Luther and his major thoughts 
Martin Luther (10 November 1483 – 18 February 1546) was a German monk, priest, professor of 

theology and important figure of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He strongly disputed the claim that freedom 
from God's punishment for sin could be purchased with money. He confronted indulgence salesman 
Johann Tetzel with his Ninety-Five Theses in 1517. His refusal to retract all of his writings at the demand 
of Pope Leo X in 1520 and the Holy Roman Emperor Charles V at the Diet of Worms in 1521 resulted in 
his excommunication by the pope and condemnation as an outlaw by the Emperor. 

Luther taught that salvation is not earned by good deeds but received only as a free gift of God's 
grace 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 as redeemer from sin. His theology challenged the authority of the 
Pope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by teaching that the Bible is the only source of divinely revealed 
knowledge and opposed sacerdotalism by considering all baptized Christians to be a holy priesthood. 
Those who identify with Luther's teachings are called Lutherans. 

His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into the vernacular (instead of Latin) made it more accessible, causing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church and on German culture. It fostered the development of a standard 
version of the German language, added several principles to the art of translation,[4] and influenced the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of the King James Bible. His hymns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singing in 
churches. His marriage to Katharina von Bora set a model for the practice of clerical marriage, allowing 
Protestant priests to marry. 

In his later years, while suffering from several illnesses and deteriorating health, Luther became 
increasingly antisemitic, writing that Jewish homes should be destroyed, their synagogues burned, money 
confiscated and liberty curtailed. These statements have contributed to his controversial status. 

Text B The Institutes 
4.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John Calvin and his major thoughts 
John Calvin (10 July 1509 – 27 May 1564) was an influential French theologian and pastor during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He was a principal figur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of Christian 
theology later called Calvinism. Originally trained as a humanist lawyer, he broke from the Catholic 
Church around 1530. After religious tensions provoked a violent uprising against Protestants in France, 
Calvin fled to Basel, Switzerland, where he published the first edition of his seminal work 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n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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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at year, Calvin was recruited by William Farel to help reform the church in Geneva. The city 
council resis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lvin's and Farel's ideas, and both men were expelled. At the 
invitation of Martin Bucer, Calvin proceeded to Strasbourg, where he became the minister of a church of 
French refugees. He continued to support the reform movement in Geneva, and was eventually invited 
back to lead its church. 

Following his return, Calvin introduced new forms of church government and liturgy, despite the 
opposition of several powerful families in the city who tried to curb his authority. During this time, the 
trial of Michael Servetus was extended by libertines in an attempt to harass Calvin. However, since 
Servetus was also condemned and wanted by the Inquisition, outside pressure from all over Europe forced 
the trial to continue. Following an influx of supportive refugees and new elections to the city council, 
Calvin's opponents were forced out. Calvin spent his final years promoting the Reformation both in 
Geneva and throughout Europe. 

Calvin was a tireless polemic and apologetic writer who generated much controversy. He also 
exchanged cordial and supportive letters with many reformers, including Philipp Melanchthon and 
Heinrich Bullinger. In addition to the Institutes, he wrote commentaries on most books of the Bible, as 
well as theological treatises and confessional documents. He regularly preached sermons throughout the 
week in Geneva. Calvin was influenced by the Augustinian tradition, which led him to expound the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and the absolute sovereignty of God in salvation of the human soul from death 
and eternal damnation. 

Calvin's writing and preachings provided the seeds for the branch of theology that bears his name. 
The Reformed and Presbyterian churches, which look to Calvin as a chief expositor of their beliefs, have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2. The Institutes 
2.1 A brief introduction 
Th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nstitutio Christianae religionis) is John Calvin's seminal 

work on Protestant systematic theology. Highly influential in the Western world[1] and still widely read by 
theological students today, it was published in Latin in 1536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English King Henry 
VIII's Dissolution of the Monasteries) and in his native French in 1541, with the definitive editions 
appearing in 1559 (Latin) and in 1560 (French). 

The book was written as an introductory textbook on the Protestant faith for those with some 
previous knowledge of theology and covered a broad range of theological topics from the doctrines of 
church and sacraments to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 and Christian liberty. It vigorously attacked the 
teachings of those Calvin considered unorthodox, particularly Roman Catholicism to which Calvin says 
he had been "strongly devoted" before his conversion to Protestantism. 

The Institutes is a highly regarded secondary reference for the system of doctrine adopted by the 
Reformed churches, usually called Calvinism. 

2.2 Background 
Calvin's magnum opus, penned early in his life, "came like Minerva in full panoply out of the head of 

Jupiter," and even through its enlargements and revisions it remained basically the same in its content. It 
overshadowed the earlier Protestant theologies such as Melanchthon's Loci Communes and Zwingli's 
Commentary on the True and False Religion. According to historian Philip Schaff, it is a classic of 
theology at the level of Origen's On First Principles, Augustine's The City of God, Thomas Aquinas's 
Summa Theologica, and Schleiermacher's The Christian Faith. 

The original Latin edition appeared in 1536 with a preface addressed to King Francis I of France, 
written on behalf of the French Protestants (Huguenots) who were being persecuted. Most of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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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to the Institutes are to Calvin's final Latin edition of 1559, which was expanded and revised 
from earlier editions. Calvin wrote five major Latin editions in his lifetime (1536, 1539, 1543, 1550, and 
1559). He translated the first French edition of the Institutes in 1541, corresponding to his 1539 Latin 
edition, and supervised the translation of three later French translations. The French translations of 
Calvin's Institutes helped to shape the French language for generations, not unlike the influence of the 
King James Version for the English language. The final edition of the Institutes is approximately five 
times the length of the first edition. 

In English, five complete translations have been published - four from the Latin and one from the 
French. The first was made in Calvin's lifetime (1561) by Thomas Norton, the son-in-law of the English 
Reformer Thomas Cranme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re were two translations, one by John Allen 
(1813) and one by Henry Beveridge (1845). The most recent from Latin is the 1960 edition, translated by 
Ford Lewis Battles and edited by John T. McNeill, currently considered the most authoritative edition by 
scholars. Calvin's first French edition (1541) has been translated by Elsie Anne McKee (2009). Due to the 
length of the Institutes, several abridged versions have been made. The most recent is by Tony Lane and 
Hilary Osborne; the text is their own alteration and abridgment of the Beveridge translation. 

A history of the Latin, French, Greek, Canadian, British, German, African, and English versions of 
Calvin's Institutes was done by B. B. Warfield, "O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Calvin's Institutes," published 
in the seventh American edition of the John Allen translation (Philadelphia, 1936). 

2.3 Content of the speech 
The opening chapter of the Institutes is perhaps the best known, in which Calvin presents the basic 

plan of the book. There are two general subjects to be examined: the creator and his creatures. Above all, 
the book concerns the knowledge of God the Creator, but "as it is in the creation of man that the divine 
perfections are best displayed", there is also an examination of what can be known about humankind. 
After all, it is mankind's knowledge of God and of what He requires of his creatures that is the primary 
issue of concern for a book of theology. In the first chapter, these two issues are considered together to 
show what God has to do with mankind (and other creatures) and, especially, how knowing God is 
connected with human knowledge. 

To pursue an expla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man, Calvin adopts a traditional 
structure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used in Western Christianity, by arranging the material according to the 
plan of the Apostles' Creed. First, the knowledge of God is considered as knowledge of the Father, the 
creator, provider, and sustainer. Next, it is examined how the Son reveals the Father, since only God is 
able to reveal God. The third section of the Institutes describes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who raised 
Christ from the dead, and who comes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to affect a union in the Church 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 with God, forever. And finally, the fourth section speaks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and 
how it is to live out the truths of God and Scriptures, particularly through the sacraments. This section also 
describes the functions and ministries of the church, how civil government relates to religious matters, and 
includes a lengthy discussion of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papacy. 

学习目标： 
1.了解宗教改革的动因。 
2.了解宗教改革到底改了些什么。 
作业： 
2.宗教改革对后世产生了哪些影响？ 

知识单元 8：科学革命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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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 A  Attack on Authority and Advocacy of Experimental Scienc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Francis Bacon and his major thoughts 
Francis Bacon, 1st Viscount St. Alban, Kt., KC (22 January 1561 – 9 April 1626) was an English 

philosopher, statesman, scientist, jurist, and author. He served both as Attorney General and Lord 
Chancellor of England. Although his political career ended in disgrace, he remained extremely influential 
through his works, especially as philosophical advocate and practitioner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 during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Bacon has been called the creator of empiricism. His works established and popularised inductive 
methodologies for scientific inquiry, often called the Baconian method, or simply the scientific method. 
His demand for a planned procedure of investigating all things natural marked a new turn in the rhetorical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science, much of which still surrounds conceptions of proper methodology 
today. 

Bacon was knighted in 1603, and created both the Baron Verulam in 1618 and the Viscount St. Alban 
in 1621; as he died without heirs, both peerages became extinct upon his death. He famously died by 
contracting pneumonia while studying the effects of freezing on the preservation of meat. 

                     Text B Discourse on Method 
1.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Rene Descartes and his major thoughts 
René Descartes (31 March 1596 –11 February 1650) was a French philosopher, mathematician, and 

writer who spent most of his adult life in the Dutch Republic. He has been dubbed the 'Father of Modern 
Philosophy', and much subsequent Western philosophy is a response to his writings,[7][8] which are studied 
closely to this day. In particular, his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continues to be a standard text at 
mo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departments. Descartes' influence in mathematics is equally apparent; the 
Cartesian coordinate system — allowing reference to a point in space as a set of numbers, and allowing 
algebraic equations to be expressed as geometric shapes in a two-dimensional coordinate system (and 
conversely, shapes to be described as equations) — was named after him. He is credited as the father of 
analytical geometry, the bridge between algebra and geometry, crucial to the discovery of infinitesimal 
calculus and analysis. Descartes was also one of the key figures in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and has been 
described as an example of genius. 

2. Discourse on the Method 
2.1 A brief introduction 
The Discourse on the Method is a philosophical and autobiographical treatise published by René 

Descartes in 1637. Its full name is Discourse on the Method of Rightly Conducting One's Reason and of 
Seeking Truth in the Sciences. The Discourse on Method is best known as the source of the famous 
quotation "Je pense, donc je suis" ("I think, therefore I am"), which occurs in Part IV of the work.  

The Discourse on the Method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work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 and important to the evolution of natural sciences. In this work, Descartes tackles the problem 
of skepticism, which had previously been studied by Sextus Empiricus, Al-Ghazali and Michel de 
Montaigne. Descartes modified it to account for a truth he found to be incontrovertible. Descartes started 
his line of reasoning by doubting everything, so as to assess the world from a fresh perspective, clear of 
any preconceived notions. 

The book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Leiden, Netherlands. Later, it was translated into Latin and 
published in 1656 in Amsterdam. The book was intended as an introduction to three works Dioptrique, 
Météores and Géométrie. La Géométrie contains Descartes' first introduction of the Cartesian coordinate 
system. 

Together with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 Principl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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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y (Principia philosophiae) and Rule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 (Regulae ad directionem 
ingenii), it forms the base of the Epistemology known as Cartesianism. 

2.2 Organization 
The book is divided into six parts, described in the author's preface as 

1 Various considerations touching the Sciences 
2 The principal rules of the Method which the Author has discovered 
3 Certain of the rules of Morals which he has deduced from this Method 
4 The reasonings by which he establishes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of the Human Soul 
5 The order of the Physical questions which he has investigated, and, in particular, the         

explication of the motion of the heart and of some other difficulties pertaining to            Medicine, 
as als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oul of man and that of the brutes 

6  What the Author believes to be required in order to greater advancement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Nature than has yet been made, with the reasons that have induced him to write 

Part I: various considerations touching the Sciences 
Descartes begins by allowing himself some wit: 
Good sense is, of all things among men, the most equally distributed; for every one thinks himself so 

abundantly provided with it, that those even who are the most difficult to satisfy in everything else, do not 
usually desire a larger measure of this quality than they already possess. 

In this he followed by Hobbes "But this proveth rather that men are in that point equal, than unequal. 
For there is not ordinarily a greater sign of the equal distribution of anything than that every man is 
contented with his share.". He continues with a warning: 

For to be possessed of a vigorous mind is not enough; the prime requisite is rightly to apply it. The 
greatest minds, as they are capable of the highest excellences, are open likewise to the greatest aberrations; 
and those who travel very slowly may yet make far greater progress, provided they keep always to the 
straight road, than those who, while they run, forsake it. 

Descartes describes his disappointment with his education: as soon as I had finished the entire course 
of study... I found myself involved in so many doubts and errors, that I was convinced I had advanced no 
farther... than the discovery at every turn of my own ignorance.. He notes his special delight with 
mathematics, and contrasts its strong foundations to the disquisitions of the ancient moralists [which are] 
towering and magnificent palaces with no better foundation than sand and mud. 

Part II: the principal rules of the Method which the Author has discovered 
Descartes was in Germany, attracted thither by the wars in that country, and describes his intent by a 

"building metaphor". He observes that buildings, cities or nations that have been planned by a single hand 
are more elegant and commodious than those that have grown organically. He resolves not to build on old 
foundations, or to lean upon principles which, in his youth, he had taken upon trust. 

Descartes seeks to ascertain the true method by which to arrive at the knowledge of whatever lay 
within the compass of his powers; he presents four precepts: 

"The first was never to accept anything for true which I did not clearly know to be such; that is to say, 
carefully to avoid precipitancy and prejudice, and to comprise nothing more in my judgment than what 
was presented to my mind so clearly and distinctly as to exclude all ground of doubt. 

The second, to divide each of the difficulties under examination into as many parts as possible, and 
as might be necessary for its adequate solution. 

The third, to conduct my thoughts in such order that, by commencing with objects the simplest and 
easiest to know, I might ascend by little and little, and, as it were, step by step,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more complex; assigning in thought a certain order even to those objects which in their own nature do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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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 in a relation of antecedence and sequence. 
And the last, in every case to make enumerations so complete, and reviews so general, that I might 

be assured that nothing was omitted." 
There exists two theories which try to explain the origin of using 'x' as an unknown, (a highly 

standard/common usage in algebra). 
5. The first theory says it came about during the printing of the appendix of "La Geometries". While 

the text was being typeset the printer ran short of certain letters in the alphabet and therefore used a single 
alternative for all of them. 

6. According to the second theory, the usage alludes to the Arabic root word “shei” which stands for 
the unknown. 

Part III: Morals, and Maxims accepted while conducting Method 
Descartes uses the analogy of rebuilding a house from secure foundations, and extends the analogy to 

the idea of needing a temporary abode while his own house is being rebuilt. The following three maxims 
were adopted by Descartes so that he could effectively function in the "real world" while experimenting 
with his method of radical doubt. They formed a rudimentary belief system from which to act before he 
developed a new system based on the truths he discovered using his method. 

5. The first was to obey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my country, adhering firmly to the faith in which, by 
the grace of God, I had been educated from my childhood and regulating my conduct in every other 
matter according to the most moderate opinions, and the farthest removed from extremes, which should 
happen to be adopted in practice with general consent of the most judicious of those among whom I might 
be living. 

6. Be as firm and resolute in my actions as I was able 
7. Endeavor always to conquer myself rather than fortune, and change my desires rather than the 

order of the world, and in general, accustom myself to the persuasion that, except our own thoughts, there 
is nothing absolutely in our power; so that when we have done our best in things external to us, our 
ill-success cannot possibly be failure on our part. 

Part IV: Proof of God and the Soul 
Applying the method to itself, Descartes challenges his own reasoning and reason itself. But 

Descartes believes three things are not susceptible to doubt and the three support each other to form a 
stable foundation for the method. He cannot doubt that something has to be there to do the doubting (I 
think, therefore I am). The method of doubt cannot doubt reason as it is based on reason itself. By reason 
there exists a God and God is the guarantor that reason is not misguided. 

Perhaps the most strained part of the argument is the reasoned proof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and 
indeed Descartes seems to realize this as he supplies three different 'proofs' including what is now referred 
to as the negotiable ontological proof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Part V: Physics, the heart, the soul of man and animals 
Here he describes how he in other writings discusses the idea of laws of nature, of the sun and stars, 

the idea of the moon being the cause of ebb and flood, on gravitation and going to discuss light and fire. 
Describing his work on light, he states that he 
expounded at considerable length what the nature of that light must be which is found in the sun and 

the stars, and how thence in an instant of time it traverses the immense spaces of the heavens. 
His work on such physico-mechanical laws is, however, projected into a "new world". A theoretical 

place God created "somewhere in the imaginary spaces [with] matter sufficient to compose... [a "new 
world" in which He]... agitate[d] variously and confusedly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is matter, so that there 
resulted a chaos as disordered as the poets ever feigned, and after that did nothing more than lend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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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inary concurrence to nature, and allow her to 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which he had 
established." He does this "to express my judgment regarding... [his subjects] with greater freedom, 
without being necessitated to adopt or refute the opinions of the learned". Descartes goes on to say that he 
"was not, however, disposed, from these circumstances, to conclude that this world had been created in 
the manner I described; for it is much more likely that God made it at the first such as it was to be." 
Despite this admission, it seems Descartes' project for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was that of re-creating 
creation - a cosmological project which aimed, through Descartes particular brand of experimental method, 
to show not merely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a system, but to suggest that this way of looking at the world - 
one with (as Descartes saw it) no assumptions about God or nature - provided the only basis upon which 
he could see knowledge progressing (as he states in Book II). Thus, in Descartes work, we can see some 
of the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of modern cosmology in evidence - the project of examing the histor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universe through a set of quantitative laws describing interactions which would allow 
the ordered present to be constructed from a chaotic past. 

He goes on to the motion of the blood in the heart and arteries, endorsing the findings of William 
Harvey though not by name, ascribing them to "a physician of England", but ascribing the motive power 
of the circulation to heat rather than muscle power. He describes that these motions seem to be totally 
independent of what we think, and concludes that our bodies are separate from our souls. 

He does not seem to distinguish between mind, spirit and soul, which are identified as our faculty for 
rational thinking. Hence the term "I think, therefore I am". All three of these words (particularly "mind" 
and "soul") can be identified by the single French term âme. 

Part VI 
Descartes begins by noting, without directly referring to it, the recent trial of Galileo for heresy and 

the condemnation of heliocentrism; and explains that for these reasons he has been slow to publish. 
"I remarked, moreover, with respect to experiments, that they become always more necessary the 

more one is advanced in knowledge; for, at the commencement, it is better to make use only of what is 
spontaneously presented to our senses" 

"First, I have essayed to find in general the principles, or first causes of all that is or can be in the 
world" 

Secure on these foundation stones, Descartes show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 in 
Mathematics and the Science. 

2.3 Influence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ce, however, was the first precept, which states, in Descartes words,"[To] 

never to accept anything for true which I did not clearly know to be such". 
This method of pro-foundational skepticism is considered by some to be the start of modern 

philosophy. 
学习目标： 
1.了解笛卡尔其人其思。 
2.比较笛卡尔与培根。 
作业： 
1.“我思故我在”究竟是何意？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总论 2  
2 古希腊文化 2  
3 古希腊文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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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古希腊文化 2  
5 古罗马文化 2  
6 古罗马文化 2  
7 早期基督教 2  
8 早期基督教 2  
9 中世纪 2  

10 中世纪 2  
11 文艺复兴 2  
12 文艺复兴 2  
13 宗教改革 2  
14 宗教改革 2  
15 科学革命 2  
16 科学革命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 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对各个重要阶段中的重要人物及其作品进行分析和讨论，培养学生的分析和归纳总结的

能力，学生最终学会如何有效地欣赏名作及陈述自己的看法。 
难点：一是学生的文学修养参差不齐，二是课时不够，这样就难免会造成授课老师满堂灌的现

象。以上问题可能会影响教学的质量。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教师课堂授课。 
2. 学生课堂实践，即学生选择本单元相关主题作 10—15分钟的学术报告，并且展开提问与讨

论。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采用百分制，具体分布为：到课率 10﹪，课堂实践 20﹪，期末考试 70﹪。 
7、作业要求： 
课下阅读老师指定的阅读材料，轮流做课堂展示。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了《西方思想经典导读》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孙有中编著《西方思想经典选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9月 
（二）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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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atty, John L. &Johnson, Oliver A. Heritag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Vols. 1&2, N.J.: Prentice 
Hall, 2004  

2. Burger, Michael.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Vols. 1&2, Peterborough, Ont.: 
Broadview Press, 2003 

3. Danzer, Gerald A. Mapping Western Civilization: A Guide for Beginning Students. New York, 
N.Y.: Harper Collins Pub., 1991 

4. Stearns, Peter N.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5. Patterson, Thomas Carl. Inventing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7 
6. Noble, Thomas F. X. et al.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Continuing Experim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8 
7. Joseph, John Earl et al. The Western Tradi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8. Hobson, John M.: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执笔：张磊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人文经典阅读二 
Classics Reading（II）  

课程号：3080008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研究所英语（法律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使学生认识西方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感受

西方思想和价值观念在西方文艺作品中的生动表现；2、掌握批判性阅读的技巧；3、学会运用证据
和逻辑有效组织和陈述自己的观点。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对西方文化史的纵向考察和对西方思想经典文献的深度阅读，帮助学生

拓宽知识面，提高人文素养，培养思辨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人文经典阅读二 
(一)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启蒙运动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启蒙运动？ 
What is Enlightenment?  
Immanuel Kant  
Enlightenment is man's emergence from his self-imposed nonage. Nonage is the inability to use one's 

own understanding without another's guidance. This nonage is self-imposed if its cause lies not in lack of 
understanding but in indecision and lack of courage to use one's own mind without another's guidance. 
Dare to know! (Sapere aude.) "Have the courage to use your own understanding," is therefore the motto of 
the enlightenment.  

Laziness and cowardice are the reasons why such a large part of mankind gladly remain minors all 
their lives, long after nature has freed them from external guidance. They are the reasons why it is so e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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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others to set themselves up as guardians. It is so comfortable to be a minor. If I have a book that thinks 
for me, a pastor who acts as my conscience, a physician who prescribes my diet, and so on--then I have no 
need to exert myself. I have no need to think, if only I can pay; others will take care of that disagreeable 
business for me. Those guardians who have kindly taken supervision upon themselves see to it that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mankind--among them the entire fair sex--should consider the step to maturity, 
not only as hard, but as extremely dangerous. First, these guardians make their domestic cattle stupid and 
carefully prevent the docile creatures from taking a single step without the leading-strings to which they 
have fastened them. Then they show them the danger that would threaten them if they should try to walk 
by themselves. Now this danger is really not very great; after stumbling a few times they would, at last, 
learn to walk. However, examples of such failures intimidate and generally discourage all further 
attempts.  

Thus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the individual to work himself out of the nonage which has become 
almost second nature to him. He has even grown to like it, and is at first really incapable of using his own 
understanding because he has never been permitted to try it. Dogmas and formulas, these mechanical tools 
designed for reasonable use--or rather abuse--of his natural gifts, are the fetters of an everlasting nonage. 
The man who casts them off would make an uncertain leap over the narrowest ditch, because he is not 
used to such free movement. That is why there are only a few men who walk firmly, and who have 
emerged from nonage by cultivating their own minds.  

It is more nearly possible, however, for the public to enlighten itself; indeed, if it is only given 
freedom, enlightenment is almost inevitable. There will always be a few independent thinkers, even 
among the self-appointed guardians of the multitude. Once such men have thrown off the yoke of nonage, 
they will spread about them the spirit of a reasonable appreciation of man's value and of his duty to think 
for himself. It is especially to be noted that the public which was earlier brought under the yoke by these 
men afterwards forces these very guardians to remain in submission, if it is so incited by some of its 
guardians who are themselves incapable of any enlightenment. That shows how pernicious it is to implant 
prejudices: they will eventually revenge themselves upon their authors or their authors' descendants. 
Therefore, a public can achieve enlightenment only slowly. A revolution may bring about the end of a 
personal despotism or of avaricious tyrannical oppression, but never a true reform of modes of thought. 
New prejudices will serve, in place of the old, as guide lines for the unthinking multitude.  

This enlightenment requires nothing but freedom--and the most innocent of all that may be called 
"freedom": freedom to make public use of one's reason in all matters. Now I hear the cry from all sides: 
"Do not argue!" The officer says: "Do not argue--drill!" The tax collector: "Do not argue--pay!" The 
pastor: "Do not argue--believe!" Only one ruler in the world says: "Argue as much as you please, but 
obey!" We find restrictions on freedom everywhere. But which restriction is harmful to enlightenment? 
Which restriction is innocent, and which advances enlightenment? I reply: the public use of one's reason 
must be free at all times, and this alone can bring enlightenment to mankind.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ivate use of reason may frequently be narrowly restricted without especially 
hindering the progress of enlightenment. By "public use of one's reason" I mean that use which a man, as 
scholar, makes of it before the reading public. I call "private use" that use which a man makes of his 
reason in a civic post that has been entrusted to him. In some affairs affecting the interest of the 
community a certain [governmental] mechanism is necessary in which som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remain passive. This creates an artificial unanimity which will serve the fulfillment of public objectives, 
or at least keep these objectives from being destroyed. Here arguing is not permitted: one must obey. 
Insofar as a part of this machine considers himself at the same time a member of a universal 
community--a world society of citizens--(let us say that he thinks of himself as a scholar ratio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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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ing his public through his writings) he may indeed argue, and the affairs with which he is 
associated in part as a passive member will not suffer. Thus it would be very unfortunate if an officer on 
duty and under orders from his superiors should want to criticize the appropriateness or utility of his 
orders. He must obey. But as a scholar he could not rightfully be prevented from taking notice of the 
mistakes in the military service and from submitting his views to his public for its judgment. The citizen 
cannot refuse to pay the taxes levied upon him; indeed, impertinent censure of such taxes could be 
punished as a scandal that might cause general disobedience. Nevertheless, this man does not violate the 
duties of a citizen if, as a scholar, he publicly expresses his objections to the impropriety or possible 
injustice of such levies. A pastor, too, is bound to preach to his congregation in accord with the doctrines 
of the church which he serves, for he was ordained on that condition. But as a scholar he has full freedom, 
indeed the obligation, to communicate to his public all his carefully examined and constructive thoughts 
concerning errors in that doctrine and his proposals concerning improvement of religious dogma and 
church institutions. This is nothing that could burden his conscience. For what he teaches in pursuance of 
his office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urch, he represents as something which he is not free to teach as he 
sees it. He speaks as one who is employed to speak in the name and under the orders of another. He will 
say: "Our church teaches this or that; these are the proofs which it employs." Thus he will benefit his 
congregation as much as possible by presenting doctrines to which he may not subscribe with full 
conviction. He can commit himself to teach them because it is not completely impossible that they may 
contain hidden truth. In any event, he has found nothing in the doctrines that contradicts the heart of 
religion. For if he believed that such contradictions existed, he would not be able to administer his office 
with a clear conscience. He would have to resign it. Therefore the use which a scholar makes of his reason 
before the congregation that employs him is only a private use, for no matter how sizable, this is only a 
domestic audience. In view of this he, as preacher, is not free and ought not to be free, since he is carrying 
out the orders of others. On the other hand, as the scholar who speaks to his own public (the world) 
through his writings, the minister in the public use of his reason enjoys unlimited freedom to use his own 
reason and to speak for himself. That the spiritual guardians of the people should themselves be treated as 
minors is an absurdity which would result in perpetuating absurdities. 

2. 理性时期  
I believe in one God, and no more; and I hope for happiness beyond this life. 
I believe the equality of man, and I believe that religious duties consist in doing justice, loving mercy, 

and endeavoring to make our fellow-creatures happy. 
But, lest it should be supposed that I believe many other things in addition to these, I shall, in the 

progress of this work, declare the things I do not believe, and my reasons for not believing them. 
I do not believe in the creed professed by the Jewish church, by the Roman church, by the Greek 

Church, by the Turkish church, by the Protestant church, nor by any church that I know of. My own mind 
is my own church. 

When Moses told the children of Israel that he received the two tables of the commandments from 
the hand of God, they were not obliged to believe him, because they had no other authority for it than his 
telling them so; and I have no other authority for it than some historian telling me so, the commandments 
carrying no internal evidence of divinity with them. They contain some good moral precepts such as any 
man qualified to be a lawgiver or a legislator could produce himself, without having recourse to 
supernatural intervention. [NOTE: It is, however, necessary to except the declamation which says that 
God 'visits the sins of the fathers upon the children'. This is contrary to every principle of moral 
justice.--Author.] 

When I am told that the Koran was written in Heaven, and brought to Mahomet by an ange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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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 comes to near the same kind of hearsay evidence and second hand authority as the former. I did 
not see the angel myself, and therefore I have a right not to believe it. 

When also I am told that a woman, called the Virgin Mary, said, or gave out, that she was with child 
without any cohabitation with a man, and that her betrothed husband, Joseph, said that an angel told him 
so, I have a right to believe them or not: such a circumstance required a much stronger evidence than their 
bare word for it: but we have not even this; for neither Joseph nor Mary wrote any such matter themselves. 
It is only reported by others that they said so. It is hearsay upon hearsay, and I do not choose to rest my 
belief upon such evidence. 

It is, however, not difficult to account for the credit that was given to the story of Jesus Christ being 
the Son of God. He was born when the heathen mythology had still some fashion and repute in the world, 
and that mythology had prepared the people for the belief of such a story. Almost all the extraordinary 
men that lived under the heathen mythology were reputed to be the sons of some of their gods. It was not 
a new thing at that time to believe a man to have been celestially begotten; the intercourse of gods with 
women was then a matter of familiar opinion. Their Jupiter, according to their accounts, had cohabited 
with hundreds; the story therefore had nothing in it either new, wonderful, or obscene; it was conformable 
to the opinions that then prevailed among the people called Gentiles, or mythologists, and it was those 
people only that believed it. The Jews, who had kept strictly to the belief of one God, and no more, and 
who had always rejected the heathen mythology, never credited the story. 

NOTHING that is here said can apply, even with the most distant disrespect, to the real character of 
Jesus Christ. He was a virtuous and an amiable man. The morality that he preached and practiced was of 
the most benevolent kind; and though similar systems of morality had been preached by Confucius, and 
by some of the Greek philosophers, many years before, by the Quakers since, and by many good men in 
all ages, it has not been exceeded by any. 

But the resurrection of a dead person from the grave, and his ascension through the air, is a thing 
very different, as to the evidence it admits of, to the invisible conception of a child in the womb. The 
resurrection and ascension, supposing them to have taken place, admitted of public and ocular 
demonstration, like that of the ascension of a balloon, or the sun at noon day, to all Jerusalem at least. A 
thing which everybody is required to believe, requires that the proof and evidence of it should be equal to 
all, and universal; and as the public visibility of this last related act was the only evidence that could give 
sanction to the former part, the whole of it falls to the ground, because that evidence never was given. 
Instead of this, a small number of persons, not more than eight or nine, are introduced as proxies for the 
whole world, to say they saw it, and all the rest of the world are called upon to believe it. But it appears 
that Thomas did not believe the resurrection; and, as they say, would not believe without having ocular 
and manual demonstration himself. So neither will I; and the reason is equally as good for me, and for 
every other person, as for Thomas. 

It is in vain to attempt to palliate or disguise this matter. The story, so far as relates to the 
supernatural part, has every mark of fraud and imposition stamped upon the face of it. Who were the 
authors of it is as impossible for us now to know, as it is for us to be assured that the books in which the 
account is related were written by the persons whose names they bear. The best surviving evidence we 
now have. Respecting this affair is the Jews. They are regularly descended from the people who lived in 
the time this resurrection and ascension is said to have happened, and they say 'it is not true.' It has long 
appeared to me a strange inconsistency to cite the Jews as a proof of the truth of the story. It is just the 
same as if a man were to say, I will prove the truth of what I have told you, by producing the people who 
say it is false. 

3. 政府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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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 being, as has been said, by nature, all free, equal, and independent, no one can be put out of 
this estate, and subjected to the political power of another, without his own consent. The only way 
whereby any one divests himself of his natural liberty, and puts on the bonds of civil society, is by 
agreeing with other men to join and unite into a community for their comfortable, safe, and peaceable 
living one amongst another, in a secure enjoyment of their properties, and a greater security against any, 
that are not of it. This any number of men may do, because it injures not the freedom of the rest; they are 
left as they were in the liberty of the state of nature. When any number of men have so consented to make 
one community or government, they are thereby presently incorporated, and make one body politic, 
wherein the majority have a right to act and conclude the rest. 

For when any number of men have, by the consent of every individual, made a community, they have 
thereby made that community one body, with a power to act as one body, which is only by the will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majority: for that which acts any community, being only the consent of the 
individuals of it, and it being necessary to that which is one body to move one way; it is necessary the 
body should move that way whither the greater force carries it, which is the consent of the majority: or 
else it is impossible it should act or continue one body, one community, which the consent of every 
individual that united into it, agreed that it should; and so everyone is bound by that consent to be 
concluded by the majority. And therefore we see, that in assemblies, empowered to act by positive laws, 
where no number is set by that positive law which empowers them, the act of the majority passes for the 
act of the whole, and of course determines, as having, by the law of nature and reason, the power of the 
whole. 

And thus every man, by consenting with others to make one body politic under one government, puts 
himself under an obligation, to every one of that society, to submit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majority, 
and to be concluded by it; or else this original compact, whereby he with others incorporates into one 
society, would signify nothing, and be no compact, if he be left free, and under no other ties than he was 
in before in the state of nature. For what appearance would there be of any compact? What new 
engagement if he were no farther tied by any decrees of the society, than he himself thought fit, and did 
actually consent to? This would be still as great a liberty, as he himself had before his compact, or anyone 
else in the state of nature hath, who may submit himself, and consent to any acts of it if he thinks fit. 

For if the consent of the majority shall not, in reason, be received as the act of the whole, and 
conclude every individual; nothing but the consent of every individual can make anything to be the act of 
the whole: but such a consent is next to impossible ever to be had, if we consider the infirmities of health, 
and avocations of business, which in a number, though much less than that of a common-wealth, will 
necessarily keep many away from the public assembly. To which if we add the variety of opinions, and 
contrariety of interests, which unavoidably happen in all collections of men, the coming into society upon 
such terms would be only like Cato's coming into the theatre, only to go out again. Such a constitution as 
this would make the mighty Leviathan of a shorter duration, than the feeblest creatures, and not let it 
outlast the day it was boom in: which cannot be supposed, till we can think, that rational creatures should 
desire and constitute societies only to be dissolved: for where the majority cannot conclude the rest, there 
they cannot act as one body, and consequently will be immediately dissolved again.  

Whosoever therefore out of a state of nature unite into a community, must be understood to give up 
all the power, necessary to the ends for which they unite into society, to the majority of the community, 
unless they expressly agreed in any number greater than the majority. And this is done by barely agreeing 
to unite into one political society, which is the entire compact that is, or needs be, between the individuals, 
that enter into, or make up a commonwealth. And thus that, which begins and actually constitutes any 
political society, is nothing but the consent of any number of freemen capable of a majority to unit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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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rporate into such a society. And this is that and that only, which did, or could give beginning to any 
lawful government in the world. 

To this I find two objections made. 
First, that there are no instances to be found in story, of a company of men independent, and equal 

one amongst another, that met together, and in this way began and set up a government. 
Secondly, it is impossible of right, that men should do so, because all men being born under 

government, they are to submit to that, and are not at liberty to begin a new one. 
To the first there is this to answer, that it is not at all to be wondered, that history gives us but a very 

little account of men that lived together in the state of nature. The inconveniences of that condition, and 
the love and want of society, no sooner brought any number of them together, but they presently united 
and incorporated, if they designed to continue together. And if we may not suppose men ever to have been 
in the state of nature, because we hear not much of them in such a state, we may as well suppose the 
armies of Salmanasser or Xerxes were never children, because we hear little of them, till they were men, 
and embodied in armies. Government is everywhere antecedent to records, and letters seldom come in 
amongst a people still a long continuation of civil society has, by other more necessary arts, provided for 
their safety, ease, and plenty: and then they begin to look after the history of their founders, and search 
into their original, when they have outlived the memory of it: for it is with commonwealths as with 
particular persons, they are commonly ignorant of their own births and infancies: and if they know 
anything of their original, they are beholden for it, to the accidental records that others have kept of it. 
And those that we have, of the beginning of any polities in the world, excepting that of the Jews, where 
God himself immediately interposed, and which favors not at all paternal dominion, are all either plain 
instances of such a beginning as I have mentioned, or at least have manifest footsteps of it. 

He must show a strange inclination to deny evident matter of fact, when it agrees not with his 
hypothesis, who will not allow, that show a strange inclination to deny evident matter of fact, when it 
agrees not with his hypothesis, who will not allow, that the beginning of Rome and Venice were by the 
uniting together of several men free and independent one of another, amongst whom there was no natural 
superiority or subjection. And if Josephus Acosta's word may be taken, he tells us, that in many parts of 
America there was no government at all. There are great and apparent conjectures, says he, that these men, 
speaking of those of Peru, for a long time had neither kings nor commonwealths, but lived in troops, as 
they do this day in Florida, the Cheriquanas, those of Brazil, and many other nations, which have no 
certain kings, but as occasion is offered, in peace or war, they choose their captains as they please, 1. i. c. 
25. If it be said, that every man there was born subject to his father or the head of his family; that the 
subjection due from a child to a father took not away his freedom of uniting into what political society he 
thought fit, has been already proved. But be that as it will, these men, it is evident, were actually free; and 
whatever superiority some politicians now would place in any of them, they themselves claimed it not, but 
by consent were all equal, till by the same consent they set rulers over themselves. So that their politic 
societies all began from a voluntary union, and the mutual agreement of men freely acting in the choice of 
their governors, and forms of government. 

And I hope those who went away from Sparta with Palantus, mentioned by Justin, 1. iii. c. 4. Will be 
allowed to have been freemen independent one of another, and to have set up a government over 
themselves, by their own consent. Thus I have given several examples, out of history, of people free and 
in the state of nature that being met together incorporated and began a commonwealth. And if the want of 
such instances be an argument to prove that government were not, nor could not be so begun, I suppose 
the contenders for paternal empire were better let it alone, than urge it against natural liberty: for if they 
can give so many instances, out of history, of governments begun upon paternal right, I think (though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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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an argument from what has been, to what should of right be, has no great force) one might, without 
any great danger, yield them the cause. But if I might advise them in the case, they would do well not to 
search too much into the original of governments, as they have begun de facto, lest they should find, at the 
foundation of most of them, something very little favorable to the design they promote, and such a power 
as they contend for. 

But to conclude, reason being plain on our side, that men are naturally free, and the examples of 
history showing, that the governments of the world, that were begun in peace, had their beginning laid on 
that foundation, and were made by the consent of the people; there can be little room for doubt, either 
where the right is, or what has been the opinion, or practice of mankind, about the first erecting of 
governments. 

I will not deny that if we look back as far as history will direct us, towards the original of 
commonwealths, we shall generally find them under the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one man. And 
I am also apt to believe, that where a family was numerous enough to subsist by itself, and continued 
entire together, without mixing with others, as it often happens, where there is much land, and few people, 
the government commonly began in the father: for the father having, by the law of nature, the same power 
with every man else to punish, as he thought fit, any offences against that law, might thereby punish his 
transgressing children, even when they were men, and out of their pupilage; and they were very likely to 
submit to his punishment, and all join with him against the offender, in their turns, giving him thereby 
power to execute his sentence against any transgression, and so in effect make him the law-maker, and 
governor over all that remained in conjunction with his family. He was fittest to be trusted; paternal 
affection secured their property and interest under his care; and the custom of obeying him, in their 
childhood, made it easier to submit to him, rather than to any other. If therefore they must have one to rule 
them, as government is hardly to be avoided amongst men that live together; who so likely to be the man 
as he that was their common father; unless negligence, cruelty, or any other defect of mind or body made 
him unfit for it? But when either the father died, and left his next heir, for want of age, wisdom, courage, 
or any other qualities, less fit for rule; or where several families met, and consented to continue together; 
there, it is not to be doubted, but they used their natural freedom, to set up him, whom they judged the 
ablest, and most likely, to rule well over them. Conformable hereunto we find the people of America, who 
(living out of the reach of the conquering swords, and spreading domination of the two great empires of 
Peru and Mexico) enjoyed their own natural freedom, though, caeteris paribus, they commonly prefer the 
heir of their deceased king; yet if they find him any way weak, or incapable, they pass him by, and set up 
the stoutest and bravest man for their ruler. 

Thus, though looking back as far as records give us any account of peopling the world, and the 
history of nations, we commonly find the government to be in one hand; yet it destroys not that which I 
affirm, viz. that the beginning of politic society depends upon the consent of the individuals, to join into, 
and make one society; who, when they are thus incorporated, might set up what form of government they 
thought fit. But this having given occasion to men to mistake, and think, that by nature government was 
monarchical, and belonged to the father, it may not be amiss here to consider, why people in the 
beginning generally pitched upon this form, which though perhaps the father's pre-eminency might, in the 
first institution of some commonwealths, give a rise to, and place in the beginning, the power in one hand; 
yet it is plain that the reason, that continued the form of government in a single person, was not any regard, 
or respect to paternal authority; since all petty monarchies, that is, almost all monarchies, near their 
original, have been commonly, at least upon occasion, elective. 

First then, in the beginning of things, the father's government of the childhood of those sprung from 
him, having accustomed them to the rule of one man, and taught them that where it was exercis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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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 and skill, with affection and love to those under it, it was sufficient to procure and preserve to men all 
the political happiness they sought for in society. It was no wonder that they should pitch upon, and 
naturally run into that form of government, which from their infancy they had been all accustomed to; and 
which, by experience, they had found both easy and safe. To which, if we add, that monarchy being 
simple, and most obvious to men, whom neither experience had instructed in forms of government, nor 
the ambition or insolence of empire had taught to beware of the encroachments of prerogative, or the 
inconveniences of absolute power, which monarchy in succession was apt to lay claim to, and bring upon 
them, it was not at all strange, that they should not much trouble themselves to think of methods of 
restraining any exorbitances of those to whom they had given the authority over them, and of balancing 
the power of government, by placing several parts of it in different hands. They had neither felt the 
oppression of tyrannical dominion, nor did the fashion of the age, nor their possessions, or way of living, 
(which afforded little matter for covetousness or ambition) give them any reason to apprehend or provide 
against it; and therefore it is no wonder they put themselves into such a frame of government, as was not 
only, as I said, most obvious and simple, but also best suited to their present state and condition; which 
stood more in need of defense against foreign invasions and injuries, than of multiplicity of laws. The 
equality of a simple poor way of living, confining their desires within the narrow bounds of each man's 
small property, made few controversies, and so no need of many laws to decide them, or variety of 
officers to superintend the process, or look after the execution of justice, where there were but few 
trespasses, and few offenders. Since then those, who like one another so well as to join into society, 
cannot but be supposed to have some acquaintance and friendship together, and some trust one in another; 
they could not but have greater apprehensions of others, than of one another: and therefore their first care 
and thought cannot but be supposed to be, how to secure themselves against foreign force. It was natural 
for them to put themselves under a frame of government which might best serve to that end, and chose the 
wisest and bravest man to conduct them in their wars, and lead them out against their enemies, and in this 
chiefly be their ruler. 

学习目标： 
1．了解启蒙运动概念与理性时期特点。 
2．掌握政府二论核心内涵。 
作业： 
1. 启蒙时代的特征是什么？ 
2. 课后阅读相关文章。 
3. 谈谈你对《政府二论》的看法。 

知识单元 2：浪漫主义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抒情歌谣》 
The principal object, then, which I proposed to myself in these Poems was to chose incidents and 

situations from common life, and to relate or describe them, throughout, as far as was possible, in a 
selection of language really used by men;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throw over them a certain coloring of 
imagination, whereby ordinary things should be presented to the mind in an unusual way; and, further, 
and above all, to make these incidents and situations interesting by tracing in them, truly though not 
ostentatiously, the primary laws of our nature: chiefly, as far as regards the manner in which we associate 
ideas in a state of excitement. Low and rustic life was generally chosen, because in that condition, the 
essential passions of the heart find a better soil in which they can attain their maturity, are less under 
restraint, and speak a plainer and more emphatic language; because in that condition of life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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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ary feelings co-exist in a state of greater simplicity, and, consequently, may be more accurately 
contemplated, and more forcibly communicated; because the manners of rural life germinate from those 
elementary feelings; and, from the necessary character of rural occupations, are more easily 
comprehended, and are more durable; and lastly, because in that condition the passions of men are 
incorporated with the beautiful and permanent forms of nature. The language, too, of these men is adopted 
(purified indeed from what appear to be its real defects, from all lasting and rational causes of dislike or 
disgust) because such men hourly communicate with the best objects from which the best part of language 
is originally derived; and because, from their rank in society and the sameness and narrow circle of their 
intercourse, being les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vanity they convey their feelings and notions in 
simple and unelaborated expressions. Accordingly, such a language, arising out of repeated experience 
and regular feelings, is a more permanent, and a far more philosophical language, than that which is 
frequently substituted for it by Poets, who think that they are conferring honor upon themselves and their 
art, in proportion as they separate themselves from the sympathies of men, and indulge in arbitrary and 
capricious habits of expression, in order to furnish food for fickle tastes, and fickle appetites, of their own 
creation.[note 1]  

I cannot, however, be insensible of the present outcry against the triviality and meanness both of 
thought and language, which some of my contemporaries have occasionally introduced into their metrical 
compositions; and I acknowledge, that this defect, where it exists, is more dishonorable to the Writer's 
own character than false refinement or arbitrary innovation, though I should contend at the same time that 
it is far less pernicious in the sum of its consequences. From such verses the Poems in these volumes will 
be found distinguished at least by one mark of difference, that each of them bas a worthy purpose. Not 
that I mean to say, that I always began to write with a distinct purpose formally conceived; but I believe 
that my habits of meditation have so formed my feelings, as that my descriptions of such objects as 
strongly excite those feelings, will be found to carry along with them a purpose. If in this opinion I am 
mistaken, I can have little right to the name of a Poet. For all good poetry is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 but though this be true, Poems to which any value can be attached, were never 
produced on any variety of subjects but by a man, who being possessed of more than usual organic 
sensibility, had also thought long and deeply. For our continued influxes of feeling are modified and 
directed by our thoughts, which are indeed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ll our past feelings; and, as by 
contemplating the relation of these general representatives to each other we discover what is really 
important to men, so, by the repetition and continuance of this act, our feelings will be connected with 
important subjects, till at length, if we be originally possessed of much sensibility, such habits of mind 
will be produced, that, by obeying blindly and mechanically the impulses of those habits, we shall 
describe objects, and utter sentiments, of such a nature and in such connection with each other, tha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eing to whom we address ourselves, if he be in a healthful state of association, must 
necessarily be in some degree enlightened, and his affections ameliorated.  

I have said that each of these poems has a purpose. I have also informed my Reader what this 
purpose will be found principally to be: namely to illustrate the manner in which our feelings and ideas 
are associated in a state of excitement. But, speaking in language somewhat more appropriate, it is to 
follow the fluxes and refluxes of the mind when agitated by the great and simple affections of our nature. 
This object I have endeavored in these short essays to attain by various means; by tracing the maternal 
passion through many of its more subtle windings, as in the poems of the IDIOT BOY and the MAD 
MOTHER; by accompanying the last struggles of a human being, at the approach of death, cleaving in 
solitude to life and society, as in the Poem of the FORSAKEN INDIAN; by showing, as in the Stanzas 
entitled WE ARE SEVEN, the perplexity and obscurity which in childhood attend our notion of death,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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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her our utter inability to admit that notion; or by displaying the strength of fraternal, or to speak more 
philosophically, of moral attachment when early associated with the great and beautiful objects of nature, 
as in THE BROTHERS; or, as in the Incident of SIMON LEE, by placing my Reader in the way of 
receiving from ordinary moral sensations another and more salutary impression than we are accustomed to 
receive from them. It has also been part of my general purpose to attempt to sketch characte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ess impassioned feelings, as in the TWO APRIL MORNINGS, THE FOUNTAIN, THE 
OLD MAN TRAVELLING, THE TWO THIEVES, &c. characters of which the elements are simple, 
belonging rather to nature than to manners, such as exist now, and will probably always exist, and which 
from their constitution may be distinctly and profitably contemplated. I will not abuse the indulgence of 
my Reader by dwelling longer upon this subject; but it is proper that I should mention one other 
circumstance which distinguishes these Poems from the popular Poetry of the day; it is this, that the 
feeling therein developed gives importance to the action and situation, and not the action and situation to 
the feeling. My meaning will be rendered perfectly intelligible by referring my Reader to the Poems 
entitled POOR SUSAN and the CHILDLESS FATHER, particularly to the last Stanza of the latter Poem.  

I will not suffer a sense of false modesty to prevent me from asserting, that I point my Reader's 
attention to this mark of distinction, far less for the sake of these particular Poems than from the general 
importance of the subject. The subject is indeed important! For the human mind is capable of being 
excited without the application of gross and violent stimulants; and he must have a very faint perception 
of its beauty and dignity who does not know this, and who does not further know, that one being is 
elevated above another, in proportion as he possesses this capability. It has therefore appeared to me, that 
to endeavor to produce or enlarge this capability is one of the best services in which, at any period, a 
Writer can be engaged; but this service, excellent at all times, is especially so at the present day. For a 
multitude of causes, unknown to former times, are now acting with a combined force to blunt the 
discriminating powers of the mind, and unfitting it for all voluntary exertion to reduce it to a state of 
almost savage torpor. The most effective of these causes are the great national events which are daily 
taking place, and the increasing accumulation of men in cities, where the uniformity of their occupations 
produces a craving for extraordinary incident, which the rapid communication of intelligence hourly 
gratifies. To this tendency of life and manners the literature and theatrical exhibitions of the country have 
conformed themselves. The invaluable works of our elder writers, I had almost said the works of 
Shakespeare and Milton, are driven into neglect by frantic novels, sickly and stupid German Tragedies, 
and deluges of idle and extravagant stories in verse. When I think upon this degrading thirst after 
outrageous stimulation, I am almost ashamed to have spoken of the feeble effort with which I have 
endeavored to counteract it; and, reflecting upon the magnitude of the general evil, I should be oppressed 
with no dishonorable melancholy, had I not a deep impression of certain inherent and indestructible 
qualities of the human mind, and likewise of certain powers in the great and permanent objects that act 
upon it which are equally inherent and indestructible; and did I not further add to this impression a belief, 
that the time is approaching when the evil will be systematically opposed, by men of greater powers, and 
with far more distinguished success.  

Having dwelt thus long on the subjects and aim of these Poems, I shall request the Reader's 
permission to apprize him of a few circumstances relating to their style, in order, among other reasons, 
that I may not be censured for not having performed what I never attempted. The Reader will find that 
personifications of abstract ideas rarely occur in these volumes; and, I hope, are utterly rejected as an 
ordinary device to elevate the style, and raise it above prose. I have proposed to myself to imitate, and, as 
far as is possible, to adopt the very language of men; and assuredly such personifications do not make any 
natural or regular part of that language. They are, indeed, a figure of speech occasionally promp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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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ion, and I have made use of them as such; but I have endeavored utterly to reject them as a 
mechanical device of style, or as a family language which Writers in meter seem to lay claim to by 
prescription. I have wished to keep my Reader in the company of flesh and blood, persuaded that by so 
doing I shall interest him. I am, however, well aware that others who pursue a different track may interest 
him likewise; I do not interfere with their claim, I only wish to prefer a different claim of my own. There 
will also be found in these volumes little of what is usually called poetic diction; I have taken as much 
pains to avoid it as others ordinarily take to produce it; this I have done for the reason already alleged, to 
bring my language near to the language of men, and further, because the pleasure which I have proposed 
to myself to impart is of a kind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which is supposed by many persons to be the 
proper object of poetry. I do not know how without being culpably particular I can give my Reader a more 
exact notion of the style in which I wished these poems to be written than by informing him that I have at 
all times endeavored to look steadily at my subject, consequently, I hope that there is in these Poems little 
falsehood of description, and that my ideas are expressed in language fitted to their respective importance. 
Something I must have gained by this practice, as it is friendly to one property of all good poetry, namely, 
good sense; but it has necessarily cut me off from a large portion of phrases and figures of speech which 
from father to son have long been regarded as the common inheritance of Poets. I have also thought it 
expedient to restrict myself still further, having abstained from the use of many expressions, in themselves 
proper and beautiful, but which have been foolishly repeated by bad Poets, till such feelings of disgust are 
connected with them as it is scarcely possible by any art of association to overpower. 

2. 《打开表》 
The tables turned  
Up! Up! My Friend, and quit your books; 
Or surely you’ll grow double; 
Up! Up! My Friend, and clear your looks; 
Why all this toil and trouble? 
The sun, above the mountain’s head, 
A freshening luster mellow 
Through all the long green fields has spread, 
His first sweet evening yellow. 
Books! ‘tis a dull and endless strife: 
Come, hear the woodland linnet, 
How sweet his music! On my life, 
There’s more wisdom in it. 
And hark! How blithe the throtle sings! 
He, too, is no mean preacher: 
Come forth into the light of things, 
Let Nature be your teacher. 
She has a world of ready wealth, 
Our minds and hearts to bless— 
Spontaneous wisdom breathed by health, 
Truth breathed by cheerfulness.  
One impulse from a vernal wood 
May teach you more of man, 
Of moral evil and of good, 
Than all the sages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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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eet is the lore which nature brings; 
Our meddling intellect 
Misshapes the beauteous forms of things;-- 
We murder to dissect. 
Enough of Science and of Art; 
Close up those barren leaves; 
Come forth, and bring with you a heart 
That watches and receives. 
3.《浮士德》 
I’ve studied now Philosophy  
And Jurisprudence, Medicine,— 
And even, alas! Theology,— 
From end to end, with labor keen; 
And here, poor fool! with all my lore 
I stand, no wiser than before: 
I’m Magister—yea, Doctor—hight, 
And straight or cross-wise, wrong or right, 
These ten years long, with many woes, 
I’ve led my scholars by the nose,— 
And see, that nothing can be known! 
That knowledge cuts me to the bone. 
I’m cleverer, true, than those fops of teachers, 
Doctors and Magisters, Scribes and Preachers; 
Neither scruples nor doubts come now to smite me, 
Nor Hell nor Devil can longer affright me. 
For this, all pleasure am I foregoing; 
I do not pretend to aught worth knowing, 
I do not pretend I could be a teacher 
To help or convert a fellow-creature. 
Then, too, I’ve neither lands nor gold, 
Nor the world’s least pomp or honor hold— 
No dog would endure such a curst existence! 
Wherefore, from Magic I seek assistance, 
That many a secret perchance I reach 
Through spirit-power and spirit-speech, 
And thus the bitter task forego 
Of saying the things I do not know,— 
That I may detect the inmost force 
Which binds the world, and guides its course; 
Its germs, productive powers explore, 
And rummage in empty words no more! 
O full and splendid Moon, whom I 
Have, from this desk, seen climb the sky 
So many a midnight,—would thy glow 
For the last time beheld my w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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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 thine eye, most mournful friend, 
O’er books and papers saw me bend; 
But would that I, on mountains grand, 
Amid thy blessed light could stand, 
With spirits through mountain-caverns hover, 
Float in thy twilight the meadows over, 
And, freed from the fumes of lore that swathe me, 
To health in thy dewy fountains bathe me! 
Ah, me! this dungeon still I see. 
This drear, accursed masonry, 
Where even the welcome daylight strains 
But duskly through the painted panes. 
Hemmed in by many a toppling heap 
Of books worm-eaten, gray with dust, 
Which to the vaulted ceiling creep, 
Against the smoky paper thrust,— 
With glasses, boxes, round me stacked, 
And instruments together hurled, 
Ancestral lumber, stuffed and packed— 
Such is my world: and what a world! 
And do I ask, wherefore my heart 
Falters, oppressed with unknown needs? 
Why some inexplicable smart 
All movement of my life impedes? 
Alas! in living Nature’s stead, 
Where God His human creature set, 
In smoke and mould the fleshless dead 
And bones of beasts surround me yet! 
Fly! Up, and seek the broad, free land! 
And this one Book of Mystery 
From Nostradamus’ very hand, 
Is’t not sufficient company? 
When I the starry courses know, 
And Nature’s wise instruction seek, 
With light of power my soul shall glow, 
As when to spirits spirits speak. 
Tis vain, this empty brooding here, 
Though guessed the holy symbols be: 
Ye, Spirits, come—ye hover near— 
Oh, if you hear me, answer me! 
(He opens the Book, and perceives the sign of the Macrocosm.) 
Ha! what a sudden rapture leaps from this 
I view, through all my senses swiftly flowing! 
I feel a youthful, holy, vital bliss 
In every vein and fibre newly gl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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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it a God, who traced this sign, 
With calm across my tumult stealing, 
My troubled heart to joy unsealing, 
With impulse, mystic and divine, 
The powers of Nature here, around my path, revealing? 
Am I a God?—so clear mine eyes! 
In these pure features I behold 
Creative Nature to my soul unfold. 
What says the sage, now first I recognize: 
“The spirit-world no closures fasten; 
Thy sense is shut, thy heart is dead: 
Disciple, up! untiring, hasten 
To bathe thy breast in morning-red!” 
(He contemplates the sign.) 
How each the Whole its substance gives, 
Each in the other works and lives! 
Like heavenly forces rising and descending, 
Their golden urns reciprocally lending, 
With wings that winnow blessing 
From Heaven through Earth I see them pressing, 
Filling the All with harmony unceasing! 
How grand a show! but, ah! a show alone. 
Thee, boundless Nature, how make thee my own? 
Where you, ye beasts? Founts of all Being, shining, 
Whereon hang Heaven’s and Earth’s desire, 
Where to our withered hearts aspire,— 
Ye flow, ye feed: and am I vainly pining? 
学习目标： 
1．了解浪漫主义特色。 
2．掌握这一时期作品的分析方法。 
作业： 
1. 课后阅读《浮士德》全文。 
2. 经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研读，谈谈你对浪漫主义的看法。  

知识单元 3：社会主义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共产党宣言》 
The history of all hitherto existing society is the history of class struggles.  
Freeman and slave, patrician and plebian, lord and serf, guild-master and journeyman, in a word, 

oppressor and oppressed, stood in constant opposition to one another, carried on an uninterrupted, now 
hidden, now open fight, a fight that each time ended, either in a revolutionary reconstitution of society at 
large, or in the common ruin of the contending classes.  

In the earlier epochs of history, we find almost everywhere a complicated arrangement of society into 
various orders, a manifold gradation of social rank. In ancient Rome we have patricians, knights, 
plebeians, slaves; in the Middle Ages, feudal lords, vassals, guild-masters, journeymen, apprentices, ser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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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lmost all of these classes, again, subordinate gradations.  
The modern bourgeois society that has sprouted from the ruins of feudal society has not done away 

with class antagonisms. It has but established new classes, new conditions of oppression, and new forms 
of struggle in place of the old ones.  

Our epoch, the epoch of the bourgeoisie, possesses, however, this distinct feature: it has simplified 
class antagonisms. Society as a whole is more and more splitting up into two great hostile camps, into two 
great classes directly is facing each other -- bourgeoisie and proletariat.  

From the serfs of the Middle Ages sprang the chartered burghers of the earliest towns. From these 
burgesses the first elements of the bourgeoisie were developed.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the rounding of the Cape, opened up fresh ground for the rising 
bourgeoisie. The East-Indian and Chinese markets, the colonization of America, trade with the colonies, 
the increase in the means of exchange and in commodities generally, gave to commerce, to navigation, to 
industry, an impulse never before known, and thereby, to the revolutionary element in the tottering feudal 
society, a rapid development.  

The feudal system of industry, in which industrial production was monopolized by closed guilds, 
now no longer suffices for the growing wants of the new markets. The manufacturing system took its 
place. The guild-masters were pushed aside by the manufacturing middle class;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the different corporate guilds vanished in the face of division of labor in each single workshop.  

Meantime, the markets kept ever growing, the demand ever rising. Even manufacturers no longer 
sufficed. Thereupon, steam and machinery revolutionized industrial production. The place of manufacture 
was taken by the giant, MODERN INDUSTRY; the place of the industrial middle class by industrial 
millionaires, the leaders of the whole industrial armies, the modern bourgeois.  

Modern industry has established the world market, for which the discovery of America paved the 
way. This market has given an immense development to commerce, to navigation, to communication by 
land. This development has, in turn, reacted on the extension of industry; and in proportion as industry, 
commerce, navigation, railways extended, in the same proportion the bourgeoisie developed, increased its 
capital, and pushed into the background every class handed down from the Middle Ages.  

We see, therefore, how the modern bourgeoisie is itself the product of a long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a series of revolutions in the modes of production and of exchange.  

Each step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urgeoisie was accompanied by a corresponding political 
advance in that class. An oppressed class under the sway of the feudal nobility, an armed and 
self-governing association of medieval commune [4]: here independent urban republic (as in Italy and 
Germany); there taxable "third estate" of the monarchy (as in France); afterward, in the period of 
manufacturing proper, serving either the semi-feudal or the absolute monarchy as a counterpoise against 
the nobility, and, in fact, cornerstone of the great monarchies in general -- the bourgeoisie has at las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Industry and of the world market, conquered for itself, in the modern 
representative state, exclusive political sway. The executive of the modern state is but a committee for 
managing the common affairs of the whole bourgeoisie.  

The bourgeoisie, historically, has played a most revolutionary part.  
The bourgeoisie, wherever it has got the upper hand, has put an end to all feudal, patriarchal, idyllic 

relations. It has pitilessly torn asunder the motley feudal ties that bound man to his "natural superiors", 
and ha s left no other nexus between people than naked self-interest, than callous "cash payment". It has 
drowned out the most heavenly ecstasies of religious fervor, of chivalrous enthusiasm, of philistine 
sentimentalism, in the icy water of egotistical calculation. It has resolved personal worth into exchange 
value, and in place of the numberless indefeasible chartered freedoms, has set up that si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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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onscionable freedom -- Free Trade. In one word, for exploitation, veiled by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illusions, it has substituted naked, shameless, direct, brutal exploitation.  

The bourgeoisie has stripped of its halo every occupation hitherto honored and looked up to with 
reverent awe. It has converted the physician, the lawyer, the priest, the poet, the man of science, into its 
paid wage laborers.  

The bourgeoisie has torn away from the family its sentimental veil, and has reduced the family 
relation into a mere money relation.  

The bourgeoisie has disclosed how it came to pass that the brutal display of vigor in the Middle Ages, 
which reactionaries so much admire, found its fitting complement in the most slothful indolence. It has 
been the first to show what man's activity can bring about. It has accomplished wonders far surpassing 
Egyptian pyramids, Roman aqueducts, and Gothic cathedrals; it has conducted expeditions that put in the 
shade all former exoduses of nations and crusades.  

The bourgeoisie cannot exist without constantly revolutionizing the instruments of production, and 
thereby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with them the whole relations of society. Conservation of the old 
modes of production in unaltered form was, on the contrary, the first condition of existence for all earlier 
industrial classes. Constant revolutionizing of production, uninterrupted disturbance of all social 
conditions, everlasting uncertainty and agitation distinguish the bourgeois epoch from all earlier ones. All 
fixed, fast frozen relations, with their train of ancient and venerable prejudices and opinions, are swept 
away, all new-formed ones become antiquated before they can ossify.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all 
that is holy is profaned, and man is at last compelled to face with sober senses his real condition of life 
and his relations with his kind. 

2. 《老古玩店》 
Mr. Swiveller complied， and looking about him with a propitiatory smile， observed that last week 

was a fine week for the ducks， and this week was a fine week for the dust； he also observed that whilst 
standing by the post at the street corner， he had observed a pig with a straw in his mouth issuing out of 
the tobacco-shop， from which appearance he augured that another fine week for the ducks was 
approaching， and that rain would certainly ensue. He furthermore took occasion to apologize for any 
negligence that might be perceptible in his dress， on the ground that last night he had had ‘the sun very 
strong in his eyes；’ by which expression he was understood to convey to his hearers in the most delicate 
manner possible， the information that he had been extremely drunk. 

‘But what，’ said Mr. Swiveller with a sigh， ‘what is the odds so long as the fire of soul is kindled at 
the taper of conviviality， and the wing of friendship never molts a feather！ What is the odds so long as 
the spirit is expanded by means of rosy wine， and the present moment is the least happiest of our 
existence！’ 

‘You needn’t act the chairman here，’ said his friend， half aside. 
‘Fred！’ cried Mr. Swiveller， tapping his nose， ‘a word to the wise is sufficient for them — we may 

be good and happy without riches， Fred. Say not another syllable. I know my cue； smart is the word. 
Only one little whisper， Fred — is the old min friendly？’ 

‘Never you mind，’ replied his friend. 
‘Right again， quite right，’ said Mr. Swiveller， ‘caution is the word， and caution is the act.’ With 

that， he winked as if in preservation of some deep secret， and folding his arms and leaning back in his 
chair， looked up at the ceiling with profound gravity. 

It was perhaps not very unreasonable to suspect from what had already passed， that Mr. Swiveller 
was not quite recovered from the effects of the powerful sunlight to which he had made allusion； but if 
no such suspicion had been awakened by his speech， his wiry hair， dull eyes， and sallow face， w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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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ll have been strong witnesses against him. His attire was not， as he had himself hinted， remarkable for 
the nicest arrangement， but was in a state of disorder which strongly induced the idea that he had gone to 
bed in it. It consisted of a brown body-coat with a great many brass buttons up the front and only one 
behind， a bright check neckerchief， a plaid waistcoat， soiled white trousers， and a very limp hat， 
worn with the wrong side foremost， to hide a hole in the brim. The breast of his coat was ornamented 
with an outside pocket from which there peeped forth the cleanest end of a very large and very ill-favored 
handkerchief； his dirty wristbands were pulled down as far as possible and ostentatiously folded back 
over his cuffs； he displayed no gloves， and carried a yellow cane having at the top a bone hand with the 
semblance of a ring on its little finger and a black ball in its grasp. With all these personal advantages （to 
which may be added a strong savor of tobacco-smoke， and a prevailing greasiness of appearance） Mr. 
Swiveller leant back in his chair with his eyes fixed on the ceiling， and occasionally pitching his voice to 
the needful key， obliged the company with a few bars of an intensely dismal air， and then， in the 
middle of a note， relapsed into his former silence. 

The old man sat himself down in a chair， and， with folded hands， looked sometimes at his 
grandson and sometimes at his strange companion， as if he were utterly powerless and had no resource 
but to leave them to do as they pleased. The young man reclined against a table at no great distance from 
his friend， in apparent indifference to everything that had passed； and I—who felt the difficulty of any 
interference，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old man had appealed to me， both by words and looks—made the 
best feint I could of being occupied in examining some of the goods that were disposed for sale， and 
paying very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person before me. 

The silence was not of long duration， for Mr. Swiveller， after favoring us with several melodious 
assurances that his heart was in the Highlands， and that he wanted but his Arab steed as a preliminary to 
the achievement of great feats of valor and loyalty， removed his eyes from the ceiling and subsided into 
prose again. 

‘Fred，’ said Mr. Swiveller stopping short as if the idea had suddenly occurred to him， and speaking 
in the same audible whisper as before， ‘is the old min friendly？’ 

‘What does it matter？’ returned his friend peevishly. 
‘No， but is he？’ said Dick. 
‘Yes， of course. What do I care whether he is or not.？’ 
Emboldened as it seemed by this reply to enter into a more general conversation， Mr. Swiveller 

plainly laid himself out to captivate our attention. He began by remarking that soda-water， though a good 
thing in the abstract， was apt to lie cold upon the stomach unless qualified with ginger， or a small 
infusion of brandy， which latter article he held to be preferable in all cases， saving for the one 
consideration of expense. Nobody venturing to dispute these positions， he proceeded to observe that the 
human hair was a great retainer of tobacco-smoke， and that the young gentlemen of Westminster and 
Eton， after eating vast quantities of apples to conceal any scent of cigars from their anxious friends， 
were usually detected in consequence of their heads possessing this remarkable property； when he 
concluded that if the Royal Society would turn their attention to the circumstance， and endeavor to find 
in the resources of science a means of preventing such untoward revelations， they might indeed be 
looked upon as benefactors to mankind. These opinions being equally incontrovertible with those he had 
already pronounced， he went on to inform us that Jamaica rum， though unquestionably an agreeable 
spirit of great richness and flavor， had the drawback of remaining constantly present to the taste next 
day； and nobody being venturous enough to argue this point either， he increased in confidence and 
became yet more companionable and communicative. 

‘It’s a devil of a thing， gentlemen，’ said Mr. Swiveller， ‘when relations fall out and disagree. I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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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g of friendship should never molt a feather， the wing of relationship should never be clipped， but be 
always expanded and serene. Why should a grandson and grandfather peg away at each other with mutual 
violence when all might be bliss and concord？ Why not jine hands and forget it？’ 

‘Hold your tongue，’ said his friend. 
‘Sir，’ replied Mr. Swiveller， ‘don’t you interrupt the chair. Gentlemen， how does the case stand， 

upon the present occasion？ Here is a jolly old grandfather—I say it with the utmost respect—and here is 
a wild young grandson. The jolly old grandfather says to the wild young grandson， “I have brought you 
up and educated you， Fred； I have put you in the way of getting on in life； you have bolted a little out 
of the course， as young fellows often do； and you shall never have another chance， nor the ghost of 
half a one.” The wild young grandson makes answer to this and says， “You’re as rich as rich can be； 
you have been at no uncommon expense on my account， you’re saving up piles of money for my little 
sister that lives with you in a secret， stealthy， hugger-muggering kind of way and with no manner of 
enjoyment—why can’t you stand a trifle for your grown-up relation？” The jolly old grandfather unto 
this， retorts， not only that he declines to fork out with that cheerful readiness which is always so 
agreeable and pleasant in a gentleman of his time of life， but that he will bow up， and call names， and 
make reflections whenever they meet. Then the plain question is can’t it a pity that this state of things 
should continue， and how much better would it be for the old gentleman to hand over a reasonable 
amount of tin， and make it all right and comfortable？’ 

Having delivered this oration with a great many waves and flourishes of the hand， Mr. Swiveller 
abruptly thrust the head of his cane into his mouth as if to prevent himself from impairing the effect of his 
speech by adding one other word. 

‘Why do you hunt and persecute me， God help me！’ said the old man turning to his grandson. ‘Why 
do you bring your proliferate companions here？ How often am I to tell you that my life is one of care 
and self-denial， and that I am poor？’ 

‘How often am I to tell you,’ returned the other， looking coldly at him， ‘that I know better？’ 
‘You have chosen your own path，’ said the old man. ‘Follow it. Leave Nell and me to toil and 

work.’ 
‘Nell will be a woman soon，’ returned the other， ‘and， bred in your faith， she’ll forget her brother 

unless he shows himself sometimes.’ 
‘Take， care，’ said the old man with sparkling eyes， ‘that she does not forget you when you would 

have her memory keenest. Take care that the day don’t come when you walk barefoot in the streets， and 
she rides by in a gay carriage of her own.’ 

‘You mean when she has your money？’ retorted the other. ‘How like a poor man he talks！’ 
‘And yet，’ said the old man dropping his voice and speaking like one who thinks aloud， ‘how poor 

we are and what a life it is！ The cause is a young child’s， guiltless of all harm or wrong， but nothing 
goes well with it！ Hope and patience！ hope and patience！’ 

These words were uttered in too low a tone to reach the ears of the young men. Mr. Swiveller 
appeared to think the they implied some mental struggle consequent upon the powerful effect of his 
address，for he poked his friend with his cane and whispered his conviction that he had administered ‘a 
clincher，’ and that he expected a commission on the profits. Discovering his mistake after a while， he 
appeared to grow rather sleepy and discontented， and had more than once suggested the propriety of an 
immediate departure， when the door opened， and the child herself appeared. 

学习目标： 
1．通过分析作品了解社会主义特色。 
2．掌握这一时期作品所体现的思想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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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反复阅读《共产党宣言》，把握其主旨。 
2. 分析《老古玩店》里的人物形象。 

知识单元 4：自由主义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国富论》 
But when the division of labor first began to take place, this power of exchanging must frequently 

have been very much clogged and embarrassed in its operations. One man, we shall suppose, has more of 
a certain commodity than he himself has occasion for, while another has less. The former consequently 
would be glad to dispose of, and the latter to purchase, a part of this superfluity. But if this latter should 
chance to have nothing that the former stands in need of, no exchange can be made between them. The 
butcher has more meat in his shop than he himself can consume, and the brewer and the baker would each 
of them be willing to purchase a part of it. But they have nothing to offer in exchange, except the different 
productions of their respective trades, and the butcher is already provided with all the bread and beer 
which he has immediate occasion for. No exchange can, in this case, be made between them. He cannot be 
their merchant, nor are they his customers; and they all of them thus mutually less serviceable to one 
another. In order to avoid the inconveniency of such situations, every prudent man in every period of 
society, after the first establishment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must nature ally have endeavored to manage 
his affairs in such a manner as to have at all times by him, besides the peculiar produce of his own 
industry, a certain quantity of someone commodity or other, such as he imagined few people would be 
likely to refuse in exchange for the produce of their industry. Many different commodities, it is probable, 
were successively both thought of and employed for this purpose. In the rude ages of society, cattle are 
said to have been the common instrument of commerce; and, though ugh they must have been a most 
inconvenient one, yet in old times we find things were frequently value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cattle 
which had been given in exchange for them. The armor of Diomede, says Homer, cost only nine oxen; but 
that of Glaucus cost an hundred oxen. Salt is said to be the common instrument of commerce and 
exchanges in Abyssinia; a species of shells in some parts of the coast of India; dried cod at Newfoundland; 
tobacco in Virginia; sugar in some of our West India colonies; hides or dressed leather in some other 
countries; and there is at this day a village in Scotland where it is not uncommon, I am told, for a 
workman to carry nails instead of money to the baker's shop or the alehouse. In all countries, however, 
men seem at last to have been determined by irresistible reasons to give the preference, for this 
employment, to metals above every other commodity. Metals can not only be kept with as little loss as 
any other commodity, scarce anything being less perishable than they are, but they can likewise, without 
any loss, be divided into any number of parts, as by fusion those parts can easily be reunited again; a 
quality which no other equally durable commodities possess, and which more than any other quality 
renders them fit to be the instruments of commerce and circulation. The man who wanted to buy salt, for 
example, and had nothing but cattle to give in exchange for it, must have been obliged to buy salt to the 
value of a whole ox, or a whole sheep at a time. He could seldom buy less than this, because what he was 
to give for it could seldom be divided without loss; and if he had a mind to buy more, he must, for the 
same reasons, have been obliged to buy double or triple the quantity, the value, to wit, of two or three 
oxen, or of two or three sheep. If, on the contrary, instead of sheep or oxen, he had metals to give in 
exchange for it, he could easily proportion the quantity of the metal to the precise quantity of the 
commodity which he had immediate occasion for. 

Different metals have been made use of by different nations for this purpose. Iron was the 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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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ment of commerce among the ancient Spartans; copper among the ancient Romans; and gold and 
silver among all rich and commercial nations. Those metals seem originally to have been made use of for 
this purpose in rude bars, without any stamp or coinage. Thus we are told by Pliny, upon the authority of 
Timaeus, an ancient historian, that, till the time of Servius Tullius, the Romans had no coined money, but 
made use of unstamped bars of copper, to purchase whatever they had occasion for. These bars, therefore, 
performed at this time the function of money. 

2.《论自由》 
But when the division of labor first began to take place, this power of exchanging must frequently 

have been very much clogged and embarrassed in its operations. One man, we shall suppose, has more of 
a certain commodity than he himself has occasion for, while another has less. The former consequently 
would be glad to dispose of, and the latter to purchase, a part of this superfluity. But if this latter should 
chance to have nothing that the former stands in need of, no exchange can be made between them. The 
butcher has more meat in his shop than he himself can consume, and the brewer and the baker would each 
of them be willing to purchase a part of it. But they have nothing to offer in exchange, except the different 
productions of their respective trades, and the butcher is already provided with all the bread and beer 
which he has immediate occasion for. No exchange can, in this case, be made between them. He cannot be 
their merchant, nor are they his customers; and they all of them thus mutually less serviceable to one 
another. In order to avoid the inconveniency of such situations, every prudent man in every period of 
society, after the first establishment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must nature ally have endeavored to manage 
his affairs in such a manner as to have at all times by him, besides the peculiar produce of his own 
industry, a certain quantity of someone commodity or other, such as he imagined few people would be 
likely to refuse in exchange for the produce of their industry. Many different commodities, it is probable, 
were successively both thought of and employed for this purpose. In the rude ages of society, cattle are 
said to have been the common instrument of commerce; and, though ugh they must have been a most 
inconvenient one, yet in old times we find things were frequently value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cattle 
which had been given in exchange for them. The armor of Diomede, says Homer, cost only nine oxen; but 
that of Glaucus cost an hundred oxen. Salt is said to be the common instrument of commerce and 
exchanges in Abyssinia; a species of shells in some parts of the coast of India; dried cod at Newfoundland; 
tobacco in Virginia; sugar in some of our West India colonies; hides or dressed leather in some other 
countries; and there is at this day a village in Scotland where it is not uncommon, I am told, for a 
workman to carry nails instead of money to the baker's shop or the alehouse. In all countries, however, 
men seem at last to have been determined by irresistible reasons to give the preference, for this 
employment, to metals above every other commodity. Metals can not only be kept with as little loss as 
any other commodity, scarce anything being less perishable than they are, but they can likewise, without 
any loss, be divided into any number of parts, as by fusion those parts can easily be reunited again; a 
quality which no other equally durable commodities possess, and which more than any other quality 
renders them fit to be the instruments of commerce and circulation. The man who wanted to buy salt, for 
example, and had nothing but cattle to give in exchange for it, must have been obliged to buy salt to the 
value of a whole ox, or a whole sheep at a time. He could seldom buy less than this, because what he was 
to give for it could seldom be divided without loss; and if he had a mind to buy more, he must, for the 
same reasons, have been obliged to buy double or triple the quantity, the value, to wit, of two or three 
oxen, or of two or three sheep. If, on the contrary, instead of sheep or oxen, he had metals to give in 
exchange for it, he could easily proportion the quantity of the metal to the precise quantity of the 
commodity which he had immediate occasion for. 

Different metals have been made use of by different nations for this purpose. Iron was the common 



7361 

instrument of commerce among the ancient Spartans; copper among the ancient Romans; and gold and 
silver among all rich and commercial nations. Those metals seem originally to have been made use of for 
this purpose in rude bars, without any stamp or coinage. Thus we are told by Pliny, upon the authority of 
Timaeus, an ancient historian, that, till the time of Servius Tullius, the Romans had no coined money, but 
made use of unstamped bars of copper, to purchase whatever they had occasion for. These bars, therefore, 
performed at this time the function of money. 

3. 《自由立法与契约合同》 
We shall probably all agree that freedom, rightly understood, is the greatest of blessings; that its 

attainment is the true end of all our effort as citizens. But when we thus speak of freedom, we should 
consider carefully what we mean by it. . . .If the ideal of true freedom is the maximum of power for all 
members of human society alike to make the best of them, we are right in refusing to ascribe the glory of 
freedom to a state in which the apparent elevation of the few is founded on the degradation of the 
many. . . .  

If I have given a true account of that freedom which forms the goal of social effort, we shall see that 
freedom of contract, freedom in all the forms of doing what one will with one's own, is valuable only as a 
means to an end. That end is . . . the liberation of the powers of all men equally for contributions to a 
common good. No one has a right to do what he will with his own in such a way as to contravene this 
end. . . .Everyone has an interest in securing to everyone else the free use and enjoyment and disposal of 
his possessions, so long as that freedom on the part of one does not interfere with a like freedom on the 
part of others, because such freedom contributes to that equal development of the faculties of all which is 
the highest good for all. This is the true and the only justification of rights of property. Rights of property, 
however, have been and are claimed which cannot be thus justified. We are all now agreed that men 
cannot rightly be the property of men. The institution of property being justifiable as a means to the free 
exercise of the social capabilities of all, there can be no true right to property of a kind which debars one 
class of men from such free exercise altogether. . . .A contract by which an one agreed for a certain 
consideration to become the slave of another we should reckon a void contract. Here, then is a limitation 
upon freedom of contract which we all recognize as rightful. . . .  

Are there no other contracts which, less obviously perhaps but really, are open to the same objection? 
In the first place, let us consider contracts affecting labor. Labor, the economist tells us, is a commodity 
exchangeable like other commodities. This is in a certain sense true, but it is a commodity which attaches 
in a peculiar manner to the person of man. Hence restrictions may need to be placed on the sale of this 
commodity which would be unnecessary in other cases, in order to prevent labour from being sold under 
conditions which make it impossible for the person selling it ever to become a free contributor to social 
good in any form. This is most plainly the case when a man bargains to work under conditions fatal to 
health, e.g. in an unventilated factory. Every injury to the health of the individual is, so far as it goes, a 
public injury. It is an impediment to the general freedom; so much deduction from our power, as members 
of society, to make the best of ourselves. Society is, therefore, plainly within its right when it limits 
freedom of contract for the sale of labor, so far as is done by our laws for the sanitary regulations of 
factories, workshops, and mines. . . .Its application to compulsory education may not be quite so obvious, 
but it will appear on a little reflection. Without a command of certain elementary arts and knowledge, the 
individual in modern society is as effectually crippled as by the loss of a limb or a broken constitution. He 
is not free to develop his faculties. With a view to securing such freedom among its members it is as 
certainly within the province of the state to prevent children from growing up in that kind of ignorance 
which practically excludes them from a free career in life, as it is within its province to require the sort of 
building and drainage necessary for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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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modern legislation then with reference to labor, and education, and health, involving as it does 
manifold interference with freedom of contract, is justified on the ground that it is the business of the state, 
not indeed directly to promote moral goodness, for that, from the very nature of moral goodness, it cannot 
do, but to maintain the conditions without which a free exercise of the human faculties is impossible. . . .  

Now we shall probably all agree that a society, in which the public health was duly protected and 
necessary education duly provided for, by the spontaneous action of individuals, was in a higher condition 
than one in which the compulsion of law was needed to secure these ends. But we must take men as we 
find them. Until such a condition of society is reached, it is the business of the state to take the best 
security it can for the young citizens growing up in such health and with so much knowledge as is 
necessary for their real freedom. 

学习目标： 
1．分析自由主义时期特色。 
2．掌握这一时期作品的主旨。 
作业： 
1.《国富论》的中心观点是什么？ 
2.《论自由》强调了什么？ 
3. 阅读老师课上指定的材料。 

知识单元 5：达尔文主义、对传统的挑战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物种起源》 
There are oth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species of large genera and their recorded varieties which 

deserve notice. We have seen that there is no infallible criterion by which to distinguish species and 
well-marked varieties; and in those cases in which intermediate links have not been found between 
doubtful forms, naturalists are compelled to come to a determination by the amount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judging by analogy whether or not the amount suffices to raise one or both to the rank of species. 
Hence the amount of difference is one very important criterion in settling whether two forms should be 
ranked as species or varieties. Now Fries has remarked in regard to plants, and Westwood in regard to 
insects, that in large genera the amount of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pecies is often exceedingly small. I 
have endeavored to test this numerically by averages, and, as far as my imperfect results go, they always 
confirm the view. I have also consulted some sagacious and most experienced observers, and, after 
deliberation, they concur in this view. In this respect, therefore, the species of the larger genera resemble 
varieties, more than do the species of the smaller genera. Or the case may be put in another way, and it 
may be said, that in the larger genera, in which a number of varieties or incipient species greater than the 
average are now manufacturing, many of the species already manufactured still to a certain extent 
resemble varieties, for they differ from each other by a less than usual amount of difference. Moreover, 
the species of the large genera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varieties of any one 
species are related to each other. No naturalist pretends that all the species of a genus are equally distinct 
from each other; they may generally be divided into sub-genera, or sections, or lesser groups. As Fries has 
well remarked, little groups of species are generally clustered like satellites around certain other species. 
And what are varieties but groups of forms, unequal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and clustered round certain 
forms--that is, round their parent-species? Undoubtedly there is one most important point of difference 
between varieties and species; namely, that the amount of difference between varieties, when compared 
with each other or with their parent-species, is much less than that between the species of the same genus. 
But when we come to discuss the principle, as I call it, of Divergence of Character, we shall see how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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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be explained, and how the lesser differences between varieties will tend to increase into the greater 
differences between species. 

2. 社会静态学 
The social statics mainly explains the balance among a perfect society. It is clear that any being 

whose constitution is to be moulded into fitness for new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must be placed under 
those conditions. Or, putting the proposition specifically — it is clear that man can become adapted to the 
social state, only by being retained in the social state. This granted, it follows that as man has been, and is 
still, deficient in those feelings which, by dictating just conduct, prevent the perpetual antagonism of 
individuals and their consequent disunion, some artificial agency is required by which their union may be 
maintained. Only by the process of adaptation itself can be produced that character which makes social 
equilibrium spontaneous. 

3. 《权力意志》与《敌基督》 
The will to power 
Believing one chooses remedies, one chooses in fact that which hastens exhaustion; Christianity is an 

example (to name the greatest example of such an aberration of the instincts); "progress" is another 
instance.- 

2. One loses one's power of resistance against stimuli--and comes to be at the mercy of accidents: 
one coarsens and enlarges one's experiences tremendously--"depersonalization," disintegration of the will; 
example: one whole type of morality, the altruistic one which talks much of pity--and is distinguished by 
the weakness of the personality, so that it is sounded, too, and like an overstimulated string vibrates 
continually--an extreme irritability.- 

3. One confuses cause and effect: one fails to understand decadence as a physiological condition and 
mistakes its consequences for the real cause of the indisposition; example: all of religious morality. 

4. One longs for a condition in which one no longer suffers: life is actually experienced as the ground 
of ills; one esteems unconscious states, without feeling, (sleep, fainting) as incomparably more valuable 
than conscious ones; from this a method. 

45 (March-June 1888) 
On the hygiene of the "weak."--Everything done in weakness fails. Moral: do nothing. Only there is 

the hitch that precisely the strength to suspend activity, not to react, is sickest of al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akness: one never reacts more quickly and blindly than when one should not react at all. 

A strong nature manifests itself by waiting and postponing any reaction: it is as much characterized 
by a certain adiaphorous as weakness is by an involuntary countermovement and the suddenness and 
inevitability of "action."-- The will is weak-- and the prescription to avoid stupidities would be to have a 
strong will and to do nothing.--Contradiction.--A kind of self- destruction; the instinct of preservation is 
compromised.--The weak harm themselves.--That is the type of decadence. 

In fact, we find a tremendous amount of reflection about practices that would lead to impassability. 
The instinct is on the right track insofar as doing nothing is more expedient than doing something. 

All the practices of the orders, the solitary philosophers, the fakirs are inspired by the right value 
standard that a certain kind of man cannot benefit himself more than by preventing himself as much as 
possible from acting.- 

Means of relief: absolute obedience, machinelike activity, avoidance of people and things that would 
demand instant decisions and actions.  

The antichrist 
2. 
What is good?--Whatever augments the feeling of power, the will to power, power itself, in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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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evil?--Whatever springs from weakness.  
What is happiness?--The feeling that power increases--that resistance is overcome.  
Not contentment, but more power; not peace at any price, but war; not virtue, but efficiency (virtue in 

the Renaissance sense, virtu, virtue free of moral acid).  
The weak and the botched shall perish: first principle of our charity. And one should help them to it.  
What is more harmful than any vice?--Practical sympathy for the botched and the 

weak--Christianity...  
3. 
The problem that I set here is not what shall replace mankind in the order of living creatures (--man 

is an end--): but what type of man must be bred, must be willed, as being the most valuable, the most 
worthy of life, the most secure guarantee of the future.  

This more valuable type has appeared often enough in the past: but always as a happy accident, as an 
exception, never as deliberately willed. Very often it has been precisely the most feared; hitherto it has 
been almost the terror of terrors ;--and out of that terror the contrary type has been willed, cultivated and 
attained: the domestic animal, the herd animal, the sick brute-man--the Christian. . .  

5. 
We should not deck out and embellish Christianity: it has waged a war to the death against this 

higher type of man, it has put all the deepest instincts of this type under its ban, it has developed its 
concept of evil, of the Evil One himself, out of these instincts--the strong man as the typical reprobate, the 
"outcast among men." Christianity has taken the part of all the weak, the low, the botched; it has made an 
ideal out of antagonism to all the self-preservative instincts of sound life; it has corrupted even the 
faculties of those natures that are intellectually most vigorous, by representing the highest intellectual 
values as sinful, as misleading, as full of temptation. The most lamentable example: the corruption of 
Pascal, who believed that his intellect had been destroyed by original sin, whereas it was actually 
destroyed by Christianity!--  

6. 
It is a painful and tragic spectacle that rises before me: I have drawn back the curtain from the 

rottenness of man. This word, in my mouth, is at least free from one suspicion: that it involves a moral 
accusation against humanity. It is used--and I wish to emphasize the fact again--without any moral 
significance: and this is so far true that the rottenness I speak of is most apparent to me precisely in those 
quarters where there has been most aspiration, hitherto, toward "virtue" and "godliness." As you probably 
surmise, I understand rottenness in the sense of decadence: my argument is that all the values on which 
mankind now fixes its highest aspirations are decadence-values.  

I call an animal, a species, an individual corrupt, when it loses its instincts, when it chooses, when it 
prefers, what is injurious to it. A history of the "higher feelings," the "ideals of humanity"--and it is 
possible that I'll have to write it--would almost explain why man is so degenerate. Life itself appears to 
me as an instinct for growth, for survival, for the accumulation of forces, for power: whenever the will to 
power fails there is disaster. My contention is that all the highest values of humanity have been emptied of 
this will--that the values of decadence, of nihilism, now prevail under the holiest names.  

7. 
Christianity is called the religion of pity.-- Pity stands in opposition to all the tonic passions that 

augment the energy of the feeling of aliveness: it is a depressant. A man loses power when he pities. 
Through pity that drain upon strength which suffering works is multiplied a thousand fold. Suffering is 
made contagious by pity; 

4. 《文明及其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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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ome upon a contention which is so astonishing that we must dwell upon it. This contention 
holds that what we call our civilization is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our misery, and that we should be much 
happier if we gave it up and returned to primitive conditions. I call this contention astonishing because, in 
whatever way we may define the concept of civilization, it is a certain fact that all the things with which 
we seek to protect ourselves against the threats that emanate from the sources of suffering are part of that 
very civilization.  

How has it happened that so many people have come to take up this strange attitude of hostility to 
civilization? I believe that the basis of it was a deep and long-standing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then 
existing state of civilization and that on that basis a condemnation of it was built up, occasioned by certain 
specific historical events. I think I know what the last and the last but one of those occasions were. I am 
not learned enough to trace the chain of them far back enough in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species; but a 
factor of this kind hostile to civilization must already have been at work in the victory of Christendom 
over the heathen religions. For it was very closely related to the low estimation put upon earthly life by 
the Christian doctrine. The last but one of these occasions was when the progress of voyages of discovery 
led to contact with primitive peoples and races. In consequence of insufficient observation and a mistaken 
view of their manners and customs, they appeared to Europeans to be leading a simple, happy life with 
few wants, a life such as was unattainable by their visitors with their superior civilization. Later 
experience has corrected some of those judgments. In many cases the observers had wrongly attributed to 
the absence of complicated cultural demands what was in fact due to the bounty of nature and the ease 
with which the major human needs were satisfied. The last occasion is especially familiar to us. It arose 
when people came to know about the mechanism of the neuroses, which threaten to undermine the 
modicum of happiness enjoyed by civilized men. It was discovered that a person becomes neurotic 
because he cannot tolerate the amount of frustration which society imposes on him in the service of its 
cultural ideals, and it was inferred from this that the abolition or reduction of those demands would result 
in a return to possibilities of happiness.  

There is also an added factor of disappointment. During the last few generations mankind has made 
an extraordinary advance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in their technical application and has established his 
control over nature in a way never before imagined. The single steps of this advance are common 
knowledge and it is unnecessary to enumerate them. Men are proud of those achievements, and have a 
right to be. But they seem to have observed that this newly-won power over space and time, this 
subjugation of the forces of nature, which is the fulfillment of a longing that goes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has not increased the amount of pleasurable satisfaction which they may expect from life and has not 
made them feel happier.  

If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 has such a far-reaching simila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 and if it employs the same methods, may we not be justified in reaching the diagnosis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cultural urges, some civilizations, or some epochs of civilization possibly the whole 
of mankind have become 'neurotic'? 

学习目标： 
1．掌握《物种起源》所体现的达尔文主义特质。 
2．了解社会静态学特点。 
3. 通过作品分析掌握尼采与弗洛伊德的思想。 
4. 从对传统的挑战中培养思辨能力。 
作业： 
1.达尔文是如何定义“自然选择”？ 
2.阅读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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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尼采是如何定义高等人和低等人？你怎么看？ 
4.弗洛伊德对未来的人类文明持消极态度还是积极态度？给出理由。 
5.通过这课的学习，思考传统与非传统的差异？ 

知识单元 6：现代主义运动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超现实主义宣言》 
We are still living under the reign of logic: this, of course, is what I have been driving at. But in this 

day and age logical methods are applicable only to solving problems of secondary interest. The absolute 
rationalism that is still in vogue allows us to consider only facts relating directly to our experience. 
Logical ends, on the contrary, escape us. It is pointless to add that experience itself has found itself 
increasingly circumscribed. It paces back and forth in a cage from which it is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to 
make it emerge. It too leans for support on what is most immediately expedient, and it is protected by the 
sentinels of common sense. Under the pretense of civilization and progress, we have managed to banish 
from the mind everything that may rightly or wrongly be termed superstition, or fancy; forbidden is any 
kind of search for truth which is not in conformance with accepted practices. It was, apparently, by pure 
chance that a part of our mental world which we pretended not to be concerned with any longer -- and, in 
my opinion by far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 has been brought back to light. For this we must give thanks 
to the discoveries of Sigmund Freud. On the basis of these discoveries a current of opinion is finally 
forming by means of which the human explorer will be able to carry his investigation much further, 
authorized as he will henceforth be not to confine himself solely to the most summary realities. The 
imagination is perhaps on the point of reasserting itself, of reclaiming its rights. If the depths of our mind 
contain within it strange forces capable of augmenting those on the surface, or of waging a victorious 
battle against them, 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seize them -- first to seize them, then, if need be, to submit 
them to the control of our reason. The analysts themselves have everything to gain by it. But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no means has been designated a priori for carrying out this undertaking, that until further 
notice it can be construed to be the province of poets as well as scholars, and that its success is not 
dependent upon the more or less capricious paths that will be followed. 

2. 尤利西斯 
a quarter after what an unearthly hour I suppose they’re just getting up in China now combing out 

their pigtails for the day well soon have the nuns ringing the angelus they’ve nobody coming in to spoil 
their sleep except an odd priest or two for his night office or the alarm clock next door at cocksfoot 
clattering the brains out of itself let me see if I can doze off 1 2 3 4 5 what kind of flowers are those they 
invented like the stars the wallpaper in Lombard street was much nicer the apron he gave me was like that 
something only I only wore it twice better lower this lamp and try again so as I can get up early Ill go to 
Lambes there beside Findlaters and get them to send us some flowers to put about the place in case he 
brings him home tomorrow today I mean no no Fridays an unlucky day first I want to do the place up 
someway the dust grows in it I think while I’m asleep then we can have music and cigarettes I can 
accompany him first I must clean the keys of the piano with milk what’ll I wear shall I wear a white rose 
or those fairy cakes in Liptons I love the smell of a rich big shop at 7 1/2d a lb or the other ones with the 
cherries in them and the pinky sugar I Id a couple of lbs of those a nice plant for the middle of the table Id 
get that cheaper in wait where’s this I saw them not long ago I love flowers Id love to have the whole 
place swimming in roses God of heaven there’s nothing like nature the wild mountains then the sea and 
the waves rushing then the beautiful country with the fields of oats and wheat and all kinds of things and 
all the fine cattle going about that would do your heart good to see rivers and lakes and flowers all sor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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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es and smells and colors springing up even out of the ditches primroses and violets nature it is as for 
them saying there’s no God I wouldn’t give a snap of my two fingers for all their learning why don’t they 
go and create something I often asked him atheists or whatever they call themselves go and wash the 
cobbles off themselves first then they go howling for the priest and they dying and why because they’re 
afraid of hell on account of their bad conscience ah yes I know them well who was the first person in the 
universe before there was anybody that made it all who ah that they don’t know neither do I so there you 
are they might as well try to stop the sun from rising tomorrow the sun shines for you he said the day we 
were lying among the rhododendrons on Howth head in the grey tweed suit and his straw hat the day I got 
him to propose to me yes first I gave him the bit of seedcake out of my mouth and it was leap year like 
now yes 16 years ago my God after that long kiss I near lost my breath yes he said I was a flower of the 
mountain yes so we are flowers all a woman’s body yes that was one true thing he said in his life and the 
sun shines for you today yes that was why I liked him because I saw he understood or felt what a woman 
is and I knew I could always get round him and I gave him all the pleasure I could leading him on till he 
asked me to say yes and I wouldn’t answer first only looked out over the sea and the sky I was thinking of 
so many things he didn’t know of Mulvey and Mr. Stanhope and Hester and father and old captain Groves 
and the sailors playing all birds fly and I say stoop and washing up dishes they called it on the pier and the 
sentry in front of the governors house with the thing round his white helmet poor devil half roasted and 
the Spanish girls laughing in their shawls and their tall combs and the auctions in the morning the Greeks 
and the Jews and the Arabs and the devil knows who else from all the ends of Europe and Duke street and 
the fowl market all clucking outside Larby Sharons and the poor donkeys slipping half asleep and the 
vague fellows in the cloaks asleep in the shade on the steps and the big wheels of the carts of the bulls and 
the old castle thousands of years old yes and those handsome Moors all in white and turbans like kings 
asking you to sit down in their little bit of a shop and Ronda with the old windows of the Posadas 2 
glancing eyes a lattice hid for her lover to kiss the iron and the wine shops half open at night and the 
castanets and the night we missed the boat at Algeciras the watchman going about serene with his lamp 
and O that awful deep down torrent O and the sea the sea crimson sometimes like fire and the glorious 
sunsets and the figures in the Alameda gardens yes and all the queer little streets and the pink and blue 
and yellow houses and the rose gardens and the Jessamine and geraniums and cactuses and Gibraltar as a 
girl where I was a Flower of the mountain yes when I put the rose in my hair like the Andalusia girls used 
or shall I wear a red yes and how he kissed me under the Moorish wall and I thought well as well him as 
another and then I asked him with my eyes to ask again yes and then he asked me would I yes to say yes 
my mountain flower and first I put my arms around him yes and drew him down to me so he could feel 
my breasts all perfume yes and his heart was going like mad and yes I said yes I will Yes. 

3. The Second Coming 
Turning and turning in the widening gyre 
The falcon cannot hear the falconer; 
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re cannot hold; 
Mere anarchy is loosed upon the world, 
The blood-dimmed tide is loosed, and everywhere 
The ceremony of innocence is drowned; 
The best lack all conviction, while the worst 
Are full of passionate intensity.  
Surely some revelation is at hand; 
Surely the Second Coming is at hand. 
The Second Coming! Hardly are those words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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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a vast image out of Spiritus Mundi 
Troubles my sight: a waste of desert sand; 
A shape with lion body and the head of a man, 
A gaze blank and pitiless as the sun, 
Is moving its slow thighs, while all about it 
Wind shadows of the indignant desert birds.  
The darkness drops again but now I know 
That twenty centuries of stony sleep 
Were vexed to nightmare by a rocking cradle, 
And what rough beast, its hour come round at last, 
Slouches towards Bethlehem to be born? 
4. Since Feeling is First  
since feeling is first 
who pays any attention 
to the syntax of things 
will never wholly kiss you 
wholly to be a fool 
while Spring is in the world 
my blood approves 
and kisses are a better fate 
than wisdom 
lady i swear by all flowers. Don't cry 
the best gesture of my brain is less than 
your eyelids' flutter which says 
we are for each other： then 
laugh leaning back in my arms 
for life's not a paragraph 
and death i think is no parenthesis 
学习目标： 
1．体会作品中的现代主义思想。 
2．了解现代主义的发展历程。 
作业： 
1.课后阅读与文章相关的著作。 
2.四位伟人想通过自己的作品传达些什么？ 
3.《尤利西斯》的主旨是什么？ 

知识单元 7：全球化时代的西方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第一节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What do we mean by saying that 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 We mean that man first of all exists, 

encounters himself, surges up in the world – and defines himself afterwards. If man as the existentialist 
sees him is not definable, it is because to begin with he is nothing. He will not be anything until later, and 
then he will be what he makes of himself. Thus, there is no human nature, because there is no God to have 
a conception of it. Man simply is. Not that he is simply what he conceives himself to be, but he is what he 
wills, and as he conceives himself after already existing – as he wills to be after that leap to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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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ence. Man is nothing else but that which he makes of himself. That i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existentialism. And this is what people call its “subjectivity,” using the word as a reproach against us. But 
what do we mean to say by this, but that man is of a greater dignity than a stone or a table? For we mean 
to say that man primarily exists – that man is, before all else, something which propels itself towards a 
future and is aware that it is doing so. Man is, indeed, a project which possesses a subjective life, instead 
of being a kind of moss, or a fungus or a cauliflower. Before that projection of the self nothing exists; not 
even in the heaven of intelligence: man will only attain existence when he is what he purposes to be. Not, 
however, what he may wish to be. For what we usually understand by wishing or willing is a conscious 
decision taken – much more often than not – after we have made ourselves what we are. I may wish to 
join a party, to write a book or to marry – but in such a case what is usually called my will is probably a 
manifestation of a prior and more spontaneous decision. If, however, it is true that existence is prior to 
essence, man is responsible for what he is. Thus, the first effect of existentialism is that it puts every man 
in possession of himself as he is, and places the entire responsibility for his existence squarely upon his 
own shoulders. And, when we say that man is responsible for himself, we do not mean that he is 
responsible only for his own individuality, but that he is responsible for all men. The word “subjectivism” 
is to be understood in two senses, and our adversaries play upon only one of them. Subjectivism means, 
on the one hand, the freedom of the individual subject and, on the other, that man cannot pass beyond 
human subjectivity. It is the latter which is the deeper meaning of existentialism. When we say that man 
chooses himself, we do mean that every one of us must choose himself; but by that we also mean that in 
choosing for himself he chooses for all men. For in effect, of all the actions a man may take in order to 
create himself as he wills to be, there is not one which is not creative, at the same time, of an image of 
man such as he believes he ought to be. To choose between this or that is at the same time to affirm the 
value of that which is chosen; for we are unable ever to choose the worse. What we choose is always the 
better; and nothing can be better for us unless it is better for all. If, moreover, 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 
and we will to exist at the same time as we fashion our image, that image is valid for all and for the entire 
epoch in which we find ourselves. Our responsibility is thus much greater than we had supposed, for it 
concerns mankind as a whole. If I am a worker, for instance, I may choose to join a Christian rather than a 
Communist trade union. And if, by that membership, I choose to signify that resignation is, after all, the 
attitude that best becomes a man, that man’s kingdom is not upon this earth, I do not commit myself alone 
to that view. Resignation is my will for everyone, and my action is, in consequence, a commitment on 
behalf of all mankind. Or if, to take a more personal case, I decide to marry and to have children, even 
though this decision proceeds simply from my situation, from my passion or my desire, I am thereby 
committing not only myself, but humanity as a whole, to the practice of monogamy. I am thus responsible 
for myself and for all men, and I am creating a certain image of man as I would have him to be. In 
fashioning myself I fashion man. 

2. 女性的奥秘 
The new mystique is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the modern woman to question than the old prejudices, 

partly because the mystique is broadcast by the very agents of education and social science that are 
supposed to be the chief enemies of prejudice, partly because the very nature of Freudian thought makes it 
virtually invulnerable to question. How can an educated American woman, who is not herself an analyst, 
presume to question a Freudian truth? She knows that Freud’s discovery of the unconscious workings of 
the mind was one of the great breakthroughs in man’s pursuit of knowledge. She knows that the science 
built on that discovery has helped many suffering men and women. She has been taught that only after 
years of analytic training is one capable of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Freudian truth. She may even 
know how the human mind unconsciously resists that truth. How can she presume to tread the sac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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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 where only analysts are allowed? 
No one can question the basic genius of Freud’s discoveries, not the contribution he has made to our 

culture. Nor do I question the effectiveness of psychoanalysis as it is practiced today by Freudian or 
anti-Freudian. But I do question, from my own experience as a woman, and my reporter’s knowledge of 
other wome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reudian theory of femininity to women today. I question its use, not 
in therapy, but as it has filtered into the lives of American women through the popular magazines and the 
opin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so-called experts. I think much of the Freudian theory about women is 
obsolescent, an obstacle to truth for women in America today, and a major cause of the pervasiv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 

There are many paradoxes here. Freud’s concept of the superego helped to free man of the tyranny of 
the ‘shoulds’, the tyranny of the past, which prevents the child from becoming an adult. Yet Freudian 
thought helped create a new super-ego that paralyses educated modern American women a new tyranny of 
the ‘shoulds’, which chains women to an old image, prohibits choice and growth, and denies them 
individual identity. 

Freudian psychology, with its emphasis on freedom from a repressive morality to achieve sexual 
fulfillment, was part of the ideology of women’s emancipation. The lasting American image of the 
‘emancipated woman’ is the flapper of the twenties: burdensome hair shingled off, knees bared, flaunting 
her new freedom to live in a studio in Greenwich Village or Chicago’s near North Side, and drive a car, 
and drink, and smoke, and enjoy sexual adventures – or talk about them. And yet today, for reasons far 
removed from the life of Freud himself, Freudian thought has become the ideological bulwark of the 
sexual counter-revolution in America. Without Freud’s definition of the sexual nature of woman to give 
the conventional image of femininity new authority, I do not think several generations of educated, 
spirited American women would have been so easily diverted from the dawning realization of who they 
were and what they could be. 

The concept ‘penis envy’, which Freud coined to describe a phenomenon he observed in women – 
that is, in the middle-class women who were his patients in Vienna in the Victorian era – was seized in 
this country in the 1940s as the literal explanation of all that was wrong with American women. Many 
who preached the doctrine of endangered femininity reversing the movement of American women 
towards independence and identity, never knew its Freudian origin. Many who seized on it – not the few 
psychoanalysts, but the many popularizes, sociologists, educators, ad-agency manipulators, magazine 
writers, child experts, marriage counselors, ministers, cocktail-party authorities – could not have known 
what Freud himself mean by penis envy. One needs only to know what Freud was describing, in those 
Victorian women, to see the fallacy in literally applying his theory of femininity to women today. And 
one needs only to know why he described it in that way to understand that much of it is obsolescent 
contradicted by knowledge that is part of every social scientist’s thinking today, but was not yet known in 
Freud’s time. 

Freud, it is generally agreed, was a most perceptive and accurate observer of important problems of 
the human personality. But in describing and interpreting those problems, he was a prisoner of his own 
culture. As he was creating a new framework for our culture, he could not escape the framework of his 
own. Even his genius could not give him, then, the knowledge of cultural processes which men who are 
not geniuses grow up with today. 

The physicist’s relativity, which in recent years has changed our whole approach to scientific 
knowledge, is harder, and therefore easier to understand, than the social scientist’s relativity. It is not a 
slogan; but a fundamental statement about truth to say that no social scientist can completely free himself 
from the prison of his own culture; he can only interpret what he observes in the scientific framewor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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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own time. This is true even of the great innovators. They cannot help but translate their revolutionary 
observations into language and rubrics that have been determined by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up until their 
time. Even those discoveries that create new rubrics are relative to the vantage point of their creator. 

Much of what Freud believed to be biological, instinctual, and changeless has been shown by modern 
research to be a result of specific cultural causes. Much of what Freud described as characteristic of 
universal human nature was merely characteristic of certain middle-class European men and women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or instance, Freud’s theory of the sexual origin of neurosis stems from the fact that many of the 
patients he first observed suffered from hysteria – and in those cases, he found sexual repression to be the 
cause. Orthodox Freudians still profess to believe in the sexual origin of all neurosis, and since they look 
for unconscious sexual memories in their patients, and translate what they hear into sexual symbols, they 
still manage to find what they are looking for. 

But the fact is, cases of hysteria as observed by Freud are much more rare today. In Freud’s time, 
evidently, cultural hypocrisy forced the repression of sex. (Some social theorists even suspect that the 
very absence of other concerns, in that dying Austrian empire, caused the sexual preoccupation of Freud’s 
patients.) Certainly the fact that his culture denied sex focused Freud’s interest on it. He then developed 
his theory by describing all the stages of growth as sexual, fitting all the phenomena he observed into 
sexual rubrics. 

His attempt to translate all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into sexual terms and to see all problems of 
adult personality as the effect of childhood sexual fixations also stemmed, in part, from his own 
background in medicine, and from the approach to causation implicit in the scientific thought of his time. 
He had the same diffidence about dealing with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in their own terms which often 
plagues scientists of human behavior.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described in physiological terms, linked to 
an organ of anatomy, seemed more comfortable, solid, real, scientific, as he moved into the unexplored 
country of the unconscious mind. As his biographer, Ernest Jones, put it, he made a ‘desperate effort to 
cling to the safety of cerebral anatomy’. Actually, he had the ability to see and describe psychological 
phenomena so vividly that whether his concepts were given names borrowed from physiology, philosophy, 
or literature – penis envy, ego, Oedipus complex – they seemed to have a concrete physical reality. 
Psychological facts, as Jones said, were ‘as real and concrete to him as metals are to a metallurgist’. This 
ability became a source of great confusion as his concepts were passed down by lesser thinkers. 

The whole superstructure of Freudian theory rests on the strict determinism that characterized the 
scientific thinking of the Victorian era. Determinism has been replaced today by a more complex view of 
cause and effect, in terms of physical processes and phenomena as well as psychological. In the new view, 
behavioral scientists do not need to borrow language from physiology to explain psychological events, or 
give them pseudo-reality. Sexual phenomena are no more nor less real than, for instance, the phenomenon 
of Shakespeare’s writing Hamlet, which cannot exactly be ‘explained’ by reducing it to sexual terms. 
Even Freud himself cannot be explained by his own deterministic, physiological blueprint though his 
biographer traces his genius, his ‘divine passion for knowledge’, to an insatiable sexual curiosity, before 
the age of three, as to what went on between his mother and father in the bedroom. 

Today biologists, social scientists, and increasing numbers of psychoanalysts see the need or impulse 
to human growth as a primary human need, as basic as sex. The ‘oral’ and ‘anal’ stages which Freud 
described in terms of sexual development the child gets his sexual pleasure first by mouth, from mother’s 
breast, then from his bowel movements – are now seen as stages of human growth, influenced by cultural 
circumstances and parental attitudes as well as by sex. When the teeth grow, the mouth can bite as well as 
suck. Muscle and brain also grow; the child becomes capable of control, mastery, understanding; and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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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 to grow and learn, at five, twenty-five, or fifty, can be satisfied, denied, repressed, atrophied, evoked, 
or discouraged by his culture as can his sexual needs. Child specialists today confirm Freud’s observation 
that problems between mother and child in the earliest stages are often played out in terms of eating; later 
in toilet training. And yet in America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noticeable decline in children’s 
‘eating problems’. Has the child’s instinctual development changed? Impossible if, by definition, the oral 
stage is instinctual. Or has the culture removed eating as a focus for early childhood problems – by the 
American emphasis on permissiveness in child care, or simply by the fact that in our affluent society food 
has become less a cause for anxiety in mothers? Because of Freud’s own influence on our culture, 
educated parents are usually careful not to put conflict-producing pressures on toilet training. Such 
conflicts are more likely to occur today as the child learns to talk or read. 

In the 1940s, American social scientists and psychoanalysts had already begun to reinterpret 
Freudian concepts in the light of their growing cultural awareness. But, curiously, this did not prevent 
their literal application of Freud’s theory of femininity to American women. 

The fact is that to Freud, even more than to the magazine editor on Madison Avenue today, women 
were a strange, inferior, less-than-human species. He saw them as childlike dolls, who existed in terms 
only of man’s love, to love man and serve his needs. It was the same kind of unconscious solipsism that 
made man for many centuries see the sun only as a bright object that revolved around the earth. Freud 
grew up with this attitude built in by his culture – not only the culture of Victorian Europe, but that Jewish 
culture in which men said the daily prayer: ‘I thank Thee, Lord, that Thou hast not created me a woman,’ 
and women prayed in submission: ‘I thank Thee, Lord, that Thou has created me according to Thy will.’ 

Freud’s mother was the pretty, docile bride of a man twice her age; his father ruled the family with 
an autocratic authority traditional in Jewish families during those centuries of persecution when the 
fathers were seldom able to establish authority in the outside world. His mother adored the young 
Sigmund, her first son, and thought him mystically destined for greatness; she seemed to exist only to 
gratify his every wish. His own memories of the sexual jealousy he felt for his father, whose wishes she 
also gratified, were the basis of his theory of the Oedipus complex. With his wife, as with his mother and 
sisters, his needs, his desires, his wishes, were the sun around which the household revolved. When the 
noise of his sisters’ practicing the piano interrupted his studies, ‘the piano disappeared,’ Anna Freud 
recalled years later, ‘and with it all opportunities for his sisters to become musicians.’ 

学习目标： 
1．了解全球化视野下的西方思想。 
2．掌握西方围绕女性话题所做的思考。 
作业： 
1.根据存在主义者的观点，为什么人是不能定义的？ 
2. Betty Friedan 所说的成为“完整的女人”，指的是什么？ 
3. 谈谈你对女权主义或女权运动的看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什么是启蒙运动、理性时期 2  
2 政府二论 2  
3 《抒情歌谣》、《打开表》 2  
4 《浮士德》 2  
5 《共产党宣言》 2  
6 《老古玩店》 2  
7 《国富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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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论自由》/《自由立法与契约合同》 2  
9 《物种起源》/社会静态学 2  

10 《权力意志》与《敌基督》/《文明及其不满》 2  
11 《超现实主义宣言》 2  
12 尤利西斯 2  
13 The Second Coming/Since Feeling is First  by  E.E. Cummings 2  
14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2  
15 女性主义 2  
16 学期总结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对各个重要阶段中的重要人物及其作品进行分析和讨论，培养学生的分析和归纳总结的

能力，学生最终学会如何有效地欣赏名作及陈述自己的看法。 
难点：一是学生的文学修养参差不齐，二是课时不够，这样就难免会造成授课老师满堂灌的现

象。以上问题可能会影响教学的质量。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教师课堂授课。 
2. 学生课堂实践，即学生选择本单元相关主题作 10—15分钟的学术报告，并且展开提问与讨

论。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采用百分制，具体分布为：到课率 10﹪，课堂实践 20﹪，期末考试 70﹪。 
7、作业要求： 
课下阅读老师指定的阅读材料，轮流做课堂展示。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了《西方思想经典导读》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孙有中编著《西方思想经典选读》，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9月 
（二）推荐参考书 
1. Beatty, John L. &Johnson, Oliver A. Heritag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Vols. 1&2, N.J.: Prentice 

Hall, 2004  
2. Burger, Michael.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Vols. 1&2, Peterborough, Ont.: 

Broadview Press, 2003 



7374 

3. Danzer, Gerald A. Mapping Western Civilization: A Guide for Beginning Students. New York, 
N.Y.: Harperollins Pub., 1991 

4. Stearns, Peter N.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5. Patterson, Thomas Carl. Inventing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7 
6. Noble, Thomas F. X. et al.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Continuing Experimen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8 
7. Joseph, John Earl et al. The Western Tradi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8. Hobson, John M.: 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versity 

Press, 2004 
执笔：闫琛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日 

 

英语写作（二） 
English Writing II  

课程号：308000842  

一、英语写作（二）教学转型  
英语写作（English Writing II）是为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本科生第一学年第二学期开设的一门

专业必修课。 
学术英语是当前二语界主流。2014年《中国政法大学英语专业（法律英语）本科培养方案》明

确要求英语专业毕业生要“具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又懂法律的宽口径、复合型的高素质英语人才，
以“英语和法律复合型人才”为思路。新方案再次强调英语专业教学由工具型向学科型和学术型的转
向。 

2014年5月24日北京地区高校英语专业教学发展研讨会为再次强调了专业技能课程学术性与人
文性转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与会专家、老师一致认同，学生“工具技能”程度高“科技含量”低，强
调学科型转向的可行性，倡议“工具型”专业应转向 “学科型”和“人文型”。 

社会为英语专业教学改革指明了总方向指向；学校对英语专业改造提出了总原则，这需要体现、

落实在每一门已有和将要开设的课程中。适值专业改造的关键开局时期，及时地优化英语写作的教

学内容、课程体系，提出《英语写作》课程的改革方案和实施途径以及成为当下亟待完成的任务。

并结合学生的学科内容，提升专业领域内的英语综合写作能力，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思辨与创新

能力，提高人文素养，旨在培养广泛适应能力的外语人才。 
社会为英语专业教学改革指明了总方向指向；学校对英语专业改造提出了总原则，为《英语写

作》（二）教学指明了方向。《英语写作》（二）教学的基本任务和目标是帮助学生掌握说明文和议

论语体学术语篇写作能力，培养学生写出结构较好、语域适当和语言得体、表达地道的学术性文章。

此外，培养学生四级考试写作的多域表达能力：学术特征的大作文写作和口语特征的便条写作。 
二、课程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英语写作》（二）基本要求：英语写作（二）课程评估体系是：写作占最终考试成绩的 60%，

出勤和课堂讨论占 10%，阅读与日记占 10%，作业占 20%（议论文/说明文/四级考试写作）。这样
可以较为客观地反映学生课内外的学习情况和学习效果。 
《英语写作》（二）教学目的：首先培养学习者形成新的学术文化（academic literacy）意识。

注重培养学生形成新的异国学术文化意识，帮助他们提高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充分理解为什么

在国外学习不同于本国的学习，激发学生自我意识觉醒，帮助学生树立信心。 
再者，提高学术语篇的批判性阅读能力，包括读和写的微观技能、语域选择能力，侧重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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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议论语体学术语篇的阅读训练。教学内容首先通过识别语体，分析篇章结构，使学生对语篇的宏

观组织有一个整体把握；再考察语篇的微观组织，比较不同类型的书面语篇，了解书面语篇常用的

语式、名词化结构、连词和指称等；然后讨论语旨(tenor)，重点对作者的观点和态度以及语篇的客
观性程度作出评价。 
最后，激发学习者的学术语篇写作能力(academic writing)，促使学习者尽快形成准确而得体的

学术语篇的书面表达能力。教学内容围绕语域(register)分析而展开，即根据不同的场合，分析在不
同环境中语言使用的特征，要求学生根据不同的主题、使用具有学术语篇特征的语体、语式和语旨，

撰写内容不限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报告，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写出结构较好、语域适当和语言得体的学

术性文章。写作任务在整个课程中会分成不同阶段完成，每篇大约 800至 1000字。 
三、课程主要内容及学习目标 
《英语写作》（二） 
（一）理论教学：32学时 

Chapter 1  An Introduction to TEM Four Examinations 
1.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 Evaluation Criteria 
满分 15分，分项可以打 0.5分，从思想与表达，语言运用能力和写作规范三个方面进行打分。

思想与表达（Ideas and Arguments），语言运用能力（language use）及写作规范（mechanics）。 
评分思路涉及 a. 大跑题（只有 topic sentence, 没有 supporting points）3-5分；b. 中跑题，打

分在 8分以下，5-8分；c. 小跑题，10分以下；d. 字数少于 170字（每行 10个字）扣一分；e. 9
分及格，12分优秀；f. 内容符号要求，语言比较好，卷面干净，12分；g. 内容符合，语言一般，
卷面干净，11分。 

2.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 Items in the past Examinations  
Here make a list of 2000-2014 examination titles or requirements.  
3. Understanding Critically the Instruction Requirements in the Writing Items专四写 
作审题 
认真阅读和领会写作的背景介绍和要求，不漏过其中包含的任何信息，准确分析和领会背景和

题目词语所表达的内涵，做到既能意会，又可言传。 
• 分析 2014-2005年写作题目 
• 思考 1. 开头可以抄写提示语吗？2. 怎样定题目？ 
2008 The Benefits of Volunteering (model essay 24) 
本文要求论述“志愿活动的好处”，主体部分可以着重论述志愿活动对社会的好处，也可以论述

志愿活动对志愿者本人带来的好处，还可以兼顾两方面。构思立意时要从多个角度论述自己的观点，

并对所有者材加以整合、归纳。以讨论“对志愿者自己的好处”为例，可以讨论如下好处： 
第一，在交际、沟通能力方面的好处（包括扩大交际面，与不同的人打交道，协调不同的关系，

理解不同的立场等）。 
第二，提高工作能力、增加技能的好处（主要谈对自己知识、技能的提高有什么作用，包括学

校知识的运用，实际能力的提高等，注意与前面的“交际能力”有所区分）。 
第三，为志愿者带来成就感，获得必理上的满足（获得尊敬与承认，实现自我价值）。 

Sample 1: The Benefits of Volunteering  (by a student)  
So widespread is volunteering now that thousands of college students have become or on their way 

to becoming responsible and altruistic volunteers to help those in need. Volunteering mainly, I suppose, 
benefits in two aspects: promoting social mutual dedication and enhancing individual diathesis. 

From the aspect of society, volunteering can not only transmit the virtue of dedication but also pass 
warmth and love to both helpers and receivers. After Whenchuan Earthquake, volunteers all over the 
world headed for stricken area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have certainly given the victims strong support, 
playing a indispensable role. It's a torch passing love and warmth, witnessing and reflecting the unit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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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of mankind. 
From the aspect of individual, apart from diversifying work experience, volunteering also broadens 

students’ social networks and aggrandizes their social contacts ties. Volunteer work is team work requiring 
good cooperation. We can know people with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and different background through 
joining in the volunteer group and devoting to the volunteer work together. Volunteering is, of even more 
significance, a fairly win-win method for college students to accomplish their personal fulfillment and to 
win other’s respects. Whatever volunteering work they do, either a volunteer teacher for a rural school or 
a volunteer in an orphanage, they can both taste multitudinous lifestyles and purify their souls. 

To sum up, volunteering is indeed a worthwhile work. It brings society warmth and harmony, brings 
us experience and friendship and brings all humanity love and courage. 

2011真题论证部分逻辑 Should Private Car Owners Be Taxed for Pollution? (Model Essay 25) 2011
专四真题要求  

Recently government agencies in some big cities have been studying the possibility of  
putting a “pollution tax on private cars. The amount of tax private car owners would have to pay 

would depend on the emission levels, i.e. engine or vehicle size. This has caused quite a stir among the 
public. Some regard it as an effective way to control the number of cars and reduce pollution in the city. 
But others don’t think so. What’s your opinion?” Write a composition of about 200 words on the 
following topic:  
   Should private car owners be taxed for pollution?  
   You are to write in three parts:  
   In the first part, state clearly what your view is.  
   In the second part, support your view with appropriate reasons.  
   In the last part, bring what you have written to a natural conclusion or a summary. 
   Marks will be awarded for content, organization, grammar and appropriateness. Failure to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may result in a loss of marks.) 

论证部分逻辑分析 
第一层：增加治理污染的资金来源，再分两层：治理污染；环境保护，增加的举例细节。 
第二层：污染税增强公众环保意识，收税→间接减少车辆出行→ 
减少环境污染意义→增强公众环保意识 
学生范文 

Sample 2: Should Private Car Owners Be Taxed for Pollution? (by a student) 
Recently, the “pollution tax” on private cars has inflamed public opinion. Some just assail it over the 

feasibility and unfairness. However, this policy has its own vital function in easing air pollution and 
arousing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n the whole nation. 

Basically, pollution tax could ease air pollution. Since it depends on the emission levels, engine or 
vehicle size of a car, buyers are more prone to purchase vehicles that are small, energy efficient,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s a result of the increasing demands of such types, automobile manufacturers 
become inclined to efficient and pragmatic models for more profits. With the alteration of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the vehicle exhaust will be diminished effectually and naturally. The air quality is also 
ameliorated in the same time. 

Besides, pollution tax has the value of arousing environment awareness in the public. As th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vehicles become reputable, car owners will focus far more on greenism and 

consciously drive less in daily life. Upon a time, such concept is likely to permeate into other domains, 
such as steel industry, paper industry and chemical industry. 

Although the pollution tax inevitably has demerits and boundedness, it can yet be accepted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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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ul weapon to curb the deteriorating environment situation currently. 
4. Discussion: decide the mark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examination papers  
5. Assignments: how can one do well in TEM Four examination? 

Chapters Two-Four 大作文得失分关键：切题与跑题 
1. Evaluation: the Comment of Students’ Writings 
2. Ways to Improved Essays in Examination: topic sentence, logical organization, specific 
content and native ways of expression  
3. Critical Thinkers: How can one achieve best performance避免跑题或偏题：同题目对照：跑题

（3）与切题（2） 
Student Sample 3: Should Private Car be Taxed for Pollution  

Recently government agencies in some big cities have been studying the possibility of positing a 
“pollution tax” on private cars. The amount of tax private car owners would have to pay would depend on 
the emission levels. This action is considered as an effect way to solve our pollution problem. However, in 
my opinion, it is not so much a solution as an attitude. There are two justifications listed to support my 
argument that private car owners are not supposed to be taxed for pollution. 

First of all, if private car owners be levied, it seems like they have the right to pollute. Some private 
car owners are likely to think they have paid for the pollution, and then cause pollution more unscrupulous. 
For example, they are able to choose big emissions cars on the basis of their own interest without caring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because they have paid taxes, and it is not environment friendly, of 
course. 

What’s more, some private car owners are accustomed to driving cars. They enjoy the convenience 
and comfortable that cars bring them and take cars as part of their life. According to a recently survey, 
some private car owners expressed that “No matter how much taxes we will be willing to pay for our own 
pleasure”, and it’s no doubt that the pollution causing by cars will not decrease just by taxed. 

Private car owners are supposed to be restricted in using cars. Government can prevent them using 
cars by set limited days but not tax. Remember our aim is alleviate the pollution and take actions now. 

4. Discussion: Peer Collaboration Concerning the Ways to Improve Performance in  
Examination  
6. Assignment: Timed-writing of 20 minutes 

Chapter Five Introduction to Exposition 
1. Evaluation of Assignment  
2. Introduction to Expository Writings  
Exposition is perhaps the type of writing that is most frequently used by a student, a scientist, or a 

professional. Exposition means expounding or explaining. An expository paper explains or explores 
something, such as the process of making a machine, the causes of a natural or social phenomenon, the 
planning of a project, or the solution of a problem.  

3. Writing Methods in Expositions  
1) Definition 
Writing often involves defining words or terms so that readers know exactly what you mean by them. 

Definitions are useful for explaining the meaning of a word or term that readers may be unfamiliar with or 
may misunderstand.  

Two types of definitions are useful in your writing: simple definitions and extended definitions. A 
simple definition is one that can be stated in a few words---fitness, for example, is a state of physical 
health, resulting from exercise and proper nutrition. An extended definition is longer, usually a paragraph 
or more, and can become the basis of a whole e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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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10 of an extended definition 
Compassion is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another person’s misfortunes. It is kindness, tenderness, 

mercy, pity and sympathy. A nurse may have compassion for an irritable patient by understanding that the 
illness may be the cause of that patients’ behavior and by treating that patient with kindness and sympathy. 
An airline stewardess displays compassion for her passengers by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they may be 
nervous about flying and by answering their questions in a patient, sympathetic manner.  

2) Process  
Processes are series of steps carried out in a definite order. Many of these processes are familiar and 

automatic: for example, loading film into a camera, making an omelet, etc. 
Sample 11 of process 

According to a handbook, this is how you do mouth-to-mouth breathing: First, place the victim on 
his back and remove any foreign matter from his mouth with your fingers. Then tilt his head backwards, 
so that his chin is pointing up. Next, pull his mouth open and his jaw forward, pinch his nostrils shut to 
prevent the air which you blow into his mouth from escaping through his nose. Then place your mouth 
tightly over the victim’s. Blow into his mouth until you see his chest rise. Then turn your head to the side 
and listen for the outrush of air which indicates an air exchange. Repeat the process… 

3) Cause and Effect 
Cause and effect paragraphs demonstrat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sets of things.  
Trying to discover and reveal the causes or the effects of an event or action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mental activities in our daily life. Therefore, the ability to clarify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things is useful when we want to persuade or convince other people. An article may discuss both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an event, but in a paragraph we analyze either the causes or the effects rather than 
both. 

Sample 12 of cause and effect  
Sample 13 of comparison 

4) Illustration (examples)  
Illustration means provide examples—details, particulars, and specific instances–to explain 

statements that we make. 
Sample 14 of illustration 
5) Division and Classification  
Classification is the division of a topic into smaller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common features in order 

to make a central point. It means sub-dividing a subject into its types, kinds, divisions, or groups. We 
group things according to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f we classify rivers, we separate them into 
wide ones, narrow ones, long ones, short ones, deep ones, shallow ones. Apples may b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size, place of origin, color, price, or quality. 

6) Identify the Writing Methods in Native Writings  
7) Assignment: Write an exposition of 300 words above  

Chapter Six  Exposition and Argumentation 
1. Evaluation of Assignment  
2. The Distinction and Relation between Argumentation and Exposition  
While an expository paper makes known something and explains it to make the reader understand, an 

argumentative essay tries to make the reader agree with its points of view and support it, to persuade him 
to change his mind or behavior, and to approve a policy or a course of action that it proposes. The purpose 
of exposition is to inform; the purpose of argumen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s to convince. Argumentation 
and exposition can also work together, and both utilize narration and description. Argument, how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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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es on exposition more heavily than exposition relies on argument. Argument uses explanation as an 
important process, but it often lapses into emotional appeal as well. Explaining can function easily 
without argument. How a rotary engine operates, or seven basic steps to a happier relationship.  

3. Practice 
Identify the genre of these native writings such as Three Passions, the Joy of An Old Car, Noise  
Pollution, the Mall People, etc.  
4. Class Debate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xposition and argumentation  
5. Assignment: Rewrite your exposition  

Chapter Seven   Theories of Expository Writing 
1. Evaluation of Assignment 
2. Revisit the Theories of Expositive Writing via Mall People below. 

Native Sample 17: Mall People 
Native Sample 18: Teenagers and Jobs 

3. The Methods involved in Mall People (17)  
A. Where is illustration (examples)  
B. Where is process  
C. Where is cause and effect  
D. Where is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E. Where is definition  
F. Where is division and classification  
4. The Methods used in Argumentative Writing Teenagers and Jobs in Sample 18 (Langan, 2010: 

321-323) 
Can the following methods be found in this argumentative writing?  
A. illustration (examples)  
B. cause and effect  
C.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D. division and classification  
5. Discussion: What are the major methods in exposition and argumentation? 
6. Assignment: Rewrite your exposition (400 words)  

Chapter Eight  Expository Writings (revisited)  
1. Evaluation of Assignment in Comparison with Native Writings  
2. Further Writing Methods of Expository Writings with Examples  
Recognizing the cause-and-effect pattern in others’ writing and being able to use the pattern in your 

own writing depend upon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ree common signals of causes and effects. Three types 
of causation: question-answer signal, act/sequence signal, probability signal  

The question-answer signal(因果) 
Asking a question in an introductory paragraph is one of the devices writers use to build your interest 

in reading. The question may signal either a cause or an effect. Writers may state a question directly 1) or 
indirectly 2) 

1) Why do most Americans avoid sitting next to strangers in a theater when most Europeans will do 
just the opposite? 

2) Many observers have wondered why Americans avoid sitting next to strangers in a Theater while 
Europeans will do just the opposite. 

The act/consequence signal(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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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sts, journalists, historians, and others often write about actions and consequences. 
Consequences are the results of certain actions or causes. The act/consequence signal of cause and effect 
is easy to spot by the signal words if…then. However, the same act/consequence relationship may be 
signaled by if alone, without the word then preceding the consequence statement. 

E.g. If you want people to treat you with respect, you must show them respect as well. 
E.g. If you are seeking the pleasures of a coastal New England town (cause) , then, like me, you 

might choose Sweetwater as your ideal place to live. (effect) 
The probability signal(因果) 
Probability means likelihood. Words and terms that signal probable cause-and-effect relationships are 

probable, possible, likely, unlikely, may, might, perhaps, and what if.  
For example, if cheating is everyone’s problem, and we will have to work together to find a solution.  
The move to Sweetwater (cause) will result in positive changes for my family. (effects) 
3. Class Debate: Peer evaluation in light of expositional theories 
4. Assignment: Rewrite a new exposition of 400 words above 

Chapter Nine  Good Expository Essays 
1. Class-report: Peer evaluation  
2. Lecture: Best expository essays by native speakers 
Expository essays by natives are of sound logic, clear organization, and sufficient data and etc.  
Best expository essays are likely to take frequent use of most methods.  
3. Peer Work 
Evaluate each other’s writings concerning questions: 1) Does your essay contain a topic sentence? 2) 

Are the data of various kinds? What are they? 3) What’s the logic order in your essay? 4) Is there any 
subjective view in your writing? 5) Does your essay cover some words of other fields like economics, law, 
medicine or others? 6) What are the methods used in your writing?  

4. Critical Thinkers: what makes a good exposition 
5. Assignment: Revision of your expository draft 

Chapter Ten  Descriptive Writing 
1. Definition 
Description is painting a picture in words of a person, place, object or a scene. 
2. Details of descriptive essays 
A descriptive essay is generally developed through sensory details, or the impressions of one’s 

senses---sight, hearing, taste, smell, and touch.  
The writer should choose that help to bring out the dominant characteristic or outstanding quality of 

the person or thing described, and leave out those irrelevant ones, which, if included, would only distract 
the reader’s attention from the main impression the writer wishes to give him. 

3. Components of descriptive essays 
A descriptive can b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introduction, each body paragraph, and 

conclusion. A descriptive essay is to include a topic (a person, place, or object), a purpose (objective or 
subjective), a context (my controlling idea), and a thesis (an overall impression). 

Each body paragraph in a descriptive essay includes a topic sentence (one aspect of my overall 
impression), major details (major sensory details will support this impression), minor details, and 
transitions to keep my details coherent.  

4. Logical order for place description 
In a description of a place, we use a spatial order to create a clear image of a place or scene by 

appealing to as many of the five senses as we can. The description can be arranged in space from top to 



7381 

bottom, bottom to top, right to left, left to right, near to far, far to near, inside to outside, or outside to 
inside.  

5. Two observers of vantage point 
We may do it from either a fixed or a moving vantage point. A fixed observer: a dorm, a room in the 

library, a coffee shop, the lobby of a public place (a hotel, museum, performing art center, or theater, etc) 
A moving observer: stroll down Main Street in town; shop in grocery store; walk a dog in a park; cross a 
long bridge; climb a mountain; go through a ticket line and enter a theater of a stadium.  

6.Description of a person 
In the individual description, the writing needs to focus on his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which 

distinguishes him from all other people, and omit those features which he shares with others, including 
peculiarities怪癖, if he has, for they give life to the person. The description, firstly, goes to his/her 
appearance. And the second description reveals the person’s character, thoughts, and feelings in what the 
person does and says, in how he behaves to others.  

7.Description of places 
Places are described for their own sake, as in essays on visits to famous scenic places. For the 

purpose of revealing the personality and character of a person, and creating a feeling or mood. A clean and 
tidy room, for example, might show that the occupant is an orderly person.  

The howling of a chilly wind, the falling of autumn leaves, a house standing in solitude on a barren 
mountain, all help to build up a somber mood and increase the feeling of depression. In describing a place, 
it is important to make it different from other places. 

8. Discussion on Rural Life in England by Washington Irving  
Native sample 19: Rural Life in England 

Nothing can be more imposing壮观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than the magnificence of English park 
scenery. Vast lawns that extend like sheets of vivid green, with here and there clumps丛 of gigantic trees, 
heaping up rich piles of foliage叶子; the solemn pomp壮观 of groves and woodland glades林间空地, 
with the deer trooping in silent herds cross them; the hare bounding away to the covert藏身处; or the 
pheasant, suddenly bursting upon the wing: the brook, taught to wind in natural meandering or expand 
into a glassy lake: the sequestered幽静的 pool, reflecting the quivering trees, with yellow leaf sleeping on 
its bosom, and the trout roaming鳟鱼漫游 fearlessly about its limpid waters; while some rustic temple or 
sylvan statue林神雕像, grown green and dank阴森 with age, gives an air of classic sanctity圣洁 to the 
seclusion隐蔽隔离. There are but a few of the features of park scenery….  

9. Assignment: compose a descriptive essay of a person/object/scene 
Chapter Eleven  Narrative Writings: Theories of Narration 

1. Definition of narration  
To narrate is to give an account of an event or a series of events. In its broadest sense, narrative 

writing, includes stories, real or imaginary, biographies, histories, news items, and narrative poems. 
Narration often goes hand in hand with description. When one tells a story, one describes its setting 

and characters. On the other hand, accounts of actions may be necessary to the description of a person or a 
scene. 

2. Fives aspects of narration 
A narrative contains five aspects: context, selection of details, organization, point of view, and 

purpose. 
A. context 
When, where, and to whom the action in a narrative happened is often made clear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arrative. This will provide the reader with a context, or circumstances, to help him underst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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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le narrative.  
B. selection of details: important details 
A narrative is made of details. There should be enough details so that the reader knows what is 

happening, but there should not be too many of them, or the reader will be confused and lose interest in 
the story. Only relevant details, or things that contribute to bringing our the main idea of the narrative, are 
useful and effective.  

C. General and concrete details 
General details are abstract, such as Kant took a walk/I stood/ something was about, so I went to the 

door.  
D. Organization 
Narrative writing can be organized according to time order, which can be indicated by using time 

expressions. Details are important in narrative writing, and describing details needs concrete and precise 
language.  

E. Point of View 叙述人称 
A story can be told either in the first person or in the third person, each having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 first-person narrative may be more graphic and lifelike, A third-person narrative is free 
from this limitation, and it may seem more objectives. 

3. The soul of Narration 
Interesting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soul of any narration. How can a writer increase his/her 

interest to the story? What can be a possible tactic? This can be achieved by logical arrangement, good 
choice of material: (suspense, climax, motion and quietness…), and dialogue.  

4. Discussion: Sample 20 of Kant the man by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5. Assignment: narrate a person you admire. 

 Chapter Twelve  The Themes of Narration 
1. Themes  
Themes are one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aspects in narrative writing. These themes often have their 

roots in human motivation. Themes may be various like love (琼瑶小说), greed, courage, strong will/ 
determination,  selfishness, dedication (奉献), vanity 虚荣(The necklace). Themes are obvious two 
kinds: explicit themes that are directly stated in the narrative and implicit themes that are not clearly stated 
in the narrative like Aesop’s Fables.  

2. Identify the theme ---The Lion and the Three Bulls 
(1)Three Bulls for a long time pastured together. A lion lay in ambush in the hope of making  
them his prey, but was afraid to attack them while they kept together. Having at last by guileful 

speeches succeeded in separating them, he attacked them without fear as they fed alone, and feasted on 
them one by one at his own leisure. 

(2) The Farmer and the Snake 
One winter a Farmer found a Snake stiff and frozen with cold. He had compassion on it, and  
taking it up, placed it in his bosom. The Snake was quickly revived by the warmth, and resuming its 

natural instincts, bit its benefactor, inflicting on him a mortal wound. “Oh,” cried the Farmer with his last 
breath, “I am rightly served for pitying a scoundrel歹徒.” 

(3) What are the themes of Harry Potter, 聪明的一休, 阿凡提, 悬崖（TV play）？ 
3. Suspense in conflict 
Interesting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soul of any narration. How can a writer increase his/her 

interest to the story? What can be a possible tactic in cases of Going home; 一件小事? Are the narratives 
interesting? In which way do the narratives attrac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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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rt of suspense tends to create a certain degree of climax. The conflicts occur_____ A. between 
the author and other characters B. between protagonist [prə'tæ ən st] and antagonistsɡ  [æn'tæ ən st] C. ɡ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environment. 
4. The conflict in narratives 
Conflict is the key to plotting a great script. It defines the parameters of the story, helps to generate 

tension and suspense and shapes the audience’s experience of the characters. When conflict is properly 
developed, the story has the best chance of fulfilling the audience’s expectations.  

What are the conflicts in Going home? What are the resolutions in the story of Going home? What is 
the climax of Going home? 

5. The five elements of the plot  
Exposition is the introduction of a story, th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needed to properly understand 

the story. The rising action refers to the events leading up to the climax. The climax is the most exciting 
part of the story. This is where all the rising action and conflict finally reaches its peak.  

The falling action deals with events occurring right after the climax. These events are usually the 
after-effects of the climax. Resolution, denouement 结局, is the end of the falling action and the 
conclusion of its mysteries.   

6. Discussion: How to design plot suspense in case of The cop and the Anthem 
设计冲突的事件; 设计不合情理的言谈举止, 例如 Going home----Are you married?----I  
don’t know. 用词语加剧冲突如 Going home 中的 Twenty miles, ten miles, five miles.  
例如，《警察与赞美诗》小说，呈现为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几个部分。 
2) 故事开端(苏比躺在麦迪生广场他那条长凳上——自有位识相 
的推事来料理)，苏比为逃脱严冬的威胁，筹划着怎样才能被捕入狱。 
2)故事发展(苏比离开长凳——而我们偏偏认为他是个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国王)，苏比屡次惹是

生非，都没有达到被捕入狱的目的。 
3)故事高潮 (最后，苏比来到通往东区的一条马路上——“那你跟 
我来。”警察说)。苏比伫立于教堂外良心发现，决心重新做人时，突然被捕。 
4)故事结局 (小说最后一自然段)，苏比被判入狱三个月。  
7. Assignments 
1)Analyze Going home according to the five elements of the plot exposition, the rising action, the 

climax, the falling action, resolution 
2) How can a narration be designed interesting? 
3) Read other novels by O’Henry. 

Chapter Thirteen and Fourteen  Novel Appreciation 
小说构成有五要素，人物、情节、环境、主题和语言。小说鉴赏需要分别涉及这五个方面。 
1. 人物欣赏 
2. 情节欣赏 
3. 环境欣赏 
4. 主题欣赏 
5. 语言欣赏 
6. 案例分析 
《警察与赞美诗》小说构思奇特情节曲折多变，苏比在绞尽脑汁，费尽心机后，做出了 6次恶

行，以求落入法网，每次的结果如何？  
行为         /打算              /结果 
 1．走进豪华饭店/想白吃之后被关监狱/ 因裤子破被推到人行道上 
 2．用石头砸橱窗/想借此被捕/警察认为他不是肇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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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饱餐一顿不给钱 /想借此被捕 /侍者没喊警察把他推到人行道上。 
 4．扮演一个小流氓 /调戏年轻女子 /反被女子纠缠，他撒腿走开 
 5．在剧院门口大吵大闹 /想以“扰乱罪”被捕  /警察没有理睬 
 6．苏比跨进烟店拿伞 /要被偷者喊警察 /捡者把伞让给了他 
7. Assignments 
Appreciate Yellow Ribbons or The Gift of Magi or other novelette. 
Compose a novel or novelette of your own.  

Chapter Fifteen  Writing a Biography 
1. Definition of a Biography 
A biography is a written account of the series of events that make up a person’s life. Biography is a 

description of someone’s life in the form of a book, essay, film, website Biography with more than just 
impersonal facts (education, work, experiences, relationships and death). Biography tells us how 
experiences shape lives. 

Unlike a resume, a bio highlights ALL aspects of someone’s life: intimate details of experiences;  
analysis of subjects’ personality; family, friends, relationships; and entire life. Some bios are complete and 
detailed, covering an entire life; others may be incomplete covering a collection of random memories or 
samples. A biography by the same person is often called memoirs, or memoirs or political memoirs. 

2. A Good & Effective Artist Biography 
An effective artist biography (bio) is necessary information to have as part of the artist’s presentation 

to any viewers and interested parties of their artwork. A well written and composed artist bio serves to 
help a reader to connect to the artist and to the artist’s artwork.  

An artist bio, when written and created correctly will provide the reader with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as to the artist’s art, and provide a guide or a means for a viewer to interpret the artist’s art.  

3. Components in an Effective Artist’s Bio 
Unlike a resume, a bio highlights ALL aspects of someone’s life: intimate details of experiences; 

analysis of subjects’ personality; family, friends, relationships; and entire life. 
Basic details of a bio include date and place of birth and death, family information, lifetime 

accomplishments, major events of life, and effects/impact on society,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briefing as  
1) Anyone or anything that has influenced the artist’s artworks 
2) Any education or training in the field of art 
3) Any related experience in the field of art 
4) A summary of the artist’s artistic philosophy 
5) Any artistic insights or techniques that are employed by the artist 
6) A short description of what the artist would like to accomplish with their art.  
4. How an artist can create an interesting bio  
1) Keep the bio structure short, concise and to the point. A rambling disjointed bio will only confuse 

or lose the reader all together. Always write the bio in the third person (as if someone other than the artist 
is writing the bio).  

3） Try to write the bio differently 2 or 3 times and then have someone with good writ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proof the various bios and help you to pull them together into one great bio.  
3）Get an artist(s) who you respect and admire to read your final version and make any suggestions to 

help improve the final bio.  
4) Finally, after any changes are made as described above, have someone who is an expert in spelling, 

grammar and sentence structure review and make any necessary changes to the bio.  
5. Introduction to resume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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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ume is a self-marketing tool. It is designed with one purpose in mind - to "sell" your skills,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o an employer so that he/she will invite you for an interview.  

An effective resume speaks to the employer's needs and requirements and demonstrates a match 
between what you have to offer and those requirements.  

It stimulates interest in you by summarizing information: unique qualities, well developed skills, relevant 
work or academic experiences, or accomplishments that clearly differentiate you from the competition. 

It is the jobseeker’s responsibility to grab the employers attention and entice enough interest to earn 
an interview, and hopefully; land the job.  

To do this, the applicant must understand just how important it is to create a comprehensive and 
interesting resume. The first step in building a winning resume is to tailor it according to your target job 
and type of company.  

6. Types of resume 
The chronological and functional resumes, or some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formats, are the 

standard types of resumes used by job seekers in today's employment market. To select the type which 
best supports your needs, review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Many professional recruiters discount 
functional resumes and consider them as a "red flag", since many applicants use them to disguise a lack of 
experience or unstable work history.  

7. Discussion: Samples of biography and resume 
Chapter Sixteen Revision and Discussion 

1.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 class for Revisions  
2. Examination Items 
The final exam is an on-class assignment of at least 500 words on a given topic. Student can choose 

one topic from two argumentations and two expositions. Time allowed: 120 minutes. 
写作为期末考试，学生从给定的命题作文（议论文、说明文、记叙文各三题）中任选一道题，

撰写长度至少为 500词的作文，考试时间为 120分钟。 
（二） 实践教学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践教学。 
四、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Chapter One  An Introduction to TEM Four Examinations 2  
2 Chapters Two 大作文：跑题与切题（一） 2  
3 Chapter Three  大作文：跑题与切题（二） 2  
4 Chapter Four 大作文：跑题与切题（三） 2  
5 Chapter Five   Introduction to Exposition 2  
6 Chapter Six  Exposition and Argumentation 2  
7 Chapter Seven  Theories of Expository Writing 2  
8 Chapters Eight  Expository Writings (revisited) 2  
9 Chapter Nine  Good Expository Essays 2  

10 Chapter Ten  Descriptive Writing 2  
11 Chapter Eleven  Narrative Writings: Theories of Narration 2  
12 Chapters Twelve  The Themes of Narration 2  
13 Chapter Thirteen  Novel Appreciation 2  
14 Chapter Fourteen  Novel Appreciation 2  
15 Chapter Fifteen  Writing a Biography 2  
16 Chapter Sixteen  Revision and Discuss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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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关教学环节 
本课程使用多维教学方法，如 content-based methods, a needs analysis, intertextuality, form-content 

integrity, cognitive approach and etc.培养学生基本写作能力和学术写作能力以及四级应试能力，紧扣
《教学大纲》对专业四级和八级的写作要求，分不同步骤训练学生撰写各种正式文种，为写好毕业

论文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课程应该注意两大重点。1）以学生需求为教材，由浅入深安排教学内容，而不是以课本的

先后顺序授课。课本没有的要及时补充上。 
2）把学生习作纳入教材。师生共同在习作上实践写作理论，如语篇逻辑结构、思维层次、语

料的选择、语言的连贯、表达的地道性，等等，帮助学生理论学习与语篇写作实践相结合，提高学

生书面表达能力与效果。 
3）要求学生进行课外阅读。把写作课堂延伸到课外，帮助学生深化理论和文章的理解，提高

学生独立思考和学习主动性。 
六、使用教材 
（一）选用教材 
张清（主编），2016年，《地道英语写作》（第二版），南京大学出版社，获北京市高等 
教育精品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John Langan, 2007, College Writing Skills with Readings sixth edi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 Carol C. Kanar, 2011, The College Writer fifth edition,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3 Ding Wangdao, Wu Bing, Zhong Meisun, Guo Qiqing, 2009, A Handbook of Writ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4. Harvey S. Wiener, 1992, Creating Compositions sixth edition, McGraw-Hill, Inc.  

执笔：张洪芹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5月 26日 

 

英汉对比与翻译 
Contras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Translation 

课程号：3080008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该课程旨在通过对英汉两种语言异同的比较，使学生初步认识两种语言各自的特点，从而在英

汉互译时能够充分注意到两种语言不同的表达方式，增进学生对翻译的初步技巧的掌握，以便为较

高级的翻译课程的学习以及今后的翻译实践打下较为扎实的基础，同时也使有志从事对比语言学研

究的同学对该学科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Introduction to Contrastive Studie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Conceptual foundations 
(1) Language transfer 
Transfer is the influence resulting from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any other language that has been previously acquired. 
Language transfer is a universal phenomenon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Before language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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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 a foreign language, especially adults, they have been using their mother language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for a long time. So they have been very familiar with the rules of mother language. While 
they are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they maybe transfer the roles to the new language unconsciously, and 
that is what we call L1 (first language) transfer.  

There are two types of transfer: negative transfer and positive transfer. Keen awareness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can facilitate FL learning.  

(2) Negative transfer in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Negative transfer is the obstruction of or interference with new learning because of previous learning, 

and relates to the experience with one set of events could hurt performance on related tasks. It also 
describes the pattern of error in animal learning and behavior,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behavioral 
psychology. It occurs when a learned, and previously adaptive, response to one stimulus interferes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an adaptive response to a novel stimulus that is similar to the first. A common example 
is switching from a manual transmissionvehicle to an automatic transmission vehicle. The adaptive 
response series in a standard vehicle when it reaches 10 miles per hour is to step on the clutch, shift gears, 
and step on the accelerator. This previously adaptive response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proper response in 
an automatic transmission. This type of example confirms how prior experience can limit peoples’ 
abilities to function efficiently in new settings. 

Negative transfer can also correspond with positive transfer and the errors that come with negative 
transfer can sometimes be made at faster rates even. Although positive transfer is more likely than 
negative transfer, error rates, one aspect of human performance, can be much higher when negative 
transfer does occur than when no previously learned behavior exists. For example, if a mariner already 
knows how to operate navigation equipment and if negative transfer occurs, he or she may display more 
errors while learning to operate new equipment than a mariner who has never operated navigation 
equipment. This is because the old mariner is using previous knowledge that may have transferred 
negatively and now is having to forget the prior inaccurate knowledge and try to learn new equipment the 
correct way. This is because the learning that was transferred can not properly apply to the new experience. 
Another example of this might be the way an experience of the same kind has different protocol for 
different situations. If a mariner has already learned how to quickly react to an alarm, the same mariner 
may react to the same alarm on new equipment even more quickly (positive transfer on reaction time) 
than without already knowing how to react. Although the reaction may happen very quickly, it may be to 
push the wrong alarm switch located in the same position as the old alarm switch (negative transfer on 
error rate). In essence, the old behavior contributes to making errors at a faster rate on the new behavior. 

A common test for negative transfer is the AB-AC list learning paradigm from the verbal learning 
research of the 1950s and 1960s. In this paradigm, two sets/lists of paired associates are learned in 
succession. If the second set of associations (List 2) constitutes a modification of the first set of 
associations (List 1), negative transfer results and thus the learning rate of the second list is slower than 
the first list. 

An elementary example of transfer learning would be, for example, in dealing with subject verb 
agreement: When you have a singular subject you have to add and “s” on the end of the verb and when 
you have a plural subject you do not put an “s” on the end of the verb. However, when they are the 
subjects “I” and “You”, they do not follow this rule. There for if students take the previously learned 
lesson of subject and verb agreement and have not learned the exception properly they are going to be 
adding “s” on the end of the verbs in there sentences, which is incorrect. This is an example of negative 
transfer because they have taken what they have learned from one set of rules and have applied it to a 
similar experience but in the wrong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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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have shown that not only by reevaluating the situation and its errors but by comparing them 
to others who have attempted the same task allows for deeper insight into how to correct ones ability or 
knowledge of a situation. By having the ability to compare oneself to another individual performance 
adjustments can be better internalized and negative effects can be calculated and seen before they are even 
made. This allows for the error rate to slow down with the positive transfer rate to increase. When 
applying what has been learned to another similar task, one can now take what has been learned along 
with the comparisons of what others have accomplished and apply it more accurately. It would almost be 
like getting five chances to learn from one exercise when in actuality you only attempted it once. 

According research done by Magda Osman, without external normative standards, such as making a 
comparison with another’s learning experiences, self-perceptions of the knowledge and control ability of 
self conditions lead to negative self-assessments. Moreover, along with poor self-efficacy judgments, 
individuals also undervalued the relevancy of previously gained knowledge in assisting them in the 
transfer task. The reason for this is because individuals overcompensate in their error detection and 
correction, which leads them to ignore rather than transfer relevant prior information. As a consequence 
this has negative affects on their performance because they have failed to utilize prior relevant knowledge. 
It’s beneficial to have comparison of what worked and what did not. 

Remember to consider the negative learnings that can transfer over from prior experiences when 
introducing something new. Address the negatives to help extinguish the error rates that might occur. 
Luckily, while negative transfer is a real and often problematic phenomenon of learning, it is of much less 
concern to education than positive transfer. Negative transfer typically causes trouble only in the early 
stages of learning a new domain. With experience, learners correct for the effects of negative transfer. 

2. Questions concerned 
(1) Why "contrast" but not "compare"? 

Compare: similarity of two things 
Contrast: differences of two things 
   语言对比是指不同语言间的对比分析，通常是通过 compare 和 contrast两种途径。比较语言学
（Comparative linguistics）的主要任务是寻找不同语言间的共性。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
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的对比研究，描述它们之间的异同特别是不同之处。 

(2) What is "language"?  
语言: 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 

Language：the system of human communication which consists of the structured arrangement of sounds 
(or their written representation) into larger units, e.g. morphemes, words, groups/phrases, sentences 

(3) What's the aim of contrastive study of two languages? 
促进英语教学：语音教学、写作教学以及翻译教学。 

西方对比语言学认为，一本好的外语教材，一方面对所学外语进行科学的描写，一方面对学生的本

民族语进行平行描写，并加以仔细比较。 
通过两种或多种语言的对比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语言的结构，进一步认识语言的本质。 

3. Further readings  
(1) 何善芬，《英汉语言对比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2) 许余龙，《对比语言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3) 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4) 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5) 方文惠主编，《英汉对比语言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 
(6) 王还主编，《汉英对比论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出版。 
(7) 潘文国主编，《汉英语言对比概要》，商务印书馆，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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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Osman, Magda (2005) Positive transfer and Negative transfer/Anti-Learning of Problem Solving 
Skills, 40. 

(9) Bandura, A., & Locke, E. A. (2003). Negative self-efficacy and goal effects revisited.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 87-99. 

(10) Perkins, David & Salomon, Gavriel (1992) Transfer of Learning,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 Reid, E. (1981) Teaching of Psychology, v8 n2 p109-10 

(11) Lunchin & Lunchin (1970) How People Learn, 53–54. 
(12) Postman & Stark (1969).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vol. 79 (no. 1), 168-177. 
(13) Woltz, D. J., Gardner, M. K., & Bell, B. G. (2000). Negative transfer errors in sequential 

cognitive skills: Strong-but-wrong sequence applic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6(3), 601-635. 
知识单元 2：Synthetic vs. Analytic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Conceptual foundations 
A synthetic language is characterized by frequent and systematic use of inflected forms (曲折变化形

式，词尾变化的词语) to express grammatical relationships. 
An analytic language is marked by a relatively frequent use of function words, auxiliary verbs, and 

changes in word order to express syntactic relations, rather than of inflected forms. 
Modern English has become analytic but still frequently uses some hereditary inflections from Old 

English.  It is therefore a synthetic-analytic language.  Chinese is a typical analytic language. 
Inflection, word order and the use of function words are employed as the three grammatical devices 

in building English sentences. 
2. Questions concerned 
(1) What are major devices for grammatical relationships in sentence structure? 
(2) What characteristics is a synthetic language possessed of? 
(3) What characteristics is an analytic language possessed of? 
3. Concrete content 
Modern English has become analytic but still frequently uses some hereditary inflections from Old 

English. It is therefore a synthetic-analytic language. Chinese is a typical analytic language. 
Inflection, word order and the use of function words are employed as the three grammatical devices 

in building English sentences. 
3.1 Inflectional vs. Non-inflectional 
Languages that add inflectional morphemes to words are sometimes called inflectional languages, 

which is a synonym for inflected languages. Morphemes may be added in several different ways: 
●Affixation, or simply adding morphemes onto the word without changing the root, 
●Reduplication, doubling all or part of a word to change its meaning, 
●Alternation, exchanging one sound for another in the root (usually vowel sounds, as in 

the ablautprocess found in Germanic strong verbs and the umlaut often found in nouns, among others). 
●Suprasegmental variations, such as of stress, pitch or tone, where no sounds are added or changed 

but the intonation and relative strength of each sound is altered regularly.  
Affixing includes prefixing (adding before the base), and suffixing (adding after the base), as well as 

the much less common infixing (inside) and circumfixing (a combination of prefix and suffix). Inflection 
is most typically realized by adding an inflectional morpheme (that is, affixation) to the base form (either 
the root or a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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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 English was a moderately inflected language, using an extensive case system similar to that of 
modern Icelandic or German. Middle and Modern English lost progressively more of the Old English 
inflectional system. Modern English is considered a weakly inflected language, since its nouns have only 
vestiges of inflection (plurals, the pronouns), and its regular verbs have only four forms: an inflected form 
for the past indicative and subjunctive (looked), an inflected form for the third-person-singular present 
indicative (looks), an inflected form for the present participle (looking), and an uninflected form for 
everything else (look). While the English possessive indicator ’s (as in “Jane's book”) is a remnant of the 
Old English genitive case suffix, it is now considered not a suffix but a clitic. 

But most people generally hold that, in English, nouns, pronouns, and verbs are inflected. Such 
grammatical meanings as parts of speech, gender, number, case, person, tense, aspect, voice, mood, etc. 
can be expressed by the use of inflected forms with or without the help of function words and word order, 
which is generally not true of Chinese. In Chinese the above grammatical meanings are mostly implied in 
contexts or between the lines, though often with the help of word order. E.g. 

He moved astonishingly fast. 
He moved with astonishing rapidity. 
His movements are astonishingly rapid. 
His movements astonished us by their rapidity. 
他行动之快令人惊讶。 
他行动之迅速令人惊讶。 
他行动之迅速令我们惊讶不已。 
3.2 Word Order: Flexible vs. Inflexible 
In linguistics, word order typology is the study of the order of the syntactic constituents of a 

language, and how different languages can employ different orders. Correlations between orders found in 
different syntactic sub-domains are also of interest. The primary word orders that are of interest are 
the constituent order of a clause-the relative order of subject, object, and verb; the order of modifiers 
(adjectives, numerals, demonstratives, possessives, and adjuncts) in a noun phrase; and the order of 
adverbials. 

Some languages use relatively restrictive word order, often relying on the order of constituents to 
convey important grammatical information. Others-often those that convey grammatical information 
through inflection-allow more flexibility, which can be used to encode pragmatic information such 
as topicalisation or focus. Most languages, however, have a preferred word order.  

The less inflective a language, the more rigid the word order. Word order in English is not so rigid as 
in Chinese. More ways of inversion are often seen in English. E.g. 

What in the world do you mean? 
你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What a beautiful voice you have! 
你有多美的嗓音啊！ 
Not a finger did I lay on him? 
我从来没有指责过他。 
3.3 The Use of Function Words: English and Chinese Employ Different Types of Function Words 
Function words (or grammatical words or synsemantic words or structure-class words) such as a 

preposition, a conjunction, or an article are words that have little lexical or semantic meaning or 
have ambiguous meaning, but instead serve to express grammatical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words within 
a sentence, or specify the attitude or mood of the speaker. They signal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that 
words have to one another and are the glue that holds sentences together. Thus, they serve as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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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s to the structures of sentences. A function word is also called form word, functor. 
Function words might be prepositions, pronouns, auxiliary verbs, conjunctions, grammatical 

articles or particles, all of which belong to the group of closed-class words. Interjections are sometimes 
considered function words but they belong to the group of open-class words. Function words might or 
might not be inflected or might have affixes. 

Function words belong to the closed class of words in grammar in that it is very uncommon to have 
new function words created in the course of speech, whereas in the open class of words (that is, nouns, 
verbs, adjectives, or adverbs) new words may be added readily (such as slang words, technical terms, and 
adoptions and adaptations of foreign words). Each function word either gives some grammatical 
information on other words in a sentence or clause, and cannot be isolated from other words, or it may 
indicate the speaker's mental model as to what is being said. 

Grammatical words, as a class, can have distinct phonological properties from content words. 
Grammatical words sometimes do not make full use of all the sounds in a language. For example, in some 
of the Khoisan languages, most content words begin with clicks, but very few function words do.[2]In 
English, only function words begin with voiced th- [ð] (see 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th). 

Words that are not function words are called content words (or open class words or lexical 
words or autosemantic words): these include nouns, verbs, adjectives, and most adverbs, although some 
adverbs are function words (e.g., then and why). Dictionaries define the specific meanings of content 
words, but can only describe the general usages of function words. By contrast, grammars describe the use 
of function words in detail, but treat lexical words in general terms only. 

English function words include the articles, prepositions, auxiliary verbs, coordinators and 
subordinators, While Chinese function words comprise particles, connectives, and prepositions. Each has 
its own features in the use of these words. E.g.  
    She was with a child. 她身边带着一个孩子。 
    She was with child. 她怀有身孕。 
    They are students of our school. 他们是本校的一部分学生。 
    They are the students of our school. 他们是本校的全体学生。 

Chinese is rich in particles, which can be classified into aspect particles(动态助词，如：着、了、过), 
structural particles（结构助词，如：的、地、得）, and emotional particles（语气助词，如：嘛、吗、
吧、呢）. The frequent use of Chinese particles is a hard nut for foreign learners of Chinese. 
这回我可亲眼看见啦！（感叹语气） 
This time I’ve actually seen it for myself. 
打吧，打不下去；跑吧，跑不了，敌人只好投降。 
Unable to fight on or escape, the enemy was forced to surrender. 
你呀，老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加重语气） 
Look! You can’t go on like this. 
这也不能怪他，头一回嘛。（答辩语气） 
He is not to blame. After all,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he had done it. 
3.4 Intonation vs. Tone 
English is an intonation language, while Chinese is a tone language.  
In a language in which inflection has been greatly reduced, word-order must become relatively more 

rigid. One consequence of this tendency to a fixed word-order is an increase in the role of intonation in the 
language. The varying of tone to indicate meanings is characteristic of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Musical 
variety of tone to indicate shades of meaning becomes natural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Chinese finds 
its natural way of development through a fundamental system of tones and tone-groups. A change of 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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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hinese will turn “to buy” into “to sell”. In English, intonation has a very important and far-reaching 
role. A rising or falling tone in the parts of a sentence determines much of its meaning. Moreover, there is 
a very close bond between stress and tone or pitch, a strong stress, for instance, often corresponding with 
a rising tone. Such a sentence as “You are going to buy that house” may be statement of fact(declarative) 
or a question (interrogative)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 tone is falling or rising at its end. 

One of the important features in modern Chinese is the predominance of disyllables and 
quadrisyllables. As a result, reduplication of characters, repetition of words, four-character expressions, 
and parallelism of syllables, words, phrases, and sentence structures have become popular grammatical 
and rhetorical devices in Chinese. Look at the following example. 

It was a day as fresh as grass growing up and clouds going over and butterflies coming down can 
make it. It was a day compounded from silences of bee and flower and ocean and land, which were not 
silences at all, but motions, stirs, flutters, risings, fallings, each in its own time and matchless rhythem. (E. 
Bradbury: The Vacation) 

绿草萋萋，白云冉冉，彩蝶翩翩，那日子如此清新可爱。蜜蜂无言，春花不语，海波声歇，大

地静谧，那日子如此万籁俱寂。然而并非安静，因为万物各以其适宜的时刻，特有的节奏，或动，

或摇，或振，或起，或伏。 
4. Further readings 
(1) ARABSKI, Janusz, The Acquisition of L2 Phonology,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2011.  
(2) Gimson, A.C. & Alan Cruttenden. Gimson’s 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6th ed. London: Arnold. 

2001. 
(3) Iyabode Omolara Daniel, Introductory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of English,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1.  
(4) Jespersen Otto, 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 WW Norton & Co, 1965.  
(5)Ladefoged, Peter. A Course in Phonetics. 5th ed. Boston, MA: Thomson Wadsworth. 2006. 
(6) Lodge, Ken, Fundamental Concepts in Phonology: Fundamental Concepts in Phonolog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  
(7) Ogden, Richard.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Phonetic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9. 
(8) Roach, Peter. English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3/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9) 胡壮麟、姜望琪,《语言学高级教程》,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0) 潘文国，语言的定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 1-17. 

知识单元 3：Rigid vs. Suppl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Conceptual foundations 
The rigidity of English generally requires a complete sentence structure, SV concord, and formal 

cohesion, while the suppleness of Chinese enjoys flexibility of sentence structure and pays more attention 
to semantic coherence.  

In English, subject is indispensible, predicate verb is the core of the sentence and connective nexus is 
built on S-V concord. There are several ways to achieve compactness in English, such as formal markers, 
connectives, expletives, grammatical concord, notional concord, principle of proximity. Chinese sentences 
do not need subject when the subject is obviously known. The predicate of Chinese sentences can be 
various words, or phases, or constructions. Minor sentences in Chinese are abundant, while Fragments are 
ungrammatical in English. 

Jespersen points out, “Analysis means suppleness, and synthesis means rigidity; in analy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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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s you have the power of kaleidoscopically arranging and rearranging the elements that in 
synthetic forms are in rigid connexion.” 

2. Questions concerned 
(1) Why is Chinese language supple? 
(2) Why is English language rigid? 
(3) What are basic patterns of English sentences?  
3. Concrete content 
English sentence structures are composed of noun phrases, verb phrases, etc. It has become an 

invariable custom to have a subject before a verb, and therefore a sentence that does not contain a subject 
and a verb is felt to be incomplete. The subject must agree with the predicate verb in person and number, 
etc. This rigid S-V concord forms the kernel of a sentence, with the predicate verb controlling other main 
members. English sentences, however long and complicated, can be reduced to five basic patterns: SV, 
SVP, SVO, SVoO, and SVOC. 

English sentences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ir variants（变式）, expansion（扩展）, combination（组
合）, omission（省略）, or inversion (倒装). 

(1) Variants: interrogative, negative, and passive; “There be + subject”. 
(2) Expansion: adding modifiers, including words, phrases, and clauses; using phrases or clauses 

instead of words as members of the basic patterns. 
(3) Combination: combining simple sentences into compound or compound-complex sentences. 
(4) Omission: omitting certain members of the sentence. 
(5) Inversion: inverting the word-order of the sentence. 
The rigidity of English generally requires a complete sentence structure, SV concord, and formal 

cohesion (形式衔接), while the suppleness of Chinese enjoys flexibility of sentence structure and pays 
more attention to semantic coherence (语义连贯). Jespersen(1954:334) points out, “ Analysis means 
suppleness, and synthesis means rigidity; in analytic languages you have the power of kaleidoscopically 
arranging and rearranging the elements that in synthetic forms are in rigid connexion.” 

4. Further readings 
(1) Baucer, Laurie, English Word-form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 Igor, Mel’cuk.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Morphology, Walter De Gruyter, 2008. 
(3) Katamba, Francis. Morpholog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4) Lyons, Joh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5) Mel’cuk, Igor,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Morphology, Walter De Gruyter, 2008.  
(6) Quirk, R., Sidney Greenbaum, Geofrey Leech and Jan Svartvik.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1985.  
(7) Traugott, Elizabeth C. and Mary L. Pratt. Linguistics for Students of Literatur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1980.  
(8)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9) 任学良，《汉语造词法》，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0) 许余龙，《对比语言学概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知识单元 4：Hypotactic vs. Paratactic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Conceptual Foundations 
(1) Hypotaxis 
Hypotaxis and parataxis ar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language law. Hypotaxis is the dependent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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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ordinate construction or relationship of clauses with connectives. English sentence building is 
characterized by hypotaxis.  

The so-called hypotaxis refers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onnection of the words or phrases, with the 
help of language forms (including vocabulary and forms). For example, “I shall despair if you don’t 
come.” Hypotaxis is the grammatical arrangement of functionally similar but “unequal” constructs 
(from Greek hypo-“beneath”, and taxis “arrangement”), i.e., constructs playing an unequal role in a 
sentence. 

A common example of syntactic expression of hypotaxis is subordination in a complex 
sentence. Another example is observed in premodification. In the phrase “inexpensive composite 
materials” “composite” modifies “materials” while “inexpensive” modifies the complex head “composite 
materials”, rather than “composite” or “materials”. In this example the phrase units are hierarchically 
structured, rather than being on the same level, as compared to the example “Cockroaches love warm, 
damp, dark places.” Notice the syntactic difference; hypotactic modifiers cannot be separated by commas. 

(2) Parataxis 
Parataxis is the arranging of clauses one after another without connectives show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m. Chinese sentence building is featured by parataxis. 
Parataxis means a language construction method that does not depend on such language forms but on 
lexical means or the logical relation implicated in sentences to realize some connections. For example, 
“The rain fell; the river flooded; the house washed away.” Parataxis is a literary technique, in writing or 
speaking, that favors short, simple sentences, with the use of coordinating rather than subordinating 
conjunctions.  

It is also used to describe a technique in poetry in which two images or fragments, usually starkly 
dissimilar images or fragments, are juxtaposed without a clear connection. Readers are then left to make 
their own connections implied by the paratactic syntax. Ezra Pound, in his adaptati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poetry, made the stark juxtaposition of images an important part of English language poetry.  

The former one focuses on the language cohesion in form, the latter focuse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tinuous coherence. Hypotaxis and parataxis are means to connect sentences and paragraphs in all 
languages. Most linguists agree that English is more hypotactic while Chinese more paratactic.  

2. Questions concerned 
(1)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parataxis?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hypotaxis? 
(2) What is the relation of sentence structure and hypotaxis, parataxi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3)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arataxis and hypotaxi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4) What causes this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3. Concrete content  
3.1 Introduction 
Parataxis and hypotaxis is the most distinguishing features in linguistic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Emphasis is laid upon the form in English texture while in Chinese upon the meaning. This 
difference in language expression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culture,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each country.  

Parataxis and hypotaxis belong to the language construction method. Chinese is the language of more 
parataxis, but English is more hypotaxis. Chinese is flexible, elastic and synthetic, while English seems 
rather rigid and must follow the rules that morphology requires it. So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parataxis and hypotaxi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we should par attention to it and use this rule to the 
practice.  

3.2 The relation of sentence structure and parataxis, hypotaxi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1) English is hypotactic in that the basic English structure is subject and verb, and that all the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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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ments are added via connectives. In other words, form is needed to convey meaning.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can be compared to a tree. 

(2) Chinese is paratactic in that Chinese is inflectional and does not need connectives for sentence 
organization. The meanings of different parts help indicate the relationship within a sentence.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can be compared to a bamboo.  

3.3 The difference of parataxis and hypotaxi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 between words, phrases or clauses, English more often resorts to overt 

cohesion, frequently using various cohesive ties such as coordinators (e.g. and, or, but, yet, so, however, 
as well as, either… or…, neither… nor…), subordinators(e.g. when, while, as, since, until, so… that…, 
unless, lest), relative pronouns and adverbs ( e.g. who, whom, whose, that, which, when, where, why, 
how), prepositions and others. Let’s look at some examples. 

(1) All was cleared up some time later when news came from a distant place that an earthquake was 
felt the very day the little copper ball fell.  

过了一些时候, 从远方传来消息: 小铜球坠落那天, 人们感受到了地震。这一切终于得到了澄
清。 

(2) We will not attack unless we are attacked.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3) Let everybody share the food if there is any. 有饭大家吃。 
(4) Until all is over, ambition never dies. 不到黄河心不死。（紧缩句） 
(5) 不进则退。（四字格） He who does not advance falls backward. 
Move forward, or you will fall behind. 
(6)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对偶）Smart as a rule, but this time a fool. 
3.4 The causes and expressions behind parataxis hypotaxis  
From all the examples above we can see that English emphasizes the complete structure of a sentence 

and pays much more attention to the grammar rules. It has the compact form; the sentence structure is 
relatively complete and the sentence is relatively rigid. 

Comparing with English, Chinese is not restricted to the grammar limitation and its sentence structur
e is more flexible than that in English. Chinese grammar structure possesses the diffusive character, emph
asizes function rather than form and as a result the rule of parataxis becomes the foundation to make a sen
tence instead of the rule of hypotaxis. 

3.5 What causes this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west world is a world of substance which emphasizes the concept of “Being”. The Chinese 

world is functional world where “Non-being” and “Being” coexist. The further acknowledgement of 
substance is form which makes the world become richer and more meticulous. In contrast with the formal 
principle of the west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intends to see everything as a whole. Even to a single word, 
different people can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This is the spirit of real Chinese which emphasizes 
various understanding and reflection in the world. An individual’s spirit is dissolved with nature, free from 
any bond.  

4. Further readings 
(1) Chomsky, Noam.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IT Press. 1991.  
(2) Halliday, Michael A. 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3) Noel Burton-Roberts, Analysing Sentences, Routledge, 2013. 
(4) Poole, G. Syntactic Theory. 2nd edition, Palgrave Publishers, 2010.  
(5) Quirk, R. S. Greenbaum. G. Leech, and J. Svartvik,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gman, 1985.  
(6) Radford, A. Transformational Syntax: A First Cour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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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7) 胡文仲，《英美文化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8)  邓炎昌，《语言与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知识单元 5：Complex vs. Simplex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is chapter aims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in sentence 

length, subordination and clauses, obtain knowledge of reasons for those differences, and enable students 
to command the transition skills in complex sentences.  

1. Conceptual Foundations 
Subordination, the placing of certain elements in modifying roles, is a fundamental feature of English. 

With plenty of subordinate clauses and phrases, English has comparatively longer and more complicated 
sentences than Chinese, which, on the other hand, is marked by its coordination, loose or minor sentences, 
contracted sentences, elliptical sentences, run-on sentences, and composite sentences. English sentence 
building is featured by an “architecture style” with extensive use of longer or subordinate structures, while 
Chinese is marked by a “chronicle style” with frequent use of shorter or composite structures. In short, 
English sentences are often complex, while Chinese sentences are often simplex. Chinese sentences are 
not subject to formal restraints, thus they can be diverse in accordance with expression need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words is flexible.  

2. Questions concerned 
(1) What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in syntax? 
(2) What are the reasons for such differences?  
3. Concrete content 
3.1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languages in syntax  
Most English sentences contain subordinate structures, which are modifiers to other components of 

the main clause. Those subordinate structures include phrases and clauses. This structural form brings 
English sentences long with complex layers. In general, English sentences are longer than Chinese ones. 

In Chinese, there are many loose sentence, diffusive sentences, omission sentences, compact 
complex sentences and flow-like sentences. Most of those sentences are formed by short clauses with 
length between 7 and 12 letters.  

Syntactic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can be summarized as: English language has many 
conjunctions and grammatical rules that facilitate the compactness cored at S-V structure. 

3.2 Reasons for such differences  
(1) Reasons for English sentence length  
●The use of connective words, formal change, and grammatical rules, which define cl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parts. E.g. 
The many colors of a rainbow range from red on the outside to violet on the inside. 
● The flexible word order provides English sentences with freedoms in selection of appropriate 

terms.  
● The formal pronouns of “it” and “there” usually make it possible to put the longest part at the 

end of the sentence, thus realizing end-weight.  
● The end-open feature makes the feature even more apparent.  
(2) Reasons for simple features of Chinese sentences 
●Chinese language is paratactic, i.e., to be understood and calculated by readers themselves. So there 

is no connective or grammatical coherence between Chinese sentence parts. If a sentence is too long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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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ood easily, it will be a failure.  
●Chinese language is somewhat rigid in word order, which requires modifiers to be in front of 

headword. This rule also imposes restraints in the length of modifiers.  
●But Chinese language has its compensation, that is, all its clauses are arranged in coherence to the 

theme. A notion will be described in flow-like sentences, in which clauses are connected one another in 
chronicle style. 

1) In the doorway lay at least twelve umbrellas of all sizes and colors.  
门口放着一堆雨伞，少说也有十二把，五颜六色，大小不一。 
2) There are many wonderful stories to tell about the places I visited and the people I met.  
我访问了一些地方，也遇到了一些人。要谈起来，奇妙的事儿可多着哩。 
3) Can you answer a question which I want to ask and which is puzzling me?  
我有一个问题弄不懂，想请教你，你能回答吗？ 
4) Gentlemen, I am ashamed to see men who embarked on so great and glorious an undertaking as 

that of robbing the public, so foolishly and weakly dissenting among themselves. (Fielding: Jonathan 
Wild)  

诸位先生，有些人正在干着一番光荣而伟大的事业，即掠夺大众。他们居然如此愚蠢，如此虚

弱，甚至在自己人中间发生内讧。看到他们做这种事，我真觉得丢脸。 
From the examples above, it can be seen that an involved sentence in English is normally turned into 

two or more than two sentences, or into a full sentence, followed by some minor sentences in Chinese. 
This translation technique is called division. 

4. Further readings 
(1)《英汉翻译教程》张培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 
(2)《英汉互译实用教程》（修订版）郭著章、李庆生，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新英汉翻译教程-(学生用书)》李艳林、王振国,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4)《汉译英理论与实践教程》程永生，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版。 
(5) 庄绎传，《英汉翻译简明教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6) 叶子南，《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7) 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8) 杨月蓉，《实用汉语语法与修辞》，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9) 叶 朗，《中国文化读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10)卢晓江，《自然科学史十二讲》，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 
(11)徐亚男，《外事翻译-口译和笔译技巧》，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 

知识单元 6：Impersonal vs. Personal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Conceptual foundations 
Formal written English often goes with an impersonal style, in which the writer does not refer 

directly to himself or his readers, and he avoids using the pronouns I, we, and you, thus the writer and the 
reader are out of the picture, hiding themselves behind impersonal language. Some of the common 
features of impersonal language are passives, sentences beginning with the introductory word it and 
abstract nouns as subjects. Chinese, by contrast, prefers to use the personal style, which is featured by 
more active sentences, or more active sentences in form but passive in meaning, personal subjects, or 
subjectless and subject-omitted sentences when the subject itself-evident, unknown or implied in the 
context. 

As a result of the above differences, the conversion of English impersonal subjects into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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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subjects is often employed in translation. 
1) An idea suddenly struck me.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 
2) A strange peace came over her when she was alone. 她独处时感到一种莫名奇妙的宁静。 
3) Alarm began to take entire possession of her. 他开始变得惊恐万状。 
4) From the moment we stepped in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re and kindness surrounded 

us on every side.  
一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 我们就随时随地受到关怀与照顾。 
5) The happiness-the superior advantages of the young women round about her, gave Rebecca 

inexpressible pangs of envy. 丽贝卡看见周围的小姐那么福气，享受种种优越的权利，就有说不出的
眼红和痛心。 

6) Specialti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adjusted and teaching methods improved. 应该
调整高等院校的专业设置, 改进教学方法。 

2. Questions concerned 
(1) Why does English prefer depersonalization? 
(2) Why does Chinese prefer personalization? 
3. Further readings 
(1) 张汉熙，《高级英语》(修订本)第1、2册，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2) 刘宓庆，《文体与翻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3) 冯国华、吴群，《英译汉别裁》，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 
(4) 杨月蓉，《实用汉语语法与修辞》，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5) 叶朗，《中国文化读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6) 卢晓江，《自然科学史十二讲》，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 
(7) Langan, J. College Writing Skills with Readings.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8) O. Jespersen: Essentials of English Grammar, p. 154,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33.  
(9) Jandt, Fred E. 1998.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 Introduc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0) Altick, R. 1956. Preface to Critical Reading.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Inc.  

知识单元 7：Passive vs. Activ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Content 
1.1 English: a passive-featured language 
(1) Reasons for the popularity of passive voice in English.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agent 
a. Don't want to focus on who is doing an action (the agent, doer), but on who is receiving or 

experiencing the action(the patient). e.g. Scientists classify glass as a solid.  
    Glass is classified as a solid.  
    The house was built in 1654.  
    The road is being repaired. 

b. we don't know or cannot express who or what performed the action: the agent e.g. I noticed that a 
window had been left open.    
    Every year people are killed on our roads.  
    ET was directed by Spielberg.  
    A great deal of meaning is conveyed by a few well-chosen words.  
    Our planet is wrapped in a mass of gases. 
    Waste materials are disposed of in a variety of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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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nnecessary, irrelevant or repetitive to state who the 'doer' of the sentence is. e.g.  
    One type of work group, the semi-autonomous work group, is discussed in a section later in this 
chapter.  

The group was designed to last for only the lifetime of a particular project.  
She told me that her master had dismissed her. No reason had been assigned; no objection had been 

made to her conduct. She had been forbidden to appeal to her mistress.  
d. when the agent should be hidden or omitted for certain pragmatic reasons.e.g.  
Some things have been said here tonight that ought not to have been spoken. Visitors are requested to 

show their tickets.  
the consideration of syntax  
a. For the sake of cohesion and coherence.  e.g. Some kinds of plastics can be forced through 

machines which separate them into long, thin strings, called “fibres” and these fibres can be made into 
cloth.  

b. Keep the balance of sentence so as to maintain end focus and end weight. This is actually a good 
way of making sentence idiomatic because it makes subject simple and predicate complicated. e.g. And it 
is imagined by many that the operations of the common mind can be by no means compared with these 
processes, and that they have to be acquired by a sort of special training.  

许多人以为，普通人的思维活动根本无法和科学家的思维过程相比，他们还以为这些思维过程

必须经过某种专门训练才能掌握。   
the consideration of rhetoric 
e.g. The games of the 29th Olympiad in 2008 are awarded to the city of Beijing. 
Beijing is the city for the games of the 29th Olympiad in 2008.   
There are many ways to vary the basic English sentence pattern of subject-verb-object.The basic 

English sentence pattern of subject-verb-object can be varied in many ways. 
(2) Classification of passive in English: syntactic passive; notional passive 
Notional passive: using active construction to express passive notion. E.g. These products sell like 

hot cakes. 
    The clock winds up at the back. 
    She dressed beautifully. 
    The room filled rapidly. 
    This kind of cloth washes very well. 
    The book is printing. 
    The plan is working out. 

Some words and phrases imply passive meaning. e.g. employee; emaminee; referee; the 
imprisonment of the murderer; eatable; desirable; visible; respectable; in one’s possess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1.2 Chinese: an active-featured language 
a. “被字式”，unfavorabl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e.g. 大国之攻小国，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墨子） 
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 
汉语大多数被动意义不用“被字式”。按照汉语的习惯，如果句中无须指出施事，主动意义与被

动意义又不致发生混淆，一般不用结构被动式，而用意义被动式。 
Most passive construction is used to express sth. unpleasant or undesirable. 
庄稼让大水冲跑了。 
The crops were washed away by the fl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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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敌人全给游击队消灭了。 
The whole horde of enemy soldiers was wiped out by the guerrillas. 
这家工厂在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 
This factory was seriously damaged during the earthquake. 
b. Chinese passive sentenecs: dynamic instead of stative  
吕叔湘：在形式上，被字底下一般要有宾语，表示主动者。换句话说，汉语被动句只表示动作

（因为动作和人是连在一起出现的），即是动态的 dynamic，一般不表示状态 stative. 
English passive changes from Link-verb construction, so it can be both stative and dynamic, while 

Chinese passive can only be dynamic. e.g.  
The glass is broken. (静句)玻璃杯破了。 
The house is surrounded by trees.（静句）房子周围全是树。 
The glass was broken by my brother. （动句）玻璃杯被我弟弟打破了。（被动式）玻璃杯是我弟

弟打破的。（被动式的转换式） 
c. use active construction to express passive meaning e.g.  
He is respected by everybody.  
人人都尊敬他。（他被人人尊敬。？） 
The ceremony was abbreviated by rain. 
因为下雨，仪式举行得很简短。（仪式被雨缩短了。？） 
d. Different active constructions to express passive meaning 
无主语句或者主语省略句 
不定人称句（通称或泛称 general person:人、有人、人们、大家、人家、某人、别人） 
“把”字句、“为…….所”、“是……的”、“加以”句 
2. Questions concerned 
(1) What’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assive voice and impersonal tendency in English?  
(2) What results in the frequent use of passives of various forms in English?  
3. Further readings 
(1) Joan Pinkham 、姜桂华，《中式英语之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   
(2) 庄绎传，《英汉翻译简明教程》，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    
(3) 叶子南，《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4) 叶 朗，《中国文化读本》，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5) 夏晓鸣，《应用文写作》，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6)《英语笔译实务(3级)》， 黄源深总主编， 外文出版社，2009年。 
(7) 何明，《大学写作教程》，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8) Hymes, D. 1971.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Pride, J. B. & J. Holmes. (eds.) 

Sociolinguistics. Harmondsworth: Penguin. 
(9) Cole, M. & S. Scribner. 1974. Culture and Thought: A Psycholog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0) Flesch, Rudolf. 1946. The Art of Plain Talk.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知识单元 8：Static vs. Dynamic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Conceptual Foundations 
English tends to use less verbs than Chinese. In a simple English sentence or in an English clause, 

only one verb is used as the predicate of the sentence or clause. In a Chinese sentence, many verbs can be 
used as its predicate at once, so Chinese is rather “dynamic” while the English is “st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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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ly speaking, nouns are believed to be static in that they refer to entities that are seen as stable. 
At the opposite pole, verbs are featured as dynamic, for they are fitted by their capacity to show tense and 
aspect, to indicate action, activity, and temporary or changing condition. Adjectives and prepositions often 
go hand in hand with nouns, while adverbs are frequently used with verbs. English is featured by its 
predominance of nouns over verbs. S. Potter points out, “Our western civilization, it has been said, favors 
an over-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ect at the expense of the emotions That is why people prefer nouns to 
verbs. They suffer what the Germans call “noun disease”. They say John’s arrival was premature instead 
of John came too soon.” Therefore, nominalization is a common occurrence in English. 

English makes more use of nouns, adjectives, and prepositions; as a result, it is more static. 
Conversely, Chinese often employs adverbs, verbal phrases, repetition and reduplication of verbs; 
accordingly, it is more dynamic.   

(1) 名词化（nominalization） 
The doctor’s extremely quick arrival and uncommonly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patient brought 

about his very speedy recovery. 医生迅速到达，并仔细地检查了病人, 所以, 病人很快就康复了。 
(2) 用名词表示施事者（agentive noun），以代替动词 
汉语由动词加后缀构成的名词（读者、教师、打字员、观察家、修理工）用来指人，不再表示

行为或动作，因而英语这类名词往往要转换为汉语动词。英语常用含有行为和动作意义的普通名词

代替动词。大量由动词派生的名词既表示施事者、身份、职业等，还保留动词的意义。A hard worker, 
a slow walker, a good thief. e.g. 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她最会记仇。She is the best hater I’ve ever known. 
他能吃能睡。He is a good eater and a good sleeper. 
(3) 名词优势造成介词优势，使英语的静态倾向更为显著。 
e.g. He is at his books. (He is reading books) 他在读书。 
He has someone behind him. (Someone supports him)有人给他撑腰。 
(4) 动词的弱化与虚化 
英语中动作意味最弱的动词：be it/there + be （static）Be:一个典型的无感情色彩的联系动词，

只用于表示事物的本质或偶然发生的事情。 
(5) 用形容词或副词表达动词的意义 
英语常用动词的同源形容词与弱化动词相结合的方式表达动词的意义。 
I am doubtful whether he is still alive.  
The teacher thanked her pupils because they are very cooperative.  
The doctor felt sympathetic with his patients.  
2. Questions concerned 
(1) What is nominalization? 
(2) Why is English primarily a “nominalizing language”? 
3. Further readings 
(1) 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2) 戴耀晶《现代汉语时体系统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3) 范晓《汉语的句子类型》，书海出版社，1998年版。 
(4) 冯学锋、郑远汉《修辞面面观》，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 
(5) 范晓《三个平面的语法观》，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 房玉清《实用汉语语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7) 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语文出版社，l997年版。 
(8) 郭 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9) 葛本仪《汉语词汇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10) Wrenn, C. L. 1978.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Methuen &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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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ichy, H. J. 1967. Effective Writing. U.S.A.: John Wiley & Sons, Inc.  
(12) Bloomfield, Leonard. 1935. Language.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知识单元 9：Abstract vs. Concret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抽象思维被认为是一种高级思维（superior mind), 是文明人的一种象征(mark of civilized man). 

许多作者为了显耀其思想深奥而故弄玄虚、嗜好抽象表达法。英语有丰富的词义虚化手段，也大大

方便了抽象表达法的使用。 
1. Conceptual foundations 
In English, nominalization often results in abstraction. An excessive reliance on the noun at the 

expense mind of the writer from the realities of here and now, from when and how and in what mood the 
thing was done, and insensibly induce a habit of abstraction, generalization, and vagueness. This method 
of abstract diction is found in the frequent use of abstract nouns. By contrast, Chinese prefers to use 
concrete or specific words and employs a “down-to earth style”, expressing abstract ideas often by 
metapho simile, allegory, or other devices for making a thing plain.  

1) The stars twinkled in transparent clarity. 星星在清澈的晴空中闪烁。 
2) To the Chinese, theirs was not a civilization, but the civilization. 
中国人认为他们的文化不是文化中的一种，而是唯一的文化。 
3) No country should claim infallibility. 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 
2. Questions concerned 
(1) Why does English more employ the method of abstract diction? 
(2) Why does Chinese more employ the method of concrete diction? 
3. Further readings 
(1) 吴友富，《国俗语义研究》，上海外教，1999。 
(2) 胡曙中， 《美国新修辞学研究》，上海外教，1999。 
(3) 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上海外教，2000。 
(4)  李自俭，《英汉对比研究论文集》，上海外教，1999。 
(5) 叶子南，《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6) 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7) 杨月蓉，《实用汉语语法与修辞》，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8) Fowler, H. W. & F. G. Fowler. 1951. The King’s English, 3r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 Fowler, H. W. & F. G. Fowler. 1976.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0) Bradley, Henry. 1975. The Making of English. Revised by Simeon Potter.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知识单元 10：Indirect vs. Direct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Conceptual Foundations 
The wider use of such devices as euphemism, understatement, litotes, indirect negation, periphrasis, 

as well as the impersonal style and abstract diction makes English more indirect than Chinese.  
(1) Euphemism 
A euphemism is a generally innocuous word or expression used in place of one that may be found 

offensive or suggest something unpleasant. Some euphemisms are intended to amuse; while others use 
bland, inoffensive, and often misleading terms for things the user wishes to dissimulate or down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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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phemisms are used for dissimulation, to refer to taboo topics (such as disability, sex, excretion, and 
death) in a polite way, and to mask profanity.  

Euphemisms may be used to avoid words considered rude, while still conveying their meaning; 
words may be replaced by similar-sounding words, gentler words, or placeholders. Some euphemisms 
have become accepted in certain societies for uncomfortable information; for exam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doctor is likely to say “the patient passed away” rather than “the patient died”. A second example 
relating uncomfortable information and concealing some degree of truth would be “we put the dog to 
sleep” rather than “we killed the dog”. Euphemisms can be used to downplay or conceal unpalatable facts, 
such as “collateral damage” for “civilian casualties” in a military context, or “redacted” for “censored”. 

(2) Understatement 
Understatement is a form of speech or disclosure which contains an expression of less strength than 

what would be expected. This is not to be confused with euphemism, where a polite phrase is used in 
place of a harsher or more offensive expression. 

(3) Litotes 
In rhetoric, litotes (/ la təti z/, US / l təti z/ or /la  to ti z/) is a figure of speech in 

which understatement is employed for rhetorical effect, principally via double negatives. For example, 
rather than saying that something is attractive (or even very attractive), one might merely say it is “not 
unattractive”.  

Litotes is a form of understatement, always deliberate and with the intention of emphasis. However, 
the interpretation of negation may depend on context, including cultural context. In speech, it may also 
depend on intonation and emphasis; for example, the phrase “not bad” can be said in such a way as to 
mean anything from “mediocre” to “excellent”. It can be used to soften harsher expressions, similar 
to euphemism. 

The use of litotes is common in English, Russian, German, Dutch and French. They are features 
of Old English poetry and of the Icelandic sagas and are a means of much stoical restraint. The word 
litotes is derived from the Greek word “litos” meaning “plain, small or meager”.  

2. Questions concerned 
(1) Why is English more indirect than Chinese? 
(2) What devices make English more indirect than Chinese? 
3. Concrete Content 
(1) Euphemism   
Compared with Chinese, English euphemism is widely used in all kinds of subjects, covering taboo, 

privacy and other different aspects of social life, such as religion, birth, death, sex, love, age, disease, 
money, poverty, crime, profession, commerce, advertising, education, politics, economy, war, diplomacy, 
etc. e.g.    

1) Sanitary engineer (=garbage man) 垃圾清洁工  
2) meat technologist (= butcher) 屠夫  
3) human resources underdevelopment / underutilization (= unemployment) 失业  
4) At first, I was poor. Then I became needy. Later I was underprivileged. Now I am disadvantaged. I 

still don’t have a cent to my name, but I sure have a great vocabulary. 起初，我贫困，后来我拮据，再
后来我受到不公正待遇。现在我处于社会地层， 依然一文不名，词汇却学了一大堆。 

(2) Understatement 
A statement which is not strong enough to express the full or true facts or feelings, or which makes big 

things seem trifle is known as understatement, which is particularly common in English. An Englishman will 
say “I have a little house in the country.” When he invites you to stay with him, you will discover that the li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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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 is a place with 300 bedrooms. If you are a world tennis champion, you say “Yes, I don’t play too badly”. 
If you have crossed the Atlantic alone in a small boat, you say “I do a little sailing.”  

(3) Litotes 
Litotes is a way of expressing a thought by its opposite, especially with “not” as in “not bad” (=good), 

and “no” as in “no small” (great “no easy” = very difficult). Similarly, in our Chinese language, we often 
say “不虚此行” “不无遗憾”, “难免错误”, “未尝不可”. But we Chinese prefer to use direct affirmatives 
for the English litotes. E.g.  

1) To my no small astonishment, I found the house on fire. 我发现屋子着火燃烧 起来,这使我大
吃一惊.  

2) It serves no little purpose to continue public discussion of this issue. 继续公 开讨论这一问题是
大有裨益的。  

3) I couldn’t feel better. 我觉得身体好极了。 (= I am feeling first-rate.)  
(4) Indirect Negation  
A strange feature of the syntax of subordination in colloquial English is the transfer of the negative 

from a subordinating that clause, where semantically it belongs, to the main clause. e.g. “I don’t think that 
he will come” instead of “I think that he will not come”. Chinese prefers direct negation “我想他不会来” 
instead of “我不想他会来 More examples are given below:  

1) We don’t believe that the two boxers are very well matched. 我们认为这两个 拳击手并非势均
力敌。  

2) I don’t think that we can or should remain indifferent to it. 我认为，我们不能也不应对此袖手旁观。  
3) It is not our opinion that your proposed contract is practical. 我方认为，贵方拟 订的合同并非切

实可行。 Other ways of using affirmative forms to express negative meanings are often found in implied 
subjunctive sentences (含蓄虚拟句 disjunctive questions, ellipsis, swear-words, and ironical idioms. More 
examples are supplied here.  

4) You should have come at a better time 你来得不是时候。 
(5) Tactful Implication  
English speakers are often careful not to cause offence or upset people in their expressions, which 

leave gap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oughts. E.g.  
1) It can be worse. 还过得去。/还算不 怎么坏。/凑合凑合吧。  
2) You are late for the last time. 你被解雇了。 
3) You ought to know better than to do such things. 你不该做这样的事情。 
4) She has much more than just a pretty face. 她不仅有一张漂亮的脸蛋儿，还真有本事呢！/还真

有两下子呢！ 
(6) Periphrasis or Circumlocution 
Periphrasis is a round-about way of expression in speaking or writing the use of long or many words, 

phrases, or unclear expressions when short simple ones are all that is needed. We Chinese generally prefer 
to be straightforward. E.g.  

1) Will you be good enough to advise me whether I should accept the invitation? (= Please tell me 
whether I should accept the invitation.) 请您告诉我是否应该接受这项约请,好吗?  

2) In London there reigns a complete absence of really reliable news. (= There is no reliable news in 
London.) 伦敦没有可靠的消息。  

3) I wonder if you would be so kind as to lower your voices a little. (= Would you please lower your 
voices a little?) 请你们讲话小声一点，好吗？ 

4) Careful consideration of relevant data is imperative before the procedure most conducive toward a 
realization of the desired outcomes can be determined. (=Look before you leap.) 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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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d with English, Chinese has fewer indirect modes of expression, but o her means such as 
polite expressions or terms of respect, and self-depreciatory express (e.g. humble words) are often used, 
especially in classical or early Chinese. E.g.  

1) 贱姓李，请问尊客贵性? My surname is L. Could I have your name?  
2) 不知高见以为何如? I wonder if you could be kind enough to enlighten me on this matter. / May 

I have your advice?  
3) 我拜读了您的大作。I had the pleasure of perusing your work.  
4) 不想误触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抬贵手。We had no though of intruding upon your attention 

and hope you will overlook our offence. 
4. Further readings 
(1) 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 Samuelsson-Brown, Geoffrey, A Practical Guide for Translators, Clevedon Philadelphia Toronto 

Sydney Johannesburg: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8. 
(3) Sofer, Morry, The Translator’s Handbook, Rockville, Maryland: Schreiber Publishing, Inc.,1999.  
(4)《社会心理语言学》，王德春，上海外教， 2000。 
(5)《当代西方语法理论》，俞如珍，上海外教，2000。 
(6)《对比语言学概论》，许余龙，上海外教，2000。 
(7)《语义学》，上海外教 ，李瑞华，2000。 
(8)《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王寅，上海外教，2001。 
(9)《英汉翻译简明教程》，庄绎传，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10)《辞格与词汇》,   上海外教社, 李国南,  2001。 

知识单元 11：Substitute vs. Repetitive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Conceptual Foundations 
Repetition of words in English is generally more or less abnormal and objectionable except that it is 

rhetorical or significant. To avoid repetition, English often employs substitution, ellipsis, variation, and 
some other devices.  

2. Questions concerned 
(1) List some devices employed in English to avoid repetition. 
(2)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in substitute vs. repetitive? 
(3) What can explain such difference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3. Concrete Content 
(1) Substitution 
English generally uses pro-forms or substitutes to avoid repetition, while Chinese often repeats the 

same words or clauses. E.g. 
1)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into Chinese is not so easy as that from English into French. 英译汉不

如英译法容易。 
2) In any case, work does not include time, but power does. 在任何情况下,功不包括时间，但功率

却包括时间。 
(2) Ellipsis 
English usually leaves out the same word(s) from a sentence (zero-substitution) to avoid repetition, 

while Chinese often repeats the same word(s). E.g. 
1) A man is called selfish, not for pursuing his own good, but for neglecting his neighbor’s. 说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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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私自利, 并非因为他只图自己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不顾邻居的利益.  
2) Ambition is the mother of destruction as well as of evil. 野心不仅是罪恶的根源, 也是毁没的根源. 
3) Work with, and not against, nature. 要顺应自然工作，不要违反自然工作。  
4) Reading exercises one’s eyes; speaking, one’s tongue; while writing, one’s mind. 阅读训练人的

眼睛，说话训练人的口齿，写作训练人的思维。 
(3) Variation 
English often uses synonyms or near synonyms, superordinates, hyponyms, or general words to 

avoid repetition, while Chinese usually repeats the same word(s). E.g. 
1) John has bought himself a new Ford. He practically lives in the car. 约翰给自己买了一部新的福

特牌汽车,他几乎就住在这部汽车里。  
2) An electron tube is generally used for amplification, and vacuum tube is another name for this 

device. 电子管通常用来放大，而真空管则是电子管的另一名称。  
3) The monkey’s most extraordinary accomplishment was learning to operate a tractor. By the age of 

nine, the monkey had learned to solo on the vehicle. 这只猴子 最了不起的技能是学会驾驶拖拉机。到
了九岁的时候，这只猴子已经学会单独表演驾驶拖拉机了。  

Chinese, however, is more tolerant of repetition. Reiterative devices such as reduplication, repetition, 
antithesis and parallelism are often used in Chinese. 

(4) Reduplication 
Chinese often employs various patterns of character-reduplication for rhetorical or other purposes, 

while English has fewer devices of this kind.  
1) 路上挤满了男男女女,他们熙熙攘攘,正在买卖各种各样的东西。 The road was packed with a 

noisy crowd of men and women, who were selling and buying al kinds of things.  
2）房间空空荡荡，他走来走去，这儿停停， 那儿停停，东摸摸，西瞧瞧。Walking up and down 

the empty room, he stopped here and there to touch or look.  
3）她希望所说的情况真真假假，足以使他糊里糊涂。She hoped she had mixed enough fact and 

fiction in her story to mislead him. 
(5) Repetition 
Compared with English repetition which is generally rhetorical, Chinese repetition of word(s) and 

meaning(s) is rhetorical or grammatical, and is much more frequent.  
1) 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 We must not pretend to know what we do not know.  
2) 他说他的，我干我的。Let him say what h likes; I’ll just get on with my work.  
3) 我们的一些旧衣服和旧家具，当的当了，卖的卖了。 
4)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 沉默中死亡。Silence! Silence! Unless we burst out, 

we shall perish in this silence. 
(6) Antithesis and Parallelism 
Chinese antithesis consists of two balanced structures that are matched in sound and sense. 

Parallelism uses three or more parallel phrases or sentences of relevant meanings and similar structures. In 
writing and speaking, these two rhetorical devices are much more frequently employed in Chinese than in 
English.  

1)人有失误,马有失蹄。It is a good horse that never stumbles.  
2)人多力量大,柴多火焰高。There is strength in numbers: more logs make a bigger fire  
3)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While drawing a tiger, you show its skin, but not its bones; 

while watching a man, you can see his face, but no 
4）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Be lovely enough to outshine the moon and put the flowers to 

shame. / The beauty would put the flowers to sh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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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用点画成线，用线画成平面，用平面画 成立体。With points you can make a line; with lines, 
planes; with planes, solids.  

6）啊，我思念那洞庭湖，我思念那长江， 我思念那东海，那浩浩荡荡的无边无 际的波澜呀！
那浩浩荡荡的无边无际 的伟大的力呀！ 那是自由，是跳舞，是音乐，是诗。（郭沫若：《屈原》）  

Ah, I long for the Dong ting Lake, I long for the Yangtze River, I long for the East-China Sea! That 
mighty and boundless expanse of waves! That mighty and boundless expanse of strength! That is liberty! 
That is dancing, music, and poetry! Which rhetorical device is most clearly involved in the above version? 
That is the end of this topic! 

4. Further readings 
(1) Lyons, John. Linguistic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2) Palmer, F. R. Semantics: A New Outline, 2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3) Turner Ken,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Today, Foreign Languages, 2007(6). 
(4) Berns, M., & Matsuda, P. K. Applied linguistics: Overview and history. In K. Brown (Ed.), Th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nd ed.; pp. 394–405). Oxford, UK: Elsevier. 2006. 
(5) Wales, Katie, Northern English: A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6)《英语写作手册(英文版)》，丁往道等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 
(7)《实用翻译教程（增订本）》，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冯庆华，2002年。 
(8)《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1949-1998) 》，上海外教社，张美芳， 2001。 
(9)《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外教社，黄国文，2001。 
(10)《新实用汉译英教 程》。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陈宏薇，1996年版。 
三、课程进度表 

Weeks Contents Lecture hours Notes 
Week 1 Introduction: Language and Culture  2  
Week 2 Synthetic vs. Analytic 2  
Week 3 Synthetic vs. Analytic 2  
Week 4 Rigid vs. Supple 2  
Week 5 Translation Exercises 2  
Week 6 Hypotactic vs. Paratactic 2  
Week 7 Complex vs. Simplex 2  
Week 8 Impersonal vs. Personal 2  
Week 9 Passive vs. Active 2  
Week 10 Static vs. Dynamic 2  
Week 11 Abstract vs. Concrete 2  
Week 12 Translation Exercises 2  
Week 13 Indirect vs. Direct 2  
Week 14 Indirect vs. Direct 2  
Week15 Substitutive vs. Repetitive 2  
Week16 Substitutive vs. Repetitive 2  

Total 3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安排在基础课程之后，属于高级阶段的语言课程，以其他英语专业基础课程为基础。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翻译中英汉语言对比的重要意义；英汉语言的共性与个性； 
难点：对比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英汉语言差异在翻译微技能上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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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教师中心的方法，主要包括讲授、提问等方法；相互作用的方法，包括全班讨论、

小组讨论等方法；实践的方法，以练习不同题材和体裁的篇章翻译训练为主。 
教学手段：口头语言；文字和书籍、印刷教材；多媒体网络技术。 
4. 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不适用 
5. 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不适用 
6. 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

及平时随堂检测；期末考试占 70％。 
7. 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 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There is no required text, but if you’re really into this stuff, the following is recommended. Other 

readings may be required too; they will be made available on Blackboard. 
(1) 许余龙，《对比语言学概论》，武汉：湖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 
(2) 张培基、喻云根、李宗杰、彭谟禹，《英汉翻译教程》，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年。 
(3) 申雨平，《实用英汉翻译教 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2002年版。 
(4) 刘川、 段跃萍，《跨文化差异与词汇翻译》，载《中国翻译》，1996年。 
(5) 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6) 潘文国、杨自俭，《共性·个性·视角----英汉对比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

育出版社，2008年。 
(7) 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年。 
(8) 谭载喜，《奈达翻译论》，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 
(9) 王宗炎，《语言问题探索》，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 
(10) 裘克安编著，《英语与英国文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 
(11)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 
(12) 高名凯，《汉语语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13)Susan Bassnett and Andre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7. 
(14) Wrenn,C.L. 1978.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5) Riencourt A. de. 1959. The Soul of China. London: Jonathan Cape.  
(16) Russell, B. 1996.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London: Routledge.  
(17) Sweet, H. 1920. The History of Language. London: Aldine House, J. M. Dent & Sons, Ltd. 
(18) Venuti, Lawrence.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 Leech, Geoffrey & J. Svartvik. 1974. A Communicative Grammar of English.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20) LaPalombara. Lyda E. 1976. Introduction to Grammar. UK: Winthrop Publishers. 

执笔：王芳  审稿：王芳  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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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翻译与法律文化 
Legal Translation and Legal culture 

课程号：3080008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翻译专业的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目标是：1、理解法律文化的概念；2、了解法律文化与其它影响法律翻译因素的关系； 

3、掌握法律翻译中分析法律文化的基本方法；4、运用所学方法客观看待翻译现象并改进译文。 
法律翻译与法律文化课程从文化角度分析、解读法律翻译的种种现象。文化相比较于语言的词、

句、语篇，翻译的策略、技巧，是宏观的角度。本课程旨在开辟法律翻译实践和研究的新思路，为

学生提供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律文化方法的入门指导。通过这门课程的讲授，使学生了解法律文化对

法律翻译的重要性、了解中西法律文化的异同，掌握法律文化的相关概念、分析方法，并能从文化

角度客观评价译文并改进译文质量。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文化及法律文化的概念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文化的概念 
“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历史时期对“文化”的理解有着不同的含义。古希腊时，文化概念

更多的含义还是偏重于对科学、知识、哲学、教育等一些具有思辨意义的理解。古罗马时期，文化

概念赋予得更多的是它的物质或生物性的意义；而到了中世纪，文化被神学“同化”，只有神学和带
有神学性质的哲学才是文化的真正含义。从 16 世纪初，“照料动植物的成长”之意涵，被延伸为“人
类发展的历程”。17 世纪，文化才从神学中解放出来而具有独立的意义，“文化”才被认为是社会人
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18 到 19 世纪期间德国哲学家
和历史学家所使用的文化概念，指智力或精神发展的过程，强调进步的思想，强调价值观与素质的

培养与提高。文化作为专用术语，19 世纪中叶出现在人类学家的著述中。 
英国哲学家、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是第一个在科学意义上给文化下定义的人。

他认为文化就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
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博厄斯（Franz Boas）在 1930 年出版的《社会科学百
科全书》中，将文化定义为“包括一社区中所有习惯、个人对其生活的社会习惯的反应，及由此而
决定的人类活动”。在他看来，研究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必须将其置于该社会的大环境中全面考
察，才能发现其本质特征和内在逻辑。博厄斯曾认为文化现象太复杂，但“现象越复杂，它们的规
律就越具特殊性”，因此，“想建立一个适用于任何地方的任何事例，并能解释它的过去与预测未来
的概括性的结论是徒劳的。”  

2. 法律文化 
法律制度总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观念指导之下制订和执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文化是一

个国家法律制度的灵魂。法律文化不仅可以从静态上帮助我们对现行法律制度的了解，而且可以从

动态上帮助我们把握一个民族法律制度变迁的脉搏。 
世界范围内法律文化概念的出现大约是 20 世纪 60 年代。在中国，将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新的

概念和问题进行研究，最早则始于 80 年代中期。经过近 20 多年的研究，这一概念基本得到了我
国学术界的认可，它也获得了作为一个学科概念的合法性。法律文化是一个多义概念， 它作为一
个全新的概念和问题进入理论研究领域的历史较为短暂。西方国家以美国法学家拉伦茨弗里德曼在

1969 年发表的《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为标志，中国法学界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了对法律
文化的研究。对于法律文化的界定， 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给出了法律文化多种认知意向的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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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其一，广义的法律文化概念，即把法律文化看作是法律现象的综合体现，包
括内在和外在、主观和客观、制度和观念等各个方面。也就是说法律制度、法律规范、法律心理、

法律思想、法律习惯等物质形态、制度形态和观念形态存在的法律现象， 全部为法律文化概念所
包含。其二，狭义的法律文化概念，仅指精神的法律文化， 即把法律文化看作是法律意识中非意
识形态的那部分内容，也就是体现人类智慧、知识和经验等的文化结晶。其三，中义的法律文化概

念，即将法律设施和法律组织结构等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法律现象排除出去， 把法律文化视为人们
关于法律现象的比较普遍而稳定的认知、态度、心理、信念的总和。 
广义的法律文化是从文化研究的视角看待法律现象，以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作为参照，它的概念

涵盖几乎所有法律现象，外延过于宽泛，容易陷入“法律文化是个筐，什么问题都可装”的误区。实
际上是把法律文化和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相混淆了。狭义的法律文化以法律的历史流变为参照， 不
仅将法律文化限定在观念和精神领域，而且进一步限定在非法律意识形态部分， 法律文化不包括
随着社会变动而不断变动的部分，外延过于狭窄。而中义的法律文化以全部的法律现象为参照，将

法律文化限定在法律现象的精神和观念领域，即所谓“法律中的文化”部分，这既与历史唯物主文化
观相挈合，也与其他学科如政治学中政治文化的概念相对应，比较可取。 

3. 文化研究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 
从宏观上说，文化研究可以给翻译研究提供理论武器和观察视角，使我们超越单一的思维模式，

因而得出的结论就更具有理论意义和学科意义，而不仅是解决几个具体的操作技巧性问题。将翻译

研究置于更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之下必定有助于翻译研究得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地中占有重要的

一席。具体而言： 
价值观 
正如文化研究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围，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一样，文化研究也同样扩

大了翻译研究的领域、丰富了翻译研究的课题和方法。文化研究内部一个最根本的革新是对“价值”
观念的革新，无论美学价值还是物质价值，都是由文化建构的，每个时代都会产生它自己的经典。

在翻译研究中，我们也可以问类似的问题：法学著作或成文法的翻译作为有计划的规划是什么时候、

由谁开始的? 法律文本的翻译对法律制度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地方性 
文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色是“地方性”。所谓“地方性” 的知识，是相对于总体性和普遍性的

知识而言的。“地方性”就是局部性，它说明了一种文化观念，强调具体的语境化研究方法。“地方
性”或局部性的观念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有关的翻译问题:何为翻译? 翻译的定义是谁下的? 它体
现了哪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策略? 忠实、等值的标准是以一贯之的吗? 翻译的目的只有一种吗? 
它体现了哪一部分人的趣味? 

“关系”观 
如果要对文化研究有所定位的话，其要点可以说是对关系的深度关注：它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不同地域不同文化间的关系;不同主体不同性别不同身份间的关系;不同范式不同话语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 
1. 理解文化及法律文化的概念。 
作业： 
1. 例举法律文化现象。 

知识单元 2：翻译的文化研究框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翻译文化研究框架是指从翻译看文化的沟通和发展， 同时， 将翻译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中加以

考察，这是近十多年逐渐受到重视的研究领域。在国内， 有翻译史同思想史文化史结合起来研究，
通过个案分析， 探讨中日两国近代如何选择西方著作和如何以翻译为途径走向现代化；在国际上，
有以译作实例分析译者的文化心态或文化参照，后者认为翻译产品是文化产品的一部分，强调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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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意识形态、从权力的影响考察翻译。这些都导致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并使这一研究成为当
前世界上翻译研究的热点。 
关于这一翻译文化研究，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开展; 宏观偏重理论，微观偏重专题。 
宏观：翻译文化研究通论、翻译文化史、中外翻译文化比较、翻译文化的多学科综合研究、翻

译总目录/ 分科目录 
微观：译家/ 作家研究、译作研究、 
种类研究：小说翻译( 包括政治、科幻、社会、通俗小说等)、诗歌翻译 
散文翻译、戏剧翻译、社会科学译作、自然科学译作 
影响研究：文学翻译之影响： 对主题、体裁、描写手法( 如人物刻画， 环境和心理的描写等) 

的影响; 对叙述技巧、篇章结构等的影响;对语言的影响 
非文学翻译之影响：社科译作的影响、自然科学译作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对翻译的讨论可谓汗牛充栋，而对翻译文化史还缺乏系统

的研究。上图所示任何一个部分都尚未做充分的探讨，可以开展的工作还很多。从宏观上看， 有
关翻译文化的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方面的论著、论文都很少; 从微观上看， 关于译家、作家， 可
以开展比较研究的对象数十上百，这部分论述有一些，但无论方法、材料、观点，均显不足。 
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翻译不单单是两种语言的转换，而是为了实现文化交流的、具有文化蕴涵

的语言转换， 其文化性质是历史和现实所证实的。正由于这一文化特性， 从事翻译的人必定生活
于某一文化环境中，翻译活动必然带有文化的烙印，他的翻译选择、翻译观、翻译方法都会在一定

程度上受制于所处文化背景。我们可以推论，翻译理论与技巧的研究虽然无疑会有助于翻译的学习

和翻译质量的提高， 但翻译活动永远都会受到文化的影响， 翻译者不会拘泥于任何理论和技巧，
而是灵活处理其译法，因此翻译作品不会单一而总是丰富多彩的。 
学习目标： 
1. 了解法律翻译与文化的关系。 
2. 了解法律翻译作为学科体系所涵盖的内容。 
作业： 
1. 解释法律翻译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 
2. 比较中国宪法英译和美国宪法，并讨论其中的法律文化现象。 

知识单元 3：中国法律文化及法律翻译概述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中国法律文化 
（1）近代法律文化的演进 
1840 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和失败引起了中国社会的转折， 也使几千年的中国法律文化遭到西方

法律文化的猛烈冲击。西方殖民者的炮舰外交揭露了关于中西交往中谁说了算这个反复未决的争

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近代中国目的是把中国变成

他们的殖民地，用资本主义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国际交往和经济贸易，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商业利益

打开门户。这遭到了林则徐等有识之士的坚决反对和深思，他们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一部分官
僚士大夫在忧国忧民的同时，开始重新考察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了解西方的法律文化并做出了积

极的选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兴起了洋务运动，这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
改良派思潮的兴起，意味着中国法律文化演变的开始。 
各项西法东渐的改革 
《万国公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辛亥革命 民主、独立和自由的原则 
五四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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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代法律文化的变迁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巨变时代，先后在经济、政治及文

化等各个领域实施了变革，整个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法律文化作为与政治、经济联系更为密切的

文化样式，在内外部因素的作用下，也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迈进，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变迁轨迹。 
中国法律文化的变迁特点：一、中国法律文化是西方法律文化和传统法律文化在冲突交融过程

中整合而成的。二、从义务本位观主导到权利本位主导中国有着四千多年的人(德、礼)治传统，崇
尚等级、特权和服从。三、从单一强化政策文化到不断强化法治文化。 

2. 中国法律翻译概述 
（1）近代法律翻译的肇始 
1839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9)与其幕僚袁德辉翻译了瑞士法学家、外交家瓦

特尔(或译滑达尔，E .De Vattel， 1714-1767)所著的《国际法》， 译成汉文后定名为《各国律例》，
该书是中国近代引入的第一部法学著作， 对中国近代法和法学萌芽起了重要作用。 
梁廷(1796-1861)在其 1846 年刊印的《海国四说》中也涉及了英、美等国的法律制度， 该书

中以《合省国说》最为重要， 介绍了美国的总统选举及任期制度、参众两院、司法制度等。 
魏源的《海国图志》 
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 
（2）洋务运动时期（19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的法律翻译外国传教士大批来华， 他

们中的一部分具有较高的学养， 在传教的同时兼办报刊、教育， 进行翻译， 如(美)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 (美)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 (英)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 (英)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等。 

1862 年， 同文馆在北京设立， 揭开了中国官方有组织地正式引进与翻译国外法律与法学著
作的序幕。 

1864 年，丁韪良在中国人何师孟、李大文、张炜、曹景荣的帮助下，将美国国际法学家和外
交家惠顿(Henry Wheaton 1785-1848)所著的《国际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 :With a 
Sketch of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ce) 最终译完，初名《万国律例》， 正式出版时定名为《万国公法》。
此书是我国第一次比较完整地翻译的第一部国际法著作， 也是清末正式翻译的第一部“公法”类的
书籍。 
傅兰雅先后翻译的主要法律书籍有:《各国交涉公法论》(Commentaries upon International Law ， 

Volume 1-3)、《公法总论》、《佐治刍言》(Homely Words to Aid Governance)、《法律医学》(Principles 
of Medical Jurisprudence)、《各国交涉便法论》Commentaries upon International Law ， Volume 
4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r Comity)等。 

1880 年京师同文馆化学教习法国人毕利干(Anatole Adrien Billequin)译出法国律例四十六卷。
《法国律例》实际上就是当时法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贸易法、森林法、民法和民事诉讼法， 它
几乎包揽了宪法之外的法国的主要法律。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官方组织系统翻译的外国法典。 
（3）变法修律时期的法律翻译 
法律翻译在数量上迅速增长 
法律翻译门类逐渐齐全(突出宪政类、商法类书籍翻译) 
（4）建国后至 2011年 
初期 
成长期 
意识形态影响下的选择 
学习目标： 
1. 了解中国法律文化发展阶段。 
2. 掌握每个阶段法律翻译的特征。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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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察建国以后中译法律文献，分析其中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问题。 
2. 选择一部经典法律文献的中译著作，分析其在中文环境的接受程度。 

知识单元 4：外国法律文化及法律翻译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美国 
法律信仰和嗜讼倾向 
《圣经》与法治  
强健的权利意识和“法律爆炸” 
美国浓厚的宪政文化 
对封建法律制度摧毁比较彻底 
2. 英国 
法律至上观念 
限权观念 
契约观念 
自由观念 
3. 法律翻译的嬗变 
文字 v. 自由翻译策略的变化 
査士丁尼的严格文字翻译 
打破拉丁文的控制 
目标语的关照 
字面和法律精神的对垒 
学习目标： 
1. 了解美国、英国法律文化。 
2. 了解欧洲法律翻译的历史。 
3. 了解加拿大及比利时法律翻译概况。 
作业： 
1. 解释法律翻译目标语取向的背景及原因。 

知识单元 5：法律文化分析的方法 -- 个案研究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 万国公法 
原作与译本的比较。 
译本的改写主要体现在事实的删节、逻辑的简化以及与读者关系预设的重置上，这导致 
了文本类型从“论述型”到“指导型”的转变。 
从整体的删除篇幅和频次上看，由第一章至第十二章，呈现出由少到多，由稀到密的删除趋势。

具体到各小章节，又有平衡各章各节所占篇幅的倾向，即原书章节越长，译者越倾向于删除较多的

内容。 
从内容上看，除了篇幅语言结构差异引起的“必要迁移”之外，译者对于“产品”最大的改动体现

在对文本信息的增删和结构的简化，并未完整再现原作的法律事实和法理信息。其删改的内容又可

具体分为以下方面： 
在事实层面上，译者删除了与国际法命名相关的历史沿袭过程的记录和讨论，以“公法”一词以

蔽之，由此译者回避了原作中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的区分，也模糊了自然法和成文法的界限。这种

简化概念避免分歧的作法，一方面使读者更为容易地理解原作，另一方面也给译者在国际法的规定

性问题上预留了操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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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构方面：原作作为经典的法学著作，其伦理论证结构通常包括法律文本信息的出处、与案

例相关的背景以及细节，以及对法律条款或者法律原则的评议、对例外、限制、相反或补充的规定

（但书）、对事件后果或者抽象原则的推论；在译作中，译者倾向于删除反向论证、案例以及法理

推论等内容，对于章节的整体结构产生了简化的影响，削弱了原作的推理论证效力。 
2. 独立宣言 
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译作品进行历时和共时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比较研究，归纳证实翻译

历史观的意义和重要性。 
原文产生的时代 
裨治文的译本——晚清时期西方文化的传入 
民国的译本——民国时期的革命年代 
郭圣铭的译本——建国初期的民主政治建设 
赵一凡的译本——改革开放初期的新一轮民主化进程 
刘克苏、任东来的译本——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初期的平民参予文化 
3. 法律术语的翻译 
由于世界各国法律不尽相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概念体系，在翻译某些法律概念、法律术语时，

常常苦于找不到恰当的等值词，因此翻译困境在所难免。同一法系，由于社会制度不同，在翻译法

律术语时也会遇到不可译，或者没有完全对等词语的情况，有时也会因为一词多义或对所翻译文件

国家法律不了解而产生歧义或模糊性。 
（1） 译者的主体性 
法律术语翻译的共时比较。 
立法文本作为最严谨，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其翻译要求比其他文本翻译更加严格。早 
期对法律翻译的要求是严格的字对字，词对词，法律译者只能机械的进行符号转换。此后， 有

学者提出法律翻译不止是语言的翻译，而且是不同的法律文化之间的交流，译者只须将原文本的法

律效力传达给读者。此时，法律翻译者在翻译法律文本的过程中，逐渐的获得了发挥主体性的机会。

在多语言国家和机构，法律翻译者不止是不同语言的法律文本的媒介，他们还拥有参与法律制定的

权利。 
（2） 汉英法律术语翻译的历时比较。 
较早时期的术语翻译和近期的术语翻译的变化。 
翻译策略、翻译目的 
翻译策略变化的趋势 
怎样解读不同的翻译文本 
（3） 由德国功能主义学派提出的翻译理论从不同于传统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角度入手，为

开展翻译实践提供了全新的思维视角，有助于从更高的层面来研究法律术语及其翻译。在此理论中，

翻译是有明确目的的行为，采用何种方法或策略是由目标文本在目标文化中所要实现的功能或目的

来决定。同样的，法律术语的翻译也为实现某些特定的功能而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 
（4） 阐释学原理对于翻译理论以及翻译实践有其指导作用。在法律翻译的理论研究 
和实践中，同样可以运用阐释学的相关原理来理解法律翻译的过程。法律翻译过程是法律转换

和语言转换同时进行的双重工作，它不仅涉及到作者、读者、语言因素、交际目的，还可能涉及到

两种法律体系、法律文化、法律观念。要达到两种法律体系的交际目的，对译员需要具备的素质要

求甚高，而法律语言历来以生涩难懂著称，法律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乃是对于法律原文本的正确

理解，而正确理解有赖于对原文本的正确解读，由于阐释学研究有助于对文本意义的理解和阐释，

其对法律翻译有着重要的意义。 
（5）  比较法的方法 
法律翻译作为法律机制内的交流的概念己被广泛接受。为保证法律交流顺畅进行，翻译过程中，

译者不仅需要具有源语及目的语纯熟的语言技巧，且需要对源法律文化及目的语法律文化有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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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具体而言就是需要原文和译文在法律功能、目的、效果上的一致，因此比较法的“功能”方法
可以用在术语翻译中，作为考量的方法。 
源语、语法律法律术语之间的对应关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邻近对应，部分对应以及零对应。

在没有对应的情况下，译者可以创造新词，解释性翻译以及其他可行的翻译方法，以跨越在法律术

语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法律文化障碍。 
4. 合同翻译的文化解读—语料库方法 
语料库诸多研究方法中，词频（frequency）关键词(key word)是常用的工具。比较两个语料库

尤其是特殊用途语料库的词频，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有研究价值的区别。关键词指与另一语料库相比，

某词在目标语料库出现频率异常突出。许多研究发现，特殊语料库研究方法往往从关键词开始。关

键词既可以是与语篇主题紧密相关的词汇，也可以是带有诸多微妙信息的语法词。除词频和关键词

外，用语索引(concordance lines) 也是语料库常用的方法之一。由于词的意思产生于语境中，也就
是说词的搭配组合决定了它的意思，因此只观察单个词是远远不够的，对意义的研究不能忽视词语

的搭配组合（co-selection）。用语索引提供了观察词语搭配便利条件，利于洞察词语搭配的典型性，
尤其该词在文本中最常用的意思，最常用的搭配。而研究者往往能从词语搭配组合中揭开蕴藏其中

的语义偏好（semantic preference）和语义韵(semantic prosody)。 
比较发现：译文合同有语言明晰化的趋势:当表示转折、承接、指示的上下文关系时，连接词

使用异常频繁，连接词作为语义变化的标志，使文义更加明朗、突出。英文原创合同虽然也使用连

接词，但比例远远小于译文合同。另外，译文合同古英语词、合同套话使用比例远超过原创英文合

同。法律英语的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古英语词作为语言特征之一，是研究和教学的重点。古英语词

易辨认，好掌握，法律英语学习者把使用古英语词作为熟练使用法律英语的标志，因此，古英语词

的频繁使用也成为辨别译文或原创法律英语文本的参考之一。 
原创合同使用的许多词及相应的搭配在译文合同中完全没有出现，而这些词绝大多数并非法律

术语、专业词汇，而是日常英语也常用的表达方式。这个发现说明译者在合同语言形式上（关键词、

术语的运用）尽量靠近目的语规范，而在内容和逻辑方面仍紧紧靠拢源语，例如中文源语没有虚拟

语气，译文中使用 were， would的虚拟语气完全不存在。 
总之，中译英的译文合同从“形”上，尽量靠近目标语，而“神”上，即合同内容、逻辑以及合同

文化上却不能摆脱中文源语的制约。 
学习目标： 
1． 通过个案分析理解法律文化的作用。 
2． 理解社会大背景与法律翻译的关系。  
3． 掌握用比较法的方法分析法律术语翻译。 
4． 了解合同翻译源语对译文的影响。  
作业： 
1. 选择一个法律翻译文本， 分析翻译文本与法律文化的关系。 
2. 十组法律术语翻译的文化分析。 

知识单元 6：中西司法文化的比较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美国的司法制度 
（1） 美国的法院设置 
美国的法院有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两大系统，实行的是双轨并行的审判体制，联邦法院和州法院

互相独立，没有隶属关系。 
联邦法院主要负责审理与联邦法律有关的各种案件。联邦法院还管辖涉及州与州之间或者州与

联邦政府之间争执的案件，以及涉及外交官员、海商案件等。不过州法院与联邦法院在一些案件中

可能也会出现管辖权的交叉重合。联邦法院主要由联邦地区法院、联邦上诉法院及联邦最高法院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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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层级组成，另外，联邦法院系统还由国会通过立法设置了一些专门法院，如联邦军事法院、联邦

赔偿法院、联邦关税法院等等。 
州系统的法院名称各州不一，一般分3级，基层法院(County or Municipal Court)（其下还设有各

种不列为审级的小型法院）、州上诉法院(Superior Court of Appellate Division)、大部分州设有州上
诉法院，作为中级上诉法院、州最高法院(State Supreme Court)。 
美国的审判法院一般都采用法官“独审制”，即只有一名法官主持审判并做出判决。上诉审法院

则采用“合议制”，即由几名法官共同审理案件并做出判决 
（2） 美国的法官制度 
联邦法院的法官是终身制职务。 
在美国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法学家都是著名的法官。其原因在于法官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声

望，以及丰厚的物质生活条件，法官职业能够吸引美国社会中最优秀的法律人才。 
法官资格 
法官的选任：联邦法官、州法官    
（3） 陪审团制度 
陪审团制度的起源 
美国采纳陪审团制度的主要原因及宪法要求 
陪审团的种类 
陪审团制度的实施 
2. 英国司法制度 
（1） 司法组织   
根据 1971 年的《法院法》，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法院主要分民事、刑事和专门法院

三个组织系统。民事法院系统包括郡法院、高等法院、民事上诉法院和上院，刑事法院系统由治安

法院、皇家刑事法院、刑事上诉法院和上院组成，专门法院系统主要有军事法院、少年法院、劳资

关系法院和行政法庭等。苏格兰有自己独特的法院组织系统：郡法院仅管辖民事案件，郡法院兼管

辖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苏格兰高等法院是苏格兰民事、刑事案件的最高审判机关，但民事案件还

可上诉到上院。苏格兰还有特设的土地法庭。此外，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是英联邦某些成员国、

殖民地、保护国和托管地法院的最高上诉法院，受理不服当地法院判决的上诉案件。行政诉讼由普

通法院管辖，适用一般的法律规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政裁判所发展很快，但一般都不具有终

审管辖权，不服裁判所裁决的当事人有权向普通法院上诉。  
（2） 法官一律采用任命制。 
大法官、法官上院议员（上议院法官）、上诉法院法官由首相推荐，英王任命。英国没有司法

部，大法官拥有对司法人员的任免权。法官必须是“法律协会”的出庭律师，并有一定年限的司法实
践。法官一经任命，非经本人同意，一般不能被免职。最高法院法官则为终身职。地方法院法官

72岁以后才可以退休。法官薪水很高，待遇优厚。 
（3） 英国检察系统 
不如大陆法系国家那样规模庞大、职权广泛。检察长和副检察长是英王的法律顾问，有权答复

议会和内阁对于法律问题的咨询，主持重要案件的起诉，并出席有关英王权利案件的审判。  
（4） 陪审制度 
源于诺曼王朝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后被保留了下来。最初适用于所有刑事和民事案件。1873

年后，大部分民事案件不再采用陪审制度。原有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之分，1933年取消了大陪
审团。1939年陪审团人数由 12人减至 6人（叛国罪除外）。担任陪审员必须具有一定的财产
资格。  

（5） 律师制度   
英国律师分出庭律师和诉状律师两种。出庭律师听取诉状律师的诉讼情况介绍，在刑事法院、

高等法院或上诉法院出庭辩护，不与当事人直接接触。出庭律师可申请皇家大律师，享有多种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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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状律师主要负责承办当事人的不动产转移、遗嘱书立、契约签订等一般法律业务，以及提供法律

咨询、起草法律文件等，也可在地方法院出庭辩护。大部分情况下则负责联系诉讼当事人和充当出

庭律师的中间人。 
学习目标： 
1． 了解英美司法制度。 
2． 比较中西司法制度差异，并分析可能出现的翻译问题。 
作业： 
1. 翻译美国司法制度文章一篇。并分析其中的法律文化差异带来的翻译问题。 

知识单元 7：中美刑事法律文化比较及翻译实践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课前阅读辛普森杀妻案的判决书 
2. 介绍美国辛普森杀妻案和中国佘祥林杀妻案 
3. 中美刑事法律制度比较 
（1） 诉讼模式的比较  
刑事诉讼模式是指采用何种庭审的方式。从一国的庭审方式上可以辨别出该国是大陆法系和英

美法系国家。此外庭审方式也决定了诉讼中各诉讼参与人的地位。美国是典型的对抗制诉讼模式国

家，我国采用混合式。  
对抗制诉讼模式  
混合式诉讼模式  
（2）中美审判主体比较 
一是独立性不同。美国坚持司法独立原则，最终体现在法官、陪审团的独立性上。我国法律规

定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合议庭、法官没有独立审判权。二是权限不同。辛案中的审判权由法官

与陪审团分享。佘案中的审判以法院名义作出，实质上主要由法院审判委员会、地方政法委员会行

使。三是作用不同。辛案中法官和陪审团采取听审方式，无权就案件事实、证据问题向被告人质询，

案件事实主要通过控辩双方的交叉质证逐步展现。佘案中法官通过调阅案卷、质问被告人甚至主动

要求检方补充证据等方式寻找被告的犯罪事实。四是稳定度不同。辛案陪审团临时组成，不具有专

业性，但法官实行终身制，稳定度强，专业性高。我国刑事审判合议庭多临时组成，但法官的精英

化程度不够，需要面临系统内部的业绩考核淘汰机制，近年来法官流失率高涨，稳定度相对较低。 
（3）中美证据制度比较与评价 
一是法律原则不同。美国严格实行执行罪行法定原则。中国在法律中已明确罪行法定原则，但

法院往往扩大条文解释使刑法未明文禁止的行为作为犯罪，如许霆案中，不当得利的民事行为，作

为盗窃判刑。二是对非法采证的认识不同。佘案中警方采用了刑讯逼供的方法取证，但仍被用作判

案依据。辛案中，按“面条里只能有一条臭虫”的证据规则，其他合法证据也不被陪审团接受。三是
疑点利益归属不同。辛案中，警方在取证过程中的失误，使证据存在疑点，陪审团坚持了“疑点利
益归于被告”原则。佘案中，面对同样疑点重重的证据，法院事实上否定了“疑罪从无”的法律理念。
四是关于自证其罪的观念不同。辛案中，被告人否认指控，并有权始终保持沉默。在佘案中，被告

人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强大精神压力以及刑讯逼供之下，自证其罪。 
（4） 推理的主体不同 
在辛案中，控辩双方对证据问题展开持久而充分的辩论，在相互质证中共同推进推理过程，且

被告人的辩护团队为本案陪审团描述了比控方的理据更为充分可信的推理过程，可以说起到了推理

的主体作用。在佘案一审、二审中，公检法三方在案件开审前已确定“内部的审判结果”，其审判不
过是流于形式，推理主体也就模糊不清了。二是选择的推理方式不同。辛案采用辩证的法律推理，

对证据进行二次证立，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选择可供更具融贯性、合理性的小前提，再作出判决。

佘案案情复杂，理应采用辩证的法律推理方法，但中国法院在佘案中采取简单的演绎推理，没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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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进行证立，错误的小前提导致错误的判决。 
2. 佘祥林案判决书翻译实践及讨论 
学习目标： 
1． 进一步理解刑事法律文化和翻译的关系。 
作业： 
1. 修改佘祥林案英译的译文，并说明修改的理由。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文化及法律文化的概念 2  
2 法律翻译文化研究的框架 2  
3 中国法律文化及法律翻译概述 2  
4 中国法律文化及法律翻译概述 2  
5 中国法律文化及法律翻译概述 2  
6 外国法律文化及法律翻译 2  
7 外国法律文化及法律翻译 2  
8 个案研究—万国公法 2  
9 个案研究—独立宣言 2  

10 个案研究—法律术语 2  
11 个案研究--法律术语 2  
12 个案研究—合同翻译 2  
13 个案研究—合同翻译 2  
14 中西司法文化比较 2  
15 中美刑事法律文化比较及翻译实践 2  
16 中美刑事法律文化比较及翻译实践 2  
四、说明  
1． 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安排在基础课程之后，属于高级的翻译和法律结合的课程。 
2． 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律文化的概念、内涵及表现形式、中国法律文化的特征、西方（英美为主）法律文化

特征、法律文化对法律翻译的影响、解读法律翻译中的法律文化现象 
难点：法律文化与法律翻译之间的内在联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中心的方法，主要包括讲授、提问、论证等方法； 
2.相互作用的方法，包括全班讨论、小组讨论、同伴教学等方法； 
3. 实践的方法，以报告、讨论为主。 
教学手段： 
1. 口头语言； 
2. 文字和书籍、印刷教材； 
3. 多媒体网络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不适用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不适用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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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期中考试占 30%，包括口头和书面报告。期末考试占 4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选用教材 
1. Susan Šarčević 编著《New Approach to Legal Translatio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7

第一版 
2. 张中秋 编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出版， 2009年 1月 
3. 王克非 编著《翻译文化史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1997年 10月 
推荐参考书 
1. Frances E. Olsen 编著《Translation Issues in Language and Law》，Palgrave Macmillan出版

社，1988 
2. 王道庚 编著《法律翻译—理论与实践》，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3. 张隆溪 著《阐释学与跨文化研究》，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4 
4. 谢天振 著《翻译研究新视野》，青岛出版社，2002 
5. 屈文生 著 《从词典出发--法律术语译名统一于规范化的翻译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执笔： 魏蘅   审稿：齐筠   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笔译实践 
Practical Translation 

课程号：3080008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翻译专业（法律翻译）三年级第一学期的专业必修课程。 
翻译专业的目的定位是培养实用型翻译人才，因此，本课程侧重实践，理论为辅。要成为一名

合格的翻译译员，翻译专业学生必须具备扎实的双语语言能力，熟练掌握翻译的基本理念和技能，

此外还需具备语言能力之外的相关专业知识。一篇好的译文必定是一篇好的文章，读起来要像原文

一样自然流畅，切忌死译和故弄玄虚。这一条要求翻译课程要以实践为主，运用翻译实例提高学生

的翻译能力和写作能力，注重培养学生外语和中文语言表达的基本功，通过翻译实例教学，提高学

生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和调查研究能力，包括使用字典、语料库、计算机辅助翻译

软件和互联网搜索工具等翻译工具的能力。学生在修完本课程后，应初步具备翻译不同题材和体裁

文章的能力，对译文进行赏析的能力，并掌握相关话题所涉及到的言外知识。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系统向学生介绍翻译的性质、标准和技巧； 
2、通过各种题材和体裁的翻译实践强化翻译技巧，并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 
3、培养认真严谨的学习和工作态度； 
4、明确技巧型翻译和技能型翻译的区别，向技能型翻译发展； 
5、逐步建立对译文的分析批评能力，为翻译实践和相关学术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做好准备。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每周一次的课堂练习和隔周一次的课后练习及讲评，使学生掌握并实践

正确的翻译观念，通过练习摸索并实践一些翻译方法，有意识地根据翻译情景选择翻译策略，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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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互联网等手段查找资料，养成宏观思维解决微观翻译问题，学会运用批判性思维对笔译工作进

行评价，为英汉对比与翻译、合同翻译、法律翻译与法律文化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实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学时  

知识单元 1：关于笔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翻译？ 
2．翻译的目的、要求、标准。 
翻译的性质和地位翻译是创作，翻译是写作 
� 1、联合国翻译  
� 口译、笔译 
� 2、in-house 
� 3、freelance 
翻译的目的： 
实用型翻译或应用型翻译 
文学翻译的标准：大家都不陌生“信、达、雅” 
文学翻译的标准： 
严复：信、达、雅 
� Fidelity/faithfulness 
� Comprehensibility/expressiveness 
� Elegance/flair 
子曰:辞达而已（Confucius said, “Writing should be comprehensible）. He  
� also said: “Where language has no refinement, its effects will not extend  
� far.”(言之无文, 行之不远) So in addition to faithfulness and  
� comprehensibility, we should strive for elegance too if necessary.  
Alexander F. Tytler, 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翻译理论学家提出的翻译三原则： 
� 1、Tha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译文应

完整地再现原文的思想内容  
� 2、That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 

译文的风格，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 
� 3、That 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 译文应象原文一样

自然流畅  
鲁迅： “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则当然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傅  雷:“神似”

（similarity in spirit） 
钱钟书：“化境”（sublimation), 即“出神入化” 
非文学翻译的定义和标准： 
非文学翻译也可以笼统地称为文件翻译、实用型翻译或应用型翻译。文学和非文学的最大区别

在于，文学是虚构的，虽然可能有事实基础；非文学是事实性的，或者作者自认为是事实，虽然其

中也经常包含虚构的成分，如用于说理的举例。 
文学翻译艺术的成分多一些，非文学翻译科学的成分多一些；文学翻译需要多一 
些灵感，非文学翻译需要多一些勤奋；文学翻译的责任小一些（出现错误可能仅会招致批评），

非文学翻译的责任大一些（出现错误可能导致生命财产损失）。总 
然而，有些文本很难说是文学的还是非文学的，如旅游宣传资料。旅游宣传资料既包括对事实

的陈述，也包括对景物的描述。前者属于非文学性的，而后者就有很强的文学色彩。所以，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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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对翻译灵活性的把握，还要看文章各部分的具体情况。对于任何文本，无论是文学的还是

非文学的，翻译其中的事实或假定为事实的部分，必须确保信息的准确；翻译感性认识，则需要尽

量确保语言的通顺。如果准确和通顺出现矛盾，则要视情况决定取舍。 
有的时候甚至忠实度也不是最高要求。如果把翻译视为一项“有目的的社会活动”，即为了推动

一项社会事业而从事的活动，则不一定需要遵循“信、达、雅”的原则。翻译作为一项社会活动，受
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不一定以“信”（忠实）为最大原则。 
这种情况下，翻译成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原文可以被社会活动家或某种思想的倡导者

（advocates），如传教士和社会改革的推动者任意操纵。我国古代佛经的翻译、明清时《圣经》的
翻译活动以及清末文学和社会科学的翻译活动，就是典型的例子。例如，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一向是“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强调丈夫的地位高于妻子、妻子
对丈夫具有依附性。而印度佛教主张丈夫支持妻子，妻子安慰丈夫，妻子的地位并不低于丈夫，甚

至提倡丈夫应该侍候妻子。在印度佛典《对辛加拉的教导》中列举了妻子的五项美德，这些美德是：

（1）善于处理工作；（2）好好地对待眷属；（3）不可走入歧途；（4）保护搜集的财产；（5）对应
做的事情，要巧妙、勤奋地做。而在安世高译的《六方礼经》中，这 
五项美德按中国的传统进行了变通，译文如下： 
安世高译《六方礼经》： 
谓妇事夫，有五事。一者夫从外来，当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当炊蒸扫除待之。三者不得有

淫心于外夫。骂言不得还骂作色。四者当用夫教诫。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休息盖藏乃得卧。 
《伦理视角下的中国传统翻译活动研究》，彭萍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第 130 页 
然而，即使在古代，对原文的肆意修改也并不是翻译的常规做法。当原文没有价值或伦理取向，

或者忠实于原文有利于达到自己的目的时（如明清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合作翻译西方科学书籍），

还是要采用忠实的翻译。只有当原文所反映的伦理取向与译入语社会的伦理取向有冲突时，译者为

了达到更大的目的，才会采取阻断的手段，不让这些价值观念进入译入语，原文成了译者利用的原

材料。 
翻译活动的标准，可以概括为“准确理解、通顺表达”两条总原则。 
“准确理解”是指译者对原文的理解要做到深入、透彻，理解原文的每一个细节。“准确”在译文

中的体现，就是在读者读完译文后，能准确理解作者的所有观点和细节。“通顺表达”是指译非文学
翻译译文达到译入语对特定文体写作的一般要求，让读者觉得自己不是在读翻译，而是在读原作。 

“信”（忠实于原文作者希望表达的意思）是职业翻译活动的最大原则和本质特征。“准确理解”
就是为了达到“信”。 

“达”（语言通顺）不是翻译专有的特征，而是翻译和写作的共同特征。普通的写作，要求通达；
翻译也是一种写作形式（只不过用来表达别人的思想），当然也要求通达。所以，“达”是翻译的次
要特征。“通顺表达”，就是“达”。 
至于“雅”，如果按照严复的解释，指先秦的语言形式，则已经不是现代语言的特征，当然就不

是翻译的特征。如果做扩大解释，指文雅或者文采，则可能是部分文体的特征，如文学、散文等。

至于一般的科技文体，则没有这个必要。有些文体，如法律，甚至不允许使用具有文学色彩的语言，

因为文学语言的含义具有不确定性。所以，“雅”对于非文学翻译而言，并非共同特征，至少不是重
要特征。 
翻译的分类： 
� 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 
� 意译：liberal translation 
� 死译：word-for-word translation 
� 活译：dynamic equivalence translation 
� 形式对等：formal correspondence 
� 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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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义对等：equivalence in terms of meaning 
� 风格对等：equivalence in terms of style 
译员的能力和素养： 
1, a good command of the source language  
2, a good command of the target language  
3, a necessary knowledge of basic techniques (skills) used in translation 
4, a wide range and scope of knowledge   
5、学习能力也非常最要，贯穿始终 
翻译市场现状 
从 2011 年开始，中国的翻译市场发生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中国的对外翻译工作量首次超

过了外译中。 
� 中译外比例：56% v. 44% 
孤陋寡闻的我才发现《三体》的翻译居然是程序员，果然不会编程的律师就不是好翻译。膜拜

之余，恭喜大家都有成为别人家的全能小孩的潜力，顺便告诫自己要好好学习，不然早晚要饿死街

头。 
翻译市场现状 
� 一是市场对人才的刚性需求-但是学校与市场能否对接（媒体翻译、网页翻译等）-企业能否

吸引毕业生。 
� 二是学校之间实际存在的竞争-206所大学，谁能培养出市场认可的毕业生。 
� 三是机遇-大企业招的海龟不能胜任 
翻译误区： 
见字典就抄 
学习目标： 
1．了解翻译的定义和翻译学习的特征。 
2．掌握译文的几种评判标准。 
课后作业： 
介绍目前我（学生）对翻译的了解和对笔译实践课的期望（在学期末进行对照）  

文学翻译的标准 
非文学翻译的定义和标准： 

非文学翻译也可以笼统地称为文件翻译、实用型翻译或应用型翻译。文学和非文学的最

大区别在于，文学是虚构的，虽然可能有事实基础；非文学是事实性的，或者作者自认为是

事实，虽然其中也经常包含虚构的成分，如用于说理的举例。 
译员的能力和素养 
翻译市场现状 
常见的翻译误区 

知识单元 2：笔译技巧综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翻译技巧与方法综述与练习。 
学习目标： 
1．了解主要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一个比较宏观的概念。由于是翻译实践类的课程，结合

一些例子，多让大家练习。以后并逐步分别在练习中使用相关技巧与方法，慢慢融会贯通，并逐步

在练习中使用相关技巧与方法。  
2．掌握各种体裁和题材的文章可适用的翻译技巧。 
1. 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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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在翻译过程中按原文逐字逐句一对一的翻译。人们关心的是语言层面的技术处理问题，即如

何在保持原语形式的同时，不让其意义失真。 
e.g.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一国两制 
The three religions and the nine schools of thought 三教九流 
有人认为，“所谓直译就是逐字译，也就是英语的 word-for-word translation。由于这是一种字对

字的翻译，所以，一、不必一定考虑整个句子的涵义；二、译文完全保留下原文的语言形式─做到
和原文字面相似，结构相同。至于意译……首先是译出原文涵义，不一定要保留原文形式，不要求
做到和原文字面相同、结构相同的翻译了。” 

2、意译（free translation；paraphrase） 
• 是指根据原文的大意来翻译,不作逐字逐句的翻译(区别于“直译”)。通常在翻译句子或词组

(或更大的意群)时使用较多,意译主要在原语与译语体现巨大文化差异的情况下得以应用.从跨文化
语言交际和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意译强调的是译语文化体系和原语文化体系的相对独立性。 

• Don’t cross the bridge till you get to it. 
• 直译：不要过桥,直到你走到桥边。 
• 意译：不必过早地担心。不必自寻烦恼。 
• Do you see any green in my eye? 
• 直译：你从我的眼睛里看到绿色了吗 
• 意译：你以为我是好欺骗的吗？你以为我就这么容易上当吗？ 
• Don’t lock the stable door after the horse has been stolen. 
• 直译：不要等马被盗后，才去锁马厩门。 
• 意译：亡羊补牢。 
直译和意译的区别 
1. It’ s a Smoke Free Area. 
直译:它是个自由吸烟区。 
意译:它是个无烟区。 
2. Shakespeare put his hometown on the map. 
直译:莎士比亚把他的家乡放在了地图上。 
意译:莎土比亚使他的家乡声名远扬。 
3. John would not come out of his shell and talk to others at the party. 
直译:晚会上，约翰不愿从壳里钻出来与其他人说话。 
意译:晚会上，约翰不愿丢掉矜持与别人交谈。 
4. He is a rough-and-ready character. 
直译:他是个粗兽并有准备的人。 
意译:他是个粗鲁但尚能顶用的人。 
5. He got into trouble when he paid his bills with rubber checks. 
直译:他用橡皮支票付账，并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意译:他用空头支票结账，并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翻译原则:直译不等于死译(dead translation): 
例：街道妇女应动员起来打扫卫生。 
Women in the street should be called on to do some cleaning. 
“In the street” should be replaced by “in the community”. 
例：她一大早起床，进城，见到了她的公爹。 
She got up early, went to the town and saw her public father.  
“Public father” should be “father in law”. 
意译的例子：It rains cats and dogs / at sixes and sevens /Adam’s 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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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Little fish does not eat big fish. 
直译：小鱼不吃大鱼；意译：胳膊拧不过大腿 
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直译：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意译：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 
有人说，翻译是带着镣铐跳舞（translation is like dancing in fetters）；还有人说，翻译像女人，

忠实的不漂亮，漂亮的不忠实。实际上，忠实与通顺的关系是辩证关系。 
直译 v.s.意译 
直译：在译文语言条件许可时， 在译文中既保持原文的内容，又保持原文的形式，特别是保

持原文的比喻、形象、民族和地方色彩。 
意译：译文能正确表达原文的内容，但可以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 
能直译时尽量直译，不能直译时用意译。但要考虑到不同语言各自的特点和形式，翻译时必须

采取不同的手段。比如，汉语中有较多的形象。汉译英时就要优先考虑保留原文中的形象（法律是

治国之重器，重器就是一个形象）。但是如果保留中文的形象会给英语母语的读者造成理解上的困

难、或闹出笑话、或造成误解，那么就应该删除原来的形象。比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形象非常鲜
明，就可以直接翻译出来，spring up like bamboo shoots after a spring rain。当然西方也有类似的说法
“像蘑菇一样生长”grow like mushrooms。这时候直译和意译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所以说直译和意义的目的最终都是为了忠实表达原作的思想内容和问题风格，虽然是量体裁

衣，但又互不矛盾，殊途同归。 
3. 异化（alienation ） 
归化翻译(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与异化翻译(foreignizing translation)是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

蒂在 1995年所著的《译者的隐身》(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首次提出的。 
异化是以源语文化(source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 )为归宿，提倡译文应尽量去适应、遵从源语

文化及原作者的遣词用句习惯，保留源语的异国情调。 
如果表示作者、译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 
异化法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使用的原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保留

的原文的文化意象，目的是使译文保持原文的语言风格，向译文读者介绍源语文化，并丰富译入语

及文化。 
e.g. 
All roads lead to Rome.            条条大道通罗马。 
1．异化可以在语音层上出现。例如： 
ballet译作“芭蕾舞” 
cigar译作“雪茄” 
laser过去译成“莱塞”，现译作“镭射”、“激光” 
2．异化可以在词语层出现。例如： 
“crocodile tears”译作“鳄鱼的眼泪” 
鳄鱼既悍戾又狡诈，它将猎物抓捕到手之后，会一边贪心性吞食，一边流泪。 
“an olive branch”译作“橄榄枝”象征和平 
“sour grapes”译作“酸葡萄” 
酸葡萄(sour grapes) ：当人得不到自己 希望的东西时，内心会相当失望和沮丧， 在不少处理

方法中，有一个就是着意将自 己过去追求的东西加以贬抑和打 
“the cold war”译作“冷战”等等。不使用武器的斗争 
3．异化可以在句子结构层次出现。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是公认的佳译，其中就运用了

不少“欧化句式”。 
例：在《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三场中，波洛涅斯告诫女儿不要轻信哈姆雷特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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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speak like a green girl．Unsifted in such perilous circumstance．” 
朱生豪将其译为：“你讲的话完全像是一个不曾经历过这种危险的不懂事的女孩子。”  
譯者逐字直譯而忽略中文語法、用詞習慣，則容易寫出歐化中文。 
4. 归化 （domestication） 
归化，就是不考虑原文的内容和形式，而用读者熟悉的语言和形式来翻译，尽可能地达到原文

的意义和功能。例： 
Love me, love my dog.        爱屋及乌。 
a lion in the way             拦路虎  
as timid as a hare              胆小如鼠 
seek a hare in a hen’s nest      缘木求鱼 
as stupid as a goose             蠢得像猪  
cry up wine and sell vinegar       挂羊头、卖狗肉 
to grow like mushrooms        雨后春笋 
talk horse                      吹牛 
drink like a fish                 牛饮 
One boy is a boy，two boys half a boy，three boys noboy．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归化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target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主张恪守目的语文化的语言传统，

使用地道的目的语表达，遵从目的语的文化习惯。归化翻译有着积极的意义，它使得译文读起来通

俗易懂，不存在艰涩拗口的现象。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译者会最大限度地力求功能对等

（equivalence），在目的语中找出源语的对等语(equivalent)。 如果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对等语，就“用
目的语文化替代源语文化”，即把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对等语的外语词汇改头换面，或套用目的语中
与之相似的现成的表达法，把它们变成读者熟悉的目的语文化形象。 
杨绛先生曾经形象地比喻说，译者所从事的工作，是“一仆二主”的事情，即译者这个“仆人”不

仅要忠实于原著 这个“主人”，还要忠实于读者 这个“主人”。 
作业： 
译文赏析，讨论译文中使用的翻译技巧和效果。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2个，共 26学时 
实验 1：翻译中的调查研究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调查研究 
实验要求：熟练运用互联网等手段查找资料，培养通过平行文本解决翻译问题的能力。 
钻研精神： 
不要轻易相信自己听到的、看到的。总是要想一想：WHO is talking, to WHOM, about WHAT, 

WHEN, WHERE and WHY. 这也是译者需要靠考虑的问题。这些问题调查（想）清楚了，一切翻译
问题迎刃而解。 
理解接近、达到甚至超过作者水平 
² 译者的对原文的理解要接近、达到、甚至超过作者的水平  
² 译文要采用适当的形式  
³ 译文语言要符合写作规范  
³ 译文的用词和结构可与原文相同、相似或完全不同  
³ 译文篇幅可等于、大于或小于原文 
³ 结构或篇幅调整旨在增进沟通的效果，不违背作者意图 
² 译者不是翻译作者说了什么，而是翻译作者想说什么，甚至应该说什么 
表达作者清楚表达、希望表达甚至应该表达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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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公元 1271年，意大利商人Marco Polo 继其父之衣钵，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中国乔居 17
年后返回故乡。他不仅是中西文化传承的使者，而且让古老的丝绸之路从中亚延伸至欧洲大陆。 

³ 继其父之衣钵：其实是随其父一起来的 
³ 传承：多余；且他只可能传承西方文化 
³ 让古老的丝绸之路从中亚延伸至欧洲大陆：言过其实 
² ×In 1271, an Italian merchant Marco Polo, having inherited the mantle of his father, traveled long 

distances to China. Not only was Marco Polo the envoy of spreading and inheriting oriental and 
occidental cultures, but he also extended the Silk Road from Central Asia to Continental Europe. 

² 5mins小组讨论：如何修改这段话 
理解达到作者水平 
² 作者清楚、译者不清楚 
² 第三条 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检察、批准逮捕、

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结构歧义) ，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除

法律特别规定的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力。 
³ 中国刑诉法 
² NPC原译 
²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s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procuratorial work, authorizing approval of 

arrests, conducting investigation and initiating public prosecution of cases directly accepted by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² 我的改译 
The people’s prosecutor’s offices is responsible for impeachment, authorizing approval of arrests, 

investigating cases directly accepted by the prosecutorial authorities, and initiating public prosecution. 
翻译理念-之一 
² 译者是职业沟通者 
³ 责任重大 
³ 理解每个细节 
³ 对每个字负责 
³ 译文不停留在假设阶段 
³ 在确信是正确的翻译之前不写一个字 
例 1 
² 火灾显示盘 
² 原译：fire indicating panel 
² 求证 
翻译理念——之二 
² 译者与作者地位平等 
³ 译者和作者共同完成一项任务 
³ 两者为合作关系 
³ 两者地位平等 
³ 译者不从属于作者 
³ 译者是原作审校者 
例 2 
瓷罐 泰国总理送敬民副主席 
³ 没名字 
初步翻译 
³ Porcelain pot, Mr. Surayut Chulanon, Prime Minister of Thailand, to Mr Liu Jingmin, Exec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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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e President of BOCOG 
最后翻译 
³ Porcelain pot, Mr. Suwat Litapanlop, Deputy Prime Minister of Thailand, to Mr Liu Jingmi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BOCOG 
翻译/写作工具 
电子工具有助于提高翻译的质量。理解是翻译的基础，知识是理解的前提。利用电子工具可以

帮助译员尽快掌握相关专业的术语和知识，为准确地进行翻译打下基础。 
翻译任何专业的内容都需要对某个专业有一定的了解，仅凭一点翻译技巧是远远不够的。翻译

会经常遇到自己不懂的东西，尤其是各个行业的专业术语和知识。这种情况下，在接到翻译任务的

同时，要认真地做调查研究，掌握相关的学科知识，找到专业的表达方法，然后再进行翻译，而不

是想当然地做字面翻译。电子工具的内容无所不包，查找相关的专业内容也比较方便。 
翻译的产出是译文。如果在表达方面遇到问题，可以利用网络或电子词典查找译入语的相关文

本，甚至是表达方法和语言风格。接来下向大家推荐几种常用的翻译工具。 
³ 谷歌 
³ 灵格斯 
³ 维基百科 
³ 百度百科 
³ 网络词典 
灵格斯和网络词典的局限性：可检索范围较小 
百度百科：广告、条目的权威性； 
Wikipedia是一个开放的网上百科全书，有包括中文和英文在内的各种语言的版本。所谓开放，

就是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方对词条做出任意修改。正是这样，维基百科的内容才得以不断丰富。同

时词条又受到其他人的监控，因此错误才越来越少。维基百科包含各行各业的内容，是做翻译时查

找背景资料和双语文本的得力工具。翻译前期准备工作时，可以先到这个网站熟悉有关的行业知识，

并通过对照阅读中英文文章，学习专业术语。需要强调的是，通过平行文本获得的专业术语表达通

常比字典或网络词典上提供的对等词更为可靠。因为字典缺少上下文，译者无法确定不同语境下具

体词语的具体含义和用法。 
有时候国内登陆该网站会出现困难，解决办法就是使用专门为维基开发的浏览器

（http://gollum.easycp.de/en/），通过它可以查到非敏感条目的内容。其他网站 answers.com也转载维
基的内容，但只能看到英文条目。 

Google 是重点了解的一个搜索工具，可以很好地运用于协助翻译。不同于电子词典或在线词
典，它能用来查询更多的背景知识、专业术语、人名地名等专业名词，查找国内外重要的法律文书

的译文或原文，检验词语的意义和用法等。 
相信很多人已经在使用 Google帮助翻译，比如直接用 GOOGLE TRANSLATOR，机器翻译。

但是，还有很多谷歌的使用诀窍值得介绍。 
……………… 
实验 2：注释原则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注释原则 
实验要求：熟悉运用注释的原则；掌握文内注、尾注、脚注等方法。 
注释原则取决于译者对译文读者之认知语境和认知能力的正确判断, 所以讨论英译汉,因为我

们与译文读者属于同一认知语境。 
• 文学翻译实践中，曹明伦总结出英译汉中注释的原则:  
• (1) 当注必注,不偷懒懈怠 
• (2)点到为止, 不画蛇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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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准确精当, 不误导读者 
• (4) 客观合理, 不为注而注 
• (5) 随文注释, 方便读者 
• (6) 标记清楚, 体例统一. 
• 袁可嘉先生将翻译中译注和加注原则概括为六点: 
• (1)体会作者意图 
• (2)照顾读者需要 
• (3)明确畅达的文字 
• (4)适当的字数 
• (5)醒目的注释符号 
• (6)适当的注释位置. 
一. 疏导理解障碍, 不能当注不注. 
语言难点注释, 文化背景注释, 对社会、政治、法律、民风民俗、典故、术语、引文、背景等

内容的注释; 对作者思想感情的注释。 
• IMPEDIMENTS TO MARRIAGE  
• Impediments are circumstances of a person or of the couple that mean they are not free to enter 

certain marriages. Impediments exist in both canon (church) and civil law. For example, if either party is 
below the minimum legal age (in canon law, this is 14 years old for the female and 16 years old for the 
male; in civil law, this minimum varies according to the State and country like the Philippines I think it's 
18 and 21)at the time of the wedding, then the marriage, regardless of the couple's good intention, remains 
invalid. ….. There are about a dozen impediments noted in canon law, all of which should be reviewed by 
the priest or deacon preparing a couple for marriage. …. 
二. 为不可译现象做翻译补偿 
• 弥补译文读者所缺乏的共享信息或预设知识。注释一直以来被视为一种翻译技巧，或被当

成直译的辅助手段，“注释法”、“加注法”、“直译加注”等提法常见于各类翻译总结中。 
• 比如文字游戏 
三. 对译文中所采用的特殊翻译技巧、手法的注释 
• 例 1. <Jude the Obscure> <无名的裘德>中淑写信拒绝和裘德会面时, 哈代这样评价说: 如果

安排一切的不是上帝, 那就是女人.  
• 张谷若在这句话后面加注: 英国谚语, 谋划一切的是人,但是安排一切的却是上帝,等于中文

说,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此处因上下文关系, 不能用“成事在天”字样. 
四. 点到为止. 繁简适度、不能注犹不注 
五. 客观合理, 不掺杂个人情感 
六. 随文注释,方便读者. 用脚注(页末), 不用夹注. 节省篇幅, 在同一篇译作或同一部译作中

重复相同注释时, 参见前注(参见后注). “参见某书某页注 X”. 书稿所示的页码一定是正式出版的图
书中的页码, 因为排版编辑会变。 
七. 标记清楚, 体例统一. 阿拉伯数字, 正文用(1), 脚注也如此, 不能变成 1 
注释标记放在句末, 但若注释针对某人名, 地名, 物名, 术语, 注释标记紧跟该词后面。 
译诗的话, 注释标记放在该诗行末。 
如果原作本来就有脚注, 译者在每条注释后用破折号表明”原注”，“原编者注”，还是译者注。 
八.标准统一 
九. 翻译原文中用第三语言写的词、词组成或句子 
十．背景调查和注释不能替代翻译本身需要的努力。  
• 余光中先生说: 译者仍然是一种学者。他可以不落言诠, 可以述而不作, 却不能没有学问; 

不过他的学问已经化在他的译文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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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谷若先生认为, 注释是翻译的必要工作, 未做翻译先要做注释。他译哈代作品时说, 他在
译注上所花的时间不少于在译文上所花的时间。 
• 北京大学英语系的俞大絪教授, 她经常在张先生的译作出版后主动索要赠书, 并且直言: 

这些书我都早读过原文版了, 可是我就是要你的注释。 
……………… 
实验 3：拆译-长句翻译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翻译技巧-拆句 
实验要求：研究中英文差异；译文断句的依据和方法。 
……………… 
实验 4：增词与减词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翻译技巧-增词与减词 
实验要求：介绍增词与减词的方法；根据具体的环境，研究增词、减词的各种情况。 
英汉语中的词汇，无论涵义、搭配、习惯等都有很大的差异，一一对应的现象一般不多。为使

译文通顺畅达，符合汉语表达习惯，英译汉时需要增加必要的词语，省略不必要的词语，现将增词

和减词的翻译技巧分述如下： 
增词 
• 英汉两种语言，由于表达方式不尽相同，翻译时既可能要将词类加以转换，又可能要在词

量上加以增减。增词法就是在翻译时按意义（或逻辑上）和句法上的需要增加一些词来更忠实地表

达原文的思想内容。这当然不是无中生有地随意增词，而是增加原文中虽无其词而有其义的词。 
• 根据意义上或修辞上的需要 
• （一）增加动词 
• By supplying necessary verbs before or after nouns. 
• 1) They talked for almost eight hours through dinner and well into the night. 
• 他们差不多谈了八个小时，中间吃了一顿晚餐，接着一直谈到深夜。 
• 2) He favored the efforts to improve relations with all peace-loving countries. 
• 他赞同为改善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关系而进行努力。  
• 3) "Nobody could count on his restraint or rationality, he said. 
• 他说,“谁也不能指望他会采取克制和讲道理的态度。” 
• 4) In spite of yesterday's rainstorm, the crops lay green in the early light. 
• 虽然昨天遭受了暴风雨的袭击，庄稼在晨曦中显得郁郁葱葱。 
（二）增加形容词 
By supplying adjectives before nouns. 
1) "This is grasping at straws, I know, " said the helpless man. 
“我知道这是在抓救命稻草。”他无可奈何地说。 
2) With the meeting to begin in just a couple of hours, I hadn‘t the time to worry about such trifles 

(琐事). 
不出两小时会议就要开始了，我没有闲工夫为这些琐事操心了。 
3) “It'll make a man of him,” said Jack, “College is the place.” 
“一定会把他造就成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杰克说，“就是应该上大学嘛。 
4) He regarded the National Day edition of that paper as a collectors item. 
他把那份国庆版的报子视为一个收藏家的珍品. 
（三）增加副词 
By supplying adverbs before some 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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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ow and then his boots shone. 
他的皮靴不时地闪闪发亮。 
2) A seagull saw the light from the window and darted up to it. 
一只海鸥见到来自窗户光线便飞扑过去。 
 3) In the films of those days, all too often it was the same one: boy tractor（拖拉机） driver meets 

girl tractor driver, they fall in love and drive tractors together.    
在那些日子的电影里，总是老一套。男拖拉机手和女拖拉机手始而相遇，继而相爱，终而肩并

肩地开着拖拉机走了。 
（四）增加名词 
A. after the intransitive verbs 
1) He began to see things and to understand. 
他开了眼界，并懂得了一些名堂。 
2) He ate and drank, for he was exhausted. 
他吃了点东西，喝了点酒，因为他已疲惫不堪了。 
3) The invading troops looted （掠夺）and raped whenever they went. 
侵略军所到之处，掠夺财物，强奸妇女。 
B. before the adjectives 
1) This typewriter is indeed cheap and fine. 
这台打字机确实价廉物美。 
2) He is a complicated man──moody, mercurial, with a melancholy streak. 
他是个性格复杂的人——喜怒无常、反复多变、具有忧郁寡欢的特点。 
C. after the abstract nouns 
1) Nassar, with statesmanship and infinite patience, persuaded his quarrelling brother to sign an 

agreement. 
纳赛尔以政治家的手腕和极大的耐心，说服了争执不休的兄弟们签定了一项协议。 
2) For many years there has been serious unemployment in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 
资本主义国家多年来存在着严重的失业现象。 
3) He felt the patriot rise within his breast. 
他感到一种爱国热情在胸中激荡。 
4) The grief of the people took charge. 
人民的悲痛情绪失去了控制。 
D. after the concrete nouns 
1)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dustry remains one of the priorities of the government. 
发展中国工业仍然是政府的首要课题之一。 
2) Kissinger felt that Rogers was quibbling, but the lawyer in Nixon supported the quibble of a 

fellow lawyer. 
基辛格觉得罗杰斯在挑刺儿，但律师出身的尼克松却支持他同行的挑刺儿。 
（五）增加表示名词复数的词 
1、增加重叠词表示复数 
1) Very acute problems exist among them. 
他们中间存在着种种非常尖锐的问题。 
2) The US. had a brief period of regional feudalism during the period of slavery in the southern 

states. 
美国南部诸州，在奴隶制时期经历过短暂的地区封建制度。 
3) They drove in a black limousine, past groves of birch trees and endless rows of identical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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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s. 
他们开着一辆黑色的豪华轿车，通过一丛丛白桦树和一眼望不到尽头的一排排千篇一律的新

宅。 
4) The lion is the King of animals. 
狮是百兽之王。 
5) The very earth trembled as with the tramps of horses and murmur of angry men. 
连大地都颤抖了，万马奔腾，千夫怒吼。 
（六）增加表示时态的词 
1) I knew it quite well as I know it now. 
我在当时就知道得同现在一样清楚。 
2) Mother insisted to this day that she thought I was just joking. 
时至今日母亲还坚持认为我当时只是开玩笑罢了。 
3) They had always been able to control things. Now control was getting away from all of them. 
他们从前总能控制一切，但现在他们大家在丧失控制了。 
4) Stephen looked older than his age, for he had had a hard life. 
斯蒂芬看上去比他实际年龄要大，因为他曾有过一段艰难的生活。 
（七）增加语气助词 
1) All that made this Christmas Day was my knowing it was. 
今天算是圣诞节，只是因为我知道是圣诞节罢了。  
2) The little boy had brought with him knife, scissors and what not, tinkling in his pocket. 
那小男孩口袋里带着小刀啦、剪子啦、等等。丁零当啷响个不停。 
3) Their host carved, poured, cut bread, talked, laughed, proposed health. 
他们的主人割肉啦、倒酒啦、切面包啦、谈呀、笑呀、敬酒祝福啦，忙个不也乐乎。 
（八）增加名词单位词 
1 ) This too was a complete lie. 
这也纯粹是一派胡言。 
2) He squeezed his sister too and gave her a gentle push. 
他也捏了一把他的妹妹，并且把她轻轻推了一下。 
3) A red sun rose slowly from the calm sea. 
一轮红日从平静的海面上冉冉升起。 
（九）增加根据上下文需要及反映背景情况的词 
1) In April, there was the "Ping" heard around the world. In July, the Ping "ponged.“ 
四月里，全世界听到中国“乒”的一声把球打了出去。七月里，美国“乓"的把球打了回来。 
2) The weather was warm and everyone seemed to be on edge. 
天气闷热，所有的人都好象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 
3)The two crashes──boy and chair──brought George racing up from the basement. 
孩子和椅子先后倒地的声响使乔治飞快地从地下室跑上来。 
（十）增加概括词 
1) We have achieved rapid progress in industry, agriculture, commerce, education and culture. 
我们在工业、农业、商业、教育和文化诸方面已经取得了迅速的发展。 
2）The social systems of China and the US.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有着根本的差别。 
3) The students of Classes 1 and 3 have gone to the factory. 
一、三两班的学生已经到工厂去了。 
4) Henry Kissinger had slept there before, in July and again in 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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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前， 亨利·基辛格在七月和十月两度在这里下榻。 
（十一）增加说明性的词语 
1) The car stopped in front of the Nile Hilton. 
轿车停在尼罗河希尔顿饭店的门口。 
2) Oilfield Wives Farm the Gobi. 
油田工人的家属耕耘在戈壁滩。 
3) Chen is 32 and mother of 2 . 
陈今年 32岁，已有了两个孩子。 
根据句法上的需要 
By supplementing the omitted words. 
1) Water evaporates more rapidly when the temperature is high than when it is low. 
温度高，水蒸发得快；温度低，水蒸发得慢。 
2）Better be wise by the defeat of others than by your own. 
从别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比从自己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更好。 
3) Everything was on a larger scale for him, the highs were higher, the lows lower. 
他总是夸大事实，高的说得更高，低的说得更低。 
4) We don't retreat, we never have and nerve will. 
我们不后退，我们从未后退过，将来也决不后退。 
5) They have our interests at heart as we have theirs. 
他们关心我们的利益，同样，我们也关心他们的利益。 
6) "Loyalty is a very important thing, Miss Gimple, " he went on. "Oh, very," agreed Miss Gimple. 
“忠诚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啊，金波小姐。”他接着说道。“哦，是非常重要。”她表示同意。 
By supplying sentence connectors. 
1) Suddenly everything shook, a loud explosion was heard, a second, a third, ... 
突然间万物震动，只听得一声，接着第二声，然后第三声…… 
2) For mistakes had been made, bad ones. 
因为已经犯了错误，而且还是很严重的错误。 
By supplying words that forms a connecting link between the preceding and the following. 
1) He stepped to the platform: a little dingy station, a small crowd of travelers. 
他跨上月台，停了停，只看见：一个阴沉沉的小车站和一小群旅客。 
2) Border formalities, the French officials were polite and efficient, the Nazi authorities aloof and 

superior. 
办理边境手续，法国官员有礼貌，效率高，纳粹方面则冷淡而高傲。 
3) The bourgeoisie has torn away from the family its sentimental veil, and has reduced the family 

relation to a more money relation.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省略 Omission 
省略是指原文中有些词在译文中不必译出来，因为译文中虽无其词而已有其意，或者在译文中

是不言而喻的。换言之，省略是删去一些可有可无的，或者有了反嫌累赘或违背译文语言习惯的词。

但省略并不是把原文的某些思想内容删去。现从语法角度和修辞角度分别举例探讨省略法： 
2. Omission of Possessive pron.物主代词 
1) But his titanic determination, his powerful mind and his fierce commitment to the  mission of his 

class overrode all physical handicaps. 
 他那巨大的决心，坚强的意志和对本阶级坚贞不渝的精神，使他克服了一切身体的缺陷。 
2) She listened for a moment with her rounded 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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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睁圆着眼睛听了一会儿。 
3) When she told a story, she rolled her eyes and waved her head, and was very dramatic. 
她讲故事的时候，眼睛翻来复去，脑瓜儿东晃西摆，好像演戏一般。 
4) They came in their thousands. 
他们成千上万地赶来了。 
5) He wore a ragged, dusty coat that reached only to his knees. 
他穿着一件长及西盖的破烂的脏大衣。 
6) She is in her dressing gown and has cream all over her face. 
她穿着一件睡衣，满脸涂脂抹粉。  
3. Omission of it and there. 
1) It was a cold, dark day, the sky overcast. 
天又冷又暗，天空布满乌云。 
2) It was a good meal they had together that night. 
那天晚上他们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饭菜。 
3) Whatever is coming, we'll manage it all very well, you will see. 
无论发生何事，我们都会应付自如的，你将看着吧。 
4) Did it never occur to you that he might wish one day to see the country in which his father was 

born? 
难道你从来没有想到过他可能有一天想去看看他父亲出身的古国？ 
5) There was a pistol shot from the woods, followed close by another. 
树林里传来了一声枪响，紧接着又是一响。 
II. Omission of conjunctions 连词 
并列连词 
1) The early autumn day was warm and charming. 
初秋时节，日间溫暖迷人。 
2) He looked gloomy and troubled. 
他神色黯然，心思重重。 
3) She is just the person──so quiet and so bright. 
她是个理想的角色，秉性温和，聪明伶俐。 
4) The doors opened and the audience came crowding in. 
大门开了，听众一拥而入。 
5) Wise men love truth, whereas fools shun it. 
智者热爱真理，愚者躲避真理。 
6) He is not honest, so he is not fit to be a cashier. 
他不诚实，不适合当出纳。 
7) There must be somebody in, for I heard a voice. 
屋子里准有人，我听见了声音。 
III. Omission of the Definite or Indefinite Articles:定冠词和不定冠词 
1) More often we would go for a weekend to Camp David. 
我们到戴维营去度周末倒是更经常些。 
2) He would never have to sleep in a strange bed. 
他决不愿意在别人的床上睡觉。 
3) Life in the White House was confining, and this made the home we bought in summer 1969 for 

our retirement even more special for us. 
白宫的生活给人以禁闭的感觉，这使得我们对于 1969 年夏天为以后退休而购置的房子感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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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了。 
IV. Omission of Prepositions: 
1) By autumn of 1984, I was in Moscow bound for China.                             
1984年秋，我在莫斯科等待去中国。 
2) For me the most exciting event of the first year of my presidency came in July 1969 when an 

American became the first man to walk on the moon. 
对我来说，任总统的头一年，最令我激动的事件是 1969 年七月，一位美国人首次在月球上漫

步。 
3) On Sunday night, July 20, I stood around the TV set in the private office and watched Neil 

Armstrong step onto the moon. 
七月二十日，一个星期天晚上，我在私人办公室里站在电视机旁观看着阿母斯特朗登上月球。 
4) Life in the White House is active and intense. 
白宫的生活既活跃又紧张。 
5) Rumours had already spread along the streets and lanes. 
大街小巷早已传遍了各种流言蜚语。 
V. Omission of some words or phrases for brevity: 
1) A few months after this I crossed the sea eastward again. 
几个月之后，我又渡海东去。 
2) Now we have solved the problem and have arrived at the same conclusion as they arrived at. 
眼下我们已解决了这个难题，而且还得出了跟他们相同的结论。 
3) He realized the subtlety of China's messages, the gap between her hot rhetoric and her cool action. 
他领悟了中国信息的微妙之处：言辞激烈，行事谨慎。 
4) It seemed to me discret to retire, and I described myself as anxious for a walk before dinner. 
我觉得还是脱身为妙，于是就设法在进餐前去散散步。 
……………… 
实验 5：语料库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翻译技巧-语料库在翻译中的运用 
实验要求：了解语料库，运用语料库辅助翻译实践。 
• 传统的翻译研究停留在内省、自造例证或诱导询问的取样方法。局限在少量文本的基础上，

并且数据具有很大的任意性，无法从量化的角度来说明。 
• 语料库语言学在上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得到蓬勃的发展。语料库由人们实际运用语言的大

量的、真实的材料组成,是一种“集约化”的丰富的共享语料资源,是专供语言研究、分析和描述的语
言资料库。语料库是按照一定的语言原则，运用随机抽样方法，收集自然出现的连续的语言，运用

文本或话语片段而建成的具有一定容量的大型电子文本库。从其本质上来说，语料库实际上是通过

对自然语言运用的随机抽样，以一定大小的语言样本代表某一研究中所确定的语言运用总体。 
• 语料库语言学将数据收集与理论论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使我们对语言的理解发生了质的

变化。 
• 由于语料库研究方法是数据驱动的定量分析,以统计为手段, 是自下而上、从具体数据推导

出理论结论,该方法客观有效, 大大克服了译学研究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成为定性分析的重要补充。 
• 1961年，美国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机读语料库——布朗语料

库，它标志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开端。随着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其应用的领域开始向翻译领域拓展。 
• 语料库应用于翻译则是 90年代. 英国学者Mona Baker（被尊为“语料库翻译研究之母”）在

1993 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语料库语言学与翻译研究:启示与应用》。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基于
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或“语料库翻译学”(Corpus 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研究方法的诞生。 



7435 

• 相形于传统的翻译教学模式,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教学形式具有文本电子化、学习直观化、分
析多元化、结论科学化、成果有机化等五大方面的特点和优势。 
• 这些技能 使专业译员有别于那些不熟练的业余爱好者。 
• 根据收集语料的语言种类, 语料库可分为单语语料库( monolingual corpus) 和双语/ 多语语

料库( bilingual/ multilingual corpora) 。前者仅采用一种语言的语料,可分为单语原文库和单语译文库; 
而后者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文本构成的语料库, 它可以有对应/ 平行的 parallel corpora、翻译
语料库(translational corpora)、可比/类比 comparable corpus的形式。 

使用语料库辅助翻译. 下列语料库可选用.  
单语语料库:  
* 1. 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 简称COCA.  

(http://corpus.byu.edu/coca) 
2. www.just-the-word.com 
平行语料库: 
*1.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创建的“通用汉英英汉对应语料库” 

http://www.fleric.org.cn/ceo (自己去注册) 
*2 厦门大学卢伟的英汉双语对应语料库（http://www.luweixmu.com/ec-corpus/） (可注册申请

用户名, 也可只是作为普通用户) 
3.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的 Babel中英对应语料库

（http://www.ling.lancs.ac.uk/corplang/babel/babel.html），accessed via the ParaConc Web 
4. 北京大学的“BABEL 汉英平行语料库” 

(http://icl.pku.edu.cn/icl_groups/parallel/concordance.asp) 
*5. 绍兴文理学院的平行语料大世界（http://corpus.usx.edu.cn/），包含传统典籍、现代文学作

品、法律法规等。 
带*的比较稳定。 
要求:  
1. 除了通常的翻译要求:准确,流畅,文风以外,目的是学习如何利用语料库辅助翻译, 而不是用

大家熟悉的谷歌和百度之类, 所以遇到需要调查的词, 句, 结构等, 尽量用语料库. 当然, 有些背景
知识的查找, 比如涉及的人名, 地名, 电影的介绍等等, 还可以用传统的搜索手段. 

2. 具体做法. 英中笔译课程的作业是按译文产出批改, 而不是按脚注批改, 但这次是个特例. 
请学生把语料库搜索的结果简明扼要地写在小注里(请用脚注,而不是尾注),搜索界面和截图不用附
上,同时,如有必要,写明最终选择某译法,某译词的原因. 当然, 不需要为了语料库而语料库, 没必要
查找搜索的当然可以不查找. 要求写小注的目的是体现出学生熟悉了语料库搜索手段, 因此,并不
需要把你查找的每一个单词, 每一个细微之处的搜索结果都附上。 

3. 小注里没有任何语料库搜索结果的,作业不能高于 70/100分。 
4. 语料库在中国的翻译教学,翻译实践,翻译研究中是新生事物,欢迎大家提出意见和建议.在使

用过程中，可能会发现中英双语语料库包含的英文词条较少，而且其中一些词条的翻译还是我们常

见的。在中英翻译的时候用处还挺大的。 
……………… 
实验 6：综合技巧语篇练习-成语故事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综合技巧语篇练习 
实验要求：成语故事的结构特点，语言特点；掌握翻译方法和标准。 
……………… 
实验 7：综合技巧语篇练习-城市简介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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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综合技巧语篇练习 
实验要求：城市简介的结构特点，语言特点；掌握翻译方法和标准。 
……………… 
实验 8：综合技巧语篇练习-旅游资料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综合技巧语篇练习 
实验要求：旅游资料的结构特点，语言特点；掌握翻译方法和标准。 
……………… 
实验 9：综合技巧语篇练习-书信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综合技巧语篇练习 
实验要求：书信的结构特点，语言特点；掌握翻译方法和标准。 
……………… 
实验 10：综合技巧语篇练习-说明书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综合技巧语篇练习 
实验要求：说明书的结构特点，语言特点；掌握翻译方法和标准。 
……………… 
实验 11：综合技巧语篇练习-讲话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综合技巧语篇练习 
实验要求：讲话稿的结构特点，语言特点；掌握翻译方法和标准。 
……………… 
实验 12：综合技巧语篇练习-新闻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综合技巧语篇练习 
实验要求：新闻报道的结构特点，语言特点；掌握翻译方法和标准。 
……………… 
（三） 期末综合翻译技能测验：2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关于笔译 2  
2 笔译的技巧 2  
3 翻译中的调查研究 1 2  
4 翻译中的调查研究 2 2  
5 注释原则 2  
6 拆译-长句翻译 2  
7 增词与减词 2  
8 语料库 2  
9 综合技巧语篇练习-成语故事 2  

10 综合技巧语篇练习-城市简介 2  
11 综合技巧语篇练习-旅游资料 2  
12 综合技巧语篇练习-书信 2  
13 综合技巧语篇练习-说明书 2  
14 综合技巧语篇练习-讲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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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综合技巧语篇练习-新闻 2  
16 期末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翻译理论与实践、法律翻译概论 
后续课程：合同翻译、英汉对比与翻译、法律翻译与法律文化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翻译技巧，翻译速度达到每小时 250~300个英文单词，理解准确、译文忠实、语言

通顺、流畅。 
难点：对文化的差异保持敏感性、克服中式英语的表达、通过翻译训练逐步培养解决问题的能

力。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教师讲授。 
2. 小组讨论。 
3. 学生汇报。 
4. 评估与反馈。 
教学手段： 
1. 印刷教材。 
2. 多媒体网络。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翻译实验室、图书馆资源和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翻译实践和课外中英文译著的阅读和赏析。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60％，考核内

容有：课堂出勤、发言、练习 20%，课后作业、汇报 40%；期中考试占 10%；期末考试占 30％。 
7、作业要求： 
课堂练习：教材内篇子，间或配合教师自选的翻译语篇。 
课后练习：教材内篇子，间或配合教师自选的翻译语篇，对此进行深入、细致的翻译实践和讲

评。 
自主学习：教材内附有学生自主学习的内容，结合推荐参考书目。 
对课后作业的要求，一般为 word电子版。命名为“作业一-×班-×××-学号”，例如“作业一-1班-

张三-15010000”。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翻译理论教学教材；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相关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曾诚编著《实用汉英翻译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 4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李长栓编著《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年 12月 第 1版。 
2. 李长栓编著《非文学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 9月 第 1版。（全国翻译硕士

专业学位MTI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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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e elements of style, by William Strunk, Jr. 
Course Title: Practical Translation 
Couse Number：308000892 
For Students：3rd year and 1st semester  
Classroom Hours：2 hours/week 
A. Course Description 
Good translation is good writing – reasonable, well-informed, creative and elegant.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write effectively both in Chinese and in English, with a clear 
sense of communicative purpose, resourceful thinking and confidence to express ideas. Special 
consideration is given to research ability and the use of translation tools such as dictionaries, corpuses, 
search engines, etc. After completing this course, th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translate various types of 
texts, critically evaluate translations of others, and approach translation practice with greater confidence. 

B. Objectives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3rd year students major in Translation (Legal Translation) to achieve five 

goals:  
n To provide an adequate background knowledge of the nature, standards and techniques of 

translation, which is essential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translation; 
n To cultivate the students’ sensitivity to text type, genre, stylistics and culture. 
n To acquire the competency of translation, which entails the ability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 

translations of others.  
n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become not only better skilled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but also better 

thinkers and budding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n It is also expected that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is course will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1.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 relative merits of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target text 
2. To enhance students’ analytical writing and research ability and help them prepare for further study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This course content involves 8 in-class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8 translation homework assignments 

for each semester.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dedicate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urse, to be ready and willing 
to learn. These assignments are designed to develop their practical skills, get them familiar with text type, 
genre, stylistics, and culture, and to help students critically evaluate the works of others. This course will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ollowing course, including Contras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ontracts, and Legal Translation and Legal Culture. 

C. Course Schedule 
The 18 weeks for the course are classified as four lecture weeks, fourteen practice weeks, and two 

week of exams. The following are the topics covered on a weekly basis.  
For a practice week, the two hours ar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 group work session (one hour) and 

class discussion session (one hour). In a GW session, the instructor will first lecture on the skills of 
translation following the course schedule. Alternatively, the instructor may give the students a test on the 
assigned chapters for required reading. The rest of the session is practice time for each group to translate 
an assigned text. In a CD session, the instructor will ask two or three groups to present their translations 
and make comments or invite the class to give comments on their works. If time permits, the class shall 
revise one translation version together.  

For a lecture week, all class hours of the week will be devoted to the instructor’s introduction of 
translation purpose, standards, skills, etc. All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listen attentively and ans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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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raised by the instructor. 
1. Translation theories: 4 hours 
u Unit One: Translation: An Overview 
u Unit Two: Translation Skills 
2. Translation practices: 32 hours 
u Unit Three: How to do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A) 
u Unit Four: How to do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B) 
u Unit Five: Explanatory notes (A) 
u Unit Six: Segmentation  
u Unit Seven: Amplification and Omission 
u Unit Eight: Corpus 
u Unit Nine: Comprehensive practice 1 – Chinese Idioms 
u Unit Ten: Comprehensive practice 2 – Introduction to cities 
u Unit Eleven: Comprehensive practice 3 – Tourism 
u Unit Twelve: Comprehensive practice 4 –Letter  
u Unit Thirteen: Comprehensive practice 5 – Instruction Manual 
u Unit Fourteen: Comprehensive practice 6 – Speech 
u Unit Fifteen: Comprehensive practice 7 – News 
u Unit Sixteen: Final exam 
D. Assessment: 
Grades are determined by the following formula: 
(1)    Attendance and class participation – 10% 
(2)    In class practice – 10% 
(3)    8 homework assignments – 40% (5% each) 
(4)    Pop up quiz  – 10% 
(5)    Final exam  – 30% 
Attendance, participation and attitude: 10 pts, based on the instructor’s observation and judgment.  
In-class practice assignments count 10 pts toward the final grade. 
Each homework assignment counts 5 pts toward the final grade. Students are not allowed to revise 

their homework assignments after receiving grades, because we will go through the answers in class not 
long after they are due.  

One pop up quiz: 10 pts. 
Final exam counts 30 pts toward the final grade. Final exam checks competency of translation 

developed as the result of the semester’s training. The items could include but may not be limited to 
vocabulary and grammar, translation skills and writing skill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100=10+10+5*8+10+30 
E. Requirements on Students 
This course content involves 8 in-class translation practices and 8 translation homework assignments 

for each semester. These assignments are designed to develop their practical skills as well as translate 
theory into practice. We also encourage students to cultivate their sensitivity to text type, genre, stylistics, 
and culture through reading extensively after class. 

The works students turned in for this course are expected to represent their own work, done solely for 
this course. When using materials from other sources,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acknowledge the source. 
Students are therefore cautioned against using, without acknowledgement, word-for-word, phrases, 
sentences, paragraphs, etc., from the printed or manuscript material of others. This caution applies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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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of other students as well as to the published work of professional translators. 
Each translation assignment is to be submitted to the instructor’s email before an assignment is due. 

In case an assignment gets lost during the turn in, students’ must keep the record of the date of submission 
for your work to be accepted (showing that you did submit prior to the due date, so points will not be 
taken away).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attend every class on time. If forced by acceptable reasons to miss an 
occasional class, students should notify the instructor concerned in advance. If students miss a class, it is 
your responsibility to check with the instructor or classmates to find out what has been assigned. Repeated 
absence will negatively affect the final score (up to 5 pts).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class discussions and activities both as a speaker 
and as a listener. They are expected to prepare for the lecture- and to reflect on it – prior to class; to 
complete all assignments on schedule; to be a responsible member of both small groups and large groups; 
and to interact with others extensively and enthusiastically. 

F. Required Texts and Supplementary Reading: 
There will be required texts and suggested reading for this course. The required reading refers to 

reading materials in the textbook as well as materials posted online. In addition, some suggested reading 
materials are offered to help those who would like to know more in depth about a certain topic. 

Required text 
A Textbook of Chinese – English Translation, by Zeng Che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Supplementary Reading 
1.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on-literary Translation, by Li Changhsuan, Beijing: the External 

Translation Press of China, 2004. 
2. Non-literary Translation, by Li Changhsua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9. (Textbook for the 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3. The elements of style, by William Strunk, Jr and E.B. White, 2008. 
All polici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instructor. 
The course calendar is also subject to change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progress of the class. 

执笔：戴嘉佳  审稿：戴嘉佳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6年 5月 30日 

 

翻译理论与实践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课程号：308000932  

一、课程教学学目标： 
本课程是翻译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的主要教学目标是：  
向学生系统介绍翻译理论的基础知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相互联系，以及国内外主要翻译

学派的翻译标准。本课程主要通过课堂教学与课后辅助练习的手段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并

使学生具备比较扎实的中英文双语功底，能够翻译一般的文学类以及非文学类的文章。 
二、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翻译的基础知识篇 
参考学时：4 
学习内容:  I.译者的翻译能力、II. 翻译类型、III. 翻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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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译者的翻译能力： 
职业（专业）译者需要获取五类不同的知识：目的语 （TL）知识；有关语篇类型（text-type）

的知识；源语（SL）知识；学科领域（“真实世界”）知识；对比知识。（Johnson and Whitelock, 1987,137） 
1. 理想的双语能力 
2. 专门知识： 
2.1 a) 源语知识 （词汇、语义和语篇机制） b) 目的语知识 c)语篇类型知识 d) 语场知识 e) 关

于上述知识的对比知识  
2.2 a) 阅读、理解源语语篇 b) 写出目的语语篇 （写作的辅助系统 writer’s assistant system） 
3. 交际能力：语法能力 grammatical competence；社会语言能力 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

话语能力 discourse competence；策略能力 strategic competence 
 （译者的交际能力： 译者所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使他能够创作一些交际行为（话语），它们不

仅（也不一定）合乎语法，也合乎社会需要。） 
II. 翻译的类型 
1. 纽马克（Newmark）(1998) 根据译者是侧重于译出语还是译入语，把翻译方法分为以下几

类：  
侧重于译出语程度由低到高 
Word-for-word translation(逐字对译) 
Literal Translation（字面翻译） 
Faithful translation （忠实翻译） 
Semantic translation (语意翻译) 
侧重译入语（程度由低到高）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传意翻译) 
Idiomatic translation（符合语言习惯的翻译） 
Free translation （自由翻译） 
Adaptation （改写） 
2. 周兆祥（1996）根据“翻译的自由度”把翻译分为以下几类 
逐字对译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字面翻译 (literal translation) 
语意翻译 (semantic translation) 
传意翻译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编译 (free translation) 
改写 （adaptation） 
3. 实例： 
Mr. Dewar slipped and fell outside his official Edinburg residence on Tuesday morning. He picked 

himself up and went on to carry out two lunchtime engagements. (BBC news 11/10/2000) 
逐字对译： 杜瓦先生滑了和跌倒在外面他的官方爱丁堡居所在星期二早晨。他拣自己起来和

继续去实行两个午餐的约定。 
字面翻译: 星期二早晨杜瓦先生滑到在他爱丁堡官邸外面。他爬起来继续去参加两个午餐约

会。 
语意翻译：星期二早晨，杜瓦先生在爱丁堡官邸外滑倒了，但他仍爬起来继续去参加两个午餐

活动。 
传意翻译：杜瓦先生的官邸在爱丁堡。星期二早晨，他不小心在屋外摔了一跤。不过他仍奋力

爬起，去参加了两个午餐活动。 
编译：杜瓦先生在爱丁堡有一座官邸。星期二早晨，他刚出门就摔了一跤。不过，他觉得没事，

就爬起来继续参加当他的活动，午餐时还与两个团体进行了正式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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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写：爱丁堡的早晨空气新鲜。杜瓦先生喜欢晨练。那天一大早， 他穿着运动装出门，正要
开始晨跑，不小心踩到一块香蕉皮上，跌倒在地。他奋力爬起，打消跑步的念头，出门上班，午餐

时还坚持参加了两个见面会。 
4. 说出下面的翻译类型 
请勿践踏草地 
Please do not step on the grass! 
Keep off the grass! 
楼前不许停放车辆 
No Parking in Front of the Building. 
No parking. 
III. 翻译标准 
1. 中国翻译理论中的标准 
严复：信达雅 
林语堂： 忠实、通顺、美 
傅雷： 形似神似 
钱钟书：化境 
王佐良：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书如之，文体如之。 
葛传槼：翻译必须在原文变成另一种文字时，做到不增、不减、不改。 
2. 外国翻译理论中的标准 
Tytler:  
4) The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5)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 
6) The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the original composition 
Nida(1964) dynamic equivalence  
Nida (1993) functional equivalence (翻译不应拘泥与原文的语法结构和字面意义，而应着重译文

读者的反应，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在阅读、欣赏原文时相似的心里感受。（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ce）  
翻译的目的论：  
翻译是一种行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任何一种行为都有其自身的目的，翻译行为索要达

到的目的决定了翻译所应采取的方法策略。（目的原则） 
语篇内连贯原则 (intratextual coherence)（符合逻辑，表达习惯，有交际语义） 
语篇间连贯原则（intertextual coherence）(fidelity rule) （不违背原文，有某种联系，不要求内

容上的一字不差） 
学习目标： 
1. 了解翻译能力构成 
2. 掌握翻译类型、标准 
作业： 
翻译下面的文章 
The Quest 
Taking the train, the two friends arrived in Berlin in late October 1922, and went directly to the 

address of Chou En-lai. Would this man receive them as fellow countrymen, or would he treat them with 
cold suspicion and question them cautiously about their past careers as militarists? Chu The remembered 
his age. He was thirty six, his youth had passed like a screaming eagle, leaving him old and disillusioned.  

When Chou En-lai’s door opened they saw a slender man of more than average height with gleaming 
eyes and a face so striking that it bordered on the beautiful. Yet it was a manly face, serious and intelli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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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hu judged him to be in his middle twenties.  
Chou was a quiet and thoughtful man, even a little shy as he welcomed his visitors, urged them to be 

seated and to tell how he could help them.  
Ignoring the chair offered him, Chu The stood squarely before this youth more than ten years of his 

junior and in a level voice told him who he was, what he had done in the past, how he had fled form 
Yunnan, talked with Sun Yat-sen, been repulsed by Chen Tu-hsiu in Shanghai, and had come to Europe to 
find a new way of life for himself and a new revolutionary road for China. He wanted to jo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group in Berlin, he would study and work hard, he would do anything he was asked to 
do but return to his old life, which had turned to ashes beneath his feet. 

As he talked Chou En-lai stood facing him, his head a little to one side as was his habit, listening 
intently until the story was told, and then questioning him.  

When both visitors had told their stories, Chou smiled a little, said he would help them find rooms, 
and arrange for them to join the Berlin Communist group as candidates until their application had been 
sent to China and an answer received. When the replay came a few months later they were enrolled as full 
members, but Chu’s membership was kept a secret from outsiders.  

            (from Agnes Smedley, The Great Road) 
知识单元 2： 翻译的理解篇 
参考学时：2 
学习内容：I. 中英思维与表达的差异  II. 理解与词汇研究 III. 理解与句法分析 
III．中英思维与表达的差异  
思想、思维、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 
思维决定语言，语言影响思维（尤其是习惯性思维）。 
思想有相似，概念有相通，语言表达有差异。 
语言之间的差异在于它们必须表达什么，而不是他们可能表达什么（Jakobson 1959）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思维差异导致表达上的差异。英语民族常取“浓缩型”的思维方式，喜欢将

众多的信息考各种手段凝聚集成更高一级的结构，因而在表达时往往更倾向于取较低的句法单位，

便于互相组合聚集成更高一级的结构，从而使得英语结构单位的信息量较高。 
汉语民族往往更趋向于把问题层层铺开，用节节短句逐点交代，这种“展开型”的思维方式更利

于把事情说清、说透、说明白；汉语无形态变化，注重时序等特点，故而在表达时往往采用较高层

次的句法单位（词、词组、分句、句子、句群），使汉语句子显得较为松散。（王寅,1993） 
E.g. （鲁僖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春秋左传》） 
（观察事件的方式：时间、行为、事物、地点、数量）（感知次序和时间关系） 
英汉表达上的差异：right branching vs. left branching (右扩展 vs 左扩展) 
IV． 理解与词汇分析：英语一词多义与望文生义 
翻译时不仅要考虑到中英文的语篇、语体是否对等，还要照顾到具体词语的正确理解和传译，

因为词是构筑词组、句子、段落和篇章最基本最具体的单位。翻译中的错误，大多表现在词语方面。

一词多义往往导致翻译中的望文生义。一词多义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 专有名词先天性歧义；
2. 普通词语先天性歧义；3. 普通词语结合后产生新义 4.普通词语与专业术语的词义混淆。 

2． 专有名词先天性歧义 
The first permanent Anglo-American settlement was established in 1821. (Macmillan Encyclopedia, 

简称ME) 
第一个永久英裔美洲人定居点建于 1821年。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is of Indian and mixed descent, with minorities of African descent, 

East Indians, and others. (ME) 
居民以印第安人和混血人为主，有少数非洲后裔、东印度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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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普通词语先天性歧义 （原始义与引申义：candidate；普遍义与特殊意义：case; 抽象意义
与具体意义：beauty；字面意义与比喻意义：cool） 

Translations of French romances, Latin histories, and saint’s lives were part of the saga 
tradition…(ME) 
法国传奇故事、拉丁历史剧和使徒列传等翻译作品也属于萨迦传说的一部分。 
I have been to Edinburgh just for two days, and my brothers have followed in the train of my trip. 
我到达爱丁堡刚刚两天，我的兄弟们就循着我的行踪到来了。（《译事余墨》，51） 
7. 普通词语结合后产生新义 
陆国强（1999:20）以名词为中心的语义结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由词组，另一种是固定词

组。自由词组可以随意组合，见词知意。固定词组具有习语性，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约定俗成的。这

一类词组多半表示转义，带有隐喻性，其表达方式形象生动。（white elephant, fond dream, happy 
medium, narrow escape, proud flesh）（打酱油，且行且珍惜，绿茶婊） 

He… was prominent in the ragged schools movement. (ME) 
他在推动贫民免费学校运动中表现出色。 
The houses were built of dry stone with stone slabs for furniture, all very well preserved. (ME) 
房子由石头干砌而成，以石板为家具，一切保存完好。 
8. 普通词汇与专业术语的词义混淆 
许多专业术语一般是普通词语引申而来，即先有普通词语，后衍生出专业术语词义（mouse） 
This difference, known as the comma of Pythagoras, can be compensated in several ways. (ME) 
这个音差，称为毕达哥逗号，能够以几种方法弥补。 
A method of comprising music using all 12 notes of the chromatic scale equally invented by Arnold 

Schoenberg in the 1920s. (ME) 
20世纪 20年代作曲家勋伯格所创立的作曲法，即平等使用半音音阶中的所有 12个音。 
9. 语境中词语翻译 
在翻译中，我们从词典中寻找词语的对等意思，但词典给我们的常常是其基本义，或对号入座

式的释义，无法直接用在译文中，应该根据语境来确定确切的表述。 
She took me in her cabin and told me that she was a poor sailor and always went to bed immediately 

on getting on the boat. 
她把我带到她房间内，并告诉我说，她有晕船的毛病，所以总是一上船就上床睡觉。 
Nor was he in the slightest disturbed by the outcries of wealthy alumni whose sons were forced to 

leave the college because they were poor students.  
尽管那些由于孩子学习成绩太差被勒令退学的有钱的老校友大叫大嚷，他一点也不为所动。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was reluctant to bring poor cases into court.  
司法部不愿意把没有把握打赢的官司拿到法庭上去。 
The United States exhibits the qualities of an individual going through a nervous breakdown.  美国

表现了患神经衰弱症病人的症状。 
Because of this explosive progress, today’s machines are millions of times more powerful than their 

crude ancestors. 
有了这种突飞猛进的进步，今天的机器比起原始期的机器不知强了好几百万倍数。 
He complained of slight chest pain. 他说胸有些痛。 
III.    理解与句法分析 
1. 相似句 
h. 语序 
His speech was reported at length in the newspaper. 
At length, his speech was reported in the news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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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foolishly spoke. 
He spoke foolishly. 
i. 非限定动词 
I regret to say that you’ll be held responsible. 
I regret saying that you’d be held responsible. 
j. 名词的数 
An old car problem may arise. 
An old cars problem may arise. 
She has an eye for antique furniture. 
She has eyes only for antique furniture.  
k. 冠词 
His success is out of question. 
His success is out of the question. 
They went to sea. 
They went to the sea.  
l. 否定词 
His brother’s words are no truer than his. 
His brother’s words are not truer than his. 
I didn’t go because I was afraid. 
I didn’t go because I was afraid to. 
m. 介词 
He stood up for them. 
He stood up to them. 
He said he wasn’t informed in these matters. 
He said he wasn’t informed of this matter.  
n. 代词 
His English is anything but correct. 
His English is nothing but correct. 
His English is all but correct. 
2. 费解句 
The apples are good and ripe. 
He was strong in his time. 
He may be drowned for all I care. 
I would rather have his room than his company. 
3. 修饰结构疑难句 
He played a key role in advising the president how to foil the conspiracy mounted against him in 

May of 1971 by seven of his own ministers. 
他在告知总统如何粉碎他手下七名部长于 1971年 5月策划的阴谋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It was a tense meeting, but in typically Arab fashion the men who had been ready to kill one another 

in the morning were kissing one another in the evening. 
这是一个气氛紧张的会议，但那些早上准备拼个你死我活的冤家，却在晚上相互亲吻了，这是

典型的阿拉伯风格。 
4. “多枝共干”式结构 
Young Charles made little progress in Greek or Latin composition. 
年轻的查尔斯的希腊作文和拉丁作文进步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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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documents are detailed with names, dates, places and full descriptions of the incidents 
investigated. 

这些文件详细载明了所调查事件中的姓名、日期、地点和全部经过。 
5. 晦涩长句理解与翻译 
I have looked after the wild stock of the town, which gave a faithful herdsman good deal of the 

trouble by leaping fences. 
我也曾看守过该镇的野兽群，它们常跳过围栏，让忠于职守的牧人吃尽了苦头。 
Though the view from my door was still more contracted, I did not feel crowded or confined in the 

least. There was pasture enough for my imagination.  
尽管从我的门边一眼望去，视野比较狭窄，但是我却没有感觉到拥挤或局促，一点也没有。牧

场有的是，够我想想象了。 
学习目标： 
了解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 
掌握造成理解困难的语言表达差异 
作业： 
翻译下面的句子 
Happily he did not die. 
He did not die happily. 
His English leaves nothing to be desired. 
They that know nothing fear nothing. 
Consumer goods are also abundant of good quality and variety. 
In 1954 he returned to his Paris museum and teaching posts. 
翻译下面的文章 

England Befor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country was a place where men worked from dawn to dark, and the laborer lived not in the sun, 

but in poverty and darkness. What aids there were to lighten labor were immemorial, like the mill, which 
was already ancient in Chaucer’s tim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began with such machines; the 
millwrights were the engineers of the coming age. James Brindley of Staffordshire started his self-made 
career in 1733 by working at mill wheels, at the age of seventeen, having been born poor in a village. 

Brindley’s improvements were practical: to sharpen and step up the performance of the water wheel 
as a machine. It was the first multi-purpose machine for the new industries. Brindley worked, for example, 
to improve the grinding of flints, which were used in the rising pottery industry. 

Yet there was a bigger movement in the air by 1750. Water had become the engineers’ element, and 
men like Brindley were possessed by it. Water was gushing and fanning out all over the countryside. It 
was not simply a source of power, it was a new wave of movement. James Brindley was a pioneer in the 
art of building canals or, as it was then called, ‘navigation’. 

Brindley had begun on his own account, out of interest, to survey the waterways that he travelled as 
he went about his engineering projects for mills and mines. The Duke of Bridgewater then got him to 
build a canal to carry coal from the Duke’s pits at Worsley to the rising town of Manchester… Brindley 
went on to connect Manchester with Liverpool in an even bolder manner, and in all laid out almost four 
hundred miles of canals in a network all over England. 

Two things are outstanding in the creation of the English system of canals, and they characterize all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ne is that the men who made the revolution were practical men. Like Brindley, 
they often had little education, and in fact school education as it then was could only dull an inventive 
mind. The grammar schools legally could only teach the classical subjects for which they had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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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ed. The universities also (they were only two, at Oxford and Cambridge) took little interest in 
modern or scientific studies; and they were closed to those who did not conform to the Church of 
England.  

The other outstanding feature is that the new inventions were for everyday use. The canals were 
arteries of communication: They were not made to carry pleasure boats, but barges. And the barges were 
not made to carry luxuries, but pots and pans and bales of cloth, boxes of ribbon, and all the common 
things that people buy by the pennyworth. These things had been manufactured in villages which were 
growing into towns now, away from London; it was a country-wide trade.  

(from J. Bronowski, The Ascent of Man) 
知识单元 3 
参考学时： 10 
学习内容： 
翻译技巧 I. 拆译 II.转换 III.精简与互补 IV.实译与虚译 V.褒译与贬译 VI.倒译与顺译 VII.反

译 VIII.被动式的翻译 IX.数字和倍数的翻译  
翻译技巧——所谓翻译技巧，说到底就是对语言差异的“灵巧”处理（孙致礼，2003:81）。译文

要获得理想的传播效果，就必须讲究表达的技巧和方法。翻译技巧，是一种熟练而巧妙的技能。它

是译者熟练而巧妙地运用各种翻译手法，完美地表达思想内容的技能。普通心理学认为，技能是个

体身上固定下来的自动化的行动方式，是一些巩固了的概括化的系统，它以操作训练的方式为人所

掌握，是后天获得的东西。它可以再长期反复的“操作训练”中为人所掌握。 
I. 拆译 
1. 为何拆：英语的句法连绵，一个主句可以与众多的修饰词组、短语、从句共同组成，讲究

一气呵成。汉语句法短促，从容不迫。 
a. He crashed down on a protesting chair. 
他猛然坐到椅子上，椅子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似乎是向他作出抗议。 
b. Darkness released him from the last restraints. 
黑暗中，他再也无所顾忌了。 
c. The bitter weather had driven everyone indoors. 
天寒地冻，人人被迫躲进室内。 
2. 长句的拆译 
a. The thought that she would be separated from husband during his long and dangerous journey 

saddened Mrs. Brown. 
一想到丈夫即将开启漫长而危险的旅程，而她不得与他分离，布朗夫人不免感到伤心。 
b. Accident may put a decisive blunderer in the right, but eternal defeat and miscarriage must attend 

the man of the best parts, if cursed with indecision.  
一个鲁莽轻率的人，若遇事果断，也可能意外获得成功；但一个虽有才干，但遇事优柔寡断，

则难免屡遭失败。 
3. 短句拆译 
a. His irritation could not withstand the silent beauty of the night.—Maugham  
夜晚如此宁静，美好，他不仅怒气全消。 
面对这宁静的良宵美景，他的烦恼不禁涣然冰释了。——叶子南译文 
b. His informality impressed me deeply. 
他不拘小节，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II. 转换 
英语是一种静态型的语言结构，动作意义常借助其同源名词或其他词类来表达。 在高级英语

表达中，更多地使用了名词化和介词化，主谓宾甚至从句的结构少了。名词化和介词化现象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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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成中文时越需要译者抓得住短语和整句的大意，而后化整为零，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把译文搞通、

搞活，让译文出彩。（苏福忠，2006:70）汉语则更偏向动态，多用动词表达动作意义，因而动词使
用频率较高。转换可分为词类转换和句子成分转换。 

1. 名词的转换 
a. My admiration for him grew more. 
我对他越来越敬佩了。 
b. Indo-China is a drain on French resources. 
印度支那的战争不断消耗着法国的资源。 
2. 形容词的转换 
a. Perhaps she would prod at the straw in her clumsy impatience. 
或许她会急不可耐地、笨手笨脚地翻弄那个草铺。 
b. Buckley was in a clear minority. 
显然，巴克利属于少数。 
3. 介词的转换 
a. He is a jovial giant, with a huge appetite for food, drink and women. 
他身材高大，生性快活，贪杯、贪食又贪性。 
b. The man ran back down into the cellar. 
那个男子跑回来，进来地窖。 
4. 副词的转换 
a. He is physically weak but mentally sound. 
他身体虽弱，但心里健康。 
5. 非人称主语句的转换 
a. Then came the struggle and parting below. Words refuse to tell it. ---- Vanity Fair 
楼下接下来是告别时的忙乱。当时情形，言语难以形容。 
b. His failure made a mockery of the teacher’s great efforts to help him.  
他考试不及格，枉费了老师帮他的一番心血， 
III. 精简与增补 
精简与增补是英译汉极其重要的手段。英语句法结构重“形合”，句子各个成分之间都有适当的

连接成分表达它们的相互关系，强调语法关系的一致、协调。汉语句法重“意合”，句子各个成分之
间的关系多靠意会，比较少用连接成分，结构形式比较松弛，词句也就比较简洁。 

1. 精简 
a. He used poetry as a medium for writing in prose. 
他用诗来写散文。 
b. A doctor’s duty is to make every effort to save the dying and help the wounded. 
医生的职责就是尽心尽力救死扶伤。 
2. 四字格精简法 
a. All evils are to be considered with the good that is in them, and with what worse attends them. 
真是，我怎么不想想祸福相依和祸不单行的道理呢？——郭建中译 
b. Scientific exploration,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has given man the practical result of being able to 

shield himself the calamities of nature and the calamities imposed by other man. 
科学的探索，知识的追求，使人类获得了避免天灾人祸的能力。 
III. 增补 
增补的目的就是使译文明朗化：一是出于句法上的考虑，即将原文句法上的省略按汉语习惯补

出；一是根据上下文的意思、逻辑关系，在译文中增添有助于译文读者理解的显化表达。或者将原

文隐含的信息显化于译文中，使意思更明确，逻辑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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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增补词语使译文句法完整（重复） 
a. I fell madly in love with her, and she with me. 
我疯狂地爱上她，她也疯狂地爱上我。 
b. They began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situation of the enemy. 
他们开始研究敌情、分析敌情。 
2. 增补解释性的辅助动词，使汉语符合搭配习惯 
a. In the evening, after the banquet, the concerts and the table tennis exhibitions, he would work on 

the drafting of the final communiqué. 
晚上，参加了宴会，出席了音乐会，观看了乒乓球表演后，他还得起草最后公报。 
3. 增补语气词，英语里的语气可以通过汉语的语气词再现 
a. Don’t tell me you’ve missed the train! 
你不会没赶上火车吧！ 
b. I declare, John, you’ve grown a foot. 
说真的，约翰，你长高一尺啦。 
4. 增补解释性的词（阐释），不补则译文晦涩费解 
a. And the years flipped off the calendar like dry leaves from a lawn. 
岁月催人，一张一张地撕掉的日历，就如同枯叶堆积在草坪上。 
b. There are friends and friends. 
朋友分两种：损友和益友。 
IV. 实译与虚译 
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具有较强的具象性，而西方文化思维则具有较强的抽象性。汉文化“尚象”

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偏重具象的思维形式，西方文化“尚思”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偏重抽象的思维方式
（包惠南，2001）。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必然直接反映在句子词汇的使用层面上。汉语重实，重
形象，喜用具体的表现法，较少使用表示抽象概念的名词。在英语中抽象名词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

汉语。所谓实译，指词义或词组义从抽象引向具体，从一般引向特殊，从概括引向局部，从“虚”
引向“实”的过程。所谓虚译，是指词义或词组义从具体引向抽象，从特殊引向一般，从局部引向概
括，从“实”引向“虚”的过程。（连淑能，2006） 

1. 实译取向 
a. Gwendolen: Ernest has strong upright nature. He is the very soul of truth and honour. Disloyalty 

would be as impossible to him as deception. 
……他绝对不会见异思迁，也不会做假骗人。——余光中译 
b. Lady Bracknell: Sit down immediately. Hesitation of any kind is a sign of mental decay in the 

young, of physical weakness in the old.  
犹豫不决，无论什么姿态，都显示出青年人的智力衰退，老年人的体力虚弱。——余光中译 
2. 虚译取向 
虚译，或谓意译。由于原文的修辞表达结构直译过来会造成误解或牵强，译文只好取其基本义，

而弃其喻体。 
a. I learned yesterday that their eldest son has been twice sent to prison. I wonder how many other 

skeletons they’ve got in their cupboard. 
我昨天得知他们家大儿子已经坐过两次牢。真不知他们家还有多少见不得人的事。 
b. Foreign competition has taken the wind out of the sails of the U.S. automobile industry.  
国外的竞争势力已经使美国的汽车工业陷入颓势。 
V. 褒译与贬译 
原文中有些词语本身就表示褒贬意义，就应该把褒贬意义相应地表达出来；但也有些原文词语

孤立起来看似乎是中性的，译成汉语时就要根据上下文恰如其分地把它们的褒义或贬义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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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词语褒贬义明显，翻译时相应译出 
a. He was a man of high renown. 
他是个有名望的人。 
b. His notoriety as a rake did not come until his death. 
他作为流氓的恶名是他死后才传开的。 
2. 根据上下文决定褒贬义 
a. The two politicians talked for no more than five minutes, at a significant moment in their careers. 
两位政治家仅仅交谈了五分钟，但这是他们一生事业中的重大时刻。 
b. He was a man of integrity, but unfortunately he had a certain reputation, I believe the reputation 

was not deserved.  
他是个正直的人，不幸却背上一种恶名，但我相信这个恶名是莫须有的。 
VI 倒译与顺译 
英语和汉语的表达结构均是由其民族思维和语言发展长期积累沉淀而成的，这两种语言由于使

用者观察世界的角度不同，思维习惯不同，导致表达结构也常常截然不同。翻译时要视具体情况保

留或改变原文的顺序，也就是在词法、句法顺序的倒译或顺译。严复在《天演论》例言里曾经论述

道：“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 
1. 倒译：倒译与拆译相辅相成，absent-minded, well-conducted, northeast, southwest 
a. Don’t scamp your work because you are pressed for time. 
b. Accounts are given of huge mountains sinking, of former plains seen heaved aloft, of fires flashing 

out amid the ruin.—J. Jackson 
据记载，大山沉陷，平原隆起，火焰喷射，周围是一片废墟。 
2. 顺译：更换次序是英汉翻译的主要做法，但有时说话人或者作者出于修辞或场合的需要，

其句法顺序并不能随心所欲地颠倒，否则效果将大打折扣。 
a. 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 
世间有这样一条公认的道理——凡财产丰厚的单身男人势必想娶个太太。 
b. Modern scientific discoveries lea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energy may be created from matter that in 

turn may be created from energy. 
  现代科学发现得出这样的结论：物质可以产生能量，能量又可以产生物质。 
VII. 反译： 指译文与原文相反的表达方式传递原文的意义。它属于引申和修辞范围。反译包

括词语的反译、语言差异决定的反译和运用技巧的反译。 
1. 词语中的反译 
Anxiety; a barren tract of land; be at a loss; be fatally ill; failure; keep …within bounds; life sentence; 

prove worthy of; our trust; safe and sound; supreme authority; wet paint; with dignity  
2. 语言的差异决定的反译 
a. Are you not prepared to do this work? 
Yes, I am.   
b. The name slipped from my memory. 
我一时想不起这个名字。 
3. 运用技巧的反译 
a. He thought, not very vividly, of his father and mother. 
他依稀想起爸爸妈妈。（模模糊糊地） 
b. No one knows where the shoe pinches like the wearer. 
哪儿挤脚，唯有穿鞋人自己清楚。 
4. 英汉告示语种的正反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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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uthorized Cars Only. 
未经允许，车辆不得入内。 
b. Employees Only. 
顾客止步。 
VIII. 被动式的翻译 
1. 英语被动式表达 
a. 名词： trainee; employee; addressee 
b. 形容词 visible stars; navigable rivers; exchangeable; the accused; the wounded 
c. 介词短语 in question;  on show;  past recovery; under discussion; under repair; beyond control; 

near completion 
d. 动词( need, want, require, deserve, stand) (look smell sound prove appear) 
These goods sell like hot cakes.  
这些货物十分畅销。 
These small houses are to let at low rental. 
这些小屋将低价出租。 
I’m the one to blame. 
该受责备的是我。 
2. 汉语的被动表达式 
被打、 叫人说的一文不值、 给他打了、挨打、遭劫、受骗、由人宰割、让人摆弄、获救、为……

所 被……所 让……所 
古汉语： 不见保。诚恐见欺。不拘于时。择于自然。吃拳，吃板子。（飞鸟惊，良弓藏；狡兔

死，走狗烹。 
3. 被动式翻译（被动式 vs.主动式） 
a. The result of the invention of the steam engine was that human power was replaced by mechanical 

power.  
蒸汽机发明的结果是，机械力代替了人力。 
b. In the afternoon rush of the Grand Central Station his eyes had been refreshed by the sight of Miss 

Lily Bart. 
在中央火车站午后的旅客洪流中，他一眼瞥见了丽莉﹒巴特小姐的身影，顿时眼睛一亮，精神

为之一振。 
IX. 数字和倍数的翻译 
1. 数字的翻译 

4 3 2 1 9 8 7 6 5 4 3 2 1 
trillion   billion   million   thousand    
万亿 千亿 百 十亿 亿 千万 百万 十万 万 千    
1万= 10千 
10万=100千 
1000万=10百万 
1亿=100百万 
100亿=10个十亿 
1000亿=100个十亿 
2. 倍数的翻译 
a. A is n times greater (smaller, more …) than B… 
A比 B大（n-1）倍或小（n-1）/ n 
A的大小是 B的 n倍或 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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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is four times larger than Europe. 
b. A is n times as great (small, much…) as B 
A 的大小是 B的 n倍或 1/n 
The oxygen atom is nearly 16 times as heavy as the hydrogen atom.  
c. A is n times the size (the length, amount, …) of B 
A 的大小是 B的 n倍 
This book is three times the length of that one. 
d. A is n times upon/over B. 
A 比 B增加了（n-1）倍 
A 增加到 B的 n倍 
He is five times upon your age. 
e. increase/decrease n times/n-fold 
增加到 n倍或减少到 1/n 
增加了（n-1）倍或减少了（n-1）/n 

  The sales of TV set have risen 3.5-fold. 
f. increase/decrease to n times 

  增加到 n倍或减少到 1/n 
  增加了（n-1）倍或减少了（n-1）/n 
  The number of the students has increased to three times. 

g. increase/decrease by n times 
  增加到 n倍或减少到 1/n 
  增加了（n-1）倍或减少了（n-1）/n 
  The steel output has increased by two times. 

 h. increase/decrease by a factor of n 
  增加到 n倍或减少到 1/n 
  增加了（n-1）倍或减少了（n-1）/n 
  The speed exceeded the average speed by a factor of 2.5. 
  The price of farm tools has decreased by a factor of 4. 

3. 数字修辞的夸张功能及翻译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三日不见，当刮目相见 

A thousand and one ways 千方百计 
The eleventh hour （最后时刻，危急时刻） 
Be dressed up to the nines （穿着非常考究） 
At sixes and sevens（乱七八糟） 
Strike twelve （达到最高目标） 
In twos and threes （三三两两） 
The fifth wheel（累赘） 
A nine-day’s wonder 轰动一时（极其短暂） 
I will love you three score and then。 我会一辈子爱你的。 
Ten to one he has forgotten it. 很可能他已经忘了。 
His mark in math is second to none in the class.他的数学分数在班上是名列前茅。 
I used to study in France in the year one. 我早年曾在法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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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理解应用翻译技巧的各种原因 
2. 掌握各种翻译技巧 
作业 
1. 翻译下面的句子 

  The morning of June 27th was clear and sunny, with the fresh warmth of a full-summer day; the 
flowers were blossoming profusely and the grass was richly green 

  A man without tears is a man without heart. 
  The beauty of the scenery baffles description 
  I found him at his book when I came into the room. 
  They were suspicious and resentful of him. 
  A well-dressed man, who looked and talked like an American, got into the car. 
  All the wounded were sent to the hospital right away. 
  I had the fortune to meet him. 
  A look of pleasure came to her face. 
  As he approached the village he met a number of people but none of whom he knew. 
  He looked gloomy and troubled. 
  I should not have time to see him even if he were here. 
  Life in White House is active and intense. 
  A few months after this I crossed the sea eastward again.  
  It was in mid-August, and the repair section operated under the blazing sun.  
  This is essential for th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The grief of the people took charge. 
  They lingered long over his letter. 
  The social system of China and the U.S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Chen is thirty-two and mother of two.  
  A red sun rose slowly from the calm sea.  
  The lion is the King of animals. 
  Don’t take it seriously. I’m just making fun of you.  
  The weather was warm and sultry and everyone seemed to be on edge. 
  Gulunyu is a must for most visitors to Xiamen. 
  Vietnam was his entrée to the new administration, his third incarnation as a foreign policy consultant. 
  Every life has its roses and thorns. 
  He chose the gun instead of the cap and gown. 
  He is bright and ambitious. 
  Those who do not remember the past are condemned to relive it. 
  Mr. Brown felt greatly flattered when he received the invitation to deliver a lecture.  
  As interesting as the book’s wide-ranging contents is the glimpse it provides into the workings of its 

author’s mind. 
  In this book are lucid revelations on the frontiers of physics, astronomy, cosmology, and courage.  
  They had better keep their promise, because everything hinges on that right now. 
  All these questions have only been partially answered. 
  Free from anxiety, the old are living a happy life in the home for the aged. 
  His answer is beside the mark. 
  Silence reigned all over for a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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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te makes waste. 
  I never hear such a story but I laugh. 
  He is not seldom ill.  
  They were not, however, left long undisturbed. 
  The sense of inferiority that he acquired in his youth has never been totally eradicated. 
  China’s presence is felt, more than ever, all over the world, assuming historic dimensions in the 

world political situation.  
  Hitler was washed away by the storms of history. 
  Mother is a sentimental woman. Her heart is good and easily moved by tears and frailty. 
  She was criticized in front of everyone.  
  This sort of membrane is twice thinner than ordinary paper. 
  The equipment reduced the error probability by a factory of 5. 
  When the patient’s condition was critical, the doctor stayed with her for days and had only forty 

winds in the daytime. 
  It used to be a well-run business, but then disagreements arose between the partners, and now things 

are at sixes and sevens. 
知识单元 4：汉英翻译导入 
参考学时：2 
学习内容: 1. 总结英译汉部分所体现的英汉语差别；2.掌握现代英语表达的主要风格：ABC 

（accurate准确, brief简短, concise 明了） 
指出下面汉英翻译中的问题，并总结英语写作风格 
1. to accelerate the pace of economic reform 
There have been good harvests in agriculture. 
Living standards for the people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ntinued to rise. 
reforms in the sphere of the economy 
2.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accomplis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overnight 
They must make up their minds to implement the reform of the current system. 
until China realizes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We should adopt the principle of combining solutions to people’s immediate difficulties with long 

term development. 
It is especially necessary to make great efforts to assimilate the achievements of other cultures. 
3. Previously we used to overemphasize the need for class struggle. 
We should appropriately raise the purchasing prices of grain and cotton, so as to increase the income 

of the peasants considerably. 
I firmly believe that our army will be able to steadfastly maintain its own character 
These practices should be totally abolished. 
4. Under the most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Zhou Enlai resolutely and carefully set to work, basically 

guaranteeing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Xi’an incident. 
Perhaps it will take a decade to accomplish this. 
The editorial said that the working class should help to further and develop production and 

concentrate their effort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5. It is essential to contro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so a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We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formulation of annual plans and not neglect it. 
We should speed up housing construction in cities and towns, especially the building of medium and 

low-grade housing estates, so as to improve the housing conditions to the habitants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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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dherence to Marxism is vital to China, and so is adherence to socialism. 
If each enterprise goes it alone, they will never be abl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s. 
After more than twenty days of exhausting marches and heavy combat, they reached the Dabie 

Moutains in late August. 
Roughly speaking, the government will be in much better financial shape next year than this, despite 

another enormous deficit. 
学习目标 
1. 复习英汉语言差异 
2. 掌握英语风格特征 
作业 
翻译八级汉译英真题 （略） 

知识单元 5： 词汇的翻译 
参考学时：4 
学习内容： 
I. 词义准确性 II. 语体得体 III.词汇多样性 IV. 简洁 V. 词汇搭配 VI. 汉英差异处理 
I. 词义的准确性 
1.1. 感情色彩的准确 
1.1.1 使用褒义词 
由于贵公司信誉一直很好，我们可以同意 D/P付款。（《外贸英语翻译》第 108页） 
In consideration of your consistently good credibility, we can accept payment by D/P. 
由于贵我双方的共同努力和密切合作，1981 年的合同执行得非常顺利。（《外贸英语翻译》第

108页） 
Thanks to the concerted efforts made by our two parties and our close cooperation, the 1981 

contract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performed.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邓选》）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we must combat (oppose) corruption. 
1.1.2 使用中性词 
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大问题，各级领导务必优先考虑这一问题。（《现代汉英翻译技巧》第 13页） 
China’s economy is a major issue (problem), and leaders at all levels must give it a priority 

consideration.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李青，第 93页） 
Fight when we can win, move away(run away) when cannot. 
（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邓选》） 
Do they entail any dangers? Are they peculiar（unique）to capitalism? (外文出版社) 
18世纪，他们（满族人）控制了远至帕米尔高原的中亚地区，并在西藏建立了摄政政权。（《笔

译实务》）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y gained control of Central Asia as far as the Pamir Mountains and held 

Tibet as protectorate. (established a local/regent government in Tibet) 
1.1.3使用贬义词 
其实中年是人生盛华的开始，不应贪懒，不应享受。 
In actual fact, middle age represents the prime of one’s life, allowing no indolence, no 

self-indulgence.( enjoying life) 
1.2 语义准确 
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王弄笙，1991.3）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ill retain the status of a free port and a sepa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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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t) customs territory. 
违反国家现行法律和法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施行

细则》） 
If there is a violation of the State laws or statutory regulations currently in effect and harms the 

national (society) public interests. (澳大利亚译本) 
II. 语体得体 
谈到中美贸易问题，首先要看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就是 25 年来我们两国之间贸易有了巨

大的发展。（《笔译实务》第 43页） 
When talking about China-US trade, we should not overlook one fundamental fact, that is, in the past 

25 years, two-way trade has expanded enormously. ( Regarding/Concerning/With regard to/ With respect 
to/ On the issue of )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邓选》）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sic socialist system… （《北京周报》） 
After the basic socialist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外文出版社） 
III. 词汇多样性 
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 
The world needs peace. The people want cooperation. Nations aspire for development. Society seeks 

progress. This is the trend of our times.  
在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充实精神生活。（《十五大》） 
While improving the people’s material well-being, we should enrich their cultural life. (《中国日报》) 
IV. 简洁 
汉语两层意思用不同词语表达，但在英语中可能找到包含两层意义的词汇；汉语重复，英语重

精简 
积极推进各项配套改革。（《十五大》） 
We should press ahead with all supportive reforms. (《中国日报》)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十五大》）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countries is widening. (《中国日报》)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译又推动了工业的发展。（《邓选》） 
The transfer of surplus rural labor vigorously stimulat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北京周报》) 
The shift of surplus farm labor to rural enterprises stimulat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外文出版社) 
V. 词汇搭配 
哈特曼和斯托克“一种语言中每一词，都有其搭配范围，这些搭配范围限制它们的意义、用法；

不同语言的对等词如果说有相同的搭配范围的话，那是很少的。” 
一般来讲，汉语词语搭配能力较强、较灵活，语义比较模糊；英语词语较具体，搭配能力较弱、

搭配要求严格。因此，在翻译时要特别注意选用正确英语搭配，或选用搭配能力强的英语词汇。 
5.1 选用正确的搭配 
我们必须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高级翻译》第 127页） 
We must improve the unemployment insurance system and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bor 

market.  
中国政府对于国际社会普遍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表示赞赏。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ppreciat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pursuit of the one-China policy. 
5.2 选用搭配能力强的词 
在国际风云变幻的形势下，我国外交工作进一步开创了新局面，国际地位和影响继续 
提高。（《笔译实务》第 140页） 
Amid the chang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s diplomacy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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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influence continue to grow.  
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境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高级翻译》第 135页） 
We should improve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actively attract overseas capital, import 
foreign technology, and absorb foreign management skills. 
5.3 添加词汇以满足搭配要求 
广播电视覆盖能力和质量明显提高。（《笔译实务》第 205页） 
Significant progress was made in expanding the area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reception and raising the 

quality of their programming.  
虽然中国妇女在平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还未完全实现平等就业机会。 
It is true that Chinese women have made enormous strides toward equality. But the goals of equal 

opportunity of employment for woman have not been fully realized.  
VI. 汉英差异处理 
6.1 词汇视点差异 
抢险车 breakdown lorry 防暴警察 riot police 裁军会议 arms talk 消防队 a fire brigade 寒衣 

warm clothes太平门 an emergency exit 打九折 a 10 percent discount 候机室 departure lounge 油漆
未干 wet paint手扶拖拉机 a walking tractor 手杖 a walking stick 死胡同 blind alley 假眼 glass eye 
红眼 green-eyed剪报 newspaper clipping耐用消费品 consumer durables 三角恋爱 love triangle会看
钟了 can read  看出他的心事 can read his mind唯你是问 You must answer for it听电话 answer the 
phone 出场 enter 自学 teach oneself 

6.2 动态与静态 
汉语句子中动词占优势，英语句子名词占优势，因而前者常表现为动态，后者则表现为静

态。……所以汉译英常常表现为动态向静态的转化。 
他父亲去世了。 
His father died. 
His father is dead. 
他出门不在。 
He went out. 
He is away./ He is out. 
6.3 增译词 
为了使译文更加流畅自如，句内关系更加清晰，有时需要添加一些在语义上不甚重要的词。 
收入分配关系尚未理顺。 
Things have yet to be straightened out in the matter of income and distribution.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选》）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we must persistently adhere to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we must also adhere to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6.4 减词 
刘宓庆（1992:263）“汉语命名中倾向于加范畴词（Category words）”。程镇球（1980:93）“汉

语里有一些较抽象的名词，如‘问题’‘状况’‘情况’‘工作’，有时本身没有实质意义，翻译时可以省去
不译。” 

必须清除行政管理中的官僚现象。 
We must clear away [the phenomena of] bureaucracy in the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这件事对我们的伙伴关系会带来负面影响。 
It will have negative impact on our [relations of] partnership.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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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汉英在词汇方面的差异 
2. 掌握汉英翻译中与词汇有关的处理技巧 
作业： 
翻译下面的文章 

落花生 
我们屋后有半亩隙地。母亲说，“让它荒芜着怪可惜，既然你们那么爱吃花生，就辟来做花生

园罢。”我们几姐弟和几个小丫头都很喜欢——买种的买种，动土的动土，灌园的灌园；过不了几
个月，居然有收获了！ 
妈妈说：“今晚我们可以做一个收获节，也请你们爹爹来尝尝我们底新花生，如何？”我们都答

应了。母亲把花生做成好几样底食品，还吩咐这节期要在园里底茅亭举行。 
那晚上底天色不太好，可是爹爹也到来，实在难得！爹爹说：“你们爱吃花生么？” 
我们都争着答应：“爱！” 
“谁能把花生底好处说出来？” 
姊姊说：“花生底气味很美。” 
哥哥说：“花生可以制油。” 
我说：“无论何等人都可以用贱价买它来吃；都喜欢吃它。这就是它底好处。” 
爹爹说：“花生底用处固然很多；但有一样是很可贵的。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苹果、桃子、

石榴，把它们底果实悬在枝上，鲜红嫩绿的颜色，令人一望而发生羡慕底心。它只把果子埋在地底，

等到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你们偶然看见一颗花生瑟缩地长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它有没有果

实，非得等到你接触它才能知道。” 
我们都说：“是的。”母亲也点头。爹爹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象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

是伟大、好看的东西。”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了。”爹爹说：“这
是我对于你们底希望。” 
我们谈到夜阑才散，所有花生食品虽然没有了，然而父亲底话现在还印在我心版上。 

知识单元 6： 句法结构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 
I. 介词词组 II. 状语 III.定语 IV. 无主句、无宾句 V. 主从关系处理 VI. 合并与分拆 VII.并

列结构 VIII. 多层次并列关系 IX 提取“公因式”X 管辖问题 
I. 介词词组 
汉语中动词使用较多，英语中介词与名词使用较多。刘宓庆（1992:257）分析了其原因：“英

语中每个句子只能有一个定式动词，这就使动词作为一种词类在使用中受到很大的约束。汉语动词

在句子中无谓定式、非定式之分。在‘我想去试试’这个句子中，三个动词（‘想’、‘去’、‘试’）都以
词根形式出现。由于汉语动词具有上述特点，因此它的语法功能很宽，得以在剧中广泛使用而形成

优势”。 
很多情形下，应将汉语动词转为英语名词，特别是抽象名词。由于名词常跟在介词之后，因此

产生了介词词组。有些汉语句子很长，在法律文件中尤其如此。译文中若出现过多介词，亦即过多

的修饰语（如状语、定语），过多的修饰语容易造成修饰关系不清。 
1.1 将介词词组转为从句 
未经审批机关批准，合同中不得含有限制受方利用引进技术生产的产品出口的条款。（《合同管

理条例施行细则》） 
No provisions of restrictions on exportation of products manufactured by the recipient with the 

imported technology may be included in the contract without the approval of the competent authority. 
(1992年译本) 

Unless approval has been obtained from the examining and approving organ, a contract shall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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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provisions restricting the recipient from using the imported technology to manufacture products 
for export. 

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邓选》）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fostering of successors, selecting and promoting those with both ability 
and political integrity to the leadership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being “revolutionary, young in age, 
well educated and professionally competent.”(《北京周报》)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raining people, selecting and promoting to positions of leadership persons 
who have both ability and political integr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that they should be 
revolutionary, young, well-educated and professionally competent. (外文出版社) 

1.2 用语义具体的实词修饰远处的相关词 
中国政府希望国际社会始终如一地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希望美国政府切实履行中美三个联合公

报关于台湾问题的各项原则和自己做出的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庄严承诺，（《高级翻译》第 154页）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pe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ll consistently follow the 

one-China policy, and that the U.S. government will earnestly implement the principles on the Taiwan 
issue set forth in the three Sino-U.S. joint communiqués and honor its solemn commitment on the 
one-China policy. 

II. 状语 
在汉语中，状语的位置相对比较固定。但在英语中，状语的位置比较灵活。汉译英时应摆脱汉

语结构的影响，灵活地安排状语位置，使修饰关系变得更清楚，使多个状语位置安排得更合理。 
2.1 解决修饰不清的问题 
它（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邓选》） 
It has uncovered the law gov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by us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北京周报》) 
Us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has uncovered the law gov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外文出版社) 
我们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使占

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We have creatively materi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new democracy to socialism and established 

the basic system of socialism in an all-round way, enabling this big country in the Orient whose 
population accounts for a quarter of the world total to enter the socialist society. (《北京周报》) 

We have creatively materi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new democracy to socialism and established 
the basic system of socialism in a all-round way, thus ushering in a socialist society in this big oriental 
country with a population of a quarter of the world’s total. (《单行本》) 

2.2 是否修饰两个对象 
我们推进了农业结构调整。通过政策支持、加强信息服务和技术服务，引导农民按照市场需求

调整种植结构，发展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推进农业生产区域布局调整。 
We advanced structural readjustment in agriculture. Through policy support and improved 

information and technical services, the government guided farmers to grow crops according to market 
demand, develop animal husbandry and aquatic farming and readjust the loc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ing areas. 

2.3 限制性与非限制性状语 
对非法借出船员证件的处以 100元至 300元的罚款。（《现代汉英翻译技巧》第 58页） 
A crew member who illegally lends his seafarer certificates to others is subject to a fine from 100 to 

300 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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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ew member who lends his seafarer certificates to others, which is illegal, is subject to a fine 
between 100 and 300 yuan.  

2.3 多个状语的安排 
2.3.1 分置状语以求结构平衡 
在受方承担保密义务期限内，由于非受方原因技术被公开，受方承担的保密义务即行终止。（《合

同管理条例施行细则》） 
Within the duration in which the recipient undertakes the obligation to keep confidential, if the 

technology is publicized not owing to the recipient, obligations to keep confidential undertaken by the 
recipient shall be immediately terminated. (1992年译本) 

If, during the period that the recipient is obliged to maintain confidentiality, details of the technology 
are made public through no connection with the recipient, the obligation of the recipient to maintain 
confidentiality shall be terminated immediately. (澳大利亚译本) 

2.3.2 将相关状语安排一起（若关系密切） 
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从 1949年到 1971年，中美敌对 23年，双方都付出了沉重代

价。从 1972年到现在，中美交往 32年，尽管有曲折，但双方都从合作中获得了巨大好处。（《笔译
实务》第 138页）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oth gain from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lose from conflicts. Both paid 
a heavy price for their mutual hostility lasting from twenty-three years from 1949 to 1971. In contrast, in 
the thirty-two years since China and the US renewed contact in 1972, both sides have benefited 
tremendously from cooperation, despite twists and turns.  

2.3.3将状语转为其他句子结构 
凡是与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应本着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不以任何

形式或借口向台湾出售武器，或帮助台湾生产武器。（《高级翻译》） 
All countries that hav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respect for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non-interference in one another’s internal 
affairs, and refrain from selling arms to Taiwan or helping it produce weapons in any form or under any 
pretext.  

III. 定语 
现代英语中，为了追求语言简洁，其定语发生了一些变化。作为前置定语的形容词常被名词替

代；后置定语可转为前置定语；较复杂的后置定语，如介词加含有介词的名词词组也可能转化为前

置定语。但前置定语结构不能太复杂，名词不能过多地重叠。 
3. 1 名词性定语 
上海将建成经济、金融、贸易中心  
Shanghai will become an economic, financial and trade center ( a center of economy, finance and 

trade) 
3.2 定语前置还是后置 
要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80

周年） 
We should, through increased supervision within the Party, by the law and by the people, establish 

and improve a restrictive mechanism and a supervisory mechanism on the exercise of powe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北京周报》) 

We should, through enhanced supervision within the Party, by the law and by the people, establish 
and improve mechanisms that will restrict and supervise the exercise of power in accordance with law. 
(《单行本》 

3.3 含有介词的名词词组作为前置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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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文学大楼 the building for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上海组合港管理委员会 Shanghai Combination Port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the Administrative 

Committee of Shanghai Combination Port) (Shanghai Combined Port Administration) 
3.4 多定语与常定语 
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向全世界宣布旧中国积贫积弱、受尽屈辱、没有外交尊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了。（《高级翻译》第 195） 
With a completely new look, China declared to the world that the days were gone for ever when 

China was poor, weak, humiliated, and with no diplomatic dignity. 
With a completely new look, China declared to the world that the days were gone for ever when a 

poor and weak China suffered all kinds of humiliations and had no dignity in diplomacy.  
3.5 化长定语为从句或主句 
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80周年）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s a historical process of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replacing 

the backward ones. (《北京周报》)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s a historical process in which the advanced productive forces 

replace the backward ones. (《单行本》) 
使用石化燃料（如石油、煤）或大面积砍伐森林，是地球大气“温室气体”不断增加的两大因素。

（《笔译实务》第 219页） 
The use of fossil fuels such as petroleum and coal and the deforestation of large areas are the two 

major factors behind rising levels of “greenhouse gases” in the Earth’s atmosphere.  
4. 汉语无主句、无宾句的处理 
汉语是意合性的语言，只要在上文中，意思能够理解，就可省去任何东西，而不考虑语法或逻

辑关系。在汉语中，没有主语或没有宾语的句型很普遍；英译时常需要将隐含的主语或宾语补上，

以符合英语语法习惯。 
4.1 补上人称代词 
说过来，说过去，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变。 
After all that’s been said, one sentence sums it up: stick to this line and thes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北京周报》) 
After all that’s been said, I can sum up our position in one sentence: we shall keep to this line and 

thes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4.2 补上语义虚泛或具体的词语充当主语 
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有尽可能搞快点。（《邓选》） 
Therefore, those blessed with conditions advantageous to development should not be obstructed. In 

areas where conditions permit, local developments should proceed as fast as possible. (《北京周报》) 
Therefore, those areas that are in a position to develop should not be obstructed. Where local 

conditions permit, development should proceed as fast as possible. 
4.3 转为被动语态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邓选》） 
The basic line should be adhered to for 100 years, with no vacillation. (《北京周报》) 
4.4 将非主语成分转为主语 
自然而然地也能感觉到十分的秋意。（陈文伯，第 31页） 
And a sense of the fullness of autumn will come upon you unaware. 
And an intense feeling of autumn will of itself well up inside you.  
嗅着枝叶的清香，觉得空气中充满了生命气息。（陈文伯，第 249页） 
The faint fragrance of foliage in the air awoke me to a full sense of life. 



7462 

于是，暮色中匆匆的人群里，总有我赶路的身影。（陈文伯，第 272页） 
Thus the gathering dark often fins me hastening home in a hurry crowd.  
4.5 补上省略的宾语 
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What matter if we have to face some difficulties? Let them blockade us! Let them blockade us for 

eight or ten years! By that time all of China’s problems will have been solved.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成谨小慎微，不

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邓选》） 
If we fail to make a proper analysis and this incurs misunderstanding, we will become overcautious 

and dare not emancipate our minds and act boldly. (《北京周报》) 
5. 主从关系的调整 
从语句衔接上来看，汉语往往采用意合法（parataxis），也即靠语义上的衔接，而不一定要依靠

连接词。英语则采用形合法，也即多使用连接词。有必要对原汉语进行语义分析，如在语义上有主

次关系，可将其翻译为英语的主从结构。 
5.1 词汇、词组的主从 
稳步发展普通高等教育，适应新形势，调整学科结构。（《笔译实务》第 187页） 
We will steadily develop regular higher education and adjust the division of disciplines to adapt to 

new circumstances.  
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邓选》） 
Only in this way can one see that the issue of developmen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s well as developing countries. (《北京周报》) 
Only thus will we recognize that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not just of the developing coutries but also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外文出版社) 
5.2 分句的主从 
杭州是中国著名的六大古都之一，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One of the six ancient capitals of China, Hangzhou has a long history of more than 2000 years.  
With a long history of over 2000 years, Hanghzou served as one of the six ancient capitals. 
亚欧双方都深受恐怖主义危害之苦，在应对恐怖主义等问题上，亚欧国家存在许多共识。（《笔

译实务》第 156页） 
Plagued by terrorism, Asian and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a great deal of common understanding on 

ways to deal with the scourge. 
6. 合并与分拆 
王寅 （1992/5），“在同义表达时，汉语往往采用较高级阶的句法单位，即英译汉时，往往将

较低一级的句法单位转换为较高一级的句法单位加以表达。”反过来，汉译英时，汉语的几个句子
可合并成一个英语句子，汉语的一个句子可译成英语的一个分句，汉语的分句可译成英语词组或单

词。 
6.1 连接词并句 
西部地域辽阔，交通不发达，首先要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高级翻译》第 138页） 
Since the western region covers a vast area with poor transport facilities, we should first of all 

conduc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老栓正在专心走路，忽然吃了一惊，远远地看见了一条丁字街，明明白白横着。（鲁迅《药》） 
Absorbed in his walking, old Shun was startled when he saw the cross road lying distinctly ahead of 

him. (杨宪益、戴乃迭 译) 
6.2 副词并句 
我们中国人为神州五号而，这是理所当然的。（《笔译实务》第 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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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Chinese are proud of Shenzhou V, and this is justifiable. 
We Chinese are justifiably proud of Shenzhou V. 
6.3 形容词并句 
世界上的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 
There are so many contradictions in the world and so many serious ones. Some deep-seated ones 

have only recently surfaced. (《北京周报》) 
In this world there are plenty of complicated contradictions, and some deep-seated ones have just 

come to light. (外文出版社) 
6.4 介词并句 
我有一条出乎意料的好消息，现在要告诉你。（《现代汉英翻译技巧》） 
I have a surprising piece of news, and I want to tell you about it. 
I have a surprising piece of news, which I will tell you. 
I have a surprising piece of news for you. 
I have a surprise for you.  
6.5 分词并句 
他猛然倒在一把椅子上，椅子被压得吱吱作响。 
He crashed down on a protesting chair. 
6.6 名词词组并句 
这个国家的种族歧视无所不在，是困扰它的严重社会问题。 
Racial discrimination is widespread in the country, and this has seriously plagued it. 
Widespread racial discrimination has seriously plagued the country. 
这个超级大国如此粗暴而又随意地使用军事力量打击他国，使其称霸世界的野心暴露无遗。 
The superpower’s brutal and wanton use of force against another country has clearly shown its 

ambition to dominate the world. 
The superpower has clearly shown its ambition to dominate the world through its brutal and wanton 

use of force against another country.  
6.7分拆 
在元朝时期，杭州成为东南重镇，经济繁荣，风景优美，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赞叹为“世

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笔译实务》第 9页）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Hangzhou was established as a town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in southeast 

China, with a flourishing economy and beautiful scenery, being, in the words of the Italian traveler Marco 
Polo, the “most beautiful and luxurious city in the world.”( In the words of the Italian traveler Marco Polo, 
it is …) 

7. 并列结构 
汉语的动词没有形态变化，所以从表面上看并列的结构较多。英语动词可以呈现不同的形态（如

原型、不定时、分词）。如出现形态不一致，可以改变英译文中词汇的词性、词形，甚至增补语义

不明显的词汇，以求形态一致。 
7.1 保留并列结构 
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80周年）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hree Represent’s” in a all-round way. (《北

京周报》)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comprehensively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hree Represent’s.” (《单

行本》) 
7.2 改为并列结构 
鼓励、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办学、中外合作办学。（《笔译实务》第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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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ment will encourage, support and standardize school management by non-governmental 
sectors or by Chinese foreign cooperation (undertakings). 

8. 多层次并列关系 
汉语语法结构中的重复及对仗。 
汉语讲求意合，重在内在联系不求形式连接。 
8.1 改变英语词形 
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适当方式为祖国服务。（《十五大》） 
We should encourage those studying abroad to return and work （return to work）or render their 

service to the motherland in one way or another. (《中国日报》) 
8.2 使用大型连接词 
我们党的领导集体保持了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全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局面。（《十五大》） 
Our party smoothly maintained the consistency of the lin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and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中国日报》) 
Our Party smoothly maintained the consistency of the lin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as well as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Our party smoothly maintained the consistency of the lin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and therefor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8.3 添加或减少连接词语 
必须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人大》） 
We must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and 

population,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on the other.  
8.4 减少语法层次 
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十五大》） 
We should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中

国日报》) 
能源、原材料、交通、邮电（《人大》） 
Energy, raw and processed materials, transportation,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  
9. 提取“公因式” 
翻译汉语的重复表达，可以将重复的词语抽取出来，合译成一个英语词汇或词组。 
9.1 显性提取“公因式” 
我们可利用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邓选》） 
Contradictions we can make use of exist. Conditions that are beneficial to us exist. Opportunities 

exist. The point is that we should be adept at seizing them. (《北京周报》)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that we can use, conditions that are favorable to us, opportunities that we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e problem is to seize them at the right moment. (外文出版社) 
9.2 隐形提取“公因式” 
大力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人大》） 
We should vigorously advocate social, occupational and family ethics. (《中国日报》) 
要坚定信心，勇于探索，大胆实践。（《现代汉英翻译技巧》）第 136页） 
We should be firm in determination and bold in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X. 管辖问题 
情态动词与行为动词，动词与宾语，介词与宾语，修饰词语被修饰词之间是有语义联系的，前

者与后者之间可能是一对一的关系，也可能是一对几或几对一的关系，因此也就出现了管辖的问题，

即必须辨认出某一个词究竟与另一词还是另几个词相关。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首先依法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并把保险费征缴率提高到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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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高级翻译》第 126页） 
To realize this goal, we must first, according to law, enlarge the coverage of the social insurance and 

raise the insurance premium rate to a proper level.  
学习目标： 
1. 了解汉英句子结构各层次的差异 
2. 掌握汉英翻译中各个层次的转换技巧 
作业： 
翻译下面的文章 

野草 
有这样一个故事。 
有人问：世界上什么东西的气力最大？回答纷纭的很，有的说“象”，有的说“狮”，有人开玩笑

似的说：是“金刚”，金刚有多大气力，当然大家全不知道。 
结果，这一切答案完全不对，世界上气力最大的，是植物的种子。一粒种子所可以显示出来的

力，简直是超越一切，这儿又是一个故事。 
人的头盖骨，结合得非常致密与坚固，生理学家和解剖学家用尽了一切的方法，要把它完整地

分出来，都没有这种力气，后来忽然有人发明了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些植物的种子放在要剖析的头

盖骨里，给它以温度与湿度，使它发芽，一发芽，这些种子便以可怕的力量，将一切机械力所不能

分开的骨骼，完整地分开了。植物的种子力量之大，如此如此。 
这，也许特殊了一点，常人不容易理解，那么，你看见笋的成长了吗？你看见过被压在瓦砾和

石块下面的一颗小草的生成吗？它为着向往阳光，为着达成它的生之意志，不管上面的石块如何重，

石块与石块之间如何狭，它必定要曲曲折折地，但是顽强不屈的透到地面上来。它的根往土壤里钻，

它的芽往地面上挺，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阻止它的石块，结果也被它掀翻，一粒种子的力量之

大，如此如此。 
没有一个人将小草叫做“大力士“，但是它的力量之大，的确是世界无比。这种力，是一般人看

不见的生命力，只要生命存在，这种力就要显现，上面的石块，丝毫不足以阻挡，因为它是一种“长
期抗战”的力，有弹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韧性，不达目的不止的力。 
种子不落在肥土而落在瓦砾中，有生命力的种子决不会悲观和叹气，因为有了阻力才有磨练。

生命开始的一瞬间就带了斗争来的草，才是坚韧的草，也只有这种草，才可以傲人地对那些玻璃棚

中养育的盆花哄笑。  
知识单元 7： 篇章 
参考学时：4 
学习内容：  
I. 衔接 II. 尾心与尾重 III. 主题句的转化 
I. 衔接 
这儿讨论的衔接指的是 Halliday (1985)阐述的各种衔接手段，包括指代照应（reference）、省略

（ellipsis）、替代（substitution）、词汇衔接（lexical cohesion）。汉语中重复用词的现象比较普遍。
在英译时，如文字较短，可使用比较轻盈灵巧的指代、省略、替代等衔接手段；如文字较长或语体

较严肃，可考虑采用语义更为凸显的词汇衔接手段。 
1.1 指代 
1.1.1 使用代词 
（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

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选》） 
The concept of common prosperity was put forward in this way: where conditions permit, some areas 

may develop faster than others. Regions which enjoy faster advance can help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the 
less developed regions, finally achieving common affluence. (《北京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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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plan is as follows: where conditions permit, some areas may develop faster than others; those 
that develop faster can help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those that lag behind, until all become prosperous. 
(外文出版社) 
    1.1.2 使用实词 
    没有对外技术引进经营权的公司、企业、团体或个人引进技术时，应当委托具有对外技术引进
经营权的公司、企业对外签订技术引进合同，并出具委托书。（《合同管理条例施行细则》） 
    To import technology, companies, enterprises, institutions or individuals with no right to do 
technology import business with abroad shall, with a letter of commission, entrust those companies and 
enterprises with such rights to conclude technology import contracts.(1992年译本) 
    When a company, enterprise, group or individual which is not authorized to engage in import of 
technology from abroad imports technology, it shall commission a company or enterprise which is 
authorized to import technology from abroad to sign a technology import contract with the foreign party 
and shall provide a power or attorney. (澳大利亚译本) 
    1.2 省略、替代 
    出让合同中规定必须拆除的技术设备，受让人应按时拆除。（《现代汉英翻译技巧》第 186页） 
    The transferee shall demolish and remove such technological equipment in time as required to be 
demolished and removed by the grant contract. 
    The grantee shall demolish and remove in time such technological equipment as required by the 
grant contract. (陈忠诚，1995/1) 
    1.3. 标点的使用 
    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邓选》） 
    The elderly have both strong and weak points. They tend to be stubborn, and therefore, they should 
be aware of their limitations. (《北京周报》) 
    Old people have strengths but also great weaknesses—they tend to be stubborn, for example—and 
they should be aware of that. (外文出版社) 
    1.4 使用适当长度的连接词语 
    非政府投资的港口设施建设施工项目，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招标、投标。（《航运
交易公报》） 
    In a project of constructing port facilities with a non-governmental investment, bid invitation and bid 
submission shall be practic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he case of a project of constructing port facilities with a non-governmental investment, bid 
invitation and bid submission shall be practic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1.5 连接词语联用 
既要冲破旧的思想禁锢，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实验创新，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前进，又要

按客观规律办事，审时度势，讲求实效。（《人大》） 
    On one hand, we should break away from old concepts, respect the people’s pioneering spirit, make 
bold experiments and actively explore the way forward;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act in accordance 
with objective laws, correctly appraise situations and strive for practical results. 
    We should break away from old concepts, respect the people’s pioneering spirit, make bold 
experiments and actively explore the way forward.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ct in accordance with 
objective laws, correctly appraise situations and strive for practical results. (《中国日报》) 
    1.6 使用从句连接词增加拖动力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Without adherence to socialism,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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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y, and improvements in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we would find ourselves in a blind alley. 
(《北京周报》) 

If we did not adhere to socialism, implement the policies of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develop the economy and raise living standards, we would find ourselves in a blind alley. (外文出版社) 

1.7 添加总结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50 周年大庆，澳门回归祖国，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突破性进展等诸
多重大喜事，无不让人感到兴奋和自豪。（《高级翻译》第 202页） 
    It marks such major happy events as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turn of Marcao to the motherland, and a breakthrough in the negotiations on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All these have filled the Chinese people with excitement and pride.  
    II. 尾心与尾重 
    Halliday (1985)、Quirk(1985)等英语语法家均指出，从听者的角度来看，说话人首先提供的信
息往往是已知信息，最后提供的往往是新信息。从说话人的角度，说话人首先选择要说的内容是主

位（theme），最后要说的是述位（rheme），一般来说，这两者是一致的，其基本精神就是：在一句
句子中信息值逐步增高，信息核心往往安排在最后，以期取得尾心，即句末中心，也称为末端信息

中心或尾焦（end focus）。汉译英时，有时按照正常语序，有时需要调整语序，以便更合理地安排
信息。 
    1.1 使用正常语序 
    另外一部分人对这样的机会则求之不得，以便进入到诸如工程与金融领域。能够在华尔街的主
要金融公司工作是很多实用主义的中国本科生的梦想。 
    Others jump at the opportunity to enter fields like engineering and finance. Numbers of pragmatic 
Chinese undergraduates dream of a job in a large Wall Street financial firm. 
    Others jump at the opportunity to enter fields like engineering and finance. Working for a major 
financial firm on Wall Street is the dream of many pragmatic Chinese undergraduates. 
    1.2将一结构移到前面 
    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
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选》） 
    Recently, some foreign commentators have been saying that Marxism cannot be topple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s the essence of Marxism. (《北京周报》) 
    Recently, some foreigners said that Marxism can not be defeated… The essence of Marxism i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外文出版社) 
    2. 尾重 
    “汉语比较注意语流的整体感，忌句中阻断、插入”（刘宓庆，1991）这样，如主题（主位）部
分过长，也不大可能把其中一部分置后，插入到句子的述位去。 
    英语则可以通过非谓语形式、关系代词、连词、代词等来造成英语的倒装句、分隔句、被动句、
先行 it 句，there 存在句等，从而有效地把较长的主语、宾语等置后，显现英语组句中的一条基本
原则：尾重（end weight）。即把句子最笨重的部分或语法结构最复杂的成分放在句尾。 
    2.1 将主题转化为主语 
    什么时候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邓选》） 
    When and on what basis we raise and settle this issue requires deliberation. (《北京周报》) 
    We should study when to raise this question and how to settle it. (外文出版社) 
    要加强电网、通信、广播电视以及大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Construction of electric power grids,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radio and TV broadcasting 
stations,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of large and medium-size cities should also be strengthened. 
    More work should be done to develop electric power grids, telecommunications, radio and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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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casting,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in big and medium-sized cities.  
    只有四婶，因为后面雇佣的女工，大抵非懒即馋，或者馋而且懒，左右不如意，所以也还提起
祥林嫂。（鲁迅：《祝福》） 
    My aunt was the only one who still spoke of Xianglin’s wife, for most of the maids taken on 
afterwards turned out to be lazy or greedy, or both, none of them giving satisfaction. 
    III. 主题句的转化 
    3.1 根据赵元任（1965:45）的研究，汉语中有近 50%的句子是用主题—谓语结构来表达的。即
在典型的汉语句子中，先提出一个话题，然后对它加以评论。这个话题不一定相当于英语的主语，

它可以是其他的语法成分。汉译英时要考虑利用英语主谓结构，将汉语主题转换成英语的主语。 
    “黄的，那是土，未开垦的处女土，几十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所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
壳……”（茅盾：《白杨礼赞》） 
    Yellow is the soil—the uncultivated virgin soil, the outer covering of the loess plateau accumulated 
by Mother Nature several hundred thousand years ago…”(张培基) 
    3.2 “关于……”句型的译法 
    汉语的主题常由“关于……”等引导词引出。汉语是主题显著的语言，因此一些引导主题的词语
十分活跃，例如“关于……”“至于……” “要说到……这件事”“涉及……” “对于……来说”，等出现频
率很高。   
    英语中也有相应的主题引导词语，如 As for… As far as … be concerned, With regard to… In the 
case of … 但在口语中用得多些，教正式的文体，要尽量少用。 
    涉及在中国取得专利权或者商标权的转让或者许可的技术引进合同，应当写明有关专利号或者
专利申请号、商标注册号和附具商标样式。（《合同管理条例施行细则》） 
    （With respect to technology import contracts involving assignment or licensing of patent or 
trademark rights obtained in China,）relevant patent numbers or patent application numbers, trademark 
registration numbers together with trademark design shall be expressly specified. (1992年译本) 
    A technology import contract (involving the assignment or licensing of patent or trade rights 
obtained in China) shall state clearly the relevant patent number or patent application number or the 
trademark registration number and shall attach a sample of the trademark.  
    3.3 长主题的处理 
    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
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邓选》） 
    The key to whether China can withstand the pressures of hegemonism and power politics and adhere 
to the socialist system lies in whether or not we can achieve a relatively high growth rate and realize our 
development strategy. (《北京周报》) 
    If China wants to withstand the pressure of hegmonism and power politics and to uphold the socialist 
system, it is crucial for us to achieve rapid economic growth and to carry out our development strategy. 
(外文出版社) 

学习目标： 
1. 了解语篇翻译层次上汉、英在衔接、尾重、尾心以及主题结构上的差异 
2. 掌握汉译英语篇转化的技巧 
作业： 
翻译下面文章 

匆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

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
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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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是我的手的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 八千个日
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水里，没有声音，也没

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

进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有它的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
候，日子从水盆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

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

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

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

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

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

也将赤裸裸地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返呢？ 
三、 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翻译的基础知识篇 1 4  
2 翻译的基础知识篇 2   
3 翻译的理解篇 2  
4 翻译技巧 1 10  
5 翻译技巧 2   
6 翻译技巧 3   
7 翻译技巧 4   
8 翻译技巧 5   
9 汉英翻译导入 2  

10 词组的翻译 1 4  
11 词组的翻译 2   
12 句子的翻译 1 6  
13 句子的翻译 2   
14 句子的翻译 3   
15 篇章的衔接与连贯 1 4  
16 篇章的衔接与连贯 2   
四、 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综合英语、人文经典阅读、英语写作等。这些课程为学生提供了英语语言文学及

汉语言文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英语笔译课程要求学生对这些知识理论和技能的综

合运用。 
后续课程：笔译实践、英汉对比与翻译、法律翻译概论、高级英语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翻译标准与性质; 英语的一词多义现象；英语句式结构的特点及翻译方法; 让学生熟悉

常用的翻译基本技巧; 汉英双语对比分析；汉语词组的分类及结构特征；汉英句法结构特点分析；
汉英翻译中主语和谓语的选择；以及句内语序的调整；汉语长句结构分析；衔接与连贯的概念，衔

接的主要手段； 
难点： 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 英语句式结构的特点及翻译方法；拆译、增补与删减，长

句的翻译以及具体翻译技巧的实际应用；如何跨越汉英翻译的理解障碍和表达障碍；语境下的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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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汉语特殊句式的翻译；汉语长句的翻译策略；语篇翻译实践；讲评学生翻译习作；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讨论。 
2.教学观摩。 
3.小组工作 
4.研究性学习 
教学手段： 
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翻译技巧并做大量翻译实践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出勤、课堂表现 10分，每次缺勤扣 0.5分；课后作业 10分；期末总评中，平时成

绩占 20％；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英汉、汉英翻译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

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英汉翻译教程》，杨士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9月第 1版。 
2.《大学英汉翻译教程》，王治奎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 6月第 4版。 
3.《翻译基础》，刘宓庆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8月第 1版。 
4.《汉英翻译技巧教学与研究》，王大伟，魏清光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5年 8月第 1

版。 
5.《大学汉英翻译教程》，王治奎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 6月第 4版。 
6.《翻译基础》，刘宓庆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8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英汉对比研究》（增订本），连淑能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9月第 1版。 
2.《英汉·汉英美文翻译与鉴赏》（新编版），刘士聪编著，译林出版社，2007年 8月第 1版。 
3.《英汉名篇名译》，朱明炬、谢少华、吴万伟编著，译林出版社，2007年 2月第 1版。 
4.《翻译美学》，毛荣贵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月第 1版。 
5.《译艺英汉双向笔译》，陈文柏著，群言出版社，2008年 4月第 1版。 
6. 其他学习资源： 
1）中国日报英语，英语点津 http://www.chinadaily.com.cn/language_tips/ 
2）译言网 http://www.yeeyan.com 
3）Proz国际翻译平台 http://www.proz.com 
4）China Daily http://www.chinadaily.com.cn/ 

执笔：王冬梅  审稿：齐筠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 2015年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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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口译 
Basic Interpreting Skills  

课程号：3080009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翻译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让学生了解口译的相关知识和基本理论；2、教授基本口译技巧；3、

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口译技能。 
通过该课程学习，学生应该：在知识方面，把握最新的时事动态以及中英文表达，能够用中英

文两种语言阅读及听辨常见政经题材的信息；在技能方面，能够掌握汉英及英汉交替传译的基本技

巧，从事简单的汉英及英汉交替传译工作（如商务会谈和陪同口译）。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学时 

知识单元 1：口译简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口译特征及分类 
口译是人们在跨文化、跨语言的的交际活动中，通过口头的形式将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用另

一种语言传达出来。口译员必须在现场完成一个将一种语言所承载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传达给接受

者的交际过程。口译的现场性和时限性决定了它是一种给位直接的交际行为。这个由源语到目标语

的交际过程并不是单纯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解码和编码，而是一个由表及里、由里及表的

理解、分析和表达的动态过程。 
口译人员的翻译方式可分为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交替传译是一种讲话人以句或段落为单位传

递信息的单项口译方式。交替传译也可分为即席翻译、导游口译和正式的会议、谈判口译。同声传

译是指译员在不打断讲话者演讲的情况下，借助同声传译设备，同步进行翻译。 
2． 口译的标准及口译员必备素质 
衡量口译的标准主要是“准确”和“流利”。 
首先，口译必须准确。与笔译一样，任何翻译首先必须忠实于原文，保证信息的准确和完整。

具体说来，口译的准确涉及口译时的主题准确、精神准确、论点准确、风格准确、数字准确、词语

准确、表达准确、口吻准确等。 
流利是译员应当遵循的又一标准。译员在保证准确口译的前提下，应迅速流畅地将演讲者的信

息传递给听众。译员不能让听众等待太长时间。说话不能太慢，其语速应相当于或略快于讲话的速

度，要做到顺畅自然、干脆利落。 
一名合格的口译员除了热爱祖国遵纪守法以及职业操守之外，还应当具备如下素质： 
第一，扎实的中英文语言功底。一名优秀的译员应具备良好的英语修养和汉语基本功，掌握英

汉两种语言的特点和互译规律。译员要有敏锐的听力，译员的听力理解能力是口译成败的一个关键

因素，也是一名译员的综合语言和知识水平的反应。译员还应有超常的词汇量，良好的语感，灵活

的表达能力，并且了解各种文体或语体风格和语用功能，掌握一定数量的习语、俚语、术语、谚语、

诗歌等词语的翻译方法。 
第二，广博的知识。译员需要对政经、人文、科技、商贸、法律、史地、国际、民俗等知识都

要有所了解。 
第三，出众的记忆力。口译员要有良好的短暂记忆能力。 
第四，流畅的发音和表达，清楚的口齿。 
第五，严谨的工作作风。 



7472 

第六，良好的心理素质。 
3. 代表性理论研究 
3.1 巴黎高翻学校和塞莱斯科维奇为代表的法国释意学派理论 
该理论是建立在对口译现实的观察和分析基础上，其研究的对象不再只是语言，而是解析口译

的意义传递现象。该理论讲翻译作为交际行为而不是作为交际结果进行研究，强调翻译的对象应该

是信息内容，是意义，而不是语言。口译活动由理解→脱离源语语言外壳→表达这三个步骤组成。
第二阶段强调口译应该 以源语意义单位为中心，而不是字词和语言结构的对译。释意论被应用在
口译训练中，要求学生在参加训练前就完全掌握工作语言，训练中强调对内容的理解和翻译，排除

语言因素的干扰。用口译时间证明在翻译中有脱离源语语言外壳这一过程，这是释意理论对语言学

和翻译学的贡献。 
3.2 功能对等理论 
奈达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奈达有关翻译

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
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1. 词汇对等,2. 句法对等,3. 
篇章对等,4. 文体对等。在这四个方面中,奈达认为“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形式很可能掩藏源
语的文化意义并阻碍文化交流。因此,在文学翻译中,根据奈达的理论,译者应以动态对等的四个方面
作为翻译的原则准确地在目的语中再现源语的文化内涵。 
为了准确地再现源语文化和消除文化差异,译者可以遵循以下的三个步骤。 
第一，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的译作。然而,两种语言代表着两种完

全不同的文化,文化可能有类似的因素,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完全展现原文文化内涵的完美的翻
译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译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 
第二，如果意义和文化不能同时兼顾,译者只有舍弃形式对等,通过在译文中改变原文的形式达

到再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例如,英语谚语“white as snow”翻译成汉语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白
如雪”。但是,中国南方几乎全年无雪,在他们的文化背景知识中,没有“雪”的概念,如何理解雪的内涵? 
在译文中,译者可以通过改变词汇的形式来消除文化上的差异。因此,这个谚语在汉语中可以译作“白
如蘑菇”,“白如白鹭毛”。再如,英语成语“spring up like mushroom”中“mushroom”原意为“蘑菇”, 但译
为汉语多为“雨后春笋”,而不是“雨后蘑菇”,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更为熟悉的成语和理解的意象是
“雨后春笋”。 

第三，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
文化差异,使源语和目的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重创”是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
构,也就是将源语文章的文化内涵用译语的词汇来阐述和说明。例如:“He thinks by infection , catching 
an opinion likea cold. ”“人家怎么想他就怎么想,就像人家得了伤风,他就染上感冒。”在此句的英文原
文中,原文的内涵并不是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表达出来的,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里。  

3.3 吉尔的“认知负荷模式” 
20 世纪 80 年代口译研究者对专业译员的“错译”和“漏译”的分析都集中在“注意力”(effort)这个

问题上。吉尔认为其原因众多，不完全是译员的错误。因此，针对有些错译和漏译现象，他提出了

“认知负荷模式”假说。按照这一模式，吉尔“认为口译任务所需要的注意力总量必须小于译员大脑
能够提供的注意力总量。口译过程中每一步骤所需的注意力总量也必须小于大脑所能提供的注意

力。可供译员使用的大脑注意力总量是有限的。如果译员在口译中所需要的注意力总量超过可供使

用的总量，那么口译的质量就得不到保证。假设口译所需要的注意力总量为 TR（total requirement）,
可供使用的脑力总量为 TA（total capacity available），那么 TR必须小于 TA。”吉尔的口译模式强调
译员注意力的极限，“是对错译和漏译的原因提出的假说，并不是对口译过程的模拟”。换言之，“认
知负荷模式旨在提供一个整体意义上的操作模式而不是提供详尽的口译过程的结构分析模式。” 
吉尔于 1995 年在他的专著《口笔译训练的基本概念与模式》一书中针对口译的工作方式，提

出了同声传译和交替传译的精力分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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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声传译精力分配模式： 
SL=L+M+P+C 即同声传译=听与分析+短期记忆+语言表达+协调。 
交替传译的精力分配模式： 
第一阶段：CI=L+N+M+C 即交替传译=听与分析+笔记+短期记忆+协调 
第二阶段： CI=Rem.+ Read+ P 即交替传译=记忆+读笔记+传达。 
但是，吉尔在研究中并没有进一步解释导致译员精力分配失衡的原因，以及在操作层面如何应

对这种分配失衡以实现译员精力的有效分配。 
3.4 核心句理论 
奈达强调，在翻译过程的四个阶段（分析、转换、重组、检验）中，对原文意义的分析和理解

是至关重要的，其成败得失关系到整个翻译活动的全局。为了准确第分析原文语义，他提出根据转

换生成语法将语言的结构一分为二，即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而所有语言中的句法都是由 6-12 个
深层结构通过横组合与纵聚合的关系衍生而来的表层结构。奈达认为，在翻译过程中，源语向目的

语的转换，正是在深层结构这一层面上进行的，译者必须通过所谓的逆向转换法分析出源语表层结

构背后的深层结构，再讲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深层结构，最后重组为符合目的语的语法

规则和表达习惯的表层结构。 
为了分析深层结构，奈达采用核心句这一概念来指代英语句法中最基本的深层结构，其特征是

主动语态的简单陈述句句式，在句法上不可再分。奈达基于词的四大语义范畴，即物体、活动、抽

象和关系，将英语句法的深层结构归纳为 7个核心句，以以下 7个例句为代表： 
John ran (quickly). 
John hit Bill.  
John gave Bill a ball.  
John is in the house.  
John is sick.  
John is a boy.  
John is my father.  
相对于纷繁复杂的表层结构，各种语言在数量有限的深层结构上更为接近，因此，核心句的存

在使得语际翻译成为可能。核心句理论的提出将语义成分分析及转换生成语法等语言学理论引入翻

译过程研究，一方面为翻译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使翻译研究从技巧总结走向了系统化、科学化；

另一方面又使翻译研究从抽象走向了具体，大大提高了翻译的准确性与对等性；同时也为衡量译文

质量提供了客观有力的评价标准和理论依据。 
学习目标： 
1．了解口译的定义、分类及基本特征，进行口译需要具有的素质和技能，并了解口译的相关

理论。 
2．掌握口译的核心定义和本质，特别是释义派理论和功能对等理论在口译中的应用，已解决

将来口译实践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提高翻译的效果。 
作业： 
阅读相关理论文献。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包括 6个模块，共 30学时 
模块 1：单句口译 
参考学时：4学时 
授课方式：教师念单句，学生听完句子做交替口译。对学生的翻译进行录音、播放录音、讲解

翻译技巧。 
授课要求：熟悉口译的节奏和方法；研究翻译的问题；掌握翻译技巧。 
理论指导：本阶段主要讲授句子翻译的变通。 
翻译口译在三个层面上与原文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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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词和短语与原文的对应，即通过调整英语和汉语的词序，将原文的按此和短语译为英语后

即可成为比较通顺的英语的翻译。这就是本书所称的“对译”。这样的翻译在翻译灵活度较低的工作
中使用频率最高，所需要的技巧比较机械，也是比较容易掌握的一种，也是翻译的基本技巧。 
二是句子层面上的对应，即如果通过机械的对应翻译出来的东西不符合英语的习惯，或者有更

好的译法，则可以不受原文结构限制，对原文结构加以改造或重组，使之成为可译的结构，然后再

做翻译。 
三是段落层面的对应。如果原文比较长，或者比较凌乱，难以在词或句子一级完成口译的任务，

则可以大胆地按照自己的逻辑将原文重组组织，用自己的话表达原文的意思。 
这三者之间的区分不是泾渭分明，只是在与原文结构上对应的程度上有些差异，所表达的意思

应当都是忠实原文的。采用哪一种做法取决于多种因素，比如发言人讲话的语言特点和逻辑（如有

些人的讲话很容易对译，有些人的讲话就需要编辑）、停顿的长短（短时因为能够完全记住原文结

构，就容易在词句一级对应；长时因为需要重新组织原文）、自己对英语的灵活运用的程度和临场

的发挥，等等。无论用哪一种译法目的都是为了中式传达原文意思，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哪一种方

法都可以用。 
对译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但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灵。在原文无法对译时就需要将原文变通之

后再进行口译，从而在句子或段落一级与原文对应。变通可以指对原文结构进行改造，也可以指对

原文的意思进行解释，或者对原文进行概括总结等。下面我们看一些常见的变通  
模块 2：对话口译 
参考学时：4学时 
授课方式：两个学生一组，老师播放录音，其中一位同学听录音另一位同学不听录音，听录音

的同学再录音完毕之后翻译给未听录音的同学听，未听录音的同学给翻译的同学评分。评分表格如

下： 
授课要求：熟悉对话口译的要求；研究具体难点的处理；掌握翻译技巧。 
模块 3：视译 
参考学时：4学时 
授课要求：熟悉视译的方法节奏；研究长句型和段落的翻译；掌握口译技巧与方法。 
理论指导：表达与脱离源语语言外壳 
释意翻译是意义对等翻译，语言翻译是字词对应翻译。意义对等和词语对应的主要区别在于：

意义对等建立于篇章间，词语对等建立于语言间，即字词、音义段、固定的语法或表达形式间。若

想翻译成功，就必须寻求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总体意义对等，词语对应一方面对译员是一个挑战，另

一方对听众来说听起来也较为晦涩难懂。而对于口译学习者而言，一些较为难处理的字词便可以通

过意义对等取代词语对等来解决。所谓意义对等在一定程度就需要脱离源语语言外壳。如前文所提

到，当学生在为“这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的开端”中“标志”一次犹豫不决的时候，与其浪费口译中宝贵
的时间，不如放弃此词语对等而选择意义对等，这样可以选择的途径就非常多了，学生的翻译速度

就自然提高了。如可以翻译成“This is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modernization”或“This brings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modernization”，用 “is”或“bring”来表达“标志”所蕴含的意义。甚至可以脱离原
句的整体结构直接说成“With that begins China’s modernization”。而对于更高水平的学生甚至实践中
的口译员来说，这样脱离源语外壳直接选择意义翻译的能力也相当重要。如下句“发生了一系列丧
尽天良的坑蒙拐骗行为”，在实际的口译场合，多数译员也会选择直取其意义“has resorted to some 
immoral cheating behaviors”.  
方法与手段： 
这里主要是训练表达的速度和灵活应变能力，对于听的环节不作为重点，因此本技能的训练主

要通过视译的方式进行。且对于中国学生英文的表达是更关键的问题，因此主要以中译英的视译练

习为主。训练时，要求学生不要查任何字典资料的情况下进行翻译，主要考察和讲解一些较难的词

汇和句型如何通过脱离源语语言外壳的方式灵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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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 
1. 主张贬值的人的理由主要是担心东亚、东南亚国家货币大幅贬值对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产生不利的影响。 
——句型处理：对于信息量比较大，特别是动词繁多的句子，为了加快翻译速度，要首先确定

主谓结构，以主语定谓语或以谓语定主语，而不是机械地照搬原文的句型。可以翻译的句型包括： 
People who advocate the devaluation of RMB are worried that the massive devaluation of currencies 

of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would have adverse impact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export 
products.  

The reason why some people advocate the devaluation of RMB is that they are worried that the 
massive devaluation of currencies of East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would have adverse impact o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export products. 
相比之下，前一句话更符合口译时间紧、要求译出语更易听懂的特点。在视译中，选择“Who does 

what”的句型更简单、迅速。 
2. 但是，我国今年外贸出口增长率的下滑，并不是由于东南亚和东亚国家的汇率贬值提升了

这些国家外贸出口竞争力，挤占了我国的出口市场而引起的。 
——句型处理：如果完全照搬中文的结构，容易造成英文结构不清晰甚至导致严重语法错误。

应该根据逻辑找到主谓之间的关系，确定单句的主谓语或单句间的关系。如： 
However, the slowdown of China’s export this year has not been caused by the fall of exchange rates 

of currencies of East Asian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thus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export 
competitiveness, taking away China’s export market.  

However, the reason why China’s export this year has declined is not that falling exchange rates of 
currencies of East Asian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improve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these 
countries, undermining China’s market shares.  
也可分而译之。 
Export of China has decline this year. However, this is not because alling exchange rates of 

currencies of East Asian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improve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these 
countries, undermining China’s market shares. 

3. 在这个美好的夜晚，与各位在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欢聚一堂，感到十分高兴。我代表中
国政府和人民，向前来参加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集团举办的“二零零一《财富》全球论坛”活动的朋友
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作为一个功能对等的例子。这句话可以翻译成： 
In this beautiful evening, it is my pleasure to get together with all of you in HK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I will extend my warmest 
welcome to all the friends attending “2001 Fortune Global Forum” sponsored by AOL Times Warner.  
如果有一个底线的话，翻成最简单的两个核心句也可以做到功能对等： 
It’s my pleasure to be here with you. And warm welcome.  
4. 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使更多的人放弃传统的一次性教育的观念，树立起终身学习的观念，

要求社会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和条件，满足人们特别是那些弱势社会群体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

而产生的学习需求；要求成人教育提高质量，以保证学习者学有所成；要求成人教育不断变革，为

成人学习提供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学习内容、方法和途径，建立一个开放、灵活的成人教育体系。 
One important feature is that more and more people have given up the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of 

education as being one-off and know that it is a lifelong process instead. It means that we have to create 
more opportunities and conditions for learning in the society to satisfy the educational needs of the 
socially-disadvantaged groups in the constantly changing social and economic contexts. It means that we 
hav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adult education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learners. It means that ad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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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has to be continuously reformed to be more diversified and tailored for the needs of adults in 
terms of contents, methodology, as well as access. An open and flexible system has to be established for 
adult education.  

模块 4：短期记忆训练 
参考学时：4学时 
授课要求：掌握短期记忆训练的技巧与方法。 
理论指导：记忆与脱离源语语言外壳 
大家都会注意到，口头陈述是转瞬即逝的。我们可以记住听到的整体内容，但却几乎忘记了陈

述使用的词语。事实是，讲话使用的有声符号会逐渐消失，而听者——译员保持着非语言形式的记
忆，即处于一是状态的思想或提到的事实。排除极少数记忆惊人的人，谁也不可能听一遍后就能记

住国际会议上构成几分钟讲话的数百字词，也不可能用同一语言或另一语言凭记忆重新将它们表达

出来。事实上，即席翻译译员之所以能够记住意义的各种细微差别，并自如完整地将其用母语表达

出来，是因为他启用了一项基本能力，即在词语消失时记住理解了内容。他摆脱了语言形式。译员

可以通过培训提高这种能力，使其明朗化，这种能力人皆有之，也可通过训练提高。因此，对于学

生的记忆力训练可以从教会学生脱离源语语言外壳入手，进行总结和复述的练习。 
训练材料 
最新的报纸杂志文章或会议发言。中文主要选自：《中国日报》、中国网、《财经》杂志等。英

文主要选用最新 China Daily等杂志文章以及美国总统每周演讲及 VOA慢速报道。 
模块 5：笔记练习 
参考学时：8学时 
实验要求：掌握笔记的方法与技巧。 
理论指导： 

1. 笔记原则 
笔记不是听写，也不是速记，更不是诉状记录。笔记是听、理解、抓住信息意义后进行表达的

辅助工具，口译一旦完成，笔记便失去其作用。交传笔记具有个性化、暂存性质。笔记是记忆内容

的载体，但不是信息的文字化。笔记的作用在于，在记录是帮助译员集中精力、在使用笔记时为其

做提示。 
教学实践证明，笔记训练初期可能会干扰正常的理解和表达，因为学员将精力完全集中在笔记

上，忽视了对信息的分析和整合，表达是有过于依赖笔记，是的笔记反成为理解和表达的“绊脚石”。
因此，笔记训练初期，首先应该反复提醒学员，主要用大脑记忆，不要依赖笔记。这也是我们的口

译训练从大脑记忆训练开始而不是直接进入笔记训练阶段的原因。另外，笔记训练应该分步骤进行。

但有一种现象不可忽视，学生只记数字和单一意义的词汇时没有将其相关内容连接在一起。在这种

情况下，笔记便失去了意义。所以，笔记除了记简单符号以外，还应该将源语的信息联系或结构体

现出来。 
2. 笔记方法 
2.1符号 
笔记首先应该记录的是源语里的主要信息点，特别是专业词和数字等。那么大量的信息点需要

用相应的符号记录下来。 
符号可以是原文中的原词或简写，如听到污染，记录“污染”或“污”。听到 transmission 记录

“transmission”或“trans”； 
也可以是译出语，如听到 “honored”记录“幸”，听到“population”，记录“人”； 
也可以是一些形象的符号，如“差异”或“difference”用“≠”表示，“增加”、“提高”或“improve”用“↑”

表示，协议或“agreement”用“ ”∪ 表示，“重要”或“crucial”用“*”表示。这些符号提高笔记记录的效率，
但是，应该避免无休止地“开发”不便于记忆和使用的符号：需要记忆的符号越多，越不便于记忆，
表达时就会发生“识别”危机，影响表达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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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笔记结构 
首先，原则上，笔记应该纵向记录，一行不要记录太多信息。根据一般人的视宽，一行记录 5、

6个符号为宜，一眼既能看到不需要左右移动视线浪费时间。 
其次，笔记采用内缩进的原则，即只要一句话没有说完，信息换行后要往后缩进几个字符位置，

直到下一句开始然后在顶头写。 
最后，在每一段话结束后，可以画上横线表示结束。 
为了方便理解，下面以一段英文讲话为例，解释笔记结构的主要特点，中文笔记的结构同理。 
Mr. Premier, I know that the President is looking forward very much to your meeting tomorrow in 

the White House, where you and he will have many important issues to discuss. // 
But this evening here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i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relax, to get to know one 

another, and to extend to you and your party some of Washington’s hospitality.  
 
 
 
 
 
 
 
 
 
 
 
 
 
模块 6：综合练习 
参考学时：6学时 
教授内容：笔记与听力的配合、翻译以及表达的技巧。 
翻译技巧——基于中英文结构的特点 
1. 英语重结构，汉语重语义。我国着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曾经说过：“就句子的结构而论，

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中国语法理论》，《王力文集》第一卷，第 35 页，山
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 由于英语是"法治"的语言，只要结构上没有出现错误，许多意思往往可以
放在一个长句中表达；汉语则正好相反，由于是"人治"，语义通过字词直接表达，不同的意思往往
通过不同的短句表达出来。在英语中，句子的每一个成分，都可以用修饰语修饰，而一个修饰语还

可以被另一个修饰语去修饰。因而，英文句子的结构性更强，更像一棵大树，会分出无数多的枝叶。

可以看一个典型的英文句子。“The American economic system is, organized around a basically 
private-enterprise, market- oriented economy in which consumers largely determine what shall be 
produced by spending their money in the marketplace for those goods and services that they want most.”
而汉语的句子通常是独立的，修饰成分较少且短。犹如“万顷碧波，层次推进”，语法家称之为“流
水句”。如，“济南地段的黄河，夏天河面宽，水流急，泥沙沉淀淤积，河床逐年加高，水位高于地
面十余米。”英语的树形结构和汉语的波浪形结构是英汉句子结构的最根本的一个差异。这就意味
着在中翻英的时候，一些从属结构应该自然地分开转换为流水结构；而中翻英的时候中文的流水结

构应该通过适当的合并、分层变为从属结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英汉翻译至关重要。先举一个简单

的英汉互译的例子： 
In the doorway lay at least twelve umbrellas of all sizes and colors.  
可以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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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门口放着至少十二把五颜六色大小不一的伞。 
但是更符合中文流水行文习惯的应该是： 
门口放着一堆雨伞，少说也有十一二把，五颜六色，大小不一。 
另一个中翻英的例子： 
境内西湖如明镜，千峰凝翠，洞壑幽深，风光迤逦。 
如果翻译成： 
Hangzhou’s West lake is like a mirror. It is surrounded by green hills and deep caves. The scenery is 

beautiful. 
无疑不符合英文的结构特点，显得冗长且没有凝聚力。如果译成： 
Hangzhou’s West Lake is like a mirror, embellished all around with green hills and deep caves of 

enchanting beauty. 
显然更贴合英文的行文特点。 
这对于口译中的英汉互译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举例： 
1.1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a private, non-profit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supported by more than 200 leading American companies, is currently celebrating its 30th anniversary. 
很多同学容易按英文的这种树形结构进行翻译，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这样一个私人、非盈

利、非政府，由 200多家美国大公司支持的机构，这在庆祝其 30周年。”而如果熟悉两种语言结构
的差异，会感到这种中文明显英式中文的痕迹太重，会自然地选择更流畅的中文，如“美国贸易全
国委员会是一家私人、非盈利、非政府机构，由 200多家美国大公司组成，今年恰逢其 30周年纪
念”。虽然口译中时间相对紧张，调整句型更难，但是这种意识必须建立起来，并且在时间和精力
允许的情况下，按照译出语的结构表达。 

1.2 It helps its members to strengthen their business with China by providing consulting services; 
extensive written information online and in print; meetings and events that bring our companies together 
with important experts and distinguished leaders from China, the US, and third countries; and by strongly 
supporting government policies—in both the US and China—that help Sino-American economic and 
commercial relations to grow strongly 

此为比较典型甚至极端的复合句，虽然意识到问题，但不少同学还是机械地套用“该委员会通
过提供咨询服务、大量的在线和纸质信息，让公司接触中美和第三国的专家领导人的会议和事件，

以及大力支持有利于中美经济和商贸关系发展的两国政策来帮助其成员加强和中国的商务关系。”
遇到这种句型，学生应该有信心，而且有耐心的按照原文的思路和作者的意图，把信息一个个清楚

地展现出来，也就是按英翻中该拆就拆的原则来翻译。如“委员会旨在加强其成员和中国之间的商
业关系，为其提供咨询服务和大量的在线和纸质信息，并通过举行会议和活动让成员有机会认识中

美及第三国的专业和领导人，同时大力支持两国有利于中美经济和商贸关系发展的政策。” 
1.3 近年来，我市致力于经济建设，坚持以工业化为核心，大力开展招商引资，成功吸引了一

大批投资企业，有力地带动了地方经济发展，广大投资者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这里的中文流水结构不分层，也能翻译出基本信息，但是一定不是符合英文结构习惯的。于是，

我们可以考虑先确定核心句，然后确定哪些是背景或原因，哪些是结果。不难翻译出这样的英文从

属结构： 
By being dedicated to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taking industrialization as the core, the city has, in 

recent years, made tremendous efforts in investment promotion. As a result, we have attracted a lot of 
investors, bringing us vigorou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vestors rich rewards.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口译简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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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句练习+对话口译 2  
3 单句练习+对话口译 2  
4 单句练习+对话口译 2  
5 单句练习+对话口译 2  
6 视译 2  
7 视译 2  
8 短期记忆训练 2  
9 短期记忆训练 2  

10 笔记训练 2  
11 笔记训练 2  
12 笔记训练 2  
13 笔记训练 2  
14 综合练习 2  
15 综合练习 2  
16 综合练习 2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本课程教学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建立起口译思维，拜托传统的语法意义上的翻译习惯，提高翻

译速度和流利程度。对于口译的初学者，关键是能够理解口译中摆脱源语束缚、按照意思自由表达

的重要性。此外，提高词汇积累和听力水平也想到重要。 
难点：首先在于学生如何突破心理障碍，大胆地表达；其次是如何做到灵活变通。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口译录音 
2.集体评判 
3. 教师讲解 
4. 角色扮演 
5. 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同声传译设备。 
3、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同传教学实验室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监控。每个阶段的内容完成之后进行一次考试，包括单

句考试、视译考试、笔记考查、综合交传考试，各占比 20%，平时成绩占 20%。  
6、作业要求： 
1. 理论部分：阅读相关参考书。 
2. 单句部分：每周和同学练习 40个单句，录音并背诵相关词汇句型。 
3. 视译部分：每周视译一篇材料，并录音。 
4. 短期记忆：和同学一起训练，各自准备 45分钟的训练材料，互相读材料让对方复述。 
5. 笔记部分：每周完成一个半小时材料的笔记练习。 
6. 综合练习：每周一个半小时材料的口译录音。 



748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苏伟，邓轶，2009，《口译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 詹成，2010，《联络口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Gile, D.1997.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M]. Amsterdam: 

Benjamins. London: Routledge .2001. 
Jeremy Munday.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M]. 
Joan Pinkham. The Translator’s Guide to Chinglish [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鲍刚，2005，《口译理论概述》[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蔡小红，2002，《口译研究新探》[M]。香港：开益出版社。 
杜碧玉，2006，《法律口译教程》[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李长栓，2001，《汉英口译入门》[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林超伦，2004，《实战口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刘和平，2001，《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

司。 
刘和平，2005，《口译理论与教学》[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刘和平译，勒代雷著，2003，《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梅德明，2008，《口译进阶教程-专业交传》[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秦亚青，何群，2012，《英汉视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苏伟，邓轶，2009，《口译基础》[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许钧，2009，《翻译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张威，2011，《口译认知研究：同声传译与工作记忆的关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 
张维为，1999，《英汉同声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仲伟合，2009，《同声传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邬姝丽，2011，《实用英语高级口译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全国翻译硕士学位(MTI)系列教材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邬姝丽，2013，《基础口译教程》[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执笔：吴康平  审稿： 齐筠 审定：外国语学院翻译研究所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28日 

 

交替传译（法律）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Legal) 

课程号：3080009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翻译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学生能够基本完成交谈、会议、演讲等场合的法律口译任务；2、学

生可以对以法律内容为主的口译任务达到熟练程度，包括对法律基本制度、部门法知识和比较法知

识的基本掌握；3、学生在进行口译技巧训练中着重培养演讲技巧，力图完整、准确、专业地完成
交替传译任务。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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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交替传译的类型和标准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律英语交替传译的种类以及译员必备的能力和素质。 
2．法律英语交替传译的训练方法：记忆训练、笔记技巧、影子练习、法律法规口译的注意事

项。 
学习目标：对法律英语交替传译有初步的了解，掌握基本的口译练习技巧和练习方法。 
1．了解法律英语口译的行业特点和相关翻译市场的需求。 
2．掌握法律英语口译的基本训练技巧，能够自己积累材料，自主练习，配合上课老师的材料

养成主动学习的习惯。 
作业： 
Mock Press Conference Interpreting (on the thesis of legal reforms in China) 

知识单元 2：译员的素质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从事法律英语口译的译员应有的素质：热爱祖国、广播的知识、专业的法律知识、熟悉法

律法规和相关国家政策、高度责任感和良好职业道德。 
2． 心理素质好是关键，法律重逻辑，法律英语口译员应该更加注重逻辑性。 
学习目标： 
1．了解口译员应该具有的素质，特别是法律英语口译领域。 
2．树立信心、增强抗压力和积累在特殊场合进行口译的应对策略。 
作业： 
健康的身体对于译员来说至关重要，口译活动强度大，有时候会持续一整天或者几天，有时候

译员要不断变换工作地点，在不同城市甚至不同国家之间穿梭完成任务，如何提高自己的身体素质

和抗压力？ 
知识单元 3：口译员须遵守涉外行为规范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从事外事法律口译的译员要从衣着举止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特别是涉及外交和政治场合

更要如此，态度谦和不失尊严，有专业精神，不因为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的熟悉程度来决定工作态

度，要把专业的精神贯穿于每一次任务中。 
2. 译员也要注意没有口译任务时个人的言行，特别是出席一些正式场合，应该与服务对象保

持一定距离，但是又能在服务对象需要时立即出现。 
作业： 
观看老师提供的相关会议口译视频和照片，指出其中口译员的不当之处，并且提出建设性意见，

以及如何避免类似问题发生在自己身上？ 
知识单元 4：口译译员应该具备的应变能力 
参考学时 1学时 
学习内容： 
1. 应变能力严格来说并不是能够完全通过理论学习来掌握的内容，但是一定程度的理论铺垫

至少可以让学生意识到应变能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特殊场合下，应变能力至关重要，关系到整

场口译服务的成功与否。 
2. 口译译员的应变能力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对不会译的内容的处理、对服务对象错误的处理、

以及对不合乎中外文化习惯和习俗的问题的处理。要具有以上三方面的应变能力，需要注意语言基

本功、扩大知识面和不断积累、收集新语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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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法律法规经常有修订、新的法律法规不断出现、中外法律制度差异巨大，作为译员如何如何积

累和收集新语汇？除了传统的积累方式，是否还可以借鉴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进行新词积累和搜

集？ 
（一） 实践教学：28学时 
口译实践 1：中外法律交流 
参考学时：4学时 
Unit 1  Judicial System 
Unit 2  Legal Profession 
Unit 3  Legal Education 
Unit 4  The Common Law and Its Competitors 
作业： 
Interpreting task for Int’l Conference of Comparative Law 
口译实践 2：Civil & Criminal Procedures 
参考学时：8学时 
Unit 5  Legal Counseling  
Unit 6  Police Investigation  
Unit 7  Legal Procedural Revisions and Reforms 
Unit 8  Procedural Laws and Legal Codes 
Unit 9  American Criminal Law (People v. Zackowitz) 
Unit 10  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 (Ohio v. Matthew Reiner) 
Unit 11  American Civil Procedure (John O. Adams v. Philip Morris, Inc.) 
Unit 12  Mens Rea and Defendants’ Right  
作业： 
China’s recent revision of procedural laws and its impact. (Watching the studio interviews about 

relevant topics and doing the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 
口译实践 3：Other Branches of American Laws 
参考学时：4学时 

    Unit 13  Tort Law 
    Unit 14  Contract Law 
    Unit 15  Property Law 
    Unit 16  The Law of Corporations  
    Unit 17  Evidence Law 
    Unit 18  Intellectual Law 
    Unit 19  The Antitrust Laws 

Unit 20  Legal Traditions of the American Law 
作业： 
Explain the following concepts: 
1. Nuisance Law 
2. Adverse Possession 
3. Corporations 
4. Rules of Evidence 
5. Copyright 
6. Monopolization and Merger 
口译实践 4：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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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4学时 
Unit 21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of P.R.C 
Unit 22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States 
Unit 23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EU and its member states 
Unit 24  Int’l Environmental Laws 
作业：  
环保法修订记者招待会口译实况（2015年）。 
口译实践 5：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s (ADR) 
参考学时：4学时 
Unit 25  ADRs 
Unit 26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Unit 27  Domestic ADR organizations  
Unit 28  Int’l ADR organizations (in HK, Singapore, UK and the States) 
作业： 
了解中国贸促会仲裁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和主要职能，对比中外不同的仲裁机构。案例学习（仲

裁委案例）。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交替传译的类型和标准、口译员的素质

和行为规范、口译员应该具备应变能力 
4 

第一周为口译理论学习部分，主要以教

师讲授和实例讲解为教学方法。 

2 Sino-foreign Legal Exchanges 4 

从法律界交流的视角对法律制度进行

初步探讨，包括中国基本法律制度和外

国法律制度，亦包括两者之比较和法律

移植等话题。 

3 Civil & Criminal Procedure 4 
这部分主要分为美国法诉讼程序和中

国法诉讼程序，包括相关的法律改革和

法律修订。 

4 
美国法中有关刑诉程序和民诉程序的

规定、典型案例 
4 

重点为被告权利，这一部分也是中国刑

诉法修订重点借鉴的一部分，但是中美

之间相关规定仍然有巨大差异，对话和

桥梁需进一步提升。引申话题包括律师

的权利。 

5 美国侵权、合同、财产和公司法 4 
每个法律领域各提供会议论文一篇进

行口译实践 

6 
美国证据法、知识产权法、反垄断法以

及美国法的传统 
4 

前三个部门法关键词讲解和翻译，美国

法传统是本周重点内容，提升学生对美

国法的深入认知。 

7 环保法 4 
中国环保法的修订、中美、中欧环保法

的对比讨论，环保法记者招待会两场，

中国一场，美国一场 

8 ADR 4 
贸促会仲裁委资深翻译和仲裁员到场

讲解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交替传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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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中外法律制度、部门法知识、比较法的视角和法律专题口译。 
难点：美国部门法内容比较繁杂，需要较多阅读案例才能有所体会，做好译前准备工作至关重

要。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 案例教学。 
3. 自主学习。 
教学手段： 
1. 口译教学课堂软件（含口译测试和同传练习）。 
2. 模拟国际会议会场口译练习。 
3. 模拟法庭口译。 
4. Trados翻译软件的翻译记忆库和术语库练习和使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口译教室和同传教室、模拟国际会议教室、Trados翻译软件、口译教学软件、其它翻译教学和

实践软件、DV摄像机、数码相机、录音笔等。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本课程包括自主学习时间，不超过总课时的十分之一，课外实验课时不占用总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 20% （包括出勤、课堂表现、课堂练习、课后作业、翻译实践等等），口

译录音 10%，期末成绩 70% （形式为视译或者听译）。 
7、作业要求： 
每周都有口译练习作业，需要提交口译录音，部分作业是团队完成。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翻译研究所自主编写：《法律英语口译实践研究》为指定教材。 
任课教师提供最新的口译材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杜碧玉等编著《法律口译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06年 11月   
（二）推荐参考书 
1. 林超伦著《实战口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 9月。 
2. 齐筠主编《法律英语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11月， 第 2版。  

执笔：付瑶 审稿：齐筠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3日 

 

合同翻译 
Translation of contract 

课程号：308000962 

一、课程教学目的： 
本课程是为翻译研究所为法律翻译专业三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技能类专业必修课。主要目的和

任务是向学生系统传授合同的基本构成、内容、特征、了解合同术语及句法特点，掌握合同翻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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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技巧、熟悉合同术语的翻译及程式表达，通过大量实践，深入地理解合同语言的特点及其翻译

策略，提高学生在商务领域内的笔译及口译能力。 
本课程的设置旨在培养我国司法和商务领域所需的既能熟练掌握英语又能从事对外法务及商

贸活动的复合型人才，帮助英语专业的学生继续打好语言基础的同时向他们传授相关法律和商务基

础知识，以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国际法务、商务的沟通能力，使其能够利用英语直接从事

和研究对外法务和经贸的实践和理论工作。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合同基本概念及构成介绍与合同的种类及名称翻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合同基本概念及构成介绍 
1) 商务合同的定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

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A contract in this Law refers to an agreement establishing, modifying and terminating the civi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between subjects of equal footing, that is, between natural persons, legal persons or other 
organizations. 

商务合同是自然人或法人为实现一定的商务目的，按照法律程序达成的旨在规定相互权利和义

务的契约，对签约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因具有涉外性质，通常采用中英文书面形式。 
Commercial contract refers to an agreement stipulating mutu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natural persons 

or legal persons who formulate it according to legal procedure to achieve some business-related purpose. 
2）一份正式合同通常包括以下结构： 
合同名称；前言；合同当事人的名称或姓名、国籍、主营业所或住所； 
合同签订的日期与地点；缘由；同的类型和合同标的的种类、范围； 
正文: 
1) 定义条款（Definition Clause）。 
2) 基本条款（Basic Conditions）。 
3) 一般条款（General Terms and Conditions）。 
2. 种类及名称翻译 
a long-term contract 长期合同 
a short-term contract 短期合同 
completion of contract 完成合同 
contract for future delivery 期货合同 
…… 
学习目标： 
1．了解合同的基本概念、构成及英译。 
2．掌握合同各部分名称及英译。 
作业： 
1. 熟记合同各部分的名称及英译。 
2. 学习合同种类名称及基本定义。 
3. 掌握合同种类名称及英译。 

知识单元 2：合同的语言特点、翻译原则及翻译技巧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合同的语言特点：格式固定、语体庄重、措辞婉约、行文严谨、条理性、规范性、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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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标准：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 
翻译原则：术语对等翻译原则（terminology equivalence) 
1. 语言特点： 
1) 词汇特征 
a) 正式词语的使用。商务合同英语要对交易各方的权利、义务、行为准则的准确涵义和范围进

行直接而明确的规定, 其措词必须严谨、精确、正式, 并不带个人感情色彩。因此正式词语在商务合
同中使用频率非常高,俚语、俗语、方言、戏谑语不能出现在商务合同中。为体现其正式与严谨的文
体特征,商务合同英语多倾向于用较复杂的介词短语来代替非正式语体中常见的简单介词与连词。 

b)古体词的使用。古体词在现代英语口语和一般书面语中极少使用,但在商务合同等法律文体中,
古体词却大量出现,充分体现出其庄重严肃的文体风格。商务合同英语中最常使用的古体词多为一
些复合副词,即由 here, there 和 where 分别加上 after, at, by, from, in, of, to, under, upon, with 等一个
或几个介词共同构成的复合副词。这些复合词中的“here”指的是“this”,即“本文件(合同,协定等)”, 
“there”指的是“that”, 即“另外的文件(合同,协定等)”, “where”指的是“what”或“which”之意。 

c) 法律用语和专业词汇的使用。合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经济文书, 其语言属于法律范畴。合同
中大量使用的是正式的法律用语及国际商务方面的专业词汇。这些词汇突出法律文本的威严。 

d) 外来词的使用。商务合同英语中使用的商务类专业术语有不少源于拉丁语或法语,有些则是
由其词根派生或合成,许多术语都有相同的前缀或后缀。 

2) 句法特征 
a) 长句的使用。商务合同中的句子与普通英语相比而言,句子结构、长度和使用从句的连贯性

要复杂的多。商务合同文体中的完整长句的使用可以准确界定合同当事人的有关权利和义务,排除
被曲解、误解、产生歧义的可能性。句子的状语和定语从句等附加成分非常多,而且常常位于明显
的位置,对主句意义进行解释、限定或修饰。 

b) 条件句的使用。合同要求准确严密的规约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因而合同英语思维缜
密,逻辑性强,既要考虑到各种不同情况,又要排除各种例外情形。合同条文在规定双方应该履行的义
务之外,还考虑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和处理办法。所以合同条款中有较多的条件句, 尤其是在有关
付款、违约责任、不可抗力、财产处理和仲裁等中更是屡见不鲜。 

 c) 名词化结构的使用。商务合同英语中常常使用名词来代替动词、形容词和长句,这就是名词
化结构。名词化结构主要是指表示动作或状态的抽象名词或是起名词作用的非谓语动词,在合同英
语中随处可见。 

3) 语用特征 
a)  模糊语言的使用。虽然商务合同的语言力求准确严密、清楚明晰,但是在合同领域运用模

糊词语的现象并不少见。事实上,合同中对双方权利和义务进行约定时,适当运用模糊语言作辅助,反
倒可以确保合同条款的周密和完备。 

b) “赘述”现象。合同英语中同义、近义词连用的现象看似是一种“赘述”现象。实际上,为了符合
合同英语滴水不漏的特征,有时词语的“赘述” 能使交际者更有效地传递信息。只要信息接受者准确
无误地接受了信息,这种表达方式就不属于赘述。 因此,同义、近义词连用的“赘述”现象具有重要的
语用价值。 

2. 翻译原则 
3. 翻译技巧 
1) 名词，动词，形容词，介词之间的转换译法。 
2) 直译法，增译法，省略法，正反译法（用否定句表示肯定意思，用肯定句表示否定意思 
3) 顺译法，逆译法，综合译法，拆分译法等。 
学习目标： 
1．学习掌握相关翻译技巧。 
2. 学习合同语言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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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对比文本，找出相关技巧的实例。 
2. 对比文本，学习相关特点的运用。 
合同的翻译技巧 
3. 翻译练习。 

知识单元 3：英语合同的主要术语翻译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大量使用专业术语（单义性，排斥多义性和歧义性） 
floating policy(统保单） 
bill of lading(提单） 
2. 频繁使用半专业词汇 
point(汇价点）      discharge(偿清债务) 
discount(贴现率） dishonor(拒付） 

3.多使用语体正式的词或词组代替口头化的词或词组 
constitute (include)    purchase (buy) 

4.多使用介词短语代替简单的介词和连词 
for the purpose of (for) 
in accordance with (according to) 

5.同义词叠用 
by and between(强调合同是由“双方”签订） 

   fulfill or perform(履行) 
6.同一性及一致性等 
自始至终使用同一词汇表达同一概念和思想是合同起草的黄金法则。 
7. 古体词的使用 
在这些复合副词中，here表示 this，there表示 that，where表示 what或 which。hereafter(此后，

今后) 
thereafter（此后，后来） 
thereby (因此，由此，在那方面)  
whereas（鉴于） 
whereby(因此,由是，据此) 
学习目标： 
1．了解合同语言特点。 
2. 理解 herein等词的含义和用法 
作业： 
1. 对比文本，找出相关术语特点的实例。 
2. 翻译练习 

知识单元 4：英语合同的主要句式翻译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商务合同句式特点及翻译 
1) 句子结构通常较为复杂，句式规范，文体正式，经常使用长句和被动结构，广泛使用固定

句型和套语。要求句式讲究，条理清晰，结构严谨。 
2) 被动语态 
要求客观公正，准确无误，被动语态不带个人主观性，强调客观性和事实，重在表达动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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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在执行者，符合商务英语客观、庄重的文体特征。 
2. 商务合同中的固定句型及其翻译 
学习目标： 
1．了解掌握合同标准句式的特点及翻译。 
2.  记忆课堂所学的主要句式的翻译。 
作业： 
1. 对比文本，找出更多标准句式及翻译。 
2. 翻译练习。 

知识单元 5：合同中常用介词短语的翻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s per 按照，根据 
In accordance with 根据，依据 
According to 按照，根据，依照 
Pursuant to 根据，按照 
…… 
学习目标： 
1．能够理解翻译并运用相关介词。 
作业： 
1. 翻译练习。 

知识单元 6：英语合同中常用情态动词的翻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shall的使用 
2. May的使用 
1) May 在法律法规中的翻译 
2) May 在法律合同文件中的翻译 
3. shall和 should 
4. shall, may和 must的否定句 
学习目标： 
1．了解情态动词的涵义及使用的语境。 
作业： 
1. 对比相关翻译文本中情态动词的使用 
2. 翻译练习。 

知识单元 7：合同中关于权利/权力的表达与翻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权利的定义：right, title, interest… 
2、有关权利的表达方式: 
Have the right to do, be entitled to… 
3. 权力及表达方式: power… 
学习目标： 
1． 正确理解权利的定义，学习权利的英文对应术语。 
2.  掌握相关的“有权做某事”的英译。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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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文欣赏与批评 
2. 翻译练习。 

知识单元 8：合同中关于义务的表达与翻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have the legal obligation to do, be obliged/obligated to, shall do… 
在英文合同中这一组短语都表达“有责任、有义务”. 
学习目标： 
1． 正确理解义务的定义，学习表示义务的英文对应术语。 
2.  掌握相关的“有义务做某事”的英译。 
作业： 
1. 译文欣赏与批评 
2. 翻译练习。 

知识单元 9：合同中关于条件的表达与翻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If 条件句 
（二）隐含条件句 
（三）复合条件句 
学习目标： 
1． 学习英文中表示条件的表达方式。 
2.   掌握这些表达方式 
作业： 
1. 对照找出中英文中表示条件的词语。 
2. 翻译练习。 

知识单元 10：合同中关于救济的表达与翻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Compensation/indemnification/reimbursement/refund 
学习目标： 
1． 正确理解权利的定义，学习权利的英文对应术语。 
2.  掌握相关的“有权做某事”的英译。 
作业： 
1. 记忆相关术语。 
2. 翻译练习。 

知识单元 11：中英合同中关于时间的表达差异及翻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在法律英语中提及日期时一个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所提及的日期是否包括。 
1. before和 after: 往……前，住……后 
2. on和 by...on or before, on or by, by and before: 在…日或之前 
…… 
学习目标： 
1． 正确理解权利的定义，学习权利的英文对应术语。 
2.  掌握相关的“有权做某事”的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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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记忆相关术语。 
2. 翻译练习。 

知识单元 12：不同合同文本的翻译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附录： 翻译服务合同 
Agreement made this day [date] between [translator’s name], (“Translator”), and [ publisher’s name], 

(“Publisher”) concerning a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of [name of work] (the “Work”) by [author’s 
name] (the “Author”). 

1. The Translator will translate the Work from [original language] into English and will deliver the 
Translation to the Publisher on or before [date]. 

2. Publisher agrees not to make any changes to the final approved version of the Translation except 
for copy-editing to conform with Publisher’s standard style and punctuation, spelling and capitalization. 
Publisher will send Translator the copy-edited manuscript of the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or agrees to 
provide any revisions or corrections within [X] weeks of receipt. 

3. The Translator represents and warrants to the Publisher that no material of an objectionable or 
libelous character not present in the original work will be introduced into the translation. Subject to this 
representation, the Publisher hereby indemnifies and holds the Translator harmless against all suits, claims, 
causes of action, expenses or costs of any kind including legal fees arising out of the content of the 
original work. Publisher will cover Translator with respect to any lawsuits arising from the publication of 
the Translation under any publishers’ liability insurance policy (covering such risks as defamation, 
invasion of privacy and copyright and trademark infringement) the Publisher has that covers any lawsuit 
(the “Policy”). 

4. The Translator shall receive an advance of [X dollars] for the translation, payable as follows: The 
Translator shall receive [ X dollars] upon signature of this contract by both parties, and the remainder due 
shall be paid upon delivery of the completed translation. 

5. In addition, the Translator shall receive a royalty of [X percent] on all sales of the book, based on 
the retail list price of the hardcover edition. The Translator shall also receive a royalty of [X percent] on 
all paperback sales of the book, based on the retail sales price of the paperback edition and its net sales. 
Translator shall receive an amount equal to [X percent] of Publisher’s net receipts from sales of the 
Translation in electronic form. Publisher will pay Translator an amount equal to [ X percent] of subsidiary 
rights income from all sources. The Translator shall receive accounting statements from the Publisher 
under the same schedule as for the original author. 

6. The Translator’s name shall appear on the cover and title page of all editions of the book, and in 
all publicity and advertising copy released by the Publisher, wherever the author’s name appears, in a type 
size not smaller than sixty (60%) percent of that for the author’s name. Publisher agrees to print 
Translator’s approved biography on the back flap of the hardcover edition, on the back cover of any trade 
paperback edition of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title page of any electronic edition. 

7. On first publication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Publisher shall give the Translator ten (10) free 
copies of each edition of the work, and the Translator may purchase additional copies from the Publisher 
at a discount of fifty percent from the retail list price. 

8. The Translator shall have the right no more than once per calendar year, to examine Publisher’s 
books, records and agreements relevant to the Translation at Translator’s expense. Notwithstanding the 
foregoing, if such audit reveals accounting errors of at least five (5%) percent of the amounts du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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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or, then Publisher will reimburse Translator for the costs of the audit and the amount due as a 
result of the audit within thirty (30) days thereafter. 

9. Publisher agrees to register the Translation of the Work in the Translator’s name and the Translator 
grants to Publisher for the full term of copyright and all renewals and extensions thereof the sole and exclusive 
right to reproduce, publish, and sell the transla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throughout the world. 

10a. [Standard reversion clause] If at any time the rights to the Work revert to the Author, then the 
rights to the Translation shall at the same time automatically revert to the Translator. 

10b. [Alternate reversion clause to cover eBook contracts] If the Publisher fails to keep the Work in 
print and does not reprint it within [X] months of its receipt of written request to do so, then the Translator 
will have the right to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by written notice to Publisher. The Work shall be 
considered "in print" as long as the Publisher 

Option 1: sells more than one hundred (100) digital copies [number of copies negotiable] of the 
Work in the two (2) preceding accounting periods. 

Option 2: remits more than $125 [negotiable] in royalty income resulting from sales of digital copies 
of the Work in the two (2) preceding accounting periods. 

11. Furthermore, the Publisher shall inform and make available for purchase to the Translator any 
unsold books at or below manufacturing cost (defined as the cost of paper, printing, and binding). 

12. This contract may be cancelled only by the express agreement of both parties in writing. 
In witness whereof, the parties hereto have signed this agreement at [place] on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ranslator's signature]                                               [Publisher’s signature] 
Clerk: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合同基本概念及构成介绍、合同的种类及名称翻译 2  
2 合同的语言特点、翻译原则、合同的翻译技巧 2  
3 英语合同的主要术语翻译 4  
4 英语合同的主要句式翻译 6  
5 合同中常用介词短语的翻译 2  
6 英语合同中常用情态动词的翻译 2  
7 合同中关于权利的表达与翻译 2  
8 合同中关于义务的表达与翻译 2  
9 合同中关于条件的表达与翻译 2  

10 合同中关于救济的表达与翻译 2  
11 中英合同中关于时间的表达差异及翻译 2  
12 不同合同文本的翻译实践 4  
说明 :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先修课程：综合英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后续课程：美国合同法，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翻译与法律文化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合同的构成与种类，合同的语言特点，合同术语对译，合同中的格式语言，合同翻译技巧。 
难点：合同术语翻译的准确性，合同文本中的格式语言翻译。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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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采取讲练结合的方式，案例教学，课堂研讨。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利用网络资源和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勇于翻译实践活动。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20%；期末考试占 60％。 
7、作业要求： 
认真完成翻译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自主编写相关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教师自编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李长栓: 《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2012年。 
2. 卢敏： 《英语法律文本的语言特点与翻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 
3. 马莉： 《法律语言翻译的文化制约》， 法律出版社， 2009。 
4. 李克兴： 《法律翻译理论与实践》，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5. 法律英语证书全国统一考试委员会编写的 《法律英语翻译教程》，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9。 

执笔：齐筠  审稿：齐筠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0日 

 

同声传译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课程号：3080009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翻译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同传作为口译形式的特殊性；2、掌握同传作为口译形式的专业

技能；3、对同传译员工作状态和工作环境以及工作性质有深入的认识和研究。 
开设本课程，是教师通过自身同传工作和教学经验的总结反复思考和验证的一个开放性课程体

系。教师本人并没有做过同传方面的实证研究，并不能保证采取某个理念或者培养模式就可以培养

出合格的同传译员。所以，本大纲只提供基本的教学理念和笔者自身积累的教学材料，希望能够促

进翻译专业学生对同传的认识，为推动同传研究和实践积累经验。 
本科开设同传课程本身在国内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并不多见，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参考，

不断创新和不断积累是唯一的出路。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学时 

知识单元 1：理念阐述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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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基本概念。 
2．议题探讨。 
3. 同传技能。 
4. 知识能力。 
5. 任务周期。 
6. 设计培训。 
学习目标： 
1．了解同声传译、翻译、口译、笔译、交传等概念的含义和使用场合。 
2．掌握同传工作的特殊性。 
作业： 
简述同传的主要场合。（大会、会议、会谈、谈判、演讲、演示、培训、座谈会或者研讨会、

参观或者旅游，等等。） 
知识单元 2：三词一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三词一译：英译汉。 
2．三词一译：汉译英。 
学习目标： 
1．了解“三词一译”的基本技能，指没听到三个具有实际意义的实词就处理一次，边听边译。 
2．掌握英译汉和汉译英的不同技巧。 
作业： 
初学同传最有用和最常用的技巧包括哪些？（1. 缺省传译 2. 原话直译 3. 重复谓语 4. 介词

转动 5. 先存后译 6.反话正说 7. 被动变的 8. 点到为止 9. 预测先说 10. 弃卒保车。） 
（二） 实践教学 ，共 28学时 
口译实践 1： 
参考学时：4学时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讲话。 
本周课程还包括联合国知识的介绍，机构设置，职能部门，联合国的翻译部门等等。 
口译实践 2： 
参考学时：4学时 
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讲话。 
本周课程包括美国政治制度，白宫新闻办公室，美国国务院新闻发布会等等。 
口译实践 3： 
参考学时：4学时 
欧盟贸易专员德古赫特的讲话。 
本周课程包括对欧盟机构设置的简介，中国与欧盟的贸易关系等等。 
口译实践 4： 
参考学时：4学时 
ＩＢＭ前总裁拉加德的讲话。 
本周课程包括对ＩＢＭ金融组织的简介，功能及作用，新闻报道等等。与世界银行的关系。 
口译实践 5： 
参考学时：4学时 
温家宝总理的讲话。 
本周课程包括温总理记者招待会口译赏析。（连续５年的记者会音频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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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译实践 6： 
参考学时：4学时 
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 
本周课程包括李克强总理两会记者会答中外媒体提问。 
口译实践 7： 
参考学时：4学时 
傅莹担任英国大使时离任的讲话。 
傅莹 2013年和 2015年两会开幕记者会的音频视频。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同传理论阐述、同传技巧之三词一译 4 
基本概念、议题范围、同传

知识和技能等等。初级同传

译者最基本的技巧训练。 
2 英译汉：联合国主题的同传练习。 4 联合国知识 
3 英译汉：美国主题的同传练习。 4 美国外交知识 
4 英译汉：欧盟主题的同传练习。 4 欧盟知识 
5 英译汉：IBM主题的同传练习。 4 世界金融组织知识 
6 汉译英：温家宝总理记者会。（政治外交方向） 4 记者会 
7 汉译英：李克强总理记者会。（政治外交方向） 4 记者会 
8 汉译英：傅莹记者会。（两会专题） 4 两会知识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交替传译（基础）和交替传译（法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三词一译的初级理论和技巧。 
难点：同传现场应变能力培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理论学习。 
2. 同传间模拟会场。 
教学手段： 
1. 课堂讲解。 
2. 同传教室实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专门同传教室、译员间、翻译软件、同传硬件设备，包括耳机、麦克风和录音放音摄像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本课程包括学生自主学习时间，占总课时 15%左右，课外实践课时占 15%左右（参加同传会

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 20% （包括出勤、课堂表现、课堂练习、课后作业、翻译实践等等），口

译录音 10%，期末成绩 70% （形式为视译或者听译）。 
7、作业要求： 
每周都有口译练习作业，需要提交口译录音，部分作业是团队完成。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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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所自主编写：《法律英语同声传译实践研究》为指定教材。 
任课教师提供最新的同传材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林超伦著《实战同传》，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11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董晓波著《法庭口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年 6月。   

执笔：付瑶  审稿：齐筠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5日 

 

英语词汇学 
English Lexicology 

课程号：4080000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为外国语学院法律英语和法律翻译专业一年级本科生生的选修课。 

教学目标：  

总体目标：以当代语言学多种理论为指导，全面深入研究英语词汇。揭示现代英语词汇的普遍

规律，侧重分析研究现代英语词汇现象，兼顾英语词汇的纵向演变和发展。 

具体目标： 

1、学习和研究词汇的基本概念； 

2、明晰英语词汇的来源和发展； 

3、掌握词的形态和结构； 

4、熟悉词汇的构词方法: 派生法、转类法和复合法和其它方法； 

5、懂得词义和词义关系； 

6、熟练运用成语、谚语和短语动词； 

7、知道英语词汇的特征及英语词典。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学习英语词汇学的有关基础理论和一些实

际运用的知识，研究现代英语词汇的各种原理，揭示现代英语词汇规律以及发展趋势，指导英语语

言实践。本课程旨在帮助英语专业高年级学习者强化英语词汇知识，系统地了解现代英语词汇的过

去、现状和未来，把握英语词汇学习与使用的规则和特点。既要培养学生理解语言现象和分析语言

问题的理论水平，又要提高学生运用英语的实际能力，同时提高学生对英语词汇现象的创新性理解

和操作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1：Introduc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Lecture  One： Introduction of the course 
I. The Definition of Language 
It can be defined from different angles: a. Language is a social action and a carrier of 

information. b. It is a social phenomenon because it is an instrument of human 
communication in a society. c. It is a system of structure. It contains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vocabulary and meaning, morphology and syntax. d. It is a physiological 
phenomenon because it is connected with the organs of speech, the nervous system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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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cular activities. e. It is a physical phenomenon. f. It is a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Language is a 
system of symbols based on physiology, psychology and physics. It is a specific social action and a carrier 
of information used for human communication in a society. 

II. The Definition and Scope of Linguistics 
It is the study of human speech including the units, nature, structure and modification of language. 

Traditionally, it consists of three branches: phonetics, grammar and lexicology. Now the scope has 
expanded. Now it includes phonetics, phonology, syntax, semantics, morphology, etymology, lexicology, 
lexicography, stylistics, general linguistics,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sociolinguistics, 
psycholinguistics, applied linguistics,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corpus linguistics and so on.  

III. Lexicology and English Lexicology 
1. Definition of lexicology: lexicology= lexikon (Greek morpheme word) + logie (Greek morpheme 

the study of) Lexicology is the branch of linguistics concerned with the study of the vocabulary of a given 
language, inquiring into the origins and meanings of words. 

2. Nature of the course: It is both a theoretically-oriented and a practical course.  
3. Its Relation to other disciplines: English lexicology is a sub-branch of linguistics. But it embraces 

other academic disciplines, such as morphology, semantics, etymology, stylistics, lexicography. Our task 
is to study English words in different aspects and from different angles. 

IV.Basic Concepts of Words and Vocabulary 
1. The definition of a word  2. Sound and meaning 3. Word and vocabulary 
4. Classification of words  
学习目标： 
1．了解如何区分词汇类别、英语词汇总体状况。 
2．掌握词汇与语义的相互转化关系。 
作业：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by supplying an appropriate term for each blank. 
a.Borrowed words which still sound foreign and look foreign are _________. 
b. There is no ______________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nd and ___________ a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is _________ and conventional. 
c.____________are borrowings that have become naturalized or assimilated in English. 
d.Archaisms are words no longer in common use or _______ in use. 
e. Content words are changing all the time whereas functional words are ________. __________ 

words enjoy a ___________frequency in use than content words. 
f. A word whose meaning was borrowed from another language is called _______________. 
(Keys: Aliens, intrinsic/logical, meaning, arbitrary, Denizens, obsolete, stable, Functional, high, 

semantic loan) 
知识单元 2：The Main Processes of English Word-forma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 Derivation (Affixation) 
It is generally defined as the formation of words by adding word-forming or derivational affixes to 

stems. The words formed in this way are called derivatives. According to the positions which affixes 
occupy in words, affixes fall into 2 subclasses: prefixation and suffixation. 

II. Compounding and Conversion  
Compounding also called composition, is the formation of new words by joining two or more stems. 

Word formed in this way are called compounds. They can be written in three ways: solid ( bed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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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henated ( reading-room); open ( reading material; dining room). 
Conversion is the formation of new word by converting word of one class to another class. It is also 

called ‘functional shift or transmutation’ or ‘derivation by zero suffix’（零位后缀派生法） , 
‘zero-derivation’. 

III. Abbreviation or shortening  
IV. Back-formation （逆生法） 
The process of forming a new word (a neologism) by extracting actual or supposed affixes from 

another word; shortened words created from longer words. Verb: back-form (itself a back-formation). Eg. 
1．由行为者(名词)倒退构成某种行为或动作(动词)。 例如: 
burgle (黑夜盗窃) burglar (夜间窃贼) 
sculpt (雕塑) sculptor (雕塑家) 
typewrite (打字) typewriter (打字员) 
rove (漂泊) rover (漂泊者) 
edit (编辑) editor (编辑) 
hawk (叫卖) hawker (小贩) 
butl (管理) butler (管家) 
cobble (修补) cobbler (补鞋匠) 
baby-sit (临时保姆) baby-sitter (临时看护婴儿者) 
housekeep (管家) housekeeper (女管家) 
thought-read (洞察人心)thought—reader(洞察人心者) 
2.由非表示人的名词(多为抽象名词)倒退构成动词. 
diagnose (诊断) diagnosis (诊断) 
automate (自动) automation (自动化) 
emote (表露感情) emotion (感情) 
bird-watch(观察野鸟) bird-watching(观察野鸟) 
mass-produce (大量生产)mass-production (大量生产) 
air-condition (装空调) air-conditioner(空调设备) 
enthuse (热中) enthusiasm (热情，热心) 
tape-record (录音) tape-recorder (录音机) 
3．由副词倒退构成动词。 
如副词 sidling的—1ing本是副词词尾，但在一些句子中，如 
He walks sidling. (他斜着走。) 
这时便误以为词尾 "-ing" 是分词词尾，于是就派生出新的动词 to sidle(侧身走)。 
此外尚有： 
grovel(匍匐，平伏) groveling(匍匐，平伏) 
darkle(使阴暗) darkling(暗地，暗中地) 
4．由形容词去掉 y，倒退派生出动词。 
greed (贪婪) greedy (贪婪的) 
laze (偷懒) lazy (懒惰的) 
cose (自适) cosy (舒适的) 
jeopard (陷于危险) jeopardy (危险的) 
5．其他 
pup(n.) (小狗) puppy(n.) (小狗[爱称]) 
pet(n.) (宠物，心宠) petty(a.) (小的) 
vamp(v.) (吸入膏血) vampire(n.) (吸血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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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k(v.) (过滤) percolator(n.) (咖啡壶，过滤器) 
学习目标： 
1．了解各类构词法的总体状况。 
2．掌握构词法的具体运用。 
作业： 
Decide whether the statements below are true or false. 
1. Compounds are words formed by combining affixes and stems. 
2. Open compounds look like free phrases as the elements forming each word are written separately. 
3. The meaning of a compound is usuall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tems. 
4. A compound functions as a single grammatical unit, so the internal structure can not be changed. 
5. Conversion is the formation of new words by converting words of one class to another class. 

These words are new only in a grammatical sense. 
6. Such words as the poor, the departed, a Republican are all examples of partial conversion. 

知识单元 3：Types of Meani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ing and the Object  
According to the Swiss linguist Ferdinand de Saussure the linguistic sign consists of a signifier and a 

signified, that is, a sound image and a concept. This is called the sign theory of de Saussure. 
According to Ogden & Richards the symbol is the linguistic element, that is, the word, sentence, etc., 

and the referent is the object, etc, in the world of experience, while thought or reference is concept. This is 
called the semiotic triangle: 

                  Thought or Reference (Concept) 
                           意义 （概念）  
  
   形式，符号 Symbol   - - - - - - - - - - -    Referent (Object) 
   (Word, Sentence词，句子)               所指对象 
II. Thematic Meaning 
The meaning is conveyed by different ways of organizing the information (order, means of emphasis, 

the position of focus). e.g.  
Mrs. Bessie Smith donated the first prize. 贝西• 史密斯夫人捐赠了一等奖. 
The first prize was donated by Mrs. Bessie Smith.一等奖由贝西• 史密斯夫人捐赠. 
The above 2 sentences have different communicative values. 
With the help of other devices such as syntactic structure,lexical devices, stress etc.: 
e.g. They stopped at the end of the corridor. At the end of the corridor, they stopped. 
e.g. My brother owns the largest betting-shop in London. The largest betting-shop belongs to my 

brother.  
e.g. Bill uses an `electric razor. The kind of razor that Bill uses is an electric one.  
III．Phases of Thematic Analysis 
Phase 1 Read and re-read data in order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what the data entails, paying 

specific attention to patterns that occur. Preliminary "start" codes and detailed notes. List start codes in 
journal, along with a description of what each code means and the source of the code. 

Phase 2 Generate the initial codes by documenting where and how patterns occur. This happens 
through data reduction where the researcher collapses data into labels in order to create categories for 
more efficient analysis. Data complication is also completed here. This involves the researcher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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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erences about what the codes mean. Comprehensive codes of how data answers research question.
 Provide detailed information as to how and why codes were combined, what questions the researcher 
is asking of the data, and how codes are related. 

Phase 3 Combine codes into overarching themes that accurately depict the data. It is important in 
developing themes that the researcher describes exactly what the themes mean, even if the theme does not 
seem to "fit." The researcher should also describe what is missing from the analysis. Reflexivity journals 
need to note how the codes were interpreted and combined to form themes. 

Phase 4 In this stage, the researcher looks at how the themes support the data and the overarch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f the analysis seems incomplete, the researcher needs to go back and find what is 
missing. Coherent recognition of how themes are patterned to tell an accurate story about the data. Notes 
need to include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themes and how they fit together with the given codes. 
Answers to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nd data-driven questions need to be abundantly complex and 
well-supported by the data. 

Phase 5 The researcher needs to define what each theme is, which aspects of data are being 
captured, and what is interesting about the them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what the themes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the data. The researcher should describe each theme within a few 
sentences. 

Phase 6 When the researchers write the report, they must decide which themes make meaningful 
contributions to understanding what is going on within the data. Researchers should also conduct 
"member checking." This is where the researchers go back to the sample at hand to see if their description 
is an accurate representation. Note why particular themes are more useful at making contributions and 
understanding what is going on within the data set. Describe the process of choosing the way in which the 
results would be reported. 

学习目标： 
1．了解语义类型和主体功能。 
2．掌握语义用法。 
作业： 
•Complete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with proper expressions. 
1)Motivation accounts fo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_____ and its _______.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form and meaning is ____and______, and most words can be said to be_____. That is, the 
connection of the sign and meaning does not have a logical explanation. 

2) Semantic motivation refers to the _____ associations suggested by the ____ meaning of a word. It 
explain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______ and _____ of the word. 

3) Lexical meaning and ______ meaning make up the word-meaning.It is known that the 
grammatical meaning in all the lexical words within or without context as it is related to the content 
notion that the word conveys. Lexical meaning itself has two components______and ______.  
知识单元 4：Polysemy and Homonymy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 Polysemy  
It is “a term used in semantic analysis to refer to a lexical item which has a range of different 

meanings.’ (David Crystal: A first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That is to say, the same word 
may have a set of different meanings. There are two main processes of sense-shift:    A. radiation   e.g. 
neck   B. concatenation  e.g. candidate 

II. Homony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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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onyms are generally defined as words different in meaning but either identical both in sound 
and spelling or identical only in sound or spelling.  

III. Types of homonyms:  
A. Perfect homonyms e.g. bank, bear, pupil, date, bound 
B. Homophones e.g. sow/sew; dear/deer; son/sun, flower/flour 
C. Homographs  e.g. tear, bow, sow, minute 
学习目标： 
1．了解同形异音和同音异形词汇的构成规则。 
2．掌握其具体运用。 
作业： 
Decide whether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Motivation explains why a particular form has a particular meaning. 
•Grammatical meaning refers to the part of speech, tenses of verbs and stylistic features of words. 
•Unlike conceptual meaning, associative meaning is unstable and indeterminate. 
•Affective meaning refers to the part of the word meaning which indicates the attitude of the user. 
•Collocation can affect the meaning of words. 
•In the phrase “the tongues of fire” the word fire is semantically motivated. 
•By etymological motivation, we mean that the meaning of a particular word is related to its origin. 
•The connotative meaning is also known as connotations, which are generally found in the 

dictionary. 
知识单元 5：Sense Relations and Semantic Field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Polysemy 
Polysemy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in which one and the same word has more than one meaning. 
1.1 Two approaches to polysemy 
1) Diachronic approach: Polysemy is described as the result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one and the same word. 
2) Synchronic approach: Polysemy is viewed as the co-existence of various meanings of the same 

word at a particular point in time. 
1.2   Two processes of development 
1) Radiation：It is the semantic process in which the primary meaning stands at the centre and the 

secondary meaning radiates out of it. Though the secondary meanings are independent of one another, 
they can all be traced back to the primary meaning. 

2)Concatenation: It is the semantic process in which the meaning of a word moves gradually away 
from its primary meaning in succession so that the present meaning seems to have no connection to the 
primary meaning. 

2.Homonymy 
There are many pairs or groups of words, which, though different in meaning, are pronounced alike 

or spelled alike, or both. Such words are called homonyms. 
2.1 Types of homonyms 
1)Perfect homonyms: They are different words identical both in sound and spelling, though different 

in meaning. 
2)Homographs: Homographs are different words identical in spelling, but different in sound and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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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Homophones:They are different words identical in sound but different in spelling and meaning 
2.2 origins of homonyms 
Origins of homonyms are change in sound and spelling, borrowing and shortening. 
3．Synonymy 
Synonymy refers to the relationship of similarity or identity in meaning.Synonyms are the words 

which have the same or very nearly the same essential meaning. 
3.1 Sources of synonyms 
1) borrowing 
2)dialects and regional English 
3)figurative and euphemistic use of words 
3.2 Discrimination of synonyms 
1)Difference in denotation 
2)Difference in the degree of a given quality 
3)Differences in associative meanings 
4)Differences in use 
4． Antonymy 
Antonymy is used for oppositeness of meaning; words that are opposite are antonyms. 
4.1 Types of antonyms 
1) Contraries: 
Contraries display a type of semantic contrast, illustrated by such pairs as rich and poor. Contraries 

are gradable, and the semantic contrast in a contrary pair is relative; i.e. there are often intermediate terms 
between the two opposites. So the negation of one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e assertion of the other. 

2) Contradictory terms 
Contradictory terms are also called complementarities. The meanings of these terms are mutually 

exclusive and no possiblities are allowed between them. the assertion of one is the negation of the other. 
3)Relative terms 
They show a reciprocal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a contrast of direction. One of the two presupposes 

the other of the two. 
4.2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antonyms 
1)Antonyms are classified on the basis of meaning 
2)A polysemic word may have more than one antonym. 
3)Antonyms can be analysed in terms of markedness. The meaning of one of the pair may be more 

general and more semantically inclusive than the meaning of the other of the two. 
4.3 The use of antonyms 
1) Antonyms can be used to define meanings of words. 
2)Antonyms can be used for efficient expression of an opposite idea, etc. 
3)Antonyms can be used for emphatic effect. 
5．Hyponymy 
Hyponymy refers to the relationship of semantic inclusion. Words with more specific meaning or 

narrower meaning are hyponyms, while words with more inclusive or general meanings are superordinate 
terms. The status either as superordinate or subordinate is only relative. 

6．Semantic field 
Semantic field is a term to refer to the phenomenon that vocabulary is an integrated system 

interrelated in sense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semantically related sets or fields. Words in each semantic 
field define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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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词义关系的词义语境。 
2．掌握各种词语义的对比运用。 
作业： 
1. Explain “synonymy”, “antonymy”, “polysemy,” and “hyponymy” with examples. 
2. Explain sense and reference with some examples.   
3. What is the maxim of quality? Illustrate how speakers may flout this maxim to construct an 

implication. 
知识单元 6：Causes bring ab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merican English and British English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British English itself changed in the course of time 
2. American English has acquired a character of its own.  
It reflects the growth, development and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ety.  
*Words borrowed from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and other languages. 
e.g. hickory, tomahawk, wigwam, bureau, prairie (French), abode, lasso (Spanish), boss, scow 

(Dutch), noodle, seminar, semester (German). 
*Words formed for the sake of its own significant events in history such as the American 

Independence War, Civil War, its own institution and political system: assembly, Senate, Congress 
*Words coined through invention, innovation and originality: harmonica, department store, 

telephone, influential, advocate, dutiable, etc. 
3.While there are certainly many more varieties of English, American and British English are the two 

varieties that are the most common. Generally, it is agreed that no one version is "correct" however, there 
are certainly preferences in use. The most important rule of thumb is to try to be consistent in your usage. 
If you decide that you want to use American English spellings then be consistent in your spelling (i.e. The 
colour of the orange is also its flavour - color is American spelling and flavour is British), this is of course 
not always easy - or possible. The following guide is meant to point out the princip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varieties of English. 

Use of the Present Perfect 
In British English the present perfect is used to express an action that has occurred in the recent past 

that has an effect on the present moment. For example:I've lost my key. Can you help me look for it? 
In American English the following is also possible: 
I lost my key. Can you help me look for it?In British English the above would be considered 

incorrect. However, both forms are generally accepted in standard American English. Other differences 
involving the use of the present perfect in British English and simple past in American English include 
already, just and yet.British English:I've just had lunch 

I've already seen that film 
Have you finished your homework yet?American English:I just had lunch OR I've just had lunch 
I've already seen that film OR I already saw that film. 
Have your finished your homework yet? OR Did you finish your homework yet?PossessionThere are 

two forms to express possession in English. Have or Have gotDo you have a car? 
Have you got a car? 
He hasn't got any friends. 
He doesn't have any friends. 
She has a beautiful new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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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s got a beautiful new home.While both forms are correct (and accepted in both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have got (have you got, he hasn't got, etc.) is generally the preferred form in British 
English while most speakers of American English employ the have (do you have, he doesn't have etc.) 

The Verb Get 
The past participle of the verb get is gotten in American English. Example He's gotten much better at 

playing tennis. British English - He's got much better at playing tennis. 
Vocabulary 
Probably the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lies in the choice of 

vocabulary. Some words mean different things in the two varieties for example:Mean: (American English 
- angry, bad humoured, British English - not generous, tight fisted)Rubber: (American English - condom, 
British English - tool used to erase pencil markings)There are many more examples (too many for me to 
list here). If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usage, your dictionary will note the different meanings in its definition 
of the term. Many vocabulary items are also used in one form and not in the other. One of the best 
examples of this is the terminology used for automobiles. 

American English - hood British English - bonnet 
American English - trunk British English - boot 
American English - truck British English - lorry 
Prepositions 
There are also a few differences in preposition use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American English - on the weekend British English - at the weekend 
American English - on a team British English - in a team 
American English - please write me soon British English - please write to me soon 
Past Simple/Past Participles 
The following verbs have two acceptable forms of the past simple/past participle in both American 

and British English, however, the irregular form is generally more common in British English (the first 
form of the two) and the regular form is more common to American English. 

Here are some general differences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spellings: 
Words ending in -or (American) -our (British) color, colour, humor, humour, flavor, flavour etc. 
Words ending in -ize (American) -ise (British) recognize, recognise, patronize, patronise etc. 
The best way to make sure that you are being consistent in your spelling is to use the spell check on 

your word processor (if you are using the computer of course) and choose which variety of English you 
would like. As you can see, there are really very few differences between standard British English and 
standard American English. However, the largest difference is probably that of the choice of vocabulary 
and pronunciation。 

学习目标： 
1．了解英式英语与美式英语的区别。 
2．掌握翻译中二者的具体对应。 
作业：阅读理解 
British Engl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are almost the same. But there are slight differences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in vocabulary, pronunciation, spelling and grammar. 
The first difference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is in vocabulary. Almost all of the words 

used in British Engl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are exactly the same. Only a very small number of words 
are used disparately. For example, Americans would say “apartment”, but the British would say “flat” to 
talk about the place where they live. In addition to some common words, many idiomatic（惯用的）
expressions are different. In England people might say “I’ll ring you up tonight”, but in the US,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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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ht say “I’ll call you up tonight”. 
The second difference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is in Pronunciation. The main 

difference in pronunciation concerns the vowels（元音）. Some American dialects and some British 
dialects use vowels in different ways. Sometimes, Americans and the British don’t understand each 
other’s pronunciation. But most of the time,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s do understand each other’s 
pronunciation because most of the sounds of the two dialects are the same. 

The third difference is very small. This is the difference in spelling. A few types of words are spelled 
differently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The most common example is in a word like “center”. In 
British English, this word would be spelled C-E-N-T-R-E, while in American English the same word 
would be spelled C-E-N-T-E-R. Another example is “or” vs “our”. The word “color”is spelled 
C-O-L-O-U-R in Britain but C-O-L-O-R in the US. 

There are a few differences in grammar, too. The British may say “Have you got..?” while Americans 
prefer “Do you have..?” An American might say “my friend just arrived”, but a British would say “my 
friend has just arrived”. Sometimes function words are used differently: the British may say “at the 
weekend”, but Americans would say “on the weekend”. 

1.What is this passage mainly about? 
A.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English 
B.Differences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C.The influences of British English on American English 
D.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2.What does the underlined word “disparately” in Paragraph 2 mean? 
A.Frequently   B.Regularly   C.Eventually    D.Differently 
3.According to Paragraph 3, Americans and the British may find it hard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because of       . 
A.the different ways of using vowels 
B.the different idiomatic expressions they use 
C.the differences in grammar 
D.the differences in spelling 
4.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rds probably belong to the American English vocabulary? 
a. flavour    b. theater   c. humor   d. centre   e. kilometer   f. honour     g. color 
A.abce  B.bcde  C. bceg  D. defg  
5.Which of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s most probably used by Americans?  
A.I’ll learn with you at the weekend 
B.Have you got a dictionary? 
C.I’ll ring her up tonight. 
D.Do you have a pen? 

知识单元 7：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Vocabulary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s divided into 3 periods. 
1.    Old English (450-1150)   
Historically, people generally refer to Anglo-Saxon as Old English. At the end of the 6th century: the 

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ity---- religious terms such as abbot,candle, altar, amen, apostle. In the 9th 
century: invasion of Norwegian and Danish Vikings----many Scandinavian words came into the English 
language, such as skirt, skill, window, leg, grasp, birth, they, their, egg.In 1066 the Norman con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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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ught French to England--- 85% of the Old English. Old English has a vocabulary of about 50,000 to 
60,000 words. It was a highly inflected language (full inflections). Its nouns, pronouns, adjectives, verbs, 
and adverbs had complex endings or vowel changes, which differ greatly from Modern English. 

2. Middle English (1150-1500)  
Thousands of words borrowed from French and Latin appeared in the English vocabulary. Between 

1250 and 1500 about 9,000 words of French origin poured into English. 75% of them are still in use today: 
beef, pork, bacon, roast, state, duke, judge, govern, administer. During this period, Britain had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low countries, especially Holland. As a result, as many as 2,500 words of Dutch origin 
found their way into English. Some examples are boom ( at the bottom of a sail), dock, freight, stoop 
(porch or entrance). Middle English has changed from a highly inflected language to an analytic language 
and retained much fewer inflections (leveled inflections). Endings of nouns and adjectives marking 
distinction of number, case and often of gender lost their distinctive forms. The same is true of verbs. 

3.  Modern English (1500-up to now) 
It can be divided into 2 parts: the Early Modern English period (1500-1700) and the Late Modern 

English period (1700-now).The great humanistic movement of the Renaissance. More than 25 % of 
modern English words come almost directly from classical languages. Words as conspicuous, disability, 
disregard, emancipate, expectation, exist, external came directly from Latin; Words as catastrophe, lexicon, 
criterion, anonymous were directly derived form Greek.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followed b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territorial expansion of the English Empire in this period resulted in the 
expansion of the English vocabulary. Thus we have in English American Indian words, such as moose, 
hickory ,Papoose, tomahawk. We have English Mexican words such as chili, chocolate, hammock, maize, 
potato, tobacco. From Peru, we got puma, quinine. From Brazil come cayenne ,jaguar. From India we 
come calico, mandarin. From Africa come banana, gumbo, zebra.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particularly after World War II,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reflected in the 
English vocabulary.  

学习目标： 
1．了解英语词汇的历史。 
2．掌握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的方法。 
作业： 
1   Fill in the blanks according to the text. 
The language used between 450 and ________ is called ___________, which has a vocabulary of 

__________. Middle English refers to the language spoken from 1150 to _________, followed by the 
_______________ period, subdivided as early modern English (__________) and late 
___________(1700-up to now).  

2.   Decide whether the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1)   English is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German than French. 
2)   Scandinavian languages refer to Icelandic, Norwegian, Danish and Swedish. 
3)   Old English was a highly inflected language. 
4)   In early Middle English period, English, Latin, and Celtic existed side by side. 
5)   The introduction of printing into England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English 

period. 
6)   Modern English is considered to be an analytic language. 
7)   Old English vocabulary was in essence Germanic with a small quantity of words           

borrowed from Latin and Scandinavian. 
8)   Middle English absorbed a tremendous number of foreign words but with li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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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in word endings. 
知识单元 8：Changes in Word Meani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 Causes of changes 
1. Extra-linguistic factors 
1)  Social development  2) Culture background  3) Social class  4) National prejudice 
5)  Racial prejudice  6)  Sexism  7)  Social value  8) Circumlocution （迂回说法） 
2. Linguistic factors  
1) The influx of borrowings 2) Shortening (ellipsis)  3) analogy 
II. Types of changes 1. Extension ( Generalization) 2. Narrowing (Specialization ) 
III. Elevation of meaning (Amelioration)  
Words often rise from a humble beginning to a position of greater importance because of social 

changes. This is called elevation of meaning, or amelioration. 
IV. Degradation of meaning (Deterioration)  
Words with a commendatory meaning may become ones with a derogatory sense. This is called 

degradation of meaning, or deterioration. 
V. Semantic shifts from the literal use of words to their figurative use。 
学习目标： 
1．了解词义变化的背景及其规律。 
2．掌握词汇动态语义。 
作业：Home Work 
Point out the changes in WM in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1. But the new emphasis on examining how the dynamics of the brain shape our intellect and 

emotions means that good employees will in the future spend more time helping their less well adjusted 
professional staff break away from the learned behavior that shapes their performance at work. 

2. The Orphanage is high in the Carolina Mountains. Sometimes in winter the snowdrifts are so 
deep that the institution is cut off from the village below, from all the world. Fog hides the mountain 
peaks, the snow swirls down the valleys, and a wind blows so bitterly that the orphanage boys who take 
the milk twice daily to the baby cottage reach the door with fingers stiff in an agony of numbness. 

3. With cellphones and beepers people make themselves instantly accessible to everyone at all 
times, and it’s the person who refuses to be on call, rather that the intruding caller, who is considered rude. 
知识单元 9：English Idioms（1）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 Characteristics of Idioms 
1. Long history 
2. Semantic unity: Though the various words which make up the idiom have their respective literal 

meanings, in the idiom they have lost their individual identity. Quite often the idiom functions as one 
word. And many idioms are semantically inexplicable.  

3. Structural stability (syntactic frozenness) 
II. Classification of idioms 
Classification can be approached from different angles. 
In this book we will discuss metaphorical idioms, phrasal verbs, similized idioms,  
twin words and pro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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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Metaphorical idioms (figurative idioms)  
IV. Similized idioms  
V. Phrasal verbs (multi-word verbs) 
学习目标： 
1．了解各类谚语的总体状况。 
2．掌握谚语的自我凝练。 
作业：Home Work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idioms, Similized idioms and Phrasal verbs? 

知识单元 10：English Idioms（2）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dioms Originated from Geography Environment 
The geography environment is connected to the human's lives closely. From the ancient times, the 

human tried their best to conquer the nature, to rebuild it. At that time, the most important function was to 
improve the production. So in this period, the human's civilizations were influenced by the geography. 

The England located in the east of the Atlantic Ocean. In the west of the England, there is the 
Atlantic Ocean, which is narrow and suits to sailing. In the east of the England, there is the England 
Channel, which is peaceful and could be passed safely.In the three islands, the land is small, and the land 
is for stock breeding. Also the farmer in England is few. Because of these reasons, the English people 
make their living in the sea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the Greece, the mother of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small 
land for tillage, the land is for the stock breeding. While the Greek have less land to develop the 
agriculture, they live near the sea, so they can sail in the sea for commerce. English culture is from the 
Greek civilization, so the English culture is the sea civilization. 

1. Idioms about water 
Because all around England is sea,the sea is full of water,there are idioms about the water. 
(1) Fish in trouble waters 
Meaning: to profit in a confused environment 
e.g. Don’t fish in trouble waters; that does you no good. 
(2)  Pour /throw cold water on  
Meaning: to discourage 
e.g. The board of director poured cold water on his new investment proposals in that region. 
(3) Be in /get in hot water or In deep water 
Meaning: to be in or get into trouble. 
e.g. She has got into hot water again for her inquisitive nature recently. 
(4) spend money like water 
Meaning: someone spend money very much. 
e.g. Some super star spends money like water. 
(5)  To hold water 
Meaning: Someone looks for the excuse, proposed the reason, or said the speech is truly, can stand 

firmly 
e.g. That excuse simply doesn't hold water. 
2. Idioms about sea 
The western people live in the seaside and had small land for tillage, so their livings are connected to 

the sea. 
(1) Make w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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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ing: to make trouble  
e.g. They lift it was not the time to make waves by staging a sit-in. 
(2) Go with the stream 
Meaning: do as others do 
e.g. He listened to the same music and dressed the same way as his friends. He went with the stream, 

for he lacked confidence in making his own decision. 
(3) A drop in the bucket/ocean 
Meaning: a negligible or tiny quantity; something that make little difference 
e.g. Ten cents means a lot of money to the beggar on the street, but is a drop in the ocean for most 

people. 
(4) At sea 
① On a ship, etc on the sea  
e.g. spend three months at sea 
② Not know what to do; confused 
e.g. I’m all at sea ; I have no idea how to repair cars. 
(5) A sea change 
Meaning: a complete change 
e.g. The hug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eople working freelance represents a sea      change in 

patterns of employment over the last 10 years. 
学习目标： 
1．了解地理名词类谚语。 
2．掌握地理类谚语的使用效果。 
作业： 
What ar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Geography Environment on the Formation of English 

Idioms？ 
知识单元 11：English Dictionarie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 The history of English dictionaries 
The earliest glossaries are: Promprorium parvulorum (A Storehouse for Young Boys)  (1449). 

Thomas Cooper’s Thesaurus Linguae Romanae of Britannicae (1565) Obert Cawdrey’s A Table 
Alphabetical, containing and teaching the true writ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hard, unusual English words, 
borrowed form the Hebrew, Greek, Latin, or Frence (1604) Henry Cockeram’s The English Dictionary ---- 
An Interpreter of Hard Words (1623)  

The earliest dictionaries are: 
l The first English dictionary including all the words of the language was Nathanial Bailey’ 

Universal Etymological English Dictionary (1721). The lexicographer was the first to include 
pronunciation and etymology in his dictionary. 

l Samuel Johnson’s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755) This dictionary may be said to be 
the first English dictionary that established the standards of spelling, meaning and usage of the English 
vocabulary.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20th century,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in Britain are: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ppeared in installments over a period of 45 years from 1883 to 1928.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ppeared in 1989. The Concis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was 
published in 1911. J.B. Sykes’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seventh edition in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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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dictionary is not a diachronic dictionary, but one of the synchronic dictionaries. Noah Webster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father of English dictionary-ma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 famous dictionary The 
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ppeared in 1828. 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1909)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was published in 
1961.Getting rid of the previous prescriptivism, it was based on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thus giving an 
objective description of language. 

II. Types of dictionaries 
1. Monolingual, Bilingual and Multilingual Dictionaries 
Dictionaries in which words are explained in the same language are called monolingual dictionaries. 

e.g.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1979). Dictionaries in which words are explained in 
another language are called bilingual dictionaries. e.g.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altion,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A New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by Lu gusun (1984) Dictionaries in which words are 
treated in two or more languages. This kind is few in number. They are confined to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words. 

2. General-purpose and Specialized Dictionaries 
The former kind usually presents in an alphabetical order the words of the language, with  

information as to their form, spelling, pronunciation, meaning, usage and etymology. e.g.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The latter kind concentrates on a particular area of language or knowledge, treating such diverse 
topics as etymology, synonyms, idioms, pronunciation, usages in language,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literature and a variety of other subjects. e.g.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Idiomatic English. 

III. Some good commonly-used dictionaries     
学习目标： 
1．了解各类构词法的总体状况。 
2．掌握构词法的具体运用。 
作业：Home Work 
List out the content of Dictionaries 

知识单元 12：American English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merican English, or United States (U.S.) English, is the set of dialect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native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most usual or "mainstream" set of American English pronunciation 
features, see General American: the variety or accent of American English that is considered by many 
speakers to be the most free from regional, ethnic, or cultural distinctions. 

English is the most widely spoken langu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English is the common language 
us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is considered the de facto language of the country because of its 
widespread use. English has been given official status by 30 of the 50 state governments. As an example, 
while both Spanish and English have equivalent status in the local court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Puerto 
Rico, under federal law, English is the official language for any matters being referred to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territory. 

The use of English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a result of British colonization. The first wave of 
English-speaking settlers arrived in North America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followed by further 
migrations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Since then, American English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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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s of West Africa, the Native American population, German, Dutch, Irish, Spanish, and other 
languages of successive waves of im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1 Phonology 
Compared with English as spoken in England, North American English is more homogeneous, and 

any accent that exhibits a majority of the most common phonological features is known as "General 
American." Some distinctive accents can be found on the East Coast (for example, in eastern New 
England, New York City, Philadelphia, and Baltimore) partly because these areas were in close contact 
with England and imitated prestigious varieties of English at a time when these were undergoing changes. 
In addition, many speech communities on the East Coast have existed in their present locations for 
centuries, while the interior of the country was settled by people from all regions of the existing United 
States and developed a far more general linguistic pattern.[citation needed] 

The red areas are those where non-rhotic pronunciations may be found among white American 
spea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AVE-influenced non-rhotic pronunciations may be heard from AAVE 
speaker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Studies on historical usage of Englis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suggest that 
spoken American English did not simply evolve from period British English, but rather retained many 
archaic features contemporary British English has since lost. Most North American speech is rhotic, 
because in the 17th century, when English was brought to the Americas, most English in England was 
rhotic. Rhoticity has been further supported by the influences of Hiberno-English, West Country English 
and Scottish English. In most varieties of North American English, the sound corresponding to the letter r 
is a postalveolar approximant [ ] or retroflex approximant [ɻ] rather than a trill or a tap (as often heard, 
for example, in Scotland or India). A unique "bunched tongue" variant of the approximant r sound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seems particularly noticeable in the Midwest and South.The loss of 
syllable-final r in North America, known as non-rhoticity, is confined mostly to the accents of eastern 
New England, New York City and surrounding areas and the coastal portions of the South, and African 
American Vernacular English. 

In rural tidewater Virginia and eastern New England, 'r' is non-rhotic in accented (such as "bird", 
"work", "first", "birthday") as well as unaccented syllables, although this is declining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speakers.[citation needed] Dropping of syllable-final r sometimes happens in natively rhotic 
dialects if r is located in unaccented syllables or words and the next syllable or word begins in a consonant 
(for example, many North Americans drop the first 'r' in "particular"). In England, the lost r was often 
changed into [ə] (schwa), giving rise to a new class of falling diphthongs.[citation needed] Furthermore, 
the er sound of fur or butter, is realized in AmE as a monophthongal r-colored vowel (stressed [ɝ] or 
unstressed [ɚ] as represented in the IPA).[citation needed] This does not happen in the non-rhotic 
varieties of North American speech.[citation needed] 

Some other English changes in which most North American dialects do not participate: 
The realization of intervocalic /t/ as a glottal stop [ʔ] (as in [ bʌʔɚ] for butter). The only 

environment in which t-glottalization is standard in American English is before syllabic /n/, as in "button" 
[ bʌʔn ]. 

On the other hand, North American English has undergone some sound changes not found in other 
varieties of English speech: 

The merger of /ɑ/ and /ɒ/, making father and bother rhyme. This change is in a transitional or 
completed stage nearly universally in North American English. Exceptions are in northeastern New 
England English, such as the Boston accent, New York City English, Philadelphia English, Baltimore 
English, and many Southern dialects, such as the Yat dia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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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rger of /ɑ/ and /ɔ/ in many areas.[citation needed] This is the so-called cot–caught merger, 
where cot and caught are homophones. This change has occurred in eastern New England (Boston area), 
in Pittsburgh and surrounding areas, and from the Great Plains westward.[citation needed] 

For speakers who do not merge caught and cot: The replacement of the cot vowel with the caught 
vowel in many cases before voiceless fricatives (as in cloth, off [which is found in some old-fashioned 
varieties of RP]), as well as before /ŋ/ (as in strong, long), usually in gone, often in on, and irregularly 
before /ɡ/ (log, hog, dog, fog [which is not found in British English at all]). 

The replacement of the lot vowel with the strut vowel in most utterances of the words was, of, from, 
what and in many utterances of the words everybody, nobody, somebody, anybody; the word because has 
either /ɔ/ or /ʌ/. This is directly due to influence of the Irish language. Want has normally /ɔ/ or /ɑ/, 
sometimes /ʌ/. 

Vowel merger before intervocalic /ɹ/. Which vowels are affected varies between dialects, but the 
Mary-marry-merry, nearer-mirror, and hurry–furry mergers are found in many American English dialects. 
Americans vary slightly in their pronunciations of R-colored vowels—such as those in /ɛəɹ/ and 
/ɪəɹ/—sometimes monophthongizing towards [ɛɹ] and [ɪɹ] or tensing towards [eɪɹ] and [i(ə)ɹ] respectively, 
causing pronunciations like [p eɪɹ] for pair/pear and [p iəɹ] for peer/pier.[18] Also, /jʊər/ is often 
reduced to [jɚ], so that cure, pure, and mature may all end with the sound [ɚ], thus rhyming with blur and 
sir. The word sure is also part of this rhyming set as commonly pronounced [ʃɚ]. 

Dropping of /j/ is more extensive than in RP. In most North American accents, /j/ is dropped after all 
alveolar and interdental consonant, so that new, duke, Tuesday, presume are pronounced [nu], [duk], 
[ t uzdeɪ], [p ɹɪ zum]. 

/æ/ tensing in environments that vary widely from accent to accent. With most American speakers, 
for whom the phoneme /æ/ operates under a somewhat continuous system, /æ/ has both a tense and a lax 
allophone (with a kind of "continuum" of possible sounds between those two extremes, rather than a 
definitive split). In these accents, /æ/ is overall realized before nasal stops as more tense (approximately 
[eə ]), while other environments are more lax (approximately the standard [æ]); for example, note the 
vowel sound in [mæs] for mass, but [meə n] for man). In some American accents, though, specifically 
those from Baltimore,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City, [æ] and [eə ] are entirely separate (or "split") 
phonemes, for example, in planet [p ɫæn t ] vs. plan it [p ɫeən t ]. This is often called the 
Mid-Atlantic split-a system. Note that these vowels move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in the mouth compared 
to the backed British "broad A" the phenomenon has been noted as related to the increasingly rare 
phenomenon of older speakers of the eastern New England (Boston) area who /æ/ to /ɑ/ (the so-called 
"broad A") before /f/, /s/, /θ/, /ð/, /z/, /v/ alone or when preceded by a homorganic nasal. 

2 Vocabulary 
Morphology 
American English has always shown a marked tendency to use nouns as verbs.Examples of verbed 

nouns are interview, advocate, vacuum, lobby, pressure, rear-end, transition, feature, profile, spearhead, 
skyrocket, showcase, service (as a car), corner, torch, exit (as in "exit the lobby"), factor (in mathematics), 
gun ("shoot"), author (which disappeared in English around 1630 and was revived in the U.S. three 
centuries later) and, out of American material, proposition, graft (bribery), bad-mouth, vacation, major, 
backpack, backtrack, intern, ticket (traffic violations), hassle, blacktop, peer-review, dope and OD, and, of 
course verbed as used at the start of this sentence. 

Compounds coined in the U.S. are for instance foothill, flatlands, badlands, landslide (in all senses), 
overview (the noun), backdrop, teenager, brainstorm, bandwagon, hitchhike, smalltime, deadbeat, 
frontman, lowbrow and highbrow, hell-bent, foolproof, nitpick, about-face (later verbed), upfront (in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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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s), fixer-upper, no-show; many of these are phrases used as adverbs or (often) hyphenated attributive 
adjectives: non-profit, for-profit, free-for-all, ready-to-wear, catchall, low-down, down-and-out, down and 
dirty, in-your-face, nip and tuck; many compound nouns and adjectives are open: happy hour, fall guy, 
capital gain, road trip, wheat pit, head start, plea bargain; some of these are colorful (empty nester, loan 
shark, ambulance chaser, buzz saw, ghetto blaster, dust bunny), others are euphemistic (differently abled 
(physically challenged), human resources, affirmative action, correctional facility). 

Many compound nouns have the form verb plus preposition: add-on, stopover, lineup, shakedown, 
tryout, spin-off, rundown ("summary"), shootout, holdup, hideout, comeback, cookout, kickback, 
makeover, takeover, rollback ("decrease"), rip-off, come-on, shoo-in, fix-up, tie-in, tie-up ("stoppage"), 
stand-in. These essentially are nouned phrasal verbs; some prepositional and phrasal verbs are in fact of 
American origin (spell out, figure out, hold up, brace up, size up, rope in, back up/off/down/out, step 
down, miss out, kick around, cash in, rain out, check in and check out (in all senses), fill in ("inform"), 
kick in or throw in ("contribute"), square off, sock in, sock away, factor in/out, come down with, give up 
on, lay off (from employment), run into and across ("meet"), stop by, pass up, put up (money), set up 
("frame"), trade in, pick up on, pick up after, lose out).[citation needed] 

Noun endings such as -ee (retiree), -ery (bakery), -ster (gangster) and -cian (beautician) are also 
particularly productive. Some verbs ending in -ize are of U.S. origin; for example, fetishize, prioritize, 
burglarize, accessorize, itemize, editorialize, customize, notarize, weatherize, winterize, Mirandize; and so 
are some back-formations (locate, fine-tune, evolute, curate, donate, emote, upholster, peeve and enthuse). 
Among syntactical constructions that arose in the U.S. are as of (with dates and times), outside of, headed 
for, meet up with, back of, convince someone to, not about to and lack for. 

Americanisms formed by alteration of some existing words include notably pesky, phony, 
rambunctious, pry (as in "pry open", from prize), putter (verb), buddy, sundae, skeeter, sashay and 
kitty-corner. Adjectives that arose in the U.S. are for example, lengthy, bossy, cute and cutesy, grounded 
(of a child), punk (in all senses), sticky (of the weather), through (as in "through train", or meaning 
"finished"), and many colloquial forms such as peppy or wacky. American blends include motel, 
guesstimate, infomercial and televangelist. 

2.1 Creation of an American lexicon 
2.1.1 19th century onwards 
2.2 Morphology 
2.3 English words that surv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t in the United Kingdom 
2.4 Regionally distinct English word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3 Regional variation 
While written American English is (in general) standardized across the country, there are several 

recognizable variations in the spoken language, both in pronunciation and in vernacular vocabulary. 
General American is the name given to any American accent that is often considered relatively free of 
noticeable regional influences. 

Major dialect regions 
The map below accounts only for major varieties of American English that can be identified by 

geographic region; therefore, it does not represent speakers of ethnic, social, or other varieties that are not 
strictly geographically confined, such as General American, African-American Vernacular English, 
Chicano English, etc. 

3.1 Major dialect regions 
3.1.1 East Coast 
3.1.2 Mid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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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Midland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英语的分布状况。 
2．掌握各地区英语的的具体运用规范。 
作业： 
Do You Speak American: PBS special？ 
Do your 0own Dialect Survey of the United States。 

知识单元 13：Regional Varietie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RP Accent 
"A new study suggests the Queen is dropping the traditional RP accent and starting to resemble the 

standard southern English English accent associated with those "younger and traditionally lower in the 
social hierarchy." ..." Those pronunciation teachers who hold the view that there is this ideal 
pronunciation which we can all aim for are obviously wrong … because what is that ideal ..." 

Here are some links to interesting articles and websites on the many accents and varieties of English. 
Aboriginal English 
American English 
Australian English 
Australian English audio samples 
Black South African English 
Canadian English 
Canadian English pronunciation 
Caribbean English 
Cockney English 
Differences in English 
Differences between American, British and Canadian English 
English Alphabet 
Elizabethan English 
Estuary English 
Indian English 
London Teenage English 
New Zealand English 
Nigerian English 
Old English 
RIP (Rest In Peace) Received Pronunciation 
Received English Pronunciation 
Scots English 
Singapore English 
South African English 
Standard English - Does it exist? 
2.Acceptable Varieties 
There are many acceptable varieties of English throughout the world. Whichever variety is used in 

your countr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students’ pronunciation must be good enough for another 
person to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trying to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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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 PPP lesson, teachers naturally include a good model of the pronunciation when they are 
presenting new vocabulary, grammar or functional language. It is important to start by helping your 
students recognise sounds before you expect them to produce them. 

Spoken British English has 44 sounds, but there are only 26 letters in the alphabet for written English. 
This sometimes makes English pronunciation and spelling different, so it is not always best to write words 
on the blackboard at the early stages. Also, some sounds in English do not exist in some other languages. 
This can make it very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 recognize these sounds and even more difficult for them to 
pronounce them correctly. So some students need to do a lot of work on these sounds, listening to them, 
trying to recognize them and trying to copy them. 

If you can understand and pronounce the symbols of the phonetic alphabet, this will help you to 
pronounce any word in the dictionary. You can teach this phonetic alphabet to your students and this will 
make teaching pronunciation much easier. However, you can teach pronunciation effectively without 
knowing the phonetic alphabet. Pronouncing English well is not just about getting the individual sounds 
right. Students need to know: 

* which parts of a word are stressed (spoken louder and longer); 
* which parts of a sentence are stressed; 
* basic intonation patterns; 
* what it means when we change the intonation in a sentence (the music of the language); 
* how to link together the sounds within a sentence. 
学习目标： 
1．了解英语语言区域分布的规律。 
2．掌握不同区域语言的构成特色。 
作业： 
What it means when we change the intonation in a sentence (the music of the language)？ 
How to link together the sounds within a sentence？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6学时 
实验 1：Basic Training（1）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词汇过关 
专四词汇模拟试题 1 
1. My pain  ____  apparent the moment I walked into the room, for the first man I met asked 

sympathetically: “Are you feeling all right?”  
  A. must be   B. must have been   C. had been   D. had to be 
  2. It is only when you nearly lose someone  ____  fully conscious of how much you value him.  
  A. do you become    B.then you become   C. that you become   D.have you become  
  3. Just as the soil is a part of the earth,  ____  the atmosphere.  
  A. as it is   B. so is   C. the same as   D. and so is  
  4. While driving along the treacherous road,  ____ .  
  A. my right rear tyre blew out   B. my right rear tyre had a blowout  
  C.I had a blownout on my right rear tyre   D. I had my right rear tyre blowout  
  5. Jean Wagner’s most enduring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Afro American poetry is his insistence 
that it  ____  in a religious, as well as worldly, frame of reference.  
  A. is to be analysed   B. has been analysed   C. be analysed       D. should have been 
analysed  
  6.____ there is little we can do to modify the weather, we can at least know what kind of weath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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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  
  A. Since    B.When    C.While    D. Unless  
  7.This organization brought Western artists together in the hope of  making more of an impact on the 
art community  ____  any of them could individually and to promote Western art by women.  
  A. rather than    B.rather    C. than    D. other than  
  8. But the Swiss discovered long years ago that constant warfare brought them  ____  suffering 
and poverty.  
  A. anything but         B. nothing but   C. none other than       D. no more than  
  9. After  ____  seemed an endless wait, it was her turn to step into the doctor’s office.  
  A.it       B.that   C.what      D. which  
  10. The board deemed it’s urgent that these files  ____ right away.  
  A. had to be printed    B. should have been printed  C. must be printed       D. should be 
printed  
  11. His answer was so confused that I could hardly make any  ____ of it at all.  
  A. explanation      B. meaning     C. sense       D. interpretation  
  12. You should have your eyes tested every year in case the  ____ of  your spectacles need 
changing.  
  A. lenses    B.glasses     C.sights    D.crystals  
  13. The school committee hoped that their choice of play would be ___ with the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A. recognized    B. popular      C. favorable    D. fascinated  
  14. By cutting down trees we  ____  the natural home of birds and animals.  
  A. harm        B. hurt      C. injure    D. damage  
  15. Mr. Robinson knew that the most trivial chore could prove to be a ___ if approached with 
enthusiasm.  
  A. prize       B. reward      prefund     D. bonus  
  16. The trade unions in this industry are  ____  any reduction in wages.  
  A. objecting against     B. opposed to   C. reacted to      D.resisting against  
  17. She was teaching me  ____  you would teach a younger child to speak the language.  
  A. the way    B.in the way    C. a way       D.to the way  
  18. The Brownings have not  ____  yet and I doubt whether they will come.  
  A turned in       B. turned out      C.turned up       D. turned to  
  19.We went on a(n)  ____  to the mountain yesterday.  
  A.excursion       B.trip     C. tour     D. travel  
  20.When Sarah and I ____ on an article for the school newspaper, we found it difficult to work 
together.  
  A. compiled        B. gathered   C. collaborated        D. collected  
  21.Beth could  ____  her coat because it had largered buttons.  
  A. recognize     B.prove     C.define     D. claim 
  22.Postal  ____  are determined by the class and weight of the parcel mailed.  
  A. taxes     B.payment     C. fees    D. premium  
  23.My father is so deaf that he has to use a hearing ____ . 
  A. help     B. aid      C.support      D.tool 
  24.On New Year’s Eve, there will be a firework  ____ at People’s Square.  
  A. display       B.performance    C. show     D.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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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The  ____  of beer and alcohol in New Zealand is very high.  
  A. consumption   B. use    C.drink     D. absorption  

专四词汇模拟试题 2 
1. The bank is reported in the local newspaper  ____  in broad daylight yesterday.  

  A. to be robbed         B. robbed   C. to have been robbed    D. having been robbed  
  2.  ____  before, his first performance for the amateur dramatic group was a success.  
  A. Though having never acted   B. As he had never acted  
  C. Despite he had never acted   D. In spite of his never having acted  
  3. By the middle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____  in cities 
rather than in the country.  
  A. are living         B. will be living    C. have lived         D. will have lived  
  4. Mr. Milton prefers to resign  ____  part in such dishonest business deals.  
  A. than take         B. than to take   C. rather than take       D. rather than to take  
  5. No one would have time to read or listen to an account of everything  ____  going on in the 
world.  
  A. it is      B.as is       C.there is         D.what is  
  6. There is a real possibility that these animals could be frightened,  ______  a sudden loud 
noise.  
  A. being there      B.should there be   C.there was         D. there have been 
  7. Bit by bit , a child makes the necessary changes to make his language  ____ .  
  A. as other people        B.as other people’s   C.like other people       D.like other people’s  
  8.Clothing made of plastic fibres has certain advantages over  ____ made of natural fibres like 
cotton, wool, or silk.  
  A. one      B.the one        C.that       D.what  
  9.The treasury issued an order stating that  ____  land purchased from the government had to be 
paid for in gold and silver.  
  A. henceforth       B.moreover       C. whereby        D.however  
  10.The students expected there  ____  more reviewing classes before the final exams.  
  A. is         B.being       C. have been        D.to be  
  11. It was during summer breaks that we first taste the satisfaction work that  ____  into hard 
currency.  
  A. translates         B. transfers   C. transplants        D. transmits  
  12.In some cases, your instructor may tell you the topics ____ or may give you a choice of topics to 
write about.  
  A. in advance       B. ahead of        C. above all         D. right away 
  13.It was the driver’s  ____  that caused him to step on the gas instead of the brake after his car 
went over the curb.  
  A. fraud        B. alarm       C. terror      D. panic  
  14.Danny left this  ____  message on my answering machine: 
  “I must see you. Meet me at twelve o’clock.” Did he mean noon or midnight?  
  A. ambiguous        B.responsible   C. implicit           D. thoughtful  
  15.We looked for a table to sit down, but they were all  ____ .  
  A.reserved for       B. engaged in   C. used up          D. taken up  
  16.She will have to find somewhere else to work, for she can’t  ____  this loud noise any 
l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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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ome up with      B. catch up with   C. keep up with       D. put up with  
  17.Tom  ____  his new job with confidence.  
  A. set out    B. set off    C. set up     D. set about  
  18.The truck driver was fined for exceeding the speed  ____ .  
  A. range    B. limit    C. rule    D. regulation  
  19.The crippled Jack proudly walked with a  ____  to the platform to join the children.  
  A. jump    B. limp    C. hop    D. jog  
  20.He cannot  ____  a car, for he does not earn much money.  
  A. obtain   B. afford    C. donate    D. consume  
  21.The message is clear: Just as tea and banana cant’t go together,  ______ should the son of a low 
class family expect to marry the daughter of a nobleman.  
  A. either    B.not    C. neither    D. nor  
  22.Though  ____  rich, she was better off than at any other period in her life.  
  A. by means of    B. within her means   C. by all means     D. by no means  
  23.It is a(n)  ____  attitude to take towards life.  
  A. absurd    B. silly    C. stupid     D. authentic 
  24.Every year, one student in our high school wins a scholarship that  ____  one year of college. 
  A. improves    B. subsidizes     C. obliges    D. inflicts  
  25.He wrote the book in  ____  with his wife.  
  A. proportion       B. installment   C. correspondence   D. collaboration 

实验要求：熟悉词汇规律；研究词汇搭配；掌握词汇短语。 
实验 2：Basic Training（2）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高级词汇阅读训练 
1改错 
So far as we can tell, all human languages are equally complete and perfect as instruments of 

communication: that is, every language appears to be as well equipped as any other to say the things its 
speakers want to say. It may or may not be appropriate to talk about primitive peoples or cultures, but that 
is another matter. Certainly, not all groups of people are equally competent in nuclear physics or 
psychology or the cultivation of rice or the engraving of Benares brass. But this is not the fault of their 
language. The Eskimos can speak about snow with a great deal more precision and subtlety than we can in 
English, but this is not because the Eskimo language (one of those sometimes miscalled 'primitive') is 
inherently more precise and subtle than English. This example does not bring to light a defect in English, 
a show of unexpected 'primitiveness'. The position is simply and obviously that the Eskimos and the 
English live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The English language would be just as rich in terms for different 
kinds of snow, presumably, if the environments in which English was habitually used made such 
distinction important. 

Similarly, we have no reason to doubt that the Eskimo language could be as precise and subtle on the 
subject of motor manufacture or cricket if these topics formed part of the Eskimos' life. For obvious 
historical reasons, English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uld not talk about motorcars with the minute 
discrimination which is possible today: cars were not a part of their culture. But they had a host of terms 
for horse-drawn vehicles which send us, puzzled, to a historical dictionary when we are reading Scott or 
Dickens. How many of us c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a chaise, a landau, a victoria, a brougham, a coupe, a 
gig, a diligence, a whisky, a calash, a tilbury, a carriole, a phaeton, and a clarence ?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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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后插入 as; 2 their改为 its; 3 There改为 It; 4 Whereas改为 But 5 further 改为 much 6 come
改为 bring; 7 similar改为 different; 8 will改为 would; 9 as important去掉 as; 10 the part去掉 the 

2、英译汉 
Friends tend to become more intimated if they have the same interests and temper, they can get along 

well and keep contacting; otherwise they will separate and end the relationship. Friends who are more 
familiar and closer can not be too casual and show no respect. Otherwise the harmony and balance will be 
broken, and the friendship will also be nonexistent any more. Everyone hopes to have his own private 
space, and if too casual among friends, it is easy to invade this piece of restricted areas, which will lead to 
the conflict, resulting in alienation. It may be a small matter to be rude to friends; however, it is likely to 
plant the devastating seeds. The best way to keep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iends is to keep contacts 
with restraint, and do not bother each other. 

参考答案： 
我想那是五月的一个周日的早晨；那天是复活节，一个大清早上。我站在自家小屋的门口。就

在我的面前展现出了那么一番景色，从我那个位置其实能够尽收眼底，可是梦里的感觉往往如此，

由于梦幻的力量，这番景象显得超凡出尘，一派肃穆气象。群山形状相同，其山脚下都有着同样可

爱的山谷；不过群山挺然参天，高于阿尔卑斯峰，诸山相距空旷，丰草如茵，林地开阔，错落其间； 
树篱上的白玫瑰娟娟弥望；远近看不见任何生物，唯有苍翠的教堂庭院里，牛群静静地卧躺在那片

郁郁葱葱的墓地歇息，好几头围绕着一个小孩的坟墓。我曾对她一腔柔情，那年夏天是在旭日东升

的前一刻，那孩子死去了，我如同当年那样望着牛群。 
实验要求：熟悉难词背景布局；研究生词结构；掌握精准的理解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of the course & The Main Processes of English 
Word-formation 

3  

2 The Main Processes of English Word-formation & Types of Meaning 3  
3 Polysemy and Homonymy & Sense Relations and Semantic Field 3  

4 
Sense Relations and Semantic Field &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merican 
English and British English 

3  

5 
Causes bring ab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merican English and British 
English &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Vocabulary 

3  

6 Changes in Word Meaning& English Idioms（1） 3  
7 English Idioms （1）（2） 3  
8 English Dictionaries & American English 3  
9 American English & 3  
10 Regional Varietie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3  
11 实验 1：Basic Training（1） 3  
12 实验 2：Basic Training（2）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英语阅读、英语语法、英语精读、英语写作、法律英语。 
后续课程：英语演讲与辩论、法律英语视听说、英语教学法、英语测试、英语文体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单词的结构、构词法、单词的意义及词义关系、英语词汇的构成、词义的历史演变、成语及词

典知识的综述，词的形态和结构：利用语言既有的材料通过构词法讲解词汇的形态和结构，现代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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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的主要构词方式、英语词汇的构词方法：派生法和转类法、词汇的构词方法：复合法和其它方法、

词义和词义关系：词义扩大、词义缩小等等，具体是： 
The Main Processes of English Word-formation ；Types of Meaning； Polysemy and Homonymy； 

Sense Relations and Semantic Field； Causes bring ab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merican English and 
British English；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Vocabulary ；Changes in Word Meaning。 
难点： 
成语、谚语和短语动词、词语的使用和理解、英语词汇的特征、英语词典等等。具体是： 
English Idioms（1）；English Idioms （2）；English Dictionaries； American English ；Regional 

Varietie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和 English Lexicoraphy。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对英语词汇发展的形成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构词法、旧词新义和借用外来语来进行系统学

习。同时对词缀法进行系统研究，因为词缀法在英语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不仅扩充

了英语词汇，而且丰富了语言表现力。再次，词汇行为的语境实质都是不同词汇之间相互组合的“语
义对应”，是否能够把握语境中的语义转换是衡量学生词汇力的重要标准，因而教学活动围绕词汇
的语境把握，因为词汇的语境运用问题是掌握词汇的核心问题；从一种语境到另—种语境，语义如
何确立、如何转换及转换的背景、文化内涵等问题一直是词汇学理论界长期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 

2）各个教学环节注重介绍各种词汇的转换生成理论与语境处理技巧，并结合课堂实践重点进
行分析，加强学生的词汇解析力。 

3）增强学生的词汇力建设贯穿第五学期的教学活动。针对性地巩固学生处理词汇的基本技能，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词汇悟性及语境意识，增强他们的信心，提高能力。 
教学手段： 
1）. 提倡探究式学习和合作学习。词汇实践活动是以五到六人为单位，就所学习的材料内容，

提出自己的理解并在组内交流，然后推出一组代表在课下或者课堂上与其他组的代表交流，并进行

理论评估。如此比较揣摩，互相讨论以加深学生的词汇理论、处理技巧、语境理解的主体意识，提

高他们与时俱进把握词汇的水平。 
2）.围绕某一个词汇条目，学生自己分头去查阅资料，自己去收集、筛选、分析、处理、运用

各种信息；再通过学生小组成员之间的互动交流、互相启发、互相学习，降低学生作为被动学习者

的焦虑感，真正使学生自主学习，成为学习的主人。。 
3）．教师采用每 4人一组每学期轮流提前在课下准备一个章节，然后在课上推选学生展示他们

小组对该章节的认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预先准备好一个电脑课件，并且负责解答全班学

生的质疑和提问，教师当助手，进行补充，并将此项活动纳入平时的形成性评价。在准备充分的情

况下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以媒体交互手段发布综合信息，为本课程的教学提供试题平台、学习资源、试题预约、虚拟实

验室、学生论坛和教学助理服务。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本课程除了在课堂内学习基本知识外，还需有相对应的课外时间补充学习。本专业的理论性与

实践性较强。学生分析、查阅相关资料所需课外时数约 16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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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课程使用的教材为张韵斐编写的《现代英语词汇学概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并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 ppt 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
编写专四和专八词汇考试试题。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张韵斐，《现代英语词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 12 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

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陆国强：《现代英语词汇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汪榕培 《英语词汇学实践(修订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第 1版，新世纪高等院

校英语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3．林承璋，《英语词汇学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 
4．汪榕培、卢晓娟，《英语词汇学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5．胡壮麟、刘润清、李延福，《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6．邱述德 《英语学习与交际语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8 
7．张道真 《实用英语语法》 商务印书馆，1981. 4  
8．朱嫣华主编 《高校英语专业八级考试指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 
9. 贡群狄主编 《高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模拟试题》，南开大学出版社 
10. 汪榕培、卢晓娟：《英语词汇学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11. Liu Xiaohong 《ENGLISH LEXICOLOGY》，冶金工业出版社，1999 
12. Jackson, Howard & Amvela, Etinne Ze, Words, Meaning, and Vocabulary: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nglish Lexicology, 2000, Cassell. 
执笔：张和军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3015年 9月 20日 

 

英语文体学 
English Stylistics 

课程号：4080000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介绍英语文体学的知识体系；2、讲解主要概念与理论；3、综述不

同文体的文体特征。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文体分析训练，使学生掌握英语文体学的基础知识，了解各

种文体的基本特征，学会进行不同问题的特征分析，为从事语言写作与翻译工作奠定必要的知识与

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课程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英语文体学主要概念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What is styl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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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listics is the science which explores how readers interact with the language of (mainly literary) 
texts in order to explain how we understand, and are affected by texts when we read them. Therefore, 
stylistics is concerned with the examination of grammar, lexis, semantics, as well as phonological 
properties and discursive devices. 

2. Levels of Language 
These basic levels of language can be identified and teased out in the stylistic analysis of text, which 

in turn makes the analysis itself more organised and principled, more in keeping so to speak with the 
principle of the three Rs.  

3. Narrative Stylistics 
Narrative discourse provides a way of recapitulating felt experience by matching up patterns of 

language to a connected series of events. In its most minimal form, a narrative comprises two clauses 
which are temporally ordered, such that a change in their order will result in a change in the way we 
interpret the assumed chronology of the narrative events. 

4. Cognitive Stylistics 
As highlighted by the Fowler-Bateson debate, stylistics has since its earliest days set great store by 

the use of detailed linguistic analysis as a basi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texts. This focus on the 
methods of compositional technique has tended to make stylistics writerly in its general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5. Dialogue and Discourse 
The late 1970s and early 1980s witnessed a new interest among stylisticians in the role of dialogue in 

literature. This interest was paralleled by a concern with literature’s status as discourse; that is, as a form 
of naturally occurring language use in a real social context.  

6. Stylistics and Verbal Humor 
Two key theoretical principles underpin the language of humour, the first of which is that humour 

requires an incongruity. 
学习目标： 
1．了解英语文体学基本的知识框架。 
2．掌握几组重要的英语文体学概念。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阅读教材相关章节。预习文体学中的重要研究问题的相关章节。 

知识单元 2：英语文体学中的重要研究问题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Stylistics as a linguistic science 
The term style originated from the Greek “stylos” and Latin “stulys”, meaning a pointed stick sharp 

at one end and flat on the other, used for waxing plates. Stylistics is a branch of linguistics.  
2. Types of stylistics 
The term stylistics is a broad notion. Most linguists define such major types of stylistics, such as: 

lingvo-stylistics, literary stylistics, applied stylistics, contrastive stylistics. 
3. Basic notions of stylistics 
It is common knowledge that the richness and the emotive dynamic force of any language is directly 

connected with the subjective skills of using the potential of linguistic units. English like any other 
language has its own stylistic traits and the stylistic devices widely current to serve different purposes in 
acts of communication. 

学习目标： 
1．了解英语文体学的基本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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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英语文体学基本分类方法。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阅读教材相关章节。预习英语文体学历史演变的相关章节。 

知识单元 3：英语文体学的历史演变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General development 
Stylistics is the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exts in regard to their linguistic and tonal style. As a 

discipline, it links literary criticism to linguistics. It does not function as an autonomous domain on its 
own, and can be applied to an understanding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as well as linguistics. Sources of 
study in stylistics may range from canonical works of writing to popular texts, and from advertising copy 
to news, non-fiction, and popular culture, as well as to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discourse. Indeed, as recent 
work in Critical Stylistics, Multimodal Stylistics and Mediated Stylistics has made clear, non-literary texts 
may be of just as much interest to stylisticians as literary ones. Literariness, in other words, is here 
conceived as 'a point on a cline rather than as an absolute'. Stylistics as a conceptual discipline may 
attempt to establish principles capable of explaining particular choices made by individuals and social 
groups in their use of language, such as in the literary production and reception of genre, the study of folk 
art, in the study of spoken dialects and registers, and can be applied to areas such as discourse analysis as 
well as literary criticism. 

2. Stylistic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style goes back to the study of classical rhetoric, though modern stylistics has 

its roots in Russian Formalism and the related Prague School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1909, 
Charles Bally's Traité de stylistique française had proposed stylistics as a distinct academic discipline to 
complement Saussurean linguistics.  

3. Stylistics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Roman Jakobson had been an active member of the Russian Formalists and the Prague School, 

before emigrating to America in the 1940s. He brought together Russian Formalism and American New 
Criticism in his Closing Statement at a conference on stylistics at Indiana University in 1958. Published as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1960, Jakobson’s lecture is often credited with being the first coherent 
formulation of stylistics, and his argument was that the study of poetic language should be a subbranch of 
linguistics. 

学习目标： 
1．了解英语文体学的历史发展。 
2．掌握英语文体学的历史发展脉络。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阅读教材相关章节。预习修辞学与文体学的相关章节。 

知识单元 4：修辞学与文体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History of Rhetoric 
Rhetoric (pronounced / rɛtərɪk/) is the art of discourse, an art that aims to improve the capability of 

writers or speakers to inform, persuade, or motivate particular audiences in specific situations. As a 
subject of formal study and a productive civic practice, rhetoric has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the European 
tradition. Its best known definition comes from Aristotle, who considers it a counterpart of both logic and 
politics, and calls it “the faculty of observing in any given case the available means of persuasion.”  

2. Canons 
The Five Canons of Rhetoric serve as a guide to creating persuasive messages and arguments.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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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inventio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rguments); style (determining how to present the arguments); 
arrangement (organizing the arguments for extreme effect); delivery (the gestures, pronunciation, tone and 
pace used when presenting the persuasive arguments); and memory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memorizing the speech and persuasive messages.) 

3. Modern Rhetoric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there was a revival of rhetorical study manifes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departments of rhetoric and speech at academic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Jim A. Kuypers and Andrew King suggest that the early interest 
in rhetorical studies was a movement away from elocution as taught in departments of Englis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as an attempt to refocus rhetorical studies away from delivery only to civic 
engagement.  

4. The Use of Rhetoric 
Generally speaking, rhetorical analysis makes use of rhetorical concepts (ethos, logos, kairos, 

mediation, etc.) to describe the social or epistemological functions of the object of study. When the object 
of study happens to be some type of discourse (a speech, a poem, a joke, a newspaper article), the aim of 
rhetorical analysis is not simply to describe the claims and arguments advanced within the discourse, but 
(more important) to identify the specific semiotic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e speaker to accomplish 
specific persuasive goals.  

学习目标： 
1．了解修辞学的基础知识。 
2．掌握修辞学的基本理论。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阅读教材相关章节。预习语法与风格的相关章节。 

知识单元 5：语法与风格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System of Transitivity 
Much of our everyday experience is shaped and defined by actions and events, thoughts and 

perception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function of the system of language that it is able to account for these 
various ‘goings on’ in the world. This means encoding into the grammar of the clause a mechanism for 
capturing what we say, think and do. It also means accommodating in grammar a host of more abstract 
relations, such as those that pertain between objects, circumstances and logical concepts. The particular 
grammatical facility used for capturing experience in language is the system of transitivity. 

2. A Basic Model of Grammar 
Most theories of grammar accept that grammatical units are ordered hierarchically according to their 

size. This hierarchy is known as a rank scale. As the arrangement below suggests, the rank scale sorts 
units in a ‘consists of’ relationship, progressing from the largest down to the smallest. 

3. Tests for Clause Constituents 
We can test for the Subject, Complement and Adjunct elements of clause structure by asking various 

questions around the verb – assuming of course that we can find the verb!  
4. Variations in Basic Clause Structure 
Whereas most of the examples provided so far exhibit a basic SPCA pattern of clause structure,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is configuration represents only one of a number of possible combinations. 
学习目标： 
1．了解句法与风格之间的关系。 
2．掌握英语句法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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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阅读教材相关章节。预习修辞手法的相关章节。 
知识单元 6：修辞手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Figurative language 
A figure of speech is any way of saying something other than the ordinary way. Figurative language 

is language using figures of speech.  
2. Sound techniques 
The sound techniques include Rhyme, Alliteration, Assonance, Consonance, Rhythm, 

Onomatopoeia. 
3. Structure 
Stylistic structure refers to Formal structure, Storyline and Plot, Plot structure, Flashback, Frame 

story, Foreshadowing, Allusion 
4. Irony 
Stylistics recognized three types of irony: Verbal Irony, Situational irony, Dramatic irony. 
5. Register 
Register involves topics of Diction, Syntax, Voice, and Tone. 
学习目标： 
1．了解修辞手法的种类。 
2．掌握修辞手法的基本概念。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阅读教材相关章节。预习英语文体学分析（一）的相关章节。 

知识单元 7：英语文体学分析（一）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Development in Stylistics 
This unit looks at some of the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stylistics that have helped to shape its 

development over the years. From the Classical period onwards there has been continued healthy interest 
among scholar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terns of language in a text and the way a text 
communicates.  

2. Stylistic Analysis of Narratives 
Writing about narrative, the American novelist Henry James once posed a pair of rhetorical questions: 

‘What is character but the determination of incident? What is incident but the illustration of character?’. 
The integration of ‘character’ and ‘incident’ may at first glance seem a curious alignment, but closer 
scrutiny suggests that James’s formula serves very much as a template for the analysis of transitivity in 
narrative. 

学习目标： 
1．了解英语文体学分析方法的历史演变。 
2．掌握叙述文体的特征与分析方法。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阅读教材相关章节。预习英语文体学分析（二）的相关章节。 

知识单元 8：英语文体学分析（二）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Stylistic Analysis of Poems 
In order for a solid basis for interpretation to be built, we need to be both clear and precise about 

what resources of language cummings uses, so the preceding rather informal description needs to g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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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 to a more rigorous account of linguistic technique.To do this requires that we step back from the text 
for a moment in order to pinpoint more narrowly which aspects of language, in particular, the poet is 
manipulating.  

2. Stylistic Analysis of Drama 
The individual stylistic tactics used in the poem, replicated so vigorously and with such consistency, 

all drive towards the conclusion that love is, well, incomparable. Every search for a point of comparison 
encounters a tautology, a semantic anomaly or some kind of grammatical cul de sac. 

学习目标： 
1．了解英语诗歌与戏剧的文体特征。 
2．掌握英语诗歌与戏剧的文体分析方法。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阅读教材相关章节。准备期末考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英语文体学主要概念 2  
2 英语文体学主要概念 2  
3 文体学中的重要研究问题 2  
4 文体学中的重要研究问题 2  
5 英语文体学历史演变 2  
6 英语文体学历史演变 2  
7 修辞学与文体学 2  
8 修辞学与文体学 2  
9 语法与风格 2  
10 语法与风格 2  
11 修辞手法 2  
12 修辞手法 2  
13 英语文体学分析（一） 2  
14 英语文体学分析（一） 2  
15 英语文体学分析（二） 2  
16 英语文体学分析（二）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语言学概论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英语文体学的基本分析方法的掌握。 
难点：英语文体学中的重要理论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PPT演示。 
2.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PPT技术的使用。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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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英语文体学讲义。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王左良和丁往道编著《英语文体学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第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Simpson, P. 编著. Stylistics: A resource book for students. Psychology Press. 2004年第1版。 

执笔：高莲红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日 

 

商务英语 
Business English 

课程号：4080000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在各种商务环境下熟练运用英语知识与技能的能力。注重英语

听说技能在各种商务活动中的实际应用。基本理念：让学生在商务环境中学习英语，通过英语获取

商务知识，提高技能。掌握一般的经贸金融知识基础，突出专业的复合性；“活”岗位群适应能力，
要求学生增强适应未来岗位群的综合化特征的能力，通过模块化方向课程的设置，扩大专业选修课

的范围，参加相关专业的辅修课程的学习，加强实践，增强毕业后的择业能力和竞争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 customers 
Objectives 
When the learners finish learning this uni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customers and service  
•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customers and service. 
Language focus 
Direct and indirect forms 
Pronunciation : weak and strong form  
Skills 
Writing: capital letters 
Reading: kwit-Fit advertisement 
Listening: customer service 
Business Communication 
Making offers 
Key Vocabulary 
Customers     goods     services     repeat business    customer loyalty      code of 

practice      customer car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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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in 
1. what does each company offer the customer? 
2. what other examples of good customers care can you think of? 
Words and expression: 
In person : by themselves 
Hampers: n. packing-case or basket with a lid ,esp one used for sending food. 
Balance: capital  
Optional: which may be chosen or not as one wishes; not compulsory 
Assembly: mass come together 
Language Focus 
Sentences and clauses  
① Direct and indirect questions 
直接疑问句和间接疑问句 
Use 
We usually use direct questions to get information. 
通常用直接疑问句来获得信息 
How much does it cost? 
Does the company have a code of practice? 
We use indirect questions to ask ‘difficult’ or personal questions or when we want to be polite. 
间接疑问句通常提出“难”问题或私人问题，或者表示礼貌 
Could you tell me what qualifications you have? 
Can you tell me where I go to a refund? 
FORM 
Direct questions: present simple tense 
直接疑问句：一般现在时 
We form direct questions with the auxiliary do. 
由助动词 do构成直接疑问句。 
Where do you shop? 
BUT we do not use the auxiliary do with the verb to be. 
但助动词 to be 不用助动词 do 
Where is the customer service desk? 
Wh-/How questions特殊疑问句 
Question words     auxiliary verb     subject       verb 
疑问句            助动词            主语         动词 
How much         does              it            cost? 
With be 带动词 be的特殊疑问句 
Question words     verb         subject 
疑问词            助动词       主语 
How much         is            it? 
Yes/No questions一般疑问句 
Aux             subject             verb 
助动词          主语                动词 
Do              I/you/we/you/they    work? 
Does            he/she/it             work? 
With be 带动词 be的一般疑问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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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subject主语 
Am         I/you/we/you/they        OK? 
Is           he/she/it                OK? 
Indirect questions: present simple tense 
间接疑问句：一般现在时 
Wh-/how questions特殊疑问句 
Polite introduction       question word(s)      subject     verb 
表示礼貌               疑问词              主语       动词 
Could you tell me        how much            it       costs? 
With to be带动词的特殊疑问句 
Polite introduction       question word(s)      subject     verb 
表示礼貌               疑问词              主语       动词 
Could you tell me        how much            it         is? 
Yes/No questions一般疑问句 
Polite intro           if subject             verb 
表示礼貌             if主语               动词 
Could you tell me     if I/you/we/you/they     work? 
Could you tell me     if he/she/it             works? 
In indirect Yes/No questions we use if. 
在间接疑问句的一般形式中使用 if。 
Reading 
Puncture: small hole made by sth. Sharp sep. one made accidently in a pneumatic tyre 补胎 
Premises: statement on which reasoning is based. 
Valve: (sort 0f ) mechanical device for controlling the flow of air, liquid or gas into or through a tube, 

pipe etc, by opening or closing a passage. 气门 
Exhaust: ( outlet, in an engine or machine, for) steam, vapour etc that has done its work     exhaust 

pipe  排气管 
Homework and checklist for Unit 1 
1. What does customer loyalty mean? 
2. Give two examples of good customer care. 
3. what does British Airways offer its customer? 

知识单元 2：COMPANIES 
Objectives 
When the learners finish learning this uni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companies and products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companies and products 
Warming up: 
You are quite often to be asked to introduce your company. What to say? How to say? That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practice in Unit 2. 
However, let’s try to work out what would be important information?  
Discuss.  
Language Focus 
Present simple and present continuous 
Pronunciation: third person singular sentence stress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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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avoiding repetition 
Reading: FT Graduate Training Program 
Listening: four major companies 
Business communication 
Presenting information 
Key Vocabulary 
Buying,    selling,     marketing and produc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lecommunications,        film and car 
Manufacture,      multinationals,     operate,     parent or holding company,     

subsidiaries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which operate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Subsidiaries: branches 
In aspects: in all kinds of  
 Make sure that the companies are known by the students. 
Diamler-Benz (奔驰)，Siemens (西门子), Brother (兄弟)，Toyota (丰田)， Fiat (菲亚特), 
Gucci (古琦), Levi Strauss (李维斯)，Microsoft (微软). 
2. Discuss : What do they do?  
Diamler-Benz (奔驰)， a German car manufacturer 
Siemens (西门子),a German manufacturer of electronics and electronic appliances, 
Brother (兄弟)，a Japanese car manufacturer,  
Toyota (丰田)，a Japanese car manufacturer, 
Fiat (菲亚特), an Italian car manufacturer, 
Gucci (古琦), an Italian garment and fashion maker , 
Levi Strauss (李维斯)，a famous Jeans maker in the USA, 
Microsoft (微软), a programming group in the USA. 
3. Match the company to the city where its headquarters are. 
Suggested answer: Diamler-Benz ——Stuttgart ,Siemens—— Munich, 
Brother——Nagoya （名古屋），Toyota——Nagoya 
Fiat —— Turin,Gucci ——Milan,  
Levi Strauss——San Francisco,Software _ Seattle 
Language Focus 
Due to : because of 
Integral: whole 
Pharmaceutical: of medicinal drug 
Grammar: 
Irregular present simple一般现在时的不规则形式 
Those verbs are irregular must be remembered动词不规则动词： 
Have: he/she/it has 
Do: he/she/it does 
Present continuous现在进行时 
USE 
1 We use the present continuous to talk about; 
Things which are happening at the time of speaking. 
现在进行时用来表示说话时正在发生的事情 
I’m trying to call Geoff P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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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isn’t working today. 
What are you doing? 
2 Things which are happening around the time of speaking. 
说话前后正在发生的事情 
The company is developing a new drug against asthma. 
The company isn’t recruiting at the moment. 
What are they planning to do? 
Some verbs are not usually used in it the continuous form. 
有些动词一般不用进行时 
hear see smell taste 
like dislike hate love want wish hope 
believe feel(=think) forget know mean remember 
think(= have an opinion) understand 
contain have(=own) 
owe own possess 
These are stative verbs; they describe states or senses. 
这些动词是状态动词，用于表示状态或感觉。 
FORM 
Be+_______ing形式 
Positive and negative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 
I                   am/’m    am not/’m not     flying 
You/we/you/they      are      are not/aren’t      flying 
He/she/it            is        is not/isn’t         flying 
Question疑问形式 
Am       I                  flying? 
Are       you/we/you/they     flying? 
Is        he/she/it            flying? 
Verbs that end in a consonant followed by e 
以辅音字母 e加结尾的动词去掉 e再加 ing 
take     taking 
manage         managing 
BUT但是 
Verbs that end in vowel + e 
以元音字母 e结尾的动词直接加 ing 
agree     agreeing,      see     seeing 
vowel + consonant    double consonant 
When the last syllable is stressed, we usually double the final consonant. 
以元音字母加辅音字母结尾的动词，如果最后一个音节重读，通常双写末尾的辅音字母再加 ing 
fit    fitting 
begin     beginning 
control    controlling 
 Speaking 
Pair work. Find out about your partner’s company and make notes 
Useful expressions:  
Who do you work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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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are the headquarters? 
Where are you based? 
Do you have branches oversea? 
 Talking about types of business 
The tips for business letter writing: 
brief ( state the aim at he very beginning),  
clear ( what you expect or need in specific way),  
polite (dear, Yours sincerely, and a neat form). 
Homework: 
Write an enquiry for Chemex to SK in 4A sized paper. Note: Following the sample on D. 
( Date line ) 
Dear Sir / Madam, 
We are looking for a company to help us to distribute products in the USA and Asia. 
We manufacture a wide range of chemical products. At present we export to Europe, but we would 

like to develop our markets in the USA and Asia. 
Enclosed please find our brochure which gives the details about our company. 
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Yours sincerely 
(signature) 

知识单元 3： TRAVEL 
Objectives 
When the learners finish learning this uni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travel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travel 
arrangement on business trip 
Warming up 
Introduce the activity and the arrangements that have to be made for a trip. 
If your families are going to see you in Fushun 
Q1: What would you like to arrange for them? 
Q2: Where they are going to stay? 
Q3:Where they are going to visit? 
Students answer the questions and thus enter today’s topic. 
You are quite often to be asked to have a business travel for your company. What to say? How to say? 

That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practice in Unit 3.However, let’s try to work out what would be important 
information?  

Discuss.  
Language Focus 
Present continuous for future: fixed arrangements 
Pronunciation: contractions of to be 
Skills: 
Writing: faxes 
Reading: The Japanese in Britain 
Listening: international trave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Introductions and soci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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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Vocabulary 
Travel     itinerary     foreign business trip      make good use of  colleagues        

business partner     cultural differences      social conventions     nationalities      culture 
itinerary: plan for details or records of a) journey, route 
convention: general consent ;practice or custom based on general consent 
Language Focus 
Go on a tour       have lunch    have coffee       listen to a CD 
Have a meeting      listen to a presentation 
1. Guessing: to predict vocabulary items they would expect to occur in the text. 
2. Check students understand all the headings and then get them to read the article and match the 

headings to the paragraphs. Understand these: 
1) culture, 2) sightseeing, 3) restaurants, 4) weather, 5) transport, 6) day trips 
Get the students to look at the passage and do a couple of examples together. Write more sentences, 

e.g.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old mining towns, you should go toFushun;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markets, 
you should visit the Queen Victoria Market. 

Presentation and listening  
Collocation exercise: ways of making, accepting and declining offers 
1. Explain the situation to the class. Make sure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 are organizing a visitor’s 

free time and arrangements. 
2. Ask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ways in which they could help a visitor to their company. Match the 

verbs to the nouns. 
3. Play the recording for the first time for them to check the collocations. 
4. Read the message. 
5. Play the recording again and ask learners to complete the notes. 
Suggested phrases: 
Call a taxi / the airport / hotel 
Book a hotel / table / seat 
Find out about a tour 
Reserve a table / seat 
Meet you at the airport / hotel 
Pick you up at the airport / hotel 
Arriving Friday morning at 10 
Traveling by bus from …. 
Reserve table for Friday evening 
Leave message about time to pick up at hotel 
Language focus 
1. Students write offers for the situations. 
---- Shall I … / Would you like me to … / Do you want me to … 
2. Divide the class into pairs. One student makes offers, the other accepts or declines them, in the 

latter case giving a reason for the refusal. 
3. students change partners and roles. 
Suggested phrases: 
Shall I/Would you like me to /  
Do you want me to  
1) …get you a ta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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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eserve a table? 
3) …book you a seat? 
4) …find out about tickets?  
5) … call a taxi? … drop you off? 
6) …call the station? … find out about train times? 
Useful questions: 
---- Where can you go for a meal?  
---- What kind of food does the restaurant serve?  
---- How often do the sightseeing tours depart?  
---- How much is a ticket for the sightseeing tour?  
---- Where can you go swimming?  
---- Is there anywhere to play tennis?  
---- Where can you see a play?  
---- What can you do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ntiques? 
2. Elicit a few offers from students, e.g. 
---- Would you like me to reserve a table at …? 
---- Shall I book you a seat on the tour? 
Suggested and useful sentences:  
Here is some tourist information about Bath. 
The bus tour is very good. You can see a lot of the cities, and you can get on and off as you like. 
I can recommend The Vaults restaurant. We often entertain clients there. Do you want me to reserve a 

table for you? 
Finally, I’m sure you would enjoy Much Ado About Nothing. It’s very funny, and the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is excellent. Would you like me to find out about tickets?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next week. 
Speaking:  
free practice of the language presented in this unit 
1. Explain the activity. Use real information in their situation. 
2. Point out ways of introducing an offer: are you interested in …? etc. 
3. Divide the class into hosts and visitors and do the activity.  
4. Change roles and partners if time permit. 
 Discussion 
1. Introduce the activity by eliciting from learners what guests do to show appreciatio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2. Learners read through the article and compare what is the same and different with what they know. 
Language points 
Thank people and take leave in different cultures. 
1. In pairs, learners match the phrases to a suitable reply. They can check their answer from the 

recording. 
2. Establish the different contexts, e.g. after a meal, a sporting activity, and to whom the remarks are 

made (business partners, colleagues, etc.) 
3. Students practice the exchange in pairs. 
Key points: 
1. We have learnt the future as will + infinitive. While in English a present tense is often used to talk 

about the future, in particular when an arrangement has already been 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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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tudents look at the examples. We can see that there are the use of time expression to indicate that 
the future is being talked about. 

3. Students look at the diary and then write sentences based on the schedule. 
Suggested phrases: 
She's having lunch with the director on Tuesday. 
She's having dinner with a new agent on Tuesday evening. 
She's meeting Mr. Enrique on Wednesday afternoon. 
She's flying to Melbourne on Thursday morning. 
Grammar: 
Contraction of to be in the present continuous 
Discussion 
1. With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reading and listening, learners can now work together to produce a 

plan of what they would like to see and do on their free weekend. 
2. When they have finished, ask a few pairs of students to tell some others about what they have 

chosen to do and why they would like to do these things. 
Speaking  
1. Group the students in three or four and ask them to draw up lists of information that would be of 

interest to a visitor to their hometown. 
2. Compare their lists and talk to each other about their reasons why they have chosen such place for 

the visitors in their hometown 
3. Pair work. Find out about your partner’s travel and make notes 
Useful expressions in speaking: 
Where are you going on holiday/ who with 
How you are going to travel/ where you are going to stay 
How long you are going to stay? 
Sum-up: 
Finished studying of how to enjoy a business trip except for business, making proper offer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accept and decline the offers in a polite way, and at last dealing with the right ways 
how to show thankfulness to the hosts. 

Homework: 
Answer the question: 
1. What two uses do you know for th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2. Think of five countries and name the nationality for each country. 
3. From the reading article in this unit, what do the Japanese think of Britain? 
4. What do you say when you meet someone for the first time? 

知识单元 4：  TROUBLESHOOTING 
Objectives 
When the learners finish learning this uni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 Dealing with various problems in doing business or solving the problems on business 
•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troubleshooting 
Warming up: 
You are quite often to meet a lot of troubles when you do business. Ask learners what kind of 

problems can occur when ordering goods from another company. What to say?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practice in Unit 4. However, let’s try to work out what would be importan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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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Language Focus 
Should, ought to : making recommendations 
Pronunciation: polite intonation 
Skills 
Writing: clauses of purpose 
Reading: Ford’s spy team 
Listening: project management and troubleshooting  
Business communication 
Report writing: recommendations 
Key Vocabulary 
Achieve one’ goal   objective     management consultant   analyse     in this case       

strategy      outsider      management consultant      performance  recommend    analysis      
opportunity   threat     troubleshooting 

Troubleshooting: dealing with difficult problems 
Troubleshooter:  a person who goes into a company to help with specific problems. 
Goal: objective 
SWOT: strength ;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threats 
Language points: 
1. Get the idea 
---- saying what the problem is 
---- asking for more details 
---- giving information 
---- giving the reason for the problem 
---- apologizing and saying what could be done for the problem 
Grammar: 
Model Verb: 
We use model verbs to: 
1. give advice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Should, ought to ) 
2. express possibility 
3. talk about the future ( will ) 
Should and ought to ( recommendations ) 
Use: 
We use should and ought to recommend change, or to give advice, 
You ought to hire a management consultant. 
They should listen to women’s views. 
You shouldn’t try to change the things you can’t change. 
You ought not to postpone the meeting. 
What should we do? /What ought we to do? 
Should we change our code of practice ? 
Ought we to change our code of practice? 
Speaking 
Pair work. Find out some problems in your partner’s company and make notes 
Sum-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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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learned from this unit first of all the general problems the business people may come across in 
placing an order, then focus on how to deal with some after-sales problems, at last, practice how to 
complain about the problems and how to make an apology, both in spoken form and written form. 

Homework: 
Questions:  
1. What do you understand by the term troubleshooting? 
2. What can you do to avoid problems? 
3. What sort of analysis can you do to assess a company’s situation? 
4. What verbs can you use to make recommendations? 
5. Why are you learning English? 

知识单元五：   Company History 
Objectives 
When the learners finish learning this uni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some companies eg. Ford  
•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some companies eg. Ford. 
Language focus 
Past simple: regular and irregular verb 
Pronunciation : past simple ending /t/  /d//   /id/ 
Skills 
Writing: sequencing ideas 
Reading: company history of Bic 
Listening: company history of Zurich Financi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Company presentation 
 Key Vocabulary 
 Company   detail   history   marketing   literature   annual report    presentation    

information   founder     key dates    events    
Lead-in 
1. which key events from the company history do you think each photo represent? 
2. When do you think each event happened? 
3. When did Ford start? 
4. When did it come to Britain? 
Words and expression: 
Patent : to get a legal document to stop others manufacturing a product 
Anti-establishment: not in agreement with government or authority. 
Rebel: some one who fights against authority  
Customized: designed for a particular customer 
Language Focus 
Sequence markers and connectors 
We use sequence markers to list and sequence things. 
First;   first of all ;     firstly 
Second    secondly    third    thirdly    then    after that    next     lastly    finally    

now/today    
When we list ideas or arguments we usually use: 
Firstly, secondly, thirdly, lastly, fin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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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a number of reasons for this: firstly the economy is weak, secondly labour costs are high 
and finally there is strong competition. 

When we talk about actions we usually use: first of all, then, next, after that , next. 
First of all, they designed a new type of shoe, then they found a manufacturer to make it. After that 

they started to export it.  
The building which stands near the train station is a supermarket. 
Reading 
Refine: improve 
Modify: make small changes 
Synonymous with a disposable age: represents our fast-moving world 
Gillette: major manufacturer of razors and toiletries 
Manufacture: a firm which makes or produces goods. 
Homework and checklist for Unit 5 
1. What do you know about Ford? 
2. What is the past tense of : make, de4velop, build, sell, go? 
3. Name three Bic products. 
4. How do you pronounce these regular past tense verbs? 
stopped  worked   opened   formed   started   ended 
5. describe two key events in the company history of Zurich Financial Service Group. 

知识单元 6：:  Retailing 
Objectives 
When the learners finish learning this uni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retailing  
•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retailing 
Language focus 
Definite, indefinite, zero articles 
Defining relative clauses 
Pronunciation : weak and strong form  
Skills 
Writing: expanding notes 
Reading: bar codes 
Listening: shopping at IKEA 
Business Communication 
Telephoning 
Key Vocabulary 
 Retailers    goods     services     manufacture    wholesaler,   consumer     retail 

outlet       supermarket    department store         the internet    TV shopping channels     
mail-order catalogues    margin 

Lead-in 
1. What are the two main reasons people don’t like shopping? 
2. What can retailers so about these two problems in your opinion? 
3. Do you like shopping? 
4.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catalogue shopping, internet shopping and 24-hour shopping? 
Words and expression: 
Supermarket: a large self-service shop selling food and drink and also small household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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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pers: n. packing-case or basket with a lid ,esp one used for sending food. 
Balance: capital  
Optional: which may be chosen or not as one wishes; not compulsory 
Hypermarket: a very large supermarket often located on the edge of a town or city. 
Shopping mall: a cover area with shops, supermarkets and restaurants. 
Chain store: one of a group of shops owned by the same company. 
Language Focus 
Defining relative clauses  
These clauses give importa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noun. 
A retailer is a person who/that buys goods about the manufacturer. 
This is the department store which/which Peterson owns. 
We choose a relative pronoun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 noun is a person or a thing 
Person :  who; that 
Things: that; which 
Place: where 
Time: when 
More examples: 
I don’t like door –to door salespeople that put under pressure and try to sell you things you don’t want. 
I like shopping malls where all my favorite shops are in one place 
I like shops that offer a wide variety of good. 
I prefer sales assistants who let me look around by myself.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packaging that clearly shows the ingredients. 
The woman who is standing by the classroom is our English teacher,  
This is the room where Lu Xun once lived. 
The train that has just left is for Shanghai. 
I shall never forget the day when ( on which) we moved into our new house. 
The building which stands near the train station is a supermarket. 
Reading 
Checkout counter:  the pay desk in a self-service  
Barcode: a pattern of thick and thin lines that represents information 
Manufacture: a firm which makes or produces goods. 
Till display: an electronic screen which shows you how much to pay. 
Supplier: an agent who provides goods and services. 
Stock: all the goods a retail out let keeps to sell to its customers 
Homework and checklist for Unit 6 
1. Name five different types of retail outlet. 
2. What information do bar codes contain? Why are they important? 
3. Which of these nouns can we use the indefinite article with? Why? 
Unit 7   Products 
Objectives 
When the learners finish learning this uni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Products  
•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Products 
Language focus 
Order of ad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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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adjectives 
Pronunciation: weak forms  
Skills 
Writing : linking words of cause and effect 
Reading : Dyson product launch  
Listening: advertising products 
Business Communication 
Product presentation 
Key Vocabulary 
Product     unique selling points (USPs)     advertisement   customer profile      features       

benefits    
Lead-in 
l What are the features of the product? 
l What are the product’s benefits to the customer? What are the USPs? 
l What type of customer probably buys this product? 
Words and expression: 
Salesperson: We are proud to present this important new addition to our range. It comes with active 

speakers and its great new colours are stylish and fashionable. As well as the speakers, we offer you all 
the features you normally expect—this high-spec product has a 22-track programmable memory, random 
play and more. We think you’ll find &79.99 is an amazing price, and we’re sure you’ll be keen to order 
your personal player right away. 

Features:  
2000 File Organiser : small electronic organizer, can be used with your computer. 
Solar watch: smart watch powered by solar energy. 
Aerobic workout machine: exercise machine for men and women. 
CD player: small, fashionably coloured compact disc player. 
Benefits/USP: 
2000 file organizer: PC data link/low price. 
Solar watch: doesn’t need batteries. 
Aerobic workout machine: workout in the comfort of your home. 
Language Focus One 
Comparatives and superlatives 比较级和最高级 
USE 用法 
We use the comparative to compare two items : 
比较级用来比较两个事物： 
The grey suit is smarter than the brown suit. 
We use the superlative to compare one item with two or more other items: 
最高级用于比较一个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 
The black suit is the smartest. 
FORM 形式 
Adjectives with one syllable 单音节形容词 
l We add er to form the comparative and the +est to form the superlative. 
比较级加 er， 最高级加 the+est。 
smart: smarter, the smartest 
l For adjectives that end in e, we add r to form the comparative and st to form the super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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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结尾的形容词加 r构成比较级， 加 st构成最高级。 
Wide: wider, the widest 
l For adjectives that end in a vowel +consonant we double the consonant. 
元音+辅音结尾的形容词双写辅音。 
Big: bigger, the biggest 
Adjectives with two syllables that end in y 
以 y结尾的双音节形容词： 
l Comparative 比较级：y —I +er   crazier 
Superlative 最高级：the +iest    the craziest 
Other two syllable and longer adjectives  
其他双音节和多音节形容词 
l Adjectives form the comparative with more +adjective and the most +adjective. 
形容词比较级用 more+ 形容词构成，最高级用 the most +形容词构成。 
More stylish, the most stylish/more expensive, the most expensive 
Than  
We use than after a comparative. 
Than 用在比较级后面 
You are smarter than him  
As…as 
To show that two things are equal (or not) we use 
(not) as +adjective+as. 
(not)as +形容词+as 表示两个事物（不）一样。 
He is as smart as you. 
He is not as smart as you. 
To form the opposite of the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forms more/the most we can use less/the least. 
比较级 more和最高级 the most的反义词可以用 less和 the least。 
My job is less demanding than yours.(or —My job is not as demanding as yours.) 
He has the least demanding job. 
! It is unusual to say: 
通常不说： 
He is less rich than you . or He is the least rich. 
For adjectives that add er, est we usually use not as…as. 
加 er,est 的形容词通常用 not as…as. 
He is not as rich as you. 
Irregular adjectives 不规则形容词。 
Bad    worse     the worst     good     better     the best  
Reading 
1、 How are these Dyson products different from most vacuum cleaners? 
2、 Who is the target customer for this product in your opinion? 
3、 How long did it take to launch the product ? Do you think this is normal? 
4、 Why do you think there were so many prototypes? 
5、 Who are Dyson’s main competitors? 
6、 How successful is his business today? 
7、 What did Dyson win and why? 
8、 What doesn’t the Dyson vacuum cleaner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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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here did Dyson get backing (money) for his invention? Why didn’t he get it in Britain? 
Writing   
Connectors of effect 表示结果的连接词 
The following phrases introduce effects or consequences. 
下面几个短语用来表示结果： 
as a result        therefore      so 
They link a cause and an effect. 
连接原因和结果       

Cause 原因 Effect 结果 
The product was 
Too expensive. 

As a result, sales were poor. 
 

 Sales therefore were poor. OR 
Therefore, sales were poor. 

As a result, and therefore link two sentences. They occur in the second sentence and refer back to the 
first sentence. 

As a result 和 therefore 连接两个句子，它们出现在第二个句子中，指的是第一个句子的内容。 
So is a conjunction and links cause and effect in one sentence, telling you what the effect is. 
So 是连词，连接一个句子中的原因和结果，说明结果如何。 

Cause 原因 Effect 结果 
The product was too expensive  So sales were poor. 
作业： 
1、 put the following adjectives in order to make a product description. 
Leather    blue    smart     slim     briefcase 
2、 What are the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forms of these adjectives? 
Reliable   expensive  soft   light  new  stylish 
3、 Compare a BMW and Skoda. 
4、 Choose three products from this unit. What are the features of each? 
5、 What are the benefits of each feature? 

知识单元 8   People 
Objectives 
When the learners finish learning this uni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People  
•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People 
Language focus 
Going to for future plans and intentions 
Will for the future 
Pronunciation: weak forms of to  
Short form of will  
Skills 
Writing : clauses of contrast  
Reading : management styles 
Listening: aspects of work 
Business Communication 
Talking about your job 
Key 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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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ary  motivation  job satisfaction   social interaction   status    achievement   asset   
higher productivity   styles of management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1、 Do you agree with Handy’s view? 
2、 What is the main role of managers in companies in your country? 
3、 How much control should employees have over their own work? 
4、 How much should the manager control what the employee does? 
Language Focus  
Going to  
USE 用法 
We use going to to talk about what we want to do or intend to do in the future. Plans may or may not 

already be made. 
用 going to spend some time in the UK to improve my English. 
I’m not going to take that low-paid job.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t the end of the training course? 
FORM 形式 
Be +going +infinitive with to  
(be +going+带 to的不定式) 

Positive and negative 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 
I Am ‘m not 
You  Are Aren’t 
He/she/it Is Isn’t 
We/you/they Are Aren’t 

 
Going to apply 

 
Question  疑问形式 
Am  I 
Are You 
Is He/she/it 
Are We/you/they 

 
Going to apply? 

Compare with present continuous for fixed arrangements above 
与前面讲的现在进行时表示安排好的将来动作进行对比 
Will 
USE 用法 
We use will to talk in general terms about the future, not about a particular time in the future. 
用 will泛指将来要发生的动作，而不是将来的某个特定时间要发生的动作。 
The training programme will teach you about organizations. 
I’ll be here to answer any questions, she said. 
We will not discriminate against you. 
You won’t be disappointed. 
Will I get any training? 
Compare with going to and present  
Continuous for future above 
与上面的 going to 和现在进行时表示将来动作进行比较 
FORM 形式 
Will+ infinitive withou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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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 不带 to的不定式) 
Positive and negative 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 
I/you/he/she 
/we/you/they 

Will/’ll Will not/ won’t go 

 
Question 疑问形式 
Will I/you/he/she/it/we/you/they Go? 
Will is a modal verb, so the form is the same for all subjects: I, you, he she, it etc. 
Will是情态动词，所以无论主语是 I, you还是 he, she, it等等，will的形式不变。 
Positive 肯定形式 
We usually use the shortened forms ‘ll and won’t in speech, but we use will and will not in writing. 
口语中经常使用缩略形式‘ll 和 won’t， 但是书面语中要用 will和 will not. 
I’ll deal with this application, she said. 
There will be an introductory talk for new recruits. 
Don’t worry, there won’t be a written test ,just an oral one. 
We will not ask you to do a written test on this occasion. 
Reading 
1、 The text is about the different styles that men and women have in the workplace. Look at the 

cartoons and say which figures you think represent men and which represent women? 
2、 Read the text and see if the writer’s ideas are the same as yours. 
3、 The text has eight main sub-sections. Match the cartoons on page 90 to the sections. 
4、 What is the style of male and female managers in companies in your country? Are they similar 

to the ones outlined in the text? 
5、 Do you think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style between men and women, or is any difference usually 

because of personality? 
6、 Do you know any men who have a ‘female’ style of working, or women who have a ‘male’ style 

of working? 
7、 Do you find it easier to work with men or women? Why? 
Writing   
Clauses of contrast 对比状语从句 
Clauses of contrast give information that surprises, or contrasts with the main clause. 
对比状语从句用来表示超出主句表达的意义或与主句形成对比的信息。 

Main clause                      Clause of contrast 
主句                            对比状语从句 
There are more men than women in 
Very senior jobs…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women in business. 

We use the conjunctions although, however and but to show contrast between ideas. 
用 although, however和 but 表示观点之间的对比。 
Although  but   however 
Notice that they use different grammatical structures. 
注意：这三个连词使用不同的语法结构。 
Although  
Although it’s late, I’m still at the office. 
I’m still at the office although it’s late.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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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ike her style, but I don’t like her ideas. 
But is a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 and joins two contrasting ideas of equal importance. It comes in 

the middle of the two ideas. 
But 是并列连词，连接两个同等重要却对比鲜明的观点。它位于这良种观点的中间。 
However 
The new MD is a woman. However, her management style is quite masculine. 
The new MD is a woman. Her management style, however, is masculine. 
However is formal. It contrasts the idea in the second sentence with the idea in the fist sentence. 
However 矫正式，用于对比第二个句子和第一个句子中的观点。 
作业： 
1、 When we intend to do something in the future, what tense do we use? 
2、 When can we use the will future? 
3、 What is the negative contracted form of will? 
4、 What is the noun form of to achieve? 
5、 Make two sentences to compare male and female management styles. 

知识单元 9: Business Environment 
Objectives 
When the learners finish learning this uni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business environment  
•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business environment. 
Language focus 
Modal verbs: talking about possibility 
Pronunciation : word linking stress patterns 
Skills 
Writing: connectors to show addition of information 
Reading: Marks& spencer 
Listening: world competitive scoreboard 
Business Communication 
Describing trends: interpreting graphs 
Key Vocabulary 
Availability of labor   labor cost      availability of raw materials    state of the economy     

economic recession        unemployment    trend 
Lead-in 
1. In which country is the shopping basket of everyday goods most expensive? 
2. In which country is it least expensive? 
Words and expression: 
Recession: withdrawn, out of receding slump 
Hampers: n. packing-case or basket with a lid ,esp one used for sending food. 
Balance: capital  
Optional: which may be chosen or not as one wishes; not compulsory 
Assembly: mass come together 
Language Focus 
Modal verbs: talking about possibility 
May, might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earn enough to buy a machine. There may be a luxury tax o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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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t , could   
I could be wrong. 
Adverbs: maybe, perhaps, probably 
Note: maybe is one word when it means perhaps. Compare the two sentences: Maybe demand is very 

high in Chicago. Demand in Chicago may be very high. 
Reading 
Puncture: small hole made by sth. Sharp sep. one made accidently in a pneumatic tyre 
Premises: statement on which reasoning is based. 
Valve: (sort of ) mechanical device for controlling the flow of air, liquid or gas into or through a tube, 

pipe etc, by opening or closing a passage.  
Exhaust: ( outlet, in an engine or machine, for) steam, vapour etc that has done its work     exhaust 

pipe   
作业： 
1. Why are goods more expensive in some countries than in others? 
2. what verbs can we use to give possible reasons? 
3. When do we use the passive? 
4. Think of three verbs to describe a downward? 
5. Think of three verbs to describe an upward? 
知识单元 10  Finance 
Objectives 
When the learners finish learning this uni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finance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finance 
Warming up: 
You are quite often to be asked to introduce the finance. What to say? How to say? That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practice in Unit 10. 
However, let’s try to work out what would be important information?  
Discuss.  
Language Focus 
Figures and numbers 
Transitive and intransitive verbs 
Pronunciation: saying numerals, word recognition 
Skills 
Writing: rephrasing and exemplifying  
Reading: investment and bank accounts 
Listening: profit and loss accounts 
Business communication 
Scale of probability 
Key Vocabulary 
Finance       individual         rise and fall         interest rate investors       offshore 

bank accounts         public company             tax year        annual report         
turnover      subsidiaries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which operate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Subsidiaries: branches 
In aspects: in all kind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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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shore bank: foreign bank 
Lead in: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money? 
1. Why do public company publish annual report? 
2. Who use the information in a profit and loss account? 
3. Do the directors or the shareholders own the company? 
Language Focus 
Due to : because of 
Integral: whole 
Pharmaceutical: of medicinal drug 
Grammar: 
Transitive and intransitive 
Many verbs are followed by an object  eg. 
Improve something, pay something, raise something 
These are called transitive verbs 
They improve the  working condition 
They paid our invoice. 
He raised the question of payment. 
Intransitive verbs do not take an object.  E.g. fall, rise, arise 
Our profits are falling. 
Yesterday interest rates didn’t rise. 
How did the problem arise? 
Pair work. Find out about your partner’s finance problem? 
Useful expressions:  
Who do you work for? 
Where are the headquarters? 
Where are you based? 
Do you have branches oversea? 
Talking about types of business 
The tips for business letter writing: 
brief ( state the aim at he very beginning),  
clear ( what you expect or need in specific way),  
polite (dear, Yours sincerely, and a neat form). 
作业： 
1. Say these numerals. 
2.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of an account with Jyske Bank? 
3. What does a profit and loss account show? 
4. Make three sentences with these verbs: raise, rise, arise 
5. What do you think will happen to inflation in your country in the next six months?  
知识单元 11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Objectives 
When the learners finish learning this uni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Warm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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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e the activity and the arrangements that have to be made for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You are quite often to be asked to have a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What to say? How to say? That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practice in Unit 11. However, let’s try to work out what would be important 
information?  

Discuss.  
Language Focus 
Conditional 1: events and consequences 
Present continuous for future: fixed arrangements 
Pronunciation: short forms 
Skills: 
Writing: both…and      either…or      neither…nor 
Reading: late payment of commercial debts 
Listening: the ethical consumer 
Business communication 
Negotiating   
Key Vocabulary 
Market research         ethical consumers     behave     responsibly      spending power      

environment          itinerary     foreign business trip      make good use of  colleagues        
business partner        social conventions     nationalities       

itinerary: plan for details or records of a) journey, route 
convention: general consent ;practice or custom based on general consent 
lead-in 
responsibilities: 
1. there should be good communication 
2. The company should pay suppliers on time. 
3. the company should have an equal opportunities policy. 
4. It should train its employees. 
Language Focus 
Go on a tour       have lunch    have coffee       listen to a CD 
Have a meeting      listen to a presentation 
1. Guessing: to predict vocabulary items they would expect to occur in the text. 
2. Check students understand all the headings and then get them to read the article and match the 

headings to the paragraphs. Understand these: 
1) culture, 2) sightseeing, 3) restaurants, 4) weather, 5) transport, 6) day trips 
Get the students to look at the passage and do a couple of examples together. Write more sentences, 

e.g.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old mining towns, you should go toFushun;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markets, 
you should visit the Queen Victoria Market. 

Language focus 
1. Students write offers for the situations. 
---- Shall I … / Would you like me to … / Do you want me to … 
2. Divide the class into pairs. One student makes offers, the other accepts or declines them, in the 

latter case giving a reason for the refusal. 
3. students change partners and roles. 
Suggested phrases: 
Shall I/Would you like me t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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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you want me to  
1) …get you a taxi? 
2)… reserve a table? 
3) …book you a seat? 
4) …find out about tickets?  
5) … call a taxi? … drop you off? 
6) …call the station? … find out about train times? 
Suggested and useful sentences:  
Here is some tourist information about Bath. 
The bus tour is very good. You can see a lot of the cities, and you can get on and off as you like. 
I can recommend The Vaults restaurant. We often entertain clients there. Do you want me to reserve a 

table for you? 
Finally, I’m sure you would enjoy Much Ado About Nothing. It’s very funny, and the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is excellent. Would you like me to find out about tickets?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next week. 
Speaking:  
free practice of the language presented in this unit 
1. Explain the activity. Use real information in their situation. 
2. Point out ways of introducing an offer: are you interested in …? etc. 
3. Divide the class into hosts and visitors and do the activity.  
4. Change roles and partners if time permit. 
Discussion 
1. Introduce the activity by eliciting from learners what guests do to show appreciatio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2. Learners read through the article and compare what is the same and different with what they 

know.  
Language points 
Thank people and take leave in different cultures. 
1. In pairs, learners match the phrases to a suitable reply. They can check their answer from the 

recording. 
2. Establish the different contexts, e.g. after a meal, a sporting activity, and to whom the remarks are 

made (business partners, colleagues, etc.) 
3. Students practice the exchange in pairs. 
Key points: 
1. We have learnt the future as will + infinitive. While in English a present tense is often used to talk 

about the future, in particular when an arrangement has already been made. 
2.Students look at the examples. We can see that there are the use of time expression to indicate that 

the future is being talked about. 
3. Students look at the diary and then write sentences based on the schedule. 
Suggested phrases: 
She's having lunch with the director on Tuesday. 
She's having dinner with a new agent on Tuesday evening. 
She's meeting Mr. Enrique on Wednesday afternoon. 
She's flying to Melbourne on Thursday morning. 
Gr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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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und and infinitives 
When there are two verbs together in a sentence, we must be careful about the form of the second 

verb. 
After most verbs we use the infinitive with to 
The company agrees to change its ethical policy 
After some verbs we use the gerund ing form. 
We considered making the changes last month. 
Some common verbs which are followed by the gerund are:  
Stop   finish   delay   practice   imagine   consider   risk    avoid     delay     

involve 
Discussion 
1. With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reading and listening, learners can now work together to produce a 

plan of what they would like to see and do on their free weekend. 
2. When they have finished, ask a few pairs of students to tell some others about what they have 

chosen to do and why they would like to do these things. 
Reading: 
Hefty: big and strong 
Deterrent: deter; discourage; hinder 
A bill: a proposal for a new law 
On the continent: continental Europe 
League table: a public list of all the worst payers 
作业： 
1. in the following sentence, is the consequence probably going to happen? 
2. Name three responsibilities that companies have? 
3. What pattern follows these verbs?  Refuse   consider   could 
4. What is an important grammatical structure to use when you are negotiating? 
知识单元 12  Competition 
Objectives 
When the learners finish learning this uni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 Know the importance of competition and how  to deal with the various problems in competition. 
•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competition 
Warming up: 
You are quite often to meet a lot of competitors when you do business. Ask learners what kind of 

problems can occur when we meet strong competitors. What to say?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practice in Unit 12. However, let’s try to work out what would be important 
information?  

Discuss.  
Language Focus 
Present perfect: present result 
Present perfect: unfinished past 
Pronunciation: strong and weak form of have ,for 
Skills 
Writing: Curriculum Vitae 
Reading: Pepsi and Coca-Cola 
Listening: competing in a glob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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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communication 
Interview skills 
Key Vocabulary 
Open market   achieve one’ goal   objective     management consultant     competitors      

efficient        compete with     market share       aggressively      main  competitors     
market leaders       strategy      outsider      management consultant      performance  
recommend    analysis      opportunity   threat   

Global market place      presence    
Goal: objective 
Language points: 
1. Get the idea 
---- saying what the problem is 
---- asking for more details 
---- giving information 
---- giving the reason for the problem 
---- apologizing and saying what could be done for the problem 
Grammar: 
Model Verb: 
We use model verbs to: 
4. give advice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Should, ought to ) 
5. express possibility 
6. talk about the future ( will ) 
Should and ought to ( recommendations ) 
Use: 
We use should and ought to recommend change, or to give advice, 
You ought to hire a management consultant. 
They should listen to women’s views. 
You shouldn’t try to change the things you can’t change. 
You ought not to postpone the meeting. 
What should we do? /What ought we to do? 
Should we change our code of practice ? 
Ought we to change our code of practice? 
Present Perfect 
We use the present perfect to talk about: 
1. How a past action has consequences in the present. 
 The two companies have merged. 
Past action: they merged 
Present result: There is one company now. 
We’ve opened a new office in Paris. 
Past action: We opened a new office. 
Present result: We’ve got a new office in Paris. 
2. An action or state which started in the past and still continues. 
The company has had an office in Moscow since 1992. 
She has worked for the family business for 35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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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aking 
Pair work. Find out some problems in competition and make notes 
Sum-up: 
We learned from this unit first of all the general problems in the business competition people may 

come across , then focus on how to deal with some competitors problems, at last, practice how to open the 
market and enter the new markets. 

Reading : 
Emblem: symbol 
Leg up: some extra help 
Cable: cables were used to communicate before telex or fax 
Case: container 
Plant: factory 
作业： 
1. Think of three things that you have learn about Coca-Cola in this Unit. 
2. What tense do we use to talk about the present result of past actions? What sort of analysis can 

you do to assess a company’s situation? 
3. What tense do we use when we focus on when something happened? 
4. When do we use : for + present perfect? 
5. When do we use : Since + present perfect?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Customers 3  
2 COMPANIES 3  
3 Travel   3  
4 TROUBLESHOOTING 3  
5 Company History 3  
6 Retailing 3  
7 Products 3  
8 People 3  
9    Business Environment 3  
10 Finance 3  
11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3  
12 COMPETITION 3  
13    
14    
15    
16    
四、考核与成绩 
采用闭卷笔试进行期中以及期末考试，平时成绩、期中成绩与期末成绩各占 20%，20%以及

60%。 
五、教材及参考书 
教材：《新视野商务英语（下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参考书：《新视野商务英语（下册）》教师用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执笔：张鲁平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１０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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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听欣赏 
English through Films 

课程号：4080001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夯实学生英语语言知识，提高他们在真实语境中的听说能力和交际

能力；2、加深学生对英美社会和文化的掌握，了解不同的文化差异；3、增强学生欣赏英美原版电
影的能力和水平。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学生观看英美影片，读、听和看有关电影知识、电影背景以及电影鉴赏

和评析等的学习材料，并进行各种语言教学活动，使学生直观地了解西方国家文化，提高英语视听

说能力，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并且初步了解有关电影艺术的基础知识，提高艺术鉴赏水平和电影

评析能力，为后续高年级阶段学习打好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Unit 1：Stand by Me 
I.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film(including Plot Summary) 
II. Introduction to the director, writer and actors 
1. Rob Reiner 
2. Stephen King 
3. Wil Wheaton 
4. River Phoenix 
III. Language focus(including Memorable Quotes) 
IV. User comments and film reviews 
V. Classroom activities:  
1.  The song Everyday 
2.  Possible themes 
VI. Film language and knowledge: Film genres  

What are Film Genres?  
Film genres are various forms or identifiable types, categories, classifications or groups of films that 

are recurring and have similar, familiar or instantly-recognizable patterns, syntax, filmic techniques or 
conventions - that include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settings (and props), content and subject matter, 
themes, period, plot, central narrative events, motifs, styles, structures, situations, recurring icons (e.g., 
six-guns and ten-gallon hats in Westerns), stock characters (or characterizations), and stars. Many films 
straddle several film genres.  

The Major Categories (Mega Genres) or Classifications of Film: 
Before discussing specific film genre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re are various general or major types, 
classifications, or categories of films (defined in this site's glossary of film terms), including: 

Contrasting Types of Films 

Non-fiction (or documentary), or 
biopics 

Fiction 

Feature films (at least 90min long) Shorts (or short subjects), anthology films (films with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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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more discrete stories), or serials 

Silents Talkies 

'A' (or first-run) pictures 'B' pictures (and lower) 

Regular 3-D 

Black and white Color 

Widescreen 'Pan and Scan' formats(显示模式) 

Animated films Live-action films 

Domestic films Foreign-language films (sub-titled or dubbed)  

Original version Prequels, sequels, re-releases and remakes 

Mainstream (big-budget 
Hollywood) studio films, 
sometimes blockbusters 

Independent (aka indie) (or amateur), avant-garde or 
experimental-underground films (usually low-budget), or 
art-house films（by small companies） 

Rated films - regarding the degree 
of violence, profanity, or sexual 
situations within the film: G, PG, 
PG-13, R, NC-17, or X  

Unrated films 

Unit 2：The Gods Must Be Crazy I 
I.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film 
1. Plot summary 
2. The film’s success 
II. Introduction to the director, writer and actors 
1. Jamie Uys 
2. N!xau 
III. Language focus(including Memorable Quotes) 
IV. User comments and film reviews 
V. Classroom activities: Major themes 
VI. Film language and knowledge: Film terminology 
General items: 

film shooting （电影拍摄）  
film types （电影类型） 
cinematograph 电影摄影机 , 电影放映机
first-run cinema 首轮影院 
second-run cinema 二轮影院 
art theatre 艺术影院 
continuous performance cinema 循环场电影
院 
film society 电影协会 ,电影俱乐部  (美
作:film club) 
film library 电影资料馆 

comedy 喜剧片 
tragedy 悲剧片 
dracula（fictional vampire in a gothic horror 
novel by Bram Stoker） movie 恐怖片 
swordsmen film 武侠片 
detective film 侦探片 
ethical film 伦理片 
affectional film 爱情片 
erotic film 黄色片 
western movies 西部片 
film d‘avant-garde 前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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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ere 首映式 
film festival 电影节 
distributor 发行人 
Board of Censors 审查署 
shooting schedule 摄制计划 
censor’s certificate 审查级别 
release 准予上映 
banned film 禁映影片 
A-certificate A级(儿童不宜)U-certificate U级 
X-certificate X级(成人级) 
direction 导演 
production 制片 
adaptation 改编 
scenario, screenplay,  
script 编剧 
scene 场景 
exterior 外景 
lighting 灯光 
shooting 摄制 
to shoot 拍摄 
dissolve 渐隐,化入,化出 
fade-out 淡出 
fade-in 淡入 
special effects 特技 
slow motion 慢镜头 
editing, cutting 剪接 
montage 剪辑 
recording, sound recording 录音 
sound effects 音响效果 
mix, mixing 混录 
dubbing 配音 
post synchronization 后期录音合成 
studio 制片厂,摄影棚 
(motion)film studio 电影制片厂 
set, stage, floor 场地 
properties, props 道具 
dolly 移动式摄影小车 
spotlight 聚光灯 
clapper boards 拍板 
microphone 麦克风,话筒 
boom 长杆话筒 
scenery 布景  
camera 摄影机 
shooting angle 拍摄角度 
high angle shot 俯拍 

serial 系列片 
trailer 预告片 
cartoon (film) 卡通片,动画片 
footage 影片长度 
full-length film, feature film 长片 
short(film) 短片 
colour film 彩色片 (美作:color film) 
silent film 默片,无声片 
dubbed film 配音复制的影片,译制片 
silent cinema, silent films 无声电影 
sound motion picture, talkie 有声电影 
cinemascope, CinemaScope 西涅玛斯科普型
立体声宽银幕电影,变形镜头式宽银幕电影 
cinerama, Cinerama 西涅拉玛型立体声宽银
幕电影,全景电影 
title 片名 
original version 原著 
dialogue 对白 
subtitles, subtitling 字幕 
credits, credit titles 对原作者及其他有贡献者
的谢启和姓名 
telefilm 电视片 
reel, spool (影片的)卷,本 
sound track 音带,声带 
showing, screening, projection 放映 
projector 放映机 
projection booth, projection room 放映室 
panoramic screen 宽银幕 
actors (电影演员） 
cast 阵容 
film star, movie star 电影明星 
star, lead 主角 
double, stand-in 替身演员 
stunt man 特技替身演员 
extra, walker-on 临时演员 
character actor 性格演员 
regular player 基本演员 
extra 特别客串 
film star 电影明星 
film actor 男电影明星 
film actress 女电影明星 
support 配角 
util 跑龙套 
adapter 改编 
scenarist, scriptwriter 脚本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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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shot 远景 
full shot 全景 
close-up, close shot 特写,近景 
medium shot 中景 
background 背景 
three-quarter shot 双人近景 
pan 摇镜头 
frame, picture 镜头 
still 静止 
double exposure 两次曝光superimposition 叠印 
exposure meter 曝光表 
print film, motion picture 影片 ,电影  (美
作:movie) 
newsreel 新闻片,纪录片 
documentary (film) 记录片,文献片 
filmdom 电影界 
literary film 文艺片 
musicals 音乐片 

dialogue writer 对白作者 
production manager 制片人 
producer 制片主任 
film director 导演 
assistant director 副导演,助理导演 
cameraman, set photographer 摄影师 
assistant cameraman 摄影助理 
property manager, propsman 道具员 
art director 布景师 (美作:set decorator) 
stagehand 化装师 
lighting engineer 灯光师 
film cutter 剪辑师 
sound engineer, recording director 录音师 
script girl, continuity girl 场记员 
scenario writer, scenarist 剧作家 

Unit 3：Sense and Sensibility 
I.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film 
1. Plot summary 
2. Helpful background 
Jane Austen (1775 - 1817) wrote novels in which universal patterns of human behavior were played 

out in upper middle class English society. Her novels are satiric and humorous with rich attention to detail 
and insightful treatment of her characters. Through adversity, Jane Austen's characters shed their pride, 
their prejudices and their illusions on the way to mature relationships. Her major novels are Sense & 
Sensibility (1811), Pride and Prejudice (1813), Northanger Abbey (1818), Mansfield Park (1814), Emma 
(1816) and Persuasion (1818).  

Her novels focus on courtship and marriage, and remain well-known for Austen’s satiric depictions 
of English society and the manners of the era. Her insights into the lives of women during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Regency period, in addition to her highly regarded 
ability to handle form, satire, and irony have made her perhaps the most noted and influential novelist of 
her time. Incredibly, however, she achieved little renown during her lifetime. In short, Jane Austen was an 
English novelist whose work is considered to be a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canon of English 
literature. 

"Entail" is a bequest limited to a particular person or to a special class of heirs, such as eldest sons. 
Thus when a property was subject to a properly drafted entail restriction the owner was unable to sell it or 
to devise it by will. Typically entail was used in England when land was the chief source of wealth to 
ensure that property passed to the eldest son. This was seen as a way of preserving the strength and vigor 
of the aristocracy. The restrictions on alienation were observed until the beneficiary died or until no 
member of the specified class was left to inherit. In Pride and Prejudice Mr. Bennet had received his estate 
subject to entail in favor of a male heir. He was therefore unable to transfer his house and land to his wife 
or to his daughters. In Sense and Sensibility, when Mr. Dashwood dies, he must leave the bulk of his 
estate to the son by his first marriage, which leaves his second wife and three daughters (Elinor, Marianne, 
and Margaret) in straitened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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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 Austen's novels were a conservative reaction against the romantic literature of the early 1800s. 
This is shown in the severe restrictions on emotional display by men, hearkening back to the rational 
world view of the Enlightenment. Most modern film adaptations of Jane Austen's novels, by adding and 
subtracting scenes and by the facial expressions, sighs, longing looks and other nonverbal indications by 
the actors, modify Austen's portrayal of men by showing them to be more emotional than the male 
characters in the novels. These changes make Austen's stories more interesting and acceptable to the 
modern mass audience.  

An Austen male hero "equates courtship with emotional restraint and proves his worth by enacting 
that equation until a climactic event forces an emotional display that, in turn, forces courtship into 
marriage." The aversion to emotional display by the men in Austen's novels extends even to discussing 
their efforts to help others. An example is Darcy's refusal to tell Elizabeth of his efforts to help Lydia, no 
matter how much good it would have done him in his courtship of Elizabeth. In Sense and Sensibility 
Edward Ferrars intends to go forward with his secret engagement to Lucy Steele without revealing his true 
feelings to Elinor. Colonel Brandon will not tell Marianne about Willoughby's indiscretions despite the 
fact that in doing so he would have eliminated a rival who was obviously favored by Marianne. In Emma, 
Knightley waits for an inordinately long time to declare his love for Emma despite being a close friend for 
many years. Even success in courting is characterized by restraint. The film adaptations of Emma and 
Persuasion, end in a kiss which is completely absent from the novels. Austen's criticisms of male 
emotionality is confirmed by her antedated, such as Willoughby. They are emotionally extravagant and 
ultimately unsuccessful. (The quotation and the substance of this comment are taken from "Balancing the 
Courtship Hero - Masculine Emotional Display in Film Adaptions of Austen's Novels", contained in Jane 
Austen in Hollywood, Troost and Greenfield, Editors. The quotation is from page 25.)  

Masculine emotionality is at odds with Austen's own critique of "sensibility." In the modern day 
re-creation of these characters it is clear that "sensibility" has triumphed over the "sense" that Austen 
sought to champion. While the portrayal of men in the films turns on its head Austen's view of the way 
men should act when courting, these changes may provide an interesting basis for discussion with children 
about changes in accepted courting behavior over time and the benefits of making film versions of classic 
novels when substantial changes in the plot or the characters are required for commercial success. 

II. Introduction to the director, writer and actors 
1. Ang Lee: Director 
2. Emma Thompson 
3. Hugh Grant 
4. Kate Winslet 
III. Language focus(including Memorable Quotes) 
IV. User comments and film reviews 
V. Classroom activities:  
1. Shakespeare Sonnet 116 
2. Major themes 
Unit 4：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 
I.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film(including Plot Summary) 
II.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er and actors 
1. Richard Curtis 
2. Rowan Atkinson 
3. Hugh Grant 
III. Language focus(including Memorable Qu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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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User comments and film reviews 
V. Classroom activities 
1. Funeral Blues 
2. Weddings in the UK 
Roles & Duties   

The Bride 
The Groom 
The Best Man 

The Chief Bridesmaid 
The Usher 
Mother of the Bride 

Father of the Bride 
Parent of the Groom 

Flower Girl/ Page Boy 
Guest 

Role and Duties of the Best Man 
The popular perception of the best man at a wedding is of a risque boor whose main interest in the 

day is the chief bridesmaid. Nothing is - or should be - further from the truth. 
The best man has a range of important duties which, if done well, will go unnoticed. 
These in chronological order are: 
Organise the groom's stag night and ensure he comes to no harm. Never hold a stag night the night 

before a wedding. A hungover groom is not funny. 
Remember the rings. 
Ensure the groom arrives on time and in condition, i.e. sober. 
Remember the rings again. 
Ensure that the ushers, page boys and flower girls know what they have to do, and check that they do 

it. 
Escort（= go with） the chief bridesmaid down the aisle. 
Remember the rings and have them ready when required. 
Make the speech toasting the groom. 
Act as toastmaster if no professional toastmaster is present. (more on Toastmasters here) 
Ensure security of any wedding presents given on the day and safe delivery of those presents 

afterwards. 
Organise somewhere for the bride and groom to change if they are leaving on honeymoon after the 

reception. 
Ensure the couple's luggage is packed and ready to go. 
Return the groom's hired clothes if he has gone on honeymoon. 
Act as compere (主持人) and roving host, introducing people to each other, getting conversations 

started and generally making sure things go smoothly. 
Although the best man is usually referred to jocularly, he has a position of serious responsibility, so 

choose him with care - a bad best man can seriously damage your wedding! 
The Role and Duties of the Flowergirls & Pageboys 
Flowergirls and Pageboys are usually nieces and nephews or young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are 

generally no younger than about 5 nor older than 9 or 10. Children under 5 are unlikely to understand 
much of what's going on and may decide to start playing hide and seek just as the vows are about to be 
exchanged.  

Flower girls walk in front of the bride carrying posies of flowers or bunches of thornless roses, which 
they can pass out to the guests as they go. They can also strew rose or other flower petals before the bride 
as she walks down the aisle. 

Pageboys traditionally carry the brides train if she is wearing a dress with a long one. They can also 
be used to carry the rings on a cushion to the couple. 

The Role and Duties of the U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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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hers are chosen by the groom and are usually chosen from among the brothers or cousins of 
the bride or groom. Just as the bride chooses her bridesmaids' dresses, so the groom chooses the attire of 
the usher. In the case of a Scottish wedding this can mean that the groom chooses which tartan is worn. 

The usher has a few well-defined and a few not so well-defined duties. The main ones are to show 
people to their seats and distribute orders of service. Apart from that they should work in unison with the 
best man to ensure things run smoothly by helping with the organisation of transport from one venue to 
the other if required and just generally being on hand and attentive to the guests. 

It's generally a good idea to have at least one usher from either family, particularly if they are to 
introduce people to the wedding party line up at the reception venue.  

Unit 5：The Cider House Rules 
I.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film(including Plot Summary) 
II. Introduction to the director, writer, composer and actors 
1. Lasse Hallström 
2. John Irving 
3. Rachel Portman 
4. Tobey Maguire 
5. Charlize Theron 
6. Michael Caine 
III.   Language focus(including Memorable Quotes) 
IV.   User comments and film reviews 
V.    Classroom activities: Major themes 
Kohlberg's Theory of Moral Development 
Stages of Moral Development 
By Kendra Van Wagner, About.com 
Moral development is a topic of interest in both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Psychologist Lawrence 

Kohlberg modified and expanded upon Piaget's work to form a theory that explained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reasoning. Piaget described a two-stage process of moral development, while Kohlberg theory of 
moral development outlined six stages within three different levels. Kohlberg extended Piaget’s theory, 
proposing that moral development is a continual process that occurs throughout the lifespan.  

Level 1. Preconventional Morality 
Stage 1 - Obedience and Punishment  
The earliest stage of moral development is especially common in young children, but adults are 

capable of expressing this type of reasoning. At this stage, children see rules as fixed and absolute. 
Obeying the rules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a means to avoid punishment. 

Stage 2 - Individualism and Exchange  
At this stage of moral development, children account for individual points of view and judge actions 

based on how they serve individual needs. In the Heinz dilemma, children argued that the best course of 
action was whichever best-served Heinz’s needs. Reciprocity is possible, but only if it serves one's own 
interests. 

Level 2. Conventional Morality 
Stage 3 -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good boy-good girl" orientation, this stage of moral development is focused 

on living up to social expectations and roles. There is an emphasis on conformity, being "nice," and 
consideration of how choices influence relationships. 

Stage 4 - Maintaining Social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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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is stage of moral development, people begin to consider society as a whole when making 
judgments. The focus is on maintaining law and order by following the rules, doing one’s duty, and 
respecting authority. 

Level 3. Postconventional Morality 
Stage 5 - Social Contract and Individual Rights  
At this stage, people begin to account for the differing values, opinions, and beliefs of other people. 

Rules of law are important for maintaining a society, but members of the society should agree upon these 
standards. 

Stage 6 - Universal Principles  
Kolhberg’s final level of moral reasoning is based upon universal ethical principles and abstract 

reasoning. At this stage, people follow these internalized principles of justice, even if they conflict with 
laws and rules.  

Unit 6：Rain Man 
I.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film(including Plot Summary) 
II. Introduction to the director, writer and actors 
1. Barry Levinson 
2. Ronald Bass 
3. Dustin Hoffman 
4. Tom Cruise 
III. Language focus(including Memorable Quotes) 
IV. User comments and film reviews 
V. Classroom activitie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What is savant syndrome(学者症候群)? 
Savant Syndrome is a rare, but spectacular, condition in which persons with various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including autistic disorder, have astonishing islands of ability, brilliance or talent that stand in 
stark, markedly incongruous contrast to overall limitations. The condition can be congenital (genetic or 
inborn), or can be acquired later in childhood, or even in adults. The savant skills co-exist with, or are 
superimposed upon, various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including autistic disorder, or other conditions 
such as mental retardation or brain injury or disease that occurs before (pre-natal) during (peri-natal) or 
after birth (post-natal), or even later in childhood or adult life. The extraordinary skills are always linked 
with prodigious memory of a special type — exceedingly deep but very, very narrow. 

What are the typical savant skills? 
Particularly striking is the consistent observation also over this past century that savant skills 

typically, and curiously, are generally confined to only about five general areas of expertise — music, art, 
lightning calculating or other mathematical skills, calendar calculating and mechanical/spatial skills. This 
very limited, but spectacular, array of special skills is noteworthy considering the much wider palette of 
skills in the human repertoire, and the rarity of the obscure skill of calendar calculating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which seems an ability almost universal, innately so, among savants. 

Music is the generally the most common savant skill-usually playing piano by ear and almost always 
with perfect pitch. Other percussion instruments such as marimba or drums can be mastered as well, but 
much less frequently. Musical performance abilities predominate, but outstanding composing skills have 
been documented as well, most often linked to performance ability, but not necessarily so. The triad of 
mental disability, blindness and musical genius occurs with a curious, conspicuous frequency in reports 
over this past century, particularly when one considers the relative rarity of each of those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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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ly 
Artistic talent, usually painting or drawing, is seen next most frequently. Other forms of artistic talent 

can occur as well, such as sculpting. Lightning calculating or other mathematical skills, such as the ability 
to compute multi-digit prime numbers contrasted with the inability to perform even simple arithmetic, has 
often been reported. Mechanical ability, constructing or repairing intricate machines or motors for 
example, or spatial skills such as intricate map and route memorizing, or being able to compute distances 
with precise accuracy just from visualization, do occur, but are seen somewhat less frequently. 

Calendar calculating is curiously and conspicuously common among savants, particularly 
considering the rarity of that obscure skill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Beyond being able to name the day of 
the week that a date will occur on in any particular year, calendar calculating includes being able to name 
all the years in the next 100 in which Easter will fall on March 23rd, for example, or all the years in the 
next 20 when July 4 will fall on a Tuesday. The so-called 'calculating twins' reported extensively in the 
literature, have a calendar calculating span of over 40000 years backward or forward in time. They also 
remember the weather for every day of their adult life. 

Other skills are occasionally seen including multilingual acquisition ability or other unusual language 
(polyglot) skills, exquisite sensory discrimination in smell or touch, perfect appreciation of passing time 
without access to a clock face, or outstanding knowledge in specific fields such as neurophysiology, 
statistics, history or navigation, to name a few. While always controversial, there have been some reports 
of extra-sensory perception skills occurring in savants as well.  

Typically a particular one of these skills occurs singly in each person with savant syndrome. 
However in some instances multiple skills occur in the same person. Regardless of the type of skill, it is 
always combined with prodigious memory, and it is this special kind of memory-extraordinarily deep but 
very, very narrow — that cuts across all the various special skills and welds the condition of savant 
syndrome together. 

2. Major themes 
Unit 7：An Ideal Husband 
I.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film(including Plot Summary) 
II. Introduction to the director, writer and actors 
1. Oliver Parker 
2. Oscar Wilde 
3. Cate Blanchett 
4. Rupert Everett 
III. Language focus(including Memorable Quotes) 
IV. User comments and film reviews 
V. Classroom activities: Major themes 
Political Corruption: Political corruption dominates the plot in An Ideal Husband. Sir Robert's 

flawless career is threatened by the corruption of his youth. One of the play's ironies is that the happy 
ending relies on Sir Robert's corruption remaining hidden from public view. The offer of a cabinet seat 
would never stand if the public had knowledge of his past. Yet, because he successfully hides this past, he 
feels absolved of his crime. Even Lady Chiltern forgives him for it. The reader can also certainly 
understand the folly of youth and imperfections of humanity, especially in the face of temptation. 
However, Wilde's play observes the relevant point that the modern political playing ground was emerging 
into one where corruption often went hand in hand with politics. The morals of many people, and some of 
the play’s major characters, are based more on the fear of public detection and retaining social status than 
on pure values of right and wrong. He criticizes this society throughout the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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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 of Marriage: Wilde treats marriage as a complicated and imperfect relationship in his play, 
and mocks the Chilterns' attempt to create the perfect marriage based on social status. Lady Chiltern 
constantly states that her husband cannot afford to support the Argentine Canal scheme because he 
represents the best of English life. Both Lady Basildon and Mrs. Marchmont complain about their 
marriage because they are too perfect, and are therefore uninteresting. In any marriage, problems arise, 
but in the best marriages, love remains constant. Lord Goring is the play's champion of love, and his 
relationship with Mabel allows for imperfections rather than focusing on ideals. Mrs. Cheveley tries to 
make Lord Goring marry her, but she represents evil and self-interest, and as Lord Goring notes, 
desecrates the word of love. Thus, he does not even imagine accepting her suggestion, and maintains true 
to himself and his love. The survival of marriage and the proposal of entering into married union is front 
and center throughout the plot, and highlights the characters' imperfections.  

The Triumph of Love: At the very end of Act I, the final scene ends with the great chandelier 
illuminating the tapestry of the Triumph of Love. This description certainly foreshadows the rest of the 
play, for in the remaining three acts, love does in fact triumph. Part of the play's final line is "Love, and 
only love." With the help of Lord Goring, Lady Chiltern learns about the power of love and comes to 
understand life through the lens of love. Many of the other characters also examine differing ideas of love. 
Lord Goring speaks of love as the only path to truly understand and living life, and in the end pledges his 
love to Mabel. Lady Chiltern believes her love is contingent upon(=depending on) her husband's moral 
perfection, but learns that perfection is impossible, and that love will endure even when flaws are 
acknowledged. The plot is a battleground between the forces of love versus the forces of evil. In Act III, 
Mrs. Cheveley, the representation of evil, twice wears a look of triumph. However, despite evil's best 
efforts, Lady Chiltern finally understands that love is powerful enough to withstand imperfection. 
Moreover, Sir Robert moves from viewing wealth as all-important to understanding love and his marriag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n his life. Thus, love, rather than wealth or evil, leads to happiness and 
triumphs all. 

Modernity: The characters in the play are highly concerned with the fashions of the day. Lady 
Markby comments that Mabel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modern, and warns her of the danger associated 
with such change, as a tendency towards modernity allows for more rapidly becoming out of date. 
Likewise, Lady Markby preoccupies herself with the modern infatuation with curates, and notes that the 
citizens of overpopulated England tend to jostle and scramble a great deal nowadays. Wilde references 
modernity throughout the play, regardless of topic or scene, and often associates it with unpleasantness. 
Notably, Sir Robert comments that every modern fortune is built on private information, thus arguing for 
the necessity of political corruption. Moreover, Lord Goring comments that Mrs. Cheveley is most likely 
one of those modern women who fancy new scandals. The general fear of modernity suggests a social 
weakness of an inability to accept change. Most of the play's characters, despite claiming an interest in 
modern culture, seem to wish for social conformity.  

Forgiveness: The question of forgiveness runs throughout An Ideal Husband. As Sir Robert angrily 
tells his wife that she has placed him up on a monstrous pedestal, he tells her that it is when men are 
wounded that they are most in need of love and forgiveness. As he puts it, love forgives. Much like the 
question, "Are you a pessimist or an optimist?" the decision to forgive determines the quality of the 
characters' moral fortitude. Mrs. Cheveley stands as the one character beyond forgiveness. In Act III, Lord 
Goring explains that Mrs. Cheveley's attempt to kill Lady Chiltern's love for her husband is an 
unforgivable act. However, when Sir Robert appears at Lord Goring's house in desperate need of advice, 
believing he has killed his wife's love for him, Lord Goring maintains that she will forgive him. Lord 
Goring understands that the act of forgiveness is a crucial part of marriage, and through it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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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knowledge universal human imperfection. Therefore, love and forgiveness are inseparable throughout 
the play. When love is present, there is the possibility of forgiveness. Human imperfection inherently 
requires love and forgiveness from others.  

The Past: The past constantly remains in the characters' consciousness, and thus also in the reader's. 
In the first act, Mrs. Cheveley tells Sir Robert that he cannot buy back his past; he must face his mistakes. 
Similarly, Lady Chiltern defines Mrs. Cheveley by the dishonesty she exhibited and thefts she committed 
during her schooldays. In fact, Lady Chiltern believes the past defines a person, and reveals true character. 
Mrs. Cheveley's past finally catches up with her as well, when Lord Goring finds the piece of jewelry she 
stole from Lady Berkshire. It ruins her plan to blackmail Sir Robert, and leaves her helpless against Lord 
Goring's demands. Even Lord Goring's past briefly haunts him. Many years previous he was briefly 
engaged to Mrs. Cheveley. Sir Robert discovers the woman in his house, and afterwards refuses Lord 
Goring his sister Mabel's hand. Fortunately, Lord Goring and Lady Chiltern explain the events of that 
evening and Sir Robert blesses the marriage. Lord Caversham, Lord Goring's father and a figure of the 
past, constantly compares modern day society with his own generation, which leaves him wondering at 
the state of his country. The past looms large for all the characters and profoundly affects their present 
lives.  

The Role of Women in Society: Much of the play provides commentary on the role of women in 
society. Sir Robert asks Mrs. Cheveley if she thinks science can grapple with the problem of women, 
which sets up the play's suggestion that women are highly complex. In the final act, Lord Goring gives a 
speech to Lady Chiltern about the role of women in society and in marriage, stressing the importance of 
supporting a husband in pursuing what he loves rather than stifling his desires. She takes his advice to 
heart and urges her husband to continue his public service. Lord Goring often draws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role of men and women in society and in marriage. In Act III, he thinks to himself that all 
women should stand by their husbands. Lord Caversham suggests that only men, and not women, are 
endowed with common sense.  

Although many of the male characters have problems with the women, many women have problems 
with the men. Lady Basildon and Mrs. Marchmont are miserable with their husbands, and fed up with their 
perfection. Mrs. Markby and Mrs. Cheveley believe that men need education, but doubt their capacity to 
develop. Lady Markby and Lady Basildon, and Mrs. Marchmont also comment on the role of women. Lady 
Markby talks about modern women, deriding their higher education, a topic that Lady Chiltern rigorously 
defends. She explains that in the past, women were taught not to understand anything, but that the modern 
woman is far more knowledgeable. Thus, women have a complex role within the play. The coexistence of 
men and women often seems a constant struggle, but one that is ultimately beneficial to all. 

Unit 8：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I.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film(including Plot Summary) 
II. Introduction to the director, writer and actors 
1. Milos Forman 
2. Jack Nicholson 
3. Louise Fletcher 
III. Language focus(including Memorable Quotes) 
IV. User comments and film reviews 
V. Classroom activitie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published in 1962, is the product of both the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its author, Ken Kesey, and the specific culture in which it was written. Kesey developed the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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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he attended Stanford University as a graduate student in their Creative Writing program as the 
winner of a Woodrow Wilson Fellowship. The novel was partially inspired by Kesey's part-time job as an 
orderly in a Palo Alto veterans' hospital. It was also as a student at Stanford where Kesey began 
participating in experiments for the psychology department that involved the use of LSD. This use of LSD 
prompted Kesey to have hallucinations while working as an orderly. Kesey hallucinated seeing a large 
Indian mopping the floors of the hospital; this hallucination prompted Kesey to add the character Chief 
Bromden as the novel's narrator.  

Kesey published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to great critical and commercial success, but for 
one reader the factual information that he included from his experiences at the veterans' hospital proved 
problematic. Both Kesey and his publisher, Viking Press, were sued by a plaintiff who claimed that a 
minor character in the novel, a Red Cross nurse, was based on her and she was unfairly portrayed. The 
case resulted in revisions to subsequent editions of the book. The Red Cross nurse was changed to the 
nameless character Public Relation. The plaintiff in the case later became a novelist herself, and wrote a 
novel set in a California spa. In an ironic twist, she was the subject of a lawsuit from a doctor who 
claimed that a character in her novel defamed him.  

The novel in some sense forms a bridge between the bohemian beatnik movements of the 1950s and 
the 1960s counterculture movement. Kesey was significantly inspired by the beatnik culture around 
Stanford, and in the novel Kesey deals with a number of themes that would be significant in the 
counterculture movement, including notions of freedom from repressive authority and a more liberated 
view of sexuality. Kesey himself became a highly influential counterculture figure as part of the Merry 
Pranksters.  

Despite the counterculture themes of the novel,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was a popular and 
critical success. Dale Wasserman adapted the novel into a two act play in 1974, while Milos Forman 
directed a successful film adaptation of the novel the following year. This film, recently named as one of the 
twenty greatest films by the American Film Institute, featured Jack Nicholson as R.P. McMurphy and Louise 
Fletcher as Nurse Ratched. The film won the Academy Award for Best Picture and gained awards for 
Nicholson and Fletcher. It remains only one of three films to sweep the top five categories at the Oscars.  

2. Major themes 
VI. Film language and knowledge: Film rating system 1 
A motion picture rating system categorizes films with regard to suitability for audiences in terms of 

issues such as sex, violence, substance abuse, profanity, impudence or other types of mature content. A 
particular issued rating is called a certification. 

This helps parents decide whether a movie is suitable for their children. Also, in some jurisdictions a 
rating may impose on movie theaters the legal obligation of refusing the entrance of children or minors to 
the movie. Furthermore, where movie theaters do not have this legal obligation, they may enforce 
restrictions on their own. Ratings are often given in lieu of censorship. 

The Motion Picture Association of America's film-rating system is used in the U.S. and its territories 
to rate a film's thematic and content suitability for certain audiences. The MPAA system applies only to 
motion pictures that are submitted for rating. Other media (such as television programs and video games) 
may be rated by other entities. A voluntary system not enforced by law, it is one of various motion picture 
rating systems used to help parents decide what movies are appropriate for their children. 

In the U.S., the MPAA's rating systems are the most-recognized guide for parents regarding the 
content of movies, and each rating has been trademarked by MPAA so that they are not used outside of 
motion pictures. The MPAA system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the secrecy of its decisions as well as for 
perceived inconsist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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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 MPAA ratings carry no force of local, state, or federal law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PAA's rating system is administered by the Classification & Ratings 
Administration, which is not a government agency. MPAA ratings only serve as a consumer suggestion 
by a group of corporate analysts. After screening films, their personal opinions are used to arrive at one of 
five ratings. Theater owners voluntarily agree to enforce corporate film ratings as determined by the 
MPAA, which in turn facilitates their access to new film releases. 

Unit 9：To Kill a Mockingbird 
I.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film(including Plot Summary) 
II. Introduction to the director, writer and actors 
1. Robert Mulligan 
2. Harper Lee 
3. Gregory Peck 
III. Language focus(including Memorable Quotes) 
IV. User comments and film reviews 
V. Classroom activities:  
1.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 Major themes 
VI. Film language and knowledge: Film rating system 2 

What do the ratings symbols mean? 

General Audience. All ages admitted. This 
signifies that the film rated contains nothing most 
parents will consider offensive for even their 

youngest children to see or hear. Nudity, sex scenes, and scenes of drug use are absent; violence is 
minimal; snippets(片断) of dialogue may go beyond polite conversation but do not go beyond 
common everyday expressions.  

Parental Guidance Suggested. Some material may not be suitable for children. This signifies that 
the film rated may contain some material parents might not like to expose to their young children - 
material that will clearly need to be examined or inquired about before children are allowed to attend 
the film. Explicit sex scenes and scenes of drug use are absent; nudity, if present, is seen only briefly, 
horror and violence do not exceed moderate levels. 

Parents Strongly Cautioned. Some material may be inappropriate for children under 13. This 
signifies that the film rated may be inappropriate for pre-teens. Parents should be especially careful 
about letting their younger children attend. Rough or persistent violence is absent; sexually-oriented 
nudity is generally absent; some scenes of drug use may be seen; one use of the harsher sexually 
derived words may be heard. 

Restricted-Under 17 requires accompanying parent or adult guardian (age varies 
in some locations). This signifies that the rating board has concluded that the film 
rated contains some adult material. Parents are urge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film 

before taking their children to see it. An R may be assigned due to, among other 
things, a film's use of language, theme, violence, sex or its portrayal of drug use. 

No One 17 and Under Admitted. This signifies that the rating board believes 
that most American parents would feel that the film is patently  adult and that children age 17 and 
under should not be admitted to it. The film may contain explicit sex scenes, an accumulation of 
sexually-oriented language, or scenes of excessive violence. The NC-17 designation doe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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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signify that the rated film is obscene or pornographic.  

Unit 10：Crash 
I.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film(including Plot Summary) 
II. Introduction to the director, writer and actors 
1. Paul Haggis 
2. Sandra Bullock 
3. Don Cheadle 
III. Language focus(including Memorable Quotes) 
IV. User comments and film reviews 
V. Classroom activities: Major themes 
VI. Film language and knowledge: Film reviews  
The Four Functions of Film Reviewing 
The material for this section was derived from the wonderful book Making Meaning by David 

Bordwell and was supplemented by Debbie Twyman 
Journalism 
Film reviews of this type present the reader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most 

recent film releases. These reviews tend to focus on the most significant aspects of a specific film. In other 
words, these reviews tend to note such "important" information as the stars of the film, the cost of the 
production (just ask Director James Cameron about that one!), and interesting aspects about the 
production itself (cool special effects, new techniques, a cast of thousands, etc.). Generally speaking, film 
reviews of this type tend to fall into two categories -- journalism of opinion (which presents a carefully 
thought out position on a film backed up with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nd examples) and journalism of 
taste (a simple evaluation of the film). In depth reviews of films tend to combine these two types of 
journalism. Students in Film Appreciation should strive to construct in depth reviews. 

Advertising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se film reviews is to publicize a film and to convince readers to go watch it. 

Reviewers who engage in this type of reviewing regard themselves as providing a service - certainly to the 
studio - and to the reader by functioning as a guide to what is currently available at their local multiplex. 
Warning. Did you ever wonder about those up close and personal interviews with stars about their latest 
projects - the really glowing warm fuzzy kind that air on your local television station? These are frequently 
arranged for by the movie studio that is promoting the film in question. They fly the critic out for an all 
expense paid interview with the star in the hopes that it will garner the movie some positive press for their 
film. This is the same way that they get those great quotes that they put on advertisements for the film. You 
know, the ones by critics that you have never heard of. As in all things, let the buyer beware.  

Criticism 
Reviews of this kind generally provide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film while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he film's artistic merits. Film Appreciation students who really want to get an A from 
Ms. Twyman and who want to run with the Big Dogs try to write reviews of this caliber.  

Rhetoric (Writing)  
Ph.D. candidates and folks who are seriously interested in film often write reviews that border on 

essays and that are judged as much on their literary merit as on their cinematic content. These sorts of 
essays are often grouped together and published by academic press or a small independent publishing 
company. They are not for the faint of heart. Frankly, unless they are written or edited by Pauline Kael or 
Roger Ebert they should probably only be read by a serious film student. Translated, your classmates 
won't enjoy these and virtually no one visiting our Web Site is on a quest for writing of this depth, so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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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ll you get your MFA in Film Studies to forge into this territory. But what the heck, if you feel like 
attempting this Twyman will be impressed and if you bribe her with enough chocolate she can probably 
be convinced not to read your essay/review out loud to the class. 

http://www.twyman-whitney.com/film/functions_reviewing.html 
Unit 11：Blue Jasmine 
I.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film(including Plot Summary) 
II. Introduction to the director, writer and actors 
1. Woody Allen 
2. Cate Blanchett 
III. Language focus(including Memorable Quotes) 
IV. User comments and film reviews 
V. Classroom activities: Major themes 
Stress Management - Causes of Stress 
A lot of things can cause stress. You may feel stress when you go on a job interview, take a test, or 

run a race. These kinds of short-term stress are normal. Long-term (chronic) stress is caused by stressful 
situations or events that last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like problems at work or conflicts in your family. 
Over time, chronic stress can lead to severe health problems. 

1. Personal problems that can cause stress 
• Your health, especially if you have a chronic illness such as heart disease, diabetes, or arthritis 
• Emotional problems, such as anger you can't express, depression, grief, guilt, or low self-esteem 
• Your relationships, such as having problems with your relationships or feeling a lack of 

friendships or support in your life 
• Major life changes, such as dealing with the death of a parent or spouse, losing your job, getting 

married, or moving to a new city 
• Stress in your family, such as having a child, teen, or other family member who is under stress, or 

being a caregiver to a family member who is elderly or who has health problems 
• Conflicts with your beliefs and values. For example, you may value family life, but you may not 

be able to spend as much time with your family as you want. 
2. Social and job issues that can cause stress 
• Your surroundings. Living in an area where overcrowding, crime, pollution, or noise is a problem 

can create chronic stress. 
• Your social situation. Not having enough money to cover your expenses, feeling lonely, or facing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your race, gender, age, or sexual orientation can add stress to your life. 
• Your job. Being unhappy with your work or finding your job too demanding can lead to chronic 

stress. Learn how to manage job stress. 
• Unemployment. Losing your job or not being able to find work can also add to your stress level. 
3. Post-traumatic stress 
You may need help dealing with stress if you have faced a life-threatening or traumatic event such as 

rape, a natural disaster, or war. These events can cause acute stress disorder or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the topic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二） 实践教学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践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Stand By 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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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Gods Must Be Crazy I 3  
3 Sense and Sensibility 3  
4 Four Weddings and a Funeral 3  
5 The Cider House Rules 3  
6 Rain Man 3  
7 An Ideal Husband 3  
8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3  
9 To Kill a Mockingbird 3  

10 Crash 3  
11 Blue Jasemine 3  
12 Final Exam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电影简介；观看英美电影；课堂讨论（电影中包含的文化和主题以及电影评析）。 
难点：第一，课时有限：本课程阅读材料（包括 1. 英语语言和文化；2. 电影语言和知    

识；3. 电影、导演、作家和演员的简介，以及电影故事和文化背景知识；4. 电影鉴赏和评析文章)
只能通过公共电子邮箱，每周发给学生，以学生自学为主；另外，课堂讨论也无法深入进行。第二，

课堂大：课堂管理难度大；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学生课前阅读有关电影、导演、作家和演员的简介； 
2. 教师检查学生对电影的了解情况； 
3. 学生进行电影观摩； 
4. 教师组织课堂讨论（电影中的文化与社会知识以及电影的主题等）； 
5. 学生课后阅读（1. 英语语言和文化；2. 电影主题和文化背景知识；3. 电影语言和知     

识；4. 电影鉴赏和评析文章）。 
教学手段： 
1. 阅读材料； 
2. 多媒体； 
3. 课外作业。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实验室或设备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闭卷考试为主，结合平时课堂表现和作业成绩的评测方式。 
考核内容有： 
1． 课堂出勤（Class attendance）占 5%  
2． 作业（assignments）占 15%  
3． 期末考试（Final exam）占 80% 
7、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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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所看电影的内容和主题等的简答题，主要为堂上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自编英文讲义，编写讲义的材料原则上来源于权威网站，内容选取与教学大纲具有高相关性，

另外，材料的难易程度要适当。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自编英文讲义，英文课件和材料主要来源于网络。 
（二）推荐参考书 
1. http://www.imdb.com； 
2. http://www.mrqe.com/； 
3. http://www.teachwithmovies.net/； 
4. http://www.sparknotes.com/； 
5. http://www.eslnotes.com/； 
6. http://www.reelviews.net/； 

执笔：欧小琪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7日 

 

英语教学法 
English Teaching Methodology 

课程号：4080002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介绍英语教学法的知识体系；2、讲解主要概念与理论；3、综述英

语听说读写的教学方法与原理。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英语教学法的基础知识、教学法

的实践原理，了解英语教学法概念，为从事英语教学工作奠定必要的知识与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课程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词汇教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词汇量的评估。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using a multiple-choice format for a vocabulary test is to allow learners to 

draw on partial knowledge when they answer the test. That is, the choice of that particular format can be 
because the goal of the test maker is to give as much credit as possible for what learners know even if this 
knowledge is incomplete. If the test is designed for this purpose, then test-taker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use their intuition and make informed or intuitive guesses.  

2．词汇教学法。 
Four strands of vocabulary teaching were designed to be embedded in language teaching courses for 

the purpose of vocabulary acquisition (Nation, 2007).  The four strands are meaning-focused input, 
meaning-focused output, language-focused learning and fluency development.  

学习目标： 
1．了解词汇量的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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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词汇教学方法。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阅读教材相关章节。预习语法教学的相关章节。 

知识单元 2：语法教学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语法教学的内容。 
Teach the whole of the grammar of the target language. This is the position adopted by many course 

book writers (e.g., Walter & Swan, 1990) or authors of grammar practice materials (e.g., Murphy, 1994). 
2．语法教学的制约因素。 
The section identifies and discusses a number of key issues relating to the teaching of grammar in a 

second language (L2) and, by drawing on theory and research in SLA, suggests ways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学习目标： 
1．了解英语语法知识体系。 
2．掌握语法教学方法。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阅读教材相关章节。预习听力教学的相关章节。 

知识单元 3：听力教学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听力教学的历史发展。 
Listening in language teaching has undergone several important influences, as the result of 

developments in anthropology, education, linguistics, sociology, and even global politics. From the time 
foreign languages were formally taught until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language learning was presented 
primarily in a written mode, with the role of descriptive grammars, bilingual dictionaries and ‘problem 
sentences’ for correct translation occupying the central role. 

2．听力教学方法介绍。 
To teach listening, now most of experienced instructors still follow the conventional approach, also 

known as the comprehension approach(CA), which usually is composed of six aspects, prelistening, 
extensive listening, preset questions or task, intensive listening, language of the recording and final play. 
Table 3 shows the detailed illustration of the approach (Field, 2012, p.208). 

学习目标： 
1．了解听力教学的历史发展。 
2．掌握听力教学方法。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阅读教材相关章节。预习口语教学的相关章节。 

知识单元 4：口语教学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口语教学的历史发展。 
Speaking in an L2 has occupied a peculiar position throughout much of the history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only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has it begun to emerge as a branch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testing in its own right, rarely focusing on the production of spoken discourse. There are three main 
reasons for this. The first is tradition: grammar–translation approaches to language teaching still have a 
huge influence in language teaching, marginalising the teaching of communication skills. The second is 
technology: only since the mid-1970s has tape-recording been sufficiently cheap and practical to enable 
the widespread study of talk – whether native speaker talk (Carter and McCarthy 1997: 7) or learner tal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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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use of tape recorders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2．口语教学方法介绍。 
Current approaches of speaking instruction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major methods: Direct or 

controlled approaches and Indirect or transfer approaches (Burns, 1998).  
学习目标： 
1．了解口语教学的历史发展。 
2．掌握口语教学方法。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阅读教材相关章节。预习阅读教学的相关章节。 

知识单元 5：阅读教学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阅读教学的历史发展。 
Depending on the perspectives of different fields of study, it is possible, broadly speaking, to see 

reading as practice, product or process. The first has been the interest of anthropologists and social 
psychologists whose concern is with reading and writing practices as linked to their uses in everyday life, 
not merely within schooling. The second orientation focuses on the form and meaning of written texts and 
their constituent parts. The third perspective pays relatively greater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the reader in the 
ongoing processing of written language and the strategies that she or he draws on in constructing meaning 
from text. 

2．阅读教学方法介绍。 
Similar to listening instruction, reading instruction entails both bottom-up and top-down cognitive 

processing. The bottom-up processing involves a broad array of distinct cognitive sub-skills: word 
recognition, spelling and phonological processing, morpho-syntactic parsing, and lexical recognition 
(Eskey, 2005). 

学习目标： 
1．了解阅读教学的历史发展。 
2．掌握阅读教学方法。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阅读教材相关章节。预习写作教学的相关章节。 

知识单元 6：写作教学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写作教学的历史发展。 
In the 1970s many English L2 language programme writing classes were, in reality, grammar courses. 

Students copied sentences or short pieces of discourse, making discrete changes in person or tense. The 
teaching philosophy grew directly out of the audiolingual method: students were taught incrementally, 
error was prevented and accuracy was expected to arise out of practice with structures. In the early 1980s, 
as teachers became more aware of current practices in NES composition, there was a shift from strictly 
controlled writing to guided writing: writing was limited to structuring sentences, often in direct answers 
to questions, or by combining sentences – the result of which looked like a short piece of discourse. 

2．写作教学方法介绍。 
Current writing instruction usually is integrated with grammar, vocabulary, reading,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to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students’ writing. Teachers can select various genres of 
narrative, exposition or argumentation as reading materials, based upon which vocabulary, grammar used 
in authentic written texts and knowledge about written discourse features can be delivered to the students 
( Hinkel, 2002, 2003, 2004; Larsen-Freema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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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写作教学的历史发展。 
2．掌握写作教学方法。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阅读教材相关章节。预习二语习得的相关章节。 

知识单元 7：二语习得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二语习得的研究历史综述。 
The discipline now known as SLA emerged from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languages. These studies were conducted in the belief that a learner’s first language (L1)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acquisition of a second (L2), resulting in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CA) 
hypothesis. Proponents of contrastive analysis argued that where L1 and L2 rules are in conflict, errors are 
likely to occur which are the result of ‘interference’ between L1 and L2. For example, the hypothesis 
predicted that Spanish L1 learners would tend, when learning English, to place the adjective after the noun 
as is done in Spanish, rather than before it. Such an error can be explained as ‘negative transfer’ of the L1 
rule to the L2. When the rules are similar for both languages, ‘positive transfer’ would occur, and 
language learning would be facilitated. Where a target language feature does not exist in the L1, learning 
would also be impeded. Thus, English L1 learners will encounter difficulty trying to master the use of 
nominal classifiers in certain Asian languages such as Cantonese, because these do not exist in English. In 
terms of pedagogy, contrastivists held that learners’ difficulties in learning an L2 could be predicted on the 
basis of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of the two languages, and that learners from different first language 
backgrounds would experience different difficulties when attempting to learn a common L2. 

2．二语习得的基本理论。 
Interlanguage Studies; The Linguistic Environment;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学习目标： 
1．了解二语习得研究的历史发展。 
2．掌握二语习得的基本理论。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阅读教材相关章节。预习专业英语教学的相关章节。 

知识单元 8：专业英语教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ESP教学的原理与实践。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ESP) has for about 30 years been a separate branch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It has developed its own approaches, materials and methodology and is generally 
seen as a very active, even ‘feisty’ movement that has had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ver the more general 
activities of TESOL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ESP has always seen itself as materials-driven and as a 
classroom-based activity concerned with practical outcomes. Most writing about ESP is concerned with 
aspects of teaching, materials production and text analysis rather tha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 theory of 
ESP. 

2．EAP教学的原理与实践。 
Over the past 25 years TESL/TEFL in universities/colleges and other academic settings – or in 

programmes designed to prepare non-native users of English for English-medium academic settings – has 
grown into a multi-million-dollar enterprise around the world. Teaching those who are using English for 
their studies differs from teaching English to those who are learning for general purposes only, and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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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those who are learning for occupational purposes.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 is not 
only a teaching approach. It is also a branch of applied linguistics consisting of a significant body of 
research into effective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approaches, methods of analysis of the academic language 
needs of students, analysis of the linguistic and discoursal structures of academic texts, and analysis of the 
textual practices of academics. 

学习目标： 
1．了解 ESP和 EAP的基础概念。 
2．掌握专业英语教学的原理与方法。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阅读教材相关章节。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词汇教学 2  
2 词汇教学 2  
3 语法教学 2  
4 语法教学 2  
5 听力教学 2  
6 听力教学 2  
7 口语教学 2  
8 口语教学 2  
9 阅读教学 2  

10 阅读教学 2  
11 写作教学 2  
12 写作教学 2  
13 二语习得 2  
14 二语习得 2  
15 专业英语教学 2  
16 专业英语教学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语言学概论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听说读写教学法的掌握。 
难点：语言学理论在语言教学与习得中的运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PPT演示。 
2.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PPT技术的使用。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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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 《以内容为依托的外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Ronald Carter 和 David Nunan 编著《The Cambridge Guide to 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剑桥出版社，2001年第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Anne Burns和 Jack Richards编著《The Cambridge Guide to Pedagogy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剑桥出版社，2012年 3月 第 2版 
2. Brown编著《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朗文出版社，2000年 第 1版  

执笔：高莲红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日 

 

英国社会与文化 
British Society and Culture 

课程号：4080002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同时面向全校学生开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英国社会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2、培养学生对异域文化的敏感

性、对其他民族的包容态度以及国际视野 3、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该课程既注重对英国社会与文
化知识的总体把握,又涉及历史、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细节方面的探讨。课堂围绕学生感兴
趣的话题进行语言交际活动，在语言交流中加深对英国社会与文化的了解，在训练学生语言技能、

丰富相关知识的同时，达到拓展学生西方文化视野，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目的。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A General Survey of UK, People and History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country name  
1.1 The full and official name of the country is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sland. It’s usually shortened or abbreviated to the United Kingdom or U.K., Great Britain, Britain, or 
sometimes informally England. 

1.2 The United Kingdom is an abbreviation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It is often further abbreviated to 'UK', and is the political name of the country which is 
made up of England, Scotland, Wales and Northern Ireland. Several islands off the British coast are also 
part of the United Kingdom; all these islands do recognize the Queen. 

1.3 Great Britain is the name of the island which is made up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Wales and so, 
strictly speaking, it does not include Northern Ireland. 

1.4 The British Isles is the geographical name that refers to all the islands off the northwest coast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Great Britain, the whole of Ireland, the Channel Islands and the Isle of Man. 

2. Its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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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ngland：is the largest of the four with an area of 130,000square kilometers ， which takes up 
nearly 60% of the British Isles. It is the most populous and richest section of the country. 

2. 2 Scotland：With an area of 78,760 square kilometers, occupies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British 
Isles. About two thirds of Scotland is covered by the Highlands. The highest mountain on the island, Ben 
Nevis, is in the highlands. 

2.3 Wales：Most of Wales is mountainous. The area is about 20,700sq kilometers, which takes up less 
than 9% of the whole island. 

2.4 Northern Ireland：With an area of 14,147sq kilometers, occupies the northern sixth of Ireland. 
Befor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t was part of Ireland as a whole. In 1920 Northern Ireland became part of 
the United Kingdom, with a separated parliament and self-government. 

2.5. Channel Islands and Isle of Man 
3. Origins and Population 
4. Conurbations and Metropolises  
5. Physical Features and Climate 
6. National Formation and a History of Memory 
6.1 The prehistoric Period 
Little is known about people inhabiting the British Isles in the Pre-Celtic period (before 800 BC). 

Some monuments built by them have been preserved such as Stonehenge, erected sometime before 1000 
BC or Newgrange monument - it is the tomb. 

6.2 The Romans  
British recorded history begins with the Roman invasion. The first Roman invasion was led by Julius 

Caesar in 55 BC. But Britain was not conquered until some 90 years later, under Emperor Claudius, in 43 
AD. For nearly 400 years, Britain was under the Roman occupation. 

6.3 The Anglo-Saxons 
Germanic tribes from northwestern Europe began to raid Roman-occupied Britain in thethird century, 

carrying away grain, cattle, and other valuables. In the mid-5th century, notlong after Roman troops were 
withdrawn from Britain, a new wave of invaders, the three Teutonic tribes -Jutes, Saxons, and Angles, 
collectively known as the Anglo-Saxons – came to Britain across the North Sea in search of land for settlement. 

6.4 The Vikings 
From the 8th century theAnglo-Saxons had to face Scandinavian invaders – the Danes and the 

Norsemen(meaning 'people from the North'),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Vikings – who came across the 
North Sea, just as the Anglo-Saxons had done 400 years earlier, and occupied parts of Britain. Vikings 
were great travelers and sailed in their long boats all over Europe and the Atlantic Ocean, where they 
traded, raided, and often settled. 

6.5 The Normans 
The Norman Conquest of 1066 was important event in English history. It brought about many 

consequences. The feudal system was completely established in England. Relations with the Continent 
were opened, and civilization and commerce were extended. Norman-French culture, language, manners, 
and architecture were introduced. The church was brought into closer connection with Rome, and the 
church courts were separated from the civil courts. The Norman Conquest also had important 
consequences for the rest of the British Isles, paving the way for further Norman invasions in Wales and 
Ireland, and the extensive penetration of the aristocracy of Scotland by Norman and other 
French-speaking families. 

6.6 The Middle Ages 
The time between William the Conqueror’s invasion in 1066 and the first Tudor king in 1485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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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ed the Middle Ages. 
6.7 The Tudor Monarchy 
The Wars of the Roses (battles between the House of Lancaster, symbolized by the red rose, and that 

of York, symbolized by the white) in the period from 1455 to 1485 illustrated that those who could obtain 
the greatest military power from a majority of rival barons were able to claim the throne. Henry Tudor, 
descendant of Duke of Lancaster won victory of the Wars of the Roses in 1485 and put the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the Tudors. The Tudor Period (1485-1603) was a turning point in English history. England 
became one of the leading powers. 

6.8 The Stuarts and the Civil War 
The Stuart period of British history usually refers to the period between 1603 and 1714. After the 

death of Elizabeth, the “Virgin Queen” who left no male heir, the throne was occupied by James VI of 
Scotland; James inaugurated the Stuart dynasty and ruled the kingdom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for 22 years, from 1603 to 1625, often using the title King of Great Britain, until his death at the age of 
58.The period ended with Queen Anne and the accession of George I from the House of Hanover. 

The English Civil War overthrew feudal system in England and led to the replacement of English 
monarchy first with the Commonwealth of England (1649–53), and then with a Protectorate (1653–59), 
under Oliver Cromwell's personal rule. It also shook the foundation of the feudal rule in Europe. 

6.9 The Hanoverians and American Independence 
6.10 Georgian Society 
6.11 Queen Victori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The Victorian Age comprised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is generally agreed to stretch 

through the reign of Queen Victoria from June 1837 until her death on the 22nd of January 1901. The 
Victorian Age was a period in which Britain became the strongest world power: besides being the greatest 
financial and commercial power, the greatest sea power and the greatest colonial power and is often 
characterized as a long period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the British people. 

6.12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Two World War 
The 20th century is a period of the decline of Britain as a world power, a period of crises of the two 

world wars, from which Britain emerged as a victor, but greatly weakened. It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disintegration of Britain’s colonial empire and the effort to adjust Britain to the new situation by joining 
the other developed capitalist countries of Western Europe in EEC. 

7. The British Character 
7.1. Reserve 
Generally speaking, the British tend to be reserved. They have to wait a long time before they are 

prepared to try something new; they do not accept change although they are told to, for example, the use 
of fireplaces in the large cities such as London, Liverpool,Manchester and Birmingham. 

7.2. Modesty 
Language—Most British people use the words "please" and "thank you" all the time, particularly 

when asking for or after receiving help from someone. 
7.3 Humor 
The humor is self-deprecating, that is, laughing at oneself. The British enjoys making fun of their 

own customs, class system and even their government. 
7.4 Love of Privacy 
The following words best describe British people’s attitude towards privacy.“My home is my castle. The 

wind can come in, but the Kings and Queens and human beings can never come in without my permission.” 
7.5. Day to Day Etiqu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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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ish people will normally queue in shops or whilst waiting for buses, buying tickets and so on. 
You should expect to do the same. Most people in the UK have a mobile telephone. It is considered 
impolite to use a mobile telephone in certain formal situations such as in lectures and meetings. When you 
are invited to dinner, ten minute late is excellent. When at table, it is polite to sit straight, to keep your 
elbows off the table and never to talk with your mouth full of food; you have to copy everyone else, ask 
what to do if you are not sure and keep the conversation going.It is customary to leave a 10% tip when 
eating in restaurants for good service (but not in fast food restaurants such as McDonalds.)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A. How did the United Kingdom come into being?  
B. What is the relation between Northern Ireland and England?  
C. How do England, Scotland, Wales and Northern Ireland differ from each other?  
D. How do you understand the terms city, conurbation and metropolis in Britain?  
E. It is said that the British are always talking about the weather. Can you find any causes of this 

phenomenon? 
F. Britain had been invaded by many invaders before 1 066. Who were the invaders, and what  were 

the consequences of each invasion?  
G. Why were The Middle Ages relatively disturbing? Can you see from the text any traces for this 

situation?  
H. What made Henry VIII decide to reform the Church of England? Why was the reformation 

significant in British history?  
I. What do you know about the English Civil War in the 17th century? 
J. America had declared war twice against Britain in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18th century and at the 

first of the 19th century. What were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each war?  
K. The British Empire during the Victorian period was also celebrated as the "sun-never-set" empire.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title?  
L. In the 20th century, Britain experienced two world wars. What impact does each of the wars have 

on the British society? 
学习目标： 
1. To have a general view of UK 
2. To know about UK’s history 
3.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 of English people  
作业： 
1. Question：Are there any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and, Scotland and Wales in terms of cultural 

tradition? 
2.  Further Reading 
A. Stephen Jackson, Britain's Population: Demographic Issu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98. 
B. Halford J. Mackinder,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Se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0.  
C. Donald Matthew, Britain and the Continent, 1,000-1,300, London: Hodder Arnold, 2005. 
D. John Cannon, ed.,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British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E. Eveline Cruickshanks,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2000.  
F. Brian Golding, Conquest and Colonisation: The Normans in Britain, 1066- 1100,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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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A.J. Pollard, The Wars of the Roses,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2001.  
H.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British Hist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1782-1919), 

London: Longmans, 1937.  
I. Ian S. Wood, Churchill,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2000. 
3. Essay Question: 
A. Which aspect of English character impresses you most? 

知识单元 2：Literature and Arts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Shaping of the English-language Literature 
1.1 Old English Literature 
Old English literature is mostly chronicle and poetry - lyric， descriptive but chiefly narrative or epic. Of 

the earliest heroic poetry, the most important poem now preserved is Beowulf, the first long poem in English , 
which is considered the national epic of the English people. The old English Literature is almost a verse 
literature in oral form. There are two groups of poetry: pagan and religious. Prose appeared in the 8th century 

1.2 Medieval Literature 
Middle English literature is a combination of French and Anglo-Saxon elements. Literature 
that the Normans brought to England with their conquest of England in 1066 is remarkable for its bright, 

romantic tales of love and adventure, while Anglo-Saxon literature is somber and serious. These features can be 
easily seen in Romance, the most prevailing kind of literature in medieval England. Geoffrey Chaucer was the 
first great name in English literature as well as the greatest English writer of the Middle Ages. 

1.3 Early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 
The Europe-wide Renaissance, having its origin in north Italy in the 14th century revived the study 

of Roman and Greek classics and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bourgeois revolution and liberation of human 
mind. Scholars and educators claimed themselves as Humanists and began to emphasize the capacities of 
the human mind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human culture, in contrast to the medieval emphasis on God and 
contempt for the things of this world. 

1.4 18th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Socially, the 18th century saw the firm establishment of capitalism in England, the compromise 

between the aristocracy and the bourgeoisie in their joint rule over the peopl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rise of England as a big industrial and colonial capitalist power. Intellectually, 
the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is also known as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or The Age of Reason. 

1.5 19th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During Queen Victoria’s long reign(1837–1901), England grew from an agricultural country into an 

industrialized one and became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as well as its financial and political center. 
British people, while enjoying the continued prosperity brought by the industrialization, were also plagued 
by evils of the existing institutions – the government, the law, the church, the education and penal systems, 
with their injustice, cruelty, hypocrisy and corruption. 

1.6 20th Century English Literature 
By the end of the Victorian Age, the glamour of the British Empire was beginning to fade due to the 

awakening of people in British colonies struggling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The two world wars and 
internal problems caused Britain to lose its worldwide supremacy totally as well as losses of numerous 
lives and people’s bitter sufferings,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The dire social situation set an unprecedented 
background for development of literature. 

2. The Arts in Bri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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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Theatre 
2.2 Music 
2.3 Architecture 
2.4 Visual Arts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A. Can you name some of the famous British novelists and their master pieces? 
B. What are some main features of Elizabethan Drama and Poetry?  
C. The 19th century Britain saw a flowering of poetry, novel and drama. What factors contributed 

to this new blossom?  
D. Coming to the 20th century, the British literature went through dramatic changes. What were its 

outstanding features?  
E. Why is it that the UK has a vibrant tradition of theatre?  
F. The UK architecture has gone through a variety of phases. Explain it in detail. 
学习目标： 
1. The Shaping of the English-language literature 
2. The Arts in Britain 
作业： 
1. Further Reading 
A. Ernest Barker,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Peopl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B. Neil Mulholland, The Cultural Devolution: Art in Britai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Ashgate, 2003.  
C．Christiana Payne & William Vaughan, eds., English Accents: Interactions with Art, c. 1776-1855, 

Aldershot, Hants.Enoland: Ashgate, 2004. 
知识单元 3：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Parties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Great Britain (UK) is a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with a constitutional Monarch as Head of State 

with limited powers. The principle behind British democracy is that the people elect Members of 
Parliament (MPs)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in London at a general election, held no more than five years 
apart. Most MPs belong to a political party, and the party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MPs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forms the government. 

1.1 The Monarchy 
The politic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takes place in the 

framework of a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in which the Monarch is head of state and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United Kingdom is the head of government.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means that the power of the monarch is limited by the country’ constitution, 
the legal authority is given to Parliament and the executive authority to the government. The Sovereign 
reigns, but does not rule. The country is governed in the name of the Sovereign by His or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who is responsible to the Parliament. 

1.1.1 Succession 
1.1.2 Political Role 
1.1.3 Royal Prerogative 
1.1.4 Commonwealth Role 
1.2 The Parli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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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lia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is the supreme 
legislative body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British overseas territories. At its head is the Sovereign, 
Queen Elizabeth II. Government is drawn from and answerable to it. The parliament is bicameral, with an 
upper house, the House of Lords, and a lower house, the House of Commons. The Queen is the third 
component of the legislature. The House of Commons is far more influential than the House of Lords. 

1.2.1 House of Commons 
1.2.2 House of Lords 
1.2.3 Prime Minister 
1.2.4 The Cabinet 
1.3 Political Parties 
1.3.1 Labor Party 
1.3.2 Conservative Party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A. Defin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and its major elements.  
B. What are the functions of the British monarchy today?  
C. What ar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ritish Sovereign?  
D. How did the British Parliament come into being? What specific functions does each of its 

constitutional branches maintain?  
E. The UK is a two-party nation. How does this kind of system work in terms of the balance of 

political power? 
F．What is the history of English parliament? What role did the parliament play in the Civil War? 
G. What kind of institution is the House of Lords? What role does it play in British government? 
学习目标： 
1. To get to know the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system in the U.K. and the role of the monarch 
2.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Parliament in the U.K. 
3. To know the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K.  
作业： 
1. Write a paper on the major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2. Further Reading 
A. Philip Giddings & Gavin Drewry, eds., Britain in the European Union: Law, Policy, and 

Parliament,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知识单元 4：Industry and Economy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Overview：The United Kingdom is a highly developed country and one of the seven major Western 

economic powers, whose economy is the fifth-largest in the world (2006), the second largest in Europe 
after Germany, and the sixth-largest overall by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 exchange rates. British 
economy is based on the Anglo-Saxon model, focusing on the principles of liberalization, the free market, 
and low taxation and regulation. 

1. Industrial Revolution 
1.1. Innovations 
1.2 Transport 
1.3. Social impacts 
2. Th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3.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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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economies can be broken down into three main areas: primary industries, such as 
agriculture, fishing and mining; secondary” industries, which manufacture complex goods from those 
primary products; tertiary industries, often described as services, such as banking, insurance, tourism, and 
the selling of goods. 

3.1 Energy resources 
Mining has been enormously important in British economic history, for example, in ancient times 

traders from the Mediterranean shipped tin from the mines of Cornwall; salt mining dates from prehistoric 
times. But today these tin mines are exhausted, and the last tin mine in Britain closed in 1998. Britain’s 
abundant coal resources were very important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en it was mined, used, 
and exported in large quantities, the entire populations moved to work at coal and iron sites in the north 
and Midlands of England. 

3.2 Agriculture 
Britain’s land surface is minimal compared to many other nations and by European standards its 

agriculture sector is small in terms of employment and contribution to the GDP. 
3.3 Manufacturing 
Manufacturing accounted for about 16 percent of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 and about 12 

percent of the workforce was engaged in manufacturing in the early 2000s. 
3.4 Other factors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A. How do you evaluat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B.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elped divide the gender roles in British society, and form what was 

later called the "traditional family". What impact may the notion of "traditional family" have on the social 
role of both man and woman?  

C. What marked th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UK?  
D. The UK has been a leading trading power and financial center in Europe. What are the essential 

elements that make this possible?  
E. How is the Kyoto Protocol related to the UK? What are its major concerns? 
F. What are the three main areas in national economies? Describe the development of each of the 

three areas in the UK economy. 
学习目标： 
Get to know the History of Economy in U.K. 
To know its economic situation(past and present )  
作业： 
1. Define “absolute and relative decline” in the UK economy. 
2. Further Reading 
A. Tony Buxton& Paul Chapman & Temple, eds., Britain’s Economic Performance, London: 

Routledge, 1994.  
B. W.O. Henderson Britain and Industrial Europe,1750-1870: Studies in British Influence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Western Europe, Leicester U.P.,1965. 
知识单元 5：Legal System and Foreign Policy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introduction of UK legal system 
2. The constitution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regulates how the country is governed and ensures that the government 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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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all times within the rule of law and that the government serves the people, and not that the people serve 
the government.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is the Magna Charta, or Great Charter, 
sealed by King John in 1215. 

3. The judiciary 
4. Criminal courts 
5. Civil courts 
6. Tribunals 
7． The executive 
8.  UK’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9. The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he member of the EU 
10. The member of the Commonwealth  
11. Foreign policy influenced by its history and geopolitical traits 
12. Long-term physical separation from the European continent 
13.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European Union. 
14.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5. The UK Relations with Other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6. Relations with China 
17. Policy on Crime and Terrorism 
Other Topics of this Unit 
1. British then and now 
2．How foreign policy is made? 
3. Britain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A. Define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How does it function?  
B .Why is it said that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is flexible? In what way is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unique?  
C. How does the court function in the UK?  
D. What constitutes the British Executive? What are the major responsibilities of each division. 
E. What is the UK's attitude toward the EU membership? Explain it.  
F. What marks the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G. How did the Sino-British relations develop?  
H. What significant role does the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pla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K?  
I. How does the UK function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structure and basic principle of the British legal system 
2. To understand UK’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3. To know UK’s rel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4. To know UK’s relation with som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作业： 
1. Further Reading 
A. William Ivor Jennings,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46.  
B. Robert Livingston_Schuyler & Corinne Comstock Weston, Brit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 since 

1832.Princeton:Van Nostrand, 1957. 
C. E.H. Carr, Britain: A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Versailles Treaty to the Outbreak of War,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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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liver J. Daddow, Britain and Europe Since 1945: Historiograph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gration,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4.  

E. Julie Flavell &.Stephen Conway, ed., Britain and America Go to War: the Impact of War and 
Warfare in Anglo-America, 1754--1815, Gainesville, FL: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4.  

F. Harry G. Gelber, Opium, Soldiers and Evangelicals: Britain's 1840-1842 War with China, and Its 
Aftermath,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G. R, W. Seaton-Watson, Britain and the Dictators: A Survey of Post-war British Policy,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38. 

1. Question 
A. Why does Britain have a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Does the relationship 

still exist? 
知识单元 6：Environment and Tourism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Environment 
1.1 Waterways and Biodiversity 
1.2 Forest Cover 
1.3 National Parks 
1.4 Natural heritage 
1.5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 Tourism 
Tourism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Britain’s income. It employed about 1.4 million people and 

contributed about 3.5 percent to the GDP in the early 2000s. Visitors to Britain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from the United States, followed by France, Germany Ireland, and 
Netherlands. They were attracted by Britain’s heritage and arts, historic buildings, monuments, museums, 
and galleries. With over 27 million tourists a year, the United Kingdom is ranked as the sixth major tourist 
destination in the world. 

2.1 Overseas Tourism 
2.2 Domestic Tourism 
2.3 Scenic Spots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A. How are the woodlands in the UK preserved?  
B. How are the parks in the UK preserved? What function do they have in both the maintenance of 

enviro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t industry?  
C. How does the no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ork in the UK?  
D. What are th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the tourist industry in the UK?  
E. Why is it said that the domestic tourism is more valuable and important in the UK?  
学习目标： 
1. To know abou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n the UK. 
2. To know the tourist industry in the UK 
作业： 
1. Further Reading 
A. Halford. J. Mackinder,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Se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0.  
B. Donald Matthew, Britain and the Continent, 1000-1300, London: Hodder Arnold, 2005.  

知识单元 7：Social Security and Health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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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UK’s Health and Social Welfare System 
1.1 Social Security 
1.2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1.3 The Beveridge Scheme 
1.4 Income Support 
1.5 Employment Services 
1.6 Pensions 
1.7 Child Benefit 
2. Health Care 
2.1.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 Care in Britain 
2.2 The National Health Care Service 
2.3 Health Services Practitioners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A. The welfare system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people's life in Britain. What are the measures that the 

UK government has taken in this regard?  
B. What does "social security" mean according to the text?  
C. How does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unction in the UK?  
D. What is the Beveridge Report? How does it work?  
E. What is NHS? How does it function in Britain?  
F. Who are the Health Services Practitioners? What are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health care of the 

people in Britain?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welfare system in the UK. 
2. To understand the Health care system in the UK. 
作业： 
1. Further Reading 
A. Sheila Fox, Someone Cares: Welfare in Britain Today, London: Harrap, 1980.  

知识单元 8：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Education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British life，because a highly developed nation depends upon 

educated professionals and a skilled workforce. The literacy rate in Britain is one of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at over 99 percent. Children are required by law to have an education until they are 16 years old. 
Education is compulsory, but school is not, children are not required to attend school. They could be 
educated at home. 

1. 1 Primary education 
1.2 Secondary education 
1.3 Further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A. Oxford and Cambridge 
B. Open University 
2. Employment 
2.1 Employment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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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Government Policies in Employment 
C. Employment law in Britain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A. What is the major purpose of primary education in Britain?  
B. Compared with other forms of secondary education, what are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education 

in British public schools?  
C.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xford and Cambridge, and what are their respective strengths?  
D. How did Open University come into being, and what kind of role does it play in British education?  
E. How does the British education system reflect social class? 
学习目标： 
1. To get a general knowledge of British education system 
2. To get acquainted with British school life 
3. To know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in the UK 
作业： 
1. Further Reading 
A. Joyce Goodman, Gary McCulloch &. William Richardson, Social Change in the History of British 

Employment,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B. Peter Gordon & Denis Lawton, Dictionary of British Education, London: Woburn Press, 2003. 

知识单元 9：Religion and Change in Traditional Value，Mass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Religion 
1.1 The preformation Period 
1.2 The Reformation and Henry VIII 
1.3 Ups and Downs of British Protestantism 
1.4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the Anglican Church 
1.5 Other Churches 
1.6 The current religious life 
2. Changing values 
2.1. Norms of the British Family 
2.2 The changing face of religion 
2.3 People’s willingness for alteration 
3. Mass Media 
Definition: Tools used to store and deliver information or data. It is the sum of the mass distributors 

of news and entertainment across media such as newspapers, television, radio, broadcasting, television, 
personal web pages, message boards, podcasts, blogs and video hosting services. 

Function:  
3.1. entertainment; provide information about political and social issues; weather reports; carry 

advertising; education; provide a forum for people to write letters or phone in to express their views or 
seek advice; engendering a national culture.  

3.2. The British media are considered to be vital to the British political system because they plays 
such an important role in informing the population about problems the country may be facing and what 
the government is doing to solve such problem.  

3.3. People can discuss what they had read or seen and this would remain them that as people living 
in Britain are all part of a particular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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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Newspaper 
A. The Quality Press 
C. Tabloids 
3.5. Television and radio 
3.6. 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BBC) 
3.7. The Independent Television Commission 
3.8. Popular Culture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A. How is "mass media" distinguished from other forms of communication media?  
B. How many kinds of daily newspapers are there in Britain? And what are their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C. What factors do you think contribute to the great influence of The Times?  
D. How does BBC maintain its independence in daily operation?  
E.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ritish popular culture and that in the U.S.? 
F．What are som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ritish newspaper culture? 
G．What factors led to England's divorce from Roman Catholic Church?  
H. Why was Mary I nicknamed as "Blood Mary"?  
I. How does religion influence the daily British way of life?  
J. What are the chang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British values?   
学习目标： 
1. To have a general knowledge of British religious history 
2. To know family life in the UK and its basic value  
3. To know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mass media in Britain 
4. Have a general idea about popular culture in the UK 
作业： 
1. Further Reading 
A. Ian Archer W. & Simon Adams eds., Religion,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Sixteenth-century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2003. 
B. Herbert J. Gans, Popular Culture and High Culture: A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ast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C. Fredric Rissover & David C. Birch, Mass Media and the Popular Arts,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83.  
知识单元 10：Sports and Entertainments, Women, Marriage and Family Violence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Sports 
1.1Team Sports 
A. Football 
B. Cricket  
C. Rugby 
D. Basketball 
1.2 Individual Sports  
A. Athletics 
B. Golf 
C. Ten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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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Motorsport 
E. Boxing 
F. Rowing 
G. Swimming 
1.3 Equestrian Sports 
A. Horse Racing 
B. Eventing and Showjumping 
2. Entertainments 
A. Radio, Television and Newspapers 
B. Public Houses (pubs) 
C. Shopping 
D. Cheese Rolling 
E. Pancake Day 
F. Morris Dancing 
G. Highland Games 
3. Women in British History 
3.1 Women’s Movement 
3.2 Employment and Income 
4. Marriage 
5. Family Violence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A. In what way is the football game related to people's life in the UK? What do you think can 

contribute to its popularity?  
B. As far as the anecdotal origin of Rugby is concerned, what do you think are its major differences 

from the football game?  
C. Do you know the major individual sports in Britain? 
D. Explain how they have developed? What are the most common leisure activities' in Britain today?  
E. Pub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British life. Why is it so?  
F. Sports and physical recreation activities have been popular among the people in UK. Describe in 

brief the major features of each sporting event? 
G. What contribution does women’s movement make to women's social status in today's Britain?  
H. Wh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regarding women's employment and income in today's UK?  
I. Since the late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re has been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British people's 

conception of marriage. What are the factors that have contributed to this change?  
学习目标： 
1. To get to know some popular sports and games in Britain 
2. Understand the British people’s attachment to sports 
3. To know how the British entertain themselves 
4. To know Women, Marriage and Family Violence in UK  
作业： 
1. Question 
A. Why is cricket very English? Why does the cricket associated with a set of English values? 
2. Further Reading 
A. Richard Musman, Britain Today, London: Longman, 1982. 
B. Alison Twelis, British Womens History: a Documentary History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o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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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I, London: I. B. Tauris, 2007.  
知识单元 11：Multi-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UK’s Origin of Multi-culture 
2. The Multi-ethnic Culture in Britain 
2.1 English People 
2.2 British People 
2.3 Welsh People 
2.4The Irish in Britain 
2.5 British Afro-Caribbean Community 
2.6 Cornwall  
2.7 British Asian 
2.8 British Chinese 
3.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4. The commonwealth as an organization 
4.1 Origins 
4.2 The Commonwealth Realms 
4.3 Membership 
4.4 Benefits of Membership 
4.5 The Commonwealth Culture and Literature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A. What makes each of the British ethic groups unique according to the text?  
B. Why is it said that identity in British society is complex and problematic?  
C. What were the major restrictions of the Immigration Act 1962? How did it affect the life of the 

immigrants in Britain?  
D. What is partiality? How is it related to the British racial issue?  
E. What are the White people's racial attitudes toward the colored immigrants? What factors have 

caused these attitudes?  
F. What is the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crisis? Discuss it with reference to the text. 
G. What are the countries or regions that constitute the Commonwealth membership? What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do the members share?  
H. What significant role does the Commonwealth play in linking its members? 
学习目标： 
1. To have Knowledge of Multi-ethic culture in the UK 
2. To know different British ethic groups. 
3. To know the significance of Commonwealth 
作业： 
1. Further Reading 
A. Ernest Barker,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Peopl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B. Brian Golding, Conquest and Colonisation: The Normans in Britain, 1066-1100,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2001 .  
C. John Stopford & Louis Turner, Britain and the Multinationals, Chichester: Wiley, c1985. 
D. L. J. Butler, Britain and Empire: Adjusting to A Post-imperial World, London: Taurus, 2002.  
E. Ian Cawood, Britai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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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A General Survey of UK, People and History 3  
2  Literature and Arts 3  
3 Government and Political Parties 3  
4 Industry and Economy 3  
5 Legal System and Foreign Policy 3  
6 Environment and Tourism 3  
7 Social Security and Health Care 3  
8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3  

9 
Religion and Change in Traditional Value，Mass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 

3 
 

10 Sports and Entertainments, Women, Marriage and Family Violence 3  
11 Multi-cul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3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通过对英国社会和文化的多角度研究来了解中英文化的异同 
难点： 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采用多媒体展示、启发式、任务式、讨论式以及小组活动等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学生

兴趣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平时成绩 30％(其中学生出勤 10%、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 20%)，期末考试 70％。 
4、作业要求： 
课后阅读、收集相关资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杨金才，马惠琴 主编：《英国社会与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二）推荐参考书 
1. 周宝娣主编：《主要英语国家概况》，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 6月 1日，第三版 
2. 常俊跃，李莉莉，赵永青主编: 《英国社会与文化》，2010年 1月，第一版 
3. 吴斐主编：《英国社会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 11月 1日，第二版 

执笔：辛衍君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日 

 

美国社会与文化 
American Society and Culture 

课程号：4080002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同时面向全校学生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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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美国社会与文化的历史和现状 2、从广义的文化哲学层面去审
视西方文明的精髓，提高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3、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文化鉴赏与批判能力。 
通过学习美国的地理概貌、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经济概况、科学技术、文化传统、体育娱乐、

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社会生活的基本生活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有助于学生掌握美国的地理特征、

重大历史事件和政治经济制度，了解美利坚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加深对语言和

文化的理解，提高分析和评价能力，增强中西文化差异的敏感性，提高英语语言技能；培养跨文化

交际能力和意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The American Land: A Panoramic View， Human Resources: A Nation of Immigrants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ory Questions: 
1.1What is the official name of America? 
1.2. What is the capital city of America? 
1.3. Which two countries share the land border with America? 
1.4. Which river is the longest river in America? 
1.5. How many states are there in America?  
1.6. What are the two newest states? 
1.7. Which state is the largest state and smallest in land area? 
1.8. Which natural disaster frequently hits America?  
1.9. What is the national bird of America?  
1.10. What is the major religion in America?  
1.11. What is the Congress of America composed of?  
1.12. What is the national sport in America?  
1.13. Which day is the national day of America? 
2. General ge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3. The face of the land 
4. The regional geography of the USA 
5. The rainfall, the temperature and the soil 
6. Major cities 
7. The National Flag, Emblem, Anthem 
7.1 The national flag consists of 13 equal horizontal stripes of red (top and bottom) alternating with 

white, with a blue rectangle bearing 50 small, white, five-pointed stars arranged in nine offset horizontal 
rows of six stars (top and bottom) alternating with rows of five stars.  

The 50 stars on the flag represent the 50 US states and the 13 stripes represent the original 13 
colonies that rebelled against the British Crown and became the first states in the Union.  

Nicknames for the Flag include the Stars and Stripes, Old Glory and the Star-Spangled Banner. 
7.2 The bald eagle was chosen on June 20, 1782 as the emblem of the U.S. because of its long life, 

great strength and majestic looks, and also because it was then believed to exist only on this continent. 
7.3The Star-Spangled Banner was recognized for official use by the Navy in 1889 and the President 

in 1916, and was made the national anthem by a congressional resolution on March 3, 1931, which was 
signed by President Herbert Hoover. 

8. Cultural Notes  
8.1. Separatists: In religion, separatists refer to those bodies of Christians who withdrew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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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 of England. They desired freedom from church and civil authority, control of each congregation 
by its own membership, and changes in ritual. In the 16th century, a group of early separatists were known 
as Brownists after their leader, Robert Brown. The name Independents came into use in the 17th century. 
Among other separatist groups were the Pilgrims, the Quakers, and the Baptists.  

8.2. Established church: It refers to a church made official for a nation by law, such as the Church of 
England, which was created by Henry VIII, when he broke the union of the English church with Rome in 
the 16th century. The established church does not simply get political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obtains financial aid from it. 

9. The early immigrants 
9.1 Discovery of America: Financed by the Spanish King, landed on one of the Bahama Islands in 

the Caribbean Sea and “discovered” the New World in 1492. Columbus mistook the islands for part of 
India and so called the people there Indians. 

9.2 English Settlers: Settlement in Virginia: The first English permanent settlement was founded in 
1607 in Virginia, named after Queen Elizabeth I. They built the first successful settlement called 
Jamestown in North America. This region was soon to develop a flourishing economy from the plantation 
of tobacco.   

9.3 Puritan New England: In 1620, 35 Puritans and 67 non-Puritans took the ship called Mayflower 
to reach Plymouth, Massachusetts. Before they reached the destination, they signed an agreement called 
the Mayflower Compact, in which they promised to obey the rules and laws of the colony.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US democracy.     

9.4 Thanks giving: During the icy winter in Plymouth, the Pilgrims suffered much hardship and 
about half of them died. When spring came, the Indians began to help them. The Indians showed them 
how to hunt, fish and plant. The Pilgrims had a fine harvest of corn in fall. They were thankful. They 
made a feast and invited the Indians who had helped them. This was the first Thanksgiving in North 
America.   

10. The old immigrants 
11. The new immigrants 
12. The most recent immigrants 
13. Cultural Notes 
13.1 Indentured servants: Indentured servants usually refer to male laborers who migrated to America 

in the 17th century. As they did not have the money to pay for the voyage from England to America, they, 
in return for their passage across the Atlantic, contracted to work for planters for periods ranging from 
four to seven years. Once they had fulfilled the terms of their indentures, servants were promised 
"freedom dues" consisting of clothes, tools, livestock, casks of com, and sometimes even land.  

13.2 Gold rush: In January 1848 , James Marshall, a carpenter, spotted a few gold like particles in the 
millrace in California. Word spread, and other Californians rushed to scrabble for instant fortunes. By 
1849, the news had spread eastward, an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fortune seekers flooded in, resulting in 
the famous "Gold Rush."  

13.3 Renaissance: This is a term used to describe the rich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that 
marked the transition from medieval to modem times. In Italy, it emerged by the 14th century and reached 
its height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Else in Europe, it may be dated from the 15th to the mid-17th 
centuries.  

13.4 Puritan: Puritans were those who, in the 16th and 17th centuries, launched a movement for 
reform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that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social, political, ethical, and 
theological ideas of England and America. Historically, it began early (c.1560) in the reign of Qu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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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zabeth I as a movement for religious reform. The early Puritans felt that Elizabethan ecclesiastical 
establishment was too political, too compromising, and too Catholic in its liturgy, vestments, and 
episcopal hierarchy. Calvinist in theology, they stressed predestination and demanded that the Church of 
England be purified, hence their name Puritans. 

学习目标： 
1. Know the unique features of American geography  
2.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geograph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3. Be aware of the four definable topographical regions of the country 
4. Have a basic idea of the face of the land  
5. Understand the way(s) geography has helped shape the growth of regional cultures in the U.S.  
6.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waves of immigrants to the U. S. in different times 
7. Understand the push and pull forces of immigration as applied to any immigrant groups  
8. Know the decisive impact British settlers exerted on the shaping of the New World in the political, 

religious,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9. Know some of the important immigration laws of the U. S., especially those made in 1924 and 

1965  
10. Understand how ethnic diversity contributes to cultural pluralism in the U.S. 
作业：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1. The regional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varied and distinctive. Describe, briefly the 

geography of the three or four regions in the U.S., giv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ir importance, 
respectively, to American economy. 

2. Three prim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merican landscape are its insulation from Europe and Asia 
(by the Atlantic and Pacific oceans), its expanse and variety of resources, and its natural network of 
waterways. Until the 20th century, these factors eliminated the need for large standing armies, offered 
economic self-sufficiency, and provided internal mobility. To what extent have these and other physical 
features encouraged national integration of the U.S.?  

3. Compare the geologic and meteor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major regions. Consider the influence 
of topography, soil, and climate upon the maritime trade of New England, the planting of cities along the 
northern and middle Atlantic Coas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scale commercial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  

4. Discuss the importance of the Mississippi River to the cultural identity as well as to the natural 
drainage, the transportation, and the commercial trade of Middle America.  

5. How was the climate of the South conducive to a semi-feudal plantation system and the climate of 
the upper Midwest to a society of egalitarian and independent farmers? (Consider this ques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ultural regions of America.)  

6. The United States was the first modern nation to make a policy and a practice of receiving 
immigrants. What combination of political ideals and socio-economic considerations encouraged this 
practice? Why has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ed more receptive and encouraging to immigration than other 
nations?  

7. The steady expansion of American immigration from its initially European, primarily Protestant 
origins to embrace all of the faiths and areas of the globe did not occur without resistance and discord. 
How did people of different faiths and cultures manage to live in peace? And how did native-born 
Americans react to foreign-born Americans?  

8. Immigration takes place with, at least, two forces at work, namely the pull force and the push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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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k anyone ethnic group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an example and illustrate its experience in the" pull and 
push" framework.  

9. In the United States, immigrants fall into several categories, each with its own label such as "the 
early immigrants," "the old immigrants," "the new immigrants," and "the most recent immigrants." 
Describe these immigrants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point out their distinctive features in national 
origins and religious beliefs.  

10. Being a nation of immigrants,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compared to, metaphorically, a "melting 
pot," a "salad bowl," or even a "pizza." Do these metaphors help us understand the complex n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If you were asked to characterize the United States using a metaphor, how would you do 
it? 

For Fun 
Movie to see: Gua Sha the Treatment  
A story of cross-cultural conflict which resulted from an age-old Chinese skin-scraping method 

Guasha 
知识单元 2：Human Resources: Ethnic Minorities in America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  African Americans 
The most numerous minority in America is the black people whose ancestors were from Africa. The 

first blacks arrived in Jamestown Va. In 1619, a year before the Pilgrims arrived on the Mayflower, as 
indentured servants. They worked on plantations until their contracts were over and then became free. But 
very soon after 1619 blacks were brought to colonies as slaves. By 1860, 3.8 million slaves accounted for 
one third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he southern states. 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 however, not all blacks 
in America were slaves. By the year 1860, well over 11% of the total black population in the U.S. was free. 
The African American population is represente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with the greatest concentrations 
in the Southeast and mid-Atlantic regions, especially Louisiana, Mississippi, Alabama, Georgia, South 
Carolina, and Maryland. 

1.  Latinos/Hispanics 
Hispanic Americans，also called Latinos, are Americans of Spanish-speaking descent. Many Hispanic 

Americans are the descendants of Mexican people who lived in the Southwest when it became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lmost all other Hispanic Americans or their ancestors 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Latin America. Hispanics can be white, black or Latin-American Indian, or a mixture of races. Experts 
who study communities point out that 

Hispanic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often have different cultures. The three largest Hispanic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Mexican Americans, Puerto Ricans, and Cuban Americans. 

2. Asian Americans 
Asian Americans are Americans of Asian descent. They or their ancestors came from Asian countries, 

particularly Cambodia, China, India, Indonesia, Japan, Korea, Laos, Pakistan, the Philippines, Thailand, 
and Vietnam. According to the 2000 U.S. Census, those who identify only as Asian-American comprise 
3.6 percent of the American population, approximately 10 million individuals. 

4. Native Americans 
Native American inhabitants were incorrectly called Indians by early European explorers who 

mistakenly believed that they had reached India. Unfortunately, the mistake persists to this day, and many 
people still refer to all Native Americans as Indians. Even some Native Americans call themselves Indians, 
but most of them prefer using their legitimate tribal n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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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ultural Notes 
The Civil Rights Act: This act was signed into law by President Johnson in 1964 shortly after 
the assassination of john Kennedy. The act outlawed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race, color, 

religion, sex, or national origin, not only in public accommodations but also in employment. An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was established the same year to investigate and judge complaints 
of job discrimination. The act also authorized the government to withhold funds from public agencies that 
discriminated on the basis of race, and it empowered the attorney general to guarantee voting rights and 
end school segregation. 

学习目标： 
1. Recognize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made by ethnic minorities to the growth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2. Understand the transformation African Americans have gone through since they were brought to 

this New World: from slavery to freedom, from segregation to desegregation, and from separation to 
integration  

3. Have a basic idea of Asian American settlement in the land of Freedom, especially the rampant 
discrimination they were subject to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during World War II. 

4. Be familiar with the damages inflicted upon Native American civilization by European Whites  
5. Know the growing importance of Latinos in American society  
作业：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1. Who are the people called Hispanics or Latino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at do they have in 

common that help to group them together as Hispanics or Latinos? What are the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the fast-growing population of Hispanics / Latinos in the U.S?  

2. Examine the experience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noting, in particular, the 
maltreatment, indeed discrimination, Chinese immigrants encountered there. Additionally, explain how 
recent Chinese immigrants differ from old Chinese immigrants.  

3. American Indians or Native Americans were the earliest inhabitants of North America, and yet 
they are now literally a marginal group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what ways can American Indians maintain 
their tradition in the land that they once" owned" but was taken over later by whites? 
知识单元 3：American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Origins 
1.1 The Constitution, drafted in 1787, Philadelphia. The Constitution established the country's 

political system. It is the foundation and source of the legal authority underly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provides the framework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for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the 
states, to citizens, and to all people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2. Principles 
2.1 Rule by law 
2.2 Popular Sovereignty: 
2.3 Separation of Power: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is a model for the governance of democratic 

states. First developed in ancient Greece and came into widespread use by the Roman Republic. During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several philosophers, advocated the principle in their writings, whereas others, 
such as Thomas Hobbes strongly opposed it. Montesquieu influenced the opinions of the framer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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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Under this model, the state is divided into branches or estates, each with 
separate and independent powers and areas of responsibility. The normal division of estates is into an 
executive, a legislature, and a judiciary. 

2.4 Judicial Review 
2.5 Civilian Supremacy in Military Matters 
2.6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 
2.7 Federalism: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federalist system. It means that there are individual states, 

each with its own government, and there is a federal, or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gives 
certain powers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ther powers to the state governments, and yet other powers to 
both. For example, onl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can print money; the states establish their own school 
systems; and both the national and the state governments can collect taxes. 

3. The presidency 
4. Checks on presidential powers 
5. Congress  
6. Political parties 
6.1 The Democratic Party: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almost as old a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races its 

origins to the 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 founded by Thomas Jefferson, James Madison, and other 
influential opponents of the Federalists in 1792.  

6.2 The Republican Party is one of the two major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long with the Democratic Party. It is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Grand Old Party or 

the GOP. When the Republican Party was created, the two major pa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re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Whig Party. 

7. Elections 
学习目标： 
1. Know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as reflected in the making of the U.S. Constitution  
2. Be familiar with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n the U.S.  
3. Understand the-powers of the Executive, the Legislative, and the Judiciary  
4. Understand- the functions of the political parties in the U. S. and recognize the nuanced 

differences of the two major parties  
5. Have a basic knowledge of the political elections and particularly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作业：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1. This U.S. Constitution begins with a memorable phrase: "We,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us launching a nation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On what grounds could the 
delegates to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of 1787 make such a sweeping statement that they represented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 Separation of power" and "checks and balances" are said to be the key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American government. Describe, through examples, how these two principles actually operate in 
American politics, giv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role played by the Court.  
知识单元 4：American Economy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 A brief history 
For the most par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market economy in which individual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determine the kinds of goods and services produced and the prices of those products. A gui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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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 of the U.S. economy, dating back to the colonial period, has been that individuals own the goods 
and services they make for themselves or purchase to consume. The United States emerges as a world 
leader in producing various goods and services and generates more than 20% of worldwid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The economy is marked by steady growth, low un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and rapid 
advances in technology. 

2. Essential Elements in American economic system 
2.1 From colonization till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was largely an 

agricultural nation with the majority of Americans working on farm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at 
started in England in the 18th century, along with a lot more factors,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factory system, mass production,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bank and the 
corporation, contributed to the rapid growth of American industry. In 1890, for the first time the output of 
American factories exceeded that of American farms. By 1913 more than 1/3 of the world’s industrial 
production cam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New technologies and computerization enabled many of the 
newly rising industries to be highly automated. Fewer workers were needed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entirely new kinds of jobs and businesses are created. Since the mid-20th century, services (such as health 
care, entertainment, and finance) have grown faster than any other sector of the economy.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workforce entered service industry in recent years. 

3. The Prestige of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4. Cultural Notes 
4.1. The “New Deal”: It is a term used in U.S. history to refer to the domestic reform program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It was first used by Roosevelt in his speech accepting the 
Democratic party nomination for President in 1932. The impact of the New Deal on modern American 
government has been enormous.  

4.2. Great Depression: It is a term used in U. S. history to refer to the severe economic crisis 
supposedly precipitated by the U.S. stock-market crash of 1929. Although it shared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other such crises, the Great Depression was unprecedented in its length and in the 
wholesale poverty and tragedy it inflicted on the society.  

学习目标： 
1. Have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the U.S. economy, especially its GDP composition as divided by 

sector  
2. Be familiar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agricultural to industrial to 

post-industrial society  
3. Be able to tell the key elements of American economic system, particularly its dynamic market 

forces, that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economy  
4. Understand the cultural values Americans attach to successful businessmen, especially those 

so-called self-made men / women  
作业：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1.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merican economy experienced the rapidest 

growth in its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Trace, briefly, the expansion of American economy from an 
agricultural society to an industrialized one (Between 1880 and 1920, the United States became the 
leading manufacturer in the world in terms of total production and output per worker.) Note particularly 
the major forces propelling the economy to move forward. 

2. The corporation as a form of business organization has been said to be the single most important 
institution in modern American economic life. Compa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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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ions with thos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知识单元 5：American Education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A brief history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a great concern for Americans. When the Puritan settlers in 

Massachusetts came to the New World, they brought with them a belief that education was fundamental to 
religion and to service for the commonwealth. Even befor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everal famous colleges were set up. The Boston Latin School was found in 1635 and 
Harvard College in 1636. In America, there is not one but 50 educational systems. Each state has a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not subject to federal control, and the state authorities lay down general 
principles concerning the organization of schools and such matters as the ages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Schools are managed by local community boards of education, whose members are elected. Most schools 
are run on taxes levied by local districts and states. 

2. American education system 
In America, education is carried out at various levels, which are mainly divided into elementary 

education,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2.1.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2.2. Higher education 
2.3. Purpose and goals of education 
学习目标： 
1.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S. 
2. Be awa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us belief / republican ideology and education in early 

America  
3. Know the democratic forces in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 for the general public.  
4. Be familiar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effort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ublic schools in recent 

years.  
5. Understand the general purposes of education in the U.S. 
作业：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1. The individual's direct access to the word of God, through reading the Bible, was at the heart of the 

Puritan emphasis on education in the 17th century. What steps did the Massachusetts Bay Colon take in 
1642 and 1647 towards establishing public education? For what purposes were such steps taken? What is 
thei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for 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2. Secondary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d a big booster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early part of the 20th century. By what means were high schools and colleges 
able to expand so rapidly during this period? 

3.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viewed as a national concern, a state responsibility, and a local 
function. To what extent is this true? How are public schools ru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at role do the 
local school boards play in public education?  

For Fun 
Movie to see: Music of the Heart  
A story of a school teacher’s struggle to teach violin to inner-city children in New York City’s 

Harlem 
知识单元 6：Law and Judicial System in America， American Cultural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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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judicial system 
The judicial branch is represented by several levels of federal courts. The Supreme Court is the most 

important body. It has nine members, who are appointed for life. 
1.1 The federal judicial system 
1.2 The State judicial system 
1.3 The criminal procedure  
1.4 The lawyers 
2. The source s of the law 
2.1 The statute law 
2.2 The doctrine 
3. Crime and punishment 
2.1 Prisons 
2.2 The death penalty 
2.3 Gun control 
3. Orientation to action 
4. Work and play  
5. Time and money 
6. Motivation and measurable achievement 
7. Effort and optimism 
8. Obligation 
9. Material well-being and humanitarianism 
10. Supplementary reading 
10.1 American culture (Text A) 
10.1.1 After reading test 
10.2 Five famous symbols of American culture (Text B) 
10.2.1 The statue of liberty 
10.2.2 Barbie 
10.2.3 American Gothic 
10.2.4 The Buffalo Nickel 
10.2.5 Uncle Sam 
学习目标： 
1. Be familiar with the federal and state judicial systems, including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2. Understand the sources of the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3. Be awar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mmon law and the statute law  
4. Know the different functions of the grand jury and the trial jury  
5. Know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origins of American cultural values  
6. Understand the balance Americans strike between work and play  
7. Recognize the way Americans measure their success / achievements  
8. Be familiar with the core value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such as liberty, equality, and justice  
9. Be fully informed of the individualism 
作业：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1. Law and the courts of justice play a central role in American society, as demonstrated by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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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s as "government by judiciary" and" rule of the law." Trace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illu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law in American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life.  

2. The criminal proced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number of distinctive features. Describe the 
procedure of a criminal case,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laws designed to protect the right of 
suspect 

3. American cultural values are derived from many sources. Could you name and discuss some of 
them at length?  

4. Americans are said to be action-oriented. What are the possible reasons for such a great emphasis 
on orientation toward actions?  

5. Material Well-being/Humanitarianism or Individualism/Equality seems to be a pair of concepts 
contradictory to each other. Is it possible to find complementariness in each pair and get them reconciled 
to each other? 
知识单元 7： Mass Media in America，Religion in America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 News and American people 
2. Newspapers 
3. Magazines 
4. Radio and television 
4.1 Hollywood: How the American movie industry was born (Text A) 
4.2 Oprah Winfrey (Text B) 
5. Film 
6. Internet and the worldwide web 
7. God and man 
8. Religious pluralism in America 
9.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American religious institution 
10. The development of Protestantism 
11. The Protestant Heritage: Self-improvement 
12. Material success, hard work and self-discipline  
13. Volunteerism and humanitarianism 
14. Supplementary reading 
14.1 Community Hero: Millard and Linda Fuller (Text A) 
学习目标： 
1 .Be aware of the freedom of speech in news coverage, both its theoretical claims and practical 

limitations  
2. Be familiar with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newspapers in the U.S. 
3. Try to understand how radio and television have changed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particularly the 

pastime of women and children  
4. Know the revolutionary change the Internet has brought to the information access and 

dissemination  
5. To get acquainted with some types of American entertainment TV programs. 
6. Recognize the pervasiveness and intensity of religious belief in the U.S.  
7. Try to understand how Americans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God  
8. Be familiar with the religious pluralism in the country and its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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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1. It is often said that the eagerness for news is organic to American culture. How true do you think 

the statement is? Why do Americans display such great interest in news? And what is news anyway? .  
2. Of all the TV entertainment gen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situation comedy, known as sitcom, 

has been the most popular. What is the attraction of a sitcom? And how has it evolved in its settings and 
themes over the years?  

3. Television's impact on American society has been enormous. Discuss the influences TV has 
exerted (and is still exerting) on American soci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life.  

4. With mass media controlled by a small number of conglomer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inds of 
American people are easily shaped, if not manipulated, by mass media. Discuss, in this context, the 
challenges they pose to "freedom of speech" and "freedom of press" guaranteed by First Amendment of 
the U.S.  Constitution. 

5. Theocracy and secularism seem to be two concepts exclusive to each other, and ye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ixture of the two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part of its religious heritage. Explain the reasons 
for such a religious tradition that is deeply individualist and concerned with sin and salvation on the one 
hand, and secular and rationalist in its life goal and concerned with happiness in this world on the other.  

6．In what sense is American Protestantism denominational? How has denominationalism defused or 
drained off religious antagonism?  

7．Judaism in America falls into three types, namely Reform Judaism, Orthodox Judaism, and 
Conservative Judaism. How does one differ from another? In what way is ethnicity related to any 
particular type of Judaism? And why do American Jews feel so intensely about the co connection between 
nationality and religion? 

8. Books to read: The Scarlet Letter 
知识单元 8：American Labor, American Women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A brief history 
1.1 Early struggles for material status 
1.2 The emergence of Labor Movement  
1.3 Labor Consciousness and bitter struggles 
1.4 New development and a new framework for labor relations  
2. Objectives of organized labor 
2.1 In search of Union’s objectives 
2.2 Defining Union’s objectives: radical approach 
2.3 Defining Union’s objectives: conservative approach 
3. New labor law and reunion 
4. Growing strength in the public sector and new challenges 
5. Struggle for women’s right to vote 
6. Changes in American women’s social role 
7.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8. The impact of the women’s movement 
学习目标： 
1. Know "the long march" labor unions traveled in establishing their legitimacy  
2. Be familiar with the tension and sometimes conflicts in American 1abor movement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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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such legislative acts as the Wagner Act and the 
Taft-Hartley Act  

4. Know the primary objectives of American organized labor  
5. Be aware of the new trends in labor union organization 
6. Understand "women's place" in American society prior to the 1960 s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7. Be familiar with the women's struggle to win their voting rights  
8. Know the great changes the two waves of feminist movement have brought to American society, 

including American women themselves  
9. Recognize the obstacles American women still face in achieving total equality 
作业：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1. What are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rade un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at makes America so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from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in labor movement?  
2. Throughout out the U.S. history,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major union organizations in the US.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m and explain why some labor unions are more 
powerful than others.  

3. In theory, American women are the equals of men in every respect. But in reality, American 
women are still experiencing unequal treatment in significant ways. Describe briefly how American 
women are treated unequally in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4. The notion of "republican mothers" seemed to elevate middle-class white women to a place of 
great importance in early 19th-century America. Was the notion really intended to raise women’s status in 
the new Republic? What were the moral implications of" republican mothers"? And what were the 
unexpected results of this notion in actual practice?  
知识单元 9：American Families，Marriage and Divorce in America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White American families 
2. Families and other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3. Family patterns 
3.1 Family structure  
3.2 The children and elderly parents 
3.3 Where is home? 
4. Supplementary reading 
4.1 American Etiquette (Text B) 
4.2 Eating out in America (Text C) 
5. Marriage 
5.1 Dating patterns in the U.S. 
5.2 Wedding customs and Superstitions 
5.2.1Choosing the day 
5.2.2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5.2.3On the way to the wedding 
5.2.4 Crossing the threshold 
6. Divorce  
6.1 divorc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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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non-fault divorce 
6.3 the children of the divorced couple 
学习目标： 
1.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as well as similarities between white and non -white families  
2. Appreciate the transformations of American families from pre-industrial to modern society  
3. Recognize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as reflected in upper, middle and working-class families  
4. Have a good appreciation of American family values 
5. Know the different conceptions Americans have about marriage  
6. Be familiar with new trends in marriage  
7. Understand the main courses for the growing divorce rate in modern America  
8. Be aware of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singles among young Americans, both male and female 
作业：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1. Describe the thre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white American families in pre-industrial America. 

Note, in particular, if three-generation households were the exception rather than the rule in early America, 
how di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colonial family differ markedly from today's? Contrast old and new 
concepts of the family / home as place of economic unit and private retreat.  

2. Families of other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exhibit many characteristics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white American families. Describe these differences and explain why. Also, note the similarities among 
families of other racial and ethnic groups. 

3. Marriage is said to be a legal contrac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et differs from other kinds of legal 
contracts.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nd single out the peculiarities of marriage as a legal 
contract.  

4. To Americans, when one marries, he/she is actually making a commitment. While the word 
commitment is elusive in meaning, Americans, nevertheless, have injected many meanings into it. What 
are the essential points that Americans tend to associate with the word" commitment"? And among them, 
which one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 most Americans?  
知识单元 10:  Mass Leisure in America，American Sports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1. What role does leisure play in an industrial society？ 
2. Rethinking the meaning of leisure 
3. New problems out of increased leisure 
4. The age of folk games 
4.1 Opposition and reaction in the New world 
4.2 The Emergence of a New Pattern 
4.3 Baseball 
4.4 Basketball 
4.5 Football 
4.6 Hockey 
4.7 Olympic Games 
5. The age of player 
6. The age of spectator 
学习目标： 
1. Understand the altered views of Americans on leisure over the pa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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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e able to appreciate the meanings of leisure to Americans in modern society  
3. Recognize the problems arising from two extreme attitudes towards leisure: either too enthusiastic 

or too apathetic  
4. Know the basic values Americans hold about leisure 
5. Know the importance of sports in American people's life, from colonial time to the present  
6. Know something about the three big national ga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amely 

baseball, football, and basketball  
7. Appreciate the role sports play in character-building and socialization for individuals, and 

community harmony and national patriotism for the country as a whole 
作业：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1. The Puritan legacy of hard work and plain living is said to have had inhibiting effects on leisure 

life in modern America. How had the Puritan Ethic made it difficult for Americans to be playfully 
engaged in leisure time? In what ways have Americans managed to "outgrow" the Puritan legacy?  

2. What are the possible reasons that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increased leisure t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at problems has leisure time brought to Americans?  

3. Attitudes towards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or amusements may reflect varied values held by different 
classes. Discuss the value conflicts between the dominant Victorian culture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subculture of the "dissolute aristocracy" from above and the "unproductive rabble" from below.  

4. The Age of the Player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mushrooming of sport clubs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what extent and in what ways had athletic associations promoted or popularized spo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5. Sports, particularly football, have traditionally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at are their soci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for universities and students?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The American Land: A Panoramic View， 
Human Resources: A Nation of Immigrants 

3  

2 Human Resources: Ethnic Minorities in America 3  
3 American Politics and Government 3  
4 American Economy 3  
5 American Education 3  
6 Law and Judicial System in America， American Cultural Values 3  
7 Mass Media in America，Religion in America 3  
8 American Labor, American Women 3  
9 American Families，Marriage and Divorce in America 3  

10 Mass Leisure in America，American Sports 3  
11 Review 3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通过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多角度研究了解中美文化的异同  
难点： 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采用多媒体展示、启发式、任务式、讨论式以及小组活动等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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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平时成绩 30％(其中学生出勤 10%、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 20%)，期末考试 70％。 
4、作业要求： 
课后阅读、拓展相关知识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王恩铭主编： 《美国文化与社会》（第二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二版（普通

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建平主编：《美国社会与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周宝娣主编：《主要英语国家概况》，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 
3、常俊跃，李莉莉，赵永青主编：《美国社会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执笔：辛衍君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日 

 

英语测试 
English Testing  

课程号：408000302 

一、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研究所英语（法律英语）专业的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让学生了解英语测试流程中的诸多环节， 
如考试的宏观，微观功能，考试总体设计；2、掌握单项语言能力的测试方法，包括命题，施

考，考试分析及考试信息反馈。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英语考试功能及其类别、考试要

素、考试规范的制定、测试评估手段及其功能、阅读测试、写作测试、听力测试、口语测试、试卷

设计与施考事项、考试成绩反馈以及考试成绩分析。 
二、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英语测试 
（一） 理论教学：学时 

知识单元 1：英语测试概述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四种英语语言测试法 
就英语测试而言，有四种常见方法： 
(一) 写作-翻译法 
对测试的技能或专长没有专门要求，主要是依靠教师的主观判断力；试卷通常包括翻译、写作

和语法等项目；内容带有较浓厚的文学或文化色彩；试题一般采用书面回答形式，试卷需人工评阅。 
(二) 结构主义/心理测试法 
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其理论基础，强调分别测试不同的语言成分；强调语言测量的可靠性和客

观性；典型表现形式是多项选择题。 
(三) 综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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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测试要在一定上下文中进行；不在测试中刻意追求区分各单项语言技能或能力而是强调两

项或两项以上语言技能的综合评估；题型为完形填空、听写、翻译、写作等。 
(四) 交际法 
交际法注重语言在交际过程中的使用，力求评价学生在特定语言使用环境中的交际能力。 
There are four general approaches for English language test: 
The first is the essay-translation Approach. It mainly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1. It does not 

require special skills and expertise, and relies mainly on the subjective sense of teachers. 2. Papers usually 
include translation, writing and grammar analysis and other projects. 3. Paper content with relatively 
strong literary or cultural features. 4. Questions are answered in writing-- the general form of papers, and 
are marked by hand. 

The second is structural /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It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tructural 
linguistics, emphasizing that the different language components can be tested separately, such as 

voice, grammar and vocabulary can be tested separately from the context of the test. Its characteristic is 
the use of some methods of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and the typical form is multiple-choice questions,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after the test. 

The third is the integrative approach. It ha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1. Language Test to be 
conducted in a certain context. 2. It dose not pursue individu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language 
composition, skills or capability, while emphasizing on th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about two or more 
than tow aspects. Main types of questions are: Cloze, Dictation, Translation, Writing, and test of students’ 
capabilities on grammar, vocabulary, and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e fourth is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It has similarities with the integrative approach to some 
extent, that they all emphasize the meaning of language rather than language form and structure; the 
distinction is that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emphasizes more language use in the communication 
process. Main features: 1. Exams are equipped with information gaps which enable students to obtain 
information about the unknown through the known information. 2. Test tasks have relations with the 
project (task dependency), that is, a project based 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evious one. 3. Examination 
emphasizes pertinence, to design the test content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needs of the students, such as 
some special-purpose English. 

2. 近 20 年的发展动态 
In 1990 L. F. Bachman proposed a model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s in Language Testing. That model is by far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landmark model for 
communicative language competence (Skehan, 1991), and the theory basis of the communicative English 
language test design, the reference for the content of the Communicative English tests. It also introduces 
the types of the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sts. 

Weir (1990) elaborated on the theoretical principles of the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sting (CLT), 
and also introduced subject types. UK IELTS better reflected the principles of CLT. Authenticity and 
interaction are the souls of CLT. The communicative English test is much more complex than the 
traditional test, and it has higher requirements on the examination syllabus design, proposition design, 
grading personnel. Currently many of our English tests communication still have a great distance from the 
communicative English test. It is relatively well done in 1999, when our Examination Center in Ministry 
of Education developed the Public English Test (PETS) with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of England. The 
direct test for meeting the communicative test requirements proposed challenges to the reliability of test. 
How to search for a balance point between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how to control the scoring reliability, 
score or rating system are questions to be answered by the 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st. 

3. 当代国内外大规模考试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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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PET-1,2,3,4,5 (Public English Test) 
CET-4,6 ( College English Test) 
TEM-4,8 (Test for English Majors) 
BEC-1,2,3 (Business English Certificate) 
Outside China： TOEFL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IELTS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GRE (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 
GMAT（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Test） 
LSAT（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 
TSE（Test of Spoken English） 
SAT (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 
TOEIC (Test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学习目标： 
1．了解语言测试的基本理论及近些年测试方面的发展动态，在教学中正确，恰当地使用测试。 
2．掌握语言测试的基本理论。 
作业： 
1. 英语测试领域里是否有不同的语言测试法? 
2. 课在过去 20 年中英语语言测试界所关注的热点有那些? 

知识单元 2：考试功能及其类别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测量、考试与评估 
什么是测量？Bachman(1990)认为，测量是指根据明确的程序和规则量化研究对象特征的过程。

比如，要测量一下桌子的高度，我们可以拿尺子来量一量看看它有多高尺子是人们根据一定来量一

量，看看它有多高。尺子是人们根据一定的法则制定的量具，利用它就可以把事物的属性，即桌子

的高度用数字表示出来。这种测量属于客观测量，因为它基本上不受观察者的主观判断的影响。测

试也称为考试。它是用来获取某些行为的方法，其目的是从这些行为中推断出个人具有的某些特征。

由于测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通过量化指标（如分数、等级）来解释或区别考生的语言行为，它实际

上属于测量的范畴。测试实质上是对行为样本所做的客观的标准化的测量。所谓行为样本，是指对

语言能力表现行为的有效的抽样。由个言力会有各种各样式于一个人的语言能力的表现行为会有各

种各样的形式，测试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它的全部表现行为都测到，只能选取一部分有代表性的

抽样进行测量，然后据此对受试者的语言能力作出推测。标准化的测量是指在测试题目的编制、测

试的实施、记分以及对分数的解释等方面有一套严密的系统的程序。只有这样，测试才有统一的标

准，对不同人的测量结果才有可比性。Weiss（1972）认为，评估（evaluation）是指为作出某种决
策而收集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作出解释的系统过程。与测量、测试相比，评估的含义更广、

综合性更强。决策的正确与否，既的含义更广综合性更强决策的确与否既取决与决策者本身的能力，

又取决于收集到的信息的质量。在其它条件等同的情况下，收集到的信息越可靠，相关性越强，则

作出正确决策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评价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获得可靠的、相关的信息。 
Bachman指出，在对个体（学生）作出评价时，我们可以从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进行描述，或

只描述其中一个方面。所谓质量方面的描述是指对学生的行为作出定性的描述（如某某学生的口头

学的行为作出定性的描如某某学的头表达能力优秀，书面表达能力优良等）；数量方面的描述则是

指某次测验的分数等。 
The three concepts (testing, measurement & evaluation) are set with respective meaning. 
Testing is the running of a system or a program against a predetermined series of data to arrive at a 

predictable result for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the acceptability of the system or program.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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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ing is one of key processes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Its purpose is to prove the success of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also helps students to review their learning and learn more. Testing 
includes testing target, testing contents and testing approach. Measurement in English testing is a means 
of telling learners what are their scores in the test and what level they have comparatively in a group or a 
unity. 

Evaluation in testing refers to the explanation of the scores. It solves the problem of “How”---how 
are the scores? High, low, medium or else, in other words, in what degree they have learnt. 

2. 考试功能 
考试是指对人的知识、智力、能力、个性和品德的测定。通过考试实施这种测定以达到人们某

种具体的目的。在学校，有为了录取新组织的招生考试，为了鉴定学生是否达到某一学科的知识水

平的期中期末考试还有对自考生举的知识水平的期中、期末考试，还有对自考生举行的合格达标考

试等。用人单位对工作人员的招聘考试，平时考核、年终考核、晋升考察等等。考试的不同用途赋

予其不同的功能。比如在教学中，考试具有评定、诊断和反馈、预测、导向、教育和激励等多种功

能。 
In details, the functions are: 
For students: 
1. Teachers are encouraged to expatiate more clearly of their teaching object, and students are 

naturally and correspondently encouraged and improved. 
2. Before the schedule of testing,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review, consolidate, and comprehend what 

they have learnt.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helps learners to revise their knowledge. 
3. Testing is also helpful for students together to compare and compete. 
4. Self-evaluation after having known the scores by testing is also very useful for students to know 

themselves to learn and improve gradually. For teachers: testing is a feedback of their effect and 
efficiency in teaching, especially their teaching skills and methodology, etc. 

3.考试类别 
为了使考试真正发挥作用，达到预期效果，必须正确使用考试。为此，根据考试目的、考试方

式、与评价方式等，语言研究者对考试作了如下分类： 
（一）根据考试目的分类 
1. 水平考试 
2. 学业考试 
3. 分级考试 
4. 诊断考试 
（二）根据考试方式分类 
1. 直接考试 
2. 间接考试 
（三）根据语言测量形式分类 
1. 分离式考试 
2. 综合式考试 
（四）根据评分方式分类 
1. 客观考试 
2. 主观考试 
（五）根据考分解释分类 
1. 常模参照考试 
2. 标准参照考试 
Test categories are divid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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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xamples: according to the organization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test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main parts: 

China: PET-1,2,3,4,5 (Public English Test) 
CET-4,6 ( College English Test) 
TEM-4,8 (Test for English Majors) 
BEC-1,2,3 (Business English Certificate) 
America: TOEFL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GRE (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 
GMAT（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Test） 
LSAT（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 
TSE（Test of Spoken English） 
SAT (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 
England: IELTS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Others: TOEIC (Test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ELTS (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学习目标： 
1．关注考试广义上的作用和意义。 
2．掌握考试的功能及其分类。 
作业： 
1.教学过程中为什么要考试? 
2.除了教学外考试，还有其它用途吗?  

知识单元 3：考试要素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考试信度 
信度系指测验结果的一致性、稳定性及可靠性，一般多以内部一致性来加以表示该测验信度的

高低。信度系数愈高即表示该测验的结果愈一致、稳定与可靠。系统误差对信度没什么影响，因为

系统误差总是以相同的方式影响测量值的，因此不会造成不一致性。反之，随机误差可能导致不致

性，从而降低信度。信度可以定义为随机误差 R影响测量值的程度。如果 R=0，就认为测量是完全
可信的，信度最高。 
信度（reliability）即可靠性，它指的是采取同样的方法对同一对象重复进行测量时，其所得结

果相一致的程度。从另一方面来说，信度就是指测量数据的可靠程度。举例而言，对于“图书馆利
用情况及满意度调查问卷”的第一部分第 1题，若对同一个人相隔 3天，问同一个问题，若第一次
回答，被调查者选择 A、第二次回答选择 C、第三次回答选择 D，则说明对于该问题调查结果的信
度低，因为调查结果的差异较大。若三次都选择相同的答案或者差异较小的答案，则在排除系统误

差的条件下，说明调查结果的信度较高。 
考试信度，是评价考试结果的稳定性是用考试信度（或测验信度）估计的。由于任何考试结果

都因考试误差的客观存在而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因此百分之百可信的考试几乎无法得到。考试信

度就是推测考试可信与否的最重要量化指标。实际测量中多采用分半信度和同质性信度两种算法。

考试信度参照值标准学业成绩考试要求考试信度估计值在 0.90 以上，常达到 0.95；一般考试应达
到 0.70～0.80。有人认为信度＜0.70不能用于鉴别考生个人。 
考试信度是考试效度的必要条件意味着没有高信度必然就没有高效度。例如由于考题质量有问

题；外部因素的影响；或者考题的难度不合适，既然考试是非公允的、不科学的、不合适的，考试

的信度是偏低的。考生就无法发挥出其应有的水平，考生的最终得分就无法解释考试者的最初出题

意图，考试者的预期测试目的并未完全实现，因而考试的效度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考试



7608 

效度是建立在考试信度的基础上的，离开了高信度，高效度就无法实现。 
考试信度是考试效度的必要条件还意味着没有高信度必然就没有，但是有了高信度未必就有高

效度。 这主要得从测试效度的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谈起--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首先是一个测试
虽然具备了考试的高效度，但考试内容效度低，也就是，考试内容缺乏关联性、适用性、覆盖性、

明确性，那么考试的高效度就无法实现。同样的，一个测试虽然具备了考试的高效度，但考试结构

效度低，也就是，测试结构欠科学，不合理。人们就无法确定考试考分的含义是否与考试者的期望

值一致。一个考试要想具有高效度，它应该在具有高信度的基础上，满足以下两感两个条件：具有

高内容效度和高结构效度。 
Al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of educational tests, no matter what kind of educational testing, the 

first requirement is reliable test results. That is known as the test reliability. Reliability refers to the 
accuracy or credibility of test results. Reliability reflects the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index test. 
Statistic which indicates the size of the reliability is called the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and its maximum is 
1. 

The reliability index is generally based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results of two tests, and it shows 
reliability of a test when reflecting the actual level of the tested subject. 

The objectivity of scores has an impact on test reliability, because the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is based 
on the variance calculated from obtained score. If all exam questions are the objective type, and the 
scoring criteria is clear, the requirements are strict, then scoring is less susceptible to subjective judgments, 
and that helps improve the test reliability. But for the paper test or subjective type questions, standards of 
each rater measurement are not uniform, and are susceptible to other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at will 
make the scores not that easily objective, and the reliability is not guaranteed. 

2. 考试效度 
考试效度是考试的准确性，它反映的是考试内容与教学大纲或考试大纲的吻合程度。效度高的

试卷，能够较准确地测试出学生掌握和运用所学知识的真实度。根据教学大纲或考试大纲进行命题，

且各单元试题分数分配与学时数分配基本保持一致，成正比关系，这是保证考试效度的基础。 
关于效度的计算，考试效度最常用的方法是相关效度分析(relative validity)。相关效度分析又称

效标效度，是指考试分数与效标的相关程度。所谓效标就是检验考试有效性的一种参照标准，通常

用一次公认比较可靠或权威的考试结果表示。效标的确定将直接影响考试效度测量结果的合理性和

有效性，通常在选择效标时要求取同一批学生在考试构成、学科门类上都相近的考试数据，效标应

是某一次十分成功的考试或几次成功考试的平均成绩。由于效标效度采用考试分数和效标分数间的

相关系数来表示，可以对被检测的考试进行定量化的分析比较，其意义直观，易于被理解和接受。 
影响效度的因素包括：一，关于考试内容的界定，考试的内容应该以教学内容、教学大纲为基

础并要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二，关于考试的结构问题，合理的考试结构才会合理解释考分。三，

考试题型的问题，对于常见的、熟悉的题型，得分率会高；否则就低。 
测试者在把考试作为一种重要的测试手段时，必须考虑到设计考试、评价考试的两个重要参数

--考试信度和考试效度。它们体现一种既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密切联系的关系。考试信度侧重
于考试考分的一致性；考试效度则强调考试达到其预期测试意图的程度。考试的高效度只能以考试

的高信度为基础。离开信渡，效度就无法实现。同时唯有充分考虑到了影响到了影响效度的因素，

才会有效地增加考试的信度值，否则信度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考试效度更多地反映出考试者预期目的与被测试者实际完成任务之间的关系，考试效度的各个

方面：表面效度、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关联效度都涉及到了被测试者的情况。它更多地试图探索

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一种直接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以效度作为信度的实际导向，会
使考试朝向健康、安全的方向发展。这样的测试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对象性，能够起到查漏补缺、

信息反馈的作用，能够成为检查教学、改进教学的有效手段。高效度也隐含高信度。效度是測试中

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测试如果具有高效度势必隐含着高信度，并表示测试结果能正中预期目的.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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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只有信度而沒有效度，测试结果解释就可能完全偏向一端，也就是测试的结果与目标预测不相符。 
一个测试如无信度，即无效度;但有信度，未必就有效度。换言之，有效的测验必须是可信的

测验，但可信的测验未必是有效的测验。据此类推，可得如下论断:测验的可靠性低低，其正确性
必低;测验的可靠性高，其正确性未必高;測验的正确性低，其可靠性未必低；测验的正确性高，其
可靠性必高。 

Test validity is the accuracy of the examination, which reflects the degree of agreement between 
examination content and the teaching or examination syllabus. A paper with high efficiency can 
accurately test degree of reality that the students master and apply the knowledge. Propositions are made 
under the syllabus or outline of the, and the scores of each unit item allocation an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study hours stay the same, presenting proportional relationship, which is the basis to ensure the 
test validity. 

Factors which affect the validity include: whether reference and scoring standards made at the same 
time when proposition developed; whether collective marking and in routine practice; whether review is 
careful; whether scores are true and so on. 

3. 真实性 
所谓“真实性评价”是能够通过适当的设计，通过多元的评价方式，确实地评价出学习者真正能

力的测试理念与方法，其目的在于能确切了解学习者实际具备某种能力的程度，以作为教育改进的

依据。对于什么是真实性，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观点 Savery 等认为评价的真实性是指评价的认
知要求与标准状态的认知要求之间的相似性。所谓标准状态是对现实生活状况的反映或模拟，使受

试学生面对的是他们将来的实习或职业生涯。也有学者进一步强调能力的重要性，认为学生不仅需

要发展如解决问题和批评性思维等认知能力，也需要发展认知后能力。 
然而，真实性是主观的而且依赖于感知，这意味着学生感知的真实性不一定与教师和评价设计

者感知的真实性相同。如果确实存在这种感知的不同，那么教师根据自己的观点全力设计的真实性

评价就不能被学生认同，那么这种评价就毫无意义。关于真实性评价及其合理性与可行性的研究表

明：第一，根据构建一致性理论，真实性评价应该与真实性教学相一致，这样才能对学生的学习产

生正面影响；第二，真实性评价要求学生通过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成绩证明自己相关的能力；第三，

真实性是主观的，因此学生对真实性的感知在真实性评价影响学生的学习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 
真实性评价的有效性应该考虑的两个重要方面，即评价内容的有效性和评价对学生学习的影

响。评价内容的有效性与一个评价是否测量了它应该测量的内容相关。对于能力评价而言这意味着：

第一，评价任务必须正确地反映需要评价的能力；第二，评价的内容应代表所评价知识领域的真实

生活问题；第三，真实生活中专业人员用来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应包括在评价任务中，后续效应指

的是评价对教学和学生学习有意或无意的影响。 
真实性评价设计有五大要素，第一是评价任务。一个真实的任务是一个学生将在职业实践中面

临的活动所形成的问题。毋庸置疑，真实任务在真实性评价中是关键因素，但不同研究者强调真实

任务的不同方面。本文定义真实性任务为相似于现实的，与知识、技能和态度及其复杂性和支配权

整合的任务。 
真实性评价要求学生像专业人员那样整合知识、技能和态度。因而，评价任务应该与现实任务

的复杂度相似，尽管某些现实问题有可能是简单的，只涉及一个学科并只有一个正确答案，但大多

数真实性问题是复杂的，涉及多学科的，并且可能有多项答案。评价任务的支配权和形成答案过程

的支配权也应该是相似的。学生在评价任务中的支配权应该相似于专业人员在现实任务中的支配

权。给予学生评价任务和形成答案过程的支配权是促使学生从事真实性学习和培养解决问题能力的

关键。然而，在现实中，工作常常是由雇主分配的，专业人员常常是用标准的工具和过程解决问题，

这会减少雇主的支配权。所以，为了使学生在处理专业问题上具有竞争力，评价任务应该与标准状

态的复杂性。和支配权水平相似。 
可见，任务真实性似乎是相当客观的，但是，这一客观性有时也是模糊的。例如，学生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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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任务与他们个人爱好之间的联系时，他们就会认为该任务是有意义的。很显然，不同的学生对

任务的相关性或含义的感知是不同的，这种感知也会随着学生经历的改变而改变。 
第二点是自然情境。真实性评价的自然情境应该反映知识、技能和态度将在职业实践中运用的

方式。保真度经常被用于计算机模拟情境中，用来描述模拟与现实的相似程度。真实性评价处理的

常常是高保真情境。素材的介绍和情境中给出的细节的量是保真程度的重要方面。同样，自然情境

真实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那些含有相关或不相关信息的可利用资源的数量和种类，它们应该与标准

状态可用资源相似。提供真实的自然情境的另一个关键点是给予学生实现评价任务的时间。考试常

常是严格控制在一定时间内的，如两个小时。在现实中，职业活动常常是散布在数天内的更长的时

间中，或者反过来，在很短的时间内要求快速的反应和动作。一个真实性评价不应该依赖不实际的、

武断的时间限制。总之，自然情境的真实性水平由其与真实环境中这些因素的相似性来限定。 
第三点则为社会环境。不仅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也会影响评价的真实性。现实生活中，合作

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有研究者强调，学生在校外的学习和表现主要发生在社会系统中，因此，真实

性评价的模式应该考虑现实生活环境中出现的社会过程。在真实性评价中真正重要的是评价中的社

会过程与现实中相应情况下的社会过程的相似性。如果现时情况要求合作，评价也应该包括合作；

但如果现实情况是个体行为，评价也应是个体性的。当评价要求合作，那么评价设计就应该考虑如

社会互动、积极的相互依存、个人的责任性等过程。然而，当评价是个体性的，社会环境应该是激

励某种学习者之间的竞争。 
第四点是评价结果。评价包含有评价作业，作业的完成会形成结果，然后依据某种标准形成评

价。评价结果与完成的评价任务种类和数量相关而与评价本身无关。在评价中，真实性结果由四个

因素决定：第一，结果应该是一个有质量的产品或表现，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也能做到；第二，这种

产品或表现应该是一种证明，用其能对受试者潜在能力作出有效推断；第三，由于在一个单一测试

中证明相关能力常常是困难的，真实性评价应该包含一系列任务和学习的多项指标以便得出合理的

结论。实践中，常常是数种评价方法结合使用；第四，学生应该将他们的工作以口头或书面方式报

告给其他人，因为通过答辩可以证明他们的表现是真实的。 
第五点是规范与标准。规范是评价结果的可确定价值的特性。标准是期望的不同年级和年龄学

生表现的水平。在真实性评价中，确定规范并事先明确告知学习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会指导学

习过程。另外，在现实生活中，雇员通常都知道他们的表现将会以什么样的规范来评判，这意味着

真实性评价要求规范依据评判。而且，规范和标准应该涉及相关职业能力的发展，也应该以现实生

活中运用的规范为基础。除了基于现实生活中的规范外，真实性评价的规范也应以其他四个要素的

要求为基础。例如：如果自然环境要求一种能力的真实性评价在五个小时完成，那么该评价的规范

就应该是学生要在五个小时内提交结果。另外，以职业实践为基础的规范也能指导真实性评价中其

他四个要素的诉求。换言之，评价中规范与标准要素与其他四个要素之间应该是一个交互关系。 
Authenticity, also known as validity, refers to the match degree between the measured value and 

actual value, so it is also known accuracy. The indicators for evaluating and screening the test authenticity 
are: sensitivity and false-negative rate, specificity and false positive rate, the correct index, likelihood 
ratio and compliance rates. 

4. 交互性 
交互性指的是在考试所设计的任务中学生的参与程度（degree of involvement）。参与程度越高，

考试的交互性越高。语言测试的真实性及交互性是构成语言测试有用性原则的两个重要特性。提高

语言测试的真实性与交互性不但可以提高测试的信度，测试出被试者的真正水平，而且可以帮助我

们在设计考题时具有新的  思路，在评估考题时具有新的尺度，这对于我们设计、评估某种考试都
非常重要。语言测试的交互性问题是测试界近几年才开始关注的问题。Bachman 指出“交互性指被
试者在完成一件测试任务(testtask)时所涉及到的个人特征类型(individualcharacteristics)及程度。”与
语言测试最有关的个人特征主要有语言能力(languageability其中包括语言知识 languageknowledge、
策略能力 strategiccompetence 或称元认知策略 metacognitivestrategies)，话题知识(topical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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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情感图式(affectiveschemata)。 
Interactivity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ontemporary examination. It refers to the extent and form of 

using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in a process where candidates complete test task. How to improve the test 
interactivity in the test environment, thus helps effectively observe the candidate's actual ability, is the 
aspect with which the test design and development staff has always been concerned. 

5. 后效作用 
考试的后效作用（washback effect）指的是考试对教学的影响。考试的后效作用直接影响以下

两个方面：教与学。教指的是教师或学校，包括教学方法、课程设置、教学内容、课程评估等。 学
指是学生，包括学习方法、学习动机等。 
在心理测量学领域，常用考试效度、考试信度、公平性来评价试卷。不同考试条件下考试结果

的一致性称为信度。考试结果、分析、应用与考试初衷的一致性称为效度。如果考试由于其设计等

方面的不合理造成了不同人群的考试成绩有不同的意义时，这个考试就缺欠公平性。考试结果被用

来进行各种决策，比如教师依据学业考试成绩对考生的学习掌握情况进行评估，高校依据统一高考

成绩录取新生，等等。由于相关决策往往涉及利害关系，考试结果的应用就会产生正面作用或者负

面作用，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就导致了“考试后效”概念的形成和发展。 
一提到考试的后效作用，褒贬不一，但考试所产生的效应是客观存在的。在已有的研究中，较

多研究者对这一问题做了理论上的探讨。较系统的研究成果有 Alderson&Wall 的 15 个后效作用理
论假设，Hughes&Bailey所勾勒的包含参与者、过程和结果的“3p”后效反应模型，以及将后效作用
当做一种结果效度，并将结果效度与其他五种效度一起组构的考试构念效度概念等。 
考试后效(washback)源于考试的重要性,即考试的社会权重，指考试结果对考生或其他有关人员

所产生的重大影响(Madaus，1988)。考试的影响面越广，后果越严重，其社会权重就越高。我国的
高考决定考生在社会总资源分配中的个人定位，是比较典型的高风险考试(high_stakes test)。考试后
效虽然源自考试，却不完全受控于考试的设计者和决策人，而是由考试的所有参与者以及考试的诸

多环节共同促成的。考试参与者指与考试直接或间接发生关系的人，包括设计者、命题人员、考官

等)是直接参与者，考生的家长和老师、考试培训机构、考试辅导材料的编写者等，是间接参与者。
所有这些参与者对后效的产生均有不同的贡献。考试设计者出于敦学促教的目的，希望考试发挥积

极的反拨作用,利教利学。这只是考试的期望后效(intended wash-back)，不一定能够实现。而考试的
实际后效却受诸多环节的影响，其中包括考试的内容、结构、题型,考试成绩如何使用，考生水平
和考试带给他们的压力，教学条件、师资水平、师生对考试的期望与了解备考材料的质量等。只有

对所有这些环节进行全面评估才能如实反映考试的真实后效，否则，难免引发争议。 
一些学者乐观地看到考试的积极后效，试图利用它来改善教学，促进学习。如我国的大学英语

四、六级考试，考试确有一定的促学促教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迫使师生加大投入。
Hughes(1988)曾报道一项研究:土耳其一所大学发挥高风险英语考试的作用，促使学生刻苦学习,促
使教师改善教学，促使学校加强对教学和考试的管理，结果学生的英语水平在一年之间就有显著提

高。束定芳(2004)的研究表明，我国高考英语能为学生提供英语学习动力。二是促进教学内容的改
革。李筱菊等(1990)发现，高考英语促使中学改革,英语课程增加了听说读写技能训练，改变了原本
只重视知识传授的局面。Wall&Alderson(1993)以及 Cheng(1998)都发现，考试的后效在教学内容方
面得到体现。金艳(2000)注意到，大学英语四、六级口语考试导致一些大学举办口语班，学生更加
重视口语学习。英语测验引入客观题（选择题）之后，一些学者对以客观题为主的考试的负面影响

进行了评论。福伯斯对客观题试卷进行了抨击，认为在其影响下，教师们无法用一整节课的时间和

学生们一起探讨他最喜爱的诗歌，他们所关注的是句子的时态、量词变化、情态、关系从句等。马

德森认为，高年级的教师更倾向于讲授一些所谓的考试技巧，而非更加重要的英语基本原理。薛荣

的研究认为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对学生的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考查不够，导致了“题海战术”、“高
分低能”等。 
高风险考试的促学作用有限，教学跟着考试跑，本末倒置，利少弊多；在我国，应试教学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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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亟需改变，应试既有考试的问题，也有教学的问题，但归根结底是教学的问题，考试毕竟是为教

学服务的。 
English test has dual rol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It can provide teachers with information on 

student learning, assess students’ absorption of the learned knowledge in a stage, grasp the situation and 
also provide training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accumulate experience and skills for exam. But it is 
undeniable that it often brings students anxiety and guidance that scores are above all else, making 
students focus just on study of written knowledge while ignoring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exchange. 
These will mislead the teachers and influence students’ overall development. By analyzing the role of the 
test aftereffect, we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enhance their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6. 可操作性 
制约施考过程的因素有： 
（1）资源因素：考试场地、考试所需要的设备、阅卷设施等；  
（2）人力因素：考官、监考人员、阅卷人员等；  
（3）时间因素：实际考试所用时间。  
设计考试时必须把这些因素都包括进去。否则，一个不实用的考试在完美也是纸上谈兵。  
Operability refers to the degree of principles, methods, and standards being specially implemented in 

the real production level. In English test, achievement of teaching goals, implementation of various forms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all aspects have certain operability. Operability can be improved by making 
practical program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it is the presentation of teaching staff’s creativity. 

学习目标： 
1．了解评价与保证考试质量的六个方面。 
2．掌握保证考试质量的六个方面内容。 
作业： 
1. 在考试设计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那些问题? 
2. 通过什么方法可以了解考试分数的可靠性? 

知识单元 4：阅读和写作测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阅读 
阅读是从视觉材料中获取信息的过程。视觉材料主要是文字和图片，也包括符号、公式、图表

等。首先是把视觉材料变成声音，后达到对视觉材料的理解。阅读是一种主动的过程，是由阅读者

根据不同的目的加以调节控制的,陶冶人们的情操，提升自我修养。 
阅读是一种理解，领悟，吸收，鉴赏，评价和探究文章的思维过程。阅读可以分成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信息式阅读法。这类阅读的目的只是为了了解情况。我们阅读报纸、广告、说明书等属于

这种阅读方法。对于大多数这类资料，读者应该使用一目十行的速读法，眼睛像电子扫描一样地在

文字间快速浏览，及时捕捉自己所需的内容，舍弃无关的部分。任何人想及时了解当前形势或者研

究某一段历史，速读法是不可少的，然而，是否需要中断、精读或停顿下来稍加思考，视所读的材

料而定。 
第二种是文学作品阅读法。文学作品除了内容之外，还有修辞和韵律上的意义。因此阅读时应

该非常缓慢，自己能听到其中每一个词的声音，嘴唇没动，是因为偷懒。例如读“压力”这个词时，
喉部肌肉应同时运动。阅读诗词更要注意听到声音，即使是一行诗中漏掉了一个音节，照样也能听

得出来。阅读散文要注意它的韵律，聆听词句前后的声音，还需要从隐喻或词与词之间的组合中获

取自己的感知。文学家的作品，唯有充分运用这种接受语言的能力，才能汲取他们的聪明才智、想

象能力和写作技巧。这种依赖耳听—一通过眼睛接受文字信号，将它们转译成声音，到达喉咙，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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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加以理解的阅读方法，最终同我们的臆想能力相关。 
第三种是经典著作阅读法，这种方法用来阅读哲学、经济、军事和古典著作。阅读这些著作要

象读文学作品一样的慢，但读者的眼睛经常离开书本，对书中的一字一句都细加思索，捕捉作者的

真正的用意。从而理解其中的深奥的哲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用经典著作阅读法阅读文学作品，

往往容易忽略文学作品的特色，以 使读者自己钻进所谓文学观念史的牛角尖中去。 
第四种阅读方法是麻醉性的阅读法。这种阅读只是为了消遣。如同服用麻醉品那样使读者忘却

了自己的存在，飘飘然于无限的幻想之中。这类读者一般对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不感兴趣，把自己完

全置身于书本之外。如果使用麻醉性的阅读方法阅读名著，读者只能得到一些已经添加了自己的幻

想的肤浅的情节，使不朽的名著下降到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庸俗作品的水平。如果漫不经心地阅读《安

娜·卡列尼娜》，犹如读一本拙劣的三角恋爱小说。麻醉性的阅读在将进入成年的时候达到顶峰。 
Reading is the process of obtaining information from written materials. Written materials are mainly 

words, also symbols, formulas, charts and so on. First, words and symbols are changed into sounds, the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ritten materials. Reading is an active process, and it can be adjusted and 
controlled by readers depending on different purposes. 

2.什么是阅读能力 
阅读能力主要包括认读能力、理解能力、评价欣赏能力、迁移应用能力，它们呈现一种递进的

阶段性，前后关联，互为补充，形成一个完整的阅读能力纵向系列。认识和筛选信息；对抽象的道

理加以具体说明，或对具体的材料加以抽象和概括；把阅读所获信息加以组合、调整，纳入自己原

有的知识系统；作出扩展，对作品是非得失、优劣加以判断。 
The so-called reading ability is the comprehension, analysis, generalization and association ability in 

reading practice and the following reading comprehension. Reading ability is not formed at once, but is 
gradually developed in a long-term process. As with other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the cultivation of 
reading ability has a gradual process from lower to higher. 

The so-called reading ability generally includes the four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the perceptual 
ability; second,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Third, the appreciative understanding 
ability, also the evaluation ability. Fourth, the creative understanding ability. The first two belong to 
reading ability of the initial stage, and the latter two belong to the reading ability advanced stage. 

3. 什么是写作 
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符号反映客观事物、表达思想感情、传递知识信息的创造性脑力劳动过程。

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过程，写作活动大致可分为"采集-构思-表述"三个阶段。与作家的自由写作、
职业人群的专业写作不同，语文课程意义的写作，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按照特定要求用书面语言创

造文本，以发展和提高自身写作能力的学习活动。从操作层面而言，写作可以这样进行定义:写作，
是写作者为实现写作功能而运用思维操作技术和书面语言符号，对表达内容进行语境化展开的修辞

性精神创造行为。 
从本体论层面，从终极的本质意义上，即生命、人性、存在的意义讲，我们可以为写作给出如

下的本质性定义:写作是人类运用书面语言文字创生生命生存自由秩序的建筑的行为、活动。 
这个定义要表述的写作原理是，写作行为本身的深层本质在于寻求生命生存的依托、"家园"、

"故土"，中国古代圣贤所谓"立言不朽"、所谓"发愤著书"体现出来的优秀写作文化精神的最终本质
也正是在这里。当代西方学者所谓"我写故我在"的哲学依据也正在这里。 
在表层上，写作是一种表情达意、交流信息的行为;在深层上，写作又是一种生命生存的形式、

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写作就是对生命秩序的创生行为。因此，写作行为又具有一种哲学性、生

命性。 
4.什么是写作能力 
提高写作能力具体有四个方面:写作能力，包括立意能力，能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观察、分析、

和归纳，把其中包含的意思加以提炼，确定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布局谋篇的能力，根据表达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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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要求组织材料，用什么表达方式，都能运用自如；书写能力，指书写成文的能力。 
Writing ability is the written expression ability, including: 1, clear presentation, letting people know 

the true intentions of writers; 2, well organized, and the reader does not need further refining and 
induction by themselves; 3, compliance with norms, such as documents, notices and the like; 4, writers’ 
own feelings are expressed between the lines, such as the lyrical prose, poetry, etc.; 5, the text can cause 
resonance, making the reader feel the same way. 
学习目标： 
1．了解阅读测试规范及阅读测试的拟题方法 
2．掌握阅读规范的制定方法及阅读测试的拟题方法。 
3. 学习写作测试规范的制定方法及写作测试的拟题方法。 
4. 掌握写作测试的拟题方法。 
作业： 
1. 在拟阅读考卷之前我们应该注意那些方面？ 
2. 阅读材料选材时需要考虑那几点? 
3. 什么是写作能力? 
4. 在出写作考卷前应该考虑那些方面? 

知识单元 5：听力测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听力活动特点 
Listening activities are complex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process centered on understanding 

of the semantic content, and are also the process where listeners transform the speaker's external language 
(audio language) into their own internal language (thinking). 

Listening activities have the following three characteristics:  
1, Intentionality. Listening activities are that language information stimulates the auditory nerve 

through the auditory organ, introduced into the brain center and absorbed. This is an orderly process, 
during which it firstly makes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 the brain come into being "advantage excitement 
centers", producing the intention of conscious attention. 

2, Perceptibility. Listeners absorb the language information, but the process is absolutely not the 
same as a computer which mechanically accepts and stores all the incoming language information. It is a 
process of mental activity through and think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nts of. Hearing must be 
accompanied by "know" and "know" is to understand. Without "know", listening activities will become 
meaningless. 

3, Spatial and temporal nature. The activities of the listener constrained by the speaker, but the words 
of the speaker are fleeting, and also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with a particular object. The listener does 
activities with the speaker's words and fully grasps the language information instantly. He focuses on the 
pertinence of the speaker’s words, and quickly processes them to understand the speaker's words, thus he 
forms first memory points in the brain and completes one listening activity. 

2. 什么是听力 
听力是指启动听觉器官，接收语音信息的一种能力。其能力运用的有效性一般取决于倾听是否

专心。此外，听力还是英语考试的一项，考察考生对该语言的听话能力。 
英语听力课是英语专业技能训练课程之一，属于英语技能的单项训练课程。英语听力技能的训

练不仅有助于其它单项技能的训练，扩大学生英语专业和相关专业知识面，同时也是学生学习英语

国家文化知识的窗口。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listen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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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ability to recognize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the listener can recognize and memorize the 
semantic content through the form of the speaker’s voice. 

2,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is a relatively complicated 
process. There are mainly two factors. First, the listener needs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expressed by a 
variety of sentences. Second, to be able to mix semantics, that is, the listener clears the language 
connections, summarizes key points of discourse, and grasps the discourse center according to the words 
by speaker. 

3, The ability to assess the discourse: this ability is to make reasonable judgment on the basis of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speaker’s semantic content, and having generated feelings for the 
heard words. It is also as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right or wrong of the semantics and asses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language skills. 

3. 听力命题有关事宜 
The choice of listening material should follow the eight standards: 
language---the listening material should not be too difficult, but have some challenges, so that 

students can learn something after hearing. 
length—the length is usually between half a minute to two minutes. If too short, it cannot provide 

sufficient time for students to be accustomed to the subject matter or the speaker's tone; too long, it will 
form a great pressure on students, making them easily distracted, impatient 

content—should be interesting enough to inspire students to search for knowledge and acquire 
information. 

the use of visual support material—can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listening materials, especially some 
unknown subject matters 

the style of delivery—should include accents from main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such as America, 
England, Canada, etc. This can make preparations for students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from those 
countries. 

the speed of delivery—the teachers should train the students to gradually understand listening 
materials at normal speed. 

spontaneity—the more spontaneous, the better. In this way the materials can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belong to language. 

学习目标： 
1．学习写听力测试规范及听力测试的拟题方法。 
2．掌握听力测试的拟题方法。 
作业： 
1.什么是听力? 
2.听力活动有什么特点? 

知识单元 6：口语测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英语口语是被英语国家人民普遍应用的口头交流的语言形式。英语口语通常是通过声音传播

的。英语文学作品中也常以书面形式记叙英语口语。英语口语灵活多变，多因场合与发言者不同而

被自由使用。与口语相对，书面英语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用于书面表达的语言。英语口

语是被英语国家人民普遍应用的口头交流的语言形式。英语口语通常是通过声音传播的。英语文学

作品中也常以书面形式记叙英语口语。英语口语灵活多变，多因场合与发言者不同而被自由使用。  
1. 什么是口语能力 
由于英语本身是一种语言，因此要求我们不仅仅是笔头上的“行水流云”，还要求我们能用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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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出来，甚至能出口成章。曾经有许多人把中国人学的英语称为“哑巴式”英语，言下之意是我们的
英语太死，只注意笔头而忽略了口语。当然，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的，

这就需要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长期练习。这就是所说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我
们就应该这方面有所突破。 
口语学习的关键是要模仿人家的说话。这包括语音和语调两部分。中国英语教学重视语调的很

少，尽管很多时候语调可能比语音更重要。并且要进行跟读训练，在训练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一定要尽力模仿发音和语调，越象越好。 
（2）开始时速度可以比较慢，要逐步使自己跟上人家的速度。 
（3）中间可以回倒重放，但我倾向于让大家完成一小段后再回去重来。 
Oral skills are composed by three types: 
1. Micro-linguistic skills. They refer to the language forms, including: pronunciation, grammar and 

vocabulary and so on. 
2. Routine skills. They refer to the typical skills of daily communication and delivery of information. 
These include: 
（1）The skills to use "greeting, thanks, apology, regret, opinions, wishes, complaints, advice" and 

other terms of daily communication. 
（2）The skills to describe and narrate events, things and people, etc. 
3. Improvisation skills. They refer to skills to solve problems and complete communication. For 

example, skills to clarify and verify special meanings, skills to alter wording, skills to correct the errors in 
interpretation and skills to ensure adequate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action. 

The micro-linguistic skills are the basis of the oral skills. People cannot do oral communication 
without certain knowledge of language structure, but still unable when just having language knowledge 
instead of knowing the rules of daily communication. Accidents always happen during communication, 
for example, the speaker is mistaken, the other side is not interested in the things you say, or the speaker is 
suddenly interrupted by someone, be asked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others and so on. 
Communicative adaptability in language communication becomes even more important. 

2. 如何编制口语试卷 
(1)我们知道，口语的交际能力的生长过程也是学生思想能力的发展过程，即学生的观察力、

记忆力、注意力、想象力、及思维的敏捷性、语言的流畅性、变通性和创造性都得到相应的发展，

并逐渐内化为学生的个性心理特征，且形成迁移能力，在较广的范围内和较长的时间内起作用。因

此，试题编制应对此有充分体现。 
(2)试题的设计要较全面反映学生阶段的听说能力，材料的内容也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所

选的语言材料应该和学生接触的东西比较吻合，切忌材料过于成人化或专业化。 
(3)试题易于操作，能对学生的学习和英语课堂教学产生良好的反拔作用。 
Teachers can make some orals papers suitable for the level of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status of 

students. Each oral test can be selected from these kinds of questions, made a combination of oral papers. 
Paper can be paper-based, multimedia courseware and combined with the questions from teachers on the 
spot. Students can make preparations in advance for the questions, or do a lot of practice, and also make 
reactions on the spot. Oral examination questions must be able to reflect the student's verbal ability and 
the real language communication skills. 

3. 如何评价口试 
The standards of oral English marking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overall score and 

analysis score. Overall score is based on the impression of candidates’content and capabilities, and the 
oral examiners will mark a grade or score in general. While analysis score separate the various 
components of the candidate's content of expression and ability, and then grade. Both methods have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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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Better to use both standards, so that they can complement each other. 
学习目标： 
1．学习写口语测试规范及口语测试的拟题方法。 
2．掌握口语测试规范的写作方法及口语测试的拟题方法。 
作业： 
1.什么是口语能力? 
2.口语活动有什么特点? 

知识单元 7：试卷设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设计一套好的测试题，衡量标准有效度、信度、区分度、实用性以及产生的影响。就效度而言，

当然最应受到重视的还是内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应该考查的语言要素和技能都要有所体现。诊
断测试和成绩测试特别要注意符合教学内容。多项选择的方式容易偏重测验方便的内容，如词汇、

短语、时态、语态等，而容易忽视设计较困难的项目，比如：重读、意群和音调。其次还有编制效

度(construct validity)。这主要指测试题编制应以一定的语言行为理论(theory of language behariour)
和语言学习理论(theory of language learning)为依据。目前,大部分试题编制效度低,大都包含传说语
法、结构语法、转换生成语法和功能语法的各种理论。主要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语言

行为理论和语言学习理论而去借用外国名流派理论所致。最后是经验效度。经验效度又分两种“a)
预测效度(predicative validity)”b)共时效度(concurrent validity)。预测效度是拿一次测试的结果同后来
的语言能力相比较，或同教师后来为对学生的评估相比较而得出的系数。比如，一批学生上半年考

了学院自己设计的水平测试，下半年又考了 EPT 测试，两次得分相近，说明学院的试题有较好的
预测效度。共时效度是一次测试的结果同另一次时间相近的测试结果相比较而得出的系数。比如，

一批学生上个月刚考过 EPT。这个月又考学院自己设计的一套试题，得分相近，那么学院设计的测
试就有较高的共时效度。测试的种类不同,对各种效度的要求也不同。诊断测试和成绩测试受教学
大纲的限制，因此，首先要看内容效度。语言潜能测试多基于语言行为理论和语言学习理论，因此

重视编制效度,水平测试强调预测效度和共时效度。 
信度是看受试者的得分是否稳定，如果得分忽高忽低，就证明信度不高。效度和信度关系密切，

但又不能混为一谈。信度高的测试才有较高的效度，但效度高不能保证信度也高。信度差则效度差，

但效度差不代表信度差。至于区分度，测试需要比较，没有比较看不出区别。如果所有考生得分相

近，说明测试缺乏区分性，题目的难易范围分布不广，难易程度分得不细。题目一定要先易后难，

开始的题目容易做，可以消除考生的紧张情绪，树立信心。逐步加大难度，每道难题只难住少数几

个人，得分就会有距离,显示出考生之间的细微差别。诊断测试不太重视区分度。成绩测试应有一
定的区分度。水平测试最强调区分度。 
而且，测试题要便于使用。如果卷面出现拼法错误、遗漏、涂改、印得不清楚会使考生产生反

感情绪，从而影响考试成绩。题目的措辞要明白易懂，少用长句、难句，少用专门术语,也忌玩弄
花招、误导考生。如果担心考生不明白考题，最好举例说明，努力使考生起码了解题目要求。总之，

试题要设计得一目了然，无需监考人过多地解释，对于不同考场的同一试题,监考人过多的解释会
影响成绩的好坏。这对考生来说不公平。 
语言可以发现教学中的间题,使教师掌握学生的学习进程,当然对学生也有督促作用。但是测试

也有副作用。学生围着考试这个“指挥棒”转。因此,要注意使测试起积极作用,引导作用。客观测试
易使人关注准确性而忽视交流思想和表达思想的能力。而主观测试覆盖面窄,又容易使学生去猜题、
压题。测试多,会影响教学大纲的完成。 

1. 考试设计 
Here are some questions of the oral papers: (choosing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to 

compose papers every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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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lf-introduction: 
B. Read the following words (ten taught, to examine the memory ability and study attitude; ten not 

have been taught, to examine the spelling ability and on-site response capabilities) 
C. Read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exclamatory, questioning, and declarative sentences). The 

sentences are selected from the textbook, prompting some students to read the textbooks, but also 
including some extra sentences, to test how students deal with a new sentence. 

D. Chinese into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following (provide a number of oral sentences which are 
practical and commonly used). 

E. Read tongue twisters. 
F. Read a short passage picked at random (a handout with 10 short passages issued one week in 

advance, and select from the passages at random. This can check the pronunciation, and also encourage 
students to do practice). Asking students questions about the contents of short passages (to know the real 
oral English level of students without preparation). 

G. To discuss a topic at random (students can be informed of the 10 topics one week in advance, so 
that the students can have time to practice). Students should answer the teacher's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subject discussed (to test the real oral English level of students without preparation). In addition to 
check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all the tests have another purpose, and that is to promote the 
practice by test. 

H: Picture Talk: it can be a simple description of the picture, or to express their point of view about 
the content of the picture. 

I: Repeat what has been heard: Play a recording, which can be a fable story downloaded, or short 
passages recorded for students to hear. Students are asked to repeat or answer questions after listening. 
This can be done with English listening test. 

J: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number of scenes, then the students can rehearsal and make dialogues in 
groups. The teachers mark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erformance of different roles 

学习目标： 
1．关注试卷设计或施考事项 
2．掌握试卷设计的方法。 
作业： 
1. 如何编排一张测试多技能的试卷? 
2. 如果一个考试包括多种题型,应如何安排题型的顺序? 

知识单元 8：考试成绩分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分数的集中量 
集中量是代表一组数据典型水平或集中趋势的量。常用的集中量有平均数、中位数、众数。平

均数是使用广泛，也较为简单易懂的一种集中量，它能反映一组数据资料的某种水平。平均数反应

灵敏、计算精确简单，适合于进一步用代数方法演算，较少受抽样变动的影响。而其也存在不足之

处，即受极端数据影响较大。一旦出现模糊不清的数据，无法计算算数平均数，此时可用中数作为

该组数据的代表值。计算和应用平均数的原则是同质性原则，即平均数只有在总体是由同类数据所

构成，且有足够多的数据单位时，才具有科学价值；同质数据指使用同一个观测手段、采用相同观

测标准，能反应某一问题某一方面特质的数据。此外，还有平均数与个体数值相结合原则，平均数

与标准差、方差相结合原则。 
至于中位数，是按顺序排列在一起的一组数据中居于中间位置的数，即在这组数据中有一半数

据比它大，一半比它小。这个数可能是数据中的某一个，也可能不是原有的数，常用符号Md / M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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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其优点是计算简单、容易理解，而不足为：不是每个数据都加入计算，大小不受制于全体数

据；反应不够灵敏，极端值的变化对中数影响不大；中数受抽样影响较大，不如平均数稳定；计算

机需要对数据先排列大小；中数乘以总数与数据的总和不相等；中数不能作进一步代数运算。应用

中位数的情况是：数据中出现两极端的数据，又不能确定这些极端数据是否由错误观测造成，因而

不能随意舍去；当数据模糊不清，只能取中数作为集中趋势的代表值；需要快速估计一组数据的代

表值时。  
而众数指在次数分布中出现次数最多的那个数的数值，常用符号M。优点是概念简单明了、容

易理解，计算时不需每一个数据都加入，因而较少受极端数目的影响。存在的不足为：不稳定，受

分组影响，亦受样本变动影响，反应不够灵敏；用观察法得到的众数不是经过严格计算，用公式计

算所得众数亦只是一个估计值；众数不能作进一步代数运算；总数乘以众数，与数据的总和不相等。

其应用情况为：需要快速而粗略地寻求一组数据的代表值时；当一组数据出现不同质的情况时可用

众数表示典型情况；当次数分布中有两极端的数目时，除了一般用中数外，有时也用众数。  
Focus is to describe the central tendency of a group of numbers. Focus on measures of the can be 

used in comparison between different classes which participate in the same test. There are three types: 
mean, median and modal number. 

Mean: the average, that is, the arithmetic mean of raw scores. Means are reliable, representative, easy 
to calculate, and easy to understand. The disadvantage is susceptible to the influence of extreme values, 
which makes detriment of its representation. 

Median: the median is also called the median value or number. It refers to the middle score when the 
raw scores of all candidates are in alignment from the high to the low. If the number of candidates is even, 
then the median is taken from the average of the two numbers in the middle. The median is clear and free 
from the extreme values. Once the average value loss its representative becaus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extreme values, the median can act as a representative value of this group of data. Its disadvantage is lack 
of sensitivity, and it cannot be calculated in algebraic method. 

Modal number: also known as normal. It is the score which occurs most frequently of the original 
score. It is meaningful only when the number of tested students is large and obviously with central 
tendency. In the case when the number of tested students is small. there may be no modal number, or there 
could be two or more modal numbers. However, these situations appear less with the examinee population 
reduces. Therefore, in the normal condition, modal number of large-scale test is always the only one. The 
modal number reflects the central tendency with frequency, and is free from the extreme values. The more 
proportion its frequency has in the overall, the stronger its representation will be. Its shortcoming is less 
reliable to reflect central tendency than the mean, and cannot be moreover cannot calculated accurately in 
algebraic methods. 

2. 分数的差异量 
差异量是描述数据间彼此差异程度的统计量，差异量可分为绝对差异量和相对差异量。绝对差

异量有全距、平均差、标准差相对差异量有差异系数。标准差具有反应灵敏、计算简单等特点，所

以应用最广泛。标准差是反映一个群体的考生分数之间离散程度的指标。它与平均分一起使用，决

定了某次考试分数分布情况。S值越大，表示部分考生离平均分的“差距越大”，也就是分数分布较
广；S值越小，则分数分布较窄或说“集中在平均分附近”。 
差异量数与集中量数的区别与关系是，集中量数描述的是一组数据的典型情况，是一组数据的

代表值；而差异量数描述的则是一组数据的离散情况，是一组数据的差异量。对于一组数据的全貌

来说，差异量数愈大，集中量数的代表性就愈大。平均数的代表性如何，需要用差异量数来说明。 
The difference quantity is statistics to describe the degree of difference or the number of discrete 

trends of a number of scores. Focus is a point, and the scores are distributed around that point. While the 
difference quantity is a statistical distance which reflect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scores and a quantity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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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ter point. Only after knowing the difference quantity , can we underst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focus. The larger the difference quantity is, the less representative the focus is, and vice versa. 

3. 题目难易度 
“难度系数”反映试题的难易程度，与难度（用 P表示）不同，难度系数越大，题目得分率越高，

难度也就越小。数值上等于 1-P。难度系数可以理解成“容易度”。难度水平的确定是为了筛选题目。
平时测验难度要利于学生的学习，但一定的难度能增加区分度，这对全面了解、掌握学生学习情况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难度水平的确定要考虑及格率，防止损伤学生的自尊心。而且难度水平

的确定要考虑对分数分布的影响，一般以正偏态分布为前提，有时正偏态分布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 
Difficulty is the degree of difficulty of questions. There are a variety of methods to determine the 

difficulty. When in the preparation of examination questions, generally the subjects are made moderate 
difficult. A question, if the tested students are all correct or all wrong, namely, the difficulty is 0 or l, so 
that it become unable to distinguish the abilities. The closer the difficulty is to 0.5, the higher degree of 
distinguish it has. So the questions of 0.5 difficulty should be selected to form the papers of, but it is not 
absolute. If all the questions of a paper is 0.5 difficulty, the degree of distinguish will reduce as the 
questions are too homogeneous. Therefore, when choosing the questions, in addition to making the 
average degree of difficulty close to 0.5, but also making the difficulty of the questions properly dispersed. 
Actually, choosing the difficulty of the questions should also take the aim of tests into account.  

4. 题目区分度 
区分度是指试题对被试者情况的分辨能力的大小，主要用于评价以选拔为目的的选题。试卷区

分度反映试题区分不同水平受试者的程度，即考出学生的不同水平，把优秀、一般、差三个层次的

学生真正分别开。区分度高的考试，优秀、一般、差三个层次的学生都有一定比例，如果某一分数

区间学生相对集中，高分太多或不及格太多的考试，区分度则低。 
区分度的常用指标为 D，取值在-1～1之间，值越大区分度越好。测量学家伊贝尔认为：试题

的区分度在 0.4 以上表明此题的区分度很好，0.3～0.39 表明此题的区分度较好，0.2～0.29 表明此
题的区分度不太好需修改，0.19以下表明此题的区分度不好应淘汰。 

Discrimination is the degree of distinction or the ability to identify of the tested items for the testees. 
There are a variety of methods to calculate the discrimination, and the common approach is grouping at 
both ends. It is to compare the ratio of passing the question at the high and low ends. PH and PL, 
respectively, assumed a high group and low group by the percentage of passing a question, then the 
following formula provides the discrimination indicator of the question: D＝PH – PL. D is the 
discrimination indicator, and its value ranges between –l and +1. If D＝+l，it shows that the high scores 
group is all right, while the low scores group is all wrong; if D=-1, then it is a totally different situation: 
the high scores group is all wrong, while the low scores group is all right; if D=0，then two groups’ratio of 
passing the question are the same. Generally, if D is above 0.4, then it is fairly good.  

5. 选择项分析 
Selection analysis is in terms of multiple choices. It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ifficulty and 

discrimination, and it helps teachers by providing them the reference information for modifying questions.  
学习目标： 
1．学习如何对成绩反馈信息进行分析。 
2．掌握通过对成绩的具体分析，得到量化信息反馈的方法。 
3．掌握从考试成绩分析中获取有关题目质量信息的方法。 
作业： 
1. 如何对一组杂乱无序的分数进行初步整理? 
2. 通过哪些方法我们可以得知分数分布的集中趋势或典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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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何了解具体题目的难易度? 
4. 怎样来判断一道题目是否能区分不同水平的学生?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四种英语语言测试法 2  
2 近 20 年的发展动态/当代国内外大规模考试一览 2  
3 测量、考试与评估 2  
4 考试功能/考试类别 2  
5 考试信度/考试效度 2  
6 真实性/交互性 2  
7 后效作用/可操作性 2  
8 什么是阅读/什么是阅读能力 2  
9 什么是写作/什么是写作能力 2  

10 听力活动特点/什么是听力 2  
11 听力命题有关事宜 2  
12 什么是口语能力 2  
13 如何编制口语试卷/如何评价口试 2  
14 考试设计 2  
15 分数的集中量/分数的差异量 2  
16 题目难易度/题目区分度/选择项分析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四种英语语言测试法、考试信度、考试效度、如何编制口语试卷、考试设计、分数的频

数分布、分数的集中量、题目难易度。 
难点：语言测试的基本理论、考试效度、口语能力的性质、试卷设计、分数的差异量、选择项

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教师课堂授课。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 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7622 

课下阅读老师指定的阅读材料。 
8、教材选用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了《英语测试的理论与实践（修订版）》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武尊民编著《英语测试的理论与实践（修订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 7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英）亚瑟（Arthur，H.） 著，林立导读《外语教师测试手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年 7月 第 1版。 
2. （英）希顿（Heaton，J.B.） 著，韩宝成导读等编著《英语测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年 4月 第 1版。 
执笔：闫琛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日 

 

外国法律制度 
Legal Systems of Foreign Countries 

课程号：4080006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为英语专业选修课，本课程面向英语专业、翻译专业以及全校旨在了解外国法律的学生。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 让学生西方国家主要的法律制度；2. 熟悉法律制度领域中相关的英

语表达；3. 用比较研究的视角分析西方国家法律制度与我国法律的异同。 
本课程虽称谓外国法律制度，但是由于英语作为载体，主要介绍英国和美国的法律制度。目的

使学生了解英美国家法律的概况、特征，继而了解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概况与特征，同时掌握法律

英语的特有语法、词汇，并了解法律英语的语篇及体裁，掌握法律英语文章的阅读技巧；鉴于普通

法不同于大陆法，法律源于判例，法官的判决书也有所不同，让学生们了解英美法律的基本制度及

法律特征，有利于学生扩大英语学习的视野，从而提高学生学习和研究国外法律资料的能力。作为

中国政法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了解英美法律是必要的，而且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又是专业与

法律的结合，同时又能体现政法大学英语专业的特色。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西方法律制度概述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 大陆法系。 
2. 普通法系。 
3. 宗教法系。 
4. 中华法系。 
There are three major legal systems in the world today consisting of civil law, common law and 

religious law. 
Civil law is the most widespread system of law in the world. It is also sometimes known as 

Continental European law.  
Common law and equity are systems of law whose sources are the decisions in cases by judges. 
Religious law refers to the notion of a religious system or document being used as a legal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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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 the methodology used varies.  
Socialist law is the official name of the legal system used in Communist states. It is based on the civil 

law system, with major modifications and additions from Marxist-Leninist ideology  
Chinese law is a mixture of civil law and socialist law. 
In general, legal systems can be roughly split between civil law and common law systems. 
The term civil law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civil law as a group of legal subjects, as distinct from 

criminal or public law.  
The specific system that a country is ruled by is often determined by its history, connec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its adherence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he sources that jurisdictions adopt as authoritatively binding are the defining features of any legal 

system.   
学习目标： 
1. 了解世界上几大法系及其特征。 
2. 掌握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以及我国法系之异同。 
3. 了解普通法系、大陆法系之起源。 
作业： 
1. 通过网络进一步熟悉了解世界上的几大法系。 
2. 学习《法律英语教程》（齐筠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相关章节。 
3. 预习讲义中第一部分第一单元和第二单元的内容。 

知识单元 2：英国法律制度的一般概述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 英国法的起源。 
2. 英国法的特征。 
3. 英国法的分类。 
Pre-reading check 
1. Before you read the text look at the statements below then read the text to decide whether they 

are true (T) or false (F). Do thi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remembering that at this stage it is not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every word. 

a. The law in Scotland is the same as the law in England. 
b. English law has evolved gradually. 
c. Most of English law has been codified. 
d. The common law was developed by the judges. 
e. The judiciary is not independent of the government. 
f. The court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is the sam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g. All the courts in the system are of equal authority. 
h. English judges collect evidence in the cases before them.  
The United Kingdom does not have a single legal system. The law in Scotland was influenced by 

Roman law and is different from the law of England, Wales and Northern Ireland.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is centralised through a court structure which is common to the whole 

country. It is hierarchical, with the higher courts and judges having more authority than the lower ones. 
Som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law are: 

English law is based on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By this we mean a system of ‘judge made’ law 
which has continuously developed over the years through the decisions of judges in the cases brought 
before them. These judicial precedents ar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law in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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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law system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civil law systems of We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In 
these countries the law has been codified or systematically collected to form a consistent body of legal 
rules. 

English judges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developing case law and stating the meaning of Acts of 
Parliament. 

The judges are independent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appearing before them. This allows 
them to make impartial decisions. 

Court procedure is accusatorial. This means that judges do not investigate the cases before them but 
reach a decision based only on the evidence presented to them by the parties to the dispute. This is called 
adversarial system of justice. It can be compared to the inquisitorial procedure of some other European 
systems where it is the function of the judges to investigate the case and to collect evidence. 

A simpl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riminal law and the civil law is that the latter regulat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ividuals or bodies and the former regulates the leg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tate and individual people and bodies. 

The first practical difference is seen in the parties to the legal action. A civil case will involve two (or 
more) individual people or bodies whilst the parties to a criminal case will be the state and an individual 
person or body. 

A further difference between civil and criminal law is the way that cases are cited. 
It is helpful to know certain rules for the naming of cases. Trials on indictment are in the name of the 

Queen (as representing the State); thus a criminal case is generally called Reg. v. whomever it is — Reg. 
being short for Regina (pronounced “Regyna”), and v. being short for versus. When there is a king on the 
throne, Rex is used instead of Reg. Rex and Regina both conveniently abbreviate to R., which saves 
having to remember which is which. Thus Rex. v. Sikes or Reg. v. Sikes may both be written R. v. Sikes. 
Some textbooks on criminal law even print simply Sikes. This last is a convenient usage for the student of 
criminal law. 

Rules of procedure or “adjective” law, as it is sometimes called, are the rules which determine the 
course of an action; they govern such matters as how the case is to be presented, in what court it shall lie, 
or when it is to be tried. Procedural rules are, in other words, the rules which govern the machinery as 
opposed to the subject-matter of litigation. It is a striking fact, much remarked upon by historians, that in 
the earlier stages of legal development these rules assume paramount importance: form is better 
understood than substance, and in early law formal requirements, rather than abstract principles, usually 
determined legal rights. Becaus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 law has been continuous this early 
dominance of procedure has had a lasting influence upon many of the doctrines of the modern substantive 
law. Generally speaking, however, procedure, though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actitioner, is today 
treated as the servant and not the master of substance, and the rules of procedure are now more flexible 
than once they were. They derive from various sources. Most proceedings in the Supreme Court (that is, 
most of the more important civil proceedings) are now governed by a code of rules known as the Rules of 
the Supreme Court. 

学习目标： 
1．了解英国法律的特点。 
2．掌握法律的分类以及相关表述。 
作业： 
1. 完成讲义中第一部分第一和二单元中设计的练习。 
2. 预习讲义中第一部分第三单元的内容。 
3. 查阅相关资料熟悉英国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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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3：英国宪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英国宪法的特征。 
2. 英国宪法的来源。 
3. 英国宪法的基本内容。 
Because the rules of a constitution are laws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y 

are often embodied in a single written document. Thus, for example,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 reduced to writing in 1787 and the document which comprises it (as subsequently amended) lays 
down the fundamental law of America toady. Further the U.S. Constitution, like many other written 
constitutions, cannot be altered easily; a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can only be carried if a very substantial 
majority, both in Congress and in the individual States, approve it. 

Britain’s constitution is just as important to British people as the U.S. Constitution is to the 
Americans. Nevertheless, it is not ‘written’; that is to say, it has never been wholly reduced to writing. 
Further, since Parliament is ‘sovereign’ it can, without any special procedure, and by simple Act, alter any 
law at any time, however fundamental it may seem to be. Although, therefore, our courts have always 
been astute to safeguard the rights of the subject and although certain legal remedies, such as habeas 
corpus, are designed to protect him, yet, under our constitution, there are … no guaranteed rights similar 
to the fundamental liberties safeguarded by the U.S. Constitution. 

The sources of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can be found in European Community law (since 1972) and, 
most important,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These are informal or ‘moral’ rules — a code of practice for 
government which has evolved over the years. They are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own (or monarch) and the executive, and the executive and the legislature. 

The doctrine of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gover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gislature and the 
judiciary. It was described by A.V. Dicey as follows: 

By the legislative supremacy of Parliament is meant that there are no legal limitations upon the 
legislative competence of Parliament. Parliament here does not refer to the two Houses of Parliament 
individually, for neither House has authority to legislate on its own, but to the constitutional phenomenon 
known as the Queen in Parliament: namely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by which a Bill approved by Lords and 
Commons may receive the royal assent and thus become an Act of Parliament. Thus defined, Parliament, 
said Dicey, has “under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the right to make or unmake any law whatever; and 
further that no person or body is recognised by the law of England as having a right to override or set 
aside the legislation of Parliament. 

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a precise separa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is impracticable. 
Montesquieu’s theory should be seen as prescriptive rather than descriptive, its essence being that no one 
person or body should have full control of all thre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In particular, the courts 
should be independent of the executive and legislature so that the judges can ensure that these bodies do 
not exercise their powers arbitrarily.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clearly that the courts have no power to review the merits of executive 
action; that is they are not concerned with the question: ‘Is this action right or wrong?’ The question they 
can ask is: ‘Is this action lawful or unlawful?’ At first the distinction may be difficult to recognise. Let us 
look at the principle of the rule of law: 

The rule of law means something more than ru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he most terrifying 
dictatorship can rule in accordance with law by enacting laws to give effect to its policies, however 
inhuman these may be. The rule of law in the sense it is used here really involves certain presup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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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law itself.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se presuppositions is open to argument but most would agree 
that the rule of law requires that all power and authority in the state be derived from law, and the notion of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学习目标： 
    1．了解英国宪法的来源及其特征。 
    2．掌握议会至上原则以及相关宪法性原则。 
    作业： 
    1. 完成讲义中第一部分第三单元的练习。 
 2. 通过网络查阅英国宪法的相关资料，进一步拓展相关知识。 
    3. 预习讲义中第一部分第四单元。 
知识单元 4：英国法的渊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案例法。 
2. 制定法。 
3. 法律解释原则。 
When we talk about the common law, one of the meanings is the law which is based on judicial 

decisions, otherwise known as case law. When we use the word ‘case’ in this context we mean the legal 
action or dispute which had been brought to the courts for resolution. The judges’ decision is the law — 
hence ‘case law’. However, judges are not free to reach any decision they wish to; they are bound to 
follow certain rules and these rules form the system of judicial precedent. 

In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some courts have more authority than others. Judges in the lower courts 
are bound to follow the decisions of judges in the higher courts. The following text provides an outline of 
the hierarchy of the courts and the ways in which judges are bound by the decisions of other judg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atio decidendi and obiter dictum: 
The decision of judgment of a judge may fall into two parts: the ratio decidendi and obiter dictum. 

When a judge delivers judgment in a case he outlines the facts which he finds have been proved on the 
evidence. Then he applies the law to those facts and arrives at a decision, for which he gives the reason 
(ratio decidendi). More precisely, the ratio decidendi of a case is the principle of law on which the 
decision is based. The judge may go on to speculate about what his decision would or might have been if 
the facts of the case had been different. This is an obiter dictum (‘something said by the way’)… 

The binding part (if any) of a judicial decision is the ratio decidendi. An obiter dictum is not binding 
in later cases because it was not strictly relevant to the matter in issue in the original case. However, an 
obiter dictum may be of persuasive (as opposed to binding) authority in later cases. The ratio is not the 
decision itself. Only the litigating parties are bound by the actual decision in a case whereas the ratio of a 
case states the law for all persons and may be binding in later cases… 

Statute law is the law enacted by Parliament. In the previous unit, we know that the judiciary has no 
authority to question the validity of an Act of Parliament. Nevertheless judges do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relation to legislation: Parliament passes the laws, and the courts apply them to individual cases. But 
before the law can be applied the judges must decide on its meaning. This process is called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An individual piece of legislation is known as a Bill during its legislative process and called an Act 
comes into force on the day it receives the Royal Assent. 

学习目标： 
1. 了解案例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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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遵循先例的原则。 
3. 了解判例中法律原则及法官附带意见的区别。 
4. 了解常见的法律解释原则。 
作业： 
1. 完成讲义中第一部分第四单元的练习。 
2. 预习讲义第一部分第五单元。 
3.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进一步熟悉普通法系中的判例法。 

知识单元 5：英国的法院体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英格兰及威尔士的法院体系。 
2. 英国法院体系的特点。 
3. 英国民事法院、刑事法院分类。 
The court in which a case is first heard is called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In almost all cases it is 

possible to appeal to a higher court for reconsideration of the decision of the original court. These courts 
are called appellate courts. 

There are, within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a large number of courts of varying degrees of standing 
and jurisdiction. There are various ways of classifying courts…thus it is possible to classify courts 
according to their functions. The obvious classification in this respect would be into courts of civil and 
courts of criminal jurisdiction. This classification is not, however, a valid one since, although certain 
courts do exercise a purely civil or criminal jurisdiction, most English courts hear both civil and criminal 
cases. Thus the House of Lords, Court of Appeal, High Court, Crown Court and magistrates’ courts 
exercise jurisdiction in both civil and criminal matters. A second classification would be into courts of 
original and courts of appellate jurisdiction. Nor is this division of general application. Although certain 
courts, such as the Court of Appeal and the House of Lords, exercise a purely appellate jurisdiction, while 
other courts, such as magistrates’ courts, have no appellate jurisdiction, many courts, notably the High 
Court and the Crown Court, exercise both original and appellate jurisdiction.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the European Court) is, of course, sui generis 
since, although not an English court, it exercises jurisdiction within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and the 
position of this Court within the system must be considered. 

Civil cases at first instance are heard in the County Courts (for minor claims) or the High Court, 
which is divided into three divisions: Queen’s Bench, Family and Chancery. Cases may be appealed to the 
Court of Appeal (Civil Division). Cases may be appealed from the County Court to the High Court.  

The House of Lords is the supreme court of appeal. Its judicial functions are quite separate from its 
legislative work, and cases are heard by up to 13 senior judges known as the Lords of Appeal in Ordinary, 
or Law Lords. It shares its function as the supreme appellate court with. The judicial work of the House of 
Lords is described on its web pages. The HMCS web pages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other courts. 
However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Act 2005 provid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upreme Court to 
replace the judicial function of the House of Lords with an independent appointments system, thereby 
making a constitutional separation between the legislature and the judiciary. 

A further appellate court, sometimes omitted in a description of the system, is the 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 which hears cases from the British overseas territories and dependencies as well as 
some specialised domestic appeals.  It also hears cases concerning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powers and 
functions of the devolved legislatures. The ‘devolution’ function will be transferred to the new Supreme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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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to the courts there are specialised Tribunals, which hear appeals on decisions made by 
various public bodie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areas such as employment, immigration, social 
security, tax and land. The Court Service also contains information on these. 

Her Majesty’s Court Service (HMCS) is an agency of the DCA responsible for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rt system, and was established in 2005 under the Courts Act 2003, bringing together the separate 
agencies previously responsible for court administration. 

Criminal cases are heard at first instance in the Magistrates’ Courts, with more serious ones being 
hears in the Crown Court.  Appeals are heard in the Court of Appeal Criminal Division.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Act 2005 provid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upreme Court to replace 
the House of Lords as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学习目标： 
1. 了解英国法院体系的结构。 
2. 掌握英国法院体系的特征。 
3. 掌握刑事法院刑事犯罪的分类。 
作业： 
1. 完成讲义第一部分第五单元的练习。 
2. 了解英国其他法院体系。 
3. 预习讲义第一部分第六单元。 

知识单元 6：英国的司法体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英格兰等级制的司法体系。 
2. 各级各类司法官员。 
3. 陪审团制度。 
There are some features of the court system which are naturally reflected in the nature of the English 

judiciary. First, it is hierarchical with judges in the higher courts having more authority than those in the 
lower courts. Secondly, most judges will hear both civil and criminal cases. Judges in the House of Lords 
and the Court of Appeal hear only appeal cases, whilst judges in the High Court and Crown Court have 
first instance and appellate jurisdiction.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e British system in comparison with many Continental systems is that it 
does not have a judicial career structure. Judges are chosen from lawyers who have gained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as legal practitioners before being appointed to the judiciary. In Continental systems law 
graduates can choose to be a judge at the outset of their careers and they gain their experience of the 
inquisitorial system as practising judges, something 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inappropriate to the 
common law adversarial system. 

Most of the work of the judges is judicial in the sense that they have to adjudicate upon disputes. To 
do this they are required, dispassionately, to find the facts upon the evidence presented to the court, to 
apply the law to the facts as found and then to give the “right decision”. Appellate courts have repeatedly 
pointed out that the judicial function in the conduct of litigation goes no further than that. Thus, in relation 
to finding the facts, the court must act on the evidence before it; it has no duty to seek out some 
‘independent truth’ as LORD WILBERFORCE called it in the following interesting passage from his 
speech in a case concerning discovery of documents: 

‘In a contest purely between one litigant and another, such as the present, the task of the court is to 
do, and be seen to be doing, justice between the parties, a duty reflected by the word “fairly” in the rule. 
There is no higher or additional duty to ascertain some independent truth. It often happens,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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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erfection of evidence, or the withholding of it, sometimes by the party in whose favour it would tell if 
presented, that an adjudication has to be made which is not, and is known not to be, the whole truth of the 
matter; yet, if the decision has be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vailable evidence and with the law, justice 
will have been fairly done.’ 

The discussion on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can only be fully understood within its proper context —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Much importance is placed on maintaining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but, we must ask, independent of what? First, judges must be independent of the parties to a dispute. This 
ensures a fair and just trial. Secondly, they must be independent of the executive; this enables the judges 
to exercise control over government action. 

The jury has a long history within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although its role has changed 
significantly during that time. Originally, members of the jury were witnesses, summoned for their local 
knowledge. Today, they are a group of twelve ordinary people with no special knowledge, chosen at 
random to act as impartial judges of the facts of a case. In a jury trial, the jury is advised by the trial judge 
on the relevant law; its function is then to apply the law to the facts and then decide, in criminal cases, 
whether the defendant is guilty or not and, in civil cases, whether the defendant is liable to the plaintiff. 
The decision of a jury is called a verdict. In civil cases the jury will also decide on the amount of damages 
to be awarded to the plaintiff. 

学习目标： 
1. 了解各级法官的职责。 
2. 掌握各级法官名称的表达。 
3. 了解陪审团员的选任制度。 
作业： 
1. 完成讲义第一部分第六单元的练习。 
2. 预习讲义第一部分第七单元。 
3. 通过网络了解相关信息。 

知识单元 7：英国的法律职业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英国的法律职业分类。 
2. 律师制度的改革。 
3. 法律服务中的资助制度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England and Wales is that it is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arristers and solicitors. This division has frequently been the focus of debate and criticism and there have 
been calls for the fusion of the two branches of the profession.  

In the popular mi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barristers and solicitors is that the former are concerned 
with advocacy in court while the latter are concerned with legal work out of court. This is not quite the 
case. Barristers are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advocacy and they have an exclusive right of audience in the 
High Court, the Court of Appeal and the House of Lords; but they are not confined to advocacy and may 
devote a deal of their time to giving expert opinions on legal matters. Nor are solicitors exclusively 
concerned with out-of-court work for they have a right of audience in magistrates’ courts, county courts 
and, in some instances, in the Crown Court. 

This division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is a curious one and is unknown even in many Commonwealth 
countries which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to adopt the English professional model along with their 
adoption of the common law. The education of both barristers and solicitors has common features. Both 
will normally complete the academic stage of their legal education by obtaining a law degree, thoug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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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degree is not the only way to complete the academic stage. Both undergo a vocational stage though 
here the differences are more marked. The barrister takes the Bar Examination under the aegis of the Inns 
of Court School of Law while the solicitor takes the Final Examination under the aegis of the Law Society 
and in these examinations the emphasis differs to take account of their different roles. Both must complete 
a period of apprenticeship; pupillage in the case of barristers served under a pupil master (an experienced 
barrister), and articles in the case of solicitors served under an experienced solicitor. Here, at this 
“practical” stage, the difference is perhaps most marked since the day-to-day work of the barrister is quite 
different to the office routine of the solicitor.  

The difference, however, is one of function rather than purpose. It is the purpose of both to ensure 
that the citizen has available sou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advice to enable him to order his business 
and social life. When a citizen consults a lawyer it is more likely to prevent matters going wrong (e.g. he 
wishes to form a company, or to organise his business affairs to attract the minimum of tax, or to make a 
will) than because matters have gone wrong (e.g. he is threatened with civil or criminal proceedings). 
Only exceptionally will the citizen require the specialist services of the barrister hence practising 
barristers number some 5,000 as against some 42,000 solicitors. But even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pecialist” barrister and the “generalist” solicitor can be misleading; many barristers, particularly in their 
early years at the Bar, may take whatever cases come their way, and many solicitors, especially those in 
large firms, may specialise in a particular area of law.  

That the fusion of the two professions is possible is demonstrated by experience in similar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elsewhere. Whether it is desirable is another matter. The acid tests must be whether 
fusion would secure for the citizen an improved standard of legal services or whether it w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ir cost. 

学习目标： 
1. 了解律师职业的分类。 
2. 掌握不同律师的选拔制度。 
作业： 
1. 完成讲义第一部分第七单元的练习。 
2. 通过网络查询相关信息。 
3. 预习美国法律部分。 

知识单元 8：美国法律制度概况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美国法律制度的特征。 
2.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比较。 
3. 英国法律制度与美国法律制度的比较。 
Origins of the two legal traditions and their diffusion around the world 
a) the common law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originated in England. 
The common law has its source in previous court decisions. 
The British Empire brought the common law to all continents 
b) the civil law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law go further back. They can be traced to the Twelve Tables of the Republic 

of Rome (probably in the fifth century B. C.). 
Legal methods—a comparison 
It is important to realize that law can take different forms and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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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ies and cultures. 
学习目标： 
1．了解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异同。 
2．了解英国法律与美国法律的异同。 
作业： 
1. 完成讲义第二部分第一单元的练习。 
2. 查阅相关信息。 

知识单元 9：美国法律的渊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美国法律的主要来源。 
2. 美国的案例制度。 
American Law comes from two primary sources, legislative law and judge made law.  Legislative 

law is the collection of rules written explicitly to govern behavior within the society. These rules apply to 
society as a whole. The early colonial legislatures created the first American legislative law. Legislative 
law includes constitutions, statute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These are arranged in a hierarchy of 
importance, specificity, and life span. All three categories of legislative law exist both at the federal and 
state levels. 

How Cases Make Law  
The decisions of judges, or of other officials empowered by the constitution or laws of a political 

entity to hear and decide controversies, create case law. As the name “case law” suggests, a particular 
decision, or a collection of particular decisions, generate law—that is, rules of general application. 

The Common Law Doctrine of Precedent 
The Anglo-American legal system, unlike the “civil law” system which prevails with variations in 

most of the other non-Commonwealth countries of the world, explicitly recognizes the doctrine of 
precedent, known also as the principle of stare decisis. 

“Res Judicata" and “Stare Decisis”; “Reversal” and “Overruling” 
Every final decision of an appellate court has a dual impact or effect: (1) as an authoritative 

settlement of a particular controversy then before the court; and (2) as a precedent, or potential precedent, 
for future cases. A lawyer’s Latin expression denominates each of these effects: stare decisis, as we have 
seen, for the impact of the decision as precedent; res judicata for its effect as a resolution of the immediate 
controversy. Do not confuse these Latin terms and the concepts they symbolize. The latter addresses a 
decision’s impact in the individual case; the former, its impact on the legal norm of conduct. 

学习目标： 
1. 了解美国法律的主要渊源：宪法、制定法、案例法。 
2. 掌握美国案例法的运行机制——遵循先例的原则。 
3. 掌握两对法律术语及其区别。  
作业： 
1. 完成讲义第二部分第二单元的练习。 
2. 学会用判决先例分析实际案例。 
3. 预习讲义第二部分第三单元。 

知识单元 10：美国宪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美国宪法的内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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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宪法制度中的司法审查权。 
People who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civil procedure or property law can still recall the basic 

elements of constitutional law: separation of powers; checks and balances; judicial review; due process 
and equal protection of law; freedom of speech, religion, and press. 

Everything the government does is bounded by the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al law defin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Congress and betwee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s, and it 
regulates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control abortion, to assess taxes, to build highways, to designate 
drug-free school zones, and to print stamps. Moreover every hot issue seems to become a constitutional 
question. Once it was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slavery or of laws establishing maximum hours and 
minimum wages for workers; now it is abortion, capital punishment, the right to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 and pornography on the Internet. 

Constitutional law involve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Drafted in 1787, the Constitution contains fewer than 4,400 words, divided into seven short parts, called 
articles. The Bill of Rights was added in 1791 and only seventeen more amendments have been added in 
the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since. 

Where Does the Supreme Court Get the Authority to Interpret the Constitution? 
The issue of how the Supreme Court interprets the Constitution is vitally important because of the 

Court’s power of judicial review. The Court has the final say on what the Constitution means and how it 
applies in a particular case. (Every court, federal and state, has th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uthority to 
render decisions on constitutional issues, but all of those other decisions can ultimately be reviewed by the 
US Supreme Court.) 

Remarkably, the power of judicial review is not given to the Supreme Court in the Constitution itself. 
Article III states that "The judicial P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be vested in one supreme Court, and 
in such inferior Courts as the Congress may from time to time ordain and establish, " and it extends that 
power to "all Cases, in Law and Equity, arising under this Constitution" and to other categories. These 
provisions are organizational and jurisdictional. 

Marbury sued for his commission, bringing what was known as a writ of mandamus in the Supreme 
Court.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宪法内容及宪法机制。 
2．掌握司法审查制度的起源及运行机制。 
作业： 
1. 完成讲义第二部分第三单元的练习。 
2. 阅读案例Marbury v. Madison。 
3. 预习讲义第二部分第四单元。 

知识单元 11：美国的法院体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美国联邦法院体系。 
2. 美国州法院体系。 
3. 法官的选拔简介。 
1. The State Court Systems  
Each of the fifty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its own system of courts. Court structures and court 

nomenclature differ greatly from state to state, but all the state court systems exhibit what may be called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that is, a pattern of organization in which the decisions of “lower” courts may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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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n for review to a higher ranking tribunal. Ninety percent or more of the state “cases” a student reads in 
casebooks are appellate decisions, but all these appellate cases will have passed through a “trial” stage and 
perhaps an intermediate appellate stage before reaching the state’s “court of last resort.” 

2. The Federal Courts  
The Supreme Court is the only federal court directly created by the Constitution itself. The other 

courts in the federal judicial system are created by Acts of Congress enacted pursuant to Article Ⅲ of the 
Constitution. The landmark statut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federal judicial system was passed by the first 
Congress as one of its early orders of business and became law on September 24, 1789. This statute, 
entitled “An Act to establish the Judicial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embodied the first Congress’s 
decision on the issue that the Constitution itself had not resolved: whether there should be federal trial 
courts as well as a Supreme Court or wheth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ederal law should be 
left entirely to the existing state trial and appellate courts, subject to review by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federal judiciary has greatly changed over the years since 1789, but 
the decision of the first Congress to establish a federal judicial system, of trial as well as appellate courts, 
set the course for the national judicial future.  

The basic federal court system as it now exists is a three-tier hierarchy: (1) trial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known as the District Courts; (2)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s, called the Courts of Appeals; 
and (3) the Supreme Court, specifically provided for by Article Ⅲ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operating as the 
court of last resort for the federal judicial system and, in matters of federal law, for the state judicial 
systems as well. There are a few specialized federal courts (e.g., the Claims Court or the Tax Court), 
which operate more or less like District Courts in their specialized jurisdiction, but there is no federal trial 
court of inferior jurisdiction. 

学习目标： 
1. 了解美国法院体系的运行机制。 
2. 掌握美国法院的结构体系。 
3. 掌握美国各法院称谓。 
作业： 
1. 完成讲义第二部分第四单元的练习。 
2. 预习讲义第二部分第五单元。 
3. 通过网络查阅相关资料。 

知识单元 12：法官审理案件的机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美国法官审理案件的运行机制。 
2. 案例制度在美国的运行机制。 
3. 学习案例分析的制度。 
Lower courts take evidence, and hear arguments. Then the jury, if there is one, retires, talks things 

over, votes, and brings in a verdict. The jury deliberates in secret and never gives out reasons for what it 
does. (Individual members sometimes talk to reporters after the verdict is in, when the case is 
newsworthy.) Generally speaking, the mind of the jury is a closed book. Research has lifted the curtain a 
little bit. We know, for example, that the thought processes of juries are not terrib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judges (there is about 8 percent overlap); that juries do pay attention to what the judge tells them; that they 
generally try to live up to their expected role. Historically, there have been many examples of jury 
“lawlessness”: refusals to convict bootleggers or drunken drivers or poachers or even rapists, and even 
when the defendants were clearly guilty. This happened because the jury reflected norms outsid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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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 norms of the law. This sort of jury lawlessness still exists; but on a very modest scale.  
What about the higher courts? Appeals courts do not run trials; but they hear oral arguments, receive 

“briefs,” confer, decide, and write opinions. (A brief is a lawyer’s formal argument, putting before the 
judge one side’s version of the law and facts. Many of them are anything but brief.) The opinions pour out 
of the presses every year, volume after volume. Inside these volumes are millions of words—all, in a way, 
telling the world how the court decided its cases.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法官如何审理案件。 
2．了解美国案例审判制度。 
作业： 
1. 阅读案例 Palsgraf v. Long Island Railroad Company。 
2. 完成讲义第二部分第五单元的练习。 
3. 预习讲义第二部分第六单元。 

知识单元 13：美国的陪审团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美国陪审团制度的演变。 
2. 美国陪审制度的运行。 
1. Some History and Comparative Comment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jury are obscure and, in any event, a complete history is not needed to 

understand the modern institution. The jury’s origins are considered by many to have been in France, 
where some form of jury trial was in evidence during the reign of Louis the Pious, circa 829 A.D. 

2. The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Judges and Jury 
Despite their considerable independence, the common law jury does not have the right to decide all 

the issues in a case. In general, the judge decides issues of law and the jury decides issues of fact. Even on 
issues of fact, a jury is not free to come to any conclusion it wants. 

3.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 Jury 
The traditional source for jury pools or the “jury venire” — the group of prospective jurors from 

which jurors are selected — has been voter registration lists. However, usually fewer than 50%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votes in elections, so most jurisdictions use a combination of voter lists 
and driver’s license lists. Whatever list is used for the pool, jurors are selected at random for service. 

学习目标： 
1. 了解美国陪审团制度的机制。 
2. 了解美国陪审团员的选任机制。 
3. 掌握陪审团制度中相关的词语表达。 
作业： 
1. 查找相关陪审团制度的资料。 
2. 看有关陪审团挑选机制的影视如《失控陪审团》。 
3. 预习第二部分第七单元。 

知识单元 14：美国的法学教育及取得律师资格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美国法学教育的概况。 
2．获得美国律师资格的条件。 
1. Admission to Law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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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requirement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in law school admission: the applicant’s undergraduate 
grade-point average (GPA) and scores on the Law School Aptitude Test (LSAT). These two numbers in 
general determine both whether the applicant gets into any law school and how prestigious a law school 
the applicant will be able to enroll in. 

2. The Basic J.D. Curriculum and Degree 
There is no “official” curriculum mandat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the 3 years of study leading to a 

J.D. degree, but the content in the first year of law school tends to be dictated by tradition and is 
surprisingly uniform from school to school. In the first year, all the subjects are usually mandatory. 

3. Advanced Degrees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lawy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legal education ends with the J.D. degree. This 

is even true of teachers of law, who need not receive any degree beyond the J.D. degree in order to teach 
or to receive tenure at their university. There are higher degrees in law, the Master’s Degree in Law 
(LL.M.) and the Doctor of Science in Law (S.J.D.), and the majority of those who receive these degrees 
are teachers. 

Admission to the Bar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dmission to the bar is permission granted by a particular court system to a 

lawyer to practice law in that system. Each U.S. state and similar jurisdiction (e.g. territories under federal 
control) sets its own rules for bar admission, as a result of the separate sovereignty of the states and their 
respective court systems as guaranteed by the Ten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In 
practice, this leads to different standards among states as to how bar admission works. 

In general, a prospective lawyer will need to pass a state-administered bar exam after earning a Juris 
Doctor degree from a law school approved by the state in which he/she wants to practice. Typically, there 
is also a character and fitness evaluation, along with a background check. 

Because each state has its own bar, a lawyer who is admitted to practice in one state is not 
automatically allowed to practice in another. Some states have reciprocal agreements that allow attorneys 
from other states to practice without sitting for another full bar exam. These agreements differ 
significantly among the states. 

学习目标： 
1. 了解美国法学院招生、课程设置等内容。 
2. 了解美国律师资格获得的资格和条件。 
作业： 
1. 完成讲义第二部分第七单元的练习。 
2. 预习讲义第二部分第八单元。 

知识单元 15：美国的法律职业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美国律师执业概况。 
2. 美国律师的分类。 
3. 美国律师事务所。 
1. Private Practice 
Lawyers in private practice are the most numerous category of lawyers, comprising approximately 

72% of all lawyers in the country. It has been traditional to organize discussions of private practice by size 
of law firm and to categorize firms into three basic sizes: (from1 to 10 lawyers), medium (from 11 to 50 
lawyers) and large (more than 50 lawyers). 

2. In-House Couns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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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ouse counsels are lawyers who constitute a legal department within the corporation and represent 
that corporation. They must be admitted to the bar of the state in which they are working. The in-house 
counsel in charge of the legal department of a corporation usually is called the “general counsel” and is 
often also a vice president of the corporation. 

3. Government Service 
The legal department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one of the component parts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and is calle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s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Attorney General is a member of the President’s cabinet and is 
nominated by the President with the advice and consent of Senate, as required by the Constitution. 

In state government, just as in the federal, a lawyer called the Attorney General is the head of the 
legal department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and represents the state both in and out of court. But most 
attorneys general of states enjoy a greater degree of independence from their governors than their federal 
colleague enjoys from the President.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律师的分类。 
2．掌握律师表达的各种表述。 
作业： 
1. 完成讲义第二部分第八单元的练习。 
2. 查阅相关资料了解美国法律职业的状况。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无单独设立实验课，但是设计有实践教学环节，穿插在理论教学课时当中，要求学生

进行课下资料检索然后在课堂上做汇报。 
实践内容：课堂口头报告 
实践要求：熟悉相关英美法律制度；掌握相关法律表达；练习用英语表达相关知识的能力。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西方法律制度概述+英国法律制度简介 3  
2 英国宪法 3  
3 英国宪法+英国法的渊源 3  
4 英国法院体系+英国司法体系+法律职业制度 3  
5 英国法律职业制度+美国法律制度概况 3  
6 美国法律渊源+美国宪法 3  
7 美国宪法+美国的法院体系+法官审理案件机制 3  
8 美国法官审理案件机制+美国的陪审团制度 3  
9 美国法学教育 3  

10 美国法律职业制度 3  
11 课堂口头报告展示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律英语 
后续课程：英美部门法，如合同法、侵权法、财产法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英美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及特点。 
难点：由于我国属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有较大的差别，特别是对应这些差异的一些英语表

述是学生学习中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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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英语讲授。 
2.兼顾中文讲解。 
教学手段： 
1.多媒体课件播放。 
2.相关视频展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学生需要自己制作 PPT。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随课堂要求。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本课程最终成绩由两部分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 30%，包括出勤、课堂表现、课后

作业完成情况以及课堂口头报告的表现等；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节课后布置完成讲义中的作业，详见前面的单元知识部分。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因为所讲内容散布在不同的教材中，而且选用的教材国内很难买到，课时所限，讲授教材全部内

容不现实，故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了课堂讲义作为课堂教学教材。讲义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英国法律制度，另一部分是美国法律制度。同时给学生推荐一些参考资料供学生学习。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自编讲义 
（二）推荐参考书 

    1. Penny Darbyshire, English Legal System in a Nutshell, Sixth Edi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04. 
    2. Martin Hunt, A Level Law, Second Edi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04. 
    3. Jacqueline Martin,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Hodder Arnold, 2006. 
    4. Frances Russell and Christine Locke, English Law and Language,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UK) 
Ltd., 1993. 
    5. S.H. Bailey and M.J. Gunn, The Modern English Legal System, Third Edition, Sweet & Maxwell, 1996. 
    6. Dennis Campbell and Winifred Hepperle (edited), The U.S. Legal System, a Practice Handbook,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The Hague, 1983. 
    7. William Burnham,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and Leg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rd Edition, 
West Group, 2002. 
    8. James V. Calvi & Susan Coleman, American Law and Legal Systems,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9. 阿瑟·库恩著，陈朝壁译，《英美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2年。 
    10. 钱弘道，《英美法讲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11. William Burnham著，林利芝译，《英美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执笔：张清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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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知识产权法》（双语）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课程号：4080000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美国知识产权法为外国语学院学生的专业选修课。共 2 学分，32 学时。重点介绍美国商业秘

密、专利及商标的相关基本法律制度，并简要介绍美国法律制度及司法制度、研究方法及案例阅读

技巧。美国知识产权法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美国商业秘密、专利及商标等法律制度的主要架构、主

要理论、基本概念、基本法律原则和经典案例，掌握相关英语词汇及语言特点，培养法律英语思维

及辩护能力。该课程还帮助学生了解美国基本法律制度，包含司法制度、法律文化和法律研究方法，

为今后从事涉外法律工作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共 32学时) 

知识单元 1：The U. S. Legal System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１. Common Law. 
Common law (also known as case law or precedent) is law developed by judges, courts, and similar 

tribunals, stated in decisions that nominally decide individual cases but that in addition have precedential 
effect on future cases. Common law is a third branch of law, in contrast to and on equal footing with 
statutes which are adopted through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and regulations which are promulgated by the 
executive branch. 

２. Civil Law. 
Civil law, civilian law or Roman law is a legal system originating in Europe, intellectualiz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late Roman law, and whose most prevalent feature is that its core principles are codified 
into a referable system which serves as the primary source of law. This can be contrasted with common 
law systems whose intellectual framework comes from judge-made decisional law which gives 
precedential authority to prior court decisions on the principle that it is unfair to treat similar facts 
differently on different occasions (doctrine of judicial precedent, or stare decisis). 

３. American legal system 
The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prises many levels of codified and uncodified forms of law, of 

which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stitution sets out the boundaries of federal law, which consists of acts of 
Congress, treaties ratified by the Senate, regulations promulgated by the executive branch, and case law 
originating from the federal judiciary. The United States Code is the official compilation and codification 
of general and permanent federal statutory law. 

４. American court system  
Unlike mo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ctually, there are fifty-two court systems in America—one for 

each of the fifty states, one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plus a federal system—similarities abound. The 
state court systems are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of each state. The federal courts are not 
superior to the state courts; they are simply independent systems of courts, which derives its authority 
from Article 3, Section2, of the U.S. Constitution.  

５. legal research and citation. 
Legal research is "the process of identifying and retrieving 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support legal 

decision-making. In its broadest sense, legal research includes each step of a course of action that be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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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n analysis of the facts of a problem and concludes with the appl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results of the investigation."  

学习目标： 
1．了解普通法、大陆法系及美国法律制度的特点。 
2．掌握法律研究的方法 
作业： 
1. 拓展阅读相关文献，比较普通法与大陆法的特点。 
2. 练习查找相关文献。 

知识单元 2：The law of trade secret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Trade secrets law is concerned with the protection of technological and commercial information not 

generally known in the trade against unauthorized commercial use by others. The policy basis for trade 
secret protection is the desire to encourag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y providing protection to the 
originator of business information, and also to maintain proper standards of business ethics. The trade 
secret owner is not granted to the information, but rather is only protected against improper acquisition 
and/or use of the information. As a result, others are free to discover a trade secret by any fair means. 

1． Definition 
2．Elements of a Trade Secret 
3．Trade Secret Misappropriation 
Cases:  
DuPont v. Rolfe, 1970  431 F.2d 1012 
Chicago Lock Co. v. Fanberg (1982)   676 F.2d 400 
Wexler v. Greenberg ( 1960)  160 A.2d 430 
学习目标： 
1．掌握商业秘密法专业术语及其他法律用语，熟悉此类案例的文本特点。 
2. 了解商业秘密法基本内容。 
3. 学习掌握法庭意见书的基本结构。 
作业： 
1. 试分析商业秘密保护的优势。 
2. 熟记商业秘密法专业术语。 
3. 撰写案情摘要。 

知识单元 3：Patent law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Introduction 
Under United States law, a patent is a right granted to the inventor of a (1) process, machine, article 

of manufacture, or composition of matter, (2) that is new, useful, and non-obvious. A patent is the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from using a new technology. Specifically, it is the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from making, 
using, selling, offering for sale, importing, inducing others to infringe, and/or offering a product specially 
adapted for practice of the patent.  

1. 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 (§101)  
2. Novelty (§102) 
3. Obviousness (§103)  
4. Infring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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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Diamond v Chakrabarty – 1980   447 U.S. 303 
Brenner vs. Mason (Supreme Court 1966)  383 U.S. 519 (1966) 
In Re Hall – 1986    781 F.2d 897 (Fed. Cir. 1986) 
Egbert v Hoppman   1884 
City of Elisabeth vs. Pavement Co. 97 U.S. 126 (1877) 
Graham v. John Deere  1966. 383 U.S. 519 (1966) 
学习目标： 
1．掌握专利法专业术语及其他法律用语，熟悉此类案例的语言和文本特点。 
2.   了解商业秘密法基本内容。 
3.   学习分析和论证方法。 
4.   懂得欣赏精彩的辩论语言。 
作业： 
1. 试分析专利保护与商业秘密保护的区别。 
2. 熟记专利法专业术语和语句。 
3. 分析法律文本的篇章结构和句法特点，撰写案情摘要。 
4. 翻译文中指定的部分 
5. 试从法律的角度，比较 non-obviousness 与 novelty。 

知识单元 4：Trademark Law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Introduction 
A trademark is a word, symbol, or phrase, used to identify a particular manufacturer or seller's 

products and distinguish them from the products of another. For example, the trademark "Nike," along 
with the Nike "swoosh," identify the shoes made by Nike and distinguish them from shoes made by other 
companies (e.g. Reebok or Adidas). Similarly, the trademark "Coca-Cola" distinguishes the 
brown-colored soda water of one particular manufacturer from the brown-colored soda of another (e.g. 
Pepsi). When such marks are used to identify services (e.g. "Jiffy Lube") rather than products, they are 
called service marks, although they are generally treated just the same as trademarks. 

1. Type of Marks and subject matter  
2. Establishment and Extension of Trademark Rights 
1) Distinctiveness 
2) Distinctiveness of Trade Dress and Product Configuration  
3) Priority - Acquiring Ownership Of Marks 
4) Trademark Office Procedures 
5) Overview of Lanham Act §2 What is not registerable. 
6) Cancellation of Registration 
7) Incontestability: §15 Lanham Act  
3.   Infringement of Marks 
1) Likelihood of Consumer Confusion 
2) Dilution  
3) False Advertising 
Cases:  
Qualitex Co. v. Jacobson Products, 1995  514 U.S. 159 
Zatarain’s, Inc. v. Oak Grove Smokehouse, Inc. 1983 698 F.2d 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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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Pesos, Inc. V. Taco Cabana, Inc, 1992   505 U.S. 763 
Zazu Designs v L’Oreal, 1992 7TH cir,  979 F.2d 499 
Blue Bell, Inc. v. Farah Manufacturing Co. 
In re Old Glory Condom Corp, 1993. 
In re Nantucket, 1982  677 F.2d 95 
Park’N Fly v. Dollar Park and Fly, Inc., 1985  469 U.S. 189 
AMF Incorporated v. Sleekcraft Boats – 1979 
Mead Data Central v. Toyota Motor Sales  
Johnson & Johnson erck v. Smithkline Beecham, 1992. 960 F.2d 94 (2d Cir. 1992) 
学习目标： 
1．掌握商标法专业术语及其他法律用语。 
2. 了解商标法基本内容。 
3. 提高阅读英语法律文献的能力。 
4. 提供分析案情和思辨能力。 
作业： 
1. 熟记商标法专业术语和语句。 
2. 撰写案情摘要。 
3. 翻译文中指定的部分 
4. 根据所给出的案件事实，运用相关法律原则，撰写辩护词。 
5. 系统总结本章所涉及的商标法内容。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legal systems 2  
2 The Law of Trade Secret  2  
3 The Law of Trade Secret 2  
4 The Law of Trade Secret 2  
5 Patent Law 2  
6 Patent Law 2  
7 Patent Law 2  
8 Trademark Law 2  
9 Trademark Law 2  

10 Trademark Law 2  
11 Trademark Law 2  
12 Trademark Law 2  
13 Trademark Law 2  
14 Trademark Law 2  
15 Trademark Law 2  
16 Final Exam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英语、人文经典阅读 
后续课程： 法律英语写作，法律翻译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美国知识产权法其中的三部分内容，即商业秘密法、专利法和商标法。主要学习各门法

的基本原理和经典案例，掌握基本专业术语，了解法庭意见书的基本结构和语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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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专业术语及翻译，文本理解，说理过程及写作。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采用讲练结合和案例教学的方式，通过讨论、学生展示、课堂辩论、模拟法庭和课

堂讲评等方式，引导学生多说会说，鼓励研究性学习，培养思辨能力。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利用网络设备，鼓励学生使用数字法律文献库，进行文献查找，举办课堂讨论和模拟法庭。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经典案例和法学著作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核。 
考核要求：在各相关教学内容完成后进行，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对进行书面案例分析。每次

课业各占学期总成绩的25%，平时成绩占25%。 
7、作业要求： 
按时按量完成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相关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美国知识产权法阅读材料（教师自编）。 
参考书目： 
1. Merges, Menell, Lemley, & Jorde: 《新技术时代的知识产权法》（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New Technological Age. Aspen Law & Business）. 
2. Arthur R.Miller,Michael H.Davis:  《知识产权法：专利、商标和版权》（第二版）（影印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李明德: 《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 
4. 齐筠：《法律英语教程》（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 
5. The US Uniform Trade Secrets Act 
6. US CODE: Title 35.  Patents 
7. Lahnam Act 

执笔：齐筠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5日 

 

美国合同法 
American Contract Law 

课程号：4080006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为英语专业选修课，本课程面向英语专业、翻译专业以及全校旨在了解英美法律的学生。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有助于培养既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又懂法律、具有宽口径、应用性、

复合型，能够从事英语教学和实际应用工作，适应涉外经济法律人才需求的高级英语人才。 
美国合同法隶属于普通法系，其基本原理和规则与属于大陆法系的我国合同法有很大的不同，

美国合同法的主体来自于其建国二百余年间的司法判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其建国前英国法

的判例传统。美国合同法的内容繁杂，学生不可能在短短的 36 课时中了解到全部内容，因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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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主要介绍美国合同法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则，以试图为学生将来进一步学习研究英美

法律打下一定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简介美国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 美国的基本法律制度——普通法系。 
2. 美国的法院体系。 
3. 美国的法学教育。 
I. Common Law System  
1. Case Law — Judge-made Law 
The decisions of judges, or of other officials empowered by the constitution or laws of a political 

entity to hear and decide controversies, create case law. Case law suggests a particular decision, or a 
collection of particular decisions, generate law----that is, rules of general application.  

Case law processes require careful analysis, matching and distinguishing of the facts of cases. 
2. Doctrine of Precedent or Principle of Stare Decisis 
Past judicial decisions are formally and generally binding for the disposition of factually similar 

present controversies. 
A judicial decision is a precedent, and so generally binding, only in future cases involving the same 

material facts. 
3. Law and Equity 
In everyday English, equity means “fairness”. In legal English it has a slightly different meaning 

although it is still based on an idea that fairness sometimes means the courts must go beyond strict legal 
codes. This distinction between actions at law and those in equity developed in England beginning in the 
thirteen century. Eventually, separate courts of equity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Basically, a “suit in equity” enjoyed more procedural flexibility, didn’t have a jury, and could be 
reviewed in broader terms if it were appealed. More important for the plaintiff and defendant, court of 
equity could order injunctions (order a defendant to do or not to do something specific that might cause 
further injury or harm to the plaintiff) or order specific performance (require the defendant to complete a 
contractual agreement) while a court of law normally can only use money as a remedy. 

In addition to injunction or specific performance, there are other types of actions in equity, such as 
equitable estoppel in which a party is stopped by his or her conduct from doing something he or she 
otherwise has right to do. 

Now, normally a court exercises both common law rules and rules of equity.  
II. Court Systems of America 
1. Federal court system: district courts, court of appeals (circuit courts), U.S. Supreme Court  
2. State court system: trial courts,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s, a highest appellate court or “court of 

last resort”, in most states, called the supreme court. 
III. American Legal Education----Law School 
1. Admissions Process 
Bachelor’s degree plus the national 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 (LSAT). 
2. Curriculum 
American legal education is general rather than specialized. The first year courses: torts, contracts, 

property, criminal law, civil procedure, constitutional law, and legal research and writing. In the sec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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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ird year, elective courses are chosen by the students but most take other common courses in 
administrative law, business and commercial law, litigation, family law,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echnology law, and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By requiring all students to take a common core of courses and by using teaching methods that force 
students to think flexibly and creatively and to see both sides of an issues, students are taught “to think 
like a lawyer.” This is probably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American law schools: giving students the 
confidence to enter the profession. 

3. Case Method and Socratic Method 
The case method of teaching emphasizes the evolution of law that occurs in the common law and 

common-law style judicial institutions. The Socratic, or discussion method of teaching is thought to 
induce young attorneys to think for themselves in finding and developing the law.  

4. Practical Experiences 
American law schools have traditionally emphasized theory over practice. The case method is based 

on appellate court decisions and theory. But in reality law practice itself is based on drafting legal 
documents, giving legal advice and negotiating settlements so that a court case that is avoided. Only a 
very few legal controversies result in a court case that is appealed to a higher court for a written court 
decision. Most law schools have introduced more practical experiences for law students, such as moot 
court (simulation of arguing a case or representing a client), legal clinics (offering legal aid services for 
the poor or assisting law firms or courts with practical legal research), legal writing projects (drafting 
documents and background briefs), and practical research (assisting law teachers with empirical research 
such as field interviews or investigatory work). 

5. Computer Assisted Legal Research and Expanded Law School Services 
Two major legal on-line services, LEXIS and WESTLAW, provide powerful legal research tools to 

the legal community by maintaining current databases of cases, statutes, legal scholarship, and news 
publications, along with sophisticated indexing and search capabilities. 

学习目标： 
1. 了解普通法系的起源及美国的基本法律制度及其特点。 
2. 掌握美国法院体系的结构以及审理案件的机制。 
3. 了解美国法学教育的特点以及授课风格。 
作业： 
4. 通过网络进一步熟悉了解英美法系的基本知识，以及美国法院体系的运作以及案例制度的运

行机制。 
5. 学习《法律英语教程》（齐筠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相关章节。 
6. 预习案例 Embry v. Hargadine–McKittrick Dry Goods Co，熟悉案例的一般结构。 

知识单元 2：美国的案例制度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 美国案例制度的由来及运行机制。 
2. 美国法学院学生应该掌握的案例学习方法。 
3. 学习如何写案例摘要。 
I. How Does a Case Usually Start? 
1. The plaintiff files a summons and a complaint with the clerk of court. The plaintiff’s attorney will 

also file an appearance. 
2. The summons and complaint will be personally served on the defendant by a sheriff or a “process 

server”. Other means of service may also be possible under local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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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defendant’s attorney will file a (general) appearance on behalf of the defendant, unless the 
defendant denies that the court has personal jurisdiction. (If the defendant denies that the court has 
personal jurisdiction, the defendant may file a “special appearance” to challenge the court’s exercise of 
jurisdiction.) 

4. The defendant will file some “responsive pleading” to the plaintiff’s complaint. This be an answer 
(to the allegations of the complaint), a motion to dismiss (for lack of personal jurisdiction or 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 or a counter-claim (or cross-claim) to assert the defendant’s own claims against the 
plaintiff. 

5. The parties will engage in a period of “discovery”. This may involve the answering of written 
interrogatories, producing documents and other evidence, taking depositions of the parties and the 
witnesses, and admitting facts or the authenticity of documents. A party may move to suppress or exclude 
certain evidence at this stage. 

6. The parties will appear periodically before the judge to report on the status of the case. Eventually 
the case will be ready for trial (unless the case is settled privately between the parties). 

7. Trial will commence. The trial is called before a jury or before a single judge. The trials before a 
single judge may be called a “bench trial”. If the trial is before a jury, each side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selecting jurors (the “voir dire”). 

8. The trial begins with an opening statement from the plaintiff and, usually, an opening statement 
from the defendant. The plaintiff will then present its testimony and other evidence in support of its case. 
The defense may cross-examine the prosecution’s witnesses. When the plaintiff has finished presenting its 
case, the defense will present its own testimony and evidence. Both sides will then make closing 
arguments and the jury will receive “jury instructions” to help it reach its verdict. The judge will usually 
enter a judgment based on the jury’s verdict. 

9. The losing side may decide to appeal to a higher court. 
II. How Do Courts Decide Cases? 
Lower courts take evidence, and hear arguments. Then the jury, if there is one, retires, talks things 

over, votes, and brings in a verdict. 
What do the higher courts do? Appeals courts do not run trials; but they hear oral arguments, receive 

“briefs”, confer, decide, and write opinions. (A brief is a lawyer’s formal argument, putting before the 
judge one side’s version of the law and facts.)  

The typical written opinion follows a fairly standard format. The opinion sets out the facts, states 
what the issues are, looks at past cases (if any) on the same object, looks at statues (if any) which have a 
bearing, and discusses the relevance of these “authorities”. The court will announce certain legal 
principles, which it (or courts in earlier cases) squeezed out of precedents or statutes. It matches these 
principles with the facts of the case and comes up with an answer to whatever question or riddle is posed. 
This, then, is the decision. It either agrees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lower court (in which case the decision 
below is “affirmed”), or it disagrees (in which case the decision below is “reversed”). 

Usually, the decision is unanimous—that is, all the judges agree with the outcome. Less often, one or 
more of the judges has a different view of the matter, and there will be a “dissent”. Courts almost always 
have an odd number of judges. The majority wins. If there is no majority, (if a judge is sick or absent or 
disqualifies himself and the rest split evenly), the lower court decision will stand. Once in a while, a judge 
who agrees with the majority as far as its result is concerned will nevertheless quibble about the reasons. 
Such a judge can write a special opinion, called a “concurrence.” 

III. How to Read a Court Case? 
As with other reading material, the best way to read a court case is to read the entire case and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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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 notes as you reread. Court cases present an extra challenge for two reasons: (1) the unfamiliar legal 
terminology and (2) the difficulty in determining what is important and what can be ignored. To help 
separate the "wheat from the chaff" you should try briefing the case. Briefing a case helps you to focus on 
the important issues. 

As you read the cas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Begin with the name and citation of the case. 
2. Is this case being decided by a trial court or an appellate court? (Note: most cases you read will be 

appellate cases, because the opinions of trial courts have less precedential value). 
3. In the original case, who was the plaintiff and who was the defendant? 
4. What was the original complaint? (libel, invasion of privacy, violation of a statute, etc.) 
 5. What were the facts that led to the complaint? 
6. What was the trial court's decision? (who "won" the case) 
7. What are the legal questions/issues that are being raised on appeal? 
8. What is the present court's decision (is the original decision affirmed, reversed, or remanded? 
9. What rule or test is the court using to decide the outcome? This will relate to the legal question that 

must be decided. 
10. What reason does the court give for using this rule? 
Sometimes the court makes your job easier and says "The issue before the court is" or "we apply the 

following test" Other times you have to reread the case a few times to figure out what the issue or rule is! 
The above ten steps spell out the briefing process in detail. To summarize: 

What are the FACTS? 
What LEGAL QUESTION or ISSUE is the court trying to answer? 
What is the DECISION? 
What is the RULE OR TEST the court used to reach its decision? 
What is the court's REASONING?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法律制度中的精髓——案例制度。 
2．掌握案例学习方法及撰写案例摘要的技能。 
作业： 
1. 学习《法律英语教程》（齐筠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的相关章节。 
2. 练习撰写Moulton v. Kershaw的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3：美国合同法的基本介绍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 美国合同法的概念。 
2. 美国合同的分类。 
3. 美国合同法的渊源。 
General Introduction ━ What is a contract? 
A. General definition 
B. Types of contracts 
1. Types of contracts as to formation 
a. Express contract 
b. Implied contract 
c. Quasi-contract 
2. Types of contracts as to accep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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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aditional bilateral/unilateral contracts 
1) Bilateral contracts ─ exchange of mutual promises 
2) Unilateral contracts ─ acceptance by performance 
b. Modern view-most contracts are bilateral 
1) Acceptance by promise or start of performance 
2) Unilateral contracts limited to two circumstances  
3) Test for determining bilateral vs. unilateral contracts 
3. Types of contracts as to validity 
a. Void contract 
b. Voidable contract 
c. Unenforceable contract 
C. Sources of American Contract Laws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合同法的基本概念、分类及法律渊源。 
    2．掌握美国合同法分类与法律规则的关联。 
    作业： 
    1. 预习案例 Kabil Development Corp. v. Mignot并写案例摘要。 
 2. 预习案例 Empro Mfg. Co. v. Ball-Co Mfg., Inc.并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4：合同的订立（一）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 合同订立的要素——合意。 
2. 确定合同是否订立的标准——客观理论 
3. 合意的要素——邀约及构成邀约的要素。 
Mutual assent –offer and acceptance 
A. In general ─ Objective Theory 
B. What constitutes an Offer? ─Essential elements 
1. Promise, undertaking, or commitment; offer v. invitation to deal 
a. Language 
b. Surrounding circumstances 
c. Prior practice and relationship of the parties 
d. Industry custom 
e. Certainty and definiteness of terms 
f. Special circumstances 
a) Advertisement 
b) Auction 
2. Terms must be definite and certain 
a. Identification of the offeree 
b. Definiteness of subject matter 
3. Communication to offeree 
学习目标： 
1. 了解合同订立的要素。 
2. 掌握合同订立的客观理论。 
3. 了解邀约的概念及构成要素。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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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案例 Peterson v. Pattberg并撰写案例摘要。 
2. 阅读案例 James Baird Co. v. Gimbel Bros., Inc.并撰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5：合同的订立（二）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邀约的终止及相关法律规定。 
2．邀约终止的种类及方式。 
Termination of offer 
1. Termination by acts of parties 
a. Termination by offeror ― revocation 
1) Methods of communication 
2) Effective when received 
3) Limitations on offeror’s power to revoke 
a) Options 
b) Firm offers under the U.C.C. 
c) Detrimental reliance 
d) Part performance ― true unilateral contract offers 
b. Termination by offeree 
1) Rejection 
a) Express rejection 
b) Counteroffer as rejection 
 (1) Distinguish mere inquiry 
c) Effective when received 
2) Expiration or lapse of time 
a) Must accept within specified or reasonable time 
b) Look to see when offer is received by offeree 
2. Termination by operation of law 
a. Termination by death or insanity of parties 
b. Termination by destruction of subject matter 
学习目标： 
1．了解邀约终止的概念及理论。 
2．掌握邀约终止的相关法律规则。 
作业： 
1. 阅读案例 Drennan v. Star Paving Co.，并撰写案例摘要。 
2. 预习案例 Livingstone v. Evans，并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6：合同的订立（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合意的要素——承诺。 
2．构成承诺的要素及相关法律规定。 
Acceptance 
1. Who may accept 
2. Acceptance must be unequivocal 
a. Common law rule ─ The mirror image rule 
b. U.C.C.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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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arty not a merchant ─ terms of offer govern 
2) Both parties merchants ─ acceptance terms usually included 
3. Generally acceptance must be communicated to the offeror 
a. Objective manifestation of assent 
b. When effective 
1) Manner/mode of acceptance 
i. Common law rule 
ii. Modern rule (U.C.C. and Second Restatement) 
2) The mailbox rule 
a) Effect of offeree sending both acceptance and rejection 
i. Offeree sends rejection, then acceptance ─ mailbox rule does not apply 
ii. Offeree sends acceptance, then rejection ─ mailbox rule generally applies  
3) Acceptance by unauthorized means 
4) “Crossing” offers 
c. Exception─acceptance without communication 
1) Express waiver in offer 
2) Act as acceptance  
3) Silence as acceptance  
i) General rule 
ii) Exceptions 
学习目标： 
1. 了解承诺的基本概念及理论。 
2. 掌握“镜像规则”、“邮箱规则”等。 
3. 了解承诺撤销的相关规定及注意事项。 
作业： 
1. 阅读案例Morrison v. Thoelke，写案例摘要。 
2. 阅读案例 Hobbs v. Massasoit Whip Co.，写案例摘要。 
3. 阅读案例 Davis v. Jacoby，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7：合同的订立（四）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对价的概念。 
2．对价的要素。 
Consideration 
A. Introduction 
B. Elements of consideration 
1. Bargained-for exchange 
a. Act or forbearance by promisee must be of benefit to promisor 
b. Economic benefit not required 
1) Non-bargained-for promises 
a. Donative promises ─gift 
b. “Past” or “moral” consideration 
i) General rule ─ not 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ii) Exceptions 
a) Debt barred by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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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romise for benefit received 
c) Promise to perform a voidable obligation 
2. Legal value 
a. Adequacy of consideration 
b. Legal benefit and legal detriment theories 
1) Detriment and benefit defined 
a) Legal detriment to promisee 
b) Legal benefit to promisor 
C. Nominal consideration 
学习目标： 
1. 了解对价的概念及相关原理。 
2. 掌握对价的两大要素——交换性及法律价值性。 
3. 掌握对价的充分性及适当性。 
作业： 
1. 阅读案例 Hamer v. Sidway，并撰写案例摘要。 
2. 阅读案例Mills v. Wyman，并撰写案例摘要。 
3. 阅读案例Webb v. McGowin，并撰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8：合同的订立（五）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 对价的交换价值。 
2. 放弃诉讼可以作为对价。 
3. 对价的相互性。 
A. Preexisting legal duty rule 
1. Types of preexisting legal duties 
2. General rule 
3. Exceptions 

    1) New or different consideration promised 
 2) Officer acting outside of jurisdiction 
    3) Unanticipated circumstances 

4) U.C.C provision — no consideration needed, but should be made in good faith and satisfy the 
Statute of Frauds 

B. Forbearance to sue 
C. The mutuality rule & illusory promises  
1. Requirements and output contracts 
2. Conditional promises 
3. Right to cancel or withdraw 
4. Best efforts implied 
5. Unilateral contracts 
6. Alternative promises 
a. General rule─each alternative must constitute consideration 
b. Contracts giving promisee the right to choose between alternatives -- Selection of valuable 

alternative cures illusory promise 
学习目标： 
1．了解对价的相关法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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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既有义务规则”、“相互性规则”。 
作业： 
3. 阅读案例 Batsakis v. Demotis，并撰写案例摘要。 
4. 阅读案例 Levine v. Blumenthal，并撰写案例摘要。 
5. 阅读案例 Duncan v. Black，并撰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9：合同的订立（六）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对价原则的例外——无对价合同。 
2. 允诺性禁反言原则。 
A. Promissory Estoppel & Substitutes for consideration 
1. Detrimental reliance 
a. Former rule ─ reliance irrelevant 
b. Doctrine of promissory estoppel 
1) Promise required 
2) Foreseeability required 
3) Reliance must be induced 
4) Injustice required 
2. Promises in writing  
3. Promises to pay legal obligations barred by law 
4. Reaffirmation of voidable promise 
5. Promises under seal 
学习目标： 
1．了解对价原则的特殊情况。 
2．掌握允诺性禁反言原则。 
作业： 

    1. 阅读案例 Feld v. Henry S. Levy & Sons, Inc.，并撰写案例摘要。 
    2. 阅读案例Wood v. Lucy, Lady Duff-Gordon，并撰写案例摘要。 

3. 阅读案例 Goodman v. Dicker，并撰写案例摘要。 
4. 阅读案例Wheeler v. White，并撰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10：合同中存在的抗辩事由（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合同订立时存在的抗辩事由。 
2．有关错误、模糊、虚假陈述、欺诈等相关抗辩事由。 
Requirement that no defenses exist 
A. Introduction 
B. Defenses to formation 
1. Absence of mutual assent 
a. Mutual mistake 
1) Assumption of risk 
a) Mistake in value generally not a defense 
b. Unilateral mistake 
1) Nonmistaken party aware of error 
2) Nonmistaken party unaware of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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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mbiguities 
1) Types of ambiguity 
a) Latent ambiguity 

    b) Patent ambiguity 
 2) Rule governing ambiguity problems                                

a) Neither party aware of ambiguity ―no contract 
b) Both parties aware of ambiguity ―no contract 
c) One party aware of ambiguity ―contract 

    3) Subjective intention of parties controls 
d. Contracts induced by Fraud, Nondisclosure, Duress, or Undue Influence 
学习目标： 
1．了解合同订立时存在的抗辩情景。 
2．掌握重大误解、模糊不清、虚假陈述、欺诈等相关抗辩规则。 
作业： 

    1. 阅读案例 Sherwood v. Walker，并撰写案例摘要。 
    2. 阅读案例 Elsinore Union Elementary School Dist. v. Kastorff，并撰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11：合同中存在的抗辩事由（二）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 合同缺少对价的抗辩。 
2. 合同非法性的抗辩。 
3. 缺乏订约能力的抗辩。 
1. Absence of consideration 
2. Public policy defenses to contract formation ―illegality 
a. What constitutes illegality? 
b. Some typical cases of illegality 
c. Effect of illegality 
1) Generally contract is void 
2) Illegal purpose ―voidable if the party did not know the purpose 
Defenses based on lack of capacity 
1. Legal incapacity to contract 
a. Contracts of infants/minors 
1) Effect of infant’s contract 
2) Affirmance upon majority 
3) Exceptions 
a) Necessities 
b. Mental incapacity 
c. Intoxicated persons/drunken or drugged persons 
2. Lack of volitional consent 
学习目标： 
1. 了解合同订立时存在的抗辩事由等相关规则。 
2. 掌握合同非法性的情景。 
3. 掌握合同缺乏订约能力的情景。 
作业： 
1. 阅读案例 Raffles v. Wichelhaus，并撰写案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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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阅读案例 Jackson v. Seymour，并撰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12：合同中存在的抗辩事由（三）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 合同订立后不能强制履行的抗辩事由。 
2. 《防止欺诈法》的相关规定。 
3. 显示公平的抗辩事由。 
Defenses to enforcement 
1. Statute of Frauds 
a. In general 
b. Purpose 
c. Types of contracts that must be in writing 
1) Contracts for sale of interest in land 
a) Part performance doctrine 
2) Contracts for the sale of goods ―U.C.C.  
a) Receipt and acceptance of goods 
b) Part payment 
c) Specially manufactured goods 
d) No objection to confirmation 
3) Promises in consideration of marriage 
4) Contracts that cannot be performed within one year of making 
5) Suretyship contracts 
a) Main purpose rule 
6) Executor’s or administrator’s promise to pay personally for the estate’s debts 
d. Type of writing required 
1) Essential terms 
e. Effect of noncompliance with the Statue—unenforceable/voidable 
f. Situations where Statute not applicable 
1) Performance 
2) Promissory estoppel 
g. Remedies if contract is within Statute ―recovery in restitution 
2. Unconscionability —UCC§2-302 (See Waters v. Min Ltd.) 
a. Inconspicuous risk-shifting provisions 
b. Disclaimer of warranty 
c. Contracts of adhesion ―“Take it or leave it” 
学习目标： 
1．了解合同的“书面规则”，即订立合同必须书面订立的几类合同。 
2．掌握显失公平原则。 
作业： 
1. 阅读案例 Cushman v. Kirby，并撰写案例摘要。 
2. 阅读案例 Boone v. Coe，并撰写案例摘要。 
3. 阅读案例Waters v. Min Ltd.，并撰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13：合同的解释及口头证据规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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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同解释的一般规定。 
2. 合同解释的特殊规定。 
3. 口头证据规则。 
A. Interpretation of contracts 
1. General rule—objective interpretation 
2. Exception—The Peerless rule—Subjective intention controls when both parties’ interpretations 

equally reasonable 
B. Rules of contract construction 
1. Construed as a whole 
2. Ordinary meaning of words 
3. Inconsistency between provisions 
4. Custom and usage  
5. Preference to construe contract as valid and enforceable 
6. Ambiguities construed against party preparing contract 
C. Parol Evidence Rule 
1. What constitutes an “integration”? 
2. What constitutes parol evidence? 
3. Exceptions to the rule 
a. Separate consideration 
b. “Naturally omitted” terms 
c. “Partial” integration 
d. Lack of consideration 
e. Fraud, duress, or mistake 
f. Evidence to explain or interpret terms of the written agreement 
g. Modifications 
学习目标： 
1．了解合同解释的相关规则。 
2．掌握口头证据规则的适用情景。 
作业： 
1. 阅读案例Mitchell v. Lath，并撰写案例摘要。 
2. 阅读案例 Hatley v. Stafford，并撰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14：合同的履行（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合同的承诺及履行的条件之区别。 
2．合同履行条件的分类。 
A. Introduction 
B. When has a contracting party’s duty to perform become absolute? 
1. Distinction between promise and condition 
a. Definitions 
1) Promise  
2) Condition 
b. Interpretation of provision as promise or condition 
1) Words of agreement 
2) Prior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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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ustom 
4) Control of event 
5) Third-party performance 
6) Courts prefer promise in doubtful situations 
c. Promissory conditions 
2. Classification of conditions 
a. According to time of occurrence 
1) Condition precedent 
2) Condition concurrent 
3) Condition subsequent 
b. Express, implied, and constructive conditions 
1) Express conditions 
2) Implied conditions 
3) Constructive conditions 
学习目标： 
1. 了解合同的承诺及合同的履行条件之不同。 
2. 掌握合同履行条件的几种情景。 
作业： 
1. 阅读案例 Howard v. Federal Crop Ins. Corp，并撰写案例摘要。 
2. 阅读案例Mascioni v. I.B. Miller, Inc.，并撰写案例摘要。 
3. 阅读案例 Porter v. Harrington，并撰写案例摘要。 
4. 阅读案例 Nolan v. Whitney，并撰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15：合同的履行（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合同履行的解除情景。 
2. 合同通过预期违约解除。 
3. 合同履行的不可能、不现实及合同目的落空原则。 
A. Have the conditions been excused? 
a. Excuse of the condition by hindrance or failure to cooperate 
b. Excuse of condition by anticipatory repudiation 
1) Executory bilateral contract requirement 
2) Requirement that anticipatory repudiation be unequivocal 
3) Effect of anticipatory repudiation 
4) Retraction of repudiation 
c. Excuse of condition by prospective inability or unwillingness to perform 
1) Distinguish from actual and anticipatory repudiation 
2) What conduct will suffice? 
3) Effect of prospective failure 
4) Retraction 
d. Excuse of condition by substantial performance 
1) The rule of substantial performance 
2) Substantial performance arises if breach is minor 
3) Inapplicable where breach “willful” 
e. Excuse of condition by waiver or estopp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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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ight to damages for failure of condition 
B. Has the absolute duty to perform been discharged? 
1. Discharge by performance 
2. Discharge by occurrence of condition subsequent 
3. Discharge by illegality 
4. Discharge by impossibility, impracticability, or frustration 
a. Discharge by impossibility 
1) Impossibility must be “objective” 
2) Timing of impossibility 
3) Effect of impossibility 
4) Partial impossibility 
5) Temporary impossibility 
6) Part performance prior to impossibility - quasi-contractual remedy 
7) Specific situations 
a) Death or physical incapacity 
b) Subsequent destruction of contract’s subject matter or means of performance 
(1) Compare ―contracts to build 
(2) Specificity required 
(a) Subject matter 
(b) Specificity of source 
(3) Where risk of loss has already passed to buyer 
b. Discharge by impracticability 
1) Test for impracticability 
2) Temporary or partial impracticability 
c. Discharge by frustration 
1) Necessary elements to establish frustration 
5. Discharge by rescission 
a. Mutual rescission 
1) Contract must be executory 
a) Unilateral contracts 
b) Partially performed bilateral contracts 
2) Formalities 
a) Subject matter within Statute of Frauds 
b) Contracts for the sale of goods — UCC 
b.  Unilateral rescission 
6. Partial discharge by modification of contract 
a. Mutual assent 
b. Consideration 
1) Requirement where modification is only “correction” 
2) Contracts for the sale of goods — UCC 
7. Discharge by accord and satisfaction 
a. Accord 
1) Requirement of consideration 
a) Partial payment of original debt 
2) Effect of ac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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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atisfaction 
c. Effect of breach of accord agreement before satisfaction 
1) Breach by debtor 
2) Breach by creditor 
学习目标： 
3．了解合同履行解除的情景。 
4．掌握预期违约的相关规则。 
3．掌握合同履行的不可能、不现实及合同目的落空原则。 
作业： 
1. 阅读案例 Taylor v. Caldwell，并撰写案例摘要。 
2. 阅读案例 Tompkins v. Dudley并撰写案例摘要。 
3. 阅读案例 American Trading & Production Corp. v. Shell International，并撰写案例摘要。 
4. 阅读案例Marine, Ltd，并撰写案例摘要。 
5. 阅读案例 Krell v. Henry，并撰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16：合同的违约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 合同违约的情景。 
2. 严重违约及轻微违约。 
A. When does a breach occur? 
B. Material or minor breach? 
1. Effect of breaches 
a. Minor breach 
b. Material breach 
c. Minor breach coupled with anticipatory repudiation 
2. Determining materiality of breach 
a. General rule 
1) Amount of benefit received 
2) Adequacy of damages 
3) Extent of part performance 
4) Hardship to breaching party 
5) Negligent or willful behavior 
6) Likelihood of full performance 
b. Failure of timely performance 
1) As specified by nature of contract 
2) When delay occurs 
3) Merchantile contracts 
4) Land contracts 
C. Nonbreaching party’s ability to performance 
学习目标： 
1. 了解合同违约的情景。 
2. 掌握判断合同违约的严重性规则。 
3. 掌握实质履行原则。 
作业： 
1. 阅读案例 Hawkins v. McGee，并撰写案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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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阅读案例 Groves v. John Wunder Co.，并撰写案例摘要。 
3. 阅读案例 Acme Mills & Elevator Co. v. Johnson，并撰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17：合同违约的救济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合同违约救济的种类——法律救济及衡平法救济。 
2．法律救济的计算办法。 
Remedies for breach 
1. Damages 
a. Types of damages 
1) Compensatory (contract) damages 
a) “Standard measure” of damages ―expectation damages 
(1) Reliance damages alteration 
b) Consequential damages 
(1) Reasonable person standard 
(2) Plaintiff has burden of proof 
2) Punitive damages 
3) Nominal damages 
4) Liquidated damages 
b. “Standard measure” ― specific situations 
1) Contracts for sale of goods 
a) Remedies of the seller —UCC§2-703 
b) Remedies of the buyer for breach by the seller —UCC§2-711 
2) Contracts for sale of land 
3) Employment contracts 
a) Breach by employer 
b) Breach by employee 
4) Construction contracts 
a) Breach by owner 
(1) Breach before construction started 
(2) Breach during construction 
(3) Breach after construction completed 
b) Breach by builder 
(1) Breach before construction started 
(2) Breach during construction 
(3) Breach by late performance 
5) Duty to mitigate ― all contracts 
c. Certainty rule 
d. Duty to mitigate damages 
1) Employment contracts 
2) Contracts for sale of goods 
a) Buyer is in breach 
b) Seller is in breach 
3) Manufacturing contracts 
4) Construction con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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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ffect of liquidated damages provision 
1) Requirements for enforcement  
2) Recoverable even if no actual damages 
3) Effect of electing liquidated or actual damages 
2. Suit in equity for specific performance 
a. Available for land and rare or unique goods 
b. Not available for service contracts 
3. Rescission and restitution 
4. Other forms of relief arising out of “contractual” situations 
a. Quasi-contract 
1) Requirements for quasi-contractual relief 
a) Failed contract 
(1) Breaching party may recover in quasi-contract 
b) Where no contract involved 
2) Measure of quasi-contractual recovery 
a) Defendant’s benefit or plaintiff’s detriment 
b) Relief may exceed contract price 
学习目标： 
1．了解合同违约的救济手段。 
2．掌握法律救济的适用及计算方法以及适用衡平法救济的原则。 
作业： 
1. 阅读案例 Rockingham County v. Luten Bridge Co.，并撰写案例摘要。 
2. 阅读案例 Hadley v. Baxendale，并撰写案例摘要。 
3. 阅读案例 Van Wagner Advertising Corp. v. S & M Enterprises，并撰写案例摘要。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无单独设立实验课，但是设计有实践教学环节，穿插在理论教学课时当中，要求学生

将所读案例在课堂上做汇报。 
实践内容：案例阅读汇报 
实践要求：熟悉合同法律制度；研究案例分析方法；掌握用英语展示案例学习所得。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美国法律制度简介及案例学习方法 3  
2 美国合同法简介+合同订立要素——合意 3  
3 合同订立要素——邀约+承诺 3  
4 合同的对价 3  
5 合同的对价 3  
6 合同中存在的抗辩事由 3  
7 合同中存在的抗辩事由 3  
8 合同的解释及口头证据规则 3  
9 合同的履行 3  

10 合同的履行 3  
11 合同的违约与救济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律英语、英美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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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其他美国部门法，如侵权法、财产法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美国合同法中各个环节中经典的法律规则及案例阅读。 
难点：由于我国合同法与美国合同法的差异，用英语表述美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则对于学生来说

接受起来比较困难，特别是案例学习是学生学习本课程的主要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英语讲授。 
2. 兼顾中文讲解。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课件播放。 
2. 相关视频展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学生需要自己制作 PPT。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随课堂要求。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本课程最终成绩由两部分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 30%，包括出勤、课堂表现、课后

作业完成情况以及课堂案例报告的表现等；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节课后布置有阅读案例的作业，详见前面的单元知识部分。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因为选用的教材国内很难买到，而且课时所限，讲授教材全部内容不现实，故结合本校学生的

实际情况，自主编写了课堂讲义作为课堂教学教材。讲义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课程讲授大纲，

另一部分是课程涉及到的所有案例。同时给学生推荐一些网络资源供学生下载学习。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John P. Dawson, William Burnett Harvey, and Stanley D. Henderson, Contracts Cases and 

Comment，10th Edition, Foundation Press, 2013. 
（二）推荐参考书 
1. Claude D. Rohwer, Gordon D. Schaber, Contracts, West Nutshell Series, fourth edition,（克劳德

•D•柔沃，乔登•D•沙博著《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 
2. Jeffery Ferriel & Michael Navin, Understanding Contracts, LexisNexis, 2004. 
3. 张利宾著《美国合同法：判例、规则和价值规范》，法律出版社，2007年。 
4. 于丹翎著《美国合同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5. 佛里德里奇·凯斯勒，格兰特·吉尔摩，安东尼·T·克朗曼著，屈广清等译，《合同法：案例与

材料》（上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6. E·艾伦·范思沃斯著，葛云松，丁春艳译，《美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7. 杨桢著《英美契约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8. 徐罡，宋岳，覃宇著《美国合同判例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 
9. 王军著《美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10. 齐筠主编《法律英语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执笔：张清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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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法律制度 
Anglo-American Legal System  

课程号：4080008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简要介绍英美法律制度，并对比中国法律制度与西方法律制度特别是与英美法律制度的异

同； 
2、通过法律英语的教学，使学生对法律英语的语言特点有初步了解； 
3、帮助学生了解与法律英语相关的语法、词汇、语域、技巧、语篇及体裁，重点掌握基本的

法律英语术语； 
4、帮助学生提高研读英美法律资料的能力，对今后继续学习和研究本领域的法学制度起到一

定的帮助。 
英美法律制度课程的涵盖面非常广，既要介绍英美法律制度和法院系统，又要涉及各部门法，

如宪法、刑法、诉讼法等。在讲解介绍法律制度的同时，结合英美法系所具有的判例法特征，与学

生一起分析案例，并配以适当的电影教学，使学生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法律英语有一个较为深刻的认

识，有效地掌握法律英语。 
由于所选用的法律英语教材涉及众多内容，由于时间的关系，其中主要讲解以下内容：简单介

绍普通法制度、陪审团制度、法院制度、宪法、刑法、诉讼法，以及英美法律教育和法律职业情况

等内容。 
由于课文的内容不同，长短不一，所以所需要的时间也有所不同。大致安排四到六课时完成一

课书，中间穿插播放相关的教学片。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6学时 
Unit 1：Legal Systems 

Introduction 
Legal Terms 
Text Analysis  
Additional Reading 
Exercises and Quiz 
Six teaching hours are allocated for this unit. 

I. Introduction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originated in England. A new legal order was established as early as 1066 

by the Norman conquest, but the common law did not exist in 1066. William the Conqueror did not 
abolish the local customs and the local courts. Local courts continued to apply local customs. There was 
no law common to the whole kingdom. The King did however establish some royal courts at Westminster. 
Their jurisdiction was at first very limited but eventually expanded to the point where the local courts fell 
into disuse. The decisions of the royal courts became the law common to the whole kingdom, the common 
law. The common law has its source in previous court decisions. The main traditional source of the 
common law is therefore not legislation but cases. Both law and equity are part of what is called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The British Empire brought the common law to all continents. The common law 
was “received” in many countries but its reception has been most successful in countries where the 
European settlers became a majority and imposed their law over indigenous populations. Follow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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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world war, the economic hegemony of the United States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common law. Contracts were drafted in common law terms and international arbitrators often applied 
common law principles.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law go further back. They can be traced to the Twelve Tables of the Republic 
of Rome (probably in the fifth century B. C.). In its origin, it is the law of the city of Rome, the law 
applied to a citizen (in Latin, civis) of Rome as opposed to the law applied to a non-citizen. The 
expression “civil law”, in Latin jus civilis, literally means the law of the citizens of Rome. After the fall of 
the Western Roman Empire (476 A. D.), the so-called barbarians brought their law to Rome, and although 
Roman law continued to apply to the Romans, the Germanic influence grew quickly and the law became 
more and more a mixture of Germanic and Roman law. This would later be known as the vulgarized 
Roman law. This law had very little in common with the classic Roman law. Canon law, the law of the 
Catholic Church, was the only Western legal system that kept intact many elements of the Roman law. 
However, in 529-34, the Eastern Roman Emperor Justinian published the Corpus Juris Civilis, an 
articulation and reformulation of Roman law. The Justinian Code and accompanying compendia in force 
in Byzantium until and even after the fifteenth-century conquest by the Ottoman Turks.  

The French and German Codes are the two main civil law models. Napoleon brought his Code 
wherever he and his armies traveled. The French model has been influential in Latin countries both in 
Europe and in America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Louisiana and Quebec). It has also influenced former 
European countries before the Soviet occupation. German law has also been received by Japan. 

II. Legal Terms 
legal system, common law, civil law, Roman law, precedent, binding 
precedent, persuasive precedent, equity law, specific performance, 
injunction, damages, division of title, subject matter, stare decisis, res 
judicata, reversal, overruling, holding, dicta  

III. Text Analysis  
1. Compare differences between common law system and civil law system 
2. Explain difficult and old legal terms:  
forms of actions; action on the case, equity 
3. Compare equitable remedies with legal remedies: 
damages, injunction, specific performance, promissory estoppel  
IV. Additional Reading  
1. Case law: Origins, Nature and Authority  
2. Common Law and statute 
V. Exercises and Quiz  
1. Discussion: differences between binding precedents and persuasive precedents  
2. Dictation of legal terms 
3. Paragraph translation  
Legislation in a modern technological age is necessary and useful. The common law method, like all 

human creations, is imperfect. It can usefully be supplemented by legislative action. But modernization is 
not the same as social engineering. Under the guise of modernism, social activists are implementing their 
policies. The complaint regarding the modern method is that the common law is being smothered out of 
existence and legislation has become the primary source of social regulation. Legislators and bureaucrats 
claiming a superior wisdom indulge in structuring and ordering society in disregard of 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and values. It is this kind of legislative activism that leads to progressive erosion of human 
rights under the colour of safeguarding public interests. In contrast, the common law method assimi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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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blic morality into legal principles through the direct participation of citizens in the assertion of their 
individual rights on the basis of the customary ways of the community. The restrictions on individual 
liberty that evolve from this process have a greater relationship to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as perceived by 
the people themselves. 

Unit 2：Court Systems 
Introduction 
Legal Terms 
Text Analysis  
Additional Reading 
Exercises and Quiz 
Five teaching hours are allocated for this unit. 

I. Introduction   
There are 52 separate court systems in the U.S. Each state, as well as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has its 

own fully developed, independent system of courts and there is a separate federal court system. The 
federal courts are not superior to the state courts; they are an independent, coordinate system authorized 
by Artical III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to handle matters of particular federal interest. The 
presence of two parallel court systems often raised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state and 
federal systems, presenting important issues of federalism. The U. S. Supreme Court, composed of nine 
justices, sits as the final and controlling voice over all these systems. Most states, as well as the federal 
courts, are based on a three-tiered model: trial court,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 and the court of last 
resort.  

II. Legal Terms  
trial court, appellate court,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court of second instance, court of 
last resort,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 Supreme Court, federal courts, state 
courts, dual court systems, unanimous decision, uniform rules of procedure 

III. Text Analysis  
Key points:  
1. federal court system: with uniform names, and uniform rules of procedures 
2. state court systems: different names, different structures, different rules of procedures 
3. U.S. Supreme Court  
IV. Additional Reading  
In England and Wales, the more serious criminal cases are tried on the basis of a document called the 

indictment - the defendant is indicted on criminal charges specified in the indictment by the prosecutor. In 
most cases, the prosecution is on behalf of the Crown (the State) and is handled by an official agency 
called the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which takes the case over from the police who have already 
investigated most of the evidence. The first stage will be to decide whether there is a case to answer - 
what is called a prima facie case. This process, called committal, will be dealt with by a magistrate on the 
basis of evidence disclosed in papers provided by the prosecutor. If the case proceeds, it is heard in the 
Crown Court (there is only one Crown Court but it has about 70 centres around the jurisdiction). The trial 
is before a judge and jury. The judge presides over the trial process by attempting to ensure clarity and 
fairness. The judge must also consider and decide on legal issues (such as whether a piece of evidence is 
admissible - should be put before the jury) and also instruct the jury as to the correct view of the law 
relevant to the case. The jury decides the facts - whose story is more believable - and applies the law to 
those facts. So, it is the jury not the judge which reaches a verdict on the guilt or innocence of the 
defendant. In criminal cases, the prosecution has the burden of proof - it must prove guilt, rather tha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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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dant having to prove innocence. The standard (= level) of proof is heavy - guilt must be proven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More substantial civil claims (over around £25,000) are heard in the High Court 
(based in London but also with a few regional centres, often housed within Crown Court buildings). The 
action is begun by writ, which is accompanied by a statement of claim in which the details of the legal 
dispute is set out. The High Court is organised according to case type into Divisions: Family Division, 
Chancery Division, and Queen’s Bench Division. 

V. Exercises and Quiz  
1. Discussion: In the U.S., the only constitutional method of removing federal judges is impeachment 

by the House and conviction in the Senate for “Treason, Bribery, or other high Crimes and 
Misdemeanors”.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way of “impeachment of judges”? Can you think of some other 
ways of removal and discipline of judges?  

2. Dictation of legal terms. 
3. Paragraph translation.  
  Most of the cases which make up the workload of the District Courts are within one or another of 

three categories: (1) cases to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is a party, which includes both civil cases in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in plaintiff or defendant and all prosecutions for violation of federal criminal statutes; (2) 
cases involving a “federal question,” which means a question involving the interpretation or effect of a 
provis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r of a federal statute or regulation; and (3) cases involving “diversity of 
citizenship,” that is, suits between citizens of different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diversity” jurisdiction, a corporation is deemed to be a “citizen” both of the state in which it is 
incorporated and of the state in which it has its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Unit 3：Constitution 
Introduction  
Legal Terms 
Text Analysis  
Additional Reading 
Exercises and Quiz 
Six teaching hours are allocated for this unit. 

I. Introduction  
The U.S. Constitution was drafted in 1787, and it contains fewer than 4,400 words, divided into 

seven short parts, called articles. The Bill of Rights was added in 1791 and only 17 more amendments 
have been added in the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since. It is a relatively simple document, and is the 
self-designated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This clause is taken to mean that when state constitutions, or 
laws passed by state legislatures or the national Congress, are found to conflict with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they have no force. It provides many important principles: separation of powers, judicial 
review, due process, equal protection of law,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checks and balances. There is no 
written constitution in Britain; Britain’s constitution is to be found partly in conventions and customs and 
partly in statute, for example, Magna Carta, Bill of Rights, Act of Settlement and some Parliamentary 
Acts. 

II. Legal Terms  
Separation of Powers, checks and balances, judicial review, due process, equal 
protection of law, freedom of speech, religion, and press (freedom of expression), 
impeachment,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Supremacy Clause, the legislative, 
legislature, Congress, Senat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Parliament, House of 
Lords, House of Commons, NPC, judicial, executive, Bill of Rights, Magna Carta 



7665 

III. Text Analysis  
Key points: 
1.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Separation of Powers, checks and balances, judicial review, due process, 

equal protection of law, freedom of speech, religion, and press (freedom of expression)  
2.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Bill of Rights   
IV. Additional Reading  
Case reading:  
1. Marbury v. Madison (handout) 
2. U.S. v. Nixon (handout) 
3.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V. Exercises and Quiz  
1. Discussion: How does China’s Constitution safeguard the legal rights of the individual?  
2. Dictation of legal terms  
3. Translation:  
The Supreme Court has interpreted the Constitution as placing some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on the 

federal courts. For example, the doctrines of mootness, ripeness, and standing prohibit district courts from 
issuing advisory opinions. Other doctrines, such as the abstention doctrine and the Rooker-Feldman 
doctrine limit the power of lower federal courts to disturb rulings made by state courts. The Erie doctrine 
requires federal courts to apply substantive state law to claims arising from state law (which may be heard 
in federal courts under supplemental or diversity jurisdiction). In difficult cases, the federal courts must 
either guess as to how a court of that state would decide the issue or, if that state accepts certified 
questions from federal courts when state law is unclear or uncertain, ask an appellate court of that state to 
decide the issue. 

Unit 4：Criminal law 
Introduction 
Legal Terms 
Text Analysis  
Additional Reading 
Exercises and Quiz 
Five teaching hours are allocated for this unit. 

I. Introduction  
Criminal law may be defined as the branch of the formalized codes that identifies crimes and their 

punishments. A crime is an act or omission prohibited by law that may be prosecuted by the state. If one is 
found guilty of violating the law, the individual may be formally punished. Typical forms of punishment 
include death, imprisonment, fine, removal from public office or disqualification from holding public 
office, probation, and restitution. Important distinctions exist between civil and criminal laws. Civil 
violations are often referred to as torts (the French word meaning wrong). Torts involve negligent as well 
as intentional harm to an individual or to the property of another. The second distinction involves the 
persons who actually prosecute the case. A specially designated state prosecutor or federal official directs 
the proceedings when crimes are involved. However, in tort actions the individual against whom the 
wrong has been committed generally hires an attorney to process the claim.  

Third, although one who commits a crime may be required to provide some form of monetary 
restitution to society or to the victim, additional punishments are also readily available. These include 
fines, probation, jail sentences, removal from public office, and even execution. Excepting fines, these 
latter remedies are not available in tort law. Rather, tort restitution relies primarily on mon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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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nsation.   
In many cases a person’s behavior may bring about both criminal and tort liability. As a general rule, 

any time an individual has been intentionally and physically harmed by another, the state may prosecute 
and punish, and the injured individual may also sue to recover civil damages. For example, if one 
individual intentionally punches another and breaks that person’s jaw, a crime has been committed 
(assault and battery). Moreover, the injured party may sue the defendant in a civil action for (1) the 
medical costs to repair the jaw, (2) conscious pain and suffering, and (3) perhaps even punitive damages.  

II. Legal Terms  
Crime, civil wrong, plaintiff, defendant, prosecution, defense, criminal offense, 
punishment, substantive law, procedural law, adjective law, death penalty, capital 
punishment, life imprisonment, felony, misdemeanor, felony-murder rule, Miranda 
Warning, homicide, manslaughter, murder, rape, arson, robbery, burglary, larceny 
assault and battery, inchoate crimes, conspiracy, attempt  

III. Text Analysis  
Key points:  
1. Elements of crimes: actus reus, mens rea, causation  
2. Compare substantive law and procedural law  
3. Compare felonies and misdemeanors: how to distinguish them  
4. Compare motive and intent  
Additional Reading  
The mere fact that a harm occurs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a crime has been committed. For 

example, if one shoots and kills what he believes to be a burglar, but the deceased is actually the 
individual’s wife, has the crime of first degree murder occurred? The answer depends on the husband’s 
unlawful intention, or mens rea, at the time of the pulling of the trigger. If the husband truly believed that 
his wife was a burglar, then he did not act with a criminal intent (i.e., mens rea). However, if he was 
criminally negligent in his belief and behavior, then the law may nonetheless conclude that the unlawful 
mens rea was present. That is, the intent is inferred from the grossly negligent behavior of the accused.  

The actus reus element relates to the “doing” part of the crime. Thus, if a person does not have a 
legal duty to act and in fact does not act, then that person cannot be held legally accountable for the 
unlawful acts of others. As illustration, if a citizen watches another rob a bank, the citizen will not be 
liable unless he or she had a legal duty to prevent the crime—for example, if he or she was an officer of 
the law. The robber, however, would have satisfied the actus reus element upon entering the bank and 
declaring, “This is a hold-up. Give me the money.”  

Finally, causation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logical coming together of the mens rea and actus reus, 
resulting in a criminal wrong. Thus, if a wife fires a shot at her husband but just prior to the striking of the 
bullet the husband dies of a brain tumor, is the wife criminally liable for the death? The answer is no, even 
though there is a mens rea (the intent to kill) as well as an actus reus (the firing of the gun in the direction 
of the husband). The death was not the logical result of the intention and the action. Thus causation does 
not exist, and there is no criminal liability. 

IV. Exercises and Quiz  
1. Discussion: Who should b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death of the Baroness (handout). 
2. Translation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Law 
Two broad areas of the law are readily distinguishable: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Substantive law 

defines crimes and establishes punishments. These laws are commonly found in statutes and ordin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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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are written by local, state, or federal legislatures. Procedural law outlines the procedures that must be 
followed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crimes, in the apprehension of offenders, and i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individual’s innocence or guilt. Thus, substantive law informs society as to what behavior is 
acceptable or unacceptable, whereas procedural law directs the state as to the proper methods for 
apprehension and adjudication. For example, the so-called Miranda warnings (Miranda v. Arizona) 
represent procedural law because the police have been directed by that famous U. S. Supreme Court case 
to advise the suspect of a variety of legal rights that he or she has. Until the Miranda warnings have been 
given, however, an individual cannot be lawfully arrested unless the police have probable cause to believe 
a crime has been or is being committed: That is, a particular substantive law must first be violated before 
the state will begin its investigation. 

Unit 5：Criminal Procedure 
Introduction 
Legal Terms 
Text Analysis  
Additional Reading 
Exercises and Quiz 
Four teaching hours are allocated for this unit. 

I. Introduction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American criminal procedure  
Many of the procedural rules have their roo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The Bill of Rights 

contains several provisions that have exclusive applicability to criminal cases, and others that have had 
their principal impact o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Many of these same rights are found in 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fifty states, and most of the Bill of Rights is now binding on the states.  

The constitutional rights –to counsel; to indictment by grand jury; to a speedy trial; to trial by an 
impartial jury; to freedom from cruel and unusual punishment, excessive bail, excessive fines and double 
jeopardy; to freedom also from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 and to confront one’s accusers and to 
have compulsory process for one’s witnesses, but not to incriminate oneself—suggest a great deal about 
the nature of American criminal justice. Concepts such as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pro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nd general notions of fair procedures are not specifically mentioned in the Constitution, 
but they have assumed the same importance as if they were found in the document itself.  

These concepts combine to produce a process that is protective of persons suspected and accused of 
crime. There are limits placed on the ability of government to gather and to use evidence, and to prosecute 
suspects. In many ways, the constitutional rules reflect a fundamental distrust of government power 
generally and of certain particular powers.  

It must be recognized that constitutional rules represent only the minimum protections that must be 
afforded criminal defendants. Statutes and court rules can and do build upon or add to constitutional 
minima and fill out the interstices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  

II. Legal Terms  
prosecution, prosecuting attorney, defense counsel, lawyer, attorney, direct 
examination, cross examination, witness, plea bargaining, confess, Miranda 
warning, accusatorial system, pro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burden of going forward with the evidence, the burden of initially 
producing evidence, entrapment, insanity, duress, intoxication,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standard of proof, probable cause, prima facie case, preliminary 
hearing bindover, pretrial motion, deliberation, verd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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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Text Analysis  
Key points:  
1.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guaranteed by the U.S. Constitution. 
2. Trial procedure 
3. Skills of trial advocacy 
IV. Additional Reading  
Voir dire. The voir dire is the process used to select a jury. A random cross-selection of persons in the 

community in which the trial is to occur is summoned to the courtroom. The prospective jurors take the 
stand and are presented a variety of questions by the prosecution and defense in an attempt to select a jury 
acceptable to both sides. Jurors are excluded by one or two methods. The first, called the peremptory 
challenge, allows either side to have prospective jurors excused without having to specify a particular 
reason. These types of challenges are typically limited to six in nonserious cases and twelve in felony or 
capital cases. The second method, called the challenge for cause, allows for the exclusion of a juror only if 
the excluding party (defense or prosecution) demonstrates that the individual cannot be impartial or 
cannot otherwise handle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king a rational decision. Jurors are excluded who (1) have 
already formed an opinion about the guilt or innocence of the accused; (2) are related to any of the parties 
or legal actors in the case; (3) are physically or mentally impaired to the extent that the impairment will 
interfere with their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r (4) are otherwise considered to be incapable of remaining 
impartial until the case is presented. There are no limits to the number of challenges for cause that either 
side may employ.  

Jury instruction. The judge is responsible for giving the instructions of law to the jury (sometimes 
called charging the jury). Specifically, the judge must explain the appropriate law involved, the elements 
of the crimes charge, and the applicable defenses available to the accused. Both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defense assist the judge by submitting in writing those instructions they would like presented, and it is 
within the discretion of the judge to accept or reject these suggestions. Typically, jury instructions are not 
formulated by the judge, prosecution, or defense. Rather, “form” instructions are taken from standard jury 
instruction forms that have met the particular state’s basic requirements. These instruction are designed to 
be simple enough for the average juror to understand yet complete enough to avoid any potential 
reversible errors on appeal.  

The jury deliberations. After the charge to the jury the veniremen (jurors) retire to private conference 
chambers and decide the fate of the accused. These proceedings are completely private. There is no 
stenographer, and no records are kept. Indeed, most judges admonish jurors not to speak about the 
deliberation process. However, horror stories about the procedures used for reaching verdicts occasionally 
emerge, including such things as fist fights; verdicts by intimidation, acquiescence, and apathy; and even 
verdicts resulting from the toss of a coin. However, most research into the verdict process suggests that 
jurors attempt to be fair and resolve the issues in a dignified manner.  

The verdict. The object of the jury deliberation is to arrive at a verdict. Jurors do not have to find the 
accused charged as specified in the indictment. For example, one who is charged with murder in the first 
degree may be found guilty of some lesser included offenses (e.g., murder in the second degree, voluntary 
or involuntary manslaughter, or if the accused was charged with several offenses, he or she may be found 
guilty of some charges and not guilty of others). Guilty verdicts occur in approximately 65 percent of all 
jury trials; hung juries result in approximately 5 percent of all trials.  

V. Exercises and Quiz  
1. Discussion: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Anglo-American jury system?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is system?  



7669 

2. Translation  
The grand jury process. Although in some states the bill of information supplements a grand jury 

appearance, half the state jurisdictions use exclusively the grand jury process. A grand jury typically 
consists of sixteen to twenty-three citizens. Grand juries often convene for periods lasting six months and 
one year.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ir meetings, the members of the jury hear numerous cases. All evidence 
is presented by the prosecutor: The accused may not refute any of the testimony, nor is the defense 
attorney present. At the end of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state’s evidence, the grand jury members vote. 
Majority rule prevails. If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believe a crime has been committed, then a “true bill” 
is returned, and the accused is bound over for trial. If the majority believes no crime has occurred, then a 
“no bill” is returned, and the matter is terminated. Because the defendant is not allowed to put on a 
defense, it should come as no surprise that “no bills” are returned in only three percent of the cases.  

Unit 6：Civil Procedure 
Introduction 
Legal Terms 
Text Analysis  
Additional Reading 
Exercises and Quiz 
Four teaching hours are allocated for this unit. 

I． Introduction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American civil procedure 
Courts are the instrumentalities established by government for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Each state 

is free, within constitutional limitations, to fashion its own court system, its own substantive law, and the 
rules of procedure which will be used in its courts. The same thing is true of our federal government. We 
therefore have fifty-one court systems, no two of which are exactly alike, each operating under its own 
procedural rules. Stated in its simplest terms, civil procedure is that portion of the law which is concern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n of these instrumentalities, the ground rules laid down by our 
legislatures and the courts for settlement of civil disputes—the machinery of justice.  

American legal system is a so-called adversary system. This means that the parties (and their lawyers) 
control the case. They plan the strategy; they dig up the evidence; they present it in court. The two sides 
battle it out mainly by putting witnesses on the stand and asking questions. Lawyers (or teams of lawyers) 
are the chief actors in the courtroom drama. The judge sits on the bench, more or less in the role of an 
umpire. He sees to it that both sides obey the rules of the game. He goes no further. If there is a jury, the 
judge does not usually decide the big question of who wins and who loses. That is the jury’s job. The 
judge keeps the trial going; and he “instructs” the jury—that is, he tells them what rules of law have a 
bearing on the case. Unless the case is so lopsided that there is nothing for a jury to decide, the decision is 
left to the jury; the judge has to accept it, whether or not he likes it or agrees with it. Harry Kalvan and 
Hans Zeisel, who carried out a major study of jury trials in criminal cases, claimed that the judge would 
have come out differently, had he decided, in about one case out of four.  

Civil-law countries do not use the adversary system. Their systems are inquisitorial. In France or 
Germany or Brazil, judges play a much greater role in building and deciding a case; they investigate the 
facts, they put the evidence together, they try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the affair. Historically, civil-law 
systems have not used jurors, and lawyers are not the dominant presence in the courtroom, as they are in 
common-law countries.  

II．Legal Terms  
procedure, jury, jury trial, bench trial, bar exam, burden of proof, prosec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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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ecuting attorney, defense counsel, lawyer, attorney, direct examination, cross 
examination, witness, vior dire, challenge for cause, peremptory challenge, 
hearsay,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rebuttal evidence, mistrial, discovery  

III．Text Analysis  
Key points:  
1. Compare adversary system with inquisitorial system. 
2. Discovery and vior dire  
3. Jury trial v. bench trial 
3. Trial procedure 
IV． Additional Reading  
1. Jury Trial     
2. Adversary system 
All legal systems strive for decision-making that is impartial and fully-informed. Proponents of an 

adversary system believe that this is best achieved (1) where the decision-maker is neutral and passive, 
and is charged solely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of deciding the case; (2) the parties themselves develop and 
present the evidence and arguments on which the decision will be based; (3) the proceeding is 
concentrated, uninterrupted and otherwise designed to emphasize the clash of opposing evidence and 
arguments presented by the parties; and (4) the parties have equal opportunities to present and argue their 
cases to the decision-maker.  

The most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adversary system is its insistence upon strictly separating the 
active function of investigating and gathering evidence from the more passive function of considering the 
evidence and deciding the case. The theory behind the need for this separation is the belief that 
performance of the former function necessarily taints the latter: decision-makers who gather the evidence 
lose their impartiality by reason of their active investigatory role in the case.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in the words of an often-quoted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BA) 
Committee Report on the adversary system, is the “natural human tendency to judge too swiftly in terms 
of the familiar that which is not yet fully known.” We all have a natural urge to impose order on chaos by 
evaluating and categorizing information as we hear it. But decision-makers are under special pressure to 
do so, since they must decide the case. The result is a strong inclination in the decision-maker early 
on—while the information is still being gathered—to start theorizing about what the evidence means. 
Even passive decision-makers may engage in preliminary theorizing. But decision-makers who actively 
investigate cannot avoid doing so. An investigator cannot possibly determine what questions to ask or 
what direction to take the investigation next without first assessing the meaning of the information that is 
already known. (William Burnham: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and Leg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V． Exercises and Quiz  
1. Discussion: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Anglo-American jury system?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is system?  
2. Translation:  
Procedure constitutes th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rules of substantive law have effect. Procedure 

controls all aspects of the manner through which rules of substantive law are applied; whether a particular 
person has standing to bring a particular suit; the form in which the suit may be brought; the manner in 
which her claim must be asserted; the ground rules of proof of his claim; the remedy which is afforded; 
the manner in which the judgment is enforced. In the words of one scholar, “the road to court-made justice 
is paved with good procedures.”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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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Legal systems: common law, civil law 2 video 
2 Legal systems: common law doctrine of precedent 2  

3 
Legal systems: exercises 
Court systems: UK court system, US state court systems  

2 Flow-charts 

4 Court systems: state and federal court system  2 video 
5 Court systems: U.S. Supreme Court 2  
6 Constitution: main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2  
7 Constitution: Marbury v. Madison 2 video 

8 
Constitution: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Criminal Law: criminal law and crimes 

2  

9 Criminal Law: criminal law and crimes 2  

10 
Criminal Law: common defenses to criminal charges 
Criminal procedure: introduction to US criminal procedure: Bill of 
Rights 

2  

11 Criminal procedure: case reading 2  
12 Criminal procedure: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 2  
13 Civil procedure: basic introduction, jury system 2  
14 Civil procedure: Structure of a Lawsuit 2  

15 
Civil procedure: Structure of a Lawsuit 
Civil procedure in federal District Law 

2 Video:  

16 Examination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学术英语，中国法律制度 
后续课程：进一步学习本学院开设的专业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本学期主要讲授英美法律制度的基本知识。 
难点： 
课程涉及众多法律术语。 
造成法律英语难学难懂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法律语言中经常使用平常的字词来

表示不平常的意思。法律文件中有不少字和短语看上去并不陌生，但是不懂法律英语的人就很难捕

捉它们所表示的准确意义。如 action（诉讼），consideration（对价，约因），minor（未成年），major
（成年），party（当事人），instrument（法律文件），find（裁决），等。另外法律界人士喜欢用一些
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如，我们通常会说“Come over here!”，而律师们往往就说“Approach the bench!”
法律界常用“He is a bench”而不是“He has become a judge”。我们常说“trust each other”，而法律界则
常用“repose in one another”。我们常用“start”或“begin”，而法律界则常用“commence”，一般人说
“deprivation of political rights”，而法律语言中则使用“civil death”（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等等。 
法律英语中的拉丁语比比皆是，如 actus reus (犯罪行为)，mens rea (犯意)，aliba (不在犯罪现

场)，caveat emptor (买方自慎之)，bona fide (善意)，jus cogens（强行法）等。此外，还有许多法语
被用于法律英语中，如 voir dire（诚实审查），tort（侵权），plaintiff（原告），defendant（被告），
verdict（裁决），trespass（侵害）等。 
在法律英语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针对以上提到的难点，有的放矢地组织教学。学习法律英

语的过程实际上是学习英美法律制度，对法律制度理解越深，对法律英语学习的帮助就越大，所以

法律英语这门课并不是单纯的英语课，而是法律专业课，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掌握法律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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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讲解英美法律制度的同时，要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法律英语中的专业术语，尤其是比较法

律英语中常见的同义词和近义词。学习法律英语切忌望文生义，法律英语中有很多同义词和近义词，

在理解这些同义词和近义词时，应该予以特别注意。鉴于法律用语的准确性要求，一般情况下，它

们是不能相互替换使用的。如 solicitor (初级律师，在英国指为当事人所聘请的一般辩护律师，承办
案件起诉和辩护等事务性工作，他们不能在高等法院出庭辩护)与 barrister (高级律师，或出庭律师，
在英国指有资格在高等法院进行辩护的律师)；summons（普通传唤，指以传票传唤当事人、证人
出庭）和 subpoena（拘传，指强制到庭或附有罚金）；information（检察官起诉书，公诉书），indictment
（大陪审团起诉书，公诉书）和 complaint（民事起诉状，或刑事自诉状）等。这样的词在法律英
语中能够经常碰到，如果不了解法律背景，就不容易对其进行区分，就不能准确地对其加以运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解 
2. 案例分析 
教学手段：多媒体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期末考试占 90％。 
7、作业要求： 
每单元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沙丽金等编著《研究生英语教程：法律英语》，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 8月 第 4版

（北京市精品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何家弘编著《法律英语》，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 2版 
2. 杜金榜、张新红编著《法律英语核心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年 4 月 第 1

版。  
执笔：马静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英美诗歌 
British and American Poems 

课程号：4080009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研究所英语（法律英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开设本课程，旨

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了解、认识和掌握英美诗歌史上一些较有影响的诗人的创

作倾向、思想方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以及对本国诗歌乃至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等等。在此基

础上，使学生了解一些名家的代表作品的思想意义、文学价值、写作手法、语言技巧等，为学生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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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后的教学、研究打下基础。通过对英美各历史段代背景和重要作家及其代表诗歌的介绍，使学生

了解英美诗歌发展的历史及各个时期的主要文学流派及其创作特点。通过文本学习提高学生的文学

阅读、理解与鉴赏能力以及口头与书面表达等语言技能；并且通过大量阅读与讨论加强学生对诗歌

本质的意识，提高他们的综合人文素质，增强他们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理解。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 
Geoffrey Chaucer (1343-1400) 
Geoffrey Chaucer, known as the Father of English literature, is widely considered the greatest 

English poet of the Middle Ages and was the first poet to be buried in Poets' Corner of Westminster 
Abbey. 

While he achieved fame during his lifetime as an author, philosopher, alchemist and astronomer, 
composing a scientific treatise on the astrolabe for his ten-year-old son Lewis, Chaucer also maintained an 
active career in the civil service as a bureaucrat, courtier and diplomat. Among his many works, which 
include The Book of the Duchess, the House of Fame, the Legend of Good Women and Troilus and 
Criseyde, he is best known today for The Canterbury Tales. 

Chaucer was a crucial figure in develop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vernacular, Middle English, at a 
time when the dominant literary languages in England were French and Lati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he Canterbury Tales (Selections) 
学习目标： 
1．这首诗的基本内容。 
2．掌握双韵诗体的修辞特征。 
作业： 
联系时代背景评价乔叟的人性观。 

知识单元 2： 
John Donne (1572-1631) 
John Donne was an English poet and a cleric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He is considered the 

pre-emi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metaphysical poets. His works are noted for their strong, sensual style 
and include sonnets, love poems, religious poems, Latin translations,epigrams, elegies, songs, satires 
and sermons. His poetry is noted for its vibrancy of language and inventiveness of metaphor, especially 
compared to that of his contemporaries. Donne's style is characterised by abrupt openings and various 
paradoxes, ironies and dislocations. These features, along with his frequent dramatic or everyday speech 
rhythms, his tense syntax and his tough eloquence, were both a reaction against the smoothness of 
conventional Elizabethan poetry and an adaptation into English of European baroque and mannerist 
techniques. His early career was marked by poetry that bore immense knowledge of English society and 
he met that knowledge with sharp criticism. Another important theme in Donne's poetry is the idea of true 
religion, something that he spent much time considering and about which he often theorized. He wrote 
secular poems as well as erotic and love poems. He is particularly famous for his mastery of 
metaphysicalconceit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Fly 
学习目标： 
1．这首诗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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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这首诗所运用的奇思妙构（conceit)。 
作业： 
探究多恩深层次的想象力结构。 

知识单元 3: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William Wordsworth was a major English Romantic poet who, with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helped 

to launch the Romantic Age in English literature with their joint publicationLyrical Ballads (1798). 
Wordsworth's magnum opus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The Prelude, a semiautobiographical poem 

of his early years that he revised and expanded a number of times. It was posthumously titled and 
published, before which it was generally known as "the poem to Coleridge".Wordsworth was 
Britain's Poet Laureate from 1843 until his death in 1850.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学习目标： 
1．这首诗的基本内容。 
2．找出诗歌中存在的内在张力。 
作业： 
探索华兹华斯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 

知识单元 4: 
William Wordsworth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Solitary Reaper 
学习目标： 
1．这首诗的基本内容。 
2．找出诗歌中夸张（hyperbole）修辞在本语境中运用的合理性。 
作业： 
探索华兹华斯式的意象及其成因。 

知识单元 5: 
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was an English poet, literary critic and philosopher who, with his 

friend William Wordsworth, was a founder of the Romantic Movement in England and a member of 
the Lake Poets. He wrote the poems 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and Kubla Khan, as well as the 
major prose work Biographia Literaria. His critical work, especially on Shakespeare, was highly 
influential, and he helped introduce German idealist philosophy to English-speaking culture. Coleridge 
coined many familiar words and phrases, includ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He was a major influence 
on Emerson and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Kubla Khan 
学习目标： 
1．这首诗的基本内容。 
2．找出诗歌中的东方主义意象。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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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阅读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探索其理论与本诗之间的关系。 
知识单元 6: 

Lord Byron (1788-1824) 
George Gordon Byron, 6th Baron Byron was an English poet and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Romantic 

movement. Among Byron's best-known works are the lengthy narrative poems Don Juan and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and the short lyric She Walks in Beauty. 

Byron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British poets, and remains widely read and influential. He 
travelled widely across Europe, especially in Italy where he lived for seven years. Later in life, Byron 
joined the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 fighting the Ottoman Empire, for which many Greeks revere him 
as anational hero. He died one year later at age 36 from a fever contracted while in Missolonghi in Greece. 
Often described as the most flamboyant and notorious of the major Romantics, Byron was both celebrated 
and castigated in life for his aristocratic excesses, including huge debts, numerous love affairs with people 
of both sexes, rumours of a scandalous liaison with his half-sister, and self-imposed exile. 

He also fathered Ada, Countess of Lovelace, whose work on Charles Babbage's Analytical Engine is 
considered a founding document in the field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Allegra Byron, who died in 
childhood — as well as, possibly, Elizabeth Medora Leigh out of wedlock.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When We Two Parted 
学习目标： 
1．这首诗的基本内容。 
2．找出诗歌中同时隐藏与暴露的信息。 
作业： 
探索拜伦笔下的女性，找出其特征。 

知识单元 7: 
John Keats （1795-1821） 
John Keats was an English Romantic poet. He was one of the main figur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Romantic poets, along with Lord Byron and Percy Bysshe Shelley, despite his work having been in 
publication for only four years before his death. 

Although his poems were not generally well received by critics during his lifetime, his reputation 
grew after his death, and by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he ha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beloved of 
all English poets. He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a diverse range of poets and writers. Jorge Luis 
Borges stated that his first encounter with Keats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literary experience of his life. 

The poetry of Keats is characterised by sensual imagery, most notably in the series of odes. Today his 
poems and letters are some of the most popular and most analysed in English literatur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Ode To a Nightingle 
学习目标： 
1．这首诗的基本内容。 
2．找出诗歌中夜莺所代表的内容。 
作业： 
探究夜莺在整个西方文学史中意象的变化。 

知识单元 8: 
John K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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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o Autumn 
学习目标： 
1．这首诗的基本内容。 
2．找出诗歌中对各种感官移情的运用。 
作业： 
探究济慈早期与晚期风格的微妙变化。 

知识单元 9: 
Percy Shelley (1792-1822) 
Percy Bysshe Shelley was one of the major EnglishRomantic poets, and is regarded by some as 

among the finest lyric, as well as epic, poet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A radical in his poetry as well as in 
his political and social views, Shelley did not see fame during his lifetime, but recognition for his poetry 
grew steadily following his death. Shelley was a key member of a close circle of visionary poets and 
writers that included Lord Byron; Leigh Hunt; Thomas Love Peacock; and his own second wife, Mary 
Shelley, the author of Frankenstei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o the West Wind 
学习目标： 
1．这首诗的基本内容。 
2．找出诗歌与当时时代的关系。 
作业： 
探究二十世纪以降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学者对雪莱的“误读”。 

知识单元 10: 
Alfred Tennyson （1809-1892） 
Alfred Tennyson, 1st Baron Tennyson was Poet Laurea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during much 

of Queen Victoria's reign and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British poets. 
Tennyson excelled at penning short lyrics, such as "Break, Break, Break", "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 "Tears, Idle Tears" and "Crossing the Bar". Much of his verse was based 
on classical mythological themes, such as Ulysses, although In Memoriam A.H.H. was written to 
commemorate his friend Arthur Hallam, a fellow poet and student at 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 after he 
died of a stroke aged just 22.Tennyson also wrote some notable blank verse including Idylls of the King, 
"Ulysses", and "Tithonus". During his career, Tennyson attempted drama, but his plays enjoyed little 
success. A number of phrases from Tennyson's work have become commonplace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cluding "Nature, red in tooth and claw" (In Memoriam A.H.H.), "'Tis better to have loved and lost / 
Than never to have loved at all", "Theirs not to reason why, / Theirs but to do and die", "My strength is as 
the strength of ten, / Because my heart is pure", "To strive, to seek, to find, and not to yield", "Knowledge 
comes, but Wisdom lingers", and "The old order changeth, yielding place to new". He is the ninth most 
frequently quoted writer in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Break, Break, Break 
学习目标： 
1．这首诗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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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找出这首诗歌的韵律美。 
作业： 
探究丁尼生对浪漫主义风格的继承与“焦虑”。 

知识单元 11: 
Edgar Allan Poe (1809-1849) 
Poet, father of detective story, short story writer, he has great influence on modern western literature. 

His Poetic Principles: 
Neither too long nor too short in the form. 
A very short poem, while now and then producing a brilliant or vivid, never produces a profound or 

enduring effect. 
I hold that a long poem does not exist. “A long poem” is simply a flat contradiction in terms. 

Excitement cannot be sustained throughout a composition of any great length. 
The object of the Poetry: 
“poem simply for poem’s sake”, not for duty, truth, nor pass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Raven 
学习目标： 
1．这首诗的基本内容。 
2．掌握这首诗体现出来的英语诗歌的韵律美。 
3. 了解爱伦坡的美学原则：好诗的长度问题（不长不短）、诗歌的目标（美） 
作业： 
联系爱伦坡的创作原则阅读其诗歌“To Helen” 

知识单元 12：Walt Whitman(1819-1892) 
Walt Whitman was an American poet, essayist and journalist. A humanist, he was a part of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ranscendentalism and realism, incorporating both views in his works. Whitman is 
among the most influential poets in the American canon, often called the father of free verse. He was a 
part-time carpenter and man of the people, whose brilliant, innovative work expressed the country's 
democratic spirit. Whitman was largely self-taught; he left school at the age of 11 to go to work, missing 
the sort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that made most American authors respectful imitators of the English. His 
Leaves of Grass (1855), which he rewrote and revised throughout his life, contains "Song of Myself," the 
most stunningly original poem ever written by an America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Song of Myself 
学习目标： 
1．了解时代背景及诗歌的主题思想。 
2．掌握“自由诗”（free verse）的概念。 
作业： 
背诵诗歌第一部分 

知识单元 13：Emily Dickinson(1830 – 1886) 
Emily Elizabeth Dickinson was an American poet. Dickinson was born in Amherst, Massachusetts. 

Although part of a prominent family with strong ties to its community, Dickinson lived much of her life 
highly introverted. After studying at the Amherst Academy for seven years in her youth, she briefly 
attended the Mount Holyoke Female Seminary before returning to her family's house in Amhe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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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ed an eccentric by locals, she developed a noted penchant for white clothing and became known 
for her reluctance to greet guests or, later in life, to even leave her bedroom. Dickinson never married, and 
most friendships between her and others depended entirely upon correspondenc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Apparently with No Surprise 
学习目标： 
1．了解诗歌的主题思想。 
2．认识诗人的写作特点（用破折号实现各种功能 ）。 
作业：比较惠特曼与迪金森的死亡观 

知识单元 14：Emily Dickins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 Narrow Fellow in the Grass; I am Nobody 
学习目标： 
1．了解诗歌的主题思想。 
2．认识诗人的写作特点（用破折号实现各种功能、视角和语气）。 
作业：预习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知识单元 15：T. S. Eliot(1888-1965) 
He was a poet, dramatist, literary critic, and modernist. He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48. 

One of the most daring innovators of twentieth-century poetry. His idea about poetry: 
A poem should be an organic thing in itself, a made object. Once it is finished, the poet will no 

longer have control of it. It should be judged, analyzed by itself without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poet’s 
personal influence and intentional elements and other elements. 

Modern life is chaotic, futile, fragmentary, so poetry should reflect this fragmentary nature of life and 
this kind nature of life should be projected, not analyzed.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学习目标： 
1．理解诗歌的主要内容。 
2．认识诗人的写作特点：象征手法，典故。 
作业：复习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预习 The Waste Land 

知识单元 16：Robert Frost(1874-1963) 
Robert Frost won the Pulitzer Prize four times and received commendations b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 and the Poetry Society of America respectively in 1938 and 1941. He 
received honors from forty-four institutions, and became the nation's unofficial Poet Laureate when 
invited to read his poem at President Kennedy's inauguration in 1961. The profound meanings of his 
poems are hidden underneath the plain language and simple form. He often describes natural world and 
rural life, with New England landscape at the cor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Road not Taken;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学习目标： 
1．理解诗歌的多重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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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识诗人的写作特点：传统中的创新。 
作业：背诵两首诗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Geoffrey Chaucer 22 The Canterbury Tales 

2 John Donne 22 The Fly 

3 William Wordsworth 22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4 William Wordsworth 22 The Solitary Reaper 
5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22 Kubla Khan 
6 Lord Byron 22 When We Two Parted 
7 John Keats 22 To a Nightingle 
8 John Keats 22 To Autumn 
9 Percy Shelley 22 Ode to the West Wind 

10 Tennysson  22  
11 Edgar Allan Poe 22 The Raven 
12 Walt Whitman 22 Song of Myself 

13 Emily Dickinson 22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Apparently 
with No Surprise 

14 Emily Dickinson 22 A Narrow Fellow in the Grass； I am Nobody 
15 T. S. Eliot 22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16 Robert Frost 22 
The Road not Taken;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英语、人文经典阅读 
后续课程：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西方宗教与文化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华兹华斯、惠特曼、狄金森 
难点：每个文学阶段与风格之间的关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改变“满堂灌”方式，广泛采用启发、讨论、学生展示、课堂讲评和

案例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1.课堂讨论。 
2.教学观摩。 
3.小组工作 
4.研究性学习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3、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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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相关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剑等，《英美诗歌选读》，外研社，2008。 
（二）推荐参考书 
1.李正栓等，《英美诗歌选读》，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执笔：张磊 刘瑞英  审稿：张磊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法语（三） 
French III 

课程号：40800095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能够进行较为流利的情景对话；2、使学生掌握直陈式的所有

时态；3、使学生掌握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4、使学生区分并准确运用法语的简单时态
和复合时态。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趣味多媒体教学，化繁为简，深入浅出，主次分明，以语言为平台，以

文化为支撑，通过口诀、游戏、歌曲和电影片段，使学生轻松掌握法语直陈式的各类时态、形容词

和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被动态，了解简单时态和复合时态，为《法语四》这门后续课程提供支

撑。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72学时(每一单元均需要 8课时) 

知识单元 18：Leçon 18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futur simple 
Emploi  
Le futur simple exprime un fait ou une action qui se déroulera plus tard, elle n’a pas encore eu lieu au 

moment où nous nous exprimons. 
Exemple : 
La semaine prochaine nous partirons en vacances. 
Terminaisons  
Les terminaisons du futur simple de l’indicatif sont les mêmes pour tous les ver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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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s terminaisons 1er groupe 2ème groupe 3ème groupe 

je / j’ -rai aimerai finirai mettrai 

tu -ras aimeras finiras mettras 

il / elle / on -ra aimera finira mettra 

nous -rons aimerons finirons mettrons 

vous -rez aimerez finirez mettrez 

ils / elles -ront aimeront finiront mettront 

Remarques 
Attention aux particularités de formation du futur : 
§ Un e court présent dans le radical du verbe prend un accent grave (è) au futur simple. 
Exemples : 
peser – je pèserai 
modeler – je modèlerai 
§ La consonne de certains verbes est doublée. 
Exemple : 
jeter – je jetterai 
§ Le i de certains verbes en -rir disparaît lorsqu’on ajoute les terminaisons. 
Exemples : 
courir – je courrai 
mourir – je mourrai 
§ Pour certains verbes en -yer le y devient un i (les deux variantes i et y sont utilisées pour les 

verbes en -ayer). 
Exemples : 
employer – j’emploierai, tu emploieras, il emploiera, nous emploierons, vous emploierez, ils 

emploieront 
payer – je payerai/paierai 
§ Les verbes en -oir ainsi que aller, envoyer, faire et venir sont irréguliers. 
Exemple : 
pouvoir – je pourrai, tu pourras, il pourra, nous pourrons, vous pourrez, ils pourront 
Les auxiliaires ont une conjugaison spécifique qu’il faut maîtriser car ils permettent de former le 

futur antérieur de l’indicatif de tous les autres verbes. 

Les auxiliaires avoir être 

je / j’ aurai serai 

tu auras seras 

il / elle / on aura sera 

nous aurons serons 

vous aurez serez 

ils / elles auront seront 

La mise en relief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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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r mettre accent sur le sujet, on utilise ce qui. 
Exemple : 
Ce qui me plaît, c’est la musique pop. 
Pour mettre accent sur le complément d’objet, on utilise ce que. 
Exemple : 
Ce que j’aime, c’est la musique pop.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Voyons : sorte d’exhortation usitée pour encourager à l’action, pour demander que l’on parle oul’on 

agisse, comme léger reproche 
Voyons, parlez-moi franchement : que pensez-vous de sa conduite. (pour l’encouragement) 
Un peu de bon sens, voyons. 
En avoir assez (de) 
J’en ai assez de vos hésitations. 
Vous m’importunez (déranger) sans cesse, j’en ai assez. (être excédé) 
Sur le plan de = dans le domaine de 
Sur la plan de la conduite, il n’y a rien à dire ; mais sur le plan intellectuel, cet élève est déficient. 
Contester : ne pas le reconnaître fondé, exact 
La légalité de cette décision est très contestée. 
Nous ne contestons pas que votre rôle ait été important. (subj.) 
Mettre ... à + inf. : employer un certain temps pour 
La viande a mis longtemps à cuire. 
Jamais : non accompagné de ne 
Dans les réponses : Acceptez-vous sa collaboration ? Jamais. 
En coordination : accompagné ou non de mais et ou : 
Je travaille plusieurs heures par jour, mais jamais après dîner. 
Allez-y maintenant ou jamais. 
Avec un adj. : des leçons jamais sues 
Rien que = seulement 
Arrêtez-vous rien que 5 minutes ! 
Rien qu’à la première lecture j’ai vu de nombreuses fautes. 
Plein(e) de 
Le coupable a fui, les mains pleines de sang. (couvert) 
Permettre à qn de f.qch/ qch 
Mon médecin m’a permis le café. 
Qui t’a permis de douter du Seigneur ? 
4. Activité du FLE 
On discute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es anciens et les modernes.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exprimer leurs idées et leurs goûts.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20：Leçon20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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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Place des pronoms personnels compléments d’un même verbe 

 1 2 3 4 5  

Sujet + (ne) 

me(m’) 
te(t’) 
se(s’) 
nous 
vous 

 
le(l’) 
la(l’) 
les 

 
lui 
leur 

 
y 

 
en 

+ verbe(pas) 

Exemples : 
Vous voulez voir ces photos? Je vous les montrerai. 
Pour une bonne hygiène des dents, il faut se les brosser tous les jours.  
Il veut des cassettes, mais je ne lui en apporterai pas. 
Elle voulait avoir votre numéro de téléphone, donc je le lui ai donné. 
Quant à ce film, je ne m’y intéresse pas.  
Pour l’impératif affirmatif : 

 1 2 3 4 

sujet + 
le 
la 
les 

moi 
toi 
nous 
vous 
lui 
leur 

y en 

Exemples : 
Elle veut lire ce livre-là. Passez-le-lui! 
Ils veulent voir ces photos. Montrez-les-leur! 
Il veut des pommes. Donnez-lui-en! 
La mise en relief (II) 
Pour insister sur un groupe de mots, pour le mettre en relief, on peut utiliser la tournure c’est… qui 

(pour la fonction de sujet) et c’est… que (pour les autres fonctions).  
C’est le service de documentation qui nous prépare les revues de presse (= le service de 

documentation nous prépare…). 
C’est par souci d’économie que nous n’avons pas adopté cette solution (= nous n’avons pas adopté 

cette solution par souci d’économie). 
Veillez à bien accorder en personne le verbe lorsque le sujet est un pronom de la 1re ou 2e personne. 

C’est toi qui as demandé ce rapport.  
C’est nous qui avons demandé ce rapport.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Penser 
(v.t. )Tu dis ça, mais tu ne le penses pas. 
Penser de : Que penses-tu de Pierre ? Oh, c’est un garçon très simpathique. 
Pour la plupart (loc. adv.) 
Les employés de ce magasin bénéficient pour la plupart de 4 jours de congé. 
Familier (ère) 
A force de la voir tous les jours, son visage m’est devenu familier. ( connu, contr. étr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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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maniement du fusil lui était devenu familier. ( se dit de choses dont on a acquis la pratique, que 
l’on suit bien) 
Dans : indique le temps 
La date : Dans combien de temps reviendrez-vous ? Dans une semaine. 
La durée : Dans les siècles passée, l’hiver était plus difficile à supporter ? 
Jouer 
Jouer du piano, du violon, de la flûte, de la trompette 
Jouer au football, basketball, tennis 
Que voulez-vous ? ou Que veux-tu ?: la résignation le parti qu’on prend de qch 
Ce n’est pas bien payé, mais que voulez-vous ? Il faut bien vivre! 
Faire : avoir comme poids, comme mesure 
Une planche qui fait cinq centimètres d’épaisseur (mesurer) 
Le circuit fait quinze kilomètres. (représenter) 
Mon frère fait quatre-vingt-cinq kilos. (peser) 
Ce livre fait trente euros. (coûter) 
Tout de même = quand même 
Il a réussi tout de même. (après tout) 
Valoir la peine 
Il est trop tard, ça ne vaut même plus la peine d’aller au cinéma, il n’y aura plus de place. 
Dès que 
Je l’ai reconnu dès qu’il s’est mis à parler. 
Dès : Ce film m’a plu dès le début. 
Cesser + n. ou cesser de f.qch 
La plupart des ouvriers ont cessé le travail à midi. 
La pluie n’a cessé de tomber depuis trois jours. 
4. Activité du FLE 
On discute les soucis des mères et ceux des enfants.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exprimer leurs opinions.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21：Leçon 21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comparatif et le superlatif des adjectifs 
Introduction 
Le comparatif et le superlatif sont employés pour établir une comparaison. On parle de «degrés de 

comparaison». 
Le comparatif 
Le comparatif est le premier degré de comparaison. On le construit avec les formules aussi … que 

(comparatif d’égalité), plus … que (comparatif de supériorité) ou moins … que (comparatif d’infériorité). 
L’adjectif s’accorde normalement en genre et en nombre avec le nom auquel il se rappo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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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es : 
Marie est aussi rapide que Chloé. 
Marie est moins rapide que Claire. 
Claire est plus rapide que Marie. 
Le superlatif 
Le superlatif exprime le plus haut degré d’une qualité ou d’un défaut. On le construit avec les 

structures le/la/les plus … et le/la/les moins … L’adjectif s’accorde normalement en genre et en nombre 
avec le nom auquel il se rapporte. 

Exemples : 
Claire est la plus rapide. 
Claire est la coureuse la plus rapide. 
Chloé est la coureuse la plus lente. 
Remarques 
Le comparatif de certains adjectifs ne se forme pas à l’aide des structures plus/moins/aussi … que 

mais avec la préposition à. 
Exemples : 
inférieur à 
postérieur à 
supérieur à 
antérieur à 
Certains adjectifs ont des comparatifs et des superlatifs irréguliers.  

Degrés de comparaison irréguliers des adjectifs 
Positif Comparatif Superlatif 
bon meilleur le meilleur 
mauvais pire le pire 
petit (la valeur, l’importance) 
petit (la taille, la mesure) 

moindre 
plus petit 

le moindre 
le plus petit 

Le comparatif et le superlatif des adverbes 
Introduction 
On utilise le comparatif et le superlatif de l’adverbe pour établir une comparaison entre différentes 

personnes/choses. Il y a trois types de comparatif (supériorité, égalité, infériorité). 
Le comparatif 
Le comparatif est le premier degré de comparaison. On le forme grâce aux structures plus … que 

(comparatif de supériorité), aussi … que (comparatif d’égalité), moins … que (comparatif d’infériorité). 
Exemples : 
Claire court plus vite que Marie. 
Marie court aussi vite que Chloé. 
Chloé court moins vite que Claire. 
Le superlatif 
Le superlatif est le plus haut degré de comparaison. Il présente la propriété à son plus haut ou plus bas 

degré par rapport à tous les objets de la même classe. On le forme grâce à la structure le plus … / le moins … 
Exemple : 
Claire court le plus vite. 
Remarques 
Il existe quelques cas particuli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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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f Comparatif Superlatif 
bien mieux/moins bien le mieux 
mal plus mal/moins mal le plus mal 
beaucoup plus le plus 
peu moins le moins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quotidien : adj et n.m. 
Acheter un quotidien chaque jour 
Utiliser 
Utiliser un réchaud électrique pour faire chauffer son déjeuner. (employer, se servir de) 
S’adresser à 
Il faut vous adresser directement au ministre de la justice pour obtenir ce renseignement. 
Dans le but de = avec l’intention de, dans le dessein de 
Il est parti dans le but de se trouver quelque temps au calme. 
Etre de nationalité australienne 
Quelle est votre nationalité ? 
Préférer ... à 
Elle préfère son fils aîné à ses autres enfants. 
Ne... plus... que (indique que la cessation s’arrête à la restriction indiquée) 
La décision ne tient plus qu’à vous. 
Il n’a plus que la peau et les os. 
Ne... pas... que 
On ne vit pas que d’air et d’eau fraîche. 
Ni 
Dans la négation du verbe, il faut ajouter ne : Il ne boit ni ne mange. 
Il ne boit pas, ni ne mange. 
Ni le vent ni la pluie ne m’arrêtent. 
Egalement 
De façon égale : Ici ou là, nous serons également bien. 
Aussi, de même, en outre : La veste de velours et la culotte furent également mises dans la caisse. 
Egal, égale, égaux 
Cela m’est égal. (lui est égal) = cela me laisse indifférent. 
A la fois : en même temps 
On ne peut être à la fois au four et au moulin. 
Approcher de 
Une couleur qui approche de la couleur naturelle. 
Il approche du but qu’il est fixé. 
Sans doute = probablement 
Sans doute êtes-vous déjà au courant. (attention à l’inversion du sujet) 
Epouser : époux, épouse 
Il épouse la fille de ses voisins. 
4. Activité du FLE 
On organise un tournoi d’éloquence dont le thème est « Est-ce que l’argent fait le bonheur? ».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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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enseignant incite les apprenants à parler de leur idéal, ainsi que de leur concept de valeurs.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22：Leçon 22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passif 
Introduction 
Le passif, ou voix passive, permet de mettre en valeur une action, le résultat de celle-ci, un état ou un 

événement. Il présente le même fait que la forme active mais d’un point de vue différent. Le sujet du 
verbe est soit indifférent, soit inconnu, soit présumé connu par la majorité des gens.  

Emploi 
La voix active est employée pour mettre le sujet du verbe en valeur. 
Exemple : 
L’ambulance conduit le blessé à l’hôpital. 
La voix passive est employée pour mettre en valeur le fait lui-même. L’agent de l’action n’est pas 

toujours mentionné. 
Exemple : 
Le blessé est conduit (par l’ambulance) à l’hôpital. 
Formation 
Pour conjuguer un verbe au passif, on utilise l’auxiliaire être + participe passé. Le participe passé 

s’accorde en genre et en nombre avec le sujet du verbe au passif. Le passage de la voix active à la voix 
passive entraîne certaines modifications : 

§ Le complément d’objet direct à l’actif devient sujet de la phrase au passif 
§ Le sujet disparaît ou est transformé en complément d’agent introduit par par 

actif passif 
La voiture renverse un homme. Un homme est renversé par une voiture. 
Les passants appellent l’ambulance. L’ambulance est appelée par les passants. 

La police recueille les témoignages. 
Les témoignages sont recueillis par la 
police. 

Les verbes à la voix passive peuvent se conjuguer à tous les temps. 
Exemples : 
Imparfait – Un homme était renversé par une voiture. 
Futur – Un homme sera renversé par une voiture. 
Passé composé – Un homme a été renversé par une voiture. 
Subjonctif – Il est terrible qu’un homme soit renversé par une voiture. 
Par et de 
L’agent de l’action peut être introduit par la préposition par. 
Exemple : 
Un homme a été renversé par une voiture. 
Avec certains verbes de description et de sentiment, l’agent est introduit par la préposition de. 
Voici quelques exemples de verbes construits avec de : accablé de, aimé de, bordé de, connu de, 

craint de, décoré de, detesté de, entouré de, estimé de, étonné de, frappé de, haï de, ignoré de, oublié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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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é de, surpris de. 
Exemple : 
Le conducteur de la voiture est connu de la police. 
L’emploi de TOUT 
Pour pouvoir accorder correctement tout, il faut savoir s’il est adverbe, déterminant, adjectif ou 

pronom. 
Tout adjectif et déterminant 
Quand tout se rapporte à un nom ou un pronom, il est adjectif ou déterminant et il doit s’accorder en 

genre et en nombre avec ce nom. Selon ses emplois, tout précède :  
• un autre déterminant Nous vous communiquerons toutes nos remarques sur le sujet. 
• un nom En tout état de cause, vous serez prévenus les premiers.C’est à tous égards celui qui nous 

convient le mieux. 
• un pronom Nous répondrons à tous ceux qui nous ont écrit. 
Quand tout précède directement un nom, l’ensemble se met le plus souvent au singulier. On met le 

pluriel dans quelques expressions figées :  

de toutes sortes 
à tous égards 

de tous côtés  
à toutes jambes  

Tout pronom 
Le pronom singulier tout est invariable en genre. Il n’a pas d’antécédent.  
Exemples : 
Tout nous paraît beaucoup plus clair maintenant. 
Je suis entièrement d’accord avec tout ce qui vient d’être dit. 
Le pronom pluriel varie en genre selon le genre de son antécédent : tous ou toutes.  
Exemples : 
Elle voulait voir Geneviève, Sabine et Anne. Toutes ont répondu à son appel. 
Ses amis devaient être prévenus. Il leur a envoyé un mot à tous.  
Tout adverbe  
Tout est adverbe quand il est devant un adjectif, un autre adverbe ou une locution adverbiale. Il 

signifie selon les cas « complètement, entièrement, tout à fait… ».  
Exemples : 
Il est revenu tout bronzé de ses vacances. 
Nous nous intéresserons tout particulièrement à la seconde moitié du XIXe siècle. 
Dans ce cas, tout, comme les autres adverbes est invariable. 
Exemples : 
C’est la classe politique tout entière qui doit s’engager sur ce sujet (et non pas toute entière). 
Ils sont revenus tout bronzés de leurs vacances. 
Je suis tout aussi consciente que vous des différents problèmes (et non pas toute aussi consciente). 
Cependant, si tout précède un adjectif féminin commençant par une consonne ou un h aspiré, tout 

prend les mêmes marques de genre et de nombre que cet adjectif. Elle est revenue toute bronzée de ses 
vacances.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Compter 
En calculer le nombre ou la quantitité : La fermière comptait ses poules. (dénombrer) 
Le faire entrer dans un calcul d’ensemble, le mettre au nomre de : Cela pèse deux kilos, sans compter 

l’emballage. (tenir compte 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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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avoir de l’importance : Je compte dans le pays, on me salue très bas quand je passe. 
Compter sur qn (lui faire confiance) : Je compte sur vous pour régler cette affaire. 
Seul : valeur adverbialle 
Un malheur ne vient jamais seul. 
Seul un alpiniste aussi fort que lui peut faire cette ascension. (uniquement) 
A elle seule, elle a fait autant de travail que ses trois camarades réunies. 
Dépasser 
Mon plus grand voyage n’a pas dépassé une dizaine de kilomètres. 
Il l’a dépassé d’une bonne demi-tête. 
La superficie de sa maison a été dépassée par la mienne. 
Malgré : 
Opposition de qch : Le taux de croissance reste élevé malgré la crise économique. (en dépit de) 
Opposition de qn : Il est passionné pour l’art malgré l’opposition de son père. (contre) 
Faire partie de 
C’est un livre qui fait partie de la littérature populaire. 
Je sais perdre, cela fait aussi partie de mon excellente éducation. 
Retirer : le faire sortir de l’endroit où il est 
Retirer de l’argent de la banque (prélever) 
Retirer un noyé de l’eau. (repêcher) 
Il a retiré de son sac tous ses vêtements. 
4. Activité du FLE 
L’enseignant demande aux apprenants de présenter, en se divisant en plusieurs groupes, la 

géographie française et de partager leur expérience en France ou leur impression sur la France.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nseignant aide les apprenants à mieux découvrir la France et sa géographie.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23：Leçon 23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pronom relatif : que  
Le pronom relatif remplace un nom, qui le précède dans la phrase, et qu’on appelle un antécédent. Il 

lie une phrase principale à sa subordonnée relative. 
Que est toujours le COD du verbe de la phrase relative 
Exemple :  
la fille qu’il a épousée s’appelle Jenny 
- la fille [...] s’appelle Jenny : phrase principale 
- qu’il a épousée : subordonnée relative 
- que : a épousée qui ? “que” mis pour “la fille”, COD. 
Le pronom relatif : dont  
Dont remplace de + quelque chose. Dont remplace aussi en (de + chose) ou un possessif. 
Exemp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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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i beaucoup aimé ce film. Tu m’as parlé de ce film hier (tu m’en as parlé hier): J’ai beaucoup aimé 
ce film dont tu m’as parlé hier. 

Je connais Picasso. J’ai vu son exposition à Paris: je connais Picasso dont j’ai vu l’exposition à Paris. 
(Attention : dont ayant remplacé le possessif, l’article défini est employé)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Etre pressé de f. qch 
Ne sois pas trop pressé de partir. Reste encore un peu avec nous. 
Presser qn 
Doucement, rien ne te presse. 
Sans article : 3 litres de lait, un paquet de sucre 
Etre désolé de + inf. 
Je suis désolé de vous avoir réveillé, excusez-moi. 
Tant pis 
Le docteur que vous demandez n’est pas là. Tant pis, je reviendrai. 
Contr. Il a réussi le concours, tant mieux. 
A : appartenance 
C’est à nous de parler. 
Ce stylo est à moi. 
C’est un ami à moi. 
Savoir vivre : Plus...plus... (antonyme : plus...moins...) 
Plus il se repose et plus il dit qu’il est fatigué. Je n’y comprends rien ! 
Plus on se dépêche, moins on réussit. 
Surtout 
Les Durand, vont au restaurant surtout le samedi, rarement un autre jour. 
Tu peux partir avec Francis, mais surtout faites bien attention sur la route. 
Se rendre compte de qch 
Elle parle beaucoup, mais elle ne se rend pas compte de ce qu’elle a dit. 
C’est dommage/ quel dommage + que subj. / de f. qch 
C’est dommage de laisser tout ce gâteau, personne n’en veut ? 
Tu ne peux pas venir ce soir ? Dommage ! Ca sera amusant là-bas. 
Quel dommage que Catherine ne soit pas là, elle qui aime tant la campagne ! 
4. Activité du FLE 
L’enseignant demande aux apprenants de présenter, en se divisant en plusieurs groupes, la 

gastronomie et les restaurants de la France.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nseignant aide les apprenants à mieux découvrir la gastronomie de la France.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24：Leçon 24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futur du pass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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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futur du passé est un emploi particulier du conditionnel (présent ou passé), imposé par la 
concordance des temps. 

On le trouve alors dans une proposition subordonnée qui dépend d’un verbe principal au passé. 
Exemple : 
« Mon père disait que je mourrais un jour sur l’échafaud. Maman protestait pour la forme : “Ne 

voyons pas tout en noir, il sera peut-être gracié.” » 
Fernand TRIGNOL, dansJ.-P. LACROIX, 
Le futur antérieur 
Introduction 
Le futur antérieur marque l’antériorité par rapport à un moment déterminé du futur ou à un impératif. 

Il peut exprimer une probabilité, une supposition, ou présenter un fait comme accompli et certain par 
rapport à un moment donné du futur. 

Emploi 
§ supposition par rapport à une action passée (probabilité) 
Exemples : 
Il sera certainement tombé. 
Ou bien il aura peut-être eu une panne. 
§ présentation d’un fait comme accompli et certain par rapport à un moment donné du futur (le futur 

antérieur doit ici être accompagné d’une indication de temps afin que l’on reconnaisse qu’il s’agit du futur) 
Exemple : 
D’ici là il aura réparé son vélo. 
Formation 
Le futur antérieur se forme avec l’auxiliaire avoir ou être conjugué au futur simple suivi du participe 

passé. 
Personne avoir être 
1re personne du singulier j’aurai je serai 
2e personne du singulier tu auras tu seras 
3e personne du singulier il/elle/on aura il/elle/on sera 
1re personne du pluriel nous aurons nous serons 
2e personne du pluriel vous aurez vous serez 
3e personne du pluriel 

ils/elles auront 

aimé 
fini 
vendu 

ils/elles 
seront 

parti 
partie 
partis 
parties 

Le futur antérieur de la majorité des verbes se forme avec avoir. L’auxiliaire être est employé : 
§ avec les verbes suivants: naître/mourir, aller/venir, monter/descendre, arriver/partir, entrer/sortir, 

apparaître, rester, passer, tomber et leurs formes composées, par exemple : revenir, rentrer, remonter, 
redescendre, repartir, devenir, retourner. 

Exemple : 
Je serai parti en vacances. 
§ avec les verbes pronominaux. 
Exemple : 
Je me serai trompé dans mon calcul. 
La négation encadre l’auxiliaire, elle se place avant et après être ou avoir. Dans le cas d’un verbe 

pronominal, la négation se place avant et après le bloc pronom – auxiliaire. 
Exemples : 
Je ne serai pas parti en vacance en Bretag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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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ne me serai pas trompé dans mon calcul.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Arroser... de... 
Ses sabots arrosés de sang 
Arroser les assaillants de pierres 
Porter : avoir sur soi comme vêtement, ornement 
Porter une robe, un chapeau, des gants, des lunettes 
Porter la barbe 
Ainsi que... 
Sa patience, ainsi que sa modestie, sont connues de tous. (et) 
Cela s’est passé ainsi que je vous l’ai dit. (comme) 
Tirer profit de 
Ne tire jamais profit des malheurs d’autrui. (exploiter) 
Cet homme malin qui n’a rein fait ne sait qu’en tirer profit à la manière du troisième larron. 
Mettre (remettre) qch en question 
Toutes les théories sur l’origine du monde sont aujourd’hui remises en question. 
Faire de qch, de qn 
L’amour a fait d’elle une femme heureuse. 
Il a fait de sa maison un lieu de rendez-vous. 
A quoi bon ? 
Je voulais lui écrire, et puis... à quoi bon ? De toute façon, elle ne me répondra pas. 
Faire sauter 
Faire sauter un bouton : l’arracher en se boutonnant ou en se déboutonnant 
Faire sauter qn. : lui faire perdre son emploi, ses fonctions 
Faire sauter des légumes, un poulet : le faire cuire à feu vif, avec du beurre ou de la graisse, en le 
remuant de temps en temps pour l’empêcher d’attacher. 
A la place de qn 
Je ne comprends pas du tout la décision de Danielle, à sa place, j’aurais agi autrement. 
Occuper qn/ son temps 
Quand il pleut, c’est difficile d’occuper les enfants. 
Quel étudiant travailleur ! Il occupe tous ses loisirs à la lecture. 
4. Activité du FLE 
L’enseignant incite les apprenants à réfléchir sur la vie, la mort et les règles.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nseignant aide les apprenants à établir des valeurs positives sur la vie et la mort.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25：Leçon 25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discours indirect 
Phrases affirmatives 



7693 

Les phrases affirmatives sont introduites par la conjonction de subordination que (qu’ devant une 
voyelle) au discours indirect. 

Exemple : 
Il a dit : «Je l’ai reconnue tout de suite.» 
→Il a dit qu’il l’avait reconnue tout de suite. 
Phrases interrogatives 
Les phrases interrogatives sont introduites par un mot interrogatif au discours indirect comme au 

discours direct. 
Exemple : 
J’ai demandé : «Comment était-elle?» 
→J’ai demandé comment elle était. 
Dans le cas d’une interrogation totale (réponse par oui ou non), la question indirecte est introduite 

par si. 
Exemple : 
J’ai demandé : «T’a-t-elle donné un pourboire?»  
→J’ai demandé si elle lui avait donné un pourboire. 
(voir aussi l’interrogation indirecte) 
Ordres/demandes 
Pour exprimer l’ordre ou la demande, on utilise au discours indirect l’infinitif. On souligne souvent 

l’invitation à faire quelque chose par l’emploi du verbe introducteur demander. 
Exemple : 
Il m’a dit : «Ne sois pas si curieuse!» 
→Il m’a dit/demandé de ne pas être si curieuse. 
Remarques 
Quand le verbe qui introduit le discours indirect est à un temps du passé, le changement de temps 

dans le passage du discours direct au discours indirect se fait selon les règles de la concordance des temps. 
Exemples : 
Je reçois beaucoup de visites. Il a dit qu’il recevait beaucoup de visites. 
J’ai reçu beaucoup de visites. Il a dit qu’il avait reçu beaucoup de visites. 
Je vais recevoir beaucoup de visites. Il a dit qu’il allait recevoir beaucoup de visites. 
Je viens de recevoir beaucoup de visites. Il a dit qu’il venait de recevoir beaucoup de visites. 
Je recevrai beaucoup de visites. Il a dit qu’il recevrait beaucoup de visites. 
Je recevais beaucoup de visites. Il a dit qu’il recevait beaucoup de visites. 
Je n’avais pas reçu beaucoup de visites. Il a dit qu’il n’avait pas reçu beaucoup de visites. 
J’aimerais recevoir beaucoup de visites. Il a dit qu’il aimerait recevoir beaucoup de visites. 
Les expressions de temps subissent un changement dans le passage du discours direct au discours 

indirect quand le verbe qui introduit le discours indirect est au passé: 
Exemple : 
L’année dernière quand il était passé par Paris, il m’avait téléphoné et m’avait dit: “Je pars pour 

Londres demain mais je serai de retour dans huit jours”.  
Il m’avait dit qu’il partait pour Londres le lendemain mais qu’il serait de retour huit jours plus tard. 
aujourd’hui - ce jour-là 
ce matin / ce soir - ce matin-là / ce soir-là 
en ce moment - à ce moment-là 
hier - la ve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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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nt-hier - l’avant-veille 
demain - le lendemain 
après-demain - le surlendemain 
le mois prochain - le mois suivant / d’après 
l’année dernière - l’année précédente / d’avant 
il y a deux semaines - deux semaines plus tôt 
dans huit jours - huit jours plus tard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Porter 
Porter des lunettes, une montre, un chapeau, des gants 
Passer par/ sur / sous + un lieu 
Vous passerez par Lyon pour aller dans le Midi ? 
Quand tu passeras sur le pont, tu n’iras pas vite, c’est dangereux. 
Comment ça se fait qu’il fait froid ici? 
Histoire 
C’est un voisin très ennuyeux qui n’arrête pas de chercher aux autres des histoires. 
Se mettre à faire qch=commencer à faire qch 
Se mettre à/en + n. 
Se mettre au travail, en route 
Ile se met à pleuvoir. 
désert 
A cettt heure, la plage est déserte. 
Il parcourait les longs couloirs déserts. 
touner 
touner un film, une scène, des extérieurs 
tourner la clé dans la serrure. 
Il tournait et retournait sa casquette entre ses mains. 
Tourner la tête à droite, les yeux vers qn. 
4. Activité du FLE 
On fait des exercices sur le discours indirect.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comprennent bien les textes.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二） 实践教学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践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Leçon 18 4  
2 Leçon 18 4  
3 Leçon 20 4  
4 Leçon 20 4  
5 Leçon 21 4  
6 Leçon 2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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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eçon 22 4  
8 Leçon 22 4  
9 Leçon 23 4  

10 Leçon 23 4  
11 Leçon 24 4  
12 Leçon 24 4  
13 Leçon 25 4  
14 Leçon 25 4  
15 复习 4  
16 考试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语一》、《法语二》 
后续课程：《法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简单将来时、过去将来和先将来时 
难点：时态应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通过丰富而有趣的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有益的法语氛围，使学生轻松掌握法语，做 
到听、说、读、写全面发展。 
2. 语法部分提纲挈领，重点突出，归纳总结，彼此之间形成有机联系。 
教学手段： 
1. 以精彩的多媒体课件为依托，集声音、图像、文字、动画为一体，将学生置于教学的中心

位置，使其在轻松愉悦中掌握知识。 
2. 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课堂互动，在教师、学生、教材和媒体之间形成立体的信息交流，

使学生通过新颖高效的语言输入与输出，自主理解、整合并建构知识体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实验室或设备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闭卷考试为主，结合平时课堂表现和出勤率的评测方式。 
考核内容有： 
1． 课堂出勤占 10%  
2． 课堂表现占 10% 
3． 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教师在每一堂课的课前检查作业，讲解重点和难点部分，大部分内容由学生课后独立完成。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能够涵盖所有的法语知识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生动有趣。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薛建成编著，《大学法语简明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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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参考书 
1. 王海燕等：《你好！法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 
2. [法]卡佩勒，[法]吉东：《走遍法国》，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3. [英]布伦特 (C. J. Brumfit)、约翰逊 (K. Johnson)：《交际法语言教学》，上海：上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 
4. [法]卡朗：《罗贝尔法语大辞典》（法法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 
5. 李军：《新大学法语 3》，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6. 王秀丽：《法语语言学教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 
7.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 
8. 茹克叶•穆罕默德 (编者)：《外语教学法》，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 
9. Annick Coatéval, Marie-Armelle Camussi-Ni, Comprendre la grammaire: Une grammaire à 

l’épreuve de la didactique du FLE, Paris, Pug, 2013. 
10. Brauer, M., Enseigner à l’université. Conseils pratiques, astuces, méthodes pédagogiques, Paris, 

Armand Colin, 2011. 
11. Brown G., & Atkins, M. Effective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London, Methuen, 1987. 
12. CUQ J.-P.，Une introduction à la didactique de la grammaire en français langue étrangères, Paris, 

Didier/Hatier, 1996. 
13. CUQ J.-P. et I. GRUCA, Cours de didactique du français langue étrangère et seconde, Grenob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2002.  
14. Martinet P., La Didactique des langues étrangères, Paris, PUF, 1996 (coll. « Que sais-je? ».)  
15. Martinet J., De la théorie linguistique à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2. 
16. Prégent R., Bernard H., & Kozanitis, Enseigner à l’université dans une approche-programme, 

Montréal, Presses internationales Polytechnique, 2009. 
17. Roulet E., Langue maternelle et langues secondes : vers une pédagogie intégrée, Paris, 

Crédif-Hatier, 1980. 
执笔：赵静静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5月 30日 

 

法语（四） 
French IV 

课程号：40800096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能够进行流利的情景对话；2、培养学生的语感, 使其能够用

法语方式思维，顺利地实现法语和汉语两种思维方式的切换; 3、使学生准确理解并掌握语法, 使学
生能够正确应用时态，并培养学生进行严密思维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趣味多媒体教学，化繁为简，深入浅出，主次分明，以语言为平台，以

文化为支撑，通过口诀、游戏、歌曲和电影片段，使学生轻松掌握条件式、虚拟式、从句，了解简

单时态和复合时态，为大学法语四级考试提供支撑。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72学时(每一单元均需要 8课时) 

知识单元 26：Leçon 26 



7697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La formule de Sarkozy:  « je fus le président ». 
2. Grammaire 
Le passé simple 
Introduction 
Le passé simple est réservé à la langue écrite. Il souligne le fait qu’une action passée, unique et 

ponctuelle, ou bien venue interrompre une action ou situation en cours, est terminée. 
Emploi 
§ action unique, ponctuelle et terminée dans le passé 
Exemple : 
L’année dernière, je partis en vacances en France. 
§ actions qui se succèdent dans le passé (souligne le déroulement de ces actions) 
Exemple : 
À vélo, je roulai au bord de la mer de Brest à Saint-Malo puis je visitai Saint-Malo. 
§ action nouvelle qui introduit un changement par rapport à une situation donnée dans le passé 
Exemple : 
Pendant que je visitais Saint-Malo, je pris beaucoup de photos. 
Formation 
Pour former le passé simple, on utilise le radical de l’infinitif auquel on ajoute, selon les groupes de 

verbes, les terminaisons suivantes : 
Personne Groupe en -er Groupe en -ir Groupe en -re 
1re personne du singulier j’aimai je finis je vendis 
2e personne du singulier tu aimas tu finis tu vendis 
3e personne du singulier il/elle/on aima il/elle/on finit il/elle/on vendit 
1re personne du pluriel nous aimâmes nous finîmes nous vendîmes 
2e personne du pluriel vous aimâtes vous finîtes vous vendîtes 
3e personne du pluriel ils/elles aimèrent ils/elles finirent ils/elles vendirent 
Certains verbes ont une conjugaison particulière au passé simple, tels que être, avoir, venir, etc. 
Les pronoms démonstratifs 
Formation 

 masculin féminin 

singulier celui celle 

pluriel ceux celles 

Emploi 
Les pronoms démonstratifs sont utilisés seuls – ils ne déterminent pas mais remplacent un nom. 
Exemples : 
Ce mouton est celui du berger. 
Celui-ci est son mouton. 
La forme simple est utilisée dans les cas suivants: 
(1) lorsque le pronom démonstratif est suivi de la préposition de 
Exemple : 
Les moutons dans le pré sont ceux du be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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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orsque le pronom démonstratif est suivi d’un pronom relatif 
Exemple : 
Les moutons dans le pré sont ceux que garde le berger. 
Dans tous les autres cas, on emploie la forme composée du pronom démonstratif. 
Le pronom neutre 
Le pronom neutre ce est utilisé pour reprendre une phrase ou un groupe de mots. Il est invariable. 
Exemples : 
C’est lui qui garde les moutons. 
Ce sont eux qui sont gardés par le berger. 
Les formes ceci et cela sont souvent employées à l’écrit, tandis qu’on préfère utiliser la forme 

contractée ça à l’oral. 
Exemples : 
Je trouve ceci très intéressant. 
Je trouve ça très intéressant.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Sage 
Cette enfant est sage comme une image. 
Agir en homme sage 
Une sage réponse 
servir à 
A quoi lui ont servi tous ses diplômes？ 
Ce bateau sert à passer la rivière. 
déposer 
Défense de déposer des ordures. 
Déposer les armes 
sans +inf. (quand la principale et la subordonnée ont le même projet) 
Elle travaille sans perdre une minute. 
Il écoute sans comprendre. Le commandant criait ses ordures à l’équipage. 
Tandis que 
1. simultanéité : Nous sommes arrivés tandis qu’il déjeunait. 
2. contraste ou opposition : Vous reculez tandis qu’il faudrait avancer. 
admirable 
Un admirable effort de redressement économique 
Une oeuvre admirable qui ne donne prise à aucune critique. 
Des tableaux admirables 
Crier 
Un patient qui crie quand le dentiste touche à sa dent. 
retourner 
retourner l’omelette dans la poêle 
Il faut qu’il retourne chez le médecin. 
Se retourner 
La voiture est tombée dans un fossé et s’est complètement retournée. 
Il ne fait que se tourner et se retourner dans son lit. 
Au miliu de 
Un arbre se dresse au milieu du champ. (au centre 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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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perdre au milieu de la foule ( à l’intérieur de) 
exploit 
Un vieux soldat raconte ses exploits. (hauts faits) 
Une journée marquée par un brillant explit sportif. 
pâle 
La figure pâle d’un convalescent. 
Il est pâle de rage (de peur). 
Aucun...ne, ne...aucun 
Je n’ai aucune information à ce sujet. 
Aucun d’entre nous ne permettra cette infamie. 
Avez-vous trouvé des acheteurs pour votre maison？ -- aucun. 
Sans aucun doute 
Vous êtes sans aucune patience. 
4. Activité du FLE 
L’enseignant présente Marcel Pagnol et faire lire quelques épisodes de ses oeuvres.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comprennent bien le texte.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28：Leçon 28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Faire voir une vidéo pour apprendre des mots parus dans cette leçon. 
2. Grammaire 
L’infinitif 
L’infinitif est un mode impersonnel et intemporel. Il exprime l’idée de l’action, sans indication de 

personne ni de nombre, ni de temps, ni si elle est réelle ou non. 
Il comporte deux temps : un temps simple, le présent, et un temps composé, le passé. Pour chacun il 

n’existe qu’une seule forme. 
Manger (infinitif présent) 
Avoir mangé (infinitif passé) 
L’infinitif possède deux valeurs. Une valeur purement verbale et une valeur nominative. 
Valeur de verbe 
> L’infinitif a le plus souvent sa pleine valeur de verbe dans une proposition subordonnée. 
>> avec un sujet qui lui est propre (différent de celui de la principale) dans les propositions 

infinitives. 
Exemple :  
Je vois la voisine passer. 
>> sans sujet propre dans un groupe infinitif (C.O.I. ou C.C.) complétant un verbe conjugué.  
Exemples : 
Je me suis hâtée de rejoindre ma sœur à la gare. (groupe infinitif C.O.I.) 
J’ai acheté une douzaine d’œufs pour faire un flan. (groupe infinitif C.C. de but) 
Elle cherche un endroit où aller en vacances (groupe infinitif C.C de li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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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s sujet propre dans une proposition interrogative indirecte. 
Exemple : 
Je ne sais plus quoi lui dire pour la rassurer. 
> On retrouve également l’infinitif pris comme verbe dans certaines propositions indépendantes ou 

principales. Il sert alors à exprimer : 
>> l’interrogation, l’hésitation 
Exemple : 
Que faire ? Où aller ? 
>> un ordre, un conseil, une consigne… 
Exemple : 
Battre 4 œufs, ajouter 400 g de farine, 50 cl de lait… mélanger le tout… 
>> dans une phrase exclamative ou interrogative. 
Exemple 
Payer un tel prix pour un sac ! 
Comment savoir si l’on a pris la bonne décision ? 
une étape prévisible d’un récit. Il est introduit par « de » et généralement relié à ce qui précède. On 

parle dans ce cas d’infinitif de narration. 
Exemple : 
Et Jean d’applaudir à cette annonce. 
Valeur de nom 
Précédé ou non d’un article, l’infinitif peut remplir toutes les fonctions du groupe nominal. 
>> sujet 
Exemple : 
Travailler est un plaisir pour certains. 
>> attribut du sujet 
Exemple : 
Souffler n’est pas jouer. 
>> complément d’objet direct, indirect ou second 
Exemples : 
Il veut venir avec nous. (C.O.D.) 
Il renonce à partir.(C.O.I.) 
Il incite son ami à venir.(C.O.S) 
>> complément circonstanciel 
Exemples : 
Il parle pour ne rien dire. (C.C. de but) 
Tu rangeras avant de partir (C.C. de temps) 
>> apposition 
Exemple :  
Il n’a qu’un désir, voyager. 
>> complément déterminatif 
Exemple : 
La joie de vivre 
>> complément de l’adjectif 
Exemples :  
Elle est belle à mour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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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 aventure palpitante à lire. 
Remarque : 
Précédé d’un déterminant, l’infinitif fonctionne comme un nom. Il devient substantif. 
Le rire, le manger, le devoir, le pouvoir… 
La proposition infinitive 
La proposition infinitive est une subordonnée qui n’est introduite par aucun mot subordonnant. 
on verbe est à l’infinitif ; il a son sujet propre, toujours exprimé et différent du sujet du verbe 

principal. 
La proposition subordonnée infinitive est essentiellement complément d’objet direct d’un verbe qui 

exprime un témoignage des sens, comme voir, regarder, entendre, écouter, sentir, et aussi des verbes 
laisser et faire. 

Exemples : 
(1) « Des barques se croisent sur le Rhin ; on entend les rames couper la vague, on voit frissonner 

les voiles. » (V. Hugo) 
 [les rames couper la vague] : prop. infinitive, c.o.d. de « entend » ; « les rames » est sujet de 

l’infinitif couper. 
 [frissonner les voiles] : prop. infinitive, c.o.d. de « voit » ; « les voiles » est sujet de l’infinitif 

frissonner. 
(2) Il espère réussir. 
Le sujet de réussir est le même que celui d’ « espère » (« il ») : il n’y a pas là de proposition 

infinitive.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Remarquer 
J’ai remarqué l’absence de Pierre pendant le festival. 
Je lui ai fait remarquer que ses vêtements n’étaient pas propres. 
Reconnaître 
Sa voix avait tellement(tant) changé que j’avais peine à la reconnaître. 
On a reconnu le meurtirer à une cicatrice qu’il avait au front. 
Sembler 
Cette couleur semble un peu vive. (paraître) 
Quand le train roule, le paysage semble se déplacer. (paraître, donner l’impression de) 
Menacer qn. de qch. 
Dans la colère, il me menace de mort. 
L’institutrice mécontente a menacé cet élève de le renvoyer immédiatement. 
Ne...jamais ou Jamais...ne 
Jamais il n’avait pensé à vous tromper. 
Il sera peut-être reçu à son examen. On ne sait jamais. 
Il vaut mieux 
Il vaudait mieux ne pas se presser : le travail serait meilleur. 
Il vaut mieux se taire que de dire des sottises. 
Il écoute sans comprendre. Le commandant criait ses ordures à l’équipage. 
Prudent 
Il n’est pas prudent de se pencher par la portière. 
Les gens prudents évitent de se baigner à marée descendante. (sage) 
comp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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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maisons composent le village. 
La proriété est composé d’une maison et d’un jardin. 
comporter 
Son discours comporte 3 parties. (se composer de) 
Cette règle ne comporte aucune exception. (admettre) 
le déplacement 
Le frais de déplacement 
Il emmène son chien dans tous les déplacements. (voyage) 
4. Activité du FLE 
Deucalion et Pyrrha 
“Jupiter s’aperçut en regardant les hommes qu’ils se comportaient de manière irrespectueuse, se 

disputaient, voire s’entretuaient. 
En colère, il décida de détruire toute la race humaine et en informa les autres dieux : 
“ J’ai vu les hommes saccager nos autels, j’ai entendu les enfants se moquer de nous, j’ai vu les 

femmes délaisser les offrandes qui nous sont dues. Je déteste voir les humains se comporter ainsi : Je jure 
par le Styx que je les ferai tous disparaître. ” 

Il laissa donc la foudre s’abattre sur les hommes, il fit se déclencher d’énormes pluies, il fit sortir les 
fleuves de leur lit, de telle sorte que toute le terre était recouverte d’eau et que seuls deux humains étaient 
encore en vie: Deucalion et Pyrrha, du haut de leur montagne, regardaient l’eau profonde recouvrir tout ce 
qu’ils connaissaient.” 

(1) Faire trouver les différentes caractéristiques de ces propositions présentes dans le texte proposé à 
l’oral :  

• Verbe à l’infinitif 
• Sujet différent du sujet de la principale 
• Verbes introducteurs 
(2) Bilan écrit des observations: 
La proposition subordonnée infinitive se compose : 
• - d’un verbe à l’infinitf 
• - du sujet de ce verbe propre à lui seul (c’est-à-dire différent de celui de la principale) 
Elle est introduite  
• *par un verbe de perception (voir, entendre, sentir …..) 
• Ou *par les verbes faire ou laisser.  
Exemples : 
Il sentit les yeux du serpent se fixer sur lui. 
Je voyais la lune pâlir de jalousie  
Elle regarde les chevaux courir dans la prairie  
Il laissa sa fille porter ses paquets. 
Pour chaque phrase d’exemple, faire isoler le sujet et le verbe de la principale, puis le sujet et le 

verbe de la subordonnée.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peuvent écrire de belles phrases avec l’infinitif.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29：Leçon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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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participe passé 
Le participe présent peut également être vu tantôt comme une forme verbale à part entière, tantôt 

comme un véritable adjectif. 
> Comme forme verbale 
Le participe passé est employé : 
>> dans tous les temps composés, associé aux auxiliaires avoir ou être. 
Exemple : 
J’ai changé de sac. 
Nous serons rentrés pour 22 heures. 
>> dans la formation de la voix passive avec l’auxiliaire être. 
Exemple : 
Cette lettre m’a été remise par le facteur. 
>> il peut aussi être utilisé seul, au centre d’une proposition participiale. 
Cette pellicule finie, je n’ai plus une seule photo. 
> Comme adjectif 
Quand il joue le rôle d’adjectif, le participe présent se comporte également comme tel et s’accorde en 

genre et en nombre avec le nom auquel il se rapporte. 
Il peut être épithète : 
Cette robe rayée vous va à ravir. 
ou attribut : 
Cette robe est rayée. 
Le participe passé composé 
Le participe passé composé s’emploie pour marquer l’antériorité par rapport à un autre fait. 
on utilise le participe présent de l’auxiliaire être (étant) ou avoir (ayant) et on rajoute le participe 

passé du verbe à conjuguer qui s’accorde selon les règles d’accord du participe passé. 
Exemples :  
- Étant arrivés, nous avons téléphoné à nos amis. 
- Ayant vendu notre voiture, nous ne pourrons pas venir.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expérience 
Il a une longue expérience en matière d’édition. 
Avoir de l’expérience de la vie à la campagne. 
Satisfait 
Ses parents sont tout à fait satisfaits de ses résultats d’études. 
Favorable 
Il serait sans doute favorable à ce projet s’il n’y avait pas d’obstacle. (赞成) 
Le moment est favorable pour parler au patron. 
Paraître 
Une nuée se déchira et des étoiles parurent. (Sartre) 
Le président paraît au balcon. 
Tout paraîssait noir sur le blanc de la neige, même le cheval gris. 



7704 

Apparaître 
Se montrer brusquement, d’une manière inattendue 
Des tâches apparaissent au ventre et aux jambes. (Camus) 
docteur ès lettres, docteur ès sciences, docteur en droit, docteur médecine 
carrière 
Il a fait carrière dans la magistrature. 
C’est une militaire de carrière. 
Il a fait une brillante carrière politique. 
Faculté des sciences, des lettres 
Faculté de médecine 
Faculté de droit 
Faculté de pharmacie 
4. Activité du FLE 
Écrire une lettre de candidature ou organiser un jeu de rôle d’un entretien d’embauche.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comment écrire un CV.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30：Leçon 30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conditionnel présent 
Le conditionnel peut être employé comme temps ou comme mode. Dans le premier cas, il permet 

d’exprimer le futur dans le passé. Dans le second cas, il exprime l’éventualité, l’imaginaire (une action 
future dont la réalisation n’est pas certaine). 

Emploi 
§ expression d’un souhait, d’une possibilité ou d’une hypothèse dans le présent ou le futur 

(conditionnel présent) et dans le passé (conditionnel passé). 
Exemple : 
Michel aimerait être en vacances. 
§ le conditionnel-temps exprime le futur dans le passé. 
Exemple : 
Michel pensait qu’il pourrait partir en voyage. 
§ emploi dans les phrases hypothétiques. 
Exemple : 
S’il partait pour les Caraïbes, il pourrait aller à la plage tous les jours. 
§ formule de politesse à la forme interrogative. 
Exemple : 
Michel, est-ce que tu pourrais venir au tableau ? 
Formation 
Le conditionnel présent est formé à partir du radical du futur auquel on ajoute les terminaisons de 

l’imparf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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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ne Groupe en -er Groupe en -ir Groupe en -re 
1re personne du singulier j’aimerais je finirais je vendrais 
2e personne du singulier tu aimerais tu finirais tu vendrais 
3e personne du singulier il aimerait il finirait il vendrait 
1re personne du pluriel nous aimerions nous finirions nous vendrions 
2e personne du pluriel vous aimeriez vous finiriez vous vendriez 
3e personne du pluriel ils aimeraient ils finiraient ils vendraient 
Les verbes avoir et être sont irréguliers. 

Personne avoir être 
1re personne du singulier j’aurais je serais 
2e personne du singulier tu aurais tu serais 
3e personne du singulier il aurait il/elle/on serait 
1re personne du pluriel nous aurions nous serions 
2e personne du pluriel vous auriez vous seriez 
3e personne du pluriel ils/elles auraient ils/elles seraient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enquête 
Le commissaire de police est chargé de l’enquête est chargé de l’enquête sur ce vol. 
Placer qch (les mettre à telle ou telle place. ) 
Il a placé ses économies à la Caisse d’épargne. 
Acheter un terrain pour placer son argent. 
Le solide (m. ) 
Le centre des affaires commerciales est un gratte-ciel basé sur du solide. 
Installer 
Installer un téléphone, une tente, sa famille à Lyon. 
S’installer à la terrasse d’un café (s’asseoir) 
S’installer à un hôtel. 
S’offrir 
Ils se sont offert des vacances en Égypte. 
Un(e) certain +n. 
Vous souvenez-vous d’une certaine promenade que nous avions faite en forêt ? 
Connaissez-vous un certain M. Lambert qui prétend être vos amis ? 
Il faut un certain courage pour entreprendre la lecture d’un tel ouvrage. 
Congé 
1) autorisation spéciale donnée à qn de cesser son travail 
Ex : congé payé, un congé de maladie, prendre un congé 
2) courtes vacances : 
Ex : Les écoliers ont eu 3 jours de congé en février. 
= Les écoliers ont eu 3 jours de vacances en février. 
Vacances : suspension légale annuelle des audiences des cours et tribunaux/ période de fermeture des 
écoles et des facultés : les vacances de Noël. 
Tomber bien (mal)= survenir à un moment opportun 
Ça tombe bien, je voulais t’appeler et tu m’as devancé. 
Il avait un besoin urgent d’argent, cet héritage tombe bien. 
rach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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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i perdu mon parapluie, il faut que j’en rachète un autre. (acheter de nouveau ou en plus) 
J’ai racheté la voiture de mon collègue. 
(acheter qch. à un particulier qui le revend) 
absolument 
Nous sommes absolument du même avis. (tout à fait) 
Ceci s’oppose absolument à ce que vous avez dit précédement. (radicalement) 
Tu prétends prouver le contraire ? Absolument. (certainement) 
4. Activités du FLE 
Jeu de rôle d’une interview en utilisant le conditionnel présent. 
Jeu de l’oie du conditionnel présent.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bien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exprimer la possibilité, l’imaginaire ou l’atténuation avec le conditionnel 

présent.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31：Leçon 31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conditionnel passé 
La particularité du conditionnel est d’admettre deux temps du passé. Comme on le verra, la première 

forme est de loin la plus utilisée alors que la seconde trouve principalement son usage dans la littérature. 
Le conditionnel passé première forme 
Le conditionnel passé première forme se forme en prenant l’auxiliaire adéquat au conditionnel 

présent auquel on ajoute le participe passé correctement accordé. Il s’agit de la forme de conditionnel la 
plus souvent utilisée. 

 1er groupe 2e groupe 3e groupe 
 raconter finir partir 
J’/Je aurais raconté aurais fini serais parti(e) 
Tu aurais raconté aurais fini serais parti(e) 
Il aurait raconté aurait fini serait parti(e) 
Nous aurions raconté aurions fini serions parti(e)s 
Vous auriez raconté auriez fini seriez parti(e)s 
Ils auraient raconté auraient fini seraient parti(e)s 

Remarques 
Lorsque le verbe de la subordonnée introduite par “si” est au plus-que-parfait, le verbe de la 

principale est au conditionnel passé. 
Si tu avais su, tu ne serais pas venu. 
Si tu en avais eu l’occasion, tu serais parti  
Le conditionnel passé deuxième forme 
Le conditionnel passé deuxième forme se forme en prenant l’auxiliaire adéquat à l’imparfait du 

subjonctif auquel on ajoute participe passé correctement accordé. Une autre manière de s’en souvenir est 
de se dire qu’il est identique au subjonctif plus-que-parfait sans la préposition “que”. Cette forme est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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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ilisée à l’écrit. Il s’agit d’une forme de langage très soutenue. 
 1er groupe 2e groupe 3e groupe 
 raconter finir partir 
J’/Je eusse raconté eusse fini fusse parti(e) 
Tu eusses raconté eusses fini fusses parti(e) 
Il eût raconté eût fini fût parti(e) 
Nous eussions raconté eussions fini fussions parti(e)s 
Vous eussiez raconté eussiez fini fussiez parti(e)s 
Ils eussent raconté eussent fini fussent parti(e)s 

Le participe présent 
Le participe présent peut être vu tantôt comme une forme verbale à part entière, tantôt comme un 

véritable adjectif. 
> Comme forme verbale 
Quand il joue le rôle d’un verbe, le participe présent (terminaison en –ant) est toujours invariable. 
On distingue trois utilisations du participe présent : 
>> quand il n’a pas de sujet propre. Cas le plus fréquent. Il exprime une action qui se déroule en 

même temps que celle décrite par le verbe qui l’accompagne, c’est-à-dire dans le passé, le présent ou le 
futur. 

Je la vois, courant. (= qui court) 
Je l’ai vu, courant. (= qui a couru) 
Je la verrai, courant. (= qui courra) 
>> toujours sans sujet propre, utilisé en combinaison avec le verbe aller, il sert à marquer l’aspect 

progressif. 
Les ennuis vont croissant. 
Il va errant sur les chemins. 
La proposition participiale absolue 
Tantôt le participe passé s’emploie seul, soit comme épithète, éventuellement détachée, soit comme 

attribut, notamment dans une proposition absolue. 
Exemples : 
Les sommes perçues en trop seront remboursées. 
Parti à huit heures de Paris, je suis arrivé chez moi avant midi. 
Elle semlait émue. 
Son travail terminé, il est sorti. 
Dans cet emploi, le participe équivaut à une forme construite par l’auxiliaire être, éventuellement 

composé, －soit qu’il s’agisse d’un passif, Les sommes ayant été perçues... Son travail étant terminé... 
－soit qu’il s’agisse d’un verbe qui se conjugue avec être, Étant parti... 

La proposition participiale est une proposition subordonnée dont le verbe est au participe présent, au 
participe passé ou au participe composé. Le participe a son sujet propre. La proposition participiale est 
donc relativement autonome par rapport à sa principale, ce qui explique son détachement par une ou des 
virgule(s) et sa relative mobilité (même si elle est souvent placée en tête de phrase). 

Emploi 
La proposition subordonnée participiale est sutout employée à l’écrit, dans un langage soutenu. 
Le verbe de la participiale peut être au participe présent, au participe passé ou au participe composé. 
§ L’emploi du participe présent permet de souligner la simultanéité des actions de la proposition 

principale et de la proposition subordonnée. La participiale exprime aussi le plus souvent une relation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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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 à effet (on peut reformuler la phrase avec la conjonction parce que). 
Exemple : 
Le sèche-cheveux soufflant de l’air très chaud, les cheveux de Suzanne commencèrent rapidement à 

sécher.simultanéité des deux actions + cause : parce que le sèche-cheveux soufflait de l’air très chaud, les 
cheveux commencèrent rapidement à sécher. 

§ L’emploi du participe passé permet d’exprimer l’antériorité de l’action de la proposition 
subordonnée par rapport à la proposition principale. Il s’agit souvent d’un participe composé mais 
l’auxiliaire être est omis. 

Exemple : 
Les cheveux lavés, Suzanne saisit le sèche-cheveux et les ciseaux.antériorité de l’action de la 

proposition participiale : les cheveux ont été lavés avant que Suzanne saisisse le sèche-cheveux et les 
ciseaux. 

§ Le participe composé exprime pareillement l’antériorité de l’action de la proposition subordonnée 
par rapport à la proposition principale. La proposition participiale introduit une relation de cause à effet. 

Exemple : 
Le sèche-cheveux étant tombé en panne, Suzanne sécha ses cheveux avec une serviette.antériorité de 

l’action de la proposition participiale : le sèche-cheveux était tombé en panne avant que Suzanne ne se 
séchât les cheveux avec une serviette + cause : Suzanne sécha ses cheveux avec une serviette parce que le 
sèche-cheveux était tombé en panne. 

Formation 
La proposition participiale permet de créer une relation de subordination entre deux phrases. 
Exemple : 
Suzanne se lava les cheveux. Puis elle saisit le sèche-cheveux et les ciseaux. 
→ Les cheveux lavés, Suzanne saisit le sèche-cheveux et les ciseaux. 
§ Le participe présent est invariable, sa forme reste toujours la même. 
Exemple : 
Le sèche-cheveux soufflant de l’air très chaud,… 
§ Le participe passé a la même forme qu’au passif, il s’accorde en genre et en nombre avec son 

sujet. 
Exemples : 
Les cheveux lavés… 
La coiffure finie… 
§ Le participe composé se forme grâce au participe présent de l’auxiliaire avoir ou être suivi du 

verbe au participe passé. 
Exemple : 
Le sèche-cheveux étant tombé en panne,…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Juste 
Estimer à sa juste valeur ( convenable véritable) 
Une motre juste précise) 
Rendre une sentence juste (conforme au droit) 
Ce directeur est juste à l’égard de ses subordonnés. 
Élever 
Élever le niveau de vie de la population. (le porter plus haut) 
Des parents ont qui élevé six enfants.(assurer leur développement physique, intellectuel, m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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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lver des porcs et des moutons (assurer leur développement physique, les faire prospérer.) 
Autant (de)...que 
S’il a fait cela, je peux en faire autant. 
Il dit autant que moi. 
J’ai fourni autant de preuves qu’il était possible. 
Il a commis autant d’erreurs que nous. 
raisonnable 
On voit des enfants se conduire comme des personnes raisonnables. (sage) 
Un conseil raisonnable, une décision raisonnable 
Par rapport à 
Les étoiles nous paraissent très petites par rapport au Soleil. (par comparaison avec) 
Une journée marquée par un brillant exploit sportif. 
Fier, ère 
Depuis qu’il a fait fortune, il est devenu fier. 
Être fier de qn ou de qch. 
Il est fier de son fils. 
risquer 
En essayant de sauver un noyé, il risquait sa vie. 
Ne vous penchez pas par la fenêtre, vous risquez de tomber. 
davantage 
Si vous voulez en apprendre davantage, allez le voir lui-même. 
Il y a chaque année davantage de voitures dans les rues. (plus de ) 
membre 
membres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 P .C.C.) 
pays membres de l’ONU (organis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econdaire 
jouer un rôle secondaire 
enseignement secondaire 
secteur secondaire 
cheter à des prix raisonnables (acceptable, modéré) 
4. Activités du FLE 
On discute la condition féminine en Chine. 
Jeu de l’oie du conditionnel passé.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bien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exprimer un regret ou une atténuation avec le conditionnel passé.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32：Leçon 32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subjonctif présent 
Empl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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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subjonctif présent exprime une action incertaine, non réalisée au moment où nous nous 
exprimons. 

Exemple : Je souhaite qu’il vienne en discuter. 
Remarque : Quand on emploie le subjonctif présent dans une proposition subordonnée, alors le verbe 

de la proposition principale est au présent de l’indicatif. 
Terminaisons  

Pronoms 1er groupe + aller 2e groupe 3e groupe 

que je / j’ -e mange -isse finisse -e parte 

que tu -es manges -isses finisses -es partes 

qu’il / qu’elle / 
qu’on 

-e mange -isse finisse -e parte 

que nous -ions mangions -issions finissions -ions partions 

que vous -iez mangiez -issiez finissiez -iez partiez 

qu’ils / qu’elles -ent mangent -issent finissent -ent partent 

Exemples :  
-Il faut que nous trouvions un refuge. 
- Je ne pense pas qu’il puisse arriver à l’heure.  
- Il faut qu’ils partent rapidement. / Je crains qu’il faille abandonner. 
Le subjonctif employé dans les propositions substantives 
Le subjonctif est le plus souvent utilisé dans des propositions subordonnées. 
> Après des verbes ou locutions verbales exprimant : 
>> un ordre, un souhait, un désir, une volonté, une défense : aimer que, attendre que, préférer que, 

demander que, défendre, vouloir que, désirer que, souhaiter que, vouloir que, exiger que… 
Exemples : 
Je préférerais que vous restiez chez vous. 
Il a très envie que vous l’accompagniez. 
Éric craint que sa présentation ne soit trop ennuyeuse. 
>> un sentiment (l’amour, la haine, la crainte, l’étonnement, la joie, le regret, la surprise…) : admirer 

que, aimer que, adorer que, apprécier que, craindre que, redouter que, détester que, déplorer que, s’étonner 
que… 

Il adore qu’on le complimente. 
Je crains qu’elle ne revienne jamais. 
Nous déplorons que vous ayez dû revenir le lendemain. 
Remarque: 
Notez que le verbe espérer que est suivi de l’indicatif. 
J’espère que tu iras mieux demain. 
>> une permission, un consentement, un refus, une attente, une recommandation, un empêchement, 

une obligation: accepter que, approuver que, désapprouver que, éviter que, refuser que, tolérer que, il faut 
que, il est nécessaire que, il importe que… 

Je ne peux tolérer que telle chose demeure impunie. 
Il refuse que tu ailles à cette soirée. 
J’accepte que vous assistiez à notre prochain entret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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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faut que tu sois à l’aéroport à 8h demain matin. 
>> la possibilité, l’éventualité : il se peut que, il est probable que, il arrive que… Il se peut que nous 

devions remettre la réunion à plus tard. 
>> le doute: je doute que, je ne crois pas que… 
Je doute que tu sois la mieux placée pour lui dire ça. 
Remarque : 
Notez que les verbes et locutions « croire que », « être sûr que » et « penser que » sont suivies de 

l’indicatif. 
Je crois qu’elle a raison sur ce point. 
Je suis sûre qu’il ne reviendra jamais. 
Nous pensons tous que vous devez prendre des vacances. 
>> après la construction « cela + verbe » : cela m’arrange que, cela m’amuse que, cela me plaît que, 

cela m’inquiète que… 
Cela m’agace que vous soyez systématiquement en retard. 
Cela me rassure que nous ayons un peu plus de temps. 
>> après les locutions verbales faire que, faire en sorte que… 
Fais en sorte que l’on ne s’aperçoive pas de ton passage.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amuser 
Le cirque amuse les enfants. (distraire) 
inquiétude : état pénible, trouble causé par la crainte, l’incertitude. 
L’état du blessé m’inspire aucune inquiétude. (crainte, souci) 
Avoir beaucoup de sujets d’inquiétude. 
accueillir 
On accueillit assez froidement le nouveau venu. (recevoir) 
Accueillir qch (l’apprendre ou le recevoir en manifestant une certaine attitude) 
On a accueilli avec émotion l’annonce de d’attentat. (apprendre) 
Accueillant (e) 
Une maison accueillante 舒适的 
Une famille accueillante 好客的 
loger 
V.T. L’hôtel a logé les nouveaux arrivés à l’annexe de l’hôtel. (=installer) 
V.I. Loger rue du Bac (demeurer) 
Loger dans notre rue (résider) 
V.Pr. Il ne trouve aucun endroit où se loger. 
Convenir à qn, qch 
Il n’y a pas de doute que ce soit un moyen de transport qui convient aux gens pressés. 
Ce magasin vend des articles qui conviennent à toutes les bourses. 
Il convient de + inf. 
Il convient que = subj.(exprimer ce qui est requis par la situation, les bienséances, ce qui est 
souhaitable.) 
Il convient que chacun soit prudent pour éviter de graves inconvénients. 
= Il convient d’être prudent pour éviter de graves inconvénients. 
emmener 
C’était la première fois que sa mère l’emmenait en Allemag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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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a emmené un livre pour se distraire pendant le trajet. (emporter) 
les assises 
passer devant les assises (être envoyé aux assises) 
le jury des assises l’a reconnu coupable. 
Juridictions pénales premier degré deuxième degré 
Tribunal de police 
Tribunal de correctionnel cour d’appel cour de cassation 
Tribunal d’assises 
( cour d’assises) 
interroger qn sur qch pour inf. 
Le juge interroge les inculpés sur le vol commis à la banque. (questionner) 
L’examinateur interroge un condidat pour obtenir ses informations personnelles. 
méchant 
Je ne crois pas que cet homme soit méchant envers les faibles. (brutal) 
Un homme méchant (malveillant) 
battre 
Cet enfant est méchant, il bat ses camarades de classe. (frapper) 
Il faut battre le fer pendant qu’il est chaud. 
Se défendre (résister à une agression, à une attaque) 
Il s’est défendu à coup de fourche. 
naturel 
les phénomènes naturels 
les sciences naturelles 
Il est naturel que les deux partis en viennent à des négociations après une longue dispute de pouvoir. 
4. Activité du FLE 
Jeu de rôle devant la cour d’assises.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bien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comprennent bien le texte et connaissent la procédure en cour d’assises.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33：Leçon 33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subjonctif employé dans les propositions circonstancielles 
Le subjonctif s’emploie après certaines conjonctions de subordination ou locutions conjonctives 

exprimant : 
>> le temps : avant que (ne), en attendant que, jusqu’à ce que… 
Je resterai ici jusqu’à ce qu’il arrive. 
Nous irons nous promener en attendant qu’elle finisse son travail. 
Remarque : 
« Après que » est généralement suivi de l’indicatif. 
Après que nous sommes partis, ils ont commencé à tout r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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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s dans l’usage, on a tendance à l’utiliser suivi du subjonctif, de la même manière qu’« avant 
que ». 

Après que nous soyons partis, ils ont commencé à tout ranger. 
>> le but ou la crainte : afin que, à seule fin que, pour que, de telle sorte que, de manière que, de peur 

que, pour éviter que… 
Nous sommes restés éveillés toute la nuit de peur que le voleur ne revienne. 
Téléphone-lui maintenant pour éviter qu’elle se déplace inutilement. 
>> une cause présentée comme fausse : non que, ce n’est pas que… 
Ce n’est pas que je ne veuille pas rester, mais du travail m’attend chez moi. 
>> Une conséquence après une principale négative ou interrogative suivie de que ou après : pour que, 

trop (+ adj.) que, assez (+adj.) que, sans que… 
Je ne comprends pas que dans telle situation on puisse rester sans rien faire 
Elle est partie sans qu’il le sache. 
Le bus est déjà trop loin pour qu’il puisse le rattraper. 
>> la concession ou l’opposition : quoique, bien que, encore que, malgré que, si… que, sans que, 

tout…que 
Bien qu’il soit le plus grand, il est toujours le premier à faire des bêtises. 
Quelle que soit la motivation qui vous anime, demeurez patient. 
Si loin que vous soyez, nous pensons à vous. 
>> la condition : à condition que, pourvu que, en admettant que, à supposer que, supposé que, en 

supposant que, si tant est que, pourvu que… 
Je reste à condition que ce soit moi qui cuisine. 
En admettant qu’il ait raison, nous devrions rapidement appeler l’assurance. 
>> la comparaison : autant que, pour autant que… 
Pour autant que je sache, le coût de la vie en Irlande est très élevé. 
Le subjonctif employé dans les propositions relatives 
(1) Quand elle exprime une intention, un but (après les verbes chercher, demander, désirer, préférer, 

avoir envie). 
Exemple : 
Je cherche un appartement qui ait un grand balcon. 
Je n’ai pas encore trouvé cet appartement, mais je ne suis acheteur qu’à cette condition. La même 

phrase à l’indicatif aurait une autre signification : « Je cherche un appartement qui a un grand balcon » 
veut dire que cet appartement existe et que je cherche à le retrouver. 

(2) Quand elle exprime l’hypothèse, le souhait, la recherche, la crainte. 
Exemples : 
Je cherche un remède qui te guérisse efficacement. 
Je souhaite un métier qui me plaise. 
Je crains qu’il soit le seul qui puisse encore nous aider. 
(3) Quand l’antécédent (le terme complété par la relative) comporte un adjectif au superlatif relatif 

comme « le plus », « le moins », « le mieux » ou un mot semblable exprimant un degré extrême, la 
restriction, comme « le seul », « l’unique », « le premier », « le dernier ». 

La nuance exprimée par le subjonctif est l’appréciation subjective. 
Exemples : 
C’est l’épreuve la plus longue (superlatif) que nous ayons à subir. 
Elle est la seule (degré extrême) qui ait proposé son a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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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Quand la proposition principale exprime une négation ou une interrogation totale, ou une 
condition. 

Exemples : 
Je ne connais personne qui puisse en faire autant. (négation) 
Connaissez-vous quelqu’un qui puisse en faire autant ? (interrogation) 
Si vous connaissez quelqu’un qui puisse en faire autant, amenez-le moi ! (condition) 
(5) Souvent, quand la proposition qui contient l’antécédent est elle-même au subjonctif. 
Exemples : 
Je doute qu’il y ait encore quelqu’un qui le sache. 
Pourvu qu’il y ait quelqu’un qui le connaisse ! 
Le subjonctif employé dans les propositions indépendantes 
Bien que le mode subjonctif soit surtout employé en proposition subordonnée, on le trouve aussi 

utilisé en proposition indépendante. Comme son usage n’est pas, dans ces emplois, conditionné par le 
verbe d’une proposition principale ou par une locution conjonctive qui en commande l’emploi, la valeur 
modale du subjonctif apparaît alors clairement, c’est-à-dire celle d’un événement vu comme une 
possibilité. Cette valeur générale de possibilité jouera différemment selon les types d’emplois. On 
remarquera que la conjonction que, marque habituelle du subjonctif, est omise dans certains cas. 

Le subjonctif peut exprimer une injonction, c’est-à-dire un ordre, une interdiction ou une exhortation. 
Il remplace alors le mode impératif à la troisième personne du singulier et du pluriel. 

Exemples : 
- Qu’ils partent immédiatement! 
- Que personne ne sorte avant que l’on en ait donné l’autorisation. 
- Qu’elle dise ce qu’elle pense vraiment pour une fois. 
- Sache que les choses ne changeront pas. 
On emploie aussi le subjonctif en proposition indépendante pour exprimer un souhait ou un désir, 

puisque ce que l’on souhaite est une simple possibilité, les souhaits pouvant ou non se réaliser. 
Exemples : 
- Que le diable l’emporte! 
- Pourvu qu’il fasse beau pendant mes vacances. 
- Puissiez-vous goûter enfin la tranquillité que vous espérez. 
- Vienne la nuit sonne l’heure. (Apollinaire) 
En raison de son caractère virtuel, le subjonctif peut exprimer une action que l’on refuse de voir se 

réaliser, que l’on ne veut envisager que possible et non réelle. Le subjonctif traduit ici de l’indignation. 
L’infinitif permet des emplois semblables. 

Exemples : 
- Que je fasse tout le travail, il n’en est pas question! (Faire tout le travail, il n’en est pas question!) 
- Qu’il parte sans elle, jamais! (Partir sans elle, jamais!) 
Enfin, puisqu’il est le mode de l’hypothèse, le subjonctif peut évoquer une action présentée comme 

hypothétique; la structure que + subjonctif équivaut alors à une structure si + indicatif. 
Exemple : 
- Qu’il revienne, et c’est moi qui pars. (équivalent à : S’il revient, c’est moi qui pars.)  
Le subjonctif passé 
Emploi  
Le subjonctif passé exprime une action incertaine, supposée réalisée au moment où nous nous 

expri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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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e :  
Je ne crois pas qu’elle ait acheté ce véhicule. 
Remarque: Quand on emploie le subjonctif passé dans une proposition subordonnée, alors le verbe 

de la proposition principale est au présent de l’indicatif. 
Construction  
Le subjonctif passé est un temps composé : on utilise le subjonctif de l’auxiliaire être ou avoir et le 

participe passé du verbe à conjuguer. 
Exemples :  
- Il faut qu’ils soient partis avant midi.  
- Je doute qu’ils aient écrit ces lettres. 
Remarques :  
Avec les verbes pronominaux on emploie toujours l’auxiliaire être. 
Exemple : 
Je ne crois pas qu’ils se soient lavés. 
A la voix passive on utilisera l’auxiliaire être au subjonctif passé. 
Exemple :  
Je doute que tu aies été surpris par cette nouvelle.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profiter à 
L’épargne profite à l’édification du pays. 
Des aliments qui profitent au malade. 
Bien mal acquis ne profite jamais. 
À moins que 
J’irais chez vous à moins que vous ne sortiez. 
A moins que vous ne soyez pris, nous vous invitons dimanche. 
Bien que 
Bien que le chauffage central fonctionne normalement, nous avons eu froid ces derniers jours de 
janvier. 
L’Union européenne 
Le Conseil européen 
Le Conseil des ministres 
Le parlement européen 
Les pays membres européens de l’original 15 des syndicats, sont respectivement France, Allemagne, 
Italie, Hollande, Belgique, Luxembourg, Danemark, Irlande, Angleterre, Grèce, Espagne, Portugal, 
Autriche, Finlande, Suède. Après le 1er mai 2004, l’union européenne a augmenté 10 pays membres, 
Pologne, Hongrie, Tchèque(捷克共和国), Slovaquie（斯洛伐克）, Estonie（爱沙尼亚，欧洲国家，

临波罗的海）, Lettonie（拉脱维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Lithuanie（立陶宛，波罗的海沿岸国
家）,Slovénie（斯洛文尼亚，中南欧国家）, Malte（马耳他，地中海中部岛国） et Chypre（塞浦路
斯，地中海东部岛国）. 

la capitale de l’union européenne: Bruxelles 
Le parlement: Strasbourg,France 
La monnqie de l’union européenne: euro 
4. Activités du FLE 
L’enseignant entame une discussion sur l’Union européenne. 
Jeu de l’oie du subjonc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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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bien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comprennent bien le texte et connaissent les organisations européennes et des  
problèmes suscités au sein de l’Union européenne .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二） 实践教学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践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Leçon 26 4  
2 Leçon 26 4  
3 Leçon 28 4  
4 Leçon 28 4  
5 Leçon 29 4  
6 Leçon 29 4  
7 Leçon 30 4  
8 Leçon 30 4  
9 Leçon 31 4  

10 Leçon 31 4  
11 Leçon 32 4  
12 Leçon 32 4  
13 Leçon 33 4  
14 Leçon 33 4  
15 复习 4  
16 考试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语一》、《法语二》、《法语三》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虚拟式、条件式 
难点：时态应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3. 通过丰富而有趣的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有益的法语氛围，使学生轻松掌握法语，做 
到听、说、读、写全面发展。 
4. 语法部分提纲挈领，重点突出，归纳总结，彼此之间形成有机联系。 
教学手段： 
1. 以精彩的多媒体课件为依托，集声音、图像、文字、动画为一体，将学生置于教学的中心

位置，使其在轻松愉悦中掌握知识。 
2. 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课堂互动，在教师、学生、教材和媒体之间形成立体的信息交流，

使学生通过新颖高效的语言输入与输出，自主理解、整合并建构知识体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实验室或设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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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闭卷考试为主，结合平时课堂表现和出勤率的评测方式。 
考核内容有： 
4． 课堂出勤占 10%  
5． 课堂表现占 10% 
6． 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教师在每一堂课的课前检查作业，讲解重点和难点部分，大部分内容由学生课后独立完成。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能够涵盖所有的法语知识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生动有趣。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薛建成编著，《大学法语简明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二）推荐参考书 
18. 王海燕等：《你好！法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 
19. [法]卡佩勒，[法]吉东：《走遍法国》，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20. [英]布伦特 (C. J. Brumfit) 、约翰逊 (K. Johnson)：《交际法语言教学》, 上海：上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年。 
21. [法]卡朗：《罗贝尔法语大辞典》（法法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 
22. 王秀丽:《法语语言学教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年。 
23.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年。 
24. 茹克叶•穆罕默德 (编者)：《外语教学法》，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 
25. Annick Coatéval, Marie-Armelle Camussi-Ni, Comprendre la grammaire: Une grammaire à 

l’épreuve de la didactique du FLE, Paris, Pug, 2013. 
26. Brauer, M., Enseigner à l’université. Conseils pratiques, astuces, méthodes pédagogiques, Paris, 

Armand Colin, 2011. 
27. Brown G., & Atkins, M. Effective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London, Methuen, 1987. 
28. CUQ J.-P.，Une introduction à la didactique de la grammaire en français langue étrangères, Paris, 

Didier/Hatier, 1996. 
29. CUQ J.-P. et I. GRUCA, Cours de didactique du français langue étrangère et seconde, Grenob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2002.  
30. Martinet P., La Didactique des langues étrangères, Paris, PUF, 1996 (coll. « Que sais-je? ».)  
31. Martinet J., De la théorie linguistique à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Paris: Pr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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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 (三) 
German 3 

课程号：40800097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中国政法大学英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大纲的教学对象是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

院英语系三年级的学生。他们通过两个学期的德语学习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德语语法和词汇，具备听

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和较强的语言交际能力。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继续加强学生的阅读能力，同时继续训练学生的听、说、读、写、译能力。学生通过借助

词典及其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可以阅读原版德语资料及书刊，并能进行一般的口头和书面交际。 
2、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要求学生掌握德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知识，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

合； 
3、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以德语（二）所规定的各项要求为起点，在对读、听、说、写、译等各项单

项技能提出进一步要求的同时，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技能，继续加强语言技能训练，扩充语言知识

和德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知识，为学生进一步提高德语的理解和表达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为有志

于参加德语水平考试的同学提供相应的辅导。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主要涉及下列几种技能的培养和训练。共 64课时，每周 4课时。 
1. 语法： 
要求掌握主从复合句的结构和成分（II）；掌握不定式和分词的基本用法；能识别、应用语篇

中的前指和后指成分。 
2. 词汇： 
语汇部分要求复用式掌握 300 词，累计数 1100 词，领会式掌握 300词，累计数掌握 650，共

计 1750词。 
3. 阅读能力： 
能借助词典读懂难度与课文相当的文章。略读速度为每分钟 40－50 个单词，细读速度为每分

钟 25－30个单词， 理解准确率不低于 80％。 
4. 听的能力： 
要求能听懂题材熟悉、结构简单、生词一般不超过 2%的听力材料的主要内容及重要细节（约

100词/分）。学会简单的日常会话，能简要回答就课文内容所提出的较为复杂的问题。 
5. 说的能力：  
能进行一般的日常会话，并能就课文内容进行回答和复述。 
6. 写的能力： 
能就熟悉的题材，根据提示在半小时内写出 80单词左右的短文，能写出结构较为复杂的句子，

并能联句成段，内容连贯，无重大语法错误。 
7. 译的能力： 
能借助词典将难度略低于课文的短文译成汉语。理解正确，译文达意。能借助词典将一般内容

的汉语单句或短文译成德语，理解正确，译文达意，无重大语法错误。 
知识单元 1：Feste und Feiertage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Woc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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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bersicht 
Einführung 
Text: Feste und Feiertage in Deutschland 
Lesen und übersetzen 
Übungen 
TÜ1—TÜ5 
Grammatik: 代副词和被动态（II） 
I．代副词 
代副词是一种具有代词作用的副词，它可分为指示代副词和疑问代副词 
指示代副词 疑问代副词 
da+(r)Präp. wo+(r)Präp. 
用法：A.指示代副词可用来指代前面某一句子成分或整个句子； 
      B.指示代副词还可以用来指代后面的从句或带 zu的不定式结构； 
      C.疑问代副词可作为疑问副词用来提问。 
注：①指示代副词不能用来指代人。指代人须用“介词+人称代词”； 
    ②疑问代副词不能对人进行提问。对人进行提问须用“介词+疑问代词”。 
II．被动态 II 
1) 无人称被动态 
有少数不及物动词可以构成无人称被动态。无人称被动态用 es作形式主语，反语序中 es省略。 
动词+介词 Es+werden+(etw.)+P.II （现在时） 
Es+wurden+(etw.)+P.II  (过去时) 
(etw.)+ werden+P.II    （现在时） 
(etw.)+ wurden+P.II     (过去时) 
动词+D  
动词+adj.  
+G  
2) 状态被动态 
如果要表示一个动作或过程结束后留下的状态或结果，用状态被动态。状态被动态只用两个时

态，即现在时和过去时。 
现在时 sein(现在时人称变位形式)+ P.II 
过去时 war(人称变位形式)+P.II 
Übungen 
GÜ1—GÜ8 
Intention 
Intentionen: 表达节日的祝愿（Glückwunsche zu Festen und Feiertage äußern） 
Hörverstehen: Advent, Advent, ein Lichtlein brennt 
Leseverstehen: Chinesische traditionelle Feiertage 
学习目标： 
1. 了解与德国节假日有关的主题内容。 
2. 掌握被动态的表达方式。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2：Wünsche und Sorgen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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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che 2 
Einführung 
Übersicht 
Einführung 
Text: Brief an die Bewohner der Erde 
Übungen 
Grammatik: 第二虚拟式（Konjunktiv II） 
I.第二虚拟式 
过去完成时虚拟式（只对过去发生的虚拟） 
hätte / wäre (人称变位形式) +  P.II 
过去时虚拟式(对现在和将来的虚拟) 
würde（人称变位形式）+  Inf. 
注： 
①规则变化动词的过去虚拟式形式和直陈式过去时形式完全一致； 
②不规则变化动词的过去虚拟式形式由动词过去时词干（a,o,u 须变音）加虚拟式人称词尾构

成。 
③würde加动词不定式的形式通常用来代替第二虚拟式中和其直陈式过去时形式完全相同的规

则变化动词和多数不规则变化动词。 
用法：A.非现实愿望句 
非现实愿望句用 wenn引导。句中常用 doch,nur等来加强语气，并在句末用感叹号；在非现实

愿望句中，可省去 wenn，直接用动词开头。 
B.非现实条件句 
在非现实条件句中，从句用 wenn引导，如从句在前，可省去 wenn,用动词开头。 
C.时间表达 
在非现实愿望从句和非现实条件句中，用虚拟式过去时表达现在或将来；用虚拟式过去完成时

表达过去。 
D.非现实的比较 
如：Es tat so,als ob er nicht wüsste.（他假装不知道） 
Es sah so aus,als ob er betrunken/blau wäre.= Es sah so aus,als wäre er betrunken. 
Übungen 
Intentionen: 表达愿望和忧虑（Wünsche und Sorgen ausdrücken） 
Hörverstehen: Wenn ich an der Macht wäre, würde ich .... 
Leseverstehen: Wünsche an den Weihnachtsmann 
学习目标： 
1. 了解与愿望和忧虑有关的主题内容。 
2. 掌握第二虚拟式的用法。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3：Liebe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Woche 3 
Einführung 
Text: Liebesgedichte 
Üb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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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ion: Vermutungen ausdrücken(1) 
Irreales vergleichen 
Hörverstehen: Ein Telefongespräch 
Leseverstehen: Plötzlich hat es “klick” gemacht 
Grammatik: I. Irrealer Vergleichssatz mit “als ob” 
II. Relativsatz mit “was” und “wer” 
III. Modalsatz mit “indem” oder “dadurch, dass…” 
I. Irrealer Vergleichssatz（非现实比较从句） mit „ als ob “ 

 z.B: 
Es scheint, als ob alles nur ein schöner Traum wäre.  Es tut so, als ob er nichts davon gehört hätte 
Es scheint, als wäre alles nur ein schöner Traum .    Es tut so, als hätte er nichts davon gehört. 
Sie sieht nur so aus, als ob sie verliebt wäre.        Es sieht nur so aus, als ob er regnen würde. 
Sie sieht nur so aus, als wäre sie verliebt .          Es sieht nur so aus, als würde er regnen. 
II.Relativsatz（关系从句） mit „ was “ und „ wer “ 
1.Relativsatz mit „ was “ 
                     N . was          当先行词为 das, alles, etwas, nichts, vieles,  
„ was “               G . dessen        einiges及名词化的形容词最高级时，关系代 
                     D . dem          词可用 „ was “。 
                     A . was             
z.B: 
Liebe ist das, was du nicht beschreiben kannst. 
Liebe ist alles, was dich glücklich macht. 
Liebe ist das Schönste, was ich erlebt habe. 
Was dir gefällt, (das) gefällt mir auch. 
Was ich gedacht habe, (das) hast du geschrieben. 
Was ich nicht weiß, (das) macht mich nicht heiß. 
2. Relativsatz mit „ wer “ 
                      N . wer            
„ wer “                G . wessen          
                      D . wem 
                      A . wen 
Wer einen anderen Menschen liebt, der hört auf, nur an sich zu denken. 
Wer zu viel arbeitet, dem fehlt die Zeit, sich auszuruhen. 
Wer zu spät kommt, den bestraft der Lehrer. 
Wen ich einmal gesehen habe, den vergesse ich nie. 
Wem das Gedicht gefällt, der kann es auswendig lernen. 
 
III.Modalsatz（情况状语从句） mit „ indem “/„ dadurch, dass... “ 
Liebe wächst, indem man Schwierigkeiten gemeinsam überwindet.   Wie? 
Indem man Schwerigkeiten gemeinsam überwindet, wächst Liebe   Auf welche Weise? 
Liebe wächst dadurch, dass man Schwierigkeiten gemeinsam überwindet.     Wie? 
Dadurch, dass man Schwierigkeiten gemeinsam überwindet, wächst Liebe.   Wodurch? 
Übungen 
Vokabeln 

„ als ob “ + ...... +Konjunktiv II als + Konjunktiv I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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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了解与爱情有关的主题内容。 
2. 掌握非现实比较句，was 和 wer 引导的关系从句以及 indem和 dadurch, dass引导的情况

状语从句。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4：Mode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Woche 4 
Einführung 
Text: Modeberatung 
Übungen 
Intention: Komplimente machen und darauf reagieren 
Hörverstehen: Was ist Mode? 
Leseverstehen: Levi Strauss und die Erfindung der Jeans 
Grammatik: I. Der Konjunktiv II zum Ausdruck der Höflichkeit 
          II. Der Gebrauch von “es” 
I.第二虚拟式用于礼貌表达 
Mit dem Konjunktiv II kann man Bitten, Fragen, Ratschläge und Wünsche höflich ausdrücken. z.B: 

Ich würde mich sehr freuen, wenn Sie mal nach Xi’an kommen könnten. 
如果您能来西安，我很高兴。 
Hätten Sie Zeit für mich? 
能占用您一点时间吗？ 
II. „ es “的用法 
1. „ es “作代词、无人称动词的主语、在一些固定搭配中、以及作形式宾语时，不可以省略。 
z.B: Das Kleid steht Ihnen gut. Es ist wunderschön. 
Das Kleid ist schmutzig. Ich wasche es. 
Die Leute lesen Zeitungen. Ich tue es auch. 
Es regnet. Es schneit. Es donnert. Es blitzt.            
Es ist kalt. Es wird warm. Es bleibt stürmisch.   
Es klopft. Es klingelt.       
Es tut mir Leid. 
Wie spät ist es? Es ist 10 Uhr. 
Wie geht es dir? Es geht mir gut. 
Was gibt es heute im Fernsehen? Es gibt einen Spielfilm. 
Worum handelt es sich? Es handelt sich um eine Liebesgeschichte. 

Könnten Sie mir bitte ein paar Tipps geben? 
Dürfte ich Sie um Hilfe/um einen Rat bitten? 
Wären Sie so freundlich, mir einen Tee zu bringen? 
Sie sollten einen guten Gesamteindruck machen. 
An Ihrer Stelle würde ich den grauen Anzug kaufen. 
Wir würden uns über Ihren Besuch freuen. 
Würde es Sie stören, wenn ich rauchen?—Es wäre besser, wenn Sie hier nicht rauchen. 

Bitten 
Fragen 
Ratschläge 
Wünsche 

Was wünschen Sie? —Ich hätte gern eine Krawa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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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um geht es? Es geht um alles oder nichts. 
Er hat es eilig. 
Sie hat es schwer. 
Wir haben es nicht leicht. 
2. „ es “ ①作为占位词，为了强调后面的真实主语；②作为关联词，位于主语或宾语的位置上，

引出从句或不定式短语；③作为无人称被动态的形式主语时，可以省略。 
z.B:  Es arbeiten hier zwei deutsche Lehrer.        Zwei deutsche Lehrer arbeiten hier. 
Es ist schön, dass du kommst.              Dass du kommst, ist schön. 
Es wäre besser, hier nicht zu rauchen.        Hier nicht zu rauchen, wäre besser. 
Es wird hier getanzt.                      Hier wird getanzt. 

Infinitiv Partizip I(P.I=Inf.+d) 

singen singend 
Infinitiv Partizip I(P.I=Inf.+d) 

singen singend 
lachen lachend 

sinken sinkend 

studieren studierend 

 „ es “ 的缩写形式 
Ich bin es.       Ich bin’s. 
Ich tue es.        Ich tu’s. 
Wie geht es dir?                   Wie geht’s dir? 
Wie wäre es mit einem Tee?         Wie wär’s mit einem Tee? 
Übungen 
Vokabeln 
学习目标： 
1. 了解与爱情有关的主题内容。 
2. 掌握非现实比较句，was 和 wer 引导的关系从句以及 indem和 dadurch, dass引导的情况

状语从句。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5：Jugendliche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Woche 5 
Einführung 
Text: Jugend 2002 
Übungen 
Intention: etwas begründen 
Hörverstehen: Jugend ist … 
Leseverstehen: Das Handy: Kommunikationsmittel und Statussymbol 
Grammatik: I. Partizip I 
          II. Partizip II 
I. Partizip I. 
①第一分词具有主动的意义，与句子动词的时态一致；②第一分词与 adj一样有性、数、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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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P.I 作定语）；③反身动词的 P.I 作定语时，反身代词不变格要保留；④关系从句改为分词作
定语的重要条件为引导的关系从句的关系代词必须是 N或 A；⑤P.I作说明语；⑥作形容词补足语；
⑦作名词时要按形容词词尾变格，性与自然性一致，中性一般指事物。 

z.B:  singende Männer (Männer, die singen) 
lachende Frauen (Frauen, die lachen) 
Das laut schreiende Kind,sitzt am Boden.(Das Kind, das laut schreit, sitzt am Boden.) 
Er kommt singend nach Hause.(Er kommt nach Hause und singt) 
Sie sitzt lachend vor dem Fernseher.(Sie sitzt vor dem Fernseher und lacht.) 
Studierende lernen an der Universität. (P.I als Nomen) 
II. Partizip II 
1. 及物动词的第二分词作定语，具有被动的含义，一般可改为关系从句； 
2. 用 sein 构成完成时的不及物动词表示已经结束的动作，则可作定语，具有主动和完成的意

义； 
3. 用 sein构成完成时但不是表示已经结束的动作，其第二分词加上进一步的修饰限制则具有

了表示结束的意义，可以作定语（注：用 haben构成完成时的不及物动词的第二分词不能作定语，
例如：geantwortet, geholfen, stattgefunden, gelebt, geweint, teilgenommen）; 

4. 反身动词只有表示已经结束的状态时才能改成第二分词； 
5. 第二分词可作说明语，形容词补足语（形容词），名词； 
6. 第二分词可独立使用，一般表示命令或要求；⑦反身动词的第二分词，反身代词要省略。 
z.B: Der ins Deutsche übersetzte Text ist ein Zeitungsbericht. 
(Der Text, der ins Deutsche übersetzt worden ist, ist ein Zeitungsbericht) 
Die besser gebildeten Jugendlichen interessieren sich für Politik. 
(Die Jugendlichen, die besser gebildet sind, interessieren sich für Politik.) 
Die heute angekommenen Gäste sind aus Deutschland. 
(Die Gäste, die heute angekommen sind, sind aus Deutschland) 
Die Befragten sind im Alter von12 bis 25 Jahren. (P.II als Nomen) 
Übungen 
Vokabeln 
学习目标： 
1. 了解与德国青年有关的主题内容。 
2. 掌握第一分词和第二分词的用法。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6：Freizeit in Deutschland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Woche 6 
Einführung 
Text: Über das Vereinsleben in Deutschland — Ein Bericht von Zhang Min 
Übungen 
Intention: etwas indirekt wiedergeben, was andere sagen 
Hörverstehen: Dürfen Jugendliche ihre Freizeit selber planen? 
Leseverstehen: Schulsport 
Grammatik: Konjunktiv I 
Konjunkti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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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in haben werden können kommen machen 

ich sei hätte würden könne käme(würde kommen) 
würde 
machen 

du sei(e)st habest werdest könnest 
kämest(würdest 
kommen) 

würdest 
machen 

er\sie\es sei habe werde könne komme mache 
iht seiet habet würdet könnet kommet machet 

wir\sie\Sie seien hätten würden könnten 
kämen(würden 
kommen) 

würden 
machen 

第一虚拟式，表示转述，用于书面语。ich\wir\sie\Sie的第一虚拟式与直陈式相同，为了区别，
可用二虚动词代替一虚动词或用 würden+ Inf代替动词第一虚拟式。 

1. 现在时： 直接引语转为间接引语 
直接引语：Zhang sagt: „ Ich mache ein Interview“ 
„ Ich komme bald nach Shanghai“ 
间接引语：Zhang sagt, er mache ein Interview. 
er komme bald nach Shanghai. 
2.现在完成时、过去时、过去完成时：直接引语转为间接引语 
 
 
直接引语：Zhang sagt: „ Wir haben ein Interview gemacht“. 
„ Ich bin vor drei Tagen nach Shanghai gekommen“. 
间接引语：Zhang sagt, sie hätten ein Interview gemacht“ 
er sei vor drei Tagen nach Shanghai gekommen. 
3.将来时：直接引语转为间接引语 
 
 
直接引语：Zhang sagt: „ Ich werde nach Shanghai kommen.“ 
„ Ich werde ein Interview machen.“ 
间接引语：Zhang sagt, er werde nach Shanghai kommen. 
er werde ein Interview machen.： 

sein\haben 的第一虚拟式    +    P.II 

werden 的第一虚拟式    +    Inf. 

 Direkte Rede Indirekte Rede 

一般疑问句 
Zhang fragt Karin: „ Kannst du mir helfen?“ Zhang fragt Karin, ob sie ihm 

helfen könne. 

特殊疑问句 
Zhang fragt Karin: „ Wo treffen wir uns?“ Zhang fragt Karin, wo sie sich 

treffen würden. 

针对 du 的命
令句 

Zhang sagt zu Karin: „ Geh in der Sprechstunde 
zu deinem Professor?“ 

Zhang sagt zu Karin, sie solle in 
der Sprechstunde zu ihrem 
Professor gehen. 

针对 Sie 的
命令句 

Zhang bittet Herrn Berger: „ Erzählen Sie mir 
bitte etwas über Ihren Verein?“ 

Zhang bittet Herrn Berger, er 
möge ihm etwas über seinen 
Verein erzäh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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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bungen 
Vokabeln 
学习目标： 
1. 了解与德国业余生活有关的主题内容。 
2. 掌握第一虚拟式的用法。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7：Studieren in Deutschland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Woche 7, Woche 8 
Einführung 
Text: Ein Bewerbungsschreiben 
Übungen 
Intention: Beim Vorstellungsgespräch über sich selbst erzählen 
Hörverstehen: Ein paar Semester im Ausland studieren – warum? 
Leseverstehen: Hochschulen in Deutschland 
Grammatik: I. Nebensätze mit “ (an)statt dass” und “ohne dass”, 
Infinitivkonstruktionen “ (an)statt …zu” und “ohnen…zu” 
II. “brauchen” als Modalverb 
I．Nebensätze（主句与从句中的主语一致的情况下，可以构成不定式结构） 
z.B: 
Zhang will in Deutschland studieren, statt dass er sein Studium in China abschließt. 
Zhang will in Deutschland studieren, statt sein Studium in China abzuschließen. 
Chen will in Deutschland studieren. Sie hat keinen Deutschkurs besucht. 
Chen will in Deutschland studieren, ohne dass sie einen Deutschkurs besucht hat. 
Chen will in Deutschland studieren, ohne einen Deutschkurs besucht zu haben. 
Chen ist früher gegangen. Die Freunde haben es nicht bemerkt. 
Chen ist früher gegangen, ohne dass die Freunde es bemerkt haben. 
II. „brauchen“的情态用法 
 
 
z.B: Du musst nicht alles lesen. = Du brauchst nicht alles zu lesen 
Sie müssen morgen nicht kommen. = Sie brauchen morgen nicht zu kommen. 
Du musst keine Bücher kaufen. = Du brauchst keine Bücher zu kaufen. 
Ich muss keinen Ausweis mitnehmen. = Ich brauche keinen Ausweis mitzunehmen. 

„（an）statt dass“ 
(主从句主语一致或不一致时) 

选 
择 
从 
句: 

„（an）statt ...zu + Inf.“ 
（主从句主语必须一致） 

由此引导的情态状语从句含有否定的意

义，从句的动作未发生，而被主句动作替

代，含义为：不...而...。 

„ohne dass“  
(主从句主语一致或不一致时) 

排 
除 
从 
句 

„ohne ...zu + Inf.“  
（主从句主语必须一致） 

由此引导的情态状语从句含有否定的意

义，说明从句中的动作并没有像期待的一

样伴随主句中的动作一起发生。 

nicht/kein brauchen + zu  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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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B: Sie müssen (nur) auf den Knopf drücken, dann geht die Tür auf. 
= Sie brauchen nur auf den Knopf zu drücken, dann geht die Tür auf. 
Du musst (nur) eine Mail schreiben, dann bekommst du die Information. 
= Du brauchst nur eine Mail zu schreiben, dann bekommst du die Information. 
Übungen 
Vokabeln 
学习目标： 
1. 了解与在德国上大学有关的主题内容。 
2. 掌握(an)statt dass” und “ohne dass”的用法以及不定式的替代形式。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8：Familie und Gesellschaft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Woche 9, Woche 10 
Einführung 
Text: Wand an Wand 
Übungen 
Intention: I. Vermutungen ausdrücken (II) 
II. Distanziert von etwas berichten 
Hörverstehen: Drei verschiedene Lebensformen 
Leseverstehen: Zwischen Kind und Karriere 
Grammatik: I. Modalverben und “werden” zur subjektiven Aussage 
II. Futur II 
I．情态动词及将来时用于推测 
1. 猜测，推测                                                  可能性 
müssen（肯定）                   bestimmt/ganz sicher/mit Sicherheit  hoch 
müssten (非常有可能)               sehr wahrscheinlich 
dürften（很有可能）                wahrscheinlich/wohl 
werden将来时（很有可能）         wahrscheinlich/wohl 
könnten（也许，可能）             möglicherweise/vielleicht 
können（也许，可能）             möglicherweise/vielleicht  
mögen（估计，常与数字连用）      möglicherweise/vielleicht         niedrig 
z.B: Tatsache: Frau Schulz ist im Büro. 
Sie muss im Büro sein.=Sie ist bestimmt/ganz sicher/mit Sicherheit im Büro. 
Sie wird wohl im Büro sein.= Sie ist wahrscheinlich/wohl im Büro. （将来时也可表示猜测） 
注：①dürfen只用过去式虚拟式(dürften)表推测； 
②如果猜测的事情已经过去，要用第二不定式。 
 
 
z.B:Sie muss im Büro sein.(Gegenwart)   Sie muss im Büro gewesen sein.(Vergangenheit) 
   Sie mag lange arbeiten.(Gegenwart)   Sie mag lange gearbeitet haben. (Vergangenheit) 
2.Distanzierter Bericht 

brauchen + nur +zu  只需 

Modalverb + P.II + sein/ha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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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Futur II （第二将来时） 
 
 
z.B: Frau Schulz wird morgen um 6 Uhr bei ihrer Mutter angekommen sein. 
Die Kleins werden morgen alles über Frau Schulz erfahren haben. 
Gebrauch: 描述在将来要完成的动作或事件，该时态用得极少，往往用现在完成时替代。 
Übungen 
Vokabeln 
学习目标： 
1. 了解与德国的家庭和社会有关的主题内容。 
2. 掌握。情态动词的主观用法及第二将来时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9：Gesunde Ernährung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Woche 11, Woche 12 
Einführung 
Text: Vollwertig essen und trinken – Die 10 Regeln der DGE 
Übungen 
Intention: Bedingungen ausdrücken 
Hörverstehen: Essen Sie gern Schokolade? 
Leseverstehen: Fastfood 
Grammatik: I. Vergleichssätze 
          II. Negation 
I． 比较从句 
1. Vergleichssätze mit „ je...desto/um so...“(越...越...) 
 
 

Nebensatz Hauptsatz 
Je mehr man isst, desto/um so dicker wird man. 
Je vielfältiger die Speisen sind, desto/um so gesünder sind sie. 

2.Vergleichssätze mit„ wie “ und „ als “ 

Ich habe gehört, dass Frau Schulz krank ist. 
Ich habe erfahren, dass Frau Schulz krank war. 
Man sagt, dass Frau Schulz gewesen ist. sollen 

表示说话的人转述他人说的话，

对其真伪不作评论，如据说的意

思。 
Frau Schulz soll krank sein. 
Frau Schulz soll krank gewesen sein. 
Herr Schulz behauptet, dass er der beste Ehemann ist. 
Herr Schulz behauptet, dass er der beste Ehemann war. 
Herr Schulz behauptet, dass er der beste Ehemann 
gewesen ist. 

wollen 

表示说话的人转述他人说的话，

对其所说的话常有不信任与怀

疑之意，如声称，自称的的意思。 

Herr Sculz will der beste Ehemann sein. 
Herr Schulz will der beste Ehemann gewesen sein. 

werden + P.II + haben/sein 

„ je “+ Komparativ ... , „ desto/um so + Komparat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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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相比一样用„ wie “；与...相比更...用„ als “ 
z.B:Das Essen schmeckt uns genau so gut, wie wir das erwartet haben. 
   Das Essen schmeckt uns besser, als wir das erwartet haben. 
II．Negation 
1.否定整个句子： 
a) vor dem zweiten Teil des Verbs(情态动词与另一个动词不定式连用时，位于另一个动词前) 

Wir wollen das Essen probieren. 
Er darf  

nicht 
rauchen. 

b) am Ende des Satzes（位于句末） 
Das Essen hier schmeckt mir  
Ich empfehle das Restaurant 

nicht. 

c) bei trennbaren Verben vor dem Präfix und dem PII.（位于可分前缀和过去分词前） 
Er gibt den Alkohol auf. 
Er hat den Alkohol 

nicht 
aufgegeben. 

d) vor Präpositionalergänzung（位于介词补足语前） 
Er achtet im Urlaub auf seine Ernährung. 
Sie achtet im Urlaub 

nicht 
auf ihr Gewicht. 

e) vor qualitativen Ergänzungen（位于数量补足语前） 
Er isst viel Obst. 
Er isst 

nicht 
viel Fleisch. 

2.否定句子成分 
nicht 放在想否定的词前面。 
Ich habe das Kochbuch nicht geschenkt, sondern geliehen. 
Heute Abend kochen nicht wir, sondern unsere Freunde. 
Ich lese heute nicht das Buch über Diät, sondern eine Modezeitschrift. 
3.冠词、代词、副词的否定 

Übungen 
Vokabeln 
学习目标： 
1. 了解与健康饮食有关的主题内容。 
2. 掌握比较从句以及句子的否定用法。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10：Umweltschutz und ich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Woche 13 

ein(e)s      kein(e)s Ich esse morgens ein Müsli, aber kein Obst. 
Haben wir noch ein Brot? ---Nein, wir haben keins mehr. 

-         kein/e Haben wir noch Milch?---Nein, wir haben keine mehr. 
alles        nichts Ist schon alles da?---Ja,uns fehlt nichts. 
etwas       nichts Hast du schon etwas gegessen?---Nein, noch nichts. 
jemand      niemand Raucht hier jemand?---Nein, hier raucht niemand. 
immer      nie/niemals Ich esse immer in der Mensa. Und du?---Ich esse nie in der Men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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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führung 
Text: Umwelttipps 
Übungen 
Intention: Ratschläge geben 
Hörverstehen: Was machen wir mit dem Plastikbechermüll? 
Leseverstehen: Müll vermeiden – aber wie? 
Grammatik: I. Das Verb “lassen” 
          II. Das Perfekt der Modalverben 
I. Das Verb „ lassen “ 
1. „ lassen “ als selbeständiges Verb.( „ lassen “作为独立实义动词) 

意义 现在时:  lassen + A 
完成时 : haben + P.II 
(gelassen) 

mit etwas aufhören 
 停止做... 

Lass das endlich. 
（算了吧，别干了！） 

Sie hat das endlich 
gelassen. 

einen Zustand nicht 
verändern 不去改变某种
状态，既保持那种状态 

Wir lassen die Koffer vor 
der Tür. 

Wir haben die Koffer vor 
der Tür gelassen. 

jm. erlauben, irgendwohin 
zu gehen 允许某人去... 

Das Kind lässt die Katze ins 
Haus. 

Das Kind hat die Katze ins 
Haus gelassen. 

2. „ lassen “ 的情态用法，“表示“让、使、叫...” 
a)Präsens（现在时） 

lassen   +    Inf. 
z.B: Die Eltern lassen ihren Sohn spielen. 
    Der Patient lässt (mich) seinen Laptop holen. 
b)Perfekt（现在完成时） 

haben  +   Inf.   +   lassen 
z.B: Die Eltern haben ihren Sohn spielen lassen. 
Der Patient hat (mich) seinen Laptop holen lassen. 
c)从句形式 

Ich weiß,dass...haben + Inf.+ Inf. 
z.B: Ich weiß, dass die Eltern ihren Sohn haben spielen lassen. 
Ich weiß, dass der Patient einen Laptop hat holen lassen. 
II.情态动词的现在完成时 
1.当情态动词为独立动词时 

haben + 情态动词的 P.II 
2.当情态动词与其他动词组合时 

haben + Inf. + Inf. 

z.B:Er hat das tun wollen.---Ich weiß, dass er das hat tun können. 
Übungen 
Vokabeln 
学习目标： 
1. 了解与环保有关的主题内容。 
2. 掌握动词 lassen的用法以及情态动词的现在完成时的形式和用法。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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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11：Der dritte Lebensabschnitt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Woche 14 
Einführung 
Text: Das Seniorenstudium 
Übungen 
Intention: Interesse ausdrücken 
Hörverstehen: Ein Märchen von den Brüdern Grimm 
Leseverstehen: Schiwiegermutter und Schwiegertochter 
Grammatik: I. Passiv 
          II. Passiversatzformen 
I.Passiv （被动态强调的是行为，主动态强调的是人、行为主体） 
1.Vorgangspassiv过程被动态 
时态 形式 例句 
Präsens werden+P.II Der Text wird übersetzt. 
Präteritum wurde+P.II Der Text wurde übersetzt . 
Futur werden+P.II+werden Der Text wird übersetzt werden. 
Perfekt sein+P.II+worden Der Text ist übersetzt worden. 
Plusquamperfekt war+P.II+worden Der Text war übersetzt worden. 
Futur II werden+P.II+worden+sein Der Text wird übersetzt worden sein. 

2.Zustandspassiv状态被动态 
Tempus 形式 例句 
Gegenwart sein+P.II Der Text ist übersetzt. 
Vergangenheit war+P.II Der Text war übersetzt. 

补充：Ich schließe die Tür. --- Die Tür wird geschlossen.（过程被动态） 
Ich kann nicht durch die Tür gehen, denn die Tür ist geschlossen.（状态被动态） 
（Es beschreibt, dass die Tür jetzt gerade geschlossen ist. Wir wissen nicht, wer es wann geschlossen 

hat. Wir wissen nur, dass sie jetzt geschlossen ist.） 
II.Passiversatzfomen. （被动态的替代形式） 

sein+Adjektiv auf „ bar “ 
sich lassen +Inf. 

=können +P.II +werden 

sein(bleiben) +zu +Inf. =können/müssen/sollen+ P.II +werden 
z.B: Der Text ist übersetzbar.= Der Text kann übersetzt werden.  
    Die Uhr ist reparierbar. = Die Uhr kann repariert werden. 
Der Text lässt sich übersetzen.= Der Text kann übersetzt werden. 
Die Uhr lässt sich reparieren. = Die Uhr kann repariert werden. 
Der Text ist zu übersetzen.= Der Text kann/muss/soll übersetzt werden. 
Die Uhr ist zu reparieren. = Der Text kann/muss/soll übersetzt werden. 
Übungen 
Vokabeln 
学习目标： 
1. 了解与德国老年生活有关的主题内容。 
2. 掌握被动态用法以及被动态的替代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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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12：Städte und Häuser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Woche 15 
Einführung 
Text: Die Stadt Berlin 
Übungen 
Intention: Die Lage eines Ortes beschreiben 
Hörverstehen: Bauwerke machen Geschichte 
Leseverstehen: Die Stadt Shanghai 
Grammatik: Funktionsvergefüge 
Funktionsverbgefüge （功能动词） 
Das Verb nennt man Funktionsverb, weil es in dieser Verbindung seine Bedeutung ganz oder zum 

Teil verloren und nur noch eine grammatische Funktion hat. 
Funktionsverbgefüge Einfaches Verb 
(einen) Einfluss(auf jn./etw.) ausüben对...产生影响 (jn./etw.)beeinflussen 
etw.zum Abschluss结束 etw. abschließen 
etw. zu Ende结束 etw. beenden 
etw. zum Ausdruck表达 etw. ausdrücken 
etw. in Ordnung整理 

bringen 

etw. ordnen 
eine Entwicklung发展 sich entwickeln 
eine Veränderung改变 

erfahren 
sich verändern 

Anerkennung得到认可 anerkannt werden 
Verwendung得到利用 

finden 
verwendet werden  

ein Gespräch(mit jm) führen与...谈话 (mit jm) sprechen 
jm eine Antwort给...答复 jm antworten 
jm eine Erlaubnis允许 jm erlauben, etw. zu tun 
jm einen Rat给...建议 jm raten, etw. zu tun 
jm Unterricht授课 

geben 

jn unterrichten 
in Erfüllung实现 erfüllt werden  
zu Ende结束 

gehen 
beendet werden  

zum Ausdruck表达 ausgedrückt werden 
zum Abschluss结束 

kommen 
abgeschlossen werden  

jm Hilfe leisten帮助 jm.helfen 
einen Besuch bei jm.拜访 jn besuchen 
jm einen Vorschlag建议 

machen 
jm etw. vor/schlagen 

Abschied(von jm.) nehmen与...道别 sich(von jm)verabschieden 
etw. in Empfang nehmen接收 etw. empfangen 
unter Kontrolle检查 kontrolliert werden  
unter Schutz保护 

stehen 
geschützt werden 

eine Frage (an jn )向...提问 (jn) fragen 
etw. zur Diskussion讨论 

stellen 
etw. diskuti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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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e Entscheidung做出决定 etw. entscheiden  
Vorbereitungen(für etw.)为...做准备 

treffen 
etw. vorbereiten 

z.B: 
1. Können Sie heute noch die Materialien über die Geschichte Berlins in Ordnung bringen? 
  Können Sie heute noch die Materialien über die Geschichte Berlins ordnen? 
2. Shanghai hat in den letzten Jahren große Veränderungen erfahren. 
  Shanghai hat sich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hr verändert. 
3. Können Sie uns einen Rat geben, was wir in Berlin zuerst besuchen sollen? 
  Können Sie uns raten, was wir in Berlin zuerst besuchen sollen? 
4. Mein Wunsch, das Reichstagsgebäude in Berlin zu besuchen, ist endlich in Erfüllung gegangen. 
  Mein Wunsch, das Reichstagsgebäude in Berlin zu besuchen, ist endlich erfüllt worden. 
5. Bevor er nach Berlin flog, nahm er auf dem Flughafen Abschied von seinen Eltern. 
  Bevor er nach Berlin flog, verabschiedete er sich auf dem Flughafen von seinen Eltern. 
6. Es wird zur Diskussion gestellt, welche alten Häuser unter Denkmalschutz stehen sollten. 
  Es wird diskutiert, welche alten Häuser unter Denkmalschutz stehen sollten. 
7. Es ist schon spät. Wir müssen die Diskussion zum Abschluss bringen. 
  Es ist schon spät. Wir müssen die Diskussion abschließen. 
8. Die Diskussion ist um 11 Uhr zum Abschluss gekommen. 
  Die Diskussion ist um 11 Uhr zum abgeschlossen worden. 
9. Wir fuhr sehr langsam, weil wir auf die kleinen Kinder Rücksicht nehmen mussten. 
  Wir fuhr sehr langsam, weil wir die kleinen Kinder berücksitigen mussten. 
10. Uns steht für die Reise ein bequemer Bus zur Verfügung. 
   Für die Reise verfügen wir über einen bequemen Bus. 
11. Ich möchte Ihnen eine Frage stellen. / Ich möchte eine Frage an Sie stellen. 
   Ich möchte Sie fragen. 
12. Die Änderungsvorschläge der Opposition fanden keine Beachtung. 
   Die Änderungsvorschläge der Opposition wurden nicht beachtet. 
Übungen 
Vokabeln 
学习目标： 
1. 了解与德国城市和建筑有关的主题内容。 
2. 掌握德语中主要的功能动词的用法。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Woche 16 
期末考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Band 2 Lektion 9 Text 1 und 2, Lexik und Grammatik 4 阅读，语法和词汇 
2 Band 2 Lektion 10 Text 1 und 2, Lexik und Grammatik 4 阅读，语法和词汇 
3 Band 3 Lektion 1 Text 1 und 2,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4 Band 3 Lektion 2 Text 1 und 2,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5 Band 3 Lektion 3 Text 1 und 2,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6 Band 3 Lektion 4Text 1 und 2,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7 Band 3 Lektion 5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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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and 3 Lektion 5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9 Band 3 Lektion 6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10 Band 3 Lektion 6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11 Band 3 Lektion 7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12 Band 3 Lektion 7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13 Band 3 Lektion 8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14 Band 3 Lektion 8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15 
Band 3 Lektion 9 Text 1 und 2 
Band 3 Lektion 9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侧

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训练 
16 期末考试 4 阅读，语法和词汇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德语（一），德语（二） 
后续课程：德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语言知识的传授和语言技能的训练。 
难点： 如何将语言学习和社会文化知识相结合。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情景教学法。 
2) 语法翻译教学法 
教学手段： 
1) 直观教学手段，师生互动性交流。 
2) 电化教学手段。课件展示包括：文化背景、语言阐释等。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桌椅可活动。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视实际情况具体操作。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试卷考核的语言能力层次分为识记、理解、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平时和期

末考核的内容和考点既重视语言基本功（如动词造句等），也强调综合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如不

同形式的阅读理解题），因此各题型的评分标准也不相同。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

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
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单元结束均会布置相应的口笔头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师会自主编选符合每个单元的阅读以及练习材料；结合本校实践

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初级语法训练资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新编大学德语》第 3册 
编著者：朱建华 尚祥华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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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参考书 
1） 姚宝、过文英：《当代德国社会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 1月。 
2） 卡尔-海因茨 德罗荷柰尔： 《今日德国——德语作为外国语阅读练习（Land in Sicht）》，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执笔：霍颖楠。审稿：XX 。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制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6日 

 

德语（四） 
German 4 

课程号：40800098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培养学生的语感, 使其能够用德语方式思维，顺利地实现德语和汉

语两种思维方式的切换；2、使学生能够听较为复杂的德语会话, 理解正确并且掌握其中心大意, 抓
住要点和有关细节，并能对对话的主要内容进行复述；3、学生的词汇量要完全达到《大学德语六
级考试》的要求；4、使学生能够进行日常生活会话和涉外会话, 能够就教材内容进行回答和复述, 能
够就所熟悉的话题经准备后作简短发言, 表达思想较清楚, 语音语调基本正确；5、使学生准确地理
解并掌握语法,对德语的构词法有比较清楚地认识，为自学德语打好基础。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中级德语的阅读能力和日常的语

言交流沟通能力，了解德语国家的语言文化，可以借助工具书完成较高水平的书籍阅读，并掌握在

德国生活学习的基本语言沟通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4学时 

知识单元 1：Lerntechniken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学习技巧。学生通过主课文可以了解到 SQ3R学习法，并可以应用于学生的专

业学习。 
听力课文与阅读课文都和德语学习有关。其中听力课文介绍了一位中国学生学习德语的经验。

阅读课文给学生介绍了如何应对德语学习中所犯的错误。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提出建议，介绍了大量与此相关的句型，通过口头和书面的操练，可以使

学生学会如何在各种情景下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为构词法知识，主要介绍了与名词相关的派生词，包括由动词派生出名词、

由形容词派生出名词以及由名词派生出形容词。学生通过这些常用的构词手段，可以进一步扩大自

己的词汇量，提高词汇的学习效率。 
1. Einführung: Wo und wie kann man neues Wissen erwerben? 
2. Text: Neues Wissen erwerben – über die Lernmethoden von Francis P. Robinson 
3. Wortschatz:  
anhand,  
aneignen sich A,  
aufschlagen A,  
erhöhen,  
anwe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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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scheinen,  
lohnen sich,  
beschäftigen sich mit D,  
drucken A,  
ableiten A,  
gelingen D,  
kontrollieren,  
behandeln A,  
wundern,  
forschen 
4. Intention: Ratschläge und Empfehlungen geben 
5. Redemittel: 
Ich rate dir/Ihnen, ... 
Ich gebe dir/Ihnen den Rat, ... 
Ich empfehle dir/Ihnen, ... 
lch gebe dir/Ihnen die Empfehlung, ... 
Ich halte es für sinnvoll, ... 
Ich finde es wichtig, ... 
Ich schlage vor, ... 
Es ist sehr empfehlenswert. ... 
Es ist sinnvoll, ... 
Es ist effektiver/besser/leichter. .. 
Es ist wichtig, ... 
Am besten versuchst du/versuchen Sie/versucht man ... 
Meiner Meinung nach solltest du/sollten Sie/sollte man ... 
Am sinnvollsten ist (es), ... 
Am effektivsten, besten, leichtesten, wichtigsten ist (es), ... 
6. Hörverstehen:Eine Umfrage über das Deutschlernen 
7. Wortschatz:  
der Campus, fleißig 
8. Leseverstehen: Meine lieben Fehler 
9. Wortschatz:  
schämen sich, protokollieren A, anschualich, anlegen A,übertragen A, vergleichen A mit, analysieren 

A, bewältigen A 
10. Grammatik: 
Wortbildung durch Ableitung 
1. Nomen aus Verben 
2. Nomen aus Adjektiven 
3. Adjektive aus Nomen 
学习目标： 
In dieser Einheit geht es um das Thema Lerntechniken. Die Studenten können anhand dieser Einheit 

die wichtigen Lernmethoden lernen und herausfinden, welche Methode für eigenes Studium noch mehr 
geeigneter ist. Mit dem Hörverstehen lernen wir auch von den Erfahrungen eines chinesischen Studenten. 
Im Leseverstehen werden die oft auftretenden Fehler berm Deutschlernen vorgestellt.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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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2：Fußball – Ein Spiel geht um die Welt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足球。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也是德国的传统优势项目。历史上德国曾经分别

于 1954 年，1974 年以及 1990 年三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绩仅次于巴西，并涌现出了如贝肯鲍尔
(Franz Beckenbauer)、马特乌斯(Lothar Matthaus)、克林斯曼(Juergen Klinsmann)等世界级球星。主课
文介绍了德国足球的概貌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听力课文是一段足球比赛现场直播的解说，可以让学

生近距离体验一下德国足球比赛的气氛。阅读课文介绍了足球运动的起源与发展，也涉及到德国足

球的历史。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举例，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习，可以使学生

学会在各种场合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进行举例说明。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是名词化与动词化，即名词短语与句子之间的转化。这些知识可以帮助学生

理解语言比较书面化的文章。此外，本单元的语法也是第五单元和第六单元的语法的预备知识。 
1．Einführung: Wo fanden die Weltmeisterschaften statt? Welche Länder haben gewonnen? 
2. Text: Fußball in Deutschland 
3. Wortschatz:  
kicken,  
legendär,  
geraten in A,  
befinden sich,  
singen,  
starten,  
stattfinden,  
schätzen,  
zufolge D/G,  
anziehen,  
senden,  
zugänglich,  
die Liga,  
Feierabend,  
Börse, 
4. Intention: Beispiele geben 
5. Redemittel: 
Zum Beispiel ... 
... zum Beispiel ... 
Dazu möchte ich folgende Beispiele nennen/erwähnen, nämlich ... 
Als Beispiel/e ist/sind ... zu nennen/zu erwähnen. 
Als Beispiel/e fällt/fallen mir ... ein. 
6. Hörverstehen: Fußballreportage 
7. Wortschatz:  
Pfeilen, zugehen auf A, detonieren, schießen (A) 
8. Leseverstehen: Zur Geschichte des Fußballspiels 
9. Wortschatz:  
Profi, ausüben, damalig, ablenken A, vertiefen A, austragen A, unterzeichnen A, ausrichten A, gült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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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rieren, siegen (über) 
11. Grammatik: Nominalisierung und Verbalisierung 
Im Nominalstil überwiegen nominale Ausdrücke, d.h. Ausdrücke mit Substantiven. Die Substantive 

sind die Bedeutungsträger, während die Verben hier wenig Eigenbedeutung haben. 
Den Nominalstil verwendet man vor allem in der Fach- und Wissenschaftssprache sowie in Medien. 

Der Verbalstil ist lebendiger und wird in erzählenden Texten und in Unterhaltungen bevorzugt.  
1. Aktivsätze 
a) ohne Objekt 
b) mit Objekt 
2. Passivsätze 
3. „sein“ Adjektiv 
学习目标： 
Fußball ist vielen Studenten das Lieblingshobby. In dieser Einheit beschäftigen sich die Studenten 

mit dem Thema „Fußball“, der in Deutschland lange Tradition hat und heute immer sehr beliebt ist. Mit 
dem Text können sie den Erfolg und die Tatsachen über Fußball Deutschlands kennen lernen. Im 
Hörverstehen können die Studenten einen Report über ein Fußballspiel hören und die Atmosphäre mal 
erleben. Im Leseverstehen lernt man dann die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vom Fußball und darüber 
hinaus wird auch ein bisschen über die Geschichte vom deutschen Fußball dargestellt.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3：Das Geheimnis guter Erholung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中心内容是如何能休息得更好。主课文提出了休息不等于静止这个观点，指出休息时

也需要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并且分析了各种不同的业余活动的休息价值。听力课文围绕睡眠这个主

题，告诉我们如何能更好地睡眠。阅读课文也是关于睡眠，介绍了办公室午休的新制度，指出适当

的午睡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警告与劝诫。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习，可以

使学生学会在各种场合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达到警告或劝诫的交际目的。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是复合名词，这是德语中十分活跃的构词方法。学习这个构词方法可以扩大

学生的词汇量，帮助学生处理阅读文章中所遇到的生词。 
1．Einführung: Bei welchen Aktivitäten kann man sich gut erholen? 
2. Text: Wie funktioniert Erholung eigentlich? 
3. Wortschatz:  
hinsetzen A/sich,  
Verlauf,  
entspannen sich/A,   
geeignet für,  
anregen A,  
konzentrieren A/sich auf A,  
tanken (A),  
zwingen A zu,  
erstaunlicherweise,  
ausschlafen,  
beibehalte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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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kranken,  
überlasten, 
4. lntention: Vor etwas warnen und von etwas abraten 
Ich warne Sie vor... 
Ich möchte Sie davor warnen, ... 
Passen Sie auf ... auf. 
Achten Sie auf ... 
Es schadet..., wenn... 
... schadet/schaden ... 
Es ist nicht gut, dass/wenn ... 
... kann/können dazu fuhren, dass . 
lch rate Ihnen/dir davon ab, ... 
Wenn ich Ihnen/dir einen guten Rat geben darf, ... 
Vermeiden Sie nach Möglichkeit ... 
... bringt/bringen Stress. 
Es ist gefährlich, dass/wenn ... 
5. Hörverstehen: Schlafen Sie gut! 
6. Wortschatz:  
Verarbeiten, tagsüber, liegen an D, ideal, scharchen, spannend 
7. Leseverstehen: Ein Nickerchen im Büro fördert Leistung 
8. Wortschatz:  
dösen, durchsetzen A/sich, erbringen A, praktizieren A, kritisieren A, vermitteln A, attraktiv, 

nachgeben 
9. Grammatik. Bildung von Substantivkomposita 
1). Komposita ohne Fugenzeichen  
Regel 1: Das Grundwort bestimmt den Artikel. 
Regel 2: Komposita haben die gleichen grammatischen Eigenschaften wie die Grundwörter 
2). Komposita mit Fugenzeichen 
a) Komposita mit dem Fugen-s 
Regel: Nach Normen mit der Endung –ung, -heit, -keit, -ion, - schaft, -tät, -ling wird immer ein 

Fugen –s eingefügt. 
b) Komposita mit dem Fugen –n 
Hinweis: Das Fugenzeichen –(e)n signalisiert den Plural des Bestimmungswortes. 
学习目标： 
Das Hauptthema dieser Einheit lautet, wie man sich gut erholen kann. Im Text geht es um die 

Erholung und die Aktivitäten bei der Erholung. Das Hörverstehen behandelt das Schlafen und vermittelt, 
wie man gut schlafen kann. Im Leseverstehn handelt es sich auch um Schlafen, und zwar um die neue 
Regel der Mittagspause im Büro.……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4：Fernsehen oder lesen? 
本单元的内容围绕着电视这一主题。电视是当今最为普及的业余活动，它能给观众带来大量的

信息，也能帮助观众在紧张的工作之后得到身心的放松，但同时，电视的普及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本单元的三篇课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电视这个问题。主课文主要讲电视的积极意义。听力课文

涉及电视与阅读的关系。阅读课文的重点是电视对儿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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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表达自己的喜好。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习，
可以使学生学会在各种场合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达到表达个人喜好的交际目的。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是第二虚拟式的用法，也是第二虚拟式的一个复习与总结。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Einführung: Welche Arten von Sendungen gibt es in dem TV-Programm? 
2. Text: Fernsehen - für viele die schönste Nebensache der Welt 
3. Wortschatz:  
kommentieren A,  
ergänzen A,  
nerven A,  
planen A,  
richten A/sich nach,  
herausfinden A,  
hocken,  
bedienen A,  
unterhalten A/sich, zeitgemäß 
4. lntention: Vorlieben ausdrücken 
5. Redemittel: 
lch bevorzuge ... 
lch ziehe den/die/das ... dem/der... vor. 
Ich ... gerne ... 
Ich ... lieber als ... 
Ich ... lieber ... als ... 
Es gefällt mir besser,... zu... 
Statt ... zu..., würde ich lieber... 
Ich ... gern ..., aber mein/meine Lieblings... ist/sind ... 
6. Hörverstehen: Fernsehen oder lieber lesen? 
7. Wortschatz:  
Vorziehen A, darstellen A, heutzutage, gelangen (an A), besitzen A 
8. Leseverstehen: Der TV-Konsum der Kinder 
9. Wortschatz:  
Konsum, Psychologe, einlegen, auswählen A, beschränken A auf A, 
unterzeichen A, spüren A, vorschreiben A, beaufsichtigen A, angucken A, raten D 
10. Grammatik: Der Gebrauch des Konjunktiv ll (Wiederholung) 
1. Höflichkeit 
2. lrrealität… 
学习目标： 
1．Das Thema in dieser Einheit ist das Fernsehen. Fernsehen ist heutzutage eine übliche 

Freizeitbeschäftigung, durch die man sich informieren kann. In dem Text lernen wir die positiven 
Bedeutungen des Fernsehens. Im Hörverstehn geht es um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m Fernsehen und 
dem Lesen. Im Leseverstehn handelt es sich um die Einflüsse des Fernsehens auf die Kinder.。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5：Menschen im Ne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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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网络。互联网自问世以来已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对此，人们也

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本单元的主课文中分别列出了乐观派和悲观派的意见，乐观派认为网络能让人

们的生活更美好，而悲观派则提出了很多置疑。听力课文介绍了一个德国人如何上网成瘾，后来又

成功戒除了网瘾。阅读课文选取了网络论坛上对于电脑和网络这一主题所发表的一些观点。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提出观点并加以论证。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

习，学生可以学会在各种场合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是时间状语和条件状语的各种表达方式。 
1. Einführung: Was kann man alles mit dem Computer und mit dem Internet machen? 
2. Text: Schöne neue Welt - hässliche neue Welt 
3. Wortschatz:  
Entfernung, 
zugleich, 
setzen auf A, 
vernetzen A, 
überflüssig, 
entfalten A, 
begeben sich  
fürchten A, 
anpassen D A/sich 
1. lntention: Stellung nehmen und argumentieren 
2. Redemittel: 
Das finde ich auch, und zwar aus folgendem Grund ... 
Der Grund ist, dass ... 
Meiner Meinung nach ... 
Ich bin der Meinung, dass ... 
Ich bin dafür, dass ... 
Ich bin dagegen, dass ... 
Auf der einen Seite ..., auf der anderen Seite ... 
Einerseits ..., andererseits ... 
Zum einen ..., zum anderen ... 
Der Vorteil ist, dass ... 
Der Nachteil ist, dass ... 
1. Hörverstehen: lm Netz fühle ich mich wie zu Hause 
2. Wortschatz:  
Projekt, entfernen A/sich, abhängen von, drehen (A/sich), auftauchen 
3. Leseverstehen: Pro und contra Computer 
4. Wortschatz:  
ausliefern D A/sich, der Forum, überschwemmen A, verknüpfen A, überschätzen A, überprüfen A, 

versinken, bedauern, versenden, preiswert, anschaffen A, die Droge 
5. Grammatik:Temporale und konditionale Konnektoren 
Funktion und Gebrauch 
a) Konjunktionen 
b) Präposi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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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dverbien 
学习目标： 
Diese Einheit behandelt das Thema Netz. Seit der Erfindung des Netz verändert sich unser Leben 

tiefgreifend. Dazu sind die Menschen auch uberschiedlicher Meinung. Im Text lernen wir die 
pessimistischen und optimistischen Meinungen. Im Hörversthen wird eine Geschichte über einen 
Deutschen mit dem Netz erzählt. Im Leseverstehen werden die Meinung über den Computer und das Netz 
zum Ausdruck gebracht.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6：Interkulturelle Verständigung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跨文化交流。学习外语的目的就是要借助外语知识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民进

行交流,其本质就是跨文化交际。本单元的主课文讲述了一个中国人在德国学习与工作的经历。听
力课文是一个日本人讲述她在德国由于文化的不同而引起的误会。阅读课文是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

的德国人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一些看法。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让步关系的表达，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习,

可以使学生学会在各种场合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是条件、让步、目的和情状等状语的不同表达方式。 
1. Einführung: Was ist für Sie typisch deutsch und was typisch chinesisch? 
2. Text: Mein Deutschlandbild 
3. Wortschatz: 
nicken, 
verständnisvoll, 
aussprechen A, 
Wendepunkt 
gewöhnlich, 
charakterisieren A, 
einlassen sich auf A, 
auseinandersetzen sich mit 
verbergen A 
4. lntention: Konzessionen (Einschränkungen) machen 
5. Redemittel: 
Ich komme zur Party, ohwohl ich eigentlich keine Zeit habe. 
Ich komme zrrParty, auch wenn ich eigentlich keine Zeit habe. 
Ich habe eigentlich keine Zeit.Trotzdem komme ich zur Party. 
Ich habe zwar eigentlich keine Zeit, aber ich komme. 
6. Hörverstehen: Meine Erlebnisse in Deutschland 
7. Wortschatz:  
herkommen, formulieren, auslachen, zurückhalten, Alltag 
8. Leseverstehen: Denkweisen in China 
9. Wortschatz:  
loslassen A, memorieren A, auspucken A, Glanz, schweigsam, erziehen A, einräumen A, ärgern 

sich/A; verfolgen A, absurd, fliehen, einflößen D A, verhandeln (über A) 
10. Grammatik: Kausal-, Konzessiv-, Final- und Modalsät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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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ktion und Gebrauch 
a) Konjunktionen 
b) Präpositionen 
c) Adverbien 
学习目标： 
Das Thema in dieser Einheit lautet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Das Ziel, eine Fremdsprache zu 

lernen, ist die Kommunikation zwischen unterschiedlichen Kulturen und Ländern. Im Text wird ein 
Erlebnis eines Chinesen in Deutschland erzählt. Im Hörverstehen geht es um Missverständnis einer 
Japanerin in Deutschland. Im Leseverstehen sind die Meinungen eines Deutschen über China und 
Chinesen, der lange in China lebt.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7：Arbeitssuche und Qualifikationen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求职与能力。这是一个大学生相当感兴趣的话题。本单元的主课文是

UN⒈Magazin 对某公关公司经理的一段采访,内容主要涉及在公关行业从业所需要的技能和前提。
听力课文是一段求职面谈。阅读课文是从报纸上节选的三段招聘启示。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表达,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

习,可以使学生学会在各种场合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是分词定语和关系从句。 
1. Einführung: Was braucht man, wenn man eine gute Arbeit finden möchte? 
2. Text: Qualifikationen und Karriere 
3. Wortschatz: 
spezifisch, 
ausfüllen A, 
einstellen A, 
fachübergreifend, 
komplex, 
verständlich, 
scheitern, 
effizient, 
die Agentur, 
die Branche, 
4. lntention: Notwendigkeit und Wichtigkeit ausdrücken 
Es ist/Es ist sehr/Es ist besonders/Es ist vor allem/Es ist äußerst/Es ist auf jeden Fall/Es ist unbedingt  

notwendig/wichtig, (dass) ... 
Sie müssen vor allem... 
Du musst auf jeden Fall ... 
Man muss unbedingt... 
5. Hörverstehen: Ein Vorstellungsgespräch 
6. Wortschatz:  
Personalchef, telefonieren mit D, betreuen A, Initiative, flexibel 
7. Leseverstehen: Stellenanzeigen 
8. Wortscha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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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ärke, aussagekräftig, Eintritt, Niederlassung, Installation, Aktualität, aufbereiten A, hinsichtlich, 
sichern A, herausfordern A,  

9. Grammatik: Partizipialattribute und Relativsätze 
Partizipien können Attribute sein und wie Adjektive vor Substantiven stehen. Solche 
Partizipialattribute werden wie Adjektive dekliniert.Partizipialattrilbute können erweitert werden. Die 

Erweiterungen stehen zwischen Artikel und Partizipialattribut. 
Partizipialattibute werden vor allem in der Schriftsprache gebraucht. 
1. Partizip I als Attribut 
2. Partitzip ll als Attribut 
a) transitives Partizip ll 
b) intransitives Partizip ll 
Anmerkung: Bei Verben, die das Perfekt mit sein bilden, z.B. kommen, gehen, einschlafen, aufstehen, 

hat das Partizip II immer eine aktive Bedeutung. 
学习目标： 
Was die Studenten sehr interessiert, ist das Thema Arbeitssuche und Qualifikationen. Der Text 

behandelt ein Interview zwischen UNI-Magazin und einem Chef. Im Hörverstehen hört man ein Interview 
eines Studenten bei einer Firma und im Leseverstehen sind drei Anzeigen aus der Zeitung。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8：Werbung und Medien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广告与媒体。广告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有时候也会给人带

来许多不便。本单元的主课文分析了广告的利弊，并指出了现在广告业发展的一个问题，即选择何

种媒体做广告。 
听力课文涉及到了广告的策略问题,指出广告应该适应社会的变化。阅读课文讲了青年与广告

的关系，年轻人不喜欢广告，而广告却又离不开年轻人。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图表与数据的描写，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习，

学生可以学会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来描写不同的图表与数据。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是德语句子的框形结构，归纳了常见的句框类型，介绍了破框现象。 
1. Einführung: wo und mit welchen Medien wird geworben? 
2. Text: Werbung, mit welchem Medium? 
3. Wortschatz: 
Reklame, 
belästigen, 
investieren (in A), 
der Konsument, -en 
vermarken A, 
entbrennen, 
einstellen A, 
überleben, 
konventionell, 
nachhaltig, 
4. lntention: Graphiken und Statistiken beschreiben 
Die Graphik/Statistik/das Diagramm informiert darüber, dass .../zeigt .../gibt Informationen/Auskunft üb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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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r Graphik/Statistik/dem Diagramm geht es um .../wird ... gezeigt./wird informiert darüber, 
dass ... 

Die Zahl des/der ... beträgt ... 
An erster/letzter Stelle liegt/steht ... 
Nach ... folgt/folgen ... 
... steigt/steigen (um ... auf .... 
... erhöht/erhöhen sich (um ... auf ... 
... sinkt/sinken um (um ... auf ...). 
5. Hörverstehen: Veränderung der Werbestrategien 
6. Wortschatz:  
Zuständig, beträchtlich, ansprechen A 
7. Leseverstehen: Jugend und Werbung 
8. Wortschatz:  
zuschreien D, regelrecht, widmen sich/A D, aufsuchen A, abwenden sich, herankommen an A, 

hartnäckig 
9. Grammatik: Satzklammer und Ausklammerung 
学习目标： 
Werbung spielt eine sehr wichtige Rolle in der Wirtschaft, bringt aber manchmal auch negative 

Folgen mit sich. Im Text wird auf die Nachteile der Werbung gezeigt und ein Problem bei der 
Entwicklung der Werbung analysiert. Im Hörverstehen werden die Strategien über Werdung erwähnt und 
die Anpassung an die Gesellschaft. Der Lesetext behandelt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n Jugendlichen 
und der Werbung.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9：Reisen und Verkehr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旅行与交通，这是日常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题目，也是学生较为感兴趣的话题之

一。本单元的主课文关于德国的铁路运输，德国的铁路进行了私有化以后产生了很多问题，乘客对

此也有很大的意见。听力课文是三段在火车站或列车上的广播通知。阅读课文是德国某旅行社的一

项中国旅游节目的日程安排。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原因与结果的描写，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习，

可以使学生学会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描写因果关系。 
本单元不设单独的语法项目，在语法练习中提供了一套大学德语四级考试语法和词汇部分的模

拟题。 
1. Einführung: Wie heißen die Verkehrsmittel und was kann man mit ihnen machen? 
2. Text: Immer neuer Arger mit der Bahn 
3. Wotschatz: 
verkünden A, 
der Fleck, 
abgehen, 
bummeln, 
überholen A, 
streichen A, 
Wirrwa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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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ne, 
umrüsten A, 
befürchten, 
 kompeten, 
auskennen sich 
ironisch, 
modernisieren A, 
senken A, 
buchen A 
4. lntention: Ursachen und Folgen beschreiben 
5. Redemittel: 
Ursachen 
Was ist die Ursache von/für... ? 
Was ist die Ursache dafür, dass ...? 
Worauf ist ... zurückzuführen? 
Woran liegt es, dass ... ? 
Die Ursache/n für ... ist/sind ..., dass ... 
... ist/sind auf ... zurückzuführen. 
... ist/sind darauf zurückzuführen, dass 
Es liegt daran, dass... 
Folgen 
Was ist/sind die Folge/n von ...? 
Welche Folgen hat... ? 
Wozu führt/führen ... ? 
Die Folge/n von ... ist/sind ... 
... hat/haben ... zur Folge. 
... führt/führen zu ... 
6. Hörverstehen: Durchsagen auf Bahnhöfen 
7. Wortschatz:  
Durchsage, hervorragend, speisen, voraussichtlich 
8. Leseverstehen: China zu Land und zu Wasser 
9. Wortschatz:  
Überwältigend, Tal, imposant, Einschiffung, Strom, abwärts, sicherlich, unendlich, Gegensatz学习

目标： 
Das Thema Reisen und Verkehr interessiert viele Studenten. Im Text lernt man die Eisenverkehr in 

Deutschland und auch viele Probleme, die nach der Privatisierung der Einsenbahn auftraten. Die 
Meinungen der Passagen werden auch gezeigt. Im Hörverstehen sind drei Nachrrichten der Lautspreche 
im Zug. Der Lesetext behandelt das Programm in China eines deutschen Reisebüros.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10：Technik und Fortschritt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技术与进步。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的进步，同时也会改变人类的生活。

本单元的主课文讲的是光盘的使用与维护。光盘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是新一代的信息载体，为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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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数据的长久保存，使用与维护光盘需要有正确的方法。听力课文介绍了 X 射线的发现者伦琴，
以及他发现 X射线的经历。 
阅读课文介绍了新一代的报刊和图书。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解释与下定义，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习，可

以使学生学会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解释事物或给事物下定义。 
本单元不设单独的语法项目，在语法练习中提供了一套大学德语四级考试语法和词汇部分的模

拟题。 
1. Einführung:  
2. Text: Tipps zum Umgang mit CDs 
3. Wortschatz: 
beschriften A, 
reinigen A, 
wischen A 
verlaufen, 
trocknen A, 
beschädigen A, 
aufkleben A,  
verwenden A, 
der Kratzer, 
der Staub, 
das Spülmittel, 
die Hülle, 
die Umgebung 
4. Intention: etwas erklären, etwas definieren 
5. Redemittel: 
Was versteht man (eigentlich) unter ... ? 
Unter ... versteht man einen/eine/ein ... 
Man versteht unter ... einen/eine/ein ... 
Man versteht unter ... so etwas wie ... 
Was bedeutet eigentlich ..? 
Was heißt eigentlich ...? 
Was ist eigentlich ...? 
...bedeutet/heißt/ist ... 
... bedeutet/heißt, dass... 
Können Sie mir sagen, was man (eigentlich) unter ... versteht? 
Können Sie mir sagen, was ... (eigentlich) ... bedeutet? 
Können Sie mir sagen, was …heißt? 
Können Sie mir sagen, was ...ist? 
6. Hörverstehen: Wilhelm Röntgens Entdeckung sorgt bis heute für,,Durchblick" 
7. Wortschatz:  
Wegdenken A, Fabrikant, Ruhm, erforschen, Zufall, Skelett, 
8. Leseverstehen: Die Zukunft der Zeitung und des Buches 
9. Wortschatz:  
Faltbar, einlassen A, beliebig, aufladen A, formbar, füllen A/sich, verderben D A, vereinen A, 

bedrucken A, Molekül, beantr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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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Technik folgt auf jedem Fall der Fortschritt der Gesellschaft, die auch den 

Lebensstil und die Lebensform ändert. Im Text geht um die Anweisung und Unterhaltung der CDs. Im 
Hörversteht wird der Erfinder der X-Strahlung vorgestellt und sein Erlebnis. Im Lesetext werden die 
Bücher und Zeitschriften der neuen Generation dargestellt.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Lektion 1 4  
2 Lektion 1、 Lektion2 4  
3 Lektion 2 4  
4 Lektion 3 4  
5 Lektion 3、Lektion 4 4  
6 Lektion 4 4  
7 Lektion5 4  
8 Lektion 5、 Lektion6 4  
9 Lektion 6 4  

10 Lektion 7 4  
11 Lektion7、Lektion 8 4  
12 Lektion 8 4  
13 Lektion9 4  
14 Lektion9、 Lektion10 4  
15 Lektion 10 4  
16 Wiederholung und Prüfung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德语一》、《德语二》、《德语三》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德语第二虚拟式的特殊用法、德语构词法、各种状语从句和介词短语的互相转化，情态

动词的特殊用法等。 
难点：从句与介词短语之间的相互转化，第二虚拟式。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本课程以学生为主体，在课堂上使用单人练习、双人练习以及小组讨论等多种练习形式。 
2. 注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同学们相互学习、相互纠正，教师点评，收到积极成效。 
3. 还强调“授之以渔”的原则，除了传授语言知识，训练语言能力以外，还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

能力。这样，学生在学完“二外德语”课程后可以凭借正确的学习方法和良好的学习习惯，通过自学
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德语水平。 
教学手段： 
1. 德语课程教学使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 
2. 除了课堂讲解之外，还会有选择性地给学生播放德语录像、德语电影片断、德语经典歌曲，

力求寓教于乐。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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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堂课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一般为课后语法练习或者词汇相应练习。 
8、教材选用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朱建华编写出版的《新编大学德语 4》。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朱建华主编《新编大学德语 4》，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最新版（“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Michaela Perlmann-Balme等编著《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 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最新版 
2. Albert Daniels等编著《走遍德国中级 1》，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最新版 
3. 方建国等编著《新求精德语强化教程中级 1》，同济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4. 姚宝、过文英编著《当代德国社会与文化》，同济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5. 刘芳本、叶本度编著《莱茵浪花—德国社会面面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最新版 
6. 德国大使馆编著《德国概况》，大使馆赠书，最新版。  

执笔：李小龙  审稿：  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日 

 

日语（三） 
Japanese III 

课程号：40800099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德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在学习了日语（一）日语（二）的基础上，继续学习日语（三）课程中的

句型，进行句型练习结合会话练习，在牢固掌握句型的同时，设定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

场面进行会话练习。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日语（三）的学习，达到能够掌握日语的相关句型，为进一步学习日语

（四）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第二十九課 電気を消せ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動詞の命令形 
電気を消せ。 
書類を早く提出しろ。 
2．動 な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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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の文章を読んで、質問に答えなさい。 
早くお風呂の入りなさい。 
3．動（基本形） な（禁止） 
ここに車を止めるな。 
タバコを吸うな。 
4．動 て／ 動 ないで 
もうちょっと急いで。 
ちゃんと話を聞いて。 
5． 名１ ＋ という ＋ 名 2  
それはフジという花です。 
わたしは東京の世田谷という所に住んでいます。 
6．名１ は 名／文 ＋ という ＋ 名 2 です 
このマークは「タバコを吸うな」という意味です。 
この標識は駐車禁止という意味です。 
表現・語彙 
1．命令形、禁止形の用法 
2．～ないといけません 
時間がないから、急がないと・・・。 
3．～方をする 
そんな乱暴な言い方を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動詞の命令形 
動 なさい 
動（基本形） な（禁止） 
動 て／ 動 ないで 
名１ ＋ という ＋ 名 2 
名１ は 名／文 ＋ という ＋ 名 2 です 
2．掌握第二十九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二十九课  

知识单元 2：第三十課 もう 11時だから寝よ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動詞の意志形 
もう 11時だから寝よう。 
仕事が終わってから、飲みに行こうよ。 
手伝おうか。 
2．動（意志形） と思います 
今日、会社を休もうと思います。 
もう遅いので、そろそろ帰ろうと思います。 
3．動（意志形） と思っています 
明日、病院へ行こうと思っています。 
今度、長江下りをしようと思っています。 
4．文１ ので、 文 2 
荷物が重いので、宅配便で送ります。 



7751 

香港からお客さんが来るので、空港へ迎えに行きます。 
ここは静かなので、とても気に入っています。 
表現・語彙 
1．そろそろ 
そろそろ食事の時間ですよ。 
あっ、もう 9時ですね。そろそろ失礼しないと・・・・。 
馬さん、みんなそろったから、そろそろ出発しようか。 
2．それじゃ 
3．まあ 
4、独り言を言う時の「な」 
5．楽しみです 
6．行楽地 
7．～でいっぱい 
この季節はどの行楽地も人でいっぱいですよ。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動詞の意志形 
動（意志形） と思います 
動（意志形） と思っています 
文１ ので、 文 2 
2．掌握第三十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三十课 

知识单元 3：第三十一課 このボタンを押すと、電源が入り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文 1（動詞基本形／ない形） と 文 2 
このボタンを押すと、電源が入ります。 
食べ物を食べないと、人間は生き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わたしは、その店へ行くと、いつもコーヒーを飲みます。 
2．動（基本形／ない形）ことがあります 
そのパソコンは、たまにフリーズ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 
時々寝坊を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 
たまに朝ごはんを食べないことがあります。 
3．形容詞の副詞的使い方 
早く家に帰りましょう。 
馬さんはとても上手にレポートをまとめました。 
静かにドアを閉めてください。 
4．文（常体） でしょうか 
李さんは来るでしょうか。 
馬さんはもう帰ったでしょうか。 
3月の東京は寒いでしょうか。 
表現・語彙 
1．きちんと 
朝ごはんを毎日きちんと食べますか。 
部屋をきちんと片づけて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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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卓球ですか？公園で？ 
3．～でできた～ 
それはプラスチックでできた箱です。 
4．「ほど」と「ぐらい」 
ここから 300メートルほど行くと、スポーツセンターがあります。 
わたしは 30歳ぐらいからスポーツを始めました。 
5．ただし 
このすぽーうセンターは、だれでも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ただし、有料ですが。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文 1（動詞基本形／ない形） と 文 2 
                 動（基本形／ない形）ことがあります 
                 形容詞の副詞的使い方 
                 文（常体） でしょうか 
2．掌握第三十一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三十一课 

知识单元 4：第三十二課 今度の日曜日に遊園地へ行くつもり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動（基本形ない形）） つもりです 
今度の日曜日に遊園地へ行くつもりです。 
ボーナスで車を買うつもりです。 
もうタバコは吸わないつもりです。 
2．動（基本形ない形）） ことにします（しました） 
明日、友達と映画を見に行くことにしました。 
今日からお酒を飲まないことにします。 
明日、友達と映画を見に行くことにしました。 
3．動（基本形ない形）） 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来月から給料が上が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月曜日から 3日間、香港へ出張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今週は会議を行わない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4．文（常体） そうです①（伝聞） 
馬さんの息子さんは今年小学校に入学するそうです。 
天気予報によると、明日は雨だそうです。 
表現・語彙 
1．今度の日曜日 
2．ボーナス 
3．ずっと（期間） 
天気予報によると、連休中はずっと晴れだそうですよ。 
4．メールがあって 
5．お邪魔する 
6．～てほしい 
田中さんに日本人の友達を紹介してほしいです。 
7．～って②「～「と」、「～という人は」の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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もしもし、今何て言った？ 
－「少し遅れる」って言ったの。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動（基本形ない形）） つもりです 
                 動（基本形ない形）） ことにします（しました） 
                 動（基本形ない形）） 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文（常体） そうです①（伝聞） 
2．掌握第三十二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三十二课 

知识单元 5：第三十三課 電車が急に止まりました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自動詞と他動詞② 
2．自動 ています 
部屋の電気が消えています。 
壁には大きな絵が掛っています。 
この自動車は壊れています。 
3．動 てしまいます 
森さんはボーナスを全部使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大切な書類をうっかり忘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無理をすると、病気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よ。 
4．動 ／ 形 そうです②（様態）（推測） 
このケーキはとてもおいしそうです。 
李さんは仕事が大変そうですね。 
雨が降りそうです。 
雨はやみそうにありません。 
今日は会議がなさそうです。 
表現・語彙 
1．自動詞と他動詞の使い方 
2．～かしら 
森さんたちもう来ているかしら。 
3．それにしても 
それにしても、大勢並んでいるわね。 
4．お久しぶりです 
5．相変わらずですね 
6．お元気そうで、なによりで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自動詞と他動詞② 
自動 ています 
動 てしまいます  
動 ／ 形 そうです②（様態）（推測） 
2．掌握第三十三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三十三课 

知识单元 6：第三十四課 壁にカレンダーが掛けてあ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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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他動 てあります 
壁にカレンダーが掛けてあります。 
窓が開けてあります。 
パスポートはバックの中に入れてあります。 
2．動 ておきます 
お客さんが来る前に、部屋を掃除しておきます。 
明日は忙しいです。今夜はゆっくり休んでおいでください。 
訪問する前に、一度電話しておきます。 
3．動 てみます 
太田さんは中国語で手紙を書いてみました。 
おいしそうですね。食べてみます。 
それはおかしい、もう一度調べてみてください。 
4．文 1（基本形） ために 文 2  ① 目的 
名 ＋の＋ために、文     ① 目的 
日本へ留学するために、お金をためています。 
運動をするために、新しい靴を買いました。 
留学のために、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ます。 
健康のために、毎日歩いています。 
表現・語彙 
1．とっておきのお店 
2．うわあ 
うわあ、きれいに焼いてありますね。 
3．しっかり 
小野さん、今日はしっかり食べ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李さんは将来の仕事について、しっかり考えています。 
4．ハードスケジュール 
5．あちこち 
夏休みにあちこち旅行しました。 
6．もったいない 
時間がもったいないので、タクシーで行きましょう。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他動 てあります 
動 ておきます    
動 てみます 
文 1（基本形） ために 文 2  ① 目的 
名 ＋の＋ために、文     ① 目的 
2．掌握第三十四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三十四课 

知识单元 7：第三十五課 明日雨が降ったら、マラソン大会は中止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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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 1  たら、文 2 
明日雨が降ったら、マラソン大会は中止です。 
寒かったら、窓を閉めてください。 
表現が変だったら、教えてください。 
明日雨でなかったら、ハイキングに行きます。 
2．文 1 ても、 文 2 
日本へ帰っても、中国語の勉強を続けてください。 
薬を飲んでも、この病気は治りません。 
仕事が忙しくても、休日には休みます。 
休日でも働きます。 
3 名 だけ 
今年の夏休みは 3日だけです。 
森さんと馬さんだけがお酒を飲みます。 
わたしはその料理だけを食べませんでした。 
4．名 しか ＋否定形式 
会議室には李さんしかいません。 
わたしは水しか飲みません。 
安全な所はここしかありません。 
注意点：「しか」と「だけ」の区別 
5．名 でも （極端的な例を示す） 
その計算は子供でもできます。 
その計算は大人でもできません。 
よく効く薬でも、たくさん飲むと体によくありません。 
表現・語彙 
1．なにかあった 
2．あと～ 
すみません。あと少しだけ待ってください。 
出発まであと 10分です。 
3．どの家でも 
北京では、餃子はどの家でも、自分たちで作って食べます。 
4．本のとおりに 
本の通りに作っても、なかなかうまくできないんです。 
5．なかなか 
風邪をひいてしまって、なかなか治りません。 
6．だんだん 
何度も作ると、だんだん上手になりますよ。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文 1  たら、文 2動 ないでください。 
文 1 ても、 文 2動 なくてもいいです 
名 だけ 
名 しか ＋否定形式 
名 でも （極端的な例を示す） 
2．掌握第三十五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三十五课 

知识单元 8：第三十六課 遅くなって、すみ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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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文 1 て、 文 2 （原因、理由） 
文 1 で、 文 2 （原因・理由） 
遅くなって、すみません。 
最初は言葉が通じなくて、とても困りました。 
森さんは頭が痛くて、会社を休みました。 
説明が上手で、よく分かりました。 
父は大阪の出身で、いつも関西弁で話します。 
2．名 に（用途・基準） 
この写真はパスポートの申請に使います。 
スーパーが近いので、このマンションは買い物に便利です。 
3．動（基本形） のに （用途・基準） 
この写真はパスポートを申請するのに使います。 
このフライパンは卵焼きを作るのに使います。 
4．名 ばかり 動 
動（て形） ばかりいます 
張さんは毎日お酒を飲んでばかりいます。 
森さんはカラオケで古い歌ばかり歌います。 
張さんは毎日お酒を飲んでばかりいます。 
森さんはいつも失敗してばかりいます。 
注意点：「～ばかり」と「～だけ」の区別 
5．文（動詞常体） のが ＋見えます／聞こえます 
空港の入り口に警官が立っているのが見えます。 
隣の部屋で子供たちが騒いでいるのが聞こえます。 
彼が車に乗ったのが見えました。 
森さんがうれしいのが分かります。 
日本語が簡単なのがよくわかりました。 
表現・語彙 
1．凧 
2．ほんと 
3．とにかく 
とにかく最初は言葉が通じなくて、とても困りました。 
4．ぺらぺら（擬声語①） 
李さんは日本語がぺらぺらです。 
5．擬音語・擬態語 
ワンワン ザーザー  すやすや くねくね 
6．量り売り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文 1 て、 文 2 （原因、理由） 
               文 1 で、 文 2 （原因・理由） 
                    名 に（用途・基準） 
                    動（基本形） のに （用途・基準）  
                    名 ばかり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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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て形） ばかりいます 
                    文（動詞常体） のが ＋見えます／聞こえます 
2．掌握第三十六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三十六课 

知识单元 9：第三十七課 優勝すれば、オリンピックに出場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ば形 
2．文 1 ば、 文 2 
優勝すれば、オリンピックに出場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李さんに聞けば、分かります。 
部屋がもう少し広ければ、いいのですが。 
雨が降らなければ、ハイキングに行きましょう。 
3．文 1（常体） なら、文 2 
天安門へ行くなら、地下鉄が便利ですよ。 
今日は忙しんですが・・・。 
―忙しいなら、行かなくてもいいですよ。 
今夜、もし暇なら、いっしょに食事に行きませんか。 
4．名 でも （例を示す） 
映画でも見に行きませんか。 
運動でもしたらどうですか。 
コーヒーでも飲みませんか。 
5．名 1 とか 名 2 とか 
文 1 とか 文 2 とか 
パーティーで、戴さんとか楊さんとか、いろいろな人に会いました。 
コートとか靴とか、たくさん買いました。 
注意点：「～とか～とか」と「～や～や」の区別 
表現・語彙 
1．条件表現 
①「～たら」と「～ば」 
② ～と 
③ ～なら 

  2．買っちゃった 
  3．2時間ちょっとですね 
  4．さすが 
さすが「世界遺産」で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ば形 
文 1 ば、 文 2 
文 1（常体） なら、文 2 
名 でも （例を示す） 
名 1 とか 名 2 とか 
文 1 とか 文 2 とか 
2．掌握第三十七课词汇、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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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练习册第三十七课 
知识单元 10 ：第三十八課 戴さんは英語が話せ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可能形 
戴さんは英語が話せます。 
2．文（基本形／ない形）ように、文 
よく見えるように、大きく書きました。 
風邪を引かないように、気をつけています。 
いつでも出られるように、準備してあります。 
子供が触れないように、この薬は棚のいちばん上に置きましょう。 
注意点：「～ように」と「～ために」 
3．文（基本形／ない形）ようになります 
けがが治って、歩け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赤ちゃんは 1歳を過ぎると、言葉を話すようになります。 
平仮名を間違えない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4．文（基本形／ない形）ようにします 
陳さんは毎日、英字新聞を読むようにしています。 
毎朝、7時に起きるようにしています。 
健康のために、徹夜しないようにします。 
表現・語彙 
1．入り組んでいます 
この道は入り組んでいますが、通り抜けられますよ。 
王さん、さっきの部長の話、分かりましたか。 
―いいえ、話が入り組んでいて、半分ぐらいしか分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2．なんだか 
なんだか残念です。 
エンジンがなんだかおかしい。故障かもしれない。 
3．「見えます」と「見られます」 
外は暗く、何も見えません。 
上野動物園ではパンダが見られます。 
4．「ら抜き言葉」 
朝早く起きられますか。 
朝早く起きれますか。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可能形 
文（基本形／ない形）ように、文                     
文（基本形／ない形）ようになります 
文（基本形／ない形）ようになります 
文（基本形／ない形）ようにします 
2．掌握第三十九八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三十八课 

知识单元 11 ：第三十九課 眼鏡をかけて本を読み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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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文法 
1．文 1 て ＋ 文 2 
文 1 ないで ＋ 文 2 
眼鏡をかけて本を読みます。 
手を挙げて横断歩道を渡ります。 
今日は傘を持たないで出かけました。 
2．文 1（常体） ために、文 2 ② （原因・理由） 
名 ＋の＋ために、 文   ② （原因・理由） 

事故があったために、電車が遅れたんです。 
明日マラソン大会があるために、この道路は通行禁止になります。 
道路工事のために、道が込んでいます。 
注意点：「～から」、「～ので」、「～て」との区別 
3．動 ていきます／きます 
李さんは急いで帰っていきました。 
去年、日本で歌舞伎を見てきました。 
子供を病院に連れていきます。 
ちょっと手紙を出してきます。 
表現・語彙 
1．も（予想を超える） 
天安門は、火事のために 2度も焼けたことがあるんですよ。 
2．遠く 
今朝は霧がかかっているために、遠くまで見えないと思いますが・・・。 
近くに銀行はありませんか。 
3．絶対 
わたしは映画を見て、絶対来たいと思っていたんです。 
4．せっかく 
せっかく北京へきて、ここを見ないで帰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よ。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文 1 て ＋ 文 2 
                文 1 ないで ＋ 文 2 
文 1（常体） ために、文 2 ② （原因・理由） 
            名 ＋の＋ために、 文   ② （原因・理由） 
動 ていきます／きます 
2．掌握第三十九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三十九课 

知识单元 12 ：第四十課 これから友達と食事に行くところ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動（基本形） ところです 
これから友達と食事に行くところです。 
今、風呂に入るところなので、後でこちらから電話します。 
2．動 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森さんは会議の資料をそろえ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今、調べ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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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点：前に非意志的動作は来ない。 
3．動 たところです 
馬さんは、今、空港に着いたところです。 
そのニュースは、たった今聞いたところです。 
4．動 たばかりです 
このモノレールは去年開通したばかりです。 
わたしは、先月中国に来たばかりです。 
注意点：「～たばかりです」と「～たところです」の区別 
5．動 始めます／出します 
この本は、昨日読み始めたばかりです。 
雨が降り始めました。 
子供が泣き出して、困りました。 
6．動 続けます 
古い建物を修理しながら使い続けていました。 
3時間歩き続けました。 
7．動 終わります 
その本はもう読み終わりました。 
先週もらった薬はもう飲み終わりました。 
表現・語彙 
1．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2．「チケット」と「券」 
3．まだ耳の奥に音楽が残っていま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動（基本形） ところです 
動 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動 たところです 
動 たばかりです 
動 始めます／出します 
動 続けます 
動 終わります 
2．掌握第四十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四十课 

知识单元 13 ：第四十一課 李さんは部長にほめられました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受身 
2．名 は（名に） 動 （ら）れます 
李さんは部長にほめられました。 
森さんは小野さんに食事に誘われました。 
3．名 は 名 に 名 を 動 （ら）れます 
馬さんは森さんにカメラを壊されました。 
森さんは昨日犬に手をかまれました。 
4．名 は 名 に 動 （ら）れます 
陳さんは飼っていた小鳥に逃げられました。 
張さんは隣の人に夜遅くまで騒がれ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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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名 が／は 動 （ら）れます 
2010年に上海で万博が開かれます。 
駅前に高いビルが建てられました。 
6．名 は 名 によって 動（ら）れます 
この車は日本の有名なデザイナーによって設計されました。 
この本は山田先生によって書かれました。 
表現・語彙 
1．～とも 
2日とも雨に降られて、大変でしたよ。 
2．いやあ（感嘆詞⑧） 
いやあ、小野さん、久しぶり！ 
3．参りました 
参りましたよ、雨に降られて、びしょぬれです。 
4．巻き込まれて 
あの会社の課長は汚職事件に巻き込まれて、辞職したそうです。 
5．書き言葉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受身 
名 は（名に） 動 （ら）れます 
名 は 名 に 名 を 動 （ら）れます 
名 は 名 に 動 （ら）れます 
名 が／は 動 （ら）れます 
名 は 名 によって 動（ら）れます 
2．掌握第四十一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四十一课 

知识单元 14 ：第四十二課 テレビをつけたまま、出かけてしまいました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文 1（動た形／ない形） まま、文 2 
名  ＋の＋まま、文  
テレビをつけたまま、出かけてしまいました。 
李さんはコートを着たまま、ベッドで寝てしまいました。 
馬さんは行く先を告げないまま、家を出てしまいました。 
わたしたちは空腹のまま、出発しました。 
注意点：「まま」の前に敬体は来ない。 
2．文 1（常体） のに、 文 2 
目覚ましをかけておいたのに、今朝は起きられませんでした。 
今日はこんなに寒いのに、森さんは寒くないと言いました。 
この家は駅から近くて便利なのに、買う人がいません。 
田中さんは作家なのに、読書が嫌いです。 
森さんは昨日病気だったのに、出勤しました。 
注意点：「のに」の前に敬体は来ない。 
「～が」、「～けど」との区別 
3．文（常体） はず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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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議は 5時ままでですから、もうすぐ終わるはずです。 
この映画は人気がありますから、観客が多いはずです。 
キムさんはこの大学の学生のはずです。 
4．文（常体） はずがありません 
張さんは入院中ですから、旅行に行くはずがありません。 
7月のオーストラリアは冬ですから、暑いはずがありません。 
森さんはスキーがあんなに上手ですから、初心者のはずがありません。 
表現・語彙 
1．目覚ましをかけます 
2．おととい送ったんですものね 
「ですもの」と「ですから」 
3．せっかく～のに 
せっかくアメリカに留学したのに、英語が上手になりませんでした。 
せっかく教えてあげたのに、彼は全部忘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4．こちらこそ 
5．早速 
早速のお返事、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早速ですが、次回の会議の日程をお知らせしま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文 1（動た形／ない形） まま、文 2 
                名  ＋の＋まま、文 
                    文 1（常体） のに、 文 2 
                    文（常体） はずです 
                    文（常体） はずがありません 
2．掌握第四十二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四十二课 

知识单元 15 ：第四十三課 陳さんは、息子をアメリカに留学させ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使役 
2．名 は 名 を 自動 （さ）せます 
陳さんは、息子をアメリカに留学させます。 
田中さんは公園で子供を遊ばせています。 
あの課長は部長を休ませません。 
3．名 は 名 に 名 を 他動 （さ）せます 
部長は太田さんにレポートを書かせました。 
陳さんは森さんに歌を歌わせます。 
先生は生徒にたくさんの歌を覚えさせました。 
4．動 （さ）せてください 
疲れました。少し休ませてください。 
この仕事をわたしにやらせてください。 
5．動 やすいです／にくいです 
このボールペンはとても書きやすいです。 
この本は読みやすい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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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をしている人は太りにくいです。 
表現・語彙 
1．お手伝い（動詞から来た名詞） 
休み  考え  乗換  持ち帰り  申し出 
2．「行ってもらいます」と「行かせます」 
3．～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意見を婉曲に述べる①） 
4．ぐっと（擬声語②） 
森さんは小野さんの手をぐっと引っ張りました。 
5．丁寧な言い方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使役 
名 は 名 を 自動 （さ）せます 
名 は 名 に 名 を 他動 （さ）せます 
動 （さ）せてください 
動 やすいです／にくいです 
2．掌握第四十三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四十三课 

知识单元 16 ：第四十四課 玄関のところにだれかいるよう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文（常体） ようです ① 推測 
名  ＋の＋ようです ① 推測 
玄関のところにだれかいるようです。 
エンジンが故障したようです。 
店の前に行列ができています。あの店の料理はおいしいようです。 
2．文（常体） みたいです ① 推測 
小野さんは森さんが好きみたいです。 
雨の音が聞こえません。雨がやんだみたいです。 
雲が広がっています。明日は雨みたいですよ。 
3．文（常体） らしいです  （推測）（伝聞） 
今度の社員旅行は韓国へ行くらしいです。 
李さんは頭が痛いらしいです。 
林さんはお酒が好きらしいですよ。      
4．動詞／一類形／二類形 過ぎます 
昼ごはんを食べ過ぎました。 
このスープは熱過ぎませんか。 
この説明は複雑過ぎます。 
5． 一類形 ＋さ 
この暑さはいつまで続くんでしょう。 
富士山の美しさが心に残っています。 
仕事のおもしろさがやっと分かりました。 
表現・語彙 
1．おかげさまで 
2．けっこう（程度を表す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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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このレストラン、初めて来たけど、けっこうおいしいね。 
3．何といっても 
ご主人のどこが好きですか。 
－何と言っても、まじめて優しいところです。 
4．デザインがしゃれていて 
5．受ける 
今、ヨーロッパで、日本のアニメが受けているそうでうよ。 
6．パワー 
7．控え目 
健康のため、お酒を控え目にしようと思います。 
新入社員の山田君は、とても控え目でおとなしい性格です。 
8．ビアガーデン 
9．社員旅行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文（常体） ようです ① 推測 
名  ＋の＋ようです ① 推測 
文（常体） みたいです ① 推測 
文（常体） らしいです  （推測）（伝聞） 
動詞／一類形／二類形 過ぎます 
一類形 ＋さ                
2．掌握第四十四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四十四课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二十九課 電気を消せ ４ 句型、词汇 
2 第三十課 もう 11時だから寝よう ４ 句型、词汇 
3 第三十一課 このボタンを押すと、電源が入ります ４ 句型、词汇 
4 第三十二課 今度の日曜日に遊園地へ行くつもりです ４ 句型、词汇 
5 第三十三課 電車が急に止まりました ４ 句型、词汇 

6 第三十四課 壁にカレンダーが掛けてあります ４ 句型、词汇 

7 第三十五課 明日雨が降ったら、マラソン大会は中止です ４ 句型、词汇 
8 第三十六課 遅くなって、すみません ４ 句型、词汇 

9 
第三十七課 優勝すれば、オリンピックに出場することがで

きます 
４ 句型、词汇 

10 第三十八課 戴さんは英語が話せます ４ 句型、词汇 
11 第三十九課 眼鏡をかけて本を読みます ４ 句型、词汇 
12 第四十課 これから友だちと食事に行くところです ４ 句型、词汇 
13 第四十一課 李さんは部長にほめられました ４ 句型、词汇 
14 第四十二課 テレビをつけたまま、出かけてしまいました ４ 句型、词汇 
15 第四十三課 陳さんは、息子をアメリカに留学させます ４ 句型、词汇 
16 第四十四課 玄関のところにだれかいるようです ４ 句型、词汇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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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课程：日语（一）、日语（二） 
后续课程：日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语法与句型。结合教材教授基本的、使用频率高的日语句型、词汇、表现形式。 
难点：日语句型、词汇的掌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语音、语法知识的教授采用教师主讲的教学方式。在单词、句型、表现形式的教授上采取师生

互动式教学方式，设计生活场面、游戏等让学生尽可能使用日语。例如，初次见面时的 会话、商
场购物、问路、指路等等。通过让学生观看介绍日本风光、风俗、日常生活的 VCD，学唱日语歌
曲，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不仅在语言学习上获得收益，而且又可以多方面地了解日本，感

受日本。 
教学手段：  
在教学中注重设定使用日语的场面和情形，培养学生从初级阶段开始用日语进行简单交流的意

识与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在会话的练习过程中，注意会话表现的简洁，

使用性高和日语表达自然等方面，提高会话的实际运用能力。 
重视日语学习初级阶段的听力培养，课堂上多使用日语，并结合课本进行听力练习。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标准日本语》初级、下，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4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标准日本语 初级同步练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8月 第 1版 

执笔：崔延花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1日 

 

西方宗教与文化 
Western Religion and Culture 

课程号：4080010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研究所英语（法律英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基督教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和现状；

2、了解基督教的教义、教规、教派和重要节日；3、了解基督教对西方社会乃至全世界在哲学、文
学、艺术、语言、伦理道德及律法诸领域的深刻影响；4、了解圣经成书的过程和内容，熟悉圣经故
事和主要人物，学习圣经中的典故和成语；5、懂得“宗教因素”是了解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一
个关键因素，有助于学生全方位认识世界并与之交往；6、提高学生的英语听力和扩大词汇量。 

开设本课程，旨在改变以前对大学生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素质教育的缺失以及在语言学习时对语

言背后的文化的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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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学好语言是离不开对目的语国家文化的了解的，而对英语国家文化的了解是离不开

对他们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基督教）的了解的，因为基督教上下两千年，其内容包罗万象，浩如烟

海，它是西方文明之源——两希文明（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的结晶，也是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
和特色。要研究西方社会发展史、哲学史、思想史、语言史、文学史、艺术史、民族史乃至法制史，

我们必须对基督教文化进行全面的了解。在当代，宗教因素是了解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以

及恐怖主义活动的一个关键因素，现在懂得宗教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这对于

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有一定的意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Noah’s Ark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Lord saw that the wickedness of humankind was great on the earth, and that every inclination of 

the thoughts of their hearts was only evil continually. And the Lord was sorry that he had made 
humankind on the earth, and it grieved him to his heart. So the Lord said, “ I will blot out from the earth 
the human beings I have created——people together with animals and creeping things and birds of the 
air ” . But Noah found favor in the sight of Lord.  

The flood continued forty days on the earth. And all flesh died that moved on the earth including all 
human beings. Only Noah and his family and every pair of animals of every kind were left. God blessed 
Noah and his sons, and said to them, “ I am establishing my covenant with you and your descendants after 
you. I have set my bow in the clouds, and it shall be a sign of the covenant between me and the earth. ”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创世纪中有关神创造天地并照着自己形象造人和亚当以及挪亚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创世纪 1-11章。 

知识单元 2：Abraham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Now the Lord said to Abraham, “ Go from your country and your kindred and your father’ s house to 

the land that I will show you. I will make of you a great nation, and I will bless you, and make your name 
great, so that you will be a blessing. No longer shall your name be Abram; for I have made you the 
ancestor of a multitude of nations. I will make you exceedingly fruitful, and I will make nations of you, 
and kings shall come from you. I will establish my covenant between me and you and give to you all the 
land of Cannan. And you shall keep my covenant that every male among you shall be circumcised. It shall 
be a sign of a covenant between me and you. ”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创世纪中有关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创世纪 12-28章。 

知识单元 3：Joseph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God appeared to Jacob again and blessed him. God said to him, “ your name is Jacob; no longer shall 

you be called Jacob, but Israel shall be your name. ” 
Joseph dreamed of greatness and was sold to Egypt by his brothers. In Egypt, Joseph ref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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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iphar’ s wife’s seduction and, was put into prison. He interpreted the dreams of two prisoners and then 
Pharaoh’s dreams. So he rose to power as prime minister. 

Joseph made the Israelites swear, saying, “ When God comes to you, you shall carry up my bones 
from here.” In this way he reassured his brothers, speaking kindly to them.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创世纪中有关雅各和约瑟的故事以及雅各改名为“以色列”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创世纪 28-50章。 

知识单元 4：The Ten Commandment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For sheer pageantry and spectacle, few motion pictures can claim to equal the splendor of this epic 

remake filmed in Egypt and the Sinai with one of the biggest sets ever constructed for a motion picture. 
This version tells the story of Moses, one of the Israelite pioneers and law-makers, who led the Jewish 
people out of Egyptian bondage and to freedom. And God spoke all these words: Do not worship any god 
except me. Do not make idols for yourself and do not bow down to them or worship them. Do not misuse 
my name. Remember that the Sabbath Day belongs to me and keep it holy. Respect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 Do not murder. Be faithful in marriage. Do not steal. Do not tell lies about others. Do not want 
anything that belongs to someone else. These are the ten commandments or laws from God for the Jewish 
people, the chosen people by God.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并接受神颁布十诫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出埃及记 1-40章。 

知识单元 5：Samson and Delilah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veryone is familiar with the Old Tastament tale of the mighty Samson and the treacherous Delilah, 

and how the strong man was robbed of his powers once the biblical femme fatale sheared off his locks. 
This version is retold in splashy Cecil B. Demille style, withTechnicolor that practically jumps off the 
screen and lager-than-life portrayals all around. Even for those who are not fond of costume dramas, this 
is an engrossing version of the age-old yarn. The drop-dead-gorgeous Hedy Lamarr plays the vindictive 
Delilah to Victor Mature’s ultravirile Samson. Mature uses his expressive features to full advantage, 
melting hearts as the vulnerable Samson curls. The only problems are unintentionally funny struggle 
between Samson and a phony-looking lion, and the somewhat implausible idea of Angela Lansbury 
playing Samson’s older sister. It’s a grand-scale biblical drama, entertaining and fun, with good 
performances throughout and lavish production values.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士师记中有关参孙和大利拉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士师记 13-16章。 

知识单元 6：Ruth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the days when the judges ruled, there was a famine in the land, and a certain man of Bethlehe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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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ah went to live in the country of Moab, he and his wife and two sons. One of his sons married a 
Moabite girl named Ruth. When they had lived there about ten years, the man and his two sons died, so 
that his wife, Naomi, was left without her two sons and her husband. 

Ruth followed Naomi back to Bethlehem, saying, “ where you go, I will go; where you lodge, I will 
lodge; your people shall be my people, and your God my God. ” Now a kinsman on her husband’s side, a 
prominent rich man, whose name was Boaz, married Ruth and she bore a son, who became the father of 
Jesse, the grand father of David.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路得记中有关路得、拿俄米和波阿斯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路得记中有关路得、拿俄米和波阿斯的故事。 

知识单元 7：David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Samuel anointed David and the spirit of the lord came mightily upon him from that day forward. David 

prevailed over the Philistine with a sling and a stone, striking down the Philistine and killing him. After the 
death of Saul, David was anointed king over the house of Judah and Israel. David brought up the ark of God to 
Jerusalem, the city of David with rejoicing. But later, David committed adultery with Bathsheba. The Lord was 
displeased and sent the prophet Nathan to condemn David who repented. The Lord is a tower of salvation for 
his king, and shows steadfast love to his anointed, to David and his descendants forever.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中有关大卫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中有关大卫的故事。 

知识单元 8：Solom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Before David died, he swore that his son Solomon shall succeed him as king and shall sit on his 

throne in his place. The king’s servants came to congratulate, saying, “ May God make the name of 
Solomon more famous and make his throne greater. ” And David charged his son Solomon, saying, “ Be 
strong, be courageous, and keep the charge of the Lord your God, walking in his way and keeping his 
statutes, his commandments, his ordinances, and his testimonies, as it is written in the law of Moses, so 
that you may prosper in all that you do and wherever you turn. ” 

Solomon loved the Lord and prayed for wisdom and an understanding mind to govern the people. It 
pleased the Lord that Solomon had asked this and promised him a wise and discerning mind and a long 
life. God gave Solomon very great wisdom. He was wiser than anyone else. He composed three thousand 
proverbs, and his songs numbered a thousand and five. He built the temple, the house of the Lord and the 
palace and other buildings.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中有关所罗门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中有关所罗门的故事。 

知识单元 9：One Night With The Ki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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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lush cinematography, a mesmerizing score, and an all-star cast that includes Peter O’Toole, 
Omar Sharif and John Rhys-Davies, One Night With The King is a sweeping epic about Hadassah, the 
young Jewish orphan who becomes the biblical Esther, Queen of Persia. 

Born into poverty, Hadassah (Tiffany DuPont) grows up to become a beauty who catches the eye of 
the powerful King Xerxes and ultimately becomes his bride. But despite her position, Hadassah’s life is in 
danger, as the state has decreed that all Jews will be put to death. Defying warning to remain silent, 
however, Hadassah struggles to save her people, even as she attempts to hide her heritage, in this exciting 
and inspiring story about courage, faith and destiny.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以斯帖记中有关以斯帖和末底改拯救犹太同胞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以斯帖记中有关以斯帖和末底改拯救犹太同胞的故事。 

知识单元 10：The Book of Daniel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605 B.C. Jerusalem was conquered by the Babylonnians and many of their best young men were 

taken into captivity, including Daniel. Daniel was taken to Babylon to serve it. As powerful king, 
Nebuchandnezzar burnt the temple and took away everything in it. Daniel as an example of boldness and 
faithfulness to God in the most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had eternal impact on the people and the kings that 
he encountered.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但以理书中有关但以理被掳至巴比伦及在尼布甲尼撒、伯沙撒、大利乌和塞鲁士

王朝中共任职六十年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但以理书中有关但以理被掳至巴比伦及在尼布甲尼撒、伯沙撒、大利乌和塞鲁士

王朝中共任职六十年的故事。 
知识单元 11：Jesus——Son of God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story of Jesus’ life as recounted by his disciple John, this three-hour epic feature film draws its 

audience into antiquity by way of meticulous recreation, including an original musical score complete 
with instrumental sounds of the time. This ambitious motion picture follows the Gospel precisely, neither 
adding to the story from other Gospels, nor omitting complex passages. Narrated by renowned Canadian 
actor Christopher Plummer with a distinguished cast from Canada’s Prestigious Stratford Festival and 
Soul Theatre Company, as well as Britain’s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and Royal National Theatre, it 
features British actor Henry Ian Cusick in the seminal role of Jesus Christ. 

Jesus’ story has been told to more people, in more languages, in more cultures, than any other. He is 
history’s true revolutionary. He changed the world as none other before or since, and his message is more 
compelling today than ever. Originally shown in the state of the art virtual reality theaters, this riveting 
and acclaimed presentation is now offered to you.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新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中有关耶稣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新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中有关耶稣的故事。 

知识单元 12：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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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focuses on the last twelve hours of Jesus of Nazareth’s life. The film begins 

in the Garden of Olives where Jesus has gone to pray after the Last Supper. Jesus must resist the 
temptations of Satan. Betrayed by Judas Iscariot, Jesus is then arrested and taken within the city walls of 
Jerusalem where leaders of the Pharisees confront him with accusations of blasphemy and his trial results 
in a condemnation to death. Jesus is presented with the cross and is ordered to carry it through. This is a 
profound story of courage and sacrifice.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新约四福音书中有关耶稣受难——被鞭打和钉十字架并流尽宝血为人类赎罪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新约四福音书中有关耶稣受难——被鞭打和钉十字架并流尽宝血为人类赎罪的故事。 

知识单元 13：Paul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fter Jesus died and the apostles began to preach the Gospels and to spread his message to the world, 

the Pharisee Saul was ravaging the church by entering house after house; dragging off both men and 
women, he committed them to prison. Now as he was going along and approaching Damascus, suddenly a 
light from heaven flashed around him. He fell to the ground and heard a voice saying to him, “ Saul, why 
do you persecute me? ” Saul was blinded by Jesus and then chosen to be an instrument to bring His name 
before Gentiles and Kings and before the people of Israel. But he must suffer for the sake of His name. 
The Lord Jesus appeared to him so that he regained his sight and was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was 
baptized. Then he began to proclaim Jesus in the synagogues, saying, “ He is the son of God.” He went to 
many places to preach, for example, Cyprus, Antioch, Syria, Cilicia, Macedonia, Ephesus, Athens and 
Corinth. Finally, he came to Rome, center of the Roman Empire, and was murdered there.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新约使徒行传中有关保罗三次布道旅程和基督教会的诞生与成长。 
作业： 
阅读圣经新约使徒行传中有关保罗三次布道旅程和基督教会的诞生与成长。 

知识单元 14：Quo Vadi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 Welcome to Nero’s House of Women ” greets a concubine to a slave girl, Lygia. Later, this 

self-same greeter reveals that she, too, like Lygia is really a fellow Christian neophyte. And it’s that 
mixture of tawdy Hollywood sex and a strong Christian message that makes this film an enjoyable 
“gentiles and gladiators ” flick. Marcus Vinicius returns Rome after conquering the Britons to find that 
Rome is infected with a crazy new sect called Christians and that his beloved emperor Nero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wacky. Marcus tries his centurion wiles on Lygia and she’s smitten, but she’s also a Christian 
convert and begs Marcus not to force her to choose between him and her god. The Christians have a tough 
go of it, with martyrdom in the Coliseum as punishment for belonging to the new religion in town. 
Though three hours long, the film has something going on. It could help you enjoy it.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新约使徒行传及书信中有关一世纪初期教会和基督徒遭受罗马皇帝尼录迫害时勇敢

地忍受苦难和面对死亡的情景。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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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圣经新约使徒行传及书信中有关一世纪初期教会和基督徒遭受罗马皇帝尼录迫害时勇敢

地忍受苦难和面对死亡的情景。 
知识单元 15：Five Thousand Years Over the Holy Land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Jewish people have a long history of five thousand years and they were chosen by their God 

Jehovah and given the Promised Land. The Hebrew ancient writings were the Old Testament, the first half 
of the Bible. This documentary film tells their history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to the last book of the 
New Testament, Revelation. It introduces the major events and important pers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ewish people. The important figures include Abraham, Isaac, Jacob, Joseph, Moses, Saul, David, 
Solomon, prophets like Isaiah, Jeremiah and Ezekiel, Jesus, John the Baptist, Jesus’  twelve disciples, 
Paul and many others.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新旧约中有关犹太人 5000 年来被神选中并赐迦南宝地到发展成基督教三派的历史，

并了解其教义、教规、节庆、礼仪、神学思想、经书及伦理道德的指导，同时懂得语言背后是文化，

学语言必须了解目的语的文化，否则学不好语言。 
作业： 
阅读《基督教史》 

知识单元 16：Handel’s Messiah, Christian Songs and Music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Born in Halle, Germany in 1685, the young George Friderich Handel showed an early interest in 

music. By the age of 11 he could already play the violin, harpsichord, oboe and organ. At the age of 17, 
Handel was appointed as chapel master to King George of Handover. In 1712, Handel came to London 
and composed several operas. Handel remained in England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becoming a naturalized 
citizen in 1726 and anglicizing his name to George Friderich Handel. 

Opera remained his central interest. In the late 1730s, Handel turned to oratorios. His many oratorios 
included Saul, Israel in Egypt, and Judas Maccabeus. His most famous essay in the form, Messiah(1705), 
has enjoyed virtually uninterrupted popularity since its composition. During his last few years he gave 
regular performances of Messiah to benefit the Foundling Hospital. Handel died in 1759 and was buried 
in Westminster Abbey. He was recognized as the greatest composer of his day.   

学习目标： 
了解并熟悉基督教音乐、赞美诗和圣诞颂歌。 
作业： 
阅读《基督教文化面面观》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Noah’s Ark 2  
2 Abraham 2  
3 Joseph 2  
4 The Ten Commandments 2  
5 Samson and Delilah 2  
6 Ruth 2  
7 David 2  
8 Solom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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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One Night With The King 2  
10 The Book of Daniel 2  
11 Jesus——Son of God 2  
12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2  
13 Paul 2  
14 Quo Vadis 2  
15 Five Thousand Years Over the Holy Land 2  
16 Handel’s Messiah, Christian Songs and Music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英语（一），初级英语写作（一），语音，英语听力（一），英语语法， 
英语阅读（一） 
后续课程：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创世纪、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罗门、耶稣、保罗。 
难点：约瑟、参孙、路得、以斯帖、但以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①中英双语授课。 
②在课堂教学中，改变“满堂灌”方式，广泛采用启发、讨论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加教学效果。 
①上课时主要观赏与基督教有关的英文原版电影，老师对内容与英语的重点难点给予讲解。 
②课后，学生主要阅读中英文双语圣经以及选编的辅导材料和推荐的参考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语言实验室、设备和有关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有关著作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  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堂实验占 10%；期末考查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辅导材料和相关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中英对照圣经（中文和合本，ESV英文标准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与中国基督

教协会出版 2012年 10月第 9次印刷。 
（二）推荐参考书 
1、《基督教史》陈钦庄著     人民出版社 2004年出版 
2、《基督教文化面面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著齐鲁书社 1991年出版 

执笔：陈向荣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定时间：2015年 9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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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四） 
Japanese IV  

课程号：40800100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德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在学习了日语（一）日语（二）日语（三）的基础上，继续学习日语（四）

课程中的句型，进行句型练习结合会话练习，在牢固掌握句型的同时，设定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

种各样的场面进行会话练习。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日语（四）的学习，达到能够掌握日语的相关句型，为进一步自学日语

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第四十五課 少子化が進んで、日本の人口はだんだん減っていくでしょ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動 ていきます／きました（持続)（変化） 
少子化が進んで、日本の人口はだんだん減っていくでしょう。 
最近、中国へ旅行に行く日本人が増えてきましたね。 
これからもずっと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きます。 
2．動 てきました （現れる） 
ずっと本を読んでいたので、目が疲れてきました。 
お母さん、雨が降ってきたよ。 
3．文 1 し、文 2し、文 3 
おいしいし、手軽だし、わたしは冷凍食品をよく食べます。 
休みだし、天気もいいし、どこかに出かけませんか。 
ここは空気がきれいですし、静かですし、住むのにとてもいい所ですね。 
注意点：「～て」と「～し～し」の区別 
4．動／一類形 ば  動／一類形 ほど 文 
この本は読めば読むほどおもしろいです。 
住めば住むほど上海のよさが分かりますよ。 
商品は安ければ安いほど売れるんでしょう？ 
5．（で／へ／から／まで／と）＋の 
空港から市内までのアクセスがよくなりました。 
北京から東京への便は一日に 10便以上あります。 
これは母へのプレゼントです。 
表現・語彙 
1．交通の便がいい 
2．ライトアップされています 
3．以前 
彼には以前会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4．なんか 
なんか東京に似ていますね。 
5．～に似て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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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アクセスが良くなりました 
7．軽く食べていきましょう。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動 ていきます／きました（持続)（変化） 
動 てきました （現れる） 
文 1 し、文 2し、文 3 
動／一類形 ば  動／一類形 ほど 文 
（で／へ／から／まで／と）＋の 
2．掌握第四十五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四十五课  

知识单元 2：第四十六課 これは柔らかくて、まるで本物の毛皮のよう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の ／ 動（簡体） ようです ② 比喩 
名 ／ 動（簡体） みたいです ② 比喩 
これは柔らかくて、まるで本物の毛皮のようです。 
まるでヨーロッパの街並みを見ているようですね。 
この野菜、まるで果物みたいですね。 
まるでテレビのドラマのような出来事ですね。 
鳥のように空を飛んでみたいなあ。 
先生みたいに上手に日本語が話せるようになりたいです。 
2．名 1 ＋ らしい ＋ 名 2 （典型的） 
この着物はいかにも日本らしい柄ですね。 
今日は春らしい天気です。 
南京路はいかにも上海らしいところですよ。 
3．名（時間） までに 
明日の 9時までにこの書類を完成させ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今月末までに、新しい家を見つけたいです。 
来月の初めまでには事務所開設の準備を済ませたいです。 
4．名＋の ／ 動（簡体） ＋間／間に 
わたしが留学している間に、家の周りもずいぶん変わりました。 
学校が休みの間、アルバイトをするつもりなんだ。 
子供が寝ている間に、部屋を掃除しました。 
5．名 のような味／においがします 
この牛乳、変な味がするけど、いつ買ったの？ 
この野菜、レモンのような味がしますね。 
このスープは、日本の味噌汁のようなにおいがします。 
外で子供の声がします。 
注意点：「あります」を使ってはだめ。 
表現・語彙 
1．済ませたい 
2．～んじゃないですか（意見を婉曲に述べる②） 
ここ、い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3．いかに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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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鏡をかけているあの人は、いかにも大学の先生らしいで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名＋の ／ 動（簡体） ようです ② 比喩 
名 ／ 動（簡体） みたいです ② 比喩 
名 1 ＋ らしい ＋ 名 2 （典型的） 
名（時間） までに 
名＋の ／ 動（簡体） ＋間／間に 
名 のような味／においがします 
2．掌握第四十六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四十六课 

知识单元 3：第四十七課 周先生は明日日本へ行かれ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敬語 
尊敬語 
謙遜語 
丁寧語 
2．尊敬語 
3． 動 （ら）れます  
周先生は明日日本へ行かれます。 
今朝何時に起きられましたか。 
部長は毎朝公園を散歩されるそうです。 
4．お＋一類動／二類動 になります 
お客様はもうお帰りになりました。 
お食事はもうお済みになりましたか。 
旅行の日程はもうお決めになりましたか。    
5．お＋一類動／二類動 ください 
ご＋ 三類動詞の漢字の部分 ください 
どうぞお座りください。 
エスカレーターをご利用ください。 
こちらのドアからお入りください。 
6．尊敬語の特殊形式 
先生、何を召し上がりますか。 
表現・語彙 
1．あっ、そう 
2．～じゃないか 
3．「～て」に続く敬語 
①～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②～てくださって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敬語 
尊敬語 
謙遜語 
丁寧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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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ら）れます 
お＋一類動／二類動 になります 
お＋一類動／二類動 ください 
ご＋ 三類動詞の漢字の部分 ください 
2．掌握第四十七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四十七课 

知识单元 4：第四十八課 お荷物は私がお持ちし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謙遜語 
2．お＋ 一類動／二類動 します 
ご＋ 三類動詞の漢字の部分 します 
お荷物は私がお持ちします。 
明日の午後、ご連絡します。 
3．謙遜語の特殊形式 
明日、私がそちらへ伺います。 
コピーは私がいたします。 
黄教授に論文を見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4．動ていただけますか。（お願い ③） 
この服、ちょっと小さいので、取り替えていただけますか。 
教え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5．動 （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早速、資料を届け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明日もう一度連絡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6．ございます／ 名 でございます 
すみません、この近くにコンビニがありますか。 
―はい、ございます。 
あのう、お客様、おつりでございます。 
表現・語彙 
1．動詞以外の敬語形式 
尊敬語 
名詞：お食事 お荷物 ご利用 お手紙 お客様 ご家族 
形容詞：お忙しい お元気 お若い お暇 
謙遜語 
わたくし わたくしども 者 社 
2．「明日」と「昨日」 
3．何のお構いもしませんで 
4．右も左も分かりません 
5．おります／～ております 
午後はずっと社におりますが・・・。 
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謙遜語 
お＋ 一類動／二類動 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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ご＋ 三類動詞の漢字の部分 します 
謙遜語の特殊形式 
動ていただけますか。（お願い ③） 
動 （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ございます／ 名 でございます 
2．掌握第四十八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四十八课 
中級上冊 

知识单元 5：第一課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表現 
会話   出会い ●搭话·打招呼 
・ すみません、～ 
・ 「あのう」と「ちょっと」 
・ 失礼ですが、～ 
・ あいさつ（中国語と日本語の違い） 
1．自動詞と他動詞（復習） 
2．先ほど 
あのう、失礼ですが、先ほどの方じゃありませんか。 
3．先ほどの方（助詞「の」） 
先ほどの質問にお答えします。 
4．助かりました 
天気がいいので、助かりました。 
荷物を持っていただいて、助かりました。 
5．感じがします 
勉強すれば勉強するほど、難しくなる感じがします。 
この景色を見ると、日本に来たという感じがします。 
6．「～へは」と「～は」 
7．転勤になった 
8．「すっかり」と「ずいぶん」 
空港がすっかり変わりましたね。驚きましたよ。 
町もずいぶん変わっていますよ。 
9．ついていけない 
変化が早くて、わたしたちもついていけないくらいです。 
10．～くらいです 
これは中学校のテストですが、大人でも分からないくらい難しい問題です。 
11．「～てきました」と「～た」（復習） 
ほら、高層ビルが見えてきたでしょう？ 
高層ビルが見えたでしょう？ 
テキスト 日本の鉄道 
1．～とは 
JRとは Japan Railwaysの略です。 
おせち料理とは、正月に食べるお祝いの料理のことです。 
展開：～というものは／～ということ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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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的 
彼はどんな事でも積極的です。 
3．～は～の一つです 
世界的に有名な新幹線も JRの路線の一つです。 
4．都市と都市を結ぶ 
5．どんどん 
遠慮しないで、どんど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6．大～ 
大事件 大規模 大感激 
大風  大昔  大笑い 
7．また 
8．「もの」の使い方 
公営の鉄道は、地方自治体などが経営するものです。 
9．～化 
世界で初めて実用化されたリニアモーターカーも国営です。 
10．「上り」と「下り」 
11．そこで 
道が分からなくて困りました。そこで、近くにいた人に教えてもらいました。 
「そこで」と「それで」の使い分け 
12．こんな 
そこで、こんななぞなぞがあります。「日本でいちばん高い駅はどこでしょう。」 
学习目标： 
1．了解       会話：出会い ●搭话·打招呼 
日本の鉄道    
2．掌握第一课词汇、句型。 
作业：课后练习 

知识单元 6：第二課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表現 
会話   あいさつ●开始交谈·结束交谈 
1．～ぶり 
3か月ぶりに、東京へ来ました。     
2．～ものです（感慨） 
早いものですね。 
一人でよく帰ってこられたものです。 
3．その節 
その節は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4．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JC企画の李さんが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5．こちらにお願いします 
JC企画の李さんが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あ、そうですか。じゃあ、こちらにお願いします。 
6．今度 
今度発売した指輪のデザインは若者に人気があ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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テキスト あいさつの時の礼儀 
1．～よりも 
日本人は、握手よりもお辞儀をするのが一般的です。 
2．～から～まで 
この映画は、子供から大人まで人気があります。 
3．お辞儀をし、～ 
深いお辞儀をし、相手の名刺をお辞儀しながら受け取ります。 
4．～ほうが～です 
名刺を出す時も受け取る時も両手を使うほうが丁寧です。 
5．仕事の場 
特に仕事の場で会った相手には、個人的な質問は避けたほうがいいでしょう。 
6．～ほうがいいでしょう 
栄養があるものをたくさん食べたほうがいいでしょう。 
7．～か、～か、～ 
結婚しているかどうか、給料はいくらか、年はいくつかなどは普通は聞きません。 
8．年 
わたしは兄と年が離れている。 
9．いくら～ても～ 
いくら早く答えても間違いがあれば合格できません。 
どれだけ考えても、いい案が見つかりません。 
10．怖い顔をして 
彼女はわたしをみると、びっくりしたような顔をしました。 
11．～ては／～では 
交通がこんなに不便ではお客さんは来ないでしょう。 
12．気持がこもっています   
気持ちがこも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は、予想以上に相手に伝わってしまうものです。 
13．～以上に 
思った以上に試験は難しかったです。 
14．～ものです（性質） 
山の天気は変わりやすいものです。 
学习目标： 
1．了解       会話：あいさつ●开始交谈·结束交谈 
テキスト あいさつの時の礼儀 
2．掌握第二课词汇、句型。 
作业：课后练习 

知识单元 7：第三課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表現 
会話   顔合わせ●自我介绍 
1．～を含めて 
今回の「金星」プロジェクトは、わたしを含めて 4名のスタッフが担当いたします。 
2．～名 
このヨットの定員は 7名です。 
3．主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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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に営業を担当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田中先生が主として初級のクラスを担当しています。 
4、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5．～にとって、～ 
わたしにとっては、初めての海外旅行でしたが、紹興で飲んだ紹興酒の味は今でも覚えてい

ますよ。 
6．「～が、～」「～けど、～」 
すみませんが、今お話ししてもいいでしょうか。 
ちょっと伺いますけど、この近くに博物館はありませんか。 
7．今でも 
父はわたしのことを今でも小さな子供のよ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テキスト 名字 
1．多くの 
中国語の「名字」は、多くの場合、姓と名の両方を指します。 
2．場合 
都合が悪い場合は知らせてください。 
3．明治時代 
4．～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 
ここであきらめる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 
5．倒置文 
彼が夜間学校をやめたのは、仕事が忙しくなったためです。 
6．～といわれています 
正しい敬語を使える人は本当に少ないといわれています。 
7．数値表現のまとめ 
8．それでも 
父親が病気で亡くなりました。それでも彼はアルバイトをして大学を卒業しました。 
9．一方、～ 
A社の業績はとてもいいです。一方、B社の業績はあまりよくありません。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会話： 顔合わせ●自我介绍 
テキスト 名字 
2．掌握第三课词汇、句型。 
作业：课后练习 

知识单元 8：第四課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表現 
会話   東京本社 ●转述信息 
1．うち 
うちの青木主任がちょっとお話をしたいと言っていました。 
2．わたしにですか 
わたしに（はなしたいの）ですか。 
3．ご都合 
山田さんのご都合はいかがですか。 
4．～とこ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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お忙しいところ、すみません。 
5．実は 
実は母が急病名なので、明日の授業を休みたいんですが・・・。 
6．思ったより 
思ったより大変な仕事になりそうなんです。 
7．突然ですが 
突然ですが、山田さん、この仕事を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8．～てもらえませんか。（復習） 
9．省略 
この仕事は李さんに頼みます。 
えっ、李さんに？ 
10．事情 
家庭の事情でしばらく会社を休んでいました。 
11．～し、～から、～ 
あの店は安いし、おいしいし、とても気に入っています。 
家にはかぎがかかっていたし、窓も閉まっていたし、どうやって犯人が侵入したのか分かり

ません。 
12．分かりました 
山田さん、この仕事を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分かりました。 
テキスト 近年サラリーマン事情 
1．かつて 
彼はかつてアメリカの会社で働いていました。 
2．～といえば 
中国と言えば、ウーロン茶を連想します。 
3．当たり前 
残業や休日出勤するのは当たり前でした。 
4．取り組み 
日本政府の環境問題への取り組みはまだ始まったばかりです。 
5．～てきます 
世界の人口は増え続けてきました。 
6．1980年代 
7．さらに 
この国では農業が盛んです。さらに工業も発展しています。 
8．フレックスタイム制度         
9．バランスを取ります 
労働者が自分の仕事と生活のバランスを取りながら、働く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設けられまし

た。 
10．これまで 
これまでこの制度を利用するのは、ほとんど女性でした。 
11．ほとんど 
ほとんどの学生が朝ごはんを食べないで学校へきます。 
12．出世 
13．～（の）ではないか 
出世の妨げとな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る人が多かったから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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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見られます 
携帯電話でインターネットを楽しむ人がよく見られます。 
15．「これ」「この」と「このように」 
① 「これ」と「この」 
② 「このように」の使い方 
③ 後述内容の指示 
16．時間に追われます 
都会での時間に追われる生活を送ることをやめて、田舎に引っ越す人もいます。 
17．生活を送ります 
18．都会から田舎に引っ越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会話：東京本社 ●转述信息 
テキスト 近年サラリーマン事情 
2．掌握第四课词汇、句型。 
作业：课后练习 

知识单元 9：第五課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会話   商品紹介●转换话题 
1．最～ 
2．～をきっかけにして 
3．助詞「も」 
4．～に受ける 
5．「が」と「の」の転換 
6．「と」と「ば」仮定 
7．「力士」「横綱」「金星をあげる」 
8．～ということからきた～ 
9．～って 
10．ボトル 
11．すてき 
12．人気があるんです 
13．～のは間違いない 
14．それを聞いて（上下文の内容を指示） 
テキスト 日本語の語彙 
1．～という点から 
2．もともと 
3．音読と訓読 
4．～に基づいた～ 
5．～を中心とした～ 
6．～のうち 
7．～を～と呼ぶ 
8．たいてい 
9．～ような～／～ように～ 
学习目标： 
1．了解     会話：商品紹介●转换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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テキスト 日本語の語彙 
2．掌握第五课词汇、句型。 
作业：课后练习 

知识单元 10 ：第六課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会話   先輩●传递信息 
1．文体 
2.なんと 
3．先輩 
4．えっ、先輩？あの佐藤さんが？ 
5．応答の表現 
6．「ね」と「ねえ」 
7．～し、～しね 
8．お昼 
9．～ちゃって 
10．何の話してたの（助詞の省略） 
11．～のこと 
12．仕事熱心 
13．面倒を見る 
14．まさに 
15．気になる 
16．～かもね 
テキスト 「はしの文化」さまざま 
1．～による／～によって 
2．「和」と「洋」 
3．「わんげ」と「おわん」「茶わん」 
4．～といっても 
5．～ほか、～も 
6．やや 
7．～をしている 
8．～とされる 
9．実に 
学习目标： 
1．了解      会話： 先輩●传递信息 
テキスト 「はしの文化」さまざま 
2．掌握第六课词汇、句型。 
作业：课后练习 

知识单元 11 ：第七課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会話   打ち合わせ●确认、反问疑问句 
1．文体② 
2．「参考にする」と「参考になる」 
3．～だろうと思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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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ああ 
5．評判の 
6．はい 
7．～なら～、～なら～ 
8．話題になる 
9．なるほど 
10．取り上げる 
11．「かね」「わね」と「よね」 
テキスト 電子メールの作法 
1．～のうえで（の） 
2．～さえ～ば 
3．書き言葉の特徴① 
4．～などという 
5．～といい 
6．～ごとに 
学习目标： 
1．了解      会話：打ち合わせ●确认、反问疑问句 
テキスト 電子メールの作法 
2．掌握第七课词汇、句型。 
作业：课后练习 

知识单元 12 ：第八課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会話   企画書●提建议 
1．そのとおりです 
2．「それで」「さらに」と「それから」 
3．「うん」の使い方 
4．ほう 
5．～について 
6．ご覧ください 
7．可能形の使い方 
8．逆接接続詞のまとめ 
9．～（さ）せてください 
テキスト カップラーメン 
1．～だけで 
2．すると 
3．～代わりに～／～に代わって／～に代わる～ 
4．～（ら）れるように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 
5．～、～、～、～と 
6．工夫 
7．～末 
8．今では 
学习目标： 
1．了解     会話： 企画書●提建议 
テキスト カップラーメ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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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第八课词汇、句型。 
作业：课后练习 

知识单元 13 ：第九課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会話   トラブル●抗议 
1．敬語表現の使い方 
2．「～ば」と「～たら」 
3．「～てある」「～ている」と「～ておく」 
4．～どおり 
5．「～が、～」と「～けど、～」 
6．お～しております 
7．動作の場所を表す助詞「に」と「で」 
8．後ほど 
9．お泊り 
10．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テキスト イタリア旅行 
1．表の作成と読み方 
2．～にて 
3．書き言葉の特徴② 
4．あこがれのローマ 
5．擬声語に続く「する」 
6．だれかと思ったら 
7．東洋人 
8．～のだろうか 
9．～なんて 
10．～ばかり 
11．～らしい 
12．やはり 
13．相通じる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会話： トラブル●抗议 
テキスト イタリア旅行 
2．掌握第九课词汇、句型。 
作业：课后练习 

知识单元 14 ： 第十課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会話   スケジュール●预定旅店 
1．～よう（目的） 

  2．予定を立てました 
  3．とんでもありません 
  4．関心のある 
  5．～くらい／ぐらい 
  6．「～様」の使い方いろい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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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ご１泊 
  8．～ませ 
  9．ご～できる 
  10．「～になります」の頻繁な使用 
  11．「結構です」の二つの意味 
  12．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テキスト 温泉大国、日本 
  1．延べ 
  2．「のんびりする」と「リラックスする」 
  3. 温泉の多くは 
  4．たっぷりのお湯 
  5．～による／～によって（方法、手段） 
  6．日帰り温泉 
  7．その数 
  8．エステ 
  9．ちょっとした 
  10．いやし 
  11．「～のだ」と「～のだろう」 
  12．日本のお風呂文化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会話：スケジュール●预定旅店 
テキスト 温泉大国、日本 
2．掌握第十课词汇、句型。 
作业：课后练习 

知识单元 15 ：第十一課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会話   若者の意識●判断的表达方式 

  1．～のところ 
  2．～見込みです 
  3．～でも 
  4．～でも～でも／～にしても、～にしても 
  5．当たる 
  6．そうそう 
  7．「高まる」と「高める」 
  8．～わけではない 
  9．うーん 
  10．同世代 
  11．口コミ 

テキスト 漫画とアニメ 
  1．～に夢中になる 
  2．～という 
  3．～向け 
  4．～に関する 
  5．～にし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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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だけで（は）なく～も 
  7．～とは比べものにならない 
  8．その後 
  9．～とともに、～ 
  10．高～ 
  11．いきいきとした 
  12．生み出す 
  13．やがて 
  14．娯楽性 
  15．次々 
  16．想像力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会話： 若者の意識●判断的表达方式 
テキスト 漫画とアニメ 
2．掌握第十一课词汇、句型。 
作业：课后练习 

知识单元 16 ：第十二課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会話   最終日●邀请—接受 邀请—拒绝 
  1．いよいよ 
  2．～ないと 
  3．「というと？」と「～というのは」 
  4．いやあ 
  5．「おおきに」と「あかん」 
  6．耳にしませんでした 
  7．そういえば、そうですね 
  8．～の方 
  9．～せい／～せいで／～せいか 
  10．あっ、そうだ 
  11．ミナミ 
  12．～ですけれども 
  13．早いので 
  14．その代わり 
  15．あのう 
  16．披露宴 
  17．～させていただく 
  テキスト 方言と共通語 
  1．「異なる」と「違う」 
  2．それぞれ 
  3．～においても 
  4．関西地区 
  5．～（という）ことになる 
  6．「投げ返す」と「聞き間違える」 
  7．怒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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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方言 
学习目标： 
1．了解     会話：最終日●邀请—接受 邀请—拒绝  
テキスト 方言と共通語             
2．掌握第十二课词汇、句型。 
作业：课后练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四十五課 少子化が進んで、日本の人口はだんだん減ってい

くでしょう 
４ 句型、词汇 

2 第四十六課 これは柔らかくて、まるで本物の毛皮のようです ４ 句型、词汇 
3 第四十七課 周先生は明日日本へ行かれます ４ 句型、词汇 
4 第四十八課 お荷物は私がお持ちします ４ 句型、词汇 
5 第一課 出会い・日本の鉄道 ４ 句型、词汇 
6 第二課 あいさつ・挨拶の時の礼儀 ４ 句型、词汇 

7 第三課 顔合わせ・名字 ４ 句型、词汇 
8 第四課 東京本社・近年サラリーマン事情 ４ 句型、词汇 
9 第五課 商品紹介・日本語の語彙 ４ 句型、词汇 

10 第六課 先輩・「はしの文化」さまざま ４ 句型、词汇 
11 第七課 打ち合わせ電子メールの作法 ４ 句型、词汇 
12 第八課 企画書・カップラーメン ４ 句型、词汇 
13 第九課 トラブル・イタリア旅行 ４ 句型、词汇 
14 第十課 スケジュール・温泉大国、日本 ４ 句型、词汇 
15 第十一課 若者の意識・漫画とアニメ ４ 句型、词汇 
16 第十二課 最終日・方言と共通語 ４ 句型、词汇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日语（一）、日语（二）、日语（三）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语法与句型。结合教材教授基本的、使用频率高的日语句型、词汇、表现形式。 
难点：日语句型、词汇的掌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语音、语法知识的教授采用教师主讲的教学方式。在单词、句型、表现形式的教授上采 
取师生互动式教学方式，设计生活场面、游戏等让学生尽可能使用日语。例如，初次见面 
时的 会话、商场购物、问路、指路等等。通过让学生观看介绍日本风光、风俗、日常生 
活的 VCD，学唱日语歌曲，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不仅在语言学习上获得收益，而且 
又可以多方面地了解日本，感受日本。 
教学手段：  
在教学中注重设定使用日语的场面和情形，培养学生从初级阶段开始用日语进行简单交流的意

识与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在会话的练习过程中，注意会话表现的简洁，

使用性高和日语表达自然等方面，提高会话的实际运用能力。 
重视日语学习初级阶段的听力培养，课堂上多使用日语，并结合课本进行听力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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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标准日本语》初级、下，中级，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4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标准日本语 初级同步练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8月 第 1版 

执笔：崔延花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1日 

 

法律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Linguistics 

课程号：408001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为英语专业选修课，本课程面向英语专业、翻译专业以及全校对法律语言感兴趣的学生。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使学生初步了解法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法律语言的历

史、特点以及法律语言的研究内容及现状等，为将来进一步研究相关领域打下基础。 
法律语言学属于法学与语言学的交叉学科。作为法科院校为主的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的学生以

及法学专业的学生，学习了解法律语言学是很有必要及有现实意义的。其一，法律是用语言表述的，

没有语言便没有法律；其二，只有理解了语言，才有可能理解法律，才能更好地做好法律翻译。语

词是法律人用来实现他们的目标的工具。立法者运用语言创制法律，法官运用语言陈述他们的判决

理由，检察官运用语言对被告人进行控诉，律师在法庭上运用语言为当事人辩护，法学家运用语言

表达他们的观点和思想。本课程的设置可为跨学科学习与研究提供一定的工具及途径。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法律与语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律与语言的关系。 
2. 作为交叉学科的法律语言。 
3. 法律职业使用的语言。 
4. 法律语言学及法律语言的特点。 
Introduction: Language and law 
l Forensic linguistics is an application of linguistics. And forensic linguistics is th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branch of linguistics which deals with the interface between language, crime and the law. 
l Few professions are as concerned with language as is the law. 
l Our law is a law of words.  
l Laws all consist of words. 
l Morality or custom may be embedded in human behavior, but law comes into being through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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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egal profession focuses intensely on the words that constitute the law, whether in the form of 
statutes, regulations, or judicial opinions.  

l It is utterly impossible to conceive of law without language.  
l Words are also a lawyer’s most essential tools. 
l Attorneys use language to discuss what the law means, to advise clients, to argue before a court 

or jury, and to question witnesses. 
l The leg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ir clients are created, modified, and terminated by the 

language contained in contracts, deeds, and wills. 
l The average lawyer’s daily routine consists almost entirely of read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law 
l Language is essential to law in at least two ways. First, laws or legal norms cannot exist without 

the ability to articulate or describe them in language. Secondly, language is an essential tool in carrying 
out the business of law. There is, without any doubt, an extremely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law. 

l According to Prof. Liao Meizhen, law is language, and law problems are language problems.  
The language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l Scholars have done a fair amount of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of lawyers, or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and how it differs from ordinary speech and writing.  
l Mellinkoff (1963); Tiersma (1999).  
l Still far from enough. Generally, law schools seem to regard the study of legal language as part of 

the skills curriculum, if they think about it at all. Or, in the alternative, legal language may so integral to 
the study of law that legal academics seldom explicitly distinguish it from the substantive areas in which 
they are interested.  

l A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work done on legal language has been the movement to make the 
law more understandable to the public at large,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contracts, leases, warnings, and 
other legal documents that are directed at consumers.  

l This is the focus of the plain English movement.  
l The classic book in this area is Wydick (1994). 
What is forensic linguistics? 
l The term “Forensic Linguistics” can be used narrowly to refer only to the issue of language 

evidence. However it is becoming accepted as a cover term for language and the law issues.  
l So, narrowly,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ield of language and law; broadly, it is as a synonym 

for the phrase “language and law” (Gibbons 2003).  
l However, Tiersma does not accept this view, who thinks that forensic linguistics is an importance 

part of the field of language and law, but it is not synonymous with the broader discipline of language and 
law. 

l The study of any text or item of spoken language which has relevance to a criminal or civil 
dispute, or which relates to what goes on in a court of law, or to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itself. Thus the 
linguist may be called upon to analyze a very wide variety of documents, e.g. agreements relating to 
ancient territorial disputes, the quality of court interpreting, an allegation of ‘verballing’ (claims by 
defendants that their statements were altered by police officers), a disputed will, a suicide note, a ransom 
demand, et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l Frequent use of common words with uncommon meanings.  
l Frequent use of Old English and Middle English words once in common use, but now r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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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Frequent use of Latin words and phrases.  
l Use of Old French and Anglo-Norman words which have not been taken into the general 

vocabulary.  
l Use of terms of art. E.g. appeal, felony, dictum, demurrer, lessor, lessee, injunction 
l Use of argot.  
l Frequent use of formal words. 
l Deliberate use of words and expressions with flexible meanings.  
l Attempts at extreme precision of expression.  
学习目标： 
1. 了解法律与语言的关系。 
2. 掌握法律语言学的特征。 
3. 掌握相关法律语言的词汇。 
作业： 
7. 预习教材第一部分。 
8. 查阅相关资料。 
9. 阅读课堂发放的复印资料： 
“What is forensic linguistics” by Peter M. Tiersma  
“What is language and law, does anybody care?” by Peter M. Tiersma.   
“Law and Language” by Timothy Endicott 

知识单元 2：法律语言的起源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第一章：凯尔特人、盎格鲁—萨克逊人和丹麦人。 
2. 第二章：诺曼征服和法语的兴起。 
3. 第三章：英语的复兴。 
1. CELTS, ANGLO-SAXONS, AND DANES 

    The Celts 
    There are virtually no remnants of the legal language of the original Celtic inhabitants of England,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indications that it was poetic and not particularly comprehensible for ordinary 
people, a theme that continues to resonate. 
    The Anglo-Saxons     
    The Anglo-Saxons pushed the Celtic language to the fringes of Britain. Some Anglo-Saxon words or 
legal terms have survived to today, including writ, ordeal, witness, deem, oath and moot.  Words had an 
almost magical quality in Anglo-Saxon legal culture.  Their law used alliteration and conjoined phrases, 
a practice that has, to a limited extent, survived to the present (as in rest, residue and remainder). The 
increasing linguistic complexity of Anglo-Saxon laws led to more complicated legal language, suggesting 
that the complexity of legal language may to some extent simply reflect an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society. 
    Latin and the Advent of Christianity 
    Christian missionaries landed in 597 and (re)introduced Latin.  Latin terms that entered legal 
language in this period include words like clerk. One impact of Christianity was to encourage the use of 
writing, which was later to have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law. Although Latin was incomprehensible to 
most of the population, it enhanced communication at a time when there was no standard for written 
English. 
    The Scandinav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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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kings raided the English coast, and eventually settled down.  Legal terms from Norse include the 
word law itself, but otherwise the language did not have a large impact on legal English. 
    2. THE NORMAN CONQUEST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FRENCH  
    William the Conqueror Invades England 
    The Norman conquest in 1066 placed French-speaking Normans in virtually all important positions 
in England; French thus became the language of power. Virtually all English words relating to government 
are originally French.  The Normans initially used Latin rather than French as a written language of the 
law.  Only around 200 years after the conquest did French statutes appear. They remain French until the 
1480s. Strong evidence that the courts operated in French did not appear until the end of the 13th century. 
The use of French in courts seems tied to the expansion of jurisdiction of royal courts during this period; 
royal courts were logically conducted in French, which was still the language of the aristocracy and royal 
household at this time. In a sense, therefore, adoption of French for legal purposes could initially have 
promoted communication with those most affected by royal law. 
    Ironically, at the same time that French was in ascendancy as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use of 
Anglo-French as a living language was beginning to decline. It is probably no accident that this was also 
the period when a professional class of lawyers arose. Soon after 1400, Anglo-French was virtually extinct 
as a living language, but it had become firmly entrenched as the professional language of lawyers.   
    The Continuing Use of Latin 
    Throughout this period, Latin continued to be used as a legal language. It came to be known as "Law 
Latin," and included various legal terms of French origin, as well as English words when clerks did not 
know the Latin.  Legal maxims, even today, are often in Latin, which gives them a sense of heightened 
dignity and authority. Names of writs (mandamus, certiorari) and terminology for case names (versus, ex 
rel., etc.) are still in Latin, perhaps a reflection of the use of Latin for writs and court records until the 
early 18th century. 
    Law French 
    French eventually became a language used only by lawyers, and became known as "Law French." 
Early efforts to abolish it in court proceedings failed. Possible reasons for the retention of Law French 
after its demise as a living language include claims that it allowed for more precise communication, 
especially with its extensive technical vocabulary; the dangers of having ordinary people read legal texts 
without expert guidance; the conservatism of the profession; and a possible desire by lawyers to justify 
their fees and to monopolize provision of legal services. If nothing else, it reflects the conservatism of the 
profession at the time. 
    Som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w French that have left traces in today's legal language include 
addition of initial e to words like squire, creating esquire; adjectives that follow nouns (attorney general); 
simplification of the French verb system, so that all verbs eventually ended in -er, as in demurrer or 
waiver; and a large amount of technical vocabulary, including many of the most basic words in our legal 
system.  Law French eventually was reduced to around 1000 words, forcing lawyers to add English 
words to their French texts with abandon.  A notorious example is the "brickbat" case from 1631. 
    Trilingualism and Code-switching 
    During this period, lawyers had to be trilingual in French, Latin and English.  Each language was 
traditionally used in specified domains.  Even more than today, perhaps, law was in those days a 
profession of words. 
    3. THE RESURGENCE OF ENGLISH 
    The Demise of Latin and Law French 
    Use of Latin and Law French for legal purposes gradually declined, and was given a final coup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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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âce in 1730.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Writing and Printing 
    Legal language was originally entirely oral.  If there was a writing of a legal event, it was merely a 
report of the oral ceremony. Eventually, the writing became a type of autoritative text, the dispositive or 
operative event itself. What now mattered was what was written, and what was said became largely or 
entirely irrelevant. This progression can be seen in written reports of court proceedings, which first merely 
documented an oral event, but which later became the event itself, so that what is said in an appellate 
court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is legally immaterial; what matters is the written opinion. Legislation also 
went through this progression. Printing contributed to these trends by allowing for a standardized and 
widely-available version of the written text.  Now all that matters is the enacted text of a statute, or the 
published version of a judicial opinion, which has led to an ever increasing fixation on the exact words of 
legislation, and has permit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ctrine of precedent.   
    Further Developments in England 
    As pleadings became written, rather than oral, they also became subject to increasing textual scrutiny 
and were often rejected for the smallest linguistic slip. This encouraged use of formbooks, which had a 
conservatizing effect on legal language by promoting continuing reuse of antiquated phrasing. And legal 
documents became ever longer as clerks and lawyers charged by the page.  In part for these reasons, the 
legal profession began to find itself in low repute.   
    Legal English Throughout the World 
    English colonizers transported legal English throughout the British Empire, including North America. 
Despite antipathy towards lawyers and the English, the Americans maintained English legal language.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were linguistically very convoluted and full of legalese. Thomas Jefferson 
advocated improving the style of statutes, although did not really follow through.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American Constitution are elegant and relatively simple, but in general, American legal 
language closely resembled that of their former colonial masters. The same is true in other former English 
colonies. To a large extent, the retention of English legal languag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tention or 
adoption of English common law.  People who adopt concepts from another culture tend also to adopt 
the words used to describe those concepts. 
    Conclusion 
Lawyers did not invent Law French, or today's legal language, for the purpose of monopolizing the 
profession. It developed natural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vers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s well as the 
growing complexity of the legal system and the shift from predominantly oral to mainly written 
communication. Yet to some extent, legal language does have the effect of enabling lawyers to retain their 
virtual monopoly on providing legal services. The fact that laymen remain dependent on lawyers for 
creating and "translating" legal texts makes it hard for lawyers to abandon their distinctive language.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语言的起源。 
2．了解法律法语、拉丁语在法律英语中的使用。 
作业： 
1. 阅读教材的第一部分的三章内容。 
2. 阅读参考书目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by David Mellinkoff, Chapter II, pp.11-23。 

知识单元 3：法律语言的本质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 第四章：像律师那样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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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五章：追求精确性。 
3. 第六章：法律词汇。 
4. 第七章：解释及意义。 
5. 第八章：变异。 
1. TALKING LIKE A LAWYER 
Lawyers seem to have developed some linguistic quirks that have littl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and 

serve mainly to mark them as members of the legal fraternity.   
Pronunciation and Spelling as Markers of Group Cohesion     
The odd pronunciation of defendant (with a full vowel in the last syllable, rhyming with ant) and the 

spelling judgment (consistently without an e) seem to serve as a marker of group cohesion.  Ironically, 
when pronouncing words of Latin or Law French origin, the recent trend is not to follow the expected 
traditional pronunciation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i.e., as though the words were English), but rather to use 
the articulation taught in foreign language classes.  The reason may be that the traditional legal 
pronunciation sounds unsophisticated to the modern ear, and lawyers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appearing 
prestigious. 

Lengthy and complex sentences 
Studies show that sentences in legal language are quite a bit longer than in other styles, and also have 

more embeddings, making them more complex. Sometimes there seems to be an attempt to state an entire 
statute or linguistic principle in a single sentence, as illustrated by a California law against insuring 
lotteries. Such a statute can easily be broken down into more digestible pieces with no loss in content, so 
there is no justification for such long sentences today. 

Wordiness and redundancy 
Lawyers are very prone to use wordy and redundant phraseology, including what is sometimes called 

boilerplate. Lawyers also tend to use ponderous phrases (such as at slow speed or subsequent to) where a 
single word would suffice (slowly; after). On the other hand, sometimes legal language is not overly 
wordy at all, but highly compact or dense. The economic incentives and strategic motivations under which 
lawyers operate seem to be significant here: when clients are paying a large fee, there is a motivation to be 
verbose; when a document is written for a busy court, however, lawyers realize they have to get to the 
point quickly. 

Conjoined phrases 
Conjoined phrases consist of words like by and or, as in I give, devise and bequeath the rest, residue 

and remainder... They have been used since Anglo-Saxon times. Conjoining words is still extremely 
common in legal language. One reason for such lists of words is to be as comprehensive as possible. They 
also can add emphasis.  But they can lead to ambiguity because of the rule of interpretation that every 
word should be given meaning and nothing treated as surplusage. Thus, careful communication requires 
that lawyers use such conjoined phrases with care.  

Unusual sentence structure 
Lawyers make use of unusual sentence structures, as in a proposal to effect with the Society an 

assurance, which is taken from an insurance policy. Often these unusual structures result in separating the 
subject from the verb, or splitting the verb complex, which can reduce comprehension. 

Negation 
Legal language seems to use an inordinate amount of negation. To some extent this may result from 

the tendency to regulate by prohibition; judges prefer negative injunctions, for example. Research reveals 
that especially multiple negation impairs communication and should be avoided.  

Impersonal Co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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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lated characteristic of legal style is impersonal constructions. The best example is avoidance of 
first and second person expression (I and you). Using the third person in statutes does make some 
communicative sense (as in Sex offenders shall register with the police...) because the statute "speaks" not 
only to sex offenders, but to the police and the courts; you might therefore be inappropriate or ambiguous. 
Elsewhere (as in the tendency of judges to refer to themselves as the court rather than I) it creates an 
impression of objectivity and authority, thus helping to legitimate the legal system. Multi-judge panels 
seem less reluctant to use we, and will even use this pronoun to refer to a decision made by their 
predecessors long ago. Here, the first person stresses the continuity and perceived timelessness of the law. 

Conclusion 
Many of the quirky or stylistic features of legal writing serve little or no communicative function and 

could easily be dispensed with, especially because they may reduce comprehension. 
2. THE QUEST FOR PRECISION 
One of the main justifications for a distinct legal language is that it is capable of extremely precise 

communication. 
Avoiding Pronouns: "Player Promises That Player Will Play..." 
One means of gaining precision is to repeat nouns (e.g., player), rather than using a pronoun (e.g., he) 

after a person or thing is introduced.  Pronouns can sometimes have ambiguous reference, so this 
technique can indeed enhance precision. Lawyers, however, avoid pronouns almost routinely, even where 
no ambiguity is possible. Avoiding pronouns does have an unintended benefit: it reduces the use of sexist 
language.   

Undermining Precision: "The Masculine Shall Include the Feminine" 
Legal documents often declare that the masculine includes the feminine, the singular includes the 

plural, or that one tense includes the other. This may originally have functioned to reduce verbosity, as 
suggested by Jeremy Bentham, but it obviously can undermine precise communication when reference to 
a specific gender, number or tense is desired. Perhaps legal language is not always so precise, after all. 

Strategic Imprecision: Obscuring the Actor Through Passives and Nominalizations   
Passive sentences allow the speaker or writer to omit reference to the actor (as in the girl was injured 

at 5:30). One reason lawyers use passives is for strategic reasons: to deliberately de-emphasize or obscure 
who the actor is. Passives are therefore impersonal, giving them an aura of objectivity and 
authoritativeness; this may explain why they are common in court orders.  They are less common in 
contracts, where the parties typically wish to spell out exactly who is to do what, and thus have an interest 
in precise reference to the actors. 

Nominalizations are nouns derived from verbs (e.g., injury from the verb injure). Like passives, they 
can be used to obscure the actor (the injury occurred at 5:30). A legitimate function of nominalizations is 
that they allow the law to be stated as generally and objectively as possible.  Lawyers often use passives 
and nominalizations strategically, however. They avoid them when they wish to be as precise as possible, 
and use them when they wish to be deliberately imprecise. 

Flexible, General, or Vague Language 
Some legal terms are not precise at all, but are noted for their generality, flexibility, or even 

vagueness (e.g., reasonable or due process). Flexibility has a valid communicative function; a term like 
reasonable can change with the times and circumstances. Because it can change with the times, flexible 
language is characteristic of constitutions. It may also be valuable when lawyers wish to be as 
comprehensive as possible. Yet sometimes a term like obscene or indecent is felt to be too pliable, because 
it gives great discretion to the decisionmaker; the Supreme Court has tried to limit that flexibility by tying 
obscenity to community standards. Flexibility is likewise less appropriate in criminal statutes in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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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people ought to know in advance what is legal and what is not.  Lawyers also are nervous of 
overly flexible language, because it may be interpreted in an unintended way in the future.   

The Tension Between Flexibility and Precision     
Lawyers are often torn between the conflicting goals of flexible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use of 

general language) and precision (often by using word lists of specific examples).  Sometimes it is 
possible to avoid the vagueness problems inherent in flexible terms by using a word list, which tends to 
allow for more precise communication. This is illustrated by a hunter harassment statute, which a court 
struck down on vagueness grounds when it forbade harassing hunters in general terms, but later upheld 
after the legislature added a specific list of prohibited activities. But aiming for precision by using lists has 
its costs. There are several interpretive maxims, including noscitur a sociis, ejusdem generis, and 
expressio unius, which all tend to restrict, rather than exp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items in a list. 
Elsewhere, flexible language has sometimes proven preferable to precise lists, as shown by developments 
in the prudent investment rule. Lawyers consequently aim to achieve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by using 
phrases like any X,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 b, and c, thus marrying the general and the specific, but 
there will inevitably be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Conclusion 
    Legal language can, in some ways, communicate quite precisely.  But other characteristics 
undermine precision, and certain features can be used strategically to be deliberately imprecise.  
Furthermore, lawyers may opt for flexible communication, which is in some ways the opposite of 
precision and is often in tension with it.   
    3. THE LEGAL LEXICON 
    Another way in which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is claimed to promote clear and concise 
communication is through a specific legal vocabulary.  
    Legal Archaisms 
    A common criticism of the legal vocabulary is that it is full of antiquated features. These include 
archaic morphology (further affiant sayeth not); the legal use of same, said, aforesaid, such and to wit; use 
of the subjunctive, especially in the passive (be it known); and words like herewith, thereunder, and 
whereto. Although these expressions often had a legitimate function in the past, the claim that archaic 
words or expressions should be preserved because they are somehow more precise than ordinary language 
is simply not defensible. 
    Linguistic Creativity: New Wine in New Bottles 
    Even though some legal language is quite archaic, many other old legal terms have died off as the 
concepts to which they refer became obsolescent. In fact, some areas of the legal lexicon are very 
innovative, as in terms like zoning and palimony. Such terms give the law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novel 
circumstances and legal developments. 
    Asylees, Escapees and Tippees 
    Another example of linguistic creativity in legal language is the frequent formation of new words 
ending in -ee, which contrast to those ending in -or (mortgagee/mortgagor). Although these pairs are 
confusing for the lay public, they can enhance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profession by filling lexical gaps 
that exist in ordinary language.   
    Conservative or Innovative? 
    Legal language is neither hopelessly conservative nor remarkably innovative. Often there are reasons 
for using antiquated vocabulary. Like religious language,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is quite conservative 
with regard to sacred or authoritative texts, which adherents are reluctant to change or even to translate for 
fear of affecting the meaning. The fact that courts have authoritatively interpreted a term does ins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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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tion, of course. Further, using proven language over and over can be economical. A less palatable 
reason is that because archaic language is hard for most people to understand, lawyers sometimes have a 
financial incentive to use it to help justify their fees. Yet when dealing with new legal concepts for which 
there is no existing word, lawyers do not hesitate to create novel terminology. As a result of these 
conflicting motivations and goals, legal language is an odd mixture of archaic alongside very innovative 
features.  
    Formal and Ritualistic Terminology  
    The legal lexicon also has many formal or ritualistic words and phrases. One function of such 
language is to emphasize that a proceeding is separate from ordinary life. Often ritualistic language frames 
a legal event by signaling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In private legal documents, ritualistic and formal 
language indicates that something like a will is an important legal act, sometimes called the ritual or 
cautionary function of legal formalities. Of course, this function could be fulfilled by means that are more 
comprehensible. In fact, taken to extremes, formal language is simply pompous and serves little function 
besides its possible prestige value. 
    Do and Shall 
    When do is used in a declarative sentence, it is normally to add emphasis. This is not its function in 
legal language (e.g., The People of California do enact...) Here, it marks that something is a performative. 
The adverb hereby (as in the People of California hereby enact...) fulfills the same function: indicating 
that by saying enact, the legislature by those very words engages in the act of enacting. Because do is 
anachronistic and unusual in this usage, it should be avoided; hereby can easily communicate 
performativity, where necessary. 
    Shall is also used in an unusual sense in legal language. It is commonly said that legal use of shall 
does not indicate the future, but the imposition of obligation. But shall appears to function also in 
promises or declarations. In reality, shall seems to mark that the phrase in which it occurs is part of the 
content or proposition of a performative phrase. Thus, in a contract the parties perform the act of 
promising by signing the contract; the content of their promises is indicated by shall.  Shall does have the 
function of indicating that the document in which it occurs is legal, which may help explain its 
pervasiveness in legal language.  Generally, however, the meaning of shall can be communicated more 
comprehensibly by must or will or is.  
    Jargon, Argot and Technical Terms  
    It is sometimes said that the legal vocabulary is full of argot. Argot is generally used to communicate 
in secret among a small group; this does not properly typify legal language. Others claim that legal 
terminology is largely jargon. I use the term jargon to refer to language of a profession that is not 
sufficiently precise to qualify as a technical term (e.g., conclusory). Jargon can be useful in facilitating 
in-group communication, but should obviously be avoided in communicating with the public. 
    If the distinctive legal vocabulary actually enhances communication, it must be mainly through 
technical terms, or terms of art. It is sometimes claimed that legal language has few true terms of art. Any 
law dictionary reveals that there are large numbers of technical terms, however.  Those who claim 
otherwise may have too strict a notion of the precision required for a technical term. As long as an 
expression has a relatively exact meaning, is used by a particular trade or profession, and promotes brevity 
of expression, it fulfills an important communicative function and can properly be called a technical term. 
Such terms are less exact in law than in the hard sciences because legal terms typically refer to concepts 
that change over time, or are slightly different in divergent jurisdictions. And they may be modified by 
judicial decisions.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judicial decisions, by following the intent of the drafter over 
the "plain meaning" of a word, often make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less precise. Courts and the legal 



7798 

profession could work together to make legal terminology much more exact, but it would come at the cost 
of negating the intentions of speakers who use a term in a different sense. Legal terminology will 
therefore never be as precise as the profession might hope. 
    Relationships Among Words     
    In ordinary English words exhibit certain systematic lexical relationships. The same is true for legal 
language, but with a number of deviations that can trap the uninitiated. 
    One way that words can be related is as homonyms, or via polysemy. In either case, one word or 
sound sequence has two or more meanings. This can cause communication problems when legal terms 
have both an ordinary meaning and a divergent legal meaning (as in consideration or personal property). 
These words, which I call legal homonyms, are particularly problematic because laymen are very likely to 
(mis)interpret them in their ordinary sense, and even courts are sometimes unsure whether the ordinary or 
technical meaning was intended. 
    Words can also be related as synonyms, which refers to words with very similar meanings.  On the 
one hand, lawyers are told to avoid synonyms or elegant variation. Using a different word is assumed to 
invoke a different meaning. On the other hand, lawyers have a great love for long lists of synonyms, 
especially in conjoined phrases. Lists of synonyms can thus create interpretative problems. 
    A final relationship is antonymy, or lexical opposites. Legal language has a tendency to create such 
opposition where it does not normally occur. Speech and conduct overlap in ordinary language, but 
American courts now treat them legally as opposites: if something is speech, the First Amendment applies; 
if an action is mere conduct, it does not. Yet it must be confusing for the layperson to read that burning an 
American flag is free "speech." 
    4. INTERPRETATION AND MEANING  
    This section discusses several ways in which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meaning differ from ordinary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and some of the reasons why. 
    Definitions 
    Definitions nowadays are normally descriptive, which means they are based on usage. In common 
law countries, no one has the authority to dictate how a word ought to be used, which would constitute a 
prescriptive definition. Definitions in legal language, however, are prescriptive because here there is an 
institution that can dictate how a word ought to be used: the legislature.   
    I call these declaratory definitions. They also occur in contracts and other legal documents.  Such 
definitions can promote more precise drafting by stipulating that one of several possible meanings is 
intended. But they are also hazardous, because the reader may not always realize that what seems to be an 
ordinary word is defined in a specific--sometimes, aberrant--way. There are also incorporating definitions, 
which are not really definitions at all. They simply take a large amount of text and define it as X, allowing 
the text to be removed from the body of the statute and placed with the definitions. Although the practice 
can minimize redundancy in the text, it can also make less transparent and harder to find. 
    Reference 
    Reference is important to the law; the law of trademarks is largely about preserving the unambiguous 
reference of marks. Ambiguity of reference can also cause problems in wills. To avoid referential 
ambiguity in legal documents, lawyers often use what I call declaratory reference, declaring in a 
document that Garcia shall refer to Hilda Garcia, an individual residing in San Antonio, Texas. Linguists 
also distinguish between referential descriptions (a specific person or thing) and attributive descriptions 
(whoever meets the description). This is quite relevant in the law of wills, where a gift of my car could be 
either referential--the car I now own--or attributive (whatever car I own at death). Further, legislation is 
almost always written in an attributive (thus, objective) way, applying to any person who fits a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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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can be abused, however, as when a tax break that seems to be attributive in fact refers to a specific 
person or entity. 
    Meaning 
    Legal interpretation differs in several ways from ordinary understanding. In ordinary language, what 
really matters is what a speaker means by an utterance (speaker's meaning), rather than what a word or 
utterance means (word or sentence meaning). Irony provides a good example, because here the sentence 
meaning (I love being hit on the head by a brick) is highly misleading.  In theory, legal interpretation of 
private documents also focuses on the speaker's meaning, but this is undermined by the evidentiary 
limitations of the parol evidence rule. With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courts now often look to the intent of 
the speakers (legislative intent). Yet referring to legislative intent is controversial, especially in the theory 
of interpretation called textualism, which has revived the plain meaning rule. The plain meaning rule 
excludes consideration of extrinsic evidence when the meaning of a statute is plain from a reading of the 
text itself. This is completely inconsistent with ordinary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which uses any cues it 
can--such as shared background knowledge or information on the circumstances of an utterance--to 
determine the speaker's meaning.   
    But the plain meaning rule is not entirely irrational; it derives to some extent from the historic shift 
from oral to written communication. We tend to interpret written texts differently from speech. Someone 
who writes a text often tries to make it as autonomous as possible, so that any information needed to 
interpret it is contained in the text itself. This is often necessary, because the reader of a text may be in a 
very different location, at a very different time, and may know little or nothing about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writer. Logically enough, legal documents are written to be very autonomous. One view 
of the plain meaning rule, therefore, is that judges will assume that the drafter was successful in creating 
an autonomous document, so that ideally extrinsic evidence should not be needed. At least as an initial 
assumption, this seems sensible. 
    Another reason for legal interpretation to place less emphasis on the speaker's meaning is the 
problem of collective authorship, as well as the fact that one or more of the authors may be dead or 
otherwise unavailable. Furthermore, legal interpretation must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gaps, when the text 
is silent on a particular point. In a spoken conversation, one interlocutor can ask the other to fill the gap. 
With most legal documents, courts must find some other means of deciding what to do when the text is 
silent. Courts thus necessarily construct meaning where there was none before, rather than simply 
interpreting the text. This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spot because courts prefer not to act in overtly 
authoritative ways, so they continue to speak of interpretation while actually engaging in construction. 
    A final difference between legal and ordinary interpretation derives from the fact that an interpreter 
must always keep in mind the rules and conventions used by the speaker or writer.  There is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ncoding and decoding language. The evidence accumulated in this book suggests 
that legal writers do indeed use language and drafting conventions that are distinct from ordinary language. 
An example is that normally if someone uses synonyms, we assume she is engaging in elegant variation 
and that the synonymous terms refer to the same thing. Legal drafters generally try to avoid such variation; 
the legal interpreter will thus assume that the synonyms in fact refers to something different. Most 
student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have concentrated on what courts do, but they should perhap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legal language and conventions of the drafters. 
    5. VARIATION IN LEGAL LANGUAGE 
    Legal Dialects 
    Dialects reflect linguistic variation on the basis of geography.  Legal language is not a dialect, but it 
does have dialects of its own in that it varies according to place. Some of this dialectal vari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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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ifferences in legal systems; English lawyers speak of solicitors and barristers, a distinction not 
m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Elsewhere, the concepts are similar, but words for them are different (British 
company law versus American corporate law). In countries such as India, legal English is infused with 
many terms for indigenous legal concepts. Thus, even though legal language is quite conservative in some 
senses, in other ways it again reveals itself as a relatively flexibl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by readily 
adapting to the situation in which it is used. 
    Spoken Legal Language 
    Legal language further varies depending on whether it is spoken or written. The most salient 
characteristics of legalese--archaic vocabulary, long and convoluted sentences, use of passives and 
nominalizations--are far more evident in written legal language. Written language is also more compact 
and dense. Spoken legal language tends to be less formal overall. An oral judgment by an English judge is 
perhaps the most formal type of spoken legal English. Oral arguments to a court tend to be in standard 
English, while addressing a jury might very well be in a regional variety of English that is aimed at 
identifying with the local population. As with medieval lawyers, choice of language variety in specified 
domains is dictated to some extent by tradition, but these days strategy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elegraphic Speech 
    Telegraphic speech leaves out all words that could be supplied by context; it is common in telegrams 
and headlines. It is often heard in the courtroom (lawyer: Objection! Judge: Overruled), but also in some 
quite formal settings, as at the end of an opinion (appeal dismissed). It again illustrates that lawyers can 
cut out excess verbiage when its suits their purpose. 
    Legal Slang  
    Despite claims that their speech habits are very formal, even pompous, lawyers not infrequently use 
legal slang. Slang enhances group cohesion and is often shorter (thus more "linguistically efficient") than 
more formal language.  Examples include rogs for interrogatories, TRO for 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 
SLAPP suit for strategic lawsuit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idioms like grant cert for grant a writ of 
certiorari. 
    Variation and Genre 
    There are various genres, or types, of legal writing. They illustrate again that legal language is not 
monolithic, but can vary substantially depending on the situation. Pleadings, petitions, orders, contracts, 
deeds and wills can be called operative legal documents because they create and modify legal relations. 
They tend to use a great deal of legalese. Expository documents are those that explain the law, including 
office memoranda, judicial opinions, and client letters. They tend to be in formal but standard English, 
with little legalese, except that they do use many technical terms. Especially judicial opinions have a fair 
amount of stylistic freedom, making use of metaphors and sometimes even poetry. Persuasive documents 
include briefs to a court and memoranda of points and authorities; their language is similar to expository 
documents. It is interesting and ironic to observe that documents drafted more directly for clients 
(operative documents like wills and contracts) seem to contain the most legalese, while those directed to 
colleagues within the profession (expository and persuasive documents) contain relatively less. 
    So What Is Legal Language Exactly? 

Legal language has been called an argot, a dialect, a register, a style, and even a separate language.  
In fact, it is best described with the relatively new term sublanguage. A sublanguage has its own 
specialized grammar, a limited subject matter, contains lexical, syntactic, and semantic restrictions, and 
allows "deviant" rules of grammar that are not acceptable in the standard language.  However we 
describe it, legal language is a complex collection of linguistic habits that have developed over many 
centuries and that lawyers have learned to use quite strateg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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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语言的特征。 
    2．掌握一些常见的法律词汇。 
    作业： 
    1. 阅读教材第二部分的五章内容。 
 2. 预习第三部分。 
知识单元 4：法庭语言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第九章：诉状：构成法律叙事。 
2. 第十章：证人证言和真实性。 
3. 第十一章：完成故事。 
1. PLEADINGS: CONSTRUCTING THE LEGAL NARRATIVE 

    Narratives 
    A very general narrative structure, sufficient for our purposes, begins with som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continues with a chronological description of a series of events that leads to a problem or 
crisis. The narrative ends with the resolution of the problem or crisis.   
    Pleadings 
    The pleading stage, which begins a lawsuit, is where the plaintiff tells his story to the court.  As a 
narrative, it is incomplete in at least two important ways. Unlike an ordinary story, which is asserted as 
truth, the story told in a complaint is merely alleged to be true; its truth remains to be established at trial. 
And it is incomplete in the sense that there has not yet been a resolution of the problem or crisis; this 
depends on the outcome of the trial. 
    The defendant can respond to the pleading in various ways: arguing that the story in the complaint is 
not legally adequate, or that the decisionmaker does not have the authority to offer a resolution 
(jurisdiction). Another option is to admit that the story is adequate, but to challenge its truth by denying 
the facts, or offering a counternarrative. 
    Pleadings tend to be extremely ritualistic in language. In medieval times, what mattered was not so 
much the content of a pleading as the words that were used; one slip could be fatal.  Pleading remains 
formal and ritualistic, but currently the content has become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form. 
    Once the pleadings have determined that the plaintiff's story is legally adequate, the trial--to 
determine the truth--can begin. 
    2. TESTIMONY AND TRUTH 
    Many cases do not actually go to trial, but are settled. In criminal law, the settlement process is called 
plea bargaining, a process that can be quite informal and has developed a jargon or slang of its own.   
    When a case does not settle, it proceeds to trial. Various rituals signal that a trial is about to 
commence. The first order of business in a jury trial is the voir dire of the jurors. The search for truth can 
then commence. Most of the examples in the next two chapters derive from two murder trials, including 
that of O.J. Simpson.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ode-Switching in the Courtroom 
Just as lawyers switch between language varieties when writing, they do the same when speaking in 

the courtroom. Normally, choice of one variety over another depends on the topic of conversation, or the 
ability of the hearer to understand a particular type of speech. Yet using a particular variety of language 
also has social implications in that we judge people by the language they use. Furthermore, use of a 
common variety of language can create a sense of group cohesion.  Lawyers are inclined to use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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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in court when they wish to appear intelligent and competent, and regional varieties of English 
when they wish to bond with a jury. 

Questioning of Witnesses 
Witnesses come to court to tell their own story, which forms part of the larger narrative that is on trial. 

Although they generally prefer to tell their tales in narrative form, the legal system forces them to testify 
through a rigid question and answer format, which allocates control over testimony to the examining 
lawyer.   

Direct Examination.   
Direct examination generally begins with giving the witness an opportunity to present a very brief 

narrative. The examining lawyer then generally follows up with increasingly coercive or controlling 
questions, including wh-questions, which limit the witness to a brief response, or yes/no or alternative 
questions, which allow only two possible responses.   

Lawyers use such questioning strategically, to ensure that all and only legally relevant facts are told, 
as well as to keep problematic facts from emerging, if possible. Careful questioning can also enhance 
precise communication by clarifying ambiguities in a witness's answer, or by asking the witness to explain 
unusual terminology.   

Cross-Examination.   
Cross-examination allows an even more coercive question type: leading questions. Such questions 

are not tied to any specific form, but have in common that they suggest a single answer.  One function of 
such questions is to muddy the waters by undermining the clarity of the witness's communication during 
direct examination. Or they can be used to undermine credibility by eliciting a clear statement that can 
later be contradicted by other evidence, as Simpson's lawyers did during cross-examination of Detective 
Mark Fuhrman. 

The Language of Questioning 
Lawyers are well aware that if they wish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with the jury though 

questioning, they must generally use ordinary English, not legalese. Their language tends to be fairly 
formal, however, to convey to jurors that they are intelligent and competent. Out of the presence of jurors, 
as during sidebar conferences, lawyers tend to be less formal and may even use slang, perhaps to 
emphasize that although they are adversaries, they belong to the same profession. 

Implications of the Questioning Process 
Questioning is not a neutral and transparent process of obtaining information. Narrative answers are 

generally more accurate than fragmented responses, for example. The wording of a question can influence 
the responses given by witnesses, according to psycholinguistic tests.  Research also confirms that 
leading questions can influence the recall of witnesses. While objections by counsel can limit these 
influences, suggestive questioning is particularly problematic when it is used to subtly coach witnesses, 
out of the presence of a jury or opposing counsel.  

The way that questions are answered can also influence the perceived credibility of the witness, the 
examining attorney, or both. Witnesses who speak in a powerful style (using little hedging and hesitation, 
for example), as well as those who speak formal standard English, tend to be evaluated as more intelligent, 
competent, and truthful. This is especially problematic for witnesses who cannot easily change their 
speech style. Ironically, trial lawyers have become aware of the research and are attempting to incorporate 
it into their trial strategies. 

Creating a Written Record  
The testimony of witnesses is transcribed by a court reporter. It is not truly verbatim and complete. 

One reason is that nonverbal information is not consistently included, although lawyers will some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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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 that the record reflect nonverbal information. More troubling is that reporters sometimes "clean up" 
the language of lawyers and judges, to enhance their feelings of prestige.   

As in other areas of the law, the written text of the record has become what matters once the trial is 
over, making the actual oral event virtually irrelevant in subsequent proceedings.  Lawyers consciously 
try to create an advantageous record through their questioning strategies.  And as with other written legal 
documents, the record tends to be interpreted as an autonomous text. Thus, in perjury prosecutions, courts 
fixate on the language of the record to determine whether a witness made a false statement, largely 
ignoring the speaker's actual intentions. 

3. COMPLETING THE STORY 
After the lawyers have produced evidence (largely testimony) to prove or negate the plaintiff's story, 

they make their summation or closing argument.      
Closing Arguments 
In closing, the plaintiff's attorney must weave together a complete narrative out of the disorganized 

fragments that were presented by various witnesses and other evidence at trial, much like a film editor. 
She must also persuade the jury that the story is true. Although lawyers tend to favor long lists of 
synonyms, for example, in closing they typically chose one or two that convey a sense or connotation that 
favors their strategic interest (as in calling an unborn child a baby in an abortion prosecution). They also 
use antonymy by contrasting one term with its opposite.   
    Although some lawyers use fairly formal standard English, they generally tend to be more effective if 
they use a somewhat more conversational variety. During her summation in the Simpson case, prosecutor 
Marcia Clark tried to bond with the female jurors by opening herself up and revealing her emotions, but 
was not really successful. Prosecutor Darden may have been somewhat more successful, carefully using 
second person pronouns to suggest that the murder victim, Nicole Simpson, was sending jurors a message 
from beyond the grave.   
    Defense attorney Johnny Cochran successfully personalized his client by emphasizing that he was 
Orenthal James Simpson, not merely the defendant. Like Anglo-Saxons of long ago, he used conjoined 
alliterative phrases (that the evidence was compromised, contaminated and corrupted) and rhyme (if it 
doesn't fit, you must acquit).  Unlike Clark, Cochran successfully bonded with the mainly African 
American jury by invoking themes and image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speaking like a preacher 
in a Black church.  He used inclusive we to suggest a shared journey towards justice. Overall, by using 
relatively formal and standard English, he came across as well educated, while the subtle intonation and 
accents of a Black preacher allowed him to invoke group solidarity. 

Instructing the Jury 
In many proceedings, it is members of the public--the jury--who must decide the truth of the 

plaintiff's story. To some extent, the jury must also decide whether the story is legally adequate.  Judges 
tell the jury how to go about this task by means of jury instructions. Unfortunately, most jury instructions 
are essentially written legal language, though presented orally, and thus do not communicate the law very 
well to the lay members of the jury. And judges seem to prefer formal language to appear objective by 
distancing themselves from other participants. 

The reasonable doubt instruction is especially problematic; there is substantial evidence that jurors 
do not understand it very well, in part because it tracks the language of an 1850 case.  Unfortunately, 
judges are extremely reluctant to explain the instructions in ordinary language, treating them as sacred text, 
and generally rereading them verbatim if the jury inquires regarding their meaning. 

Resolving the Conflict 
Just as lawyers use stories to present their case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jurors use them to deter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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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uth. The "truth" determined by the verdict is not factual truth, however, but "declared truth," which 
governs all later legal proceedings. After this "truth" is established, the judge is in a position to complete 
the unfinished narrative of the complaint by offering a resolution (or denying one) in her judgment. 

学习目标： 
1. 了解法庭上法律语言的使用情况。 
2. 掌握法庭上法律语言的特点。 
作业： 
1. 阅读教材第三部分的三章内容。 
2. 预习第四部分。 

知识单元 5：改革法律语言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第十二章：什么使法律语言难以理解？ 
2. 第十三章：简明英语。 
3. 第十四章：与陪审团交流 
THE PLAIN ENGLISH MOVEMENT   
JUDGE: The charge here is theft of frozen chickens. Are you the defendant? 
DEFENDANT: No, sir, I'm the guy who stole the chickens. 
The premise behind the plain English movement is that legal documents ought to be plainer--and 

more comprehensible--to the average person. It's probably fair to say that the modern movement began in 
the 1970s. But people have objected to the obscurity of lawyer's language for many centuries. 
    The first major struggle in England was to get legal texts into English, the language of the people, 
rather than French or Latin. The problem largely arose when William, Duke of Normandy, defeated the 
Anglo-Saxon king Harold at the Battle of Hastings in 1066 and became king of England. William and his 
followers spoke a type of French. And their legal documents were mainly in Latin, and later also in French. 
English, in contrast, was the lower-class language of a subjugated people.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English people had always been English speakers. Nor surprisingly, by 1422, 
the new king, Henry VI, was a native English speaker. Yet French did not die out among English lawyers. 
Au contraire, it thrived.  Unhappiness about this state of affairs led to what might be considered the first 
plain English law: the Statute of Pleading, enacted in 1362. The law, written in French, recited that French 
was much unknown in the realm; it therefore required that all pleas be "pleaded, shewed, defended, 
answered, debated, and judged in the English Tongue."    
    An even sterner critic was Jeremy Bentham, who excoriated the language of lawyers as 
"excrementitious matter" and "literary garbage." Bentham advocated codification, in which all of the law 
would be systematically divided into codes on various topics. Individual parts of each code should be 
small enough for people to remember, and written clearly enough for citizens to know the "exact idea of 
the will of the legislator." Bentham argued that plain legal language is essential to proper governance. 
"Until, therefore, the nomenclature and language of law shall be improved, the great end of good 
government cannot be fully attained."  
    At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newly independent American states were also engaged in trying to 
achieve the great end of good government. Som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were well aware of the problems 
with legal language. John Adams criticized English legal language and the "useless words" in the colonial 
charters. He hoped that "common sense in common language" would become fashionable. Likewise, 
Thomas Jefferson lambasted the traditional style of statutes,  

which from their verbosity, their endless tautologies, their involutions of case within cas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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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hesis within parenthesis, and their multiplied efforts at certainty by saids and aforesaids, by ors and 
by ands, to make them more plain, do really render them more perplexed and incomprehensible, not only 
to common readers, but to lawyers themselves. Unfortunately, the revolutionary fervor of the early 
Americans did not extend to overthrowing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They ultimately imitated the 
ponderous style of his Majesty's statutes, if not their substance. 
    A modern plain English movement did not really arise until the 1970s. David Mellinkoff's book,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pointed out the many absurdities of traditional legalese. On a more practical level, 
Richard Wydick's Plain English for Lawyers has been widely used to teach law students the art of legal 
writing. In fact, plain English principles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writing curriculum of most law 
schools.  
    The crusade to make legal language less convoluted and more accessible to average citizens has also 
resonated outside the academy. In the United States, some of the earliest efforts to improve legal language 
directed at consumers were initiat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eginning rather modestly in the 1940s. 
In 1978 President Carter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that required that Federal regulations be "as simple and 
clear as possible." Federal law now requires clear, conspicuous, accurate, or understandable language in 
many types of consumer transactions, including the Truth in Lending Act, the 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 
and the Magnuson-Moss Warranty Act.   
    Egged on by the consumer movement, the states also responded. New York enacted America's first 
general plain language law in 1978, and several states have followed. Most states now require 
straightforward language in specific transactions, especially insurance policies.  Click here for a sample 
of state plain language laws. 
    After slowing during much of the 1980s, the movement has recently picked up steam.  Some states 
are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their jury instructions more understandable, or have recently done so.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has begun to require that the summary and certain other portions of 
prospectuses be in ordinary language. And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mandated in 1998 that federal 
regulations be written in plainer prose; in fact, it was part of their "reinventing government" initiative.   
    Statutory drafters have not remained oblivious to these developments. American legislative drafting 
manuals now advocate the use of plain language principles. One such manual recommends avoiding 
elegant variation, as well as legalistic terms such as such, said, aforesaid, and to wit. It also favors the 
active voice over the passive. These are, of course, standard guidelines for clear writing. 

The movement has also taken root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outside of the United States.  At 
about the time that Citibank released its promissory note, the Australian Sentry Life Insurance Company, 
responding to a survey of its customers, produced a plain language insurance policy.  The United 
Kingdom has the Plain English Campaign, started by a Liverpool woman who was fed up with 
unintelligible government forms. She took hundreds of the offending documents, proceeded to Parliament 
Square, and publicly shredded the lot.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seems to have been sufficiently 
embarrassed; it soon began systematic revision of its forms. In addition, in 1999 the English court system 
implemented new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They received a fair amount of press attention because they 
had abolishes some time-honored legal terms for modern equivalents. A subpoena is now a witness 
summons, an in camera hearing is now a private hearing, and a writ is now a claim form. Even the 
venerable term plaintiff has been replaced by claimant.  
    Anyone who pages through a book of statutes will realize that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A 
statute is not something that the average person can readily understand. In fact, requiring that all statutes 
be understandable to the lay public is almost surely an unrealistic goal. As the world around us becomes 
ever more complex, statutes inevitably are becoming longer, denser, and more specialized. Argu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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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statutes--such as those relating to bankruptcy, civil procedure and evidence, corporations, public 
utilities, the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and the military--are not directed to the general public at all, but are 
rather addressed to a subcommunity of experts. Few of these specialized subjects lend themselves to ready 
explanation to a lay audience. And often ordinary people may not care all that much, anyway. 
    Yet there are statutory areas that are of intense interest to the public. Examples include the criminal 
law, as well as laws relating to the family, divorce, community property, inheritance, employment, civil 
rights, landlord-tenant relations,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Surely ordinary citizens ought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rights conferred and obligations imposed by such statutes. At the same time, it may be that 
the law cannot or should not be stated too plainly.  Lawyers often argue that important nuances would be 
lost if the law were stated in plain English.  In addition, legal language facilitates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profession; it might be very time-consuming the try to explain the entire law in fully understandable 
language. 
    One solution has been proposed by Paul H. Robinson, Peter D. Greene, and Natasha B. Goldstein, in 
an article entitled Making Criminal Codes Functional: A Code of Conduct and a Code of Adjudication, 86 
J. Crim. L. & Criminology 304 (1996). They note that most criminal statutes have a dual audience: 
members of the public and adjudicators. They suggest that adjudicators can tolerate the complexity that is 
inherent in most current criminal codes, but that members of the public have a right to a criminal code that 
they can understand. In essence, there ought to be two criminal codes, one for the public and one for 
judges. The authors then proceed to offer a draft code of conduct that explains to the public, in plain 
English, what they can and cannot do, as well as a draft code of adjudication in legalese for judge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this proposal is that it recognizes quite explicitly that legal language and 
ordinary English are, in a sense, two different languages. It suggests that perhaps the job of lawyers, who 
are essentially bilingual, is to translate legal language into ordinary speech.  At the same time, I am 
somewhat reluctant to embrace the bilingual view, because it largely removes the pressure on the system 
to speak more clearly. A consumer about to sign a lease or to purchase a refrigerator on credit should not 
have to pay a lawyer to explain what the legalese in the relevant documents means.   
    There are certain categories of legal documents--particularly those that affect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ordinary consumers--that should stated as plainly as possible.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far 
less of a problem if agreements between larg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which are all represented by 
lawyers are impenetrable to the average consumer, although even these agreements can often be drafted 
much more clearly than they currently are.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decide what to do with statutes. Realistically, we doubt that we will be seeing a 
plain English Internal Revenue Code in our lifetimes. On the other hand, it seems to me that it should not 
be that terribly difficult to improve the language of the criminal codes. Several American states have 
managed to craft relatively plain jury instructions, which explain the criminal law to jurors in ordinary 
language. If we cannot express the criminal law in ordinary English, how can we expect ordinary citizens 
to obey the law? 

Overall,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is definitely better than it was twenty or thirty years ago. But there 
remains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语言的演进。 
2．了解法律语言的改革。 
作业： 
1. 阅读第四部分三个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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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结法律语言的形成、演进以及特点。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无单独设立实验课，但是设计有实践教学环节，穿插在理论教学课时当中，要求学生

将教材内容以及课下搜集到的材料在课堂上做汇报。 
实践内容：课堂口头报告 
实践要求：熟悉法律语言的起源；研究法律语言的特点；掌握法律语言常用词语、句式及语篇

结构。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律与语言 3  
2 法律语言的起源 3  
3 法律语言的起源 3  
4 法律语言的本质 3  
5 法律语言的本质 3  
6 法律语言的本质 3  
7 法庭语言 3  
8 法庭语言 3  
9 法庭语言+法律语言改革 3  
10 法律语言改革 3  
11 课堂口头报告展示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语言学概论、语用学、语篇分析、法律英语 
后续课程：法律话语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律语言的起源、演变及其特征。 
难点：法律语言为交叉学科，涉及法学及语言学两个学科，需要这两个学科的基础，对于学生

来说是最大的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英语讲授。 
2.兼顾中文讲解。 
教学手段： 
1.多媒体课件播放。 
2.相关视频展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学生需要自己制作 PPT。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随课堂要求。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本课程最终成绩由两部分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 30%，包括出勤、课堂表现、课后

作业完成情况以及课堂口头报告的表现等；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节课后布置有阅读材料的作业，详见前面的单元知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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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的教材是法律语言学比较基础入门级的著作，长度难易比较事宜，与本课程适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Peter M. Tiersma, Legal Languag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彼得•蒂尔斯马著，刘蔚明译《彼得论法律语言》，法律出版社，2015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Gail Stygail, Trial Language, John Benjamins B.V., 1994. 
    2. Judith N. Levi and Anne Graffam Walker (edited), Language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Plenum Press, 
1990. 
    3. John Gibbons (edited), Language and the Law,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94.  
    4. John Gibbons, Forensic Linguistics —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in the Justice System,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5. John Olsson, Forensic Linguistics —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Crime and the Law, 
Continuum, 2004. 
    6. Malcolm Coulthard and Alison Johnson, An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Linguistics, Routledge, 2007. 
    7. David Mellinkoff,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3.  

执笔：张清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7日 

 

英语演讲艺术 
The Art of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课程号：408001052 

说明：本课程原名《英语演讲与辩论》，但根据我这几年的教学实践，每周两节课的时间只够

讲“演讲”部分，没有时间讲“辩论”部分，故建议集中师生精力和时间讲好学好“演讲”部分，

其实“演讲”学好了，“辩论”也容易了。因此，本课程拟改名为《英语演讲艺术》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律英语和法律翻译专业本科生的专业选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在正音的基础上提高口语能力，能说出语音语调准确并流利的英语；

2、克服恐惧，战胜自我，以良好心态在演讲中或慷慨陈词或侃侃而谈；3、了解成功英语演讲的三
个标准：语言标准，内容标准和艺术标准；4、掌握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 
公共演讲从古希腊开始，在西方具有悠久的历史，西方人从小就培养演讲能力，演讲几乎是所

有大学所要求的必/选修课，擅长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公共演讲，即具有良好的口才，是大学生现在
求学将来求职、工作一个不可忽略的基本能力。出色的口才能带来成功的人生。 
公共演讲是在大庭广众前表达思想说服人鼓动人激励人的一种手段，历来被认为既是一门科学

又是一种艺术，它综合运用了以英语听说读写译的技能并能提高人的批判思维能力，并为辩论做好

准备。具有良好口才和演讲能力是一个人综合能力的体现：学识、素质、胆量、智慧、能力、语言、

应变和仪态。 
开设本课程，旨在教授学生英语演讲的方法和技巧，不仅如此，更通过提高口语能力来锻炼学

生逻辑思维能力、拓宽知识视野、提升表达能力并能使用英语作为将来职业生涯中工作语言的能力，

因此本课程不只是仅为培养各种演讲比赛选手而设立，虽然我们鼓励他们去参加校内外的各种英语

演讲比赛，因为那是很好地实践和锻炼机会。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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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English Speaking and the Aims of the Course (公共英语演讲
的重要性和本课程的目标）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is a new subject in the English education in China with inexhaustible 

potential. It has many functions and profound educational and informative effects. It is an art as well as a 
science. By practicing making speeches, one’s speak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reading abilities will be 
improved. Moreover,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can also have a giant leap. There is a social and educational 
need to incorporate this course into the English education curriculum. CUPL should integrate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urse into its syllabus, 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beral arts. In the 
future, pubic speaking will definitel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education and talents 
cultivation. 

学习目标： 
1、理解公共演讲，作为一门有几千年历史的艺术，在学业、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

大，它能促进人的语言表达、批判性思维以及综合能力的提升。 
2、了解本课程 4个教学目标，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九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有备演讲 “ The 

Door That Are Open to Us ”。 
2、复习并练习英语元音/i:   i   eæ/。 

知识单元 2：One of the Criteria for Successful English Pubic Speaking: Language Judgement ( Part 
I) ——Speak English with Correct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一：语
言标准之正确的语音语调）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顾名思义，英语演讲者必须发音清晰，无论说英国英语还是美国英语，其语音语调一定要正确，

优美，越接近英美人发音越好。可是许多人从小开始学英语时没有受到正确的训练，因此好多人发

音不准，怪异或带口音，而要改正这些错误发音，即改变长期形成的英语发音的错误习惯难度极大，

故本课程将英语正音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从第 1周到 16周） 
学习目标： 
1、明白英语对于国人来说是外语，用母语公开演讲已属不易，用一门外语成功进行演讲，当

然更富挑战。 
2、理解语音语调“正确”是衡量讲英语水平的基本标准之一。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九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即席演讲 “ The 

Best Way to Express Your Feelings in Public”。 
2、复习并练习英语元音 /u:uɔ: ɑɔ :/  。 

知识单元 3：One of the Criteria for Successful English Pubic Speaking: Language Judgement ( Part I) 
——Speak English Clearly and Fluently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一：语言标准之说英语要清晰流利）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讲英语，除了语音语调要正确优美外，还要求“清晰”和 “流利” ，“清晰”和 “流利” 是衡量语

言水平的高一档的标准之一。虽然这是英语口语课要达到的要求，本课程没有时间练口语，但把练

习口语的方法告诉学生，使他们在英语口语课内和课外多多练习讲英语，直至熟练到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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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ve-speaker’s fluency。讲英语磕磕巴巴不可能演讲成功。 
学习目标： 
理解讲英语“清晰”和 “流利” 是衡量讲英语水平的高一档的标准之一。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九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亚军的有备演讲 

“ College Education in Today’s Competitive World ”。 
2、复习并练习英语元音 /ʌə:ə/。 

知识单元 4：One of the Criteria for Successful English Pubic Speaking: Language Judgement ( Part 
I) ——Speak English grammatically correctly and appropriately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一：语言
标准之：英语表达要正确、得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讲英语，除了语音语调要正确优美并且说得清晰流利外，“语法正确”和“说得得体”也是衡量语

言水平的高一档的标准之一。因此演讲要尽量避免语法、句法、词法、用法上的错误，更要避免中

式英语。还有，语言风格，其正式程度的高低（formal, informal, colloquial, slang)，是庄重严肃还是
风趣幽默，都应视具体演讲题目、听众、目的及场合而定，不然就会产生所谓“对牛弹琴”等错误，
使演讲显得滑稽或尴尬。 
学习目标： 
理解“语法正确”和“说得得体”是衡量讲英语水平的高一档的标准之一。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九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亚军的即席演讲 “ Why 

are People Still Superstitious in Spite of Advances in Scientific Knowledge ”。 
2、复习并练习英语双元音/eiaiɔiəuauiəeəuə/ 。 

知识单元 5：One of the Criteria for Successful English Pubic Speaking: Content Judgement ( Part II) 
—— Stick to the topic, shed new light and provide insightful perspective on the subject (成功英语演
讲的标准之二：内容标准之切题并见解独到、视角新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内容和观点是一篇演讲的核心所在。因而，一篇演讲是否成功要看它是否紧扣主题而不是离题

万里，还要看它是否见解独到、视角新颖而不是平淡无奇、人云亦云。内容是否深刻并能感动人、

激励人、说服人是演讲是否成功的比语言标准更高的标准。 
学习目标： 
理解切题并见解独到、视角新颖是衡量演讲水平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九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季军的有备演讲

“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 
2、复习并练习英语辅音/p  b  t  d  k  g/。 

知识单元 6：One of the Criteria for Successful English Pubic Speaking: Content Judgement ( Part II) 
—— Give something substantive and provide adequate reasoning and evidence to develop, support 
and elaborate the main points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二：内容标准之言之有物、有理、有据）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演讲时，除了内容要切题并且见解独到、视角新颖外，还要言之有物，说话要有理有据，要有

足够的事例和数据来阐述、支持、发展演讲的要点。此外，还应使提供的信息正确、准确、完整，

信息量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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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理解言之有物、有理有据是衡量演讲水平的标准之一。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九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季军的即席演讲 “ When 

you are unhappy, what do you usually  do to make yourself feel better? ”。 
2、复习并练习英语辅音/f  v  s  z  θð/ 。 

知识单元7：One of the Criteria for Successful English Pubic Speaking: Artistic Judgement ( Part III) 
—— Make the focal points stand out and present ideas clearly and logically (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
之三：艺术标准之重点突出，脉络清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评价演讲是否成功的第三个重要标准，即艺术标准是看其是否以最有效的新形式和手段来传达

内容和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内容，就是内容的有机成分。因此演讲要重点突

出，脉络清晰，各部分是否协调，有机统一，浑然一体并且上下的逻辑关系明确。 
学习目标： 
理解重点突出，脉络清晰，浑然一体，逻辑关系明确是衡量演讲水平的艺术标准之一。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六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有备演讲：“ Beijing 

2008: The Meaning of the Bid ”。 
2、复习并练习英语辅音/ʃʒtʃdʒ/。 

知识单元8：One of the Criteria for Successful English Pubic Speaking: Artistic Judgement ( Part III) 
—— Employ various strategies, e.g. use of anecdotes, examples, quotes, statistics, humor to present 
the ideas effectively to the audience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三：艺术标准之娴熟运用诉诸听众的各
种手段）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演讲的艺术标准，除了要重点图书，脉络清晰外，还要看各种诉诸听众的手段是否运用得娴熟，

例如讲本人或他人的经历、故事是否动人，有启发性，所举的例子和数据是否合适正确，所引的名

人名言和谚语格言是否恰当、有力，最后还要看演讲是否有恰到好处的幽默语句。另外，如果体态

语大方自然，能保持微笑和眼光接触，服饰自然清新，声调把握恰到好处的话，演讲的效果会更好。 
学习目标： 
理解娴熟运用各种手段对于演讲的成功有很大的帮助。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七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有备演讲：

“ Globaliza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hina’s Younger Generation ”。 
2、复习并练习英语辅音/m  n  ŋ/ 。 

知识单元 9：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Abilities ( Part I ) —— Overcome 
Fear and Stage Fright (如何提高英语演讲能力之一：克服恐惧，战胜自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在公共场合用英语演讲对每一位有志于此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演讲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演讲者的自我感觉和心理素质，因此，成功的演讲者首先得有良好的自我感觉和心态，第一

步要克服在公众前讲话的恐惧，临阵怯场和焦虑，战胜自我，避免战战兢兢、结结巴巴、怪腔怪调、

神志僵硬、搔头抓耳。最后做到，上台前深呼吸几次，然后在大庭广众前，众目睽睽下走上讲台，

或慷慨陈词，或侃侃而谈，或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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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明白恐惧害怕只能坏事，只有做好充分准备，认识害怕的根源，给自己打气，壮胆才能讲好。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八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有备演讲：

“ Tourism and Ecology: Learning Through Travel ”。 
2、复习并练习英语辅音/l  r  h/ 。 

知识单元 10：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Abilities ( Part II ) —— More 
Reading, Listening, Watching and Thinking ( 如何提高英语演讲能力之二： 多读、多听、多看、
多思）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只有多读、多听、多看、多思，才能言之有物，才有可能对问题有独到新颖的见解。所谓多读，

其对象当然是包括中文报刊、杂志和书籍在内的读物，了解国内外社会、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发

展的趋势、特点和走向；尤其要多读英语期刊和原著，既了解用英语所表达的不同信息、观点、价

值，又可以汲取很多语言养分，特别推荐专为中国大学生的中国日报 21 世纪报。所谓多听是指多
听原版的英语语言资料，包括著名的录音材料，细心体会成功演讲者在语言语调等方面的特点。所

谓多看即多看著名演讲的录像，例如斯蒂夫·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一次讲话，另外还
可多看英语原版电影和电影剧以及国外各种电视节目。最后当然还要多思考，多与人讨论，并进行

评判思维，这样才会有独立的人格、成熟的思考和公正、深刻和独到的见解。 
学习目标： 
明白多读、多听、多看、多思是演讲成功的关键。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十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有备演讲：“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 。 
2、复习并练习英语辅音/w  j/ 。 

知识单元 11：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Abilities ( Part III ) —— Practice, 
Practice and Practice ( 如何提高英语演讲能力之三：实践、实践、再实践）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Practice makes perfect. 要熟练掌握任何一门知识和技能，必须要进行多次甚至无数次的操练、实

践，以体会其中的奥秘和诀窍，因此要多参加演讲比赛。在练习演讲时，尽可能请别人、尤其是对

英语演讲有一定认识和水平的人士给以指导、点拨，这样能连得得法，练到点子上，练得事半功倍。 
学习目标： 
明白“熟能生巧”的道理，实践、实践、再实践对包括演讲在内的任何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十一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有备演讲：“ Our 

Future: Dreams vs. Reality ”。 
2、复习并练习英语 s, es, ’s 的发音。 

知识单元 12：Delivering a Speech Effectively ( Part I ): Qualities of Effective Delivery ( Fluent, 
Natural and Confident ) (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之一：语言流畅、大方自然、充满信心与热情）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衡量中国人用英语演讲，首先是语言的标准，也就是语言要素。当然，这里不是指词汇、语法、

习惯用法、语言是否地道等语言要素，而是指与语音语调等有关的发音要素以及讲英语的流畅性。

其次，演讲时不要太做作、太富表演性，以平常与人谈话的口气为适宜。再者，演讲时切勿胆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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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精力集中在演讲的内容要旨上，从声调到体态语均表现出对演讲的题目、内容和听众的热情和兴

趣。只要潜心琢磨、刻苦磨砺、反复实践，是可以成为成功的演讲者的。 
学习目标： 
明白演讲时语言流畅、大方自然、充满信心和热情对演讲的成功有很大的帮助。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十一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亚军的有备演讲： 

“ Our Future: The Garden of One Flower or Many Flowers ” 。 
2、复习并练习英语 -ed 的发音。 

知识单元 13：Delivering a Speech Effectively ( Part II ): Prepared Speech and Impromptu Speech 
(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之二：有备演讲和即席演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有备演讲有两种。第一种是照稿宣读，其好处是一般能准确无误地传达信息和内容，其不足之

处是不自然、与听众有一定的距离。第二种是背诵演讲，它一般适用于演讲比赛，我们课上培训的

就是这种演讲，这往往是正式演讲比赛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即席演讲。即席演讲是在主持人宣

读演讲者在赛前抽中的题目后即刻开始演讲，要求迅速组织思路、安排文章结构，即出口成章，这

是对演讲者各种能力的最大考验，没有各方面坚实基础很难讲好，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实践才能讲成

功。无论有备或无备演讲，应避免给人背书的感觉，应用若有所思的面部表情、适当地停顿、与听

众交流目光等方法营造一种生动亲切的氛围。 
学习目标： 
明白对有备演讲和即席演讲的要求，多作准备，多练习。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十二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有备演讲：

“ Giving is Receiving—— Personal Growth in Volunteer Works ”。 
2、复习并练习英语的Weak Forms。 

知识单元 14：Delivering a Speech Effectively ( Part III ): Vocal Factors in Delivery ( 成功演讲的方
法和技巧三：声调因素：发声、音量、语调、语速、停顿、变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演讲时要求发音正确（包括长元音、短元音、清辅音、浊辅音、单词重音、句子重音以及连读、

不完全爆破和弱读）和流利纯正，要求发声清晰、响亮，切忌无精打采、嘟嘟囔囔，如能抑扬顿挫，

节律自如，像行云流水那样，效果最好。公共演讲时音量应比一般谈话时音量稍高些。成功演讲者

的语调即音高有起伏变化、悦耳动听，能抓住听众，避免从头到尾用一个音高发声，那必然单调死

板，在表达庄重、深刻、思索等情感和思想时，语调可低沉些，在表现激动、激昂的情绪和信息时，

可以高亢些。演讲时语速不宜太快或太慢，正常演讲语速在每分钟 100至 120字之间，当然要根据
内容适当调整。演讲中在恰当、关键的地方稍作停顿会产生特殊的效果（起强调作用，吸引听众注

意）但不要用毫无意义的“uh” “hmm” 等补白停顿。最后把上述因素融合协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学习目标： 
明白演讲时声调因素（发声、音量、语调、语速、停顿）有机协调、变化有致使演讲达到更高

的水平。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演讲比赛：第十二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亚军的有备演讲：“ Your 

Attitude towards Chastity and Sexual Relationships”。 
2、复习并练习英语的连读（Sound Linking)。 

知识单元 15：Delivering a Speech Effectively ( Part IV ): Nonverbal Factors in Delivery ( Fa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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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s, Eye Contact, Gestures and Dress) (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之四：体态语因素：面部表
情、目光接触、手势、服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把握体态语对整个演讲的效果会产生积极作用，它使言语表达的信息更加清晰，有助于获取听

众反馈、演讲者与听众的沟通以及树立演讲者的可信度。面部表情可以传达各种感情和态度，但表

情要自然、正常、不做作，避免呆板木然，恰当轻松地微笑会产生良好的效果。目光不能朝天或朝

地，与听众保持恰如其分的目光接触是对听众的尊重，方法有扫描法（目光可以从左到右、从右到

左、从中间到两边等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扫描，时而可把目光略微停留在某听众的脸上，做得自然，

不机械僵硬）和三点法（人多时可在左中右三面各选一人作为目标，常与这三人保持目光移动接触。

手势动作要自然、放松，不要过于夸张和做作。穿戴修饰整齐不仅是为了给听众留下良好印象，也

是对听众和评委的尊重，因此演讲时还是要穿正装，不能是休闲装或运动服，女生可化淡妆，衣服

上可有小配饰。 
学习目标： 
明白体态语因素有助于演讲获得更好效果。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十三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有备演讲：

“ Living with Globalization ”。 
2、复习并练习英语的不完全爆破（Incomplete Plosion)。 

知识单元 16：Gathering Material and Writing the Speech: Effective Planning and Organizing, 
Effective Introductions and Conclusions and Using Languages Effectively ( 资料收集与讲稿撰写：
构思、谋篇布局、开首结尾语、语言特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根据演讲题目搜集研究资料。资料来源有两个：其一是演讲者自己的知识和经历，其二是通过

调查从各种媒介或旁人获得的资料，可以使事例（Examples），叙事（Narratives），证词（Testimonies），
事实与数据（Facts and Statistics）。整理分析收集的资料，特别注意有意义的、新颖的、独到的、闪
光的东西，然后写出初稿，注意谋篇布局和讲稿的结构以及如何开首（用引言、叙事讲故事、提问、

提供惊人数据或幽他一默）和结尾（复述要旨、用排比法激励听众、与开首相呼应、再幽他一默）。

最后修改定稿。 
学习目标： 
明白资料收集与讲稿的撰写是演讲成功的基础。 
作业： 
1、观摩 Steve Jobs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以及 TED的“互联网怎样使人变得亲密”的

演讲。 
2、复习并练习英语绕口令（Tongue Twisters）。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1 
公共英语演讲的重要性与本课程目标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2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一：语言标准之正确地语音语调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3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一：语言标准之说英语要清晰流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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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4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一：语言标准之：英语表达要正确、得体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5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二：内容标准之切题并见解独到、视角新颖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6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二：内容标准之言之有物、有理、有据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7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三：艺术标准之重点突出，脉络清晰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8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三：艺术标准之娴熟运用诉诸听众的各种手段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9 
如何提高英语演讲能力之一：克服恐惧，战胜自我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10 
如何提高英语演讲能力之二：  多读、多听、多看、多思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11 
如何提高英语演讲能力之三：实践、实践、再实践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12 
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之一：语言流畅、大方自然、充满信心与热情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13 
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之二：有备演讲和即席演讲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14 

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三：声调因素：发声、音量、语调、语速、停顿、

变化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15 

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之四：体态语因素：面部表情、目光接触、手势、

服饰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16 
资料收集与讲稿撰写：构思、谋篇布局、开首结尾语、语音特色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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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课程：综合英语（一），英语口语（一），初级英语写作（一），语音，英语听力（一），英

语语法，英语阅读（一），综合英语（二），英语口语（二），初级英语写作（二），英语听力（二），

英语阅读（二） 
后续课程：英语口语（三）、英语口语（四）、口译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成功的英语演讲的语言标准、内容标准和艺术标准。 
难点：如何提高英语演讲能力和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通过观摩优秀大学生选手在演讲比赛上的讲演，学习其长处，避免其短处，并讲解如何提高英

语演讲能力的方法和技巧及有关知识，同时不断为学生正音以获得英语演讲最基本的要求：正确地

道的语音语调。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参加课外英语演讲活动和比赛。 
6、课程考核方法和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包括出勤、课堂表现及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查为短篇演讲（2

分钟）和长篇演讲（4分钟），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际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相关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1、教材选编自中国日报历届演讲比赛的视频及有关演讲的书籍。 
2、推荐参考书 
《演讲的艺术》第十版【美】Stephen Lucas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2010年出版 

执笔：陈向荣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定时间：2015年 7月 20日 

 

英美小说 
English and American Fictions 

课程号：408001102 

一、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研究所英语（法律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开设本课程，旨

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了解、认识和掌握英美小说中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家的创作

倾向、思想方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以及对本国文学乃至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等等。在此基础

上，使学生了解一些名家的代表作品的思想意义、文学价值、写作手法、语言技巧等，为学生毕业

后的教学、研究打下基础。通过文本学习提高学生的文学阅读、理解与鉴赏能力以及口头与书面表

达等语言技能；并且通过大量阅读与讨论加强学生对文学本质的意识，提高他们的综合人文素质，

增强他们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理解。 
二、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英美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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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18-century novels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Pamela 
The 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 is an epistolary novel by Samuel Richardson, first published in 

1740. It tells the story of a beautiful 15-year-old maidservant named Pamela Andrews, whose country 
landowner master, Mr. B, makes unwanted advances towards her after the death of his mother. After 
attempting unsuccessfully to seduce and rape her, her virtue is eventually rewarded when he sincerely 
proposes an equitable marriage to her. In the novel's second part, Pamela marries Mr. B and tries to 
acclimatise to upper-class society. The story, a best-seller of its time, was very widely read but was also 
criticized for its perceived licentiousness. 

Pamela was the best-seller of its time. It was read by countless buyers of the novel and was also read 
aloud in groups. An anecdote which has been repeated in varying forms since 1777 described the novel's 
reception in an English village: "The blacksmith of the village had got hold of Richardson's novel of 
Pamela, or Virtue Rewarded, and used to read it aloud in the long summer evenings, seated on his anvil, 
and never failed to have a large and attentive audience.... At length, when the happy turn of fortune 
arrived, which brings the hero and heroine together, and sets them living long and happily... the 
congregation were so delighted as to raise a great shout, and procuring the church keys, actually set the 
parish bells ringing." 

The novel was also integrated into sermons as an exemplar. It was even an early “multimedia” event, 
producing Pamela-themed cultural artefacts such as prints, paintings, waxworks, a fan, and a set of 
playing cards decorated with lines from Richardson's works. 

Given the lax copyright laws at the time, many "unofficial" sequels were written and published 
without Richardson's consent. There were also several satires, the most famous being An Apology for the 
Life of Mrs. Shamela Andrews by Henry Fielding, published under the pseudonym "Mr. Conny Keyber". 
Shamela portrays the protagonist as an amoral social climber who attempts to seduce "Squire Booby" 
while feigning innocence to manipulate him into marrying her. Another important satire was The 
Anti-Pamela; or Feign’d Innocence Detected (1741) by Eliza Haywood. Although not technically a satire, 
the Marquis de Sade's Justine is generally perceived as a critical response to Pamela, due in part to its 
subtitle, "The Misfortunes of Virtue". 

At least one modern critic has stated that the rash of satires can be viewed as a conservative reaction 
to a novel that called class, social and gender roles into question by asserting that domestic order can be 
determined not only by socio-economic status but also by moral qualities of mind. 

2. Tom Jones 
The novel's events occupy eighteen books. 
The kindly and wealthy Squire Allworthy and his sister Bridget are introduced in their wealthy estate 

in Somerset. Allworthy returns from London after an extended business trip and finds an abandoned baby 
sleeping in his bed. He summons his housekeeper, Mrs Deborah Wilkins, to take care of the child. After 
searching the nearby village, Mrs Wilkins is told about a young woman called Jenny Jones, servant of a 
schoolmaster and his wife, as the most likely person to have committed the deed. Jenny is brought before 
them and admits being the baby's mother but refuses to reveal the father's identity. Mr Allworthy 
mercifully removes Jenny to a place where her reputation will be unknown. Furthermore, he promises his 
sister to raise the boy, whom he names Thomas, in his household. 

Two brothers, Dr Blifil and Captain Blifil, regularly visit the Allworthy estate. The doctor introdu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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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ptain to Bridget in hopes of marrying into Allworthy's wealth. The couple soon marry. After the 
marriage, Captain Blifil begins to show a coldness to his brother, who eventually feels obliged to leave the 
house for London where he soon dies "of a broken heart". Captain Blifil and his wife start to grow cool 
towards one another, and the former is found dead from apoplexy one evening after taking his customary 
evening stroll prior to dinner. By then he has fathered a boy, who grows up with the bastard Tom. 

Tom grows into a vigorous and lusty, yet honest and kind-hearted, youth. His first love is Molly, 
gamekeeper Black George's second daughter and a local beauty. She throws herself at Tom; he gets her 
pregnant and then feels obliged to offer her his protection. After some time, however, Tom finds out that 
Molly is somewhat promiscuous. He then falls in love with a neighbouring squire's lovely daughter, 
Sophia Western. Tom's status as a bastard causes Sophia's father and Allworthy to oppose their love; this 
criticism of class friction in society acted as a biting social commentary. The inclusion of prostitution and 
sexual promiscuity in the plot was also original for its time, and the foundation for criticism of the book's 
"lowness". 

Sophia's father, Squire Western, is intent on making Sophia marry the hypocritical Master Blifil, but 
she refuses, and tries to escape from her father's influence. Tom, on the other hand, is expelled from 
Allworthy's estate for his many misdemeanours, and starts his adventures across Britain, eventually 
ending up in London. Amongst other things, he joins the army for a brief duration, finds a servant in a 
barber-surgeon named Partridge (who habitually spouts Latin non sequiturs), beds two older women (Mrs 
Waters and Lady Bellaston), and very nearly kills a man in a duel, for which he is arrested. 

Eventually the secret of Tom's birth is revealed, after a short scare that Mrs Waters (who is really 
Jenny Jones) is his birth mother, and that he has committed incest. Tom's real mother is Bridget, who 
conceived him after an affair with a schoolmaster — hence he is the true nephew of Squire Allworthy 
himself. After finding out about Tom's half-brother Master Blifil's intrigues, Allworthy decides to bestow 
the majority of his inheritance to Tom. Tom and Sophia Western marry, after this revelation of his true 
parentage, as Squire Western no longer harbours any misgivings over Tom marrying his daughter. Sophia 
bears Tom a son and a daughter and the couple live on happily with the blessings of Squire Western and 
Squire Allworthy. 

The main theme of the novel is the contrast between Tom Jones's good nature, flawed but eventually 
corrected by his love for virtuous Sophia Western, and his half-brother Blifil's hypocrisy. Secondary 
themes include several other examples of virtue (especially that of Squire Allworthy), hypocrisy 
(especially that of Thwackum) and just villainy (for example Mrs. Western, Ensign Northerton), 
sometimes tempered by repentance (for instance Square, Mrs. Waters, née Jones). 

Both introductory chapters to each book and interspersed commentary introduce a long line of further 
themes. For instance, introductory chapters dwell extensively on bad writers and critics, quite unrelated to 
the plot but apologetic to the author and the novel itself; and authorial commentary on several characters 
shows strong opposition to Methodism, calling it fanatical, heretical, and implying association of 
hypocrites, such as the younger Blifil, with it. 

The novel takes place against the historical backdrop of the Forty-Five. Characters take different 
sides in the rebellion, which was an attempt to restore Roman Catholicism as the established religion of 
England and to undo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At one point Sophia Western is even mistaken for Jenny 
Cameron, the supposed lover of Bonnie Prince Charlie. Good-natured characters are often modestly 
loyalist and Anglican, even Hanoverian, while ill-natured characters (Mrs. Western) or only mistaken 
ones (Partridge) can be Jacobites or (like Squire Western) just anti-Hanoverians. 

3．Gulliver's Travels 
It is uncertain exactly when Swift started writing Gulliver's Travels,(much of the writing was don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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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ghry Manor in Cookstown, Co. Tyrone whilst Swift stayed there) but some sources[which?] suggest 
as early as 1713 when Swift, Gay, Pope, Arbuthnot and others formed the Scriblerus Club with the aim of 
satirising popular literary genres. According to these accounts, Swift was charged with writing the 
memoirs of the club's imaginary author, Martinus Scriblerus, and also with satirising the "travellers' tales" 
literary subgenre. It is known from Swift's correspondence that the composition proper began in 1720 
with the mirror-themed parts I and II written first, Part IV next in 1723 and Part III written in 1724; but 
amendments were made even while Swift was writing Drapier's Letters. By August 1725 the book was 
complete; and as Gulliver's Travels was a transparently anti-Whig satire, it is likely that Swift had the 
manuscript copied so that his handwriting could not be used as evidence if a prosecution should arise, as 
had happened in the case of some of his Irish pamphlets (the Drapier's Letters). In March 1726 Swift 
travelled to London to have his work published; the manuscript was secretly delivered to the publisher 
Benjamin Motte, who used five printing houses to speed production and avoid piracy. Motte, recognising 
a best-seller but fearing prosecution, cut or altered the worst offending passages (such as the descriptions 
of the court contests in Lilliput and the rebellion of Lindalino), added some material in defence of Queen 
Anne to book II, and published it. The first edition was released in two volumes on 26 October 1726, 
priced at 8s. 6d. The book was an instant sensation and sold out its first run in less than a week. 

Motte published Gulliver's Travels anonymously, and as was often the way with fashionable works, 
several follow-ups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Lilliput), parodies (Two Lilliputian Odes, The first on the 
Famous Engine With Which Captain Gulliver extinguish'd the Palace Fire...) and "keys" (Gulliver 
Decipher'd and Lemuel Gulliver's Travels into Several Remote Regions of the World Compendiously 
Methodiz'd, the second by Edmund Curll who had similarly written a "key" to Swift's Tale of a Tub in 
1705) were swiftly produced. These were mostly printed anonymously (or occasionally pseudonymously) 
and were quickly forgotten. Swif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m and disavowed them in Faulkner's edition 
of 1735. Swift's friend Alexander Pope wrote a set of five Verses on Gulliver's Travels, which Swift liked 
so much that he added them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e book, though they are rarely included. 

Gulliver's Travels has been the recipient of several designations: from Menippean satire to a 
children's story, from proto-Science Fiction to a forerunner of the modern novel. 

Published seven years after Daniel Defoe's wildly successful Robinson Crusoe, Gulliver's Travels 
may be read as a systematic rebuttal of Defoe's optimistic account of human capability. In The 
Unthinkable Swift: The Spontaneous Philosophy of a Church of England Man, Warren Montag argues 
that Swift was concerned to refute the notion that the individual precedes society, as Defoe's novel seems 
to suggest. Swift regarded such thought as a dangerous endorsement of Thomas Hobbes' rad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for this reason Gulliver repeatedly encounters established societies rather than desolate 
islands. The captain who invites Gulliver to serve as a surgeon aboard his ship on the disastrous third 
voyage is named Robinson. 

Scholar Allan Bloom points out that Swift's critique of science (the experiments of Laputa) is the 
first such questioning by a modern liberal democrat of the effects and cost on a society which embraces 
and celebrates policies pursuing scientific progress. 

A possible reason for the book's classic status is that it can be seen as many things to many different 
people. Broadly, the book has three themes: 

A satirical view of the state of European government, and of petty differences between religions; 
An inquiry into whether men are inherently corrupt or whether they become corrupted; 
A restatement of the older "ancients versus moderns" controversy previously addressed by Swift in 

The Battle of the Books. 
In terms of storytelling and construction the parts follow a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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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uses of Gulliver's misadventures become more malignant as time goes on—he is first 
shipwrecked, then abandoned, then attacked by strangers, then attacked by his own crew. 

Gulliver's attitude hardens as the book progresses—he is genuinely surprised by the viciousness and 
politicking of the Lilliputians but finds the behaviour of the Yahoos in the fourth part reflective of the 
behaviour of people. 

Each part is the reverse of the preceding part—Gulliver is big/small/wise/ignorant, the countries are 
complex/simple/scientific/natural, and the forms of government are worse/better/worse/better than 
England's. 

Gulliver's viewpoint between parts is mirrored by that of his antagonists in the contrasting 
part—Gulliver sees the tiny Lilliputians as being vicious and unscrupulous, and then the king of 
Brobdingnag sees Europe in exactly the same light; Gulliver sees the Laputians as unreasonable, and his 
Houyhnhnm master sees humanity as equally so. 

No form of government is ideal—the simplistic Brobdingnagians enjoy public executions and have 
streets infested with beggars, the honest and upright Houyhnhnms who have no word for lying are happy 
to suppress the true nature of Gulliver as a Yahoo and are equally unconcerned about his reaction to being 
expelled. 

Specific individuals may be good even where the race is bad—Gulliver finds a friend in each of his 
travels and, despite Gulliver's rejection and horror toward all Yahoos, is treated very well by the 
Portuguese captain, Don Pedro, who returns him to England at the novel's end. 

Of equal interest is the character of Gulliver himself—he progresses from a cheery optimist at the 
start of the first part to the pompous misanthrope of the book's conclusion and we may well have to filt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 if we are to believe the final misanthrope wrote the whole work. In this 
sense Gulliver's Travels is a very modern and complex novel. There are subtle shifts throughout the book, 
such as when Gulliver begins to see all humans, not just those in Houyhnhnm-land, as Yahoos. 

Throughout, Gulliver is presented as being gullible; he believes what he is told, never perceives 
deeper meanings, is an honest man, and expects others to be honest. This makes for fun and irony; what 
Gulliver says can be trusted to be accurate, and he does not always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what he 
perceives. 

Also, although Gulliver is presented as a commonplace "everyman", lacking higher education, he 
possesses a remarkable natural gift for language. He quickly becomes fluent in the native tongue of any 
strange land in which he finds himself, a literary device that adds much understanding and humour to 
Swift's work. 

Despite the depth and subtlety of the book, it is often classified as a children's story because of the 
popularity of the Lilliput section (frequently bowdlerised) as a book for children. One can still buy books 
entitled Gulliver's Travels which contain only parts of the Lilliput voyage. 

4. Autobiography 
Notable 18th-century autobiographies in English include those of Edward Gibbon and Benjamin 

Franklin. Following the trend of Romanticism, which greatly emphasised the role and the nature of the 
individual, and in the footsteps of Jean-Jacques Rousseau's Confessions, a more intimate form of 
autobiography, exploring the subject's emotions, came into fashion. Stendhal's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 
of the 1830s, The Life of Henry Brulard and Memoirs of an Egotist, are both avowedly influenced by 
Rousseau. An English example is William Hazlitt's Liber Amoris (1823), a painful examination of the 
writer's love-life. 

With the rise of education, cheap newspapers and cheap printing, modern concepts of fame and 
celebrity began to develop, and the beneficiaries of this were not slow to cash in on this by produ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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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biographies. It became the expectation—rather than the exception—that those in the public eye 
should write about themselves—not only writers such as Charles Dickens (who also incorporated 
autobiographical elements in his novels) and Anthony Trollope, but also politicians (e.g. Henry Brooks 
Adams), philosophers (e.g. John Stuart Mill), churchmen such as Cardinal Newman, and entertainers such 
as P. T. Barnum. Increasingly, in accordance with romantic taste, these accounts also began to deal, 
amongst other topics, with aspects of childhood and upbringing—far removed from the principles of 
"Cellinian" autobiography. 

学习目标： 
1．了解 18世纪的英美小说。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 
作业： 
1. 阅读作品《汤姆·琼斯》。 
2. 阅读《格列佛游记》。 

知识单元 2：19th-century novels 
参考学时：14学时 
学习内容： 
1. Pride and Prejudice 
Pride and Prejudice is a novel of manners by Jane Austen, first published in 1813. The story follows 

the main character, Elizabeth Bennet, as she deals with issues of manners, upbringing, morality, education, 
and marriage in the society of the landed gentry of the British Regency. Elizabeth is the second of five 
daughters of a country gentleman, Mr. Bennet living in Longbourn. 

Page 2 of a letter from Jane Austen to her sister Cassandra (11 June 1799) in which she first 
mentions Pride and Prejudice, using its working title First Impressions. (NLA) 

Set in England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Pride and Prejudice tells the story of Mr and Mrs Bennet's 
five unmarried daughters after the rich and eligible Mr Bingley and his status-conscious friend, Mr Darcy, 
have moved into their neighbourhood. While Bingley takes an immediate liking to the eldest Bennet 
daughter, Jane, Darcy has difficulty adapting to local society and repeatedly clashes with the 
second-eldest Bennet daughter, Elizabeth. 

Pride and Prejudice retains a fascination for modern readers, continuing near the top of lists of "most 
loved books."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novels in English literature, selling over 20 million 
copies, and receives considerable attention from literary scholars. Modern interest in the book has resulted 
in a number of dramatic adaptations and an abundance of novels and stories imitating Austen's memorable 
characters or themes. 

Many critics take the novel's title as a starting point when analysing the major themes of Pride and 
Prejudice; however, Robert Fox cautions against reading too much into the title because commercial 
factors may have played a role in its selection. "After the success of Sense and Sensibility, nothing would 
have seemed more natural than to bring out another novel of the same author using again the formula of 
antithesis and alliteration for the title. It should be pointed out that the qualities of the title are not 
exclusively assigned to one or the other of the protagonists; both Elizabeth and Darcy display pride and 
prejudice." The title is very likely taken from a passage in Fanny Burney's popular 1782 novel Cecilia, a 
novel Austen is known to have admired. 

A major theme in much of Austen's work is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 and upbring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young people's character and morality. Social standing and wealth are not necessarily 
advantages in her world, and a further theme common to Austen's work is ineffectual parents. In Pride and 
Prejudice, the failure of Mr and Mrs Bennet as parents is blamed for Lydia's lack of moral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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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cy, on the other hand, has been taught to be principled and scrupulously honourable, but he is also 
proud and overbearing. Kitty, rescued from Lydia's bad influence and spending more time with her older 
sisters after they marry, is said to improve greatly in their superior society. 

2.Wuthering Heights 
Wuthering Heights is Emily Brontë's only novel. Written between October 1845 and June 1846, 

Wuthering Heights was published in 1847 under the pseudonym "Ellis Bell"; Brontë died the following 
year, aged 30. Wuthering Heights and Anne Brontë's Agnes Grey were accepted by publisher Thomas 
Newby before the success of their sister Charlotte's novel, Jane Eyre. After Emily's death, Charlotte edited 
the manuscript of Wuthering Heights, and arranged for the edited version to be published as a posthumous 
second edition in 1850. 

Although Wuthering Heights is now widely regarded as a classic of English literature, contemporary 
reviews for the novel were deeply polarised; it was considered controversial because its depiction of 
mental and physical cruelty was unusually stark, and it challenged strict Victorian ideals of the day, 
including religious hypocrisy, morality, social classes and gender inequality. The English poet and painter 
Dante Gabriel Rossetti referred to it as "A fiend of a book – an incredible monster ... The action is laid in 
hell, – only it seems places and people have English names the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Charlotte Brontë's Jane Eyre was considered the best of the 
Brontë sisters' works, but following later re-evaluation, critics began to argue that Wuthering Heights was 
superior. The book has inspired adaptations, including film, radio and television dramatisations, a musical 
by Bernard J. Taylor, a ballet, operas (by Bernard Herrmann, Carlisle Floyd, and Frédéric Chaslin), a 
role-playing game, and a 1978 song by Kate Bush. 

Emily Brontë lived an eccentric, closely guarded life. She was born in 1818, two years after 
Charlotte and a year and a half before her sister Anne, who also became an author. Her father worked as a 
church rector, and her aunt, who raised the Brontë children after their mother died, was deeply religious. 
Emily Brontë did not take to her aunt’s Christian fervor; the character of Joseph, a caricature of an 
evangelical, may have been inspired by her aunt’s religiosity. The Brontës lived in Haworth, a Yorkshire 
village in the midst of the moors. These wild, desolate expanses—later the setting of Wuthering 
Heights—made up the Brontës’ daily environment, and Emily lived among them her entire life. She died 
in 1848, at the age of thirty. As witnessed by their extraordinary literary accomplishments, the Brontë 
children were a highly creative group, writing stories, plays,  

and poems for their own amusement. Largely left to their own devices, the children created 
imaginary worlds in which to play. Yet the sisters knew that the outside world would not respond 
favorably to their creative expression; female authors were often treated less seriously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us the Brontë sisters thought it best to publish their adult works  

under assumed names. Charlotte wrote as Currer Bell, Emily as Ellis Bell, and Anne as Acton Bell. 
Their real identities remained secret until after Emily and Anne had died, when Charlotte at last revealed 
the truth of their novels’ authorship. 

Today, Wuthering Heights has a secure position in the canon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Emily Brontë is 
revered as one of the finest  writers—male or fema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ke Charlotte Brontë’s Jane Eyre,  
Wuthering Heights is based partly on the Gothic tradition of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a style of 

literature that featured supernatural encounters, crumbling ruins, moonless nights, and grotesque imagery, 
seeking to create effects of mystery and fear. But Wuthering Heights transcends its genre in its 
sophisticated  

observation and artistic subtlety. The novel has been studied, analyzed, dissected, and discussed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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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imaginable critical perspective, yet it remains unexhausted. And while the novel’s symbolism, 
themes, structure, and language may all spark fertile  

exploration, the bulk of its popularity may rest on its unforgettable characters. As a shattering 
presentation of the doomed love affair between the fiercely passionate Catherine and Heathcliff, it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haunting love stories in all of literature. 

3.Our Mutual Friend 
Our Mutual Friend (written in the years 1864–65) is the last novel completed by Charles Dickens and 

is one of his most sophisticated works, combining psychological insight with social analysis. It centres on, 
in the words of critic J. Hillis Miller, "money, money, money, and what money can make of life", but is 
also about human values. In the opening chapters a body is found in the Thames and identified as that of 
John Harmon, a young man recently returned to London to receive his inheritance. Were he alive, his 
father's will would require him to marry Bella Wilfer, a beautiful, mercenary girl whom he had never met. 
Instead, the money passes to the working-class Boffins, and the effects spread into various corners of 
London society. 

Having made his fortune from London's rubbish, a rich misanthropic miser dies – estranged from all 
except his faithful employees Mr and Mrs Boffin. By his will, his fortune goes to his estranged son John 
Harmon, who is to return from where he has settled abroad (putatively in South Africa, though this is 
never stated specifically) to claim it, on condition that he marries a woman he has never met, Miss Bella 
Wilf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ill is in the charge of the solicitor, Mortimer Lightwood, who has no 
other practice. 

Before the son and heir can claim his inheritance, he goes missing, presumed drowned, at the end of 
his journey back to London. A body is found in the Thames by Gaffer Hexam, a waterman who makes his 
living by retrieving corpses and robbing them of valuables before rendering them to the authorities. Papers 
in the pockets of the drowned man identify him as the heir, John Harmon. Present at the identification is a 
mysterious young man, who gives his name as Julius Handford and then disappears. 

By the terms of the miser's will, the whole estate then devolves upon Mr and Mrs Boffin, naïve and 
good-hearted people who wish to enjoy it for themselves and to share it with others. They take the 
disappointed bride of the drowned heir, Miss Wilfer, into their household, and treat her as their pampered 
child and heiress. They also accept an offer from Julius Handford, now going under the name of John 
Rokesmith, to serve as their confidential secretary and man of business, at no salary. Rokesmith uses this 
position to watch and learn everything about the Boffins, Miss Wilfer, and the aftershock of the drowning 
of the heir John Harmon. Mr Boffin engages a one-legged ballad-seller, Silas Wegg, to read aloud to him 
in the evenings, and Wegg tries to take advantage of his position and of Mr Boffin's good heart to obtain 
other advantages from the wealthy dustman. Having persuaded Mr Boffin to move to a larger house, he 
himself takes possession of their former home, in the yard of which stand several mounds of "dust" 
remaining from Mr Harmon's business; Wegg hopes to find hidden treasure there. 

Gaffer Hexam, who found the body, is accused of murdering John Harmon by a fellow-waterman, 
Roger "Rogue" Riderhood, who is bitter at having been cast off as Hexam's partner on the river and who 
covets the large reward offered in relation to the murder. As a result of the accusation, Hexam is shunned 
by his fellows on the river, and excluded from The Six Jolly Fellowship-Porters, the public house they 
frequent. Hexam's young son, the clever but priggish Charley Hexam, leaves his father's house to better 
himself at school, and to train to be a schoolmaster, encouraged by his sister, the beautiful Lizzie Hexam. 
Meanwhile, Lizzie stays with her father, to whom she is devoted. 

Before Riderhood can claim the reward for his false allegation against Hexam, Hexam is found 
drowned himself. Lizzie Hexam becomes the lodger of a doll's dressmaker, a disabled teenager nickna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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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y Wren". Jenny's alcoholic father lives with them, and is treated by Jenny as a child. Lizzie has 
caught the eye of the work-shy barrister, Eugene Wrayburn, who noticed her when accompanying his 
friend, the Harmon solicitor Mortimer Lightwood, to question Gaffer Hexam. Wrayburn falls in love with 
her. However, he soon gains a violent rival in Bradley Headstone, the schoolmaster of Charley Hexam. 
Charley wants his sister to be under obligation to no one but him, and tries to arrange lessons for her with 
Headstone, only to find that Wrayburn has already engaged a teacher for both Lizzie and Jenny. 
Headstone quickly becomes enamoured with Lizzie, and makes an unsuccessful proposal. Angered by 
Wrayburn's dismissive attitude towards him, Headstone comes to see him as the source of all his 
misfortunes, and takes to following him around the streets of London at night. Lizzie, fearing a violent 
quarrel between them, and unsure of Wrayburn's intentions toward her (Wrayburn admits to Lightwood 
that he himself doesn't know either), flees both men, getting work up-river outside London. 

Mr and Mrs Boffin attempt to adopt a young orphan, previously in the care of his great-grandmother, 
Betty Higden, but the boy dies before the adoption can proceed. Mrs Higden minds children for a living, 
assisted by the gangling foundling known as Sloppy. She has a terror of the workhouse. When Lizzie 
Hexam finds Mrs Higden dying, she meets the Boffins and Bella Wilfer. In the meantime Eugene 
Wrayburn has obtained information about Lizzie's whereabouts from Jenny's father and has tracked the 
object of his affections. Bradley Headstone attempts to enlist the help of Riderhood, now working as a 
lock-keeper, to find Lizzie. After following Wrayburn up river and seeing him with Lizzie, Headstone 
attacks Wrayburn and leaves him for dead. Lizzie finds him in the river and rescues him. Wrayburn, 
thinking he will die anyway, marries Lizzie to save her reputation. When he survives, he is glad that this 
has brought him into a loving marriage, albeit with a social inferior. He had not cared about the social gulf 
between them but Lizzie had and would not otherwise have married him. 

Rokesmith has clearly fallen in love with Bella Wilfer but she cannot bear to accept him, having 
insisted that she will marry only for money. Mr Boffin appears to be corrupted by his wealth and becomes 
a miser. He also begins to treat his secretary Rokesmith with contempt and cruelty. This arouses the 
sympathy of Bella Wilfer, and she stands up for Rokesmith when Mr Boffin dismisses him for aspiring to 
marry her. They marry and live happily, in relatively poor circumstances. Bella soon conceives. 

Meanwhile, Bradley Headstone has tried to put the blame for his assault on Wrayburn onto Rogue 
Riderhood, by dressing in similar clothes when doing the deed. Riderhood realises this and attempts to 
blackmail Headstone. Headstone, overcome with the hopelessness of his situation, especially after 
discovering that Wrayburn has survived and has married Lizzie, is seized with a self-destructive urge and 
flings himself into the lock, pulling Riderhood with him so that both are drowned. 

The one-legged parasite Silas Wegg has, with help from Mr Venus, an "articulator of bones", 
searched the mounds of dust and discovered a will subsequent to the one which has given the Boffins the 
whole of the Harmon estate. By the later will, the estate goes to the Crown. Wegg decides to blackmail 
Boffin with this will, but Venus has second thoughts and reveals all to Boffin.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clear to the reader that John Rokesmith is the missing heir, John Harmon. He 
had been robbed of his clothes and possessions by the man later found drowned and mis-identified as him. 
Rokesmith/Harmon has been maintaining his alias to find out more about Bella Wilfer before committing 
himself to marry her as required by the terms of his father's will. Now that she has married him, believing 
him to be poor, he can throw off his disguise. He does so and it is revealed that Mr Boffin's apparent 
miserliness and ill-treatment of his secretary was part of a scheme to test Bella's motives and affections. 

When Wegg attempts to clinch his blackmail on the basis of the later will disinheriting Boffin, Boffin 
turns the tables by revealing a still later will by which the fortune is granted to Boffin even at young John 
Harmon's expense. The Boffins are determined to make John Harmon and his bride Bella Wilfer their 



7825 

heirs anyway so all ends well, except for the villain Wegg, who is carted away by Sloppy. Sloppy himself 
becomes friendly with Jenny Wren, whose father has died. 

A sub-plot involves the activities of the devious Mr and Mrs Lammle, a couple who have married 
one another for money, only to discover that neither of them has any. They attempt to obtain financial 
advantage by pairing off their acquaintance, Fledgeby, first with the heiress Georgiana Podsnap and later 
with Bella Wilfer. Fledgeby is an extortioner and money-lender, who uses the kindly old Jew, Riah, as his 
cover, temporarily causing Riah to fall out with his friend and protégée Jenny Wren. Eventually, all 
attempts at improving their financial situation having failed, the Lammles leave England, Mr Lammle 
having first administered a sound beating to Fledgeby. 

4. The Scarlet Letter 
The Scarlet Letter: A Romance is an 1850 work of fiction in a historical setting, written by Nathaniel 

Hawthorne, and is considered to be his magnum opus. Set in 17th-century Puritan Boston, Massachusetts, 
during the years 1642 to 1649, it tells the story of Hester Prynne, who conceives a daughter through an 
affair and struggles to create a new life of repentance and dignity. Throughout the book, Hawthorne 
explores themes of legalism, sin, and guilt. 

In June 1642, in the Puritan town of Boston, a crowd gathers to witness the punishment of Hester 
Prynne, a young woman found guilty of adultery. She is required to wear a scarlet "A" ("A" standing for 
adulteress) on her dress to shame her. She must stand on the scaffold for three hours, to be exposed to 
public humiliation. As Hester approaches the scaffold, many of the women in the crowd are angered by 
her beauty and quiet dignity. When demanded and cajoled to name the father of her child, Hester refuses. 

As Hester looks out over the crowd, she notices a small, misshapen man and recognizes him as her 
long-lost husband, who has been presumed lost at sea. When the husband sees Hester's shame, he asks a 
man in the crowd about her and is told the story of his wife's adultery. He angrily exclaims that the child's 
father, the partner in the adulterous act, should also be punished and vows to find the man. He chooses a 
new name – Roger Chillingworth – to aid him in his plan. 

Reverend John Wilson and the minister of Hester's church, Arthur Dimmesdale, question the woman, 
but she refuses to name her lover. After she returns to her prison cell, the jailer brings in Roger 
Chillingworth, a physician, to calm Hester and her child with his roots and herbs. He and Hester have an 
open conversation regarding their marriage and the fact that they were both in the wrong. Her lover, 
however, is another matter and he demands to know who it is; Hester refuses to divulge such information. 
He accepts this, stating that he will find out anyway, and forces her to hide that he is her husband. If she 
ever reveals him, he warns her, he will destroy the child's father. Hester agrees to Chillingworth's terms 
although she suspects she will regret it. 

Following her release from prison, Hester settles in a cottage at the edge of town and earns a meager 
living with her needlework. She lives a quiet, somber life with her daughter, Pearl. She is troubled by her 
daughter's unusual fascination by Hester's scarlet "A". As she grows older, Pearl becomes capricious and 
unruly. Her conduct starts rumors, and, not surprisingly, the church members suggest Pearl be taken away 
from Hester. 

Hester, hearing rumors that she may lose Pearl, goes to speak to Governor Bellingham. With him are 
Reverends Wilson and Dimmesdale. Hester appeals to Reverend Dimmesdale in desperation, and the 
minister persuades the governor to let Pearl remain in Hester's care. 

Because Dimmesdale's health has begun to fail, the townspeople are happy to have Chillingworth, a 
newly arrived physician, take up lodgings with their beloved minister. Being in such close contact with 
Dimmesdale, Chillingworth begins to suspect that the minister's illness is the result of some unconfessed 
guilt. He applies psychological pressure to the minister because he suspects Dimmesdale to be Pear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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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her. One evening, pulling the sleeping Dimmesdale's vestment aside, Chillingworth sees a symbol that 
represents his shame on the minister's pale chest. 

Tormented by his guilty conscience, Dimmesdale goes to the square where Hester was punished 
years earlier. Climbing the scaffold, he admits his guilt to them but cannot find the courage to do so 
publicly. Hester, shocked by Dimmesdale's deterioration, decides to obtain a release from her vow of 
silence to her husband. 

Several days later, Hester meets Dimmesdale in the forest and tells him of her husband and his desire 
for revenge. She convinces Dimmesdale to leave Boston in secret on a ship to Europe where they can start 
life anew. Renewed by this plan, the minister seems to gain new energy. On Election Day, Dimmesdale 
gives what is declared to be one of his most inspired sermons. But as the procession leaves the church, 
Dimmesdale climbs upon the scaffold and confesses his sin, dying in Hester's arms. Later, most witnesses 
swear that they saw a stigma in the form of a scarlet "A" upon his chest, although some deny this 
statement. Chillingworth, losing his will for revenge, dies shortly thereafter and leaves Pearl a substantial 
inheritance. 

After several years, Hester returns to her cottage and resumes wearing the scarlet letter. When she 
dies, she is buried near the grave of Dimmesdale, and they share a simple slate tombstone engraved with 
an escutcheon described as: "On a field, sable. The letter A, gules". 

5. Moby Dick 
The Moby-Dick; or, The Whale (1851) is a novel by Herman Melville considered an outstanding 

work of Romanticism and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A sailor called Ishmael narrates the obsessive quest 
of Ahab, captain of the whaler Pequod, for revenge on Moby Dick, a white whale which on a previous 
voyage destroyed Ahab's ship and severed his leg at the knee. Although the novel was a commercial 
failure and out of print at the time of the author's death in 1891, its reputation as a Great American Novel 
grew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William Faulkner confessed he wished he had written it himself, and D. H. 
Lawrence called it "one of the strangest and most wonderful books in the world", and "the greatest book 
of the sea ever written". "Call me Ishmael" is one of world literature's most famous opening sentences. 

The product of a year and a half of writing, the book is dedicated to Nathaniel Hawthorne, "in token 
of my admiration for his genius", and draws on Melville's experience at sea, on his reading in whaling 
literature, and on literary inspirations such as Shakespeare and the Bible. The detailed and realistic 
descriptions of whale hunting and of extracting whale oil, as well as life aboard ship among a culturally 
diverse crew, are mixed with exploration of class and social status, good and evil, and the existence of 
God. In addition to narrative prose, Melville uses styles and literary devices ranging from songs, poetry 
and catalogs to Shakespearean stage directions, soliloquies and asides. 

One of the early critics of the Melville Revival, British author E.M. Forster, remarked in 1927: 
"Moby-Dick is full of meanings: its meaning is a different problem." Yet he saw as "the essential" in the 
book "its prophetic song," which flows "like an undercurrent" beneath the surface action and morality. 

Editors Bryant and Springer suggest perception is a central theme, the difficulty of seeing and 
understanding, which makes deep reality hard to discover and truth hard to pin down. Ahab explains that, 
like all things, the evil whale wears a disguise: "All visible objects, man, are but pasteboard masks" — 
and Ahab is determined to "strike through the mask! How can the prisoner reach outside, except by 
thrusting through the wall? To me, the white whale is that wall" (Ch. 36, "The Quarter-Deck"). This 
theme pervades the novel, perhaps never so emphatically as in "The Doubloon" (Ch. 99), where each 
crewmember perceives the coin in a way shaped by his own personality. Later, the American edition has 
Ahab "discover no sign" (Ch. 133) of the whale when he is staring into the deep. In fact, Moby Dick is 
then swimming up at him. In the British edition, Melville changed the word "discover" to "perceiv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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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good reason, for "discovery" means finding what is already there, but "perceiving," or better still, 
perception is "a matter of shaping what exists by the way in which we see it."The point is not that Ahab 
would discover the whale as an object, but that he would perceive it as a symbol of his making. 

Melville biographer Delbanco cites race as an example of this search for truth beneath surface 
differences. All races are represented among the crew members of the Pequod. Although Ishmael initially 
is afraid of Queequeg as a tattooed cannibal, he soon decides "Better sleep with a sober cannibal than a 
drunken Christian." While it may be rare for a mid-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book to feature black 
characters in a non-slavery context, slavery is frequently mentioned. The theme of race is primarily 
carried by Pip, the diminutive black cabin boy. When Pip has almost drowned, Ahab, genuinely touched 
by Pip's suffering, questions him gently, Pip "can only parrot the language of an advertisement for the 
return of a fugitive slave: 'Pip! Reward for Pip!'". 

Yet Melville does not offer easy solutions. Ishmael and Queequeg's sensual friendship initiates a kind 
of racial harmony that is shattered when the crew's dancing erupts into racial conflict in "Midnight, 
Forecastle" (Ch. 40). Fifty chapters later, Pip suffers mental disintegration after he is reminded that as a 
slave he would be worth less money than a whale. Commodified and brutalized, "Pip becomes the ship's 
conscience." His views of property are another example of wrestling with moral choice. In Chapter 89, 
Ishamel expounds the concept of the fast-fish and the loose-fish, which gives right of ownership to those 
who take possession of an abandoned fish or ship, and observes that the British Empire took possession of 
native American lands in colonial times in just the way that whalers take possession of an unclaimed 
whale. 

6. Uncle Tom’s Cabin 
Uncle Tom's Cabin, or, Life Among the Lowly, is an anti-slavery novel by American author Harriet 

Beecher Stowe. Published in 1852, the novel "helped lay the groundwork for the Civil War", according to 
Will Kaufman. 

Stowe, a Connecticut-born teacher at the Hartford Female Seminary and an active abolitionist, 
featured the character of Uncle Tom, a long-suffering black slave around whom the stories of other 
characters revolve. The sentimental novel depicts the reality of slavery while also asserting that Christian 
love can overcome something as destructive as enslavement of fellow human beings. 

Uncle Tom's Cabin was the best-selling novel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second best-selling book of 
that century, following the Bible. It is credited with helping fuel the abolitionist cause in the 1850s. In the 
first year after it was published, 300,000 copies of the book were sold in the United States; one million 
copies in Great Britain. In 1855, three years after it was published, it was called "the most popular novel 
of our day." The impact attributed to the book is great, reinforced by a story that when Abraham Lincoln 
met Stowe at the start of the Civil War, Lincoln declared, "So this is the little lady who started this great 
war." The quote is apocryphal; it did not appear in print until 1896, and it has been argued that "The 
long-term durability of Lincoln's greeting as an anecdote in literary studies and Stowe scholarship can 
perhaps be explained in part by the desire among many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 to affirm the role of 
literature as an agent of social change." 

The book and the plays it inspired helped popularize a number of stereotypes about black people. 
These include the affectionate, dark-skinned "mammy"; the "pickaninny" stereotype of black children; 
and the "Uncle Tom", or dutiful, long-suffering servant faithful to his white master or mistress. In recent 
years, the negative associations with Uncle Tom's Cabin have, to an extent, overshadowed the historical 
impact of the book as a "vital antislavery tool." 

学习目标： 
1．了解 19世纪的英美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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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培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作业： 
1.阅读《傲慢与偏见》。 
2.阅读《白鲸》。 

知识单元 3：20th century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 Jude the Obscure 
The novel tells the story of Jude Fawley, who lives in a village in southern England (part of Thomas 

Hardy's fictional Wessex), who yearns to be a scholar at "Christminster", a city modelled on Oxford. As a 
youth, Jude teaches himself Classical Greek and Latin in his spare time, while working first in his 
great-aunt's bakery, with the hope of entering university. But before he can try to do this the naïve Jude is 
seduced by Arabella Donn, a rather coarse and superficial local girl who traps him into marriage by 
pretending to be pregnant. The marriage is a failure, and they separate by mutual agreement, and Arabella 
later emigrates to Australia, where she enters into a bigamous marriage. By this time, Jude has abandoned 
his classical studies. 

After Arabella leaves him, Jude moves to Christminster and supports himself as a mason while 
studying alone, hoping to be able to enter the university later. There, he meets and falls in love with his 
free-spirited cousin, Sue Bridehead. But, shortly after this, Jude introduces Sue to his former 
schoolteacher, Mr. Phillotson, whom she eventually marries. However, she soon regrets this, because in 
addition to being in love with Jude, she is physically disgusted by her husband, and, apparently, by sex in 
general. Sue soon leaves Phillotson for Jude. Because of the scandal Phillotson has to give up his career as 
a schoolmaster. 

Sue and Jude spend some time living together without any sexual relationship, because of Sue's 
dislike both of sex and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Soon after, Arabella reappears and this complicates 
matters. But Arabella and Jude divorce and she legally marries her bigamous husband, and Sue also is 
divorced. However, following this, Arabella reveals that she had a child of Jude's, eight months after they 
separated, and subsequently sends this child to his father. He is named Jude and nicknamed "Little Father 
Time" because of his intense seriousness and moroseness. 

Jude eventually convinces Sue to sleep with him and, over the years, they have two children together. 
But Jude and Sue are socially ostracised for living together unmarried, especially after the children are 
born. Jude's employers dismiss him because of the illicit relationship, and the family is forced into a 
nomadic lifestyle, moving from town to town across Wessex seeking employment and housing before 
eventually returning to Christminster. Their socially-troubled boy, "Little Father Time", comes to believe 
that he and his half-siblings are the source of the family's woes. The morning after their arrival in 
Christminster, he murders Sue's two children and commits suicide by hanging. He leaves behind a note 
that simply reads, "Done because we are too menny." Shortly thereafter, Sue has a miscarriage. 

Beside herself with grief and blaming herself for "Little Father Time"'s actions, Sue turns to the 
church that she has rebelled against and comes to believe that the children's deaths were divine retribution 
for her relationship with Jude. Although horrified at the thought of resuming her marriage with Phillotson, 
she becomes convinced that, for religious reasons, she should never have left him. Arabella discovers 
Sue's feelings and informs Phillotson, who soon proposes they remarry. This results in Sue leaving Jude 
once again for Phillotson. Jude is devastated and remarries Arabella after she plies him with alcohol to 
once again trick him into marriage. 

After one final, desperate visit to Sue in freezing weather, Jude becomes seriously ill and dies wi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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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year. It is revealed that Sue has grown "staid and worn" with Phillotson. Arabella fails to mourn Jude's 
passing, instead setting the stage to ensnare her next suitor. 

The events of Jude the Obscure occur over a 19-year period, but no dates are specifically given in the 
novel.[note 1] Aged 11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ovel, by the time of his death, Jude seems much older 
than his thirty years, for he has experienced so much disappointment and grief in his total life experience. 
It would seem that his burdens exceeded his sheer ability to survive, much less to triumph. 

2. A Room with a View 
The first part of the novel is set in Florence, Italy, and describes a young English woman's first visit 

to Florence, at a time when upper middle class English women were starting to lead independent, 
adventurous lives. Lucy Honeychurch is touring Italy with her overbearing older cousin and chaperone, 
Charlotte Bartlett, and the novel opens with their complaints about the hotel, "The Pension Bertolini." 
Their primary concern is that although rooms with a view of the River Arno have been promised for each 
of them, their rooms instead look over a courtyard. A Mr. Emerson interrupts their "peevish wrangling," 
offering to swap rooms as he and his son, George Emerson, look over the Arno. This behaviour causes 
Miss Bartlett some consternation, as it appears impolite. Without letting Lucy speak, Miss Bartlett refuses 
the offer, looking down on the Emersons because of their unconventional behaviour and thinking it would 
place her under an "unseemly obligation" towards them. However, another guest at the pension, an 
Anglican clergyman named Mr. Beebe, persuades the pair to accept the offer, assuring Miss Bartlett that 
Mr. Emerson only meant to be kind. 

The next day, Lucy embarks on a tour of Florence with another guest, Miss Eleanor Lavish, a 
novelist who shows Lucy the back streets of Florence, takes her Baedeker guidebook and subsequently 
loses her in Santa Croce, where Lucy meets the Emersons again. Although their manners are awkward and 
they are deemed socially unacceptable by the other guests, Lucy likes them and continues to run into them 
in Florence. One afternoon Lucy witnesses a murder in Florence. George Emerson happens to be nearby 
and catches her when she faints. Lucy asks George to retrieve some photographs of hers that happen to be 
near the murder site. George, out of confusion, throws her photographs into the river because they were 
spotted with blood. Lucy observes how boyish George is. As they stop to look over the River Arno before 
making their way back to the hotel, they have an intimate conversation. After this, Lucy decides to avoid 
George, partly because she is confused by her feelings and partly to keep her cousin happy—Miss Bartlett 
is wary of the eccentric Emersons, particularly after a comment made by another clergyman, Mr. Eager, 
that Mr. Emerson "murdered his wife in the sight of God." Later on in the week, a party made up of Beebe, 
Eager, the Emersons, Miss Lavish, Miss Bartlett and Lucy Honeychurch make their way to Fiesole, in 
carriages driven by Italians. The driver is permitted to invite a woman he claims is his sister onto the box 
of the carriage, and when he kisses her, Mr. Eager promptly forces the lady to get off the carriage box. Mr. 
Emerson remarks how it is defeat rather than victory to part two people in love. In the fields, Lucy 
searches for Mr. Beebe, and asks in poor Italian for the driver to show her the way. Misunderstanding, he 
leads her to a field where George stands. George is overcome by Lucy's beauty among a field of violets 
and kisses her, but they are interrupted by Lucy's cousin, who is outraged. Lucy promises Miss Bartlett 
that she will not tell her mother of the "insult" George has paid her because Miss Bartlett fears she will be 
blamed. The two women leave for Rome the next day before Lucy is able to say goodbye to George. 

In Rome, Lucy spends time with Cecil Vyse, whom she knew in England. Cecil proposes to Lucy 
twice in Italy; she rejects him both times. As Part Two begins, Lucy has returned to Surrey, England to 
her family home, Windy Corner. Cecil proposes yet again at Windy Corner, and this time she accepts. 
Cecil is a sophisticated and "superior" Londoner who is desirable in terms of rank and class, even though 
he despises country society; he is also somewhat of a comic figure in the novel, as he gives himself 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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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s quite pretentious. 
The vicar, Mr. Beebe, announces that new tenants have leased a local cottage; the new arrivals turn 

out to be the Emersons, who have been told of the available cottage at a chance meeting with Cecil; the 
young man brought them to the village as a comeuppance to the cottage's landlord, whom Cecil thinks to 
be a snob. Fate takes an ironic turn as Lucy's brother, Freddy, meets George and invites him to bathe in a 
nearby pond. Freddy, George and Mr Beebe go to the pond, in the woods, take off their clothes and swim. 
They enjoy themselves so much they end up running around the pond and through the bushes, until Lucy, 
her mother, and Cecil arrive, having taken a short-cut through the woods. Freddy later invites George to 
play tennis at Windy Corner. Although Lucy is initially mortified at the thought of facing both George 
and Cecil (who is also visiting Windy Corner that Sunday), she resolves to be gracious. Cecil annoys 
everyone by reading aloud from a light romance novel that contains a scene suspiciously reminiscent of 
when George kissed Lucy in Florence. George catches Lucy alone in the garden and kisses her again. 
Lucy realises that the novel is by Miss Lavish (the writer-acquaintance from Florence) and that Charlotte 
must thus have told her about the kiss. 

Furious with Charlotte for betraying her secret, Lucy forces her cousin to watch as she tells George 
to leave and never return. George argues with her, saying that Cecil only sees her as an "object for the 
shelf" and will never love her enough to grant her independence, while George loves her for who she is. 
Lucy is moved but remains firm. Later that evening, after Cecil again rudely declines to play tennis, Lucy 
sours on Cecil and immediately breaks off her engagement. She decides to flee to Greece with 
acquaintances from her trip to Florence, but shortly before her departure she accidentally encounters Mr. 
Emerson senior. He is not aware that Lucy has broken her engagement with Cecil, and Lucy cannot lie to 
the old man. Mr. Emerson forces Lucy to admit out loud that she has been in love with his son George all 
along. 

The novel ends in Florence, in melodramatic fashion, where George and Lucy have eloped without 
her mother's consent. Although Lucy "had alienated Windy Corner, perhaps for ever," the story ends with 
the promise of lifelong love for both her and George. 

The main themes of this novel include the empowerment of a young Edwardian girl, sensual 
awakening,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religion, growing up and true love. It is written in the third person 
omniscient, though particular passages are often seen "through the eyes" of a specific character. 

A Room with a View is Forster's most romantic and optimistic book. He utilises many of his 
trademark techniques, including contrasts between "dynamic" and "static" characters. "Dynamic" 
characters are those whose ideas and inner-self develop or change in the plot, whereas "static" characters 
remain constant. 

Published in 1908, the novel touches upon many issues surrounding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early 20th 
century Edwardian culture. Forster differentiates between conservative and radical thinking, illustrated in 
part by his contrasts between Medieval (Mr. Beebe, Miss Bartlett, Cecil Vyse) and Renaissance characters 
(Lucy, the Emersons). 

Lucy personifies the young and impressionable generation emerging during that era, during which 
women's suffrage would gain strong ground. Forster, manifesting his own hopes for society, ends the 
book with Lucy having chosen her own path—a free life with the man she loves. The novel could even be 
called a Bildungsroman, as it follow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tagonist. 

Binary opposites are played throughout the novel, and often there are mentions of "rooms" and 
"views". Characters and places associated with "rooms" are, more often than not, conservative and 
uncreative – Mrs Honeychurch is often pictured in a room, as is Cecil. Characters like Freddy and the 
Emersons, on the other hand, are often described as being "outside" — representing their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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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ward-thinking and modern character types. There is also a constant theme of Light and Dark, where on 
many occasions, Cecil himself states how Lucy represents light, but Forster responds by stating how Cecil 
is the Dark as they bathe naked in the Honeychurches' pond, alluding to the fact that they can never be 
together, and that she really belongs with George. Interestingly, the name Lucy means "light", while the 
name Cecil means "blind", i.e. one who is "in the dark". 

Forster also contrasts the symbolic differences between Italy and England. He idealised Italy as a 
place of freedom and sexual expression. Italy promised raw, natural passion that inspired many Britons at 
the time who wished to escape the constrictions of English society. While Lucy is in Italy her views of the 
world change dramatically, and scenes such as the murder in the piazza open her eyes to a world beyond 
her "protected life in Windy Corner". 

3. Mrs Dalloway 
Clarissa Dalloway goes around London in the morning, getting ready to host a party that evening. 

The nice day reminds her of her youth spent in the countryside in Bourton and makes her wonder about 
her choice of husband; she married the reliable Richard Dalloway instead of the enigmatic and demanding 
Peter Walsh, and she "had not the option" to be with Sally Seton. Peter reintroduces these conflicts by 
paying a visit that morning. 

Septimus Warren Smith, a First World War veteran suffering from deferred traumatic stress, spends 
his day in the park with his Italian-born wife Lucrezia, where Peter Walsh observes them. Septimus is 
visited by frequent and indecipherable hallucinations, mostly concerning his dear friend Evans who died 
in the war. Later that day, after he is prescribed involuntary commitment to a psychiatric hospital, he 
commits suicide by jumping out of a window. 

Clarissa's party in the evening is a slow success. It is attended by most of the characters she has met 
in the book, including people from her past. She hears about Septimus' suicide at the party and gradually 
comes to admire this stranger's act, which she considers an effort to preserve the purity of his happiness. 

The novel has two main narrative lines involving two separate characters (Clarissa Dalloway and 
Septimus Smith); within each narrative there is a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 in the past that the main 
characters keep returning to in their minds. For Clarissa, the "continuous present" (Gertrude Stein's phrase) 
of her charmed youth at Bourton keeps intruding into her thoughts on this day in London. For Septimus, 
the "continuous present" of his time as a soldier during the "Great War" keeps intruding, especially in the 
form of Evans, his fallen comrade. 

Time plays an integral role in the theme of faith and doubt in Mrs. Dalloway. The overwhelming 
presence of the passing of time and the impending fate of death for each of the characters is felt 
throughout the novel. As Big Ben arches over the city of London and rings for each half hour, characters 
can’t help but stop and notice the loss of life to time in regular intervals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ory. Experiencing the vicious war, the notion of death constantly floats in Septimus’ mind as he 
continues to see his friend Evans talking of such things. A constant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from the 
characters, especially Clarissa, can serve as a distraction from this passing of time and ultimate march 
towards death but each character has a constant reminder of the inevitability of these facts. However 
evident time and death may be throughout the novel, only a day passes over the course of the entire story, 
not nearly enough to be worried about death that much. Each individual moment in a character’s life then 
is assumed to be as important as heroic journeys and other epics which also push the boundaries of death. 

Constant connections to memories and overarching ideas made by simple things passing through the 
character’s mind also demonstrate the meaning in every detail and the appreciation that can be drawn as a 
result. Clarissa even feels that her job (by throwing her parties) is to offer “the gift” of connections to the 
inhabitants of London. Here in lies Woolf’s underlying message. Woolf’s writing style cross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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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ndaries of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emphasising her idea of time as a constant flow, connected only 
by some force (or divinity) within each person. There lies an evident contrast between the constant 
passing of time signalled by Big Ben and the random crossing of time in Woolf’s writing. Although it 
seems random, it only demonstrates the infinite amount of possibilities that the world can offer once 
connected by the individuality of each person inside. 

4. Sister Carrie 
Dissatisfied with life in her rural Wisconsin home, 18-year-old Caroline "Sister Carrie" Meeber takes 

the train to Chicago, where her older sister Minnie, and Minnie's husband, Sven Hanson, have agreed to 
take her in. On the train, Carrie meets Charles Drouet, a traveling salesman, who is attracted to her 
because of her simple beauty and unspoiled manner. They exchange contact information, but upon 
discovering the "steady round of toil" and somber atmosphere at her sister's flat, she writes to Drouet and 
discourages him from calling on her there. 

Carrie soon embarks on a quest for work to pay rent to her sister and her husband, and takes a job 
running a machine in a shoe factory. Before long, however, she is shocked by the coarse manners of both 
the male and female factory workers, and the physical demands of the job, as well as the squalid factory 
conditions, begin to take their toll. She also senses Minnie and Sven's disapproval of her interest in 
Chicago's recreational opportunities, particularly the theatre. One day, after an illness that costs her job, 
she encounters Drouet on a downtown street. Once again taken by her beauty, and moved by her poverty, 
he encourages her to dine with him, where, over sirloin and asparagus, he persuades her to leave her sister 
and move in with him. To press his case, he slips Carrie two ten dollar bills, opening a vista of material 
possibilities to her. The next day, he rebuffs her feeble attempts to return the money, taking her shopping 
at a Chicago department store and securing a jacket she covets and some shoes. That night, she writes a 
good-bye note to Minnie and moves in with Drouet. 

Drouet installs her in a much larger apartment, and their relationship intensifies as Minnie dreams 
about her sister's fall from innocence. She acquires a sophisticated wardrobe and, through his offhand 
comments about attractive women, sheds her provincial mannerisms, even as she struggles with the moral 
implications of being a kept woman. By the time Drouet introduces Carrie to George Hurstwood, the 
manager of Fitzgerald and Moy's – a respectable bar that Drouet describes as a "way-up, swell place" – 
her material appearance has improved considerably. Hurstwood, unhappy with and distant from his 
social-climbing wife and children, instantly becomes infatuated with Carrie’s youth and beauty, and 
before long they start an affair, communicating and meeting secretly in the expanding, anonymous city. 

One night, Drouet casually agrees to find an actress to play a key role in an amateur theatrical 
presentation of Augustin Daly’s melodrama, “Under the Gaslight,” for his local chapter of the Elks. Upon 
returning home to Carrie, he encourages her to take the part of the heroine. Unknown to Drouet, Carrie 
long has harbored theatrical ambitions and has a natural aptitude for imitation and expressing pathos. The 
night of the production – which Hurstwood attends at Drouet’s invitation – both men are moved to even 
greater displays of affection by Carrie’s stunning performance. 

The next day, the affair is uncovered: Drouet discovers he has been cuckolded, Carrie learns that 
Hurstwood is married, and Hurstwood’s wife, Julia, learns from acquaintances that Hurstwood has been 
out driving with another woman and deliberately excluded her from the Elks theatre night. After a night of 
drinking, and despairing at his wife’s financial demands and Carrie’s rejection, Hurstwood stumbles upon 
a large amount of cash in the unlocked safe in Fitzgerald and Moy's offices. In a moment of poor 
judgment, he succumbs to the temptation to embezzle a large sum of money. Inventing a false pretext of 
Drouet’s sudden illness, he lures Carrie onto a train and escapes with her to Canada. Once they arrive in 
Montreal, Hurstwood’s guilty conscience – and a private eye – induce him to return most of the sto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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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ds, but he realizes that he cannot return to Chicago. Hurstwood mollifies Carrie by agreeing to marry 
her, and the couple move to New York City. 

In New York, Hurstwood and Carrie rent a flat where they live as George and Carrie Wheeler. 
Hurstwood buys a minority interest in a saloon and, at first, is able to provide Carrie with a satisfactory – 
if not lavish – standard of living. The couple grow distant, however, as Hurstwood abandons any pretense 
of fine manners toward Carrie, and she realizes that Hurstwood no longer is the suave, powerful manager 
of his Chicago days. Carrie’s dissatisfaction only increases when she meets Robert Ames, a bright young 
scholar from Indiana and her neighbor’s cousin, who introduces her to the idea that great art, rather than 
showy materialism, is worthy of admiration. 

After only a few years, the saloon’s landlord sells the property and Hurstwood’s business partner 
expresses his intent to terminate the partnership. Too arrogant to accept most of the job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to him, Hurstwood soon discovers that his savings are running out and urges Carrie to 
economize, which she finds humiliating and distasteful. As Hurstwood lounges about, overwhelmed by 
apathy and foolishly gambling away most of his savings, Carrie turns to New York’s theatres for 
employment and becomes a chorus girl. Once again, her aptitude for theatre serves her well, and, as the 
rapidly aging Hurstwood declines into obscurity, Carrie begins to rise from chorus girl to small speaking 
roles, and establishes a friendship with another chorus girl, Lola Osborne, who begins to urge Carrie to 
move in with her. In a final attempt to prove himself useful, Hurstwood becomes a scab, driving a 
Brooklyn streetcar during a streetcar operator’s strike. His ill-fated venture, which lasts only two days, 
prompts Carrie to leave him; in her farewell note, she encloses twenty dollars. 

Hurstwood ultimately joins the homeless of New York, taking odd jobs, falling ill with pneumonia, 
and finally becoming a beggar. Reduced to standing in line for bread and charity, he commits suicide in a 
flophouse. Meanwhile, Carrie achieves stardom, but finds that money and fame do not satisfy her longings 
or bring her happiness and that nothing will. 

5. The Call of the Wild 
The story opens with Buck, a large and powerful St. Bernard-Scotch Collie, living happily in 

California's Santa Clara Valley as the pet of Judge Miller. He is stolen by the gardener's assistant, 
however, and sold to fund the latter's gambling addiction. Buck is then shipped to Seattle. Put in a crate, 
he is unfed and beaten by the "man in the red sweater". When released, he attacks the man but is badly 
beaten and taught to respect the law of the club. Buck is then sold to a pair of French-Canadian 
dispatchers from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François and Perrault, who take him with them to the 
Klondike region of Canada. There they train him as a sled dog. From his teammates, he quickly learns to 
survive cold winter nights and the pack society. A rivalry develops between Buck and the vicious, 
quarrelsome lead dog, Spitz. Buck eventually beats Spitz in a fight "to the death". Spitz is killed by the 
pack after his defeat by Buck and Buck eventually becomes the leader of the team. 

The team is then sold to a "Scottish half-breed" man working the mail service. The dogs must carry a 
heavy load to the mining areas, and the journey they make is tiresome and long. One of the team, a 
morose husky named Dave, becomes sick and eventually has to be shot to end his misery. 

Buck's next owners are a trio of stampeders (Hal, Charles, and a woman named Merced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who are inexperienced at surviving in the Northern wilderness. They struggle to control 
the sled and ignore warnings that the spring melt poses dangers. They overfeed the dogs and starve them 
when the food runs out. On their journey they meet John Thornton, an experienced outdoorsman, who 
notices that the dogs have been poorly treated and are in a weakened condition. He warns the trio against 
crossing the river, but they refuse his advice and order Buck to move on. Exhausted, starving, and sensing 
the danger ahead, Buck refuses and continues to lie unmoving in the snow. After Buck is beaten by H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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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nton recognizes him to be a remarkable dog. Disgusted by the driver's treatment of Buck, Thornton 
cuts him free from his traces and tells the trio he is keeping him, much to Hal's displeasure. After some 
argument, the trio leaves and tries to cross the river, but as Thornton warned, the ice breaks and the three 
fall into the river and drown, along with the sled and neglected dogs. 

Buck comes to love and grow devoted to Thornton as he nurses him back to health. He saves 
Thornton when he falls into a river. After Thornton takes him on trips to pan for gold, where a Skookum 
Bench King wagers Thornton on the dog's strength and devotion. Buck wins by breaking a half-ton 
(1,000-pound (450 kg)) sled free of the frozen ground, pulling it 100 yards (91 m) and winning US$1,600 
in gold dust. The King offers a large sum for possession of Buck, but Thornton has grown fond of him 
and declines. While Thornton and his friends continue their search for gold, Buck explores the wilderness 
and socializes with a timber wolf from a local pack. One night, he returns from a short hunt to find that his 
beloved master and the others in the camp have been killed by a group of Yeehat natives. Buck eventually 
kills the natives to avenge Thornton, and he then follows the wolf into the forest and answers the call of 
the wild. At the end of the story, Buck returns each year as the Ghost Dog of the Northland Legend, to 
mourn at the site of Thornton's death. 

6. Light in August 
The novel is set in the American South in the 1930s, during the time of Prohibition and Jim Crow 

laws that legalized racial segregation in the South. It begins with the journey of Lena Grove, a young 
pregnant white woman from Doane's Mill, Alabama, who is trying to find Lucas Burch, the father of her 
unborn child. He has been fired from his job at Doane's Mill and moved to Mississippi, promising to send 
word to her when he has a new job. Not hearing from Burch and harassed by her older brother for her 
illegitimate pregnancy, Lena walks and hitchhikes to Jefferson, Mississippi, a town in Faulkner's fictional 
Yoknapatawpha County. There she expects to find Lucas working at another planing mill, ready to marry 
her. Those who help her along her four-week trek are skeptical that Lucas Burch will be found, or that he 
will keep his promise when she catches up with him. When she arrives in Jefferson, Lucas is there, but he 
has changed his name to Joe Brown. Looking for Lucas, Lena meets Byron Bunch, who falls in love with 
Lena but attempts to aid her in finding Joe Brown. Byron is a puritanical workaholic who fears idleness as 
a snare of the devil, while Joe Brown is deceiving and lazy. 

The novel then switches to the second plot strand, the story of Lucas Burch/Joe Brown's partner Joe 
Christmas. Christmas is an orphan who ran away from his adoptive family after getting into an argument 
with and killing his strict Methodist adopted father. Although he has light skin, Christmas suspects that he 
is of African American ancestry and wanders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society, constantly struggling with 
his identity. Christmas comes to Jefferson three years prior to the central events of the novel and gets a job 
at the mill where Byron, and later Joe Brown, works. The job at the mill is a cover for Christmas's 
bootlegging operation, which is illegal under Prohibition. He has a sexual relationship with Joanna 
Burden, an older woman who descended from a formerly powerful abolitionist family whom the town 
despises as carpetbaggers. Though their relationship is passionate at first, Joanna begins menopause and 
turns to religion, which frustrates and angers Christmas. At the end of her relationship with Christmas, 
Joanna tries to force him, at gunpoint, to kneel and pray. Joanna is murdered soon after: her throat is slit 
and she is nearly decapitated. 

The novel leaves readers uncertain whether Joe Christmas or Joe Brown is the murderer. Brown is 
Christmas' business partner in bootlegging and is leaving Joanna's burning house when a passing farmer 
stops to investigate and pull Joanna's body from the fire. The sheriff at first suspects Joe Brown, but 
initiates a manhunt for Christmas after Brown claims that Christmas is black. The manhunt is fruitless 
until Christmas arrives undisguised in Mottstown, a neighboring town; he is on his way back to Jefferson, 



7835 

no longer running. In Mottstown, he is arrested and jailed, then moved to Jefferson. His grandparents 
arrive in town and visit Gail Hightower, the disgraced former minister of the town and friend of Byron 
Bunch. Bunch tries to convince Hightower to give the imprisoned Joe Christmas an alibi, but Hightower 
initially refuses. Though his grandfather wants Christmas lynched, his grandmother visits him in the 
Jefferson jail and advises him to seek help from Hightower. As police escort him to the local court, 
Christmas breaks free and runs to Hightower's house. A zealous national guardsman, Percy Grimm, 
follows him there and, over Hightower's protest, shoots and castrates Christmas. Hightower is then 
depicted sitting alone at his home, musing over his past, including his obsession with the past adventures 
of his Confederate grandfather, who was killed while stealing chickens from a farmer's shed. 

Before Christmas' escape attempt, Hightower delivers Lena's child in the cabin where Brown and 
Christmas had been staying before the murder, and Byron arranges for Brown/Burch to come and see her. 
However, when Brown gets there, he runs again, and Byron follows him, instigating a fight that he loses. 
Brown gets into a moving train and is not seen again. At the end of the story, an anonymous man is 
talking to his wife about two strangers he picked up on a trip to Tennessee, recounting that the woman had 
a child and the man was not the father. This was Lena and Byron, who were conducting a half-hearted 
search for Brown, and they are eventually dropped off in Tennessee. 

7. The Sun Also Rises 
On the surface the novel is a love story between the protagonist American Jake Barnes—a man 

whose war wound has made him impotent—and the promiscuous divorcée Lady Brett Ashley. Brett's 
affair with Robert Cohn causes Jake to be upset and break off his friendship with Cohn; her seduction of 
the 19-year-old matador Romero causes Jake to lose his good reputation among the Spaniards in 
Pamplona. 

Barnes is an expatriate American journalist living in Paris. He is in love with Lady Brett Ashley, a 
twice-divorced Englishwoman. Brett, with her bobbed hair and numerous love affairs, embodies the new 
sexual freedom of the 1920s. 

Book One is set in the café society of young American expatriates in Paris. In the opening scenes, 
Jake plays tennis with his college friend Robert Cohn, picks up a prostitute (Georgette), and runs into 
Brett and Count Mippipopolous in a nightclub. Later, Brett tells Jake she loves him, but they both know 
that they have no chance at a stable relationship. 

In Book Two, Jake is joined by Bill Gorton, recently arrived from New York, and Brett's fiancé Mike 
Campbell, who arrives from Scotland. Jake and Bill travel south and meet Robert Cohn at Bayonne for a 
fishing trip in the hills northeast of Pamplona. Instead of fishing, Cohn stays in Pamplona to wait for the 
overdue Brett and Mike. Cohn had an affair with Brett a few weeks earlier and still feels possessive of her 
despite her engagement to Mike. After Jake and Bill enjoy five days of fishing the streams near Burguete, 
they rejoin the group in Pamplona. 

All begin to drink heavily. Cohn is resented by the others, who taunt him with anti-semitic remarks. 
During the fiesta the characters drink, eat, watch the running of the bulls, attend bullfights, and bicker 
with each other. Jake introduces Brett to the 19-year-old matador Romero at the Hotel Montoya; she is 
smitten with him and seduces him. The jealous tension among the men builds—Jake, Campbell, Cohn, 
and Romero each want Brett. Cohn, who had been a champion boxer in college, has fistfights with Jake, 
Mike, and Romero, whom he beats up. Despite his injuries, Romero continues to perform brilliantly in the 
bullring. 

Book Three shows the character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fiesta. Sober again, they leave Pamplona; 
Bill returns to Paris, Mike stays in Bayonne, and Jake goes to San Sebastián in northeastern Spain. As 
Jake is about to return to Paris, he receives a telegram from Brett asking for help; she had gone to Mad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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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Romero. He finds her there in a cheap hotel, without money, and without Romero. She announces 
she has decided to go back to Mike. The novel ends with Jake and Brett in a taxi speaking of the things 
that might have been. 

学习目标： 
1．了解 20世纪的英美小说。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培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作业： 
1. 阅读《看得见风景的房间》。 
2. 阅读《太阳照样升起》。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18th-century novels 2  
2 18th-century novels  2  
3 18th-century novels  2  
4 18th-century novels 2  
5 19th-century novels 2  
6 19th-century novels 2  
7 19th-century novels 2  
8 19th-century novels 2  
9 19th-century novels 2  

10 19th-century novels 2  
11 19th-century novels 2  
12 20th-century novels 2  
13 20th-century novels 2  
14 20th-century novels 2  
15 20th-century novels 2  
16 20th-century novels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英语、人文经典阅读、英国文学、美国文学 
后续课程： 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西方宗教与文化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英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不同历史阶段的小说，主要作家的创作思想、艺

术特色、及其代表作品的主题结构、人物刻画、语言风格、艺术手法、社会意义等等。 
难点：英美文学不同阶段小说的特点与异同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改变“满堂灌”方式，广泛采用启发、讨论、学生展示、课堂讲评和

案例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1.课堂讨论。 
2.教学观摩。 
3.小组工作 
4.研究性学习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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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相关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布拉德伯里，《现代英国小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 1月;，第 1版。 
2.常耀信等编著《美国文学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 06月 第 3版（教育部选定的高

校文科教材及美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二）推荐参考书 
1. Altick, Richard D. Victorian People and Ideas：A Companion for the Modern Reader of Victorian 

Literature. New York：Norton, 1973. 
2. Best, Geoffrey. Mid-Victorian Britain 1851-75. London：Fontana, 1979. 
3. Bloom, Harold, Frederick Hilles, eds. From Sensibility to Romanticis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执笔：张磊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英语语音 
English Phonetics 

课程号：4080011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对英语语音语调有较全面的认识，从而掌握英语的发音、语流的规律、语调

的功能等，学会使用英语语音、语调进行朗读与表达思想。本课程要求学生以练习与实践为主，辅

以理论学习，从听辨语音、语调能力的培养入手，将听力、发音与口头表达三方面的训练紧密结合

起来，既强调语音语调基本功的训练，又注意语音语调的活用练习，以达到灵活运用的目的。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重点在于加强教学的实践性，在课程的教学中，理论的指导简明扼要，课堂上的大部分

时间用于练习和正音。 
本课程总体学习目标： 
1. 英语音素的正确发音方法、辨音能力、模仿能力综合训练； 
2. 英语的单词重音及语句重音基本规律、表现形式、表意功能的讲授与训练；  
3. 英语语流的节奏规律基本特征、基本要素、强／弱读式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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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英语所特有的语音语调的结构、功能及其在交际中的运用。  
本课程课堂学时 30，共 15个单元。每单元的具体学习目标及内容如下： 

Unit 1 Basic Concepts: Syllables, Stress & Rhythm 
基本概念：音节、重音与节奏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some basic concepts in English pronunciation. They are going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syllables, stress and rhythm in English. At the same time, they will learn to say greetings 
and farewell with appropriate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syllable” and “stressed syllable”, then a definition 

for “rhythm” and “rhythmic pattern”;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the degrees of stress and 

different rhythmic patterns;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typical stress patterns and rhythmic patterns in English.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stress patterns and 

rhythmic patterns in English,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stress 
patters and rhythmic patterns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rk out the stressed syllables in words. 
4.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rk out the stressed words in sentences. 
5.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tress patterns and rhythmic patterns to experience the rhythm in 

speech. 
6.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7.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rhythmic patterns in their speech. 
8.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the rhythm in speech.  
9.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10.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1.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2.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Unit 2 Consonants: Stops 

辅音: 塞音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stop consonants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stop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stops and other 

consonants;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ounds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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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the sounds in focus.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ound in focu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sounds in focus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ounds in focu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Unit 3 Consonants: Fricatives and Affricates 
辅音：摩擦音和破擦音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consonants: “fricatives” and “affricates”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fricatives” and “affricate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them with other 

consonants;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ounds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the sounds in focus.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ound in focu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sounds in focus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ounds in focus in speech.  
6.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7.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8.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9.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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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 
Unit 4 Consonants: Nasals, Approximants & Lateral(s) 

辅音: 鼻腔音、延续音和旁流音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consonants: nasals, approximants and lateral(s)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nasals, approximants and lateral(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them with other 

consonants;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ounds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the sounds in focus.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ound in focu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sounds in focus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ounds in focu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Unit 5 Vowels: Front Vowels & Central Vowels 

元音: 前元音和中元音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vowels: front vowels and central vowels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front vowels and central vowel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them with other vowels;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ounds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the sounds in focus.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ound in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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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sounds in focus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ounds in focu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Unit 6 Vowels: Back Vowels 

元音: 后元音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back vowels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back vowel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them with other vowels;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ounds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the sounds in focus.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ound in focu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sounds in focus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ounds in focu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Unit 7 Vowels: Diphthongs 

元音: 双元音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vowels: diphthongs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vowels: diphthong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them with other vow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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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ounds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the sounds in focus.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ound in focu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sounds in focus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ounds in focu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Unit 8 Stressed Syllables & Unstressed Syllables 

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stressed syllables and unstressed syllables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stressed syllables and unstressed syllables. It is a 

revision and therefore, easy for most of the student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stressed and unstressed 

syllables in words and sentences;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tress patterns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the stress in focus.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tress patterns in focu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stress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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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Unit 9 Stressed Words & Unstressed Words in a Sentence 

句子重音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stressed words and unstressed words in a sentence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stressed words and unstressed words in a sentence. It 

is a revision and therefore, easy for most of the student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stressed and unstressed 

syllables in words and sentences;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tress patterns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the stress in focus.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tress patterns in focu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stress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Unit 10 Strong Forms and Weak Forms 

强读式和弱读式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strong forms and weak forms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strong forms and weak forms in a sentence. It is a 

revision and therefore, easy for most of the student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strong forms and weak 

forms in syllables in words and sentences;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tress patterns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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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the stress in focus.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tress patterns in focu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stress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Unit 11 Linking 

连读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linking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linking in a sentence. It is a revision and therefore, 

easy for most of the student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different types of linking 

in connected speech;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tress patterns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linking in connected 
speech.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linking in utterance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linking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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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Unit 12 Rhythm of English Speech 

话语节奏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linking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rhythm of English speech. It is a revision and 

therefore, easy for most of the student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different types of speech 

rhythm in connected speech;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tress patterns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rhythmic patterns in 
connected speech.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peech rhythm in utterance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rhythm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Unit 13 Types of Intonation in English 

英语语调的种类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types of intonation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intonation.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different types of 

intonation in speech;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tress patterns and intonation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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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rhythmic patterns in 
connected speech.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peech rhythm in utterance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rhythm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Unit 14 Intonation Units of English 

英语的语调单位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intonation units of English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intonation unit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different units of 

intonation in speech;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tress patterns and intonation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rhythmic patterns in 
connected speech.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peech rhythm in utterance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rhythm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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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15  Use of English Intonation 
英语语调的功能及使用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use of English intonation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intonation unit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different functions and use 

of intonation in speech;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tress patterns and intonation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rhythmic patterns in 
connected speech.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peech rhythm in utterance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rhythm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三、课程进度表 
单元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Basic Concepts: Syllables, Stress & Rhythm 2  
2 Consonants: Stops     2  
3 Consonants: Fricatives and Affricates  2  
4 Consonants: Nasals, Approximants & Literal(s)  2  
5 Vowels: Front Vowels & Central Vowels  2  
6 Vowels: Back Vowels  2  
7 Vowels: Diphthongs  2  
8 Stressed Syllables & Unstressed Syllables  2  
9 Stressed Words & Unstressed Words in a Sentence  2  

10 Strong Forms and Weak Forms  2  
11 Linking 2  
12 Rhythm of English Speech  2  
13 Types of Intonation in English  2  
14 Intonation Units of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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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Functions & Uses of English Intonation 2  
合计  30  
四、执行大纲的几点说明  
1、《英语语音》是一门实践课，讲述时应遵循实践—理论—再实践的原则，循序渐进，从单词

到单句再到段落模仿训练，逐步形成比较流利、自然的语音面貌。 
2、在训练中应突出英语语音、语调的特点，并与汉语普通话的语音、语调进行比较。在发音

上尤其要比较两种语音相似而不相同的音，进行相应的练习，要注意克服方言的影响。 
3、本课程的教学工作应配合综合英语、口语、听力等其他专业课的教学进行，在平常的教学

中帮助学生克服中学阶段已养成的不良语音习惯，纠正错误读音。 
4、教学中应主要采用听练结合的教学方法，要求学生反复听，反复练，听要听准，练要不厌

其烦，注重按示范语音模仿和对比，然后逐步过渡到独立发音，独立朗读和口头表述。 
5、教学中还应加强听练对比练习，包括音素对比，示范发音与学生本人发音对比，句子重音

变化对比，语调对比以及英美语音语调对比和英汉语音对比等，力求纠正不正确的发音，做到发音

正确。 
五、成绩考核评定办法 
本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成绩考核评定办法：期末考核占 60％，平时成绩占 40％。期末考核内容包括 1. 笔试部分(30%)：

含听力(辨音、辨义)与标示重音、语调等；2. 口试部分(70％)：含朗读短文／对话，与老师交谈。
平时成绩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测验情况。 
六、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王桂珍，《英语语音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7月第 2版。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

材一等奖、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Ann Baker(编). 姚虹 (译). 剑桥国际英语语音入门(第 2版).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9. 
2. Ann Baker(编). 剑桥国际英语语音教程(英音版•第 3版).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9. 
3. Jonathan Marks (编). 剑桥国际英语语音在用:初级.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2. 
4. Jonathan Marks (编). 剑桥国际英语语音在用:中级(自学或课堂用书).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

版社, 2012. 
5. Martin Hewings (编). 剑桥国际英语语音在用:高级(自学或课堂用书).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

版社, 2012. 
执笔：李立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英语语法 
English Grammar 

课程号：4080011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律英语和法律翻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系统掌握是语言的组织规律和结构系统，掌握语言语音系统和语义系统的枢纽。 
2、在书面语中，让学生学会运用语法则来操作文字系统和语义系统的枢纽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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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课程与英语专业基础阶段的其它专业基础课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旨在通过分析与综
合、归纳与演绎来探讨英语语言的组织规律，使学生对语言现象的认识进一步从感性上升层面到理

性层面，从而促进学生的语言学习。 
4、通过语法的学习，学生能够更得规范地分析和运用语言，准确地表达思想。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提高英语专业技能必修课，使学生掌握系统

的英语语法知识、掌握语法系统的基本原理、养成良好的语言运用习惯，保证他们使用英语语言时

的正确性和准确性。作为英语专业的主要必修课程之一，《英语语法》应该和其他专业各门课程一

起，力争保证学生能够通过英语专业全国统考 TEM4和 TEM8。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1：Introduction: Grammatical Hierarchy // Sentence structur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Grammatical Hierarchy & Sentence Structure 
1. Grammatical Hierarchy 
1.1 Morphemes  
1.2 Words  
1.3 Phrases  
1.4 Clauses  
1.5 Sentences 
2. Sentence Structure 
2.1 Clause elements 
2.2 Basic clause type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 and expansion： 
1. Grammatical Hierarchy 
Grammar is the structural system of a language; Five ranks of the grammatical units : morpheme, 

word, phrase, clause, sentence; Each rank is composed of one or more than one grammatical unit of the 
immediate lower rank; The sentence is the highest rank of grammatical unit while the morpheme is the 
minimum or the lowest rank. (see p.1 in the text for an example.) 

1. Grammatical Hierarchy (cont.) 
1.1 Morphemes：Free morphemes 
Having a complete meaning Being able to stand by itself as a simple word Acting as a complete 

utterance in connected speech. 
Bound morphemes: 
Mostly affixes Only existing as an inflectional or derivational affix. 
Allomorphs: the variants of the same morpheme. 
Discussion: identify the following morphemes: 
books, (He) drinks (heavily), postwar, employer, taller, children’s (book), waited (for him), working, 

embody Derivational: postwar, employer, embody, Inflectional: books, drinks, taller, children’s, waited, 
working 

1.2 Words 
Simple words, derivatives, compounds (classification in terms of word-formation) Closed-class 

words, open-class words (Classification in terms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P, Pron, D, Conj, Aux; N, V, 
Adj, Adv 

Discussion: classify the following words 
Unhappy, beautify, coverage, moreover, man, freedom, unlucky, possibility, psychoanalysis, love, 

determiner, black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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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 man, love Compound: Moreover, blackboard Derivative: Unhappy, beautify, coverage, 
freedom, unlucky, possibility, psychoanalysis, determiner。 

1.3 Phrases 
Composed of one or more than one word; Having a head: 
The word class of the head determines the class of the phrase; The head also determines the way in 

which the words are organized. 
1.4 Clauses 
Composed of one or more than one phrase. Two criteria for judging whether a string of words is a 

full-fledged clause: 
Structurally a sequence of phrases; Logically a construction of “subject + predicate”. e.g. * The ate 

boy apple an. The boy ate an apple. 
1.5 Sentences 
The highest rank of grammatical unit; Based on one or more than one clause, the sentence is also the 

basic linguistic unit of connected text/discourse; it can stand alone and perform a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other words, when a clause is used independently, it becomes a sentence; clause is the 
unit for grammatical/syntactical analysis rather than use. 

2. Sentence Structure 
When sentence structure is described, we usually focus on the structure of simple sentences, i.e. the 

independent clauses. The reasons: 
Sentences in authentic language differ structurally in thousands of ways; Clause is more regular and 

stable, thus making a legitimate object for our observation. 
2.1 Clause elem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imple sentence or clause organized by a group of phrases goes as follows: 

subject + predicate Subject: the topic or theme of the sentence / telling of what the sentence is about / 
realized by a noun phrase or an equivalent of noun phrase Predicate: says something about the subject and 
bears the new information which the speaker or writer wants to transmit to receivers; a more complicated 
construction consisting of a verb phrase with or without complementation。 

2.2Basic clause types 
The combination of clause elements (phrases) are wholly or largely determined by the main verb in 

the clause, thus we have: 
Linking verb or copular: SVC Intransitive: SV; SVA Monotransitive: SVO; SVOA Ditransitive: 

SVoO Complex transitive: SVOC 
Major clause elements: a clearer picture 
Subject: The book is mine. (SVC) Predicate verb: The book is mine. Subject complement/predicative: 

The book is mine. Object: John has read the book. (SVO) Dire 
ct Object: John gave her a book. (SVoO) Indirect object: John gave her a book. Object 

complement/predicative: We elected him our president. (SVOC) Adverbial: I live in Nanjing. (SVA) He 
treated her vilely. (SVOA) 

2.3 Expansion of the basic clause types 
Adding modifiers, e.g.John read the book carefully. 
Coordination，John read the book carefully, and learned a lot from it. 
Subordination，John read the book his mother bought for him. John read the book carefully because 

he had a thirst for knowledge. 
Modification + coordination + subordination。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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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如何区分独立分句和从属分句、简单分句和复杂分句、主句和从句。 
2．掌握五种句法结构及其相互转化。 
作业： 
Discussion: Combine the clauses into a single sentence (exercise, p.24-7) 

知识单元 2：Subject-verb Concord (I), (II)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Subject-verb Concord (I) 
By subject-verb concord is meant agreement between subject and predicate verb in number. 
1.1 Guiding principles 
There are three principles guiding subject-verb concord; they ar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al concord, 

notional concord and proximity. 
1)Grammatical concord 
The principle of grammatical concord refers to the rule that the verb must match its subject in 

number. If the subject is plural, the verb should take the plural form;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 subject is 
singular or is a mass noun, the verb should take the singular form。 

Difficulties arise when this principle comes into conflict with the other two principles: principle of 
notional concord and principle of proximity. 

2)Notional concord 
The principle of notional concord refers to the rule that the verb can sometimes agree with the 

subject according to the notion of number rather than to the actual presence of the grammatical marker for 
that notion, eg: 

3)Proximity 
The principle of proximity denotes agreement of the verb with a closely preceding noun phrase in 

preference to agreement with the head of the noun phrase that functions as subject, eg: 
Either my brothers or my father is coming. 
No one except his own supporters agree with him. 
Neither Julia nor I am going. 
Note that grammatical concord is the basic principle, but when the subject is realized by a collective 

noun, a coordinate form or an expression of quality, the other two principles will have to be considered. 
1.2 Problems of concord with nouns ending in –s 
There are quite a few nouns that end in –s but which are not countable. Some of these nouns are 

treated as singular, some as plural, and some either as singular or as plural. All this can be dealt with under 
the following headings. 

1)Disease and game names ending in –s 
Names of disease ending in –s are mostly treated as singular, but there are a few such names (as 

measles and rickets) which can be used either as singular or as plural. 
Game names ending in –s are generally used as singular with the exception of cards which is usually 

treated as plural. 
2)Subject names ending in –ics 
Names of subjects ending in –ics are generally singular nouns, but some such nouns are treated as 

plural when used in other senses than subject names 
3)Geographical names ending in –s 
Geographical names such as the names of archipelagos, mountain ranges, straits and falls are 

generally used as plural, except for a few treated as singular when used as country n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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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Other nouns ending in –s 
Names for things made of two parts such as scissors, pincers, etc are usually used as plural. But when 

they are preceded by such unit nouns as a pair of and two pairs of, the number form of the following verb 
is generally determined by the number marker of the unit noun. 

Nouns usually taking plural endings such as archives, arms and clothes are generally used as plural 
with the exception of whereabouts, dramatics, etc which may be treated either as plural or as singular. 

Nouns ending in –ing such as clippings, diggings, etc are generally used as plural with the exception 
of tidings which can be used both ways. 

There are also nouns such as barracks and headquarters whose singular and plural number share the 
same form. These nouns are treated as plural when used in the plural sense, or vice versa. 

1.3 Problems of concord with collective nouns as subject 
Collective nouns are singular in form but plural in meaning. The choice between grammatical and 

notional concord is mostly dictated by usage. 
1)Collective nouns usually used as plural 
These include people, police, cattle, militia, poultry, vermin, etc.: 
The Chinese people are a great people. 
Domestic cattle provide us with milk, beef and hides. 
2)Collective nouns usually used as singular 
These include foliage, machinery, equipment, furniture, merchandise, etc.: 
All the merchandise has arrived undamaged. 
All the machinery in the factory is made in China. 
3)Collective nouns used either as plural or as singular 
There are collective nouns that can be used either as plural or as singular. The choice of the verb 

form following such nouns depends on the exact meaning of the noun in a specific context. When the 
noun is used in the sense of a collective as a whole, the verb takes the singular form.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 noun is used in the sense of the individuals that make the collective, the verb takes the plural form. 

4)A committee of, etc + plural noun 
When a plural noun is preceded by a committee of / a board of / a panel of, the verb usually takes the 

singular form, eg.: 
A committee of finve men and three women is to consider the matter.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s responsible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mpany. 
2．Subject-verb Concord (II) 
This lecture deals with problems of concord with a coordinate construction, a quantitative expression, 

or a nominal clause as subject. 
2.1 Problems of concord with a coordinate subject 
The following rules are to be observed in the case of a coordinate subject. 
1)Coordination with “and” or “both … and” 
Coordination by “and” or “both … and” is usually treated as plural when it refers to two or more than 

two persons / things, but it is treated as singular when it refers to only one person or thing. 
2)Coordination with “or” / “either … or”, “nor” / “neither … nor”, “not only … but also” 
Here the problem of concord is generally deal with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roximity. But in 

informal style, items coordinated by “neither … nor” or “not only … but also” can sometimes be regarded 
as plural, eg: 

My sisters or my brother is likely to be at home. 
Either my father or my brothers are coming. 



7853 

Neither the players nor the coach was / (were) overconfident. 
Not only the switches but also the old wiring has / (have) been changed. 
2.2 Problems of concord with expressions of quantity as subject 
Quantitative expressions fall into two categories: definite and indefinite. 
1)Concord with expression of definite quantity as subject 
2)Concord with expression of indefinite quantity as subject 
2.3 Other problems of subject-verb concord 
There are other problems of subject-verb concord that are worth mentioning. 
1)Problems of concord with a nominal clause as subject 
When the subject is a nominal clause introduced by what, who, which, how, why, whether, etc, the 

verb usually takes the singular form. But when two or more such clauses are coordinated by and or 
both … and, a plural verb is required. 

2)Subject-verb concord with a non-finite clause as subject 
When subject is a non-finite clause, the verb of the main clause usually takes the singular form. But 

when two or more such clauses are coordinated by and, the verb of the main clause takes the singular form 
when the subject refers to one thing, and the plural form when the subject refers to separate things. 

3)Subject-verb concord in relative claus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ne of + plural noun + relative clause”, the principle of grammatical concord 

is generally observed. Sometimes, especially in British English, in order to lay emphasis on “one”, the 
verb can be also take the singular form. When “one” is proceeded by “the” or “the only”, the verb can 
only be singular. 

4)Subject-verb concord in cleft-sentences 
In cleft-sentences, subject-verb concord in that- / who-clause is generally determined by the number 

of the focal element functioning as subject in the clause. There is one point that should be noted: When 
the focal element is “I”, the verb TO BE in the following who- / that-clause usually agrees with “I” in both 
person and number;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 focal element is “me” instead of “I”, the verb TO BE in the 
following who- / that-clause should take the third person singular number. 

5)Subject-verb concord in existential sentences 
In existential sentences, subject-verb concord is generally determined by the number of the “notional 

subject”, but in informal style, especially in spoken language, the verb often agrees with the “formal 
subject” and takes the singular form, even though the notional subject is plural. When the notionally 
subject is a coordinate construction, the verb form goes with the first coordinate element of the notional 
subject, singular or plural. 

学习目标： 
1．了解主谓一致的三大原则。 
2．掌握各种名词与动词的搭配。 
3．增加各种级别的考试中语法考试部分的应对。 
4. 熟练操作自己句子的写作与翻译型运用。 
作业： 
1. Ex2A/2B 
2. Ex.3A/3B/3C 

知识单元 3：Noun and Noun Phras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s has been pointed out, the noun phrase is a phrase with a noun as its head. It is the noun head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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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es the way the noun phrase is organized.     
3.1  Classification of nouns     
Nouns can b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word formation, lexical meaning and grammatical form.    
1) Simple, compound and derivative nouns   According to word formation, nouns can be divided 

into simple, compound and derivative nouns. A simple noun is a noun that contains only one free 
morpheme (eg: man, chair, land, faith). A compound noun is a noun that is composed of two or more 
morphemes (mostly free morphemes) (eg: armchair, farmland, seaside, roommate). A derivative noun is a 
noun that comes from a verb, an adjective or a simple noun with affix (eg: arrangement, greatness, 
patriotism).   

2) Proper and common nouns  According to lexical meaning, nouns fall into two major categories: 
proper nouns and common nouns. A proper noun is a name used for a particular person, place or thing, 
and spelt with a capital letter, (eg: Anderson, Britain, New York Times). A common noun is a noun 
common to a class of people, things or abstract ideas. Common nouns can be further classified into 
individual, co1lective, material, and abstract nouns (eg: boy, tiger, family, team, water, air, honesty, glory).    

3) Count and noncount nouns   
According to grammatical form, noun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lasses: count nouns and noncount 

nouns. A count noun (or countable noun) is a noun that has a  plural and which can collocate with 
numbers and with such determiners as a(n), many, few, these, those, several, etc (eg: a car, two cars, many 
cars, several cars),. A noncount noun (or uncountable noun) is a noun that cannot go with the 
above-mentioned words (eg: bread, furniture, merchandise) .     

3.2 Number forms of: nouns  NUMBER is a grammatical category that indicates the change in the 
form of nouns and verbs, depending on whether one or more than one is talked about. Some English 
nouns have singular and plural forms, and some have not.    

1) Number forms of individual nouns  Individual nouns are all countable and therefore have 
singular and plural forms. The singular form of an individual noun, which shares the same form as the 
base of the word, can take such determiners as a (n) and one (eg: a / one desk, an / one article,. The plural 
form of an individual noun can be regular or irregular. The regular plural is formed by adding -s or -es to 
the base (eg: days, houses, donkeys, tomatoes, boxes, churches, brushes, classes, babies, countries, loaves, 
wives, etc.), while the irregular plural is not formed in the above way but by other means such as by 
changing the internal vowel or by changing the ending of the noun (eg: tooth--teeth, man--men, 
mouse-mice, child-children, ox-oxen).     

2) Number forms of collective nouns       
Some collective nouns are countable, some are not. Countable collective nouns behave just like 

individual nouns. An uncountable collective noun has no plural form. If we want to count the number, we 
will have to use a kind of individual noun related semantically to the collective (eg: a piece of furniture, 
two articles of equipment). There is also a kind of collective noun which can be used either in the singular 
or in the plural sense. When viewed as a single unit the collective is singular in meaning and is to be 
followed by a singu1ar verb. When, on the other hand, the noun is used to refer to the individuals that 
form the collective, it is plural in meaning and should be followed by a plural verb.    

3) Number forms of material nouns  
 Material nouns are generally uncountable and have no plural forms. But there are some such items 

that can be used either uncountably or countably. When used to mean the material itself, they are 
uncountable, but when used in other senses, for example, two coffees in the sense of "two cupfuls of 
coffee", they are countable, behaving just like individual nouns. There are also material nouns that can 
take plural endings, for example, sands / waters in the sense of "large expanse of sand or water" and f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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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uits in the sense of "a variety of food or fruit"; these nouns, though ending in' -s, remain uncountable.    
4) Number forms of abstract nouns   
Abstract nouns are mostly uncountable. They cannot take such determiners as a(n) / one or plural 

forms. But there are a few abstract nouns (eg : "a victory", "two  victories" ) that are countable like 
individual nouns. There are also abstract nouns that have plural endings but which are uncountable. We 
can say, for instance, "He is in financia1 difficulties", but not "*He is in several difficulties." In the case of 
some abstract nouns, the mere addition of a plural ending has the effect of changing the meaning of the 
base. For instance, the word experience in "We meet once a year to exchange our teaching experience" is 
used in the sense of "经验", while the plural form experiences means "经历" in "We told each other our 
experiences in foreign countries". Some abstract noncount nouns have semantically related individual 
nouns as their countable equivalents. This is clear when we use photos or photographs instead of 
photography to express the idea of "taking a lot of pictures".    

5) Number forms of proper nouns   
Proper nouns are unique in reference and therefore have no- plural forms, except for such proper 

names as the United States, the Philipines, the Netherlands, etc which are themselves plural in form. 
When a proper noun takes a plural ending, it takes on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a common noun, eg:  Have 
you invited the Browns?  There are two Miss Smiths / Misses Smith in our class.    

3.3 Partitives   
Partitives, also called unit nouns, are commonly used to denote a part of a whole or the quantity of an 

undifferentiated mass. Both count and noncount nouns can enter partitive constructions. With plural count 
nouns, partitive constructions can denote the idea of "a group", "a pack", etc. With noncount nouns, such 
constructions can achieve countability. Partitives fall into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1) General partitives  With noncount nouns the expression of quantity can be achieved by means of 
certain general partitives, particularly piece, bit, article, and item, followed by an of-phrase, eg:   a piece 
of advice a bit of trouble an item of news  an article of furniture  several pieces of bread three items of 
news    

2) Partitives related to the shape of things  There are partitives that are semantically related to the 
shape of things and whose power of collocation is, therefore, quite limited, eg:  a cake of soap a bar of 
chocolate two ears of com  ten head of cattle / cabbage    

3) Partitives related to volume  A third class of partitives are those that are semantically related to 
volume, and all of which are common nouns. They can freely collocate with related noncount nouns, eg:  
a bottle of ink / oil  two bowls of rice several pails of water a glass of beer    

4) Partitives related to the state of action  The use of these partitives is limited to certain set phrases, 
eg:  a fit of anger / coughing / laughter / fever a peal of applause / laughter / thunder a flash of hope / 
light / lightning  a display of courage / force / power / skill / fireworks   5) Partitives denoting pairs, 
groups, flocks, etc  

These partitives commonly occur with plural count nouns, eg: a pair of shoes / scissors / trousers  a 
flock of birds / chickens / sheep / goats a herd of elephants / cattle  a swarm of pees / flies / animals / 
people a troupe of actors  a gang of hooligans / criminals a pack of lies / cards / thieves a bench of judges   

学习目标： 
1．了解名词的所有语言变量。 
2．掌握专业翻译时的语境对应。 
3. 分析汉语语境下的翻译措辞。 
作业：Ex. 4A  1. description 2. arrangement 3. attendance 4. peculiarity 5. expectation 6. argument 7. 

dependence 8. originality 9. exaggeration 10. measurement 11. purity 12. persistence 13. extensio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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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ment。 
知识单元 4：Determiners (I), (II) // Pronoun (I), (II)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4.1．Determiners (I) 
Words that precede any premodifying adjectives in a noun phrase and which denote such referential 

meanings as specific reference, generic reference, definite quantity or indefinite quantity are referred to as 
determiners. 

Determiners, as a class of words, include: articles (definite article, indefinite article, zero 
article),possessive determiners, genitive nouns, demonstrative determiners, relative determiners, 
interrogative determiners, indefinite determiners, cardinal and ordinal numerals, fractional and 
multiplicative numerals, and other quantifiers. 

The head of a noun phrase limits the choice of determiners, and when more than one determiner 
occurs in the noun phrase, there is the problem of word order between determiners. 

4.1.1 Collocations between determiners and nouns 
The choice of determiners is closely related to what might be called the three classes of nouns: 

singular count nouns, plural count nouns and noncount nouns. These three classes of nouns demand 
appropriate determiners to collocate with. 

1) Determiners with all three classes of nouns 
2) Determiners with singular count nouns only 
3) Determiners with plural count nouns only 
4) Determiners with noncount nouns only 
5) Determiners with singulars and plural count nouns only 
6) Determiners with singular and noncount nouns only 
7) Determiners with plural and noncount nouns only 
4.1.2 Collocations between determiners 
As has been mentioned before, besides the collocations between determiners and nouns, there is the 

problem of word order between determiners if a noun phrase contains more than one determiner. 
1) Central determiners, predeterminers and postdeterminers 
According to their potential position, determiners fall into three subclasses: central determiners, 

predeterminers and postdeterminers. 
2) Word order of three subclasses of determiners 
When a noun phrase contains all three subclasses of determiners, their normal order is 

“predeterminer + central determiner + postdeterminer(s)”: 
All the four students 
All these last few days 
Both his two sisters 
4.1.3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ome determiner usage 
1)many, much, a lot of, lots of, plenty of 
2)(a) few, (a) little 
3)some, any 
4)all, both, every, each, either, either, neither, any 
4.2 Determiners (II) Articles 
In the previous lecture we touched upon the fact that articles are the most typical of determiners. 

Now we will concentrate on this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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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has two articles: the definite and the indefinite article. As we know, all English common 
nouns have article contrast, so with plural count nouns and noncount nouns, the absence of an article 
signals the presence of another kind of article—the zero article. It is in this sense that we may also say that 
English has three articles—the definite, the indefinite, and the zero article. 

4.2.1 Generic and specific reference 
In discussing the use of articles, we must distinguish between generic and specific reference. 
1) Generic reference 
When we say the reference is generic, we are talking about any member representative of a class of 

people or things. All the three forms of article (the, a(n), and zero) can be used generically to refer to the 
member of a class as a whole. 

2) Specific reference 
Specific reference is different from generic reference in that it does not refer to a class of people or 

things in general but to a particular specimen of the class. Specific reference falls into two kinds: definite 
specific reference and indefinite specific reference. 

3) Anaphoric, cataphoric and situational reference 
Definite specific reference can be anaphoric, cataphoric, or situational. The word anaphoric means 

“pointing backward”. When what is referred to occurs in a previous context and the definite article has to 
point backward for its meaning, this is known as “anaphoric reference”. The anaphoric use of the definite 
article is called “anaphoric THE”. Eg. 

He ordered a book some time ago. The book has now arrived. 
His car struck a tree; you can still see the mark on the tree. 
Catephoric reference is also a kind of definite specific reference. The word cataphoric means 

“pointing forward”. When the referential meaning of the definite article is determined by what follows the 
article and the head, and the article has to point forward for its own interpretation, that is cataphoric 
reference. The cataphoric use of the definite article is called “cataphoric THE”. Eg. 

Is this the train for Shanghai?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I first met her. 
Situational reference is a kind of definite specific reference that depends not on any referent that has 

occurred in the context but solely on the common knowledge shared by speaker and hearer or on a 
specific situation in which the reference is made clear. Situational reference is most commonly denoted by 
the definite article, but in certain situations the same function can also be performed by zero. Eg. 

What’s on the radio? 
How’s the cough today? 
Shut the door, please. 
4.2.2 Articles in use with different classes of noun 
The use of articles is often a headache for us Chinese learners. This is not only because there is no 

article contrast in Chinese common nouns, but also because there are too many exceptions to the rules 
guiding the use of article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choice of an article in quite a few idiomatic expressions 
is just a matter of usage which is difficult or even impossible to explain in terms of a few grammatical 
rules. The following is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use of articles with different classes of noun.  

1) article in use with proper noun 
2) article in use with common noun 
3) other uses of articles 
4.3．Pronoun (I), (II)。 
4.3.1Pronoun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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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inguistics and grammar, a pronoun is a word that substitutes for a noun or noun phrase. It is a 
particular case of a pro-form. 

Pronouns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parts of speech, but some modern theorists 
would not consider them to form a single class, in view of the variety of functions they perform. Subtypes 
include personal pronouns, reflexive and reciprocal pronouns, possessive pronouns, demonstrative 
pronouns, relative pronouns, interrogative pronouns, and indefinite pronouns. 

The use of pronouns often involves anaphora, where the meaning of the pronoun is dependent on an 
antecedent. This applies especially to third-person personal pronouns, and to relative pronouns. For 
example, in the sentence That poor man looks as if he needs a new coat, the antecedent of the pronoun he 
is the noun phrase that poor man. 

The adjective associated with pronoun is pronominal. A pronominal is also a word or phrase that acts 
as a pronoun. For example, in That's not the one I wanted, the phrase the one (containing the prop-word 
one) is a pronominal. 

Personal 
Main article: Personal pronoun 
English personal pronouns 
Person Number Case 
Subject Object 
First Singular I me 
Plural we us 
Second Singular you 
Plural 
Third Singular he him 
she her 
it 
Plural they them 
Personal pronouns may be classified by person, number, gender and case. English has three persons 

(first, second and third) and two numbers (singular and plural); in the third person singular there are also 
distinct pronoun forms for male, female and neuter gender. Principal forms are shown in the table to the 
right (see also English personal pronouns). 

English personal pronouns have two cases, subject and object. Subject pronouns are used in subject 
position (I like to eat chips, but she does not). Object pronouns are used for the object of a verb or 
preposition (John likes me but not her). 

Other distinct forms found in some languages include: 
Second person informal and formal pronouns (the T-V distinction), like tu and vous in French. There 

is no such distinction in standard modern English, though Elizabethan English marked the distinction with 
thou (singular informal) and you (plural or singular formal), and this is preserved in some dialects. 

Inclusive and exclusive first person plural pronouns, which indicate whether or not the audience is 
included, that is, whether "we" means "you and I" or "they and I". There is no such distinction in English. 

Intensive (emphatic) pronouns, which re-emphasize a noun or pronoun that has already been 
mentioned. English uses the same forms as the reflexive pronouns; for example: I did it myself (contrast 
reflexive use, I did it to myself). 

Direct and indirect object pronouns, such as le and lui in French. English uses the same form for both; 
for example: Mary loves him (direct object); Mary sent him a letter (indirect object). 

Prepositional pronouns, used after a preposition. English uses ordinary object pronouns here: 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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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ed at him. 
Disjunctive pronouns, used in isolation or in certain other special grammatical contexts, like moi in 

French. No distinct forms exist in English; for example: Who does this belong to? Me. 
Strong and weak forms of certain pronouns, found in some languages such as Polish. 
Some special uses of personal pronouns include: 
Generic you, where second person pronouns are used in an indefinite sense: You can't buy good 

old-fashioned bulbs these days. 
Generic they: In China they drive on the right. 
Gender non-specific uses, where a pronoun needs to be found to refer to a person whose sex is not 

specified. Solutions sometimes used in English include generic he and singular they. 
Dummy pronouns (expletive pronouns), used to satisfy a grammatical requirement for a noun or 

pronoun, but contributing nothing to meaning: It is raining.. 
Resumptive pronouns, "intrusive" personal pronouns found (for example) in some relative clauses 

where a gap (trace) might be expected: This is the girl that I don’t know what she said. 
4.3.2 Pronoun (II) 
Reflexive and reciprocal 
Main articles: Reflexive pronoun and Reciprocal pronoun 
Reflexive pronouns are used when a person or thing acts on itself, for example, John cut himself. In 

English they all end in -self or -selves and must refer to a noun phrase elsewhere in the same clause. 
Reciprocal pronouns refer to a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each other, one another). They must refer to a 

noun phrase in the same clause.[2]:55 An example in English is: They do not like each other. In some 
languages, the same forms can be used as both reflexive and reciprocal pronouns. 

Possessive 
Main articles: Possessive and Possessive determiner 
Possessive pronouns are used to indicate possession (in a broad sense). Some occur as independent 

noun phrases: mine, yours, hers, ours, yours, theirs. An example is: Those clothes are mine. Others must 
accompany a noun: my, your, her, our, your, their, as in: I lost my wallet. (His and its can fall into either 
category, although its is nearly always found in the second.) Those of the second type have traditionally 
also been described as possessive adjectives, and in more modern terminology as possessive determiners. 
The term "possessive pronoun" is sometimes restricted to the first type. Both types replace possessive 
noun phrases. As an example, Their crusade to capture our attention could replace The advertisers' crusade 
to capture our attention. 

Demonstrative 
Main article: Demonstrative pronoun 
Demonstrative pronouns (in English, this, that and their plurals these, those) often distinguish their 

targets by pointing or some other indication of position; for example, I'll take these. They may also be 
anaphoric, depending on an earlier expression for context, for example, A kid actor would try to be all 
sweet, and who needs that?[2]:56 

Indefinite 
Main article: Indefinite pronoun 
Indefinite pronouns, the largest group of pronouns, refer to one or more unspecified persons or things. 

One group in English includes compounds of some-, any-, every- and no- with -thing, -one and -body, for 
example: Anyone can do that. Another group, including many, more, both, and most, can appear alone or 
followed by of.In addition, 

Distributive pronouns are used to refer to members of a group separately rather than collectivel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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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his own.) 
Negative pronouns indicate the non-existence of people or things. (Nobody thinks that.) 
Impersonal pronouns normally refer to a person, but are not specific as to first, second or third person 

in the way that the personal pronouns are. (One does not clean one's own windows.) 
Relative 
Main article: Relative pronoun 
Relative pronouns (who, whom, whose, what, which and that) refer back to people or things 

previously mentioned: People who smoke should quit now. They are used in relative clauses. 
Interrogative 
Main article: Interrogative word 
Interrogative pronouns ask which person or thing is meant. In reference to a person, one may use 

who (subject), whom (object) or whose (possessive); for example, Who did that? In colloquial speech, 
whom is generally replaced by who. English non-personal interrogative pronouns (which and what) have 
only one form. 

In English and many other languages (e.g. French, Russian and Czech), the sets of relative and 
interrogative pronouns are nearly identical. Compare English: Who is that? (interrogative) and I know the 
woman who came (relative). In some other languages, interrogative pronouns and indefinite pronouns are 
frequently identical; for example, Standard Chinese 什么 shénme means "what?" as well as "something" 
or "anything". 

Antecedents 
The use of pronouns often involves anaphora, where the meaning of the pronoun is dependent on 

another referential element. The referent of the pronoun is often the same as that of a preceding (or 
sometimes following) noun phrase, called the antecedent of the pronoun.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give 
examples of particular types of pronouns used with antecedents: 

Third-person personal pronouns: 
That poor man looks as if he needs a new coat. (the noun phrase that poor man is the antecedent of 

he) 
Julia arrived yesterday. I met her at the station. (Julia is the antecedent of her) 
When they saw us, the lions began roaring (the lions is the antecedent of they; as it comes after the 

pronoun it may be called a postcedent) 
Other personal pronouns in some circumstances: 
Terry and I were hoping no-one would find us. (Terry and I is the antecedent of us) 
You and Alice can come if you like. (you and Alice is the antecedent of the second – plural – you) 
Reflexive and reciprocal pronouns: 
Jack hurt himself. (Jack is the antecedent of himself) 
We were teasing each other. (we is the antecedent of each other) 
Relative pronouns: 
The woman who looked at you is my sister. (the woman is the antecedent of who) 
Some other types, such as indefinite pronouns, are usually used without antecedents. Relative 

pronouns are used without antecedents in free relative clauses. Even third-person personal pronouns are 
sometimes used without antecedents ("unprecursed") – this applies to special uses such as dummy 
pronouns and generic they, as well as cases where the referent is implied by the context.  

学习目标： 
1．了解限定词和代词的基本语法功能和用法。 
2．掌握限定词和代词的基本语法功能的当代翻译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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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熟悉二者在语言系统中的语用性状。 
作业： 
Ex. 7A；Ex. 7B；Ex. 7D；Ex. 7F 
Ex. 8A；Ex. 8B；Ex. 8C；Ex. 8D 
…………………… 

知识单元 5：Verb and Verb Phras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Verb and Verb Phrase： 
From this lecture on,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verbs and verb phrases. We will begin with a 
classification of verbs and a survey of tense, aspect, voice and mood of the verb so as to form some 

basic concepts. 
1.1 Classification of verbs (I) 
A knowledge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verbs from various angles will go a long way toward 
understanding verbs and verb phrases both grammatically and semantically. 
Main verb vs. auxiliary verb Dynamic vs. stative verb Transitive, intransitive and linking verb 

Single-word verb and phrasal verb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ense and aspect 
2.Tense Aspect combinations 
1）Main verb vs. auxiliary verb 
simple verb phrase: She looks pale. They fully appreciate our problem. Complex verb phrase: It is 

getting dark. He will certainly object. She might have been playing in the garden. 
2）Main verb/ notional verb(主/实义动词): functioning as the head and indicating the basic meaning 

of a verb phrase. ? Auxiliary verb(助动词): ? helping main verbs and expressing various grammatical and 
modal meanings. 

3）Auxiliary verb: 
Primary auxiliaries expressing grammatical meaning ? be, do, have ? 2) Modal auxiliaries expressing 

a particular sense or mood (permission, obligation, volition, possibility, necessity and prediction) ? can/ 
could, may/ might, will/would, shall/ should, must, ought to, dare, need ? Illustrations (Negation, 
Inversion, Code, Emphatic affirmation): ? NEGATION否定 否定: 否定 ? I don’t like it./ I can’t come. 

4）INVERSION倒装 倒装: 倒装 Do you like it? Can you come? CODE替代符号 替代符号: 替
代符号 I like it and so do they (The auxiliary picks up the full verb before, for the avoidance of repetition) 
I can come and so can they. EMPHATIC AFFIRMATION强调肯定 强调肯定: 强调肯定 I dó like it. I 
cán come.  

Semi-auxiliaries helping the main verb and expressing modal meaning; they can also go together 
with auxiliaries. seem to, etc. 

5）Dynamic vs. stative verb (10a) 
Dynamic: actions; Stative: states. p111  General differences主要区别: Dynamic verbs can take 

progressive form, while stative verbs cannot, because progressive form indicates an action in progress. 
Stative verbs, as the name suggests, indicates typically a state, in which every segment of a state has the 
same character as any other segment; that is, no progress is made.动态动词可以有进行体形式， 静态却
没有，因为进行体表示进行中/发展中的动 作。静态动词，正如它的名称所示，典型地表示某 一
状态，其中每一片断与其他任何片断的状态都是 相同的，即，没有进行/发展  

6）Different types of dynamic and stative verbs: 
Dynamic: Durative verbs: rain, run Transitional verbs: arrive, change Momentary verbs: hit, kick 
Stative: A.be, have. B.verbs implying the concept of having or being, such as belong to, 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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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 ,matter 
C. sensory verbs such as hear, see, feel. D.verbs indicating state of mind, opinion, attitude, such as 

believe, know, fear, like 
7)Transitive, intransitive and linking verb p110 p6 
SVO SVoO SVOC SVOA SV SVA SVC This aspect is of essential importance because the verb type 

here determines the basic sentence structure of your sentence and how you can expand your sentence. 
8)Single-word verb and phrasal verb P166 
Phrase verbs are called verbal idioms which are equivalent to single-word verbs, transitive or 

intransitive, and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simple verbal combinations where the meanings are easily 
guessed from the parts. 

学习目标： 
1．了解作为动词语言系统的内在使用规律。 
2．掌握各种时态和语态变化。 
3. 把握语用中实词的翻译方法。 
作业： 
Ex. 10A；Ex. 10B；Ex. 10D. 

知识单元 6：Tense and aspect (I), (II)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Tense and aspect (I), (II) 
Uses of simple present 
1) Timeless present The most common use of the simple present is found in the expressions of 

eternal truths and proverbs, as well as in scientific, mathematical, geographical, etc. This use of the simple 
present mostly applies to stative verbs. e.g.: 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 and sets in the west. Water boils at 
100oC. Two and two make four. Japan lies to the east of china. Patience wears out stones. 

2) Habitual present (used with often / always / every day / as a rule …) The simple present is also 
commonly used to refer to sth. that is characterized by regular recurrence, e.g., a habit. This use is 
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dynamic verbs.e.g.: Class begins at 8:30. My husband cycles to work every day. 
She practices on the piano for an hour a day. We always care for each other and help each other. Lao Niu 
works 8 hours a day, 5 days a week. 

3) Statements made for all time (现在的状态和性状特征) Besides the extreme cases mentioned 
above, we can also include examples denoting the present existence or state of affairs, where our 
knowledge tells us that the time span is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limited. e.g.: He is an honest man. 
Their house is bigger than ours. My boss is in a bad mood today. My aunt lives in New York. I’m crazy 
about learning the English grammar. Your shoes smell awful. 

4) Exclamatory present The simple present can also be used in exclamatory sentences beginning with 
“here” and “there”, to replace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e.g.: Here comes the bus! (The bus is coming.) 
There goes the bell! (The bell is ringing.) Here he comes. (He is coming.) 

5) Momentary and instantaneous present The simple present can also be used to denote a momentary 
phenomenon that exists at the time of speaking. It is especially found in the presentation of an event that 
happens simultaneously with speech. The use of the instantaneous present denoting short actions, occurs 
in certain speech situations such as radio and television commentaries of fast-moving sports, the running 
commentaries of conjurors and demonstrators, and some formal declarations. 

e.g.: Hunt takes the ball forward quickly. Palmer comes across and tries to intercept him. Hunt slips 
past and quickly pushes the ball to Smart. Smart gathers the ball. Watch me carefully. I sift the flour, s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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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aking powder into a bowl. I mix them well. Then I break the eggs into a cup, and I add them to the 
mixture in the bowl. Then I beat the mixture. This machine is easy to operate. Watch what I do. I switch it 
on, press this button and it starts to work. 

6) Everyday conventional present 
The simple present can be found in the expressions like “I declare”, “I promise”, “I guess”, “I 

infer(推断, 猜想)”, “I gather(推断)”, “I advise”, “I agree”, “I insist”, “I refuse”, “I pronounce”, etc. e.g.: 
What do you suppose, Henry? I apologize for being late. In the name of God, I pronounce you man and 
wife. 

7) Simple present referring to the future The simple present can also be used to denote future time. 
This use is limited to future events conceived of as “certain”, either because they are determined in 
advance by calendar or timetable, or because they are part of a plan or an arrangement thought of as 
unalterable. a) Verbs that can be used this way include: begin, start, go, come, open, close, leave, stay, 
return, arrive, etc. e.g.: The train leaves at 3 p.m. Supper starts at five today. Tomorrow is Wednesday. 
How long do you stay here? 

b) The that-clause following I hope, I bet, I suppose (will do can also be used.): e.g.: I hope it keeps 
(=will keep) fine a few more days. I bet our team wins. (=will win) I suppose he agrees. (=will agree) 

c) The that-clause following such constructions as see to it/ make sure /make certain /take care / … 
(It is not right if will do is used.): e.g.: Make sure you get there in time. I’ll make certain that you don’t 
get lost. See (to it) that the windows are closed before you leave the room. Take care that he doesn’t take 
you in. 

d) The conditional clauses introduced by if/ unless/ even if/ in case and temporal clauses by when/ 
while/ before/ as soon as/ after/ as/ after/ once, etc.: e.g.: If I have enough money, I will go to Japan. The 
meeting will be put off in case it rains. Unless he sends the money before Friday, I shall consult my lawyer. 
I shall tell him when he comes. I’ll telephone you directly I hear the news. Tell me as soon as she arrives. 

8) Simple present referring to the past a) In addition to the meanings discussed above, the simple 
present can occasionally be used to denote past time. This use of the simple present is usually found with 
“communication verbs” such as tell, say, hear, learn, write to express the present effect of information 
received in the past. 

e.g.: Why do you say that? I hear you’re getting married again next month. The BBC says it’s going 
to be cold today. 

b) Simple present is also used as a device of story-telling and news reporting to add vividness to the 
description. This use of the simple present to refer to the past is what we call “historic present” (历史性现
在时). (a rhetorical trick esp. favored by novelists in their narrative writing) 

e.g.: Just as we arrived, up comes Ben and slaps me on the back as if we’re life-long friends. “Come 
on, old pal,” he says. “Let me buy you a drink!” I’m telling you, I nearly fainted on the spot. (Quirk et al., 
1985:181) 

The river rises higher and higher, breaks the banks, and is filling all low places, rushing through 
weeds and willows with a sound of danger. 

She was such a nuisance when she lived upstairs. Every time she came back, which was usually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she kicks off her shoes and I hear “bang, bang!” 

c) The simple present can also be used to describe the characters’ actions in plays. e.g.: Jeanne is 
sitting in the park. Mathilde walks towards her, she stops and speaks to Jeanne. (The Lost Necklace) A 
tapping at the door is heard. They turn as she enters. She closes the door behind her. 

d) The use of the simple present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situations of stage directions and plot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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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At rise, the stage is dark. It is 2:30 in the morning and a hot, midsummer’s day has just begun. It 
is silent… Mel Edison, in pajamas, robe and slippers, sits alone on the tiny sofa, smoking a cigarette. He 
rubs his face anxiously, then coughs…(Zhang et al., 1995: 169) Myriad rays drive off the dark clouds. The 
Red Army liberate Palm Grove Manor. The despotic landlord is shot. The laboring people now see the sun. 
(The Red Detachment of Women) (万道霞光驱散了乌云, 红军解放了椰林寨。恶霸地主 被枪决。劳
动人民见了太阳。) (《红色娘子军》) 

e) The simple present can also be used to denote past in written situations, such as: newspaper 
headlines, photographic captions, etc.: e.g.: CHILDREN STARVE IN AFRICA JAPANESE ENJOY 
SPENDING SPREE General Secretary Hu Jintao Gets a Rousing Welcome in Tokyo. Queen Elizabeth 
cuts ribbon for the library. Martin Luther King delivers his last speech. 

2.Tense and aspect  (II) 
Uses of simple past 
The simple past is the past tense form which is not marked for the progressive or the perfective 

aspect. This tense form can be used to denote the following meanings: 
1) Past event and past habit a) The basic use of the simple past is to denote a single event that 

happened at a definite point of time in the past (often with a time adverbial). e.g.: We went to see a film 
yesterday. Nobody came to meet me when I arrived at Linyi. The war broke out in 1940. 

b) The simple past can also be used to denote a state that existed at a period of time in the past. e.g.: 
He worked in a bank all his life. He lived in London during his last years. I studied English in England in 
2003. I served in the army from 1943 to 1946. 

c) The simple past can also be used to denote a habitual or recurrent action in the past, known as the 
habitual past. e.g.: I used to get up late in the morning. Each Sunday we trekked to the seaside at that time. 
She often came to help us in those days.  

2) Present event and future event a) In specific contexts, the simple past can denote the present time, 
which is known as the attitudinal past (态度 过去时), that is, the past tens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resent 
time in independent clauses expressing a question, request or suggestion. Its effect is to make the 
question/request/suggestion less direct, implying a polite, somewhat tentative attitude on the part of the 
speaker. e.g.: I wanted to ask you something. I wondered if you could spare a few minutes. I thought you 
might like these flowers. I hoped you would give me a hand. 

b) The simple past can also denote the future time. That is what we call the hypothetical past (假设过
去时). In this use, the simple past refers not to a fact but to a non-fact, and is typically found in 
that-clauses following such constructions as “It’s time…”, “I’d rather…”, etc, and in adverbial clauses of 
rejected condition, i.e., a condition which is not likely to be fulfilled. 

i. It’s (about / high) time that sb. did sth. e.g.: It’s time you were in bed. It’s high time you learnt to 
correct the mistakes.  

ii. I wish (= If only 但愿…就好了) e.g.: I wish I were as strong as you. I wish I had another chance. 
If only she would marry me. 

iii.用在 I’d rather 后的从句中 (我倒宁愿…) e.g.: I’d rather you went instead of him. iv. if 从句 
e.g.: If I had the money, I’d buy a car. If you loved me, you wouldn’t say that. If he were here, everything 
would be all right. 

v. 用在 as if / as though 引导的从句中 (与事实相反) e.g.: He talks as if he were a hero. 
vi. 用在 suppose (假定, 假设) 后的宾从中, 表示委婉的建议 e.g.: The new term begins next 

Monday. Suppose we left tomorrow. 
Uses of present progressive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am/ is/ are + -ing participle) has the following 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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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o denote an action in progress at the moment of speaking To denote what is going on at the 
present moment, we commonly use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generally associated with durative dynamic 
verbs (sometimes with the adverbials of time, like now, at the moment, etc.): e.g.: I’m not doing anything 
at the moment. They are playing football now. Who are you waiting for? Someone is asking for you on the 
phon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imple present and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referring to present time is 
that the former carries a permanent meaning and the latter a temporary meaning. 

Compare: This basin leaks. This basin is leaking. 
My watch works perfectly. My watch is working perfectly. 
2) To denote an action in progress at a period of time including the present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can also express an action that is going on over a period of time including the present but not necessarily 
at the moment of speaking (adverbials of time such as now, these days, etc. can also be used in specific 
contexts): e.g.: I’m working with Jim for the summer. He is taking physics this semester. Mr. Smith is 
writing a book on translation (these days). 

 Note that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when accompanied by an adverbial if frequency such as always, 
continually, constantly, forever, all the time often imparts an emotional coloring, often of annoyance or 
disapproval. By contrast, the simple present lacks the subjunctive, emotional tone of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and states a fact objectively. e.g.: Mothers are always worrying about their children. He is 
always thinking of how he could do more for the people. You are always saying that. Lao Wang is always 
boasting. She is continually changing her clothes. She is constantly asking me for money. His wife is 
always complaining about his salary. He is always drowning his sorrows. 

3) To denote a future happening according to a definite plan or arrangement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is used to refer to the future, more often than not the near rather than distant future, in connection with a 
definite plan, arrangement or program, usually occurs in situations with obvious future reference. e.g.: We 
are meeting him after the performance. London is hosting the Olympic Games in 2012.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denoting futurity also occurs in temporal and conditional clauses, on condition that there is 
future reference in the main clause. e.g.: While you are talking with him, take care not to mention this. If 
she is still sleeping, don’t wake her up. 

4) To denote the immediate past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may also be used to denote an action in the 
immediate past, which is generally expressed by communication verbs such as tell, talk, say, exaggerate, 
etc. e.g.: Teacher: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are disturbing the class. A: I don’t believe what you 
have said. B: Well, I’m telling the truth. 

5) To express polite requests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may also be used to make even politer requests 
than does the attitudinal past with such few verbs as hope, wonder ,etc. e.g.: I’m wondering if I may ask 
you a question. I’m hoping you can come and have lunch with me. 

6) To express repetition or a series of momentary actions With momentary verbs, i.e., verbs denoting 
actions of very short duration, the use of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will be understood to express repetition 
or a series of momentary actions, rather than just a single action. e.g.: He is jumping up and down. The 
secretary is nodding his “yes, yes, yes”. 

The simple present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presentation of an event that happens simultaneously 
with speech. Yet this kind of happening usually has little or no duration. Therefore, while commenting on 
the slower-moving sports, such as rowing, the commentator prefers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e.g.: Oxford are drawing slightly ahead of Cambridge now; they are rowing with a beautiful rhythm; 
Cambridge are looking a little disorganized. 

7) To denote temporariness As a rule, non-progressive verbs do not occur in the progressive form. 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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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take the progressive form in the circumstances where they suggest temporariness, gradual increase or 
decrease, or their meanings have transferred. (Lecture 10.2) e.g.: She is being a good girl today. Don’t you 
know you’re being a nuisance? That vase is sitting dangerously over the edge of the balcony. 

Uses of past progressive  
The use of the past progressive has much in common with that of present progressive, only the time 

reference being pushed back to the past.  
1) To denote an action in progress at a definite point or period of past time This is the most common 

use of the past progressive. In this use, the past time reference is usually indicated by a temporal adverbial 
or implied by the context. e.g.: What were you doing at this time yesterday? (a definite point of past time) 
When I got up this morning, it was raining. (a definite point of past time) At that time he was working in 
Detroit. (a definite period of past time) 

It was based on this use that the past progressive may have the effect of surrounding a particular 
event by a temporal frame, or serve at the beginning of a text, as the background in past time narrative to 
denote simultaneity. (作为铺叙故事情节的背景) e.g.: We were doing our work when the light went out. I 
was having dinner when a friend of mine came to see me. 

2) To denote a past habitual action The habitual action denoted by the past progressive is most clearly 
characterized by its temporariness (过去某一 阶段暂时性的习惯), in contrast with the past habit 
denoted by the simple past. e.g.: I was going to work by bus in those days. 

As in the case of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the past progressive can also collocate with such adverbials 
of frequency as always, constantly, continuously, forever, at that time, to express emotional feelings, 
especially feelings of annoyance or disapproval on the part of the speaker. e.g.: At that time Lao Liu was 
working desperately like that. He was always changing his mind in those days.  

3) To denote futurity in the past In specific contexts, the past progressive can be used to denote a 
future action in the past according to a definite plan or arrangement. This use is also found in some 
adverbial clauses of time or condition. e.g.: Nobody knew whether he was going with us. I’d rather we 
were leaving early tomorrow morning. 

4) To make polite requests and express hypothetical meanings (To denote the present) a) The past 
progressive has a similar function to that of the simple past and of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Of the three 
forms, the past progressive is the most tentative in making polite requests. (实际上是现在时间) e.g.: 
What were you wanting? I was wondering if I might be of service? I was hoping you could do us a favor. 
b) To express hypothetical meanings, the past progressive only occurs in certain conditional clauses and in 
sub-clauses after “I wish”, “I’d rather”, “It’s time”, etc. e.g.: It’s time we were going for lunch. I wish you 
were not driving so fast. I’d burn down the house if you were staying at home for the holidays. 

5) Contrast between past progressive and simple past With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imple past 
and the past progressive, there are a few more points to note: 

a) To denote an action in completion, we use the simple past; to denote an action in progress, we use 
the past progressive. (未完成动作还是已完成动作) Compare: (1) I was reading Gone with the Wind last 
night. (2) I read Gone with the Wind last night. Sentence (1) suggests that the reader did not finish reading 
the novel, whereas sentence (2) carries the implication that the reader actually finished reading the novel. 

This difference is even more impressive when transition verbs are involved: 
The girl was drowning. The girl drowned. 
The man was dying. The man died. 
The child was crossing the street. The child crossed the street. 
b) To state a mere past fact, we use the simple past; to lay emphasis on the duration of the action, we 

use the past progressive. (是说明事实还是强调时间长度) e.g.: It was raining / rained all night. H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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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 worked from two o’clock until supper time. If adverbials of time such as the whole morning, all 
night, etc., laying emphasis on the lengths of duration,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choose the past 
progressive.  

c) When two actions co-occur in a sentence, the action of shorter duration is to be denoted by the 
simple past, while that of longer duration by the past progressive. (时 间长还是时间短) e.g.: I broke a 
glass while I was cooking the dinner. 

d) In colloquial speech, the past progressive is sometimes used to show what one says is casual, 
unimportant and aimless, whereas the use of the simple past means differently.(过去进行体有时可用来
含糊地回答问题,也有点 像随便聊天; 而一般过去时表示的是主动的、有目的的) e.g.: A: What did 
you do today? B: Oh, I was washing some clothes. e) In a sentence, the past progressive may denote 
co-occurrence of the two actions, whereas the simple past denotes the time sequence of the two actions. 
(过去进行 体表示同时性,一个动作发生在另一个动作的过程中; 两个 一般过去时表示动作的先后
性) Compare: When we arrived, she was making coffee. When we arrived, she made coffee. 
学习目标： 
1．了解动词动态进程的各项构成。 
2．掌握进程规律。 
3. 学会动词与现代汉语的准确对应。 
作业： 
Ex. 11A；Ex. 11B；Ex. 11C；Ex. 11D 

知识单元 7：Future time  and Passive voic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Future Time 
In its long history, English has not developed a special verb form that might be rightly labeled 

FUTURE TENSE corresponding to the time /tense parallel for present and past. When we say that English 
has no future tense, we certainly do not mean that English has not the means of expressing future time. 

Instead there are a number of constructions that can be used to denote futurity in English. 
1.1 Constructions denoting future time  
In English, future time is expressed by means of modal auxiliaries, by semi-auxiliaries, or by the 

simple present and present progressive forms. 
1) Will / shall + infinitive 
2) Will /shall +progressive /perfective infinitive 
3) Be going to + infinitive 
4) Present progressive 
5) Be to + infinitive 
6) Simple present 
1.2 Means of expressing past future The future time discussed in the preceding section is viewed 

from th present. If the speaker refers to a future even from a viewpoint in the past, that is past future. Most 
of the future constructions just discussed can be used in the past tense to refer to past future events. 

1) Would + infinitive 
2) Was / were going to + infinitive 
3) Was /were to + infinitive 
4) Past progressive and simple past 
5) Was /were about to + infinitive 
2.Passive 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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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lecture deals with the uses of the passive voice. 
2.1 Active sentence and passive sentence 
As has been pointed out, a sentence /clause whose predicator (predicate verb) is active is called an 

“active sentence”, and a sentence / clause whose predicator (predicate verb) is passive is called a “passive 
sentence”. The subject in the active sentence is the agent or doer of an action, and in the passive the 
recipient of the action. 

1) Rules of change into the passive 
2) Voice constraints 
2.2 Passive voice of phrase verbs 
When used transitively, phrasal verbs can be made passive. 
1) Passive voice of basic phrasal verbs 
2) Passive voice of “verb + noun + preposition” 
2.3 Passive voice of non-finite verbs 
English verbs have three non-finite forms: the infinitive, the –ing participle, and the –ed participle, of 

which the first two may occur in the passive. 
1) passive infinitive 
2) Passive –ing participle 
3) Constrast between passive infinitive and passive –ing participle 
2.4 Uses of passive sentences 
In this section we are going to deal with cases where the passive is used and two related types of 

passive sentences. 
1) Cases where the passive is used 
2) Two related types of passive sentences 
2.5 Passive constructions and passsive meanings 
This section is concerned with passive constructions and passive meanings. 
1) Constrast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passives 
2) Active constructions expressing passive meanings 
3) Passive constructions or “lingking verb + 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学习目标： 
1．了解未来时间与被动语气。 
2．掌握科技法律文本中的被动用法和翻译。 
作业： 
Ex. 12A；Ex. 12B； 
Ex. 13A；Ex. 14B 
Ex. 15A；Ex. 15B； 

知识单元 8：Subjunctive mood and Auxiliarie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Subjective Mood 
There are two forms of the subjective: be-subjective and were-subjective. The present lecture will 

dwell on the uses of these two subjective forms – remnants of Old English—expressing hypothetical and 
non-factual meanings. 

1.1 Be-subjective 
The be-subjective, like the imperative, is realized by the base form of the verb. Whatever the person 

of the subject, the predicator invariably takes the base form. Consequently, where the clause has a pl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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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there is normally no distinction between indicative and subjective forms, except for the verb be. 
The subjective form of be is be for all persons. The be-subjective is used: 
1) In certain that-cause 
2) In certain adverbial clauses 
3) In certain formulaic expressions 
1.2 Were-subjective 
The were-subjective has only one form were, which applies to subjects of all persons, but which 

formally contrasts with the indicative form was only when it is used with first and third person singular 
subjects. 

The were-subjective is hypothetical or unreal in meaning and is used: 
1) In certain adverbial clauses 
2) In certain nominal clauses 
1.3 Some few notes on ways of expressing hypothetical meanings. 
Modern English has a number of devices for expressing hypothetical meanings. In addition to the 

be-subjective and the were-subjective, we can use past tense forms of verbs and past tense modals for the 
same purpose. 

1) Use of past tense forms of verbs 
2) Use of past tense modals 
2. Auxiliaries 
As has been pointed out before, English verbs, in terms of their functions in forming verbs and 

auxiliaries. Auxiliaries can again be divided into primary auxiliaries, modal auxiliaries, and 
semi-auxiliaries. The function of primary auxiliaries (be, do, have) is to combine with main verbs to form 
complex verb phrases, and this has been dealt with in the previous lectures. The present lecture will 
concentrate on the use of modal auxiliaries and the next on semi-auxiliaries. 

2.1 Modals and modal meanings 
This section examines, in terms of semantics, modality and the English modals incorporating some 

related semi-auxiliaries. 
1) Ability and possibility 
2) Permission, and prohibition 
3) Obligation and necessity 
4) Prediction and predictability 
5) Willingness, intention and determination 
6) Other modal meanings 
2.2 Epistemic and Non-epistemic use of modals 
As has been pointed out, modals are mostly polysemous. In terms of the meanings they express, 

modal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epistemic and non-epistemic. The function of epistemic 
modals is to make judgments about the possibility or necessity that something is or is not the case. The 
non-epistemic category only describes the fact as it is. 

1) Epistemic modals 
2) Syntactic features of epistemic modals 
3) Time reference of epistemic modals 
3. Auxiliaries 
This lecture is concerned with semi-auxiliaries and contracted forms of auxiliaries. 
3.1 Semi-auxiliaries 
Semi-auxiliaries constitute a category of verbs between auxiliaries proper and main 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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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ypes of semi-auxiliaries 
2) Semi-auxiliaries and “it or that-clause” 
3.2 Contracted forms of auxiliaries 
All the primary and modal auxiliaries have contracted forms, which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negative contractions and positive contractions. 
1) Negative contractions 
2) Positive contractions 
3) Restrictions on the use of positive contractions 
学习目标： 
1．了解虚拟语气和助动词的语法结构。 
2．掌握法律英语中虚拟语气的语用状况。 
3、学会熟练使用各种语气。 
作业： 
Ex. 16A；Ex. 16B； 
Ex. 17A；Ex. 17B 
Ex. 18A；Ex. 18B； 

知识单元 9：Infinitive (I), (II), / -ing participle, / -ed participl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Infinitive(I)不定式 
Basic Terms:不定式 infinitive, simple form of infinitive, 带 to不定式 to-infinitive, 不带 to不定式

bare infinitive, 情态成语 modal idiom, 使役动词 causative verb, 感觉动词 sense verb, 
不定式符号（即 to）the infinitive sign, 不定式符号的省略 ellipsis of the infinitive sign, 不定式符

号 to （infinitive to）, 介词 to （preposition to）。 
1.1 Forms of Infinitive 
Situations in which the bare infinitive is used 
1.2 Some few notes on the use of the infinitive sign(即 to) 
1)infinitive sign used alone 
2)omission of the infinitive sign 
1.3 Forms of Infinitive不定式的结构形式 
1）Forms (of Infinitive)不定式各形式 
要求掌握的 6种带 to不定式形式以 investigate为例 [参见 10.3 （4）] 
一般形式 to investigate 
进行体形式 to be investigating 
完成体形式 to have investigated 
完成进行体形式 to have been investigating 
一般形式的被动态 to be investigated 
完成体形式的被动态 to have been investigated 
2) To-infinitive and bare infinitive 
Situations in which the bare infinitive is used:用不带 to不定式/动词原形（个别为可以用不带 to

不定式)的场合： 
a) after modals:在情态动词之后 
Need we stay this evening? 
I daren’t go there. 
He used to smoke a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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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will visit our university next month. 
b) after semi-auxiliary:半助动词之后 
You’d better have the tooth pulled out. 
It’s going to rain. 
We haven’t been a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2. Infinitive(II)不定式 
A.Adjective + infinitive 
B.Noun (phrase) + infinitive 
C.Verb + inf. 
2.1Adjective + infinitive不定式与形容词的搭配关系 
1) The subject of the main clause（主句） is also the logical subject（逻辑主语） of the infinitive. 

a) adjectives showing emotional feelings: 
He is glad to help others. 
b) adjectives showing good or bad luck, 
c) mental state or personal attitude, 
d) character or behavioral trait性格特征和行为表现 
2) The subject of the main clause is also the logical object（逻辑宾语） of the infinitive: This 

problem is easy to solve. 
3) The subject of the main clause may be the logical subject or logical object of the infinitive. He is 

slow to react. (= He reacts slowly.) 
This novel is easy to sell. (=This novel sells easily. 或=It is easy to sell this novel.) E 1 
2.2  Noun (phrase) + infinitive不定式与名词的搭配关系 
Three points worth mentioning: 
1)Semantic relations: SV,VO,or inf as appositive（同位语）： 
He was the last student to arrive. 
The child needs a friend to play with. 
I had no wish to hurt him. （同位语） 
2) Infinitive—active or passive（略） 
3) “n + inf”, “n + prep + -ing” 
a. Some nouns + inf. / （prep.+ ing分词） （后接这两种结构同义） （同义） 
b. Some nouns usu. + inf. 常带不定式 与 refuse同源） c. Some nouns usu.+ prep.+ ing分词: E2 
2.3 Verb + infinitive 不定式与动词的搭配关系 
1) verb + infinitive 动词+不定式（即可直接带不定式而不能直接带–ing分词的动词） There are 

verbs that can be directly followed by an infinitive rather than an –ing form as object: hope, learn, manage, 
offer, pledge, pretend, profess, promise, refuse, resolve, seek, swear, threaten, undertake, venture, 
volunteer, vow, etc 

2) V. + O. + inf. 加宾语后才能再加不定式的动词 
There are verbs that cannot be directly followed by an infinitive unless the verb and the 
infinitive are intervened by a noun or pronoun. These verbs include five groups: 
a) sense verbs or verbs of perception感觉动词（跟不带 to不定式）: see, hear, watch, feel: 
Did you see him go out? 
b) causative verbs使役动词: have, let, make, get (get+宾语后接带 to不定式）: 
What would you have me do? 
I got him to help me when I moved the furniture. 
Just get them to finish up as quickly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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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will get the publisher to illustrate the book. 
I can’t get the car to start. 
c) some phrasal verbs : arrange for, ask for, rely on: 
I’ll arrange for you to come. 
d) verbs showing mental state （表心理状态， : believe,  consider, declare, find, prove, think, ☆ △ ☆

discover, feel, imagine, judge, suppose, understand等。 
3. -ing Participle 
In this book, the term “-ing participle” is used to include both the traditional “present participle” and 

the “gerund”. The present lecture is devoted to the collocation of –ing participle with verbs. If ned 
be,mention will also be made of the contrast between –ing participle and corresponding use of the 
infinitive. 

3.1 Collocation of _ing participle with verbs 
This section is concerned with two collocations: “verb + -ing form” and “verb + object + preposition 

+ -ing form”. 
1) Verb + -ing form 
2) Verb + object + preposition + -ing form 
3.2 Verbs followed either by infinitive or by –ing participle 
There are verbs that can be followed either by an –ings form or by an infinitive. With some of these 

verbs, the choice between the two makes no difference in meaning; with others, however, different 
choices result in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1) Either infinitive or –ing participle without change of meaning 
2) Either infinitive or –ing form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4.past participle 
This lecture is devoted to –ed participle (traditionally known as “past participle”) used as premodifier 

and as subject / object complement. 
4.1 -ed pariciple as pre-modifier 
As premodifier in a noun phrase, -ed participles are mostly derived from transitive verbs: only a few 
come form intransitive verbs. 
1) –ed participle derived from transitive verbs 
2) –ed participle derived from intransitive verbs 
4.2 –ed participle as complement 
1) Old English –ed participles 
2) Verbs admitting of –ed participle as object complement 
4.3 Some few notes on “dangling participles” 
Let us first of all take a look at the “attachment rule” for identifying the subject. 
1) “Attachment rule” and “dangling participles” 
2) Problems about the acceptability of “dangling participles” 
学习目标： 
1．了解动词不定式、现在分词和过去分词的结构规律。 
2．掌握三者的语用关系。 
3. 熟练使用三者的语法运用。 
作业： 
Ex. 20A；Ex. 20B； 
Ex. 21A；Ex. 21B 
Ex. 22A；Ex. 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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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0：Adjective and adverb and their phrases /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preposition and 
prepositional phrase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Adjective and Adjective Phrase 
Adjectives are open-class words. They are chiefly used as modifying elements in a sentence. In this 

lecture we shall talk about classification and morphology of adjectives as well as formation and uses of 
adjective phrases. 

1.1 Classification of adjectives 
Adjectives may be divided into one-word and compound adjectives, central and peripheral adjectives, 

dynamic and stative adjectives, gradable and non-gradable adjectives. 
1) One-word and compound adjectives 
2) Central and peripheral adjectives 
3) Dynamic and stative adjectives 
4) Gradable and non-gradable adjectives 
1.2 Adjectives and participles 
As has been mentioned before, participles can sometimes be used as modifiers in the noun phrase. 
Some participles have all the features characteristic of the adjective. They admit of modification by 

very; they have forms of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degrees; and they may be used as complement in the 
sentence. 

1) Adjectives derived from –ing participles 
2) Adjectives derived from –ed participles 
3) Active vs passive meanings 
1.3 Adjective (phrase) as modifier in noun phrases 
As has been mentioned before, most adjectives can function both as modifier and as complement. In 
any cases, these two functions are interchangeable. 
1) Premodifying and postmodifying adjectives 
2) Predicative adjectives 
3) Adjective phrase vs relative clause 
1.4 Adjective phrases as complement 
As subject / object complement, an adjective phrase may consist of only an adjective; it may also 
take the form of “modifier + adjective” or “adjective + complementation”. In this section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three kinds of adjective complement. 
1) Adjective + prepositional phrase 
2) Adjective + to-infinitive 
3) Adjective + that-clause 
2. Adverb and Adverb Phrase 
Like adjectives, adverbs are a class of words that chiefly function as modifying elements, but what is 

modified by an adverb is normally a verb, an adjective, a preposition, a conjunction or another adverb. As 
a clause element, adverb phrases may be used as adverbials of time, place, manner, etc; they may also be 
used as disjuncts, expressing the speaker’s attitude or assessment on an accompanying clause, or as 
conjuncts, playing the role of connectives. 

2.1 Chief uses of adverbs and adverbs phrases 
Adverbs and adverb phrases are chiefly used as modifiers in phrases and as adverbials in clauses or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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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dverbs as modifier in phrase 
2) Adverb phrases as adverbial in clauses or sentences 
2.2 Adverbs with or without –ly 
There are adverbs that have two forms: one is identical with a corresponding adjective, the other is 

with –ly. 
1) Two forms with no difference in basic meaning 
2) Two forms different or slightly different in meaning 
3) Two forms entirely different in meaning 
3. Comparison and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As has been shown , most adjectives and adverbs are gradable and can be used in comparative 
clauses. When appearing in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adjectives and adverbs take special 

grammatical forms which are called “forms of comparison”. 
3.1 Comparison of adjectives and adverbs 
With gradable adjectives and adverbs, there are three degrees of comparison: positive / absolute 
degree, comparative degree and superlative degree. 
1) Regular comparison of adjectives 
2) Regular comparison of adverbs 
3) Irregular comparison of adjectives and adverbs 
3.2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1) “As … as” construction 
2) “More … than” construction 
3) “(The) + superlative adjective / adverb + scope of comparison” 
3.3 Contrast between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Four pairs of related patterns may be noted. 
1) “more … than” vs quasi-coordinative type 
2) “Not so … as” vs “not so much … as” 
3) “Not more / -er … than” vs “no more / -er … than” 
4) “The more … the more” vs “more and more” 
4. Preposition and Prepositional Phrase 
English today is basically an analytic language in which inflections have practically been replaced by 

structural words and a relatively fixed word order. Prepositions are just a class of structural words that 
indicate various semantic relations between words or expressions. 

3.1 Collocation of prepositions with adjectives, verbs and nouns 
1) Prepositions after adjectives 
2) Prepositions after verbs 
3) Collocation of prepositions with nouns 
4.2 Complex prepositions 
Complex prepositions, also known as “multi-word prepositions”, refer to combinations that consist 

of two or more than two words and which perform the function of simple prepositions. In terms of word 
formation, complex preposi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1) Two-word prepositions 
2) Three-word prepositions 
3) Four-word prepositions 
4.3 Transform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prepositional phrases and subordinate cl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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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ositional phrases, which are chiefly used as adverbials in clauses and as modifiers in noun 
phrases, have transformational relations with some subordinate clauses that perform the same 

syntactic functions. 
1) Prepositional phrase vs that-clause 
2) Prepositional phrase vs adverbial clause 
3) Prepositional phrase vs relative clause 
学习目标： 
1．了解英语形容词副词的结构及功能。 
2．掌握比较级的翻译规律。 
3．精确理解和运用复杂态比较语境。 
作业： 
Ex. 23A；Ex. 23B； 
Ex. 24A；Ex. 25B 
Ex. 26A；Ex. 26B； 

知识单元 11：Statement, question, command, exclamation/Existential sentenc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Statement, question, command, exclamation 
1、Statement, Question, Command, Exclamation   
The sentence is the highest rank of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In terms of their communicative 

functions, sentences may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statement, question, command, and exclamation.   
1.1 Statements  
In communication, statements (also known as "declarative sentences") are chiefly used to state a fact 

or non-fact, that is, to affirm or negate something. Thus, statements may be divided into  positive 
statements and negative statements.  

1) Positive statements  
In a positive statement, there might be different degrees of certainty about the truth of the 

information imparted. It might be tinted by "a tentative attitude which helps to soften the tone and make 
the utterance sound more polite. There are a number of expressions that are available for this purpose. 
These include such attitudinal disjuncts as I think, I guess, I suppose, I suspect, I'm afraid, if I'm not 
mistaken, if I might say so, if you please, if you don't mind, etc。 

2) Negative statements   
A statement may be negated by not or other negative words. The negative word not, usually appears 

immediately after the operator. The combination of “operator + not” can be contracted in two ways: we 
may have a contracted form of operator enclitic to happened but did not happen. The non-contracted form 
is simply negative orientated, expecting a negative answer. Compare:  

Haven't you finished your work yet?  Have you not finished your work yet?   
Isn't she a doctor? Is she not a doctor?  Didn't they win the game?  
Did they not win the game?  
In negatively-orientated questions, there usually occur non-assertive words. If a negative question 

contains assertive forms, it is biased towards positive orientation, eg: Haven't you heard from him already? 
Don't you always go to work at eight?  

1.2 Questions  
In terms of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communicative function, questions (also known as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fall into four major types: general question, special question, ,alternative question and 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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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1) General questions 
General questions, also known as "yes-no questions", are asked for affirmation or negation. General 

questions may contain nonassertive words if there is no bias in expectation towards a positive or negative 
answer. If the speaker is predisposed to a positive answer, he should use assertive, rather than 
non-assertive, forms. 

2) Special questions  
Special questions, also known as wh- questions, are generally introduced by wh-words such as who, 

whose, which, where, what, when, why, how, etc. The wh-word. marks the focus of information to be 
asked about. Special questions may be in normal order or in inverted order. When the wh-word functions 
as subject or part of the subject, the question _is in. ,n,ormal order.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 wh- word is 
not used as subject, the question is in inverted order, eg:  

Who phoned last night?  
3) Alternative questions  
An alternative question is one that suggests two or more possible answers for the listener to choose 

from. There are two types of alternative question. One type is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general question; 
the other is based on that of special question, eg: Shall I give you a gin, a whisky, or a beer?   

4) Tag questions  
Tag questions are extensively used in spoken language. A tag question generally consists of two parts: 

statement + question tag. The subject and verb in the question tag generally correspond with those in the 
statement. If the subject of the statement is a noun phrase, the tag usually takes a corresponding pronoun 
as subject.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tag question:  

(1)"positive statement + negative tag",  
(2) "negative statement - positive tag",   
(3) "positive statement + positive tag", and   
(4) "negative statement + negative tag  
1.3 Commands and exclamations   
Let us move on to commands -and exclamations.   
1) Commands  
Commands also known as "imperative sentences" begin with a verb in the imperative mood and 

express' a command, an  instruction, a request, a suggestion, etc, eg: Open the window, please.  Clean 
these barracks now. Go to the senator's office immediately. Take off your muddy shoes before you go 
inside.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imperatives: the second person imperative, the first person imperative, and 
the third person imperative. The sample sentences cited above are all second person imperatives. a) 
Second person imperative When the command or instruction is directed to the party spoken to, we use the 
second person imperative, in which the pronoun YOU normally needn't be expressed, unless we want to 
lend emphasis to the utterance. 

2) Exclamations  
Exclamations, also known as "exclamatory sentences", refer to a special type of sentence that 

expresses strong feelings. Various ways are available to express strong feelings. For instance, statements, 
questions, commands, and even a phrase or a single word can all be turned into exclamatory utterances by 
an emphatic intonation, a strengthened stress, a rhetorical tone color, or even by a gesture or facial 
expression. But when we talk about the exclamation as a special type of sentence, we only refer to the two 
kinds of sentence introduced by WHAT and  HOW, 

2．Existential 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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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istential sentence is a special type of sentence structure that denotes the existence of 
something.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an existential sentence is to elicit a new topic, which, as focus 
of information, is generally expressed by the “notional subject” coming after the verb phrase. 

2.1 Structural properties of existential sentences 
There + be + NP + locative /temporal adverbial 
1) Introductory there 
2) Notional subject 
3) Predicator in existential sentence 
2.2 Non-finite existential clauses 
A non-finite existential clause is one whose predicator is a non-finite verb phrase. There are two 

types of non-finite existential clauses: 
There to be / (to have been) + NP + locative /temporal adverbial 
There being / having been + NP + locative / temporal adverbial 
These forms can be used: 
1) As prepositional complementation 
2) As object 
3) As subject and adverbial 
学习目标： 
1．了解英语句式的变化规律。 
2．掌握存在句型的运用及翻译。 
作业： 
Ex. 23A；Ex. 23B； 
Ex. 24A；Ex. 25B 
Ex. 26A；Ex. 26B 

知识单元 12：It-pattern / Coordina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It-pattern / Coordination 
The present lecture will deal with three types of sentence with non-referring it as formal subject. 

They are sentences with it as formal subject denoting time, distance, and atmospheric conditions, 
sentences with anticipatory it as subject, and cleft sentences introduced by it. The word it in these patterns 
is called respectively “empty it”, “anticipatory it”, and it as introductory word of cleft sentences. 

1.1 Empty it and anticipatory it 
It may be useful to give a summary of the chief uses of empty it and anticipatory it. 
1) Empty it 
2) Anticipatory it 
1.2 It as introductory word of cleft sentences 
It as formal subject also occurs in cleft sentences. 
1) Cleft sentence defined 
It + be + focal element + that- / who- clause 
2) Introductory is in cleft sentences vs anticipatory it 
3) Pseudo-cleft sentences   
2. Coordination  
A coordination construction is a sequence of semantically-related grammatical units that are 
similar in form, equal in rank of structure, identical in function and are connected by coordin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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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Type of coordinate constructions 
1) Formation of coordinate constructions 
2) Coordinating devices 
3) Insertion between coordinated items 
4) Symmetrical organization of coordinate constructions 
2.2 Coordinators semantically considered 
1) And-group coordinators 
2) Or- group coordinators 
3) But- group coordinators。 
学习目标： 
1．了解先行词句型在英语语言中的作用。 
2．掌握连接词的用法。 
3、掌握连词和先行词的翻译技法。 
作业： 
Ex. 29A；Ex. 29B 
Ex. 30A；Ex. 30B 

知识单元13：Subordination / Relative clause/ conditional sentence / direct and indirect speech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Subordination (I) 
Subordination means putting a grammatical unit in a lower rank or position. A grammatical unit that 

functions as a constituent of another unit of equal or lower rank of structure is called a subordinate 
construction, which might be a finite clauses, a non-finite clause, a verbless, or a phrase. 

1.1 Coordination and subordination 
1) Ways of subordinating minor ideas 
2) Subordinators 
1.2 Subordinate clauses (finite) 
1) Nominal clauses 
2) Relative clauses 
3) Adverbial clauses 
1.3 Some few notes on adverbial clauses 
1) Adverbial clauses of time 
2) Adverbial clauses of cause 
3) So that vs so … that 
4) Unless and if … not 
5) Though and although 
2. Subordination (II) 
In this lecture we shall talk about non-finite clauses and verbless clauses. A non-finite clause is a 

clasue with a non-finite verb phrase as predicator. A verbless clause is a clause without any form of verb 
element. Non-finite clauses include infinitive clause, -ing participle clause, and –ed participle clause. 

2.1 Infinitive clause 
An inifinitive clause is a “subject+ predicate” construction with an infinitive as predicator. 
1) Types of infinitive clauses 
2) Syntactic functions of infinitive clauses 
2.2 –ing participle 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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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g participle clause is a “subject + predicate” construction with an –ing participle as predicator. 
1) Types of –ing participle clauses 
2) Syntactic funcitons of –ing participle clauses 
2.3 –ed participle clauses 
An –ed participle clause is a “subject + predicate: construction with an –ed participle as predicator. 
1) Types of –ed participle clauses 
2) Syntactic functions of –ed participle clauses 
2.4 Verbless clauses 
A verbless clause is a clause without any form of verb element as predicator. A verbless clause is just 

an SVC construction with its subject and predicator elapsed 
1) Types of verbless clauses 
2) Syntactic funcitons of verbless clauses 
2.5 “Absolute constructions” 
Now it is time we had a summing-up of the types and meanings of “absolute constructions”. 
1) Types of “absolute constructions 
2) Uses of “absolute constructions 
3。 Relative clause 
A relative clause is a clause that is introduced by a relative word—either by a relative pronoun or by 

a relative determiner or by a relative adverb. 
3.1 Restrictive and non-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s 
1) 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s 
2) Non-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s 
3.2 Choice of relative words 
1) Choice of relative pronouns in restrictive clauses 
2) Some other problems of usage concerning choice of relative pronouns in restrictive clauses 
3) Choice of relative pronouns in non-restrictive clauses 
4) Ellipsis of relative words 
3.3 Clauses introduced by “preposition + relative pronoun” 
1) Finite clauses introduced by “preposition + relative pronoun” 
2) Non-finite clauses introduced by “preposition + relative pronoun” 
3.4 Double relative clauses and embedded relative clauses 
Double and embedded relative clauses are more complicated phenomena than we have illustrated so far. 
1) Double relative clauses 
2) Embedded relative clauses 
4 Conditional sentence 
A conditional sentence is commonly composed of two parts: conditional clause + main clause. 
Despite the many possible sequences of verb forms in conditionals, the following four types 

represent perhaps the commonest and the most useful ones: 
I. If you heat ice, it melts. 
II. If we catch the 10 o’clock train, we will get there by lunchtime. 
III. If we caught the 10 o’clock train, we would get there by lunchtime. 
IV. If we had caught the 10 o’clock train, we would have got there by lunchtime. 
4.1 Conditionals—Type I 
1) Universal truth or general validity 
2) Present habitual action 



7880 

3) Past habitual action 
4.2 Conditionals—Type II 
1) Type II—basic forms 
2) Type II—variant forms 
3) Type II—alternative forms 
4.3 Conditionals—Type III 
1) Type III—basic forms 
2) Type III—variant forms 
4.4 Conditionals—Type IV 
1) Type IV—basic forms 
2) Types IV—variant forms 
5 Direct and indirect speech 
In quoting someone’s words, we can either use the direct speech or use the indirect speech. Direct 

speech is usually put in quotation marks; indirect speech normally occurs after a reporting verb without 
being put in quotation marks. The present lecture is devo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rect speech into 
indirect speech, and this transformation usually entails some changes in tense forms, word order, pronouns, 
determiners, temporal or locative adverbials as well as other aspects of grammar. 

5.1 Indirect statements 
When a statement is turned from direct into indirect speech, there is no change of tense if the 

reporting verb is in the present. But the time reference is usually back-shifted if the reporting verb is in the 
past tense. 

1) Present time back-shifted to the past 
2) Past time back-shifted to past in the past 
3) Future time back-shifted to future in the past 
4) Other changes in indirect speech 
5.2 Indirect questions 
1) Introductory word of indirect questions 
2) Communicative functions of indirect questions 
5.3 Indirect commands and exclamations 
1) Indirect commands 
2) Indirect exclamations 
5.4 Mixed types of indirect speech 
1) Adding connectives or other expressions 
2) Rephrasing the original utterance 
学习目标： 
1．了解英语从句和从属结构的构成规律。 
2．掌握各种名词从句的搭配关系。 
3．增加各种级别的考试中语法条件句部分的应对。 
4.  熟练操作自己句子类别的运用与翻译型运用。 
作业： 
Ex31A/31B 
Ex.32A/32B/33A 
Ex34A/34B 
Ex.35A/35B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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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1：Basic Training（1） 
参考学时：1.5学时 
实验内容：基础过关训练 
1. It is difficult to         the discussion, with so much noise around us. 
A. carry off    B. carry on      C. carry away     D. carry forward 
2. —— Did you enjoy the book? 
  —— Yes, it was so interesting that I couldn’t        it. 
A. get rid of         B. break away from 
C. keep away from       D. tear myself away from 
3. The secretary entered with a pencil and paper, and       every word the manager said. 
A. took out     B. took down     C. turned out    D. turned down 
4. —— Oh, my God! It’s just a sea of cars. How can you         your car? 
  —— That’s easy. Mine is coloured differently from any other one. 
A. find out     B. pick out      C. take out     D. get out 
5. I have a short memory. I have to         my phone book every time I want to make a call. 
A. look up     B. look at      C. look through   D. look for 
6. —— This is Xiao Li speaking.  
  —— Hi, Xiao Li, please stay at home, I’ll        you at 6 o’clock and we’ll go to the cinema 

together. 
A. call for     B. wait for      C. search for    D. look for 
7. No matter what you say, I shall        my opinion. 
A. carry out    B. keep up      C. insist on     D. stick to 
8. If Tim carries on working like this, he’ll         sooner or later. 
A. break down   B. give up      C. get down    D. hold on 
9. After a long way she was tired and her legs         . 
A. gave off     B. gave out        C. gave in       D. gave up 
10. The school bus was         by the thick fog. 
A. held up     B. broken off       C. kept up      D. put off 
11. After the war ended, Washington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 elected      B. picked       C. selected      D. tired out 
12. The boy is badly hurt. We must        for the doctor immediately. 
A. send      B. ask       C. search      D. look 
13. We          each other the best of luck in the examination. 
A. hoped      B. wanted      C. expected      D. wished 
14. The clock        eleven and we        it was time for us to leave. 
A. hit; realize    B. beat; recognize     C. struck; realized  D. shot; recognized 
15. My parents         me to go to the theatre with my friends. But I didn’t. 
A. suggested     B. persuaded      C. advised     D. expected 
16. We all gathered on the square,         the clock to announce the New Year. 
A. waited for     B. listening to      C. hearing      D. listening for 
17. The policeman        the drunk man up and down before replying to his question. 
A. looked     B. looked at      C. stared at     D. looked over 
18. The students in this college are all taking courses        a degree. 
A. devoting to     B. turning to      C. leading to     D. sticking to 
19. This university will        more than one thousand new students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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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ake up     B. take on      C. take in      D. take over 
20. The picture of the park        memories of our class trip last year. 
A. called up     B. reminded      C. turned up     D. came up 
21. Would you please tell me the way you thought of       the difficulties? 
A. smoothing away         B. to smooth away    
C. doing away with         D. to make your way to 
22. The meeting began at eight o’clock, but he didn’t        until eight ten. 
A. turn up      B. turn down     C. turn off     D. turn out 
23. On her way to the market, Mrs Turner          to see one of her old friends. 
A. called on     B. visited      C. called at       D. dropped in 
24. —— Mary told me she would         computer studies. 
   —— Really? I’ll try my best to ask her to        such foolish ideas. 
A. pick up; give up         B. put away; give up    
C. give up; put away        D. give up; pick up 
25. “Freedom! Freedom!” After a man cried out, the cries were immediately         . 
A. died away     B. taken up      C. burst out     D. broken out 
26. —— Why does everybody like him? 
   —— Because he always        a good after-dinner joke. 
A. tells      B. talks       C. states       D. says 
27. It is so hard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her action. You can never          his thoughts. 
A. learn      B. study       C. master      D. read 
28. Because some of the floorboards had        away, it was unsafe to walk on the floor. 
A. rotted      B. destroyed     C. wasted      D. broken 
29. Birds        their wings rapidly as they fly on. 
A. hit      B. shake       C. beat      D. strike 
30. I have to        to him and all the well-known reference books for help. 
A. refer     B. turn        C. get      D. ask 
31. Dark glasses are sometimes worn to        the eyes from strong sunlight. 
A. prevent     B. care       C. defend      D. protect 
32. I’m not very good at playing chess. He often        me. 
A. beats     B. wins       C. hits      D. fights 
33. I asked him to         me a few minutes so that I could go over all the problems. 
A. spend      B. save       C. spare      D. share 
34. The horrible noise from the man’s room simply        me mad. 
A. put      B. caused       C. drove       D. turned 
35. —— Look, there are many beautiful kites in the sky! 
   —— Great. They can         our wishes to Gods. 
A. carry       B. take       C. bring       D. hold  
36. If no one         the phone at home, ring me at work. 
A. returns     B. replies      C. answers      D. receives 
37. The letter I had been anxiously waiting for         me just now. 
A. got to      B. received     C. got       D. reached 
38. —— This pair of shoes are too small to         me. Could you show me another? 
—— Of course. Please look at these ones. 
A. be fit for     B. fit       C. suit      D. agree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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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Since we can’t hear you at the back of the hall, you’ll have to         your voice. 
A. develop      B. increase      C. lift      D. raise 
40. Since there was no need to hurry, we         our time leaving. 
A. spend      B. saved       C. took        D. use 
实验要求：熟悉动词规律；研究动词搭配；掌握短语动词的方法。 
实验 2：Basic Training（2） 
参考学时：1.5学时 
实验内容：高级翻译训练 
Minority Report 
American universities are accepting more minorities than ever. Graduating them is another matter. 
Barry Mills, the president of Bowdoin College, was justifiably proud of Bowdoin's efforts to recruit 

minority students. Since 2003 the small, elite liberal arts school in Brunswick, Maine, has boosted the 
proportion of so-called under-represented minority students in entering freshman classes from 8% to 13%.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reach out and attract students to come to our kinds of places," he told 
a NEWSWEEK reporter. But Bowdoin has not done quite as well when it comes to actually graduating 
minorities. While 9 out of 10 white students routinely get their diplomas within six years, only 7 out of 10 
black students made it to graduation day in several recent classes. 

"If you look at who enters college, it now looks like America," says Hilary Pennington, director of 
postsecondary programs for 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which has closely studied enrollment 
patterns in higher education. "But if you look at who walks across the stage for a diploma, it's still largely 
the white, upper-income population." 

The United States once had the highest graduation rate of any nation. Now it stands 10th. For the 
first time in American history, there is the risk that the rising generation will be less well educated than 
the previous one. The graduation rate among 25- to 34-year-olds is no better than the rate for the 55- to 
64-year-olds who were going to college more than 30 years ago. Studies show that more and more poor 
and non-white students want to graduate from college – but their graduation rates fall far short of their 
dreams. The graduation rates for blacks, Latinos, and Native Americans lag far behind the graduation 
rates for whites and Asians. As the minority population grows in the United States, low college graduation 
rates become a threat to national prosperity. 

The problem is pronounced at public universities. In 2007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 
one of the top five or so prestigious public universities – graduated 81% of its white students within six 
years, but only 56% of its blacks. At less-selective state schools, the numbers get worse. During the same 
time frame, the University of Northern Iowa graduated 67% of its white students, but only 39% of its 
blacks. Community colleges have low graduation rates generally – but rock-bottom rates for minorities. A 
recent review of California community colleges found that while a third of the Asian students picked up 
their degrees, only 15% of African-Americans did so as well.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enerally do better, partly because they offer smaller classes and 
more personal attention. But when it comes to a significant graduation gap, Bowdoin has company. 
Nearby Colby College logged an 18-point difference between white and black graduates in 2007 and 25 
points in 2006. Middlebury College in Vermont, another top school, had a 19-point gap in 2007 and a 
22-point gap in 2006. The most selective private schools – Harvard, Yale, and Princeton – show almost no 
gap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graduation rates. But that may have more to do with their ability to select the 
best students. According to data gathered by Harvard Law School professor Lani Guinier, the most 
selective schools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blacks who have at least one immigrant parent from Africa or 
the Caribbean than black students who are descendants of American sl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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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education has been able to duck this issue for years, particularly the more selective schools, 
by saying the responsibility is on the individual student," says Pennington of the Gates Foundation. "If 
they fail, it's their fault." Some critics blame affirmative action – students admitted with lower test scores 
and grades from shaky high schools often struggle at elite schools. But a bigger problem may be that poor 
high schools often send their students to colleges for which they are "under-matched": they could get into 
more elite, richer schools, but instead go to community colleges and low-rated state schools that lack the 
resources to help them. Some schools out for profit cynically increase tuitions and count on student loans 
and federal aid to foot the bill – knowing full well that the students won't make it. "The school keeps the 
money, but the kid leaves with loads of debt and no degree and no ability to get a better job. Colleges are 
not holding up their end," says Amy Wilkins of the Education Trust. 

A college education is getting ever more expensive. Since 1982 tuitions have been rising at roughly 
twice the rate of inflation. In 2008 the net cost of attending a four-year public university – after financial 
aid – equaled 28% of median (中间的)family income, while a four-year private university cost 76% of 
median family income. More and more scholarships are based on merit, not need. Poorer students are not 
always the best-informed consumers. Often they wind up deeply in debt or simply unable to pay after a 
year or two and must drop out. 

There once was a time when universities took pride in their dropout rates. Professors would begin the 
year by saying, "Look to the right and look to the left. One of you is not going to be here by the end of the 
year." But such a Darwinian spirit is beginning to give way as at least a few colleges face up to the 
graduation gap.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the gap has been roughly halved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The university has poured resources into peer counseling to help students from inner-city 
schools adjust to the rigor (严格要求)and faster pace of a university classroom –and also to help minority 
students overcome the stereotype that they are less qualified. Wisconsin has a "laser like focus" on 
building up student skills in the first three months, according to vice provost (教务长)Damon Williams. 

State and federal governments could sharpen that focus everywhere by broadly publishing minority 
graduation rates. For years private colleges such as Princeton and MIT have had success bringing 
minorities onto campus in the summer before freshman year to give them some preparatory courses. The 
newer trend is to start recruiting poor and non-white students as early as the seventh grade, using 
innovative tools to identify kids with sophisticated verbal skills. Such programs can be expensive, of 
course, but cheap compared with the millions already invested in scholarships and grants for kids who 
have little chance to graduate without special support. 

With effort and money, the graduation gap can be closed. Washington and Lee is a small, selective 
school in Lexington, Va. Its student body is less than 5% black and less than 2% Latino. While the school 
usually graduated about 90% of its whites, the graduation rate of its blacks and Latinos had dipped to 63% 
by 2007. "We went through a dramatic shift," says Dawn Watkins, the vice president for student affairs. 
The school aggressively pushed mentoring (辅导) of minorities by other students and "partnering" with 
parents at a special pre-enrollment session. The school had its first-ever black homecoming. Last spring 
the school graduated the same proportion of minorities as it did whites. If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keep 
up in the global economic race, it will have to pay systematic attention to graduating minorities, not just 
enrolling them. 

实验要求：熟悉语篇布局；研究语篇结构；掌握精准的翻译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Grammatical Hierarchy // Sentence structure  & 
Subject-verb Concord (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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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ubject-verb Concord (II) & Noun and Noun Phrase 3  
3 Noun and Noun Phrase & Determiners (I), (II) 3  
4 Pronoun (I), (II) & Verb and Verb Phrase 3  
5 Tense and aspect (I), (II) & Future time  and Passive voice 3  
6 Future time  and Passive voice & Subjunctive mood / Auxiliaries (I) 3  
7 Subjunctive mood / Auxiliaries (II) & Infinitive (I), (II), 3  

8 
Infinitive (I), (II), / Adjective and adverb and their phrases /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preposition and prepositonal phrase 

3  

9 
Adjective and adverb and their phrases /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preposition and prepositonal phrase 

3  

10 
Statement, question, command, exclamation /Existential sentence & 
It-pattern / Coordination 

3  

11 
Subordination / Relative clause/ conditional sentence / direct and 
indirect speech 

3  

12 实验 1&2：Basic Training（1）（2）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英语语音、英语基础语法、英语精读、英语写作。 
后续课程：英语演讲与辩论、法律英语视听说、英语教学法、英语测试、英语文体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基本句型、以-s结尾的名词、集体名词做主语的主谓一致问题；并列结构、以表示数量

概念的名词词组、以名词性分句做主语的主谓一致、代词与其先行项在数、性方面的一致关系、现

在时、现在进行体的用法；现在完成体和过去完成体、主动与被动的转换；词组动词的被动态；被

动态使用的场合；两种被动句型的转换、be- 型虚拟式、 were-型虚拟式、虚义 it、分裂句引导词
it、并列结构的各种形式、限制性关系分句与非限制性关系分句；关系词的选择；由“介词+关系代
词”引导的分句结构；双重关系分句和嵌入式关系分句；第一、二、三、四种类型条件句、语篇纽
带；语篇结构——句子、语段、语篇。 
难点：双重谓语；SVA、SVOA 句型、并列结构做主语的主谓一致、先行项为 every-,some-等

复合词、“复数名词或代词+each”时代词的选择；代词的照应、词组动词、非限定动词的被动态；
被动结构和被动意义、be- 型、were-型虚拟式、假设意义表示法、并列与从属；限定从属分句；关
于状语分句的几点补充说明；不定式、-ing 分词、-ed 分词、无动词分句；关于“独立结构”、名词
性、动词性替代；并列、主从结构中的省略现象、语篇纽带、主题语段和辅助语段。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根据所教语法项目的交际功能去创设运用这个语法项目的情景，将语法教学与听说读写的活

动结合起来，将语法知识的学习与综合技能训练结合起来。采用两项或者多项技能综合运用某个语

法结构的“语言知识+技能培养+语言运用”的交融式教学法。 
2采用“任务型”语法教学。 
3采用交互型语法教学。 
教学手段： 
1. 提倡探究式学习和合作学习。英语语法教学应该采用这种小组研究式的语法学习方式。学

生以学习小组为单位，根据教材的内容，依据教师的指引，围绕某一个语法项目，学生自己分头去

查阅资料，自己去收集、筛选、分析、处理、运用各种信息；再通过学生小组成员之间的互动交流、

互相启发、互相学习，降低学生作为被动学习者的焦虑感，真正使学生自主学习，成为学习的主人。。 
2教师采用每 4人一组每学期轮流提前在课下准备一个语法项目，然后在课上推选学生展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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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小组对该项语法的认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预先准备好一个电脑课件，并且负责解答全

班学生的质疑和提问，教师当助手，进行补充，并将此项活动纳入平时的形成性评价。在准备充分

的情况下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以媒体交互手段发布综合信息，为本课程的教学提供试题平台、学习资源、试题预约、虚拟实

验室、学生论坛和教学助理服务。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本课程除了在课堂内学习基本知识外，还需有相对应的课外时间补充学习。本专业的理论性与

实践性较强。学生分析、查阅相关资料所需课外时数约 16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课程使用的教材为章振邦主编的《新编英语语法教程》（第五版），并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

自主编写 ppt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专四和专八试题。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章振邦，《新编英语语法教程》（第五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 9月 第五版（普

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张道真、温志达编 《英语语法大全》（上、下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2．薄冰 《高级英语语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3．邱述德 《英语学习与交际语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8 
4．张成祎主编 《大学英语语法手册》 上海外语教出版社，2004 
5．潘欢怀编 《现代英语实用句法》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9  
6．四川大学外文系编写组编 《英语语法词典》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7．张道真 《实用英语语法》 商务印书馆，1981. 4  
8．朱嫣华主编 《高校英语专业八级考试指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 
9. 张克礼 《新英语语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10. George Yule   Explaining English Grammar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11. 贡群狄主编 《高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模拟试题》，南开大学出版社  

执笔：张和军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3016年 5月 27日 

 

语篇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课程号：4080011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帮助学生清晰地了解语篇分析的各分支领域、理论、方法、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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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派、代表性人物和著述、语篇分析的近期成就、语篇分析与其他研究领域的交叉融合、语篇分析

的应用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2、为其学习语言研究相关课程建立基础，提供切实可用的分析工具、
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3、提供从理论研究到实践应用的全程描述和研究例证。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语篇分析的基础知识，了解相关

概念 ，对语篇分析领域重要性及对语篇分析领域近期发展和未来走向有清晰的认识，为语用学、
法庭话语 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一） 理论教学：27学时 

知识单元 1：话语分析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语篇分析回顾。 
语篇分析涉及语言学诸多分支领域和其他学科，吸收了各种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随着研究的

深入，语篇分析领域也逐渐推出了具有特色的理论和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与所吸收和借鉴的理论

和观点结合成为语篇分析的基本理论基础，在研究进程中得到持续发展。 
从语篇分析发展的早期至今，出现了会话分析、体裁分析、语用分析、批评话语分析、评价分

析等多个研究领域，这些研究领域相互之间相对独立，研究目标、研究方法、所用理论等各有不同。

有的研究领域，如批评话语分析，自身也十分庞大，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多，研究方向和目标也十

分丰富。 
这些领域都有各自重要的理论，如会话分析的话轮转换、体裁分析的语步和语篇结构潜势、语

用分析的言语行为及预设理论、批评话语分析的权势与意识、评价分析的评价系统等。其中，会话

分析的话轮转换等理论源于社会学研究，在语言学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至今已成为语言学的重要

理论之一，也是语篇分析的一个主干理论。 
语篇分析可以分为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宏观分析指语篇宏观结构、语篇与外界因素、语篇整

体功能等涉及语篇全局特点的研究。语篇宏观结构所反映的是语篇以何种方式组合而成，即语篇表

层及底层的构架如何，由何种构件参与语篇构架的形成及语篇内容的完善，由何种语言要素实现语

篇的建构等等。语篇外界因素指社会因素、认知因素、环境因素等，这些因素对语篇产生影响，属

于语篇分析的研究范畴。语篇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一定的功能，语篇功能的确定主要与语篇的种类和

宏观结构或宏观要素相关，因此需要在语篇的宏观层次考察。语篇功能研究与语篇的社会因素分析

具有关联，但二者并不等同。前者的研究重点在于功能，而后者的重点在于语篇与社会的联系。 
微观分析指有关语篇基本成分和要素的研究，包括语言成分分析、语篇构成成分分析、语篇所

涉及基本要素分析等。微观分析主要关注语篇局部的特点，虽然受制于语篇的宏观框架，但并不深

究宏观框架的影响作用。作为语篇内容的基本载体，各种语言成分均有机会进入语篇，语言成分间

相互关系复杂，对于语篇的影响难以概括，因此具有充分的研究空间。语篇构成成分指按照语篇分

析需求而命名的语篇不同层次的单位。其中一些语篇成分常与相应的语言成分同名，如词、句、段

等，但作为语篇构成成分使用时，具有与语言成分不同的意义。 
2．语篇的种类。 
口语语篇 
口语语篇与书面语篇处于同一连续体的两端。两者的划分并不以语篇产生当时所涉及的方式为

参照，而是包括了更多情况，因此，二者的界线不易划分。如果仅考虑语篇产生当时的方式，就可

将产生语篇时是由口头讲出还是书面写出或视觉获取还是听觉获取作为判断标准。但实际上，能够

如此决断的机会很少。人们对于口语语篇与书面语篇的划分常常以语篇的具体内容、风格为根据，

有时兼顾语篇的产生方式。例如宣读一份文件，按宣读当时的产生方式看是口语语篇，而按内容看

可能是书面语篇。而按照写好的文稿发言，常常被当成口语语篇。 
尽管如此，典型口语语篇与典型的书面语篇仍有明显的区别，必要时仍需予以区分。例如，就

语篇的交互情况看，口语语篇注重即时交互，言者仍十分关注对方可能性的反馈，也会根据这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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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反馈构建语篇。再如，口语语篇的语体风格常具非正式特点，多使用高频词汇、简单句、指示

词等，以保证交际的即效性。口语语篇常涉及话轮转换，言者对失去话轮有充分的准备，而且也有

相应的取得话轮的方法。 
书面语篇 
书面语篇数量浩繁，所包括的种类也多不胜数，但它们共享一些特点。与口语语篇相比，书面

语篇的作者与读者对语境的共享程度要低，而且缺乏共时性。例如，作者所能获得的语境，读者并

不能全部获得，而且要在读者阅读时才能得到，迟于作者写作的时间。读者也可以对语篇做出反馈，

但作者很难全部得到，即使能得到一部分反馈，也不能即时得到。相对于口语语篇，对事物的直接

指称缺乏，往往要通过专门的描述构建语境，这比口语交际中的直接指称要花费更多交际努力。 
由于很少能得到即时反馈，书面语篇所呈现的信息一般是单向的，但是相对完整。作者有足够

条件对信息的呈现予以构思，能够选择最佳的呈现方式，能在一个语篇中系统地呈现所要提供的信

息。而口语语篇的信息常常由言者与听者共建，即使听者贡献很少，言者也会尽可能考虑其反馈，

并对信息的组织予以适当的调整，导致语篇信息的动态变化。 
机构语篇 
机构语篇是反映机构典型特点，在机构环境中使用的语篇。要了解机构语篇，需要先了解机构。

Halkier （2003）认为机构是“通过规定选择并分配与特定行为相联系的奖励而构成社会关系的成套
规则。”Fairclough（1995: 38）提出“社会机构是一个言语交互机制或一个‘话语秩序’，”认为各机构
有其自己的一套言语事件、背景、所有参与人及为这些要素的结合所用的规范。 

Miller（1994）认为机构语篇是“预测、参与并反映社会背景和交互的共享且标准化的框架。”
机构语篇反映了机构成员行事的一般规范和限制。Sarangi & Roberts  (1999：15-19) 还对机构语篇
和专业语篇做了区分，认为专业人员用以完成职责的语篇是专业语篇而机构语篇则包括代表机构的

如下特征：守门（gatekeeping）、管理（management）、日常程序（routine procedures）和游戏规则
（“rules of the game”）。由此可见机构语篇对于机构成员的规范作用。 
非机构语篇 
非机构语篇不具机构语篇的典型特点。与机构语篇相比，非机构语篇受到制约小，适用性强，

使用范围广，特定机构的交际者对其期待程度低。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机构语篇不需遵守规范，为了

进行正常的交流，非机构语篇根据使用对象进行调适，遵守某种必要的基本规范。例如，人们写信

时，总要遵守信件的基本要求，以便信件读者将此认定为信件。读者则按照信件写作的基本惯例期

待信件的格式、内容、表述方式、体现的关系等等。 
非机构语篇涉及广泛而非特定的社会特征。其研究用某种机构范式无法予以概括，所涉及的社

会关系随具体语篇而变化，需进行个别分析、定位。非机构语篇也为机构语篇提供基本的条件，外

交照会具有普通信函的基本格式，如收信人、写信人、称呼，但同时具有适应外交机构特点的格式，

遵守其特有的规范，如收信人和写信人的身份限制、编号、印鉴要求等，违反这些限制，将影响照

会的功能。比如，收信人与收信人属于同一国家或主权体时，照会就会完全丧失其原有功能。这显

然受制于外交机构的相关规范和写作惯例。 
普通语篇 
根据通用程度，语篇可分为普通语篇和专业语篇。普通语篇通用性强，具有语篇的普遍性特征。

专业语篇具有行业的典型性特点，一行业的专业语篇与他行业的专业语篇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 
普通语篇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主要地位。人们在日常交流中并不受专业的限制，相反，为了

顺利交流，专业语篇的特点会受到一定限制，例如，在蔬菜市场的交易中，由于交易对象的不定性，

交易各方会采用普通语篇交流，并且尽量减少使用自己所熟悉的专业领域的相关概念和术语，这使

任何专业领域的人都有可能顺利达成蔬菜交易。 
普通语篇并非不受任何限制，只是所受限制不与特定专业领域直接联系，而是与全社会或社

团的普通规范、惯例、期待、社会关系结构等相关。语篇应与这些要素相吻合，否则，语篇发出

者便无法达到交际目的，这表现出语篇使用的被动性特点，就此点来说，使用者显得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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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机构所施加的制约范围内，语篇使用者又有充分的主动性，总能进行积极调节，适应交

际的需要。 
专业语篇 
每一专业领域都有区别于他专业的机制、规约，专业语篇受这些机制、规约的影响而呈现一定

特点。专业语篇类别繁多，其中一些受到研究者较多关注，如商务语篇、教育语篇、新闻语篇、政

治语篇、法律语篇、通信语篇、医学语篇等。这些语篇类别均以专业领域名称命名，足可见它们的

专业化提点，首先必须体现本专业领域不同于他领域的特点，同时又与他类专业语篇共享一些基本

特征。某一专业语篇类的子类可能与另一专业语篇的子类共享更多的特征，如商务信函与外交信函

会共享一些专业语篇信函的特征，不同于所属专业领域的其他类语篇，也不同于普通语篇类下的信

函。 
专业语篇研究成果目前多集中在书面语篇分析，口语语篇分析及多模态分析有待加强。随着信

息技术迅速发展和人们交际手段的增加，交互性日益增强，口语语篇日益发挥更重要作用，而且借

助不同媒介传递信息。这些使专业语篇研究的任务加重。除了语篇的区别性特征外，专业语篇之间

共享特征的研究也有待加强。现代技术提供了各专业领域的融合、更迭、重组，专业间相互交往增

多，这方面的研究具有了充分的空间。 
其他类语篇 
语篇分类方法几乎是无尽的，至今尚未有一种得到普遍接受的分类体系，现有的分类方法多是

列举性的，不能穷尽，缺乏系统性。但是在得到理想的分类体系之前，研究者总要采用较为可行的

分类方法，以应研究之急需。 
3. 语篇的各种结构 
语篇结构是研究者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语篇包含各种要素，组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人们

从不同角度看待这一完备的整体的形成，如篇章结构、语言结构、信息结构、认知结构、修辞结构、

人际关系结构等。 
篇章结构 
篇章结构是文章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在其他领域也十分重要，如语法学、文体学、体裁分

析等。Labov（1967）将叙事结构划分为六个环节：（1）点题(abstract)；（2）指向（orientation)；（3）
进展（complicating action)；（4）评议（evaluation)；（5）结局（result or resolution)；（6）回应（coda)，
这是一种基于语篇内容的篇章结构模式。篇章结构是讲话人或作者有效组织内容所用的谋篇布局的

整体结构，该结构也与一定的功能具有密切联系。如章节、段落、句子 
语言结构 
语言结构是指从语言角度看待语篇的组织，注重语篇结构在语言上的表现，如句子内部结构、

句子之间的衔接、词汇复现、段落之间的过渡、语篇的前后照应等。语篇的语言结构研究主要以语

法学研究为基础，语法学研究对语篇宏观结构触及较少，但在微观结构对语篇构件的分析深入、具

体。 
信息结构 
语篇信息结构是指语篇中所处理信息间的相互联系。在功能语言学研究中，信息由已知信息

（given information）和新信息（new information）构成，存在于小句。功能语言学的信息两分法对
信息的分析深入、具体，对语篇的宏观信息结构也有涉及，如主位推进（thematic progression），但
不系统、不深入。 
从宏观结构入手研究语篇信息结构则是另一种途径。这种观点将语篇的信息看成一个树状的层

级体系，将命题作为信息的承载体，每一简单命题即为一个信息单位，信息单位间均存在某种关系，

使它们能有序地存在于语篇的信息树中。 
从信息结构出发研究语篇是较新的取向，具有较大发展空间，尚待深入。 
认知结构 
从认知角度认识语篇结构是语篇研究的新趋势。此前，系统性的语篇认知结构分析已见于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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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jk等人的论著。近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发展，语篇认知研究逐渐得到更多关注。语篇认
知结构研究主要探索作为完整复杂语言单位的语篇的认知机制、语篇与处理语篇的人的认知之间存

在何种关系、起何作用等本质问题。 
修辞结构 
从语篇的修辞现象、功能、效果等方面分析语篇，可以了解有关语篇的修辞结构特点。例如，

从排比的运用可以了解语篇不同部分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们与语篇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 
修辞结构理论(Rhetorical Structure Theory，以下简称 RST理论) （Taboada, Maite and Mann, 

William C. 2006）是语篇结构修辞角度研究的代表。该理论用结构关系描述语篇的修辞结构，把修
辞结构看成一个层级体系，用以解释语篇的连贯性等诸多特点。 
人际关系结构 
社会学角度的分析注重语篇的社会性以及语篇中所表现出的社会关系。会话分析从互动的会话

分析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结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人们在语篇处理中的权势、意识形态等。批评

话语分析倾向于把语篇涉及的社会关系看成不平等的关系，具有不同层次，处于高层次的个体对处

于低层次的个体具有统治作用。以这些关系网络为线索，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语篇不同部分之间的

关联，这样，以人际关系为主线的语篇结构便可显现 
学习目标： 
1．了解语篇的种类。 
2．掌握语篇的各种结构。 
作业：课后习题 

知识单元 2：会话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会话分析的发展 
会话分析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建立会话分析的框架，包括会话的组织结构

（开头、结尾等）、会话的互动结构（话轮转换等）、会话的系列结构（相邻对等）。这一阶段大概

到 Sacks在 1975年的一场车祸中不幸离世时为止；会话分析的基本框架见本章第 2.4节。第二阶段
主要集中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者从最初的机构会话转到非机构性的日常会话而后又转到

机构会话，上下求索，主要是寻找会话本质性的共性，丰富会话分析的基本框架。这主要包括对转

写体系及其本质的深入研究，对会话分析策略的各种尝试等；这方面的内容见本章第 2.2 节和 2.3
节。第三阶段主要是从会话本身的分析发展到会话的应用分析，呈现出与多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

这一趋势至今方兴未艾 Gail Jefferson 在 1992 年给 Sacks 生前的讲座结集出版（见 Sacks, 1992a; 
1992b）时，Schegloff在其 Introduction中这样描写会话分析的发展：Sacks和他自己最初是为了给
社会学研究寻找一些新的可能性，想为业已形成的社会学话语形式找到一个可以替代的分析方法。

但实际效果却是，他们建立了一种自己的全新方法，即特别重视收集话语的‘证据’，对待话语材料
的方式也完全有别于社会学的研究。到 Sacks离世的时候，CA作为一种样板或范式(paradigm)已经
建立起来；剩下的工作就是拓展、应用和填补一些空白。话语分析框架、基本概念和一些示范性的

研究到这一时期已经完成，而尚未完成的则是要解决框架内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做进一步的应用研

究。 
从会话分析所使用材料的特性，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研究发展的脉络。Sacks 最初使用的是上

文所提到的自杀研究中心的电话录音，他依靠这些材料将 CA发展成为一个羽翼渐丰的独立研究领
域，使之逐步能够处理所有种类的互动交谈(talk-in-interaction)。从 Sacks 的论文集(Sacks, 1992a; 
1992b)中也可以看出，他所使用的材料，除了自杀电话材料之外，主要是治疗小组交谈的磁带录音。
尽管这两种材料都是在特定的机构语境(institutional settings)中的材料，但 Sacks故意淡化了这些特
定的语境，或者说他至少没有将其作为他的研究重点。Schegloff的学位论文（部分发表于 Schegloff, 
1968）尽管以打往一个灾难中心的电话录音为资料，实则关注一些会话互动的普遍特征，而不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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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话语的一些特殊性。 
70年代早期，Sacks，Schegloff和他们的合作者们逐步地转向了非机构话语的会话分析。也许

是因为非机构话语材料能够为会话结构和互动形式等本身的功能研究提供更好的例证和范本，比如

说话轮的转换(turn-taking)、会话的发起与结束(opening and closing)等。 
但从 70年代末期开始，CA的研究者们又将他们的注意力再次转到了以机构话语为核心的材

料上，比如说会议、法庭审理、各种机构采访或访谈等等。但这次转变主要是为了将已经掌握的

会话结构知识特别地‘应用’于机构话语中，看这些机构话语是如何‘谈成’的（见 Heritage, 1984: 
290）。 
时间推移到世纪之交，再次提到上述问题时，Heritage (1997: 162)发现，研究话语的共性和在

特定环境中话语的个性已经广泛地并存于 CA 的研究之中。他写道：“目前进行的会话分析研究至
少有两种。尽管它们在诸多方面有重叠，但各自的焦点是不同的。第一种将机构互动本身作为一个

对象进行考察，第二种则在互动中研究社会机构的运作”(Heritage, 1997: 162)。 Have (1999: 8)则将
第一种称为‘纯 CA’，将第二种称为‘CA 的应用’。纯 CA 主要是关注‘互动交谈’(talk-in-interaction)
中的程序性步骤，是从各种语境中抽象出来的一些共性；而 CA的应用则是将‘互动交谈’置于具体
的语境，特别是机构语境中去考察话语的个性。 
一个话轮可以由一个或多个话轮构建单位来构建。话轮具有可推断性特征(projectability)，也就

是说，会话参与的各方可以根据话轮构建的过程推断出话轮构建单位的类型和话轮可能的结束点。

一般可以根据以下三种情况去判断一个话轮的结束点： 
(a) 语法标准：一个完整的 TCU通常在语法上是完整的或者是合乎语法的，因而一个语法完整

的 TCU可能意味着一个话轮的终结； 
(b) 语调标准：一个完整的 TCU通常在语调上也是完整，因而一个语调完整的 TCU可能意味

着一个话轮的终结； 
(c) 语用标准：一个完整的 TCU通常会执行一个完整行为，因而一个在语用上看来完整的行为

可能意味着一个话轮的终结。 
2. 会话互动分析 
（1）话轮构建单位(turn-constructional unit/TCU) 
话轮构建单位是指建构一个话轮各种语言形式和成分。一般有词汇型的 TCU，短语型的 TCU

和句子型的 TCU。 
（2）话轮转换适切点(transition-relevance place) 
根据以上分析，会话各方可能推断出一个话轮潜在的结束点。在一个话轮的结束点上最有可能

发生话轮的转换；这个适宜于话轮转换的点就被称为‘话轮转换适切点’(transition-relevance place)。  
（3）话轮的转换与分配(turn taking and allocating) 
话轮转换通常发生在话轮转换适切点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话轮转换适切点一定要发生话轮的

转换。话轮转换的情况一般有三种： 
a) 在话轮转换适切点发生话轮的转换； 
b) 未到话轮话轮转换适切点就发生了话轮转换； 
c) 到了话轮转换适切点还未发生话轮的转换。 
第一种情况，即 a)，Sacks, Schegloff, & Jefferson (1974: 12)总结了一套完整的规则，规则如下： 
1．在第一个话轮构建单位的第一个话轮转换适切点： 
(a) 如果到目前为止话轮转换是由“当前讲话者选择下一讲话者”，则被当前讲话者选中的人有

权力也有义务接过话轮，其他人没有这样的权力和义务。于是话轮在此处发生转换。 
(b) 如果到目前为止话轮转换不是由“当前讲话者选择下一讲话者”，则可以自我选择成为下一

讲话者（当然也可以不自我选择），第一个发话者获得下一话轮权。于是话轮在此处发生转换。 
(c) 如果到目前为止话轮转换不是由“当前讲话者选择下一讲话者”，则当前讲话者可以继续下

一个话轮（当然也可以不继续），除非其他的人自我选择了下一话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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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在第一个话轮构建单位的第一个话轮转换适切点，1(a)和 1(b)的情况都没有发生，且根
据规则 1(c)当前讲话者也继续了下一个话轮，则(a)至(c)这一整套规则会在下一话轮转换适切点重新
运作。就这样循环往复地在每一个接下来的话轮转换适切点运作一次，直至话轮发生转换。 
也就是说，在第一个话轮转换适切点，如果当前的讲话者选择下一个讲话者并且该选择被接受

的话，则话轮转到被选择的下一个讲话者；如果当前讲话者没有选择下一个讲话者，则其他的参与

者可以自我选择下一个话轮并且第一个自我选择者得到下一个话轮；如果当前讲话者既没有选择下

一个讲话者又没有他人自我选择，则当前讲话者继续下一个话轮。直到第二个话轮转换适切点，上

述规则再循环应用一遍，如此循环，直到整个会话的结束。 
第二种情况，即 b)，尚未到话轮转换适切点就有人插话进来，一般会造成两人或多人发话的重

叠(overlapping)，甚至出现话语权的争夺。其结果是，要么插话者退出，当前讲话者继续；要么当
前讲话者放弃，插话者获得话语权，于是发生话轮的转换。 
第三种情况，即 c)，到了话轮转换适切点，既无人插话，当前讲话者又不愿意继续下去，则话

轮转换未能发生。结果是会话出现停顿、沉默、甚至完全终止。 
3. 会话分析的策略 
会话分析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会话分析到底分析什么？一般来说，CA有两个层次。第一

层是分析会话的互动模式(patterns of interaction)以及会话的序列结构(sequential structures)。第二层，
也是会话分析的真正意图，即通过普通的日常的社会行为和活动去分析隐藏于其中的社会组织结构

(Heath & Luff, 1993: 306)。第一层次是通常所说的‘纯 CA’；第二层次被认为是‘CA的应用’。…… 
会话分析应用：会话分析诠释语用歧义和语用同义，从而剖析语用误解机理 
所谓语用歧义(pragmatic homonymy)，是指同一语言事实、同一语言事件或同一语言场景对于

不同的会话参与者有着不同的语用意义。Tannen (2005: 28)讲了一个语用歧义的例子。一个一年级
的研究生Mary去参加一个高年级研究生举办的会议。会议开始前，Mary把自己向现场的各位做了
一个介绍。旁边的一位女士 Sue也告诉了Mary她的全名，于是其他的一些同学就嚷着说 Sue最近
有了一个新的姓氏(last name)。Mary就问 Sue，其姓氏的改变是因为结婚还是离婚。听说 Sue离婚
了，Mary说她自己最近也离婚了，也用回了原来的姓氏。接着，Mary还问了 Sue许多问题，比如
她什么时候离婚的，结婚了多长时间，等等。一段时间以后，Mary 才知道她连珠炮似的发问已经
得罪了 Sue，因为 Sue觉得Mary有点咄咄逼人，且好探隐私。然而，Mary觉得自己只不过出于善
意，她那样发问也是想显得像朋友一般，可以自由地谈论一些共同的私人经历，以便让新认识的朋

友少些尴尬，多些自在。明显地，Mary在运用 Lakoff的规则 3(Be friendly)，而 Sue在运用 Lakoff
的规则 1(Don’t impose)。可见，同一个语言事件可以造成不同的语用效果，产生了语用歧义（有点
像词汇中的同音同型异义词 homonymy），影响了社会人际关系。 
所谓语用同义(pragmatic synonymy)，是指使用不同的语言手段去到达同样的语用效果。如果不

同的语言手段达到了相同或类似的语用效果，则语用同义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如果使用不同的语言

手段未能达到相同或类似的语用效果，则造成语用误解。Tannen (2005: 29-30)提供了一个语用同义
造成语用误解的例子：这是两个好朋友之间的对话，其中的一个在为他们两人准备晚餐。看看语用

误解是怎样产生的。 
学习目标： 
1．了解会话分析的发展。 
2．掌握会话分析的策略。 
作业： 
1．会话分析中应当怎样衡量话轮结束与否？ 
2. 相邻对的表现形式有哪些？ 
3.‘无目的浏览’策略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策略？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策略？还有其

它比较好的策略吗？ 
4.语用误解是怎样通过语用同义和语用歧义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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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3：批评话语分析 
学习内容： 
1. CDA的理论背景 
批评话语分析 （CDA）是一门跨语言学和批判社会科学的研究(van Dijk, 1993; Chouliaraki and 

Fairclough, 1999; Weiss and Wodak, 2003)。但它指称特定的学科、范式、方法或理论，它所提出的
只是一种社会研究视角。在实践中，研究者需要根据自身的学术背景、社会问题的本质及研究目的，

灵活采取特定的语言分析方法和社会分析维度。CDA所基于的共同理论视角包括：第一、CDA学
者持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批判态度，以揭露和消除滥权、不公和不平等为已任(van Dijk, 1993)。第
二、CDA以话语分析为方法。它通过分析话语、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揭示权力如何通过话语支
配意识形态，从而实现特定主体的利益。因此，CDA是一种话语社会理论（a social theory of discourse）
(Chouliaraki and Fairclough 1999)。其中，话语和批判是构成该理论的核心。 

2. CDA的理论内涵 
CDA是一门跨语言学和批判社会科学的研究(van Dijk, 1993; Chouliaraki and Fairclough, 1999; 

Weiss and Wodak, 2003)。但它指称特定的学科、范式、方法或理论，它所提出的只是一种社会研究
视角。在实践中，研究者需要根据自身的学术背景、社会问题的本质及研究目的，灵活采取特定的

语言分析方法和社会分析维度。CDA所基于的共同理论视角包括：第一、CDA学者持有明确的政
治立场和批判态度，以揭露和消除滥权、不公和不平等为已任(van Dijk, 1993)。第二、CDA以话语
分析为方法。它通过分析话语、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揭示权力如何通过话语支配意识形态，从

而实现特定主体的利益。因此，CDA是一种话语社会理论（a social theory of discourse）(Chouliaraki 
and Fairclough 1999)。其中，话语和批判是构成该理论的核心。 
学习目标： 
1. CDA的理论背景 
2. CDA的理论内涵 
作业： 
1. 批判语言学的可借鉴之处和不足之处在哪里？ 
2. 后结构主义对 CDA有何理论上的借鉴意义？ 
3. 在 CDA中，话语、话语实践、社会实践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4. 在 CDA看来，“批判”是否仅仅表示否定？“批判”的目的在于什么？ 
5. 在进行 CDA之前，研究者为什么以及如何进行自身立场的自我反思？ 

知识单元 4：会话回合分析 
知识点： 
1. 会话回合分析模式的理论背景 
会话回合分析模式旨在揭示小句之上的语言单位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探寻小句之上的

语言单位是如何得以关联、组织的，研究陈述、疑问、命令等语言功能如何通过语法结构及其在

语篇中的位置得以实现的。换言之，该模式重在分析语篇语言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在具体的操作

中，除了批判性地借鉴 Flanders (1960)、Barnes(1969)、Bellack et al.(1996)等学者对课堂师生对话
结构分析的成果外，该模式还吸收了系统功能语法、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研究成果，具有以下

四个特点： 
第一， 重视语篇的结构描写，借鉴系统功能语法的语法级阶结构模式描写语篇结构。 
第二， 提出新的话语功能观。 
第三， 设定指导语篇描写体系的四条基本标准。 
第四， 融合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第五， 会话回合分析五个层级结构 
会话回合分析模式是基于课堂对话提出的一套描写体系，旨在描写各种口语语篇的结构与功

能。借鉴Halliday的级阶模式，该模式分五层，是一个由低到高的层级系统，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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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Lesson) 
↑ 
2. 课段(Transaction) 
↑ 
3. 交际回合(Exchange) 
↑ 
4. 话步(Move) 
↑ 
5. 话目(Act) 

图 0-1 会话回合分析模式的五个层级结构(引自路阳,1996) 
S&C(1975:20)指出，层级系统比较灵活，各个层级同等重要，上一级可以通过下一级加以描述。

如图 0-1所示，“课”是最高的一层，包含若干个“课段”；“课段”又由一个或几个“交际回合”构成。
而“交际回合”由若干个“话步”构成，“话步”则由若干个“话目”构成。“话目”属于最低一层，没有结
构，其在口语会话中的作用需通过其与前后话语的关系来确定。 

3.对会话回合分析模式的修改与发展  
会话回合分析模式提供了一套比较详尽的描写体系，被广泛应用于课堂会话研究中，取得了不

少成果。该分析模式突破了传统的话语分析中以相邻对(adjacency pair)为分析单位的限制，将分析
单位由两个话论(turns)组成的相邻对发展成由三个话步构成的交际回合，即 IRF结构，扩大了分析
单位。Nikula (2008)、Menegale(2008)等指出，S&C的会话回合分析模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们
认为，即便是在倡导新的教学法、教学理念的今天，S&C 基于传统的以教师为主导的课堂教学提
出的三话步互动模式“在各国的‘内容与语言综合学习’(CLIL)课程中仍然是教师-学生互动的基本模
式”(引自 Guazzieri，2008)。 
然而，由于会话回合分析模式是以课堂会话语料为基础提出的，其局限性也较为明显。对于这

一点，Sinclair 与 Coulthard（1975:6）并不回避，坦言他们的分析方法可适用于大部分课堂中的会
话分析， 但还无法胜任对学生间的课题项目讨论、小组讨论或游戏中的言语互动分析(S&C，
1975:6)。他们还指出，其分析法还只是一个原型，需经修改、完善才有普遍意义。因此，学者们(如
Burton (1981)，Goffman(1981)，Coulthard与 Brazil (1981)，Berry(1981)，McCarthy 与 Carter(1994)，
Sinclair(1992)以及 Tzui(1994)等)根据研究需要，结合具体的会话语料，对 S&C 的模式不断加以修
改、扩充、发展，希望进一步拓展会话回合分析模式的应用范围。 
问题 
1. 会话回合分析模式的五个层级结构是什么？彼此有什么关系？  
2. 在讨论话目时，S&C为什么要引入“语境”、“语位”两个概念？发起话步中最常见的话目是

什么？ 
知识单元 5：语用分析 
知识点： 
1. 介绍相关的语用学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则，会话含意，礼貌原则和关联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说话就是做事”（Austin 1962），该理论对研究语篇的交际意图和功能以及

语篇中话语意义的推断都提供分析的理论基础。另外，Searle（1976）等对言语行为的分类，有助
于语篇结构和功能的分析。 
合作原则，会话含义以及礼貌原则对语篇功能、意义，特别是语篇连贯性的分析体现较强的解

释力。 
关联理论从人类认知的角度研究语言的使用和交际，可应用于解释语篇中话语意义的推断以及

语篇连贯性分析。 
2. 语用分析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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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用学角度分析语篇可从意义与意图、功能和连贯性等层面展开。首先，意义和意图的分析

是语篇研究和语用研究，甚至是任何语言使用研究的基础；其次要考察语篇在交际中的功能；意义

和功能的分析还要结合语篇的连贯性特征的分析进行，因为连贯是语篇的重要特征或本质特征之

一。换言之，语篇的连贯性或连贯程度的判断以意义和意图的表达和理解以及功能的发挥为基础。

总之，语篇的意义、功能和连贯相互关联，互为基础。 
3. 语用分析的应用 
语篇的结构和功能分析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 
首先是语篇中命题意义的确定。关联理论把话语的命题意义称为命题式，是命题的明说信息

（what is said），我们可以通过话语的逻辑式（logical forms）和语境信息推导出命题的明说信息。 
其次是语篇中言语行为的结构和功能的分析。直接言语行为的结构和功能存在直接的关系，

但间接言语行为的功能判断更多依靠语境信息的推理，此外，我们分析语篇中言语行为的构成成

分。 
最后是从关联理论的视角分析语篇中一种特殊的结构—话语标记语。 
问题： 
1．如何理解“说话就是做事”，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天都要说话，那.我们如何“以言行事”。 
2．Searle 对言语行为成分的分析确定了哪四条标准，如何区分它们，在语篇分析中这些标准

有何用途？ 
3．明示—推理交际模式与 Grice推理交际模式有何区别？ 

知识单元 6：功能语篇分析 
知识点： 
1. 传统的以功能语法为理论框架的功能语篇分析 
功能语篇分析通常有以下五个步骤:(1)观察(Observation)，(2) 描写(Description)，(3) 解读

(Interpretation)，(4)解释(Explanation)，(5)评估(Evaluation)。 
2. 以评价理论为基础的语篇评价分析 
3. Martin & White’s（2005）提出评价理论(Appraisal Theory), 将语言的评价资源依语义分为

三个系统：态度，介入和级差。每一系统又包含若干子系统，如图 0-2所示： 

 
 

图 0-3 评价系统 (依据 Martin & White, 2005) 
4. 以元功能理论和评价理论为依据的多模态积极话语分析 
马丁教授还提出了“积极话语分析”(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Martin, 2004)。积极话语分析是

针对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和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而提出的一种补充
性的话语分析方法。马丁认为话语分析的目的不仅是“解构”（deconstruct）社会的霸权（Hegemony）
也要“建构”（construct or produce）社会的和谐共处（Community），用他自己的话就是，“deconstructive 
and constructive activity are both required”。因而积极话语分析不是一味揭示话语中阴暗邪恶的一面, 
而是采取积极的态度来分析话语, 倡导一种新的话语分析视角, 以正面向上的思想来引导受众 

评价系统 

APPRAISAL 

态度 

Attitude 

介入 

Engagement 

级差 

Graduation 

情感 Affect 

判断 Judgement 

鉴赏 Appreciation 

自言 Monoglossia 

借言 Heteroglossia 

语势 Force 

聚焦 Focus 

强势 Intensification 

弱势 Quantification 

明显 Sharpen 

模糊 Soften 

对话紧缩 D.C. 

对话延展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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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功能语篇分析在国内外的发展及前景？ 
2. 简述功能语篇分析的研究对象以及语料的选择。 
3. 功能语篇分析主要从哪些方面进行分析？ 
4. 功能语篇分析的步骤是什么？ 

知识单元 7：体裁分析 
“体裁（genre）”本是文学和修辞学用语，最早被人种学家引进语言学研究领域。人种学家的

研究兴趣是：某一社团是如何对其成员的言语行为进行分类的，并把体裁看作是社会交际活动的

类别。1970年，R. Fowler在“The Structure of Criticism and the Languages of Poetry”一文中首先对
语言使用中的体裁进行了大体分类。此后许多学者对“体裁”这一语篇概念从多角度进行了界定。
Saville-Troike（1982）认为语言体裁就是交际事件类型。而 Hymes 则主张把“体裁”从“言语事件
（speech events）”中分离出来，因为体裁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言语事件中，也可以作为不同的言语
事件予以确认。Eija Ventola从社会交往的角度对“体裁”进行了界定，认为人们的社会交往过程具
有重复性和习惯性特征，虽然社会交往过程包含的步骤并不完全相同，但可以归入相同的社会交

往类型，这便构成了言语交际的体裁，因此，体裁是体现社会交往过程并在此过程中生成特定语

篇结构的符号系统。 
在语言学领域，体裁分析主要分为两个学派：“Swalesian School”和“Australian School”，前者以

Swales和 Bhatia为代表，后者以Martin和 Hasan为代表。 
知识单元 8：语篇信息分析 
语篇信息研究  
相对于语言信息来说，语篇信息既包括整个语篇的宏观结构，又涉及语篇中微观层面的具体内

容；既具有信息的一般特点（如：可计量、可分层、可识别、可处理、可传递、可共享等），也有

其独特之处，如：涉及宏观和微观、社会和认知等不同层面。 
语篇的信息结构 
语篇的主要功能是传递信息，语篇信息结构指语篇中信息的体现、信息基本单位、单位之间的

关系以及单位赖以结合而形成语篇整体信息的机制。上述的各种语篇结构及其研究，以及其他相关

研究，为语篇信息研究提供了借鉴，为直接从语篇整体入手进行信息分析提供了宏观分析的参照。

同时，功能语言学有关语言信息的理论为语篇信息结构研究提供了微观分析的参照。在此大环境下，

语篇信息结构分析得以顺利展开和深入。 
语篇信息流动 
信息流动是语篇中存在的普遍现象，运用语篇树状信息模式，从信息的发展和信息的传递两个

维度进行语篇信息流向分析时，对信息流动的过程有了新的发现（详见 杜金榜 2009a）。 
信息的发展 信息的发展具有多个层面，如句内层次、句际层次、全局层次等。 
句内信息包括两个层次，即完整句子的信息和小句内的信息。句际信息的发展有不同模式，如

重心转移式、涓涓细流式等。从全局信息看，语篇一般具有并列和从属两种主要的结构规则，语篇

的信息结构也具有此特点。 
问题： 
1. 语言信息与语篇信息的区别与联系如何？ 
2. 语篇树状信息结构中的信息单位如何定义？它有哪些不同的值？ 
3. 请对下面语篇进行信息层次和信息点分析，并绘出语篇树状结构图。 
教育部：确保首届免费师范毕业生到中小学任教 
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规划纲要，推进师范生免费教育，确保首届免费师范

毕业生到中小学任教，教育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编办、财政部 21 日在京召开了免
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出席会议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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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首届 2007 级免费师范生目前已经进入为期半年的教育实习阶段，10807 名学生在 908
所中小学校进行实习，即将于 2011 年夏季正式毕业。为了确保免费师范生到中小学任教，中央领
导同志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规定：“有关省级政府要统筹规划，做好接收免
费师范毕业生的各项工作，确保每一位到中小学校任教的免费师范毕业生有编有岗。”按照这一要
求，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编办、财政部联合出台了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免费师范

毕业生就业实施办法，要求各有关部门要落实责任、落实编制、落实岗位，做好履约管理，确保免

费师范毕业生到中小学任教。…… 
（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0-10/22/c_12688756.htm） 

知识单元 9：认知分析 
世界观多元论”的观点。这一观点也是与洪堡特的“语言介于人和世界之间”的“语言中间世界

说”基本一致的。均认为语言是交际的，交际的语言以语篇为主要表现形式，语篇和人、客观世界
密切相关。但洪堡特所强调的顺序是以“人”为出发点，，即人→语篇→世界（），并认为在人与语篇
相互影响的双向影响中，归根到底还是语篇参与者这一方起着决定作用。 

“语篇中间世界说”王寅提出的“语言世界中间说”相类似（），旨在强调人是通过语篇进行交际
和认识世界的。但如果从语篇形成这一角度看，则人可以成为客观世界和语篇的中介，即客观世界

是通过人的认知才形成语篇的。因此，在构建“语篇世界观多元论”的模式时，笔者对三者之间的关
系顺序理解为：语篇世界→语篇参与者的认知→语篇。可以简单地表示如下： 

 
图 0-4 “语篇世界中间说”图示 

从这一模式中，至少可以看出四种关系： 
从这一模式中，至少可以看出四种关系：  
a．从左到右：现实决定认知，认知决定语篇； 
b．从中向左右：认知反映语篇现实，在交际中依靠语篇凝化，认知具有想象力； 
c．从右向左：语篇在交际中影响和反映认知，认知影响和反映语篇现实； 
d．百科性的文化知识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与认知和语篇密不可分。 
唯物主义承认存在决定意识，及现实决定认知。认知科学接受了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在对客

观世界体验的基础上，能从外部世界的种种现象中抽象出事件模型和关系模型，并可通过直接管制

或语言存入认知结构（冉永平：2007）。由于认知方式的不同，认知主体的认知结构也会有很大的
差异，因此而形成的范畴、原型、意象图式、心理模型等也存在差异，这样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语

言表达形式。文化模式和社会环境在对语篇的映射过程中，会受到语篇参与者的认知模式、生活方

式、活动目的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认知科学家（Coulson, 1999）强调了语篇参与者对语篇的决定作
用，认为语篇不是直接反映客观世界，而是有语篇参与者的认知介于其间，即语篇现实→认知→语
篇（沈家煊：1993）。一方面认知在交际中必须借助于语篇来凝化，另一方面语篇也是认知的基础。
由此可见，认知和语篇在交际中相互作用，彼此不能脱离而单独存在。在交际中，认知是借助语篇

来进行的，语篇是言语交际的物质外壳和体现形式(沈家煊：1993)。认知决定语篇，而语篇作为文
化的载体，文化必然会在很多方面影响认知方式和语篇表达。语篇既是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也

属于文化的主要内容。语篇作为言语交际中语言的主要表现形式，首先是一种文化产物或社会产物，

而且必须这样去理解语篇。这样百科性的文化与现实、认知、语篇构成了一个多元模式。四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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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互作用，这正是图 9.1 中各个箭头的含义所在。 
1.1.1 语篇分析的认知转向  
近年来，不仅在语篇分析领域，而且在整个语言学界可以看到一种新的转向，这种转向被称作

“认知转向”(钱敏汝：2001)。即越来越趋向于从认知心理的角度对于语言交际过程进行解释。基于
人类的活动和意识的一致性原则，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相信语言使用者每做一件事情----包括所有的
以客观事物为对象的实践活动----都伴有认知过程。每个行为主题在心里内部拥有操作程序和执行
这些程序的认知心理模式。语篇也就被理解为建立在这种认知心理过程之上的语言现象，被理解为

认知心理过程的产物。 
其实，以前的语篇分析理论，尤其是以语用为取向的分析方法，已经吸取了一部分认知心理学

的研究方法 (钱敏汝：2001)。实际上，这些语篇分析理论虽然不再以语篇的单位和结构作为出发
点，而是通过模拟再现语篇生产者的认知处理过程，但是在不同程度上都把语篇接受者的认知心理

过程放在较为次要的位置。例如，Brown & Yule 的《话语分析》一书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观点：“我
们坚持把说话人、写作者置于交际过程中心的观点，这将贯穿于本书的始终。我们坚持认为，进行

交际的是人，进行解释的也是人。是说话人、写作者才拥有话题，预设，是他们分配信息结构和进

行指称的。听话人、读者是进行解释和推论的”（Brown & Yule: 1990:132）。 
与此理论不同的是，认知心理学家强调，生成语篇与理解语篇的过程同等重要，不可偏执任何

一方。他们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考查各种语篇理解过程。因此，de Beaugrande 认为语篇是记
录决定。选择和组合过程的汇编。语篇分析的任务也就被定为建立描写语篇的程序模式，这种模式

必须顾及语篇生产和处理的一系列心理过程，并以此说明交际者是如何是如何运用大脑中一定量的

意识内容和程序组织各种各样活动的，尤其是用自然语言进行的交际活动。从这个角度来看，语篇

分析的认知转向也就顺理成章了。 
1.1.2 语篇分析的认知语言学理论 
认知语言学受到认知科学和功能语言学的影响，也从词句层面进入语篇层面（王寅：1999）。

认知科学家常采用人工智能的方法（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进行语篇分析。从人工智能、框架理论、
建构原则等角度研究世界知识的心智表征，以期建立常规模式，并以此为基础来分析连贯，解读语

篇，以便进一步研究机器翻译和人机对话（Rumelhart.D,J.L,1986）。不仅如此，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和概念转喻（conceptual metonymy）也从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结合的角度，阐释了
隐喻和转喻对语篇连贯的解释力（魏在江：2010）。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许多认知语言学家将研究拓宽到了语篇层面，如 Chafe(1994)、

Coates(1995)、Givon(1995)、Gernsbacher(1995)、Goldberg(1996)、Sanders(1997)、Hoek(1999)、
Langacker(2001)等，从不同角度、用新理论对语篇的认知分析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Fauconnier & Turner(1999,2002,2004)提出的心理空间和概念整合理论已成为认知语言学角度的
语篇分析的重要范式之一。而且该理论与认知语言学的其他研究方向有相互融合的趋势，形成了一

个与语法、认知文体学、比喻语言、批评话语分析以及语篇分析相结合的综合研究领域（张辉、杨

波：2008）。 
我们先介绍基于 Lakoff的体验哲学和 ICM（理想认知模型）理论，以及 Langackerd的动态分

析方法，最后将重点介绍基于心理空间与概念整合的语篇分析论，讨论语篇的认知世界分析方法。 
作业： 
1. 如何理解语篇现实、思维、语篇与文化四者之间的关系？ 
2. 功能语言派与认知语言派对语篇分析的研究侧重点有何不同？ 
3. 试指出 ICM、“框架”、“图式”、“脚本”的定义和区别 
4. 试说明并解释实现连贯语篇 ICM的四个条件 
认知世界与语篇连贯 
1.1.3 语篇分析的认知转向  
功能学派的语篇分析起始于对语篇的衔接结构和信息结构为出发点的。内容包括连接词语、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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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方式、篇章结构以及主述位等信息结构的推进模式，而没有真正深入到认知心理层面对语篇深入

进行分析。功能学派在语篇研究中更关心诸多宏观和微观的语境因素如何促成和制约语篇的进展,
并通过语篇分析来深入剖析社会活动、 交际策略、 文化现象、 意识形态等领域的问题（王寅：
2007）。以 Halliday 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对语篇研究进行了开拓性尝试,提出了一系列语篇分析的新
观点（Halliday:1985）,对篇章语言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强调对语言系统的论述,将语篇分析与情景语境结合起来,主要通过分析文内的衔接手段、 

篇章结构、主位推进模式等来论述语篇连贯,这种分析方法具有较高的可实证性和可操作性（王寅：
2007）。Halliday 曾论述了语篇与语境之间的辩证关系,语境可以制约语篇,语篇也可以制约语境,也
论及了分析连贯的两个条件:衔接和语域,但 Halliday & Hasan(1985 :94)在研究语篇连贯时主要还是
从衔接手段(连接词和部分概念衔接)来分析语篇连贯,并认为衔接是建造连贯大厦的基础,前者是后
者的必要条件。这或许就是 Widdowson , Enkvist , Beaugrande & Dressler , Brown & Yule 等对 
Halliday & Hasan 语篇衔接理论提出质疑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功能学派
在语篇连贯方面的研究方向，同时也为认知学派的开拓性发展奠定了基础。 
认知语言学家在功能语言学派的基础上进行认知分析，认为语篇分析应先从语篇连贯入手，而

语篇连贯必须从认知角度入手，而不是仅仅从语篇表面的衔接入手。钱敏汝（2001）认为，衔接的
语篇不一定连贯，她举例进行了阐释： 
例 9-1 
我母亲是北京人。北京位于河北境内。河北省人口不像江苏,浙江两省那样密集。这两个沿海

省份气候比较潮湿。 
例[9-1]中句与句之间确实存在概念(如北京人与北京,河北境内与河北省等)之间的照应性,且后

句开首概念与前句尾部概念还 “咬” 得很紧,可以说衔接得很紧密，但是这段语篇无论从任何角度来
看也很难发现其连贯性。因此，衔接手段不是语篇连贯的必要条件，正如 Cook（2000：192）所指
出的： 

原则上讲这是正确的：衔接对于创造连贯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但实际上，无论

多长的语篇都要用衔接。最具连贯性的语篇也是衔接的，但这并不等于说连贯来自衔接……连贯不
是通过衔接来标示的。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语篇连贯不仅取决于衔接手段，主要还是靠心智上的连贯取得的。也就是

Givon（1995）所说的“the coherence on mental text”,这是生成语篇连贯的前提条件，也是确定选用衔
接手段的心理基础（王寅：2007）。McCarthy(1999:27)曾指出，在解读过程中必须建立语篇在认知
上的链接。如果拿一篇具有上述意义上的衔接性语篇，我们就能看出，读者必须进行大量的心智加

工才能将其连贯起来。Beaugrande和 Dressler(1981:81,85)强调必须从“认知加工、激活相关知识”的
角度来论述语篇连贯，以及生成和理解过程。现在认知语言学界广泛认为，衔接与连贯有一定的辩

证关系。一方面，衔接有助于实现认知上的连贯，但前者并不是后者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连贯

是衔接表达的认知基础（王寅：2007）。 
因此，认知语言学家现在更加坚信，认真分析和深入研究语篇连贯性的认知基础，才能更清楚

地认识连贯的本质。王寅(2007)提出的认知世界的分析方法被学术界广为采纳。至于何谓认知世界，
他指出，“认知世界”指人们在体验的基础上经过认知加工形成的各种知识，内化储存于人们的心智
之中；认知世界按照普遍性、代表性和理想化的程度可以分为 ICM 和背景知识；生成和理解语篇
的必要条件取决于语篇交际者是否存在“统一的认知世界”；语篇交际者在生成语篇时是建立在一个
假想的统一的认知世界之上的，确定一个或几个主题后，应激活和选用认知世界中与此相关的语句

进行表述，跳跃性的、不连贯的思维就会产生不关联的语句，这些命题也就难以成为一个连贯的语

篇。然而，如果从语篇接受者的角度来说，这些不关联的语句共存于其统一的认知世界，并且能相

互激活，一样可以在语篇接受者的心理形成连贯的语篇。当然，这还要受认知语境和语用原则的制

约，我们将在本节的后一部分加以论述 
语篇分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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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0：多模态话语分析 
知识点： 
1. 模态话语研究的重要概念 
多模态话语与多元视读 涉及一种模态的话语是“单模态话语”（monomodal discourse），如：

广播仅涉及听觉模态，一份文字通知仅涉及视觉模态。同时涉及两种或两种以上模态的话语是“多
模态话语”（multimodal discourse），多模态话语是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觉，通过语言、
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手段和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张德禄 2009:24）。特 

2. 国内外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包括社会符号学、系统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认知科学、传媒学等

学科，具有明显的跨学科、应用性强等特点，能广泛运用于语言文字、教学、广告、音乐、建筑、

城市设计及规划、影视戏剧、投影演示、数据库、网站页面设计、大型演出及舞台表演、排版、出

版等多领域，已经影响了当今很多学科的研究方向，如：多元视读能力教育、传媒话语分析、文化

研究等，对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节仅就教育话语、广告话语、文学话

语和影视话语四个方面讨论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应用。 
3. 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应用。 
多模态话语研究的跨学科属性决定其发展有赖于相关学科的融合及跨学科合作。 
多模态话语研究必须顺应新技术的演进，离不开对多媒体的分析。 
多模态话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其研究范式的综合性和灵活性。 
问题： 
1. 应如何界定多模态话语？ 
2. 试分析多模态话语的两类媒体系统的涵义及其相互关系。 
3. 你认为多模态话语研究目前面临的主要课题是什么？ 
4. 多模态话语研究的主要理论视角有哪些？ 

知识单元 11：语篇对比分析 
交际学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语篇对比分析框架。四座“信息桥”被分割成若干组参数和次

级参数。试验研究阐明，这些参数和次级参数可作为决定性因素，适用于法律语篇信息，推而广之

也可以用来分析其他类型的语篇，需要注意的是将四桥之一“法律体系”替换为相关语篇领域内容。
该分析框架主要是基于 Berlo的交际模型，并参考了功能语言学和评判性语篇分析的相关概念。在
实际语篇分析中可运用本章提出的分析框架，以信息“桥”相关的参数和次级分类，来探测实际的法
律语篇中的信息处理和语言选择的方式。 
问题 
1.可用于语篇对比分析的理论有哪些？除了本章介绍的理论外，你还了解哪些？ 
2.语篇交际分析的侧重点是什么？ 
3.法律语篇划分为几个次级种类？各是什么？ 
4.法律制度，或者说法律体裁的特征有哪些？ 
5.机构语篇与普通谈话的不同体现在于何处？ 

知识单元 12：语篇分析应用 
语篇的语用分析是语篇分析的一个分支，它采用的语用学方法是获取语篇背后的意义和作用的

有利工具，并通过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义原则、关联原则、礼貌原则、顺应论等对语篇进行研究。

语篇语用分析的核心是语篇的意图，如果在研究中，对语篇的意图理解出现错误，那么，研究结果

很难取得在其他语篇条件上的一致性。所以，我们把语用意图放在研究的首位，进而探索语篇是否

符合其他六个语篇条件：语篇的衔接、连贯、可接受性、信息性、情景性和互文性。 
下面将选取一起涉嫌受贿案的庭审语料，用言语行为理论对其进行分析。该案的被告人被检察

院起诉书指控受贿金额人民币达 12.8 万多元。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条例，
构成受贿罪，依法应当判处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检察院认定其系自首，可以减轻处罚。下面这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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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是控辩双方围绕争议焦点进行的辩论。在对语篇进行言语行为分析时，我们不但要了解语境的

适宜性，还要研究言语行为的连贯形式，即任何可能作为交际行为手段的语篇。 
材料中对各话轮各行都标了序号，按照说话者的话轮顺序针对所构成的言语行为，从直接/间

接言语行为、施为用意及各言语行为需满足的恰当条件等方面进行分析。通过分析，笔者希望读者

能了解到语篇的言语行为构成，言语行为如何实现语篇的连贯及说话者的交际意图等。 
例 0-1 一起涉嫌受贿案节选 
A审判长： 1）下面由辩护人发言。 
B辩护人： 2）被告人可以减轻刑罚：1、根据检察院提供的案发经过，被告人主动 
3）交待了，其担任 xx公司董事长一职多次接受钱财和旅游。应当认定为自首情 
4）节。2、被告人的受贿金额虽然较大，但影响却是轻微的。且被告人从来没有 
5）向相 xx索要钱财。3、被告人并未直接为相 xx谋取利益。其所挂靠的 x公司 
6）是有工程资质的。至于 x公司向相 xx转包与本案无关。雅乐公司将工程发给 
7）相 xx原因有多种，相 xx提供的材料质量好，工程做的好。所以才能接到 xx 
8）公司。原上海市黄浦区市政管理署的总工程师多次要求将工程交给相 xx。被告 
9）人虽然是领导人之一，但他只是负责政工方面的事。xx公司在收取管理费时， 
10）并未给相 xx优惠。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虽然亵渎了法律。但因为情况轻 
11）微，又有自首情节，所以请求判令被告人缓刑。 
A审判长：12）下面控、辩双方可以围绕争议焦点进行辩论。 
C公诉人：13）1、被告人是明知相 xx是挂靠在 x公司而发包工程给相 xx的。2、 
14）辩护人以相 xx承包的工程没有发现质量问题，就认为被告人行为的社会危害 
15）性比较小。公诉人认为，我们不能仅仅看被告人在为他人谋取利益时是否给 
16）单位造成严重后果。被告人作为公司的领导、共产党员，他的犯罪造成的社 
17）会危害性是很严重的。 
A审判长：18）公诉人对辩护人提出缓刑有何意见？ 
C公诉人：19）没有意见，同意。 
言语行为分析 
法庭话语属于机构性话语，不同于日常会话，会话各方按照严格的法庭程序进行对话。一般而

言，法官作为法庭审判的组织者，引导控辩双方轮流发话。第一、第三和第五个话轮由法官控制。

在第 1行中，法官以庭审主持者的身份，宣布“下面由辩护人发言”，根据 Searle确定的五类言语行
为，可以判断这是一个直接的宣告言语行为(declaration)，然而它实际具有指令言语行为(directive)
的功能，是法官对他人的一种命令，因为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在法庭中担任重

要角色，行使权力，代表国家保障庭审活动合法、有序地进行，达到维护程序正义、司法公正的目

的。其言外之力是，下面的发言机会属于辩护人，公诉人请勿发言。接下来，在辩护人出陈述完辩

护意见后，法官通过间接的指令言语行为“下面控、辩双方可以围绕争议焦点进行辩论(第 12 行)”
实现了对庭审进程的调控。法官采用该言语行为的施为用意是，辩护人的辩护意见陈述完毕，接着

控辩双方只能就争议焦点（即该不该判缓刑）进行辩论，而非其他内容。在辩护人提出相关辩论意

见后，法官询问(第 18行)公诉人 “公诉人对辩护人提出缓刑有何意见？”，事实上，这也是间接的
指令言语行为，相当于命令“公诉人陈述对缓刑的意见”。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语篇分析概述   
2 会话分析   
3 批评话语分析    
4 会话回合分析   
5 语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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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功能语篇分析   
7 体裁分析   
8 语篇信息分析   
9 认知分析   

10 多模态话语分析   
11 语篇对比分析   
12 语篇分析应用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综合英语（二）、综合英语（三）、综合英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课文 A中的重点词汇使用、写作手法、篇章结构、历史文化背景等。 
难点：把所学词汇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对课文文章理解后进行思辨性、开放式的讨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学生预先主动学习与课文相关的词汇用法和文化背景，主导课堂的教学进程。 
2. 教师对知识点做必要、补充性讲解。 
教学手段： 
1. 课件展示，包括：文化背景、语言阐释、修辞手法等。 
2. 师生互动性交流。 
3. 邀请学生独立做课前阅读汇报和课后的延伸话题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实验室或设备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闭卷考试为主，结合平时课堂表现和作业成绩的评测方式。 
考核内容有： 
1． 课堂出勤（Class attendance）占 10%  
2． 课前汇报（Presentation）占 10% 
3． 测验作业（quizzes/assignments）占 10%  
4． 期末考试（Final exam）占 70% 
7、作业要求： 
针对每一课编写一份复习测试题，以考试或课后练习方式完成并作适当讲解。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英语专业精品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杜金榜 《语篇分析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年 
（二）推荐参考书 

执笔：张鲁平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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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学 
Pragmatics  

课程号：408001192  

一、 课程教学目标 
课程简介：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是研究在不同的语言交际环境下如何理解语言

意义和运用语言的学科。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1、本课程主要通过语用学中两个重要的概念“语境”与“言语行为”使学生

掌握其相互作用和构成在话语“意义”中的核心作用，使学生懂得语境对于语言的正确理解和使用的
重要性，深刻理解跨文化交流中影响交际的语用现象，从而提高学生语用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2、掌握有关语用学各方面的基本理论与研究的有效知识结构，了解目前国内外语用学研究的现状，
并能运用语用学的理论分析意义的各个层面，提升学生的分析能力与推理能力；3、通过语用学中“指
示、预设、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合作原则”等若干论题的研究，使学生可以从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角
度，知晓语言行为是受各种社会规约制约的行为，并可以运用社会规约结合语用知识去解释某些语

言现象，学习建构“语言----使用者----语境”三位一体的语言交际框架，体现跨文化交际行为适合性
的内涵，提升学生的语用交际能力；4、学习语用学课程，提高英语专业学生的外语技能、知识水
平、外语交际能力、提高研究生的理论和实际结合的水平。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案例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语用学基础知识、语境理论、言

语行为理论、会话含意理论，了解指示、所指（指称）、照应、蕴含、前提、含意、言语行为等概

念，为法律语篇分析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语用学》 
（一）理论教学：32学时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  
1. Lead-in Questions: Peter has bought a mobile phone can be expressed in three different ways as 

below, and then find the difference among them. 
a. It was Peter who bought a mobile phone. 
b. It was a car that Peter bought. 
c. What Peter bought was a car.  
2. 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 
We try to explore the different meanings of meaning and kinds of issues which are dealt with by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is easier to apply than to 
explain.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are the two main areas of linguistic study that look at the knowledge 
we use both to extract meaning when we hear or read, and to convey meaning when we speak or write. 
Within linguistics itself,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these two disciplines is still under considerable debate. 
However, generally speaking, SEMANTICS concentrates on meaning that comes purely linguistic 
knowledge, while PRAMATICS concentrates on those aspects of meaning that cannot be predicted by 
linguistic knowledge alone and takes into account knowledge about the physical and social world.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aspects of meaning and language use that are dependent on the speaker, 
the addressee and other features of the context of utterance, such as the following: The effect that the 
following have on the speaker’s choice of expression and the addressee’s interpretation of an utterance: 
Context of utterance; generally observed principles of communication; and goals of the speaker. 
Programmatic concerns, such as the treatment of given versus new information, including presupposition, 
deixis, speech acts, especially illocutionary acts, implicature, and the relations of meaning or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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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portions of discourse (see interpropositional relation) or turns of conversation (see conversation 
analysis).  

There are two trends towards the scope of pragmatics: micro-pragmatics and macro-pragmatics. 
Micro-pragmatics is the Anglo-American interpretation, which is the more restrictive one and  

the one mo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traditional linguistic concern with sentence structure and  
grammar. Macro-pragmatics is the Continental interpretation, which is much broader and includes di

scourse analysis,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some aspects of psycholinguistics, and So- 
ciolinguistics. According to the Continental tradition, pragmatics is treated as a perspective on lang- 
uage; it exists in various levels of language, dealing not only with the theory of language itself, but  
also with other aspects having to do with its uses. Broadly speaking, pragmatics is made up of cross 

cultural pragmatics,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societal pragmatics, cognitive pragmatics, etc. 
Pragmatics has been defined variously by different pragmaticians, each taking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from 
others. Here we understand pragmatics as the study of how language is used, i.e., how speakers use 
language appropriately and effectively in accordance with a given context.  

3. Discussions   
Provide a semantic meaning (SP) and a pragmatic meaning (PP) for its cold in here in two different 

contexts, (a) and (b) below: 
(a) Mike ad Annie are in the living room. Mie asks Annie whether she’d like to eat dinner in the 

living room or the kitchen. Annie replies: It’s cold in here. 
(b) The Queen and her butler, James, are in the drawing room. The window is open. The Queen says: 

It’s cold in here. 
4. Further Reading 
Yule, G. 1996. Pragma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lackmore, D. 1992. Understanding Utterances, Oxford: Blackwell. 
Leech, G.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 

Chapter Two  Deixis: kinds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1. Lead-in Questions 
Can you understand the sentence “Please come to see me this time tomorrow”? Why or why not? 

What are the functions of “come” “me” “here” “this time” “tomorrow”? What category do they belong to? 
2. Deixis 
In linguistics, deixis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wherein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certain word-s 

and phrases in an utterance require contextual information. Words are deictic if their semantic meaning is 
fixed but their denotational meaning varies depending on time and/or place. Words or phrases that require 
contextual information to convey any meaning – for example, English pronouns – are deictic. Deixis is clo
sely related to both indexicality and anaphora, as will be further explained below. Although this article de
als primarily with deixis in spoken language, the concepts can apply to written language, gestures, and co
mmunication media as well. While this article drawsexamples primarily from English, deixis is believed t
o be a feature (to some degree) of all natural languages. The term‘s origin is Ancient Greek: δε ξις "displ
ay, demonstration, or reference", the meaning point of reference i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having been t
aken over from Chrysippus. 

Types of Deixis: deixis of traditional categories are person, gender, place and time. Deixis of other 
categories are of discourse, social, honorific, anaphoric, cataphoric, demonstrative and etc.  

Deictic expressions are of two kinds, deictic usage and non-deictic usage.  
Deictic usage revolves a relation between an object in the world and a linguistic form with no 

semantically determined reference (the form X is used to refer to A, the reference is determined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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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  
Non-deictic usage involves relations between such as form and some other linguistic expression (the 

form of X is used to the same thing as its antecedent; coreferential relations such as anaphoric and 
cataphoric) 

3. Discussions 
1) In our daily life, we occasionally come across language use like the following: 
2) 某饮料瓶上的使用说明：本饮料自购买之日起三个月内可饮用。 
3) 商店门前海报：大甩卖最后三天。 
4) 门上便条：十分钟后回来。 
5) 合同中书写的一句：货到后请按当前价格付款。 
6) Collect 10 research articles in linguistics, 5 in English and 5 in Chinese. Focus on the ways in 

which “we” and “我们” are used respectively. Analyze their referents and a comparison.  
4. Further Reading 
Lyons, Christopher. Definiten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Lyons, John. Deixis, space and time in Semantics, Vol, pp. 636-72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Levinson, Stephen C. Deixis. In Laurence R. Horn, Gregory L. Ward (eds.) The Handbook of 

Pragmatics, pp. 978-120.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  
Chapter Three   Presupposition: kinds and functions 

1. Lead-in Questions 
When sentences or propositions are put to use in context, however, we are more concerned with how 

speakers or writers make use of presupposition as a way of communicating implicit meaning. We use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as a term to signal that we are dealing with something not exactly the same as 
the semantic notion of presupposition.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erformance of speech acts. Consider the following 
utterance said by a mother to her daughter: 

Mary, clean up your bedroom. 
Ask: 1) What is the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held by the mother? 
2) Can Mary refuse to follow her mother’s command by challenging the presupposition?  
2. Presupposition 
In the branch of linguistics known as pragmatics, a presupposition (or ps) is an implicit assumption 

about the world or background belief relating to an utterance whose truth is taken for granted in discourse. 
Examples of presuppositions include: Jane no longer writes fiction. Presupposition: Jane once wrote 
fiction. Have you stopped eating meat? Presupposition: you had once eaten meat. Have you talked to Hans? 
Presupposition: Hans exists. 

A presupposition must be mutually known or assumed by the speaker and addressee for the utterance 
to be considered appropriate in context. It will generally remain a necessary assumption whether the 
utterance is placed in the form of an assertion, denial, or question, and can be associated with a specific 
lexical item or grammatical feature (presupposition trigger) in the utterance. 

Crucially, negation of an expression does not change its presuppositions: I want to do it again and I 
don't want to do it again both presuppose that the subject has done it already one or more times; my wife 
is pregnant and my wife is not pregnant both presuppose that the subject has a wife. In this respect, 
presupposition is distinguished from entailment and implicature. For example, the president was 
assassinated entails that the president is dead, but if the expression is negated, the entailment is 
not necessarily true. 



7906 

A presupposition of a part of an utterance is sometimes also a presupposition of the whole utterance, 
and sometimes not. For instance, the phrase my wife triggers the presupposition that I have a wife. The 
first sentence below carries that presupposition, even though the phrase occurs inside an embedded clause. 
In the second sentence, however, it does not. John might be mistaken about his belief that I have a wife, or 
he might be deliberately trying to misinform his audience, and this has an effect on the meaning of the 
second sentence, but, perhaps surprisingly, not on the first one. 

A presupposition trigger is a lexical item or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the 
presupposition. The following is a selection of presuppositional triggers following Stephen C. Levinson's 
classic textbook on Pragmatics, which in turn draws on a list produced by Lauri Karttunen. As is 
customary, the presuppositional triggers themselves are italicized, and the symbol » stands for 
'presupposes'. 

John thinks that my wife is beautiful. 
John said that my wife is beautiful.  
3. Discussions 
1) Fine in the literature at least two definitions for the following terms: a. presupposition; b. 

presupposition trigger. 
2) Think of some ways in which we can cancel the contained presupposition for the following 

sentence “John didn’t manage to pass his exams.” 
3) Collect 40 newspaper headlines and analyze them in terms of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Classify 

them into some types you think fit.  
4. Further Reading 
Grundy, P. Doing Pragmatics.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5.  
Peccei, J.S. Pragmatic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Yule, George. Pragmatic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Chapter Three  Presupposition: a case study of presupposition & entailment 
Chapter Four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and implicature 

1. Lead-in Questions 
When a speaker makes an apparently uninformative remark such as “War is war,” the addressee 

assumes that the speaker is being cooperative and looks for the implicature the speaker is making.  
2.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is a principle of conversation that was proposed by Grice 1975, stating that 

participants expect that each will make a “conversational contribution such as is required, at the stage at 
which it occurs, by the accepted purpose or direction of the talk exchange.”  

In social science generally and linguistics specifically,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describes how 
people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As phrased by Paul Grice, who introduced it, it states, "Make your 
contribution such as it is required, at the stage at which it occurs, by the accepted purpose or direction of 
the talk exchange in which you are engaged." Though phrased as a prescriptive command, the principle is 
intended as a description of how people normally behave in conversation. Jeffries and McIntyre describe 
Grice's Maxims as "encapsulating the assumptions that we prototypically hold when we engage in 
conversation". 

Listeners and speakers must speak cooperatively and mutually accept one another to be understood in 
a particular way.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describes how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in conversation is 
achieved in common social situations.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maxims, called the Gricean Maxims, describing 
specific rational principles observed by people who obey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these principles 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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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communication. Grice proposed four conversational maxims that arise from the pragmatics of 
natural language. Applying the Gricean Maxims is a way to explain the link between utterances and what 
is understood from them. 

Implicature is a technical term in the pragmatics subfield of linguistics, coined by H. P. Grice, which 
refers to what is suggested in an utterance, even though neither expressed nor strictly implied (that 
is, entailed) by the utterance. For example, the sentence "Mary had a baby and got married" strongly 
suggests that Mary had the baby before the wedding, but the sentence would still be strictly true if Mary 
had her baby after she got married. Further, if we add the qualification "— not necessarily in that order" to 
the original sentence, then the implicature is cancelled even though 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sentence is 
not altered. 

"Implicature" is an alternative to "implication," which has additional meanings in logic and informal 
language. 

Paul Grice identified three types of general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s:  
1. the speaker deliberately flouts a conversational maxim to convey an additional meaning not 

expressed literally. For instance, a speaker responds to the question "How did you like the guest lecturer?" 
with the following utterance: Well, I’m sure he was speaking English. If the speaker is assumed to be 
following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2] in spite of flouting the Maxim of Quantity, then the utterance must 
have an additional nonliteral meaning, such as: "The content of the lecturer's speech was confusing."  

2. The speaker’s desire to fulfill two conflicting maxims results in his or her flouting one maxim to 
invoke the other. For instance, a speaker responds to the question "Where is John?" with the following 
utterance: He’s either in the cafeteria or in his office. 

In this case, the Maxim of Quantity and the Maxim of Quality are in conflict. A cooperative speaker 
does not want to be ambiguous but also does not want to give false information by giving a specific 
answer in spite of his uncertainty. By flouting the Maxim of Quantity, the speaker invokes the Maxim of 
Quality, leading to the implicature that the speaker does not have the evidence to give a specific location 
where he believes John is. 

3. The speaker invokes a maxim as a basis for interpreting the utterance. In the following exchange: 
Do you know where I can get some gas? There’s a gas station around the corner. The second speaker 
invokes the Maxim of Relevance, resulting in the implicature that “the gas station is open and one can 
probably get gas there”. 

3. Discussions 
1) In what situations do people talk irrationally, that is, non-cooperatively? 
2) Do you think there are any overlaps among the four maxims of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3) Do you think the CP or its maxims are subject to social-cultural variation? Use examples to 

support your answer.  
4) In what ways can a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be canceled? Use examples for illustration. 
5)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s are indeterminate. Different contexts may help to produce different 

implicatures for the same utterance. Think of some contexts in which Boys are Boys convey different 
implicatures.  

4. Further Reading 
Blackburn, Simon. "implicature,"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 Oxford, pp. 188-89. 1996.  
Green, G. Pragmatics and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89, pp. 87-125.  
Kent, Bach . "The Top 10 Misconceptions about Implicature" (PDF). In: Birner, B.; Ward, G. A 

Festschrift for Larry Hor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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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cei, J. S. Pragamtic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Chapter Five  Politeness: politeness principle 

1. Lead-in Questions 
Study the following uses of English. Why are they considered impolite? 
a. What an awful meal you cooked! 
b. You can offer me your car because I need it. 
c. I’m delighted to hear about your cat’s death. 
d. I have some doubts about the points you’ve just made. 
e. I didn’t get much from your lecture.  
2. Politeness principle 
According to Geoffrey Leech, there is a politeness principle with conversational maxims similar to 

those formulated by Paul Grice. He lists six maxims: tact, generosity, approbation, modesty, agreement, 
and sympathy. The first and second form a pair, as do the third and the fourth. These maxims vary 
from culture to culture: what may be considered polite in one culture may be strange or downright rude in 
another. 

The tact maxim states: 'Minimize the expression of beliefs which imply cost to other; maximize the 
expression of beliefs which imply benefit to other.' The first part of this maxim fits in with Brown 
and Levinson's negative politeness strategy of minimizing the imposition, and the second part reflects the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y of attending to the hearer's interests, wants, and needs. Could I interrupt you 
for a second? If I could just clarify this then.  

Leech's Generosity maxim states: 'Minimize the expression of beliefs that express or imply benefit to 
self; maximize the expression of beliefs that express or imply cost to self.' Unlike the tact maxim, the 
maxim of generosity focuses on the speaker, and says that others should be put first instead of the self. 
You relax and let me do the dishes. You must come and have dinner with us.  

The Approbation maxim states: 'Minimize the expression of beliefs which express dispraise of other; 
maximize the expression of beliefs which express approval of other.' It is preferred to praise others and if 
this is impossible, to sidestep the issue, to give some sort of minimal response (possibly through the use 
of euphemisms), or to remain silent. The first part of the maxim avoids disagreement; the second part 
intends to make other people feel good by showing solidarity. I heard you singing at the karaoke last night. 
It sounded like you were enjoying yourself! Gideon, I know you’re a genius---would you know how to 
solve this math problem here? 

Maxim of modesty is one of the six maxims proposed by Leech (1983) in his PP (politeness principle) 
meaning to minimize praise or to maximize dispraise of self. The Modesty maxim states: 'Minimize the 
expression of praise of self; maximize the expression of dispraise of self.' Oh, I’m so stupid---I didn’t 
make a note of our lecture! Did you? 

The Agreement maxim runs as follows: 'Minimize the expression of disagreement between self and 
other; maximize the expression of agreement between self and other.' It is in line with Brown and 
Levinson's 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ies of 'seek agreement' and 'avoid disagreement,' to which they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However, it is not being claimed that people totally avoid disagreement. It is simply 
observed that they are much more direct in expressing agreement, rather than disagreement. A: I don’t 
want my daughter to do this, I want her to do that. 

B: Yes, but madam, I thought we resolved this already on your last visit.  
The sympathy maxim states: 'minimize antipathy between self and other; maximize sympathy 

between self and other.' This includes a small group of speech acts such as congratulation, commiseration, 
and expressing condolences - all of 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Brown and Levin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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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y of attending to the hearer's interests, wants, and needs. I am sorry to hear 
about your father.  

3. Discussions 
1) Which of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forms of the PP is more important or imposes tighter constraint 

on the use of politeness in conversation? Why? 
2) How can we address the issue of irony and bant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eness? 
3) What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does Leech’s Politeness Principle have? You may refer to 

some comments made in related articles or books that have been published.  
4. Further Reading 
Brown, P. and Levinson, S.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Cutting, J. 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London: Routledge. 2002.  
Leech, G..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New York: Longman Group Ltd. 1983. 
Thomas, J. Meaning in Intera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 New York: Longman Group Ltd. 

1995. 
Chapter Six  Conversational Analysis 

1. Lead-in Questions 
Different people may develop different conversational styles. Some are characterized by 

high-involvement: they speak relatively fast, with almost no pausing within their own turns, initiating 
some overlaps or even completion of their interlocuter’s turn. Others demonstrate high considerateness by 
speaking very slowly, with longer pauses within their own turns, initiating no overlap, interruption or 
completion of their interlocutions’ turn. Collect some examples to illustrate these two styles. Do you think 
there are other noticeable styles? 

2. Conversational Analysis 
Conversation analysis (commonly abbreviated as CA) i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social 

interaction, embracing both verbal and non-verbal conduct, in situations of everyday life. As its name 
implies, CA began with a focus on casual conversation, but its methods were subsequently adapted to 
embrace more task- and institution-centered interactions, such as those occurring in doctors' offices, 
courts, law enforcement, help lines, educational settings, and the mass media. As a consequence, the term 
'conversation analysis' has become something of a misnomer, but it has continued as a term for a 
distinctive and successful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social interaction. 

A process by which interactants allocate the right or obligation to participate in an interactional 
activity. (Sacks, Schegloff, & Jefferson, 1974) 

Turn-taking organization refers to the process by which people in a conversation decide who is to 
speak next. It depends on both cultural factors and subtle cues. 

The turn constructional component describes basic units out of which turns are fashioned. These 
basic units are known as Turn construction unit or TCUs. Unit types include: lexical, clausal, phrasal, and 
sentential. 

The turn allocational component describes how participants organize their interaction by distributing 
turns to speakers. 

At a transition relevance place (TRP), a set of rules apply in quick succession so that turns are 
allocated instantly: 1. Current speaker selects next speaker: this can be done by the use of addressing 
terms (e.g. names), initiating action with gaze, initiating action that limits the potential eligible 
respondents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environmental cues (e.g. requesting the passing of salt in a situation 
where only a particular person is sitting close to the salt). 2. Next speaker self-selects: when there i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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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arent addressee and potential respondents, one might self-select to continue the conversation. This can 
be done by overlapping, using turn-entry devices such as "well" or "you know"; and recycled turn 
beginning, which is a practice that involves repeating the part of a turn beginning that gets absorbed in an 
overlap. 3. Current speaker continues: If no one takes up the conversation, the original speaker may again 
speak to provide further information to ai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conversation. This can be done by 
adding an increment, which is a grammatically fitted continuation of an already completed turn 
construction unit (TCU). Alternatively, the speaker can choose to start a new TCU, usually to offer 
clarification or to start a new topic. 

3. Discussions 
Collect some conversational data produced by Chinese EFL learners in their oral English class. Study 

their use of “yes” in relation to back channeling.  
Spot some of the cases of conversational repair in the following utterances or conversational 

exchanges. Specify the type of each case. 
a. 白花蛇：明天晚上的文艺座谈会，应该谁去参见？请反感意见。 
方珍珠：“反映”，还是反感！二叔！（《方珍珠》by 老舍） 
b. A: We shall visit the Natural Museum this Friday. 
  B: Friday? 
  A: Sorry. Sunday. 
c. A: Do you like the song “All For You”? 
  B: Definitely. It’s sung by Jane Jackson. Jane Jackson. 
  C: Yes, Janet Jackson. She’s a great singer. I admire her.  
4. Further Reading 
Atkinson, J. Maxwell and Heritage, John (eds.) (1984). 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 Studi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erner, Gene H. (ed.) (2004) Conversation Analysis: studies from the first generation.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Schegloff, Emanuel A. Sequence Organization in Interaction: A Primer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 

Volume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Chapter Seven  Speech Acts：kinds and functions 

1. Lead-in Questions 
In each of the following groups, only the a-utterance is performatives in Austin’s terms. Think why 

the b-utterances and c-utterances are not performative. 
1. a. I admit I was wrong. 
  b. I know I was wrong. 
  c. I think I was wrong. 
2. a. I apologize to you. 
  b. I flatter you. 
  c. I flavor you. 
3. a. We promise to leave. 
  b. He admits he was wrong. 
  c. I warned you to stop. 
2. Speech Acts 
A speech act in linguis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s an utterance that has performative 

function in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According to Kent Bach, "almost any speech act is really the 
performance of several acts at once, distinguished by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speaker's intention: ther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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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t of saying something, what one does in saying it, such as requesting or promising, and how one is 
trying to affect one's audience." The contemporary use of the term goes back to J. L. Austin's development 
of performative utterances and his theory of locutionary, illocutionary, and perlocutionary acts. Speech 
acts are commonly taken to include such acts as promising, ordering, greeting, warning, inviting and 
congratulating. Speech acts can be analyzed on three levels: 

A locutionary act, the performance of an utterance: the actual utterance and its ostensible meaning, 
comprising phonetic, phatic and rhetic acts corresponding to the verbal, syntactic and semantic aspects of 
any meaningful utterance; 

An illocutionary act: the pragmatic 'illocutionary force' of the utterance, thus its intended significance 
as a socially valid verbal action (see below); 

And in certain cases a further perlocutionary act: its actual effect, such as persuading, convincing, 
scaring, enlightening, inspiring, or otherwise getting someone to do or realize something, whether 
intended or not (Austin 1962)  Classifying illocutionary speech acts: assertives = speech acts that commit 
a speaker to the truth of the expressed proposition, e.g. reciting a creed; directives = speech acts that are to 
cause the hearer to take a particular action, e.g. requests, commands and advice; commissives = speech 
acts that commit a speaker to some future action, e.g. promises and oaths; expressives = speech acts that 
express the speaker's attitudes and emotions towards the proposition, e.g. congratulations, excuses and 
thanks; declaratives = speech acts that change the reality in accord with the proposition of the declaration, 
e.g. baptisms, pronouncing someone guilty or pronouncing someone husband and wife.  

Searle has introduced the notion of an 'indirect speech act', which in his account is meant to be, more 
particularly, an indirect 'illocutionary' act. Applying a conception of such illocutionary acts according to 
which they are (roughly) acts of saying something with the intention of communicating with an audience, 
he describes indirect speech acts as follows: "In indirect speech acts the speaker communicates to the 
hearer more than he actually says by way of relying on their mutually share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both linguistic and nonlinguistic, together with the general powers of rationality and inference on the part 
of the hearer." An account of such act, it follows, will require such things as an analysis of mutually 
share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nversation, as well as of rationality and linguistic 
conventions. 

In connection with indirect speech acts, Searle introduces the notion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illocutionary acts. The primary illocutionary act is the indirect one, which is not literally performed. The 
secondary illocutionary act is the direct one, performed in the literal utterance of the sentence (Searle 178). 
In the example:  

(1) Speaker X: "We should leave for the show or else we’ll be late." 
(2) Speaker Y: "I am not ready yet." 
Here the primary illocutionary act is Y's rejection of X's suggestion, and the secondary illocutionary 

act is Y's statement that Y is not ready to leave. By dividing the illocutionary act into two subparts, Searle 
is able to explain that we can understand two meanings from the same utterance all the while knowing 
which is the correct meaning to respond to.  

3. Discussions 
1) Find in the literature at least two definitions for the following terms: illocutionary force and 

performative verb. 
2) Performatives do not have to be always used with the first person, in the active voice, or in the 

simple present tense. Look at the following examples. Discuss why they are performative. Can you find 
similar examples? 

a. The court finds the accused not gui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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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Your employment is hereby terminated with immediate effect. 
c. A: Are you denying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interfered？ 
B: I am denying that.  
4. Further Reading 
Searle, John R. (1975), “A Taxonomy of Illocutionary Acts”, in: Günderson, K. (ed.), Language, 

Mind, and Knowledge, (Minneapolis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7), 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 p. 344-69. 

Austin, J.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 
Bach, Kent. "Speech Acts." Speech Acts.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n.d. Web. 10 Feb. 

2014. 
Chapters Eight   Pragmatics and EFL learning 
Chapter Nine  Pragmatic Competence,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in EFL learning 

1. Lead-in Questions 
司机行业流行的一个标语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多数英语学习者翻译为“Go to 

work happily, and come back safely!”，请问英文本族人能理解吗？他们会怎么说呢？Good Luck! 或 
Safety first in driving! 请思考这一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呢？ 

2. Pragmatics competence 
Pragmatic competence is understood as the knowledge of the linguistic resources available in a given 

language for realizing particular illocutions, knowledge of the sequential aspects of speech acts, and 
finally, knowledge of the appropriate contextual use of the particular language's linguistic resources."  

Pragmatic competence, such as: variability: the property of communication that defines the range of 
communicative possibilities, among which is formulating communicative choices; negotiability: the 
possibility of making choices based on flexible strategies; adaptability; the ability to modulate and 
regulate communicative choices in relation to the communicative context; salience: the degree of 
awareness reached by communicative choices; indeterminacy: the possibility to re-negotiate pragmatic 
choices as the interaction unfolds in order to fulfill communicative intentions; dynamic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 in time." 

Knowledge of language use is different from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elf; pragmatic competence is 
not linguistic competence. The description of grammatical competence explains how the speaker knows 
that a. Why are you making such a noise? is a possible sentence of English, and that b. Why you are 
making such a noise. is not. It is the province of pragmatic competence to explain whether the speaker 
who says: c. why are you making such a noise? is requesting someone to stop, or is asking a genuine 
question out of curiosity, or is muttering a sotto voce comment." (V.J. Cook and M. Newson, Chomsky's 
Universal Grammar: An Introduction. Wiley-Blackwell, 1996)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refers to the knowledge, skills, and affect/motivation that enable 
individuals to adapt effectively in cross-cultural environments.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is defined here 
as an individual capability that contributes to intercultural effectiveness regardless of the particular 
intersection of cultures. Although some aspects of cognition, behavior, or affect may be particularly 
relevant in a specific country or region, evidence suggests that a core set of competencies enables 
adaptation to any culture (Hammer, 1987).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is not an end in itself, but is a set of variables that contribute to 
intercultural effectiveness. Whereas previous models have tended to emphasize subjective outcomes, by 
focusing primarily on adjustment, outcomes of interest here include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outcomes. Objective outcomes, such as job performance, have been addressed in previous research, but to 
a lesser degree than the subjective outcome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outcomes are link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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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adjustment linked to work adjustment, which has in turn been linked with job 
performance (Shay & Baack, 2006). However, these relationships are small, and some research has 
demonstrated that subjective outcomes can diverge from objective outcomes (Kealey, 1989), with 
expatriates sometimes showing relatively poor adjustment but high effectiveness in their organizational 
role. 

3. Discussions 
1) 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差异表现在哪些方面？有些什么影响？举例说明。 
2) 在翻译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文化差异的影响？ 
3) 从语用翻译的角度，评论下列各句的译文： 
a. 原文：敝作写得不好，请多提宝贵意见。 
译文：My article is not well-written. Please give me your valuable comments.  
b. 原文：The whole theatre is packed like sardines. 
译文：整个剧院像挤满了沙丁鱼。 
4) The following ar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some Chinese polite expressions. Do you think they 

can be used to address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 Have you had your meal? (你吃了吗？) 
b. Where are you going? (你去哪儿？) 
c. Walk/Go slowly! (请慢走！) 
d. Please eat/have more! (多吃点儿！) 
4. Further Reading 
Bell, R.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Longman, 1991. 
Kasper, G. & S. Blum-Kulka. 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Oxford: OUP, 1993.  
Rose, K & G. Kasper. Pragma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CUP, 2001.  
Sperber, D. an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Blackwell, Oxford. 1986.  
何自然，语用学与英语学习，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Chapter Ten  Revision and Class Debate 
1. Basic concepts of practices in each chapter 
2. Classical theory of pragmatics 
3. Case analysis in light of pragmatics 
4. Simple questions 
5. Open questions of pragmatic application   

Chapter Eleven  General Revision  
（二） 实践教学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践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Chapter One  Introducing to pragmatics: context and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2  

2 Chapter Two  Deixis: kinds and pragmatics functions 2  
3 Chapter Three   Presupposition: kinds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2  

4 
Chapter Three  Presupposition: a case study of presupposition & 
entailment 

2  

5 Chapter Four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and implicature  2  
6 Chapter Four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and implicature 2  
7 Chapter Five  Politeness: politeness princip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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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hapter Six  Conversational analysis    
9 Chapter Six  Conversation analysis: a case study 2  

10  Chapter Seven  Speech Acts：kinds and functions 2  
11 Chapter Seven  Illocutionary acts and case study 2  

12 
Chapter Seven  Indirect speech acts and case study for indirect speech 
acts 

2  

13 Chapter Eight  Pragmatics and EFL learning 2  

14 
Chapter Nine   Pragmatic Competence,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in 
EFL learning: practice 

2  

15 Chapter Ten   Class Debate 2  
16 Chapter Eleven  General Revision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对比修辞学 
后续课程：语篇分析、篇章语言学 
本课程为英语专业核心课程，必须建立在良好的基础课程学习的基础上，基础阶段的语言运用

能力和语言认识能力是学习此课程的基础。本课程为语言专业学生知识体系的核心课程，是学习文

学，翻译，教学论等的理论基础。同时，和其他课程一起，共同提高英语综合能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意义的层次、语境的类型、预设的判断、言语行为、礼貌原则的理解、 
面子的社会含义、话语的语用功能、话语分析……。 
难点：命题内容和言外行为的区分、间接言语行为、规约含义与非规约含义、 
动态研究过程的多种角度定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以学生为教学主体 着重培养学生认知能力和语用能力 发挥学 
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引导学生主动积极思维 采用探究式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1.观察、理论与分析。先归纳再演绎：案例在先，理论在后，从案例到理论 
再到案例。 
2. 案例分析讨论法：分组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覆盖重点与难点，详见下文 Chapters 3-9。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语用学教材选用主要的依据原则是趣味性、系统性、知识性。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取

适合本科学生特点的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陈新仁编著《新编语用学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 8月第 3次印刷。 
（二）推荐参考书 
1.  Peccei, J.S. Pragmatic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2.  Yule, George. Pragmatic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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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何兆熊 《新编语用学概要》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4.  何自然、冉永平编著《新编语用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09月 第 1版。 
5. 钱冠连等编著《汉语文化语用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 07月 第 1版。 
6. 熊学亮编著，《简明语用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05月 第 1版。 

执笔：张洪芹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5月 26日 

 

美国诉讼法（双语） 
American Procedure Laws 

课程号：4080012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研究所本科学生的专业选修课程。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与实践教学，使学生了解美国司法体系，认识美国的诉讼制度，掌

握美国民事及刑事诉讼法的基础知识，包括法院的等级、管辖权、宪法对犯罪嫌疑人及受害人的保

护、审前及庭审和上诉程序。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The US Judicial System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The US judicial system 
The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closely linked hierarchical systems of courts at the federal and 

state levels. The federal courts form the judicial branch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perate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and federal law. The state and territorial 
courts of the individual U.S. states and territories operate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and territorial 
constitutions and state and territorial law. 

Federal statutes that refer to the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referring only to the court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not the courts of the individual states and counties. Because of the federalist 
underpinnings of the division between sovereign feder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the various state court 
systems are free to operate in ways that vary widely from thos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from one 
another. In practice, however, every state has adopted a division of its judiciary into at least two levels, 
and almost every state has three levels, with trial courts hearing cases which may be reviewed by appellate 
courts, and finally by a state supreme court. A few states have two separate supreme courts, with one 
having authority over civil matters and the other reviewing criminal cases. 47 states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llow at least one appeal of right from a final judgment on the merits, meaning that the court 
receiving the appeal must decide the appeal after it is briefed and argued properly. Three states do not 
provide a right to a first appeal. Rather, they give litigants only a right to petition for the right to have an 
appeal heard. 

State courts often have diverse names and structures, as illustrated below. State courts hear about 
98% of litigation; most states have courts of special jurisdiction, which typically handle minor disputes 
such as traffic citations, and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responsible for more serious disputes. 

The U.S. federal court system hears cases involving litigants from two or more states, violations of 
federal laws, treaties, and the Constitution, admiralty, bankruptcy, and related issues. In practice, about 
80% of the cases are civil and 20% criminal. The civil cases often involve civil rights, patents, and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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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while the criminal cases involve tax fraud, robbery, counterfeiting, and drug crimes. The trial 
courts are U.S. district courts, followed by United States courts of appeals and then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judicial system, whether state or federal, begins with a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whose work may be reviewed by an appellate court, and then ends at the court of last resort, which may 
review the work of the lower courts. 

Institutions which may be considered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listed below. 
Federal issues vs. State issues 
Federal courts address any legal issues covered by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de. They also 

hear any case falling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federal agencies. For example, this includes any crime in 
which a state boundary is crossed, which would then be handled by the FBI. 

The federal court system is made up of several levels of hierarchical court. The top-level court is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Below this are the District Court of Appeals. Below this is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s, for various geographical areas as defi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State courts take a wide variety of forms, as defined by each state's legislature. For example, in New 
York, there is a Supreme Court which is actually the lowest-level trial court; its name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it is higher ranked than all administrative and local courts. The highest court in New York is the New 
York Court of Appeals. 

 Why Are There Two Court Syst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S. Constitution created a governmental structure for the United States known as federalism. 

Federalism refers to a sharing of powers betwee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 governments. The 
Constitution gives certain powers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reserves the rest for the states. Therefore, 
while the Constitution states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supreme with regard to those powers expressly 
or implicitly delegated to it, the states remain supreme in matters reserved to them.   

Both the feder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need their own court systems to apply and interpret their laws. 
Furthermore, both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nstitutions attempt to do this by specifically spelling out the 
jurisdiction of their respective court systems. 

For example, since the Constitution gives Congress sole authority to make uniform laws concerning 
bankruptcies, a state court would lack jurisdiction in this matter. Likewise, since the Constitution does not 
giv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uthority in most matters concerning the regulation of the family, a federal 
court would lack jurisdiction in a divorce case. This is why there are two separate court systems in 
America. The federal court system deals with issues of law relating to those powers expressly or 
implicitly granted to it by the U.S. Constitution, while the state court systems deal with issues of law 
relating to those matters that the U.S. Constitution did not give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r explicitly 
deny to the states. 

 Describ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urt Systems. ※  
. Federal Court SystemⅠ  

A. Article III court. 
(1) the U.S. District Courts   
There are 94 U.S. District Cou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Every state has at least one district court, and 

some large states, such as California, have as many as four. Each district court has between 2 and 28 
judges. The U.S. District Courts are trial courts, or courts of original jurisdiction. This means that most 
federal cases begin here. U.S. District Courts hear both civil and criminal cases. In many cases, the judge 
determines issues of law, while the jury (or judge sitting without a jury) determines findings of fact.  

(2) the U.S. Circuit Courts of Appeal  
There are 13 U.S. Circuit Courts of Appeal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courts are divided   int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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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circuits and sit in various cit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the 13th Court) sits in Washington. With the exception of criminal cases in which a 
defendant is found not guilty, any party who is dissatisfied with the judgment of a U.S. District Court (or 
the findings of certain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may appeal to the U.S. Circuit Court of Appeal in his/her 
geographical district. These courts will examine the trial record for only mistakes of law; the facts have 
already been determined by the U.S. District Court. Therefore, the court usually will neither review the 
facts of the case nor take any additional evidence. When hearing cases, these courts usually sit in panels of 
three judges. 

(3) the U.S. Supreme Court.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sits at the apex of the federal court system. It is made up of 

nine judges, known as justices, and is presided over by the Chief Justice. It sits in Washington, D.C. 
Parties who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decision of a U.S. Circuit Court of Appeal (or, in rare cases, of a U.S. 
District Court) or a state supreme court can petition the U.S. Supreme Court to hear their case. 

The Court decides whether to accept such cases. Each year, the Court accepts between 100 and 150 
of the some 7,000 cases it is asked to hear for argument. The cases typically fit within general criteria for 
oral arguments. Four justices must agree to hear the case (grant cert). 

(4) Special Article III Courts: 
(a) the U.S. Court of Claims This court sits in Washington, D.C., and  handles cases involving suit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 
(b) the U.S. 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is court sits in New York and handles cases involving 

tariff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disputes. 
B. Special Courts Created by Congress    
Magistrate judges: These judges handle certain criminal and civil matters, often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parties.  
Bankruptcy courts: These courts handle cases arising under the Bankruptcy Code.  
U.S. Court of Military Appeals: This court is the final appellate court for cases arising under the 

Uniform Code of Military Justice.  
U.S. Tax Court: This court handles cases arising over alleged tax deficiencies.  
U.S. Court of Veterans' Appeals: This court handles certain cases arising from the denial of veterans' 

benefits.  
.State Court SystemsⅡ  

No two state court systems are exactly alike. Nevertheless, there are sufficient similarities to provide 
an example of what a typical state court system looks like. Most state court systems are made up of: 

(1) two sets of trial courts:  
(a) trial courts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Trial courts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are courts that deal with only specific types of cases.  They are 

often located in/near the county courthouse and are usually presided over by a single judge. A judge 
sitting without a jury hears most of the cases heard by these courts. Some examples of trial courts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include:  

Probate court: This court handles matters concerning administering the estate of a person who has 
died (decedent). It sees that the provisions of a will are carried out or sees that a decedent's property is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state law if he/she died intestate (without a will).  

Family court: This court handles matters concerning adoption, annulments, divorce, alimony, 
custody, child support, etc.  

Traffic court: This court usually handles minor violations of traffic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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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venile court: This court usually handles cases involving delinquent children under a certain age, for 
example, 18 or 21.  

Small claims court: This court usually handles suits between private persons of a relatively low 
dollar amount, for example, less than $5,000.  

Municipal court: This court usually handles cases involving offenses against city ordinances.  
(b) trial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main trial-level courts)  
Trial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are the main trial courts in the state system. They hear cases 

outside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trial courts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These involve both civil and criminal 
cases. One judge (often sitting with a jury) usually hears them. In such cases, the judge decides issues of 
law, while the jury decides issues of fact. A record of the proceeding is made and may be used on appeal. 
These courts are called by a variety of names, including (1) circuit courts, (2) superior courts, (3) courts of 
common pleas, (4) and even, in New York, supreme courts. In certain cases, these courts can hear appeals 
from trial courts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2)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s (in many, but not all, states)  
Many, but not all, states have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s between the trial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and the highest court in the state. Any party, except in a case where a defendant in a criminal 
trial has been found not guilty, who is not satisfied with the judgment of a state trial court may appeal the 
matter to an appropriate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 Such appeals are usually a matter of right (meaning 
the court must hear them). However, these courts address only alleged procedural mistakes and errors of 
law made by the trial court. They will usually neither review the facts of the case, whi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during the trial, nor accept additional evidence. These courts usually sit in panels of two or 
three judges. 

(3) the highest state courts (called by various names).  
Unlike federal judges, most state court judges are not appointed for life but are either elected or 

appointed (or a combination of both) for a certain number of years. 
All states have some sort of highest court. While they are usually referred to as supreme courts, some, 

such as the highest court in Maryland, are known as courts of appeal. In states with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s, the highest state courts usually have discretionary review as to whether to accept a case. In states 
without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s, appeals may usually be taken to the highest state court as a matter 
of right. Like the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s, appeals taken usually allege a mistake of law and not fact. 
In addition, many state supreme courts have original jurisdiction in certain matters. For example, the 
highest courts in several states have original jurisdiction over controversies regarding elections and the 
reapportionment of legislative districts. These courts often sit in panels of three, five, seven, or nine 
judges/justices. 

 What Types of Cases do Federal Courts hear? By State Courts?※  
.Jurisdiction of the Federal CourtsⅠ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federal courts is spelled out in Article III, Section 2,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Federal courts are courts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because they can hear only two main types 
of cases: 

1. Diversity of Citizenship 
Federal courts can have jurisdiction over a case of a civil nature in which parties are residents of 

different states and the amount in question exceeds the amount set by federal law (currently $75,000). The 
federal courts are often required to apply state law when dealing with these cases since the issues concern 
matters of state law. The fact that the parties are from different states and that the amount in question is 
high enough is what manages to get such cases into federal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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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ederal Question 
Federal courts have jurisdiction over cases that arise under the U.S. Constitution,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reaties made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issues are the sole 
prerogative of the federal courts and include the following types of cases:  

Suits between states—Cases in which two or more states are a party.  
Cases involving ambassadors and other high-ranking public figures—Cases arising  between 

foreign ambassadors and other high-ranking public officials.  
Federal crimes—Crimes defined by or mentioned in the U.S. Constitution or those defined and/or 

punished by federal statute. Such crimes include treason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piracy, counterfeiting, 
crimes against the law of nations, and crimes relating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authority to regulate 
interstate commerce. However, most crimes are state matters.  

Bankruptcy—The statutory procedure, usually triggered by insolvency, by which a person is relieved 
of most debts and undergoes a judicially supervised reorganization or liquidation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rson's creditors.  

Patent, copyright, and trademark cases  
Admiralty—The system of jurisprudence that has grown out of the practice of admiralty courts: 

courts that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all maritime contracts, torts, injuries, and offenses.  
Antitrust—The body of law designed to protect trade and commerce from restraining monopolies, 

price fixing, and price discrimination.  
Securities and banking regulation—The body of law protecting the public by regulating the 

registration, offering, and trading of securities and the regulation of banking practices.  
Other cases specified by federal statute—Any other cases specified by an applicable federal statute.  

.Jurisdiction of the State CourtsⅡ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state courts extends to basically any type of case that does not fall within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the federal courts. State courts are common-law courts. This means that they not 
only have the authority to apply or interpret the law, but they often have the authority to create law if it 
does not yet exist by act of the legislature to create an equitable remedy to a specific legal problem. 
Examples of case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state courts usually include the following:  

Cases involving the state constitution—Cases involv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state constitution.  
State criminal offenses—Crimes defined and/or punished by the state constitution or applicable state 

statute. Most crimes are state criminal offenses. They include offenses such as murder, theft, breaking and 
entering, and destruction of property.  

Tort and personal injury law—Civil wrongs for which a remedy may be obtained, usually in the form 
of damages; a breach of duty that the law imposes on everyone in the same relation to one another as 
those involved in a given transaction.  

Contract law—Agreements between two or more parties creating obligations that are either 
enforceable or otherwise recognized as law.  

Probate—The judicial process by which a testamentary document is established to be a valid will, the 
proving of a will to the satisfaction of a court, the distribution of a decedent's assets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will, or the process whereby a decedent's assets are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state law 
should the decedent have died intestate.  

Family—The body of law dealing with marriage, divorce, adoption, child custody and support, and 
domestic-relations issues.  

Sale of goods—The law concerning the sale of goods (moveable objects) involved in commerce 
(especially with regards to 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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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ions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The law concerning, among other things, the establishment, 
dissolution, and asset distribution of corporations, partnerships, limited partnerships,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 etc.  

Election issues—The law concerning voter registration, voting in general, legislative 
reapportionment, etc.  

Municipal/zoning ordinances—The law involving municipal ordinances, including zoning 
ordinances that set aside certain areas for residential, commercial, industrial, or other development.  

Traffic regulation—A prescribed rule of conduct for traffic; a rule intended to promote the orderly 
and safe flow of traffic.  

Real property—Land and anything growing on, attached to, or erected on it, excluding anything that 
may be severed without injury to the land.  

. Areas of Concurrent Jurisdiction for Federal and State CourtsⅢ  
In addition to areas in which the states have regulated on a matter more extensively tha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tate courts have concurrent jurisdiction with federal courts concerning the following points 
of law: 

Diversity of Citizenship 
In civil cases involving citizens of two or more states in which the dollar amount in question exceeds 

$75,000, a state court may hear the case if the defendant in the case does not petition to have the case 
removed to federal court. Furthermore, if a civil case involves two or more citizens of different states but 
the amount in question does not exceed $75,000, the case must be heard by a state court.  

Federal Question: Any state court may interpret the U.S. Constitution, federal statute, treaty, etc., if 
the applicable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 statute, or treaty has direct bearing on a case brought in state court 
under a state law.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 
2． 掌握联邦和州的管辖权及各级法院的管辖权 
作业： 
1. US judicial systems 
2. Federal issues and jurisdiction of courts 

知识单元 2：Basics of US procedure law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Basics of US Procedure Law  
Substantive law vs. procedure law 
Procedural law consists of the set of rules that gover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urt in criminal 

lawsuits as well as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The court needs to conform to the standards setup 
by procedural law, while during the proceedings. These rules ensure fair practice and consistency in the 
"due process". 

Substantive law is a statutory law that deals with th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or the people 
and the state. Therefore, substantive law defines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people, but procedural law 
lays down the rules with the help of which they are enforc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need to be 
studied in greater detail,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Contents: Procedural Law vs Substantive Law 
1 Differences in Structure and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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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owers of Substantive vs. Procedural Laws 
3 Differences in Application 
4 Example 
5 References 
Differences in Structure and Conten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law, let's use an example. If a person is accused and undergoing a trial, substantive law 
prescribes the punishment that the under-trial will face if convicted. Substantive law also defines the types 
of crimes and the severity depending upon factors such as whether the person is a repeat offender, whether 
it is a hate crime, whether it was self-defense etc. It also defines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of the 
accused. 

Procedural law, on the other hand, provides the state with the machinery to enforce the substantive 
laws on the people. Procedural law comprises the rules by which a court hears and determines what 
happens in civil or criminal proceedings. Procedural law deals with the method and means by which 
substantive law is made and administered. In other words, substantive law deals with the substance of the 
case, how the charges are to be handled and how the facts are to be dealt with; while procedural law will 
give a step by step action plan on how the case is supposed to procee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desired 
goals. Therefore its procedural law that helps decide whether the case requires trial or otherwise. 

Powers of Substantive vs. Procedural Laws 
Substantive law is an independent set of laws that decide the fate of a case. It can actually decide the 

fate of the under-trial, whether he wins or loses and even the compensation amounts etc. Procedural laws 
on the other hand, have no independent existence. Therefore, procedural laws only tell us how the legal 
process is to be executed, whereas substantive laws have the power to offer legal solution. 

Differences in Application 
Another important difference lies in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two. Procedural laws are applicable in 

non-legal contexts, whereas substantive laws are not. So, basically the essential substance of a trial is 
underlined by substantive law, whereas procedural law chalks out the steps to get there. 

Example 
An example of substantive law is how degrees of murder are defined. Depending upon the 

circumstances and whether the murderer had the intent to commit the crime, the same act of homicide can 
fall under different levels of punishment. This is defined in the statute and is substantive law. 

Examples of procedural laws include the time allowed for one party to sue another and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process of the lawsuit. 

Civil case vs. criminal case 
The American legal system is comprised of two very different types of cases, civil and criminal. 

Crimes are generally offenses against the state, and are accordingly prosecuted by the state. Civil cases on 
the other hand, are typically disputes between individuals regarding the legal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y owe one another. 

Crimes are considered offenses against the state, or society as a whole. That means that even though 
one person might murder another person, murder itself is considered an offense to everyone in society. 
Accordingly, crimes against the state are prosecuted by the state, and the prosecutor (not the victim) files 
the case in cour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state. If it were a civil case, then the wronged party would file 
the case. 

Criminal offenses and civil offenses are generall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ir punishment. Criminal 
cases will have jail time as a potential punishment, whereas civil cases generally only result in mone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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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mages or orders to do or not do something. Note that a criminal case may involve both jail time and 
monetary punishments in the form of fines. 

The standard of proof is also very different in a criminal case versus a civil case. Crimes must 
generally be proved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whereas civil cases are proved by lower standards of 
proof such as "the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which essentially means that it was more likely than 
not that something occurred in a certain way). The difference in standards exists because civil liability is 
considered less blameworthy and because the punishments are less severe. 

Criminal cases almost always allow for a trial by jury. Civil cases do allow juries in some instances, 
but many civil cases will be decided by a judge. 

A defendant in a criminal case is entitled to an attorney, and if he or she can't afford one, the state 
must provide an attorney. A defendant in a civil case is not given an attorney and must pay for one, or else 
defend him or herself. 

The protections afforded to defendants under criminal law are considerable (such as the protection 
against illegal searches and seizures under the 4th Amendment). Many of these well-known protections 
are not available to a defendant in a civil case. 

In general, because criminal cases have greater consequences - the possibility of jail and even death - 
criminal cases have many more protections in place and are harder to prove. 

The Same Conduct Can Produce Civil and Criminal Liability 
Although criminal and civil cases are treated very differently, many people often fail to recognize 

that the same conduct can result in both criminal and civil liability. Perhap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examples of this is the OJ Simpson trial. The same conduct led to a murder trial (criminal) and a wrongful 
death trial (civil). In par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standards of proof, there was not enough evidence for a 
jury to decide that OJ Simpson was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in the criminal murder case. In the 
civil trial, however, the jury found enough evidence to conclude that OJ Simpson wrongfully caused his 
wife's death by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Burden of proof  
The burden of proof (Latin: onus probandi)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imperative on a party in a trial 

to produce the evidence that will shift the conclusion away from the default position to one's own 
position. 

The burden of proof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e Latin maxim semper necessitas probandi incumbit ei 
qui agit, the best translation of which in this context is: "the necessity of proof always lies with the person 
who lays charges." 

She or he who does not carry the burden of proof carries the benefit of assumption, meaning (s) he 
needs no evidence to support her or his claim. Fulfilling the burden of proof effectively captures the 
benefit of assumption, passing the burden of proof off to another party.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also known as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is the standard required in 

most civil cases, and in family court determinations solely involving money, such as child support under 
the Child Support Standards Act. 

The standard is met if the proposition is more likely to be true than not true. The standard is satisfied 
if there is greater than fifty percent chance that the proposition is true. Lord Denning, in Miller v. Minister 
of Pensions, described it simply as "more probable than not." Until 1970, this was also the standard used 
in juvenile cour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also the standard of proof used when determining eligibility of unemployment benefits for a 
former employee accused of losing the job through alleged misconduct. In most US states, the emplo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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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t prove this case with a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is the standard of proof used for immunity from prosecution under 

Florida's controversial stand-your-ground law. The defense must present its evidence in a pre-trial hearing, 
show that the statutory prerequisites have been met, and then request that the court grant a motion for 
declaration of immunity. The judge must then decide from the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whether to 
grant immunity. This is a far lower burden than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 threshold a prosecutor 
must meet at any proceeding criminal trial.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is a higher level of burden of persuasion than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It is employed intra-adjudicatively in administrative court determinations, as well as in civil 
and certain criminal proced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example, a prisoner seeking habeas corpus relief 
from capital punishment must prove his factual innocence by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This standard is used in many types of equity cases, including paternity, persons in need of 
supervision, juvenile delinquency, child custody, the probate of both wills and living wills, petitions to 
remove a person from life support ("right to die" cases), and many similar cases. 

Clear and convincing proof means that the evidence presented by a party during the trial must be 
highly and substantially more probable to be true than not and the trier of fact must have a firm belief or 
conviction in its factuality. In this standard, a greater degree of believability must be met than the common 
standard of proof in civil actions, which only requires that the facts as a threshold be more likely than not 
to prove the issue for which they are asserted. 

This standard is also known as "clear, convincing, and satisfactory evidence"; "clear, cognizant,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and "clear, unequivocal, satisfactory,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and is applied in 
cases or situations involving an equitable remedy or where a presumptive civil liberty interest exists.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This is the highest standard used as the burden of proof in Anglo-American jurisprudence and 

typically only applie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It has been described, in negative terms, as a proof having 
been met if there is no plausible reason to believe otherwise. If there is a real doubt, based upon reason 
and common sense after careful and impartial consideration of all the evidence, or lack of evidence, in a 
case, then the level of proof has not been met. 

Pro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refore, is proof of such a convincing character that one would 
be willing to rely and act upon it without hesitation in the most important of one's own affairs. However, it 
does not mean an absolute certainty. The standard that must be met by the prosecution's evidence in a 
criminal prosecution is that no other logical explanation can be derived from the facts except that the 
defendant committed the crime, thereby overcoming the presumption that a person is innocent unless and 
until proven guilty. 

If the trier of fact has no doubt as to the defendant's guilt, or if their only doubts are unreasonable 
doubts, then the prosecutor has proved the defendant's guilt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nd the defendant 
should be pronounced guilty. 

The term connotes that evidence establishes a particular point to a moral certainty which precludes 
the existence of any reasonable alternatives. It does not mean that no doubt exists as to the accused's guilt, 
but only that no reasonable doubt is possible from the evidence presented. Further to this notion of moral 
certainty, where the trier of fact relies on proof that is solely circumstantial, i.e., when conviction is based 
entirely on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certain jurisdictions specifically require the prosecution's burden of 
proof to be such that the facts proved must exclude to a moral certainty every reasonable hypothesis or 
inference other than gu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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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reason that this high level of proof is demanded in criminal trials is that such proceedings 
can result in the deprivation of a defendant's liberty or even in his or her death. These outcomes are far 
more severe than in civil trials, in which monetary damages are the common remedy.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诉讼法的基本知识 
2． 掌握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区别、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区别、举证责任、举证标准等。  
作业： 
1. Civil vs. criminal cases 
2. Burden of proof and standard of proof 

知识单元 3：US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US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Bill of Rights and subsequent 

amendments, contains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regarding criminal procedure. Due to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Bill of Rights, all of these provisions apply equally to criminal proceedings in state court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Grand Jury Clause of the Fifth Amendment, the Vicinage Clause of the Sixth Amendment, 
and (maybe) the Excessive Bail Clause of the Eighth Amendment. 

Article Three, Section Two, Clause Thre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Jury Clause 
Venue Clause 
Fif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Grand jury clause 
Double Jeopardy Clause 
Self-Incrimination Clause 
Due process clause 
Six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Speedy Trial Clause 
Public trial clause 
Impartial Jury Clause 
Vicinage Clause 
Information Clause 
Confrontation Clause 
Compulsory Process Clause 
Assistance of Counsel Clause 
Eigh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Excessive Bail Clause 
Fourteen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Due process claus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In criminal prosecutions: 
(1) Not to be charged for a major crime but by indictment by a Grand Jury, except while serving in 

the military, or while serving in the Militia during time of war or public danger. 
(2) Not to be charged more than once for the same offense. 
(3) Not to be compelled to testify against one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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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Not to have excessive bail required. 
(5) To be tried by an impartial jury from the state and district in which the events took place. 
(6) To have a jury of at least six for a misdemeanor, and at least twelve for a felony. 
(7) To a speedy trial. 
(8) To a public trial. 
(9) To have the assistance of counsel of one's choice. 
(10) To be informed of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accusation. 
(11) To be confronted with the witnesses against one. 
(12) To have compulsory process for obtaining favorable witnesses. 
(13) To have each charge proved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14) To have a verdict by a unanimous vote of the jury, which shall not be held to account for its 

verdict. 
(15) To have the jury decide on both the facts of the case and the constitutionality, jurisdiction,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law. 
(16) Upon conviction, to have each disablement separately and explicitly proven as justified and 

necessary based on the facts and verdict. 
(17) To have a sentence which explicitly states all disablements, and is final in that once rendered no 

further disablements may be imposed for the same offense. 
(18) Not to have a cruel or unusual punishment inflicted upon oneself. 
(b) In civil cases: 
(1) To trial by an impartial jury from the state and district in which the events took place where the 

issue in question is either a natural right or property worth more than $20. 
(2) In taking of one's property for public use, to be given just compensation therefor. 
(3) To have compulsory process for obtaining favorable witnesses. 
(c) In all cases: 
(1) To have process only upon legal persons able to defend themselves, either natural persons or 

corporate persons that are represented by a natural person as agent, and who are present, competent, and 
duly notified, except, in cases of disappearance or abandonment, after public notice and 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2) Not to be ordered to give testimony or produce evidence beyond what is necessary to the proper 
conduct of the process. 

PRE-TRIAL PROTECTIONS 
Pre-trial procedures are critically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justice process because the great 

majority of all criminal cases are resolved informally at this stage and never come before the courts. They 
include the pre-arrest investigation, arrest, booking, the decision to prosecute, the initial appearance 
before local magistrate, preliminary hearing or grand jury hearing, arraignment on the information or 
indictment, and pre-trial motions. The essence of the due process safeguards at the pre-trial stage is the 
equalization of the ambushing powers of the government and concern for reasonable protection the 
defendant's rights. What might therefore seem like a tilting of the procedural scale in favor of the suspect 
or the accused is nothing more than an effort by the courts to compensate the defendant for the fact that 
the enormous investigative powers of the police department are invariably placed at the general disposal 
of the prosecutor. 

Right to Be Free from Unlawful Arrest 
Right to Individual Privacy 
Right to Know Char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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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 Against Unwarranted Criminal Charges 
Right Against Excessive Bail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Right to Counsel 
Protection Against Adverse Pre-Trial Publicity 
RIGHT TO BE FREE FROM UNLAWFUL ARREST 
The criminal suspect's first meaningful due process protection is safeguard against unlawful arrest. 

The general rule is that arrest can be made upon issuance of the arrest warrant. To prevent possible abuses 
of the power of arrest, the law requires an arrest warrant to be issued by a magistrate or other duly 
authorized official upon a sworn statement that a crime has been committed and that there is probable 
cause to suspect that the prospective arreste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commission. 

Like many other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afforded to the suspect, the arrest with warrant is not an 
absolute rule. It may yield to overriding public security interests or to compelling law enforcement 
considerations. 

The criminal suspect's constitutional safeguard against unlawful arrest includes the freedom from 
unwarranted stopping and questioning by a police officer. However, in what amounts to a permissible 
concession to the reasonable demands of law enforcement, the law permits the police practice of stopping 
for questioning any citizen who, under the given circumstances, is deemed by the police officer to be 
behaving suspiciously. 

Affidavit in Support of Criminal Complaint, Arrest Warrant and Serch Warrant 
Arrest Procedures 
Powers of Arrest and Limitations (Without Warrant) 
Legal Information: Arrests and Searches Form 
Arrest-Bench Warrant/Capias 
Warrant for Arrest 
RIGHT TO INDIVIDUAL PRIVACY 
The right to privacy is based upon the idea that citizens in free societies should be "left alone" from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Although the Constitution does not specifically use the term privacy, the Fourth 
Amendment provides protection of this right by forbidding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 and by 
requiring that any search warrant be based on probable cause. 

Search is any governmental intrusion into a person's reasonable and justifi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It is not limited to homes, offices, buildings, or other enclosed places. All searches must be limited to the 
specific area and specific items described in the warrant. General searches are unconstitutional and never 
legal. 

There are several exceptions to the warrant requirement. They are search with consent, search 
incident to lawful arrest, and search under exigent circumstances.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is a form of search and seizure and as such is governed by the Fourth 
Amendment. To obtain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warrant, probable cause that a person is engaging in 
particular communications must be established by the court, and normal investigative procedures must 
have been already tried. 

Any evidence obtained by the government in violation of the Fourth Amendment is not admissible in 
a criminal prosecution to prove guilt. 

The Fourth Amendment protection against unreasonable search and seizure applies only to 
governmental action and not to the action of private persons. 

Search War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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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and Seizure Guide 
Understanding Search and Seizure Law 
Search and Seizure (Court TV's Transcripts) 
Historic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RIGHT TO KNOW CHARGES 
The right to know charges, referred to as the right to notice, derives from the Sixth Amendment, 

which provides that "in all prosecutions the accused shall enjoy the right to be informed of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accusation." Over the years this right has been interpreted by the courts to mean the following: 
that the defendant shall be informed about the form in which the charges have been brought, that the 
charges will be spelled out with clarity and particularity, that a vague and indefinite charges will not 
suffice, that accusations that are formulated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adequately inform the defendant of 
the charges against him/her shall be dismissed as being formless and obscu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right to notice is the judicially created doctrine of void for vagueness. It means 
that criminal charges filed because of the violation of the vague or insufficiently specific criminal statute 
will be dismissed and such statute will be declared void for vagueness. 

The defendant must be informed of the criminal charges filed against him/her during the first court 
appearance. This appearance must take place within maximum of 48 hours following arrest. As a 
minimum standard of due process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first court appearance, the judge must 
inform the defendant of: the complaint against him; any affidavit filed therewith; his right to retain 
counsel; his right to request assigned counsel if he is indigent; the general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he 
may secure pre-trial release;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d that any statement he makes may be used 
against him. 

RIGHT AGAINST UNWARRANTED CRIMINAL CHARGES 
The right against unwarranted criminal charges derives from the Fifth Amendment, which provides 

that "no person shall be held to answer for a capital, or otherwise infamous crime, unless on a presentment 
or indictment of a Grand Jury." The purpose of this pre-trial protection is to prevent arbitrary or otherwise 
groundless prosecution. Criminal defendant cannot be tried before it has been determined that criminal 
charges that the state filed against him/her have merits and justify trial. Procedure used to make this 
determination is called probable cause hearing and may have the form of grand jury hearing or 
preliminary hearing. 

A grand jury is ordinarily comprised of group of randomly selected individuals (sixteen to 
twenty-three of them) who theoretically represents a county. To qualify to serve on a grand jury, an 
individual must be at least eighteen years of age, a U.S. citizen, and a county resident for one year or more 
and possess sufficient English-speaking skills for communication. In making its determination, grand jury 
relies on testimony of witnesses and evidence presented by the prosecutor. After examining the evidence 
and the testimony of witnesses, the grand jury decides whether probable cause exists for the prosecution. 
If it does, an indictment is affirmed. If the grand jury fails to find probable cause, criminal charges are 
rejected and cannot be filed again. 

The preliminary hearing is employed in about half the states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grand jury 
hearing. The preliminary hearing is conducted before a magistrate or lower court judge. After hearing the 
evidence, the judge decides whether there is sufficient probable cause to believe that the defendant 
committed the alleged crime. If the answer is the affirmative, the defendant is bound over for trial. When 
the judge does not find sufficient probable cause, the charges are dismissed, and the defendant released 
from custody. 

RIGHT AGAINST EXCESSIVE B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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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il is money or some other security provided to the court to ensu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defendant 
at every subsequent stage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 Its purpose is to obtain the release from custody 
of a person charged with a crime. 

The Eighth Amendment does not guarante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bail, but rather prohibits excessive 
bail. However, the Supreme Court interpreted the institution of bail in case of Stack v. Boyle (1951) as a 
traditional right to freedom before trial that permits unhampered preparation of a defense and prevents the 
criminal defendant from being punished prior to conviction. 

The Court held that bail is excessive when it exceeds an amount reasonable calculated to ensure that 
the defendant will return for trial. 

Under federal law a person accused of a crime, except where the punishment is death, may be 
admitted to bail not only after arrest and before trial but also after conviction and before imprisonment. 

Excessive Bail 
Bail Jumpers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An uncompromising principle of procedural due process in American law is the privilege against 

compulsory self-incrimination. The root of this privilege is the Fifth Amendment, which provides that "no 
person shall be compelled in a criminal case to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 

Over the years the courts the courts have given the following interpretation to this Fifth 
Amendment protection: the privilege is limited to criminal matters only, the privilege can be claimed not 
only by the defendant but also by a witness, the privilege is strictly personal and as such cannot be 
claimed on behalf of someone else, it is available only to natural persons and never to fictitious (juridical) 
persons such as corporations, unions, etc. 

The right of the defendant to refuse to testify is so fundamental to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system 
that the U.S. Supreme Court has held that the exercise of this privilege should not be taken as being the 
equivalent to a confession of guilt or to a conclusive presumption of perjury. 

A defendant or a witness may voluntarily waive his/her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by taking 
the witness stand. However, once a person has voluntarily testified to incriminating facts, he/she may not 
plead the privilege with regard to further testimony on the subject. He/she also has the duty tom testify 
truthfully, subject to prosecution for perjury. 

The impression that one may get is that, under American law, the defendant has no duty to 
incriminate himself. But this right is not and never has been intended to be absolute. The defendant may 
be forced to appear in line-up, give a blood sample, submit to photographing, give handwriting samples, 
submit to fingerprinting, and repeat certain words or gestures. 

In addition to the Fifth Amendment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statutes may provide that 
certain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defendant and other persons are privileged and therefore disclosure 
may not be compelled or coerced (husband-wife, attorney-client, priest-penitent, doctor-patient, 
psychologist-client, accountant-client, journalist-source). 

A Guide to 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The Paradox of Auxiliary Rights: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and Right to Keep and 

Bear Arms 
Historic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RIGHT TO COUNSEL 
The Sixth Amendment guarantees defendants the right to counsel during criminal proceedings. This 

right is critical to protection of other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accused and to his/her defense against the 
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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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ght to appear with one's counsel applies to every critical step of the proceedings, i.e., not only 
to trial stage, but also to the pre-trial proceedings. It begins as soon as one is questioned about the crime. 
The decision Miranda v. Arizona (1966) requires a suspect to be told about the right to an attorney when 
he/she is placed under arrest and before interrogation. 

A defendant has an unqualified right to the assistance of his own counsel in connection with any kind 
of offense, including traffic offenses. The rule in federal courts is that in all criminal prosecutions, 
including prosecution for petty offenses, every defendant who is unable to obtain counsel shall be entitled 
to have counsel assigned to represent him at every stage of criminal proceeding - from his/her initial 
appearance before the U.S. magistrate or the court, through appeal. In state criminal prosecutions an 
indigent defendant is entitled to an appointed counsel not only for capital crimes, but also for non-capital 
felony cases, as well as in misdemeanor cases, as long as the possible punishment upon conviction is 
imprisonment for any period of time. 

The defendant has the right to proceed per se, i.e., to represent him/herself, as long as he/she waives 
the right to counsel voluntarily and intelligently. 

A reviewing court may set aside a conviction if it is convinced that the counsel was so grossly 
incompetent as to support the inference that the defendant has not had at least a minimum measure of 
representation. 

Right to Counsel 
Invoking Right to Counsel 
Office of the Public Defender 
Historic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PROTECTION AGAINST ADVERSE PRE-TRIAL PUBLICITY 
Protection against adverse pre-trial publicity is one of the key ingredients of the right to a fair trial. In 

an adversary system of trial by jury if the defendant is to receive a fair trial it is essential that adverse 
pre-trial publicity of his/her case in the mass media should be prevented. However,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a fair trial is in direct competition with the First Amendment right of newsman to publish whatever they 
deem to be newsworthy information. 

The goal is not to prevent all pre-trial publicity. Rather it is excessive pre-trial publicity that damages 
most the chances of a fair trial. When this happens, the following pre-trial remedies are available to the 
defendant: a voir dire examination of prospective jurors, the right to challenge jurors either for cause or 
peremptorily, motion for continuances (postponement or adjournment to a future date) and motion to 
change venue. 

Wher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was excessive adverse pre-trial publicity, any conviction so secured can 
be deemed violation of due process of law. 

Fifth Amendment - Double Jeopardy Clause, Self-incrimination Clause, Due Process Clause, 
Eminent Domain Clause, Grand Jury Clause 

The Fifth Amendment to the U.S. Constitution  
No person shall be held to answer for a capital, or otherwise infamous crime, unless on a presentment 

or indictment of a Grand Jury, except in cases arising in the land or naval forces, or in the Militia, when in 
actual service in time of War or public danger; nor shall any person be subject for the same offence to be 
twice put in jeopardy of life or limb; nor shall be compelled in any criminal case to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 nor be deprived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nor shall private property 
be taken for public use,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 

The BILL OF RIGHTS, which consists of the first ten amendments to the U.S. Constitution, 
enumerates certain basic personal liberties. Laws passed by elected officials that infringe on these lib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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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invalidated by the judiciary as unconstitutional. The Fifth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ratified in 
1791, represents five distinct liberties the that Framers attempted to safeguard from majoritarian impulses: 
(1) the right to be indicted by an impartial GRAND JURY before being tried for a federal criminal 
offense,(2) the right to be free from multiple prosecutions or punishments for a single criminal offense, (3)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when prosecuted for a criminal offense, (4) the right to have personal liberties 
protected by DUE PROCESS OF LAW, and (5) the right to receive just compensation when the 
government takes private property for public use. 

The Framers of the Fifth Amendment intended that its provisions would apply only to the action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owever, after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was ratified, most of the 
Fifth Amendment's protections were made applicable to the states. Under the INCORPORATION 
DOCTRINE, most of the liberties set forth in the Bill of Rights were made applicable to state 
governments through the U.S. Supreme Court's interpretation of the Due Process and EQUAL 
PROTECTION Clauses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As a result, all states must provide protection 
against DOUBLE JEOPARDY, SELF-INCRIMINATION, deprivation of due process, and government 
taking of private property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 The Grand Jury Clause of the Fifth Amendment has 
not been made applicable to state governments. 

目标： 
1．了解在美国宪法权利的保护条款 
2．掌握正当程序, 对犯罪嫌疑人及受害人的保护 
作业： 
Questions 
1.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   
2. Due process, no double jeopardy, no self-incrimination   

知识单元 4：Evidence and rules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Evidence and rules 
Evidence, broadly construed, is anything presented in support of an assertion. This support may be 

strong or weak. The strongest type of evidence is that which provides direct proof of the truth of an 
assertion. At the other extreme is evidence that is merely consistent with an assertion but does not rule out 
other, contradictory assertions, as in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In law, rules of evidence govern the types of evidence that are admissible in a legal proceeding. 
Types of legal evidence include testimony, documentary evidence, and physical evidence. The parts of a 
legal case which are not in controversy are known, in general, as the "facts of the case." Beyond any facts 
that are undisputed, a judge or jury is usually tasked with being a trier of fact for the other issues of a case. 
Evidence and rules are used to decide questions of fact that are disputed, some of which may be 
determined by the legal burden of proof relevant to the case. Evidence in certain cases (e.g. capital crimes) 
must be more compelling than in other situations (e.g. minor civil disputes), which drastically affects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evidence necessary to decide a case. 

Scientific evidence consists of observation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that serve to support, refute, or 
modify a scientific hypothesis or theory, when collected and interpre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 the study of evidence is closely tied to epistemology, which considers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and how it can be acquired. 

Evidence forms the very foundation of any legal system, without which law would be subject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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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ms of those with power. 
In law, the produc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evidence depends first on establishing on whom the burden 

of proof lies. Admissible evidence is that which a court receives and considers for the purposes of 
deciding a particular case. Two primary burden-of-proof considerations exist in law. The first is on whom 
the burden rests. In many, especially Western, courts, the burden of proof is placed on the prosecution in 
criminal cases and the plaintiff in civil cases. The second consideration is the degree of certitude proof 
must reach, depending on both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vidence. These degrees are different for 
criminal and civil cases, the former requiring evidenc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 latter considering 
only which side has the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or whether the proposition is more likely true or false. 
The decision maker, often a jury, but sometimes a judge, decides whether the burden of proof has been 
fulfilled. 

After deciding who will carry the burden of proof, evidence is first gathered and then presented 
before the court: 

Gathering evidence 
I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rather than attempting to prove an abstract or hypothetical point, the 

evidence gatherers attempt to determine who is responsible for a criminal act. The focus of criminal 
evidence is to connect physical evidence and reports of witnesses to a specific person. 

Evidence before the court 
Presenting evidence before the court differs from the gathering of evidence in important ways. 

Gathering evidence may take many forms; presenting evidence that tend to prove or disprove the point at 
issue is strictly governed by rules. Failure to follow these rules leads to any number of consequences. In 
law, certain policies allow (or require) evidence to be excluded from consideration based either on indicia 
relating to reliability, or broader social concerns. Testimony (which tells) and exhibits (which show) are 
the two main categories of evidence presented at a trial or hea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evidence in 
federal court is admitted or excluded under the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Presentation of evidence  
The prosecution gives an opening statement that summarizes its general arguments. The defense can 

then present its opening statement or may opt to wait until the prosecution has finished presenting its 
complete case. The prosecution presents its case first. This is done by calling witnesses to give testimony 
and by presenting physical evidence that will prove the defendant is guilty of the crime. Witnesses are 
people who can give testimony that will help prove the guilt of the defendant. They may have actually 
seen events related to the crime, may have releva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defendant, or may be able to 
give expert testimony concerning the evidence or have other important information. After the prosecution 
finishes, it is the time for the defense to address the court. 

The defense may start by asking the judge to dismiss the case for lack of evidence. If the judge 
agrees the evidence is insufficient to prove the defendant committed the crime without a reasonable doubt, 
the case will be dismissed and the defendant will be free of the charges. Usually, the judge does not 
dismiss the case. At this time, the defense will give its opening statement if it has not already done so. The 
defense then proceeds to present its case by calling witnesses and submitting evidence that will prove the 
defendant did not commit the crime. All witnesses may be cross-examined by the opposing side while 
testifying. Under the Fif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the defendant is not required to 
be a witness in his own defense. If he does not testify, the jury cannot hold this against him. Also under 
the Fifth Amendment, a witness has the right not to incriminate himself. This means the witness is not 
required to answer any question if doing so would incriminate himself. After the defense finishes 
presenting its case, each side gives a closing statement summarizing the evidence that supports its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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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ither guilt or innocence. The closing statements are given in the same order, with the defense going 
last. Then the deliberation phase of the trail begins. 

Admissible evidence  
Admissible evidence, in a court of law, is any testimonial, documentary, or tangible evidence that 

may be introduced to a fact finder—usually a judge or jury—to establish or to bolster a point put forth by 
a party to the proceeding. For evidence to be admissible, it must be relevant, without being unfairly 
prejudicial, and it must have some indicia of reliability. The general rule in evidence is that all relevant 
evidence is admissible and all irrelevant evidence is inadmissible. 

Relevance 
For evidence to be admissible, it must tend to prove or disprove some fact at issue in the proceeding. 

However, if the utility of this evidence is outweighed by its tendency to cause the fact finder to disapprove 
of the party it is introduced against for some unrelated reason, it is not admissible. Furthermore, certain 
public-policy considerations bar the admission of otherwise relevant evidence. 

Reliability 
For evidence to be admissible enough to be admitted, the party proffering the evidence must be able 

to show that the source if the evidence makes it so. If evidence is in the form of witness testimony, the 
party that introduces the evidence must lay the groundwork for the witness's credibility and knowledge if 
he attests to. Hearsay is generally barred for its lack of reliability. If the evidence is documentary, the 
party proffering the evidence must be able to show that it is authentic, and must be able to demonstrate the 
chain of custody from the original author to the present holder. The trial judge performs a "gatekeeping" 
role in excluding unreliable testimony.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first addressed the reliability 
requirement for experts in the landmark case 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 509 U.S. 579 
(1993). The Court laid out four non-exclusive factors that trial courts may consider when evaluating 
scientific expert reliability: (1) whether scientific evidence has been tested and the methodology with 
which it has been tested; (2) whether the evidence has been subjected to peer review or publication; (3) 
whether a potential rate of error is known; and (4) whether the evidence is generally accepted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d. at 592-94. Kumho Tire Co., Ltd. v. Carmichael later extended the Daubert 
analysis to include all expert testimony. 526 U.S. 137 (1999).It bears an effect on the verdict of the court. 

Exclusion of evidence  
The exclusionary rule is a legal princi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constitutional law, which holds 

that evidence collected or analyzed in violation of the defendant's constitutional rights is sometimes 
inadmissible for a criminal prosecution in a court of law. This may be considered an example of a 
prophylactic rule formulated by the judiciary in order to protect a constitutional right. The exclusionary 
rule may also, in some circumstances at least, be considered to follow directly from the constitutional 
language, such as the Fifth Amendment's command that no person "shall be compelled in any criminal 
case to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 and that no person "shall be deprived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The exclusionary rule is grounded in the Fourth Amendment and it is intended to protect citizens 
from illegal searches and seizures." The exclusionary rule is also designed to provide a remedy and 
disincentive, which is short of criminal prosecution in response to prosecutors and police who illegally 
gather evidence in violation of the Fifth Amendment in the Bill of Rights compelled to self-incrimination. 
The exclusionary rule also applies to violations of the Sixth Amendment, which guarantees the right to 
counsel. 

Most states also have their own exclusionary remedies for 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 under their 
state constitutions and/or statutes, some of which predate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gai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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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awful searches and seizures and compelled self-incrimination. 
This rule is occasionally referred to as a legal technicality because it allows defendants a defense that 

does not address whether the crime was actually committed. In this respect, it is similar to the explicit rule 
in the Fifth Amendment protecting people from double jeopardy. In strict cases, when an illegal action is 
used by police/prosecution to gain any incriminating result, all evidence whose recovery stemmed from 
the illegal action—this evidence is known as "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can be thrown out from a jury 
(or be grounds for a mistrial if too much information has been irrevocably revealed). 

The exclusionary rule applies to all person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are 
citizens, immigrants (legal or illegal), or visitors. 

学习目标： 
1．了解证据的种类 
2．掌握采信及排除证据的情形 
作业： 
Questions 
1. Types of evidence    
2. Admissible and exclusive evidence  

知识单元 5：Grand Jury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Grand Jury 
A grand jury is a legal body that is empowered to conduct official proceedings to investigate 

potential criminal conduct and to determine whether criminal charges should be brought. A grand jury 
may compel the production of documents and may compel the sworn testimony of witnesses to appear 
before it. A grand jury is separate from the courts, which do not preside over its function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Liberia are the only countries that retain grand juries, although some other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formerly employed them, and most other jurisdictions employ some other type 
of preliminary hearing. Grand juries perform both accusatory and investigatory functions. The 
investigatory functions of the grand jury include obtaining and reviewing documents and other evidence 
and hearing the sworn testimony of witnesses that appear before it. The grand jury's accusatory function is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there is probable cause to believe that one or more persons committed a 
certain offence within the venue of the district court. 

A grand jury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usually composed of 16 to 23 citizens, though in Virginia it is 
composed of lesser numbers for regular or special grand juries. A grand jury is so named because 
traditionally it has a greater number of jurors than a trial jury, called a petty jury (from the French word 
petit meaning "small"). 

The Fifth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reads, "No person shall be held to 
answer for a capital, or otherwise infamous crime, unless on a presentment or indictment of a grand 
jury..." 

In the early decades of the United States grand juries played a major role in public matters. During 
that period counties followed the traditional practice of requiring all decisions be made by at least 12 of 
the grand jurors, (e.g., for a 23-person grand jury, 12 people would constitute a bare majority). Any citizen 
could bring a matter before a grand jury directly, from a public work that needed repair, to the delinquent 
conduct of a public official, to a complaint of a crime, and grand juries could conduct their own 
investigations. 

In that era most criminal prosecutions were conducted by private parties, either a law 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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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r, a lawyer hired by a crime victim or his family, or even by laymen. A layman could bring a bill of 
indictment to the grand jury; if the grand jury found there was sufficient evidence for a trial, that the act 
was a crime under law, and that the court had jurisdiction, it would return the indictment to the 
complainant. The grand jury would then appoint the complaining party to exercise the authority of an 
attorney general, that is, one having a 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to represent the state in the case. 

The grand jury served to screen out incompetent or malicious prosecutions. The advent of official 
public prosecutors in the later decades of the 19th century largely displaced private prosecutions. 

While all states currently have provisions for grand juries, today approximately half of the states 
employ them and 22 require their use, to varying extents. The constitution of Pennsylvania required, 
between 1874 and 1968, that a grand jury indict all felonies. 

After a grand jury indictment, the individual who is charged in the case usually has a chance to enter 
a plea. If he chooses to plead not guilty, a trial is set, during which prosecuting attorneys work to prove his 
guilt while defense attorneys work to prove his innocence. In the event that the party pleads guilty to the 
charges levied against him, he may receive a sentencing hearing instead. In the time leading up to the trial, 
the person may have to stay in jail or he may be released on bail. This depends on the jurisdiction in 
which the person is indicted, the unique details of the case, and whether or not he is likely to flee before 
the trial. 

Following an indictment, the accused party is formally charged with the crime. If he has yet to be 
arrested, he may be arrested and then charged. In most jurisdictions, the accused party attends a pretrial 
hearing and has the opportunity to enter a plea. In the event that he pleads guilty, he may be sentenced 
then or at a later date, but there is typically no need for a trial. If he pleads not guilty, however, he is 
usually given a trial. 

Some people confuse a grand jury indictment with a conviction and think an indictment means the 
accused party will be sentenced for the crime of which he was accused. This is not usually the case, 
however. Instead, an indictment only means that the grand jury believes there is enough evidence to 
charge the accused party with the crime. The accused individual is usually given a trial before another 
type of jury, which is referred to as a petit or trial jury,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ether he is guilty or 
innocent of the crime. 

Though a person is given a trial after an indictment, the trial is not usually held immediately. This 
means the accused party has to wait and a judge may decide that he should do so in jail. In some cases, 
however, a judge decides that a party should be released on bail until his trial date. The laws of the 
jurisdiction play a role in this decision, but a judge may also consider the nature of the crime, whether or 
not the accused party is dangerous, and the likelihood that he will flee prosecution. 

学习目标： 
1．了解大陪审团制度 
2．掌握大陪审团功能与裁决 
作业： 
Questions 
1. Grand jury system  
2. No bill or true bill 

知识单元 6：Plea Bargaini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Plea barga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common; the vast majority of criminal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settled by plea bargain rather than by a jury trial. They have also been increas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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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quency—they rose from 84% of federal cases in 1984 to 94% by 2001. Plea bargains are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the court, and different States and jurisdictions have different rules. Game theory has been 
used to analyze the plea bargaining decision.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plea bargaining was established by Brady v. United States in 1970, although 
the Supreme Court warned that plea incentives which were sufficiently large or coercive as to over-rule 
defendants' abilities to act freely, or used in a manner giving rise to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innocent 
people pleading guilty, might be prohibited or lead to concerns over constitutionality. Santobello v. New 
York added that when plea bargains are broken, legal remedies exist. 

Several features of the American justice system tend to promote plea bargaining. The adversarial 
nature of the system puts judges in a passive role, in which they are completely dependent upon the 
parties to develop the factual record and cannot independently discover information with which to assess 
the strength of the case against the defendant. The parties thus can control the outcome of the case by 
exercising their rights or bargaining them away. The lack of compulsory prosecution also gives 
prosecutors greater discretion. And the inability of crime victims to mount a private prosecution and their 
limited ability to influence plea agreements also tends to encourage plea bargaining. Prosecutors have 
been described as monopsonists. 

Federal system 
The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are followed in federal cases and have been created to ensure a 

standard of uniformity in all cases decided in the federal courts. A two- or three-level offense level 
reduction is usually available for those who accept responsibility by not holding the prosecution to the 
burden of proving its case.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provide for two main types of plea agreements. An 
11(c)(1)(B) agreement does not bind the court; the prosecutor's recommendation is merely advisory, and 
the defendant cannot withdraw his plea if the court decides to impose a sentence other than what was 
stipulated in the agreement. An 11(c)(1)(C) agreement does bind the court once the court accepts the 
agreement. When such an agreement is proposed, the court can reject it if it disagrees with the proposed 
sentence, in which case the defendant has an opportunity to withdraw his plea. 

State systems 
Plea bargains are so common in the Superior Courts of California that the 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has published an optional seven-page form (containing all mandatory advisements required by 
federal and state law) to help prosecutors and defense attorneys reduce such bargains into written plea 
agreements. 

In California, plea bargaining is sometimes used in proceedings for involuntary commitment for 
mental disorder. Some individuals alleged to be dangerous to self and/or dangerous to others bargain to be 
classified instead as merely "gravely disabled." 

Did you know that most criminal cases never actually make it to a courtroom trial? In fact, contrary 
to how our legal system is often portrayed by the media, approximately 90% of all criminal cases are 
resolved through plea bargaining. But what exactly does that mean? 

A plea bargain occurs when the defendant (the person accused of the crime) agrees to plead guilty to 
one or more of the charges he or she is accused of committing. In exchange for the guilty plea, the 
prosecutor (the person responsible for 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agrees to reduce the defendant’s 
sentence and/or reduce the charges against him or her—tactics known as sentence bargaining and charge 
bargaining. The exact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will depend on a number of factors, including the nature of 
the offense, the defendant’s criminal history, as well as the evidence against him or her. 

In cases where charge bargaining is used, the prosecutor agrees to charge the defendant with a les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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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ense in exchange for his or her admission of guilt—reducing a drunk driving charge to reckless driving, 
for example. In turn, because the penalties for a reckless driving may be less severe than those associated 
with a drunk driving, the defendant may also receive a more lenient sentence.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prosecutor feels the defendant has been appropriately charged, he or she 
may attempt to negotiate a reduced sentence in lieu of charge bargaining. In other words, the defendant 
agrees to plead guilty to the offense, but the prosecutor agrees to seek a less severe sentence than what is 
normally given for the particular crime—so, in the example given earlier, the defendant would plead 
guilty to the reckless driving charge, but he or she would still receive a reduced sentence. 

While prosecutors are responsible for negotiating a plea bargain, the agreement is not legally valid 
until it has been approved by a judge. Once accepted by the judge, the plea bargain becomes legally 
binding, and both the prosecutor and the defendant are required to uphold the terms of their agreement. If, 
however, the plea bargain is rejected, neither side is obligated to comply—the defendant, for instance, can 
change his or her plea, while the prosecutor can change the charges against the defendant and/or seek 
harsher penalties. 

学习目标： 
1．了解刑事案件中辩诉交易制度 
2．掌握辩诉交易的种类及产生的后果 
作业： 
Questions 
1. Plea bargaining system  
2. Types of plea 

知识单元 7：Petty Jury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Petty jury 
A jury is a sworn body of people convened to render an impartial verdict (a finding of fact on a 

question) officially submitted to them by a court, or to set a penalty or judgment. Modern juries tend to be 
found in courts to ascertain the guilt, or lack thereof, in a crime. In Anglophone jurisdictions, the verdict 
may be guilty or not guilty (not proven, a verdict of acquittal based on the state's failure to prove guilt 
rather than any proof of innocence, is also available in Scotland). The old institution of grand juries still 
exists in some places, particularly the United State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enough evidence of a crime 
exists to bring someone to trial. 

The jury system dates back to 5th Century BCE Ancient Greece, where members of the Boule, or 
Council (and other institutions, such as judicial court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male citizenry by lot. This 
process had two distinct advantages: Firstly, all citizens were considered, for socio-political purposes to be 
fundamentally equal, and, secondly, the process prevents corruption. The Boule (and hence the jury) were 
at the core of the original Athenian Democracy. The modern criminal court jury arrangement has evolved 
out of the medieval juries in England. Members were supposed to inform themselves of crimes and then 
of the details of the crimes. Their function was therefore closer to that of a grand jury than that of a jury in 
a trial. 

The role of the jury is described as that of a finder of fact, while the judge is seen as having the sole 
responsibility of interpreting the appropriate law and instructing the jury accordingly. The jury determines 
the truth or falsity of factual allegations and renders a verdict on whether a criminal defendant is guilty, or 
a civil defendant is civilly liable. Sometimes a jury makes specific findings of fact in what is called a 
"special verdict." A verdict without specific findings of fact that includes only findings of guilt, or civil 



7937 

liability and an overall amount of civil damages, if awarded, is called a "general verdict." 
Juries are often justified because they leaven the law with community norms.[18] A jury trial verdict 

in a case is binding only in that case, and is not a legally binding precedent in other cases. For example, it 
would be possible for one jury to find that particular conduct is negligent, and another jury to find that the 
conduct is not negligent, without either verdict being legally invalid, on precisely the same factual 
evidence. Of course, no two witnesses are exactly the same, and even the same witness will not express 
testimony in exactly the same way twice, so this would be difficult to prove. It is the role of the judge, not 
the jury, to determine what law applies to a particular set of facts. However, occasionally jurors find the 
law to be invalid or unfair, and on that basis acquit the defendant, regardless of the evidence presented 
that the defendant violated the law. This is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jury nullification of law" or simply 
jury nullification. When there is no jury ("bench trial"), the judge makes rulings on both questions of law 
and of fact. In most continental European jurisdictions, judges have more power in a trial and the role and 
powers of a jury are often restricted. Actual jury law and trial procedures differ significantly between 
countries. 

The collective knowledge and deliberate nature of juries are also given as reasons in their favor: 
Detailed interviews with jurors after they rendered verdicts in trials involving complex expert 

testimony have demonstrated careful and critical analysis. The interviewed jurors clearly recognized that 
the experts were selected within an adversary process. They employed sensible techniques to evaluate the 
experts’ testimony, such as assessing the completeness and consistency of the testimony, comparing it 
with other evidence at the trial, and evaluating it against their own knowledge and life experience. 
Moreover,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 deliberations jurors combine their individual perspectives on the 
evidence and debate its relative merits before arriving at a verdict. 

In the United States, juries are sometimes called on, when asked to do so by a judge in the jury 
instructions, to make factual findings on particular issues. This may include, for example, aggravating 
circumstances which will be used to elevate the defendant's sentence if the defendant is convicted. This 
practice was required in all death penalty cases in Blakely v. Washington, 542 U.S. 296 (2004), where the 
Supreme Court ruled that allowing judges to make such findings unilaterally violates the Sixth 
Amendment right to a jury trial. A similar Sixth Amendment argument in Apprendi v. New Jersey, 530 
U.S. 466 (2000) resulted in the Supreme Court's expansion of the requirement to all criminal cases, 
holding that "any fact that increases the penalty for a crime beyond the prescribed statutory maximum 
must be submitted to a jury and proved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20] 

Many U.S. jurisdictions permit the seating of an advisory jury in a civil case in which there is no 
right to trial by jury to provide non-binding advice to the trial judge,[21] although this procedural tool is 
rarely used. For example, a judge might seat an advisory jury to guide the judge in awarding 
non-economic damages (such as "pain and suffering" damages) in a case where there is no right to a jury 
trial, such as (depending on state law) a case involving "equitable" rather than "legal" claims. 

In criminal law in federal courts and a minority of state court systems of the United States, a grand 
jury is convened to hear only testimony and evidenc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a sufficient basis for 
deciding to indict the defendant and proceed toward trial. In each court district where a grand jury is 
required, a group of 16–23 citizens holds an inquiry on criminal complaints brought by the prosecutor to 
decide whether a trial is warranted (based on the standard that probable cause exists that a crime was 
committed), in which case an indictment is issued. In jurisdictions where the size of a jury varies, in 
general the size of juries tends to be larger if the crime alleged is more serious. If a grand jury rejects a 
proposed indictment the grand jury's action is known as a "no bill." If they accept a proposed indictment, 
the grand jury's action is known as a "true bill." Grand jury proceedings are ex parte: only the prosecu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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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witnesses who the prosecutor calls may present evidence to the grand jury and defendants are not 
allowed to present mitigating evidence or even to know the testimony that was presented to the grand jury, 
and hearsay evidence is permitted. This is so because a grand jury cannot convict a defendant. It can only 
decide to indict the defendant and proceed forward toward trial. Grand juries vote to indict in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ases, and prosecutors are not prohibited from presenting the same case to a 
new grand jury if a "no bill" was returned by a previous grand jury. A typical grand jury considers a new 
criminal case every fifteen minutes. In some jurisdictions, in addition to indicting persons for crimes, a 
grand jury may also issue reports on matters that they investigate apart from the criminal indictments, 
particularly when the grand jury investigation involves a public scandal. Historically, grand juries were 
sometimes used in American law to serve a purpose similar to an investigatory commission. 

Both Article III of the U.S. Constitution and the Sixth Amendment require that criminal cases be 
tried by a jury.[70] Originally this applied only to federal courts. However,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extended this mandate to the states. Although the Constitution originally did not require a jury for civil 
cases, this led to an uproar which was followed by adoption of the Seventh Amendment, which requires a 
civil jury in cases where the value in dispute is greater than twenty dollars.[71] However, the Seventh 
Amendment right to a civil jury trial does not apply in state courts, where the right to a jury is strictly a 
matter of state law.[72] However, in practice, all states except Louisiana preserve the right to a jury trial in 
almost all civil cases where the sole remedy sought is money damages to the same extent as jury trials are 
permitted by the Seventh Amendment. Under the law of many states, jury trials are not allowed in small 
claims cases. The civil jury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a defining element of the process by which personal 
injury trials are handled. 

In practice, even though the defendant in a criminal action is entitled to a trial by jury, most criminal 
actions in the U.S. are resolved by plea bargain.[73] Only about 2% of civil cases go to trial, with only 
about half of those trials being conducted before juries. 

In 1898 the Supreme Court held that the jury must be composed of at least twelve persons, although 
this was not necessarily extended to state civil jury trials. In 1970, however, the Supreme Court held that 
the twelve person requirement was a "historical accident", and upheld six-person juries if provided for 
under state law in both criminal and civil state court cases. There is controversy over smaller juries, with 
proponents arguing that they are more efficient and opponents arguing that they lead to fluctuating 
verdicts. In a later case, however, the court rejected the use of five-person juries in criminal cases. Juries 
go through a selection process called voir dire in which the lawyers question the jurors and then make 
"challenges for cause" and "peremptory challenges" to remove jurors. Traditionally the removal of jurors 
based on a peremptory challenge required no justification or explanation, but the tradition has been 
changed by the Supreme Court where the reason for the peremptory challenge was the race of the 
potential juror. Since the 1970s "scientific jury selection" has become popular. 

Unanimous jury verdicts have been standard in US American law. This requirement was upheld by 
the Supreme Court in 1897, but the standard was relaxed in 1972 in two criminal cases. As of 1999 over 
thirty states had laws allowing less than unanimity in civil cases, but Oregon and Louisiana are the only 
states which have laws allowing less than unanimous jury verdicts for criminal cases. When the required 
number of jurors cannot agree on a verdict (a situation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a hung jury), a mistrial is 
declared, and the case may be retried with a newly constituted jury. The practice generally was that the 
jury rules only on questions of fact and guilt; setting the penalty was reserved for the judge. This practice 
was confirmed by rulings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such as in Ring v. Arizona, which found Arizona's 
practice of having the judge decide whether aggravating factors exist to make a defendant eligible for the 
death penalty, to be unconstitutional, and reserv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whether the aggravat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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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 to be decided by the jury. However, in some states (such as Alabama and Florida), the ultimate 
decision on the punishment is made by the judge, and the jury gives only a non-binding recommendation. 
The judge can impose the death penalty even if the jury recommends life without parole. 

There is no set format for jury deliberations, and the jury takes a period of time to settle into 
discussing the evidence and deciding on guilt and any other facts the judge instructs them to determine. 
Deliberation is done by the jury only, with none of the lawyers, the judge, or the defendant present. The 
first step will typically be to find out the initial feeling or reaction of the jurors to the case, which may be 
by a show of hands, or via secret ballot. The jury will then attempt to arrive at a consensus verdict. The 
discussion usually helps to identify jurors' views to see whether a consensus will emerge as well as areas 
that bear further discussion. Points often arise that were not specifically discussed during the trial. The 
result of these discussions is that in most cases the jury comes to a unanimous decision and a verdict is 
thus achieved. In some states and under circumstances, the decision need not be unanimous. 

In a few states and in death penalty cases, depending upon the law, the trial jury, or sometimes a 
separate jury, may determine whether the death penalty is appropriate in "capital" murder cases. Usually, 
sentencing is handled by the judge at a separate hearing. The judge may but does not always follow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jury when deciding on a sentence. 

When used alone the term jury usually refers to a petit jury, rather than a grand jury. 
Jury selection 
Main article: Jury selection 
Jurors are selected from a jury pool formed for a specified period of time—usually from one day to 

two weeks—from lists of citizens living 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The lists may be electoral rolls 
(i.e., a list of registered voters in the locale), people who have driver's licenses or other relevant data bases. 
When selected, being a member of a jury pool is, in principle, compulsory. Prospective jurors are sent a 
summons and are obligated to appear in a specified jury pool room on a specified date. 

However, jurors can be released from the pool for several reasons including illness, prior 
commitments that can't be abandoned without hardship, change of address to outside the court's 
jurisdiction, travel or employment outside the jurisdiction at the time of duty, and others. Often 
jurisdictions pay token amounts for jury duty and many issue stipends to cover transportation expenses for 
jurors. Work places cannot penalize employees who serve jury duty. Payments to jurors varies by 
jurisdi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urors for grand juries are selected from jury pools. 
Selection of jurors from a jury pool occurs when a trial is announced and juror names a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called out by the jury pool clerk.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trial—whether a 6-person or 12 
person jury is needed, in the United States—anywhere from 15 to 30 prospective jurors are sent to the 
courtroom to participate in voir dire, pronounced in French, and defined as the oath to speak the truth in 
the examination testing competence of a juror, or in another application, a witness. Once the list of 
prospective jurors has assembled in the courtroom the court clerk assigns them seats in the order their 
names were originally drawn. At this point the judge often will ask each prospective juror to answer a list 
of general questions such as name, occupation, education, family relationships, time conflicts for the 
anticipated length of the trial. The list is usually written up and clearly visible to assist nervous 
prospective jurors and may include several questions uniquely pertinent to the particular trial. These 
questions are to familiarize the judge and attorneys with the jurors and glean biases, experiences, or 
relationships that could jeopardize the proper course of the trial. 

After each prospective juror has answered the general slate of questions the attorneys may ask 
follow-up questions of some or all prospective jurors. Each side in the trial is allotted a certain numb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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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to remove prospective jurors from consideration. Some challenges are issued during voir dire 
while others are presented to the judge at the end of voir dire. The judge calls out the names of the 
anonymously challenged prospective jurors and those return to the pool for consideration in other trials. A 
jury is formed, then, of the remaining prospective jurors in the order that their names were originally 
chosen. Any prospective jurors not thusly impaneled return to the jury pool room. 

学习目标： 
1．了解陪审团制度 
2．掌握陪审团选举及角色定位 
作业： 
Questions 
1. Jury system  
2. Selection of jury and its role 

知识单元 8：Pretrial stages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Pretrial stages 
A civil case involves a legal dispute between two or more parties. A civil action begins when a party 

to a dispute files a complaint, and pays a filing fee required by statute. A plaintiff who is unable to pay the 
fee may file a request to proceed in forma pauperis. If the request is granted, the fee is waived.  

Procedures before a civil trial 
To begin a civil lawsuit in federal court, the plaintiff files a complaint with the court and “serves” a 

copy of the complaint on the defendant. The complaint describes the plaintiff’s damages or injury, 
explains how the defendant caused the harm, shows that the court has jurisdiction, and asks the court to 
order relief. A plaintiff may seek money to compensate for the damages, or may ask the court to order the 
defendant to stop the conduct that is causing the harm. The court may also order other types of relief, such 
as a declaration of the legal rights of the plaintiff in a particular situation. 

Case Preparation 
There may be “discovery,” where the litigants must provide information to each other about the case, 

such as the identity of witnesses and copies of any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case. The purpose of 
discovery is to prepare for trial by requiring the litigants to assemble their evidence and prepare to call 
witnesses. Each side also may file requests, or “motions,” with the court seeking rulings on the discovery 
of evidence, or on the procedures to be followed at trial. 

Discovery may include a deposition, requiring a witness to answer questions about the case before 
the trial. The witness answers questions from the lawyer under oath, in the presence of a court reporter, 
who produces a word-for-word account called a transcript.            

Settling Differences 
To avoid the expense and delay of having a trial, judges encourage the litigants to try to reach an 

agreement resolving their dispute. The courts encourage the use of mediation, arbitration, and other forms 
of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designed to produce a resolution of a dispute without the need for trial or 
other court proceedings. As a result, litigants often agree to a “settlement.” Absent a settlement, the court 
will schedule a trial. In a wide variety of civil cases, either side is entitled under the Constitution to 
request a jury trial. If the parties waive their right to a jury, then a judge without a jury will hear the case. 

Procedures before a criminal trial 
Before a criminal trial can be held, federal and state laws require a series of procedures and events. 

Some of these stages are mandated by the U.S. Constitution and state constitutions, some by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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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s, and others by legislative enactments. Custom and tradition often account for the rest. Although 
the exact nature of these procedural events varies from federal to state practice – and from one state to 
another – there are similarit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se procedures, however, are not as automatic or 
routine as they might appear; rather, the judicial system's decision makers exercise discretion at all stages 
according to their values, attitudes, and views of the world. 

The Arrest 
The arrest is the first substantial contact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accused. The U.S. legal system 

provides for two basic types of arrest – those with a warrant and those without. A warrant is issued after a 
complaint, filed by one person against another, has been presented and reviewed by a magistrate who has 
found probable cause for the arrest. Arrests without a warrant occur when a crime is committed in the 
presence of a police officer or when an officer has probable cause to believe that someone has committed 
(or is about to commit) a crime. Such a belief must later be established in a sworn statement or testimony. 
In the United States up to 95 percent of all arrests are made without a warrant. 

An officer's decision whether to make an arrest is far from simple or automatic. To be sure, the 
officer who witnesses a murder will make an arrest on the spot if possible. But most lawbreaking incidents 
are not that simple or clear-cut, and police officials possess – and exercise – wide discretion about 
whether to take someone into custody. Sufficient resources are simply not available to the police for them 
to proceed against all activities that Congress and the legislatures have forbidden. Consequently, 
discretion must be exercised in determining how to allocate the time and resources that do exist. Police 
discretion is at a maximum in several areas. 

Trivial Offenses. Many police manuals advise their officers that when minor violations of the law are 
concerned, a warning is a more appropriate response than an arrest. Traffic violations, misconduct by 
juveniles, drunkenness, gambling, and vagrancy all constitute less serious crimes and entail judgment calls 
by police. 

Victim Will Not Seek Prosecution. Nonenforcement of the law is also the rule in situations where the 
victim of a crime will not cooperate with the police in prosecuting a case. In the instance of minor 
property crimes, for example, the victim is often satisfied if restitution occurs and the victim cannot afford 
the time to testify in court. Unless the police have expended considerable resources in investigating a 
particular property crime, they are generally obliged to abide by the victim's wishes. 

When the victim of a crime is in a continu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criminal, the police often decline 
to make an arrest. Such relationships include landlord and tenant, one neighbor and another, and, until 
recently, husband and wife. In this last case, however, heightened awareness of domestic violence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police procedures. 

Rape and child molestation constitute another major category of crimes for which there are often no 
arrests because the victims will not or cannot cooperate with the police. Oftentimes the victim is 
personally acquainted with, or related to, the criminal, and the fear of reprisals or of ugly publicity inhibits 
the victim from pressing a complaint. 

Victim Also Involved in Misconduct. When police officers perceive that the victim of a crime is also 
involved in some type of improper or questionable conduct, the officers frequently opt not to make an 
arrest. 

Appearance Before a Magistrate 
After a suspect is arrested for a crime, he or she is booked at the police station; that is, the facts 

surrounding the arrest are recorded and the accused may be fingerprinted and photographed. Next the 
accused appears before a lower-level judicial official whose title may be judge, magistrate, or 
commissioner. Such an appearance is supposed to occur "without unnecessary delay"; in 1991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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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reme Court ruled that police may detain an individual arrested without a warrant for up to 48 hours 
without a court hearing on whether the arrest was justified. 

This appearance in court is the occasion of several important event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 
First, the accused must have been informed of the precise charges and must be informed of all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guarantees. Among others, these rights include those of the now famous Miranda 
v. Arizona decision handed down in 1966 by the Supreme Court. The accused "must be warned prior to 
any questioning that he has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that anything he says can be used against him in a 
court of law, that he has the right to the presence of an attorney, and that if he cannot afford an attorney 
one will be appointed for him prior to any questioning." (Such warnings must also be given by the 
arresting officer if the officer questions the suspect about the crime.) In some states the accused must be 
informed about other rights that are provided for in the state's Bill of Rights, such as the right to a speedy 
trial and the right to confront hostile witnesses. 

Second, the magistrate will determine whether the accused is to be released on bail and, if so, what 
the amount of bail is to be. Constitutionally, the only requirement for the amount is that it shall not be 
"excessive." Bail is considered to be a privilege – not a right – and it may be denied altogether in capital 
punishment cases for which the evidence of guilt is strong or if the magistrate believes that the accused 
will flee from prosecution no matter what the amount of bail. An alternative to bail is to release the 
defendant on recognizance, basically on a pledge by the defendant to return to court on the appointed date 
for trial. 

In minor cases the accused may be asked to plead guilty or not guilty. If the plea is guilty, a sentence 
may be pronounced on the spot. If the defendant pleads not guilty, a trial date is scheduled. However, in 
the typical serious (felony) case, the next primary duty of the magistrate i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defendant requires a preliminary hearing. If such a hearing is appropriate, the matter is adjourned by the 
prosecution and a subsequent stage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 begins. 

The Grand Jury Process or the Preliminary Hearing 
At the federal level all persons accused of a crime are guaranteed by the Fifth Amendment to have 

their cases considered by a grand jury. However, the Supreme Court has refused to make this right binding 
on the states. Today only about half of the states use grand juries; in some of these, they are used for only 
special types of cases. Those states that do not use grand juries employ a preliminary hearing or an 
examining trial. (A few states use both procedures.) Regardless of which method is used,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stage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 i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probable cause for the 
accused to be subjected to a formal trial. 

The Grand Jury. Grand juries consist of 16 to 23 citizens, usually selected at random from the voter 
registration lists, who render decisions by a majority vote. Their terms may last anywhere from one month 
to one year, and some may hear more than a thousand cases during their term. The prosecutor alone 
presents evidence to the grand jury. Not only are the accused and his or her attorney absent from the 
proceedings, but usually they also have no idea which grand jury is hearing the case or when. If a majority 
believes probable cause exists, then an indictment, or true bill, is brought. Otherwise the result is a no bill. 

Historically two arguments have been made in favor of grand juries. One is that grand juries serve as 
a check on a prosecutor who might be using the office to harass an innocent person for political or 
personal reasons. Ideally an unbiased group of citizens would interpose themselves between an unethical 
prosecutor and the defendant. A second justification for grand juries is to make sure that the district 
attorney has secured enough evidence to warrant the trouble and expense – for both the state and the 
accused – of a full-fledged trial. 

The Preliminary Hearing. In the majority of states that have abolished the grand jury syste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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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hearing is us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probable cause for the accused to be bound over 
for trial. At this hearing the prosecution presents its case, and the accused has the right to cross-examine 
witnesses and to produce favorable evidence. Usually the defense elects not to fight at this stage of the 
criminal process; in fact, a preliminary hearing is waived by the defense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cases. 

If the examining judge determines that there is probable cause for a trial or if the preliminary hearing 
is waived, the prosecutor must file a bill of information with the court where the trial will be held. This 
serves to outline precisely the charges that will be adjudicated in the new legal setting. 

The Arraignment 
Arraignment is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defendant is brought before the judge in the court where he 

or she is to be tried to respond to the grand jury indictment or the prosecutor's bill of information. The 
prosecutor or a clerk usually reads in open court the charges that have been brought against the accused. 
The defendant is informed that he or she has a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be represented by an attorney and 
that a lawyer will be appointed without charge if necessary. 

The defendant has several options about how to plead to the charges. The most common pleas are 
guilty and not guilty. But the accused may also plead not guilty by reason of insanity, former jeopardy 
(having been tried on the same charge at another time), or "nolo contendere" (from the Latin, no contest). 
Nolo contendere means that the accused does not deny the facts of the case but claims that he or she has 
not committed any crime, or it may mean that the defendant does not understand the charges. The nolo 
contendere plea can be entered only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judge (and sometimes the prosecutor as well). 
Such a plea has two advantages. It may help the accused save face vis-a-vis the public because he or she 
can later claim that technically no guilty verdict was reached even though a sentence or a fine may have 
been imposed. Also, the plea may spare the defendant from certain civil penalties that might follow a 
guilty plea (for example, a civil suit that might follow from conviction for fraud or embezzlement). 

The Adversary Trial System  
Most knowledgeable to observers would agree that the Anglo-American adversary trial system is a 

thing of wonder. One wonders whether it is properly designed to reach its announced goal, the 
ascertainment of relevant truth. Beyond that, one wonders how it ever works at all. 

There is nothing very scientific about the process of litigation. As one highly experienced trial lawyer, 
who believed in being frank, once described it. “The way we administer justice is by an adversary 
proceeding, which is to say, we set the parties fighting.” Professor Robert E. Keeton of the Harvard Law 
School he said it less dramatically:” 

“A trial is a competition of inconsistent versions of facts and theories of law.” defying all precepts of 
scientific fact-finding , the trial system actually works quite well. Adversariness seems to be the best 
method yet devised for forcing the truth into the open. 

A few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dversary trial system stand out. In the main, cases are 
brought to the court by the parties through their legal representatives -lawyers. The lawyers, guided by a 
judge, control the content and flow of the evidence. And the litigation process is, at least theoretically, 
two-sided, not one-sided, in the sense that each party has an equal opportunity to investigate the case and 
present his or her side of it at trial through evidence and argument. 

The trial judge in an American jury case serves only as a sort of umpire. He or she applies the 
procedural rules to the lawyers and explains the substantive principles of law to the jurors, but generally 
the jurors, and they alone, decide what facts have been established by the preponderant evidence. 

In other words, the judge is the arbiter of the law, the jurors are the arbiters of the facts. The jurors, in 
reaching their verdict, apply to the facts, as found by them, the law as it is explained to them by the judge 
in his or her instructions (sometimes called the judge’s “charge “to the jury ). Of course, if trial by jury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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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n waived, the trial judge herself will find the facts and apply the law to them in what is referred to as a 
bench trial. Many plaintiffs and defendants would like to have their cases tried by a single judge. 

The adversarial model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every case or controversy has two sides to it: 
In criminal cases the government claims a defendant is guilty while the defendant contends innocence; in 
civil cases the plaintiff asserts that the person he or she is suing has caused some injury while the 
respondent denies responsibility. In the courtroom each party provides his or her side of the story as he or 
she sees it. The theory (or hope) underlying this model is that the truth will emerge if each party is given 
unbridled opportunity to present the full panoply of evidence, facts, and arguments before a neutral and 
attentive judge (and jury). 

The lawyers representing each side are the major players in this courtroom drama. The judge acts 
more as a passive, disinterested referee whose primary role is to keep both sides within the accepted rules 
of legal procedure and courtroom decorum. The judge eventually determines which side has w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evidence, but only after both sides have had a full opportunity to present their 
case. 

学习目标： 
1．了解刑事及民事审前程序 
2．掌握抗辩制度 
作业： 
Questions 
1. Procedures before a trial 
2. The adversarial system  

知识单元 9：Court procedures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Court procedures 
The Process of Trial  
Once a case has proceeded through discovery and survived any pretrial motions that may have been 

made, it will be placed on the trial docket of the court and a date for trial assigned. At that time, if no 
continuances or postponements have occurred, the parties and their counsel must appear to begin the trial.  

Both jury and non-jury trials follow the same general pattern, although the outset of the trail differs 
in a jury case as time must be spent on choosing a jury to sit in the case. The order of presentation may 
vary slightly from court to court, but the general rules are as follows. Plaintiff’s counsel followed by 
defendant’s attorney each make opening statements, explaining what they intend to prove. The plaintiff‘s 
witness and evidence are examined and cross -examined. Then the defendant’s witness and evidence are 
introduced, with similar rights of examination and cross-examination. The plaintiff and defendant then 
may be allowed to introduce rebuttal evidence. After at all evidence has been submitted, each side makes 
closing arguments summarizing the evidence supporting their respective positions. Plaintiff again typical 
summarizes first, but has a right of rebuttal after the defendant’s closing remarks have been made. If there 
is no jury, the jury then will evaluate the evidence and render a judgment. If a jury is present, the judge 
instructs the jurors as to the law to be applied. Most commonly, the judge will require the parties to submit 
possible instructions and will choose from among those submissions. In some jurisdictions, pattern 
instructions have been approved for various types of legal issues and the parties will not need to prepare 
special drafts for their particular cases. In a few jurisdictions the judge also may comment on the evidence. 
However, in most jurisdictions this is deemed improper and the judge is authorized only to give an 
impartial summary of the evidence. The jury then retires to deliberate in order to render its verdict. I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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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ors report that they are deadlocked, the judge may send them back for additional deliberations. But if 
that fails to break the deadlock, then a mistrial will have to be declared. If the jury returns with a verdict, 
the judge enter a judgment on it. 

Procedures during a criminal trial 
Assuming that no plea bargain has been struck and the accused maintains his or her innocence, a 

formal trial will take place. This is a right guaranteed by the Sixth Amendment to all Americans charged 
with federal crimes and a right guaranteed by the various state constitutions – and by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 to all persons charged with state offenses. The accused is provided many constitutional and 
statutory rights during the trial. The following are the primary rights that are binding on both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urts. 

Basic Rights Guaranteed During the Trial Process 
The Sixth Amendment says, "In all criminal prosecutions, the accused shall enjoy the right to a 

speedy and public trial." The Founders emphasized the word speedy so that an accused would not 
languish in prison for a long time prior to the trial or have the determination of his or her fate put off for 
an unduly long period of time. But how soon is speedy? Although this word has been defined in various 
ways by the Supreme Court, Congress gave new meaning to the term when it passed the Speedy Trial Act 
of 1974. The act mandated time limits, ultimately reaching 100 days, within which criminal charges must 
either be brought to trial or dismissed. Most states have similar measures on the statute books, although 
the precise time period varies from one jurisdiction to another. By "public trial" the Founders meant to 
discourage the notion of secret proceedings whereby an accused could be tried without public knowledge 
and whisked off to some unknown detention camp. 

The Sixth Amendment also guarantees Americans the right to an impartial jury. At the least this has 
meant that the prospective jurors must not be prejudiced one way or the other before the trial begins. For 
example, a potential juror may not be a friend or relative of the prosecutor or the crime victim; nor may 
someone serve who believes that anyone of the defendant's race or ethnic ancestry is "probably the 
criminal type." What the concept of an impartial jury of one's peers has come to mean in practice is that 
jurors are to be selected randomly from the voter registration lists – supplemented i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jurisdictions by lists based on automobile registrations, driver's licenses, telephone books, welfare rolls, 
and so on. Although this system does not provide a perfect cross-section of the community, because not all 
persons are registered to vote, the Supreme Court has said that this method is good enough. The High 
Court has also ruled that no class of persons (such as African Americans or women) may be systematically 
excluded from jury service. 

Besides being guaranteed the right to be tried in the same locale where the crime was committed and 
to be informed of the charges, defendants have the right to be confronted with the witnesses against them. 
They have the right to know who their accusers are and what they are charging so that a proper defense 
may be formulated. The accused is also guaranteed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the Assistance of Counsel for 
his defense." Prior to the 1960s this meant that one had this right (at the state level) only for serious 
crimes and only if one could pay for an attorney. However, because of a series of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the law of the land guarantees one an attorney if tried for any crime that may result in a prison 
term, and the government must pay for the legal defense for an indigent defendant. This is the rule at both 
the national and state levels. 

The Fifth Amendment to the U.S. Constitution declares that no person shall "be subject for the same 
offence to be twice put in jeopardy of life and limb." This is the double jeopardy clause and means that no 
one may be tried twice for the same crime by any state government or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t does 
not mean, however, that a person may not be tried twice for the same action if that action has vio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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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 national and state laws. For example, someone who robs a federally chartered bank in New Jersey 
runs afoul of both federal and state law. That person could be legally tried and acquitted for that offense in 
a New Jersey court and subsequently be tried for that same action in federal court. 

Another important right guaranteed to the accused at both the state and federal levels is not to "be 
compelled in any criminal case to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 This has been interpreted to mean that the 
fact that someone elects not to testify on his or her own behalf in court may not be used against the person 
by judge and jury. This guarantee serves to reinforce the principle that under the U.S. judicial system the 
burden of proof is on the state; the accused is presumed innocent until the government proves otherwi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Finally, the Supreme Court has interpreted the guarantee of due process of law to mean that evidence 
procured in an illegal search and seizure may not be used against the accused at trial. The source of this 
so-called exclusionary rule is the Fourth Amendment to the U.S. Constitution; the Supreme Court has 
made its strictures binding on the states as well. The Court's purpose was to eliminate any incentive the 
police might have to illegally obtain evidence against the accused. 

Selection of Jurors 
If the accused elects not to have a bench trial – that is, not to be tried and sentenced by a judge alone 

– his or her fate will be determined by a jury. At the federal level 12 persons must render a unanimous 
verdict. At the state level such criteria apply only to the most serious offenses. In many states a jury may 
consist of fewer than 12 persons and render verdicts by other than unanimous decisions. 

A group of potential jurors is summoned to appear in court. They are questioned in open court about 
their general qualifications for jury service in a process known as "voir dire" (from Old French, meaning 
"to say the truth"). The prosecutor and the defense attorney ask general and specific questions of the 
potential jurors. Are they citizens of the state? Can they comprehend the English language? Have they or 
anyone in their family ever been tried for a criminal offense? Have they read about or formed any 
opinions about the case at hand? 

In conducting the voir dire, the state and the defense have two goals. The first is to eliminate all 
members of the panel who have an obvious reason why they might not render an impartial decision in the 
case. Common examples might be someone who is excluded by law from serving on a jury, a juror who is 
a friend or relative of a participant in the trial, and someone who openly admits a strong bias in the case at 
hand. Objections to jurors in this category are known as challenges for cause, and the number of such 
challenges is unlimited. It is the judge who determines whether these challenges are valid.  

After the selection of jury,  
Attorneys' opening statements  
As the trial begins, the lawyer for the plaintiff in a civil case or the prosecutor in a criminal case may 

make an opening statement telling you what they expect the evidence to show. The defendant's lawyer may 
also choose to give an opening statement after the plaintiff's attorney or prosecutor, telling you what the 
defense expects the evidence to show. The lawyers' statements are not evidence. Their purpose is to give you 
the framework of the case, the points of conflict, and the issues of the case that you will need to decide. Be 
careful that you do not let any of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in the opening statements become evidence in 
your mind. Remember that the lawyers' statements are only their versions of what happened, not evidence. 

Presentation of evidence  
Evidence may be presented by the attorneys in the form of a written document or an object (a gun, 

another weapon, a photograph, an x-ray, or some other physical thing). These are called exhibits. 
Evidence may also include the testimony of witnesses under oath in the courtroom. 

Attorneys' closing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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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all the evidence has been reviewed in court, lawyers for each side may present their final 
summary of the case,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an argument. The lawyers can talk about reasons and make 
conclusions, but these are not evidence; they are efforts to persuade you. You should listen to these 
statements carefully and consider them thoughtfully, but you must form your own opinion about the 
outcome of the case. 

Judge's Instructions on the Law  
Either before or after the closing arguments by the lawyers, the judge will explain the law that 

applies to the case to you. This is the judge's instruction to the jury. You have to apply that law to the facts, 
as you have heard them, in arriving at your verdict. You must consider all of the instructions and give 
them equal consideration. Keep in mind that you must follow the law as the judge states it to you. If the 
judge gives you an instruction that seems different from what you read here or another instruction given at 
another trial, you must accept the instruction given by the judge of the case you are deciding as correct 
and be guided by the judge's statement only. Be sure to ask questions if you don't understand. 

When considering the evidence,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exists between civil and criminal cases in 
the degree of proof required to sustain an accusation. In a criminal case, the defendant, in order to be 
convicted, must be proved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In a civil case, a party suing another has to 
prove that charge by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In every trial, the judge carefully explains the 
degree of proof required to reach a verdict. You should pay careful attention to the instructions on the 
degree of proof. 

After closing statements by the attorneys and the judge's instructions on the law, the bailiff or court 
attendant will take you to the jury room for deliberations. Your first duty when entering the jury room is to 
select a foreperson. The jury should carefully select a well-qualified foreperson. The foreperson's duty is 
to see that discussion happens in a free and orderly manner, that the issues you must decide are fully and 
freely discussed, and that every juror is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After you enter the jury room for deliberations, the exhibits that you are to consider are given to you. 
If you are not given written instruction from the judge on the law, you may request them. If you feel you 
need further instructions or to have certain testimony read back to you, inform the judge through the 
bailiff or the court attendant. Since these purposes can be accomplished only by returning everyone 
(including parties and lawyers) to the courtroom, you should not make these requests lightly. The 
procedure usually takes time, but this delay is understandable if you seriously believe doing so is 
necessary or helpful to you in reaching a verdict. 

Quite often in the jury room the jurors may argue and have a difference of opinion. When this occurs, 
each juror should try to express his or her opinion and the reasoning supporting it. It would be wrong for a 
juror to refuse to listen to the arguments and opinions of the others or to deny another juror the right to 
express an opinion. Remember that jurors are not advocates, but impartial judges of the facts. By carefully 
considering each juror's opinion and the reasons behind it, it is usually possible for the jurors to reach a 
verdict. A juror should not hesitate to change his or her mind when there is a good reason. But each juror 
should maintain his or her position unless conscientiously persuaded to change that opinion by the other 
jurors. Following a full and free discussion with fellow jurors, each juror should vote only according to 
his or her own honest convictions. 

 The Verdict  
In your efforts to reach a verdict, keep in mind that you should consider only the evidence that was 

presented in the courtroom. You should not guess or speculate about things not discussed in court, but you 
can draw reasonable conclusions from the evidence presented. 

It is important to take the case you are deciding seriously. After all, if you were a party in the cas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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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uld be important to you, and you would want the jury to give it serious consideration even if the 
controversy appears less significant to others. 

All jurors should deliberate and vote on each issue to be decided in the case. When it is time to count 
votes, it is the foreperson's duty to see that this is done properly. In a civil case, the judge will tell you how 
many jurors must agree in order to reach a verdict. In a criminal case, the unanimous agreement of all 12 
jurors is required. If the required number of jurors agree on each issue to be decided, the foreperson will 
sign and date the verdict, advise the bailiff or court attendant, and return with the signed verdict and any 
unsigned verdict forms from prior votes to the courtroom. 

If a jury cannot arrive at a verdict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and indicates to the judge that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that they can reach a verdict, the judge, in his or her discretion, may dismiss the jury. This 
situation is a mistrial,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a "hung jury," and may mean the case goes to trial again 
with a new jury. 

Sentencing  
If the defendant is found guilty of a crime at trial or after a plea, the judge must impose a sentence. 

Sometimes, a sentence is a period of supervision and a fine. Other times, a sentence requires a period of 
incarceration. Depending on the crime, Cook County Judges may also sentence defendants to probation, 
treatment classes, community service and/or pay restitution to any victims. The defense attorney can argue 
for a sentence that is lower than the sentence the state’s attorney is asking for. 

If found guilty of a misdemeanor, sentencing is usually done immediately. However, serious felonies 
are usually continued for sentencing to allow both the defense attorney and the state’s attorney to prepare 
their arguments. Factors such as the defendant’s background, age, work history, seriousness of the crime 
and the effect the crime had on victims are just a few things the judge may consider prior to sentencing. 

Appeal 
If there was a legal error that caused the defendant to be convicted and/or sentenced unfairly, they 

have the right to appeal. Successful appeals are very rare and can take years to complete. 
Expungement/Sealing 
A case may be eligible for expungement and/or sealing if the defendant was found not guilty or the 

case was dismissed. Also, a charge may be eligible for expungement if the defendant received supervision 
or a certain forms of probation offered in Cook County.  Whether or not an arrest or charge can be 
expunged or sealed depends on several things, including the defendant’s background, the type of crime 
and sentence imposed. 

Trial court and appellate court 
A trial court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is authorized to hear any type of civil or criminal case that is not 

committed exclusively to another cour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s are the trial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of the federal judiciary; each U.S. state has a state court system establishing 
trial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such as the Florida Circuit Courts in Florida, the Superior Courts of 
California in California, and the New York Supreme Court in New York. 

Not all cases are heard in trial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A trial court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is 
authorized to hear only specified types of cases. Trial courts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may be limited in 
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 (such as juvenile, probate, and family courts in many U.S. states, or the United 
States Tax Court in the federal judiciary) or by other means, such as small claims courts in many states for 
civil cases with a low amount in controversy. Other trials do not take place in courts at all, but in 
quasi-judicial bodies or in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with adjudicatory power created by statute to make 
binding determinations with simplified procedural practices, such as arbitration. 

Because different U.S. states apply different names to their courts, it is often not evident whethe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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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 has general or limited jurisdiction. For instance, the Maine District Court is a court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but the Nevada District Courts are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In the trial court, evidence and testimony are admitted under the rules of evidence established by 
applicable procedural law and determinations called findings of fact are made based on the evidence. The 
court, presided over by one or more judges, makes findings of law based upon the applicable law. In most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the trial court often sits with a jury and one judge; in such jury trials, the jury 
acting as trier of fact. In some cases, the judge or judges act as triers of both fact and law, by either statute, 
custom, or agreement of the parties; this is referred to as a bench trials. In the case of most judges hearing 
cases through the bench trial process, they would prefer that all parties are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offer a 
vigorous and robust case presentation, such that, errors in testimony, procedures, statutes, etc., do not 
grow "crab legs" -- meaning compounded errors -- and are remanded or returned to their court on appeal. 

Appeals from the decisions of trial courts are usually made by higher courts with the power of 
appellate review (appellate courts). Most trial courts are courts of record, where the record of the 
presentation of evidence is created and must be maintained or transmitted to the appellate court. The 
record of the trial court is certified by the clerk of the trial court and transmitted to the appellate body. 
Most appellate courts do not have the authority to hear testimony or take evidence, but instead rule solely 
on matters of law. 

Although some courts permit appeals at preliminary stages of litigation, most litigants appeal final 
orders and judgments from lower courts. A fundamental premise of many legal systems is that appellate 
courts review questions of law de novo, but appellate courts do not conduct independent fact-finding. 
Instead, appellate courts will generally defer to the record established by the trial court, unless some error 
occurred during the fact-finding process. Many jurisdictions provide a statutory or constitutional right for 
litigants to appeal adverse decisions. However, most jurisdictions also recognize that this right may be 
wa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example, litigants may waive the right to appeal, as long as the waiver is 
“considered and intelligent.” 

The appellate process usually begins when an appellate court grants a party's petition for certiorari. 
Unlike trials, appeals are generally presented to a judge, or a panel of judges, rather than a jury. Before 
making any formal argument, parties will generally submit legal briefs in which the parties present their 
arguments. Appellate courts may also grant permission for an amicus curiae to submit a brief in support of 
a particular party or position. After submitting briefs, parties often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resent an oral 
argument to a judge or panel of judges. During oral arguments, judges often ask question to attorneys to 
challenge their arguments or to advance their own legal theories. After deliberating in chambers, appellate 
courts will issue formal opinions that resolve the legal issues presented for review. 

When considering cases on appeal, appellate courts generally affirm, reverse, or vacate the decision 
of a lower court. Some courts maintain a dual function, where they consider both appeals as well as 
matters of "first instance". For example,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primarily hears cases on 
appeal but retains original jurisdiction over a limited range of cases. Some jurisdictions maintain a system 
of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s, which are subject to the review of higher appellate courts. The highest 
appellate court in a jurisdiction is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a "court of last resort". 

A term of the Supreme Court commences on the first Monday of each October, and continues until 
June or early July of the following year. Each term consists of alternating periods of approximately two 
weeks known as "sittings" and "recesses." Justices hear cases and deliver rulings during sittings; they 
discuss cases and write opinions during recesses. 

Supreme Court proceedings  
Cas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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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rly all cases come before the court by way of petitions for writs of certiorari,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cert." The Court may review any case in the federal courts of appeals "by writ of certiorari granted 
upon the petition of any party to any civil or criminal case." The Court may only review "final judgments 
rendered by the highest court of a state in which a decision could be had" if those judgments involve a 
question of federal statutory or constitutional law. The party that appealed to the Court is the petitioner 
and the non-mover is the respondent. All case names before the Court are styled petitioner v. respondent, 
regardless of which party initiated the lawsuit in the trial court. For example, criminal prosecutions are 
brought in the name of the state and against an individual, as in State of Arizona v. Ernesto Miranda. If the 
defendant is convicted, and his conviction then is affirmed on appeal in the state supreme court, when he 
petitions for cert the name of the case becomes Miranda v. Arizona. 

There are situations where the Court has original jurisdiction, such as when two states have a dispute 
against each other, or when there is a disput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state. In such instances, a case 
is filed with the Supreme Court directly. Examples of such cases include United States v. Texas, a case to 
determine whether a parcel of land belonged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to Texas, and Virginia v. Tennessee, a 
case turning on whether an incorrectly drawn boundary between two states can be changed by a state court, 
and whether the setting of the correct boundary requires Congressional approval. Although it has not 
happened since 1794 in the case of Georgia v. Brailsford, parties in an action at law in which the Supreme 
Court has original jurisdiction may request that a jury determine issues of fact. Two other original 
jurisdiction cases involve colonial era borders and rights under navigable waters in New Jersey v. Delaware, 
and water rights between riparian states upstream of navigable waters in Kansas v. Colorado. 

A cert petition is voted on at a session of the court called a conference. A conference is a private 
meeting of the nine Justices by themselves; the public and the Justices' clerks are excluded. If four 
Justices vote to grant the petition, the case proceeds to the briefing stage; otherwise, the case ends. Except 
in death penalty cases and other cases in which the Court orders briefing from the respondent, the 
respondent may, but is not required to, file a response to the cert petition. 

The court grants a petition for cert only for "compelling reasons", spelled out in the court's Rule 10. 
Such reasons include: 

Resolving a conflic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federal law or a provis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Correcting an egregious departure from the accepted and usual course of judicial proceedings 
Resolving an important question of federal law, or to expressly review a decision of a lower court 

that conflicts directly with a previous decision of the Court. 
When a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 arises from differ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ame law or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 issued by different federal circuit courts of appeals, lawyers call this situation a 
"circuit split." If the court votes to deny a cert petition, as it does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such petitions that 
come before it, it does so typically without comment. A denial of a cert petition is not a judgment on the 
merits of a case, and the decision of the lower court stands as the final ruling in the case. 

To manage the high volume of cert petitions received by the Court each year (of the more than 7,000 
petitions the Court receives each year, it will usually request briefing and hear oral argument in 100 or 
fewer), the Court employs an internal case management tool known as the "cert pool." Currently, all 
justices except for Justice Alito participate in the cert pool. 

Oral argument 
When the Court grants a cert petition, the case is set for oral argument. Both parties will file briefs on 

the merits of the case, as distinct from the reasons they may have argued for granting or denying the cert 
petition.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parties or approval of the Court, amici curiae, or "friends of the court", 
may also file briefs. The Court holds two-week oral argument sessions each month from October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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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Each side has thirty minutes to present its argument (the Court may choose to give more time, 
though this is rare), and during that time, the Justices may interrupt the advocate and ask questions. The 
petitioner gives the first presentation, and may reserve some time to rebut the respondent's arguments after 
the respondent has concluded. Amici curiae may also present oral argument on behalf of one party if that 
party agrees. The Court advises counsel to assume that the Justices are familiar with and have read the 
briefs filed in a case. 

The Supreme Court bar 
In order to plead before the court, an attorney must first be admitted to the court's bar. Approximately 

4,000 lawyers join the bar each year. The bar contains an estimated 230,000 members. In reality, pleading 
is limited to several hundred attorneys. The rest join for a one-time fee of $200, earning the court about 
$750,000 annually. Attorneys can be admitted as either individuals or as groups. The group admission is 
held before the current justices of the Supreme Court, wherein the Chief Justice approves a motion to 
admit the new attorneys. The lawyers mostly apply for the trophy of a certificate for their office, an 
addition for their resume, and access to better seating if they wish to attend an oral argument. Members of 
the Supreme Court Bar are also granted access to the collections of the Supreme Court Library. 

Decision 
At the conclusion of oral argument, the case is submitted for decision. Cases are decided by majority 

vote of the Justices. It is the Court's practice to issue decisions in all cases argued in a particular Term by 
the end of that Term. Within that Term, however, the Court is under no obligation to release a decision 
within any set time after oral argument. At the conclusion of oral argument, the Justices retire to another 
conference at which the preliminary votes are tallied, and the most senior Justice in the majority assigns 
the initial draft of the Court's opinion to a Justice on his or her side. Drafts of the Court's opinion, as well 
as any concurring or dissenting opinions, circulate among the Justices until the Court is prepared to 
announce the judgment in a particular case. 

It is possible that, through recusals or vacancies, the Court divides evenly on a case. If that occurs, 
then the decision of the court below is affirmed, but does not establish binding precedent. In effect, it 
results in a return to the status quo ante. For a case to be heard, there must be a quorum of at least six 
justices. If a quorum is not available to hear a case and a majority of qualified justices believes that the 
case cannot be heard and determined in the next term, then the judgment of the court below is affirmed as 
if the Court had been evenly divided. For cases brought directly to the Supreme Court by direct appeal 
from a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the Chief Justice may order the case remanded to the appropriate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a final decision there. This has only occurred once in U.S. history, in the case of 
United States v. Alcoa (1945). 

Published opinions 
The Court's opinions are published in three stages. First, a slip opinion is made available on the 

Court's web site and through other outlets. Next, several opinions are bound together in paperback form, 
called a preliminary print of United States Reports, the official series of books in which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Court's opinions appears. About a year after the preliminary prints are issued, a final bound volume 
of U.S. Reports is issued. The individual volumes of U.S. Reports are numbered so that users may cite this 
set of reports—or a competing version published by another commercial legal publisher—to allow those 
who read their pleadings and other briefs to find the cases quickly and easily. 

As of the beginning of October Term 2014, there are: 
557 final bound volumes of U.S. Reports, covering cases through the end of October Term 2008, 

which ended on October 2, 2009. 
4 volumes' worth of soft-cover preliminary prints (volumes 558–561), covering cases for 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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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 2009 
12 volumes' worth of opinions available in slip opinion form (volumes 562–573) 
As of March 2012, the U.S. Reports have published a total of 30,161 Supreme Court opinions, 

covering the decisions handed down from February 1790 to March 2012.[citation needed] This figure 
does not reflect the number of cases the Court has taken up, as several cases can be addressed by a single 
opinion (see, for example, Parents v. Seattle, where Meredith v. Jefferson County Board of Education was 
also decided in the same opinion; by a similar logic, Miranda v. Arizona actually decided not only 
Miranda but also three other cases: Vignera v. New York, Westover v. United States, and California v. 
Stewart). A more unusual example is The Telephone Cases, which comprise a single set of interlinked 
opinions that take up the entire 126th volume of the U.S. Reports. 

Opinions are also collected and published in two unofficial, parallel reporters: Supreme Court 
Reporter, published by West (now a part of Thomson Reuters), and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Reports, 
Lawyers' Edition (simply known as Lawyers' Edition), published by LexisNexis. In court documents, 
legal periodicals, and other legal media, case citations generally contain the cites from each of the three 
reporters; for example, the citation to 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is presented as 
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n, 585 U.S. 50, 130 S. Ct. 876, 175 L. Ed. 2d 753 (2010), with "S. 
Ct." representing the Supreme Court Reporter, and "L. Ed." representing the Lawyers' Edition. 

学习目标： 
1．了解民事与刑事庭审程序 
2．掌握审判法院、中级上诉法院和终审法院的审判程序 
作业： 
Questions 
1. Criminal and civil court proceedings 
2. Steps at trial court, appellate court and supreme court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to the US Judicial System (I) 2 知识单元一 
2 Introduction to the US Judicial System(II) 2 知识单元一 
3 Basics of US procedure law (I) 2 知识单元二 
4 Basics of US procedure law(II) 2 知识单元二 
5 US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2 知识单元三 
6 Evidence and rules（I） 2 知识单元四 
7 Evidence and rules（II） 2 知识单元四 
8 Grand jury 2 知识单元五 
9 Plead bargaining 2 知识单元六 
10 Petty jury  2 知识单元七 
11 Pretrial stages(I) 2 知识单元八 
12 Pretrial stages(II) 2 知识单元八 
13 Pretrial stages(III) 2 知识单元八 
14 Court procedures(I) 2 知识单元九 
15 Court procedures(II) 2 知识单元九 
16 Court procedures(III) 2 知识单元九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英美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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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法律英语案例阅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美国民事与刑事诉讼规则 
难点：美国民事与刑事审前、庭审、审后规则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案例分析 
教学手段： 
1.课堂 PPT课件  
2.学生自主预习 
……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堂口头报告或测验 20%；期末考试占 6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美国诉讼法》教材。 
7、参考书 
1. 沙丽金、刘艳萍等编著《法律英语》，民主与法制出版社，2015年 08月 第 4版 
2. 刘艳萍等编著《法律英语听说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2月第 1版 
3. 刘艳萍等编著《法律英语读写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01月 第 1版  

执笔：刘艳萍 审稿：齐筠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法律时文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in Legal Language 

课程号：4080012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aw, to improve their legal reading 

comprehension, to learn legal words and expressions,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further study of 
common law. Topics will include but not be limited to: 

(1) Academic Integrity 
(2) Malpractice and Medical Liability 
(3) Human Rights 
(4) Judicial Review 
(5) Children Protection 
(6) Victims’ Rights 
(7) Three-person Babies 
(8) Homosexual Marriage 
(9) Women’s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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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Academic Integrity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Warming-up exercises 
(1)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copyright? 
(2) What would happen if original ideas were not protected? 
(3) How to avoid plagia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th a policymaker and a student)? 
2．Concrete materials 
Introduction: 
Academic integrity is the moral code or ethical policy of academia. This includes values such as 

avoidance of cheating or plagiarism; maintenance of academic standards; honesty and rigor in research 
and academic publishing. 

There are quite a few problems surrounding academic integrity with regard to the modern world. The 
internet has provided a quick, relatively easy way to cheat — a temptation that did not exist in such a 
blatant form until quite recently. Furthermore, the definition of what constitutes cheating or plagiarism has 
become blurred. Students have become less likely to cite their sources simply because of the sheer variety 
of sources that they may use and the failure of some sources to attribute authorship. Prior to the internet, 
books and magazines were the primary sources of reference material. But now, information is being 
gathered at very high rates from the web and is often going un-cited because of an increasing ignorance of 
what ought to be cited. For example, because the information is found on the internet, a student may 
assume because it is “free” and “unpublished”, it need not be cited. 

There are many instructional articles on the web telling one how to cheat. Furthermore, there are 
instructional videos on how to cheat on websites such as YouTube. These videos give the student 
comprehensive guides and a variety of options on how to cheat. Because of these videos and their 
availability, a less serious attitude has been adopted by students with regard to cheating. With the ever 
increasing ways in which one can cheat, it is difficult for academic institutions to keep up. This results in 
instances where rules and guidelines have not caught up with current problems. Another interesting 
problem with academic integrity relates to grade inflation. This is an instance in which it is the faculty and 
administration of an institution that must adhere to academic integrity guides as opposed to the students.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en, that academic integrity must be a dual effort among the students and faculty if 
it is to be exhibited properly. 

(http://en.wikipedia.org/wiki/Academic_integrity) 
Text: 
Academic Integrity and Student Plagiarism: a Question of Education, Not Ethics 
By Susan D. Blum 
Student plagiarism is a problem on many college campuses. The two main approaches that 

institutions use to prevent it call for treating plagiarism either as morally wrong or as a crime. But neither 
avenue can be universally successful. 

Institutions that approach the problem of plagiarism as a matter of morality often create honor codes. 
Such codes appeal to the desire of students to do the right thing. The codes assume that, with appropriate 
social pressure, they will. Students are asked to affirm that they will practice virtuous conduct as members 
of an academic community. 

But while students may subscribe to the principles embodied in the notion of academic integrity, 
other principles can lead them to plagiarize or accept their classmates' infractions. For instance, friend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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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riendliness — student solidarity — are virtues that often take precedence over adherence to an 
academic code of honor. 

The second approach to preventing plagiarism — treating it as breaking a rule, or as a crime rather 
than a sin — emphasizes law and enforcement. Many colleges regularly revise regulations dealing with 
academic integrity, and call on faculty members and administrators to vigilantly enforce them. Colleges 
now also often rely on electronic plagiarism-prevention resources like Turnitin — whereby professors 
submit student papers to that Web site and receive an "originality report" demonstrating whether any part 
matches existing works in the database. 

Although some students may embrace rules governing academic integrity, others are likely to see 
them as akin to other regulations or laws that they follow reluctantly or ignore. The laws regarding 
drinking, for instance, are routinely flouted at almost every college, and those regarding music 
downloading, a form of shar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e broadly disregarded. 

Traditional efforts by administrators to prevent plagiarism fail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For starters, 
students have only a vague sense of what is meant by the moral quality termed "academic integrity." Also, 
rules abou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e in flux. 

In addition, our notion of the originality of utterance as the product of the unique, isolated, authentic 
self had its peak in the 1960s and 1970s. Students today have been immersed in a culture that revels in 
trying on different personae and sharing freely. There is no inviolable connection between words and the 
self that produces them. Students are not wedded to the integrity of their own writing and do not 
necessarily assume that others are either. 

Moreover, students are mostly focused on success and achievement, a bottom-line mentality that has 
helped them gain admittance to the highly selective institutions that are, in fact, trying to enforce the 
norms of academic citation. If students pursued education for its own sake — as do most professors — 
they would try to produce academic work that increases learning and to model their behavior on their 
professors'. But many students don't especially value the process of classroom learning — so, in fact, any 
process will do. 

All of those trends signal that we need an alternative to the top-down approaches of plagiarism 
prevention represented by honor codes and rule enforcement. A third strategy treats academic integrity, 
especially the mandate to cite sources, as a set of skills to be learned. That notion has both philosophical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Students must be persuaded of the value of citation — which is far from 
self-evident — and instructed over time in how to do it. 

The nuances of citation are complicated, even though we summarize them by saying, "Give credit." 
Faculty members in various disciplines differ vastly in their expectations concerning citation and 
quotation. In engineering, for instance, quotation is not considered desirable, while in the humanities it is 
expected. 

Cross-culturally, examples of literal transmission of words and phrases outnumber examples of each 
generation's starting afresh and creating something brand new. Young people, with their astonishing 
ability to memorize and mimic, are always expected to learn from the old, to defer to them, to memorize 
and chant and recite until the rhythms are embedded in their psyches and souls, until they are all 
socialized and can act properly, having embodied the wisdom of their predecessors. Countless studies 
demonstrate the value that most people place on oral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 Jewish and Christian 
Scriptures, folk tales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so on. Even written texts may rely mostly on collecting 
previously written fragments, as in incorporation of traditional texts in the Chinese classical histories. 

Professors who teach writing and composition struggle to educate students about what citation means 
and how to avoid plagiarism. Unlike administrators and faculty members who merely announc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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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line "Cite your sources," writing teachers admit the paradoxical nature of drawing a firm line 
between what is original and what is borrowed. But even sensitive composition teachers can't simply 
deliver a comprehensive lesson about citation. Writing specialists, whether teachers of composition or 
analysts of literature, know that integrity is a slippery concept that cannot be conveyed in a single precept 
uttered once and for all. 

Of course, writers also see practical and professional benefits to being quoted by name. Academics 
increasingly rely on "citation indexes" in various databases, including Google Scholar, to demonstrate 
their scholarly impact. Researchers depend on getting complete citation information so they can track 
down sources. But students, whose writing goes into a vacuum, usually unread by anyone but a single 
instructor, cannot be expected to understand the pragmatic reasons for which citations are demanded. 

Indeed, the professorial insistence on citing sources often seems arbitrary and puzzling to students. 
Even a member of my senior research team, majoring in a field that requires a lot of writing, admitted to 
not understanding why she had to give a page number for a quotation from a journal article, since 
inclusive page numbers were given in the bibliography. She had accepted the basic guidelines about 
citation but could not quite grasp all the nuances of their application. 

Students can recite the guideline for giving credit to anything that is not "common knowledge" — 
such as that there are 12 months in the year or that George Washington was the first American president. 
But what about technical terms defined in textbooks? What about the selection of certain text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posed by the professor? Should the professor get credit for the question? For the syllabus? 

Strict admonishment — "no copying" — is inadequate, whether as timeless morality or as universal 
practice. Students need to be taught the genre requirements of academic writing. They need to be shown 
how to do what we, their teachers, are asking of them. They need to learn how to cite, how to refer, how to 
use quotation marks for direct quotations as opposed to indirect ones. 

Given the nuances of citation and their entanglement with issues of educational goals, originality, 
intertextuality, selfhood, and individuality, it is clear that students cannot simply be handed a brochure and 
be expected to get it. The message has to be broadcast over and over, by many sincere people who have 
given it much thought. Colleges can take the following steps: 

Organize conferences with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s. Put the issues out in public; spell them out 
so everyone knows w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Allow students a voice in framing the issue. 

Admit that the rules are rather arbitrar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not an eternal value. 
Demonstrate and admit the lack of agreement between students and faculty members or 

administrators. 
Raise the probl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issue. 
Separate intellectual, legal, and bureaucratic dimensions of academic citation. 
Compare students' quotation and intertextual practices with academic citation practices. Be explicit 

ab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citing and quoting, paraphrasing, and borrowing. Show there are 
different norms in different contexts — for instance, quoting from movies versus books in papers — all 
legitimate in their own way. 

Sort out the various sorts of plagiarism. Just as we distinguish between tasting a grape at the 
supermarket and stealing a car, we don't want to lump together all infractions of academic-citation norms. 
There are big differences among imperfectly mastering citation norms, incorporating a sentence, omitting 
quotation marks, and turning in someone else's paper. 

Treating academic integrity as a constellation of skills, taught largely through the long apprenticeship 
of higher education, is the most promising approach for getting students to follow the rules of academic 
citation, and the one with the least likelihood of providing a shortcut. That means teaching students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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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integrity involves, why professors value it, and how exactly to carry it out. 
 (Susan D. Blum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This 

essay is adapted from "My Word!: Plagiarism and College Culture," to be published in March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3．Homework 
Divide the passage 
Group discussion 
(1) What is the price of plagiarism? 
(2) How do you think of unraveling plagiarism in China today? 
(3) What is the key to the prevention of plagiarism in China? 
4．Further readings  
(1) http://chronicle.com/article/Academic-IntegrityStudent/32323/ 
(2) http://www.pahomeschoolers.com/newsletter/issue78b.htm 
(3) http://www.indiana.edu/~wts/pamphlets/plagiarism.shtml 
(4) http://www.njsbf.org/images/content/1/1/11085/Plagiarism07_final.pdf 
(5) http://www.ipo.gov.uk/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Academic_integrity 

知识单元 2：Malpractice and Medical Liability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Warming-up exercises 
(1) What is the current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like in China?  
(2) How do you think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can be improved in China? 
2．Concrete materials 
Introduction: 
Medical malpractice happens when a doctor or medical professional is negligent or omits treatment 

that results in harm to a patient. Medical responsibility lawsuits have become a fact of life in every 
physician's medical practice. However, there is evidence that physicians are increasingly practising 
defensive medicine, ordering more tests than may be necessary and avoiding patients with complicated 
conditions. The modern practice of medicine is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by factors beyond the traditional 
realm of patient care, including novel technologies, loss of physician autonomy, and economic pressures. 
A continuing and significant issue affecting physicians and the healthcare system is malpractice.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re was a major change in the attitude of the public towards the medical 
profession. People were made aware of the huge advances in medical technology, because health 
problems increasingly tended to attract media interest and wide publicity. Medicine is a victim of its own 
success in this respect, and people are now led to expect the latest techniques and perfect outcomes on all 
occasions. This burst of technology and hyper-specialization in many fields of medicine means that each 
malpractice claim is transformed into a scientific challenge, requiring specific preparation in analysis and 
judgment of the clinical case in question. The role of legal medicine becomes more and more peculiar in 
this judicial setting, often giving rise to erroneous interpretations and hasty scientific verdicts, but 
guidelines on the methodology of ascertainments and criteria of evaluation are lacking all over the 
world.The aim of this volume is to clarify the steps required for sequential in-depth analysis of ev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medical actions, in order to verify whether, in the presence of damage, errors or 
non-observance of rules of conduct by health personnel exist, and which causal values and links of their 
hypothetical misconduct are inv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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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A: 
                              Introduction to Medical Malpractice 
What Is Medical Malpractice 
Medical malpractice,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medical negligence, occurs when a health care 

provider violates the governing standard of care when providing treatment to a patient, causing the patient 
to suffer an injury. Medical malpractice can result from an action taken by the medical practitioner, or by 
the failure to take a medically appropriate action. Examples of medical malpractice include:  

• Misdiagnosis of, or failure to diagnose, a disease or medical condition; 
• Failure to provide appropriate treatment for a medical condition;  
• Unreasonable delay in treating a diagnosed medical condition;  
Medical malpractice actions can be brought by the injured patient against any responsible licensed 

health care provider, including doctors, counselors, psychologists and psychotherapists.  
Limits on Malpractice Damages  
New York does not limit damages in medical malpractice cases.  
Collateral Source Rule 
Under a traditional collateral source rule, a defendant may not seek to reduce its liability by 

introducing evidence that the plaintiff has received compensation from other sources, such as the 
plaintiff's own insurance coverage. For medical  

malpractice cases in New York there is a mandatory offset for collateral source payments, with the 
adjustment made by the court.  

Rules for Expert Witnesses  
New York does not impose special rules for expert testimony in medical malpractice cases.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Under a traditional rule of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where more than one defendant is found liable 

for the injury suffered by a plaintiff, each defendant is individually liable for the entire amount of the 
judgment, such that if one defendant is unable to pay the other defendant or defendants are liable for the 
entire amount of the judgment. In New York, unless a defendant is more than 50% responsible for causing 
a plaintiff's injury, a defendant is liable for damages in an amount proportionate to the defendant's fault for 
the plaintiff's injury. This limitation is not applicable for injuries resulting from intentional acts, or 
reckless disregard of the rights of others.  

Statute of Limitations 
Medical malpractice actions must be filed within thirty months of the date of the act or omission that 

gave rise to the injury occurred. For malpractice actions based upon the presence of a foreign object 
within the body of a patient, the action must be filed within one year of the date that the foreign object 
was or should have been discovered. For medical malpractice actions involving minors, a minor ordinarily 
has thre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his or her eighteenth birthday to commence litigation but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cannot be extended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from the date of the act or omission giving rise to 
the injury.  

Limits on Attorney Fees 
New York limits attorney fees in malpractice cases to 30% of the first $250,000.00, 25% of the next 

$250,000.00, 20% of the next $500,000.00, 15% of the next $250,000.00, and 10% of any recovery 
greater than $1.25 million.  

Additional Rules 
A certificate of consultation with an expert must be filed within 90 days of the filing of the complaint 

in a medical malpractic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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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liability is conceded, either party may request arbitration of the amount of damages. The 
defendant may concede liability conditioned on a plaintiff's consent to arbitrate; such a concession of 
liability is not admissible for any other purpose.  

New York requires mandatory periodic payment of future damages in an amount greater than 
$250,000.00.  

Why Use A Malpractice Lawyer 
Medical malpractice law is a highly technical field of law, and malpractice lawsuits tend to be 

fiercely defended by well-funded defense firms.  
Medical malpractice lawsuits can be exceptionally expensive to pursue, with costs often exceeding 

$100,000.00. Due to the technical skills involved in prosecuting a malpractice claim, the possibility that 
an inexperienced lawyer may not be sufficiently conversant with the medical issues, or might make a 
technical error which causes a case to be lost or dismissed, and the very high costs the malpractice law 
firm typically must advance, an injured patient is very well served by going with a specialist firm.  

Even within the specialized practice of medical malpractice law, you will find that some lawyers 
have subspecialties of practice, for example focusing on surgical errors, misdiagnosis, or birth trauma 
cases. 

(http://wenku.baidu.com/view/8f76d9e75ef7ba0d4a733be8.html) 
Text B: 
Doctors Fail to Relay Medical Test Results to Patients 
POSTED IN PROFESSIONAL DUTY OF CARE BY LAWYERS.COMSM 
A recent study reported in the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 shows that doctors often fail to tell 

patients about bad medical test results. In a review of the medical records of 5,434 patients at primary care 
and academic medical facilities, researchers found that doctors failed to tell patients about abnormal test 
results more than 7% of the time. 

Investigators led by Dr. Lawrence P. Casalino searched the records of randomly-selected patients, 
aged 50 to 69, for abnormal results on common blood tests and screening tests, such as mammography 
exams and Pap smears. They found 1,889 instances where the test results were so far out of the normal 
range they indicated an immediate danger to the patient's health or the potential for damage over time 
(such as a high cholesterol level). The researchers then looked for documentation to show that the patients 
were informed of these significant results. They found that in at least 135 cases, no notification was given. 

No News is Not Good News 
When it comes to medical tests, no news isn't necessarily good news. It's dangerous to assume that 

all of your medical test results were normal simply because you didn't hear anything about them from 
your doctor. As the study indicates, patients often fail to receive needed follow-up care because serious 
medical test results are lost or overlooked. Lost test results leading to a missed diagnosis or a delay in 
treatment can be life-threatening for patients and may be actionable as malpractice against doctors. 

Record-Keeping Procedures for Doctors 
The authors of the study recommend that doctors follow five routine procedures to keep patients 

informed about test results: 
Route results to the responsible doctor 
Have the responsible doctor sign off on the results 
Inform patients of all results, normal and abnormal 
Document that patients were informed 
Tell patients to call the office if they fail to receive their test results within a certain time period 
Question Your Doctor about Medical 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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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recommends that you protect your own health by 
asking your doctor these questions about medical tests: 

Why do I need the test? 
Will the test hurt? 
What information will the test provide? 
Is this the only way to find out the information? 
What are the benefits and risks of having the test? 
How do I prepare for the test? 
When will I get the test results, and how will I get them? 
What is the next step after the test? 
Safeguard your health by following up on medical test results with your doctor. Note on your 

calendar when you should expect to receive your test results, and call your doctor's office if you don't get 
the results within that time. Bug your doctor for your test results-your life could depend on it. 

Questions for Your Attorney 
When could a doctor be sued for malpractice for failing to report abnormal medical test results to a 

patient? 
How would you prove that the failure to report test results caused harm to the patient? 
What kind of damages could a patent recover against a doctor for failing to tell the patient about bad 

medical test results? 
(http://medical-malpractice.lawyers.com/professional-duty-of-care/doctors-fail-to-relay-medical-test-

results-to-patients.html) 
3．Homework 
Divide the passage 
Group discussion 
(1) What should medical liability laws offer to doctors? 
(2) What can account for the fact that most of the time doctors fail to relay medical test results to 

patients?  
(3) How many types of medical malpractice you know or have heard? 
4．Further readings 
(1) http://www.wisegeek.com/what-is-medical-malpractice-liability.htm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dicare_(United_States)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Evidence-based_practice 
(4) http://biztaxlaw.about.com/od/glossaryd/g/defendant.htm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dical_malpractice 
(6)http://www.ebookee.net/Malpractice-and-Medical-Liability-European-State-of-the-Art-and-Guidel

ines_3327864.html 
(7)http://medical-malpractice.lawyers.com/professional-duty-of-care/doctors-fail-to-relay-medical-te

st-results-to-patients.html 
(8) http://www.stlmedicalmalpractice.com/ 

知识单元 3：Human Rights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Warming-up exercises 
(1) What are human rights? 
(2) What is the cornerston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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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ity of human rights is the cornerston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This principle, as first emphasized 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 in 1948, has been 
reiterated in numerou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nventions, declarations, and resolutions. The 1993 
Vienna World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 for example, noted that it is the duty of States to promote 
and protect all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regardless of thei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systems. 

All States have ratified at least one, and 80% of States have ratified four or more, of the core human 
rights treaties, reflecting consent of States which creates legal obligations for them and giving concrete 
expression to universality. Some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norms enjoy universal protection by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cross all boundaries and civilizations. 

Human rights are inalienable. They should not be taken away, except in specific situations and 
according to due process. For example, the right to liberty may be restricted if a person is found guilty of a 
crime by a court of law. 

(3) How to understand that all human rights are Interdependent and indivisible?  
All human rights are indivisible, whether they are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such as the right to life,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such as the rights 
to work, social security and education, or collective rights, such as the rights to development and 
self-determination, are indivisible, interrelated and interdependent. The improvement of one right 
facilitates advancement of the others. Likewise, the deprivation of one right adversely affects the others.   

2 Concrete materials 
Introduction: 
Human rights are rights inherent to all human beings, whatever our nationality, place of residence, 

sex, national or ethnic origin, colour, religion, language, or any other status. We are all equally entitled to 
our human rights without discrimination. These rights are all interrelated, interdependent and indivisible. 

Universal human rights are often expressed and guaranteed by law, in the forms of treaties,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general principles and other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lays down obligations of Governments to act in certain ways or to refrain from certain acts, in 
order to promote and protect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of individuals or groups. 

Text A: 
Iraq: UN report document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of increasingly sectarian nature 
BAGHDAD/GENEVA (23 February 2015) – A UN report released Monday documents widespread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of an increasingly sectarian nature in Iraq, as well as a deterior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large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 report, produced jointly by the UN Assistance Mission for Iraq (UNAMI) and the Office of the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covers the period from 11 September to 10 December 2014. 

It documents seriou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gross abuses of human rights 
perpetrated over a three month period by 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 (ISIL), with an apparent 
systematic and widespread character. These include killings of civilians, abductions, rapes, slavery and 
trafficking of women and children, forced recruitment of children, destruction of places of religious or 
cultural significance, looting and the denial of fundamental freedoms, among others. 

“Members of Iraq’s diverse ethnic and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cluding Turkmen, Shabaks, 
Christians, Yezidi, Sabaeans, Kaka’e, Faili Kurds, Arab Shi’a, and others have been intentionally and 
systematically targeted by ISIL and associated armed groups and subjected to gross human rights abuses, 
in what appears as a deliberate policy aimed at destroying, suppressing or expelling these communities 
permanently from areas under their control,” the report 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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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port also details the murder of captured members of Iraqi security forces and of people 
suspected of being associated with the Government by ISIL. Individuals suspected of being disloyal to 
ISIL, including religious, community and tribal leaders, journalists, doctors as well as female community 
and political leaders have been particularly targeted.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at least 165 executions 
were carried out following sentences by so called “courts” in ISIL-controlled areas. 

“Many of the violations and abuses perpetrated by ISIL may amount to war crimes,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possibly genocide,” the report notes. 

The report also detail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reportedly committed by the Iraqi Security Forces (ISF) and affiliated armed group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including failures to abide by the principles of distinction and proportionality in the conduct of 
military operations. 

“Armed groups claiming to be affiliated to or supporting the Government also perpetrated targeted 
killings, including of captured fighters from ISIL and its associated armed groups, abductions of civilians, 
and other abuses,” the report says. 

Militias and other armed groups – some of which appear to be operating outside of Government 
control according to reports - are active in several governorates, particularly in Diyala and Salah-al-Din. 
Allegations of human rights abuses by these militias have been received, including summary executions 
and abduc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At least 11,602 civilians have been killed and 21,766 wound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January until 
10 December 2014. Between 1 June and 10 December 2014, when the conflict spread from Anbar to other 
areas of Iraq, at least 7, 801 civilians were killed and 12,451 wounded. 

“ISIL’s goal remains to destroy the Iraqi state and society by fermenting violence and division,” said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 Secretary-General for Iraq Nickolay Mladenov, noting that the figures 
provided should be regarded as absolute minimums, given the limitations on UNAMI/OHCHR capacity to 
verify reports of civilian casualties and allegations of human rights abuses. 

“Iraqi leaders need to move immediately and implement the Government’s agenda of 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in order to put an end to the heinous crimes committed by ISIL, and ensure that all 
armed groups are under state control,” Mr. Mladenov added. 

The report also notes that the number of civilians who have died from the secondary effects of 
violence, including the lack of access to food, water or medical care, remains unknown. Large numbers 
remained trapped or displaced in areas under the control of ISIL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with limited 
access to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Children, pregnant women,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elderly people 
proved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in these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I continue to be deeply shocked by the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committed by ISIL and 
associated armed groups. The targeting of civilians based on their faith or ethnicity is utterly despicable 
and we must not spare any effort to ensure accountability for these crimes,” said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Zeid Ra’ad Al Hussein, who once again called on Iraq to join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or to accept the exercise of its jurisdi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facing the country. 

(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media.aspx?IsMediaPage=true) 
Text B: 
Ban on HIV positive immigrants entering the UK proposed  
for Immigration Bill by Tory MPs 
Conservative MPs have been accused of trying to change the law to ban foreigners with HIV and 

Hepatitis B from living and working in Bri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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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rly 20 Tories backed an amendment to the Government’s controversial Immigration Bill which 
would have required anyone coming to settle in Britain to prove that they were not HIV positive. 

The move was described as “shameful” and “outrageous” by Aids charities. It also drew the wrath of 
some other Conservative MPs, with Margot James accusing her colleagues of trying to take the party 
“back to the 80s”. 

Under the plan, the Home Secretary Theresa May would have been given the power to require all 
immigrants to prove that they were not HIV positive before being allowed to live in the UK. 

The amendment was backed by several senior Tory MPs including Graham Brady, chairman of the 
powerful back bench 1922 committee. 

The amendment was introduced by Dr Phillip Lee, the Conservative MP for Bracknell who is a 
former doctor. It was also signed by Dr Sarah Wollaston, a former GP. 

But it drew a furious response from Aids charities and other politicians who described it as 
“prejudice in its purest form”. “This amendment shows that there remains a shameful lack of 
understanding about HIV among some of our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said Deborah Jack, chief executive 
of the National AIDS Trust. 

“The UK has for 30 years resisted entry restrictions and to introduce them at this stage would set us 
squarely against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to overturn such rules. 

“This is HIV prejudice in its purest form.” 
Dr Lee claimed his amendment wasn’t about “banning anyone”. “It’s about detecting blood-borne 

virus carriage,” he said. “Individuals who know they’re HIV positive understand the risk of transmission. 
Those who don’t do not. After detection can come treatment.” 

However, in the end time restrictions meant the amendment was not debated or voted on so will not 
form part of the Bill, which now goes to the House of Lords.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uk/ban-on-hiv-positive-immigrants-entering-the-uk-proposed-f
or-immigration-bill-by-tory-mps-9097297.html) 

3．Homework 
Divide the passage 
Group discussion 
(1) Why is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present in all the major human rights treaties?  
Non-discrimination is a cross-cutting principle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The principle is 

present in all the major human rights treaties and provides the central theme of som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nvention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The principle applies to everyone in relation to all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 and it prohibits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a list of non-exhaustive categories such as sex, race, colour and so on. The 
principle of non-discrimination is complemented by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as stated in Article 1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 

(2) Why do human rights entail both rights and obligations?  
Human rights entail both rights and obligations. States assume obligations and duti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to respect, to protect and to fulfill human rights. The obligation to respect means that 
States must refrain from interfering with or curtailing the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The obligation to 
protect requires States to protect individuals and groups against human rights abuses. The obligation to 
fulfill means that States must take positive action to facilitate the enjoyment of basic human right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while we are entitled our human rights, we should also respect the human rights of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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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The Committee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CMW) ? 

The Committee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CMW) is the body of independent experts that monitors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by its 
State parties. It held its first session in March 2004. 

All States parties are obliged to submit regular reports to the Committee on how the rights are being 
implemented. States must report initially one year after acceding to the Convention and then every five 
years. The Committee will examine each report and address its concerns and recommendations to the 
State party in the form of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The Committee will also,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be able to consider individual complaints or 
communications from individuals claiming that their rights under the Convention have been violated once 
10 States parties have accepted this procedure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77 of the Convention. 

The Committee meets in Geneva and normally holds two sessions per year. 
The Committee also organizes days of general discussion and can publish statements on themes 

related to its work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tent of the provisions in the Convention (general 
comments). 

4．Further readings  
(1) http://www.ohchr.org/EN/Issues/Pages/WhatareHumanRights.aspx 
(2)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CMW/Pages/CMWIntro.aspx 
(3) http://www.un.org/en/rights/ 
(4) http://hetq.am/eng/news/human-rights/ 
(5) http://www.independent.co.uk/topic/HumanRights 
(6)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uk/ban-on-hiv-positive-immigrants-entering-the-uk-proposed

-for-immigration-bill-by-tory-mps-9097297.html 
知识单元 4：Judicial Review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Warming-up exercises 
(1) How much do you know judicial review in common law countries? 
(2) What i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judicial review in the UK? 
(3) Where did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SA get the power of judicial review? 
2．Concrete materials 
Text A: 
Legal fee rises will stem 'soaring' judicial review cases, says MoJ 
(But opponents say changes taking effect this summer will result in unlawful decision-making by 

government going unchecked) 
A quadrupling of legal fees and tighter restrictions on time limits for lodging applications will choke 

off the "soaring number of judicial review" cases brought before the courts,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Announcing detailed changes following a six-week long consultation, the justice secretary, Chris 
Grayling, will say on Tuesday that it will prevent claims being used as a "cheap delaying tactic" in 
planning and immigration appeals. 

But the proposals have been condemned by immigration lawyers and Labour's justice spokesman, 
Sadiq Khan, who warned it would result in more "unlawful decisions going unchec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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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the government will announce include: 
• Introducing a £215 court fee for anyone seeking a hearing in person after their initial written 

judicial review application has been turned down. It is currently £60. 
• Banning people from seeking a hearing in person if their initial written application has been ruled 

as totally without merit. 
• Halving the time limit for applying for a judicial review of a planning decision from three months 

to six weeks. 
• Reducing the time limit for applying for a judicial review of a procurement decision (usually 

involving disputes over contracts awarded) from three months to four weeks. 
Grayling said: "Judicial review should be used by people who have carefully considered whether 

they have proper grounds to challenge a decision. We are changing the system so it cannot be used 
anymore as a cheap delaying tactic." 

The MoJ believes the changes will dispel what it calls the "culture of using meritless judicial review 
applications" to delay immigration decisions and hold up development. 

Figures from the department show the number of judicial review applications rose from 6,692 in 
2007 to 11,359 in 2011. Only one in six was granted permission to proceed beyond the earliest stages and 
the number that were ultimately successful fell from 187 to 144. 

The vast majority of judicial review decisions involve immigration cases. There were 8,649 judicial 
review applications made in 2011 as an attempt to overturn an immigration decision – but only 607 were 
considered suitable for a hearing and only 54 were ultimately successful. 

The new court rules are expected to take effect this summer. The MoJ backed down on two other 
proposed changes following objections from judges and others. 

It had wanted to impose time limits for appeals in ongoing cases where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work 
out when the clock might start running. It also decided not to preventing judicial reviews being taken 
when cases had already been subject to an earlier judicial decision. 

Khan said: "The prime minister claims that judicial review is stifling economic growth. This is 
nonsense. The lack of economic growth is due to the government's economic policies not due to unlawful 
decisions being challenged. 

"No government is above the law. It is essential that where a government or other public body has 
acted unlawfully a judge can hold them to account. That's why ministers need to guarantee that these 
proposals will not insulate government decisions from legal challenge or remove this crucial check and 
balance on their power. 

"Recent history has shown the importance of judicial reviews in exposing shoddy and unlawful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 whether it be the disastrous west coast mainline franchising or the botched 
cancelling of Building Schools for the Future. Making challenges more difficult will result in an increased 
number of unlawful decisions going unchecked and local charities, residents associations and 
communities groups will be squeezed out, leaving only the well-resourced, powerful organizations able to 
bring judicial reviews." 

The Immigration Law Practitioners Association has criticized the short period for consultation, 
saying: "For example, there is little or no consideration of the fact that significant numbers of judicial 
review claims settle pre- and post-permission, suggesting that far from being unmeritorious, or deliberate 
'delaying' tactics, the claims were properly and responsibly brought and conducted, and that the parties 
managed to achieve a resolution of the claim without using further court time and resources." 

(http://www.theguardian.com/law/2013/apr/23/legal-fee-rises-judicial-review) 
Tex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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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yers urge peers to reject judicial review restrictions 
(Combined statement from legal professions says criminal justice and courts bill will have ‘chilling 

effect’ on people seeking justice) 
Peers have been urged to reject restrictions on judicial review that will make it harder to challenge 

government and local authority decisions. 
The criminal justice and courts bill, which lawyers claim will have a “chilling effect” on those 

seeking justice, goes before the House of Lords this week. 
In a combined statement, the three main legal professions in England and Wales also condemned 

Ministry of Justice plans to prevent charities and NGOs from intervening in matters of public interest. 
The Bar Council, which represents barristers, the Law Society, representing solicitors, and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Legal Executives (CILEx) in England and Wales are all opposed to the changes. 
The plans are aimed at preventing what are described as unnecessary delays. David Cameron, 

originally blamed judicial review claims for postponing commercial planning developments. 
The justice secretary, Chris Grayling, has said “leftwing” campaigners have exploited the process of 

judicial review to frustrate government initiatives and to generate a “lucrative industry” for lawyers. 
Although the MoJ has already given some ground in the face of opposition, part 4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and courts bill would, according to critics: restrict judicial review to the wealthy by limiting 
protective costs orders; render charities and other interveners liable for costs; and effectively “shield 
public bodies from proper scrutiny when they act unlawfully”. 

The key clauses of the bill are likely to go before the House of Lords either on Wednesday or next 
Monday. The language of the bill may be impenetrable and legalistic but its effect could be far-reaching 

Last week parliament’s joint 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 was highly critical of the proposed changes, 
warning: “Restricting the availability of cost-capping orders … would be a disincentive to meritorious 
public interest challenges being brought.” 

The surge in judicial review cases over the past decade has not, in fact, been due to planning 
objections but to an increase in asylum and immigration cases. 

In the joint statement, the chairman of the Bar Council, Nicholas Lavender QC, said: “If a 
government department or local authority did something you thought was unlawful, like stop your 
business from trading, close your mother’s care home or relocate your child’s school, what would you do? 

“Judicial review is an important tool to stop dodgy decision making by public authorities. It is 
fundamental to our system of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that members of the public, including the weakest 
and most vulnerable, have an effective means of scrutinising and checking executive power.” 

Andrew Caplen, the president of the Law Society, said: “This would make it easier for public bodies 
to act without regard for the law in some of the most sensitive areas of our lives.” 

Frances Edwards, the president of CILEx, said: “This means judicial review will only be available to 
risk takers with deep pockets. Access to justice should be about the merits of your case, not the size of 
your wallet. 

“The bill would also allow a government minister to decide what matters ar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rather than independent judges. This would enable future governments to keep certain challengers at arm’s 
length. That is like letting the title holder choose their challenger.” 

The shadow justice minister, Andy Slaughter, has also been critical of the government’s plans. 
“Judicial review is an important constitutional method in which the individual can hold the powerful state 
to account,” he said. “The public would take a very dim view if any politician sought to undermine that 
fundamental principle for their own narrow political advantage. Chris Grayling should heed this warning 
and reverse his plans to curtail judicial review before it is too 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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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a Coomber, director of the civil liberties organisation Justice said: “Judicial review is one of 
the very few means we can challenge public bodie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which act unlawfully. 
We should all be watchdogs when the Government tries to rewrite the rules in its favour. 

“Pressing ahead with these changes will shield Government – big and small – from scrutiny, will 
deprive individuals without means of an often much-needed remedy and will undermine the rule of law. 
MPs and Peers must act now. The ballot box should not be the only realistic remedy for unlawful public 
action.” 

Responding to criticism, the justice minister, Shailesh Vara, said: “We have seen a huge surge in 
judicial review cases in recent years. Many judicial reviews are weak or ill-founded and can be expensive 
and unnecessarily time-consuming. 

“We want to make sure judicial review continues its crucial role in holding authorities and others to 
account, but also that it is used for the right reasons and is not abused by people to cause delays or to 
generate publicity for themselves or their organisations at the expense of ordinary taxpayers.” 

(http://www.theguardian.com/law/2014/oct/21/lawyers-urge-peers-reject-judicial-review-restrictions) 
3．Homework 
Divide the passage 
Group discussion 
(1) Why do lawyers reject judicial review restrictions?  
(2) Do you agree that legal fee rises will stem 'soaring' judicial review cases? 
4．Further readings  
(1) http://www.theguardian.com/law/2013/apr/23/legal-fee-rises-judicial-review 
(2)http://www.theguardian.com/law/2014/oct/21/lawyers-urge-peers-reject-judicial-review-restrictions 
(3) http://www.theguardian.com/law/2014/jun/25/judges-restrictions-judicial-review-challenges 

知识单元 5：Children Protection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Warming-up exercises 
(1) Why is children protection an essential part of helping children grow up to be self-reliant adults?  
(2) What are the approaches to children protection? 
2．Concrete materials 
Introduction: 
Provincial or state governments' child protection legislation empowers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 or 

agency to provide services in the area and to intervene in families where child abuse or other problems are 
suspected. The agency that manages these services has various names in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states, 
e.g., Department of Children's Services, Children's Aid, Department of Child and Family Services. There 
is some consistency in the nature of laws, though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s varie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United Nations has addressed child abuse as a human rights issue, adding a section specifically 
to children 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Recognizing that the child, for the full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is or her personality, should 
grow up in a family environment, in an atmosphere of happiness, love and understanding… should be 
afforded the right to survival; to develop to the fullest; to protection from harmful influences, abuse and 
exploitation; and to participate fully in family, cultural and social life. 

Text A: 
Police removal of 14-year-old girl's clothes was legal, court rules 
(Appeal judges say removal of clothes did not breach teenager’s rights to privacy but may not b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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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 to cope with risk of suicide) 
Stripping a distressed and and vulnerable 14-year-old girl of her clothes upon arrival at a police 

station may not be the best way to cope with the risk of suicide, the appeal court has warned. 
But the three judges unanimously found that Merseyside police officers did not breach the teenager’s 

rights to privacy and acted “reasonably and proportionately in the urgency of the situation with which they 
were confronted”. 

The ruling comes after claims that more and more forces are strip-searching children not to look for 
hidden evidence but to ensure they do not attempt to self-harm or hang themselves while in police 
custody. 

Campaign groups say that officers do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trauma inflicted on young people in 
the process. 

The case was brought on behalf of the child, identified only as PD. She had been arrested in 2010 for 
being drunk and disorderly outside a kebab shop after drinking a large quantity of vodka. 

The girl had a history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Her parents were not informed, before her clothes 
were removed, that she had been detained overnight. 

Three female officers carried out the strip-search. She was put into a gown. Her pants were removed, 
supposedly because it was feared she could use the elastic to hang herself. CCTV from the cell later 
showed her ripping her hair out and banging her head against the wall – evidence, it is said, that she felt 
degraded. 

The judges, Lord Justice Pitchford, Lord Justice Lewison and Lord Justice Fulford, said: “Children in 
custody are vulnerable and ... special care is required to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and well being. [We] 
express concern that it should have been thought appropriate immediately to remove the clothes of a 
distressed and vulnerable 14-year-old girl without thought for alternative and less invasive measures to 
protect her from herself.” 

But the judges added: “The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Pace), provided [police] with the 
power to seize the claimant’s clothing in very limited circumstances, one of which was to prevent the 
claimant from harming herself. 

“There is no issue between the parties that this was the legitimate reason for the admitted interference 
with the claimant’s article 8 right [under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to respect for her 
private life; nor is there any challenge to the [original trial] judge’s finding that the action taken was an 
urgent necessity.” 

The officers had therefore not acted disproportionately and the claim failed. In the course of the 
judgment, however, the judges found that safeguards set out in Pace do apply even to cases where removal 
of clothes is for the purpose of ensuring a suspect’s safety. 

The appeal court added: “Except in cases of urgency, where there is a risk of harm to the detainee or 
to others, an appropriate adult [or parent] must be present (unless the detainee wishes the appropriate adult 
not to be present).” 

Two campaign groups, the Children’s Rights Alliance for England (Crae) and Just for Kids Law, 
intervened. Strip-searching of children doubled between 2008 and 2013, according to Crae. The youngest 
suspect was 12. In 45% of cases, no parent or appropriate adult were present when the child had some or 
all of their clothing removed. 

Paola Uccellari, director of Crae, said: “Being stripped by someone in a position of power is 
inevitably a traumatic and distressing experience for a child. 

“This measure must only be used as a last resort. If it’s being used as a matter of routine, or 
unnecessarily, it would breach a child’s human rights. Over-reliance on this practice needs to be looked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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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matter of urgency.” 
Shauneen Lambe, director of Just for Kids Law, said: “We were alarmed that a police force took the 

position that when a child is being stripped for their own protection, rather than looking for contraband, 
the same safeguarding protections did not apply and welcome this clarification from the court of appeal 
that they do. Along with Crae we have asked the government to undertake a review of why there appears 
to be such an increase in children being stripped by the police.” 

(http://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5/feb/19/police-removal-of-14-year-old-girls-clothes-was-
legal-court-rules) 

Text B: 
Police must treat 17-year-olds in custody as children, court rules 
(Home Office says it will cost £20m to ensure older teenagers get support of parent or 'appropriate 

adult') 
Seventeen-year-olds must be treated as children when held in police custody, the high court has 

ruled. 
The decision will transform the way older teenagers are handled when arrested. The Home Office, 

which resisted any change to the law, estimated it will cost £20m to ensure that parents or an "appropriate 
adult" are called in to provide support. 

The parents of two 17-year-olds who killed themselves after being arrested have supported the 
campaign to change the law by the charity Just For Kids Law. 

The home secretary, Theresa May, has been ordered to redraft the code governing detention of 
teenagers under the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Handing down judgment, Lord Justice Moses said: "This case demonstrates how vulnerable a 
17-year-old may be. Treated as an adult, he receives no explanation as to how important it is to obtain the 
assistance of a lawyer. 

"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a more striking case where the rights of both child and parent under article 
8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guaranteeing family life] are engaged than when a child is 
in custody on suspicion of committing a serious offence and needs help from someone with whom he is 
familiar and whom he trusts in redressing the imbalance between child and authority." 

The director of Just for Kids Law, Shauneen Lambe, called on the Home Office to issue immediate 
guidance to police forces to change their policy. 

She added: "The judgment makes me proud. Proud of the 17-year-old who stood up and said: 'I am 
prepared to take this to court because I think it is not fair.' Proud to be a citizen of a country whose judges 
are prepared to tell the home secretary that she is wrong when she is. And proud that because of all the 
hard work of so many, this country will now be a better place for all 17-year-old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Appropriate Adult Network, 75,000 17-year-olds are held in police 
custody in the UK every year. It disputed the Home Office's estimate of a £20m cost, insisting that a 
largely voluntary service supporting 17-year-olds in custody would cost £1.5m at most. 

The test case was brought by a south London teenager, Hughes Cousins-Chang, who was 17 when he 
was arrested last April on suspicion of stealing a mobile phone. He was held for more than 11 hours in 
custody. His parents were prevented from talking to him. He was eventually released and no charges were 
ever brought. 

Outside court, Cousins-Chang, now 18, said: "I hope it will change the way 17-year-olds are treated 
by the police." 

The Home Office said: "The government believes the welfare and protection of all those held in 
police custody,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7970 

"We accept the court's judgment and will consider the next steps we should take to implement the 
changes." 

Text C: 
Will the police follow the justice system and stop treating child suspects as adults? 
Damion Roberts 
(Taking juveniles into custody without informing parents has been ended by a high court judge, but 

attitudes have to change as well) 
It was a warm summer's afternoon when six police officers, some plainclothed, some uniformed, 

dived out of an unmarked car and placed me under arrest. They forced me to the ground, handcuffed me 
behind my back and surrounded me.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I was getting attacked by strangers. I was 
then piled into the back of the vehicle and driven to the police station. 

Did they know I was only 17? It didn't matter, as until Thursday, 17-year-olds who were taken into 
custody by police for questioning have been treated like adults, even though elsewhere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hey would be seen as juveniles. A high court judge has now ruled the practice unlawful 
and parents will have to be informed if they are arrested. 

I'm 31 now and still vividly remember the experience. The police didn't ask me how old I was, they 
just kept repeating: "You're going to go to prison for a long time." I kept thinking about my mum. I 
needed her. I closed my eyes and didn't open them until the van pulled up at the station. I was taken to a 
cell. The officers closed the door and one of them looked at me through the flap and then shut it. 

I sat on the bed with my hands between my legs, unable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from the other guys 
in the cell, who looked to be in their 40s. All I could think about was my mum and that she need to know 
what had happened to me. My cellmate told me to "stop crying and man-up" as I was going to be there a 
while. Another guy in the cell had been there for two days waiting for an interview. 

After four hours I asked for a phone call, only to be told that the officer dealing with me had gone 
off-site and I'd be dealt with when he got back. Ten hours later, I was told I'd be staying the night and 
would be interviewed in the morning. I asked if my mum had been told about me being here. He looked at 
me, said that I was a big boy, to deal with it and he then shut the cell door. 

Following Thursday's judgment, 17-year-olds will be treated like the children that they are, resolving 
the anomaly in the law that meant there was no requirement that a parent or appropriate adult be informed. 
The test case was brought by the parents of two 17-year-olds who killed themselves after being arrested. It 
shouldn't have got to that point before the law was challenged. In my work as a gang mediator, I work 
with individual young people to tackle youth violence. Every day, I see the same attitude towards young 
people I experienced when I was arrested. 

Yes, violent crime among teens is a major issue in the UK. But it's a teenage issue – not an adult one 
– born out of chaotic situations between young people who haven't learned how to communicate in any 
other way. "Man up," they're told, but understanding adult behaviour comes only with experience. 

Like any relationship, boundaries need to be established and maintaine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has now learned this, and it's for the police to maintain those boundaries which have been set in place. If 
the officers of the law continue to treat young people as something they're not, then inevitably that 
relationship will continue to break down. This judgment goes one step of the way towards improving that.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apr/26/police-child-suspects-treated-as-adults) 
3．Homework 
Divide the passage 
Group discussion 
(1) Do you agree that child suspects should be treated as adults? 



7971 

(2) Why do the police and the judicial system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towards this question? 
4．Further readings  
(1) http://www.theguardian.com/society/childprotection 
(2) http://www.theguardian.com/uk/2013/apr/25/police-17-custody-children-court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ild_protection 
(4)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apr/26/police-child-suspects-treated-as-adults 
(5)https://www.children.org/protection 

知识单元 6: Victims’ Rights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Warming-up exercises 
(1)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Crime Victims’ Rights Act of 2004? 
(2) What rights should crime victims have?  
(3) How to protect children from being hurt again in letting them provide evidence? 
2．Concrete materials 
Text A: 
Victims of crime law planned by government 
Crime victims in England and Wales are to be given legal right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justice 

secretary has said. 
Chris Grayling says the proposed law will see victims kept informed about their case and courts will 

allow most to provide a personal impact statement. 
Separate plans will see a victims' information service set up next March and more child witnesses 

film their evidence before a trial starts. 
Labour is to outline its own proposals for victims in the coming weeks. 
Range of support 
At the moment, a victims' code sets out guidance for courts, police and the probation service. The 

proposed law, which will be subject to a bill in the next Parliament, will enshrine several of its measures 
into legislation. 

The code's entitlement for victims to tell the sentencing judge and offender how a crime has impacted 
their life through a statement is among the measures that will become law.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will include a helpline and website and aims to guide victims to support 
services. 

Ministers will also consult on plans to pay compensation up front to victims - many have had to wait 
years in the past - and courts will be modernised to include separate waiting areas for victims and 
defendants. 

Publicly-funded lawyers will also be required to have specialist training before working on serious 
sex offence cases. 

Mr Grayling said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could be daunting for victims. 
"Victims, especially the most vulnerable, can find it traumatic and difficult to know where to turn to 

for advice and support," he said. 
"We are also making it easier for them to find whatever it is they need by establishing one simple 

source of information and help - be it tracking the progress of their case, applying for compensation, 
knowing what to expect in court, or understanding the range of support available to them." 

Child witnesses 
The government is hoping to extend a pilot scheme in three Crown Courts that allows children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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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examined before trials, away from court, with their evidence filmed and later shown on video during 
a trial. 

Concerns had previously been raised about how children were affected by the court process - with 
reports of one victim who was cross-examined for 12 days by seven defence barristers. 

If successful, the scheme will be apply to all child witnesses by the end of 2017 and may also be 
extended to include vulnerable adult witnesses.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charity Victim Support, Mark Castle, said: "Children and other vulnerable 
victims and witnesses should not have to face the trauma of giving evidence in a court building, unless 
they choose to." 

He added: "Our witness service team, who work behind the scenes in court, see every day just how 
distressing it can be... especially for victims of a violent or sexual crime. 

"Putting victims' rights in law sends a clear message to police, prosecutors and the courts that 
addressing the needs of victims is central to their work - it cannot be an optional extra." 

Victims' Commissioner Baroness Newlove welcomed the plans but questioned how they would differ 
in practice from the existing victims' code. 

"A new law cannot be used as a quick fix," she said. 
"Recently, we've seen how the abuse of victims in Rotherham was covered up... I'd like to know how 

a victims' law would put a stop to this dismissive, ignorant and collusive behaviour." 
She suggested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would not "put an end to victims being pushed from stranger 

to stranger to find out what is happening to them. That's why I want to see the government going further 
by introducing... a victim care manager". 

'Back of an envelope' 
BBC home affairs correspondent Danny Shaw says the announcement may be seen as an attempt to 

pre-empt Labour plans for a victims' law. 
Shadow justice secretary Sadiq Khan said the party's taskforce had consulted widely over the past 

year. 
He said the government had let down victims by cutting compensation for innocent victims of violent 

crime and leaving the position of victims' commissioner vacant for almost a year, before making the role 
part time. 

Mr Khan said Downing Street had also wanted to reduce prison sentences by half if criminals entered 
a guilty plea, closed down rape centres and courts, and cut resources for Victim Support. 

"This announcement looks like it's been cobbled together on the back of an envelope, in the dying 
months of this government," he added. 

(ttp://www.bbc.co.uk/news/uk-29193548) 
Text B: 
Scheme to let victims request meetings with offenders trialled 
Victims of crime in the Thames Valley have become the first in England to be able to ask for face to 

face meetings with their offenders. 
Until now, restorative justice has started with offenders being selected and then their victims being 

contacted for a possible meeting. 
A new EU-funded trial set up in March is now seeing victims offered the chance to initiate a meeting. 
The first cases are now under way and the trial will run until December 2014. 
If it is successful, the scheme could be rolled out across the country. 
'Personally affected' 
Geoff Emerson, restorative justice manager for Thames Valley Probation, said the servic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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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with the Victim Support charity on the project.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be able to offer RJ (restorative justice) to victims at different point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but this is a way of enabling volunteers to come forward saying that it's 
something they want to do," he said. 

"Up to now we've not been able to do that, we've not had the funds to do that. 
"This is a way of getting to see what the take-up rate will be." 
He said about 33% of victims offered the service so far had chosen to have a face to face meeting, 

while about 50% had chosen indirect contact, for example through a letter. 
"The evidence, which shows where victims get really good benefits, come from offences of burglary 

or violence and public order offences, but more importantly it's where a person has been more personally 
affected," Mr Emerson added. 

"It's enabling the person affected to have their say and it puts them into a position of some degree of 
power, it empowers them to change things and move on." 

Justice Minister Jeremy Wright said officials were already working with probation trusts to improve 
the delivery of restorative justice locally and had awarded a £170,000 grant to Thames Valley Partnership 
to develop its approach. 

He added: "Many victims of crime get to see sentences handed down in the courts, but it's not always 
enough to help them move on with their lives. 

"Restorative justice gives victims the opportunity to look offenders in the eye and explain to them the 
real impact the crime has had on their life. The process also provides a chance for offenders to fac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actions." 

(http://www.bbc.co.uk/news/uk-england-23237412) 
3．Homework 
Divide the passage 
Group discussion 
(1) Give the definitions of cross-examination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2) How do you think of victims’ rights in China? 
(3) Suppose you were a crime victim, why do you want to have a face-to-face meeting with your 

offender?  
4．Further readings  
(1) http://www.bbc.co.uk/news/uk-29193548 
(2) http://www.bbc.co.uk/news/uk-24998137 
(3) http://www.bbc.co.uk/news/uk-england-23237412 
(4) http://www.bbc.co.uk/news/uk-wales-22572667  

知识单元 7：Three-person Babies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Warming-up exercises 
(1) Have you heard of three-person babies? 
(2)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had a fatal disease but you wanted to have a baby? 
2．Concrete materials 
UK approves three-person babies 
(24 February 2015 Last updated at 20:36) 
The UK has now become the first country to approve laws to allow the creation of babies from thre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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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dified version of IVF has passed its final legislative obstacle after being approved by the 
House of Lords. 

The fertility regulator will now decide how to license the procedure to prevent babies inheriting 
deadly genetic diseases. 

The first baby could be born as early as 2016. 
A large majority of MPs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approved "three-person babies" earlier this 

month. 
The House of Lords tonight rejected an attempt to block the plan by a majority of 232. 
Power packs 
Mitochondria are the tiny compartments inside nearly every cell of the body that convert food into 

useable energy. 
But genetic defects in the mitochondria mean the body has insufficient energy to keep the heart 

beating or the brain functioning. 
The structures are passed down only from the mother and have their own DNA, although it does not 

alter traits including appearance or personality. 
The technique, developed in Newcastle, uses a modified version of IVF to combine the healthy 

mitochondria of a donor woman with DNA of the two parents. 
It results in babies with 0.1% of their DNA from the second woman and is a permanent change that 

would echo down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Timeline 

 
 
●March to August - The UK fertility regulator will develop and then publish their licensing rules for 

assessing applications to perform three-person IVF 
●Early Summer - The team in Newcastle publish the final safety experiments demanded by the 

regulator 
●29 October - Regulations come into force 
●24 November - Clinics can apply to the regulator for a licence 
●By the end of 2015 - the first attempt could take place 
'Hope' 
In the debate, health minister Lord Howe said there was an opportunity to offer "real hope" to 

families. 
He stated the UK was leading the world and that three safety reviews by experts suggested it would 

be safe. 
Lord Howe told the House: "Families can see that the technology is there to help them and are keen 

to take it up, they have noted the conclusions of the expert panel. 
"It would be cruel and perverse in my opinion, to deny them that opportunity for any longer than 

absolutely necessary." 
Lord Deben, the former government minister John Gummer, countered that there were "real doubts 

about safety". 
He also voiced concerns about whether the creation of such babies would be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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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quite clear that there is considerable disagreement, let me put it simply like that, about whether 
this action is legal under European law." 

Baroness Scotland of Asthal, a former Labour attorney general, also questioned the legality asking: 
"Why the haste? 

"Everyone agrees we have to get this right. If we're going to do something which everyone agrees is 
novel, different and important internationally we really have to be confident that we are on solid ground. 
If we are not we give a disservice." 

Fertility doctor, Lord Winston, told the House there were comparison with the early days of IVF 
which was "also a set in the dark". 

He added: "I don't believe my Lords, in spite of what we've heard this evening, that this technology 
threatens the fabric of society in the slightest bit." 

 
1) Two eggs are fertilised with sperm, creating an embryo from the intended parents and another 

from the donors 2) The pronuclei, which contain genetic information, are removed from both embryos but 
only the parents' are kept 3) A healthy embryo is created by adding the parents' pronuclei to the donor 
embryo, which is finally implanted into the womb 

 
1) Eggs from a mother with damaged mitochondria and a donor with healthy mitochondria are 

collected 2) The majority of the genetic material is removed from both eggs 3) The mother's genetic 
material is inserted into the donor egg, which can be fertilised by sperm. 

line 
Sally Cheshire, the chairwoman of the Human Fertilisation and Embryology Authority, said: "Britain 

is the fir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permit this treatment, and it is a testament to the scientific expertise and 
well-respected regulatory regime that exists across the UK that Parliament has felt able to approve it. 

"The HFEA now have to develop a robust licensing process,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on a case by 
case basis the technical and ethical complexities of such treatments to ensure that any children born have 
the best chance of a health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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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FEA has a long tradition of dealing with medical and scientific breakthroughs, ensuring that 
IVF techniques, pioneered in the UK and now practised across the world, can be used safely and 
effectively in fertility treatment." 

Prof Alison Murdoch, who was instrumental in developing the technique at Newcastle University, 
said: "For 10 years we have publically discussed mitochondrial donation to explain how it could help 
patients whose families are blighted by the consequences of mitochondrial abnormalities. 

"Whilst acknowledging the views of those who have a fundamental objection to our work, 
Parliament has determined that we should continue. We hope that opponents will accept its democratic 
decision. 

"The science will be reviewed and, if accepted, we hope to be able to submit a treatment application 
to the HFEA when regulatory policies have been determined." 

Objections 'hopeless' 
James Lawford Davies, a lawyer from Lawford Davies Denoon which specialises in the life sciences, 

told the BBC: "All of the legal arguments made in opposition to the regulations are hopeless. 
"The regulations do not breach the Clinical Trials Directive which applies only to medicinal 

products. 
"The regulations do not breach the EU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and Freedoms which prohibit 

'eugenic practices' as this is intended to prevent practices such as forced sterilisation and reproductive 
cloning, not treatments intended to prevent the transmission of disease." 

The Catholic and Anglican Churches in England said the idea was not safe or ethical, not least 
because it involved the destruction of embryos. 

Other groups, including Human Genetics Alert, say the move would open the door to further genetic 
modification of children in the future - so-called designer babie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r beauty, 
intelligence or to be free of disease. 

Estimates suggest 150 couples would be suitable to have babies through the technique each year. 
If the measure goes ahead, the first "three-person" baby could be born next year. 
3．Group discussion 
(1) How do you think of the technology of creating three-person babies? Is that workable? 
(2) Do you think a three-person baby should have three genetic parents? 
4．Further readings  
(1) http://www.bbc.co.uk/news/health-31594856 
(2) http://mashable.com/2014/08/04/three-person-ivf-ethics/ 
(3)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935670/Why-want-3-parent-baby-mother-girl-rare-dead

ly-disease-Woman-calls-MPs-allow-technique-help-others.html?ITO=1490&ns_campaign=1490&ns_mch
annel=rss 
知识单元 8：Homosexual Marriage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Warming-up exercises 
(1) Could you understand homosexual marriage? 
(2) What are causes of homosexual marriage?  
(3) Do you know the case of Roe vs. Wade?  
2．Concrete materials 
Introduction: 
Homosexuality (from Ancient Greek  μός, meaning "same", and Latin sexus, meaning "sex")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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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tic attraction, sexual attraction or sexual behavior between members of the same sex or gender. As a 
sexual orientation, homosexuality is "an enduring pattern of emotional, romantic, and/or sexual 
attractions" primarily or exclusively to people of the same sex. It "also refers to a person's sense of 
identity based on those attractions, related behaviors, and membership in a community of others who 
share those attractions." 

(http://en.wikipedia.org/wiki/Homosexuality) 
Background: 
For two years we've been reporting on Baronelle Stutzman, the Washington florist who was found to 

be in violation of the state's anti-discrimination laws for refusing to provide flowers for a longtime gay 
customer's wedding. Stutzman said doing so would violate "her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Christ." 

Stutzman was offered a generous settlement offer of a $2,000 penalty, a $1 payment for court and 
legal fees, and an agreement “not to discriminate in the future,” but refused it, preferring to be a martyr for 
her cause. 

Media Matters notes that Stutzman has found a prominent ally in her crusade: FOX News. 
On the February 23 edition of The Kelly File, guest host Shannon Bream conducted the first ever 

television interview with Stutzman, along with an attorney from the extreme anti-gay group 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 (ADF), which is representing her. Bream has a history of championing the right to 
discriminate against gay customers, coming to the defense of business owners who violate 
non-discrimination laws and suggesting that gay customers should "just go down the street" and find 
someone who is willing to serve them. 

Throughout the interview, Bream helped depict Stutzman as a victim who risked losing her home and 
livelihood because of the state's non-discrimination law... 

...Fox News has used stories like Stutzman's to make the case for draconian "license-to-discriminate" 
laws that would give business owners broad discretion to refuse service to gay customers on religious 
grounds. These laws, unsurprisingly, are largely being crafted by ADF, which has been all-too-eager to use 
Fox News to bring national attention to its pro-discrimination legal work. 

(http://www.towleroad.com/2015/02/stutz.html) 
Text A: 
Homosexual marriage: the new Roe v. Wade? 
By Carder 
In the aftermath of homosexual U.S. District Chief Judge Vaughn R. Walker’s (pictured right) ruling 

that found CA’s referendum on gay marriage, Prop. 8, unconstitutional, the comparison to Roe v. Wade 
made its way into the political conversation. 

R.S. McCain at The Other McCain makes this observation: 
As with Roe v. Wade, once the elite make up their minds about a subject, they go to court to impose 

their will on the rest of us, and then subject us to lectures about how benighted and backward we are for 
not sharing their enthusiasm for Progress. 

Even Rush Limbaugh commented on the glaring similarities: 
As with abortion, liberals are lying about the Constitution. They dress up their opinions as if they are 

law and legitimate, then they impose them. The issue is who gets to make these decisions. The 
Constitution lays out the process, but the Constitution more and more is becoming irrelevant to the people 
who are running this country. 

Logan Penza of The Moderate Voice gives an amen: 
It is worth remembering that in 1973 there was a clear trend among the states in favor of abortion 

rights. The main accomplishment of Roe may have been to make abortion formally legal, b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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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ades-long firestorm of controversy has made actual exercise of those rights difficult in many areas of 
the country. Using the courts is a way to an emotionally satisfying quick “win” on issues where the legal 
elite runs ahead of broader social attitudes, but that emotional rush often leads to a big crash in the longer 
term. Temporary success can lead to long-term failure that is even more firmly entrenched than it was 
before. 

Exactly, according to a recent email update from the Family Research Council: 
As with abortion, the Supreme Court’s involvement would only make the issue more volatile. It’s 

time for the far Left to stop insisting that judges redefine our most fundamental social institution and 
using liberal courts to obtain a political goal they cannot obtain at the ballot box…. 

[T]he Left might want to think twice about its victory lap. Instead of aiding their cause, this decision 
is feeding the unrest across America that our government has become tyrannical. Voters want assurance 
that their voices are being heard, not discarded in a heap of judicial fanaticism. 

The war against Roe has taken up the better part of 4 decades, with no signs of abating. Remarkably, 
the pro-choice camp senses its back to the wall, which begs the question: would it be better to just permit 
the social winds of change blow as they may in order to legitimize gay marriage, or should its acceptance 
be legislated from the bench? 

(http://www.jillstanek.com/2010/08/homosexual-marriage-the-new-roe-v-wade/#sthash.A7xLn1Zx.d
puf) 

Text B: 
The Same-Sex Marriage 'Debate' Is Based Upon Ignorance and Inaccurate Information 
Posted: 09/11/2014 5:34 pm EDT Updated: 11/11/2014 5:59 am EST 
Mark Baer 
Family Law Attorney, Mediator, Collaborative Law Practitioner, Speaker, and Author 
On September 3, 2014, Judge Martin L. C. Feldman of the Federal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Louisiana was the first federal judge to uphold a ban on same-sex marriage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in United States v. Windsor on June 26, 2013. Out of curiosity, I decided 
to read Judge Feldman's decis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basis for it. The answer was readily available 
in black and white. In his decision, Judge Feldman referred to homosexuality as a "lifestyle choice." He 
then stated that "neither the Supreme Court nor the Fifth Circuit has ever before defined sexual orientation 
as a protected class, despite opportunities to do so.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invalidated 
laws prohibiting interracial marriage in Loving v. Virginia, 388 U.S. 1 (1967), he distinguished that case 
because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expressly condemns racial discrimination as a constitutional evil; in 
short, the Constitution specifically bans differentiation based on race." 

Judge Feldman also stated that "fundamental social change occurs by social consensus through 
democratic process." It appears that Judge Feldman is not familiar with Marbury v. Madison, 5 U.S. 137 
(1803),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preme Court cases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 for it 
established the precedent of judicial review, thus granting the Judicial Branch certain powers over the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branches. Judicial review would essentially employ the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thus ensuring the democratic process and struc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f the 
judicial system is clearly part of the "democratic process" and if the Judicial Branch has clearly 
effectuated "fundamental societal change," Judge Feldman's analysis makes little sense. However, Judge 
Feldman also said the following: 

[M]ust states permit or recognize a marriage between an aunt and niece? Aunt and nephew? 
Brother/Brother? Father and child? May minors marry? Must marriage be limited to only two people? 
What about a transgender spouse? Is such a union same-gender or male-female? All such unions w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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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niably be equally committed to love and caring for one another, just like the plaintiffs. 
It seems as though Judge Feldman allowed his own prejudices get in the way of his duties as a 

judicial officer. He showed his ignorance by making such comparisons and referring to homosexuality as 
a "lifestyle choice." Then, rather than referring to marriage itself as a "fundamental right," he stated, 
"there is simply no fundamental right, historically or traditionally, to same-sex marriage." Judge Feldman 
is essentially stating that since sexual orientation is not a protected clas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gay 
and lesbian population is fair game, and he wants to be first in line.  

As I mentioned earlier, with the exception of Judge Feldman, all of the federal decisions regarding 
this issue have unanimously found bans against same-sex marriage to be unconstitutional. In fact, one day 
later,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Seventh Circuit made such a finding. While the opinion 
by Judge Richard Posner in Wolf v. Walker and Baskin v. Bogan is extremely entertaining to read, the 
reasoning behind the distinction is abundantly clear. You see, in his opinion, Judge Posner stated the 
following: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as said that 'most people experience little or no sense of 
choice about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APA, 'Answers to Your Question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exual Orientation & Homosexuality" 2 (2008), (visited Sept. 2, 2014, as were the other web sites cited in 
this opinion); see also Gregory M. Herek et al., 'Demographic,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Self -- Identified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Adults in a US Probability Sample,' 7 Sexuality Research 
and Social Policy 176, 188 (2010) ('combining respondents who said they'd had a small amount of choice 
with those reporting no choice, 95 percent of gay men and 84 percent of lesbians could be characterized as 
perceiving that they had little or no choice about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That homosexual orientation is 
not a choice is further suggested by the absence of evidence (despite extensive efforts to find it) that 
psychotherapy is effective in altering sexual orientation in general and homosexual orientation in 
particular. APA, 'Answers to Your Questions,' supra, at 3; Report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ask Force on Appropriate Therapeutic Responses to Sexual Orientation 35-41 (2009). 

The prejudice against same-sex marriage and homosexuality in general is the result of ignorance or 
incorrect information. Generally speaking, those who oppose same-sex marriage wrongly believe that 
homosexuality is a "lifestyle choice." Let me be very clear, homosexuality is no more a "lifestyle choice" 
than is heterosexuality. 

[I]t needs to be understood that there is no scientific debate about whether homosexuality is a choice. 
The professional mental health and scientific organizations uniformly reject the idea. Many of them make 
even stronger statements about these issues. 

Judge Martin L. C. Feldman has sworn to uphold both the Louisiana Constitu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Through his ignorance in believing that homosexuality is a "lifestyle choice," he has 
convinced himself that he has done just that in reaching his decision, when he has actually done quite the 
opposit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south has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gay and lesbian parents, according to 
the most recent U.S. Census. This interesting phenomenon exists because gays and lesbians are essentially 
shamed into entering into heterosexual marriages in the south. In other words, straight men and women 
are unknowingly marrying homosexuals and procreating with them before the homosexual eventually 
comes out because they can no longer deny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In addition, "research suggests that gay men, lesbians, and bisexual persons have higher rates of 
suicidal ideation, suicide attempts, and completed suicides than do heterosexual individuals... Some risk 
factors were specific to being gay or bisexual in a hostile environment." It should also be noted that 

despite some improvements in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gay marriages and greater accepta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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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osexuality, disparities in suicide ideation and attempts between LGBT and heterosexual youth persist. 
New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few LGB people sought help prior to attempting suicide and when LGB 
people did seek help it was not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suicide attempts. Further, counseling from a 
religious or spiritual advisor was associated with worse outcomes. Compared with individuals who did not 
seek help at all, those who sought help from a religious or spiritual advisor were more likely later to 
attempt suicide. Black LGBs were also more likely than White or Latino LGBs to seek treatment in 
religious or spiritual settings prior to a suicide attempt. 

The other source of confusion lies i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 religious marriage and a civil marriage. 
In 2009, the New York Times determined that the lifetime value of civil benefits received by married 
couples ranged from $41,196 to $467,562. Th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same-sex marriage essentially 
causes the gay and lesbian community to pay higher taxes because the taxes that they do pay are used in 
part to provide such civil benefits to the heterosexual community and they are simultaneously denied 
access to those benefits. As I keep saying, outcomes are determined by the way in which the game is 
designed. People are entitled to their beliefs. However, a line must be drawn when the beliefs of one 
person or a group of people harm another person or group of people. 

Calling laws against same-sex marriage the last vestige of widespread discrimination in America, 
Kentucky Attorney General Jack Conway told TIME [on March 4, 2014] he refused to continue defending 
his state's ban on gay marriage because he feared he'd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From a legal 
standpoint I draw the line at discrimination,' Conway said in an extensive interview shortly after he 
announced that he would not appeal a judge's order that Kentucky recognize same-sex marriages... 'I knew 
what I was being asked to do,' he says. 'I am sworn to uphold the Kentucky Constitution and I am sworn 
to uphold the U.S. Constitution... [T]here is also a separate ethical canon for prosecutors and elected 
officers... Yes, you must provide zealous representation for your client. But you have a higher duty to see 
that justice is done. Seeing that justice is done is important to me.' 

Unfortunately, Judge Feldman was unwilling to do the same. The denial of marriage to same-sex 
couples and prejudice against the gay and lesbian community has created far more problems than people 
seem to realize and it must stop.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mark-baer/the-same-sex-marriage-debate_b_5800482.html) 
3．Group discussion 
Do you think there is any relation between homosexual marriages with the case of Roe vs. Wade?  
4．Further readings  
(1) http://www.jillstanek.com/2010/08/homosexual-marriage-the-new-roe-v-wade/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Homosexuality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e_v._Wade 
(4) http://womenshistory.about.com/od/abortionuslegal/p/roe_v_wade.htm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fense_of_Marriage_Act 
(6)http://www.towleroad.com/2015/02/stutz.html 
(7)http://www.huffingtonpost.com/mark-baer/the-same-sex-marriage-debate_b_5800482.html 
三、课程进度表 

Weeks Contents Lecture hours Notes 
Week 1 Academic Integrity 2  
Week 2 Academic Integrity 2  
Week 3 Malpractice and Medical Liability 2  
Week 4 Malpractice and Medical Liability 2  
Week 5 Human Right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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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6 Human Rights 2  
Week 7 Judicial Review 2  
Week 8 Judicial Review 2  
Week 9 Children Protection 2  
Week 10 Children Protection 2  
Week 11 Victims’ Rights 2  
Week 12 Victims’ Rights 2  
Week 13 Three-person Babies 2  
Week 14 Three-person Babies 2  
Week 15 Homosexual Marriage 2  
Week 16 Homosexual Marriage 2  
Total 3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安排在基础课程之后，属于法律和语言相结合的课程，以其他英语专业基础课程为基础。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能够从实时新闻中发现法律问题，能够熟练阅读涉及法律内容的英语新闻。 
难点：通过法律时文的阅读，引导学生建立批判性思维技巧，学会用英语分析日常生活中的法

律问题，树立法律语言思维意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教师中心的方法，主要包括讲授、提问、论证等方法；相互作用的方法，包括全班

讨论、小组讨论、同伴教学等方法；实践的方法，以练习为主。 
教学手段：口头语言；文字和书籍、印刷教材；多媒体网络技术。 
4. 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不适用 
5. 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不适用 
6. 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

及平时随堂检测；期末考试占 70％。 
7. 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 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There is no required text, but if you’re really into this stuff, the following is recommended. Other 

readings may be required too; they will be made available on Blackboard. 
(1) http://www.thetimes.co.uk/tto/news/ 
(2) http://www.newsoftheworld.co.uk/ 
(3) http://www.theguardian.com/uk 
(4) http://www.dailymail.co.uk/home/index.html 
(5) http://www.bbc.co.uk/ 
(6) http://www.msnbc.com/ 
(7) http://home.americanexpress.com/ 
(8) http://edition.cnn.com/ 
(9) http://www.newsday.com/ 
(10) http://www.latim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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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ttp://www.chicagotribune.com/ 
(12) Robert W. (Robert William) Chambers, The Common Law, Aegypan , 2007. 
(13) John Indermaur, Principles of the Common Law: An Elementary Work Intended for the Use of 

Students and the Profession, Kessinger Pub Co, 008.  
(14) Ayelet Ben-Yishai, Common Precedents: The Presentness of the Past in Victorian Law and 

Fi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 2015.  
(15) Teresa Brostoff & Ann Sinsheimer, United States Legal Language and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U.S. Common Law Syst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3rd Revised edition, 2013. 
执笔：王芳  审稿：齐筠    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法律翻译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Legal Translation 

课程号：4080012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翻译专业的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目标是：1、了解法律翻译跨学科特征；2、掌握法律语言的特征； 3、理解法律翻译

的基本理论；4、了解法律体系与翻译的关系。 
法律翻译概论概述法律翻译的普遍问题，从法律翻译人员的实际需要出发，旨在为学生提供比

较系统的入门指导。通过这门课程的讲授，使学生了解法律翻译的跨学科特征，理解涉及的基本问

题、相关概念、掌握法律翻译基本理论和实践的原则、方法。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法律翻译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律翻译的概念 
法律翻译，是一种专门用途翻译，指对法律法规、法律专著、文献、涉及法律的商务、经贸、

金融的翻译活动。 
2. 法律翻译涉及的文本类型 
法律翻译实践当中，通常把法律文本分为以下几类： 
法律法规类，如宪法、法律、法令、国际公约等； 
商业协议类，如国际贸易合同，贷款合同，租约等； 
仲裁诉讼文书类，如起诉状、判决书、、仲裁协定等； 
经济组织内部法律文件类，如公司章程、、董事会会议记录、股东声明等； 
财经法律文书类，如招标书、汇票通知书、信用证（L/C）、海运保险单等； 
证明类，如赠与公证书、合同公证书、证书等； 
律师常用法律文书，如风险代理协议、授权委托书等。 
法学文献类，如法学论文等。 
法律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跨法系的转换活动。它不仅要在语言层面上进行，更

重要的是要将隐藏在语言文字背后其他法系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信息准确传达出来。不同法律文本结

构、格式都相对固定，有其自身特点。按照通行的文本分类方法，可以有文学、一般作品（报纸、

杂志等）和特殊用途语言文本（医学语言、法律语言等）三类文本，在翻译的过程中，对语言规范

的创造性使用的自由度在这三类文本中是逐渐缩小的，为能表达特定法律信息，对文本格式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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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型结构、词汇选择方面都要求准确、严谨。 
3. 法律翻译者应有的素质 
法律翻译是一个理解、传译和重构的过程。要求法律翻译人首先是优秀读者，从原语的表层结

构获取基本信息，运用自身掌握的语言知识和源语国家的法律知识，把握作者要表达的语言背后的

深层次的信息或意图，这个过程是理解的过程，由浅入深。理解准确与否，取决于法律翻译人对源

语、源语国家的法律知识、作者的表达习惯、知识结构的了解程度，了解程度越大，理解准确程度

越高。译者还要掌握本国和域外法律制度以及其间差异。译者也要提高自身对语言知识、法律专业

知识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翻译法律文本，一方面应提高自己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一方面应提高对

法律概念、常用句式、篇章的认知、表达能力。 
4. 法律翻译的跨学科特征 
法律翻译是专门用途的翻译，涉及语言、翻译和法律等学科的知识。语言是法律的基础，法律

由语言来表达、传递信息，因此法律语言的特征是法律翻译必备的知识。其次，翻译学科的理论和

知识也是法律翻译所必备的。翻译的理论、原则、方法、策略是法律翻译实践不可缺的指导。它使

翻译行为有章可循，有理可依。最后，法律翻译中法律体系的差异、各部门法的关系，法律概念和

功能、法律的渊源以及发展历史是正确理解源语意义的基础，是法律翻译知识结构必要的一环。 
学习目标： 
1. 了解法律翻译的概念、跨学科的特点。 
2. 了解法律翻译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作业： 
1. 一组翻译练习。 
参考书目： 
1. 《通用英文合约译解》，薛华业编，万里书店有限公司，1989年版  
2. 《法窗译话》，陈忠诚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2年版  
3．《英汉法律用语正误辨析》，陈忠诚著，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4．《实用法律英汉翻译》，张福林编著，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知识单元 2：法律英语的词汇特点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法律英语有其自身的特点，词语、词义、专业用语和表达方式有别于普通英语，形成了一种特

殊的文体。语言学界把这种文体归为“庄重的”（solemn）、“刻板的”（rigid）文体，是因为法律英语
语句正规，有一定的程式，专用于严肃客观地表述所涉事项。法律文件必须用词准确，结构严谨，

并采用业内普遍接受的格式，以充分体现法律的严肃性和严密性。从事法律翻译，首先应当了解法

律英语的特点。为此，有必要从词汇和句法两个方面人手，对法律英语作一些探讨。 
法律文件往往使用正式的词语、被赋予专门意义并已进入法律英语范畴的普通词语、英语古词、

法律术语和行话、套话。 
1. 使用正式的词语 
正式词语在各类法律文件中随处可见。例如，在合同中，不用 before而用 prior，不用 after而

用 subsequent，不用 but而用 provided that，在这几个例子中，常用词都被正式的词取代。其他的
正式用语还有：construe, deem, operate, same, object to, whereas, without, prejudice等等。 

2. 使用具有不同意义的常用词 
英语不少普通词用在法律文件里，失去了一般人所理解的通常意义，而具有属于法律范畴的、

与其原义大相径庭的意思。下面所列的一些（仅仅是一部分）常用词，用在法律文件中所表示的意

义，往往只有律师才清楚：action（诉讼）、alienation（转让）、avoid（取消）、consideration（对价）、
counterpart（有同等效力的副本）、execute（签署）、hand（签名）、instrument（法律文件）、negligence
（过失）、party（一方）、prejudice（损害）、presents（本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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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d（上述，该）、save（除了）、serve（送达） 
3. 使用古英语和中古英语中常用担当代很少使用的词 
古英语（Old English）是公元约 1100年以前的英语，中古英语（Middle English）则是公元约 

1100年至 1500年间的英语。虽说古英语和中古英语都早已过时，但今天的法律英语中还保留着许
多那个时期常用的词以及其词义，其中最主要是以 here, there和 where与介词合成的词：  

- hereafter, herein, hereof, hereto, heretofore, hereunder, herewith；  
- thereafter, thereat, thereby, therefore, therefrom, therein, thereof, thereon, thereto, theretofore, 

thereunder, therewith;  
- whereas, whereby, wherein, whereof 
4. 使用外来词语 
传统上，英美两国法律专业的学生都要学习拉丁文。在现代标准法律词典里，仍然收录了直接

来自拉丁文的词语。其中有些拉丁词已被吸收成为英语词，如：affidavit（宣誓书）、alias（化名；
别名）、alibi（不在犯罪现场）、quorum（法定人数）等。虽然大部分拉丁词语如今不再使用，但还
有不少词语常常出现在法律文件中，成为法律英语的一个印记，如：ad hoc（专门的；专门地）、bona 
fide（真诚的，真诚地）、de facto（事实上的）、in re（关于）、inter alia（除了别的因素以外）、mutatis 
mutandis（在细节上作适当修正后）、part passu（按相同比例）、per se（自身）、pro bono（为了公益）、
pro rata（按比例）等。 

5. 使用法律术语和行话、套话 
法律术语和行话对不熟悉法律业务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但对于律师开展业务和起草文件却

是不可或缺的。如：alibi（不在犯罪现场）、appeal（上诉）、bail（保释）、burden of proof（举证责
任）、cause of action（案由）、contributory negligence（与有过失）、damages（损失赔偿金）、defendant
（被告）、due diligence（审慎调查）、felony（重罪）、lessee（承租人）、lessor（出租人）、letters Patent
（专利证书）、 negotiable instrument（流通票据）、novation（更替）、plaintiff（原告）、prejudice（损
害）、reasonable doubt（合理的怀疑）、remedy（救济）、tort（侵权行为）。 
学习目标： 
1. 了解法律词汇的特征。 
2. 掌握一些常用的法律词汇。 
作业： 
1. 中英互译两组。  
参考书目： 
1. 《法律英语世界》（第 1辑），何家弘主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2. 《法律英语世界》（第 2辑），李剑波主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 《法苑译谭》，陈忠诚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知识单元 3：法律英语的句式特点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与日常英语相比，法律文件中存在不少结构复杂、文词冗长的句子。拟定规定和条款，最主要

的是确立主题事项，但有时候还必须顾及实施的依据、前提、条件、假设、例外情况等，这就要借

助相应的状语修饰语（短语和从句）表达规定和条款的完整意思。由此形成的英语复合句不可能不

长。另外，法律文件最突出的特点是客观公正，不带主观色彩，因而句子中较少出现人称主语，更

多的是被动语态和名词化结构。结构复杂的长句。 
法律文件的句子，根据其内容有长有短，但长句出现的频率相对较高。长句的形成，是因为句

子中有众多起修饰作用的定语和状语。 
翻译句子，尤其是结构复杂的长句，应首先厘清句子各个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准确理解句

子的完整意思的基础上，按中国人所习惯的时间顺序（如由过去、现在到将来）和逻辑思维顺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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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因”而“果”）， 将英语原句译成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文字。由于英语的状语位置灵活，可放在
句首、句尾或句子中间，定语又有前置定语、后置定语和同位语，翻译长句时，不可能把英语原句

的结构转换成与其一模一样的汉语句子。译者需要先对原句的内容按语段进行拆分，而后按汉语表

达方式，将拆分后的各部分内容重新合成意思与英语原句完全相同的句子。实践证明，这种“拆分
——整合”的处理方式有助于将长句的意思忠实而又通顺地翻译出来。因此可以这样说，翻译法律
文件，处理好长句是保证译文质量的关键之一。 

1. 被动语态和名词化结构 
与文学作品多用主动语态以增强表现力度和动感迥然不同，法律文件旨在对人们的行为做出法

律规定，规范各种经济活动在没有具体人物执行某一动作，或表述重点在于动作本身而不在于动作

执行者的情况下，把动词转化为抽象化的名词和使用被动语态恰恰适合法律英语庄重刻板的文体特

点。 
2. 典型句式的翻译 
Otherwise的翻译 
Otherwise 在法律英语中的用法主要有三种：第一，跟unless引导的句子连用，引导让步状语从

句；第二，置放在连词or之后使用；第三，与than连用，通常用来否定句子的主语。 
Where引导的从句 
在普通英文中，用where引导的状语从句，一般为地点状语从句。但在法律英文中，where引导

的是条件状语从句，相当于“in the case where”。其最典型的译法是“凡…”、“如…”。  
Subject to句式的翻译 
该短语在法律英文中一般都与agreement, section, contract等法律文件名称或文件中特定条款配

合使用。通常可翻译成“以……为条件”、“根据……规定”、“在符合………的情况下”、“除……另有
规定外”以及“在不抵触……下”等。 

Without prejudice to句式的翻译 
Without prejudice to这个英文法律短语相当于普通英文中的“without affecting”。跟在其后的通常

是一个指代某项法律条款的名词。但without prejudice to对有关事物或条款的限制程度，没有subject 
to那么强硬。Subject to是必须“符合”或“依照”有关条款或规定，而without prejudice to强调不要影响
或损害其限制的事物。在汉语中，可以翻译为“在不损害……的原则下”、“在不影响……的前提下”
等。 

For the purpose(s) of句式的翻译 
在大部分情况下，普通辞典里“为... ...目的”这一解释并不适合法律英语中的“for the purpose(s) 

of...”。如果紧跟这个短语的是某个法律条款的指代编号（如章、条、款、节等），首选译文是“就
（有关）章、条、款、节而言”，其次才是“为了实施该（条法例）”。倘若原英文中的“for the purpose(s) 
of...”与“章、条、款、节等”无关，而该短语又可以用“for”或“in order to”去取代（这种用法在法律英
文中属于少数），则可译成“为了”。在法律英文写作中，更多专家建议用for代替短语“for the purpose 
of…”，并相信有关法律句子的意义不会有任何改变；倘若需要明确表达“为了……（目的）”的这
个概念，不定式短语in order to…则是更好的、更不容易产生歧义的选择。 

Provided that 句式 
“Provided that…”是一个普通英文中很少使用的古旧词，但在法律文书中广泛使用。其用法与

“if” 或 “but”非常类似，汉语中的意思相当于“倘若/如果”或“但”。该短语放在句首，引导出的是法
律英语中的一个条件分句，与if、when或where引导的法律条件句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但如果该短
语之前存在一个主句，则它表示的是一个与之前的陈述相反的“例外”，相当于“with the exception 
of… ”，译成“但”或“但是”。 

Notwithstanding 句式的翻译 
notwithstanding 在普通英文中的使用极为罕见，法律英文却频繁使用。它的译法跟

although/though/even if 引导的状语从句没有太大分别，基本上都可以译成“尽管……”、“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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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一种让步。但该词所引导的并非是一个让步状语从句，因为在习惯用法上该词之后不跟句子，

只跟一个名词性短语。虽然该词也可作连词使用，跟一个完整的让步状语从句，但这种用法并非是

法律英语中的典型用法。  
Save/Except for 句式的翻译 
Save词源上是一个法文词，在法律英文中，它是一个与except（for）意思相同的介词，汉语的

译文为“除……外”。不管是save 还是 except (for) 之后都可以跟一个名词性短语，也可以跟一个从
句或另一个介词短语。如：sa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implementing rules。需要注
意的是，save/except as (is) provided / stipulated 可以用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stipulated替代。 

3. 主要情态动词的作用与翻译 
英文中的主要情态动词虽然有can/could, may/might、must、have to、shall、should、will、would, 

ought , dare , need等，但在法律英语中，主要情态动词或使用频率最高的情态动词，依次是shall、
may、must，和should。就翻译而言最困难的是shall。如今，无论在口语中还是在书面语中，shall
用得越来越少了，但是它在法律英语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它是构成独特地英文法律文体的一个最

主要的词汇。 
shall作为情态动词主要与第三人称(有时与第二人称)一起使用时，它表示命令、义务、职责、

权利、特权和许诺等。  
很多专家认为，在法律英语中shall的作用相当于“must" , "have to" , "be to (do) , "be required to "。

但在将其翻译成中文时，翻译界仍然众说纷纭，至今尚未有定译。 
Shall 的基本翻译法： 
（1）基本中译 
现有英语法律和合同条文的主句成分中的shall，在汉语中有很多种译法。通常被译成“须”、

“应”，有时被译成“应当”，也有时译成“要”、“将”、“可”，还有被译成“必须”，甚至被完全忽略不
译的。 

（2）Shall 与特征标记词“应该（当）”的翻译 
在表述“施为性”和“必要性”的法律概念时，汉语用典型特征的词“应当”、“应该”或“应”来表示

法律英语中shall 包含的“权力义务和责任”的法律含义。我国现行法规的英文翻译就能充分对比这
些特征。 
（3）Shall 与无特征标记词“应（该）”的翻译 
Shall 除了有上述例句中的典型特征标记词外，还有没有特征标记词的情况。那么shall 的翻译

是要透过字里行间的含义所指向的法律权力义务关系来判定。没有特征标记词时，有的是“由”设定
的条件下所产生的法律权利义务，有的用“有”或“必（须）”、“予以”等等来表示。 
（4）shall与must的用法和译法对比 
根据中文对有关强制词的定义，法律权威译文的用词规律以及学术界用词习惯，可以这样界定：

在“应”、“须”、“应当”、“将”、“可”、“要”以及“必须”这一系列作为翻译shall的对应词中，“必须”
语气最强，强制性最高；“须”可以看成是“必须”的省略形式，强制性次之；“应”强制性更次之，可
以看成是“应当”的省略体；“可”几乎已失去强制性，表示一种许可；“将”则是将来时态的辅助词，
只有时间概念上的含义，没有任何强制意味，“要”则是比较口语化的一种强制表达方式。而法律英
语中的shall，如上所述，当作为情态动词与第三人称一起使用时，它表示命令、义务、职责、权利、
特权和许诺等。  
当shall用作表示命令、义务和职责时，可以将其翻译成“必须”。但在法律草拟专家和该领域的

翻译专家的实践中，尤其是在具权威性法律文献的翻译实践中，以must对应“必须”的惯例似乎早已
确立。 
（5）什么情况下shall可以不译 
在具有较长时效的一般性法律条文中（如基本法和宪法），即对象较为笼统的的广大民众实施

的法律，而不是时效性很强、实施范围狭窄的指令、通令和命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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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和普通合约条文中，当shall之后所跟的动词本身就能表达权利、义务或责任以及主句的
基本结构为shall + be + predicative （表语）时，通常也是不译的。 
（6）shall, may和must的否定句的翻译 
Shall主要可以译成“须”、“应”和“应当”，但shall与not或其他否定形式（如用否定词no/neither

开头的句子）连用时，一般不能译成“不须”、“不应”或“不要”、“不可”、“不应当”，因为这几个词
的意思在汉语里主要表示“建议”或“忠告”。Shall not及类似否定式短句的最通常、最恰当的译法是
“不得”，因为“不得”在汉语里与“禁止”一词同义，与法律英语中含shall的否定句所要表达的意思相
同。 

shall在否定句中，不管其句型如何，或在该情态动词后加上not、或在句首添上一个No，或与
任何其他形式的否定词搭配（如shall serve no more than … two terms），在绝大数情况下，与shall
搭配的否定词都被译成“不得”。此外，neither party … shall + do 的句型也同样翻译成“任何一方不
得做某事”。 

4. 禁令的表达方式和翻译 
英文法律文本中表达禁令的句式十分丰富，主要由must, shall, may的否定式及其衍生式构成。

虽然在英文中，禁止某人做某事，可以用 “sth. shall be prohibited/forbidden” 等加以表述，但在实
际的法律条文写作中，很少有这类可以明确加以禁止而又可用无主语或省略主语的句子加以表述的

情形。更常用的基本句式是“sb.+model verb+not+verb”。 
学习目标： 
1．掌握各类句式的含义和翻译方法。 
作业： 
1. 三组特殊句式翻译。 
参考书目： 
1．《英汉法律翻译教程》，孙万彪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汉英法律翻译教程》，孙万彪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法律翻译》，陆文慧主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知识单元 4：法律文本的翻译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国际商务合同是国际商务中当事人确立商务关系、履行权利和义务、以及解决纠纷的基本法律

文件。此类合同具有涉外交易性质，因此通常采用中英文书面形式。由于各类合同标的不同，所以

性质各异，内容相差巨大，因而掌握通用合同条款的翻译，就成为合同翻译的基本技巧。本单元将

以国际商务合同为研究范本，对国际商务合同的语言特点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讲授商务合同中通

用条款的翻译方法，探索不同合同中相同条款的用词、句式、语篇特点，总结典型条款的翻译规律。 
1. 国际商务合同的翻译原则和方法 
在进行国际商务合同文书的翻译时，应坚持四个大的具体原则：准确性原则、精炼化原则、一

致性原则、规范化原则。 
2. 国际商务合同的词汇特点及翻译 
商务合同中特殊词汇的首字母大写。 
英文合同中，除句首词的第一个字母需要大写外，有些特殊词的首字母也需大写，而且这些词

语的首字母大写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用法。在翻译这类词汇时应该了解其使用的常见类别，以免译错。

涉外合同中大写字母的运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合同当事人：包括 the Sellers, the Buyers, the Licensee, the Licensor, the Supplier, the Purchaser, 

the Borrower等等。 
合同关键词：在国际商务合同中，凡是用定义条款加以说明的关键词语的首字母会以大写形式

出现。例如 Agreement，Technical Information，the Exclusive Right，the Licensed Products，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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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s，the Licensor’s Know-how，Interest Period，RMB，USD，Iraq Dinar等。 
机构组织和法律：例如：the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 Technical Service Team, the Joint 

Venture Company, and the Bank of China , Beijing Branch等等。 
此外，当合同中提及到“合同”、合同的“具体条款”、“附件”或者相关文件时，首字母会大写。 
3. 商务合同中 thereof, herein等古语词语的翻译。 
英语中的一些旧体主要是为了避免重复，同时也起着承接合同条款的作用。常见古体词如下： 
here代表 this。例如：hereafter=following this；hereby=by this means or by reason of this；herein=in 

this；hereof=of this；hereto=to this；herewith=with this；hereunder=under this；hereinafter=later in this 
Contract；hereinbefore=in a preceding part of this Contract等。 

there代表 that。例如：thereafter=after that：thereby=by that means；therein=in that；thereinafter=in 
that part of a Contract；thereof=of that等。 

where代表 which，与介词组合，一般为关系副词，引出定语从句，如：whereof=of which。 
对这些古体词语的翻译，应根据上下文采用灵活的方法处理。 
4. 并列同义词语的翻译 
国际商务合同力求正式准确，为避免可能出现的误解或分歧，同义词（近义词）并列的现象十

分普遍。合同中的词语并列现象有时是出于严谨的考虑，有时也属于合同用语的固定模式。在普通

英语里，有些同义词有时可以互换，但在英文合同中这些同义词就不能随便互换，因为它们表达的

权利和义务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英文合同中有两类同义词，第一类同义词就是有同义的词，另一类

是词义有明显差异的同义词。例如，terms 在合同中一般指付款或费用（手续费、佣金等有关金钱
的）条件，而 conditions则指其它条件，但是“terms and conditions”常常作为固定模式在合同中出现，
就不宜分译成“条件和条款”，而直接合译成“条款”。又如，alter and change两个的意思都是变更、
改变，作为同义词组使用。 

5. 商务合同中多义词的翻译。 
合同文体具有很强的逻辑性，翻译时绝对不能孤立片面地和静止地去理解条款中的词义，应全

面客观地去理解和选择词义。例如，action是法律英语中最常用的单词之一，它有两个意思：“诉讼”，
相当于 lawsuit，如：file an action（提起诉讼），cause of action（诉因）；“作为”，与不作为（forbearance）
对应。 

6. 特殊句型 
if 引导的状语从句 
“if”在状语从句中通常翻译为“如”、“如果”或“若”。另外，合同中含有条件句的主句中的谓语

部分，大多含有 shall表示义务或责任。 
unless引导的状语从句 
在合同英语中，unless 常与 otherwise 经常连用，表示“除非另有……者外”。另外，在 unless

引出的条件句中，有时常用 unless的省略结构。 
in case/in case(s) of引导的状语从句 
“in case”或“in case of”通常翻译为“如”、“如果”、“若”、“倘若”等。in case 在表示条件时，其可

能性要弱于 if引导的条件从句。 
in the event of/that引导的状语从句 
商务合同中也常常使用 in the event of/that引导的状语从句来表示条件。 
should引导的状语从句 
“Should”引导状语从句，一般翻译为“如果”、“由于”或“若”。 
providing/provided引导的状语从句 
在商务合同中，“provided (that)”常用于在合同的某一条款中需要作进一步规定时，或在作规定

时语气上表示转折时。在中译英时，要注意该词组的使用。有时从中文上看，尽管没有“但规定”，
“进一步规定”的表述，但翻译时，应加上“provided that”。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 provided (that)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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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句表示条件时，常表示当事人所希望的条件，这一点与 if引出的从句是不同的。 
学习目标： 
1．了解合同语篇特征 
2．掌握特殊句式的翻译 
作业： 
1. 两组特殊句式翻译 
参考书目： 
1. 兰天： 21世纪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系列教材:国际商务合同翻译教程(第 3版) 平装 – 2014

年 3月 1日：出版社: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第 2版 (2011年 4月 1日) 
2. 刘庆秋：国际商务合同的文体与翻译：出版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第 1 版 (2011

年 10月 1日)  
3. 范文祥：英文合同阅读与分析技巧：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 第 1版 (2007年 12月 1日)  
4. (美)斯坦利·I.库特勒（著） 徐显明（编）， 朱曾汶、林铮（译）：最高法院与宪法:美国宪

法史上重要判例选读 平装 – 2006年 4月 1日，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 第 1版 (2006年 4月
1日) 
知识单元 5：法律翻译的国内外概况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内法律翻译概况 
法律翻译随着中国法治化的演进而发展，与其息息相关。从古代到当代，中国的法制也在社会

的变革中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即，古代到鸦片战争爆发这一时期，鸦片

战争爆发到民国成立这一时期，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时期和当代。在这五个

历史时期中，法律翻译活动均呈现出特色鲜明的特点。在鸦片战争爆发前这一历史时期，由于闭关

锁国，专制主义的国家几乎割断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或许这个时期谈不上具体的法律翻译活动，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少数几个传教士的著作中窥见早期法律翻译的身影。鸦片战争爆发后，大量传

教士涌入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外交事务的激增，开明人士的增加，法律制度的落后，

这些都是促成这个时期法律翻译活动空前繁荣的因素。民国时期因为政局不稳定，社会动荡，法律

翻译与清末相比稍显缓慢，但仍在不断发展并创建了较完备的六法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

命之前，由于刚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当务之急便是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完善法律体制，因此，

法律翻译活动主要集中于苏联的法律体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思

想得到解放，人民更加自由，政府更加开明，经济更加发达，中国与世界联系更加紧密，这个时期，

建立社主义法治是国家发展的主题，法律翻译活动就这样迎来了第二个高潮。 
2. 国际的法律翻译概况 
欧盟的翻译属于实务翻译。和其它国际组织的翻译一样，欧盟的译者一般是将外语翻译成自己

的母语。欧洲的法律翻译的策略经历了从靠近源语向靠近目标语过渡，再向法律文件同等功能，同

等目的和效力过渡。 
加拿大的语言同权运动。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汉英、英汉的法律翻译背景，包括文本效力、语言差异、法律翻译目的等。 
作业： 
1. 阅读 Susan Šarčević 《New approach to legal translation》p. 23-46,并讨论法律翻译方法、原

则的变迁。 
参考书目： 
1． 庄绎传，《英汉翻译简明教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2． 叶子南，《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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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培基，《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4． An Introduction to Court Interpre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英语) 精装 – 1992年 1月 28日

Elena M. De Jongh (作者) 出版社: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2年 1月 28日) 
5． Bhatia, V. K. 1987. "Textual-mapping in British Legislative Writing". World Englishes 6(1) 

知识单元 6：法律翻译的目的、性质，及译者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律翻译目的、性质 
法律翻译的目的越来越被看做是一种交流。法律翻译则被认为是在法律机制下的交流活动。针

对不同的接收者，法律翻译的目的略有差别。 
为了选择一个合适的翻译策略，译者需要分析具体交际环境中的各种要素。这包括文本类型，

目标读者、法律环境等。翻译的目的是能够让目标文本的接收者与原文读者获得一致的法律解释和

法律适用。 
字对字的翻译策略逐渐被摒弃，而关注目标语的翻译策略逐渐成为主流。甚至在某些多语言环

境下的公民要求看到用他们自己的“自然”语言书写的法律文本。 
2. 译者 
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把翻译看作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翻译涉及的是文本之间或者不同语言

系统之间的关系，译者的功能是实现二者之间的对等转换，强调原文中心的观念，译者作为社会文

化主体的复杂性被忽略。当今的翻译越来越被看作是在交际和社会文化语境中发生的复杂交流行

为，这要求将译者作为社会存在全面纳入讨论，译者主体的翻译活动并非只涉及双语转换的过程，

还有译者对原本的选择，其翻译作品的出版和接受。为实现其翻译活动，译者必须和其他社会存在

发生互动，如赞助人、读者、评论家、各种相关机构等等，在各种不同的文化目的和兴趣之间沟通

与协调，实现各种不同维度的期待。 
译者在立法中的“共同起草”（co-drafting）这一概念在不同的行政管辖区涵义是不同的。它缘

起于上世纪 60 年代加拿大魁北克省在法语人口中发起的所谓的“平静革命”（quiet revolution），其
结果是法律翻译的解放以及双语起草法律新实践的滥觞。从本质上讲，法律译者逐渐被融入立法的

过程之中，被授予越来越大的起草责任，直至最终成为“共同起草人”。这种合作性实践中，不同语
种的版本同时进行起草，因此不能说任何一个版本是另一个版本的翻译。如此以来，原文和译文的

说法就不复存在了。一般而言，“共同起草”在结果上改进了两种语言版本的语言质量和法律上的可
靠性。“ 共同起草” 超越了翻译，是双语文本产出的理想方法。目前在香港它也在运用，不过被称
为是“同时起草”（simultaneous drafting）。事实上，翻译的过程，甚至《香港解释法》（the Interpretation 
Act of Hong Kong）深受加拿大的影响。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两种语言具备同等的法律效
力，即加拿大的英语和法语，香港的中文和英文。 
欧盟目前共有 24 种地位平等的语言版本。他们也实行“共同起草”，但是因为官方语言数量太

多，做法相当不同。在欧盟的立法过程中，文本草案通常用一种语言完成，过去一直是法语，现在

逐渐被英语所取代。所谓的基础或原文被翻译成其它官方语言。在基础文本（the base text）完成之
时，或在后期进入立法过程当中，那些负责对所有官方语言进行法律语言质量进行修改的律师以及

语言学家可以对业已起草的基础文本提出意见，为了改进所有语言版本的语言质量可以要求对基础

文本予以修改。特别是在基础文本当中使用的术语，在译成其它语种时，不会出现外延意义的包袱。

他们也可以要求对基础文本当中的冗余的模糊信息予以澄清。 
学习目标： 
1． 理解法律翻译的目的和性质。 
2． 了解译者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法律翻译的作用，地位。 
作业： 
1. 阅读 Susan Šarčević 《New approach to legal translation》p. 65-72, 并讨论中国成文法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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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 
参考书目： 
1. Bhatia, V. K. 1994. "Cognitive structuring in legishrtive provisions". In John Gibbons (ed), 

Language and tire Law, London, Longman. 
2. Bhatia, V., 1999. Cognitive Structuring in Legislative Provisions. 
3. Bhatia, Vijay K.. 1995. Translating Legal Genre. In Mary Snell-Hornby, Z. Jettmarova & K. 

Kaindl (eds.) Translation a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4．Black, Donald J., 1971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arrest. Stanford Law Review 23. 
知识单元 7： 功能主义与法律翻译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翻译的功能理论 
功能翻译理论于 20 世纪 70 年代产生于德国， 主要包括了凯瑟林娜·赖斯（Katharina Reiss） 的

文本类型理论，汉斯·弗米尔（Hans Vermeer）的目的论以及克里斯蒂安·诺得（Christiane Nord）的
功能加忠诚理论等。功能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性的、必须考虑读者要求的交际行为。

由于语言种类、文化背景、思维方式、表达习惯上的差异， 源语作者的意图及采用的语篇形式与
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功能翻译理论把关注点放在译语文化与译语读者上， 重
视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交际功能， 并因此来决定译文的形式以及翻译的策略与方法，这无疑为翻
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根据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法则——目的论原则，“目的决定手
段”，决定翻译过程的最主要因素是整体翻译行为的目的，而决定翻译目的的最主要因素是受众，
是译文预期的读者。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必要从译语读者的角度出发，根据译文的预期目的

来决定自己的翻译策略与方法。 
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与具体的翻译方法，译者必须清楚地了解翻译目的与译文功能， 并根

据翻译目的与译文功能对原文做相应调整，才能做好翻译工作，产生出理想的译文。功能派以目的

论为核心提出了较为可行的翻译模式，使翻译批评跳出了“直译”和“意译”二元之争的窠臼，肇始了
多元化的翻译批评标准，具有更大的理论包容性。这一理论的出现反映了翻译的全面转向，即由原

先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学以及侧重形式的翻译理论转向更加注重功能和社会文化因素的翻译观。因

此，功能翻译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极高的应用价值，具有较严密的科学性和更大的可操作

性。目前国内已有大批学者将功能翻译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一方面，如果译本只是用以提供信息，

那么译者就采用直译，而这种直译文本是不具备法律效力的。另一方面，如果译本在目的语中具备

法律效力，那么它就具有权威性， 可以被采信。对法律文本的类型归属进行合理定位有助于译者
借助功能翻译理论在法律翻译过程中有的放矢。 
功能理论的三大原则：目的原则、一致原则、忠实原则 
功能理论的三大原则的从属关系：目的原则是功能翻译理论的首要原则，一致原则从属于目的

论原则，而忠实原则从属于一致原则。所以，在功能翻译理论看来，目的论原则是起主导作用、对

翻译的全部过程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首要原则，而受众对于译文的接受则标志着翻译行为的成功。 
2. 法律文本 
从功能翻译理论的角度出发，在整个翻译行为中，译者首先需要确定翻译文本的类型。在诺德

定义的文本类型中，法律翻译明显属于工具性翻译。在法律文本中，重点是语言所承载的信息以及

该等信息所反映出的事实，从整体来讲，法律文本属于“信息功能文本”，法律翻译属于非文学翻译
中的信息型翻译。如果结合法律在社会中的功用，则法律文本的主要功能可分为信息性和规范性两

类。关于法律文本功能的争论已持续了约三十多年。无论属于哪一类，无论功能如何细分，该等类

型的文本都侧重于信息的传递。在该等法律文本的翻译过程中，如何保证准确无误的传递信息，是

这个领域的核心问题，也是译者选择何种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关键因素。译者首先需要确定整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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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基调，然后试图通过正确而有效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完整而正确地传递信息。准确、精炼而有

效地传递原文的信息，使译文在接受环境中起到同等的规范或信息传达的功能，是法律翻译的核心

要素。 
主要法律文本：立法文本、法律学术著作、合同协议等约定型文本、法律材料等陈述型文本、

律师内部或律师与客户之间的通讯等沟通型文本、律师事务所内部资料等介绍型文本。 
学习目标： 
1. 理解翻译功能理论。 
作业： 
1. 立法文本和合同的翻译。 
参考书目： 
1．Black, Donald J., 1971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arrest. Stanford Law Review 23: 1087- 1111. 
2．Blake, Susan.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Legal Advice & Drafting, 1985. 
3．Blom, Bjarne and Anna Trosborg (1992) 'An analysis of Regulative Speech Acts in English 

Contracts -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Hermes, Journal of Linguistics 9:83-111 
 4．Bloomfield, Leonard, 1933 Languag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5． Bogoch, B. & Danet, B. 1984. Challenge and control in lawyer/client. A case study in an Israeli 

legal office. TEXT, 4 (1/3), 249-275. 
知识单元 8：阐释学与法律翻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阐释学原理运用于翻译研究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阐释学原理对于翻译理论以及翻译实践有

其指导作用。在法律翻译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同样可以运用阐释学原理来指导法律翻译。法律语

言历来以生涩难懂著称，法律翻译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乃是对于法律原文本的正确理解。阐释循环理

论作为文本解读的一般原则，对文本的理解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现有的研究,主要探索阐释循环
性在文学作品中的理解, 在教育学中的运用，在艺术作品中的欣赏以及在司法诠释过程中的运用。
而这一原理，也可运用于法律文本翻译的理解过程。 
阐释循环理论作为文本解读的一般原则要求对文本整体意义的理解，应当建立在构成文本的各

细节要素的意义基础之上。而对于构成文本的各细节要素的意义的理解，则应从文本整体所指向的

意义出发来完成。离开了任何一个方面，理解都是不准确的。而解释学循环不仅仅只局限在对文本

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循环，它可以延深贯穿到对文本的字、词和语篇的理解，甚至延伸到对翻译主

体，与文本相关的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等相关领域上去。 
关键概念解读：历史性、先结构、理解的循环、视域 
学习目标： 
1. 理解阐释学对法律翻译的意义。 
作业： 
1. 10个法律术语的理解和解读。 
参考书目： 
1．M Durga Prasad, Guide to Legal Translations: Or, a Collection of Words and Phrases Us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Legal Papers from Urdu to English. Nabu Press: 2010. 
2. Marta Chroma, Legal Translation and the Dictionary: Pt. 122.  Max Niemeyer Verlag GmbH & 

Co KG: 2004.  
知识单元 9： 比较法与法律翻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比较法学与比较文学、比较哲学、比较语言学一样,也是一种将不同国家(民族) 的相关事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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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比较研究的学问。对于比较类学科，常存在着某种误解, 以为将相关事物加以观察, 找出异同, 再
于各自利弊得失进行一番评价即是比较研究。这自然算是一种比较, 然而却是一种较低层次的比
较。比较法学不等于法律比较, 在方法论上, 前者有更高的要求。法律并不是一种纯粹技术性的东
西。它是特定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 其本身即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它是处于特定环境中的
民族为解决其生存和发展问题而提出的对策, 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方案。不同的生存环境、宗教
信仰、价值观念、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形态、与异质文化的接触、冲突与融合、伟大思想家的影响

等方面的差异都可能导致法律在性质与形态上的不同。 
比较法的研究是以提出问题或者由假设开始的。它常缘起于对本国制度的不满，从而驱使人们

探究别国法律制度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比较法的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是功能性。“功能”作为第三比较
项，或中间比较项使事物可以展开对比。就比较法律而言，只有那些相同任务、功能相同的事物才

可以比较，这个命题是以比较法的根本经验为基础的。每个社会的法律在实质上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但各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以不相同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比较法的问题须从功能的角度提出，不

受本国法律制度体系上的各种概念所拘束。 
比较法与法律翻译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二者都涉及两个法律体系，所关注的都是两个法律体系

的关系。二者都需要对相关法律制度、概念和功能进行比较和鉴别。因此，法律翻译离不开比较法。

实际比较中，法律翻译可以对法律概念所属的部门法、法律功能、法律效果等进行比较，以实现法

律翻译的目的。 
学习目标： 
1. 理解比较法的“功能比较”的方法。 
作业： 
2. 10个法律术语的比较法方法的翻译。 
参考书目： 
1．Enrique Alcaraz, Brian Hughes and Anthony Pym. Legal Translation Explained (Translation 

Practices Explained). St Jerome Publishing : 2001.  
2. C.J.W. Baaij. Role of Legal Translation in Legal Hermonizatio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2.  
3. James Boyd White. Justice as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Cultural and Legal Criticism (Essay in 

Cultural and Legal Critic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知识单元 10： 法系与法律翻译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法系是在对各国法律制度的现状和历史渊源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形成的概念。是具有共同法

律传统的若干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它是一种超越若干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现象的总称。就英汉、汉英

法律翻译而言，所涉及的法系基本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由于这两个法系在法律渊源、法律制度

上相差甚远，而大多数法律翻译的困难不是来自于语言，而是法律制度，因此译者有必要熟悉中外

法律制度的异同，而不是仅仅在语言层面进行语言的转码活动。 
1.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区别。主要从法学教育、法学方法、司法制度、法律渊源、法律职

业展开。 
2. 法律翻译实践所涉及的主要部门法的比较。主要从合同法、公司法和刑法开展比较。 
学习目标： 
1. 了解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区别。 
2. 了解中美合同、公司和刑法中主要概念的异同。 
作业： 
1. 一份合同翻译。 
2. 一份公司兼并备忘录翻译（部分章节）。 

知识单元 11： 法律翻译的方法 



7994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是前 9个单元所学的综合总结及具体运用。授课方法是问答、讨论和练习。如第一单元

所述，法律翻译是跨学科的研究与实践，在本课程前期的内容里，已按照语言、翻译和法律的顺序

讲授了与翻译的关系。本节课程是将前述理论与实践结合，梳理如何在翻译实践中灵活运用所学理

论。 
学习目标： 
1. 在实践中融会贯通相关法律翻译理论。 
作业： 
1. 判决书翻译。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律翻译概述 2  
2 法律英语的词汇特点 2  
3 法律英语的词汇特点 2  
4 法律英语的句式特点 2  
5 法律英语的句式特点 2  
6 法律文本的翻译 2  
7 法律文本的翻译 2  
8 期中考试/测试 2  
9 法律翻译国内国外历史、现状综述 2  

10 法律翻译性质、目的、译者 2  
11 功能主义与法律翻译 2  
12 功能主义与法律翻译 2  
13 阐释学与法律翻译 2  
14 比较法与法律翻译 2  
15 法系与法律翻译 2  
16 法系与法律翻译 2  

 Total  32  
四、说明  
1． 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安排在基础课程之后，属于比较高级的翻译和法律结合的课程，以其他英语专业基础课

程为基础。 
2． 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律术语、重点句式、功能主义翻译观、比较法方法、法系和法律翻译的关系。 
难点：法律体系与法律翻译之间的内在联系、法律翻译的本质、法律翻译的跨学科性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中心的方法，主要包括讲授、提问、论证等方法； 
2.相互作用的方法，包括全班讨论、小组讨论、同伴教学等方法； 
3. 实践的方法，以练习为主。 
教学手段： 
1. 口头语言； 
2. 文字和书籍、印刷教材； 
3. 多媒体网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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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不适用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不适用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 
期中考试占 20%； 
期末考试占 5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Susan Šarčević 编著《New Approach to Legal Translatio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7年，

第一版 
2. 李克兴 编著《法律翻译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3. 宋雷 编著 《英汉对比法律语言学:法律英语翻译进阶》，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6月 1

日，第一版 
（二） 推荐参考书 
1． 《英译汉教程》，连淑能 编著，200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 
2． 《中式英语之鉴》，Joan Pinkham 、姜桂华 著，2000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3． 《高级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 叶子南 著， 2001年，清华大学出版 
4． 《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罗进德 主编，2004年，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5． 《法律翻译—理论与实践》，王道庚 著，2006年，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执笔：王芳  魏蘅  审稿：齐筠   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法律案例阅读 
Selected Readings on Legal Cases 

课程号：408001232 

一、 课程教学目标： 
《法律英语案例阅读》是为外国语学院法律英语专业和法律翻译专业开设的选修课程，也是使

学生大量接触英语案例材料和培养阅读法律文献能力的一门实践课。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法律英

语阅读理解能力和提高学生的阅读速度，并通过阅读案例，扩大法律词汇和术语，不断积累各种语

言知识，增强法律英语语感，吸收法律英语和法律文化背景知识，熟悉相关英美法律制度。该课注

重对法律案例的整篇文章的理解，分析文章的篇章结构，引导学生欣赏精彩的法庭推理和辩论，提

高思辨能力和写作能力。 
二、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学时：32 

知识单元 1：Intentional torts 
参考学时：８学时 
学习内容： 
A "tort" is some kind of wrongful act that causes harm to someone else. This definition covers a 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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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e of actions, and the legal field of torts is split up into many different subcategories. One of the ways 
torts are split up is by the mental state of the person that does the wrongdoing. When the person that acts 
wrongly actually intends to perform the action, it becomes what is known as an "intentional tort." The 
easiest example of an intentional tort is a punch to the face. In that case, the actor intended to make a fist 
and slam it into his victims face, and the actor also intended to harm his victim. However, the person who 
performs an intentional tort need not intend the harm. For example, if you surprise someone with an 
unstable heart condition, and the fright causes that person to have a heart attack, you commit an 
intentional tort, even if you did not intend to scare that person into a heart attack.  

１. Assault and Battery  
Assault and battery are legal terms where assault is the threat of doing bodily harm and battery is the 

infliction of unwanted touching (battering), though physical injury is not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ve 
battery. Insulting or provocative words without threat, no matter how repugnant, do not constitute assault.  

Assault and battery usually constitute a single offense and are considered willful or intentional torts. 
The perpetrator willfully threatens to cause harm or wrongfully touch the plaintiff and then follows by a 
physical act such as pushing, shoving or hitting.  

Battery can also be indirect such as the perpetrator throwing and hitting the other person with an 
object such as a shoe or knife or by spitting. If a person were to threaten to spit upon another person and 
the spitter said they had HIV / AIDS and were intending to infect the other person, then this would be 
assault. If the spit landed upon the other person, this would be battery.  

Assault is an intentional threat to cause bodily harm by using physical force. The victim of the 
assault will believe that the fear is well-founded and imminent and that the perpetrator will carry out the 
threat unless prevented. Interestingly, for an assault to be carried out, no physical force necessary need be 
applied. The perpetrator may throw a realistic-looking toy knife at the victim, which falls short and this 
constitutes as assault.  

Battery is the intentional touching of another person against that person's will or by an object put in 
motion by the perpetrator. Battery need not cause actual physical injury to the person and is still 
considered a civil offense. For instance, one person may shove another person and no injury occurs, but 
this is still considered battery and minimal (if any) damages will be assessed. If one person shoves another 
and that person falls down and breaks an ankle, that would also be battery and most likely more damages 
(medical expenses, pain and suffering) would be assessed.  

Cases: 
l Fisher v. Carrousel motor hotel. Inc. (424 S.W.2d 627) 
l I DE S ET UX v. W DE S ( At the Assizes, 1348, Y.B.Lib.Ass. folio 99, placitum 60.) 
l Western union telegraph co. v. Hill (25 Ala.App. 540, 150 So. 709) 
Further reading 
• Reed v. City of Lavonia - where the courts decided that police officers were not entitled to 

qualified immunity since they used excessive force with their nightsticks during an arrest. 
• Champion v. Outlook Nashville, Inc. - courts sided with the family of a non-verbal autistic man 

who was restrained by officers with handcuffs, hobbles and pepper spray in an excessive manner.  
•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 v. Chambers - courts found that a defendant can be found 

guilty of assault even when the victim was unaware of the threat.  
• England v. Barron, Georgia - courts found in favor of the plaintiff for $3 million in a case 

involving a truck driver punching a car driver and injuring her eye socket. 
• Cunningham v. Lynch and Food - courts ruled in favor of a waitress who was assaulted by the 

company's 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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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１. 案例文本结构及语言特点。 
２. 侵权法基本内容及术语。 
３. 故意侵权概念及构成。 
４ assault和 battery案例阅读 
作业： 
１. 记忆相关术语及其翻译。 
２. 阅读以上案例。 
２. False imprisonment 
False imprisonment is defined as the act of intentionally confining a person without the legal 

authority to do so. Some scenarios that may include false imprisonment are the taking of hostages during a 
bank robbery or the detainment of a customer by the business owner for failure to pay the bill. 

There are different elements to the false imprisonment tort law and those include: 
• a purpose to detain another individual against their will 
• the act of carrying out this purpose 
• the resulting detainment of the individual against their will 
• no means of escape, which does not include a means that endangers personal safety 
• the person confined must also be aware of the confinement 
• the person committing the act must not have legal authority to do so 
Case: Big town nursing home, Inc. v. Newman ( 461 S.W.2d 195) 
３.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mental distress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emotional distress involves outrageous and extreme conduct that goes 

beyond the bounds of common human decency and causes emotional harm to another. In order for an act 
or acts to rise to the level of "emotional distress" they must far surpass mere insults, annoyances, 
indignities and other trivialities.  

The conduct must be regarded as atrocious and beyond the bounds tolerated by a civilize society. The 
act must be so egregious that a reasonable and prudent human being would be unable to tolerate such 
conduct. An example of such a case would be for someone to falsely inform a parent that their child had 
just been raped and killed.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parties and the susceptibility of the plaintiff are two other factors that are 
considered in cases of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emotional distress. If the defendant has been in a position of 
authority over the plaintiff, then the claim is given more weight. In addition, if the plaintiff had a certain 
peculiarity or susceptibility that the defendant knew about and took advantage of in an egregious manner, 
then this is also given more weight in the claim.  

In order for a claim of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emotional distress to go forward, the following must 
be proven: 

a) The conduct by the defendant was outrageous or extreme 
b) The defendant, by intention or reckless disregard, caused the emotional distress 
c) The plaintiff did, indeed suffer emotional distress 
d) The proximate cause of the emotional distress was by the defendant's actions 
Bystanders may also make claims for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emotional distress especially if they 

were in the "zone of danger" for the offense. Some jurisdictions require that the bystander be physically 
injured or impacted in order to make this claim, while others do not. For instance, some courts hold that 
the proximity to danger and the fear for one's own life is enough to cause emotional distress.  

Case: State rubbish collectors ass’n v. Siliznoff ( 38 Cal.2d 330, 240 P.2d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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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１. 案例文本阅读。 
２. 相关侵权行为概念及构成。 
作业： 
１. 记忆相关术语及其翻译。 
２. 试找出更多 False imprisonment和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mental distress的例子。 
４. Trespass to land 
The Restatement (2nd) of Torts, section 329, states: 
A trespasser is a person who enters or remains upon land in the possession of another without a 

privilege to do so created by the possessor's consent or otherwise. 
The tort of trespassing protects the interest in the exclusive possession of the land. Anyone who has 

an actual and exclusive possession of land can bring action for trespass as a plaintiff: therefore, you do not 
necessarily have to own land to bring a trespassing claim - you just need to have the legal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Trespassing has two elements: An actual interference with the right of exclusive possession (called 
the "entry element"), and intent or negligence. Notably, there is no damage requirement, though pollution 
and neighbor trespass cases are an exception to this rule (they require a showing of damages). 

As for the intent element, technically the person must intend to be on the land that they are on. But, 
in keeping with the hair-splitting often found in the nooks and crannies of the law, this does not mean the 
person must know that they are trespassing.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imagine walking along a road, out in 
the country, that is bordered by a large field, which you are unsure whether it is private property or public 
land. In a simple example, the law draws a distinction between deciding to cut across the property 
(trespassing), and say accidentally meandering off the road in darkness (no trespassing). But, lack of 
intent is not a complete bar to prosecution - negligent acts that lead to entry can be prosecuted as well. So, 
if instead of walking along the road at night, you were driving along at an excessive speed and 
accidentally left the road and entered the property, trespassing would likely be found. 

Case: Bradley v. American Smelting and refining co. 
５. Trespass to chattels 
Trespass to chattel is a particular type of trespass whereby a person has intentionally interfered with 

another person’s lawful possession of a chattel.  A chattel refers to the movable or immovable personal 
property of an individual except real estate.  Generally, the basic elements of a claim of trespass to 
chattels are lack of an owner’s consent to trespass, interference with possessory interest, and intention of 
the trespasser. 

In an action for trespass to chattel, a plaintiff has to show that s/he had either actual or constructive 
possession of goods at the time of the trespass[i].  It has also to be shown that there was an unauthorized, 
unlawful interference or dis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Actual damage is not necessarily a required 
element of a trespass to chattels claim[ii].  A person may be said to have possession of a chattel if s/he 
has physical control of the chattel with the intent to exercise such control on one’s own behalf, or on 
behalf of another. 

Trespass to chattel is almost similar to conversion.  One wrongfully takes and carries another’s 
property away in both offenses.  It can be distinguished only on the basis of the measure of damages.  In 
trespass to chattel, a person can recover only the actual damages suffered by reason of the impairment of 
the property or the loss of its use, but in conversion full value of a chattel can be awarded[iii]. 

Any unlawful interference, however slight, with another’s enjoyment of personal property is a 
trespass to chattel.  Interference can be dispossession of a chattel by taking it, destroying it, or barring the 
owner’s access to it.  A trespass to personal property may be committed with or without the exercise of 



7999 

physical force[iv]. 
In order to constitute a trespass to title an intentional dispossession of a property has to be 

committed.  Intentional dispossession may said to have happened when a person intentionally takes 
physical control over a chattel and deals with it in a manner affecting the possessory interest of another 
person.  A dispossession may be committed intentionally by taking a chattel from another person without 
his/her consent, or obtaining possession from another by fraud or duress. 

The intention necessary to make a person liable for trespass of or dispossession of a chattel is the 
intention to deal with the chattel resulting in dispossession.  Such person must have knowledge that 
his/her action is destructive of any possessory right of another person.  There must be only an intention to 
interfere physically with the goods themselves and it need not be a wrongful intent.  It is immaterial that a 
person intermeddles with a chattel under a mistake of law or fact. 

A person will be liable to a possessor if s/he dispossesses the other of a chattel, or a chattel is 
impaired as to its condition, quality, or value, or a possessor is deprived of the use of a chattel for a 
substantial time, or bodily harm is caused to the possessor, or harm is caused to some person or thing in 
which the possessor has a legally protected interest[v]. 

For a trespass to chattels to be actionable, actual injury must have occurred to a chattel or a plaintiff’s 
rights with respect to chattel[vi].  However, dispossession always amounts to trespass of chattel, and 
subjects a trespasser at least to liability for nominal damages for interference with possession.  An 
interference not amounting to dispossession is not actionable if there is no harm caused to a possessor. 

Case: Glidden v. Szybiak (95 N.H. 318, 63 A.2d 233) 
Further reading: 
[i] Burgess v. Am. Express Co., 2007 NCBC 15 (N.C. Super. Ct. 2007). [ii] Kirschbaum v. McLaurin 

Parking Co., 188 N.C. App. 782 (N.C. Ct. App. 2008). [iii] Spickler v. Lombardo, 1977 Pa. Dist. & Cnty. 
Dec. LEXIS 309 (Pa. County Ct. 1977). [iv] Hecht v. Components Intl, Inc., 2008 NY Slip Op 28439 (N.Y. 
Sup. Ct. 2008). [v] Omega World Travel, Inc. v. Mummagraphics, Inc., 469 F.3d 348 (4th Cir. Va. 2006). 
[vi] Snap-On Bus. Solutions Inc. v. O’Neil & Assocs., 2010 U.S. Dist. LEXIS 37688 (N.D. Ohio Apr. 16, 
2010).  

学习目标： 
１. 案例文本阅读。 
２. 相关侵权行为概念及构成。 
作业： 
１. 记忆相关术语及其翻译。 
２. 阅读以上案例。 
３. 试比较 Trespass to chattels与 Trespass to land。 
６. Conversion 
Conversion is a tort that exposes you to liability for damages in a civil lawsuit. It applies when 

someone intentionally interferes with personal property belonging to another person. To make out a 
conversion claim, a plaintiff must establish four elements:  

• First, that the plaintiff owns or has the right to possess the personal property in question at the 
time of the interference; 

• Second, that the defendant intentionally interfered with the plaintiff's personal property 
(sometimes also described as exercising "dominion and control" over it); 

• Third, that the interference deprived the plaintiff of possession or use of the personal property in 
question; and 

• Fourth, that the interference caused damages to the plaint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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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st direct and obvious way to commit conversion is by taking personal property that belongs to 
someone else without permission. For example, if you take a framed photograph from the wall of a local 
restaurant or a document from someone's desk, you may be held liable for conversion, assuming you 
retain the property for a substantial period of time and thereby interfere with the rightful owner's use and 
possession of it. It does not matter whether you intend to publish the information, photos, or other content.  

Case: Russell v. Vaughn ford, inc. v. Rouse (281 Ala. 567, 206 So.2d 371) 
学习目标： 
１. 案例文本阅读。 
２. 相关侵权行为概念及构成。 
作业： 
１. 记忆相关术语及其翻译。 
２. 试比较 Trespass to chattels与 Conversion。 
３. 给出更多 Conversion的例子。 

知识单元２：Negligence  
参考学时：１０学时 
学习内容： 
Negligence law states that a person or an organization is generally liable when they negligently 

injure others.  
If the injured party can prove that the responsible party failed to exercise care that a reasonable party 

would have, or that, in the circumstances, the law requir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other persons or those 
interests of other persons, the injured party may be entitled to compensation. If an injured party has 
suffered due to negligent behavior, she has the right to be compensated for physical or emotional injury, 
harm to her property and/or financial status.  

Negligence is a legal concept usually used to achieve compensation for accidents and injuries. 
Negligence is a type of tort or delict (a legal obligation between two or more parties even if there is no 
contract between those parties) and a civil wrong, but can also be used in criminal law.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levels:  

Ordinary negligence means the responsible party has shown a lack of ordinary diligence; Slight or 
less than ordinary negligence means the responsible party has shown a lack of great diligence; Gross 
negligence means the responsible party has shown a lack of even slight diligence.  

Most negligent acts are unintentional but others are categorized as willful, wanton or reckless. As 
well, deliberate judgments that are dangerously careless, such as a faulty building design, could be 
considered an act of negligence.  

If a defective product is deemed unreasonably dangerous (e.g. faulty seat belt buckles), the 
manufacturer may be liable, even though the faulty design was unintentional. However, there is no law 
upon the manufacturer to produce a product that is 'accident-proof.' The manufacturer is required to make 
a product that is free from defective and unreasonably dangerous conditions.  

There are four important elements to a negligence lawsuit that must be proven:  
a) The defendant owed a duty, either to the plaintiff or to the general public 
b) The defendant violated that duty 
c) The defendant's violation of the duty resulted in harm to the plaintiff 
d) The plaintiff's injury was foreseeable by a reasonable person. 
As an example, a car manufacturer has a duty to produce a car that is free from unreasonably 

dangerous defects. By producing a car with defective brakes, the manufacturer has violated that duty. 
Furthermore, it is foreseeable that a car with brakes that do not work properly will be involved in a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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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ident and people could be injured in that accident.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although the negligence must be a factor in the harm that was caused to 

the plaintiff, it does not need to be the only factor. In the above example, if the person driving the car with 
defective brakes was speeding and crashed with another vehicle, the person in that other vehicle could, 
potentially, sue both the driver of the car and the vehicle's manufacturer for the accident.  

In a negligence action, resulting damages must be proved before recovering compensation. 
Thus, cause in fact and proximate cause are part of the “causation” element in a negligence suit. 

They are two different concepts, and both must be proven in order for the plaintiff to recover damages for 
their personal injury. 

1)  Causation in fact  
Cause in fact requires that the defendant’s negligent conduct was the actual cause of the plaintiff’s 

injuries. This is also known as the “but-for” test. “But for” the defendant’s negligence, the plaintiff would 
not have been injured.  

A common example is where the defendant was speeding and caused an automobile accident. “But 
for” the defendant’s speeding, the plaintiff would not have suffered the accident. In other words, the 
defendant’s actions must be the sole, actual cause (the cause in fact) of the injuries. 

2)  Proximate or legal cause  
Proximate cause refers to the “foreseeability” of the injuries. That is, the plaintiff’s injuries must be a 

foreseeable result of the defendant’s conduct. If the injuries are far removed from the defendant’s conduct, 
then the plaintiff will not recover. The defendant cannot be held liable for injuries that are unpredictable 
and don’t have a reasonable link to his or her actions. 

For example, suppose that a speeding driver collided with a truck that was carrying explosives. Upon 
impact, the truck exploded and caused a traffic light to collapse a mile away, which injured a 
bystander. Here, the speeding driver most likely won’t be held liable for the bystander’s injuries- it is 
highly unforeseeable that their injury would result from the collision. However, the speeding driver might 
be liable for injuries caused to the truck driver.  

Proximate means “close to” or “near.” Another way of thinking of proximate cause is that the injury 
should be close in time and close in the “chain of causation” linked to the defendant’s actions. 

Cases: Palsgraf v. Long Island R.R. co. (246 N.Y. 339, 162 N.E. 99) 
Watson v. Kentucky & Indiana bridge & R.R. co. (137 Ky. 619， 126 S.W146) 
Kelly v. Gwinnell（96 N.J538， 476 A.2d 1219） 
Smalich v. Westfall (440 Pa. 409, 269 A.2d 476) 
学习目标： 
１. 案例文本阅读及术语。 
２. 过失侵权的概念及构成。 
３. 因果关系、类型及区别 
作业： 
１. 记忆相关术语及其翻译。 
２. 试比较：Causation in fact与 Proximate or legal cause等。 
３. 分析 Palsgraf v. Long Island R.R. co. (246 N.Y. 339, 162 N.E. 99)法庭意见。 
４. 根据课堂上老师提供的案情，引用所学知识进行说理。 

知识单元３：Strict liability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Strict liability is a legal doctrine that makes a person or company responsible for their actions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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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s which cause damages regardless of any negligence or fault on their part. A plaintiff filing a 
personal injury lawsuit under a strict liability law does not need to show intentional or negligent conduct, 
only that the defendant's action triggered strict liability and that the plaintiff suffered a harm. Whether or 
not a tort action is considered strict liability and what damages are appropriate will depend on your state 
law, so consult an experienced personal injury attorney prior to filing a strict liability tort. 

Strict liability often applies when people engage in inherently dangerous activities. There are many 
factors a court will use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an activity is inherently dangerous. Some activities, 
such as transportation or use of heavy explosives or dangerous chemicals, are inherently dangerous in any 
circumstance. Other activities may be dangerous, but not inherently dangerous enough to trigger strict 
liability. For those activities the law will look at the possible level of harm the activity could cause, 
whether or not such an activity is common or expected in the place it is being conducted, and whether or 
not the activity is necessary. For example, a construction company using some sort of blasting technique 
on a job may not be inherently dangerous in an unpopulated area if adequate safety precautions are met, 
but can be inherently dangerous if done in a crowded city. If a construction company is conducting 
blasting activities in a crowded city, and if the blasting causes harm to someone the company can be liable 
for any personal injuries under a strict liability tort theory. It does not matter if the blasting was properly 
monitore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st possible technique because if an activity is inherently dangerous 
considering the place and time it is conducted and a plaintiff suffers an injury as a result of that 
conduct, then a strict liability action negates any defense. Inherently dangerous activities can include acts 
by the defendant, transportation of various materials or explosives, or keeping dangerous animals that can 
cause harm to others. 

Strict liability also may apply in the case of certain manufactured products. In strict product liability, 
anyone who is involved in the manufacture or sale of the product can be held responsible if it was 
defective and someone was injured. There is no need to prove negligence in a product liability claim. A 
plaintiff must show that they did not tamper with or misuse the product, but that the product was 
manufactured and sold in a condition that the ordinary and expected use of it resulted in harm to them. 

The theory of strict liability also comes up occasionally in criminal and traffic cases. The same 
general principles apply: an act plus a harm, regardless of intent, equals liability. Speeding is a good 
example of a strict liability offense. Statutes allow for drivers to be ticketed and punished for the strict 
liability offense of speeding, even when the driver was merely reckless about monitoring his own speed.  

A plaintiff in a civil cause of action must generally show three things to establish a strict liability 
offense. The first is that a defendant (person or company) did something that was inherently dangerous 
and unreasonabl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e plaintiff must then show that the inherently dangerous act 
caused something bad to happen to the plaintiff. Finally, the plaintiff must show they actually suffered 
harm as a result of their injury. If a plaintiff cannot show an actual harm, such as a physical injury,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make their strict liability claim. 

Once a plaintiff proves a strict liability personal injury claim, a defendant is pretty much on the hook 
for the damages, regardless of their disclaimers. Disclaimers and waivers of liability for products are often 
invalidated by courts as against public policy (courts should not condone the manufa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defective products) and warranties are typically limited so that manufacturers and retailers are held 
responsible for personal injuries caused by the use of the product. 

Cases： 
l Rｙｌａｎｄｓ． ｖ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３ Ｈ． ＆ Ｃ．７７４） 
l Bｉｄｇｅｓ ｖ． Tｈｅ Kｎｔｕｃｋｙ ｓｔｏｎｅ ｏ．， ｉｎｃ．（２５ 

Ｎ．Ｅ．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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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ｄｉａｎａ ｈａｒｂｏｒ ｂｅｌｔ R．Ｒ． ｃ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ｙａｎ

ａｍｉｄ ｃｏ． （９１６ Ｆ．２ｄ １１７４） 
l Fｓｔｅｒ ｖ． Preston ｉｌｌ ｃｏ． （４４ Ｗａｓｈ．２ｄ ４４０， ２

６８ Ｐ．２ｄ ６４５） 
l Gｄｅｎ ｖ． Ａｍｏｒｙ （３２９ Ｍａｓｓ ４８４， １０９ Ｎ．Ｅ． ２

ｄ １３１） 
学习目标： 
１. 案例文本阅读及术语。 
作业： 
１. 记忆相关术语及其翻译。 
２. 查找更多案例，并写出案情摘要。 

知识单元４：Product liability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Product liability refers to a manufacturer or seller being held liable for placing a defective product 

into the hands of a consumer. Responsibility for a product defect that causes injury lies with all sellers of 
the product who are in the distribution chain. In general terms, the law requires that a product meet the 
ordinary expectations of the consumer. When a product has an unexpected defect or danger, the product 
cannot be said to meet the ordinary expectations of the consumer． 

For product liability to arise, at some point the product must have been sold in the marketplace. 
Historically, a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known as "privity of contract," had to exist between the person 
injured by a product and the supplier of the product in order for the injured person to recover. In most 
states today, however, that requirement no longer exists, and the injured person does not have to be the 
purchaser of the product in order to recover. Any person who foreseeably could have been injured by a 
defective product can recover for his or her injuries, as long as the product was sold to someone. 

Liability for a product defect could rest with any party in the product's chain of distribution, such as: 
• The product manufacturer; 
• A manufacturer of component parts; 
• A party that assembles or installs the product; 
• The wholesaler; and 
• The retail store that sold the product to the consumer. 
For strict liability to apply, the sale of a product must be made in the regular course of the supplier's 

business. Thus, someone who sells a product at a garage sale would probably not be liable in a product 
liability action. 

Under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a plaintiff in a product liability case must prove that the product that 
caused injury was defective, and that the defect made the product unreasonably dangerous.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defects that might cause injury and give rise to manufacturer or supplier liability: 

a) Design Defects - Present in a product from the beginning, even before it is manufactured, in that 
something in the design of the product is inherently unsafe. 

b) Manufacturing Defects - Those that occur in the course of a product's manufacture or assembly. 
c) Marketing Defects - Flaws in the way a product is marketed, such as improper labeling, 

insufficient instructions, or inadequate safety warnings. 
Ｃａｓｅ： Ｒｏｙｓｄｏｎ v. R.J. ｒeyesｎｏｌｄｓ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ｃｏｍｐａｎ

ｙ （６２３ Ｆ．Ｓｕｐｐ． １１８９）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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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案例文本阅读及术语。 
２. 产品责任侵权的概念及构成。 
作业： 
１. 记忆相关术语及其翻译。 
２. 试给出中国发生的一起产品责任案件，并进行对比分析，口头报告。 
期末考试： ２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entional torts 2  
2 Intentional torts 2  
3 Intentional torts 2  
4 Intentional torts 2  
5 Negligence 2  
6 Negligence 2  
7 Negligence 2  
8 Negligence 2  
9 Negligence 2  

10 Strict liability 2  
11 Strict liability 2  
12 Strict liability 2  
13 product liability 2  
14 product liability 2  
15 product liability 2  
16 Final Exam ２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先修课程：综合英语、人文经典阅读 
后续课程： 美国知识产权法英语，美国合同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案例文本结构，语言特点，术语及术语翻译，分析推理过程，所涉及的法律制度，案情

摘要撰写。 
难点：术语及文本内容理解，术语翻译，文化背景。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采用讲练结合和案例教学的方式，通过学生展示、课堂讨论、课堂讲评等方式，引

导学生多说会说，鼓励研究性学习，培养思辨能力。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利用网络设备，鼓励学生使用数字法律文献库，进行文献查找，举办课堂讨论。。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经典案例和法学著作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核。 
 考核要求：在各相关教学内容完成后进行，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对进行书面案例分析。

每次课业各占学期总成绩的2０%，平时成绩占2０%，期末占６０％。 
7、作业要求：按时按量完成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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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相关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教师自编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爱德华�J�柯恩卡:《侵权法》，法律出版社，1999。 
2. Prosser, Wade and Schwartz's Torts: Cases and Materials, 12th Edition (English and English 

Edition) ，Foundation Press, 2010。 
3. 齐筠：《法律英语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4. 董晓波：《法律英语综合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执笔：齐筠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１０月 20日 

 

法律话语 
Legal Discourse 

课程号： 4080012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必选修课程。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

生树立正确的法律话语意识；为学生的思维路径能够进入专业领域提供一个话语框架，也为更加顺

畅地学习系列的专业课程做好铺垫和衔接；给学生最新的理念及研究信息，使之了解专业语言的理

论涵义和实用价值。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法律话语 
介绍法律话语现象、法律话语的概念、法律话语的研究对象、体系与研究方法，阐述法律话语

的学术目标及法律与语言交叉产生的三大学术命题。 
学时分配：4 学时 

第一节  法律话语研究及特点 

一、语言和语言现象 
语言：是人类用以表达感情、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的产物。 
语言现象：指在一定语言环境下，有自身特点和运用规律的语言的某种客观存在。 
二、领域语言现象 
领域语言现象是以行业或学科为单位形成的集团性语言。语言学上通常称“社团方言”，也称为

“社会方言”，现代应用语言学多称“领域语言”。 
三、法律话语 
法律话语现象是在法律的制定、运用及研究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是一种语言系统

的客观存在。 
包括：1．立法行为中的语言现象 
2．执法语言现象 
3．司法语言现象 
四、法律话语现象分析 
法律话语现象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语言现象具有量上的规模； 二是语言表述形态构架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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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法律话语的概念 

一、关于法律话语与“法言法语” 
在法学界历来就倡导用“法言法语”来阐明学理、论述观点、制定法律、执法司法，即要求法律

学术研究和法律实务工作都使用规范的专业语言，并且，语言的整体表达要符合学科的基本精神和

行业的表述习惯。 
“法言法语”这一语词作为法学领域的常用语来强调规则，也是源于汉文化的深厚根基。追溯“法

言法语”的渊源，应与儒家礼法的内容密切相关。“法言”和“法语”原本是分别独立存在的，涵义相
近。总之，“法言”、“法语”皆指合乎规范的、有指导功能的、人们必须遵从的表达为语言的思想。 
我国的现代法学教育与法学实践一贯强调研究中、工作中要用的“法言法语”，而非日常语言去

表达，即要用法律领域中合乎行业规范的语言去表达。法律话语，正是“法言法语”之要点所在；而
法律话语学也正是研究“法言法语”之规律的学科。 
二、法律话语的概念 
立法语言、执法语言当然都是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但它们并非法律话语的全部，亦不在一个

层次上。立法语言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信息载体，具有广泛的制约性和规范性，语体风格稳定，

相形之下，执法和司法语言的实际使用语境范围较小，使用主体的个体风格较突出。 
狭义的法律话语专指立法语言，是规范性法律文件所使用的语言。简言之，即成文法所用的语

言。 
广义的法律话语则包括立法语言、执法与司法语言、法律理论语言，是法律行业主要构成者所

使用语言的全部。简言之，即法律、法学、法实践所用的语言。法律话语学所研究的正是广义上的

法律话语。 
法律话语的定义是：贯穿于法律的制定、研究和运用过程中的语言文字表意系统。通俗地讲， 
就是撰制、操作和研究法律时所使用的语言。 
三、与法律话语概念相关的问题 
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原因，不同人群对法律话语的字面意思、涵义的理解有所出入，往往将相关

的事物和问题等同于法律话语。实际上，它们与法律话语决不是同等的或相属的概念。 
（一）法律用语 
是一种非正式的提法，主要指法律术语及法律常用语。 
（二）语种与语言法 
法律话语不可以拆解为“法律的语言”。 
语言法是关于语言的法律，规定语言政策，规定语言原则，规定语言规则。 
（三）法庭语言技巧 
法庭语言是由诉讼各方主体使用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主体都需要语言技巧。语言技巧也称语言

艺术，注重语言外在的应对技术。衡量法官语言的是法律，而衡量律师语言的才是技巧。 

第三节 法律话语研究对象及体系 

一、法律话语与法律话语学 
法律话语学是研究法律话语的学科。 
法律话语与法律话语学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法律话语是法律话语学的研究对象的总称，二

者不能等同。 
二、法律话语研究对象 
法律话语学的主要职责是，分析和总结语言在法制定、法研究和法执行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 
从而为法制定、法研究和法执行中语言运用应遵循的原则和规范提供理论根据。 
法律话语学研究对象包括： 
（一）法律行为中的语词、语义、语序特点和规律 
（二）法律行为中的语言机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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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行为中语言的文化属性 
（四）法律行为中语言的实用效力 
三、相对独立的法律话语学 
法律话语学是可以构成独立框架体系的领域语言的学科分支。当然这种独立是相对而言的。作

为交叉学科，原本的多学科的理论支撑是最基本的源泉，法律话语学不可能是空中楼阁，它必定有

理论依据和现实存在依据。 

第四节 法律话语研究方法 

一、语源学方法 
专业术语的源流发展成为法律话语学的重点研究内容之一。 
语词考证，是语源学的基本方法。通过对语词产生的条件背景、发展演变过程进行史料性的分 
析，寻求文本根据，辨别真伪优劣，明晰所表达的事理。 
二、语用学方法 
语用学的最大特点是尊重语言事实，以存在为依据总结规律，提炼规则，而不是先设规则，再

去检验语言。 
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是语用学上的重要方法。 
三、法哲学方法 
法哲学给我们一个法律存在的根本认识点。基于这个根本的认识点，举目可将法学范畴的语言

表述形态立体地吸收和掌握起来。对法律话语以法哲学的方法进行审视与研究，是它与身俱来的要

求。法哲学上的认识论、发展论、实践论及系统论都对法的语言产生直接的影响。从语言的微观角

度出发，法哲学还提供了对语言的参照研究方法。 
复习与思考题 
1．法律话语是法律工作者的“共同语言”。 
2．法与语言的哲学关系。 
3．法律话语学的学术目标及理论基础。 
拓展阅读书目 
1．高名凯：《语言论》，商务印书出版社1995 年版，第20-34 页。 
2．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三联书店，1999 年，第3-17 页。 

第二章 法律话语的研究范式 

本章教学目的和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范式含义及在法律话语研究中引进范式概念的意义； 
2．法律话语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具体内容。 
3．了解哲学发展的三种转向。 
重点：法律话语研究的主要范式。 
难点：法律话语研究三种范式的主要内容及差别。 
学时分配：2 学时 
一、范式含义。 
二、“范式”（paradigm）概念 
1．提出者；2．提出意图；3．共同的研究范式含义。 
三、关于法律话语的研究有三个范式 
其一是语言学范式；其二是法学范式；其三是语言哲学范式。 
1．语言学范式： 
（1）以20 世纪70 年代为线，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a．70 年代之前，主要研究内容；b．70 年代以后，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的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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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律话语作为过程； 
②法律话语作为工具； 
③语言学家介入法律互动的语言证据应用研究。 
（2）70 年代以后的研究归于法律话语学（Forensic Linguistics） 论题下； 
（3）研究分类。 
（4）法律话语的性质。 
（5）优缺点。 
2．法学范式： 
（1）含义； 
（2）法学自身的方法主要包括：概念分析和逻辑分析，合称为“规范实证的方法”；a．形式逻

辑方法；b．非形式逻辑方法。 
（3）法律话语具有中立性、精确性、规范性和统一性。 
（4）优缺点： 
3．语言哲学范式 
(1)产生时间； 
①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两次大的转向 
②西方语言哲学为法律与语言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范式。 
③语言哲学方式对法理学产生影响。 
（2）国外代表人物： 
①哈特。②德沃金。③拉兹。 
（3）国内运用语言哲学的方法分析法律与语言的法学者：①苏力。②梁治平。 
（4）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法律话语具有可辩驳性、语境性、模糊性、施事性等。 
法学专业选修课程教学大纲 
274 
（5）西方哲学在二十世纪对语言的关注是沿着四条不同的路径展开的。 
（6）语言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① 语言学转向”。 “② 语用学转向”。 “③ 认知转向”。 
复习与思考题 
1．哲学发展的三个转向及其含义是什么？ 
2．请简要叙述法律话语学研究的三个范式及其优缺点。 
拓展阅读书目 
专著： 
《法律语言学》杜金榜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简明哲学通论》孙正聿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现代西方社会学》于海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文章： 
《法律话语学研究的三个范式》邱昭继 

知识点2 法律话语内涵与分支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介绍法律话语的概念、存在形态，分别阐述了学术话语、执法与司

法话语，强调法律话语的理论原则及应用规则。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法律话语的范畴与要求 

一、关于法律话语 
语言的概念是对人类所有用以表达的文字符号系统和声音符号系统的总称。 
言语是指具体的语言行为；话语是指话语形态的语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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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情况下，法律话语需要书面的准备。 
法律话语的运用要处理诸如话语与书面语的关系、话语内容的计划、话语应变等多方面的问题。 
二、法律话语的存在形态 
从法律行为的主体看，分为：学者话语、执法司法者话语和法律行为其他参加人话语。 
由法律行为的程序，可分为：法定的话语和非法定的话语。前者表现为法律规定必须由话语的

物质形态完成的程序，由法律依据，后者则没有。 
由语境条件，可分为：学术话语和执法司法话语。前者为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环境下使用的口

语，后者为执法司法程序中使用的话语。 
从法律话语的宏观构成上，可分为：完全书面基础上的话语和不完全书面基础上的话语两大类。 
前者指用话语表达之前必须有完整的书面准备。后者指话语表达不完全依照事先的相关书面准

备，而是根据语境要求现场组织语言。 
三、法律话语的使用要求 
从语言学和法学的双重背景出发，法律话语使用应关照综合的标准： 
（一）符合法律规范和语言规范 
法律规范包括程序规范和学术规范，执法司法话语着重强调前者，学术话语注重后者。 
（二）适应书面语与话语的双重要求 
要考虑口头表达的可接受性；还要考虑同样内容的文字形式应符合格式、行文、语体、德规范。 
（三）增强主观意念与感情色彩 
根据语境，适当地增加主观感情色彩，有助于加强观点立场的表达。 
（四）调动多种句式与修辞手段 
法律话语在运用句式及修辞手段方面具有一定的丰富性。 
（五）力求语感顺畅和衔接自如 
须体现出话语的特质，使之衔接流畅，既有匀称的适度的音节起伏，又有抑扬顿挫的语感。 
一、学术话语的内容 
学术话语是行业内部进行学术信息转达、发表学术思想的必要方式。在法律话语中，是指法律

从业者在理论探讨和交流过程中，以声音为终结而形态而构成的规范表达形式。 
学术话语涉及教学语言学及演讲学等多方面的交叉内容，但根基在法学中。 
二、学术话语的意义 
（一）示范作用 
学术话语一般具有稳定的语境和受众对象，首先要起到专业示范的作用。 
（二）约定作用 
学术话语在运用过程中形成的语言规则为执法与司法当中的话语运用无疑起着最基本的约定

作用。 
（三）愉悦作用 
学术力度体现在起伏张弛、抑扬顿挫之中，使得受众在学术的氛围里获取到学术的愉悦。 
（四）供给作用 
学术话语实施的场合决定了学术资源的输出走向，尽管可能有对话的互动情况，但所有的话语

都是以供给为目的的。 
三、学术话语功力 
成功的学术话语由熟稔透彻的专业知识和理论修养，是坚实的内容基础。 
话语的表达是一种临场实践活动，一定量的经验积累十分必要。话语的声音特质要求表达的过

程始终具有磁力。 
四、学术话语的规则 
实施学术话语的环境不是法定的程序，其所表达的观点也是非正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术口

语就是随意的，事实上它要遵循一定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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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要有法的理论含量。 
法的理论含量的高低，决定着话语的质量和效果。 
第二，将法学理论通俗化。是指在专业范围内由书面语转换为话语这段距离的变化。 
第三，言辞适当。学术话语须遵循严谨的原则，是言辞表述恰如其分，不应使话语流于松散。 

第三节 执法与司法话语概述 

一、执法与司法话语的基本涵义 
是指在执法程序、司法程序中以声音为终结形态的语言表达系统。 
二、执法与司法话语的法理意义 
执法与司法话语基本上是在法定的程序中运作的，其构成形式受法律限定。 
就语言表述的规则而言，其理论支撑主要体现在话语权上。 
法学专业选修课程教学大纲 
94 
话语权是语言权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语言权的具体体现，语言权又是人权的一部分。 
执法司法程序就是一种语境，并且是具有法定性质的语境。 
话语权涉及的第一个问题是话语主体。 
以对话语控制力的强弱为标准，将执法司法程序中的话语权主体分作：主动主体与被动主体。 
司法主体属于主动主体一类；被动一类则为执法司法中的其他角色，他们的表达由程序而决定。 
（一）直接话语权 
包括现有法律所规定的所有话语形式，诸如陈述、辩论、告知、宣读、询问等等。其特点：是

具有语言物质的纯粹性和言辞表达的彻底性，即以声音的物质媒介表达出各方主体需要表达的内

容。是话语权构成体系中最基本的实体部分。 
（二）异态话语权 
异态，是相对于上面的“直接”而言的，主要指言辞的非直接表白性及适当的曲折性。 
1．沉默权是一种特殊情态的间接体现。 
2．质疑权对程序进行过程中出现的有关问题产生质疑。 
3．拒绝权拒绝的对象是言辞的使用，也是与直接话语权权相匹配的。 
异态话语权之于直接话语权是必要的相辅，它的完善有利于构建立体、全面的话语权系统。 
（三）话语义务 
防止语言不作为和滥用拒绝权和沉默权。 
三、执法与司法话语的类型 
以法律行为的过程为标准，分为行政行为话语、诉讼话语。 
由使用主体划分，有执法司法主体话语、诉讼主体话语、律师及代理人话语、辅助群体的话语。 
从话语的思维构成角度看，可分为宣读性话语、背诵性话语、发挥性话语。 
以法庭为实体符号，进行分类： 
（一）法庭话语 
进入实质性诉讼程序后依法发生的话语行为，归类为法庭话语。 
（二）非法庭话语 
法庭之外的法定话语，归类为非法庭话语。 
四、法定话语程序 
执法司法本身就是法定的程序，话语表达作为其必然组成部分，也就带着先天的法定性。 
话语程序的法定性如何体现在法律当中，立法的实际状况并不完全一致。 

第四节 执法与司法话语的情态及样式 

一、执法与司法话语情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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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由法定话语程序、法定话语权力（力）所限定的语言样式。可以划分为规定性的话语和

技术性话语。 
二、规定性话语 
规定性，是指由严格的程序规定及内容范围的规定。 
（一）告知 
告知行为的主体是执法者与司法者，单一并且稳定。所告知的内容一般也是固定的。 
（二）宣读 
（三）宣告 
（四）宣布 
（五）陈述 
三、技术性话语 
是指在法律规定的话语范畴内，在一定语言量的准备下，能够相对自由地实施对话。 
相对于规定性话语而言，它有不确定的因素，属于非规定性的。它靠智慧与语言艺术支撑，体

现着话语实施者的语言功力。 
（一）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三问” 
1．发问表明问答双方的平等关系 
2．询问的主体是执法和司法人员，询问的对象为证人、被害人、鉴定人等。 
3．讯问有明确单一的问话对象：犯罪嫌疑人。 
（二）调查 
1．取证调查 
证据是司法的命脉，取证调查也必须是实质性的。 
2．法庭调查 
是一个严格的审判程序，具有程式性和法定性的特点。 
主张、举证、诉求等都要在“调查”这个阶段中表达出来。 
（三）调解 
是中华文化土壤中产生的富于特色的法治内容。可以有：民间调解和司法调解。 
（四）辩论 
辩论原则是诉讼法的重要原则，贯穿在三大诉讼法当中。 
法庭辩论是一个法律程序，具有很强的规定性。 
四、技术性话语指要 
以“问”为例进行分析。首先，“问”的存在，需有“答”来应。 
其次，在此基础上最重要的是使话语链有效进行。 

第五节 法庭话语功力 

一、语言智慧 
话语互动是双方或多方的语言行为，语境的不同确定了话语互动的目的上、姿态上的差异。 
智慧体现为话语，话语承载着智慧，融为一体。 
二、法庭上的语言智慧 
法庭的交互式语言是典型的由话语互动而促成的言语链现象，并且是由多方主体构成的。 
三、法庭上话语形式的完整性 
司法程序中话语形式受话语程序的制约，法定程序中必须采用的话语方式，可以说都是法庭口 
语的形式。这些法定形式都必须体现衔接性、完整性。 
四、话语功力的展现 
语言功力是由一个人的综合质量带动的，同时又是人的综合素养的必然组成部分。 
各种法定话语形式正是考验和展现相关的人语言功力的机会。 



8012 

五、话语功力的积淀 
（一）综合职业素养 
（二）适应情境的良好心理状态 
（三）足够量的实践磨练 
复习与思考题 
1．学术话语对执法与司法话语的影响及其表现。 
2．在法律话语研究中，法庭话语或法庭言辞（演说或论辩）艺术的地位。 
拓展阅读书目 
1．易延友：《沉默权的自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2．孙长永：《沉默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 年版。 
3．贺卫方：《正义的行头》，载于《北大演讲百年精华》，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 年版。 

知识点3 法律话语的理论依据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详细介绍法律话语理论依据的三个方面，语言学依据、法学依据、 
综合理论依据。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语言学依据 

一、语言学研究的几个方面 
语言学研究的体系是较为庞大的，大致分为三个方面：语言本体研究、语言理论研究和语言应

用研究。三者虽然相对独立，各成体系，但绝对不是完全孤立的。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支撑，

并紧密联系着。 
二、应用语用学及其构成 
语言应用研究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在 20 世纪后半叶得到蓬勃发展。由于其相对独立的研究

体系，形成为应用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是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较为基本的方法主要有：描写、实

验、统计和分析等。 
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巨大变革和快速发展，为新世纪相关的领域语言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坚

实的依据，同时也提出了艰巨的任务。 
三、语言学研究为法律话语研究所提供的深厚背景 
语言学是一个大背景，为法律话语的建立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尤其是应用语言学的发达，为法

律话语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要强调语言学背景的深厚，同时还要强调法律话语的独立性。 

第二节 法学依据 

一、理论法学 
西方法哲学对语言的敏感度很高，能够将法学与语言学、语言哲学融汇于一体，并且在哲学的

系统层面上强调语言的绝对地位。 
法文化史学也是法律话语的重要理论依据。关于法律思想、法律制度的历史，从表述的物质角

度看就是语言的历史。 
二、部门法学 
法律语言构建自己的系统，必须在部门法学的发展中将自身充实起来。 
各个部门法学都有充分的能量造就相应的语言系统，创造和运用自己的语言表述符号。由此，

就要求探讨现象、总结规律，科学准确地利用语言。 
法学专业选修课程教学大纲 
三、法律技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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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技术体现在立法技术、法律解释技术、执法司法问答技术及辩论技术等方面，它们较为直

接地依赖于语言的手段。 

第三节 综合理论依据 

一、综合理论依据的必要性 
法律语言还会涉及心理学、符号学、话语学、逻辑学等多方面的内容。 
法律语言的综合理论依据大致可归纳为两大类：社会文化类、符号逻辑类。 
社会文化方面包括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符号逻辑方面则集合逻辑学、符号学、话语学，

甚至演讲学、论辩学等。总体来讲，综合理论的核心集中在语言哲学上。 
二、综合理论依据的意义 
综合理论依据是当今科学存在的环境决定的。 
现代社会的各门学科彼此相生、相存、相依，它们各自的理论基础都不应是单一的。 
复习与思考题 
1．法律话语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2．法学依据在法律话语的理论依据中的地位？ 
拓展阅读书目 
1．冯志伟：《应用语言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 年版，第5-16 页。 
2．[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河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

法律出版社2002 年版。 
3．文正邦：《当代法哲学研究与探索》，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第23-40 页。 

知识点4 法律语言的衍化与创造机制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介绍法律语言衍化形成的各种渊源，法律语言衍化过程中的创造机

制，阐释法律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法律语言衍化形成的渊源 

一、通用语言文字基础 
作为领域语言的法律语言系统，是植根在通用语言的大土壤之中的。 
法律语言的符号系统不涉及语音问题，也没有造字功能，即法律语言的语音与用字没有特殊性

和创造性。 
全民通用语言文字是大土壤，法律行业的学术环境和工作环境则是领域语言生长的小气候。 
二、吸收兼并 
吸收兼并指在大土壤、小环境的交汇体中，法律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综合协调完善。 
具体包括：一方面，将通用语言和其他领域语言中已有的有关语词、句法等，作为选用对象； 
另一方面，沿用或选取古代汉语中的语言因素，组合和定义为现代法学意义上的语词，或形成

以定的表述方法。 
三、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渗入 
法律语言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专业术语中，其中尤以从日语中借形而来的术语为明

显。 
四、衍化形成的基本规律 
（一）为己所用 
（二）简约通达 
（三）约定俗成 

第二节 法律语言的创造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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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衍化过程中的创造机制 
法律语言的创造机制，是指法律领域语言在生成过程中的一整套规则和原理。 
二、创造需求 
创造大致源于几种需要： 
（一）学科理论发展的要求 
（二）立法必需的要求 
（三）外来概念的存活 
三、创造功能 
（一）怎样创造 
创造语词本身的构成形态大致呈：一是直接创造；二是改造；三是循环替代。 
（二）创造原则 
首先，它与学科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不能违背科学的合理性。 
其次，它在法律语言本身的范畴之内要约定俗成，不能有悖于汉语言规范的基本合理性。 
（三）循环功能 
循环功能是指法律语言系统能够在其内部充分进行优化材料的能力和机制。 
四、创造对象 
创造对象是指所创造的语言材料及创造语言材料过程中形成的规则。 
法律语言的创造对象以专业术语和特殊句法为主要创造内容。 
专业术语是创造对象中最大的一部分。创造对象是不涉及语音的。现代法律体系下的语言系统，

也不涉及造字。 
特殊句法的创造在于书面文本的表述需要，形成一系列的习惯和规则，也成为法律语序学可以

探究的内容。 

第三节 法律语言的符号系统 

一、法律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 
法律语言应当是属于与法律整体同位的语言系统。 
法律语言是由着较强独立性、约定性、规律性的语言符号体系，其性能、结构、原理都是自称

一体的。 
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诠释法律语言是十分必要的。 
二、语词符号层次 
法律语言的语词部分是最能体现其符号属性的，它具备的符号含义有着相当大的包容量。 
语词有原词和造词两大类。 
综观法律语词的应用状态，符码组合呈现了一定的规律： 
（一）类聚词码的组合规则 
一种是形式类聚；一种是意义类聚 
（二）对应词码的组合规则 
（三）丛属词码的组合规则 
（四）链型词码的组合规则 
三、句法符号层次 
在句法层次中，以意素为单位的意义组合较之词法，其规律更加可感，外部特征更加明显一些。 
法律语言的句法结构约束性很强，意素的集合体，即意义完整的句子，其单义特点同样也就十

分突出。在法律语言中，往往只确定直接意指，也就是说，它的内容指称应该是有严格、准确的限

度的。 
第一、具有可组织性的。 
第二、具有可参照性。 



8015 

第三、具有可连贯性。 
复习与思考题 
1．法律语言衍化形成的各种途径，试举例说明其一。 
2．外来文化对法律语言衍化的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李幼蒸：《理论符号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126 页。 
2．钱冠连：《汉语文化语用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4-21 页。 

知识点5 法律语体学 
本章教学目的和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何谓语体学。 
2．掌握法律语体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重点：语体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难点： 
1．如何进行作者鉴别。 
2．笔录中存在的技术性难题。 
学时分配：2 学时 
一、概况 
（一）与识别讲话人的区别：1．目的。2．对象。 
（二）对可以文本进行的语体分析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 
1．可疑文本的作者鉴别。 
2．剽窃问题。 
二、作者鉴别（Author Identification) 
（一）刑事案件：医科学生过失杀人案（右图） 
（二）民事案件：巨额酬金案 
（三）关于作者鉴别的研究： 
1．可能涉及的可疑文本； 
2．对可疑文本进行分析的具体内容； 
3．对可疑文本进行分析希望获得的内容。 
4．著名案例。 
5．进行文本的语体鉴定需要借助的途径。 
6．进行语体分析所面临的不定因素。 
7．可疑文件鉴定常用的技术。 
8．对语体分析证据效力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三、剽窃 
（一）含义。（二）目的或功能。（三）剽窃存在的领域。（四）如何区分剽窃与合理引用 
四、笔迹分析 
（一）基本内容。 
（二）普通笔迹分析：含义，内容。 
（三）专业笔迹分析：含义。目的性。使用范围与领域。遵循不同的原则、从不同的角度入手。 
分为伪造签名和伪造连续文本笔迹两个类别。理论基础。 
（四）案例。 
五、笔录：含义。目的。忠实性问题。 
1．笔录中的难点和局限性： 
2．笔录的整理。 
复习与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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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用通俗的话语说明何谓语体学。 
2．如何理解笔录的重视性问题？ 
拓展阅读书目 
《法律语言学》杜金榜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法律话语研究》刘蔚铭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语言与法律——司法活动中的语言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知识点6 会话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从何种角度进行会话分析。 
2．两种质证模式的基本内容。 
3．请说明如何理解诱导性询问与诱供的区别。 
重点：两种质证模式的主要内容。 
难点：诱导性询问与诱供的区别。 
学时分配：2 学时 
一、概述 
分析目的的差异：语音分析。语体分析。话语分析。 
二、嫌疑人陈述话语分析 
（一）概况：1．陈述分类。2．嫌疑人陈述对象。3．嫌疑人陈述特性。4．嫌疑人陈述分类： 
面谈。讯问。5．嫌疑人陈述形式：（1）书面。（2）口头陈述。 
（二）话语分析举例：1．话语分析缘由。2．话语分析可能性。3．话语分析对象。4．原始材

料。5．信息空位和事件的叙述方式时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 
三、司法程序中的话语分析 
（一）概述 
（二）著名学者简介：Roger Shuy 
（三）录音会话分析 
1．应用背景：以言治罪。20 世纪70 年代。 
2．分析角度：话题分析。 
3．典型案例 
（四）会话分析应注意的问题 
1．会话分析的切入点即会话特征问题： 
（1）哪一部为违反了会话原则，这些部位的会话含义是什么； 
（2）有可能成为切入点的句子部位：①会话开头语；②会话结束语；③话轮替换；④邻接对

应；⑤插入序列；⑥分岔序列；⑦补救方法；⑧话语策略；⑨话题分析和响应分析非常有效。 
（3）关于相应分析的实例。 
（4）会话中应对者的五种态度：①积极参与型。②支持型。③配合型。④被动型。⑤消极否

定型。 
2．文化因素和语境因素亦是会话分析必须考虑的因素。 
3．会话分析中的语用分析： 
四、证人证言的两种质证模式 
（一）划分角度。 
（二）两种模式： 
1．英美法系的对抗性审判模式： 
（1）优点。（2）制度。（3）基本程序。（4）潜在目标。（5）诱导性提问规则。 
2．大陆法系的讯问性审判模式。（1）特征。（2）质证模式。 
（二）证人证言的两种导出方式的比较：叙述式和问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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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叙述式导出模式 
（1）概念。 
（2）适用法系。 
（3）这种证人证言的导出模式与其庭审中法官和控辩双方的权力配置是一致的。 
（4）优点。 
（5）缺点。 
2．问答式导出模式 
（1）概念。 
（2）这种模式是英美法系证人证言的主导导出模式。 
（3）英美法系采用这种问答方式与庭审的组成要素和庭审中法官和控辩双方的权力配置有密

切关系。 
（4）优点。 
（5）缺点。 
（三）我国现行的证人证言审查方式。 
（四）我国目前的证人证言审查方式的基本运作情况。 
（五）根据人民法院《解释》第 146 条规定，询问证人时应当遵循的原则。 
（六）我国质证模式的归类：采用英美法系的反询问方式。原因。 
（七）与英美法系典型的反询问制度相比，我国立法所确立的反询问__2．调解性语言ADR 
第一节何谓 ADR 
第二节操作方式 
复习与思考题 
1．试说明如何进行会话分析。 
2．试说明两种质证模式的基本内容。 
3．试述何谓诱导性询问。 
4．请说明如何理解诱导性询问与诱供的区别。 
拓展阅读书目 
《法律话语研究》刘蔚铭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法律语言学》杜金榜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程序正义与刑事证据法》史立梅著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杨宇冠著 

知识点7 法律语义学 
本章教学目的和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法律语言的语义学研究的含义。 
2．了解关于对Miranda 的争议及解决办法。 
3．对于给陪审团的指示主要存在的争议以及学者提出的解决办法。 
重点： 
1．对Miranda 的争议及解决办法。 
2．对于给陪审团的指示主要存在的争议以及学者提出的解决办法。 
难点： 
1．如何解释对Miranda 的争议。 
2．了解为什么会对给陪审团的指示产生争议。 
学时分配：2 学时 
一、目的区别 
语音分析。语体分析。话语分析。语义分析。 
二、语义学研究的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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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阶段。词源学阶段。结构主义阶段。多元化阶段。 
（一）案例。 
（二）语义分析面临的问题： 
1．模糊与歧义。 
2．案例。 
三、Miranda 的可理解性 
（一） Miranda v. Arizona 案：时间。当事人。结果。司法影响。 
（二） Miranda 使用时遇到的具体问题： 
1．嫌疑人不能理解的客观原因。 
2．四种检验嫌疑人理解力的方法： 
①对 Miranda 进行改述。 
②要求嫌疑人识别所提供的各种解释。 
③要求嫌疑人定义关键词。 
④要求嫌疑人在图画的引导下体会 Miranda 权利的意义。 
四、给陪审团的指示 
（一）第 6、7 条修正案规定了美国的陪审团制度。目的。 
（二）书面指示（Jury Instruction） 
问题： 
1．陪审团成员vs 法官 
2．实验 
3．陪审员查词典 
4．美国历史上第一起和陪审团指示有关的案例：Weeks v.Angelone 
5．对指示的理解障碍在于：专用术语+古词语+句法结构冗长 
6．学术界建议改革给陪审团的指示 
措施：Dumas(2000) 
第一、将陪审团比作上课的学生； 
第二、将抽象晦涩的法律术语改为简洁生动的举例； 
第三、给陪审团的指示的时机应该提前到庭审开始前进行； 
第四、宣读方式的单调性可以改为结合各种形式的模式。 
7．2003 年7 月，加州司法委员会赞同在民事案件中对给陪审团的指示应用简明法律语言。 
复习与思考题 
1．何谓法律语言的语义学研究？。 
2．对于Miranda 的理解存在何种问题？该如何解决？ 
3．对于给陪审团的指示主要存在哪些问题？学者提出的改进意见有哪些？你如何看待这些意

见？ 
拓展阅读书目 
《法律话语研究》刘蔚铭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法律语言学》杜金榜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语言与法律》吴伟平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知识点8  语料库建设和使用 
本章教学目的和教学基本要求： 
1．了解语言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2．“法律话语”一词的含义。 
重点：语言在法律活动中的作用。 
难点：语言的性质及在法律活动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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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分配：2 学时 
（一）用途： 
1．用于法律实践活动。 
2．用于研究法律语言特点。 
（二）分类： 
1．根据语料的介质：语音材料、图像材料和文本材料； 
2．按照材料来源：立法语言材料、司法语言材料、执法语言材料； 
3．按照使用环境： 
（1）法律语言材料。 
（2）准法律语言材料。 
（3）非法律语言材料。 
4．按工作语体：工作语言、研究用语、一般交际用语、文书与命令等。 
（三）法律语料的收集： 
1．语料范围：话语材料。语音材料。书面语言材料。电子文本。 
2．收集途径。 
3．语料的分析：表示语料的参数：字数、句子数、平均句长、行数、标点符号、时间等。 
（四）语料的入库和调试： 
（五）语料库的使用： 
1．是建立在概率的基础上； 
2．涉及到偏颇问题； 
3．涉及到伦理问题； 
4．过程：提出问题、形成假设；确定所用参数；规定指标；进行统计计算；做出解释；得出

结论。 
（六）语料库的局限性： 
1．使用机制建立在旁证的基础上，即问题的解决是靠语料库的语料，并非直接证明； 
2．语料的覆盖年终归有限，超出语料覆盖范围时，就不具有可靠性，只能进行粗略的类推； 
3．语料的参数指标靠人工预先设定，语料的使用则需处理多种多样的情况，因此很难保证每

一部分语料的完全有效性； 
4．语料具有时效性，因此需要及时地更新，否则语料库的代表性将会降低； 
5．语料的使用主要靠使用者进行分析、解释，使用者需要掌握使用的原则，不能完全依赖语

料自身去解决问题。 
复习与思考题 
1．语料库的作用是什么？ 
2．如何对语料库进行分类？ 
3．语料库的使用可能涉及到哪些问题？ 
4．语料库本身具有什么样的局限性？ 
拓展阅读书目 
《法律话语研究》刘蔚铭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法律语言学》杜金榜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法律话语研究》王洁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中国法律语言鉴横》潘庆云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知识点9 立法语言概述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阐发立法语言及其性质，立法技术中的语言，立法语言中的语词、 
语句及立法文本风格。 
学时分配：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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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法律语言体系中的立法语言及其性质 

一、立法语言是法律语言的核心 
立法语言是制定法律过程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表意系统，即制定法律所使用的语言。 
就语言资源而言，学术法律语言是母体；就综合的语言力度看，立法语言则处于体系中核心的

地位。 
规范性文件本身应当说是最高级别的文本。 
二、立法语言在法律语言体系中的作用 
立法语言能为法律术语和法律基本用语作最高层级的定位，确立立法句法的稳固性，构成法律 
文本风格，并以此影响和制约执法与司法语言和学术语言的使用。 
立法语言分别以横向关系与纵向关系发挥作用。 
横向关系是法与法之间形成的体系，法律文本之间在语言上必然要有借用、跨越及兼容。 
纵向的关系是每部个体的法律或若干亲缘法律在前期的理论铺垫和后期的遵守执行的过程中

形成的相互的关系。 
三、立法语言的能量释放和吸收 
法律效力使相应的语言具有了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体现为语言能量的释放，即法律文本所用语

言对法执行、法研究所用语言的影响，以及对其他相关法律使用语言的影响。 
吸收是指立法语言源泉汲取，即由丰厚的学术基础中获取；另一层面是法实践回馈给法研究及

法制定的语言信息，使立法语言能够确立进行调整的依据。 
四、立法语言的性质 
（一）相对稳定性 
稳定性是指立法表述中语词、句法及语体风格方面的不易变换和不易替代的属性。 
语词的稳定性体现为法律术语和法律基本用语的单义和不以近义词更替的习惯。 
句法的稳定性体现为对条文句法的固定使用。 
风格的稳定性则体现为平实的文本样式。 
（二）专属性 
立法语言最为纯粹地将专属性集中体现出来。立法语言相对而言则单一、严谨，保持专业语体

的纯粹特点。 
（三）直接性 
也可称为表意的彻底性，即表达意思直接到位，单纯明了，没有两重以上的含义。 

第二节立法技术中的语言 

一、立法技术中的语言要素 
（一）立法技术 
广义的立法技术，是指立法活动中的所有规则，包括立法机关设立的规则，立法程序的规则， 
标准化法律文本、名称、结构、文法的规则，法律分类及修改、废止的规则等。 
狭义的立法技术，是指立法活动中关于法律表述形式与表述逻辑的规则。 
立法技术使立法主体在立法过程中将法律思想转化为书面形式的规则和方法。 
（二）立法技术中的表述技术 
立法技术的核心在于表述。逻辑构成、行文规范、语言表达以及贯穿于其中的必须遵循的原则，

都是又要把法律的实质内容表述为语言文字的外部物质形态这个核心问题而直接派生的。 
（三）立法技术中语言的地位 
立法语言是立法技术的组成部分。 
语言表达本身涉及的是法律规范运用语言的规则。立法要使用规范的书面语言，而书面语言又

是一种专业化的、确定群体使用的语言体系。立法技术实质上就是立法的表述技术。 
二、立法技术中的语言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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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语言本身的规范 
立法语言本身的规范，应当也是以法律的规定来体现。 
进一步细化，可以考虑法律术语和法律基本用语的使用规则、各种句式句型与内容的匹配、规

范性文件各部分的语言要求等问题。 
（二）语言政策 
是指关于语言运用的法律规范，即法律对语言运用规则的规定。 
语言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语言权利、语言准则，是关于语言的全方位的规范。 
语言权具体体现为各种语境下的话语权。 
三、立法语言规范的体现 
（一）立法语言内容是所有法律文本所使用的语言，是法律、法规、规章、法律解释用以行文

的物质基础。 
（二）立法语言形式 
立法本身的文体形态，即为语言形式的完整体现，它也是要靠立法来规范的。 
（三）语言程序 
对语言程序的规定，是语言规范细化和具有可遵循性和可执行性的表现，也是现实社会中非常

需要的。 

第三节 立法语言中的语词 

一、立法语言的语词特性 
立法语言中的语词包括被法律所使用的专业术语和基本用语。 
法律术语和法律基本用语的特性，有以下几点： 
第一，单义性，是指一个语词应当只有一个义项，而不能有两种或多种涵义。 
第二，稳定性，是指语词基本上不具有可替代性，不以同义的或近义的语词变换替代。 
第三，群组性，每一个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都会形成自己的语词部族。 
二、立法语言的核心语词 
核心语词是表述法律规范时最为重要的语言材料，支撑着法律文本构架的主脉。 
由核心语词的用途分： 
（一）赋予权利或权力 
用词频率最高、最为稳定的主要是：“可以”、“有权”、“享有”。 
（二）规定义务 
用于规定义务的核心语词以“应当”、“必须”为主。 
（三）限制行为 
相应的核心语词具有硬性特质，“禁止”、“不得”、“严禁”。 
三、立法的语词资源 
法律语词需要创建，而创建又必须经领域内的约定和确认，这个过程要在学术思想的表达中完

成。因此，立法语词资源是存在于学术创造和锤炼过程中的。 
立法的语词资源包括专业术语资源和基本用语资源。 

第四节 立法语言中的语句及立法文本风格 

一、立法语言的语句概况 
立法语序、法律文本行文思路，同样也是法律的秩序，反映着法律思维的脉络。 
立法语言的语句特征是独立的。 
在句型上，以陈述句、祈使句为基本形式，不会选用疑问句、感叹句之类。 
在句式上，以长短句式的辩证选择为原则，不特别强调多用或只用一种句式。 
能够集中体现立法语言句法特点的，是其专属的特定语句模式，反映立法需求和语言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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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本基本风格 
立法文本的行文模式和行文姿态，决定了其基本风格的形成。 
（一）威严冷峻 
语言威严的风格包含着郑重、严肃、严谨、有力度等内容。 
（二）理性化 
法律文本是纯理性的，其包含的规范是硬性的，其整体风格也是完全合理化的。 
（三）“黑白化” 
立法文本的语言表述属于消极修辞的范畴。 
三、范例分析 
句法尤其是文本风格需要在整体上显现，每一部法律的文本由于主题不同，语风上会有些差异，

但基本的风格规范是不能随意超越的。 
将《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全文作为分析材料： 
这部法律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规定了原则性的内容，终于使母语的使用有法可依。从语言方面讲，

有几大特点： 
第一，它本身的语言表述简洁无暇 
第二，符合立法语言的特定要求 
第三，由于没有涉及法律术语，减少了理解上的障碍 
第四，可执行性弱，缺少了应有的语言气势。 
复习与思考题 
1．立法语言在法律话语体系中的地位及研究意义。 
2．对立法语言中核心语词的任一类进行抽样调查，试总结出立法语言的一些运用规律。 
拓展阅读书目 
1．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 年。 
2．刘红婴：《弹性法律语言论》，西苑出版社，2002 年。 

知识点10 立法表述中的特定语句模式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是第八章立法语句内容的延伸，详细介绍立法表述特定语句模式， 
主要表现为：“的”字短语、但书、“或者”句、“对于”句、“是”字句、“以下”句、反以表 
述。 
学时分配：4 学时 

第一节 立法表述特定语句模式概述 

一、立法表述的特定语句模式 
特定语句模式主要指在立法表述中，根据通用语言中已有的资源，变异和创造出一些超越常规

使用的句法形式，赋予它们固定的语言功能，作为立法语言自己的表述常规，在立法行文当中普遍

地高效地使用。 
这里所设计的立法语言中表述的特定模式就是语句的特定模式。 
二、立法表述的特定语句模式的主要体现 
根据使用频率及形式的稳定程度，立法表述的特定语句模式主要表现为：“的”字短语、但书、

“或者”句、“是”字句、“以下”句、“对于”句等。 
三、特定表述模式的主要研究方法 
法律语言之所以构成领域语言的独立体系，是由适应自身表述的特定规律支撑的。法律表述的

语句特定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立法表述特定模式又是整个法律表述特定模式中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 
（一）定量定性 
要进行足够量的比较、分析，获得有关其运用规律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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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结规则 
在定量定性的基础上提炼出立法表述特定语句模式的运用规则。 
（三）考察效率 
包括表意上的涵盖力度、变异性的程度和创造能力等方面的综合指标。更重要的环节是要结合

动态的法律遵守和执行的状况，辨析和判断立法语言的得与失。 

第二节 “的”字短语 

一、“的”字短语及其立法意义 
“的”字结构形式在立法表述中大量被采用，但在运用当中产生一些变异，并形成了独有的规律。 
“的”字短语，在于强调它在立法表述中的语法作用。其在外部形式上可能并不短，而在实质上

是短语性质。 
用“的”字短语做主语或宾语，表法律行为的主体和法律行为的情形，可囊括有关具体内容的所

有假定因素。 
二、“的”字短语用法 
由于“的”字短语的使用，简化和改变了普通的句子组合规律，构成了立法语言特殊形式上看似

“不规范”的反常规表述。 
“的”字短语具有名词的功能，可以使句子的某些成分省略，也可以将语序调整为立法表意所需

要的状态。 
因此，“的”字短语无论是做主语还是宾语，都只是一个内容性质上的状态，而不能在形式上完

全到位。 
三、“的”字短语的包容量 
“的”字短语作为用量大、涵盖面广的立法表述特定模式，必定有其表意优势。 
这优势恰在于它为适应立法要求而产生的承载量和包容量。 
法学量是立法表述中的内容和形式上的包容量。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立法表述的“的”字短

语都需要增量。 

第三节 但 书 

一、但书及其功能 
但书，是指立法表述中以“但是”、“但”作为转折连词，用以表例外的条件或行为的前提的句法

模式。 
用“但是”或“但”所构建的转折复句，从结构上看，转折连词的前后都必须具备相应的内容，才

构成意义完整的句子。从表意效果上看，是以转折连词引导出与条款的正面句子含义相异的部分。 
二、但书承载的法理意义 
但书不是仅指“但是”一个词，而是一个以“但是”作为转折词的一个完整的规范。但书中无论是

发生在“但是”前面的内容，还是它所带出的后面的内容，都只是一个完整规范中的组成部分。 
“但是”之前的内容本身能够成为完整的句子，却与但书无关，是另一种规范。一旦以“但是”连

接整句形成但书，就必须有前后完整的组成部分。 
完整的规范要体现内在的本质，在强调某一单项规范的同时须符合问题的相对性和复杂性。 
三、作为术语的但书 
但书作为存续时间较长的法律术语，与日语的关系不可分割。它指代了一种重要的法律规范的

表述模式。 

第四节 “或者”句 

一、特定语境下“或者”的功能扩展 
语境是由领域语言的存在前提与其自身的创造功能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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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或者”作为连接词的句子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相应的变异，体现出不同常规的运用规则来
的。 

二、“或者”与“和” 
“或者”与“和”混淆的后果不仅仅停留在类似相对独立的语句中，它会扩张为整个立法体系的语

言冲突，从而反映出语言准备的先天不足。框范“和”与“或者”在立法表述中的使用界限： 
首先，应明确二词在表意的应用功能上是否有相交叠得部分，即是否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 
其次，确认立法表述中“和”与“或者”的语境要求。 
三、调试“或者”的存在状态 
立法表达的语词单义性决定了语词需在相应的文字长度中重复使用，而不是尽量寻找同义或近

义的语词予以替代。 

第五节 “对于”句 

一、“对于”句的法理逻辑根源 
任何行为都有实施体，简称为施体。大多数情况下行为实施时还有相应的受体。 
“对于”携带一个短语，有了前提条件。之后，它带起一个整句，完成了一个规范。 
二、“对于”句的表意功能 
“对于”所带的成分是行为对象，即受体。行为施体可明示，可省略，即可以形成无主句。因而，

“对于”句强调受体情况。 
三、“对”与“对于” 
一种情况为“对”、“对于”句法功能相同。 
另一种情况是，“对”在立法表述中还有它用，与“对于”的表意功能完全不同。 

第六节 “是”字句 

一、“是”字句的功能 
“是”作为表判断的动词做谓语，这点在通用语言和法律语言中是一致的。 
立法语言中，“是”字句有两种表意功能。第一是用于概念界定，包括法律术语的界定及其他概

念的界定。第二是进行一般性说明。 
二、法学对“是”字句的需求 
法学是一门不断创造新概念的学科，“是”字句的特点和优点，能够在立法表述中起到相应的作

用。 
三、“是”字句的形态 
指“是”字在句中如何构架句子的整体组合。 
法律文本中“是”字句的形态有前置的和后置的两种。 
前置的形态，即主、谓、宾相连的正常状态，为“是”字表判断最基本的用法。 
后置的形态为“是”字带主语词置于句尾。 
四、“是”字句的特点 
功能纯粹，句法简练。 

第七节 “以下”句 

一、“以下”句的状态 
立法表述中“以下”句是一种形成了规律的句法模式，运用率很高。 
“以下”用于全称句，即化整为零的典型句法构成的句子。 
二、“以下”句的基本模式 
本位成分外位化，即化整为零，拆分同位的并列成分。 
第一是拆分主体；第二是拆分客体；第三为拆分限制主体或客体的情形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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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下”句的立法功用 
第一，强调外置分项的内容。 
第二，减轻整句的表意负担。 
第三，易于清晰理解与操作。 
四、作为词的“以下”和“以上” 
在立法表述中，“以下”和“以上”还作为词来单独使用，而不必带动整句内容。 

第八节 反义表述 

一、 所谓“反义表述” 
是指以连续否定的句法形式承载和表达一种肯定的内容。 
反义表述不同于在法律文本当中使用的一般否定句。 
二、 否定句的类型 
以否定的句式表意，逻辑学上叫做负命题。而“反义表述”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负命题，它是立法

特定思维下的语言定式的产物。 
三、反义表述的优势 
将法律行为的程序规范清晰地表达出来；明确程序的连贯性要求；明示行为的法定条件。同时，

能够加强表述力度。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做到使各部门之间立法语言相互统一、协调？ 
2．考察立法语言中特定语句模式中任一例。 
拓展阅读书目 
1．沈宗灵著：《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 
2．[美]E.博登海默，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年。 
知识点11 立法表述中的特殊语言现象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详细论述弹性语言现象、“法学家法”现象，提炼其特殊的意义和专

业价值。 
学时分配：2 学时 

第一节 立法表述中的弹性语言 

一、弹性语言现象 
在规范性法律文件和法律文书中，经常出现没有明确外延和意指范围不固定的语词。这类语词

都没有十分确切、直观的含义，意义张力较大。 
这种语言现象称为弹性法律语言。 
（一）偏正形态 
以偏正结构组合而成。 
偏正形态的弹性语言的使用密度较大。 
（二）主谓形态 
可用于表述事物或行为的性质、程度和情态。 
（三）偏正、主谓混合形态 
偏正形态中副词修饰动词构成的组合形式常常与主谓形态的弹性语词合并出现，形成一种混合

状态。 
（四）套语形态 
是指冠以或带有“其他”、“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等程式化惯用语的语言形式。 
二、弹性语言的成因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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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因 
大致有二：首先，法律所涉及的事物的范围和法律所规定的行为种类，在一部法律中不可能也

没必要一一列举时，用弹性语言来概括之，是有效、可行的一种方式。 
其次，未来事物和未来行为的发生可以预测，但具体类别却是不可能完全把握的；而法律要规

范的又主要是未来事物和行为，因而就必然要用表意较为宽泛的弹性语言，去囊括所有相关的内容。 
（二）作用 
1．扩充法律的包容量、涵盖面 
2．增强法律表述的准确性、严密性 
3．为法律的实施提供最大的可能性 
三、弹性语言的运用规律 
（一）有条件有限制地使用 
（二）在确定的语义环境中使用 
（三）在完整的语句群中使用 

第二节“法学家法”现象 

一、所谓“法学家法” 
立法是以法律专家为主的高级专业人员完成的，并体现着法学成果的整体思路，因而法律尤其

是成文法典或带有法典性质的法律，有时被称为“法学家法”。 
规定性的语序，稳定的语言姿态，使法律文本也形成了整体上的定式。即专业内部的语言表达

与外界的语言表达有明显的区域界限。 
就语言范畴而言，“法学家法”现象主要体现为高度专业化的表述及其过程与规则。 
二、“法学家法”的理由 
第一，专业化的基本要求 
一是法律自身的专业化特质；二是立法行为的专业化 
第二，特定的思维方式 
第三，完整的语义系统 
三方面糅合成为一个大的背景，使得“法学家法”这种“圈内”表述法则更加稳固。 
三、“法学家法”所涉及的问题 
问题和矛盾就集中在艰深和易懂的平衡上。 
四、“法学家法”的度 
两大阵营，一种是边缘性理解，倡导为大众而写，自然是要平易明白。一种是核心化的阐发， 
由专业的视角强调立法表述的特殊地位。 
一方面，由于法律是规范大众行为的，应最大限度地使大众知晓，因而语言要通俗易解；另一

方面，法律又是一种高级的语言表述形式，有着专业性极强的庞大理论体系和语词、句法体系，要

使用大量的专业语言才能完成规范性文件的构成，这些都决定了立法语言的不通俗性。 
尊重学科规律，是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 
“通而不俗”概为一个设立标准的原则。 
“法学家法”其实就是法学特定层面上的通俗和大众层面上的不通俗。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正确运用立法表述中的弹性语言现象？ 
2．浅谈立法语言“通而不俗”的问题。 
拓展阅读书目 
1．舒国瀅：《法典的诱惑》，载于《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年版。 
2．刘金国等主编：《法理学教科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3．王政挺：《传播：文化与理解》，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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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律话语研究及特点 3  
2 法律话语的理论依据 3  
3 法律话语的符号系统 3  
4 法律语体学 3  
5 会话分析  3  
6 犯罪嫌疑人\当事人陈述的话语分析 3  
7 法律话语的语义学研究: 陪审团指示的可理解性 3  
8 语料库建设和使用 3  
9 立法语言及其性质 3  

10 立法表述中的特定语句模式 3  
11 立法表述中的特殊语言现象 3  
12 考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语言学概论、语用学、语篇分析、法律英语、法律语言学导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律语言的起源、演变及其特征。 
难点：法律语言为交叉学科，涉及法学及语言学两个学科，需要这两个学科的基础，对于学生

来说是最大的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英语讲授。 
2.兼顾中文讲解。 
教学手段： 
1.多媒体课件播放。 
2.相关视频展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学生需要自己制作 PPT。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随课堂要求。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本课程最终成绩由两部分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 30%，包括出勤、课堂表现、课后

作业完成情况以及课堂口头报告的表现等；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节课后布置有阅读材料的作业，详见前面的单元知识部分。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的教材是法律话语分析的经典著作，长度难易比较事宜，与本课程适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Peter M. Tiersma, Legal Languag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彼得•蒂尔斯马著，刘蔚明译《彼得论法律语言》，法律出版社，2015年。 
（二）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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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ail Stygail, Trial Language, John Benjamins B.V., 1994. 
    2. Judith N. Levi and Anne Graffam Walker (edited), Language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Plenum Press, 
1990. 
    3. John Gibbons (edited), Language and the Law,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94.  
    4. John Gibbons, Forensic Linguistics —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in the Justice System,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5. John Olsson, Forensic Linguistics —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Crime and the Law, 
Continuum, 2004. 
    6. Malcolm Coulthard and Alison Johnson, An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Linguistics, Routledge, 2007. 
    7. David Mellinkoff,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3.  

执笔：张清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0日 

 

德语（四） 
German 4 

课程号：40800098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培养学生的语感, 使其能够用德语方式思维，顺利地实现德语和汉

语两种思维方式的切换；2、使学生能够听较为复杂的德语会话, 理解正确并且掌握其中心大意, 抓
住要点和有关细节，并能对对话的主要内容进行复述；3、学生的词汇量要完全达到《大学德语六
级考试》的要求；4、使学生能够进行日常生活会话和涉外会话, 能够就教材内容进行回答和复述, 能
够就所熟悉的话题经准备后作简短发言, 表达思想较清楚, 语音语调基本正确；5、使学生准确地理
解并掌握语法,对德语的构词法有比较清楚地认识，为自学德语打好基础。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中级德语的阅读能力和日常的语言交

流沟通能力，了解德语国家的语言文化，可以借助工具书完成较高水平的书籍阅读，并掌握在德国

生活学习的基本语言沟通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4学时 

知识单元 1：Lerntechniken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学习技巧。学生通过主课文可以了解到 SQ3R学习法，并可以应用于学生的专

业学习。 
听力课文与阅读课文都和德语学习有关。其中听力课文介绍了一位中国学生学习德语的经验。

阅读课文给学生介绍了如何应对德语学习中所犯的错误。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提出建议，介绍了大量与此相关的句型，通过口头和书面的操练，可以使

学生学会如何在各种情景下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为构词法知识，主要介绍了与名词相关的派生词，包括由动词派生出名词、

由形容词派生出名词以及由名词派生出形容词。学生通过这些常用的构词手段，可以进一步扩大自

己的词汇量，提高词汇的学习效率。 
1. Einführung: Wo und wie kann man neues Wissen erwerben? 
2. Text: Neues Wissen erwerben – über die Lernmethoden von Francis P. Rob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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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ortschatz:  
anhand,  
aneignen sich A,  
aufschlagen A,  
erhöhen,  
anwenden,  
erscheinen,  
lohnen sich,  
beschäftigen sich mit D,  
drucken A,  
ableiten A,  
gelingen D,  
kontrollieren,  
behandeln A,  
wundern,  
forschen 
1. Intention: Ratschläge und Empfehlungen geben 
2. Redemittel: 
Ich rate dir/Ihnen, ... 
Ich gebe dir/Ihnen den Rat, ... 
Ich empfehle dir/Ihnen, ... 
lch gebe dir/Ihnen die Empfehlung, ... 
Ich halte es für sinnvoll, ... 
Ich finde es wichtig, ... 
Ich schlage vor, ... 
Es ist sehr empfehlenswert. ... 
Es ist sinnvoll, ... 
Es ist effektiver/besser/leichter. .. 
Es ist wichtig, ... 
Am besten versuchst du/versuchen Sie/versucht man ... 
Meiner Meinung nach solltest du/sollten Sie/sollte man ... 
Am sinnvollsten ist (es), ... 
Am effektivsten, besten, leichtesten, wichtigsten ist (es), ... 
3. Hörverstehen:Eine Umfrage über das Deutschlernen 
4. Wortschatz:  
der Campus, fleißig 
5. Leseverstehen: Meine lieben Fehler 
6. Wortschatz:  
schämen sich, protokollieren A, anschualich, anlegen A,übertragen A, vergleichen A mit, analysieren 

A, bewältigen A 
7. Grammatik: 
Wortbildung durch Ableitung 
1. Nomen aus Verben 
2. Nomen aus Adjektiven 
3. Adjektive aus N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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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In dieser Einheit geht es um das Thema Lerntechniken. Die Studenten können anhand dieser Einheit 

die wichtigen Lernmethoden lernen und herausfinden, welche Methode für eigenes Studium noch mehr 
geeigneter ist. Mit dem Hörverstehen lernen wir auch von den Erfahrungen eines chinesischen Studenten. 
Im Leseverstehen werden die oft auftretenden Fehler berm Deutschlernen vorgestellt.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2：Fußball – Ein Spiel geht um die Welt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足球。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也是德国的传统优势项目。历史上德国曾经分别

于 1954 年，1974 年以及 1990 年三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绩仅次于巴西，并涌现出了如贝肯鲍尔
(Franz Beckenbauer)、马特乌斯(Lothar Matthaus)、克林斯曼(Juergen Klinsmann)等世界级球星。主课
文介绍了德国足球的概貌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听力课文是一段足球比赛现场直播的解说，可以让学

生近距离体验一下德国足球比赛的气氛。阅读课文介绍了足球运动的起源与发展，也涉及到德国足

球的历史。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举例，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习，可以使学生

学会在各种场合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进行举例说明。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是名词化与动词化，即名词短语与句子之间的转化。这些知识可以帮助学生

理解语言比较书面化的文章。此外，本单元的语法也是第五单元和第六单元的语法的预备知识。 
1．Einführung: Wo fanden die Weltmeisterschaften statt? Welche Länder haben gewonnen? 
2. Text: Fußball in Deutschland 
3. Wortschatz:  
kicken,  
legendär,  
geraten in A,  
befinden sich,  
singen,  
starten,  
stattfinden,  
schätzen,  
zufolge D/G,  
anziehen,  
senden,  
zugänglich,  
die Liga,  
Feierabend,  
Börse, 
4. Intention: Beispiele geben 
5. Redemittel: 
Zum Beispiel ... 
... zum Beispiel ... 
Dazu möchte ich folgende Beispiele nennen/erwähnen, nämlich ... 
Als Beispiel/e ist/sind ... zu nennen/zu erwähnen. 
Als Beispiel/e fällt/fallen mir ... 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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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örverstehen: Fußballreportage 
7. Wortschatz:  
Pfeilen, zugehen auf A, detonieren, schießen (A) 
8. Leseverstehen: Zur Geschichte des Fußballspiels 
9. Wortschatz:  
Profi, ausüben, damalig, ablenken A, vertiefen A, austragen A, unterzeichnen A, ausrichten A, gültig, 

registrieren, siegen (über) 
8. Grammatik: Nominalisierung und Verbalisierung 
Im Nominalstil überwiegen nominale Ausdrücke, d.h. Ausdrücke mit Substantiven. Die Substantive 

sind die Bedeutungsträger, während die Verben hier wenig Eigenbedeutung haben. 
Den Nominalstil verwendet man vor allem in der Fach- und Wissenschaftssprache sowie in Medien. 

Der Verbalstil ist lebendiger und wird in erzählenden Texten und in Unterhaltungen bevorzugt.  
1. Aktivsätze 
a) ohne Objekt 
b) mit Objekt 
2. Passivsätze 
3. „sein“ Adjektiv 
学习目标： 
Fußball ist vielen Studenten das Lieblingshobby. In dieser Einheit beschäftigen sich die Studenten 

mit dem Thema „Fußball“, der in Deutschland lange Tradition hat und heute immer sehr beliebt ist. Mit 
dem Text können sie den Erfolg und die Tatsachen über Fußball Deutschlands kennen lernen. Im 
Hörverstehen können die Studenten einen Report über ein Fußballspiel hören und die Atmosphäre mal 
erleben. Im Leseverstehen lernt man dann die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vom Fußball und darüber 
hinaus wird auch ein bisschen über die Geschichte vom deutschen Fußball dargestellt.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3：Das Geheimnis guter Erholung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中心内容是如何能休息得更好。主课文提出了休息不等于静止这个观点，指出休息时

也需要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并且分析了各种不同的业余活动的休息价值。听力课文围绕睡眠这个主

题，告诉我们如何能更好地睡眠。阅读课文也是关于睡眠，介绍了办公室午休的新制度，指出适当

的午睡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警告与劝诫。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习，可以

使学生学会在各种场合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达到警告或劝诫的交际目的。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是复合名词，这是德语中十分活跃的构词方法。学习这个构词方法可以扩大

学生的词汇量，帮助学生处理阅读文章中所遇到的生词。 
1．Einführung: Bei welchen Aktivitäten kann man sich gut erholen? 
2. Text: Wie funktioniert Erholung eigentlich? 
3. Wortschatz:  
hinsetzen A/sich,  
Verlauf,  
entspannen sich/A,   
geeignet für,  
anrege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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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zentrieren A/sich auf A,  
tanken (A),  
zwingen A zu,  
erstaunlicherweise,  
ausschlafen,  
beibehalten A,  
erkranken,  
überlasten, 
4. lntention: Vor etwas warnen und von etwas abraten 
Ich warne Sie vor... 
Ich möchte Sie davor warnen, ... 
Passen Sie auf ... auf. 
Achten Sie auf ... 
Es schadet..., wenn... 
... schadet/schaden ... 
Es ist nicht gut, dass/wenn ... 
... kann/können dazu fuhren, dass . 
lch rate Ihnen/dir davon ab, ... 
Wenn ich Ihnen/dir einen guten Rat geben darf, ... 
Vermeiden Sie nach Möglichkeit ... 
... bringt/bringen Stress. 
Es ist gefährlich, dass/wenn ... 
5. Hörverstehen: Schlafen Sie gut! 
6. Wortschatz:  
Verarbeiten, tagsüber, liegen an D, ideal, scharchen, spannend 
7. Leseverstehen: Ein Nickerchen im Büro fördert Leistung 
8. Wortschatz:  
dösen, durchsetzen A/sich, erbringen A, praktizieren A, kritisieren A, vermitteln A, attraktiv, 

nachgeben 
9. Grammatik. Bildung von Substantivkomposita 
1). Komposita ohne Fugenzeichen  
Regel 1: Das Grundwort bestimmt den Artikel. 
Regel 2: Komposita haben die gleichen grammatischen Eigenschaften wie die Grundwörter 
 2). Komposita mit Fugenzeichen 
a) Komposita mit dem Fugen-s 
Regel: Nach Normen mit der Endung –ung, -heit, -keit, -ion, - schaft, -tät, -ling wird immer ein 

Fugen –s eingefügt. 
b) Komposita mit dem Fugen –n 
Hinweis: Das Fugenzeichen –(e)n signalisiert den Plural des Bestimmungswortes. 
学习目标： 
Das Hauptthema dieser Einheit lautet, wie man sich gut erholen kann. Im Text geht es um die 

Erholung und die Aktivitäten bei der Erholung. Das Hörverstehen behandelt das Schlafen und vermittelt, 
wie man gut schlafen kann. Im Leseverstehn handelt es sich auch um Schlafen, und zwar um die neue 
Regel der Mittagspause im Büro.…… 
作业： 



8033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4：Fernsehen oder lesen? 
本单元的内容围绕着电视这一主题。电视是当今最为普及的业余活动，它能给观众带来大量的

信息，也能帮助观众在紧张的工作之后得到身心的放松，但同时，电视的普及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本单元的三篇课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电视这个问题。主课文主要讲电视的积极意义。听力课文

涉及电视与阅读的关系。阅读课文的重点是电视对儿童的影响。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表达自己的喜好。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习，

可以使学生学会在各种场合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达到表达个人喜好的交际目的。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是第二虚拟式的用法，也是第二虚拟式的一个复习与总结。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Einführung: Welche Arten von Sendungen gibt es in dem TV-Programm? 
2. Text: Fernsehen - für viele die schönste Nebensache der Welt 
3. Wortschatz:  
kommentieren A,  
ergänzen A,  
nerven A,  
planen A,  
richten A/sich nach,  
herausfinden A,  
hocken,  
bedienen A,  
unterhalten A/sich, zeitgemäß 
4. lntention: Vorlieben ausdrücken 
5. Redemittel: 
lch bevorzuge ... 
lch ziehe den/die/das ... dem/der... vor. 
Ich ... gerne ... 
Ich ... lieber als ... 
Ich ... lieber ... als ... 
Es gefällt mir besser,... zu... 
Statt ... zu..., würde ich lieber... 
Ich ... gern ..., aber mein/meine Lieblings... ist/sind ... 
6. Hörverstehen: Fernsehen oder lieber lesen? 
7. Wortschatz:  
Vorziehen A, darstellen A, heutzutage, gelangen (an A), besitzen A 
8. Leseverstehen: Der TV-Konsum der Kinder 
9. Wortschatz:  
Konsum, Psychologe, einlegen, auswählen A, beschränken A auf A, 
unterzeichen A, spüren A, vorschreiben A, beaufsichtigen A, angucken A, raten D 
10. Grammatik: Der Gebrauch des Konjunktiv ll (Wiederholung) 
1. Höflichkeit 
2. lrrealität… 
学习目标： 
1．Das Thema in dieser Einheit ist das Fernsehen. Fernsehen ist heutzutage eine übl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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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izeitbeschäftigung, durch die man sich informieren kann. In dem Text lernen wir die positiven 
Bedeutungen des Fernsehens. Im Hörverstehn geht es um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m Fernsehen und 
dem Lesen. Im Leseverstehn handelt es sich um die Einflüsse des Fernsehens auf die Kinder.。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5：Menschen im Netz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网络。互联网自问世以来已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对此，人们也

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本单元的主课文中分别列出了乐观派和悲观派的意见，乐观派认为网络能让人

们的生活更美好，而悲观派则提出了很多置疑。听力课文介绍了一个德国人如何上网成瘾，后来又

成功戒除了网瘾。阅读课文选取了网络论坛上对于电脑和网络这一主题所发表的一些观点。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提出观点并加以论证。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

习，学生可以学会在各种场合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是时间状语和条件状语的各种表达方式。 
1. Einführung: Was kann man alles mit dem Computer und mit dem Internet machen? 
2. Text: Schöne neue Welt - hässliche neue Welt 
3. Wortschatz:  
Entfernung, 
zugleich, 
setzen auf A, 
vernetzen A, 
überflüssig, 
entfalten A, 
begeben sich  
fürchten A, 
anpassen D A/sich 
4. lntention: Stellung nehmen und argumentieren 
5. Redemittel: 
Das finde ich auch, und zwar aus folgendem Grund ... 
Der Grund ist, dass ... 
Meiner Meinung nach ... 
Ich bin der Meinung, dass ... 
Ich bin dafür, dass ... 
Ich bin dagegen, dass ... 
Auf der einen Seite ..., auf der anderen Seite ... 
Einerseits ..., andererseits ... 
Zum einen ..., zum anderen ... 
Der Vorteil ist, dass ... 
Der Nachteil ist, dass ... 
6. Hörverstehen: lm Netz fühle ich mich wie zu Hause 
7. Wortschatz:  
Projekt, entfernen A/sich, abhängen von, drehen (A/sich), auftauchen 
8. Leseverstehen: Pro und contra Computer 
9. Wortscha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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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liefern D A/sich, der Forum, überschwemmen A, verknüpfen A, überschätzen A, überprüfen A, 
versinken, bedauern, versenden, preiswert, anschaffen A, die Droge 

10. Grammatik:Temporale und konditionale Konnektoren 
Funktion und Gebrauch 
a) Konjunktionen 
b) Präpositionen 
c) Adverbien 
学习目标： 
Diese Einheit behandelt das Thema Netz. Seit der Erfindung des Netz verändert sich unser Leben 

tiefgreifend. Dazu sind die Menschen auch uberschiedlicher Meinung. Im Text lernen wir die 
pessimistischen und optimistischen Meinungen. Im Hörversthen wird eine Geschichte über einen 
Deutschen mit dem Netz erzählt. Im Leseverstehen werden die Meinung über den Computer und das Netz 
zum Ausdruck gebracht.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6：Interkulturelle Verständigung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跨文化交流。学习外语的目的就是要借助外语知识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民进

行交流,其本质就是跨文化交际。本单元的主课文讲述了一个中国人在德国学习与工作的经历。听
力课文是一个日本人讲述她在德国由于文化的不同而引起的误会。阅读课文是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

的德国人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一些看法。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让步关系的表达，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习,

可以使学生学会在各种场合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是条件、让步、目的和情状等状语的不同表达方式。 
1. Einführung: Was ist für Sie typisch deutsch und was typisch chinesisch? 
2. Text: Mein Deutschlandbild 
3. Wortschatz: 
nicken, 
verständnisvoll, 
aussprechen A, 
Wendepunkt 
gewöhnlich, 
charakterisieren A, 
einlassen sich auf A, 
auseinandersetzen sich mit 
verbergen A 
4. lntention: Konzessionen (Einschränkungen) machen 
5. Redemittel: 
Ich komme zur Party, ohwohl ich eigentlich keine Zeit habe. 
Ich komme zrrParty, auch wenn ich eigentlich keine Zeit habe. 
Ich habe eigentlich keine Zeit.Trotzdem komme ich zur Party. 
Ich habe zwar eigentlich keine Zeit, aber ich komme. 
6. Hörverstehen: Meine Erlebnisse in Deutschland 
7. Wortscha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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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kommen, formulieren, auslachen, zurückhalten, Alltag 
8. Leseverstehen: Denkweisen in China 
9. Wortschatz:  
loslassen A, memorieren A, auspucken A, Glanz, schweigsam, erziehen A, einräumen A, ärgern 

sich/A; verfolgen A, absurd, fliehen, einflößen D A, verhandeln (über A) 
10. Grammatik: Kausal-, Konzessiv-, Final- und Modalsätze 
Funktion und Gebrauch 
a) Konjunktionen 
b) Präpositionen 
c) Adverbien 
学习目标： 
Das Thema in dieser Einheit lautet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Das Ziel, eine Fremdsprache zu 

lernen, ist die Kommunikation zwischen unterschiedlichen Kulturen und Ländern. Im Text wird ein 
Erlebnis eines Chinesen in Deutschland erzählt. Im Hörverstehen geht es um Missverständnis einer 
Japanerin in Deutschland. Im Leseverstehen sind die Meinungen eines Deutschen über China und 
Chinesen, der lange in China lebt.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7：Arbeitssuche und Qualifikationen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求职与能力。这是一个大学生相当感兴趣的话题。本单元的主课文是

UN⒈Magazin 对某公关公司经理的一段采访,内容主要涉及在公关行业从业所需要的技能和前提。
听力课文是一段求职面谈。阅读课文是从报纸上节选的三段招聘启示。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表达,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

习,可以使学生学会在各种场合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是分词定语和关系从句。 
1. Einführung: Was braucht man, wenn man eine gute Arbeit finden möchte? 
2. Text: Qualifikationen und Karriere 
3. Wortschatz: 
spezifisch, 
ausfüllen A, 
einstellen A, 
fachübergreifend, 
komplex, 
verständlich, 
scheitern, 
effizient, 
die Agentur, 
die Branche, 
4. lntention: Notwendigkeit und Wichtigkeit ausdrücken 
Es ist/Es ist sehr/Es ist besonders/Es ist vor allem/Es ist äußerst/Es ist auf jeden Fall/Es ist unbedingt  

notwendig/wichtig, (dass) ... 
Sie müssen vor allem... 
Du musst auf jeden Fa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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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muss unbedingt... 
5. Hörverstehen: Ein Vorstellungsgespräch 
6. Wortschatz:  
Personalchef, telefonieren mit D, betreuen A, Initiative, flexibel 
7. Leseverstehen: Stellenanzeigen 
8. Wortschatz:  
Stärke, aussagekräftig, Eintritt, Niederlassung, Installation, Aktualität, aufbereiten A, hinsichtlich, 

sichern A, herausfordern A,  
9. Grammatik: Partizipialattribute und Relativsätze 
Partizipien können Attribute sein und wie Adjektive vor Substantiven stehen. Solche 
Partizipialattribute werden wie Adjektive dekliniert.Partizipialattrilbute können erweitert werden. Die 

Erweiterungen stehen zwischen Artikel und Partizipialattribut. 
Partizipialattibute werden vor allem in der Schriftsprache gebraucht. 
1. Partizip I als Attribut 
2. Partitzip ll als Attribut 
a) transitives Partizip ll 
b) intransitives Partizip ll 
Anmerkung: Bei Verben, die das Perfekt mit sein bilden, z.B. kommen, gehen, einschlafen, aufstehen, 

hat das Partizip II immer eine aktive Bedeutung. 
学习目标： 
Was die Studenten sehr interessiert, ist das Thema Arbeitssuche und Qualifikationen. Der Text 

behandelt ein Interview zwischen UNI-Magazin und einem Chef. Im Hörverstehen hört man ein Interview 
eines Studenten bei einer Firma und im Leseverstehen sind drei Anzeigen aus der Zeitung。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8：Werbung und Medien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广告与媒体。广告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有时候也会给人带

来许多不便。本单元的主课文分析了广告的利弊，并指出了现在广告业发展的一个问题，即选择何

种媒体做广告。 
听力课文涉及到了广告的策略问题,指出广告应该适应社会的变化。阅读课文讲了青年与广告

的关系，年轻人不喜欢广告，而广告却又离不开年轻人。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图表与数据的描写，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习，

学生可以学会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来描写不同的图表与数据。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是德语句子的框形结构，归纳了常见的句框类型，介绍了破框现象。 
1. Einführung: wo und mit welchen Medien wird geworben? 
2. Text: Werbung, mit welchem Medium? 
3. Wortschatz: 
Reklame, 
belästigen, 
investieren (in A), 
der Konsument, -en 
vermarken A, 
entbren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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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stellen A, 
überleben, 
konventionell, 
nachhaltig, 
4. lntention: Graphiken und Statistiken beschreiben 
Die Graphik/Statistik/das Diagramm informiert darüber, dass .../zeigt .../gibt Informationen/Auskunft 

über ... 
In der Graphik/Statistik/dem Diagramm geht es um .../wird ... gezeigt./wird informiert darüber, 

dass ... 
Die Zahl des/der ... beträgt ... 
An erster/letzter Stelle liegt/steht ... 
Nach ... folgt/folgen ... 
... steigt/steigen (um ... auf .... 
... erhöht/erhöhen sich (um ... auf ... 
... sinkt/sinken um (um ... auf ...). 
5. Hörverstehen: Veränderung der Werbestrategien 
6. Wortschatz:  
Zuständig, beträchtlich, ansprechen A 
7. Leseverstehen: Jugend und Werbung 
8. Wortschatz:  
zuschreien D, regelrecht, widmen sich/A D, aufsuchen A, abwenden sich, herankommen an A, 

hartnäckig 
9. Grammatik: Satzklammer und Ausklammerung 
学习目标： 
Werbung spielt eine sehr wichtige Rolle in der Wirtschaft, bringt aber manchmal auch negative 

Folgen mit sich. Im Text wird auf die Nachteile der Werbung gezeigt und ein Problem bei der 
Entwicklung der Werbung analysiert. Im Hörverstehen werden die Strategien über Werdung erwähnt und 
die Anpassung an die Gesellschaft. Der Lesetext behandelt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n Jugendlichen 
und der Werbung.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9：Reisen und Verkehr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旅行与交通，这是日常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题目，也是学生较为感兴趣的话题之

一。本单元的主课文关于德国的铁路运输，德国的铁路进行了私有化以后产生了很多问题，乘客对

此也有很大的意见。听力课文是三段在火车站或列车上的广播通知。阅读课文是德国某旅行社的一

项中国旅游节目的日程安排。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原因与结果的描写，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习，

可以使学生学会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描写因果关系。 
本单元不设单独的语法项目，在语法练习中提供了一套大学德语四级考试语法和词汇部分的模

拟题。 
1. Einführung: Wie heißen die Verkehrsmittel und was kann man mit ihnen machen? 
2. Text: Immer neuer Arger mit der Bahn 
3. Wotscha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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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künden A, 
der Fleck, 
abgehen, 
bummeln, 
überholen A, 
streichen A, 
Wirrwarr, 
Panne, 
umrüsten A, 
befürchten, 
 kompeten, 
auskennen sich 
ironisch, 
modernisieren A, 
senken A, 
buchen A 
4. lntention: Ursachen und Folgen beschreiben 
5. Redemittel: 
Ursachen 
Was ist die Ursache von/für... ? 
Was ist die Ursache dafür, dass ...? 
Worauf ist ... zurückzuführen? 
Woran liegt es, dass ... ? 
Die Ursache/n für ... ist/sind ..., dass ... 
... ist/sind auf ... zurückzuführen. 
... ist/sind darauf zurückzuführen, dass 
Es liegt daran, dass... 
Folgen 
Was ist/sind die Folge/n von ...? 
Welche Folgen hat... ? 
Wozu führt/führen ... ? 
Die Folge/n von ... ist/sind ... 
... hat/haben ... zur Folge. 
... führt/führen zu ... 
6. Hörverstehen: Durchsagen auf Bahnhöfen 
7. Wortschatz:  
Durchsage, hervorragend, speisen, voraussichtlich 
8. Leseverstehen: China zu Land und zu Wasser 
9. Wortschatz:  
Überwältigend, Tal, imposant, Einschiffung, Strom, abwärts, sicherlich, unendlich, Gegensatz学习

目标： 
Das Thema Reisen und Verkehr interessiert viele Studenten. Im Text lernt man die Eisenverkehr in 

Deutschland und auch viele Probleme, die nach der Privatisierung der Einsenbahn auftraten. Die 
Meinungen der Passagen werden auch gezeigt. Im Hörverstehen sind drei Nachrrichten der Lautspreche 
im Zug. Der Lesetext behandelt das Programm in China eines deutschen Reisebü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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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10：Technik und Fortschritt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技术与进步。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的进步，同时也会改变人类的生活。

本单元的主课文讲的是光盘的使用与维护。光盘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是新一代的信息载体，为了保

证数据的长久保存，使用与维护光盘需要有正确的方法。听力课文介绍了 X 射线的发现者伦琴，
以及他发现 X射线的经历。 
阅读课文介绍了新一代的报刊和图书。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解释与下定义，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习，可

以使学生学会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解释事物或给事物下定义。 
本单元不设单独的语法项目，在语法练习中提供了一套大学德语四级考试语法和词汇部分的模

拟题。 
1. Einführung:  
2. Text: Tipps zum Umgang mit CDs 
3. Wortschatz: 
beschriften A, 
reinigen A, 
wischen A 
verlaufen, 
trocknen A, 
beschädigen A, 
aufkleben A,  
verwenden A, 
der Kratzer, 
der Staub, 
das Spülmittel, 
die Hülle, 
die Umgebung 
4. Intention: etwas erklären, etwas definieren 
5. Redemittel: 
Was versteht man (eigentlich) unter ... ? 
Unter ... versteht man einen/eine/ein ... 
Man versteht unter ... einen/eine/ein ... 
Man versteht unter ... so etwas wie ... 
Was bedeutet eigentlich ..? 
Was heißt eigentlich ...? 
Was ist eigentlich ...? 
...bedeutet/heißt/ist ... 
... bedeutet/heißt, dass... 
Können Sie mir sagen, was man (eigentlich) unter ... versteht? 
Können Sie mir sagen, was ... (eigentlich) ... bedeutet? 
Können Sie mir sagen, was …heißt? 
Können Sie mir sagen, was ...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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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örverstehen: Wilhelm Röntgens Entdeckung sorgt bis heute für,,Durchblick" 
7. Wortschatz:  
Wegdenken A, Fabrikant, Ruhm, erforschen, Zufall, Skelett, 
8. Leseverstehen: Die Zukunft der Zeitung und des Buches 
9. Wortschatz:  
Faltbar, einlassen A, beliebig, aufladen A, formbar, füllen A/sich, verderben D A, vereinen A, 

bedrucken A, Molekül, beantragen 
学习目标：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Technik folgt auf jedem Fall der Fortschritt der Gesellschaft, die auch den 

Lebensstil und die Lebensform ändert. Im Text geht um die Anweisung und Unterhaltung der CDs. Im 
Hörversteht wird der Erfinder der X-Strahlung vorgestellt und sein Erlebnis. Im Lesetext werden die 
Bücher und Zeitschriften der neuen Generation dargestellt.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Lektion 1 4  
2 Lektion 1、 Lektion2 4  
3 Lektion 2 4  
4 Lektion 3 4  
5 Lektion 3、Lektion 4 4  
6 Lektion 4 4  
7 Lektion5 4  
8 Lektion 5、 Lektion6 4  
9 Lektion 6 4  

10 Lektion 7 4  
11 Lektion7、Lektion 8 4  
12 Lektion 8 4  
13 Lektion9 4  
14 Lektion9、 Lektion10 4  
15 Lektion 10 4  
16 Wiederholung und Prüfung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德语一》、《德语二》、《德语三》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德语第二虚拟式的特殊用法、德语构词法、各种状语从句和介词短语的互相转化，情态

动词的特殊用法等。 
难点：从句与介词短语之间的相互转化，第二虚拟式。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本课程以学生为主体，在课堂上使用单人练习、双人练习以及小组讨论等多种练习形式。 
2. 注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同学们相互学习、相互纠正，教师点评，收到积极成效。 
3. 还强调“授之以渔”的原则，除了传授语言知识，训练语言能力以外，还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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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这样，学生在学完“二外德语”课程后可以凭借正确的学习方法和良好的学习习惯，通过自学
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德语水平。 
教学手段： 
1. 德语课程教学使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 
2. 除了课堂讲解之外，还会有选择性地给学生播放德语录像、德语电影片断、德语经典歌曲，

力求寓教于乐。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堂课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一般为课后语法练习或者词汇相应练习。 
8、教材选用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朱建华编写出版的《新编大学德语 4》。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朱建华主编《新编大学德语 4》，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最新版（“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Michaela Perlmann-Balme等编著《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 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最新

版 
2. Albert Daniels等编著《走遍德国中级 1》，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最新版 
3. 方建国等编著《新求精德语强化教程中级 1》，同济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4. 姚宝、过文英编著《当代德国社会与文化》，同济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5. 刘芳本、叶本度编著《莱茵浪花—德国社会面面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最新版 
6. 德国大使馆编著《德国概况》，大使馆赠书，最新版。  

执笔：李小龙  审稿：  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日 

 

德语学习方法与技能 
German Learning Methods and Skills 

课程号：40801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a) 初步认识汉德语言差异的能力。 
b) 学习外语的技能意识。 
c) 养成初步的、合适的德语学习策略的问题。 
d) 具体到语法层面，德语词汇的学习方法。 
e) 具体让学生养成德语语法训练与练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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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基础上，培养学生初步的德语阅读能力。 
开设本课程，目的在于向学生阐述德语的语言特点和学习规律，运用已经被总结出来的、被教

学实践验证相对有效的理念和策略，是学生初步明白应该用怎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去学习，找到学习

德语的有效途径；同时，介绍德语学习的操练内容和方法，让学生掌握良好的练习模式。希望以此

能让大一第一学期德语系的学生掌握良好的方法，为以后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为什么德语折磨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l 汉德语言结构的差异 
l 母语习惯的负面影响 
l 需要克服的学习难点 
1. 背景知识介绍 
2. 举例与讲解 
3. 练习 
4. 讲解练习 
5.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汉德语言结构的差异，母语习惯的负面影响，需要克服的学习难点。 
2．掌握汉德语言结构的差异，母语习惯的负面影响，需要克服的学习难点。 
作业： 
相关练习 

知识单元 2：学习外语的技能意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l 技能学习 
l 外语学习 
l 技能训练类别 
1. 背景知识介绍 
2. 举例与讲解 
3. 练习 
4. 讲解练习 
5.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技能学习，外语学习，技能训练类别 
．掌握技能学习，外语学习，技能训练类别。 
作业： 
相关练习 

知识单元 3：德语学习策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l 学习外语主要学什么？ 
l 怎样看待教材？ 
l 如何学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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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知识介绍 
2. 举例与讲解 
3. 练习 
4. 讲解练习 
5.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学习外语主要学什么？怎样看待教材？如何学有成效？ 
2．掌握学习外语主要学什么？怎样看待教材？如何学有成效？ 
作业： 
相关练习 

知识单元 4：学习类型及自我检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 自己的学习类型确定 
● 学习时段测试 
● 自我鉴定 
1. 背景知识介绍 
2. 举例与讲解 
3. 练习 
4. 讲解练习 
5.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自己的学习类型确定，学习时段测试，自我鉴定。 
2．掌握自己的学习类型确定，学习时段测试，自我鉴定。 
作业： 
相关练习 
知识单元 5：德语词汇的学习策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 系统分析法 
● 构词法 
1. 背景知识介绍 
2. 举例与讲解 
3. 练习 
4. 讲解练习 
5.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系统分析法，构词法。 
2．掌握系统分析法，构词法。 
作业： 
相关练习 

知识单元 6：语法训练重点及策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 语法训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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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学习阶段语法重点归纳 
● 语法重点≠语法难点 
1. 背景知识介绍 
2. 举例与讲解 
3. 练习 
4. 讲解练习 
5.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语法训练计划,各学习阶段语法重点归纳,语法重点≠语法难点。 
2．掌握语法训练计划,各学习阶段语法重点归纳,语法重点≠语法难点。 
作业： 
相关练习 

知识单元 7：学习篇章的策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 篇章要素 
● 阅读课文与听力课文 
● 理解文章的技巧 
1. 背景知识介绍 
2. 举例与讲解 
3. 练习 
4. 讲解练习 
5.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篇章要素，阅读课文与听力课文，理解文章的技巧。 
2．掌握篇章要素，阅读课文与听力课文，理解文章的技巧。 
作业： 
相关练习 

知识单元 8：技能训练的衡量标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 掌握标准的重要性 
● 语言各项技能水平的指标 
1． 背景知识介绍 
2． 举例与讲解 
3． 练习 
4． 讲解练习 
5．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掌握标准的重要性，语言各项技能水平的指标。 
2．掌握了解掌握标准的重要性，语言各项技能水平的指标。。 
作业: 
相关练习 

知识单元 9：技能训练模块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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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 规则性动词机械性训练 
● 不规则动词机械性变位训练 
● 常用动词强化训练 
● 主体词汇训练汉德词汇对比 
● 表达练习 
● 句法训练——句型转换练习 
● 听力训练 
● 理解力训练 
 
1． 背景知识介绍 
2． 举例与讲解 
3． 练习 
4． 讲解练习 
5．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规则性动词机械性训练，不规则动词机械性变位训练，常用动词强化训练，主体词汇

训练汉德词汇对比，表达练习，句法训练——句型转换练习，听力训练，理解力训练。 
2．掌握规则性动词机械性训练，不规则动词机械性变位训练，常用动词强化训练，主体词汇

训练汉德词汇对比，表达练习，句法训练——句型转换练习，听力训练，理解力训练。 
作业： 
相关练习 

知识单元 10：词汇训练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 常用动词训练 
● 主体词汇训练 
1． 背景知识介绍 
2． 举例与讲解 
3． 练习 
4． 讲解练习 
5．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常用动词训练，主体词汇训练。 
2．掌握常用动词训练，主体词汇训练。 
作业： 
相关练习 

知识单元 11：语法训练与语用训练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 词法练习：形容词、连词、介词 
● 语法练习：被动态、从句、句型转换、虚拟式、造句 
1． 背景知识介绍 
2． 举例与讲解 
3．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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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讲解练习 
5．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形容词、连词、介词和被动态、从句、句型转换、虚拟式、造句。 
2．掌握形容词、连词、介词和被动态、从句、句型转换、虚拟式、造句。 
作业： 
相关练习 

知识单元 12：短文翻译训练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 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例文翻译 
● 指导背诵译文 
1． 背景知识介绍 
2． 举例与讲解 
3． 练习 
4． 讲解练习 
5．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例文翻译，指导背诵译文。 
2．掌握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例文翻译，指导背诵译文。 
作业： 
相关练习 

知识单元 13：阅读训练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 说明性文章练习 
● 记叙性文章练习 
● 新闻阅读练习 
1． 背景知识介绍 
2． 举例与讲解 
3． 练习 
4． 讲解练习 
5．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说明性文章，记叙性文章，新闻。 
2．掌握说明性文章，记叙性文章，新闻。 
作业： 
相关练习 

知识单元 14：写作训练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 初级阶段：叙事体 
● 中级阶段：描述体 、论证体 
1． 背景知识介绍 
2． 举例与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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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练习 
4． 讲解练习 
5．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叙事体、描述体、论证体。 
2．掌握叙事体、描述体、论证体。 
作业： 
相关作业 

知识单元 15：口语熟巧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 连接句子训练 
● 双连词训练 
● 从句训练 
1． 背景知识介绍 
2． 举例与讲解 
3． 练习 
4． 讲解练习 
5．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连接句子训练，双连词训练，从句训练。 
2．掌握连接句子训练，双连词训练，从句训练。 
作业： 
相关练习 

知识单元 16：难点语法讲解（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 形容词作定语 
● 被动态 
● 第二虚拟式 
1． 背景知识介绍 
2． 举例与讲解 
3． 练习 
4． 讲解练习 
5． 总结 
学习目标： 
1．了解形容词作定语，被动态，第二虚拟式。 
2．掌握形容词作定语，被动态，第二虚拟式。 
作业： 
相关练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为什么德语折磨人？ 2  
2 学习外语的技能意识？ 2  
3 德语学习策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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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习类型及自我检测 2  
5 德语词汇的学习策略 2  
6 语法训练重点及策略 2  
7 学习篇章的策略 2  
8 技能训练的衡量标准 2  
9 技能训练模块 2  

10 词汇训练 2  
11 语法训练与语用训练 2  
12 短文翻译训练 2  
13 阅读训练 2  
14 写作训练 2  
15 口语熟巧 2  
16 难点语法讲解（一）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各种方法的讲述和分析。 
难点：根据理论所进行的具体练习。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l 背景知识介绍。 
l 举例与讲解。 
l 练习。 
l 总结。 
教学手段： 
l 在具体进行每节课的内容之前，先总体介绍这节课内容的背景介绍，让学生有大概的了解。 
l 就德语语言学习中的具体问题举例，让学生有具体的认识，然后具体讲解，让学生有理论

性的认识。 
l 根据所听到的内容，要求学生完成相应的练习题目。 
l 教师就本节课内容作出总结和点评，并解答学生的问题。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的最终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笔试成绩两部分组成。平时成绩包括考勤

及学生的课堂表现（如报告的质量如何、是否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等）,占总成绩的 20%，期末进行
闭卷考试,考核学生在这个学期听力水平的提高程度，占总成绩的 80%。 

5、作业要求： 
完成相关练习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德语学习方法与技能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王京平 著:《德语学习方略与操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 
（二）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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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聂黎曦等 著: 《当代大学德语 1》，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 
执笔：张文鹏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6日 

 

德语国家概况（一） 
Survey on German-speaking Nations 1 

课程号：40801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开设时间为第二学期，学生的德语学习刚

刚起步，且经过第一个学期的学习，初步具备了基本的语言框架和逐步自学拓展的能力。了解德语国

家社会与文化，熟知德语国家居民的日常生活风俗和习惯，是德语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基本素养。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学生应该掌握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德语国家的基本地理概况、历史脉络； 
2、在基础知识的框架基础上，以关涉德语国家国情的时事、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短文为引导，培

养学生初步的德语文本解读能力，鼓励学生对于德国历史和社会现象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认识； 
3、德国作为异于中国的国度和文化，与中国同样处于变化与发展的全球化大背景之中，在明

确此前提的情况下，培养学生学会辩证地看待历史中的德国和当代德国。 
4、推进德语基本知识的学习和语言能力的锻炼。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德国地理和居民；现代德语的形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的地形、位置、面积（35.7万平方

公里）、主要河流、山脉、地标性自然风光如博登湖（Bodensee）、楚格峰（die Zugspitze）、哈尔茨
山、阿尔卑斯山、莱茵河、多瑙河的位置、9个邻国（波兰、捷克共和国、奥地利、瑞士、荷兰、
比利时、卢森堡、法国、丹麦）、行政区划、人口和民族构成等国家概况。 
德国地处中欧的地理位置使得它成为东西欧和南北欧之间文化、经济、政治交流的枢纽，在历

史上有着重要的正面及负面影响。一方面，德国与欧洲各国交流频繁广泛，为德国自身和欧洲的发

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另一方面，德国在历史上是战争输出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起源都与德国有关，给世界带来了灾难。 
德国地形呈现梯度，北低南高，可分为 5大地形区域。 
在介绍这一部分时，会侧重让学生在地图上直观地了解德国各个地域的地形特征： 
a. 北部平原（Norddeutsches Tiefland）北接波罗的海和北海，南接中德山地，属于欧洲北部

大平原的一部分，海拔高度为 0——20米。北德平原由大面积的耕地、沼泽地和灌木林组成。 
b. 中德山地（Deutsche Mittelgebirgsschwelle）位于吕内堡灌木自然风景区和多瑙河之间，海拔

为 200——1500米，是由群山构成的山脉群。其中，哈尔茨（Harz）山是具有浓厚历史文化的风景
名山，海涅曾游哈尔茨山，并著有《哈尔茨山游记》。中部的山地给德国南北水陆交通造成一定障

碍，黑森盆地和莱因山谷成为贯通南北的天然通道，德国人这里建造了高速公路。莱茵河山谷和盆

地也是德国葡萄酒的重要产地。 
c. 西南德梯地和山地（Südwestdeutsches Stufen- und Bergland）位于莱茵河、多瑙河之间，有

黑森林山、施瓦本——弗兰肯梯地等。黑森林山是德国风景最优美的地区之一。 
d. 南德高原（Süddeutsches Alpenvorland）也称作阿尔卑斯山前沿地，位于多瑙河以南，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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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斯山以北，这里坐落着著名的施瓦本——巴伐利亚高原。 
e. 阿尔卑斯山：德国境内的阿尔卑斯山仅仅是一小部分。这里山水相映，景色宜人。国王湖、

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新天鹅堡（Neuschwanstein-Schloß）即坐落于此地区。 
德国气候为温带海洋性气候。雨水充足，较同纬度的亚洲地区，冬季相对暖和。 
德国森林、矿产资源。 
2．现代德语的形成。里程碑式事件：路德的宗教改革。 
德语与北欧的丹麦语、挪威语、瑞典语、荷兰语、英语等统属于日耳曼语系。早在公元 8世纪

就有关于德语的最早记载。16世纪以前，德国尚无统一的民族语言。直到 18世纪，经历了漫长的
历史积累和演变，统一的标准德语才逐渐形成。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宗教改革过程中，对
创立统一的德语作出了突出贡献。他把拉丁语的圣经翻译为德语。路德的圣经德语译本为德语的统

一奠定了基础。 
另外，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和威廉·格林（Willhelm Grimm）兄弟在 1819——1837年

间编写了《德语语法》，1848年编写了《德国语言史》，1852年开始编写《德语大辞典》。格林兄弟
为日耳曼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格林童话》。 
Urteile prominenter Deutscher über Luther 
Friedrich der Große: Ein sächsischer Mönch von verwegenem Mute, voll lebhafter Einbildungskraft, 

klug genug, um die Gärung der Geister zu benutzen, ward zum Haupte der Partei, die sich gegen Rom 
erklärte ... Sieht man bloß auf die plumpen Grobheiten seines Stils, so erscheint Martin Luther zwar nur 
als polternder Mönch, als ein roher Schriftsteller eines noch wenig aufgeklärten Volkes.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Er ist's, der die deutsche Sprache, einen schlafenden Riesen, aufgewecket 
und losgebunden; er ist"s, der die scholastische Wortkrämerei, wie jene Wechslertische, verschüttet; er hat 
durch seine Reformation eine ganze Nation zum Denken und Gefühl erhoben.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Luther steht bei mir in einer solchen Verehrung, daß es mir, alles wohl 
überlegt, recht lieb ist, einige kleine Mängel an ihm entdeckt zu haben, weil ich in der Tat der Gefahr 
sonst nahe war, ihn zu vergöttern.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817): Unter uns gesagt, ist an der ganzen Sache (der Reformation) 
nichts interessant als Luthers Charakter, und es ist auch das einzige, was einer Menge wirklich imponiert. 
Alles übrige ist ein verworrener Quark, wie er uns noch täglich zur Last fällt.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832): Wir wissen gar nicht, was wir Luthern und der Reformation 
alles zu danken haben. Wir sind frei geworden von den Fesseln geistiger Borniertheit, wir sind infolge 
unserer fortwachsenden Kultur fähig geworden, zur Quelle zurückzukehren und das Christentum in seiner 
Reinheit zu fassen ... Je tüchtiger aber wir Protestanten in edler Entwicklung voranschreiten, desto 
schneller werden die Katholiken folgen. 

Heinrich Heine: Ruhm dem Luther! Ewiger Ruhm dem teuren Manne, dem wir die Rettung unserer 
edelsten Güter verdanken, und von dessen Wohltaten wir noch heute leben! Es ziemt uns wenig, über die 
Beschränktheit seiner Ansichten zu klagen ... Es ziemt uns noch weniger, über seine Fehler ein herbes 
Urteil zu fällen; diese Fehler haben uns mehr genutzt als die Tugenden von tausend andern. Die Feinheit 
des Erasmus und die Milde des Melanchthon hätten uns nimmer so weit gebracht wie manchmal die 
göttliche Brutalität des Bruder Martin. 

Karl Marx: Deutschlands revolutionäre Vergangenheit ist theoretisch, es ist die Reformation. Wie 
damals der Mönch, so ist es jetzt der Philosoph, in dessen Hirn die Revolution beginnt. Luther hat 
allerdings die Knechtschaft aus Devotion besiegt, weil er die Knechtschaft aus Überzeugung an ihre Stelle 
gesetzt hat. Er hat den Glauben an die Autorität gebrochen, weil er die Autorität des Glaubens restauriert 
hat. Er hat die Pfaffen in Laien verwandelt, weil er die Laien in Pfaffen verwandelt hat. Er hat den 



8052 

Menschen von der äußern Religiosität befreit, weil er die Religiosität zum innern Menschen gemacht hat. 
Er hat den Leib von der Kette emanzipiert, weil er das Herz in Ketten gelegt ... 

Heinrich von Treitschke: Aus den tiefen Augen dieses urwüchsigen deutschen Bauernsohnes blitzte 
der Heldenmut der alten Germanen. der die Welt nicht flieht, sondern sie zu beherrschen sucht durch die 
Macht des sittlichen Willens. 

Friedrich Nietzsche: Luther war ein Verhängnis für die Menschheit, denn er kam, als die Renaissance 
eben sogar das Papsttum erobert hatte und das Leben daran war, mit dem Christentum stillschweigend 
aufzuräumen. Und Luther stellte die Kirche wieder her. Ach, diese Deutschen! ... Sie haben auch die 
unsauberste Art Christentum, die es gibt ... den Protestantismus, auf dem Gewissen. Wenn man nicht 
fertig wird mit dem Christentum, die Deutschen werden daran schuld sein. 

Ricarda Huch: Er war eine Persönlichkeit aus lebendiger Kraft, die Spitze einer breiten Pyramide, die 
Krone eines festwurzelnden Stammes. Daher kommt es, daß man ihn oft bäuerisch, derb, primitiv genannt 
hat; wir kennen ja kaum andere Persönlichkeiten, die auf Kosten verbrauchter Kraft entstanden sind, 
schmarotzende Gehirne, die an vampirartig ausgesogenen Bäumen kleben. Geist zu sein und doch Chaos 
in sich zu haben, das ist eben das Geheimnis des Genies. Hitler 

Von hier aus kam Hitler ... zu einer Bejahung Luthers: Er erkannte ihn als großen Mann an, machte 
ihm aber den Vorwurf, daß er auf halbem Wege stehengeblieben sei; nach ihm habe es in seiner Kirche 
nur noch Epigonen gegeben. (Tischgespräche, 7. April 1942) 

Thomas Mann: Ein Fels und ein Schicksal von einem Menschen, ein heftiger und roher, dabei tief 
beseelter und inniger Ausbruch deutscher Natur, ein Individuum, klobig und zart zugleich, voller Wucht 
und Getriebenheit, von bäurisch volkstümlicher Urkraft, Theolog und Mönch, aber ein unmöglicher 
Mönch, "denn der Mann kann durch natürliche Begier des Weibes nicht entbehren"-, sinnlich und sinnig, 
revolutionär und rückschlägig aus der Renaissance, mit deren Humanismus er keine Fühlung hatte, ins 
Mittelalter durch stete Balgerei mit dem Teufel und massivsten Aberglauben an Dämonen und Kielkröpfe, 
geistlich verdüstert und doch lebenshell kraft seiner Liebe zu Wein, Weib und Gesang, seiner 
Verkündigung "evangelischer Freiheit", schimpffroh, zanksüchtig, ein mächtiger Hasser, zum 
Blutvergießen von ganzem Herzen bereit ... antirömisch nicht nur, sondern antieuropäisch, furios 
nationalistisch und antisemitisch, tief musikalisch dabei, auch als Gestalter der deutschen Sprache. 

Kurt Georg Kiesinger: Martin Luther war der starke, kämpferische Geist, der die evangelische 
Frömmigkeit meiner väterlichen Vorfahren seit der Mitte des 16. Jahrhunderts geprägt hatte und der auch 
das religiöse Leben der kleinen, gewerbereichen schwäbischen Landstadt bestimmte, in der ich am 6. 
April 1904 das Licht der Welt erblickte. 

学习目标：1. 了解德国的地形特征，气候特点，主要山川河流等基本情况 
2. 掌握德国行政区划。现代德语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 
作业：1.在德国地图上找出并熟悉 16 个联邦州的地理位置，熟悉各州首府城市。2. 查找关于

鲁尔区的历史。 
知识单元 2：当代德国政治体制与外交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德国的政治体制、主要政党 。 
如：立法为两院制，除了德国联邦议院外，联邦参议院也参与立法，它由各州政府代表组成，

保障各州利益。 
    国体为联邦制国家，由 16 个各自拥有宪法、议会和政府的州组成，联邦拥有最高国家权力。
各州在联邦层面通过联邦参议院代表参与联邦立法。 
    选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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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党体制。多党制。通常，政党之间要组成联盟共同执政。 
    联邦议院中的政党：基民盟（CDU）、基社盟（CSU）、自民党（FDP）、社民党（SPD）、左翼
党（Die Linke）、绿党（Die Grüne）。联邦议院自 1900两德统一起就形成了稳定的五党制。 

2．德国的外交，主要以欧盟地缘政治为主，中德关系。 
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走向大致可概括为两点公理：“永不再现”和“永不孤行”。前者表示了德国

在其历史背景条件下决心摒弃扩张型的专制政治和军事权力手段。“永不孤行”意味着德国要坚定地
融入西方民主社会，融入不断紧密结合的欧洲，坚定不移地立足北大西洋防务联盟。 
德国与美国的关系。 
欧洲一体化进程。 
中德两国历史上的交往及 1949年后的双边关系概况等。 
Deutschland exportiert immer mehr Waffen 
Trotz anhaltender Kritik steigen deutsche Rüstungsexporte. Abnehmer sind zum Beispiel Israel, 

Saudi-Arabien und die Arabischen Emirate. Aber Kleinwaffen-Exporte sinken. 
Die Waffenexporte aus Deutschland sind einem Zeitungsbericht zufolge im ersten Halbjahr 2015 deutlich 

gestiegen. In den ersten sechs Monaten dieses Jahres habe die Bundesregierung Rüstungsausfuhren im Wert 
von 3,5 Milliarden Euro genehmigt, schreibt Die Welt unter Berufung auf einen Zwischenbericht der 
Bundesregierung. 

Die sogenannten Einzelausfuhrgenehmigungen lagen demnach im ersten Halbjahr 2015 fast so hoch 
wie im Gesamtjahr 2014. Im vergangenen Jahr hatte die BundesregierungEinzelausfuhrgenehmigungen im 
Wert von 3,97 Milliarden Euro erteilt. 

An Drittländer, also Staaten außerhalb der Nato oder EU, wurden dem Bericht zufolge im ersten 
Halbjahr Einzelausfuhrgenehmigungen im Wert von 1,67 Milliarden Euro erteilt. Dies ist ebenfalls ein 
Anstieg gegenüber dem Vorjahr, als Ausfuhren an Nicht-Bündnispartner im Wert von 1,42 Milliarden 
Euro genehmigt worden waren. 

Die Bundesregierung sehe in den gestiegenen Zahlen keinen Anlass zur Besorgnis. Rund ein Viertel 
des Werts ergebe sich "aus einer Genehmigung für ein U-Boot nach Israel, das bereits 2003 zugesagt 
worden war", heißt es laut der Zeitung in der Zusammenfassung des Berichts. 

Auch bei Ausfuhren nach Syrien und Russland sieht die große Koalition demnach keinen Grund zur 
Beanstandung. Für Syrien seien ein geschütztes Fahrzeug und Teile dafür für eine UN-Mission genehmigt 
worden, an Russland seien im Wesentlichen zwei eisbrechende Rettungs- und Mehrzweckschiffe für 
Unfall- und Katastropheneinsätze genehmigt worden, heißt es im Bericht. Dabei handle es sich um "einen 
Altfall im Sinne der Embargoregelung", schreiben die Beamten von Bundeswirtschaftsminister Sigmar 
Gabriel (SPD), die für den Bericht zuständig sind. 

Lieferungen an Saudi-Arabien 
Auch nach Saudi-Arabien wurde wieder Rüstungsmaterial geliefert. Dabei wurden "in der Mehrzahl 

Zulieferungen von Komponenten an europäische Partner genehmigt, insbesondere Fahrgestelle für von 
Frankreich gelieferte unbewaffnete europäische Transporter", wie es in dem Bericht heißt. Für Kuwait 
wurden zwölf Spürpanzer vom Typ Fuchs genehmigt, die laut Bundesregierung etwa zum Aufspüren 
kontaminierten Materials dienen sollen. Bei Lieferungen in den Irak handle es sich um die bereits in der 
Öffentlichkeit diskutierte "Ausstattungshilfe der Bundesregierung an die kurdische Regionalregierung" 
sowie "Schutzausrüstung für die irakische Regierung zur Selbstverteidigung um Rahmen der 
Terrorbekämpfung". 

Die Lieferungen von Kleinwaffen wie Pistolen oder Gewehren gingen dem Bericht zufolge im ersten 
Halbjahr von 21,3 auf 12,4 Millionen Euro zurück. Insgesamt seien über 50 Prozent aller Kleinwaffen an 
EU- oder Nato-Staaten geliefert worden. Allerdings seien nach wie vor auch Kleinwaffen im Wert v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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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5 Millionen Euro an Drittstaaten geliefert worden, darunter 3.000 Maschinenpistolen im Wert von 3,5 
Millionen Euro an die Vereinigten Arabischen Emirate.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政治生活的情况，了解欧盟。 
2．掌握主要政党及其执政理念。 
作业：学生独立查阅关于欧债危机的相关报道，了解德国在欧债危机中的作用。 

知识单元 3：德国制造：德国经济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德国经济的结构、优势行业和重要行业、投资区位、基础设施等。 
德国是高度发达、具有强劲势力的工业国，是继美国、日本、中国之后的第四大经济体，也是

欧盟内最大、最重要的市场。 
德国国民经济支柱是工业制造和服务，德国机械制造产品、汽车、医药、化工产品尤其享有国

际声誉。出口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比重，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 
德国的中小型企业等。 
2． 社会市场经济制度。 
国家保证经济活动的自由，同时也致力于社会均衡。 
德国制造。德国重要工业品牌。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优越的经济区位因素。了解德国几个重要的经济中心区如慕尼黑-斯图加特大区（高

科技、汽车），莱茵-内卡（化学）、美茵河畔法兰克福（金融）、科隆、汉堡（港口、空客飞机制造、
媒体）。 

2．掌握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内涵。 
作业：学生独立查阅德国几个重要的经济中心区的位置：如慕尼黑-斯图加特大区（高科技、

汽车），莱茵-内卡（化学）、美茵河畔法兰克福（金融）、科隆、汉堡（港口、空客飞机制造、媒体）。 
知识单元 4：环保理念在德国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德国可持续的气候与能源政策 
环境与气候保护在德国政界、媒体和公民社会中备受重视。德国是全球气候保护的典范国家，

也是扩大再生能源领域的领先者。 
联合国气候框架协定（UNFCCC）与《京都议定书》 
波恩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所在地。 
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法》旨在推动使用可再生能源供给装置的扩建，把可再生能源占电

能消费量的比例到 2020年至少提高 30%，并保障生产商能获得固定利率的报酬。 
种类：风能、水力、太阳能、沼气和地热等。 
能源与气候保护计划：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通过技术研发，保证能源供给的安全性、经济性和

环保性。 
自然保护和生物多样性。德国生态经营土地面积稳步上升。预计到 21世纪中期增长至 20%。

德国消费者看重生态制造产品：2010年，总计有 560000多种产品加盖了国家生态章。 
2. 德国普通居民的环保观念介绍：环保手袋、垃圾分类、消费习惯等 
环保文章短篇阅读：Hoch im Norden （《风力发电在德国》） 
Alles Öko（《处处皆环保》）。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人的环保理念、方法和立法措施，树立学生自身的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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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环保的常用词汇 
作业： 观看相关环保新闻，浏览网站 www.umweltbundesamt.de，www.pik-potsdam.de 。 

知识单元 5：德国教育体制、大学、科学研究和外国留学生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德国教育体制介绍 
a. 教育方针。 
b. 义务教育制：12年（6-18岁）。每个学生必须上 9年全日制学校（有的州为 1年），之后再

上半工半读的职业学校或升入全日制高中。公立学校免费，并向学生提供部分学习用品，首先是教

科书。学生用完教科书后归还学校。《联邦教育促进法》（BAföG）资助经济拮据的学生。 
c. 幼儿园、中小学介绍。 
德国中学共有 4类，即 5年制普通中学（Hauptschule），6年制实科中学（Realschule），6年制

综合中学（Gesamtschule）和 9年制完全中学，也即文理中学（Gymnasium）。 
学制。 
d. 职业教育。 

 
图表来自《当代德国社会与文化》，第 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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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学教育介绍 
历史：海德堡大学（1386）、莱比锡大学（1409）和罗斯托克大学（1419） 
近代高等教育开端：威廉·冯·洪堡，创建柏林大学（1810）。 
简介洪堡关于教育和人的理论：Bildung的概念。 
德国高校的种类和任务、科研院所。 
德国大学生的学习和日常生活 
去德国留学的情况等。 
Und wo bleiben die Guten? 
Ein Plädoyer für eine Elitenbildung an der Massenuniversität 
Von Martin Spiewak 
Die Universität ist kein Hort der Elite mehr, das ist aus vielerlei Gründen zu begrüßen. Doch darf sie 

es sich leisten, die künftige Elite zu ignorieren? Wenn die Hälfte eines Jahrgangs studiert, kann von einer 
Bestenauslese keine Rede sein – niemand muss das beklagen. Bedeutet dies aber, die Hochschulen sollten 
sich nicht mehr um die Besten bemühen? 

An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ist das ja so: Spricht man hier von Exzellenz oder Wettbewerb, dann 
meint man in der Regel die Professoren, vielleicht noch den wissenschaftlichen Nachwuchs, aber niemals 
die Studenten. Der sogenannte Elitewettbewerb belohnt mit vielenMilliarden die Spitzenforschung, eine 
Spitzenlehre gibt es nicht einmal als Wort. Und erst seit Kurzem entdecken einige Universitäten, dass 
auch Studenten Auszeichnungen verdienen und die Talentiertesten unter ihnen spezielle Förderung. 

Als Maike Sube das Schreiben mit dem Uni-Stempel sah, dachte sie zuerst, sie hätte etwas falsch 
gemacht. Eine Anmeldefrist verschlampt, eine Bescheinigung vergessen. Das sind sonst die Gründe, 
warum sich eine Hochschule bei ihren Studenten meldet. Die angehende Biologin hatte jedoch alles 
richtig gemacht. Besser noch: Sube gehöre in ihrem Fach zu den fünf Prozent besten Studierenden ihres 
Jahrganges, stand in dem Brief. Die Hochschulleitung würde sich daher freuen, ihren weiteren Werdegang 
besonders zu fördern, gezeichnet: der Prorektor der RWTH Aachen. 

Eine Urkunde mit der Auszeichnung schmückt seitdem Maike Subes Bewerbungsmappe. Im 
Career-Center der Hochschule durfte die Studentin mit anderen Auserwählten ihre Rhetorik und ihr 
Auftreten schulen. Ein Professorengutachten empfahl sie für ein Stipendium. Maike Sube bekam, was es 
an einer Massenuniversität nur selten gibt: das Gefühl, etwas Besonderes zu sein. "Am besten fand ich, 
dass sich die Universität für mich und meine Leistungen interessiert", sagt die 22-Jährige. 

Dean’s List heißt der exklusive Zirkel, dem Sube seit Kurzem angehört. Einmal im Jahr lässt 
sich Aachens Prorektor Aloys Krieg von den Dekanen aller Fachbereiche (englisch dean) eine Aufstellung 
ihrer leistungsstärksten Studierenden schicken. Mit der Bestenliste will die Hochschulleitung frühzeitig 
wissenschaftliche Begabungen entdecken und Topstudenten an die Uni binden. In der Forschung verstehe 
sich die RWTH schon lange als Spitzenuniversität, die herausragende Leistungen fördert, sagt Krieg: "Da 
sollte es selbstverständlich sein, dass wir den gleichen Anspruch in der Lehre haben." 

In Deutschland sieben die Schulen aus, doch die Unis behandeln alle gleich 
Das ist es keineswegs. So verweisen alle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stolz auf ihr Angebot für besonders 

talentierte Schüler: Sie laden zur Kinder-Uni ein, öffnen ihre Labore für Experimentierkurse und erlauben 
den hellsten Köpfen ein Frühstudium. Für die eigenen talentierten Studentendagegen unternehmen sie 
wenig, die meisten Unis sogar überhaupt nichts. Es ist paradox: In keiner anderen Industrienation sortiert 
die Schule so stark nach Leistung wie hierzulande. Die Hochschule dagegen behandelt alle Studenten 
gleich. Eine formale Differenzierung nach Können und Fleiß beginnt frühestens mit dem Master. 

Die Gleichbehandlung mag sinnvoll gewesen sein, als die Universität nur einem kleinen Teil eines 
Altersjahrgangs offenstand, zehn Prozent in den sechziger Jahren, zwanzig Prozent bis Mitte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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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tziger. Heute jedoch beginnt jeder Zweite ein Studium, die Universität ist zu einer Art 
Gesamthochschule geworden. Es wird Zeit, dass sie sich so verhält. 

Viele Hochschulen haben mittlerweile begonnen, sich um die Niveauunterschiede zu kümmern. In 
sogenannten Brückenkursen können Studienanfänger nachholen, was sie in der Schule nicht gelernthaben. 
Mentoren weisen den Weg durch die ersten Semester, Studienberater melden sich, wenn der Abbruch 
droht. Solche Hilfen zielen auf die richtigen Probleme – doch ist es richtig, dass sie nur auf Probleme 
zielen? Denn fast alle Instrumente, um der neuen Vielfalt an den Universitäten zu begegnen, haben nur 
einen Teil der Studenten im Blick: jene im unteren Leistungsspektrum. 

Geld erhalten sie nicht, jedoch eine Extraportion Arbeit 
Zwei Milliarden Euro investieren Bund und Länder bis 2020, um den Hochschulen zu helfen, den 

Andrang der Studierwilligen zu bewältigen und die Studienbedingungen zu verbessern. Über 250 Projekte 
kennt der sogenannte Qualitätspakt Lehre. Doch nur ein einziges Vorhaben richtet sich explizit an 
"besonders motivierte Studierende": eine Kursreihe an der Hochschule Kaiserslautern. 

Brauchen die staatlichen Unis also neben der Massenbildung keine Pflege der Leistungsspitze? 
Kommen die Überflieger auch gut alleine klar? Oder sollte man die Bestenförderung den privaten 
Hochschulen überlassen? Jedes Jahr veröffentlicht die Studienstif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 das 
wichtigste vom Bund getragene Begabtenwerk, ein Ranking derjenigen Universitäten, an denen 
prozentual die meisten Studienstiftler eingeschrieben sind. Die ersten Plätze belegen seit Langem 
Privatuniversitäten. 

Langsam wächst die Zahl derjenigen, die das für keine gute Entwicklung halten. Eine Dean’s List 
gibt es auch in Köln, Frankfurt und Würzburg. Neben einer Urkunde erhalten die Notenkönige – hier in 
den Wirtschaftswissenschaften – einen Professor als Mentor an die Seite. Zudem können sie bei 
regelmäßigen Treffen mit Unternehmensvertretern ihre Chancen auf interessante Praktika und Jobs 
steigern. 

In Bonn klagte der Asta gegen die Elitenförderung – und bekam recht 
Einen wissenschaftlichen Mehrwert bietet die Dean’s List dagegen selten. Dieses Ziel verfolgt seit 

einiger Zeit die Berliner Humboldt-Universität. Für deren Präsidenten Jan-Hendrik Olbertz ist die Pflege 
besonderer Talente vom ersten Semester an eine Frage der Gerechtigkeit. "Wenn jeder Student sein 
Potenzial optimal entfalten soll", so Olbertz, "müssen wir auch den Leistungsstärkeren etwas bieten." An 
der Humboldt-Universität ist das der frühe Kontakt zur Forschung. 

Im sogenannten Q-Programm der HU können Studierende eigene Forschungsfragen bearbeiten oder 
sich in laufende wissenschaftliche Projekte einklinken. Auf Antrag erhalten sie dafür ein kleines Budget 
sowie die Unterstützung von Doktoranden. Für ein weiteres Zusatzangebot nutzt die HU das 
Deutschlandstipendium, das Stipendienprogramm von Bund und Privatwirtschaft für begabte Studierende. 
Die meisten Unis leiten das Geld nur relativ einfallslos an die Begünstigten weiter. Die HU dagegen 
vereint die Stipendiaten in Themenklassen. Hier können sie sich über Fächergrenzen hinweg zu einer 
Fragestellung zusammentun, etwa zur Energiewende oder zum Bild des Alters in der Kunst. 

Die Humboldt-Uni möchte mit dem Q-Programm die Universitätsidee ihres Namensgebers beleben: 
die Einheit von Forschung und Lehre vom ersten Semester an. In akademischen Sonntagsgebeten wird 
diese Einheit stets beschworen. Doch das forschende Lernen braucht Zeit und eine individuellere 
Betreuung. Wenn im Schnitt 64 Studenten auf einen Professor kommen, ist beides nur selten vorhanden. 
Also muss die Universität auswählen. 

Im Prinzip darf sich jeder HU-Student für die Q-Kurse bewerben. Anders in Bonn, wo die 
Universitätsleitung auf die Idee kam, die Begabtesten auszuwählen, und sich damit Ärger einhandelte. Als 
bisher erste Universität hat die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vor drei Jahren 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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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genanntes Honors-Programm aufgelegt, ein Bonusangebot für die Studierenden mit den besten Noten. 
Rund 100 Studenten werden jedes Jahr aufgenommen. Geld erhalten sie nicht, jedoch eine Extraportion 
Arbeit. 

Die Honors-Studenten müssen neben dem normalen Bachelorpensum Kurse in Wissenschaftstheorie 
belegen, einen Kurs aus einem anderen Fach sowie ein Seminar besuchen, das eigens für 
Honors-Studenten angeboten wird. "Das Programm setzt einen Gegenakzent zur Spezialisierung des 
Bachelors", sagt Prorektor Jürgen von Hagen. Kürzlich hat der Wirtschaftswissenschaftler gemeinsam mit 
einem Theologen ein Honors-Seminar angeboten. "Hungrig und hoch motiviert" seien die Studierenden 
gewesen, schwärmt von Hagen, "das hat Riesenspaß gemacht". 

Gezielt eingeladen werden jedoch nur die Auserwählten 
Wenig spaßig findet die Bonner Studentenvertretung das Premiumprogramm. Die Honors-Kurse 

verletzten die Chancengleichheit, kritisiert Asta-Referent Simon Hansen. Zudem seien die 
Auswahlkriterien fragwürdig. "Das Ganze belohnt doch nur die, die sich sklavisch hinter die Bücher 
klemmen", sagt Hansen. 

Aus Protest klagte der Asta gegen das Programm. Das Verwaltungsgericht Köln gab den 
Studierenden recht: Exklusivangebote für leistungsstarke Studenten sehe das Hochschulgesetz nicht vor, 
so die Richter. Der Spruch erinnert an das berüchtigte Urteil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aus dem Jahr 
1972. Damals verbot das oberste Gericht den Universitäten, den NC zu verschärfen, um die Betreuung zu 
verbessern. Begründung: das sei "unzulässige Niveaupflege". 

Nun sind die Honors-Kurse für alle offen: Elite für jeden. Gezielt eingeladen werden jedoch nur die 
Auserwählten. Auch andere Universitäten lassen sich nicht durch den Kölner Entscheid abschrecken. Als 
Nächstes will die Uni Bochum mit einem Honors-Programm nachziehen. 

Das Konzept stammt aus den USA. Hier gehört der Gedanke, Studenten, die mehr können, auch 
mehr zu anbieten, zum akademischen Grundverständnis. Ob Staatsuniversität, private Eliteeinrichtung 
oder Provinzcollege: Fast alle Hochschulen kennen Bestenlisten (dean’s 
list),Frühforschungsprogramme (research opportunity programs) oder Exzellenzkurse (honors 
classes). Besondere Tradition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 haben die Great books- Seminare. Hier 
müssen die Studenten die Klassiker der westlichen Geisteskultur von Aristoteles bis Max Weber lesen: 
pro Woche ein Buch. 

Solche Angebote setzen auf Selbstselektion. Denn nur die wenigsten Studenten schaffen so ein 
Pensum. Doch es gäbe sie natürlich auch in Deutschland: Studierende, die nicht über den "Lernstress" und 
den "Notenterror" des Bachelors schimpfen, sondern sich im Gegenteil wegen Unterforderung langweilen; 
Erstsemester, die sich schon Jahre vor Studienbeginn mit ihrem Fach beschäftigt haben und bereits wissen, 
dass sie promovieren wollen. "Die Universitäten dürfen sich nicht darauf verlassen, dass die Besten sich 
schon irgendwie holen, was sie benötigen", sagt Peter Strohschneider, Präsident der Deutschen 
Forschungsgemeinschaft. Damit liefen sie Gefahr, Talente nicht zu erkennen oder sie verkümmern zu 
lassen – auch das sei ungerecht. 

Niemand muss dabei Angst haben, die Hochschulen würden über die Bestenförderung den Rest der 
Studierenden vergessen. Das zeigt das Beispiel der Technischen Uni München. Als Exzellenzhochschule 
der ersten Stunde ist die TUM so etwas wie die Streberhochschule Deutschlands. Fragt man hier nach 
Förderprogrammen für begabte Studenten, erhält man eine Übersicht von über siebzig Seiten. Es gibt 
Elitestudiengänge, Sommerschulen sowie eine Junge Akademie, in der die Notenbesten mit spezieller 
Unterstützung der Uni eigene Projektideen in die Tat umsetzen können. Ein schlechtes Gewissen wegen 
einseitiger Elitenförderung habe man deshalb jedoch nicht, sagt Regine Keller, die im TUM-Präsidium für 
die Lehre zuständig ist: "Das Geld und die Mühe, die wir auf die Unterstützung leistungsschwäche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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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en verwenden, sind um ein Vielfaches größer." 
学习目标： 
1． 了解德国的教育体制。 
2． 理解和掌握洪堡关于 Bildung的内涵。 
作业： 学生独立查阅自己感兴趣的德国大学。 

知识单元 6：德国人的社交礼仪、宗教和民间节庆习俗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德国人的社交礼仪习惯：作客、送礼、婚丧嫁娶、小费等。 
德国人重视遵守时间，很多人随身带“约会日历手册”，记录一周、甚至一月之内应酬见面的时

间、地点、内容等。 
若无法不能准时赴约，应当提前打电话通知对方，尤其是私人宴请场合。如属于家庭聚会，则

不能早到，比预约时间稍晚 10分钟作用为宜，以便避开主人忙碌打扮的尴尬时刻。 
德国人在作客或官方场合，衣着一般为深色。 
饮食文化：饮食品种、用餐时间和内容。 
咖啡、甜点文化：德国人习惯在上午 10点、下午 4点喝咖啡、吃甜点。德国许多机关部门有

专门的“咖啡休息时间”。 
2． 德国宗教和民间节日 
德国有众多的节日。大多数节日具有宗教色彩，在现代生活中，许多节日逐渐失去原有的宗教

意义。 
Warum gibt es an Ostern Eier? 
Heute feiert man Ostern in aller Welt als das Fest der Auferstehung Christi. Aber eigentlich wurde 

Ostern schon viel früher gefeiert - lange, bevor sich das Christentum ausgebreitet hatte. Man feierte es als 
das Fest des Frühlingsanfangs. In christlicher Zeit legte man dann beide Feste zusammen. Wie aber 
kommt es, dass man zu Ostern Eier so schätzt? Nun, schon die Perser und Ägypter färbten Eier zum Fest, 
als Symbol für die Fruchtbarkeit und die Erneuerung der Natur. Ostern ist ja - wie der heidnische 
Frühlingsanfang - ein Fest der Erneuerung. Deshalb haben die Christen die Ostereier als Symbol für neues 
Leben und Fruchtbarkeit übernommen. Für die Christen der Frühzeit hatte die Eieresserei aber auch einen 
praktischen Hintergrund. Während der langen Fastenzeit die voranging, war es nämlich verboten Eier zu 
essen. Und als endlich Ostern kam, war der Appetit darauf besonders groß.Beschreibung: Ostereier 

Es fragt sich schließlich, was der Osterhase bei diesem Fest zu suchen hat. Nun, auch er ist ein 
uraltes Symbol. In altägyptischen Legenden gibt es viele Zusammenhänge zwischen dem ungemein 
fruchtbaren Hasen und dem neu erwachenden Frühling. Der Hase und die Eier gehören insofern 
zusammen. Wer allerdings auf die Idee kam, dass der Hase die Ostereier legt - das weiß niemand mehr. 
Erwähnt wird er zum ersten Mal vom Medizinprofessor Georg Franck von Frankenau Ende des 
17.Jahrhunderts. In seinem Buch „De ovis paschalibus“ („Von Ostereiern“) warnt er vor den 
gesundheitlichen Schäden, die der Verzehr von zu viel Ostereiern hervorrufen kann. 

Allerdings wurde der Osterhase ein Exportschlager. Deutsche Auswanderer brachten ihn mit nach 
Amerika, wo er recht populär wurde – aber eher als „Easter Bunny“, also „Osterkaninchen“. 

Und er hatte früher etliche Konkurrenten, unser Osterhase. In Böhmen legte ein Hahn die Ostereier, 
in Thüringen war es ein Storch. In der Schweiz kam der Kuckuck und in Teilen Westfalens war es gar der 
Osterfuchs.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的社交礼仪习惯 
2．掌握德国重要节日的德语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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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学生自主查找圣诞节传统的德语歌曲。 
知识单元 7：德国的社会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德国社会结构 
a.阶层社会——劳资间的合作伙伴关系，目标是建立全民的社会福利国家，运用社会市场经济

学说，逐步缩小贫富差距和社会阶层间的财富地位悬殊，建立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福利社会，变等

级森严的金字塔型社会为两头尖中间宽的“洋葱型阶层”社会，并逐渐向理想中的“足球型社会”靠
拢。 
德国社会由工薪者和独立经营者两大部分组成。前者是主体，包括工人、职员、公务员等。独

立经营者为自由职业者，包括：医疗事业（如医生、牙医、药剂师等），律师，税务顾问，会计师，

公证员，艺术家，作家，建筑师，工程师等。 
b.劳资关系：劳资协定、斗争与合作。工会组织。 
c.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的原则。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事故保险，

护理保险，子女生活补贴，社会救济金等。 
2. 德国社会生活两篇短篇：（一）工资涨幅高于物价：德国人手里有更多的钱（来自德国《明

镜 》 2015 年 5 月 29 日 文 章

http://www.spiegel.de/wirtschaft/soziales/tarifloehne-staerker-gestiegen-als-verbraucherpreise-inflation-a-
1036142.html） 

（二）保证金、退休金、镶牙：您需要这些保险（来自德国《明镜》2014 年 4 月 15 日文章
http://www.spiegel.de/wirtschaft/service/versicherung-check-fuer-haftpflicht-hausrat-berufsunfaehigkeit-a
-960380.html） 

（一）Löhne steigen stärker als Preise: Deutsche haben mehr Geld in der Tasche 
Von den Gehaltssteigerungen 2015 dürfte auch unter dem Strich etwas übrig bleiben: Die Löhne sind 

deutlich stärker gestiegen als die Verbraucherpreise. Am stärksten erhöhten sie sich im Bergbau - mit 4,9 
Prozent. 

Die Tariflöhne in Deutschland sind zu Jahresbeginn kräftig gestiegen. Einschließlich tariflich 
vereinbarter Sonderzahlungen kletterten die Verdienste im ersten Quartal 2015 um durchschnittlich 2,7 
Prozent gegenüber dem Vorjahr, teilte das Statistische Bundesamt mit. Die Verbraucherpreise blieben in 
diesem Zeitraum nahezu unverändert, so profitieren die Arbeitnehmer von einer stärkeren Kaufkraft. 

Die Statistiker berücksichtigten auch Sonderzahlungen. Ohne Einmalzahlungen oder tarifliche 
Nachzahlungen betrug das Plus immer noch 2,4 Prozent, heißt es in der Mitteilung. 

Allerdings gibt es große Unterschiede zwischen einzelnen Branchen. Am stärksten erhöhten sich die 
monatlichen Tarifverdienste im Bereich Bergbau und Gewinnung von Steinen und Erden mit 4,9 Prozent. 
Grund war eine Pauschalzahlung im März im Steinkohlebergbau. 

Im Gastgewerbe (plus 3,4 Prozent) wirkte sich den Angaben zufolge in den unteren 
Verdienstgruppen die Einführung des Mindestlohnes von 8,50 Euro zu Jahresbeginn aus. Deutlich 
geringer stiegen die Tariflöhne laut Statistik im Einzelhandel - dort erhöhten sie sich lediglich um 0,5 
Prozent. Am geringsten fiel das Plus in der Luftfahrt sowie im Grundstücks- und Wohnungswesen aus 
(jeweils plus 0,4 Prozent). 

bos/AFP/dpa 
（二）保证金、退休金、镶牙：您需要这些保险（来自德国《明镜》2014 年 4 月 15 日文章

http://www.spiegel.de/wirtschaft/service/versicherung-check-fuer-haftpflicht-hausrat-berufsunfaehigkeit-a
-960380.html） 

Haftpflicht, Rente, Zahnersatz: Diese Versicherungen brauchen Sie wirk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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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 Stefan Kaiser 
Sicher ist gar nichts: Im Dickicht der Versicherungsprodukte fällt es schwer, zwischen wichtig und 

unwichtig zu unterscheiden. Welche Policen braucht wirklich jeder? Und welche sind nur in bestimmten 
Fällen nötig? 

Die Deutschen gelten als vorsichtiges Volk. Mehr als 2000 Euro gibt jeder Bundesbürger im Schnitt 
pro Jahr fürVersicherungen aus. Doch Verbraucherschützer warnen: Viele Menschen versichern sich 
falsch. Häufig seien wichtige Risiken nicht abgedeckt, andere Aspekte dafür völlig überversichert. 

Um herauszufinden, was wirklich nötig ist, sollte man sich klarmachen, welche Risiken im Einzelfall 
bestehen und ob man sie auch ohne Versicherung abdecken könnte. Auf den Rat von 
Versicherungsvertretern kann man sich dabei nur bedingt verlassen. Schließlich winkt dem Verkäufer für 
jeden Vertragsabschluss eine Provision. Er hat damit einen Anreiz, seinen Kunden lieber mehr als weniger 
Policen zu empfehlen. 

Wichtig ist deshalb eine einfache Regel: Risiken, die einen finanziellenTotalschaden bedeuten, 
sollten abgesichert werden. Darunter fallen zum Beispiel Haftungsschäden, die an anderen Personen oder 
fremdem Eigentum verursacht werden - also etwa die ausgelaufene Waschmaschine, die das gesamte 
Mietshaus unter Wasser setzt, oder der verletzte Fußgänger, der vom Fahrradfahrer auf die Straße 
gedrängt wurde. Hier ist die Schadenshöhe theoretisch unbegrenzt - eine Versicherung ist deshalb sehr 
sinnvoll. 

Bei Risiken mit potentiell begrenzten Schäden dagegen - wie zum Beispiel am eigenen Auto und der 
eigenen Wohnung - sollte man sich überlegen, ob man die nötige Summe im Schadensfall nicht auch 
selbst bezahlen könnte. Wenn das so ist, kann man sich die Versicherungsprämie oft sparen. 

Einen Überblick, welche Versicherungen für wen sinnvoll sind, finden Sie hier: 
Welche Versicherungen wirklich wichtig sind 

 
Privathaftpflicht 

   

 
Berufsunfähigkeitsversiche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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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usratversicherung 

   

 
Unfallversicherung 

   

 
Kaskoversicherung 

   

 
Risikolebensversicherung 

   

 
Private Rentenversiche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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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sekrankenversicherung 

   

 
Private Krankenzusatzversicherung 

   

 
Rechtsschutzversicherung 

   

 
Wohngebäudeversicherung 

   

 
Tierhalterhaftpfl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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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rklich notwendig  

   Für viele Menschen zu empfehlen  

   Nur in bestimmten Fällen nötig 

Fotos: Corbis, BMW, DPA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的社会结构、社保制度 
2．掌握关于社会福利的词汇表达 
作业： 学生独立查阅德国工会组织罢工事件报道。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2学时 
实验 1：学生作一个主题为《德国音乐》的报告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要求学生从德国作曲家、德国音乐中选取一个角度分组作报告。 
5-6人一组。 
报告主题可以是古典音乐，也可以从当代德国流行的本土音乐中选取介绍。 
鼓励学生采用多媒体方式，可以在介绍中，插入播放音乐片段，以便听众更直观把握报告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德国古典音乐的几个重要作曲家及其作品；掌握作报告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德国地理和居民 2  
2 现代德语的形成  2  
3 当代德国政治体制与外交：多党制 2  
4 当代德国政治体制和外交：欧洲一体化 2  
5 德国经济概况：经济体制和国民经济构成 2  
6 德国品牌：Made in Germany 2  
7 环保理念在德国：政策、法规 2  
8 德国普通居民的环保习惯，Hoch im Norden. Alles Öko 2  
9 德国教育体制、大学、科学研究 2  

10 德国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留学德国 2  
11 德国人的社交礼仪习惯 2  
12 德国的宗教和民间节庆习俗 2  

13 音乐成就 2 
实践课：分组报告

并讨论 
14 德国的社会 2  
15 德国的保险、工资：时文两篇（《明镜》） 2  
16 考试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德语（一）等 
后续课程：德国概况（二）、德国国家社会文化生活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德国政治体制、德国的教育体制、大学教育、柏林墙的历史等。 
难点： 相关主题的时文短篇扩展阅读，在读懂的基础上，学生能够初步习得德语阅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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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知识涉及范围广，应注意把握框架知识。实践课的报告旨在锻炼学生清晰表述自己观点的能力，

锻炼他们尝试使用 PPT等多媒体手段。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任务型教学法。 
2.情景教学法。 
3.直观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直观教学。 
2.课堂互动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每节课会提示学生课后相关的查阅工作，会参考各个单元知识主题和学生各自的兴趣点两方面

进行灵活设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选上课材料，教材来源主要为国内业已

在全国高校有使用的德国国情、文化、历史的教科书，或最新出版的相关书籍，以及德国重要报刊

媒体等。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彼得·辛特雷德编：《德国概况》，Societäts Verlag，2010年 2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姚宝、过文英编：《当代德国社会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 1月 第 1版 
2. 王民等编：《走进德国》，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年 8月 第 1版 
3. 郑华汉编：《德国面面观》，外文出版社，2006年第 1版  

执笔：张珊珊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8日 

 

德语修辞与文体学 
German Rhetoric and Style 

课程号：40801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简要介绍文体知识，学习文体修辞的原因以及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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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基础理论教学，对初学者进行文体修辞的意识启蒙； 
3、强调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和提高，理论联系实际； 
4、根据中国人学习德语的实际情况，在许多章节中，对于中国的德语学习者常易犯的修辞错

误和应当注意之处都作出说明。通过文体学使学生更深入的观察德语的特点，更好的提高学生的德

语水平。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德语修辞与文体学基础知识，提

高德语的分析、欣赏、实际运用能力，以及中德文的对比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Einleitu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Stilistik 
Was ist Stilistik und ihre wichtige Aufgaben? 
Ihr Gegenstand ist die funktional bestimmte Nutzung auf allen Gebieten der gesellschaftlichen Praxis. 

Das zentrale Problem der Stiltheorie ist die Frage nach dem Wesen des Stils und nach den Möglichkeiten 
der Stilklassifikation. 

Die Stilistik wird gewöhnlich in drei Bereiche eingeteilt: 
1) die theoretische Stilistik (Stiltheorie) 
2) die beschreibende Stilistik (Stilanalyse und Stilbewerbung) 
3) die praktische Stillehre als Lehre von der bewussten, zweckmäßigen Verwendung der 

sprachlichen Mittel bei der Textgestaltung sowie von der Berücksichtigung stilistischer Faktoren.…… 
学习目标： 
1． 了解掌握文体学与修辞学的基本研究任务和研究对象 

知识单元 2：Stilmittel des Wortschatzes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Wortwahl 
Die wichtigen Faktoren bei der Wortwahl: 
- der Mitteilungszweck 
- die Adressaten 
- die Kommunikationsart (mündlich oder schriftlich) 
- der funktionalstilistische Typ des Textes 
- die Stilschicht, zu der ein Wort gehört 
 Aufgaben: 
1. Das Wasser fließt. Aber schreiben Sie einmal auf, was das Wasser alles noch tun kann. 
2. Welche Ausdrücke haben wir für Mißerfolg? 
3. Welche Ausdrücke haben wir für das Trinken von Mensch und Tier? 
2 Synonymie 
Synonyme sind gleichbedeutende oder fast gleichbedeutende Wörter. Sie können in lexikalische, 

grammatische, morphogische und kontextuelle Synonyme unterteilt werden. 
Aufgaben: 
1. Geben Sie jeweils mindestens ein Synonym zu folgenden Wörtern an: 
Teufel, Ertrag, Beurteilung, blaß, Beweis, stark, betrunken, schnell, laufen, dunkel. 
2. Bilden Sie stilistisch markierte Synonyme zu folgenden Wörtern/Wend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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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nken, das Zeitliche segnen, Kopf, sehen, ansehen, kritisieren, sprechen, sich ins Fäustchen lachen 
3. Untersuchen Sie den folgenden Textauszug aus Thomas Manns Roman „Tonio Kröger“ und 

geben Sie die synonymischen Beziehungen für Schüler an! 
„Die Schule war aus. Über den gepflasterten Hof und heraus aus der Gatterpforte strömten die 

Scharen der Befreiten. Große Schüler hielten mit Würde ihre Bücherpäckchen hoch gegen die linke 
Schulter gedrückt ...; Kleines Volk setzte sich lustig in Trab.“ 

3 Stilfärbung 
Die stilistische Nuance von Wörtern und Fügungen nennen wir Stilfärbung oder Stilkolorit. Aber 

nicht alle Wörter und Wendungen weisen eine Stilfärbung auf. Stilistisch neutral oder undifferenziert ist 
ein beträchtlicher Teil des Wortbestandes. 

Der neutrale Teil des Wortbestandes enthält vor allem den sogenannten Grundwortbestand. 
Zu dem stilistisch undifferenzierten Wortschatz gehören Wörter und Wendungen, die in sämtlichen 

kommuniaktiven Bereichen und Situationen von allen Deutschsprachigen gleicherweise verstanden und 
gebruacht werden.  

Aufgaben: 
1. Suchen Sie aus Wörterbüchern Synonyme für die Verben trinken und stehlen! Welche Beispiele 

sind stilistisch differenziert und welche gehören dem neutral Grundwortbestand an? 
2. Die folgenden 3 Sätze bedeuten das gleiche, aber die Stilschicht ist verschieden. Sagen Sie, was 

der stilistische Unterschied hier ist!  
Warte ein wenig!   Verweile einen Augenblick! Harre eine Weile! 
3. eine Mutter wird zu ihren Kindern sagen: „Ich erlaube euch, noch eine halbe Stunde 

aufzubleiben.“ Kann man hier auch „genehmigen“ oder „gestatten“ verwenden? Und Warum? 
4. Hier sind einige Gruppen sinnverwandter Wörter. Sagen Sie, zu welchen Stilschichten sie 

gehören! 
schreiten, wandeln, wandern, spazieren, tippeln; 
borgen, leihen, vorschießen, pumpen; 
betrügen, dupieren, hinters Licht führen, narren, foppen, beschwindeln, beschummeln; 
alsbald, unverweilt, sofort, gleich, im Nu, Kanll und Fall, auf anhieb 
5. Sagen Sie, welchen Stilfärbungen die folgenden Sätze angehören! 
1) Mein Vater wurde von seinem Chef ausdrücklich darauf hingewiesen, dass die Angestellten 

seines Betriebes bei gelegentlichen notwendig werdenden Dienstfahrten aus Gründen der Kostenersparnis 
ihr Privatfahrzeug benützen sollen. 

2) Wenn mein Vater dienstlich weiter weg muss, nimmt er sein eigenes Auto. 
3) Mein Vater benützt sein privates Auto auch dienstlich für Fahrten zu Kunden, zu 

Fortbildungsveranstaltungen, Messen usw. 
4 Stilistische Aspekte der chronologischen Kennzeichnung lexikalischer Einheit 
4.1 Archaismus 
Archaismen sind veraltete Wörter, mitunter auch veraltende Wörter, die kaum noch im geläufigen 

Wortschatz vorkommen, weil zumeist ihre Bedeutung sich gewandelt hat oder weil sie durch Synonyme 
ersetzt wurden. Wir unterscheiden mehrere Gruppen von Archaismen: 

1. Begriffliche Archaismen ( sogeannte Historismen) 
2. Archaismen der Form. 
3. Archaismen der Wortbedeutung. 
Stilisierten Archaismen begegen wir in modernen Texten, es sind Wörter und Wendungen, die zur 

Zeit des Gebrauchs im Text bereits veraltet waren. Sie erfüllen i literarischen Kunstwerk unterschiedl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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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ktionen: 
a) Sie dienen hauptsächlich zur Gestaltung des Zeitkolorites. 
b) Sie dienen zur Charakteristik des sozialen Milieus. 
c) Sie dienen zur satirischen Kennzeichnung oder Ironisierung.  
d) Sie dienen zur Poetisierung der Ausdrucksweise. 
4.2 Anachronismus 
Anachronismen – zeitwidrig gebrauchte Wörter, kommen zustande, wenn ein Wort oder eine 

Wendung, die an eine bestimmte historische Epoche gebunden sind, mit Bezug auf eine andere Epoche 
gebracht werden, der sie nicht entsprechen. Zu unterscheiden sind zwei Gruppen von Anachronismen: 

1. Wörter und Redewendungen, die in der dargestellten Zeit nicht mehr im Umlauf waren. 
2. Wörter und Wendungen, die Begriffe zu einer Zeit betreffen, als sie noch nicht im Umlauf sein 

konnten. 
Aufgaben: 
1. Bezeichnen Sie die Anachronismen im obrigen Gedicht von Erich Weinert! 
4.3 Neologismen 
Neologismen sind Neuwörter, die zu einem bestimmten Zeitpunkt und aus einem bestimmten Anlass 

allmählich als lexische Normen in den aktiven Wortschatz des Sprachsystems eindringen. Wenn sie einen 
festen Platz eingenommen haben, hören sie auf, Neologismen zu sein. 

Vom linguistischen Standpunkt aus können 3 Gruppen von Neologisem unterschieden werden: 
1. Neubildungen: Sie entstehen durch Zusammensetzung (Kompositum), Ableitung (Derivation), 

Zusammenrückung oder Kürzung. Die Wortbildung ist das Hauptmittel zur Erneuerung und Entwicklung 
des Wortbestandes. 

2. Neubedeutungen: vorhandene lexikalische Einheiten nehmen eine neue Bedeutungsvariante auf 
oder werden in ihrer Bennenungsfunktion ausgedehnt. 

3. Okkasionelle Wortbildungen (Gelegenheitsbildungen, einmalige Neologismen). Sie sind für die 
Journalistik und die Schriftsteller von besonderer Bedeutung. 

Aufgaben: 
Finden Sie die okkasionellen Neologismen in den folgenden Sätzen gut? Versuchen Sie diese 

Zusammensetzungen sinnvoll zu zerlegen! 
1) Bei uns meldete sich eine Teilarbeiteszeitsuchende. 
2) Die öffentlichen Verkehrsmittelhaltestellen müssen gut gekennzeichent sein. 
3) Auch dieses Jahr findet wieder eine Verkehrsunfallverhüttungswoche statt.  
4) Diese Werft baut Hochseefischfangmotorkutter. 
5) Ein kluger Hausbesitzer schließt eine Gewässerschaden Haftpflichtversicherung ab. 
6) Die Energieeinsparungsdiskussionen müssen fortgesetzt werden. 
7) Wer sich eine Geschwindigkeitsbegrenzungsüberschreitungszuschulden kommen lässt, muss 

zahlen. 
8) Mein Mann ist Bundesbahnbetriebskrankenkassenkontrolleur. 
9) Sie müssen uns eine Sicherungshypothekenteilforderungsloschngsbewillingsurkunde vorlegen. 
10) Wir haben in Deutschland nur einen einzigen 

Bundesligafußballspielplatzordnerarmbindenhersteller. 
11) Wir benötigen produktivitätserhöhende Maschinen. 
4.4 Modewörter 
Modewörter sind die Wörter und Wendungen, die eine Zeit lang sehr häufig benutzt werden, dann 

entweder in den allgemeinen Wortschatz übergehen oder verschwinden. Von der Sillehre und Stilkrit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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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d Modewörter bisher stets verurteilt worden, weil sie das Gemeinte nur ungenau, irreführend, 
übertreibend oder eintönig zum Ausdruck bringen. In der Literatur sind Modewörter ein wichtiges 
Stilmittel, um bestimmte Personen oder Gesellschaftskreise ironisch zu charakterisieren. 

Aufgaben: 
1. Bestimmen Sie zuerst die Modewörter in den folgenden Sätzen und ersetzen sie dann durch die 

richtigen Wörter! 
1) Der Vitalitätsverlust des Waldes ist naturwissenschaftlich nicht völlig geklärt, aber es muss 

davon ausgegangen werden, dass der biologische Verfall zunimmt. 
2) Die Kulturminister der Länder müssen nun gemeinsam darüber nachdenken, ob und in welchem 

Maße private Schulen und Universitäten zu fördern sind. 
3) Wie wir schon vor der deutschen Uraufführung dieses Monumentalstreifens gesagt haben: diese 

Picasso-Story kommt gut an, sie ist ein filmischer Leckerbissen. 
4) Die Platten für das kalte Büfett werden also am Freitag Abend geliefert?  - Alles klar! 
2. Ersetzen Sie in den folgenden Sätzen das Wort „zerstört“ durch einen besonderen, genau 

passenden Ausdruck! 
  Das beschädigte Haus wurde zerstört, die Auflage des Buches wurde zerstört, der Hagel hat die 

Ernte zerstört, dieser Indianerstamm wurde zerstört, der Tiger hat die Leiche zerstört, der Bergrutsch hat 
die Hütte zerstört, durch diese Mittel wurde das Ungeziefer zerstört, er hat mit der Hand die Schrift völlig 
zerstört, die Festungen müssen zerstört werden. 

5 Fremdwörter 
Fremdwörter stammen aus anderen Sprachen und haben ganz oder teilweise fremde Schreibung und 

Aussprache behalten. Schätzungsweise umfasst der gesamte deutsche Wortschatz von etwa 400 000 
Wörter rund 100 000 Fremdwörter. Es gibt folgende Fremdwörter: 

a) Fremdwörter, für die es keine deutschen Entsprechungen gibt. 
b) Fremdwörter mit fachsprachlich festgelegter Bedeutung. 
c) Fremdwörter, die intensiver sind als ihre deutschen Wortfeldnachbarn. 
d) Fremdwörter, deren Inhalt im Deutschen nur durch Umschreibungen wiedergegeben werden 

kann. 
e) Fremdwörter, die kürzer und bequemer sind als ihre deutschen Entsprechungen. 
f) „vernehmenre“ Fremdwörter 
g) Verhullende Fremdwörter 
Anwendungszwecke und Möglichekeiten des Fremdwortgebrauchs: 
a) Im Bereich der Wissenschaft und Technik ist das Fremdwort oft angewandt, da es oft 

eindeutiger und international verständlich ist. 
b) Die Variation der Wortwahl wird durch Fremdwortgebrauch erleichert. 
c) In manchen Fällen dient das Fremdwort der Sprachökonomie 
d) Man nutzt zuweilen intuitiv das Fremdwort als Variante zu deutschen Präfixverben, um die 

Satzklammer zu vermeiden. 
e) In der Werbung wird das Fremdwort gern angewandt 
f) In der Journalistik und Literatur kann der Fremdwortgebrauch noch einige besondere 

Funktionen im Text erfüllen. 
 
Drei Hauptnachteile: 
1) Sie machen die deutsche Sprache buntscheckig, in die höheren Stilschichten passen sie nicht 

hin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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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ie Sprache der mit englischen Fremdwörtern gepickten Texte wurde verschiedentlich als 
„Deutschlisch“ kritisiert (Analogbildung zu Franglais). 

3) Sie sind sehr oft unanschaulicher, gefühlsärmer und daher schwammiger als deutsche Wörter. 
Aufgaben: 
Ersetzen Sie die Fremdwörter nachstehender Sätze! Wenn in einer Aufgabe das gleiche Fremdwort 

mehrmals vorkommt, ist jedesmal ein anderes deutsches treffender. 
1) Der Nachtisch war delikat. 
Dass er eine sehr delikate Natur ist, kann man nicht behaupten. 
Diese delikate Angelegenheit muss vorsichtige behandelt werden. 
Angesichts solcher Alternative kann man nicht delikat sein. 
2) Ich bin sehr deprimiert über diese Depesche, sie wird meinen Freund völlig demoralisieren. 
3) Er hat nur Generaldirektor gelernt, das Detail beherrscht er nicht. 
Handeln Sie Glühlampen en detail oder en gros? 
Die Sache muss bis ins letzte Detail vorbereitet werden. 
6 Jargonismen 
Jargonismen sind gruppengebundene Sprachformen und dienen oft zur Betonung der 

Gruppenzugehörigkeit. Sie können in Berufsjargon und Sozialjargon eingeteilt werden. 
6.1 Berufsjargon 
Berufsjargonismen sind Ausdrücken, die eine bestimmte Berufsgruppe von Menschen benutzt. Sie 

unterscheiden sich aber von den Fachausdrücken: sie sind gegenüber der neutralen Fachlexik emotional 
geprägt und haben ein soziales Kolorit.  

Unter der Berufslexik macht sich die Tendenz zur Sprachökonomie bemerkbar. 
1.6.2 Sozialjargon 
Sozialjargon ist eine spezifische Lexik bestimmter soziale Schichten. Sie können als Merkmale des 

sozialen Kolorits in der Kunstprosa, Presse betrachtet werden. 
Fremdwörter treten oft als Jargonwörter auf, sollen vornehm und exclusiv wirken und dienen zur 

Charakerisierung der sogenannten Oberschicht (Adel, Großbourgeoisie, hohes Militär). 
6.2.1 Jugenjargon 
Die Jugendlichen haben mehr Freizeit, mehr Freiheit und einen stärkeren Drang, sich ihren eigenen 

Jargon zu schaffen. Die Jugendlichen lieben englische Adjektive, Substantive und Verben. Sie schaffen 
viele neue Wörter, die neuen Wörter erschweren oder durchkreuzen die Verständigung zwischen den 
Mitgliedern der Sprachgemeinschaft. 

6.2.2 Argonismen 
Es gibt den Jargon asozialer Gruppen. Einzelene Wörter dieser Stilschicht entstammen dem 

Rotwelsch, der früheren Gauner-oder Vagabundensprache und werden als Argot bezeichnet. Sie kommen 
aus dem Hebräischen oder dem Jiddischen. Argotismen geben den asozialen Gruppen das Sozialkolorit. 

Aufgaben: 
Vergleichen Sie die beiden folgenden Sätze miteinander! 
1) Jeden Morgen zischt meine Ernäher mit unserer kleinen roten Blechkiste zu seinem sechs 

Kilometer entfernten Arbeitsplatz ab. 
2) Jeden Morgen fährt mein Vater mit unserem roten Kleinwagen zu seinem sechs Kilometer 

entfernten Arbeitsplatz. 
a) Unterstreichen Sie die passenden Aussagen! 
-gleicher/unterschiedlicher Inhalt 
-gleiche/unterschiedliche Stilfärb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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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rgänzen Sie jeweils, ob es sich um Satz 1) oder 2) handelt: 
 (  ) neutrale Stilfärbung 
 (  ) saloppe Stilfärbung 
 (  ) Jugendsprache 
 (  )schriftliche Sprache 
7 Phraseologismen 
Phraseologismen sind feste wortverbindungen, die einen Einzelbegriff ausdrücken und in ihrer 

stilistischen Qualität Bildkraft, Emotionalität und damit auch Eindringlichkeit und Überzeugungskraft in 
den Vordergrund stellen. 

7.1 Redewendungen (Idiome) 
Die Redewendungen sind rahmenbildend, meist bildhaft und haben eine expressive 

Bedeutungskomponente. Sie sind Mittel, Humor, Spott, Satiere zum Ausdruck zu bringen. Sie werden in 
der Kunstprosa, besonders im Drama, wo die gesprochene Sprache stilisiert wird, in der Presse sowie in 
der Alltagsrede verwendet. Aber man verwendet im Sachtext keine Idiome.  

Bei der Anwendung der Idiome muss man auf folgende Punkte achten: 
1. Da die Redewendung ein wichtiger Bestandteil der deutschen Sprache ist und sehr viel benutzt 

ist, müssen wir uns viel Mühe geben, sie zu beherrschen. 
2. Die bildhafte Redewendung muss formal in Ordnung sein. Sie muss die geschlossene innere 

Form wahren. 
3. Verschiedene Redewendungen mit dem gleichen Verb dürfen nicht zusammengezogen werden, 

wenn die eine im wörtlichen, die andere im übertragenen Sinne zu verstehen ist. 
4. Da diese landläufigen Wortverbindungen sich ständig im Munde der Leute befinden, sind sie 

allmählich pappig geworden. 
Aufgaben: 
Lösen Sie die bildhaften Redewendungen durch Umschreibung mit nicht-expressiven, bildlosen 

Formen auf! 
j-n auf herz und Nieren prüfen 
etwas unter Dach und Fach bringen 
alles auf den Kopf stellen,  
ein langes Gesicht machen 
7.2 Zwillingsformeln 
Zwillingsformeln werden von einem Wortpaar der gleichen Wortart gebildet. Sie werden meist mit 

dem Konjunktionen „und“ bzw. „oder“ verbunden und haben oft Stab-oder Endreim. Zwillingsformeln 
können synonymisch sein. Antonyme werden oft in Zwillingsformeln gebraucht. Die Zwillingsformeln 
werden oft in der Volksdichtung und in Gedichten gebraucht. 

Aufgaben: 
Ordnen Sie die folgenden Beispiele nach synonymischen und antonymischen Zwillingsformeln! 
Haus und Hof, 
Kind und Kegel, 
Groß und Klein 
Hab und Gut 
weit und breit 
nah und fern,  
Himmel und Erde,  
Jung und 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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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er Fisch noch Fleisch 
friß oder stirb,  
kurz oder lang,  
mehr oder weniger,  
Jacke wie Hose,  
gang und gäbe 
7.3 Sprichwörter 
Sprichwörter sind mündlich überlieferte Volksweisheiten. Sie gehören wie die anderen genannten 

Gruppen zu den Phraseologismen, unterscheiden sich aber von diesen dadurch, dass es geshlossene, 
verselbständigte, satzartige Ausgangen sind, die keines weiteren sprachlichen Kontextes bedürfen. Dem 
Inhalt nach sind die Sprichwörter meist lehrhaft mit begrifflicher Verallgemeinerung, symbolischer oder 
allegorischer Deutung Ihre Stilfärbung ist normalsprachlich oder literarisch umgangssprachlich. 

Der Hauptanwendungsbereich der Sprichwörter ist die Umgangssprache.  
Genau wie bei Redewendungen besteht das Hauptproblem für chinesische Studenten darin, zu wenig 

deutsche Sprichwörter zu kennen. 
Aufgaben: 
Sagen Sie bitte, aus welchen Sprichwörtern die folgenden Titel in der Zeitung entstanden sind! 
Ist gegen die Inflation kein Kraut gewachsen? 
Rente gut, alles gut. 
Schweigen ist Gold, Reden ist Dachau. 
7.4 Geflügelte Worte 
Geflügelte Worte sind ein Sammelbegriff für bekannte Zitate, Aphorismen, Sentenzen und Losungen. 

Sie sind feste Elemente des Wortbestandes geworden und umter dem Namen geflügelte Worte in die 
Phraseologismen eingegangen. Die reichste Quelle geflügelter Worte ist die Bibel. Eine große Anzahl 
geflügelter Worte kommen noch aus der Klassik, sie sind besonders durch Symbolik gekennzeichnet. Der 
Übergang zwischen geflügelten Worten und Sprichwörtern kann fließend sein, besonders im Fall 
literarischer Quellen, die einen hohen Popularitätsgrad aufweisen. 

Geflügelte Worte können verschiedene stilistische Funktionen erfüllen. In erster Linie verwenden wir 
sie als Belege. Eine andere Funktion geflügelter Worte besteht darin, als eine Art geistiger Kurzschrift zu 
dienen. 

Bei ihrer Anwendung müssen wir noch die Harmonie der Stilfärbung halten und daher den Stilbruch 
vermeiden. 

7.5 Streckformen 
Die Streckformen zählen auch den Phraseologismen. Sie sind eine Wortverbindung und bestehen aus 

einem bedeutungsentleerten bzw. verblassten Verb und einer Substantivgruppe (oft mit Präposition). Die 
din diesen Wendungen gebrauchten meist ausdruckschwachen Verben bezeichnet man als 
Funktionsverben, da die Verben nur die Funktion haben, syntaktisch-morphologische Merkmale zu tragen 
(Tempus, Modus, Prädikatsbeziehung). Das Substantiv ist meist das sinntragende Element der Fügung. 
学习目标： 
1．掌握德语文体学中对于词汇使用和词汇选择的基本原则和规律，能够根据文体选择正确的

词语和词汇。 
作业： 
Lesen Sie das Gedicht „Minnegruß“ (Strophe 1 und 4) von H. Heine! Was sind Archaismen und 

wozu dienen sie hier? 
Die du bist do schön und rein/Wunnevolles Magedein./ Deine Dienste ganz allein / Möcht ich wo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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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n Leben weihn. / Fromme Minne mag es sein / Was mir drang ins Herz hinein,/ Als ich weiland 
schaute dein / Wunnewolles Magedein.“ 
知识单元 3：Bildlichkeit im Text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Zu den wichtigsten Stilmitteln gehören die formen sprachlichen Bildlichkeit. Sie können in 

verschiedenen Texten unterschiedliche stilistische Funktionen besitzen. Während sie Sachtexten nur in 
begrenztem Maße eingesetzt werden sollen, spielen sie in literatischen Texten eine große Rolle. 

1Unmittelbare (direkte) Bilder 
Als unmittelbare (direkte) sprachliche Bilder werden solche sprachlichen Ausdrücke gemeint, die 

Gegenstände, Vorgänge und Erscheinungen bei bloßer Nennung so lebendig und plastisch in das 
Bewusstsein des Lesers dringen lassen, dass sie Gesichts, Gehör-, Geruch-, Geschmacks- und 
Tastempfindungen hervorrufen können. 

2Mittelbare (indirekte ) Bilder 
Neben den unmittelbaren sprachlichen Bildern gibt es Bilder, in denen zwei oder mehrere 

Bildbereiche zu einer Aussage zusammenwirken, so dass der Bildsinn das Gemeinte nur mittelbar 
ausdrückt.  

2.1Der Vergleich 
Beim Vergleich wird das Gemeinte (Denotat) mit einem Bild aus einem anderen Sinnbereich 

(Gegenstände, Tiere, Pflanzen)verglichen, und mit Vergleichspartikeln (wie, als, als ob) oder einem 
Vergleichsverb (gleichen, ähneln) verbunden, wobei das Denotat und Vergleichsbild gemeinsame 
Eigenschaften aufweisen. 

Die stilistische Leistung des Vergleichs besteht zum einen in der Veranschaulichung des Gemeinten, 
zum anderen in seiner möglichen Verdeutung und Präzisierung. Vergleiche beleben die Darstellung 
außerordentlich. Aber man kann sie sich nicht ausdenken. Wem die Vergleiche von selbst einfallen, der 
soll sie in der Darstellung beiseite lassen. 

2.2Metapher 
Eine andere Form der indirekten Bildlichkeiten ist die Metapher. Sie beruht auf dem Prinzip der 

äußeren oder inneren Ähnlichkeite zweier Begriffe. Die Metapher unterscheidet sich vom Vergleich 
dadurch, dass sie den Grundbegriff überhaupt nennt, sondern lediglich das Bild. 

Die Metapher ist das wichtigste und meistberedete Element der Bildsprache. Ihre Funktion besteht 
darin, mit den alten Worten das Neue zu sagen oder das Unbekannte anschaulich zu machen. 

Aufgaben: 
Welche Wörter in folgedem Text sind Metapher? 
Die Arbeitsgemeinschaft der Verbraucher hat sich in der Agrapolitik zu einem Kritiker gemausert, 

dessen Bedenken nicht einfach unter den Teppich gekehrt werden sollten. Leider ficht die AgV im 
vorparlamentarischen Raum meist allein. Allerdings ist auch sie nicht davor gefeit, übers Ziel hinaus zu 
schießen. 

2.3 Die Personifikation 
Die Personifikation ist die Vermenschlichung, die Übertragung menschlicher Eigenschaften auf Tiere, 

Gegenstände, abstrakte Begriffeusw.. 
Wie die Metapher tragen die Personifikationen auch zur Belebung und Anschaulichkeit eines Dinges 

oder eines Abstraktums bei. In der schönen Literatur wird sie bevorzugt. Personifizierungen können sich 
in einzelnen Wörtern spiegeln, aber auch in größeren Schilderungen durchgehalten werden. 

2.4 Die Synästhesie 



8074 

Unter der Synöästhesie versteht man die Verbindung von zwei verschiedenen Sinnesempfindungen. 
Die Bezeichnngsübertragungen werden aus einem Bereich der fünf Sinnesempfindungen in einem 
anderen Bereich dieser Sinnesempfindungen bezeichnet. Solche Zusammenempfindungen kommen in der 
Alltagssprache wie in der Literatur vor. 

2.5 Die Allegorie 
Eine sich in sprachlicher Breite und gedanklicer Tiefe entfaltende Metapher wird Allegorie genannt. 

Ideen, abstrakte Begriffe, Naturgeschehen und Naturgewalten werden durch die Allegorie verbildlicht, d.h. 
eine größere Vorstellung wird in eimen komplexen Bild verdeutlicht. 

2.6 Umschreibungen (Periphrasen) 
Personen, Gegenstände, Erscheinungen werden durch andere Worte umschrieben. Man nennt als 

nicht das für den Begriff zutreffendes Wort oder ein Synonym, sondern umschreibt seinen Inhalt. 
Die Periphrasen können in allen Stilformen verwendet werden, die nicht auf möglichst große 

Genauigkeit angewiesen sind. Sie dienen vor allem der Ausdrucksvariation, können aber auch zur 
Präzisierung beitragen oder als ironische Ausdrücke verwendet werden. 

2.6.1 Die Metonymie 
Die antike Rhetorik hat eine Reihe von Umschreibungen unter dem Begriff Metonymie 

(Namensvertauschung) zusammengefasst. Metonymien sind heute häufig in journalistischen Texten 
anzuwenden, wo sie z.B. in Schlagzeilen komplexere Angaben und Zusammenhänge knapp 
zusammenfassen. 

2.6.2 Die Synekdoche 
Unter dem Begriff Synekdoche versteht man eine Art des Tropus, einen Ersatz eines Ausdrucks 

durch einen begrifflich nahestehenden weiteren oder engeren Ausdruck. Hierbei wird durch den 
Ersatzausdruck für ein gemeintes Wort die Grenze des Begriffsinhalts überschritten oder unterschritten. 

Die Metonymie wird gelegentlich als Oberbegriff zur Synekdoche verstanden. Der Zusammenhang 
zwischen dem Gemeinten und seinem Ersatzwort, der bei der Synokdoche mehr begriffslogischer Art 
betrifft, ist bei der Metonymie mehr kausaler Art. 

2.6.3 Die Hyperbel 
Unter dem Begriff der Hyperbel wird mehr (oder weiniger) ausgedrückt, als tatsächlich gemeint ist. 

Sie hat 2 Arten: 
a) Übertreibung der Aussage 
b) Abschächung einer Aussage 
2.6.4 Die Litotes (Untertreibung) 
Der typische Fall der Litotes ist die Verneinung des Gegenteils, wodurch eine sehr starke Bejahung 

ausgedrückt werden soll. Man kann entweder durch die Verneinung des Negative etwas Positives 
ausdrücken, oder man kann durch die Verneinung des Positive etwas Negatives sagen. 

In dieser form der Verneinung des Gegenteils kann eine Übersteigerung oder eine verstärkte 
Verneinung ausgedrückt werden. 

2.6.5 Der Euphemismus 
Eine Sonderform der Ausdrucksmilderung ist der Euphemismus: man ersetzt ein peinliches wort 

durch einen undeutlicheren Ausdruck, sagt also „Ableben“ statt „Tod“. Mit dem Euphemismus 
verschönert man in der Altagsrede die Aussage oft. Der euphemismus tritt auch als höfliche Kritik im 
Diplomatenverkehr auf, wenn gegnerische Lügen zurückgewiesen werden. Er wird auch in geschäftlichen 
Mahnschreiben gern angewandt. 

2.6.6 Die Ironie 
Die Ironie ist auch eine Umschreibung, denn sie sagt das Gegenteil dessen, was gemeint ist. Z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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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tändnis der Ironie spielen die Intonation der der Kontext eine große Rolle. In der heutigen Stilistin gilt 
die Ironie vor allem im Textbereich. Als wichtige sprachliche Haltung wie stilistische Ausdrucksweise 
muss die Ironie angesehen werden.  

2.6.7 Epitheta 
Die meisten Epitheta gehören zu den stilistischen Mittel der Bildhaftigkeit. Das Epitheton wird auch 

schmückendes Beiwort genannt, ist eine nähere Kennzeichnung eines Begriffs. Das Epitheton ist entweder 
sachbezogen oder stimmungsbetont. Es steht vorwiegend bei einem Substantiv. Der stlistische Begriff des 
Epithtons wird grammatisch ausgedrückt durch adjektivisches oder partizipiales Attribut, durch 
Präpositionalattribut und Apposition, durch Prädikativ und Attributsatz, manchmal auch durch 
Genitivattribut und das stehende Epitheta. 

Bei der Anwendung der Epitheta sollen wir folgende Punkte beachten: 
a) In einem Satze sollen nicht mehrere voneinander abhängende Attribute im Genitiv verwendet 

werden. 
b) Für den Genitiv des Besitzers sollte nicht die Präposition „von“ mit dem Dativ gebracht werden. 
c) Der Attributsatz muss an dasjenige Wort im übergeordneten Sätze anscließen, das er näher 

bestimmen soll, sonst gibt es unter Umständen typische Stilblüten. 
学习目标： 
1．掌握德语文体学中有关反讽、描写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作业： 
Verbessern Sie die stilistischen Fehler bei der Anwendung der Epitheta in den folgenden Sätzen! 
1) Der Sprecher des Vorstandes der Fraktion der SPD  kritisierte die lakonische Kürze der 

Stellungsnahme des Wirtschaftsministeriums zur Forderung der umgehenden Stillegung aller 
Atomkraftwerke der Bundesrepublik. 

2) Aber hierin liegt eben das Experiment einer Gegenprobe der wahrheit des Resultates jener 
ersten Würdigung unserer Vernunfterkenntnis a priori. 
知识单元 4：Wortkombinationen als Stilmittel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Zwischen der größeren Kombinationsgruppe des Satzes und dem Einzelwort gibt es eine Reihe von 

kleineren Kombinationsgruppen mehr oder weniger fester Art. Es ist stilistisch besonders wirksam, wenn 
ungewöhliche Stellungen und Umstellungen von Wörtern und Satzgliedern durch Gewohnheiten oder 
Regeln festzuliegen scheinen. 

1 Die Antithese 
Unter der Antithese verstehen wir die Entgegensetzung polarer Sätze, Wortgruppen und Einzelwörter. 

Sie ist eine beliebte Ausdrucksform spannungsreicher oder gedanklich abwägender Texte, die zahlreiche 
Variationen kennt.  

Die Antithesen funktionieren am schönsten, wenn sie in ihren Parallelsetzung eine Überraschung 
enthalten. Antithesen dienen nicht nur der Klarheit, sondern auch dem Rhythmus. Sie sind ein wirksames 
Mittel der Verdichtung.  

1.1Der Chiasmus 
Eine Sonderform der Antithese ist der Chiasmus (Kreuzstellung). Hier werden zwei Gegensatzpaare 

der antithese nach Art des griechischen Buchstabens Chi gestellt und daher kommt der Name. Der 
Chiasmus kann gleichzeitig ein syntaktisches und ein semantische Chi sein.  

1.2Das Oxymoron 
Das Oxymoren ist eine Verbindung zweier an sich gegensätzlicher Begriffe zu einer Einheit,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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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en wir es beim Oxymoron mit eingen Kombinationen gegensätzlicher Wörter zu tun, die ebenfalls 
einen scheinbaren Widerspruch ergeben, hinter dem jedoch auch eine tiefere Wahrheit oder zumindest 
eine treffende Kennzeichnung eines gegebenen Sachverhalts sichtbar wird. 

2 Das Zeugma (Zusammenjochung) 
Unter einem Zeugma versteht man ein wort mit mehreren Bedeutungen oder syntaktischen 

Funktionen, das nur einmal gesetzt wird, aber in seinen verschiedenen Funktionen gleichzeitig 
verschiedene Sätze bindet. Meistens erscheint das Zeugma in der Form, dass zwei Substantive 
humoristischerweise durch ein Verb verbunden sind, das für den einen Fall konkrete, für den anderen 
übertragene Bedeutung hat. 

3 Das Wortspiel 
Wortspiele entstehen durch die Abwandlung vertrauter Wörter oder Redewendungen, wobei die alte 

und die neue Wortform einander ähnlich (manchmal auch gleich) bleiben und die Bedeutung sich jedoch 
verändern und kontrastieren. Jedes Wortspiel beruht auf Klangverwandtschaft: zwei verschiedene Begriffe 
werden durch zwei Worte gleichen oder ähnliche Klanges bezeichnet. 

Das Wortspiel teilt sich in Doppelsinn-Wortspiel, Ähnlichkeits-Wortspiel, Wortumformungen und 
Satzumdrehungen ein.  

Doppelsinn-Wortspiel gehen von dem Doppelsinn eines Wortes, also von dem Gleichklang zweier 
Bezeichnungen aus. 

Ähnlichkeits-Wortspiele beruhen auf dem ähnlichen Klang zweier Wörter. 
Wortumformungen sind die Wortspiele, bei denen nur ein Teileines Wortes einem anderen ähnlich ist 

und Worte umgeformt werden. 
Satzumdrehungen sind Wortspiele, bei denen die Klangähnlichkeit durch Satzumdrehungen erzielt 

wird. 
4 Das Paradoxon 
Wenn eine wortspielartige Satzumformung zur aussage des Gegenteils des Erwarteten oder 

Allgemeinanerkannten, so ist das Paradoxon. Es enthält scheinbar einen Widerspruch, aber in Wirklichkeit 
eine Wahrheit. 

Die Formen der Paradoxa 
a) Die Kominierung von Sprachelementen aus verschiedenen Stiltypen wird für satirische 

wissenschaftliche Verflechtung in Texten der schönen Literatur angewandt. 
b) Die Mischung verschiedener Stilfärbungen werden oft vorgenommen, um den satirischen effekt 

zu erhöhen. 
c) Der absichtliche Widerspruch zwischen Inhalt und Form. Diese Gruppe von Paradoxen tritt 

dann auf, wenn banale themen pathetisch behandelt werden, oder umgekehrt, wenn ernste Themen vulgär 
behandelt werden. 

学习目标： 
1．了解并掌握德语修辞学中关于构词的特殊用法及其在文体中的重要作用 
作业： 
Welches Stilmittel taucht in den folgenden Sätzen auf? 
a) Das Leben ist zu wichitig, um darüber ernsthaft zu sprechen. (Wilde) 
b) Die erste Pflicht des Lebens ist, so künstlich als möglich zu sein. Die zweite Pflicht ist noch 

nicht entdeckt. (Wilde) 
c) Der Dichter ist der absichtliche Darsteller des Unwillkürlichen. (Richard Wagner) 
d) So wir nicht umkehren und werden wie die Kühe, so kommen wir nicht in das Himmelrein. 

(Niet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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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as Leben ist der Tod, und der Tod ist das Leben. 
知识单元 5：Lautung und Rhythmus als Stilmittel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Lautung und Rhythmus bedeuten Führung der Stimme durch Höhen und Tiefen unter Bindung an 

Klänge von einer bestimmten Färbung. Sie gewinnen eine erhöhte Bedeutung vor allem in der Lyrik, denn 
was die Worte meinen, wird nicht nur durch den Rhythmus, sondern auch durch Melodie und Klang 
versinnlicht. 

1Die Lautsymbolik 
Die Laute unterstützen die übrigen Ausdrucksmittel (Wortsinn, Wort und Satzformen) in ihrem 

Ausdruckswert. Im Laufe der Zeit haben sich bestimmte Wirkungsassoziationen mit einzelnen Lauten 
verbunden, die mitunter als Lautsymbolik betrachtet werden. 

Obwohl die Lautsymbolik als Stilmittel verwendet wird, darf man sie nicht überanstrengen, denn 
bewusste Lautgebung führt zur lächerlichen Künstelei. 

2Der Reim 
Eine Laut-und Klangerscheinung besonderer Art ist der Reim. Unter Reim versteht man in der 

Neuzeit den Endreim, Gleichklang von Wörtern vom letzten betonten Vokal ab. Durch kontrastierende 
Verwendung der Reime können die gemeinten Verse in der Regel auffällig und besonders stilrelevant 
werden. 

Am auffälligsten der Gleichklang, der nicht nur durch Endreim, sondern auch durch Alliteration 
hervorgerufen wird. Die Alliteration ist Lautwiederholung am Anfang betonter Silben als Klangmittel. 

Die Assonanz ist auch ein Klangmittel. Sie liegt vor, wenn nur die Vokale am Gleichklang beteiligt 
sind. 

3Der Rhythmus 
Zu den variablen klanglichen Ausdrucksmitteln gehört auch der Rhythmus eines Textes. Unter dem 

Rhythmus versteht man die Art und Weise des klanglich erlebten Verlaufs einer Sprachäußerung. Pause, 
Akzente, Tempo und Klangfarbe sind rhythmische Mittel. 

Für den Rhythmus entscheidend sind die Pausen, die Verseinschnitte, die vom sinngemäßen 
Sprechen her den Vers in verschiedener Weise gliedern. 

Der Rhythmus wird auch von Akzent beeinflusst, d.h. von der Art, wie stark und schwachbetonte 
Silben abwechseln. 

Das Tempo tritt als dritter Bestandteil der rhythmischen Mittel. Das Tempo hängt in erster Linie von 
der Art der Darstellung ab. 

Die Klangfarbe ist das vierte Mittel der Klanggestalt. Die Klangfarbe beruht auf der Anordnung der 
Selbst-und Mitlaute. 

4Die Satzmelodie 
Die Satzmelodie besteht in der Stimmführung durch Höhen und Tiefen. Die Satzmelodie wird 

beeinflusst durch Wortwahl, Wortstellung und Satzbau. Die Tonführung hängt stark natürlich von der 
emotionalen Färbung des Satzes oder des Textes ab; die Tonlage und die Tonfarbe spielen bei Tonführung 
eine große Rolle. 

Aufgaben: 
Lesen Sie Goethes Erlkönig vor, wobei Sie großes Gewicht darauf legen, wie die Satzmelodie nach 

dem Gedankengehalt und nach dem Sprecher gestaltet werden soll! 
Wer reitet so spät durch Nacht und Wind? 
Es ist der Vater mit seinem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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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hat den Knaben wohl in dem Arm, 
Er fasst ihn sicher, er hält ihn warm. 
„Mein Sohn was bringst du so bang dein Gesicht?“ 
„Siehst, Vater, du den Erlkönig nicht? 
Den Erlenkönig mit Kronúnd Schweif?“ 
„Mein Sohn, es ist ein Nebelstreif“. 
„Du liebes Kind, komm, geh mit mir! 
Gar schöne Spiele spiel’ich mit dir; 
Manch bunte Blumen sind an dem Strand; 
Meine Mutter hat manch gülden Gewand“ –  
„Mein Vater, mein Vater, und hörest du nicht, 
Was Erlenkönig mir leise verspricht?“ –  
Sei ruhig, bleibe ruhig, mein Kind; 
In dürren Blüttern säuselt der Weind. 
学习目标： 
1．了解语音语调在修辞学中的重要作用，从押韵及韵律等方面进行系统学习 

知识单元 6：Rededarstellung als Stilmittel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Unter dem Begriff „Rededarstellung“ ist die Wiedergabe von mündlichen und schriftlichen 

Äußerungen in Kunst-und Sachprosa gemeint. 
1 Die direkte Rede 
Die direkte Rede ist die originalgetreue Wiedergabe des Monologs oder Gesprächs der Menschen. 

Man erkennt sie schriftlich im allgemeinen an den Anführungszeichen und an dem vorangehenden 
Doppelpunkt. Bei mündlicher Wiedergabe ist sie durch eine Sprechpause, die vor der direkten Rede 
gemacht wird, und an dem Intonationswechsel gekennzeichnet. 

Die direkte Rede macht die Darstellung lebendig, charakterisiert die Personen, treibt die Handlung 
voran. Die Kunstprosa gewinnt durch die Anwendung der direkten Rede an Lebhaftigkeit, 
Anschaulichkeit und Glaubwürdigkeit. In der Sachprosa dient sie entweder zur Argumentierung oder zur 
Auseinandersetzung. 

2 Die indirekte Rede 
Die indirekte Rede ist die mittelbare Wiedergabe der Figurenrede. Sie kann in der 3. Person und in 

einem Nebensatz in der Indikativform oder Konjunktivform wiedergegeben werden. Ihr typisches 
Kennzeichen besteht darin, dass der Autor eine distanzierte Haltung gegenüber der in ihr gemachten 
Aussage einnimmt, was besonders bei der Anwendung der Konjuktivform zum Ausruck kommt.  

Im ganzen ist die indirekte Rede sachlich, knapp, distanzierend. Sie ist vor allem die Ausdrucksform 
des Berichtes über Begebenheiten und amtlicher Niederschriften (Protokolle). In der Presse und in 
wissenschaftlichen Schriften wird sie deshalb viel verwendet. 

3 Der innere Monolog 
Der innere Monolog sind Reflexionen der Figuren. Er ist der direkten Rede verwandt, wird jedoch 

nicht geäußert, sondern nur gedacht. Der innere Monolog finder sich selten in der älteren 
Erzählungliteratur und taucht erst mit der Psychologisierung des modernen Romans häufiger auf. 
Moderne Erzähler such auf diese Weise die Bewusstseinströme, Gedankengänge, und Assoziationen der 
Erzählfiguren darzulegen. 

4Die erlebte R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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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er der erlebten Rede verstehen wir die indikativische indirekte Wiedergabe von Gedanken oder 
Zitaten der Figuren. Seit etwa der Mitte des 19. Jahrhunderts wird sie viel verwendet. Die erlebte Rede ist 
im Gegensatz zur Autorrede und allerdings in der distanzierten Form der Gedankenwiedergabe in der 3. 
Person und im Präteritum. Dadurch fließen zuweilen Autorensprache und Figurensprache ineinander. 
Beide Erzählformen sind oft nicht trennbar. 
学习目标： 
1．了解掌握德语修辞学中话语表达方式、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独白等在文体中的重要作用 
作业： 
Welche Form der Rededarstellung finden Sie in folgendem Auszug aus Thomas Manns „Der kleine 

Herr Friedemann“! 
Rings war alles voll süßen, schülen Duftes. Vor ihm brütete die Sonne auf dem zitterden Wasser. Wie 

müde und abgehetzt er sich fühlte, und wie doch alles in ihm in qualvollem Aufruhr war! War es nicht das 
beste, noch keinmal um sich zu blicken und dann hinunter in das stille Wasser zu gehen, um nach einem 
kurzen Leiden befreit und hinübergetrettet zu sein in die Ruhe? Ach, Ruhe, Ruhe war es ja, was er wollte! 
知识单元 7：Stilklassifikation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Der Sprachstil als strukturierte Gesamtheit der in einem Text gegebenen sprachlichen Erscheinung ist 

eine konplexe Kategorie, die nach verschiedenen Aspekten differenziert werden kann. Jeder mündliche 
oder schriftliche Text verfügt über seinen eigenen Stil, der stets eine Funktion hat. Daraus ergibt sich der 
funktione Stiltyp. Unter dem historischen und dem personellen Aspekt lassen sich Zeitstil und Autorstil 
differenzieren. 

1 Die funktionalen Stiltypen 
1.1 Der Stiltyp der Wissenschaft 
Hauptstilzüge wissenschaftlicher Texte sind Sachlichketi, Genauigkeit, Folgerichtigkeit und 

Abstraktion. Situationsbezogenheit und subjektiver Aspekt der Darstellung, die in anderen Stiltypen viel 
beachtet werden, treten in wissenschafltichen Texten weitgehend zurück. 

Charakteristisch für den Stil der Wissenschaft sind die Darstellungsarten und gedanklich sprachliche 
Operationen: These, Hypothese, Beweis, Definition, Zitieren, Referieren und Kommentieren fremder 
Meinungen u.a.. 

Wichtig ist für den Stil der Wissenschaft noch, dass die Feststellung mit vorsichtig eingeschränkten 
Modalitätsgrad formuliert wird, denn die Formulierungsweisen der Feststellung einen Einfluss auf die 
Leser ausüber werden. 

1.2 Der Stiltyp der Presse und Publizistik 
Die sprachlichen Äußerungen in Presse und Publizistik sind so verschiedenartig, dass man sie 

stilistisch nicht auf einen Nenner bringen kann. Bestimmte gemeinsame Merkmale für den 
journalistischen Texte im engeren Sinne lassen sich aus den gesellschaftlichen Funktionen der Presse und 
Publizistik ableiten. Die Presse bringt Kommentare, Leitartikel, Nachrichten, feuilletonische Beiträge, 
Wirtschaftsberichte, Reportage, Leserbriefe, Anzeige u.a.. Die journalistischen Texte sollen den Leser 
bekanntlich schnell und überzeugend informieren. Sie können dabei die Meinungen der Leser 
beeinflussen. 

1.3 Der Stiltyp der öffentlichen Rede 
Als Amtssprachstil, der historisch aus dem Kanzleistil hervorgegangen ist, dient der Stiltyp der 

öffentlichen Rede, einerseits dem Austausch von amtlichen Informationen, anderseits beinhaltet er die 
offiziellen Verlautbarungen der Behörden und Institutionen, dazu gehören Texte amtlicher Art: Geset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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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ordnungen, Abweisungen, Bekanntmachungen. Außerdem umfasst der den Briefwechsel von 
Privatpersonen mit amtlichen Institutionen, z.B. Anträge, Gesuche u. Dgl. Auch Gebrauchsanweisungen, 
Rezepte, Verträge und Pläne gehören zu diesem Stiltyp. 

Das wichtigste Hauptmerkmal des Stiltypsder öffentlichen Rede ist die Eindeutigkeit und 
Genauigkeit. Dazu braucht dieser Stiltyp bestimmte lexikalische und syntaktische Mittel. 

Eine besondere Rolle spielen die sprachlichen Mittel des Veranlassens in Texten der öffentlichen 
Rede.  

1.4 Der Stiltyp der Alltagsrede 
Der Stiltyp der Alltagsrede kennzeichnet den nichtoffiziellen Bereich der Sprachkommunikation, die 

sogenannte private Sphäre. Seine Hauptfunktion beseteht darin, zwischen Kommunikationspartners 
Informationen, Gedanken und Intentionen auszutauschen bzw. Emotionen auszudrücken. Er tritt 
vorwiegend als gesprochene Sprache auf und hat unvorbereiteten Charakter. Er tritt auch als 
Gestaltungselement in der Belletristik auf, und dient ann zur Kennzeichnung des gesellschaftlichen 
Kolorits oder der Charakteristik der lieterarischen Gestalten. 

Der spontane Charakter der Alltagsrede führt zur Ungezwungenheit und Lockenheit der Sprechweise. 
Dieser Grundzug äußert sich vor allem in der Wahl der Lexik und im Satzbau. Allgemeine Ausdrücke 
werden sehr häufig verwendet. Füllwörter und Floskeln treten häufig auf, um Zeit in der Rede zum 
Überlegen zu gewinnen. 

Wörter und saloppe Wendungen aus unteren Stilschichten werden mehr auf aufgenommen. 
Außerdem drückt die Anwendung von Dialektismen, Jargonsmen und Modewörtern auch die 

Ungezwungenheit und Lockerheit in der Lexik aus. 
Die Lockerheit und Lässigkeit der Alltagsrede zeigt sich auf dem Gebiet der Syntax. Das lässt sich an 

Ausrahmngen und an Weglassen einzelner Satzglieder erkennen. 
Der Stil der Alltagsrede ist ferner durch eine stärkere Tendenz zu expressiver Ausdrucksweise 

gekennzeichnet. Die expressive Tendenz wird durch folgende Punkte verwirklicht: 
Zahlreiche Interjektionen werden verwendet; 
Viel benutzte Ausrufesätze stärken die Tendenz zur Expressivität; 
Wörter und Wendungen werden zur implusiven und gefühlsmäßigen Wertungen benutzt; 
Vergleiche und Hyperbeln werden verwendet. 
1.5 Der Stiltyp der schönen Literatur 
Der Zweck der schönen Literatur besteht darin, die Wirklichkeit künstlerisch wiederzuspiegeln und 

ihre erzieherischen und ästhetischen Funktionen zu erfüllen. Der Stiltyp der schönen Literatur stellt eine 
besondere Verwendungsweise der Sprache dar, der gesamte Reichtum der Nationalsprache kann in der 
schönen Literatur Raum finden. Der Stiltyp der schönen Literatur unterscheidet sich in der Regel 
eindeutig durch die Möglichkeit der Überfülle des Ausdrucks gegenüber der Tendenz zur größten 
Präzision und Dichte im wissenschaftlichen Stil. Übrigens tritt im Stiltyp der schönen Literatur 
gewöhnlich eine individualstilistische Färbung auf, während der wissenschaftliche Stil nach 
objektivisierter Darstellung drängt. Freilich unterscheidet sich der Stiltyp der schönen Literatur durch den 
Zeitstil und die Gattungsstile. 

学习目标： 
1．了解德语修辞文体中的其他较为重要的表达方式以及文学中还较为常见的文体类型。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单元 1 2  
2 单元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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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元 2 2  
4 单元 2 2  
5 单元 2 2  
6 单元 3 2  
7 单元 3 2  
8 单元 4 2  
9 单元 4 2  

10 单元 5 2  
11 单元 5 2  
12 单元 6 2  
13 单元 6 2  
14 单元 7 2  
15 单元 7 2  
16 随堂考察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德语文体学和文体学的定义、语法变异可能性和特殊词汇。 
难点：句式变化、语言语调的特殊要求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以教师讲解为主，课堂练习和课后练习为辅，同时也会要求学生自己准备小报告的形式以检验

其掌握情况。 
教学手段： 
在导论中介绍学习文体学和修辞学知识的必要性，介绍什么是文体学，文学的研究基础和二十

世纪文体学的研究概况。随后的十讲中分别从句子结构、句式变化、语法变异可能性、词汇、特殊

词汇、语言语调等各方面来介绍文体学的内容，能够综合运用文体手段，对于文体学研究、文体修

养批评都能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用四五课时的时间来具体分析中国人学习德语最经常遇到的一些文

体错误和文体。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

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师根据基本教材自行编写上课材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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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自编 
（二）推荐参考书 
1. 李逵六编著《德语文体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 1月 第 1版 
2. 郑华汉编著《德语修辞学教程》，旅游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3. 陈晓春编著《德语修辞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最新版 
4. 汉斯弗鲁克，贾慧蝶编著《德语实用语体学》，同济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5. Gerhard Peukes编著《Untersuchungen zum Sprichwort im Deutschen》，Erich Schmidt Verlag出

版社，最新版 
6. Eugenius Klin 和 Hermann Koch 编著《Übungsbuch zur deutschen Stilistik》，Panstwowe 

Wydawnictwo Naukowe出版社，最新版 
7. Willy Sanders编著《Gutes Deutsch – besseres Deutsch》，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Darmstadt出版社，最新版 
执笔：李小龙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日 

 

德语词汇学 
German Lexicology 

课程号：4080100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德语词的结构；2、掌握德语词的构成方式；3、重点掌握德语

动词、名词和形容词相关构词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德语构词的基础知识、基本的构词方法、了解构词概念，为准确

用词，扩大词汇量，带着构词学知识去学习词汇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教学总学时：36学时 

知识单元 1：德·语词的结构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语素分析：语言中最小的“语音语义的结合体”是语素。语素分为基本语素、构词语素和词

尾变化语素。单独作为一个词出现的语素叫做自由语素，不能单独使用的语素成为粘附语素，如构

词语素和词尾变化语素。 
2． 成分分析：对研究构词来说，成分指直接构成一个结构的成分。成分分析的标准是成分的

分布和成分的语义。 
3． 直接成分分析法：遵守两分原则。 
学习目标： 
1．了解语素的概念。 
2．掌握直接成分分析法。 
作业： 
1. 什么是语素，请举例说明。 
2. 如何分析一个词的成分，应遵守什么原则？ 
3. 思考直接成分分析法面临的困难。 

知识单元 2：德语词的构成方式之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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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复合法的定义：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成分结合在一起构成新词的方法叫复合法。用复

合法构成的词叫复合词。 
2．复合词的分类： 
1）从构词成分来看：分为以单词或词组为成分组成的复合词、粘附基本语素和基本语素组成

的复合、由两个粘附基本语素构成的复合词。 
2）就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而言：分为限定复合词和连接复合词。 
3. 复合词与词组的形式区别： 
1）复合词作为一个词是连写的。 
2）复合名词的主重音通常在限定词上。 
3）复合词中直接成分的排列次序不能调换。 
4）复合词简化了词尾变化。 
学习目标： 
1．了解复合词的定义。 
2．掌握复合词的类型。 
作业： 
1. 复合词由哪些类型，请举例说明。 
2. 复合词与词组的区别是什么？ 

知识单元 3：德语词的构成方式之加缀派生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加缀派生法的特点：由一个自由语素或以单词或词组形式出现的自由语素充任派生词的基

础，加上词缀。 
2. 加缀派生法的类型： 
1） 加前缀法：以粘附语素作为前缀放在自由语素或自由语素结构之前构成新词的方法。前缀

具有多义性，如“un”表示否定（unwichtig）、表示加强程度（Unmenge）和指坏的事情（Unfall）。 
2） 加后缀法：以粘附语素作为后缀放在自由语素或自由语素结构之后构成新词的方法。后缀

的数量有限，通常为单音节，其主要作用是把基本语素归入某种词类。 
3） 加前、后缀法：有些词是通过在自由语素或自由语素结构上加前、后缀而构成的，如

Ge-spreng-e。 
学习目标： 
1. 了解加缀派生法的概念 
2. 掌握加缀派生法的类型。 
作业： 
1. 什么是加缀派生法。 
2. 词缀分哪些类型？ 

知识单元 4：德语词的构成方式之拼接法和重叠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拼接法的定义：通常取两个词语的一头一尾，依据语音语素方面的某些规则，拼接成一个

新词。如 Formular+Larifari=Formularifari 
2. 拼接词的特点：在拼接词中名词为多，形容词少见，它们一般只用于某种语篇类型，进入

常用词汇的只是少数。有些常见的这类词不是由德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英语引进的，如 Moped
（轻便摩托自行车）、Smog（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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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叠法的定义：用一个成分重叠的方法构成新词。 
4. 重叠法的类型： 
1） 简单重叠 
2） 韵重叠 
3） 尾音重叠 
5. 重叠法的特点：这类词几乎限于名词，可作为直接成分出现于名词复合词中，如

Tippeltappeltour，有些词来自英语，如 Pingpong。 
学习目标： 
1. 了解拼接法和重叠法的概念。 
2. 掌握拼接法和重叠法各自的特点。 
作业： 
1. 什么是拼接法、重叠法？ 
2. 二者都有什么特点？ 

知识单元 5：德语词的构成方式之词类转换法和缩略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定义：词或词组，甚至句子，转化为另一种词类，词义可能略有变动。 
2. 词类转换举例。 
3. 隐含派生法：是一种不使用前后缀的、动词在派生为名词时词干元音发生变化的派生法。

它与词类转化法的主要区别是词干元音由变音或换音现象，这种现象是历史形成的，因而隐含派生

法现今不再由构词能力。如 werfen – Wurf, brechen – Bruch。 
4. 去后缀派生法：通过去掉或更换一个词的后缀，使之转化为另一个词类，由此派生出往往

比原词较短的新词，如 elastisch – Elast, Notlandung – notlanden。 
5. 缩略法：既不进行词类转换，又不出现语义变化，只是截取原词的一个部分作为新词，分

为词头缩略、词尾缩略和词干缩略。 
学习目标： 
1. 了解相关构词法的概念。 
2. 掌握相关构词法的特点。 
作业： 
1. 词类转换举例分析。 
2. 缩略法的类型有哪些？ 

知识单元 6：含有外来语成分的构词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德语中外来语的产生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借用现有的词，即把外来语原封不动地接收过来。

二是在德语的框架范围内采用外来语成分构词。 
2. 所谓外来语成分，实质在发音和书写方面与德语的规律有所不同的基本语素和构词语素。 
3. 从构词方式来看德语和外来语的混合词语： 
1） 复合法：通过复合法构成的混合词很多，尤其是名词和形容词。外来语成分即可作限定成

分，也可作基础词，如 Computerraum, gleichgewichtsindifferent。 
2） 加后缀法：外来语基础词＋德语后缀；德语基础词＋外来语后缀。 
3） 加前缀法：德语前缀＋外来语基础词；外来语前缀＋德语基础词。 
学习目标： 
1. 了解德语中的外来语概念。 
2. 掌握外来语在德语构词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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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外来语分几种情况？ 
2. 外来语在德语构词中如何体现？ 

知识单元 7：动词（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动词加前缀： 
1． 不可分前缀 be-： 
1) 使不及物动词变成及物动词。 
2) 由名词加 be-构成的动词表示用词干所述的东西装在某物上。 
2． 不可分前缀 ent-： 
1） 一些本身具有“离去”，“脱离”意义的动词加上前缀 ent-使离去动作更为彻底。 
2） 表示解脱、解除的意思和使原来的词义颠倒过来。 
3） 表示动作的开始。 
4） 在带 ent-的动词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特定语义。 
3． 不可分前缀 er-：带前缀 er-的动词由（大多为简单词）形容词和动词派生而来。 
1） 由形容词派生出来的动词，表示由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过程。 
2） 表示动作的完成。 
3） 表示动作的开始。 
4） 表示动作完成所得出的结果。 
4． 不可分前缀 ver-： 
1） 表示动作的完善。 
2） 表示动作的错误。 
3） 可以把名词构成动词，ver-本身毫无语义。 
5． 不可分前缀 zer：具有“破碎”、“拆散”的意思。 
6． 不可分前缀 ab- 
1） 表示“脱离”、“离去”的意思。 
2） 表示“向下”的意思。 
3） 突出一个过程的终止。 
4） 有“照搬”的意思。 
5） 使动词原来的词义得以“取消”。 
7． 不可分前缀 an-： 
1） 表示朝着一个对象的方向，也可以是朝着说话者的方向。 
2） 表示把东西固定在一起，触及或接近某物。 
3） 表示一个过程的开始，这类动词相当多。 
4） 表示事物的增长和扩大。 
5） 表示一个动作的认真和迫切性。 
8． 不可分前缀 auf- 
1） 表示向上的方向。 
2） 表示“开启”的意思。 
3） 表示动作的突然发生。 
4） 表示一个过程的结果和终止。 
9． 不可分前缀 aus- 
1） 表示“出去”、“出来”的意思。 
2） 表示动作的完善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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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示“去除”的意思。 
10． 不可分前缀 ein- 
1） 具有“进入”、“进来”的意思。 
2） 表示动作的开始。 
3） 具有“围裹”的意思。 
4） 表示“缩小”、“浓缩”或加工存放的意思。 
5） 具有“掌握”、逐渐“习惯”的意思。 
11． 不可分前缀 los- 
1） 空间意义上的分开。 
2） 动作的开始。 
12． 不可分前缀 nach- 
1） 具有“模仿”、“重复”的意思。 
2） 表示“补充”、“追加”的意思。 
3） 表示“随后”的意思。 
13． 不可分前缀 vor- 
1） 表示空间上的“向前”。 
2） 表示时间上的“提前”、“预先”的意思。 
3） 具有“示范”的意思。 
14． 不可分前缀 zu- 
1） 具有“添加”的意思。 
2） 具有“闭合”的意思。 
3） 表示动作朝某个目标去。 
4） 表示一个过程的持续。 
15． 可分、不可分前缀 durch-：表示从一头进，从另一头出，“通过”、“穿过”的意思。 
16． 可分、不可分前缀 ueber-： 
1） 表示动作的方向。 
2） 表示“过分”的意思。 
3） 表示“粗略”、“草率”的意思。 
17． 可分、不可分前缀 um- 
1） 在不可分动词中，um-具有“围绕”、“围抱”的意思。 
2） 在可分动词中，um-表示使动作的对象“倾倒”。 
3） 表示“改变”、“重新”的意思。 
18． 可分、不可分前缀 unter- 
1） 在可分动词中，unter-大多表示“向下”的意思。 
2） 带 unter-的不可分动词，多半具有转义 
19． 外来语动词前缀 
学习目标 
1. 了解德语动词不同的不可分以及可分前缀。 
2. 了解德语动词前缀的语义 
作业： 
动词各前缀配套的动词练习 

知识单元 8：动词（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动词加后缀： 



8087 

1） 后缀-(e)l-：具有动作重复和减轻的意思，有些象声词具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力。 
2） 后缀-(e)r-：表示动作的反复进行；动作的减缓；动作的减轻。 
3） 后缀-ig-：表示“给以”的意思。 
4） 后缀-(is/ifiz)ier- 
2. 复合动词 
1） 动词词干＋动词：这种复合动词是不可分动词，主要出现在文学作品和科技文章中。连个

成分之间的关系为并列或从属。 
2） 形容词＋动词：这种构词方式只有产生转义时才连写，是可分动词。 
3） 名词＋动词：两个简单词之间具有谓语与宾语的关系。 
4） 副词＋动词：与动词结合构成复合动词的副词绝大多数是表示地点和方向的副词，也有即

表示方位也表示时间的副词。 
3. 转换 
1） 名词转换成动词。 
2） 形容词转换成动词。 
学习目标： 
1. 了解德语动词的后缀。 
2. 了解复合动词和与动词有关的转换。 
作业： 
与动词后缀、复合动词和转换相关的语言练习。 

知识单元 9：名词（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加前缀 
1） 前缀 erz-：主要出现在多半带贬义的人物名称上，用以加重贬义程度。 
2） 前缀 fehl-, miss-：表示错误，造成错误、糟糕的状况。 
3） 前缀 ge-：表示动作的持续进行；表示结果、能力、特性；部分表示贬义。 
4） 前缀 haupt-, grund-：作为名词的前缀，二者都起着强调的作用，grund-强调事物的根本，

haupt-突出事物的重点。 
5） 前缀 un-：用语否定，多半是否定具有褒义的名词；表示事物偏离正常情况，变成错误、

坏的东西；起着扩大、增强的作用。 
6） 前缀 ur-：表示事物的原始、开始和先期。 
7） 前缀 wider-, wieder-：“反对”、“回返”和“重新”、“重复”。 
8） 前缀 auf-, aus-, mit-, nach-, neben-, um-, zu-, zwischen-：“向上”、“在…之外”、“同伴”、“在…

之后”、“相邻”、“围抱”、“补充”、“在…之间”。 
9） 前缀 ab-, bei-, gegen-, ueber-, unter-, vor-：“向下”、“附属”、“反对”、“在…上面”、“在…下

面”、“在…之前”。 
2. 加后缀 
1） 加后缀-e, -ei, -er：构成名词；具有地点、场所的意义；构成贬义派生词；“居民”。 
2） 加后缀-heit, -keit, -ling：派生名词，具有受事意义或具有贬义。 
3） 加后缀-schaft, -tum, -ung：表示人员集体的总称或动作造成的结果 
4） 加后缀-chen, -lein：常见的缩小词后缀，或表示亲昵和讽刺。 
5） 外来语名词后缀 
学习目标： 
1. 了解各种不同的名词前缀。 
2. 了解各种不同的名词后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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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与名词前后缀有关的语言练习。 

知识单元 10：名词（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复合 
1） 形容词＋名词：作限定的形容词表示基础词所述内容的特性。 
2） 动词词干＋名词：限定词表示基础词的用途，基础词是限定词所述动作的对象，地点或时

间。 
3） 数词＋名词 
4） 粘附基本语素＋名词 
5） 复合名词中的连接字母和连接符号 
2. 词类转换 
1） 动词词干转换成名词：这类名词绝大部分是阳性名词，只有少数是中性名词。 
2） 动词不定式转换成名词：动名词的词义与动词的词义不完全一致。 
3） 分词转换成名词：可以表示人，也可以表示动作所施的对象。 
4） 形容词转换成名词：名词的性、数、格仍按形容词变化。 
5） 其他词类转换成名词 
3. 隐含派生：一些动词在派生名词的过程中，不仅失去了动词词尾，而且词干发生换音。 
学习目标： 
了解与名词相关的复合、词类转换和隐含派生法 
作业： 
与本次课程内容相关的语言练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德语词的结构 3 语素分析、成分分析 
2 德语复合构词法 3 复合法 
3 德语加缀派生法 3 加前缀法、加后缀法、加前、后缀法 
4 德语拼接法和重叠法 3 拼接词与重叠词 
5 德语词类转化和缩略构词法 3 词类转换、各种缩略方式 
6 含外来语成分的构词法 3 复合、加后缀、加前缀 
7 动词（一） 3 动词加前缀 
8 动词（二） 3 动词加后缀、复合与转换 
9 名词（一） 3 名词加前缀和后缀 

10 名词（二） 3 复合、词类转换和隐含派生 
11 考试 2 考查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德语 
后续课程：法律德语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德语构词法。 
难点：动词、名词和形容词的构词方式。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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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师讲授。 
2．课堂练习。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 
2. 口头报告。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蔡幼生等编著《德语构词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年 7月  
（二）推荐参考书 
1. 徐智儿编著《德语词汇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9月 
2. 王京平编著《德语语言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7月   

执笔：高莉  审稿：高莉 审定：外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8日 

 

德语国家概况（二） 
Survey on German-speaking Nations 2 

课程号：4080100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在德语国家概况（一）课程基础上，细化和加深学生对德国文化的理解。 
2、选取与各单元主题相关的德语文章，拓展学生的德语词汇。 
3、结合多媒体影音教学，使得课程内容更加直观、易懂。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1945年之前的德意志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本单元主要介绍 1945 年前的德国。鉴于历史时间跨度较大，且本课程重点不在于让学生

记忆过多繁杂的历史事件细节，而是让学生熟悉德国历史进程的主要脉络。课程将不对历史做过于

细致的讲授，将会梳理一个脉络，并着重点播对德国历史进程起着深远影响的人物和事件。 
脉络：德国境内的早期居民——日耳曼人——迁徙——墨洛温王朝——卡洛林王朝——神圣罗

马帝国——宗教改革——启蒙与斯坦因、哈登贝格改革——德意志统一、铁血首相俾斯麦——威廉
二世时代、一战、帝国崩溃——魏玛共和国——纳粹希特勒上台、二战——两德分立、柏林墙——
两德统一 

Wichtige historische Persönlichkeiten und Ereignisse:  Martin Luther und die Reformaiton, 
Friedrich des Großen, Stein und seine Reform, Bismark und sein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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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ie Weimarer Republik 
1) Wie wird aus dem deutschen Keiserreich eine Republik?  
a.Die Lage 1918 
1918 stand das Deutsche Reich nicht nur vor seiner militärischen Niederlage im Ersten Weltkrieg. 

Die Menschen litten an Hunger, Armut und Krankheiten. Millionen von Menschen waren gestorben – 
Soldaten genauso wie Menschen aus der Zivilbevölkerung, die an Hunger und Krankheiten litten. 
Lebensmittel waren knapp, die Grippe und Tuberkulose forderten viele Todesopfer. Viele Männer kehrten 
gar nicht mehr heim oder waren Invaliden, denen ein Arm oder ein Bein fehlten. 

b.Als die Niederlage offenkundig war, forderte die militärische Leitung der Deutschen, den 
Kriegsgegnern ein Waffenstillstandsgesuch anzubieten, was sie im Januar noch abgelehnt hatte. Die 
Regierung sollte auf eine parlamentarische Grundlage gestellt werden. Der amerikanische Präsident 
Wilson forderte indirekt die Abdankung des Kaisers. 

c.Max von Baden. 
Der als liberal geltende Max von Baden wurde kurzerhand zum Reichskanzler ernannt und bot den 

Waffenstillstand an. Die Verfassung wurde geändert, das Deutsche Reich wurde mit dieser Reform vom 3. 
Oktober 1918 (Oktoberreform) zu einer parlamentarischen Monarchie. Die Macht des Kaisers sank. 

d.Die Matrosen meutern 
Nachdem sich Matrosen in Wilhelmshaven und Kiel geweigert hatten, noch einmal in den Krieg zu 

ziehen, der ja schließlich schon verloren war, weitete sich ihr Aufstand über das ganze Reich aus. Viele 
Arbeiter und Soldaten gingen in dieser Novemberrevolution auf die Straße. Sie forderten die Abdankung 
des Kaisers und die Schaffung einer Republik, also eines demokratischen Regierungssystems. Um die 
Menschen zu beruhigen, gab Max von Baden eigenmächtig die Abdankung des Kaisers bekannt. Er 
übergab außerdem Friedrich Ebert von der SPD die Regierungsgeschäfte. Das war am Morgen des 9. 
November 1918.  

e.Ausrufung der Republik 
Am Nachmittag rief erst Philipp Scheidemann von der SPD die Republik aus, womit eine 

parlamentarische Republik gemeint war. Wenig später tat es ihm Karl Liebknecht nach, allerdings rief er 
eine sozialistische Republik aus. Republik war nicht gleich Republik. Wohin der Weg führen sollte, war 
noch nicht klar. 

2) Ein kurzer Überbilck über die Phasen der Weimarer Republik: 
a. Die Krisenjahre (1918-1923) 
b. Die Goldenen Zwangziger Jahre (1924-1929) 
c. Der Ungergang (1929-1933) 
3) Ab in die Moderne Zeit: Medienwandel 
a. Die Geburt des Radios: 1923 
b. Vom Grammphon zum Schattenspieler 
c. Von Stumm- zu Tonfilm 
4) Eine deutsche Unheilsfigur: Hindenburg  
„Zwischen Bismarck und Hitler“ 
Wolfram Pytas herausragende Biografie über Hindenburg, eine deutsche Unheilsfigur 
Von Hans-Ulrich Wehler 
DIE ZEIT, 2007  
An Paul von Hindenburg scheiden sich bis heute die Geister. Während Historiker wie Karl Dietrich 

Bracher und Heinrich-August Winkler über seine Rolle als Reichspräsident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sbesondere während ihrer Untergangsphase, mit schneidender Schärfe urteilten, dominierte bei ein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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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ehrer wie Walther Hubatsch die devote deutsch-nationale Phrase. Der Stuttgarter Historiker Wolfram 
Pyta hingegen nähert sich seinem Gegenstand ohne die Absicht, ihn noch einmal verdammen oder gar 
verklären zu wollen. Vielmehr gilt sein Hauptinteresse einem analytischen Problem: Wie kann man die 
Herrschaftsfunktion dieser Persönlichkeit, damit aber auch den Mythos um den militärisch letztlich völlig 
gescheiterten Feldmarschall, der es trotzdem nur sieben Jahre nach der Kriegsniederlage zum Präsidenten 
der Republik brachte, 80 Jahre nach seinem Tod angemessener als bisher interpretieren, um diese 
Schlüsselfigur der deutschen Zeitgeschichte endlich umfassender zu verstehen. Denn eins ist klar: Ohne 
Hindenburgs Entscheidung, Hitler den Weg in das Berliner Herrschaftszentrum freizugeben, wäre die 
deutsche, ja die globale Geschichte nach menschlichem Ermessen anders verlaufen. 

Pyta hat keine Biografie im herkömmlichen Stil geschrieben, die den Lebenslauf ihres »Helden« in 
den Mittelpunkt stellt. Seine Leitperspektive, sein erkenntnisleitendes Interesse im weiten Sinn, lenkt den 
Blick vorrangig auf die Analyse der Herrschaftsausübung durch eine im Grunde eher mediokre Figur, von 
der aber eine außerordentlich weitreichende symbolpolitische Wirkung ausging. Sie zehrte sogar von 
einem zugeschriebenen Charisma, dem keineswegs das extraordinäre Talent eines personalen 
Eigencharisma zugrunde lag. 

Diese folgenreiche methodische Entscheidung des Autors führt dazu, dass die Darstellung eine 
eigenartige, aber rundum überzeugende Textur gewinnt. Sie verbindet nämlich alle biografischen 
Informationen, die zum Verständnis Hindenburgs unerlässlich sind (und dank einer unermüdlichen 
Quellensuche sind sie hier aufschlussreicher als je zuvor versammelt), mit scharfsinnigen 
analytisch-systematischen Erörterungen der deutschen politischen Kultur, die Hindenburg so verblüffend 
weit emportrug, der Herrschaftsproblematik, der Charismawirkung. Im Kern rücken daher die 
gesellschaftliche und politische Verfassung der Reichsdeutschen, ihr politischer Habitus, ihre politische 
Mentalitätstradition, ihr politisches Strukturdilemma in das Zentrum der Studie, die diese Konstellationen 
durch das Prisma der Persönlichkeit Hindenburgs erfasst. Dass ihr das derart hervorragend gelingt, macht 
die eigentliche Innovation des Buches aus. 

Der 1847 in eine preußische Offiziersfamilie geborene Hindenburg hatte als junger Berufsoffizier die 
Bismarckschen Kriege von 1866 und 1870/71 aktiv miterlebt. Ihr Ergebnis prägte seither sein Weltbild: 
Nationale Einheit und Größe blieben seine unangefochtenen Zentralwerte. Er durchlief eine durchaus 
respektable militärische Karriere, die ihn nicht nur auf den Generalsrang, sondern sogar in die Nähe der 
Position des Generalstabschefs vorrücken ließ. Trotz aller Belesenheit und pragmatischen Intelligenz 
erreichte er aber nicht das Maß einer herausragenden Persönlichkeit. Ohne das begehrte Ziel des 
Schlieffen-Nachfolgers erreicht zu haben, wurde er pensioniert. Doch kurz darauf erlebte er, im 
Ruhestand in Hannover, den Ernstfall: den Kriegsbeginn im Sommer 1914. Sofort bemühte er sich um 
seine Reaktivierung, die ihm dank der Protektion durch Berliner Gönner schließlich auch gelang. Sein 
erstes Kommando war der Oberbefehl über die deutschen Verbände in Ostpreußen, wo russischen 
Truppen ein überraschender Einbruch in das Reichsgebiet gelungen war. Dort brauchte man einen 
Kommandeur mit guten Nerven und Standvermögen. 

Mit dieser Entscheidung waren die Weichen für seine Zukunft gestellt. Denn dank der exzellenten 
Stabsplanung Erich Ludendorffs, fortab sein Alter Ego, an der Hindenburg nicht den geringsten Anteil 
hatte, gelang es, mit einem hoch riskanten Unternehmen der deutschen 8. Armee die russischen Invasoren 
an den Masurischen Seen zu schlagen. Nach dem Scheitern des Schlieffen-Plans an der Westfront und der 
verheerenden Wirkung der verlorenen Marneschlacht wirkte der Sieg in Ostpreußen als ein erster lang 
ersehnter militärischer Höhepunkt, der allein den Fähigkeiten Hindenburgs zugeschrieben wurde. Um ihn 
bildete sich in der deutschen Öffentlichkeit geradezu über Nacht der Mythos des souveränen 
Schlachtensiegers, obwohl das eigentliche Verdienst ganz und gar seinem Stab gebüh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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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denburgs Verhalten in Ostpreußen wird von Pyta mit unüberbietbarer Nüchternheit geschildert: 
Der alte Herr schläft sich tagtäglich aus, macht einen Morgenspaziergang, legt sich nach dem Mittagessen 
wieder zwei Stunden hin, empfängt Bewunderer oder geht auch auf dem Höhepunkt von Krisen gelassen 
auf die Jagd, lädt zu einer mehrstündigen Abendtafel ein – und zwischendurch findet er auch einige 
Minuten für seinen Stab mit der stereotypen Frage, ob weiterhin alles gut laufe. Alle wesentlichen 
Planungsideen und operativen Entscheidungen stammten von Ludendorff, fanden allerdings auch immer 
Hindenburgs Billigung. 

Während die Aura um Hindenburg zunahm, unterstützte er auf einem ganz anderen Gebiet als dem 
militärischen Alltagsgeschäft sein wachsendes Prestige. Von ihm stammte der Vorschlag, künftig von der 
Schlacht bei Tannenberg zu sprechen (obwohl der Ort vom Schlachtfeld weit abgelegen war), um die 
symbolische Korrektur jener vernichtender Niederlage auszudrücken, die der Deutsche Orden 1410 durch 
ein polnisches Heer erlitten hatte – Hindenburg, der Slawenbezwinger, das vertiefte seinen Nimbus. 
Unentwegt empfing er einen Maler und Publizisten nach dem anderen, sofern sie bereit waren, an dem 
Mythos des militärischen Genius mitzuwirken. Ein denkbar passiver Militär, der aber zielbewusst an der 
Ausdehnung seiner Herrschaft über die Geister arbeitete. Dafür entwickelte er ein auffälliges Sensorium 
und Geschick, das vorher keiner an ihm bemerkt hatte. 

Hindenburg konnte den Anfangserfolg in Masuren nicht wiederholen. Dennoch fiel ihm 1916 die 
Führung der 3. Obersten Heeresleitung zu, während der Hof und Kaiser Wilhelm II. voller Skepsis spürten, 
wie dieser zum Feldmarschall beförderte Expensionär zur entscheidenden Schlüsselfigur des 
innenpolitischen Lebens aufstieg. Das war eine Entwicklung, deren sich auch Reichskanzler 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 vollkommen bewusst war, wie überhaupt der Konsens über die Unentbehrlichkeit und 
das doch noch den Sieg garantierende Talent Hindenburgs zum Gemeingut der öffentlichen Meinung 
wurde. 

Wie konnte ein aus dem Ruhestand geholter, nahezu 70-jähriger General mit einem einzigen 
Schlachtsieg die Aura des genialen Feldherrn und des Retters der Nation gewinnen? Als Antwort lässt es 
Pyta nicht bei einigen Erläuterungen bewenden. Vielmehr analysiert er scharfsichtig die deutsche 
politische Kultur, die nach der entscheidenden Rolle der drei Einigungskriege im 
großpreußisch-reichsdeutschen Staatsbildungsprozess dem Militär bereitwillig eine Sonderstellung 
zubilligte. Sie schien durch Hindenburgs Sieg in Ostpreußen nachhaltig bestätigt zu werden, zumal kein 
dominierender Politiker, ein deutscher Lloyd George oder Clemenceau, als Rivale auftauchte. Ohne die 
massenpsychologische Disposition wäre die rapide Entfaltung und Stabilität des Hindenburg-Mythos 
nicht zu verstehen. 

Als Chef der 3. Obersten Heeresleitung blieb Hindenburg weiterhin völlig von Ludendorffs 
Planungsarbeit abhängig, erschien aber nach außen hin als der unangefochten decision-maker, obwohl er 
weithin ungeniert seinen privatistischen Neigungen nachgab. Offenbar gewann er, so ein weiteres 
Schlüsselargument Pytas, über sein militärisches Ansehen hinaus die Statur eines Charismatikers, dessen 
Sonderstellung freilich nicht auf einer charismatischen Begabung beruhte, wie sie etwa Napoleon, 
Bismarck, Hitler auszeichnete, wohl aber auf der massiven Zuschreibung außergewöhnlicher Fähigkeiten 
durch eine Bevölkerung, die seit den Jahrzehnten der Bismarckschen Herrschaft in erster Linie großen 
Individuen statt Institutionen die gebotene Problemlösungskapazität unterstellte. Pyta greift hier auf Max 
Webers Politische Soziologie zurück, in welcher der Typus der charismatischen Herrschaft erstmals 
definiert worden ist. Als Produkt einer existenziellen Krise, deren Lösung der Charismatiker durch 
Wundertaten verspricht, steigt er weit über seine Konkurrenten hinweg auf, wird durch mächtige 
Traditionen der politischen Kultur begünstigt, bildet aus Anhängern eine charismatische Gemeinschaft, in 
der eine wahre Gesinnungsrevolution abläuft, die zu einer vorbehaltlosen Hingabebereitschaft und ein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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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atischen Glauben an diesen Hoffnungsträger führt. Pyta gelingt es, exakt darzutun, wie die 
Interpretation von Hindenburgs Stellung und Image in der deutschen Politik durch die Konzeption der 
charismatischen Herrschaft entscheidend gefördert wird. Seine Deutung präsentiert eine geradezu 
klassische Form von zugeschriebenem Charisma. Hindenburg erscheint auf diese Weise zwischen den 
Charismatikern Bismarck und Hitler als eine charismatisch aufgewertete Überbrückungsfigur. 

Hindenburg, dem auch Züge des wohlwollenden patriarchalischen Übervaters angedichtet wurden, 
entpuppte sich häufig als kalter Egoist, der sich von allem zu trennen vermochte, das seine Nützlichkeit 
für ihn verloren hatte. Im Augenblick der Niederlage trennte sich der überzeugte Monarchist daher auch 
von seinem Kaiser, indem er ihn ins holländische Exil abdrängte. Obwohl er bis zuletzt Ludendorffs 
Weigerung, den Verlust des Krieges anzuerkennen, mit seinem Nimbus gedeckt hatte, machte er sich 
dann zum prominentesten Befürworter der Anklage, dass die Linksparteien der Heimat dem fast 
siegreichen Heer in den Rücken gefallen seien und dadurch die Niederlage verschuldet hätten. Wenige 
Topoi der öffentlichen Debatte haben die Weimarer Republik so belastet wie diese perfide 
Dochstoßlegende. 

Dass die Republik trotz ihres Anfangserfolgs nicht mehrheitsfähig war, trat bereits sechs Jahre später 
zutage, als der gescheiterte kaiserliche Feldmarschall zum Reichspräsidenten gewählt wurde. Hindenburg 
scheint ein doppeltes Motiv zur Kandidatur bewegt zu haben: Zum einen reizte ihn offenbar die präsidiale 
Form der Herrschaftsausübung; zum anderen wollte der überzeugte Nationalist der Desintegration des 
Staates entgegentreten, um die Einheit der Nation zu gewährleisten. Dass er dann als 85-Jähriger sogar 
zum zweiten Mal kandidierte und seinen gefährlichsten Rivalen, Hitler, eindeutig schlug, entsprang 
derselben Überzeugung. Seine ursprünglich klar ausgeprägte Abneigung gegen den »böhmischen 
Gefreiten« ließ daher nach, als ihm Hitler auf dem Tiefpunkt der Weltwirtschafts- und Republikkrise als 
aussichtsreichster Vorkämpfer der nationalen Einheit und Größe erschien. Pytas überzeugendes 
Schlusselement läuft daher – harte Korrektur der bisherigen Lehre – darauf hinaus, dass Hindenburg nicht 
primär unter dem Druck einer Kamarilla ostelbischer Konservativer und der Einflüsterungen Franz von 
Papens Hitler zum Reichskanzler ernannte, sondern aus der eigenen Überzeugung heraus, in ihm den 
Garanten der nationalen Einheit gefunden zu haben, den glaubwürdigsten und durchsetzungsfähigsten 
Erben seiner eigenen politischen Anstrengungen seit 1914. Insofern läuft Pytas fundierte Kritik auf eine 
pointierte Anklage jenes Weltbildes hinaus, das der deutsche Nationalismus auch für Hindenburg 
verkörperte. 

Zweiflern an Pytas kritischer Hindenburg-Interpretation sei gesagt, dass der Autor seine 870 
Textseiten auf die Arbeit in 96 Nachlässen und 42 Archiven von Harvard bis Moskau stützt und auf 185 
Anmerkungsseiten präzise über seine Quellengrundlage Auskunft gibt. Seine Stärke liegt aber nicht allein 
in der mustergültigen empirischen Fundierung, sondern vor allem in der analytischen Durchdringung 
eines biografischen Themas, in der fern jeder Dogmatik ausgeführten Analyse von 
Entscheidungsprozessen, in der scharf konturierten Herausarbeitung der Symbolpolitik und der 
charismatischen Züge von Hindenburgs Herrschaft und in der konsequent durchgehaltenen Kritik am 
Nationalismus als handlungsleitendem Weltbild. Das Ergebnis ist ein großartiges Beispiel moderner 
Zeitgeschichte, deren Reflexionsniveau sich auf der Höhe der gegenwärtigen Diskussion bewegt. Es 
verdient nicht nur zahlreiche Leser, die auf eine menschenfreundliche und dennoch begriffsscharfe Prosa 
stoßen, sondern auch eine engagierte Debatte, da nicht wenige Positionen der zeithistori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überzeugend infrage gestellt werden. 

2. 1) Halten Sie bitte ein Referat über die Weimarer Republik. 
2) Diskutieren Sie bitte im Zusammenhang mit dem der Vorstellung der letzten Sitzung von der 

deutschen Unheilsfigur Hindenburg über die Weimarer Republ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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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Die Studenten sollten den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einmal kennenlernen 
2．Sie sollten sich intensiv über die Zeitperio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informieren 
作业：Suchen Sie bitte mehr Informationen über die Weimarer Republik. 

知识单元 2： Die Mode der goldenen Zwangzigen Jahre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Die Freikörperkultur 
1). Raus aus dem Korsett 
Das lebensreformerische Ideal vom gesunden und einfachen Dasein passte gut zu den Zielen der 

Frauenbewegung 
Von Elisabeth Meyer-Renschhausen 
Kaiserzeit war Männerzeit: schneidiger Schnurrbart, stramm sitzender Rock, selbstbewusster Auftritt. 

Um standesgemäß zu reüssieren, investierte der gutbürgerliche Mann unverhältnismäßig hohe Summen. 
Gäste wurden im Salon hinter gründerzeitlicher Prunkfassade empfangen. Die repräsentative Gattin 
servierte mehrgängige Diners und beförderte so die Karriere des Herrn Gemahls. Die gutbürgerliche Frau 
war von Beruf Gattin, die familiäre Vorherrschaft hatte der Mann inne. 

Dieses Missverhältnis der Geschlechter wurde durch die Neuauflage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von 1900 noch einmal fest- und fortgeschrieben. Ohne die Zustimmung ihres Mannes durfte eine 
Verheiratete weder einem Broterwerb nachgehen noch über ihr Geld verfügen, noch ihren Wohnort 
bestimmen. Sie hatte nicht einmal das Recht auf ihre Kinder. Das Einzige, was ihr als Hausfrau zustand, 
war die Schlüsselgewalt über die Speisekammer.  

Immer mehr bürgerliche Frauen aber wollten sich nicht in dieses Schicksal fügen. 
Die Frauenbewegung verlangte nach Befreiung, forderte Rechte ein. Sie opponierte gegen die männlich 
dominierte, militärisch geprägte Erziehung, gegen die eigene rein repräsentative Tätigkeit, gegen 
sinnentleerte Konventionen. Ebenso kritisierten viele Lebensreformerinnen der Jahrhundertwende die 
ungesunden und diskriminierenden Bedingungen, unter denen Frauen in der Gründerzeit-Gesellschaft 
lebten.  

Doch während die Frauenbewegung vor allem gegen die rechtliche und finanzielle Benachteiligung 
und für mehr Gleichberechtigung kämpfte, wollten die Lebensreformerinnen in erster Linie das 
Alltagsleben verbessern. Dasselbe Ziel, zwei Wege. Aber das eine schloss das andere nicht aus. So gab es 
zahlreiche Frauen, die den Kampf für Rechte mit dem lebensreformerischen Bemühen um eine 
unmittelbare Erleichterung und Verbesserung des Alltagslebens verbanden. 

Ottilie Hoffmann wollte Emanzipation 
Eine dieser Frauen war Ottilie Hoffmann. 1835 wurde sie in Bremen geboren. In England lernte sie 

als Privatlehrerin die Mäßigkeitsbewegung kennen, die sich gegen den Alkoholmissbrauch in den 
Großstädten wandte. Nach Deutschland zurückgekehrt, gründete sie zusammen mit Gleichgesinnten den 
Bremer Frauenerwerbsverein. 1894 wurde sie in den Vorstand des Bundes Deutscher 
Frauenvereinegewählt. Sie trat für das Frauenstimmrecht ein, und als die kirchlichen Frauenbünde die 
Forderung nach Gleichstellung der unehelichen Mütter ablehnten, engagierte sie sich in Helene Stöckers 
Bund für Mutterschutz. 

Auch privat wagte Ottilie Hoffmann die Emanzipation. Wie die meisten Frauen, die um 1900 für ihre 
Rechte stritten – von Helene Lange bis Anita Augspurg –, blieb sie unverheiratet. Sie wollte sich nicht in 
die unmittelbare Abhängigkeit von einem Mann begeben. Stattdessen lebte sie in verschiedenen Städten 
zusammen mit Tanten, Freundinnen oder befreundeten Familien. 65-jährig zog sie mit einer jungen Fr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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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sammen. Auch als diese wenig später Kinder bekam, blieb die Wohngemeinschaft bestehen. 
Früh erkannte Ottilie Hoffmann, dass emanzipatorische und lebensreformerische Ideen einander 

ergänzen. Und dass, wer für die Belange von Frauen kämpfen will, über die Grenzen des eigenen, des 
bürgerlichen Milieus hinausschauen muss. Zunächst tat sie dies vor allem als Publizistin: Sie schrieb 
Aufsätze über die Mäßigkeitsbewegung und hielt Vorträge. 1890 wurde sie in ihrer Heimatstadt Bremen 
dann auch ganz praktisch aktiv. Ausschlaggebend war eine Beobachtung, die sie auf der Bremer 
Bürgerweide machte: Dort wurde in jenem Jahr eine große Halle für eine Industrieausstellung aufgebaut. 
Die Arbeiter stillten ihren Durst, wie üblich, ausschließlich mit Schnaps und Bier. Denn Alkohol war 
billig und – im Gegensatz zum Flusswasser – keimfrei. Und so kam es auch auf dieser Baustelle zu vielen 
schweren Arbeitsunfällen. 

Ottilie Hoffmann war entsetzt und mietete kurzerhand mit zwei Mitstreiterinnen für 300 Mark einen 
Glaspavillon an. Als die Halle auf der Bürgerweide dann wieder abgebaut wurde, verkauften sie an die 
Arbeiter Kaffee und Suppe, Milch und Bouillon. Später bekamen auch die auf dem Deich spielenden 
Kinder Milch und warme Getränke, damit sie nicht, wie Ende des 19. Jahrhunderts noch üblich, schon 
Bier tranken. Die Frauen verteilten Broschüren über die Wirkung von Alkohol, und die Arbeiter halfen, 
einen temporären Getränkepavillon zu bauen. Gemeinsam gründeten Arbeiter und Frauen den Bremer 
Mäßigkeitsverein und weitere alkoholfreie Speisehäuser, die Vorläufer der Werkskantinen. Auch eine Art 
Volkshochschule ging aus diesem Engagement hervor, die Unterhaltungsabende mit Vorträgen, Musik 
und Rezitationen veranstaltete. 

Dieses sozialreformerische Engagement war so lebensreformerisch wie frauenbewegt, denn nicht 
wenige Männer vertranken ihren Tageslohn, mit dem die Frau eigentlich die Familie hätte ernähren sollen 
– und wurden im Rausch gewalttätig. Kein Wunder, dass Frauen für die Antialkoholbewegung kämpften. 
Vor allem sie hatten unter der Sauferei der Männer zu leiden. 

Dass sie mit ihrem Engagement auch Teil der Lebensreformbewegung war, wurde Ottilie Hoffmann 
dabei womöglich erst allmählich bewusst. Kein Alkohol! – neben dem Verzicht auf Tabak gehörte just 
dies ja zu den Forderungen der Jugendbewegung. Beim Ersten Freideutschen Jugendtag 1913 auf dem 
Hohen Meißner verpflichtete man sich, weder zu rauchen noch zu trinken. Umgekehrt wirkte die 
Frauenbewegung auch auf die Jugendbünde ein: 1915 ernannte die in ihren Anfängen rein männliche 
Wandervogel-Bewegung Ottilie Hoffmann als erste Frau zum Ehrenmitglied. 

Lebensreformerinnen "feminisierten" den Alltag 
Viele Ideale der Lebensreform gingen auf diese Weise mit denen der Frauenbewegung einher. Ein 

Reformkleid ohne Bordüren und Schärpen etwa war nicht nur bequemer, sondern auch preisgünstiger; 
ebenso der Verzicht auf Korsett und Hut. Ein Kurzhaarschnitt erforderte weniger Aufwand. Das für 
Frauen bis dahin kaum übliche Radfahren ließ sie mobiler werden. Auch die Abschaffung des 
Damenreitsattels war eine Errungenschaft jener Jahre. 

Ebenso hatte der Vegetarismus ganz handfeste Vorteile, denn er machte es Geringverdienerinnen wie 
Ottilie Hoffmann möglich (Lehrerinnen verdienten etwa so wenig wie Facharbeiter), die 
Lebenshaltungskosten "mit Anstand" zu verringern. Eine fleischlose Mahlzeit im einfach eingerichteten 
alkoholfreien Speiselokal kostete deutlich weniger als ein Braten mit Wein. Außerdem war die 
Zubereitung der meisten vegetarischen Speisen weniger aufwendig als die Fleischküche: Eine 
Kartoffelsuppe ist schneller zubereitet als ein mehrgängiges Menü. Alte, einfachere Mahlzeiten wie 
Schrotbrot und Eintöpfe wurden dank der Aufklärungsarbeit der Lebensreformerinnen wieder salonfähig 
– eine große Arbeitserleichterung für viele Frauen. 

Nicht zuletzt lebte es sich vegetarisch und alkoholfrei gesünder. Mäßigkeitsbewegung und 
Vegetarismus waren in ihrem Kern eine Reaktion auf die zunehmende Industrialisierung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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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bensmittelproduktion. Weißmehl und Zucker waren extrem billig geworden. Mangelernährung und 
neuartige Erkrankungen waren die Folge. Arbeiterfrauen, die kein Geld für teure Arztbesuche hatten, 
versuchten sich nicht selten mit Naturheilverfahren zu helfen, die sie in lebensreformerischen 
Naturheilvereinen kennengelernt hatten. Viele erfuhren dort auch von den Vorteilen der fleisch- und 
alkoholfreien Lebensweise. 

Doch die Ideen der Lebensreform machten nicht nur den Alltag erträglicher, sondern trugen auch 
dazu bei, die Frauenfrage ins öffentliche Bewusstsein zu rücken: Die Hinwendung zu einer 
vegetarischeren Ernährung und einer neuen Einfachheit "feminisierte" und demokratisierte die Lebenswelt 
– schon dadurch, dass sie die Hausarbeit zu einem öffentlichen Thema machte, während sie zuvor, nach 
dem männlich dominierten Ernährermodell des ausgehenden 19. Jahrhunderts, so gut wie unsichtbar 
geblieben war: Nicht zufällig lagen die Küchen der Gründerzeit-Wohnungen stets im hinteren 
Hausbereich. Diese neue Beachtung der Haus- und Familienarbeit war ein wichtiger Erfolg der 
Frauenbewegung und führte unter anderem dazu, dass sich Hauswirtschaft und Care-Arbeiten von 1908 
an ganz allmählich professionalisierten. 

Sportstätten und Schwimmbäder für Frauen 
Umgekehrt entstanden mehr und mehr Orte, an denen Frauen in der Öffentlichkeit auftreten und sich 

frei bewegen konnten: Es gelang, Sportstätten für Frauen zu schaffen, Luftkuren oder öffentliche 
Schwimmbäder für sie zu öffnen und grüne Stadtplätze einzurichten. Auch die Gartenbewegung mit ihrer 
Idee der Selbstversorgung wurde gestärkt, ebenso der Frauenerwerb. Ledige Mütter und ihre Kinder 
sollten nicht mehr diskriminiert, sondern unterstützt werden. 

Und die Männer? Ihnen ermöglichten Vegetarismus und Antialkoholbewegung ebenfalls die Abkehr 
von Zwängen und Ritualen. Unter anderem beim Militärdienst lernten junge Männer das Trinken und dass 
viel Fleisch viel Anerkennung bedeutete, denn je höher der Rang, desto größer die Fleischration. Der 
maßlose Fleischverzehr im Bürgertum des späten 19. Jahrhunderts war dabei eine Folge der Massenzucht 
von Rindern und der Einführung des Fließbands in den Schlachthäusern. Der neue, lebensreformerisch 
gesinnte Mann hingegen war stark im Verzicht. Er musste seine Männlichkeit nicht bei Saufgelagen unter 
Beweis stellen, und er hatte es nicht nötig, seinen sozialen Status mit dem Konsum von Braten zu 
dokumentieren. 

So trugen frauenbewegte Lebensreformerinnen wie Ottilie Hoffmann mit ihrem Engagement auch 
dazu bei, die gängigen Geschlechterbilder infrage zu stellen: weniger männliche Selbstherrlichkeit, mehr 
Selbstsicherheit für Frauen. Damit waren sie Praktikerinnen des modernen Gender-Gedankens avant la 
lettre. Ihr größtes Verdienst aber bleibt es, die women’s sphere, die "femininen" Arbeiten in Haus und 
natürlicher Umwelt aufgewertet zu haben – also jenen lebensweltlichen Bereich, den schon Aristoteles als 
wesentlich für ein "gutes Leben" erachtet hatte. 

2). 
Geschichte der Freikörperkultur: Ein Leben lang nackt 
Ob die Befreiung von konventionellen Zwängen oder Zweck-FKK der nahtlosen Bräune: Der 

gesellschaftliche Umgang mit Nacktheit hat sich im Laufe der Jahrzehnte geändert. Eines jedoch ist 
unumstößlich: Die wahren Anhänger der Freikörperkultur unterscheiden sich von den schlichten Nackten. 

"Das Ziel der Bewegung der Freikörperkultur hat sich nicht geändert. Es ist einfach der Spaß an der 
Sache", so sieht es Wolfgang Weinreich, Vizepräsident des Deutschen Verbandes für Freikörperkultur 
(DFK) und seit Mitte letzten Jahres Präsident der Internationalen Naturisten Föderation (INF). Seit 
frühster Jugend ist Weinreich überzeugter FKKler oder genauer: "Seit dem 20. Februar 1946, denn da bin 
ich nackt geboren." 

Eingefleischte FKKler sind keine normal Nacktbadenden, deren Streben häufig darin besteht, sich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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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hresurlaub, eine möglichst nahtlose Körperbräune anzueignen. 
Die ursprüngliche Freikörperkultur ist eine Ideologie und, wie es in einem Grundsatzpapier heißt, 

"eine Lebensform zur Pflege von Körper, Seele und Geist." 
Die Bewegung der Nackten als Spiegel der Zeit 
Angefangen hat alles im Berlin der Jahrhundertwende. "In den Hinterhöfen war es dunkel, und es 

gab junge Leute, die haben gesagt: Wir müssen hier raus. Außer Steinwüsten und Arbeit gibt es noch was 
anderes!", so DFK-Vize Weinreich. 

Also gingen sie hinaus in die Natur und entdeckten das Nacktsein wieder. "Nacktheit ohne erotischen 
Touch." Unbekleidete Körper als Gegenbewegung der Verstädterung, als Ausbruch aus bürgerlichen 
Zwängen. 

In der Öffentlichkeit verstießen die Nackedeis zu Kaisers Zeiten gegen jede Moral und gute Sitten. 
Dabei wollten die Verfechter der Nacktkultur nur eine Erneuerung der Lebensführung erreichen. Der 
Mensch sollte sich aus der industriellen Lebensweise lösen. 

Bis heute sind die wesentlichen Bestandteile der Freikörperkultur und somit der entscheidende 
Unterschied zu den Nichts-als-Nackten: sportliche Betätigung (natürlich nackt), eine gesunde 
Lebensweise und der Verzicht auf gesellschaftliche Drogen sowie eine gewisse Form des Umweltschutzes. 
"Schon in den zwanziger Jahren stand in der Vereinssatzung die Verpflichtung zum Umweltschutz", 
erzählt Weinreich. Naturismus ist eine Lebensart in Harmonie mit der Natur, die in der 
gemeinschaftlichen Nacktheit zum Ausdruck komme, wie es bei der Internationalen Naturisten Föderation 
so schön heißt. 

In den zwanziger Jahren hatte die Bewegung ihre Blüte und verbreitete sich über Berlin hinaus. Der 
Titel einer damaligen FKK-Zeitschrift wurde zur Losung der ganzen Bewegung: "Wir sind nackt und 
nennen uns Du". 

Die Ideologie der Nackten und ihr Erscheinungsbild wurde von verschiedenen politischen 
Richtungen beeinflusst - von bürgerlich-mondänen über links-proletarischen bis völkisch-nationalen 
Gruppierungen. 

Nackten gegenüber skeptisch 
Mit der Machtübernahme der Nationalsozialisten wurden zunächst alle naturistischen Tätigkeiten 

verboten. Einige der FKKler - diejenigen, die "sich tief einbräunen" ließen, so Weinreich - passten sich 
jedoch an und der "Bund für Leibeszucht" wurde zu ihrem Verein, der seinen möglichen Beitrag für die 
"rassische, gesundheitliche und sittliche Hebung der Volkskraft" betonte. Alsbald fand die 
Freikörperkultur im Dritten Reich Gefallen. Das Ideal des "germanischen Menschen" zeigte sich unter 
anderem in den umstrittenen Fotos der Leni Riefenstahl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wurde der Leibeszucht-Bund verboten, und es fanden Bemühungen zur 
Wiederbelebung der FKK-Vereine statt. Doch die Nudisten wurden weiterhin mit argwöhnischen Blicken 
betrachtet. Das Moralverständnis während der Adenauer Ära war zurückhaltend und gipfelte in einem so 
genannten "Schund- und Schmutzgesetz", das den öffentlichen Verkauf der FKK-Zeitschriften verbot. 

Bis heute verschwimmt bei manchen die Grenze zwischen der Lust am Nacktsein und der Lust am 
Voyeurismus, was die Freikörperkultur in ein schräges Licht rückt. Manche FKK-Magazine grenzen gar 
an Pornografie. 

"Bis in den letzten Tümpel" 
In der DDR war die Vereinsbildung verboten. Die wenigen freigegebenen Badestellen wurden von 

einer großen Anhängerschaft intensiv genutzt. "FKK wurde zur einzigen freiwilligen Massenbewegung 
der DDR, einer gänzlich unorganisierten Szene, die bis in den letzten Tümpel reichte", schrieb die 
Süddeutsche Zeitung 1995. So war (und ist) die Begeisterung für die nackte Natürlichkeit im O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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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ärker als im Westen. 
Überalterte Naturisten 
Im Zuge der 68er fielen die meisten und schließlich alle Hüllen, bis im Laufe der Zeit nackte Hintern 

und blanke Busen kaum noch empörte Aufschreie auslösten. 
So ist es wenig verwunderlich, dass "die Vereine überaltern", wie der DFK klagte. Anfang der 

Siebziger lag die Zahl der Mitglieder noch bei 150.000. Ende der Neunziger sind es nur noch rund 60.000. 
Einer der "Höhepunkte" der Freikörperkultur war für Weinreich noch das Jahr 1963, denn da wurde 

der DFK in den Deutschen Sportbund aufgenommen. Heute will die Internationale Naturisten Föderation 
eine Kommission einrichten, um Wege aus der Krise zu suchen. 

Die Zeit der Vorurteile gegenüber der Freikörperkultur ist zwar mittlerweile vorbei - aber das einst 
revolutionäre Vorhaben zur Anerkennung der natürlichen Nacktheit auch überholt. 

2. 1).Halten Sie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Einführung der letzten Sitzung ein Referat über die 
Freikörperkultur. 

2). Diskutieren Sie bitte über die Unterschiede zwischen einen FKKler und einen schlichten Nackten. 
Denken Sie bitte darüber nach, was für eine Ideologie hinter der Freikörperkultur steht. 

学习目标： 
1． Die Studenten sollten den Grundlegenden Umriß der Freikörperkultur kennenlernen. 
2．Die Studenten sollten sich klar machen, was für eine tiefe Einsicht die Freikörperkultur in sich 

trägt. 
作业：Suchen Sie bitte die Bilder, die die Kleidungsmode der Kaiserzeit zeigen, und auch die, die 

Freikörperbewegung dokumentieren. 
知识单元 3：Die Kunst der goldenen Zwangzigen Jahre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Der Expressionismus 
1). Malerei. 
Die Wirkungszeit des Expressionismus begann mit dem ersten Jahrzehnt des 20. Jahrhunderts und 

endete kurze Zeit später nach dem 1. Weltkrieg. 
Die Künstler des Expressionismus sahen ihre Wurzeln im ausgehenden Impressionismus. Ihre 

wichtigsten Vorreiter waren die Maler Vincent van Gogh, Paul Gaugin und Edvard Munch. 
Der norwegische Maler Edvard Munch malte 1890 sein berühmtestes Werk "Der Schrei". Dieses Bild 

gilt weltweit als das erste expressionistische Bild, auch wenn es noch Jahre vor dem Beginn der 
expressionistischen Periode entstand. 

Der Expressionismus war i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am stärksten ausgeprägt. Zu den 
wichtigsten Künstlern des Expressionismus gehörten die Maler Henri Matisse,Emil Nolde, Franz 
Marc, Erich Heckel, August Macke und Ernst Ludwig Kirchner. 

Die Grundidee des Expressionismus 
Der Begriff Expressionismus leitet sich vom lateinischen "expressio" (Ausdruck) ab. 

Expressionismus wird als "Kunst des gesteigerten Ausdrucks" übersetzt. Am vordergründigsten ging es 
Künstlern des Expressionismus um den unmittelbaren Ausdruck ihrer eignen inneren Gefühle. Gewohnt 
war man bislang in der Kunst, die rein äußerliche Betrachtung von Gefühlen. 
Den Impressionismus empfanden die Expressionisten als erstarrt. Sie verstanden den impressionistischen 
Stil so, dass er nur und zu wenig mit dem subjektiven Ausdruck des Künstlers zu tun hatte. Der 
impressionistische Ausdruck war den Expressionisten ein zu flüchtig und oberflächlich dargestellter 
Augenb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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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Expressionisten wollten den Betrachter ihrer Kunst emotional bewegen und innerlich ansprechen. 
Die Maler versuchten ihre leidenschaftlichen elementaren Erlebnisse unmittelbar ins Bild umzusetzen. 
Enttäuschung, Trauer, Freude, Müdigkeit, Schmerz und Angst ist Beispiele von Gefühle und 
Empfindungen des Malers, sollten sich in ihren Bildern widerspiegeln. 

Durch die spontane Pinselführung der Künstler zeichnet sich der Expressionismus in seine Werken 
durch vorwiegend grobe Formen aus. Die dominierenden Farben kontrastieren zu den Formen und werden 
als unmittelbarer Ausdruck erlebt. Die Wirklichkeit wird nicht Naturgetreu wiedergegeben. Es wird eine 
eigene abstrakte Interpretation der Wirklichkeit konstruiert. Der Expressionismus zeichnet sich in der 
Malerei durch das verwenden sehr kräftiger Farben aus. 

Der Vorwurf an die Expressionisten 
Die Expressionisten malten bevorzugt Landschaftsbilder, 

kombiniert mit der einfachen Darstellung von Menschen. Andere 
beliebte Motive waren Städte, Menschen und Tiere. 

Neben Tuschzeichnungen, Plakativer Malerei, Aquarell, 
Linoleum- und Holzschnitt wurde primär in Öl gemalt. Die 
Reaktionen des Publikums der damaligen Zeit auf die 
Expressionisten waren teils stark ablehnend. Vielen Künstlern des 
Expressionismus wurde von Zeitgenossen ein regelrecht 
"schlampiger" Stil vorgeworfen. 

Edvard Munch beispielsweise erhielt das Feedback, dass man 
an seinen Bildern gut sehen könne, dass er Menschen gar nicht beobachten und betrachten würde. Anhand 
seines Bildes "Der Schrei" wurde ihm unterstellt, er hätte einfach drauf los gemalt. Das entsprach 
durchaus seiner Arbeitsweise, wie auch der vieler anderer Künstler des Expressionismus. Hinzukam aber 
die Kritik, dass Munchs sein Motiv vor dem Malen nicht studiert hätte. Man warf ihm, wie vielen anderen 
Expressionisten, einen Mangel an künstlerischen und handwerklichen Geschick. 

Der Expressionismus entwickelte sich in der Vorkriegszeit des Wilhelminischen Reiches. Die 
zunehmende und alles beherrschende Materialisierung und Industrialisierung prägte die Gesellschaft. 
Viele Menschen verließen ihr handwerkliches und bäuerlichen Leben. Sie suchten ihre Existenz und 
Erfolg in den industriellen Großstädten. Die sozialen Unterschiede wurden größer und die Kluft zwischen 
den Armen und den Wohlhabenden. 

Der Expressionismus stellt eine künstlerische Antwort auf dieser Veränderung in der Gesellschaft dar. 
Der damit verbundene Protest seitens der Expressionisten, wandte sich gegen das Bürgertum der 
Wilhelminischen Zeit. Sie suchten einen Ausdruck für eine eigne Individualität. In ihr sollte der Mensch 
eine Rolle spielte und nicht als ein kleiner Baustein der Ganzheit funktionieren. 

„Die wilden Tiere“ 
Die Expressionismus entstand aus dem französischen Fauvismus. Die Fauvisten - auch "die wilden 

Tiere" genannt, stellten ihre Werke in Paris aus 1905-1907. Ihr neuer Malstil hebte sich von dem der 
Impressionisten ab - sie wollten einer Kunst machen die ihrem eigenen Ausdruck in höherem Maße 
verstärken sollte. Ihre Vorbilder sahen sie in Malern wie Vincent van Gogh, Paul Gauguin und Edvard 
Munch. 

Die ersten Ausstellungen der Fauvisten, auch "Vorexpressionisten" genannt, schockierten das 
Publikum. Die Fauvisten lehnten gesellschaftlich etablierte Ideale und Kunstvorstellungen ab und 
benutzten grelle, ungewohnte und unrealistische Farben für ihre Motive. Wichtige Vertreter des 
Fauvismus waren Henri Matisse und Andre Derain. 

Von der Sehnsucht der Expressionisten 

 
Franz Marc:kämpfende Formen,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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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 allen Unterschieden zwischen den Künstlern des 
Expressionismus, war ihnen dennoch eines gemeinsam. Die 
Expressionisten verwendeten ihre Kunst als Medium, um die 
Individualität, ihre innersten Gefühle und Vorstellungen zu 
wahren und auszudrücken. Die Sehnsucht und Suche, nach 
einer eigenen individuellen Ausdrucksform. 

Die meisten Expressionisten lebten in Großstädten und 
bewegten sich in Varietés, Kneipen, Bordellen und 
Literaturcafés. Ihre Ansicht und Einstellung zum Leben in der 
Stadt kommt in zahlreichen Bildern und Gedichten dieser 
Epoche zum Ausdruck. Obwohl viele Expressionisten, vor 
allem deutsche Künstler, hinter ihrem Vaterland standen, 
stoßen sie auf Probleme in der Gesellschaft. Seitens des 
regierenden Regime wurde ihre Kunst als "entartet" beurteilt 
und abgewertet. Eine Konsequenz und Reaktion seitens des 
Staates war, vielen Künstlern die Ausübung ihrer Kunst zu 
verbieten. Um dennoch weiter zu malen, sahen sich viele 
Expressionisten dazu gezwungen, ihr Land zu verlassen. 

Berühmte Expressionisten 
• Paul Gauguin (Vorläufer) 
• Vincent van Gogh (Vorläufer) 
• Erich Heckel 
• Emil Nolde 
• Henri Matisse 
• Franz Marc 
• Edvard Munch (Vorläufer) 
• Wassily Kandinsky 
2) Literatur: Franz Kafka, immer modern  
Kafkas Werk steht für sich: Es ragt aus dem Fundus moderner Literatur heraus wie kein anderes. Was 

macht gerade die Texte Franz Kafkas so unverwechselbar? 
Kafkas Protagonisten haben es schwer. Sie erwachen aus unruhigen Träumen und finden sich im Bett 

zu einem Ungeziefer verwandelt. Sie werden angeklagt und aufs Schaffott geführt, ohne dass sie wüssten 
warum. Ein Mann verendet nach lebenslangem Warten auf Einlass am Tor. Ein anderer ertränkt sich im 
Fluss, weil sein Vater es ihm befiehlt. 

Alptraumhafte Szenarien kennzeichnen Kafkas Werk. Er beschreibt sie mit derselben kühlen Distanz 
eines Bürokraten, die oft auch seine Figuren beseelt. Gerade dieser Stil, das Zurückgenommene gegenüber 
dem Unerhörten, macht Kafkas Erzählungen auf eine einzigartige Weise unergründlich. So unergründlich 
sogar, dass es dafür ein eigenes Adjektiv gibt. 

Sehr wohl können wir aber ergründen, was das Kafkaeske ausmacht. Wie kann man Kafka 
interpretieren? Was sind seine wichtigsten Werke? Und woher kommt Kafka überhaupt? Was ist er für ein 
Mensch? Mit diesen und weiteren Fragen, die für die Unterrichtsvorbereitung oder das Lernen vor den 
Klausuren relevant sein können, beschäftigen wir uns in diesem Text. 

Zur Einordnung: Was kennzeichnet die Moderne? 
Kafkas Literatur zählt zur Epoche der literarischen Moderne. Die bricht zur Schaffenszeit Kafkas 

gerade erst an. Die Moderne als Literaturepoche zeichnet sich durch eine fragmentierte Weltsicht, 

 
August Macke: Türkisches Cafe (II),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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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ktivität und ihre Offenheit für Experimente aus, sie schließt verschiedenste Schreibstile ein. Dass 
Kafkas ganz eigene Sicht auf die Welt in seinem eigenwilligen Stil so deutlich zutage tritt, kann man 
daher als ein typisches Epochenmerkmal betrachten. 

Zu Beginn des 20. Jahrhunderts entsteht ein neues Lebensgefühl. Neue wissenschaftliche 
Erkenntnisse lassen die Welt zunehmend komplexer erscheinen. Albert Einsteins Relativitätstheorie stürzt 
die Physik in eine Sinnkrise. Sigmund Freud begründet die Psychoanalyse als eigene Wissenschaft. Das 
Ich, das Seelenleben, rückt in den Fokus der Anschauung. Freud zeigt, dass der Mensch sein Denken und 
Handeln nicht uneingeschränkt kontrolliert. Seine Arbeiten üben auf viele Schriftsteller großen Einfluss 
aus. 

Während der Mensch auf geistiger Ebene verunsichert ist, findet er sich auf gesellschaftlicher Ebene 
von einem makellos funktionierenden Staat regiert. Nie zuvor war die Arbeitsteilung effizienter als jetzt. 
Das zieht jedoch gleichsam eine überdimensionierte Bürokratie nach sich. Der Einzelne steht dem 
bürokratischen System oftmals entfremdet gegenüber. Es entsteht ein neues Bewusstsein: Die Welt ist so 
unüberschaubar, dass der Mensch sie nur noch bruchstückweise versteht. 

Zusammen mit dem Lebensgefühl verändert sich auch die Literatur. Sie richtet ihr Augenmerk nun 
oftmals auf einen einzelnen Menschen und beschränkt sich auf dessen ganz bestimmte Sicht auf die Welt. 
Viele Geschichten werden aus der Perspektive ihrer Hauptfiguren erzählt. Deren innere 
Monologe undBewusstseinsströme sind typische Erkennungszeichen für Texte der literarischen Moderne. 
Außerdem entsteht die erlebte Rede, bei der oft nicht klar wird, wer gerade spricht: die Figur oder der 
Erzähler. Der allwissende Erzähler hingegen, der schon im Naturalismus nur noch selten erscheint, 
verschwindet zunehnemd. 

Anders als andere Literaturepochen ist die Moderne weder stilistisch noch zeitlich klar abgrenzbar. 
Sie beginnt um die Jahrhundertwende, um 1900, und wird erst durch die Postmoderne ab den 1950er 
Jahren abgelöst. Obwohl die Epoche der literarischen Moderne als abgeschlossen gilt, gibt es moderne 
Schreibweisen noch heute. 

Zur Person Franz Kafka 
Gerade die Bürokratie bereitet Kafka viel Sorge: Ein lähmender Bürokratieapparat begleitet viele der 

Figuren aus seinen Geschichten. Oft kreisen Kafkas Erzählungen um das Thema Justiz. Ein Blick auf 
Kafkas Biografie erklärt, warum das Thema ihn so sehr beschäftigt. 

1883 wird Kafka in eine jüdische Kaufmannsfamilie in Prag geboren. Kafka wächst in einer großen 
deutschsprachigen Enklavemitten in Prag auf, seine Familie spricht Deutsch. Deutsche Schulen, 
Universitäten, Theater und Zeitungen prägen seine kulturelle Umgebung. Die Kulturstadt Prag wird 
zeitlebens Kafkas Lebensmittelpunkt darstellen. 

Schon zu Schulzeiten interessiert sich Kafka für Literatur. Trotzdem kann er sich nicht dazu 
durchringen, ein literaturwissenschaftliches Studium aufzunehmen. Sein autoritärer und geschäftstüchtiger 
Vater, Hermann Kafka, drängt ihn dazu, Jura zu studieren. Unterschiedlicher könnten Vater und Sohn 
kaum sein: Hermann Kafka hat sich aus armen Verhältnissen hochgearbeitet und es zu beruflichem Erfolg 
gebracht. Er führt ein bürgerliches Leben. Franz interessieren solch lebensweltliche Dinge nur wenig. 
Verständnis dafür sucht er bei seinem Vater vergeblich. 

Franz Kafkas Sensibilität und Feingeist legt ihm der Vater als Schwäche aus. Gegenüber dem Sohn 
verhält sich Hermann Kafka despotisch, grob und selbstgerecht. Der Vater-Sohn-Konflikt wird Franz 
Kafka zeitlebens verfolgen und zieht sich leitmotivisch durch sein gesamtes literarisches Werk. Dem 
Wunsch nach Anerkennung vom jähzornigen Vater folgend, schließt Franz Kafka das Jurastudium ab und 
promoviert. Anschließend arbeitet er erfolgreich als Jurist in einem Versicherungsunternehmen. 

Seiner Leidenschaft – der Literatur – geht er im Privaten aber weiterhin nach. Er schließ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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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h Autorenzirkeln in Kaffeehäusern an, bei denen sich Prager Literaten treffen und über ihre Texte 
diskutieren. Hier macht Kafka Bekanntschaft mit dem SchriftstellerMax Brod, der sein engster Freund 
und Vertrauter wird. Die beiden unterscheiden sich stark. Doch Brod wird Kafka sein Leben lang 
unterstützen und beraten. 

Brod ist es auch, der Kafka zum weiteren Schreiben und zur Veröffentlichung seiner Texte drängt. 
Damit ist der von Selbstzweifeln geplagte Kafka jedoch sehr vorsichtig. Nur ein Bruchteil seiner Texte 
erscheint zu seinen Lebzeiten. Nach Kafkas Tod an Tuberkulose 1924 trifft Brod eine schwerwiegende 
Entscheidung: Kafka wollte all seine unveröffentlichten Manuskripte verbrannt wissen. Doch entgegen 
seiner an Max Brod adressierten Verfügung entschließt sich sein bester Freund dazu, Kafkas Texte 
posthum zu veröffentlichen. Keine leichte Entscheidung. Aber hätte Max Brod Kafkas Willen befolgt, 
gäbe es heute einige Meisterwerke der Weltliteratur weniger. 

Kafkas Schreiben: Präzise Sprache, verwirrte Handlung, angepasste Charaktere 
Um Kafkas ganz spezifischen Stil zu verstehen, sollte man einige seiner wichtigsten Werke genauer 

betrachten. In den Jahren 1912 und 1913 hat Kafka eine äußerst produktive Schaffensphase. Mit seiner 
Novelle Das Urteil erreicht der Schriftsteller einen Durchbruch. Sie gehört zu den wenigen Texten, die 
Kafka zu Lebzeiten veröffentlicht. Mit ihr beginnt außerdem die Herausbildung von Kafkas ganz 
persönlichem Stil. 

Das Urteil 
Die Erzählung entsteht in nur einer einzigen Nacht – Kafka schreibt bis tief in den Morgen. Diese für 

ihn ideale Schreibbedingung strebt er auch später an. Zwangsläufig zieht ihm das Berufsleben dabei 
immer wieder einen Strich durch die Rechnung. 

Das Urteil handelt von einem Vater-Sohn-Konflikt, der lange schwelt, bis er endlich eskaliert, weil 
der Sohn heiraten will. Als der Protagonist Georg Bendemann erfährt, dass sein Vater dem gemeinsamen 
Brieffreund Details über den beruflichen und privaten Erfolg Georgs verrät, ist er zutiefst gekränkt. Weder 
beachtet sein Vater Georgs Privatsphäre, noch berücksichtigt er, dass die Schilderungen den weniger 
erfolgreichen Brieffreund verletzen könnten. An diesen zwei eklatant unterschiedlichen Charakteren 
entzündet sich ein Konflikt. Im Streit wirft der Vater dem Sohn vor, das Familiengeschäft an sich gerissen 
und eine für ihn unwürdige Verlobte ausgewählt zu haben. Schließlich verurteilt der Vater den Sohn zum 
Ertrinken. Daraufhin stürzt Georg Bendemann zum Fluss und vollstreckt in vorauseilendem Gehorsam 
das grausame Urteil des Vaters selbst – mit den Worten: “Liebe Eltern, ich habe euch doch immer 
geliebt.” 

Autobiografische Bezüge sind hier schwer zu verleugnen. Kafkas Vater hat sich tatsächlich gegen 
dessen Heiratswünsche gestellt. Abgesehen von den Parallelen auf handlungs- und figurenpsychologischer 
Ebene ist auch der präzise Stil der Erzählung interessant: Die Sprache Kafkas ist schlicht und knapp, 
schnörkelfrei. Adjektive sind rar. Alle Details beziehen sich aufeinander. Außerdem zeigt sich in Das 
Urteil Kafkas charakteristische Erzählstrategie: Der Text zieht den Leser in seinen Bann, indem er die 
Perspektive des Protagonisten wählt. Dessen Selbsttäuschungen erlebt der Leser aus erster Hand. 1912 
bedeutet diese Erzählform, die den Leser verstört, einen radikalen Bruch mit der Konvention. Der 
Erzähler als allwissende Instanz existiert hier nicht, und plötzlich geschehen groteske, unerklärliche Dinge, 
die der Leser alleine deuten muss. 

2.Halten Sie bitte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Einführung der letzten Sitzung ein Referat über  
学习目标： 
1. Die Studenten sollten sich über die Merkmale der Kunstströmung der 20er Jahren klar machen. 
2. Die Studenten sollten zur Kenntnis nehmen, welche es expressionistischen Künstler gibt, wie z. 

B. Kafka, und einen oder zwei Texte von Kafka kennenler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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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Suchen Sie bitte andere Kunstwerke vom Expressionismus. 

知识单元 4：Die Habsburgische Monarchie als Mythos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Die Geschichte der Habsburgischer Mornachie: 
1) Grundlegende Vorstellung des Geschichtslaufs der Habsburgischer Monachie 
2). Fragen und Perspektiven:  
Woran ging das Habsburger Reich zugrunde? Zwei Untersuchungen zum Ende der Doppelmonarchie: 

Ein stiller Tod 
Von Karl-Heinz Janßen 
Heute, da auf dem Boden einstiger Österreich ungarischer Territorien ein Bürgerkrieg tobt, 

beschwören Leitartikler und Historiker gern das versunkene Habsburger Reich als einen Garanten des 
europäischen Gleichgewichts und als Hort von Stabilität und Ordnung. Ein willkommener Anlaß für den 
britischen Historiker Alan Sked, noch einmal die entscheidende Frage zu stellen: "Wann war der 
Zusammenbruch des Habsburger Reiches unausweichlich?" und: "Hätte sich dieser Zusammenbrach 
irgendwie vermeiden lassen?" 

Fünfundsiebzig Jahre nach dem Ende der Doppelmonarchie reicht er die Antwort nach: Die 
Annahme sei falsch, daß die Habsburger Monarchie, weil sie den Ersten Weltkrieg nicht überdauerte, 
ohnehin nicht hätte überleben können. Bis 1918 sei die Integrität des Reiches weder durch inneren noch 
durch äußeren Druck gefährdet gewesen, obwohl es elf große Nationalitäten in seinen Grenzen 
beherbergte; Deutsche, Ungarn, Italiener, Tschechen, Ruthenen, Polen, Slowaken, Serben, Kroaten, 
Slowenen, Rumänen, dazu noch kleinere Minderheiten wie Juden, Zigeuner, Armenier, Bulgaren und 
Griechen. Konsequent spricht Sked von einem "Fall ohne Niedergang". Wie sein Lehrer und Landsmann 
A. J. P. Taylor liebt auch er es, moderne europäische Geschichte wider den Strich zu bürsten. Statt die 
Geschichte des Habsburger Reiches zwischen 1815 und 1918 nachzuerzählen, vergleicht er die vielen 
einander widersprechenden Betrachtungen über diese Epoche, wobei er sich besonders amerikanische, 
britische, österreichische und ungarische Historiker vornimmt. Seine Methode, erst die einzelnen 
Ansichten nacheinander zu referieren, ist nicht ohne Tücke, verleitet sie den Leser doch oft zu voreiligem 
Einverständnis, ehe der Autor seine eigene überraschende Meinung dagegensetzt. 

Sked teilt nicht die Meinung, der unsägliche Nationalitätenkonflikt habe Habsburg krank gemacht. 
Seine gefährlichste Krise hatte das Reich schon in den Revolutionsjahren 1848-49 überstanden. Mehr 
noch als die sozialen und nationalen Fragen sei es damals darum gegangen, welche Dy nastie fortan in 
Deutschland, in der Lombardei und Venetien und in Ungarn regieren sollte. In allen drei Fällen griffen die 
Habsburger zu den Waffen; die Revolutionäre wurden nicht nur auf den Barrikaden, vielmehr auf den 
Schlachtfeldern besiegt. 

Das Rezept des jungen Kaisers, der das berühmte "System Metternich" ablöste - ihm widmet Sked 
eine ausführliche, eher positive Würdigung , war eine neoabsolutistische Ordnung, die sich auf den Adel, 
die Armee und die Bürokratie stützte und keinerlei Konzessionen an die Liberalen und die Demokraten 
machte. Dem ersten Ministerpräsidenten des neuen Monarchen, dem Fürsten Schwarzenberg, rechnet 
Sked zu, er habe Franz Joseph zu dem Glauben verhelfen, daß sich alles mit dem Schwert entscheiden 
lasse. So wird denn dieser Soldatenkaiser auf den Schlachtfeldern von Magenta (1859) und Königgrätz 
(1866) die führende Rolle seines Reiches in Italien und in Deutschland verlieren. Damals schrieb er den 
Satz, den er sein Leben lang beherzigte: "Man muß sich so lange wehren, als es geht, seine Pflicht bis 
zuletzt tun und endlich mit Ehren zugrunde gehen Krieg als Ehrens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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Österreich wird sich fortan auf Südosteuropa und den Balkankonzentrieren. Diesmal geht es nicht 
ohne Verfassungsreformen: Es kommt zum berühmten "Ausgleich" mit Ungarn, der das Reich in zwei 
Hälften teilt, in eine k u k. Monarchie. Auf der einen Seite das österreichische Kaiserreich, das über 
Italiener, Slowenen, Tschechen, Polen und Galizier gebietet, auf der anderen das Königreich Ungarn, dem 
Kroaten, Slowaken und Rumänen zugeschlagen werden, das Ganze vereint unter der Habsburger Dynastie. 
Gemeinsam sind nur noch Außenpolitik, Reichsverteidigung und Finanzen. Vorteilhaft für beide 
Staatsvölker ist die wirtschaftlich erfolgreiche Integration; Österreich Ungarn liegt mit seinem 
Wirtschaftswachstum unter den führenden Nationen. Die ungarische Hauptstadt Budapest entwickelt sich 
zur zweiten Donaumetropole und zum Gegenstück von Wien; es will noch größer, prächtiger und reicher 
sein. 

Eigentlich sind es nur die Italiener, die aus diesem Reichsverband hinausstreben; alle anderen 
Völkerschaften konzentrieren sich auf das Praktische, Naheliegende: den Kampf um gleiche Rechte und 
um die eigene Sprache in Schule und Amtsstuben. Noch 1909 streitet Tomäs Masaryk, der Gründervater 
der Tschechoslowakei, für ein föderales Österreich anstelle des dualistischen Systems. 

Eine merkwürdige Untergangsstimmung kommt um die Jahrhundertwende auf, als sich Wien gerade 
anschickt, das geistige Zentrum Europas zu werden. Denn hier werden alle neuen Formen der Literatur, 
der Malerei, der Dichtung und der Literatur erprobt, hier erblickt die Psychoanalyse das Licht der Welt, 
hier wachsen freilich auch die bösen Triebe des Antisemitismus und des völkischen Größenwahns. Karl 
Kraus nennt dieses Reich damals zwar das "Versuchslaboratorium für den Weltuntergang", Alan Sked 
meint jedoch, man könne den kulturellen Aufschwung auch ganz anders sehen, als ein Ergebnisdes 
Wiener Kosmopolitismus, kultureller Freiheit und der Emanzipation der Juden. 

So schien die Doppelmonarchie auf dem rechten Wege, eine verläßliche Größe im europäischen 
Konzert der Mächte, wäre da nicht der Sündenfall m Bosnien Herzegowina gewesen. 1878 hatte 
Österreich Ungarn die beiden armen osmanischen Provinzen okkupiert, mit dem imperialistischen Ziel, 
die Vorherrschaft auf dem Balkan zu sichern und zugleich die eigenen slawischen Landesteile gegen 
serbisch russische Interventionen besser zu schützen. Die wirtschaftlich eher vernachlässigten Landstriche 
mußten viel zu hohe Steuern aufbringen; ihre Bewohner hatten nur minimale politische Rechte und litten 
unter der starken Militärpräsenz. Die Bürokratie herrschte, indem sie Kroaten und Muslime 
zusammenführte und Kroaten und Serben gegeneinander ausspielte. 

Im Jahre 1908 setzte das Habsburger Reich dann allem noch die Krone auf, als es Bosnien und 
Herzegowina annektierte und damit das erstarkende Serbien und dessen russische Schutzmacht 
herausforderte. Während der Balkankriege drängten die österreichischen Militärs zum Präventivkrieg 
gegen Serbien. Sked hält die von Wien befürchtete Gefährdung der Großmachtstellung für weit 
übertrieben: Krieg sei keineswegs die einzige Alternative gewesen. Aber Prestigebedürfnis und 
Zukunftsangst hätten letztlich zu einer irrationalen Lageeinschätzung geführt. 

Erstaunlicherweise haben sich die meisten Nationalitäten fast bis zum Kriegsende für die 
Doppelmonarchie geschlagen - wenn auch infolge der militärischen Schwäche und schlechten Führung 
vor allem an der Nordostfront Hunderttausende slawischer Untertanen zum Feind überliefen. Skeds 
Quintessenz; Österreich Ungarn hat den Weltkrieg entfesselt. Die Habsburger Monarchie ging unter, weil 
sie einen entscheidenden Krieg verlor. 

Es ist schade, daß der britische Historiker nicht mehr das großartige Werk des Wiener 
Militärhistorikers Manfried Rauchensteiner über den Untergang Österreich Ungarns im Ersten Weltkrieg 
hat auswerten können. Sicherlich wären ihm einige seiner Urteile nicht mehr so flott Von der Hand 
gegangen. Rauchensteiner, Direktor des Heeresgeschichtlichen Museums in Wien, hat in siebenjähriger 
Arbeit streng nach den Akten die erste politische, sozial- und militärgeschichtliche Gesamtschau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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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eges überhaupt geschrieben. Seine Archivreisen, auf denen er die Quellenbasis erheblich erweiterte, 
führten ihn bis nach Moskau und Tirana; er kennt die Sekundärliteratur in- und auswendig. Als 
Österreicher hat er ein Gespür für Größe und Tragik und zuweilen auch die Komik des Geschehens und 
eine Empathie für die gebeutelten und geopferten Untertanen eines Reiches, von dem nichts geblieben ist 
als hier und da ein verwitterter Doppeladler oder ein Kaffeehaus in Lemberg oder Czernowitz, 
Radetzkymarsch und Kapuzinergruft. Das Buch ist spannend zu lesen und überzeugt um so mehr, als es 
ganz ohne Pathos und die übliche Nostalgie auskommt. 

Was deutsche Leser besonders interessieren wird, ist Rauchensteiners Darstellung der JuliKrise 1914 
und der Kriegsschuldfrage. Obwohl er in der Regel nie vorschnell urteilt, in diesem Punkt ist er seiner 
sicher: Mit vielen neuen Details bestätigt er, was die Forschung der vergangenen Jahrzehnte ermittelt hat 
und was er einprägsam zusammenfaßt: "Der Krieg wurde herbeigeführt. Mehr noch: Er wurde entfesselt. 
Und ÖsterreichUngarn war es, das die Fesseln löste. Das Deutsche Reich aber führte ihm immer dann die 
Hand, wenn diese zittrig zu werden drohte Auch die anderen - Rußland, Frankreich, England - haben ihr 
Maß beigetragen, und an der Verstrickung serbischer Politiker und Militärs in das Attentat von Sarajevo 
besteht für ihn kein Zweifel. 

Der Unterschied zwischen Wien und Berlin: Hier dachte man nur an den dritten Balkankrieg, dort 
aber sofort an den großen europäischen Krieg, der Deutschland, wenn nicht zur Hegemonie, so doch auf 
die gleiche Stufe wie England und Rußland führen würde. In Deutschland wie in Österreich Ungarn war 
man von der Schicksalhaftigkeit des Krieges überzeugt: "Der Präventivkriegsklub war aus 
Sozialdarwinisten zusammengesetzt " Wie in ganz Europa, so hatte auch die Gesellschaft in der 
Donaumonarchie ein Defizit an Krieg. Keineswegs nur die Deutschen, sondern ebenso Böhmen, Galizier, 
Bosnier und Ungarn "waren vom Kriegsbeginn genauso aufgewühlt, mitgerissen und begeistert". 
Rauchensteiner zitiert, als eine Stimme unter vielen aus den gesellschaftlichen Eliten, Sigimmd Freud: 
"Ich fühle mich vielleicht zum ersten Mal seit 30 Jahren als Österreicher und möchte es noch einmal mit 
diesem wenig hoffnungsvollen Reich versuchen Und auch Hugo von Hofmannsthal hatte wohl nicht ganz 
unrecht, wenn er die Kriegsbegeisterung sich "bis zum letzten Holzknecht" ausbreiten sah. 

Aber binnen weniger Monate, nach den verlustreichen Niederlagen in Galizien und Serbien, ist die 
Begeisterung verflogen, und Österreich Ungarn muß um seine Selbstbehauptung kämpfen gegenüber 
Deutschland! Seine Militärs und Politiker mögen sich noch so sträuben - die Monarchie gerät mehr und 
mehr in die Abhängigkeit vom großen Waffenbruder. Die Deutschen hatten sie zum Kriege gedrängt, die 
Deutschen hielten ihnen ihre Niederlagen vor, die Deutschen nahmen sie an die Kandarre, bis ihnen 
schließlich General Ludendorff den Oberbefehl des deutschen Kaisers, also einen gewaltigen 
Souveränitätsverzicht, und der österreichischen Wirtschaft das HindenburgProgramm, eine Vorstufe des 
totalen Krieges, aufzwang. 

Als trotz dieses Satellitenverhältnisses die allgemeine Kriegsmüdigkeit die Österreich ungarische 
Diplomatie auf Sonderfriedensgedanken brachte, dachten die deutschen Militärs auch schon mal über eine 
Intervention nach. Von Hindenburg, der 1866 vor der österreichischen Artillerie einen großen Respekt 
bekommen hatte, weiß man, daß er sich vorstellen konnte, den nächsten Krieg gegen die 
Doppelmonarchie zu fuhren. Deutsche Divisionen wurden der österreichischen Nordostfront als 
Korsettstangen eingezogen; deutsche Divisionen haben zusammen mit den Österreichern Serbien und 
Rumänien niedergeworfen und 1917 bei der zwölften Isonzoschlacht gemeinsam die Italiener vor sich 
hergetrieben. 

Aber es waren Pyrrhussiege. Als ÖsterreichUngarn Anfang 1918 praktisch all seine Kriegsziele 
erreicht hatte, das russische Reich zusammengebrochen war und die k u k. Armee die Ukraine mitbesetzte, 
brachen im eigenen Land Hungerkrawalle und Massenstreiks aus. Der "Brotfriede" mit der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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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chte keine Erleichterung, denn das requirierte Korn verbrauchte die Besatzungsarmee selber. Die 
Verbündeten waren nicht mehr imstande, auch mit den Westmächten einen Frieden auszuhandeln. Aus 
Gründen der Bündnissicherung getrauten sie sich nicht, über die hohen Forderungen der Alliierten 
überhaupt zu diskutieren; anderseits war der von ihnen vorgeschlagene Siegfrieden für die Feinde 
unannehmbar. So mußte der Krieg, den man so leichtfertig vom Zaun gebrochen hatte, bis zum bitteren 
Ende durchgefochten werden. Der junge Kaiser Karl konnte seinen Traum, als Friedensfürst in die 
Geschichte einzugehen, nicht verwirklichen. Als 1918 seine geheimen Kontakte mit Frankreich ans Licht 
kamen und der nur halb eingeweihte Außenminister Graf Czernin den Kaiser bloßstellen wollte, machte 
dieser alles noch schlimmer, indem er ein falsches Ehrenwort gab. Mit einem Schlage hatte Karl bei der 
Armee und in der Öffentlichkeit jegliches Vertrauen verloren. Der deutsche Verbündete nutzte die Affäre, 
um den Kaiser in die völlige Abhängigkeit von Deutschland zu zwingen. Somit hatte Karl auch im 
Westen die letzten Chancen für einen Verständigungsfrieden verspielt. Die Alliierten,Amerika an der 
Spitze, setzten nun voll auf die Unabhängigkeitsbestrebungen der Südslawen und der Tschechoslowaken 
"Das Todesurteil über die Monarchie war gefällt " 

Auch das viel zu spät verkündete kaiserliche Manifest "an meine getreuen österreichischen Völker", 
in dem er die Gründung einer bundesstaatlichen Verfassung versprach, konnte daran nichts mehr ändern. 

Und dennoch, als die Alliierten an der italienischen Front eine letzte Offensive gegen die erschöpften 
Österreicher eröffneten, kämpften die k u k. Divisionen - Polen, Ruthenen, Tschechen und Ungarn - tapfer 
und treu um ihr Leben, obschon es doch nicht mehr ihr Krieg war. Die Reserven jedoch, die auch noch in 
der Schlacht verheizt werden sollten, gingen - die Ungarn vorneweg - einfach nach Hause. Die 
Habsburger Monarchie löste sich von selber auf. Rauchensteiner: "Es war ein eher stiller Tod " 

Der unzeitige Tod eines Kaiserreichs. Aus dem Englischen von Stephen Tree; Siedler Verlag, Berlin 
1993; 345 S, 58 - DM Österreich Ungarn und der Erste Weltkrieg; Verlag Styria, Graz 1993; 719 S, 98 - 
DM 

3).Diskutieren Sie bitte über dieses Essay. Warum ist der Zusammensturz der alten Monarchie ein 
„stiller Tod“? 

2．1) Worfür interessieren Sie sich an der Habusburgischer Monarchie? Halten Sie bitte ein Referat 
über die Habsburgische Monarchie.  

2). Auszug von Stefan Zweigs Die Welt von Gestern. 
Wenn ich versuche, für die Zeit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e, in der ich aufgewachsen bin, eine 

handliche Formel zu finden, so hoffe ich am prägnantesten zu sein, wenn ich sage: es war das goldene 
Zeitalter der Sicherheit. Alles in unserer fast tausendjährigen österreicherischen Monarchie schien auf 
Dauer gegründet und der Staat selbst der oberste Garant dieser Beständigkeit. Die Rechte, die er seinen 
Bürgern gewährte, waren verbrieft vom Parlament, der frei gewählten Vertretung des Volkes, und jede 
Pflicht genau begrenzt. Unsere Wärung, die östereichische Krone, lief in blanken Goldstücken um und 
verbürgte damit ihre Unwandelbarkeit. Jeder wußte, wieviel er besaß oder wieviel ihm zukam, was erlaubt 
und was verboten war. Alles hatte seine Norm, sein bestimmtes Maß und Gewicht. 

Dieses Gefühl der Sichterheit war der anstrebenswerteste Besitz von Miliionen, das gemeinsame 
Lebensideal. Nur mit dieser Sicherheit galt das Leben als lebenswert, und immer weitere Kreise begehrten 
ihren Teil an diesem kostbaren Gut. Erst waren es nur die Besitzenden, die sich dieses Vorzug erfreuten, 
allmählich aber drängten die breiten Massen heran; das Jahrhundert der Sicherheit wurde das goldene 
Zeitalter des Versicherungswesens. 

3).Diskutieren Sie bitte über diesen Textauszug im Zusammenhang mit dem Essay, das in der letzten 
Sitzung schon erläutert wurde.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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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ie Studenten sollten den Grundlegenden Umriß der Habsburgischer Monarchie kennenlernen. 
2．Die Studenten sollten sich klar machen, woran die alte Monarchie untergeht.  
作业：Suchen Sie bitte nach den österreichischen Autoren, die sich literarisch mit der Habsburgischer 

Monarchie beschäftigen. 
知识单元 5：Die Leistungen der Architektur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1).Architektur zu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Expressionistisch bauen 
Die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ist geprägt von einem neuen Aufbruch in der Architektur. Nach dem 

Ersten Weltkrieg setzte sich zunächst der Expressionismus durch, der in Kunst und Literatur schon wieder 
im Abschwung war, in Architektur und im Film aber erst zur vollen Blüte kam. Er zeichnet sich 
bei Bauten durch runde und gezackte Formen aus, gehört aber ebenfalls zur modernen Architektur. 

Neu-sachlich bauen 
Gleichzeitig und verstärkt ab 1920 setzt ein Baustil ein, der klar und nüchtern war und auf 

rechtwinklige Formen setzte. Die Funktion wurde wichtiger als der Schmuck oder schöne Elemente nur 
um der Schönheit willen. Man spricht darum auch von Funktionalismus. Der amerikanische 
Hochhaus-Architekt Louis Sullivan hatte schon Ende des 19. Jahrhunderts den Spruch geprägt:Form 
follows function (FFF). Das heißt: Die Form folgt der Funktion, die Funktion sollte also die Form 
bestimmen. Typisch für diese Architektur sind darum auch schlichte, geometrische Formen. 

Funktional bauen 
Der Funktionalismus wurde zum gestalterischen Prinzip der verschiedenen Stile und Strömungen. 

Diese hatten verschiedene Namen: Neues Bauen, Neue Sachlichkeit, Internationaler Stil, Bauhaus – 
meinen aber eigentlich das  

Gleiche. Sie alle kann man auch als moderne Architektur bezeichnen, heute sagen wir "Klassische 
moderne Architektur". 

Das Neue Bauen 
Gibt es Gründe für das Neue Bauen? Vielleicht hängt der neue Stil damit zusammen, dass Adel und 

Großbürgertum ihre alten Rollen verloren hatten. Diese hatten sich gerne auf die Vergangenheit bezogen. 
Nun aber zog überall die Moderne ein, die Technik hatte ungeheure Fortschritte gemacht. 

Die neue Art, klar und sachlich zu bauen, hatte auch soziale Gründe. Anders als in den großen 
Mietskasernen der großen Städte, sollte in den neuen Häusern die Sonne hereinkommen. Licht und Luft 
sollten die Bewohner haben! Praktisch und schnörkellos sollte alles sein. Geradlinige Schnitte und klare 
Formen wurden zu Merkmalen der neuen Architektur. 

2) Walter Gropius und Das Bauhaus 
a. Walter Gropius als Begründer der modernen Architektur 
Walter Gropius stammte aus Berlin und arbeitete dort als Architekt und Industriedesigner. Seine erste 

große Arbeit als Architekt war der Entwurf einer Fabrik. Diese Fabrik war das Fagus-Werk in Alfeld bei 
Hildesheim. Man stellte dort Schuhleisten her. Dieser Bau wurde richtungweisend für die moderne 
Architektur. Er entstand schon 1911 und war damit der erste Bau des neuen Stils überhaupt. Die Form des 
Gebäudes ist kubisch, also würfelförmig, und sehr klar. Typisch ist auch die Vorhangfassade aus Glas, bei 
der die Fassade selber keine Last trägt.  Auffällig ist auch hier schon, dass die Fenster "um die Ecke 
gehen" und so für ein luftiges Aussehen des Gebäudes sorgen. Es wurde neben gelbem Backstein vor 
allem viel Glas und Stahl verwendet. 

Bekannt ist Gropius vor allem im Zusammenhang mit dem Bauhaus. Er wurde bei der Gründung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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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le im Jahr 1919 ihr Direktor und blieb bis 1928 in diesem Amt. 1926 zog das Bauhaus von Weimar 
nach Dessau um. Gropius entwarf hier das Hauptgebäude sowie die Meisterhäuser, in denen die Lehrer 
wohnten. Er entwarf auch eine Vielzahl an Wohnungsbauprojekten in ganz Deutschland. In Dessau 
entstanden auch die ersten typischen Möbel aus Stahlrohr und die ersten Freischwinger (Stühle ohne 
Hinterbeine). Gropius emigrierte 1934 nach England und von dort weiter in die USA. 

b. Das Bauhaus  
Eine Schule für Künstler 
Das Bauhaus war eine Schule für Kunst und Architektur. Walter Gropius gründete sie 1919 in 

Weimar. Hier sollte mit neuen Formen experimentiert werden können. Unterrichtet wurden Malerei, 
Grafik, Fotografie, Bühnenkunst, Tanz und vieles mehr - ein große Bandbreite also. In den Vordergrund 
traten jedoch, vor allem ab 1927, Architektur und Inneneinrichtung. 

Kunst und Industrie 
Modern und sachlich sollte alles sein. Das Ziel des Bauhauses war es, preiswerte und funktionale 

Produkte zu entwerfen, die dann der Industrie als Modell dienen sollten. Die Unterscheidung zwischen 
Künstler und Handwerker sollte damit ebenfalls aufgehoben werden. Die Zusammenarbeit von Kunst und 
Industrie war absolut neu! 

Erschwinglich für die Allgemeinheit wurden jedoch nur wenige der entworfenen Produkte, z. B. die 
Bauhaustapete, die in der Tapetenfabrik Rasch in Hannover gefertigt wurde oder die Schreibtischlampe 
der Firma Kandem, die bis heute von anderen Herstellern imitiert wird. Durch solche Imitate wiederum 
wurden die Stücke dann aber auch wieder für viele Menschen erschwinglich. 

Städtebau 
Die städtebaulichen Probleme und die Wohnungsnot der 1920er Jahre wollte Gropius lösen, indem er 

Massenwohnbauten entwarf. Beispiele sind Wohnsiedlungen in Dessau (Stadtteil Törten), Karlsruhe 
(Stadtteil Dammerstock) oder Berlin (Siemensstadt). So wurde tatsächlich der benötigte Wohnraum 
geschaffen, doch die Anonymität solcher Bauten führte auch zu sozialen Problemen. 

Lehrer mit berühmten Namen 
Zwei berühmte Lehrer am Bauhaus waren die Maler Paul Klee und Wassily Kandinsky. Beide teilten 

sich eines der Meisterhäuser in Dessau, deren Doppelhälften sie nach ihren Vorstellungen gestalteten. 
Klee unterrichtete zunächst Buchbinderei, dann übernahm er die Werkstätte der Goldschmiede, die für 
Glasmalerei und schließlich die Weberei. Klees Formlehre wurde Teil der Grundausbildung im so 
genannten "Vorkurs". Paul Klees Sohn Felix wurde übrigens mit erst 14 Jahren der jüngste 
Bauhaus-Schüler. Ebenfalls als Lehrer am Bauhaus tätig war der Maler Lyonel Feininger. Er war Leiter 
der Druckwerkstätten und lebte ebenfalls in einem der Meisterhäuer. 

Bauhaus zieht um 
1925 musste das Bauhaus von Weimar nach Dessau verlegt werden, denn es gab Querelen mit der 

neuen konservativen Regierung in Thüringen. Gropius entwarf für den neuen Standort ein Gebäude, das 
1926 bezogen wurde. Insbesondere die Werkstätten mit ihrer verglasten Fassade wurden zum Inbegriff 
der Moderne. Es entstanden außerdem vier Meisterhäuser (Wohn- und Arbeitsräume für die Lehrkräfte) 
und eine Wohnsiedlung mit 60 Häusern. 

1928 trat Gropius von der Leitung des Bauhauses zurück. Hannes Meyer übernahm sie bis 1930, ehe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neuer Leiter wurde. 1932 zog das Bauhaus nach Berlin. Man musste aus 
Dessau wegziehen, weil der neu gewählte Stadtrat mit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Mehrheit das Bauhaus 
schließen ließ. 

1933 lösten die Nationalsozialisten das Bauhaus ganz auf. Seine Architektur und sein Stil waren 
dennoch wegweisend auch für spätere Jahrzehnte. Einige Bauhaus-Architekten wanderten in die USA 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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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trugen so auch dort zur Verbreitung des neuen Stils bei. 
2). Halten Sie bitte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Einfürung der Architektur der Weimarer Republik ein 

Referat über das Bauhaus oder den wichtigen Architekt Walter Gropius. 
学习目标： 
1． Die Studenten sollten den Grundlegenden Sachverhalte der Architektur der Weimarer Republik 

kennenlernen. 
2．Die Studenten sollten sich klar machen, wie das Bauhaus die moderne Architektur noch bis heute 

beeinflußt.   
作业：Suchen Sie bitte nach Ihrem eigenen Interesse die wichtigen Lehreren des Bauhauses und ihren 

berühten Werken. 
知识单元 6： Friedrich des Großen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Friedrich des Großen 
Knapp zwei Jahre nach dem Tod Friedrichs des Großen wurde in Berlinein Edikt veröffentlicht, in 

dessen Mitte, in einer eigenen Zeile und durch Sperrdruck hervorgehoben, das Wort "Aufklärung" prangte. 
Doch nicht als Zeichen des Triumphes war es ausgestellt, sondern zur Anklage: Friedrichs Nachfolger 
Friedrich Wilhelm II. erklärte mit dem von Johann Christoph von Wöllner verfassten Erlass 1788 den 
»Krieg gegen die Aufklärung« – und damit nicht nur gegen die preußischen Reformen der vergangenen 
Jahrzehnte, sondern gegen einen europäischen Entwicklungsprozess, der das ganze Jahrhundert 
angedauert hatte. 

1792, vier Jahre nach dem »Wöllnerschen Religionsedikt«, wurde der Krieg gegen die Aufklärung 
als Krieg gegen Frankreich fortgesetzt. Preußen schloss mit Österreich, Friedrichs altem Feind im Kampf 
umSchlesien, eine Koalition. Ausgerechnet die beiden Staaten, die von bedeutenden Monarchen des 
Reformabsolutismus regiert worden waren – Preußen bis 1786 von Friedrich II., Österreich bis 1790 von 
Joseph II. –, mobilisierten nun gegen das »Mutterland« der Aufklärung. An späteren Koalitionen nahm 
auch Russland teil, bis 1796 regiert von Katharina II., der dritten großen Gestalt unter den aufgeklärten 
FürstenEuropas. 

Die militärische Intervention zur Wiedereinsetzung des französischen Königs Ludwig XVI. in seine 
»angestammten Rechte« scheiterte. Am 21. September 1792 erklärte sich Frankreich zur Republik, vier 
Monate später zeigte in Paris der Henker dem Volk den abgeschlagenen Kopf des Königs. In den 
Residenzen wurde für diesen unerhörten Schnitt durch den Körper des Monarchen, der zugleich die neue 
Zeit unheilbar von der alten trennte, das Gedankengut der Aufklärung verantwortlich gemacht. 

Doch von diesen Gedanken hatten sich nicht nur die Revolutionäre in Frankreich inspirieren lassen, 
sondern auch die Reformer im übrigen Europa – in der Hoffnung, dies würde zur Erneuerung des alten 
Systems führen, nicht zu dessen Sturz. Reformen in Justiz und Verwaltung waren die wichtigsten 
Instrumente zur Selbsterhaltung des Absolutismus und zu seiner Verteidigung gegen die alten 
Feudalherren. Insbesondere im jungen Königtum Preußen war die neue königliche Zentralgewalt dem 
Adel erst kurz zuvor mühsam abgetrotzt worden. 

Nirgends in Europa ging es dabei darum, ob der Untertan beherrscht werden sollte, sondern darum, 
von wem: vom König und vom Recht, das er setzte, oder vom Gutsherrn, vom Landrat, vom Dorfpfarrer. 
Es ging nicht darum, ob der Untertan für den Staat zu funktionieren hatte, sondern wie: den neuen 
Verwaltungsvorschriften oder den alten Feudalregeln gehorchend. Mochte die preußische Reformpolitik 
also noch so aufgeklärt sein: Immer hatte der Untertan für den Staat da zu sein und nie der Staat für den 
Bürger. Die Macht des Königs sollte geregelt und der Willkür entkleidet, aber auch gefestigt we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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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t etwa beschränkt (wie in der konstitutionellen Monarchie Englands) oder gar gebrochen (wie im 
revolutionären Frankreich). Modernisierung und Aufklärung sollten dem Machterhalt dienen. 

Alle reformbereiten absolutistischen Fürsten suchten zu diesem Zweck Verbündete unter den 
Aufklärern: Friedrich ließ sich von d’Alembert brieflich und von Voltaire persönlich beraten; Joseph traf 
sich auf einer Inkognito-Reise nach Frankreich mit Rousseau und Voltaire; Katharina lud Diderot nach St. 
Petersburg ein und korrespondierte wiederum mit – Voltaire. Dieser europäisch »vernetzte« 
Dichterphilosoph salbte Friedrich zum »Philosophenkönig« (auch der Beiname »der Große« geht auf ihn 
zurück), ernannte Katharina zur »Philosophin auf dem Thron« und nobilitierte Wenzel Anton Graf 
Kaunitz, den Staatskanzler Maria Theresias und ihres Nachfolgers Joseph, zum »Beförderer der 
Aufklärung«. 

Gleichwohl waren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aufklärerischem Geist und absolutistischer Macht an 
den großen Höfen wie in den kleinen Residenzen zwiespältig. Nicht selten stand intellektuelle Anmaßung 
auf der einen und herrscherliche Arroganz auf der anderen Seite. Und es war kein gleichberechtigtes 
Ringen: Wenn ein Kopf mit einer Krone zusammenstieß, siegte immer die Krone. Vor allem über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entzweite sich mancher philosophische Berater mit seinem Fürsten. 

Die Bauernbefreiung und die Erneuerung des Rechts kamen nur langsam voran 
In den Jahrzehnten zuvor hingegen fühlten sich Herrscher und Aufklärer aufeinander angewiesen. 

Die reformwilligen Fürsten brauchten die Aufklärer als Ideengeber, obwohl sie nicht beabsichtigten, jede 
vorgegebene Idee auch umzusetzen. Umgekehrt machten sich die Aufklärer viel Hoffnung und die 
schönsten Illusionen: Wenn man den Herrscher beeinflussen kann, glaubten sie, beeinflusst man den 
ganzen Staat. Die Idee einer Gewaltenteilung im Sinne Montesquieus oder Rousseaus Gedanken der 
Volkssouveränität waren dabei den meisten eher fremd. Voltaire etwa war der Überzeugung, die beste 
Regierung sei von einem philosophisch geschulten und von Philosophen angeleiteten König zu erwarten. 

Was aber erreichten Aufklärer wie Voltaire an den europäischen Fürstenhöfen? Was bewirkten die 
von ihnen geförderten Reformen auf dem Lande, im Strafrecht, in Religionsfragen, im Militär, im 
Bildungswesen und in der Verwaltung für die Beherrschten? Und wie stand dabei das friderizianische 
Preußen im europäischen Vergleich da? 

I. Auf dem Lande: Die Bauernbefreiung kam in Preußen nur langsam voran. Nach dem Ende 
des Siebenjährigen Krieges 1763 hatte Friedrich angeordnet, es sollten »absolut und ohne das geringste 
Räsonieren die Leibeigenschaften gänzlich abgeschafft werden«. Doch blieb der königliche Befehl ein 
aufklärungsfrommer Wunsch. Friedrich konnte es nicht wagen, die Privilegien der adeligen Gutsherren 
anzutasten. Er brauchte deren Söhne, um nach dem langen Krieg die Offiziersränge aufzufüllen. Lessing 
hat einmal gespottet, die »Berlinische Freiheit« folge dem Grundsatz: Räsoniert, soviel ihr wollt, aber 
gehorcht. In der Frage der Leibeigenschaft war es umgekehrt: Der König mochte den Grund- und 
Gutsherren das Räsonieren verbieten, in der Sache gehorchten sie trotzdem nicht. So blieb die »bäuerliche 
Verbesserung« lange auf die königlichen Domänen beschränkt. Bis 1807 zog sich die rechtliche 
Sicherstellung des Bauernstandes in Preußen hin. 

Schneller war man in Österreich: Dort wurde die Leibeigenschaft auf den mährischen Gütern 
(wenigstens formal) schon 1773 abgeschafft und in den übrigen Ländern der Monarchie mit dem 
»Untertanenpatent« von 1781. 

In Frankreich erließ Minister Necker 1779 – ein gutes Jahr nach Voltaires Tod – ein Edikt gegen die 
Leibeigenschaft, an dem der Philosoph großen Anteil hatte. Doch galt dieses Edikt, ähnlich wie in 
Preußen, nur für die königlichen Domänen und verbesserte die Lage der Bauern auf den Gütern des Adels 
und des Klerus nicht. 

In Russland schließlich gelang die Bauernbefreiung erst 1861. In den 1760er Jahren hatte Kathar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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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von Peter dem Großen im Jahrhundert zuvor eingeführte Leibeigenschaft nicht etwa gemildert, 
sondern noch ausgedehnt. Die große Bauernrevolte unter der Führung des selbst ernannten »wahren 
Zaren« Pugatschow wurde 1775 niedergeschlagen. 

Auf einem ganz anderen Blatt steht die Frage, welche Folgen die Befreiung für die Befreiten hatte: 
Das Ende der Leibeigenschaft bedeutete nämlich weder in Preußen noch irgendwo sonst in Europa den 
Beginn der bürgerlichen Freiheit für die Bauern, schon gar nicht für die landlosen. Viele von ihnen 
erlebten die formale Befreiung von »der Scholle« vielmehr sehr schmerzhaft als soziale Entwurzelung. 
Schon bald füllten sie das Reservoir der Tagelöhner, die von einer sich industrialisierenden 
Landwirtschaft gebraucht wurden. 

II. Im Strafrecht: Die Erneuerung des Rechts erwies sich ebenfalls als ein zäher Prozess, auch wenn 
viele, die den dramatischen Konflikt zwischen dem musischen Kronprinzen und seinem tyrannischen 
Vater verfolgt hatten, darauf hofften, Preußen würde im Licht der Aufklärung erstrahlen, als Friedrich 
1740 nach dem Ableben des ungeliebten Soldatenkönigs endlich zum Zuge kam. 

Rücksichtslose Entschlossenheit zeigte Friedrich bei seinen Feldzügen 
Sein erster Zug war einer mit der Feder: Durch eine Kabinettsverordnung schaffte er die Folter ab. 

Das schien die schönsten Erwartungen der Gebildeten zu erfüllen, aber in den Gefängnissen merkte davon 
niemand etwas, denn die Verordnung war geheim. Sie wurde den höheren Justizbeamten mitgeteilt, aber 
nicht publiziert. Die Angeklagten sollten weiter Angst vor der Folter haben, auch wenn der König ihre 
tatsächliche Anwendung zu beschränken wünschte. Friedrichs einsamer Federzug konnte daher die 
Androhung und Anwendung von Gewalt in der städtischen Justiz nicht verhindern. Durch vorgeschützte 
Unkenntnis und absichtliches Missverstehen vereitelten und verschlissen die lokalen und behördlichen 
Autoritäten die Reformideen. Friedrich musste die Folter während seiner Regierungszeit immer wieder 
abschaffen. Verordnung folgte auf Verordnung. Das Resultat dieses 1740 begonnenen Bemühens bestand 
darin, dass vier Jahrzehnte später widerspenstigen Angeklagten die Geständnisse nicht mehr mit 
Daumenschrauben abgepresst, sondern mit dem Stock aus dem Leib geprügelt wurden. Zur sogenannten 
»Lügenstrafe« umgetauft, überstand diese Prügelfolter alle Reformen und ging sogar noch in die 
Kriminalordnung von 1805 ein. 

Diese Entwicklung ist Friedrich persönlich kaum anzulasten. Fest steht jedoch: Seine 
strafrechtsreformerischen Anstrengungen waren denen in anderen europäischen Ländern nicht ganz so 
weit voraus, wie nachgeborene Bewunderer es gerne darstellten. Alles in allem befanden sie sich auf dem 
juristischen Niveau der Zeit – das naturrechtsgemäß vordemokratisch niedrig war. 

So wurde in Bayern die Folter erst 1806 abgeschafft (aber da war das alte Kurfürstentum schon 
Königreich von Napoleons Gnaden), der Codex juris Bavarici criminalis von 1751 hatte hingegen sogar 
noch die Zauberei unter Strafe gestellt. In Österreich führte der Weg von der 
traditionellenTheresiana (1769) über die aufgeklärte Josephina (1787) bis zum probehalber 
eingeführten Gesetzbuch für Westgalizien (1797), das als eines der modernsten Gesetzeswerke des 18. 
Jahrhunderts gelten kann. Wie unterschiedlich die Entwicklung in Europa verlief, zeigt beispielhaft die 
uneinheitliche Situation im zersplitterten Italien: Aus der Mailänder Aufklärung ging 1763 Cesare 
Beccarias Über Verbrechen und Strafenhervor, die europaweit einflussreichste Publikumsschrift zur 
Rechtsreform. Auch in der habsburgisch beherrschten Toskana kam die Rechts- und 
Verfassungsentwicklung gut voran. Das bourbonische Sizilien hingegen blieb in Zuständen stecken, die 
noch Johann Gottfried Seume im Spaziergang nach Syrakus aus dem Jahr 1802 als mittelalterlich 
beschrieb. 

III. Glaube und Religion: »Mittelalterlich« mutet auch die Vierteilung des Königsattentäters Damiens 
1757 in Paris an oder der 1762 in Calais geführte Prozess gegen Jean Calas. Der Protestant wurde n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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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em unter der Folter abgelegten Geständnis öffentlich gerädert, weil er angeblich seinen Sohn erwürgt 
hatte, um dessen Übertritt zum Katholizismus zu verhindern. Voltaire nutzte diesen Fall für einen 
philosophischen und juristischen Musterprozess der Aufklärung gegen die Rechtsprechung des Ancien 
Régime. 

Ein ähnlicher religiös motivierter Justizmord hätte – bei aller Unvollkommenheit des Rechts – unter 
Friedrich wohl kaum geschehen können. In seiner religiösen Toleranz, geprägt von politischer 
Zweckmäßigkeit und persönlicher Indifferenz, kann Friedrich zweifellos als der modernste unter den 
aufgeklärten Fürsten gelten. Ihm waren »alle Religionen gleich gut, sofern sie nur den Menschen zum 
Gehorsam erziehen«. 

Die Gleichstellung der Juden jedoch wurde unter Friedrich nicht erreicht. 1781 veröffentlichte 
deshalb Christian Wilhelm Dohm aufMoses Mendelssohns Anregung seine Schrift Über die bürgerliche 
Verbesserung der Juden. Der rechtsphilosophische Zusammenhang zwischen den bürgerlichen 
Freiheitsrechten im Allgemeinen und der Gleichstellung der jüdischen Bürger im Besonderen ist während 
der 1780er Jahre von größter Bedeutung gewesen, denn sobald rechtliche Freiheit und Gleichheit vor dem 
Gesetz als allgemeine Prinzipien anerkannt sind, wird eine nach Bürgerklassen portionierte Gewährung 
dieser Rechte zum offensichtlichen Unrecht. Eines solchen Unrechts machte sich auch Friedrich selbst 
schuldig – als er Mendelssohns Aufnahme in di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verhinderte. Der König 
umwarb französische Aufklärer, für einen Juden der deutschen Aufklärung gab es keinen Platz. Die 
bürgerliche Gleichstellung der Juden wurde erst 1812 durch Hardenberg verkündet. 

Auch in anderen europäischen Ländern litten die Juden unter Demütigungen, Sondersteuern und 
rechtlicher Diskriminierung. Nicht grundlos publizierte Graf Mirabeau zwei Jahre vor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eine ebenfalls von Mendelssohn inspirierte Schrift (Über die politische Reform der Juden). 
1791 folgten entsprechende Beschlüsse der Nationalversammlung. In Österreich war 1782 ein 
Toleranzpatent erlassen worden, das zwar nicht zur Gleichstellung, doch immerhin zu Verbesserungen 
führte. In Russland indes gab es nicht einmal halbherzige Versuche in diese Richtung. Der zaristische 
Staat und die orthodoxe Kirche heizten vielmehr den Antisemitismus noch an. 

Bauernkinder sollten an Preußens Schulen nur das Nötigste lernen 
IV. Das Militär: Anders als beim geheimen Federzug zur Abschaffung der Folter zeigte sich 

Friedrich bei seinen Feldzügen von rücksichtsloser Entschlossenheit. Als in Wien der Kaiser starb, legte 
der Verfasser desAntimachiavel die Flöte beiseite und marschierte mit Pauken und Trompeten nach 
Schlesien. Der preußische Staat war von Friedrichs Vater, dem »Soldatenkönig«, zu einer brauchbaren 
Waffe hochgerüstet worden. Aber während der martialische Monarch das Kriegführen stets vermieden 
hatte, nahm sein feinsinniger Sohn die ererbte Waffe ohne Zögern in die Hand. 

Das Heer war trotz einiger Neuerungen in der Truppenverwaltung und der Militärökonomie 
aufklärungsfreies Gebiet. In Berlin mochten die Zeitungsschreiber und Gelehrten über alle möglichen 
»bürgerlichen Verbesserungen« diskutieren, für die Rücken der Deserteure, die in der Stadt Spießruten 
liefen, änderte das nichts. Wie in den Garnisonen der anderen deutschen Fürstentümer und wie in Paris, 
Moskau und Wien wusste man den Kanonensklaven auf den Leib zu rücken, bis blutig die Fetzen flogen. 

Bei der Rekrutierung der Offiziere indessen gab es Unterschiede. In Frankreich etwa hatten schon 
vor der Revolution auch Bürgersöhne Aufstiegschancen. In Preußen blieben die höheren Ränge in Militär 
und Verwaltung dem Adel vorbehalten. Friedrich wollte die alte Standeselite mit ihren Eigeninteressen 
umformen in eine neue Funktionselite für den Dienst am Staat. Auf eher kuriose Weise sollten diesen 
Dienst auch die invaliden Feldwebel leisten: Friedrich schickte sie in die Dorfschulen, damit sie 
Abc-Schützen drillten. 

V. Bildung und Erziehung: Das Schulwesen in Preußen wurde trotz des Landschulreglements v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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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3 mehr unter argwöhnischer Duldung als mit aktiver Hilfe Friedrichs reformiert. Die Bauernkinder 
sollten nur das Nötigste lernen, damit sie nicht, wie Friedrich befürchtete, in die Städte laufen und 
»Sekretairs werden wollen«. Erst 1787 wurde das Oberschulkollegium eingerichtet. Bis dahin verwaltete 
die Abteilung für Geistliche Angelegenheiten die Schulen. 

In den Dorf- wie den Lateinschulen setzten protestantische Pfarrer durch, was Historiker später als 
»Sozialdisziplinierung« beschrieben. In den Stadtschulen trainierten philanthropische Pädagogen, 
ebenfalls inspiriert von der protestantischen Ethik, den Geist der Leistungsbereitschaft. Allzu weit 
konnten es die leistungsbereiten Bürgerkinder in der friderizianischen Gesellschaft indes nicht bringen: 
Eine höhere Karriere in Militär, Justiz und Verwaltung blieb weitgehend dem Adel vorbehalten. 

In anderen europäischen Staaten sah es nicht unbedingt besser aus: Während sich im protestantischen 
Preußen immerhin eine Art Modernisierung hinter dem Rücken des Königs vollzog, blockierte in Frankreich 
und in Österreich die katholische Kirche jedwede pädagogische Reform. Joseph verstrickte sich glücklos in 
Kämpfe mit der Kirche. In Russland wiederum schickte Katharina zwar Pagen auf deutsche Hochschulen 
und baute mit deutschem Personal Universitäten auf, scheiterte aber bei der Einführung der 
Elementarschulen. Nirgends in Europa war die Bildungskluft zwischen Adel und Bürgertum auf der einen 
und der Masse der Dorfbevölkerung auf der anderen Seite so groß wie in Russland. 

VI. Verwaltung und Bürokratie: Ein wichtiges Herrschaftselement des aufgeklärten Absolutismus 
war die ordentliche Verwaltung des Staates und seiner Finanzen. Die Bürokratie sollte dabei als ein 
Instrument zur Eindämmung aristokratischer Willkür dienen. Da jedoch in Preußen – im Unterschied zu 
anderen europäischen Staaten – die höheren Verwaltungs- und Regierungsstellen dem Adel vorbehalten 
blieben, trat die eingedämmte aristokratische nun als behördliche Willkür in Erscheinung. 

Erfolgreich war der aufgeklärte Absoulutismus nur bedingt 
Ebendieser Effekt veranlasste Friedrich, in den berühmten Fall des Müllers Arnold einzugreifen: Ein 

adliger Landrat hatte oberhalb von dessen Mühle einen Karpfenteich angelegt und dadurch dem Mühlbach 
das Wasser abgegraben. Nun konnte der Müller den Erbzins nicht mehr zahlen, den er einem Grafen 
Schmettau schuldig war. Der Graf zog vor das Patrimonialgericht, an dem er selbst Richter war, und 
erstritt ein Urteil gegen den Müller. Der Müller ging vors Landgericht, verlor jedoch auch diesen Prozess. 
Es kam zur Zwangsversteigerung, und Schmettau erwarb die Mühle. Nun wandte sich Arnold an den 
König. Der folgte seinem persönlichen Gerechtigkeitsgefühl und verlangte von den Gerichten Urteile 
zugunsten des Müllers. Dies verweigerten die Richter mit dem Hinweis auf die geltende Gesetzeslage und 
auf ihre Unabhängigkeit in Zivilsachen. Obwohl Friedrich selbst diese Unabhängigkeit stets bekräftigt 
hatte, ließ er in seinem Autokratenzorn die Richter vorübergehend auf der Festung Spandau internieren. 

Im Volk führte die »gerechte« Einmischung Friedrichs zur Legende vom König als Beschützer der 
Untertanen gegen Aristokratenwillkür. Bei den Richtern galt die Intervention als »Justizkatastrophe«. Und 
die Rechtsgelehrten drängten darauf, die Gesetze von vornherein gerecht zu machen, damit ein 
korrigierendes Eingreifen hinterher nicht nötig sei. Dieser Position schloss sich Friedrich an und ließ die 
liegen gebliebene Kodifizierungsarbeit wieder aufnehmen. Sie führte zum Allgemeinen Gesetzbuch (AGB)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 von 1791. In dessen Einleitung wurde in Paragraf 6 der Machtspruch des 
Königs in Zivilsachen ausdrücklich untersagt. Das AGB trat jedoch nicht in Kraft, sondern wurde unter 
dem Eindruck der revolutionären Entwicklung in Frankreich einer reformfeindlichen Revision unterzogen. 
Im 1794 veröffentlichten Allgemeinen Landrecht war das Verbot des Machtspruchs nicht mehr enthalten. 

Preußen bildete damit keine Ausnahme: Alle europäischen Monarchen haben ihre Stellung über dem 
Gesetz mit äußerster Zähigkeit verteidigt, auch wenn die aufgeklärten unter ihnen versicherten, ihre 
Macht nur im gesetzlichen Rahmen gebrauchen zu wollen. Justiz und Verwaltung fungierten in allen 
absolutistischen Staaten Europas als Instrumente der Autokratie. 



8114 

Erfolgreich war dieser aufgeklärte Absolutismus nur bedingt. Egal ob in Friedrichs Preußen, Josephs 
Österreich oder Katharinas Russland: Überall zeigte sich, dass sich die Ideen der Aufklärung nicht ohne 
Weiteres für Herrschaftszwecke instrumentalisieren ließen. Zwar verhinderten oder verzögerten die 
Reformen eine demokratische Umwälzung. Dennoch schwächten sie auf lange Sicht die absolutistische 
Herrschaft, zu deren Stabilisierung sie kurzfristig beitrugen. Auf Dauer hat den europäischen Frühling der 
Aufklärung keine einzige absolutistische Monarchie überlebt – es sei denn als konstitutioneller Zierat 
moderner demokratischer Staaten. 

Bestandteil dieses überpersönlichen Entwicklungsprozesses war auch die Gestalt Friedrichs, 
Philosoph und Kriegsfürst, Rechtsreformer und Willkürherrscher, Befürworter religiöser Toleranz und 
Erzwinger politischen Gehorsams, erster Diener des Staates und dessen oberster Herr. Seine Politik war 
der anderer Staaten in mancher Hinsicht voraus, in mancher hinkte sie hinterher. Aufs Ganze gesehen aber 
stellte sie keinen über die Maßen lobenswerten Sonderfall dar, sondern fügte sich in den Kontext der 
europäischen Entwicklung – mit all ihren Errungenschaften, aber auch mit all ihren Widersprüchen. 

Friedrich der Große wollte nachlesbare Gesetzestexte und verbot juristische Kommentare; er wollte 
eine unabhängige Justiz und griff in die Rechtsprechung ein; er wollte ein Strafsystem ohne Rache und 
schärfte Urteile, die ihm zu mild erschienen; er wollte rasche Reformen und zögerte bei ihrer Umsetzung. 
Er wollte die Macht des absolutistischen Staates sichern und ihn zugleich modernisieren. Das war, wie die 
Geschichte zeigte, ein Widerspruch in sich. 

2. Halten Sie bitte im Zusammenhang mit dem Text der letzten Sitzung ein Referat über die 
wichtige Zeitepoche der Aufklärung, in der der preußische Staat sich zu einer geschwichtigen Macht 
entwickelte. 

学习目标： 
1． Die Studenten sollten die grundlegenden Sachverhalte das preußischen Staates kennenlernen. 
2．Die Studenten sollten sich klar machen, wie Friedrich des Großen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beeinflußt.   
作业：Erkündigen Sie bitte nach Ihrem eigenen Interesse über die anderen preußischen Kaiser. 

知识单元 7： Die Brüder Grimm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Märchen und Sagen von den Grimms 
"Es war vielleicht gerade Zeit, diese Märchen festzuhalten, da diejenigen, die sie bewahren sollen, 

immer seltner werden ...", - heißt es 1812 in der Vorrede zu den Märchen der Brüder Grimm. Über 
zweihundert Texte haben Jacob und Wilhelm Grimm schließlich zusammengetragen, wobei sie - 
vornehmlich in und von Kassel aus - sowohl aus mündlicher Überlieferung als auch aus schriftlichen 
Quellen geschöpft haben. 

Während Erinnerungen und Erlebnisse aus der eigenen Kindheit für die Grimmschen Märchen- und 
Sagensammlungen überlieferungsgeschichtlich kaum eine Rolle spielten, kam der entscheidende Anstoß 
zur Beschäftigung mit der "Volkspoesie" in der Marburger Studienzeit. Hier lernten Jacob und Wilhelm 
Grimm bei ihrem Lehrer, dem Rechtshistoriker Carl Friedrich von Savigny, dessen Schwager Clemens 
Brentano kennen, der sie mit den Bestrebungen der Heidelberger Romantik vertraut machte. 

Durch Savigny in historisch-kritischem Denken methodisch angeleitet und durch die Mitarbeit an der 
romantischen Liedersammlung Des Knaben Wunderhorn (1805-1808) von Achim von Arnim und 
Clemens Brentano in die Praxis des Sammelns, Bearbeitens und Edierens historischer und volkstümlicher 
Texte eingeführt, begannen die Brüder Grimm bald selbst damit, die überlieferten Texte der "Dichtung 
des Volkes" zusammenzutragen. Gleichzeitig versuchten sie - angeregt durch Ludwig Tiecks dichteri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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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rbeitung der "Minnelieder" - die Literatur des Mittelalters neu zu rezipieren. Ihre Art der 
Zusammenstellung, Bearbeitung und Herausgabe der Märchen-, Sagen- und Liedtexte ist dabei teilweise 
romantischen Vorbildern verpflichtet; wie beim "Wunderhorn" bestehen auch die "Kinder- und 
Hausmärchen" aus einer Mischung älterer literarischer Quellen mit zeitgenössischen mündlichen 
Überlieferungen. Während die überlieferten Texte für die romantischen Dichter jedoch lediglich eine 
Quelle der Inspiration für die eigene Dichtung darstellten und sie daher damit sehr frei umgingen, war für 
die Brüder Grimm die exakte quellenkritische Erforschung und der historisch gegründete 
wissenschaftliche Nachweis entscheidend. 

"Was die Weise betrifft", - heißt es weiter in der Grimmschen Vorrede zu den Märchen - "in der wir 
hier gesammelt haben, so ist es uns zuerst auf Treue und Wahrheit angekommen. Wir haben nämlich aus 
eigenen Mitteln nichts hinzugesetzt, keinen Umstand und Zug der Sage selbst verschönert, sondern ihren 
Inhalt so wiedergegeben, wie wir ihn empfangen haben ..." 

Die Brüder Grimm sind nicht sagen- und märchensammelnd über Land gezogen. Auch ist der Anteil 
der "einfachen Leute" an ihren Märchen und Sagen eher gering. Vielmehr wurden sie von über fünfzig 
Märchenbeiträgerinnen und Märchenbeiträgern vor allem aus Hessen und Westfalen unterstützt, die - wie 
sie selbst - vornehmlich aus den gebildeten Schichten der Gesellschaft stammten und zumeist auch 
jüngeren Alters waren. 

So erfuhren die Brüder Grimm zahlreiche Märchen aus den Kasseler Bürgerfamilien Wild und 
Hassenpflug oder von der Niederzwehrener Gastwirtstochter und Schneidersfrau Dorothea Viehmann 
(geboren 1755 auf der "Knallhütte"). Aus der Schwalm kamen ihnen wichtige Texte durch die 
Pfarrerstochter Friederike Mannel und den Pfarrkandidaten Ferdinand Siebert zu. Aus Westfalen erhielten 
sie bedeutende Beiträge durch die Familie der Freiherrn von Haxthausen und durch die Schwestern 
Annette und Jenny von Droste-Hülshoff. Überdies haben sie (und teilweise auch wohl ihre Informanten) 
aus schriftlichen Quellen geschöpft, aus mittelalterlichen Versnovellen und Legenden, aus Schwank- und 
Anekdotenbüchern, aus Tierfabelsammlungen und Wunderzeichenbüchern und auch aus literarischen 
Werken des 17. und 18. Jahrhunderts. 

Betrachtet man die textliche Gestalt der Grimmschen Märchen näher, so kann von einer wörtlichen 
Aufzeichnung mündlicher Überlieferungen im modernen Sinne keine Rede sein. Vielmehr haben Jacob 
und Wilhelm Grimm ihre Texte stilistisch bearbeitet und ihrer Idealvorstellung von "Volkspoesie" gemäß 
umgeformt. 

Gefragt werden muß auch nach der kulturellen Zuordnung der Grimmschen Märchen in Hessen und 
Deutschland. "In diesen Volks-Märchen liegt lauter urdeutscher Mythus, den man für verloren gehalten", - 
heißt es 1815 in der Vorrede zum zweiten Band der "Kinder- und Hausmärchen". An gleicher Stelle ist 
von den "ächt hessischen" Märchen der Dorothea Viehmann oder von dem "rein deutschen" Ursprung der 
Märchen die Rede. 

Aber auch den Brüdern Grimm war die enge Verwandschaft einiger ihrer Märchen mit der 
romanischen Überlieferung in Italien und Frankreich bewußt. Im Gegensatz zu anderen Werken haben sie 
ihre "Kinder- und Hausmärchen" nicht mit dem Attribut "deutsch" betitelt. Zwei in der Erstausgabe 
enthaltene Märchen, nämlich 'Ritter Blaubart' und 'Der gestiefelte Kater', haben sie später gar wieder aus 
der Sammlung herausgenommen, weil ihnen selbst die Nähe zu Charles Perraults 'La Barbe Bleue' und 'Le 
Maître Chat, ou le Chat Botté' zu offensichtlich erschien. Dies erklärt sich aus der Tatsache der 
hugenottischen Abstammung der bedeutendsten Kasseler Märchenbeiträger: Marie Hassenpflug und 
Dorothea Viehmann. Jedoch bei weitem nicht alle Texte der Sammlung sind italienischen oder 
französischen Vorbildern verpflichtet; dazu ist sie mit ihren zahlreichen Texten zu reichhaltig und 
vielschicht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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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Märchen sind vielmehr, wie die Brüder Grimm später formulierten, "überall zu Hause", bei allen 
Völkern und in allen Ländern. Über ihren Ursprung und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Natur- und 
Kunstpoesie" in ihrer Überlieferung diskutiert die Märchenforschung bis heute, ohne daß eine 
befriedigende Lösung dieser Frage gefunden wäre. 

2.Lesen Sie bitte das Märchen Rotkäppen und halten Sie ein Referat darüber oder über die Brüder 
Grimm. 

学习目标： 
1. Die Studenten sollten sich die Leistungen von den Brüdern Grimms kennenlernen. 
2. Die Studenten sollten wissen, welche Funktionen die Gattung Märchen in sich trägt.  
作业：Lesen Sie bitte nach Ihrem eigenen Interesse die anderen Märchen von den Brüdern Grimm. 

知识单元 8：Die Deutsche Marke: Daimler-Benz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Autogeschichte: 
Ohne Bertha gäb's keinen Benz 
Hinter dem badischen Tüftler stand eine tatkräftige Frau: Carl Benz entwickelte vor 125 Jahren das 

erste Auto – und Ehefrau Bertha hatte maßgeblich die Hände am Lenkrad. 
Januar 2011  
Es hätte auch alles ganz anders kommen können. Karl Benz, so hatte es seine Mutter geplant, sollte 

Beamter werden. Und diese Mutter hatte viel zu bestimmen im Leben des jungen Mannes, denn einen 
Vater gab es nicht mehr. 

Benz wird am 25. November 1844 als Karl Friedrich Michael Wailend in Mühlburg, heute ein 
Stadtteil von Karlsruhe, geboren. Da sind sein Vater Johann Georg Benz und die Hugenotten-Tochter 
Josephine Vaillant aus Landstuhl noch nicht verheiratet. Kaum haben sie die Hochzeit nachgeholt, fällt 
der Vater – Lokomotivführer bei der badischen Eisenbahn – einem Zugunglück zum Opfer. Karl ist keine 
zwei Jahre alt. 

Josephine Benz bezieht nur eine schmale Witwenrente. Sie vermietet Zimmer und übernimmt 
Näharbeiten, um Karl eine gute Schulausbildung zu ermöglichen. Von 1853 an besucht er das Karlsruher 
Lyzeum, eine naturwissenschaftlich orientierte Schule. Damit geht die geplante sichere Beamtenlaufbahn 
perdu: Karl beginnt, sich für physikalische und chemische Experimente zu interessieren, studiert von 1860 
an Maschinenbau. 

Nach dem Abschluss 1864 arbeitet Benz zunächst als Schlosser in Karlsruhe. Dann zieht er mit der 
Mutter nach Mannheim, wird Konstrukteur und Zeichner bei einem Maschinenbauer und geht wieder 
zwei Jahre später nach Pforzheim zum Dampfmaschinen- und Brückenbauer Benckiser. Er scheint zu 
keinem Arbeitgeber so recht zu passen. 

1871 gründet Benz in Mannheim mit seinem Geschäftspartner August Ritter eine Eisengießerei und 
Metallbearbeitungswerkstatt. Das Unternehmen ist ein Desaster, Ritter erweist sich als unzuverlässig. Die 
Firma steht schnell am Rand der Pleite. Werkzeug wird gepfändet. Die Partnerschaft zerbricht. 

Auftritt Bertha Benz. Karl hat die 1849 geborene Pforzheimerin, die damals noch Ringer heißt, kurz 
nach dem Tod seiner Mutter 1870 getroffen. Sie ist ihm Trost und Stütze, beide verloben sich. Berthas Vater, 
ein gelernter Zimmermann, hat es im Immobiliengeschäft zu Wohlstand gebracht. So kann Bertha ihren Karl 
vor der Pleite bewahren, indem sie sich ihre Mitgift auszahlen lässt und in das Unternehmen investiert. 

Karl (der das K Anfang der 1880er durch ein schickes französisches C ersetzt) und Bertha heiraten 
am 20. Juli 1872. Sie bekommen zwei Söhne und drei Töchter und gründen eine Gasmotorenfabrik. 
Wieder steckt Bertha Geld in den Erfindungsreichtum ihres Mannes, der Ende der siebziger Jahre ei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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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eitakt-Verbrennungsmotor entwickelt. Benz sichert sich mehrere wichtige Patente, zum Beispiel für 
die Drehzahlregulierung.  

Aber die Produktionskosten sind hoch, Benz muss zusätzliche Kapitalgeber an Bord nehmen. Das 
Ehepaar wandelt das Unternehmen 1882 in eine Aktiengesellschaft um, die Gasmotoren-Fabrik 
Mannheim AG. Als die Teilhaber ihm vorschreiben wollen, wie er seine Erfindungen zu konstruieren hat, 
steigt Benz, der ohnehin nur fünf Prozent hält, schon 1883 wieder aus. Mit den Geschäftsleuten Max Rose 
und Friedrich Wilhelm Esslinger gründet er im Oktober 1883 die Firma Benz & Co. Rheinische 
Gasmotoren-Fabrik. Endlich läuft der wirtschaftliche Motor rund: Die Zahl der Mitarbeiter wächst auf 25, 
Benz kann seine Motoren in Lizenz bauen lassen. 

So abgesichert, kann Benz mit der Verwirklichung eines alten Traums beginnen: Der passionierte 
Radfahrer will schon lange ein Motorfahrzeug konstruieren. Während sein Konkurrent Gottlieb 
Daimlerdaran bastelt, einen Motor in eine Kutsche einzubauen, entwickelt Benz ein gänzlich neues 
Fahrzeug: den Benz Patent-Motorwagen. Patentiert wird er am 29. Januar 1886 unter der 
Nummer DRP-37435 als "Wagen nach Art der Tricylces" – ein Dreirad. 

atte einen Einzylinder-Viertaktmotor mit 0,954 Litern Hubraum, einer Kurbelwelle mit 
Gegengewichten, elektrischer Zündung und Wasserkühlung. Benz maß 0,67 PS Leistung, spätere 
Messungen ergaben 0,9 PS. Mit einem Schieber unter dem Fahrersitz ließ sich die Zusammensetzung des 
Benzin-Luft-Gemisches des Vergasers regeln. Angelassen wurde der Motor durch Drehen des 
Schwungrades. 

Von 1885 bis 1887 entstehen drei Versionen des Fahrzeugs. Modell 3 mit seinen Holzspeichenrädern 
benutzt Bertha Benz 1888 bei der ersten Fernfahrt der Automobilgeschichte. Im selben Jahr zeigt Benz 
seinen "vollständigen Ersatz für Wagen mit Pferden" bei der Münchner Kraft- und 
Arbeitsmaschinenausstellung, 1889 auf der Pariser Weltausstellung. Frankreich hat bessere Straßen als 
Deutschland, hier finden sich Käufer für das erste kommerziell erhältliche Automobil der Welt. 

Benz führt 1893 die Achsschenkellenkung ein, entwickelt 1896 den Contra-Motor, einen Vorfahren 
der heutigen Boxermotoren. Auch Differentialantrieb, Zündkerzen, die Riemenverschiebung als Kupplung, 
Wasserkühler und Gangschaltung entwickelt er maßgeblich mit. Doch der als Erfinder so geniale 
Ingenieur übernimmt sich wieder einmal wirtschaftlich und muss sein Unternehmen in eine 
Aktiengesellschaft umwandeln. Aus dem Tagesgeschäft scheidet er 1903 aus, bleibt aber bis zu seinem 
Tod im Aufsichtsrat. 

Benz erlebt 1926 noch die Fusion mit der Firma seines schwäbischen Konkurrenten Gottlieb Daimler 
mit, bevor er am 4. April 1929 mit 84 Jahren in Ladenburg an den Folgen einer Bronchienentzündung 
stirbt. Bertha Benz überlebt ihren Mann um 15 Jahre. Sie muss mitansehen, wie düstere Zeiten über 
Deutschland kommen, wie der Krieg ausbricht. Am 5. Mai 1944, zwei Tage nach ihrem 95. Geburtstag, 
stirbt sie im badischen Ladenburg, dem letzten Wohnsitz der Familie. 

2. Halten Sie bitte ein Referat über die Firma Daimler Benz. 
学习目标： 
1. Die Studenten sollten die Geschichte der Firma Daimler Benz kennenlernen. 
2. Die Studenten sollten sich den Wortschatz der Autoindustrie vertraut machen. 
作业：Erkündigen Sie sich bitte auch über andere deutsche Automarken.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1945年之前的德意志：Ein Überblick 2  
2 Die Weimarer Republik 2  
3 Die Habsburgische Monarchie als Mytho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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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tefan Zweig：Die Welt von Gestern .    Sissi 2  
5 Die Kunst der goldenen Zwangzigen Jahre: Der Expressionismus 2  
6 Expressionistische Künstler: Kafka 2  
7 Die Habsburgische Monarchie als Mythos 2  
8 Stefan Zweig：Die Welt von Gestern .    Sissi 2  
9 Die Architektur der Weimarer Republik 2  
10 Das Bauhaus 2  
11 Friedrich des Großen 2  
12 Preußen 2  
13 Die Brüder Grimm 2  
14 Rotkäppchen und andere Märchen 2  
15 Die deutsche Marke: Daimler Benz 2  
16 Prüfung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德语国家概况（一）、综合德语（一）、综合德语（二）等。 
后续课程：德国史、德国国家社会文化生活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Die Weimarer Republik, Die Kunst der goldenen Zwangzigen Jahre: Der Expressionismus, 

Das Bauhaus, Die Brüder Grimm, Die deutsche Fußballmannschaft 
难点：Manche Lernmaterialien kommen aus der aktuellen Medien Deutschlands, daher gibt es 

womöglich Schwierigkeiten für die Studenten, sich ganz in den Kontext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gut 
einzufühlen. Aber gerade dies überwinden zu können, gilt als sinnvoller Fortschritt des Lernens.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任务型教学法。 
2.情景教学法。 
3.直观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直观教学。 
2.课堂互动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每节课会提示学生课后相关的查阅工作，会参考各个单元知识主题和学生各自的兴趣点两方面

进行灵活设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选上课材料，教材来源主要为国内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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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高校有使用的德国国情、文化、历史的教科书，或最新出版的相关书籍，以及德国重要报刊

媒体等。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刘炜、魏育青 编：《德语国家社会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 5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资料 
1. 李伯杰等 著：《德国文化史》，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8月第 1版 
2. 韦勒（德）著，邢来顺译：《德意志帝国》，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3月 第 1版 

执笔：张珊珊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8日 

 

德国史 
History of Germany 

课程号：408010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Die Studenten im zweiten Semester sollen mit diesem Seminar einen 

grundlegenden Einblick in die Theme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bekommen. Dies ist als Grundlage 
gedacht, den Studenten werden sozusagen die rudimentären Begriffe gegeben, die ihnen eine grobe 
Orientierung verschaffen und auf denen sie bei Bedarf aufbauen können. Dieses Seminar bietet auch die 
Gelegenheit zu einem Thema, das nicht direkt aus dem Sprachlernbereit stammt, ein Referat auf Deutsch 
zu halten. Dies sollen die Studenten üben.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时 

知识单元 1. Sitzung: Einführung, aktuelle Them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ls kurstragendes Lehrwerk dient Christian Deick: „Deutsche Geschichte.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Weitere Literatur wird angesprochen und empfohlen, darunter auch mit kritischem Umgang 
die Wikipedia als „Nachschlagewerk“, das für die Studenten gut erreichbar ist. Empfohlen wird auch 
manche Themen zusätzlich in einem Artikel auf Chinesisch zu lesen, da die Studenten auf diese Weise 
einen besseren Vergleich zwischen den chinesischen und deutschen Begriffen herstellen können. Dieses 
Semiar dient auch dazu, dass die Studenten üben, Referate in deutscher Sprache zu halten.  

Die Antwort auf die Frage, warum es nützlich ist, Geschichte zu studieren, wird mit an aktuellen 
Bezügen erläutert: Beispielsweise muss der Umgang mit der aktuellen Flüchtlingskrise und die Äußerung 
von der Bundeskanzlerin Angela Merkel „Wir schaffen das.“ auch auf dem Hintergrund einer christlichen 
Tradition verstanden werden. An weiteren Beispielen wird aufgezeigt, wie das heutige Leben in 
Deutschland durch die Geschichte geprägt ist. Dazu dienen auch in Deick: „Deutsche Geschichte.“ die 
Kapitel der neusten deutschen Geschichte (S. 190 bis S. 205), in denen unter anderem Angela Merkel (S. 
202 f.) vorgestellt wird. Die Studenten sind mit Themen zur aktuellen deutschen Geschichte zum Teil 
vertraut, haben sie doch im vorangegangenen Semester Teile dieser Inhalte in Landeskundeseminaren 
bereits beleuchtet. Aufgrund dessen kann auch die Hausaufgabe, diese Kapitel (S. 190 bis S. 205) zu lesen, 
bewältigt we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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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Überblick über die Anforderungen des Seminars bekommen 
作业：Hausaufgabe die Kapitel S. 190 bis S. 205 lesen 

知识单元 2. Sitzung: aktuelle Themen und ihr geschichtlicher Bezu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in Arbeitsblatt mit Fragen zu den aktuellen Themen im Buch, die als Hausaufgabe gelesen wurden, 

aber auch zu weiteren verschiedenen Themen im Buch dienen dazu, dass die Studenten sich mit dem 
Aufbau und den Inhalten des Buches vertraut machen. Bei der anschließenden Besprechung der Fragen, 
kommen noch ein Mal die Inhalte der aktuellen Themen zur Sprache. Des Weiteren wird über den Aufbau 
des Lehrbuches geredet und die Struktur: Altertum, Mittelalter und Neuzeit als eine grundsätzliche 
Einteilung der europäischen Geschichte erfasst. 

Diese Einteilung wird zeitlich und inhaltlich näher erläutert. Mit Blick auf das Altertum als erste zu 
behandelnde Epoche, wird aufgezeigt, dass die Antike auch heutzutage in verschiedenen Medien immer 
wieder thematisiert wird, sei es durch griechische Theaterstücke, die zur Aufführung kommen, sei es 
durch neuere Ausgrabungen oder Funde beispielsweise von Römerlagern. Auch ist dieser Stoff den 
Chinesen nicht fremd, sind doch griechische Sagen ins Chinesische übersetzt und werden auch als 
Kinderbücher verkauft. Unter diesen Aspekten werden die ersten Kapitel des Geschichtsbuches 
abgedeckt. 

学习目标：Einblick in die aktuellen Themen erlang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sind diese Kapitel nachzulesen sowie die folgenden Kapitel bis zum 

Mittelalter (S. 22) vorzubereiten, die ersten Referatsthemen werden vergeben. 
知识单元 3. Sitzung: Altertum, die Römer und die German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as Altertum wird in dieser Sitzung thematisert. Dabei werden speziell über die  Römer gesprochen. 

Die Entstehung des römischen Reiches bis hin nach England wird dargestellt und auch die 
Errungenschaften, sei es in Staatswesen, Infrastruktur oder Kultur werden aufgezeigt. Den Römern 
verdanken wir heutzutage eine ganze Reihe sehr informativer Texte. In diesen werden auch die Germanen 
beschrieben, selbstverständlich aus der Sichtweise der Römer. Von den Germanen, die durchaus kein 
einheitliches Volk darstellten, haben wir im Gegensatz dazu praktisch keine schriftlichen Überlieferungen. 
Wir wissen also vieles nur aus der Sicht der Römer. Über diese Römer und die Germanen wird in dieser 
Sitzung gesprochen (S. 10 ff.). Das Thema eines ersten Referates könnte die Varusschlacht sein, vgl. dazu 
„Die Schlacht im Wald“ (S. 14 f.). 

学习目标：Einblick in die Epoche des Altertums gewinn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sind die relevanten Kapitel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im Lehrbuch zu lesen. 

知识单元 4. Sitzung: Christentum, Völkerwanderung Merowinger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er vierten Sitzung wird als erstes das Thema „Christentum“ besprochen. Die Entstehung und die 

Verbreitung wird thematisiert und es wird versucht zu begründen, warum es sich so schnell verbreitet hat. 
Dazu sei das Kapitel „Die ersten Christen“ (S. 16 f.) gelesen. Ein dankbares Referatsthema ist „die 
Völkerwanderung“ (S. 18 f.). Allerdings ist es ratsam als Vortragender gutes Kartenmaterial zur 
Erläuterung zu benutzen. Ein weiteres Referatsthema könnten „die Merowinger“ (S. 20 f.) sein. Sie 
wurden dann im 8. Jahrhundert durch die Karolinger abgelöst, die Adlige waren, denen das Regieren 
überlassen worden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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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Einblick in die Themen dieser Sitzung gewinn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sind die relevanten Kapitel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im Lehrbuch zu lesen. 

知识单元 5. Sitzung: die mittelalterliche Gesellschaf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ma dieser Sitzung ist es, einen ersten Überblick über „das Mittelalter“ zu gewinnen (S. 22 f.). 

Über das Kapitel „Die große Zeit der Klöster“ (S. 24 f.) wird gesprochen. Ein dankbares Referatsthema 
ist„Karl der Große“ (S. 26 f.). Der Aufbau der mittelalterlichen Gesellschaft wird duch die 
„Lehenspyramide“ (S. 28 f.) illustriert und wirft Fragestellungen bezüglich Landbesitz, Ständegesellschaft, 
Vererbung, Abgaben und Frondienste, aber auch die Konkurrenz König und Papst, weltliche und 
geistliche Herrscher auf. Wie regiert wurde, wird im Kaptiel „Könige auf Reisen“ (S. 30 f.) dargestellt. 
Ein zweites Referatsthema stellt das Kapitel „Die Wikinger“ (S. 32 f.) dar. Als Hausaufgabe sind die Texte 
der Seiten S. 34 – 54 zu lesen. 

Die Studenten werden dazu angehalten nicht jeden Text ganz genau durchzulesen, sondern den als 
Hausaufgabe zu lesenden Teil durchzublättern und dann je nach Interesse einzelne Kapitel genau zu lesen. 
Diesbezüglich ist es wichtig, über das Gelesene nachzudenken und Fragen zu entwickeln. 
学习目标：Einblick in die Themen dieser Sitzung gewinn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sind die relevanten Kapitel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im Lehrbuch zu lesen. 

知识单元 6. Sitzung: Burgen und Städte im Mittelalter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ma dieser Sitzung ist „Burgen – Zeichen der Macht“ (S. 34 f.) sowie das „Leben auf der Burg“ (S. 

36 f.). Außerdem werden „Der Gang nach Canossa“ (S. 38 f.) und „Hildegard von Bingen“ (S. 40 f.) 
thematisiert. An diesen Themen kann man gesellschaftliche Fragestellungen bezüglich des 
mittelalterlichen Lebens gut diskutieren, diese beinhalten die Themen: Ritter und Burgherren, 
Siedlungsgebiet im Schutz der Burg, Märkte als Handelsplätze, Bürger, Entstehung von Städten etc. 

Des Weiteren wird mit „Hildegard von Bingen“ (S. 40 f.) eine herrausragende Persönlichkeit 
thematisiert. Hieran kann der Lebensweg einer Nonne, deren Errungenschaften sowie die Bedeutung von 
Klöstern als Wissensvermittler aufgezeigt werden.  
学习目标：Einblick in die Themen dieser Sitzung gewinn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sind die relevanten Kapitel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im Lehrbuch zu lesen. 

知识单元 7. Sitzung: Kreuzzüge und Herrscher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Sitzung bietet sich das Thema „Die Kreuzzüge“ (S. 42 f.) als Referatsthema an. Die Wege, 

Ziele und Ursachen der Kreuzzüge werden diskutiert und können kritisch hinterfragt werden. Noch 
heutzutage finden sich die Spuren der Kreuzritter in Palästina. Hiermit verbunden ist das Thema „Der 
deutsche Orden“ (S. 50 f.). 

Mit „Friedrich I. Barbarossa“ (S. 46 f.) wird das Leben eines Herrschers dargestellt, den in seinem 
Nachruf auch unter kritischem Blickwinkel betrachten sollte. Es schließt sich als weiteres Thema dieser 
Sitzung ist sowie „Friedrich II.“ an. 

学习目标：Einblick in die Themen dieser Sitzung gewinn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sind die relevanten Kapitel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im Lehrbuch zu lesen. 

知识单元 8. Sitzung: Aufstieg der Städte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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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Thema dieser Sitzung ist „Stadtluft macht frei“ (S. 52 f.). Die Bildung der Städte hat besonders im 

ausgehenden Mittelalter zu einer epochalen Veränderung in der Gesellschaft geführt. Das Leben in den 
Städten wird eingehender mit dem Kapitel „Im Schatten der Dome“ (S. 54 f.) diskutiert. Im Zuge des 
Anwachsens der Städte wurde mit Repräsentationsbauten und dem Bau größerer Kirchen begonnen. Es 
wird über die Vorteile, aber auch die Nachteile des Lebens auf engerem Raum gesprochen. Die Pest wird 
thematisiert (vgl. S. 62) . Im Mittelalter begann auch die Ghettoisierung der Juden. Mit dem Thema 
Bildung der Städte sind auch weitere Themen, wie die Rolle der Ritter (S. 60 f.) verbunden. Als 
Referatsthemen dieser Sitzung bietet sich „Frauen im Mittelalter“ (S. 56 f.) an. Ein weiteres 
Referatsthema könnte  „Pfeffersäcke und Piraten“ (S. 58 f.) darstellen. Es wird der zunehmende Handel, 
der am Ende des Mittelalters bedeutend wird, thematisiert. 

学习目标：Einblick in die Themen dieser Sitzung gewinn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sind die relevanten Kapitel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im Lehrbuch zu lesen. 

知识单元 9. Sitzung: politische Herrschaft und Kris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ma dieser Sitzung ist mit dem Kapitel „Die Goldene Bulle“ (S. 64 f) die Bildung der politischen 

Herrschaft, die sich durch das Mittelalter hinweg auch in Bezug auf geistlicher gegenüber weltlicher 
Herrschaft verändert hat. Gesellschaftliche Krisen ausgelöst durch die Pest und Hungersnöte verstärkten 
die Rolle der Kirche und die Religiosität der Leute, vgl. Kapitel „Eine fromme Welt“ (S. 66 f.). Dies 
führte zur Radikalisierung und Extremismus, der im Kapitel „Hexen und Ketzer“ (S. 68 f.) thematisiert 
wird. 

学习目标：Einblick in die Themen dieser Sitzung gewinn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sind die relevanten Kapitel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im Lehrbuch zu lesen. 

知识单元 10. Sitzung: Anfang der Neuzeit, die Fugger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halt dieser Sitzung ist es, einen ersten Überblick über „die neue Zeit“ (S. 70 f.) zu gewinnen, 

gemeint ist hier das Ende des Mittelalters und der Beginn der Neuzeit. Städtebildung und Handel 
veränderten die Gesellschaft. Zu den bedeutendsten Händlern dieser Zeit gehörten die Fugger, die mit 
„Jakob Fugger“ (S. 72 f.) thematisiert werden. Dazu Ausschnitte aus der Filmreihe über die Fugger: „Vom 
Webstuhl zur Weltmacht“ (Regie Heinz Schirk, sechsteilige Fernsehserie, im Auftrag des Bayerischen 
Rundfunks, 1983). Als Referatsthemen eignen sich „Große Erfindungen“ (S. 74 f.) und dazu das Kapitel 
„Die Erde ist eine Kugel“ (S. 84 f.). 

学习目标：Einblick in die Themen dieser Sitzung gewinn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sind die relevanten Kapitel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im Lehrbuch zu lesen. 

知识单元 11. Sitzung: von der Reformation zum 30jährigen Krie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ma dieser Sitzung ist die damals in der Kirche gängige Praxis des Ablasshandels.  Auf ihn 

reagiert „Martin Luther“ (S. 76 f.), es kommt zur Reformationsbewegung. Diese wird mit dem Kaptiel 
„die Reformation“ (S. 78 f.) genauer dargestellt.  

Ein gängiges Referatsthema ist „Karl V.“ (S. 80), in dessen Regentenschaft die Reformation fällt. 
Gesellschaftlich revolutionäre Bewegungen und die Sicherung der Herrschaft werden im Kapitel „Der 
Bauernkrieg“ (S. 82 f.) thematisi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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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dert Jahre nach Luther ergreift der 30 jährige Krieg das deutsche Reich. Dieser Krieg und sein 
Verlauf ist Thema in den Kapiteln „Um den rechten Glauben“ (S. 86 f.) und „Die Macht in Europa“ (S. 88 
f.). Ergänzt wird diese Darstellung des 30 jährigen Krieges mit derjenigen aus dem „Duden 
Geschichte“ (S. 256 – 262). 
学习目标：Einblick in die Themen dieser Sitzung gewinn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sind die relevanten Kapitel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im Lehrbuch zu lesen. 

知识单元 12. Sitzung: Absolutismu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ma dieser Sitzung ist die politische und gesellschaftliche Situation des Deutschen Reiches nach 

dem 30 jährigen Krieg. Die Zusmmensetzung aus über 300 Kleinstaaten und deren wirtschaftliche, 
politische und gesellschaftliche Folgen wird in dieser Sitzung anhand des Kapitels „Flickenteppich 
Deutschland“ (S. 90 f.) erörtert. Es gab durch diese Kleinstaaterei Probleme, andererseits lassen sich auch 
Vorteile der Kleinstaaterei aufzeigen. 

Ein Referatsthema ist das „Leben bei Hofe“ (S. 92 f.), in dem das Leben der absolutistischen Herrscher 
mit ihrem Vorbild des französischen Königs „Louis XIV.“, dem „Sonnenkönig“, geschildert wird.  

Die Belagerung Wiens durch die Türken und das aus dem Krieg mit dem Osmanischen Reich 
siegreich hervorgegangene Herrscherhaus der Habsburger wird im Kapitel „Kreuz und Halbmond“ (S. 94 
f.) thematisiert. Die Habsburger steigen wieder zur Großmacht auf. Die großen Mächte im Zeitalter des 
Absolutismus sind Preußen, Kapitel „Preußens Gloria“ (S. 96 f.) unter dem „Großen Kurfürst“ Friedrich 
Wilhelm. Als Referat „Der ‚Alte Fritz‘“ (S. 98 f.) kann Friedrich II. von Preußen thematisiert werden. In 
diesem Zusammenhang ist „Maria Theresia“ eine weitere Herrscherin in einem absolutistischen Staat, die 
jedoch auch die Wohlfahrt der Bürger vorantreibt. 

学习目标：Einblick in die Themen dieser Sitzung gewinn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sind die relevanten Kapitel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im Lehrbuch zu lesen. 

知识单元 13. Sitzung: Aufkläru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ma dieser Sitzung ist das „Zeitalter der Aufklärung“ (S. 102 f.) dazu gehören Denker und Dichter 

wie sie im Kapitel „Die Zeit der großen Meister“ (S. 104 f.) dargestellt sind. Ein beliebtes Referatsthema 
bildet ein Referat zu „Johann Wolfang von Goethe“ (S. 106 f.). Ein anderes Referatsthema könnte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mit dem Kapitel „Freiheit, Gleichheit, Brüderlichkeit“ ( S. 108 f.) abdecken.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 mit der ein neues „Zeitalter“ in Frankreich beginnt, hat auch Auswirkungen auf 
das deutsche Reich. Diese werden im Kapitel „Die Zeit der Bürger“ (S. 110 f.) dargestellt. 

Die sich verändernden Herrschaftsverhältnisse in Frankreich haben mit den Feldzügen Napoleons, 
der Deutschland unter seine Herrschaft bringt, starke Auswirkungen. Diese werden im Kapitel „In 
Napoleons Schatten“ (S. 112 f.) geschildert. 
学习目标：Einblick in die Themen dieser Sitzung gewinn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sind die relevanten Kapitel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im Lehrbuch zu lesen. 

知识单元 14. Sitzung: vom Wiener Kongress bis zum Parlament in der Paulskirch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ma dieser Sitzung sind die Befreiungskriege gegen Napoleon und die anschließende 

Restaurationsphase mit dem Wiener Kongress, „Freiheit ohne Einheit“ (S. 114 f.). Ein ansprechendes 
Referatsthema ist „Alexander von Humboldt“ (S. 116 f.). Ein weiteres Referatsthema könnte das Kapi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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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stählerne Zeit“ (S. 118) bilden. In ihm wird die industrielle Revolution, die mit der Dampfmaschine 
und der ersten Eisenbahn (1835) ihren Anfang nahm, und ihre Folgen für die Wirtschaft, aber auch für 
Gesellschaft und Umwelt thematisiert.  

Die Revolution von 1848 in Frankreich und die Revolutionsbestrebungen in Deutschland, die bis zur 
Bildung eines ersten deutschen Parlamentes in der Frankfurter Paulskirche gehen (jedoch nicht erfolgreich 
sind), werden im Kapitel „Schwarz-Rot-Gold“ (S. 120 f.) thematisert. 
学习目标：Einblick in die Themen dieser Sitzung gewinn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sind die relevanten Kapitel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im Lehrbuch zu lesen. 

知识单元 15. Sitzung: Preußen und die Mach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ma dieser Sitzung ist Preußen und - in Folge des erfolgreichen Krieges gegen Frankreich - die 

deutsche Einheit unter Kaiser Wilhelm I. Diese wird im Kapitel „Kaiser wider Willen“ (S. 122 f.) 
dargestellt. Das Leben und der Einfluss von „Otto Fürst von Bismark“ (S. 124 f.) ist ein mögliches 
Referatsthema. Die deutschen Kolonien, zu denen auch eine Kolonie in China gehört, werden im darauf 
folgenden Kapitel „Ein Platz an der Sonne“ ( S. 126 f.) thematisiert. 

Durch die Veränderungen der Industriealisierung vergrößerten sich die Städte rapide, es entstand ein 
Arbeiterproletariat, das auch die Gefahr einer Revolution in sich barg. Im Kapitel „Arbeiter und 
Unternehmer“ (S. 128 f.) wird auf diese Problematik und die Reformen mit Sozialgesetzgebung und 
Krankenversicherung eingegangen. Es waren gesellschaftliche Veränderungen, die die Idee des 
Kommunismus mit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populär werden ließ. Somit kann diese Sitzung mit 
dem Thema über das Leben und die Errungenschaften von „Karl Marx“ (S. 130 f.) abgerundet werden. 

学习目标：Einblick in die Themen dieser Sitzung gewinn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sind die relevanten Kapitel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im Lehrbuch zu 

lesen. 
知识单元 16. Sitzung: der erste Weltkrie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Sitzung wird die Entwicklung hin zum ersten Weltkrieg dargestellt „Die ‘gute alte Zeit‘“ (S. 

132 f.) und „Wilhelm II.“ (S. 134 f.). Es wird genauer beleuchtet, wie es zum ersten Weltkrieg kam und 
mit welcher Einstellung viele Deutsche in den ersten Weltkrieg gezogen sind „Hurra – Es ist Krieg!“ (S. 
136 f.). Diese Einstellung ist heutzutage vielen Leuten schwer verständlich und muss auch in den 
damaligen gängigen gesellschaftlichen Themen und Idealen gesehen werden. Der Verlauf des Krieges und 
sein Ende werden mit dem Kapitel „Der erste Weltkrieg“ (S. 138 f.) besprochen. 

学习目标：Einblick in die Themen dieser Sitzung gewinnen 
作业：Als Hausaufgabe sind die relevanten Kapitel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im Lehrbuch zu 

lesen. 
知识单元 Semesterabschlusstes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Das Seminar wird mit einem schriftlichen Test abgeschlossen.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Einführung, aktuelle Themen 2  
2 aktuelle Themen und ihr geschichtlicher Bezug 2  
3 Altertum, die Römer und die German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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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ristentum, Völkerwanderung Merowinger 2  
5 die mittelalterliche Gesellschaft 2  
6 Burgen und Städte im Mittelalter 2  
7 Kreuzzüge und Herrscher 2  
8 Aufstieg der Städte 2  
9 politische Herrschaft und Krisen 2  

10 Anfang der Neuzeit, die Fugger 2  
11 von der Reformation zum 30jährigen Krieg 2  
12 Absolutismus 2  
13 Aufklärung 2  
14 vom Wiener Kongress bis zum Parlament in der Paulskirche 2  
15 Preußen und die Macht 2  
16 der erste Weltkrieg 2  
17 Semesterabschlusstest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Der Schwerpunkt liegt darin, dass die Studenten die Grunddaten und ein gewisses Basiswissen über 

die deutsche Geschichte bekommen. Dies dient ihnen dann als „Wissensgerüst“, dass sie bei Bedarf 
erweitern können, denn sie lernen die wichtigsten Schlagworte. Die Studenten halten in diesem Seminar 
Referate auf Deutsch. Dies ist eine weitere schwierige Aufgabe, die es zu trainieren gilt.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Das Seminar ist als Vorlesung konzipiert, in der es ein Lesebuch gibt. Die Studenten 

sollen jedoch auch zum Seminar beitragen. Sie bereiten die Texte vor und interpretieren und lesen Texte 
auch im Unterricht. Wo es möglich ist, halten die Studenten auch kurze Referate zu einzelnen Themen.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学生出勤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选用教材 
1. Christian Deick 等编著《Deutsche Geschichte.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Ravensburger Buchverlag出版社，2008年 6月 第 3版 
执笔：Felix Kruppa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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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口译（一） 
Chinese-German Interpretation 1 

课程号：4080101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大三学生的专业选修课程，是德语专业课程体系中一门重要的高

级语言实践课。口译是一项专业而艰巨的工作，需要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相关专

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在前两年的学习中，学生在德语听、说、读、写诸方面均打下

了扎实的基础后，成为掌握德汉两种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的双语人。本课程的设立旨在通过高强度

训练使之能成为称职的口译员。 
德语口译是一门语言技能与专业知识相结合的课程。本课程以口译理论和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作

指导，通过讲授口译基本技巧以及各种交际环境中语言的正确表达方式，以期达到以下教学目标： 
1、全方位地对学生进行口译技巧和逻辑推理能力训练，锻炼学生的瞬时记忆、快速笔记、理

解转换、生词解意等能力水平，增强学生的翻译技巧； 
2、通过分专题教授口译常用表达与专业词汇，并结合课外口译实践，拓宽学生知识面，培养

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口译相关技巧的综合运用能力、认知推理能力，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 
3、使学生初步达到可从事生活翻译、陪同翻译、国际研讨翻译以及外事接待、外贸业务洽谈

等工作的水平，具有独立工作能力及过硬的心理素质，以培养更多的德语口译菁英人才。 
简而言之，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德语口译的基础知识、

理解交替传译、同声传译的基本原理，为法律德语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及练习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德汉口译基础理论讲解——以文化娱乐之柏林网络文化论坛为例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Identität im Internet 
2．李克强总理《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学习目标： 
1．了解交替翻译、同声传译的基本原理与工作方法。 
2．通过原声材料进行徳汉、汉德口译实战训练。 
3．初步尝试瞬时记忆、笔记、复述等翻译技巧。 
作业： 
将上课使用的两段材料反复练习。 

知识单元 2：徳汉口译技巧讲解——以自然科技之德国人工关节移植为例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Künstliches Gelenk 
2．李克强总理《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学习目标： 
1．进一步学习口译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翻译技巧。 
2．进行句段口译训练，熟悉掌握以上技巧。 
3.  积累该专题相关专业词汇和常用表达。 
作业： 
将上课使用的两段材料反复练习。 

知识单元 3：徳汉口译技巧讲解——以经济贸易之西门子企业改革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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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Siemens-Geschäft 
2．李克强总理《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学习目标： 
1．进一步学习口译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翻译技巧。 
2．进行句段口译训练，熟悉掌握以上技巧。 
3.  积累该专题相关专业词汇和常用表达。 
作业： 
将上课使用的两段材料反复练习。 
（二） 实践教学（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基础理论讲解，

以柏林网络文化论坛为例（第一部分）；汉德口译基础理论讲解，以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2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基础理论讲解，

以柏林网络文化论坛为例（第二部分）；汉德口译基础理论讲解，以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3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基础理论讲解，

以柏林网络文化论坛为例（第三部分）；汉德口译基础理论讲解，以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4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基础理论讲解，

以柏林网络文化论坛为例（第四部分）；汉德口译基础理论讲解，以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5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基础理论讲解，

以柏林网络文化论坛为例（第五部分）；汉德口译基础理论讲解，以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6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基础理论讲解，

以柏林网络文化论坛为例（第六部分）；汉德口译基础理论讲解，以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7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技巧讲解，以人

工关节移植为例（第一部分）；汉德口译技巧讲解，以《2014年政府
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8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技巧讲解，以人

工关节移植为例（第二部分）；汉德口译技巧讲解，以《2014年政府
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9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技巧讲解，以人

工关节移植为例（第三部分）；汉德口译技巧讲解，以《2014年政府
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10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技巧讲解，以人

工关节移植为例（第四部分）；汉德口译技巧讲解，以《2014年政府
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11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技巧讲解，以西

门子企业改革为例（第一部分）；汉德口译技巧讲解，以《2014年政
府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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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技巧讲解，以西

门子企业改革为例（第二部分）；汉德口译技巧讲解，以《2014年政
府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13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技巧讲解，以西

门子企业改革为例（第三部分）；汉德口译技巧讲解，以《2014年政
府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14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技巧讲解，以西

门子企业改革为例（第四部分）；汉德口译技巧讲解，以《2014年政
府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15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技巧讲解，以西

门子企业改革为例（第五部分）；汉德口译技巧讲解，以《2014年政
府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16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技巧讲解，以西

门子企业改革为例（第六部分）；汉德口译技巧讲解，以《2014年政
府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德汉翻译理论、技巧与实际操作总结与答疑 

2 无 

注：课程内容详细说明 
1. Identität im Internet (1)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1) 
1-1. 德译汉 
“Identität als ein handelbares Gut, das sich aus dem Wechselspiel von Angebot und Nachfrage 

bildet.„ So sehen es die Google-Direktoren Erik und J. Die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lerin M zitierte 
die beiden in ihrem Eröffnungsvortrag. "Ich versuche, dort Marktführer zu werden, und wenn ich nicht 
Marktführer bin, bin ich relativ schnell nichts." 

身份作为一种可交易的商品，是因供需关系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谷歌的领导 Erik 和 J 这样
认为。传播学专家 M 在其开幕致辞中引用了这两位的观点。“我尝试，（在网络中）成为市场的主
导。当我不是市场主导时，我很快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Man kann es für Schwarzmalerei halten, aber in großen sozialen Netzwerken ist es schon Realität: 
die Nutzer berichten vor allem über ihre Erfolge. 
人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悲观的表述，但在庞大的社交网络中它确实是一个事实：使用者首先

会宣扬他们的成绩。 
"Ich greife Facebook nur heraus, weil es dazu eine spannende Studie vom Januar des vergangenen 

Jahres gibt. Und diese Studie hat herausgefunden, dass Sozialnetzwerke bei einem Teil der Nutzer 
negative Gefühle auslösen können. Die Forscher sehen den Grund für diese Empfindungen darin, dass 
eine Art Neid entsteht auf die positiven Nachrichten der anderen.„ 

“我选取脸书为例，因为它去年一月发表了一项吸引人的研究。研究指出，社交网络会引发一
部分使用者的负面情绪。研究者认为，这些情绪是来源于对于其他人好消息的一种嫉妒情绪。” 

1-2. 汉译德 
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56.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7.7%。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

制在 2.6%。 
Der Wirtschaftsablauf verzeichnete eine positive Tendenz in der Stabilität. Das Bruttoinlandsprodukt 

erreichte 56,9 Billionen Yuan, was gegenüber dem vorangegangenen Jahr eine Zunahme um 7,7% 
bedeutet. Die Wachstumsrate der Konsumentenpreise wurde bei 2,6% gehalten. 

城镇登记失业率 4.1%。城镇新增就业 1310万人，创历史新高。进出口总额突破 4万亿美元，
再上新台阶。 

Die Quote der registrierten Arbeitslosen in den Städten wurde bei 4,1% gehalten, die Zahl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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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chäftigten in den Städten stieg um 13,1 Millionen, was eine Rekordhöhe darstellte. Das gesamte 
Import- und Exportvolumen belief sich auf mehr als 4 Billionen US-Dollar und wurde damit auf eine neue 
Stufe gehoben.  

2. Identität im Internet (2)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2) 
2-1. 德译汉 
Was also tun? Selbstoptimierung heißt das Schlüsselwort. Und dafür bieten viele Unternehmen 

technologische Unterstützung an.  
人们应该怎么做呢？自我优化进步是关键。许多企业为此提供技术上的帮助。 
"Wenn Sie diesen Armreif tragen, können Sie dokumentieren, was Sie über den Tagesverlauf tun. Sie 

haben 8736 Schritte getan, Sie sind 928 Stufen gestiegen, Sie haben dabei 1459 Kalorien verbraucht , 
leider haben Sie 1845 Kalorien schon zu sich genommen. Sie haben im Auto den Weg in die Stadt dreimal 
zurückgelegt und sind dabei einmal zu schnell gefahren, aber haben dreimal scharf gebremst. Deshalb 
wird die Versicherung in nächster Zeit hochgesetzt." 

当您戴上这个手环时，您就可以记录您每天的日程。您走了 8736步，您爬了 928层楼梯，您
消耗了 1459卡路里，然而您摄入了 1845卡。您开车经过了这条路三次而且有一次开得太快了，但
您一共急刹车了三次。因此下一阶段的保险费会很高。 

2-2. 汉译德 
居民收入和经济效益持续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实际增长 9.3%。 
Das Einkommen der Bevölkerung und die Wirtschaftseffizienz wurden ständig erhöht. Das 

verfügbare Pro-Kopf-Einkommen der Stadtbewohner nahm real um 7% zu, die reale Wachstumsrate des 
Pro-Kopf-Nettoeinkommens der Landbewohner betrug 9,3%. 

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1650万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2.2%。
财政收入增长 10.1%。 

Die Zahl der Armen auf dem Land wurde um 16,5 Millionen reduziert und der 
Einkommensunterschied zwischen den Stadt- und Landbewohnern nahm weiter ab. Die Wachstumsrate 
der Gewinne, die die großen Industrieunternehmen realisiert haben, betrug 12,2%. Die Finanzeinnahmen 
stiegen um 10,1%. 

3. Identität im Internet (3)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3) 
3-1. 德译汉 
In den USA, so M, gibt es solche Versicherungsmodelle bereits, ebenso wie Gentests, die man 

absolvieren kann, um den Tarif seiner Krankenversicherung zu senken. Das Solidaritätsprinzip, bei dem 
die Gesunden die Leistungen für die Kranken mitfinanzieren, wird ausgehebelt, und das, so M, sei erst der 
Anfang einer Entwicklung, die unsere Gesellschaft verändern würde, wenn wir nichts dagegen tun. 
在美国已经有这样的保险模式，就像基因测试一样，通过了的话就可以降低保险费用。那种健

康的人资助患病者的团结一致的原则被废除了，并且这是一种发展模式的开端——M这样说道——
如果我们不制止它的话，它就会改变整个社会。 

Eine Strategie, die viele Redner beim Forum Netzkultur empfahlen, ist, sich im Internet nicht 
vorhersehbar zu verhalten. Zum Beispiel, indem man mehrere Facebook-Profile hat oder innerhalb eines 
Profils Kommentare abgibt, die nicht zueinander passen. Wer das tut, streut Sand ins Getriebe der 
datensammelnden Unternehmen. 

一项网络文化论坛的许多演讲者都推荐的方法是，不要在网络上表现的有预见性——比方说建
立许多脸书账号或者在一个账号下发表相冲突的评论。这样做的人就是在给那些信息收集公司设置

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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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汉译德 
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粮食产量超过 1.2 万亿斤，实现“十连增”。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Die Regulierung der Wirtschaftsstruktur erzielte positive Ergebnisse. Die Getreideproduktion betrug 

über 1,2 Billionen Jin (1 Jin = 500 Gramm), wobei eine kontinuierliche Erhöhung von zehn aufeinander 
folgenden Jahren realisiert wurde. Der Anteil des Zuwachswertes des Dienstleitungssektors lag bei 46,1% 
und übertraf damit zum ersten Mal den Anteil des sekundären Wirtschaftssektors. 

4. Identität im Internet (4)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4) 
4-1. 德译汉 
"Ich bin relativ zwanglos und auch unter meinem klaren Namen im Internet", sagt die 

Kulturwissenschaftlerin C. Sie verlegt E-Books und ist auch im Netz sehr aktiv. "Durch die Vielfalt und 
durch die absurden Komponenten meiner Bilder und meiner Informationen, die im Netz sind, verwirre ich 
glaube ich, die Leute, die die Daten auslesen, manchmal ganz gehörig. " 

“我是相对来讲随意的，而且在网上也是实名的。”文化专家 C说。她在网上出版电子书，而且
在网络上相当活跃。“网络的多元化和我的照片、信息的可笑的组成部分让我相信，那些看过这些
信息的人，有时候是相当厉害的。” 

Beim Forum Netzkultur trat C mit einem Vortrag über Selfies auf. Das sind selbstaufgenommene 
Porträtfotos, die in der Regel über soziale Netzwerke verbreitet werden. 

C在网络文化论坛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自拍的演讲。自拍一般而言是指通过社交网络传播的由自
己拍摄的照片。 

"Zum einen egalisiere ich meine Wahrnehmung, weil ich auf den Selfies aussehe wie viele andere, 
was es schwieriger auslesbar macht, und zum anderen habe ich die Möglichkeit, Unsinn zu treiben in den 
Selfies, also mich in irgendeiner Form gar nicht so zu geben, wie ich im Alltag bin, sondern mich zu 
kostümieren, alberne Dinge in mein Badezimmer zu schaffen, die dann mit auf dem Bild sind. Ich glaube, 
die NSA hat da teilweise sehr rätselhafte Bilder vor sich." 

“一方面我跟其他很多人一样，在自拍照上显得不像自己，让照片更难分辨；另一方面我可以
完成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可以展现我装扮好的样子，而非平时的样子；还可以在我的浴室里做一些

幼稚无聊的事情，并且放到自拍上。我相信，国家安全局有时候会看到一些神秘莫测的照片。” 
4-2. 汉译德 
中西部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继续提高，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全社会用电量增长 7.5%，货运量

增长 9.9%，主要实物量指标与经济增长相互匹配。 
Der Anteil des Bruttoinlandsprodukts in den zentralen und westlichen Gebieten wurde weiter 

gesteigert und die Koordiniertheit der regionalen Entwicklung verstärkt. Der Stromverbrauch in der 
ganzen Gesellschaft wuchs um 7,5%, das Gütertransportaufkommen stieg um 9,9% und die Indikatoren 
für wichtige materiale Produkte stimmten mit dem Wirtschaftswachstum überein.  

5. Identität im Internet (5)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5) 
5-1. 德译汉 
Was natürlich nicht heißt, dass die Bilder ihre Urheber immer in einem positiven Licht erscheinen 

lassen. Wer Fotos von sich ins Netz stellt, kann nie genau wissen, welche Reaktion er auslöst. 
当然，这些自拍并不总是能使其创作者得到好评。将照片放到网上的人无法得知他们的照片会

受到怎样的评价。 
"Aber wie immer im Leben: Auch wenn man weiß, dass es vernünftig wäre kein einziges 

identifizierbares Bild ins Netz zu stellen - es bringt den Leuten innerhalb der sozialen Netzwerke ja ein 
ganz großes Zugehörigkeitsgefühl. Das eine ist die Überwachung, das andere ist die Kommunik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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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gehörigkeit, Emotion." 
“然而正如一直以来的生活：即使人们知道，他们应该理智避免将自己有辨识度的照片放到网

络上，然而自拍还是能给使用社交网络的人一种巨大的归属感。这一方面是一种监控，另一方面是

一种沟通。归属，感情。” 
Nicht zuletzt deshalb ist das Veröffentlichen von Selfies längst eine Art Volkssport. Ganz anders als 

das Verfassen lyrischer Texte. Wie man mit der Hilfe von Internetdiensten dichten kann, wurde beim 
Forum Netzkultur ebenfalls gezeigt. 

另外发表自拍长久以来也是一项大众活动。这与写感情丰富的文字截然不同。在网络文化论坛

上也展示了人们如何借助网络服务来创作。 
5-2. 汉译德 
神舟十号遨游太空，嫦娥三号成功登月，蛟龙深潜再创纪录，这表明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有

智慧实现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Das Raumschiff „Shenzhou X“ durchstreifte das Weltall, die Mondsonde „Chang e” landete 

erfolgreich auf dem Mond und das Tiefseetauchen des bemannten Forschungs-U-Boots „Jiaolong” stellte 
wieder einen neuen Rekord auf. Das zeigt, dass das chinesische Volk durchaus die Fähigkeit und die 
Weisheit besitzt, das Ziel zum Aufbau Chinas zu einem innovationsorientierten Land zu realisieren.  

6. Identität im Internet (6)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6) 
6-1. 德译汉 
"Erster Schritt ist, dass man drei nicht verwandte Suchbegriffe definiert und sie bei Google eintippt. 

Und der zweite Schritt ist, dass man aus den Suchergebniszeilen der 30 ersten Resultate das Material 
selektiert." 

“第一步是选三个不同的关键词，然后输进谷歌里。第二步是从搜索结果的前三十个里选取材
料。” 

Erklärt T, der Gedichter, die auf diese Art entstanden sind, auch schon in einem Lyrikband 
veröffentlicht hat. Er hat die Wörter, die er im Internet gefunden hat, nicht verändert, aber vieles 
weggestrichen und neu arrangiert. Andere Autoren haben auch das Computerprogrammen überlassen. 

T这样解释道，他是一个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诗人，他的诗已经在一本诗集中发表了。他没有
改动他在网络上找到的文字，但删去了很多，而且重新编排了。其他作者也将工作交给了电脑程序。 

Daniela zum Beispiel arbeitet mit dem Google Translator. Sie lässt Texte in andere Sprachen und 
dann wieder zurück ins Deutsche übersetzen. Der Sinn geht dabei zwar oft verloren, aber so können auch 
hochexpressive Sprachgebilde entstehen. „Ein interessanter Text muss nicht unbedingt ein Ausdruck von 
Persönlichkeit sein." 
例如 Daniela就用谷歌翻译工作。她先把文字翻译成其他语言然后再翻译回德语。文章原义经

常会丢失，但这样可以产生极具表现力的表达方式。“有趣的文章不一定要是个人的表达。” 
Wenn aus künstlerischen Texten Schlüsse gezogen werden, die sich auf die Person des Autors 

beziehen, ist die Freiheit der Kunst in Gefahr. Schnell wird die NSA den lyrischen Code eines Gedichts 
nicht knacken. 

如果从文学艺术作品中能得出关于作者个人的结论的话，那么艺术自由就岌岌可危了。很快国

家安全局就会不再干扰诗中的情感表达。 
6-2. 汉译德 
过去一年，困难比预料的多，结果比预想的好。经济社会发展既有量的扩大，又有质的提升，

为今后奠定了基础。这将鼓舞我们砥砺前行，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Im vergangenen Jahr traten mehr Schwierigkeiten als erwartet auf, aber die Ergebnisse übertrafen 

unsere Vorstellung. Bei der wirtschaftlich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wurden sowohl die 
Vergrößerung der Quantität als auch die Erhöhung der Qualität realisiert, was eine Grundlage für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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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künftige Entwicklung schuf. Dies ermutigt uns, Bewährungsproben zu bestehen, vorwärts zu schreiten 
und ständig neue Glanzleistungen zu erzielen. 

7. Künstliches Gelenk (1)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7) 
7-1. 德译汉 
Bakterien sind überall, auch im Operationssaal. Trotz aller Hyginevorschriften werden sie 

gelegentlich auch übertragen und lösen Infektionen aus. Ein Risiko, dass gerade beim Hüftgelenk-Ersatz 
hoch ist, meint Dr. Las. 

细菌无处不在，包括手术室中。尽管有许多卫生措施，有时它们还是会被传播并引发感染。Las
博士认为，这是臀部人工关节移植手术的风险之一。 

"Der Unterschied ist einfach: Eine normale Wunde braucht etwa 10.000 bis eine Million Keime, um 
eine Infektion zu erreichen. Das gleiche können Sie bei einem Fremdkörper mit 100 Keimen 
erreichen.Und das ist Risiko." 

“区别显而易见：普通伤口需要一万至一百万细菌才会感染，然而异体导致的伤口有一百个细
菌就会感染。这就是风险所在。” 

7-2. 汉译德 
一是着力深化改革开放，激发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 
Erstens wurden die Reform und Öffnung mit konzentrierten Kräften vertieft und die Vitalität des 

Marktes sowie die de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innewohnende Triebkraft entfacht.  
在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宏观调控抉择两难的情况下，我们深处着力，把改革开放作为发展的

根本之策，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In der Situation, dass die inländische und internationale Lage verwickelt und kompliziert war und die 

Entscheidung der makroökonomischen Steuerung in ein Dilemma geriet, konzentrierten wir uns auf tiefe 
Ebenen, betrachteten die Reform und Öffnung als die grundlegende Politik für die Entwicklung, brachten 
die unsichtbare Hand des Marktes voll zur Entfaltung und machten von der sichtbaren Hand der 
Regierung guten Gebrauch, so dass ein stabiles Wirtschaftswachstum gefördert wurde.  

8. Künstliches Gelenk (2)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8) 
8-1. 德译汉 
Es wird noch vergrößert, wenn die Abwehr der Patienten eingeschränkt ist, durch hohes Alter, 

Übergewicht oder eine Zuckerkrankheit. Rund ein Prozent der Prothesen müssen wegen einer Infektion 
nach einem bis zwei Jahren ausgetauscht werden, in Deutschland sind das immerhin zwischen 5.000 und 
8.000 zusätzliche Operationen.  

当病人的免疫力因高龄、超重或糖尿病而降低时，伤口感染的几率还会增加。约有百分之一的

人工关节因感染而需在一至两年后更换，在德国会因此至少增加 5000至 8000起附加手术。 
"Was wir zusätzlich hier anwenden ist eine antiseptische Seife, das heißt eine Seife, die auch an sich 

schon Bakterien reduziert. Und die kann man in der Regel fünf Tage anwenden und somit ist man bestens 
für die Operation vorbereitet." 

“我们在这里附加使用的是一款抗菌肥皂，也即可以减少细菌的肥皂。这款肥皂通常要使用五
天，以便为手术做最好的准备。” 

8-2. 汉译德 
我们从政府自身改起，把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作为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 
Wir gingen von der eigenen Reform der Regierung aus und legten die beschleunigte Umwandlung 

der Funktionen sowie die Verschlankung der Verwaltung und Dezentralisierung als die erste wichtige 
Aufgabe der gegenwärtigen Regierung nach der Aufnahme ihrer Amtstätigkeit fest. 
国务院机构改革有序实施，分批取消和下放了 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



8133 

目目录，推动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各地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大幅减少行政审批事项。 
Die institutionelle Reform des Staatsrates wurde geordnet durchgeführt und 416 Angelegenheiten der 

administrativen Überprüfung und Genehmigung wurden gruppenweise aufgehoben bzw. den 
untergeordneten Stellen übertragen.Die durch die Zentralregierung bestätigten Verzeichnisse von 
Investitionsprojekten wurden überarbeitet und die Reform des Registrierungssystems für Industrie und 
Handel wurde angestoßen. Die Lokalregierungen allerorts trieben die Umwandlung ihrer Funktionen und 
die Reform der Regierungsorgane aktiv voran und reduzierten die Gegenstände der administrativen 
Überprüfung und Genehmigung in großem Maße.  

9. Künstliches Gelenk (3)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9) 
9-1. 德译汉 
Das kostet etwa 16 Euro und senkt die Bakterienbelastung auf ein Zehntel. Wie sich das auf das 

Infektionsrisiko auswirkt, sollte sich in etwa drei Jahren widerspiegeln.  
这款肥皂的价格为 16 欧元，可以将细菌数量减少十分之一。它对抗感染的效果到底如何，还

有待在约三年内加以验证。 
Wenn ein Patient über Schmerzen am künstlichen Gelenk klagt, wird heute nicht mehr lange gewartet. 

Die Ärzte stechen mit einer Nadel ins Gelenk und entnehmen dort etwas Flüssigkeit. Die Erreger lassen 
sich darin nur selten nachweisen.  

现在，当病人抱怨人工关节带来的疼痛时，他可以不必等待太久。医生们用针刺进关节里并从

中取出一些液体。只有少数时候其中有病原体。 
9-2. 汉译德 
扩大“营改增”试点，取消和免征行政事业性收费 348项，减轻企业负担 1500多亿元。 
Die Pilotversuche, statt der Gewerbesteuer die Mehrwertsteuer zu erheben, wurden erweitert, die 

Erhebung von 348 Arten von Gebühren durch die Administration und die öffentlichen Institutionen wurde 
abgeschafft bzw. erlassen und die Belastung der Unternehmen wurde um mehr als 150 Milliarden Yuan 
verringert.  

这些都为市场松了绑，为企业添了力，全国新注册企业增长 27.6%，民间投资比重上升到 63%。 
Dadurch wurden dem Markt die Fesseln abgenommen und den Unternehmen neue Triebkräfte 

gegeben. Die Zahl der neu registrierten Unternehmen des ganzen Landes wuchs um 27,6% und der Anteil 
der privaten Investitionen stieg auf 63%.  

10. Künstliches Gelenk (4)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10) 
10-1. 德译汉 
"Wir müssen in der Zukunft das weiter evaluieren, ob es einen Vorteil gibt. Es ist leider mit großen 

Kosten verbunden und kommt deswegen als Routineverfahren jetzt nicht in Betrachtung. Zusätzlich haben 
wir mit den jetzigen Methoden in 98 Prozent die Diagnose." 

“我们必须得在将来证实它是否具有优势。遗憾的是它花费高昂，因此现在不能作日常使用。
另外在 98%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凭借现在的方法作出诊断。” 

Und die ist entscheidend, weil die Chirurgen den Austausch eines künstlichen Gelenkes ganz anders 
planen, wenn Bakterien vor Ort sind. Sie entfernen dann in jedem Fall das komplette Kunstgelenk, um 
keinen Rest Bakterien im Gelenk zurückzulassen. Die Erreger werden dann von den Kunststoff- oder 
Metallteilen abgelöst und angezüchtet. Nach ein bis zwei Wochen wissen die Ärzte, welche Antibiotika 
sie einsetzen müssen. 
并且这是决定性的，因为当医生们发现有细菌时，会给出不同的人工关节的替换方案。他们每

次都将人工关节分离，以保证关节中没有残留的细菌。病原体会被从关节材料上分离出来并加以培

养。经过一至两周医生们就会知道应当使用哪种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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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汉译德 
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在全国进行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试点。启动不动产统一登记。 
Die Kontrolle über Zinssätze der Kredite wurde allseitig aufgehoben und der Pilotversuch mit dem 

System der Übertragung von Aktien der kleinen und mittelständischen Unternehmen landesweit 
durchgeführt. Die einheitliche Registrierung von Immobilien wurde in Angriff genommen.  
简政放权等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发展动力和社会创造力。 
Durch die Reform wie Verschlankung der Verwaltung und Dezentralisierung wurden die Vitalität des 

Marktes, die Triebkraft der Entwicklung und die schöpferische Kraft der Gesellschaft enorm stimuliert. 
11. Künstliches Gelenk (5)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11) 
11-1. 德译汉 
"Das Problem ist, dass die Beschichtungen, die wir bislang gehabt haben, dass die beim Einschlagen 

der Prothese praktisch abgeschält wurden, und damit die Wirksamkeit nicht mehr da war." 
“问题在于，我们迄今为止所使用的涂料会在假肢的植入过程中剥落，并因此失去效用。” 
Las ist trotzdem optimistisch. In Berlin wurden mehrere neue Verfahren zur Beschichtung mit 

Antibiotika vorgestellt. Zum Beispiel lassen sich die Medikamente an Fette koppeln und bleiben so auch 
beim Einsetzen der Prothese haften. "Das ist die Zukunft und das wird dann auch wirklich das Szene 
verändern." 

然而 Las还是乐观的。在柏林人们引进了更多新的带有抗生素的涂料的制作方法。比方说，人
们将药物附着在脂肪上，使其能在假肢被植入时还能保持粘着性。“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并能切
实改变现状。 

11-2. 汉译德 
我们推动开放向深度拓展。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

管理模式。 
Wir vertieften die Öffnung nach außen. Die Chinesische Pilot-Freihandelszone in Shanghai wurde 

eingerichtet und das Verfahren, mit dem der auswärtigen Investition bereits vor dem Marktzugang die 
Inländerbehandlung gewährt und sie mit der Negativliste verwaltet wird, erforscht. 

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 
Die Gedanken vom Aufbau der Wirtschaftsregion Seidenstraße und der maritimen Seidenstraße im 

21. Jahrhundert wurden formuliert. Die aktualisierte Version der Freihandelszone China-ASEAN wurde 
gestaltet.  

12. Siemens-Geschäft (1)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12) 
12-1. 德译汉 
Mit den aktuellen Geschäftszahlen wollte sich die Siemens-Spitze gar nicht lange aufhalten. Ein 

durchwachsenes Ergebnis - zwar stieg der Gewinn nach Steuern im Vergleich zum Vorjahreszeitraum um 
16 Prozent deutlich an, doch drücken Währungseinflüsse das operative Ergebnis.  
西门子高层不愿长期停留在当前的营业额上。一个马马虎虎的成绩——尽管与去年同期相比税

后利润上涨了 16%，但由于货币影响实际结果却大打折扣。 
Ohne diese Effekte liegt der Gesamtumsatz um ein Prozent höher als Vorjahr, doch sank der Auftrag 

um zehn Prozent. Für Konzernchef Joe ist die aktuelle Geschäftsentwicklung der Beweis, dass noch viel 
zu tun ist. Und das heißt vor allem Konzernumbau.  

忽略这些影响因素的话，本年度总销售额较去年上升一个百分点，然而订单量却下降了 10%。
对于西门子老板 Joe而言目前该企业的发展状况证明了还有许多事必须要做，居于首位的就是企业
的改建。 

12-2. 汉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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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瑞士、冰岛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实施稳定外贸增长的政策，改善海关、检验检疫等监管服务。 
Das Freihandelsabkommen jeweils mit der Schweiz und mit Island wurde unterzeichnet. Die Politik 

zur Stabilisierung des Außenhandelswachstums wurde durchgeführt und die Kontrolle und Verwaltung 
sowie Dienstleistungen der Zollämter und Institutionen für Warenprüfungen und epidemiologische 
Prüfungen wurden verbessert. 

成功应对光伏“双反”等重大贸易摩擦。推动高铁、核电等技术装备走出国门，对外投资大幅增
加，出境旅游近亿人次。 

Die großen Handelsreibereien wie die „Antidumpings- und Antisubventionsuntersuchung” gegen 
chinesische Photovoltaik-Hersteller wurden erfolgreich beigelegt. Die technologischen Anlagen wie für 
Hochgeschwindigkeitsbahn und Erzeugung von Elektrizität durch Kernenergie wurden aufgrund der 
Förderung ins Ausland ausgeführt, die Investitionen im Ausland wurden in großem Maße aufgestockt und 
die Zahl der Touristen, die in die außerhalb des chinesischen Festlandes liegenden Regionen reisten, 
betrug nahezu 100 Millionen. . 

13. Siemens-Geschäft (2)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13) 
13-1. 德译汉 
"Siemens steht - wie kein anderes Unternehmen - für Innovation. Das wird in Zukunft auch so 

bleiben." 
“与其他企业不同，西门子代表着创新，这一点将来也不会改变。” 
Die von Kesers Vorgänger Peter eingeführte Sektoreinteilung des Konzerns wird aufgelöst und die 

Zahl der strukturellen Einheiten von 16 auf 9 reduziert. Diese "Vision 2020" soll eine 
Konzernorganisation mit flachen Strukturen hervorbringen. 

由 Keser的前任 Peter所主导的该企业的区域划分已经瓦解，企业结构单位由 16个减少到 9个。
此次的“2020年展望计划”将会给该企业带来齐整的组织结构。 

13-2. 汉译德 
开放的持续推进，扩大了发展的新空间。 
Durch das andauernde Vorantreiben der Öffnung wurde ein neuer Handlungsspielraum für die 

Entwicklung ausgebaut. 
二是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 
Zweitens wurden die Gedankengänge sowie die Art und Weise der makroökonomischen Steuerung 

erneuert und der Wirtschaftsablauf in einem rationalen Spielraum wurde gewährleistet.  
14. Siemens-Geschäft (4)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14) 
14-1. 德译汉 
"Wir stärken die Konzernleitung. Wir nehmen Komplexität aus dem Unternehmen heraus und senken 

bis Ende 2016 die Kosten nachhaltig um eine Milliarde Euro. Wir bringen die Geschäfte in Ordnung, die 
ihr Potential noch nicht voll ausschöpfen. Dabei legen wir den Focus auf die Geschäfte, die den größten 
Nachholbedarf haben." 

“我们加强了企业的领导。我们减少了企业的复杂性，而且截至 2016年年底将企业的花销减少
一百万欧元。我们重新整顿店铺的秩序，它并未完全发挥出它的潜力。同时我们将关注点放在有大

量需求的店铺上。” 
14-2. 汉译德 
面对跌宕起伏的经济形势，我们保持定力，明确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和防通胀的上限。 
Angesichts der großen Schwankungen in der Wirtschaftslage handelten wir gefasst und behaupteten 

in aller Deutlichkeit die untere Grenze der Stabilisierung des Wachstums und der Gewährleistung der 
Beschäftigung sowie die obere Grenze der Verhütung der Inf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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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就集中精力抓住转方式调结构不放松，保持宏观政策基本取向不动

摇，以增强市场信心、稳定社会预期。 
Solange die Wirtschaft in einem rationalen Spielraum ablief, konzentrierten wir uns unablässig auf 

die Veränderung der Art und Weise der Wirtschaftsentwicklung sowie die Regulierung der 
Wirtschaftsstruktur und hielten unbeirrt an der grundlegenden Orientierung der makroökonomischen 
Politik fest, um die Zuversicht des Marktes zu festigen und die gesellschaftliche Erwartung zu 
stabilisieren. 

15. Siemens-Geschäft (5)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15) 
15-1. 德译汉 
Wachstumsfelder sieht der Konzernchef vor allem im Markt für kleine Gasturbinen, 

Offshore-Windanlagen, aber auch bei der Förderung von unkonventionellem Öl und Gas. Die 
zunehmende Digitalisierung will Keser voll ausschöpfen, vor allem durch schnellere und effizientere 
Produktentwicklungen. 

西门子老板最看好的市场增长领域首先是小型燃气轮机，水上风力发电设备，同时还有非传统

型石油与燃气开发。Keser想逐步实现完全的数字化——主要通过快速高效的产品发展。 
15-2. 汉译德 
去年上半年，出口大幅波动，经济持续下行，中央财政收入一度出现多年少有的负增长，银行

间同业拆放利率一度异常升高，国际上出现中国经济可能“硬着陆”的声音。 
Im ersten Halbjahr 2013 zeigte der Export heftige Schwankungen, die Wirtschaft ging kontinuierlich 

zurück, eine Zeitlang verzeichneten die Finanzeinnahmen des zentralen Haushaltes ein in vielen Jahren 
selten zu beobachtendes Minuswachstum und die Interbankzinssätze schnellten in eine ungewöhnliche 
Höhe und international kam die Meinung von einer möglichen „harten Landung“ der chinesischen 
Wirtschaft auf. 

16. Siemens-Geschäft (6)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16) 
16-1. 德译汉 
Was die geplante Kostensenkung von einer Milliarde Euro bis 2016 konkret für die Entwicklung der 

Arbeitsplätze bedeutet, ließ der Konzernchef heute erst einmal offen. Weitere Details würden nach 
Beratungen mit den Arbeitnehmervertretern mitgeteilt. Der Konzern hatte bereits im Zuge des 
Sparprogramms "Siemens 2014" rund 15.000 Stellen gestrichen. Nun befürchten Gewerkschaften eine 
Fortschreibung der Arbeitsplatzverluste. 

预计至 2016 年底减少的一百万欧元开销对于工作岗位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西门子老板也于今
日公布了答案。具体细节将会在与劳工代表协商后再发表。西门子已在其节省计划“西门子 2014”
实施过程中裁掉了约 15000个岗位。现在公会担心工作岗位的进一步减少。 

16-2. 汉译德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采取短期刺激措施，不扩

大赤字，不超发货币，而是增加有效供给，释放潜在需求，沉着应对市场短期波动，保障经济运行

不滑出合理区间，让市场吃了“定心丸”，成为经济稳中向好的关键一招。财政赤字控制在预算范围
内，广义货币M2增 13.6%，符合调控要求。 

Angesichts dieser Umstände hielten wir an der proaktiven Finanzpolitik und der besonnenen und 
sicheren Geldpolitik fest, ergriffen keine Maßnahmen zur kurzfristigen Stimulation, vergrößerten den 
Umfang des Defizits nicht und unterließen die übermäßige Geldversorgung. Stattdessen steigerten wir das 
effektive Angebot, setzten die potentielle Nachfrage frei, begegneten den kurzfristigen Schwankungen des 
Marktes gelassen und gewährleisteten, dass die Wirtschaft nicht außerhalb des rationalen Spielraums 
ablief. Damit wurde der Markt beruhigt und der entscheidende Schritt zur positiven Entwicklung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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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tschaft bei der Beibehaltung der Stabilität getan. Das Budgetdefizit des vorigen Jahres wurde im 
Rahmen des Haushalts gehalten und die umlaufende Geldmenge (M2) um 13,6% erhöht, was mit den 
Forderungen der Steuerung übereinstimmte. 
德译汉 
Der Ausblick für das weitere Geschäftsjahr bleibt herausfordernd, wie Keser sagt. Hoffnung mache 

derzeit aber das Geschäft auf dem amerikanischen Markt.Am Nachmittag will Siemens-Chef Joe Kaeser 
dann in Berlin auch direkt 250 Mitarbeitern Rede geben. Der 56-Jährige arbeitet seit 34 Jahren für das 
Unternehmen. Und er wird wohl ein Versprechen wiederholen, welches er bereits am Vormittag den 
Journalisten und Analysten gab. 

正如 Keser所言，新的一年预计是充满挑战的一年。而这家企业将希望寄托在了美国市场上。
下午西门子老板 Joe将会在柏林向 250名同事发表演讲。这名 56岁的男子已为这家企业工作了 34
年。他大概会信守他今天上午对记者与分析人士做出的承诺。 

"Ich persönlich stehe dann dafür, dass die nachfolgende Generation ein besseres Unternehmen 
weiterführen kann. Das ist meine Vision und das ist mein Versprechen." 

“我以个人名义保证，下一代能继续经营一个更好的企业。这是我的愿望，也是我的承诺。” 
汉译德 
在保持总量政策稳定的同时，积极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优化财政支出，整合压缩专项转移支

付。中央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一般性支出压减 5%，各地也压减一般性支出，腾出的资金用于改善
民生、发展经济。对小微企业实行税收优惠，600多万户企业受益。通过审计，摸清全国政府性债
务底数。加强金融监管和流动性管理，保持金融稳健运行。 

Während die Politik über die Gesamtmenge von Geld- und Kreditversorgung stabil blieb, wurde aus 
deren Bestand aktiv Effizienz erzielt und von der Zunahme guter Gebrauch gemacht. Die Finanzausgaben 
wurden optimiert und zweckgebundene Transferzahlungen integriert und reduziert. Die allgemeinen 
Ausgaben der zentralen Partei- und Staatsorgane sowie öffentlichen Institutionen wurden um 5% reduziert, 
auch die lokalen Partei- und Staatsorgane sowie öffentlichen Institutionen drosselten ihre allgemeinen 
Ausgaben. Die sich daraus ergebenden Geldmittel wurden für die Verbesserung der Lebenshaltung der 
Bevölkerung und di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verwendet. Die Steuervergünstigung wurde den kleinen und 
Kleinstunternehmen gewährt, wovon über 6 Millionen Unternehmen profitierten. Durch 
Rechnungsprüfungen wurde der gesamte Umfang von Schulden der Zentralregierung und der 
Lokalregierungen des ganzen Landes festgestellt. Die Kontrolle und Verwaltung des Finanzwesens sowie 
das Liquiditätsmanagement wurden verstärkt und damit wurde ein stabiler Ablauf im Finanzwesen 
aufrechterhalten.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高级德语、德语笔译、高级德语听力、 
后续课程：法律德语、德语口译（二）、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1、掌握交替传译理论技巧，能够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熟练运用。 
2、能够精准、流畅、高质量地完成口译工作。 
3、掌握相关词汇和常用表达。 
难点：1、提升专业素质，保障高强度环境下的翻译质量。 
2、在准确基础上灵活运用各种技巧，达到信、达、雅的译文标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项目教学法：记忆（瞬间记忆和短期记忆)、笔记训练、数字口译等专项练习； 
2、专题实练法：按照口译材料的内容分为不同教学专题，在深化学生对该专题知识理解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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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穿插口译技巧训练，以面及点、以点促面，广度与深度相结合； 
3、模拟实战法：每堂课均设有一定的模拟实战时间，通过对口译场景的再现切实提高学生的

口译能力，锻炼其心理素质。 
4、分组教学法：学生以两人为一小组互作翻译训练，相互纠正错误、督促学习，提高学生学

习积极性。 
教学手段： 
1、直观教学手段 
2.、电化教学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口译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视实际情况具体操作。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口译教学特点， 从 ZDF，ARD，Deutschlandfunk，国务院总理

政府工作报告， 外交部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总理答中外记者问等材料中有的放矢地精选各专业类
别听力材料及参考《同传捷径》等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黄雪媛等编著《同传捷径－德语高级口译技能训练与实战演练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 2月 第 1版。 
2. 《德语口译教程》，李逵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执笔：王强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5日 

 

德语口译（二） 
Chinese-German Interpretation 2 

课程号：4080101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大三学生的专业选修课程，是德语专业课程体系中一门重要的高

级语言实践课。口译是一项专业而艰巨的工作，需要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相关专

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在前两年的学习中，学生在德语听、说、读、写诸方面均打下

了扎实的基础后，成为掌握德汉两种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的双语人。本课程的设立旨在通过高强度

训练使之能成为称职的口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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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口译是一门语言技能与专业知识相结合的课程。本课程以口译理论和其他相关学科理论作

指导，通过讲授口译基本技巧以及各种交际环境中语言的正确表达方式，以期达到以下教学目标： 
1、全方位地对学生进行口译技巧和逻辑推理能力训练，锻炼学生的瞬时记忆、快速笔记、理

解转换、生词解意等能力水平，增强学生的翻译技巧； 
2、通过分专题教授口译常用表达与专业词汇，并结合课外口译实践，拓宽学生知识面，培养

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口译相关技巧的综合运用能力、认知推理能力，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 
3、使学生初步达到可从事生活翻译、陪同翻译、国际研讨翻译以及外事接待、外贸业务洽谈

等工作的水平，具有独立工作能力及过硬的心理素质，以培养更多的德语口译菁英人才。 
简而言之，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德语口译的基础知识、

理解交替传译、同声传译的基本原理，为法律德语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及练习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德汉口译技巧讲解——以经济贸易之中德机械制造比较为例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 China als Konkurrent und Antreiber 
2. 李克强总理《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学习目标： 
1．进一步学习口译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翻译技巧。 
2．进行句段口译训练，熟悉掌握以上技巧。 
3.  积累该专题相关专业词汇和常用表达。 
作业： 
将上课使用的两段材料反复练习。 

知识单元 2：徳汉口译模拟训练——以政治法律之德国监狱自杀现象为例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Suizide im Gefängnis  
2．李克强总理《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学习目标： 
1．进一步学习口译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翻译技巧。 
2．进行句段口译训练，熟悉掌握以上技巧。 
3.  积累该专题相关专业词汇和常用表达。 
作业： 
将上课使用的两段材料反复练习。 

知识单元 3：徳汉口译模拟训练——以自然科技之全球湖泊暖化为例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Erderwärmung 
2．李克强总理《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学习目标： 
1．进一步学习口译实际操作过程中的翻译技巧。 
2．进行句段口译训练，熟悉掌握以上技巧。 
3.  积累该专题相关专业词汇和常用表达。 
作业： 
将上课使用的两段材料反复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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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践教学（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技巧讲解，以中

德机械制造比较为例（第一部分）；汉德口译技巧讲解，以《2014 年
政府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2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技巧讲解，以中

德机械制造比较为例（第二部分）；汉德口译技巧讲解，以《2014 年
政府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3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技巧讲解，以中

德机械制造比较为例（第三部分）；汉德口译技巧讲解，以《2014 年
政府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4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技巧讲解，以中

德机械制造比较为例（第四部分）；汉德口译技巧讲解，以《2014 年
政府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5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技巧讲解，以中

德机械制造比较为例（第五部分）；汉德口译技巧讲解，以《2014 年
政府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6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模拟训练，以德

国监狱自杀现象为例（第一部分）；汉德口译模拟训练，以《2014 年
政府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7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模拟训练，以德

国监狱自杀现象为例（第二部分）；汉德口译模拟训练，以《2014 年
政府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8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模拟训练，以德

国监狱自杀现象为例（第三部分）；汉德口译模拟训练，以《2014 年
政府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9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模拟训练，以德

国监狱自杀现象为例（第四部分）；汉德口译模拟训练，以《2014 年
政府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10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模拟训练，以全

球湖泊暖化为例（第一部分）；汉德口译模拟训练，以《2014 年政府
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11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模拟训练，以全

球湖泊暖化为例（第二部分）；汉德口译模拟训练，以《2014 年政府
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12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模拟训练，以全

球湖泊暖化为例（第三部分）；汉德口译模拟训练，以《2014 年政府
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13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模拟训练，以全

球湖泊暖化为例（第四部分）；汉德口译模拟训练，以《2014 年政府
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14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模拟训练，以全

球湖泊暖化为例（第五部分）；汉德口译模拟训练，以《2014 年政府
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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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模拟训练，以全

球湖泊暖化为例（第六部分）；汉德口译模拟训练，以《2014 年政府
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2 无 

16 

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要求基本介绍，德汉口译模拟训练，以全

球湖泊暖化为例（第七部分）；汉德口译模拟训练，以《2014 年政府
工作报告》为例（详见下文） 
口译理论、技巧与实际操作总结与答疑 

2 无 

注：课程内容详细说明 
17. China als Konkurrent und Antreiber (1)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1) 
1-1. 德译汉 
Beim Umsatz liegt China längst vorne: Mit 678 Milliarden Euro ist China der größte 

Maschinenbauproduzent der Welt, fast dreimal so groß wie die deutsche Konkurrenz. Die aber liegt beim 
Export weltweit vorne. Die Frage ist, wie lange noch? 

中国在销售额方面长久以来位居前列：中国以六亿七千八百万欧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机械制造

国，这一数额几乎是其竞争对手德国的三倍。然而德国在出口方面位居世界前列。问题在于，这样

的状况还能持续多久？ 
"Die sind uns eng auf den Hacken. Und wir kämpfen um unsere Vormachtstellung. Aber China hat 

Fahrt aufgenommen."sagt R, der Präsident des Maschinenbauverbandes. Der hiesige Maschinenbau 
besorgt rund 16 Prozent des weltweiten Maschinenexports. Danach kommen die Amerikaner, auf Rang 
drei, schon mit einem Anteil von gut elf Prozent, die Chinesen. 

“中国紧跟在我们身后。我们想努力保持我们的优势地位，然而中国紧追不舍。”德国机械制造
联合会会长 R 说。德国本土机械制造约占世界机械出口量的 16%。然后是占 11%的中国和位于第
三位的美国。 

1-2. 汉译德 
在保持总量政策稳定的同时，积极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优化财政支出，整合压缩专项转移支

付。 
Während die Politik über die Gesamtmenge von Geld- und Kreditversorgung stabil blieb, wurde aus 

deren Bestand aktiv Effizienz erzielt und von der Zunahme guter Gebrauch gemacht. Die Finanzausgaben 
wurden optimiert und zweckgebundene Transferzahlungen integriert und reduziert.  

中央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一般性支出压减 5%，各地也压减一般性支出，腾出的资金用于改善
民生、发展经济。 

Die allgemeinen Ausgaben der zentralen Partei- und Staatsorgane sowie öffentlichen Institutionen 
wurden um 5% reduziert, auch die lokalen Partei- und Staatsorgane sowie öffentlichen Institutionen 
drosselten ihre allgemeinen Ausgaben. Die sich daraus ergebenden Geldmittel wurden für die 
Verbesserung der Lebenshaltung der Bevölkerung und di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verwendet. 

18. China als Konkurrent und Antreiber (2)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2) 
2-1. 德译汉 
Der Branchenverband wollte wissen, wie eng die Chinesen am Marktführer dran sind. Die Münchner 

Euro hat mehr als hundert chinesische Maschinenbauer nach ihren Plänen und Strategien befragt. Die 
Ergebnisse haben teils etwas Beruhigendes. 

这一行业联合会想知道中国与成为市场主导者间还有多少距离。慕尼黑一家公司询问了一百多

家中国的机械制造公司他们的计划与战略。结果多少还是使人平静的。 
"Sie sehen, dass die Chinesen, und das ist anders als es vor einigen Jahren der Fall war, ga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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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stisch sich einschätzen und sagen: Der Technologieabstand im Vergleich zu den deutschen 
Maschinenbauern ist auf jeden Fall noch signifikant."sagt Daniela von der Beratungsfirma.  

“看起来中国人——与几年前的情况不同——能够相当实际地评估自己的情况，而且说：中国
与德国在机械生产的技术方面的差异还是相当大的。”这家咨询公司的 Daniela说。 

2-2. 汉译德 
三是注重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针对阻碍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我们注重精准发

力，运用市场手段和差别化政策，在优化结构中稳增长，在创新驱动中促转型，推动提质增效升级，

为长远发展铺路搭桥。 
Drittens wurde großer Wert auf die Regulierung der Wirtschaftsstruktur gelegt und die Qualität und 

Effizienz der Entwicklung wurden erhöht. Angesichts der strukturbedingten Probleme, die die 
Entwicklung behinderten, legten wir großen Wert darauf, die Kraft präzis einzusetzen, wendeten die 
Mittel des Marktes und die differenzierte Politik an, stabilisierten das Wachstum bei der Optimierung der 
Wirtschaftsstruktur, förderten die Strukturumwandlung bei der innovationsgetragenen Entwicklung und 
trieben die Erhöhung der Qualität der Entwicklung, die Verstärkung der Wirtschaftseffizienz und die 
Niveauhebung der Wirtschaftsstruktur und der Industrien voran, so dass Wege und Brücken für die 
langfristige Entwicklung gebaut wurden.  

19. China als Konkurrent und Antreiber (3)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3) 
3-1. 德译汉 
Bei Pumpen und Kompressoren stimme das aber schon nicht mehr. Und außerdem haben die 

Chinesen den Deutschen das Geheimnis ihres bisherigen Erfolges entlockt: Sie haben den Service nach 
dem Verkauf einer Maschine verstärkt. Das vielleicht in China selbst, weil chinesische Hersteller näher 
dran sind, schneller und vor allem billiger.  

然而在抽水机和压缩机生产方面这种优势已消失了。而且中国向德国透露了他们能取得现在的

成果的秘诀：他们加强了售后服务。这可能只是在中国国内，因为在国内中国制造商距离更近，生

产速度更快而且关键是更便宜。 
Das gelte vor allem für Maschinen, die von der technischen Auslegung her nicht hoch kompliziert, 

nicht perfekt, nicht Hightech, sondern dem örtlichen Verwendungszweck angepasstes Mittelmaß sind. 
Dieses Marktsegment dürfe der deutsche Maschinenbau nicht den Chinesen überlassen. 
这首先适用的并非那些在科技设计上很复杂的、完美而高科技的机器，而是适于当地特点的实

用的中等机械。德国不应把这一销售领域拱手让与中国。 
3-2. 汉译德 
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推进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支持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Die Landwirtschaft wurde als Grundlage gefestigt und verstärkt. Die Pilotversuche mit den 

umfassenden und flankierenden Reformen in der modernen Landwirtschaft wurden vorangetrieben und 
die Entwicklung verschiedener Formen der Bewirtschaftung in angemessenem Umfang wurde 
unterstützt.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发展服务业，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第四代移动通信正式商用。

积极化解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矛盾。 
Die Regulierung der Industriestruktur wurde beschleunigt. Die Entwicklung der 

Dienstleistungswirtschaft wurde gefördert, die Entwicklung der neuen Industrien von strategischer 
Bedeutung wurde unterstützt und die Mobiltelekommunikation der vierten Generation wurde offiziell für 
kommerzielle Zwecke in Betrieb genommen. Der Widerspruch der gravierenden überschüssigen 
Produktionskapazitäten in einigen Branchen wurde aktiv gelöst. 

20. China als Konkurrent und Antreib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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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4) 
4-1. 德译汉 
Der Präsident des Branchenverbandes hob das Studienergebnis hervor,"dass das größte Potenzial für 

den deutschen Maschinenbau in China in dem mittleren Technologiesegment liegt. Auf dieses Segment 
müssen die deutschen Unternehmen ihr Angebot verstärkt ausrichten. Das kann auch Mut zum "good 
enough" bedeuten." 

德国机械制造联合会会长强调了这一研究结果，“德国机械制造业在中国最大的潜力在于中等
科技水平的机械。德国企业应更多将其商品针对这一领域。这也意味着要具有‘足够好’的底气。” 

Dem Rat zu folgen, dürfte aber ein Balanceakt werden. Denn wer ein "made in Germany" kauft und 
dann technisches Mittelmaß bekommt, könnte enttäuscht sein. Eine Mehr-Marken-Strategie und deutlich 
differenzierte Preise müssen dann wohl sein. 
根据这一建议，应该要达成一个平衡。因为买了“德国制造”然后得到中等科技水平的机械的人

可能会失望。必须要配合多品牌与多价位战略。 
4-2. 汉译德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全社会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2%。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

知识、技术创新等工程。超级计算、智能机器人、超级杂交稻等一批关键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Die innovationsgetragene Entwicklung wurde vorangetrieben. Der Anteil der Ausgaben der ganzen 

Gesellschaft für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am Bruttoinlandsprodukt überstieg 2%. Die Reform des 
wissenschaftlichen und technischen Systems wurde vertieft und das Projekt zur Wissenserneuerung und 
das Projekt zu technischer Innovation usw. wurden durchgeführt. Bei einer Reihe von 
Schlüsseltechnologien wie dem Supercomputing, den intelligenten Robotern und dem Super-Hybridreis 
wurden wichtige Durchbrüche erzielt. 

21. Identität im Internet (5)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5) 
5-1. 德译汉 
Was natürlich nicht heißt, dass die Bilder ihre Urheber immer in einem positiven Licht erscheinen 

lassen. Wer Fotos von sich ins Netz stellt, kann nie genau wissen, welche Reaktion er auslöst. 
当然，这些自拍并不总是能使其创作者得到好评。将照片放到网上的人无法得知他们的照片会

受到怎样的评价。 
"Aber wie immer im Leben: Auch wenn man weiß, dass es vernünftig wäre kein einziges 

identifizierbares Bild ins Netz zu stellen - es bringt den Leuten innerhalb der sozialen Netzwerke ja ein 
ganz großes Zugehörigkeitsgefühl. Das eine ist die Überwachung, das andere ist die Kommunikation, 
Zugehörigkeit, Emotion." 

“然而正如一直以来的生活：即使人们知道，他们应该理智避免将自己有辨识度的照片放到网
络上，然而自拍还是能给使用社交网络的人一种巨大的归属感。这一方面是一种监控，另一方面是

一种沟通。归属，感情。” 
Nicht zuletzt deshalb ist das Veröffentlichen von Selfies längst eine Art Volkssport. Ganz anders als 

das Verfassen lyrischer Texte. Wie man mit der Hilfe von Internetdiensten dichten kann, wurde beim 
Forum Netzkultur ebenfalls gezeigt. 

另外发表自拍长久以来也是一项大众活动。这与写感情丰富的文字截然不同。在网络文化论坛

上也展示了人们如何借助网络服务来创作。 
5-2. 汉译德 
神舟十号遨游太空，嫦娥三号成功登月，蛟龙深潜再创纪录，这表明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有

智慧实现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Das Raumschiff „Shenzhou X“ durchstreifte das Weltall, die Mondsonde „Chang e” land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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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folgreich auf dem Mond und das Tiefseetauchen des bemannten Forschungs-U-Boots „Jiaolong” stellte 
wieder einen neuen Rekord auf. Das zeigt, dass das chinesische Volk durchaus die Fähigkeit und die 
Weisheit besitzt, das Ziel zum Aufbau Chinas zu einem innovationsorientierten Land zu realisieren.  

22. Suizide im Gefängnis (1)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6) 
6-1. 德译汉 
Untersuchungshaft, das ist die schwerste Zeit überhaupt, weil man nicht weiß, was kommt auf einen 

zu: Wie lange muss man bleiben?Dieses Einsperren, das ist ja nicht, dass die Freiheit weg ist, sondern Sie 
müssen sich auch mit dieser Tat auseinandersetzen. Und das ist schon sehr brutal für manche. 

审查拘留，这是最艰难的时期了，因为人们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还要在这待多久？这种监禁

并不是说就失去了自由，而是您必须把罪行解释明白。这对一些人来说是相当惨忍的。 
"Man weiß, morgens zwischen sechs Uhr und sechs Uhr fünfzehn werden die Hafträume 

aufgeschlossen und wenn dort dann Alarm ertönt im ganzen Haus, weiß man wieder: Es ist wieder 
soweit."Das heißt: Es gibt wieder einen Toten oder Verletzten nach einem Suizidversuch. Mike, einer der 
970 Gefangenen in der Justizvollzugsanstalt Berlin, hat das öfter erlebt. 

“在这里的人知道，六点到六点十五之间监禁室是打开的，而且当铃声响彻整个房子时，人们
就知道：又是这个时候了。”这就意味着：又有一起因企图自杀导致的死亡或受伤事件。Mike，在
柏林一家监狱中 970名犯人中的一位，经常经历这种事。 

6-2. 汉译德 
四是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财政收支矛盾较大的情况下，我们竭诚尽力，

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制度建设，兜住民生底线，推动社会事业发展。 
Viertens wurde die Lebenshaltung der Bevölkerung wirksam gewährleistet und verbessert und die 

soziale Fairness und Gerechtigkeit wurden gefördert. Unter dem Umstand, dass die Widersprüche 
zwischen Finanzeinnahmen und -ausgaben relativ groß waren, handelten wir aufrichtig, boten alle Kräfte 
auf und betrachteten die Verbesserung der Lebenshaltung der Bevölkerung konsequent als Ausgangspunkt 
und Ziel der Arbeit. Wir legten großen Wert auf den Aufbau der Systeme und behaupteten die 
entscheidenden Linien der Lebenshaltung der Bevölkerung, so dass 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wesens 
vorangetrieben wurde.  

23. Suizide im Gefängnis (2)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7) 
7-1. 德译汉 
53 Menschen haben sich im vergangenen Jahr in deutschen Gefängnissen das Leben genommen, die 

meisten in der Untersuchungshaft. Die Suizidprävention im deutschen Strafvollzug ist dennoch 
erfolgreich: Immerhin ist die Zahl der Selbstmorde seit dem Jahr 2000 um die Hälfte gesunken.  
去年一年德国监狱里已经共有 53 人自杀了，大多数都是在审查拘留期间。但是德国监狱的防

止自杀的措施还是颇见成效的：自杀数量自 2000年以来已经减少了一半。 
Seit einigen Wochen aber ist der Schutz vor Häftlings-Suizid wieder in den Schlagzeilen: Die Anwalt 

des früheren Chef Thomas beklagten, ihr Mandant sei über mehrere Wochen nachts geweckt worden, um 
sicherzugehen, dass er sich nichts angetan habe, und zwar alle fünfzehn Minuten. 

然而近几周以来监禁期间的自杀预防又登上了头条：某公司前老板 Thomas的律师控诉说，她
的委托人已经连续数周晚上惊醒，以确认自己没有对自己做什么，这频率甚至达到了每隔 15 分钟
一次。 

7-2. 汉译德 
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实施大学生就业促进计划，应届高校毕业生绝大部分实现就业。加强农村

转移劳动力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对城镇就业困难人员进行就业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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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grundlegende Lebenshaltung der Volksmassen wurde gewährleistet. Der Plan für die Förderung 
der Beschäftigung von Hochschulabsolventen wurde durchgeführt, der allergrößte Teil der 
Hochschulabsolventen des vorigen Jahres nahm eine berufliche Tätigkeit auf. Die Dienstleistung für die 
Beschäftigung und die Berufsausbildung der umgesetzten ländlichen Arbeitskräfte wurden verstärkt und 
für die Stadtbewohner, die Schwierigkeiten bei der Beschäftigung hatten, wurde Hilfeleistung geboten.  
推进养老保险、社会救助制度建设，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 13.1%和 17.7%，企业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水平提高 10%。 
Der Aufbau der Systeme für Rentenversicherung und Sozialhilfe wurde vorangetrieben, die Normen 

für die Absicherung des Existenzminimums in den Städten und auf dem Land stiegen jeweils um 13,1% 
und 17,7% und die Grundrenten für die Rentner von Unternehmen nahmen um 10% zu. 

24. Suizide im Gefängnis (3)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8) 
8-1. 德译汉 
Der Strafverteidiger verglichen diese Praxis mit dem Schlafentzug im US-Gefangenenlager 

Guantanamo. Die Vorwürfe waren wohl stark zugespitz. 
这位刑事辩护律师将这一事实比作美国战俘营关塔那摩的睡眠剥夺法。这一指控激烈了许多。 
Gelb-weiße Wände und schwere Türen entlang des fünf Meter breiten Gangs. Zwischen den 

Balustraden- bisher, sagt S, sei noch keiner gesprungen, möglicherweise wegen der Netze. Die freundliche 
Frau hat die roten Haare, dunkelblaue Uniform, auf dem Kragen des hellen Hemdes ist das Wort „Justiz" 
eingestickt. Seit 25 Jahren ist sie oft dabei, wenn neue Häftlinge ankommen. 
一条五米宽的通道两侧是黄白相间的墙和沉重的门。在栏杆之间，监狱看守 S说，还没有人跳

下去，可能是因为有网。这位友善的红发女士身穿暗蓝色的制服，浅色衬衫的衣领上缝着“司法”
字样。她已经在这里做了 25年，期间源源不断有新犯人被送进来。 

8-2. 汉译德 
推进教育发展和改革。启动教育扶贫工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惠及 3200 万孩子。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发放生活补助，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
高校人数比上年增长 8.5%。 

Die Entwicklung und Reform des Bildungswesens wurden vorangebracht. Das Projekt zur 
Überwindung der Armut durch Bildung wurde ins Werk gesetzt, der Plan für den Umbau der ländlichen 
Schulen, die sich in der Durchführung der allgemeinen Schulpflicht als leistungsschwach erwiesen, wurde 
ausgeführt und der Plan zur Nahrungsverbesserung für Schüler brachte 32 Millionen Kindern Vorteile. In 
den ländlichen Gebieten, die in besonderen Schwierigkeiten stecken und miteinander verbunden sind, 
wurden den Lehrern Unterhaltszuschüsse gewährt und die Anzahl der Schüler aus den armen ländlichen 
Gebieten, die von den Schwerpunkthochschulen aufgenommen wurden, stieg dem vorigen Jahr gegenüber 
um 8,5%.  

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推出一批文化精品，扩大公益性文化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 
Die gesunde Entwicklung des Kulturwesens und der mit der Kultur im Zusammenhang stehenden 

Industrien wurde gefördert. Eine Reihe von vorzüglichen kulturellen Produkten wurde herausgebracht und 
die Öffnung der gemeinnützigen Kultureinrichtungen für kostenlose Besuche wurde erweitert.  

25. Suizide im Gefängnis (4)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9) 
9-1. 德译汉 
Und zum Warteraum. Der Neuankömmling kann sich in kaltem Zigarettenrauch auf eine schäbige 

Bank setzen, neben der von außen verriegelten Tür, das schmutzige Waschbecken und die notdürftig von 
einer winzigen Wand verborgene Toile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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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来看等候室。新来的犯人可以在冰冷的香烟烟雾缭绕下坐在这一张破旧的长凳上，旁边是

从外面闩上的门，脏兮兮的洗漱台和一间用一堵窄墙挡起来的应急厕所。 
"Wir halten ein Gespräch, ein Vorgespräch, und dann bekommt man ja schon ein Gefühl für die 

Menschen und hat schon den ersten Eindruck. Man bekommt schon mit, wo es überhaupt nicht gut ist, 
dass er alleine ist." 

“我们会事先讲两句话，然后新犯人就会对旧犯人有自己的感觉并且产生第一印象。他们也会
知道，在哪里一个人待着不太好。” 

2009 lag der traurige Rekord in M bei sechs Toten,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waren es drei. Viel, 
viel höher ist die Zahl der Versuche. 
不幸的是，M监狱 2009年有 6人自杀身亡，创历史新高，以往的年份往往是 3起。尝试自杀

的人数要比这多得多。 
9-2. 汉译德 
五是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面对自然灾害等各种突发事件，我们有序有力，

坚持以人为本、依法依规、科学应对，既进行有效处置，又探索建立新机制，以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Fünftens wurde die Art und Weise des Regierens der Gesellschaft verbessert und die gesellschaftliche 

Harmonie und Stabilität wurden aufrechterhalten. Gegenüber verschiedenartigen unerwarteten 
Zwischenfällen wie Naturkatastrophen gingen wir geordnet und energisch vor und hielten daran fest, den 
Menschen in den Mittelpunkt zu stellen und gemäß den gesetzlichen Bestimmungen zu handeln sowie 
diesen Zwischenfällen wissenschaftlich zu begegnen. Sowohl behandelten wir sie effektiv, als auch 
erforschten und etablierten wir neue Mechanismen, um das Niveau des Regierens der Gesellschaft zu 
erhöhen.  

26. Erderwärmung (1)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10) 
10-1. 德译汉 
Das Klimawandel findet sich nicht in einem Land statt. Zurzeit erwärmen sich die fünf großen Seen 

Nordamerikas deutlich schneller als die Luft in ihrer Umgebung. Amerikanische Forscher suchen nun 
nach Gründen für dieses Phänomen. Michael mit den Details. 
气候变化不仅在一个国家发生。当下北美的五大湖正以比其周围大气环境更快的速度变暖。美

国的研究人员正在寻找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 
"Wir versuchen zu verstehen, warum sich die Großen Seen in Nordamerika so schnell erwärmt haben. 

Besonders der Michigansee zeigt eine sehr starke Erwärmung während der Sommermonate." 
“我们试图理解，为什么北美的五大湖会暖化的这么快。特别是密歇根湖在夏季暖化的特别厉

害。” 
10-2. 汉译德 
2013 年是我国外交工作开创新局的一年。习近平主席等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出席二十国集团领

导人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等重大多边活动，访问一系列国家，取得丰硕成果。周

边外交工作进入新阶段。 
Das vorige Jahr war ein Jahr, in dem eine neue Situation in der Diplomatie unseres Landes 

geschaffen wurde. Staatspräsident Xi Jinping und weitere neue führende Persönlichkeiten des Staates 
beteiligten sich an wichtigen multilateralen Aktivitäten wie dem G-20-Gipfel, der Informellen 
APEC-Gipfelkonferenz und einer Reihe von Konferenzen von ostasiatischen führenden Politikern usw., 
besuchten eine Reihe von Ländern, dabei wurden große Erfolge erzielt. Die außenpolitische Arbeit in 
Bezug auf die umliegenden Länder trat in eine neue Phase ein.  
经济外交取得新进展。同发展中国家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同主要大国关系在互动中稳定发展，

在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及热点问题上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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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对外影响力进一步提升。 
Die Wirtschaftsdiplomatie erzielte neue Fortschritte. Der Austausch und die Kooperation mit anderen 

Entwicklungsländern wurden auf eine neue Stufe gehoben und die außenpolitischen Beziehungen mit 
wichtigen Großmächten entwickelten sich in der Interaktion stabil. Unser Land entfaltete die Rolle eines 
verantwortungsbewussten großen Landes in den wichtigen internationalen und regionalen 
Angelegenheiten und bei der Lösung der meist diskutierten Probleme von regionaler und internationaler 
Tragweite. Die territoriale Souveränität sowie die maritimen Rechte und Interessen unseres Landes 
wurden entschlossen gewahrt und sein internationaler Einfluss stieg weiter.  

27. Erderwärmung (2)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11) 
11-1. 德译汉 
Michael ist stellvertretender Direktor des Zentrums für Klimaforschung an der Universität Madison. 

Die größten Sorgen macht er sich um den O See.  
Michael是麦迪逊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他最大的担忧来自于 O湖。 
Der nördlichste und tiefste der fünf Great Lakes oder Großen Seen hat sich in den vergangenen 20 

Jahren um etwa zwei Grad Celsius erwärmt. Die Lufttemperaturen in der Region sind im gleichen 
Zeitraum um gerade einmal 0,4 Grad angestiegen. 

这一五大湖中位居最北也最深的湖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已经暖化了约 2摄氏度。而同一时期这一
区域的大气温度上升了 0.4度。 

11-2. 汉译德 
过去一年的成就来之不易。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 
Die Errungenschaften des vergangenen Jahres wurden nicht leicht erzielt. Sie sind das Ergebnis der 

richtigen Führung des Zentralkomitees der Partei mit Genossen Xi Jinping als Generalsekretär und das 
Ergebnis des vereinten Kampfes der ganzen Partei und der ganzen Armee sowie der Volksmassen aller 
Nationalitäten des ganzen Landes.  

28. Erderwärmung (3)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12) 
12-1. 德译汉 
"Wir haben Temperaturmessungen und ein regionales Klimamodell ausgewertet. So konnten wir 

zwei Mechanismen ausmachen, die für die ungewöhnlich starke Erwärmung der Seen verantwortlich sind. 
Zum einen sind die Winter wärmer geworden, sodass sich die Seen im Frühling schneller aufwärmen 
können. Zum anderen bilden sich im Sommer weniger Wolken, so dass mehr Sonnenlicht die Seen 
erreicht und erwärmt. Diese beiden Prozesse zusammen führen zur beschleunigten Erwärmung der Seen." 

“我们利用了温度测量仪以及一个区域的气候模型。这样我们确定了两种可以解释这种变暖现
象的机制。一种是因为冬天变暖了，湖泊在春天回温的更早。另一种是因为夏天云量减少，因此更

多光线得以照射并使湖泊变暖。这两种过程共同作用，导致了湖泊暖化进程的加快。” 
Die Großen Seen bilden zusammen die größte Süßwasserfläche der Welt und beeinflussen das Klima 

der gesamten Region. Darüber hinaus sind sie von enormer Bedeutung für die Trinkwasserversorgung der 
USA und Kanadas. 

五大湖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群，而且影响整个地区的气候。除此之外它们还对美国及加拿大

的饮用水供给有重要意义。 
12-2. 汉译德 
过去一年政府工作中行之有效的思路和做法，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坚持、不断探索与完善。

同时，我们清醒认识到，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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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 sollen die Gedankengänge und die Arbeitsweise, die sich in der Arbeit der Regierung im vorigen 
Jahr als wirksam erwiesen haben, in der zukünftigen Praxis weiter beibehalten, ständig erforschen und 
vervollkommnen; zugleich erkennen wir nüchtern, dass es verschiedene Schwierigkeiten und Probleme 
beim Vorwärtsschreiten gibt.  
主要是：经济稳中向好基础还不牢固，增长的内生动力尚待增强。 
Dabei handelt es sich hauptsächlich um Folgendes: Die Grundlage für die positive Entwicklung bei 

der Beibehaltung der Stabilität der Wirtschaft ist noch nicht fest und die innewohnende Triebkraft des 
Wachstums ist noch zu stärken.  

29. Erderwärmung (4)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13) 
13-1. 德译汉 
"Wenn sich die Seen stark genug erwärmen, könnte das zu Sauerstoffmangel und toten Zonen am 

Grund der Seen führen. In dieser Hinsicht ist der Eriesee besonders anfällig. Außerdem entscheidet die 
Temperatur der Seen darüber, welche Fischarten dort noch leben können. Und auch Rückwirkungen auf 
das Klima der Region sind möglich." 

“当湖水暖化达到某一程度时，就会导致湖底缺乏氧气，变成死亡区域。从这点来看伊利湖尤
其岌岌可危。除此之外，湖水的温度还决定了有哪些鱼类种群可以在此生活。湖水暖化对该地区的

气候施加反作用也是有可能的。” 
13-2. 汉译德 
财政、金融等领域仍存在一些风险隐患，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宏观调控难度增大。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难度加大。 
Das Finanz- und Bankwesen bergen noch einige Risiken und latente Gefahren in sich, einige 

Branchen haben gravierende überschüssige Produktionskapazitäten und der Schwierigkeitsgrad der 
makroökonomischen Steuerung steigt. Der Schwierigkeitsgrad der Erhöhung der landwirtschaftlichen 
Produktion und der Zunahme des Einkommens der Bauern steigt. 

一些地区大气、水、土壤等污染严重，节能减排任务艰巨。就业结构性矛盾较大。 
In einigen Gebieten sind Luft, Wasser, Boden usw. schwer verschmutzt und die Aufgaben der 

Energieeinsparung und Emissionsreduzierung sind schwer. Bei der Beschäftigung ist der strukturbedingte 
Widerspruch relativ groß.  

30. Erderwärmung (5)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14) 
14-1. 德译汉 
Auch John macht sich Sorgen um die wärmer werdenden Seen. Der Wissenschaftler arbeitet für das 

private Gewässerforschungsinstitut. Dort untersucht er die weltweiten Trends in der 
Temperaturentwicklung von Seen. 

John也担心湖泊普遍的变暖情况。这位科学家为私营的水体研究机构工作。他在那里研究全球
湖泊的整体变化趋势。 

14-2. 汉译德 
住房、食品药品安全、医疗、养老、教育、收入分配、征地拆迁、社会治安等方面群众不满意

的问题依然较多，生产安全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 
In den Bereichen wie Wohnungen, Sicherheit der Lebensmittel und Medikamente, medizinische 

Betreuung, Seniorenbetreuung, Bildungswesen, Einkommensverteilung, Einziehung und 
Inanspruchnahme von Boden, Abriss von Häusern und Umsiedlung der Betroffenen sowie öffentliche 
Sicherheit gibt es immer noch relativ viele Probleme, zu denen die Volksmassen ihre Unzufriedenheit 
ausdrücken. Schwere und äußerst schwere Produktionsunfälle treten von Zeit zu Zeit auf. Das System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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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ellschaftlichen Vertrauenswürdigkeit ist noch nicht vervollständigt. 
腐败问题易发多发，公职人员中不廉不勤现象仍然存在。这些问题，有的是发展过程中产生的，

有的是工作不到位造成的。 
Die Probleme von Korruption kommen leicht und häufig vor und die Erscheinungen von 

Unredlichkeit und Trägheit von öffentlich Bediensteten sind immer noch zu beobachten. All diese 
Probleme entstanden zum Teil im Prozess der Entwicklung, die anderen resultierten aus der 
unzufriedenstellenden Ausführung der Arbeit. 

31. Erderwärmung (6)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15) 
15-1. 德译汉 
"Wir haben eine Datenbank mit den Werten von mehr als 300 Seen weltweit aufgebaut. Die Stärke 

dieser Datenbank liegt darin, dass sie sowohl Satellitenmessungen als auch Feldmessungen beinhaltet. 
Einige dieser Seen werden schon sehr lange überwacht, dort reichen die Meßreihen bis zum Anfang des 
20. Jahrhunderts zurück. Die meisten Seen in unserer Datenbank haben sich mit den Jahren erwärmt." 

“我们已经建立起一个包括全世界 300 多个湖泊评估的数据库。这一数据库的优势在于它既包
括卫星数据也包括实地数据。这些湖泊中的一部分已被长期监测，那里一系列的测量可以追溯到

20世纪初。我们数据库中的大多数湖泊都是在逐年变暖的。” 
15-2. 汉译德 
对存在的问题，政府要先从自身找原因、想办法。民之所望是我们施政所向。要牢记责任使命，

增强忧患意识，敢于担当，毫不懈怠，扎实有效解决问题，决不辜负人民的厚望。 
Die Regierung muss zuerst bei sich selbst die Ursachen für die bestehenden Probleme finden und die 

Lösungsmethoden ausdenken. Die Zielsetzung unserer Regierung richtet sich nach den Erwartungen des 
Volkes. Wir sollen die Verantwortung und die Mission beherzigen, unser Vorsorgebewusstsein schärfen, 
Verantwortung mutig auf uns nehmen, unermüdliche Anstrengungen unternehmen, die Probleme in 
solider Weise und wirksam lösen und die großen Erwartungen des Volkes auf keinen Fall enttäuschen. 

32. Erderwärmung (7)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 (16) 
16-1. 德译汉 
In den vergangenen Jahren seien die Seen um durchschnittlich 0,4 Grad pro Jahrzehnt wärmer 

geworden, sagt John . Das entspreche in etwa dem Anstieg der globalen Lufttemperaturen im gleichen 
Zeitraum und sei damit eine weitere Folge des menschengemachten Klimawandels. 

John说，过去几年中湖泊以每十年平均 0.4摄氏度的速度变暖。这与同一时期全球大气变暖的
程度大约吻合，因此是人类导致的气候变化的又一结果。 

16-2. 汉译德 
2014 年，我国面临的形势依然错综复杂，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并存。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一些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带来变数，新兴经济体又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 
Im Jahr 2014 ist unser Land immer noch mit der verwickelten und komplizierten Lage konfrontiert. 

Günstige Bedingungen und ungünstige Faktoren bestehen nebeneinander. In der Wiederbelebung der 
Weltwirtschaft gibt es immer noch unstabile und unbestimmte Faktoren. Aus der Regulierung der 
makroökonomischen Politik einiger Länder ergeben sich veränderliche Faktoren und die aufstrebenden 
Wirtschaften sind erneut mit neuen Schwierigkeiten und Herausforderungen konfrontiert. 

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更趋激烈。我国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深

层次矛盾凸显，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经济下行压

力依然较大。 
Das Gefüge der globalen Wirtschaft erfährt eine tief greifende Anpassung und der internationale 



8150 

Wettbewerb wird noch heftiger. Die Bedingungen der Produktionsfaktoren, die als Stütze der Entwicklung 
unseres Landes dienen, verändern sich auch tief greifend. Die Widersprüche aus tiefen Ebenen sind 
hervorstechend. Die Wirtschaftsentwicklung unseres Landes befindet sich in der schwierigen Phase der 
strukturellen Regulierung und in der Periode des Einlegens eines neuen Ganges im Wirtschaftswachstum. 
Sie hat bereits den entscheidenden Punkt erlangt, bergaufwärts zu klimmen und Hürden zu nehmen, und 
der Druck des Rückgangs der Wirtschaft ist relativ groß.  

德译汉 
Die höheren Wassertemperaturen stören die regelmäßige Durchmischung der Seen. "Je wärmer und 

damit leichter die Wasserschicht an der Oberfläche des Sees ist, desto stabiler ist die Schichtung des 
Wassers. Dadurch gelangt kaum noch sauerstoffreiches Oberflächenwasser zum Grund und kaum noch 
sauerstoffarmes und nährstoffreiches Tiefenwasser an die Oberfläche. Wir fürchten, dass das die Biologie 
einiger dieser Seen beeinflussen wird." 

更高的水温会扰乱湖水有规律的混合。“如果湖泊上层水面的水约暖也即密度越小的话，湖水
的分层就会越稳定。因此含氧量高的上层水就几乎没法流动到下层，同样含氧量低且富含营养物质

的深层水也无法流动到上层。我们担心，这样会影响到这些湖的生态环境。” 
汉译德 
同时要看到，我国发展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区

域发展回旋余地大，今后一个时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我们必须防微虑远，趋利

避害，一定要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Zugleich muss festgestellt werden, dass sich die Entwicklung unseres Landes immer noch in der 

wichtigen Periode voller strategischer Chancen befindet, in der große Leistungen erbracht werden 
können. Die Industrialisierung und die Urbanisierung werden nachhaltig vorangetrieben und es gibt 
einen großen Handlungsspielraum für die regionale Entwicklung. So verfügt unser Land in einer 
zukünftigen Zeitspanne über eine Grundlage und Bedingungen für ein höheres Wachstum der 
Wirtschaft. Wir müssen Fehler im Keim ersticken, langfristige Überlegungen anstellen, Vorteile 
anstreben und Nachteilen ausweichen und die Entwicklung nach dem eigenen Willen gut in den Griff 
bekommen.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高级德语、德语笔译、德语口译（一）、 
后续课程：法律德语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1、掌握交替传译理论技巧，能够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熟练运用。 
2、能够精准、流畅、高质量地完成口译工作。 
3、掌握相关词汇和常用表达。 
难点：1、提升专业素质，保障高强度环境下的翻译质量。 
2、在准确基础上灵活运用各种技巧，达到信、达、雅的译文标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项目教学法：记忆（瞬间记忆和短期记忆)、笔记训练、数字口译等专项练习； 
2、专题实练法：按照口译材料的内容分为不同教学专题，在深化学生对该专题知识理解的同

时穿插口译技巧训练，以面及点、以点促面，广度与深度相结合； 
3、模拟实战法：每堂课均设有一定的模拟实战时间，通过对口译场景的再现切实提高学生的

口译能力，锻炼其心理素质。 
4、分组教学法：学生以两人为一小组互作翻译训练，相互纠正错误、督促学习，提高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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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积极性。 
教学手段： 
1、直观教学手段 
2.、电化教学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口译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视实际情况具体操作。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口译教学特点， 从 ZDF，ARD，Deutschlandfunk，国务院总理

政府工作报告， 外交部新闻发布会，国务院总理答中外记者问等材料中有的放矢地精选各专业类
别听力材料及参考《同传捷径》等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黄雪媛等编著《同传捷径－德语高级口译技能训练与实战演练教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 2月 第 1版。 
2. 《德语口译教程》，李逵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执笔：王强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5日 

 

德语语音 
German Phonetik 

课程号：4080101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 通过对语音知识的系统学习和训练，掌握基本语音知识和发音规则，

培养学生的辨音、正音及朗读能力。2. 通过学习掌握正确的语音、语调和节奏。3. 使学生掌握正
确、标准的德语发音，适用自然得体的语音语调表达思想，以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为将来进一步

的学习和提高奠定基础。 
开设本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德语语音学的基本知识；掌握正确、标准的德语发音；具备德语

口语的发音、语调、连读、重音、节奏等各种基本技能，从而最终能使用正确的语音语调达到交际

的目的，为综合德语、口语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语音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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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 德语语音的特点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德语语音的特点 
德语发音时发音器官较汉语紧张得多，吐气有力得多；长短音的区别表现在音程的长短不一样，

但更主要的是发音时开口度不同。 
2.字母名称与音素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Ä Ö Ü 
3.音节 
德语的音节是由一个元音或一个元音加上一个或几个辅音构成的，所以一个词中有几个元音就

有几个音节。 
4.德语音标 
德语是拼音文字，根据发音规则绝大部分的词都能拼读出来，但德语中也有一些词的发音是不

规则的，特别是还有许多外来语，须借助音标拼读。 
学习目标： 
1．了解德语语音的特点。 
2．掌握字母的名称与音素、音节及音标。 
作业： 
复习所学内容，并朗读《当代大学德语一》语音阶段的相应课文 

知识单元 2： 音素与语调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音素: 元音 [a:] [a] [i:] [i] [u:] [u] [ə] 
辅音 [p] [b] [t] [d] [k] [g] [m] [n] 
注意区分长元音和短元音之间的开口度和口型。 
2.语调:  
(1) Texte 
(2) Satzakzent 
简单句中有一个句重音,它是通过提高或降低音调来实现的. 
(3) Der Aussagesatz 
叙述句的句重音一般落在句子的最后一个词上,句尾为降调. 
学习目标： 
1．了解句重音和陈述句的语调。 
2．掌握[a:] [a] [i:] [i] [u:] [u] [ə] [p] [b] [t] [d] [k] [g] [m] [n]的发音技巧。 
作业： 
复习所学内容，并朗读《当代大学德语一》语音阶段的相应课文 

知识单元3：音素与音调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音素: 元音 [e:] [ε] [ε:] [o:] [ae] [ao] 
辅音 [f] [v] [s] [z] [ts] [r] [h] 
注意辅音[l]需用舌尖紧抵上门齿，与英语发音差别很大 
2.语调 
1）Texte 
2）Die W-Fra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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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疑问句句尾语调为降调，其句重音一般落在动词上。 
3) Die Ja-Nein-Frage 
判断疑问句语调为升调，其句重音同叙述句一样一般落在句子的最后一个词上。 
学习目标： 
1．了解补充疑问句与判断疑问句的语调。 
2．掌握[e:] [ε] [ε:] [o:] [ae] [ao] [f] [v] [s] [z] [ts] [l] [r] [h]的发音技巧。 
作业： 
复习所学内容，并朗读《当代大学德语一》语音阶段的相应课文 

知识单元 4：音素与语调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音素: 元音 [φ:] [œ] [φ]  
辅音 [ç] [j] [∫] [∫t] [∫p] [t∫]  
st和 sp为于词干开头时应浊化。 
2.语调:  
(1) Texte 
(2) Die W-Frage(2) 
如说话人提出反问,或表示对某事感兴趣,或表达说话者本人的关切之情时,补充疑问句也可以

用升调. 
(3) Der Imperativsatz 
命令句在句尾为降调. 
学习目标： 
1．了解反问句和命令句的语调。 
2．掌握[φ:] [œ] [φ] [ç] [j] 的发音技巧 
作业： 
复习所学内容，并朗读《当代大学德语一》语音阶段的相应课文 

知识单元 5：音素与语调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音素: 元音 [y:] [y]   
辅音 [x] [ηk] [η] [pf] [ks] [kv]  
2.语调: (1) Texte 
 (2) Wiederholung: Entscheidungsfragen 
学习目标： 
1．掌握[y:] [y] [x] [ηk] [η]的发音技巧。 
作业：复习所学内容，并朗读《当代大学德语一》语音阶段的相应课文 

知识单元 6：辅音组合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辅音组合 [pl] [bl] [kl] [gl] [fl] [kn] [pr] [br] [tr] [dr] [kr] [gr] [fr] [∫r] 
 [∫l] [∫m] [∫n] [∫w] [∫tr] [∫pr] 
2. 练习 
3. 语调 
1)Texte 
2)Weiterfragen mit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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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继续发问,且问题前带连词 und有时,语调常为升调. 
3)Weiterweisende Satymelodie 
一句话中间有逗号分开时,分开处为平调,即将声调稍微抬高一点. 
学习目标： 
1. 了解读辅音组合时，前面的音送气要轻，随之立即发后面的音，并且要用力。 
2．掌握的[pl] [bl] [kl] [pr] [br] [tr] [dr] [kr]的发音技巧。 
作业：复习所学内容，并朗读《当代大学德语一》语音阶段的相应课文 

知识单元 7：词重音与语调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词重音 
1)德语的词重音一般都在第一个音节上 
2)少数词重音在第二个音节上 
3)带有非重读前缀的词的重音在基本词的重读音节上 
4)外来词的重音一般在最后一个音节上,少数外来词的重音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 
5)复合词的词重音在限定词的重读音节上 
6)缩写词的重音在最后一个字母上 
2．德语发音规则 
1）长元音和短元音 
2）浊辅音和清辅音 
3.语调 
1）Texte 
2) Fragen mit oder 
带连词oder的问句句尾为降调,但在oder之前为升调. 
3) Satzverbindungen 
并列复合句两个分句之间为平调 
学习目标： 
1.了解词重音的发音规则，区分长元音和短元音 
1．掌握浊辅音和清辅音的发音技巧。 
作业：复习所学内容，并朗读《当代大学德语一》语音阶段的相应课文 

知识单元 8： 词重音与语调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词重音 
1）带非重读前缀的动词 
2）复合词 
3）带可分前缀的动词 
2．句子停顿 
1） kürzere Pause 
德语在短句中一般不停顿。句子之间和长句中有停顿，且许多停顿之处都是通过标点符号来显

示的：逗号、句号、分号、冒号、感叹号、问号均可标志停顿。 
2)  längere Pause 
句号、分号、冒号、感叹号、问号表示较长的停顿。逗号之后作短暂的停顿。并列复合句中分

句之间亦作短暂的停顿。 
3）《当代大学德语一》Vorkur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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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德语中标点符号的作用。 
2.掌握词重音、句子的短暂停顿和较长停顿。 
作业：复习所学内容，并朗读《当代大学德语一》语音阶段的相应课文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1.德语语音的特点 
2.字母表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Ä Ö Ü 
3.纠正发音 
4.《当代大学德语 1》 Vorkurs 1 
Text 1 Guten Tag! 

2  

2 

1.音节 
2.德语音标 
3.《当代大学德语 1》 Vorkurs 1 
Text 2 Auf Deutsch,bitte! 

2  

3 

1.音素: 元音 [a:] [a] [i:] [i] [u:] [u] [ə] 
辅音 [p] [b] [t] [d] [k] [g] [m] [n] 
2. 《当代大学德语 1》 Vorkurs 1 
Phonetik 
3. .纠正发音 

2  

4 

1.语调:  
(1) Texte 
(2) Satzakzent 
2. 《当代大学德语 1》 Vorkurs 1 
Satzakzent 

2  

5 

1.音素: 元音 [e:] [ε] [ε:] [o:] [ae] [ao] 
辅音 [f] [v] [s] [z] [ts] [r] [h] 
2. 《当代大学德语 1》 Vorkurs 2 
Ponetik 
3. 纠正发音 

2  

6 

1.语调 
1）Texte 
2）Die W-Frage (1) 
3) Die Ja-Nein-Frage 
2. 《当代大学德语 1》 Vorkurs 2 
Text1 Wie geht’s 
Text2 Wie heißen Sie, bitte? 

2  

7 

1.音素: 元音 [φ:] [œ] [φ]  
辅音 [ç] [j] [∫] [∫t] [∫p] [t∫] 
2. 《当代大学德语 1》 Vorkurs 3 
Ponetik 
3. 纠正发音 

2  

8 
1.语调:  
(1) Texte 
(2) Die W-Frag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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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er Imperativsatz 
2. 《当代大学德语 1》 Vorkurs 3 
Text1. Wer ist wer und kommt woher? 
Text2. Lehrer und Lehrerin 

 
2 

9 

1.音素: 元音 [y:] [y]   
辅音 [x] [ηk] [η] [pf] [ks] [kv] 
2. 《当代大学德语 1》 Vorkurs 4 
Ponetik 
3. 纠正发音 

2  

10 

1.语调: 
(1) Texte 
(2) Wiederholung: Entscheidungsfragen 
2. 《当代大学德语 1》 Vorkurs 4 
Zahlen 

2  

11 

1．辅音组合 [pl] [bl] [kl] [gl] [fl] [kn] [pr] [br] [tr] [dr] [kr] [gr] [fr] 
[∫r][∫l] [∫m] [∫n] [∫w] [∫tr] [∫pr] 
2．语调 
1)Satzakzente bei Gegensatzpaar  
2)Satzakzente bei Aufzählungen 
3) Pausen 
4) Komposita 
5）Die kontrastive Betonung 

2  

12 

1.语调 
1)Texte 
2)Weiterfragen mit und 
3)Weiterweisende Satymelodie 
2. 《当代大学德语 1》 Vorkurs 4 
Text1. Ihre Adresse und Ihre Telefonnummer, bitte! 
Text2. Wie ist seine Adresse? Wie ist ihre Telefonnummer? 

2  

13 

1．词重音 
2．德语发音规则 
3. 《当代大学德语 1》 Vorkurs 5 
Ponetik 

 
 

2 
 

 

14 

1.语调 
1) Texte 
2) Fragen mit oder 
3) Satzverbindungen 
2.《当代大学德语 1》 Vorkurs 5 
Text1. Der Unterricht 
Text2. Buchstabiere, bitte. 

2  

15 

1. 词重音 
1）带非重读前缀的动词 
2）复合词 
3）带可分前缀的动词 
2．句子停顿 

2  

16 《当代大学德语 1》 Vorkurs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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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honetik 
2) Text1. Herr Bode zeigt ein Familiefoto 
3) Text 2. Studienfreunde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本课涉及语音及语调两部分，在学生掌握了语音的基础上开始训练语调。语音分为单元

音、双元音、辅音、辅音组合等；语调分为升调、平调和降调。 
难点：42 个音素的发音以及不同音素组合的发音；正确把握德语的节奏规律，单词的词重音

以及句子的句重音；掌握德语语调的种类、功能和正确使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本课程将充分体现精讲多练的原则，让学生有大量的联系机会。首先讲解德语语音的发音方式，

组织学生模仿磁带跟读练习，再给学生纠正发音，最后让学生将所学知识尽可能的应用到实践中去。

课堂采用“精讲多练”模式，即课堂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精讲语音理论知识难点和重点，组织学生练
习各种语音技能。具体方法建议如下： 

1. 本课程实际基础理论和实践技能混合型课程。语音是一门进行大量语音实践的基础课程，
应该突出语言交际功能的特点，侧重实践；让学生大量的练习： 听音、模仿。教师以启发教学为
主，纠正发音；引导学生互帮互学，而不应该包办代替，不能以讲代练。 

2. 帮助学生克服地区方言和个体方言对于学习德语语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找出其产生的根
源，指出其规律性、特殊性和普遍性，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提供科学而有效的指导。争取在有限的

时间内最高效的改善学生的语言面貌。  
3. 应按循序渐进的原则安排练习难度与练习量，逐步进行强化式训练。训练时应注重培养学

生的语音意识，帮助他们培养良好的德语朗读方法和习惯，不断提高语音方面的能力。 
教学手段： 
1. 使用多媒体放音，并辅以图形展示发音时的舌位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9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德语语音》和《当代大学德语一》为本课程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穆兰、庄慧丽编著《德语语音》，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 07月 第 1版 
2. 梁敏等编著《当代大学德语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 10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周抗美编著《德语语音教程》，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年 03月 第 1版 

执笔：贺莉莹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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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语言学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German Linguistics 

课程号：4080101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并掌握德语语言学的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2、能够运用语言学

理论观察和描述客观世界的语言现象；3、提高学生的语言理论水平、语言分析能力以及逻辑思维
能力。4、为学生日后的语言研究工作打下一定的基础。 
开设本课程，旨在让学生系统地学习德语语言学的基本知识，掌握语言系统内部语言学各分支

学科之间的关系和各分支的重要概念及基本理论，了解语言学在其它学科领域的应用。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学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了解语言，了解有关语言问题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掌

握语言的本质、功能和结构，提高学生对语言现象的敏感度，培养语言意识、发展理性思维、拓宽

思路和视野，初步具备用科学方法分析语言事实和语言现象的能力，为日后的语言学习、语言运用

和语言研究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教学：36学时 

知识单元 1：德语语言学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学习语言和学习语言学是根本不同的两个任务。前者是运用语言知识去进行听、说、读、

写方面的交际，是技能性的学习；而后者是把语言当作科学去认识，研究语言性质和规律的系统性

的理论学习。后者属于认知的更高层次、是科学范畴的学习。会讲话，不一定能科学地解释某个语

言现象，不懂得语言科学，就不会用语言规律来指导语言实践。就好比唱歌和乐理的关系一样，不

识谱的人只能模仿别人唱歌，而有乐理知识的人不仅能根据乐谱自己学唱歌曲，甚至还可能自己创

造新的歌曲。具有语言学知识，正确认识语言的性质和它的规律，可以指导我们正确地对待语言事

实和语言现象，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和运用这门语言。 
2. 语言学家的基本工作是： 
1）观察：以静态观察法看待语言或语言的某个结构部分在某一时期的状态，例如现代语言的

词汇特点，构词特点等。以时间为轴线，观察记录不同时期语言的发展演变过程和特点，例如词源

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 
2）描写：采取两个手段。归纳：从个别到一般，先收集语料，再总结归纳规律，例如根据德

语的词尾归类，可总结出动词、名词等词类的特点。演绎：从一般规律到个别现象的推理过程。 
3）解释：运用所获得的理论和事实根据对语言现象进行解释。同时对起初的立意、假设重新

进行审查和论证。 
3. 语言学发展简史： 
1）传统语言学 
大约有两三千年的历史，它的发源地是：中国、印度、希腊、罗马。在过去，人们认为古代经

典著作的语言是学习的榜样和写作的典范，需要好好掌握，因此古代书面成了语言研究的对象，口

语被看成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俚言俗语，不予重视。语言研究的任务也只是给古代流传下来的政治、

哲学、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经典著作作注解，目的是保护古籍，使之流传后世，而不是探索

语言的规律。所以，那时语言研究处于从属地位，还没有发展为独立的学科。这就是所谓传统的语

文学。当时没有科学，语言学也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他只是一个记载文献的方式，语言研究没有

系统性和科学的理论，研究对象有限，没有相应的理论指导，而且不涉及语言的本质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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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国研究古文有悠久的历史，成为语文学或文献学。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对古书进行

评注。研究的领域为训诂学（字义）、文字学（字形）、音韵学（字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最具代表性，这部书于公元 100年开始撰写，历时 21年，共收 9353个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排
序的字典。这个字典当中以形说意：女（封建社会的女的总是盘腿坐在炕上）、火(形象也非常象向
上窜的火苗)、以音说义：死（si 水烧到最后，气泡发出的斯的声音，就是结束的时候，由此产生
死这个字音，表示生命完结）、表意：鲜（鱼和羊都有鲜美的味道，这两个字加在一起是鲜上加鲜）、

忐忑不安（心七上八下，当然是不安的意思） 
古印度：古印度在公元前 1000 多年前就对梵文又很深入的研究，目的是记录佛教经文，它研

究的三个重要领域是：语义，语音和语法。其中对语音的研究达到很高水平，提出了发音器官、发

音部位、塞音、擦音、元音等概念。语法研究上很有造诣，主要研究的是梵文，一些佛教经典，记

录他的语言、语法是什么结构，以便后人能够阅读。 
古希腊和罗马：在欧洲的语言学历史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公园前 5世纪至 4世纪，主要依据

哲学，德语的语法非常的规则，它是建立在逻辑学基础上。哲学家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

探讨语言问题，用哲学思想去解释语言现象。柏拉图根据逻辑学原理把词分为二类：静词和动词，

苏格拉底探讨词为什么有意义。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语法的性、数、格的概念，他的《修

辞学》研究了思想与词汇的关系。公元前 3世纪，罗马征服了希腊，拉丁语受到希腊语的影响，今
天欧洲语言的语法体系大部分都是建立在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基础上的。 

2）19世纪初，受历史主义观点的影响，语言学家开始用历史主义观点研究各种语言现象，追
溯他们的历史。18世纪，在印度执行公务的英国学者琼斯（学过法、意、希腊、拉丁、梵、波斯、
孟加拉、印地等语言，有对多种语言进行比较的优势。）发现印度古时的梵文和西欧古语言有惊人

的相似之处，他认为这并非巧合，而是同出一源的必然结果。于是在 1786 年举行的亚洲学术会议
上宣读了一篇论文，大胆提出梵文和欧洲的许多古代语言同属一系的设想，引起了语言学家的关注。

德国语言学家葆朴（F. Bopp 1791-1867）出版了《论梵文动词变位系统，与希腊、拉丁语、波斯语
和日耳曼语相比较》一书，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性著作。1819 年，格力姆（Jakob Grimm, 
1785-1863）在《德语语法》一书中，通过语音对应的规律，证明了日耳曼语与其他印欧语言的亲
属关系，格力姆的研究成果被命名为格力姆定律。德国历史比较语言学家施莱希尔（Schleicher）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古印欧语的重建工作，提出谱系树理论（Stammbaumtheorie）该理论
认为，一个语系好比一颗树，亲语是树干，子语是树枝，构成一个谱系树，谱出一个包括八个语族

一百多种语言的大语系。谱系树理论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从语法、词源角度又做了

进一步的研究，根据已经发现的规律设想了原始印欧语，确立了印欧语系， 
3）随着科学的发展和语言研究的深化，暴露出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薄弱处和局限性：它只注

重古代语言，并不研究现有的活生生的语言；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意义。索绪尔是

一个非常有语言天赋的人，23 岁读完博士，然后在日内瓦大学进行语言学的讲授，首创普通语言
学这一学科。去世后，他的学生 C.巴利和 A.塞什艾根据他三次讲授这门课程的听课笔记，参考遗
留的手稿,整理成《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于 1916 年出版。19 世纪末，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
学为标志的语言学研究进入了现代语言学的新阶段。语言学彻底独立为一门完整的学科，为了将新

型的语言学与过去的语言学相区别，语言学家采用了 Linguistik.索绪尔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他看待语
言的全新观点，跳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视角，认为语言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结构系统，其中包括语音、

词汇、语法，各个部分融会贯通。索绪尔的学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 
索绪尔的重大贡献首先是区分了代表社会语言规范的语言和个体行为的言语，过去的语言研究

混淆了语言和言语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他认为，语言是社会的，具有法规性的效力，对整个语言

群体有约束力。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构成的规则，即语言的共性，而言语研究的是语言群体中个人

运用语言规则的具体行为，即语言的个性，它是语用学研究的对象。索绪尔以此澄清了两个不同的

概念并划分了两个彼此相关、却又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为语言学开辟了更具科学性的研究领域。

共时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共时和历时地分析视角由索绪尔于 20 世纪初首先提出。共时语言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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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是一种语言或多种语言在某一历史阶段的语言状态，即抛开它的发展变化过程，单纯研究它的

静态。历时语言学研究语言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特点。这样就将历史比较语言学与他所创立的结构

主义语言学划分开。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组合关系体现在一个语言单位和前一个语言单位或后一

个语言单位，或和前后两个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是横向关系。聚合关系是指语言链条上具有相同

作用、互相能够替换的符号之间的关系，他们有共同的特点，故能聚合归类。组合是横向的结构关

系，聚合是归类规则，有了组合、聚合关系，便展现出了整个语言平面。在后面的语义学和句法学

中还要进行进一步介绍。 
学习目标： 
1．了解语言学的定义、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语言学家的基本工作。 
2．掌握语言学发展简史。 
作业： 
1. 现代语言学有哪些方面不同于传统语言学？ 
2. 索绪尔对语言学发展有哪些贡献？ 

知识单元 2：语言的本质和功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语言的定义：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 
2. 人类语言的特性：社会属性、创造性、强制性、时代性和民族性。 
3. 语言功能： 
1）交际功能：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是人类群体生活的

需要。语言存在于交际之中，人们在交际中学习语言、使用语言。常见的交际模式有单向式和双向

式。前者的信息为单向性传播，信息发出者不能当即得到反馈。后者的信息是双向互动的，交际的

双方既是信息发出者，又是信息接收者。德国心理学家布勒在他的语言理论中阐述勒语言在交际中

的工具模式，确立了语言符号在交际中的中心地位。 
2）社会心理功能：语言符号不仅表达它固有的内容，而且还不可避免地暴露语用者的附属信

息，如性别、年龄、国籍、地区、身份、社会地位，甚至他的心理活动。 
3）社会功能：语言在社会关系中起着重要的维护修复的作用。语言在连接人际关系中起着链

条和纽带的功能，如称呼和礼貌规则、直接和间接语言交际方式。 
4）思维认识功能：语言表达心理活动，是思维的载体和工具，没有语言，不能思维。 
学习目标： 
1．了解语言的本质。 
2．掌握语言的功能。 
作业： 
1. 人类语言和动物语言有何不同？ 
2. 语言有哪些社会功能？ 

知识单元 3：符号和语言符号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符号的定义：符号的意义是代替或指示其他事物，它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它自身，而是它所

代表的事物。符号存在的两个基本条件是：符号可被感知；符号具有指代功能。 
2. 符号的类型：现代符号学创始人美国学者皮尔斯于 1867 年首次将形形色色的符号形式归

纳为三种类型： 
1） 标志性符号：它是自然形成的，与它所代表的事物有必然的联系，二者有时存在因果关系。 
2） 图像符号：这种符号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的，被感知的符号形式是模仿某事物的声

音或图像。它所标志的意义属于人们的常识范围，不需要专门学习就可推敲出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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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象征性符号：它不同于前两类符号，这类符号的意义不可推敲，它是任意的，受社会惯例
制约。 

3. 语言符号： 
1） 语言符号的结构：感知载体和内容。不同于动物语言，人类语言有两种感知形式：语音和

文字。语言符号的感知载体具有线性的特征。 
2） 语言符号的特性：任意性、约定俗称性和稳定性。 
3） 语言符号的使用：语言符号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处于中心位置，它制约交际过程

和结果。另一方面，交际的环境和交际者对它同样具有反作用，调节它的所指。 
学习目标： 
1. 了解符号的定义。 
2. 掌握符号的类型以及语言符号的特性。 
作业： 
1. 什么是符号，构成它的基本条件是什么？ 
2. 有哪些符号形式，它们分别具有什么特征？ 

知识单元 4：语音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音素的概念：语音是语音学研究的对象。各门学科为了研究自己的对象，往往需要把它分

成最小的单位，然后研究这些单位的性质、相互间的关系以及组合的规则。最小的语音单位是从成

串的话语中切分、归纳出来的。一般人自然而然地感觉到自己语言里的最小的语音单位是音节。可

是音节并不是语音的最小单位。音素才是语音学家分析概括出来的最小的语音单位。平常听到的音

节，都是音素按照语音结构的规则组合而成的。 
2. 人类的发音器官和语音四要素：人类发音器官的整个装置像一架乐器，分三大部分：动力

（肺）、发音体（声带）、共鸣腔（口腔、鼻腔、咽腔）。声带是两片很小的薄膜，长度只有 13－14
毫米，前后两端粘附在软骨上，中间的通路叫声门。由于肌肉和软骨的活动，声门可以打开或闭拢。

狮吼虎啸，虫鸣鸟叫，我们听到的各种声音都是物体振动引起周围空气粒子的振动，形成音波，传

到耳鼓的结果。这是声音的物理方面的属性。每秒钟振动的次数叫频率。振幅的大小决定声音的轻

重；频率的多少决定声音的高低；振动时间的长短决定音的长短。不同的乐器发出的声音有质的不

同，我们一听就知道是哪种乐器发出来的。声音这方面的属性叫音质。音高、音重、音长、音质就：

是一般所说的声音的四要素。 
3. 德语元音舌位图：尽管元音通过共鸣腔时，气流不受阻，但是为什么会产生[a], [o], [i]等不

同的元音呢？决定不同元音的关键因素是舌位的高低、舌位的前后和口形。 
4. 德语各种辅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 
5. 音位学：相对于语音学，音位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创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创始人是

特鲁别茨柯依。他在《音位学原理》一书中指出语音最重要的功能是辩义，即区别不同语音的意义。

通过对 200多种语言的研究，他发现语音之间存在着对立关系。 
6. 音位变体和非音质音位 
项目教学环节： 
汉德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比较 
学习目标： 
1. 了解人类发音的基本条件和原理。 
2. 掌握音位和音位变体的概念。 
作业： 
1. 语音学和音位学的研究对象有什么不同？ 
2. 举例说明音素、音节和音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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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5：词汇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词的概念 
2. 语素的概念及分类： 
1）语义语素（lexikalische Morpheme）(语义功能)：它是一个词的词干 Kern，代表这个语言符

号的含义。独立存在的语义语素是词，语言学家对它的命名是 Lexem；如：Blatt  springen, Diener, 
黑体部分说明了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2）语法语素（Flexionsmorphem）（语法功能）：通过词形变化说明句法关系，使句子的语法前
后呼应、协调一致（grammatische Kongruenz）。 

Präfix的功能: be-, ge-, beantwortet多数构成及物动词, gefragt完成时态、被动态的二分词,  
Suffix的功能: -en, -s,-er,... Autos复数, legen现在时态、不定式、复数名词做主语, fragt单三、

现在时，Lehrer表男性的人，单复数。 
3）构词语素（Wortbildungsmorphem）（构词功能）：指示一个词的类型或帮助两个语素连接在

一起。例如后缀可以说明词类，中缀连接两个词干，使其组合成复合词。 
3. 德语构词法： 

    1）简单词：它包括一个词干，或许还有一个语法语素 
    2）派生词：指以一个词为基础，新生出另外一个词。它通常包括两部分：一个词干和一个以
上的词缀。 
    3）复合词：是德语构词的最能产形式，现代德语词汇的新词中，复合词的比例最高。它的特
点是，它至少包括两个词干语素，二者直接连接，或通过中缀连接。 
    4）词类转换：通过增减构词词缀而转换为另一类的词。其中部分没有词缀变化。 
    5）其它构词类型：组接词：词组或句子不改变语序和词形而组合在一起；拼缀词：两个词经
过压缩改变词形而组合在一起；缩略词：词组或复合词的缩写形式。 
项目教学环节： 
汉德构词比较 
学习目标： 
1. 了解词汇学的研究方法。 
2. 掌握德语语素的概念和基本的构词类型。 
作业： 
1. 什么是语素？德语语素有哪些功能？ 
2. 请阐述德语和汉语的构词区别。 

知识单元 6：语义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义素：决定词义的各个最小的语义单位。 
2. 词义发展变化的类型：词义由贬变褒、词义由褒变贬、词义变宽、语义变窄、词生新意 
3. 词义类型： 
1） 概念义：概念义不是概念，概念属哲学范畴，概念义属语言学范畴。概念是外界事物在人

头脑中的反映，是人经过分析归纳总结而得出的抽象概括。概念只有一个，而概念义可以有多个。 
2）附属义：附属义分为情感义和语体义。前者指词义的褒贬，后者指什么样的环境用 什么样

的语言。词汇的表达必须与表达方式（书面、口语、文章的体裁）和内容相匹配， 附属义不稳定，
往往随语境而变化，在特定的语境中产生特定的含义，同时对语境也有渲染作用： 

3）单义词： 只有一个义项的是单义词，语言中的词有不少是单义的，这类词首先是术语。每
一科学技术部门都有一套自己的术语。专业语言中名词术语也大多是单义词，要求语言明确无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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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多义词：一个词开始时大多是单义的，在使用中，有关的意义也逐渐用它来表达，它就变
成了多义词。词义的衍生有客观事实的基础。宇宙间的事物是无穷的，而语言的词汇是有限的。为

了克服这种无限与有限的矛盾，人们利用某物在某方面的联系，以语言中已有的词来表达新义。 
4. 词汇之间的语义关系：特里尔（Jost Trier）认为一个语言的词汇是一个完整的语义系统，

各个词汇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对存在的。词汇之间的聚合关系可粗略划分为四种：反义词、同

义词、多义词和上下义词。 
项目教学内容： 
跨文化的语义差异 
学习目标： 
1． 了解语义学的基本概念。 
2． 掌握词义类型和词汇语义关系类型 
作业： 
1. 什么是义素、基本义和附属义？ 
2. 请举例说明语义的三种关系。 

知识单元 7：句法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句子的构成要素： 
1） 词类：有词形变化的词类：动词、名词、冠词、代词、形容词、数词；无词形变化的词类：

副词、介词、连词、语气词。 
2） 短语：动词短语、名词短语、介词短语、形容词短语、副词短语 
2. 词类的句法功能：作主语、谓语、宾语、状语、定语等 
3. 句子的分析模式： 
1） 句子类型：简单句：至少由主语、谓语等句子的必要成分组成；扩展句：在简单句的基础

上补充说明成分；复杂句：句子中含有由句子组成的成分时，统称为复杂句。 
2） 语法一致性：指动词通过词形变化，使其与主语的人称和树相一致。 
3） 句子分析模式：传统句子分析法、配价语法、短语结构分析法、主从句分析 
项目教学环节： 
汉德语法特点、汉德语法的文化根基 
学习目标： 
1. 了解句法学的基本概念。 
2. 掌握几种句子分析模式 
作业： 
1. 什么是德语的语法一致性？ 
2. 为什么变位、变格对德语来说是重要的语法手段。 

知识单元 8：篇章语言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篇章的定义：一段有意义、传达一个完整信息、逻辑连贯、语言衔接、具有一定交际目的

和功能的语言单位或交际事件。 
2. 篇章的结构性：语法正确的语句群不一定能构成篇章。篇章的结构性表现在语句的相互联

系，语句所表达的概念和命题前后一致，符合逻辑。篇章语言学把这种结构性分为两个层次：表层

结构和深层结构，共同形成文章内容连贯的“意义连续体”。如果文章能够说明一个完整的意思，其
各个部分的内容相互支持，这个句群就有“意义连续体”，它就是篇章。 

3. 篇章的衔接：研究篇章表层的语法结构和语义关系，具体地说就是组织句子的规律，使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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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具有篇章性，以便反映深层的逻辑语义关系。衔接分为四种基本方式： 
1） 逻辑联接通过连词、副词或词组而建立连接关系。 
2） 指称连接通过人称代词、指示代词（dieser\ dieses\diese）和定冠词（der, das, die）和比较

指称（这里不是指语法中所讲的比较级，而是超越句子的比较）： 
3） 省略是连接篇章的另一重要形式，在上下文清楚的情况下，不必重复前面的某些部分，这

是交际实践常见的语言现象。 
4） 词汇连接指通过选择词汇，在篇章里建立一个贯穿全篇的链条，词汇衔接手段主要通过重

述手段，包括重复法、替换法和替代法。 
4. 篇章的连贯：怎样把单个句子组织成内容连贯的文章，这不仅仅是语法和词汇的问题，还

涉及到对整个篇章内容规划问题，与篇章的衔接手段不同的事，篇章的连贯并不单纯取决于表面结

构，而且还取决于各句所表述的概念和命题与整个篇章主题之间在语义上的逻辑联系。篇章形式上

的句法词汇衔接形式为语义逻辑的连贯性服务的，是内在语义连贯性的表层形式标志，而深层结构

的概念连接靠的是语境和逻辑推理。二者共同构成篇章的“意义连续体”。 
教学目标： 
1. 了解篇章的定义 
2. 掌握篇章衔接和连贯的概念，能够对具体的篇章进行分析。 
作业： 
1. 篇章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2. 什么是篇章的表面结构和深层结构，它们有哪些连接方式？ 

知识单元 9：语用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语用学的研究对象：语用学研究的是索绪尔的言语领域，关心语用者在使用语言符号进行

交际时，语义发生了什么变化。语用学把语言文字的意义和它们的使用者以及使用环境联系起来，

关注语言在语境中的交际价值。 
2. 语境和语义： 
1） 语言内语境：语言交流中某个词的词义要靠这个词的“前言后语”来确定。上下文不仅指句

子，而且还涉及到整段话和整篇文章。 
2） 语言外语境：分小语境和大语境。小语境包括语言交际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场合。大语境

包括文化规范、社会习俗和价值观。 
3. 言语行为理论： 
1） 概念：说话即是做事。 
2） 言语行为表现为三层意义：以言指事，言者通过发音、组句而表达意思的过程；以言行事：

言者的交际意图和言语意义；以言成事：言者对听者产生的效果。 
3） 言语行为的分类：陈述类、表达类、承诺类、命令类和宣告类。 
4. 会话含义： 
1） 格莱斯的会话合作原则和四项准则：量的准则、质的准则、方式准则和关联准则。 
2） 会话含义产生的机制：遵守合作原则的前提下对准则的违反。 
学习目标： 
1. 了解语境的概念。 
2. 掌握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合作原则。 
作业： 
1. 什么是语境义，包括哪些类型？ 
2. 分析格莱斯合作原则的四项准则。 
二、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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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德语语言学导言 2 语言学的定义、语言学家的工作方法、语言学发展简史 

2 语言的本质和功能 2 
语言的符号本质、语言的交际功能、思维功能和社会

心理功能 
3 符号和语言符号 2 符号的定义、类型、语言符号的特性 
4 语音学（一） 2 音素、语音的物理属性和社会属性 
5 语音学（二） 2 语音的社会属性 
6 词汇学（一） 2 词素的概念及其分类 
7 词汇学（二） 2 德语构词方法 
8 语义学（一） 2 语素、语义类型 
9 语义学（二） 2 词汇语义关系 
10 句法学（一） 2 词类、句子成分 
11 句法学（二） 2 句子分析模式 
12 篇章语言学（一） 2 篇章定义、篇章的衔接手段 
13 篇章语言学（二） 2 篇章连贯 
14 语用学（一） 2 语境、言语行为 
15 语用学（二） 2 会话含义 
16 课程考试 2 考查 
三、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德语 
后续课：法律德语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德语语音、构词、语义、句法和篇章特征。 
难点：句子和篇章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 
2．课外作业。 
3. 项目实践教学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 
2. 小组讨论。 
3. 课堂上项目成果展示。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准备项目内容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四、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王京平编著《德语语言学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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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参考书 
1. 叶蜚声等编著《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4月  
2. Albert Busch/ Oliver Stenschke: 《Germanistische Linguistik》, Gunter Narr Verlag, 2008.  

执笔：高莉  审稿：高莉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8日 

 

德语新闻报刊选读 
German News Reading 

课程号：4080101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培养学生阅读德语报刊的基本功。这里，德语报刊主要是指在德国和其他德语国家出版的报纸

和刊物。通过学习，学生将会了解一些主要德语报刊的历史、特点、政治立场和观点等，同时对德

语报刊常见的版面结构和编排方法等有所了解。当然最主要的，学生将掌握报刊德语的特点，扩大

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的词汇，丰富自己的知识，从而为独立阅读各种德语报刊打下

良好的基础。 
1、培养学生阅读德语报刊的基本功； 
2、掌握报刊德语的特点； 
3、丰富德语知识和词汇。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阅读训练，使学生了解一些主要德语报刊的历史、特点、

政治立场和观点等，同时对德语报刊常见的版面结构和编排方法等有所了解。学生将通过这一门课

的学习掌握报刊德语的特点，扩大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的词汇，丰富自己的知识，

从而为独立阅读各种德语报刊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Einleitu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Das Ziel des Lesens  
1) Erweiterung des Horizons 
2) Erhöhung des Lesenniveaus 
3) Erhöhung der Fähigkeit 
2. Zwei Punkte zu „erkennen“ 
1) sich über die Funktionen der Zeitungen und der Zeitschriften zu erkundigen 
2) sich über die Merkmale der Zeitungen und der Zeitschriften zu erkundigen 
3. Hinweise auf das Lesen 
1) Durchblättern und Lesen 
2) Lesensweisen: 
a) flüchtiges Lesen 
b) „Verfolgung“ 
c) Auswählen 
3) Was zu beachten beim Le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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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alsche Sichtweise zum Lesen vermeiden 
b) ausgehend vom Interesse 
c) geeignete Artikel aussuchen 
d) „Schreibfleißigkeit“ 
e) Nachschlagewerke benutzen 
学习目标： 
1．Kennenlernen des Ziels dieses Unterrichts 
2．Kennenlernen des Inhalts dieses Unterrichts 
作业： 
Lesen Sie nach dem Unterricht 1 bis 2 Artikel aus einer deutschen Zeitung oder Zeitschrift und 

berichten Sie nächstes Mal über diesen Artikel in der Klasse. 
知识单元 2：Deutschsprachige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Definition der Zeitung 
1) Definition der Zeitung 
2) Elemente der Zeitung 
2. Zeitungen in Deutschland 
1) Geschichte 
2) Sorten und Mengen 
3) Superlative deutscher Zeitungen 
4) Die zehn größten (Tages)Zeitungen in Deutschland 
3. Definition der Zeitschrift 
1) Definition der Zeitschrift 
2) Gemeinsamkeiten und Unterschiede mit der Zeitung 
3) Ausdrücke für „Zeitschrift“ 
4. Zeit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1) Geschichte 
2) Sorten und Mengen 
3) Die zehn größten Zeitschriften in Deutschland 
5.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in der Schweiz und in Österreich 
1) Die zehn größten (Tages)Zeitungen in der Schweiz 
2) Die sieben größten Zeitschriften in der Schweiz 
3) Die zehn größten Zeitungen in Österreich 
4) Die zehn größten Zeitschriften in Österreich 
学习目标：  
Überblick über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in deutschsprachigen Ländern 
作业： 
Lesen Sie nach dem Unterricht 1 bis 2 Artikel aus einer deutschen Zeitung oder Zeitschrift und 

berichten Sie nächstes Mal über diesen Artikel in der Klasse. 
知识单元 3：Quellen der Information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Was ist eigentlich Information? 
1) Nachrich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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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erichten 
3) Essays 
2. Quellen der Informationen 
1) Innere Quellen 
2) Äußere Quellen 
3. Die größten Nachrichtenagenturen auf der Welt 
1) Associated Press (AP) 
2)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UPI) 
3) Reuter 
4) Agence France-Presse (AFP) 
5) Telegrafnoje Agenstwo Sowjetskowo Sojussa (TASS) 
6) Soviet Press (SP) 
7) New China News Agency (NCNA) 
8) Kyodo-Nachrichtenagentur (Kyodo-NA) 
9) Jiji-Nachrichtenagentur (Jiji-NA) 
10) Agencia Nazionale Stampa (ANSA) 
4. Die größten Nachrichtenagenturen in Deutschland 
1) Deutsche Presse Agentur (DPA) 
2) Deutscher Depeschen-Dienst (DDD) 
3) Dienst der Mitteleren Tageszeitungen (DIMITAG) 
4) Progress Presse Agentur (ppa) 
5) Evangelischer Pressedienst (epd) 
6) Katholische Nachrichtenagentur (KNA) 
7) Vereinigter Wirtschaftsdienst (VWD) 
8) Springer-Ausland-Dienst (SAD) 
9) Axel-Springer-Inland-Dienst (ASD) 
10) Sport-Informationsdienst (sid) 
学习目标：  
Überblick über Nachrichtenagenturen in der Welt und in Deutschland 
作业： 
Lesen Sie nach dem Unterricht 1 bis 2 Artikel aus einer deutschen Zeitung oder Zeitschrift und 

berichten Sie nächstes Mal über diesen Artikel in der Klasse. 
知识单元 4：Elemente der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1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Authentizität 
    1) das Leben aller Nachrichtenmedien 
    2) Betrügerei am Beispiel 
2. Objektivität 
    1) Gerechtigkeit und Neutralität 
    2) Relativität der Objektivität 
3. Aktualität 
1) Inhalt: neu 
2) Zeitverschiebung: klein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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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nlernen der Elemente Authentizität, Objektivität und Aktualität der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作业： 
Lesen Sie nach dem Unterricht 1 bis 2 Artikel aus einer deutschen Zeitung oder Zeitschrift und 

berichten Sie nächstes Mal über diesen Artikel in der Klasse. 
知识单元 5：Elemente der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2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Deutlicher Standpunkt 
1) Wie kann man den Standpunkt einer Zeitung oder Zeitschrift ablesen? 
2) Sind die Deutlichkeit des Standpunkts und die Objektivität widersprüchlich? 
2. Die Einfachheit - Warum? 
1) Die beschränkte Größe  
2) Die Aktualität 
3) Aufforderungen von den Lesern 
4) Spezielle Ware 
3. Die Merkwürdigkeit der Informationen 
4. Die Menschlichkeit 
1) Vorliebe und Abscheu der Leser entgegenkommen 
2) Stimme der Leser hören 
3) sich um Brennpunkte der Leser kümmern 
4) sich über Schwierigkeiten der Leser erkundigen 
学习目标：  
Kennenlernen der Elemente deutlichen Standpunkts, der Einfachheit, Merkwürdigkeit und 

Menschlichkeit der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作业： 
Lesen Sie nach dem Unterricht 1 bis 2 Artikel aus einer deutschen Zeitung oder Zeitschrift und 

berichten Sie nächstes Mal über diesen Artikel in der Klasse. 
知识单元 6：Funktionen der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1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Die Nachrichtenkompetenz 
1) Was ist Nachricht? 
2) 6 „W“ : Wann, Wo, Wer, Was, Warum, Wie 
2. Die Öffentlichkeitskompetenz 
Vier Elemente der Öffentlichkeitskompetenz 
1) Teilnahme der Öffentlichkeit (Subjekt) 
2) Geschehene Ereignisse oder Probleme (Objekt) 
3) Meinungen, Auffassungen und Unterhaltungen vieler Leute (Konkretisierung der Teilnahme der 

Öffentlichkeit) 
4) Tendenzierte oder vertretende Meinungen, Auffassungen oder Unterhaltungen. 
3. Die Anleitungskompetenz 
1) Politische Anleitungskompetenz 
2) Ideologische Anleitungskompetenz 
3) Anleitungskompetenz im L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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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Kennenlernen der wichtigsten Funktionen der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作业： 
Lesen Sie nach dem Unterricht 1 bis 2 Artikel aus einer deutschen Zeitung oder Zeitschrift und 

berichten Sie nächstes Mal über diesen Artikel in der Klasse. 
知识单元 7：Funktionen der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2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4. Die Wissens- oder Kenntniskompetenz 
    Wissenszirkus 
 1) Jede Zeitung verbreitet Kenntnisse verschiedener Bereiche 
 2) Jeder Funktion aller Zeitungen liegen gewisse Kenntnisse zugrunde. 
 3) Wissenskette 
5.  Die Forschungskompetenz 
Zusammenfassung und Sublimation der Wissenskompetenz und der Anleitungskompetenz 
6.  Die Anzeigekompetenz 
1) Kommerzielle Anzeigen 
2) Immobilienanzeigen (Liegenschaftenanzeigen) 
3) Berufliche Anzeigen (Stellenangebote und Stellengesuche) 
4) Finanzielle Anzeigen 
5) Familienanzeigen 
6) Reisenanzeigen 
7) Kultur und Kunstanzeigen 
8) Kursanzeigen 
学习目标：  
Kennenlernen der anderen Funktionen der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作业： 
Lesen Sie nach dem Unterricht 1 bis 2 Artikel aus einer deutschen Zeitung oder Zeitschrift und 

berichten Sie nächstes Mal über diesen Artikel in der Klasse. 
知识单元 8：Funktionen der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3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7. Die Unterhaltungskompetenz 
a) niche der ursprüngliche Wunsch der Gründer 
b) Wissens-, Anleitungs- und Nachrichtenfunktionen hinter der Unterhaltung 
c) Welche Unterhaltungszeitschriften? 
8. Die Verbindungskompetenz 
a) Brücke zwischen den Redakteuren und Lesern 
b) Umstiegstation zwischen den Lesern 
c) Widerspieglung der Stimme und Aufforderungen der Leser 
9. Die Studiumskompetenz 
Diese Kompetenz lässt sich in zwei Aspekten niederschlagen: 
1) Das Lesen der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helfen uns beim Erlernen neuer Ausdrücke. 
2) Das Lesen der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helfen uns beim Verstehen „Deuschen Denkens“. 
10.  Die Übersetzungskompeten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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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Kennenlernen der anderen Funktionen der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作业： 
Lesen Sie nach dem Unterricht 1 bis 2 Artikel aus einer deutschen Zeitung oder Zeitschrift und 

berichten Sie nächstes Mal über diesen Artikel in der Klasse. 
知识单元 9：Auswahl und Vorstellung der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1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Bild 
1) Name 2) Eigenschaft 3) Verlagsstadt 4) Verlag 5) Zyklus der Ausgebens 6) Gründungszeit 7) 

Ausgebensumfang 8) Ausgebensmenge 9) Größe 10) Preis 11) Hauptspalten 12) Merkmale 13) Auszug 
2. Die Welt 
1) Name 2) Eigenschaft 3) Verlagsstadt 4) Verlag 5) Zyklus der Ausgebens 6) Gründungszeit 7) 

Ausgebensumfang 8) Ausgebensmenge 9) Größe 10) Preis 11) Hauptspalten 12) Merkmale 
3. Die Zeit 
1) Name 2) Eigenschaft 3) Verlagsstadt 4) Verlag 5) Zyklus der Ausgebens 6) Gründungszeit 7) 

Ausgebensumfang 8) Ausgebensmenge 9) Größe 10) Preis 11) Hauptspalten 12) Merkmale 
4.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für Deutschland (FAZ) 
1) Name 2) Eigenschaft 3) Verlagsstadt 4) Verlag 5) Zyklus der Ausgebens 6) Gründungszeit 7) 

Ausgebensumfang 8) Ausgebensmenge 9) Größe 10) Preis 11) Hauptspalten 12) Merkmale 
5. Handelsblatt 
1) Name 2) Eigenschaft 3) Verlagsstadt 4) Verlag 5) Zyklus der Ausgebens 6) Gründungszeit 7) 

Ausgebensumfang 8) Ausgebensmenge 9) Größe 10) Preis 11) Hauptspalten 12) Merkmale 
学习目标：  
Überblick über die wichtigen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作业： 
Lesen Sie nach dem Unterricht 1 bis 2 Artikel aus einer deutschen Zeitung oder Zeitschrift und 

berichten Sie nächstes Mal über diesen Artikel in der Klasse. 
知识单元 10：Auswahl und Vorstellung der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2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6. Süddeutsche Zeitung 
1) Name 2) Eigenschaft 3) Verlagsstadt 4) Verlag 5) Zyklus der Ausgebens 6) Gründungszeit 7) 

Ausgebensumfang 8) Ausgebensmenge 9) Größe 10) Preis 11) Hauptspalten 12) Merkmale 13) Auszug 
7. Stern 
1) Name 2) Eigenschaft 3) Verlagsstadt 4) Verlag 5) Zyklus der Ausgebens 6) Gründungszeit 7) 

Ausgebensumfang 8) Ausgebensmenge 9) Größe 10) Preis 11) Hauptspalten 12) Merkmale 
8.  Der Spiegel 
1) Name 2) Eigenschaft 3) Verlagsstadt 4) Verlag 5) Zyklus der Ausgebens 6) Gründungszeit 7) 

Ausgebensumfang 8) Ausgebensmenge 9) Größe 10) Preis 11) Hauptspalten 12) Merkmale 
9.  Deutschland 
1) Name 2) Eigenschaft 3) Verlagsstadt 4) Verlag 5) Zyklus der Ausgebens 6) Gründungszeit 7) 

Ausgebensumfang 8) Ausgebensmenge 9) Größe 10) Preis 11) Hauptspalten 12) Merkmale 
10. Reade’s Digest, Das Beste 
1) Name 2) Eigenschaft 3) Verlagsstadt 4) Verlag 5) Zyklus der Ausgebens 6) Gründungsze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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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gebensumfang 8) Ausgebensmenge 9) Größe 10) Preis 11) Hauptspalten 12) Merkmale 
学习目标：  
Überblick über die anderen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作业： 
Lesen Sie nach dem Unterricht 1 bis 2 Artikel aus einer deutschen Zeitung oder Zeitschrift und 

berichten Sie nächstes Mal über diesen Artikel in der Klasse. 
知识单元 11：Auswahl und Vorstellung der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3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1. Das moderne Nachrichtenmagazin FOCUS 
1) Name 2) Eigenschaft 3) Verlagsstadt 4) Verlag 5) Zyklus der Ausgebens 6) Gründungszeit 7) 

Ausgebensumfang 8) Ausgebensmenge 9) Größe 10) Preis 11) Hauptspalten 12) Merkmale 13) 
Auszug 

12. Neue Kronen Zeitung (Österreich) 
1) Name 2) Eigenschaft 3) Verlagsstadt 4) Verlag 5) Zyklus der Ausgebens 6) Gründungszeit 7) 

Ausgebensumfang 8) Ausgebensmenge 9) Größe 10) Preis 11) Hauptspalten 12) Merkmale 
13. Kurier (Österreich) 
1) Name 2) Eigenschaft 3) Verlagsstadt 4) Verlag 5) Zyklus der Ausgebens 6) Gründungszeit 7) 

Ausgebensumfang 8) Ausgebensmenge 9) Größe 10) Preis 11) Hauptspalten 12) Merkmale 
14. Die Weltwoche (Schweiz) 
1) Name 2) Eigenschaft 3) Verlagsstadt 4) Verlag 5) Zyklus der Ausgebens 6) Gründungszeit 7) 

Ausgebensumfang 8) Ausgebensmenge 9) Größe 10) Preis 11) Hauptspalten 12) Merkmale 
15. Neue Züricher Zeitung, Internationale Ausgabe (Schweiz) 
1) Name 2) Eigenschaft 3) Verlagsstadt 4) Verlag 5) Zyklus der Ausgebens 6) Gründungszeit 7) 

Ausgebensumfang 8) Ausgebensmenge 9) Größe 10) Preis 11) Hauptspalten 12) Merkmale 
 学习目标：  
Überblick über die anderen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作业： 
Lesen Sie nach dem Unterricht 1 bis 2 Artikel aus einer deutschen Zeitung oder Zeitschrift und 

berichten Sie nächstes Mal über diesen Artikel in der Klasse. 
知识单元 12：Wie liest man die Artikel in den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1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Kurze Nachrichen 
1) Terminologie und Eigennamen → Nachschlagewerke 
2) Erkennen der Ereignisse auf der Welt und Erweiterung des Horizonts → Übersehen der 

negativen Nachrichten 
3) Vergrößerung des Wortschatzes → international gängige neue Wörter 
4) Vermeiden der Zeitverschwendung an unwichtigen und selten gebrauchten Wörtern 
5) flüchtiges Lesen, aber unter Umständen auch Notiz  
2. Berichten 
1) Konjunktiv I und Konjunktiv II 
2) Hauptinhalt des Berichts ergreifen 
3) Abkürzungen nicht übersehen 
4) Intensive Gedanken ma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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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eitartikel 
1) Ziel: sich über „Aktuelle Ereignisse“ in Deutschland und neue und „lebendige“ Ausdrücke 

informieren 
2) Hauptinhalt des Artikels ergreifen 
3) sich nach der Situation der Parteien und ihre Abkürzungen 
4) Terminogie und Eigennamen im Leitartikel 
 学习目标：  
Methoden zum Lesen der verschiedenen Artikel in den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作业： 
Lesen Sie nach dem Unterricht 1 bis 2 Artikel aus einer deutschen Zeitung oder Zeitschrift und 

berichten Sie nächstes Mal über diesen Artikel in der Klasse. 
知识单元 13：Wie liest man die Artikel in den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2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4. Kommentar 
1) „Informelle Leitartikel“, „Kleine Leitartikel“ 
2) Gemeinsamkeiten mit Leitartikel: 
a) Meinungen zu Ereignissen ausdrücken 
b) Feste Autoren und Stellungen in der Zeitung (Zeitschrift) 
c) Kleine Größe 
3) Unterschiede mit Leitartikel 
a) Ein Kommentar vertritt nicht unbedingt die Zeitung oder die Zeitschrift. 
b) Das „Gewicht“ ist nicht so groß wie Leitartikel 
5. Essay 
Merkmale: 
1)  i. d. R. ziemlich kurz 
2) gewisser Zeitdruck 
3) Kommentar gegenüber einer bestimmten Person und einer bestimmten Sache 
4) „in eleganter Form“ 
5) Essays: „gemischte Artikel“ 
6) Tatsache als Grundlage 
6. Anzeige (schriftliche Anzeige) 
Mischung von „Berichten“ und „Skizzen“: kurz und bündig, zugleich konkret und tiefeingehend 
 学习目标：  
Methoden zum Lesen der verschiedenen Artikel in den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作业： 
Lesen Sie nach dem Unterricht 1 bis 2 Artikel aus einer deutschen Zeitung oder Zeitschrift und 

berichten Sie nächstes Mal über diesen Artikel in der Klasse. 
知识单元 14：Auswahl der zu lesenden Artikel 1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Deutschland, Europa und China 
1) Was Schröder will (Das Beste, 98/Nr. 8, Interview) 
2) Die zerrupte Einheit (Die Zeit, 06.10.98) 
3) Die Europäische Gemeinschaft (Parlament, 90/N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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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ie Flut am Jangzse – Rache der Natur? (NZZ, 30.09.98) 
5) Jetzt werden die Märkte verteil (Zeit-Punkte, 97/ Nr.3) 
学习目标：  
Selbstlesen der Artikel aus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作业： 
Lesen Sie nach dem Unterricht 1 bis 2 Artikel aus einer deutschen Zeitung oder Zeitschrift und 

berichten Sie nächstes Mal über diesen Artikel in der Klasse. 
知识单元 15：Auswahl der zu lesenden Artikel 2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2. Wirtschaft und Industrie 
1) Der Euro macht Europa für Amerika attraktiver (Handelblatt, 20.01./09.06.98) 
2) Die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Scala,90/Nr. 3) 
3) BASF – Global Player aus der Pfalz (Unicum, 98/Nr.4) 
4) Die Zigarrenindustrie in Brennen (Frankfurter Rundschau, 09.03.98) 
学习目标：  
Selbstlesen der Artikel aus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作业： 
Lesen Sie nach dem Unterricht 1 bis 2 Artikel aus einer deutschen Zeitung oder Zeitschrift und 

berichten Sie nächstes Mal über diesen Artikel in der Klasse. 
知识单元 16：Auswahl der zu lesenden Artikel 3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3. Verkehr, Leben und Ausbildung 
1) Schnelle Züge haben Zukunft, wenn sie noch sicherer werden (Die Welt, 18.06.98) 
2) Hai und Barrakuda als Trauzeugen (Süddt. Zeitung, 26.05.98) 
3) Vom Glück, mit Lachen, 100 zu werden (Bild, 28.04.98) 
4) Reform soll Hochschulen fitmachen (Die Welt, 14.02.98) 
学习目标：  
Selbstlesen der Artikel aus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作业： 
Lesen Sie nach dem Unterricht 1 bis 2 Artikel aus einer deutschen Zeitung oder Zeitschrift und 

berichten Sie nächstes Mal über diesen Artikel in der Klasse. 
（二） 实践教学  
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Einleitung 2  
2 Deutschsprachige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2  
3 Quellen der Informationen 2  
4 Elemente der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1 2  
5 Elemente der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2 2  
6 Funktionen der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1 2  
7 Funktionen der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2 2  
8 Funktionen der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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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uswahl und Vorstellung der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1 

2  

10 
Auswahl und Vorstellung der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2 

2  

11 
Auswahl und Vorstellung der deutschsprachigen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3 

2  

12 Wie liest man die Artikel in den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1 2  
13 Wie liest man die Artikel in den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2 2  
14 Auswahl der zu lesenden Artikel 1 2  
15 Auswahl der zu lesenden Artikel 2 2  
16 Auswahl der zu lesenden Artikel 3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使学生了解德语报刊文章的特点，在此基础上独立阅读一些重要德语报刊的文章。 
难点：在阅读德语报刊的同时掌握相关背景知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报刊理论与阅读实践相结合，理论为辅，实践为主。 
教学手段： 
传统纸质媒介和电子媒介相结合，向学生展示德语报刊的特点及阅读技巧。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平时成绩与期末口试相结合的形式。考核内容有：平时成绩（包括学生

出勤、课堂表现及作业完成情况）占 3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一课后都要求学生独立阅读几篇不同类型的德语报刊文章，并在下次上课时以小报告的形式

讲解。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在阅读实践部分尽量选择最新最近的报刊文章（大纲中的文章仅作为选材的样本，并非实际选

用的阅读文章）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桂乾元编著《德语报刊阅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1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钱敏汝主编《德语报刊导读》，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 5月 第 1版 
2. 德语各大纸质版及电子版报刊  

执笔：赵叶莹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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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文学史 
German Literary History 

课程号：4080102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In diesem Seminar zur deutschen Literaturgeschichte erhalten die Studenten einen Einblick in die 

Epochen vom frühen Mittelalter bis hin zum Realismus. Die Studenten lernen Textgenres und 
Schriftsteller kennen, sie erfahren über die unterschiedlichen Strömungen in der Literaturgeschichte, die 
die Epochen geprägt haben. Dabei spielt oft der geschichtliche Kontext eine große Rolle. Wo es möglich 
ist, sollen die Studenten auch Referate halten.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Einführu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er ersten Sitzung werden die Inhalte, Ziele und Anforderungen dieses Seminars gesprochen. Die 

Literatur wird angegeben und auf die verschiedenen Quellen wird aufmerksam gemacht.  
Die Einteilung in Epochen wird erläutert und ein erster Überblick gegeben. Ein Vergleich mit China, 

bzw.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 lohnt sich. Die Studenten werden nach ihrem Vorwissen und ihren 
Vorlieben gefragt, so dass sie später an ihre Erfahrungen anküpfen können. 
学习目标：Lernziel: Die Studenten sollen einen Überblick über das Seminar erhalten. 
作业：Hausaufgbe: Die Studenten sollen den ersten Teil der Texte zum Mittelalter lesen. 

知识单元 2：Mittelalter I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as Mittelalter wird in Früh-, Hoch- und Spätmittelalter unterteilt. Am Beispiel der Ebstorfer 

Weltkarte (S. 78 f.) wird das christlich-religiös geprägte Weltbild dieser Zeit erläutert. Es wird ein Blick 
auf die ersten literarischen Dokumente in deutscher Sprache, hier althochdeutscher Sprache, die Gebete 
und Zaubersprüche geworfen (S. 80 - 82.). Das Leben der Hildegard von Bingen und ein Auszug aus dem 
„Buch der Gotteswerke“ (S. 83 f.) werden angesprochen. 

Ein weiterer Themenkomplex des Mittelalters ist die höfisch-ritterliche Literatur des 
Hochmittelalters. Dabei wird mit zwei Auszügen aus Wolfram von Eschenbachs „Parzival“ die Gattung 
des Artusromans angesprochen (S. 85-89). Anhand eines Originalausschnittes in mittelhochdeutscher 
Sprache, dem auch die Übersetzung ins Neuhochdeutsche beigefügt ist, werden einige sprachliche 
Merkmale des Mittelhochdeutschen angesprochen, es wird also die Sprachgeschichte erläutert, dabei wird 
auch auf Beispiele des etymologischen Wandels eingegangen. Inhaltlich wird die Ausgangssituation in 
Parzivals Kindheit dargestellt. Von ihr aus lassen sich die Strukturen in der Artuserzählung gut aufzeigen. 
An dem zweiten Textausschnitt, den Lehren Gournemans, arbeiten die Studenten die Ratschläge, die 
Gourneman dem jungen Parzival gibt, heraus. Abschließend wird ein Überblick über die 
höfisch-ritterliche Kultur gegeben (S. 89). 

学习目标：Lernziel: Die Studenten sollen einen Einblick in die frühe mittelhochdeutsche Literatur 
bekommen, insbesondere die Artusepik am Beispiel „Parz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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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Die Studenten sollen den zweiten Teil der Literatur im Mittelalter lesen. 
知识单元 3：Mittelalter II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zweiten Sitzung zur Literatur in der Epoche des Mittelalters stehen die Themen Tagelied, 

Minnesang mit hoher und niederer Minne sowie politische Lyrik im Vordergrund. Sie bezieht sich auf das 
Kapitel „Minnedienst und Liebesglück“ (S. 89 – 97). Eingeleitet wird die Stunde mit einer historischen 
Aufführung des Liedes „Ich zoch mir einen valken.“ um zu zeigen, dass auch heute noch Musikgruppen 
auf mittelalterliche Lieder vortragen. Inhalt und Sprache des Liedes werden analysiert und der übertragene 
Sinn herausgearbeitet. Mit Dietmar von Aist „Slfst du, friedel ziere?“ wird die Tradition des Tageliedes 
angesprochen. Die hohe Minne wird mit dem Gedicht: „Ich denke under wilen“ von Friedrich von Hausen 
thematisiert. In diesem Loblied wird die Unerreichbarkeit der besungenen, verehrten Dame höheren 
Rangs besonders deutlich. Die Minnethematik wird auch in Hartman von Aues „Manger grüezet mich 
also“ angesprochen und reflektiert. Im Gegensatz zur hohen Minne schildert die niedere Minne wie im 
Besipiel „Herzeliebez frouwelin“ von 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 (siehe „Verstehen und Gestalten“ S. 16) 
eine erfüllte Liebe. 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 wird mit einem biographischen Überblick vorgestellt (S. 
95 f.), weitere Gedichte, in denen von erfüllter Liebe die Rede ist, werden im Anschluss gezeigt: „Wol 
mich der stunde, daz ich sie erkande“ und „Under der linden“. Das wohl bekannteste politische Gedicht 
von 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 „Ich saz uf eime steine“ (S. 97), schließt thematisch die Einheit zum 
Mittelalter ab. Zusammenfassend wird der Überblickstext (S. 97) gelesen und ein Blick in die Darstellung 
des Mittelalters in der Koenig Literaturgeschichte geworfen. 

学习目标：Lernziel: Die Studenten sollen einen Einblick über die Formen des Minnesangs und 
weiterer Lieder bekommen. 

作业：Die Studenten lesen die Texte zu Renaissance, Humanismus und Reformation. 
知识单元 4：Renaissance, Humanismus und Reforma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Sitzung geht es um die Zeit unmittelbar nach dem Mittelalter: die Renaissance, den 

Humanismus und die Reformation. Dazu wird auf die entsprechenden Kapitel des „Duden Literatur“ (S. 
191-199) zurückgegriffen. Als literarisches Werk werden für die Renaissance Johannes von Tepl „Der 
Ackermann aus Böhmen“, der in seiner Mischung der Stilelemente auf das ausgehende Mittelalter 
hinweist, behandelt. Volksbücher mit Geschichten des „Till Eulenspiegel“, der 1515 in der Tradition der 
Schelmen- oder Narrenliteratur geschrieben worden ist, sowie die Erzählung „Historia von D. Johann 
Fausten [...]“ von Johann Spies (1587), die den Fauststoff verbreitet, werden in dieser Zeit um und nach 
der Reformation populär. Geschichten des „Till Eulenspiegel“ werden gelesen und in der Zusammenhang 
der Schelmenliteratur aufgezeigt. Auch der Fauststoff wird in seinem Kern dargestellt und an 
Textauszügen derr „Historia von D. Johann Fausten [...]“ literarisch untersucht. Es wird ein grober 
Überblick über die Folgeliteratur gegeben. 

学习目标：Lernziel: Die Studenten bekommen einen Einblick in ausgewählte Literatur der 
Renaissance, des Humanismus und der Reformation. 

作业：Hausaufgaben: Die Studenten sollen den ersten Teil der Texte für die Epoche Barock lesen. 
知识单元 5：Barock I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ese Sitzung hat zum Thema die Literatur im Barock. Zu Beginn wird der Augenmerk auf e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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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he von Stilllebenbider gelenkt (vgl. S. 98 und weitere). Zur Sprache kommt das Inventar eines 
Stilllebenbildes und deren allegorische Bedeutung (siehe dazu auch S. 109). An den geschichtlichen 
Hintergrund des 30 jährigen Krieges wird erinnert, dies war schon Thema im Kurs „deutsche 
Geschichte“ im vorangegangen Jahr. „Der abenteuerliche Simplicissimus“ wird mit Titelbild und einem 
Textauszug, der zeigt, wie Soldaten den elterlichen Hof plündern und verwüsten, vorgestellt (vgl. dazu S. 
100). Zur Sprache kommt das geschilderte Geschehen in Inhalt und dargestellter Form, vgl. dazu „Der 
kindliche Ich-Erzähler“ (S. 102). Verwiesen wird auch auf weitere Literatur in dieser Tradition bis hin zu 
Günter Grass „Die Blechtrommel“. Dem Autor Hans Jakob Christoph von Grimmelshausen 
(biographische Angaben S. 100 f.) wird der Autor Andreas Gryphius (biographische Angaben S. 103 f.) 
gegenübergestellt. Zur Sprache kommen Sonette in ihrem Inhalt und in ihrem typischen formalen Aufbau 
(S. 103-106). 

学习目标：Lernziel: Die Studenten bekommen einen Einblick in die frühe Literatur des Barock, 
insbesondere des „Simplicissimus...“ 
作业: 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bereiten die Lesetexte zum zweiten Teil der Epoche Barock vor. 

知识单元 6：Barock II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zweiten Sitzung zum Barock wird eingangs darauf verwiesen, was sich heutzutage noch aus 

dieser Epoche vorfinden lässt: Barockklöster, Musik und auch Gemälde (vgl. dazu Buch S. 107, Bild 
„Bacchus“ von Rubens) etc. Martin Opitz wird in seiner Biographie, als Dichter und als Autor des 
„Buches der deutschen Poeterey“ vorgestellt. Opitz Gedicht „carpe diem“ sowie Flemings Gedicht „Wie 
er wolle geküsset seyn“ spricht die Studenten stark an und wird in seinem historischen Zusammenhang 
auch als eine Reaktion auf die unsichere Zeit gesehen. Es folgen weitere Gedichte sowie spezielle 
Figurengedichte und noch ein Mal der Verweis auf die Stilllebenbilder, hieran sei das „Memento 
Mori“ erklärt. 

In einem zweiten Teil kommt die Barocke Rhetorik zur Sprache (vgl. S. 112 ff.) Thematisiert werden 
der Sprachwandel und die Sprachverfall mit der Kritik daran sowie die Sprachgesellschaften und deren 
Rolle in der Sprachschöpfung. Abschließend erfolgt ein Rückblick durch die Zusammenfassung der 
Epoche (S. 117) sowie einem Blick in die Königs Literaturgeschichte. 
学习目标：Lernziel: Die Studenten lernen unterschiedliche Gedichte aus der Epoche des Barocks 

kennen. 
作业：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bereiten die Lesetexte zur Epoche Aufklärung vor.  

知识单元 7：Aufkläru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e Epoche der Aufklärung wird in ihrer philosophischen Entwicklung, die über Rene Descartes (S. 

132 f.) bis hin zu Immanuel Kant (S. 143 f.) führt, vorgestellt. Ein Blick in die Königs Literaturgeschichte, 
in der auch die gesellschaftliche-historische Situation angesprochen wird, ist hilfreich. Literarisch wird die 
Entwicklung zur Aufklärung im Fabelvergleich zwischen Aesop, Luther und Lessing verdeutlicht (vgl. 
dazu S. 137 f., sowie weitere Quellen). Moses Mendelsson wird thematisiert und Gotthold Ephraim 
Lessings Leben wird dargestellt (vgl. dazu auch S. 150 f.). Abschließend wird aus dem  Theaterstück 
„Nathan der Weise“ der Ausschnitt der Ringparabel gelesen und diskutiert (S. 146-149). 

学习目标：Lernziel: Die Studenten gewinnen einen Einblick in ausgewählte Texte der Epoche der 
Aufklärung. 

作业：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bereiten ausgewählte Texte zur Epoche der Empfindsamkeit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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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 Sturm und Drangs vor. 
知识单元 8：Empfindsamkeit und Sturm und Drang I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mpfindsamkeit und Sturm und Drang sind die Themen dieser nächsten zwei Sitzungen, wobei 

Empfindsamkeit nur am Rande mit Verweis auf Kloppstock und den „Göttinger Hain“ angesprochen wird. 
Der junge Goethe wird in seinem Leben dargestellt (S. 153 f.) .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wird in Ausschnitten behandelt (S. 153 ff.) Die Verwendung von Auszügen aus der Verfilmung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1976, Regie: Egon Günther) – oder andere - kann diesbezüglich 
hilfreich sein, kontrastiv kann auch die neuere Verfilmung „Goethe“ (2010, Regie: Philipp Stölzl) 
gegenübergestellt werden.  

学习目标：Lernziel: Die Studenten erhalten einen Einblick in die Texte der Empfindsamkeit und des 
Sturm und Drangs. 

作业：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bereiten ausgewählte Texte des Sturm und Drangs vor. 
知识单元 9：Sturm und Drang II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Mit Goethes Sesenheimer Lieder werden Gedichte der Erlebnislyrik thematisiert (S. 156 f.) anhand 

von weiteren Gedichten: „Prometheus“ u.a. werden die typischen Merkmale des Sturm und Drangs 
herausgesarbeitet. Ein weiterer Autor des Sturm und Drangs wird in seinem Lebenslauf vorgestellt: 
Friedrich Schiller (vgl. hierzu auch S. 159 f). Sein Theaterstück „Die Räuber“ wird in dieser Sitzung in 
Auszügen gelesen und in seinem Inhalt sowie dem Bezug zur Epoche besproche (vgl. dazu S. 159 -166). 

Abschließend wird das Epochentrio Aufklärung – Empfindsamkeit – Sturm und Drang im Überblick 
erfasst (S. 175). Dazu wird auch die Königs Literaturgeschichte herangezogen. 
学习目标：Lernziel: Die Studenten gewinnen einen Einblick über Texte des Sturm und Drangs. 
作业：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bereiten ausgewählte Texte zur Epoche der Klassik vor. 

知识单元 10：Klassik I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n zwei Sitzungen wird die Epoche der Klassik behandelt. Es ist eine Epoche, die sich speziell 

Goethe und Schiller in ihrer Weimarer Zeit bezieht.  
Um die charakteristischen Züge dieser Epoche kennen zu lernen, wird Goethes Schauspiel „Iphigenie 

auf Tauris“ in Auszügen gelesen (vgl. dazu S. 198 – 203) und analysiert. Dabei kommt, um den im 
Schauspiel dargestellten Konflikt zu lösen, das Leitbild der Antike und der Gedanke der Humanität zur 
Sprache. Der Antike als Leitbild und der Humanität sei ein spezielles Kapitel gewidmet (vgl. S. 206 f.). 
Die Dramentheorie des klassischen Dramas wird studiert (vgl. S. 207). Goethe und Schiller werden mit 
ihren Dichtungstheorien betrachtet.  

学习目标：lernziel: Die Studenten erhalten einen Einblick in die Literatur der Klassik. 
作业：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bereiten ausgewählte Texte der Klassik vor. 

知识单元 11：Klassik II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zweiten Sitzung zum Thema Klassik sei den Balladen ein spezielles Kapitel gewidmet. Die 

Ballade wird in ihrer Gattungsgenese betrachtet und auf dem Hintergrund der Jahre 1797 und 1798 
gesehen. Es werden ausgewählte Balladen gelesen und inhaltlich und formal besprochen. Beso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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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sant ist auch die Ballade: „die Bürgschaft“, studieren doch die Studenten auch Jura.  
Weitere Aspekte der Epoche werden angesprochen. Um einen Überblick zu bekommen wird der 

Epochentext (S. 223) sowie das Kapitel Klassik in Königs Literaturgeschichte gelesen und besprochen. 
学习目标：Lernziel: Die Studenten erhalten einen Einblick in die Literatur der Klassik. 
作业：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bereiten ausgewählte Texte zur Epoche der Romantik vor.  

知识单元 12：Romantik I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Mit Bildern von Caspar David Friedrich lässt sich die Epoche der Romantik sehr gut über die 

bildende Kunst einführen. Die Klärung des Begriffs „Romantik“ ist nützlich, da sich viele etwas unter ihm 
vorstellen, jedoch ihn nicht näher bestimmt haben. Die subjektive Weltanschauung, bei der das „Ich“ in 
den Mittelpunkt gerückt wird, lässt sich an Fichtes „Wissenschaftslehre“ illustrieren, Schelling betont in 
„Ideen zu einer Philosopie der Natur“ die Einheit von Natur und Geist. Der historische Hintergrund wird 
besprochen und die Romantik in ihrer Einteilung in Früh-, Hoch- und Spätromantik mit den jeweiligen 
Zentren vorgestellt.  

An Autoren werden Novalis, Karoline von Günderrode und Friedrich Schlegel sowie weitere 
dargestellt (vgl. S. 226 – 230). Dem Motiv des Außenseiters wird mit Textauszügen von Novalis, Joseph 
von Eichendorff, Clemens Brentano und E.T.A. Hoffmann sowie Ludwig Tieck nachgegangen (S. 
230-236). 

学习目标：Lernziel: Die Studenten bekommen einen Einblick zu den Texten der Romantik.  
作业：Die Studenten bereiten ausgewählte Texte der Romantik vor. 

知识单元 13：Romantik II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m zweiten Teil der Romantik wird das Thema „Sehnsucht“ behandelt (S. 237-241). Zur Illustration 

werden Gedichte von Joseph von Eichendorff „Die Heimat“ und „Heimweh“ sowie das prominenteste 
Gedicht: „Mondnacht“ angeschaut. Die Verstärkung der Empfindung wird besonders durch die 
musikalische Darbietung des Gedichtes gefördert. Das Gedicht wird analysiert und nach einer Diskussion, 
wird ein Blick auf einen schon in sich kunstvoll gegliederten Analysetext von Gerhard Kaiser geworfen. 
Des Weiteren wird das Gedicht „Sehnsucht“ von Joseph von Eichendorff behandelt und der Lebenslauf 
des Dichters kommt zur Sprache (S. 239). 

Die Brüder Grimm mit ihren „Kinder- und Hausmärchen“ sind auch in China wohlbekannt (in ihrer 
übersetzten Form). Die Volksmärchen und Auszüge aus dem Wörterbuch der Brüder Grimm (S. 244 f.) 
runden diese Sitzung ab.  

Im dritten Teil der Romantik geht es um die Liebes- und Todessehnsucht sowie der Vertonung der 
Lyrik (S. 246 – 251). Gedichte von Karoline von Günderrode, Clemens Brentano, Joseph von Eichendorff 
und Wilhelm Müller werden in ihrer Motivik sowie Form und Sprache angeschaut. Zur Sprache kommt 
der Lebenslauf von Karoline von Günderrode und auch derjenige von Wilhelm Müller. Die Vertonung von 
Gedichten wird thematisiert.  

Der Schauerroman wird als eine Sonderform der Romantik angesehen. Zu nennen sind hier „Elixiere 
des Teufels“ von E.T.A. Hoffmann, als der bekannteste deutsche Schauerroman. Für Tiecks „Der blonde 
Eckbert“ oder Eichendorffs „Aus dem Leben eines Taugenichts“ waren Volksmärchen ein Vorbild. 

In einem abschließenden Teil der Romantik steht Heinrich Heines Leben und Werk im Mittelpunkt (S. 
252-255 sowie weitere Quellen), zumal sich an Heines Gedicht „Das Fräulein stand am Meere“ sehr gut 
die ironische Brechung verdeutlichen läs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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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chließend wird ein Überblick über die Epoche der Romantik geboten (S. 255,  sowie in Königs 
Literaturgeschichte). 

学习目标：Lernziel: Die Studenten gewinnen einen Einblick in die Literatur der Romantik. 
作业：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bereiten ausgewählte Texte zur Literatur der Romantik vor.  

知识单元 14：Frührealismu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und der folgenden Sitzung geht es um die Literatur, die nach 1815 und bis 1848 entstanden 

ist. Als Stilepoche lässt diese Zeit sich mit dem Schlagwort „Frührealismus“ zusammenfassen, was auf die 
für die folgende Epoche wichtige Herausbildung eines Stils anspielt. In ihren unterschiedlichen 
Ausrichtungen lässt sich die Zeit zwischen 1815 bis 1848 als Biedermeier, Junges Deutschland und 
Literatur des Vormärz einteilen. Es wird ihr historischer Hintergrund dargestellt. Die literarische Anwort 
politisch ausgerichteter Schriftsteller wie Heine und Körner sind von diesem historischen Hintergrund 
stark geprägt. Hier sei Heines „Die Harzreise“, „satirische Darstellung“ und Körners „Aufruf“ sowie 
weitere politische Lyrik erwähnt (S. 258-266).  

Georg Büchners „Woyzeck“ stellt die  Probleme dieser Zeit sozialkritisch dar. Büchners Leben und das 
Theaterstück „Woyzeck“ sind ein weiteres Thema der Auseinandersetzung dieser Sitzung (S. 266-274). 

学习目标：Lernziel: Die Studenten gewinnen einen Einblick in die Literatur des Frührealismus.  
作业：Hausaufgaben: Die Studenten bereiten ausgewählte Texte zu den Epochen Frührealismus und 

Realismus vor. 
知识单元 15：Frührealismus, Realismu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e „heile poetische Welt“ des Biedermeier ist Thema dieser Sitzung zum Frührealismus. Zu den 

Schriftstellern dieser Zeit gehören Eduard Mörike, Annette von Droste-Hülsoff und Theodor Storm (S. 
275-278). Das Leben dieser bekannten Schriftsteller wird dargestellt. Anhand von Gedichten werden die 
typischen Merkmale des Biedermeierstils erarbeitet und erklärt. 

Franz Grillparzer sei in Leben und mit Auszügen aus „Der arme Spielmann“ (S. 278-282) vorgestellt. 
In diesem Zusammenhang wird der Text als Künstlernovelle besprochen, insbesonder wird auch über die 
Gattung Novelle in ihren für diese Zeit charakteristischen Ausprägungen speziell diskutiert.  

Der Realismus wird mit Theodor Fontane und seinem Roman „Effie Briest“ behandelt (vgl. dazu S. 
282 – 295). Abschließend wird auf die Literatur des Frührealismus und des Realismus (S. 295, und in 
Königs Literaturgeschichte) zurückgeblickt. 

Da das Seminar mit einem Test abgeschlossen wird, besteht hier die Möglichkeit noch auf spezielle 
Fragen einzugehen. 

学习目标：Lernziel: Die Studenten erhalten einen Einblick in die Literatur des Frührealismus und 
dem Übergang zum Realismus.  

作业：Hausaufgabe: Die Studenten bereiten ausgewählte Literatur zur Epoche des Realismus vor. 
知识单元 16：Abschlusstes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In diesem Abschlusstest werden drei Bereiche: Autor, Werk und Epoche abgedeckt. Die 

Studenten sollen zeigen, dass sie sich speziell mit einem Autor intensiver beschäftigt haben.  
Als Werk wird ein Gedicht, eine Kurzgeschichte oder ein Textausschnitt gegeben und dieser soll 

unter bestimmten Fragestellungen analysiert, interpretiert und zeitlich eingeordnet werden. 
Für den Teil „Epoche“ bietet sich ein Vergleich von Epochen an, in dem Epochen charakterisiert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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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einander abgegrenzt werden sollen.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Einführung 2  
2 Mittelalter I 2  
3 Mittelalter II 2  
4 Renaissance, Humanismus und Reformation 2  
5 Barock I 2  
6 Barock II 2  
7 Aufklärung 2  
8 Empfindsamkeit und Sturm und Drang I 2  
9 Sturm und Drang II 2  

10 Klassik I 2  
11 Klassik II 2  
12 Romantik I 2  
13 Romantik II 2  
14 Frührealismus 2  
15 Frührealismus, Realismus 2  
16 Abschlusstest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Der Schwerpunkt in diesem Kurs liegt auf der Literaturgeschichte. Die Studenten sollen einerseits 

einen Überblick über die deutsche Literaturgeschichte bekommen, andererseits lesen sie auch die 
Primäliteratur in Auszügen, damit sie abstrahieren lernen und auch Leseerfahrung sammeln.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Das Seminar ist als Vorlesung konzipiert, in der es ein Lesebuch gibt. Die Studenten 

sollen jedoch auch zum Seminar beitragen. Sie bereiten die Texte vor und interpretieren und lesen Texte 
auch im Unterricht. Wo es möglich ist, halten die Studenten auch kurze Referate zu einzelnen Themen.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

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9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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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olfgang Aleker et.al., Braunschweig等编著《Blickfeld Deutsch, Oberstufe》， Schöningh出版
社，2010年 1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2. Dieter Mayer等编著《Verstehen und Gestalten, Oberstufe, Band 1: Literatur》，Oldenbourg出版

社，1997年 1月 第 1版 
3. Detlef Langermann等编著《Duden, Literatur, Basiswissen Schule》，Duden出版社，2006年 1

月 第 1版 
4. Claudio Mende 等编著《Königs Literaturgeschichte》 : „Deutsche Literaturgeschichte – 

Epochenüberblick》，Hollfeld出版社，2008年 1月 第 1版 
执笔：Felix Kruppa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8日 

 

德国文学作品欣赏 
German Literary History 

课程号：4080102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In diesem Seminar zu ausgewählten Texte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geschichte 

erhalten die Studenten einen Einblick in die Epochen von der Jahrhundertwende bis hin zur Gegenwart. 
Die Studenten lernen Textgenres und Schriftsteller kennen, sie erfahren über die unterschiedlichen 
Strömungen in der Literaturgeschichte, die die Epochen geprägt haben. Dabei spielt oft der geschichtliche 
Kontext eine große Rolle. Wo es möglich ist, sollen die Studenten auch Referate halten.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1. Sitzung: Einführu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er ersten Sitzung werden die Inhalte, Ziele und Anforderungen dieses Seminars besprochen. Die 

Literatur wird angegeben und auf die verschiedenen Quellen, die auch Internetquellen beinhalten, wird 
aufmerksam gemacht. Die Einteilung in Epochen wird erläutert und ein erster Überblick gegeben. Das 
kurstragende Lehrwerk stellt „Blickfeld Deutsch, Oberstufe“ dar. Auf dieses beziehen sich auch die 
aufgeführten Seitenangaben.  

Da dieses Seminar an das Seminar „deutsche Literaturgeschichte“ aus dem vorangehenden Semester 
anschließt, wobei es durchaus auch ohne dieses belegt werden kann, wird zur Einführung ein Rückblick 
geboten: Es wird ein Blick auf den Frührealismus und den Realismus geworfen. Der historische 
Hintergrund wird dargestellt und am Beispiel der „Moderne“ wird die Frage der zeitlichen Einordnung 
einer Epoche bzw. der Festlegung von einem zeitlich festgelegten Beginn diskutiert. 

学习目标：Die Studenten erhalten einen Überblick über den Inhalt des Seminars. 
作业：Die Studenten bereiten die Literatur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vor. 

知识单元 2：2. Sitzung: Naturalismu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Sitzung wird über die Epoche des Naturalismus gesprochen. Es ist eine Epoche,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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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wicklungen des Realismus weiterführt. Sie basiert auf naturwissenschaftlichen Erkenntnissen wie 
Charles Darwins Evolutionstheorie, wurde stark von der Philosphie des Positivismus und nicht 
unbedeutend von Taines Millieutheorie beeinflusst. Die Zentren Berlin und München werden mit ihren 
Schriftstellern vorgestellt. Zu den Schriftstellern gehören Gerhart Hauptmann und unter anderen sein 
Theaterstück „Die Weber“, Arno Holz und Johannes Schlaf „Papa Hamlet“ und weitere (S. 304-309).  

Der Naturalismus ist auch eine Epoche, in der der Begriff „die Moderne“ zum ersten Mal gebraucht 
wird und eine Abwendung vom klassischen Kunstideal der Antike und eine Hinwendung zum Modernen 
propagiert wird. 

Um die philosophischen Grundlagen der beginnenden Moderne zu erfassen, wird Friedrich Nietzsche 
in Leben und Philosophie, insbesondere der Nihilismus, umrissen. Zur Verdeutlichung dazu sei auch „Der 
tolle Mensch“ (S. 302 f.) gelesen. 
学习目标：Die Studenten erhalten einen Einblick in die Literatur des Naturalismus. 
作业：Die Studenten bereiten die Literatur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vor. 

知识单元 3：3. Sitzung: Jahrhundertwende, Beginn der Modern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e Literatur der Jahrhundertwende wird in seinen vielfältigen Stilrichtungen und mit seinen 

unterschiedlichen Bezeichnungen betrachtet. Man kann diese unter dem Sammelbegriff Moderne 
zusammenfassen. 

Dazu gehören die als antinaturalistische Strömungen oder Fin de siecle bezeichneten Einteilungen 
wie Dekadenzliteratur, Jugendstil, Jahrhundertwendeliteratur, Symbolismus, Impressionismus sowie der 
Expressionismus, hinzu kommen Dadaismus und Surrealismus (vgl. dazu auch „Duden Literatur“, S. 
349-367). Ein Blick wird auf den Schriftsteller Stefan George geworfen (S. 301). Rainer Maria Rilke mit 
seinem Roman „Die Aufzeichnungen des Malte Laurids Brigge“ und den „Duineser Elegien“ kommt zur 
Sprache (S. 298-300). Das Wien der Jahrhundertwende mit der Entdeckung der Psychologie unter 
Sigmund Freud wird angesprochen, in diesem Zusammenhang sei auch auf Arthur Schnitzler verwiesen. 
Die Sprachkrise der Jahrhundertwende wird mit Rainer Maria Rilke und Hugo von Hofmannsthal “ein 
Brief” behandelt (S. 324-327). Thomas Mann wird mit seinem ersten großen Roman: “Die 
Buddenbrooks” und auch der Künstlernovelle “Tod in Venedig” vorgestellt. 
学习目标：Die Studenten erhalten einen Einblick in die Literatur der Jahrundertwende. 
作业：Die Studenten bereiten die Literatur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vor. 

知识单元 4：4. Sitzung: Expressionismus und Avantgard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em Expressionismus (S. 311-317) und der avantgardistischen Strömung des Dadaismus (S. 328-333) 

wird eine eigene Sitzung gewidmet.  
Der Expressionismus wird in seiner Entstehung über die bildende Kunst eingeführt und in seinem 

epochengeschichtlichen Zusammenhang auch als Gegenbewegung gegen den Naturalismus begriffen. Als 
prominentes Thema wird die Großstadt in Gedichten von Gottfried Benn, „Nachtcafe“, Georg Heym „Der 
Gott der Stadt“ und anderen behandelt (vgl. S. 311-317). Die Betrachtung der Sprache ist ein wesentlicher 
Untersuchungsgegenstand. Weiteren Themen sind Zerfall, Angst, Ich-Verlust und Krieg. Der Dadaismus 
mit seinen Sprachspielen besitzt eine sehr ansprechende Form. Hugo Ball, Hans Arp, Kurt Schwitters und 
andere werden mit Gedichten dargestellt und erläutert (vgl. S. 328-333). Abschließend wird ein Rückblick 
auf die Jahrundertwende geworfen (S. 333, sowie Königs Literaturgeschichte).  
学习目标：Die Studenten erhalten einen Einblick in die Literatur der Avantgarde und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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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ismus. 
作业：Die Studenten bereiten die Literatur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vor. 

知识单元 5：5. Sitzung: Weimarer Republik, neue Sachlichkei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Schriftsteller, die in den 20er und 30er Jahren - also de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 geschrieben 

haben, sind häufig von der Literatur der Jahrhundertwende geprägt oder haben sie mitgeprägt. Sie sind 
vom ersten Weltkrieg gezeichnet, dies wirkt sich auf die Literatur aus.  

Es werden unter anderen Hermann Hesse “der Steppenwolf” sowie Thomas Mann “der Zauberberg” 
(S. 336 f.) zur Sprache kommen. Franz Kafka, der heutzutage u.a. aufgrund seiner kurzen Texte besonders 
im Ausland rezipiert wird, sei an dieser Stelle ausführlicher behandelt (S. 338-343). Ein weiteres Thema 
ist die literarische Auseinandersetzung mit dem ersten Weltkrieg. Hier kommt Erich Maria Remarque mit 
“Im Westen nichts Neues” eine bedeutende Rolle zu. Ernst Jünger mit “Kampf als inneres Erlebnis” ist ein 
wichtiges und bedenkenswertes Zeitzeugnis (S. 343-345). In seinem Volksstück “italienische Nacht” gibt 
Ödön von Horvath ein lebendiges Bild von der Weimarer Republik mit ihren sozialen Konflikten. Es lässt 
sich eine stärkere Hinwendung zur Realität, eine neue Sachlichkeit, in der Literatur beobachten (S. 348, 
sowie Königs Literaturgeschichte). 
学习目标：Die Studenten erhalten einen Einblick in die Literatur der Weimarer Republik. 
作业：Die Studenten bereiten die Literatur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vor. 

知识单元 6：6. Sitzung: Kurt Tucholsky, Alfred Döbli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en zwei Teilen dieser Sitzung sei den Schriftstellern Kurt Tucholsky und Alfred Döblin ein 

prominenter Platz eingeräumt. 
Kurt Tucholsky (S. 348-352) ein Verfechter der Demokratie, bekannt durch sein politisches 

Engagement im ironischen, satirischen Stil leistete mit seinen Beiträgen Widerstand bis es keine 
Möglichkeit mehr gab. Sein Leben und einige seiner Texte seien in dieser Sitzung behandelt (S. 348-352). 

Außerdem sei auf den Arzt und Schriftsteller Alfred Döblin eingegangen. Alfred Döblin (S. 352-357) 
ist mit seinen ersten Schriften, darunter besonders prominent: “Die Ermordung einer Butterblume”, als 
Schriftsteller bekannt geworden, der mit der Sprache experimentiert. Der Stil ist von seinen Erfahrungen 
als Nervenarzt geprägt. Später in Berlin schreibt er den Roman „Berlin Alexanderplatz“, dieser spielt in 
der Gegend, in der er seine Arztpraxis hatte und aus dessen Milleu ihm die Leute wohl bekannt waren (S. 
352-357).  

学习目标：Die Studenten erhalten einen Einblick in die Literatur von Kurt Tucholsky und Alfred 
Döblin. 

作业：Die Studenten bereiten die Literatur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vor. 
知识单元 7：7. Sitzung: Literatur zwischen 1933 und 1945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Für die Literatur in der Zeit zwischen 1933 und 1945 waren die politischen Ereignisse zu Beginn der 

Naziherrschaft und des Krieges von entscheidender Bedeutung. Politisch andersdenkende Schriftsteller 
bekamen Schreibverbot, wurden unter der Nazi-Herrschaft verfolgt und mussten fliehen, es bildete sich 
die Exilliteratur heraus.  

Diejenigen, die in Deutschland blieben und kritisch dachten, fanden durchweg keine Möglichkeit zu 
publizieren und mussten „für die Schublade“ schreiben. Sie konnten erst wieder nach 1945 publizi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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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s bildete die Literatur der „inneren Emigration“. 
Wer in Nazi-Deutschland gefördert wurde und veröffentlichen konnte, stützte das Regime, es gab 

eine ganze Reihe Propaganda-Literatur.  
Für die Exilliteratur wird Bertolt Brecht mit seinem Lebensweg besprochen. Es wird „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 (S. 364- 366) und in diesem Zusammenhang auch über die Parabel gesprochen, 
Brechts episches Theater wird behandelt. Anna Seghers Romane, die die Flucht aufzeichnen, werden 
dargestellt und mit Textausschnitten aus „Transit“ vorgestellt. (S. 364). Weitere Schriftsteller sind die 
Familie Mann mit Klaus Mann und einem Auszug aus „Der Wendepunkt. Ein Lebensbericht.“ (S. 395). 

Weitere anzusprechende Schriftsteller sind Lion Feuchtwanger mit „Exil“ (S. 363), Stefan Zweig und 
weitere. Es wird die Situation im Exil dargestellt und die Lebensprobleme, wie sie sich dann auf die 
Literatur abfärben, beleuchtet. 
学习目标：Die Studenten erhalten einen Einblick in die Literatur zwischen 1933 und 1945. 
作业：Die Studenten bereiten die Literatur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vor. 

知识单元 8：8. Sitzung: Schriftsteller der Nazi-Propaganda und innere Emigra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Sitzung wird die Situation in Nazi-Deutschland aufgezeigt. Es wird darüber gesprochen, 

wie es zur Machtübernahme Hitlers kam und welche Politik er nach 1933 fortsetzte. Die Partei- und 
Staatsstrukturen werden im Übergang von der ausgehenden Weimarer Republik hin zu Nazi-Deutschland 
angeschaut. Auf diese Weise wird das politische Umfeld und die Staatsstrukturen, in denen Schriftsteller, 
die für die Nazis geschrieben haben, erfasst.  

Es werden die nationalen Tendenzen vo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is hin zur Propaganda-Literatur 
anhand von Beispielen und Textauszügen beleuchtet. Zu nennen sind hier Hans Grimm „Volk ohne 
Raum“ und andere. 

Es wird die problematische Lage, in der sich die Schriftsteller der „inneren Emigration“ in 
Nazi-Deutschland und dann nach dem Krieg befanden, dargestellt. Ihr ihr Lebenslauf als Schriftsteller 
fing größtenteils bereits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an. 

Diese Problematik wird in dem Briefwechsel Walter von Molo mit Thomas Mann (vgl. S. 386 f) 
dargestellt. Auf die Epoche 1933-1945 wird abschließend ein Rückblick geworfen (S. 367), der auch 
einen Blick in die Darstellung der Königs Literaturgeschichte beinhaltet. 
学习目标：Die Studenten erhalten einen Einblick in die Literatur der Nazi-Propaganda und der 

inneren Emigration. 
作业：Die Studenten bereiten die Literatur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vor. 

知识单元 9：9. Sitzung: die unmittelbare Nachkriegsliteratur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Um die unmittelbare Nachkriegsliteratur zu verstehen, ist es notwendig, dass zunächst ein Einblick in 

die politische Situation im Nachkriegsdeutschland - die Besatzungszonen und die Aufteilung - gegeben 
wird. „Trümmerliteratur“ und „Kahlschlagsliteratur“ sind Bezeichnungen, die in dieser Zeit geprägt 
worden sind. Ein Thema dieser Zeit ist die Rückkehr (S. 384-388), unter anderen werden Texte von Inge 
Müller, Hans Bender und Bertolt Brecht angeschaut. Mit Wolfdietrich Schnurre „Zerschlagt eure 
Lieder“ und Günter Eich „Inventur“ wird das Thema Sprache und Sprachkritik behandelt, die 
Schriftsteller distanzieren sich auch im Sprachgebrauch von der Sprache im Nationalsozialismus (S. 388 
f.). Es herrscht in West-Deutschland ein politisch konservatives Klima vor, in dem vorallem die 
unmittelbare Vergangenheit verdrängt w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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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 entgegen stehen Schriftsteller, wie sie sich in der Gruppe 47 getroffen haben. Die Betrachtung 
des Lebenslaufes von Hans Werner Richter führen zur Gruppe 47 (S. 388-390) mit Schriftstellern wie 
Heinrich Böll, Günter Grass und anderen.  

Ein Genre, dass nach dem Krieg nach dem Vorbild der amerikanischen Literatur populär wird, ist die 
Kurzgeschichte. Hierzu wird Wolfgang Borchert „Das Holz für morgen“ und Heiner Müller gelesen (S. 
390-393). 

学 习 目 标 ： Die Studenten erhalten einen Einblick in die Literatur der unmittelbaren 
Nachkriegsliteratur. 

作业：Die Studenten bereiten die Literatur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vor. 
知识单元 10：10. Sitzung: Literatur nach dem Krieg und die Darstellung von Leid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r Sitzung geht es um das Thema der Darstellung von Leid in der Literatur. Diese Problematik 

hat Adorno mit der Aussage: „Nach Ausschwitz Gedichte zu schreiben, ist barbarisch“ angesprochen (S. 
394). Es werden zu dieser Problematik so unterschiedliche literarische Positionen wie von Erich Fried und 
Paul Celan angeschaut (S. 395-397). Zur Thematisierung des Holocausts werden Texte von Günther 
Anders und Helmut Heißenbüttel sowie Peter Weiss „Die Ermittlung“ in Auszügen gelesen (S. 399-.403). 
Die literarische Entwicklung dieses Themas wird weiter aufgezeigt und abschließend werden Auszüge aus 
„Roman eines Schicksallosen“ von Imre Kertesz gelesen (S. 404 f.). 
学习目标：Die Studenten erhalten einen Einblick in die Literatur der Darstellung von Leid im 

Nachkriegsdeutschland. 
作业：Die Studenten bereiten die Literatur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vor. 

知识单元 11：11. Sitzung: westdeutsche Literatur der 50er und 60 Jahr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e Gesellschaft und politische Verhältnisse in West-Deutschland werden aufgezeigt. 
In den 50er Jahren ging es um zeitkritische Themen wie verdrängte Faschismusaufarbeitung, atomare 

Bedrohung und technologischer Fortschritt. Beispiele hierfür sind Heinrich Böll „Billiard um 
halbzehn“ und Martin Walser „Ehen in Phillipsburg“.  

Im Theater kamen die deutschsprachigen Dramen aus der Schweiz mit Friedrich Dürrenmatt „Besuch 
der alten Dame“ und „die Physiker“, sowie Max Frisch „Biedermann und die Brandstifter“ und 
„Andorra“. 

In den 60er Jahren fand eine Politisierung statt, diese fußte auf den Veränderungen des 
gesellschaftlichen und kulturellen Lebens. Stichworte sind „Bildungskatastrophe“, Studentenrevolten, 
wirtschaftliche Stagnation, Vietnamkrieg. Zu nennen ist die „Dortmunder Gruppe 61“ mit Max von der 
Grün und Günter Walraff. 

Formal auffallend ist der Dokumentarismus, im Theater griff Peter Weiss den Ausschwitz-Prozess 
von 1963-65 in „Die Ermittlung“ auf. Weitere Vertreter sind Rolf Hochhuth „Der Stellvertreter“ und 
Heinar Kipphardt „In der Sache J. Robert Oppenheimer“. Das Problem von Schuldigwerden und Macht 
stand in vielen Dramen im Mittelpunkt.  

Im Roman waren Autoren wie Heinrich Böll „Ansichten eines Clowns“, Martin Walser 
„Halbzeit“ und Günter Grass „Die Blechtrommel“, „Katz und Maus“ sowie „Hundejahre“. 

Ende der 60er Jahre wird nach dem Sinn der Literatur gefragt.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gründete 
die Zeitschrift „Das Kursbuch“ 

Die frühe westdeutsche Literatur wird mit seinen unterschiedlichen Schriftstellern dargestellt. 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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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nen gehören Siegfried Lenz mit „Deutschstunde“ (S. 406 f.), Günter Grass mit „Die Blechtrommel“ (S. 
408 f.) und auch Gottfried Benn (S. 409 f. ) sowie Ingeborg Bachmann „Die gestundete Zeit“, Paul Celan 
„Mit wechselndem Schlüssel“ und Christoph Meckel „Rede vom Gedicht“ (S. 410 f.). 
学习目标：Die Studenten erhalten einen Einblick in die Literatur der westdeutschen Literatur der 

50er und 60er Jahre. 
作业：Die Studenten bereiten die Literatur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vor. 

知识单元 12：12. Sitzung: westdeutsche Literatur der 70er und 80 Jahr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e 70er Jahre lassen sich mit den Stichworten „neue Innerlichkeit“ bzw. „neue 

Subjektivität“ umreißen. Sie sind vom beginnenden Terrorismus geprägt, die 68er Bewegung scheiterte 
und Schriftsteller distanzierten sich von dem politischen Geschehen oder wendeten sich nach innen, die 
Literatur entpolitisierte sich. 

Die eigene Identität und Individualität, das eigene Ich, rückt ins Zentrum der literarischen 
Beschreibungen. Beispiele für diese Neue Innerlichkeit sind Rolf Dieter Brinkmann „Keiner weiß 
mehr“ und Martin Walser „Ein fliehendes Pferd“. Bei den Dramatikern ist Botho Strauß mit „Triologie 
des Wiedersehens“ sowie „Groß und klein“ prominent.  

Alltägliche, banale Erlebnisse wurden beschrieben, die Sichtweise war stark subjektiv, es sind 
Momentaufnahmen und Augenblickserfahrungen. Autobiographien wie „Die Jahre die Ihr kennt“ von 
Peter Rühmkorf oder „Aus dem Tagebuch einer Schnecke“ von Günter Grass entstanden.  

In der Literatur der 80er Jahre machen sich Ausgleichstendenzen bemerkbar. Einerseits versucht man 
den begrenzten Erfahrungshorizont der Neuen Innerlichkeit zu überwinden, andererseits baut man 
Brücken zwischen westdeutscher und ostdeutscher Literatur, es gibt gemeinsame Schriftstellertreffen und 
nach der Ausbürgerung von Wolf Biermann siedeln weitere ostdeutsche Schrfitsteller aus der DDR in die 
Bundesrepublik über oder werden übergesiedelt. Zu nennen sind hier Günter Kunert, Sarah Kirsch, Reiner 
Kunze, Jurek Becker und Erich Loest.  

Technik- und Fortschrittskepsis wie auch Geschichtspessismismus prägen die Themen der Lyrik der 
80er Jahre. Dies lässt sich beispielsweise bei Enzensberger „Der Untergang der Titanic“ und „Günter 
Kunert „Stilleben“ zeigen. 
学习目标：Die Studenten erhalten einen Einblick in die Literatur der westdeutschen Literatur der 

70er und 80er Jahre. 
作业：Die Studenten bereiten die Literatur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vor. 

知识单元 13：13. Sitzung: DDR-Literatur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e DDR Literatur ist mit den Stichworten: Aufbauliteratur, Sozialistischer Realismus, Bitterfelder 

Weg, Ankunftsliteratur und Kritik am Sozalismus umrissen. 
Als Aufbauliteratur wird die Literatur in dem Jahrzehnt zwischen 1950 und 1961 bezeichnet. Junge 

Autoren wollten eine sozialistische Gesellschaft als Gegenbild zum Faschismus aufbauen. Sie kamen aus 
dem Exil zurück, unter ihnen war Anna Seghers, Johannes R. Becher, Bertolt Brecht (der allerdings die 
Staatsbürgerschaft Österreichs bekam). Die Literaturproduktion und Literaturrezeption wurde gelenkt, sie 
war durch die sozialistische Ideologie geprägt und wurde zensiert, so wurden Stefan Heyms Erzählung „5 
Tage im Juni“ verboten.  

Die Lyrik war vielfältiger als das Prosa, Hymnen entstanden auf Ulbricht und Stalin. Brecht ist in 
seiner Spätlyrik „Kinderlieder“ und „Buckower Elegien“ zu nennen, die einen deutlich anderen Ton al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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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Exilzeit tragen. Weitere Lyriker der 50er Jahre waren Erich Arendt, Johannes Bobrowski und Günter 
Kunert.  

Theaterdramatiker orientieren sich fomal stark an Brecht, inhaltlich thematisieren sie das 
sozialistische Arbeitsleben. Dies kann man gut an Stücken von Heiner Müller, bekannt geworden durch 
„Der Lohndrücker“, und Peter Hacks zeigen.  

Der Sozialistische Realismus, der in der Sowjetunion in den 30er Jahren entstanden ist, wurde in der 
DDR übernommen. In ihm gab es einen positiven Held im Sinne der sozialistischen Idealgesellschaft. Es 
war somit kein Realismus sondern eine „verklärte, utopische Wirklichkeit“. Gegen die Ideologie der 
sozialistischen Kulturproduktion war auch das Konzept des Formalismus. In diesem Zusammenhang sei 
die Formalismusdebatte erläutert. 

Ein nächster Schritt in der Literaturentwicklung ist der Bitterfelder Weg mit seiner Programmatik, 
nach dem Beschluss auf der 1. Bitterfelder Konferenz im April 1959. Nach ihr sollte die Trennung 
„zwischen Künstler und Volk, sowie zwischen Kunst und gesellschaftlicher Realität“ aufgehoben werden, 
statt historische Themen sollte der sozialistische Aufbau und die Welt der Arbeiter thematisiert werden.  

Zwischen 1961 und 1971 wurde Literatur geschrieben, die man mit dem Stichwort 
„Ankunftsliteratur“ bezeichnen kann. Es war der Beginn des Mauerbaus, die alltäglichen 
Lebensbedingungen in der DDR werden thematisiert und es gab erste kritische Tendenzen mit Druck- und 
Aufführungsverboten. Einige Autoren wurden nur in der BRD publiziert. In der Ankunftsliteratur gerät ein 
junger Held mit den sozialistischen Lebensverhältnissen in Konflikt, wendet sich aber diesem wieder zu 
und kommt im Sozialismus an. 

Im Roman sei hier der programmatische Titel „Ankunft im Alltag“ von Brigitte Reimann zu nennen. 
Ein weiteres Thema ist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wie er in „Jakob der Lügner“ von Jurek Becker 
beschrieben wird. Christa Wolf gelang der Durchbruch mit „Der geteilte Himmel“ und dem späteren Buch 
„Nachdenken über Christa T.“. Die Antike spielte bei den Lyrikern und Theaterdichtern der DDR wie bei 
Volker Braun, Günter Kunert, Peter Hacks und Heiner Müller eine große Rolle. An ihnen wurden 
Probleme und Widersprüche der Gegenwart aufgezeigt.  

In der Lyrik waren die wichtigsten Vertreter der 60er Jahre Wolf Biermann, Volker Braun, Sarah 
Kirsch, Günter Kunert, Reiner Kunze und Karl Mickel.  

Zwischen 1971 und 1990 wird die Kritik am Sozialismus deutlicher. Es ist das Ende der Ära Walter 
Ulbricht und bedeutete eine Wende in der DDR-Literatur. 

Ulrich Plenzdorf „Die neuen Leiden des jungen W.“ thematisierten das Individuum und die 
Gesellschaft. Die Kritik am Sozialismus wurde stärker. Wolf Biermann erhielt Aufführungsverbote. Dies 
gipfelte in der Ausbürgerung Biermanns 1976. Es gab große Proteste, ein offener Brief wurde geschrieben. 
Viele Autoren verließen in der Folgezeit die DDR, unter ihnen Sarah Kirsch, Günter Kunert und andere. 
Auf dem X. Schriftstellerkongress 1987 kritisierte Christoph Hein die Zensurmaßnahmen öffentlich. Nach 
der Wende wurden diese Erfahrungen von vielen Autoren verarbeitet, so schrieb Reiner Kunze 
„Deckname Lyrik“ und Erich Loest „Der Zorn des Schafes“. 
学习目标：Die Studenten erhalten einen Einblick in die Literatur der DDR Literatur. 
作业：Die Studenten bereiten die Literatur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vor. 

知识单元 14：14. Sitzung: Literatur nach 1989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ie Ereignisse des Mauerfalls wurden in der Folgezeit auch in der Literatur thematisiert. Thomas 

Rosenlöcher schrieb „Die verkauften Pflastersteine“ (S. 456 f.), ein Tagebuch, Annett Gröschner „Die 
Rache“ (457 f.), Friedrich Christian Delius „Cavallo bianco“ (S. 458 f.), Günter Grass „M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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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hrhundert“ (S. 459 f.), Durs Grünbein „Novembertage I. 1989“ (S. 461), Botho Strauß „Schlusschor“ (S. 
461-463).  

Mit Christa Wolf und der Debatte um ihre Rolle (S. 464-468) wird der Lebensweg einer 
Schriftstellerin in ihren Widersprüchen dargestellt. 

Zu nennen ist weiterhin Thomas Brussig mit „Helden wie wir“, auch ein Wenderoman und Uwe 
Telkamp „Der Turm“ als moderner Roman (S. 478-481)  

Es besteht noch die Möglichkeit, dass man mit weiteren Schriftstellern und deren Biographien und 
Werken über die DDR Literatur und den Übergang nach der Wende, die Integration in die west-deutsche 
Literatur mit ihren Thematiken spricht. Beispielsweise können hier auch Schriftsteller wie Monika Maron 
oder Christoph Hein angeschaut werden. 

学习目标：Die Studenten erhalten einen Einblick in die Literatur der Literatur nach 89. 
作业：Die Studenten bereiten die Literatur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vor. 

知识单元 15：15. Sitzung: Literatur in Österreich und der Schweiz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Literatur in Österreich 
Die österreichische Literatur etablierte sich kurz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u.a. mit der von Otto 

Basil gegründeten Zeitschrift „Plan“ und den jungen Autoren wie Ilse Aichinger und Erich Fried, die in 
ihr veröffentlichten. Auf diese Weise wurden sie, wie auch Ingeborg Bachmann, bekannt und konnten 
auch in west-deutschen Verlagen veröffentlichen. Sie wurden duch die österreichische Regierung mit 
öffentlichen Preisen gefördert. Als weiterer Förderungsmöglichkeit ist der 1947 gegründete Wiener 
Art-Club zu nennen. Aus ihm ging 1954 die „Wiener Gruppe“ hervor. Mitglieder dieser Gruppe waren 
Hans Carl Artmann, Konrad Bayer und andere. In diesem Zusammenhang ist auch Ernst Jandl zu nennen. 
Sie knüpflten an die Literatur der Jahrhundertwende und des beginnenden 20. Jahrhunderts an und 
beschäftigten sich mit visueller und Lautpoesie. 

In den 60er Jahren ist die Zeitschrift „Manuskripte“ in Graz, die von Alfred Kolleritsch 
herausgegeben wurde, zu nennen. In ihr publizierten Ernst Jandl, Elfriede Jelinek und Peter Handke und 
wurden durch sie bekannt.  

Ernst Jandl tritt mit seiner poetischen Lautmalerei hervor. Peter Handke durch sein Theaterstück 
„Publikumsbeschimpfung“, einem Sprechstück ohne Handlung, das im Kontrast zu epischen Theater steht, 
in ihm soll eine größere Nähe zum Publikum erreicht werden.  

Für die 70er und 80er Jahre ist Thomas Bernhard mit Romanen und Dramen zu nennen: „Das 
Kalkwerk“, „Auslöschung. Ein Zerfall“ und „Heldenplatz“.  

Literatur der Schweiz 
In der schweizer Literatur treten besonders Friedrich Dürrenmatt und Max Frisch hervor. Weitere 

Autoren sind Peter Bichsel und Adolf Muschg. 
Friedrich Dürrenmatt ist als Dramatiker mit „Der Besuch der alten Dame“ und „Die 

Physiker“ bekannt geworden. Durch Verfremdungseffekte steht er in der Tradition Brechts. Zu seinen 
bekannten Kriminalromanen gehören „der Richter und sein Henker“ und „der Verdacht“, sowie zahreiche 
Hörspiele.  

Max Frisch ist als weiterer prominenter Schriftsteller der Schweiz, ja als bedeutendster Romanautor 
der 50er Jahre zu nennen. Thematisiert werden die Romane „Stiller“ und „Homo faber“, mit denen er zu 
Weltruhm gelangte. Zentrale Themen sind in ihnen die Identitätsproblematik und Ich-Verlust. Zu seinen 
dramatischen Erfolgen zählen „Biedermann und die Brandstifter“ und „Andorra“. 
学习目标：Die Studenten erhalten einen Einblick in die Literatur von Österreich und der Schwe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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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Die Studenten bereiten die Literatur für die folgende Sitzung vor. 
知识单元 18：16. Sitzung: Abschlusstes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diesem Abschlusstest werden drei Bereiche: Autor, Werk und Epoche abgedeckt. 
Die Studenten sollen zeigen, dass sie sich speziell mit einem Autor intensiver beschäftigt 

haben.  
Als Werk wird ein Gedicht, eine Kurzgeschichte oder ein Textausschnitt gegeben und dieser soll 

unter bestimmten Fragestellungen analysiert, interpretiert und zeitlich eingeordnet werden. 
Für den Teil „Epoche“ bietet sich ein Vergleich von Epochen an, in dem Epochen charakterisiert und 

voneinander abgegrenzt werden sollen.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Einführung 2  
2 Naturalismus 2  
3 Jahrhundertwende, Beginn der Moderne 2  
4 Expressionismus und Avantgarde 2  
5 Weimarer Republik, neue Sachlichkeit 2  
6 Kurt Tucholsky, Alfred Döblin 2  
7 Literatur zwischen 1933 und 1945 2  
8 Schriftsteller der Nazi-Propaganda und innere Emigration 2  
9 die unmittelbare Nachkriegsliteratur 2  

10 Literatur nach dem Krieg und die Darstellung von Leid 2  
11 westdeutsche Literatur der 50er und 60 Jahre 2  
12 westdeutsche Literatur der 70er und 80 Jahre 2  
13 DDR-Literatur 2  
14 Literatur nach 1989 2  
15 Literatur in Österreich und der Schweiz 2  
16 Abschlusstest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德国文学史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Der Schwerpunkt in diesem Kurs liegt auf der Literaturgeschichte. Die Studenten sollen einerseits 

einen Überblick über die deutsche Literaturgeschichte bekommen, andererseits lesen sie auch die 
Primäliteratur in Auszügen, damit sie abstrahieren lernen und auch Leseerfahrung sammeln.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Das Seminar ist als Vorlesung konzipiert, in der es ein Lesebuch gibt. Die Studenten 

sollen jedoch etwas zum Seminar beitragen. Sie bereiten die Texte vor und interpretieren und lesen Texte 
im Unterricht. Wo es möglich ist, halten die Studenten kurze Referate zu Themen.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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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

容有：、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学生出勤占；期末考试占 9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Wolfgang Aleker et.al., Braunschweig等编著《Blickfeld Deutsch, Oberstufe》， Schöningh出版

社，2010年 1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2. Dieter Mayer等编著《Verstehen und Gestalten, Oberstufe, Band 1: Literatur》，Oldenbourg出版

社，1997年 1月 第 1版 
3. Detlef Langermann等编著《Duden, Literatur, Basiswissen Schule》，Duden出版社，2006年 1

月 第 1版 
4. Claudio Mende 等编著《 Königs Literaturgeschichte“: „Deutsche Literaturgeschichte – 

Epochenüberblick》，Hollfeld出版社，2008年 1月 第 1版 
执笔：Felix Kruppa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8日 

 

德国法律史 
German Law History 

课程号：4080102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德国法律史》课程之目的在于帮助学生较为深入地了解德国法律得以形成的各种路径以及历

次变迁的时代背景，使学生掌握德国法发生与发展的相关知识与规律，为学生今后在德国法方面开

展研究和工作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通过《德国法律史》课程教学，使学生达到以下要求： 
1，全面了解德意志国家法律的各基本历史渊源； 
2，通过对于德国法律在产生过程中显现出的特点进行分析掌握其历史规律； 
3，较为深入地了解德国法律在各转型期间和各稳定发展期间的大体状况； 
4，较为熟练地应用历史分析的方法针对法律文献进行深入解读；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A. Überblick über die römische Rechtsgeschichte 
Römischen Rechts galt in einem Zeitraum von mehr als tausend Jahren (ca. 500 vor bis zum 500 

nach Chr.); also vom kleinen Stadtstaat bis zum Riesenreich. Rom und sein Recht beherrschten den 
Mittelmeerraum. 

I. Altrömisches Recht 
Das altrömische Recht war ganz überwiegend ungeschriebenes Recht. „Das Volk des Rechts ist ni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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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Volk der Gesetze“ (F. Schulz). Gesetze hatten in Rom nur marginale Bedeutung. Ganz anders in 
Griechenland. wegen ihrer Strenge sprichwörtlich geworden sind. Die Sitte der Väter war den Römern 
heilig. Die lang dauernde Übung, die auf allgemeinem Konsens beruht, war für die Rechtsgenossen 
verbindlich (Gewohnheitsrecht). Anerkannt war auch, dass veraltetes Gesetzesrecht durch dauernde 
Nichtanwendung tatsächlich außer Kraft gesetzt werden konnte. 

In den Fällen, für die wir keine geschriebenen Gesetze haben, muss das befolgt werden, was durch 
Herkommen und Gewohnheit eingeführt worden ist. Fehlt eine solche Gewohnheit, so ist das zu beachten, 
was am nächsten liegt und in ähnlichen Fällen gilt. Lässt sich auch daraus nichts entnehmen, so muss das 
Recht der Stadt Rom befolgt werden. Die überlieferte Gewohnheit ist zu Recht wie ein Gesetz zu 
beachten, und was durch Herkommen begründet ist, das ist Recht. Denn wenn uns die Gesetze selbst aus 
keinem anderen Grunde binden, als dass sie durch den ausgesprochenen Willen des Volkes angenommen 
wurden, dann bindet auch dasjenige, was das Volk ungeschrieben gutgeheißen hat. Denn welchen 
Unterschied macht es, ob das Volk seinen Willen durch Abstimmung oder schon durch die Umstände und 
Fakten erklärt? Ganz zu Recht ist daher auch angenommen worden, dass Gesetze nicht nur durch den 
ausgesprochenen Willen des Gesetzgebers, sondern auch durch übereinstimmenden, stillschweigenden 
Nichtgebrauch aufgehoben werden können. Heute gilt das Prinzip der formal-gesetzlichen Derogation (部
分废除). Ein Gesetz bleibt danach solange in Kraft, bis es durch ein neues Gesetz aufgehoben wird. 

II. Die Zwölftafelgesetzgebung 
In der Zeit der frühen Republik, nach der Überlieferung im Jahre 451 v. Chr., entstand die einzige 

Kodifikation, die es in Rom jemals gegeben hat: die Zwölftafeln (genannt nach den zwölf hölzernen 
Tafeln, auf denen das Gesetz geschrieben war). Es enthielt z.T. sehr urtümliche Regeln des Privatrechts, 
des Strafrechts und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und war ohne Frage griechisch beeinflusst. Die Originaltafeln 
sind schon im Gallierbrand (390 v. Chr.) verloren gegangen. Im Bewusstsein des Volkes hat das 
Zwölftafelgesetz lange fortgewirkt. 

III.  Das Fallrecht der klassischen Epoche 
Das römische Recht in der Zeit der späten Republik und des Prinzipats (klassische Periode) war ganz 

überwiegend Fallrecht. Anders als heute war das Zivilrecht nicht in einem großen abstrakten 
Gesetzgebungswerk (Kodifikation) niedergelegt. Vielmehr war es eine umfangreiche Kasuistik, die in 
wissenschaftlichen und praktischen Werken überliefert wurde. Diese stammten von privaten Juristen, die 
unentgeltlich tätig waren (Honoratiorenjurisprudenz). Das Gesetz als antizipierte Entscheidung einer 
unbestimmten Anzahl künftiger Einzelfälle spielte in Rom zu allen Zeiten nur eine untergeordnete Rolle. 

Heute steht im kontinentaleuropäischen Recht das Gesetzesrecht im Vordergrund, im 
angelsächsischen und anglo-amerikanischen das Fallrecht. Der methodische Unterschied besteht darin, 
dass im Gesetzesrecht ein Fall unter eine Norm subsumiert wird. Dies macht vielfach eine Auslegung des 
Gesetzestextes notwendig. Das Verfahren ist dann jenes der Deduktion, ein Schluss vom Abstrakten zum 
Konkreten. Dieser einfache Syllogismus hat schon in der Aristotelischen Logik, aber auch in der 
mittelalterlichen Scholastik eine Rolle gespielt. Noch heute werden die Möglichkeiten einer formalen 
Subsumtion nicht selten überschätzt. Wird ein Lebenssachverhalt unter den gesetzlichen Tatbestand einer 
Norm subsumiert, so besteht die eigentliche Schwierigkeit in der Auslegung des Gesetzestextes und in der 
Auswahl der relevanten Sachverhaltselemente, also im Herrichten der Prämissen. 

IV. Rechtswissenschaft 
Die Entwicklung einer verfeinerten Rechtskultur begann mit dem Aufstieg Roms zur Großmacht 

nach den punischen Kriegen (zwischen 269 u. 146 v. Chr.). Der wirtschaftliche Aufschwung und der 
blühende Handelsverkehr führten zur Herausbildung eines Verkehrsrechts und zur Überwindung des alten 
Formalismus. So traten neben die formgebundenen und symbolhaften altzivilen Rechtsgeschäfte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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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freien Verträge, bei denen es allein auf den übereinstimmenden Parteiwillen ankam, wie Kauf, Miete 
oder Gesellschaft. Verpflichtungsgrund und inhaltliche Ausgestaltung der Verträge beurteilten sich jetzt 
allein nach guter Treue, dem noch heute gültigen Maßstab von Treu und Glauben. Die Entwicklung dieses 
Grundsatzes war eine der größten Leistungen der römischen Rechtswissenschaft. 

B. Mittelalter (10.-15. Jahrhundert) 
I. Geistesgeschichtliche Grundlagen 
Das mittelalterliche Weltbild war geprägt durch die Vorstellung, dass alles materiell und sinnlich 

Erfassbare von göttlicher Gnade durchsetzt sei und  dass das menschliche Dasein auf Erden nur mehr die 
Zwischenstation („Jammertal“) auf dem Weg in ein Jenseits nach dem Tode bilde. 

II. Gesellschaftliche, politische und wirtschaftliche Strukturen 
Ob der moderne Staatsbegriff auch auf das Mittelalter übertragbar ist, wird von der Forschung bis 

heute diskutiert. Einigkeit besteht lediglich dahingehend, dass moderne staatliche Funktionen wie 
Landesverteidigung, Sicherung des inneren Friedens, Festsetzung des geltenden Rechts, Rechtsprechung 
und Finanzverwaltung nicht von einem Staatsapparat, also von weisungsgebundenen bezahlten Beamten, 
sondern von Personen, die  an andere Personen durch Treueid (Lehnswesen) gebunden waren, ausgeübt 
wurden. Die moderne rechtliche Trennung des Lebens in öffentliche, d.h. in  eine vom Staat und seinen 
Zwecken bestimmte Sphäre und einen privaten  Bereich kennt das Mittelalter nicht. Wenn man also das 
Wort „Staat“ für das  Mittelalter verwendet, spricht man von einem Personenverbandsstaat, weil 
staatliche Aufgaben nur als persönlich bestimmte Herrschaftsrechte umschrieben werden können. Stärker 
hat sich deshalb in der Forschung die Überzeugung durchgesetzt, dass man den Begriff „Staat“ im 
Mittelalter  meiden und stattdessen eher von Herrschaft  bzw. von Herrschaftsrechten  sprechen sollte. 
Diese von angesehenen und mächtigen Herren ausgeübten Rechte treten uns in vielen Formen entgegen: 
als Hausherrschaft (von althochdeutsch „Schutz“, „Schirm“) über die im Haushalt des Herrn lebenden 
Personen, als Schutzherrschaft über Menschen, die sich freiwillig unter den Schutz eines Mächtigen 
gestellt haben, als Gerichtsherrschaft über Personen und Sachen in einem Bezirk sowie als 
Grundherrschaft über Grund und Boden und die darauf lebenden Menschen. Die spätere Leibeigenschaft, 
die vor allem ab dem Ende des 15. Jahrhunderts aufkommen sollte, geht auf die aus römischer Zeit 
stammende Hausherrschaft zurück: Herrschaft übte jemand aus, der Schutz gewähren konnte und dessen 
Besitz und Ansehen für diese Aufgabe ausreichten. Im Rahmen dieser Herrschaft übte er rechtmäßige 
Gewalt aus und brauchte keine Ermächtigung durch den Staat oder die gewählte Volksvertretung wie 
heute. Wenn sich ein Mann (Bauer) mit seiner Familie in der überwiegend agrarisch geprägten 
mittelalterlichen Wirtschaftsstruktur aus Gründen der persönlichen Sicherheit  in den Schutz seines 
Herrn begab, erhielt dieser Gewalt über die Menschen, ohne dass es einer Bestätigung durch eine 
staatliche Behörde bedurft hätte. Die persönliche Absprache genügte. 

III. Recht und Rechtsbildung 
Als Folg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Verschachtelung“ war dem Mittelalter ein 

einheitliches Recht wie wir es aus der Moderne kennen  - von  einigen Ausnahmen abgesehen- 
unbekannt: Das Recht war bis zum beginnenden 13. Jahrhundert jeweils regional ausgerichtet, nicht selten 
auf  einen winzigen Landfleck begrenzt und basierte in der Regel auf gewohnheitsrechtlicher und 
mündlicher Tradition.   

Unter Karl dem Großen (742-814) wurden erste Versuche unternommen, einzelne Volksrechte zu 
verschriftlichen, wodurch diesen aber allenfalls eine  stärkere „Verbindlichkeit“ zukam. 

Typisch für die gesamte mittelalterliche Rechtsprechung waren die fehlenden allgemeinen 
Tatbestände mit daran anknüpfenden Rechtsfolgen: Vielmehr  haben wir es in mittelalterlichen 
Rechtsquellen mit einer Vielzahl von  Einzelfällen zu tun, welche minutiös beschrieben we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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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uistik): „Wenn einer den andern mit vergiftetem Pfeil treffen will –gerichtlich Lebensgefährdung– 
werde er 62 ½ Schilling zu Schulden verurteilt“. 

Wurde „Recht“  im engeren Sinne gesprochen, so konnte sich ein Richter oftmals nur auf Urkunden 
(Schenkungen, Testamente etc.) berufen, welche  entweder von ihm selber oder einer höheren Instanz 
(Graf, Herzog öder Kurfürst) zu dessen Lebzeiten ausgestellt worden waren und bestimmte  rechtliche 
und wirtschaftliche Privilegien beinhalteten. In vielen Fällen handelte es sich dabei jedoch um 
Fälschungen, so dass eine objektive Rechtsfindung nur selten möglich war. Die persönlichen Interessen 
einer Recht  sprechenden Institution (Kirche und/oder weltlicher Grundherr) standen in der Regel vor 
dem Anspruch auf einer der Wahrheitsfindung dienenden Urteilsfindung. 

Typisch für die mittelalterliche Rechtspraxis waren die sogenannten Weissagungen, welche im 
Einzelfall von einem Richter unter Berufung auf „göttliche Weisheiten“ getroffen wurden und durch keine 
schriftlich fixierten Rechtsquellen abgesichert waren. Damit war einer willkürlichen Rechtsprechung nicht 
selten Tür und Tor geöffnet, da auch im Falle der Berufung in höherer Instanz in ähnlicher Weise 
„Recht“ gesprochen wurde. Nicht selten waren es auch hier die persönlich materiellen Motive eines 
Richters (etwa bei Erbstreitigkeiten), welche die Urteilsfindung nachhaltig beeinflussen konnten. 

Ein weiteres Charakteristikum des mittelalterlichen Rechts ist -analog zur  oben erwähnten 
Verquickung von staatlicher und privater Sphäre– die fehlende Abgrenzung einzelner Rechtsgebiete 
untereinander, was sich in vielen Fällen auch in der Rechtspraxis bemerkbar machte: Kam etwa ein 
verurteilter Schuldner seinen Zahlungsverpflichtungen nicht nach, so konnte  dies, anders als heute, 
strafrechtliche Konsequenzen nach sich ziehen – die Nichterfüllung privatrechtlicher Verpflichtungen galt 
im Mittelalter gemeinhin als Verletzung des Rechtsfriedens und wurde entsprechend geahndet. 

IV. Privatrecht und Strafrecht 
Ähnlich wie das Privatrecht der Moderne kannte auch das Mittelalter eine Reihe unterschiedlicher 

Vertragstypen, welche entweder durch mündliche Absprache oder durch urkundliche Fixierung 
abgeschlossen werden konnten. Es waren dies Kauf, Tausch, Miete, Pacht, Darlehen, Dienstvertrag und  
Werkvertrag. Voraussetzung für einen wirksamen Vertragsabschluss war, dass beide Parteien von „freier 
Geburt“ waren, sich also nicht in direkter Abhängigkeit von einem Grundherrn befanden. Davon 
unberührt blieben Lehensbindungen, welche den Lehensnehmer nicht davon abhalten konnten, 
privatrechtliche Verpflichtungen einzugehen. 

Entscheidungen im Familien-, Erb-, und Sachenrecht oblagen nicht selten den persönlichen 
Interessen des Gerichtsherrn bzw. des zu entscheidenden Richterkollegiums (Zünfte, Gilden), welche 
oftmals zu ihren persönlichen Gunsten entschieden sowie Entscheidungen von der Zahlung eines 
bestimmten Betrages oder der Überlassung von Gegenständen und Liegenschaften abhängig machten. So 
sind zahlreiche Fälle bekannt, in denen sich etwa kirchliche Gerichtsherren ohne Zustimmung der 
Blutsverwandten durch „Vergabungen von Todes wegen zum Heile der Seele“ am Nachlass eines 
Verstorbenen bereichert haben. 

Bei der Todesstrafe entschied  in der Regel die Schwere des Delikts über die    
Art ihres Vollzugs: Als „leichte“ Exekutionsarten galten das Enthaupten und  das Erwürgen, als 

schwere das Verbrennen bei lebendigem Leibe, das Sieden in kochendem Öl oder das lebendig begraben 
werden. 

Gefängnisstrafen waren im Mittelalter weitgehend unbekannt: Kerker dienten in der Regel nur der 
Festsetzung des Angeklagten bis zur Prozesseröffnung oder bis zum Vollzug des gefällten Urteils. Das 
Verbringen in ein Verlies, was ab dem 14. Jahrhundert als Vollzugsart üblich wurde, war in Wirklichkeit 
eine körperliche Strafe, da die Verurteilten dort unter zum Teil unsäglichen Bedingungen mit Ungeziefer 
und schlechter Nahrung gehalten wurden und nicht selten schon nach wenigen Monaten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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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fangenschaft verstarben. 
C. Frühe Neuzeit (16.-18. Jahrhundert) 
I. Geistesgeschichtliche Grundlagen 
Als eine Zeit des geistigen „Umbruchs“, welche durch eine Reihe von Wandlungen auf 

wirtschaftlichem, technologischem und gesellschaftlichem Gebiet begleitet wurde, wird die Zeit zwischen 
dem ausgehenden 15. und dem beginnenden 16. Jahrhundert im Allgemeinen bezeichnet. Eng verknüpft 
ist damit der Begriff der Renaissance (dt. Wiedergeburt) als Oberbegriff für eine aus Italien herrührende 
geistige Bewegung, welche sich unter Rückbesinnung auf die römische und griechische Antike bewusst 
gegen das Mittelalter absetzte und die Geburt einer „neuen Kultur“ forderte. Die griechisch-römische 
Antike war für die Dichter, Künstler und Gelehrten der Renaissance die ideale Welt, welche durch das 
„barbarische“, „finstere“ Mittelalter zerstört worden war und nun wiedererstehen sollte. Charakteristisch 
für die Renaissance ist die allmähliche Entstehung eines neuen Menschenbildes, dem zu Folge der 
Mensch nicht mehr nur als „Kreatur“ von Gottes Gnaden, sondern als eigenständig denkendes und 
handelndes Individuum gesehen wird. Allerdings zeigte sich diese Entwicklung zunächst ausschließlich in 
der Kunst, so dass auf den Feldern der Politik und des Rechts für die Frühe Neuzeit nur schlechterdings 
von einer „Humanisierung“ gesprochen werden kann. 

Die Renaissance ist mehr als die Nachahmung des Altertums gewesen: Aus der Beschäftigung mit 
den griechisch-römischen Vorbildern in Wissenschaft, Kunst und Politik entstand eine gänzlich neue 
Kultur deren Impulse erst Jahrhunderte später gesellschaftlich verwirklicht wurden. Kurzfristig hat die 
Renaissancekultur kaum gesellschaftliche Veränderungen bewirkt; sie blieb im Wesentlichen auf die 
gebildete Oberschicht beschränkt. Auch viele geistige Impulse, wie die Beschäftigung mit Technik und 
Maschinen, wurden erst im 18. Jahrhundert aufgenommen und weiterentwickelt. Ihre große Leistung 
bestand in der großen Fülle hervorragender künstlerischer und wissenschaftlicher Leistungen (auch auf 
dem Gebiet der Rechtswissenschaft), welche bis in die Gegenwart hinein lebendig geblieben sind. 

Das 17. und 18. Jahrhundert  stand – nach den blutigen Erfahrungen des 30jährigen Krieges 
(1619-1648), in welchem sich lokale Herren aus religiösen und machtpolitischen Motiven heraus in 
wechselnden Bündnissen einen permanenten Kleinkrieg mit zum Teil unvorstellbaren Gewaltexzessen 
gegen die Zivilbevölkerung geliefert hatten - ganz im Zeichen des Absolutismus. Dabei sah sich der 
Herrscher als unbeschränkter und von allen moralischen und gesetzlichen Schranken losgelöster Souverän, 
der über die Interessen seiner Untertanen hinweg die Geschicke des Staates in seinem Sinne bestimmte 
und mögliche Konflikte in seinem Territorium mit harter Hand unterbinden konnte. Anders als in 
Frankreich, wo der Herrscher das gesamte französischsprachige Territorium in seiner Person verkörperte, 
gab es in Deutschland – infolge einer fehlenden wirksamen Zentralgewalt - eine Reihe absolutistischer 
Regenten, welche dem französischen Vorbild in unterschiedlicher Weise nachzueifern versuchten und dies 
auch öffentlich kundtaten: Das im Jahre 1725 von Kurfürst Clemens August erbaute Schloss 
Augustusburg in Brühl (b. Köln) orientierte sich architektonisch – wie andere Schlossbauten aus dieser 
Zeit übrigens auch - an der Residenz des  französischen Königs in Versailles. 

Ergänzt wurde dieses neue „aufgeklärte“ Denken im Laufe des 18. Jahrhunderts durch die 
Naturrechtslehre, welche in weiten Teilen an den Gedanken Lockes anknüpfte und von Vertretern wie 
Charles de Montesquieu  (1689-1755), Jean 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Christan Wolff (1679-1754) 
und Christan Thomasius (1655-1712)- mit unterschiedlichen Akzentuierungen - weiterentwickelt wurde. 
Kerngedanke des Naturrechts ist die Vorstellung, dass es, neben  dem positiven (= vom Menschen 
gesetzten) Recht, Rechtsgrundsätze gibt, welche sich aus dem göttlichen Willen und/oder einer für 
unveränderlich gehaltenen Natur des Menschen bzw. aus dem richtigen Gebrauch der Vernunft ableiten 
(Vernunftrecht). Dabei wird dem Naturrecht (im Gegensatz zum historisch bedingten positiven Re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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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olute, d.h. eine von historischen Bedingungen unabhängige Gültigkeit zugesprochen, so dass es 
einerseits zur Begründung (Legitimierung), andererseits aber auch als kritischer Maßstab für das vom 
Menschen geschaffene positive Recht bzw. dessen politische Ordnung herangezogen werden kann. 

II. Gesellschaftliche, politische und wirtschaftliche Strukturen 
Der allmähliche Zerfall der mittelalterlichen Weltordnung hatte bereits um 1200 eingesetzt. Er zeigte 

sich nicht nur in religiösen und kirchenpolitischen Konflikten, sondern ebenso stark in den geistigen, 
wirtschaftlichen, sozialen und politischen Veränderungen, welche im 16. Jahrhundert in die Reformation 
einmündeten und sie entweder in eine bestimmte Richtung drängten oder sich auch neu von ihr 
bestimmen ließen. Die Verbindung zwischen dem persönlichen Glaubenskampf Luthers und den 
bewegenden Kräften seiner Zeit löste die Grundlagen des Mittelalters weitgehend auf. Die Reformation 
beseitigte endgültig die Jahrhunderte währende Glaubenseinheit der abendländischen Christenheit und 
entband große Teile der europäischen Welt aus der Bindung an nur eine kirchliche Autorität. Sie änderte 
die bisherigen von der Kirche dominierten gesell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Strukturen und förderte eine 
weltliche Laienkultur als institutionelles Pendant zur höheren Geistlichkeit. Mit ihrem Streben nach 
religiöser Freiheit verband sich der Kampf um soziale Befreiung aus Bindungen, die als unvereinbar 
galten mit der „wahren“ christlichen Lehre. Die Reformation stärkte die landesfürstliche Macht, der sie 
die Kirchenhoheit in Verwaltung und Kontrolle des Kirchengutes sowie in der karitativen Betätigung und 
Bildung übertrug. 

a) Den sogenannten „Ewigen Landfrieden“, welcher ein Ende der  gegenseitigen Befehdung vorsah, 
durch die fehlenden Machtmittel des  Reiches im 16. Jahrhundert jedoch nicht durchzusetzen war: Die 
Fehde blieb ein Mittel der strafrechtlichen Auseinandersetzung bis zum Westfälischen Frieden (1648), 
dem Ende des 30jährigen Krieges. 

b) Errichtung des sogenannten „Reichskammergerichts“ (neben dem bereits existierenden 
Reichshofrat), einem von Kaiser und Reichsständen gemeinsam besetzten Gerichtshof. 

c) Schaffung von Reichskreisen (zur administrativen Regelung von Militär- und Steuerkontributionen 
an das Reich). 

d) Errichtung eines ständischen Reichsregiments unter Vorsitz des Kaisers  (an Stelle des nur einmal 
jährlich tagenden Reichstages) als permanentem „Exekutivorgan“ des Reiches. 

 
Im Ergebnis bedeutete die Reichsreform einen erheblichen Machtverlust für den deutschen Kaiser, 

der bei Entscheidungen fortan stark vom Votum der  Territorialherren abhängig war. Langfristig wurde 
auf diese Weise jedoch das föderale System in Deutschland gestärkt und dauerhaft - bis heute - 
institutionalisiert. 

Der  Reichstag repräsentierte nicht die Bevölkerung, sondern in erster Linie  die darin vertretenen 
Reichsstände, welche – abhängig von ihrer Stellung im Reich – zu unterschiedlicher Stimmabgabe 
berechtigt waren:  

Das Verdienst des Reichskammergerichts sowie des Reichshofrates für den Zusammenhalt des 
Reiches während dreier Jahrhunderte bestand darin, dass sie in zahlreichen Fällen als Vermittlungsorgan 
zwischen verfeindeten Territorialfürsten auftraten sowie – vor dem Hintergrund des Renaissancezeitalters 
- auf dem Gebiet der Wissenschaft die Rezeption und Übertragung des überlieferten römischen Rechts 
sowie der römischen Rechtsphilosophie (Cicero) auf das tradierte deutsche Recht vorangetrieben haben. 
Darüber hinaus fungierte vor allem der Reichshofrat als oberstes Exekutivorgan im Reich. Zu seinen 
Aufgaben zählte die Verwaltung der kaiserlichen Reichsgüter sowie die Vorbereitung und Ausführung das 
Reich betreffender Entscheidungen. 

Die gesellschaftliche Struktur des Reiches war durch eine stark ausgeprägte ständische Ordn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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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kennzeichnet: Von einer strengen Kleiderordnung bis hin zur Nichtveräußerbarkeit von Adelsland sowie 
der Handels-, Niederlassungs- und Gewerbeerlaubnis bürgerlicher Kaufmanns- und Handwerkerkreise 
(Zunft- und Gildenzwang) war das öffentliche Leben in der Frühen Neuzeit einer starken 
Reglementierung unterworfen, welcher sich der Einzelne nur unschwer zu entziehen vermochte. 

An der Spitz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Hierarchie stand der Adel, allerdings ab dem 16. Jahrhundert in 
zunehmender Konkurrenz zum aufstrebenden Bürgertum. Von „adeligem Geblüt“ war man entweder 
durch Abstammung oder durch kaiserliche Ernennung für bestimmte herausragende Leistungen. Unterteilt 
in „reichsunmittelbaren“ (d.h. in direkter Beziehung zum Kaiser bzw. zur kaiserlichen Verwaltung stehend) 
und „mittelbaren“ Adel (für diverse Verdienste mit privaten Ländereien ausgestattet und ohne Stimmrecht 
im Reichstag) bildete er die Herrschaftselite der ständischen Gesellschaft, welche zahlreiche 
Führungsfunktionen in Verwaltung, Wirtschaft und Militär wahrnahm. 

Das zweite Glied der ständischen Gesellschaft in der Frühen Neuzeit bildeten die Bürger, welche sich 
wie folgt unterteilten: 

a) Das höhere Bürgertum mit einem sehr großen Vermögen, welches als „Stadtpatriziat“ über 
Stimmrecht im Rat einer Stadt verfügte... 

b) ...die Kaufleute mit mittlerem Vermögen... 
c) sowie die kleinen Handwerker und Gewerbetreibenden (Gastwirte, Bordellbesitzer etc.) mit knapp 

bemessenem Auskommen und nur geringen politischen Einflussmöglichkeiten auf die Geschicke ihrer 
Stadt. 

Auf der untersten Stuf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Skala bewegten sich die Bauern, welche zumeist in 
Abhängigkeit von einem Grundherrn standen. Im Norden des Reiches fanden sich vereinzelt auch 
„freie“ Bauern, die es - unabhängig von jeder Art der Bevormundung - in Einzelfällen zu einem 
beträchtlichen Vermögen bringen konnten. 

III. Recht und Rechtsbildung 
Ein entscheidender Beitrag zur Rechtsbildung in der Frühen Neuzeit wurde – ganz im Sinne des 

Renaissancezeitalters- durch die Rezeption und wissenschaftliche Aufarbeitung des 
„wiederentdeckten“ römischen Rechts geleistet: Eine wichtige Rolle spielten dabei die Klang- und 
Laienspiegel, kleine Handbücher, in welchen von unbekannten Autoren versucht wurde das seinerzeit als 
modern und fortschrittlich geltende römische Recht auf die gängige deutsche Rechtspraxis zu übertragen. 
Diese Schriften tauchten  damals an vielen Orten des Reiches auf und bildeten für die Rechtsgelehrten 
den Auftakt für eine intensive Beschäftigung mit den antiken Rechtsquellen:  Dabei entstand in der 
deutschen Rechtsliteratur eine neue Gattung, die sich schlichtweg „usus modernus“ nannte und im Kern 
darauf abzielte, bisherige scholastische Interpretationsmuster in der Rechtsauslegung zu Gunsten 
rationaler und systematischer Kriterien, welche das römische Recht auszeichnen, zu etablieren. 
Herausragende Leistungen erbrachten dabei u.a. die Rechtsgelehrten Ulrich Zasius (1461-1535) und 
später vor allem der Jurist Benedikt Carpzov (1595-1666), der - im Dienste des Kurfürsten von  Sachsen- 
durch die Verschmelzung von überliefertem germanisch- sächsischen und „reaktiviertem“ römischen 
Recht ein neues gemeines „Sachsenrecht“ aus der Taufe hob. 

Recht und Rechtsprechung waren in der frühen Neuzeit, wie im Mittelalter auch, eine Angelegenheit 
des einzelnen Territorial- bzw. Grundherrn, denen die jeweilige Gerichtshoheit in ihrem Gebiet oblag. 
Wahrgenommen wurde sie in der Regel von ausgebildeten Juristen, die im Dienste eines Landesherrn 
standen. 

Entscheidend gestärkt wurden die Befugnisse der Territorialherren mit dem Augsburger 
Religionsfrieden von 1555, wo u.a. festgeschrieben war, dass  die jeweilige Konfession eines 
Landesfürsten fortan auch die Religionszugehörigkeit seiner Untertanen bestimmte. Doch erst mit d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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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fälischen Frieden von 1648 haben wir es mit einer tatsächlich anerkannten Gleichstellung (Parität) 
der beiden Konfessionen in Deutschland zu tun: Ein protestantischer Landesherr war fortan auch 
Oberhaupt seiner jeweiligen Landeskirche, wodurch seine Position - auch in rechtlichen  
Angelegenheiten - nach innen und außen erheblich gestärkt wurde: Hatten die Landtage und die darin 
vertretenen Landstände zuvor noch das Recht Steuern in Eigenregie zu bewilligen, so ging diese Befugnis, 
neben der sich bereits in Fürstenhand befindlichen allgemeinen Gesetzgebungskompetenz, im Zeitalter 
des Absolutismus allmählich in die Hände des Landesfürsten über. Der Fürst vereinigte fortan sämtliche 
Kompetenzen in seiner Person, indem er die Stände von der indirekten Machtbeteiligung ausschloss. 

In Deutschland, wo im 17. und 18. Jahrhundert Preußen zur dominanten Teilmacht innerhalb des 
Reichsverbundes aufsteigen sollte, entstand in der Person König Friedrich II. [1712-1786] (des „Großen“) 
eine Form absolutistischer Herrschaftsausübung, welche die Forschung als „aufgeklärten 
Absolutismus“ bezeichnet hat: Darin sah sich der Monarch, anders als in Frankreich, nicht als 
Verkörperung des Staates schlechthin, sondern lediglich als sein „erster Diener“ (Friedrich II.), welcher 
durch Selbstbeschränkung die Interessen der Untertanen zu wahren suchte und seine Politik nicht an 
eigenen, sondern an den Belangen eben selbiger ausrichtete. Dies machte sich vor allem in der 
Gerichtsbarkeit bemerkbar, etwa durch die Herausbildung einer unabhängigen Justiz oder in der offenen 
Tolerierung verschiedener Religionen auf preußischem Staatsterritorium.  

Ein weiteres Kennzeichen für die deutsche Rechtsentwicklung ist die zunehmende Verschriftlichung 
und Kodifizierung vormals mündlich tradierter Rechtsnormen ab der Mitte des 18. Jahrhunderts: Damit 
war es möglich, dass auch einfache Bürger unter Bezugnahme auf schriftlich fixierte Tatbestände  Klage 
erheben und ihr Recht vor einem unabhängigen Gericht einfordern konnten: Gleichzeitig wurde auf diese 
Weise ein großer Schritt in Richtung mehr Rechtssicherheit für den Einzelnen getan.   

In Preußen setzte sich eine unabhängige Justiz – sowie eine Trennung von Gerichten und 
Verwaltungsbehörden - im Laufe des 18. Jahrhunderts zunächst nur auf dem Gebiet des Zivilrechts durch, 
bevor –nach den Erfahrungen der amerikanischen Unabhängigkeitserklärung (1776) und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1789)- die Unantastbarkeit der „judikativen“ Gewalt im 19. Jahrhundert auch 
im Straf- und Verwaltungsrecht zum anerkannten Allgemeingut der Rechtspraxis wurde. 

Nicht weniger problematisch gestaltete sich für die Jurisprudenz des 18. Jahrhundert die Tatsache, 
dass es infolge der fehlenden Zentralgewalt noch immer kein einheitliches Zivil- und Strafrecht für das 
Reich gab: Letzteres  war vielmehr überzogen von einem bunten „Flickenteppich“ einzelner kodifizierter 
Landrechte, welche in Form und Inhalt häufig stark voneinander abwichen, so dass v.a. das wirtschaftliche 
Wachstum - zusätzlich erschwert  durch die bestehenden Zollgrenzen - in seiner Entwicklung stark 
gehemmt wurde. Dieser Zustand sollte auch im 19. Jahrhundert anhalten und endgültig erst mit dem 
beginnenden 20. Jahrhundert überwunden werden. 

Ein erster Schritt zur Behebung des o.g. Missstandes bestand in der Verabschiedung des Allgemeinen 
Landrechts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 (ALR) von 1794, welches 19194 Paragrafen enthielt und sich im 
Wesentlichen durch folgende Merkmale auszeichnete: 

Nachdem sich seine Verkündung, auf Druck konservativer Kräfte aus der Umgebung des preußischen 
Monarchen, welche einige die Stellung  des Königs schwächende Passagen im Gesetzesentwurf 
erfolgreich kippen konnten, um knapp zwei Jahre verschoben hatte, konnte das ALR am 5. Februar 1794 
endgültig in Kraft treten. 

In der Forschung umstritten war und ist vor allem die Frage, ob das ALR als  
„Grundsteinlegung“ für den modernen Rechtsstaat angesehen werden kann. Der Haupteinwand  gegen 
diese These ist vor allem die in Preußen in dieser Zeit weiter bestehende Leibeigenschaft (bis 1807) sowie 
die seinerzeit nach wie vor dominante Stellung des Monarchen, der sich im Einzelfall über sämtli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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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h schriftlich verbriefte Rechte hinwegsetzen und Entscheidungen nach seinen Vorstellungen fällen 
konnte. Dazu zählte im Extremfall auch die Manipulation von Gerichtsurteilen, was in der  preußischen 
Rechtspraxis des 19. Jahrhunderts allerdings nicht mehr allzu häufig vorkam. Die h.M. geht deshalb 
davon aus, dass das ALR zwar nicht  der Grundstein, wohl aber ein wichtiger „Meilenstein“ (Conrad) in 
der Entwicklung hin zu einem modernen Rechtsstaat in Deutschland gewesen ist: Durchdrungen vom 
Geiste der Aufklärung war es gleichzeitig ein „Kind“ seiner Zeit, in welchem die politischen Geschicke 
noch stark von absoluten Monarchen gesteuert wurden; Monarchen, die ihre Politik - aus „Angst vor 
einem zweiten 1789“ (H. Schulze) - allerdings so zu gestalten wussten, dass zumindest den tragenden 
mittleren Bürgerschichten, auf deren Mitwirken kein Herrscher mehr verzichten konnte, die moralische 
Plattform für ein massives Aufbegehren - wie in Frankreich geschehen – entzogen war: Mit seiner 
privatrechtlichen Situation konnte das gehobene Bürgertum in Deutschland zu Beginn des 19. 
Jahrhunderts, gemessen an den allgemeinen politischen Zuständen, relativ zufrieden sein. 

In den theoretischen Schriften wurde - in jeweils unterschiedlicher Nuancierung - die Ansicht 
vertreten, dass der Souverän eines Staates nicht gottgewollt war (Infragestellung der Herrschaft von 
Gottes Gnaden), sondern seine Macht als das Ergebnis eines unwiderruflichen vertraglichen 
Zusammenschlusses (Vertragstheorie) anzusehen sei, welche ihn dazu verpflichte, Gesetze zum Wohle der 
Untertanen zu erlassen. 

Folgende Elemente setzten sich in Politik und Rechtspraxis des 18. Jahrhunderts immer stärker 
durch: 

-  Gleichheit der Menschen vor dem Gesetz 
-  Schutz des Individuums vor staatlicher Willkür 
-  Ausrichtung staatlichen Handelns am Allgemeinwohl 
-  Trennung von Naturrecht und Dogmen der Moraltheologie 
IV. Privatrecht und Strafrecht 
Grundsätzlich galt für das frühneuzeitliche Privat- und Strafrecht, dass, trotz der Rezeption 

römischen Rechts, das „historisch gewachsene“ territoriale Partikularrecht in Deutschland weiter Vorrang 
hatte. 

1. Privatrecht 
Das noch heute gültige moderne Vertragsrecht, dem zu Folge Vertragsschließungen auf Angebot und 

Annahme (acceptatio) eines Angebotes (invitatio ad offerendum) basieren, geht nicht, wie mitunter 
angenommen, auf römische Tradition zurück, sondern wurde im 17. Jahrhundert von Hugo Grotius (s.o.) 
entwickelt. Es fand, nicht zuletzt infolge  der engen dynastischen Beziehungen zwischen Preußen und 
den Niederlanden, später auch Einzug ins ALR (siehe „Von Verträgen“). Fernerhin finden sich dort auch 
Vorschriften über „Erfüllungsort“ (§§ 247 ff), die „Erfüllung überhaupt“ (§§ 270 ff), 
„Auslegungsregeln“ (§§ 252 ff), „Gewährleistung“ (§§ 317 ff) sowie die „Unmöglichkeit der 
Vertragserfüllung“ ( §§ 360 ff). 

Die Entwicklung des Sachenrechts ging in der Frühen Neuzeit einher mit der Ausbildung des 
Eigentumsrechts. Unterschieden wurde zwischen „dominium“ (Herrschaft) und „propietas“ (Zuordnung), 
was in erster Linie  gesellschaftliche Gründe hatte: Eigentums- und damit Herrschaftsansprüche konnte 
ein Grundherr nicht nur in Bezug auf Sachen, sondern im Rahmen leibeigenschaftlicher Bindungen auch 
hinsichtlich Personen geltend machen, wobei die Verfügungsgewalt über die Leibeigenen sehr weit gehen 
konnte (etwa durch das Recht zur körperlichen Züchtigung). 

Im 18. Jahrhundert setzte sich allmählich der Grundsatz durch, dass es Aufgabe des Staates sei, die 
Sicherheit des Privateigentums, d. h. vor allem des dinglichen, zu garantieren.  

Im Bereich des Familien- und Erbrechts entstand mit der Reformation und Aufkläru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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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utschland die Auffassung, dass die Ehe nichts anderes sei als ein zivilrechtlicher Vertrag zwischen 
Mann und Frau, der auf Konsens beruhe. Auch in den katholischen Gebieten setzte sich diese Position 
allmählich durch. Protestantische Juristen entzogen der Ehe den nach katholischer Wertauffassung 
bestehenden Unauflöslichkeitscharakter dadurch, dass sie die biblische Sakramentsnatur derselben 
negierten. Allerdings sind erst ab der zweiten Hälfte des 18. Jahrhunderts vereinzelt Scheidungen (etwa 
wegen „Zerrüttung“) in den protestantischen Gebieten des Reiches zu beobachten. 

2. Strafrecht 
Die Ergebnisse der römischen Rechtsrezeption in der Frühen Neuzeit waren hier: 
- die Bambergische Halsgerichtsordnung von 1507 (Constitutio Criminalis Bambergensis CCB) 

sowie 
-  die Peinliche Halsgerichtsordnung Karl V. von 1532 (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 CCC). 
Ihr oberstes Ziel bestand darin, einheitliche verbindliche Vorschriften sowohl  für das Strafverfahren 

als auch die Formulierung von Anklagepunkten zu finden. Wichtig zu erwähnen, dass es in der Frühen 
Neuzeit noch keine gesonderte Strafprozessordnung, wie wir sie heute kennen, gab, sondern dass beide 
Bereiche zu jener Zeit noch in einen Topf geworfen waren, wodurch es der Verteidigung schlechterdings 
unmöglich war, eine verlässliche Verteidigungsstrategie zu entwickeln: Im Einzelfall musste ein Anwalt 
stets dafür gewappnet sein, während der Verhandlung flexibel auf den jeweiligen Verfahrensablauf zu 
reagieren. Insofern war auch die CCC kein  „Reichsgesetz“ im engeren Sinne, da auf territorialer Ebene 
immer noch eine Vielzahl von Einzelgesetzen nebeneinander existierten, welche – anders  als heute – 
Vorrang besaßen: Die CCC fungierte als „Orientierung stiftende Rahmenordnung“ (Conrad), nach welcher 
sich die Gerichtsbarkeiten in den Reichsterritorien richten konnten - aber eben nicht mussten. Sie war eine  
Prozessordnung, welche auch materielles Strafrecht enthielt; getragen vom Willen „Gerechtigkeit“ walten 
zu lassen, durfte die Folter nur noch in konkreten Fällen angewendet werden, etwa dann, wenn Indizien 
aber keine Beweise gegen einen Angeklagten vorlagen. 

Gleichzeitig begann sich eine Tendenz anzubahnen, der zu Folge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Grundherr 
und seinen Leibeigenen, vor allem in den westlichen Teilen des Reiches, von einer zunehmenden 
„Humanisierung“ geprägt war: Auch hier machte sich – in langen Perioden und in kleinen Schritten - der 
Geist der Aufklärung bemerkbar, nach welchem der Mensch, unabhängig von seiner Herkunft, als ein mit 
allen natürlichen Rechten (u.a. auf Leben und körperliche Unversehrtheit) ausgestattetes Wesen anzusehen 
sei. 

In der Zeit der Aufklärung wurde „Strafe“ in den rechtstheoretischen Schriften als ein Mittel zur 
Aufrechterhaltung der durch die Menschen im „Gesellschaftsvertrag“ geschaffenen Ordnung mit dem 
Souverän an seiner Spitze verstanden. Dabei verfestigte sich recht bald die Ansicht, dass es ein 
ausgewogenes Verhältnis (Proportionalität) zwischen begangener Straftat und der verhängten Strafe geben 
müsse: Die Todesstrafe trat in den Hintergrund, an ihrer Stelle wurden nun - ganz neu – Freiheits- und 
Arbeitsstrafen verhängt. Im Sinne der Aufklärung sollte die Strafe nicht mehr nur abschrecken und 
vergelten, sondern an die Vernunft, den Verstand (ratio) des Verurteilten appellieren und damit eine 
erzieherische Wirkung für das Zusammenleben in einer Gesellschaft erzielen. 

Auf diesem Hintergrund wurden auch Delikte wegen „Zauberei“, „Ketzertum“ und „Hexerei“ (sog. 
„Sakraldelikte“) immer seltener bestraft, da sich allmählich die Ansicht  durchsetzte, dass „der Teufel 
wie Gott ein geistiges Wesen sei, mit dem ein Mensch schließlich kein Bündnis eingehen 
könne“ (Eisenhardt). Schon in der CCC war in Artikel 222 zu lesen, dass ein Richter, „wo ihm Zweifel 
zufällt, bei den nächsten hohen Schulen, Städte, Communen oder andern Rechtsverständigen (...) Rath 
suchen“ solle.  

In Folge dieses Artikels entwickelte sich bereits im 16. Jahrhundert eine rege  Gutachtertätigkeit, 



8202 

welche die Entwicklung des Strafrechts in Deutschland maßgeblich beeinflusst hat. Auch hier war es 
wiederum der bereits erwähnte Rechtsgelehrte Benedikt Carpzov, dessen Hauptwerk „Practica nova 
Imperialis Saxonica rerum criminalium“ (1635) als Meilenstein in die Geschichte der Strafrechtspflege 
eingegangen ist: Noch stark geprägt von den Ereignissen des 30jährigen Krieges (1619-1648) stand es für 
eine harte Strafverfolgung, um dem „Sittenverfall“ zu begegnen. Andererseits enthielt es schon zahlreiche 
Elemente einer „modernen“ Strafrechtspflege, wie etwa das Verhängen von milderen Strafen bei 
Zweifelsfällen (in dubio pro reo) sowie ein Plädoyer gegen die immer noch bestehende strafrechtliche 
Privilegierung von Angehörigen höherer Stände. 

3. Zivilprozessrecht 
Charakteristisch für den Zivilprozess in der Frühen Neuzeit waren vor allem drei Merkmale:  
- die „Handlungsmaxime“, d.h. die Parteien besaßen weitgehende Verfügungsfreiheit über den zu 

verhandelnden Gegenstand, mit der Folge, dass Zivilverfahren oftmals endlos in die Länge gezogen 
werden konnten, ohne eine Entscheidung herbeizuführen. 

- die „Schriftlichkeit des Verfahrens“, der zu Folge Zeugen und Prozessbevollmächtigte auch durch 
schriftliche Aussagen an einem Verfahren teilnehmen konnten. Dies hatte zur Folge, dass die Parteien, um 
sich gegenseitig auszubooten, oftmals gefälschte Aussagen von Personen vorlegten, um für sich einen 
jeweiligen Vorteil herauszuschlagen. 

- das „Positionalverfahren“, nach welcher der Kläger seine Klage in Einzelpunkten vorzutragen hatte, 
zu welchen der Beklagte jeweils einzeln Stellung beziehen musste. 

Als reguläres Rechtsinstitut im Rahmen des Zivilprozesses entwickelte sich in der Frühen Neuzeit 
die sogenannte „Aktenversendung“, bei welcher Gerichte im Falle offener Rechtsfragen die Gelehrten an 
juristischen Fakultäten des Landes um Rat baten und dabei die Akten eines schwebenden Verfahrens 
zwecks Begutachtung und Entscheidung dorthin versandten – nicht selten provozierten sie damit den 
Widerwillen des Territorialherren, der sich in seinen Entscheidungskompetenzen übergangen fühlte. 

D. Moderne (19. und 20. Jahrhundert) 
I. Geistesgeschichtliche Grundlagen 
Nach der Vertreibung Napoleons und der politischen Neuordnung Europas durch den Wiener 

Kongress (1815) waren es vor allem drei Richtungen, welche das geistig-politische Klima in Deutschland 
fortan (bis heute) bestimmen sollten: 

1. Liberalismus (betonte die Freiheit des Individuums vor staatlicher Bevormundung; für 
wirtschaftliche Betätigungsfreiheit). 

2. Sozialismus (betonte das schon von Rousseau und vom Christentum favorisierte 
„Gleichheitsprinzip“ in Staat,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stellte die Frage nach der materiellen Situation 
des Menschen in dem Mittelpunkt; spaltete sich am Ende des 19. Jahrhunderts in einen 
evolutionär-sozialdemokratischen und einen revolutionär-kommunistischen Flügel). 

3. Konservatismus (war für die Beibehaltung der alten autoritären  monarchisch-ständischen 
Ordnung, gegen eine Repräsentativverfassung  und anfangs auch gegen einen deutschen Nationalstaat). 

Daneben stand der nach dem Sieg über Napoleon aufkeimende Nationalismus, welcher sowohl 
liberale als auch konservative Elemente in sich verbarg, zur nachhaltigen Politisierung der Bevölkerung 
beitrug und damit eine der treibenden Kräfte bis zur endgültigen Herstellung der deutschen Einheit im 
Jahre 1871 werden sollte. 

Liberalen und Nationalisten gemein war die Forderung nach einem Ende des politischen aber auch 
kulturellen Partikularismus in Deutschland, welchen sie  durch die Schaffung bundesstaatlicher Organe 
sowie einer für das gesamte deutschsprachige Territorium verbindlichen Repräsentativverfassung 
kredenzen wollten. Die in den  meisten deutschen Staaten nach dem Wiener Kongress 1815 errichte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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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tändischen Verfassungen, in denen jeweils die Herkunft  (adelig, nicht adelig) über Stimmrecht und 
Machtbefugnis entschied, lehnten sie ab: Ihr Ziel war eine am Ideal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orientierte staatliche Ordnung mit verbindlichem Grundrechtskatalog und einem von der Bevölkerung 
(und nicht von Gott) legitimierten Staatsoberhaupt. Erst später, unter dem preußischen  
Ministerpräsidenten und späteren Reichskanzler, Otto Fürst von Bismarck (1815-1899), wurde die Frage 
nach dem Nationalstaat auch von den konservativen Kräften aufgegriffen und in konkrete Politik 
(1866-1871) umgesetzt. 

Zu echten demokratischen Strukturen fand das Reich erst in der Weimarer Republik (1919-1933), als 
auch Frauen das aktive und passive Wahlrecht erstmalig zugesprochen wurde. 

In geistesgeschichtlicher Hinsicht dominieren bis in die späten sechziger Jahre jene Tendenzen, 
welche die Frage nach dem Sinn menschlicher Existenz ins Zentrum philosophischer Debatten stellen: 
Geprägt durch die Katastrophen der beiden Weltkriege ist es in den zwanziger Jahren der „Dadaismus“, 
der sich als Pendant gegenüber allen überkommenen Normen künstlerischen und menschlichen Daseins 
versteht und damit Voraussetzungen schafft für die sozialutopischen Modelle eines Herbert Marcuse 
(1898-1979), Theodor Adorno (1903-1969) und Jürgen Habermas (*1929). Die v.a. aus Frankreich 
herrührende Existentialismusphilosophie („Der Mensch ist, was er tut“ - J.-P. Sartre [1905-1980]) findet in 
West-Deutschland breiten Anklang und wird zum bestimmenden Faktor in der vor allem in den achtziger 
Jahren geführten Auseinandersetzung um die Frage nach dem Verhältnis von Mensch, Natur und Technik. 
Das im Rahmen dieses Diskurses von Hans Jonas (1903-1993) entwickelte „Prinzip 
Verantwortung“ (Tübingen 1985) verstand sich dabei als Mahnmal gegenüber einem überzogenen 
technologischen Fortschrittsglauben. 

Diese zunächst auf philosophischer und agitatorischer Ebene (68er Studentenproteste etc.) geführte 
Auseinandersetzung bildet die Grundlage für die Entstehung einer neuen politischen Richtung Anfang der 
achtziger Jahre: 

II. Gesellschaftliche, politische und wirtschaftliche Strukturen 
Nach dem Ende des Heiligen Römischen Reiches deutscher Nation entsteht in Deutschland eine neue 

Gesellschaft, in welcher der Adel zwar nach wie vor eine dominante Stellung wahrnimmt, in welcher sich 
aber gleichzeitig auch erste Konturen eines erstarkten Bürgertums als künftiger tragender Schicht mit 
neuen Attributen und Standesmerkmalen (vor allem Bildung und materieller Wohlstand) herauszubilden 
beginnen: Das Erbe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unwiderruflich mit den Werten von individueller 
Freiheit und Achtung der Menschenrechte verbunden, bewirkt, dass in dem im Jahre 1815 neu 
gegründeten „Deutschen Bund“ die Forderungen nach Teilhabe an der politischen Macht immer 
vehementer erhoben werden; eine Forderung, welche durch das Metternichsche System zeitweilig 
erfolgreich unterbunden, in der (gescheiterten) Revolution von 1848 schließlich zum ersten Mal Realität 
wird. 

Preußen, 1806 militärisch vernichtend von Napoleon geschlagen und dank russischer Fürsprache nur 
knapp der Auflösung seines Territoriums entronnen, hebt mit Hilfe herausragender Persönlichkeiten 
(Freiherr von Stein [1757-1831], Freiherr von Hardenberg [1750-1822]) aus Wirtschaft, Wissenschaft und 
Militär im Jahre 1807 ein umfassendes Reformprogramm aus der Taufe: Dieses Programm* 
(*Abschaffung der Leibeigenschaft, Kommunalreform, Abschaffung des Zunftzwanges und die 
Einführung der Gewerbefreiheit) soll in den darauffolgenden Jahrzehnten nicht nur politische, sondern 
auch staats- und verwaltungsrechtliche Maßstäbe setzen, welche für das spätere deutsche Reich von 
Bedeutung waren. Sein Kerngedanke ist nicht politischer, sondern pädagogischer Natur: Der Bürger soll 
durch die Möglichkeit der politischen Partizipation auf kommunaler Ebene und der ihm eingeräumten 
persönlichen Freiheit zu einem freien und selbstständig agierenden Wesen erzogen werden – mit dem Z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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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f diese Weise den nach dem totalen Zusammenbruch dringend notwendigen Selbstheilungsprozess des 
maroden preußischen Staates in Gang zu setzen. 

Bei diesen Reformbemühungen werden wichtige Akzente gesetzt (etwa beim Militär und im höheren 
Bildungswesen), dennoch glücken nicht alle Vorhaben, da der reaktionäre Widerstand gegen sie in dieser 
Zeit noch zu stark war. So können etwa die Bauern von ihrer neu erworbenen Freiheit nicht profitieren, da 
der bis dato von ihnen bebaute Boden zunächst nicht als Eigentum erwerbbar ist. 

Auf ministerieller Ebene wird im „Organisationsedikt“ von 1808 das klassische noch heute gültige 
Ressortprinzip eingeführt: Die Kernbereiche der Regierung umfassen nun Innen-, Außen-. Kriegs,- Justiz- 
und Finanzministerium, welche fortan streng voneinander getrennt sind: Mit der Schaffung eines eigenen 
vom Innenministerium getrennten Justizministeriums ist insbesondere der Weg frei für die dauerhafte 
Etablierung einer von der Verwaltung unabhängigen Rechtsprechung in Preußen, was für das übrige 
Deutschland Vorbildcharakter hat. 

Um andererseits die Kontrollmöglichkeiten des Staates gegenüber den preußischen Städten, welche 
durch die Kommunalreform innere Autonomie erworben hatten, nicht gänzlich zu verlieren, wird letzteren 
im Gegenzug die Polizeigewalt entzogen und dem Staat übertragen. Damit ist den preußischen Städten 
zwar ein wichtiges Machtinstrumentarium versagt, andererseits erhöht sich dadurch die Rechtssicherheit 
eines jeden Bürgers, da er möglichen polizeilichen Willkürakten des Magistrats nun nicht mehr so ohne 
weiteres ausgeliefert ist; der Magistrat muss fortan vielmehr um polizeiliche Unterstützung ersuchen, 
wenn er gegen Bürger vorgehen will. Die Städte sind wirtschaftlich und verwaltungstechnisch 
selbstständig geworden und werden gleichzeitig doch an der „langen Leine“ des Staates geführt. 

Die aufkeimende Industrialisierung erfordert neue moderne Rechtsformen, da die zahlreichen 
neuartigen Kooperationen in der Wirtschaft wie Kommanditgesellschaft, Aktiengesellschaft etc. einer 
juristischen Ordnung bedürfen: Mit dem alten Gesinderecht oder den mittelalterlichen  
Zunftverfassungen sind diese auf automatisierter Massenfabrikation ausgerichteten Organisationsformen 
jedenfalls nicht mehr zu bewältigen. 

Innenpolitisch relevant für die Zeit zwischen 1815 und 1871 ist vor allem der  sich anbahnende 
Konflikt zwischen Österreich und Preußen um die Vorherrschaft in Deutschland: Nach langwierigen auch 
kriegerischen 

 Auseinandersetzungen geht Preußen unter der Ägide seines Ministerpräsidenten und späteren  
deutschen Reichskanzlers Otto Fürst von Bismarck (1815-1898) als Sieger aus diesem Konflikt hervor. 
Dies hat zur  Folge, dass sich das deutsche Rechtssystem im letzten Drittel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stark am preußischen Vorbild orientieren wird.   

Das 1871 gegründete deutsche Kaiserreich umfasst 25 Bundesstaaten, welche mit Stimme im 
neugeschaffenen Bundesrat vertreten sind. Mit Rücksicht auf die in die Verhandlungen zur 
Reichsgründung eingebundenen Fürsten, von deren Votum die Gründung eines Einheitsstaates ja 
schließlich abhängt, enthält die am 16. April 1871 in Kraft getretene Verfassung keinen 
Grundrechtskatalog – die Grundrechte sind, gegen den Willen vieler Territorialherren, in früheren Jahren 
bereits in die Verfassungen der einzelnen Staaten aufgenommen worden, so dass deren nochmalige 
Verankerung in der nun von den Fürsten – und nicht wie 1848/49 von revolutionären Demokraten - 
ausgehandelten Reichsverfassung erfolgreich verhindert werden kann. 

Eine wesentliche gesellschaftspolitische Weichenänderung wird durch die von Bismarck 
durchgesetzte Sozialgesetzgebung (1883: Krankenversicherungsgesetz, 1884: Unfallversicherungsgesetz 
1889: Alters- und Invaliditätsgesetz) herbeigeführt, welche – ursprünglich dazu gedacht, den wachsenden 
Einfluss der Sozialdemokratie zu brechen – im Ergebnis  dazu  führt, dass der Staat zunehmend als  
Interessenvertreter für die Belange  benachteiligter Bevölkerungsschichten in Erscheinung tritt.  D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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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Zusammenwirken von Arbeitgebern und Arbeitnehmern (Sozialpartnerschaft) bei der Lösung sozialer 
Probleme werden – langfristig -  wesentliche Grundvoraussetzungen für die Entstehung unserer heutigen 
Wohlstandsgesellschaft geschaffen.   

Nach dem Zusammenbruch der Monarchie im Herbst 1918 und der Errichtung einer 
parlamentarischen Demokratie werden in weiten Teilen all jene  verfassungs- und allgemeinrechtlichen 
Postulate in die Tat umgesetzt,  welche nach der gescheiterten 1848er Revolution in den Schubladen des 
liberalen Bürgertums verschwunden sind. 

Das Aufkommen des Nationalsozialismus, die Errichtung des „Dritten Reiches“ und die Entfesselung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haben verschiedene  Ursachen, wären im Prinzip aber – vor allem technisch - 
nicht  möglich gewesen, hätte Deutschland in der zweiten Hälfte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nicht den 
Aufstieg vom rückständigen Agrarland zu einer hoch entwickelten Industrienation unter weitgehender 
Bürgerbeteiligung vollzogen. Die deutsche Nachkriegsgeschichte, die vierzigjährige Teilung in zwei 
deutsche Staaten, der ökonomische und institutionelle Aufbau Ostdeutschlands sowie die 
„ideologische“ Umorientierung der postsozialistischen Gesellschaft belegen dies anschaulich: Materielle 
und politische Beweggründe, i.e. der Wunsch nach bürgerlicher Freiheit, Selbstbestimmung, Wohlstand 
und sozialer Gerechtigkeit waren es, welche das Rechtsbewusstsein- und die Rechtspraxis dies- und 
jenseits des  ehemaligen eisernen Vorhangs bis heute geprägt haben. 

III. Recht und Rechtsbildung 
Wie in den Jahrhunderten zuvor, so war die Rechtsbildung auch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noch stark abhängig vom Engagement einzelner Persönlichkeiten: „Väter“ der in Preußen 
während der Reformära (1807-1822) vom König erlassenen Gesetze waren liberal und aufgeklärt gesinnte 
Beamte, welche die juristische und organisatorische Vorarbeit leisteten, während der Monarch nur sein 
formales Einverständnis gab. 

Die allmählich entstehenden landständischen Verfassungen erlaubten  allenfalls ein Mitspracherecht 
bei steuerlichen Angelegenheiten. Von  sonstigen rechtlichen Initiativen war das liberale Bürgertum so 
gut wie ausgeschlossen, so dass die Forderung nach einer aus freien Wahlen hervorgegangenen 
allgemeinen Volksvertretung an erster Stelle stand und kurzfristig erst in der Revolution von 1848 
verwirklicht werden konnte.  

Erste Ansätze zu liberalen und rechtsstaatlichen Strukturen waren in den ehemals von Frankreich 
besetzten linksrheinischen Gebieten gegeben, in  welchen das relativ fortschrittliche napoleonische Recht 
weiter Gültigkeit hatte. 

Die Vorteile eines einheitlichen Straf- und Zivilkodexes in den linksrheinischen Gebieten blieben nicht 
ohne Wirkung auf das übrige deutschsprachige Territorium, wo sich schon bald Stimmen erhoben, die nach 
einem solchen für ganz Deutschland riefen: Letztendlich sollten knapp einhundert Jahre vergehen bis aus dieser 
Forderung Wirklichkeit wurde. Ein erster Vorkämpfer dieser Einheitsbewegung war der Rechtsgelehrte A.F.J. 
Thibaut, der im Jahre 1814 mit seiner Schrift „Über die Notwendigkeit eines allgemeinen bürgerlichen Rechts 
für Deutschland“ auf  sich aufmerksam machte. Thibaut forderte eine endgültige Abschaffung der noch aus 
dem Mittelalter herrührenden Kasuistik, die – trotz Renaissance, Humanismus und Aufklärung - noch in 
zahlreichen nicht zu Preußen gehörenden deutschen Territorien Teil der Rechtspraxis war und die Schaffung 
eines systematisch aufgebauten einheitlichen Rechtssystems behinderte. 

Den Konservativen hingegen widerstrebte die Vorstellung von einem einheitlich kodifizierten Recht 
für ganz Deutschland. In Anlehnung an ihr romantisches, das Mittelalter hochstilisierende Ideal von einem 
auf kultureller  Heterogenität basierenden Reichsgebilde wollten sie die individuellen Volksrechte auf 
Territorialebene nicht antasten, da selbige ja schließlich „historisch gewachsen“ seien und somit  am 
ehesten den Bedürfnissen eines Volkes entgegenkämen. Die auf Rationalität und praktische Funktionalitä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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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gelegte Rechtssystematik der französischen Aufklärung lehnten sie vehement ab, da durch sie das 
„historisch-evolutionäre Moment“ außer Acht gelassen worden wäre. Prominentester Verfechter dieser 
Richtung war der Rechtsgelehrte 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1779-1861), der durch seine juristische 
Autorität sowohl das BGB als auch die heutige zivilrechtliche Dogmatik nachhaltig beeinflusst hat. 
Bekannt wurde Savigny durch seine  Schrift „Recht des Besitzes“ (1803). Nach Savignys Ansicht wird 
das Recht nicht durch den Staat gesetzt, sondern entsteht durch die rechtzeugende Kraft des Volkes - als 
völkisches „Gewohnheitsrecht“ - von ganz alleine. 

Die Naturrechtslehre, insbesondere ihre Vorstellung von der Vernunft als Quelle der Erkenntnis, 
wurde endgültig von Immanuel Kant (1724-1804) mit seinen Werken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und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slehre“ entkräftet. Kant legte dar, dass aus der Vernunft kein 
Recht und keine Erkenntnisse für rechtliche Regelungen geschöpft werden können, da die Vernunft auf 
Grund der Situationsbedingtheit rechtlicher Entscheidungen keinen Maßstab für eine gerechte rechtliche 
Regelung liefere. Demnach sollte das Recht nicht Sittlichkeit durchsetzen, sondern vor allem die formalen 
Rahmenbedingungen für die Freiheitsentfaltung des Menschen schaffen. Die Akzeptanz dieser 
Vorstellungen durch die Rechtswissenschaft des 19. Jahrhunderts, vor allem durch Savigny, schuf eine 
dogmatische Grundlage für den rechtswissenschaftlichen Formalismus und Positivismus. 

Der Positivismus und die sogenannte Begriffsjurisprudenz, also die wissenschaftliche 
Rechterzeugung durch abstrakte Begriffskonstruktionen,  bildeten eine dogmatische Grundlage für die 
sogenannte Pandektistik (griech. „alles enthaltend“), welche, bis heute, als die tragende Säule der 
modernen  Rechtsbildung gilt. Sie wurde von ihrem geistigen Vater Georg Friedrich Puchta (1789-1846) 
aus der Taufe gehoben, der, ausgehend von der Pflicht- und Freiheitsethik Kants, die Überlegungen 
Savignys weiterentwickelte und den  Systemgedanken in den Vordergrund stellte. Das zentrale Anliegen 
der Pandektistik – ganz im Sinne  der bereits mit der Aufklärung eingeleiteten Verwissenschaftlichung 
des menschlichen Daseins – bestand darin, durch die Analyse und Synthetisierung von Rechtssätzen zur 
Ableitung allgemein verbindlicher juristischer Termini zu gelangen, welche – hierarchisch angeordnet - 
durch ein internes Beziehungsgeflecht miteinander verbunden waren. Das Neue an dieser Methode war, 
dass Tatbestände (Lebenssachverhalte) fortan einem abstrakten (und nicht mehr konkreten) Rechtsatz mit 
daraus resultierenden Rechtsfolgen unterworfen waren (Subsumtion). 

Die Pandektenwissenschaft, die eine Grundlage für die Rechtsprechung war und zahlreiche 
Kodifikationen – in erster Linie das BGB – sowie die praktische Anwendung römischen Rechts 
ermöglichte, wurde insbesondere von Georg Beseler, Jakob Grimm, Otto von Gierke sowie dem 
Mitbegründer der historischen Rechtsschule (neben Savigny), Karl Friedrich Eichhorn (1781-1854), 
kritisiert.    

Der zentrale Einwand („Schulenstreit“) gegen die pandektistische Begriffsjurisprudenz bestand darin, 
diese sehe die Rechtsbegriffe losgelöst  von der Wirklichkeit sowie den sozialen und ideellen 
Anforderungen an das Recht. Die Hauptfunktion des Rechts, so die damaligen Kritiker, könne nur darin 
bestehen, streitende Willen zu schlichten. 

Die pandektistische Begriffsjurisprudenz war in der Tat nicht wertungsfrei, obwohl sie durch die 
Abstinenz von politischen und sozialen Fragen geprägt war: Indem sie auf den sozialen Wertmaßstäben 
des 19. Jahrhunderts fußte, ergriff sie unwillkürlich Partei für die wirtschaftlich Mächtigen, so dass von 
der durch den Liberalismus garantierten formalen „Chancengleichheit“ in erster Linie der wirtschaftlich 
Stärkere profitierte.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Überblick über römische Rechtsgeschichte   



8207 

2 Altrömisches Recht   
3 Die Zwölftafelgesetzgebung   
4 Das Fallrecht der klassischen Epoche   
5 Mittelalter (10.-15. Jahrhundert)   
6 Kircherecht   
7 Strafrecht   
8 Privatrecht   
9 Frühe Neuzeit (16.-18. Jahrhundert)   

10 Adelrecht   
11 Bürgerrecht   
12 Moderne (19. und 20. Jahrhundert)   
13 Liberalismus und Sozialismus   
14 Konservatismus   
15 Positivismus   
16 Pandektistik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 
深入了解西方法律的历史渊源; 通过阅读西文文献了解早期日耳曼法典的形式与内容; 中世纪

教会法律演变的动因；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案例教学法、互动教学法、启发教学法、对话教学法等。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本课程的最终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笔试成绩二部分组成。平时成绩包括考勤及学生的课

堂表现（如报告的质量如何、是否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等），占总成绩的 20%；期末考试的形式是提
交一篇学术论文，占总成绩的 80%。 
五、教材选用：教师自编教材 
六、推荐参考书： 
中文文献： 
1，彭小瑜著，教会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 
2，格尔德•克莱因海尔，扬•施罗德主编，许兰译，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法律出版

社，2005 年版 
3，弗朗茨•维亚克尔著，陈爱娥、黄建辉译，近代私法史（上、下册），上海三联书店，2006 年； 
本课程使用的德国法律史经典教材：  
1，H. Schlosser, Grundzüge der Neueren Privatrechtsgeschichte, 10. Aufl., C.F. Mueller, 2005 
2，Mitteis Lieberich, Deutsche Rechtgeschichte, 15.Auflage, Verlag C. H. Beck München, 1978; 

执笔：丁强 

制订时间：2015年 9月 26日 

 

经贸德语 
Economic German 

课程号：4080102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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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对社会经济领域文章的阅读、分析和比较，重要情境的模拟演习，使学

生了解德国社会经济领域的基本概况；掌握经济领域重要基本概念的德语表达方式及内涵；提高学

生在社会经济领域内重要情境中的德语实际应用能力；促进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及思辨能力的发

展。为学生今后在相关领域继续学习和深造，以及毕业之后的职场生涯做好准备。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Ich suche einen Job.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Stellenanzeige 
2. Bewerbungsanschreiben 
3. Lebenslauf 
4. Am besten natürlich bleiben 
学习目标： 
1．了解招聘启事的内容和形式，面试的流程及注意事项。 
2.  熟练掌握求职信及个人简历的标准格式和常用表达。 
3.  掌握相关重点词汇、概念及德语表达。 
作业： 
根据指定招聘广告写一封求职信，附带个人简历。 

知识单元 2：Im Personalbüro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Dialog 
2. Arbeitsvertrag 
3. IG Metall startet Tarifverhandlung 
4. Versicherten drohen Zusatzbeiträge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的劳资协议、德国法定保险的主要内容。 
2.  了解德国工会的工作内容及作用。 
3.  掌握相关重点词汇、概念及德语表达。 
作业： 
比较中德法定保险内容。 

知识单元 3：Am ersten Arbeitstag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Dialog 
2. Heidelberger Druckmaschinen AG beschließt neue Unternehmensstruktur 
3. Entscheidung zu Joint Venture zwischen Daimler(AG) und Beiqi Foton (Motor Co., Ltd.) durch 

Absichtserklärung bekräftigt 
4. Die Entwicklungsgeschichte von zwei Unternehmen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司的一般构成，各个部门的职责范围。 
2．了解合资公司的优势和劣势。 
3.  了解公司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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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掌握相关重点词汇、概念及德语表达。 
作业： 
找出国内 5家知名合资企业，并做简短介绍。 

知识单元 4：Fortbildung im deutschen Mutterhaus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Dialog 
2. Führungsstil: Erfolg durch andere erzielen 
3. Führen in China 
4. Eine Frage des Stils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德两国各自企业领导风格的特点、原因及国内各种领导风格地域分布情况。 
2．了解企业文化的定义及影响。 
3.  掌握相关重点词汇、概念及德语表达。 
作业： 
为一家旅行社设计商标、服装、经营目标、方式、企业文化等。 

知识单元 5：Marktforschung für ein neues Produkt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Dialog 
2. Was ist Marktforschung 
3. Die Autowünsche der Deutschen: Umweltschutz und einen Audi unterm Weihnachtsbaum 
学习目标： 
1．了解市场研究的背景、内容和方法。 
2．了解德国汽车行业市场研究的形式、方法和作用。 
3.  掌握相关重点词汇、概念及德语表达。 
作业： 
为饮品店“鲜果时间”做一个市场研究设计方案。 

知识单元 6：Entwicklung neuer Produkte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Dialog 
2. Produktbeschreibung 
3. Forschung und Entwicklung: Deutsche Unternehmen sparen beim Budget 
4. Politik kündigt schärferes Vorgehen zur Schadstoffminderung an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汽车行业产品研发基本现状。 
2．了解太阳能汽车新品描述方式及内容。 
3. 了解德国企业研发投入情况。 
4. 掌握相关重点词汇、概念及德语表达。 
作业： 
汽车行业知名品牌的简介及市场占有情况介绍。 

知识单元 7：Werbung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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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ialog 
2. VW schockt mit Crash-Werbung 
3. Hund vs. Katze: Wie neue Werbestrategien aussehen sollten 
学习目标： 
1．了解广告的不同形式。 
2．结合案例学会分析广告的优缺点。 
3. 了解广告战略的发展趋势及特点。 
4. 掌握相关重点词汇、概念及德语表达。 
作业： 
1. 将一段德语广告译成中文。 
2. 寻找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广告，并作出评价。 

知识单元 8：Messebeteiligung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Dialog 
2. Aufbruch der Lehrlinge 
3. Messe Stuttgart-Bund fördert Interbad Messebeteiligung für junge Unternehmen 
4. Messe nutzen, oder: Nicht immer ist dabei sein alles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历程及不同时期在展会上的表现。 
2．了解 2010年斯图加特室内浴室博览会概况。 
3. 了解企业参加展会的目的及具体参展方式。 
4. 掌握相关重点词汇及德语表达法。 
作业： 
知名中德展会介绍。 

知识单元 9：Lieferant aus Deutschland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Selbstvorstellung des Unternehmens 
2. Business Knigge: Geschäftsmessen, Kommunikation und Tabus in China 
3. Deutschland ist top bei Familienunternehmen 
学习目标： 
1．了解企业自我介绍的内容及技巧。 
2．了解中德商务交往中的礼仪规则及禁忌。 
3.  了解德国知名家族企业。 
4.  掌握相关重点词汇、概念及德语表达。 
作业： 
1. 收集中德文化中的禁忌。 
2. 德国知名家族企业介绍。 

知识单元 10：Verhandlung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Dialog 
2. So können Sie jede Verhandlung gewinnen 
3. Körpersprache bei Verhandl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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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eschäftsverhandlungen in China – Boxkampf nach neuen Regeln 
学习目标： 
1．了解商务谈判的流程、谈判中的技巧及注意事项。 
2．掌握相关重点词汇及德语表达法。 
作业： 
1.  作为公司拟安排常驻国外的员工，同人事部门领导就薪资待遇等问题进行谈判。 
2.  收集中德文化中容易引起误解的肢体语言。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Einheit 1：Ich suche einen Job. 2  

2 
Einheit 1：Ich suche einen Job. 
Einheit 2：Im Personalbüro 

2 两个单元各一课时 

3 Einheit 2：Im Personalbüro 2  
4 Einheit 3：Am ersten Arbeitstag 2  

5 
Einheit 3：Am ersten Arbeitstag 
Einheit 4：Fortbildung im deutschen Mutterhaus 

2 两个单元各一课时 

6 Einheit 4：Fortbildung im deutschen Mutterhaus 2  
7 Einheit 5：Marktforschung für ein neues Produkt 2  

8 
Einheit 5：Marktforschung für ein neues Produkt 
Einheit 6：Entwicklung neuer Produkte 

2 两个单元各一课时 

9 Einheit 6：Entwicklung neuer Produkte 2  
10 Einheit 7：Werbung 2  

11 
Einheit 7：Werbung 
Einheit 8：Messebeteiligung 

2 两个单元各一课时 

12 Einheit 8：Messebeteiligung 2  
13 Einheit 9：Lieferant aus Deutschland 2  

14 
Einheit 9：Lieferant aus Deutschland 
Einheit 10：Verhandlung 

2 两个单元各一课时 

15 Einheit 10：Verhandlung 2  
16 复习、总结整个学期主要学习内容及答疑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德语（一）》至《综合德语（四）》、《德语泛读（一）》、《德语泛读（二）》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介绍社会经济领域重要概念的定义、内容；重要情境下的交际特点、方法及常用表达。 
难点：社会经济领域专业词汇的表述及解析；对德国社会经济领域现状的把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本课程以课堂教师讲授为主，课外学生自主收集资料为辅的教学方式。课堂教学中以案例教学

法、启发式讲授、情境模拟和讨论式教学为主；课外学习中教师运用“学导式”教学法来提高学生自
主学习的能力。 
教学手段： 
本课程课堂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教材、幻灯片、视频、音频及书面参考资料之间有机结合，交

替运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正规教室，配备活动桌椅、电脑（配备一般文字处理办公软件及视频、音频播放软件）、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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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及音箱等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通过特定作业等形式鼓励和引导学生自主搜集相关主题图书、音像资料进行研读和学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容

有：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50％。 
7、作业要求： 
平均每章结束后均有一次作业，形式各异。口头作业需课堂展示或提交视频或音频，书面作业

需上交评分。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求，选用一本主教材，另外根据授课需要及学生接受情况相应补

充适量时效性较强的视频、音频及纸质资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赵劲等编著《经济德语》，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 9月 第 1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新世纪高等学校德语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陈健平等编著《经济德语导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年 11月 第 1版 
2. 范捷平等编著《商务德语教程提高篇》，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1月 第 1版  

执笔：申洁  审稿：高莉 审定：外国语学院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4日 

 

德语语法重点与难点（一） 
German grammar emphasis and difficulties (I) 

课程号：408010282 

前言 
一．课程名称 
德语语法重点与难点（一） 
二．学分，学时 
2学分，32学时 
三．先修课程 
综合德语 
四．适用专业 
德语专业 
五．教学对象 
德语专业二年级 
六．教学安排 
本课程用一学期完成教学任务 
七．教学任务和目的   
本课程旨在： 
① 指导学生透彻领会德语语法规则,巩固语法知识； 
②通过大量思考,练习手段培养学生灵活运用德语语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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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在讲解语法的同时引导学生了解德语，走近德语,激发学习兴趣。通过本课程使学生学习完
整的德语语法规则，为高年级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1．语法（一）教学的总要求  
本课程要求学生应能够熟记课程所包含的各种语法规则,列表,表格和特例；应掌握对德语语法

灵活运用的技巧，并运用已学语法知识进行大量的练习,以达到巩固并熟练掌握.  
语法（一）课程结束时，学生应达到下列要求：正确掌握德语语法知识，并将之运用于听、说、

读、写、译五种语言能力之中。 
2．综合德语教学具体要求和内容  
适用教材及参考书 
教材：《标准德语语法(精解与练习)》 德雷尔、施密特 (作者), 王芳 (译者)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参考书：《德语语法大全(上)》 卢舍尔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德语语法表解》 华宗德 高等教育出版社 
       《德语语法解析与练习(第 2版)》周抗美、王兆渠 同济大学出版社 
八．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以教材的每单元为单位,讲授一到两个语法点，根据语法的特点引导学生在现象中

发现规律，在规律中找到特例，在练习中达到掌握。 
作业：以书面练习形式为主，或教师命题，或根据当天课堂情况由学生自主命题。辅以小测验

或复习练习等。 
九．考核方式 
闭卷笔试  
十．教学内容 
Einheit 1. Das Nomen 
1.1 Einführung  
1.2 Das Genus der Substantive 
1.3 Die Deklination der Substantive 
Details： 

  N A D   
 
m 

der 
ein 
mein 

den 
einen 
meinen 

dem 
einem 
meinem 

 
 
Tisch 

 
n 

das 
ein 
mein 

das 
ein 
mein 

dem 
einem 
meinem 

 
Buch 

 
f 

die 
eine 
meine 

die 
eine 
meine 

der 
einer 
meiner 

 
Katze 

 
Pl. 

die 
meine 

die 
meine 

den 
meinen 

 
Kindern 

Achtung: 
1. 弱变化（阳性）名词第三格加-n/-en 
der Student, dem Studenten 
der Herr, dem Herrn 
2. 复数不是-n结尾的名词复数第三格时要加词尾-n。（复数-s结尾的外来词例外） 
die Kinder, den Kind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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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Hotels, den Hotels 
 
Einheit 2. Das Adjektive und Adj-Endungen 
2.1 Einführung 
Details: 

  格 |      M              |      F             |       N           |          P             

-----|---------------------|--------------------|-------------------|----------------------- 

N    |der            Tabak |die           Stimme|das          Licht |die              Haare | 

     |      stärker Tabak |      dunkle  Stimme|      helles Licht |       schwarze  Haare | 

     |der   starke   Tabak |die   dunkle  Stimme|das   helle  Licht |deine schwarzen  Haare | 

     |ein   starker  Tabak |eine  dunkle  Stimme|ein   helles Licht |                       | 

-----|---------------------|--------------------|-------------------|----------------------- 

A    |den            Tabak |                    |                   |                        

     |      starken  Tabak |      同上          |       同上        |        同上            

     |den   starken  Tabak |                    |                   |                        

     |einen starken  Tabak |                    |                   |                       | 

-----|---------------------|--------------------|-------------------|----------------------- 

D    |dem            Tabak |der           Stimme|dem          Licht |den              Haaren| 

     |      starkem  Tabak |      dunkler Stimme|      hellem Licht |       schwarzen Haaren| 

     |dem   starken  Tabak |der   dunklen Stimme|dem   hellen Licht |deinen schwarzen Haaren| 

     |einem starken  Tabak |einer dunklen Stimme|einem hellen Licht |                       | 

-----|---------------------|--------------------|-------------------|----------------------- 

G    |des            Tabaks|                    |des          Lichts|der              Haare  

     |      starken  Tabaks|       同上         |      hellen Lichts|       schwarzer Haare | 

     |des   starken  Tabaks|                    |des   hellen Lichts|deiner schwarzen Haare | 

     |eines starken  Tabaks|                    |eines hellen Lichts|                       

Einheit 3. Das Verb " haben " als Vollverb 
3.1 Verwendung von " haben " und " sein ". 
3.2 Zeitformen 
3.3 Bildung der Zeitformen 
3.3.1 Perfekt 
3.3.2 Präteritum 
3.3.3 Konjunktiv 
Details: 

 现在 过去 虚拟式 
    ich habe hatte hätte 
    du hast hattest hättest 
    er / sie / es hat hatte hätte 
    wir haben hatten hätten 
    ihr habt hattet hättet 
    sie / Sie haben hatten hätten 

Einheit 4. Das Verb „sein“ als Vollverb 
4.1 Einführung und Konjugation  
4.2 Funktionen als Vollverb  
4.3 Prä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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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Berufe  
4.5 sein + Adjektiv  
4.6 sein + Dativ  
4.7 sein + Nomen  
4.8 Material  
4.9 Situativ-Ergänzung  
4.10 Hinweise  
4.11 Verbverbindungen  
Details: 

虚拟式  
现在 过去 

第一 第二 
ich bin war sei wäre 
du bist warst seiest wärest 

er / sie / es ist war sei wäre 
wir sind waren seien wären 
ihr seid wart seiet wärt / wäret 

sie / Sie sind waren seien wären 
Einheit 5. Regelmäßige Verben 
5.1 Einführung  
5.2 Konjugation der regelmäßigen Verben  
5.3 Lautliche Besonderheiten der Konjugation: Konjugation + e  
5.4 Lautliche Besonderheiten der Konjugation: Konjugation - s  
5.5 Lautliche Besonderheiten der Konjugation: Konjugation - e  
Details: 

词尾 
 ich e lern e 
 du st lern st 
 er / sie / es t lern t 
 wir en lern en 
 ihr t lern t 
 sie / Sie en lern en 

 
Achtung：1) 词干 t, d, ffn, chn结尾的，第二人称单、复数及第三人称单数要在变位词尾前加 e 
           du                  rechnest 
           ihr                  rechnet 
           er                  rechnet 
Achtung：2) 词干 s, ss, ß, z, tz结尾的，第二人称单数变位词尾省去 s，只要 t 
           du                  übersetzt 
Einheit 6. Unregelmäßige Verben 
6.1 Einführung  
6.2 Wechsel mit -i-  
6.3 Wechsel mit -ie-  
6.4 Wechsel mit -ä-  
6.5 Wechsel mit -ä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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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Konjugation wichtiger unregelmäßiger Verben  
Details: 
1- 滑音 

 e - ie e - i 
ich lese spreche 
du liest sprichst 

er / sie / es liest spricht 
wir lesen sprechen 
ihr lest sprecht 

sie / Sie lesen sprechen 
2- 变音 

 a - ä au - äu 
ich fahre laufen 
du fährst läufst 

er / sie / es fährt läuft 
wir fahren laufen 
ihr fahrt lauft 

sie / Sie fahren laufen 
Einheit 7. Trennbare Verben 
7.1 Einführung  
7.2 Trennbare Präfixe  
7.3 Untrennbare Präfixe  
7.4 Problematische Präfixe  
7.5 Zusammengesetzte Verben 
Details: 
¡ 可分动词=可分前缀+根动词 
aufstehen = auf + stehen 
vorhaben = vor + haben 
mitkommen = mit + kommen 
vorschlagen = vor +schlagen 
zurückkommen = zurück + kommen 
¡ 语音：重音在可分前缀上。 
aufgeben, fernsehen 
¡ 语法：前缀与根动词需要分离（现在时和过去时的主句中），根动词在第二位，前缀放在句

末。 
Abends sieht er oft fern. 
Hast du morgen Abend etwas vor? 
Kommst du mit? 
Wann steht ihr auf? 
Der Unterricht fängt um 8 Uhr an. 
(Der Unterricht beginnt um 8 Uhr.) 
Z.B.: 
hereinkommen, zumachen, weitermachen, 
aufmachen, einkaufen, einladen, ankommen, 
ausse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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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nheit 8. Modalverben 
8.1 Einführung  
8.2 Konjugation der Modalverben  
8.3 Das Modalverb "dürfen"  
8.4 Das Modalverb "müssen"  
8.5 Das Modalverb "sollen"  
8.6 Die Modalverben als Vollverben  
Details: 

 müssen dürfen sollen 
ich muss darf soll 
du musst darfst sollst 

er/sie/es muss darf soll 
wir müssen dürfen sollen 
ihr müsst dürft sollt 

sie/Sie müssen dürfen sollen 
 
  作助动词 独立动词 
dürfen 允许, 

可以 
Hier darf man nicht rauchen. 
Darf ich etwas fragen? 

Dürfen wir jetzt ins Kino? 
Das darf man nicht. 

müssen 必须,不
得不 

Ich muss nach Hause fahren. 
Peter muss im Bett bleiben. 

Ich muss nach Hause. 
Der Brief muss heute zur Post. 

sollen 应该, 
让, 
要 

Die Schüler sollen fleißig lernen. 
Sag Peter, er soll sofort zum Lehrer 
gehen. 

Er soll sofort zum Lehrer. 
Der Tisch soll ans Fenster. 

Einheit 9. Imperativ 
9.1 Einführung  
9.2 Funktionen des Imperativs  
9.3 Der Imperativ der regelmäßigen Verben  
9.4 Imperativ mit Vokalwechsel  
9.5 Imperativ mit Stammauslaut -t; -d; sowie -m; -n  
9.6 Ausnahmen  
9.7 Ersatzformen  
Details: 
Beisipele: 
Nehmen Sie bitte Platz! 
Hören Sie bitte! 
Sprechen Sie bitte laut! 
Machen wir jetzt Pause! 
Bildung: 
l 规则动词词干+（e） 
Lern(e) fleißig! 
Warte bitte auf mich! 
Bitte hör mit! 
l 不规则动词 词干（不变音）+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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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hren du fährst 
Fahr bitte nicht so schnell! 
schlafen du schläfst 
Schlaf gut! 
l 不规则动词 词干（换音）！ 
sprechen  du sprichst 
Sprich bitte langsam! 
lesen    du liest 
Lies das Buch! 
l 动词 sein ：Sei ...! 
du bist 
Sei doch ruhig! 
Sei brav! 
l 动词 haben： Hab ...! 
du hast 
Hab keine Angst! 
Einheit 10. Reflexive Verben und Reflexivpronomen 
10.1 Einführung  
10.2 Die Reflexivpronomen  
10.3 Die Reflexivpronomen mit Dativ oder mit Akkusativ?  
10.4 Echte reflexive Verben  
10.5 Unechte reflexive Verben  
10.6 Reziproke Verben  
Details： 
若一句话里做宾语的代词是主语自身时，这个做宾语的代词即为“反身代词”。 
1) Bildung：  
Sing: 

第一人称 第二人称 第三人称 
  阳性 阴性 中性 

人称代词 ich du Sie er sie es 
反身 G meiner deiner Ihrer seiner ihrer seiner 

 D mir dir sich sich sich sich 
代词 A mich dich sich sich sich sich 
Plu: 

人称代词 wir ihr Sie sie 
反身 G unser euer Ihrer ihrer 

 D uns euch sich sich 
代词 A uns euch sich sich 

Achtung：反身代词的第二格很少使用。 
2) Gebrauch： 
1  跟必须带反身代词的动词连用： 
Ich beeilen mich zum Bahnhof. 
我赶紧去车站。 
2  sich 与 lassen 连用，表示一种被动的可能或必要： 
Dieses Material lässt sich gut verarbei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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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材料很容易加工。 
Die Frage liess sich nicht vermeiden. 
这个问题难以避免。          
3  加强语气，相当于“亲自”或“自己的”: 
Der Mensch pässt sich den Lebensbedingungen an. 
人使自己适应生存环境。 
4  表示“彼此”或“相互”的意思，做“相互反身代词”用： 
Wir sehen uns wieder. 
我们又见面了。 
Die Freunde begrüssen sich herzlich.  
朋友们互致衷心的问候。 
5  和介词连用的第三格及第四格人称代词，如和句中的主语是同一人或物，此人称代词要变

为反身代词： 
Ich habe immer eine Uhr bei mir. 
我老戴着一只手表。 
Mein Freund dachte nie an sich. 
我的朋友从来想不到他自己。 
Einheit 11. Zeitformen 
11.1 Einführung  
11.2 Vergangenheit  
11.2.1 Perfekt  
11.2.2 Präteritum  
11.2.3 Plusquamperfekt  
11.3 Präsens  
11.3.1 Zukünftiges  
11.4 Futur  
11.4.1 Futur I  
11.4.2 Futur II  
Details: 
I 德文有六种时态：                      
              现在时                    他住在上海。 
                                       Er wohnt in Shanghai. 
             现在完成时                他刚把门打开。 
                                       Er hat die Tür gerade geöffnet.           
             过去时                    九五以前他住在上海。  
                                       Er wohnte vor 1995 in Shanghai.  
             过去完成时                在你敲门之前，他已经把门打开了。 
                                       Er hatte die Tür geöffnet, bevor du klopftest.         
            (第一)将来时               我要写一篇论文。 
                                       Ich werde einen Aufsatz schreiben. 
            (第二)将来时/将来完成时    明天我就会写好那篇论文的。 
                                       Ich werde den Aufsatz bis morgen geschrieben haben 
II Schwerpunkt： 
1. 普通动词的过去时是由词干加上过去时词尾构成的（强变化动词词干要发生变化）： 
                         弱变化词尾         强变化词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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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h                  -te                - 
        du                   -test              -st 
        er / sie / es            -te                - 
        wir                  -ten               -en 
        ihr                  -tet                -t 
        sie / Sie              -ten               -en 
                         弱变化动词         强变化动词 
        ich               kaufte              gab 
        du                kauftest            gabst 
        er / sie / es         kaufte              gab 
        wir               kauften             gaben 
        ihr                kauftet             gabt 
        sie / Sie            kauften             gaben 
Achtung：弱变化词干以 t, d, ffn, chn结尾的，词干和词尾之间要加个 e。如： 
                       arbeitete 
                       arbeitetest 
                       arbeitete 
                       arbeiteten 
                       arbeitetet 
                       arbeiteten 
2. 普通动词的现在完成时 
Bildung：助动词+过去分词 
过去分词： 
弱变化动词：     ge + 动词词干 + (e)t： 
       kaufen     ge +    kauf  +    t  = gekauft 
       rechnen    ge +    rech  +   et  = gerechnet 
       备注：词干以 d, t, ffn, chn 结尾的动词要加 et 
强变化动词：      ge + 动词词干 +   en：      
Achtung：强变化动词词干有不规则变化 
       nehmen     ge + nomm     +   en  = genommen 
       sehen       ge + seh       +   en  = gesehen 
Achtung 1：有个别强变化动词词尾加 t 
     bringen    ge + brach    +   t   = gebracht 
Achtung 2：有部分带轻读不可分前缀如：be-, ent-, er-, ge-, ver-, zer- 的强变化动 
    词在构成过去分词时不加 ge-. 
       besuchen        besuch   +   t   = besucht 
       verbessern      verbesser  +   t   = verbessert 
       gefallen        gefall     +   en  = gefallen 
Achtung 3：带重读后缀-ieren 的强变化动词在构成过去分词时不加 ge-. 词尾永远为 iert: 
       produzieren                      = produziert  
       studieren                        = studiert 
Einheit 12. Passiv 
12.1 Einführung  
12.2 Vorgangspassiv  
12.3 Nicht passivfähige Ver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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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Zustandspassiv  
12.5 Passiversatz  
Details： 
1. Bildung 
A. 被动态的现在时： 
Der Lehrer fragt den Studenten. – Der Student wird gefragt. 
B. 被动态的过去时： 
Der Lehrer fragte die Studenten. – Die Studenten wurden gefragt. 
C. 被动态的现在完成时 
Der Lehrer hat mich gefragt. – Ich bin gefragt worden. 
D. 被动态的过去完成时 
Der Lehrer hatte die Schüler gefragt. – Die Schüler waren gefragt worden. 
E. 被动态的将来时 
Der Lehrer wird dich fragen. – Du wirst gefragt werden. 
F. 带情态动词的被动态 
Er muss seinen Freund fragen. – Sein Freund muss gefragt werden. 
G. 带情态助动词的被动态（过去时） 
Wir könnten den Lehrer verstehen. – Der Lehrer konnte verstanden werden. 
2. Gebrauch 
A.  被动句强调动作或行为，主语是动作或行为的承受者。原来主动句中的第四格宾语在被动

句中变为主语。 
Der Lehrer fragt den Studenten. – Der Student wird gefragt. 
B.  在被动态的句子中如需表明动作的发出者，由介词 von 带出（多用于人）；表示动作的原

由或起因，由介词 durch带出（多用于物）。 
Der Lehrer fragt den Studenten. – Der Student wird von dem Lehrer gefragt. 
Die modernen Maschinen haben die Produktion erhöht. – Die Produktion ist durch die modernen 

Maschinen erhöht worden. 
Einheit 13. Indirekte Rede / Konjunktiv I  
13.1 Einführung  
13.2 Satzeinleitende Verben und Nomen  
13.3 Bildung der Gegenwart  
13.4 Weitere Veränderungen  
13.5 Fragen in der indirekten Rede  
13.6 Imperativ in der indirekten Rede  
13.7 Bildung der Vergangenheit  
13.8 Bildung des Futurs  
Details： 
I 第一虚拟式的各种时态人称的动词形式都是词干加第一虚拟式词尾： 
                         词尾                            但是 sein 不规则 
             ich         e         habe        gebe       sei 
             du          est       habest     gebest     sei st 
             er          e          habe       gebe        sei 
             wir         en        haben      geben      sei en 
             ihr         et         habet      gebet       sei et 
             sie         en        haben      geben      sei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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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第一虚拟式有现在时，第一将来时及现在完成时三个时态。 
Bildung： 
a 普通现在时的构成：用第一虚拟式动词形式 
Susan sei schön. 
Peter habe das Buch. 
b 第一将来时的构成：werden 的第一虚拟式形式 + 第一不定式 
Susan werde schön sein.  
Peter werde das Buch lesen. 
c 现在完成时的构成：haben / sein 的第一虚拟式形式 + 第二分词 
Susan sei schone gewesen.  
Peter habe das Buch gelesen. 
在第一虚拟式里，只有现在完成时才是描述过去的事，而现在及将来时则描述的都是现在或将

来的事。 
Einheit 14. Konjunktiv II 
14.1 Einführung  
14.2 Bildung des Konjunktivs II mit dem Hilfsverb "würden"  
14.3 Bildung des Konjunktivs II mit der Verbform  
14.4 Konjunktiv II der Modalverben  
14.5 Konjunktiv II der Vergangenheit  
14.6 Konjunktiv II der Modalverben in der Vergangenheit  
14.7 Konjunktiv II im Passiv Präsens  
14.8 Konjunktiv II im Passiv Vergangenheit  
Details： 
I 普通动词的虚拟式形式: 
Bildung： 
a 弱变化动词及两个情态助动词 sollen, wollen 的第二虚拟式过去时和他们的直陈式过去时完

全一致 
b 强变化动词的第二虚拟式的构成是： 
动词直陈式过去时的词干 (元音为 a,o,u的，要变音) ＋ 虚拟式人称词尾 

  Konjunktiv I Konjunktiv II 
ich -e fahre frage fragte liefe gäbe 
du -est fahrest fragest fragtest liefest gäbest 

er / sie / es -e fahre frage fragte liefe gäbe 
wir -en fahren fragen fragten liefen gäben 
ihr -et fahret fraget fragtet liefet gäbet 

sie / Sie -en fahren fragen fragten liefen gäben 
c  情态动词也是用过去时的词干 + 虚拟式人称词尾构成，mussten, mochten, durften, konnten

的元音也要变音。sollten 及 wollten 例外，元音不变音。 
d 第二虚拟式只有两个时态，即：过去时和过去完成时： 
表示现在和将来发生的事，即：未过时，虚拟式用过去时。 
表示过去发生的事，即：已过时，虚拟式用过去完成时。 
过去时句型：句中使用第二虚拟式动词形式 
Susan wäre schön. 
Peter läse das Buch. 
过去完成时句型：sein / haben 的第二虚拟式动词形式 + 第二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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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 wäre schön gewesen. 
Peter hätte das Buch gelesen. 
Einheit 15. Konjunktiv II: Das Verb-würden und  
der Höflichkeitsform 
15.1 Einführung  
15.2 Höfliche Fragen  
15.3 Höfliche Bitte  
Würden 在非现实条件句中的用法：因有些弱变化虚拟式动词形式易与直陈式混淆，在表示未

过时的虚拟情况时，常用 würden加不定式来代替： 
     Er übersetzte den Text, wenn er Zeit hätte. 

      Er würde den Text übersetzen, wenn er Zeit hätte. 
      (句中用 würde代替 übersetzte) 
      Wir würden gleich zu ihm gehen, wenn es nicht zu spät gewesen wäre. 
     (句中用 würden代替 gingen) 

第二虚拟式用于客气的请求 (Konjunktiv II der Höflichkeitsform) 
Hättest du Lust zu einer Party? 
Wäre Ihnen das recht? 
Dürfte ich hier bleiben? 
könnten Sie uns helfen? 
Einheit 16. Irreale Wünsche (Wunschsätze) 
16.1 Einführung 
16.2 Verb auf Position 1 
Details: 

Wunschsatz // Verb = Position 1 
Indikativ 

Verb 1 Subjekt Mittelfeld Verb 2 

Hier ist es so kalt.  Wäre  es  doch nur wärmer!   

Ich habe kein Geld.  Hätte  ich  doch nur etwas Geld!   

Die Putzfrau ist so faul.  Wäre  sie  bloß etwas fleißiger!   

Meine Tochter hatte einen Unfall.  Wäre  
der 
Unfall  

doch nur nicht  passiert.  

Der Zug fährt so spät ab.  Würde  er  doch nur früher  abfahren!  

Ich kann nicht nach Ulm fahren.  Könnte  ich  doch bloß nach Ulm  fahren!  

Du hast ihm nicht geantwortet.  Hättest  du  ihm doch eine Antwort  gegeben!  

Warum habe ich ihr zum Abschied 
keinen Kuss gegeben.  

Hätte  ich  
ihr doch zum Abschied 
einen Kuss  

 

16.3 Nebensatz mit "wenn": 

Wunschsatz = Nebensatz 
Indikativ 

Konj. Subj. Mittelfeld Verben 

Hier ist es so langweilig.  Wenn es  hier doch nur interessanter  wäre!  

Er hat keine Zeit für mich.  Wenn er  nur mehr Zeit für mich  hätte!  

Der Junge spricht so undeutlich. Wenn er  doch nur deutlicher  sprechen wür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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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nschsatz = Nebensatz 
Indikativ 

Konj. Subj. Mittelfeld Verben 

Der Zug kommt immer zu spät.  Wenn er  doch nur pünktlicher  wäre!  

Mein Hund Bello ist gestorben.  Wenn er  doch noch  leben würde!  

Jenny kann nicht kochen.  Wenn sie  doch bloß besser  kochen könnte!  

Ich habe Erika nicht gesehen.  Wenn ich  sie doch nur  gesehen hätte!  

 

德语旅游口语 
Spoken German for Tourism 

课程号：4080102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学生应学会识别旅游陪同过程中具体的场景条件，并根据场景的不

同需要正确表达其说话意图；2、以培养外有口语能力为主、翻译为辅；3、通过翻译练习让学生努
力成为外语语言和中国文化的复合型人才；4、让学生对信息资料进行语言转换，同时理解必须对
源文从内容选择、结构方式和观察角度来进行思考。 
开设本课程，旨在让德语专业三年级的学生在结束基础阶段的纯粹语言学习之后可以在某一特

定领域内将所学语言活学活用。在目前的中德文化交流中，学生最有机会接触的就是陪同德语国家

的游客，与普通的德语国家游客就日常的中德文化翻译以及景点介绍。因此本课程将旅游陪同翻译

工作中的一些典型外语口语交际场景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也是因为它在国内的外语交际场景中有着

广泛的适用性。 
Lernziel: Kommunikationsfähigkeit 
Das übergeordnete Lernziel aller Kapitel ist die Fähigkeit zur situationsadäquaten 
Sprachverwendung in der Rolle eines Befreuers, Reisebegleiters oder Reiseführers für Gäste aus dem 

deutschsprachigen Ausland. In diesen Rollen - die wir im folgenden unter dem 
Oberbegriff ,,Reisebegleiter" zusammenfassen - muss der Lernende in seiner späteren Berufspraxis 
bestimmte Sprechabsichten verwirklichen. Wie er diese Sprechabsichten (Redeintentionen) in konkrete 
sprachliche Außerungen (Redemittel) umsetzt, hängt von folgenden Faktoren ab: 

●Gesprächspartner oder Zuhörer: Sie haben in dieser Kommunikationssituation bestimmte 
anthropogene Voraussetzungen. Damit ist hier gemeint: Herkunftsland, Bildung, Beruf, Alter, Geschlecht, 
soziale Stellung, das Ausmaß der chinaspezifischen Vorkenntnisse und die Erwartungen an den 
Reisebegleiter! 

●Thema: Das Thema ist weitgehend durch die Rollen der Gesprächsparhrer festgelegt – in unserem 
Fall also vor allem durch die Rolle des Reisebegleiters. 

●Zeitpunkt: Hiermit ist gemeint, zu welchem Zeitpunkt der Reisebegleiter über ein bestimmtes 
Thema oder einen bestimmten Gegenstand spricht: auf dem Weg vom Flughafen ins Hotel, zu Beginn 
einer Besichtigung, am Ende einer Chinareise usw. 

●Ort: Es liegt auf der Hand, dass der Reisebegleiter in unterschiedlicher Weise über eine 
Sehenswürdigkeit wie z.B. einen Tempel spricht, je nachdem, ob er mit der Gruppe in der Lobby eines 
Hotels sitzt, im Bus auf dem weg zum Tempel ist oder im Tempel selbst ist. 

●Andere Medien: Sprachliche Außerungen werden auch dadurch bestimmt, ob der Gegenstand, ü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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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 man spricht, für die Gesprächsparhrer sichtbar ist oder nicht, ob man an einer Karte etwas erläutert 
und welche Gestik und Mimik man bei einem Gespräch benutzt. 

Konkrete sprachliche Außerungen eines Sprechers werden somit einerseits durch die oben 
angeführten Faktoren bestimmt, andererseits aber auch durch die Beziehungen der Faktoren zueinander. 
Hierfür einige Beispiele: .., ., 

- welches Vorwissen haben die Zuhörer zum Thema eines Vortrags? 
- zu welchem Zeitpunkt und an welchem Ort wird über ein bestimmtes Thema gesprochen? 
- spricht man vor einer großen Gruppe oder nur vier Leuten und hat man dabei eine große Wandkarte 

vor sich oder haben alle Beteiligten eine Karte in der Hand? 
i 
Der muttersprachliche Sprecher berücksichtigt dieses Beziehungsgeflecht weitgehend rmbewusst, 

wenn er seine Redeitentioinen realisiert, und produziert damit in den meisten Fällen situationsadäquate 
Äuderungen. Wer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 spricht, muss sich diese Fähigkeit zur situationsadäquaten 
Sprachverwendung jedoch erst aneignen. Erst, wenn einem dieses Beziehrmgsgeflecht und seine 
spachlichen Konsequenzen bewusst sind, wird man bei deutschsprachigen Touristen oder sonstigen 
Gästen z.B.  

- bei Zeitangaben Jahreszahlen statt Namen von Dynastien benutzen, 
- „im Südwesten Chinas" statt ,,in der Provinz Yunnan“ sagen und 
- unterschiedliche Redemittel benutzen, je nachdem, ob man eine Wandkarte mit einem Zeigestock 

eine Wegorientierung gibt, oder ob man es im Bus macht, wo jeder der Zuhörer selbst eine Karte in der 
Hand hat . 

Die Liste derartiger Beispiele für situationsadäquate Sprachverwendung ließe sich natürlich noch 
erweitern; wichtig ist, dass Lehrer und Lernende bei der Arbeit mit diesem Lehrmaterial sich immer dieses 
Beziehungsgeflechts und seiner Bedeutung für die konkrete sprachliche Äußerung bewusst bleiben.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Offizielle Begrüßung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Situation A: Offizielle Begrüßung 
I Phase: 
Hier werden Beispiele aus der ,,Großsituation" gegeben, die die Lernenden unter 

kommunikativ-pragmatischen Gesichtspunktbn analysieren sollen. Keinesfalls sollten die hier enthaltenen 
Dialoge oder Vorträge an grammatischen Analysen oder Wortschatzübungen „missbrauchr" werden! Hier 
geht es nur darum, Situationen, Redeintentionen und Redemittel in ihrer Beziehung zueinander zu 
erkennen. 

Als Einstieg zur Analyse bieten sich drei Möglichkeiten an: 
l. Das Beispiel wird als Rollenspiel oder szenische Lesung vom Lehrer zusammen mit einigen 

Kollegen dargeboten, ohne dass die Studenten den Text vorher gelesen haben oder mitlesen. 
2. Der Lehrer präsentiert denText den Studenten als Hörspiel vom Tonban, ohne dass die Studenten 

den Text vorher gelesen haben oder mitlesen. . 
3. Einige Studenten bereiten das Beispiel als szenische Lesung oder Rollenspiel vor und tagen es vor, 

ohne dass die übrigen Studenten den Text vorher gelesen haben oder mitlesen. 
Danach versucht man zu einer groben Situationsanalyse zu kommen, indem man den Ort, die Zeit, 

die Kommunikationsteilnehmer und das Thema bzw. den Inhalt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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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mmunikationssituation sowie eventuelle Medien identifiziert. Offengebliebene Fragen werden 
dann anhand der Aufgaben zur Analyse bearbeitet. 

In Situation A werden zwei Beispiele gegeben. 
Beispiel 1: Auf dem Bahnsteig wartet Herr Wang auf die Marco-Polo-Reisegruppe Nr. 47. Als er 

einen Reisenden sieht, an dessen Koffer ein Abzeichen des Reiseunternehmens Marco Polo klebt, geht er 
auf den Mann zu. 

Beispiel 2: In der ankunftshalle des Fulghafens geht Herr Wang auf eine kleine Gruppe von Herren 
zu, die seiner Vermutung nach die deutschen Gäste sind, die er abholen soll. 

II. Phase: 
In der zweiten Phase werden die Redemittel und Redeintentionen, die in der „Großsituation" des 

Kapitels auftauchen könnenn, systematisch - d. h. nach Redeintentionen geordnet – aufgeführt und ihre 
Formen geübt. 

Der Lehrer sollte die Liste der Redemittel mit den Studenten zusammen durchgehen und dabei die 
Beziehung zwischen Redeintention und Redemittel deutlich machen (,,Wenn ich bei einer 
Programmbesprechung ausdrücken will, dass mir der Programmvorschlag nicht gefällt, kann ich 
sagen: ...“ ). Bei einigen Lerner-Gruppen empfiehlt es sich eventuell, die Redemittel dabei laut (im Chor) 
nachzusprechen oder lesen zu lassen. 

Die Aufgaben zu den Redemitteln sollten immer im Untenicht vorbereitet werden, bevor die 
Studenten sie als Aufgabe bekommen: Man geht für jeden Übungstyp ein Beispiel durch, um 
sicherzustellen, dass die Aufgaben verstanden wurden, danach kann der Rest von den Studenten 
selbständig bearbeitet werden. Erfahrungsgemäß erleichtert und beschleunigt es die Besprechung 
derartiger Aufgaben, wenn man darauf achtet, dass sie schriftlich gemacht werden. Im übrigen prägen sich 
Erwachsene sowieso neue Formen meist leichter ein, wenn sie sie einmal schriftlich 

fixiert haben. 
Redeintention 
1. eine unbekannte Person ansprechen 
2. sich nach einer Reise Gruppe oder einer Delegation erkundigen 
3. sich nach dem Reiseleiter oder einer bestimmten Person erkundigen 
4. auf eine Person verweisen, indem man ihr Aussehen und/oder Ihren Standort im Raum 

beschreibt 
5. sicherstellen, dass die vermutete oder gezeigte Person auch wirklich die richtige Person ist (auch 

aus Höflichkeit notwendig, wenn die angesprochene Person den Fragenden nicht kennt) 
6. sich selbst vorstellen 
7. reagieren, wenn einem eine Person vorgestellt wird, oder wenn sie sich selbst vorstellt 
8. andere leute jemandem vorstellen 
9. jemanden offziell begrüßen 
10. verbindliche Höflichkeitsfloskeln bei Begrüßungsansprachen (meist bei Gruppen) 
11. eine Gruppe zusammenrufen oder dazu bringen, einem zuzuhören 
12. einer Gruppe in höflicher Form Anweisungen geben 
13. organisatorische Erklärungen abgeben 
14. organisatorische „Fragen“ an eine größere Gruppe stellen 
III. Phase: 
In der dritten Phase wird anhand von Minisituationen die korrekte Verwendung der Redemittel 

eingeübt. 
Übungen 1, 2,3 und 4. Durch diese Übungen sollen sich die Studenten mit dem Thema bekan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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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hen und einen Überblick über alle möglichen Probleme haben.  
IV. Phase:  
Für das Gelingen der Rollenspiele sind eine sorgfältige Planung und klare Arbeitsanweisung an die 

Studenten Voraussetzung. 
Beim Rollenspiel selbst sollte der Lehrer als Außenseiter auf situationsadäquate Mimik und Gestik 

achten. Er sollte das Spiel aber möglichst nicht unterbrechen, sondern im anschließenden 
Untrrichtsgespräch -mit den Studenten Fehler und Probleme besprechen. 

Übung1 und 2: Gruppe anholen am Flughafen 
V. Phase: 
Die Testvorschläge sind nur als Beispiel gedacht, wie man die Fähigkeit situationsadäquater 

Sprachverwendug testen kann. Die Situationen sollten natürlich etwas abgeändert werden, wenn der 
Vorschlag selbst den Studenten vorliegt. 

In Situation A werden 4 Beispiele in dieser Phase angeboten. 
Nach dieser Situation sollen die Studenten fähig sein, eine bestimmte Person oder Gruppe vom 

Flughafen oder Bahnhof abholen. Die Redemittel sollen sie sehr gut beherrschen und können in der 
ähnlichen Situation ganz spontan angewendet werden. Nachdenken oder zögern 
学习目标： 
1．了解机场、火车站接待德语旅游团的基本语言表达方式。 

知识单元 2：Programmbesprechung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I Phase: 
Beispiel 1: Herr Wang und Herr Meyer sind mit der Gruppe im Bus auf dem Weg zum Hotel. Herr 

Wang hat schon seinen Einführungsvortrag über Beijing gehalten und die meisten Reisenden dösen in 
ihren Sesseln oder schauen zum Fenster hinaus. 

Beispiel 2: Die Gruppe sitzt am ersten Abend beim Abendessen im Hotel. Gegen Ende des Essens 
kommt Herr Wang an den Tisch. 

Beispiel 3: Ort: Flughafen, vor dem Bus oder im Bus auf dem Weg in die Stadt 
Zeit: Ungefähr 16:00 Uhr. Ankunft der Gruppe in Beijng. 
Beispiel 3 (Zusatztext): Im Gegensatz zu allen anderen Beispielen des Materials handelt es sich hier 

um eine Konfliktsituation: Ein nicht rollen- und situationsadäquat handelnder Reisebegleiter wird 
dargestellt und sein Verhalten in den Übungen problematisiert Es geht auch um die Widersprüche 
zwischen Redemittel und Redeintention. A handelt hier nicht rollen- und situationsadäquat, da er den 
Wunsch B's abschlagen will, ihm aber die Gründe für die Ablehnung nicht einsichtig machen kann. 

Dieses Beispiel kann zu emotionalen Reaktionen der Studenten führen, die vielleicht versuchen 
weden, Als Verhalten zu verteidigen. Man kann dies zum Anlaß nehmen, um mit den Studenten über ihr 
Verständnis der Rolle des Reisebegleiters zu diskutieren. Dieses Beispiel sollte nur behandelt werden, 
wenn der Lehrer es aus seiner eigenen Erfahrung in ähnlichen Situationen für sinnvoll hält. 

II. Phase: 
Redeintention 
1. über den Namen des Hotels informieren 
2. die Vorteile eines Hotel nennen 
3. einen allgemeinen positiven Kommentar zu einem Hotel geben 
4. mögliche Nachteile eines Hotels abschwänken 
5. den zeitlichen Ablauf eines Besuchsprogramms darste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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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ngaben über die Zeitdauer einzelner Programmpunkte machen 
7. einem Besucher Vorschläge zur Gestaltung des Besuchesprogramms machen 
8. einen Terminvorschlag machen 
9. als Besucher oder deutscher Reiseleiter Einwände oder Änderungswünsche äußern 
10. auf Einwände oder Änderungswünsche eingehen, bzw. Verständnis für Änderungswünsche 

zeigen 
11. einem Wunsch auf Änderung zustimmen 
12. eine Zustimmung unter einer Bedingung oder Voraussetzung geben 
13. ausrücken, dass die Erfüllung eines Wunsches voraussichtlich nicht möglich ist 
14. einen Wunsch ablehnen und bei der Ablehnung höfliches Bedauern ausdrücken 
15. eine Entscheidung auf einen späteren Termin verschieben 
III. Phase:  
Dem Lernenden sollte klar sein, dass es sich hier trotz wechselnder Übungsformen um einen 

inhaltlich in sich geschlossenen, fortlaufenden Text handelt. 
Übung: für die Besprechung mit der deutschen Reiseleiterin, Frau Wagner, hat sich Frau Li folgende 

Notizen über das Programm der Gruppe gemacht. Die Studenten müssen den Text ergänzen und den 
Dialog weiterführen. 

IV. Phase: 
Aufgabe 3: Sie sind für die organisatorische Betreuung einer Delegation der Firma Mannesmann AG 

aus der Bundesrepublik zuständig. Im folgenden haben Sie das Besuchsprogramm der Delegation, das die 
zuständigen chinesischen firmen und Ministerien bekommen.  Stellen Die Studenten anhand des 
chinesischen Programms einen Programmplan in deutscher Sprache zusammen, den die einzelnen 
Delegationsmitglieder erhalten sollen. 

Das Ziel von Aufgabe 3 ist es, die Lerner zu befähigen, eine schriftliche 
Programmübersicht in situationsadäquater Form zusammenstellen zu können. Derartige schriftliche 

Programmübersichten dienen oft auch als Grundlage einer Programmbesprechung zwischen dem Betreuer 
und seinem Gast 

V. Phase:  
1. Stellen die Studenten eine kurze Ansprache an eine Reisegruppe, die gerade angekommen ist, 

zusammen. Es ist 10 Uhr morgens. Ihre Ansprache sollte folgende Teile enthalten: 
a) Gruppe zusammenrufen bzw. dazu bringen, zuzuhören 
b) Die Studenten sollten sich vorstellen 
c) offizielle Begrüßung der Gruppe 
d) Informationen über das Hotel 
e) das Programm für den Rest des Tages erläutern 
2. Erläutern Die Studenten zu Beginn einer Programmbesprechung dem deutschen Reiseleiter anhand 

des folgenden Zeitplans den geplanten Besuchsverlauf. 
3. Die Studenten haben hier den Zeitplan für den Besuch einer Delegation. Stellen Sie auf der 

Grundlage dieses Zeitplans einen deutschsprachigen Zeitplan für die Delegationsmitglieder zusammen. 
Die Studenten achten auf situationsadäquate form und sprache dieses Zeitplans, überlegen Sie auch, ob es 
möglich ist, den chinesischen zeitplan einfach möglichst genau zu übersetzen oder ob man Dinge 
weglassen, ändern oder hinzufügen muss. 

学习目标： 
1．了解掌握如何用德语讲解计划和形成安排，同时掌握跨文化交际能力。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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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3：Wegbeschreibung, Wegauskünfte, Kartenorientierung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I Phase: 
Hier werden folgeden Situationen analysiert und diskutiert: 
1. den eigenen Standpunkt auf einer Karte identifizieren 
2. die Symbole einer Karte erklären 
3. bei einer Wegauskunft Orientierungspunkte nennen 
4. bei einer Wegauskunft Richtungsänderungen ausdrücken 
5. eine Wegauskunft beenden 
6. den Endpunkt einer Besichtigungstour nennen 
II. Phase: 
Redeintention: 
1. nach der Lage eines Ortes oder dem Weg dorthin fragen 
2. den eigenen Standpunkt auf einer karte oder einem Lagepaln identifizieren 
3. einen Punkt auf einer großen Wankarte oder einem großen Lageplan identifizieren 
4. die Symbole einer Karte oder eines Lageplans erklären 
5. einer Gruppe vor einer Besichtigung die Besichtigungsroute beschreiben 
6. jemandem eine Wegauskunft geben 
7. jemandem erklären, wie man mit öffentlichen Verkehrsmitteln an einen Ort gelangt  
8. Richtungsänderungen nennen, wenn man einer Gruppe vorher die Besichtigungsroute beschreibt 

(meist an einer Wandkarte) 
9. bei einer Wegauskunft richtungsänderungen ausdrücken 
10. bei einer wegbeschreibung oder bei einer Wegauskunft Orientierungspunkte nennen 
11. bei einer Gruppe den Endpunkt einer Besichtigung nennen 
12. eine Wegauskunft beenden 
Ergänzung: 
1. Wie beschreibt man die Lage eines Ortes auf einer großen Wandkarte, wenn man keinen 

Zeigestock hat? 
2. Wie beschrebit man die Lage eines Ortes auf einer kleinen Karte, wenn jeder der Zuhörer eine 

Karte in der Hand hat? 
III. Phase: 
Übungen: 
1. Nehmen Sie an, bei der abgedruckten Karte handelt es sich um eine große Wandkarte. Sie haben 

keinen Stock bei sich und können also nicht auf einzelne Punkte der Karte zeigen. 
2. Nehmen Sie an, Sie haben Ihren Zuhörern schon die Symbole der Karte erklärt. Die Karte steht 

als große Wandtafel a, Eingang zu Dingling. Sie wollen Ihren Zuhörern jetzt eienen Überblick über die 
Besichtigungsroute geben. 

3. Geben Sie Verkehrsauskünfte als Antwort auf die vorgegeben Fragen. Benutzen Sie die in 
Klammern gegebenen Stichwörter und drücken Sie die vorgegebenen Redeintentionen aus. 

4. Manchmal müssen Sie den Touristen eine Orientierung auf einer Karte geben, deren Schrift die 
Touristen nicht lesen können. Die Redemittel, die dafür nötig sind, finden Sie in Ihrer Liste der Redemittel 
unter Redeintention 2, 3 und 4. 

IV Phase: 
In dieser Phase sollen die Lerner die eingeübten Redemittel in vorgegebenen Situationen korrekt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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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i verwenden.  
1. Geben Sie auf die folgenden Fragen hin Auskunft. Der Fragende hat keine Karte und Sie haben die 

abgedruckte Karte nur im Kopf. Ihr Standort ist immer so, dass Sie mit dem Rücken zum jeweiligen 
Gebäude stehen. 

2. Sie stehen mit einer Reisegruppe in Chengde am Lizhengmen Tor der kaiserlichen 
Sommerresidenz vor der abgedruckten Wandtafel. Geben Sie anhand dieser Karte der Gruppe einen 
Überblick über die Besichtigungsroute. Die Wandkarte ist sehr groß und Sie haben keinen Zeigestock. 

3. Sie stehen am Eingang des Sommerpalastes vor der großen Wandkarte – da wo auf der Karte ein X 
eingezeichnet ist. Sie haben keinen Zeigestock dabei und geben jetzt den Touristen vor der Besichtigung 
einen Überblick über die Besichtigungsroute. Drücken Sie alle Redeintentionen, die dafür erforderlich 
sind, durch die passenden Redemittel aus. 

Wichtig bei allen Kartenbeschreibungen der III. und  IV. Phase ist, dass sich die Studenten bewußt 
sind, dass ihre Zuhörer nur Formen und Farben auf den Karten erkennen können, aber keine 
Schriftzeichen lesen können. 

Bei den Aufgaben der III und IV. Phase sollte jedes Mal vorhei deutlich gemacht werden, welche 
räumliche Beziehung zwischen Sprecher, Zuhörer und Karte besteht, z.B.: 

- ein Sprecher und ein Zuhörer mit einer Karte in der Hand 
- ein Sprecher und viele Zuhörer, die alle eine Karte in der Hand haben, 
- ein Sprecher und viele Zuhörer vor einer Wandkarte, auf der Sprecher noch mit einem Zeigestock 

Dinge zeigen kann 
- ein Sprecher und viele Zuhörer vor einer Wandkarte, die go groß ist, dass der Sprecher auch mit 

einem Zeigestock nicht mehr eindeutig auf Dinge verweisen kann. 
Man kann für diese Aufgaben realistische Situationen schaffen, wenn man die Karten auf Folien für 

Tageslichtprojektoren fotokopiert und sie von den Studenten dann sprachlich wie Wandkarten behandeln 
lässt. In gleicher Weise kann man auch an einer Übersichtskarte des Instituts oder der Hochschule einige 
der Redemittel in realistischen Situationen üben lassen. 

V. Phase:  
Testvorschläge 
1. In die Karte, die zu Nr. 5 der „Aufgaben zu den Redemitteln“ gehört, einen Standpunkt 

eintragen und dann eine Wegauskunft von diesem Standort zum Kaufhaus, Panxi-Restaurant usw. gegeben 
lassen. 

2. Einen Stadtplan in chinesischer Sprache vorgeben, auf dem der Reisebegleiter eine Fahrtstrecke 
(z.b. Bahnhof zum Hotel) so identifizieren muss, dass die deutschen Touristen, die auch diesen Stadtplan 
haben, die Fahrt auf dem Stadtplan nachvollziehen können. 

3. Alle Übungen und Rollenspile der IV. Phase mit abgewandelten Inhalten (z.B. mit anderen 
Karten, anderen Kartenausschnitten) 

学习目标： 
1．掌握如何用德语熟练讲解导游示意图、参观路线等等。 

知识单元 4：Allgemeiner und/oder einführender Vortrag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I Phase: 
Hier wird ein Beispiel von der Großen Mauer gegeben. Als Einstieg zur Analyse bieten sich drei 

Möglichkeiten an: 
l. Das Beispiel wird als Rollenspiel oder szenische Lesung vom Lehrer zusammen mit ein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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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llegen dargeboten, ohne dass die Studenten den Text vorher gelesen haben oder mitlesen. 
2. Der Lehrer präsentiert denText den Studenten als Hörspiel vom Tonban, ohne dass die Studenten 

den Text vorher gelesen haben oder mitlesen. . 
3. Einige Studenten bereiten das Beispiel als szenische Lesung oder Rollenspiel vor und tagen es vor, 

ohne dass die übrigen Studenten den Text vorher gelesen haben oder mitlesen. 
Danach versucht man zu einer groben Situationsanalyse zu kommen, indem man den Ort, die Zeit, 

die Kommunikationsteilnehmer und das Thema bzw. den Inhalt der 
Kommunikationssituation sowie eventuelle Medien identifiziert. Offengebliebene Fragen werden 

dann anhand der Aufgaben zur Analyse bearbeitet. 
II. Phase: 
In der zweiten Phase werden die Redemittel und Redeintentionen, die in der  
Erster Teil: 
Redeintention: 
1. das Thema des Vortrages nenne bzw. Erklären 
2. einen Vortrag vorstukturieren, indem man eine Art „ Inhaltsverzeichnnis „ des Vortrages gibt 
3. Einzelthemen innerhalb eines vortrages einleiten 
4. von einem Thema innerhalb eines Vortrags zum nächsten überleiten 
5. einen vortrag beenden 
6. ausdrücken, dass man annimmt, der Zuhörer kenne die nachfolgende Information bereits 
7. sich auf vorher gegebene Informationen beziehen, indem man sie wiederholt 
zweiter Teil 
8. Angaben über die geographische Lage machen 
9. Angaben zur Baugeschichte größerer Anlage (z.B. Städte) machen 
10.  Angaben zur funktion oder Bedeutung einer größeren Anlage (z.B. Stadt) machen 
11. größere Zeiträume in der Geschichte beschreiben 
Beispiel: Bei manchen Lernergruppen müssen vielleicht unbekannte Begriffe oder historische 

Inforrnationen in diesem Text vorher vom Lehrer eingeführt werden. Dies geschieht am besten vor der 
Behandlung des Textes an der Tafel oder im Anschluß an die Grobanalyse ddr Situation. 

II. Phase: In der II. Phase wird sowohl die Form als auch die Verwendung der Redemittel geübt, da 
die dritte Phase der Informationserarbeitung dient. 

Text 1: Man kann die Skizze, die in dem Text abgedruckt ist, von den Studenten an einem Stadtplan 
der Stadt Beijing erklären lassen und dabei evtl. die Redomittel der Situation C üben. 

Der Lehrer sollte die Aktualität bestimmter Informationen in Text 1, aber auch den anderen Texten, 
problematisieren (Bevölkerungszahl, Einschätzung historischer Ereignisse wie z.B. des Boxeraufstandes 
als antiimperialistischer oder als fremdenfeindlicher Bewegung, die Darstellung der Kulturrevolution 
usw.). 

Der Lehrer kann evtl. hinweisen auf das in den chinesischsprächigen Texten enthaltene 
Gegensatzpaar 消费城市（Konsumstadt） und 工业城市（Industriestadt） das normative Konnotationen 
hat, während man im Deutschend hier meist wertneutral von einem Gegensatz zwischen Beamten-und 
Verwaltungsstadt und Industriestadt 

sprechen würde. 
III. Phase: 
In den Kapiteln D, E und F steht in der dritten Phase die Erarbeitung, Auswahl und 
Strukturierung der Informationsmaterialien im Vordergrund, die die Grundlage der jeweiligen 

Vorträge bilden. In Kapitel D wird dazu noch exemplarisch analysiert, wie eine Information in z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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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turen unterschiedlich sprachlich dargestellt wird. Entsprechende Vergleiche, wie sie in der dritten 
Phase von Kapitel D unter „B. Sprachliche Erarbeitung der lnformationen" angestellt werden, ließen sich 
auch für die Kapitel E und F finden. Uns erscheinen jedoch die Beispiele in Kapitel D so einleuchtend, 
dass wir im Interesse der Unterrichtsökonomie in den Kapiteln E und 

F darauf verzichtet haben. 
Überblick über die einzelnen arbeitsschritte der III. Phase: 
A. Inhaltliche anlyse der Informationsmaterialien 
1. Arbeitsaufträge zur Textanalyse 
2. Auswahl möglicher Themen 
3. Erarbeiten und Strukturieren von Informationen in Texten 
B. Sprachliche Erarbeitung der Informationen 
1. Fachbegriffe: Erklären statt Übersetzen 
2. situationsadäquatheit einzelner Textstellen 
3. Schriftsprache – Gesprochene Sprache 
Die III. Phase ist in diesem Kapitel recht lang geraten, da sie für die weiteren Kapitel exemplarischen 

Charakter hat. Man sollte daher möglichst alle Übungen dieser Phase sehr sorgfältig durcharbeiten und 
gegebenenfalls bei ähnlichen Problemen in den folgenden beiden Kapiteln auf diese Übungen 
zurückverweisen oder entsprechende Übungen bei den Kapiteln E und F selbst ergänzen. 

Es ist durchaus möglich in der vierten und fünften Phase eine andere Stadt als Thema zu geben - z.B. 
die Heimatstadt der Lernenden - auch wenn man in Beijing unterrichtet. 

IV Phase: 
In dieser Phase sollen die Lerner die eingeübten Redemittel in vorgegebenen Situationen korrekt und 

frei verwenden. In den Kapiteln D, F und F muss der Lernende in dieser Phase die erarbeiteten 
Informationen und die situationsadäquaten Redemittel zu einem schriftlich formulierten Vortrag verbinden. 
Dieser Text wird dann vom Lehrer korrigiert. Eine Liste derartiger Konekturzeichen ist in Kapitel D am 
Ende der IV. Phase abgedruckt, der Lehrer kann sie jedoch selbst seinen Bedürfnissen im Unterricht 
anpassen. Die Korrekturzeichen sollen verhindern, dass der Lehrer über weite Strecken die Vorträge der 
Studenten selbst schreiben muss - wobei die Studenten wenig lernen. Wenn sie hingegen ihre eigenen 
Fehler aufgrund von Korrekturzeichen verbessern müssen, kann man sie vielleicht zum konzentrierteren 
Umgang mit der Morphologie und der Wortstellung im Deutschen anhalten und bei Wortschatzfehlern 
eventuell eine intensivere Beschäftigung mit einsprachigen Wörterbüchern des Deutschen oder deutscher 
Fachliteratur zum Thema erreichen. Außerdem erleichtert dieses Vorgehen eine gerechte Beurteilung in 
der letzten Phase, in der ja alle Aspekte der sprachlichen Beherrschung des Themas in die Beurteilung 
eingehen sollen. 

Stellen Sie anhand der vier Texte zu dieser Situation (vgl. III. Phase) und etvl. Weiterer Materialien 
zu Beijing einen allgemeinen, einführenden Vortrag über Beijing zusammen, der in der gegebenen 
Situation gehalten werden könnte. 

V. Phase:  
In den letztpn drei Kapiteln ist jedoch nur eine mündliche Leistung als Beurteilungsgrundlage 

möglich: Die Studenten haben in der vierten Phase ihren Vorfrag ausformuliert und entsprechend den 
Korrekturzeichen des Lehrers überarbeitet. Sie müssen nun diesen Text als freien Vortrag halten, nur mit 
Hilfe eines Stichwortzettels. Neben korrekten sprachlichen Formen und situationsadäquater Verwendung 
wird jetzt noch die Aussprache, Flüssigkeit des Vortrages, Augenkontakt und die Mimik und Gestik in die 
Beurteilung einbezogen. 

Viele Studenten werden in dieser Phase ihre Vorträge völlig auswendig vortragen und auf ei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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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chwortzettel verzichten. Man sollte dies jedoch weder von den Studenten fordern noch es verbieten, sie 
aber darauf hinweisen, dass beim Auswendiglernen die Gefahr besteht, den Vortrag ,,herunterzuleiern". Im 
übrigen ist es nur natürlich, wenn man einen Vortrag, den man schriftlich ausgearbeitet hat, danach fast 
auswendig kann. 

Übung: 
Halten Sie auf der Basis Ihrer schriftlichen Ausarbeitung jetzt einen allgemeinen, einführenden 

Vortrag über Beijing für die bereits beschriebene Situation. Sie sollten diesen Vortrag frei halten, ein 
Stichwortzettel ist natürlich erlaubt. Der Lehrer wird bei der Beurteilung vor allem auf folgende Punkte 
achten: situations-und rollenadäquate Darstellung, klare Gliederung und logischen Aufbau, 
situationsadäquaten Beginn und Schluss Ihres Vortrages, überleitungen von einem Thema zum anderen 
innerhalb des Vortrags, inhaltliche Richtigheit, grammtische Richtigkeit, Wortwahl, Flüssigkeit des 
Vortags, Korrekte Aussprache und Wort-und Satzbetonung, adäquate Mimik und Gestik (z.b. 
Augenkontakt mit Zuhörer) 
学习目标： 
1．掌握一般德语小报告的语言文体要求，让学生可以较为熟练的讲解中国文化及国情方面的

不同主题。 
知识单元 5：Führung durch ein Museum oder eine Ausstellung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I Phase: 
Analyse der Führung durch das Nationalmuseum 
II. Phase: 
Redeintention: 
1. vor der Besichtigung einzelner Dinge einen Überblick über die Gesamtheit der Gegenstände 

geben, ein „Inhaltsverzeichnis“ der Gegenstände eines Ortes geben 
2. eine Gegenstandsbeschreibung einleiten 
3. die Funktion einer Sache beschreiben 
4. Während einer Führung die Bewegungen der Gruppe dirigieren 
Liste der Fachbegriffe 
Plastik, Statue, Büste, Porträt, Darstellung, Schautafel, Schaubild, Kopie, Reproduktion, 

rekonstruktion, Nachbau,  
III. Phase: 
Vorbereiten eines eigenen Vortrags 
1. Sprechübung mit bekanntem Material. Sie haben bei der Analyse des Führungstextes über den 

Peking-Menschen festrgestellt, dass dieser Führungstext aus vier Teilen besteht.Sie bekommen zu jedem 
vier Teile Stichwörter. Versuchen Sie nun, mit Hilfe dieser Stichwörter Ihren eigenen Vortrag zu 
formulieren. 

2. Aufgaben zum vorbereitungsgang durch das Museum. Sie sollen eine deutschsprachige 
Touristengruppe durch das Geschichtesmuseum führen. Die ganze Führung dauert etwa eineinhalb bis 
zwei Stunden. Im Unterricht macht jedoch jeder Student als Beispiel nur einen Teil des Museums. Ihre 
führung durch diesen Teil sollte fünf bis zehn Minuten dauern. 

IV Phase: 
Beherrschung des Themas in die Beurteilung eingehen sollen. 
Ausarbeiten eines eigenen Vortrags 
Stellen Sie anhand Ihrer im Museum gemachten Notizen und evtl. Anderer Materialien zum T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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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hbücher, chinesichsprachigen Texte über das Museum etc.) einen deutschsprachigen Führungstext 
zusammen und geben Sie dem Lehrer zur Korrektur.  

V. Phase:  
Halten sie Ihren schriftlich erstellten und korrigierten Führungstext über einen Teilbereich des 

Museums als freien Vortrag im Museum. Folgende Punkte werden geachtet: 
Grammtische Richtigkeit, korrekte Wortwahl, logischer Aufbau und Verlauf der Führung, inhaltliche 

Richtigkeit des Führungstextes, ein-und überleitungen, Zusammenhänge zwischen den einzelen 
besprochenen Ausstellungsstücken, Schluss und Überleitung zum nächsten Thema, Flüssigkeit der 
Darbietung, korrekte Aussprache und Wort-und Satzbetonung, adäquate Mimik und Gestik 

Allgemeine Hinweise:  
Für dieses Kapitel muss man die Möglichkeit haben, im Laufe des Unterrichts ein Museum oder eine 

Ausstellung zu besuchen. Hierfür eignet sich nicht nur das nationale Geschichtsmuseum in Beijing 
sondern ebenso ein Stadt- oder Provinznuseum, ein Museum, das dem Leben einer Person oder einem 
bestimmten Thema gewidmet ist o.ä. 

Der Beispieltext basiert zwar auf den Exponaten des nationalen Geschichtsmuseums, für die 
Behandlung als Beispieltext ist ein Besuch dort jedoch nicht vorgesehen. Das Gleiche gilt für Aufgabe I in 
der III. Phase. 

Wer die Mögliehkeit eines vergrößernden Kopierers hat, kann die Bilder im Beispieltext auch im Din 
A4 Format im Klassenzimmer aufhängen und damit dann die Aufgabe 1 der dritten Phase 
bearbeiten.Eventuell genügt es auch, wenn der Lehrer diese Gegenstände auf gtoßen Blättern grob 
nachzeichnet. Wer in einem anderen Museum mit diesem Kapitel arbeiten möchte, sollte möglichst 
versuchen, Broschüren zu den Ausstellungsstücken zu besorgen und sie den Studenten geben. 

In der III. und IV. Phase sollte der Lehrer in der Lage sein, fachliche und sprachliche Hilfe zu geben. 
学习目标： 
掌握在博物馆参观时候需要的德语表达手段。 

知识单元 6：Führung durch ein histotisches Bauwerk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I Phase: 
Analyse der Führung durch den Himmelstempel und Überblick über die Verbotene Stadt 
II. Phase: 
Redeintention: 
1. angaben zur Baugeschichte eines Gebäudes oder einer Anlage machen 
2. die Struktur eines Gebäudes oder einer Anlage beschreiben 
3. Angaben zur Größe einer Anlage oder eines Gebäudes machen 
4. die Funktion eines Gebäudes oder einer Anlage beschreiben 
5. erklären, welche Bedeutung einzelne Gegenstände oder Teile eines Gebäudes haben 
6. erklären, warum einzelne Gegenstände oder Teile bedeutend sind 
7. jemanden auf eine Besonderheit aufmerksam machen, die ihm sonst nicht auffallen würde, die 

man aber normalerweise auch nicht nöher erläutern muss 
8. den nächsten Ort der Führung nennen, bei dem man wieder etas erklären will 
III. Phase: 
Vorbereiten eines Führungstextes am Beispiel des Kaiserpalastes in Beijing 
Zur Vorbereitung der Führungstexte haben Sie fünf Originaltexte als Informationsmaterialien im 

Anhang des Buches,. Die unteren Aufgaben beziehen sich immer auf diese Texte. Lesen Sie desha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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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erst diese Texte! 
A. Aufgaben zur Vorbereitung am Übersichtsplan des Kaiserpalastes in Taihemen 
Sie sollen am Ende dieser Unterrichtssequenz am Übersichtsplan des Kaiserpalastes in Taihemen 

einen kurzen Vortrag halten. Er soll etwa so sein wie Beispiel 1 dieser Situation. 
B. Aufgabe zur Vorbereitung eines Führungstextes über Taihedian (Halle der höchsten Harmonie)  
1. Machen sie eine Lageskizze der Halle der höchsten Harmonie, auf der auch die Lage der Dinge, 

die sich auf dem Platz davor befinden, eingezeichnet sind. 
2. Markieren Sie auf dieser Lageskizze, a. Punkte, an denen Sie stehenbleiben werden und den 

Zuhörern etwas erklären werden und zeichnen Sie Ihrer Laufroute ein, b. Über welche Gegenstände Sie an 
welchem Punkt Ihrer Laufroute reden werden. C. Lesen die die Ihen ausgeteilten Informationen zu den 
einzelen Sehenswürdigkeiten in und um Taihedian durch und vergleichen Sie den Text mit der 
Wirklichkeit. 

IV Phase: 
Ausarbeiten eines eigen Vortrags 
1. Kartenspezifischer Vortrag zu Beginn einer Führung.  
Formulieren die Studenten schriftliche einen Vortrag, den Sie vor einer Reisegruppe zu Beginn einer 

Führung durch den Kaiserpalast an der großen übersichtskarte im Taihemen halten.  
- der Vortrag sollte alle die Punkte erwähnen, die in der III. Phase A angeführt sind. 
- Benutzen Sie bei dem Vortrag auch Redemittel aus den vorherigen situationen (z.B. Situation C: 

Wegbeschreibung und Wegauskünfte sowie Kartenorientirung geben) 
- Verbessern Sie den Vortrag auf Grund der Korrekturzeichen des Lehrers. 
2. Führungsvortrag vor einem Gebäude –Beispiel Taihedian 
Formulieren Sie schriftlich einen Vortrag, den Sie bei einer führung durch den Kaiserpalast vor und 

in Taihedian vor einer deutschsprachigen toursitengruppe halten können.  
V. Phase:  
Die Studenten halten die schriftlich erstellten und korrigierten Vorträge (Kartenspezifischer 

Einleitungsvortrag und Führungsvortrag zu Taihedian) als freie Vorträge an Ort und Stelle im 
Kaiserpalast. 

Folgende Punkte werden geachtet: 
Grammtische Richtigkeit, korrekte Wortwahl, logischer Aufbau und Verlauf der Führung, inhaltliche 

Richtigkeit des Führungstextes, ein-und überleitungen, Zusammenhänge zwischen den einzelen 
besprochenen Ausstellungsstücken, Schluss und Überleitung zum nächsten Thema, Flüssigkeit der 
Darbietung, korrekte Aussprache und Wort-und Satzbetonung, adäquate Mimik und Gestik 

Situation F basiert ztar auf Beijinger Sehenswürdigkeiten, die Behandlung der ersten beiden Phasen 
setzt jedoch keinen Besuch dieser Sehenswürdigkeiten voraus und man kann in jeder anderen Stadt im 
Unterricht damit arbeiten. 

Wenn man die Möglichkeit hat, den Übersichtsplan (Text 5) auf Folie oder ein Dia zu übertragen, 
kann man auch den ersten Teil der Phasen vier und fünfortsunabhängig unterrichten. 

Anmerkung zu Lösungen 
Die Lösungen sind vor allem bei den Übungen der dritten und vierten Phase nurLösungsvorschläge, 

keinesfalls die einzige richtige Möglichkeit, in bestimmten Situationen Redeintentionen auszudrücken. 
Der Lehrer sollte sie dementsprechend mehr als Beispiel oder Hinweis betrachten und nicht als unbedingt 
zu erwartende Antwort. Bei der Besprechung von Aufgaben in diesen beiden Phasen empfiehlt es sich, 
immer auf die Liste der Redernittel Rückbezug zu nehmen und Lösungsvorschläge der Studenten dann 
unter dem Gesichtspunkt der Situationsangemessenheit und der formalen Richtigkeit der Redemittel 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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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kutieren. 
Besondere Hinweise 
Die Hinweise zu den einzelnen Kapiteln enthalten Vorschläge zur Untenichtsgestaltung und 

Begründungen für die Wahl bestimmter Texte und Übungsformen, wo dies angebracht und nötig erscheint. 
Außerdem werden hier weiterführende Informationen oder Vorschläge für zusätzliche Aufgaben und 
Übungen gegeben. 

学习目标： 
掌握景点讲解的重点和难点，可以从跨文化的角度了解德语受众体对于中国文化理解的难点并

在讲解中逐一解决。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Offizielle Begrüßung 2  

2 Offizielle Begrüßung 2  

3 Offizielle Begrüßung 2  

4 Programmbesprechung 2  

5 Programmbesprechung 2  

6 Wegbeschreibung, Wegauskünfte, Kartenorientierung 2  

7 Wegbeschreibung, Wegauskünfte, Kartenorientierung 2  

8 Allgemeiner und/oder einführender Vortrag 2  

9 Allgemeiner und/oder einführender Vortrag 2  

10 Führung durch ein Museum oder eine Ausstellung 2  

11 Führung durch ein Museum oder eine Ausstellung 2  

12 Führung durch ein histotisches Bauwerk 2  

13 Führung durch ein histotisches Bauwerk 2  

14 Führung durch ein histotisches Bauwerk 2  

15 Führung durch ein histotisches Bauwerk 2  

16 Führung durch ein histotisches Bauwerk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德语一》——《综合德语四》 
Um mit diesem Lehrmaterial erfolgreich arbeiten zu können, sollte man das Grundstudium 

abgeschlossen haben - d. h. bei einem vierjährigen Studiengang sollte man das zweite Studienjahr 
abgeschlossen haben. Wer in einem andersartigen Ausbildungsgang Deutsch studiert (hat), sollte eine 
Stufe der Sprachbeherrschung erreicht haben, die dem obengenanntem Niveau entspricht. Der vorliegende 
Kurs ist nicht an die Verwendung eines bestimmten Deutschlehrbuchs in der Grundstufe oder in der 
Mittelstufe gebunden. Man muss auch nicht in Beijing studieren oder arbeiten, um dieses Material zu 
benutzen, da die hier erfthaltenen Beispiele Beijinger Themen bzw  Sehensvrürdigkeiten rein 
exemplarischen Charakter haben - d. h. man kann die ersten drei Kapitel ohne weiteres an jedem Ort in 
China im Untenicht einsetzen und muss - was ohne Schwierigkeiten möglich ist - in den letzten beiden 
Phasen - da, wo es um die Formulierung eines eigenen Vortrags geht – ortspezifische Themenänderungen 
vorneh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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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der Kurs auch für den Lernenden transparent aufgebaut ist und die Anordnungen der Übungen 
und Materialien dem Unterrichtsverlauf entspricht, eignet er sich auch für selbständige Weiterbildung 
ohne Lehrer.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景点的德语讲解、博物馆的德语讲解、机场及火车站的德语问候等。 
难点：示意图的德语讲解、博物馆的德语讲解等。 
Diese Lehrveranstaltung soll den Lernenden auf typische Sprechsituationen vorbereiten, die ihm in 

seiner Tätigkeit als Dolmetscher, Beteuer oder Reisebegleiter bzw. Reiseführer begegnen werden. Es 
wendet sich jedoch nicht nur an (zukünftige) Angestellte der chinesischen Reisebäros und ihrer 
Zweigstellen in den verschiedenen Städten, sondem ebenso an (zukünftige) Dolmetscher und Übersetzer 
in anderen Bereichen (Firmen, Ministerien, Verwaltungsbehörden u.ä.), zu deren Aufgaben es zumindest 
zeitweilig gehört, Gäste, Geschäftspartner, Fachdelegationen u.ä. aus dem deutschsprachigen Ausland zu 
betreuen. Die in den sechs Kapiteln dieses Lehrmaterials behandelten Situationen schienen uns der 
gemeinsame Nenner zu 

sein, der für alle oben erwähnten Bereiche in gleichem Maße zutreffend und gültig ist.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以“场景”(Situation)为单位进行讲解，总共 6个不同的场景，每个场景计划课时为 4-6课时，

此外单独学生作报告的时间总共约 4到 6学时。 
Nicht grammatische Strukturen und deren Progression bilden dasGerüst für die Abfolge und den 

inneren Aufbau der einzelnen Kapitel, sondern Kommunikationssituationen und die in diesen Situationen 
vorkommenden Redeintentionen, denen jeweils bestimmte Redemittel zugeordnet werden. 

Die sechs großen Kommunikationssituationen, die den Rahnen,des Buches bilden, sind: 
A: Offizielle Begrüßung 
B : Programmbesprechung 
C: Wegbeschreibung, Wegauskünfte, Kartenorientierung . 
D: Allgemeiner und/oder einführender Vortrag : 
E: Führung durch ein Museum oder eine Ausstellung 
F: Führung durch ein histotisches Bauwerk 
2. 如需扩充知识或场景较难，会适当增加学时。 
教学手段： 
1. 本课程以学生为主体，在课堂上主要采取场景解析和模拟为主，教师具体分析各场景的交

际意图，学生熟练掌握各场景下的语言套路，从而可以完成具体实例操练。同时布置中德文化交流

中经常碰到的文化差异或重要话题，学生独立搜集材料完成报告。 
2. 强调“授之以渔”的原则，除了传授语言知识，训练语言能力以外，还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

力。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 
强调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小报告的完成需要学生自行搜集材料同时培养学生将书面语表

达与口语表达的互换形式。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本课程以提高学生的德语口语表达为目的，故而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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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其中学生在
课程过程需要完成两个报告，一个关于中国国情的德语小报告，一个关于北京景点的德语大报告，

针对德语大报告任课教师会提出修改意见，最后期末考查的是学生德语大报告的总体情况及学生按

教师意见修改后的最终文稿。 
7、作业要求： 
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会有两个报告，一般在前五周会按学生意愿分配下去。 
小报告要求学生用口语（非书面语）在课堂讲述，题目分别为： 
Mögliche Themen der Referate 
1. die chinesische Sprache und die Schriftzeichen 
2. Urlaub und Ferien in China 
3. Ein-Kind-Politik 
4. Nationalminderheiten in China 
5. Frühlingsfest 
6. Laternenfest 
7. Drachenbootfest 
8. Mondfest 
9. Überblick über Beijing 
10. Hinweise für die Reise in China 
11. Essen in China 
12. Bildungswesen in China 
13. Peking Oper in China 
14. Hochzeit in China 
15. Versicherungen in China 
16. Wehrdienst in China 
Hinweis:  
Diese oben genannten Themen sollen während der Vorstellung der verschiedenen Situationen schon 

an die Studenten verteilt, die immer eine bis zwei Wochen vorher vorbereiten können. Diese Referate 
sollen möglichst umgangsprachlich und nicht schriftlich sein. Man soll hier keine schöne PPT erwarten, 
sondern ein kleines Referat, das spontan und natürlich klingt. Der Lehrer soll auch andere Paralelltexte 
vorbereiten und andere Materialien bereitstellen. 

大报告要求学生充分准备，每人独立完成一部分，题目分别为： 
1. Kaiserpalast:  
1.1 Geschichte, Überblick, Mittagstor, Äußerer Hof 
1.2 Halle der Höchsten Harmonie, Halle der Mittleren Harmonie, Halle zur Erhaltung der Harmonie, 

Marmor Platte 
1.3 Innerer Hof, Palast der Himmlischen Reinheit, Halle zur Berührung von Himmel und Erde, 

Halle der Irdischen Ruhe 
1.4 Halle zur Pflege des Geistes, Vorstellung über Kaiserinwitwe, Halle der Gesammelten Eleganz, 

Vorstellung über den letzten Kaiser, Kaiserlicher Garten 
2. Himmelstempel: 
2.1 Überblick, Halle zur Gebete um eine gute Ernte 
2.2 Die Kaiserliche Rote Brücke, Echomauer, Himmelsalter 
3. Sommerpalast: 
3.1 Überblick, Vorstellung über die Kaiserinwitwe Cixi 
3.2 Halle des Wohlwollens und der Langlebigkeit, Halle der Jadewellen, Halle der Fröhlichkeit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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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Langlebigkeit 
3.3 Pavillon des buddhischtischen Wohlgeruches, Langer Wandelgang, Marmorschiff, Suzhoujie 

Straße, Bronzeochse, 
4. Ming-Gräber 
4.1 Überblick, Geschichte, Fengshui 
4.2 Das Marmortor, das große Rote Tor, Stellenpavillon, Steinfiguren 
4.3 Changli Grab, Ausstellungen im Museum 
4.4 Dingling Grab 
5. die Große Mauer: 
5.1 Geschichte, Bedeutung, Konstruktion, Meng Jiangnü 
6. der Lamatempel 
6.1 Überblick, Geschichte, Überblick über Buddhismus 
6.2 Maitreya, Himmelskönige, Skanda, Luohan/Arhat, Bodhisattva, Buddha im Lamatempel 
Hinweise: in diesen gegebenen Themen geht es um die wichtigsten Sehenswürdigkeiten in Beijing, 

die man in Beijing auf jeden Fall besichtigen muss oder soll. Die Studenten sollen während der Situation 
D schon ihre Themen bekommen und ein Referat vorbereiten. Manche Themen können zwei Studenten 
zusammenarbeiten.Dieses Referat soll gleich wie ein Vortrag in der entsprechenden Sehenswürdigkeit 
sein. Deshalb darf man dieses Referat nicht mit vielen informativen Sätzen halten. PPT darf nur Bilder 
von den Sehenswürdigkeiten und den Namen haben. Die Sprache soll auch wie die kleinen Referate so 
umgangsprachlich und akzeptierbar sein. Die schriftlichen Sätzen aus dem Internet oder andere 
Reiseführern müssen bearbeitet werden. Schriftliche Sätze sollen in diesem Referat möglichst vermieden 
werden. Bei dem Referat soll der Lehrer auch die Gesten der Studenten beobachten und beurteilen. 
Manche unnatürliche Gesten sollen korrigiert oder beim nächsten Mal vermieden werden. 

8、教材选用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以旅游教育出版社的《德语旅游口语教程》为主要教材，同时教师

会参考其他的参考书给学生补充口语学习练习材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朱小雪主编《德语旅游口语教程》，旅游教育出版社，2004年 10月 第二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志佑编著《国际旅游接待德语》，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年 9月 第 1版 
2. 国家旅游局人事劳动教育司编著《德语》，旅游教育出版社，2004年 10月 第 1版 
3. 朱小雪编著《外国人看中国文化》，旅游教育出版社，2004年 10月第 2版 
4. 埃 施岑编著《德汉旅游词典》，中国旅游出版社，1997年 2月第 1版 
5. Anke Kausch编著《China, die klassiche Reise-Kaiser-und Gartenstaedte, Heilige Berge und 

Bommtowns》，DuMont Reiseverlag出版社，2003年 8月 
6. Kai Strittmatter编著《 Gebrauchsanweisung für China》，Piper出版社，2006年 7月 
7. Thomas Fröhling编著《Katrin Martin-Fröhling, Der Feng Shui Meister, Mosaik bei Goldmann》，

2004年 6月第 1版 
8. Edith W. Lewald编著《Nicht überall schreibt man mit ABC》, Lewald出版社，2000年 7月第

1版。  
执笔：李小龙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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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语法难点与重点（二） 
Key and Difficult Points in German Grammar 2 

课程号：4080103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巩固高年级学生已有的德语语言基础知识； 
2、从听力、词汇、语法、阅读、国情文史知识、写作技巧等各方面全方位提高学生的德语语

言的综合运用能力 
3、在授课过程中一定程度介绍德语专业八级考试模式，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了解相关题型和

技巧。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Hörverstehen und Lesetechnik 1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Hörverstehen: 1) Aller Anfang ist schwer ... – Erfahrungsberichte von Erstsemestern an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2) Im Studentensekretariat 
2.  Leseverstehen: 1). Hier kommt der Master – Plan.   2) Vitamin C richtet gegen Schnupfen 

wenig aus.   3) Die verkaufte Sprache. 
学习目标： 
1． Die Studenten sollten das Prüfungsmodell des Hörverstehens und des Leseverstehens 

kennenlernen und die Strategien dazu erlernen.  
2．Sie sollten auch die Fähigkeit gewinnen, beim Hören und Lesen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die 

Schlüsselinformationen zu bekommen und auch darauf zu reagieren.  
作业：Machen Sie bitte nach Ihrem eigenen Niveau noch weitere Hör- und Leseübungen. 

知识单元 2：Hörverstehen und Lesetechnik 2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Hörverstehen:  1) Beim Studentenwerk.  2) Studieren in China。 
2． Leseverstehen:  1) 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  2) Kluge Chefs beschenken ihre Mitarbeiter.    

3) Wie dicke Freundschaften entstehen: Übergewicht scheint sozial ansteckend zu sein. 
学习目标： 
1． Die Studenten sollten das Prüfungsmodell des Hörverstehens und des Leseverstehens 

kennenlernen und die Strategien dazu erlernen.  
2．Sie sollten auch die Fähigkeit gewinnen, beim Hören und Lesen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die 

Schlüsselinformationen zu bekommen und auch darauf zu reagieren.  
作业：Machen Sie bitte nach Ihrem eigenen Niveau noch weitere Hör- und Leseübungen. 

知识单元 3：Hörvestehen und Lesetechnik 3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Hörverstehen: 1) Die Notbremse ziehen – Rezepte gegen den Klimawandel. 2) Die Folgen des 

globalen Klimawan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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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eseverstehen: 1) Der Klimawandel.  2) Tödliches Virus bedroht Delfine und Wale.  3) 
Energieversorgung im 21. Jahrhundert. 

学习目标： 
1． Die Studenten sollten das Prüfungsmodell des Hörverstehens und des Leseverstehens 

kennenlernen und die Strategien dazu erlernen.  
2．Sie sollten auch die Fähigkeit gewinnen, beim Hören und Lesen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die 

Schlüsselinformationen zu bekommen und auch darauf zu reagieren.  
作业：Machen Sie bitte nach Ihrem eigenen Niveau noch weitere Hör- und Leseübungen. 

知识单元 4：Hörverstehen und Lesetechnik 4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Hörverstehen: 1) Studienkrise lässt sich bewältigen.   2) Duale Studiengänge liegen im Trend. 
2． Leseverstehen: 1) Prüfungsangst.   2) Superschlaue zahlen nicht.  3) Hirn beim Verdrängen 

beobachtet. 
学习目标： 
1． Die Studenten sollten das Prüfungsmodell des Hörverstehens und des Leseverstehens 

kennenlernen und die Strategien dazu erlernen.  
2．Sie sollten auch die Fähigkeit gewinnen, beim Hören und Lesen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die 

Schlüsselinformationen zu bekommen und auch darauf zu reagieren.  
作业：Machen Sie bitte nach Ihrem eigenen Niveau noch weitere Hör- und Leseübungen. 

知识单元 5：Hörverstehen und Lesetechnik 5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Hörverstehen:  1) Im Rechenzentrum.  2) Ist E-Learning  
2．Lesetechnik:  
Gleichmacherei bei Bildungsabschlüssen 
Politik und Wirtschaft einigen sich auf eine einheitliche Rangliste, um Bildungsabschlüsse 

europaweit vergleichbar zu machen. Die Hochschulen wurden dabei nicht gefragt. 
"Nach meiner persönlichen Einschätzung wird die Entscheidung, Meister dem gleichen Niveau 

zuzuordnen wie den Bachelor, die größte bildungspolitische Wirkung haben", sagte 
BundesbildungsministerinAnnette Schavan vor wenigen Tagen. Denn so werde deutlich: "In Deutschland 
hat jeder die Chance zum Aufstieg, über den akademischen Weg genauso wie über den Weg der 
beruflichen Bildung." Anlass war ein Gipfeltreffen Schavans mit Vertretern der Kultusministerkonferenz, 
der Wirtschaftsminister sowie der Spitzenverbände von Arbeitgebern und Gewerkschaften. 

Dabei ging es um einen umfassenden " Qualifikationsrahmen " für berufstaugliche Abschlüsse aller 
Art auf nationaler wie europäischer Ebene, in acht Stufen vom Azubi bis zum Doktor. Auf Level 7 
beispielsweise stehen beruflich Fortgebildete im IT-Bereich ("Strategic Professionals") neben dem Master 
mit Fachhochschul- oder Uni-Abschluss. Allein der Doktorgrad überragt alle beruflichen Aus- und 
Weiterbildungen. Mit dieser Rangliste will die amtliche Bildungspolitik internationale Headhunter und 
Personalchefs bei der Bewerberauswahl unterstützen, rechtlich allerdings völlig unverbindlich. 

Hochschulvertreter waren zu den Verabredungen nicht eingeladen. Die Interessenvertretung der 
Wissenschaftler an Universitäten, der Deutsche Hochschulverband , lehnt die offiziellen Rangvergleiche 
gänzlich ab. Diese seien der Versuch, "den Unterschied von beruflicher und akademischer Bildung durch 
pauschale Gleichsetzungen einzuebnen statt zwischen beiden Wegen Brücken zu bauen." Auch 
Tarifexperten der Gewerkschafter halten von der Vergleichsliste nicht viel. So heißt es von der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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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ll im Vorzeigebundesland Baden-Württemberg , Meister und Ingenieur-Bachelor etwa verdienten in 
der Industrie ohnehin nach Tarifvertrag bereits das Gleiche, rund 4.000 € im Monat. Viel hänge natürlich 
vom konkreten Arbeitsplatz ab: Der junge Bachelor habe womöglich gute Chancen als Ideengeber in einer 
Entwicklungsabteilung, während der Meister eher für Aufsichtsfunktionen etwa in der Produktion in 
Frage komme. 

Nach wie vor ist der nächste Anschluss in der Bildungskarriere viel wichtiger als der bereits erzielte 
Abschluss, sagt ein Stuttgarter Gewerkschaftsreferent und verweist als Vorbild auf das 
Hightech-Unternehmen Bosch. "Im Rahmen der Personalentwicklung fördern wir derzeit mehr als 
hundert Ausbildungsabsolventen im Bachelor-Studium", sagt Sprecher Dirk Haushalter. "Die Mitarbeiter 
werden für die Zeit freigestellt und erhalten eine Wiedereinstellungszusage. Wir geben ihnen Stipendien 
bis zu 600 € im Monat." 

Nach einer Empfehlung der Kultusministerkonferenz können sich Absolventen dank des 
Berufsabschlusses das halbe Studienpensum ersparen. Im Bundesdurchschnitt hat tatsächlich mehr als die 
Hälfte aller Fachhochschulstudenten bereits eine Berufsausbildung hinter sich, etwa auch in den 
Assistenzberufen des Gesundheitswesens – zum Beispiel als Ergotherapeut. Ganz offenkundig steht für 
sie alle ein ergänzendes Studium als Karrieresprungbrett ganz außer Frage. 

Der bildungspolitischen Gleichmacherei von beruflicher und akademischer Bildung leisten die 
Hochschulen allerdings selbst Vorschub. Das zeigt sich rein äußerlich schon an der Studiendauer. Das 
Bachelor-Studium umfasst heute meist sechs Semester, eins weniger als bis zum früheren FH-Diplom. 
Demgegenüber machen 15 und mehr Prozent aller Abiturienten heute eine drei- oder dreieinhalbjährige 
Ausbildung in Betrieb und Berufsschule. Häufig sind die fachlichen Qualifikationen 
(neudeutsch: Learning Outcomes ) fast zum Verwechseln ähnlich, beispielsweise beim Chemikanten und 
dem Bachelor der Chemie. 

Schönredner sprechen dann von einer Anreicherung des Wettbewerbs. Mitunter, vor allem 
in "regulierten Berufen" wie dem des Architekten, erreicht die vielbeschworene Berufsbefähigung des 
Hochschulabsolventen von vornherein keinerlei akademisches Niveau: So kann der Bachelor of Arts nach 
sechs Semestern Architekturstudium kein Mitglied in der Architektenkammer werden und einem 
anerkannten Berufsvertreter (BDA) höchstens in Konkurrenz mit einem gelernten Bauzeichner oder 
Techniker zuarbeiten. Und der Bachelor im Facility Management, also für die Hausverwaltung, bewegt 
sich in einem Tätigkeitsfeld, für das man überhaupt keinen bestimmten Abschluss braucht und trotzdem 
sehr erfolgreich sein kann. 

Das "Unternehmen Hochschule" scheint offenbar auf dem Weg, fast jedem fast alles anzubieten . 
Bislang vergeblich plädiert etwa Michael Hartmer vom Deutschen Hochschulverband für ein 
"Abstandsgebot" zwischen den ganz besonderen Ausbildungsprofilen für Studenten und Azubis. Ganz in 
dem Sinne bezeichnete schon der Philosoph Friedrich Nietzsche Gleichmacherei als ein "Merkmal 
schwacher Augen". 

学习目标： 
1． Die Studenten sollten das Prüfungsmodell des Hörverstehens und des Leseverstehens 

kennenlernen und die Strategien dazu erlernen.  
2．Sie sollten auch die Fähigkeit gewinnen, beim Hören und Lesen so schnell wie möglich die 

Schlüsselinformationen zu bekommen und auch darauf zu reagieren.  
作业：Machen Sie bitte nach Ihrem eigenen Niveau noch weitere Hör- und Leseübungen. 

知识单元 6：Hörverstehen und Lesetechnik 6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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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örverstehen 
2．Lesetechnik:  
1) Persönlichkeitsveränderung durch Auslandsaufenthalt? 
Ein Semester im Ausland kann womöglich nicht nur Fremdsprachenkenntnisse und andere 

Bildungserlebnisse bescheren, sonder auch die Persönlichkeit verändern. Studnenten mit 
Auslandserfahrung seien offener für Erfahrungen, sozial verträglicher und emotional stabiler. Das 
wollenm die Psychologin Julia Zimmermann und ihr Kollege Franz Neyer von der 
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 in einer Längsschnittstudie festgestellt haben, über die das Magazin 
Wirtschaftspsychologie Aktuell berichtet. Die Komplette Längsschnittsstudie wurde i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hology veröffentlicht. 

Die Pschologen untersuchten mögliche Veränderung bei Studenten während eines 
Auslandsaufenthalts nach dem Fünf-Faktoren-Modell der Persönlichkeitspsychologie – auch „Big 
Five“ genannt – anhand der Kategorien emotionale Labilität/Stabilität, Geselligkeit 
(Extraversion/Introversion), Offenheit für Erfahrungen,  Verträglichkeit und Gewissenhaftigkeit. Die 
Untersuchung umfasste einen Zeitraum von acht Monaten, innerhalb dessen 527 Studenten entweder für 
fünf oder für acht Monate im Ausland studierten. Diese Studenten und 607 Kontrollstudenten, die zur 
selben Zeit in Deutschland blieben wurden drei mal (kurz vor dem Auslandsaufenthalt, nach fünf 
Monaten und nach acht Monaten) online anhand des so genannten „Big Five Inventory“ zu ihren 
Persönlichkeitseigenschaften befragt. Dazu kam ein Fragebogen zu sozialen Beziehungen, um die Anzahl 
neu gewonnener und verlorener nationaler und internationaler Kontakte während dieses Zeitraumes zu 
bestimmen. 

Zunächst interessierten sich die Psychologen für die Motivation, im Ausland zu studieren. Offenbar 
ist sie vor allem bei jungen Menschen groß, bei denen die Eigenschaften Geselligkeit, Offenheit und 
Gewissenhaftigkeit besonders ausgeprägt sind. Gesellig veranlagte Menschen entschieden sich generell 
häufiger für ein Auslandsstudium, egal ob kurz oder lang. Besonders offene und aufgeschlossene 
Menschen gingen häufiger für acht, statt nur für fünf Monate ins Ausland, während gewissenhafte 
Studenten den kürzeren Aufenthalt bevorzugen. 

Zimmermann und Neyer vermuten dahinter unterschiedliche Motive für kurze und für lange 
Auslandsaufenthalte: Gewissenhafte sind vermutlich eher darauf bedacht, den Lebenslauf interessanter für 
zukünftige Arbeitgeber zu machen. Dafür halten sie kurze Aufenthalte für ausreichend. Studenten, die 
besonders offen für intensive Erfahrungen sind, streben wohl eher längere Aufenthalte an. 

In den Befragungen nach den Aufenthalten konnten die Psychologen deutliche Veränderungen der 
Persönlichkeit feststellen. Durch die Auslandssemester wurden die Studenten offener für Erfahrungen, 
sozial verträglicher und emotional stabiler - unabhängig von der Dauer des Aufenthalts. Diese 
Änderungen waren schon nach nur fünf Monaten Auslandsaufenthalt erkennbar. Bei den beiden anderen 
Persönlichkeitskategorien tat sich dagegen nicht viel: Die Studenten wurden im Ausland nicht geselliger 
und auch nicht mehr oder weniger gewissenhaft. 

„In der vorliegenden Studie haben wir gezeigt, dass es uns wesentlich verändert, wenn wir auf 
Reisen gehen. Ausschlaggebend sind dabei die Leute, die wir unterwegs treffen und mit denen wir neue 
Beziehungen eingehen“, schreiben Zimmermann und Neyer in der Zusammenfassung ihrer Ergebnisse. 

Kreuzen Sie die richtige Lösung an. 
1)1. a. Auslandsstudium kann die Fremdsprachen und Bildungserlebnisse erweitern. 
b.  Das Magazin berichtet über die veränderte Persönlichkeit der Auslandstudenten, obwohl Julia 

Zimmermann und Franz Neyer das noch nicht völlig feststellen. 
c. Die Studie untersucht die Länge des Auslandsstudiu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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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 Die 527 Studenten bleiben fünf oder acht Monate im Ausland und die 607 
Kontrollstudenten mindestens gleich lang. 

b.  Die 607 Kontrollstudenten sollten die 527 Studenten online befragen. 
c.  Die dreimalige Befragung bezog sich auf verschiedene Kategorie des Fünf-Faktoren-Modells. 
1).3.   In Bezug auf die Motivation fürs Auslandsstudium  
a. bevorzugen gesellige Studenten und offene Studenten beide längen Auslandsaufenthalt. 
b. bleiben gesellige und gewissenhafte Studenten lieber kurz in Deutschland 
c. scheinen die Eingenschaften Gesellligkeit, Offenheit und Gewissenhaftigkeit eine wichtige Rolle 

zu spielen. 
1).4.  a. Zimmermann und Neyer haben auch die unerschiedlichen Motive für Aufenthalte mit 

unterschiedlicher Länge festgestellt. 
b. Gewissenhafte Studenten scheine praktischer zu sein. 
c. Offene Studenten wollen sich mehr Bildungskenntnisse in Deutschland erwerben. 
1.)5.   a.Veränerte Persönlichkeit wurden als ein Ergebnis des Auslandssemesters herausgestellt. 
b. Ein Faktor von dem Fünf-Faktoren-Modell erwies sich als durch Auslandserfahrung verändert. 
c. Ob oder wie sich die Persönlichkeit der Befragten veränderte, hing davon ab, wie lange diese in 

Deutschland blieben. 
1.)6.   Nach den Befragungsergebnissen lässt sich vermuten, dass nach einem Auslandssemester 
a. ein Student geselliger und offener werden kann. 
b. ein Student nicht gewissenhaft mit dem Studium umgeht. 
c. ein Student zwar sozial verträglicher wird, aber nicht geselliger. 
1.)7. Die Studie ergab, 
a. dass Reisen die Menschen in großem Maße verändern können. 
b.Leute, die man auf Reisen trifft und mit denen man sich befreundet, verletzen einer aber auch viel. 
c.Leute, die man auf Reisen nur einmal trifft, spielt auch eine wichtige Rolle für die 

Persönlichkeitsveränderung. 
2). Die Diktatur der Uhr 
In Deutschland häufen sich die Symtome einer Zeit-Krise. Jeder zweite Erwerbstätige klagt über 

wachsende Zeitnot. Mit der Flexibisierung der Arbeit vollzieht sich ein neuer historischer Schritt. Die 
Zahl der Berufstätigen mit normalen Arbeitszeiten sinkt, stattdessen gibt es immer mehr Teilzeitkräfte, 
Seblstständige und Vielarbeiter. Mehr Menschen als früher arbeiten heute nachts, und jeder Dritte ist auch 
am Samstag beschäftigt. 

Früher erstreckte sich die Lebenswelt kaum über das eigene Dorf hinaus – heute ist die Welt zum 
Dorf geworden. Medien, Internet, Waren und Tourismus habe sie in unsere Reichweite gebracht – und 
damit all ihre Möglichkeiten und Verheißungen. Trendforscher haben „ Zeit und Aufmerksamkeit“ zu den 
zentralen Marktkriterien der Zukunft erklärt. 

Während unsere Lebenserwartung stetig steigt, erweisen sich Ziele und Verbindlichkeit als immer 
kurzlebiger – ob Partnerschaft, Arbeitsplatz oder Rente. „ Die Zeitwahrnehmung hat ihre 
Zukunftsorientierung verloren und betont nun Diskontinuitäten und Unsicherheiten,“ sagt der Soziologe 
Hans-Goerg Brose. 

Wo nicht mehr alles zu seiner Zeit, sondern immer mehr zugleich geschieht, wird Zeitmanagement 
zu einem permanenten Balanceakt. Die Mehrfachtätigkeit ist zum Epochemerkmal geworden. Der 
Versuch, mehrere Dinge gleichzeitig zu bewältigen, scheitert allerdings an unserer begrenzt verfügbaren 
Aufmerksamkeit. Durch einen allzu raschen Wchesl bleibt nicht nur weniger im Gedächtnis hängen, es 
geht auch Zeit verloren. Der Dauerbetrieb behindert außerdem einen kreativen Prozeß: Erst wenn wir e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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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se einlegen, uns abwenden von der Welt und uns selbst überlassen, führt das Gehirn Probehandlungen 
aus vernetzt sich, stellt Neues zusammen. Dann kommt es vielleicht zu einem unerwarteten Geistesblitz. 
Das allerdings setzt Geduld voraus. Aber warten? Eine Stunde, ohne etwas Bestimmtes zu tun? Für viele 
eine quälende Vorstellung, vergeudete Zeit, Stillstand. Sofort suchen Sie nach neuer Beschäftigung und 
setzen damit die Zeit wieder in Bewegung: surfen, chatten, spielen, fernsehen. Doch ausgerechnet der 
ständige Versuch, sie zu vertreiben, vermehrt die Langeweile – das „Langeweile Paradox“. 

Durch Medien, Events und den Konsum von Gütern ist ständig etwas los, überall wird Vergnügen 
und Außergewöhnliches geboten. Das Gegenteil fällt dann natürlich umso mehr auf. Und wenn man 
überall Neues findet, wird man des Alten schnell überdrüssig. So überträgt sich die Steigerungslogik der 
Wirtschaft auch auf die persönliche Glückssuche. Und sogar auf unsere Sinneswahrnehmung: was früher 
als Lärm galt, wird von Jüngeren nur noch als laut empfunden; was einst rasante Filmmontage war, ist 
heute Nachrichtenformat. Nur noch starke Stimulationen kommen kann, weil das Gehirn die 
Reizschwellen heraufgesezt hat. Die Vertreibung der Langeweile beginnt schon im Kindesalter. Es gibt 
aber bereits eine Gegenbewegung, eine Suche nach einem anderen Verhältnis zur Zeit: Rück-Besinnung 
auf traditionelle Werte, Ent-Schleunigung statt „Turbo-Kapitalismus“. 

Bestellter wie „Simplify your Life“, „Anleitung zum Müßiggang“ oder die „Entdeckung der 
Faulheit“ verdrängen Ratgeber für ein erfolgreiches Zeitmanagement. Ihre Leser suchen Klarheit und Sinn 
statt einer noch effizienteren Terminplannung. Der Medienwissenschaftler Peter Glotz sieht darin 
Vorboten eines „Paradigmas der Langsamkeit“: Nachdenklichkeit statt Geschwindigkeit, Bescheidenheit 
statt Gewinnsucht, Familienorientierung statt Leistungswettbewerb. 

2).1. Durch die Flexiblisierung der Arbeit 
a. gibt es immer weniger Menschen mit normalen Arbeitszeiten 
b. haben die Menschen heute mehr Zeit zur Verfügung als früher 
c. haben die Menschen immer weniger Arbeit. 
2)2. Die Veränderung der heutigen Lebenswelt 
a. haben die Dorfbevölkerung erst spät erreicht. 
b.machen es schwerer, die verschiedenen Lebensbereiche zu vereinbaren 
c. resultieren aus den gestiegenen Ansprüchen der Wirtschaft. 
2).3.Mit der Veränderten Zeitwahrnehmung 
a.dauern Partnerschaften, Ehen usw. Bei steigender Lebenserwartung immer kürzer 
b.muss man sich an Zukunftsplannung gewöhnen 
c.wird das Leben nach und nach von Kontinuität geprägt 
2).4.Die Zeiteinteilung wird immer schwieriger, weil die Menschen 
a. berufliche und private Dinge streng trennen 
b.dabei immer mehr Dinge berücksichtigen müssen 
c.nicht mehr so gesund sind wie früher 
2)5. Mehrere Dinge gleichzeitg zu tun 
a.erschwert die Entstehung neuer Ideen 
b.macht den Arbeitsprozess kreativer 
c.traniniert das Gedächtnis 
2)6. Langeweile entsteht dann, wenn 
a.die Menschen sich in zu viele Aktivitäten flüchten 
b.die Menschen zu geduldig und abwartend sind 
c.es in der Freizeitgestaltung zu wenig Abwechslung gibt. 
2).7 Die Reizschwellen im Gehirn der Menschen werden heraufgesetzt, sod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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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unge Menschen Lärm nur als laut empfinden 
b. Nachrichten als langeweile Filme empfunden werden. 
c. Menschen einen empfindlicheren Sinn für Beschleunigkeit entwickeln 
2).8 Die neue Besinnung auf die Langsamkeit 
a.fordert eine noch straffere Zeitplannung 
b.führt auch zu einer Änderung von Wertvorstellungen 
c. ist Thema der Ratgeber für ein erfolgreiches Zeitmamagement 
学习目标： 
1．Die Studenten sollten die Prüfungsmodell für Hörverstehen und Leseverstehen von PGH 

kennenlernen 
2．Sie sollten dementsprechend auch das Hörverstehen sowie die Lesefähigkeit erhöhern. 
作业：Machen Sie nach Ihrem eigenen Niveau weitere Übungen zum Hörverstehen und 

Leseverstehen. 
知识单元 7：Wortschatz und Grammatik 1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Wortschatz:  
1) einsetzen, ansetzen, aussetzen 
Die mutige Frau setzt sich für Menschenrechte ein. 
2) Veruntreuen 
Ihm wird vorgeworfen, in seiner Arbeit ein Vermögen veruntreut zu haben 
3) Ausliefern, anliefern, einliefern, abgeben 
Die Regierung wird den Mann an den Internationalen Strafgerichtshof ausliefern. 
4) Fördern, befördern, begehren, auswirken 
Die Geburtsmethoden der berühmten Hebamme fördern die körperliche und geistige Gesundheit von 

Mutter und Kind. 
5) erregt, erwacht, bewegt, erschüttert 
Die Hautpstadt wird von mehreren Explosionen erschüttert. 
6) eintreffen, betreffen,  übertreffen 
Die Ungelernten sind besonders hart von der Arbeitslosigkeit betroffen. 
7) Vergabe, Abgabe, Ausgabe, Übergabe 
Kritiker beklagen, dass bei der Vergabe des Literaturnobelpreises nicht in jedem Fall ein weltweit 

herausragender Schriftsteller geehrt wird. 
8) einlösen, auslösen 
Die Bank löst den Anspruch einer hohen Kundenorientierung voll und ganz ein. 
9) anrufen, ausrufen, hervorrufen 
Die 95 Thesen riefen eine für Martin Luther unerwartete Resonanz hervor 
10) erregen, aufregen, anregen 
Hesse wurde von einer Reihe Schriftstellern zum Schreiben angeregt. 
11) Bruch, Umbruch, Ausbruch, Durchbruch 
Unser Wissen ist im Umbruch 
12) ausbrechen, einbrechen, durchbrechen, zerbrechen 
Der tätige Vulkan ist in der letzten Woche wieder ausgebrochen. 
13) einsehen, aussehen, übersehen, durchsehen 
Die Lehrerin hat die Aufsätze der Schüler durchgesehen und ihre Fehler verbes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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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rhoffen, hoffen 
Er erhofft Hilfe von ihnen. 
15) neiden, beneiden 
Viele beneiden ihn um seinen Erfolg. 
16) einweisen, ausweisen, erweisen, verweisen 
Der Notarzt hat sie sofort ins Krankenhaus eingewiesen 
17) nachtragen, eintragen, austragen, auftragen 
Mein Sohn trägt samstags immer Zeitungen aus und verdient sich damit ein bisschen Geld. 
18) schweigsam, verschwiegen, stillschweigend, leise 
Man kann ihm alles anvertrauen, er ist verschwiegen. 
19) einhalten, vorhalten, zurückhalten, zusammenhalten 
Sie hält ihr Geld zusammen, sie ist sehr sparsam. 
20) geistvoll, intelligent, klug 
Man glaubt messen zu können, wie intelligent ein Mensch ist. 
21) hasten, huschen, hüpfen, trotten 
Die besorgte Mutter hastete zum Krankenhaus. 
22) irrsinnig, irrig, irrtümlich, falsch 
Er hat mir irrtümlich 10 Euro viel herausgegeben. 
23) aufholen, ausholen, einholen, abholen 
Ich wollte bei Ihnen eine Auskunft einholen. 
24) bestellen, verstellen, erstellen, entstellen 
Die Zeitung hat die Worte des Ministers entstellt wiedergegeben. 
25) Pflege, Gepflogenheit 
Es ist schwer, alte Gepflogenheit aufzugeben. 
26) redselig, beredt, redlich, redefroh 
Die Abgeordnete setzt sich sehr beredt für die Reform ein. 
27) umgehen, übergehen, hintergehen, entgehen 
Die Frau ist von der eigenen Freundin hintergangen worden. 
28) vertrauensvoll, vertrauensselig 
Sei vorsichtig und nicht so vertrauensvoll. 
29) einpacken, auspacken, abpacken, verpacken 
Die Briefmarken werden zu 100 Stück in kleine Tüten abgepackt. 
30) aufteilen, austeilen, einteilen, verteilen 
Beim Skiausflug müssen wir die Kinder in drei Gruppen aufteilen: Anfänger, Fortgeschrittene und 

Könner. 
31) Scheu, Abscheu, Scheusal, Menschenscheu 
Die Presse drückte ihre Abscheu über den gemeinsamen Mord aus. 
32) anbauen, ausbauen, erbauen, verbauen 
Schloss Neuschwanstein hat Ludwig II. Erbauen lassen. 
33) Suche, Sucht, Gesuch, Versuch 
Die Sucht nach Vergnügen treibt ihn abends aus dem Haus. 
34) seicht, flach, eben, gerade 
Ich brauche eine flache Schüssel. 
35) ansparen, aufsparen, einsparen, ersparen 
Im Kaufhaus wurde Personal eingespart, seitdem muss man an den Kassen wenig war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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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schlagen, beschlagen, verschlagen, erschlagen 
Der Schrecken verschlug ihm die Sprache. 
37) beleben, verleben, erleben, leben 
Wir haben schöne Tage im Süden verlebt und viel Interesantes erlebt. 
38) sorgenvoll, besorgt, sorgfältig, fürsorglich 
Die Mutter beugte sich sorgenvoll über das kranke Kind. 
39) gescheit, listig, intelligent, geistreich 
Fallen Sie nicht wieder auf diesen listigen Verführer herein. 
40) absetzen, ansetzen, aufsetzen, aussetzen 
Vor allem zu Urlaubsbeginn werden viele Haustiere ausgesetzt. 
2． Grammatik 
Schwerpunkte: Relativsatz, Partizip I, Partizip II, Passivform, Modalverben, u.s.w. 
学习目标： 
1.Die Studenten sollten die Prüfungsmodell für Wortschatz und Grammatik kennenlernen. 
2.Sie sollten auch den wichtigen Wortschatz sowie die Schwerpunkte der Grammatik gut 

beherrschen. 
作业：Machen Sie bitte nach Ihrem eigenen Niveau noch weitere Übungen zum Wortschatz und zur 

Grammatik. 
知识单元 8：Wortschatz und Grammatik 2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Wortschatz: 
Schwerpunkte: deutsche Redesarten sowie Sprichwörter  
2. Grammtik:  
• Schwerpunkte: Konjunktiv II., Präposition, Pronominaladverbien., u.s.w. 
学习目标： 
1.Die Studenten sollten die Prüfungsmodell für Wortschatz und Grammatik kennenlernen. 
2.Sie sollten auch den wichtigen Wortschatz sowie die Schwerpunkte der Grammatik gut 

beherrschen. 
作业：Machen Sie bitte nach Ihrem eigenen Niveau noch weitere Übungen zum Wortschatz und zur 

Grammatik. 
知识单元 9：Übersetzung 1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Übersetzungsübung 
Dieses Wochenende wird der Traum von Workaholics und Langschläfern wahr: ein Tag, der 25 

Stunden hat. In der Nacht zum 25. Oktober 2015 werden die Uhren um drei Uhr auf zwei Uhr 
zurückgestellt. 

Endlich den aufgestauten Papierkram erledigen, das Laub harken oder einfach mal später aufstehen. 
Genugtuung für die gestohlene Stunde im März, als die Sommerzeit begann. Man könnte sich also freuen 
auf diesen Tag, aber die meisten Deutschen sehen das anders: Zwei von drei sind genervt von der 
Zeitumstellung, denn sie wirbelt die Tagesroutinen durcheinander. 

Auf dem Zeitstrahl des Werktags könnten nun wichtige Uhrzeiten ins Rutschen geraten, fürchten 
viele. Tatsächlich finden Schlafforscher immer mehr Belege dafür, dass die künstlich geschaffene 
Sommerzeit den Tag-Nacht-Rhythmus des Menschen zusätzlich durcheinanderbringt. Dauerh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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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lafmangel und ein unnatürlicher Schlafrhythmus, der sich nicht nach der Sonne, der Jahreszeit und den 
Bedürfnissen des Körpers richtet, mache dumm, unkonzentriert und krank. 

Die Studienlage dazu, wann konkret wir am effizientesten arbeiten, ist dagegen ziemlich dürftig. 
Die Daily Mail etwa zitierte einmal aus einer Umfrage, die eine Londoner Immobilienagentur mit 420 
Angestelltendurchgeführt hatte: Demnach sei man um 10.26 Uhr im Büro am produktivsten. Kurz nach 
dem Mittagessen käme dann das Leistungstief: Um 14.55 suchen die Menschen nach Ablenkung und 
schlagen sich die Zeit bei Facebook tot, hieß es da. 

Eine Hotelkette will herausgefunden haben, dass 92 Prozent der Menschen nachmittags keine 
Inspiration finden, genauer gesagt um 16.33 Uhr. Geistesblitze seien hingegen um 22.04 Uhr am 
wahrscheinlichsten, besonders unter der (Hotel?)-Dusche. Ein Onlineshop für Sanitärbedarf konzentrierte 
sich in seiner Umfrage ausschließlich auf Mütter. Frauen mit Kindern hätten um 17.55 Uhr besonders viel 
Stress. Als Ausgleich wird empfohlen, mehr zu entspannen, zum Beispiel mit einem Bad. 

Solche Umfragen sind in der Regel plumpe PR-Manöver. Andererseits ist es durchaus plausibel, dass 
die Zeitumstellung die innere Stechuhr kurzfristig durcheinanderbringt und damit auch die Arbeitsleistung 
beeinflusst. "Kein Grund zur Panik", meint Martin Braun vom Fraunhofer-Institut für Arbeitswirtschaft in 
Stuttgart: "Die Arbeitszeiten sind heute flexiblerer sind als früher", viele Menschen seien in Schichtarbeit 
tätig oder arbeiten in internationalen Unternehmen. Der heutige Alltag ist nicht mehr so stark durch 
Routinen geprägt, auch die Mahlzeiten finden nicht jeden Tag zur selben Zeit statt. "Diese Umstellung ist 
ein Stück weit Alltag", sagt Braun, "ich würde die eine Stunde nicht überbewerten."  

Unumstritten ist unter Forschern: Der wichtigste Zeitgeber für die innere Uhr bleibt das Sonnenlicht. 
In Industrieländern bestimmt aber oft die Uhrzeit, wann wir aufstehen, arbeiten, essen und uns erholen. 
Und dieser Rhythmus wiederum hat Auswirkungen auf die Psyche und viele Körperfunktionen, etwa den 
Kreislauf, den Leberstoffwechsel, den Blutdruck und die Körpertemperatur. Nach einer Zeitumstellung 
braucht es einige Zeit, bis sich die innere Uhr wieder an die künstliche Uhrzeit angepasst hat. Es ist ein 
Jetlag ohne Ortswechsel. 

Die exakten Zeitangaben zur Leistungsfähigkeit sind natürlich nur Mittelwerte – und bei jedem 
Menschen ohnehin etwas anders. Generell braucht man morgens zunächst ein paar Stunden, um richtig 
wach zu werden, läuft dann gegen elf Uhr zur Höchstform auf und hat ein zweites Leistungshoch am 
Nachmittag. Wer anders lebt, ist deshalb nicht krank.   

Wichtiger als der idealtypischen Vorstellung zu folgen sei es, öfter in sich hineinzuhorchen und den 
Tagesablauf an den eigenen Körper anzupassen, sagt Martin Braun. Die in Umfragen ermittelten 
Uhrzeiten könnten dennoch einen Nutzen haben: An seinem Institut simuliert Braun natürliche 
Lichtverläufe mit LEDs. Das Licht soll sich an die innere Uhr der Menschen anpassen und so für bessere 
Arbeitsbedingungen in Gebäuden sorgen. Die Uhrzeiten seien relevant für die Steuerung der Lichtanlage, 
sagt Braun. 

Seine geschenkte Stunde macht Martin Braun am Sonntag von den natürlichen Lichtverhältnissen 
abhängig: "Wenn das Wetter gut ist, nutze ich die Zeit für einen Spaziergang. Anderenfalls bleibe ich 
wohl länger im Bett." 

2．Übersetzungsübung 
Am 10. Mai 
Eine wunderbare Heiterkeit hat meine ganze Seele eingenommen, gleich den süßen Frühlingsmorgen, 

die ich mit ganzem Herzen genieße. Ich bin allein und freue mich meines Lebens in dieser Gegend, die für 
solche Seelen geschaffen ist wie die meine. Ich bin so glücklich, mein Bester, so ganz in dem Gefühle von 
ruhigem Dasein versunken, daß meine Kunst darunter leidet. Ich könnte jetzt nicht zeichnen, nicht einen 
Strich, und bin nie ein größerer Maler gewesen als in diesen Augenblicken. Wenn das liebe Tal um mich 



8250 

dampft, und die hohe Sonne an der Oberfläche der undurchdringlichen Finsternis meines Waldes ruht, und 
nur einzelne Strahlen sich in das innere Heiligtum stehlen, ich dann im hohen Grase am fallenden Bache 
liege, und näher an der Erde tausend mannigfaltige Gräschen mir merkwürdig werden; wenn ich das 
Wimmeln der kleinen Welt zwischen Halmen, die unzähligen, unergründlichen Gestalten der Würmchen, 
der Mückchen näher an meinem Herzen fühle, und fühle die Gegenwart des Allmächtigen, der uns nach 
seinem Bilde schuf, das Wehen des Alliebenden, der uns in ewiger Wonne schwebend trägt und erhält; 
mein Freund! Wenn's dann um meine Augen dämmert, und die Welt um mich her und der Himmel ganz 
in meiner Seele ruhn wie die Gestalt einer Geliebten – dann sehne ich mich oft und denke : ach könntest 
du das wieder ausdrücken, könntest du dem Papiere das einhauchen, was so voll, so warm in dir lebt, daß 
es würde der Spiegel deiner Seele, wie deine Seele ist der Spiegel des unendlichen Gottes! – mein Freund 
– aber ich gehe darüber zugrunde, ich erliege unter der Gewalt der Herrlichkeit dieser Erscheinungen. 

Ich weiß nicht, ob täuschende Geister um diese Gegend schweben, oder ob die warme, himmlische 
Phantasie in meinem Herzen ist, die mir alles rings umher so paradisisch macht. Das ist gleich vor dem 
Orte ein Brunnen, ein Brunnen, an den ich gebannt bin wie Melusine mit ihren Schwestern. – Du gehst 
einen kleinen Hügel hinunter und findest dich vor einem Gewölbe, da wohl zwanzig Stufen hinabgehen, 
wo unten das klarste Wasser aus Marmorfelsen quillt. Die kleine Mauer, die oben umher die Einfassung 
macht, die hohen Bäume, die den Platz rings umher bedecken, die Kühle des Orts; das hat alles so was 
Anzügliches, was Schauerliches. Es vergeht kein Tag, daß ich nicht eine Stunde da sitze. Da kommen die 
Mädchen aus der Stadt und holen Wasser, das harmloseste Geschäft und das nötigste, das ehemals die 
Töchter der Könige selbst verrichteten. Wenn ich da sitze, so lebt die patriarchalische Idee so lebhaft um 
mich, wie sie, alle die Altväter, am Brunnen Bekanntschaft machen und freien, und wie um die Brunnen 
und Quellen wohltätige Geister schweben. O der muß nie nach einer schweren Sommertagswanderung 
sich an des Brunnens Kühle gelabt haben, der das nicht mitempfinden kann. 

                                    Aus: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学习目标： 
1． Die Studenten sollten die Übersetzungstechnik der PGH beherrschen. 
2． Die Studenten sollten durch die Übersetzungsübung auch den Wortschatz der aktuellen Diskursen 

erweitern. 
作业：Machen Sie bitte nach Ihrem eigenen Niveau weiter Übersetzungspraktiken. 

知识单元 10：Übersetzung 2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Übersetzungsprüfung 
Wenn ich versuche, für die Zeit vor dem Ersten Weltkriege, in der ich aufgewachsen bin, eine 

handliche Formel zu finden, so hoffe ich am prägnantesten zu sein, wenn ich sage: es war das goldene 
Zeitalter der Sicherheit. Alles in unserer fast tausendjährigen österreichischen Monarchie schien auf 
Dauer gegründet und der Staat selbst der oberste Garant dieser Beständigkeit. Die Rechte, die er seinen 
Bürgern gewährte, waren verbrieft vom Parlament, der frei gewählten Vertretung des Volkes, und jede 
Pflicht genau begrenzt. Unsere Währung, die österreichische Krone, lief in blanken Goldstücken um und 
verbürgte damit ihre Unwandelbarkeit. Jeder wußte, wieviel er besaß oder wieviel ihm zukam, was erlaubt 
und was verboten war. Alles hatte seine Norm, sein bestimmtes Maß und Gewicht. Wer ein Vermögen 
besaß, konnte genau errechnen, wieviel an Zinsen es alljährlich zubrachte, der Beamte, der Offizier 
wiederum fand im Kalender verläßlich das Jahr, in dem er avancieren werde und in dem er in Pension 
gehen würde. Jede Familie hatte ihrbestimmtes Budget, sie wußte, wieviel sie zu verbrauchen hatte für 
Wohnen und Essen, für Sommerreise und Repräsentation, außerdem war unweigerlich ein kleiner Betr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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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gsam für Unvorhergesehenes, für Krankheit und Arzt bereitgestellt. Wer ein Haus besaß, betrachtete es 
als sichere Heimstatt für Kinder und Enkel, Hof und Geschäft vererbte sich von Geschlecht zu Geschlecht; 
während ein Säugling noch in der Wiege lag, legte man in der Sparbüchse oder der Sparkasse bereits 
einen ersten Obolus für den Lebensweg zurecht, eine kleine ›Reserve‹ für die Zukunft. Alles stand in 
diesem weiten Reiche fest und unverrückbar an seiner Stelle und an der höchsten der greise Kaiser; aber 
sollte er sterben, so wußte man (oder meinte man), würde ein anderer kommen und nichts sich ändern in 
der wohlberechneten Ordnung. Niemand glaubte an Kriege, an Revolutionen und Umstürze. Alles 
Radikale, alles Gewaltsame schien bereits unmöglich in einem Zeitalter der Vernunft. 

Dieses Gefühl der Sicherheit war der erstrebenswerteste Besitz von Millionen, das gemeinsame 
Lebensideal. Nur mit dieser Sicherheit galt das Leben als lebenswert, und immer weitere Kreise begehrten 
ihren Teil an diesem kostbaren Gut. Erst waren es nur die Besitzenden, die sich dieses Vorzugs erfreuten, 
allmählich aber drängten die breiten Massen heran; das Jahrhundert der Sicherheit wurde das goldene 
Zeitalter des Versicherungswesens. Man assekurierte sein Haus gegen Feuer und Einbruch, sein Feld 
gegen Hagel und Wetterschaden, seinen Körper gegen Unfall und Krankheit, man kaufte sich Leibrenten 
für das Alter und legte den Mädchen eine Police in die Wiege für die künftige Mitgift. Schließlich 
organisierten sich sogar die Arbeiter, eroberten sich einen normalisierten Lohn und Krankenkassen, 
Dienstboten sparten sich eine Altersversicherung und zahlten im voraus ein in die Sterbekasse für ihr 
eigenes Begräbnis. Nur wer sorglos in die Zukunft blicken konnte, genoß mit gutem Gefühl die 
Gegenwart. 

In diesem rührenden Vertrauen, sein Leben bis auf die letzte Lücke verpalisadieren zu können gegen 
jeden Einbruch des Schicksals, lag trotz aller Solidität und Bescheidenheit der Lebensauffassung eine 
große und gefährliche Hoffart. Das neunzehnte Jahrhundert war in seinem liberalistischen Idealismus 
ehrlich überzeugt, auf dem geraden und unfehlbaren Weg zur ›besten aller Welten‹ zu sein. Mit 
Verachtung blickte man auf die früheren Epochen mit ihren Kriegen, Hungersnöten und Revolten herab 
als auf eine Zeit, da die Menschheit eben noch unmündig und nicht genug aufgeklärt gewesen. Jetzt aber 
war es doch nur eine Angelegenheit von Jahrzehnten, bis das letzte Böse und Gewalttätige endgültig 
überwunden sein würde, und dieser Glaube an den ununterbrochenen, unaufhaltsamen ›Fortschritt‹ hatte 
für jenes Zeitalter wahrhaftig die Kraft einer Religion; man glaubte an diesen ›Fortschritt‹ schon mehr als 
an die Bibel, und sein Evangelium schien unumstößlich bewiesen durch die täglich neuen Wunder der 
Wissenschaft und der Technik. In der Tat wurde ein allgemeiner Aufstieg zu Ende dieses friedlichen 
Jahrhunderts immer sichtbarer, immer geschwinder, immer vielfältiger. Auf den Straßen flammten des 
Nachts statt der trüben Lichter elektrische Lampen, die Geschäfte trugen von den Hauptstraßen ihren 
verführerischen neuen Glanz bis in die Vorstädte, schon konnte dank des Telephons der Mensch zum 
Menschen in die Ferne sprechen, schon flog er dahin im pferdelosen Wagen mit neuen Geschwindigkeiten, 
schon schwang er sich empor in die Lüfte im erfüllten Ikarustraum. Der Komfort drang aus den 
vornehmen Häusern in die bürgerlichen, nicht mehr mußte das Wasser vom Brunnen oder Gang geholt 
werden, nicht mehr mühsam am Herd das Feuer entzündet, die Hygiene verbreitete sich, der Schmutz 
verschwand. Die Menschen wurden schöner, kräftiger, gesünder, seit der Sport ihnen die Körper stählte, 
immer seltener sah man Verkrüppelte, Kropfige, Verstümmelte auf den Straßen, und alle diese Wunder 
hatte die Wissenschaft vollbracht, dieser Erzengel des Fortschritts. Auch im Sozialen ging es voran; von 
Jahr zu Jahr wurden dem Individuum neue Rechte gegeben, die Justiz linder und humaner gehandhabt, 
und selbst das Problem der Probleme, die Armut der großen Massen, schien nicht mehr unüberwindlich. 
Immer weiteren Kreisen gewährte man das Wahlrecht und damit die Möglichkeit, legal ihre Interessen zu 
verteidigen, Soziologen und Professoren wetteiferten, die Lebenshaltung des Proletariats gesünder und 
sogar glücklicher zu gestalten – was Wunder darum, wenn dieses Jahrhundert sich an seiner eige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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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stung sonnte und jedes beendete Jahrzehnt nur als die Vorstufe eines besseren empfand? An 
barbarische Rückfälle, wie Kriege zwischen den Völkern Europas, glaubte man so wenig wie an Hexen 
und Gespenster; beharrlich waren unsere Väter durchdrungen von dem Vertrauen auf die unfehlbar 
bindende Kraft von Toleranz und Konzilianz. Redlich meinten sie, die Grenzen von Divergenzen 
zwischen den Nationen und Konfessionen würden allmählich zerfließen ins gemeinsame Humane und 
damit Friede und Sicherheit, diese höchsten Güter, der ganzen Menschheit zugeteilt sein. 

                                                Aus: Die Welt von gestern 
2. Übersetzungsübung 
Europas größter Autokonzern VW legt heute seine Jahreszahlen vor. Wie die ausfallen, hängt 

entscheidend von China ab. Lange kannte man da nur zweistellige Wachstumsraten. Die sind Geschichte - 
und auch mit der Politik hat VW zunehmend Probleme. 

Schanghai - das ist die Stadt der VW Santanas. Fast die gesamte Taxiflotte besteht aus diesem 
Modell, mehr als 50.000 Autos. Je nach Taxifirma in Lindgrün, Marineblau, Orange oder Dunkelrot. Als 
ziemlich unverwüstlich gelten die Santanas unter den Taxi-Fahrern. "Ich mochte deutsche Autos schon 
immer", sagt Herr Zhu. Er fährt seit 15 Jahren Taxi. "Meine Lieblingsmarke ist zwar Audi. Gefahren habe 
ich aber immer den Santana. Ehrlich gesagt, für das Geld ist das schon ein gutes Auto. Und günstig zu 
reparieren." 

Vor allem die alten Santanas aus den 80ern und 90ern, die seien richtig gut gewesen. Die neuen 
machten so komische Geräusche, sagt Herr Zhu. Aber immerhin - die Autos laufen im Dauerbetrieb. 

Volkswagen kam als erster ausländischer Auto-Hersteller nach China. Das zahlt sich bis heute aus. 
Vor 30 Jahren wurde das erste Joint Venture mit einem chinesischen Staatskonzern gegründet. 1991 folgte 
das zweite Gemeinschaftsunternehmen. Seither Wachstum ohne Ende. 

Heute betreibt VW 18 Fabriken im Land. Weitere sind bereits in Bau oder Planung. Jüngst erst hat 
VW die Ziele noch weiter hochgeschraubt: Im Jahr 2019 will der Konzern in China die 
Produktionskapazität auf fünf Millionen Fahrzeuge im Jahr ausbauen. Volkswagen ist mit all seinen 
Marken vertreten, von Audi - Chinas beliebtester Premium-Marke - bis Seat und Skoda. 

Heute schon verkauft VW mehr als jedes dritte Auto in der Volksrepublik. Beim Gewinn ist der 
China-Anteil vermutlich noch höher. Daten hierzu fehlen. Dass sich das Wachstum des chinesischen 
Automarktes derzeit verringert, stört aber angeblich nicht. 

"Dass man nicht dauerhaft über viele Jahre zweistellige Wachstumsraten erzielen kann, ist, glaube 
ich, normal", sagt VW-China-Chef Jochem Heizmann. "Aber wir schätzen auch die kommenden Jahre so 
ein, dass die Wachstumsraten hier in China deutlich höher sein werden als der Durchschnitt der Welt." 

Doch wie groß kann und sollte Volkswagen eigentlich noch werden in China? Der Konzern hat sich 
abhängig gemacht vom chinesischen Markt. Seit Jahresbeginn stagniert der Absatz. Was, wenn das 
China-Geschäft nicht mehr rund läuft? 

"Ich finde es sehr gefährlich", sagt der Automarktexperte Jochen Siebert in Schanghai. "Nehmen wir 
mal an, wir hätten hier eine Wirtschaftskrise. Nehmen wir an, der Fahrzeugmarkt bricht ein. Dann wäre 
das für VW eine Katastrophe. Also ich hätte da im Moment schlaflose Nächte als VW-Chef." 

Die Konjunktur ist das eine, die Politik das andere. VW ist mittlerweile auch vom Wohlwollen der 
chinesischen Regierung abhängig. Und derzeit wird es ungemütlicher im Land. Peking erhöht den Druck 
auf mächtige ausländische Konzerne. Diese stehen jetzt regelmäßig am Pranger, mal wegen 
Wettbewerbsverstößen, mal wegen Qualitätsmängeln, mal wegen zu hoher Preise. Auch VW war 
mehrfach betroffen. 

Viele ausländische Firmen fühlen sich im Vergleich zu chinesischen Wettbewerbern unfair behandelt. 
Die EU-Handelskammer beklagt intransparente Ermittlungsverfahren. Außerdem: Die Regierung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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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telfristig die eigene Autoindustrie, vor allem im Elektrobereich, nach vorne bringen. VW-Mann 
Heizmann wiegelt trotzdem ab: "Wir haben ja gerade erst unser Joint Venture FAW Volkswagen um 
weitere 25 Jahre verlängert. Wir investieren. Damit schaffen wir ja auch viele Arbeitsplätze. Wir sind 
willkommen in China." 

Volkswagen muss sich immer mehr aus Peking diktieren lassen, sagen Experten. Das neue 
VW-Werk in Ürümqi, im fernen unterentwickelten Westen des Landes, etwa gilt als ein solches Pekinger 
Wunschprojekt. 

Ende April findet in Schanghai Chinas jährliche große Automesse statt. Volkswagen wird wohl 
wieder einen riesigen Auftritt hinlegen. Doch neue Modelle und Showglitzer können nicht darüber 
hinwegtäuschen: Die unbeschwerten Zeiten sind endgültig vorbei auf dem chinesischen Automarkt. 

学习目标： 
1． Die Studenten sollten die Übersetzungstechnik der PGH beherrschen. 
2． Die Studenten sollten durch die Übersetzungsübung auch den Wortschatz der aktuellen Diskursen 

erweitern. 
作业：Machen Sie bitte nach Ihrem eigenen Niveau weiter Übersetzungspraktiken. 

知识单元 11：Übersetzung 3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Übersetzungsübung 
Lange galt China als Raucher-Paradies: Die Zigaretten waren billig und gequalmt wurde überall. 

Doch zumindest in Peking ist das vorbei. Mit harten Regeln versucht die Stadt, ihren Bürgern die geliebte 
Zigarette auszutreiben. Offenbar mit Erfolg. 

Das Shijinyuan-Restaurant in einer kleinen Stichstraße Pekings war bis vor kurzem eine verqualmte 
Bude. Manche behaupten, es wurde mindestens ebenso viel geraucht wie gegessen. Etwa vier Millionen 
Raucher gibt es allein in Peking. Aber seit Anfang Juni gelten in der chinesischen Hauptstadt die 
schärfsten Nichtraucherregeln im ganzen Land. Und die hätten auch ihr Restaurant verändert, sagt Guo 
Dongmei, Managerin des Shijinyuan-Restaurants. 

"Die Raucher werden immer weniger. In der Regel wissen die Gäste Bescheid. Und wenn man ihnen 
sagt, dass drinnen nicht mehr geraucht wird, dann machen sie das auch", sagt Guo. Sie habe 
Nichtraucher-Schilder aufgestellt. Und die Bedienungen würden die die Gäste daran erinnern. "Einige 
vergessen das noch, aber sie lassen sich in der Regel ermahnen und machen die Zigarette aus. Ein paar 
weigern sich, vielleicht einer von 100", sagt sie. 

Kein anderes Land produziert so viel Zigaretten wie die Volksrepublik, geschätzte 300 Millionen 
Raucher und 740 Millionen Passivraucher gibt es in China. Und die Stadt Peking ist mit seiner harten 
Linie gegen Raucher Vorreiter. Die Bilanz der Politiker nach fast fünf Monaten: "Es funktioniert", sagt 
Liu Zejun, Direktor der Pekinger Gesundheitsbehörde. 

"Unsere Anti-Raucher-Propaganda ist bei weiten Teilen der Öffentlichkeit angekommen. Laut einer 
Untersuchung kennen rund 90 Prozent der Pekinger das neue Gesetz. Sie wissen, dass es nicht mehr 
erlaubt ist, in öffentlichen Einrichtungen, Restaurants oder U-Bahnhöfen zu rauchen. Wir erhalten viele 
Beschwerden", sagt Liu. Bislang seien mehrere Tausend Einzelpersonen und Organisationen bestraft, 
Bußgelder von umgerechnet knapp 100.000 Euro verhängt worden. 

Zahlen, die nicht unbedingt beeindrucken – bei vier Millionen Rauchern in der Stadt. Aber das 
Gesetz gilt trotzdem als erfolgreich - auch wegen der gegenseitigen sozialen Kontrolle. Die 
Weltgesundheitsorganisation (WHO) fordert bereits, das Anti-Raucher-Gesetz aufs ganze Land ausweiten. 
"Denn Chinas Bevölkerung ächzt unter dem Rauch", sagt Bernhard Schwartländer, WHO-Repräsentan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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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Mehr als eine Million Raucher sterben jedes Jahr an Krankheiten, die durch das Rauchen verursacht 

wurden. Zusätzlich haben wir mehr als 100.000 Nichtraucher, die sterben, weil sie dem Rauch von 
anderen ausgesetzt sind. Zuhause, in Bars, in Restaurants - aber auch am Arbeitsplatz. Das sind natürlich 
ganz dramatische Zahlen. Und das hat auch ökonomische Konsequenzen für die Entwicklung in China", 
so Schwartländer. 

Die Zigarette ist in China tief verwurzelt. Zigarettenpackungen sehen oft aus wie kleine Kunstwerke, 
die man sich an die Wand hänge möchte. Auf einer steht "Zhongnanhai" - so heißt der Herrschaftssitz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Peking direkt neben dem Kaiserpalast. Die Kippen der chinesischen Führer: 
Mao Zedong höchstpersönlich hat den Markennamen kalligrafiert. Trotzdem könne man auch den 
Chinesen das Rauchen austreiben, davon ist WHO-Mann Schwartländer überzeugt. 

Es gibt keinerlei Hinweise darauf, dass die chinesische Gesellschaft so anders ist, dass das Rauchen 
nicht gestoppt werden könnte. Es ist tatsächlich so, dass wir auch von Daten gesehen haben, dass viele der 
Raucher eigentlich Rauchgesetze selber befürworten", sagt Schwartländer. 

Ein Gesetzentwurf für ein nationales Anti-Raucher-Gesetz in China liegt bereits vor, hat aber bislang 
nicht die erforderliche Kategorie Eins, um in der Prioritätenliste nach oben zu rutschen und schnell 
umgesetzt zu werden. 

Guo Hiucheng betreibt einen kleinen Kiosk im Bezirk Chaoyang in Peking. Das 
Anti-Raucher-Gesetz macht sich auch bei ihr bemerkbar - in ihrer Kioskkasse.Der Verkauf von 
Zigarettenpackungen ist um ein Drittel zurückgegangen. Die Strafen sind ja auch hart: Restaurants 
erhalten hohe Strafen. Und derjenige, der das Rauchen meldet, bekommt eine Belohnung. Die Leute sind 
schon vorsichtiger geworden. Kaum einer raucht noch in öffentlichen Gebäuden", sagt sie. 

China galt bis vor kurzem als Paradies für Raucher - eine Packung Zigaretten kostet 10 Yuan, etwa 
1,40 Euro und geraucht wurde im Prinzip überall. Das ist zumindest in Peking schon mal vorbei. 

2． Übersetzungsübung 
Wer die Welt verbessern will, muss nicht einmal das Haus verlassen. Es genügt, das eigene Geld so 

anzulegen, dass es hilft, die Erde sauberer zu machen. Das jedenfalls versprechen Anbieter von 
Wind-Aktien, Umweltfonds oder Solargenussrechten und werben mit Bildern von sattgrünen Wiesen 
unter strahlendem Sonnenschein. 

Deutschlands Anlegern liegt nachhaltige Geldanlage näher als ehrenamtliches Engagement, wie eine 
Studie der Universität Regensburg belegt. Danach sind sie sogar bereit, für ein gutes Gewissen auf bis zu 
zwei Prozent Rendite zu verzichten. 

Inzwischen gibt es alle Formen der Geldanlage auch mit ethisch-ökologischem Anstrich. Mit der 
Zahl der Angebote steigt aber auch die Verwirrung: "Es gibt derzeit keine einheitliche oder gesetzliche 
Regelung, wann eine Geldanlage als nachhaltig bezeichnet werden darf und wann nicht", sagt Monika 
Pietsch-Hadré von der Verbraucherzentrale Bremen. Ein Atomstromhersteller, der sich gut um seine 
Mitarbeiter kümmert, kann ihn genauso beanspruchen wie ein Ökostromanbieter, der Mitarbeiter schindet. 
Anleger müssen also gut hinschauen. 

Wer sein Geld vergleichsweise sicher auf einem Tages- oder Festgeldkonto verwahrt wissen will, für 
den lohnt sich der Wechsel zu einer Alternativbank. Das kann eine Kirchen-, Ethik- oder Umweltbank 
sein. Während konventionelle Banken das Geld ihrer Kunden meist dort investieren, wo sie die größte 
Rendite vermuten, legen Alternativbanken wie die GLS Bank oder die Umweltbank nach festen Kriterien 
an. Sie investieren zum Beispiel nicht in Rüstungsfirmen oder Gentechnik. 

Mehr Rendite bringen Direktbeteiligungen, zum Beispiel über nachhaltige Anleihen. Diese werden 
von Banken wie der KfW Bank ausgegeben, aber auch von Unternehmen. Einer Studie 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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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ng-Agentur Standard & Poor’s zufolge wurden im Jahr 2014 weltweit rund 37 Milliarden Dollar in 
sogenannte Green Bonds investiert, größtenteils allerdings von institutionellen Investoren. Die Emittenten 
versprechen den Anlegern, das Geld für ökologische Projekte zu verwenden. Auch hier gilt aber: Was das 
ist, definiert jeder Anbieter selbst. 

Eine weitere Möglichkeit sind geschlossene Fonds oder Genussscheine. Damit können Anleger 
bestimmte Projekte unterstützen wie etwa den Bau von Windparks. Auf den ersten Blick ist das 
verlockend, lässt sich so doch einfacher nachvollziehen, wofür das eigene Geld verwendet wird. 
Verbraucherschützerin Pietsch-Hadré warnt allerdings: "In der Regel ist es für Anleger kaum möglich, die 
wirtschaftliche Tragfähigkeit von solchen Projekten einzuschätzen." Der Windparkbetreiber Prokon etwa 
ging 2014 insolvent. Rund 75.000 Gläubiger verloren die Hälfte ihres Geldes. 

Breiter gestreut sind offene Investmentfonds, die auch von konventionellen Banken vertrieben 
werden. Dabei handelt es sich in der Regel um Aktien- oder Rentenfonds. Ingo Scheulen von 
ökofinanz-21, einem Netzwerk für nachhaltige Vermögensberatung, rät Anlegern aber zur Vorsicht. Bei 
der Anlagestrategie müsse klar definiert sein, nach welchen sozialen und ökologischen Kriterien investiert 
werde. "Wenn Anleger ein Produkt nicht verstehen, sollten sie lieber die Finger davon lassen." 

Bei der Zusammenstellung eines Fonds gibt es zwei Methoden, die oft kombiniert werden: Beim 
Ausschlussverfahren verzichtet ein Fondsanbieter auf Unternehmen aus bestimmten Branchen wie die 
Ölindustrie. Beim Best-in-Class-Ansatz wird dagegen in die Unternehmen investiert, die relativ betrachtet 
am nachhaltigsten arbeiten – die Klassenbesten also. Das kann zum Beispiel ein Automobilhersteller sein, 
bei dem der durchschnittliche CO₂-Verbrauch der Flotte besonders niedrig ist. Aber: Auch der 
Klassenbeste muss nicht unbedingt ein Vorzeigeschüler sein. 

Wie streng die Auswahlkriterien sind, legt jeder Fondsanbieter selbst fest. Verlässlicher ist es, wenn 
spezielle Rating-Agenturen der Fondsgesellschaften oder externe Agenturen wie Oekom research die 
Unternehmen empfehlen: Sie prüfen Nachhaltigkeitsberichte, reden mit Nichtregierungsorganisationen 
und haken bei der Geschäftsführung nach. Auf der Internetseite und im Anlageprospekt eines Fonds sollte 
außerdem aufgeschlüsselt sein, nach welchen Kriterien er investiert. Auch einige Verbraucherinitiativen 
helfen mit Informationen nach. 

Eine Übersicht bietet auch das Forum Nachhaltige Geldanlage. Der Verband hat auf seiner 
Internetseite eine Tabelle mit rund 120 Fonds veröffentlicht. Darin ist aufgeschlüsselt, welche Anbieter 
zum Beispiel auf die Einhaltung der Menschenrechte und die Vermeidung von chemischen Schadstoffen 
achten. Zudem stellt der Verband im Juli ein Nachhaltigkeitssiegel vor, das Orientierung bieten soll. Es 
könne aber nichts darüber aussagen, welche Rendite eine Geldanlage bringe, sagt Geschäftsführerin 
Claudia Tober. Die Welt zu verbessern bedarf also einer Menge Recherche. 

学习目标： 
1． Die Studenten sollten die Übersetzungstechnik der PGH beherrschen. 
2． Die Studenten sollten durch die Übersetzungsübung auch den Wortschatz der aktuellen Diskursen 

erweitern. 
作业：Machen Sie bitte nach Ihrem eigenen Niveau weiter Übersetzungspraktiken. 

知识单元 12：Übersetzung 4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Übersetzungsübung 
Die Schwedische Akademie hat über die wichtigste Literatur-Auszeichnung des Jahres entschieden: 

Der Nobelpreis geht an die weißrussische Journalistin und Autorin Swetlana Alexijewitsch. Sie hatte 
schon jahrelang als Kandidatin für die Auszeichnung gegol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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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diesjährige Literaturnobelpreis geht an die weißrussische Journalistin und Schriftstellerin 
Swetlana Alexijewitsch. Das gab die Schwedische Akademie in Stockholm bekannt. Die 67-Jährige werde 
für ihr "vielstimmiges Werk" geehrt, welches "dem Leid und dem Mut unserer Epoche ein Denkmal" 
setze. Sie ist vor allem für ihre literarischen Reportagen aus dem Alltagsleben ihrer Heimat bekannt. 

"Das ist ganz groß, diesen Preis zu bekommen", sagte Alexijewitsch dem schwedischen TV-Sender 
SVT kurz nach der Verkündung am Telefon. Es sei eine Ehre, in einer Reihe mit großen Schriftstellern 
wie Boris Pasternak zu stehen. Auf die Neuigkeit, die ihr Nobel-Jurorin Sara Danius per Telefon 
überbracht hatte, habe sie mit dem Wort "fantastisch" reagiert, hatte Danius zuvor gesagt. 

Im Jahr 2013 erhielt sie schon den Friedensprei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Alexijewitsch wurde am 31. Mai 1948 in der Westukraine geboren und studierte in Minsk 

Journalismus. Ihr 1985 veröffentlichter erster Roman "Der Krieg hat kein weibliches Gesicht" entstand 
auf der Basis von Berichten von Frauen, die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s gekämpft hatten. Interviews 
mit Zeit- und Augenzeugen sind die Basis fast ihres gesamten Werks. Ihr bislang letztes Buch war 
"Secondhand-Zeit - Leben auf den Trümmern des Sozialismus" aus dem Jahr 2013. 

Verliehen wird die mit acht Millionen Schwedischen Kronen (etwa 850.000 Euro) dotierte 
Auszeichnung traditionell am 10. Dezember, dem Todestag Alfred Nobels. 

Im vergangenen Jahr hatte die Jury den Franzosen Patrick Modiano für seine "Kunst der Erinnerung" 
geehrt, mit der er die unbegreiflichsten menschlichen Schicksale wachgerufen habe. Letzte 
deutschsprachige Preisträgerin war Herta Müller im Jahr 2009. 

2．Übersetzungsübung 
An der Universität Jena übersetzen Studierende der Indogermanistik einen Text aus den vedischen 

Schriften. In dem Studiengang lernen sie nicht nur alte Sprachen wie das indische Sanskrit, sondern auch, 
wie beispielsweise germanische und asiatische Sprachen miteinander verwandt sind. 

Doch immer weniger Standorte in Deutschland bieten dieses Orchideenfach an. 1997 konnte man es 
noch an 23 Universitäten studieren, heute sind es nur noch 14. Martin Joachim Kümmel, Professor für 
Indogermanistik an der Friedrich-Schiller-Universität Jena, sieht in diesem Abbau einen Trend: "Weil die 
Universitäten immer mehr sparen müssen, werden als erstes solche Studiengänge gestrichen, die 
vermeintlich ineffizient sind." Denn das Fach hat traditionell wenig Studierende, ökonomisch betrachtet 
ist also die Auslastung nicht besonders hoch. Es folgt ein Teufelskreis: Die Chancen für den 
wissenschaftlichen Nachwuchs werden geringer, das senkt die Attraktivität des Studiengangs, was dazu 
führt, dass das Fach mehr und mehr verschwindet. 

In solchen Entwicklungen sieht der Präsident der Universität Hamburg, Dieter Lenzen, einen klaren 
Trend zur Ökonomisierung der Bildung und der Forschung. Im Zuge der Bologna-Reform sei 
akademische Bildung mehr und mehr auf Berufsbildung verkürzt worden. Es gehe nicht mehr um 
forschendes Lernen und Persönlichkeitsbildung, sondern um Verwertbarkeit. In Großbritannien, wo laut 
Lenzen Bildung schon immer mehr "Business" als soziales Gut gewesen sei, habe das dazu geführt, dass 
die Geisteswissenschaften quasi keine Rolle mehr spielten. Eine Gefahr, die auch in Deutschland drohen 
könnte. 

Effizienz, Wirtschaftlichkeit, Anwendbarkeit - das sind Schlagworte, die an deutschen Hochschulen 
immer wichtiger werden. Besonders deutlich zeigt sich dieser Trend bei den Forschungskooperationen mit 
der Wirtschaft, die auch beim heutigen Forschungsgipfel Thema sind. Mehr als 1,3 Milliarden Euro 
fließen jährlich von Unternehmen an die klammen deutschen Hochschulen. Die öffentlichen Mittel für die 
Grundfinanzierung der Hochschulen stagnieren seit Jahren, obwohl die Zahl der Studierenden und die 
Ausgaben steigen. Die Hochschulen sind also gezwungen, sich das Geld für Forschung und Lehre aus 
anderen Töpfen, den sogenannten Drittmitteln, zu besorgen. Zwar machen Drittmittel bislang nur ze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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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zent der Hochschulfinanzierung aus, doch ihr Anteil steigt zusehends. Gerade in der Forschung sind 
Hochschulen immer abhängiger von externen Geldgebern. Und jeder fünfte Euro der Drittmittel kommt 
inzwischen aus der Wirtschaft. 

Das hat viele Vorteile. Studenten haben die Möglichkeit, tiefe Einblicke in die Arbeitswelt zu 
gewinnen, praxisnah zu forschen und vom Wissenstransfer aus den Unternehmen zu profitieren. Doch wer 
Geld gibt, will auch Einfluss üben, sagen Kritiker. Wenn Airbus an der Technischen Universität 
Hamburg-Harburg Flugzeug-Kabinensysteme erforschen lässt, tut es das nicht ohne Eigennutz. 
Unternehmen rücken durch bestimmte Forschungsaufträge Themen in den Fokus, die für sie wichtig sind. 
Die Gefahr: Forschungsänsätze, die keinen aktuellen Nutzen versprechen oder jenseits des Mainstreams 
sind, kommen nicht mehr vor. 

Eine andere Möglichkeit für Unternehmen, Einfluss auf die Hochschullandschaft zu üben, sind 
Stiftungsprofessuren. Mehr als 1000 solcher von der Wirtschaft gestifteten Lehrstühle gibt es in 
Deutschland. Vattenfall beispielsweise finanziert an der TU Cottbus eine Professur für "Management 
regionaler Energieversorgungsstrukturen". Der Chemie- und Pharmariese Bayer plant an der FH Köln 
einen Lehrstuhl für Technische Chemie. Damit versuchen die Unternehmen in Zeiten des steigenden 
Fachkräftemangels nicht nur dringend benötigten Nachwuchs zu gewinnen, sie erreichen auch, dass ein 
Professor sich in Forschung und Lehre ausschließlich mit einem für sie wichtigen Fachgebiet beschäftigt. 

Ist die Unabhängigkeit der Wissenschaft durch solche Kooperationen in Gefahr? "Das ist Unsinn", 
sagt Horst Hippler, Präsident der 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 (HRK) gegenüber tagesschau.de. Es gebe 
keinerlei Hinweise, dass die Wirtschaft an deutschen Universitäten inhaltlichen Einfluss übe. "So lange 
die Finanzierung durch öffentliche Mittel hierzulande so stark dominiert, sind wir weit davon entfernt, 
dass die Wirtschaft die Strukturen der Hochschullandschaft diktiert", sagt Hippler. 

Auch Andreas Schlüter vom Stifterverband der Wirtschaft für die Wissenschaft hält dagegen. Zwar 
steige das Engagement der Wirtschaft in den Hochschulen in absoluten Zahlen, aber auch die staatlich 
finanzierten Drittmittel wie die der Deutschen Forschungsgemeinschaft (DFG) seien gestiegen. Ihm 
bereitet vielmehr Sorge, dass deutsche Unternehmen ihre Forschung immer seltener an Hochschulen 
durchführen. "70 Prozent ihrer Forschung führen die Unternehmen selbst durch, nur noch 30 Prozent 
findet an den Hochschulen statt", sagt Schlüter im Gespräch mittagesschau.de. Stattdessen verlagerten 
immer mehr Unternehmen die Forschung ins Ausland. 

Von einem krassen Ungleichgewicht bei der Hochschulfinanzierung kann in Deutschland der Tat 
nicht die Rede sein. Etwa 90 Prozent des Geldes stammt noch immer von der öffentlichen Hand. 

Problematisch ist aber, dass unklar ist, inwieweit Unternehmen bei Forschungskooperationen auch 
inhaltlichen Einfluss üben. Denn die meisten Hochschulen sperren sich dagegen, ihre 
Kooperationsverträge zu veröffentlichen. Bei einem Forschungsinstitut zu den Risiken der Finanzmärkte, 
das die Deutsche Bank vor einigen Jahren gemeinsam mit der TU Berlin und der Humboldt-Universität 
gegründet hatte, diktierte das Unternehmen weitreichende Bedingungen: Im Vertrag sicherte sich die 
Deutsche Bank ein Mitspracherecht bei der Besetzung der Professuren, außerdem ein Veto für die 
Veröffentlichung bestimmter Forschungsergebnisse. Erkenntnisse, die den Interessen des Unternehmens 
widersprechen, konnten also unter den Tisch fallen. Bekannt wurden diese Details nur, weil ein empörter 
Professor den Vertrag öffentlich machte. 

Die Initiative Hochschulwatch fordert deshalb, alle Drittmittelverträge zwischen Wirtschaft und 
Wissenschaft und jede Form von Sponsoring zu veröffentlichen. Auf der Homepage des Projekts von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az und dem "freien zusammenschluss von studentInnenschaften (fzs)" sind 
mehr als 10.000 Datensätze solcher Kooperationen zusammengetragen. 

Das Beispiel der Deutschen Bank sei ein bedauerlicher Einzelfall, meint Horst Hippler von der HRK. 



8258 

So lange aber die Details solcher Kooperationen unter Verschluss bleiben, kann das niemand wissen. 
学习目标： 
1． Die Studenten sollten die Übersetzungstechnik der PGH beherrschen. 
2． Die Studenten sollten durch die Übersetzungsübung auch den Wortschatz der aktuellen Diskursen 

erweitern. 
作业：Machen Sie bitte nach Ihrem eigenen Niveau weiter Übersetzungspraktiken. 

知识单元 13：Landeskunde 1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Beispiele  
1) In Deutschland liegt die höchste Staatsgewalt beim Bund. 
2) Die Piratenpartei zog in der Abgeordnetentenauswahl in Berlin am 18.09.2011 zum ersten Mal in 

ein Landerparlament ein. 
3) Im Herbst 1989 begann in der Nikolaikirche von Leipzig mit Friedensgebeten und den 

anschließenden Montagsdemonstrationen die friedliche Revolution in der ehemaligen DDR. 
4) Das „Berliner Ensemble“ stelle sich am 12. November 1949 mit „Herr Puntilea und sein Kneht 

Matti“ erstmals der Öffentlichkeit vor.Bertolt Brecht leiete als erster Spielleiter des Theaters die 
künstlerische Arbeit. 

5) In der Schweiz ist die Zuständigkeit für die Bildung ywischen dem Bund, den Kantonen und den 
Gemeinden aufgeteilt, wobei die Hauptzuständigkeit bei den Kantonen liegt. 

6) Unter der Abkürzung „Stasi“ versteht man das 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 in der DDR. 
7) In Deutschland erwirbt man mit der bestandenen Abiturprüfung die allgemeine 

Zugangsberechtigung für ein Hochschulstudium. 
8) Im Ruhrgebiet gibt es das größte Vorkommen an Steinkohle in Europa. 
9) Als erster Komponist gründete Richard Wagner Festspiele in dem von ihm geplanten Bayreuther 

Festspielhaus. 
10) Im Mittelpunkt der Politik der Grünen stehen seit ihrer Gründung (1980) Fragen der Ökologie, 

der Bürger- und Menschenrechte und der Demokratisierung der Gesellschaft. 
11) Seit Mai 2011 ist Philipp Rösler Bundersminister für Wirtschaft und Technologie, 

Bundesvorsitzender der FDP und deutscher Vizekanzler gewählt worden. 
12) Die Oder-Neiße-Linie bildet die Grenze zwischen Deutschland und Polen. 
13) Das Bauhaus (1919-1933) gilt als die berühmteste Kunst-, Design- und Architekturschule der 

Klassischen Moderne. 
14) In der Fernsehlandschaft Deutschlands gibt es drei internationale Angebote wie den 

Auslandsrundfunk „Deutsche Welle“, den deutsch-französischen Kanal „arte“ und den 
deutsch-österreichisch-schweizerischen Kulturkanal 3sat. 

15) Sylt liegt vor der pommerschen Ostseeküste und ist die größte deutsche Insel. 
16) Die Universität Heidelberg gilt als die älteste Universität in Deutschland. 
17) Für seinen ersten Roman „Buddenbrooks“ erhielt Thomas Mann den Nobelpreis für Literatur. 
18) Österreich hat 9 Bundesländer. 
19) Die historische Beziehung „Freistaat“ besagt, dass Bayern ein republikanischer, kein 

monarchischer Staat ist. 
20) Deutsch gehört einem Zweig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familie an. 
21) In der Nacht vom 12. auf den 13. August 1961 wurde der Einserne Vorhang durch Beton ergänzt: 

Die Regierung der DDR begann nämlich mit dem Bau der Berliner Mauer. 



8259 

22) Der Beauftragte der Bundesregierung koordiniert unter Wahrung der Zuständigkeit der Länder 
die kulturpolitischen Kompetenzen des Bundes. 

23) 19% der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haben einen Migrationshintergrund. 
24) In Deutschland gibt es drei internationale Medien-Angebote wie den Auslandsrundfunk 

„Deutsche Welle“, den deutsch-französischen Kanal „arte“ und den 
deutsch-österreichischen-schweizerischen Kulturkanal „3sat“. 

25) Der Höhepunkt einer Berlinale ist die Verleihung der „Bären“, der Hauptpreise des Festivals, 
durch eine internationald Jury. 

26) Das Staatliche Bauhaus wurde 1919 von Walter Gropius in Weimar als Kunstschule gegründet. 
27) Die deutschsprachige Schweiz hat ihre Zentren in Zürich, Basel und Bern. 
28) Die hochdeutsche Rechtschreibung wurde im Laufe des 19. Jahrhunderts zunehmend normiert. 

Ein Durchbruch zu einer hochdeutschen „Einheitsschreibung“ gelang mit dem Orthographischen 
Wö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von Konrad Duden. 

29) Die Schweiz besteht aus 26 Kantonen. 
30) Österreich ist sei 1995 Mitglied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2．Übungen. 
学习目标： 
1． Die Studenten sollten für den Teil der Landeskunde auf Grund ihrer Vorkenntnisse die 

Kenntnisse über Deutschland noch intensivieren. 
2． Die Studenten sollten sich selber klar machen, welche Art von Kenntnissen der Landeskunde 

nach ihrem eingen Niveau noch zu lernen ist. 
作业：Machen Sie noch Übungnen der Landeskunde je nach Ihrem eigenen Niveau bitte. 

知识单元 14：Landeskunde 2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Beispiele 
1) Der Bundestag wird alle auf 4 Jahre gewählt. 
2) Die Bundesländer Thüringen und Bayern werden als Freistaaten bezeichnet 
3) Bei der Bundestagswahl 2013 scheiterten FDP und AfD jeweils knapp an der 

Fünf-Prozent-Hürde. 
4) Der dienstlängste Bundeskanzler war Helmut Kohl. 
5) Martin Luther war Auslöser der Reformation. 
6) Als älteste Partei Deutschlands feiterte die SPD im Jahre 2013 den 150. Geburtstag. 
7) Die Zugspitze ist Deutschlands höchster Berg. 
8) Die Bevölkerung in Deutschland beträgt etwa 82 Millionen. 
9) Am 3. Oktober 1990 wurde Deutschland wieder vereinigt. 
10) Das Wesen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sordnung ist die soziale Marktwirtschaft. 
11) Deutschland feierte im Jahr 2013 den 40. Jahrestag des Beitritts zur UNO. 
12) Günter Grass erhielt 1999 den Nobelpreis für Literatur mit Die Blechtrommel. 
13) Mit dem Begriff „Hanse“ bezeichnet man einen wirschaftsfördernden norddeutschen 

Kaufmanns- und Städtbund. 
14) 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endete mit dem Westfälischen Frieden: Die katholische, lutherische 

und reformierte Konfessionen werden als gleichberechtigt anerkennt. 
15) Die Räuber,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 und Kabale und Liebe gehören zu den Werken der 

Epoche „Sturm und Dr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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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517 beginnt das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 als Martin Luther in Wittenberg seine 95 Thesen 
gegen das Ablasswesen in der katholischen Kirch öffentlich macht. 

17) Siemens und BMW haben ihren Sitz in München. 
18) Durch den Vertrag von Maastricht wird die Europäische Union 1992 gegründet. 
19) 2013 ist das Deutsch-chinesische Austauschjahr. 
20) Die älteste Universität in Österreich ist die Universität Wien. 
21) Daniel Brühl ist ein berühmter deutscher Schauspieler. Er wurde als bester Hauptdarsteller in 

Goodbye, Lenin im deutschen Filmpreis sowie europäischen Filmpreis 2003 und 2004 ausgezeichnet. 
22) Die unterste Ebene des politischen Gemeinwesens der Bundesrepublik ist Kommune. 
23) Johannes Gutenberg erfand um 1450 den Buchdruck mit beweglichen, gegossenen 

Metallbuchstaben. 
24) Frauenkirche, Semperoper, Zwinger und das Resienzschloss der sächsischen Kurfürsten sind 

Sehenswürdigkeiten in Dresden. 
25) Lessing gilt als der Erneuerer des deutschen Schauspiels. Er hat uns nicht nur die bürgerlichen 

Trauerspiele Ms Sara Sampson und das Schauspiel Nathan der Weise hiterlassen, sondern auch 
grundlegende theoretische Reflexionen zur Dramatik und zur Literaturkritik. 

26) Eier bemalen ist in Deutschland ein Brauch an Ostern. 
27) Die Alexander von Humbolt-Stiftung ist die weltweit größte Förderorganisation für den 

internationalen Austausch von Studierenden und Wissenschaftlern. 
28) Super RTL macht als Fernsehesender nur Kinderprogramme. 
29) Die größte deutsche Nachrichtenagentur heißt Deutsche Presse Agentur. 
30) Wenn ein Schüler in der Realschule die Abschlussprüfung bestanden hat, erhält er die „Mittlere 

Reife“. 
2．Übungen. 
学习目标： 
1． Die Studenten sollten für den Teil der Landeskunde auf Grund ihrer Vorkenntnisse die 

Kenntnisse über Deutschland noch intensivieren. 
2． Die Studenten sollten sich selber klar machen, welche Art von Kenntnissen der Landeskunde 

nach ihrem eingen Niveau noch zu lernen ist. 
作业：Machen Sie noch Übungnen der Landeskunde je nach Ihrem eigenen Niveau bitte. 

知识单元 15：Schriftlicher Ausdruck 1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Methoden und Strategien 
2．Übungen 
Der Auszug von zu Hause ist ein großer Schritt ins Erwachsenenleben, der aber in Deutschland 

immer später stattfindet. Immer mehr junge Leute in Deutschland bleiben während und sogar nach der 
Ausbildung bei ihren Eltern wohnen als noch vor zwei Jahrzehnten. 

Aufgabe: Schreiben Sie einen zusammenhängenden Text von etwa 250 Wörtern, in dem Sie 
darstellen, wie Sie persönlich zu der Frage stehen. Gehen Sie in Ihrem Aufsatz auch auf folgende Aspekte 
ein:  

a. Welche Vorteile hat es, bei den Eltern wohnen zu bleiben, welche Nachteile gibt es Ihrer Ansicht 
nach? 

b. Wie ist die Situation in China? 
c. Wollen Sie nach dem Abschluss auch noch bei Ihren Eltern wohnen bleiben? Begründen 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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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re Ansicht bitte. 
学习目标： 
1． Die Studenten sollten das Prüfungsmodell des schrifltichen Ausdruckes kennenlernen und 

dementsprenchend die Methonden dazu beherrschen 
2. Die Studenten sollten durch die Beispielstexte ihren eigenen Horizont erweitern und auch das 

Bewußtsein erwecken, dass sie die aktuellen Fragen i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beachten. 
作业：Machen Sie bitte nach Ihrem eigenen Niveau weitere schriftliche Übungen. 

知识单元 16：Schriftlicher Ausdruck 2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Methoden und Strategien 
2．Übungen 
Aberglaube in Deutschland 
Wer der Meinung ist, dass der Aberglaube in Deutschland am Verschwinden sei, der hat sich geirrt. 

Denn wie eine Untersuchung vor wenigen Jahren ergab, sind die Deutschen heutzutage abergläubisher als 
noch vor gut drei Jahrzehnten. So glauben trotz des technischen und wissenschaftlichen Fortschritts 
wieder mehr Deutsche, dass beispielsweise die Zahl 13 Unglück bringe und dass ein Schornsteinfeger 
oder ein vierblättriges Kleeblatt Glück in der Zukunft bedeute. Auch lesen immer mehr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ihr Horoskop und glauben tatsächlich, dass die Sterne Einfluss auf lhr Schicksal hätten.   

Schreiben Sie nun einen Aufsatz von circa 250 Wörtern, in dem Sie darstellen, wie Sie persönlich 
zum „Aberglaube“ stehen. Gehen Sie dabei in Ihrem Aufsatz auf folgenbe Aspekte ein: 

a) Warum sind Menschen Ihrer Meinung nach überhaupt abergläubisch? 
b) Welche Rolle spielt der Aberglaube heutzutage in China ? Nennen Sie Beispiele! 
c) Was halten Sie persönlich vom Aberglauben? Ist er noch immer sinnvoll oder hat er in unserer 

modernen Zeit der Technologie und Rationalität keinen Platz mehr? Begründen Sie Ihre Meinung ! 
1． Die Studenten sollten das Prüfungsmodell des schrifltichen Ausdruckes kennenlernen und 

dementsprenchend die Methonden dazu beherrschen 
2. Die Studenten sollten durch die Beispielstexte ihren eigenen Horizont erweitern und auch das 

Bewußtsein erwecken, dass sie die aktuellen Fragen i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beachten. 
作业：Machen Sie bitte nach Ihrem eigenen Niveau weitere schriftliche Übungen.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Hörverstehen und Lesetechnik 1 2  

2 Hörverstehen und Lesetechnik 2 2  

3 Hörverstehen und Lesetechnik 3 2  

4 Hörverstehen und Lesetechnik 4 2  

5 Hörverstehen und Lesetechnik 5 2  

6 Hörverstehen und Lesetechnik 6 2  

7 Wortschatz und Grammatik 1 2  

8 Wortschatz und Grammatik 2 2  

9 Übersetzung 1 2  

10 Übersetzung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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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Übersetzung 3 2  

12 Übersetzung 4 2  

13 Landeskunde 1 2  

14 Landeskunde 2 2  

15 Schriftlicher Ausdruck 1 2  

16 Schriftlicher Ausdruck 2 2  

17 Prüfung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德语；德语国家概况；德语语法重点与难点 1 
后续课程：跨文化交际；德语文学精读；德国国家社会文化生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Hörverstehen, Leseverstehen, Übersetzung  
难点：Landeskunde, Schriftlicher Ausdruck, Übersetzung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任务型教学法。 
2.情景教学法。 
3.直观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直观教学。 
2.课堂互动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每节课会提示学生课后相关的查阅工作，会参考各个单元知识主题和学生各自的兴趣点两方面

进行灵活设置。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选上课材料，教材来源主要为国内业已

在全国高校有使用的德语语法教科书、翻译导论、德语专业八级考试参考书、德国文化历史相关教

科书以及德国重要报刊媒体等。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朱锦 主编：《全国高等学校德语专业八级考试样题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 4

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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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桂乾元 编著：《翻译学导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 10月第 1版 
2. 唐进伦 著《德语语法重点与难点》，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 11月第 1版 

执笔：张珊珊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8日 

 

德语国家社会文化生活 
Social and cultural life in German speaking countries 

课程号：4080103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三年级学生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培养学生的综合技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扩展其视野，开拓其思路，； 
2、充实语言知识和社会文化知识，培养和提高学生独立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使学生深入了解德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生活并提高其跨文化交际的能力，使其不仅成为“德国

通”，而且成为有新思路、新见解的开拓型人才。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德语国家社会文化生活的基础知

识、学习文化差异产生的原理、了解跨文化的概念，为跨文化交际学、德汉翻译、德国文学精读等

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旨在深入介绍和探讨德语国家社会文化生活的背景性框架。教师将收集大量的阅读以及

音频和视频资料，并进行归纳和整理，使其脉络清晰，自成体系。通过课堂上的阐述、分析和讨论

以及课后的阅读和思考，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扩展视野，开拓思路，培养和提高独立分析、研究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不仅成为“德国通”，而且成为有新思路、新见解的开拓型人才。教学中
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方法，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独立工作的能力。 
知识单元 1：Geografische Lage und Bevölkeru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seit der Vereinigung 
2. Wechselhaft mit sonnigen Abschnitten 
3. Die Bevölkerung 
4. Deutsch und andere Sprachen 
5. Deutsch in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6. Deutsche und Ausländer 
学习目标： 
1. Nachrichten in dieser Woche 
2.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3. Texte lesen und geeignete Videos sehen 
4. Referat von einem Studenten 
5. Diskussion über dieses Thema 
6. Zusammenfassung 
作业： 
1. Wie viele Länder grenzen an Deutschland?  
2. Diskutieren Sie die Rolle der Fremdsprachen in der EU. Wie würden Sie die Weichen ste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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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2：Die alten und neuen Bundesländer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Die alten und neuen Bundesländer 
2. eine föderalistische Struktur 
3. Klima und Landschaft 
4. Wirtschaftliche Situation 
5. Lage und Bedeutung 
学习目标： 
1. Nachrichten in dieser Woche 
2.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3. Texte lesen und geeignete Videos sehen 
4. Referat von einem Studenten 
5. Diskussion über dieses Thema 
6. Zusammenfassung 
作业： 
1. Machen Sie einen Referat über eins der Bundesländer- 
2. Plan Sie selbst eine Reise durch Deutschland und erklären Sie Ihre Route. 

知识单元 3：Soziale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Die Familie 
2. Wohnen heute und morgen 
3. Die Frau, Familie und Beruf 
4. Jugendliche nach der Wende und heute 
5. Die Zukunft gehört den Alten 
6. Freizeit und Sport 
学习目标： 
1. Nachrichten in dieser Woche 
2.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3. Texte lesen und geeignete Videos sehen 
4. Referat von einem Studenten 
5. Diskussion über dieses Thema 
6. Zusammenfassung 
作业： 
1. Bereiten Sie ein Referat vor, in dem Sie Gemeinsamkeiten und Unterschiede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vortragen. 
2. Diskutieren Sie das Thema unter dem Aspekt kultureller und religiöser Unterschiede. 

知识单元 4：Politik und öffentliches Leb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Das parlamentarische Regierungssystem 
2. Die Medien – Presse, Rundfunk und Fernsehen 
3. Schule und Studium 
4. Berufliche Bild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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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eiterbildung 
学习目标： 
1. Nachrichten in dieser Woche 
2.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3. Texte lesen und geeignete Videos sehen 
4. Referat von einem Studenten 
5. Diskussion über dieses Thema 
6. Zusammenfassung 
作业： 
1. Führende Politiker treten in Talkshows auf, um Sympathien zu gewinnen. Politiker werden zu 

Medienstars. – Sagen sie Ihre persönliche Meinung dazu. 
2. Man glaubt, was man sieht. Diskutieren Sie darüber, welche Verantwortung hat das Fernsehen? 
3. Wie beurteilen Sie das deutsche Universitätssystem? Was finden Sie gut? Was würden Sie 

verbessern? 
知识单元 5：Kultur und Massenmedi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Orte und ihre Dichter 
2. Das vereinte Deutschland und seine Autoren 
3. Die Welt und die Bühnenwelt 
4. Zentren der Musikgeschichte 
5. Filmereignisse 
6. VielfaIt der Museen 
7. Massenmedien, Hörfunk und Fernsehen 
学习目标： 
1. Nachrichten in dieser Woche 
2.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3. Texte lesen und geeignete Videos sehen 
4. Referat von einem Studenten 
5. Diskussion über dieses Thema 
6. Zusammenfassung 
作业： 
1. Suchen Sie Peter Handkes Werkverzeichnis im Internet. Was fällt Ihnen auf?. 
2. Elfriede Jelinek wird als österreichische Schriftstellerin wahrgenommen. Finden Sie in dem 

Fotoalbum von Elfriede Jelinek unter www.elfriedejelinek.com einen Text, der Sie besonders anspricht. 
知识单元 6：Aus der Wirtschaf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Die Welt der Arbeit 
2. Made in Germany 
3. Zukunftsmarkt EU 
4. Umweltsorgen 
5. Verkehrswege 
6. Neue Technologien 
7. Bewusstseinswan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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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Nachrichten in dieser Woche 
2.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3. Texte lesen und geeignete Videos sehen 
4. Referat von einem Studenten 
5. Diskussion über dieses Thema 
6. Zusammenfassung 
作业： 
1. Mit welchen Entdeckungen sind die folgenden Namen im 20. Jahrhundert verbunden? 

Recherchieren Sie im Internet: Alfred Wegner, Otto Hahn, Kari Freiherr Drais, Max Planck, Konrad Zuse, 
Werner Heisenberg. 

2. Welche Erfindungen haben diese Forscher im 19. Jahrhundert gemacht? Recherchieren Sie im 
Internet: Rudolph Diesel, Otto Lilienthal, Werner von Siemens, Johann Philipp Reis, Georg Simon Ohm.. 
知识单元 7：Das Europa von heut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Der Begriff „Europa“ 
2. Religionen 
3. Sprachen 
4. Städte und Metropolen 
5. Bildung und Kultur 
6. Politische Organisation 
学习目标： 
1. Nachrichten in dieser Woche 
2.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3. Texte lesen und geeignete Videos sehen 
4. Referat von einem Studenten 
5. Diskussion über dieses Thema 
6. Zusammenfassung 
作业： 
1. Worauf ist die Entstehung der heutigen Europäischen Union zurückzuführen? 
2. Warum wird oft gefragt, ob ein europäisches Deutschland oder ein deutsches Europa im 21. 

Jahrhundert entstehen wird? 
3. Welche.Rolle spielt Deutschland im europäischen Einigungsprozess? 

知识单元 8：Die Europäische Einigung und die EU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Der Europagedanke 
2. Die Spaltung Europas 1945-1990 
3. Die Einigung Europas 
4. Erfolge, Probleme und Aussichten der europäischen Einigung 
5. Die politische Struktur 
6. Kontroversen und Perspektiven 
7. Die Symbole der EU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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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achrichten in dieser Woche 
2.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3. Texte lesen und geeignete Videos sehen 
4. Referat von einem Studenten 
5. Diskussion über dieses Thema 
6. Zusammenfassung 
作业： 
1. Worauf war die erfolgreiche Versöhnung zwischen den Erbfeinden Deutschland und Frankreich 

zurückzuführen?. 
2. Welche Schwierigkeiten könnten bei der Gründung einer überregionalen bzw. supranationalen 

Organisation auftauchen? 
知识单元 9：Die Außenpolitik der BRD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Grundsätze der Außenpolitik 
2. Die außenpolitischen Beziehungen zur NATO und zur EU 
3. Die Beziehungen zu Mittel- und Osteuropa 
4.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und der BRD 
学习目标： 
1. Nachrichten in dieser Woche 
2.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3. Texte lesen und geeignete Videos sehen 
4. Referat von einem Studenten 
5. Diskussion über dieses Thema 
6. Zusammenfassung 
作业： 
1. Was sind die Grundprinzipien der Außenpolitik der BRD?. 
2. Warum unterstützt die BRD den Beitritt ost- und mitteleuropäischer Staaten in die EU? 

知识单元 10：Das Bildungs- und Erziehungswesen der BRD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Gesetzliche Grundlagen 
2. Grundschule 
3. Weiterführende Schulen 
4. Das „Duale System“—Berufsbildende Schule 
5. Hochschulwesen 
6. Forschung 
学习目标： 
1. Nachrichten in dieser Woche 
2.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3. Texte lesen und geeignete Videos sehen 
4. Referat von einem Studenten 
5. Diskussion über dieses Thema 
6. Zusammenfassung 
作业： 
1. Vergleichen Sie bitte Ziele und Aufgaben der Hochschulen in China und Deutsch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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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as ist das tragende Prinzip der deutschen Hochschullandschaft?. 
知识单元 11：Verteidigung und Sicherheit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Die Führung der Bundeswehr 
2. Struktur und Kampfauftrag der Bundeswehr 
3. Wehrdienstverweigerung 
4. Die Stellung der Bundeswehr in der Gesellschaft 
5. Innere Sicherheit 
学习目标： 
1. Nachrichten in dieser Woche 
2.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3. Texte lesen und geeignete Videos sehen 
4. Referat von einem Studenten 
5. Diskussion über dieses Thema 
6. Zusammenfassung 
作业： 
1. Welche Maßnahmen hat man getroffen, um die Bildung eines „Staates im Staat“ zu verhindern? 

Welche Rolle spielt die Volksbefreiungsarmee unseres Landes im gesellschaftspolitischen Leben? 
2. .Was hältst du von den Wehrdienstverweigern? Von welcher Bedeutung ist der Zivildienst für 

den Sozialbereich? 
知识单元 12：Sitten und Gebräuche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Feste und Feiertage 
2. Esskultur 
3. Freizeitgestaltung 
学习目标： 
1. Nachrichten in dieser Woche 
2.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3. Texte lesen und geeignete Videos sehen 
4. Referat von einem Studenten 
5. Diskussion über dieses Thema 
6. Zusammenfassung 
作业： 
1. Bereiten Sie ein Referat vor, in dem Sie die Esskultur in Deutschland vortragen. 
2. Diskutieren Sie über die Feste in Deutschland unter dem Aspekt kultureller und religiöser 

Unterschiede. 
知识单元 13：Interkulturelles Zusammenleben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erkulturelle Begegnungen 
2. Werte, Normen,Regeln, Verhalten im Alltag, Zeitverständnis 
3. Interkulturelle Kompetenz 
学习目标： 
1. Nachrichten in dieser Wo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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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3. Texte lesen und geeignete Videos sehen 
4. Referat von einem Studenten 
5. Diskussion über dieses Thema 
6. Zusammenfassung 
作业： 
1. Diskutieren Sie, wie ist das interkulturelle Zusammenleben in Deutschland? Wo gelingt es? Wo 

gibt es Probleme? 
2. Auf welche Weise verändert sich Kultur? Welche Erfahrungen haben Sie selbst mit kulturellen 

Veränderungen?. 
知识单元 14：Religiöse Vielfalt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Unterschiedliche Religionen und Weltanschauungen 
2. Art. 4 GG 
3. Bedeutung von Religion 
4. Kirche und Staat 
5. Interreligiöse Konflikte und Dialog 
学习目标： 
1. Nachrichten in dieser Woche 
2.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3. Texte lesen und geeignete Videos sehen 
4. Referat von einem Studenten 
5. Diskussion über dieses Thema 
6. Zusammenfassung 
作业： 
1. Welche Konfessionen gibt es im Christentum? 
2. Welche Rolle spielt Religion in Ihrem Alltag? Welche religiösen Werte gibt es?. 

知识单元 15：Liebe, Partnerschaft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Reiner Schwalme, Karikatur 
2. Keto von Waberer;Seit das Kind da war 
3. Gabriele Wohmann, Lauter Dornröschen 
4. Matthias Horx,Erotischer Status 
5. Franz Hohler, Eine Liebesaffäre 
学习目标： 
1. Nachrichten in dieser Woche 
2.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3. Texte lesen und geeignete Videos sehen 
4. Referat von einem Studenten 
5. Diskussion über dieses Thema 
6. Zusammenfassung 
作业： 
1. Bereiten Sie ein Referat vor, in dem Sie die Lebensformen in Deutschland vortragen. 
2. Diskutieren Sie das Thema unter dem Aspekt kultureller und religiöser Unterschi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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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6：Zeit im Wandel/Veränderte Zeiten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Michael Miersch, Alles öko, oder was? 
2. Richard von Weizsäcker; An einer lebenswerten Zukunft arbeiten 
3. Harald Romeikat, Der Flur als Single-Lebensraum 
4. Uwe Timm, Die Currywurst an der Imbissbude 
学习目标： 
1. Nachrichten in dieser Woche 
2. Hintergrundinformationen  
3. Texte lesen und geeignete Videos sehen 
4. Referat von einem Studenten 
5. Diskussion über dieses Thema 
6. Zusammenfassung 
作业： 
1. Bereiten Sie ein Referat vor, in dem Sie Gemeinsamkeiten und Unterschiede zwischen China 

und Deutschland beim Thema Zeitgefühl vortragen. 
2. Diskutieren Sie das Thema Zeitverständnis unter dem Aspekt kultureller Unterschiede.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Geografische Lage und Bevölkerung 2  

2 Die alten und neuen Bundesländer 2  

3 Soziales 2  

4 Politik und öffentliches Leben 2  

5 Kultur und Massenmedien 2  

6 Aus der Wirtschaft 2  

7 Das Europa von heute 2  

8 Die Europäische Einigung und die EU 2  

9 Die Außenpolitik der BRD 2  

10 Das Bildungs- und Erziehungswesen der BRD 2  

11 Projekte Präsentation  mündlich und PPT 

12 Verteidigung und Sicherheit，Religiöse Vielfalt 2  

13 Sitten und Gebräuche，Liebe, Partnerschaft 2  

14 
Interkulturelles Zusammenleben，Zeit im 
Wandel/Veränderte Zeiten 

2  

15 Wiederholung und Sprechstunde 2 
Zusammenfassung 
des Hauptinhalts in 
diesem Semester 

16 Abschlussprüfung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8271 

先修课程：德语国家概况（一）、德语国家概况（二） 
后续课程：跨文化交际学、德汉翻译、德国文学精读 。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在选范文精讲精读的同时还要注意从“句子”层面过渡到“语篇”层面。词汇教学应适当扩

充，尤其注意有特殊文化含义的词语及谚语的讲解。 
难点：培养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具有严谨的学风，能安排高效自学；具有基本的科研能力，

能独立利用图书馆和网络收集资料，完成项目或撰写论文。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启发式教学。 
2. 讨论式教学。 
3. 项目教学。 
教学手段： 
1. 互动教学手段。 
2. 多媒体教学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桌椅可活动。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本课程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要求较高，分专题布置任务之后要求学生能够使用单语词典和各

类工具书， 并能独立利用图书馆和网络收集资料，撰写论文或做专题报告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对课程的考核应具有科学性、客观性和可

行性。在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
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个专题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选编德语国家社会文化相关理论教学材料；结合本校实践教学

环境特点，自主编写有关专题项目教学指南。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自编教材，自制课件。教师大量收集相关专题的阅读文章以及音频、视频材料。 
（二）推荐参考书 
1.Renate Luscher, 2009, Von der Wende bis heute:Landeskunde Deutschland, Verlag für Deutsch. 
2. 卡尔-海因茨 德罗荷柰尔，2003，《今日德国——德语作为外国语阅读练习（Land in Sicht）》，

上海译文出版社。 
3.过文英、胡凯、姚宝，2009，《德国概况（Deutschland in Europa—Ein landeskundliches 

Lehrwerk）》，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4.姚宝、过文英，2002，《当代德国社会与文化》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5.www.tagesschau.de 
6.www.wdr.neuneinhalb.de 
7.www.dw-world.de 

执笔：霍颖楠。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制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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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导论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课程号：4080103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德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学生应掌握基本的跨文化交际概念，培养跨文化研究意识；2、掌握

基本的跨文化交际理论，构建基本的相关理论体系，可以理论联系实际，为实践中出现的跨文化问

题提供可能的解决方式；3、在学习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提高德语的语言阅读和听力理解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使德语专业三年级的学生在结束基础阶段的纯粹语言学习之后能够在某一特

定领域内将所学语言活学活用，同时使学生掌握跨文化交际和跨文化研究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

理，了解跨文化研究的基本框架，为他们以后相关的研究打下基础。作为外语专业学生，其跨文化

交际的机会相比其他专业更加突出，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外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是其不可或缺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Grundlagen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1 Was heißt "Kultur"? 
1.1.1 Kultur 
Kultur ist ein oft verwendetes Wort; aber durchaus nicht immer ist klar, was damit gemeint ist. Wie 

zahlreiche abstrakte Begriffe dieser Art ist Kultur vieldeutig; und das heißt: je nach Kontext und Benutzer 
variiert die Bedeutung - auch in den Wissenschaften. Eine einheitliche, allgemein anerkannte Definition 
von Kultur gibt es nicht. Folglich muß jeder, der von Kultur redet (zum mindesten in der Wissenschaft) 
möglichst präzise fest¬legen, was darunter zu verstehen ist.  

Kultur - abgeleitet vom lateinischen "colere" = bebauen, bestellen, pflegen - bedeutet zunächst ganz 
allgemein die Art und Weise, wie die Menschen ihr Leben gestalten mitsamt den "Produkten" ihres 
Denkens und Schaffens. Dem Mittelalter war der Begriff "Kultur" fremd. Etwa seit dem 17. Jahrhundert 
stellte man dann "Kultur" der "Natur" gegenüber, wobei "Kultur" etwas bezeichnete, das der Mensch aus 
eigenem Willen und Vermögen schafft, während "Natur" ihm vorgegeben ist. Nicht selten unterscheidet 
man zwischen Kultur und Zivilisation, wobei dann Zivilisation die eher materielle Seite, Kultur mehr die 
ideelle Komponente menschlichen Daseins bezeichnet. Vor allem im deutschen Sprachgebrauch engte 
sich seit dem 18. Jahrhundert das Gemeinte immer mehr ein auf die „Kulturprodukte“, verbunden mit 
betonten Wertungen: Zur Kultur rechnen - insbesondere im deutschen Bildungsbürgertum - nur solche 
"Produkte", die als besonders" wertvoll" gelten; wobei freilich manchmal offenbleibt, was denn nun im 
konkreten Falle nach welchen Kriterien „wertvoll“ ist und was nicht. 

Manchmal wird jedoch "Kultur" in einer etwas anderen Bedeutung verwendet. Dann bezeichnet man 
als Kultur nicht die Lebensweise einer Gruppe, sondern diese Gruppe selbst, die durch eine gemeinsame 
Lebens¬weise gekennzeichnet ist. Diese Ansicht vertritt beispielsweise der ameri¬kanische Anthropologe 
Brislin: "Eine Kultur ist zu verstehen als eine identifizierbare Gruppe mit gemeinsamen Überzeugungen 
und Erfah¬rungen, mit Wertgefühlen, die mit diesen Erfahrungen verbunden sind, und mit einem Interesse 
an einem gemeinsamen historischen Hintergrund.“ 

1.1.2 Subkul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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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ses Konzept geht von der Vorstellung aus, daß die Teilgruppen einer großen Gesellschaft eine je 
eigene Kultur aufweisen, eben eine Subkultur. Jede Subkultur hebt sich durch eigene, 
"subkulturspezifische" Merkmale von anderen Subkulturen ab, fügt sich aber zugleich der übergreifenden 
Gesamtkultur ein. Dabei beschränkt sich dieses Konzept heute nicht auf ethnisch definierte Teilgrup¬pen, 
sondern es erstreckt sich auch auf zahlreiche sonstige Untergruppen einer Großgesellschaft. In dieser 
Perspektive lassen sich Subkulturen erken¬nen etwa bei Jüngeren und Älteren, bei höher und weniger 
Gebildeten, bei Nord- und Süddeutschen. Ost- und Westdeutschen, bei Berufsgruppen usw. 

1.1.3 "Primitive" Kulturen?  
Diese Sprachgepflogenheit erscheint jedoch wenig glücklich. Im Deutschen mehr noch als in anderen 

Sprachen schwingt bei "primitiv" fast immer eine Abwertung mit, eine negative Bedeutungskomponente; 
primitiv wird assoziiert mit naiv, zurückgeblieben, unkultiviert, unterentwickelt, minderwertig. Das ist 
vornehmlich die Sichtweise des Abendländers, der sich mit seinen "Errungenschaften" den „Primitiven" 
überlegen fühlt; eine Einstellung, die für die Kolonialzeit typisch war, aber auch heute noch weiterlebt. 

1.1.4 Kultuewissenschaft 
Kulturen sind hochkomplexe Phänomene, die sich unter zahlreichen Blickwinkeln betrachten lassen. 

Daraus folgt, daß sich mehrere Wissenschaftsdisziplinen mit je eigenen Perspektiven, Fragestellungen und 
Methoden der Erforschung von Kultur und Kulturen widmen. Hier ein kurzer Überblick über die 
wichtigsten dieser KulturWissenschaften. 

Eine herausragende Stellung nimmt die Anthropologie ein, genauer: die Kulturanthropologie. 
Die Sozialpsychologie befaßt sich vor allem mit den Beziehungen zwischen Menschen, Gruppen, 

Völkern, Nationen.  
Die Psychologie beschäftigt sich u.a. mit den Zusammenhängen zwischen Kultur und Persönlichkeit. 
Der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 fallen bei der Untersuchung von Kulturen und ihren Beziehungen 

zahlreiche wichtige Aufgaben zu. 
Da Sprache und Sprachen in hohem Maße kulturrelevante Phänomene sind, kommt bei der 

Erforschung der Kulturen der Linguistik große Bedeutung zu. 
Schließlich sind noch einige weitere Wissenschaften zu nennen, die sich ebenfalls - wenn auch meist 

mehr am Rande - mit Kulturen und interkul¬turellen Beziehungen beschäftigen, so etwa Politologie, 
Geschichtswis¬senschaften, Kulturgeographie und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1.2  Mensch und Kultur 
Kultur ist etwas spezifisch Menschliches. Nur dem Menschen schreiben wir Kultur zu. Der Mensch 

schafft Kultur, und er wird von ihr geprägt. Der Mensch ist ein Tier unter Tieren; doch unterscheidet er 
sich von anderen Tieren dadurch, daß er weniger und zugleich mehr Fähigkeiten aufweist. 

1.2.1 Kulturelle Universalien 
"Der" Mensch ist eine begriffliche Abstraktion. Konkret gibt es nur einzelne Personen, also 

Individuen, die in ihrer Ausprägung einmalig und unverwechselbar sind. Wenn wir von "dem" Menschen 
schlechthin spre¬chen, dann steckt dahinter offensichtlich die Annahme, daß es Merkmale, Eigenschaften, 
Fähigkeiten, Verhaltensweisen gibt, die alle Individuen übergreifen und somit auch durchgängig in allen 
Kulturen anzutreffen sind. Diese Merkmale werden in der Wissenschaft unter dem Begriff "Universalien" 
diskutiert. 

Ohne Zweifel gibt es biologische Universalien, also physische Merkmale, durch die die GattLmg 
Mensch sich von anderen Lebewesen abhebt. Sehr viel schwieriger ist es zu entscheiden, ob auch im 
Bereich des Psychischen und des Kulturellen solche allgemeingültigen Merkmale anzunehmen sind. 
Legen wir hier strenge wissenschaftliche Maßstäbe an, so ist letztlich diese Frage überhaupt nicht zu 
beantworten, denn als Universalie gilt ein Phänomen erst dann, wenn sich nachweisen läßt, daß es i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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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 überall anzutreffen ist, zu allen Zeiten, bei allen Völkern, in allen Kulturen; und ein solcher Nachweis 
ist praktisch unmöglich. 

1.2.2 lndividuum und Kultur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dem Individuum und seiner Kultur ist als ein komplexes System von 

Wechselbeziehungen zu verstehen. Einerseits wird der Mensch als Person und Persönlichkeit durch die 
Kultur, in der er lebt und der er angehört, wesentlich geprägt, auf der anderen Seite beeinflußt er 
wiederum seine Kultur und trägt so zum "kulturellen Wandel" bei. Den Prozeß des Hineinwachsens des 
Individuums in seine Kultur, des Übernehmens und Verinnerlichens bezeichnet man als "Enkulturation". 

1.3  Ethnozentrismus: Die eigene Kultur als Mitteipunkt und Maßstab 
Die meisten Menschen sehen die eigene Kultur als den Mittelpunkt der Welt und als den Maßstab 

aller Dinge. Diese Einstellung, in den Wissenschaften als „Ethnozentrismus" bezeichnet, spielt bei der 
interkulturellen Begegnung eine außerordentlich bedeutsame Rolle.  

Ethnozentrismus ist "eine unbewußte Tendenz, andere Völker aus der Sicht der eigenen Gruppe zu 
betrachten und die eigenen Sitten und Normen zum Standard aller Beurteilungen zu machen. Wir stellen 
uns selbst, unsere rassische, ethnische oder soziale Gruppe, in den Mittelpunkt des Universums und stufen 
alle anderen dementsprechend ein. Je ähnlicher diese uns sind, um so näher plazieren wir sie in diesem 
Modell; je größer die Verschiedenheiten, um so ferner lokalisieren wir sie". 

1.3.1 Selbstverständlichkeiten  
Normalerweise ist es dem Menschen nicht bewußt, daß seine Erlebenssen und Verhaltensmuster 

durch seine Kultur geprägt sind und daß die Menschen in anderen Kulturen andere, eigene Sichtweisen, 
Wertorientierungen, Normen haben. Die meisten Menschen, welcher Kultur sie auch er angehören mögen, 
leben aus einern naiven Realismus heraus; sie unreflektiert von der Annahme aus, die Welt sei "an sich" so, 
wie sie erscheint; für sie besteht diese ihre Welt aus zahllosen "Selbstverständlichkeiten", aus 
Gegenständen, Personen, Vorgängen, Rela tionen, Ka-tegorien, die "selbstverständlich" so sind, wie sie 
sind, und als "naturge¬geben" oder "gottgewollt", jedenfalls als unproblematisch akzeptiert werden. 

1.3.2 Überlegenheitsbewußtsein 
Häufig bedeutet der Ethnozentrismus auch die Ansicht, die eigene Kultur sei anderen überlegen. Die 

anderen Kulturen werden dann zugunsten der eigenen abgewertet. Alles, was von den eigenen Normen, 
Sitten, Wertorientierungen, Gewohnheiten, Verhaltensmustern abweicht, gilt als minderwertig, fragwürdig, 
oft sogar als abartig und unmoralisch. 

Eine Aufwertung der eigenen und Abwertung anderer Kulturen liegt zweifellos auch der Tatsache 
zugrunde, daß etliche Völker oder Stämme sich selbst als "Menschen" bezeichnen und damit alles, was 
außerhalb der eigenen Kultur liegt, als "nicht-menschlich" abqualifizieren. 

1.3.3 Nationalismus 
Ethnozentrismus manifestiert sich in einer neuzeitlichen Variante als Nationalismus. Seitdem es im 

eigentlichen Sinne Nationen und Nationalstaaten gibt, schlägt sich im Normalfalle die Zugehörigkeit zu 
einem solchen Gebilde subjektiv nieder in einer Identifikation mit der Nation, und dieses Nationalgefühl, 
das dem Individuum eine Identität gibt, ist etwas durchaus Positives, jedenfalls solange das 
Nationalbewußtsein einhergeht mit Achtung und Toleranz gegenüber anderen Nationen. 

1.3.4 Kulturrelativismus 
Der Ethnozentrismus ist eine weitverbreitete und tief im Menschen verankerte Grundeinstellung. 

Diese Einstellung widerspricht aber dem Konzept von der Gleichheit aller Menschen, einem Konzept also, 
das heute - zumindest als Zielvorstellung - der gesellschaftlichen und politischen Ethik zugrunde liegt. 
Aus diesem Widerspruch resultierte dann - als Gegenentwurf zum Ethnozentrismus - die Forderung nach 
einem "Kulturrelativis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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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Der Fremde - Vom Fremdsein 
Begrifflich ist es nicht gerade einfach, das zu fassen, was man als das Fremde bezeichnet. Hier ein 

Versuch, bei dem jedoch die Kategorien immer noch recht unklar ineinander übergehen: Man kann 
unterscheiden: 

- Das Fremde als das Auswärtige, das Ausländische, d .h. als etwas, das sich jenseits einer räumlich 
bestimmbaren Trennungslinie befindet. Raumbezogene Deutungsmuster des Fremden unterscheiden 
hierbei zwischen 'Zugänglichkeit' und 'Unzugänglichem'. Es geht dann um die lokale Erreichbarkeit von 
bislang Abgetrenntem. Diese Perspektive enthält gleichzeitig eine starke Betonung des 'Inneren' als 
Heimat oder Ein-heitssphäre.  

- Das Fremde als Fremdartiges, z.T. auch im Sinne von Anomalität, von Ungehörigem oder 
Unpassendem steht in Kontrast zum Eigenartigen und Normalen, d.h. zu Eigenheiten, die zum 
Eigenwesen eines Sinnbezirks gehören.  

- Das Fremde als das noch Unbekannte bezieht sich auf Möglichkeiten des Kennenlernens und des 
sich gegenseitig Vertrautrnachens von Erfah-rungsbereichen, die prinzipiell erreichbar sind.  

- Das Fremde als das letztlich Unerkennbare ist das für den Sinn bezirk transzendente Außen, bei 
dem Möglichkeiten des Kennenlernens prinzipiell ausgeschlossen sind.  

- Das Fremde als das Unheimliche zieht seine Bedeutung aus dem Gegensatz zur Geborgenheit des 
Vertrauten. Hier geht es um die beklemmende Erfahrung, daß auch Eigenes und Vertrautes zu 
Fremdartigem umschlagen kann. Die Grenze zwischen Innen und Außen verschwimmt, wenn das 
'Heimische' unheimlich wird." 

1.5  Kulturdistanz 
Mit den Worten "nah" und "entfernt" ist eine Dimension angesprochen, der bei der interkulturellen 

Begegnung große Bedeutung ankommt: die Dimension der erlebten Distanz zwischen Völkern und 
Kulturen, die "interkulturelle Distanz" oder kürzer die Kulturdistanz". 

Wieweit reichen in allen diesen Dimensionen und Faktoren bei einem Vergleich zwischen je zwei 
Kulturen die Gemeinsamkeiten? Je mehr Gemeinsamkeiten, umso geringer die Kulturdistanz, und je 
weniger Gemeinsamkeiten, umso größer die Kulturdistanz. Das bedeutet für die interkulturelle 
Begegnung: Je geringer diese Distanz ist, umso einfacher und wahrscheinlicher ergibt sich ein adäquates 
Verstehen der anderen Seite. Bei großer Distanz dagegen kommt es leicht zu einem Mißverstehen oder 
Nicht-Verstehen. 

1.6  Vom Verstehen fremder Kulturen 
Wer in eine fremde Kultur geht, erlebt dort vieles als merkwürdig und unverständlich. Meist merkt er 

sehr bald: Um in der Fremde zurechtzu¬kommen, genügt es nicht, gelerntes Wissen anzuwenden und die 
Verhal¬tensweisen im Gastland zu beobachten. Vielmehr erkennt er es als seine Aufgabe, die fremde 
Kultur zu" verstehen". 

Stark vereinfacht und verkürzt bedeutet Verstehen, daß der Mensch as Neues, das ihm in seiner Welt 
begegnet, sinnhaft einfügt in bereits Bekanntes, in schon vorhandene Strukturen. Es liegt auf der Hand, 
daß urch dieses Einfügen die Strukturen selber verändert werden. 

1.7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Wenn Menschen verschiedener Kulturen einander begegnen, bezeichnen wir die Prozesse, die dabei 

ablaufen, als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oder auch als "interkulturelle Interaktion". 
Von interkultureller Interaktion und Kommunikation sprechen wir, wenn die Begegnungsparhler 

verschiedenen Kulturen angehören und wenn sich die Partner der Tatsache bewußt sind, daß der jeweils 
andere "anders" ist, wenn man sich also wechselseitig als "fremd" erlebt. "Als interkulturell werden alle 
Beziehungen verstanden, in denen die Beteiligten nicht ausschließlich auf ihre eigenen K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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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ventionen, Einstellungen und Verhaltensformen zurückgreifen, sondern in denen andere Kodes, 
Konventionen, Einstellungen und Alltagsverhaltensweisen erfahren werden. 

1.8 Was heißt "der Westen"? 
Der "Westen" ist zunächstein geographischer Begriff, dem als Komplement der "Osten" 

gegenübersteht. Was nun Westen und Osten im konkreten Fall bedeutet, hängt vom jeweiligen Standort 
des Betrachters ab. Doch gibt es seit langem die stillschweigende Übereinkunft, daß die Europäer sich als 
Westen verstehen und daß mit Osten der Bereich gemeint ist, der - irgend wo daran angrenzend - nach 
Osten hin liegt. 

Alles in allem bleibt "Der Westen" ein mehrdeutiger Begriff. Nur selten sagen die Autoren präzise, 
was sie damit meinen; in der Regel muß der Leser dem Kontext entnehmen, was dieses Wort jeweils 
bedeuten soll. 

Die „abendländischen Grundwerte“ sind geprägt durch das vierfache Erbe griechischen Denkens, 
römischen Rechts, germanischer Gesellschaftsvorstellungen und christlichen Glaubens und haben über die 
Renaissance und Reformation zur Aufklärung und zur modernen Wissenschaftlichkeit geführt. Als 
besonders charakteristisch vor allem im Vergleich mit Asien dürfen folgende Eigenschaften gelten: 
Individualität, Diesseitigkeit, Rationalität, Gesellschaftsvertragsgesinnung, Gesetzesorientierung und 
Leistungsethik. 

学习目标： 
1．了解并掌握跨文化交际理论中的基本概念：“文化”、“人与文化”、“人文中心主义”、“陌生

人与陌生感”、“文化距离”、“对异文化的理解”、“跨文化交流”“西方与东方”。 
知识单元 2：2. Strukturmerkmale von Kulturen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Jeder Mensch wird durch die Kultur, in der er aufwächst, entscheidend geprägt. Allerdings, im 

normalen Alltag weiß er davon nichts. Die kulturspezifischen Eigenarten sind für ihn 
Selbstverständlichkeiten, und da für die Menschen seiner Umgebung die gleichen 
Selbstverständlichkeiten gelten, gibt es keinen Anlaß, darüber nachzudenken. Begegnet man jedoch 
Menschen anderer Kulturen, so stellt man fest, daß es auch andere Arten und Formen des Erlebens, 
Denkens und Verhaltens gibt, Formen, die sich mit den gewohnten, eingefahrenen Schemata nicht 
vereinbaren lassen. Diese Begegnungsprobleme werden im vierten Kapitel erörtert. In diesem zweiten 
Kapitel geht es - gleichsam in einer Vorstufe zu den Fragen der Begegnung - darum zu klären, worin sich 
überhaupt, grundsätzlich, allgemein Kulturen (und damit auch die von ihrer Kultur geprägten Menschen) 
unterscheiden. Den Ausgangspunkt dieser Überlegungen bildet somit die These, daß jede Kultur auf eine 
eigene, spezifische Weise ausgeformt ist. Die Kategorien, in denen sich Kulturen voneinander abheben 
und die in ihrer strukturierten Gesamtheit das spezifische Profil einer Kultur bilden, nennen wir 
"Strukturmerkmale". Als kulturelle Strukturmerkmale werden in diesem Kapitel behandelt: 

- Nationalcharakter, Basispersönlichkeit  
- Wahrnehmung  
- Zeiterleben  
- Raumerieben  
- Denken  
- Sprache  
- Nichtverbale Kommunikation  
- Wertorientierungen  
- Verhaltensmuster: Sitten, Normen, Rol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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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ziale Gruppierungen urid Beziehungen. 
2. 1 Nationalcharakter, Basispersönlichkeit  
Die Wissenschaften, insbesondere Psychologie und Kulturanthropologie, haben viel Mühe darauf 

verwendet, diesen Problemkomplex auf eine verläßliche Grundlage zu stellen. Das Konzept, das diesem 
Anspruch gerecht werden sollte, war die Vorstellung vorn "Nationalcharakter". Den Bemühungen, 
Nationalcharaktere zu erfassen, lagen freilich keineswegs nur reine Erkenntnisinteressen zugrunde. 

Das Konzept vom Nationalcharakter basiert auf der Annahme, daß die Menschen einer Nation sich in 
den Gmndmustem ihres Erlebens und Verhaltens sowie ihrer PersönLichkeit gleichen oder doch ähneln 
und sich so von Menschen anderer Nationen abheben.  

Die methodologischen Schwierigkeiten sind wohl der Grund dafür, daß man in den Wissenschaften 
heute nur noch selten von "Nationalcharakter" spricht. 

Das Konzept von der Basispersönlichkeit wurde eingeführt vorn Anthro¬pologen Kardiner, der von 
einer psychoanalytischen Position aus die An¬sicht vertritt, die psychologischen Gemeinsamkeiten einer 
sozialen Grup¬pierung seien in den kulturellen Einflüssen während der frühkindlichen Entwicklung 
begründet. Das Sozialverhalten der Sozialisationsinstanzen, vor allem des Elternhauses, prägt die 
gleichartigen Basisstrukturen, und diese Prägung schlägt sich dann auch in den verschiedenartigsten 
Erscheinungsformen der gemeinsamen Kultur nieder. 

Wir sind nicht interessiert an den Besonderheiten, in denen sich die Personen voneinander 
unterscheiden, sondern an jenen Bereichen ihrer Charakterstruktur, die den meisten Mitgliedern der 
Gruppe gemein sind. Diese Bereiche nennen wir Sozialcharakter. 

2.2 Wahrnehmung 
Für den Psychologen dagegen ist das Wahrgenommene da Produkt außerordentlich komplexer 

Prozesse. Zunächst einmal betont die Psychologie, daß Wahrnehmen nicht etwa einen isolierten Bereich 
des Psychischen darstellt, sondern in engen Wechselbeziehungen mit anderen psychischen Bereichen 
verbunden ist, etwa mit Aufmerksamkeit, Denken und Sprechen, mit Lernen, Erinnerung, Emotionen u.a. 
Ferner haben die Forscher die Vorstellung vom Wahrnehmen als passives Rezipieren längst durch ein 
anderes Denkmodell ersetzt: Wahrnehmen, und zwar jedes Wahrnehmen, ist aktives Gestalten; nicht nur in 
dem Sinne, daß der Mensch die unendliche Fülle der auf ihn eindringenden und von den Rezeptoren 
physiologisch aufgenommenen physikalischen Reize psychisch in jeweils Wichtiges und Unwichtiges, 
Bedeutsames und Belangloses, in Figur und Grund aufgegliedert; in die menschliche Wahrnehmung geht 
vielmehr ständig und grundsätzlich der ganze Reichtum subjektiver Erfahrung mit ein, eingebettet in die 
gesamte Persönlichkeitsstruktur eines Menschen einschließlich dessen, was ihm sein Entwicklungsgang 
sowie seine materielle und kulturelle Umwelt an Sicht- und Denkweisen mitgegeben hat. 

2.2.1 Sehen (visuelle Perzeption)  
Linien und Winkel werden von Menschen verschiedener Kulturen auf unterschiedliche Art und 

Weise wahrgenommen. 
In hohem Maße kulturbedingt ist ferner die Wahrnehmung von Farben, und zwar in zweierlei 

Hinsicht. 
Unsere eigene Farbensymbolik halten wir gerne für selbstverständlich. 
2.2.2 Tastsinn (Taktile Perzeption)  
Der Tastsinn hat im allgemeinen für uns nicht die Bedeutung wie Sehen und Hören. Doch trägt auch 

dieser Sinnesbereich wesentlich zum Aufbau unserer Wahrnehmungs- und Erlebniswelt bei, mehr 
jedenfalls als uns in der Regel bewußt ist. Und weit stärker, als man das zunächst vermutet, ist auch der 
Tastsinn kulturell überformt. 

2.2.3 Geruchssinn (Olfaktorische Perz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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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h im Bereich des Geruchssinnes gibt es zahlreiche kulturspezifische Varianten.  
2.3 Zeiterleben 
Für Philosophen gilt Zeit als eine Formalkategorie, die allen Menschen gleichermaßen vorgegeben 

ist. Im konkreten Erleben und Handeln jedoch kann Zeit vielerlei bedeuten. Das zeigt sich zum einen in 
den Vorstellungenen davon, was Zeit ist; und zum anderen gibt es viele Möglichkeiten, mit Zeit 
umzugehen. Beide Aspekte – Zeitkonzept und Umgang mit Zeit – vaiieren von Kulfur zu Kultur; sie 
stellen kulturspezifische Strukturmerkmale dar. 

2.3.1 Zeitkonzepte 
Der Mensch ist unentrinnbar in dieZeit eingebunden, und auf den Ablauf von Zeit kann er keinen 

Einfluß nehmen. So ist es nicht verwunderlich, wenn schon immer und überall über Zertnachgedacht  
wurde. Es bildeten sich Vorstellungen davon aus, was Zeit eigentlich ist, wie man sie sich zu denken hat, 
mit anderen Worten: Schon immer gab es Zeitkonzepte. Und diese Konzepte fallen von Kultur zu Kultur 
verschieden aus. 

Für Europäer und Amerikaner bedeutet Zert meist die Dauer zwischen zwei Punkten. Die Gegenwart 
ist gleichsam die Station auf einer Reise, ein Punkt, der die Vergangenheit von derZukunft trennt; wobei 
für die meisten westlichen Kulturen die Zukunft wichtiger ist als die Vergangenheit. 

Irr Asien und vielfach auch in Afrika erleben die Menschen die Zeit wesentlich konkreter und 
ganzheitlicher. 

Kulfuren unterscheiden sich auch darin voneinander, daß sie sich schwerpunktmäßig stärker an der 
Vergangenheit oder an der Gegenwart oder an der Zukunft orientieren. 

2.3.2 Umgang mit Zeit 
Wie es kulturspezifische Zeitkonzepte gibt, so variiert auch - eng damit zusammenhängend - die Art 

und Weise, wie die Mensch en mit Zeit umgehen, wie sie Zeit handhaben. Diese Art und Weise wird 
offensichtlich zu wesentlichen Teilen durch den Grad der Technisierung und Industrialisierung 
mitbestimmt. Je höher eine Gesellschaft industrialisiert ist, desto bewußter, rationaler und sparsamer 
denken und handeln die Menschen in der zeitlichen Dimension.  

2.4 Raumerleben 
Wie bei der Zeit lassen sich auch beim Raum zwei verschiedene, wenn auch miteinander verknüpfte 

Aspekte erkennen: einerseits Konzepte vom Raum, also das, was die Menschen unter Raum verstehen, 
und auf der anderen Seite der Umgang mit Raum. Beide Aspekte variieren von Kultur zu Kultur, sie 
stellen kulturelle Strukturmerkmale dar. 

2.4.1 Raumtkonzepte 
Es gibt verschiedene Raumkonzepte, die man nicht von vornherein als richtig oder falsch, höher oder 

niedriger, ,,zivilisiert" oder ,,primitiv" einstufen sollte. 
Verschiedene Raumkonzepte werden schon darin sichtbar, daß in etlichen Kulturen dem Raum 

großes Gewicht zukommt, während man ihm in anderen Kulturen nur wenig Aufmerksamkeit widmet. 
2.4.2 Umgang mit Raum 
Wie die Menschen verschiedener Kulturen mit Raum umgehen, hängt eng mit den jeweiligen 

kulturspezifischen Raumkonzepten zusammen. Am Beispiel von vier Themenkreisen soll die 
Kulturbedingtheit des Umgehens mit Raum verdeutlicht werden; es sind dies 

- der private Raum 
- die räumliche Orientierung 
- interpersonale Distanz 
-  Raumgestaltung. 
2.5 Den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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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ß Menschen mit verschiedenen Weltsichten, Verhaltensmustem und Wertorientierungen auch 
Verschiedenes denken, daß sich also die Inhalte ihres Denkens unterscheiden, erscheint uns als 
durchaus ,,natürlich". Weniger evident und plausibel ist die These, daß es auch beim ,,Wie" ,bei der Form 
des Denkens kulturspezifische Eigenheiten gibt, daß also auch die Art und Weise, wie die Menschen 
denken, von Kultur zu Kulfur variiert. 

Denken kann 
- logisch oder prälogisch, 
- induktiv oder deduktiv, 
- abstrakt oder konkret, 
-  alphabetisch oder analphabetisch sein. 
2.5.1 Logisch - prälogisch 
Während logisches Denken analytisch-linear-rational vorgeht, ist das prälogische Denken 

ganzheitlich, assoziativ, affektiv. 
2.5.2 Induktiv-deduktiv 
Stark vereinfacht lassen sich induktives und deduktives Denken so charakterisieren: Induktives 

Denken geht vom Einzelnen, Besonderen, Konkreten aus und schreitet von dort zu allgemeineren, 
abstrakten, theoretischen Konzepten fort. Demgegenüber konstruiert das deduktive Denken - in 
umgekehrter Richtung - zunächst übergreifende Konzepte oder Theorien, um sie dann anhand empirischer 
Befunde zu überprüfen. 

2.5.3 Abstrakt-konkret 
Dem Westen schreibt man schwerpunktmäßig ein eher abstraktes und anderen Kulturen ein konkretes 

Denken zu. 
2.5.4 Alpabetisch-analphabetisch 
2.5.5 Bezugsrahmen 
Was und wie Menschen denken, wird in hohem Maße durch den Bezugsrahmen (,,frame of 

reference") bestimmt. Und dieser Rahmen kann von Kultur zu Kulfur verschieden sein. 
2.6 Sprache 
„Sprache" ist ein vieldeutiger und nicht immer klar definierter Begriff, der in verschiedenen 

Wissenschaftsdisziplinen - Linguistik, Psychologie, Soziologie, Philosophie, Anthropologie, Logik, 
Informatik u.a. - in recht unterschiedlichen Bedeutungen verwendet wird. 

Eine Sprache ist nicht nur ein Instrument für Kommunikation und für das Erregen von Emotionen. 
Jede Sprache ist auch ein Mittel, um die Erfahrungswelt zu kategorisieren. Das Erfahrungskontinuum 
kann sehr verschieden aufgeteilt werden. Allzuleicht neigen wir zu der Arurahme, die Unterscheidungen, 
die unsere Sprache macht, seien von Natur vorgegeben. 

Die Menschen ordnen ihre Welt auf der Basis sprachlicher Kategorien – so die Ausgangsthese. 
Zwischen der Sprache und der Weltsicht bestehen enge Beziehungen in Form von Wechselwirkungen. 

2.7 Nichtverbale Kommunikation 
Am bekanntesten ist wohl eine Liste von Argyle; danach sind folgende Formen zu unterscheiden: 
- Kinesics (Körpersprache)  
- Proxemics (Raum, Distanz)  
- Orientierungswinkel (der Winkel, in dem man zu einer anderen Person steht)  
äußere Erscheinung einer Person (einschließlich Kleidung und Schmuck)  
- Haltung, Stehen, Sitzen u.ä. (englisch: posture)  
- Kopfbewegungen  
- Gesichtsausdruck (Mim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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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stik  
- Blickkontakte  
- Paralinguistik. 
2.8 Wertorientierungen 
Welchen Werten die Menschen großes Gewicht zumessen, welche Wert also große Bestimmungskraft 

haben und welche nur wenig Beachtun finden, ist von Kultur zu Kultur verschieden. Die Wertorientierung 
stellen somit ein kulturelles Strukturmerkmal dar. Wie die meisten anderen Strukturmerkmale, sind sie in 
der Regel den Menschen nur wenig bewußt. Sie zählen zu den Selbstverständlichkeiten. 

Es ist eine mehr oder weniger willkürliche Entscheidung, wieviele und welche Werte man ansetzt, 
wie man sie benennt und welche Systematik man ihnen zugrundelegt. 

2.8.1 Zeit 
2.8.2 Aktivität 
2.8.3 Beziehungen zwischen Menschen 
Die Wertorientierungen einer Kultur sind im allgemeinen sehr stabil. In aller Regel verändern sie sich 

nur langsam, für die Zeitgenossen kaum merklich, im Rahmen des sozialen Wandels. 
Den Wertorientierungenlassen sich im übrigen auch die Religionen zuordnen, die man aber durchaus 

auch als ein eigenes kulturspezifisches Struktur¬merkmal ausgliedern könnte. 
2.9 Verhaltensmuster: Sitten, Normen, Rollen 
Jede Kultur hat eigene Vorstellungen davon, wie ein Mensch sich "richtig" oder "falsch" verhält. Es 

gibt kulturspezifische Verhaltensmuster. Und das heißt: Dieselben Verhaltensweisen können in 
verschiedenen Kulturen durchaus verschiedenes bedeuten. Menschliche Verhaltensweisen sind 
außerordentlich komplex und vielgestaltig. Im folgenden werden zur Veranschaulichung einige wenige 
ausgewählt, die als besonders wichtig gelten können. Es sind dies 

- Sitten, Normen, Riten, Tabus,  
- Rollen 
2.9.1 Sitten, Normen, Riten, Tabus 
Sitten und Normen sind Regeln, die festlegen, wie sich die Menschen einer Kultur zu verhalten 

haben. Während die Wertorientierungen auf einer recht allgemeinen abstrakten Ebene zu verorten sind, 
erstrecken sich Sitten und Normen auf die konkrete Ebene des Alltagsverhaltens. 

Zu den kulturspezifischen Sitten und Normen gehört auch die Art und Weise, wie man die Kinder 
erzieht, wie man sie im Prozeß der Sozialisation in ie Gesellschaft hineinwachsen läßt. 

2.9.2 Rollen  
Die Menschen erwarten von ihren Mitmenschen,daß sie sich in bestimmt Situationen auf eine 

bestimmte Art und Weise verhalten. Verhaltensformen, die durch Erwartungen der Gruppe an den 
Einzelnen festgelegt werden, heißen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 "Rollen". Rollenerwartungen könne auf 
das Individuum starken sozialen Druck ausüben. 

2.10 Soziale Gruppierungen und Beziehungen 
Wie eine Gesellschaft sozial strukturiert ist und wie die sozialen Beziehungen verlaufen, ist in weit 

höherem Maß kulturspezifisch, als wir gemeinhin annehmen. Soziale Gruppierungen und Beziehungen 
stellen kulturelle Strukturmerkmale dar. Dabei lassen sich diese beiden Aspekte - Gruppierungen (oder 
Strukturen) und Beziehungen (oder Prozesse)- nur theoretisch-analytisch voneinander trennen; in der 
Realität sind sie untrennbar miteinander verbunden. In allen sozialen Strukturen laufen ständig Prozesse 
ab, und Prozesse werden immer durch Strukturen bedingt und mitbestimmt. 

2.10.1 Soziale Gruppierungen 
2.10.2 Soziale Bezieh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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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掌握文化结构特征的概念：“民族性格”、“基本性格”、“感知”、“时间感”、“空间感”、

“思维”、“语言”、“非语言交流”、“价值观”、“行为模式”、“社会群体的划分与关系”等。 
知识单元 3：Vorstellungen und Einstellungen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Von vielen Ländern, Völkern und Kulturen haben wir Vorstellungen, Bilder, Images - manchmal nur 

recht vage und allgemein, manchmal aber auch sehr detailliert und farbig. Und diese Vorstellungen sind in 
der Regel mit Einstellungen verbunden, das heißt mit wertendem Stellungnehmen. Wenn nun Menschen 
verschiedener Kulturen einander begegnen, sind fast immer auf beiden Seiten derartige Vorstellungen und 
Einstellungen mit im Spiel und bestimmen den Begegnungsprozeß mit. Zwar existieren sie "nur" in den 
Köpfen der Beteiligten, sie sind subjektive Konstrukte, und als solche können sie mehr oder weniger 
richtig oder falsch sein, sie sagen über objektive Sachverhalte oft nur wenig aus; doch helfen sie dem 
Menschen bei der Orientierung in seiner Lebenswelt und wirken sich im Verhalten so aus, als seien sie 
objektiv zutreffend. 

3.1 Vorstellungen von Völkern und Kulturen 
Der Begriff "Vorstellung" umfaßt hier sowohl das Faktenwissen über Länder, Völker und Kulturen 

als auch deren Images. Das Image einer Nation stellt die Gesamtheit aller Attribute dar, die einer Person in 
den Sinn kommen, wenn sie an diese Nation denkt. 

Im Laufe seiner Sozialisation formt sich der Mensch Vorstellungen von anderen Gruppen. Völkern, 
Kulturen, also Bilder davon, wie diese Fremden beschaffen sind und worin sie sich von der eigenen 
Gruppe unterscheiden. Die Quellen und Entstehungsgründe sind in der Regel gar nicht im einzelnen zu 
erkennen. Nicht selten bestimmen auch Zufälligkeiten ein Image mit. 

Anzumerken ist, daß es neben den Stereotypen von fremden Gruppen (Heterostereotype) auch solche 
von der eigenen Gruppe (Autostereotype) gibt. Darüber hinaus bestehen oft auch noch stereotype 
Vorstellungen davon, welche Stereotype die anderen von der eigenen Gruppe haben.  

Psychologisch sind Stereotype zu verstehen als Entlastung des Ich; sie reduzieren die Komplexität 
der Realität auf einige wenige leicht überschaubare Grundzüge. Mit Hilfe von Stereotypen wird die Welt 
leichter handhabbar - unter Verzicht auf alle feineren Schattienmgen. Außerdem dienen gemeinsame 
Stereotype der Identifikation mit der Gruppe und dem sozialen Zusammenhalt. 

Images können sehr differenziert und detailliert sein; in vielen Fällen beschränken sie sich jedoch auf 
einige wenige Merkmale oder Eigenschaften des "Objektes". Solche stark vereinfachten, klischeehaften V 
orstellungen nennt man in den Sozialwissenschaften "Stereotype". 

(Beispiele aus Indien, Deutschland, den USA usw.) 
3.2  Einstellungen gegenüber Völkern und Kulturen 
Als "Einstellungen" bezeichnet man die wertenden Stellungnahmen zu Personen, Gruppen, 

Sachverhalten, Objekten. In der Fachliteratur begegnen wir in dieser Bedeutung auch den Begriffen 
"Meinungen", "Attitüden", "Überzeugunn", die jeweils für bestimmte Teilaspekte stehen.  

Was bei den Vorstellungen die Stereotype sind, sind bei den Einstellungen die Vorurteile. Ein 
Vorurteil ist "eine ablehnende oder feindselige Stellungnahme gegen eine Person, die zu einer bestimmten 
Gruppe gehört, nur weil sie zu dieser Gruppe gehört und weil deshalb von ihr vorausgesetzt wird, daß sie 
die anfechtbaren Eigenschaften hat, welche dieser Gruppe zugeschrieben werden." 

Vorurteile werden im Laufe des Sozialisierungsprozesses erlernt, und zwar aus verschiedenen 
Quellen, bei denen zweifellos im Normalfall das Elternhaus an erster Stelle steht. Vorurteile entstehen also 
in den meisten Fällen nicht durch interkulturelle Begegnungen, sondern durch das Übernehmen bere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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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handener Vorurteile. 
Verschiedene Persönlichkeitstypen neigen in unterschiedlichem Maße zu Vorurteilen, wobei zu 

berücksichtigen ist, daß Personen, die sich stark von Vorurteilen leiten lassen, sich dieser Tatsache 
überhaupt nicht bewußt sind, sondern ihre Einstellungen für sachlich voll berechtigt halten. 

Einstellungen (wie auch Vorstellungen) gegenüber anderen Völkern, Nationen, Kulturen sind in aller 
Regel sehr stabil. 

Sowohl bei den Vorstellungen als auch bei den Einstellungen liegt die Annahme nahe, persönliche 
Begegnungen seien geeignet, die Images und Attitüden egenüber anderen Völkern und Nationen 
entscheidend zu verändern. Dieser Frage, die für die Problematik der interkulturellen Begegnung höchst 
bedeutsam ist, sind Sozialwissenschaftler in mehreren empirischen Untersuchungen nachgegangen. Die 
Ergebnisse sind nicht ganz eindeutig und nicht so klar und einfach, wie man es sich wünschen möchte. 

Vorstellungen und Einstellungen bestimmen zwar häufig auch das Verhalten der Menschen 
gegenüber Fremden mit, sie tun dies aber keinesfalls immer einfach und direkt, sondern oft auf recht 
komplexe Art und Weis . 

3.3 Zu den Einflüssen der Medien auf Vorstellungen und Einstellungen 
Vorstellungen und Einstellungen entstehen beim Individuum im Verlauf der Sozialisation. Beim 

Hineinwachsen in seine Gesellschaft erwirbt sich der Mensch mancherlei Wissen über fremde Länder und 
Völker, er übernimmt Images und Stereotype, Attitüden und Vorurteile. Dabei wirken zahlreiche 
Einflußfaktoren mit, so vor allem: Familie, Kirche, Schule, die Gruppe der Gleichaltrigen (Peer-Group) 
und nicht zuletzt die Medien der Massenkommunikation. 

Medien sind technische Mittel, die der Verbreitung von Aussagen in der Offentlichkeit dienen; sie 
reichen vom Buch über Plakate, Zeitungen und Zeitschriften, Film, Hörfunk und Tonträger bis zu 
Fernsehen und Videokassetten. Den Medien fällt eine Funktion zu, die für den einzelnen wie für die ganze 
Gesellschaft von größter Bedeutung ist: Medien vermitteln Sekundärerfahrung, und dadurch erweitern sie 
den Bereich dessen, was dem Menschen an Wissen, Einsichten, Kenntnissen, Erfahrungen zur Verfügung 
steht. Durch Sekundärerfahrung überwindet der Mensch die Beschränkung auf das Hier und Jetzt. Als 
Gegenstück zur direkt erfahrbaren "Nahwelt" erschließt er sich eine "Fernwelt" in Raum und Zeit. So 
gesehen sind die Medien großartige Instrumente, um mehr von der Welt zu erfahren, als durch 
Primärerleben möglich ist. 

Die Einflüsse der Medien auf Vorstellungen und Einstellungen verlaufen nun keineswegs so einfach 
und durchsichtig, wie man zunächst annehmen mag. 

Die Wirkungsproblematik beginnt schon bei den Aussagen selbst, also bei dem, was die Medien 
"veröffentlichen". Wie diese Angebote beschaffen sind, weiß man zwar mit Hilfe zahlreicher 
systematischer Inhaltsanalysen recht genau, doch ist es vielfach unklar, wie sich das so geartete Angebot 
tatsächlich bei den Rezipienten auswirkt. 

Images und Attitüden gegenüber anderen Nationen und Kulturen werden häufig unbeabsichtigt, ganz 
beiläufig vermittelt, einfach dadurch, daß die Handlung in einem fremden Land mit einer eigenen Kultur 
spielt. Dabei fließen oft genug Stereotype, klischeehafte Darstellungen und Vorurteile mit ein, ohne daß 
damit eine Beeinflussung beabsichtigt wäre. 

Beabsichtigte Medienwirkungen stehen meist im Dienste pädagogischer, politischer oder 
wirtschaftlicher Ziele und Interessen. So auch die beabsichtigte Beeinflussung von internationalen und 
interkulturellen Vorstellung und Einstellungen.学习目标： 

1．了解掌握跨文化交际理论中的两个重要观念“想象”与“观念”，尤其是媒介与两个概念的重
要关系，都是本部分的重要讲解内容。 
知识单元 4： In einer fremden Kul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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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Wenn Menschen verschiedener Kulturen sich begegnen, treffen unterschiedliche Weltsichten 

aufeinander. Damit werden Mißverständnisse, Fehlinterpretationen, Schwierigkeiten unvermeidlich, 
zumal jeder Partner es für selbstverständlich hält, daß seine Weltsicht die einzig "richtige" und "normale" 
ist. 

4.1 Der Besucher: Eigenschaften und Fertigkeiten 
Wie sich der Aufenthalt in einer fremden Kultur gestaltet, hängt weitgehend vorn Besucher selbst ab. 

Als Person und Persönlichkeit bringt er zahlreiche Eigenschaften und Merkmale, aber auch erlernte 
Fertigkeiten mit. Mit anderen Worten: Der Experte bringt sich selber als wesentlichen Faktor in den 
Verlauf seines Aufenthaltes ein. 

4.1.1 Eigenschaften, Merkmale 
Jede Person weist zahlreiche Eigenschaften oder Merkmale auf, die in ihrer Gesamtkonstellation die 

Persönlichkeit des Individuums bilden.  
In der Praxis von Auslandsaufenthalten haben sich einige wenige als besonders relevant erwiesen, die 

hier kurz erörtert werden sollen, nämlich: Intelligenz; Toleranz; Stärke der Persönlichkeit; Fähigkeit und 
Bereitschaft zu positiven sozialen Beziehungen; Aufgabenorientierung. 

Intelligenz ist - kurz gefaßt - die Fähigkeit, neue Probleme mit Hilfe des Denkens zu lösen. 
Eng damit verbunden ist die Fähigkeit zu Toleranz, die gerade in der interkulturellen Begegnung in 

hohem Maße gefordert ist. Tolerant denken heißt hier, die eigene kulturbedingte Sichtweise zurückstellen 
und -soweit überhaupt möglich - die Sichtweise der Gastkultur zu praktizieren. Intolerante Menschen sind 
gekennzeichnet durch Vorurteile und Stereotype und durch einen ausgeprägten Ethnozentrismus; in vielen 
Fällen sind sie "autoritäre Persönlichkeiten". 

Einen besonders gewichtigen Faktor stellt die Fähigkeit dar, positive soziale Beziehungen 
aufzubauen. 

Schließlich muß der Experte in der Lage sein, sich auf seinen Auftrag zu konzentrieren, weitaus mehr, 
als das zu Hause erforderlich ist. 

4.2 Begegnungsprobleme aufgrund kulturspezifischer Strukturmerkmale 
Kulturen unterscheiden sich voneinander in einer Reihe von spezifischen Merkmalen. Zehn derartige 

kulturspezifische Merkmale wurden im zweiten Kapitel herausgearbeitet. Diese Betrachtungsweise soll 
nun in diesem Abschnitt fruchtbar gemacht werden für die Frage, was geschieht, wenn sich Menschen 
verschiedener Kulturen begegnen, also in der interkulturellen Kommunikation und Interaktion. Im 
folgenden mustern wir noch einmal kurz die zehn Strukturmerkmale unter dem Aspekt der 
Schwierigkeiten, die bei der interkulturellen Begegnung aus kulturspezifischen Verschiedenheiten 
resultieren können. 

4.2.1 National Charakter 
Der Mensch ist geprägt durch seine Zugehörigkeit zu einer Nation. Das Ergebnis dieser Prägung 

bezeichnet man als "Nationalcharakter"; gemeint sind die Gemeinsamkeiten der Eigenschaften all jener, 
die durch ihre Nationalität auf eine gleichartige Weise geformt sind. 

4.2.2 Wahrnehmung 
Menschen verschiedener Kulturen unterscheiden sich voneinander in der Art und Weise, wie sie die 

Welt wahrnehmen. Wahrnehmung ist als ein kulturspezifisches Strukturmerkrnal zu verstehen. Und das 
heißt: Aus verschiedenen kulturbedingten Wahrnehmungsunterschieden können bei interkulturellen 
Begegnungen Kommunikationsprobleme resultieren. 

4.2.3 Zeiterle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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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e sich die Menschen die Zeit vorstellen, also welche Zeitkonzepte sie haben und wie sie mit Zeit 
umgehen, variiert beträchtlich von Kultur zu Kultur. Zeiterleben ist ein kulturspezifisches 
Strukturmerkmal. Probleme in der interkulturellen Begegnung können entstehen, wenn terschiedliche 
Zeitkonzepte aufeinandertreffen. 

4.2.4 Raumerleben 
Die Art und Weise, wie Menschen sich den Raum vorstellen und wie sie mit Raum umgehen, variiert 

von Kultur zu Kultur.  
Mißverständnisse, wenn nicht gar Konflikte können entstehen, wenn die Partner unterschiedliche 

Vorstellungen vom privatem Raum mitbringen und damit auch von Abgeschlossenheit oder Offenheit. 
4.2.5 Denken 
Mißverständnisse ergeben sich etwa, wenn es um die Begegnung geht zwischen logischem und 

prälogischem Denken, zwisch induktivem und deduktivem, abstraktem und konkretem, alphabetischem 
und analphabetischem Denken. 

4.2.6 Sprache, sprachliche Verständigung 
Wenn man die Sprache eines Gastlandes nicht eigens erlernt hat, fühlt man sich in der Gastkultur 

merkwürdig isoliert und hilflos. Doch sind hier die Grenzen zwischen Verstehen und Nichtverstehen 
keineswegs immer eindeutig und klar. 

Kommunikationsprobleme ergeben sich nicht selten auch daraus, daß verschiedene Kulturen in ihrer 
Sprache in unterschiedlichem Maße auf Klarheit und Eindeutigkeit bedacht sind. 

4.2.7 Nichtverbale Kommunikation 
Die nichtverbale Kommunikation ist zu wesentlichen Teilen kultur spezifisch überformt. Damit sind 

Schwierigkeiten bei der interkulturellen Begegnung programmiert, zumal auch hier wieder jede Seite 
davon überzeugt ist, daß ihre Formen die einzig richtigen und die Formen der anderen abwegig sind. 

4.2.8 Wertorientierungen 
Menschen verschiedener Kulturen unterscheiden sich darin, was sie für gut und schlecht, 

erstrebenswert oder unwert halten. Es liegt auf der Hand, daß daraus in der interkulturellen Begegnung 
Verständigungsprobleme resultieren können, und dies um so mehr, als die meisten Menschen sich der 
Kulturbedingtheit ihrer Gnmdeinstellungen nicht bewußt sind; vielmehr gehen sie "selbstverständlich" 
davon aus, daß ihre Art und Weise, sich an bestimmten Werten in einer bestimmten Rangordnung zu 
orientieren, die einzig normale und richtige ist und daß die Partner der interkulturellen Begegnung die 
Welt eigentlich ebenso sehen und beurteilen müßten wie sie selbst. 

4.2.9 Verhaltensmuster 
Besonders deutlich sichtbar und dennoch schwer durchschaubar, weil äußerst komplex, sind die 

kulturspezifisch unterschiedlichen Verhaltensmuster, also Sitten, Normen, Bräuche, Riten, Rollen usw. 
Komplex sind diese Verhaltensmuster vor allem deshalb, weil sie für sich allein genommen meist wenig 
sinnvoll erscheinen und ihre Bedeutung und ihren Stellenwerterst im Kontext, im jeweiligen 
Gesamtzusammenhang gewinnen. Auf dieser Art von Komplexität - in Verbindung mit dem 
Ethnozentrismus und den kulturellen Selbstverständlichkeiten - beruhen denn auch die vielen 
Mißverständnisse und Fehlinterpretationen bei der Deutung von Verhaltensweisen in einer anderen Kultur. 

4.2.10 Soziale Beziehungen 
Im Abschnitt 2.10 wurde gezeigt, wie schwierig es ist, die sozialen Gruppierungen und Beziehungen 

einer fremden Kultur zu durchschauen und zu verstehen. Nun wird sicher nicht jeder Besucher, nicht jeder 
Experte hier volle Einblicke und Durchblicke haben müssen. Einige Kenntnisse sind freilich wohl immer 
vornöten, will man grobe Mißverständnisse und Fehlinterpretationen in der interkulturellen Begegnung 
vermeiden. 



8285 

4.3 Vorstellungen und Einstellungen als Begegnungsprobleme 
Bei der interkulturellen Begegnung tritt jeder Beteiligte seinem Partner mit vorgeprägten 

Vorstellungen und Einstellungen gegenüber. Fastirnmer sind bereits bestimmte Images, Einstellungen, 
Stereotype und Vorurteile vorhanden; und sie bestimmen in hohem Maße mit, wie im konkreten Fall die 
Prozesse der interkulturellen Kommunikation und Interaktion verlaufen. 

Vorstellungen und Einstellungen beeinflussen also in hohem Maße die interkulturelle Begegnung mit, 
nicht selten in negativer Richtung, dann nämlich, wenn es sich bei den Vorstellungen um Stereotype und 
bei de Einstellungen um Vorurteile handelt. Die schlimmen Auswirkungen derartiger Prädispositionen 
sind hinreichend bekannt. Bei fast allen Kriegen und Unruhen unseres Jahrhundert waren und sind diese 
Faktoren - oft entscheidend - mit im Spiel. 

4.4 Prozesse und Entwicklungen während des Aufenthaltes 
4.4.1 Anpassung 
Wer in eine fremde Kultur hineinkommt, ist vom ersten Augenblick an neuen Eindrücken ausgesetzt, 

die nicht mit dem übereinstimmen, was sich der Besucher bis dahin an Erfahrungen, Denkweisen, 
Einstellungen und Verhaltensnormen in kulturspezifischer Art und Weise angeeignet hatte. In derneuen 
physischen und sozialen Umwelt greifen die alten Deutungsmuster nicht mehr; was auch immer man tut, 
es erscheint falsch und unangebracht; die Menschen des Gastlandes verhalten sich merkwürdig und nicht 
selten unverständlich. So entsteht beim Besucher eine große Unsicherheit, das Gefühl, den Boden unter 
den Füßen zu verlieren. 

Zwei Phasen im Anpassungsprozeß verdienen besondere Beachtung, nämlich der Beginn und der 
Abschluß. In der Anfangsphase erlebt so mancher Experte einen "Kulturschock", und arn Ende des 
Auslands¬aufenthaltes stellt sich das Problem der "Rückanpassung". 

4.4.2 Kulturschock 
Die erste Zeit in der Fremde ist besonders belastend. Unzählige neue Eindrücke stürmen auf den 

Besucher ein; verwirrende Eindrücke, denn sie stimmen nicht mit den bis dahin für selbstverständlich 
gehaltenen Verhaltensmustern, Denkweisen und Wertorientierungen überein. Die altge wohnten Muster 
werden erschüttert, und man ist zunächst nicht imstande, das Neue einzuordnen und zu verarbeiten. 
Deprimierend und verwirrend sind oft auch die sozialen Verhältnisse im Gastland: Armut, Hunger, 
Krankheiten, Slums, Bettler. All das kann in einern "Kulturschock" resultieren. 

4.4.3 Rückanpassung 
Wenn ein Experte nach einigen Jahren aus der Fremde in die Heimat zurückkehrt, wenn er also 

seinen Einsatz beendet, sind auf den ersten Blick eigentlich keine Schwierigkeiten zu erwarten; er geht ja 
lediglich "nach Hause", zurück in "seine" Kultur. Doch weißmanheuteaufgrund vielfacher Erfahrungen, 
daß die Heimkehr durchaus nicht immer problemlos verläuft. Oft kommt es zu Schwierigkeiten, mit denen 
der Experte kaum gerechnet hatte und die in einern Prozeß der „Rückanpassung" bewältigt werden 
müssen. Diese Schwierigkeiten können verschiedene Ursachen haben. 

4.5 Auswirkungen von Auslandsaufenthalten 
Die Forschungsergebnisse über Veränderungen von Vorurteilen durch Begegnungen lassen sich so 

zusammenfassen: 
Vorurteile werden abgebaut, 
- wenn bei der Begegnung beiden Seiten der gleiche Status zukommt,  
- wenn es sich um intensive Kontakte handelt,  
- wenn die Begegnung erfreulich, angenehm und befriedigend verläuft,  
- wenn beide Seiten ein gemeinsames Ziel zu erreichen suchen oder wenn  
übergeordnete gemeinsame Überzeugungen und Wertorientierungen, die wichtiger erscheinen 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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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elle Ziele, die Begegnung bestimmen. 
Vorurteile werden verstärkt, 
- wenn die Kontaktsituation durch Konkurrenz zwischen Gruppen bestimmt ist,  
- wenn der Kontakt unerwünscht und unerfreulich ist und spannungsgeladen und frustrierend 

verläuft,  
- wenn der Kontakt das Prestige und den Status einer beteiligten Seite mindert,  
- wenn die Beteiligten einander widersprechende moralische oder ethische Grundpositionen haben. 
学习目标： 
本章内容是在第二第三章的理论基础之上，对处于异文化中所可能面临的问题给予理论解决方

案，从五个方面培养和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意识和能力。同时第 5章是为“在国外生活做准备”的一些
具体指导，视授课时间灵活处理。 
知识单元 5： Vorbereitung auf die Fremde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Dieses Kapitel soll in aller Kürze einige Hinweise geben, wie man sich auf einen Einsatz in einer 

fremden Kultur vorbereiten kann. Gewiß, keine noch so intensive Vorbereitung kann die praktische 
Erfahrung vor Ort ersetzen; doch hat es sich als sehr nützlich und hilfreich erwiesen, sich schon vor der 
Ausreise mit dem zu beschäftigen, was in der Fremde an Überraschungen, Belastungen und 
Schwierigkeiten auf einen zukommt. Heute gilt in aller Regel eine gute Vorbereitung als unabdingbare 
Voraussetzung für einen erfolgreichen Auslandseinsatz. 

Welche Ziele sollen nun im einzelnen mit der Vorbereitung auf einen längeren Auslandsaufenthalt 
erreicht werden? In einem Plan für einen Trainingskurs über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gedacht 
für "Erstausreisende", heißt es: Dieses Programm 

- macht vorstellbarer, was es heißt, in einem "Entwicklungsland" zu leben und zu arbeiten, und 
welche Chancen und Probleme damit verbunden sind;  

- es macht vorstellbarer, welche Bedeutung und welcher Stellenwert interkultureller Kommunikation 
im Alltag zukommt;  

- es zeigt Beispiele und Möglichkeiten gelungener Anpassung an eine fremde Kultur auf;  
- es bietet Anregung zu sach- und personengerechten Entscheidungen und Verhaltensweisen in 

Problem- und Konfliktfällen;  
- es bietet Möglichkeiten, die eigenen Denk-und Verhaltensmuster wie die anderer deutlicher 

wahrzunehmen und gegebenenfalls Alternativen zu entwickeln;  
- es hilft, die eigenen Erwartungen und Vorstellungen zu relativieren und zu hinterfragen und sie mit 

den Erlebnissen und Erfahrungen auslandserfahrener Kollegen zu vergleichen;  
- es vermittelt sozialwissenschaftlieh fundierte Wissensinhalte, Erkenntnisse und Verfahrensweisen 

zur interkulturellen Zusammenarbeit;  
- es macht auch den Reiz und die Chancen einer Auslandstätigkeit spürbar und erlebbar.  
Insgesamt lassen sich die in der Fachliteratur angesprochenen Vorbereitungsziele stichwortartig etwa 

so zusammenfassen: 
- Vertrautsein mit dem Gastland und der Gastkultur  
- Kenntnisse der Landessprache(n)  
- Akzeptieren der Gastkultur  
- Sensibilität für kulturspezifische Eigenheiten  
- Weltoffenheit, Toleranz, Überwinden des Ethnozentrismus, Abbau negativer Stereotype und 

Vorurte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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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wältigen von Streß in einer fremden Umwelt  
- Verstehen der eigenen Kultur  
- Stärkung des Selbstgefühls und der Sicherheit bei der Begegnung mit Fremden  
- Kreativität beim Lösen von Problemen Fertigkeiten beim Aufbauen positiver sozialer Beziehungen 

im Gastland. 
学习目标： 
了解前往陌生国度时需要从哪些方面做准备，也可以避免在陌生文化中因为“文化震惊”或者

“文化休克”而导致的跨文虎交流失败。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Grundlagen 2  

2 Grundlagen 2  

3 Grundlagen 2  

4 Strukturmerkmale von Kulturen 2  

5 Strukturmerkmale 2  

6 Strukturmerkmale 2  

7 Strukturmerkmale 2  

8 Vorstellungen und Einstellungen 2  

9 Vorstellungen und Einstellungen 2  

10 Vorstellungen und Einstellungen 2  

11 In einer fremden Kultur 2  

12 In einer fremden Kultur 2  

13 In einer fremden Kultur 2  

14 In einer fremden Kultur 2  

15 Vorbereitung auf die Fremde 2  

16 Vorbereitung auf die Fremde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德语一》——《综合德语四》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文化、文化中心主义的概念、文化定势等概念。 
难点：文化距离、人文中心主义、文化定势等概念的理解，以及如何将跨文化研究的各种理论

与实践的跨文化交际案例结合并给出较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本课程为导论课程，教学过程以教师教授为主，同时通过具体事例，调动学生对于跨文化

交际理论的兴趣，逐渐构建较为完整的跨文化交际体系，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可以对于具体的简

单跨文化交际问题给予解决建议，增强他们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 
2. 强调“授之以渔”的原则，除了传授语言知识，训练语言能力以外，还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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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手段： 
1. 本课程以教师讲解为主，同时给学生布置小报告，以考察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掌握和灵

活应用能力。 
2. 本课程为德语授课，注重培养学生以德语学习特定领域表达手段的能力。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无特殊要求 
8、教材选用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本课程没有选定特殊教材，主要参考国内外跨文化交际导论相关的

教材，教师自行准备上课材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教师自编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Gerhard Maletzke编著《Interkulturelle Kommuniaktion》，Westdeutscher Verlag出版社，2004

年 6月 第 1版 
2. Müller编著《Der Erwerb interkultureller Kompetenz》，VDM Verla出版社，2006年 3月 第 1

版 
3. 胡文仲编著《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 2月 第 2版 
4. 贾玉新编著《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9月 第 1版 
5. 陈国明编著《跨文化交际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6月 第 1版  

执笔：李小龙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日 

 

德国民法概论 
German Civil Law 

课程号：4190100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德国民法是德国法律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部门法，同时也是调整市场

经济的基本法律。它对于学习宪法、行政法、刑法、法理等法学课程将奠定良好的基础。《德国民

法导论》课程的教学指导思想是：通过有关教学活动的进行，使外语学院非法律专业学生初步了解

和掌握德国民法学理论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制度，能够正确地运用德国民法的规范分析案件，熟悉和

掌握德国民法的专业术语。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通过对以德国民法典为核心的德国民法的教学，使学生比较全面、概括地了解和掌握德国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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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系结构和基本制度，培养和提高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结合德语专业

学生的特点以及学生将来继续学习德国法的需要，在使学生掌握德国民法的基本知识的同时，熟悉

和掌握德国民法的专业术语，为今后进一步学习德国法打下牢固基础。基本教学要求是： 
1、简要介绍德国民法的基本思想、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2、简要介绍德国民法典的基本体系； 
3、培养学生应运理论知识分析简单的案例； 
4、要求学生已经具备民法的基础理论知识，能够正确理解基本的德语专业术语； 
5、能够正确理解德国民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制度，并能参与案例分析和讨论。 
1. Teil：Einführung in das bürgerliche Recht 
I. Die Aufgabe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Das bürgerliche Recht ist ein Teil des Privatrechts und dieses wiederum ein Teil des Rechts. Die 

Bezeichnung als bürgerliches Recht bedeutet nicht, dass es sich um ein Recht für den Stand des Bürgers 
handelt, vielmehr stammt sie von dem iuris civil der römischen Antike. Sie ist auch heute noch gebräuchlich, 
weil das für jedermann geltend Privatrecht vorwiegend i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geregelt ist. Das 
bürgerliche Recht ist die Grundlage des Privatrechts. Von ihm als dem allgemeinen Privatrecht haben sich 
die einzelnen Gebiete des Sonderprivatrechts abgespalten. Diese sind nur vor dem Hintergrund des 
allgemeinen Privatrechts zu verstehen. Deshalb ist die Kenntnis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Voraussetzung für 
das Eindringen in das Sonderprivatrecht. Trotz der Verselbstständigung des Sonderprivatrechts bestehen 
auch heute noch zahlreiche Verflechtungen zwischen ihm und dem bürgerlichen Recht. 

II. Der Begriff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Das bürgerliche Recht, das ursprünglich mit dem privatrecht weitgehend identisch war, bildet heute 

nur noch einen Teil des Privatrechts. Es umfasst diejenigen Normen des Privatrechts, die sich an jeden 
Menschen werden. Früher stellte das bürgerliche Recht das ganz Privatrecht dar, die Begriffe bürgerliches 
Recht und Privatrecht waren also identisch. Im Laufen der Zeit haben sich immer mehr 
Sonderrechtsgebiete herausgebildet. Demnach ist das bürgerliche Recht heute das allgemeine Privatrecht 
gegenüber dem besonderen Privatrecht, das nur für bestimmte Teilgebiete des Privatrechts gilt. 

III. Die Unterscheidung zwischen Privatrecht und Öffentlichem Recht 
Das deutsche Recht wird herkömmlich in das Privatrecht und das öffentliche Recht untergeteilt. Als 

Privatrecht bezeichnet man alle Normen, die die Rechtsbeziehungen der Mensche untereinander ordnen: 
sie legen fast, welche Freiheiten, Rechte, Pflichten und Risiken die Menschen im Verhältnis zueinander 
haben. Das öffentliche Recht umfasst hingegen die Normen, die die staatliche Organisation und das 
hoheitliche Handeln des Staates regeln. Beide Rechtsmassen stehen jedoch einander nicht streng getrennt 
gegenüber. In vielen Bereichen ergänzen sich privatrechtliche und öffentlichrechtliche Normen oder 
knüpfen aneinander an. Die Unterscheidung ins vornehmlich für die Gesetzgebungs- und 
Gerichtszuständigkeit von Bedeutung. 

2. Teil: Das Bürgerliche Gesetzbuch 
I. Die Entstehung des BGB 
Das BGB brachte die erste einheitliche Kodifikation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für das ganz damalige 

Deutsche Reich und beseitigte damit die seit Jahrhunderten bestehende Rechtszersplitterung. Die 
wesentlichen Materien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sind – trotz der steigenden Zahl von Nebengesetzen- 
immer noch im BGB von 1900 enthalten. Für sein Verständnis ist ein Rückblick auf die Geschichte seiner 
Entstehung unerlässlich. 

II. Der Verlauf der Gesetzgebung 
Bereits 1873 wurde auf Betreiben der Abgeordneten Lasker und Miquel die Zuständigkeit der 

Reichensgesetzgebung für das gesamte bürgerliche Recht begründet. Im Jahre 1874 wurde e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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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kommission eingesetzt, die Plan und Methode beim Entwurf ein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erarbeitete. Am 18. August 1896 wurde das Bürgerliche Gesetzbuch vom Kaiser ausgefertigt. Am 01. 
Januar 1900 trat es in Kraft.. 

III. Die Regelungstechnik des BGB 
Das BGB gliedert sich, dem System der Pandektenwissenschaft folgend, in fünf Bücher: den 

Allgemeinen Teil. Das Recht des Schuldverhältnisses, das Sachenrecht, das Familienrecht und das 
Erbrecht. Das BGB erhebt nicht zum Bürger, sondern zum Juristen, es ist von Juristen für Juristen 
gemacht. Seine Sprache und Regelungstechnik werden von der Pandekt geprägt. Diese Wissenschaft 
konstruierte mit logischen Schlüssen und systematischen Ableitungen allgemeine Grundsätze und Begriffe 
als Elemente eines Rechtssystems. Ihre oft als „Begriffsjurisprudenz“ kritisierte Methode schuf das 
gedankliche Rüstzeug, ohne das auch heute die juristische Arbeit nicht auskommt. 

IV. Die gesellschaftlichen, politischen und wirtschaftlichen Wertvorstellungen Geist und Inhalt des 
BGB sind geprägt von den Vorstellungen der im Kaiserreich tonangebenden Schicht: dem durch Besitz 
und Bildung ausgewiesenen Bürgertum. Der Hochadel wußte sich seine Sonderstellung durch 
reichsrechtliche Vorbehalte im Einführungsgesetz zum BGB zu wahren. Die Arbeiterschaft war politisch 
noch nicht stark genug, um ihre Interessen angemessen zur Geltung zu bringen. Insgesamt trug das BGB 
daher im Bereich des Vertrags- und Vermögensrechts liberale, im Bereich des Ehe- und Familienrechts 
patriarchalische und im Vereinsrecht obrigkeitsstaatliche Züge. Rechtpolitisch gesehen stellte das 19. Jh. 
dar. Die damals schon aufbrechenden sozialen und wirtschaftlichen Konflikte konnten oder wollten die 
Gesetzesverfasser nicht lösen. 

3. Teil: Der Allgemeine Teil BGB 
I. Die Rechtssubjekt 
Der Allgemeine Teil bringt in der Hauptsache Vorschriften über natürliche und juristische Personen, 

Sachen und Rechtsgeschäfte. Daran schließen sich Vorschriften über Fristen und Termine, 
Anspruchsverjährung, Rechtsausübung und Sicherheitsleistung an. Die Person, als einer der 
Grundbegriffe des BGB, ist durch die Rechtsfähigkeit gekennzeichnet. Darunter versteht man die 
Fähigkeit, Träger von Rechten und Pflichten zu sein. Sie kommt jedem Menschen zu, der deshalb als 
natürliche Person bezeichnet wird. Rechtsfähigkeiten können aber unter bestimmten Voraussetzungen 
auch Personenvereinigungen und Zweckvermögen erlangen. 

II. Das Rechtsgeschäft Die Personen können ihre Rechtsbeziehungen zueinander durch 
Rechtsgeschäfte, dem zweiten Grundbegriff des BGB, gestalten. Das BGB hat diesen Begriff nicht 
definiert. Man versteht darunter einen Akt, der auf die Herbeiführung einer Rechtsfolge gerichtet ist. Den 
wesentlichen Bestandteil des Rechtsgeschäfts ist die Willenserklärung. Ein Rechtsgeschäft kann aus einer 
Willenserklärung oder aus mehreren bestehen, aber auch noch sonstige Elemente beinhalten. 

III. Die Vertretung 
So werden Kinder im Rechtsverkehr durch ihre Eltern bzw. durch einen Vormund gesetzlich 

vertreten. Juristische Personen handeln durch ihre gesetzlich Vertreter, beim Verein beispielsweise ist dies 
der Vorstand. Aber wer selbst rechtsgeschäftlich handeln kann, darf sich eines Vertreters bedienen. Diese 
sog. willkürliche Stellvertretung ist im täglichen Leben unentbehrlich, weil der einzelne häufig gar nicht 
in der Lage ist, alle anfallenden Rechtsgeschäfte selbst zu erledigen. 

4. Teil: Das Recht der Schuldverhältnisse 
I. Die Abwicklung von Schuldverhältnissen Das Recht der Schuldverhältnisse ist durch das Gesetz 

zur Modernisierung des Schuldrechts vom 26.11.2001 weitgehend neu geregelt. Das Gesetz trat am 
1.1.2002 in Kraft. Die in unverständlicher Eile betriebene Reform bietet komplizierte Regelungen mit 
Webfehlern. Viele Zweifelsfragen werden noch längere Zeit offen sein. Der nachfolgende Grundr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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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chränkt sich darauf, die Hauptlinien des Rechts der Leistungsstörungen und Pflichtverletzungen soweit 
darzustellen, wie es für die Arbeit mit den wichtigsten Rechtsgrundlagen erforderlich ist. 

II. Das Verständnis des Schuldrechts Zum Verständnis des Schuldrechts ist vorauszuschicken, dass es 
sich nicht nur auf rechtgeschäftliche Verpflichtungen bezieht. Die in 2. Buch des BGB geregelten 
Schuldverhältnisse entstehen vielmehr entweder auf Grund eines Rechtsgeschäfts oder aber unmittelbar 
auf Grund einer Rechtsnorm ohne Rücksicht auf ein Rechtsgeschäft. 

III. Das System des Schuldrechts 
Das 2. Buch des BGB bietet in den ersten sieben Abschnitten zunächst Vorschriften, die für die 

Abwicklung von Schuldverhältnissen allgemein gelten sollen(Schuldrecht Allgemeiner Teil), darunter 
auch generelle Regeln für vertragliche Schuldverhältnisse. Sodann behandelt der achte Abschnitt die 
wichtigsten Arten der Schuldverhältnisse (Schuldrecht Besonderer Teil), und zwar einzelne Vertragsarten 
ebenso wie die gesetzlichen Schuldverhältnisse. Dabei sind die Regeln des Allgemeinen Schuldrechts 
vorausgesetzt. Es kann aber sein, dass die für ein besonderes Schuldverhältnis vorgesehene Norm las lex 
specialis die entsprechende Vorschrift des Allgemeinen Schuldrechts verdrängt. 

IV. Die Erfüllung 
Das Schuldverhältnis erlischt mit Erfüllung der Leistungspflicht, und zwar regelmässig dadurch, dass 

der Schuldner die Leistung an den Gläubiger bewirkt. Sind in einem Schuldverhältnis mehrere 
Leistungspflichten begründet, so bleibt das Schuldverhältnis als Rechtsverhältnis bestehen, bis alle 
geschuldeten Leistungen erbracht sind. Die leistungsunabhängigen Rücksichtspflichten können diesen 
Zeitpunkt überdauern. V. Die Leistungsstörung Für das Verständnis der gesetzlichen Regeln ist weiterhin 
bedeutsam, das verschiedene Typen von Leistungsstörungen zum Teil unterschiedlich behandelt werden: 
Verzögerung der Leistung, Unmöglichkeit der Leistung, Mangelhafte Leistung und Gläubigerverzug. 

5. Teil: Das Sachenrecht 
I. Der Begriff der Sache 
Das Sachenrecht hat den Besitz und die Rechte an Sachen zum Gegenstand. Es knüpft an den im 

Allgemeinen Teil definierten Begriff der Sache an und unterscheidet zwischen dem Besitz einer Sachen 
und dem Recht an ihr. Besitzes ist, wer die tatsächliche Gewalt über eine Sache innehat, ohne Rücksicht 
darauf, ob sie ihm gehört. Die sachenrechtlichen Vorschriften sind grundsätzlich zwingenden Rechts, weil 
sie für klare Rechtsverhältnisse bei Sachen und damit für die Sicherheit des Rechtsverkehrs sorgen sollen. 
Die Parteien können als beispielsweise keine anderen Formen der Übereignung vereinbaren als sie im 
Gesetz vorgesehen sind. 

II. Das Trennungsprinzip und das Abstraktionsprinzip 
Für das Verständnis der Regelungen ist es wichtig zu wissen, dass das BGB scharf zwischen 

Verpflichtungs- und Verfügungsgeschäften trennt(Trennungsprinzip) und beide Rechtsgeschäfte in ihrer 
Wirksamkeit unabhängig voneinander zu beurteilen sind(Abstraktionsprinzip). Denn gerade diese 
Unterscheidung macht dem Nichtjuristen grosse Schwierigkeiten. Wenn beispielsweise ein Kaufvertrag 
über einen Schrank abgeschlossen wird, handelt es sich dabei um ein reines Verpflichtungsgeschäft: Der 
Verkäufer verpflichtet sich durch den Kaufvertrag, dem Käufer die Sache zu übergeben und ihm das 
Eigentum an der Sache zu verschaffen. Durch den Abschluss des Kaufvertrages verliert also der Verkäufer 
nicht automatisch sein Eigentum an den Käufer. Vielmehr ist zur Erfüllung seiner Pflicht ein zusätzliches 
Rechtsgeschäft, hier die Übereignung des Schranks erforderlich. 

III. Bewegliche Sache und unbewegliche Sachen 
Bei der Übertragung und Begründung des Eigentums und sonstiger dinglicher Rechte trifft das 

Gesetz eine grundlegende Unterscheidung zwischen beweglichen Sachen und Grundstücken. So wird das 
Eigentum an einer beweglichen Sache in der Weise übertragen, dass der Eigentümer dem Erwerber s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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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ber den Eigentumsübergang einigen und der Eigentümer dem Erwerber die Sache übergibt. Bei der 
Übereignung eines Grundstücks tritt an die Stelle der Übergabe die Eintragung des Eigentumsübergangs 
in das Grundbuch. 

IV. Der Besitz und das Eigentum 
Besitzer im Rechtssinne ist also auch der Dieb, der die Sache dem Eigentümer stiehlt. Was die 

Rechte an Sachen angeht, unterscheidet das Gesetz zwischen dem Eigentum als dem unbeschränkten 
dinglichen Recht an einer Sache und den sog. Beschränkten dinglichen Rechten, zu denen beispielsweise 
das Pfandrecht und der Nießbrauch gehören. Letztere geben ihrem Inhaber nur ganz bestimmte 
Befugnisse über die Sache, etwa das Pfandrecht die Verwertungsbefugnis, der Nießbrauch die 
Nutzungsbefugnis.  

V. Das Pfandrecht und die Hypothek 
Was die beschränkt dinglichen Rechte angeht, haben sie ihre wirtschaftliche Bedeutung vor allem als 

Kreditsicherheit. Wer Kredit benötigt und dafür eine Sicherheit geben soll, kann dies durch Einräumung 
eines Grundpfandrechts an einem Grundstück tun. Der Gläubiger als Inhaber des Grundpfandrechts kann 
sich, wenn der Kredit nicht getilgt wird, „aus dem Grundstück“ befriedigen, d.h. aufgrund seines 
Grundpfandrechts die Zwangsvollstreckung in das Grundstück betreiben und sich aus dem Erlös befriedigen. 

6. Teil: Das Familienrecht 
I. Bürgerliche Ehe 
Das Familienrecht regelt im 1. Abschnitt über „Bürgerliche Ehe“ die mit der Eheschließung und 

Eheführung zusammenhängenden Fragen, angefangen vom Verlöbnis bis hin zur Scheidung. Dabei ist 
insbesondere den vermögensrechtlichen Fragen in der Ehe（Eheliches Güterrecht）und nach der 
Ehrscheidung Aufmerksamkeit geschenkt. 

II. Die Eheschließung und Die Ehescheidung 
Die seit 1938 im EheG geregelte Eheschließung wurde 1998 wieder in das BGB zurückgeführt, 

Dabei wurde den veränderten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n und Anschauungen Rechnung getragen und 
unnötige Formalien, z.B. Aufgebot, wurden abgeschafft. Zuvor war bereits die Namensgestaltung bei der 
Eheschließung im Sinne einer völligen Gleichberechtigung von Mann und Frau geregelt worden. So 
können seit 1994 die Ehenamen bestimmen, sie können stattdessen ihren früheren Namen behalten oder 
ein Ehegatte kann seinen Namen dem des anderen Ehegatten voranstellen oder anfügen. 

III. Die Verwandtschaft 
Im 2. Abschnitt über die „Verwandtschaft“ wird das Verhältnis zwischen Eltern und Kind und die 

„Annahme als Kind“ (Adoption) geregelt. Auch hier sind in den letzten Jahren tiefgreifende Änderungen 
vorgenommen worden. Im Kindschaftsrecht wurde insbesondere die statusrechtliche Diskriminierung des 
„nichtehelichen“ Kindes Stück für Stück abgebaut. Sukzessive wurden auch die volle erbrechtliche 
Gleichstellung „ehelicher“ und „nichtehelicher“ Kinder verwirklicht. Das Recht der Adoption wurde 1976 
grundlegend geändert. So erfolgt die „Annahme als Kind“ durch gerichtlichen Ausspruch anstatt wie 
früher durch Vertrag. 

IV. Die Vormundschaft 
Der 3. Abschnitt enthält Regelungen über die„Vormundschaft“, die „Rechtliche Betreuung“ und die 

„Pflegschaft“. Es geht dabei um die verwaltende Fürsorge für bestimmte Personen, die selbst ihre 
Angelegenheiten nicht besorgen können. Die Vormundschaft bezieht sich auf die Fürsorgen für 
Minderjährige. Die Betreuung, die 1992 an die Stelle der Entmündigung getreten ist, hat die Fürsorge für 
Volljährige, die körperlich, geistig oder seelich behindert sind, zum Gegenstand. Die Neuregelungen 
durch das Bundesbetreuungsänderungsgesetz 1998 regeln insbesondere die Kostentragung für die 
Tätigkeit des Vormunds und des Betreuers genauer als b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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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eil: Das Erbrecht 
I. Das Prinzip der Testierfreiheit 
Das Erbrecht regelt die Fragen, wem das Vermögen einer Person nach ihrem Tode zufällt, was damit 

zu geschehen hat und wer für die Nachlassverbindlichkeiten haftet. Der Ausgangspunkt ist das Prinzip der 
Testierfreiheit. 

II. Der Erbvertrag 
Der Erlasser kann also dies jedoch nur den vom Gesetz vorgesehenen Formen tun, nämlich im Wege 

des Testaments oder des Erbvertrages. Ihre Schranken findet die Testierfreiheit vor allem im 
Pflichtteilsrecht：wenn der Erlaßer andere Personen als seine unmittelbaren Angehörigen als Erben 
eingesetzt hat, können letztere den sog. Pflichten verlangen, der die Hälfte des gesetzlichen Erbteiles 
ausmacht. Hat der Erlaßer nicht oder nicht wirksam testiert, tritt die sog. Gesetzliche Erbfolge ein. Es 
erben also der Ehegatte und die Verwandten, in erster Linie die Kinder des Erblassers. 

III. Die Testamentvollstreckung 
Der Erblasser kann auf das Schicksal seines Vermögens nach seinem Tode durch Anordnung der 

Testamentvollstreckung Einfluss nehmen. Für die Klärung von Rechts- und Verwaltungsfragen im 
Zusammenhang mit der Erbfolge ist das sog. Nachlaßgericht zuständig. Es erteilt u.a. dem Erben einen 
Erbschein als beweiskräftiges Zeugnis seiner Erbenstellung. 

思考题： 
1、如何理解私法属性及其在德国法律制度中的地位？ 
2、《德国民法典》的结构体系以及德国民法对中国近现代民法发展的影响。 
3、总则在《德国民法典》中的地位。 
4、2001年德国债法改革的主要思路和对中国的影响。 
5、德国民法为什么要区分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 
6、德国物权法中不动产物权和动产物权的划分。 
7、如何理解德国物权法中的抽象原则？ 
8、《德国民法典》对夫妻财产制是如何规定的？ 
9、《德国民法典》对继承顺序是如何规定的？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Die Aufgabe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2 Grundbegriffe   

3 Aufbau und Struktur von BGB   

4 Willenserklärung   

5 Rechtsgeschäft   

6 Vertrag   

7 Anfechtung   

8 Frist und Berechnung   

9 Das System vom Schuldverhältnis   

10 Wie oben   

11 Wie oben   

12 Das Sachenrecht   

13 Wie o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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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Das Familienrecht   

15 Wie oben   

16 Das Erbrecht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 
意思表示、法律行为、时效、合同等、抽象行为、合意等。 
2、课程的教学方法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案例教学法、研讨教学法、合作教学法、互动教学法、启发教学法、

对话教学法等。 
3、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本课程的最终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笔试成绩二部分组成。平时成绩包括考勤及学生的课

堂表现（如报告的质量如何、是否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等），占总成绩的 20%；期末考试的形式是提
交一篇学术论文，占总成绩的 80%。 
五、教材选用：教师自编教材 
六、推荐参考书 
1、《Einführung in das Zivilrecht》, Dieter Schwab, C.F. Mueller Verlag, 2005. 
2、《德国民法典》，陈卫佐译，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3、《比较法总论》（茨威格特/克茨），潘汉典、米健、高鸿钧、贺卫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4、《Allgemeiner Teil 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 Karl Larenz, C.H. Beck Verlag, 1989. 
5、《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Dieter Medicus, C.F. Mueller Verlag, 1997. 
6、《Schuldrecht I(Allgemeiner Teil)》, Dieter Medicus, C.H. Beck Verlag, 2000. 
7、《Sachenrecht》, Fritz Baur/Rolf Stürner, C.H. Beck Verlag, 1999. 
8、《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55. Aufl. 2004.  
9. Klunzinger, Eugen: Einführung in das Bürgerliche Recht, 11.Aufl., 2002. 
10. Müssig, Peter: Wirtschaftsprivatrecht, 3. Aufl., R.v. Decker Verlag Heidelberg 2000. 

执笔：丁强   

制订时间：2015年 9月 10日 

 

德国法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German Law 

课程号：41901005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由于教学时间较短，课程内容只能局限在最基础的德国法律知识的传授。

授课对象已具备一定的德语基础，通过教学使学生对德国的公法法律体系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同时

掌握必要的法律专业用语，为进一步学习德国公法打下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1. Teil: Der staatliche Organ, Verfassung und Recht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st ein demokratischer und sozialer Bundesstaat. Die staatliche 

Ordnung des Grundgesetzes findet in den Verfassungsorganen, im Föderalismus sowie in der 
Rechtsordnung und dem Wahlsystem ihren Ausdruck. Diese bestimmen nicht nur den politischen All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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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dern das Leben der Menschen in Deutschland. Den Ländern ist ihre Eigenstaatlichkeit geblieben; sie 
sind nicht lediglich reine staatliche Verwaltungsbezirke, sondern haben eigene Verfassung, Staatsgebiete 
und staatliche Gewalten. Das als Verfassungsgrundsatz anerkannte Sozialstaatsprinzip besagt, dass das 
Miteinanderleben in der großen Gemeinschaft von Volk und Staat zwar vom einzelnen die Einordnung in 
das Ganze und Rücksichtnahme auf die Rechte anderer fordert, ihm aber auch über die Garantie seiner 
eigenen Rechtsstellung hinaus angemessene Lebensmöglichkeiten gewährleistet.  

Kontrollefrage:  
1. Welche Staatsform hat BRD ?  
2. Was bedeutet das Sozialstaatsprinzip ?  
2. Teil: Das Grundgesetz und die Verfassungsbeschwerde:  
Wie keine frühere deutsche Verfassung ist das Grundgesetz von den Bürgern akzeptiert worden. 

Dabei war die Verfassung zunächst nur als Provisorium konzipiert und deshalb lediglich Grundgesetz 
genannt worden. 1949 geschaffen, sollte es dem staatlichen Leben „für eine Übergangszeit“ eine neue, 
freiheitlich-demokratische Ordnung geben.  

An erster Stelle des Grundgesetzes stehen die Grundrechte mit der Verpflichtung des Staates, die 
Würde des Menschen zu achten und zu schützen, und dem Recht jedes Einzelnen auf freie Entfaltung 
seiner Persönlichkeit. Es verleiht umfassenden Schutz gegen den rechtswidrigen Eingriff des Staates. Auf 
die Achtung der Menschenwürde und das Recht auf die freie Entfaltung der Persönlichkeit können sich 
Deutsche wie Ausländer gleichermaßen berufen. 

Kontrollefrage:  
1. Was verstehen Sie unter dem Begriff Grundrecht ? 
2. Warum heißt deutsche Verfassung das Grundgesetz ? 
3. Teil: Die Verfassungsorgane 
Staatsoberhaupt der BRD ist der Bundespräsident. Er wird von der Bundesversammlung gewählt, 

einem Verfassungsorgan, das nur zu diesem Zweck zusammentritt. Gewählt wird der Bundespräsident mit 
der Mehrheit der Stimmen der Bundesversammlung für eine Amtszeit von fünf Jahren. Eine einmalige 
Wiederwahl ist zulässig. Der BP hat weitgehend repräsentative Aufgaben und übt als neutrale Kraft und 
als Hüter der Verfassung eine ausgleichende Wirkung aus.  

Die Vertret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st der Bundestag. Er wird nach Art. 38 I GG in 
allgemeiner, unmittelbarer, freier, gleicher und geheimer Wahl vom Volk auf vier Jahre gewählt. Eine 
vorzeitige Auflösung des Bundestages ist nur ausnahmsweise möglich. Die Bundestagsabgeordneten sind 
Vertreter des ganzen Volkes, an Aufträge und Weisungen nicht gebunden und nur ihrem Gewissen 
unterworfen. Grundsätzlich muss eine Partei bundesweit wenigstens 5% aller Stimmen errungen haben, 
um Vertreter in den Bundestag entsenden zu können. Das Ziel dieser Regelung war, eine Zersplitterung 
der politischen Landschaft nach den Erfahr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 zu vermeiden und 
regierungsfähige Mehrheiten zu ermöglichen. Das Bild von der Tätigkeit des Bundestages in der 
Öffentlichkeit wird zu einem großen Teil durch die Plenarsitzungen geprägt. Dabei handelt es sich nur um 
einen Ausschnitt aus dem breiten Feld parlamentarischer Aktivitäten. Die zunehmende Spezialisierung der 
Beratungsgegenstände auf dem Gebiet der Gesetzgebung und der parlamentarischen Kontrolle hat die 
Parlamentsarbeit schwerpunktmäßig in die Ausschüsse des Bundestages und die einzelnen Gremien der 
Fraktionen bzw. der Gruppen verlagert. In den Ausschusse werden die Gesetzentwürfe und sonstige 
Initiative diskutiert und formuliert, um dann dem Plenum zur Beschlussfassung vorgelegt zu werden. Die 
Ausschüsse tagen in der Regel nicht öffentlich, Parteien können ungezwungener und sachlicher 
debattieren als in den öffentlichen Sitzungen des Plenums. 

Der Bundesrat (BR) verkörpert das föderative System des Bundes und damit als Gegengewicht z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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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destag. Er besteht aus Mitgliedern der Regierungen der Länder, die von diesen bestellt und abberufen 
werden. Jedes Bundesland hat entsprechend seiner Einwohnerzahl zwischen drei und sechs Stimmen, die 
nach Art. 51 IV GG aber nur einheitlich abgegeben werden dürfen. Schwerpunktmäßig liegen die 
Aufgaben des Bundesrates im Bereich der Gesetzgebung. Bundeskanzler und Bundesminister bilden die 
Bundesregierung, das Bundeskabinett.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wacht über die Einhaltung des Grundgesetzes. Die bitteren 
Erfahrungen mit der Machtausübung der Nationalsozialisten bis 1945 führten zu dem Bestreben des Väter 
des Grundgesetzes, die politische Macht im Staat zu bändigen.  

Kontrollefrage:  
1. Welche Verfassungsorgane gibt es überhaupt ? 
2. Was passiert, wenn der Bundespräsident sich verweigert, das Gesetz zu unterzeichnen ? 
4. Teil: Das Gerichtswesen und Richteramt  
Die rechtsstaatlichen Fundamente des Rechtswesens wurden in Deutschland fast vollständig schon 

durch Justizgesetze aus dem 19. Jahrhundert gelegt. Es sind vor allem das Gerichtsverfassungsgesetz, das 
Aufbau, Organisation und Zuständigkeit der Gerichte regelt, die Zivilprozessordnung und die 
Strafprozessordnung. Als ordentliche Gerichte bestehen in den Ländern Amts-, Land- und 
Oberlandesgerichte, zu denen auch das Kammergericht in Berlin zählt, und als einziges ordentliches 
Bundesgericht der Bundesgerichtshof in Karlsruhe.  

Die Rechtstellung der Richter ist im Deutschen Richtergesetz geregelt. Dieses Gesetz betrachtet dem 
GG gemäß den Richter nicht mehr als Beamten, sondern gibt ihm eine seiner besonderen Aufgabe als 
Repräsentant der dritten Gewalt gerecht werdende eigene Rechtsstellung. Richter können nur als Richter 
auf Lebenszeit, auf Zeit, auf Probe oder kraft Auftrag berufen werden. Voraussetzung ist, dass der zu 
Berufende Deutscher ist, die Gewähr dafür bietet, jederzeit für die freiheitliche demokratische 
Grundordnung einzutreten, und die Befähigung zum Richteramt besitzt. Bei einer gerichtlichen 
Entscheidung darf nicht mehr als ein Richter auf Probe oder kraft Auftrags oder ein abgeordneter Richter 
mitwirken. 

Kontrollefrage:  
1. Was bedeutet das Gerichtsinstanz ?  
2. Wer hat den Anspruch auf das Richteramt auf Lebenszeit ?  
5. Teil: Das Zivilrecht  
Das BGB enthält 2385 Paragraphen in 5 Büchern: I. Allgemeiner Teil; II. Recht der 

Schuldverhältnisse; III. Sachenrecht; IV. Familierecht; V. Erbrecht. Ergänzt wird das BGB durch das 
Einführungsgesetz, in dem das Verhältnis zum ausländischen Recht, zum älteren Reichsrecht und zum 
Landesrecht behandelt ist, und eine Reihe von privatrechtliche Nebengesetzen.  

Der Allgemeine Teil des BGB behandelt für das gesamte bürgerliche Recht geltende Rechtsbegriffe, 
insbesondere das Personenrecht, Sachen, Rechtsgeschäfte, Stellvertretung und Vollmacht, Fristen, 
Termine, Verjährung, Ausübung von Rechten, Selbstverteidigung und Selbsthilfe, Sicherheitsleistung.  

Das Recht der Schuldverhältnisse behandelt das persönliche schuldrechtliche Verhältnis, das 
zwischen dem Leistungsberechtigten und dem zur Leistung Verpflichteten besteht. Schuldverhältnis ist die 
rechtliche Beziehung zwischen zwei oder mehr Personen, kraft deren der eine (Gläubiger) gegen den 
anderen (Schuldner) ein Recht auf ein Tun oder Unterlassen, einen Anspruch oder eine Forderung, hat.  

Das kann durch gesetzliche Vorschriften, Rechtsgeschäft oder unerlaubte Handlung begründet 
werden.  

Nach § 242 BGB hat der Schuldner die Leistung so zu bewirken, wie es Treu und Glauben mit 
Rücksicht auf die Verkehrssitte erfordern. Wichtig ist dabei, ob eine bestimmte Sache geschuldet w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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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er ob es sich um eine Gattungsschuld handelt. Von den denkbaren Störungen des Schuldverhältnisses 
hat das BGB nur die Rechtsfolgen ausdrücklich geregelt, die bei Verzug, Unmöglichkeit der Leistung und 
die positive Vertragsverletzung eintreten.  

Das Sachenrecht regelt die Herrschaftsrechte an Sachen gegen jedermann. Soweit einer Person ein 
Recht an einer Sache zusteht, spricht man von einem dinglichen Recht. Soweit sich die Sachherrschaft nur 
rein tatsächlich äußert, nennt man sie den Besitz einer Sache. Das Vollrecht an einer Sache ist das 
Eigentum, während die beschränkten dinglichen Rechte wie Nießbrauch, Pfandrechte usw. nur eine 
Teilherrschaft gewähren. Die Formen der dinglichen Rechte sind ihrer Zahl nach beschränkt und inhaltlich 
fest bestimmt.  

Kontrollefrage:  
1. Was bedeutet das Abstraktionsprinzip ? 
2. welche Unterschied gibt es zwischen dem Besitz und Eigentum ? 
6. Teil: Grundsätze des Zivilprozessverfahrens (Prozessmaximen) 
Die Erreichung des Zwecks des Zivilprozesses wäre gefährdet, wenn die Wahl des Verfahrens dem 

Richter in völliger Freiheit überlassen würde. Jedes Zivilverfahrensrecht baut deshalb 
Verfahrensgrundsätzen (Prozessmaximen) auf, die die wichtigen Entscheidungen für die Gestaltung des 
Verfahrens enthalten. Sie konkretisieren sich in zahlreichen Einzelbestimmungen, sind aber darüber 
hinaus in einschlägigen Zweifelsfragen als Wertentscheidungen des Gesetzgebers zu berücksichtigen. Ihre 
Festlegung ist eine rechtspolitische Entscheidung, die in de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Prozessrechts 
unterschiedlich ausgefallen ist. 

I. Dispositionsmaxime: 
Die Dispositionsmaxime bedeutet, dass die Parteien die Herren des Verfahrens sind und dass sie den 

Streitgegenstand bestimmen und über ihn verfügen können. 
1. Die Entscheidung über die Einleitung eines zivilprozessualen Verfahrens, insbesondere einer 

Klage, ist ausschließlich Sache der Parteien und nicht des Gerichts. § 253 ZPO verlangt als einleitende 
Aktivität des Klägers die Einreichung einer zuzustellenden Klageschrift und ist damit eine wichtige 
Ausprägung des Dispositionsgrundsatzes. 

Beispiel: Die Einleitung eines Mahnverfahrens erfordert einen Antrag auf Erlass eines 
Mahnbescheides nach § 688 ZPO, der Erlass eines Arrestes oder einer einstweiligen Verfügung einen 
entsprechenden Antrag nach §§ 920, 936 ZPO. 

2. Die Bestimmung des Gegenstandes des Verfahrens steht den Parteien zu, und zwar in erster Linie 
dem Kläger bzw. Antragsteller. 

Beispiel: Das Gericht kann gem. §308 I 2 keine nicht beantragten Nebenforderungen wie Zinsen 
zusprechen; es kann mehrere Beklagte nicht als Gesamtschuldner verurteilen, wenn das nicht beantragt 
ist. 

3. Die Disposition über das Ende des Verfahrens steht ebenfalls den Parteien mit der Maßgabe zu, 
dass eine von ihnen begehrte streitige Entscheidung dem Zweck des Zivilprozesses entsprechend durch 
das Gericht durch Urteil zu treffen ist. Die Parteien haben es aber in der hand, den Prozess durch 
bestimmtes Verhalten ohne gerichtliche Entscheidung zu beenden oder diese Entscheidung in bestimmter 
Weise zu beschränken. 

Beispiel: Der Kläger kann durch Klagerücknahme nach § 269, der Rechtsmittelkläger durch 
Rechtsmittelrücknahme nach §§ 515, 566 oder –verzicht nach §§ 514, 566 den Prozess ohne weitere 
gerichtliche Entscheidung beenden. Beide Parteien können dieses Ende durch Abschluss eines 
Prozessvergleiches herbeiführen. Möglich ist ferner eine übereinstimmende Erledigungserklärung der 
Parteien, an die das Gericht gebunden ist, bei der es allerdings gem. § 91a ZPO noch über die Kosten v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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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ts wegen zu entscheiden hat. 
II. Verhandlungsgrundsatz:  
Der Verhandlungsgrundsatz (Beibringungsgrundsatz) betrifft die Frage, wer die Tatsachen 

einschließlich ihrer Beweismittel beizubringen hat, aufgrund deren das Gericht über den zur Entscheidung 
gestellten Streitgegenstand urteilen soll. 

1. Die Parteien haben die nach ihrer Zielvorstellung zu berücksichtigenden Tatsachen dem Gericht 
vorzutragen. Das geschieht durch schriftlichen oder mündlichen Vortrag der einen oder der anderen Partei. 

2. Die unstreitigen Tatsachen, die von beiden Parteien vorgetragen oder zugestanden sind, sind vom 
Gericht nach §§ 138 III, 288 ZPO grds. ohne Nachprüfung auf ihre Wahrheit zu berücksichtigen. 

3. Grds. entscheiden die Parteien darüber, ob sie für beweisbedürftige Tatsachen Beweis antreten 
wollen, und das Gericht hat nur dann Beweis zu erheben, wenn eine Partei dies beantragt. 
Beweisbedürftig sind nur diejenigen Tatsachen, die von der anderen Partei bestritten werden. Wegen des 
besonderen öffentlichen Interesses kann das Gericht in der Ehesachen bei Nichtigkeitsklage nach § 616 II, 
der Kindschaftssachen nach § 640d, den Entmündigungssachen Tatsachen vom Amts wegen 
berücksichtigen und Beweise auch ohne Beweisantritt einer Partei erheben. 

III. Der Grundsatz der Unmittelbarkeit, Mündlichkeit und Öffentlichkeit: 
1. Der Grundsatz der Mündlichkeit bedeutet nach § 128 I ZPO, dass die Parteien ihre Anträge und 

ihren Tatsachenvortrag in der mündlichen Verhandlung vorbringen müssen und dass grds. nur der 
Streitstoff, der in der mündlichen Verhandlung vorgetragen worden ist, Grundlage der Entscheidung sein 
kann. Sinn und Zweck des Mündlichkeitsgrundsatzes ist es, eine einen unmittelbaren lebendigen Eindruck 
vom Streitstoff ermöglichende Verfahrensgestaltung, durch Wechselrede der Parteien und unmittelbar der 
Aufklärung und Förderung dienende Fragen und Hinweise des Gerichts, zu schaffen. Finden in einem 
Prozess mehrere Verhandlungstermine statt, so bilden alle zusammen die einheitliche mündliche 
Verhandlung. 

2. Der Grundsatz der Unmittelbarkeit bedeutet nach §§ 128, 309 ZPO, dass die mündliche 
Verhandlung vor dem erkennenden Gericht stattzufinden hat. Deshalb dürfen nur Richter, die an dieser 
mündlichen Verhandlung teilgenommen haben, am Urteil mitwirken. 

3. Der Grundsatz der Öffentlichkeit des Verfahrens ist  in §§ 169 ff GVG niedergelegt und im 
Einzelnen geregelt, mit dem Zweck, eine Kontrolle der Allgemeinheit bezüglich der Vorgänge vor Gericht 
zu gewährleisten. Öffentlichkeit bedeutet, dass im Rahmen der tatsächlichen Gegebenheiten des 
Verhandlungsortes die Möglichkeit des Zutritts für beliebige Zuhörer gegeben sein muss. 

IV. Die Beschleunigung des Verfahrens 
Das angestrebte Ziel ist es, das Verfahren möglichst zügig in einem einzigen umfassend vorbereiteten 

Verhandlungstermin (Haupttermin oder früher erster Termin) abzuschließen. 
V.  Aufklärungspflicht des Gerichts nach § 139 ZPO: 
VI. Das rechtliche Gehör: 
Es ist ein prozessuales Urrecht des Menschen, das verwehrt, kurzen Prozess mit ihm zu machen und 

war von Anfang an in der ZPO verankert. Das Recht auf rechtliches Gehör will den Parteien ein faires 
Verfahren garantieren. Die Parteien müssen nicht wirklich gehört werden. Es genügt, dass sie sich vor der 
Entscheidung zum maßgeblichen Sachverhalt in tatsächlicher und rechtlicher Beziehung äußern können. 
Die Versagung rechtlichen Gehörs ist ein Verfahrensmangel und vor der endgültigen Entscheidung in der 
Regel heilbar. 

VII. Wahrheitspflicht. Mitwirkungs- und Förderungspflicht der Parteien nach § 282 ZPO: 
VIII. Der Grundsatz der freien richterlichen Beweiswürdigung betrifft die Bewertung der 

Beweitmittel als Grundlage der richterlichen Entscheidungsfindung. Gem. § 286 I hat das Gericht u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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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ücksichtigung des gesamten Inhalts der Verhandlungen und des Ergebnisses einer etwaigen 
Beweisaufnahme nach freier Überzeugung zu entscheiden, ob es eine tatsächliche Behauptung für wahr 
oder nicht wahr erachtet, eine absolute, unumstößliche Gewissheit ist dabei jedoch nicht erforderlich.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Der staatlichen Organe   
2 Bundestag   
3 Bundesrat   
4 Bundesregierung   
5 Verfassung, Grundgesetz und Grundrecht   
6 Wie oben   
7 Verfassungsbeschwerde   
8 Das Gerichtswesen und    
9 Richteramt   

10 Wie oben   
11 Prozess   
12 Dispositionsmaxime   
13 Verhandlungsmaxime   
14 Die Unmittelbarkeit, Mündlichkeit und Öffentlichkeit   
15 Der Grundlage des BGB   
16 Wie oben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 
Grundrecht, Grundgesetz, Bundestag, Bundesregierung, Wahlsystem, 2. Stimme, Spruchkörper, 

Richterausschuss, Richteramt, Prozessmaxime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案例教学法、研讨教学法、合作教学法、互动教学法、启发教学法、

对话教学法等。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考查 
本课程的最终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笔试成绩二部分组成。平时成绩包括考勤及学生的课

堂表现（如报告的质量如何、是否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等），占总成绩的 20%；期末考试的形式是提
交一篇学术论文，占总成绩的 80%。 
五、教材选用：教师自编教材 
六、推荐参考书 
1. Klunzinger, Eugen: Einführung in das Bürgerliche Recht, 11.Aufl., 2002. 
2. Eisenhardt, Ulrich: Einführung in das bürgerliche Recht, 

  3. Haft, Fritjof: Einführung in das juristische Lernen, Unternehmen Jurastudium, 6. Aufl., Bielefeld 
1997.  
 4. Klaner, Andreas: Richtiges Lernen für Jurastudenten und Rechtsreferendare, 3. Aufl., Berlin 2003. 
 5. Müllers, Thomas M. J.: Juristische Arbeitstechnik und wissenschaftliche Arbeiten, 5. Aufl., Verlag 
Franz Vahlen München 2010. 
 6. Müssig, Peter: Wirtschaftsprivatrecht, 3. Aufl., R.v. Decker Verlag Heidelberg 2000. 
 7. Römermann, Volker / Paulus, Christoph: Schlüsselqualifikationen für Jurastudium, Examen und 
Beruf., Verlag C.H. Beck München 2003. 
 8. Schwab, Dieter: Einführung in das Zivilrecht, 16. Aufl. 2005. 



8300 

 9. Staats- und Verwaltungsrecht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mit Lissabonner Vertrag und 
Begleitgesetzen, 49. Aufl., C. F. Müller, Heidelberg 2010. 
 10. Tettinger, Peter J.: Einführung in die juristische Arbeitstechnik, 3. Aufl., München 2003. 
 11. Wörlen, Rainer: Anleitung zur Lösung von Zivilrechtsfällen, 9. Aufl., Köln, 2009 

执笔：丁强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20日 

 

德国刑法概论 
German Criminal Law 

课程号：41901006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德语专业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由于教学时间较短，课程内容只能局限在最基础的德国刑事法律知识的

传授。授课对象已具备一定的德语基础，通过教学使学生对德国刑事法律体系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同时掌握必要的法律专业用语，为进一步学习德国刑法打下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Das Strafrecht ist ein Teil des öffentlichen Rechts und behandelt die Frage, wann eine Strafe verwirkt 

ist und somit dem Staat das Recht erwächst, im Wege des Strafprozesses Strafe zu verhängen. Die 
Strafbestimmungen sind im Strafgesetzbuch zum Teil aber auch in strafrechtlichen Nebengesetzen 
enthalten. Die Strafgewalt steht allein dem Staat zu, das Anklagemonopol der Staatsanwaltschaft. Nur in 
besonderen Fällen hat der Verletzte das Recht, sich dem Verfahren als Nebenkläger anzuschließen oder die 
Strafverfolgung im Wege der Privatklage zu betreiben. Während das materielle Strafrecht die 
Straftatbestände und die bei ihrer Erfüllung verwirkten Strafen bestimmt, regelt das formelle Strafrecht 
den Gang des Strafverfahrens (StPO und GVG). 

I. Strafrechtliche Grundbegriffe 
1. Im Sprachgebrauch des StGB wird zwischen Straftat (vergleich §§ 44, 66) und rechtswidriger Tat 

(vergleich §§ 26, 27, 11 I Nr.5) unterschieden: unter einer Straftat versteht das Gesetz ein strafbares 
Verhalten, das den Tatbestand eines Strafgesetzes verwirklicht und außerdem rechtswidrig und schuldhaft 
ist. Als rechtswidrige Tat bezeichnet das StGB ein Verhalten, das den Tatbestand eines Strafgesetzes 
verwirklicht und rechtswidrig ist, auch wenn es im Einzelfall an einem schuldhaften Handlung fehlt. 

2. Verbrechen und Vergehen 
Nach §12 I sind Verbrechen rechtswidrige Taten, die im Mindestmaß mit Freiheitsstrafe von einem 

Jahr oder darüber bedroht sind. Vergehen sind rechtswidrige Taten, die im Mindestmaß mit einer 
geringeren Freiheitsstrafe oder die mit Geldstrafe bedroht sind. Maßgebend für die Deliktsnatur ist nicht 
die im Einzelfall verwirklichte, sondern die im Normalstrafrahmen abstrakt angedrohte Strafe. Schärfung 
oder Milderungen, die nach §§ 21, 23 I, 27 II, 49 oder für besonders schwere oder minder schwere Fälle 
vorgesehen sind, bleiben für die Einteilung der Delikte in Verbrechen und Vergehen außer Betracht.  

3. Erfolgs- und Tätigkeitsdelikte Bei den Erfolgsdelikten wird im gesetzlichen Tatbestand der Eintritt 
eines von der Tathandlung gedanklich abgrenzbaren Erfolges in der Außenwelt vorausgesetzt, so dass 
nach dem ursächlichen Zusammenhang zwischen Handlung und Erfolg gefragt werden muss. Schlichte 
Tätigkeitsdelikte setzen keinen solchen Außenwelterfolg voraus, ihr Unrechtstatbestand wird schon durch 
das im Gesetz umschriebene Tätigwerden als solches erfüllt. Wie beispielsweise die Aussagedelikte nach 
§§ 153 f, es ist gleichgültig, ob es dem Täter gelungen ist, das Gericht durch seine Falschaussage 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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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äuschen.  
4. Verletzungs- und Gefährdungsdelikte  
a) Zum Tatbestand der Verletzungsdelikte gehört eine Schädigung des in Betracht kommenden 

Handlungsobjekts, wie Tötung nach §§ 211 ff, Körperverletzung nach §§ 223 ff und Sachbeschädigung 
nach § 303.  

b) Bei den Gefährdungsdelikten genügt dagegen die Herbeiführung einer Gefahrenlage für das im 
Tatbestand vorausgesetzte Schutzobjekt, wie Brandstiftung.  

5. Begehungs- und Unterlassungsdelikte  
a) Maßgebend ist, ob der gesetzliche Tatbestand durch ein aktives Tun oder ein Untätigbleiben 

verwirklicht wird. Wenn der Vater sein Kind K dadurch tötet, dass er es auf einem Spaziergang in einem 
Bergsee mit steilen Felsufern stößt, liegt ein Begehungsdelikt vor (vorsätzliche Tötung durch aktives Tun 
nach §§ 212, 211).  

b) Ein unechtes Unterlassungsdelikt wäre gegeben, wenn das Kind beim Spielen ins Wasser gefallen 
wäre und V es willentlich ertrinken ließe, obwohl er es retten könnte (vorsätzliche Tötung durch 
pflichtwidriges Unterlassen im Rahmen einer sog. Garantenstellung). Die unechten Unterlassungsdelikte 
bilden eine Komplementärerscheinung der Begehungsdelikte, so dass deren Tatbestände und Strafrahmen 
auch für sie gelten. Unter den Voraussetzungen des § 13 steht die Nichtabwendung des tatbeständlichen 
Erfolges durch einen „Garanten“ der Erfolgsbewirkung durch aktives Tun gleich.  

c) Echte Unterlassungsdelikte sind dagegen Straftaten, deren Unrechtsgehalt sich in dem Verstoß 
gegen eine Gebotsnorm und im bloßen Unterlassen einer bestimmten, gesetzlich geforderten Tätigkeit 
erschöpft. Wie etwa das „sich nicht Entfernen“ beim Hausfriedenbruch nach § 123 I 2. Alt., die 
Nichtanzeige von Verbrechen nach § 138 und das Unterlassen der Hilfeleistung nach § 323c. In allen 
diesen Fällen kann die Nichtvornahme der gesetzlich geforderten Handlung zwar auch mit 
sozialschädlichen Folgen verbunden sein; für die Strafbarkeit des Verhaltens kommt es jedoch nicht auf 
den diesbezüglichen Erfolg, sondern allein auf das Unterlassen des rechtlich gebotenen Tuns an. Wer etwa 
einem Unfallopfer nicht Hilfe leistet, obwohl ihm das nach den Umständen möglich und zuzumuten ist, 
wird, auch wenn das Opfer seinen Verletzung erliegt, nur aus § 323c und nicht wegen Tötung nach §§ 212, 
211, 222 bestraft, wenn er keine besondere Schutzpflicht gegenüber dem Verunglückten zu erfüllen hatte. 
Hier verlangt man von dem Unterlassungstäter nur ein Handeln zum Zwecke der Schadensverhütung 
verlangt.  

6. Dauer- und Zustandsdelikte  
a) Bei den Dauerdelikten hängt die Aufrechterhaltung der widerrechtlichen Zustandes vom Willen 

des Täters ab, so dass nicht nur sein Herbeiführen, sondern auch sein Fortdauern lassen den gesetzlichen 
Tatbestand verwirklicht (Beispiele: Freiheitsberaubung nach § 239, Hausfriedensbruch nach § 123). Die 
Straftat ist bereits mit dem Eintritt des widerrechtlichen Zustandes „vollendet“, jedoch erst mit seiner 
Aufhebung „beendet“. Diese Unterscheidung ist wichtig für den Beginn der Verjährung.  

b) Bei den Zustandsdelikten wie Körperverletzung nach § 223, Sachbeschädigung nach § 303 
erschöpft der tatbeständliche Unwert sich dagegen in der Herbeiführung des widerrechtlichen Zustandes, 
so dass die Tat mit dem Eintritt des tatbeständlichen Erfolges „vollendet“ und in aller Regel zugleich 
„beendet“ ist.  

7. Allgemeindelikte, Sonderdelikte und eigenhändige Delikte  
a) Tauglicher Täter eines Allgemeindelikts kann jedermann sein, wo das Gesetz den namenlosen 

„Wer“ als Täter nennt. 
b) Als Sonderdelikte bezeichnet man solche Straftaten, bei denen die im gesetzlichen Tatbestand 

umschriebene Eigenschaft des Handlungssubjekts den Täterkreis begrenzt (z.B. als Arzt in § 203 oder 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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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tsträger in §§ 331 ff)  
c) Bei den eigenhändigen Delikten setzt der Tatbestand die unmittelbar eigenhändige Vornahme der 

Tatbestandshandlung voraus, weil der besondere Verhaltensunwert des betreffenden Delikts nur auf diese 
Weise zu realisieren ist.  

II. Die Garantiefunktion des Strafgesetzes 
1. Der Bestimmtheitsgrundsatz 
Strafgesetze müssen hinsichtlich ihrer Straftatbestände und Rechtsfolgen ein Mindestmaß an 

Bestimmtheit aufweisen. Zwar ist die Verwendung von Generalklauseln wertausfüllungsbedürftigen 
Begriffen in der Strafgesetzgebung zulässig, doch müssen Tragweite und Anwendungsbereich der 
Strafvorschriften hinreichend erkennbar sein. Die Gesetzfassung muss dem Bürger Klarheit darüber 
verschaffen, was verboten ist, damit er sein Verhalten danach einrichten kann. Demgemäß sind die 
einzelnen Merkmale des Straftatbestandes so konkret zu umschreiben, dass ihr Sinn- und 
Bedeutungsgehalt sich durch Auslegung ermitteln lässt. Je schwerer die angedrohte Strafe, umso höher 
sind die Anforderungen an die gesetzliche Präzisierung. 

2. Das Rückwirkungsverbot 
Er soll verhindern, dass der Bürger durch lückenfüllende Rechtsfortbildung für etwas bestraft wird, 

was er zur Tatzeit nicht als strafbar vorhersehen konnte. 
3. Das Analogieverbot 
Analogie ist die Ausdehnung eines Rechtssatzes auf einen im Gesetz nicht geregelten oder vom 

Gesetzeswortlaut nicht mehr erfassten Fall. Das Analogieverbot umfasst alle Merkmale eines 
Strafgesetzes, von denen die Strafbarkeit des Verhaltens abhängt, soweit die Rechtsfolgen der Tat unter 
Einschluss von Maßregeln der Besserung und Sicherung. 

4. Auslegung 
Jede Rechtsnorm bedarf der Auslegung. Die Grenzen zwischen zulässiger Auslegung und verbotener 

Analogie sind wegen ihrer fließenden Übergänge jedoch häufig nur schwer zu bestimmen. Ziel der 
Auslegung ist die Klarstellung des Gesetzessinns und ggf. die Anpassung des Gesetzes an die veränderten 
Bedürfnisse und Anschauungen der Gegenwart. Ziel der Analogie ist dagegen die Ausfüllung von 
Gesetzeslücken durch Erweiterung und Weiterentwicklung eines Rechtssatzes. 

III. Objektive Tatbestand 
1. Handlung（犯罪行为） 
Objektive Tatbestandselemente haben die Aufgabe, das strafwürdige äußere Geschehen so zu 

bezeichnen, dass das verbotene Verhalten möglichst eindeutig festgelegt ist. Hier verwendet das Gesetz 
sowohl beschreibende, sinnlich wahrnehmbare, sog. Deskriptive Merkmale, die Gegenstände oder 
Vorgänge der realen Welt umschreiben wie beispielsweise Sache nach § 242, töten nach §§ 211, 212, 
beschädigen nach § 303; als auch wertausfüllungsbedürftige, sog. Normative Merkmale wie 
beispielsweise fremd nach § 242, Urkunde nach § 267. 

2. Die Kausalität（因果关系） 
Menschliche Handlung hat den objektiven Unrechtstatbestand nur dann verwirklicht, wenn zwischen 

Handlung und Erfolg ein ursächlicher Zusammenhang besteht. Ursache im Sinne des Strafrechts ist jede 
Bedingung eines Erfolges, die nicht hinweggedacht werden kann, ohne dass der Erfolg in seiner konkreten 
Gestalt entfiele. (Äquivalenztheorie，条件理论) Dafür gelten folgende Grundsätze: 

a) Auf die Zahl der Zwischenursachen kommt es nicht an, denn die Ursachen sind alle gleichwertig. 
b) Wie die einzelnen Kausalfaktoren naturwissenschaftlich zusammenhängen, spielt keine Rolle. 

Ausreichend ist die Feststellung, dass andere mögliche Ursachen nicht in Betracht kommen. 
c) Reserveursachen und hypothetische Kausalverläufe dürfen anstelle der weggedachten Hand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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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t hinzugedacht werden. Entscheidend ist allein, ob der konkrete Erfolg ohne die Handlung auch in 
dieser Weise, unter diesen Umständen und in diesem Augenblick eingetreten wäre. 

d) Auch wenn an eine Ursache eine Zweithandlung des Täters oder das freiverantwortliche Verhalten 
eines Drittens oder des Opfers selbst anknüpft, das den tatbestandlichen Erfolg herbeiführt, bleibt die 
Vorbedingung kausal, wenn sie bis zum Erfolgseintritt fortwirkt. Von einer Unterbrechung des 
Kausalverlaufs spricht man nur, wenn ein späteres Ereignis die Fortwirkung einer früheren Ursachenkette 
beseitigt und nunmehr allein unter Eröffnung einer neuen Ursachenreihe den Erfolg herbeiführt.  

3. Zurechnung （责任归属） 
Außerdem muss  der konkrete Erfolg dem Verursacher als sein Werk zuzurechnen sein. Objektiv 

zurechenbar kann ein durch menschliche Handlung verursachter Erfolg danach nur dann sein, wenn die 
Handlung eine rechtlich missbilligte Gefahr geschaffen hat und sich diese in dem Erfolg niedergeschlagen 
hat. (Hier kann man die vorgenannte Formel in rechtlich relevantes Risiko und Risikozusammenhang 
zusammenfassen). 

IV. Subjektive Tatbestand 
Vorsätzlich handelt, wer im Zeitpunkt des Versuchsbeginns zumindest billigend in Kauf nimmt, dass 

durch sein Verhalten alle Umstände, die zu einem gesetzlichen Tatbestand gehören, verwirklicht werden. 
Als Vorsatzformen unterscheidet man zwischen Absicht, direktem Vorsatz und Eventualvorsatz: 

1. Absicht ist gegeben, wenn es dem Täter gerade darauf ankommt, den Eintritt des tatbestandlichen 
Erfolgs herbeizuführen oder den Umstand zu verwirklichen, für den das Gesetz absichtliches Handeln 
voraussetzt. Notwendig sind also ein dominierendes Willenselement und ein Wissenselement. 

2. Direkter Vorsatz liegt vor, wenn der Täter weiß oder als sicher voraussieht, dass er den 
gesetzlichen Tatbestand verwirklicht. Im Gegensatz zur Absicht bildet das sichere Wissen um den 
Erfolgseintritt den Schwerpunkt. 

3. Bedingte Vorsatz (Eventualvorsatz): 
V. Rechtswidrigkeit 
Die Tatbestandsmäßigkeit indiziert die Rechtswidrigkeit der Handlung. Als Ausnahmeregeln erfassen 

die Rechtfertigungsgründe Konfliktsituationen, für welche die Rechtsordnung das im Straftatbestand 
formulierte Verbot aufhebt und das rechtsgutverletzende Verhalten im Einzelfall erlaubt. Der 
Rechtfertigungsgrund verhindert nicht nur, dass der Handelnde Unrecht tut, sondern verleiht ihm sogar ein 
Recht zum Eingriff. 

1. Notwehr nach § 32 （正当防卫） 
a) Die Notwehrlage: gegenwärtiger rechtswidriger Angriff 
aa) Angriff ist jede Bedrohung rechtlich geschützter Interessen durch menschliches Verhalten, 

gleichgültig, ob die Bedrohung bezweckt oder ungewollt ist. 
(1) Notwehrfähig ist grds. jedes Rechtsgut oder rechtlich anerkannte Interesse des Angegriffenen 

oder eines Dritten. Nicht notwehrfähig sind dagegen Güter der Allgemeinheit. 
(2) Die Rechtsgutbedrohung muss objektiv bestehen und sich im Nachhinein als real gewesen 

erweisen, weil nur dann auch eine Duldungspflicht des Betroffenen anzuerkennen ist. 
(3) Die Rechtsgutbedrohung muss auf menschlichem Verhalten beruhen. 
bb) Gegenwärtig ist der Angriff, der unmittelbar bevorsteht, gerade stattfindet oder noch fortdauert. 
cc) Der Angriff ist rechtswidrig, wenn der Betroffene ihn nicht zu dulden braucht bzw. wenn er im 

Widerspruch zur Rechtsordnung steht. 
b) Notwehrhandlung: 
aa)  Verteidigung: nur Eingriffe in Rechtsgüter des Angreifers, nicht aber in Rechtsgüter dritter, 

unbeteiligter Pers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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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Erforderlich 
Recht braucht Unrecht nicht zu weichen. Bei der Notwehr findet grds. keine Güterabwägung statt. 

Die Abwehrhandlung ist erforderlich, wenn sie objektiv geeignet ist, den Angriff sofort und endgültig zu 
brechen. Stehen mehrere Mittel zur Verfügung, so muss das am wenigsten gefährliche gewählt werden. 
Bei tödlich wirkenden Waffen ist eine 3-Stufen-Folge erforderlich: soweit es dem Verteidiger möglich ist, 
muss er zunächst den Waffengebrauch androhen; danach muss er versuchen, den Angreifer nur 
kampfunfähig zu machen; die Tötung des Angreifers ist nur als letztes Mittel der Verteidigung erlaubt. 

cc) Gebotenheit nach der Rechtsordnung, um den Rechtsmissbrauch wie Notwehrprovokation 
auszuschließen. 

c) Notwehrwille: 
Der Täter muss die Umstände kennen, die die Notwehrlage begründen und die Erforderlichkeit der 

konkret gewählten Verteidigungshandlung ausmachen. 
2. Notstand nach § 34 
VI．Schuld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Allgemein   
2 Straftat und rechtswidrige Tat   
3 Verbrechen und Vergehen   
4 Erfolgs- und Tätigkeitsdelikte   
5 Unterlassungsdelikt   
6 Verletzungs- und Gefährdungsdelikte   
7 Dauer- und Zustandsdelikte   
8 Allgemeindelikte, Sonderdelikte und eigenhändige Delikte   
9 Die Garantiefunktion des Strafgesetzes   
7 Objektive Tatbestand   

10 Kausalität   
11 Subjektive Tatbestand   
12 Irrtum   
13 Irrtum   
14 Notwehr und Notstand   
15 Konkurrenz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 
Straftat, Verbrechen, Vergehen, Schuld, Irrtum, Notwehr.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案例教学法、研讨教学法、合作教学法、互动教学法、启发教学法、

对话教学法等。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本课程的最终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笔试成绩二部分组成。平时成绩包括考勤及学生的课

堂表现（如报告的质量如何、是否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等），占总成绩的 20%；期末考试的形式是提
交一篇学术论文，占总成绩的 80%。 
五、教材选用:  
教师自编教材 
六、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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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öflich, Peter / Weller, Frank: Strafrecht schneller erfasst, 2. Aufl., Springer Verlage Berlin 2005. 
2. Kühl: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2. Aufl., 1997. 
3. Lackner: Strafgesetzbuch, 22. Aufl. 1997. 
4. Schönke-Schröder: Strafgesetzbuch, 25. Aufl., 1997. 
5. Tröndle: Strafgesetzbuch, 48. Aufl., 1997. 
6. Wessels(Beulke: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28. Aufl., C.F.Müller Verlag Heidelberg 2010. 

执笔：丁强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5日 

 

德国公法概论 
German Public Law 

课程号：41901007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语学院德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由于教学时间较短，课程内容只能局限在传授最基础的德国公法的法律

知识。授课对象已具备一定的德语语言基础，通过教学使学生对德国的公法法律体系有一个初步了

解，同时掌握法律的专业用语，为进一步学习德国各部门法打下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A. Staatsorganisationsrecht 
I. Die fünf Verfassungsprinzipien 
Das Staatsrecht besteht aus den Gebieten Staatsorganisationsrecht und Grundrechte. Während die 

Grundrechte sich mit der Beschränkung staatlicher Gewalt gegenüber den Bürgern befassen, regelt das 
Staatsorganisationsrecht grundlegende Prinzipien unserer Demokratie. Es sind dies insbesondere die fünf 
Staatsprinzipien Republik, Demokratie, Rechtsstaat, Bundesstaat und Sozialstaat. Die fünf Prinzipien sind 
für alles staatliche Handeln unmittelbar verbindlich und haben dieselbe Gültigkeit wie eine konkrete 
Vorschrift, d. h. ein Verstoß gegen ein Prinzip macht eine staatliche Maßnahme verfassungswidrig. 

1. Republikprinzip (Art. 20, 28 I GG)  
2. Demokratieprinzip (Art. 20 I GG)  
a) Volkssouveränität 
Gemäß Art. 20 II 1 GG („Alle Staatsgewalt geht vom Volke aus“, sog. Prinzip der Volkssouveränität) 

ist das Volk alleiniger Träger der Staatsgewalt. Dies bedeutet, dass sich alle staatliche Gewalt in einer 
„ununterbrochenen Legitimationskette“ auf das Volk zurückführen lassen muss. 

b) Repräsentative Demokratie 
Das Grundgesetz schreibt eine repräsentative Demokratie vor, d. h. die Staatsgewalt wird – auch 

wenn das Volk ihr Träger ist – im Regelfall von diesem nicht direkt, sondern durch die in Art. 20 II 2 GG 
benannten besonderen Organe (Gesetzgebung, vollziehende Gewalt, Rechtsprechung) ausgeübt. 

c) Streitbare Demokratie 
Das Prinzip der „streitbaren Demokratie“ möchte verhindern, dass die Freiheiten der Demokratie 

dazu missbraucht werden, die Demokratie zu beseitigen („Keine Freiheit den Feinden der Freiheit“). 
d) Rolle der Parteien 
Das Grundgesetz nimmt eine grundsätzlich positive Haltung zu den  politischen Parteien ein. Nach 

Art. 21 I GG wirken die Parteien bei der politischen Willensbildung des Volkes mit und sind eine 
notwendige Institution des politischen Lebens. Ihre Gründung ist frei; sie können nur durch 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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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verboten werden. 
aa) Parteienbegriff 
bb) Verbot von Parteien 
cc) Gründungs- und Betätigungsfreiheit; Chancengleichheit 
dd) Innere Ordnung der Parteien 
3. Rechtsstaatsprinzip  
a) Aufbau der Rechtsordnung 
aa) Verfassung 
Verfassung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ist das Grundgesetz. Die  Verfassung genießt 

umfassenden Vorrang vor allen anderen Normen; kein staatlicher Akt darf sich zur Verfassung in 
Widerspruch setzen (vgl. Art. 20 III GG, sog. „Vorrang der Verfassung“). Abweichungen von der 
Verfassung  bedürfen der ausdrücklichen Änderung des Verfassungstextes (vgl. Art. 79 I GG). 

bb) Gesetze 
cc) Rechtsverordnungen 
dd) Satzungen 
ee) Verwaltungsvorschriften  
b) Rechtsstaatsprinzip 
aa) Gewaltenteilung  
bb) Gesetzmäßigkeit der Verwaltung (Vorrang u. Vorbehalt des Gesetzes)  
(1) Vorrang des Gesetzes 
Der Grundsatz vom Vorrang des Gesetzes besagt, dass die Verwaltung nicht entgegen dem Gesetz 

handeln darf (und leitet sich damit eigentlich  selbstverständlich aus der „Normpyramide“ ab). 
(2) Vorbehalt des Gesetzes 
cc) Bestimmtheitsgebot  
dd) Rückwirkungsverbot 
ee) Verhältnismäßigkeitsgrundsatz  
ff) Rechtsschutzgarantie  
4. Bundesstaatsprinzip  
a) Gesetzgebungskompetenz 
b) Bundesrecht bricht Landesrecht  
c) Verwaltungszuständigkeit 
d) Bundestreue 
5. Sozialstaatsprinzip 
II. Die fünf obersten Bundesorgane 
1. Der Bundestag 
Der Bundestag ist das Parlament des deutschen Volkes auf Bundesebene.  Als oberste 

Repräsentation des Volkes ist er das wichtigste Bundesorgan. 
a) Wahl des Bundestages 
b) Rechte des einzelnen Abgeordneten 
aa) Freies Mandat  
bb) Indemnität und Immunität 
cc) Spannungsverhältnis zur Fraktion 
c) Untersuchungsausschüsse 
d) Abstimmung in dem Gesetzgebungsverfahren 
aa) Gesetzgebungs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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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Beschlussfassung des Bundestages 
cc) Beteiligung des Bundesrates 
(1) Einspruchsgesetze 
(2) Zustimmungsgesetze 
dd) Ausfertigung und Verkündung 
ee) Grundgesetzänderungen 
Das Grundgesetz kann nur durch ein Gesetz geändert werden, dass den Text der Verfassung selbst 

ändert oder ergänzt, Art. 79 I 1 GG (sog. „Verbot der Verfassungsdurchbrechung“). 
Zur Verfassungsänderung bedarf es nach Art. 79 II GG einer Mehrheit von zwei Dritteln der 

Mitglieder des Bundestages (vgl. Art. 121 GG) sowie der Stimmen des Bundesrates. 
Weiterhin ist die Unabänderlichkeitssperre des Art. 79 III GG zu beachten (sog. „Ewigkeitsklausel“): 

Änderungen, die die Gliederung des Bundes in Länder, die Mitwirkung der Länder bei der Gesetzgebung 
sowie die in Art. 1 und 20 GG niedergelegten Grundsätze – d. h. auch z. B. Demokratieprinzip, 
Rechtsstaatsprinzip usw. – berühren, sind unzulässig. 

Die Grundrechte der Art. 2 bis 19 GG sind zwar in Art. 79 III GG nicht genannt,  
in ihrem Kernbereich (=Menschenwürdegehalt) aber wohl auch von der Ewigkeitsgarantie erfasst. 

Selbstverständlich ist auch Art. 79 III GG selbst einer Verfassungsänderung entzogen. 
e) Grundsatz der Diskontinuität 
Der Bundestag unterliegt – ebenso wie die einzelnen Fraktionen – dem sog. „Grundsatz der 

(sachlichen) Diskontinuität“, d. h. der neue Bundestag ist nicht mehr an Beschlüsse des alten Bundestages 
gebunden.   

Der Grundsatz der Diskontinuität folgt letztlich aus dem Demokratieprinzip. Der neue Bundestag 
repräsentiert den aktuellen Willen des Wählers und soll  nicht durch u. U. mit veralteten 
Mehrheitsverhältnissen gefasste Beschlüsse gefesselt sein. Vom Grundsatz der Diskontinuität gibt es 
allerdings auch Ausnahmen. 

2. Die Bundesregierung 
Die Bundesregierung besteht aus dem Bundeskanzler und den Bundesministern. 
a) Wahl des Bundeskanzlers (BK) 
Der BK wird vom Bundestag auf Vorschlag des Bundespräsidenten gewählt (Art. 63 I GG). Erreicht 

der Vorgeschlagene nicht die Stimmen der Mehrheit der Mitglieder des Bundestages, so kann der 
Bundestag binnen 14 Tagen mit mehr als der Hälfte seiner Mitglieder eine andere Person zum 
Bundeskanzler wählen (Art. 63 II, III GG). 

Kommt eine Wahl innerhalb von 14 Tagen nicht zustande, so findet unverzüglich ein neuer Wahlgang 
statt, in dem gewählt ist, wer die meisten  Stimmen bekommt. 

Erreicht der Kandidat die Mehrheit der Mitglieder des Bundestages, so muss der Bundespräsident ihn 
ernennen. Hat der Kandidat zwar die meisten  Stimmen, aber nicht die Mehrheit des Bundestages hinter 
sich, so kann der Bundespräsident ihn ernennen oder den Bundestag auflösen (Art. 63 IV GG). 

Da Kandidat B nicht die Mehrheit der Mitglieder des Bundestages hinter sich hatte (mindestens: 300 
Stimmen), steht die Bundespräsidentin nun vor der Entscheidung, ob sie den B ernennt oder aber den 
Bundestag auflöst. 

b) Aufgabenverteilung in der Regierung 
aa) Kanzlerprinzip 
Der Bundeskanzler bestimmt die Richtlinien der Politik und trägt dafür die Verantwortung (Art. 65 

S.1 GG, sog. „Kanzlerprinzip“). Wann immer es also  um grundsätzliche Entscheidungen geht, hat der 
Bundeskanzler das letzte Wort. Diese Kompetenz wird auch die „Richtlinienkompetenz“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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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ndeskanzlers genannt. 
bb) Ressortprinzip 
Jeder Bundesminister leitet sein Ministerium (= Ressort) in eigener  Verantwortung (vgl. Art. 65 S. 

2 GG). 
Dies gilt sogar gegenüber dem Bundeskanzler: Dieser darf zwar Ministern, nicht aber im direkten 

Durchgriff deren Mitarbeitern Weisungen erteilen! 
cc) Kollegialprinzip 
Meinungsverschiedenheiten zwischen Ministern (vgl. Art. 65 S. 3 GG) sowie alle Angelegenheiten 

von Bedeutung werden vom Kabinett verhandelt. Dies gilt insbesondere für Gesetzes- und 
Verordnungsentwürfe (vgl. § 15 GOBR). 

c) Sturz des Bundeskanzlers 
aa) Konstruktives Misstrauensvotum 
Nach Art. 67 I GG kann der Bundestag dem Bundeskanzler das Misstrauen jederzeit dadurch 

aussprechen, dass er mit der Mehrheit seiner Mitglieder einen neuen Kanzler wählt (sog. „konstruktives 
Misstrauensvotum“). 

Die Möglichkeit des Misstrauensvotums ist darin begründet, dass ein Kanzler, um vernünftig 
regieren zu können, die Mehrheit des Parlaments hinter sich braucht. 

Die Parteien, die in diesem Sinne die Regierung tragen, bezeichnet man deswegen auch als 
„Regierungskoalition“. Zerstreitet sich diese aber und  findet sich eine neue Mehrheit, eröffnet Art. 67 
GG die Möglichkeit zum Regierungswechsel, ohne den Bundestag neu wählen zu müssen. 

bb) Vertrauensfrage 
Der Bundeskanzler kann jederzeit im Bundestag die Vertrauensfrage stellen und damit prüfen, ob die 

Mehrheit des Parlaments noch hinter ihm steht (Art.  68 GG). 
Er kann dies nach Art. 81 I 2 GG auch mit einer Gesetzesvorlage verbinden, die ihm besonders 

wichtig ist. 
Findet der Antrag des Bundeskanzlers, ihm das Vertrauen auszusprechen, nicht die Mehrheit der 

Mitglieder des Bundestages, so kann der Bundespräsident auf Vorschlag des Bundeskanzlers den 
Bundestag auflösen  (mit der Folge von Neuwahlen, vgl. Art. 68 I 1 GG). 

3. Der Bundespräsident 
Der Bundespräsident ist das Staatsoberhaupt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Er wird durch die 

Bundesversammlung, die zur Hälfte aus den  Bundestagsabgeordneten und zur anderen Hälfte aus von 
den Länderparlamenten entsandten Delegierten besteht, auf fünf Jahre gewählt (vgl. Art. 54 GG). 
Einmalige Wiederwahl ist zulässig. 

Merke: Die Bundesversammlung tritt ausschließlich zur Wahl des Bundespräsidenten zusammen und 
kommt ansonsten im Grundgesetz nicht vor. 

Die Hauptfunktionen des Bundespräsidenten sind eher repräsentativer Natur: Zwar ist er als 
Staatsoberhaupt oberster Repräsentant des Staates, besitzt nach der Konzeption des Grundgesetzes aber 
selbst nicht allzu viel Macht. 

4. Der Bundesrat 
Der Bundesrat ist die Vertretung der Länder auf Bundesebene (vgl. Art. 50 I GG). Er wirkt bei der 

Gesetzgebung mit. Die Vertreter der Länder werden von den jeweiligen Landesregierungen bestimmt. Die 
Stimmenzahl richtet sich dabei nach der Größe der Länder (vgl. Art. 51 GG). 

5.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wacht als oberstes deutsches Gericht über die Einhaltung der 

Verfass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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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hat seinen Sitz in Karlsruhe und besteht aus zwei Senaten, die mit je acht Richtern besetzt sind 
(vgl. § 2 BVerfGG). Die Richter werden von Bundestag und Bundesrat, bei ersterem durch einen 
speziellen Wahlausschuss auf 12 Jahre gewählt. Eine anschließende Wiederwahl ist ausgeschlossen. 

Die Entscheidungen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wirken inter omnes (=für alle), vgl. § 31 I 
BVerfGG. Sie haben Gesetzeskraft. Dementsprechend ist ihre Entscheidungsformel auch im 
Bundesgesetzblatt zu veröffentlichen (§ 31 III BVerfGG). 

B. Grundrechte 
Die Grundrechte sind in Abschnitt I des Grundgesetzes (Art. 1-19 GG) enthalten und beschäftigen 

sich mit den dem Bürger garantierten Rechten gegenüber dem Staat, wie z. B. Meinungsfreiheit, 
Religionsfreiheit oder der Garantie des Privateigentums. In erster Linie sind Grundrechte Abwehrrechte 
des Bürgers gegen den Staat (zum Schutz des Bürgers vor Eingriffen in Freiheit oder Eigentum, sog. 
status negativus). 

I. Geschichtliche Entwicklung 
1. Historische Vorbilder und Wurzeln 
2. Grundrechtsentwicklung in Deutschland 
a) Die preußischen Reformen 
b) Der süddeutsche Konstitutionalismus 
c) Grundrechte und Paulskirchenverfassung  
d) Grundrechte im Kaiserreich  
•  Verfassung des Norddeutschen Bundes (1866) und Reichsverfassung (1871) waren 

staatsrechtliche Verfassungen ohne Grundrechtsteil  
•  Verfassungsrechtlich anerkannt waren gleichwohl die Lehre von Vorbehalt und Vorrang des 

Gesetzes; allerdings auch Ausprägung der Lehre vom „besonderen Gewaltverhältnis“ (heute: 
Sonderstatusverhältnis); Grundrechte (vermittelt über die Landesverfassungen) begründeten zunächst nur 
Freiheit von gesetzwidrigem Zwang; garantiert wurden wichtige Grundrechte einfachgesetzlich 
(Gewerbefreiheit, 1869); Pressefreiheit (1874); Briefgeheimnis (1871); Justizgrundrechte (1870/71) 

•Insgesamt aber Beschränkungen der Grundrechte (Kulturkampf; Sozialistengesetze; Polizeizensur 
für Kunst und Presse) 

e) Grundrechte und Weimarer Reichsverfassung 
• Versuch einer modernen Verfassung (Republik; Volkssouveränität); Grund- 
rechtsteil (2. Hauptteil der WRV); soziale Grundrechte und Grundpflichten  
• Problem der Abänderbarkeit der Grundrechte durch einfaches Gesetz (Reichstagsbrandverordnung); 

Problem der fehlenden Durchsetzbarkeit mangels Verfassungsgericht. 
f) Die Negation der Grundrechte im NS-Terror 
• „Du bist nichts, dein Volk ist alles!“ – vollständige Negation aller individuellen Werte; Abkehr von 

den Ideen der Aufklärung; Bruch mit den Traditionen des Liberalismus und des Humanismus 
•Zentrale Wegmarken der NS-Diktatur: Reichstagsbrandverordnung; Ermächtigungsgesetz; 

Aufhebung des Föderalismus; Gleichschalt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 Nürnberger Rassegesetze; 
Polenstrafrecht-Verordnung  

I. Prüfungsreihenfolgen: 
1. Grundrechtsberechtigung 
Die Grundrechte sind zum Teil sog. „Jedermanns-Rechte“ (z. B. Art. 2 I, 2 II, 3,  
4, 5, 6 GG), zum Teil sog. „Deutschen-Grundrechte“ (z. B. Art. 8, 9, 11, 12, 33  
GG). Letztere stehen grundsätzlich nur Deutschen (i. S. v. Art. 116 GG) zu.   
Ob sich ein Ausländer im Regelungsbereich eines Deutschengrundrechts noch auf Art. 2 I 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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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ufen kann, ist umstritten (h. M.: ja). In jedem Fall hat ein Ausländer aber über Art. 2 I GG Anspruch 
auf Einhaltung des einfachen Rechts sowie des Verhältnismäßigkeitsgrundsatzes ihm gegenüber. 

Die Grundrechte (insbesondere: Art. 1 I GG) können auch über den Tod hinaus fortwirken. 
Weiteres Beispiel: Organentnahmen nach dem Tod dürfen – unabhängig von der Frage einer 

Einspruchs- oder Zustimmungslösung – jedenfalls nicht gegen den zu Lebzeiten geäußerten Willen des 
Betroffenen geschehen.  

Auch das noch nicht geborene Kind (sog. nasciturus) hat Grundrechte, insbesondere grundsätzlich 
das Recht auf Leben gemäß Art. 2 II 1 GG (das  im Einzelfall mit den Rechten der Mutter abzuwägen 
ist). 

2. Schutzbereich 
Der Schutzbereich (=Normbereich) eines Grundrechts umfasst diejenigen Verhaltensweisen, die nach 

seinem Wortlaut geschützt sind. 
Bsp.: Eine unfriedliche Versammlung fällt in den Regelungs-, nicht aber in den Schutzbereich von 

Art. 8 I GG. 
Der Schutzbereich ist dabei vor allem nach dem Schutzzweck des jeweiligen Grundrechts und aus 

dem Gesamtzusammenhang der Verfassung zu entwickeln. 
3. Eingriff 
Ein Eingriff ist jedes staatliche Handeln, dass die Grundrechtsausübung  eines Einzelnen 

beeinträchtigt oder unmöglich macht. Zur Terminologie: Für das Wort „Eingriff“ werden teilweise auch 
die Begriffe „Schranke“, „Beschränkung“ oder „Beeinträchtigung“ gebraucht. Dagegen meint 
„Verletzung“ immer nur die rechtswidrige Beeinträchtigung eines Grundrechts. Die Feststellung der 
Verletzung des Grundrechts steht daher immer erst am Ende der Prüfung, wenn man geprüft hat, ob der 
Eingriff nicht gerechtfertigt ist. 

4. Rechtfertigung des Eingriffs 
Zunächst ist zu fragen, ob das betreffende Grundrecht seinem Wortlaut nach überhaupt beschränkbar 

ist. Zu unterscheiden sind dabei: 
- einfacher Gesetzesvorbehalt: das Grundrecht ist durch Gesetz oder  aufgrund eines Gesetzes 

beschränkbar, 
- qualifizierter Gesetzesvorbehalt: der Gesetzesvorbehalt stellt Bedingungen, unter denen das 

Grundrecht beschränkt werden darf, 
- das Grundrecht gilt ganz ohne Gesetzesvorbehalt. 
Auch Grundrechte ohne Gesetzesvorbehalt müssen jedoch beschränkbar  sein. Kein Grundrecht 

kann sich ohne Rücksicht unbeschränkt entfalten.  
Nach h. M. sind daher auch Grundrechte ohne Gesetzesvorbehalt beschränkbar (sog. 

verfassungsimmanente Schranken). Eingriffe können  hier  gerechtfertigt werden durch 
entgegenstehende Grundrechte Dritter oder Verfassungsgüter von Rang. 

Beachte: Auch Eingriffe in vorbehaltlose Grundrechte bedürfen aber  selbstverständlich einer 
gesetzlichen Grundlage. 

Sodann muss das beschränkende Gesetz formell und materiell verfassungsgemäß sein. 
a) Zur formellen Verfassungsmäßigkeit gehört, dass das Gesetz vom zuständigen Gesetzgeber 

erlassen wurde (Zuständigkeit=Kompetenz), dass das Gesetzgebungsverfahren nicht an verfassungsmäßig 
relevanten Fehlern leidet (Verfahren) und in ordentlicher Form ausgefertigt und veröffentlicht wurde 
(Form). 

b) In materieller Hinsicht muss das Gesetz insbesondere beachten: 
- Wesensgehaltsgarantie (Art. 19 II 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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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in Einzelfallgesetz (Art. 19 I 1 GG) 
- Zitiergebot (Art. 19 I 2 GG) 
- Bestimmtheitsgebot 
- Rückwirkungsverbot 
- Wesentlichkeitstheorie 
- Verhältnismäßigkeitsgrundsatz 
aa) Legitimer Zweck kann jedes schützenswerte Rechtsgut sein.   
Bei einem Eingriff in dem Wortlaut nach unbeschränkbare Grundrechte ist allerdings zu beachten, 

dass der Zweck hier entweder im Schutz von Grundrechten Dritter oder von Verfassungsgütern von Rang 
liegen muss (sog. „verfassungsimmanente Schranken“).  

(2) Geeignet ist eine Maßnahme (= i.d.R. Gesetz) dann, wenn mit ihrer Hilfe das angestrebte Ziel 
gefördert werden kann.  

Für die Beurteilung der Geeignetheit besteht ein weiter Einschätzungsspielraum des Gesetzgebers. 
Dabei ist auf den Zeitpunkt der Verabschiedung des Gesetzes abzustellen; wenn sich ein Gesetz erst 
hinterher als ungeeignet erwiesen hat, ist dies grundsätzlich unbeachtlich (der Gesetzgeber kann dann 
allerdings zur Nachbesserung verpflichtet sein).   

cc) Erforderlich ist eine Maßnahme, wenn es kein milderes Mittel gibt, dass den angestrebten Zweck 
mit gleicher Sicherheit erreicht. 

dd) Angemessen ist eine Maßnahme, wenn sie nicht außer Verhältnis zu  dem mit ihr angestrebten 
Ziel ist, d. h. sie darf nicht „unzumutbar“ sein. Die Angemessenheit wird häufig auch als 
„Verhältnismäßigkeit im engeren  Sinne“ bezeichnet. 

4. Grundrechtskonkurrenzen 
Fällt ein Verhalten in den Schutzbereich mehrerer Grundrechte, so sind in  der Regel beide 

Grundrechte zu prüfen. 
Eine Ausnahme bildet insoweit Art. 2 I GG (allgemeine Handlungsfreiheit),  der lediglich ein 

subsidiäres Auffanggrundrecht darstellt und daher nur zu prüfen ist, wenn das Verhalten nicht schon in 
den Schutzbereich eines spezielleren Grundrechts fällt. 

II. Die einzelnen Grundrechten 
1. Art. 1 I GG – Menschenwürde  
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st der oberste Wert des Grundgesetzes. Sie ist gemäß Art. 1 I GG 

„unantastbar“. 
Die Menschenwürde ist verletzt, wenn der Mensch zum Objekt des Staates gemacht und einer 

Behandlung ausgesetzt wird, die seine Subjektsqualität prinzipiell in Frage stellt (sog. Objektsformel).  
Art. 1 I GG wirkt sich dabei häufig auch als Schutzpflicht des Gesetzgebers aus, die Würde des 

Einzelnen zu schützen (vgl. auch Art. 1 I 2 GG).  
Umstritten ist, ob über Art. 1 I GG auch ein Zwang zu würdevollem Verhalten ausgeübt werden kann, 

oder ob der Einzelne jederzeit freiwillig auf seine Menschenwürde verzichten kann. 
In der Rechtsprechung wurde Art. 1 I GG insoweit des Öfteren auf sittlich anstößig empfundene 

Verhaltensweisen ausgeweitet, deren Verbot unter Rückgriff auf die Menschenwürde (bzw. den Begriff der 
„öffentlichen Ordnung“ des Polizeirechts) von der Literatur aber häufig kritisch gesehen wurde.  

Ein Eingriff in den Schutzbereich der Menschenwürde ist nicht zu  rechtfertigen (auch nicht durch 
die Menschenwürde oder das Leben anderer).   

2. Art. 2 I GG – allgemeine Handlungsfreiheit 
Die h. M. sieht in Art. 2 I GG dagegen einen Schutz jeglichen menschlichen Verhaltens, unabhängig 

von seinem Wert für seine Persönlichkeitsentfal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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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rt. 2 I i. V. m. Art. 1 I GG – Allgemeines Persönlichkeitsrecht 
Das allgemeine Persönlichkeitsrecht (Art. 2 I, 1 I GG) schützt die Erhaltung der  
engeren persönlichen Lebenssphäre des Menschen. Es ist nicht abschließend definierbar, sondern 

verteilt sich auf verschiedene Fallgruppen. 
- Schutz der Privat- und Intimsphäre  
- Recht am eigenen Bild 
Wichtig: Bei der Veröffentlichung von Fotos ist allerdings das Interesse am Persönlichkeitsschutz mit 

dem Informationsinteresse der Öffentlichkeit abzuwägen. Insbesondere bei Prominenten, die ein 
öffentliches Amt  bekleiden, genießt die Pressefreiheit in der Regel Vorrang, wenn die Debatte, um die es 
geht, von allgemeinem Interesse ist. Auch hier ist jedoch mit dem Interesse des Prominenten am Schutz 
seiner Privat- und Intimsphäre abzuwägen. 

- Recht auf Ehrschutz 
- Recht am eigenen Wort 
- Schutz der familiären und persönlichen Entwicklung 
Beachte: Bei der Frage, ob ein staatlicher Eingriff verhältnismäßig ist, wird teilweise nach der sog. 

„Sphärentheorie“ abgegrenzt, welche Voraussetzungen an einen Eingriff zu richten sind. Danach 
existieren drei Sphären: Intimsphäre, Privatsphäre und Sozialsphäre. Je tiefer der Eingriff insoweit geht, 
desto eher soll er unzulässig sein. 

4. Art. 2 II 1 GG – Recht auf Leben und körperliche Unversehrtheit 
a) Leben meint das körperliche Dasein des Menschen. 
b) Körperliche Unversehrtheit heißt Gesundheit im biologisch-physiologischen Sinne, aber auch im 

geistig-seelischen Bereich.  
Sowohl Leben als auch körperliche Unversehrtheit stehen nach Art. 2 II 3 GG unter 

Schrankenvorbehalt. Allerdings ist bei Eingriffen in Leben und körperliche Unversehrtheit der 
Verhältnismäßigkeitsgrundsatz immer besonders kritisch zu prüfen, da beide Rechtsgüter einen besonders 
hohen Menschenwürdegehalt haben.   

Aus Art. 2  II 1 GG  resultiert  insbesondere auch eine Schutzpflicht des Staates. Der Staat hat 
sich schützend und fördernd vor das Leben zu stellen und es vor Eingriffen – auch von Dritten – zu 
bewahren. Allerdings hat er hinsichtlich der hierfür geeigneten Maßnahmen einen eigenen 
Einschätzungsspielraum. Schutzpflichten bestehen auch hinsichtlich der körperlichen Unversehrtheit.  

5. Art. 2 II 2, 104 – Freiheit der Person  
Freiheit im Sinne von Art. 2 II 2 GG meint nur die körperliche Bewegungsfreiheit. Nach h. M. fällt 

hierunter nicht die Pflicht zum Erscheinen vor einer staatlichen Institution. 
6. Art. 3 I GG – Gleichheitsgebot 
7. Art. 4 – Religions-, Weltanschauungs- und Gewissensfreiheit 
Art. 4 I, II GG wird als einheitliches Grundrecht der Religions- und  Weltanschauungsfreiheit 

aufgefasst. 
a) Die Glaubensfreiheit umfasst die Freiheit, einen Glauben zu bilden, zu haben, zu äußern und 

demgemäß zu handeln. Das gesamte Verhalten darf an der inneren Glaubensüberzeugung ausgerichtet 
werden.   

Auch die negative Religionsfreiheit, d. h. einen Glauben nicht zu haben bzw. von staatlicher Seite 
nicht mit ihm konfrontiert zu werden, ist erfasst.  

Ebenfalls von Art. 4 I, II GG erfasst ist die kollektive Religions- und Weltanschauungsfreiheit. 
b) Art. 4 I, II GG gewährleistet weiterhin auch die Gewissensfreiheit des Einzelnen. 
Definition: Gewissen ist jede ernste sittliche, an den Kategorien von „Gut“ und „Böse“ orientie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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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scheidung, die der einzelne als für sich unbedingt verpflichtend innerlich erfährt. 
8. Art. 5 I – Meinungs-, Informations-, Presse-, Rundfunk- und Filmfreiheit  
Art. 5 I GG enthält insgesamt fünf Grundrechte: Meinungsfreiheit (Satz 1, 1. Halbsatz), 

Informationsfreiheit (Satz 1, 2. Halbsatz), Pressefreiheit (Satz 2, 1. Alternative), Rundfunkfreiheit (Satz 2, 
2. Alternative) und Filmfreiheit (Satz 2, 3. Alternative).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Die fünf Verfassungsprinzipien   
2 Grundgesetz   
3 Gesetz   
4 Rechtsverordnung und Satzung   
5 Bundestag und Wahlrecht   
6 Wahlkreis   
7 Fraktion und Gruppe   
8 Fachausschüsse   
9 Zuständigkeit von Bundesregierung   

10 Kanzlerkompetenz   
11 Ressortprinzip   
12 Grundrecht   
13 Handlungsrecht   
14 Eigentumsrecht   
15 Gleichheitsrecht   
16 Verfassungsbeschwerde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 
Verfassungsprinzipen, Grundgesetz, Wahlrecht, Wahlkreis, 2. Stimme, Bildung und Struktur von 

Bundesregierung, Grundrecht und Verfassungsbeschwerde 
2、课程的教学方法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案例教学法、研讨教学法、合作教学法、互动教学法、启发教学法、

对话教学法等。 
3、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本课程的最终考核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笔试成绩二部分组成。平时成绩包括考勤及学生的课

堂表现（如报告的质量如何、是否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等），占总成绩的 20%；期末考试的形式是提
交一篇学术论文，占总成绩的 80%。 

4、教材选用：教师自编教材 
五、推荐参考书: 
1. Battis, Ulrich / Gusy, Christoph: Einführung in das Staatsrecht, 4. Aufl., 1999. 
2. Degenhart, Christoph: Staatsorganisationsrecht, 20. Aufl., 2004. 
3. Ipsen, Jörn: Staatsrecht I, 16. Aufl., 2004. 
4. Katz, Alfred: Staatsrecht, 15. Aufl., 2002. 
5. Maurer, Hartmut: Staatsrecht I, 4. Aufl., Verlag C.H. Beck München 2005. 
6. Pieroth, Bodo / Schlink, Bernhard: Grundrecht, 20. Aufl., 2004. 
7. Zippelius / Würtenberger: Deutsches Staatsrecht, 31. Aufl., 2005. 

执笔：丁强 

制订时间：2015年 9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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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德语（一） 
Elementary German 1 

课程号：5080304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使学生发音标准，掌握正确的语音语调，能够流利地阅读相应简单的德语资料； 
2．培养学生的语感，使其能够用德语方式思维，顺利地实现德语和汉语两种思维方式的切换； 
3．使学生能够听懂基础德语会话，理解正确并且掌握其中心大意，抓住要点和有关细节； 
4．使学生能够进行简单的日常生活会话和涉外会话，能够就教材内容进行回答和复述，能够

就所熟悉的话题经准备后作简短发言，表达思想较清楚，语音语调基本正确； 
5．使学生准确地理解并掌握语法，培养学生进行严密思维的能力，使学生能够进行正确的动

词变位和性数配合。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力求使学生掌握学习外语的“听、说、读、

写”基本功的四个环节，并对德国的历史、地理、经济和文化生活以及风土人情具有最基本的了解，
为德语的继续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Einheit 1 Phonetik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Übersicht:  
In dieser Einheit gibt es insgesamt 4 Teile. Das Hauptziele ist Phonetiklernen. Um die Studenten 

gleich einfach sprechen können, gibt es in jedem Teil ein paar kleine Dialoge, die die Intentionen dieser 
Einheit zeigen, nämlich Begrüßung und Verabschiedung. 

2. Einführung 
EÜ machen, um die deutsche Phonetik mit dem Sprachvergleich und der Visualisierung einzuführen.  
3. T1: Das Deutsche Alphabet 
Übung: 
Lesen Sie, bitte! 
BRD; DAAD; SPD; LKW; EDV; PKW; VW; BMW; EU; CDU; TU; AG; USA; ICE; GmbH. 
4. T2:  
Vokale: a e u i o 
Konsonanten: p b t d k g m n s f v w 
5. T3:  
Vokale: ei(ai ay) au eu (äu) ä ö ü(y)  
Konsonanten: h j(y) l r z ts ds tz t(ion) x chs ch 
6. T4:  
Konsonantenverbindungen: sch st sp pf qu ng nk tsch 
Wortakzent 
7. Intentionen:  
begrüßen und sich verabschieden 
Guten M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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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ten Tag! 
Guten Abend! 
Gute Nacht! 
Wie geht es Ihnen? 
Auf Wiedersehen! 
Tschüs! 
Bis Morgen! 
(Patnerarbeit)……。 
学习目标： 
1．了解德语国家基本情况。 
2．掌握德语读音规则的所有规律，经过学习可以正确读出所有单词。 
3. 掌握德语最基本的交际问候语。 
作业： 
听录音，培养对德语语音的感知和习惯，掌握德语读音规则。 

知识单元 2：Einheit 2 Kennenlernen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1．Übersicht 
Diese Einheit ist die erste Einheit nach der Einheit „Phonetik“. Sie bittet die Deutschlernenden drei 

unterschiedliche Szenen.  
Die erste: im Unterricht; 
Die zweite: in der Mensa; 
Die dritte: auf einer Party. 
2. Einführung 
Die vier kleinen Dialog enthalten sich und die anderen Leute Vorstellen, nach den Name fragen usw., 

die die Schwerpünkte dieser Einheit sind. 
Dialog 1 und 2 sind die Wiederholung zur Einheit 1; 
In Dialog 3 und 4 erscheinen neue Satzform und Satzform mit „ihr“ 
3. Text A:  
Im Deutschunterricht 
Text B:  
In der Mensa 
Fremdwörter: 
öffnen 
schließen 
lesen 
machen 
fragen 
antworten 
schreiben 
T Übungen 
4. Grammatik:  
1. Artikel und Substantiv im Nominativ 
2. Personalpronomen im Nominativ 
3. Konjugation der regelmäßigen Verben im Präs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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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onjugation von „sein“ im Präsens 
5. Imperativ(1) 
6. Satzarten und Wortstellung 
G Übungen 
5. Intentionen: 
Auf dem Basis der Einheit 1 sollen die Stuedenten die Fähigkeit haben: einfache Fragen stellen: z. B., 

sich sich oder jemanden vorstellen; nach der Herkunft und Studium fragen usw. 
Ich heiße,bin ... 
Mein Name ist... 
Ich komme aus... 
Ich wohne in... 
Wie heißen Sie? 
Woher kommen Sie? 
Wo wohnen Sie? 
6. Hörverstehen:  
Kennenlernen 
7. Leseverstehen:  
Brieffreunde gesucht 
学习目标： 
1． 了解中德文化见面认识时候问候语的差异，能够用德语简单介绍自己。尤其需要了解德语

中“Sie”、“du”和汉语中“您”、“你”的异同。能够 
2． 掌握名词第一格时候的冠词变化。 
3． 掌握代词第一格时候的变化。 
4． 掌握规则动词在一般现在时中的变位规则。 
5． 掌握动词“sein”的一般现在时变位规则。 
6． 掌握“Sie”人称时的命令式规则。 
7． 了解德语句子中各各成分的语序问题。 
作业： 
补充练习及课本中练习。 

知识单元 3：Einheit 3 Studentenleben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1．Übersicht 
Das Thema dieser Einheit ist das Studentenleben an der Uni. Der Haupttext ist „Lernen, lernen, 

immer lernen“ und das Hörverständtext „Wann studierst du eigentlich?“ Sie zeigen in der Pespektive der 
chinesischen Studenten das Studentenleben in Deutschland. Der Lesetext „Hochschulen und 
Studenten“ stellt die Hochschulsorten, die Zahl, besonders die Zahl der ausländischen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 Die Studenten können daher die Landeskunde kennen und sonst auch die Grundzahlen 
mastern. 

2. Einführung 
1. Mit Bilder die Tageszeiten einführen: 
Am Morgen, am Vormittag, am Mittag, am Nachmittag, am Abend, in der Nacht 
2. die Wedungen und Wortgruppe darüber kennen: 
Sporttreiben, zu Mittag essen, zu Abend essen, nach Hause gehen, ins Bett gehen, zur Uni fahren, 

u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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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ext A:  
Lernen, lernen, immer lernen 
Fremdwörter: 
verstehen 
laufen-läuft 
geben-gibt 
T Übungen 
4. Grammatik:  
1. Konjugation der unregelmäßigen Verben im Präsens 
2. Artikel und Substantiv im Akkusativ 
3. Personalpronomen im Akkusativ 
4. Grundzahlen 
G Übungen 
5. Intentionen:  
Zeit erfragen und angeben 
Wie viel Uhr ist es? 
Wie spät ist es? 
Um wie viel Uhr ist es? 
Wann ... ? 
Von wann bis wann...? 
Es ist ... (Uhr). 
Es ist ... vor,nach... 
Es ist halb... 
Um... 
Von ...bis... 
6. Hörverstehen:  
Neun Zahlen 
Wann studierst du eigentlich? 
7. Leseverstehen:  
Hochschulen und Studenten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德高校学生的异同，了解德国高校学生情况及德国著名高校。 
2．掌握不规则动词一般现在时变位规则。 
3. 掌握名词第四格时候的冠词变化规则。 
4. 掌握人称代词第四格时的变化规则。 
5. 掌握德语中基数词，学生可以用德语表述手机号码、电话号码以及其它数字。 
作业： 
补充练习及书本练习。 

知识单元 4：Einheit 4 Familie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1．Übersicht 
Durch die Dialoge zwischen die Jugendlichen, die Lieder der Kinder und die Diskussionen zwischen 

den deutschen Studenten stellt die Einheit teilweise die Landeskunde und die Kultur in Deutschland. Um 
dem Thema „Familie“ können die Studenten viele Wörter, Satzförme und Grammatik darüber kennen.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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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ürliche Szene ist aber wichtig. 
2. Einführung 
Die drei Fotos auf der Seite 82 – 83 zeigen den Studenten eine deutsch-chinesische Familie, eine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Familie und ein deutsche Familie. Die Studenten soll auf dem Basis der vorletzen 
drei Einheiten die Unterschiede darin erkennen und aussagen. 

3. Text:  
Meine Oma hat Geburtstag 
Fremdwörter: 
denken 
zurückkommen 
vorschlagen-schlägt vor 
aussehen- sieht aus 
finden 
suchen 
4. T Übungen 
5. Grammatik:  
1. trennbare Verben 
2. Nullartikel 
3. Possessivpronomen im Nominativ und Akkusativ 
4. Negation mit kein und nicht 
5. ja, nein, doch 
G Übungen 
6. Intentionen:  
Vorschläge machen, Einladung annehmen und ablehen 
Ich schlage vor... 
Ich habe eine Idee. 
Haben Sie Zeit? 
Prima! 
Sehr schön! 
Vielen Dank! 
Gut, abgemacht 
Tut mir leid. 
Ich habe keine Lust. 
Leider habe ich schon etwas vor. 
7. Hörverstehen:  
Meine Familie 
8.Leseverstehen:  
Eine Familie aus der Türkei 
学习目标： 
1． 了解德国庆祝生日的一般习俗，能够用德语表达祝福。 
2． 掌握德语亲戚家属词汇，并能简单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 
3． 掌握德语可分动词规则。 
4． 掌握德语中零冠词的规则。 
5． 掌握德语物主代词第一格和第四格的语法规则。 
6． 掌握德语肯定、否定及对否定问句的肯定回答的语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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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补充语法练习及阅读练习及课本中练习。 

知识单元 5：Einheit 5 Essen und Trinken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1．Übersicht 
Diese Einheit stellt vor allem das Essen und Trinken in Deutschland dar. Durch die Dialoge in dem 

Haupttext und Hörverständtext, können die Studenten die traditionelle und auch die morderne Kultur über 
Essen und Trinken kennenlernen. 

In dieser Einheit sollen die Studenten die folgenden Fähigkeiten haben: 
Die Speisekarten im Restaurant und in der Café verstehen; 
Die Speise bestellen; 
Die Rechnung bezahlen; 
Kleingeld geben usw. 
2. Einführung 
Die Fotos auf der Seite 106-107 stellen unterschiedliche Sorte der deutschen Restaurants und Cafés 

dar, um die Interesse der Studenten zu erwecken. 
Text:  
Im Restaurant  
Fremdwörter: 
sich treffen mit - trifft 
bestellen 
schmecken D 
gefallen-gefällt D 
zahlen 
danken D 
3. T Übungen 
4. Grammatik:  
1. Modalverben „mögen“ und „möchten“ 
2. Dativ 
3. Imperativ mit „du“ und „ihr“ 
G Übungen 
5. Intentionen:  
Wünsche äußern 
Was möchten Sie? 
Sie wünschen? 
Ich möchte gern... 
Wir hätten gern... 
Guten Appetit! 
Zum Wohl! 
Prost! 
6. Hörverstehen:  
Im Café 
7. Leseverstehen:  
Essen in Deutsch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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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的饮食文化和特点，同时了解德国著名的菜肴和德国餐厅饮食文化。 
2．掌握情态动词“moegen”以及“moechte”。 
3. 掌握德语名词代词第三格语法规则。 
4. 掌握德语“du”和“ihr”的命令式语法规则。 
5. 能够用德语简单表达自己的愿望，可以在餐厅中用德语点餐。 
作业： 
补充练习及书本练习。 

知识单元 6：Einheit 6 Wohnen in Deutschland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1．Übersicht 
Durch drei Teile, nämlich den Haupttext „Wohung suchen und umziehen“, den Hörverständtext 

„Neue Wohnung besuchen“ und den Lesetext „Wohnungsanzeigen“ stellt die Einheit 6 uns das Thema 
„Wohnen in Deutschland“ dar. 

2. Einführung 
Die Fotos auf der Seite 134-135 stellen die alltäglichen Wohnungen, Häuser und die 

Lebensbedingungen in Deutschland dar, um die Interesse der Studenten zu erwecken. 
3. Text:  
Wohnen in Deutschland 
Fremdwörter: 
anrufen 
ausziehen sich,A-einziehen-umziehen 
besichtigen 
nehmen (nimmt) 
halten (hält) 
einhalten (hält ein) 
4. T Übungen 
5. Grammatik:  
1. Modalverben „müssen“, „dürfen“ und „möchten“ 
2. Präpositionen mit dem Dativ und mit dem Akkusativ 
hängen-hängen 
stecken-stecken 
liegen-legen 
sitzen-setzen 
stellen-stehen 
6. G Übungen 
7. Intentionen:  
erlauben und verbieten 
Sie dürfen das nicht machen,tun. 
Man darf hier... 
Mach das bitte. 
Es ist (un)möglich. 
Kein Problem. 
Es ist erlau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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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ist verboten. 
8. Hörverstehen: 
Besuch bei Wang Jin 
9. Leseverstehen:  
Wohnungdsanzeigen aus dem Internet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住”的相关情况。 
2．掌握情态动词“muessen”、“duerfen”。 
3. 掌握 9个可以后接三格或者四格的介词，并掌握“静三动四”的规则。 
4. 掌握与“静三动四”相关的动词对。 
5. 能够用德语简答表达禁止或者允许相关的语言表达。 
作业： 
补充练习及课本练习。 

知识单元 7：扩展、复习、总结、答疑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复习 1-6课所学的内容。 
2． 复习德语中常见见面打招呼用语和告别用语。 
3． 复习德语中自我介绍的常用表达习惯。 
4． 复习德语中家庭相关词语和介绍家庭情况常用语句。 
5． 复习德语中数字相关用法，可以询问及表述电话号码。 
6． 复习德语中表达生日祝福常用表达习惯。 
学习目标： 
1． 回顾本课程所学语法内容，能够了解德语语法特点，为德语继续学习打好基础。 
2． 回顾基本德语表述习惯用语，可以用德语做基本交流。 
3． 了解欧洲语言水平框架对于 A1的语言要求，让学生对于自己所学有比较直观的了解和认

识。 
作业： 
补充阅读练习及语法练习。 

知识单元 8：随堂考察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考察学生对于本课程的掌握情况。 
作业： 
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Einheit 1 Phonetik 3  

2 Einheit 1 Phonetik 3  

3 Einheit 1 Phonetik 3  

4 Einheit 2 Kennenlernen 3  

5 Einheit 2 Kennenlernen 3  

6 Einheit 2 Kennenlernen ，Einheit 3 Studentenleb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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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inheit 3 Studentenleben 3  

8 Einheit 3 Studentenleben ，Einheit 4 Familie 3  

9 Einheit 4 Familie 3  

10 Einheit 4 Familie，Einheit 5 Essen und Trinken 3  

11 Einheit 5 Essen und Trinken 3  

12 Einheit 5 Essen und Trinken，Einheit 6 Wohnen in Deutschland 3  

13 Einheit 6 Wohnen in Deutschland 3  

14 Einheit 6 Wohnen in Deutschland 3  

15 扩展、复习、总结、答疑 3  

16 随堂考察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初级德语（二）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德语读音规则、用德语自我介绍的相关语言表达手段、用德语祝福的语言表达手段、德

语动词变位、德语第一格第四格和第三格变化规则。 
难点：德语规则动词和不规则动词变化规则、德语命令式、可分动词的语法规则。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德语课程教学使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同时也辅助多样化的教学游戏互动环节。除

了课堂讲解之外，还会有选择性地给学生播放德语录像、德语电影片断、德语经典歌曲，力求寓教

于乐。 
教学手段： 
1. 本课程以学生为主体，注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会组织学生进行课堂大讨论，或者以小组

为单位进行德语会话或者语言练习，同学们相互学习、相互纠正，教师点评，以期收到积极成效。 
2. 努力创造有利的语言环境，通过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利用第二课堂弥补第一课堂的不足，

使学生有更多实践德语的机会。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察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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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建华等编著《新编大学德语 1》，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 1月第 2版（“十一五”
国际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Evans，Sandra等编著《Menschen》，Hueber Verlag出版社，2013年 1月第 1版 
2. Nieblisch，Daniela等编著《Schritte plus》，Hueber Verlag出版社，2010年 1月 第 1版 
3. 冯克等编著《交际德语教材 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 1月第 1版。 
4. 刘芳本、叶本度等编著《莱茵浪花—德国社会面面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 4

月第一版  
执笔：李小龙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日 

 

初级德语（二） 
Elementary German 2 

课程号：50803043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培养学生的语感，使其能够用德语方式思维，顺利地实现德语和汉语两种思维方式的切换； 
2．使学生能够听懂基础德语会话，理解正确并且掌握其中心大意，抓住要点和有关细节； 
3．使学生能够进行简单的日常生活会话和涉外会话，能够就教材内容进行回答和复述，能够

就所熟悉的话题经准备后作简短发言，表达思想较清楚，语音语调基本正确； 
4．使学生准确地理解并掌握语法，培养学生进行严密思维的能力，使学生能够进行正确的动

词变位和性数配合。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力求使学生掌握学习外语的“听、说、读、

写”基本功的四个环节，并对德国的历史、地理、经济和文化生活以及风土人情具有最基本的了解，
为自学德语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Einheit 7 Kaufen und Schenken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1. Übersicht 
Durch drei Teile, nämlich den Haupttext „Im Kaufhaus“, den Hörverständtext „Kaufen und 

Schenken“ und den Lesetext „Schenken ist eine Kunst“ stellt die Einheit 7 uns das Thema „Kaufen und 
Schenken“ dar.  

2. Einführung 
Die Einführung besteht aus 2 Teilen.  
Auf der Seite 160 steht die Webseite aus dem Homepage von dem deutschen Kaufhaus „Karstadt“. 
Auf der Seite 161 steht die Zeigeschilder der „Karstadt“. 
Diese direkte Materialien aus Deutschland können bestimmt die Interesse der Studenten erwecken, 

und damit die Lehrziele schneller erreichen. 
3. Text:  
Im Kaufha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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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mdwörter: 
grüßen 
wissen (weiß) 
gucken-sehen-schauen 
meinen 
nachsehen-nachschlagen 
wünschen D A 
T Übungen 
4. Grammatik:  
1. Modalverben „können“ und „wollen“ 
2. Deklination des Adjektivs nach dem bestimmten Artikel 
3. Fragepronomen „welcher“, „welches“, „welche“ 
4. Ordnungszahlen 
5. Demostrativpronomen „der“, „die“, „das“; „die“ und „dieser“, „diese“, „dieses“; „diese“ 
6. Wortstellung von Dativ und Akkusativ 
G Übungen 
5. Intentionen: 
gute Wünsche aussprechen und gratulieren 
Herzlichen Glückwunsch! 
Ich gratuliere Ihnen zu... 
Gute Reise! 
Gute Fahrt! 
Gute Besserung! 
Alles Gute! 
Viel Erfolg! 
Viel Glück! 
Schönes Wochenende! 
6. Hörverstehen:  
Kaufen und Schenken 
7. Leseverstehen:  
Schenken ist eine Kunst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德赠送礼物的差异。 
2．掌握情态动词 wollen和 koennen的用法。 
3. 掌握定冠词后形容词词尾变化规则。 
4. 掌握序数词的变化规则。 
作业： 
补充练习及书本练习。 

知识单元 2：Einheit 8 Freizeit und Ferien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1. Übersicht 
Durch drei Teile, nämlich die zwei Dialoge über eine Reise nach Rügen zwischen den Studenten in 

den Ferien , den Hörverständtext „Wohin gehen Sie in Ihrer Freizeit“ und den Lesetext „Aus dem 
Tagebuch von Susanne“ stellt die Einheit 8 uns das Thema „Freizeit und Ferien“ 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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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inführung 
Die Fotos auf der Seite 186-187 stellen die weltberühmte DFB, das Wort „surfen“, und die 

traditionelle kulturelle Bierlokale in Deutschland dar, damit die Interesse der Studenten gut erwecken 
können. 

3. Text:  
Am Wochenende und in den Ferien 
Fremdwörter: 
dauern 
erleben 
berichten 
verddienen 
absolvieren 
übersetzen-dolmetschen 
feststellen 
finazieren 
jobben-arbeiten 
T Übungen 
4. Grammatik:  
1. Perfekt 
2. „sein“ und „haben“ im Präteritum 
3. Genitiv als Attribut 
G Übungen 
5. Intentionen:  
nach Erlebnissen fragen und darüber berichten 
Was haben Sie in der Freizeit gemacht? 
Wohin bist du gefahren? 
Wir sind zu Hause geblieben. 
Er hat den Urlaub ... verbracht. 
Was war das Wetter? 
Es war schön, gut, herrlich, schlecht, regnerisch, sonnig usw. 
6. Hörverstehen:  
Wohin gehen Sie in Ihrer Freizeit 
7. Leseverstehen:  
Aus dem Tagebuch von Susanne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度假相关国情知识，可以用德语描述自己的假期。 
2．掌握现在完成时的语法规则以及灵活使用完成时表述过去发生事情。 
3. 掌握德语第二格做定语的情况。 
作业： 
补充练习及书本练习。 

知识单元 3：Körper und Gesundheit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1. Übersicht 
Der Haupttext stellt die alltäglichen Intentionen beim Artzt dar, damit die Studenten die Landeskun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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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über kennen können;  
Im Hörverstehen gibt es 4 kleine Dialogen, ist eigentlich die Wiederholung zu dem Haupttext. 
Die 3 Teile, nämlich der Haupttext, das Hörverstehen und der Lesetext sind um dem Thema dieser 

Einheit nämlich „Körper und Gesundheit“. Die Materialien geben den Studenten viel Kenntnisse über das 
Arztbesuch, die Krankversicherung in Deutschland, damit ihre Interesse erwecken können. 

2. Einführung 
Die Einführung besteht aus 2 Teilen.  
Auf der Seite 212 steht die Namen und die Funktionen der Organe der menschlichen Körper. 
Auf der Seite 213 steht die Zeigeschilder des deutschen Praxises.. 
Diese direkte Materialien aus Deutschland können bestimmt die Interesse der Studenten erwecken, 

und damit die Lehrziele schneller erreichen. 
3. Text:  
Beim Arzt 
Fremdwörter: 
sich D etw. (A) ansehen 
stimmen 
sich unterhalten 
sich kümmern um A 
(sich) waschen 
(sich) putzen 
(sich) anziehen 
sich erkkälten 
weh tun 
untersuchen 
atmen-einatmen-ausatmen 
verschreiben 
T Übungen 
4. Grammatik:  
1. Reflexivpronomen und Reflexivverb 
若一句话里做宾语的代词是主语自身时，这个做宾语的代词即为“反身代词”。 
2) Gebrauch： 
1  跟必须带反身代词的动词连用： 
Ich beeilen mich zum Bahnhof. 
我赶紧去车站。 
2  sich 与 lassen 连用，表示一种被动的可能或必要： 
Dieses Material lässt sich gut verarbeiten. 
这种材料很容易加工。 
Die Frage liess sich nicht vermeiden. 
这个问题难以避免。          
3  加强语气，相当于“亲自”或“自己的”: 
Der Mensch pässt sich den Lebensbedingungen an. 
人使自己适应生存环境。 
4  表示“彼此”或“相互”的意思，做“相互反身代词”用： 
Wir sehen uns wieder. 
我们又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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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Freunde begrüssen sich herzlich.  
朋友们互致衷心的问候。 
5  和介词连用的第三格及第四格人称代词，如和句中的主语是同一人或物，此人称代词要变

为反身代词： 
Ich habe immer eine Uhr bei mir. 
我老戴着一只手表。 
Mein Freund dachte nie an sich. 
我的朋友从来想不到他自己。 
2. Objektsatz mir „dass“, „ob“ und Fragewörtern 
G Übungen 
5. Intentionen: Meinungen ausdrücken, zustimmen und widersprechen 
Ich denke,glaube,meine,finde... 
Ich bin der Meinung, dass... 
Meiner Meinung nach... 
Da haben Sie Recht. 
Ich stimme Ihnen völlig zu. 
Ich kann Ihnen leider nicht zustimmen. 
6. Hörverstehen: Ich bin krank 
7. Leseverstehen: Was soll ich tun?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就医看病与中国就医看病的异同。 
2．掌握身体各个部位的德语说法。 
3. 掌握常见病痛的德语说法。 
4. 掌握反身动词一般用法。 
5. 掌握 dass和 ob从句的语法规则。 
作业： 
补充练习及书本练习，浏览下列网页 
1. www.spiegel.de,  
2. www.taz.de, 
3. www.faz.de, 
4. www.frankfurterrundschau.de, 
5. www.sueddeutsche.de, 
6. www.waz.de,  
7. www.welt.de, 
8. www.zeit.de, usw. 

知识单元 4：Einheit 10  Orientierung in der Stadt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1. Übersicht 
Das Thema dieser Einheit ist „Orientierung in der Stadt“. Die Landeskarte in der Einführung zeigt 

uns schon das Thema. Im Haupttext gibt es Intentionen darüber, außerdem müssen die Studenten die 
Präpositionen darin mastern.  

Das ist die letzte Einheit des „Klick auf Deutsch Band 1“, deshalb erscheint in dieser Einheit nicht 
viele neue Grammtik. Aber die Präpositionen sind schon ein Schwerpunkt. 

2. Einfüh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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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Örte in der Landeskarte finden: 
Die Alte Brücke, das Rathaus, der U-Bahnhof Konstablerwache, die Paulskirche, die Hauptpost, der 

Fluss, das Fernmeldeamt, der Römerplatz. 
3. Text:  
Auskunft auf der Straße  
Fremdwörter: 
erklären (D) A 
steigen-einsteigen-austeigen-umsteigen 
abbiegen 
begeleiten 
beeilen 
T Übungen 
4. Grammatik:  
1. Präpositionen: über, durch, um, entlang, gegenüber 
2. Wiederholung der Modalverben: dürfen, können, müssen, sollen, wollen, mögen, möchten 
G Übungen 
5. Intentionen:  
Nach dem Weg fragen und den Weg beschreiben 
Gehen Sie geradeaus, die Straße entlang bis zur nächsten Kreuzung, über die Brücke, durch das 

Stadttor, an...vorbei, in Richtung... 
Biegen Sie links,rechts ab. 
Wie komme ich ...? 
Wo befindet sich...? 
6. Hörverstehen:  
Wege suchen und finden 
7. Leseverstehen:  
Stadtrundfahrt in Hangzhou 
学习目标： 
1．掌握德语中问路的一般表述方法。 
3. 掌握德语中描述路线的一般表述说法。 
4. 掌握德语中与问路相关的介词用法。 
5. 复习德语中常用情态动词。 
作业： 
补充练习及书本练习。 

知识单元 5：Aussehen und Persönlichkeit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1. Übersicht 
Vorübung: Wie sehen die Personen aus? Was tragen Sie? 
Lisa Koch: ein junges Mädchen, tragen ein blaues Kleid, nett und sympathisch 
Michael Berg: schlank, nicht sehr groß, tragen einen Anzug, eine Brille, intelligent 
Willi Meier: ein alter Mann, groß, kurze Haare, sportlich 
Welcher Lehrer oder welche Lehrerin gefällt Ihnen besonders gut? Begründen Sie Ihre Meinung. 
2. Text Ich habe gerne Unterricht bei.. 
Wortscha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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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echen + über A 
Heute in der Sitzung wollen alle Mitarbeiter über Ihre Urlaubpläne sprechen. 
aufgeben + A 
Herr Koch ist bei den Schülern nicht beliebt, weil er immer zu viel Hausaufgaben aufgibt. 
sich Zeit nehmen + für 
Prof. Walter ist sehr streng, aber wenn jemand Probleme beim Studium hat, nimmt er sich gerne Zeit 

dafür. 
verlassen + sich +auf A 
Der Trainer verlässt sich auf den Fußballer, weil der Fußballer oft hart trainiert und gut spielt. 
reden + über A 
Worüber reden die Jungen in der Freizeit gerne zusammen? 
aussehen + Adj. 
Herr Weber ist nicht groß und schlank, aber er sieht sympathisch aus. 
glauben +A 
Das Kind glaubt, seine Eltern lieben ihn nicht mehr, weil die ihn zur Schule schicken wollen. 
mitbringen +A 
Wenn der Mann nach der Arbeit zurück kommt, bringt er seiner Frau immer schöne Blumen mit. 
3. Lesen und übersetzen 
4. Intention 
Personen beschreiben 
Wichtige Redemittel 
Wie sieht er/sie denn aus? 
Was für ein Mensch ist er/ sie? 
Er/ sie ist ... 
Er/ sie sieht ... aus. 
Er/ sie hat... 
Er ist ein Mann mit ... 
Sie ist eine Frau mit... 
Er/ sie trägt... 
Er/ sie hat ... an. 
5. Hörverstehen 
Die kenne ich doch! 
Vorentlastung: 
Welche Freundin/Welchen Freund kennen Sie und Ihre Nachbarin/ Ihr Nachbar zusammen? Wie sieht 

sie/er aus? Können Sie sie/ihn beschreiben? 
6. Leseverstehen 
Ist gutes Aussehen wichtig für junge Leute? 
wiegen + (A) 
Diese Tasche ist sehr schwer, sie wiegt fast 30 kg. 
Auf dem Flughafen wiegt der Beamte fast alle Gepäckstücke. 
sich fühlen + Adj. 
Wenn man hier in der Großstadt lebt, fühlt man sich im Sommer nicht wohl, weil es zu heiß ist. 
achten + auf A 
Du darfst keine Schokolade mehr essen, achte doch auf deine Gesundheit. 
zuneh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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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alle Mädchen wollen schlank bleiben, deswegen sind sie nicht froh, wenn sie plötzlich merken , 
sie nehmen aber zu. 

sich kümmern + um A 
Der berufstätige Frauen müssen sich gleichzeitig um die Familien und die Karriere kümmern. 
7. Grammatik  
1. Adjektivdeklination nach unbestimmtem Artikel, Possessivpronomen und „kein“ 
Siehe S. 24 
2. Adjektivdeklination nach Nullartikel 
3. Kausalsatz mit „weil“ / „da“ 
- Warum hat Markus gern Unterricht bei Herrn Koch? 
-Weil er lustig und nicht so streng ist. 
Da es regnet, können wir heute nicht spazieren gehen. 
4. Konditionalsatz mit „wenn“ 
1) - Unter welcher Bedingung kann man auf die Party gehen? 
- Wenn man eine Einladung hat, kann man auf die Party gehen. 
2) – Wenn es regnet, gehen wir nicht spazieren. 
- Regnet es, dann gehen wir nicht spazieren. 
3) - Wenn du krank bist, dann musst du zum Arzt gehen. 
- Wenn das Wetter nicht schön ist, so können wir spazieren gehen. 
学习目标： 
1．掌握不定冠词和物主代词之后形容词词尾变化。 
2. 掌握零冠词之后形容词词尾变化规则。 
3. 掌握原因状语从句 weil和 da。 
4. 掌握条件状语从句 wenn。 
作业： 
补充练习及书本练习。 

知识单元 6：Deutschland und Europa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1. Einführung 
Was wissen Sie über Deutschland? 
Welche Länder sind die Nachbarländer Deutschlands?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Hauptstadt               Berlin 
Fläche                  357 000qkm 
Ausdehnung: Nord-Süd    876 km 
West-Ost                 632 km 
Einwohner               82,6 Millionen 
Bevölkerungsdichte        230 Einwohner pro qkm 
2. Text: In der Mitte Europas 
bestehen + aus 
China besteht aus 56 verschiedenen Völkern. 
betragen + A 
Die monatliche Miete im Studentenheim beträgt 150 Euro. 
Im Vergleich 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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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 Vergleich zu den anderen Städten hat die Stadt Shanghai höheren Lebensstandard. 
gehören + D/ +zu  
Nach dem Tod der Eltern gehört das Wohnhaus dem 10jährigen Kind. 
Deutschland gehört zu Europa. 
ein(es) der (am dichtesten besiedelten Länder Europas) 
Der gelbe Fluss ist einer der längsten Flüsse Chinas. 
teilnehmen + an D 
Der Lehrer schlägt den Schülern vor, an dem Wettbewerb teilzunehmen. 
auf dem Weg +R 
Auf dem Weg zur Arbeit hat Herr Meier einen alten Freund getroffen. 
Hausaufgaben: 
3. Intention: vergleichen 
Redemittel 
...so...wie... 
nicht so... wie... 
genauso... wie.../ ebenso...wie... 
...als... 
nicht...als... 
anders als... 
im Vergleich zu... 
4. Hörverstehen 
Deutsch als Muttersprache 
Vorentlastung 
Wissen Sie, in welchen Ländern man Deutsch spricht, und in welchen Ländern man Deutsch als 

Muttersprache spricht? 
5. Leseverstehen 
Die Schweiz 
liegen 
Unsere Universität liegt im Nordwesten der Stadt. 
trennen + A +(von) 
Der hohe Berg trennt das Dorf von der modernen Welt draußen. 
wechseln +A 
Hier wechselt das Wetter sehr oft, heute morgen scheint die Sonne, aber am Nachmittag regnet es 

sehr stark. 
ausgeben +A (+ für A) 
In den Ferien müssen die Studenten Job suchen, weil sie viel für das kommende Semester ausgeben 

sollen. 
stolz sein + auf A 
Der junge Mann arbeitet sehr fleißig und macht große Karriere, darauf sind seine Eltern sehr stolz. 
6. Grammatik 
1. Komparation des Adjektivs und des Adverbs 
Bildung: Siehe S.48 
Vergleichen 
A. Gleiches bewerten 
Er ist so alt wie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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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n Bruder ist genauso groß wie ich. 
Manfred läuft nicht so schnell wie Mathias. 
B. Ungleiches bewerten 
Chang Jiang ist länger als der Rhein. 
Meine Wohnung ist größer als deine. 
Chang Jiang ist ein längerer Fluss als der Rhein. 
Bemerkungen: 

  Es wird immer kälter. 
  Morgen wird es noch kälter als heute. 
  Deutschland hat mehr Einwohner als die Schweiz. 
  In Westchina gibt es weniger Wasser als in Südchina. 

C. Absolutes bewerten 
Am 21. Juni ist der Tag am längsten. 
Die Fläche von Russland ist am größten in Europa. 
Das Haus ist am höchsten. 
Der 21. Juni ist der längste Tag im Jahr. 
2. Futur I 
Beispiele 
Ich werde nach dem Studium nach Shanghai gehen. 
In 5 Jahren werden wir eine größere Wohnung kaufen. 
Ich werde ins Kino gehen. 
Aber: Ich gehe heute Abend ins Kino.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的面积、人口、山川河流、主要城市等基本国情。 
2．掌握形容词比较级以及最高级的规则  
3. 掌握形容词同级比较的规则。 
4. 掌握德语第一将来时的用法。 
作业： 
补充练习及书本练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Einheit 7 3  

2 Einheit 7  3  

3 Einheit7、 Einheit8 3  

4 Einheit 8、  3  

5 Einheit8  3  

6 Einheit 8、 Einheit9 3  

7 Einheit 9 3  

8 Einheit 9 3  

9 Einheit 10 3  

10 Einheit 10 3  

11 Einheit 10 Einheit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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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inheit1 3  

13 Einheit 1、Einheit 2 3  

14 Einheit2 3  

15 Einheit 2 3  

16 随堂考察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初级德语（一） 
后续课程：暂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德语读音规则、用德语描述过去发生事情的能力、用德语询问道路的交际用法、德语形

容词词尾变化规则。 
难点：德语形容词变化规则、德语情态动词、德语比较级和最高级的语法规则。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德语课程教学使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同时也辅助多样化的教学游戏互动环节。除

了课堂讲解之外，还会有选择性地给学生播放德语录像、德语电影片断、德语经典歌曲，力求寓教

于乐。 
教学手段： 
1. 本课程以学生为主体，注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会组织学生进行课堂大讨论，或者以小组

为单位进行德语会话或者语言练习，同学们相互学习、相互纠正，教师点评，以期收到积极成效。 
2. 努力创造有利的语言环境，通过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利用第二课堂弥补第一课堂的不足，

使学生有更多实践德语的机会。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察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朱建华等编著《新编大学德语 1》，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 1月第 2版（“十一五”

国际级规划教材） 
2.朱建华等编著《新编大学德语 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年 1 月第 2 版（“十一五”

国际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Evans，Sandra等编著《Menschen》，Hueber Verlag出版社，2013年 1月第 1版 
2. Nieblisch，Daniela等编著《Schritte plus》，Hueber Verlag出版社，2010年 1月 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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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冯克等编著《交际德语教材 1》，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 1月第 1版。 
4. 刘芳本、叶本度等编著《莱茵浪花—德国社会面面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年 4

月第一版  
执笔：李小龙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日 

 

英语词汇学 
English Lexicology 

课程号：4080000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为外国语学院法律英语和法律翻译专业一年级本科生生的选修课。 
教学目标：  
总体目标：以当代语言学多种理论为指导，全面深入研究英语词汇。揭示现代英语词汇的普遍

规律，侧重分析研究现代英语词汇现象，兼顾英语词汇的纵向演变和发展。 
具体目标： 
1、学习和研究词汇的基本概念； 
2、明晰英语词汇的来源和发展； 
3、掌握词的形态和结构； 
4、熟悉词汇的构词方法: 派生法、转类法和复合法和其它方法； 
5、懂得词义和词义关系； 
6、熟练运用成语、谚语和短语动词； 
7、知道英语词汇的特征及英语词典。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学习英语词汇学的有关基础理论和一

些实际运用的知识，研究现代英语词汇的各种原理，揭示现代英语词汇规律以及发展趋势，指导英

语语言实践。本课程旨在帮助英语专业高年级学习者强化英语词汇知识，系统地了解现代英语词汇

的过去、现状和未来，把握英语词汇学习与使用的规则和特点。既要培养学生理解语言现象和分析

语言问题的理论水平，又要提高学生运用英语的实际能力，同时提高学生对英语词汇现象的创新性

理解和操作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1：Introduc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Lecture  One： Introduction of the course 
I. The Definition of Language 
It can be defined from different angles: a. Language is a social action and a carrier of information. 

b. It is a social phenomenon because it is an instrument of human communication in a society. c. It is a 
system of structure. It contains phonetics and phonology, vocabulary and meaning, morphology and 
syntax. d. It is a physiological phenomenon because it is connected with the organs of speech, the nervous 
system and muscular activities. e. It is a physical phenomenon. f. It is a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Language is a system of symbols based on physiology, psychology and physics. It is a specific social 
action and a carrier of information used for human communication in a society. 

II. The Definition and Scope of Linguistics 
It is the study of human speech including the units, nature, structure and modification of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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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ly, it consists of three branches: phonetics, grammar and lexicology. Now the scope has 
expanded. Now it includes phonetics, phonology, syntax, semantics, morphology, etymology, lexicology, 
lexicography, stylistics, general linguistics,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contrastive linguistics, sociolinguistics, 
psycholinguistics, applied linguistics,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corpus linguistics and so on.  

III. Lexicology and English Lexicology 
1. Definition of lexicology: lexicology= lexikon (Greek morpheme word) + logie (Greek morpheme 

the study of) Lexicology is the branch of linguistics concerned with the study of the vocabulary of a given 
language, inquiring into the origins and meanings of words. 

2. Nature of the course: It is both a theoretically-oriented and a practical course.  
3. Its Relation to other disciplines: English lexicology is a sub-branch of linguistics. But it embraces 

other academic disciplines, such as morphology, semantics, etymology, stylistics, lexicography. Our task 
is to study English words in different aspects and from different angles. 

IV.Basic Concepts of Words and Vocabulary 
1. The definition of a word  2. Sound and meaning 3. Word and vocabulary 
4. Classification of words  
学习目标： 
1．了解如何区分词汇类别、英语词汇总体状况。 
2．掌握词汇与语义的相互转化关系。 
作业：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by supplying an appropriate term for each blank. 

   a.Borrowed words which still sound foreign and look foreign are _________. 
    b. There is no ______________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nd and ___________ a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is _________ and conventional. 
    c.____________are borrowings that have become naturalized or assimilated in English. 
   d.Archaisms are words no longer in common use or _______ in use. 
   e. Content words are changing all the time whereas functional words are ________. __________ 

words enjoy a ___________frequency in use than content words. 
   f. A word whose meaning was borrowed from another language is called _______________. 

(Keys: Aliens, intrinsic/logical, meaning, arbitrary, Denizens, obsolete, stable, Functional, high, 
semantic loan) 
知识单元 2：The Main Processes of English Word-forma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 Derivation (Affixation) 
It is generally defined as the formation of words by adding word-forming or derivational affixes to 

stems. The words formed in this way are called derivatives. According to the positions which affixes 
occupy in words, affixes fall into 2 subclasses: prefixation and suffixation. 

II. Compounding and Conversion  
Compounding also called composition, is the formation of new words by joining two or more stems. 

Word formed in this way are called compounds. They can be written in three ways: solid ( bedroom); 
hyphenated ( reading-room); open ( reading material; dining room). 

Conversion is the formation of new word by converting word of one class to another class. It is also 
called ‘functional shift or transmutation’ or ‘derivation by zero suffix’（零位后缀派生法） , 
‘zero-derivation’. 

III. Abbreviation or shor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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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Back-formation （逆生法） 
The process of forming a new word (a neologism) by extracting actual or supposed affixes from 

another word; shortened words created from longer words. Verb: back-form (itself a back-formation). Eg. 
1．由行为者(名词)倒退构成某种行为或动作(动词)。 例如: 
burgle (黑夜盗窃) burglar (夜间窃贼) 
sculpt (雕塑) sculptor (雕塑家) 
typewrite (打字) typewriter (打字员) 
rove (漂泊) rover (漂泊者) 
edit (编辑) editor (编辑) 
hawk (叫卖) hawker (小贩) 
butl (管理) butler (管家) 
cobble (修补) cobbler (补鞋匠) 
baby-sit (临时保姆) baby-sitter (临时看护婴儿者) 
housekeep (管家) housekeeper (女管家) 
thought-read (洞察人心)thought—reader(洞察人心者) 
2.由非表示人的名词(多为抽象名词)倒退构成动词. 
diagnose (诊断) diagnosis (诊断) 
automate (自动) automation (自动化) 
emote (表露感情) emotion (感情) 
bird-watch(观察野鸟) bird-watching(观察野鸟) 
mass-produce (大量生产)mass-production (大量生产) 
air-condition (装空调) air-conditioner(空调设备) 
enthuse (热中) enthusiasm (热情，热心) 
tape-record (录音) tape-recorder (录音机) 
3．由副词倒退构成动词。 
如副词 sidling的—1ing本是副词词尾，但在一些句子中，如 
He walks sidling. (他斜着走。) 
这时便误以为词尾 "-ing" 是分词词尾，于是就派生出新的动词 to sidle(侧身走)。 
此外尚有： 
grovel(匍匐，平伏) groveling(匍匐，平伏) 
darkle(使阴暗) darkling(暗地，暗中地) 
4．由形容词去掉 y，倒退派生出动词。 
greed (贪婪) greedy (贪婪的) 
laze (偷懒) lazy (懒惰的) 
cose (自适) cosy (舒适的) 
jeopard (陷于危险) jeopardy (危险的) 
5．其他 
pup(n.) (小狗) puppy(n.) (小狗[爱称]) 
pet(n.) (宠物，心宠) petty(a.) (小的) 
vamp(v.) (吸入膏血) vampire(n.) (吸血鬼) 
perk(v.) (过滤) percolator(n.) (咖啡壶，过滤器) 
学习目标： 
1．了解各类构词法的总体状况。 
2．掌握构词法的具体运用。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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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de whether the statements below are true or false. 
1. Compounds are words formed by combining affixes and stems. 
2. Open compounds look like free phrases as the elements forming each word are written separately. 
3. The meaning of a compound is usuall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tems. 
4. A compound functions as a single grammatical unit, so the internal structure can not be changed. 
5. Conversion is the formation of new words by converting words of one class to another class. 

These words are new only in a grammatical sense. 
6. Such words as the poor, the departed, a Republican are all examples of partial conversion. 

知识单元 3：Types of Meani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ing and the Object  
According to the Swiss linguist Ferdinand de Saussure the linguistic sign consists of a signifier and a 

signified, that is, a sound image and a concept. This is called the sign theory of de Saussure. 
According to Ogden & Richards the symbol is the linguistic element, that is, the word, sentence, etc., 

and the referent is the object, etc, in the world of experience, while thought or reference is concept. This is 
called the semiotic triangle: 
                   Thought or Reference (Concept) 
                           意义 （概念）  
  
   形式，符号 Symbol   - - - - - - - - - - -    Referent (Object) 
   (Word, Sentence词，句子)               所指对象 

II. Thematic Meaning 
The meaning is conveyed by different ways of organizing the information (order, means of emphasis, 

the position of focus). e.g.  
Mrs. Bessie Smith donated the first prize. 贝西• 史密斯夫人捐赠了一等奖. 
The first prize was donated by Mrs. Bessie Smith.一等奖由贝西• 史密斯夫人捐赠. 
The above 2 sentences have different communicative values. 
With the help of other devices such as syntactic structure,lexical devices, stress etc.: 
e.g. They stopped at the end of the corridor. At the end of the corridor, they stopped. 
e.g. My brother owns the largest betting-shop in London. The largest betting-shop belongs to my 

brother.  
e.g. Bill uses an `electric razor. The kind of razor that Bill uses is an electric one.  
III．Phases of Thematic Analysis 
Phase 1 Read and re-read data in order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what the data entails, paying 

specific attention to patterns that occur. Preliminary "start" codes and detailed notes. List start codes in 
journal, along with a description of what each code means and the source of the code. 

Phase 2 Generate the initial codes by documenting where and how patterns occur. This happens 
through data reduction where the researcher collapses data into labels in order to create categories for 
more efficient analysis. Data complication is also completed here. This involves the researcher making 
inferences about what the codes mean. Comprehensive codes of how data answers research question.
 Provide detailed information as to how and why codes were combined, what questions the researcher 
is asking of the data, and how codes are related. 

Phase 3 Combine codes into overarching themes that accurately depict the data. It is important in 
developing themes that the researcher describes exactly what the themes mean, even if the theme doe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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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m to "fit." The researcher should also describe what is missing from the analysis. Reflexivity journals 
need to note how the codes were interpreted and combined to form themes. 

Phase 4 In this stage, the researcher looks at how the themes support the data and the overarching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f the analysis seems incomplete, the researcher needs to go back and find what is 
missing. Coherent recognition of how themes are patterned to tell an accurate story about the data. Notes 
need to include the process of understanding themes and how they fit together with the given codes. 
Answers to the research questions and data-driven questions need to be abundantly complex and 
well-supported by the data. 

Phase 5 The researcher needs to define what each theme is, which aspects of data are being 
captured, and what is interesting about the them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what the themes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the data. The researcher should describe each theme within a few 
sentences. 

Phase 6 When the researchers write the report, they must decide which themes make meaningful 
contributions to understanding what is going on within the data. Researchers should also conduct 
"member checking." This is where the researchers go back to the sample at hand to see if their description 
is an accurate representation. Note why particular themes are more useful at making contributions and 
understanding what is going on within the data set. Describe the process of choosing the way in which the 
results would be reported. 

学习目标： 
1．了解语义类型和主体功能。 
2．掌握语义用法。 
作业： 
•Complete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with proper expressions. 
1)Motivation accounts fo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_____ and its _______.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form and meaning is ____and______, and most words can be said to be_____. That is, the 
connection of the sign and meaning does not have a logical explanation. 

2) Semantic motivation refers to the _____ associations suggested by the ____ meaning of a word. It 
explain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______ and _____ of the word. 

3) Lexical meaning and ______ meaning make up the word-meaning.It is known that the 
grammatical meaning in all the lexical words within or without context as it is related to the content 
notion that the word conveys. Lexical meaning itself has two components______and ______.  
知识单元 4：Polysemy and Homonymy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 Polysemy  
It is “a term used in semantic analysis to refer to a lexical item which has a range of different 

meanings.’ (David Crystal: A first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That is to say, the same word 
may have a set of different meanings. There are two main processes of sense-shift:    A. radiation   e.g. 
neck   B. concatenation  e.g. candidate 

II. Homonymy 
Homonyms are generally defined as words different in meaning but either identical both in sound 

and spelling or identical only in sound or spelling.  
III. Types of homonyms:  
A. Perfect homonyms e.g. bank, bear, pupil, date, bound 
B. Homophones e.g. sow/sew; dear/deer; son/sun, flower/fl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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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omographs  e.g. tear, bow, sow, minute 
学习目标： 
1．了解同形异音和同音异形词汇的构成规则。 
2．掌握其具体运用。 
作业： 
Decide whether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Motivation explains why a particular form has a particular meaning. 
•Grammatical meaning refers to the part of speech, tenses of verbs and stylistic features of words. 
•Unlike conceptual meaning, associative meaning is unstable and indeterminate. 
•Affective meaning refers to the part of the word meaning which indicates the attitude of the user. 
•Collocation can affect the meaning of words. 
•In the phrase “the tongues of fire” the word fire is semantically motivated. 
•By etymological motivation, we mean that the meaning of a particular word is related to its origin. 
•The connotative meaning is also known as connotations, which are generally found in the 

dictionary. 
知识单元 5：Sense Relations and Semantic Field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Polysemy 
Polysemy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in which one and the same word has more than one meaning. 
1.1 Two approaches to polysemy 
1) Diachronic approach: Polysemy is described as the result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one and the same word. 
2) Synchronic approach: Polysemy is viewed as the co-existence of various meanings of the same 

word at a particular point in time. 
1.2   Two processes of development 
1) Radiation：It is the semantic process in which the primary meaning stands at the centre and the 

secondary meaning radiates out of it. Though the secondary meanings are independent of one another, 
they can all be traced back to the primary meaning. 

2)Concatenation: It is the semantic process in which the meaning of a word moves gradually away 
from its primary meaning in succession so that the present meaning seems to have no connection to the 
primary meaning. 

2.Homonymy 
There are many pairs or groups of words, which, though different in meaning, are pronounced alike 

or spelled alike, or both. Such words are called homonyms. 
2.1 Types of homonyms 
1)Perfect homonyms: They are different words identical both in sound and spelling, though different 

in meaning. 
2)Homographs: Homographs are different words identical in spelling, but different in sound and 

meaning. 
  3)Homophones:They are different words identical in sound but different in spelling and meaning 

2.2 origins of homonyms 
Origins of homonyms are change in sound and spelling, borrowing and shortening. 
3．Synonymy 
Synonymy refers to the relationship of similarity or identity in meaning.Synonyms are the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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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have the same or very nearly the same essential meaning. 
3.1 Sources of synonyms 
1) borrowing 
2)dialects and regional English 
3)figurative and euphemistic use of words 
3.2 Discrimination of synonyms 
1)Difference in denotation 
2)Difference in the degree of a given quality 
3)Differences in associative meanings 
4)Differences in use 
4． Antonymy 
Antonymy is used for oppositeness of meaning; words that are opposite are antonyms. 
4.1 Types of antonyms 
1) Contraries: 
Contraries display a type of semantic contrast, illustrated by such pairs as rich and poor. Contraries 

are gradable, and the semantic contrast in a contrary pair is relative; i.e. there are often intermediate terms 
between the two opposites. So the negation of one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e assertion of the other. 

2) Contradictory terms 
Contradictory terms are also called complementarities. The meanings of these terms are mutually 

exclusive and no possiblities are allowed between them. the assertion of one is the negation of the other. 
3)Relative terms 
They show a reciprocal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a contrast of direction. One of the two presupposes 

the other of the two. 
4.2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antonyms 
1)Antonyms are classified on the basis of meaning 
2)A polysemic word may have more than one antonym. 
3)Antonyms can be analysed in terms of markedness. The meaning of one of the pair may be more 

general and more semantically inclusive than the meaning of the other of the two. 
4.3 The use of antonyms 
1) Antonyms can be used to define meanings of words. 
2)Antonyms can be used for efficient expression of an opposite idea, etc. 
3)Antonyms can be used for emphatic effect. 
5．Hyponymy 
Hyponymy refers to the relationship of semantic inclusion. Words with more specific meaning or 

narrower meaning are hyponyms, while words with more inclusive or general meanings are superordinate 
terms. The status either as superordinate or subordinate is only relative. 

6．Semantic field 
Semantic field is a term to refer to the phenomenon that vocabulary is an integrated system 

interrelated in sense and can be divided into semantically related sets or fields. Words in each semantic 
field define one another. 

学习目标： 
1．了解词义关系的词义语境。 
2．掌握各种词语义的对比运用。 
作业： 
1. Explain “synonymy”, “antonymy”, “polysemy,” and “hyponymy” with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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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plain sense and reference with some examples.   
3. What is the maxim of quality? Illustrate how speakers may flout this maxim to construct an 

implication. 
知识单元 6：Causes bring ab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merican English and British English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British English itself changed in the course of time 
2. American English has acquired a character of its own.  
It reflects the growth, development and history of American society.  
*Words borrowed from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and other languages. 
e.g. hickory, tomahawk, wigwam, bureau, prairie (French), abode, lasso (Spanish), boss, scow 

(Dutch), noodle, seminar, semester (German). 
*Words formed for the sake of its own significant events in history such as the American 

Independence War, Civil War, its own institution and political system: assembly, Senate, Congress 
*Words coined through invention, innovation and originality: harmonica, department store, 

telephone, influential, advocate, dutiable, etc. 
3.While there are certainly many more varieties of English, American and British English are the two 

varieties that are the most common. Generally, it is agreed that no one version is "correct" however, there 
are certainly preferences in use. The most important rule of thumb is to try to be consistent in your usage. 
If you decide that you want to use American English spellings then be consistent in your spelling (i.e. The 
colour of the orange is also its flavour - color is American spelling and flavour is British), this is of course 
not always easy - or possible. The following guide is meant to point out the princip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varieties of English. 

Use of the Present Perfect 
In British English the present perfect is used to express an action that has occurred in the recent past 

that has an effect on the present moment. For example:I've lost my key. Can you help me look for it? 
In American English the following is also possible: 
I lost my key. Can you help me look for it?In British English the above would be considered 

incorrect. However, both forms are generally accepted in standard American English. Other differences 
involving the use of the present perfect in British English and simple past in American English include 
already, just and yet.British English:I've just had lunch 

I've already seen that film 
Have you finished your homework yet?American English:I just had lunch OR I've just had lunch 
I've already seen that film OR I already saw that film. 
Have your finished your homework yet? OR Did you finish your homework yet?PossessionThere are 

two forms to express possession in English. Have or Have gotDo you have a car? 
Have you got a car? 
He hasn't got any friends. 
He doesn't have any friends. 
She has a beautiful new home. 
She's got a beautiful new home.While both forms are correct (and accepted in both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have got (have you got, he hasn't got, etc.) is generally the preferred form in British 
English while most speakers of American English employ the have (do you have, he doesn't have etc.) 

The Verb Get 
The past participle of the verb get is gotten in American English. Example He's gotten much better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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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ing tennis. British English - He's got much better at playing tennis. 
Vocabulary 
Probably the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lies in the choice of 

vocabulary. Some words mean different things in the two varieties for example:Mean: (American English 
- angry, bad humoured, British English - not generous, tight fisted)Rubber: (American English - condom, 
British English - tool used to erase pencil markings)There are many more examples (too many for me to 
list here). If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usage, your dictionary will note the different meanings in its definition 
of the term. Many vocabulary items are also used in one form and not in the other. One of the best 
examples of this is the terminology used for automobiles. 

American English - hood British English - bonnet 
American English - trunk British English - boot 
American English - truck British English - lorry 
Prepositions 
There are also a few differences in preposition use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American English - on the weekend British English - at the weekend 
American English - on a team British English - in a team 
American English - please write me soon British English - please write to me soon 
Past Simple/Past Participles 
The following verbs have two acceptable forms of the past simple/past participle in both American 

and British English, however, the irregular form is generally more common in British English (the first 
form of the two) and the regular form is more common to American English. 

Here are some general differences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spellings: 
Words ending in -or (American) -our (British) color, colour, humor, humour, flavor, flavour etc. 
Words ending in -ize (American) -ise (British) recognize, recognise, patronize, patronise etc. 
The best way to make sure that you are being consistent in your spelling is to use the spell check on 

your word processor (if you are using the computer of course) and choose which variety of English you 
would like. As you can see, there are really very few differences between standard British English and 
standard American English. However, the largest difference is probably that of the choice of vocabulary 
and pronunciation。 
学习目标： 
1．了解英式英语与美式英语的区别。 
2．掌握翻译中二者的具体对应。 
作业：阅读理解 
British Engl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are almost the same. But there are slight differences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in vocabulary, pronunciation, spelling and grammar. 
The first difference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is in vocabulary. Almost all of the words 

used in British Engl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are exactly the same. Only a very small number of words 
are used disparately. For example, Americans would say “apartment”, but the British would say “flat” to 
talk about the place where they live. In addition to some common words, many idiomatic（惯用的）
expressions are different. In England people might say “I’ll ring you up tonight”, but in the US, people 
might say “I’ll call you up tonight”. 

The second difference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is in Pronunciation. The main 
difference in pronunciation concerns the vowels（元音）. Some American dialects and some British 
dialects use vowels in different ways. Sometimes, Americans and the British don’t understand each 
other’s pronunciation. But most of the time,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s do understand each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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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nunciation because most of the sounds of the two dialects are the same. 
The third difference is very small. This is the difference in spelling. A few types of words are spelled 

differently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The most common example is in a word like “center”. In 
British English, this word would be spelled C-E-N-T-R-E, while in American English the same word 
would be spelled C-E-N-T-E-R. Another example is “or” vs “our”. The word “color”is spelled 
C-O-L-O-U-R in Britain but C-O-L-O-R in the US. 

There are a few differences in grammar, too. The British may say “Have you got..?” while Americans 
prefer “Do you have..?” An American might say “my friend just arrived”, but a British would say “my 
friend has just arrived”. Sometimes function words are used differently: the British may say “at the 
weekend”, but Americans would say “on the weekend”. 

1.What is this passage mainly about? 
A.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English 
B.Differences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C.The influences of British English on American English 
D.The cause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British and American English 
2.What does the underlined word “disparately” in Paragraph 2 mean? 
A.Frequently   B.Regularly   C.Eventually    D.Differently 
3.According to Paragraph 3, Americans and the British may find it hard to understand each other 

because of       . 
A.the different ways of using vowels 
B.the different idiomatic expressions they use 
C.the differences in grammar 
D.the differences in spelling 
4.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rds probably belong to the American English vocabulary? 
a. flavour    b. theater   c. humor   d. centre   e. kilometer   f. honour     g. color 
A.abce  B.bcde  C. bceg  D. defg  
5.Which of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s most probably used by Americans?  
A.I’ll learn with you at the weekend 
B.Have you got a dictionary? 
C.I’ll ring her up tonight. 
D.Do you have a pen? 

知识单元 7：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Vocabulary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s divided into 3 periods. 
1.    Old English (450-1150)   
Historically, people generally refer to Anglo-Saxon as Old English. At the end of the 6th century: the 

introduction of Christianity---- religious terms such as abbot,candle, altar, amen, apostle. In the 9th 
century: invasion of Norwegian and Danish Vikings----many Scandinavian words came into the English 
language, such as skirt, skill, window, leg, grasp, birth, they, their, egg.In 1066 the Norman conquest 
brought French to England--- 85% of the Old English. Old English has a vocabulary of about 50,000 to 
60,000 words. It was a highly inflected language (full inflections). Its nouns, pronouns, adjectives, verbs, 
and adverbs had complex endings or vowel changes, which differ greatly from Modern English. 

2. Middle English (1150-1500)  
Thousands of words borrowed from French and Latin appeared in the English vocabulary. Bet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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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 and 1500 about 9,000 words of French origin poured into English. 75% of them are still in use today: 
beef, pork, bacon, roast, state, duke, judge, govern, administer. During this period, Britain had trade 
relations with the low countries, especially Holland. As a result, as many as 2,500 words of Dutch origin 
found their way into English. Some examples are boom ( at the bottom of a sail), dock, freight, stoop 
(porch or entrance). Middle English has changed from a highly inflected language to an analytic language 
and retained much fewer inflections (leveled inflections). Endings of nouns and adjectives marking 
distinction of number, case and often of gender lost their distinctive forms. The same is true of verbs. 

3.  Modern English (1500-up to now) 
It can be divided into 2 parts: the Early Modern English period (1500-1700) and the Late Modern 

English period (1700-now).The great humanistic movement of the Renaissance. More than 25 % of 
modern English words come almost directly from classical languages. Words as conspicuous, disability, 
disregard, emancipate, expectation, exist, external came directly from Latin; Words as catastrophe, lexicon, 
criterion, anonymous were directly derived form Greek.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 followed b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territorial expansion of the English Empire in this period resulted in the 
expansion of the English vocabulary. Thus we have in English American Indian words, such as moose, 
hickory ,Papoose, tomahawk. We have English Mexican words such as chili, chocolate, hammock, maize, 
potato, tobacco. From Peru, we got puma, quinine. From Brazil come cayenne ,jaguar. From India we 
come calico, mandarin. From Africa come banana, gumbo, zebra.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particularly after World War II,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reflected in the 
English vocabulary.  

学习目标： 
1．了解英语词汇的历史。 
2．掌握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的方法。 
作业： 
1   Fill in the blanks according to the text. 
The language used between 450 and ________ is called ___________, which has a vocabulary of 

__________. Middle English refers to the language spoken from 1150 to _________, followed by the 
_______________ period, subdivided as early modern English (__________) and late 
___________(1700-up to now).  

2.   Decide whether the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1)   English is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German than French. 
2)   Scandinavian languages refer to Icelandic, Norwegian, Danish and Swedish. 
3)   Old English was a highly inflected language. 
4)   In early Middle English period, English, Latin, and Celtic existed side by side. 
5)   The introduction of printing into England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English 

period. 
6)   Modern English is considered to be an analytic language. 
7)   Old English vocabulary was in essence Germanic with a small quantity of words           

borrowed from Latin and Scandinavian. 
8)   Middle English absorbed a tremendous number of foreign words but with little          

change in word endings. 
知识单元 8：Changes in Word Meani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 Causes of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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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tra-linguistic factors 
1)  Social development  2) Culture background  3) Social class  4) National prejudice 
5)  Racial prejudice  6)  Sexism  7)  Social value  8) Circumlocution （迂回说法） 
2. Linguistic factors  
1) The influx of borrowings 2) Shortening (ellipsis)  3) analogy 
II. Types of changes 1. Extension ( Generalization) 2. Narrowing (Specialization ) 
III. Elevation of meaning (Amelioration)  
Words often rise from a humble beginning to a position of greater importance because of social 

changes. This is called elevation of meaning, or amelioration. 
IV. Degradation of meaning (Deterioration)  
Words with a commendatory meaning may become ones with a derogatory sense. This is called 

degradation of meaning, or deterioration. 
V. Semantic shifts from the literal use of words to their figurative use。 
学习目标： 
1．了解词义变化的背景及其规律。 
2．掌握词汇动态语义。 
作业：Home Work 
Point out the changes in WM in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1. But the new emphasis on examining how the dynamics of the brain shape our intellect and 

emotions means that good employees will in the future spend more time helping their less well adjusted 
professional staff break away from the learned behavior that shapes their performance at work. 

2. The Orphanage is high in the Carolina Mountains. Sometimes in winter the snowdrifts are so 
deep that the institution is cut off from the village below, from all the world. Fog hides the mountain 
peaks, the snow swirls down the valleys, and a wind blows so bitterly that the orphanage boys who take 
the milk twice daily to the baby cottage reach the door with fingers stiff in an agony of numbness. 

3. With cellphones and beepers people make themselves instantly accessible to everyone at all 
times, and it’s the person who refuses to be on call, rather that the intruding caller, who is considered rude. 
知识单元 9：English Idioms（1）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 Characteristics of Idioms 
1. Long history 
2. Semantic unity: Though the various words which make up the idiom have their respective literal 

meanings, in the idiom they have lost their individual identity. Quite often the idiom functions as one 
word. And many idioms are semantically inexplicable.  

3. Structural stability (syntactic frozenness) 
II. Classification of idioms 
Classification can be approached from different angles. 
In this book we will discuss metaphorical idioms, phrasal verbs, similized idioms,  
twin words and proverbs.  
III. Metaphorical idioms (figurative idioms)  
IV. Similized idioms  
V. Phrasal verbs (multi-word verbs) 
学习目标： 
1．了解各类谚语的总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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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谚语的自我凝练。 
作业：Home Work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idioms, Similized idioms and Phrasal verbs? 

知识单元 10：English Idioms（2）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dioms Originated from Geography Environment 
The geography environment is connected to the human's lives closely. From the ancient times, the 

human tried their best to conquer the nature, to rebuild it. At that time, the most important function was to 
improve the production. So in this period, the human's civilizations were influenced by the geography. 

The England located in the east of the Atlantic Ocean. In the west of the England, there is the 
Atlantic Ocean, which is narrow and suits to sailing. In the east of the England, there is the England 
Channel, which is peaceful and could be passed safely.In the three islands, the land is small, and the land 
is for stock breeding. Also the farmer in England is few. Because of these reasons, the English people 
make their living in the sea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the Greece, the mother of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small 
land for tillage, the land is for the stock breeding. While the Greek have less land to develop the 
agriculture, they live near the sea, so they can sail in the sea for commerce. English culture is from the 
Greek civilization, so the English culture is the sea civilization. 

1. Idioms about water 
Because all around England is sea,the sea is full of water,there are idioms about the water. 
(1) Fish in trouble waters 
Meaning: to profit in a confused environment 
e.g. Don’t fish in trouble waters; that does you no good. 
(2)  Pour /throw cold water on  
Meaning: to discourage 
e.g. The board of director poured cold water on his new investment proposals in that region. 
(3) Be in /get in hot water or In deep water 
Meaning: to be in or get into trouble. 
e.g. She has got into hot water again for her inquisitive nature recently. 
(4) spend money like water 
Meaning: someone spend money very much. 
e.g. Some super star spends money like water. 
(5)  To hold water 
Meaning: Someone looks for the excuse, proposed the reason, or said the speech is truly, can stand 

firmly 
e.g. That excuse simply doesn't hold water. 
2. Idioms about sea 
The western people live in the seaside and had small land for tillage, so their livings are connected to 

the sea. 
(1) Make waves 
Meaning: to make trouble  
e.g. They lift it was not the time to make waves by staging a sit-in. 
(2) Go with the stream 
Meaning: do as others do 
e.g. He listened to the same music and dressed the same way as his friends. He went with the 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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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he lacked confidence in making his own decision. 
(3) A drop in the bucket/ocean 
Meaning: a negligible or tiny quantity; something that make little difference 
e.g. Ten cents means a lot of money to the beggar on the street, but is a drop in the ocean for most 

people. 
(4) At sea 
① On a ship, etc on the sea  
e.g. spend three months at sea 
② Not know what to do; confused 
e.g. I’m all at sea ; I have no idea how to repair cars. 
(5) A sea change 
Meaning: a complete change 
e.g. The hug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eople working freelance represents a sea      change in 

patterns of employment over the last 10 years. 
学习目标： 
1．了解地理名词类谚语。 
2．掌握地理类谚语的使用效果。 
作业： 
What ar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Geography Environment on the Formation of English 

Idioms？ 
知识单元 11：English Dictionarie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 The history of English dictionaries 
The earliest glossaries are: Promprorium parvulorum (A Storehouse for Young Boys)  (1449). 

Thomas Cooper’s Thesaurus Linguae Romanae of Britannicae (1565) Obert Cawdrey’s A Table 
Alphabetical, containing and teaching the true writing and understanding of hard, unusual English words, 
borrowed form the Hebrew, Greek, Latin, or Frence (1604) Henry Cockeram’s The English Dictionary ---- 
An Interpreter of Hard Words (1623)  

The earliest dictionaries are: 
l The first English dictionary including all the words of the language was Nathanial Bailey’ 

Universal Etymological English Dictionary (1721). The lexicographer was the first to include 
pronunciation and etymology in his dictionary. 

l Samuel Johnson’s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755) This dictionary may be said to be 
the first English dictionary that established the standards of spelling, meaning and usage of the English 
vocabulary.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20th century,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in Britain are: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ppeared in installments over a period of 45 years from 1883 to 1928. The Second 
edition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ppeared in 1989. The Concis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was 
published in 1911. J.B. Sykes’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seventh edition in 1982. 
This dictionary is not a diachronic dictionary, but one of the synchronic dictionaries. Noah Webster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father of English dictionary-ma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His famous dictionary The 
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appeared in 1828. Webster’s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1909)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was published in 
1961.Getting rid of the previous prescriptivism, it was based on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thus giving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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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description of language. 
II. Types of dictionaries 
1. Monolingual, Bilingual and Multilingual Dictionaries 
Dictionaries in which words are explained in the same language are called monolingual dictionaries. 

e.g.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1979). Dictionaries in which words are explained in 
another language are called bilingual dictionaries. e.g.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altion,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with Chinese 
Translation, A New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by Lu gusun (1984) Dictionaries in which words are 
treated in two or more languages. This kind is few in number. They are confined to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words. 

2. General-purpose and Specialized Dictionaries 
The former kind usually presents in an alphabetical order the words of the language, with  

information as to their form, spelling, pronunciation, meaning, usage and etymology. e.g.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The latter kind concentrates on a particular area of language or knowledge, treating such diverse 
topics as etymology, synonyms, idioms, pronunciation, usages in language,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literature and a variety of other subjects. e.g.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Idiomatic English. 

III. Some good commonly-used dictionaries     
学习目标： 
1．了解各类构词法的总体状况。 
2．掌握构词法的具体运用。 
作业：Home Work 
List out the content of Dictionaries 

知识单元 12：American English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merican English, or United States (U.S.) English, is the set of dialect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native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most usual or "mainstream" set of American English pronunciation 
features, see General American: the variety or accent of American English that is considered by many 
speakers to be the most free from regional, ethnic, or cultural distinctions. 

English is the most widely spoken langu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English is the common language 
us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is considered the de facto language of the country because of its 
widespread use. English has been given official status by 30 of the 50 state governments. As an example, 
while both Spanish and English have equivalent status in the local courts of the Commonwealth of Puerto 
Rico, under federal law, English is the official language for any matters being referred to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territory. 

The use of English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a result of British colonization. The first wave of 
English-speaking settlers arrived in North America during the 17th century, followed by further 
migrations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Since then, American English has been influenced by the 
languages of West Africa, the Native American population, German, Dutch, Irish, Spanish, and other 
languages of successive waves of im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1 Phonology 
Compared with English as spoken in England, North American English is more homogeneous, and 

any accent that exhibits a majority of the most common phonological features is known as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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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Some distinctive accents can be found on the East Coast (for example, in eastern New 
England, New York City, Philadelphia, and Baltimore) partly because these areas were in close contact 
with England and imitated prestigious varieties of English at a time when these were undergoing changes. 
In addition, many speech communities on the East Coast have existed in their present locations for 
centuries, while the interior of the country was settled by people from all regions of the existing United 
States and developed a far more general linguistic pattern.[citation needed] 

The red areas are those where non-rhotic pronunciations may be found among white American 
spea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AVE-influenced non-rhotic pronunciations may be heard from AAVE 
speaker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Studies on historical usage of Englis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suggest that 
spoken American English did not simply evolve from period British English, but rather retained many 
archaic features contemporary British English has since lost. Most North American speech is rhotic, 
because in the 17th century, when English was brought to the Americas, most English in England was 
rhotic. Rhoticity has been further supported by the influences of Hiberno-English, West Country English 
and Scottish English. In most varieties of North American English, the sound corresponding to the letter r 
is a postalveolar approximant [ ] or retroflex approximant [ɻ] rather than a trill or a tap (as often heard, 
for example, in Scotland or India). A unique "bunched tongue" variant of the approximant r sound is also 
associat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seems particularly noticeable in the Midwest and South.The loss of 
syllable-final r in North America, known as non-rhoticity, is confined mostly to the accents of eastern 
New England, New York City and surrounding areas and the coastal portions of the South, and African 
American Vernacular English. 

In rural tidewater Virginia and eastern New England, 'r' is non-rhotic in accented (such as "bird", 
"work", "first", "birthday") as well as unaccented syllables, although this is declining among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speakers.[citation needed] Dropping of syllable-final r sometimes happens in natively rhotic 
dialects if r is located in unaccented syllables or words and the next syllable or word begins in a consonant 
(for example, many North Americans drop the first 'r' in "particular"). In England, the lost r was often 
changed into [ə] (schwa), giving rise to a new class of falling diphthongs.[citation needed] Furthermore, 
the er sound of fur or butter, is realized in AmE as a monophthongal r-colored vowel (stressed [ɝ] or 
unstressed [ɚ] as represented in the IPA).[citation needed] This does not happen in the non-rhotic 
varieties of North American speech.[citation needed] 

Some other English changes in which most North American dialects do not participate: 
The realization of intervocalic /t/ as a glottal stop [ʔ] (as in [ bʌʔɚ] for butter). The only 

environment in which t-glottalization is standard in American English is before syllabic /n/, as in "button" 
[ bʌʔn ]. 

On the other hand, North American English has undergone some sound changes not found in other 
varieties of English speech: 

The merger of /ɑ/ and /ɒ/, making father and bother rhyme. This change is in a transitional or 
completed stage nearly universally in North American English. Exceptions are in northeastern New 
England English, such as the Boston accent, New York City English, Philadelphia English, Baltimore 
English, and many Southern dialects, such as the Yat dialect. 

The merger of /ɑ/ and /ɔ/ in many areas.[citation needed] This is the so-called cot–caught merger, 
where cot and caught are homophones. This change has occurred in eastern New England (Boston area), 
in Pittsburgh and surrounding areas, and from the Great Plains westward.[citation needed] 

For speakers who do not merge caught and cot: The replacement of the cot vowel with the caught 
vowel in many cases before voiceless fricatives (as in cloth, off [which is found in some old-fashio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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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eties of RP]), as well as before /ŋ/ (as in strong, long), usually in gone, often in on, and irregularly 
before /ɡ/ (log, hog, dog, fog [which is not found in British English at all]). 

The replacement of the lot vowel with the strut vowel in most utterances of the words was, of, from, 
what and in many utterances of the words everybody, nobody, somebody, anybody; the word because has 
either /ɔ/ or /ʌ/. This is directly due to influence of the Irish language. Want has normally /ɔ/ or /ɑ/, 
sometimes /ʌ/. 

Vowel merger before intervocalic /ɹ/. Which vowels are affected varies between dialects, but the 
Mary-marry-merry, nearer-mirror, and hurry–furry mergers are found in many American English dialects. 
Americans vary slightly in their pronunciations of R-colored vowels—such as those in /ɛəɹ/ and 
/ɪəɹ/—sometimes monophthongizing towards [ɛɹ] and [ɪɹ] or tensing towards [eɪɹ] and [i(ə)ɹ] respectively, 
causing pronunciations like [p eɪɹ] for pair/pear and [p iəɹ] for peer/pier.[18] Also, /jʊər/ is often 
reduced to [jɚ], so that cure, pure, and mature may all end with the sound [ɚ], thus rhyming with blur and 
sir. The word sure is also part of this rhyming set as commonly pronounced [ʃɚ]. 

Dropping of /j/ is more extensive than in RP. In most North American accents, /j/ is dropped after all 
alveolar and interdental consonant, so that new, duke, Tuesday, presume are pronounced [nu], [duk], 
[ t uzdeɪ], [p ɹɪ zum]. 

/æ/ tensing in environments that vary widely from accent to accent. With most American speakers, 
for whom the phoneme /æ/ operates under a somewhat continuous system, /æ/ has both a tense and a lax 
allophone (with a kind of "continuum" of possible sounds between those two extremes, rather than a 
definitive split). In these accents, /æ/ is overall realized before nasal stops as more tense (approximately 
[eə ]), while other environments are more lax (approximately the standard [æ]); for example, note the 
vowel sound in [mæs] for mass, but [meə n] for man). In some American accents, though, specifically 
those from Baltimore,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City, [æ] and [eə ] are entirely separate (or "split") 
phonemes, for example, in planet [p ɫæn t ] vs. plan it [p ɫeən t ]. This is often called the 
Mid-Atlantic split-a system. Note that these vowels move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in the mouth compared 
to the backed British "broad A" the phenomenon has been noted as related to the increasingly rare 
phenomenon of older speakers of the eastern New England (Boston) area who /æ/ to /ɑ/ (the so-called 
"broad A") before /f/, /s/, /θ/, /ð/, /z/, /v/ alone or when preceded by a homorganic nasal. 

2 Vocabulary 
Morphology 
American English has always shown a marked tendency to use nouns as verbs.Examples of verbed 

nouns are interview, advocate, vacuum, lobby, pressure, rear-end, transition, feature, profile, spearhead, 
skyrocket, showcase, service (as a car), corner, torch, exit (as in "exit the lobby"), factor (in mathematics), 
gun ("shoot"), author (which disappeared in English around 1630 and was revived in the U.S. three 
centuries later) and, out of American material, proposition, graft (bribery), bad-mouth, vacation, major, 
backpack, backtrack, intern, ticket (traffic violations), hassle, blacktop, peer-review, dope and OD, and, of 
course verbed as used at the start of this sentence. 

Compounds coined in the U.S. are for instance foothill, flatlands, badlands, landslide (in all senses), 
overview (the noun), backdrop, teenager, brainstorm, bandwagon, hitchhike, smalltime, deadbeat, 
frontman, lowbrow and highbrow, hell-bent, foolproof, nitpick, about-face (later verbed), upfront (in all 
senses), fixer-upper, no-show; many of these are phrases used as adverbs or (often) hyphenated attributive 
adjectives: non-profit, for-profit, free-for-all, ready-to-wear, catchall, low-down, down-and-out, down and 
dirty, in-your-face, nip and tuck; many compound nouns and adjectives are open: happy hour, fall guy, 
capital gain, road trip, wheat pit, head start, plea bargain; some of these are colorful (empty nester, loan 
shark, ambulance chaser, buzz saw, ghetto blaster, dust bunny), others are euphemistic (differently ab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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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ly challenged), human resources, affirmative action, correctional facility). 
Many compound nouns have the form verb plus preposition: add-on, stopover, lineup, shakedown, 

tryout, spin-off, rundown ("summary"), shootout, holdup, hideout, comeback, cookout, kickback, 
makeover, takeover, rollback ("decrease"), rip-off, come-on, shoo-in, fix-up, tie-in, tie-up ("stoppage"), 
stand-in. These essentially are nouned phrasal verbs; some prepositional and phrasal verbs are in fact of 
American origin (spell out, figure out, hold up, brace up, size up, rope in, back up/off/down/out, step 
down, miss out, kick around, cash in, rain out, check in and check out (in all senses), fill in ("inform"), 
kick in or throw in ("contribute"), square off, sock in, sock away, factor in/out, come down with, give up 
on, lay off (from employment), run into and across ("meet"), stop by, pass up, put up (money), set up 
("frame"), trade in, pick up on, pick up after, lose out).[citation needed] 

Noun endings such as -ee (retiree), -ery (bakery), -ster (gangster) and -cian (beautician) are also 
particularly productive. Some verbs ending in -ize are of U.S. origin; for example, fetishize, prioritize, 
burglarize, accessorize, itemize, editorialize, customize, notarize, weatherize, winterize, Mirandize; and so 
are some back-formations (locate, fine-tune, evolute, curate, donate, emote, upholster, peeve and enthuse). 
Among syntactical constructions that arose in the U.S. are as of (with dates and times), outside of, headed 
for, meet up with, back of, convince someone to, not about to and lack for. 

Americanisms formed by alteration of some existing words include notably pesky, phony, 
rambunctious, pry (as in "pry open", from prize), putter (verb), buddy, sundae, skeeter, sashay and 
kitty-corner. Adjectives that arose in the U.S. are for example, lengthy, bossy, cute and cutesy, grounded 
(of a child), punk (in all senses), sticky (of the weather), through (as in "through train", or meaning 
"finished"), and many colloquial forms such as peppy or wacky. American blends include motel, 
guesstimate, infomercial and televangelist. 

2.1 Creation of an American lexicon 
2.1.1 19th century onwards 
2.2 Morphology 
2.3 English words that surv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t in the United Kingdom 
2.4 Regionally distinct English word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3 Regional variation 
While written American English is (in general) standardized across the country, there are several 

recognizable variations in the spoken language, both in pronunciation and in vernacular vocabulary. 
General American is the name given to any American accent that is often considered relatively free of 
noticeable regional influences. 

Major dialect regions 
The map below accounts only for major varieties of American English that can be identified by 

geographic region; therefore, it does not represent speakers of ethnic, social, or other varieties that are not 
strictly geographically confined, such as General American, African-American Vernacular English, 
Chicano English, etc. 

3.1 Major dialect regions 
3.1.1 East Coast 
3.1.2 Midwest 
3.1.3 Midland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英语的分布状况。 
2．掌握各地区英语的的具体运用规范。 
作业： 



8352 

Do You Speak American: PBS special？ 
Do your 0own Dialect Survey of the United States。 

知识单元 13：Regional Varietie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RP Accent 
"A new study suggests the Queen is dropping the traditional RP accent and starting to resemble the 

standard southern English English accent associated with those "younger and traditionally lower in the 
social hierarchy." ..." Those pronunciation teachers who hold the view that there is this ideal 
pronunciation which we can all aim for are obviously wrong … because what is that ideal ..." 

Here are some links to interesting articles and websites on the many accents and varieties of English. 
Aboriginal English 
American English 
Australian English 
Australian English audio samples 
Black South African English 
Canadian English 
Canadian English pronunciation 
Caribbean English 
Cockney English 
Differences in English 
Differences between American, British and Canadian English 
English Alphabet 
Elizabethan English 
Estuary English 
Indian English 
London Teenage English 
New Zealand English 
Nigerian English 
Old English 
RIP (Rest In Peace) Received Pronunciation 
Received English Pronunciation 
Scots English 
Singapore English 
South African English 
Standard English - Does it exist? 
2.Acceptable Varieties 
There are many acceptable varieties of English throughout the world. Whichever variety is used in 

your countr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students’ pronunciation must be good enough for another 
person to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trying to say. 

In a PPP lesson, teachers naturally include a good model of the pronunciation when they are 
presenting new vocabulary, grammar or functional language. It is important to start by helping your 
students recognise sounds before you expect them to produce them. 

Spoken British English has 44 sounds, but there are only 26 letters in the alphabet for written English. 
This sometimes makes English pronunciation and spelling different, so it is not always best to write words 



8353 

on the blackboard at the early stages. Also, some sounds in English do not exist in some other languages. 
This can make it very difficult for students to recognize these sounds and even more difficult for them to 
pronounce them correctly. So some students need to do a lot of work on these sounds, listening to them, 
trying to recognize them and trying to copy them. 

If you can understand and pronounce the symbols of the phonetic alphabet, this will help you to 
pronounce any word in the dictionary. You can teach this phonetic alphabet to your students and this will 
make teaching pronunciation much easier. However, you can teach pronunciation effectively without 
knowing the phonetic alphabet. Pronouncing English well is not just about getting the individual sounds 
right. Students need to know: 

* which parts of a word are stressed (spoken louder and longer); 
* which parts of a sentence are stressed; 
* basic intonation patterns; 
* what it means when we change the intonation in a sentence (the music of the language); 
* how to link together the sounds within a sentence. 
学习目标： 
1．了解英语语言区域分布的规律。 
2．掌握不同区域语言的构成特色。 
作业： 
What it means when we change the intonation in a sentence (the music of the language)？ 
How to link together the sounds within a sentence？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6学时 
实验 1：Basic Training（1）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词汇过关 
专四词汇模拟试题 1 
1. My pain  ____  apparent the moment I walked into the room, for the first man I met asked 

sympathetically: “Are you feeling all right?”  
  A. must be   B. must have been   C. had been   D. had to be 
  2. It is only when you nearly lose someone ____  fu  lly conscious of how much you value him.  
  A. do you become    B.then you become   C. that you become   D.have you become  
  3. Just as the soil is a part of the earth, ____  the atmosphere.    
  A. as it is   B. so is   C. the same as   D. and so is  
  4. While driving along the treacherous road, ____ .    
  A. my right rear tyre blew out   B. my right rear tyre had a blowout  
  C.I had a blownout on my right rear tyre   D. I had my right rear tyre blowout  
  5. Jean Wagner’s most enduring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Afro American poetry is his insistence 
that it ____  in a religious, as well as worldly, frame of reference.    
  A. is to be analysed   B. has been analysed   C. be analysed       D. should have been 
analysed  
  6.____ there is little we can do to modify the weather, we can at least know what kind of weather to 
expect.  
  A. Since    B.When    C.While    D. Unless  
  7.This organization brought Western artists together in the hope of  making more of an impact on the 
art community ____  any of t  hem could individually and to promote Western art by women.  
  A. rather than    B.rather    C. than    D. other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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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But the Swiss discovered long years ago that constant warfare brought them ____  suffering   

and poverty.  
  A. anything but         B. nothing but   C. none other than       D. no more than  
  9. After ____  seemed an endless wait, it was her turn to step into the doctor’s office.    
  A.it       B.that   C.what      D. which  
  10. The board deemed it’s urgent that these files ____ ri  ght away.  
  A. had to be printed    B. should have been printed  C. must be printed       D. should be 
printed  
  11. His answer was so confused that I could hardly make any ____ of it at all.    
  A. explanation      B. meaning     C. sense       D. interpretation  
  12. You should have your eyes tested every year in case the ____ of    your spectacles need 
changing.  
  A. lenses    B.glasses     C.sights    D.crystals  
  13. The school committee hoped that their choice of play would be ___ with the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A. recognized    B. popular      C. favorable    D. fascinated  
  14. By cutting down trees we ____  the natural home of birds and animals.    
  A. harm        B. hurt      C. injure    D. damage  
  15. Mr. Robinson knew that the most trivial chore could prove to be a ___ if approached with  

enthusiasm.  
  A. prize       B. reward      prefund     D. bonus  
  16. The trade unions in this industry are ____  any reduction in wages.    
  A. objecting against     B. opposed to   C. reacted to      D.resisting against  
  17. She was teaching me ____  you would teach a younger child to speak the language.    
  A. the way    B.in the way    C. a way       D.to the way  
  18. The Brownings have not ____  yet and I doubt whether they will come.    
  A turned in       B. turned out      C.turned up       D. turned to  
  19.We went on a(n) ____  to the mountain yesterday.    
  A.excursion       B.trip     C. tour     D. travel  
  20.When Sarah and I ____ on an article for the school newspaper, we found it difficult to work 
together.  
  A. compiled        B. gathered   C. collaborated        D. collected  
  21.Beth could ____  her coat because it had largered buttons.    
  A. recognize     B.prove     C.define     D. claim 
  22.Postal ____  are determine  d by the class and weight of the parcel mailed.  
  A. taxes     B.payment     C. fees    D. premium  
  23.My father is so deaf that he has to use a hearing ____ .   
  A. help     B. aid      C.support      D.tool 
  24.On New Year’s Eve, there will be a firework ____ at People’s Square.    
  A. display       B.performance    C. show     D. exhibition 
  25.The ____  of beer and alcohol in New Zealand is very high.    
  A. consumption   B. use    C.drink     D. absorption   
专四词汇模拟试题 2 
1. The bank is reported in the local newspaper  ____  in broad daylight yesterday.  

  A. to be robbed         B. robbed   C. to have been robbed    D. having been rob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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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____  before, his first performance for the amateur dramatic group was a success.    
  A. Though having never acted   B. As he had never acted  
  C. Despite he had never acted   D. In spite of his never having acted  
  3. By the middle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world’s population ____  in cities   

rather than in the country.  
  A. are living         B. will be living    C. have lived         D. will have lived  
  4. Mr. Milton prefers to resign ____  part in such dishonest business deals.    
  A. than take         B. than to take   C. rather than take       D. rather than to take  
  5. No one would have time to read or listen to an account of everything ____  going on in the   

world.  
  A. it is      B.as is       C.there is         D.what is  
  6. There is a real possibility that these animals could be frightened, ______  a sudden loud   

noise.  
  A. being there      B.should there be   C.there was         D. there have been 
  7. Bit by bit , a child makes the necessary changes to make his language ____ .    
  A. as other people        B.as other people’s   C.like other people       D.like other people’s  
  8.Clothing made of plastic fibres has certain advantages over ____ made of natural fibres like   

cotton, wool, or silk.  
  A. one      B.the one        C.that       D.what  
  9.The treasury issued an order stating that ____  land purchased from the go  vernment had to be 
paid for in gold and silver.  
  A. henceforth       B.moreover       C. whereby        D.however  
  10.The students expected there ____  more reviewing classes before the final exams.    
  A. is         B.being       C. have been        D.to be  
  11. It was during summer breaks that we first taste the satisfaction work that ____  into hard   

currency.  
  A. translates         B. transfers   C. transplants        D. transmits  
  12.In some cases, your instructor may tell you the topics ____ or may give you a choice of topics to 
write about.  
  A. in advance       B. ahead of        C. above all         D. right away 
  13.It was the driver’s ____  that caused him to step on the gas instead of the brake after his car   

went over the curb.  
  A. fraud        B. alarm       C. terror      D. panic  
  14.Danny left this ____  message on my answering machine:   
  “I must see you. Meet me at twelve o’clock.” Did he mean noon or midnight?  
  A. ambiguous        B.responsible   C. implicit           D. thoughtful  
  15.We looked for a table to sit down, but they were all ____ .    
  A.reserved for       B. engaged in   C. used up          D. taken up  
  16.She will have to find somewhere else to work, for she can’t ____  this loud noise any   

longer.  
  A. come up with      B. catch up with   C. keep up with       D. put up with  
  17.Tom ____  his new job with confidence.    
  A. set out    B. set off    C. set up     D. set about  
  18.The truck driver was fined for exceeding the speed ____ .    
  A. range    B. limit    C. rule    D.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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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The crippled Jack proudly walked with a ____  to the platform to join the children.    
  A. jump    B. limp    C. hop    D. jog  
  20.He cannot ____  a car, for he does not earn much money.    
  A. obtain   B. afford    C. donate    D. consume  
  21.The message is clear: Just as tea and banana cant’t go together, ______ should the son of a low  

class family expect to marry the daughter of a nobleman.  
  A. either    B.not    C. neither    D. nor  
  22.Though ____  rich, she was better off than at any other period in her life.   
  A. by means of    B. within her means   C. by all means     D. by no means  
  23.It is a(n) ____  attitude to take towards life.    
  A. absurd    B. silly    C. stupid     D. authentic 
  24.Every year, one student in our high school wins a scholarship that ____  one year of college.   
  A. improves    B. subsidizes     C. obliges    D. inflicts  
  25.He wrote the book in ____  with his wife.    
  A. proportion       B. installment   C. correspondence   D. collaboration 

实验要求：熟悉词汇规律；研究词汇搭配；掌握词汇短语。 
实验 2：Basic Training（2）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高级词汇阅读训练 
1改错 
So far as we can tell, all human languages are equally complete and perfect as instruments of 

communication: that is, every language appears to be as well equipped as any other to say the things its 
speakers want to say. It may or may not be appropriate to talk about primitive peoples or cultures, but that 
is another matter. Certainly, not all groups of people are equally competent in nuclear physics or 
psychology or the cultivation of rice or the engraving of Benares brass. But this is not the fault of their 
language. The Eskimos can speak about snow with a great deal more precision and subtlety than we can in 
English, but this is not because the Eskimo language (one of those sometimes miscalled 'primitive') is 
inherently more precise and subtle than English. This example does not bring to light a defect in English, 
a show of unexpected 'primitiveness'. The position is simply and obviously that the Eskimos and the 
English live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The English language would be just as rich in terms for different 
kinds of snow, presumably, if the environments in which English was habitually used made such 
distinction important. 

Similarly, we have no reason to doubt that the Eskimo language could be as precise and subtle on the 
subject of motor manufacture or cricket if these topics formed part of the Eskimos' life. For obvious 
historical reasons, English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uld not talk about motorcars with the minute 
discrimination which is possible today: cars were not a part of their culture. But they had a host of terms 
for horse-drawn vehicles which send us, puzzled, to a historical dictionary when we are reading Scott or 
Dickens. How many of us c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a chaise, a landau, a victoria, a brougham, a coupe, a 
gig, a diligence, a whisky, a calash, a tilbury, a carriole, a phaeton, and a clarence ? 

参考答案： 
1 be后插入 as; 2 their改为 its; 3 There改为 It; 4 Whereas改为 But 5 further 改为 much 6 come

改为 bring; 7 similar改为 different; 8 will改为 would; 9 as important去掉 as; 10 the part去掉 the 
2、英译汉 
Friends tend to become more intimated if they have the same interests and temper, they can get along 

well and keep contacting; otherwise they will separate and end the relationship. Friends who ar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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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iar and closer can not be too casual and show no respect. Otherwise the harmony and balance will be 
broken, and the friendship will also be nonexistent any more. Everyone hopes to have his own private 
space, and if too casual among friends, it is easy to invade this piece of restricted areas, which will lead to 
the conflict, resulting in alienation. It may be a small matter to be rude to friends; however, it is likely to 
plant the devastating seeds. The best way to keep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iends is to keep contacts 
with restraint, and do not bother each other. 

参考答案： 
我想那是五月的一个周日的早晨；那天是复活节，一个大清早上。我站在自家小屋的门口。就

在我的面前展现出了那么一番景色，从我那个位置其实能够尽收眼底，可是梦里的感觉往往如此，

由于梦幻的力量，这番景象显得超凡出尘，一派肃穆气象。群山形状相同，其山脚下都有着同样可

爱的山谷；不过群山挺然参天，高于阿尔卑斯峰，诸山相距空旷，丰草如茵，林地开阔，错落其间； 
树篱上的白玫瑰娟娟弥望；远近看不见任何生物，唯有苍翠的教堂庭院里，牛群静静地卧躺在那片

郁郁葱葱的墓地歇息，好几头围绕着一个小孩的坟墓。我曾对她一腔柔情，那年夏天是在旭日东升

的前一刻，那孩子死去了，我如同当年那样望着牛群。 
实验要求：熟悉难词背景布局；研究生词结构；掌握精准的理解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of the course & The Main Processes of English 
Word-formation 

3  

2 
The Main Processes of English Word-formation & Types of 
Meaning 

3  

3 Polysemy and Homonymy & Sense Relations and Semantic Field 3  

4 
Sense Relations and Semantic Field &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merican English and British English 

3  

5 
Causes bring ab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merican English and 
British English &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Vocabulary 

3  

6 Changes in Word Meaning& English Idioms（1） 3  

7 English Idioms （1）（2） 3  

8 English Dictionaries & American English 3  

9 American English & 3  

10 Regional Varietie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3  

11 实验 1：Basic Training（1） 3  

12 实验 2：Basic Training（2）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英语阅读、英语语法、英语精读、英语写作、法律英语。 
后续课程：英语演讲与辩论、法律英语视听说、英语教学法、英语测试、英语文体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单词的结构、构词法、单词的意义及词义关系、英语词汇的构成、词义的历史演变、成语及词

典知识的综述，词的形态和结构：利用语言既有的材料通过构词法讲解词汇的形态和结构，现代英

语的主要构词方式、英语词汇的构词方法：派生法和转类法、词汇的构词方法：复合法和其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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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义和词义关系：词义扩大、词义缩小等等，具体是： 
The Main Processes of English Word-formation ；Types of Meaning； Polysemy and Homonymy； 

Sense Relations and Semantic Field； Causes bring ab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merican English and 
British English；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Vocabulary ；Changes in Word Meaning。 
难点： 
成语、谚语和短语动词、词语的使用和理解、英语词汇的特征、英语词典等等。具体是： 
English Idioms（1）；English Idioms （2）；English Dictionaries； American English ；Regional 

Varietie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和 English Lexicoraphy。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对英语词汇发展的形成主要通过三种途径：构词法、旧词新义和借用外来语来进行系统学

习。同时对词缀法进行系统研究，因为词缀法在英语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不仅扩充

了英语词汇，而且丰富了语言表现力。再次，词汇行为的语境实质都是不同词汇之间相互组合的“语
义对应”，是否能够把握语境中的语义转换是衡量学生词汇力的重要标准，因而教学活动围绕词汇
的语境把握，因为词汇的语境运用问题是掌握词汇的核心问题；从一种语境到另—种语境，语义如
何确立、如何转换及转换的背景、文化内涵等问题一直是词汇学理论界长期思考和探索的重要课题。 

2）各个教学环节注重介绍各种词汇的转换生成理论与语境处理技巧，并结合课堂实践重点进
行分析，加强学生的词汇解析力。 

3）增强学生的词汇力建设贯穿第五学期的教学活动。针对性地巩固学生处理词汇的基本技能，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词汇悟性及语境意识，增强他们的信心，提高能力。 
教学手段： 
1）. 提倡探究式学习和合作学习。词汇实践活动是以五到六人为单位，就所学习的材料内容，

提出自己的理解并在组内交流，然后推出一组代表在课下或者课堂上与其他组的代表交流，并进行

理论评估。如此比较揣摩，互相讨论以加深学生的词汇理论、处理技巧、语境理解的主体意识，提

高他们与时俱进把握词汇的水平。 
2）.围绕某一个词汇条目，学生自己分头去查阅资料，自己去收集、筛选、分析、处理、运用

各种信息；再通过学生小组成员之间的互动交流、互相启发、互相学习，降低学生作为被动学习者

的焦虑感，真正使学生自主学习，成为学习的主人。。 
3）．教师采用每 4人一组每学期轮流提前在课下准备一个章节，然后在课上推选学生展示他们

小组对该章节的认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预先准备好一个电脑课件，并且负责解答全班学

生的质疑和提问，教师当助手，进行补充，并将此项活动纳入平时的形成性评价。在准备充分的情

况下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以媒体交互手段发布综合信息，为本课程的教学提供试题平台、学习资源、试题预约、虚拟实

验室、学生论坛和教学助理服务。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本课程除了在课堂内学习基本知识外，还需有相对应的课外时间补充学习。本专业的理论性与

实践性较强。学生分析、查阅相关资料所需课外时数约 16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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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课程使用的教材为张韵斐编写的《现代英语词汇学概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并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 ppt 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
编写专四和专八词汇考试试题。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张韵斐，《现代英语词汇学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 12 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

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陆国强：《现代英语词汇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汪榕培 《英语词汇学实践(修订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第 1版，新世纪高等院

校英语专业本科生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3．林承璋，《英语词汇学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 
4．汪榕培、卢晓娟，《英语词汇学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5．胡壮麟、刘润清、李延福，《语言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6．邱述德 《英语学习与交际语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8 
7．张道真 《实用英语语法》 商务印书馆，1981. 4  
8．朱嫣华主编 《高校英语专业八级考试指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 
9. 贡群狄主编 《高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模拟试题》，南开大学出版社 
10. 汪榕培、卢晓娟：《英语词汇学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11. Liu Xiaohong 《ENGLISH LEXICOLOGY》，冶金工业出版社，1999 
12. Jackson, Howard & Amvela, Etinne Ze, Words, Meaning, and Vocabulary: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nglish Lexicology, 2000, Cassell. 
执笔：张和军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3015年 9月 20日 

 

英语文体学 
English Stylistics 

课程号：4080000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介绍英语文体学的知识体系；2、讲解主要概念与理论；3、综述不

同文体的文体特征。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文体分析训练，使学生掌握英语文体学的基础知识，了解各

种文体的基本特征，学会进行不同问题的特征分析，为从事语言写作与翻译工作奠定必要的知识与

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课程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英语文体学主要概念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What is stylistics? 
Stylistics is the science which explores how readers interact with the language of (mainly lite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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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s in order to explain how we understand, and are affected by texts when we read them. Therefore, 
stylistics is concerned with the examination of grammar, lexis, semantics, as well as phonological 
properties and discursive devices. 

2. Levels of Language 
These basic levels of language can be identified and teased out in the stylistic analysis of text, which 

in turn makes the analysis itself more organised and principled, more in keeping so to speak with the 
principle of the three Rs.  

3. Narrative Stylistics 
Narrative discourse provides a way of recapitulating felt experience by matching up patterns of 

language to a connected series of events. In its most minimal form, a narrative comprises two clauses 
which are temporally ordered, such that a change in their order will result in a change in the way we 
interpret the assumed chronology of the narrative events. 

4. Cognitive Stylistics 
As highlighted by the Fowler-Bateson debate, stylistics has since its earliest days set great store by 

the use of detailed linguistic analysis as a basi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texts. This focus on the 
methods of compositional technique has tended to make stylistics writerly in its general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5. Dialogue and Discourse 
The late 1970s and early 1980s witnessed a new interest among stylisticians in the role of dialogue in 

literature. This interest was paralleled by a concern with literature’s status as discourse; that is, as a form 
of naturally occurring language use in a real social context.  

6. Stylistics and Verbal Humor 
Two key theoretical principles underpin the language of humour, the first of which is that humour 

requires an incongruity. 
学习目标： 
1．了解英语文体学基本的知识框架。 
2．掌握几组重要的英语文体学概念。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阅读教材相关章节。预习文体学中的重要研究问题的相关章节。 

知识单元 2：英语文体学中的重要研究问题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Stylistics as a linguistic science 
The term style originated from the Greek “stylos” and Latin “stulys”, meaning a pointed stick sharp 

at one end and flat on the other, used for waxing plates. Stylistics is a branch of linguistics.  
2. Types of stylistics 
The term stylistics is a broad notion. Most linguists define such major types of stylistics, such as: 

lingvo-stylistics, literary stylistics, applied stylistics, contrastive stylistics. 
3. Basic notions of stylistics 
It is common knowledge that the richness and the emotive dynamic force of any language is directly 

connected with the subjective skills of using the potential of linguistic units. English like any other 
language has its own stylistic traits and the stylistic devices widely current to serve different purposes in 
acts of communication. 

学习目标： 
1．了解英语文体学的基本属性。 
2．掌握英语文体学基本分类方法。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阅读教材相关章节。预习英语文体学历史演变的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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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3：英语文体学的历史演变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General development 
Stylistics is the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exts in regard to their linguistic and tonal style. As a 

discipline, it links literary criticism to linguistics. It does not function as an autonomous domain on its 
own, and can be applied to an understanding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as well as linguistics. Sources of 
study in stylistics may range from canonical works of writing to popular texts, and from advertising copy 
to news, non-fiction, and popular culture, as well as to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discourse. Indeed, as recent 
work in Critical Stylistics, Multimodal Stylistics and Mediated Stylistics has made clear, non-literary texts 
may be of just as much interest to stylisticians as literary ones. Literariness, in other words, is here 
conceived as 'a point on a cline rather than as an absolute'. Stylistics as a conceptual discipline may 
attempt to establish principles capable of explaining particular choices made by individuals and social 
groups in their use of language, such as in the literary production and reception of genre, the study of folk 
art, in the study of spoken dialects and registers, and can be applied to areas such as discourse analysis as 
well as literary criticism. 

2. Stylistic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analysis of literary style goes back to the study of classical rhetoric, though modern stylistics has 

its roots in Russian Formalism and the related Prague School of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n 1909, 
Charles Bally's Traité de stylistique française had proposed stylistics as a distinct academic discipline to 
complement Saussurean linguistics.  

3. Stylistics in late twentieth century 
Roman Jakobson had been an active member of the Russian Formalists and the Prague School, 

before emigrating to America in the 1940s. He brought together Russian Formalism and American New 
Criticism in his Closing Statement at a conference on stylistics at Indiana University in 1958. Published as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in 1960, Jakobson’s lecture is often credited with being the first coherent 
formulation of stylistics, and his argument was that the study of poetic language should be a subbranch of 
linguistics. 

学习目标： 
1．了解英语文体学的历史发展。 
2．掌握英语文体学的历史发展脉络。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阅读教材相关章节。预习修辞学与文体学的相关章节。 

知识单元 4：修辞学与文体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History of Rhetoric 
Rhetoric (pronounced / rɛtərɪk/) is the art of discourse, an art that aims to improve the capability of 

writers or speakers to inform, persuade, or motivate particular audiences in specific situations. As a 
subject of formal study and a productive civic practice, rhetoric has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the European 
tradition. Its best known definition comes from Aristotle, who considers it a counterpart of both logic and 
politics, and calls it “the faculty of observing in any given case the available means of persuasion.”  

2. Canons 
The Five Canons of Rhetoric serve as a guide to creating persuasive messages and arguments. These 

are inventio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arguments); style (determining how to present the arguments); 
arrangement (organizing the arguments for extreme effect); delivery (the gestures, pronunciation, tone and 
pace used when presenting the persuasive arguments); and memory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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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zing the speech and persuasive messages.) 
3. Modern Rhetoric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there was a revival of rhetorical study manifes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departments of rhetoric and speech at academic institutions, as well as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Jim A. Kuypers and Andrew King suggest that the early interest in 
rhetorical studies was a movement away from elocution as taught in departments of Englis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as an attempt to refocus rhetorical studies away from delivery only to civic engagement.  

4. The Use of Rhetoric 
Generally speaking, rhetorical analysis makes use of rhetorical concepts (ethos, logos, kairos, 

mediation, etc.) to describe the social or epistemological functions of the object of study. When the object 
of study happens to be some type of discourse (a speech, a poem, a joke, a newspaper article), the aim of 
rhetorical analysis is not simply to describe the claims and arguments advanced within the discourse, but 
(more important) to identify the specific semiotic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he speaker to accomplish 
specific persuasive goals.  

学习目标： 
1．了解修辞学的基础知识。 
2．掌握修辞学的基本理论。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阅读教材相关章节。预习语法与风格的相关章节。 

知识单元 5：语法与风格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System of Transitivity 
Much of our everyday experience is shaped and defined by actions and events, thoughts and 

perceptions, and it is an important function of the system of language that it is able to account for these 
various ‘goings on’ in the world. This means encoding into the grammar of the clause a mechanism for 
capturing what we say, think and do. It also means accommodating in grammar a host of more abstract 
relations, such as those that pertain between objects, circumstances and logical concepts. The particular 
grammatical facility used for capturing experience in language is the system of transitivity. 

2. A Basic Model of Grammar 
Most theories of grammar accept that grammatical units are ordered hierarchically according to their 

size. This hierarchy is known as a rank scale. As the arrangement below suggests, the rank scale sorts 
units in a ‘consists of’ relationship, progressing from the largest down to the smallest. 

3. Tests for Clause Constituents 
We can test for the Subject, Complement and Adjunct elements of clause structure by asking various 

questions around the verb – assuming of course that we can find the verb!  
4. Variations in Basic Clause Structure 
Whereas most of the examples provided so far exhibit a basic SPCA pattern of clause structure,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is configuration represents only one of a number of possible combinations. 
学习目标： 
1．了解句法与风格之间的关系。 
2．掌握英语句法的基本特点。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阅读教材相关章节。预习修辞手法的相关章节。 

知识单元 6：修辞手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Figurativ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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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igure of speech is any way of saying something other than the ordinary way. Figurative language 
is language using figures of speech.  

2. Sound techniques 
The sound techniques include Rhyme, Alliteration, Assonance, Consonance, Rhythm, 

Onomatopoeia. 
3. Structure 
Stylistic structure refers to Formal structure, Storyline and Plot, Plot structure, Flashback, Frame 

story, Foreshadowing, Allusion 
4. Irony 
Stylistics recognized three types of irony: Verbal Irony, Situational irony, Dramatic irony. 
5. Register 
Register involves topics of Diction, Syntax, Voice, and Tone. 
学习目标： 
1．了解修辞手法的种类。 
2．掌握修辞手法的基本概念。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阅读教材相关章节。预习英语文体学分析（一）的相关章节。 

知识单元 7：英语文体学分析（一）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Development in Stylistics 
This unit looks at some of the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stylistics that have helped to shape its 

development over the years. From the Classical period onwards there has been continued healthy interest 
among scholar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tterns of language in a text and the way a text 
communicates.  

2. Stylistic Analysis of Narratives 
Writing about narrative, the American novelist Henry James once posed a pair of rhetorical questions: 

‘What is character but the determination of incident? What is incident but the illustration of character?’. The 
integration of ‘character’ and ‘incident’ may at first glance seem a curious alignment, but closer scrutiny 
suggests that James’s formula serves very much as a template for the analysis of transitivity in narrative. 

学习目标： 
1．了解英语文体学分析方法的历史演变。 
2．掌握叙述文体的特征与分析方法。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阅读教材相关章节。预习英语文体学分析（二）的相关章节。 

知识单元 8：英语文体学分析（二）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Stylistic Analysis of Poems 
In order for a solid basis for interpretation to be built, we need to be both clear and precise about what 

resources of language cummings uses, so the preceding rather informal description needs to give way to a more 
rigorous account of linguistic technique.To do this requires that we step back from the text for a moment in 
order to pinpoint more narrowly which aspects of language, in particular, the poet is manipulating.  

2. Stylistic Analysis of Drama 
The individual stylistic tactics used in the poem, replicated so vigorously and with such consistency, 

all drive towards the conclusion that love is, well, incomparable. Every search for a point of comparison 
encounters a tautology, a semantic anomaly or some kind of grammatical cul de sac.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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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英语诗歌与戏剧的文体特征。 
2．掌握英语诗歌与戏剧的文体分析方法。 
作业：复习课堂教学内容，阅读教材相关章节。准备期末考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英语文体学主要概念 2  
2 英语文体学主要概念 2  
3 文体学中的重要研究问题 2  
4 文体学中的重要研究问题 2  
5 英语文体学历史演变 2  
6 英语文体学历史演变 2  
7 修辞学与文体学 2  
8 修辞学与文体学 2  
9 语法与风格 2  

10 语法与风格 2  
11 修辞手法 2  
12 修辞手法 2  
13 英语文体学分析（一） 2  
14 英语文体学分析（一） 2  
15 英语文体学分析（二） 2  
16 英语文体学分析（二）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语言学概论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英语文体学的基本分析方法的掌握。 
难点：英语文体学中的重要理论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PPT演示。 
2.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PPT技术的使用。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英语文体学讲义。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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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左良和丁往道编著《英语文体学引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第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Simpson, P. 编著. Stylistics: A resource book for students. Psychology Press. 2004年第1版。 

执笔：高莲红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日 

 

美国知识产权法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课程号：408000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美国知识产权法为外国语学院学生的专业选修课。共 2 学分，32 学时。重点介绍美国商业秘

密、专利及商标的相关基本法律制度，并简要介绍美国法律制度及司法制度、研究方法及案例阅读

技巧。美国知识产权法课程旨在使学生了解美国商业秘密、专利及商标等法律制度的主要架构、主

要理论、基本概念、基本法律原则和经典案例，掌握相关英语词汇及语言特点，培养法律英语思维

及辩护能力。该课程还帮助学生了解美国基本法律制度，包含司法制度、法律文化和法律研究方法，

为今后从事涉外法律工作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共 32学时) 

知识单元 1：The U. S. Legal System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１. Common Law. 
Common law (also known as case law or precedent) is law developed by judges, courts, and similar 

tribunals, stated in decisions that nominally decide individual cases but that in addition have precedential 
effect on future cases. Common law is a third branch of law, in contrast to and on equal footing with 
statutes which are adopted through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and regulations which are promulgated by the 
executive branch. 

２. Civil Law. 
Civil law, civilian law or Roman law is a legal system originating in Europe, intellectualiz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late Roman law, and whose most prevalent feature is that its core principles are codified 
into a referable system which serves as the primary source of law. This can be contrasted with common 
law systems whose intellectual framework comes from judge-made decisional law which gives 
precedential authority to prior court decisions on the principle that it is unfair to treat similar facts 
differently on different occasions (doctrine of judicial precedent, or stare decisis). 

３. American legal system 
The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comprises many levels of codified and uncodified forms of law, of 

which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nstitution sets out the boundaries of federal law, which consists of acts of 
Congress, treaties ratified by the Senate, regulations promulgated by the executive branch, and case law 
originating from the federal judiciary. The United States Code is the official compilation and codification 
of general and permanent federal statutory law. 

４. American court system  
Unlike mo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ctually, there are fifty-two court systems in America—one for 

each of the fifty states, one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plus a federal system—similarities abou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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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court systems are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of each state. The federal courts are not 
superior to the state courts; they are simply independent systems of courts, which derives its authority 
from Article 3, Section2, of the U.S. Constitution.  

５. legal research and citation. 
Legal research is "the process of identifying and retrieving 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support legal 

decision-making. In its broadest sense, legal research includes each step of a course of action that begins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facts of a problem and concludes with the appl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the 
results of the investigation."  

学习目标： 
1．了解普通法、大陆法系及美国法律制度的特点。 
2．掌握法律研究的方法 
作业： 
1. 拓展阅读相关文献，比较普通法与大陆法的特点。 
2. 练习查找相关文献。 

知识单元 2：The law of trade secret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Trade secrets law is concerned with the protection of technological and commercial information not 

generally known in the trade against unauthorized commercial use by others. The policy basis for trade 
secret protection is the desire to encourag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by providing protection to the 
originator of business information, and also to maintain proper standards of business ethics. The trade 
secret owner is not granted to the information, but rather is only protected against improper acquisition 
and/or use of the information. As a result, others are free to discover a trade secret by any fair means. 

1． Definition 
2．Elements of a Trade Secret 
3．Trade Secret Misappropriation 
Cases:  
DuPont v. Rolfe, 1970  431 F.2d 1012 
Chicago Lock Co. v. Fanberg (1982)   676 F.2d 400 
Wexler v. Greenberg ( 1960)  160 A.2d 430 
学习目标： 
1．掌握商业秘密法专业术语及其他法律用语，熟悉此类案例的文本特点。 
2.   了解商业秘密法基本内容。 
3.   学习掌握法庭意见书的基本结构。 
作业： 
1. 试分析商业秘密保护的优势。 
2. 熟记商业秘密法专业术语。 
3. 撰写案情摘要。 

知识单元 3：Patent law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Introduction 
Under United States law, a patent is a right granted to the inventor of a (1) process, machine, article 

of manufacture, or composition of matter, (2) that is new, useful, and non-obvious. A patent is the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from using a new technology. Specifically, it is the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from making, 
using, selling, offering for sale, importing, inducing others to infringe, and/or offering a product spec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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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pted for practice of the patent.  
1. 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 (§101)  
2. Novelty (§102) 
3. Obviousness (§103)  
4. Infringements 
Cases 
Diamond v Chakrabarty – 1980   447 U.S. 303 
Brenner vs. Mason (Supreme Court 1966)  383 U.S. 519 (1966) 
In Re Hall – 1986    781 F.2d 897 (Fed. Cir. 1986) 
Egbert v Hoppman   1884 
City of Elisabeth vs. Pavement Co. 97 U.S. 126 (1877) 
Graham v. John Deere  1966. 383 U.S. 519 (1966) 
学习目标： 
1．掌握专利法专业术语及其他法律用语，熟悉此类案例的语言和文本特点。 
2.   了解商业秘密法基本内容。 
3.   学习分析和论证方法。 
4.   懂得欣赏精彩的辩论语言。 
作业： 
1. 试分析专利保护与商业秘密保护的区别。 
2. 熟记专利法专业术语和语句。 
3. 分析法律文本的篇章结构和句法特点，撰写案情摘要。 
4. 翻译文中指定的部分 
5. 试从法律的角度，比较 non-obviousness 与 novelty。 

知识单元 4：Trademark Law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Introduction 
A trademark is a word, symbol, or phrase, used to identify a particular manufacturer or seller's 

products and distinguish them from the products of another. For example, the trademark "Nike," along 
with the Nike "swoosh," identify the shoes made by Nike and distinguish them from shoes made by other 
companies (e.g. Reebok or Adidas). Similarly, the trademark "Coca-Cola" distinguishes the 
brown-colored soda water of one particular manufacturer from the brown-colored soda of another (e.g. 
Pepsi). When such marks are used to identify services (e.g. "Jiffy Lube") rather than products, they are 
called service marks, although they are generally treated just the same as trademarks. 

1. Type of Marks and subject matter  
2. Establishment and Extension of Trademark Rights 
1) Distinctiveness 
2) Distinctiveness of Trade Dress and Product Configuration  
3) Priority - Acquiring Ownership Of Marks 
4) Trademark Office Procedures 
5) Overview of Lanham Act §2 What is not registerable. 
6) Cancellation of Registration 
7) Incontestability: §15 Lanham Act  
3.   Infringement of Marks 
1) Likelihood of Consumer Confusion 
2) Di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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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alse Advertising 
Cases:  
Qualitex Co. v. Jacobson Products, 1995  514 U.S. 159 
Zatarain’s, Inc. v. Oak Grove Smokehouse, Inc. 1983 698 F.2d 786  
Two Pesos, Inc. V. Taco Cabana, Inc, 1992   505 U.S. 763 
Zazu Designs v L’Oreal, 1992 7TH cir,  979 F.2d 499 
Blue Bell, Inc. v. Farah Manufacturing Co. 
In re Old Glory Condom Corp, 1993. 
In re Nantucket, 1982  677 F.2d 95 
Park’N Fly v. Dollar Park and Fly, Inc., 1985  469 U.S. 189 
AMF Incorporated v. Sleekcraft Boats – 1979 
Mead Data Central v. Toyota Motor Sales  
Johnson & Johnson erck v. Smithkline Beecham, 1992. 960 F.2d 94 (2d Cir. 1992) 
学习目标： 
1．掌握商标法专业术语及其他法律用语。 
2.   了解商标法基本内容。 
3.   提高阅读英语法律文献的能力。 
4.   提供分析案情和思辨能力。 
作业： 
1. 熟记商标法专业术语和语句。 
2. 撰写案情摘要。 
3. 翻译文中指定的部分 
4. 根据所给出的案件事实，运用相关法律原则，撰写辩护词。 
5. 系统总结本章所涉及的商标法内容。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legal systems 2  
2 The Law of Trade Secret  2  
3 The Law of Trade Secret 2  
4 The Law of Trade Secret 2  
5 Patent Law 2  
6 Patent Law 2  
7 Patent Law 2  
8 Trademark Law 2  
9 Trademark Law 2  

10 Trademark Law 2  
11 Trademark Law 2  
12 Trademark Law 2  
13 Trademark Law 2  
14 Trademark Law 2  
15 Trademark Law 2  
16 Final Exam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英语、人文经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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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 法律英语写作，法律翻译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美国知识产权法其中的三部分内容，即商业秘密法、专利法和商标法。主要学习各门法

的基本原理和经典案例，掌握基本专业术语，了解法庭意见书的基本结构和语言特色。 
难点：专业术语及翻译，文本理解，说理过程及写作。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采用讲练结合和案例教学的方式，通过讨论、学生展示、课堂辩论、模拟法庭和课

堂讲评等方式，引导学生多说会说，鼓励研究性学习，培养思辨能力。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利用网络设备，鼓励学生使用数字法律文献库，进行文献查找，举办课堂讨论和模拟法庭。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经典案例和法学著作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核。 
考核要求：在各相关教学内容完成后进行，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对进行书面案例分析。每次

课业各占学期总成绩的25%，平时成绩占25%。 
7、作业要求： 
按时按量完成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相关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美国知识产权法阅读材料（教师自编）。 
参考书目： 
1. Merges, Menell, Lemley, & Jorde: 《新技术时代的知识产权法》（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New Technological Age. Aspen Law & Business）. 
2. Arthur R.Miller,Michael H.Davis:  《知识产权法：专利、商标和版权》（第二版）（影印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李明德: 《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 
4. 齐筠：《法律英语教程》（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 
5. The US Uniform Trade Secrets Act 
6. US CODE: Title 35.  Patents 
7. Lahnam Act 

执笔：齐筠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5日 

 

商务英语 
Business English 

课程号：4080000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在各种商务环境下熟练运用英语知识与技能的能力。注重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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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技能在各种商务活动中的实际应用。基本理念：让学生在商务环境中学习英语，通过英语获取

商务知识，提高技能。掌握一般的经贸金融知识基础，突出专业的复合性；“活”岗位群适应能力，
要求学生增强适应未来岗位群的综合化特征的能力，通过模块化方向课程的设置，扩大专业选修课

的范围，参加相关专业的辅修课程的学习，加强实践，增强毕业后的择业能力和竞争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 customers 
Objectives 
When the learners finish learning this uni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customers and service  
•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customers and service. 
Language focus 
Direct and indirect forms 
Pronunciation : weak and strong form  
Skills 
Writing: capital letters 
Reading: kwit-Fit advertisement 
Listening: customer service 
Business Communication 
Making offers 
Key Vocabulary 
Customers     goods     services     repeat business    customer loyalty      code of 

practice      customer care     service 
Lead-in 
1. what does each company offer the customer? 
2. what other examples of good customers care can you think of? 
Words and expression: 
In person : by themselves 
Hampers: n. packing-case or basket with a lid ,esp one used for sending food. 
Balance: capital  
Optional: which may be chosen or not as one wishes; not compulsory 
Assembly: mass come together 
Language Focus 
Sentences and clauses  
① Direct and indirect questions 
直接疑问句和间接疑问句 
Use 
We usually use direct questions to get information. 
通常用直接疑问句来获得信息 
How much does it cost? 
Does the company have a code of practice? 
We use indirect questions to ask ‘difficult’ or personal questions or when we want to be polite. 
间接疑问句通常提出“难”问题或私人问题，或者表示礼貌 
Could you tell me what qualifications you have? 
Can you tell me where I go to a re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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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Direct questions: present simple tense 
直接疑问句：一般现在时 
We form direct questions with the auxiliary do. 
由助动词 do构成直接疑问句。 
Where do you shop? 
BUT we do not use the auxiliary do with the verb to be. 
但助动词 to be 不用助动词 do 
Where is the customer service desk? 
Wh-/How questions特殊疑问句 
Question words     auxiliary verb     subject       verb 
疑问句            助动词            主语         动词 
How much         does              it            cost? 
With be 带动词 be的特殊疑问句 
Question words     verb         subject 
疑问词            助动词       主语 
How much         is            it? 
Yes/No questions一般疑问句 
Aux             subject             verb 
助动词          主语                动词 
Do              I/you/we/you/they    work? 
Does            he/she/it             work? 
With be 带动词 be的一般疑问句 
To be       subject主语 
Am         I/you/we/you/they        OK? 
Is           he/she/it                OK? 
Indirect questions: present simple tense 
间接疑问句：一般现在时 
Wh-/how questions特殊疑问句 
Polite introduction       question word(s)      subject     verb 
表示礼貌               疑问词              主语       动词 
Could you tell me        how much            it       costs? 
With to be带动词的特殊疑问句 
Polite introduction       question word(s)      subject     verb 
表示礼貌               疑问词              主语       动词 
Could you tell me        how much            it         is? 
Yes/No questions一般疑问句 
Polite intro           if subject             verb 
表示礼貌             if主语               动词 
Could you tell me     if I/you/we/you/they     work? 
Could you tell me     if he/she/it             works? 
In indirect Yes/No questions we use if. 
在间接疑问句的一般形式中使用 if。 
Reading 
Puncture: small hole made by sth. Sharp sep. one made accidently in a pneumatic tyre 补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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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mises: statement on which reasoning is based. 
Valve: (sort 0f ) mechanical device for controlling the flow of air, liquid or gas into or through a tube, 

pipe etc, by opening or closing a passage. 气门 
Exhaust: ( outlet, in an engine or machine, for) steam, vapour etc that has done its work     exhaust 

pipe  排气管 
Homework and checklist for Unit 1 
1. What does customer loyalty mean? 
2. Give two examples of good customer care. 
3. what does British Airways offer its customer? 

知识单元 2：COMPANIES 
Objectives 
When the learners finish learning this uni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companies and products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companies and products 
Warming up: 
You are quite often to be asked to introduce your company. What to say? How to say? That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practice in Unit 2. 
However, let’s try to work out what would be important information?  
Discuss.  
Language Focus 
Present simple and present continuous 
Pronunciation: third person singular sentence stress 
Skills 
Writing: avoiding repetition 
Reading: FT Graduate Training Program 
Listening: four major companies 
Business communication 
Presenting information 
Key Vocabulary 
Buying,    selling,     marketing and produc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lecommunications,        film and car 
Manufacture,      multinationals,     operate,     parent or holding company,     

subsidiaries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which operate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Subsidiaries: branches 
In aspects: in all kinds of  
Make sure that the companies are known by the students. 
Diamler-Benz (奔驰)，Siemens (西门子), Brother (兄弟)，Toyota (丰田)， Fiat (菲亚特), 
Gucci (古琦), Levi Strauss (李维斯)，Microsoft (微软). 
2. Discuss : What do they do?  
Diamler-Benz (奔驰)， a German car manufacturer 
Siemens (西门子),a German manufacturer of electronics and electronic appliances, 
Brother (兄弟)，a Japanese car manufacturer,  
Toyota (丰田)，a Japanese car manufacturer, 
Fiat (菲亚特), an Italian car manufact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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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cci (古琦), an Italian garment and fashion maker , 
Levi Strauss (李维斯)，a famous Jeans maker in the USA, 
Microsoft (微软), a programming group in the USA. 
3. Match the company to the city where its headquarters are. 
Suggested answer: Diamler-Benz ——Stuttgart ,Siemens—— Munich, 
Brother——Nagoya （名古屋），Toyota——Nagoya 
Fiat —— Turin,Gucci ——Milan,  
Levi Strauss——San Francisco,Software _ Seattle 
Language Focus 
Due to : because of 
Integral: whole 
Pharmaceutical: of medicinal drug 
Grammar: 
Irregular present simple一般现在时的不规则形式 
Those verbs are irregular must be remembered动词不规则动词： 
Have: he/she/it has 
Do: he/she/it does 
Present continuous现在进行时 
USE 
1 We use the present continuous to talk about; 
  Things which are happening at the time of speaking. 
现在进行时用来表示说话时正在发生的事情 
I’m trying to call Geoff Peters. 
He isn’t working today. 
What are you doing? 
2 Things which are happening around the time of speaking. 
说话前后正在发生的事情 
The company is developing a new drug against asthma. 
The company isn’t recruiting at the moment. 
What are they planning to do? 
Some verbs are not usually used in it the continuous form. 
有些动词一般不用进行时 
hear see smell taste 
like dislike hate love want wish hope 
believe feel(=think) forget know mean remember 
think(= have an opinion) understand 
contain have(=own) 
owe own possess 
These are stative verbs; they describe states or senses. 
这些动词是状态动词，用于表示状态或感觉。 
FORM 
Be+_______ing形式 
Positive and negative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 
I                   am/’m    am not/’m not     flying 
You/we/you/they      are      are not/aren’t      f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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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he/it            is        is not/isn’t         flying 
Question疑问形式 
Am       I                  flying? 
Are       you/we/you/they     flying? 
Is        he/she/it            flying? 
Verbs that end in a consonant followed by e 
以辅音字母 e加结尾的动词去掉 e再加 ing 
take     taking 
manage         managing 
BUT但是 
Verbs that end in vowel + e 
以元音字母 e结尾的动词直接加 ing 
agree     agreeing,      see     seeing 
vowel + consonant    double consonant 
When the last syllable is stressed, we usually double the final consonant. 
以元音字母加辅音字母结尾的动词，如果最后一个音节重读，通常双写末尾的辅音字母再加 ing 
fit    fitting 
begin     beginning 
control    controlling 
Speaking 
Pair work. Find out about your partner’s company and make notes 
Useful expressions:  
Who do you work for? 
Where are the headquarters? 
Where are you based? 
Do you have branches oversea? 
Talking about types of business 
The tips for business letter writing: 
brief ( state the aim at he very beginning),  
clear ( what you expect or need in specific way),  
polite (dear, Yours sincerely, and a neat form). 
Homework: 
Write an enquiry for Chemex to SK in 4A sized paper. Note: Following the sample on D. 
( Date line ) 
Dear Sir / Madam, 
We are looking for a company to help us to distribute products in the USA and Asia. 
We manufacture a wide range of chemical products. At present we export to Europe, but we would 

like to develop our markets in the USA and Asia. 
Enclosed please find our brochure which gives the details about our company. 
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Yours sincerely 
(signature) 

知识单元 3： TRAVEL 
Objectives 
When the learners finish learning this uni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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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travel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travel 
arrangement on business trip 
Warming up 
Introduce the activity and the arrangements that have to be made for a trip. 
If your families are going to see you in Fushun 
Q1: What would you like to arrange for them? 
Q2: Where they are going to stay? 
Q3:Where they are going to visit? 
Students answer the questions and thus enter today’s topic. 
You are quite often to be asked to have a business travel for your company. What to say? How to say? 

That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practice in Unit 3.However, let’s try to work out what would be important 
information?  

Discuss.  
Language Focus 
Present continuous for future: fixed arrangements 
Pronunciation: contractions of to be 
Skills: 
Writing: faxes 
Reading: The Japanese in Britain 
Listening: international trave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Introductions and socialize  
Key Vocabulary 
Travel     itinerary     foreign business trip      make good use of  colleagues        

business partner     cultural differences      social conventions     nationalities      culture 
itinerary: plan for details or records of a) journey, route 
convention: general consent ;practice or custom based on general consent 
Language Focus 
Go on a tour       have lunch    have coffee       listen to a CD 
Have a meeting      listen to a presentation 
1. Guessing: to predict vocabulary items they would expect to occur in the text. 
2. Check students understand all the headings and then get them to read the article and match the 

headings to the paragraphs. Understand these: 
1) culture, 2) sightseeing, 3) restaurants, 4) weather, 5) transport, 6) day trips 
Get the students to look at the passage and do a couple of examples together. Write more sentences, 

e.g.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old mining towns, you should go toFushun;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markets, 
you should visit the Queen Victoria Market. 

Presentation and listening  
Collocation exercise: ways of making, accepting and declining offers 
1. Explain the situation to the class. Make sure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 are organizing a visitor’s 

free time and arrangements. 
2. Ask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ways in which they could help a visitor to their company. Match the 

verbs to the nouns. 
3. Play the recording for the first time for them to check the col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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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ad the message. 
5. Play the recording again and ask learners to complete the notes. 
Suggested phrases: 
Call a taxi / the airport / hotel 
Book a hotel / table / seat 
Find out about a tour 
Reserve a table / seat 
Meet you at the airport / hotel 
Pick you up at the airport / hotel 
Arriving Friday morning at 10 
Traveling by bus from …. 
Reserve table for Friday evening 
Leave message about time to pick up at hotel 
 Language focus 
1. Students write offers for the situations. 
---- Shall I … / Would you like me to … / Do you want me to … 
2. Divide the class into pairs. One student makes offers, the other accepts or declines them, in the 

latter case giving a reason for the refusal. 
3. students change partners and roles. 
Suggested phrases: 
Shall I/Would you like me to /  
Do you want me to  
1) …get you a taxi? 
2)… reserve a table? 
3) …book you a seat? 
4) …find out about tickets?  
5) … call a taxi? … drop you off? 
6) …call the station? … find out about train times? 
Useful questions: 
---- Where can you go for a meal?  
---- What kind of food does the restaurant serve?  
---- How often do the sightseeing tours depart?  
---- How much is a ticket for the sightseeing tour?  
---- Where can you go swimming?  
---- Is there anywhere to play tennis?  
---- Where can you see a play?  
---- What can you do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ntiques? 
2. Elicit a few offers from students, e.g. 
---- Would you like me to reserve a table at …? 
---- Shall I book you a seat on the tour? 
Suggested and useful sentences:  
Here is some tourist information about Bath. 
The bus tour is very good. You can see a lot of the cities, and you can get on and off as you like. 
I can recommend The Vaults restaurant. We often entertain clients there. Do you want me to reserve a 

table fo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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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ly, I’m sure you would enjoy Much Ado About Nothing. It’s very funny, and the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is excellent. Would you like me to find out about tickets?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next week. 
 Speaking:  
free practice of the language presented in this unit 
1. Explain the activity. Use real information in their situation. 
2. Point out ways of introducing an offer: are you interested in …? etc. 
3. Divide the class into hosts and visitors and do the activity.  
4. Change roles and partners if time permit. 
Discussion 
1. Introduce the activity by eliciting from learners what guests do to show appreciation in different 

countries. 
2. Learners read through the article and compare what is the same and different with what they know. 
Language points 
Thank people and take leave in different cultures. 
1. In pairs, learners match the phrases to a suitable reply. They can check their answer from the 

recording. 
2. Establish the different contexts, e.g. after a meal, a sporting activity, and to whom the remarks are 

made (business partners, colleagues, etc.) 
3. Students practice the exchange in pairs. 
Key points: 
1. We have learnt the future as will + infinitive. While in English a present tense is often used to talk 

about the future, in particular when an arrangement has already been made. 
2.Students look at the examples. We can see that there are the use of time expression to indicate that 

the future is being talked about. 
3. Students look at the diary and then write sentences based on the schedule. 
Suggested phrases: 
She's having lunch with the director on Tuesday. 
She's having dinner with a new agent on Tuesday evening. 
She's meeting Mr. Enrique on Wednesday afternoon. 
She's flying to Melbourne on Thursday morning. 
Grammar: 
Contraction of to be in the present continuous 
Discussion 
1. With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reading and listening, learners can now work together to produce a 

plan of what they would like to see and do on their free weekend. 
2. When they have finished, ask a few pairs of students to tell some others about what they have 

chosen to do and why they would like to do these things. 
Speaking  
1. Group the students in three or four and ask them to draw up lists of information that would be of 

interest to a visitor to their hometown. 
2. Compare their lists and talk to each other about their reasons why they have chosen such place for 

the visitors in their hometown 
3. Pair work. Find out about your partner’s travel and make notes 
Useful expressions in sp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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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are you going on holiday/ who with 
How you are going to travel/ where you are going to stay 
How long you are going to stay? 
Sum-up: 
Finished studying of how to enjoy a business trip except for business, making proper offer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accept and decline the offers in a polite way, and at last dealing with the right ways 
how to show thankfulness to the hosts. 

Homework: 
Answer the question: 
1. What two uses do you know for the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2. Think of five countries and name the nationality for each country. 
3. From the reading article in this unit, what do the Japanese think of Britain? 
4. What do you say when you meet someone for the first time? 

知识单元 4：  TROUBLESHOOTING 
Objectives 
When the learners finish learning this uni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 Dealing with various problems in doing business or solving the problems on business 
•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troubleshooting 
Warming up: 
You are quite often to meet a lot of troubles when you do business. Ask learners what kind of 

problems can occur when ordering goods from another company. What to say?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practice in Unit 4. However, let’s try to work out what would be important 
information?  

Discuss.  
Language Focus 
Should, ought to : making recommendations 
Pronunciation: polite intonation 
Skills 
Writing: clauses of purpose 
Reading: Ford’s spy team 
Listening: project management and troubleshooting  
Business communication 
Report writing: recommendations 
Key Vocabulary 
Achieve one’ goal   objective     management consultant   analyse     in this case       

strategy      outsider      management consultant      performance  recommend    analysis      
opportunity   threat     troubleshooting 

Troubleshooting: dealing with difficult problems 
Troubleshooter:  a person who goes into a company to help with specific problems. 
Goal: objective 
SWOT: strength ;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threats 
Language points: 
1. Get the idea 
---- saying what the problem is 
---- asking for mor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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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ing information 
---- giving the reason for the problem 
---- apologizing and saying what could be done for the problem 
Grammar: 
Model Verb: 
We use model verbs to: 
1. give advice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Should, ought to ) 
2. express possibility 
3. talk about the future ( will ) 
Should and ought to ( recommendations ) 
Use: 
We use should and ought to recommend change, or to give advice, 
You ought to hire a management consultant. 
They should listen to women’s views. 
You shouldn’t try to change the things you can’t change. 
You ought not to postpone the meeting. 
What should we do? /What ought we to do? 
Should we change our code of practice ? 
Ought we to change our code of practice? 
Speaking 
Pair work. Find out some problems in your partner’s company and make notes 
Sum-up: 
We learned from this unit first of all the general problems the business people may come across in 

placing an order, then focus on how to deal with some after-sales problems, at last, practice how to 
complain about the problems and how to make an apology, both in spoken form and written form. 

Homework: 
Questions:  
1. What do you understand by the term troubleshooting? 
2. What can you do to avoid problems? 
3. What sort of analysis can you do to assess a company’s situation? 
4. What verbs can you use to make recommendations? 
5. Why are you learning English? 

知识单元五：   Company History 
Objectives 
When the learners finish learning this uni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some companies eg. Ford  
•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some companies eg. Ford. 
Language focus 
Past simple: regular and irregular verb 
Pronunciation : past simple ending /t/  /d//   /id/ 
Skills 
Writing: sequencing ideas 
Reading: company history of Bic 
Listening: company history of Zurich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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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Communication 
Company presentation 
Key Vocabulary 
Company   detail   history   marketing   literature   annual report    presentation    

information   founder     key dates    events    
Lead-in 
1. which key events from the company history do you think each photo represent? 
2. When do you think each event happened? 
3. When did Ford start? 
4. When did it come to Britain? 
Words and expression: 
Patent : to get a legal document to stop others manufacturing a product 
Anti-establishment: not in agreement with government or authority. 
Rebel: some one who fights against authority  
Customized: designed for a particular customer 
Language Focus 
Sequence markers and connectors 
We use sequence markers to list and sequence things. 
First;   first of all ;     firstly 
Second    secondly    third    thirdly    then    after that    next     lastly    finally    

now/today    
When we list ideas or arguments we usually use: 
Firstly, secondly, thirdly, lastly, finally 
There are a number of reasons for this: firstly the economy is weak, secondly labour costs are high 

and finally there is strong competition. 
When we talk about actions we usually use: first of all, then, next, after that , next. 
First of all, they designed a new type of shoe, then they found a manufacturer to make it. After that 

they started to export it.  
The building which stands near the train station is a supermarket. 
Reading 
Refine: improve 
Modify: make small changes 
Synonymous with a disposable age: represents our fast-moving world 
Gillette: major manufacturer of razors and toiletries 
Manufacture: a firm which makes or produces goods. 
Homework and checklist for Unit 5 
1. What do you know about Ford? 
2. What is the past tense of : make, de4velop, build, sell, go? 
3. Name three Bic products. 
4. How do you pronounce these regular past tense verbs? 
stopped  worked   opened   formed   started   ended 
5. describe two key events in the company history of Zurich Financial Service Group. 

知识单元 6：:  Retailing 
Objectives 
When the learners finish learning this uni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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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retailing  
•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retailing 
Language focus 
Definite, indefinite, zero articles 
Defining relative clauses 
Pronunciation : weak and strong form  
Skills 
Writing: expanding notes 
Reading: bar codes 
Listening: shopping at IKEA 
Business Communication 
Telephoning 
Key Vocabulary 
Retailers    goods     services     manufacture    wholesaler,   consumer     retail outlet       

supermarket    department store         the internet    TV shopping channels     mail-order 
catalogues    margin 

Lead-in 
1. What are the two main reasons people don’t like shopping? 
2. What can retailers so about these two problems in your opinion? 
3. Do you like shopping? 
4.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catalogue shopping, internet shopping and 24-hour shopping? 
Words and expression: 
Supermarket: a large self-service shop selling food and drink and also small household items. 
Hampers: n. packing-case or basket with a lid ,esp one used for sending food. 
Balance: capital  
Optional: which may be chosen or not as one wishes; not compulsory 
Hypermarket: a very large supermarket often located on the edge of a town or city. 
Shopping mall: a cover area with shops, supermarkets and restaurants. 
Chain store: one of a group of shops owned by the same company. 
Language Focus 
Defining relative clauses  
These clauses give importa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noun. 
A retailer is a person who/that buys goods about the manufacturer. 
This is the department store which/which Peterson owns. 
We choose a relative pronoun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 noun is a person or a thing 
Person :  who; that 
Things: that; which 
Place: where 
Time: when 
More examples: 
I don’t like door –to door salespeople that put under pressure and try to sell you things you don’t want. 
I like shopping malls where all my favorite shops are in one place 
I like shops that offer a wide variety of good. 
I prefer sales assistants who let me look around by myself. 
I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packaging that clearly shows the ingred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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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man who is standing by the classroom is our English teacher,  
This is the room where Lu Xun once lived. 
The train that has just left is for Shanghai. 
I shall never forget the day when ( on which) we moved into our new house. 
The building which stands near the train station is a supermarket. 
Reading 
Checkout counter:  the pay desk in a self-service  
Barcode: a pattern of thick and thin lines that represents information 
Manufacture: a firm which makes or produces goods. 
Till display: an electronic screen which shows you how much to pay. 
Supplier: an agent who provides goods and services. 
Stock: all the goods a retail out let keeps to sell to its customers 
Homework and checklist for Unit 6 
1. Name five different types of retail outlet. 
2. What information do bar codes contain? Why are they important? 
3. Which of these nouns can we use the indefinite article with? Why? 

Unit 7   Products 
Objectives 
When the learners finish learning this uni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Products  
•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Products 
Language focus 
Order of adjectives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adjectives 
Pronunciation: weak forms  
Skills 
Writing : linking words of cause and effect 
Reading : Dyson product launch  
Listening: advertising products 
Business Communication 
Product presentation 
Key Vocabulary 
Product   unique selling points (USPs)  advertisement   customer profile   features   benefits  
Lead-in 
l What are the features of the product? 
l What are the product’s benefits to the customer? What are the USPs? 
l What type of customer probably buys this product? 
Words and expression: 
Salesperson: We are proud to present this important new addition to our range. It comes with active 

speakers and its great new colours are stylish and fashionable. As well as the speakers, we offer you all 
the features you normally expect—this high-spec product has a 22-track programmable memory, random 
play and more. We think you’ll find &79.99 is an amazing price, and we’re sure you’ll be keen to order 
your personal player right away. 

Features:  
2000 File Organiser : small electronic organizer, can be used with your 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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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 watch: smart watch powered by solar energy. 
Aerobic workout machine: exercise machine for men and women. 
CD player: small, fashionably coloured compact disc player. 
Benefits/USP: 
2000 file organizer: PC data link/low price. 
Solar watch: doesn’t need batteries. 
Aerobic workout machine: workout in the comfort of your home. 
Language Focus One 
Comparatives and superlatives 比较级和最高级 
USE 用法 
We use the comparative to compare two items : 
比较级用来比较两个事物： 
The grey suit is smarter than the brown suit. 
We use the superlative to compare one item with two or more other items: 
最高级用于比较一个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 
The black suit is the smartest. 
FORM 形式 
Adjectives with one syllable 单音节形容词 
l We add er to form the comparative and the +est to form the superlative. 
比较级加 er， 最高级加 the+est。 
smart: smarter, the smartest 
l For adjectives that end in e, we add r to form the comparative and st to form the superlative. 
以 e结尾的形容词加 r构成比较级， 加 st构成最高级。 
Wide: wider, the widest 
l For adjectives that end in a vowel +consonant we double the consonant. 
元音+辅音结尾的形容词双写辅音。 
Big: bigger, the biggest 
Adjectives with two syllables that end in y 
以 y结尾的双音节形容词： 
l Comparative 比较级：y —I +er   crazier 
Superlative 最高级：the +iest    the craziest 
Other two syllable and longer adjectives  
其他双音节和多音节形容词 
l Adjectives form the comparative with more +adjective and the most +adjective. 
形容词比较级用 more+ 形容词构成，最高级用 the most +形容词构成。 
More stylish, the most stylish/more expensive, the most expensive 
Than  
We use than after a comparative. 
Than 用在比较级后面 
You are smarter than him  
As…as 
To show that two things are equal (or not) we use 
(not) as +adjective+as. 
(not)as +形容词+as 表示两个事物（不）一样。 
He is as smart as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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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is not as smart as you. 
To form the opposite of the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forms more/the most we can use less/the least. 
比较级 more和最高级 the most的反义词可以用 less和 the least。 
My job is less demanding than yours.(or —My job is not as demanding as yours.) 
He has the least demanding job. 
! It is unusual to say: 
通常不说： 
He is less rich than you . or He is the least rich. 
For adjectives that add er, est we usually use not as…as. 
加 er,est 的形容词通常用 not as…as. 
He is not as rich as you. 
Irregular adjectives 不规则形容词。 
Bad    worse     the worst     good     better     the best  
Reading 
1、 How are these Dyson products different from most vacuum cleaners? 
2、 Who is the target customer for this product in your opinion? 
3、 How long did it take to launch the product ? Do you think this is normal? 
4、 Why do you think there were so many prototypes? 
5、 Who are Dyson’s main competitors? 
6、 How successful is his business today? 
7、 What did Dyson win and why? 
8、 What doesn’t the Dyson vacuum cleaner have? 
9、 Where did Dyson get backing (money) for his invention? Why didn’t he get it in Britain? 
Writing   
Connectors of effect 表示结果的连接词 
The following phrases introduce effects or consequences. 
下面几个短语用来表示结果： 
as a result        therefore      so 
They link a cause and an effect. 
连接原因和结果 

Cause 原因 Effect 结果 
The product was 
Too expensive. 

As a result, sales were poor. 

 Sales therefore were poor. OR 
Therefore, sales were poor. 

As a result, and therefore link two sentences. They occur in the second sentence and refer back to the 
first sentence. 

As a result 和 therefore 连接两个句子，它们出现在第二个句子中，指的是第一个句子的内容。 
So is a conjunction and links cause and effect in one sentence, telling you what the effect is. 
So 是连词，连接一个句子中的原因和结果，说明结果如何。 

Cause 原因 Effect 结果 
The product was too expensive  So sales were poor. 
作业： 
1、 put the following adjectives in order to make a product description. 
Leather    blue    smart     slim     brief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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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hat are the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forms of these adjectives? 
Reliable   expensive  soft   light  new  stylish 
3、 Compare a BMW and Skoda. 
4、 Choose three products from this unit. What are the features of each? 
5、 What are the benefits of each feature? 

知识单元 8   People 
Objectives 
When the learners finish learning this uni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People  
•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People 
Language focus 
Going to for future plans and intentions 
Will for the future 
Pronunciation: weak forms of to  
Short form of will  
Skills 
Writing : clauses of contrast  
Reading : management styles 
Listening: aspects of work 
Business Communication 
Talking about your job 
Key Vocabulary 
Salary  motivation  job satisfaction   social interaction   status    achievement   asset   

higher productivity   styles of management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1、 Do you agree with Handy’s view? 
2、 What is the main role of managers in companies in your country? 
3、 How much control should employees have over their own work? 
4、 How much should the manager control what the employee does? 
Language Focus  
Going to  
USE 用法 
We use going to to talk about what we want to do or intend to do in the future. Plans may or may not 

already be made. 
用 going to spend some time in the UK to improve my English. 
I’m not going to take that low-paid job.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t the end of the training course? 
FORM 形式 
Be +going +infinitive with to  
(be +going+带 to的不定式) 

Positive and negative 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 
I Am ‘m not 
You  Are Aren’t 
He/she/it Is Isn’t 
We/you/they Are Aren’t 

 
Going to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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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疑问形式 
Am  I 
Are You 
Is He/she/it 
Are We/you/they 

 
Going to apply? 

Compare with present continuous for fixed arrangements above 
与前面讲的现在进行时表示安排好的将来动作进行对比 
Will 
USE 用法 
We use will to talk in general terms about the future, not about a particular time in the future. 
用 will泛指将来要发生的动作，而不是将来的某个特定时间要发生的动作。 
The training programme will teach you about organizations. 
I’ll be here to answer any questions, she said. 
We will not discriminate against you. 
You won’t be disappointed. 
Will I get any training? 
Compare with going to and present  
Continuous for future above 
与上面的 going to 和现在进行时表示将来动作进行比较 
FORM 形式 
Will+ infinitive without to 
(will + 不带 to的不定式) 

Positive and negative 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 
I/you/he/she 
/we/you/they 

Will/’ll Will not/ won’t go 

 
Question 疑问形式 
Will I/you/he/she/it/we/you/they Go? 
Will is a modal verb, so the form is the same for all subjects: I, you, he she, it etc. 
Will是情态动词，所以无论主语是 I, you还是 he, she, it等等，will的形式不变。 
Positive 肯定形式 
We usually use the shortened forms ‘ll and won’t in speech, but we use will and will not in writing. 
口语中经常使用缩略形式‘ll 和 won’t， 但是书面语中要用 will和 will not. 
I’ll deal with this application, she said. 
There will be an introductory talk for new recruits. 
Don’t worry, there won’t be a written test ,just an oral one. 
We will not ask you to do a written test on this occasion. 
Reading 
1、 The text is about the different styles that men and women have in the workplace. Look at the 

cartoons and say which figures you think represent men and which represent women? 
2、 Read the text and see if the writer’s ideas are the same as yours. 
3、 The text has eight main sub-sections. Match the cartoons on page 90 to the sections. 
4、 What is the style of male and female managers in companies in your country? Are they similar 

to the ones outlined in th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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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o you think there is a difference in style between men and women, or is any difference usually 
because of personality? 

6、 Do you know any men who have a ‘female’ style of working, or women who have a ‘male’ style 
of working? 

7、 Do you find it easier to work with men or women? Why? 
Writing   
Clauses of contrast 对比状语从句 
Clauses of contrast give information that surprises, or contrasts with the main clause. 
对比状语从句用来表示超出主句表达的意义或与主句形成对比的信息。 

Main clause                      Clause of contrast 
主句                            对比状语从句 
There are more men than women in 
Very senior jobs…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women in business. 

We use the conjunctions although, however and but to show contrast between ideas. 
用 although, however和 but 表示观点之间的对比。 
Although  but   however 
Notice that they use different grammatical structures. 
注意：这三个连词使用不同的语法结构。 
Although  
Although it’s late, I’m still at the office. 
I’m still at the office although it’s late. 
But  
I like her style, but I don’t like her ideas. 
But is a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 and joins two contrasting ideas of equal importance. It comes in 

the middle of the two ideas. 
But 是并列连词，连接两个同等重要却对比鲜明的观点。它位于这良种观点的中间。 
However 
The new MD is a woman. However, her management style is quite masculine. 
The new MD is a woman. Her management style, however, is masculine. 
However is formal. It contrasts the idea in the second sentence with the idea in the fist sentence. 
However 矫正式，用于对比第二个句子和第一个句子中的观点。 
作业： 
1、 When we intend to do something in the future, what tense do we use? 
2、 When can we use the will future? 
3、 What is the negative contracted form of will? 
4、 What is the noun form of to achieve? 
5、 Make two sentences to compare male and female management styles. 

知识单元 9: Business Environment 
Objectives 
When the learners finish learning this uni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business environment  
•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business environment. 
Language focus 
Modal verbs: talking about possibility 
Pronunciation : word linking stress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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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s 
Writing: connectors to show addition of information 
Reading: Marks& spencer 
Listening: world competitive scoreboard 
Business Communication 
Describing trends: interpreting graphs 
Key Vocabulary 
Availability of labor   labor cost      availability of raw materials    state of the economy     

economic recession        unemployment    trend 
Lead-in 
3. In which country is the shopping basket of everyday goods most expensive? 
4. In which country is it least expensive? 
Words and expression: 
Recession: withdrawn, out of receding slump 
Hampers: n. packing-case or basket with a lid ,esp one used for sending food. 
Balance: capital  
Optional: which may be chosen or not as one wishes; not compulsory 
Assembly: mass come together 
Language Focus 
Modal verbs: talking about possibility 
May, might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earn enough to buy a machine. There may be a luxury tax on it. 
Can’t , could   
I could be wrong. 
Adverbs: maybe, perhaps, probably 
Note: maybe is one word when it means perhaps. Compare the two sentences: Maybe demand is very 

high in Chicago. Demand in Chicago may be very high. 
Reading 
Puncture: small hole made by sth. Sharp sep. one made accidently in a pneumatic tyre 
Premises: statement on which reasoning is based. 
Valve: (sort of ) mechanical device for controlling the flow of air, liquid or gas into or through a tube, 

pipe etc, by opening or closing a passage.  
Exhaust: ( outlet, in an engine or machine, for) steam, vapour etc that has done its work     exhaust 

pipe   
作业： 
1. Why are goods more expensive in some countries than in others? 
2. what verbs can we use to give possible reasons? 
3. When do we use the passive? 
4. Think of three verbs to describe a downward? 
5. Think of three verbs to describe an upward? 

知识单元 10  Finance 
Objectives 
When the learners finish learning this uni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finance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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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ming up: 
You are quite often to be asked to introduce the finance. What to say? How to say? That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practice in Unit 10. 
However, let’s try to work out what would be important information?  
Discuss.  
Language Focus 
Figures and numbers 
Transitive and intransitive verbs 
Pronunciation: saying numerals, word recognition 
Skills 
Writing: rephrasing and exemplifying  
Reading: investment and bank accounts 
Listening: profit and loss accounts 
Business communication 
Scale of probability 
Key Vocabulary 
Finance       individual         rise and fall         interest rate investors       offshore 

bank accounts         public company             tax year        annual report         
turnover      subsidiaries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which operate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Subsidiaries: branches 
In aspects: in all kinds of  
Offshore bank: foreign bank 
Lead in: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money? 
1. Why do public company publish annual report? 
2. Who use the information in a profit and loss account? 
3. Do the directors or the shareholders own the company? 
Language Focus 
Due to : because of 
Integral: whole 
Pharmaceutical: of medicinal drug 
Grammar: 
Transitive and intransitive 
Many verbs are followed by an object  eg. 
Improve something, pay something, raise something 
These are called transitive verbs 
They improve the  working condition 
They paid our invoice. 
He raised the question of payment. 
Intransitive verbs do not take an object.  E.g. fall, rise, arise 
Our profits are falling. 
Yesterday interest rates didn’t rise. 
How did the problem arise? 
Pair work. Find out about your partner’s financ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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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ful expressions:  
Who do you work for? 
Where are the headquarters? 
Where are you based? 
Do you have branches oversea? 
Talking about types of business 
The tips for business letter writing: 
brief ( state the aim at he very beginning),  
clear ( what you expect or need in specific way),  
polite (dear, Yours sincerely, and a neat form). 
作业： 
1. Say these numerals. 
2. What are the advantages of an account with Jyske Bank? 
3. What does a profit and loss account show? 
4. Make three sentences with these verbs: raise, rise, arise 
5. What do you think will happen to inflation in your country in the next six months?  

知识单元 11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Objectives 
When the learners finish learning this uni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 providing information o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Warming up 
Introduce the activity and the arrangements that have to be made for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You are quite often to be asked to have a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What to say? How to say? That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practice in Unit 11. However, let’s try to work out what would be important 
information?  

Discuss.  
Language Focus 
Conditional 1: events and consequences 
Present continuous for future: fixed arrangements 
Pronunciation: short forms 
Skills: 
Writing: both…and      either…or      neither…nor 
Reading: late payment of commercial debts 
Listening: the ethical consumer 
Business communication 
Negotiating   
Key Vocabulary 
Market research         ethical consumers     behave     responsibly      spending power      

environment          itinerary     foreign business trip      make good use of  colleagues        
business partner        social conventions     nationalities       

itinerary: plan for details or records of a) journey, route 
convention: general consent ;practice or custom based on general consent 
lead-in 
respon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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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re should be good communication 
2. The company should pay suppliers on time. 
3. the company should have an equal opportunities policy. 
4. It should train its employees. 
Language Focus 
Go on a tour       have lunch    have coffee       listen to a CD 
Have a meeting      listen to a presentation 
1. Guessing: to predict vocabulary items they would expect to occur in the text. 
2. Check students understand all the headings and then get them to read the article and match the 

headings to the paragraphs. Understand these: 
1) culture, 2) sightseeing, 3) restaurants, 4) weather, 5) transport, 6) day trips 
Get the students to look at the passage and do a couple of examples together. Write more sentences, 

e.g.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old mining towns, you should go toFushun;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markets, 
you should visit the Queen Victoria Market. 

Language focus 
1. Students write offers for the situations. 
---- Shall I … / Would you like me to … / Do you want me to … 
2. Divide the class into pairs. One student makes offers, the other accepts or declines them, in the 

latter case giving a reason for the refusal. 
3. students change partners and roles. 
Suggested phrases: 
Shall I/Would you like me to /  
Do you want me to  
1) …get you a taxi? 
2)… reserve a table? 
3) …book you a seat? 
4) …find out about tickets?  
5) … call a taxi? … drop you off? 
6) …call the station? … find out about train times? 
Suggested and useful sentences:  
Here is some tourist information about Bath. 
The bus tour is very good. You can see a lot of the cities, and you can get on and off as you like. 
I can recommend The Vaults restaurant. We often entertain clients there. Do you want me to reserve a 

table for you? 
Finally, I’m sure you would enjoy Much Ado About Nothing. It’s very funny, and the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is excellent. Would you like me to find out about tickets?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next week. 
Speaking:  
free practice of the language presented in this unit 
1. Explain the activity. Use real information in their situation. 
2. Point out ways of introducing an offer: are you interested in …? etc. 
3. Divide the class into hosts and visitors and do the activity.  
4. Change roles and partners if time permit. 
Discussion 
1. Introduce the activity by eliciting from learners what guests do to show appreciation in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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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2. Learners read through the article and compare what is the same and different with what they 

know.  
Language points 
Thank people and take leave in different cultures. 
1. In pairs, learners match the phrases to a suitable reply. They can check their answer from the 

recording. 
2. Establish the different contexts, e.g. after a meal, a sporting activity, and to whom the remarks are 

made (business partners, colleagues, etc.) 
3. Students practice the exchange in pairs. 
Key points: 
1. We have learnt the future as will + infinitive. While in English a present tense is often used to talk 

about the future, in particular when an arrangement has already been made. 
2.Students look at the examples. We can see that there are the use of time expression to indicate that 

the future is being talked about. 
3. Students look at the diary and then write sentences based on the schedule. 
Suggested phrases: 
She's having lunch with the director on Tuesday. 
She's having dinner with a new agent on Tuesday evening. 
She's meeting Mr. Enrique on Wednesday afternoon. 
She's flying to Melbourne on Thursday morning. 
Grammar: 
Gerund and infinitives 
When there are two verbs together in a sentence, we must be careful about the form of the second 

verb. 
After most verbs we use the infinitive with to 
The company agrees to change its ethical policy 
After some verbs we use the gerund ing form. 
We considered making the changes last month. 
Some common verbs which are followed by the gerund are:  
Stop   finish   delay   practice   imagine   consider   risk    avoid     delay     

involve 
Discussion 
1. With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reading and listening, learners can now work together to produce a 

plan of what they would like to see and do on their free weekend. 
2. When they have finished, ask a few pairs of students to tell some others about what they have 

chosen to do and why they would like to do these things. 
Reading: 
Hefty: big and strong 
Deterrent: deter; discourage; hinder 
A bill: a proposal for a new law 
On the continent: continental Europe 
League table: a public list of all the worst payers 
作业： 
1. in the following sentence, is the consequence probably going to hap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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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ame three responsibilities that companies have? 
3. What pattern follows these verbs?  Refuse   consider   could 
4. What is an important grammatical structure to use when you are negotiating? 

知识单元 12  Competition 
Objectives 
When the learners finish learning this unit, they should be able to  
• Know the importance of competition and how  to deal with the various problems in competition. 
•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n competition 
Warming up: 
You are quite often to meet a lot of competitors when you do business. Ask learners what kind of 

problems can occur when we meet strong competitors. What to say?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at is 
what we are going to practice in Unit 12. However, let’s try to work out what would be important 
information?  

Discuss.  
Language Focus 
Present perfect: present result 
Present perfect: unfinished past 
Pronunciation: strong and weak form of have ,for 
Skills 
Writing: Curriculum Vitae 
Reading: Pepsi and Coca-Cola 
Listening: competing in a global market  
Business communication 
Interview skills 
Key Vocabulary 
Open market   achieve one’ goal   objective     management consultant     competitors      

efficient        compete with     market share       aggressively      main  competitors     
market leaders       strategy      outsider      management consultant      performance  
recommend    analysis      opportunity   threat   

Global market place      presence    
Goal: objective 
Language points: 
1. Get the idea 
---- saying what the problem is 
---- asking for more details 
---- giving information 
---- giving the reason for the problem 
---- apologizing and saying what could be done for the problem 
Grammar: 
Model Verb: 
We use model verbs to: 
4. give advice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Should, ought to ) 
5. express possibility 
6. talk about the future ( wi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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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and ought to ( recommendations ) 
Use: 
We use should and ought to recommend change, or to give advice, 
You ought to hire a management consultant. 
They should listen to women’s views. 
You shouldn’t try to change the things you can’t change. 
You ought not to postpone the meeting. 
What should we do? /What ought we to do? 
Should we change our code of practice ? 
Ought we to change our code of practice? 
Present Perfect 
We use the present perfect to talk about: 
1. How a past action has consequences in the present. 
The two companies have merged. 
Past action: they merged 
Present result: There is one company now. 
We’ve opened a new office in Paris. 
Past action: We opened a new office. 
Present result: We’ve got a new office in Paris. 
2. An action or state which started in the past and still continues. 
The company has had an office in Moscow since 1992. 
She has worked for the family business for 35 years. 
Speaking 
Pair work. Find out some problems in competition and make notes 
Sum-up: 
We learned from this unit first of all the general problems in the business competition people may 

come across , then focus on how to deal with some competitors problems, at last, practice how to open the 
market and enter the new markets. 

Reading : 
Emblem: symbol 
Leg up: some extra help 
Cable: cables were used to communicate before telex or fax 
Case: container 
Plant: factory 
作业： 
1. Think of three things that you have learn about Coca-Cola in this Unit. 
2. What tense do we use to talk about the present result of past actions? What sort of analysis can 

you do to assess a company’s situation? 
3. What tense do we use when we focus on when something happened? 
4. When do we use : for + present perfect? 
5. When do we use : Since + present perfect?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Customer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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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MPANIES 3  

3 Travel   3  

4 TROUBLESHOOTING 3  

5 Company History 3  

6 Retailing 3  

7 Products 3  

8 People 3  

9 Business Environment 3  

10 Finance 3  

111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3  

12 COMPETITION 3  

四、考核与成绩 
采用闭卷笔试进行期中以及期末考试，平时成绩、期中成绩与期末成绩各占 20%，20%以及

60%。 
五、教材及参考书 
教材：《新视野商务英语（下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参考书：《新视野商务英语（下册）》教师用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执笔：张鲁平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１０月 20日 

 

外国法律制度 
Legal Systems of Foreign Countries 

课程号：4080006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为英语专业选修课，本课程面向英语专业、翻译专业以及全校旨在了解外国法律的学生。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 让学生西方国家主要的法律制度；2. 熟悉法律制度领域中相关的英

语表达；3. 用比较研究的视角分析西方国家法律制度与我国法律的异同。 
本课程虽称谓外国法律制度，但是由于英语作为载体，主要介绍英国和美国的法律制度。目的

使学生了解英美国家法律的概况、特征，继而了解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概况与特征，同时掌握法律

英语的特有语法、词汇，并了解法律英语的语篇及体裁，掌握法律英语文章的阅读技巧；鉴于普通

法不同于大陆法，法律源于判例，法官的判决书也有所不同，让学生们了解英美法律的基本制度及

法律特征，有利于学生扩大英语学习的视野，从而提高学生学习和研究国外法律资料的能力。作为

中国政法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了解英美法律是必要的，而且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又是专业与

法律的结合，同时又能体现政法大学英语专业的特色。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西方法律制度概述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 大陆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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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普通法系。 
3. 宗教法系。 
4. 中华法系。 
There are three major legal systems in the world today consisting of civil law, common law and 

religious law. 
Civil law is the most widespread system of law in the world. It is also sometimes known as 

Continental European law.  
Common law and equity are systems of law whose sources are the decisions in cases by judges. 
Religious law refers to the notion of a religious system or document being used as a legal source, 

though the methodology used varies.  
Socialist law is the official name of the legal system used in Communist states. It is based on the civil 

law system, with major modifications and additions from Marxist-Leninist ideology  
Chinese law is a mixture of civil law and socialist law. 
In general, legal systems can be roughly split between civil law and common law systems. 
The term civil law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civil law as a group of legal subjects, as distinct from 

criminal or public law.  
The specific system that a country is ruled by is often determined by its history, connec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its adherence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The sources that jurisdictions adopt as authoritatively binding are the defining features of any legal 

system.   
学习目标： 
1. 了解世界上几大法系及其特征。 
2. 掌握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以及我国法系之异同。 
3. 了解普通法系、大陆法系之起源。 
作业： 
1. 通过网络进一步熟悉了解世界上的几大法系。 
2. 学习《法律英语教程》（齐筠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相关章节。 
3. 预习讲义中第一部分第一单元和第二单元的内容。 

知识单元 2：英国法律制度的一般概述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 英国法的起源。 
2. 英国法的特征。 
3. 英国法的分类。 
Pre-reading check 
1. Before you read the text look at the statements below then read the text to decide whether they 

are true (T) or false (F). Do thi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remembering that at this stage it is not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every word. 

a. The law in Scotland is the same as the law in England. 
b. English law has evolved gradually. 
c. Most of English law has been codified. 
d. The common law was developed by the judges. 
e. The judiciary is not independent of the government. 
f. The court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is the same throughout the country.  
g. All the courts in the system are of equal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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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nglish judges collect evidence in the cases before them.  
The United Kingdom does not have a single legal system. The law in Scotland was influenced by 

Roman law and is different from the law of England, Wales and Northern Ireland.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is centralised through a court structure which is common to the whole 

country. It is hierarchical, with the higher courts and judges having more authority than the lower ones. 
Som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law are: 

English law is based on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By this we mean a system of ‘judge made’ law 
which has continuously developed over the years through the decisions of judges in the cases brought 
before them. These judicial precedents ar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law in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Common law system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civil law systems of We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In 
these countries the law has been codified or systematically collected to form a consistent body of legal 
rules. 

English judges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developing case law and stating the meaning of Acts of 
Parliament. 

The judges are independent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appearing before them. This allows 
them to make impartial decisions. 

Court procedure is accusatorial. This means that judges do not investigate the cases before them but 
reach a decision based only on the evidence presented to them by the parties to the dispute. This is called 
adversarial system of justice. It can be compared to the inquisitorial procedure of some other European 
systems where it is the function of the judges to investigate the case and to collect evidence. 

A simpl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riminal law and the civil law is that the latter regulat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dividuals or bodies and the former regulates the leg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tate and individual people and bodies. 

The first practical difference is seen in the parties to the legal action. A civil case will involve two (or 
more) individual people or bodies whilst the parties to a criminal case will be the state and an individual 
person or body. 

A further difference between civil and criminal law is the way that cases are cited. 
It is helpful to know certain rules for the naming of cases. Trials on indictment are in the name of the 

Queen (as representing the State); thus a criminal case is generally called Reg. v. whomever it is — Reg. 
being short for Regina (pronounced “Regyna”), and v. being short for versus. When there is a king on the 
throne, Rex is used instead of Reg. Rex and Regina both conveniently abbreviate to R., which saves 
having to remember which is which. Thus Rex. v. Sikes or Reg. v. Sikes may both be written R. v. Sikes. 
Some textbooks on criminal law even print simply Sikes. This last is a convenient usage for the student of 
criminal law. 

Rules of procedure or “adjective” law, as it is sometimes called, are the rules which determine the 
course of an action; they govern such matters as how the case is to be presented, in what court it shall lie, 
or when it is to be tried. Procedural rules are, in other words, the rules which govern the machinery as 
opposed to the subject-matter of litigation. It is a striking fact, much remarked upon by historians, that in 
the earlier stages of legal development these rules assume paramount importance: form is better 
understood than substance, and in early law formal requirements, rather than abstract principles, usually 
determined legal rights. Becaus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 law has been continuous this early 
dominance of procedure has had a lasting influence upon many of the doctrines of the modern substantive 
law. Generally speaking, however, procedure, though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ractitioner, is today 
treated as the servant and not the master of substance, and the rules of procedure are now more flexible 
than once they were. They derive from various sources. Most proceedings in the Supreme Court (tha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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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t of the more important civil proceedings) are now governed by a code of rules known as the Rules of 
the Supreme Court. 

学习目标： 
1．了解英国法律的特点。 
2．掌握法律的分类以及相关表述。 
作业： 
1. 完成讲义中第一部分第一和二单元中设计的练习。 
2. 预习讲义中第一部分第三单元的内容。 
3. 查阅相关资料熟悉英国法律制度。 

知识单元 3：英国宪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英国宪法的特征。 
2. 英国宪法的来源。 
3. 英国宪法的基本内容。 
Because the rules of a constitution are laws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y 

are often embodied in a single written document. Thus, for example,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 reduced to writing in 1787 and the document which comprises it (as subsequently amended) lays 
down the fundamental law of America toady. Further the U.S. Constitution, like many other written 
constitutions, cannot be altered easily; a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can only be carried if a very substantial 
majority, both in Congress and in the individual States, approve it. 

Britain’s constitution is just as important to British people as the U.S. Constitution is to the 
Americans. Nevertheless, it is not ‘written’; that is to say, it has never been wholly reduced to writing. 
Further, since Parliament is ‘sovereign’ it can, without any special procedure, and by simple Act, alter any 
law at any time, however fundamental it may seem to be. Although, therefore, our courts have always 
been astute to safeguard the rights of the subject and although certain legal remedies, such as habeas 
corpus, are designed to protect him, yet, under our constitution, there are … no guaranteed rights similar 
to the fundamental liberties safeguarded by the U.S. Constitution. 

The sources of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can be found in European Community law (since 1972) and, 
most important,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s. These are informal or ‘moral’ rules — a code of practice for 
government which has evolved over the years. They are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own (or monarch) and the executive, and the executive and the legislature. 

The doctrine of 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 gover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gislature and the 
judiciary. It was described by A.V. Dicey as follows: 

By the legislative supremacy of Parliament is meant that there are no legal limitations upon the 
legislative competence of Parliament. Parliament here does not refer to the two Houses of Parliament 
individually, for neither House has authority to legislate on its own, but to the constitutional phenomenon 
known as the Queen in Parliament: namely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by which a Bill approved by Lords and 
Commons may receive the royal assent and thus become an Act of Parliament. Thus defined, Parliament, 
said Dicey, has “under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the right to make or unmake any law whatever; and 
further that no person or body is recognised by the law of England as having a right to override or set 
aside the legislation of Parliament. 

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a precise separa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is impracticable. 
Montesquieu’s theory should be seen as prescriptive rather than descriptive, its essence being that no one 
person or body should have full control of all thre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In particular, the cou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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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be independent of the executive and legislature so that the judges can ensure that these bodies do 
not exercise their powers arbitrarily.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clearly that the courts have no power to review the merits of executive 
action; that is they are not concerned with the question: ‘Is this action right or wrong?’ The question they 
can ask is: ‘Is this action lawful or unlawful?’ At first the distinction may be difficult to recognise. Let us 
look at the principle of the rule of law: 

The rule of law means something more than ru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The most terrifying 
dictatorship can rule in accordance with law by enacting laws to give effect to its policies, however 
inhuman these may be. The rule of law in the sense it is used here really involves certain presuppositions 
about law itself.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se presuppositions is open to argument but most would agree 
that the rule of law requires that all power and authority in the state be derived from law, and the notion of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学习目标： 
    1．了解英国宪法的来源及其特征。 
    2．掌握议会至上原则以及相关宪法性原则。 
    作业： 
    1. 完成讲义中第一部分第三单元的练习。 
 2. 通过网络查阅英国宪法的相关资料，进一步拓展相关知识。 
    3. 预习讲义中第一部分第四单元。 
知识单元 4：英国法的渊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案例法。 
2. 制定法。 
3. 法律解释原则。 
When we talk about the common law, one of the meanings is the law which is based on judicial 

decisions, otherwise known as case law. When we use the word ‘case’ in this context we mean the legal 
action or dispute which had been brought to the courts for resolution. The judges’ decision is the law — 
hence ‘case law’. However, judges are not free to reach any decision they wish to; they are bound to 
follow certain rules and these rules form the system of judicial precedent. 

In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some courts have more authority than others. Judges in the lower courts 
are bound to follow the decisions of judges in the higher courts. The following text provides an outline of 
the hierarchy of the courts and the ways in which judges are bound by the decisions of other judg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atio decidendi and obiter dictum: 
The decision of judgment of a judge may fall into two parts: the ratio decidendi and obiter dictum. 

When a judge delivers judgment in a case he outlines the facts which he finds have been proved on the 
evidence. Then he applies the law to those facts and arrives at a decision, for which he gives the reason 
(ratio decidendi). More precisely, the ratio decidendi of a case is the principle of law on which the 
decision is based. The judge may go on to speculate about what his decision would or might have been if 
the facts of the case had been different. This is an obiter dictum (‘something said by the way’)… 

The binding part (if any) of a judicial decision is the ratio decidendi. An obiter dictum is not binding 
in later cases because it was not strictly relevant to the matter in issue in the original case. However, an 
obiter dictum may be of persuasive (as opposed to binding) authority in later cases. The ratio is not the 
decision itself. Only the litigating parties are bound by the actual decision in a case whereas the ratio of a 
case states the law for all persons and may be binding in later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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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te law is the law enacted by Parliament. In the previous unit, we know that the judiciary has no 
authority to question the validity of an Act of Parliament. Nevertheless judges do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relation to legislation: Parliament passes the laws, and the courts apply them to individual cases. But 
before the law can be applied the judges must decide on its meaning. This process is called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An individual piece of legislation is known as a Bill during its legislative process and called an Act 
comes into force on the day it receives the Royal Assent. 

学习目标： 
1. 了解案例法的特点。 
2. 掌握遵循先例的原则。 
3. 了解判例中法律原则及法官附带意见的区别。 
4. 了解常见的法律解释原则。 
作业： 
1. 完成讲义中第一部分第四单元的练习。 
2. 预习讲义第一部分第五单元。 
3.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进一步熟悉普通法系中的判例法。 

知识单元 5：英国的法院体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英格兰及威尔士的法院体系。 
2. 英国法院体系的特点。 
3. 英国民事法院、刑事法院分类。 
The court in which a case is first heard is called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In almost all cases it is 

possible to appeal to a higher court for reconsideration of the decision of the original court. These courts 
are called appellate courts. 

There are, within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a large number of courts of varying degrees of standing 
and jurisdiction. There are various ways of classifying courts…thus it is possible to classify courts 
according to their functions. The obvious classification in this respect would be into courts of civil and 
courts of criminal jurisdiction. This classification is not, however, a valid one since, although certain 
courts do exercise a purely civil or criminal jurisdiction, most English courts hear both civil and criminal 
cases. Thus the House of Lords, Court of Appeal, High Court, Crown Court and magistrates’ courts 
exercise jurisdiction in both civil and criminal matters. A second classification would be into courts of 
original and courts of appellate jurisdiction. Nor is this division of general application. Although certain 
courts, such as the Court of Appeal and the House of Lords, exercise a purely appellate jurisdiction, while 
other courts, such as magistrates’ courts, have no appellate jurisdiction, many courts, notably the High 
Court and the Crown Court, exercise both original and appellate jurisdiction. 

The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the European Court) is, of course, sui generis 
since, although not an English court, it exercises jurisdiction within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and the 
position of this Court within the system must be considered. 

Civil cases at first instance are heard in the County Courts (for minor claims) or the High Court, 
which is divided into three divisions: Queen’s Bench, Family and Chancery. Cases may be appealed to the 
Court of Appeal (Civil Division). Cases may be appealed from the County Court to the High Court.  

The House of Lords is the supreme court of appeal. Its judicial functions are quite separate from its 
legislative work, and cases are heard by up to 13 senior judges known as the Lords of Appeal in Ordinary, 
or Law Lords. It shares its function as the supreme appellate court with. The judicial work of the Hou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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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ds is described on its web pages. The HMCS web pages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other courts. 
However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Act 2005 provid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upreme Court to 
replace the judicial function of the House of Lords with an independent appointments system, thereby 
making a constitutional separation between the legislature and the judiciary. 

A further appellate court, sometimes omitted in a description of the system, is the Judicial Committee 
of the Privy Council, which hears cases from the British overseas territories and dependencies as well as 
some specialised domestic appeals.  It also hears cases concerning questions relating to the powers and 
functions of the devolved legislatures. The ‘devolution’ function will be transferred to the new Supreme 
Court.  

In addition to the courts there are specialised Tribunals, which hear appeals on decisions made by 
various public bodie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areas such as employment, immigration, social 
security, tax and land. The Court Service also contains information on these. 

Her Majesty’s Court Service (HMCS) is an agency of the DCA responsible for administration of the 
court system, and was established in 2005 under the Courts Act 2003, bringing together the separate 
agencies previously responsible for court administration. 

Criminal cases are heard at first instance in the Magistrates’ Courts, with more serious ones being 
hears in the Crown Court.  Appeals are heard in the Court of Appeal Criminal Division.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Act 2005 provid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upreme Court to replace 
the House of Lords as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学习目标： 
1. 了解英国法院体系的结构。 
2. 掌握英国法院体系的特征。 
3. 掌握刑事法院刑事犯罪的分类。 
作业： 
1. 完成讲义第一部分第五单元的练习。 
2. 了解英国其他法院体系。 
3. 预习讲义第一部分第六单元。 

知识单元 6：英国的司法体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英格兰等级制的司法体系。 
2. 各级各类司法官员。 
3. 陪审团制度。 
There are some features of the court system which are naturally reflected in the nature of the English 

judiciary. First, it is hierarchical with judges in the higher courts having more authority than those in the 
lower courts. Secondly, most judges will hear both civil and criminal cases. Judges in the House of Lords 
and the Court of Appeal hear only appeal cases, whilst judges in the High Court and Crown Court have 
first instance and appellate jurisdiction.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e British system in comparison with many Continental systems is that it 
does not have a judicial career structure. Judges are chosen from lawyers who have gained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as legal practitioners before being appointed to the judiciary. In Continental systems law 
graduates can choose to be a judge at the outset of their careers and they gain their experience of the 
inquisitorial system as practising judges, something which is considered to be inappropriate to the 
common law adversarial system. 

Most of the work of the judges is judicial in the sense that they have to adjudicate upon disput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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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this they are required, dispassionately, to find the facts upon the evidence presented to the court, to 
apply the law to the facts as found and then to give the “right decision”. Appellate courts have repeatedly 
pointed out that the judicial function in the conduct of litigation goes no further than that. Thus, in relation 
to finding the facts, the court must act on the evidence before it; it has no duty to seek out some 
‘independent truth’ as LORD WILBERFORCE called it in the following interesting passage from his 
speech in a case concerning discovery of documents: 

‘In a contest purely between one litigant and another, such as the present, the task of the court is to 
do, and be seen to be doing, justice between the parties, a duty reflected by the word “fairly” in the rule. 
There is no higher or additional duty to ascertain some independent truth. It often happens, from the 
imperfection of evidence, or the withholding of it, sometimes by the party in whose favour it would tell if 
presented, that an adjudication has to be made which is not, and is known not to be, the whole truth of the 
matter; yet, if the decision has bee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vailable evidence and with the law, justice 
will have been fairly done.’ 

The discussion on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can only be fully understood within its proper context —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judiciary. Much importance is placed on maintaining an independent judiciary, 
but, we must ask, independent of what? First, judges must be independent of the parties to a dispute. This 
ensures a fair and just trial. Secondly, they must be independent of the executive; this enables the judges 
to exercise control over government action. 

The jury has a long history within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although its role has changed 
significantly during that time. Originally, members of the jury were witnesses, summoned for their local 
knowledge. Today, they are a group of twelve ordinary people with no special knowledge, chosen at 
random to act as impartial judges of the facts of a case. In a jury trial, the jury is advised by the trial judge 
on the relevant law; its function is then to apply the law to the facts and then decide, in criminal cases, 
whether the defendant is guilty or not and, in civil cases, whether the defendant is liable to the plaintiff. 
The decision of a jury is called a verdict. In civil cases the jury will also decide on the amount of damages 
to be awarded to the plaintiff. 

学习目标： 
1. 了解各级法官的职责。 
2. 掌握各级法官名称的表达。 
3. 了解陪审团员的选任制度。 
作业： 
1. 完成讲义第一部分第六单元的练习。 
2. 预习讲义第一部分第七单元。 
3. 通过网络了解相关信息。 

知识单元 7：英国的法律职业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英国的法律职业分类。 
2. 律师制度的改革。 
3. 法律服务中的资助制度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in England and Wales is that it is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arristers and solicitors. This division has frequently been the focus of debate and criticism and there have 
been calls for the fusion of the two branches of the profession.  

In the popular mi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barristers and solicitors is that the former are concerned 
with advocacy in court while the latter are concerned with legal work out of court. This is not qui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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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Barristers are primarily concerned with advocacy and they have an exclusive right of audience in the 
High Court, the Court of Appeal and the House of Lords; but they are not confined to advocacy and may 
devote a deal of their time to giving expert opinions on legal matters. Nor are solicitors exclusively 
concerned with out-of-court work for they have a right of audience in magistrates’ courts, county courts 
and, in some instances, in the Crown Court. 

This division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is a curious one and is unknown even in many Commonwealth 
countries which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to adopt the English professional model along with their 
adoption of the common law. The education of both barristers and solicitors has common features. Both 
will normally complete the academic stage of their legal education by obtaining a law degree, though a 
law degree is not the only way to complete the academic stage. Both undergo a vocational stage though 
here the differences are more marked. The barrister takes the Bar Examination under the aegis of the Inns 
of Court School of Law while the solicitor takes the Final Examination under the aegis of the Law Society 
and in these examinations the emphasis differs to take account of their different roles. Both must complete 
a period of apprenticeship; pupillage in the case of barristers served under a pupil master (an experienced 
barrister), and articles in the case of solicitors served under an experienced solicitor. Here, at this 
“practical” stage, the difference is perhaps most marked since the day-to-day work of the barrister is quite 
different to the office routine of the solicitor.  

The difference, however, is one of function rather than purpose. It is the purpose of both to ensure 
that the citizen has available sou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and advice to enable him to order his business 
and social life. When a citizen consults a lawyer it is more likely to prevent matters going wrong (e.g. he 
wishes to form a company, or to organise his business affairs to attract the minimum of tax, or to make a 
will) than because matters have gone wrong (e.g. he is threatened with civil or criminal proceedings). 
Only exceptionally will the citizen require the specialist services of the barrister hence practising 
barristers number some 5,000 as against some 42,000 solicitors. But even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specialist” barrister and the “generalist” solicitor can be misleading; many barristers, particularly in their 
early years at the Bar, may take whatever cases come their way, and many solicitors, especially those in 
large firms, may specialise in a particular area of law.  

That the fusion of the two professions is possible is demonstrated by experience in similar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elsewhere. Whether it is desirable is another matter. The acid tests must be whether 
fusion would secure for the citizen an improved standard of legal services or whether it w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ir cost. 

学习目标： 
1. 了解律师职业的分类。 
2. 掌握不同律师的选拔制度。 
作业： 
1. 完成讲义第一部分第七单元的练习。 
2. 通过网络查询相关信息。 
3. 预习美国法律部分。 

知识单元 8：美国法律制度概况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美国法律制度的特征。 
2. 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比较。 
3. 英国法律制度与美国法律制度的比较。 
Origins of the two legal traditions and their diffusion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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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 common law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originated in England. 
The common law has its source in previous court decisions. 
The British Empire brought the common law to all continents 
b) the civil law 
The origins of the civil law go further back. They can be traced to the Twelve Tables of the Republic 

of Rome (probably in the fifth century B. C.). 
Legal methods—a comparison 
It is important to realize that law can take different forms and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different 

societies and cultures. 
学习目标： 
1．了解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异同。 
2．了解英国法律与美国法律的异同。 
作业： 
1. 完成讲义第二部分第一单元的练习。 
2. 查阅相关信息。 

知识单元 9：美国法律的渊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美国法律的主要来源。 
2. 美国的案例制度。 
American Law comes from two primary sources, legislative law and judge made law.  Legislative 

law is the collection of rules written explicitly to govern behavior within the society. These rules apply to 
society as a whole. The early colonial legislatures created the first American legislative law. Legislative 
law includes constitutions, statute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These are arranged in a hierarchy of 
importance, specificity, and life span. All three categories of legislative law exist both at the federal and 
state levels. 

How Cases Make Law  
The decisions of judges, or of other officials empowered by the constitution or laws of a political 

entity to hear and decide controversies, create case law. As the name “case law” suggests, a particular 
decision, or a collection of particular decisions, generate law—that is, rules of general application. 

The Common Law Doctrine of Precedent 
The Anglo-American legal system, unlike the “civil law” system which prevails with variations in 

most of the other non-Commonwealth countries of the world, explicitly recognizes the doctrine of 
precedent, known also as the principle of stare decisis. 

“Res Judicata" and “Stare Decisis”; “Reversal” and “Overruling” 
Every final decision of an appellate court has a dual impact or effect: (1) as an authoritative 

settlement of a particular controversy then before the court; and (2) as a precedent, or potential precedent, 
for future cases. A lawyer’s Latin expression denominates each of these effects: stare decisis, as we have 
seen, for the impact of the decision as precedent; res judicata for its effect as a resolution of the immediate 
controversy. Do not confuse these Latin terms and the concepts they symbolize. The latter addresses a 
decision’s impact in the individual case; the former, its impact on the legal norm of conduct. 

学习目标： 
1. 了解美国法律的主要渊源：宪法、制定法、案例法。 
2. 掌握美国案例法的运行机制——遵循先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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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掌握两对法律术语及其区别。  
作业： 
1. 完成讲义第二部分第二单元的练习。 
2. 学会用判决先例分析实际案例。 
3. 预习讲义第二部分第三单元。 

知识单元 10：美国宪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美国宪法的内容、特征。 
2．美国宪法制度中的司法审查权。 
People who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civil procedure or property law can still recall the basic 

elements of constitutional law: separation of powers; checks and balances; judicial review; due process 
and equal protection of law; freedom of speech, religion, and press. 

Everything the government does is bounded by the Constitution. Constitutional law defin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Congress and betwee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s, and it 
regulates the government’s ability to control abortion, to assess taxes, to build highways, to designate 
drug-free school zones, and to print stamps. Moreover every hot issue seems to become a constitutional 
question. Once it was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slavery or of laws establishing maximum hours and 
minimum wages for workers; now it is abortion, capital punishment, the right to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 and pornography on the Internet. 

Constitutional law involves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Drafted in 1787, the Constitution contains fewer than 4,400 words, divided into seven short parts, called 
articles. The Bill of Rights was added in 1791 and only seventeen more amendments have been added in 
the more than two centuries since. 

Where Does the Supreme Court Get the Authority to Interpret the Constitution? 
The issue of how the Supreme Court interprets the Constitution is vitally important because of the 

Court’s power of judicial review. The Court has the final say on what the Constitution means and how it 
applies in a particular case. (Every court, federal and state, has th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uthority to 
render decisions on constitutional issues, but all of those other decisions can ultimately be reviewed by the 
US Supreme Court.) 

Remarkably, the power of judicial review is not given to the Supreme Court in the Constitution itself. 
Article III states that "The judicial P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be vested in one supreme Court, and 
in such inferior Courts as the Congress may from time to time ordain and establish, " and it extends that 
power to "all Cases, in Law and Equity, arising under this Constitution" and to other categories. These 
provisions are organizational and jurisdictional. 

Marbury sued for his commission, bringing what was known as a writ of mandamus in the Supreme 
Court.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宪法内容及宪法机制。 
2．掌握司法审查制度的起源及运行机制。 
作业： 
1. 完成讲义第二部分第三单元的练习。 
2. 阅读案例Marbury v. Madison。 
3. 预习讲义第二部分第四单元。 

知识单元 11：美国的法院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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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美国联邦法院体系。 
2. 美国州法院体系。 
3. 法官的选拔简介。 
1. The State Court Systems  
Each of the fifty st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its own system of courts. Court structures and court 

nomenclature differ greatly from state to state, but all the state court systems exhibit what may be called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that is, a pattern of organization in which the decisions of “lower” courts may be 
taken for review to a higher ranking tribunal. Ninety percent or more of the state “cases” a student reads in 
casebooks are appellate decisions, but all these appellate cases will have passed through a “trial” stage and 
perhaps an intermediate appellate stage before reaching the state’s “court of last resort.” 

2. The Federal Courts  
The Supreme Court is the only federal court directly created by the Constitution itself. The other 

courts in the federal judicial system are created by Acts of Congress enacted pursuant to Article  of the Ⅲ

Constitution. The landmark statut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federal judicial system was passed by the first 
Congress as one of its early orders of business and became law on September 24, 1789. This statute, 
entitled “An Act to establish the Judicial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embodied the first Congress’s 
decision on the issue that the Constitution itself had not resolved: whether there should be federal trial 
courts as well as a Supreme Court or wheth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enforcement of federal law should be 
left entirely to the existing state trial and appellate courts, subject to review by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federal judiciary has greatly changed over the years since 1789, but 
the decision of the first Congress to establish a federal judicial system, of trial as well as appellate courts, 
set the course for the national judicial future.  

The basic federal court system as it now exists is a three-tier hierarchy: (1) trial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known as the District Courts; (2)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s, called the Courts of Appeals; 
and (3) the Supreme Court, specifically provided for by Article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operating as the Ⅲ

court of last resort for the federal judicial system and, in matters of federal law, for the state judicial 
systems as well. There are a few specialized federal courts (e.g., the Claims Court or the Tax Court), 
which operate more or less like District Courts in their specialized jurisdiction, but there is no federal trial 
court of inferior jurisdiction. 

学习目标： 
1. 了解美国法院体系的运行机制。 
2. 掌握美国法院的结构体系。 
3. 掌握美国各法院称谓。 
作业： 
1. 完成讲义第二部分第四单元的练习。 
2. 预习讲义第二部分第五单元。 
3. 通过网络查阅相关资料。 

知识单元 12：法官审理案件的机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美国法官审理案件的运行机制。 
2. 案例制度在美国的运行机制。 
3. 学习案例分析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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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r courts take evidence, and hear arguments. Then the jury, if there is one, retires, talks things 
over, votes, and brings in a verdict. The jury deliberates in secret and never gives out reasons for what it 
does. (Individual members sometimes talk to reporters after the verdict is in, when the case is 
newsworthy.) Generally speaking, the mind of the jury is a closed book. Research has lifted the curtain a 
little bit. We know, for example, that the thought processes of juries are not terribl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judges (there is about 8 percent overlap); that juries do pay attention to what the judge tells them; that they 
generally try to live up to their expected role. Historically, there have been many examples of jury 
“lawlessness”: refusals to convict bootleggers or drunken drivers or poachers or even rapists, and even 
when the defendants were clearly guilty. This happened because the jury reflected norms outside the 
official norms of the law. This sort of jury lawlessness still exists; but on a very modest scale.  

What about the higher courts? Appeals courts do not run trials; but they hear oral arguments, receive 
“briefs,” confer, decide, and write opinions. (A brief is a lawyer’s formal argument, putting before the 
judge one side’s version of the law and facts. Many of them are anything but brief.) The opinions pour out 
of the presses every year, volume after volume. Inside these volumes are millions of words—all, in a way, 
telling the world how the court decided its cases.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法官如何审理案件。 
2．了解美国案例审判制度。 
作业： 
1. 阅读案例 Palsgraf v. Long Island Railroad Company。 
2. 完成讲义第二部分第五单元的练习。 
3. 预习讲义第二部分第六单元。 

知识单元 13：美国的陪审团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美国陪审团制度的演变。 
2. 美国陪审制度的运行。 
1. Some History and Comparative Comments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jury are obscure and, in any event, a complete history is not needed to 

understand the modern institution. The jury’s origins are considered by many to have been in France, 
where some form of jury trial was in evidence during the reign of Louis the Pious, circa 829 A.D. 

2. The Division of Labor between Judges and Jury 
Despite their considerable independence, the common law jury does not have the right to decide all 

the issues in a case. In general, the judge decides issues of law and the jury decides issues of fact. Even on 
issues of fact, a jury is not free to come to any conclusion it wants. 

3.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 Jury 
The traditional source for jury pools or the “jury venire” — the group of prospective jurors from 

which jurors are selected — has been voter registration lists. However, usually fewer than 50%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votes in elections, so most jurisdictions use a combination of voter lists 
and driver’s license lists. Whatever list is used for the pool, jurors are selected at random for service. 

学习目标： 
1. 了解美国陪审团制度的机制。 
2. 了解美国陪审团员的选任机制。 
3. 掌握陪审团制度中相关的词语表达。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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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找相关陪审团制度的资料。 
2. 看有关陪审团挑选机制的影视如《失控陪审团》。 
3. 预习第二部分第七单元。 

知识单元 14：美国的法学教育及取得律师资格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美国法学教育的概况。 
2．获得美国律师资格的条件。 
1. Admission to Law School 
Two requirement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in law school admission: the applicant’s undergraduate 

grade-point average (GPA) and scores on the Law School Aptitude Test (LSAT). These two numbers in 
general determine both whether the applicant gets into any law school and how prestigious a law school 
the applicant will be able to enroll in. 

2. The Basic J.D. Curriculum and Degree 
There is no “official” curriculum mandated by the government for the 3 years of study leading to a 

J.D. degree, but the content in the first year of law school tends to be dictated by tradition and is 
surprisingly uniform from school to school. In the first year, all the subjects are usually mandatory. 

3. Advanced Degrees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lawy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legal education ends with the J.D. degree. This 

is even true of teachers of law, who need not receive any degree beyond the J.D. degree in order to teach 
or to receive tenure at their university. There are higher degrees in law, the Master’s Degree in Law 
(LL.M.) and the Doctor of Science in Law (S.J.D.), and the majority of those who receive these degrees 
are teachers. 

Admission to the Bar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dmission to the bar is permission granted by a particular court system to a 

lawyer to practice law in that system. Each U.S. state and similar jurisdiction (e.g. territories under federal 
control) sets its own rules for bar admission, as a result of the separate sovereignty of the states and their 
respective court systems as guaranteed by the Ten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In 
practice, this leads to different standards among states as to how bar admission works. 

In general, a prospective lawyer will need to pass a state-administered bar exam after earning a Juris 
Doctor degree from a law school approved by the state in which he/she wants to practice. Typically, there 
is also a character and fitness evaluation, along with a background check. 

Because each state has its own bar, a lawyer who is admitted to practice in one state is not 
automatically allowed to practice in another. Some states have reciprocal agreements that allow attorneys 
from other states to practice without sitting for another full bar exam. These agreements differ 
significantly among the states. 

学习目标： 
1. 了解美国法学院招生、课程设置等内容。 
2. 了解美国律师资格获得的资格和条件。 
作业： 
1. 完成讲义第二部分第七单元的练习。 
2. 预习讲义第二部分第八单元。 

知识单元 15：美国的法律职业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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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律师执业概况。 
2. 美国律师的分类。 
3. 美国律师事务所。 
1. Private Practice 
Lawyers in private practice are the most numerous category of lawyers, comprising approximately 

72% of all lawyers in the country. It has been traditional to organize discussions of private practice by size 
of law firm and to categorize firms into three basic sizes: (from1 to 10 lawyers), medium (from 11 to 50 
lawyers) and large (more than 50 lawyers). 

2. In-House Counsel 
In-house counsels are lawyers who constitute a legal department within the corporation and represent 

that corporation. They must be admitted to the bar of the state in which they are working. The in-house 
counsel in charge of the legal department of a corporation usually is called the “general counsel” and is 
often also a vice president of the corporation. 

3. Government Service 
The legal department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one of the component parts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and is called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is the Attorney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Attorney General is a member of the President’s cabinet and is 
nominated by the President with the advice and consent of Senate, as required by the Constitution. 

In state government, just as in the federal, a lawyer called the Attorney General is the head of the 
legal department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and represents the state both in and out of court. But most 
attorneys general of states enjoy a greater degree of independence from their governors than their federal 
colleague enjoys from the President.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律师的分类。 
2．掌握律师表达的各种表述。 
作业： 
1. 完成讲义第二部分第八单元的练习。 
2. 查阅相关资料了解美国法律职业的状况。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无单独设立实验课，但是设计有实践教学环节，穿插在理论教学课时当中，要求学生进

行课下资料检索然后在课堂上做汇报。 
实践内容：课堂口头报告 
实践要求：熟悉相关英美法律制度；掌握相关法律表达；练习用英语表达相关知识的能力。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西方法律制度概述+英国法律制度简介 3  

2 英国宪法 3  

3 英国宪法+英国法的渊源 3  

4 英国法院体系+英国司法体系+法律职业制度 3  

5 英国法律职业制度+美国法律制度概况 3  

6 美国法律渊源+美国宪法 3  

7 美国宪法+美国的法院体系+法官审理案件机制 3  

8 美国法官审理案件机制+美国的陪审团制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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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美国法学教育 3  

10 美国法律职业制度 3  

11 课堂口头报告展示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律英语 
后续课程：英美部门法，如合同法、侵权法、财产法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英美法律制度的基本内容及特点。 
难点：由于我国属于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有较大的差别，特别是对应这些差异的一些英语表

述是学生学习中的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英语讲授。 
2.兼顾中文讲解。 
教学手段： 
1.多媒体课件播放。 
2.相关视频展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学生需要自己制作 PPT。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随课堂要求。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本课程最终成绩由两部分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 30%，包括出勤、课堂表现、课后

作业完成情况以及课堂口头报告的表现等；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节课后布置完成讲义中的作业，详见前面的单元知识部分。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因为所讲内容散布在不同的教材中，而且选用的教材国内很难买到，课时所限，讲授教材全部

内容不现实，故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了课堂讲义作为课堂教学教材。讲义分成两个

部分，一部分是英国法律制度，另一部分是美国法律制度。同时给学生推荐一些参考资料供学生学

习。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自编讲义 
（二）推荐参考书 

    1. Penny Darbyshire, English Legal System in a Nutshell, Sixth Edi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04. 
    2. Martin Hunt, A Level Law, Second Edi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04. 
    3. Jacqueline Martin,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Hodder Arnold, 2006. 
    4. Frances Russell and Christine Locke, English Law and Language,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UK) 
Ltd., 1993. 
    5. S.H. Bailey and M.J. Gunn, The Modern English Legal System, Third Edition, Sweet & Max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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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6. Dennis Campbell and Winifred Hepperle (edited), The U.S. Legal System, a Practice Handbook,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The Hague, 1983. 
    7. William Burnham,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and Leg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rd Edition, 
West Group, 2002. 
    8. James V. Calvi & Susan Coleman, American Law and Legal Systems,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9. 阿瑟·库恩著，陈朝壁译，《英美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2年。 
    10. 钱弘道，《英美法讲座》，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11. William Burnham著，林利芝译，《英美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执笔：张清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7日 

 

美国合同法 
American Contract Law 

课程号：4080006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为英语专业选修课，本课程面向英语专业、翻译专业以及全校旨在了解英美法律的学生。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有助于培养既有扎实的英语基本功、又懂法律、具有宽口径、应用性、

复合型，能够从事英语教学和实际应用工作，适应涉外经济法律人才需求的高级英语人才。 
美国合同法隶属于普通法系，其基本原理和规则与属于大陆法系的我国合同法有很大的不同，

美国合同法的主体来自于其建国二百余年间的司法判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其建国前英国法

的判例传统。美国合同法的内容繁杂，学生不可能在短短的 36 课时中了解到全部内容，因此，本
课程主要介绍美国合同法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则，以试图为学生将来进一步学习研究英美

法律打下一定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简介美国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 美国的基本法律制度——普通法系。 
2. 美国的法院体系。 
3. 美国的法学教育。 
I. Common Law System  
1. Case Law — Judge-made Law 
The decisions of judges, or of other officials empowered by the constitution or laws of a political 

entity to hear and decide controversies, create case law. Case law suggests a particular decision, or a 
collection of particular decisions, generate law----that is, rules of general application.  

Case law processes require careful analysis, matching and distinguishing of the facts of cases. 
2. Doctrine of Precedent or Principle of Stare Decisis 
Past judicial decisions are formally and generally binding for the disposition of factually similar 

present controversies. 
A judicial decision is a precedent, and so generally binding, only in future cases involving the same 

material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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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aw and Equity 
In everyday English, equity means “fairness”. In legal English it has a slightly different meaning 

although it is still based on an idea that fairness sometimes means the courts must go beyond strict legal 
codes. This distinction between actions at law and those in equity developed in England beginning in the 
thirteen century. Eventually, separate courts of equity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Basically, a “suit in equity” enjoyed more procedural flexibility, didn’t have a jury, and could be 
reviewed in broader terms if it were appealed. More important for the plaintiff and defendant, court of 
equity could order injunctions (order a defendant to do or not to do something specific that might cause 
further injury or harm to the plaintiff) or order specific performance (require the defendant to complete a 
contractual agreement) while a court of law normally can only use money as a remedy. 

In addition to injunction or specific performance, there are other types of actions in equity, such as 
equitable estoppel in which a party is stopped by his or her conduct from doing something he or she 
otherwise has right to do. 

Now, normally a court exercises both common law rules and rules of equity.  
II. Court Systems of America 
1. Federal court system: district courts, court of appeals (circuit courts), U.S. Supreme Court  
2. State court system: trial courts,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s, a highest appellate court or “court of 

last resort”, in most states, called the supreme court. 
III. American Legal Education----Law School 
1. Admissions Process 
Bachelor’s degree plus the national 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 (LSAT). 
2. Curriculum 
American legal education is general rather than specialized. The first year courses: torts, contracts, 

property, criminal law, civil procedure, constitutional law, and legal research and writing.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year, elective courses are chosen by the students but most take other common courses in 
administrative law, business and commercial law, litigation, family law,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echnology law, and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By requiring all students to take a common core of courses and by using teaching methods that force 
students to think flexibly and creatively and to see both sides of an issues, students are taught “to think 
like a lawyer.” This is probably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American law schools: giving students the 
confidence to enter the profession. 

3. Case Method and Socratic Method 
The case method of teaching emphasizes the evolution of law that occurs in the common law and 

common-law style judicial institutions. The Socratic, or discussion method of teaching is thought to 
induce young attorneys to think for themselves in finding and developing the law.  

4. Practical Experiences 
American law schools have traditionally emphasized theory over practice. The case method is based 

on appellate court decisions and theory. But in reality law practice itself is based on drafting legal 
documents, giving legal advice and negotiating settlements so that a court case that is avoided. Only a 
very few legal controversies result in a court case that is appealed to a higher court for a written court 
decision. Most law schools have introduced more practical experiences for law students, such as moot 
court (simulation of arguing a case or representing a client), legal clinics (offering legal aid services for 
the poor or assisting law firms or courts with practical legal research), legal writing projects (drafting 
documents and background briefs), and practical research (assisting law teachers with empirical research 
such as field interviews or investigatory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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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omputer Assisted Legal Research and Expanded Law School Services 
Two major legal on-line services, LEXIS and WESTLAW, provide powerful legal research tools to 

the legal community by maintaining current databases of cases, statutes, legal scholarship, and news 
publications, along with sophisticated indexing and search capabilities. 

学习目标： 
1. 了解普通法系的起源及美国的基本法律制度及其特点。 
2. 掌握美国法院体系的结构以及审理案件的机制。 
3. 了解美国法学教育的特点以及授课风格。 
作业： 
4. 通过网络进一步熟悉了解英美法系的基本知识，以及美国法院体系的运作以及案例制度的运

行机制。 
5. 学习《法律英语教程》（齐筠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相关章节。 
6. 预习案例 Embry v. Hargadine–McKittrick Dry Goods Co，熟悉案例的一般结构。 

知识单元 2：美国的案例制度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 美国案例制度的由来及运行机制。 
2. 美国法学院学生应该掌握的案例学习方法。 
3. 学习如何写案例摘要。 
I. How Does a Case Usually Start? 
1. The plaintiff files a summons and a complaint with the clerk of court. The plaintiff’s attorney will 

also file an appearance. 
2. The summons and complaint will be personally served on the defendant by a sheriff or a “process 

server”. Other means of service may also be possible under local rules. 
3. The defendant’s attorney will file a (general) appearance on behalf of the defendant, unless the 

defendant denies that the court has personal jurisdiction. (If the defendant denies that the court has 
personal jurisdiction, the defendant may file a “special appearance” to challenge the court’s exercise of 
jurisdiction.) 

4. The defendant will file some “responsive pleading” to the plaintiff’s complaint. This be an answer 
(to the allegations of the complaint), a motion to dismiss (for lack of personal jurisdiction or 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 or a counter-claim (or cross-claim) to assert the defendant’s own claims against the 
plaintiff. 

5. The parties will engage in a period of “discovery”. This may involve the answering of written 
interrogatories, producing documents and other evidence, taking depositions of the parties and the 
witnesses, and admitting facts or the authenticity of documents. A party may move to suppress or exclude 
certain evidence at this stage. 

6. The parties will appear periodically before the judge to report on the status of the case. Eventually 
the case will be ready for trial (unless the case is settled privately between the parties). 

7. Trial will commence. The trial is called before a jury or before a single judge. The trials before a 
single judge may be called a “bench trial”. If the trial is before a jury, each side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selecting jurors (the “voir dire”). 

8. The trial begins with an opening statement from the plaintiff and, usually, an opening statement 
from the defendant. The plaintiff will then present its testimony and other evidence in support of its case. 
The defense may cross-examine the prosecution’s witnesses. When the plaintiff has finished presenting its 
case, the defense will present its own testimony and evidence. Both sides will then make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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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uments and the jury will receive “jury instructions” to help it reach its verdict. The judge will usually 
enter a judgment based on the jury’s verdict. 

9. The losing side may decide to appeal to a higher court. 
II. How Do Courts Decide Cases? 
Lower courts take evidence, and hear arguments. Then the jury, if there is one, retires, talks things 

over, votes, and brings in a verdict. 
What do the higher courts do? Appeals courts do not run trials; but they hear oral arguments, receive 

“briefs”, confer, decide, and write opinions. (A brief is a lawyer’s formal argument, putting before the 
judge one side’s version of the law and facts.)  

The typical written opinion follows a fairly standard format. The opinion sets out the facts, states 
what the issues are, looks at past cases (if any) on the same object, looks at statues (if any) which have a 
bearing, and discusses the relevance of these “authorities”. The court will announce certain legal 
principles, which it (or courts in earlier cases) squeezed out of precedents or statutes. It matches these 
principles with the facts of the case and comes up with an answer to whatever question or riddle is posed. 
This, then, is the decision. It either agrees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lower court (in which case the decision 
below is “affirmed”), or it disagrees (in which case the decision below is “reversed”). 

Usually, the decision is unanimous—that is, all the judges agree with the outcome. Less often, one or 
more of the judges has a different view of the matter, and there will be a “dissent”. Courts almost always 
have an odd number of judges. The majority wins. If there is no majority, (if a judge is sick or absent or 
disqualifies himself and the rest split evenly), the lower court decision will stand. Once in a while, a judge 
who agrees with the majority as far as its result is concerned will nevertheless quibble about the reasons. 
Such a judge can write a special opinion, called a “concurrence.” 

III. How to Read a Court Case? 
As with other reading material, the best way to read a court case is to read the entire case and then 

take notes as you reread. Court cases present an extra challenge for two reasons: (1) the unfamiliar legal 
terminology and (2) the difficulty in determining what is important and what can be ignored. To help 
separate the "wheat from the chaff" you should try briefing the case. Briefing a case helps you to focus on 
the important issues. 

As you read the cas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Begin with the name and citation of the case. 
2. Is this case being decided by a trial court or an appellate court? (Note: most cases you read will be 

appellate cases, because the opinions of trial courts have less precedential value). 
3. In the original case, who was the plaintiff and who was the defendant? 
4. What was the original complaint? (libel, invasion of privacy, violation of a statute, etc.) 
5. What were the facts that led to the complaint? 
6. What was the trial court's decision? (who "won" the case) 
7. What are the legal questions/issues that are being raised on appeal? 
8. What is the present court's decision (is the original decision affirmed, reversed, or remanded? 
9. What rule or test is the court using to decide the outcome? This will relate to the legal question that 

must be decided. 
10. What reason does the court give for using this rule? 
Sometimes the court makes your job easier and says "The issue before the court is" or "we apply the 

following test" Other times you have to reread the case a few times to figure out what the issue or rule is! 
The above ten steps spell out the briefing process in detail. To summarize: 

What are the F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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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LEGAL QUESTION or ISSUE is the court trying to answer? 
What is the DECISION? 
What is the RULE OR TEST the court used to reach its decision? 
What is the court's REASONING?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法律制度中的精髓——案例制度。 
2．掌握案例学习方法及撰写案例摘要的技能。 
作业： 
1. 学习《法律英语教程》（齐筠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的相关章节。 
2. 练习撰写Moulton v. Kershaw的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3：美国合同法的基本介绍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 美国合同法的概念。 
2. 美国合同的分类。 
3. 美国合同法的渊源。 
General Introduction  What is a contract?━  
A. General definition 
B. Types of contracts 
1. Types of contracts as to formation 
a. Express contract 
b. Implied contract 
c. Quasi-contract 
2. Types of contracts as to acceptance 
a. Traditional bilateral/unilateral contracts 
1) Bilateral contracts ─ exchange of mutual promises 
2) Unilateral contracts ─ acceptance by performance 
b. Modern view-most contracts are bilateral 
1) Acceptance by promise or start of performance 
2) Unilateral contracts limited to two circumstances  
3) Test for determining bilateral vs. unilateral contracts 
3. Types of contracts as to validity 
a. Void contract 
b. Voidable contract 
c. Unenforceable contract 
C. Sources of American Contract Laws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合同法的基本概念、分类及法律渊源。 
    2．掌握美国合同法分类与法律规则的关联。 
    作业： 
    1. 预习案例 Kabil Development Corp. v. Mignot并写案例摘要。 
 2. 预习案例 Empro Mfg. Co. v. Ball-Co Mfg., Inc.并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4：合同的订立（一）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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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同订立的要素——合意。 
2. 确定合同是否订立的标准——客观理论 
3. 合意的要素——邀约及构成邀约的要素。 
Mutual assent –offer and acceptance 
A. In general ─ Objective Theory 
B. What constitutes an Offer? ─Essential elements 
1. Promise, undertaking, or commitment; offer v. invitation to deal 
a. Language 
b. Surrounding circumstances 
c. Prior practice and relationship of the parties 
d. Industry custom 
e. Certainty and definiteness of terms 
f. Special circumstances 
a) Advertisement 
b) Auction 
2. Terms must be definite and certain 
a. Identification of the offeree 
b. Definiteness of subject matter 
3. Communication to offeree 
学习目标： 
1. 了解合同订立的要素。 
2. 掌握合同订立的客观理论。 
3. 了解邀约的概念及构成要素。 
作业： 
1. 阅读案例 Peterson v. Pattberg并撰写案例摘要。 
2. 阅读案例 James Baird Co. v. Gimbel Bros., Inc.并撰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5：合同的订立（二）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邀约的终止及相关法律规定。 
2．邀约终止的种类及方式。 
Termination of offer 
1. Termination by acts of parties 
a. Termination by offeror ― revocation 
1) Methods of communication 
2) Effective when received 
3) Limitations on offeror’s power to revoke 
a) Options 
b) Firm offers under the U.C.C. 
c) Detrimental reliance 
d) Part performance ― true unilateral contract offers 
b. Termination by offeree 
1) Rejection 
a) Express rejection 
b) Counteroffer as re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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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istinguish mere inquiry 
c) Effective when received 
2) Expiration or lapse of time 
a) Must accept within specified or reasonable time 
b) Look to see when offer is received by offeree 
2. Termination by operation of law 
a. Termination by death or insanity of parties 
b. Termination by destruction of subject matter 
学习目标： 
1．了解邀约终止的概念及理论。 
2．掌握邀约终止的相关法律规则。 
作业： 
1. 阅读案例 Drennan v. Star Paving Co.，并撰写案例摘要。 
2. 预习案例 Livingstone v. Evans，并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6：合同的订立（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合意的要素——承诺。 
2．构成承诺的要素及相关法律规定。 
Acceptance 
1. Who may accept 
2. Acceptance must be unequivocal 
a. Common law rule ─ The mirror image rule 
b. U.C.C. rule 
1) Party not a merchant ─ terms of offer govern 
2) Both parties merchants ─ acceptance terms usually included 
3. Generally acceptance must be communicated to the offeror 
a. Objective manifestation of assent 
b. When effective 
1) Manner/mode of acceptance 
i. Common law rule 
ii. Modern rule (U.C.C. and Second Restatement) 
2) The mailbox rule 
a) Effect of offeree sending both acceptance and rejection 
i. Offeree sends rejection, then acceptance ─ mailbox rule does not apply 
ii. Offeree sends acceptance, then rejection ─ mailbox rule generally applies  
3) Acceptance by unauthorized means 
4) “Crossing” offers 
c. Exception─acceptance without communication 
1) Express waiver in offer 
2) Act as acceptance  
3) Silence as acceptance  
i) General rule 
ii) Exceptions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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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承诺的基本概念及理论。 
2. 掌握“镜像规则”、“邮箱规则”等。 
3. 了解承诺撤销的相关规定及注意事项。 
作业： 
2. 阅读案例Morrison v. Thoelke，写案例摘要。 
2. 阅读案例 Hobbs v. Massasoit Whip Co.，写案例摘要。 
3. 阅读案例 Davis v. Jacoby，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7：合同的订立（四）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对价的概念。 
2．对价的要素。 
Consideration 
A. Introduction 
B. Elements of consideration 
1. Bargained-for exchange 
a. Act or forbearance by promisee must be of benefit to promisor 
b. Economic benefit not required 
1) Non-bargained-for promises 
a. Donative promises ─gift 
b. “Past” or “moral” consideration 
i) General rule ─ not 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ii) Exceptions 
a) Debt barred by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b) Promise for benefit received 
c) Promise to perform a voidable obligation 
2. Legal value 
a. Adequacy of consideration 
b. Legal benefit and legal detriment theories 
1) Detriment and benefit defined 
a) Legal detriment to promisee 
b) Legal benefit to promisor 
C. Nominal consideration 
学习目标： 
1. 了解对价的概念及相关原理。 
2. 掌握对价的两大要素——交换性及法律价值性。 
3. 掌握对价的充分性及适当性。 
作业： 
1. 阅读案例 Hamer v. Sidway，并撰写案例摘要。 
2. 阅读案例Mills v. Wyman，并撰写案例摘要。 
3. 阅读案例Webb v. McGowin，并撰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8：合同的订立（五）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 对价的交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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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放弃诉讼可以作为对价。 
3. 对价的相互性。 
A. Preexisting legal duty rule 
1. Types of preexisting legal duties 
2. General rule 
3. Exceptions 

    1) New or different consideration promised 
 2) Officer acting outside of jurisdiction 
    3) Unanticipated circumstances 

4) U.C.C provision — no consideration needed, but should be made in good faith and satisfy the 
Statute of Frauds 

B. Forbearance to sue 
C. The mutuality rule & illusory promises  
1. Requirements and output contracts 
2. Conditional promises 
3. Right to cancel or withdraw 
4. Best efforts implied 
5. Unilateral contracts 
6. Alternative promises 
a. General rule─each alternative must constitute consideration 
b. Contracts giving promisee the right to choose between alternatives -- Selection of valuable 

alternative cures illusory promise 
学习目标： 
1．了解对价的相关法律规则。 
2．掌握“既有义务规则”、“相互性规则”。 
作业： 
3. 阅读案例 Batsakis v. Demotis，并撰写案例摘要。 
4. 阅读案例 Levine v. Blumenthal，并撰写案例摘要。 
5. 阅读案例 Duncan v. Black，并撰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9：合同的订立（六）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对价原则的例外——无对价合同。 
2. 允诺性禁反言原则。 
A. Promissory Estoppel & Substitutes for consideration 
1. Detrimental reliance 
a. Former rule ─ reliance irrelevant 
b. Doctrine of promissory estoppel 
1) Promise required 
2) Foreseeability required 
3) Reliance must be induced 
4) Injustice required 
2. Promises in writing  
3. Promises to pay legal obligations barred by law 
4. Reaffirmation of voidable prom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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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romises under seal 
学习目标： 
1．了解对价原则的特殊情况。 
2．掌握允诺性禁反言原则。 
作业： 

    1. 阅读案例 Feld v. Henry S. Levy & Sons, Inc.，并撰写案例摘要。 
    2. 阅读案例Wood v. Lucy, Lady Duff-Gordon，并撰写案例摘要。 

3. 阅读案例 Goodman v. Dicker，并撰写案例摘要。 
4. 阅读案例Wheeler v. White，并撰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10：合同中存在的抗辩事由（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合同订立时存在的抗辩事由。 
2．有关错误、模糊、虚假陈述、欺诈等相关抗辩事由。 
Requirement that no defenses exist 
A. Introduction 
B. Defenses to formation 
1. Absence of mutual assent 
a. Mutual mistake 
1) Assumption of risk 
a) Mistake in value generally not a defense 
b. Unilateral mistake 
1) Nonmistaken party aware of error 
2) Nonmistaken party unaware of error 
c. Ambiguities 
1) Types of ambiguity 
a) Latent ambiguity 
b) Patent ambiguity 
2) Rule governing ambiguity problems                                
a) Neither party aware of ambiguity ―no contract 
b) Both parties aware of ambiguity ―no contract 
c) One party aware of ambiguity ―contract 
3) Subjective intention of parties controls 
d. Contracts induced by Fraud, Nondisclosure, Duress, or Undue Influence 
学习目标： 
1．了解合同订立时存在的抗辩情景。 
2．掌握重大误解、模糊不清、虚假陈述、欺诈等相关抗辩规则。 
作业： 
1. 阅读案例 Sherwood v. Walker，并撰写案例摘要。 
2. 阅读案例 Elsinore Union Elementary School Dist. v. Kastorff，并撰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11：合同中存在的抗辩事由（二）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 合同缺少对价的抗辩。 
2. 合同非法性的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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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缺乏订约能力的抗辩。 
1. Absence of consideration 
2. Public policy defenses to contract formation ―illegality 
a. What constitutes illegality? 
b. Some typical cases of illegality 
c. Effect of illegality 
1) Generally contract is void 
2) Illegal purpose ―voidable if the party did not know the purpose 
Defenses based on lack of capacity 
1. Legal incapacity to contract 
a. Contracts of infants/minors 
1) Effect of infant’s contract 
2) Affirmance upon majority 
3) Exceptions 
a) Necessities 
b. Mental incapacity 
c. Intoxicated persons/drunken or drugged persons 
2. Lack of volitional consent 
学习目标： 
1. 了解合同订立时存在的抗辩事由等相关规则。 
2. 掌握合同非法性的情景。 
3. 掌握合同缺乏订约能力的情景。 
作业： 
1. 阅读案例 Raffles v. Wichelhaus，并撰写案例摘要。 
2. 阅读案例 Jackson v. Seymour，并撰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12：合同中存在的抗辩事由（三）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 合同订立后不能强制履行的抗辩事由。 
2. 《防止欺诈法》的相关规定。 
3. 显示公平的抗辩事由。 
Defenses to enforcement 
1. Statute of Frauds 
a. In general 
b. Purpose 
c. Types of contracts that must be in writing 
1) Contracts for sale of interest in land 
a) Part performance doctrine 
2) Contracts for the sale of goods ―U.C.C.  
a) Receipt and acceptance of goods 
b) Part payment 
c) Specially manufactured goods 
d) No objection to confirmation 
3) Promises in consideration of marriage 
4) Contracts that cannot be performed within one year of 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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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uretyship contracts 
a) Main purpose rule 
6) Executor’s or administrator’s promise to pay personally for the estate’s debts 
d. Type of writing required 
1) Essential terms 
e. Effect of noncompliance with the Statue—unenforceable/voidable 
f. Situations where Statute not applicable 
1) Performance 
2) Promissory estoppel 
g. Remedies if contract is within Statute ―recovery in restitution 
2. Unconscionability —UCC§2-302 (See Waters v. Min Ltd.) 
a. Inconspicuous risk-shifting provisions 
b. Disclaimer of warranty 
c. Contracts of adhesion ―“Take it or leave it” 
学习目标： 
1．了解合同的“书面规则”，即订立合同必须书面订立的几类合同。 
2．掌握显失公平原则。 
作业： 
1. 阅读案例 Cushman v. Kirby，并撰写案例摘要。 
2. 阅读案例 Boone v. Coe，并撰写案例摘要。 
3. 阅读案例Waters v. Min Ltd.，并撰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13：合同的解释及口头证据规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合同解释的一般规定。 
2. 合同解释的特殊规定。 
3. 口头证据规则。 
A. Interpretation of contracts 
1. General rule—objective interpretation 
2. Exception—The Peerless rule—Subjective intention controls when both parties’ interpretations 

equally reasonable 
B. Rules of contract construction 
1. Construed as a whole 
2. Ordinary meaning of words 
3. Inconsistency between provisions 
4. Custom and usage  
5. Preference to construe contract as valid and enforceable 
6. Ambiguities construed against party preparing contract 
C. Parol Evidence Rule 
1. What constitutes an “integration”? 
2. What constitutes parol evidence? 
3. Exceptions to the rule 
a. Separate consideration 
b. “Naturally omitted” terms 
c. “Parti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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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Lack of consideration 
e. Fraud, duress, or mistake 
f. Evidence to explain or interpret terms of the written agreement 
g. Modifications 
学习目标： 
1．了解合同解释的相关规则。 
2．掌握口头证据规则的适用情景。 
作业： 
1. 阅读案例Mitchell v. Lath，并撰写案例摘要。 
2. 阅读案例 Hatley v. Stafford，并撰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14：合同的履行（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合同的承诺及履行的条件之区别。 
2．合同履行条件的分类。 
A. Introduction 
B. When has a contracting party’s duty to perform become absolute? 
1. Distinction between promise and condition 
a. Definitions 
1) Promise  
2) Condition 
b. Interpretation of provision as promise or condition 
1) Words of agreement 
2) Prior practices 
3) Custom 
4) Control of event 
5) Third-party performance 
6) Courts prefer promise in doubtful situations 
c. Promissory conditions 
2. Classification of conditions 
a. According to time of occurrence 
1) Condition precedent 
2) Condition concurrent 
3) Condition subsequent 
b. Express, implied, and constructive conditions 
1) Express conditions 
2) Implied conditions 
3) Constructive conditions 
学习目标： 
1. 了解合同的承诺及合同的履行条件之不同。 
2. 掌握合同履行条件的几种情景。 
作业： 
1. 阅读案例 Howard v. Federal Crop Ins. Corp，并撰写案例摘要。 
2. 阅读案例Mascioni v. I.B. Miller, Inc.，并撰写案例摘要。 
3. 阅读案例 Porter v. Harrington，并撰写案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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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阅读案例 Nolan v. Whitney，并撰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15：合同的履行（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合同履行的解除情景。 
2. 合同通过预期违约解除。 
3. 合同履行的不可能、不现实及合同目的落空原则。 
A. Have the conditions been excused? 
a. Excuse of the condition by hindrance or failure to cooperate 
b. Excuse of condition by anticipatory repudiation 
1) Executory bilateral contract requirement 
2) Requirement that anticipatory repudiation be unequivocal 
3) Effect of anticipatory repudiation 
4) Retraction of repudiation 
c. Excuse of condition by prospective inability or unwillingness to perform 
1) Distinguish from actual and anticipatory repudiation 
2) What conduct will suffice? 
3) Effect of prospective failure 
4) Retraction 
d. Excuse of condition by substantial performance 
1) The rule of substantial performance 
2) Substantial performance arises if breach is minor 
3) Inapplicable where breach “willful” 
e. Excuse of condition by waiver or estoppel 
1) Right to damages for failure of condition 
B. Has the absolute duty to perform been discharged? 
1. Discharge by performance 
2. Discharge by occurrence of condition subsequent 
3. Discharge by illegality 
4. Discharge by impossibility, impracticability, or frustration 
a. Discharge by impossibility 
1) Impossibility must be “objective” 
2) Timing of impossibility 
3) Effect of impossibility 
4) Partial impossibility 
5) Temporary impossibility 
6) Part performance prior to impossibility - quasi-contractual remedy 
7) Specific situations 
a) Death or physical incapacity 
b) Subsequent destruction of contract’s subject matter or means of performance 
(1) Compare ―contracts to build 
(2) Specificity required 
(a) Subject matter 
(b) Specificity of source 
(3) Where risk of loss has already passed to bu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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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ischarge by impracticability 
1) Test for impracticability 
2) Temporary or partial impracticability 
c. Discharge by frustration 
1) Necessary elements to establish frustration 
5. Discharge by rescission 
a. Mutual rescission 
1) Contract must be executory 
a) Unilateral contracts 
b) Partially performed bilateral contracts 
2) Formalities 
a) Subject matter within Statute of Frauds 
b) Contracts for the sale of goods — UCC 
b.  Unilateral rescission 
6. Partial discharge by modification of contract 
a. Mutual assent 
b. Consideration 
1) Requirement where modification is only “correction” 
2) Contracts for the sale of goods — UCC 
7. Discharge by accord and satisfaction 
a. Accord 
1) Requirement of consideration 
a) Partial payment of original debt 
2) Effect of accord 
b. Satisfaction 
c. Effect of breach of accord agreement before satisfaction 
1) Breach by debtor 
2) Breach by creditor 
学习目标： 
3．了解合同履行解除的情景。 
4．掌握预期违约的相关规则。 
3．掌握合同履行的不可能、不现实及合同目的落空原则。 
作业： 
1. 阅读案例 Taylor v. Caldwell，并撰写案例摘要。 
2. 阅读案例 Tompkins v. Dudley并撰写案例摘要。 
3. 阅读案例 American Trading & Production Corp. v. Shell International，并撰写案例摘要。 
4. 阅读案例Marine, Ltd，并撰写案例摘要。 
5. 阅读案例 Krell v. Henry，并撰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16：合同的违约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 合同违约的情景。 
2. 严重违约及轻微违约。 
A. When does a breach occur? 
B. Material or minor br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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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ffect of breaches 
a. Minor breach 
b. Material breach 
c. Minor breach coupled with anticipatory repudiation 
2. Determining materiality of breach 
a. General rule 
1) Amount of benefit received 
2) Adequacy of damages 
3) Extent of part performance 
4) Hardship to breaching party 
5) Negligent or willful behavior 
6) Likelihood of full performance 
b. Failure of timely performance 
1) As specified by nature of contract 
2) When delay occurs 
3) Merchantile contracts 
4) Land contracts 
C. Nonbreaching party’s ability to performance 
学习目标： 
1. 了解合同违约的情景。 
2. 掌握判断合同违约的严重性规则。 
3. 掌握实质履行原则。 
作业： 
1. 阅读案例 Hawkins v. McGee，并撰写案例摘要。 
2. 阅读案例 Groves v. John Wunder Co.，并撰写案例摘要。 
3. 阅读案例 Acme Mills & Elevator Co. v. Johnson，并撰写案例摘要。 

知识单元 17：合同违约的救济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合同违约救济的种类——法律救济及衡平法救济。 
2．法律救济的计算办法。 
Remedies for breach 
1. Damages 
a. Types of damages 
1) Compensatory (contract) damages 
a) “Standard measure” of damages ―expectation damages 
(1) Reliance damages alteration 
b) Consequential damages 
(1) Reasonable person standard 
(2) Plaintiff has burden of proof 
2) Punitive damages 
3) Nominal damages 
4) Liquidated damages 
b. “Standard measure” ― specific situations 
1) Contracts for sale of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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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medies of the seller —UCC§2-703 
b) Remedies of the buyer for breach by the seller —UCC§2-711 
2) Contracts for sale of land 
3) Employment contracts 
a) Breach by employer 
b) Breach by employee 
4) Construction contracts 
a) Breach by owner 
(1) Breach before construction started 
(2) Breach during construction 
(3) Breach after construction completed 
b) Breach by builder 
(1) Breach before construction started 
(2) Breach during construction 
(3) Breach by late performance 
5) Duty to mitigate ― all contracts 
c. Certainty rule 
d. Duty to mitigate damages 
1) Employment contracts 
2) Contracts for sale of goods 
a) Buyer is in breach 
b) Seller is in breach 
3) Manufacturing contracts 
4) Construction contracts  
e. Effect of liquidated damages provision 
1) Requirements for enforcement  
2) Recoverable even if no actual damages 
3) Effect of electing liquidated or actual damages 
2. Suit in equity for specific performance 
a. Available for land and rare or unique goods 
b. Not available for service contracts 
3. Rescission and restitution 
4. Other forms of relief arising out of “contractual” situations 
a. Quasi-contract 
1) Requirements for quasi-contractual relief 
a) Failed contract 
(1) Breaching party may recover in quasi-contract 
b) Where no contract involved 
2) Measure of quasi-contractual recovery 
a) Defendant’s benefit or plaintiff’s detriment 
b) Relief may exceed contract price 
学习目标： 
1．了解合同违约的救济手段。 
2．掌握法律救济的适用及计算方法以及适用衡平法救济的原则。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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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案例 Rockingham County v. Luten Bridge Co.，并撰写案例摘要。 
2. 阅读案例 Hadley v. Baxendale，并撰写案例摘要。 
3. 阅读案例 Van Wagner Advertising Corp. v. S & M Enterprises，并撰写案例摘要。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无单独设立实验课，但是设计有实践教学环节，穿插在理论教学课时当中，要求学生将

所读案例在课堂上做汇报。 
实践内容：案例阅读汇报 
实践要求：熟悉合同法律制度；研究案例分析方法；掌握用英语展示案例学习所得。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美国法律制度简介及案例学习方法 3  
2 美国合同法简介+合同订立要素——合意 3  
3 合同订立要素——邀约+承诺 3  
4 合同的对价 3  
5 合同的对价 3  
6 合同中存在的抗辩事由 3  
7 合同中存在的抗辩事由 3  
8 合同的解释及口头证据规则 3  
9 合同的履行 3  

10 合同的履行 3  
11 合同的违约与救济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律英语、英美法律制度 
后续课程：其他美国部门法，如侵权法、财产法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美国合同法中各个环节中经典的法律规则及案例阅读。 
难点：由于我国合同法与美国合同法的差异，用英语表述美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则对于学生来说

接受起来比较困难，特别是案例学习是学生学习本课程的主要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英语讲授。 
2. 兼顾中文讲解。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课件播放。 
2. 相关视频展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学生需要自己制作 PPT。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随课堂要求。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本课程最终成绩由两部分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 30%，包括出勤、课堂表现、课后

作业完成情况以及课堂案例报告的表现等；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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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节课后布置有阅读案例的作业，详见前面的单元知识部分。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因为选用的教材国内很难买到，而且课时所限，讲授教材全部内容不现实，故结合本校学生的

实际情况，自主编写了课堂讲义作为课堂教学教材。讲义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课程讲授大纲，

另一部分是课程涉及到的所有案例。同时给学生推荐一些网络资源供学生下载学习。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John P. Dawson, William Burnett Harvey, and Stanley D. Henderson, Contracts Cases and 

Comment，10th Edition, Foundation Press, 2013. 
（二）推荐参考书 
1. Claude D. Rohwer, Gordon D. Schaber, Contracts, West Nutshell Series, fourth edition,（克劳德

•D•柔沃，乔登•D•沙博著《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 
2. Jeffery Ferriel & Michael Navin, Understanding Contracts, LexisNexis, 2004. 
3. 张利宾著《美国合同法：判例、规则和价值规范》，法律出版社，2007年。 
4. 于丹翎著《美国合同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5. 佛里德里奇·凯斯勒，格兰特·吉尔摩，安东尼·T·克朗曼著，屈广清等译，《合同法：案例与

材料》（上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 
6. E·艾伦·范思沃斯著，葛云松，丁春艳译，《美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7. 杨桢著《英美契约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8. 徐罡，宋岳，覃宇著《美国合同判例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 
9. 王军著《美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10. 齐筠主编《法律英语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执笔：张清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7日 

     

英美诗歌 
British and American Poems 

课程号：4080009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研究所英语（法律英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开设本课程，旨

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了解、认识和掌握英美诗歌史上一些较有影响的诗人的创

作倾向、思想方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以及对本国诗歌乃至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等等。在此基

础上，使学生了解一些名家的代表作品的思想意义、文学价值、写作手法、语言技巧等，为学生毕

业后的教学、研究打下基础。通过对英美各历史段代背景和重要作家及其代表诗歌的介绍，使学生

了解英美诗歌发展的历史及各个时期的主要文学流派及其创作特点。通过文本学习提高学生的文学

阅读、理解与鉴赏能力以及口头与书面表达等语言技能；并且通过大量阅读与讨论加强学生对诗歌

本质的意识，提高他们的综合人文素质，增强他们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理解。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 
Geoffrey Chaucer (1343-1400) 
Geoffrey Chaucer, known as the Father of English literature, is widely considered the greatest 

English poet of the Middle Ages and was the first poet to be buried in Poets' Corner of Westmin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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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bey. 
While he achieved fame during his lifetime as an author, philosopher, alchemist and astronomer, 

composing a scientific treatise on the astrolabe for his ten-year-old son Lewis, Chaucer also maintained an 
active career in the civil service as a bureaucrat, courtier and diplomat. Among his many works, which 
include The Book of the Duchess, the House of Fame, the Legend of Good Women and Troilus and 
Criseyde, he is best known today for The Canterbury Tales. 

Chaucer was a crucial figure in developing the legitimacy of the vernacular, Middle English, at a 
time when the dominant literary languages in England were French and Lati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The Canterbury Tales (Selections) 
学习目标： 
1．这首诗的基本内容。 
2．掌握双韵诗体的修辞特征。 
作业： 
联系时代背景评价乔叟的人性观。 

知识单元 2： 
John Donne (1572-1631) 
John Donne was an English poet and a cleric 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He is considered the 

pre-emine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metaphysical poets. His works are noted for their strong, sensual style 
and include sonnets, love poems, religious poems, Latin translations,epigrams, elegies, songs, satires 
and sermons. His poetry is noted for its vibrancy of language and inventiveness of metaphor, especially 
compared to that of his contemporaries. Donne's style is characterised by abrupt openings and various 
paradoxes, ironies and dislocations. These features, along with his frequent dramatic or everyday speech 
rhythms, his tense syntax and his tough eloquence, were both a reaction against the smoothness of 
conventional Elizabethan poetry and an adaptation into English of European baroque and mannerist 
techniques. His early career was marked by poetry that bore immense knowledge of English society and 
he met that knowledge with sharp criticism. Another important theme in Donne's poetry is the idea of true 
religion, something that he spent much time considering and about which he often theorized. He wrote 
secular poems as well as erotic and love poems. He is particularly famous for his mastery of 
metaphysicalconceit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Fly 
学习目标： 
1．这首诗的基本内容。 
2．掌握这首诗所运用的奇思妙构（conceit)。 
作业： 
探究多恩深层次的想象力结构。 

知识单元 3: 
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 
William Wordsworth was a major English Romantic poet who, with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helped 

to launch the Romantic Age in English literature with their joint publicationLyrical Ballads (1798). 
Wordsworth's magnum opus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o be The Prelude, a semiautobiographical poem 

of his early years that he revised and expanded a number of times. It was posthumously titled and 
published, before which it was generally known as "the poem to Coleridge".Wordsworth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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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ain's Poet Laureate from 1843 until his death in 1850.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学习目标： 
1．这首诗的基本内容。 
2．找出诗歌中存在的内在张力。 
作业： 
探索华兹华斯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 

知识单元 4: 
William Wordsworth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Solitary Reaper 
学习目标： 
1．这首诗的基本内容。 
2．找出诗歌中夸张（hyperbole）修辞在本语境中运用的合理性。 
作业： 
探索华兹华斯式的意象及其成因。 

知识单元 5: 
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was an English poet, literary critic and philosopher who, with his 

friend William Wordsworth, was a founder of the Romantic Movement in England and a member of 
the Lake Poets. He wrote the poems 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and Kubla Khan, as well as the 
major prose work Biographia Literaria. His critical work, especially on Shakespeare, was highly 
influential, and he helped introduce German idealist philosophy to English-speaking culture. Coleridge 
coined many familiar words and phrases, including suspension of disbelief. He was a major influence 
on Emerson and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Kubla Khan 
学习目标： 
1．这首诗的基本内容。 
2．找出诗歌中的东方主义意象。 
作业： 
课外阅读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探索其理论与本诗之间的关系。 

知识单元 6: 
Lord Byron (1788-1824) 
George Gordon Byron, 6th Baron Byron was an English poet and a leading figure in the Romantic 

movement. Among Byron's best-known works are the lengthy narrative poems Don Juan and 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 and the short lyric She Walks in Beauty. 

Byron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British poets, and remains widely read and influential. He 
travelled widely across Europe, especially in Italy where he lived for seven years. Later in life, Byron 
joined the Greek War of Independence fighting the Ottoman Empire, for which many Greeks revere him 
as anational hero. He died one year later at age 36 from a fever contracted while in Missolonghi in Gre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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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ten described as the most flamboyant and notorious of the major Romantics, Byron was both celebrated 
and castigated in life for his aristocratic excesses, including huge debts, numerous love affairs with people 
of both sexes, rumours of a scandalous liaison with his half-sister, and self-imposed exile. 

He also fathered Ada, Countess of Lovelace, whose work on Charles Babbage's Analytical Engine is 
considered a founding document in the field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Allegra Byron, who died in 
childhood — as well as, possibly, Elizabeth Medora Leigh out of wedlock.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When We Two Parted 
学习目标： 
1．这首诗的基本内容。 
2．找出诗歌中同时隐藏与暴露的信息。 
作业： 
探索拜伦笔下的女性，找出其特征。 

知识单元 7: 
John Keats （1795-1821） 
John Keats was an English Romantic poet. He was one of the main figure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Romantic poets, along with Lord Byron and Percy Bysshe Shelley, despite his work having been in 
publication for only four years before his death. 

Although his poems were not generally well received by critics during his lifetime, his reputation 
grew after his death, and by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he had become one of the most beloved of 
all English poets. He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a diverse range of poets and writers. Jorge Luis 
Borges stated that his first encounter with Keats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literary experience of his life. 

The poetry of Keats is characterised by sensual imagery, most notably in the series of odes. Today his 
poems and letters are some of the most popular and most analysed in English literatur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Ode To a Nightingle 
学习目标： 
1．这首诗的基本内容。 
2．找出诗歌中夜莺所代表的内容。 
作业： 
探究夜莺在整个西方文学史中意象的变化。 

知识单元 8: 
John Keat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o Autumn 
学习目标： 
1．这首诗的基本内容。 
2．找出诗歌中对各种感官移情的运用。 
作业： 
探究济慈早期与晚期风格的微妙变化。 

知识单元 9: 
Percy Shelley (1792-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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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y Bysshe Shelley was one of the major EnglishRomantic poets, and is regarded by some as 
among the finest lyric, as well as epic, poet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A radical in his poetry as well as in 
his political and social views, Shelley did not see fame during his lifetime, but recognition for his poetry 
grew steadily following his death. Shelley was a key member of a close circle of visionary poets and 
writers that included Lord Byron; Leigh Hunt; Thomas Love Peacock; and his own second wife, Mary 
Shelley, the author of Frankenstei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o the West Wind 
学习目标： 
1．这首诗的基本内容。 
2．找出诗歌与当时时代的关系。 
作业： 
探究二十世纪以降不同国家、不同背景的学者对雪莱的“误读”。 

知识单元 10: 
Alfred Tennyson （1809-1892） 
Alfred Tennyson, 1st Baron Tennyson was Poet Laurea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during much 

of Queen Victoria's reign and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British poets. 
Tennyson excelled at penning short lyrics, such as "Break, Break, Break", "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 "Tears, Idle Tears" and "Crossing the Bar". Much of his verse was based 
on classical mythological themes, such as Ulysses, although In Memoriam A.H.H. was written to 
commemorate his friend Arthur Hallam, a fellow poet and student at Trinity College, Cambridge, after he 
died of a stroke aged just 22.Tennyson also wrote some notable blank verse including Idylls of the King, 
"Ulysses", and "Tithonus". During his career, Tennyson attempted drama, but his plays enjoyed little 
success. A number of phrases from Tennyson's work have become commonplace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cluding "Nature, red in tooth and claw" (In Memoriam A.H.H.), "'Tis better to have loved and lost / 
Than never to have loved at all", "Theirs not to reason why, / Theirs but to do and die", "My strength is as 
the strength of ten, / Because my heart is pure", "To strive, to seek, to find, and not to yield", "Knowledge 
comes, but Wisdom lingers", and "The old order changeth, yielding place to new". He is the ninth most 
frequently quoted writer in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Break, Break, Break 
学习目标： 
1．这首诗的基本内容。 
2．找出这首诗歌的韵律美。 
作业： 
探究丁尼生对浪漫主义风格的继承与“焦虑”。 

知识单元 11: 
Edgar Allan Poe (1809-1849) 
Poet, father of detective story, short story writer, he has great influence on modern western literature. 

His Poetic Principles: 
Neither too long nor too short in the form. 
A very short poem, while now and then producing a brilliant or vivid, never produces a profound or 

endur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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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old that a long poem does not exist. “A long poem” is simply a flat contradiction in terms. 
Excitement cannot be sustained throughout a composition of any great length. 

The object of the Poetry: 
“poem simply for poem’s sake”, not for duty, truth, nor pass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Raven 
学习目标： 
1．这首诗的基本内容。 
2．掌握这首诗体现出来的英语诗歌的韵律美。 
3. 了解爱伦坡的美学原则：好诗的长度问题（不长不短）、诗歌的目标（美） 
作业： 
联系爱伦坡的创作原则阅读其诗歌“To Helen” 

知识单元 12：Walt Whitman(1819-1892) 
Walt Whitman was an American poet, essayist and journalist. A humanist, he was a part of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ranscendentalism and realism, incorporating both views in his works. Whitman is 
among the most influential poets in the American canon, often called the father of free verse. He was a 
part-time carpenter and man of the people, whose brilliant, innovative work expressed the country's 
democratic spirit. Whitman was largely self-taught; he left school at the age of 11 to go to work, missing 
the sort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that made most American authors respectful imitators of the English. His 
Leaves of Grass (1855), which he rewrote and revised throughout his life, contains "Song of Myself," the 
most stunningly original poem ever written by an America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Song of Myself 
学习目标： 
1．了解时代背景及诗歌的主题思想。 
2．掌握“自由诗”（free verse）的概念。 
作业： 
背诵诗歌第一部分 

知识单元 13：Emily Dickinson(1830 – 1886) 
Emily Elizabeth Dickinson was an American poet. Dickinson was born in Amherst, Massachusetts. 

Although part of a prominent family with strong ties to its community, Dickinson lived much of her life 
highly introverted. After studying at the Amherst Academy for seven years in her youth, she briefly 
attended the Mount Holyoke Female Seminary before returning to her family's house in Amherst. 
Considered an eccentric by locals, she developed a noted penchant for white clothing and became known 
for her reluctance to greet guests or, later in life, to even leave her bedroom. Dickinson never married, and 
most friendships between her and others depended entirely upon correspondenc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Apparently with No Surprise 
学习目标： 
1．了解诗歌的主题思想。 
2．认识诗人的写作特点（用破折号实现各种功能 ）。 
作业：比较惠特曼与迪金森的死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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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4：Emily Dickins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 Narrow Fellow in the Grass; I am Nobody 
学习目标： 
1．了解诗歌的主题思想。 
2．认识诗人的写作特点（用破折号实现各种功能、视角和语气）。 
作业：预习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知识单元 15：T. S. Eliot(1888-1965) 
He was a poet, dramatist, literary critic, and modernist. He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48. 

One of the most daring innovators of twentieth-century poetry. His idea about poetry: 
A poem should be an organic thing in itself, a made object. Once it is finished, the poet will no 

longer have control of it. It should be judged, analyzed by itself without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poet’s 
personal influence and intentional elements and other elements. 

Modern life is chaotic, futile, fragmentary, so poetry should reflect this fragmentary nature of life and 
this kind nature of life should be projected, not analyzed.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学习目标： 
1．理解诗歌的主要内容。 
2．认识诗人的写作特点：象征手法，典故。 
作业：复习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预习 The Waste Land 

知识单元 16：Robert Frost(1874-1963) 
Robert Frost won the Pulitzer Prize four times and received commendations by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 and the Poetry Society of America respectively in 1938 and 1941. He 
received honors from forty-four institutions, and became the nation's unofficial Poet Laureate when 
invited to read his poem at President Kennedy's inauguration in 1961. The profound meanings of his 
poems are hidden underneath the plain language and simple form. He often describes natural world and 
rural life, with New England landscape at the cor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Road not Taken;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学习目标： 
1．理解诗歌的多重含义。 
2．认识诗人的写作特点：传统中的创新。 
作业：背诵两首诗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Geoffrey Chaucer 22 The Canterbury Tales 

2 John Donne 22 The Fly 

3 William Wordsworth 22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4 William Wordsworth 22 The Solitary Reaper 
5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22 Kubla Khan 
6 Lord Byron 22 When We Two Pa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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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ohn Keats 22 To a Nightingle 
8 John Keats 22 To Autumn 
9 Percy Shelley 22 Ode to the West Wind 

10 Tennysson  22  
11 Edgar Allan Poe 22 The Raven 
12 Walt Whitman 22 Song of Myself 

13 Emily Dickinson 22 
Because I could not Stop for Death; Apparently 
with No Surprise 

14 Emily Dickinson 22 A Narrow Fellow in the Grass； I am Nobody 
15 T. S. Eliot 22 The Love 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16 Robert Frost 22 
The Road not Taken; Stopping by Woods on a 
Snowy Evening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英语、人文经典阅读 
后续课程：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西方宗教与文化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华兹华斯、惠特曼、狄金森 
难点：每个文学阶段与风格之间的关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改变“满堂灌”方式，广泛采用启发、讨论、学生展示、课堂讲评和

案例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1.课堂讨论。 
2.教学观摩。 
3.小组工作 
4.研究性学习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3、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相关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剑等，《英美诗歌选读》，外研社，2008。 



8437 

（二）推荐参考书 
1.李正栓等，《英美诗歌选读》，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执笔：张磊 刘瑞英  审稿：张磊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法语（三） 
French III 

课程号：40800095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能够进行较为流利的情景对话；2、使学生掌握直陈式的所有

时态；3、使学生掌握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4、使学生区分并准确运用法语的简单时态
和复合时态。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趣味多媒体教学，化繁为简，深入浅出，主次分明，以语言为平台，以

文化为支撑，通过口诀、游戏、歌曲和电影片段，使学生轻松掌握法语直陈式的各类时态、形容词

和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被动态，了解简单时态和复合时态，为《法语四》这门后续课程提供支

撑。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72学时(每一单元均需要 8课时) 

知识单元 18：Leçon 18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futur simple 
Emploi  
Le futur simple exprime un fait ou une action qui se déroulera plus tard, elle n’a pas encore eu lieu au 

moment où nous nous exprimons. 
Exemple : 
La semaine prochaine nous partirons en vacances. 
Terminaisons  
Les terminaisons du futur simple de l’indicatif sont les mêmes pour tous les verbes. 

 Les terminaisons 1er groupe 2ème groupe 3ème groupe 

je / j’ -rai aimerai finirai mettrai 

tu -ras aimeras finiras mettras 

il / elle / on -ra aimera finira mettra 

nous -rons aimerons finirons mettrons 

vous -rez aimerez finirez mettrez 

ils / elles -ront aimeront finiront mettront 

Remar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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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 aux particularités de formation du futur : 
§ Un e court présent dans le radical du verbe prend un accent grave (è) au futur simple. 
Exemples : 
peser – je pèserai 
modeler – je modèlerai 
§ La consonne de certains verbes est doublée. 
Exemple : 
jeter – je jetterai 
§ Le i de certains verbes en -rir disparaît lorsqu’on ajoute les terminaisons. 
Exemples : 
courir – je courrai 
mourir – je mourrai 
§ Pour certains verbes en -yer le y devient un i (les deux variantes i et y sont utilisées pour les 

verbes en -ayer). 
Exemples : 
employer – j’emploierai, tu emploieras, il emploiera, nous emploierons, vous emploierez, ils 

emploieront 
payer – je payerai/paierai 
§ Les verbes en -oir ainsi que aller, envoyer, faire et venir sont irréguliers. 
Exemple : 
pouvoir – je pourrai, tu pourras, il pourra, nous pourrons, vous pourrez, ils pourront 
Les auxiliaires ont une conjugaison spécifique qu’il faut maîtriser car ils permettent de former le 

futur antérieur de l’indicatif de tous les autres verbes. 

Les auxiliaires avoir être 

je / j’ aurai serai 

tu auras seras 

il / elle / on aura sera 

nous aurons serons 

vous aurez serez 

ils / elles auront seront 

La mise en relief (I) 
Pour mettre accent sur le sujet, on utilise ce qui. 
Exemple : 
Ce qui me plaît, c’est la musique pop. 
Pour mettre accent sur le complément d’objet, on utilise ce que. 
Exemple : 
Ce que j’aime, c’est la musique pop.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Voyons : sorte d’exhortation usitée pour encourager à l’action, pour demander que l’on parle oul’on 

agisse, comme léger reproche 
Voyons, parlez-moi franchement : que pensez-vous de sa conduite. (pour l’encouragement) 
Un peu de bon sens, voy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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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avoir assez (de) 
J’en ai assez de vos hésitations. 
Vous m’importunez (déranger) sans cesse, j’en ai assez. (être excédé) 
Sur le plan de = dans le domaine de 
Sur la plan de la conduite, il n’y a rien à dire ; mais sur le plan intellectuel, cet élève est déficient. 
Contester : ne pas le reconnaître fondé, exact 
La légalité de cette décision est très contestée. 
Nous ne contestons pas que votre rôle ait été important. (subj.) 
Mettre ... à + inf. : employer un certain temps pour 
La viande a mis longtemps à cuire. 
Jamais : non accompagné de ne 
Dans les réponses : Acceptez-vous sa collaboration ? Jamais. 
En coordination : accompagné ou non de mais et ou : 
Je travaille plusieurs heures par jour, mais jamais après dîner. 
Allez-y maintenant ou jamais. 
Avec un adj. : des leçons jamais sues 
Rien que = seulement 
Arrêtez-vous rien que 5 minutes ! 
Rien qu’à la première lecture j’ai vu de nombreuses fautes. 
Plein(e) de 
Le coupable a fui, les mains pleines de sang. (couvert) 
Permettre à qn de f.qch/ qch 
Mon médecin m’a permis le café. 
Qui t’a permis de douter du Seigneur ? 
4. Activité du FLE 
On discute les différences entre les anciens et les modernes.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exprimer leurs idées et leurs goûts.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20：Leçon20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Place des pronoms personnels compléments d’un même verbe 
 1 2 3 4 5  

Sujet + (ne) 

me(m’) 
te(t’) 
se(s’) 
nous 
vous 

 
le(l’) 
la(l’) 

les 

lui 
leur 

y en + verbe(pas) 

Exemples : 
Vous voulez voir ces photos? Je vous les montrer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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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ur une bonne hygiène des dents, il faut se les brosser tous les jours.  
Il veut des cassettes, mais je ne lui en apporterai pas. 
Elle voulait avoir votre numéro de téléphone, donc je le lui ai donné. 
Quant à ce film, je ne m’y intéresse pas.  
Pour l’impératif affirmatif : 

 1 2 3 4 

sujet + 
le 
la 
les 

moi 
toi 
nous 
vous 
lui 
leur 

y en 

Exemples : 
Elle veut lire ce livre-là. Passez-le-lui! 
Ils veulent voir ces photos. Montrez-les-leur! 
Il veut des pommes. Donnez-lui-en! 
La mise en relief (II) 
Pour insister sur un groupe de mots, pour le mettre en relief, on peut utiliser la tournure c’est… qui 

(pour la fonction de sujet) et c’est… que (pour les autres fonctions).  
C’est le service de documentation qui nous prépare les revues de presse (= le service de 

documentation nous prépare…). 
C’est par souci d’économie que nous n’avons pas adopté cette solution (= nous n’avons pas adopté 

cette solution par souci d’économie). 
Veillez à bien accorder en personne le verbe lorsque le sujet est un pronom de la 1re ou 2e personne. 

C’est toi qui as demandé ce rapport.  
C’est nous qui avons demandé ce rapport.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Penser 
(v.t. )Tu dis ça, mais tu ne le penses pas. 
Penser de : Que penses-tu de Pierre ? Oh, c’est un garçon très simpathique. 
Pour la plupart (loc. adv.) 
Les employés de ce magasin bénéficient pour la plupart de 4 jours de congé. 
Familier (ère) 
A force de la voir tous les jours, son visage m’est devenu familier. ( connu, contr. étranger) 
Le maniement du fusil lui était devenu familier. ( se dit de choses dont on a acquis la pratique, que 
l’on suit bien) 
Dans : indique le temps 
La date : Dans combien de temps reviendrez-vous ? Dans une semaine. 
La durée : Dans les siècles passée, l’hiver était plus difficile à supporter ? 
Jouer 
Jouer du piano, du violon, de la flûte, de la trompette 
Jouer au football, basketball, tennis 
Que voulez-vous ? ou Que veux-tu ?: la résignation le parti qu’on prend de qch 
Ce n’est pas bien payé, mais que voulez-vous ? Il faut bien vivre! 
Faire : avoir comme poids, comme me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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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 planche qui fait cinq centimètres d’épaisseur (mesurer) 
Le circuit fait quinze kilomètres. (représenter) 
Mon frère fait quatre-vingt-cinq kilos. (peser) 
Ce livre fait trente euros. (coûter) 
Tout de même = quand même 
Il a réussi tout de même. (après tout) 
Valoir la peine 
Il est trop tard, ça ne vaut même plus la peine d’aller au cinéma, il n’y aura plus de place. 
Dès que 
Je l’ai reconnu dès qu’il s’est mis à parler. 
Dès : Ce film m’a plu dès le début. 
Cesser + n. ou cesser de f.qch 
La plupart des ouvriers ont cessé le travail à midi. 
La pluie n’a cessé de tomber depuis trois jours. 
4. Activité du FLE 
On discute les soucis des mères et ceux des enfants.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exprimer leurs opinions.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21：Leçon 21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comparatif et le superlatif des adjectifs 
Introduction 
Le comparatif et le superlatif sont employés pour établir une comparaison. On parle de «degrés de 

comparaison». 
Le comparatif 
Le comparatif est le premier degré de comparaison. On le construit avec les formules aussi … que 

(comparatif d’égalité), plus … que (comparatif de supériorité) ou moins … que (comparatif d’infériorité). 
L’adjectif s’accorde normalement en genre et en nombre avec le nom auquel il se rapporte. 

Exemples : 
Marie est aussi rapide que Chloé. 
Marie est moins rapide que Claire. 
Claire est plus rapide que Marie. 
Le superlatif 
Le superlatif exprime le plus haut degré d’une qualité ou d’un défaut. On le construit avec les 

structures le/la/les plus … et le/la/les moins … L’adjectif s’accorde normalement en genre et en nombre 
avec le nom auquel il se rapporte. 

Exemples : 
Claire est la plus rapide. 
Claire est la coureuse la plus rap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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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oé est la coureuse la plus lente. 
Remarques 
Le comparatif de certains adjectifs ne se forme pas à l’aide des structures plus/moins/aussi … que 

mais avec la préposition à. 
Exemples : 
inférieur à 
postérieur à 
supérieur à 
antérieur à 
Certains adjectifs ont des comparatifs et des superlatifs irréguliers.  

Degrés de comparaison irréguliers des adjectifs 
Positif Comparatif Superlatif 
bon meilleur le meilleur 
mauvais pire le pire 
petit (la valeur, l’importance) 
petit (la taille, la mesure) 

moindre 
plus petit 

le moindre 
le plus petit 

Le comparatif et le superlatif des adverbes 
Introduction 
On utilise le comparatif et le superlatif de l’adverbe pour établir une comparaison entre différentes 

personnes/choses. Il y a trois types de comparatif (supériorité, égalité, infériorité). 
Le comparatif 
Le comparatif est le premier degré de comparaison. On le forme grâce aux structures plus … que 

(comparatif de supériorité), aussi … que (comparatif d’égalité), moins … que (comparatif d’infériorité). 
Exemples : 
Claire court plus vite que Marie. 
Marie court aussi vite que Chloé. 
Chloé court moins vite que Claire. 
Le superlatif 
Le superlatif est le plus haut degré de comparaison. Il présente la propriété à son plus haut ou plus 

bas degré par rapport à tous les objets de la même classe. On le forme grâce à la structure le plus … / le 
moins … 

Exemple : 
Claire court le plus vite. 
Remarques 
Il existe quelques cas particuliers : 

Positif Comparatif Superlatif 
bien mieux/moins bien le mieux 
mal plus mal/moins mal le plus mal 
beaucoup plus le plus 
peu moins le moins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quotidien : adj et n.m. 
Acheter un quotidien chaque jour 
Utiliser 
Utiliser un réchaud électrique pour faire chauffer son déjeuner. (employer, se servir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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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dresser à 
Il faut vous adresser directement au ministre de la justice pour obtenir ce renseignement. 
Dans le but de = avec l’intention de, dans le dessein de 
Il est parti dans le but de se trouver quelque temps au calme. 
Etre de nationalité australienne 
Quelle est votre nationalité ? 
Préférer ... à 
Elle préfère son fils aîné à ses autres enfants. 
Ne... plus... que (indique que la cessation s’arrête à la restriction indiquée) 
La décision ne tient plus qu’à vous. 
Il n’a plus que la peau et les os. 
Ne... pas... que 
On ne vit pas que d’air et d’eau fraîche. 
Ni 
Dans la négation du verbe, il faut ajouter ne : Il ne boit ni ne mange. 
Il ne boit pas, ni ne mange. 
Ni le vent ni la pluie ne m’arrêtent. 
Egalement 
De façon égale : Ici ou là, nous serons également bien. 
Aussi, de même, en outre : La veste de velours et la culotte furent également mises dans la caisse. 
Egal, égale, égaux 
Cela m’est égal. (lui est égal) = cela me laisse indifférent. 
A la fois : en même temps 
On ne peut être à la fois au four et au moulin. 
Approcher de 
Une couleur qui approche de la couleur naturelle. 
Il approche du but qu’il est fixé. 
Sans doute = probablement 
Sans doute êtes-vous déjà au courant. (attention à l’inversion du sujet) 
Epouser : époux, épouse 
Il épouse la fille de ses voisins. 
4. Activité du FLE 
On organise un tournoi d’éloquence dont le thème est « Est-ce que l’argent fait le bonheur? ».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nseignant incite les apprenants à parler de leur idéal, ainsi que de leur concept de valeurs.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22：Leçon 22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passif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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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passif, ou voix passive, permet de mettre en valeur une action, le résultat de celle-ci, un état ou un 
événement. Il présente le même fait que la forme active mais d’un point de vue différent. Le sujet du 
verbe est soit indifférent, soit inconnu, soit présumé connu par la majorité des gens.  

Emploi 
La voix active est employée pour mettre le sujet du verbe en valeur. 
Exemple : 
L’ambulance conduit le blessé à l’hôpital. 
La voix passive est employée pour mettre en valeur le fait lui-même. L’agent de l’action n’est pas 

toujours mentionné. 
Exemple : 
Le blessé est conduit (par l’ambulance) à l’hôpital. 
Formation 
Pour conjuguer un verbe au passif, on utilise l’auxiliaire être + participe passé. Le participe passé 

s’accorde en genre et en nombre avec le sujet du verbe au passif. Le passage de la voix active à la voix 
passive entraîne certaines modifications : 

§ Le complément d’objet direct à l’actif devient sujet de la phrase au passif 
§ Le sujet disparaît ou est transformé en complément d’agent introduit par par 

actif passif 
La voiture renverse un homme. Un homme est renversé par une voiture. 
Les passants appellent l’ambulance. L’ambulance est appelée par les passants. 

La police recueille les témoignages. 
Les témoignages sont recueillis par la 
police. 

Les verbes à la voix passive peuvent se conjuguer à tous les temps. 
Exemples : 
Imparfait – Un homme était renversé par une voiture. 
Futur – Un homme sera renversé par une voiture. 
Passé composé – Un homme a été renversé par une voiture. 
Subjonctif – Il est terrible qu’un homme soit renversé par une voiture. 
Par et de 
L’agent de l’action peut être introduit par la préposition par. 
Exemple : 
Un homme a été renversé par une voiture. 
Avec certains verbes de description et de sentiment, l’agent est introduit par la préposition de. 
Voici quelques exemples de verbes construits avec de : accablé de, aimé de, bordé de, connu de, 

craint de, décoré de, detesté de, entouré de, estimé de, étonné de, frappé de, haï de, ignoré de, oublié de, 
respecté de, surpris de. 

Exemple : 
Le conducteur de la voiture est connu de la police. 
L’emploi de TOUT 
Pour pouvoir accorder correctement tout, il faut savoir s’il est adverbe, déterminant, adjectif ou 

pronom. 
Tout adjectif et déterminant 
Quand tout se rapporte à un nom ou un pronom, il est adjectif ou déterminant et il doit s’accorder en 

genre et en nombre avec ce nom. Selon ses emplois, tout précède :  
• un autre déterminant Nous vous communiquerons toutes nos remarques sur le su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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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 nom En tout état de cause, vous serez prévenus les premiers.C’est à tous égards celui qui nous 
convient le mieux. 

• un pronom Nous répondrons à tous ceux qui nous ont écrit. 
Quand tout précède directement un nom, l’ensemble se met le plus souvent au singulier. On met le 

pluriel dans quelques expressions figées :  
de toutes sortes 
à tous égards 

de tous côtés  
à toutes jambes  

Tout pronom 
Le pronom singulier tout est invariable en genre. Il n’a pas d’antécédent.  
Exemples : 
Tout nous paraît beaucoup plus clair maintenant. 
Je suis entièrement d’accord avec tout ce qui vient d’être dit. 
Le pronom pluriel varie en genre selon le genre de son antécédent : tous ou toutes.  
Exemples : 
Elle voulait voir Geneviève, Sabine et Anne. Toutes ont répondu à son appel. 
Ses amis devaient être prévenus. Il leur a envoyé un mot à tous.  
Tout adverbe  
Tout est adverbe quand il est devant un adjectif, un autre adverbe ou une locution adverbiale. Il 

signifie selon les cas « complètement, entièrement, tout à fait… ».  
Exemples : 
Il est revenu tout bronzé de ses vacances. 
Nous nous intéresserons tout particulièrement à la seconde moitié du XIXe siècle. 
Dans ce cas, tout, comme les autres adverbes est invariable. 
Exemples : 
C’est la classe politique tout entière qui doit s’engager sur ce sujet (et non pas toute entière). 
Ils sont revenus tout bronzés de leurs vacances. 
Je suis tout aussi consciente que vous des différents problèmes (et non pas toute aussi consciente). 
Cependant, si tout précède un adjectif féminin commençant par une consonne ou un h aspiré, tout 

prend les mêmes marques de genre et de nombre que cet adjectif. Elle est revenue toute bronzée de ses 
vacances.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Compter 
En calculer le nombre ou la quantitité : La fermière comptait ses poules. (dénombrer) 
Le faire entrer dans un calcul d’ensemble, le mettre au nomre de : Cela pèse deux kilos, sans compter 

l’emballage. (tenir compte de ) 
(v.i.) avoir de l’importance : Je compte dans le pays, on me salue très bas quand je passe. 
Compter sur qn (lui faire confiance) : Je compte sur vous pour régler cette affaire. 
Seul : valeur adverbialle 
Un malheur ne vient jamais seul. 
Seul un alpiniste aussi fort que lui peut faire cette ascension. (uniquement) 
A elle seule, elle a fait autant de travail que ses trois camarades réunies. 
Dépasser 
Mon plus grand voyage n’a pas dépassé une dizaine de kilomètres. 
Il l’a dépassé d’une bonne demi-tête. 
La superficie de sa maison a été dépassée par la mie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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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gré : 
Opposition de qch : Le taux de croissance reste élevé malgré la crise économique. (en dépit de) 
Opposition de qn : Il est passionné pour l’art malgré l’opposition de son père. (contre) 
Faire partie de 
C’est un livre qui fait partie de la littérature populaire. 
Je sais perdre, cela fait aussi partie de mon excellente éducation. 
Retirer : le faire sortir de l’endroit où il est 
Retirer de l’argent de la banque (prélever) 
Retirer un noyé de l’eau. (repêcher) 
Il a retiré de son sac tous ses vêtements. 
4. Activité du FLE 
L’enseignant demande aux apprenants de présenter, en se divisant en plusieurs groupes, la 

géographie française et de partager leur expérience en France ou leur impression sur la France.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nseignant aide les apprenants à mieux découvrir la France et sa géographie.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23：Leçon 23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pronom relatif : que  
Le pronom relatif remplace un nom, qui le précède dans la phrase, et qu’on appelle un antécédent. Il 

lie une phrase principale à sa subordonnée relative. 
Que est toujours le COD du verbe de la phrase relative 
Exemple :  
la fille qu’il a épousée s’appelle Jenny 
- la fille [...] s’appelle Jenny : phrase principale 
- qu’il a épousée : subordonnée relative 
- que : a épousée qui ? “que” mis pour “la fille”, COD. 
Le pronom relatif : dont  
Dont remplace de + quelque chose. Dont remplace aussi en (de + chose) ou un possessif. 
Exemples :  
J’ai beaucoup aimé ce film. Tu m’as parlé de ce film hier (tu m’en as parlé hier): J’ai beaucoup aimé 

ce film dont tu m’as parlé hier. 
Je connais Picasso. J’ai vu son exposition à Paris: je connais Picasso dont j’ai vu l’exposition à Paris. 

(Attention : dont ayant remplacé le possessif, l’article défini est employé)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Etre pressé de f. qch 
Ne sois pas trop pressé de partir. Reste encore un peu avec nous. 
Presser qn 
Doucement, rien ne te presse. 
Sans article : 3 litres de lait, un paquet de suc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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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re désolé de + inf. 
Je suis désolé de vous avoir réveillé, excusez-moi. 
Tant pis 
Le docteur que vous demandez n’est pas là. Tant pis, je reviendrai. 
Contr. Il a réussi le concours, tant mieux. 
A : appartenance 
C’est à nous de parler. 
Ce stylo est à moi. 
C’est un ami à moi. 
Savoir vivre : Plus...plus... (antonyme : plus...moins...) 
Plus il se repose et plus il dit qu’il est fatigué. Je n’y comprends rien ! 
Plus on se dépêche, moins on réussit. 
Surtout 
Les Durand, vont au restaurant surtout le samedi, rarement un autre jour. 
Tu peux partir avec Francis, mais surtout faites bien attention sur la route. 
Se rendre compte de qch 
Elle parle beaucoup, mais elle ne se rend pas compte de ce qu’elle a dit. 
C’est dommage/ quel dommage + que subj. / de f. qch 
C’est dommage de laisser tout ce gâteau, personne n’en veut ? 
Tu ne peux pas venir ce soir ? Dommage ! Ca sera amusant là-bas. 
Quel dommage que Catherine ne soit pas là, elle qui aime tant la campagne ! 
4. Activité du FLE 
L’enseignant demande aux apprenants de présenter, en se divisant en plusieurs groupes, la 

gastronomie et les restaurants de la France.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nseignant aide les apprenants à mieux découvrir la gastronomie de la France.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24：Leçon 24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futur du passé 
Le futur du passé est un emploi particulier du conditionnel (présent ou passé), imposé par la 

concordance des temps. 
On le trouve alors dans une proposition subordonnée qui dépend d’un verbe principal au passé. 
Exemple : 
« Mon père disait que je mourrais un jour sur l’échafaud. Maman protestait pour la forme : “Ne 

voyons pas tout en noir, il sera peut-être gracié.” » 
Fernand TRIGNOL, dansJ.-P. LACROIX, 
Le futur antérieur 
Introduction 
Le futur antérieur marque l’antériorité par rapport à un moment déterminé du futur ou à un impéra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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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peut exprimer une probabilité, une supposition, ou présenter un fait comme accompli et certain par 
rapport à un moment donné du futur. 

Emploi 
§ supposition par rapport à une action passée (probabilité) 
Exemples : 
Il sera certainement tombé. 
Ou bien il aura peut-être eu une panne. 
§ présentation d’un fait comme accompli et certain par rapport à un moment donné du futur (le 

futur antérieur doit ici être accompagné d’une indication de temps afin que l’on reconnaisse qu’il s’agit du 
futur) 

Exemple : 
D’ici là il aura réparé son vélo. 
Formation 
Le futur antérieur se forme avec l’auxiliaire avoir ou être conjugué au futur simple suivi du participe 

passé. 
Personne avoir être 
1re personne du singulier j’aurai je serai 
2e personne du singulier tu auras tu seras 
3e personne du singulier il/elle/on aura il/elle/on sera 
1re personne du pluriel nous aurons nous serons 
2e personne du pluriel vous aurez vous serez 
3e personne du pluriel 

ils/elles auront 

aimé 
fini 
vendu 

ils/elles 
seront 

parti 
partie 
partis 
parties 

Le futur antérieur de la majorité des verbes se forme avec avoir. L’auxiliaire être est employé : 
§ avec les verbes suivants: naître/mourir, aller/venir, monter/descendre, arriver/partir, entrer/sortir, 

apparaître, rester, passer, tomber et leurs formes composées, par exemple : revenir, rentrer, remonter, 
redescendre, repartir, devenir, retourner. 

Exemple : 
Je serai parti en vacances. 
§ avec les verbes pronominaux. 
Exemple : 
Je me serai trompé dans mon calcul. 
La négation encadre l’auxiliaire, elle se place avant et après être ou avoir. Dans le cas d’un verbe 

pronominal, la négation se place avant et après le bloc pronom – auxiliaire. 
Exemples : 
Je ne serai pas parti en vacance en Bretagne. 
Je ne me serai pas trompé dans mon calcul.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Arroser... de... 
Ses sabots arrosés de sang 
Arroser les assaillants de pierres 
Porter : avoir sur soi comme vêtement, ornement 
Porter une robe, un chapeau, des gants, des lunettes 
Porter la barbe 
Ainsi 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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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patience, ainsi que sa modestie, sont connues de tous. (et) 
Cela s’est passé ainsi que je vous l’ai dit. (comme) 
Tirer profit de 
Ne tire jamais profit des malheurs d’autrui. (exploiter) 
Cet homme malin qui n’a rein fait ne sait qu’en tirer profit à la manière du troisième larron. 
Mettre (remettre) qch en question 
Toutes les théories sur l’origine du monde sont aujourd’hui remises en question. 
Faire de qch, de qn 
L’amour a fait d’elle une femme heureuse. 
Il a fait de sa maison un lieu de rendez-vous. 
A quoi bon ? 
Je voulais lui écrire, et puis... à quoi bon ? De toute façon, elle ne me répondra pas. 
Faire sauter 
Faire sauter un bouton : l’arracher en se boutonnant ou en se déboutonnant 
Faire sauter qn. : lui faire perdre son emploi, ses fonctions 
Faire sauter des légumes, un poulet : le faire cuire à feu vif, avec du beurre ou de la graisse, en le 
remuant de temps en temps pour l’empêcher d’attacher. 
A la place de qn 
Je ne comprends pas du tout la décision de Danielle, à sa place, j’aurais agi autrement. 
Occuper qn/ son temps 
Quand il pleut, c’est difficile d’occuper les enfants. 
Quel étudiant travailleur ! Il occupe tous ses loisirs à la lecture. 
4. Activité du FLE 
L’enseignant incite les apprenants à réfléchir sur la vie, la mort et les règles.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nseignant aide les apprenants à établir des valeurs positives sur la vie et la mort.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25：Leçon 25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discours indirect 
Phrases affirmatives 
Les phrases affirmatives sont introduites par la conjonction de subordination que (qu’ devant une 

voyelle) au discours indirect. 
Exemple : 
Il a dit : «Je l’ai reconnue tout de suite.» 
→Il a dit qu’il l’avait reconnue tout de suite. 
Phrases interrogatives 
Les phrases interrogatives sont introduites par un mot interrogatif au discours indirect comme au 

discours direct. 
Exemp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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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i demandé : «Comment était-elle?» 
→J’ai demandé comment elle était. 
Dans le cas d’une interrogation totale (réponse par oui ou non), la question indirecte est introduite par si. 
Exemple : 
J’ai demandé : «T’a-t-elle donné un pourboire?»  
→J’ai demandé si elle lui avait donné un pourboire. 
(voir aussi l’interrogation indirecte) 
Ordres/demandes 
Pour exprimer l’ordre ou la demande, on utilise au discours indirect l’infinitif. On souligne souvent 

l’invitation à faire quelque chose par l’emploi du verbe introducteur demander. 
Exemple : 
Il m’a dit : «Ne sois pas si curieuse!» 
→Il m’a dit/demandé de ne pas être si curieuse. 
Remarques 
Quand le verbe qui introduit le discours indirect est à un temps du passé, le changement de temps 

dans le passage du discours direct au discours indirect se fait selon les règles de la concordance des temps. 
Exemples : 
Je reçois beaucoup de visites. Il a dit qu’il recevait beaucoup de visites. 
J’ai reçu beaucoup de visites. Il a dit qu’il avait reçu beaucoup de visites. 
Je vais recevoir beaucoup de visites. Il a dit qu’il allait recevoir beaucoup de visites. 
Je viens de recevoir beaucoup de visites. Il a dit qu’il venait de recevoir beaucoup de visites. 
Je recevrai beaucoup de visites. Il a dit qu’il recevrait beaucoup de visites. 
Je recevais beaucoup de visites. Il a dit qu’il recevait beaucoup de visites. 
Je n’avais pas reçu beaucoup de visites. Il a dit qu’il n’avait pas reçu beaucoup de visites. 
J’aimerais recevoir beaucoup de visites. Il a dit qu’il aimerait recevoir beaucoup de visites. 
Les expressions de temps subissent un changement dans le passage du discours direct au discours 

indirect quand le verbe qui introduit le discours indirect est au passé: 
Exemple : 
L’année dernière quand il était passé par Paris, il m’avait téléphoné et m’avait dit: “Je pars pour 

Londres demain mais je serai de retour dans huit jours”.  
Il m’avait dit qu’il partait pour Londres le lendemain mais qu’il serait de retour huit jours plus tard. 
aujourd’hui - ce jour-là 
ce matin / ce soir - ce matin-là / ce soir-là 
en ce moment - à ce moment-là 
hier - la veille 
avant-hier - l’avant-veille 
demain - le lendemain 
après-demain - le surlendemain 
le mois prochain - le mois suivant / d’après 
l’année dernière - l’année précédente / d’avant 
il y a deux semaines - deux semaines plus tôt 
dans huit jours - huit jours plus tard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Porter 
Porter des lunettes, une montre, un chapeau, des g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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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er par/ sur / sous + un lieu 
Vous passerez par Lyon pour aller dans le Midi ? 
Quand tu passeras sur le pont, tu n’iras pas vite, c’est dangereux. 
Comment ça se fait qu’il fait froid ici? 
Histoire 
C’est un voisin très ennuyeux qui n’arrête pas de chercher aux autres des histoires. 
Se mettre à faire qch=commencer à faire qch 
Se mettre à/en + n. 
Se mettre au travail, en route 
Ile se met à pleuvoir. 
désert 
A cettt heure, la plage est déserte. 
Il parcourait les longs couloirs déserts. 
touner 
touner un film, une scène, des extérieurs 
tourner la clé dans la serrure. 
Il tournait et retournait sa casquette entre ses mains. 
Tourner la tête à droite, les yeux vers qn. 
4. Activité du FLE 
On fait des exercices sur le discours indirect.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comprennent bien les textes.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二） 实践教学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践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Leçon 18 4  
2 Leçon 18 4  
3 Leçon 20 4  
4 Leçon 20 4  
5 Leçon 21 4  
6 Leçon 21 4  
7 Leçon 22 4  
8 Leçon 22 4  
9 Leçon 23 4  

10 Leçon 23 4  
11 Leçon 24 4  
12 Leçon 24 4  
13 Leçon 25 4  
14 Leçon 25 4  
15 复习 4  
16 考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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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语一》、《法语二》 
后续课程：《法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和最高级、简单将来时、过去将来和先将来时 
难点：时态应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通过丰富而有趣的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有益的法语氛围，使学生轻松掌握法语，做 
到听、说、读、写全面发展。 
2. 语法部分提纲挈领，重点突出，归纳总结，彼此之间形成有机联系。 
教学手段： 
1. 以精彩的多媒体课件为依托，集声音、图像、文字、动画为一体，将学生置于教学的中心

位置，使其在轻松愉悦中掌握知识。 
2. 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课堂互动，在教师、学生、教材和媒体之间形成立体的信息交流，

使学生通过新颖高效的语言输入与输出，自主理解、整合并建构知识体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实验室或设备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闭卷考试为主，结合平时课堂表现和出勤率的评测方式。 
考核内容有： 
1． 课堂出勤占 10%  
2． 课堂表现占 10% 
3． 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教师在每一堂课的课前检查作业，讲解重点和难点部分，大部分内容由学生课后独立完成。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能够涵盖所有的法语知识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生动有趣。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薛建成编著，《大学法语简明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海燕等：《你好！法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 
2. [法]卡佩勒，[法]吉东：《走遍法国》，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3. [英]布伦特 (C. J. Brumfit)、约翰逊 (K. Johnson)：《交际法语言教学》，上海：上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 
4. [法]卡朗：《罗贝尔法语大辞典》（法法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 
5. 李军：《新大学法语 3》，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6. 王秀丽：《法语语言学教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 
7.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 
8. 茹克叶•穆罕默德 (编者)：《外语教学法》，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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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nnick Coatéval, Marie-Armelle Camussi-Ni, Comprendre la grammaire: Une grammaire à 
l’épreuve de la didactique du FLE, Paris, Pug, 2013. 

10. Brauer, M., Enseigner à l’université. Conseils pratiques, astuces, méthodes pédagogiques, Paris, 
Armand Colin, 2011. 

11. Brown G., & Atkins, M. Effective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London, Methuen, 1987. 
12. CUQ J.-P.，Une introduction à la didactique de la grammaire en français langue étrangères, Paris, 

Didier/Hatier, 1996. 
13. CUQ J.-P. et I. GRUCA, Cours de didactique du français langue étrangère et seconde, Grenob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2002.  
14. Martinet P., La Didactique des langues étrangères, Paris, PUF, 1996 (coll. « Que sais-je? ».)  
15. Martinet J., De la théorie linguistique à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2. 
16. Prégent R., Bernard H., & Kozanitis, Enseigner à l’université dans une approche-programme, 

Montréal, Presses internationales Polytechnique, 2009. 
17. Roulet E., Langue maternelle et langues secondes : vers une pédagogie intégrée, Paris, 

Crédif-Hatier, 1980. 
执笔：赵静静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5月 30日 

 

法语（四） 
French IV 

课程号：40800096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能够进行流利的情景对话；2、培养学生的语感, 使其能够用

法语方式思维，顺利地实现法语和汉语两种思维方式的切换; 3、使学生准确理解并掌握语法, 使学
生能够正确应用时态，并培养学生进行严密思维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趣味多媒体教学，化繁为简，深入浅出，主次分明，以语言为平台，以

文化为支撑，通过口诀、游戏、歌曲和电影片段，使学生轻松掌握条件式、虚拟式、从句，了解简

单时态和复合时态，为大学法语四级考试提供支撑。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72学时(每一单元均需要 8课时) 

知识单元 26：Leçon 26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La formule de Sarkozy:  « je fus le président ». 
2. Grammaire 
Le passé simple 
Introduction 
Le passé simple est réservé à la langue écrite. Il souligne le fait qu’une action passée, unique et 

ponctuelle, ou bien venue interrompre une action ou situation en cours, est terminée. 
Empl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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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on unique, ponctuelle et terminée dans le passé 
Exemple : 
L’année dernière, je partis en vacances en France. 
§ actions qui se succèdent dans le passé (souligne le déroulement de ces actions) 
Exemple : 
À vélo, je roulai au bord de la mer de Brest à Saint-Malo puis je visitai Saint-Malo. 
§ action nouvelle qui introduit un changement par rapport à une situation donnée dans le passé 
Exemple : 
Pendant que je visitais Saint-Malo, je pris beaucoup de photos. 
Formation 
Pour former le passé simple, on utilise le radical de l’infinitif auquel on ajoute, selon les groupes de 

verbes, les terminaisons suivantes : 
Personne Groupe en -er Groupe en -ir Groupe en -re 

1re personne du singulier j’aimai je finis je vendis 

2e personne du singulier tu aimas tu finis tu vendis 

3e personne du singulier il/elle/on aima il/elle/on finit il/elle/on vendit 
1re personne du pluriel nous aimâmes nous finîmes nous vendîmes 

2e personne du pluriel vous aimâtes vous finîtes vous vendîtes 

3e personne du pluriel ils/elles aimèrent ils/elles finirent ils/elles vendirent 
Certains verbes ont une conjugaison particulière au passé simple, tels que être, avoir, venir, etc. 
Les pronoms démonstratifs 
Formation 

 masculin féminin 

singulier celui celle 

pluriel ceux celles 

Emploi 
Les pronoms démonstratifs sont utilisés seuls – ils ne déterminent pas mais remplacent un nom. 
Exemples : 
Ce mouton est celui du berger. 
Celui-ci est son mouton. 
La forme simple est utilisée dans les cas suivants: 
(1) lorsque le pronom démonstratif est suivi de la préposition de 
Exemple : 
Les moutons dans le pré sont ceux du berger. 
(2) lorsque le pronom démonstratif est suivi d’un pronom relatif 
Exemple : 
Les moutons dans le pré sont ceux que garde le berger. 
Dans tous les autres cas, on emploie la forme composée du pronom démonstratif. 
Le pronom neutre 
Le pronom neutre ce est utilisé pour reprendre une phrase ou un groupe de mots. Il est invariable. 
Exemples : 
C’est lui qui garde les moutons. 
Ce sont eux qui sont gardés par le berger. 
Les formes ceci et cela sont souvent employées à l’écrit, tandis qu’on préfère utiliser la for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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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ctée ça à l’oral. 
Exemples : 
Je trouve ceci très intéressant. 
Je trouve ça très intéressant.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Sage 
Cette enfant est sage comme une image. 
Agir en homme sage 
Une sage réponse 
servir à 
A quoi lui ont servi tous ses diplômes？ 
Ce bateau sert à passer la rivière. 
déposer 
Défense de déposer des ordures. 
Déposer les armes 
sans +inf. (quand la principale et la subordonnée ont le même projet) 
Elle travaille sans perdre une minute. 
Il écoute sans comprendre. Le commandant criait ses ordures à l’équipage. 
Tandis que 
1. simultanéité : Nous sommes arrivés tandis qu’il déjeunait. 
2. contraste ou opposition : Vous reculez tandis qu’il faudrait avancer. 
admirable 
Un admirable effort de redressement économique 
Une oeuvre admirable qui ne donne prise à aucune critique. 
Des tableaux admirables 
Crier 
Un patient qui crie quand le dentiste touche à sa dent. 
retourner 
retourner l’omelette dans la poêle 
Il faut qu’il retourne chez le médecin. 
Se retourner 
La voiture est tombée dans un fossé et s’est complètement retournée. 
Il ne fait que se tourner et se retourner dans son lit. 
Au miliu de 
Un arbre se dresse au milieu du champ. (au centre de ) 
Se perdre au milieu de la foule ( à l’intérieur de) 
exploit 
Un vieux soldat raconte ses exploits. (hauts faits) 
Une journée marquée par un brillant explit sportif. 
pâle 
La figure pâle d’un convalescent. 
Il est pâle de rage (de peur). 
Aucun...ne, ne...aucun 
Je n’ai aucune information à ce sujet. 
Aucun d’entre nous ne permettra cette infam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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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ez-vous trouvé des acheteurs pour votre maison？ -- aucun. 
Sans aucun doute 
Vous êtes sans aucune patience. 
4. Activité du FLE 
L’enseignant présente Marcel Pagnol et faire lire quelques épisodes de ses oeuvres.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comprennent bien le texte.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28：Leçon 28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Faire voir une vidéo pour apprendre des mots parus dans cette leçon. 
2. Grammaire 
L’infinitif 
L’infinitif est un mode impersonnel et intemporel. Il exprime l’idée de l’action, sans indication de 

personne ni de nombre, ni de temps, ni si elle est réelle ou non. 
Il comporte deux temps : un temps simple, le présent, et un temps composé, le passé. Pour chacun il 

n’existe qu’une seule forme. 
Manger (infinitif présent) 
Avoir mangé (infinitif passé) 
L’infinitif possède deux valeurs. Une valeur purement verbale et une valeur nominative. 
Valeur de verbe 
> L’infinitif a le plus souvent sa pleine valeur de verbe dans une proposition subordonnée. 
>> avec un sujet qui lui est propre (différent de celui de la principale) dans les propositions 

infinitives. 
Exemple :  
Je vois la voisine passer. 
>> sans sujet propre dans un groupe infinitif (C.O.I. ou C.C.) complétant un verbe conjugué.  
Exemples : 
Je me suis hâtée de rejoindre ma sœur à la gare. (groupe infinitif C.O.I.) 
J’ai acheté une douzaine d’œufs pour faire un flan. (groupe infinitif C.C. de but) 
Elle cherche un endroit où aller en vacances (groupe infinitif C.C de lieu) 
>> sans sujet propre dans une proposition interrogative indirecte. 
Exemple : 
Je ne sais plus quoi lui dire pour la rassurer. 
> On retrouve également l’infinitif pris comme verbe dans certaines propositions indépendantes ou 

principales. Il sert alors à exprimer : 
>> l’interrogation, l’hésitation 
Exemple : 
Que faire ? Où aller ? 
>> un ordre, un conseil, une consigne… 
Exemp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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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tre 4 œufs, ajouter 400 g de farine, 50 cl de lait… mélanger le tout… 
>> dans une phrase exclamative ou interrogative. 
Exemple 
Payer un tel prix pour un sac ! 
Comment savoir si l’on a pris la bonne décision ? 
une étape prévisible d’un récit. Il est introduit par « de » et généralement relié à ce qui précède. On 

parle dans ce cas d’infinitif de narration. 
Exemple : 
Et Jean d’applaudir à cette annonce. 
Valeur de nom 
Précédé ou non d’un article, l’infinitif peut remplir toutes les fonctions du groupe nominal. 
>> sujet 
Exemple : 
Travailler est un plaisir pour certains. 
>> attribut du sujet 
Exemple : 
Souffler n’est pas jouer. 
>> complément d’objet direct, indirect ou second 
Exemples : 
Il veut venir avec nous. (C.O.D.) 
Il renonce à partir.(C.O.I.) 
Il incite son ami à venir.(C.O.S) 
>> complément circonstanciel 
Exemples : 
Il parle pour ne rien dire. (C.C. de but) 
Tu rangeras avant de partir (C.C. de temps) 
>> apposition 
Exemple :  
Il n’a qu’un désir, voyager. 
>> complément déterminatif 
Exemple : 
La joie de vivre 
>> complément de l’adjectif 
Exemples :  
Elle est belle à mourir. 
Une aventure palpitante à lire. 
Remarque : 
Précédé d’un déterminant, l’infinitif fonctionne comme un nom. Il devient substantif. 
Le rire, le manger, le devoir, le pouvoir… 
La proposition infinitive 
La proposition infinitive est une subordonnée qui n’est introduite par aucun mot subordonnant. 
on verbe est à l’infinitif ; il a son sujet propre, toujours exprimé et différent du sujet du verbe 

principal. 
La proposition subordonnée infinitive est essentiellement complément d’objet direct d’un verbe qui 

exprime un témoignage des sens, comme voir, regarder, entendre, écouter, sentir, et aussi des ver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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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sser et faire. 
Exemples : 
(1) « Des barques se croisent sur le Rhin ; on entend les rames couper la vague, on voit frissonner 

les voiles. » (V. Hugo) 
 [les rames couper la vague] : prop. infinitive, c.o.d. de « entend » ; « les rames » est sujet de 

l’infinitif couper. 
 [frissonner les voiles] : prop. infinitive, c.o.d. de « voit » ; « les voiles » est sujet de l’infinitif 

frissonner. 
(2) Il espère réussir. 
Le sujet de réussir est le même que celui d’ « espère » (« il ») : il n’y a pas là de proposition 

infinitive.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Remarquer 
J’ai remarqué l’absence de Pierre pendant le festival. 
Je lui ai fait remarquer que ses vêtements n’étaient pas propres. 
Reconnaître 
Sa voix avait tellement(tant) changé que j’avais peine à la reconnaître. 
On a reconnu le meurtirer à une cicatrice qu’il avait au front. 
Sembler 
Cette couleur semble un peu vive. (paraître) 
Quand le train roule, le paysage semble se déplacer. (paraître, donner l’impression de) 
Menacer qn. de qch. 
Dans la colère, il me menace de mort. 
L’institutrice mécontente a menacé cet élève de le renvoyer immédiatement. 
Ne...jamais ou Jamais...ne 
Jamais il n’avait pensé à vous tromper. 
Il sera peut-être reçu à son examen. On ne sait jamais. 
Il vaut mieux 
Il vaudait mieux ne pas se presser : le travail serait meilleur. 
Il vaut mieux se taire que de dire des sottises. 
Il écoute sans comprendre. Le commandant criait ses ordures à l’équipage. 
Prudent 
Il n’est pas prudent de se pencher par la portière. 
Les gens prudents évitent de se baigner à marée descendante. (sage) 
composer 
Les maisons composent le village. 
La proriété est composé d’une maison et d’un jardin. 
comporter 
Son discours comporte 3 parties. (se composer de) 
Cette règle ne comporte aucune exception. (admettre) 
le déplacement 
Le frais de déplacement 
Il emmène son chien dans tous les déplacements. (voyage) 
4. Activité du FLE 
Deucalion et Pyrr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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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piter s’aperçut en regardant les hommes qu’ils se comportaient de manière irrespectueuse, se 
disputaient, voire s’entretuaient. 

En colère, il décida de détruire toute la race humaine et en informa les autres dieux : 
“ J’ai vu les hommes saccager nos autels, j’ai entendu les enfants se moquer de nous, j’ai vu les 

femmes délaisser les offrandes qui nous sont dues. Je déteste voir les humains se comporter ainsi : Je jure 
par le Styx que je les ferai tous disparaître. ” 

Il laissa donc la foudre s’abattre sur les hommes, il fit se déclencher d’énormes pluies, il fit sortir les 
fleuves de leur lit, de telle sorte que toute le terre était recouverte d’eau et que seuls deux humains étaient 
encore en vie: Deucalion et Pyrrha, du haut de leur montagne, regardaient l’eau profonde recouvrir tout ce 
qu’ils connaissaient.” 

(1) Faire trouver les différentes caractéristiques de ces propositions présentes dans le texte proposé à 
l’oral :  

• Verbe à l’infinitif 
• Sujet différent du sujet de la principale 
• Verbes introducteurs 
(2) Bilan écrit des observations: 
La proposition subordonnée infinitive se compose : 
• - d’un verbe à l’infinitf 
• - du sujet de ce verbe propre à lui seul (c’est-à-dire différent de celui de la principale) 
Elle est introduite  
• *par un verbe de perception (voir, entendre, sentir …..) 
• Ou *par les verbes faire ou laisser.  
Exemples : 
Il sentit les yeux du serpent se fixer sur lui. 
Je voyais la lune pâlir de jalousie  
Elle regarde les chevaux courir dans la prairie  
Il laissa sa fille porter ses paquets. 
Pour chaque phrase d’exemple, faire isoler le sujet et le verbe de la principale, puis le sujet et le 

verbe de la subordonnée.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peuvent écrire de belles phrases avec l’infinitif.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29：Leçon 29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participe passé 
Le participe présent peut également être vu tantôt comme une forme verbale à part entière, tantôt 

comme un véritable adjectif. 
> Comme forme verbale 
Le participe passé est employé : 
>> dans tous les temps composés, associé aux auxiliaires avoir ou ê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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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e : 
J’ai changé de sac. 
Nous serons rentrés pour 22 heures. 
>> dans la formation de la voix passive avec l’auxiliaire être. 
Exemple : 
Cette lettre m’a été remise par le facteur. 
>> il peut aussi être utilisé seul, au centre d’une proposition participiale. 
Cette pellicule finie, je n’ai plus une seule photo. 
> Comme adjectif 
Quand il joue le rôle d’adjectif, le participe présent se comporte également comme tel et s’accorde en 

genre et en nombre avec le nom auquel il se rapporte. 
Il peut être épithète : 
Cette robe rayée vous va à ravir. 
ou attribut : 
Cette robe est rayée. 
Le participe passé composé 
Le participe passé composé s’emploie pour marquer l’antériorité par rapport à un autre fait. 
on utilise le participe présent de l’auxiliaire être (étant) ou avoir (ayant) et on rajoute le participe 

passé du verbe à conjuguer qui s’accorde selon les règles d’accord du participe passé. 
Exemples :  
- Étant arrivés, nous avons téléphoné à nos amis. 
- Ayant vendu notre voiture, nous ne pourrons pas venir.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expérience 
Il a une longue expérience en matière d’édition. 
Avoir de l’expérience de la vie à la campagne. 
Satisfait 
Ses parents sont tout à fait satisfaits de ses résultats d’études. 
Favorable 
Il serait sans doute favorable à ce projet s’il n’y avait pas d’obstacle. (赞成) 
Le moment est favorable pour parler au patron. 
Paraître 
Une nuée se déchira et des étoiles parurent. (Sartre) 
Le président paraît au balcon. 
Tout paraîssait noir sur le blanc de la neige, même le cheval gris. 
Apparaître 
Se montrer brusquement, d’une manière inattendue 
Des tâches apparaissent au ventre et aux jambes. (Camus) 
docteur ès lettres, docteur ès sciences, docteur en droit, docteur médecine 
carrière 
Il a fait carrière dans la magistrature. 
C’est une militaire de carrière. 
Il a fait une brillante carrière politique. 
Faculté des sciences, des lettres 
Faculté de méde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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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ulté de droit 
Faculté de pharmacie 
4. Activité du FLE 
Écrire une lettre de candidature ou organiser un jeu de rôle d’un entretien d’embauche.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comment écrire un CV.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30：Leçon 30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conditionnel présent 
Le conditionnel peut être employé comme temps ou comme mode. Dans le premier cas, il permet 

d’exprimer le futur dans le passé. Dans le second cas, il exprime l’éventualité, l’imaginaire (une action 
future dont la réalisation n’est pas certaine). 

Emploi 
§ expression d’un souhait, d’une possibilité ou d’une hypothèse dans le présent ou le futur 

(conditionnel présent) et dans le passé (conditionnel passé). 
Exemple : 
Michel aimerait être en vacances. 
§ le conditionnel-temps exprime le futur dans le passé. 
Exemple : 
Michel pensait qu’il pourrait partir en voyage. 
§ emploi dans les phrases hypothétiques. 
Exemple : 
S’il partait pour les Caraïbes, il pourrait aller à la plage tous les jours. 
§ formule de politesse à la forme interrogative. 
Exemple : 
Michel, est-ce que tu pourrais venir au tableau ? 
Formation 
Le conditionnel présent est formé à partir du radical du futur auquel on ajoute les terminaisons de 

l’imparfait. 
Personne Groupe en -er Groupe en -ir Groupe en -re 
1re personne du singulier j’aimerais je finirais je vendrais 
2e personne du singulier tu aimerais tu finirais tu vendrais 
3e personne du singulier il aimerait il finirait il vendrait 
1re personne du pluriel nous aimerions nous finirions nous vendrions 
2e personne du pluriel vous aimeriez vous finiriez vous vendriez 
3e personne du pluriel ils aimeraient ils finiraient ils vendraient 

 Les verbes avoir et être sont irréguliers. 
Personne avoir être 
1re personne du singulier j’aurais je ser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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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 personne du singulier tu aurais tu serais 
3e personne du singulier il aurait il/elle/on serait 
1re personne du pluriel nous aurions nous serions 
2e personne du pluriel vous auriez vous seriez 
3e personne du pluriel ils/elles auraient ils/elles seraient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enquête 
Le commissaire de police est chargé de l’enquête est chargé de l’enquête sur ce vol. 
Placer qch (les mettre à telle ou telle place. ) 
Il a placé ses économies à la Caisse d’épargne. 
Acheter un terrain pour placer son argent. 
Le solide (m. ) 
Le centre des affaires commerciales est un gratte-ciel basé sur du solide. 
Installer 
Installer un téléphone, une tente, sa famille à Lyon. 
S’installer à la terrasse d’un café (s’asseoir) 
S’installer à un hôtel. 
S’offrir 
Ils se sont offert des vacances en Égypte. 
Un(e) certain +n. 
Vous souvenez-vous d’une certaine promenade que nous avions faite en forêt ? 
Connaissez-vous un certain M. Lambert qui prétend être vos amis ? 
Il faut un certain courage pour entreprendre la lecture d’un tel ouvrage. 
Congé 
1) autorisation spéciale donnée à qn de cesser son travail 
Ex : congé payé, un congé de maladie, prendre un congé 
2) courtes vacances : 
Ex : Les écoliers ont eu 3 jours de congé en février. 
= Les écoliers ont eu 3 jours de vacances en février. 
Vacances : suspension légale annuelle des audiences des cours et tribunaux/ période de fermeture des 
écoles et des facultés : les vacances de Noël. 
Tomber bien (mal)= survenir à un moment opportun 
Ça tombe bien, je voulais t’appeler et tu m’as devancé. 
Il avait un besoin urgent d’argent, cet héritage tombe bien. 
racheter 
J’ai perdu mon parapluie, il faut que j’en rachète un autre. (acheter de nouveau ou en plus) 
J’ai racheté la voiture de mon collègue. 
(acheter qch. à un particulier qui le revend) 
absolument 
Nous sommes absolument du même avis. (tout à fait) 
Ceci s’oppose absolument à ce que vous avez dit précédement. (radicalement) 
Tu prétends prouver le contraire ? Absolument. (certainement) 
4. Activités du FLE 
Jeu de rôle d’une interview en utilisant le conditionnel présent. 
Jeu de l’oie du conditionnel pré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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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bien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exprimer la possibilité, l’imaginaire ou l’atténuation avec le conditionnel 

présent.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31：Leçon 31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conditionnel passé 
La particularité du conditionnel est d’admettre deux temps du passé. Comme on le verra, la première 

forme est de loin la plus utilisée alors que la seconde trouve principalement son usage dans la littérature. 
Le conditionnel passé première forme 
Le conditionnel passé première forme se forme en prenant l’auxiliaire adéquat au conditionnel 

présent auquel on ajoute le participe passé correctement accordé. Il s’agit de la forme de conditionnel la 
plus souvent utilisée. 

 1er groupe 2e groupe 3e groupe 
 raconter finir partir 
J’/Je aurais raconté aurais fini serais parti(e) 
Tu aurais raconté aurais fini serais parti(e) 
Il aurait raconté aurait fini serait parti(e) 
Nous aurions raconté aurions fini serions parti(e)s 
Vous auriez raconté auriez fini seriez parti(e)s 
Ils auraient raconté auraient fini seraient parti(e)s 

Remarques 
Lorsque le verbe de la subordonnée introduite par “si” est au plus-que-parfait, le verbe de la 

principale est au conditionnel passé. 
Si tu avais su, tu ne serais pas venu. 
Si tu en avais eu l’occasion, tu serais parti  
Le conditionnel passé deuxième forme 
Le conditionnel passé deuxième forme se forme en prenant l’auxiliaire adéquat à l’imparfait du 

subjonctif auquel on ajoute participe passé correctement accordé. Une autre manière de s’en souvenir est 
de se dire qu’il est identique au subjonctif plus-que-parfait sans la préposition “que”. Cette forme est plus 
utilisée à l’écrit. Il s’agit d’une forme de langage très soutenue. 

 1er groupe 2e groupe 3e groupe 
 raconter finir partir 
J’/Je eusse raconté eusse fini fusse parti(e) 
Tu eusses raconté eusses fini fusses parti(e) 
Il eût raconté eût fini fût parti(e) 
Nous eussions raconté eussions fini fussions parti(e)s 
Vous eussiez raconté eussiez fini fussiez parti(e)s 
Ils eussent raconté eussent fini fussent parti(e)s 

Le participe pré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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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participe présent peut être vu tantôt comme une forme verbale à part entière, tantôt comme un 
véritable adjectif. 

> Comme forme verbale 
Quand il joue le rôle d’un verbe, le participe présent (terminaison en –ant) est toujours invariable. 
On distingue trois utilisations du participe présent : 
>> quand il n’a pas de sujet propre. Cas le plus fréquent. Il exprime une action qui se déroule en 

même temps que celle décrite par le verbe qui l’accompagne, c’est-à-dire dans le passé, le présent ou le 
futur. 

Je la vois, courant. (= qui court) 
Je l’ai vu, courant. (= qui a couru) 
Je la verrai, courant. (= qui courra) 
>> toujours sans sujet propre, utilisé en combinaison avec le verbe aller, il sert à marquer l’aspect 

progressif. 
Les ennuis vont croissant. 
Il va errant sur les chemins. 
La proposition participiale absolue 
Tantôt le participe passé s’emploie seul, soit comme épithète, éventuellement détachée, soit comme 

attribut, notamment dans une proposition absolue. 
Exemples : 
Les sommes perçues en trop seront remboursées. 
Parti à huit heures de Paris, je suis arrivé chez moi avant midi. 
Elle semlait émue. 
Son travail terminé, il est sorti. 
Dans cet emploi, le participe équivaut à une forme construite par l’auxiliaire être, éventuellement 

composé, －soit qu’il s’agisse d’un passif, Les sommes ayant été perçues... Son travail étant terminé... 
－soit qu’il s’agisse d’un verbe qui se conjugue avec être, Étant parti... 

La proposition participiale est une proposition subordonnée dont le verbe est au participe présent, au 
participe passé ou au participe composé. Le participe a son sujet propre. La proposition participiale est 
donc relativement autonome par rapport à sa principale, ce qui explique son détachement par une ou des 
virgule(s) et sa relative mobilité (même si elle est souvent placée en tête de phrase). 

Emploi 
La proposition subordonnée participiale est sutout employée à l’écrit, dans un langage soutenu. 
Le verbe de la participiale peut être au participe présent, au participe passé ou au participe composé. 
§ L’emploi du participe présent permet de souligner la simultanéité des actions de la proposition 

principale et de la proposition subordonnée. La participiale exprime aussi le plus souvent une relation de 
cause à effet (on peut reformuler la phrase avec la conjonction parce que). 

Exemple : 
Le sèche-cheveux soufflant de l’air très chaud, les cheveux de Suzanne commencèrent rapidement à 

sécher.simultanéité des deux actions + cause : parce que le sèche-cheveux soufflait de l’air très chaud, les 
cheveux commencèrent rapidement à sécher. 

§ L’emploi du participe passé permet d’exprimer l’antériorité de l’action de la proposition 
subordonnée par rapport à la proposition principale. Il s’agit souvent d’un participe composé mais 
l’auxiliaire être est omis. 

Exemple : 
Les cheveux lavés, Suzanne saisit le sèche-cheveux et les ciseaux.antériorité de l’action de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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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ition participiale : les cheveux ont été lavés avant que Suzanne saisisse le sèche-cheveux et les 
ciseaux. 

§ Le participe composé exprime pareillement l’antériorité de l’action de la proposition subordonnée 
par rapport à la proposition principale. La proposition participiale introduit une relation de cause à effet. 

Exemple : 
Le sèche-cheveux étant tombé en panne, Suzanne sécha ses cheveux avec une serviette.antériorité de 

l’action de la proposition participiale : le sèche-cheveux était tombé en panne avant que Suzanne ne se 
séchât les cheveux avec une serviette + cause : Suzanne sécha ses cheveux avec une serviette parce que le 
sèche-cheveux était tombé en panne. 

Formation 
La proposition participiale permet de créer une relation de subordination entre deux phrases. 
Exemple : 
Suzanne se lava les cheveux. Puis elle saisit le sèche-cheveux et les ciseaux. 
→ Les cheveux lavés, Suzanne saisit le sèche-cheveux et les ciseaux. 
§ Le participe présent est invariable, sa forme reste toujours la même. 
Exemple : 
Le sèche-cheveux soufflant de l’air très chaud,… 
§ Le participe passé a la même forme qu’au passif, il s’accorde en genre et en nombre avec son 

sujet. 
Exemples : 
Les cheveux lavés… 
La coiffure finie… 
§ Le participe composé se forme grâce au participe présent de l’auxiliaire avoir ou être suivi du 

verbe au participe passé. 
Exemple : 
Le sèche-cheveux étant tombé en panne,…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Juste 
Estimer à sa juste valeur ( convenable véritable) 
Une motre juste précise) 
Rendre une sentence juste (conforme au droit) 
Ce directeur est juste à l’égard de ses subordonnés. 
Élever 
Élever le niveau de vie de la population. (le porter plus haut) 
Des parents ont qui élevé six enfants.(assurer leur développement physique, intellectuel, moral) 
Élver des porcs et des moutons (assurer leur développement physique, les faire prospérer.) 
Autant (de)...que 
S’il a fait cela, je peux en faire autant. 
Il dit autant que moi. 
J’ai fourni autant de preuves qu’il était possible. 
Il a commis autant d’erreurs que nous. 
raisonnable 
On voit des enfants se conduire comme des personnes raisonnables. (sage) 
Un conseil raisonnable, une décision raisonnable 
Par rapport 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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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 étoiles nous paraissent très petites par rapport au Soleil. (par comparaison avec) 
Une journée marquée par un brillant exploit sportif. 
Fier, ère 
Depuis qu’il a fait fortune, il est devenu fier. 
Être fier de qn ou de qch. 
Il est fier de son fils. 
risquer 
En essayant de sauver un noyé, il risquait sa vie. 
Ne vous penchez pas par la fenêtre, vous risquez de tomber. 
davantage 
Si vous voulez en apprendre davantage, allez le voir lui-même. 
Il y a chaque année davantage de voitures dans les rues. (plus de ) 
membre 
membres du parti communiste chinois ( P .C.C.) 
pays membres de l’ONU (organis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econdaire 
jouer un rôle secondaire 
enseignement secondaire 
secteur secondaire 
cheter à des prix raisonnables (acceptable, modéré) 
4. Activités du FLE 
On discute la condition féminine en Chine. 
Jeu de l’oie du conditionnel passé.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bien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savent exprimer un regret ou une atténuation avec le conditionnel passé.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32：Leçon 32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subjonctif présent 
Emploi  
Le subjonctif présent exprime une action incertaine, non réalisée au moment où nous nous 

exprimons. 
Exemple : Je souhaite qu’il vienne en discuter. 
Remarque : Quand on emploie le subjonctif présent dans une proposition subordonnée, alors le verbe 

de la proposition principale est au présent de l’indicatif. 
Terminaisons  

Pronoms 1er groupe + aller 2e groupe 3e groupe 

que je / j’ -e mange -isse finisse -e parte 

que tu -es manges -isses finisses -es partes 



8467 

qu’il / qu’elle / 
qu’on 

-e mange -isse finisse -e parte 

que nous -ions mangions -issions finissions -ions partions 

que vous -iez mangiez -issiez finissiez -iez partiez 

qu’ils / qu’elles -ent mangent -issent finissent -ent partent 

Exemples :  
-Il faut que nous trouvions un refuge. 
- Je ne pense pas qu’il puisse arriver à l’heure.  
- Il faut qu’ils partent rapidement. / Je crains qu’il faille abandonner. 
Le subjonctif employé dans les propositions substantives 
Le subjonctif est le plus souvent utilisé dans des propositions subordonnées. 
> Après des verbes ou locutions verbales exprimant : 
>> un ordre, un souhait, un désir, une volonté, une défense : aimer que, attendre que, préférer que, 

demander que, défendre, vouloir que, désirer que, souhaiter que, vouloir que, exiger que… 
Exemples : 
Je préférerais que vous restiez chez vous. 
Il a très envie que vous l’accompagniez. 
Éric craint que sa présentation ne soit trop ennuyeuse. 
>> un sentiment (l’amour, la haine, la crainte, l’étonnement, la joie, le regret, la surprise…) : admirer 

que, aimer que, adorer que, apprécier que, craindre que, redouter que, détester que, déplorer que, s’étonner 
que… 

Il adore qu’on le complimente. 
Je crains qu’elle ne revienne jamais. 
Nous déplorons que vous ayez dû revenir le lendemain. 
Remarque: 
Notez que le verbe espérer que est suivi de l’indicatif. 
J’espère que tu iras mieux demain. 
>> une permission, un consentement, un refus, une attente, une recommandation, un empêchement, 

une obligation: accepter que, approuver que, désapprouver que, éviter que, refuser que, tolérer que, il faut 
que, il est nécessaire que, il importe que… 

Je ne peux tolérer que telle chose demeure impunie. 
Il refuse que tu ailles à cette soirée. 
J’accepte que vous assistiez à notre prochain entretien. 
Il faut que tu sois à l’aéroport à 8h demain matin. 
>> la possibilité, l’éventualité : il se peut que, il est probable que, il arrive que… Il se peut que nous 

devions remettre la réunion à plus tard. 
>> le doute: je doute que, je ne crois pas que… 
Je doute que tu sois la mieux placée pour lui dire ça. 
Remarque : 
Notez que les verbes et locutions « croire que », « être sûr que » et « penser que » sont suivies de 

l’indicatif. 
Je crois qu’elle a raison sur ce point. 
Je suis sûre qu’il ne reviendra jamais. 
Nous pensons tous que vous devez prendre des vac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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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ès la construction « cela + verbe » : cela m’arrange que, cela m’amuse que, cela me plaît que, 
cela m’inquiète que… 

Cela m’agace que vous soyez systématiquement en retard. 
Cela me rassure que nous ayons un peu plus de temps. 
>> après les locutions verbales faire que, faire en sorte que… 
Fais en sorte que l’on ne s’aperçoive pas de ton passage.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amuser 
Le cirque amuse les enfants. (distraire) 
inquiétude : état pénible, trouble causé par la crainte, l’incertitude. 
L’état du blessé m’inspire aucune inquiétude. (crainte, souci) 
Avoir beaucoup de sujets d’inquiétude. 
accueillir 
On accueillit assez froidement le nouveau venu. (recevoir) 
Accueillir qch (l’apprendre ou le recevoir en manifestant une certaine attitude) 
On a accueilli avec émotion l’annonce de d’attentat. (apprendre) 
Accueillant (e) 
Une maison accueillante 舒适的 
Une famille accueillante 好客的 
loger 
V.T. L’hôtel a logé les nouveaux arrivés à l’annexe de l’hôtel. (=installer) 
V.I. Loger rue du Bac (demeurer) 
Loger dans notre rue (résider) 
V.Pr. Il ne trouve aucun endroit où se loger. 
Convenir à qn, qch 
Il n’y a pas de doute que ce soit un moyen de transport qui convient aux gens pressés. 
Ce magasin vend des articles qui conviennent à toutes les bourses. 
Il convient de + inf. 
Il convient que = subj.(exprimer ce qui est requis par la situation, les bienséances, ce qui est 
souhaitable.) 
Il convient que chacun soit prudent pour éviter de graves inconvénients. 
= Il convient d’être prudent pour éviter de graves inconvénients. 
emmener 
C’était la première fois que sa mère l’emmenait en Allemagne. 
Il a emmené un livre pour se distraire pendant le trajet. (emporter) 
les assises 
passer devant les assises (être envoyé aux assises) 
le jury des assises l’a reconnu coupable. 
Juridictions pénales premier degré deuxième degré 
Tribunal de police 
Tribunal de correctionnel cour d’appel cour de cassation 
Tribunal d’assises 
( cour d’assises) 
interroger qn sur qch pour inf. 
Le juge interroge les inculpés sur le vol commis à la banque. (questio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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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aminateur interroge un condidat pour obtenir ses informations personnelles. 
méchant 
Je ne crois pas que cet homme soit méchant envers les faibles. (brutal) 
Un homme méchant (malveillant) 
battre 
Cet enfant est méchant, il bat ses camarades de classe. (frapper) 
Il faut battre le fer pendant qu’il est chaud. 
Se défendre (résister à une agression, à une attaque) 
Il s’est défendu à coup de fourche. 
naturel 
les phénomènes naturels 
les sciences naturelles 
Il est naturel que les deux partis en viennent à des négociations après une longue dispute de pouvoir. 
4. Activité du FLE 
Jeu de rôle devant la cour d’assises.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bien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comprennent bien le texte et connaissent la procédure en cour d’assises.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知识单元 33：Leçon 33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2. Grammaire 
Le subjonctif employé dans les propositions circonstancielles 
Le subjonctif s’emploie après certaines conjonctions de subordination ou locutions conjonctives 

exprimant : 
>> le temps : avant que (ne), en attendant que, jusqu’à ce que… 
Je resterai ici jusqu’à ce qu’il arrive. 
Nous irons nous promener en attendant qu’elle finisse son travail. 
Remarque : 
« Après que » est généralement suivi de l’indicatif. 
Après que nous sommes partis, ils ont commencé à tout ranger. 
Mais dans l’usage, on a tendance à l’utiliser suivi du subjonctif, de la même manière qu’« avant 

que ». 
Après que nous soyons partis, ils ont commencé à tout ranger. 
>> le but ou la crainte : afin que, à seule fin que, pour que, de telle sorte que, de manière que, de peur 

que, pour éviter que… 
Nous sommes restés éveillés toute la nuit de peur que le voleur ne revienne. 
Téléphone-lui maintenant pour éviter qu’elle se déplace inutilement. 
>> une cause présentée comme fausse : non que, ce n’est pas que… 
Ce n’est pas que je ne veuille pas rester, mais du travail m’attend chez moi. 
>> Une conséquence après une principale négative ou interrogative suivie de que ou après : pour que, 

trop (+ adj.) que, assez (+adj.) que, sans 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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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ne comprends pas que dans telle situation on puisse rester sans rien faire 
Elle est partie sans qu’il le sache. 
Le bus est déjà trop loin pour qu’il puisse le rattraper. 
>> la concession ou l’opposition : quoique, bien que, encore que, malgré que, si… que, sans que, 

tout…que 
Bien qu’il soit le plus grand, il est toujours le premier à faire des bêtises. 
Quelle que soit la motivation qui vous anime, demeurez patient. 
Si loin que vous soyez, nous pensons à vous. 
>> la condition : à condition que, pourvu que, en admettant que, à supposer que, supposé que, en 

supposant que, si tant est que, pourvu que… 
Je reste à condition que ce soit moi qui cuisine. 
En admettant qu’il ait raison, nous devrions rapidement appeler l’assurance. 
>> la comparaison : autant que, pour autant que… 
Pour autant que je sache, le coût de la vie en Irlande est très élevé. 
Le subjonctif employé dans les propositions relatives 
(1) Quand elle exprime une intention, un but (après les verbes chercher, demander, désirer, préférer, 

avoir envie). 
Exemple : 
Je cherche un appartement qui ait un grand balcon. 
Je n’ai pas encore trouvé cet appartement, mais je ne suis acheteur qu’à cette condition. La même 

phrase à l’indicatif aurait une autre signification : « Je cherche un appartement qui a un grand balcon » 
veut dire que cet appartement existe et que je cherche à le retrouver. 

(2) Quand elle exprime l’hypothèse, le souhait, la recherche, la crainte. 
Exemples : 
Je cherche un remède qui te guérisse efficacement. 
Je souhaite un métier qui me plaise. 
Je crains qu’il soit le seul qui puisse encore nous aider. 
(3) Quand l’antécédent (le terme complété par la relative) comporte un adjectif au superlatif relatif 

comme « le plus », « le moins », « le mieux » ou un mot semblable exprimant un degré extrême, la 
restriction, comme « le seul », « l’unique », « le premier », « le dernier ». 

La nuance exprimée par le subjonctif est l’appréciation subjective. 
Exemples : 
C’est l’épreuve la plus longue (superlatif) que nous ayons à subir. 
Elle est la seule (degré extrême) qui ait proposé son aide. 
(4) Quand la proposition principale exprime une négation ou une interrogation totale, ou une 

condition. 
Exemples : 
Je ne connais personne qui puisse en faire autant. (négation) 
Connaissez-vous quelqu’un qui puisse en faire autant ? (interrogation) 
Si vous connaissez quelqu’un qui puisse en faire autant, amenez-le moi ! (condition) 
(5) Souvent, quand la proposition qui contient l’antécédent est elle-même au subjonctif. 
Exemples : 
Je doute qu’il y ait encore quelqu’un qui le sache. 
Pourvu qu’il y ait quelqu’un qui le connaisse ! 
Le subjonctif employé dans les propositions indépendan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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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en que le mode subjonctif soit surtout employé en proposition subordonnée, on le trouve aussi 
utilisé en proposition indépendante. Comme son usage n’est pas, dans ces emplois, conditionné par le 
verbe d’une proposition principale ou par une locution conjonctive qui en commande l’emploi, la valeur 
modale du subjonctif apparaît alors clairement, c’est-à-dire celle d’un événement vu comme une 
possibilité. Cette valeur générale de possibilité jouera différemment selon les types d’emplois. On 
remarquera que la conjonction que, marque habituelle du subjonctif, est omise dans certains cas. 

Le subjonctif peut exprimer une injonction, c’est-à-dire un ordre, une interdiction ou une exhortation. 
Il remplace alors le mode impératif à la troisième personne du singulier et du pluriel. 

Exemples : 
- Qu’ils partent immédiatement! 
- Que personne ne sorte avant que l’on en ait donné l’autorisation. 
- Qu’elle dise ce qu’elle pense vraiment pour une fois. 
- Sache que les choses ne changeront pas. 
On emploie aussi le subjonctif en proposition indépendante pour exprimer un souhait ou un désir, 

puisque ce que l’on souhaite est une simple possibilité, les souhaits pouvant ou non se réaliser. 
Exemples : 
- Que le diable l’emporte! 
- Pourvu qu’il fasse beau pendant mes vacances. 
- Puissiez-vous goûter enfin la tranquillité que vous espérez. 
- Vienne la nuit sonne l’heure. (Apollinaire) 
 En raison de son caractère virtuel, le subjonctif peut exprimer une action que l’on refuse de voir se 

réaliser, que l’on ne veut envisager que possible et non réelle. Le subjonctif traduit ici de l’indignation. 
L’infinitif permet des emplois semblables. 

Exemples : 
- Que je fasse tout le travail, il n’en est pas question! (Faire tout le travail, il n’en est pas question!) 
- Qu’il parte sans elle, jamais! (Partir sans elle, jamais!) 
Enfin, puisqu’il est le mode de l’hypothèse, le subjonctif peut évoquer une action présentée comme 

hypothétique; la structure que + subjonctif équivaut alors à une structure si + indicatif. 
Exemple : 
- Qu’il revienne, et c’est moi qui pars. (équivalent à : S’il revient, c’est moi qui pars.)  
Le subjonctif passé 
Emploi  
Le subjonctif passé exprime une action incertaine, supposée réalisée au moment où nous nous 

exprimons. 
Exemple :  
Je ne crois pas qu’elle ait acheté ce véhicule. 
Remarque: Quand on emploie le subjonctif passé dans une proposition subordonnée, alors le verbe 

de la proposition principale est au présent de l’indicatif. 
Construction  
Le subjonctif passé est un temps composé : on utilise le subjonctif de l’auxiliaire être ou avoir et le 

participe passé du verbe à conjuguer. 
Exemples :  
- Il faut qu’ils soient partis avant midi.  
- Je doute qu’ils aient écrit ces lettres. 
Remarques :  



8472 

Avec les verbes pronominaux on emploie toujours l’auxiliaire être. 
Exemple : 
Je ne crois pas qu’ils se soient lavés. 
A la voix passive on utilisera l’auxiliaire être au subjonctif passé. 
Exemple :  
Je doute que tu aies été surpris par cette nouvelle. 
3. Langage et compréhension 
profiter à 
L’épargne profite à l’édification du pays. 
Des aliments qui profitent au malade. 
Bien mal acquis ne profite jamais. 
À moins que 
J’irais chez vous à moins que vous ne sortiez. 
A moins que vous ne soyez pris, nous vous invitons dimanche. 
Bien que 
Bien que le chauffage central fonctionne normalement, nous avons eu froid ces derniers jours de 
janvier. 
L’Union européenne 
Le Conseil européen 
Le Conseil des ministres 
Le parlement européen 
Les pays membres européens de l’original 15 des syndicats, sont respectivement France, Allemagne, 
Italie, Hollande, Belgique, Luxembourg, Danemark, Irlande, Angleterre, Grèce, Espagne, Portugal, 
Autriche, Finlande, Suède. Après le 1er mai 2004, l’union européenne a augmenté 10 pays membres, 
Pologne, Hongrie, Tchèque(捷克共和国), Slovaquie（斯洛伐克）, Estonie（爱沙尼亚，欧洲国家，

临波罗的海）, Lettonie（拉脱维亚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Lithuanie（立陶宛，波罗的海沿岸国
家）,Slovénie（斯洛文尼亚，中南欧国家）, Malte（马耳他，地中海中部岛国） et Chypre（塞浦路
斯，地中海东部岛国）. 

la capitale de l’union européenne: Bruxelles 
Le parlement: Strasbourg,France 
La monnqie de l’union européenne: euro 
4. Activités du FLE 
L’enseignant entame une discussion sur l’Union européenne. 
Jeu de l’oie du subjonctif. 
学习目标： 
1. Les apprenants maîtrisent bien la grammaire. 
2. Les apprenants comprennent bien le texte et connaissent les organisations européennes et des  
problèmes suscités au sein de l’Union européenne . 
作业： 
Les apprenants font les exercices de cette leçon. 
（二） 实践教学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践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Leçon 2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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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eçon 26 4  
3 Leçon 28 4  
4 Leçon 28 4  
5 Leçon 29 4  
6 Leçon 29 4  
7 Leçon 30 4  
8 Leçon 30 4  
9 Leçon 31 4  

10 Leçon 31 4  
11 Leçon 32 4  
12 Leçon 32 4  
13 Leçon 33 4  
14 Leçon 33 4  
15 复习 4  
16 考试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语一》、《法语二》、《法语三》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虚拟式、条件式 
难点：时态应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3. 通过丰富而有趣的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有益的法语氛围，使学生轻松掌握法语，做 
到听、说、读、写全面发展。 
4. 语法部分提纲挈领，重点突出，归纳总结，彼此之间形成有机联系。 
教学手段： 
1. 以精彩的多媒体课件为依托，集声音、图像、文字、动画为一体，将学生置于教学的中心

位置，使其在轻松愉悦中掌握知识。 
2. 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课堂互动，在教师、学生、教材和媒体之间形成立体的信息交流，

使学生通过新颖高效的语言输入与输出，自主理解、整合并建构知识体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实验室或设备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单独记学分的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闭卷考试为主，结合平时课堂表现和出勤率的评测方式。 
考核内容有： 
4． 课堂出勤占 10%  
5． 课堂表现占 10% 
6． 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教师在每一堂课的课前检查作业，讲解重点和难点部分，大部分内容由学生课后独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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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能够涵盖所有的法语知识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生动有趣。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薛建成编著，《大学法语简明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海燕等：《你好！法语》，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 
2. [法]卡佩勒，[法]吉东：《走遍法国》，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3. [英]布伦特 (C. J. Brumfit) 、约翰逊 (K. Johnson)：《交际法语言教学》, 上海：上 
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年。 
4. [法]卡朗：《罗贝尔法语大辞典》（法法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 
5. 王秀丽:《法语语言学教程》，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年。 
6. 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年。 
7. 茹克叶•穆罕默德 (编者)：《外语教学法》，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 
8. Annick Coatéval, Marie-Armelle Camussi-Ni, Comprendre la grammaire: Une grammaire à 

l’épreuve de la didactique du FLE, Paris, Pug, 2013. 
9. Brauer, M., Enseigner à l’université. Conseils pratiques, astuces, méthodes pédagogiques, Paris, 

Armand Colin, 2011. 
10. Brown G., & Atkins, M. Effective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London, Methuen, 1987. 
11. CUQ J.-P.，Une introduction à la didactique de la grammaire en français langue étrangères, Paris, 

Didier/Hatier, 1996. 
12. CUQ J.-P. et I. GRUCA, Cours de didactique du français langue étrangère et seconde, Grenob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2002.  
13. Martinet P., La Didactique des langues étrangères, Paris, PUF, 1996 (coll. « Que sais-je? ».)  
14. Martinet J., De la théorie linguistique à l’enseignement de la langu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2. 
15. Prégent R., Bernard H., & Kozanitis, Enseigner à l’université dans une approche-programme, 

Montréal, Presses internationales Polytechnique, 2009. 
16. Roulet E., Langue maternelle et langues secondes : vers une pédagogie intégrée, Paris, 

Crédif-Hatier, 1980. 
执笔：赵静静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5月 30日 

 

德语 (三) 
German 3 

课程号：40800097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中国政法大学英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大纲的教学对象是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

院英语系三年级的学生。他们通过两个学期的德语学习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德语语法和词汇，具备听

说读写的基本技能和较强的语言交际能力。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继续加强学生的阅读能力，同时继续训练学生的听、说、读、写、译能力。学生通过借助

词典及其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可以阅读原版德语资料及书刊，并能进行一般的口头和书面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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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习语言知识的同时要求学生掌握德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知识，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
合； 

3、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以德语（二）所规定的各项要求为起点，在对读、听、说、写、译等各项单

项技能提出进一步要求的同时，强调培养学生的综合技能，继续加强语言技能训练，扩充语言知识

和德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知识，为学生进一步提高德语的理解和表达水平打下坚实的基础，也为有志

于参加德语水平考试的同学提供相应的辅导。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主要涉及下列几种技能的培养和训练。共 64课时，每周 4课时。 
1. 语法： 
要求掌握主从复合句的结构和成分（II）；掌握不定式和分词的基本用法；能识别、应用语篇

中的前指和后指成分。 
2. 词汇： 
语汇部分要求复用式掌握 300 词，累计数 1100 词，领会式掌握 300词，累计数掌握 650，共

计 1750词。 
3. 阅读能力： 
能借助词典读懂难度与课文相当的文章。略读速度为每分钟 40－50 个单词，细读速度为每分

钟 25－30个单词， 理解准确率不低于 80％。 
4. 听的能力： 
要求能听懂题材熟悉、结构简单、生词一般不超过 2%的听力材料的主要内容及重要细节（约

100词/分）。学会简单的日常会话，能简要回答就课文内容所提出的较为复杂的问题。 
5. 说的能力：  
能进行一般的日常会话，并能就课文内容进行回答和复述。 
6. 写的能力： 
能就熟悉的题材，根据提示在半小时内写出 80单词左右的短文，能写出结构较为复杂的句子，

并能联句成段，内容连贯，无重大语法错误。 
7. 译的能力： 
能借助词典将难度略低于课文的短文译成汉语。理解正确，译文达意。能借助词典将一般内容

的汉语单句或短文译成德语，理解正确，译文达意，无重大语法错误。 
知识单元 1：Feste und Feiertage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Woche 1 
Übersicht 
Einführung 
Text: Feste und Feiertage in Deutschland 
Lesen und übersetzen 
Übungen 
TÜ1—TÜ5 
Grammatik: 代副词和被动态（II） 
I．代副词 
代副词是一种具有代词作用的副词，它可分为指示代副词和疑问代副词 
指示代副词 疑问代副词 
da+(r)Präp. wo+(r)Präp. 
用法：A.指示代副词可用来指代前面某一句子成分或整个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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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指示代副词还可以用来指代后面的从句或带 zu的不定式结构； 
      C.疑问代副词可作为疑问副词用来提问。 
注：①指示代副词不能用来指代人。指代人须用“介词+人称代词”； 
    ②疑问代副词不能对人进行提问。对人进行提问须用“介词+疑问代词”。 
II．被动态 II 
1) 无人称被动态 
有少数不及物动词可以构成无人称被动态。无人称被动态用 es作形式主语，反语序中 es省略。 
动词+介词 Es+werden+(etw.)+P.II （现在时） 
Es+wurden+(etw.)+P.II  (过去时) 
(etw.)+ werden+P.II    （现在时） 
(etw.)+ wurden+P.II     (过去时) 
动词+D  
动词+adj.  
+G  
2) 状态被动态 
如果要表示一个动作或过程结束后留下的状态或结果，用状态被动态。状态被动态只用两个时

态，即现在时和过去时。 
现在时 sein(现在时人称变位形式)+ P.II 
过去时 war(人称变位形式)+P.II 
Übungen 
GÜ1—GÜ8 
Intention 
Intentionen: 表达节日的祝愿（Glückwunsche zu Festen und Feiertage äußern） 
Hörverstehen: Advent, Advent, ein Lichtlein brennt 
Leseverstehen: Chinesische traditionelle Feiertage 
学习目标： 
1. 了解与德国节假日有关的主题内容。 
2. 掌握被动态的表达方式。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2：Wünsche und Sorgen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Woche 2 
Einführung 
Übersicht 
Einführung 
Text: Brief an die Bewohner der Erde 
Übungen 
Grammatik: 第二虚拟式（Konjunktiv II） 
I.第二虚拟式 
过去完成时虚拟式（只对过去发生的虚拟） 
hätte / wäre (人称变位形式) +  P.II 
过去时虚拟式(对现在和将来的虚拟) 
würde（人称变位形式）+  Inf. 



8477 

注： 
①规则变化动词的过去虚拟式形式和直陈式过去时形式完全一致； 
②不规则变化动词的过去虚拟式形式由动词过去时词干（a,o,u 须变音）加虚拟式人称词尾构

成。 
würde③ 加动词不定式的形式通常用来代替第二虚拟式中和其直陈式过去时形式完全相同的规

则变化动词和多数不规则变化动词。 
用法：A.非现实愿望句 
非现实愿望句用 wenn引导。句中常用 doch,nur等来加强语气，并在句末用感叹号；在非现实

愿望句中，可省去 wenn，直接用动词开头。 
B.非现实条件句 
在非现实条件句中，从句用 wenn引导，如从句在前，可省去 wenn,用动词开头。 
C.时间表达 
在非现实愿望从句和非现实条件句中，用虚拟式过去时表达现在或将来；用虚拟式过去完成时

表达过去。 
D.非现实的比较 
如：Es tat so,als ob er nicht wüsste.（他假装不知道） 
Es sah so aus,als ob er betrunken/blau wäre.= Es sah so aus,als wäre er betrunken. 
Übungen 
Intentionen: 表达愿望和忧虑（Wünsche und Sorgen ausdrücken） 
Hörverstehen: Wenn ich an der Macht wäre, würde ich .... 
Leseverstehen: Wünsche an den Weihnachtsmann 
学习目标： 
1. 了解与愿望和忧虑有关的主题内容。 
2. 掌握第二虚拟式的用法。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3：Liebe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Woche 3 
Einführung 
Text: Liebesgedichte 
Übungen 
Intention: Vermutungen ausdrücken(1) 
Irreales vergleichen 
Hörverstehen: Ein Telefongespräch 
Leseverstehen: Plötzlich hat es “klick” gemacht 
Grammatik: I. Irrealer Vergleichssatz mit “als ob” 
II. Relativsatz mit “was” und “wer” 
III. Modalsatz mit “indem” oder “dadurch, dass…” 
I. Irrealer Vergleichssatz（非现实比较从句） mit „ als ob “  

„ als ob “ + ...... +Konjunktiv II als + Konjunktiv II + ...... 
z.B: 
Es scheint, als ob alles nur ein schöner Traum wäre.  Es tut so, als ob er nichts davon gehört hätte 
Es scheint, als wäre alles nur ein schöner Traum .    Es tut so, als hätte er nichts davon gehö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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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e sieht nur so aus, als ob sie verliebt wäre.        Es sieht nur so aus, als ob er regnen würde. 
Sie sieht nur so aus, als wäre sie verliebt .          Es sieht nur so aus, als würde er regnen. 
II.Relativsatz（关系从句） mit „ was “ und „ wer “ 
1.Relativsatz mit „ was “ 
                     N . was          当先行词为 das, alles, etwas, nichts, vieles,  
„ was “               G . dessen        einiges及名词化的形容词最高级时，关系代 
                     D . dem          词可用 „ was “。 
                     A . was             
z.B: 
Liebe ist das, was du nicht beschreiben kannst. 
Liebe ist alles, was dich glücklich macht. 
Liebe ist das Schönste, was ich erlebt habe. 
Was dir gefällt, (das) gefällt mir auch. 
Was ich gedacht habe, (das) hast du geschrieben. 
Was ich nicht weiß, (das) macht mich nicht heiß. 
2. Relativsatz mit „ wer “ 
                      N . wer            
„ wer “                G . wessen          
                      D . wem 
                      A . wen 
Wer einen anderen Menschen liebt, der hört auf, nur an sich zu denken. 
Wer zu viel arbeitet, dem fehlt die Zeit, sich auszuruhen. 
Wer zu spät kommt, den bestraft der Lehrer. 
Wen ich einmal gesehen habe, den vergesse ich nie. 
Wem das Gedicht gefällt, der kann es auswendig lernen. 
III.Modalsatz（情况状语从句） mit „ indem “/„ dadurch, dass... “ 
Liebe wächst, indem man Schwierigkeiten gemeinsam überwindet.   Wie? 
Indem man Schwerigkeiten gemeinsam überwindet, wächst Liebe   Auf welche Weise? 
Liebe wächst dadurch, dass man Schwierigkeiten gemeinsam überwindet.     Wie? 
Dadurch, dass man Schwierigkeiten gemeinsam überwindet, wächst Liebe.   Wodurch? 
Übungen 
Vokabeln 
学习目标： 
1. 了解与爱情有关的主题内容。 
2. 掌握非现实比较句，was 和 wer 引导的关系从句以及 indem和 dadurch, dass引导的情况

状语从句。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4：Mode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Woche 4 
Einführung 
Text: Modeberatung 
Üb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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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ion: Komplimente machen und darauf reagieren 
Hörverstehen: Was ist Mode? 
Leseverstehen: Levi Strauss und die Erfindung der Jeans 
Grammatik: I. Der Konjunktiv II zum Ausdruck der Höflichkeit 
II. Der Gebrauch von “es” 
I.第二虚拟式用于礼貌表达 
Mit dem Konjunktiv II kann man Bitten, Fragen, Ratschläge und Wünsche höflich ausdrücken. z.B:  

Könnten Sie mir bitte ein paar Tipps geben? 
Dürfte ich Sie um Hilfe/um einen Rat bitten? 
Wären Sie so freundlich, mir einen Tee zu bringen? 
Sie sollten einen guten Gesamteindruck machen. 
An Ihrer Stelle würde ich den grauen Anzug kaufen. 
Wir würden uns über Ihren Besuch freuen. 
Würde es Sie stören, wenn ich rauchen?—Es wäre besser, wenn Sie hier nicht 
rauchen. 

Bitten 
Fragen 

Ratschläge 
Wünsche 

Was wünschen Sie? —Ich hätte gern eine Krawatte. 
Ich würde mich sehr freuen, wenn Sie mal nach Xi’an kommen könnten. 
如果您能来西安，我很高兴。 
Hätten Sie Zeit für mich? 
能占用您一点时间吗？ 
II. „ es “的用法 
1. „ es “作代词、无人称动词的主语、在一些固定搭配中、以及作形式宾语时，不可以省略。 
z.B: Das Kleid steht Ihnen gut. Es ist wunderschön. 
Das Kleid ist schmutzig. Ich wasche es. 
Die Leute lesen Zeitungen. Ich tue es auch. 
Es regnet. Es schneit. Es donnert. Es blitzt.            
Es ist kalt. Es wird warm. Es bleibt stürmisch.   
Es klopft. Es klingelt.       
Es tut mir Leid. 
Wie spät ist es? Es ist 10 Uhr. 
Wie geht es dir? Es geht mir gut. 
Was gibt es heute im Fernsehen? Es gibt einen Spielfilm. 
Worum handelt es sich? Es handelt sich um eine Liebesgeschichte. 
Worum geht es? Es geht um alles oder nichts. 
Er hat es eilig. 
Sie hat es schwer. 
Wir haben es nicht leicht. 
2. „ es “ ①作为占位词，为了强调后面的真实主语；②作为关联词，位于主语或宾语的位置上，

引出从句或不定式短语；③作为无人称被动态的形式主语时，可以省略。 
z.B:  Es arbeiten hier zwei deutsche Lehrer.        Zwei deutsche Lehrer arbeiten hier. 
Es ist schön, dass du kommst.              Dass du kommst, ist schön. 
Es wäre besser, hier nicht zu rauchen.        Hier nicht zu rauchen, wäre besser. 
Es wird hier getanzt.                      Hier wird getanzt. 

Infinitiv Partizip I(P.I=Inf.+d) 

singen sing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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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initiv Partizip I(P.I=Inf.+d) 

singen singend 
lachen lachend 

sinken sinkend 

studieren studierend 

 „ es “ 的缩写形式 
Ich bin es.       Ich bin’s. 
Ich tue es.        Ich tu’s. 
Wie geht es dir?                   Wie geht’s dir? 
Wie wäre es mit einem Tee?         Wie wär’s mit einem Tee? 
Übungen 
Vokabeln 
学习目标： 
1. 了解与爱情有关的主题内容。 
2. 掌握非现实比较句，was 和 wer 引导的关系从句以及 indem和 dadurch, dass引导的情况

状语从句。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5：Jugendliche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Woche 5 
Einführung 
Text: Jugend 2002 
Übungen 
Intention: etwas begründen 
Hörverstehen: Jugend ist … 
Leseverstehen: Das Handy: Kommunikationsmittel und Statussymbol 
Grammatik: I. Partizip I 
II. Partizip II 
I. Partizip I. 
①第一分词具有主动的意义，与句子动词的时态一致；②第一分词与 adj一样有性、数、格的

变化（P.I 作定语）；③反身动词的 P.I 作定语时，反身代词不变格要保留；④关系从句改为分词作
定语的重要条件为引导的关系从句的关系代词必须是 N或 A； P.I⑤ 作说明语；⑥作形容词补足语；

⑦作名词时要按形容词词尾变格，性与自然性一致，中性一般指事物。 
z.B:  singende Männer (Männer, die singen) 
lachende Frauen (Frauen, die lachen) 
Das laut schreiende Kind,sitzt am Boden.(Das Kind, das laut schreit, sitzt am Boden.) 
Er kommt singend nach Hause.(Er kommt nach Hause und singt) 
Sie sitzt lachend vor dem Fernseher.(Sie sitzt vor dem Fernseher und lacht.) 
Studierende lernen an der Universität. (P.I als Nomen) 
II. Partizip II 
1. 及物动词的第二分词作定语，具有被动的含义，一般可改为关系从句； 
2. 用 sein构成完成时的不及物动词表示已经结束的动作，则可作定语，具有主动和完成的意义； 
3. 用 sein构成完成时但不是表示已经结束的动作，其第二分词加上进一步的修饰限制则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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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表示结束的意义，可以作定语（注：用 haben构成完成时的不及物动词的第二分词不能作定语，
例如：geantwortet, geholfen, stattgefunden, gelebt, geweint, teilgenommen）; 

4. 反身动词只有表示已经结束的状态时才能改成第二分词； 
5. 第二分词可作说明语，形容词补足语（形容词），名词； 
6. 第二分词可独立使用，一般表示命令或要求；⑦反身动词的第二分词，反身代词要省略。 
z.B: Der ins Deutsche übersetzte Text ist ein Zeitungsbericht. 
(Der Text, der ins Deutsche übersetzt worden ist, ist ein Zeitungsbericht) 
Die besser gebildeten Jugendlichen interessieren sich für Politik. 
(Die Jugendlichen, die besser gebildet sind, interessieren sich für Politik.) 
Die heute angekommenen Gäste sind aus Deutschland. 
(Die Gäste, die heute angekommen sind, sind aus Deutschland) 
Die Befragten sind im Alter von12 bis 25 Jahren. (P.II als Nomen) 
Übungen 
Vokabeln 
学习目标： 
1. 了解与德国青年有关的主题内容。 
2. 掌握第一分词和第二分词的用法。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6：Freizeit in Deutschland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Woche 6 
Einführung 
Text: Über das Vereinsleben in Deutschland — Ein Bericht von Zhang Min 
Übungen 
Intention: etwas indirekt wiedergeben, was andere sagen 
Hörverstehen: Dürfen Jugendliche ihre Freizeit selber planen? 
Leseverstehen: Schulsport 
Grammatik: Konjunktiv I 
Konjunktiv I 

 sein haben werden können kommen machen 
ich sei hätte würden könne käme(würde kommen) würde machen 

du sei(e)st habest werdest könnest 
kämest(würdest 

kommen) 
würdest machen 

er\sie\es sei habe werde könne komme mache 
iht seiet habet würdet könnet kommet machet 

wir\sie\Sie seien hätten würden könnten 
kämen(würden 

kommen) 
würden machen 

第一虚拟式，表示转述，用于书面语。ich\wir\sie\Sie的第一虚拟式与直陈式相同，为了区别，
可用二虚动词代替一虚动词或用 würden+ Inf代替动词第一虚拟式。 

1. 现在时： 直接引语转为间接引语 
直接引语：Zhang sagt: „ Ich mache ein Interview“ 
 „ Ich komme bald nach Shanghai“ 
间接引语：Zhang sagt, er mache ein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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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 komme bald nach Shanghai. 
2.现在完成时、过去时、过去完成时：直接引语转为间接引语 

sein\haben 的第一虚拟式    +    P.II 
直接引语：Zhang sagt: „ Wir haben ein Interview gemacht“. 
„ Ich bin vor drei Tagen nach Shanghai gekommen“. 
间接引语：Zhang sagt, sie hätten ein Interview gemacht“ 
er sei vor drei Tagen nach Shanghai gekommen. 
3.将来时：直接引语转为间接引语 

 werden 的第一虚拟式    +    Inf. 
直接引语：Zhang sagt: „ Ich werde nach Shanghai kommen.“ 
 „ Ich werde ein Interview machen.“ 
间接引语：Zhang sagt, er werde nach Shanghai kommen. 
er werde ein Interview machen.： 
Übungen 
Vokabeln 

„（an）statt dass“ 
(主从句主语一致或不一致时) 

选 
择 
从 
句: 

„（an）statt ...zu + Inf.“ 
（主从句主语必须一致） 

由此引导的情态状语从句含有否定的意

义，从句的动作未发生，而被主句动作替

代，含义为：不...而...。 

„ohne dass“  
(主从句主语一致或不一致时) 

排 
除 
从 
句 

„ohne ...zu + Inf.“  
（主从句主语必须一致） 

由此引导的情态状语从句含有否定的意

义，说明从句中的动作并没有像期待的一

样伴随主句中的动作一起发生。 

学习目标： 
1. 了解与德国业余生活有关的主题内容。 
2. 掌握第一虚拟式的用法。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7：Studieren in Deutschland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Woche 7, Woche 8 
Einführung 
Text: Ein Bewerbungsschreiben 
Übungen 
Intention: Beim Vorstellungsgespräch über sich selbst erzählen 

 Direkte Rede Indirekte Rede 

一般疑问句 
Zhang fragt Karin: „ Kannst du mir helfen?“ Zhang fragt Karin, ob sie ihm 

helfen könne. 

特殊疑问句 
Zhang fragt Karin: „ Wo treffen wir uns?“ Zhang fragt Karin, wo sie sich 

treffen würden. 

针对 du的命
令句 

Zhang sagt zu Karin: „ Geh in der Sprechstunde 
zu deinem Professor?“ 

Zhang sagt zu Karin, sie solle in 
der Sprechstunde zu ihrem 
Professor gehen. 

针对 Sie 的 Zhang bittet Herrn Berger: „ Erzählen Sie mir Zhang bittet Herrn Berger,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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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句 bitte etwas über Ihren Verein?“ möge ihm etwas über seinen 
Verein erzählen. 

Hörverstehen: Ein paar Semester im Ausland studieren – warum? 
Leseverstehen: Hochschulen in Deutschland 
Grammatik: I. Nebensätze mit “ (an)statt dass” und “ohne dass”, 
Infinitivkonstruktionen “ (an)statt …zu” und “ohnen…zu” 
II. “brauchen” als Modalverb 
I．Nebensätze（主句与从句中的主语一致的情况下，可以构成不定式结构） 
z.B: 
Zhang will in Deutschland studieren, statt dass er sein Studium in China abschließt. 
Zhang will in Deutschland studieren, statt sein Studium in China abzuschließen. 
Chen will in Deutschland studieren. Sie hat keinen Deutschkurs besucht. 
Chen will in Deutschland studieren, ohne dass sie einen Deutschkurs besucht hat. 
Chen will in Deutschland studieren, ohne einen Deutschkurs besucht zu haben. 
Chen ist früher gegangen. Die Freunde haben es nicht bemerkt. 
Chen ist früher gegangen, ohne dass die Freunde es bemerkt haben. 
II. „brauchen“的情态用法 

nicht/kein brauchen + zu  不必 
 z.B: Du musst nicht alles lesen. = Du brauchst nicht alles zu lesen 

Sie müssen morgen nicht kommen. = Sie brauchen morgen nicht zu kommen. 
Du musst keine Bücher kaufen. = Du brauchst keine Bücher zu kaufen. 
Ich muss keinen Ausweis mitnehmen. = Ich brauche keinen Ausweis mitzunehmen. 

brauchen + nur +zu  只需 
z.B: Sie müssen (nur) auf den Knopf drücken, dann geht die Tür auf. 
= Sie brauchen nur auf den Knopf zu drücken, dann geht die Tür auf. 
Du musst (nur) eine Mail schreiben, dann bekommst du die Information. 
= Du brauchst nur eine Mail zu schreiben, dann bekommst du die Information. 
Übungen 
Vokabeln 
学习目标： 
1. 了解与在德国上大学有关的主题内容。 
2. 掌握(an)statt dass” und “ohne dass”的用法以及不定式的替代形式。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8：Familie und Gesellschaft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Woche 9, Woche 10 
Einführung 
Text: Wand an Wand 
Übungen 
Intention: I. Vermutungen ausdrücken (II) 
II. Distanziert von etwas berichten 
Hörverstehen: Drei verschiedene Lebensformen 
Leseverstehen: Zwischen Kind und Karri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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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matik: I. Modalverben und “werden” zur subjektiven Aussage 
II. Futur II 
I．情态动词及将来时用于推测 
1. 猜测，推测                                                  可能性 
müssen（肯定）                   bestimmt/ganz sicher/mit Sicherheit  hoch 
müssten (非常有可能)               sehr wahrscheinlich 
dürften（很有可能）                wahrscheinlich/wohl 
werden将来时（很有可能）         wahrscheinlich/wohl 
könnten（也许，可能）             möglicherweise/vielleicht 
können（也许，可能）             möglicherweise/vielleicht  
mögen（估计，常与数字连用）      möglicherweise/vielleicht         niedrig 
z.B: Tatsache: Frau Schulz ist im Büro. 
Sie muss im Büro sein.=Sie ist bestimmt/ganz sicher/mit Sicherheit im Büro. 
Sie wird wohl im Büro sein.= Sie ist wahrscheinlich/wohl im Büro. （将来时也可表示猜测） 
注： dürfen① 只用过去式虚拟式(dürften)表推测； 
②如果猜测的事情已经过去，要用第二不定式。 

Modalverb + P.II + sein/haben 
z.B:Sie muss im Büro sein.(Gegenwart)   Sie muss im Büro gewesen sein.(Vergangenheit) 
Sie mag lange arbeiten.(Gegenwart)   Sie mag lange gearbeitet haben. (Vergangenheit) 
2.Distanzierter Bericht 

Ich habe gehört, dass Frau Schulz krank ist. 
Ich habe erfahren, dass Frau Schulz krank war. 
Man sagt, dass Frau Schulz gewesen ist. sollen 

表示说话的人转述他人说的话，

对其真伪不作评论，如据说的意

思。 
Frau Schulz soll krank sein. 
Frau Schulz soll krank gewesen sein. 
Herr Schulz behauptet, dass er der beste Ehemann ist. 
Herr Schulz behauptet, dass er der beste Ehemann war. 
Herr Schulz behauptet, dass er der beste Ehemann 
gewesen ist. 

wollen 

表示说话的人转述他人说的话，

对其所说的话常有不信任与怀

疑之意，如声称，自称的的意思。 

Herr Sculz will der beste Ehemann sein. 
Herr Schulz will der beste Ehemann gewesen sein. 

 II.Futur II （第二将来时） 
werden + P.II + haben/sein 

z.B: Frau Schulz wird morgen um 6 Uhr bei ihrer Mutter angekommen sein. 
Die Kleins werden morgen alles über Frau Schulz erfahren haben. 
Gebrauch: 描述在将来要完成的动作或事件，该时态用得极少，往往用现在完成时替代。 
Übungen 
Vokabeln 
学习目标： 
1. 了解与德国的家庭和社会有关的主题内容。 
2. 掌握。情态动词的主观用法及第二将来时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9：Gesunde Ernährung 
参考学时：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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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Woche 11, Woche 12 
Einführung 
Text: Vollwertig essen und trinken – Die 10 Regeln der DGE 
Übungen 
Intention: Bedingungen ausdrücken 
Hörverstehen: Essen Sie gern Schokolade? 
Leseverstehen: Fastfood 
Grammatik: I. Vergleichssätze 
II. Negation 
I． 比较从句 
1. Vergleichssätze mit „ je...desto/um so...“(越...越...) 

„ je “+ Komparativ ... , „ desto/um so + Komparativ...“ 
  

 Nebensatz Hauptsatz 
Je mehr man isst, desto/um so dicker wird man. 
Je vielfältiger die Speisen sind, desto/um so gesünder sind sie. 

2.Vergleichssätze mit„ wie “ und „ als “ 
与...相比一样用„ wie “；与...相比更...用„ als “ 
z.B:Das Essen schmeckt uns genau so gut, wie wir das erwartet haben. 
Das Essen schmeckt uns besser, als wir das erwartet haben. 
II．Negation 
1.否定整个句子： 
a) vor dem zweiten Teil des Verbs(情态动词与另一个动词不定式连用时，位于另一个动词前) 

Wir wollen das Essen probieren. 
Er darf  

nicht 
rauchen. 

b) am Ende des Satzes（位于句末） 
Das Essen hier schmeckt mir  
Ich empfehle das Restaurant 

nicht. 

c) bei trennbaren Verben vor dem Präfix und dem PII.（位于可分前缀和过去分词前） 
Er gibt den Alkohol auf. 
Er hat den Alkohol 

nicht 
aufgegeben. 

d) vor Präpositionalergänzung（位于介词补足语前） 
Er achtet im Urlaub auf seine Ernährung. 
Sie achtet im Urlaub 

nicht 
auf ihr Gewicht. 

e) vor qualitativen Ergänzungen（位于数量补足语前） 
Er isst viel Obst. 
Er isst 

nicht 
viel Fleisch. 

2.否定句子成分 
nicht 放在想否定的词前面。 
Ich habe das Kochbuch nicht geschenkt, sondern geliehen. 
Heute Abend kochen nicht wir, sondern unsere Freunde. 
Ich lese heute nicht das Buch über Diät, sondern eine Modezeitschrift. 
3.冠词、代词、副词的否定 

ein(e)s     kein(e)s Ich esse morgens ein Müsli, aber kein Ob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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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en wir noch ein Brot? ---Nein, wir haben keins mehr. 
-          kein/e Haben wir noch Milch?---Nein, wir haben keine mehr. 
alles        nichts Ist schon alles da?---Ja,uns fehlt nichts. 
etwas       nichts Hast du schon etwas gegessen?---Nein, noch nichts. 
jemand    niemand Raucht hier jemand?---Nein, hier raucht niemand. 
immer   nie/niemals Ich esse immer in der Mensa. Und du?---Ich esse nie in der Mensa. 

Übungen 
Vokabeln 
学习目标： 
1. 了解与健康饮食有关的主题内容。 
2. 掌握比较从句以及句子的否定用法。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10：Umweltschutz und ich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Woche 13 
Einführung 
Text: Umwelttipps 
Übungen 
Intention: Ratschläge geben 
Hörverstehen: Was machen wir mit dem Plastikbechermüll? 
Leseverstehen: Müll vermeiden – aber wie? 
Grammatik: I. Das Verb “lassen” 
II. Das Perfekt der Modalverben 
I. Das Verb „ lassen “ 
1. „ lassen “ als selbeständiges Verb.( „ lassen “作为独立实义动词) 

意义 现在时:  lassen + A 
完成时: haben + P.II 

(gelassen) 
mit etwas aufhören 
 停止做... 

Lass das endlich. 
（算了吧，别干了！） 

Sie hat das endlich 
gelassen. 

einen Zustand nicht 
verändern 不去改变某种
状态，既保持那种状态 

Wir lassen die Koffer vor 
der Tür. 

Wir haben die Koffer vor 
der Tür gelassen. 

jm. erlauben, irgendwohin 
zu gehen 允许某人去... 

Das Kind lässt die Katze ins 
Haus. 

Das Kind hat die Katze ins 
Haus gelassen. 

2. „ lassen “ 的情态用法，“表示“让、使、叫...” 
a)Präsens（现在时） 

lassen   +    Inf. 
z.B: Die Eltern lassen ihren Sohn spielen. 
Der Patient lässt (mich) seinen Laptop holen. 
b)Perfekt（现在完成时） 

haben  +   Inf.   +   
lassen 

z.B: Die Eltern haben ihren Sohn spielen la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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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Patient hat (mich) seinen Laptop holen lassen. 
c)从句形式 

Ich weiß,dass...haben + Inf.+ Inf. 
z.B: Ich weiß, dass die Eltern ihren Sohn haben spielen lassen. 
Ich weiß, dass der Patient einen Laptop hat holen lassen. 
II.情态动词的现在完成时 
1.当情态动词为独立动词时 

haben + 情态动词的
P.II 

2.当情态动词与其他动词组合时 
haben + Inf. + 
Inf. 

z.B:Er hat das tun wollen.---Ich weiß, dass er das hat tun können. 
Übungen 
Vokabeln 
学习目标： 
1. 了解与环保有关的主题内容。 
2. 掌握动词 lassen的用法以及情态动词的现在完成时的形式和用法。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11：Der dritte Lebensabschnitt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Woche 14 

    Einführung 
Text: Das Seniorenstudium 
Übungen 
Intention: Interesse ausdrücken 
Hörverstehen: Ein Märchen von den Brüdern Grimm 
Leseverstehen: Schiwiegermutter und Schwiegertochter 
Grammatik: I. Passiv 
II. Passiversatzformen 
I.Passiv （被动态强调的是行为，主动态强调的是人、行为主体） 
1.Vorgangspassiv过程被动态 

时态 形式 例句 
Präsens werden+P.II Der Text wird übersetzt. 

Präteritum wurde+P.II Der Text wurde übersetzt . 
Futur werden+P.II+werden Der Text wird übersetzt werden. 

Perfekt sein+P.II+worden Der Text ist übersetzt worden. 
Plusquamperfekt war+P.II+worden Der Text war übersetzt worden. 

Futur II werden+P.II+worden+sein Der Text wird übersetzt worden sein. 
2.Zustandspassiv状态被动态 

Tempus 形式 例句 
Gegenwart sein+P.II Der Text ist übersetzt. 

Vergangenheit war+P.II Der Text war überset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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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Ich schließe die Tür. --- Die Tür wird geschlossen.（过程被动态） 
Ich kann nicht durch die Tür gehen, denn die Tür ist geschlossen.（状态被动态） 
（Es beschreibt, dass die Tür jetzt gerade geschlossen ist. Wir wissen nicht, wer es wann geschlossen 

hat. Wir wissen nur, dass sie jetzt geschlossen ist.） 
II.Passiversatzfomen. （被动态的替代形式） 

sein+Adjektiv auf „ bar “ 
sich lassen +Inf. 

=können +P.II +werden 

sein(bleiben) +zu +Inf. =können/müssen/sollen+ P.II +werden 
z.B: Der Text ist übersetzbar.= Der Text kann übersetzt werden.  
Die Uhr ist reparierbar. = Die Uhr kann repariert werden. 
Der Text lässt sich übersetzen.= Der Text kann übersetzt werden. 
Die Uhr lässt sich reparieren. = Die Uhr kann repariert werden. 
Der Text ist zu übersetzen.= Der Text kann/muss/soll übersetzt werden. 
Die Uhr ist zu reparieren. = Der Text kann/muss/soll übersetzt werden. 
Übungen 
Vokabeln 
学习目标： 
1. 了解与德国老年生活有关的主题内容。 
2. 掌握被动态用法以及被动态的替代形式。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12：Städte und Häuser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Woche 15 
Einführung 
Text: Die Stadt Berlin 
Übungen 
Intention: Die Lage eines Ortes beschreiben 
Hörverstehen: Bauwerke machen Geschichte 
Leseverstehen: Die Stadt Shanghai 
Grammatik: Funktionsvergefüge 
Funktionsverbgefüge （功能动词） 
Das Verb nennt man Funktionsverb, weil es in dieser Verbindung seine Bedeutung ganz oder zum 

Teil verloren und nur noch eine grammatische Funktion hat. 
Funktionsverbgefüge Einfaches Verb 
(einen) Einfluss(auf jn./etw.) ausüben对...产生
影响 

(jn./etw.)beeinflussen 

etw.zum Abschluss结束 etw. abschließen 
etw. zu Ende结束 etw. beenden 
etw. zum Ausdruck表达 etw. ausdrücken 
etw. in Ordnung整理 

bringen 

etw. ordnen 
eine Entwicklung发展 sich entwickeln 
eine Veränderung改变 

erfahren 
sich verändern 

Anerkennung 得到 finden anerkannt we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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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 
Verwendung 得到
利用 

verwendet werden  

ein Gespräch(mit jm) führen与...谈话 (mit jm) sprechen 
jm eine Antwort给...答复 jm antworten 
jm eine Erlaubnis允许 jm erlauben, etw. zu tun 
jm einen Rat给...建议 jm raten, etw. zu tun 
jm Unterricht授课 

geben 

jn unterrichten 
in Erfüllung实现 erfüllt werden  
zu Ende结束 

gehen 
beendet werden  

zum Ausdruck表达 ausgedrückt werden 
zum Abschluss 结
束 

kommen abgeschlossen werden  

jm Hilfe leisten帮助 jm.helfen 
einen Besuch bei jm.拜访 jn besuchen 
jm einen Vorschlag建议 

machen 
jm etw. vor/schlagen 

Abschied(von jm.) nehmen与...道别 sich(von jm)verabschieden 
etw. in Empfang nehmen接收 etw. empfangen 
unter Kontrolle检查 kontrolliert werden  
unter Schutz保护 

stehen 
geschützt werden 

eine Frage (an jn )
向...提问 

(jn) fragen 

etw. zur Diskussion
讨论 

stellen 
etw. diskutieren 

eine Entscheidung做出决定 etw. entscheiden  
Vorbereitungen(für etw.)为 ...
做准备 

treffen etw. vorbereiten 

z.B: 
1. Können Sie heute noch die Materialien über die Geschichte Berlins in Ordnung bringen? 
Können Sie heute noch die Materialien über die Geschichte Berlins ordnen? 
2. Shanghai hat in den letzten Jahren große Veränderungen erfahren. 
Shanghai hat sich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hr verändert. 
3. Können Sie uns einen Rat geben, was wir in Berlin zuerst besuchen sollen? 
Können Sie uns raten, was wir in Berlin zuerst besuchen sollen? 
4. Mein Wunsch, das Reichstagsgebäude in Berlin zu besuchen, ist endlich in Erfüllung gegangen. 
Mein Wunsch, das Reichstagsgebäude in Berlin zu besuchen, ist endlich erfüllt worden. 
5. Bevor er nach Berlin flog, nahm er auf dem Flughafen Abschied von seinen Eltern. 
Bevor er nach Berlin flog, verabschiedete er sich auf dem Flughafen von seinen Eltern. 
6. Es wird zur Diskussion gestellt, welche alten Häuser unter Denkmalschutz stehen sollten. 
Es wird diskutiert, welche alten Häuser unter Denkmalschutz stehen sollten. 
7. Es ist schon spät. Wir müssen die Diskussion zum Abschluss bringen. 
Es ist schon spät. Wir müssen die Diskussion abschließen. 
8. Die Diskussion ist um 11 Uhr zum Abschluss gekommen. 
Die Diskussion ist um 11 Uhr zum abgeschlossen worden. 
9. Wir fuhr sehr langsam, weil wir auf die kleinen Kinder Rücksicht nehmen mus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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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 fuhr sehr langsam, weil wir die kleinen Kinder berücksitigen mussten. 
10. Uns steht für die Reise ein bequemer Bus zur Verfügung. 
Für die Reise verfügen wir über einen bequemen Bus. 
11. Ich möchte Ihnen eine Frage stellen. / Ich möchte eine Frage an Sie stellen. 
Ich möchte Sie fragen. 
12. Die Änderungsvorschläge der Opposition fanden keine Beachtung. 
Die Änderungsvorschläge der Opposition wurden nicht beachtet. 
Übungen 
Vokabeln 
学习目标： 
1. 了解与德国城市和建筑有关的主题内容。 
2. 掌握德语中主要的功能动词的用法。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Woche 16 
期末考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Band 2 Lektion 9 Text 1 und 2, Lexik und Grammatik 4 阅读，语法和词汇 
2 Band 2 Lektion 10 Text 1 und 2, Lexik und Grammatik 4 阅读，语法和词汇 
3 Band 3 Lektion 1 Text 1 und 2,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4 Band 3 Lektion 2 Text 1 und 2,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

训练 
5 Band 3 Lektion 3 Text 1 und 2,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6 Band 3 Lektion 4Text 1 und 2,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

训练 
7 Band 3 Lektion 5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8 Band 3 Lektion 5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

训练 
9 Band 3 Lektion 6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10 Band 3 Lektion 6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

训练 
11 Band 3 Lektion 7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12 Band 3 Lektion 7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

训练 
13 Band 3 Lektion 8 Text 1 und 2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入 

14 Band 3 Lektion 8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解和

训练 

15 
Band 3 Lektion 9 Text 1 und 2 
Band 3 Lektion 9 Lexik und Grammatik 

4 
侧重于阅读训练和文化导

入，侧重于词汇和语法的讲

解和训练 
16 期末考试 4 阅读，语法和词汇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德语（一），德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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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德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语言知识的传授和语言技能的训练。 
难点： 如何将语言学习和社会文化知识相结合。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情景教学法。 
2) 语法翻译教学法 
教学手段： 
1) 直观教学手段，师生互动性交流。 
2) 电化教学手段。课件展示包括：文化背景、语言阐释等。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桌椅可活动。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视实际情况具体操作。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试卷考核的语言能力层次分为识记、理解、简单应用和综合应用。平时和期

末考核的内容和考点既重视语言基本功（如动词造句等），也强调综合运用语言知识的能力（如不

同形式的阅读理解题），因此各题型的评分标准也不相同。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

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
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单元结束均会布置相应的口笔头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教师会自主编选符合每个单元的阅读以及练习材料；结合本校实践

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初级语法训练资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教材名称：《新编大学德语》第 3册 
编著者：朱建华 尚祥华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1） 姚宝、过文英：《当代德国社会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 1月。 
2） 卡尔-海因茨 德罗荷柰尔： 《今日德国——德语作为外国语阅读练习（Land in Sicht）》，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 

执笔：霍颖楠。审稿：XX 。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制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6日 

 

德语（四） 
German 4 

课程号：408000984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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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英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培养学生的语感, 使其能够用德语方式思维，顺利地实现德语和汉

语两种思维方式的切换；2、使学生能够听较为复杂的德语会话, 理解正确并且掌握其中心大意, 抓
住要点和有关细节，并能对对话的主要内容进行复述；3、学生的词汇量要完全达到《大学德语六
级考试》的要求；4、使学生能够进行日常生活会话和涉外会话, 能够就教材内容进行回答和复述, 能
够就所熟悉的话题经准备后作简短发言, 表达思想较清楚, 语音语调基本正确；5、使学生准确地理
解并掌握语法,对德语的构词法有比较清楚地认识，为自学德语打好基础。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中级德语的阅读能力和日常的语

言交流沟通能力，了解德语国家的语言文化，可以借助工具书完成较高水平的书籍阅读，并掌握在

德国生活学习的基本语言沟通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4学时 

知识单元 1：Lerntechniken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学习技巧。学生通过主课文可以了解到 SQ3R学习法，并可以应用于学生的专

业学习。 
听力课文与阅读课文都和德语学习有关。其中听力课文介绍了一位中国学生学习德语的经验。

阅读课文给学生介绍了如何应对德语学习中所犯的错误。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提出建议，介绍了大量与此相关的句型，通过口头和书面的操练，可以使

学生学会如何在各种情景下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为构词法知识，主要介绍了与名词相关的派生词，包括由动词派生出名词、

由形容词派生出名词以及由名词派生出形容词。学生通过这些常用的构词手段，可以进一步扩大自

己的词汇量，提高词汇的学习效率。 
1. Einführung: Wo und wie kann man neues Wissen erwerben? 
2. Text: Neues Wissen erwerben – über die Lernmethoden von Francis P. Robinson 
3. Wortschatz:  
anhand,  
aneignen sich A,  
aufschlagen A,  
erhöhen,  
anwenden,  
erscheinen,  
lohnen sich,  
beschäftigen sich mit D,  
drucken A,  
ableiten A,  
gelingen D,  
kontrollieren,  
behandeln A,  
wundern,  
forschen 
4. Intention: Ratschläge und Empfehlungen geben 
5. Redemittel: 
Ich rate dir/Ihn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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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gebe dir/Ihnen den Rat, ... 
Ich empfehle dir/Ihnen, ... 
lch gebe dir/Ihnen die Empfehlung, ... 
Ich halte es für sinnvoll, ... 
Ich finde es wichtig, ... 
Ich schlage vor, ... 
Es ist sehr empfehlenswert. ... 
Es ist sinnvoll, ... 
Es ist effektiver/besser/leichter. .. 
Es ist wichtig, ... 
Am besten versuchst du/versuchen Sie/versucht man ... 
Meiner Meinung nach solltest du/sollten Sie/sollte man ... 
Am sinnvollsten ist (es), ... 
Am effektivsten, besten, leichtesten, wichtigsten ist (es), ... 
6. Hörverstehen:Eine Umfrage über das Deutschlernen 
7. Wortschatz:  
der Campus, fleißig 
8. Leseverstehen: Meine lieben Fehler 
9. Wortschatz:  
schämen sich, protokollieren A, anschualich, anlegen A,übertragen A, vergleichen A mit, analysieren 

A, bewältigen A 
10. Grammatik: 
Wortbildung durch Ableitung 
1. Nomen aus Verben 
2. Nomen aus Adjektiven 
3. Adjektive aus Nomen 
学习目标： 
In dieser Einheit geht es um das Thema Lerntechniken. Die Studenten können anhand dieser Einheit 

die wichtigen Lernmethoden lernen und herausfinden, welche Methode für eigenes Studium noch mehr 
geeigneter ist. Mit dem Hörverstehen lernen wir auch von den Erfahrungen eines chinesischen Studenten. 
Im Leseverstehen werden die oft auftretenden Fehler berm Deutschlernen vorgestellt.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2：Fußball – Ein Spiel geht um die Welt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足球。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也是德国的传统优势项目。历史上德国曾经分别

于 1954 年，1974 年以及 1990 年三次夺得世界杯冠军，成绩仅次于巴西，并涌现出了如贝肯鲍尔
(Franz Beckenbauer)、马特乌斯(Lothar Matthaus)、克林斯曼(Juergen Klinsmann)等世界级球星。主课
文介绍了德国足球的概貌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听力课文是一段足球比赛现场直播的解说，可以让学

生近距离体验一下德国足球比赛的气氛。阅读课文介绍了足球运动的起源与发展，也涉及到德国足

球的历史。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举例，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习，可以使学生

学会在各种场合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进行举例说明。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是名词化与动词化，即名词短语与句子之间的转化。这些知识可以帮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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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语言比较书面化的文章。此外，本单元的语法也是第五单元和第六单元的语法的预备知识。 
1．Einführung: Wo fanden die Weltmeisterschaften statt? Welche Länder haben gewonnen? 
2. Text: Fußball in Deutschland 
3. Wortschatz:  
kicken,  
legendär,  
geraten in A,  
befinden sich,  
singen,  
starten,  
stattfinden,  
schätzen,  
zufolge D/G,  
anziehen,  
senden,  
zugänglich,  
die Liga,  
Feierabend,  
Börse, 
4. Intention: Beispiele geben 
5. Redemittel: 
Zum Beispiel ... 
... zum Beispiel ... 
Dazu möchte ich folgende Beispiele nennen/erwähnen, nämlich ... 
Als Beispiel/e ist/sind ... zu nennen/zu erwähnen. 
Als Beispiel/e fällt/fallen mir ... ein. 
6. Hörverstehen: Fußballreportage 
7. Wortschatz:  
Pfeilen, zugehen auf A, detonieren, schießen (A) 
8. Leseverstehen: Zur Geschichte des Fußballspiels 
9. Wortschatz:  
Profi, ausüben, damalig, ablenken A, vertiefen A, austragen A, unterzeichnen A, ausrichten A, gültig, 

registrieren, siegen (über) 
11. Grammatik: Nominalisierung und Verbalisierung 
Im Nominalstil überwiegen nominale Ausdrücke, d.h. Ausdrücke mit Substantiven. Die Substantive 

sind die Bedeutungsträger, während die Verben hier wenig Eigenbedeutung haben. 
Den Nominalstil verwendet man vor allem in der Fach- und Wissenschaftssprache sowie in Medien. 

Der Verbalstil ist lebendiger und wird in erzählenden Texten und in Unterhaltungen bevorzugt.  
1. Aktivsätze 
a) ohne Objekt 
b) mit Objekt 
2. Passivsätze 
3. „sein“ Adjektiv 
学习目标： 
Fußball ist vielen Studenten das Lieblingshobby. In dieser Einheit beschäftigen sich die Studen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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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 dem Thema „Fußball“, der in Deutschland lange Tradition hat und heute immer sehr beliebt ist. Mit 
dem Text können sie den Erfolg und die Tatsachen über Fußball Deutschlands kennen lernen. Im 
Hörverstehen können die Studenten einen Report über ein Fußballspiel hören und die Atmosphäre mal 
erleben. Im Leseverstehen lernt man dann die Entstehung und Entwicklung vom Fußball und darüber 
hinaus wird auch ein bisschen über die Geschichte vom deutschen Fußball dargestellt.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3：Das Geheimnis guter Erholung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中心内容是如何能休息得更好。主课文提出了休息不等于静止这个观点，指出休息时

也需要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并且分析了各种不同的业余活动的休息价值。听力课文围绕睡眠这个主

题，告诉我们如何能更好地睡眠。阅读课文也是关于睡眠，介绍了办公室午休的新制度，指出适当

的午睡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警告与劝诫。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习，可以

使学生学会在各种场合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达到警告或劝诫的交际目的。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是复合名词，这是德语中十分活跃的构词方法。学习这个构词方法可以扩大

学生的词汇量，帮助学生处理阅读文章中所遇到的生词。 
1．Einführung: Bei welchen Aktivitäten kann man sich gut erholen? 
2. Text: Wie funktioniert Erholung eigentlich? 
3. Wortschatz:  
hinsetzen A/sich,  
Verlauf,  
entspannen sich/A,   
geeignet für,  
anregen A,  
konzentrieren A/sich auf A,  
tanken (A),  
zwingen A zu,  
erstaunlicherweise,  
ausschlafen,  
beibehalten A,  
erkranken,  
überlasten, 
4. lntention: Vor etwas warnen und von etwas abraten 
Ich warne Sie vor... 
Ich möchte Sie davor warnen, ... 
Passen Sie auf ... auf. 
Achten Sie auf ... 
Es schadet..., wenn... 
... schadet/schaden ... 
Es ist nicht gut, dass/wenn ... 
... kann/können dazu fuhren, dass . 
lch rate Ihnen/dir davon ab, ... 
Wenn ich Ihnen/dir einen guten Rat geben dar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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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meiden Sie nach Möglichkeit ... 
... bringt/bringen Stress. 
Es ist gefährlich, dass/wenn ... 
5. Hörverstehen: Schlafen Sie gut! 
6. Wortschatz:  
Verarbeiten, tagsüber, liegen an D, ideal, scharchen, spannend 
7. Leseverstehen: Ein Nickerchen im Büro fördert Leistung 
8. Wortschatz:  
dösen, durchsetzen A/sich, erbringen A, praktizieren A, kritisieren A, vermitteln A, attraktiv, 

nachgeben 
9. Grammatik. Bildung von Substantivkomposita 
1). Komposita ohne Fugenzeichen  
Regel 1: Das Grundwort bestimmt den Artikel. 
Regel 2: Komposita haben die gleichen grammatischen Eigenschaften wie die Grundwörter 
 2). Komposita mit Fugenzeichen 
a) Komposita mit dem Fugen-s 
Regel: Nach Normen mit der Endung –ung, -heit, -keit, -ion, - schaft, -tät, -ling wird immer ein 

Fugen –s eingefügt. 
b) Komposita mit dem Fugen –n 
Hinweis: Das Fugenzeichen –(e)n signalisiert den Plural des Bestimmungswortes. 
学习目标： 
Das Hauptthema dieser Einheit lautet, wie man sich gut erholen kann. Im Text geht es um die 

Erholung und die Aktivitäten bei der Erholung. Das Hörverstehen behandelt das Schlafen und vermittelt, 
wie man gut schlafen kann. Im Leseverstehn handelt es sich auch um Schlafen, und zwar um die neue 
Regel der Mittagspause im Büro.……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4：Fernsehen oder lesen? 
本单元的内容围绕着电视这一主题。电视是当今最为普及的业余活动，它能给观众带来大量的

信息，也能帮助观众在紧张的工作之后得到身心的放松，但同时，电视的普及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本单元的三篇课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电视这个问题。主课文主要讲电视的积极意义。听力课文

涉及电视与阅读的关系。阅读课文的重点是电视对儿童的影响。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表达自己的喜好。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习，

可以使学生学会在各种场合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达到表达个人喜好的交际目的。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是第二虚拟式的用法，也是第二虚拟式的一个复习与总结。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Einführung: Welche Arten von Sendungen gibt es in dem TV-Programm? 
2. Text: Fernsehen - für viele die schönste Nebensache der Welt 
3. Wortschatz:  
kommentieren A,  
ergänzen A,  
nerven A,  
planen A,  
richten A/sich n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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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ausfinden A,  
hocken,  
bedienen A,  
unterhalten A/sich, zeitgemäß 
4. lntention: Vorlieben ausdrücken 
5. Redemittel: 
lch bevorzuge ... 
lch ziehe den/die/das ... dem/der... vor. 
Ich ... gerne ... 
Ich ... lieber als ... 
Ich ... lieber ... als ... 
Es gefällt mir besser,... zu... 
Statt ... zu..., würde ich lieber... 
Ich ... gern ..., aber mein/meine Lieblings... ist/sind ... 
6. Hörverstehen: Fernsehen oder lieber lesen? 
7. Wortschatz:  
Vorziehen A, darstellen A, heutzutage, gelangen (an A), besitzen A 
8. Leseverstehen: Der TV-Konsum der Kinder 
9. Wortschatz:  
Konsum, Psychologe, einlegen, auswählen A, beschränken A auf A, 
unterzeichen A, spüren A, vorschreiben A, beaufsichtigen A, angucken A, raten D 
10. Grammatik: Der Gebrauch des Konjunktiv ll (Wiederholung) 
1. Höflichkeit 
2. lrrealität… 
学习目标： 
1．Das Thema in dieser Einheit ist das Fernsehen. Fernsehen ist heutzutage eine übliche 

Freizeitbeschäftigung, durch die man sich informieren kann. In dem Text lernen wir die positiven 
Bedeutungen des Fernsehens. Im Hörverstehn geht es um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m Fernsehen und 
dem Lesen. Im Leseverstehn handelt es sich um die Einflüsse des Fernsehens auf die Kinder.。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5：Menschen im Netz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网络。互联网自问世以来已经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对此，人们也

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本单元的主课文中分别列出了乐观派和悲观派的意见，乐观派认为网络能让人

们的生活更美好，而悲观派则提出了很多置疑。听力课文介绍了一个德国人如何上网成瘾，后来又

成功戒除了网瘾。阅读课文选取了网络论坛上对于电脑和网络这一主题所发表的一些观点。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提出观点并加以论证。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

习，学生可以学会在各种场合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是时间状语和条件状语的各种表达方式。 
1. Einführung: Was kann man alles mit dem Computer und mit dem Internet machen? 
2. Text: Schöne neue Welt - hässliche neue Welt 
3. Wortschatz:  
Entfern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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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gleich, 
setzen auf A, 
vernetzen A, 
überflüssig, 
entfalten A, 
begeben sich  
fürchten A, 
anpassen D A/sich 
4. lntention: Stellung nehmen und argumentieren 
5. Redemittel: 
Das finde ich auch, und zwar aus folgendem Grund ... 
Der Grund ist, dass ... 
Meiner Meinung nach ... 
Ich bin der Meinung, dass ... 
Ich bin dafür, dass ... 
Ich bin dagegen, dass ... 
Auf der einen Seite ..., auf der anderen Seite ... 
Einerseits ..., andererseits ... 
Zum einen ..., zum anderen ... 
Der Vorteil ist, dass ... 
Der Nachteil ist, dass ... 
6. Hörverstehen: lm Netz fühle ich mich wie zu Hause 
7. Wortschatz:  
Projekt, entfernen A/sich, abhängen von, drehen (A/sich), auftauchen 
8. Leseverstehen: Pro und contra Computer 
9. Wortschatz:  
ausliefern D A/sich, der Forum, überschwemmen A, verknüpfen A, überschätzen A, überprüfen A, 

versinken, bedauern, versenden, preiswert, anschaffen A, die Droge 
10. Grammatik:Temporale und konditionale Konnektoren 
Funktion und Gebrauch 
a) Konjunktionen 
b) Präpositionen 
c) Adverbien 
学习目标： 
Diese Einheit behandelt das Thema Netz. Seit der Erfindung des Netz verändert sich unser Leben 

tiefgreifend. Dazu sind die Menschen auch uberschiedlicher Meinung. Im Text lernen wir die 
pessimistischen und optimistischen Meinungen. Im Hörversthen wird eine Geschichte über einen 
Deutschen mit dem Netz erzählt. Im Leseverstehen werden die Meinung über den Computer und das Netz 
zum Ausdruck gebracht.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6：Interkulturelle Verständigung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跨文化交流。学习外语的目的就是要借助外语知识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民进



8499 

行交流,其本质就是跨文化交际。本单元的主课文讲述了一个中国人在德国学习与工作的经历。听
力课文是一个日本人讲述她在德国由于文化的不同而引起的误会。阅读课文是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

的德国人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一些看法。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让步关系的表达，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习,

可以使学生学会在各种场合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是条件、让步、目的和情状等状语的不同表达方式。 
1. Einführung: Was ist für Sie typisch deutsch und was typisch chinesisch? 
2. Text: Mein Deutschlandbild 
3. Wortschatz: 
nicken, 
verständnisvoll, 
aussprechen A, 
Wendepunkt 
gewöhnlich, 
charakterisieren A, 
einlassen sich auf A, 
auseinandersetzen sich mit 
verbergen A 
4. lntention: Konzessionen (Einschränkungen) machen 
5. Redemittel: 
Ich komme zur Party, ohwohl ich eigentlich keine Zeit habe. 
Ich komme zrrParty, auch wenn ich eigentlich keine Zeit habe. 
Ich habe eigentlich keine Zeit.Trotzdem komme ich zur Party. 
Ich habe zwar eigentlich keine Zeit, aber ich komme. 
6. Hörverstehen: Meine Erlebnisse in Deutschland 
7. Wortschatz:  
herkommen, formulieren, auslachen, zurückhalten, Alltag 
8. Leseverstehen: Denkweisen in China 
9. Wortschatz:  
loslassen A, memorieren A, auspucken A, Glanz, schweigsam, erziehen A, einräumen A, ärgern 

sich/A; verfolgen A, absurd, fliehen, einflößen D A, verhandeln (über A) 
10. Grammatik: Kausal-, Konzessiv-, Final- und Modalsätze 
Funktion und Gebrauch 
a) Konjunktionen 
b) Präpositionen 
c) Adverbien 
学习目标： 
Das Thema in dieser Einheit lautet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Das Ziel, eine Fremdsprache zu 

lernen, ist die Kommunikation zwischen unterschiedlichen Kulturen und Ländern. Im Text wird ein 
Erlebnis eines Chinesen in Deutschland erzählt. Im Hörverstehen geht es um Missverständnis einer 
Japanerin in Deutschland. Im Leseverstehen sind die Meinungen eines Deutschen über China und 
Chinesen, der lange in China lebt.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7：Arbeitssuche und Qualifika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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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求职与能力。这是一个大学生相当感兴趣的话题。本单元的主课文是

UN Magazin⒈ 对某公关公司经理的一段采访,内容主要涉及在公关行业从业所需要的技能和前提。
听力课文是一段求职面谈。阅读课文是从报纸上节选的三段招聘启示。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表达,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

习,可以使学生学会在各种场合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是分词定语和关系从句。 
1. Einführung: Was braucht man, wenn man eine gute Arbeit finden möchte? 
2. Text: Qualifikationen und Karriere 
3. Wortschatz: 
spezifisch, 
ausfüllen A, 
einstellen A, 
fachübergreifend, 
komplex, 
verständlich, 
scheitern, 
effizient, 
die Agentur, 
die Branche, 
4. lntention: Notwendigkeit und Wichtigkeit ausdrücken 
Es ist/Es ist sehr/Es ist besonders/Es ist vor allem/Es ist äußerst/Es ist auf jeden Fall/Es ist unbedingt  

notwendig/wichtig, (dass) ... 
Sie müssen vor allem... 
Du musst auf jeden Fall ... 
Man muss unbedingt... 
5. Hörverstehen: Ein Vorstellungsgespräch 
6. Wortschatz:  
Personalchef, telefonieren mit D, betreuen A, Initiative, flexibel 
7. Leseverstehen: Stellenanzeigen 
8. Wortschatz:  
Stärke, aussagekräftig, Eintritt, Niederlassung, Installation, Aktualität, aufbereiten A, hinsichtlich, 

sichern A, herausfordern A,  
9. Grammatik: Partizipialattribute und Relativsätze 
Partizipien können Attribute sein und wie Adjektive vor Substantiven stehen. Solche 
Partizipialattribute werden wie Adjektive dekliniert.Partizipialattrilbute können erweitert werden. Die 

Erweiterungen stehen zwischen Artikel und Partizipialattribut. 
Partizipialattibute werden vor allem in der Schriftsprache gebraucht. 
1. Partizip I als Attribut 
2. Partitzip ll als Attribut 
a) transitives Partizip ll 
b) intransitives Partizip ll 
Anmerkung: Bei Verben, die das Perfekt mit sein bilden, z.B. kommen, gehen, einschlafen, aufstehen, 

hat das Partizip II immer eine aktive Bedeu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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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Was die Studenten sehr interessiert, ist das Thema Arbeitssuche und Qualifikationen. Der Text 

behandelt ein Interview zwischen UNI-Magazin und einem Chef. Im Hörverstehen hört man ein Interview 
eines Studenten bei einer Firma und im Leseverstehen sind drei Anzeigen aus der Zeitung。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8：Werbung und Medien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广告与媒体。广告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有时候也会给人带

来许多不便。本单元的主课文分析了广告的利弊，并指出了现在广告业发展的一个问题，即选择何

种媒体做广告。 
听力课文涉及到了广告的策略问题,指出广告应该适应社会的变化。阅读课文讲了青年与广告

的关系，年轻人不喜欢广告，而广告却又离不开年轻人。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图表与数据的描写，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习，

学生可以学会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来描写不同的图表与数据。 
本单元的语法重点是德语句子的框形结构，归纳了常见的句框类型，介绍了破框现象。 
1. Einführung: wo und mit welchen Medien wird geworben? 
2. Text: Werbung, mit welchem Medium? 
3. Wortschatz: 
Reklame, 
belästigen, 
investieren (in A), 
der Konsument, -en 
vermarken A, 
entbrennen, 
einstellen A, 
überleben, 
konventionell, 
nachhaltig, 
4. lntention: Graphiken und Statistiken beschreiben 
Die Graphik/Statistik/das Diagramm informiert darüber, dass .../zeigt .../gibt Informationen/Auskunft 

über ... 
In der Graphik/Statistik/dem Diagramm geht es um .../wird ... gezeigt./wird informiert darüber, 

dass ... 
Die Zahl des/der ... beträgt ... 
An erster/letzter Stelle liegt/steht ... 
Nach ... folgt/folgen ... 
... steigt/steigen (um ... auf .... 
... erhöht/erhöhen sich (um ... auf ... 
... sinkt/sinken um (um ... auf ...). 
5. Hörverstehen: Veränderung der Werbestrategien 
6. Wortschatz:  
Zuständig, beträchtlich, ansprechen A 
7. Leseverstehen: Jugend und Werb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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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Wortschatz:  
zuschreien D, regelrecht, widmen sich/A D, aufsuchen A, abwenden sich, herankommen an A, 

hartnäckig 
9. Grammatik: Satzklammer und Ausklammerung 
学习目标： 
Werbung spielt eine sehr wichtige Rolle in der Wirtschaft, bringt aber manchmal auch negative 

Folgen mit sich. Im Text wird auf die Nachteile der Werbung gezeigt und ein Problem bei der 
Entwicklung der Werbung analysiert. Im Hörverstehen werden die Strategien über Werdung erwähnt und 
die Anpassung an die Gesellschaft. Der Lesetext behandelt die Beziehungen zwischen den Jugendlichen 
und der Werbung.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9：Reisen und Verkehr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旅行与交通，这是日常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题目，也是学生较为感兴趣的话题之

一。本单元的主课文关于德国的铁路运输，德国的铁路进行了私有化以后产生了很多问题，乘客对

此也有很大的意见。听力课文是三段在火车站或列车上的广播通知。阅读课文是德国某旅行社的一

项中国旅游节目的日程安排。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原因与结果的描写，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习，

可以使学生学会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描写因果关系。 
本单元不设单独的语法项目，在语法练习中提供了一套大学德语四级考试语法和词汇部分的模

拟题。 
1. Einführung: Wie heißen die Verkehrsmittel und was kann man mit ihnen machen? 
2. Text: Immer neuer Arger mit der Bahn 
3. Wotschatz: 
verkünden A, 
der Fleck, 
abgehen, 
bummeln, 
überholen A, 
streichen A, 
Wirrwarr, 
Panne, 
umrüsten A, 
befürchten, 
 kompeten, 
auskennen sich 
ironisch, 
modernisieren A, 
senken A, 
buchen A 
4. lntention: Ursachen und Folgen beschreiben 
5. Redemittel: 
Ursachen 
Was ist die Ursache von/fü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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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ist die Ursache dafür, dass ...? 
Worauf ist ... zurückzuführen? 
Woran liegt es, dass ... ? 
Die Ursache/n für ... ist/sind ..., dass ... 
... ist/sind auf ... zurückzuführen. 
... ist/sind darauf zurückzuführen, dass 
Es liegt daran, dass... 
Folgen 
Was ist/sind die Folge/n von ...? 
Welche Folgen hat... ? 
Wozu führt/führen ... ? 
Die Folge/n von ... ist/sind ... 
... hat/haben ... zur Folge. 
... führt/führen zu ... 
6. Hörverstehen: Durchsagen auf Bahnhöfen 
7. Wortschatz:  
Durchsage, hervorragend, speisen, voraussichtlich 
8. Leseverstehen: China zu Land und zu Wasser 
9. Wortschatz:  
Überwältigend, Tal, imposant, Einschiffung, Strom, abwärts, sicherlich, unendlich, Gegensatz学习

目标： 
Das Thema Reisen und Verkehr interessiert viele Studenten. Im Text lernt man die Eisenverkehr in 

Deutschland und auch viele Probleme, die nach der Privatisierung der Einsenbahn auftraten. Die 
Meinungen der Passagen werden auch gezeigt. Im Hörverstehen sind drei Nachrrichten der Lautspreche 
im Zug. Der Lesetext behandelt das Programm in China eines deutschen Reisebüros.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知识单元 10：Technik und Fortschritt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的主题是技术与进步。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的进步，同时也会改变人类的生活。

本单元的主课文讲的是光盘的使用与维护。光盘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是新一代的信息载体，为了保

证数据的长久保存，使用与维护光盘需要有正确的方法。听力课文介绍了 X 射线的发现者伦琴，
以及他发现 X射线的经历。 
阅读课文介绍了新一代的报刊和图书。 
本单元的交际意向是解释与下定义，介绍了常用的句型,并配以大量练习。通过这些练习，可

以使学生学会运用适当的表达方式解释事物或给事物下定义。 
本单元不设单独的语法项目，在语法练习中提供了一套大学德语四级考试语法和词汇部分的模

拟题。 
1. Einführung:  
2. Text: Tipps zum Umgang mit CDs 
3. Wortschatz: 
beschriften A, 
reinigen A, 
wischen A 
verlauf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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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cknen A, 
beschädigen A, 
aufkleben A,  
verwenden A, 
der Kratzer, 
der Staub, 
das Spülmittel, 
die Hülle, 
die Umgebung 
4. Intention: etwas erklären, etwas definieren 
5. Redemittel: 
Was versteht man (eigentlich) unter ... ? 
Unter ... versteht man einen/eine/ein ... 
Man versteht unter ... einen/eine/ein ... 
Man versteht unter ... so etwas wie ... 
Was bedeutet eigentlich ..? 
Was heißt eigentlich ...? 
Was ist eigentlich ...? 
...bedeutet/heißt/ist ... 
... bedeutet/heißt, dass... 
Können Sie mir sagen, was man (eigentlich) unter ... versteht? 
Können Sie mir sagen, was ... (eigentlich) ... bedeutet? 
Können Sie mir sagen, was …heißt? 
Können Sie mir sagen, was ...ist? 
6. Hörverstehen: Wilhelm Röntgens Entdeckung sorgt bis heute für,,Durchblick" 
7. Wortschatz:  
Wegdenken A, Fabrikant, Ruhm, erforschen, Zufall, Skelett, 
8. Leseverstehen: Die Zukunft der Zeitung und des Buches 
9. Wortschatz:  
Faltbar, einlassen A, beliebig, aufladen A, formbar, füllen A/sich, verderben D A, vereinen A, 

bedrucken A, Molekül, beantragen 
学习目标： 
Mit der Entwicklung der Technik folgt auf jedem Fall der Fortschritt der Gesellschaft, die auch den 

Lebensstil und die Lebensform ändert. Im Text geht um die Anweisung und Unterhaltung der CDs. Im 
Hörversteht wird der Erfinder der X-Strahlung vorgestellt und sein Erlebnis. Im Lesetext werden die 
Bücher und Zeitschriften der neuen Generation dargestellt. 
作业： 
课后习题，相关语法及阅读练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Lektion 1 4  
2 Lektion 1、 Lektion2 4  
3 Lektion 2 4  
4 Lektion 3 4  
5 Lektion 3、Lektion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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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Lektion 4 4  
7 Lektion5 4  
8 Lektion 5、 Lektion6 4  
9 Lektion 6 4  

10 Lektion 7 4  
11 Lektion7、Lektion 8 4  
12 Lektion 8 4  
13 Lektion9 4  
14 Lektion9、 Lektion10 4  
15 Lektion 10 4  
16 Wiederholung und Prüfung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德语一》、《德语二》、《德语三》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德语第二虚拟式的特殊用法、德语构词法、各种状语从句和介词短语的互相转化，情态

动词的特殊用法等。 
难点：从句与介词短语之间的相互转化，第二虚拟式。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本课程以学生为主体，在课堂上使用单人练习、双人练习以及小组讨论等多种练习形式。 
2. 注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同学们相互学习、相互纠正，教师点评，收到积极成效。 
3. 还强调“授之以渔”的原则，除了传授语言知识，训练语言能力以外，还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

能力。这样，学生在学完“二外德语”课程后可以凭借正确的学习方法和良好的学习习惯，通过自学
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德语水平。 
教学手段： 
1. 德语课程教学使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 
2. 除了课堂讲解之外，还会有选择性地给学生播放德语录像、德语电影片断、德语经典歌曲，

力求寓教于乐。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堂课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一般为课后语法练习或者词汇相应练习。 
8、教材选用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朱建华编写出版的《新编大学德语 4》。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朱建华主编《新编大学德语 4》，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最新版（“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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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参考书 
1. Michaela Perlmann-Balme等编著《新标准德语强化教程 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最新版 
2. Albert Daniels等编著《走遍德国中级 1》，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最新版 
3. 方建国等编著《新求精德语强化教程中级 1》，同济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4. 姚宝、过文英编著《当代德国社会与文化》，同济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5. 刘芳本、叶本度编著《莱茵浪花—德国社会面面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最新版 
6. 德国大使馆编著《德国概况》，大使馆赠书，最新版。  

执笔：李小龙  审稿：  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日 

 

日语（三） 
Japanese III 

课程号：40800099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德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在学习了日语（一）日语（二）的基础上，继续学习日语（三）课程中的

句型，进行句型练习结合会话练习，在牢固掌握句型的同时，设定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

场面进行会话练习。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日语（三）的学习，达到能够掌握日语的相关句型，为进一步学习日语

（四）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第二十九課 電気を消せ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動詞の命令形 
電気を消せ。 
書類を早く提出しろ。 
2．動 なさい 
次の文章を読んで、質問に答えなさい。 
早くお風呂の入りなさい。 
3．動（基本形） な（禁止） 
ここに車を止めるな。 
タバコを吸うな。 
4．動 て／ 動 ないで 
もうちょっと急いで。 
ちゃんと話を聞いて。 
5． 名１ ＋ という ＋ 名 2  
それはフジという花です。 
わたしは東京の世田谷という所に住んでいます。 
6．名１ は 名／文 ＋ という ＋ 名 2 です 
このマークは「タバコを吸うな」という意味です。 
この標識は駐車禁止という意味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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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語彙 
1．命令形、禁止形の用法 
2．～ないといけません 
時間がないから、急がないと・・・。 
3．～方をする 
そんな乱暴な言い方を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動詞の命令形 
動 なさい 
動（基本形） な（禁止） 
動 て／ 動 ないで 
名１ ＋ という ＋ 名 2 
名１ は 名／文 ＋ という ＋ 名 2 です 
2．掌握第二十九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二十九课  

知识单元 2：第三十課 もう 11時だから寝よ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動詞の意志形 
もう 11時だから寝よう。 
仕事が終わってから、飲みに行こうよ。 
手伝おうか。 
2．動（意志形） と思います 
今日、会社を休もうと思います。 
もう遅いので、そろそろ帰ろうと思います。 
3．動（意志形） と思っています 
明日、病院へ行こうと思っています。 
今度、長江下りをしようと思っています。 
4．文１ ので、 文 2 
荷物が重いので、宅配便で送ります。 
香港からお客さんが来るので、空港へ迎えに行きます。 
ここは静かなので、とても気に入っています。 
表現・語彙 
1．そろそろ 
そろそろ食事の時間ですよ。 
あっ、もう 9時ですね。そろそろ失礼しないと・・・・。 
馬さん、みんなそろったから、そろそろ出発しようか。 
2．それじゃ 
3．まあ 
4、独り言を言う時の「な」 
5．楽しみです 
6．行楽地 
7．～でいっぱい 
この季節はどの行楽地も人でいっぱいです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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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動詞の意志形 
動（意志形） と思います 
動（意志形） と思っています 
文１ ので、 文 2 
2．掌握第三十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三十课 

知识单元 3：第三十一課 このボタンを押すと、電源が入り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文 1（動詞基本形／ない形） と 文 2 
このボタンを押すと、電源が入ります。 
食べ物を食べないと、人間は生き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わたしは、その店へ行くと、いつもコーヒーを飲みます。 
2．動（基本形／ない形）ことがあります 
そのパソコンは、たまにフリーズ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 
時々寝坊をすることがあります。 
たまに朝ごはんを食べないことがあります。 
3．形容詞の副詞的使い方 
早く家に帰りましょう。 
馬さんはとても上手にレポートをまとめました。 
静かにドアを閉めてください。 
4．文（常体） でしょうか 
李さんは来るでしょうか。 
馬さんはもう帰ったでしょうか。 
3月の東京は寒いでしょうか。 
表現・語彙 
1．きちんと 
朝ごはんを毎日きちんと食べますか。 
部屋をきちんと片づけてください。 
2．卓球ですか？公園で？ 
3．～でできた～ 
それはプラスチックでできた箱です。 
4．「ほど」と「ぐらい」 
ここから 300メートルほど行くと、スポーツセンターがあります。 
わたしは 30歳ぐらいからスポーツを始めました。 
5．ただし 
このすぽーうセンターは、だれでも利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ただし、有料ですが。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文 1（動詞基本形／ない形） と 文 2 
動（基本形／ない形）ことがあります 
形容詞の副詞的使い方 
文（常体） でしょう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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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第三十一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三十一课 

知识单元 4：第三十二課 今度の日曜日に遊園地へ行くつもり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動（基本形ない形）） つもりです 
今度の日曜日に遊園地へ行くつもりです。 
ボーナスで車を買うつもりです。 
もうタバコは吸わないつもりです。 
2．動（基本形ない形）） ことにします（しました） 
明日、友達と映画を見に行くことにしました。 
今日からお酒を飲まないことにします。 
明日、友達と映画を見に行くことにしました。 
3．動（基本形ない形）） 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来月から給料が上が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月曜日から 3日間、香港へ出張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今週は会議を行わない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4．文（常体） そうです①（伝聞） 
馬さんの息子さんは今年小学校に入学するそうです。 
天気予報によると、明日は雨だそうです。 
表現・語彙 
1．今度の日曜日 
2．ボーナス 
3．ずっと（期間） 
天気予報によると、連休中はずっと晴れだそうですよ。 
4．メールがあって 
5．お邪魔する 
6．～てほしい 
田中さんに日本人の友達を紹介してほしいです。 
7．～って②「～「と」、「～という人は」の略式」 
もしもし、今何て言った？ 
－「少し遅れる」って言ったの。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動（基本形ない形）） つもりです 
動（基本形ない形）） ことにします（しました） 
動（基本形ない形）） 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文（常体） そうです①（伝聞） 
2．掌握第三十二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三十二课 

知识单元 5：第三十三課 電車が急に止まりました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自動詞と他動詞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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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動 ています 
部屋の電気が消えています。 
壁には大きな絵が掛っています。 
この自動車は壊れています。 
3．動 てしまいます 
森さんはボーナスを全部使ってしまいました。 
大切な書類をうっかり忘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無理をすると、病気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よ。 
4．動 ／ 形 そうです②（様態）（推測） 
このケーキはとてもおいしそうです。 
李さんは仕事が大変そうですね。 
雨が降りそうです。 
雨はやみそうにありません。 
今日は会議がなさそうです。 
表現・語彙 
1．自動詞と他動詞の使い方 
2．～かしら 
森さんたちもう来ているかしら。 
3．それにしても 
それにしても、大勢並んでいるわね。 
4．お久しぶりです 
5．相変わらずですね 
6．お元気そうで、なによりで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自動詞と他動詞② 
自動 ています 
動 てしまいます  
動 ／ 形 そうです②（様態）（推測） 
2．掌握第三十三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三十三课 

知识单元 6：第三十四課 壁にカレンダーが掛けてあり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他動 てあります 
壁にカレンダーが掛けてあります。 
窓が開けてあります。 
パスポートはバックの中に入れてあります。 
2．動 ておきます 
お客さんが来る前に、部屋を掃除しておきます。 
明日は忙しいです。今夜はゆっくり休んでおいでください。 
訪問する前に、一度電話しておきます。 
3．動 てみます 
太田さんは中国語で手紙を書いてみました。 
おいしそうですね。食べてみ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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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れはおかしい、もう一度調べてみてください。 
4．文 1（基本形） ために 文 2  ① 目的 
名 ＋の＋ために、文     ① 目的 
日本へ留学するために、お金をためています。 
運動をするために、新しい靴を買いました。 
留学のために、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ます。 
健康のために、毎日歩いています。 
表現・語彙 
1．とっておきのお店 
2．うわあ 
うわあ、きれいに焼いてありますね。 
3．しっかり 
小野さん、今日はしっかり食べておいてください。 
李さんは将来の仕事について、しっかり考えています。 
4．ハードスケジュール 
5．あちこち 
夏休みにあちこち旅行しました。 
6．もったいない 
時間がもったいないので、タクシーで行きましょう。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他動 てあります 
動 ておきます    
動 てみます 
文 1（基本形） ために 文 2  ① 目的 
名 ＋の＋ために、文     ① 目的 
2．掌握第三十四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三十四课 

知识单元 7：第三十五課 明日雨が降ったら、マラソン大会は中止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文 1  たら、文 2 
明日雨が降ったら、マラソン大会は中止です。 
寒かったら、窓を閉めてください。 
表現が変だったら、教えてください。 
明日雨でなかったら、ハイキングに行きます。 
2．文 1 ても、 文 2 
日本へ帰っても、中国語の勉強を続けてください。 
薬を飲んでも、この病気は治りません。 
仕事が忙しくても、休日には休みます。 
休日でも働きます。 
3 名 だけ 
今年の夏休みは 3日だけです。 
森さんと馬さんだけがお酒を飲みます。 
わたしはその料理だけを食べませんで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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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 しか ＋否定形式 
会議室には李さんしかいません。 
わたしは水しか飲みません。 
安全な所はここしかありません。 
注意点：「しか」と「だけ」の区別 
5．名 でも （極端的な例を示す） 
その計算は子供でもできます。 
その計算は大人でもできません。 
よく効く薬でも、たくさん飲むと体によくありません。 
表現・語彙 
1．なにかあった 
2．あと～ 
すみません。あと少しだけ待ってください。 
出発まであと 10分です。 
3．どの家でも 
北京では、餃子はどの家でも、自分たちで作って食べます。 
4．本のとおりに 
本の通りに作っても、なかなかうまくできないんです。 
5．なかなか 
風邪をひいてしまって、なかなか治りません。 
6．だんだん 
何度も作ると、だんだん上手になりますよ。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文 1  たら、文 2動 ないでください。 
文 1 ても、 文 2動 なくてもいいです 
名 だけ 
名 しか ＋否定形式 
名 でも （極端的な例を示す） 
2．掌握第三十五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三十五课 

知识单元 8：第三十六課 遅くなって、すみません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文 1 て、 文 2 （原因、理由） 
文 1 で、 文 2 （原因・理由） 
遅くなって、すみません。 
最初は言葉が通じなくて、とても困りました。 
森さんは頭が痛くて、会社を休みました。 
説明が上手で、よく分かりました。 
父は大阪の出身で、いつも関西弁で話します。 
2．名 に（用途・基準） 
この写真はパスポートの申請に使います。 
スーパーが近いので、このマンションは買い物に便利です。 
3．動（基本形） のに （用途・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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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写真はパスポートを申請するのに使います。 
このフライパンは卵焼きを作るのに使います。 
4．名 ばかり 動 
動（て形） ばかりいます 
張さんは毎日お酒を飲んでばかりいます。 
森さんはカラオケで古い歌ばかり歌います。 
張さんは毎日お酒を飲んでばかりいます。 
森さんはいつも失敗してばかりいます。 
注意点：「～ばかり」と「～だけ」の区別 
5．文（動詞常体） のが ＋見えます／聞こえます 
空港の入り口に警官が立っているのが見えます。 
隣の部屋で子供たちが騒いでいるのが聞こえます。 
彼が車に乗ったのが見えました。 
森さんがうれしいのが分かります。 
日本語が簡単なのがよくわかりました。 
表現・語彙 
1．凧 
2．ほんと 
3．とにかく 
とにかく最初は言葉が通じなくて、とても困りました。 
4．ぺらぺら（擬声語①） 
李さんは日本語がぺらぺらです。 
5．擬音語・擬態語 
ワンワン ザーザー  すやすや くねくね 
6．量り売り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文 1 て、 文 2 （原因、理由） 
文 1 で、 文 2 （原因・理由） 
名 に（用途・基準） 
動（基本形） のに （用途・基準）  
名 ばかり 動 
動（て形） ばかりいます 
文（動詞常体） のが ＋見えます／聞こえます 
2．掌握第三十六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三十六课 

知识单元 9：第三十七課 優勝すれば、オリンピックに出場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ば形 
2．文 1 ば、 文 2 
優勝すれば、オリンピックに出場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李さんに聞けば、分かります。 
部屋がもう少し広ければ、いいのですが。 
雨が降らなければ、ハイキングに行きましょ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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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 1（常体） なら、文 2 
天安門へ行くなら、地下鉄が便利ですよ。 
今日は忙しんですが・・・。 
―忙しいなら、行かなくてもいいですよ。 
今夜、もし暇なら、いっしょに食事に行きませんか。 
4．名 でも （例を示す） 
映画でも見に行きませんか。 
運動でもしたらどうですか。 
コーヒーでも飲みませんか。 
5．名 1 とか 名 2 とか 
文 1 とか 文 2 とか 
パーティーで、戴さんとか楊さんとか、いろいろな人に会いました。 
コートとか靴とか、たくさん買いました。 
注意点：「～とか～とか」と「～や～や」の区別 
表現・語彙 
1．条件表現 
①「～たら」と「～ば」 
② ～と 
③ ～なら 
2．買っちゃった 
3．2時間ちょっとですね 
4．さすが 
さすが「世界遺産」で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ば形 
文 1 ば、 文 2 
文 1（常体） なら、文 2 
名 でも （例を示す） 
名 1 とか 名 2 とか 
文 1 とか 文 2 とか 
2．掌握第三十七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三十七课 

知识单元 10 ：第三十八課 戴さんは英語が話せ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可能形 
戴さんは英語が話せます。 
2．文（基本形／ない形）ように、文 
よく見えるように、大きく書きました。 
風邪を引かないように、気をつけています。 
いつでも出られるように、準備してあります。 
子供が触れないように、この薬は棚のいちばん上に置きましょう。 
注意点：「～ように」と「～ために」 
3．文（基本形／ない形）ようにな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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けがが治って、歩け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赤ちゃんは 1歳を過ぎると、言葉を話すようになります。 
平仮名を間違えない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4．文（基本形／ない形）ようにします 
陳さんは毎日、英字新聞を読むようにしています。 
毎朝、7時に起きるようにしています。 
健康のために、徹夜しないようにします。 
表現・語彙 
1．入り組んでいます 
この道は入り組んでいますが、通り抜けられますよ。 
王さん、さっきの部長の話、分かりましたか。 
―いいえ、話が入り組んでいて、半分ぐらいしか分かりませんでした。 
2．なんだか 
なんだか残念です。 
エンジンがなんだかおかしい。故障かもしれない。 
3．「見えます」と「見られます」 
外は暗く、何も見えません。 
上野動物園ではパンダが見られます。 
4．「ら抜き言葉」 
朝早く起きられますか。 
朝早く起きれますか。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可能形 
文（基本形／ない形）ように、文                     
文（基本形／ない形）ようになります 
文（基本形／ない形）ようになります 
文（基本形／ない形）ようにします 
2．掌握第三十九八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三十八课 

知识单元 11 ：第三十九課 眼鏡をかけて本を読み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文 1 て ＋ 文 2 
文 1 ないで ＋ 文 2 
眼鏡をかけて本を読みます。 
手を挙げて横断歩道を渡ります。 
今日は傘を持たないで出かけました。 
2．文 1（常体） ために、文 2 ② （原因・理由） 
名 ＋の＋ために、 文   ② （原因・理由） 
事故があったために、電車が遅れたんです。 
明日マラソン大会があるために、この道路は通行禁止になります。 
道路工事のために、道が込んでいます。 
注意点：「～から」、「～ので」、「～て」との区別 
3．動 ていきます／き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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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さんは急いで帰っていきました。 
去年、日本で歌舞伎を見てきました。 
子供を病院に連れていきます。 
ちょっと手紙を出してきます。 
表現・語彙 
1．も（予想を超える） 
天安門は、火事のために 2度も焼けたことがあるんですよ。 
2．遠く 
今朝は霧がかかっているために、遠くまで見えないと思いますが・・・。 
近くに銀行はありませんか。 
3．絶対 
わたしは映画を見て、絶対来たいと思っていたんです。 
4．せっかく 
せっかく北京へきて、ここを見ないで帰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よ。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文 1 て ＋ 文 2 
文 1 ないで ＋ 文 2 
文 1（常体） ために、文 2 ② （原因・理由） 
名 ＋の＋ために、 文   ② （原因・理由） 
動 ていきます／きます 
2．掌握第三十九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三十九课 

知识单元 12 ：第四十課 これから友達と食事に行くところ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動（基本形） ところです 
これから友達と食事に行くところです。 
今、風呂に入るところなので、後でこちらから電話します。 
2．動 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森さんは会議の資料をそろえ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今、調べ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注意点：前に非意志的動作は来ない。 
3．動 たところです 
馬さんは、今、空港に着いたところです。 
そのニュースは、たった今聞いたところです。 
4．動 たばかりです 
このモノレールは去年開通したばかりです。 
わたしは、先月中国に来たばかりです。 
注意点：「～たばかりです」と「～たところです」の区別 
5．動 始めます／出します 
この本は、昨日読み始めたばかりです。 
雨が降り始めました。 
子供が泣き出して、困りました。 
6．動 続け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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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い建物を修理しながら使い続けていました。 
3時間歩き続けました。 
7．動 終わります 
その本はもう読み終わりました。 
先週もらった薬はもう飲み終わりました。 
表現・語彙 
1．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2．「チケット」と「券」 
3．まだ耳の奥に音楽が残っていま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動（基本形） ところです 
動 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動 たところです 
動 たばかりです 
動 始めます／出します 
動 続けます 
動 終わります 
2．掌握第四十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四十课 

知识单元 13 ：第四十一課 李さんは部長にほめられました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受身 
2．名 は（名に） 動 （ら）れます 
李さんは部長にほめられました。 
森さんは小野さんに食事に誘われました。 
3．名 は 名 に 名 を 動 （ら）れます 
馬さんは森さんにカメラを壊されました。 
森さんは昨日犬に手をかまれました。 
4．名 は 名 に 動 （ら）れます 
陳さんは飼っていた小鳥に逃げられました。 
張さんは隣の人に夜遅くまで騒がれました。 
5． 名 が／は 動 （ら）れます 
2010年に上海で万博が開かれます。 
駅前に高いビルが建てられました。 
6．名 は 名 によって 動（ら）れます 
この車は日本の有名なデザイナーによって設計されました。 
この本は山田先生によって書かれました。 
表現・語彙 
1．～とも 
2日とも雨に降られて、大変でしたよ。 
2．いやあ（感嘆詞⑧） 
いやあ、小野さん、久しぶり！ 
3．参り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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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りましたよ、雨に降られて、びしょぬれです。 
4．巻き込まれて 
あの会社の課長は汚職事件に巻き込まれて、辞職したそうです。 
5．書き言葉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受身 
名 は（名に） 動 （ら）れます 
名 は 名 に 名 を 動 （ら）れます 
名 は 名 に 動 （ら）れます 
名 が／は 動 （ら）れます 
名 は 名 によって 動（ら）れます 
2．掌握第四十一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四十一课 

知识单元 14 ：第四十二課 テレビをつけたまま、出かけてしまいました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文 1（動た形／ない形） まま、文 2 
名  ＋の＋まま、文  
テレビをつけたまま、出かけてしまいました。 
李さんはコートを着たまま、ベッドで寝てしまいました。 
馬さんは行く先を告げないまま、家を出てしまいました。 
わたしたちは空腹のまま、出発しました。 
注意点：「まま」の前に敬体は来ない。 
2．文 1（常体） のに、 文 2 
目覚ましをかけておいたのに、今朝は起きられませんでした。 
今日はこんなに寒いのに、森さんは寒くないと言いました。 
この家は駅から近くて便利なのに、買う人がいません。 
田中さんは作家なのに、読書が嫌いです。 
森さんは昨日病気だったのに、出勤しました。 
注意点：「のに」の前に敬体は来ない。 
「～が」、「～けど」との区別 
3．文（常体） はずです 
会議は 5時ままでですから、もうすぐ終わるはずです。 
この映画は人気がありますから、観客が多いはずです。 
キムさんはこの大学の学生のはずです。 
4．文（常体） はずがありません 
張さんは入院中ですから、旅行に行くはずがありません。 
7月のオーストラリアは冬ですから、暑いはずがありません。 
森さんはスキーがあんなに上手ですから、初心者のはずがありません。 
表現・語彙 
1．目覚ましをかけます 
2．おととい送ったんですものね 
「ですもの」と「ですから」 
3．せっかく～の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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せっかくアメリカに留学したのに、英語が上手になりませんでした。 
せっかく教えてあげたのに、彼は全部忘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4．こちらこそ 
5．早速 
早速のお返事、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早速ですが、次回の会議の日程をお知らせしま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文 1（動た形／ない形） まま、文 2 
 名  ＋の＋まま、文 
文 1（常体） のに、 文 2 
文（常体） はずです 
文（常体） はずがありません 
2．掌握第四十二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四十二课 

知识单元 15 ：第四十三課 陳さんは、息子をアメリカに留学させ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使役 
2．名 は 名 を 自動 （さ）せます 
陳さんは、息子をアメリカに留学させます。 
田中さんは公園で子供を遊ばせています。 
あの課長は部長を休ませません。 
3．名 は 名 に 名 を 他動 （さ）せます 
部長は太田さんにレポートを書かせました。 
陳さんは森さんに歌を歌わせます。 
先生は生徒にたくさんの歌を覚えさせました。 
4．動 （さ）せてください 
疲れました。少し休ませてください。 
この仕事をわたしにやらせてください。 
5．動 やすいです／にくいです 
このボールペンはとても書きやすいです。 
この本は読みやすいです。 
運動をしている人は太りにくいです。 
表現・語彙 
1．お手伝い（動詞から来た名詞） 
休み  考え  乗換  持ち帰り  申し出 
2．「行ってもらいます」と「行かせます」 
3．～の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意見を婉曲に述べる①） 
4．ぐっと（擬声語②） 
森さんは小野さんの手をぐっと引っ張りました。 
5．丁寧な言い方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使役 
名 は 名 を 自動 （さ）せ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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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は 名 に 名 を 他動 （さ）せます 
動 （さ）せてください 
動 やすいです／にくいです 
2．掌握第四十三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四十三课 

知识单元 16 ：第四十四課 玄関のところにだれかいるよう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文（常体） ようです ① 推測 
名  ＋の＋ようです ① 推測 
玄関のところにだれかいるようです。 
エンジンが故障したようです。 
店の前に行列ができています。あの店の料理はおいしいようです。 
2．文（常体） みたいです ① 推測 
小野さんは森さんが好きみたいです。 
雨の音が聞こえません。雨がやんだみたいです。 
雲が広がっています。明日は雨みたいですよ。 
3．文（常体） らしいです  （推測）（伝聞） 
今度の社員旅行は韓国へ行くらしいです。 
李さんは頭が痛いらしいです。 
林さんはお酒が好きらしいですよ。      
4．動詞／一類形／二類形 過ぎます 
昼ごはんを食べ過ぎました。 
このスープは熱過ぎませんか。 
この説明は複雑過ぎます。 
5． 一類形 ＋さ 
この暑さはいつまで続くんでしょう。 
富士山の美しさが心に残っています。 
仕事のおもしろさがやっと分かりました。 
表現・語彙 
1．おかげさまで 
2．けっこう（程度を表す副詞） 
ここのレストラン、初めて来たけど、けっこうおいしいね。 
3．何といっても 
ご主人のどこが好きですか。 
－何と言っても、まじめて優しいところです。 
4．デザインがしゃれていて 
5．受ける 
今、ヨーロッパで、日本のアニメが受けているそうでうよ。 
6．パワー 
7．控え目 
健康のため、お酒を控え目にしようと思います。 
新入社員の山田君は、とても控え目でおとなしい性格です。 
8．ビアガーデ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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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社員旅行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文（常体） ようです ① 推測 
名  ＋の＋ようです ① 推測 
文（常体） みたいです ① 推測 
文（常体） らしいです  （推測）（伝聞） 
動詞／一類形／二類形 過ぎます 
一類形 ＋さ                
2．掌握第四十四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四十四课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二十九課 電気を消せ ４ 句型、词汇 

2 第三十課 もう 11時だから寝よう ４ 句型、词汇 

3 第三十一課 このボタンを押すと、電源が入ります ４ 句型、词汇 

4 第三十二課 今度の日曜日に遊園地へ行くつもりです ４ 句型、词汇 

5 第三十三課 電車が急に止まりました ４ 句型、词汇 

6 第三十四課 壁にカレンダーが掛けてあります ４ 句型、词汇 

7 第三十五課 明日雨が降ったら、マラソン大会は中止です ４ 句型、词汇 

8 第三十六課 遅くなって、すみません ４ 句型、词汇 

9 
第三十七課 優勝すれば、オリンピックに出場することがで

きます 
４ 句型、词汇 

10 第三十八課 戴さんは英語が話せます ４ 句型、词汇 

11 第三十九課 眼鏡をかけて本を読みます ４ 句型、词汇 

12 第四十課 これから友だちと食事に行くところです ４ 句型、词汇 

13 第四十一課 李さんは部長にほめられました ４ 句型、词汇 

14 第四十二課 テレビをつけたまま、出かけてしまいました ４ 句型、词汇 

15 第四十三課 陳さんは、息子をアメリカに留学させます ４ 句型、词汇 

16 第四十四課 玄関のところにだれかいるようです ４ 句型、词汇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日语（一）、日语（二） 
后续课程：日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语法与句型。结合教材教授基本的、使用频率高的日语句型、词汇、表现形式。 
难点：日语句型、词汇的掌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语音、语法知识的教授采用教师主讲的教学方式。在单词、句型、表现形式的教授上采取师生

互动式教学方式，设计生活场面、游戏等让学生尽可能使用日语。例如，初次见面时的 会话、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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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购物、问路、指路等等。通过让学生观看介绍日本风光、风俗、日常生活的 VCD，学唱日语歌
曲，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不仅在语言学习上获得收益，而且又可以多方面地了解日本，感

受日本。 
教学手段：  
在教学中注重设定使用日语的场面和情形，培养学生从初级阶段开始用日语进行简单交流的意

识与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在会话的练习过程中，注意会话表现的简洁，

使用性高和日语表达自然等方面，提高会话的实际运用能力。 
重视日语学习初级阶段的听力培养，课堂上多使用日语，并结合课本进行听力练习。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标准日本语》初级、下，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4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标准日本语 初级同步练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8月 第 1版 

执笔：崔延花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1日 

 

西方宗教与文化 
Western Religion and Culture 

课程号：4080010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研究所英语（法律英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基督教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和现状；

2、了解基督教的教义、教规、教派和重要节日；3、了解基督教对西方社会乃至全世界在哲学、文学、
艺术、语言、伦理道德及律法诸领域的深刻影响；4、了解圣经成书的过程和内容，熟悉圣经故事和主
要人物，学习圣经中的典故和成语；5、懂得“宗教因素”是了解历史、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一个关键因
素，有助于学生全方位认识世界并与之交往；6、提高学生的英语听力和扩大词汇量。 
开设本课程，旨在改变以前对大学生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素质教育的缺失以及在语言学习时对语

言背后的文化的忽略。 
众所周知，学好语言是离不开对目的语国家文化的了解的，而对英语国家文化的了解是离不开

对他们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基督教）的了解的，因为基督教上下两千年，其内容包罗万象，浩如烟

海，它是西方文明之源——两希文明（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的结晶，也是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
和特色。要研究西方社会发展史、哲学史、思想史、语言史、文学史、艺术史、民族史乃至法制史，

我们必须对基督教文化进行全面的了解。在当代，宗教因素是了解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以

及恐怖主义活动的一个关键因素，现在懂得宗教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这对于

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有一定的意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8523 

知识单元 1：Noah’s Ark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Lord saw that the wickedness of humankind was great on the earth, and that every inclination of 

the thoughts of their hearts was only evil continually. And the Lord was sorry that he had made 
humankind on the earth, and it grieved him to his heart. So the Lord said, “ I will blot out from the earth 
the human beings I have created——people together with animals and creeping things and birds of the 
air ” . But Noah found favor in the sight of Lord.  

The flood continued forty days on the earth. And all flesh died that moved on the earth including all 
human beings. Only Noah and his family and every pair of animals of every kind were left. God blessed 
Noah and his sons, and said to them, “ I am establishing my covenant with you and your descendants after 
you. I have set my bow in the clouds, and it shall be a sign of the covenant between me and the earth. ”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创世纪中有关神创造天地并照着自己形象造人和亚当以及挪亚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创世纪 1-11章。 

知识单元 2：Abraham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Now the Lord said to Abraham, “ Go from your country and your kindred and your father’ s house to 

the land that I will show you. I will make of you a great nation, and I will bless you, and make your name 
great, so that you will be a blessing. No longer shall your name be Abram; for I have made you the 
ancestor of a multitude of nations. I will make you exceedingly fruitful, and I will make nations of you, 
and kings shall come from you. I will establish my covenant between me and you and give to you all the 
land of Cannan. And you shall keep my covenant that every male among you shall be circumcised. It shall 
be a sign of a covenant between me and you. ”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创世纪中有关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创世纪 12-28章。 

知识单元 3：Joseph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God appeared to Jacob again and blessed him. God said to him, “ your name is Jacob; no longer shall 

you be called Jacob, but Israel shall be your name. ” 
Joseph dreamed of greatness and was sold to Egypt by his brothers. In Egypt, Joseph refused 

Potiphar’ s wife’s seduction and, was put into prison. He interpreted the dreams of two prisoners and then 
Pharaoh’s dreams. So he rose to power as prime minister. 

Joseph made the Israelites swear, saying, “ When God comes to you, you shall carry up my bones 
from here.” In this way he reassured his brothers, speaking kindly to them.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创世纪中有关雅各和约瑟的故事以及雅各改名为“以色列”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创世纪 28-50章。 

知识单元 4：The Ten Command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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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For sheer pageantry and spectacle, few motion pictures can claim to equal the splendor of this epic 

remake filmed in Egypt and the Sinai with one of the biggest sets ever constructed for a motion picture. 
This version tells the story of Moses, one of the Israelite pioneers and law-makers, who led the Jewish 
people out of Egyptian bondage and to freedom. And God spoke all these words: Do not worship any god 
except me. Do not make idols for yourself and do not bow down to them or worship them. Do not misuse 
my name. Remember that the Sabbath Day belongs to me and keep it holy. Respect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 Do not murder. Be faithful in marriage. Do not steal. Do not tell lies about others. Do not want 
anything that belongs to someone else. These are the ten commandments or laws from God for the Jewish 
people, the chosen people by God.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并接受神颁布十诫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出埃及记 1-40章。 

知识单元 5：Samson and Delilah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veryone is familiar with the Old Tastament tale of the mighty Samson and the treacherous Delilah, 

and how the strong man was robbed of his powers once the biblical femme fatale sheared off his locks. 
This version is retold in splashy Cecil B. Demille style, withTechnicolor that practically jumps off the 
screen and lager-than-life portrayals all around. Even for those who are not fond of costume dramas, this 
is an engrossing version of the age-old yarn. The drop-dead-gorgeous Hedy Lamarr plays the vindictive 
Delilah to Victor Mature’s ultravirile Samson. Mature uses his expressive features to full advantage, 
melting hearts as the vulnerable Samson curls. The only problems are unintentionally funny struggle 
between Samson and a phony-looking lion, and the somewhat implausible idea of Angela Lansbury 
playing Samson’s older sister. It’s a grand-scale biblical drama, entertaining and fun, with good 
performances throughout and lavish production values.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士师记中有关参孙和大利拉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士师记 13-16章。 

知识单元 6：Ruth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the days when the judges ruled, there was a famine in the land, and a certain man of Bethlehem in 

Judah went to live in the country of Moab, he and his wife and two sons. One of his sons married a 
Moabite girl named Ruth. When they had lived there about ten years, the man and his two sons died, so 
that his wife, Naomi, was left without her two sons and her husband. 

Ruth followed Naomi back to Bethlehem, saying, “ where you go, I will go; where you lodge, I will 
lodge; your people shall be my people, and your God my God. ” Now a kinsman on her husband’s side, a 
prominent rich man, whose name was Boaz, married Ruth and she bore a son, who became the father of 
Jesse, the grand father of David.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路得记中有关路得、拿俄米和波阿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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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阅读圣经路得记中有关路得、拿俄米和波阿斯的故事。 

知识单元 7：David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Samuel anointed David and the spirit of the lord came mightily upon him from that day forward. 

David prevailed over the Philistine with a sling and a stone, striking down the Philistine and killing him. 
After the death of Saul, David was anointed king over the house of Judah and Israel. David brought up the 
ark of God to Jerusalem, the city of David with rejoicing. But later, David committed adultery with 
Bathsheba. The Lord was displeased and sent the prophet Nathan to condemn David who repented. The 
Lord is a tower of salvation for his king, and shows steadfast love to his anointed, to David and his 
descendants forever.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中有关大卫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中有关大卫的故事。 

知识单元 8：Solom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Before David died, he swore that his son Solomon shall succeed him as king and shall sit on his 

throne in his place. The king’s servants came to congratulate, saying, “ May God make the name of 
Solomon more famous and make his throne greater. ” And David charged his son Solomon, saying, “ Be 
strong, be courageous, and keep the charge of the Lord your God, walking in his way and keeping his 
statutes, his commandments, his ordinances, and his testimonies, as it is written in the law of Moses, so 
that you may prosper in all that you do and wherever you turn. ” 

Solomon loved the Lord and prayed for wisdom and an understanding mind to govern the people. It 
pleased the Lord that Solomon had asked this and promised him a wise and discerning mind and a long 
life. God gave Solomon very great wisdom. He was wiser than anyone else. He composed three thousand 
proverbs, and his songs numbered a thousand and five. He built the temple, the house of the Lord and the 
palace and other buildings.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中有关所罗门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中有关所罗门的故事。 

知识单元 9：One Night With The Ki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With lush cinematography, a mesmerizing score, and an all-star cast that includes Peter O’Toole, 

Omar Sharif and John Rhys-Davies, One Night With The King is a sweeping epic about Hadassah, the 
young Jewish orphan who becomes the biblical Esther, Queen of Persia. 

Born into poverty, Hadassah (Tiffany DuPont) grows up to become a beauty who catches the eye of 
the powerful King Xerxes and ultimately becomes his bride. But despite her position, Hadassah’s life is in 
danger, as the state has decreed that all Jews will be put to death. Defying warning to remain silent, 
however, Hadassah struggles to save her people, even as she attempts to hide her heritage, in this exciting 
and inspiring story about courage, faith and des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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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以斯帖记中有关以斯帖和末底改拯救犹太同胞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以斯帖记中有关以斯帖和末底改拯救犹太同胞的故事。 

知识单元 10：The Book of Daniel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605 B.C. Jerusalem was conquered by the Babylonnians and many of their best young men were 

taken into captivity, including Daniel. Daniel was taken to Babylon to serve it. As powerful king, 
Nebuchandnezzar burnt the temple and took away everything in it. Daniel as an example of boldness and 
faithfulness to God in the most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had eternal impact on the people and the kings that 
he encountered.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但以理书中有关但以理被掳至巴比伦及在尼布甲尼撒、伯沙撒、大利乌和塞鲁士

王朝中共任职六十年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但以理书中有关但以理被掳至巴比伦及在尼布甲尼撒、伯沙撒、大利乌和塞鲁士

王朝中共任职六十年的故事。 
知识单元 11：Jesus——Son of God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story of Jesus’ life as recounted by his disciple John, this three-hour epic feature film draws its 

audience into antiquity by way of meticulous recreation, including an original musical score complete 
with instrumental sounds of the time. This ambitious motion picture follows the Gospel precisely, neither 
adding to the story from other Gospels, nor omitting complex passages. Narrated by renowned Canadian 
actor Christopher Plummer with a distinguished cast from Canada’s Prestigious Stratford Festival and 
Soul Theatre Company, as well as Britain’s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and Royal National Theatre, it 
features British actor Henry Ian Cusick in the seminal role of Jesus Christ. 

Jesus’ story has been told to more people, in more languages, in more cultures, than any other. He is 
history’s true revolutionary. He changed the world as none other before or since, and his message is more 
compelling today than ever. Originally shown in the state of the art virtual reality theaters, this riveting 
and acclaimed presentation is now offered to you.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新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中有关耶稣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新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中有关耶稣的故事。 

知识单元 12：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focuses on the last twelve hours of Jesus of Nazareth’s life. The film begins 

in the Garden of Olives where Jesus has gone to pray after the Last Supper. Jesus must resist the 
temptations of Satan. Betrayed by Judas Iscariot, Jesus is then arrested and taken within the city walls of 
Jerusalem where leaders of the Pharisees confront him with accusations of blasphemy and his trial results 
in a condemnation to death. Jesus is presented with the cross and is ordered to carry it through. This is a 
profound story of courage and sacri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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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新约四福音书中有关耶稣受难——被鞭打和钉十字架并流尽宝血为人类赎罪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新约四福音书中有关耶稣受难——被鞭打和钉十字架并流尽宝血为人类赎罪的故事。 

知识单元 13：Paul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fter Jesus died and the apostles began to preach the Gospels and to spread his message to the world, 

the Pharisee Saul was ravaging the church by entering house after house; dragging off both men and 
women, he committed them to prison. Now as he was going along and approaching Damascus, suddenly a 
light from heaven flashed around him. He fell to the ground and heard a voice saying to him, “ Saul, why 
do you persecute me? ” Saul was blinded by Jesus and then chosen to be an instrument to bring His name 
before Gentiles and Kings and before the people of Israel. But he must suffer for the sake of His name. 
The Lord Jesus appeared to him so that he regained his sight and was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was 
baptized. Then he began to proclaim Jesus in the synagogues, saying, “ He is the son of God.” He went to 
many places to preach, for example, Cyprus, Antioch, Syria, Cilicia, Macedonia, Ephesus, Athens and 
Corinth. Finally, he came to Rome, center of the Roman Empire, and was murdered there.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新约使徒行传中有关保罗三次布道旅程和基督教会的诞生与成长。 
作业： 
阅读圣经新约使徒行传中有关保罗三次布道旅程和基督教会的诞生与成长。 

知识单元 14：Quo Vadi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 Welcome to Nero’s House of Women ” greets a concubine to a slave girl, Lygia. Later, this 

self-same greeter reveals that she, too, like Lygia is really a fellow Christian neophyte. And it’s that 
mixture of tawdy Hollywood sex and a strong Christian message that makes this film an enjoyable 
“gentiles and gladiators ” flick. Marcus Vinicius returns Rome after conquering the Britons to find that 
Rome is infected with a crazy new sect called Christians and that his beloved emperor Nero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wacky. Marcus tries his centurion wiles on Lygia and she’s smitten, but she’s also a Christian 
convert and begs Marcus not to force her to choose between him and her god. The Christians have a tough 
go of it, with martyrdom in the Coliseum as punishment for belonging to the new religion in town. 
Though three hours long, the film has something going on. It could help you enjoy it.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新约使徒行传及书信中有关一世纪初期教会和基督徒遭受罗马皇帝尼录迫害时勇敢

地忍受苦难和面对死亡的情景。 
作业： 
阅读圣经新约使徒行传及书信中有关一世纪初期教会和基督徒遭受罗马皇帝尼录迫害时勇敢

地忍受苦难和面对死亡的情景。 
知识单元 15：Five Thousand Years Over the Holy Land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Jewish people have a long history of five thousand years and they were chosen by their God 

Jehovah and given the Promised Land. The Hebrew ancient writings were the Old Testament, the first half 
of the Bible. This documentary film tells their history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to the last book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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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estament, Revelation. It introduces the major events and important pers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ewish people. The important figures include Abraham, Isaac, Jacob, Joseph, Moses, Saul, David, 
Solomon, prophets like Isaiah, Jeremiah and Ezekiel, Jesus, John the Baptist, Jesus’  twelve disciples, 
Paul and many others.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新旧约中有关犹太人 5000 年来被神选中并赐迦南宝地到发展成基督教三派的历史，

并了解其教义、教规、节庆、礼仪、神学思想、经书及伦理道德的指导，同时懂得语言背后是文化，

学语言必须了解目的语的文化，否则学不好语言。 
作业： 
阅读《基督教史》 

知识单元 16：Handel’s Messiah, Christian Songs and Music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Born in Halle, Germany in 1685, the young George Friderich Handel showed an early interest in 

music. By the age of 11 he could already play the violin, harpsichord, oboe and organ. At the age of 17, 
Handel was appointed as chapel master to King George of Handover. In 1712, Handel came to London 
and composed several operas. Handel remained in England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becoming a naturalized 
citizen in 1726 and anglicizing his name to George Friderich Handel. 

Opera remained his central interest. In the late 1730s, Handel turned to oratorios. His many oratorios 
included Saul, Israel in Egypt, and Judas Maccabeus. His most famous essay in the form, Messiah(1705), 
has enjoyed virtually uninterrupted popularity since its composition. During his last few years he gave 
regular performances of Messiah to benefit the Foundling Hospital. Handel died in 1759 and was buried 
in Westminster Abbey. He was recognized as the greatest composer of his day.   

学习目标： 
了解并熟悉基督教音乐、赞美诗和圣诞颂歌。 
作业： 
阅读《基督教文化面面观》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Noah’s Ark 2  
2 Abraham 2  
3 Joseph 2  
4 The Ten Commandments 2  
5 Samson and Delilah 2  
6 Ruth 2  
7 David 2  
8 Solomon 2  
9 One Night With The King 2  
10 The Book of Daniel 2  
11 Jesus——Son of God 2  
12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2  
13 Paul 2  
14 Quo Vadis 2  
15 Five Thousand Years Over the Holy Land 2  
16 Handel’s Messiah, Christian Songs and Mus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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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英语（一），初级英语写作（一），语音，英语听力（一），英语语法，英语阅读

（一） 
后续课程：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创世纪、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罗门、耶稣、保罗。 
难点：约瑟、参孙、路得、以斯帖、但以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①中英双语授课。 
②在课堂教学中，改变“满堂灌”方式，广泛采用启发、讨论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加教学效果。 
①上课时主要观赏与基督教有关的英文原版电影，老师对内容与英语的重点难点给予讲解。 
②课后，学生主要阅读中英文双语圣经以及选编的辅导材料和推荐的参考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语言实验室、设备和有关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有关著作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  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堂实验占 10%；期末考查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辅导材料和相关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中英对照圣经（中文和合本，ESV英文标准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与中国基督

教协会出版 2012年 10月第 9次印刷。 
（二）推荐参考书 
1、《基督教史》陈钦庄著人民出版社 2004年出版 
2、《基督教文化面面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著齐鲁书社 1991年出版 

执笔：陈向荣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定时间：2015年 9月 1日 

 

日语（四） 
Japanese IV  

课程号：40800100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德语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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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在学习了日语（一）日语（二）日语（三）的基础上，继续学习日语（四）

课程中的句型，进行句型练习结合会话练习，在牢固掌握句型的同时，设定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

种各样的场面进行会话练习。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日语（四）的学习，达到能够掌握日语的相关句型，为进一步自学日语

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第四十五課 少子化が進んで、日本の人口はだんだん減っていくでしょ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動 ていきます／きました（持続)（変化） 
少子化が進んで、日本の人口はだんだん減っていくでしょう。 
最近、中国へ旅行に行く日本人が増えてきましたね。 
これからもずっと日本語を勉強していきます。 
2．動 てきました （現れる） 
ずっと本を読んでいたので、目が疲れてきました。 
お母さん、雨が降ってきたよ。 
3．文 1 し、文 2し、文 3 
おいしいし、手軽だし、わたしは冷凍食品をよく食べます。 
休みだし、天気もいいし、どこかに出かけませんか。 
ここは空気がきれいですし、静かですし、住むのにとてもいい所ですね。 
注意点：「～て」と「～し～し」の区別 
4．動／一類形 ば  動／一類形 ほど 文 
この本は読めば読むほどおもしろいです。 
住めば住むほど上海のよさが分かりますよ。 
商品は安ければ安いほど売れるんでしょう？ 
5．（で／へ／から／まで／と）＋の 
空港から市内までのアクセスがよくなりました。 
北京から東京への便は一日に 10便以上あります。 
これは母へのプレゼントです。 
表現・語彙 
1．交通の便がいい 

  2．ライトアップされています 
  3．以前 
  彼には以前会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4．なんか 
  なんか東京に似ていますね。 
  5．～に似ています 
  6．アクセスが良くなりました 
  7．軽く食べていきましょう。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動 ていきます／きました（持続)（変化） 
動 てきました （現れる） 
文 1 し、文 2し、文 3 
動／一類形 ば  動／一類形 ほど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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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で／へ／から／まで／と）＋の 
2．掌握第四十五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四十五课  

知识单元 2：第四十六課 これは柔らかくて、まるで本物の毛皮のようで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の ／ 動（簡体） ようです ② 比喩 
名 ／ 動（簡体） みたいです ② 比喩 
これは柔らかくて、まるで本物の毛皮のようです。 
まるでヨーロッパの街並みを見ているようですね。 
この野菜、まるで果物みたいですね。 
まるでテレビのドラマのような出来事ですね。 
鳥のように空を飛んでみたいなあ。 
先生みたいに上手に日本語が話せるようになりたいです。 
2．名 1 ＋ らしい ＋ 名 2 （典型的） 
この着物はいかにも日本らしい柄ですね。 
今日は春らしい天気です。 
南京路はいかにも上海らしいところですよ。 
3．名（時間） までに 
明日の 9時までにこの書類を完成させ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今月末までに、新しい家を見つけたいです。 
来月の初めまでには事務所開設の準備を済ませたいです。 
4．名＋の ／ 動（簡体） ＋間／間に 
わたしが留学している間に、家の周りもずいぶん変わりました。 
学校が休みの間、アルバイトをするつもりなんだ。 
子供が寝ている間に、部屋を掃除しました。 
5．名 のような味／においがします 
この牛乳、変な味がするけど、いつ買ったの？ 
この野菜、レモンのような味がしますね。 
このスープは、日本の味噌汁のようなにおいがします。 
外で子供の声がします。 
注意点：「あります」を使ってはだめ。 
表現・語彙 
1．済ませたい 
2．～んじゃないですか（意見を婉曲に述べる②） 
ここ、い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3．いかにも 
眼鏡をかけているあの人は、いかにも大学の先生らしいで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名＋の ／ 動（簡体） ようです ② 比喩 
名 ／ 動（簡体） みたいです ② 比喩 
名 1 ＋ らしい ＋ 名 2 （典型的） 
名（時間） までに 
名＋の ／ 動（簡体） ＋間／間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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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のような味／においがします 
2．掌握第四十六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四十六课 

知识单元 3：第四十七課 周先生は明日日本へ行かれま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敬語 
尊敬語 
謙遜語 
丁寧語 
2．尊敬語 
3． 動 （ら）れます  
周先生は明日日本へ行かれます。 
今朝何時に起きられましたか。 
部長は毎朝公園を散歩されるそうです。 
4．お＋一類動／二類動 になります 
お客様はもうお帰りになりました。 
お食事はもうお済みになりましたか。 
旅行の日程はもうお決めになりましたか。    
5．お＋一類動／二類動 ください 
ご＋ 三類動詞の漢字の部分 ください 
どうぞお座りください。 
エスカレーターをご利用ください。 
こちらのドアからお入りください。 
6．尊敬語の特殊形式 
先生、何を召し上がりますか。 
表現・語彙 
1．あっ、そう 
2．～じゃないか 
3．「～て」に続く敬語 
①～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②～てくださって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敬語 
尊敬語 
謙遜語 
丁寧語 
動 （ら）れます 
お＋一類動／二類動 になります 
お＋一類動／二類動 ください 
ご＋ 三類動詞の漢字の部分 ください 
2．掌握第四十七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四十七课 

知识单元 4：第四十八課 お荷物は私がお持ち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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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謙遜語 
2．お＋ 一類動／二類動 します 
ご＋ 三類動詞の漢字の部分 します 
お荷物は私がお持ちします。 
明日の午後、ご連絡します。 
3．謙遜語の特殊形式 
明日、私がそちらへ伺います。 
コピーは私がいたします。 
黄教授に論文を見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4．動ていただけますか。（お願い ③） 
この服、ちょっと小さいので、取り替えていただけますか。 
教え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5．動 （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早速、資料を届け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明日もう一度連絡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6．ございます／ 名 でございます 
すみません、この近くにコンビニがありますか。 
―はい、ございます。 
あのう、お客様、おつりでございます。 
表現・語彙 
1．動詞以外の敬語形式 
尊敬語 
名詞：お食事 お荷物 ご利用 お手紙 お客様 ご家族 
形容詞：お忙しい お元気 お若い お暇 
謙遜語 
わたくし わたくしども 者 社 

  2．「明日」と「昨日」 
  3．何のお構いもしませんで 
  4．右も左も分かりません 
  5．おります／～ております 
午後はずっと社におりますが・・・。 
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謙遜語 
お＋ 一類動／二類動 します 
ご＋ 三類動詞の漢字の部分 します 
謙遜語の特殊形式 
動ていただけますか。（お願い ③） 
動 （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ございます／ 名 でございます 
2．掌握第四十八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四十八课 



8534 

中級上冊 
知识单元 5：第一課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表現 
会話   出会い ●搭话·打招呼 
・ すみません、～ 
・ 「あのう」と「ちょっと」 
・ 失礼ですが、～ 
・ あいさつ（中国語と日本語の違い） 
1．自動詞と他動詞（復習） 
2．先ほど 
あのう、失礼ですが、先ほどの方じゃありませんか。 
3．先ほどの方（助詞「の」） 
先ほどの質問にお答えします。 
4．助かりました 
天気がいいので、助かりました。 
荷物を持っていただいて、助かりました。 
5．感じがします 
勉強すれば勉強するほど、難しくなる感じがします。 
この景色を見ると、日本に来たという感じがします。 
6．「～へは」と「～は」 
7．転勤になった 
8．「すっかり」と「ずいぶん」 
空港がすっかり変わりましたね。驚きましたよ。 
町もずいぶん変わっていますよ。 
9．ついていけない 
変化が早くて、わたしたちもついていけないくらいです。 
10．～くらいです 
これは中学校のテストですが、大人でも分からないくらい難しい問題です。 
11．「～てきました」と「～た」（復習） 
ほら、高層ビルが見えてきたでしょう？ 
高層ビルが見えたでしょう？ 
テキスト 日本の鉄道 
1．～とは 
JRとは Japan Railwaysの略です。 
おせち料理とは、正月に食べるお祝いの料理のことです。 
展開：～というものは／～ということは 

  2．～的 
  彼はどんな事でも積極的です。 
  3．～は～の一つです 
  世界的に有名な新幹線も JRの路線の一つです。 
  4．都市と都市を結ぶ 
  5．どんどん 
  遠慮しないで、どんどん食べてくださ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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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大～ 
  大事件 大規模 大感激 
  大風  大昔  大笑い 
  7．また 
  8．「もの」の使い方 
  公営の鉄道は、地方自治体などが経営するものです。 
  9．～化 
  世界で初めて実用化されたリニアモーターカーも国営です。 
 10．「上り」と「下り」 

  11．そこで 
道が分からなくて困りました。そこで、近くにいた人に教えてもらいました。 
「そこで」と「それで」の使い分け 
12．こんな 
そこで、こんななぞなぞがあります。「日本でいちばん高い駅はどこでしょう。」 
学习目标： 
1．了解       会話：出会い ●搭话·打招呼 
日本の鉄道    
2．掌握第一课词汇、句型。 
作业：课后练习 

知识单元 6：第二課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表現 
会話   あいさつ●开始交谈·结束交谈 

  1．～ぶり 
  3か月ぶりに、東京へ来ました。     
  2．～ものです（感慨） 
  早いものですね。 
  一人でよく帰ってこられたものです。 
  3．その節 
  その節は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4．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JC企画の李さんが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5．こちらにお願いします 
  JC企画の李さんが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あ、そうですか。じゃあ、こちらにお願いします。 
  6．今度 
  今度発売した指輪のデザインは若者に人気があります。 

テキスト あいさつの時の礼儀 
1．～よりも 
日本人は、握手よりもお辞儀をするのが一般的です。 
2．～から～まで 
この映画は、子供から大人まで人気があります。 
3．お辞儀をし、～ 
深いお辞儀をし、相手の名刺をお辞儀しながら受け取り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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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ほうが～です 
名刺を出す時も受け取る時も両手を使うほうが丁寧です。 
5．仕事の場 
特に仕事の場で会った相手には、個人的な質問は避けたほうがいいでしょう。 
6．～ほうがいいでしょう 
栄養があるものをたくさん食べたほうがいいでしょう。 
7．～か、～か、～ 
結婚しているかどうか、給料はいくらか、年はいくつかなどは普通は聞きません。 
8．年 
わたしは兄と年が離れている。 
9．いくら～ても～ 
いくら早く答えても間違いがあれば合格できません。 
どれだけ考えても、いい案が見つかりません。 
10．怖い顔をして 
彼女はわたしをみると、びっくりしたような顔をしました。 
11．～ては／～では 
交通がこんなに不便ではお客さんは来ないでしょう。 
12．気持がこもっています   
気持ちがこも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は、予想以上に相手に伝わってしまうものです。 
13．～以上に 
思った以上に試験は難しかったです。 
14．～ものです（性質） 
山の天気は変わりやすいものです。 
学习目标： 
1．了解       会話：あいさつ●开始交谈·结束交谈 
テキスト あいさつの時の礼儀 
2．掌握第二课词汇、句型。 
作业：课后练习 

知识单元 7：第三課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表現 
会話   顔合わせ●自我介绍 
1．～を含めて 
今回の「金星」プロジェクトは、わたしを含めて 4名のスタッフが担当いたします。 
2．～名 
このヨットの定員は 7名です。 
3．主に 
主に営業を担当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田中先生が主として初級のクラスを担当しています。 
4、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5．～にとって、～ 
わたしにとっては、初めての海外旅行でしたが、紹興で飲んだ紹興酒の味は今でも覚えてい

ますよ。 
6．「～が、～」「～け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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すみませんが、今お話ししてもいいでしょうか。 
ちょっと伺いますけど、この近くに博物館はありませんか。 
7．今でも 
父はわたしのことを今でも小さな子供のよ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テキスト 名字 
1．多くの 
中国語の「名字」は、多くの場合、姓と名の両方を指します。 
2．場合 
都合が悪い場合は知らせてください。 
3．明治時代 
4．～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 
ここであきらめる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 
5．倒置文 
彼が夜間学校をやめたのは、仕事が忙しくなったためです。 
6．～といわれています 
正しい敬語を使える人は本当に少ないといわれています。 
7．数値表現のまとめ 
8．それでも 
父親が病気で亡くなりました。それでも彼はアルバイトをして大学を卒業しました。 
9．一方、～ 
A社の業績はとてもいいです。一方、B社の業績はあまりよくありません。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句型     会話： 顔合わせ●自我介绍 
テキスト 名字 
2．掌握第三课词汇、句型。 
作业：课后练习 

知识单元 8：第四課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表現 
会話   東京本社 ●转述信息 
1．うち 

  うちの青木主任がちょっとお話をしたいと言っていました。 
  2．わたしにですか 
  わたしに（はなしたいの）ですか。 
  3．ご都合 
  山田さんのご都合はいかがですか。 
  4．～ところ 
  お忙しいところ、すみません。 
  5．実は 
  実は母が急病名なので、明日の授業を休みたいんですが・・・。 
  6．思ったより 
  思ったより大変な仕事になりそうなんです。 
  7．突然ですが 
  突然ですが、山田さん、この仕事を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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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てもらえませんか。（復習） 
  9．省略 
  この仕事は李さんに頼みます。 
  えっ、李さんに？ 
  10．事情 
  家庭の事情でしばらく会社を休んでいました。 
  11．～し、～から、～ 
  あの店は安いし、おいしいし、とても気に入っています。 
  家にはかぎがかかっていたし、窓も閉まっていたし、どうやって犯人が侵入したのか分かり

ません。 
12．分かりました 
山田さん、この仕事を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分かりました。 
テキスト 近年サラリーマン事情 
1．かつて 
彼はかつてアメリカの会社で働いていました。 
2．～といえば 
中国と言えば、ウーロン茶を連想します。 
3．当たり前 
残業や休日出勤するのは当たり前でした。 
4．取り組み 
日本政府の環境問題への取り組みはまだ始まったばかりです。 
5．～てきます 
世界の人口は増え続けてきました。 
6．1980年代 
7．さらに 
この国では農業が盛んです。さらに工業も発展しています。 
8．フレックスタイム制度         
9．バランスを取ります 
労働者が自分の仕事と生活のバランスを取りながら、働く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設けられまし

た。 
10．これまで 
これまでこの制度を利用するのは、ほとんど女性でした。 
11．ほとんど 
ほとんどの学生が朝ごはんを食べないで学校へきます。 
12．出世 
13．～（の）ではないか 
出世の妨げとな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る人が多かったからです。 
14．見られます 
携帯電話でインターネットを楽しむ人がよく見られます。 
15．「これ」「この」と「このように」 
① 「これ」と「この」 
② 「このように」の使い方 
③ 後述内容の指示 
16．時間に追われ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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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での時間に追われる生活を送ることをやめて、田舎に引っ越す人もいます。 
17．生活を送ります 
18．都会から田舎に引っ越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会話：東京本社 ●转述信息 
テキスト 近年サラリーマン事情 
2．掌握第四课词汇、句型。 
作业：课后练习 

知识单元 9：第五課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会話   商品紹介●转换话题 
1．最～ 

  2．～をきっかけにして 
  3．助詞「も」 
  4．～に受ける 
  5．「が」と「の」の転換 
  6．「と」と「ば」仮定 
  7．「力士」「横綱」「金星をあげる」 
  8．～ということからきた～ 
  9．～って 
  10．ボトル 
  11．すてき 
  12．人気があるんです 
  13．～のは間違いない 
  14．それを聞いて（上下文の内容を指示） 

テキスト 日本語の語彙 
  1．～という点から 
  2．もともと 
  3．音読と訓読 
  4．～に基づいた～ 
  5．～を中心とした～ 
  6．～のうち 
  7．～を～と呼ぶ 
  8．たいてい 
  9．～ような～／～ように～ 
学习目标： 
1．了解     会話：商品紹介●转换话题￥ 
テキスト 日本語の語彙 
2．掌握第五课词汇、句型。 
作业：课后练习 

知识单元 10 ：第六課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会話   先輩●传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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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文体 
  2.なんと 
  3．先輩 
  4．えっ、先輩？あの佐藤さんが？ 
  5．応答の表現 
  6．「ね」と「ねえ」 
  7．～し、～しね 
  8．お昼 
  9．～ちゃって 
  10．何の話してたの（助詞の省略） 
  11．～のこと 
  12．仕事熱心 
  13．面倒を見る 
  14．まさに 
  15．気になる 
  16．～かもね 

テキスト 「はしの文化」さまざま 
  1．～による／～によって 
  2．「和」と「洋」 
  3．「わんげ」と「おわん」「茶わん」 
  4．～といっても 
  5．～ほか、～も 
  6．やや 
  7．～をしている 
  8．～とされる 
  9．実に 
学习目标： 
1．了解      会話： 先輩●传递信息 
テキスト 「はしの文化」さまざま 
2．掌握第六课词汇、句型。 
作业：课后练习 

知识单元 11 ：第七課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会話   打ち合わせ●确认、反问疑问句 

  1．文体② 
  2．「参考にする」と「参考になる」 
  3．～だろうと思う 
  4．ああ 
  5．評判の 
  6．はい 
  7．～なら～、～なら～ 
  8．話題になる 
  9．なるほど 
  10．取り上げ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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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かね」「わね」と「よね」 
テキスト 電子メールの作法 

  1．～のうえで（の） 
  2．～さえ～ば 
  3．書き言葉の特徴① 
  4．～などという 
  5．～といい 
  6．～ごとに 

学习目标： 
1．了解      会話：打ち合わせ●确认、反问疑问句 
テキスト 電子メールの作法 
2．掌握第七课词汇、句型。 
作业：课后练习 

知识单元 12 ：第八課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会話   企画書●提建议 

  1．そのとおりです 
  2．「それで」「さらに」と「それから」 
  3．「うん」の使い方 
  4．ほう 
  5．～について 
  6．ご覧ください 
  7．可能形の使い方 
  8．逆接接続詞のまとめ 
  9．～（さ）せてください 

テキスト カップラーメン 
  1．～だけで 
  2．すると 
  3．～代わりに～／～に代わって／～に代わる～ 
  4．～（ら）れるように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 
  5．～、～、～、～と 
  6．工夫 
  7．～末 
  8．今では 
学习目标： 
1．了解     会話： 企画書●提建议 
テキスト カップラーメン 
2．掌握第八课词汇、句型。 
作业：课后练习 

知识单元 13 ：第九課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会話   トラブル●抗议 
  1．敬語表現の使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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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ば」と「～たら」 
  3．「～てある」「～ている」と「～ておく」 
  4．～どおり 
  5．「～が、～」と「～けど、～」 
  6．お～しております 
  7．動作の場所を表す助詞「に」と「で」 
  8．後ほど 
  9．お泊り 
  10．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テキスト イタリア旅行 
  1．表の作成と読み方 
  2．～にて 
  3．書き言葉の特徴② 
  4．あこがれのローマ 
  5．擬声語に続く「する」 
  6．だれかと思ったら 
  7．東洋人 
  8．～のだろうか 
  9．～なんて 
  10．～ばかり 
  11．～らしい 
  12．やはり 
  13．相通じる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会話： トラブル●抗议 
テキスト イタリア旅行 
2．掌握第九课词汇、句型。 
作业：课后练习 

知识单元 14 ： 第十課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会話   スケジュール●预定旅店 
  1．～よう（目的） 
  2．予定を立てました 
  3．とんでもありません 
  4．関心のある 
  5．～くらい／ぐらい 
  6．「～様」の使い方いろいろ 
  7．ご１泊 
  8．～ませ 
  9．ご～できる 
  10．「～になります」の頻繁な使用 
  11．「結構です」の二つの意味 
  12．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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テキスト 温泉大国、日本 
  1．延べ 
  2．「のんびりする」と「リラックスする」 
  3. 温泉の多くは 
  4．たっぷりのお湯 
  5．～による／～によって（方法、手段） 
  6．日帰り温泉 
  7．その数 
  8．エステ 
  9．ちょっとした 
  10．いやし 
  11．「～のだ」と「～のだろう」 
  12．日本のお風呂文化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会話：スケジュール●预定旅店 
テキスト 温泉大国、日本 
2．掌握第十课词汇、句型。 
作业：课后练习 

知识单元 15 ：第十一課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会話   若者の意識●判断的表达方式 

  1．～のところ 
  2．～見込みです 
  3．～でも 
  4．～でも～でも／～にしても、～にしても 
  5．当たる 
  6．そうそう 
  7．「高まる」と「高める」 
  8．～わけではない 
  9．うーん 
  10．同世代 
  11．口コミ 

テキスト 漫画とアニメ 
  1．～に夢中になる 
  2．～という 
  3．～向け 
  4．～に関する 
  5．～にしか 
  6．～だけで（は）なく～も 
  7．～とは比べものにならない 
  8．その後 
  9．～とともに、～ 
  10．高～ 
  11．いきいきと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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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生み出す 
  13．やがて 
  14．娯楽性 
  15．次々 
  16．想像力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会話： 若者の意識●判断的表达方式 
テキスト 漫画とアニメ 
2．掌握第十一课词汇、句型。 
作业：课后练习 

知识单元 16 ：第十二課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会話   最終日●邀请—接受 邀请—拒绝 

  1．いよいよ 
  2．～ないと 
  3．「というと？」と「～というのは」 
  4．いやあ 
  5．「おおきに」と「あかん」 
  6．耳にしませんでした 
 7．そういえば、そうですね 

  8．～の方 
  9．～せい／～せいで／～せいか 
  10．あっ、そうだ 
  11．ミナミ 
  12．～ですけれども 
  13．早いので 
  14．その代わり 
  15．あのう 
  16．披露宴 
  17．～させていただく 

テキスト 方言と共通語 
  1．「異なる」と「違う」 
  2．それぞれ 
  3．～においても 
  4．関西地区 
  5．～（という）ことになる 
  6．「投げ返す」と「聞き間違える」 
  7．怒る 
  8．方言 

学习目标： 
1．了解     会話：最終日●邀请—接受 邀请—拒绝  
テキスト 方言と共通語             
2．掌握第十二课词汇、句型。 
作业：课后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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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四十五課 少子化が進んで、日本の人口はだんだん減っ

ていくでしょう 
４ 句型、词汇 

2 第四十六課 これは柔らかくて、まるで本物の毛皮のようです ４ 句型、词汇 

3 第四十七課 周先生は明日日本へ行かれます ４ 句型、词汇 

4 第四十八課 お荷物は私がお持ちします ４ 句型、词汇 

5 第一課 出会い・日本の鉄道 ４ 句型、词汇 

6 第二課 あいさつ・挨拶の時の礼儀 ４ 句型、词汇 

7 第三課 顔合わせ・名字 ４ 句型、词汇 

8 第四課 東京本社・近年サラリーマン事情 ４ 句型、词汇 

9 第五課 商品紹介・日本語の語彙 ４ 句型、词汇 

10 第六課 先輩・「はしの文化」さまざま ４ 句型、词汇 

11 第七課 打ち合わせ電子メールの作法 ４ 句型、词汇 

12 第八課 企画書・カップラーメン ４ 句型、词汇 

13 第九課 トラブル・イタリア旅行 ４ 句型、词汇 

14 第十課 スケジュール・温泉大国、日本 ４ 句型、词汇 

15 第十一課 若者の意識・漫画とアニメ ４ 句型、词汇 

16 第十二課 最終日・方言と共通語 ４ 句型、词汇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日语（一）、日语（二）、日语（三）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语法与句型。结合教材教授基本的、使用频率高的日语句型、词汇、表现形式。 
难点：日语句型、词汇的掌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语音、语法知识的教授采用教师主讲的教学方式。在单词、句型、表现形式的教授上采取师生

互动式教学方式，设计生活场面、游戏等让学生尽可能使用日语。例如，初次见面时的 会话、商
场购物、问路、指路等等。通过让学生观看介绍日本风光、风俗、日常生活的 VCD，学唱日语歌
曲，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不仅在语言学习上获得收益，而且又可以多方面地了解日本，感

受日本。 
教学手段：  
在教学中注重设定使用日语的场面和情形，培养学生从初级阶段开始用日语进行简单交流的意

识与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在会话的练习过程中，注意会话表现的简洁，

使用性高和日语表达自然等方面，提高会话的实际运用能力。 
重视日语学习初级阶段的听力培养，课堂上多使用日语，并结合课本进行听力练习。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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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标准日本语》初级、下，中级，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4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标准日本语 初级同步练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8月 第 1版 

执笔：崔延花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1日 

 

法律语言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Linguistics 

课程号：408001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为英语专业选修课，本课程面向英语专业、翻译专业以及全校对法律语言感兴趣的学生。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使学生初步了解法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法律语言的历

史、特点以及法律语言的研究内容及现状等，为将来进一步研究相关领域打下基础。 
法律语言学属于法学与语言学的交叉学科。作为法科院校为主的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的学生以

及法学专业的学生，学习了解法律语言学是很有必要及有现实意义的。其一，法律是用语言表述的，

没有语言便没有法律；其二，只有理解了语言，才有可能理解法律，才能更好地做好法律翻译。语

词是法律人用来实现他们的目标的工具。立法者运用语言创制法律，法官运用语言陈述他们的判决

理由，检察官运用语言对被告人进行控诉，律师在法庭上运用语言为当事人辩护，法学家运用语言

表达他们的观点和思想。本课程的设置可为跨学科学习与研究提供一定的工具及途径。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法律与语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法律与语言的关系。 
2. 作为交叉学科的法律语言。 
3. 法律职业使用的语言。 
4. 法律语言学及法律语言的特点。 
Introduction: Language and law 
l Forensic linguistics is an application of linguistics. And forensic linguistics is th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branch of linguistics which deals with the interface between language, crime and the law. 
l Few professions are as concerned with language as is the law. 
l Our law is a law of words.  
l Laws all consist of words. 
l Morality or custom may be embedded in human behavior, but law comes into being through 

language. 
l Legal profession focuses intensely on the words that constitute the law, whether in the form of 

statutes, regulations, or judicial opinions.  
l It is utterly impossible to conceive of law without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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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Words are also a lawyer’s most essential tools. 
l Attorneys use language to discuss what the law means, to advise clients, to argue before a court 

or jury, and to question witnesses. 
l The legal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their clients are created, modified, and terminated by the 

language contained in contracts, deeds, and wills. 
l The average lawyer’s daily routine consists almost entirely of read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law 
l Language is essential to law in at least two ways. First, laws or legal norms cannot exist without 

the ability to articulate or describe them in language. Secondly, language is an essential tool in carrying 
out the business of law. There is, without any doubt, an extremely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law. 

l According to Prof. Liao Meizhen, law is language, and law problems are language problems.  
The language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l Scholars have done a fair amount of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of lawyers, or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and how it differs from ordinary speech and writing.  
l Mellinkoff (1963); Tiersma (1999).  
l Still far from enough. Generally, law schools seem to regard the study of legal language as part of 

the skills curriculum, if they think about it at all. Or, in the alternative, legal language may so integral to 
the study of law that legal academics seldom explicitly distinguish it from the substantive areas in which 
they are interested.  

l A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work done on legal language has been the movement to make the 
law more understandable to the public at large,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contracts, leases, warnings, and 
other legal documents that are directed at consumers.  

l This is the focus of the plain English movement.  
l The classic book in this area is Wydick (1994). 
What is forensic linguistics? 
l The term “Forensic Linguistics” can be used narrowly to refer only to the issue of language 

evidence. However it is becoming accepted as a cover term for language and the law issues.  
l So, narrowly,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ield of language and law; broadly, it is as a synonym 

for the phrase “language and law” (Gibbons 2003).  
l However, Tiersma does not accept this view, who thinks that forensic linguistics is an importance 

part of the field of language and law, but it is not synonymous with the broader discipline of language and 
law. 

l The study of any text or item of spoken language which has relevance to a criminal or civil 
dispute, or which relates to what goes on in a court of law, or to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itself. Thus the 
linguist may be called upon to analyze a very wide variety of documents, e.g. agreements relating to 
ancient territorial disputes, the quality of court interpreting, an allegation of ‘verballing’ (claims by 
defendants that their statements were altered by police officers), a disputed will, a suicide note, a ransom 
demand, et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l Frequent use of common words with uncommon meanings.  
l Frequent use of Old English and Middle English words once in common use, but now rare. 
l Frequent use of Latin words and phrases.  
l Use of Old French and Anglo-Norman words which have not been taken into the general 

vocabu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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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Use of terms of art. E.g. appeal, felony, dictum, demurrer, lessor, lessee, injunction 
l Use of argot.  
l Frequent use of formal words. 
l Deliberate use of words and expressions with flexible meanings.  
l Attempts at extreme precision of expression.  
学习目标： 
1. 了解法律与语言的关系。 
2. 掌握法律语言学的特征。 
3. 掌握相关法律语言的词汇。 
作业： 
7. 预习教材第一部分。 
8. 查阅相关资料。 
9. 阅读课堂发放的复印资料： 

     “What is forensic linguistics” by Peter M. Tiersma  
     “What is language and law, does anybody care?” by Peter M. Tiersma.   
     “Law and Language” by Timothy Endicott 
知识单元 2：法律语言的起源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第一章：凯尔特人、盎格鲁—萨克逊人和丹麦人。 
2. 第二章：诺曼征服和法语的兴起。 
3. 第三章：英语的复兴。 
1. CELTS, ANGLO-SAXONS, AND DANES 

    The Celts 
    There are virtually no remnants of the legal language of the original Celtic inhabitants of England,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indications that it was poetic and not particularly comprehensible for ordinary 
people, a theme that continues to resonate. 
    The Anglo-Saxons     

The Anglo-Saxons pushed the Celtic language to the fringes of Britain. Some Anglo-Saxon words or 
legal terms have survived to today, including writ, ordeal, witness, deem, oath and moot.  Words had an 
almost magical quality in Anglo-Saxon legal culture.  Their law used alliteration and conjoined phrases, 
a practice that has, to a limited extent, survived to the present (as in rest, residue and remainder). The 
increasing linguistic complexity of Anglo-Saxon laws led to more complicated legal language, suggesting 
that the complexity of legal language may to some extent simply reflect an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society. 
    Latin and the Advent of Christianity 
    Christian missionaries landed in 597 and (re)introduced Latin.  Latin terms that entered legal 
language in this period include words like clerk. One impact of Christianity was to encourage the use of 
writing, which was later to have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law. Although Latin was incomprehensible to 
most of the population, it enhanced communication at a time when there was no standard for written 
English. 
    The Scandinavians 
    Vikings raided the English coast, and eventually settled down.  Legal terms from Norse include the 
word law itself, but otherwise the language did not have a large impact on legal English. 

2. THE NORMAN CONQUEST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FR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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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liam the Conqueror Invades England 
    The Norman conquest in 1066 placed French-speaking Normans in virtually all important positions 
in England; French thus became the language of power. Virtually all English words relating to government 
are originally French.  The Normans initially used Latin rather than French as a written language of the 
law.  Only around 200 years after the conquest did French statutes appear. They remain French until the 
1480s. Strong evidence that the courts operated in French did not appear until the end of the 13th century. 
The use of French in courts seems tied to the expansion of jurisdiction of royal courts during this period; 
royal courts were logically conducted in French, which was still the language of the aristocracy and royal 
household at this time. In a sense, therefore, adoption of French for legal purposes could initially have 
promoted communication with those most affected by royal law. 
    Ironically, at the same time that French was in ascendancy as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use of 
Anglo-French as a living language was beginning to decline. It is probably no accident that this was also 
the period when a professional class of lawyers arose. Soon after 1400, Anglo-French was virtually extinct 
as a living language, but it had become firmly entrenched as the professional language of lawyers.   
    The Continuing Use of Latin 
    Throughout this period, Latin continued to be used as a legal language. It came to be known as "Law 
Latin," and included various legal terms of French origin, as well as English words when clerks did not 
know the Latin.  Legal maxims, even today, are often in Latin, which gives them a sense of heightened 
dignity and authority. Names of writs (mandamus, certiorari) and terminology for case names (versus, ex 
rel., etc.) are still in Latin, perhaps a reflection of the use of Latin for writs and court records until the 
early 18th century. 
    Law French 
    French eventually became a language used only by lawyers, and became known as "Law French." 
Early efforts to abolish it in court proceedings failed. Possible reasons for the retention of Law French 
after its demise as a living language include claims that it allowed for more precise communication, 
especially with its extensive technical vocabulary; the dangers of having ordinary people read legal texts 
without expert guidance; the conservatism of the profession; and a possible desire by lawyers to justify 
their fees and to monopolize provision of legal services. If nothing else, it reflects the conservatism of the 
profession at the time. 
    Som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w French that have left traces in today's legal language include 
addition of initial e to words like squire, creating esquire; adjectives that follow nouns (attorney general); 
simplification of the French verb system, so that all verbs eventually ended in -er, as in demurrer or 
waiver; and a large amount of technical vocabulary, including many of the most basic words in our legal 
system.  Law French eventually was reduced to around 1000 words, forcing lawyers to add English 
words to their French texts with abandon.  A notorious example is the "brickbat" case from 1631. 
    Trilingualism and Code-switching 
    During this period, lawyers had to be trilingual in French, Latin and English.  Each language was 
traditionally used in specified domains.  Even more than today, perhaps, law was in those days a 
profession of words. 

3. THE RESURGENCE OF ENGLISH 
    The Demise of Latin and Law French 
    Use of Latin and Law French for legal purposes gradually declined, and was given a final coup de 
grâce in 1730. 
    The Increasing Importance of Writing and Printing 
    Legal language was originally entirely oral.  If there was a writing of a legal event, it was merel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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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f the oral ceremony. Eventually, the writing became a type of autoritative text, the dispositive or 
operative event itself. What now mattered was what was written, and what was said became largely or 
entirely irrelevant. This progression can be seen in written reports of court proceedings, which first merely 
documented an oral event, but which later became the event itself, so that what is said in an appellate 
court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is legally immaterial; what matters is the written opinion. Legislation also 
went through this progression. Printing contributed to these trends by allowing for a standardized and 
widely-available version of the written text.  Now all that matters is the enacted text of a statute, or the 
published version of a judicial opinion, which has led to an ever increasing fixation on the exact words of 
legislation, and has permit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octrine of precedent.   
    Further Developments in England 
    As pleadings became written, rather than oral, they also became subject to increasing textual scrutiny 
and were often rejected for the smallest linguistic slip. This encouraged use of formbooks, which had a 
conservatizing effect on legal language by promoting continuing reuse of antiquated phrasing. And legal 
documents became ever longer as clerks and lawyers charged by the page.  In part for these reasons, the 
legal profession began to find itself in low repute.   
    Legal English Throughout the World 
    English colonizers transported legal English throughout the British Empire, including North America. 
Despite antipathy towards lawyers and the English, the Americans maintained English legal language. The 
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 were linguistically very convoluted and full of legalese. Thomas Jefferson 
advocated improving the style of statutes, although did not really follow through.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American Constitution are elegant and relatively simple, but in general, American legal 
language closely resembled that of their former colonial masters. The same is true in other former English 
colonies. To a large extent, the retention of English legal languag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tention or 
adoption of English common law.  People who adopt concepts from another culture tend also to adopt 
the words used to describe those concepts. 
    Conclusion 
Lawyers did not invent Law French, or today's legal language, for the purpose of monopolizing the 
profession. It developed natural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iverse languages and cultures, as well as the 
growing complexity of the legal system and the shift from predominantly oral to mainly written 
communication. Yet to some extent, legal language does have the effect of enabling lawyers to retain their 
virtual monopoly on providing legal services. The fact that laymen remain dependent on lawyers for 
creating and "translating" legal texts makes it hard for lawyers to abandon their distinctive language.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语言的起源。 
2．了解法律法语、拉丁语在法律英语中的使用。 
作业： 
1. 阅读教材的第一部分的三章内容。 
2. 阅读参考书目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by David Mellinkoff, Chapter II, pp.11-23。 

知识单元 3：法律语言的本质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 第四章：像律师那样讲话。 
2. 第五章：追求精确性。 
3. 第六章：法律词汇。 
4. 第七章：解释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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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八章：变异。 
1. TALKING LIKE A LAWYER 
Lawyers seem to have developed some linguistic quirks that have littl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and 

serve mainly to mark them as members of the legal fraternity.   
Pronunciation and Spelling as Markers of Group Cohesion     
The odd pronunciation of defendant (with a full vowel in the last syllable, rhyming with ant) and the 

spelling judgment (consistently without an e) seem to serve as a marker of group cohesion.  Ironically, 
when pronouncing words of Latin or Law French origin, the recent trend is not to follow the expected 
traditional pronunciation of the legal profession (i.e., as though the words were English), but rather to use 
the articulation taught in foreign language classes.  The reason may be that the traditional legal 
pronunciation sounds unsophisticated to the modern ear, and lawyers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appearing 
prestigious. 

Lengthy and complex sentences 
Studies show that sentences in legal language are quite a bit longer than in other styles, and also have 

more embeddings, making them more complex. Sometimes there seems to be an attempt to state an entire 
statute or linguistic principle in a single sentence, as illustrated by a California law against insuring 
lotteries. Such a statute can easily be broken down into more digestible pieces with no loss in content, so 
there is no justification for such long sentences today. 

Wordiness and redundancy 
Lawyers are very prone to use wordy and redundant phraseology, including what is sometimes called 

boilerplate. Lawyers also tend to use ponderous phrases (such as at slow speed or subsequent to) where a 
single word would suffice (slowly; after). On the other hand, sometimes legal language is not overly 
wordy at all, but highly compact or dense. The economic incentives and strategic motivations under which 
lawyers operate seem to be significant here: when clients are paying a large fee, there is a motivation to be 
verbose; when a document is written for a busy court, however, lawyers realize they have to get to the 
point quickly. 

Conjoined phrases 
Conjoined phrases consist of words like by and or, as in I give, devise and bequeath the rest, residue 

and remainder... They have been used since Anglo-Saxon times. Conjoining words is still extremely 
common in legal language. One reason for such lists of words is to be as comprehensive as possible. They 
also can add emphasis.  But they can lead to ambiguity because of the rule of interpretation that every 
word should be given meaning and nothing treated as surplusage. Thus, careful communication requires 
that lawyers use such conjoined phrases with care.  

Unusual sentence structure 
Lawyers make use of unusual sentence structures, as in a proposal to effect with the Society an 

assurance, which is taken from an insurance policy. Often these unusual structures result in separating the 
subject from the verb, or splitting the verb complex, which can reduce comprehension. 

Negation 
Legal language seems to use an inordinate amount of negation. To some extent this may result from 

the tendency to regulate by prohibition; judges prefer negative injunctions, for example. Research reveals 
that especially multiple negation impairs communication and should be avoided.  

Impersonal Constructions 
A related characteristic of legal style is impersonal constructions. The best example is avoidance of 

first and second person expression (I and you). Using the third person in statutes does make some 
communicative sense (as in Sex offenders shall register with the police...) because the statute "speak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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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to sex offenders, but to the police and the courts; you might therefore be inappropriate or ambiguous. 
Elsewhere (as in the tendency of judges to refer to themselves as the court rather than I) it creates an 
impression of objectivity and authority, thus helping to legitimate the legal system. Multi-judge panels 
seem less reluctant to use we, and will even use this pronoun to refer to a decision made by their 
predecessors long ago. Here, the first person stresses the continuity and perceived timelessness of the law. 

Conclusion 
Many of the quirky or stylistic features of legal writing serve little or no communicative function and 

could easily be dispensed with, especially because they may reduce comprehension. 
2. THE QUEST FOR PRECISION 
One of the main justifications for a distinct legal language is that it is capable of extremely precise 

communication. 
Avoiding Pronouns: "Player Promises That Player Will Play..." 
One means of gaining precision is to repeat nouns (e.g., player), rather than using a pronoun (e.g., he) 

after a person or thing is introduced.  Pronouns can sometimes have ambiguous reference, so this 
technique can indeed enhance precision. Lawyers, however, avoid pronouns almost routinely, even where 
no ambiguity is possible. Avoiding pronouns does have an unintended benefit: it reduces the use of sexist 
language.   

Undermining Precision: "The Masculine Shall Include the Feminine" 
Legal documents often declare that the masculine includes the feminine, the singular includes the 

plural, or that one tense includes the other. This may originally have functioned to reduce verbosity, as 
suggested by Jeremy Bentham, but it obviously can undermine precise communication when reference to 
a specific gender, number or tense is desired. Perhaps legal language is not always so precise, after all. 

Strategic Imprecision: Obscuring the Actor Through Passives and Nominalizations   
Passive sentences allow the speaker or writer to omit reference to the actor (as in the girl was injured 

at 5:30). One reason lawyers use passives is for strategic reasons: to deliberately de-emphasize or obscure 
who the actor is. Passives are therefore impersonal, giving them an aura of objectivity and 
authoritativeness; this may explain why they are common in court orders.  They are less common in 
contracts, where the parties typically wish to spell out exactly who is to do what, and thus have an interest 
in precise reference to the actors. 

Nominalizations are nouns derived from verbs (e.g., injury from the verb injure). Like passives, they 
can be used to obscure the actor (the injury occurred at 5:30). A legitimate function of nominalizations is 
that they allow the law to be stated as generally and objectively as possible.  Lawyers often use passives 
and nominalizations strategically, however. They avoid them when they wish to be as precise as possible, 
and use them when they wish to be deliberately imprecise. 

Flexible, General, or Vague Language 
Some legal terms are not precise at all, but are noted for their generality, flexibility, or even 

vagueness (e.g., reasonable or due process). Flexibility has a valid communicative function; a term like 
reasonable can change with the times and circumstances. Because it can change with the times, flexible 
language is characteristic of constitutions. It may also be valuable when lawyers wish to be as 
comprehensive as possible. Yet sometimes a term like obscene or indecent is felt to be too pliable, because 
it gives great discretion to the decisionmaker; the Supreme Court has tried to limit that flexibility by tying 
obscenity to community standards. Flexibility is likewise less appropriate in criminal statutes in general, 
because people ought to know in advance what is legal and what is not.  Lawyers also are nervous of 
overly flexible language, because it may be interpreted in an unintended way in the future.   

The Tension Between Flexibility and Pr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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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yers are often torn between the conflicting goals of flexible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use of 
general language) and precision (often by using word lists of specific examples).  Sometimes it is 
possible to avoid the vagueness problems inherent in flexible terms by using a word list, which tends to 
allow for more precise communication. This is illustrated by a hunter harassment statute, which a court 
struck down on vagueness grounds when it forbade harassing hunters in general terms, but later upheld 
after the legislature added a specific list of prohibited activities. But aiming for precision by using lists has 
its costs. There are several interpretive maxims, including noscitur a sociis, ejusdem generis, and 
expressio unius, which all tend to restrict, rather than exp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items in a list. 
Elsewhere, flexible language has sometimes proven preferable to precise lists, as shown by developments 
in the prudent investment rule. Lawyers consequently aim to achieve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by using 
phrases like any X,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a, b, and c, thus marrying the general and the specific, but 
there will inevitably be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Conclusion 
Legal language can, in some ways, communicate quite precisely.  But other characteristics 

undermine precision, and certain features can be used strategically to be deliberately imprecise.  
Furthermore, lawyers may opt for flexible communication, which is in some ways the opposite of 
precision and is often in tension with it.   

3. THE LEGAL LEXICON 
Another way in which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is claimed to promote clear and concise 

communication is through a specific legal vocabulary.  
    Legal Archaisms 
    A common criticism of the legal vocabulary is that it is full of antiquated features. These include 
archaic morphology (further affiant sayeth not); the legal use of same, said, aforesaid, such and to wit; use 
of the subjunctive, especially in the passive (be it known); and words like herewith, thereunder, and 
whereto. Although these expressions often had a legitimate function in the past, the claim that archaic 
words or expressions should be preserved because they are somehow more precise than ordinary language 
is simply not defensible. 
    Linguistic Creativity: New Wine in New Bottles 
    Even though some legal language is quite archaic, many other old legal terms have died off as the 
concepts to which they refer became obsolescent. In fact, some areas of the legal lexicon are very 
innovative, as in terms like zoning and palimony. Such terms give the law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novel 
circumstances and legal developments. 
    Asylees, Escapees and Tippees 
    Another example of linguistic creativity in legal language is the frequent formation of new words 
ending in -ee, which contrast to those ending in -or (mortgagee/mortgagor). Although these pairs are 
confusing for the lay public, they can enhance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profession by filling lexical gaps 
that exist in ordinary language.   
    Conservative or Innovative? 
    Legal language is neither hopelessly conservative nor remarkably innovative. Often there are reasons 
for using antiquated vocabulary. Like religious language,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is quite conservative 
with regard to sacred or authoritative texts, which adherents are reluctant to change or even to translate for 
fear of affecting the meaning. The fact that courts have authoritatively interpreted a term does inspire 
caution, of course. Further, using proven language over and over can be economical. A less palatable 
reason is that because archaic language is hard for most people to understand, lawyers sometimes have a 
financial incentive to use it to help justify their fees. Yet when dealing with new legal concepts for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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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no existing word, lawyers do not hesitate to create novel terminology. As a result of these 
conflicting motivations and goals, legal language is an odd mixture of archaic alongside very innovative 
features.  
    Formal and Ritualistic Terminology  
    The legal lexicon also has many formal or ritualistic words and phrases. One function of such 
language is to emphasize that a proceeding is separate from ordinary life. Often ritualistic language frames 
a legal event by signaling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In private legal documents, ritualistic and formal 
language indicates that something like a will is an important legal act, sometimes called the ritual or 
cautionary function of legal formalities. Of course, this function could be fulfilled by means that are more 
comprehensible. In fact, taken to extremes, formal language is simply pompous and serves little function 
besides its possible prestige value. 
    Do and Shall 
    When do is used in a declarative sentence, it is normally to add emphasis. This is not its function in 
legal language (e.g., The People of California do enact...) Here, it marks that something is a performative. 
The adverb hereby (as in the People of California hereby enact...) fulfills the same function: indicating 
that by saying enact, the legislature by those very words engages in the act of enacting. Because do is 
anachronistic and unusual in this usage, it should be avoided; hereby can easily communicate 
performativity, where necessary. 
    Shall is also used in an unusual sense in legal language. It is commonly said that legal use of shall 
does not indicate the future, but the imposition of obligation. But shall appears to function also in 
promises or declarations. In reality, shall seems to mark that the phrase in which it occurs is part of the 
content or proposition of a performative phrase. Thus, in a contract the parties perform the act of 
promising by signing the contract; the content of their promises is indicated by shall.  Shall does have the 
function of indicating that the document in which it occurs is legal, which may help explain its 
pervasiveness in legal language.  Generally, however, the meaning of shall can be communicated more 
comprehensibly by must or will or is.  
    Jargon, Argot and Technical Terms  
    It is sometimes said that the legal vocabulary is full of argot. Argot is generally used to communicate 
in secret among a small group; this does not properly typify legal language. Others claim that legal 
terminology is largely jargon. I use the term jargon to refer to language of a profession that is not 
sufficiently precise to qualify as a technical term (e.g., conclusory). Jargon can be useful in facilitating 
in-group communication, but should obviously be avoided in communicating with the public. 
    If the distinctive legal vocabulary actually enhances communication, it must be mainly through 
technical terms, or terms of art. It is sometimes claimed that legal language has few true terms of art. Any 
law dictionary reveals that there are large numbers of technical terms, however.  Those who claim 
otherwise may have too strict a notion of the precision required for a technical term. As long as an 
expression has a relatively exact meaning, is used by a particular trade or profession, and promotes brevity 
of expression, it fulfills an important communicative function and can properly be called a technical term. 
Such terms are less exact in law than in the hard sciences because legal terms typically refer to concepts 
that change over time, or are slightly different in divergent jurisdictions. And they may be modified by 
judicial decisions.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judicial decisions, by following the intent of the drafter over 
the "plain meaning" of a word, often make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less precise. Courts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could work together to make legal terminology much more exact, but it would come at the cost 
of negating the intentions of speakers who use a term in a different sense. Legal terminology will 
therefore never be as precise as the profession might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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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ionships Among Words     
    In ordinary English words exhibit certain systematic lexical relationships. The same is true for legal 
language, but with a number of deviations that can trap the uninitiated. 
    One way that words can be related is as homonyms, or via polysemy. In either case, one word or 
sound sequence has two or more meanings. This can cause communication problems when legal terms 
have both an ordinary meaning and a divergent legal meaning (as in consideration or personal property). 
These words, which I call legal homonyms, are particularly problematic because laymen are very likely to 
(mis)interpret them in their ordinary sense, and even courts are sometimes unsure whether the ordinary or 
technical meaning was intended. 
    Words can also be related as synonyms, which refers to words with very similar meanings.  On the 
one hand, lawyers are told to avoid synonyms or elegant variation. Using a different word is assumed to 
invoke a different meaning. On the other hand, lawyers have a great love for long lists of synonyms, 
especially in conjoined phrases. Lists of synonyms can thus create interpretative problems. 
    A final relationship is antonymy, or lexical opposites. Legal language has a tendency to create such 
opposition where it does not normally occur. Speech and conduct overlap in ordinary language, but 
American courts now treat them legally as opposites: if something is speech, the First Amendment applies; 
if an action is mere conduct, it does not. Yet it must be confusing for the layperson to read that burning an 
American flag is free "speech." 

4. INTERPRETATION AND MEANING  
    This section discusses several ways in which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meaning differ from ordinary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and some of the reasons why. 
    Definitions 
    Definitions nowadays are normally descriptive, which means they are based on usage. In common 
law countries, no one has the authority to dictate how a word ought to be used, which would constitute a 
prescriptive definition. Definitions in legal language, however, are prescriptive because here there is an 
institution that can dictate how a word ought to be used: the legislature.   
    I call these declaratory definitions. They also occur in contracts and other legal documents.  Such 
definitions can promote more precise drafting by stipulating that one of several possible meanings is 
intended. But they are also hazardous, because the reader may not always realize that what seems to be an 
ordinary word is defined in a specific--sometimes, aberrant--way. There are also incorporating definitions, 
which are not really definitions at all. They simply take a large amount of text and define it as X, allowing 
the text to be removed from the body of the statute and placed with the definitions. Although the practice 
can minimize redundancy in the text, it can also make less transparent and harder to find. 
    Reference 
    Reference is important to the law; the law of trademarks is largely about preserving the unambiguous 
reference of marks. Ambiguity of reference can also cause problems in wills. To avoid referential 
ambiguity in legal documents, lawyers often use what I call declaratory reference, declaring in a 
document that Garcia shall refer to Hilda Garcia, an individual residing in San Antonio, Texas. Linguists 
also distinguish between referential descriptions (a specific person or thing) and attributive descriptions 
(whoever meets the description). This is quite relevant in the law of wills, where a gift of my car could be 
either referential--the car I now own--or attributive (whatever car I own at death). Further, legislation is 
almost always written in an attributive (thus, objective) way, applying to any person who fits a description. 
This can be abused, however, as when a tax break that seems to be attributive in fact refers to a specific 
person or entity.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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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gal interpretation differs in several ways from ordinary understanding. In ordinary language, what 
really matters is what a speaker means by an utterance (speaker's meaning), rather than what a word or 
utterance means (word or sentence meaning). Irony provides a good example, because here the sentence 
meaning (I love being hit on the head by a brick) is highly misleading.  In theory, legal interpretation of 
private documents also focuses on the speaker's meaning, but this is undermined by the evidentiary 
limitations of the parol evidence rule. With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courts now often look to the intent of 
the speakers (legislative intent). Yet referring to legislative intent is controversial, especially in the theory 
of interpretation called textualism, which has revived the plain meaning rule. The plain meaning rule 
excludes consideration of extrinsic evidence when the meaning of a statute is plain from a reading of the 
text itself. This is completely inconsistent with ordinary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which uses any cues it 
can--such as shared background knowledge or information on the circumstances of an utterance--to 
determine the speaker's meaning.   
    But the plain meaning rule is not entirely irrational; it derives to some extent from the historic shift 
from oral to written communication. We tend to interpret written texts differently from speech. Someone 
who writes a text often tries to make it as autonomous as possible, so that any information needed to 
interpret it is contained in the text itself. This is often necessary, because the reader of a text may be in a 
very different location, at a very different time, and may know little or nothing about the circumstances 
surrounding the writer. Logically enough, legal documents are written to be very autonomous. One view 
of the plain meaning rule, therefore, is that judges will assume that the drafter was successful in creating 
an autonomous document, so that ideally extrinsic evidence should not be needed. At least as an initial 
assumption, this seems sensible. 
    Another reason for legal interpretation to place less emphasis on the speaker's meaning is the 
problem of collective authorship, as well as the fact that one or more of the authors may be dead or 
otherwise unavailable. Furthermore, legal interpretation must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gaps, when the text 
is silent on a particular point. In a spoken conversation, one interlocutor can ask the other to fill the gap. 
With most legal documents, courts must find some other means of deciding what to do when the text is 
silent. Courts thus necessarily construct meaning where there was none before, rather than simply 
interpreting the text. This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spot because courts prefer not to act in overtly 
authoritative ways, so they continue to speak of interpretation while actually engaging in construction. 
    A final difference between legal and ordinary interpretation derives from the fact that an interpreter 
must always keep in mind the rules and conventions used by the speaker or writer.  There is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ncoding and decoding language. The evidence accumulated in this book suggests 
that legal writers do indeed use language and drafting conventions that are distinct from ordinary language. 
An example is that normally if someone uses synonyms, we assume she is engaging in elegant variation 
and that the synonymous terms refer to the same thing. Legal drafters generally try to avoid such variation; 
the legal interpreter will thus assume that the synonyms in fact refers to something different. Most 
student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have concentrated on what courts do, but they should perhap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legal language and conventions of the drafters. 

5. VARIATION IN LEGAL LANGUAGE 
    Legal Dialects 
    Dialects reflect linguistic variation on the basis of geography.  Legal language is not a dialect, but it 
does have dialects of its own in that it varies according to place. Some of this dialectal variation results 
from differences in legal systems; English lawyers speak of solicitors and barristers, a distinction not 
m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Elsewhere, the concepts are similar, but words for them are different (British 
company law versus American corporate law). In countries such as India, legal English is infus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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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terms for indigenous legal concepts. Thus, even though legal language is quite conservative in some 
senses, in other ways it again reveals itself as a relatively flexibl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by readily 
adapting to the situation in which it is used. 
    Spoken Legal Language 
    Legal language further varies depending on whether it is spoken or written. The most salient 
characteristics of legalese--archaic vocabulary, long and convoluted sentences, use of passives and 
nominalizations--are far more evident in written legal language. Written language is also more compact 
and dense. Spoken legal language tends to be less formal overall. An oral judgment by an English judge is 
perhaps the most formal type of spoken legal English. Oral arguments to a court tend to be in standard 
English, while addressing a jury might very well be in a regional variety of English that is aimed at 
identifying with the local population. As with medieval lawyers, choice of language variety in specified 
domains is dictated to some extent by tradition, but these days strategy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elegraphic Speech 
    Telegraphic speech leaves out all words that could be supplied by context; it is common in telegrams 
and headlines. It is often heard in the courtroom (lawyer: Objection! Judge: Overruled), but also in some 
quite formal settings, as at the end of an opinion (appeal dismissed). It again illustrates that lawyers can 
cut out excess verbiage when its suits their purpose. 
    Legal Slang  
    Despite claims that their speech habits are very formal, even pompous, lawyers not infrequently use 
legal slang. Slang enhances group cohesion and is often shorter (thus more "linguistically efficient") than 
more formal language.  Examples include rogs for interrogatories, TRO for 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 
SLAPP suit for strategic lawsuit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idioms like grant cert for grant a writ of 
certiorari. 
    Variation and Genre 
    There are various genres, or types, of legal writing. They illustrate again that legal language is not 
monolithic, but can vary substantially depending on the situation. Pleadings, petitions, orders, contracts, 
deeds and wills can be called operative legal documents because they create and modify legal relations. 
They tend to use a great deal of legalese. Expository documents are those that explain the law, including 
office memoranda, judicial opinions, and client letters. They tend to be in formal but standard English, 
with little legalese, except that they do use many technical terms. Especially judicial opinions have a fair 
amount of stylistic freedom, making use of metaphors and sometimes even poetry. Persuasive documents 
include briefs to a court and memoranda of points and authorities; their language is similar to expository 
documents. It is interesting and ironic to observe that documents drafted more directly for clients 
(operative documents like wills and contracts) seem to contain the most legalese, while those directed to 
colleagues within the profession (expository and persuasive documents) contain relatively less. 
    So What Is Legal Language Exactly? 

Legal language has been called an argot, a dialect, a register, a style, and even a separate language.  
In fact, it is best described with the relatively new term sublanguage. A sublanguage has its own 
specialized grammar, a limited subject matter, contains lexical, syntactic, and semantic restrictions, and 
allows "deviant" rules of grammar that are not acceptable in the standard language.  However we 
describe it, legal language is a complex collection of linguistic habits that have developed over many 
centuries and that lawyers have learned to use quite strategically.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语言的特征。 
    2．掌握一些常见的法律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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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 
    1. 阅读教材第二部分的五章内容。 
 2. 预习第三部分。 
知识单元 4：法庭语言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第九章：诉状：构成法律叙事。 
2. 第十章：证人证言和真实性。 
3. 第十一章：完成故事。 
1. PLEADINGS: CONSTRUCTING THE LEGAL NARRATIVE 
Narratives 

    A very general narrative structure, sufficient for our purposes, begins with som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continues with a chronological description of a series of events that leads to a problem or 
crisis. The narrative ends with the resolution of the problem or crisis.   
    Pleadings 
    The pleading stage, which begins a lawsuit, is where the plaintiff tells his story to the court.  As a 
narrative, it is incomplete in at least two important ways. Unlike an ordinary story, which is asserted as 
truth, the story told in a complaint is merely alleged to be true; its truth remains to be established at trial. 
And it is incomplete in the sense that there has not yet been a resolution of the problem or crisis; this 
depends on the outcome of the trial. 
    The defendant can respond to the pleading in various ways: arguing that the story in the complaint is 
not legally adequate, or that the decisionmaker does not have the authority to offer a resolution 
(jurisdiction). Another option is to admit that the story is adequate, but to challenge its truth by denying 
the facts, or offering a counternarrative. 
    Pleadings tend to be extremely ritualistic in language. In medieval times, what mattered was not so 
much the content of a pleading as the words that were used; one slip could be fatal.  Pleading remains 
formal and ritualistic, but currently the content has become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form. 
    Once the pleadings have determined that the plaintiff's story is legally adequate, the trial--to 
determine the truth--can begin. 

2. TESTIMONY AND TRUTH 
Many cases do not actually go to trial, but are settled. In criminal law, the settlement process is called 

plea bargaining, a process that can be quite informal and has developed a jargon or slang of its own.   
When a case does not settle, it proceeds to trial. Various rituals signal that a trial is about to 

commence. The first order of business in a jury trial is the voir dire of the jurors. The search for truth can 
then commence. Most of the examples in the next two chapters derive from two murder trials, including 
that of O.J. Simpson.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ode-Switching in the Courtroom 
Just as lawyers switch between language varieties when writing, they do the same when speaking in 

the courtroom. Normally, choice of one variety over another depends on the topic of conversation, or the 
ability of the hearer to understand a particular type of speech. Yet using a particular variety of language 
also has social implications in that we judge people by the language they use. Furthermore, use of a 
common variety of language can create a sense of group cohesion.  Lawyers are inclined to use standard 
English in court when they wish to appear intelligent and competent, and regional varieties of English 
when they wish to bond with a jury. 

Questioning of Witnesses 



8559 

Witnesses come to court to tell their own story, which forms part of the larger narrative that is on trial. 
Although they generally prefer to tell their tales in narrative form, the legal system forces them to testify 
through a rigid question and answer format, which allocates control over testimony to the examining 
lawyer.   

Direct Examination.   
Direct examination generally begins with giving the witness an opportunity to present a very brief 

narrative. The examining lawyer then generally follows up with increasingly coercive or controlling 
questions, including wh-questions, which limit the witness to a brief response, or yes/no or alternative 
questions, which allow only two possible responses.   

Lawyers use such questioning strategically, to ensure that all and only legally relevant facts are told, 
as well as to keep problematic facts from emerging, if possible. Careful questioning can also enhance 
precise communication by clarifying ambiguities in a witness's answer, or by asking the witness to explain 
unusual terminology.   

Cross-Examination.   
Cross-examination allows an even more coercive question type: leading questions. Such questions 

are not tied to any specific form, but have in common that they suggest a single answer.  One function of 
such questions is to muddy the waters by undermining the clarity of the witness's communication during 
direct examination. Or they can be used to undermine credibility by eliciting a clear statement that can 
later be contradicted by other evidence, as Simpson's lawyers did during cross-examination of Detective 
Mark Fuhrman. 

The Language of Questioning 
Lawyers are well aware that if they wish to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with the jury though 

questioning, they must generally use ordinary English, not legalese. Their language tends to be fairly 
formal, however, to convey to jurors that they are intelligent and competent. Out of the presence of jurors, 
as during sidebar conferences, lawyers tend to be less formal and may even use slang, perhaps to 
emphasize that although they are adversaries, they belong to the same profession. 

Implications of the Questioning Process 
Questioning is not a neutral and transparent process of obtaining information. Narrative answers are 

generally more accurate than fragmented responses, for example. The wording of a question can influence 
the responses given by witnesses, according to psycholinguistic tests.  Research also confirms that 
leading questions can influence the recall of witnesses. While objections by counsel can limit these 
influences, suggestive questioning is particularly problematic when it is used to subtly coach witnesses, 
out of the presence of a jury or opposing counsel.  

The way that questions are answered can also influence the perceived credibility of the witness, the 
examining attorney, or both. Witnesses who speak in a powerful style (using little hedging and hesitation, 
for example), as well as those who speak formal standard English, tend to be evaluated as more intelligent, 
competent, and truthful. This is especially problematic for witnesses who cannot easily change their 
speech style. Ironically, trial lawyers have become aware of the research and are attempting to incorporate 
it into their trial strategies. 

Creating a Written Record  
The testimony of witnesses is transcribed by a court reporter. It is not truly verbatim and complete. 

One reason is that nonverbal information is not consistently included, although lawyers will sometimes 
ask that the record reflect nonverbal information. More troubling is that reporters sometimes "clean up" 
the language of lawyers and judges, to enhance their feelings of prestige.   

As in other areas of the law, the written text of the record has become what matters once the trial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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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making the actual oral event virtually irrelevant in subsequent proceedings.  Lawyers consciously 
try to create an advantageous record through their questioning strategies.  And as with other written legal 
documents, the record tends to be interpreted as an autonomous text. Thus, in perjury prosecutions, courts 
fixate on the language of the record to determine whether a witness made a false statement, largely 
ignoring the speaker's actual intentions. 

3. COMPLETING THE STORY 
After the lawyers have produced evidence (largely testimony) to prove or negate the plaintiff's story, 

they make their summation or closing argument.      
Closing Arguments 
In closing, the plaintiff's attorney must weave together a complete narrative out of the disorganized 

fragments that were presented by various witnesses and other evidence at trial, much like a film editor. 
She must also persuade the jury that the story is true. Although lawyers tend to favor long lists of 
synonyms, for example, in closing they typically chose one or two that convey a sense or connotation that 
favors their strategic interest (as in calling an unborn child a baby in an abortion prosecution). They also 
use antonymy by contrasting one term with its opposite.   

Although some lawyers use fairly formal standard English, they generally tend to be more effective if 
they use a somewhat more conversational variety. During her summation in the Simpson case, prosecutor 
Marcia Clark tried to bond with the female jurors by opening herself up and revealing her emotions, but 
was not really successful. Prosecutor Darden may have been somewhat more successful, carefully using 
second person pronouns to suggest that the murder victim, Nicole Simpson, was sending jurors a message 
from beyond the grave.   

Defense attorney Johnny Cochran successfully personalized his client by emphasizing that he was 
Orenthal James Simpson, not merely the defendant. Like Anglo-Saxons of long ago, he used conjoined 
alliterative phrases (that the evidence was compromised, contaminated and corrupted) and rhyme (if it 
doesn't fit, you must acquit).  Unlike Clark, Cochran successfully bonded with the mainly African 
American jury by invoking themes and images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speaking like a preacher 
in a Black church.  He used inclusive we to suggest a shared journey towards justice. Overall, by using 
relatively formal and standard English, he came across as well educated, while the subtle intonation and 
accents of a Black preacher allowed him to invoke group solidarity. 

Instructing the Jury 
In many proceedings, it is members of the public--the jury--who must decide the truth of the 

plaintiff's story. To some extent, the jury must also decide whether the story is legally adequate.  Judges 
tell the jury how to go about this task by means of jury instructions. Unfortunately, most jury instructions 
are essentially written legal language, though presented orally, and thus do not communicate the law very 
well to the lay members of the jury. And judges seem to prefer formal language to appear objective by 
distancing themselves from other participants. 

The reasonable doubt instruction is especially problematic; there is substantial evidence that jurors 
do not understand it very well, in part because it tracks the language of an 1850 case.  Unfortunately, 
judges are extremely reluctant to explain the instructions in ordinary language, treating them as sacred text, 
and generally rereading them verbatim if the jury inquires regarding their meaning. 

Resolving the Conflict 
Just as lawyers use stories to present their case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jurors use them to determine 

the truth. The "truth" determined by the verdict is not factual truth, however, but "declared truth," which 
governs all later legal proceedings. After this "truth" is established, the judge is in a position to complete 
the unfinished narrative of the complaint by offering a resolution (or denying one) in her jud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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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了解法庭上法律语言的使用情况。 
2. 掌握法庭上法律语言的特点。 
作业： 
1. 阅读教材第三部分的三章内容。 
2. 预习第四部分。 

知识单元 5：改革法律语言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第十二章：什么使法律语言难以理解？ 
2. 第十三章：简明英语。 
3. 第十四章：与陪审团交流 
THE PLAIN ENGLISH MOVEMENT   
JUDGE: The charge here is theft of frozen chickens. Are you the defendant? 
DEFENDANT: No, sir, I'm the guy who stole the chickens. 
The premise behind the plain English movement is that legal documents ought to be plainer--and 

more comprehensible--to the average person. It's probably fair to say that the modern movement began in 
the 1970s. But people have objected to the obscurity of lawyer's language for many centuries. 
    The first major struggle in England was to get legal texts into English, the language of the people, 
rather than French or Latin. The problem largely arose when William, Duke of Normandy, defeated the 
Anglo-Saxon king Harold at the Battle of Hastings in 1066 and became king of England. William and his 
followers spoke a type of French. And their legal documents were mainly in Latin, and later also in French. 
English, in contrast, was the lower-class language of a subjugated people.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English people had always been English speakers. Nor surprisingly, by 1422, 
the new king, Henry VI, was a native English speaker. Yet French did not die out among English lawyers. 
Au contraire, it thrived.  Unhappiness about this state of affairs led to what might be considered the first 
plain English law: the Statute of Pleading, enacted in 1362. The law, written in French, recited that French 
was much unknown in the realm; it therefore required that all pleas be "pleaded, shewed, defended, 
answered, debated, and judged in the English Tongue."    
    An even sterner critic was Jeremy Bentham, who excoriated the language of lawyers as 
"excrementitious matter" and "literary garbage." Bentham advocated codification, in which all of the law 
would be systematically divided into codes on various topics. Individual parts of each code should be 
small enough for people to remember, and written clearly enough for citizens to know the "exact idea of 
the will of the legislator." Bentham argued that plain legal language is essential to proper governance. 
"Until, therefore, the nomenclature and language of law shall be improved, the great end of good 
government cannot be fully attained."  
    At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newly independent American states were also engaged in trying to 
achieve the great end of good government. Som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were well aware of the problems 
with legal language. John Adams criticized English legal language and the "useless words" in the colonial 
charters. He hoped that "common sense in common language" would become fashionable. Likewise, 
Thomas Jefferson lambasted the traditional style of statutes,  
which from their verbosity, their endless tautologies, their involutions of case within case, and parenthesis 
within parenthesis, and their multiplied efforts at certainty by saids and aforesaids, by ors and by ands, to 
make them more plain, do really render them more perplexed and incomprehensible, not only to common 
readers, but to lawyers themselves. Unfortunately, the revolutionary fervor of the early Americans did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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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d to overthrowing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They ultimately imitated the ponderous style of his 
Majesty's statutes, if not their substance. 
    A modern plain English movement did not really arise until the 1970s. David Mellinkoff's book,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pointed out the many absurdities of traditional legalese. On a more practical level, 
Richard Wydick's Plain English for Lawyers has been widely used to teach law students the art of legal 
writing. In fact, plain English principles have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writing curriculum of most law 
schools.  
    The crusade to make legal language less convoluted and more accessible to average citizens has also 
resonated outside the academy. In the United States, some of the earliest efforts to improve legal language 
directed at consumers were initiated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eginning rather modestly in the 1940s. 
In 1978 President Carter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that required that Federal regulations be "as simple and 
clear as possible." Federal law now requires clear, conspicuous, accurate, or understandable language in 
many types of consumer transactions, including the Truth in Lending Act, the 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 
and the Magnuson-Moss Warranty Act.   
    Egged on by the consumer movement, the states also responded. New York enacted America's first 
general plain language law in 1978, and several states have followed. Most states now require 
straightforward language in specific transactions, especially insurance policies.  Click here for a sample 
of state plain language laws. 
    After slowing during much of the 1980s, the movement has recently picked up steam.  Some states 
are in the process of making their jury instructions more understandable, or have recently done so. 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has begun to require that the summary and certain other portions of 
prospectuses be in ordinary language. And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mandated in 1998 that federal 
regulations be written in plainer prose; in fact, it was part of their "reinventing government" initiative.   
    Statutory drafters have not remained oblivious to these developments. American legislative drafting 
manuals now advocate the use of plain language principles. One such manual recommends avoiding 
elegant variation, as well as legalistic terms such as such, said, aforesaid, and to wit. It also favors the 
active voice over the passive. These are, of course, standard guidelines for clear writing. 

The movement has also taken root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outside of the United States.  At 
about the time that Citibank released its promissory note, the Australian Sentry Life Insurance Company, 
responding to a survey of its customers, produced a plain language insurance policy.  The United 
Kingdom has the Plain English Campaign, started by a Liverpool woman who was fed up with 
unintelligible government forms. She took hundreds of the offending documents, proceeded to Parliament 
Square, and publicly shredded the lot.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seems to have been sufficiently 
embarrassed; it soon began systematic revision of its forms. In addition, in 1999 the English court system 
implemented new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They received a fair amount of press attention because they 
had abolishes some time-honored legal terms for modern equivalents. A subpoena is now a witness 
summons, an in camera hearing is now a private hearing, and a writ is now a claim form. Even the 
venerable term plaintiff has been replaced by claimant.  
    Anyone who pages through a book of statutes will realize that we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A 
statute is not something that the average person can readily understand. In fact, requiring that all statutes 
be understandable to the lay public is almost surely an unrealistic goal. As the world around us becomes 
ever more complex, statutes inevitably are becoming longer, denser, and more specialized. Arguably, 
many statutes--such as those relating to bankruptcy, civil procedure and evidence, corporations, public 
utilities, the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and the military--are not directed to the general public at all, but are 
rather addressed to a subcommunity of experts. Few of these specialized subjects lend themselves to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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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ion to a lay audience. And often ordinary people may not care all that much, anyway. 
    Yet there are statutory areas that are of intense interest to the public. Examples include the criminal 
law, as well as laws relating to the family, divorce, community property, inheritance, employment, civil 
rights, landlord-tenant relations,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Surely ordinary citizens ought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rights conferred and obligations imposed by such statutes. At the same time, it may be that 
the law cannot or should not be stated too plainly.  Lawyers often argue that important nuances would be 
lost if the law were stated in plain English.  In addition, legal language facilitates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 profession; it might be very time-consuming the try to explain the entire law in fully understandable 
language. 
    One solution has been proposed by Paul H. Robinson, Peter D. Greene, and Natasha B. Goldstein, in 
an article entitled Making Criminal Codes Functional: A Code of Conduct and a Code of Adjudication, 86 
J. Crim. L. & Criminology 304 (1996). They note that most criminal statutes have a dual audience: 
members of the public and adjudicators. They suggest that adjudicators can tolerate the complexity that is 
inherent in most current criminal codes, but that members of the public have a right to a criminal code that 
they can understand. In essence, there ought to be two criminal codes, one for the public and one for 
judges. The authors then proceed to offer a draft code of conduct that explains to the public, in plain 
English, what they can and cannot do, as well as a draft code of adjudication in legalese for judge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this proposal is that it recognizes quite explicitly that legal language and 
ordinary English are, in a sense, two different languages. It suggests that perhaps the job of lawyers, who 
are essentially bilingual, is to translate legal language into ordinary speech.  At the same time, I am 
somewhat reluctant to embrace the bilingual view, because it largely removes the pressure on the system 
to speak more clearly. A consumer about to sign a lease or to purchase a refrigerator on credit should not 
have to pay a lawyer to explain what the legalese in the relevant documents means.   
    There are certain categories of legal documents--particularly those that affect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ordinary consumers--that should stated as plainly as possible.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far 
less of a problem if agreements between larg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which are all represented by 
lawyers are impenetrable to the average consumer, although even these agreements can often be drafted 
much more clearly than they currently are.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decide what to do with statutes. Realistically, we doubt that we will be seeing a 
plain English Internal Revenue Code in our lifetimes. On the other hand, it seems to me that it should not 
be that terribly difficult to improve the language of the criminal codes. Several American states have 
managed to craft relatively plain jury instructions, which explain the criminal law to jurors in ordinary 
language. If we cannot express the criminal law in ordinary English, how can we expect ordinary citizens 
to obey the law? 

Overall,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is definitely better than it was twenty or thirty years ago. But there 
remains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语言的演进。 
2．了解法律语言的改革。 
作业： 
1. 阅读第四部分三个章节。 
2. 总结法律语言的形成、演进以及特点。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无单独设立实验课，但是设计有实践教学环节，穿插在理论教学课时当中，要求学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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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内容以及课下搜集到的材料在课堂上做汇报。 
实践内容：课堂口头报告 
实践要求：熟悉法律语言的起源；研究法律语言的特点；掌握法律语言常用词语、句式及语篇

结构。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律与语言 3  
2 法律语言的起源 3  
3 法律语言的起源 3  
4 法律语言的本质 3  
5 法律语言的本质 3  
6 法律语言的本质 3  
7 法庭语言 3  
8 法庭语言 3  
9 法庭语言+法律语言改革 3  
10 法律语言改革 3  
11 课堂口头报告展示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语言学概论、语用学、语篇分析、法律英语 
后续课程：法律话语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律语言的起源、演变及其特征。 
难点：法律语言为交叉学科，涉及法学及语言学两个学科，需要这两个学科的基础，对于学生

来说是最大的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英语讲授。 
2.兼顾中文讲解。 
教学手段： 
1.多媒体课件播放。 
2.相关视频展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学生需要自己制作 PPT。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随课堂要求。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本课程最终成绩由两部分组成，其中平时成绩占 30%，包括出勤、课堂表现、课后

作业完成情况以及课堂口头报告的表现等；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节课后布置有阅读材料的作业，详见前面的单元知识部分。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的教材是法律语言学比较基础入门级的著作，长度难易比较事宜，与本课程适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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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用教材 
Peter M. Tiersma, Legal Languag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彼得•蒂尔斯马著，刘蔚明译《彼得论法律语言》，法律出版社，2015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Gail Stygail, Trial Language, John Benjamins B.V., 1994. 
    2. Judith N. Levi and Anne Graffam Walker (edited), Language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Plenum Press, 
1990. 
    3. John Gibbons (edited), Language and the Law,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94.  
    4. John Gibbons, Forensic Linguistics —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in the Justice System,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3. 
    5. John Olsson, Forensic Linguistics —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Crime and the Law, 
Continuum, 2004. 
    6. Malcolm Coulthard and Alison Johnson, An Introduction to Forensic Linguistics, Routledge, 2007. 
    7. David Mellinkoff, The Language of the Law,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3.  

执笔：张清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7日 

 

英语演讲艺术 
The Art of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课程号：408001052 

说明：本课程原名《英语演讲与辩论》，但根据我这几年的教学实践，每周两节课的时间只够

讲“演讲”部分，没有时间讲“辩论”部分，故建议集中师生精力和时间讲好学好“演讲”部分，

其实“演讲”学好了，“辩论”也容易了。因此，本课程拟改名为《英语演讲艺术》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律英语和法律翻译专业本科生的专业选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在正音的基础上提高口语能力，能说出语音语调准确并流利的英语；

2、克服恐惧，战胜自我，以良好心态在演讲中或慷慨陈词或侃侃而谈；3、了解成功英语演讲的三
个标准：语言标准，内容标准和艺术标准；4、掌握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 
公共演讲从古希腊开始，在西方具有悠久的历史，西方人从小就培养演讲能力，演讲几乎是所

有大学所要求的必/选修课，擅长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公共演讲，即具有良好的口才，是大学生现在
求学将来求职、工作一个不可忽略的基本能力。出色的口才能带来成功的人生。 
公共演讲是在大庭广众前表达思想说服人鼓动人激励人的一种手段，历来被认为既是一门科学

又是一种艺术，它综合运用了以英语听说读写译的技能并能提高人的批判思维能力，并为辩论做好

准备。具有良好口才和演讲能力是一个人综合能力的体现：学识、素质、胆量、智慧、能力、语言、

应变和仪态。 
开设本课程，旨在教授学生英语演讲的方法和技巧，不仅如此，更通过提高口语能力来锻炼学

生逻辑思维能力、拓宽知识视野、提升表达能力并能使用英语作为将来职业生涯中工作语言的能力，

因此本课程不只是仅为培养各种演讲比赛选手而设立，虽然我们鼓励他们去参加校内外的各种英语

演讲比赛，因为那是很好地实践和锻炼机会。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English Speaking and the Aims of the Course (公共英语演讲
的重要性和本课程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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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is a new subject in the English education in China with inexhaustible 

potential. It has many functions and profound educational and informative effects. It is an art as well as a 
science. By practicing making speeches, one’s speak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reading abilities will be 
improved. Moreover,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can also have a giant leap. There is a social and educational 
need to incorporate this course into the English education curriculum. CUPL should integrate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urse into its syllabus, 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beral arts. In the 
future, pubic speaking will definitel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education and talents 
cultivation. 

学习目标： 
1、理解公共演讲，作为一门有几千年历史的艺术，在学业、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

大，它能促进人的语言表达、批判性思维以及综合能力的提升。 
2、了解本课程 4个教学目标，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九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有备演讲 “ The 

Door That Are Open to Us ”。 
2、复习并练习英语元音/i:   i   eæ/。 

知识单元 2：One of the Criteria for Successful English Pubic Speaking: Language Judgement ( Part 
I) ——Speak English with Correct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一：语
言标准之正确的语音语调）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顾名思义，英语演讲者必须发音清晰，无论说英国英语还是美国英语，其语音语调一定要正确，

优美，越接近英美人发音越好。可是许多人从小开始学英语时没有受到正确的训练，因此好多人发

音不准，怪异或带口音，而要改正这些错误发音，即改变长期形成的英语发音的错误习惯难度极大，

故本课程将英语正音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从第 1周到 16周） 
学习目标： 
1、明白英语对于国人来说是外语，用母语公开演讲已属不易，用一门外语成功进行演讲，当

然更富挑战。 
2、理解语音语调“正确”是衡量讲英语水平的基本标准之一。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九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即席演讲 “ The 

Best Way to Express Your Feelings in Public”。 
2、复习并练习英语元音 /u:u : ɑ:/  。 

知识单元 3：One of the Criteria for Successful English Pubic Speaking: Language Judgement ( Part 
I) ——Speak English Clearly and Fluently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一：语言标准之说英语要清晰流
利）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讲英语，除了语音语调要正确优美外，还要求“清晰”和 “流利” ，“清晰”和 “流利” 是衡量语

言水平的高一档的标准之一。虽然这是英语口语课要达到的要求，本课程没有时间练口语，但把练

习口语的方法告诉学生，使他们在英语口语课内和课外多多练习讲英语，直至熟练到接近

native-speaker’s fluency。讲英语磕磕巴巴不可能演讲成功。 
学习目标： 



8567 

理解讲英语“清晰”和 “流利” 是衡量讲英语水平的高一档的标准之一。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九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亚军的有备演讲 

“ College Education in Today’s Competitive World ”。 
2、复习并练习英语元音 / ə:ə/。 

知识单元 4：One of the Criteria for Successful English Pubic Speaking: Language Judgement ( Part 
I) ——Speak English grammatically correctly and appropriately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一：语言
标准之：英语表达要正确、得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讲英语，除了语音语调要正确优美并且说得清晰流利外，“语法正确”和“说得得体”也是衡量语

言水平的高一档的标准之一。因此演讲要尽量避免语法、句法、词法、用法上的错误，更要避免中

式英语。还有，语言风格，其正式程度的高低（formal, informal, colloquial, slang)，是庄重严肃还是
风趣幽默，都应视具体演讲题目、听众、目的及场合而定，不然就会产生所谓“对牛弹琴”等错误，
使演讲显得滑稽或尴尬。 
学习目标： 
理解“语法正确”和“说得得体”是衡量讲英语水平的高一档的标准之一。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九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亚军的即席演讲 “ Why 

are People Still Superstitious in Spite of Advances in Scientific Knowledge ”。 
2、复习并练习英语双元音/eiai iəuauiəeəuə/ 。 

知识单元 5：One of the Criteria for Successful English Pubic Speaking: Content Judgement ( Part II) 
—— Stick to the topic, shed new light and provide insightful perspective on the subject (成功英语演
讲的标准之二：内容标准之切题并见解独到、视角新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内容和观点是一篇演讲的核心所在。因而，一篇演讲是否成功要看它是否紧扣主题而不是离题

万里，还要看它是否见解独到、视角新颖而不是平淡无奇、人云亦云。内容是否深刻并能感动人、

激励人、说服人是演讲是否成功的比语言标准更高的标准。 
学习目标： 
理解切题并见解独到、视角新颖是衡量演讲水平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九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季军的有备演讲

“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 
2、复习并练习英语辅音/p  b  t  d  k  g/。 

知识单元 6：One of the Criteria for Successful English Pubic Speaking: Content Judgement ( Part II) 
—— Give something substantive and provide adequate reasoning and evidence to develop, support 
and elaborate the main points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二：内容标准之言之有物、有理、有据）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演讲时，除了内容要切题并且见解独到、视角新颖外，还要言之有物，说话要有理有据，要有

足够的事例和数据来阐述、支持、发展演讲的要点。此外，还应使提供的信息正确、准确、完整，

信息量恰到好处。 
学习目标： 
理解言之有物、有理有据是衡量演讲水平的标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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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九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季军的即席演讲 “ When 

you are unhappy, what do you usually  do to make yourself feel better? ”。 
2、复习并练习英语辅音/f  v  s  z  θð/ 。 

知识单元7：One of the Criteria for Successful English Pubic Speaking: Artistic Judgement ( Part III) 
—— Make the focal points stand out and present ideas clearly and logically (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
之三：艺术标准之重点突出，脉络清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评价演讲是否成功的第三个重要标准，即艺术标准是看其是否以最有效的新形式和手段来传达

内容和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内容，就是内容的有机成分。因此演讲要重点突

出，脉络清晰，各部分是否协调，有机统一，浑然一体并且上下的逻辑关系明确。 
学习目标： 
理解重点突出，脉络清晰，浑然一体，逻辑关系明确是衡量演讲水平的艺术标准之一。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六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有备演讲：“ Beijing 

2008: The Meaning of the Bid ”。 
2、复习并练习英语辅音/  t d /。 

知识单元8：One of the Criteria for Successful English Pubic Speaking: Artistic Judgement ( Part III) 
—— Employ various strategies, e.g. use of anecdotes, examples, quotes, statistics, humor to present 
the ideas effectively to the audience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三：艺术标准之娴熟运用诉诸听众的各
种手段）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演讲的艺术标准，除了要重点图书，脉络清晰外，还要看各种诉诸听众的手段是否运用得娴熟，

例如讲本人或他人的经历、故事是否动人，有启发性，所举的例子和数据是否合适正确，所引的名

人名言和谚语格言是否恰当、有力，最后还要看演讲是否有恰到好处的幽默语句。另外，如果体态

语大方自然，能保持微笑和眼光接触，服饰自然清新，声调把握恰到好处的话，演讲的效果会更好。 
学习目标： 
理解娴熟运用各种手段对于演讲的成功有很大的帮助。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七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有备演讲：

“ Globaliza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hina’s Younger Generation ”。 
2、复习并练习英语辅音/m  n  ŋ/ 。 

知识单元 9：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Abilities ( Part I ) —— Overcome 
Fear and Stage Fright (如何提高英语演讲能力之一：克服恐惧，战胜自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在公共场合用英语演讲对每一位有志于此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演讲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演讲者的自我感觉和心理素质，因此，成功的演讲者首先得有良好的自我感觉和心态，第一

步要克服在公众前讲话的恐惧，临阵怯场和焦虑，战胜自我，避免战战兢兢、结结巴巴、怪腔怪调、

神志僵硬、搔头抓耳。最后做到，上台前深呼吸几次，然后在大庭广众前，众目睽睽下走上讲台，

或慷慨陈词，或侃侃而谈，或娓娓道来。 
学习目标： 
明白恐惧害怕只能坏事，只有做好充分准备，认识害怕的根源，给自己打气，壮胆才能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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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八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有备演讲：

“ Tourism and Ecology: Learning Through Travel ”。 
2、复习并练习英语辅音/l  r  h/ 。 

知识单元 10：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Abilities ( Part II ) —— More 
Reading, Listening, Watching and Thinking ( 如何提高英语演讲能力之二： 多读、多听、多看、
多思）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只有多读、多听、多看、多思，才能言之有物，才有可能对问题有独到新颖的见解。所谓多读，

其对象当然是包括中文报刊、杂志和书籍在内的读物，了解国内外社会、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发

展的趋势、特点和走向；尤其要多读英语期刊和原著，既了解用英语所表达的不同信息、观点、价

值，又可以汲取很多语言养分，特别推荐专为中国大学生的中国日报 21 世纪报。所谓多听是指多
听原版的英语语言资料，包括著名的录音材料，细心体会成功演讲者在语言语调等方面的特点。所

谓多看即多看著名演讲的录像，例如斯蒂夫·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一次讲话，另外还
可多看英语原版电影和电影剧以及国外各种电视节目。最后当然还要多思考，多与人讨论，并进行

评判思维，这样才会有独立的人格、成熟的思考和公正、深刻和独到的见解。 
学习目标： 
明白多读、多听、多看、多思是演讲成功的关键。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十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有备演讲：“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 。 
2、复习并练习英语辅音/w  j/ 。 

知识单元 11：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Abilities ( Part III ) —— Practice, 
Practice and Practice ( 如何提高英语演讲能力之三：实践、实践、再实践）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Practice makes perfect. 要熟练掌握任何一门知识和技能，必须要进行多次甚至无数次的操练、

实践，以体会其中的奥秘和诀窍，因此要多参加演讲比赛。在练习演讲时，尽可能请别人、尤其是

对英语演讲有一定认识和水平的人士给以指导、点拨，这样能连得得法，练到点子上，练得事半功

倍。 
学习目标： 
明白“熟能生巧”的道理，实践、实践、再实践对包括演讲在内的任何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十一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有备演讲：“ Our 

Future: Dreams vs. Reality ”。 
2、复习并练习英语 s, es, ’s 的发音。 

知识单元 12：Delivering a Speech Effectively ( Part I ): Qualities of Effective Delivery ( Fluent, 
Natural and Confident ) (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之一：语言流畅、大方自然、充满信心与热
情）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衡量中国人用英语演讲，首先是语言的标准，也就是语言要素。当然，这里不是指词汇、语法、

习惯用法、语言是否地道等语言要素，而是指与语音语调等有关的发音要素以及讲英语的流畅性。

其次，演讲时不要太做作、太富表演性，以平常与人谈话的口气为适宜。再者，演讲时切勿胆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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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精力集中在演讲的内容要旨上，从声调到体态语均表现出对演讲的题目、内容和听众的热情和兴

趣。只要潜心琢磨、刻苦磨砺、反复实践，是可以成为成功的演讲者的。 
学习目标： 
明白演讲时语言流畅、大方自然、充满信心和热情对演讲的成功有很大的帮助。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十一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亚军的有备演讲： 

“ Our Future: The Garden of One Flower or Many Flowers ” 。 
2、复习并练习英语 -ed 的发音。 

知识单元 13：Delivering a Speech Effectively ( Part II ): Prepared Speech and Impromptu Speech 
(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之二：有备演讲和即席演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有备演讲有两种。第一种是照稿宣读，其好处是一般能准确无误地传达信息和内容，其不足之

处是不自然、与听众有一定的距离。第二种是背诵演讲，它一般适用于演讲比赛，我们课上培训的

就是这种演讲，这往往是正式演讲比赛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即席演讲。即席演讲是在主持人宣

读演讲者在赛前抽中的题目后即刻开始演讲，要求迅速组织思路、安排文章结构，即出口成章，这

是对演讲者各种能力的最大考验，没有各方面坚实基础很难讲好，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实践才能讲成

功。无论有备或无备演讲，应避免给人背书的感觉，应用若有所思的面部表情、适当地停顿、与听

众交流目光等方法营造一种生动亲切的氛围。 
学习目标： 
明白对有备演讲和即席演讲的要求，多作准备，多练习。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十二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有备演讲：

“ Giving is Receiving—— Personal Growth in Volunteer Works ”。 
2、复习并练习英语的Weak Forms。 

知识单元 14：Delivering a Speech Effectively ( Part III ): Vocal Factors in Delivery ( 成功演讲的方
法和技巧三：声调因素：发声、音量、语调、语速、停顿、变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演讲时要求发音正确（包括长元音、短元音、清辅音、浊辅音、单词重音、句子重音以及连

读、不完全爆破和弱读）和流利纯正，要求发声清晰、响亮，切忌无精打采、嘟嘟囔囔，如能抑

扬顿挫，节律自如，像行云流水那样，效果最好。公共演讲时音量应比一般谈话时音量稍高些。

成功演讲者的语调即音高有起伏变化、悦耳动听，能抓住听众，避免从头到尾用一个音高发声，

那必然单调死板，在表达庄重、深刻、思索等情感和思想时，语调可低沉些，在表现激动、激昂

的情绪和信息时，可以高亢些。演讲时语速不宜太快或太慢，正常演讲语速在每分钟 100至 120
字之间，当然要根据内容适当调整。演讲中在恰当、关键的地方稍作停顿会产生特殊的效果（起

强调作用，吸引听众注意）但不要用毫无意义的“uh” “hmm” 等补白停顿。最后把上述因素融合
协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学习目标： 
明白演讲时声调因素（发声、音量、语调、语速、停顿）有机协调、变化有致使演讲达到更高

的水平。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演讲比赛：第十二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亚军的有备演讲：“ Your 

Attitude towards Chastity and Sexual Relationships”。 
2、复习并练习英语的连读（Sound Linking)。 



8571 

知识单元 15：Delivering a Speech Effectively ( Part IV ): Nonverbal Factors in Delivery ( Facial 
Expressions, Eye Contact, Gestures and Dress) (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之四：体态语因素：面部表
情、目光接触、手势、服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把握体态语对整个演讲的效果会产生积极作用，它使言语表达的信息更加清晰，有助于获取听

众反馈、演讲者与听众的沟通以及树立演讲者的可信度。面部表情可以传达各种感情和态度，但表

情要自然、正常、不做作，避免呆板木然，恰当轻松地微笑会产生良好的效果。目光不能朝天或朝

地，与听众保持恰如其分的目光接触是对听众的尊重，方法有扫描法（目光可以从左到右、从右到

左、从中间到两边等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扫描，时而可把目光略微停留在某听众的脸上，做得自然，

不机械僵硬）和三点法（人多时可在左中右三面各选一人作为目标，常与这三人保持目光移动接触。

手势动作要自然、放松，不要过于夸张和做作。穿戴修饰整齐不仅是为了给听众留下良好印象，也

是对听众和评委的尊重，因此演讲时还是要穿正装，不能是休闲装或运动服，女生可化淡妆，衣服

上可有小配饰。 
学习目标： 
明白体态语因素有助于演讲获得更好效果。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十三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有备演讲：

“ Living with Globalization ”。 
2、复习并练习英语的不完全爆破（Incomplete Plosion)。 

知识单元 16：Gathering Material and Writing the Speech: Effective Planning and Organizing, 
Effective Introductions and Conclusions and Using Languages Effectively ( 资料收集与讲稿撰写：
构思、谋篇布局、开首结尾语、语言特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根据演讲题目搜集研究资料。资料来源有两个：其一是演讲者自己的知识和经历，其二是通过

调查从各种媒介或旁人获得的资料，可以使事例（Examples），叙事（Narratives），证词（Testimonies），
事实与数据（Facts and Statistics）。整理分析收集的资料，特别注意有意义的、新颖的、独到的、闪
光的东西，然后写出初稿，注意谋篇布局和讲稿的结构以及如何开首（用引言、叙事讲故事、提问、

提供惊人数据或幽他一默）和结尾（复述要旨、用排比法激励听众、与开首相呼应、再幽他一默）。

最后修改定稿。 
学习目标： 
明白资料收集与讲稿的撰写是演讲成功的基础。 
作业： 
1、观摩 Steve Jobs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以及 TED的“互联网怎样使人变得亲密”的

演讲。 
2、复习并练习英语绕口令（Tongue Twisters）。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1 
公共英语演讲的重要性与本课程目标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2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一：语言标准之正确地语音语调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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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一：语言标准之说英语要清晰流利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4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一：语言标准之：英语表达要正确、得体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5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二：内容标准之切题并见解独到、视角新颖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6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二：内容标准之言之有物、有理、有据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7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三：艺术标准之重点突出，脉络清晰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8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三：艺术标准之娴熟运用诉诸听众的各种手段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9 
如何提高英语演讲能力之一：克服恐惧，战胜自我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10 
如 何 提 高 英 语 演 讲 能 力 之 二 ：  多 读 、 多 听 、 多 看 、 多 思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11 
如何提高英语演讲能力之三：实践、实践、再实践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12 
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之一：语言流畅、大方自然、充满信心与热情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13 
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之二：有备演讲和即席演讲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14 

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三：声调因素：发声、音量、语调、语速、停顿、变

化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15 

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之四：体态语因素：面部表情、目光接触、手势、服

饰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16 
资料收集与讲稿撰写：构思、谋篇布局、开首结尾语、语音特色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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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英语（一），英语口语（一），初级英语写作（一），语音，英语听力（一），英

语语法，英语阅读（一），综合英语（二），英语口语（二），初级英语写作（二），英语听力（二），

英语阅读（二） 
后续课程：英语口语（三）、英语口语（四）、口译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成功的英语演讲的语言标准、内容标准和艺术标准。 
难点：如何提高英语演讲能力和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通过观摩优秀大学生选手在演讲比赛上的讲演，学习其长处，避免其短处，并讲解如何提高英

语演讲能力的方法和技巧及有关知识，同时不断为学生正音以获得英语演讲最基本的要求：正确地

道的语音语调。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参加课外英语演讲活动和比赛。 
6、课程考核方法和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包括出勤、课堂表现及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查为短篇演讲（2

分钟）和长篇演讲（4分钟），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际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相关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1、教材选编自中国日报历届演讲比赛的视频及有关演讲的书籍。 
2、推荐参考书 
《演讲的艺术》第十版【美】Stephen Lucas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2010年出版 

执笔：陈向荣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定时间：2015年 7月 20日 

 

视译实践 
Sight Interpreting 

课程号：408001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英语翻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逐渐扩大和翻译学科的蓬勃发展，对于口译专门人才的培养力度也不断加

大。继部分高校先后在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立了翻译学二级学科后，教育部和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又分别在 2006 年和 2007 年批准国内部分院校试办翻译专业本科和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MTI），从而标志着我国的口笔译教学已经不再是语言学之下的附属方向，而是步入了高层次、
应用性、专业化的人才培养，为整个翻译学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 
因此，在学科发展的大趋势下，国内许多高校面对口译市场的大量需求，正积极开设或筹备口

译类专门课程。和传统的英语专业中的口译课程不同的是，针对口译职业化人才培养的口译课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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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英语语言教学的一种辅助（教学口译），而是一种以职业化技能训练为主导的专业化教学（口

译教学）。之所以将“视译”列为口译课程体系中的独立一支，主要是因为视译从性质和工作方式上
具有独特性，不宜与一般的交替传译或是同声传译混淆起来训练。  
视译（sight interpretation）是指译员拿着讲话人的发言稿或者其它相关文字，边听发言、边看

原稿、边进行传译。在会议的场合中，视译是接近于同声传译的一种工作方式，因此常常也被称为

“带稿同传”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with texts）。视译其实是一种形式比较特殊的口译。严格来
说，视译并不是纯粹的口译，因为在有原稿的情况下，讲话人通常照稿朗读，语言相对会较为书面

化，而译员受到原稿上文字的限制，所使用的技巧和单纯的无稿同传是不同的，这也是为什么译员

经常会觉得有稿同传比脱稿同传更难。在某种程度上，视译接近于笔译，但是显然由于工作方式和

翻译时间的限制，译员是不可能像做笔译那样去字斟句酌的。而视译与同声传译之间也是既有相似

之处又有较大差异的。其相似之处在于：同传和视译在翻译要求、原则和技巧方面基本是相同的；

不同之处则在于：两者在步骤、媒介（听觉和视觉）和难点上均有所差异。由此可见，视译是同声

传译训练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 
综上，为了构建一个完整的口译课程体系，帮助学生完成口译技能发展上从交替传译到同声传

译的过渡，纳入“视译”的教学是十分必要的。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通过系统的介绍与训练，使学生初步认识及学习视译的基本理论，

扩展与口译相关的知识；2、通过大量的视译实践，帮助学生掌握边看边译的技能，为同声传译的
训练奠定基础；3、要求学生通过对本课程的学习，能够较为熟练地、准确地且完整地进行带稿视
译同传，并培养良好的应变能力和心态，能随时根据发言人及发言稿的变动进行调整。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带稿同传/视译基础知识，进一

步学习英汉双语的语言知识和背景知识，培养学生作为同声传译译员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如语言功

底、口头表达能力、心理素质、反应能力、知识储备及团队精神等，同时为后续的同声传译课程奠

定必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1. 单元 1：视译基础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1）视译概述；（2）译前准备；（3）视译体验 
学习目标：（1）通过介绍，使学生对视译及相关技巧有基本的认识； 
（2）帮助学生了解如何进行视译的译前准备工作； 
（3）通过较低难度的视译练习，帮助学生初步建立起对视译的认识。 
2. 单元 2：视译技巧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常见视译难点及解决办法简介 
学习目标：（1）了解英汉双语的差异及在视译中的体现； 
（2）通过讲解实例，使学生对视译中的顺句驱动特点，以及断句、增补、简约、反说等有基

本认识，并能熟练运用； 
（3）结合相关理论技巧，进行相应练习，加深理解。 
3. 单元 3：视译实践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1）有原文讲稿和译文的视译； 
（2）有译文稿无原文稿的视译； 
（3）有原文稿无译文稿的视译； 
（4）无原文稿，但有讲话提纲或者 PPT的视译。 
学习目标：通过模拟实际工作中可能出现的不同视译条件，使学生了解现实中的视译工作，巩

固对视译技能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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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元 4: 模拟会议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以完整的真实的会议材料进行带稿同传演练 
学习目标：通过模拟演练，给学生直观真实的感受，深入了解同传中设备运用、心理素质、团

队合作等要素的运作。 
5. 单元 5：法律口译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选取真实的语料，如近 5年的法律访谈、新闻发布会、国际法律会议演讲，或真实

庭审准备、法庭辩论和法院判决，结合所学技能，进行视译练习。 
学习目标：既使学生储备基本的法律知识，又能与视译实践相结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视译基础 4  
2 视译技巧 4  
3 有原文讲稿和译文的视译 4  
4 有译文稿无原文稿的视译 4  
5 有原文稿无译文稿的视译 4  
6 无原文稿，但有讲话提纲或者 PPT的视译 4  
7 模拟会议 4  
8 法律专题口译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后续课程：《同声传译》、《法律英语口译实践》、《法庭口译》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法庭口译 
重点：（1）快速阅读文字稿后，快速理解，快速分析意层、意群，快速断句后进行双语转换教

学难点； 
（2）掌握顺句驱动技巧； 
（3）培养学生表达的自信心和团队合作精神。 
难点：训练即时翻译的快速反应、心理素质等，需长期培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口译一般分为两大类：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视译既是口译的一种基本种类，也属于同声传

译一个分支。视译中的源语为书面形式，目标语仍以口头形式表达。视译中的文字稿可能与发言

人发言时间同时出现，如目前在各种会议上常常使用的 PPT演示稿；也可能会事先提供给译员。
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提前的时间较多，则可使用笔译方式做准备。因此，为了让课堂教学更贴

近实际，本课程主要采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根据实际工作场合情况划分不同板块进

行练习： 
（1） 视译基础。使学生对视译工作的特点、条件和要求有基本了解； 
（2） 视译技巧。视译技巧（如：断句、增补、简约、反说等）的综合训练。教师准备有代表

性的句子和段落，学生当堂视译，教师讲评，集体讨论； 
（3） 有原文讲稿和译文的视译。由教师提供译文，或提前将原文稿发给学生准备译文。课堂

上放发言的原声录音，学生在讲话人发言的同时完成读译文稿视译。这个阶段训练的难度不大，但

要求学生要跟上讲话人速度，并且追求译文稿朗读的清晰和流畅； 
（4） 有译文稿无原文稿的视译。课堂上放发言的原声录音，学生在讲话人发言的同时完成读

译文稿视译。这个阶段要求学生在读译文稿的同时要集中听讲话人的发言，以进行速度和内容变化

上的把握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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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原文稿无译文稿的视译。教师准备会议的真实讲话稿，提前或当堂发给学生，控制学

生的准备时间，指导学生进行标注、分段等准备。本阶段教学进入后期时，教师可以同时使用会议

的原声录音，训练学生“听”和“视”的协调； 
（6） 无原文稿，但有讲话提纲或者 PPT 的视译。在完成了有原文稿视译的基础上，学生对

视译中的语言处理和转换已经能够掌握。教师可以加大训练的难度，不再提供全文的讲稿，而仅提

供大纲。这时，学生仍然需要进行“视”，但是已经逐渐向同声传译过渡，从而形成了口译教学体系
中视译与同声传译训练的连接； 
（7） 模拟会议。教师根据学生的情况，安排实战演练。可按照国际会议的具体工作流程，安

排商务、教育和文化交流等口译中的常见话题，给学生提供讲话稿，或者让学生自己准备讲稿，将

学生分成发言人和译员，模拟会议的真实场景进行训练； 
（8） 法律专题口译。选取真实的语料，如近 5年的法律访谈、新闻发布会、国际法律会议演

讲，或真实庭审准备、法庭辩论和法院判决，结合模拟会议形式，进行演练。 
此外，在教学中，还应注意遵循以下原则：应先从一些短篇的段落开始练习，逐渐加大篇章的

长度，视译完整的讲话稿。视译教学的要求则是边看稿边进行口头翻译，要尽量做到意思准确、用

词贴切，而教学的重点就是双语语言结构与转换。汉语和英语句子结构差异悬殊，用英语的句子结

构来译汉语必然会显得不伦不类，因此必须在平时多加训练，要求学员掌握好视译过程中英汉语结

构互换的问题。同时，教师还应穿插讲解和引导学生掌握如何在国际会议视译前进行有效的译前准

备，如译前怎样对稿件进行有效阅读和标识等。 
视译作为从交替传译到同声传译的过渡环节，具有自身的独特性，这对专业化口译教学和训练

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个完整的口译课程体系中，应该包含“英汉/汉英视译”课程。本科结合了政法
大学法律翻译教学的特色，为学生提供多种类型语料的训练，使其在完成交替传译阶段口译训练，

掌握了交传的方法之后，进入视译的训练，按照国际会议中视译工作的性质和特点来安排合理的教

学步骤及内容。 
课程的目的是使学生在完成课程后，能够准确、流畅、自然地一边阅读标注过的文稿，一边听

着讲话人的发言进行同声传译。学生经过这个层次的训练后，为顺利进入更高层次的“同声传译”
课程学习打下基础。同时通过引导学生进行各专题的强化练习，来巩固视译技能，并培养必备职业

素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本课程目前在语音室进行授课，后期待口笔译实验室改建完成后，将会使学生体验到更加专业、

先进的设备，以及获得更加真实的同传场地体验。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本课程采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采用学生练习为主，教师引导和介绍为辅的方式，

既向学生介绍视译理论和该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带领学生进行内容丰富的专题练习，巩固学习

成果。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周课时结束后会根据当次讲授和练习内容布置相应作业，以口头实践为主，采用小组合作模

式。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口译工作具有时效性强的特点，除理论和技能介绍外，本课程会根据进度表中的相应主题，尽



8577 

量以时下的最新的材料进行讲解和练习；同时鼓励学生课外多阅读相关理论指导书籍。 
（二）推荐参考书 
1. 刘惠华编著，《英汉汉英视译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年 4月，第 1版； 
2. 沈国荣编著，《视译教程》，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 9月，第 1版； 
3. 王炎强等编著，《视译基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 1月，第 1版； 
4. 陈菁编著，《视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 5月，第 1版； 
5. 仲伟合编著，《同声传译基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 10月，第 1版。  

执笔：付瑶 审稿：齐筠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3日 

 

法律英语口译实践课程 
Legal Interpreting 

课程号：4080011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翻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培养学生熟练运用口译技能的能力； 
2、让学生对法律知识有系统性的了解，掌握常见的法律英语词汇和句式，了解法律英语的文

体特点； 
3、通过一系列系统学习，学生力争胜任不同法律场合的口译工作，使学生成为具备英语和法

律双重知识背景和专业技能的复合型高端翻译人才。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口译基础知识、法律基本框架、相

关法律知识以及法律英语的文体特点等，为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及实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学时 

知识单元 1：中国法律体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我国、域外的基本实践，历史和现状：当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发展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中孕育，在社会主义国家

建立以后正式确立，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展。 
2. 法律制度的发展历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法律制度进入了迅速发展的新时期，立

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制度不断完善，一个以宪法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正在形成。 
学习目标： 
1. 充分了解我国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包括对如下方面的了解与掌握： 
a. 建国初期的法制建设。  
b. 法制遭到破坏的“文革”时期。 
c. 法制建没的繁荣期。 
2. 掌握我国宪法六大基本部门概况： 
宪法是基本法，规定了国家最基本的政治制度。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已初步形成。宪法以下有六大基本部门： 
1、民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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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法； 
3、行政法； 
4、社会法； 
5、审判、司法； 
6、刑法。 
作业： 
1. 法律相关术语英汉、汉英翻译；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精读。 

知识单元 2：大陆法系及普通法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世界范围内两大法系：西方学者根据各国法律的特点、历史传统及其源流关系，把世界大

部分国家的法分为了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又称英美法系）两大法系。但需要注意的是，大陆法系

和英美法系原是对西方主要国家法律的一种划分， 并不涵盖所有国家。例如中东的部分伊斯兰国
家， 其法律具有相当的独特性，很难归到大陆法系或英美法系里面。 

2． 英美法系的范围和形成，两大法系在以下方面的区别： 
a. 立法权归属 
b. 法律体系 
c. 法典化程度 
d. 司法组织 
e. 陪审方式 
f. 诉讼活动 
学习目标： 
1．了解大陆法系及普通法系框架； 
2．掌握两大法系主要区别。 
作业： 
1. 大陆法系及普通法系相关词汇、术语翻译； 
2. 香港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今日出席香港城市大学《法国民法典》二百周年纪念研讨会就“大

中华区大陆法的现况与未来”致辞，精读及部分段落翻译。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共 7个（包含一次考试），共 28学时 
实践 1：中国司法制度板块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

称《决定》)提出“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
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明确了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的
目标和任务,抓住了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关键,突出了保障公正司法
的重点。本课学习中，学生通过实践学习掌握相关高频词汇，充分了解中国司法体系现状。 
认真贯彻落实全会《决定》精神,进一步理顺司法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

之间的职责划分,进一步规范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之间的关系,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司法行政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验要求： 
学生通过本课学习，熟悉司法相关内容：司法行政制度是为国家法治建设和司法活动提供服务

和保障的法律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相关口译练习，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
国司法制度如何不断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掌握相关术语翻译方法、以及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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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多年来司法实践形成众多重要制度成果的表达方法。 
实践 2：反腐板块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 
课堂材料：韩亨林同志讲话：《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把廉洁政治更加鲜明地写在我们的旗帜上》。 
实验要求： 
根据韩亨林同志的反腐演讲，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我国反腐工作的重要性。十八大报告通篇闪耀

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是新形势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也是我

们党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要求学生认真学习、研究、贯彻十八大报告精神，

认真学习贯彻中央纪委的工作报告，准确把握十八大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论断和明确要求，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八大关于反腐倡廉建设的决策部署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十八大确定

的反腐倡廉建设目标任务上来，为建设社会主义廉洁政治而不懈奋斗。 
实践 3：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新篇章板块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材料：《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行政事业新局面》——访十八大代表司法部部长

吴爱英同志实录。通过对专访吴爱英同志实录的课堂模拟口译，让学生全面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深刻内涵。 
实验要求： 
十八大代表、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十八大期间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党的十八大是

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上

的报告,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
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通过对实录的学习，要求学生熟悉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相

关内容；研究十八大报告重点法制建设部分英文翻译；掌握相关翻译方法与政府报告类文本翻译的

规范性。 
实践 4：法律访谈与立法听证会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 
记者于 2006 年就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试点对前司法部部长张福森进行的专访，交替传译

练习。 
实验要求： 
熟悉公职律师相关内容：公职律师是在国家行政部门设立的政府律师，由政府支付薪水，属于

国家公务员序列，主要办理本机关法律事务，以提高政府机构依法行政水平，在法律上维护国家利

益，公职律师不得为社会提供有偿法律服务； 
研究立法听证会定义、现状：作为一种程序性民主形式，立法听证制度是指立法机构在制定涉

及公民、法人权益的法律法规时，借助某种程序性的形式，听取有关人员的意见，赋予利益相关人

表达自身利益的机会，并将这种利益表达作为立法依据或参考的制度形式和实践。在现代民主政治

中，立法听证制度是实践人民主权原则、维护公民政治参与权利的重要途径；    
掌握我国建立立法听证制度的法律基础，立法听证制度的功能。根据本章节学习，学生思考如

何完善我国立法听证制度。 
实践 5：记者招待会模拟练习一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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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负责人答记者问 课堂模拟练习（交替传译） 
实验要求： 
记者招待会，又称新闻发布会。是社会组织或个人，根据自身的某种需要，邀请有关新闻单位

的记者、编辑、主持人以及社会听众，宣布某一消息，并接受参加者提问的一种特殊会议。它是公

关人员与新闻界联络的重要形式，是一种极具影响的公共关系活动。学生通过记者招待会交替传译

模拟练习，应熟悉记者招待会的基本流程； 
研究记者招待会的功能与作用；了解口译员在记者招待会的会前准备工作及方法。 
实践 6：记者招待会模拟练习二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重大意

义和司法领域举措发布会实录，模拟发布会交替传译。 
实验要求： 
要求学生按照上节课（记者招待会模拟练习一）中学到的方法，课前阅读相关材料，查找《决

定》原文，充分准备。学生需熟悉招待会会程、主发言人背景、主要与会媒体；研究相关材料英文

译法与所涉及法律法规内涵、法律知识渊源；通过此次模拟会议，充分掌握会前准备工作要点与技

巧。 
实践 7：期末考试 
考试时间: 2 小时 
考试内容：司法部部长吴爱英讲话节选：《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 
考试形式：交替传译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中国法律体制、大陆法系及普通法系 4 付瑶 
2 中国司法制度板块 4 付瑶 
3 反腐板块 4 付瑶 
4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新篇章板块 4 付瑶 
5 法律访谈与立法听证会 4 付瑶 
6 记者招待会模拟练习一 4 付瑶 
7 记者招待会模拟练习二 4 付瑶 
8 期末考试 4 付瑶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基础口译、交替传译、法律英语相关课程 
后续课程：英汉视译、口译工作方、时文翻译、同声传译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法律口译渊源、法律相关知识、法律术语翻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难点： 
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如何协调听力、笔记与表达，口译员会前准备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通过课堂授课形式向学生详细讲解法律相关知识，加强学生法律学习意识，提高学

生运用法言法语能力； 
2. 演示，通过课堂演练形式，让学生充分感受口译实战场景，充分了解并掌握如何根据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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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做相应准备与应对； 
3. 分析，结合学生课堂反应、课堂口译表现分别从学生的译文质量、临场反应为学生进行深

入分析，指出改正方向与提升空间； 
4. 练习，布置足够、高质量课后练习，促进学生对课堂所授内容的吸收与理解，通过口译课

程学习使学生得到全面提升，为步入职场打下坚实基础。 
教学手段： 
1. 课堂讨论法：根据课堂内容展开小组讨论、畅所欲言，让学生领悟到语言的魅力与口译学

习的趣味性； 
2. 模拟实践法：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及课业完成情况，针对学生进行评估，从实际情况出发，

进行模拟实践，让学生充分锻炼语言表达能力、夯实语言功底，从实践中充分体会口译工作的挑战

与魅力。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本院口译课程以校内先进的教学设备为依托，采用课堂、模拟形式讲授。我校相应教学实验室

包括：语音实验室、会议室以及同传实验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将根据课程设置情况，在认真完成课堂作业的基础上，自行大量阅读相应平行文本、进行

同类素材课外实践。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交替传译） 
考核要求：本课程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学习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70％，

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 10%、课堂表现 20%、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20%；模拟测试
占 30%（共计两次）；期末考试占 2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该板块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相应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

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本课程所选教材内容均以课堂讲义形式呈现，由授课教师提供。 
（二）推荐参考书 
1. 《中式英语之鉴》，平卡姆（美国），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2. 《英汉法律英语教程》，孙万彪，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3. 《汉英法律翻译教程》，孙万彪，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4. 《实战口译》， 林超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5. 《当代法律英语》，主编：黄瑶，陈东，广东：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6. 《口笔译理论研究》，刘宓庆，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7. 《法律文本与法律翻译》，李克兴，张新红，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8. 《法律口译教程》，杜金榜，张新红，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9. 《法律翻译理论与实践》，李克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0. 《法律翻译》，Deborah Cao，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11. 《会议口译解析》，Roderick Jone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12. 《法律翻译解析》，Enrique Alcaraz Brian Hughe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13. 《法庭口译导论》，Holly Mikkelson，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14. 《口译员的资源》，Mary Phelan，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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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法庭口译实务》，Alicia B.Edward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16. 《交替传译笔记：速成课程》，Andrew Gillies，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17. 《基础口译》，仲伟合，王斌华，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18. 《英汉视译》，秦亚青，何群，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执笔：付瑶  审稿：齐筠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3日 

 

英语语音 
English Phonetics 

课程号：4080011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英语专业和翻译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旨在使学生对英语语音语调有较全面的认识，从而掌握英语的发音、语流的规律、语调

的功能等，学会使用英语语音、语调进行朗读与表达思想。本课程要求学生以练习与实践为主，辅

以理论学习，从听辨语音、语调能力的培养入手，将听力、发音与口头表达三方面的训练紧密结合

起来，既强调语音语调基本功的训练，又注意语音语调的活用练习，以达到灵活运用的目的。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重点在于加强教学的实践性，在课程的教学中，理论的指导简明扼要，课堂上的大部分

时间用于练习和正音。 
本课程总体学习目标： 
1. 英语音素的正确发音方法、辨音能力、模仿能力综合训练； 
2. 英语的单词重音及语句重音基本规律、表现形式、表意功能的讲授与训练；  
3. 英语语流的节奏规律基本特征、基本要素、强／弱读式的训练；  
4. 英语所特有的语音语调的结构、功能及其在交际中的运用。  
本课程课堂学时 30，共 15个单元。每单元的具体学习目标及内容如下： 

Unit 1 Basic Concepts: Syllables, Stress & Rhythm 
基本概念：音节、重音与节奏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some basic concepts in English pronunciation. They are going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syllables, stress and rhythm in English. At the same time, they will learn to say greetings 
and farewell with appropriate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syllable” and “stressed syllable”, then a definition 

for “rhythm” and “rhythmic pattern”;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the degrees of stress and 

different rhythmic patterns;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typical stress patterns and rhythmic patterns in English.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stress patterns and 

rhythmic patterns in English,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stress 
patters and rhythmic patterns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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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rk out the stressed syllables in words. 
4.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rk out the stressed words in sentences. 
5.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tress patterns and rhythmic patterns to experience the rhythm in 

speech. 
6.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7.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rhythmic patterns in their speech. 
8.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the rhythm in speech.  
9.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10.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1.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2.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Unit 2 Consonants: Stops 

辅音: 塞音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stop consonants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stop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stops and other 

consonants;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ounds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the sounds in focus.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ound in focu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sounds in focus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ounds in focu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Unit 3 Consonants: Fricatives and Affricates 
辅音：摩擦音和破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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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consonants: “fricatives” and “affricates”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fricatives” and “affricate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them with other 

consonants;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ounds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the sounds in focus.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ound in focu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sounds in focus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ounds in focus in speech.  
6.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7.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8.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9.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Unit 4 Consonants: Nasals, Approximants & Lateral(s) 

辅音: 鼻腔音、延续音和旁流音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consonants: nasals, approximants and lateral(s)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nasals, approximants and lateral(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them with other 

consonants;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ounds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the sounds in focus.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ound in focu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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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the sounds in focus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ounds in focu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Unit 5 Vowels: Front Vowels & Central Vowels 

元音: 前元音和中元音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vowels: front vowels and central vowels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front vowels and central vowel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them with other vowels;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ounds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the sounds in focus.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ound in focu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sounds in focus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ounds in focu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Unit 6 Vowels: Back Vowels 

元音: 后元音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back vowels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back vowel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them with other vowels;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ounds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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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the sounds in focus.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ound in focu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sounds in focus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ounds in focu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Unit 7 Vowels: Diphthongs 

元音: 双元音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vowels: diphthongs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vowels: diphthong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them with other vowels;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ounds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the sounds in focus.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ound in focu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sounds in focus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ounds in focu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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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8 Stressed Syllables & Unstressed Syllables 
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stressed syllables and unstressed syllables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stressed syllables and unstressed syllables. It is a 

revision and therefore, easy for most of the student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stressed and unstressed 

syllables in words and sentences;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tress patterns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the stress in focus.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tress patterns in focu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stress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Unit 9 Stressed Words & Unstressed Words in a Sentence 

句子重音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stressed words and unstressed words in a sentence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stressed words and unstressed words in a sentence. It 

is a revision and therefore, easy for most of the student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stressed and unstressed 

syllables in words and sentences;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tress patterns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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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the stress in focus.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tress patterns in focu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stress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Unit 10 Strong Forms and Weak Forms 

强读式和弱读式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strong forms and weak forms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strong forms and weak forms in a sentence. It is a 

revision and therefore, easy for most of the student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strong forms and weak 

forms in syllables in words and sentences;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tress patterns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the stress in focus.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tress patterns in focu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stress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Unit 11 Linking 

连读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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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linking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linking in a sentence. It is a revision and therefore, 

easy for most of the student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different types of linking 

in connected speech;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tress patterns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linking in connected 
speech.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linking in utterance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linking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Unit 12 Rhythm of English Speech 

话语节奏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linking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rhythm of English speech. It is a revision and 

therefore, easy for most of the student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different types of speech 

rhythm in connected speech;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tress patterns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rhythmic patterns in 
connected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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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peech rhythm in utterance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rhythm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Unit 13 Types of Intonation in English 

英语语调的种类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types of intonation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intonation.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different types of 

intonation in speech;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tress patterns and intonation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rhythmic patterns in 
connected speech.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peech rhythm in utterance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rhythm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Unit 14 Intonation Units of English 

英语的语调单位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intonation units of English in English. 



8591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intonation unit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different units of 

intonation in speech;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tress patterns and intonation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rhythmic patterns in 
connected speech.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peech rhythm in utterance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get the rhythm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Unit 15  Use of English Intonation 

英语语调的功能及使用 
Purpose:  
The students will learn the use of English intonation in English. 
Objectives: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fine - in their own words a definition for intonation units.  
2.  Compare – based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concept, compare different functions and use 

of intonation in speech; 
3.  Practice – imitate the stress patterns and intonation and do practice. 
Activities and Procedures:  
1.  Stimulating: Begin by asking the class to find out how much the students know about what they 

are required to learn. Make sure that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stimulating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issue and have the desire to find out the answers themselves. 

2.  Display examples by playing the recording of the native speakers showing the typical 
pronunciation in English. 

3.  Ask the students to listen to the tapes to make a good discrimination of rhythmic patterns in 
connected speech. 

4.  Have the students imitate the speech rhythm in utterances. 
5.  Have the stude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learned by reading out the practice materials in pairs. 
6.  Have the studen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s recorded by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nd tr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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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the rhythm correct in their pronunciation. 
7.  Have the students practice the guided conversation. Ask them to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stress in speech.  
8.  Highlight the language function in the conversation in the practice. 
9.  Have several pairs of the students present their conversation in the class. 
10.  Comment on the students’ performance by highlighting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he 

efforts they need for the improvement. 
11.  Ask the students to do more practice after class and get ready for presentation during the next 

session. 
三、课程进度表 
单元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Basic Concepts: Syllables, Stress & Rhythm 2  
2 Consonants: Stops     2  
3 Consonants: Fricatives and Affricates  2  
4 Consonants: Nasals, Approximants & Literal(s)  2  
5 Vowels: Front Vowels & Central Vowels  2  
6 Vowels: Back Vowels  2  
7 Vowels: Diphthongs  2  
8 Stressed Syllables & Unstressed Syllables  2  
9 Stressed Words & Unstressed Words in a Sentence 2  
10 Strong Forms and Weak Forms  2  
11 Linking 2  
12 Rhythm of English Speech  2  
13 Types of Intonation in English  2  
14 Intonation Units of English  2  
15 Functions & Uses of English Intonation 2  
合计  30  
四、执行大纲的几点说明  
1、《英语语音》是一门实践课，讲述时应遵循实践—理论—再实践的原则，循序渐进，从单词

到单句再到段落模仿训练，逐步形成比较流利、自然的语音面貌。 
2、在训练中应突出英语语音、语调的特点，并与汉语普通话的语音、语调进行比较。在发音

上尤其要比较两种语音相似而不相同的音，进行相应的练习，要注意克服方言的影响。 
3、本课程的教学工作应配合综合英语、口语、听力等其他专业课的教学进行，在平常的教学

中帮助学生克服中学阶段已养成的不良语音习惯，纠正错误读音。 
4、教学中应主要采用听练结合的教学方法，要求学生反复听，反复练，听要听准，练要不厌

其烦，注重按示范语音模仿和对比，然后逐步过渡到独立发音，独立朗读和口头表述。 
5、教学中还应加强听练对比练习，包括音素对比，示范发音与学生本人发音对比，句子重音

变化对比，语调对比以及英美语音语调对比和英汉语音对比等，力求纠正不正确的发音，做到发音

正确。 
五、成绩考核评定办法 
本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成绩考核评定办法：期末考核占 60％，平时成绩占 40％。期末考核内容包括 1. 笔试部分(30

％)：含听力(辨音、辨义)与标示重音、语调等；2. 口试部分(70％)：含朗读短文／对话，与老师交
谈。平时成绩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测验情况。 
六、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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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用教材 
王桂珍，《英语语音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7月第 2版。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

材一等奖、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Ann Baker(编). 姚虹 (译). 剑桥国际英语语音入门(第 2版).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9. 
2. Ann Baker(编). 剑桥国际英语语音教程(英音版•第 3版).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09. 
3. Jonathan Marks (编). 剑桥国际英语语音在用:初级.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12. 
4. Jonathan Marks (编). 剑桥国际英语语音在用:中级(自学或课堂用书).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

版社, 2012. 
5. Martin Hewings (编). 剑桥国际英语语音在用:高级(自学或课堂用书).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

版社, 2012. 
执笔：李立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英语语法 
English Grammar 

课程号：4080011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律英语和法律翻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系统掌握是语言的组织规律和结构系统，掌握语言语音系统和语义系统的枢纽。 
2、在书面语中，让学生学会运用语法则来操作文字系统和语义系统的枢纽交互。 
3、本课程与英语专业基础阶段的其它专业基础课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旨在通过分析与综

合、归纳与演绎来探讨英语语言的组织规律，使学生对语言现象的认识进一步从感性上升层面到理

性层面，从而促进学生的语言学习。 
4、通过语法的学习，学生能够更得规范地分析和运用语言，准确地表达思想。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提高英语专业技能必修课，使学生掌握系统

的英语语法知识、掌握语法系统的基本原理、养成良好的语言运用习惯，保证他们使用英语语言时

的正确性和准确性。作为英语专业的主要必修课程之一，《英语语法》应该和其他专业各门课程一

起，力争保证学生能够通过英语专业全国统考 TEM4和 TEM8。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1：Introduction: Grammatical Hierarchy // Sentence structur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Grammatical Hierarchy & Sentence Structure 
1. Grammatical Hierarchy 
1.1 Morphemes  
1.2 Words  
1.3 Phrases  
1.4 Clauses  
1.5 Sentences 
2. Sentence Structure 
2.1 Clause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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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Basic clause type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 and expansion： 
1. Grammatical Hierarchy 
Grammar is the structural system of a language; Five ranks of the grammatical units : morpheme, 

word, phrase, clause, sentence; Each rank is composed of one or more than one grammatical unit of the 
immediate lower rank; The sentence is the highest rank of grammatical unit while the morpheme is the 
minimum or the lowest rank. (see p.1 in the text for an example.) 

1. Grammatical Hierarchy (cont.) 
1.1 Morphemes：Free morphemes 
Having a complete meaning Being able to stand by itself as a simple word Acting as a complete 

utterance in connected speech. 
Bound morphemes: 
Mostly affixes Only existing as an inflectional or derivational affix. 
Allomorphs: the variants of the same morpheme. 
Discussion: identify the following morphemes: 
books, (He) drinks (heavily), postwar, employer, taller, children’s (book), waited (for him), working, 

embody Derivational: postwar, employer, embody, Inflectional: books, drinks, taller, children’s, waited, 
working 

1.2 Words 
Simple words, derivatives, compounds (classification in terms of word-formation) Closed-class 

words, open-class words (Classification in terms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P, Pron, D, Conj, Aux; N, V, 
Adj, Adv 

Discussion: classify the following words 
Unhappy, beautify, coverage, moreover, man, freedom, unlucky, possibility, psychoanalysis, love, 

determiner, blackboard 
Simple: man, love Compound: Moreover, blackboard Derivative: Unhappy, beautify, coverage, 

freedom, unlucky, possibility, psychoanalysis, determiner。 
1.3 Phrases 
Composed of one or more than one word; Having a head: 
The word class of the head determines the class of the phrase; The head also determines the way in 

which the words are organized. 
1.4 Clauses 
Composed of one or more than one phrase. Two criteria for judging whether a string of words is a 

full-fledged clause: 
Structurally a sequence of phrases; Logically a construction of “subject + predicate”. e.g. * The ate 

boy apple an. The boy ate an apple. 
1.5 Sentences 
The highest rank of grammatical unit; Based on one or more than one clause, the sentence is also the 

basic linguistic unit of connected text/discourse; it can stand alone and perform a function of 
communication. In other words, when a clause is used independently, it becomes a sentence; clause is the 
unit for grammatical/syntactical analysis rather than use. 

2. Sentence Structure 
When sentence structure is described, we usually focus on the structure of simple sentences, i.e. the 

independent clauses. The reasons: 
Sentences in authentic language differ structurally in thousands of ways; Clause is more regular and 

stable, thus making a legitimate object for our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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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lause element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imple sentence or clause organized by a group of phrases goes as follows: 

subject + predicate Subject: the topic or theme of the sentence / telling of what the sentence is about / 
realized by a noun phrase or an equivalent of noun phrase Predicate: says something about the subject and 
bears the new information which the speaker or writer wants to transmit to receivers; a more complicated 
construction consisting of a verb phrase with or without complementation。 

2.2Basic clause types 
The combination of clause elements (phrases) are wholly or largely determined by the main verb in 

the clause, thus we have: 
Linking verb or copular: SVC Intransitive: SV; SVA Monotransitive: SVO; SVOA Ditransitive: 

SVoO Complex transitive: SVOC 
Major clause elements: a clearer picture 
Subject: The book is mine. (SVC) Predicate verb: The book is mine. Subject complement/predicative: 

The book is mine. Object: John has read the book. (SVO) Dire 
ct Object: John gave her a book. (SVoO) Indirect object: John gave her a book. Object 

complement/predicative: We elected him our president. (SVOC) Adverbial: I live in Nanjing. (SVA) He 
treated her vilely. (SVOA) 

2.3 Expansion of the basic clause types 
Adding modifiers, e.g.John read the book carefully. 
Coordination，John read the book carefully, and learned a lot from it. 
Subordination，John read the book his mother bought for him. John read the book carefully because 

he had a thirst for knowledge. 
Modification + coordination + subordination。 
学习目标： 
1．了解如何区分独立分句和从属分句、简单分句和复杂分句、主句和从句。 
2．掌握五种句法结构及其相互转化。 
作业： 
Discussion: Combine the clauses into a single sentence (exercise, p.24-7) 

知识单元 2：Subject-verb Concord (I), (II)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Subject-verb Concord (I) 
By subject-verb concord is meant agreement between subject and predicate verb in number. 
1.1 Guiding principles 
There are three principles guiding subject-verb concord; they ar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al concord, 

notional concord and proximity. 
1)Grammatical concord 
The principle of grammatical concord refers to the rule that the verb must match its subject in 

number. If the subject is plural, the verb should take the plural form;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 subject is 
singular or is a mass noun, the verb should take the singular form。 

Difficulties arise when this principle comes into conflict with the other two principles: principle of 
notional concord and principle of proximity. 

2)Notional concord 
The principle of notional concord refers to the rule that the verb can sometimes agree with the 

subject according to the notion of number rather than to the actual presence of the grammatical marker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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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notion, eg: 
3)Proximity 
The principle of proximity denotes agreement of the verb with a closely preceding noun phrase in 

preference to agreement with the head of the noun phrase that functions as subject, eg: 
Either my brothers or my father is coming. 
No one except his own supporters agree with him. 
Neither Julia nor I am going. 
Note that grammatical concord is the basic principle, but when the subject is realized by a collective 

noun, a coordinate form or an expression of quality, the other two principles will have to be considered. 
1.2 Problems of concord with nouns ending in –s 
There are quite a few nouns that end in –s but which are not countable. Some of these nouns are 

treated as singular, some as plural, and some either as singular or as plural. All this can be dealt with under 
the following headings. 

1)Disease and game names ending in –s 
Names of disease ending in –s are mostly treated as singular, but there are a few such names (as 

measles and rickets) which can be used either as singular or as plural. 
Game names ending in –s are generally used as singular with the exception of cards which is usually 

treated as plural. 
2)Subject names ending in –ics 
Names of subjects ending in –ics are generally singular nouns, but some such nouns are treated as 

plural when used in other senses than subject names 
3)Geographical names ending in –s 
Geographical names such as the names of archipelagos, mountain ranges, straits and falls are 

generally used as plural, except for a few treated as singular when used as country names 
4)Other nouns ending in –s 
Names for things made of two parts such as scissors, pincers, etc are usually used as plural. But when 

they are preceded by such unit nouns as a pair of and two pairs of, the number form of the following verb 
is generally determined by the number marker of the unit noun. 

Nouns usually taking plural endings such as archives, arms and clothes are generally used as plural 
with the exception of whereabouts, dramatics, etc which may be treated either as plural or as singular. 

Nouns ending in –ing such as clippings, diggings, etc are generally used as plural with the exception 
of tidings which can be used both ways. 

There are also nouns such as barracks and headquarters whose singular and plural number share the 
same form. These nouns are treated as plural when used in the plural sense, or vice versa. 

1.3 Problems of concord with collective nouns as subject 
Collective nouns are singular in form but plural in meaning. The choice between grammatical and 

notional concord is mostly dictated by usage. 
1)Collective nouns usually used as plural 
These include people, police, cattle, militia, poultry, vermin, etc.: 
The Chinese people are a great people. 
Domestic cattle provide us with milk, beef and hides. 
2)Collective nouns usually used as singular 
These include foliage, machinery, equipment, furniture, merchandise, etc.: 
All the merchandise has arrived undamaged. 
All the machinery in the factory is mad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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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ollective nouns used either as plural or as singular 
There are collective nouns that can be used either as plural or as singular. The choice of the verb 

form following such nouns depends on the exact meaning of the noun in a specific context. When the 
noun is used in the sense of a collective as a whole, the verb takes the singular form.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 noun is used in the sense of the individuals that make the collective, the verb takes the plural form. 

4)A committee of, etc + plural noun 
When a plural noun is preceded by a committee of / a board of / a panel of, the verb usually takes the 

singular form, eg.: 
A committee of finve men and three women is to consider the matter. 
The board of directors is responsible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mpany. 
2．Subject-verb Concord (II) 
This lecture deals with problems of concord with a coordinate construction, a quantitative expression, 

or a nominal clause as subject. 
2.1 Problems of concord with a coordinate subject 
The following rules are to be observed in the case of a coordinate subject. 
1)Coordination with “and” or “both … and” 
Coordination by “and” or “both … and” is usually treated as plural when it refers to two or more than 

two persons / things, but it is treated as singular when it refers to only one person or thing. 
2)Coordination with “or” / “either … or”, “nor” / “neither … nor”, “not only … but also” 
Here the problem of concord is generally deal with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proximity. But in 

informal style, items coordinated by “neither … nor” or “not only … but also” can sometimes be regarded 
as plural, eg: 

My sisters or my brother is likely to be at home. 
Either my father or my brothers are coming. 
Neither the players nor the coach was / (were) overconfident. 
Not only the switches but also the old wiring has / (have) been changed. 
2.2 Problems of concord with expressions of quantity as subject 
Quantitative expressions fall into two categories: definite and indefinite. 
1)Concord with expression of definite quantity as subject 
2)Concord with expression of indefinite quantity as subject 
2.3 Other problems of subject-verb concord 
There are other problems of subject-verb concord that are worth mentioning. 
1)Problems of concord with a nominal clause as subject 
When the subject is a nominal clause introduced by what, who, which, how, why, whether, etc, the 

verb usually takes the singular form. But when two or more such clauses are coordinated by and or 
both … and, a plural verb is required. 

2)Subject-verb concord with a non-finite clause as subject 
When subject is a non-finite clause, the verb of the main clause usually takes the singular form. But 

when two or more such clauses are coordinated by and, the verb of the main clause takes the singular form 
when the subject refers to one thing, and the plural form when the subject refers to separate things. 

3)Subject-verb concord in relative claus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ne of + plural noun + relative clause”, the principle of grammatical concord 

is generally observed. Sometimes, especially in British English, in order to lay emphasis on “one”, the 
verb can be also take the singular form. When “one” is proceeded by “the” or “the only”, the verb can 
only be sing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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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ubject-verb concord in cleft-sentences 
In cleft-sentences, subject-verb concord in that- / who-clause is generally determined by the number 

of the focal element functioning as subject in the clause. There is one point that should be noted: When 
the focal element is “I”, the verb TO BE in the following who- / that-clause usually agrees with “I” in both 
person and number;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 focal element is “me” instead of “I”, the verb TO BE in the 
following who- / that-clause should take the third person singular number. 

5)Subject-verb concord in existential sentences 
In existential sentences, subject-verb concord is generally determined by the number of the “notional 

subject”, but in informal style, especially in spoken language, the verb often agrees with the “formal 
subject” and takes the singular form, even though the notional subject is plural. When the notionally 
subject is a coordinate construction, the verb form goes with the first coordinate element of the notional 
subject, singular or plural. 

学习目标： 
1．了解主谓一致的三大原则。 
2．掌握各种名词与动词的搭配。 
3．增加各种级别的考试中语法考试部分的应对。 
4. 熟练操作自己句子的写作与翻译型运用。 
作业： 
1. Ex2A/2B 
2. Ex.3A/3B/3C 

知识单元 3：Noun and Noun Phras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s has been pointed out, the noun phrase is a phrase with a noun as its head. It is the noun head that 

determines the way the noun phrase is organized.     
3.1  Classification of nouns     
Nouns can b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word formation, lexical meaning and grammatical form.    
1) Simple, compound and derivative nouns   According to word formation, nouns can be divided 

into simple, compound and derivative nouns. A simple noun is a noun that contains only one free 
morpheme (eg: man, chair, land, faith). A compound noun is a noun that is composed of two or more 
morphemes (mostly free morphemes) (eg: armchair, farmland, seaside, roommate). A derivative noun is a 
noun that comes from a verb, an adjective or a simple noun with affix (eg: arrangement, greatness, 
patriotism).   

2) Proper and common nouns  According to lexical meaning, nouns fall into two major categories: 
proper nouns and common nouns. A proper noun is a name used for a particular person, place or thing, 
and spelt with a capital letter, (eg: Anderson, Britain, New York Times). A common noun is a noun 
common to a class of people, things or abstract ideas. Common nouns can be further classified into 
individual, co1lective, material, and abstract nouns (eg: boy, tiger, family, team, water, air, honesty, glory).    

3) Count and noncount nouns   
According to grammatical form, noun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lasses: count nouns and noncount 

nouns. A count noun (or countable noun) is a noun that has a  plural and which can collocate with 
numbers and with such determiners as a(n), many, few, these, those, several, etc (eg: a car, two cars, many 
cars, several cars),. A noncount noun (or uncountable noun) is a noun that cannot go with the 
above-mentioned words (eg: bread, furniture, merchandise) .     

3.2 Number forms of: nouns  NUMBER is a grammatical category that indicates the chang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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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of nouns and verbs, depending on whether one or more than one is talked about. Some English 
nouns have singular and plural forms, and some have not.    

1) Number forms of individual nouns  Individual nouns are all countable and therefore have 
singular and plural forms. The singular form of an individual noun, which shares the same form as the 
base of the word, can take such determiners as a (n) and one (eg: a / one desk, an / one article,. The plural 
form of an individual noun can be regular or irregular. The regular plural is formed by adding -s or -es to 
the base (eg: days, houses, donkeys, tomatoes, boxes, churches, brushes, classes, babies, countries, loaves, 
wives, etc.), while the irregular plural is not formed in the above way but by other means such as by 
changing the internal vowel or by changing the ending of the noun (eg: tooth--teeth, man--men, 
mouse-mice, child-children, ox-oxen).     

2) Number forms of collective nouns       
Some collective nouns are countable, some are not. Countable collective nouns behave just like 

individual nouns. An uncountable collective noun has no plural form. If we want to count the number, we 
will have to use a kind of individual noun related semantically to the collective (eg: a piece of furniture, 
two articles of equipment). There is also a kind of collective noun which can be used either in the singular 
or in the plural sense. When viewed as a single unit the collective is singular in meaning and is to be 
followed by a singu1ar verb. When, on the other hand, the noun is used to refer to the individuals that 
form the collective, it is plural in meaning and should be followed by a plural verb.    

3) Number forms of material nouns  
Material nouns are generally uncountable and have no plural forms. But there are some such items 

that can be used either uncountably or countably. When used to mean the material itself, they are 
uncountable, but when used in other senses, for example, two coffees in the sense of "two cupfuls of 
coffee", they are countable, behaving just like individual nouns. There are also material nouns that can 
take plural endings, for example, sands / waters in the sense of "large expanse of sand or water" and foods 
/ fruits in the sense of "a variety of food or fruit"; these nouns, though ending in' -s, remain uncountable.    

4) Number forms of abstract nouns   
Abstract nouns are mostly uncountable. They cannot take such determiners as a(n) / one or plural 

forms. But there are a few abstract nouns (eg : "a victory", "two  victories" ) that are countable like 
individual nouns. There are also abstract nouns that have plural endings but which are uncountable. We 
can say, for instance, "He is in financia1 difficulties", but not "*He is in several difficulties." In the case of 
some abstract nouns, the mere addition of a plural ending has the effect of changing the meaning of the 
base. For instance, the word experience in "We meet once a year to exchange our teaching experience" is 
used in the sense of "经验", while the plural form experiences means "经历" in "We told each other our 
experiences in foreign countries". Some abstract noncount nouns have semantically related individual 
nouns as their countable equivalents. This is clear when we use photos or photographs instead of 
photography to express the idea of "taking a lot of pictures".    

5) Number forms of proper nouns   
Proper nouns are unique in reference and therefore have no- plural forms, except for such proper 

names as the United States, the Philipines, the Netherlands, etc which are themselves plural in form. 
When a proper noun takes a plural ending, it takes on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a common noun, eg:  Have 
you invited the Browns?  There are two Miss Smiths / Misses Smith in our class.    

3.3 Partitives   
Partitives, also called unit nouns, are commonly used to denote a part of a whole or the quantity of an 

undifferentiated mass. Both count and noncount nouns can enter partitive constructions. With plural count 
nouns, partitive constructions can denote the idea of "a group", "a pack", etc. With noncount nouns,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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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s can achieve countability. Partitives fall into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1) General partitives  With noncount nouns the expression of quantity can be achieved by means of 

certain general partitives, particularly piece, bit, article, and item, followed by an of-phrase, eg:   a piece 
of advice a bit of trouble an item of news  an article of furniture  several pieces of bread three items of 
news    

2) Partitives related to the shape of things  There are partitives that are semantically related to the 
shape of things and whose power of collocation is, therefore, quite limited, eg:  a cake of soap a bar of 
chocolate two ears of com  ten head of cattle / cabbage    

3) Partitives related to volume  A third class of partitives are those that are semantically related to 
volume, and all of which are common nouns. They can freely collocate with related noncount nouns, eg:  
a bottle of ink / oil  two bowls of rice several pails of water a glass of beer    

4) Partitives related to the state of action  The use of these partitives is limited to certain set phrases, 
eg:  a fit of anger / coughing / laughter / fever a peal of applause / laughter / thunder a flash of hope / 
light / lightning  a display of courage / force / power / skill / fireworks   5) Partitives denoting pairs, 
groups, flocks, etc  

These partitives commonly occur with plural count nouns, eg: a pair of shoes / scissors / trousers  a 
flock of birds / chickens / sheep / goats a herd of elephants / cattle  a swarm of pees / flies / animals / 
people a troupe of actors  a gang of hooligans / criminals a pack of lies / cards / thieves a bench of judges   

学习目标： 
1．了解名词的所有语言变量。 
2．掌握专业翻译时的语境对应。 
3. 分析汉语语境下的翻译措辞。 
作业：Ex. 4A  1. description 2. arrangement 3. attendance 4. peculiarity 5. expectation 6. argument 7. 

dependence 8. originality 9. exaggeration 10. measurement 11. purity 12. persistence 13. extension 14. 
statement。 
知识单元 4：Determiners (I), (II) // Pronoun (I), (II)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4.1．Determiners (I) 
Words that precede any premodifying adjectives in a noun phrase and which denote such referential 

meanings as specific reference, generic reference, definite quantity or indefinite quantity are referred to as 
determiners. 

Determiners, as a class of words, include: articles (definite article, indefinite article, zero 
article),possessive determiners, genitive nouns, demonstrative determiners, relative determiners, 
interrogative determiners, indefinite determiners, cardinal and ordinal numerals, fractional and 
multiplicative numerals, and other quantifiers. 

The head of a noun phrase limits the choice of determiners, and when more than one determiner 
occurs in the noun phrase, there is the problem of word order between determiners. 

4.1.1 Collocations between determiners and nouns 
The choice of determiners is closely related to what might be called the three classes of nouns: 

singular count nouns, plural count nouns and noncount nouns. These three classes of nouns demand 
appropriate determiners to collocate with. 

1) Determiners with all three classes of nouns 
2) Determiners with singular count nouns only 
3) Determiners with plural count nouns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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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eterminers with noncount nouns only 
5) Determiners with singulars and plural count nouns only 
6) Determiners with singular and noncount nouns only 
7) Determiners with plural and noncount nouns only 
4.1.2 Collocations between determiners 
As has been mentioned before, besides the collocations between determiners and nouns, there is the 

problem of word order between determiners if a noun phrase contains more than one determiner. 
1) Central determiners, predeterminers and postdeterminers 
According to their potential position, determiners fall into three subclasses: central determiners, 

predeterminers and postdeterminers. 
2) Word order of three subclasses of determiners 
When a noun phrase contains all three subclasses of determiners, their normal order is 

“predeterminer + central determiner + postdeterminer(s)”: 
All the four students 
All these last few days 
Both his two sisters 
4.1.3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ome determiner usage 
1)many, much, a lot of, lots of, plenty of 
2)(a) few, (a) little 
3)some, any 
4)all, both, every, each, either, either, neither, any 
4.2 Determiners (II) Articles 
In the previous lecture we touched upon the fact that articles are the most typical of determiners. 

Now we will concentrate on this topic. 
English has two articles: the definite and the indefinite article. As we know, all English common 

nouns have article contrast, so with plural count nouns and noncount nouns, the absence of an article 
signals the presence of another kind of article—the zero article. It is in this sense that we may also say that 
English has three articles—the definite, the indefinite, and the zero article. 

4.2.1 Generic and specific reference 
In discussing the use of articles, we must distinguish between generic and specific reference. 
1) Generic reference 
When we say the reference is generic, we are talking about any member representative of a class of 

people or things. All the three forms of article (the, a(n), and zero) can be used generically to refer to the 
member of a class as a whole. 

2) Specific reference 
Specific reference is different from generic reference in that it does not refer to a class of people or 

things in general but to a particular specimen of the class. Specific reference falls into two kinds: definite 
specific reference and indefinite specific reference. 

3) Anaphoric, cataphoric and situational reference 
Definite specific reference can be anaphoric, cataphoric, or situational. The word anaphoric means 

“pointing backward”. When what is referred to occurs in a previous context and the definite article has to 
point backward for its meaning, this is known as “anaphoric reference”. The anaphoric use of the definite 
article is called “anaphoric THE”. Eg. 

He ordered a book some time ago. The book has now arrived. 
His car struck a tree; you can still see the mark on the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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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phoric reference is also a kind of definite specific reference. The word cataphoric means 
“pointing forward”. When the referential meaning of the definite article is determined by what follows the 
article and the head, and the article has to point forward for its own interpretation, that is cataphoric 
reference. The cataphoric use of the definite article is called “cataphoric THE”. Eg. 

Is this the train for Shanghai?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I first met her. 
Situational reference is a kind of definite specific reference that depends not on any referent that has 

occurred in the context but solely on the common knowledge shared by speaker and hearer or on a 
specific situation in which the reference is made clear. Situational reference is most commonly denoted by 
the definite article, but in certain situations the same function can also be performed by zero. Eg. 

What’s on the radio? 
How’s the cough today? 
Shut the door, please. 
4.2.2 Articles in use with different classes of noun 
The use of articles is often a headache for us Chinese learners. This is not only because there is no 

article contrast in Chinese common nouns, but also because there are too many exceptions to the rules 
guiding the use of article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choice of an article in quite a few idiomatic expressions 
is just a matter of usage which is difficult or even impossible to explain in terms of a few grammatical 
rules. The following is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use of articles with different classes of noun.  

1) article in use with proper noun 
2) article in use with common noun 
3) other uses of articles 
4.3．Pronoun (I), (II)。 
4.3.1Pronoun (I) 
In linguistics and grammar, a pronoun is a word that substitutes for a noun or noun phrase. It is a 

particular case of a pro-form. 
Pronouns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parts of speech, but some modern theorists 

would not consider them to form a single class, in view of the variety of functions they perform. Subtypes 
include personal pronouns, reflexive and reciprocal pronouns, possessive pronouns, demonstrative 
pronouns, relative pronouns, interrogative pronouns, and indefinite pronouns. 

The use of pronouns often involves anaphora, where the meaning of the pronoun is dependent on an 
antecedent. This applies especially to third-person personal pronouns, and to relative pronouns. For 
example, in the sentence That poor man looks as if he needs a new coat, the antecedent of the pronoun he 
is the noun phrase that poor man. 

The adjective associated with pronoun is pronominal. A pronominal is also a word or phrase that acts 
as a pronoun. For example, in That's not the one I wanted, the phrase the one (containing the prop-word 
one) is a pronominal. 

Personal 
Main article: Personal pronoun 
English personal pronouns 
Person Number Case 
Subject Object 
First Singular I me 
Plural we us 
Second Singular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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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ral 
Third Singular he him 
she her 
it 
Plural they them 
Personal pronouns may be classified by person, number, gender and case. English has three persons 

(first, second and third) and two numbers (singular and plural); in the third person singular there are also 
distinct pronoun forms for male, female and neuter gender. Principal forms are shown in the table to the 
right (see also English personal pronouns). 

English personal pronouns have two cases, subject and object. Subject pronouns are used in subject 
position (I like to eat chips, but she does not). Object pronouns are used for the object of a verb or 
preposition (John likes me but not her). 

Other distinct forms found in some languages include: 
Second person informal and formal pronouns (the T-V distinction), like tu and vous in French. There 

is no such distinction in standard modern English, though Elizabethan English marked the distinction with 
thou (singular informal) and you (plural or singular formal), and this is preserved in some dialects. 

Inclusive and exclusive first person plural pronouns, which indicate whether or not the audience is 
included, that is, whether "we" means "you and I" or "they and I". There is no such distinction in English. 

Intensive (emphatic) pronouns, which re-emphasize a noun or pronoun that has already been 
mentioned. English uses the same forms as the reflexive pronouns; for example: I did it myself (contrast 
reflexive use, I did it to myself). 

Direct and indirect object pronouns, such as le and lui in French. English uses the same form for both; 
for example: Mary loves him (direct object); Mary sent him a letter (indirect object). 

Prepositional pronouns, used after a preposition. English uses ordinary object pronouns here: Mary 
looked at him. 

Disjunctive pronouns, used in isolation or in certain other special grammatical contexts, like moi in 
French. No distinct forms exist in English; for example: Who does this belong to? Me. 

Strong and weak forms of certain pronouns, found in some languages such as Polish. 
Some special uses of personal pronouns include: 
Generic you, where second person pronouns are used in an indefinite sense: You can't buy good 

old-fashioned bulbs these days. 
Generic they: In China they drive on the right. 
Gender non-specific uses, where a pronoun needs to be found to refer to a person whose sex is not 

specified. Solutions sometimes used in English include generic he and singular they. 
Dummy pronouns (expletive pronouns), used to satisfy a grammatical requirement for a noun or 

pronoun, but contributing nothing to meaning: It is raining.. 
Resumptive pronouns, "intrusive" personal pronouns found (for example) in some relative clauses 

where a gap (trace) might be expected: This is the girl that I don’t know what she said. 
4.3.2 Pronoun (II) 
Reflexive and reciprocal 
Main articles: Reflexive pronoun and Reciprocal pronoun 
Reflexive pronouns are used when a person or thing acts on itself, for example, John cut himself. In 

English they all end in -self or -selves and must refer to a noun phrase elsewhere in the same clause. 
Reciprocal pronouns refer to a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each other, one another). They must refer to a 

noun phrase in the same clause.[2]:55 An example in English is: They do not like each other. In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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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s, the same forms can be used as both reflexive and reciprocal pronouns. 
Possessive 
Main articles: Possessive and Possessive determiner 
Possessive pronouns are used to indicate possession (in a broad sense). Some occur as independent 

noun phrases: mine, yours, hers, ours, yours, theirs. An example is: Those clothes are mine. Others must 
accompany a noun: my, your, her, our, your, their, as in: I lost my wallet. (His and its can fall into either 
category, although its is nearly always found in the second.) Those of the second type have traditionally 
also been described as possessive adjectives, and in more modern terminology as possessive determiners. 
The term "possessive pronoun" is sometimes restricted to the first type. Both types replace possessive 
noun phrases. As an example, Their crusade to capture our attention could replace The advertisers' crusade 
to capture our attention. 

Demonstrative 
Main article: Demonstrative pronoun 
Demonstrative pronouns (in English, this, that and their plurals these, those) often distinguish their 

targets by pointing or some other indication of position; for example, I'll take these. They may also be 
anaphoric, depending on an earlier expression for context, for example, A kid actor would try to be all 
sweet, and who needs that?[2]:56 

Indefinite 
Main article: Indefinite pronoun 
Indefinite pronouns, the largest group of pronouns, refer to one or more unspecified persons or things. 

One group in English includes compounds of some-, any-, every- and no- with -thing, -one and -body, for 
example: Anyone can do that. Another group, including many, more, both, and most, can appear alone or 
followed by of.In addition, 

Distributive pronouns are used to refer to members of a group separately rather than collectively. (To 
each his own.) 

Negative pronouns indicate the non-existence of people or things. (Nobody thinks that.) 
Impersonal pronouns normally refer to a person, but are not specific as to first, second or third person 

in the way that the personal pronouns are. (One does not clean one's own windows.) 
Relative 
Main article: Relative pronoun 
Relative pronouns (who, whom, whose, what, which and that) refer back to people or things 

previously mentioned: People who smoke should quit now. They are used in relative clauses. 
Interrogative 
Main article: Interrogative word 
Interrogative pronouns ask which person or thing is meant. In reference to a person, one may use 

who (subject), whom (object) or whose (possessive); for example, Who did that? In colloquial speech, 
whom is generally replaced by who. English non-personal interrogative pronouns (which and what) have 
only one form. 

In English and many other languages (e.g. French, Russian and Czech), the sets of relative and 
interrogative pronouns are nearly identical. Compare English: Who is that? (interrogative) and I know the 
woman who came (relative). In some other languages, interrogative pronouns and indefinite pronouns are 
frequently identical; for example, Standard Chinese 什么 shénme means "what?" as well as "something" 
or "anything". 

Antecedents 
The use of pronouns often involves anaphora, where the meaning of the pronoun is dependen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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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referential element. The referent of the pronoun is often the same as that of a preceding (or 
sometimes following) noun phrase, called the antecedent of the pronoun.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give 
examples of particular types of pronouns used with antecedents: 

Third-person personal pronouns: 
That poor man looks as if he needs a new coat. (the noun phrase that poor man is the antecedent of 

he) 
Julia arrived yesterday. I met her at the station. (Julia is the antecedent of her) 
When they saw us, the lions began roaring (the lions is the antecedent of they; as it comes after the 

pronoun it may be called a postcedent) 
Other personal pronouns in some circumstances: 
Terry and I were hoping no-one would find us. (Terry and I is the antecedent of us) 
You and Alice can come if you like. (you and Alice is the antecedent of the second – plural – you) 
Reflexive and reciprocal pronouns: 
Jack hurt himself. (Jack is the antecedent of himself) 
We were teasing each other. (we is the antecedent of each other) 
Relative pronouns: 
The woman who looked at you is my sister. (the woman is the antecedent of who) 
Some other types, such as indefinite pronouns, are usually used without antecedents. Relative 

pronouns are used without antecedents in free relative clauses. Even third-person personal pronouns are 
sometimes used without antecedents ("unprecursed") – this applies to special uses such as dummy 
pronouns and generic they, as well as cases where the referent is implied by the context.  

学习目标： 
1．了解限定词和代词的基本语法功能和用法。 
2．掌握限定词和代词的基本语法功能的当代翻译特征。 
3. 熟悉二者在语言系统中的语用性状。 
作业： 
Ex. 7A；Ex. 7B；Ex. 7D；Ex. 7F 
Ex. 8A；Ex. 8B；Ex. 8C；Ex. 8D 
…………………… 

知识单元 5：Verb and Verb Phras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Verb and Verb Phrase： 
From this lecture on,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verbs and verb phrases. We will begin with a 
classification of verbs and a survey of tense, aspect, voice and mood of the verb so as to form some 

basic concepts. 
1.1 Classification of verbs (I) 
A knowledge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verbs from various angles will go a long way toward 
understanding verbs and verb phrases both grammatically and semantically. 
Main verb vs. auxiliary verb Dynamic vs. stative verb Transitive, intransitive and linking verb 

Single-word verb and phrasal verb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ense and aspect 
2.Tense Aspect combinations 
1）Main verb vs. auxiliary verb 
simple verb phrase: She looks pale. They fully appreciate our problem. Complex verb phrase: It is 

getting dark. He will certainly object. She might have been playing in the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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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Main verb/ notional verb(主/实义动词): functioning as the head and indicating the basic meaning 
of a verb phrase. ? Auxiliary verb(助动词): ? helping main verbs and expressing various grammatical and 
modal meanings. 

3）Auxiliary verb: 
Primary auxiliaries expressing grammatical meaning ? be, do, have ? 2) Modal auxiliaries expressing 

a particular sense or mood (permission, obligation, volition, possibility, necessity and prediction) ? can/ 
could, may/ might, will/would, shall/ should, must, ought to, dare, need ? Illustrations (Negation, 
Inversion, Code, Emphatic affirmation): ? NEGATION否定 否定: 否定 ? I don’t like it./ I can’t come. 

4）INVERSION倒装 倒装: 倒装 Do you like it? Can you come? CODE替代符号 替代符号: 替
代符号 I like it and so do they (The auxiliary picks up the full verb before, for the avoidance of repetition) 
I can come and so can they. EMPHATIC AFFIRMATION强调肯定 强调肯定: 强调肯定 I dó like it. I 
cán come.  

Semi-auxiliaries helping the main verb and expressing modal meaning; they can also go together 
with auxiliaries. seem to, etc. 

5）Dynamic vs. stative verb (10a) 
Dynamic: actions; Stative: states. p111  General differences主要区别: Dynamic verbs can take 

progressive form, while stative verbs cannot, because progressive form indicates an action in progress. 
Stative verbs, as the name suggests, indicates typically a state, in which every segment of a state has the 
same character as any other segment; that is, no progress is made.动态动词可以有进行体形式， 静态却
没有，因为进行体表示进行中/发展中的动 作。静态动词，正如它的名称所示，典型地表示某 一
状态，其中每一片断与其他任何片断的状态都是 相同的，即，没有进行/发展  

6）Different types of dynamic and stative verbs: 
Dynamic: Durative verbs: rain, run Transitional verbs: arrive, change Momentary verbs: hit, kick 
Stative: A.be, have. B.verbs implying the concept of having or being, such as belong to, own, 

cost ,matter 
C. sensory verbs such as hear, see, feel. D.verbs indicating state of mind, opinion, attitude, such as 

believe, know, fear, like 
7)Transitive, intransitive and linking verb p110 p6 
SVO SVoO SVOC SVOA SV SVA SVC This aspect is of essential importance because the verb type 

here determines the basic sentence structure of your sentence and how you can expand your sentence. 
8)Single-word verb and phrasal verb P166 
Phrase verbs are called verbal idioms which are equivalent to single-word verbs, transitive or 

intransitive, and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simple verbal combinations where the meanings are easily 
guessed from the parts. 

学习目标： 
1．了解作为动词语言系统的内在使用规律。 
2．掌握各种时态和语态变化。 
3. 把握语用中实词的翻译方法。 
作业： 
Ex. 10A；Ex. 10B；Ex. 10D. 

知识单元 6：Tense and aspect (I), (II)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Tense and aspect (I), (II) 
Uses of simple present 



8607 

1) Timeless present The most common use of the simple present is found in the expressions of 
eternal truths and proverbs, as well as in scientific, mathematical, geographical, etc. This use of the simple 
present mostly applies to stative verbs. e.g.: 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 and sets in the west. Water boils at 
100oC. Two and two make four. Japan lies to the east of china. Patience wears out stones. 

2) Habitual present (used with often / always / every day / as a rule …) The simple present is also 
commonly used to refer to sth. that is characterized by regular recurrence, e.g., a habit. This use is 
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dynamic verbs.e.g.: Class begins at 8:30. My husband cycles to work every day. 
She practices on the piano for an hour a day. We always care for each other and help each other. Lao Niu 
works 8 hours a day, 5 days a week. 

3) Statements made for all time (现在的状态和性状特征) Besides the extreme cases mentioned 
above, we can also include examples denoting the present existence or state of affairs, where our 
knowledge tells us that the time span is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limited. e.g.: He is an honest man. 
Their house is bigger than ours. My boss is in a bad mood today. My aunt lives in New York. I’m crazy 
about learning the English grammar. Your shoes smell awful. 

4) Exclamatory present The simple present can also be used in exclamatory sentences beginning with 
“here” and “there”, to replace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e.g.: Here comes the bus! (The bus is coming.) 
There goes the bell! (The bell is ringing.) Here he comes. (He is coming.) 

5) Momentary and instantaneous present The simple present can also be used to denote a momentary 
phenomenon that exists at the time of speaking. It is especially found in the presentation of an event that 
happens simultaneously with speech. The use of the instantaneous present denoting short actions, occurs 
in certain speech situations such as radio and television commentaries of fast-moving sports, the running 
commentaries of conjurors and demonstrators, and some formal declarations. 

e.g.: Hunt takes the ball forward quickly. Palmer comes across and tries to intercept him. Hunt slips 
past and quickly pushes the ball to Smart. Smart gathers the ball. Watch me carefully. I sift the flour, salt 
and baking powder into a bowl. I mix them well. Then I break the eggs into a cup, and I add them to the 
mixture in the bowl. Then I beat the mixture. This machine is easy to operate. Watch what I do. I switch it 
on, press this button and it starts to work. 

6) Everyday conventional present 
The simple present can be found in the expressions like “I declare”, “I promise”, “I guess”, “I 

infer(推断, 猜想)”, “I gather(推断)”, “I advise”, “I agree”, “I insist”, “I refuse”, “I pronounce”, etc. e.g.: 
What do you suppose, Henry? I apologize for being late. In the name of God, I pronounce you man and 
wife. 

7) Simple present referring to the future The simple present can also be used to denote future time. 
This use is limited to future events conceived of as “certain”, either because they are determined in 
advance by calendar or timetable, or because they are part of a plan or an arrangement thought of as 
unalterable. a) Verbs that can be used this way include: begin, start, go, come, open, close, leave, stay, 
return, arrive, etc. e.g.: The train leaves at 3 p.m. Supper starts at five today. Tomorrow is Wednesday. 
How long do you stay here? 

b) The that-clause following I hope, I bet, I suppose (will do can also be used.): e.g.: I hope it keeps 
(=will keep) fine a few more days. I bet our team wins. (=will win) I suppose he agrees. (=will agree) 

c) The that-clause following such constructions as see to it/ make sure /make certain /take care / … 
(It is not right if will do is used.): e.g.: Make sure you get there in time. I’ll make certain that you don’t 
get lost. See (to it) that the windows are closed before you leave the room. Take care that he doesn’t take 
you in. 

d) The conditional clauses introduced by if/ unless/ even if/ in case and temporal clauses by w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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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before/ as soon as/ after/ as/ after/ once, etc.: e.g.: If I have enough money, I will go to Japan. The 
meeting will be put off in case it rains. Unless he sends the money before Friday, I shall consult my lawyer. 
I shall tell him when he comes. I’ll telephone you directly I hear the news. Tell me as soon as she arrives. 

8) Simple present referring to the past a) In addition to the meanings discussed above, the simple 
present can occasionally be used to denote past time. This use of the simple present is usually found with 
“communication verbs” such as tell, say, hear, learn, write to express the present effect of information 
received in the past. 

e.g.: Why do you say that? I hear you’re getting married again next month. The BBC says it’s going 
to be cold today. 

b) Simple present is also used as a device of story-telling and news reporting to add vividness to the 
description. This use of the simple present to refer to the past is what we call “historic present” (历史性现
在时). (a rhetorical trick esp. favored by novelists in their narrative writing) 

e.g.: Just as we arrived, up comes Ben and slaps me on the back as if we’re life-long friends. “Come 
on, old pal,” he says. “Let me buy you a drink!” I’m telling you, I nearly fainted on the spot. (Quirk et al., 
1985:181) 

The river rises higher and higher, breaks the banks, and is filling all low places, rushing through 
weeds and willows with a sound of danger. 

She was such a nuisance when she lived upstairs. Every time she came back, which was usually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she kicks off her shoes and I hear “bang, bang!” 

c) The simple present can also be used to describe the characters’ actions in plays. e.g.: Jeanne is 
sitting in the park. Mathilde walks towards her, she stops and speaks to Jeanne. (The Lost Necklace) A 
tapping at the door is heard. They turn as she enters. She closes the door behind her. 

d) The use of the simple present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situations of stage directions and plot 
introduction: 

e.g.: At rise, the stage is dark. It is 2:30 in the morning and a hot, midsummer’s day has just begun. It 
is silent… Mel Edison, in pajamas, robe and slippers, sits alone on the tiny sofa, smoking a cigarette. He 
rubs his face anxiously, then coughs…(Zhang et al., 1995: 169) Myriad rays drive off the dark clouds. The 
Red Army liberate Palm Grove Manor. The despotic landlord is shot. The laboring people now see the sun. 
(The Red Detachment of Women) (万道霞光驱散了乌云, 红军解放了椰林寨。恶霸地主 被枪决。劳
动人民见了太阳。) (《红色娘子军》) 

e) The simple present can also be used to denote past in written situations, such as: newspaper 
headlines, photographic captions, etc.: e.g.: CHILDREN STARVE IN AFRICA JAPANESE ENJOY 
SPENDING SPREE General Secretary Hu Jintao Gets a Rousing Welcome in Tokyo. Queen Elizabeth 
cuts ribbon for the library. Martin Luther King delivers his last speech. 

2.Tense and aspect  (II) 
Uses of simple past 
The simple past is the past tense form which is not marked for the progressive or the perfective 

aspect. This tense form can be used to denote the following meanings: 
1) Past event and past habit a) The basic use of the simple past is to denote a single event that 

happened at a definite point of time in the past (often with a time adverbial). e.g.: We went to see a film 
yesterday. Nobody came to meet me when I arrived at Linyi. The war broke out in 1940. 

b) The simple past can also be used to denote a state that existed at a period of time in the past. e.g.: 
He worked in a bank all his life. He lived in London during his last years. I studied English in England in 
2003. I served in the army from 1943 to 1946. 

c) The simple past can also be used to denote a habitual or recurrent action in the past, known a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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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bitual past. e.g.: I used to get up late in the morning. Each Sunday we trekked to the seaside at that time. 
She often came to help us in those days.  

2) Present event and future event a) In specific contexts, the simple past can denote the present time, 
which is known as the attitudinal past (态度 过去时), that is, the past tens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resent 
time in independent clauses expressing a question, request or suggestion. Its effect is to make the 
question/request/suggestion less direct, implying a polite, somewhat tentative attitude on the part of the 
speaker. e.g.: I wanted to ask you something. I wondered if you could spare a few minutes. I thought you 
might like these flowers. I hoped you would give me a hand. 

b) The simple past can also denote the future time. That is what we call the hypothetical past (假设过
去时). In this use, the simple past refers not to a fact but to a non-fact, and is typically found in 
that-clauses following such constructions as “It’s time…”, “I’d rather…”, etc, and in adverbial clauses of 
rejected condition, i.e., a condition which is not likely to be fulfilled. 

i. It’s (about / high) time that sb. did sth. e.g.: It’s time you were in bed. It’s high time you learnt to 
correct the mistakes.  

ii. I wish (= If only 但愿…就好了) e.g.: I wish I were as strong as you. I wish I had another chance. 
If only she would marry me. 

iii.用在 I’d rather 后的从句中 (我倒宁愿…) e.g.: I’d rather you went instead of him. iv. if 从句 
e.g.: If I had the money, I’d buy a car. If you loved me, you wouldn’t say that. If he were here, everything 
would be all right. 

v. 用在 as if / as though 引导的从句中 (与事实相反) e.g.: He talks as if he were a hero. 
vi. 用在 suppose (假定, 假设) 后的宾从中, 表示委婉的建议 e.g.: The new term begins next 

Monday. Suppose we left tomorrow. 
Uses of present progressive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am/ is/ are + -ing participle) has the following uses: 
1) To denote an action in progress at the moment of speaking To denote what is going on at the 

present moment, we commonly use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generally associated with durative dynamic 
verbs (sometimes with the adverbials of time, like now, at the moment, etc.): e.g.: I’m not doing anything 
at the moment. They are playing football now. Who are you waiting for? Someone is asking for you on the 
phon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imple present and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referring to present time is 
that the former carries a permanent meaning and the latter a temporary meaning. 

Compare: This basin leaks. This basin is leaking. 
My watch works perfectly. My watch is working perfectly. 
2) To denote an action in progress at a period of time including the present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can also express an action that is going on over a period of time including the present but not necessarily 
at the moment of speaking (adverbials of time such as now, these days, etc. can also be used in specific 
contexts): e.g.: I’m working with Jim for the summer. He is taking physics this semester. Mr. Smith is 
writing a book on translation (these days). 

Note that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when accompanied by an adverbial if frequency such as always, 
continually, constantly, forever, all the time often imparts an emotional coloring, often of annoyance or 
disapproval. By contrast, the simple present lacks the subjunctive, emotional tone of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and states a fact objectively. e.g.: Mothers are always worrying about their children. He is 
always thinking of how he could do more for the people. You are always saying that. Lao Wang is always 
boasting. She is continually changing her clothes. She is constantly asking me for money. His wife is 
always complaining about his salary. He is always drowning his sor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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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o denote a future happening according to a definite plan or arrangement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is used to refer to the future, more often than not the near rather than distant future, in connection with a 
definite plan, arrangement or program, usually occurs in situations with obvious future reference. e.g.: We 
are meeting him after the performance. London is hosting the Olympic Games in 2012.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denoting futurity also occurs in temporal and conditional clauses, on condition that there is 
future reference in the main clause. e.g.: While you are talking with him, take care not to mention this. If 
she is still sleeping, don’t wake her up. 

4) To denote the immediate past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may also be used to denote an action in the 
immediate past, which is generally expressed by communication verbs such as tell, talk, say, exaggerate, 
etc. e.g.: Teacher: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are disturbing the class. A: I don’t believe what you 
have said. B: Well, I’m telling the truth. 

5) To express polite requests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may also be used to make even politer requests 
than does the attitudinal past with such few verbs as hope, wonder ,etc. e.g.: I’m wondering if I may ask 
you a question. I’m hoping you can come and have lunch with me. 

6) To express repetition or a series of momentary actions With momentary verbs, i.e., verbs denoting 
actions of very short duration, the use of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will be understood to express repetition 
or a series of momentary actions, rather than just a single action. e.g.: He is jumping up and down. The 
secretary is nodding his “yes, yes, yes”. 

The simple present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presentation of an event that happens simultaneously 
with speech. Yet this kind of happening usually has little or no duration. Therefore, while commenting on 
the slower-moving sports, such as rowing, the commentator prefers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e.g.: Oxford are drawing slightly ahead of Cambridge now; they are rowing with a beautiful rhythm; 
Cambridge are looking a little disorganized. 

7) To denote temporariness As a rule, non-progressive verbs do not occur in the progressive form. Yet 
they take the progressive form in the circumstances where they suggest temporariness, gradual increase or 
decrease, or their meanings have transferred. (Lecture 10.2) e.g.: She is being a good girl today. Don’t you 
know you’re being a nuisance? That vase is sitting dangerously over the edge of the balcony. 

Uses of past progressive  
The use of the past progressive has much in common with that of present progressive, only the time 

reference being pushed back to the past.  
1) To denote an action in progress at a definite point or period of past time This is the most common 

use of the past progressive. In this use, the past time reference is usually indicated by a temporal adverbial 
or implied by the context. e.g.: What were you doing at this time yesterday? (a definite point of past time) 
When I got up this morning, it was raining. (a definite point of past time) At that time he was working in 
Detroit. (a definite period of past time) 

It was based on this use that the past progressive may have the effect of surrounding a particular 
event by a temporal frame, or serve at the beginning of a text, as the background in past time narrative to 
denote simultaneity. (作为铺叙故事情节的背景) e.g.: We were doing our work when the light went out. I 
was having dinner when a friend of mine came to see me. 

2) To denote a past habitual action The habitual action denoted by the past progressive is most clearly 
characterized by its temporariness (过去某一 阶段暂时性的习惯), in contrast with the past habit 
denoted by the simple past. e.g.: I was going to work by bus in those days. 

As in the case of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the past progressive can also collocate with such adverbials 
of frequency as always, constantly, continuously, forever, at that time, to express emotional feelings, 
especially feelings of annoyance or disapproval on the part of the speaker. e.g.: At that time Lao Liu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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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desperately like that. He was always changing his mind in those days.  
3) To denote futurity in the past In specific contexts, the past progressive can be used to denote a 

future action in the past according to a definite plan or arrangement. This use is also found in some 
adverbial clauses of time or condition. e.g.: Nobody knew whether he was going with us. I’d rather we 
were leaving early tomorrow morning. 

4) To make polite requests and express hypothetical meanings (To denote the present) a) The past 
progressive has a similar function to that of the simple past and of the present progressive. Of the three 
forms, the past progressive is the most tentative in making polite requests. (实际上是现在时间) e.g.: 
What were you wanting? I was wondering if I might be of service? I was hoping you could do us a favor. 
b) To express hypothetical meanings, the past progressive only occurs in certain conditional clauses and in 
sub-clauses after “I wish”, “I’d rather”, “It’s time”, etc. e.g.: It’s time we were going for lunch. I wish you 
were not driving so fast. I’d burn down the house if you were staying at home for the holidays. 

5) Contrast between past progressive and simple past With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imple past 
and the past progressive, there are a few more points to note: 

a) To denote an action in completion, we use the simple past; to denote an action in progress, we use 
the past progressive. (未完成动作还是已完成动作) Compare: (1) I was reading Gone with the Wind last 
night. (2) I read Gone with the Wind last night. Sentence (1) suggests that the reader did not finish reading 
the novel, whereas sentence (2) carries the implication that the reader actually finished reading the novel. 

This difference is even more impressive when transition verbs are involved: 
The girl was drowning. The girl drowned. 
The man was dying. The man died. 
The child was crossing the street. The child crossed the street. 
b) To state a mere past fact, we use the simple past; to lay emphasis on the duration of the action, we 

use the past progressive. (是说明事实还是强调时间长度) e.g.: It was raining / rained all night. He was 
working / worked from two o’clock until supper time. If adverbials of time such as the whole morning, all 
night, etc., laying emphasis on the lengths of duration, it is more appropriate to choose the past 
progressive.  

c) When two actions co-occur in a sentence, the action of shorter duration is to be denoted by the 
simple past, while that of longer duration by the past progressive. (时 间长还是时间短) e.g.: I broke a 
glass while I was cooking the dinner. 

d) In colloquial speech, the past progressive is sometimes used to show what one says is casual, 
unimportant and aimless, whereas the use of the simple past means differently.(过去进行体有时可用来
含糊地回答问题,也有点 像随便聊天; 而一般过去时表示的是主动的、有目的的) e.g.: A: What did 
you do today? B: Oh, I was washing some clothes. e) In a sentence, the past progressive may denote 
co-occurrence of the two actions, whereas the simple past denotes the time sequence of the two actions. 
(过去进行 体表示同时性,一个动作发生在另一个动作的过程中; 两个 一般过去时表示动作的先后
性) Compare: When we arrived, she was making coffee. When we arrived, she made coffee. 
学习目标： 
1．了解动词动态进程的各项构成。 
2．掌握进程规律。 
3. 学会动词与现代汉语的准确对应。 
作业： 
Ex. 11A；Ex. 11B；Ex. 11C；Ex. 11D 

知识单元 7：Future time  and Passive voice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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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Future Time 
In its long history, English has not developed a special verb form that might be rightly labeled 

FUTURE TENSE corresponding to the time /tense parallel for present and past. When we say that English 
has no future tense, we certainly do not mean that English has not the means of expressing future time. 

Instead there are a number of constructions that can be used to denote futurity in English. 
1.1 Constructions denoting future time  
In English, future time is expressed by means of modal auxiliaries, by semi-auxiliaries, or by the 

simple present and present progressive forms. 
1) Will / shall + infinitive 
2) Will /shall +progressive /perfective infinitive 
3) Be going to + infinitive 
4) Present progressive 
5) Be to + infinitive 
6) Simple present 
1.2 Means of expressing past future The future time discussed in the preceding section is viewed 

from th present. If the speaker refers to a future even from a viewpoint in the past, that is past future. Most 
of the future constructions just discussed can be used in the past tense to refer to past future events. 

1) Would + infinitive 
2) Was / were going to + infinitive 
3) Was /were to + infinitive 
4) Past progressive and simple past 
5) Was /were about to + infinitive 
2.Passive Voice 
This lecture deals with the uses of the passive voice. 
2.1 Active sentence and passive sentence 
As has been pointed out, a sentence /clause whose predicator (predicate verb) is active is called an 

“active sentence”, and a sentence / clause whose predicator (predicate verb) is passive is called a “passive 
sentence”. The subject in the active sentence is the agent or doer of an action, and in the passive the 
recipient of the action. 

1) Rules of change into the passive 
2) Voice constraints 
2.2 Passive voice of phrase verbs 
When used transitively, phrasal verbs can be made passive. 
1) Passive voice of basic phrasal verbs 
2) Passive voice of “verb + noun + preposition” 
2.3 Passive voice of non-finite verbs 
English verbs have three non-finite forms: the infinitive, the –ing participle, and the –ed participle, of 

which the first two may occur in the passive. 
1) passive infinitive 
2) Passive –ing participle 
3) Constrast between passive infinitive and passive –ing participle 
2.4 Uses of passive sentences 
In this section we are going to deal with cases where the passive is used and two related types of 

passive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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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ses where the passive is used 
2) Two related types of passive sentences 
2.5 Passive constructions and passsive meanings 
This section is concerned with passive constructions and passive meanings. 
1) Constrast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passives 
2) Active constructions expressing passive meanings 
3) Passive constructions or “lingking verb + 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学习目标： 
1．了解未来时间与被动语气。 
2．掌握科技法律文本中的被动用法和翻译。 
作业： 
Ex. 12A；Ex. 12B； 
Ex. 13A；Ex. 14B 
Ex. 15A；Ex. 15B； 

知识单元 8：Subjunctive mood and Auxiliarie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Subjective Mood 
There are two forms of the subjective: be-subjective and were-subjective. The present lecture will 

dwell on the uses of these two subjective forms – remnants of Old English—expressing hypothetical and 
non-factual meanings. 

1.1 Be-subjective 
The be-subjective, like the imperative, is realized by the base form of the verb. Whatever the person 

of the subject, the predicator invariably takes the base form. Consequently, where the clause has a plural 
subject, there is normally no distinction between indicative and subjective forms, except for the verb be. 

The subjective form of be is be for all persons. The be-subjective is used: 
1) In certain that-cause 
2) In certain adverbial clauses 
3) In certain formulaic expressions 
1.2 Were-subjective 
The were-subjective has only one form were, which applies to subjects of all persons, but which 

formally contrasts with the indicative form was only when it is used with first and third person singular 
subjects. 

The were-subjective is hypothetical or unreal in meaning and is used: 
1) In certain adverbial clauses 
2) In certain nominal clauses 
1.3 Some few notes on ways of expressing hypothetical meanings. 
Modern English has a number of devices for expressing hypothetical meanings. In addition to the 

be-subjective and the were-subjective, we can use past tense forms of verbs and past tense modals for the 
same purpose. 

1) Use of past tense forms of verbs 
2) Use of past tense modals 
2. Auxiliaries 
As has been pointed out before, English verbs, in terms of their functions in forming verbs and 

auxiliaries. Auxiliaries can again be divided into primary auxiliaries, modal auxiliar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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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auxiliaries. The function of primary auxiliaries (be, do, have) is to combine with main verbs to form 
complex verb phrases, and this has been dealt with in the previous lectures. The present lecture will 
concentrate on the use of modal auxiliaries and the next on semi-auxiliaries. 

2.1 Modals and modal meanings 
This section examines, in terms of semantics, modality and the English modals incorporating some 

related semi-auxiliaries. 
1) Ability and possibility 
2) Permission, and prohibition 
3) Obligation and necessity 
4) Prediction and predictability 
5) Willingness, intention and determination 
6) Other modal meanings 
2.2 Epistemic and Non-epistemic use of modals 
As has been pointed out, modals are mostly polysemous. In terms of the meanings they express, 

modal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epistemic and non-epistemic. The function of epistemic 
modals is to make judgments about the possibility or necessity that something is or is not the case. The 
non-epistemic category only describes the fact as it is. 

1) Epistemic modals 
2) Syntactic features of epistemic modals 
3) Time reference of epistemic modals 
3. Auxiliaries 
This lecture is concerned with semi-auxiliaries and contracted forms of auxiliaries. 
3.1 Semi-auxiliaries 
Semi-auxiliaries constitute a category of verbs between auxiliaries proper and main verbs. 
1) Types of semi-auxiliaries 
2) Semi-auxiliaries and “it or that-clause” 
3.2 Contracted forms of auxiliaries 
All the primary and modal auxiliaries have contracted forms, which may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negative contractions and positive contractions. 
1) Negative contractions 
2) Positive contractions 
3) Restrictions on the use of positive contractions 
学习目标： 
1．了解虚拟语气和助动词的语法结构。 
2．掌握法律英语中虚拟语气的语用状况。 
3、学会熟练使用各种语气。 
作业： 
Ex. 16A；Ex. 16B； 
Ex. 17A；Ex. 17B 
Ex. 18A；Ex. 18B； 

知识单元 9：Infinitive (I), (II), / -ing participle, / -ed participl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Infinitive(I)不定式 
Basic Terms:不定式 infinitive, simple form of infinitive, 带 to不定式 to-infinitive, 不带 to不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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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 infinitive, 情态成语 modal idiom, 使役动词 causative verb, 感觉动词 sense verb, 
不定式符号（即 to）the infinitive sign, 不定式符号的省略 ellipsis of the infinitive sign, 不定式符

号 to （infinitive to）, 介词 to （preposition to）。 
1.1 Forms of Infinitive 
Situations in which the bare infinitive is used 
1.2 Some few notes on the use of the infinitive sign(即 to) 
1)infinitive sign used alone 
2)omission of the infinitive sign 
1.3 Forms of Infinitive不定式的结构形式 
1）Forms (of Infinitive)不定式各形式 
要求掌握的 6种带 to不定式形式以 investigate为例 [参见 10.3 （4）] 
一般形式 to investigate 
进行体形式 to be investigating 
完成体形式 to have investigated 
完成进行体形式 to have been investigating 
一般形式的被动态 to be investigated 
完成体形式的被动态 to have been investigated 
2) To-infinitive and bare infinitive 
Situations in which the bare infinitive is used:用不带 to不定式/动词原形（个别为可以用不带 to

不定式)的场合： 
a) after modals:在情态动词之后 
Need we stay this evening? 
I daren’t go there. 
He used to smoke a lot. 
They will visit our university next month. 
b) after semi-auxiliary:半助动词之后 
You’d better have the tooth pulled out. 
It’s going to rain. 
We haven’t been a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2. Infinitive(II)不定式 
A.Adjective + infinitive 
B.Noun (phrase) + infinitive 
C.Verb + inf. 
2.1Adjective + infinitive不定式与形容词的搭配关系 
1) The subject of the main clause（主句） is also the logical subject（逻辑主语） of the infinitive. 

a) adjectives showing emotional feelings: 
He is glad to help others. 
b) adjectives showing good or bad luck, 
c) mental state or personal attitude, 
d) character or behavioral trait性格特征和行为表现 
2) The subject of the main clause is also the logical object（逻辑宾语） of the infinitive: This 

problem is easy to solve. 
3) The subject of the main clause may be the logical subject or logical object of the infinitive. He is 

slow to react. (= He reacts slowly.) 
This novel is easy to sell. (=This novel sells easily. 或=It is easy to sell this novel.) 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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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Noun (phrase) + infinitive不定式与名词的搭配关系 
Three points worth mentioning: 
1)Semantic relations: SV,VO,or inf as appositive（同位语）： 
He was the last student to arrive. 
The child needs a friend to play with. 
I had no wish to hurt him. （同位语） 
2) Infinitive—active or passive（略） 
3) “n + inf”, “n + prep + -ing” 
a. Some nouns + inf. / （prep.+ ing分词） （后接这两种结构同义） （同义） 
b. Some nouns usu. + inf. 常带不定式 与 refuse同源） c. Some nouns usu.+ prep.+ ing分词: E2 
2.3 Verb + infinitive 不定式与动词的搭配关系 
1) verb + infinitive 动词+不定式（即可直接带不定式而不能直接带–ing分词的动词） There are 

verbs that can be directly followed by an infinitive rather than an –ing form as object: hope, learn, manage, 
offer, pledge, pretend, profess, promise, refuse, resolve, seek, swear, threaten, undertake, venture, 
volunteer, vow, etc 

2) V. + O. + inf. 加宾语后才能再加不定式的动词 
There are verbs that cannot be directly followed by an infinitive unless the verb and the 
infinitive are intervened by a noun or pronoun. These verbs include five groups: 
a) sense verbs or verbs of perception感觉动词（跟不带 to不定式）: see, hear, watch, feel: 
Did you see him go out? 
b) causative verbs使役动词: have, let, make, get (get+宾语后接带 to不定式）: 
What would you have me do? 
I got him to help me when I moved the furniture. 
Just get them to finish up as quickly as possible. 
He will get the publisher to illustrate the book. 
I can’t get the car to start. 
c) some phrasal verbs : arrange for, ask for, rely on: 
I’ll arrange for you to come. 
d) verbs showing mental state （表心理状态， : believe,  consider, declare, find, prove, think, ☆ △ ☆

discover, feel, imagine, judge, suppose, understand等。 
3. -ing Participle 
In this book, the term “-ing participle” is used to include both the traditional “present participle” and 

the “gerund”. The present lecture is devoted to the collocation of –ing participle with verbs. If ned 
be,mention will also be made of the contrast between –ing participle and corresponding use of the 
infinitive. 

3.1 Collocation of _ing participle with verbs 
This section is concerned with two collocations: “verb + -ing form” and “verb + object + preposition 

+ -ing form”. 
1) Verb + -ing form 
2) Verb + object + preposition + -ing form 
3.2 Verbs followed either by infinitive or by –ing participle 
There are verbs that can be followed either by an –ings form or by an infinitive. With some of these 

verbs, the choice between the two makes no difference in meaning; with others, however, different 
choices result in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1) Either infinitive or –ing participle without change of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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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ither infinitive or –ing form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4.past participle 
This lecture is devoted to –ed participle (traditionally known as “past participle”) used as premodifier 

and as subject / object complement. 
4.1 -ed pariciple as pre-modifier 
As premodifier in a noun phrase, -ed participles are mostly derived from transitive verbs: only a few 
come form intransitive verbs. 
1) –ed participle derived from transitive verbs 
2) –ed participle derived from intransitive verbs 
4.2 –ed participle as complement 
1) Old English –ed participles 
2) Verbs admitting of –ed participle as object complement 
4.3 Some few notes on “dangling participles” 
Let us first of all take a look at the “attachment rule” for identifying the subject. 
1) “Attachment rule” and “dangling participles” 
2) Problems about the acceptability of “dangling participles” 
学习目标： 
1．了解动词不定式、现在分词和过去分词的结构规律。 
2．掌握三者的语用关系。 
3. 熟练使用三者的语法运用。 
作业： 
Ex. 20A；Ex. 20B； 
Ex. 21A；Ex. 21B 
Ex. 22A；Ex. 22B； 

知识单元 10：Adjective and adverb and their phrases /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 
preposition and prepositional phrase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Adjective and Adjective Phrase 
Adjectives are open-class words. They are chiefly used as modifying elements in a sentence. In this 

lecture we shall talk about classification and morphology of adjectives as well as formation and uses of 
adjective phrases. 

1.1 Classification of adjectives 
Adjectives may be divided into one-word and compound adjectives, central and peripheral adjectives, 

dynamic and stative adjectives, gradable and non-gradable adjectives. 
1) One-word and compound adjectives 
2) Central and peripheral adjectives 
3) Dynamic and stative adjectives 
4) Gradable and non-gradable adjectives 
1.2 Adjectives and participles 
As has been mentioned before, participles can sometimes be used as modifiers in the noun phrase. 
Some participles have all the features characteristic of the adjective. They admit of modification by 

very; they have forms of comparative and superlative degrees; and they may be used as complement in the 
sentence. 

1) Adjectives derived from –ing parti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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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djectives derived from –ed participles 
3) Active vs passive meanings 
1.3 Adjective (phrase) as modifier in noun phrases 
As has been mentioned before, most adjectives can function both as modifier and as complement. In 
any cases, these two functions are interchangeable. 
1) Premodifying and postmodifying adjectives 
2) Predicative adjectives 
3) Adjective phrase vs relative clause 
1.4 Adjective phrases as complement 
As subject / object complement, an adjective phrase may consist of only an adjective; it may also 
take the form of “modifier + adjective” or “adjective + complementation”. In this section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three kinds of adjective complement. 
1) Adjective + prepositional phrase 
2) Adjective + to-infinitive 
3) Adjective + that-clause 
2. Adverb and Adverb Phrase 
Like adjectives, adverbs are a class of words that chiefly function as modifying elements, but what is 

modified by an adverb is normally a verb, an adjective, a preposition, a conjunction or another adverb. As 
a clause element, adverb phrases may be used as adverbials of time, place, manner, etc; they may also be 
used as disjuncts, expressing the speaker’s attitude or assessment on an accompanying clause, or as 
conjuncts, playing the role of connectives. 

2.1 Chief uses of adverbs and adverbs phrases 
Adverbs and adverb phrases are chiefly used as modifiers in phrases and as adverbials in clauses or 

sentences. 
1) Adverbs as modifier in phrase 
2) Adverb phrases as adverbial in clauses or sentences 
2.2 Adverbs with or without –ly 
There are adverbs that have two forms: one is identical with a corresponding adjective, the other is 

with –ly. 
1) Two forms with no difference in basic meaning 
2) Two forms different or slightly different in meaning 
3) Two forms entirely different in meaning 
3. Comparison and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As has been shown , most adjectives and adverbs are gradable and can be used in comparative 
clauses. When appearing in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adjectives and adverbs take special 

grammatical forms which are called “forms of comparison”. 
3.1 Comparison of adjectives and adverbs 
With gradable adjectives and adverbs, there are three degrees of comparison: positive / absolute 
degree, comparative degree and superlative degree. 
1) Regular comparison of adjectives 
2) Regular comparison of adverbs 
3) Irregular comparison of adjectives and adverbs 
3.2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1) “As … as”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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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ore … than” construction 
3) “(The) + superlative adjective / adverb + scope of comparison” 
3.3 Contrast between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 
Four pairs of related patterns may be noted. 
1) “more … than” vs quasi-coordinative type 
2) “Not so … as” vs “not so much … as” 
3) “Not more / -er … than” vs “no more / -er … than” 
4) “The more … the more” vs “more and more” 
4. Preposition and Prepositional Phrase 
English today is basically an analytic language in which inflections have practically been replaced by 

structural words and a relatively fixed word order. Prepositions are just a class of structural words that 
indicate various semantic relations between words or expressions. 

3.1 Collocation of prepositions with adjectives, verbs and nouns 
1) Prepositions after adjectives 
2) Prepositions after verbs 
3) Collocation of prepositions with nouns 
4.2 Complex prepositions 
Complex prepositions, also known as “multi-word prepositions”, refer to combinations that consist 

of two or more than two words and which perform the function of simple prepositions. In terms of word 
formation, complex prepositions can be divided into: 

1) Two-word prepositions 
2) Three-word prepositions 
3) Four-word prepositions 
4.3 Transform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prepositional phrases and subordinate clauses 
Prepositional phrases, which are chiefly used as adverbials in clauses and as modifiers in noun 
phrases, have transformational relations with some subordinate clauses that perform the same 

syntactic functions. 
1) Prepositional phrase vs that-clause 
2) Prepositional phrase vs adverbial clause 
3) Prepositional phrase vs relative clause 
学习目标： 
1．了解英语形容词副词的结构及功能。 
2．掌握比较级的翻译规律。 
3．精确理解和运用复杂态比较语境。 
作业： 
Ex. 23A；Ex. 23B； 
Ex. 24A；Ex. 25B 
Ex. 26A；Ex. 26B； 

知识单元 11：Statement, question, command, exclamation/Existential sentenc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Statement, question, command, exclamation 
1、Statement, Question, Command, Exclamation   
The sentence is the highest rank of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In terms of their communicative 

functions, sentences may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statement, question, command, and excla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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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tatements  
In communication, statements (also known as "declarative sentences") are chiefly used to state a fact 

or non-fact, that is, to affirm or negate something. Thus, statements may be divided into  positive 
statements and negative statements.  

1) Positive statements  
In a positive statement, there might be different degrees of certainty about the truth of the 

information imparted. It might be tinted by "a tentative attitude which helps to soften the tone and make 
the utterance sound more polite. There are a number of expressions that are available for this purpose. 
These include such attitudinal disjuncts as I think, I guess, I suppose, I suspect, I'm afraid, if I'm not 
mistaken, if I might say so, if you please, if you don't mind, etc。 

2) Negative statements   
A statement may be negated by not or other negative words. The negative word not, usually appears 

immediately after the operator. The combination of “operator + not” can be contracted in two ways: we 
may have a contracted form of operator enclitic to happened but did not happen. The non-contracted form 
is simply negative orientated, expecting a negative answer. Compare:  

Haven't you finished your work yet?  Have you not finished your work yet?   
Isn't she a doctor? Is she not a doctor?  Didn't they win the game?  
Did they not win the game?  
In negatively-orientated questions, there usually occur non-assertive words. If a negative question 

contains assertive forms, it is biased towards positive orientation, eg: Haven't you heard from him already? 
Don't you always go to work at eight?  

1.2 Questions  
In terms of syntactic structure and communicative function, questions (also known as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fall into four major types: general question, special question, ,alternative question and tag 
question.  

1) General questions 
General questions, also known as "yes-no questions", are asked for affirmation or negation. General 

questions may contain nonassertive words if there is no bias in expectation towards a positive or negative 
answer. If the speaker is predisposed to a positive answer, he should use assertive, rather than 
non-assertive, forms. 

2) Special questions  
Special questions, also known as wh- questions, are generally introduced by wh-words such as who, 

whose, which, where, what, when, why, how, etc. The wh-word. marks the focus of information to be 
asked about. Special questions may be in normal order or in inverted order. When the wh-word functions 
as subject or part of the subject, the question _is in. ,n,ormal order. If, on the other hand, the wh- word is 
not used as subject, the question is in inverted order, eg:  

Who phoned last night?  
3) Alternative questions  
An alternative question is one that suggests two or more possible answers for the listener to choose 

from. There are two types of alternative question. One type is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general question; 
the other is based on that of special question, eg: Shall I give you a gin, a whisky, or a beer?   

4) Tag questions  
Tag questions are extensively used in spoken language. A tag question generally consists of two parts: 

statement + question tag. The subject and verb in the question tag generally correspond with those in the 
statement. If the subject of the statement is a noun phrase, the tag usually takes a corresponding pron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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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subject.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tag question:  
(1)"positive statement + negative tag",  
(2) "negative statement - positive tag",   
(3) "positive statement + positive tag", and   
(4) "negative statement + negative tag  
1.3 Commands and exclamations   
Let us move on to commands -and exclamations.   
1) Commands  
Commands also known as "imperative sentences" begin with a verb in the imperative mood and 

express' a command, an  instruction, a request, a suggestion, etc, eg: Open the window, please.  Clean 
these barracks now. Go to the senator's office immediately. Take off your muddy shoes before you go 
inside.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imperatives: the second person imperative, the first person imperative, and 
the third person imperative. The sample sentences cited above are all second person imperatives. a) 
Second person imperative When the command or instruction is directed to the party spoken to, we use the 
second person imperative, in which the pronoun YOU normally needn't be expressed, unless we want to 
lend emphasis to the utterance. 

2) Exclamations  
Exclamations, also known as "exclamatory sentences", refer to a special type of sentence that 

expresses strong feelings. Various ways are available to express strong feelings. For instance, statements, 
questions, commands, and even a phrase or a single word can all be turned into exclamatory utterances by 
an emphatic intonation, a strengthened stress, a rhetorical tone color, or even by a gesture or facial 
expression. But when we talk about the exclamation as a special type of sentence, we only refer to the two 
kinds of sentence introduced by WHAT and  HOW, 

2．Existential sentence 
The existential sentence is a special type of sentence structure that denotes the existence of 

something.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an existential sentence is to elicit a new topic, which, as focus 
of information, is generally expressed by the “notional subject” coming after the verb phrase. 

2.1 Structural properties of existential sentences 
There + be + NP + locative /temporal adverbial 
1) Introductory there 
2) Notional subject 
3) Predicator in existential sentence 
2.2 Non-finite existential clauses 
A non-finite existential clause is one whose predicator is a non-finite verb phrase. There are two 

types of non-finite existential clauses: 
There to be / (to have been) + NP + locative /temporal adverbial 
There being / having been + NP + locative / temporal adverbial 
These forms can be used: 
1) As prepositional complementation 
2) As object 
3) As subject and adverbial 
学习目标： 
1．了解英语句式的变化规律。 
2．掌握存在句型的运用及翻译。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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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 23A；Ex. 23B； 
Ex. 24A；Ex. 25B 
Ex. 26A；Ex. 26B 

知识单元 12：It-pattern / Coordina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It-pattern / Coordination 
The present lecture will deal with three types of sentence with non-referring it as formal subject. 

They are sentences with it as formal subject denoting time, distance, and atmospheric conditions, 
sentences with anticipatory it as subject, and cleft sentences introduced by it. The word it in these patterns 
is called respectively “empty it”, “anticipatory it”, and it as introductory word of cleft sentences. 

1.1 Empty it and anticipatory it 
It may be useful to give a summary of the chief uses of empty it and anticipatory it. 
1) Empty it 
2) Anticipatory it 
1.2 It as introductory word of cleft sentences 
It as formal subject also occurs in cleft sentences. 
1) Cleft sentence defined 
It + be + focal element + that- / who- clause 
2) Introductory is in cleft sentences vs anticipatory it 
3) Pseudo-cleft sentences   
2. Coordination  
A coordination construction is a sequence of semantically-related grammatical units that are 
similar in form, equal in rank of structure, identical in function and are connected by coordinators. 
2.1 Type of coordinate constructions 
1) Formation of coordinate constructions 
2) Coordinating devices 
3) Insertion between coordinated items 
4) Symmetrical organization of coordinate constructions 
2.2 Coordinators semantically considered 
1) And-group coordinators 
2) Or- group coordinators 
3) But- group coordinators。 
学习目标： 
1．了解先行词句型在英语语言中的作用。 
2．掌握连接词的用法。 
3、掌握连词和先行词的翻译技法。 
作业： 
Ex. 29A；Ex. 29B 
Ex. 30A；Ex. 30B 

知识单元13：Subordination / Relative clause/ conditional sentence / direct and indirect speech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Subordination (I) 
Subordination means putting a grammatical unit in a lower rank or position. A grammatical uni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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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 as a constituent of another unit of equal or lower rank of structure is called a subordinate 
construction, which might be a finite clauses, a non-finite clause, a verbless, or a phrase. 

1.1 Coordination and subordination 
1) Ways of subordinating minor ideas 
2) Subordinators 
1.2 Subordinate clauses (finite) 
1) Nominal clauses 
2) Relative clauses 
3) Adverbial clauses 
1.3 Some few notes on adverbial clauses 
1) Adverbial clauses of time 
2) Adverbial clauses of cause 
3) So that vs so … that 
4) Unless and if … not 
5) Though and although 
2. Subordination (II) 
In this lecture we shall talk about non-finite clauses and verbless clauses. A non-finite clause is a 

clasue with a non-finite verb phrase as predicator. A verbless clause is a clause without any form of verb 
element. Non-finite clauses include infinitive clause, -ing participle clause, and –ed participle clause. 

2.1 Infinitive clause 
An inifinitive clause is a “subject+ predicate” construction with an infinitive as predicator. 
1) Types of infinitive clauses 
2) Syntactic functions of infinitive clauses 
2.2 –ing participle clause 
An –ing participle clause is a “subject + predicate” construction with an –ing participle as predicator. 
1) Types of –ing participle clauses 
2) Syntactic funcitons of –ing participle clauses 
2.3 –ed participle clauses 
An –ed participle clause is a “subject + predicate: construction with an –ed participle as predicator. 
1) Types of –ed participle clauses 
2) Syntactic functions of –ed participle clauses 
2.4 Verbless clauses 
A verbless clause is a clause without any form of verb element as predicator. A verbless clause is just 

an SVC construction with its subject and predicator elapsed 
1) Types of verbless clauses 
2) Syntactic funcitons of verbless clauses 
2.5 “Absolute constructions” 
Now it is time we had a summing-up of the types and meanings of “absolute constructions”. 
1) Types of “absolute constructions 
2) Uses of “absolute constructions 
3。 Relative clause 
A relative clause is a clause that is introduced by a relative word—either by a relative pronoun or by 

a relative determiner or by a relative adverb. 
3.1 Restrictive and non-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s 
1) 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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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on-restrictive relative clauses 
3.2 Choice of relative words 
1) Choice of relative pronouns in restrictive clauses 
2) Some other problems of usage concerning choice of relative pronouns in restrictive clauses 
3) Choice of relative pronouns in non-restrictive clauses 
4) Ellipsis of relative words 
3.3 Clauses introduced by “preposition + relative pronoun” 
1) Finite clauses introduced by “preposition + relative pronoun” 
2) Non-finite clauses introduced by “preposition + relative pronoun” 
3.4 Double relative clauses and embedded relative clauses 
Double and embedded relative clauses are more complicated phenomena than we have illustrated so 

far. 
1) Double relative clauses 
2) Embedded relative clauses 
4 Conditional sentence 
A conditional sentence is commonly composed of two parts: conditional clause + main clause. 
Despite the many possible sequences of verb forms in conditionals, the following four types 

represent perhaps the commonest and the most useful ones: 
I. If you heat ice, it melts. 
II. If we catch the 10 o’clock train, we will get there by lunchtime. 
III. If we caught the 10 o’clock train, we would get there by lunchtime. 
IV. If we had caught the 10 o’clock train, we would have got there by lunchtime. 
4.1 Conditionals—Type I 
1) Universal truth or general validity 
2) Present habitual action 
3) Past habitual action 
4.2 Conditionals—Type II 
1) Type II—basic forms 
2) Type II—variant forms 
3) Type II—alternative forms 
4.3 Conditionals—Type III 
1) Type III—basic forms 
2) Type III—variant forms 
4.4 Conditionals—Type IV 
1) Type IV—basic forms 
2) Types IV—variant forms 
5 Direct and indirect speech 
In quoting someone’s words, we can either use the direct speech or use the indirect speech. Direct 

speech is usually put in quotation marks; indirect speech normally occurs after a reporting verb without 
being put in quotation marks. The present lecture is devo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rect speech into 
indirect speech, and this transformation usually entails some changes in tense forms, word order, pronouns, 
determiners, temporal or locative adverbials as well as other aspects of grammar. 

5.1 Indirect statements 
When a statement is turned from direct into indirect speech, there is no change of tense if the 

reporting verb is in the present. But the time reference is usually back-shifted if the reporting verb i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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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 tense. 
1) Present time back-shifted to the past 
2) Past time back-shifted to past in the past 
3) Future time back-shifted to future in the past 
4) Other changes in indirect speech 
5.2 Indirect questions 
1) Introductory word of indirect questions 
2) Communicative functions of indirect questions 
5.3 Indirect commands and exclamations 
1) Indirect commands 
2) Indirect exclamations 
5.4 Mixed types of indirect speech 
1) Adding connectives or other expressions 
2) Rephrasing the original utterance 
学习目标： 
1．了解英语从句和从属结构的构成规律。 
2．掌握各种名词从句的搭配关系。 
3．增加各种级别的考试中语法条件句部分的应对。 
4.  熟练操作自己句子类别的运用与翻译型运用。 
作业： 
Ex31A/31B 
Ex.32A/32B/33A 
Ex34A/34B 
Ex.35A/35B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3学时 
实验 1：Basic Training（1） 
参考学时：1.5学时 
实验内容：基础过关训练 
1. It is difficult to         the discussion, with so much noise around us. 
A. carry off    B. carry on      C. carry away     D. carry forward 
2. —— Did you enjoy the book? 
  —— Yes, it was so interesting that I couldn’t        it. 
A. get rid of         B. break away from 
C. keep away from       D. tear myself away from 
3. The secretary entered with a pencil and paper, and       every word the manager said. 
A. took out     B. took down     C. turned out    D. turned down 
4. —— Oh, my God! It’s just a sea of cars. How can you         your car? 
  —— That’s easy. Mine is coloured differently from any other one. 
A. find out     B. pick out      C. take out     D. get out 
5. I have a short memory. I have to         my phone book every time I want to make a call. 
A. look up     B. look at      C. look through   D. look for 
6. —— This is Xiao Li speaking.  
  —— Hi, Xiao Li, please stay at home, I’ll        you at 6 o’clock and we’ll go to the cinema 

together. 
A. call for     B. wait for      C. search for    D. look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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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No matter what you say, I shall        my opinion. 
A. carry out    B. keep up      C. insist on     D. stick to 
8. If Tim carries on working like this, he’ll         sooner or later. 
A. break down   B. give up      C. get down    D. hold on 
9. After a long way she was tired and her legs         . 
A. gave off     B. gave out        C. gave in       D. gave up 
10. The school bus was         by the thick fog. 
A. held up     B. broken off       C. kept up      D. put off 
11. After the war ended, Washington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 elected      B. picked       C. selected      D. tired out 
12. The boy is badly hurt. We must        for the doctor immediately. 
A. send      B. ask       C. search      D. look 
13. We          each other the best of luck in the examination. 
A. hoped      B. wanted      C. expected      D. wished 
14. The clock        eleven and we        it was time for us to leave. 
A. hit; realize    B. beat; recognize     C. struck; realized  D. shot; recognized 
15. My parents         me to go to the theatre with my friends. But I didn’t. 
A. suggested     B. persuaded      C. advised     D. expected 
16. We all gathered on the square,         the clock to announce the New Year. 
A. waited for     B. listening to      C. hearing      D. listening for 
17. The policeman        the drunk man up and down before replying to his question. 
A. looked     B. looked at      C. stared at     D. looked over 
18. The students in this college are all taking courses        a degree. 
A. devoting to     B. turning to      C. leading to     D. sticking to 
19. This university will        more than one thousand new students next year. 
A. take up     B. take on      C. take in      D. take over 
20. The picture of the park        memories of our class trip last year. 
A. called up     B. reminded      C. turned up     D. came up 
21. Would you please tell me the way you thought of       the difficulties? 
A. smoothing away         B. to smooth away    
C. doing away with         D. to make your way to 
22. The meeting began at eight o’clock, but he didn’t        until eight ten. 
A. turn up      B. turn down     C. turn off     D. turn out 
23. On her way to the market, Mrs Turner          to see one of her old friends. 
A. called on     B. visited      C. called at       D. dropped in 
24. —— Mary told me she would         computer studies. 
   —— Really? I’ll try my best to ask her to        such foolish ideas. 
A. pick up; give up         B. put away; give up    
C. give up; put away        D. give up; pick up 
25. “Freedom! Freedom!” After a man cried out, the cries were immediately         . 
A. died away     B. taken up      C. burst out     D. broken out 
26. —— Why does everybody like him? 
   —— Because he always        a good after-dinner joke. 
A. tells      B. talks       C. states       D. says 
27. It is so hard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her action. You can never          his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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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earn      B. study       C. master      D. read 
28. Because some of the floorboards had        away, it was unsafe to walk on the floor. 
A. rotted      B. destroyed     C. wasted      D. broken 
29. Birds        their wings rapidly as they fly on. 
A. hit      B. shake       C. beat      D. strike 
30. I have to        to him and all the well-known reference books for help. 
A. refer     B. turn        C. get      D. ask 
31. Dark glasses are sometimes worn to        the eyes from strong sunlight. 
A. prevent     B. care       C. defend      D. protect 
32. I’m not very good at playing chess. He often        me. 
A. beats     B. wins       C. hits      D. fights 
33. I asked him to         me a few minutes so that I could go over all the problems. 
A. spend      B. save       C. spare      D. share 
34. The horrible noise from the man’s room simply        me mad. 
A. put      B. caused       C. drove       D. turned 
35. —— Look, there are many beautiful kites in the sky! 
   —— Great. They can         our wishes to Gods. 
A. carry       B. take       C. bring       D. hold  
36. If no one         the phone at home, ring me at work. 
A. returns     B. replies      C. answers      D. receives 
37. The letter I had been anxiously waiting for         me just now. 
A. got to      B. received     C. got       D. reached 
38. —— This pair of shoes are too small to         me. Could you show me another? 
—— Of course. Please look at these ones. 
A. be fit for     B. fit       C. suit      D. agree with 
39. Since we can’t hear you at the back of the hall, you’ll have to         your voice. 
A. develop      B. increase      C. lift      D. raise 
40. Since there was no need to hurry, we         our time leaving. 
A. spend      B. saved       C. took        D. use 
实验要求：熟悉动词规律；研究动词搭配；掌握短语动词的方法。 
实验 2：Basic Training（2） 
参考学时：1.5学时 
实验内容：高级翻译训练 
Minority Report 
American universities are accepting more minorities than ever. Graduating them is another matter. 
Barry Mills, the president of Bowdoin College, was justifiably proud of Bowdoin's efforts to recruit 

minority students. Since 2003 the small, elite liberal arts school in Brunswick, Maine, has boosted the 
proportion of so-called under-represented minority students in entering freshman classes from 8% to 13%. 
"It is our responsibility to reach out and attract students to come to our kinds of places," he told 
a NEWSWEEK reporter. But Bowdoin has not done quite as well when it comes to actually graduating 
minorities. While 9 out of 10 white students routinely get their diplomas within six years, only 7 out of 10 
black students made it to graduation day in several recent classes. 

"If you look at who enters college, it now looks like America," says Hilary Pennington, director of 
postsecondary programs for 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which has closely studied enrollment 
patterns in higher education. "But if you look at who walks across the stage for a diploma, it's still larg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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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hite, upper-income population." 
The United States once had the highest graduation rate of any nation. Now it stands 10th. For the 

first time in American history, there is the risk that the rising generation will be less well educated than 
the previous one. The graduation rate among 25- to 34-year-olds is no better than the rate for the 55- to 
64-year-olds who were going to college more than 30 years ago. Studies show that more and more poor 
and non-white students want to graduate from college – but their graduation rates fall far short of their 
dreams. The graduation rates for blacks, Latinos, and Native Americans lag far behind the graduation 
rates for whites and Asians. As the minority population grows in the United States, low college graduation 
rates become a threat to national prosperity. 

The problem is pronounced at public universities. In 2007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 
one of the top five or so prestigious public universities – graduated 81% of its white students within six 
years, but only 56% of its blacks. At less-selective state schools, the numbers get worse. During the same 
time frame, the University of Northern Iowa graduated 67% of its white students, but only 39% of its 
blacks. Community colleges have low graduation rates generally – but rock-bottom rates for minorities. A 
recent review of California community colleges found that while a third of the Asian students picked up 
their degrees, only 15% of African-Americans did so as well.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generally do better, partly because they offer smaller classes and 
more personal attention. But when it comes to a significant graduation gap, Bowdoin has company. 
Nearby Colby College logged an 18-point difference between white and black graduates in 2007 and 25 
points in 2006. Middlebury College in Vermont, another top school, had a 19-point gap in 2007 and a 
22-point gap in 2006. The most selective private schools – Harvard, Yale, and Princeton – show almost no 
gap between black and white graduation rates. But that may have more to do with their ability to select the 
best students. According to data gathered by Harvard Law School professor Lani Guinier, the most 
selective schools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blacks who have at least one immigrant parent from Africa or 
the Caribbean than black students who are descendants of American slaves. 

"Higher education has been able to duck this issue for years, particularly the more selective schools, 
by saying the responsibility is on the individual student," says Pennington of the Gates Foundation. "If 
they fail, it's their fault." Some critics blame affirmative action – students admitted with lower test scores 
and grades from shaky high schools often struggle at elite schools. But a bigger problem may be that poor 
high schools often send their students to colleges for which they are "under-matched": they could get into 
more elite, richer schools, but instead go to community colleges and low-rated state schools that lack the 
resources to help them. Some schools out for profit cynically increase tuitions and count on student loans 
and federal aid to foot the bill – knowing full well that the students won't make it. "The school keeps the 
money, but the kid leaves with loads of debt and no degree and no ability to get a better job. Colleges are 
not holding up their end," says Amy Wilkins of the Education Trust. 

A college education is getting ever more expensive. Since 1982 tuitions have been rising at roughly 
twice the rate of inflation. In 2008 the net cost of attending a four-year public university – after financial 
aid – equaled 28% of median (中间的)family income, while a four-year private university cost 76% of 
median family income. More and more scholarships are based on merit, not need. Poorer students are not 
always the best-informed consumers. Often they wind up deeply in debt or simply unable to pay after a 
year or two and must drop out. 

There once was a time when universities took pride in their dropout rates. Professors would begin the 
year by saying, "Look to the right and look to the left. One of you is not going to be here by the end of the 
year." But such a Darwinian spirit is beginning to give way as at least a few colleges face up to the 
graduation gap.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the gap has been roughly halved over the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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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years. The university has poured resources into peer counseling to help students from inner-city 
schools adjust to the rigor (严格要求)and faster pace of a university classroom –and also to help minority 
students overcome the stereotype that they are less qualified. Wisconsin has a "laser like focus" on 
building up student skills in the first three months, according to vice provost (教务长)Damon Williams. 

State and federal governments could sharpen that focus everywhere by broadly publishing minority 
graduation rates. For years private colleges such as Princeton and MIT have had success bringing 
minorities onto campus in the summer before freshman year to give them some preparatory courses. The 
newer trend is to start recruiting poor and non-white students as early as the seventh grade, using 
innovative tools to identify kids with sophisticated verbal skills. Such programs can be expensive, of 
course, but cheap compared with the millions already invested in scholarships and grants for kids who 
have little chance to graduate without special support. 

With effort and money, the graduation gap can be closed. Washington and Lee is a small, selective 
school in Lexington, Va. Its student body is less than 5% black and less than 2% Latino. While the school 
usually graduated about 90% of its whites, the graduation rate of its blacks and Latinos had dipped to 63% 
by 2007. "We went through a dramatic shift," says Dawn Watkins, the vice president for student affairs. 
The school aggressively pushed mentoring (辅导) of minorities by other students and "partnering" with 
parents at a special pre-enrollment session. The school had its first-ever black homecoming. Last spring 
the school graduated the same proportion of minorities as it did whites. If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keep 
up in the global economic race, it will have to pay systematic attention to graduating minorities, not just 
enrolling them. 

实验要求：熟悉语篇布局；研究语篇结构；掌握精准的翻译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Grammatical Hierarchy // Sentence structure  & 
Subject-verb Concord (I) 

3  

2 Subject-verb Concord (II) & Noun and Noun Phrase 3  
3 Noun and Noun Phrase & Determiners (I), (II) 3  
4 Pronoun (I), (II) & Verb and Verb Phrase 3  
5 Tense and aspect (I), (II) & Future time  and Passive voice 3  
6 Future time  and Passive voice & Subjunctive mood / Auxiliaries (I) 3  
7 Subjunctive mood / Auxiliaries (II) & Infinitive (I), (II), 3  

8 
Infinitive (I), (II), / Adjective and adverb and their phrases /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preposition and prepositonal phrase 

3  

9 
Adjective and adverb and their phrases /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 
/preposition and prepositonal phrase 

3  

10 
Statement, question, command, exclamation /Existential sentence & 
It-pattern / Coordination 

3  

11 
Subordination / Relative clause/ conditional sentence / direct and indirect 
speech 

3  

12 实验 1&2：Basic Training（1）（2）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英语语音、英语基础语法、英语精读、英语写作。 
后续课程：英语演讲与辩论、法律英语视听说、英语教学法、英语测试、英语文体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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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基本句型、以-s结尾的名词、集体名词做主语的主谓一致问题；并列结构、以表示数量
概念的名词词组、以名词性分句做主语的主谓一致、代词与其先行项在数、性方面的一致关系、现

在时、现在进行体的用法；现在完成体和过去完成体、主动与被动的转换；词组动词的被动态；被

动态使用的场合；两种被动句型的转换、be- 型虚拟式、 were-型虚拟式、虚义 it、分裂句引导词
it、并列结构的各种形式、限制性关系分句与非限制性关系分句；关系词的选择；由“介词+关系代
词”引导的分句结构；双重关系分句和嵌入式关系分句；第一、二、三、四种类型条件句、语篇纽
带；语篇结构——句子、语段、语篇。 
难点：双重谓语；SVA、SVOA 句型、并列结构做主语的主谓一致、先行项为 every-,some-等

复合词、“复数名词或代词+each”时代词的选择；代词的照应、词组动词、非限定动词的被动态；
被动结构和被动意义、be- 型、were-型虚拟式、假设意义表示法、并列与从属；限定从属分句；关
于状语分句的几点补充说明；不定式、-ing 分词、-ed 分词、无动词分句；关于“独立结构”、名词
性、动词性替代；并列、主从结构中的省略现象、语篇纽带、主题语段和辅助语段。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根据所教语法项目的交际功能去创设运用这个语法项目的情景，将语法教学与听说读写的活

动结合起来，将语法知识的学习与综合技能训练结合起来。采用两项或者多项技能综合运用某个语

法结构的“语言知识+技能培养+语言运用”的交融式教学法。 
2采用“任务型”语法教学。 
3采用交互型语法教学。 
教学手段： 
1. 提倡探究式学习和合作学习。英语语法教学应该采用这种小组研究式的语法学习方式。学

生以学习小组为单位，根据教材的内容，依据教师的指引，围绕某一个语法项目，学生自己分头去

查阅资料，自己去收集、筛选、分析、处理、运用各种信息；再通过学生小组成员之间的互动交流、

互相启发、互相学习，降低学生作为被动学习者的焦虑感，真正使学生自主学习，成为学习的主人。。 
2教师采用每 4人一组每学期轮流提前在课下准备一个语法项目，然后在课上推选学生展示他

们小组对该项语法的认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预先准备好一个电脑课件，并且负责解答全

班学生的质疑和提问，教师当助手，进行补充，并将此项活动纳入平时的形成性评价。在准备充分

的情况下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以媒体交互手段发布综合信息，为本课程的教学提供试题平台、学习资源、试题预约、虚拟实

验室、学生论坛和教学助理服务。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本课程除了在课堂内学习基本知识外，还需有相对应的课外时间补充学习。本专业的理论性与

实践性较强。学生分析、查阅相关资料所需课外时数约 16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课程使用的教材为章振邦主编的《新编英语语法教程》（第五版），并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

自主编写 ppt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专四和专八试题。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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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用教材 
1. 章振邦，《新编英语语法教程》（第五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 9月 第五版（普

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张道真、温志达编 《英语语法大全》（上、下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2．薄冰 《高级英语语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3．邱述德 《英语学习与交际语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8 
4．张成祎主编 《大学英语语法手册》 上海外语教出版社，2004 
5．潘欢怀编 《现代英语实用句法》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9  
6．四川大学外文系编写组编 《英语语法词典》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7．张道真 《实用英语语法》 商务印书馆，1981. 4  
8．朱嫣华主编 《高校英语专业八级考试指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5 
9. 张克礼 《新英语语法》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10. George Yule   Explaining English Grammar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11. 贡群狄主编 《高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模拟试题》，南开大学出版社  

执笔：张和军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3016年 5月 27日 

 

美国诉讼法（双语） 
American Procedure Laws 

课程号：4080012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研究所本科学生的专业选修课程。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与实践教学，使学生了解美国司法体系，认识美国的诉讼制度，掌

握美国民事及刑事诉讼法的基础知识，包括法院的等级、管辖权、宪法对犯罪嫌疑人及受害人的保

护、审前及庭审和上诉程序。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The US Judicial System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The US judicial system 
The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closely linked hierarchical systems of courts at the federal and 

state levels. The federal courts form the judicial branch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perate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and federal law. The state and territorial 
courts of the individual U.S. states and territories operate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state and territorial 
constitutions and state and territorial law. 

 
Federal statutes that refer to the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referring only to the court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not the courts of the individual states and counties. Because of the federalist 
underpinnings of the division between sovereign feder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the various state court 
systems are free to operate in ways that vary widely from thos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from one 
another. In practice, however, every state has adopted a division of its judiciary into at least two levels, 
and almost every state has three levels, with trial courts hearing cases which may be reviewed by appel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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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s, and finally by a state supreme court. A few states have two separate supreme courts, with one 
having authority over civil matters and the other reviewing criminal cases. 47 states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llow at least one appeal of right from a final judgment on the merits, meaning that the court 
receiving the appeal must decide the appeal after it is briefed and argued properly. Three states do not 
provide a right to a first appeal. Rather, they give litigants only a right to petition for the right to have an 
appeal heard. 

State courts often have diverse names and structures, as illustrated below. State courts hear about 
98% of litigation; most states have courts of special jurisdiction, which typically handle minor disputes 
such as traffic citations, and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responsible for more serious disputes. 

The U.S. federal court system hears cases involving litigants from two or more states, violations of 
federal laws, treaties, and the Constitution, admiralty, bankruptcy, and related issues. In practice, about 
80% of the cases are civil and 20% criminal. The civil cases often involve civil rights, patents, and Social 
Security while the criminal cases involve tax fraud, robbery, counterfeiting, and drug crimes. The trial 
courts are U.S. district courts, followed by United States courts of appeals and then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judicial system, whether state or federal, begins with a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whose work may be reviewed by an appellate court, and then ends at the court of last resort, which may 
review the work of the lower courts. 

Institutions which may be considered cou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re listed below. 
Federal issues vs. State issues 
Federal courts address any legal issues covered by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de. They also 

hear any case falling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federal agencies. For example, this includes any crime in 
which a state boundary is crossed, which would then be handled by the FBI. 

The federal court system is made up of several levels of hierarchical court. The top-level court is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Below this are the District Court of Appeals. Below this is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s, for various geographical areas as defi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State courts take a wide variety of forms, as defined by each state's legislature. For example, in New 
York, there is a Supreme Court which is actually the lowest-level trial court; its name i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it is higher ranked than all administrative and local courts. The highest court in New York is the New 
York Court of Appeals. 

 Why Are There Two Court Syst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S. Constitution created a governmental structure for the United States known as federalism. 

Federalism refers to a sharing of powers betwee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 governments. The 
Constitution gives certain powers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reserves the rest for the states. Therefore, 
while the Constitution states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supreme with regard to those powers expressly 
or implicitly delegated to it, the states remain supreme in matters reserved to them.   

Both the federal and state governments need their own court systems to apply and interpret their laws. 
Furthermore, both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nstitutions attempt to do this by specifically spelling out the 
jurisdiction of their respective court systems. 

For example, since the Constitution gives Congress sole authority to make uniform laws concerning 
bankruptcies, a state court would lack jurisdiction in this matter. Likewise, since the Constitution does not 
giv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uthority in most matters concerning the regulation of the family, a federal 
court would lack jurisdiction in a divorce case. This is why there are two separate court systems in 
America. The federal court system deals with issues of law relating to those powers expressly or 
implicitly granted to it by the U.S. Constitution, while the state court systems deal with issues of law 
relating to those matters that the U.S. Constitution did not give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or explici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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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y to the states. 
 Describ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urt Systems. ※  
. Federal Court SystemⅠ  

A. Article III court. 
(1) the U.S. District Courts   
There are 94 U.S. District Cou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Every state has at least one district court, and 

some large states, such as California, have as many as four. Each district court has between 2 and 28 
judges. The U.S. District Courts are trial courts, or courts of original jurisdiction. This means that most 
federal cases begin here. U.S. District Courts hear both civil and criminal cases. In many cases, the judge 
determines issues of law, while the jury (or judge sitting without a jury) determines findings of fact.  

(2) the U.S. Circuit Courts of Appeal  
There are 13 U.S. Circuit Courts of Appeal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courts are divided   into 12 

regional circuits and sit in various cit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the 13th Court) sits in Washington. With the exception of criminal cases in which a 
defendant is found not guilty, any party who is dissatisfied with the judgment of a U.S. District Court (or 
the findings of certain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may appeal to the U.S. Circuit Court of Appeal in his/her 
geographical district. These courts will examine the trial record for only mistakes of law; the facts have 
already been determined by the U.S. District Court. Therefore, the court usually will neither review the 
facts of the case nor take any additional evidence. When hearing cases, these courts usually sit in panels of 
three judges. 

(3) the U.S. Supreme Court.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sits at the apex of the federal court system. It is made up of 

nine judges, known as justices, and is presided over by the Chief Justice. It sits in Washington, D.C. 
Parties who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decision of a U.S. Circuit Court of Appeal (or, in rare cases, of a U.S. 
District Court) or a state supreme court can petition the U.S. Supreme Court to hear their case. 

The Court decides whether to accept such cases. Each year, the Court accepts between 100 and 150 
of the some 7,000 cases it is asked to hear for argument. The cases typically fit within general criteria for 
oral arguments. Four justices must agree to hear the case (grant cert). 

(4) Special Article III Courts: 
(a) the U.S. Court of Claims This court sits in Washington, D.C., and  handles cases involving suit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 
(b) the U.S. Cour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is court sits in New York and handles cases involving 

tariff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disputes. 
B. Special Courts Created by Congress    
Magistrate judges: These judges handle certain criminal and civil matters, often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parties.  
Bankruptcy courts: These courts handle cases arising under the Bankruptcy Code.  
U.S. Court of Military Appeals: This court is the final appellate court for cases arising under the 

Uniform Code of Military Justice.  
U.S. Tax Court: This court handles cases arising over alleged tax deficiencies.  
U.S. Court of Veterans' Appeals: This court handles certain cases arising from the denial of veterans' 

benefits.  
.State Court SystemsⅡ  

No two state court systems are exactly alike. Nevertheless, there are sufficient similarities to provide 
an example of what a typical state court system looks like. Most state court systems are made up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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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wo sets of trial courts:  
(a) trial courts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Trial courts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are courts that deal with only specific types of cases.  They are 

often located in/near the county courthouse and are usually presided over by a single judge. A judge 
sitting without a jury hears most of the cases heard by these courts. Some examples of trial courts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include:  

Probate court: This court handles matters concerning administering the estate of a person who has 
died (decedent). It sees that the provisions of a will are carried out or sees that a decedent's property is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state law if he/she died intestate (without a will).  

Family court: This court handles matters concerning adoption, annulments, divorce, alimony, 
custody, child support, etc.  

Traffic court: This court usually handles minor violations of traffic laws.  
Juvenile court: This court usually handles cases involving delinquent children under a certain age, for 

example, 18 or 21.  
Small claims court: This court usually handles suits between private persons of a relatively low 

dollar amount, for example, less than $5,000.  
Municipal court: This court usually handles cases involving offenses against city ordinances.  
(b) trial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main trial-level courts)  
Trial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are the main trial courts in the state system. They hear cases 

outside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trial courts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These involve both civil and criminal 
cases. One judge (often sitting with a jury) usually hears them. In such cases, the judge decides issues of 
law, while the jury decides issues of fact. A record of the proceeding is made and may be used on appeal. 
These courts are called by a variety of names, including (1) circuit courts, (2) superior courts, (3) courts of 
common pleas, (4) and even, in New York, supreme courts. In certain cases, these courts can hear appeals 
from trial courts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2)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s (in many, but not all, states)  
Many, but not all, states have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s between the trial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and the highest court in the state. Any party, except in a case where a defendant in a criminal 
trial has been found not guilty, who is not satisfied with the judgment of a state trial court may appeal the 
matter to an appropriate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 Such appeals are usually a matter of right (meaning 
the court must hear them). However, these courts address only alleged procedural mistakes and errors of 
law made by the trial court. They will usually neither review the facts of the case, whi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during the trial, nor accept additional evidence. These courts usually sit in panels of two or 
three judges. 

(3) the highest state courts (called by various names).  
Unlike federal judges, most state court judges are not appointed for life but are either elected or 

appointed (or a combination of both) for a certain number of years. 
All states have some sort of highest court. While they are usually referred to as supreme courts, some, 

such as the highest court in Maryland, are known as courts of appeal. In states with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s, the highest state courts usually have discretionary review as to whether to accept a case. In states 
without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s, appeals may usually be taken to the highest state court as a matter 
of right. Like the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s, appeals taken usually allege a mistake of law and not fact. 
In addition, many state supreme courts have original jurisdiction in certain matters. For example, the 
highest courts in several states have original jurisdiction over controversies regarding elections and the 
reapportionment of legislative districts. These courts often sit in panels of three, five, seven, or n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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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ges/justices. 
 What Types of Cases do Federal Courts hear? By State Courts?※  
.Jurisdiction of the Federal CourtsⅠ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federal courts is spelled out in Article III, Section 2,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Federal courts are courts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because they can hear only two main types 
of cases: 

1. Diversity of Citizenship 
Federal courts can have jurisdiction over a case of a civil nature in which parties are residents of 

different states and the amount in question exceeds the amount set by federal law (currently $75,000). The 
federal courts are often required to apply state law when dealing with these cases since the issues concern 
matters of state law. The fact that the parties are from different states and that the amount in question is 
high enough is what manages to get such cases into federal court. 

2. Federal Question 
Federal courts have jurisdiction over cases that arise under the U.S. Constitution,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reaties made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se issues are the sole 
prerogative of the federal courts and include the following types of cases:  

Suits between states—Cases in which two or more states are a party.  
Cases involving ambassadors and other high-ranking public figures—Cases arising  between 

foreign ambassadors and other high-ranking public officials.  
Federal crimes—Crimes defined by or mentioned in the U.S. Constitution or those defined and/or 

punished by federal statute. Such crimes include treason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piracy, counterfeiting, 
crimes against the law of nations, and crimes relating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authority to regulate 
interstate commerce. However, most crimes are state matters.  

Bankruptcy—The statutory procedure, usually triggered by insolvency, by which a person is relieved 
of most debts and undergoes a judicially supervised reorganization or liquidation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rson's creditors.  

Patent, copyright, and trademark cases  
Admiralty—The system of jurisprudence that has grown out of the practice of admiralty courts: 

courts that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all maritime contracts, torts, injuries, and offenses.  
Antitrust—The body of law designed to protect trade and commerce from restraining monopolies, 

price fixing, and price discrimination.  
Securities and banking regulation—The body of law protecting the public by regulating the 

registration, offering, and trading of securities and the regulation of banking practices.  
Other cases specified by federal statute—Any other cases specified by an applicable federal statute.  

.Jurisdiction of the State CourtsⅡ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state courts extends to basically any type of case that does not fall within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f the federal courts. State courts are common-law courts. This means that they not 
only have the authority to apply or interpret the law, but they often have the authority to create law if it 
does not yet exist by act of the legislature to create an equitable remedy to a specific legal problem. 
Examples of case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state courts usually include the following:  

Cases involving the state constitution—Cases involv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state constitution.  
State criminal offenses—Crimes defined and/or punished by the state constitution or applicable state 

statute. Most crimes are state criminal offenses. They include offenses such as murder, theft, breaking and 
entering, and destruction of property.  

Tort and personal injury law—Civil wrongs for which a remedy may be obtained, usually in the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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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amages; a breach of duty that the law imposes on everyone in the same relation to one another as 
those involved in a given transaction.  

Contract law—Agreements between two or more parties creating obligations that are either 
enforceable or otherwise recognized as law.  

Probate—The judicial process by which a testamentary document is established to be a valid will, the 
proving of a will to the satisfaction of a court, the distribution of a decedent's assets according to the 
provisions of the will, or the process whereby a decedent's assets are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state law 
should the decedent have died intestate.  

Family—The body of law dealing with marriage, divorce, adoption, child custody and support, and 
domestic-relations issues.  

Sale of goods—The law concerning the sale of goods (moveable objects) involved in commerce 
(especially with regards to 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Corporations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The law concerning, among other things, the establishment, 
dissolution, and asset distribution of corporations, partnerships, limited partnerships,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ies, etc.  

Election issues—The law concerning voter registration, voting in general, legislative 
reapportionment, etc.  

Municipal/zoning ordinances—The law involving municipal ordinances, including zoning 
ordinances that set aside certain areas for residential, commercial, industrial, or other development.  

Traffic regulation—A prescribed rule of conduct for traffic; a rule intended to promote the orderly 
and safe flow of traffic.  

Real property—Land and anything growing on, attached to, or erected on it, excluding anything that 
may be severed without injury to the land.  

. Areas of Concurrent Jurisdiction for Federal and State CourtsⅢ  
In addition to areas in which the states have regulated on a matter more extensively tha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tate courts have concurrent jurisdiction with federal courts concerning the following points 
of law: 

Diversity of Citizenship 
In civil cases involving citizens of two or more states in which the dollar amount in question exceeds 

$75,000, a state court may hear the case if the defendant in the case does not petition to have the case 
removed to federal court. Furthermore, if a civil case involves two or more citizens of different states but 
the amount in question does not exceed $75,000, the case must be heard by a state court.  

Federal Question: Any state court may interpret the U.S. Constitution, federal statute, treaty, etc., if 
the applicable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 statute, or treaty has direct bearing on a case brought in state court 
under a state law.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的司法制度 
2． 掌握联邦和州的管辖权及各级法院的管辖权 
作业： 
1. US judicial systems 
2. Federal issues and jurisdiction of courts 

知识单元 2：Basics of US procedure law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Basics of US Procedur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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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antive law vs. procedure law 
Procedural law consists of the set of rules that gover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court in criminal 

lawsuits as well as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The court needs to conform to the standards setup 
by procedural law, while during the proceedings. These rules ensure fair practice and consistency in the 
"due process". 

Substantive law is a statutory law that deals with the leg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or the people 
and the state. Therefore, substantive law defines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people, but procedural law 
lays down the rules with the help of which they are enforc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need to be 
studied in greater detail, for better understanding. 

Contents: Procedural Law vs Substantive Law 
1 Differences in Structure and Content 
2 Powers of Substantive vs. Procedural Laws 
3 Differences in Application 
4 Example 
5 References 
Differences in Structure and Conten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law, let's use an example. If a person is accused and undergoing a trial, substantive law 
prescribes the punishment that the under-trial will face if convicted. Substantive law also defines the types 
of crimes and the severity depending upon factors such as whether the person is a repeat offender, whether 
it is a hate crime, whether it was self-defense etc. It also defines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of the 
accused. 

Procedural law, on the other hand, provides the state with the machinery to enforce the substantive 
laws on the people. Procedural law comprises the rules by which a court hears and determines what 
happens in civil or criminal proceedings. Procedural law deals with the method and means by which 
substantive law is made and administered. In other words, substantive law deals with the substance of the 
case, how the charges are to be handled and how the facts are to be dealt with; while procedural law will 
give a step by step action plan on how the case is supposed to procee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desired 
goals. Therefore its procedural law that helps decide whether the case requires trial or otherwise. 

Powers of Substantive vs. Procedural Laws 
Substantive law is an independent set of laws that decide the fate of a case. It can actually decide the 

fate of the under-trial, whether he wins or loses and even the compensation amounts etc. Procedural laws 
on the other hand, have no independent existence. Therefore, procedural laws only tell us how the legal 
process is to be executed, whereas substantive laws have the power to offer legal solution. 

Differences in Application 
Another important difference lies in the applications of the two. Procedural laws are applicable in 

non-legal contexts, whereas substantive laws are not. So, basically the essential substance of a trial is 
underlined by substantive law, whereas procedural law chalks out the steps to get there. 

Example 
An example of substantive law is how degrees of murder are defined. Depending upon the 

circumstances and whether the murderer had the intent to commit the crime, the same act of homicide can 
fall under different levels of punishment. This is defined in the statute and is substantive law. 

Examples of procedural laws include the time allowed for one party to sue another and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process of the lawsuit. 

Civil case vs. criminal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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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erican legal system is comprised of two very different types of cases, civil and criminal. 
Crimes are generally offenses against the state, and are accordingly prosecuted by the state. Civil cases on 
the other hand, are typically disputes between individuals regarding the legal dutie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y owe one another. 

Crimes are considered offenses against the state, or society as a whole. That means that even though 
one person might murder another person, murder itself is considered an offense to everyone in society. 
Accordingly, crimes against the state are prosecuted by the state, and the prosecutor (not the victim) files 
the case in court 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state. If it were a civil case, then the wronged party would file 
the case. 

Criminal offenses and civil offenses are generally different in terms of their punishment. Criminal 
cases will have jail time as a potential punishment, whereas civil cases generally only result in monetary 
damages or orders to do or not do something. Note that a criminal case may involve both jail time and 
monetary punishments in the form of fines. 

The standard of proof is also very different in a criminal case versus a civil case. Crimes must 
generally be proved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whereas civil cases are proved by lower standards of 
proof such as "the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which essentially means that it was more likely than 
not that something occurred in a certain way). The difference in standards exists because civil liability is 
considered less blameworthy and because the punishments are less severe. 

Criminal cases almost always allow for a trial by jury. Civil cases do allow juries in some instances, 
but many civil cases will be decided by a judge. 

A defendant in a criminal case is entitled to an attorney, and if he or she can't afford one, the state 
must provide an attorney. A defendant in a civil case is not given an attorney and must pay for one, or else 
defend him or herself. 

The protections afforded to defendants under criminal law are considerable (such as the protection 
against illegal searches and seizures under the 4th Amendment). Many of these well-known protections 
are not available to a defendant in a civil case. 

In general, because criminal cases have greater consequences - the possibility of jail and even death - 
criminal cases have many more protections in place and are harder to prove. 

The Same Conduct Can Produce Civil and Criminal Liability 
Although criminal and civil cases are treated very differently, many people often fail to recognize 

that the same conduct can result in both criminal and civil liability. Perhap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examples of this is the OJ Simpson trial. The same conduct led to a murder trial (criminal) and a wrongful 
death trial (civil). In par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standards of proof, there was not enough evidence for a 
jury to decide that OJ Simpson was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in the criminal murder case. In the 
civil trial, however, the jury found enough evidence to conclude that OJ Simpson wrongfully caused his 
wife's death by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Burden of proof  
The burden of proof (Latin: onus probandi)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imperative on a party in a trial 

to produce the evidence that will shift the conclusion away from the default position to one's own 
position. 

The burden of proof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e Latin maxim semper necessitas probandi incumbit ei 
qui agit, the best translation of which in this context is: "the necessity of proof always lies with the person 
who lays charges." 

She or he who does not carry the burden of proof carries the benefit of assumption, meaning (s) he 
needs no evidence to support her or his claim. Fulfilling the burden of proof effectively captur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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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nefit of assumption, passing the burden of proof off to another party.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also known as balance of probabilities is the standard required in 

most civil cases, and in family court determinations solely involving money, such as child support under 
the Child Support Standards Act. 

The standard is met if the proposition is more likely to be true than not true. The standard is satisfied 
if there is greater than fifty percent chance that the proposition is true. Lord Denning, in Miller v. Minister 
of Pensions, described it simply as "more probable than not." Until 1970, this was also the standard used 
in juvenile cour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is also the standard of proof used when determining eligibility of unemployment benefits for a 
former employee accused of losing the job through alleged misconduct. In most US states, the employer 
must prove this case with a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is the standard of proof used for immunity from prosecution under 
Florida's controversial stand-your-ground law. The defense must present its evidence in a pre-trial hearing, 
show that the statutory prerequisites have been met, and then request that the court grant a motion for 
declaration of immunity. The judge must then decide from the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whether to 
grant immunity. This is a far lower burden than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 threshold a prosecutor 
must meet at any proceeding criminal trial.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is a higher level of burden of persuasion than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It is employed intra-adjudicatively in administrative court determinations, as well as in civil 
and certain criminal proced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example, a prisoner seeking habeas corpus relief 
from capital punishment must prove his factual innocence by clear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This standard is used in many types of equity cases, including paternity, persons in need of 
supervision, juvenile delinquency, child custody, the probate of both wills and living wills, petitions to 
remove a person from life support ("right to die" cases), and many similar cases. 

Clear and convincing proof means that the evidence presented by a party during the trial must be 
highly and substantially more probable to be true than not and the trier of fact must have a firm belief or 
conviction in its factuality. In this standard, a greater degree of believability must be met than the common 
standard of proof in civil actions, which only requires that the facts as a threshold be more likely than not 
to prove the issue for which they are asserted. 

This standard is also known as "clear, convincing, and satisfactory evidence"; "clear, cognizant,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and "clear, unequivocal, satisfactory, and convincing evidence", and is applied in 
cases or situations involving an equitable remedy or where a presumptive civil liberty interest exists.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This is the highest standard used as the burden of proof in Anglo-American jurisprudence and 

typically only applie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It has been described, in negative terms, as a proof having 
been met if there is no plausible reason to believe otherwise. If there is a real doubt, based upon reason 
and common sense after careful and impartial consideration of all the evidence, or lack of evidence, in a 
case, then the level of proof has not been met. 

Pro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refore, is proof of such a convincing character that one would 
be willing to rely and act upon it without hesitation in the most important of one's own affairs. However, it 
does not mean an absolute certainty. The standard that must be met by the prosecution's evidence in a 
criminal prosecution is that no other logical explanation can be derived from the facts except that the 
defendant committed the crime, thereby overcoming the presumption that a person is innocent unles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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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il proven guilty. 
If the trier of fact has no doubt as to the defendant's guilt, or if their only doubts are unreasonable 

doubts, then the prosecutor has proved the defendant's guilt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and the defendant 
should be pronounced guilty. 

The term connotes that evidence establishes a particular point to a moral certainty which precludes 
the existence of any reasonable alternatives. It does not mean that no doubt exists as to the accused's guilt, 
but only that no reasonable doubt is possible from the evidence presented. Further to this notion of moral 
certainty, where the trier of fact relies on proof that is solely circumstantial, i.e., when conviction is based 
entirely on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certain jurisdictions specifically require the prosecution's burden of 
proof to be such that the facts proved must exclude to a moral certainty every reasonable hypothesis or 
inference other than guilt. 

The main reason that this high level of proof is demanded in criminal trials is that such proceedings 
can result in the deprivation of a defendant's liberty or even in his or her death. These outcomes are far 
more severe than in civil trials, in which monetary damages are the common remedy.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诉讼法的基本知识 
2． 掌握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区别、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区别、举证责任、举证标准等。  
作业： 
1. Civil vs. criminal cases 
2. Burden of proof and standard of proof 

知识单元 3：US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US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Bill of Rights and subsequent 

amendments, contains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regarding criminal procedure. Due to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 Bill of Rights, all of these provisions apply equally to criminal proceedings in state courts,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Grand Jury Clause of the Fifth Amendment, the Vicinage Clause of the Sixth Amendment, 
and (maybe) the Excessive Bail Clause of the Eighth Amendment. 

Article Three, Section Two, Clause Thre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Jury Clause 
Venue Clause 
Fif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Grand jury clause 
Double Jeopardy Clause 
Self-Incrimination Clause 
Due process clause 
Six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Speedy Trial Clause 
Public trial clause 
Impartial Jury Clause 
Vicinage Clause 
Information Clause 
Confrontation Clause 
Compulsory Process Cl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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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ance of Counsel Clause 
Eigh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Excessive Bail Clause 
Fourteen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Due process claus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In criminal prosecutions: 
(1) Not to be charged for a major crime but by indictment by a Grand Jury, except while serving in 

the military, or while serving in the Militia during time of war or public danger. 
(2) Not to be charged more than once for the same offense. 
(3) Not to be compelled to testify against oneself. 
(4) Not to have excessive bail required. 
(5) To be tried by an impartial jury from the state and district in which the events took place. 
(6) To have a jury of at least six for a misdemeanor, and at least twelve for a felony. 
(7) To a speedy trial. 
(8) To a public trial. 
(9) To have the assistance of counsel of one's choice. 
(10) To be informed of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accusation. 
(11) To be confronted with the witnesses against one. 
(12) To have compulsory process for obtaining favorable witnesses. 
(13) To have each charge proved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14) To have a verdict by a unanimous vote of the jury, which shall not be held to account for its 

verdict. 
(15) To have the jury decide on both the facts of the case and the constitutionality, jurisdiction,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law. 
(16) Upon conviction, to have each disablement separately and explicitly proven as justified and 

necessary based on the facts and verdict. 
(17) To have a sentence which explicitly states all disablements, and is final in that once rendered no 

further disablements may be imposed for the same offense. 
(18) Not to have a cruel or unusual punishment inflicted upon oneself. 
(b) In civil cases: 
(1) To trial by an impartial jury from the state and district in which the events took place where the 

issue in question is either a natural right or property worth more than $20. 
(2) In taking of one's property for public use, to be given just compensation therefor. 
(3) To have compulsory process for obtaining favorable witnesses. 
(c) In all cases: 
(1) To have process only upon legal persons able to defend themselves, either natural persons or 

corporate persons that are represented by a natural person as agent, and who are present, competent, and 
duly notified, except, in cases of disappearance or abandonment, after public notice and 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2) Not to be ordered to give testimony or produce evidence beyond what is necessary to the proper 
conduct of the process. 

PRE-TRIAL PROTECTIONS 
Pre-trial procedures are critically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justice process because the great 

majority of all criminal cases are resolved informally at this stage and never come before the courts.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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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the pre-arrest investigation, arrest, booking, the decision to prosecute, the initial appearance 
before local magistrate, preliminary hearing or grand jury hearing, arraignment on the information or 
indictment, and pre-trial motions. The essence of the due process safeguards at the pre-trial stage is the 
equalization of the ambushing powers of the government and concern for reasonable protection the 
defendant's rights. What might therefore seem like a tilting of the procedural scale in favor of the suspect 
or the accused is nothing more than an effort by the courts to compensate the defendant for the fact that 
the enormous investigative powers of the police department are invariably placed at the general disposal 
of the prosecutor. 

Right to Be Free from Unlawful Arrest 
Right to Individual Privacy 
Right to Know Charges 
Right Against Unwarranted Criminal Charges 
Right Against Excessive Bail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Right to Counsel 
Protection Against Adverse Pre-Trial Publicity 
RIGHT TO BE FREE FROM UNLAWFUL ARREST 
The criminal suspect's first meaningful due process protection is safeguard against unlawful arrest. 

The general rule is that arrest can be made upon issuance of the arrest warrant. To prevent possible abuses 
of the power of arrest, the law requires an arrest warrant to be issued by a magistrate or other duly 
authorized official upon a sworn statement that a crime has been committed and that there is probable 
cause to suspect that the prospective arreste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commission. 

Like many other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afforded to the suspect, the arrest with warrant is not an 
absolute rule. It may yield to overriding public security interests or to compelling law enforcement 
considerations. 

The criminal suspect's constitutional safeguard against unlawful arrest includes the freedom from 
unwarranted stopping and questioning by a police officer. However, in what amounts to a permissible 
concession to the reasonable demands of law enforcement, the law permits the police practice of stopping 
for questioning any citizen who, under the given circumstances, is deemed by the police officer to be 
behaving suspiciously. 

Affidavit in Support of Criminal Complaint, Arrest Warrant and Serch Warrant 
Arrest Procedures 
Powers of Arrest and Limitations (Without Warrant) 
Legal Information: Arrests and Searches Form 
Arrest-Bench Warrant/Capias 
Warrant for Arrest 
RIGHT TO INDIVIDUAL PRIVACY 
The right to privacy is based upon the idea that citizens in free societies should be "left alone" from 

government interference. Although the Constitution does not specifically use the term privacy, the Fourth 
Amendment provides protection of this right by forbidding unreasonable searches and seizures and by 
requiring that any search warrant be based on probable cause. 

Search is any governmental intrusion into a person's reasonable and justifiable expectation of privacy. 
It is not limited to homes, offices, buildings, or other enclosed places. All searches must be limited to the 
specific area and specific items described in the warrant. General searches are unconstitutional and never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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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several exceptions to the warrant requirement. They are search with consent, search 
incident to lawful arrest, and search under exigent circumstances.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is a form of search and seizure and as such is governed by the Fourth 
Amendment. To obtain electronic surveillance warrant, probable cause that a person is engaging in 
particular communications must be established by the court, and normal investigative procedures must 
have been already tried. 

Any evidence obtained by the government in violation of the Fourth Amendment is not admissible in 
a criminal prosecution to prove guilt. 

The Fourth Amendment protection against unreasonable search and seizure applies only to 
governmental action and not to the action of private persons. 

Search Warrant 
Search and Seizure Guide 
Understanding Search and Seizure Law 
Search and Seizure (Court TV's Transcripts) 
Historic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RIGHT TO KNOW CHARGES 
The right to know charges, referred to as the right to notice, derives from the Sixth Amendment, 

which provides that "in all prosecutions the accused shall enjoy the right to be informed of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accusation." Over the years this right has been interpreted by the courts to mean the following: 
that the defendant shall be informed about the form in which the charges have been brought, that the 
charges will be spelled out with clarity and particularity, that a vague and indefinite charges will not 
suffice, that accusations that are formulated in a manner that does not adequately inform the defendant of 
the charges against him/her shall be dismissed as being formless and obscu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right to notice is the judicially created doctrine of void for vagueness. It means 
that criminal charges filed because of the violation of the vague or insufficiently specific criminal statute 
will be dismissed and such statute will be declared void for vagueness. 

The defendant must be informed of the criminal charges filed against him/her during the first court 
appearance. This appearance must take place within maximum of 48 hours following arrest. As a 
minimum standard of due process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first court appearance, the judge must 
inform the defendant of: the complaint against him; any affidavit filed therewith; his right to retain 
counsel; his right to request assigned counsel if he is indigent; the general circumstances under which he 
may secure pre-trial release;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d that any statement he makes may be used 
against him. 

RIGHT AGAINST UNWARRANTED CRIMINAL CHARGES 
The right against unwarranted criminal charges derives from the Fifth Amendment, which provides 

that "no person shall be held to answer for a capital, or otherwise infamous crime, unless on a presentment 
or indictment of a Grand Jury." The purpose of this pre-trial protection is to prevent arbitrary or otherwise 
groundless prosecution. Criminal defendant cannot be tried before it has been determined that criminal 
charges that the state filed against him/her have merits and justify trial. Procedure used to make this 
determination is called probable cause hearing and may have the form of grand jury hearing or 
preliminary hearing. 

A grand jury is ordinarily comprised of group of randomly selected individuals (sixteen to 
twenty-three of them) who theoretically represents a county. To qualify to serve on a grand jury, an 
individual must be at least eighteen years of age, a U.S. citizen, and a county resident for one year or more 
and possess sufficient English-speaking skills for communication. In making its determination, grand 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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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ies on testimony of witnesses and evidence presented by the prosecutor. After examining the evidence 
and the testimony of witnesses, the grand jury decides whether probable cause exists for the prosecution. 
If it does, an indictment is affirmed. If the grand jury fails to find probable cause, criminal charges are 
rejected and cannot be filed again. 

The preliminary hearing is employed in about half the states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grand jury 
hearing. The preliminary hearing is conducted before a magistrate or lower court judge. After hearing the 
evidence, the judge decides whether there is sufficient probable cause to believe that the defendant 
committed the alleged crime. If the answer is the affirmative, the defendant is bound over for trial. When 
the judge does not find sufficient probable cause, the charges are dismissed, and the defendant released 
from custody. 

RIGHT AGAINST EXCESSIVE BAIL 
Bail is money or some other security provided to the court to ensure the appearance of the defendant 

at every subsequent stage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 Its purpose is to obtain the release from custody 
of a person charged with a crime. 

The Eighth Amendment does not guarantee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bail, but rather prohibits excessive 
bail. However, the Supreme Court interpreted the institution of bail in case of Stack v. Boyle (1951) as a 
traditional right to freedom before trial that permits unhampered preparation of a defense and prevents the 
criminal defendant from being punished prior to conviction. 

The Court held that bail is excessive when it exceeds an amount reasonable calculated to ensure that 
the defendant will return for trial. 

Under federal law a person accused of a crime, except where the punishment is death, may be 
admitted to bail not only after arrest and before trial but also after conviction and before imprisonment. 

Excessive Bail 
Bail Jumpers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An uncompromising principle of procedural due process in American law is the privilege against 

compulsory self-incrimination. The root of this privilege is the Fifth Amendment, which provides that "no 
person shall be compelled in a criminal case to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 

Over the years the courts the courts have given the following interpretation to this Fifth 
Amendment protection: the privilege is limited to criminal matters only, the privilege can be claimed not 
only by the defendant but also by a witness, the privilege is strictly personal and as such cannot be 
claimed on behalf of someone else, it is available only to natural persons and never to fictitious (juridical) 
persons such as corporations, unions, etc. 

The right of the defendant to refuse to testify is so fundamental to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system 
that the U.S. Supreme Court has held that the exercise of this privilege should not be taken as being the 
equivalent to a confession of guilt or to a conclusive presumption of perjury. 

A defendant or a witness may voluntarily waive his/her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by taking 
the witness stand. However, once a person has voluntarily testified to incriminating facts, he/she may not 
plead the privilege with regard to further testimony on the subject. He/she also has the duty tom testify 
truthfully, subject to prosecution for perjury. 

The impression that one may get is that, under American law, the defendant has no duty to 
incriminate himself. But this right is not and never has been intended to be absolute. The defendant may 
be forced to appear in line-up, give a blood sample, submit to photographing, give handwriting samples, 
submit to fingerprinting, and repeat certain words or gestures. 

In addition to the Fifth Amendment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statutes may provid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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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ain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defendant and other persons are privileged and therefore disclosure 
may not be compelled or coerced (husband-wife, attorney-client, priest-penitent, doctor-patient, 
psychologist-client, accountant-client, journalist-source). 

A Guide to 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The Paradox of Auxiliary Rights:The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and Right to Keep and 

Bear Arms 
Historic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RIGHT TO COUNSEL 
The Sixth Amendment guarantees defendants the right to counsel during criminal proceedings. This 

right is critical to protection of other constitutional rights of the accused and to his/her defense against the 
charge. 

The right to appear with one's counsel applies to every critical step of the proceedings, i.e., not only 
to trial stage, but also to the pre-trial proceedings. It begins as soon as one is questioned about the crime. 
The decision Miranda v. Arizona (1966) requires a suspect to be told about the right to an attorney when 
he/she is placed under arrest and before interrogation. 

A defendant has an unqualified right to the assistance of his own counsel in connection with any kind 
of offense, including traffic offenses. The rule in federal courts is that in all criminal prosecutions, 
including prosecution for petty offenses, every defendant who is unable to obtain counsel shall be entitled 
to have counsel assigned to represent him at every stage of criminal proceeding - from his/her initial 
appearance before the U.S. magistrate or the court, through appeal. In state criminal prosecutions an 
indigent defendant is entitled to an appointed counsel not only for capital crimes, but also for non-capital 
felony cases, as well as in misdemeanor cases, as long as the possible punishment upon conviction is 
imprisonment for any period of time. 

The defendant has the right to proceed per se, i.e., to represent him/herself, as long as he/she waives 
the right to counsel voluntarily and intelligently. 

A reviewing court may set aside a conviction if it is convinced that the counsel was so grossly 
incompetent as to support the inference that the defendant has not had at least a minimum measure of 
representation. 

Right to Counsel 
Invoking Right to Counsel 
Office of the Public Defender 
Historic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PROTECTION AGAINST ADVERSE PRE-TRIAL PUBLICITY 
Protection against adverse pre-trial publicity is one of the key ingredients of the right to a fair trial. In 

an adversary system of trial by jury if the defendant is to receive a fair trial it is essential that adverse 
pre-trial publicity of his/her case in the mass media should be prevented. However, the defendant's right to 
a fair trial is in direct competition with the First Amendment right of newsman to publish whatever they 
deem to be newsworthy information. 

The goal is not to prevent all pre-trial publicity. Rather it is excessive pre-trial publicity that damages 
most the chances of a fair trial. When this happens, the following pre-trial remedies are available to the 
defendant: a voir dire examination of prospective jurors, the right to challenge jurors either for cause or 
peremptorily, motion for continuances (postponement or adjournment to a future date) and motion to 
change venue. 

Where it is found that there was excessive adverse pre-trial publicity, any conviction so secured can 
be deemed violation of due process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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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fth Amendment - Double Jeopardy Clause, Self-incrimination Clause, Due Process Clause, 
Eminent Domain Clause, Grand Jury Clause 

The Fifth Amendment to the U.S. Constitution  
No person shall be held to answer for a capital, or otherwise infamous crime, unless on a presentment 

or indictment of a Grand Jury, except in cases arising in the land or naval forces, or in the Militia, when in 
actual service in time of War or public danger; nor shall any person be subject for the same offence to be 
twice put in jeopardy of life or limb; nor shall be compelled in any criminal case to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 nor be deprived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nor shall private property 
be taken for public use,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 

The BILL OF RIGHTS, which consists of the first ten amendments to the U.S. Constitution, 
enumerates certain basic personal liberties. Laws passed by elected officials that infringe on these liberties 
are invalidated by the judiciary as unconstitutional. The Fifth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ratified in 
1791, represents five distinct liberties the that Framers attempted to safeguard from majoritarian impulses: 
(1) the right to be indicted by an impartial GRAND JURY before being tried for a federal criminal 
offense,(2) the right to be free from multiple prosecutions or punishments for a single criminal offense, (3)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when prosecuted for a criminal offense, (4) the right to have personal liberties 
protected by DUE PROCESS OF LAW, and (5) the right to receive just compensation when the 
government takes private property for public use. 

The Framers of the Fifth Amendment intended that its provisions would apply only to the action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owever, after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was ratified, most of the 
Fifth Amendment's protections were made applicable to the states. Under the INCORPORATION 
DOCTRINE, most of the liberties set forth in the Bill of Rights were made applicable to state 
governments through the U.S. Supreme Court's interpretation of the Due Process and EQUAL 
PROTECTION Clauses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As a result, all states must provide protection 
against DOUBLE JEOPARDY, SELF-INCRIMINATION, deprivation of due process, and government 
taking of private property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 The Grand Jury Clause of the Fifth Amendment has 
not been made applicable to state governments. 

目标： 
1．了解在美国宪法权利的保护条款 
2．掌握正当程序, 对犯罪嫌疑人及受害人的保护 
作业： 
Questions 
1.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   
2. Due process, no double jeopardy, no self-incrimination   

知识单元 4：Evidence and rules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Evidence and rules 
Evidence, broadly construed, is anything presented in support of an assertion. This support may be 

strong or weak. The strongest type of evidence is that which provides direct proof of the truth of an 
assertion. At the other extreme is evidence that is merely consistent with an assertion but does not rule out 
other, contradictory assertions, as in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In law, rules of evidence govern the types of evidence that are admissible in a legal proceeding. 
Types of legal evidence include testimony, documentary evidence, and physical evidence. The parts of a 
legal case which are not in controversy are known, in general, as the "facts of the case." Beyond any facts 



8647 

that are undisputed, a judge or jury is usually tasked with being a trier of fact for the other issues of a case. 
Evidence and rules are used to decide questions of fact that are disputed, some of which may be 
determined by the legal burden of proof relevant to the case. Evidence in certain cases (e.g. capital crimes) 
must be more compelling than in other situations (e.g. minor civil disputes), which drastically affects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evidence necessary to decide a case. 

Scientific evidence consists of observation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that serve to support, refute, or 
modify a scientific hypothesis or theory, when collected and interpre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cientific 
method. 

In philosophy, the study of evidence is closely tied to epistemology, which considers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and how it can be acquired. 

Evidence forms the very foundation of any legal system, without which law would be subject to the 
whims of those with power. 

In law, the produc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evidence depends first on establishing on whom the burden 
of proof lies. Admissible evidence is that which a court receives and considers for the purposes of 
deciding a particular case. Two primary burden-of-proof considerations exist in law. The first is on whom 
the burden rests. In many, especially Western, courts, the burden of proof is placed on the prosecution in 
criminal cases and the plaintiff in civil cases. The second consideration is the degree of certitude proof 
must reach, depending on both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vidence. These degrees are different for 
criminal and civil cases, the former requiring evidenc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the latter considering 
only which side has the 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 or whether the proposition is more likely true or false. 
The decision maker, often a jury, but sometimes a judge, decides whether the burden of proof has been 
fulfilled. 

After deciding who will carry the burden of proof, evidence is first gathered and then presented 
before the court: 

Gathering evidence 
I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rather than attempting to prove an abstract or hypothetical point, the 

evidence gatherers attempt to determine who is responsible for a criminal act. The focus of criminal 
evidence is to connect physical evidence and reports of witnesses to a specific person. 

Evidence before the court 
Presenting evidence before the court differs from the gathering of evidence in important ways. 

Gathering evidence may take many forms; presenting evidence that tend to prove or disprove the point at 
issue is strictly governed by rules. Failure to follow these rules leads to any number of consequences. In 
law, certain policies allow (or require) evidence to be excluded from consideration based either on indicia 
relating to reliability, or broader social concerns. Testimony (which tells) and exhibits (which show) are 
the two main categories of evidence presented at a trial or hea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evidence in 
federal court is admitted or excluded under the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Presentation of evidence  
The prosecution gives an opening statement that summarizes its general arguments. The defense can 

then present its opening statement or may opt to wait until the prosecution has finished presenting its 
complete case. The prosecution presents its case first. This is done by calling witnesses to give testimony 
and by presenting physical evidence that will prove the defendant is guilty of the crime. Witnesses are 
people who can give testimony that will help prove the guilt of the defendant. They may have actually 
seen events related to the crime, may have releva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defendant, or may be able to 
give expert testimony concerning the evidence or have other important information. After the prosecution 
finishes, it is the time for the defense to address the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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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fense may start by asking the judge to dismiss the case for lack of evidence. If the judge 
agrees the evidence is insufficient to prove the defendant committed the crime without a reasonable doubt, 
the case will be dismissed and the defendant will be free of the charges. Usually, the judge does not 
dismiss the case. At this time, the defense will give its opening statement if it has not already done so. The 
defense then proceeds to present its case by calling witnesses and submitting evidence that will prove the 
defendant did not commit the crime. All witnesses may be cross-examined by the opposing side while 
testifying. Under the Fif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the defendant is not required to 
be a witness in his own defense. If he does not testify, the jury cannot hold this against him. Also under 
the Fifth Amendment, a witness has the right not to incriminate himself. This means the witness is not 
required to answer any question if doing so would incriminate himself. After the defense finishes 
presenting its case, each side gives a closing statement summarizing the evidence that supports its position 
of either guilt or innocence. The closing statements are given in the same order, with the defense going 
last. Then the deliberation phase of the trail begins. 

Admissible evidence  
Admissible evidence, in a court of law, is any testimonial, documentary, or tangible evidence that 

may be introduced to a fact finder—usually a judge or jury—to establish or to bolster a point put forth by 
a party to the proceeding. For evidence to be admissible, it must be relevant, without being unfairly 
prejudicial, and it must have some indicia of reliability. The general rule in evidence is that all relevant 
evidence is admissible and all irrelevant evidence is inadmissible. 

Relevance 
For evidence to be admissible, it must tend to prove or disprove some fact at issue in the proceeding. 

However, if the utility of this evidence is outweighed by its tendency to cause the fact finder to disapprove 
of the party it is introduced against for some unrelated reason, it is not admissible. Furthermore, certain 
public-policy considerations bar the admission of otherwise relevant evidence. 

Reliability 
For evidence to be admissible enough to be admitted, the party proffering the evidence must be able 

to show that the source if the evidence makes it so. If evidence is in the form of witness testimony, the 
party that introduces the evidence must lay the groundwork for the witness's credibility and knowledge if 
he attests to. Hearsay is generally barred for its lack of reliability. If the evidence is documentary, the 
party proffering the evidence must be able to show that it is authentic, and must be able to demonstrate the 
chain of custody from the original author to the present holder. The trial judge performs a "gatekeeping" 
role in excluding unreliable testimony.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first addressed the reliability 
requirement for experts in the landmark case 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 Inc. 509 U.S. 579 
(1993). The Court laid out four non-exclusive factors that trial courts may consider when evaluating 
scientific expert reliability: (1) whether scientific evidence has been tested and the methodology with 
which it has been tested; (2) whether the evidence has been subjected to peer review or publication; (3) 
whether a potential rate of error is known; and (4) whether the evidence is generally accepted in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Id. at 592-94. Kumho Tire Co., Ltd. v. Carmichael later extended the Daubert 
analysis to include all expert testimony. 526 U.S. 137 (1999).It bears an effect on the verdict of the court. 

Exclusion of evidence  
The exclusionary rule is a legal princi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constitutional law, which holds 

that evidence collected or analyzed in violation of the defendant's constitutional rights is sometimes 
inadmissible for a criminal prosecution in a court of law. This may be considered an example of a 
prophylactic rule formulated by the judiciary in order to protect a constitutional right. The exclusionary 
rule may also, in some circumstances at least, be considered to follow directly from the constitu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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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such as the Fifth Amendment's command that no person "shall be compelled in any criminal 
case to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 and that no person "shall be deprived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without due process of law". 

"The exclusionary rule is grounded in the Fourth Amendment and it is intended to protect citizens 
from illegal searches and seizures." The exclusionary rule is also designed to provide a remedy and 
disincentive, which is short of criminal prosecution in response to prosecutors and police who illegally 
gather evidence in violation of the Fifth Amendment in the Bill of Rights compelled to self-incrimination. 
The exclusionary rule also applies to violations of the Sixth Amendment, which guarantees the right to 
counsel. 

Most states also have their own exclusionary remedies for 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 under their 
state constitutions and/or statutes, some of which predate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gainst 
unlawful searches and seizures and compelled self-incrimination. 

This rule is occasionally referred to as a legal technicality because it allows defendants a defense that 
does not address whether the crime was actually committed. In this respect, it is similar to the explicit rule 
in the Fifth Amendment protecting people from double jeopardy. In strict cases, when an illegal action is 
used by police/prosecution to gain any incriminating result, all evidence whose recovery stemmed from 
the illegal action—this evidence is known as "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can be thrown out from a jury 
(or be grounds for a mistrial if too much information has been irrevocably revealed). 

The exclusionary rule applies to all person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are 
citizens, immigrants (legal or illegal), or visitors. 

学习目标： 
1．了解证据的种类 
2．掌握采信及排除证据的情形 
作业： 
Questions 
1. Types of evidence    
2. Admissible and exclusive evidence  

知识单元 5：Grand Jury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Grand Jury 
A grand jury is a legal body that is empowered to conduct official proceedings to investigate 

potential criminal conduct and to determine whether criminal charges should be brought. A grand jury 
may compel the production of documents and may compel the sworn testimony of witnesses to appear 
before it. A grand jury is separate from the courts, which do not preside over its function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Liberia are the only countries that retain grand juries, although some other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formerly employed them, and most other jurisdictions employ some other type 
of preliminary hearing. Grand juries perform both accusatory and investigatory functions. The 
investigatory functions of the grand jury include obtaining and reviewing documents and other evidence 
and hearing the sworn testimony of witnesses that appear before it. The grand jury's accusatory function is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there is probable cause to believe that one or more persons committed a 
certain offence within the venue of the district court. 

A grand jury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usually composed of 16 to 23 citizens, though in Virginia it is 
composed of lesser numbers for regular or special grand juries. A grand jury is so named because 
traditionally it has a greater number of jurors than a trial jury, called a petty jury (from the French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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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it meaning "small"). 
The Fifth Amendment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reads, "No person shall be held to 

answer for a capital, or otherwise infamous crime, unless on a presentment or indictment of a grand 
jury..." 

In the early decades of the United States grand juries played a major role in public matters. During 
that period counties followed the traditional practice of requiring all decisions be made by at least 12 of 
the grand jurors, (e.g., for a 23-person grand jury, 12 people would constitute a bare majority). Any citizen 
could bring a matter before a grand jury directly, from a public work that needed repair, to the delinquent 
conduct of a public official, to a complaint of a crime, and grand juries could conduct their own 
investigations. 

In that era most criminal prosecutions were conducted by private parties, either a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a lawyer hired by a crime victim or his family, or even by laymen. A layman could bring a bill of 
indictment to the grand jury; if the grand jury found there was sufficient evidence for a trial, that the act 
was a crime under law, and that the court had jurisdiction, it would return the indictment to the 
complainant. The grand jury would then appoint the complaining party to exercise the authority of an 
attorney general, that is, one having a 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to represent the state in the case. 

The grand jury served to screen out incompetent or malicious prosecutions. The advent of official 
public prosecutors in the later decades of the 19th century largely displaced private prosecutions. 

While all states currently have provisions for grand juries, today approximately half of the states 
employ them and 22 require their use, to varying extents. The constitution of Pennsylvania required, 
between 1874 and 1968, that a grand jury indict all felonies. 

After a grand jury indictment, the individual who is charged in the case usually has a chance to enter 
a plea. If he chooses to plead not guilty, a trial is set, during which prosecuting attorneys work to prove his 
guilt while defense attorneys work to prove his innocence. In the event that the party pleads guilty to the 
charges levied against him, he may receive a sentencing hearing instead. In the time leading up to the trial, 
the person may have to stay in jail or he may be released on bail. This depends on the jurisdiction in 
which the person is indicted, the unique details of the case, and whether or not he is likely to flee before 
the trial. 

Following an indictment, the accused party is formally charged with the crime. If he has yet to be 
arrested, he may be arrested and then charged. In most jurisdictions, the accused party attends a pretrial 
hearing and has the opportunity to enter a plea. In the event that he pleads guilty, he may be sentenced 
then or at a later date, but there is typically no need for a trial. If he pleads not guilty, however, he is 
usually given a trial. 

Some people confuse a grand jury indictment with a conviction and think an indictment means the 
accused party will be sentenced for the crime of which he was accused. This is not usually the case, 
however. Instead, an indictment only means that the grand jury believes there is enough evidence to 
charge the accused party with the crime. The accused individual is usually given a trial before another 
type of jury, which is referred to as a petit or trial jury,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ether he is guilty or 
innocent of the crime. 

Though a person is given a trial after an indictment, the trial is not usually held immediately. This 
means the accused party has to wait and a judge may decide that he should do so in jail. In some cases, 
however, a judge decides that a party should be released on bail until his trial date. The laws of the 
jurisdiction play a role in this decision, but a judge may also consider the nature of the crime, whether or 
not the accused party is dangerous, and the likelihood that he will flee prosecution.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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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大陪审团制度 
2．掌握大陪审团功能与裁决 
作业： 
Questions 
1. Grand jury system  
2. No bill or true bill 

知识单元 6：Plea Bargaini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Plea barga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very common; the vast majority of criminal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settled by plea bargain rather than by a jury trial. They have also been increasing in 
frequency—they rose from 84% of federal cases in 1984 to 94% by 2001. Plea bargains are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the court, and different States and jurisdictions have different rules. Game theory has been 
used to analyze the plea bargaining decision.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plea bargaining was established by Brady v. United States in 1970, although 
the Supreme Court warned that plea incentives which were sufficiently large or coercive as to over-rule 
defendants' abilities to act freely, or used in a manner giving rise to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innocent 
people pleading guilty, might be prohibited or lead to concerns over constitutionality. Santobello v. New 
York added that when plea bargains are broken, legal remedies exist. 

Several features of the American justice system tend to promote plea bargaining. The adversarial 
nature of the system puts judges in a passive role, in which they are completely dependent upon the 
parties to develop the factual record and cannot independently discover information with which to assess 
the strength of the case against the defendant. The parties thus can control the outcome of the case by 
exercising their rights or bargaining them away. The lack of compulsory prosecution also gives 
prosecutors greater discretion. And the inability of crime victims to mount a private prosecution and their 
limited ability to influence plea agreements also tends to encourage plea bargaining. Prosecutors have 
been described as monopsonists. 

Federal system 
The 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are followed in federal cases and have been created to ensure a 

standard of uniformity in all cases decided in the federal courts. A two- or three-level offense level 
reduction is usually available for those who accept responsibility by not holding the prosecution to the 
burden of proving its case.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provide for two main types of plea agreements. An 
11(c)(1)(B) agreement does not bind the court; the prosecutor's recommendation is merely advisory, and 
the defendant cannot withdraw his plea if the court decides to impose a sentence other than what was 
stipulated in the agreement. An 11(c)(1)(C) agreement does bind the court once the court accepts the 
agreement. When such an agreement is proposed, the court can reject it if it disagrees with the proposed 
sentence, in which case the defendant has an opportunity to withdraw his plea. 

State systems 
Plea bargains are so common in the Superior Courts of California that the Judicial Council of 

California has published an optional seven-page form (containing all mandatory advisements required by 
federal and state law) to help prosecutors and defense attorneys reduce such bargains into written plea 
agreements. 

In California, plea bargaining is sometimes used in proceedings for involuntary commitment for 
mental disorder. Some individuals alleged to be dangerous to self and/or dangerous to others bargain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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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ed instead as merely "gravely disabled." 
Did you know that most criminal cases never actually make it to a courtroom trial? In fact, contrary 

to how our legal system is often portrayed by the media, approximately 90% of all criminal cases are 
resolved through plea bargaining. But what exactly does that mean? 

A plea bargain occurs when the defendant (the person accused of the crime) agrees to plead guilty to 
one or more of the charges he or she is accused of committing. In exchange for the guilty plea, the 
prosecutor (the person responsible for proving the defendant guilty) agrees to reduce the defendant’s 
sentence and/or reduce the charges against him or her—tactics known as sentence bargaining and charge 
bargaining. The exact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will depend on a number of factors, including the nature of 
the offense, the defendant’s criminal history, as well as the evidence against him or her. 

In cases where charge bargaining is used, the prosecutor agrees to charge the defendant with a lesser 
offense in exchange for his or her admission of guilt—reducing a drunk driving charge to reckless driving, 
for example. In turn, because the penalties for a reckless driving may be less severe than those associated 
with a drunk driving, the defendant may also receive a more lenient sentence.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prosecutor feels the defendant has been appropriately charged, he or she 
may attempt to negotiate a reduced sentence in lieu of charge bargaining. In other words, the defendant 
agrees to plead guilty to the offense, but the prosecutor agrees to seek a less severe sentence than what is 
normally given for the particular crime—so, in the example given earlier, the defendant would plead 
guilty to the reckless driving charge, but he or she would still receive a reduced sentence. 

While prosecutors are responsible for negotiating a plea bargain, the agreement is not legally valid 
until it has been approved by a judge. Once accepted by the judge, the plea bargain becomes legally 
binding, and both the prosecutor and the defendant are required to uphold the terms of their agreement. If, 
however, the plea bargain is rejected, neither side is obligated to comply—the defendant, for instance, can 
change his or her plea, while the prosecutor can change the charges against the defendant and/or seek 
harsher penalties. 

学习目标： 
1．了解刑事案件中辩诉交易制度 
2．掌握辩诉交易的种类及产生的后果 
作业： 
Questions 
1. Plea bargaining system  
2. Types of plea 

知识单元 7：Petty Jury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Petty jury 
A jury is a sworn body of people convened to render an impartial verdict (a finding of fact on a 

question) officially submitted to them by a court, or to set a penalty or judgment. Modern juries tend to be 
found in courts to ascertain the guilt, or lack thereof, in a crime. In Anglophone jurisdictions, the verdict 
may be guilty or not guilty (not proven, a verdict of acquittal based on the state's failure to prove guilt 
rather than any proof of innocence, is also available in Scotland). The old institution of grand juries still 
exists in some places, particularly the United State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enough evidence of a crime 
exists to bring someone to trial. 

The jury system dates back to 5th Century BCE Ancient Greece, where members of the Boule, or 
Council (and other institutions, such as judicial court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male citizenry by lot.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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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had two distinct advantages: Firstly, all citizens were considered, for socio-political purposes to be 
fundamentally equal, and, secondly, the process prevents corruption. The Boule (and hence the jury) were 
at the core of the original Athenian Democracy. The modern criminal court jury arrangement has evolved 
out of the medieval juries in England. Members were supposed to inform themselves of crimes and then 
of the details of the crimes. Their function was therefore closer to that of a grand jury than that of a jury in 
a trial. 

The role of the jury is described as that of a finder of fact, while the judge is seen as having the sole 
responsibility of interpreting the appropriate law and instructing the jury accordingly. The jury determines 
the truth or falsity of factual allegations and renders a verdict on whether a criminal defendant is guilty, or 
a civil defendant is civilly liable. Sometimes a jury makes specific findings of fact in what is called a 
"special verdict." A verdict without specific findings of fact that includes only findings of guilt, or civil 
liability and an overall amount of civil damages, if awarded, is called a "general verdict." 

Juries are often justified because they leaven the law with community norms.[18] A jury trial verdict 
in a case is binding only in that case, and is not a legally binding precedent in other cases. For example, it 
would be possible for one jury to find that particular conduct is negligent, and another jury to find that the 
conduct is not negligent, without either verdict being legally invalid, on precisely the same factual 
evidence. Of course, no two witnesses are exactly the same, and even the same witness will not express 
testimony in exactly the same way twice, so this would be difficult to prove. It is the role of the judge, not 
the jury, to determine what law applies to a particular set of facts. However, occasionally jurors find the 
law to be invalid or unfair, and on that basis acquit the defendant, regardless of the evidence presented 
that the defendant violated the law. This is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jury nullification of law" or simply 
jury nullification. When there is no jury ("bench trial"), the judge makes rulings on both questions of law 
and of fact. In most continental European jurisdictions, judges have more power in a trial and the role and 
powers of a jury are often restricted. Actual jury law and trial procedures differ significantly between 
countries. 

The collective knowledge and deliberate nature of juries are also given as reasons in their favor: 
Detailed interviews with jurors after they rendered verdicts in trials involving complex expert 

testimony have demonstrated careful and critical analysis. The interviewed jurors clearly recognized that 
the experts were selected within an adversary process. They employed sensible techniques to evaluate the 
experts’ testimony, such as assessing the completeness and consistency of the testimony, comparing it 
with other evidence at the trial, and evaluating it against their own knowledge and life experience. 
Moreover,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in deliberations jurors combine their individual perspectives on the 
evidence and debate its relative merits before arriving at a verdict. 

In the United States, juries are sometimes called on, when asked to do so by a judge in the jury 
instructions, to make factual findings on particular issues. This may include, for example, aggravating 
circumstances which will be used to elevate the defendant's sentence if the defendant is convicted. This 
practice was required in all death penalty cases in Blakely v. Washington, 542 U.S. 296 (2004), where the 
Supreme Court ruled that allowing judges to make such findings unilaterally violates the Sixth 
Amendment right to a jury trial. A similar Sixth Amendment argument in Apprendi v. New Jersey, 530 
U.S. 466 (2000) resulted in the Supreme Court's expansion of the requirement to all criminal cases, 
holding that "any fact that increases the penalty for a crime beyond the prescribed statutory maximum 
must be submitted to a jury and proved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20] 

Many U.S. jurisdictions permit the seating of an advisory jury in a civil case in which there is no 
right to trial by jury to provide non-binding advice to the trial judge,[21] although this procedural tool is 
rarely used. For example, a judge might seat an advisory jury to guide the judge in awa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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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economic damages (such as "pain and suffering" damages) in a case where there is no right to a jury 
trial, such as (depending on state law) a case involving "equitable" rather than "legal" claims. 

In criminal law in federal courts and a minority of state court systems of the United States, a grand 
jury is convened to hear only testimony and evidence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a sufficient basis for 
deciding to indict the defendant and proceed toward trial. In each court district where a grand jury is 
required, a group of 16–23 citizens holds an inquiry on criminal complaints brought by the prosecutor to 
decide whether a trial is warranted (based on the standard that probable cause exists that a crime was 
committed), in which case an indictment is issued. In jurisdictions where the size of a jury varies, in 
general the size of juries tends to be larger if the crime alleged is more serious. If a grand jury rejects a 
proposed indictment the grand jury's action is known as a "no bill." If they accept a proposed indictment, 
the grand jury's action is known as a "true bill." Grand jury proceedings are ex parte: only the prosecutor 
and witnesses who the prosecutor calls may present evidence to the grand jury and defendants are not 
allowed to present mitigating evidence or even to know the testimony that was presented to the grand jury, 
and hearsay evidence is permitted. This is so because a grand jury cannot convict a defendant. It can only 
decide to indict the defendant and proceed forward toward trial. Grand juries vote to indict in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ases, and prosecutors are not prohibited from presenting the same case to a 
new grand jury if a "no bill" was returned by a previous grand jury. A typical grand jury considers a new 
criminal case every fifteen minutes. In some jurisdictions, in addition to indicting persons for crimes, a 
grand jury may also issue reports on matters that they investigate apart from the criminal indictments, 
particularly when the grand jury investigation involves a public scandal. Historically, grand juries were 
sometimes used in American law to serve a purpose similar to an investigatory commission. 

Both Article III of the U.S. Constitution and the Sixth Amendment require that criminal cases be 
tried by a jury.[70] Originally this applied only to federal courts. However,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extended this mandate to the states. Although the Constitution originally did not require a jury for civil 
cases, this led to an uproar which was followed by adoption of the Seventh Amendment, which requires a 
civil jury in cases where the value in dispute is greater than twenty dollars.[71] However, the Seventh 
Amendment right to a civil jury trial does not apply in state courts, where the right to a jury is strictly a 
matter of state law.[72] However, in practice, all states except Louisiana preserve the right to a jury trial in 
almost all civil cases where the sole remedy sought is money damages to the same extent as jury trials are 
permitted by the Seventh Amendment. Under the law of many states, jury trials are not allowed in small 
claims cases. The civil jury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a defining element of the process by which personal 
injury trials are handled. 

In practice, even though the defendant in a criminal action is entitled to a trial by jury, most criminal 
actions in the U.S. are resolved by plea bargain.[73] Only about 2% of civil cases go to trial, with only 
about half of those trials being conducted before juries. 

In 1898 the Supreme Court held that the jury must be composed of at least twelve persons, although 
this was not necessarily extended to state civil jury trials. In 1970, however, the Supreme Court held that 
the twelve person requirement was a "historical accident", and upheld six-person juries if provided for 
under state law in both criminal and civil state court cases. There is controversy over smaller juries, with 
proponents arguing that they are more efficient and opponents arguing that they lead to fluctuating 
verdicts. In a later case, however, the court rejected the use of five-person juries in criminal cases. Juries 
go through a selection process called voir dire in which the lawyers question the jurors and then make 
"challenges for cause" and "peremptory challenges" to remove jurors. Traditionally the removal of jurors 
based on a peremptory challenge required no justification or explanation, but the tradition has been 
changed by the Supreme Court where the reason for the peremptory challenge was the rac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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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 juror. Since the 1970s "scientific jury selection" has become popular. 
Unanimous jury verdicts have been standard in US American law. This requirement was upheld by 

the Supreme Court in 1897, but the standard was relaxed in 1972 in two criminal cases. As of 1999 over 
thirty states had laws allowing less than unanimity in civil cases, but Oregon and Louisiana are the only 
states which have laws allowing less than unanimous jury verdicts for criminal cases. When the required 
number of jurors cannot agree on a verdict (a situation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a hung jury), a mistrial is 
declared, and the case may be retried with a newly constituted jury. The practice generally was that the 
jury rules only on questions of fact and guilt; setting the penalty was reserved for the judge. This practice 
was confirmed by rulings of the U.S. Supreme Court such as in Ring v. Arizona, which found Arizona's 
practice of having the judge decide whether aggravating factors exist to make a defendant eligible for the 
death penalty, to be unconstitutional, and reserv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whether the aggravating factors 
exist to be decided by the jury. However, in some states (such as Alabama and Florida), the ultimate 
decision on the punishment is made by the judge, and the jury gives only a non-binding recommendation. 
The judge can impose the death penalty even if the jury recommends life without parole. 

There is no set format for jury deliberations, and the jury takes a period of time to settle into 
discussing the evidence and deciding on guilt and any other facts the judge instructs them to determine. 
Deliberation is done by the jury only, with none of the lawyers, the judge, or the defendant present. The 
first step will typically be to find out the initial feeling or reaction of the jurors to the case, which may be 
by a show of hands, or via secret ballot. The jury will then attempt to arrive at a consensus verdict. The 
discussion usually helps to identify jurors' views to see whether a consensus will emerge as well as areas 
that bear further discussion. Points often arise that were not specifically discussed during the trial. The 
result of these discussions is that in most cases the jury comes to a unanimous decision and a verdict is 
thus achieved. In some states and under circumstances, the decision need not be unanimous. 

In a few states and in death penalty cases, depending upon the law, the trial jury, or sometimes a 
separate jury, may determine whether the death penalty is appropriate in "capital" murder cases. Usually, 
sentencing is handled by the judge at a separate hearing. The judge may but does not always follow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jury when deciding on a sentence. 

When used alone the term jury usually refers to a petit jury, rather than a grand jury. 
Jury selection 
Main article: Jury selection 
Jurors are selected from a jury pool formed for a specified period of time—usually from one day to 

two weeks—from lists of citizens living 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The lists may be electoral rolls 
(i.e., a list of registered voters in the locale), people who have driver's licenses or other relevant data bases. 
When selected, being a member of a jury pool is, in principle, compulsory. Prospective jurors are sent a 
summons and are obligated to appear in a specified jury pool room on a specified date. 

However, jurors can be released from the pool for several reasons including illness, prior 
commitments that can't be abandoned without hardship, change of address to outside the court's 
jurisdiction, travel or employment outside the jurisdiction at the time of duty, and others. Often 
jurisdictions pay token amounts for jury duty and many issue stipends to cover transportation expenses for 
jurors. Work places cannot penalize employees who serve jury duty. Payments to jurors varies by 
jurisdi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urors for grand juries are selected from jury pools. 
Selection of jurors from a jury pool occurs when a trial is announced and juror names a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called out by the jury pool clerk. Depending on the type of trial—whether a 6-person or 12 
person jury is needed, in the United States—anywhere from 15 to 30 prospective jurors are sent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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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troom to participate in voir dire, pronounced in French, and defined as the oath to speak the truth in 
the examination testing competence of a juror, or in another application, a witness. Once the list of 
prospective jurors has assembled in the courtroom the court clerk assigns them seats in the order their 
names were originally drawn. At this point the judge often will ask each prospective juror to answer a list 
of general questions such as name, occupation, education, family relationships, time conflicts for the 
anticipated length of the trial. The list is usually written up and clearly visible to assist nervous 
prospective jurors and may include several questions uniquely pertinent to the particular trial. These 
questions are to familiarize the judge and attorneys with the jurors and glean biases, experiences, or 
relationships that could jeopardize the proper course of the trial. 

After each prospective juror has answered the general slate of questions the attorneys may ask 
follow-up questions of some or all prospective jurors. Each side in the trial is allotted a certain number of 
challenges to remove prospective jurors from consideration. Some challenges are issued during voir dire 
while others are presented to the judge at the end of voir dire. The judge calls out the names of the 
anonymously challenged prospective jurors and those return to the pool for consideration in other trials. A 
jury is formed, then, of the remaining prospective jurors in the order that their names were originally 
chosen. Any prospective jurors not thusly impaneled return to the jury pool room. 

学习目标： 
1．了解陪审团制度 
2．掌握陪审团选举及角色定位 
作业： 
Questions 
1. Jury system  
2. Selection of jury and its role 

知识单元 8：Pretrial stages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Pretrial stages 
A civil case involves a legal dispute between two or more parties. A civil action begins when a party 

to a dispute files a complaint, and pays a filing fee required by statute. A plaintiff who is unable to pay the 
fee may file a request to proceed in forma pauperis. If the request is granted, the fee is waived.  

Procedures before a civil trial 
To begin a civil lawsuit in federal court, the plaintiff files a complaint with the court and “serves” a 

copy of the complaint on the defendant. The complaint describes the plaintiff’s damages or injury, 
explains how the defendant caused the harm, shows that the court has jurisdiction, and asks the court to 
order relief. A plaintiff may seek money to compensate for the damages, or may ask the court to order the 
defendant to stop the conduct that is causing the harm. The court may also order other types of relief, such 
as a declaration of the legal rights of the plaintiff in a particular situation. 

Case Preparation 
There may be “discovery,” where the litigants must provide information to each other about the case, 

such as the identity of witnesses and copies of any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case. The purpose of 
discovery is to prepare for trial by requiring the litigants to assemble their evidence and prepare to call 
witnesses. Each side also may file requests, or “motions,” with the court seeking rulings on the discovery 
of evidence, or on the procedures to be followed at trial. 

Discovery may include a deposition, requiring a witness to answer questions about the case before 
the trial. The witness answers questions from the lawyer under oath, in the presence of a court repo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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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produces a word-for-word account called a transcript.            
Settling Differences 
To avoid the expense and delay of having a trial, judges encourage the litigants to try to reach an 

agreement resolving their dispute. The courts encourage the use of mediation, arbitration, and other forms 
of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designed to produce a resolution of a dispute without the need for trial or 
other court proceedings. As a result, litigants often agree to a “settlement.” Absent a settlement, the court 
will schedule a trial. In a wide variety of civil cases, either side is entitled under the Constitution to 
request a jury trial. If the parties waive their right to a jury, then a judge without a jury will hear the case. 

Procedures before a criminal trial 
Before a criminal trial can be held, federal and state laws require a series of procedures and events. 

Some of these stages are mandated by the U.S. Constitution and state constitutions, some by court 
decisions, and others by legislative enactments. Custom and tradition often account for the rest. Although 
the exact nature of these procedural events varies from federal to state practice – and from one state to 
another – there are similariti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ese procedures, however, are not as automatic or 
routine as they might appear; rather, the judicial system's decision makers exercise discretion at all stages 
according to their values, attitudes, and views of the world. 

The Arrest 
The arrest is the first substantial contact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accused. The U.S. legal system 

provides for two basic types of arrest – those with a warrant and those without. A warrant is issued after a 
complaint, filed by one person against another, has been presented and reviewed by a magistrate who has 
found probable cause for the arrest. Arrests without a warrant occur when a crime is committed in the 
presence of a police officer or when an officer has probable cause to believe that someone has committed 
(or is about to commit) a crime. Such a belief must later be established in a sworn statement or testimony. 
In the United States up to 95 percent of all arrests are made without a warrant. 

An officer's decision whether to make an arrest is far from simple or automatic. To be sure, the 
officer who witnesses a murder will make an arrest on the spot if possible. But most lawbreaking incidents 
are not that simple or clear-cut, and police officials possess – and exercise – wide discretion about 
whether to take someone into custody. Sufficient resources are simply not available to the police for them 
to proceed against all activities that Congress and the legislatures have forbidden. Consequently, 
discretion must be exercised in determining how to allocate the time and resources that do exist. Police 
discretion is at a maximum in several areas. 

Trivial Offenses. Many police manuals advise their officers that when minor violations of the law are 
concerned, a warning is a more appropriate response than an arrest. Traffic violations, misconduct by 
juveniles, drunkenness, gambling, and vagrancy all constitute less serious crimes and entail judgment calls 
by police. 

Victim Will Not Seek Prosecution. Nonenforcement of the law is also the rule in situations where the 
victim of a crime will not cooperate with the police in prosecuting a case. In the instance of minor 
property crimes, for example, the victim is often satisfied if restitution occurs and the victim cannot afford 
the time to testify in court. Unless the police have expended considerable resources in investigating a 
particular property crime, they are generally obliged to abide by the victim's wishes. 

When the victim of a crime is in a continu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criminal, the police often decline 
to make an arrest. Such relationships include landlord and tenant, one neighbor and another, and, until 
recently, husband and wife. In this last case, however, heightened awareness of domestic violence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police procedures. 

Rape and child molestation constitute another major category of crimes for which there are ofte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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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ests because the victims will not or cannot cooperate with the police. Oftentimes the victim is 
personally acquainted with, or related to, the criminal, and the fear of reprisals or of ugly publicity inhibits 
the victim from pressing a complaint. 

Victim Also Involved in Misconduct. When police officers perceive that the victim of a crime is also 
involved in some type of improper or questionable conduct, the officers frequently opt not to make an 
arrest. 

Appearance Before a Magistrate 
After a suspect is arrested for a crime, he or she is booked at the police station; that is, the facts 

surrounding the arrest are recorded and the accused may be fingerprinted and photographed. Next the 
accused appears before a lower-level judicial official whose title may be judge, magistrate, or 
commissioner. Such an appearance is supposed to occur "without unnecessary delay"; in 1991 the U.S. 
Supreme Court ruled that police may detain an individual arrested without a warrant for up to 48 hours 
without a court hearing on whether the arrest was justified. 

This appearance in court is the occasion of several important event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 
First, the accused must have been informed of the precise charges and must be informed of all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guarantees. Among others, these rights include those of the now famous Miranda 
v. Arizona decision handed down in 1966 by the Supreme Court. The accused "must be warned prior to 
any questioning that he has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that anything he says can be used against him in a 
court of law, that he has the right to the presence of an attorney, and that if he cannot afford an attorney 
one will be appointed for him prior to any questioning." (Such warnings must also be given by the 
arresting officer if the officer questions the suspect about the crime.) In some states the accused must be 
informed about other rights that are provided for in the state's Bill of Rights, such as the right to a speedy 
trial and the right to confront hostile witnesses. 

Second, the magistrate will determine whether the accused is to be released on bail and, if so, what 
the amount of bail is to be. Constitutionally, the only requirement for the amount is that it shall not be 
"excessive." Bail is considered to be a privilege – not a right – and it may be denied altogether in capital 
punishment cases for which the evidence of guilt is strong or if the magistrate believes that the accused 
will flee from prosecution no matter what the amount of bail. An alternative to bail is to release the 
defendant on recognizance, basically on a pledge by the defendant to return to court on the appointed date 
for trial. 

In minor cases the accused may be asked to plead guilty or not guilty. If the plea is guilty, a sentence 
may be pronounced on the spot. If the defendant pleads not guilty, a trial date is scheduled. However, in 
the typical serious (felony) case, the next primary duty of the magistrate i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defendant requires a preliminary hearing. If such a hearing is appropriate, the matter is adjourned by the 
prosecution and a subsequent stage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 begins. 

The Grand Jury Process or the Preliminary Hearing 
At the federal level all persons accused of a crime are guaranteed by the Fifth Amendment to have 

their cases considered by a grand jury. However, the Supreme Court has refused to make this right binding 
on the states. Today only about half of the states use grand juries; in some of these, they are used for only 
special types of cases. Those states that do not use grand juries employ a preliminary hearing or an 
examining trial. (A few states use both procedures.) Regardless of which method is used,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stage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 i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probable cause for the 
accused to be subjected to a formal trial. 

The Grand Jury. Grand juries consist of 16 to 23 citizens, usually selected at random from the voter 
registration lists, who render decisions by a majority vote. Their terms may last anywhere from one 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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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one year, and some may hear more than a thousand cases during their term. The prosecutor alone 
presents evidence to the grand jury. Not only are the accused and his or her attorney absent from the 
proceedings, but usually they also have no idea which grand jury is hearing the case or when. If a majority 
believes probable cause exists, then an indictment, or true bill, is brought. Otherwise the result is a no bill. 

Historically two arguments have been made in favor of grand juries. One is that grand juries serve as 
a check on a prosecutor who might be using the office to harass an innocent person for political or 
personal reasons. Ideally an unbiased group of citizens would interpose themselves between an unethical 
prosecutor and the defendant. A second justification for grand juries is to make sure that the district 
attorney has secured enough evidence to warrant the trouble and expense – for both the state and the 
accused – of a full-fledged trial. 

The Preliminary Hearing. In the majority of states that have abolished the grand jury system, a 
preliminary hearing is use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re is probable cause for the accused to be bound over 
for trial. At this hearing the prosecution presents its case, and the accused has the right to cross-examine 
witnesses and to produce favorable evidence. Usually the defense elects not to fight at this stage of the 
criminal process; in fact, a preliminary hearing is waived by the defense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cases. 

If the examining judge determines that there is probable cause for a trial or if the preliminary hearing 
is waived, the prosecutor must file a bill of information with the court where the trial will be held. This 
serves to outline precisely the charges that will be adjudicated in the new legal setting. 

The Arraignment 
Arraignment is the process in which the defendant is brought before the judge in the court where he 

or she is to be tried to respond to the grand jury indictment or the prosecutor's bill of information. The 
prosecutor or a clerk usually reads in open court the charges that have been brought against the accused. 
The defendant is informed that he or she has a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be represented by an attorney and 
that a lawyer will be appointed without charge if necessary. 

The defendant has several options about how to plead to the charges. The most common pleas are 
guilty and not guilty. But the accused may also plead not guilty by reason of insanity, former jeopardy 
(having been tried on the same charge at another time), or "nolo contendere" (from the Latin, no contest). 
Nolo contendere means that the accused does not deny the facts of the case but claims that he or she has 
not committed any crime, or it may mean that the defendant does not understand the charges. The nolo 
contendere plea can be entered only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judge (and sometimes the prosecutor as well). 
Such a plea has two advantages. It may help the accused save face vis-a-vis the public because he or she 
can later claim that technically no guilty verdict was reached even though a sentence or a fine may have 
been imposed. Also, the plea may spare the defendant from certain civil penalties that might follow a 
guilty plea (for example, a civil suit that might follow from conviction for fraud or embezzlement). 

The Adversary Trial System  
Most knowledgeable to observers would agree that the Anglo-American adversary trial system is a 

thing of wonder. One wonders whether it is properly designed to reach its announced goal, the 
ascertainment of relevant truth. Beyond that, one wonders how it ever works at all. 

There is nothing very scientific about the process of litigation. As one highly experienced trial lawyer, 
who believed in being frank, once described it. “The way we administer justice is by an adversary 
proceeding, which is to say, we set the parties fighting.” Professor Robert E. Keeton of the Harvard Law 
School he said it less dramatically:” 

“A trial is a competition of inconsistent versions of facts and theories of law.” defying all precepts of 
scientific fact-finding , the trial system actually works quite well. Adversariness seems to be the best 
method yet devised for forcing the truth into the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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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ew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dversary trial system stand out. In the main, cases are 
brought to the court by the parties through their legal representatives -lawyers. The lawyers, guided by a 
judge, control the content and flow of the evidence. And the litigation process is, at least theoretically, 
two-sided, not one-sided, in the sense that each party has an equal opportunity to investigate the case and 
present his or her side of it at trial through evidence and argument. 

The trial judge in an American jury case serves only as a sort of umpire. He or she applies the 
procedural rules to the lawyers and explains the substantive principles of law to the jurors, but generally 
the jurors, and they alone, decide what facts have been established by the preponderant evidence. 

In other words, the judge is the arbiter of the law, the jurors are the arbiters of the facts. The jurors, in 
reaching their verdict, apply to the facts, as found by them, the law as it is explained to them by the judge 
in his or her instructions (sometimes called the judge’s “charge “to the jury ). Of course, if trial by jury has 
been waived, the trial judge herself will find the facts and apply the law to them in what is referred to as a 
bench trial. Many plaintiffs and defendants would like to have their cases tried by a single judge. 

The adversarial model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every case or controversy has two sides to it: 
In criminal cases the government claims a defendant is guilty while the defendant contends innocence; in 
civil cases the plaintiff asserts that the person he or she is suing has caused some injury while the 
respondent denies responsibility. In the courtroom each party provides his or her side of the story as he or 
she sees it. The theory (or hope) underlying this model is that the truth will emerge if each party is given 
unbridled opportunity to present the full panoply of evidence, facts, and arguments before a neutral and 
attentive judge (and jury). 

The lawyers representing each side are the major players in this courtroom drama. The judge acts 
more as a passive, disinterested referee whose primary role is to keep both sides within the accepted rules 
of legal procedure and courtroom decorum. The judge eventually determines which side has w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of evidence, but only after both sides have had a full opportunity to present their 
case. 

学习目标： 
1．了解刑事及民事审前程序 
2．掌握抗辩制度 
作业： 
Questions 
1. Procedures before a trial 
2. The adversarial system  

知识单元 9：Court procedures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Court procedures 
The Process of Trial  
Once a case has proceeded through discovery and survived any pretrial motions that may have been 

made, it will be placed on the trial docket of the court and a date for trial assigned. At that time, if no 
continuances or postponements have occurred, the parties and their counsel must appear to begin the trial.  

Both jury and non-jury trials follow the same general pattern, although the outset of the trail differs 
in a jury case as time must be spent on choosing a jury to sit in the case. The order of presentation may 
vary slightly from court to court, but the general rules are as follows. Plaintiff’s counsel followed by 
defendant’s attorney each make opening statements, explaining what they intend to prove. The plaintiff‘s 
witness and evidence are examined and cross -examined. Then the defendant’s witness and evidenc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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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ed, with similar rights of examination and cross-examination. The plaintiff and defendant then 
may be allowed to introduce rebuttal evidence. After at all evidence has been submitted, each side makes 
closing arguments summarizing the evidence supporting their respective positions. Plaintiff again typical 
summarizes first, but has a right of rebuttal after the defendant’s closing remarks have been made. If there 
is no jury, the jury then will evaluate the evidence and render a judgment. If a jury is present, the judge 
instructs the jurors as to the law to be applied. Most commonly, the judge will require the parties to submit 
possible instructions and will choose from among those submissions. In some jurisdictions, pattern 
instructions have been approved for various types of legal issues and the parties will not need to prepare 
special drafts for their particular cases. In a few jurisdictions the judge also may comment on the evidence. 
However, in most jurisdictions this is deemed improper and the judge is authorized only to give an 
impartial summary of the evidence. The jury then retires to deliberate in order to render its verdict. If the 
jurors report that they are deadlocked, the judge may send them back for additional deliberations. But if 
that fails to break the deadlock, then a mistrial will have to be declared. If the jury returns with a verdict, 
the judge enter a judgment on it. 

Procedures during a criminal trial 
Assuming that no plea bargain has been struck and the accused maintains his or her innocence, a 

formal trial will take place. This is a right guaranteed by the Sixth Amendment to all Americans charged 
with federal crimes and a right guaranteed by the various state constitutions – and by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 to all persons charged with state offenses. The accused is provided many constitutional and 
statutory rights during the trial. The following are the primary rights that are binding on both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urts. 

Basic Rights Guaranteed During the Trial Process 
The Sixth Amendment says, "In all criminal prosecutions, the accused shall enjoy the right to a 

speedy and public trial." The Founders emphasized the word speedy so that an accused would not 
languish in prison for a long time prior to the trial or have the determination of his or her fate put off for 
an unduly long period of time. But how soon is speedy? Although this word has been defined in various 
ways by the Supreme Court, Congress gave new meaning to the term when it passed the Speedy Trial Act 
of 1974. The act mandated time limits, ultimately reaching 100 days, within which criminal charges must 
either be brought to trial or dismissed. Most states have similar measures on the statute books, although 
the precise time period varies from one jurisdiction to another. By "public trial" the Founders meant to 
discourage the notion of secret proceedings whereby an accused could be tried without public knowledge 
and whisked off to some unknown detention camp. 

The Sixth Amendment also guarantees Americans the right to an impartial jury. At the least this has 
meant that the prospective jurors must not be prejudiced one way or the other before the trial begins. For 
example, a potential juror may not be a friend or relative of the prosecutor or the crime victim; nor may 
someone serve who believes that anyone of the defendant's race or ethnic ancestry is "probably the 
criminal type." What the concept of an impartial jury of one's peers has come to mean in practice is that 
jurors are to be selected randomly from the voter registration lists – supplemented i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jurisdictions by lists based on automobile registrations, driver's licenses, telephone books, welfare rolls, 
and so on. Although this system does not provide a perfect cross-section of the community, because not all 
persons are registered to vote, the Supreme Court has said that this method is good enough. The High 
Court has also ruled that no class of persons (such as African Americans or women) may be systematically 
excluded from jury service. 

Besides being guaranteed the right to be tried in the same locale where the crime was committed and 
to be informed of the charges, defendants have the right to be confronted with the witnesses against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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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have the right to know who their accusers are and what they are charging so that a proper defense 
may be formulated. The accused is also guaranteed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the Assistance of Counsel for 
his defense." Prior to the 1960s this meant that one had this right (at the state level) only for serious 
crimes and only if one could pay for an attorney. However, because of a series of Supreme Court 
decisions, the law of the land guarantees one an attorney if tried for any crime that may result in a prison 
term, and the government must pay for the legal defense for an indigent defendant. This is the rule at both 
the national and state levels. 

The Fifth Amendment to the U.S. Constitution declares that no person shall "be subject for the same 
offence to be twice put in jeopardy of life and limb." This is the double jeopardy clause and means that no 
one may be tried twice for the same crime by any state government or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t does 
not mean, however, that a person may not be tried twice for the same action if that action has violated 
both national and state laws. For example, someone who robs a federally chartered bank in New Jersey 
runs afoul of both federal and state law. That person could be legally tried and acquitted for that offense in 
a New Jersey court and subsequently be tried for that same action in federal court. 

Another important right guaranteed to the accused at both the state and federal levels is not to "be 
compelled in any criminal case to be a witness against himself." This has been interpreted to mean that the 
fact that someone elects not to testify on his or her own behalf in court may not be used against the person 
by judge and jury. This guarantee serves to reinforce the principle that under the U.S. judicial system the 
burden of proof is on the state; the accused is presumed innocent until the government proves otherwis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Finally, the Supreme Court has interpreted the guarantee of due process of law to mean that evidence 
procured in an illegal search and seizure may not be used against the accused at trial. The source of this 
so-called exclusionary rule is the Fourth Amendment to the U.S. Constitution; the Supreme Court has 
made its strictures binding on the states as well. The Court's purpose was to eliminate any incentive the 
police might have to illegally obtain evidence against the accused. 

Selection of Jurors 
If the accused elects not to have a bench trial – that is, not to be tried and sentenced by a judge alone 

– his or her fate will be determined by a jury. At the federal level 12 persons must render a unanimous 
verdict. At the state level such criteria apply only to the most serious offenses. In many states a jury may 
consist of fewer than 12 persons and render verdicts by other than unanimous decisions. 

A group of potential jurors is summoned to appear in court. They are questioned in open court about 
their general qualifications for jury service in a process known as "voir dire" (from Old French, meaning 
"to say the truth"). The prosecutor and the defense attorney ask general and specific questions of the 
potential jurors. Are they citizens of the state? Can they comprehend the English language? Have they or 
anyone in their family ever been tried for a criminal offense? Have they read about or formed any 
opinions about the case at hand? 

In conducting the voir dire, the state and the defense have two goals. The first is to eliminate all 
members of the panel who have an obvious reason why they might not render an impartial decision in the 
case. Common examples might be someone who is excluded by law from serving on a jury, a juror who is 
a friend or relative of a participant in the trial, and someone who openly admits a strong bias in the case at 
hand. Objections to jurors in this category are known as challenges for cause, and the number of such 
challenges is unlimited. It is the judge who determines whether these challenges are valid.  

After the selection of jury,  
Attorneys' opening statements  
As the trial begins, the lawyer for the plaintiff in a civil case or the prosecutor in a criminal case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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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an opening statement telling you what they expect the evidence to show. The defendant's lawyer 
may also choose to give an opening statement after the plaintiff's attorney or prosecutor, telling you what 
the defense expects the evidence to show. The lawyers' statements are not evidence. Their purpose is to 
give you the framework of the case, the points of conflict, and the issues of the case that you will need to 
decide. Be careful that you do not let any of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in the opening statements become 
evidence in your mind. Remember that the lawyers' statements are only their versions of what happened, 
not evidence. 

Presentation of evidence  
Evidence may be presented by the attorneys in the form of a written document or an object (a gun, 

another weapon, a photograph, an x-ray, or some other physical thing). These are called exhibits. 
Evidence may also include the testimony of witnesses under oath in the courtroom. 

Attorneys' closing statements  
After all the evidence has been reviewed in court, lawyers for each side may present their final 

summary of the case,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an argument. The lawyers can talk about reasons and make 
conclusions, but these are not evidence; they are efforts to persuade you. You should listen to these 
statements carefully and consider them thoughtfully, but you must form your own opinion about the 
outcome of the case. 

Judge's Instructions on the Law  
Either before or after the closing arguments by the lawyers, the judge will explain the law that 

applies to the case to you. This is the judge's instruction to the jury. You have to apply that law to the facts, 
as you have heard them, in arriving at your verdict. You must consider all of the instructions and give 
them equal consideration. Keep in mind that you must follow the law as the judge states it to you. If the 
judge gives you an instruction that seems different from what you read here or another instruction given at 
another trial, you must accept the instruction given by the judge of the case you are deciding as correct 
and be guided by the judge's statement only. Be sure to ask questions if you don't understand. 

When considering the evidence,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exists between civil and criminal cases in 
the degree of proof required to sustain an accusation. In a criminal case, the defendant, in order to be 
convicted, must be proved guilty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In a civil case, a party suing another has to 
prove that charge by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In every trial, the judge carefully explains the 
degree of proof required to reach a verdict. You should pay careful attention to the instructions on the 
degree of proof. 

After closing statements by the attorneys and the judge's instructions on the law, the bailiff or court 
attendant will take you to the jury room for deliberations. Your first duty when entering the jury room is to 
select a foreperson. The jury should carefully select a well-qualified foreperson. The foreperson's duty is 
to see that discussion happens in a free and orderly manner, that the issues you must decide are fully and 
freely discussed, and that every juror is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After you enter the jury room for deliberations, the exhibits that you are to consider are given to you. 
If you are not given written instruction from the judge on the law, you may request them. If you feel you 
need further instructions or to have certain testimony read back to you, inform the judge through the 
bailiff or the court attendant. Since these purposes can be accomplished only by returning everyone 
(including parties and lawyers) to the courtroom, you should not make these requests lightly. The 
procedure usually takes time, but this delay is understandable if you seriously believe doing so is 
necessary or helpful to you in reaching a verdict. 

Quite often in the jury room the jurors may argue and have a difference of opinion. When this occurs, 
each juror should try to express his or her opinion and the reasoning supporting it. It would be wrong fo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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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or to refuse to listen to the arguments and opinions of the others or to deny another juror the right to 
express an opinion. Remember that jurors are not advocates, but impartial judges of the facts. By carefully 
considering each juror's opinion and the reasons behind it, it is usually possible for the jurors to reach a 
verdict. A juror should not hesitate to change his or her mind when there is a good reason. But each juror 
should maintain his or her position unless conscientiously persuaded to change that opinion by the other 
jurors. Following a full and free discussion with fellow jurors, each juror should vote only according to 
his or her own honest convictions. 

The Verdict  
In your efforts to reach a verdict, keep in mind that you should consider only the evidence that was 

presented in the courtroom. You should not guess or speculate about things not discussed in court, but you 
can draw reasonable conclusions from the evidence presented. 

It is important to take the case you are deciding seriously. After all, if you were a party in the case, it 
would be important to you, and you would want the jury to give it serious consideration even if the 
controversy appears less significant to others. 

All jurors should deliberate and vote on each issue to be decided in the case. When it is time to count 
votes, it is the foreperson's duty to see that this is done properly. In a civil case, the judge will tell you how 
many jurors must agree in order to reach a verdict. In a criminal case, the unanimous agreement of all 12 
jurors is required. If the required number of jurors agree on each issue to be decided, the foreperson will 
sign and date the verdict, advise the bailiff or court attendant, and return with the signed verdict and any 
unsigned verdict forms from prior votes to the courtroom. 

If a jury cannot arrive at a verdict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and indicates to the judge that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that they can reach a verdict, the judge, in his or her discretion, may dismiss the jury. This 
situation is a mistrial,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a "hung jury," and may mean the case goes to trial again 
with a new jury. 

Sentencing  
If the defendant is found guilty of a crime at trial or after a plea, the judge must impose a sentence. 

Sometimes, a sentence is a period of supervision and a fine. Other times, a sentence requires a period of 
incarceration. Depending on the crime, Cook County Judges may also sentence defendants to probation, 
treatment classes, community service and/or pay restitution to any victims. The defense attorney can argue 
for a sentence that is lower than the sentence the state’s attorney is asking for. 

If found guilty of a misdemeanor, sentencing is usually done immediately. However, serious 
felonies are usually continued for sentencing to allow both the defense attorney and the state’s attorney 
to prepare their arguments. Factors such as the defendant’s background, age, work history, seriousness 
of the crime and the effect the crime had on victims are just a few things the judge may consider prior to 
sentencing. 

Appeal 
If there was a legal error that caused the defendant to be convicted and/or sentenced unfairly, they 

have the right to appeal. Successful appeals are very rare and can take years to complete. 
Expungement/Sealing 
A case may be eligible for expungement and/or sealing if the defendant was found not guilty or the 

case was dismissed. Also, a charge may be eligible for expungement if the defendant received supervision 
or a certain forms of probation offered in Cook County.  Whether or not an arrest or charge can be 
expunged or sealed depends on several things, including the defendant’s background, the type of crime 
and sentence imposed. 

Trial court and appellate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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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ial court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is authorized to hear any type of civil or criminal case that is not 
committed exclusively to another cour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s are the trial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of the federal judiciary; each U.S. state has a state court system establishing 
trial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such as the Florida Circuit Courts in Florida, the Superior Courts of 
California in California, and the New York Supreme Court in New York. 

Not all cases are heard in trial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A trial court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is 
authorized to hear only specified types of cases. Trial courts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may be limited in 
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 (such as juvenile, probate, and family courts in many U.S. states, or the United 
States Tax Court in the federal judiciary) or by other means, such as small claims courts in many states for 
civil cases with a low amount in controversy. Other trials do not take place in courts at all, but in 
quasi-judicial bodies or in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with adjudicatory power created by statute to make 
binding determinations with simplified procedural practices, such as arbitration. 

Because different U.S. states apply different names to their courts, it is often not evident whether a 
court has general or limited jurisdiction. For instance, the Maine District Court is a court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but the Nevada District Courts are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In the trial court, evidence and testimony are admitted under the rules of evidence established by 
applicable procedural law and determinations called findings of fact are made based on the evidence. 
The court, presided over by one or more judges, makes findings of law based upon the applicable law. 
In most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the trial court often sits with a jury and one judge; in such jury trials, 
the jury acting as trier of fact. In some cases, the judge or judges act as triers of both fact and law, by 
either statute, custom, or agreement of the parties; this is referred to as a bench trials. In the case of 
most judges hearing cases through the bench trial process, they would prefer that all parties are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offer a vigorous and robust case presentation, such that, errors in testimony, procedures, 
statutes, etc., do not grow "crab legs" -- meaning compounded errors -- and are remanded or returned to 
their court on appeal. 

Appeals from the decisions of trial courts are usually made by higher courts with the power of 
appellate review (appellate courts). Most trial courts are courts of record, where the record of the 
presentation of evidence is created and must be maintained or transmitted to the appellate court. The 
record of the trial court is certified by the clerk of the trial court and transmitted to the appellate body. 
Most appellate courts do not have the authority to hear testimony or take evidence, but instead rule solely 
on matters of law. 

Although some courts permit appeals at preliminary stages of litigation, most litigants appeal final 
orders and judgments from lower courts. A fundamental premise of many legal systems is that appellate 
courts review questions of law de novo, but appellate courts do not conduct independent fact-finding. 
Instead, appellate courts will generally defer to the record established by the trial court, unless some error 
occurred during the fact-finding process. Many jurisdictions provide a statutory or constitutional right for 
litigants to appeal adverse decisions. However, most jurisdictions also recognize that this right may be 
wa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example, litigants may waive the right to appeal, as long as the waiver is 
“considered and intelligent.” 

The appellate process usually begins when an appellate court grants a party's petition for certiorari. 
Unlike trials, appeals are generally presented to a judge, or a panel of judges, rather than a jury. Before 
making any formal argument, parties will generally submit legal briefs in which the parties present their 
arguments. Appellate courts may also grant permission for an amicus curiae to submit a brief in support of 
a particular party or position. After submitting briefs, parties often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resent an oral 
argument to a judge or panel of judges. During oral arguments, judges often ask question to attorney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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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 their arguments or to advance their own legal theories. After deliberating in chambers, appellate 
courts will issue formal opinions that resolve the legal issues presented for review. 

When considering cases on appeal, appellate courts generally affirm, reverse, or vacate the decision 
of a lower court. Some courts maintain a dual function, where they consider both appeals as well as 
matters of "first instance". For example,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primarily hears cases on 
appeal but retains original jurisdiction over a limited range of cases. Some jurisdictions maintain a system 
of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s, which are subject to the review of higher appellate courts. The highest 
appellate court in a jurisdiction is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a "court of last resort". 

A term of the Supreme Court commences on the first Monday of each October, and continues until 
June or early July of the following year. Each term consists of alternating periods of approximately two 
weeks known as "sittings" and "recesses." Justices hear cases and deliver rulings during sittings; they 
discuss cases and write opinions during recesses. 

Supreme Court proceedings  
Case selection 
Nearly all cases come before the court by way of petitions for writs of certiorari,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cert." The Court may review any case in the federal courts of appeals "by writ of certiorari granted 
upon the petition of any party to any civil or criminal case." The Court may only review "final judgments 
rendered by the highest court of a state in which a decision could be had" if those judgments involve a 
question of federal statutory or constitutional law. The party that appealed to the Court is the petitioner 
and the non-mover is the respondent. All case names before the Court are styled petitioner v. respondent, 
regardless of which party initiated the lawsuit in the trial court. For example, criminal prosecutions are 
brought in the name of the state and against an individual, as in State of Arizona v. Ernesto Miranda. If the 
defendant is convicted, and his conviction then is affirmed on appeal in the state supreme court, when he 
petitions for cert the name of the case becomes Miranda v. Arizona. 

There are situations where the Court has original jurisdiction, such as when two states have a dispute 
against each other, or when there is a disput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state. In such instances, a 
case is filed with the Supreme Court directly. Examples of such cases include United States v. Texas, a 
case to determine whether a parcel of land belonged to the United States or to Texas, and Virginia v. 
Tennessee, a case turning on whether an incorrectly drawn boundary between two states can be changed 
by a state court, and whether the setting of the correct boundary requires Congressional approval. 
Although it has not happened since 1794 in the case of Georgia v. Brailsford, parties in an action at law in 
which the Supreme Court has original jurisdiction may request that a jury determine issues of fact. Two 
other original jurisdiction cases involve colonial era borders and rights under navigable waters in New 
Jersey v. Delaware, and water rights between riparian states upstream of navigable waters in Kansas v. 
Colorado. 

A cert petition is voted on at a session of the court called a conference. A conference is a private 
meeting of the nine Justices by themselves; the public and the Justices' clerks are excluded. If four 
Justices vote to grant the petition, the case proceeds to the briefing stage; otherwise, the case ends. Except 
in death penalty cases and other cases in which the Court orders briefing from the respondent, the 
respondent may, but is not required to, file a response to the cert petition. 

The court grants a petition for cert only for "compelling reasons", spelled out in the court's Rule 10. 
Such reasons include: 

Resolving a conflic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federal law or a provis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Correcting an egregious departure from the accepted and usual course of judicial proceedings 
Resolving an important question of federal law, or to expressly review a decision of a lower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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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conflicts directly with a previous decision of the Court. 
When a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 arises from differ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ame law or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 issued by different federal circuit courts of appeals, lawyers call this situation a 
"circuit split." If the court votes to deny a cert petition, as it does in the vast majority of such petitions that 
come before it, it does so typically without comment. A denial of a cert petition is not a judgment on the 
merits of a case, and the decision of the lower court stands as the final ruling in the case. 

To manage the high volume of cert petitions received by the Court each year (of the more than 7,000 
petitions the Court receives each year, it will usually request briefing and hear oral argument in 100 or 
fewer), the Court employs an internal case management tool known as the "cert pool." Currently, all 
justices except for Justice Alito participate in the cert pool. 

Oral argument 
When the Court grants a cert petition, the case is set for oral argument. Both parties will file briefs on 

the merits of the case, as distinct from the reasons they may have argued for granting or denying the cert 
petition.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parties or approval of the Court, amici curiae, or "friends of the court", 
may also file briefs. The Court holds two-week oral argument sessions each month from October through 
April. Each side has thirty minutes to present its argument (the Court may choose to give more time, 
though this is rare), and during that time, the Justices may interrupt the advocate and ask questions. The 
petitioner gives the first presentation, and may reserve some time to rebut the respondent's arguments after 
the respondent has concluded. Amici curiae may also present oral argument on behalf of one party if that 
party agrees. The Court advises counsel to assume that the Justices are familiar with and have read the 
briefs filed in a case. 

The Supreme Court bar 
In order to plead before the court, an attorney must first be admitted to the court's bar. 

Approximately 4,000 lawyers join the bar each year. The bar contains an estimated 230,000 members. 
In reality, pleading is limited to several hundred attorneys. The rest join for a one-time fee of $200, 
earning the court about $750,000 annually. Attorneys can be admitted as either individuals or as groups. 
The group admission is held before the current justices of the Supreme Court, wherein the Chief Justice 
approves a motion to admit the new attorneys. The lawyers mostly apply for the trophy of a certificate 
for their office, an addition for their resume, and access to better seating if they wish to attend an oral 
argument. Members of the Supreme Court Bar are also granted access to the collections of the Supreme 
Court Library. 

Decision 
At the conclusion of oral argument, the case is submitted for decision. Cases are decided by majority 

vote of the Justices. It is the Court's practice to issue decisions in all cases argued in a particular Term by 
the end of that Term. Within that Term, however, the Court is under no obligation to release a decision 
within any set time after oral argument. At the conclusion of oral argument, the Justices retire to another 
conference at which the preliminary votes are tallied, and the most senior Justice in the majority assigns 
the initial draft of the Court's opinion to a Justice on his or her side. Drafts of the Court's opinion, as well 
as any concurring or dissenting opinions, circulate among the Justices until the Court is prepared to 
announce the judgment in a particular case. 

It is possible that, through recusals or vacancies, the Court divides evenly on a case. If that occurs, 
then the decision of the court below is affirmed, but does not establish binding precedent. In effect, it 
results in a return to the status quo ante. For a case to be heard, there must be a quorum of at least six 
justices. If a quorum is not available to hear a case and a majority of qualified justices believes that the 
case cannot be heard and determined in the next term, then the judgment of the court below is affirmed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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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he Court had been evenly divided. For cases brought directly to the Supreme Court by direct appeal 
from a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the Chief Justice may order the case remanded to the appropriate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a final decision there. This has only occurred once in U.S. history, in the case of 
United States v. Alcoa (1945). 

Published opinions 
The Court's opinions are published in three stages. First, a slip opinion is made available on the 

Court's web site and through other outlets. Next, several opinions are bound together in paperback form, 
called a preliminary print of United States Reports, the official series of books in which the final version 
of the Court's opinions appears. About a year after the preliminary prints are issued, a final bound volume 
of U.S. Reports is issued. The individual volumes of U.S. Reports are numbered so that users may cite this 
set of reports—or a competing version published by another commercial legal publisher—to allow those 
who read their pleadings and other briefs to find the cases quickly and easily. 

As of the beginning of October Term 2014, there are: 
557 final bound volumes of U.S. Reports, covering cases through the end of October Term 2008, 

which ended on October 2, 2009. 
4 volumes' worth of soft-cover preliminary prints (volumes 558–561), covering cases for October 

Term 2009 
12 volumes' worth of opinions available in slip opinion form (volumes 562–573) 
As of March 2012, the U.S. Reports have published a total of 30,161 Supreme Court opinions, 

covering the decisions handed down from February 1790 to March 2012.[citation needed] This figure 
does not reflect the number of cases the Court has taken up, as several cases can be addressed by a single 
opinion (see, for example, Parents v. Seattle, where Meredith v. Jefferson County Board of Education was 
also decided in the same opinion; by a similar logic, Miranda v. Arizona actually decided not only 
Miranda but also three other cases: Vignera v. New York, Westover v. United States, and California v. 
Stewart). A more unusual example is The Telephone Cases, which comprise a single set of interlinked 
opinions that take up the entire 126th volume of the U.S. Reports. 

Opinions are also collected and published in two unofficial, parallel reporters: Supreme Court 
Reporter, published by West (now a part of Thomson Reuters), and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Reports, Lawyers' Edition (simply known as Lawyers' Edition), published by LexisNexis. In court 
documents, legal periodicals, and other legal media, case citations generally contain the cites from each 
of the three reporters; for example, the citation to 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is 
presented as 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n, 585 U.S. 50, 130 S. Ct. 876, 175 L. Ed. 2d 753 
(2010), with "S. Ct." representing the Supreme Court Reporter, and "L. Ed." representing the Lawyers' 
Edition. 

学习目标： 
1．了解民事与刑事庭审程序 
2．掌握审判法院、中级上诉法院和终审法院的审判程序 
作业： 
Questions 
1. Criminal and civil court proceedings 
2. Steps at trial court, appellate court and supreme court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to the US Judicial System (I) 2 知识单元一 
2 Introduction to the US Judicial System(II) 2 知识单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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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Basics of US procedure law (I) 2 知识单元二 
4 Basics of US procedure law(II) 2 知识单元二 
5 US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s 2 知识单元三 
6 Evidence and rules（I） 2 知识单元四 
7 Evidence and rules（II） 2 知识单元四 
8 Grand jury 2 知识单元五 
9 Plead bargaining 2 知识单元六 

10 Petty jury  2 知识单元七 
11 Pretrial stages(I) 2 知识单元八 
12 Pretrial stages(II) 2 知识单元八 
13 Pretrial stages(III) 2 知识单元八 
14 Court procedures(I) 2 知识单元九 
15 Court procedures(II) 2 知识单元九 
16 Court procedures(III) 2 知识单元九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英美法律制度 
后续课程：法律英语案例阅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美国民事与刑事诉讼规则 
难点：美国民事与刑事审前、庭审、审后规则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案例分析 
教学手段： 
1.课堂 PPT课件  
2.学生自主预习 
……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堂口头报告或测验 20%；期末考试占 6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美国诉讼法》教材。 
7、参考书 
1. 沙丽金、刘艳萍等编著《法律英语》，民主与法制出版社，2015年 08月 第 4版 
2. 刘艳萍等编著《法律英语听说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2月第 1版 
3. 刘艳萍等编著《法律英语读写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01月 第 1版 

执笔：刘艳萍 审稿：齐筠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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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时文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in Legal Language 

课程号：4080012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aw, to improve their legal reading 

comprehension, to learn legal words and expressions,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further study of 
common law. Topics will include but not be limited to: 

(1) Academic Integrity 
(2) Malpractice and Medical Liability 
(3) Human Rights 
(4) Judicial Review 
(5) Children Protection 
(6) Victims’ Rights 
(7) Three-person Babies 
(8) Homosexual Marriage 
(9) Women’s Rights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Academic Integrity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Warming-up exercises 
(1)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copyright? 
(2) What would happen if original ideas were not protected? 
(3) How to avoid plagiaris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both a policymaker and a student)? 
2．Concrete materials 
Introduction: 
Academic integrity is the moral code or ethical policy of academia. This includes values such as 

avoidance of cheating or plagiarism; maintenance of academic standards; honesty and rigor in research 
and academic publishing. 

There are quite a few problems surrounding academic integrity with regard to the modern world. The 
internet has provided a quick, relatively easy way to cheat — a temptation that did not exist in such a 
blatant form until quite recently. Furthermore, the definition of what constitutes cheating or plagiarism has 
become blurred. Students have become less likely to cite their sources simply because of the sheer variety 
of sources that they may use and the failure of some sources to attribute authorship. Prior to the internet, 
books and magazines were the primary sources of reference material. But now, information is being 
gathered at very high rates from the web and is often going un-cited because of an increasing ignorance of 
what ought to be cited. For example, because the information is found on the internet, a student may 
assume because it is “free” and “unpublished”, it need not be cited. 

There are many instructional articles on the web telling one how to cheat. Furthermore, there are 
instructional videos on how to cheat on websites such as YouTube. These videos give the student 
comprehensive guides and a variety of options on how to cheat. Because of these videos and their 
availability, a less serious attitude has been adopted by students with regard to cheating. With the ever 
increasing ways in which one can cheat, it is difficult for academic institutions to keep up. This resul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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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nces where rules and guidelines have not caught up with current problems. Another interesting 
problem with academic integrity relates to grade inflation. This is an instance in which it is the faculty and 
administration of an institution that must adhere to academic integrity guides as opposed to the students.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en, that academic integrity must be a dual effort among the students and faculty if 
it is to be exhibited properly. 

(http://en.wikipedia.org/wiki/Academic_integrity) 
Text: 
Academic Integrity and Student Plagiarism: a Question of Education, Not Ethics 
By Susan D. Blum 
Student plagiarism is a problem on many college campuses. The two main approaches that 

institutions use to prevent it call for treating plagiarism either as morally wrong or as a crime. But neither 
avenue can be universally successful. 

Institutions that approach the problem of plagiarism as a matter of morality often create honor codes. 
Such codes appeal to the desire of students to do the right thing. The codes assume that, with appropriate 
social pressure, they will. Students are asked to affirm that they will practice virtuous conduct as members 
of an academic community. 

But while students may subscribe to the principles embodied in the notion of academic integrity, 
other principles can lead them to plagiarize or accept their classmates' infractions. For instance, friendship 
and friendliness — student solidarity — are virtues that often take precedence over adherence to an 
academic code of honor. 

The second approach to preventing plagiarism — treating it as breaking a rule, or as a crime rather 
than a sin — emphasizes law and enforcement. Many colleges regularly revise regulations dealing with 
academic integrity, and call on faculty members and administrators to vigilantly enforce them. Colleges 
now also often rely on electronic plagiarism-prevention resources like Turnitin — whereby professors 
submit student papers to that Web site and receive an "originality report" demonstrating whether any part 
matches existing works in the database. 

Although some students may embrace rules governing academic integrity, others are likely to see 
them as akin to other regulations or laws that they follow reluctantly or ignore. The laws regarding 
drinking, for instance, are routinely flouted at almost every college, and those regarding music 
downloading, a form of shar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e broadly disregarded. 

Traditional efforts by administrators to prevent plagiarism fail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For starters, 
students have only a vague sense of what is meant by the moral quality termed "academic integrity." Also, 
rules about intellectual property are in flux. 

In addition, our notion of the originality of utterance as the product of the unique, isolated, authentic 
self had its peak in the 1960s and 1970s. Students today have been immersed in a culture that revels in 
trying on different personae and sharing freely. There is no inviolable connection between words and the 
self that produces them. Students are not wedded to the integrity of their own writing and do not 
necessarily assume that others are either. 

Moreover, students are mostly focused on success and achievement, a bottom-line mentality that has 
helped them gain admittance to the highly selective institutions that are, in fact, trying to enforce the 
norms of academic citation. If students pursued education for its own sake — as do most professors — 
they would try to produce academic work that increases learning and to model their behavior on their 
professors'. But many students don't especially value the process of classroom learning — so, in fact, any 
process will do. 

All of those trends signal that we need an alternative to the top-down approaches of plagia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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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 represented by honor codes and rule enforcement. A third strategy treats academic integrity, 
especially the mandate to cite sources, as a set of skills to be learned. That notion has both philosophical 
and practical dimensions: Students must be persuaded of the value of citation — which is far from 
self-evident — and instructed over time in how to do it. 

The nuances of citation are complicated, even though we summarize them by saying, "Give credit." 
Faculty members in various disciplines differ vastly in their expectations concerning citation and 
quotation. In engineering, for instance, quotation is not considered desirable, while in the humanities it is 
expected. 

Cross-culturally, examples of literal transmission of words and phrases outnumber examples of each 
generation's starting afresh and creating something brand new. Young people, with their astonishing 
ability to memorize and mimic, are always expected to learn from the old, to defer to them, to memorize 
and chant and recite until the rhythms are embedded in their psyches and souls, until they are all 
socialized and can act properly, having embodied the wisdom of their predecessors. Countless studies 
demonstrate the value that most people place on oral transmission of tradition: Jewish and Christian 
Scriptures, folk tales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so on. Even written texts may rely mostly on collecting 
previously written fragments, as in incorporation of traditional texts in the Chinese classical histories. 

Professors who teach writing and composition struggle to educate students about what citation means 
and how to avoid plagiarism. Unlike administrators and faculty members who merely announce the 
guideline "Cite your sources," writing teachers admit the paradoxical nature of drawing a firm line 
between what is original and what is borrowed. But even sensitive composition teachers can't simply 
deliver a comprehensive lesson about citation. Writing specialists, whether teachers of composition or 
analysts of literature, know that integrity is a slippery concept that cannot be conveyed in a single precept 
uttered once and for all. 

Of course, writers also see practical and professional benefits to being quoted by name. Academics 
increasingly rely on "citation indexes" in various databases, including Google Scholar, to demonstrate 
their scholarly impact. Researchers depend on getting complete citation information so they can track 
down sources. But students, whose writing goes into a vacuum, usually unread by anyone but a single 
instructor, cannot be expected to understand the pragmatic reasons for which citations are demanded. 

Indeed, the professorial insistence on citing sources often seems arbitrary and puzzling to students. 
Even a member of my senior research team, majoring in a field that requires a lot of writing, admitted to 
not understanding why she had to give a page number for a quotation from a journal article, since 
inclusive page numbers were given in the bibliography. She had accepted the basic guidelines about 
citation but could not quite grasp all the nuances of their application. 

Students can recite the guideline for giving credit to anything that is not "common knowledge" — 
such as that there are 12 months in the year or that George Washington was the first American president. 
But what about technical terms defined in textbooks? What about the selection of certain text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posed by the professor? Should the professor get credit for the question? For the syllabus? 

Strict admonishment — "no copying" — is inadequate, whether as timeless morality or as universal 
practice. Students need to be taught the genre requirements of academic writing. They need to be shown 
how to do what we, their teachers, are asking of them. They need to learn how to cite, how to refer, how to 
use quotation marks for direct quotations as opposed to indirect ones. 

Given the nuances of citation and their entanglement with issues of educational goals, originality, 
intertextuality, selfhood, and individuality, it is clear that students cannot simply be handed a brochure and 
be expected to get it. The message has to be broadcast over and over, by many sincere people who have 
given it much thought. Colleges can take the following 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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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e conferences with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s. Put the issues out in public; spell them out 
so everyone knows w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Allow students a voice in framing the issue. 

Admit that the rules are rather arbitrar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not an eternal value. 
Demonstrate and admit the lack of agreement between students and faculty members or 

administrators. 
Raise the probl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s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issue. 
Separate intellectual, legal, and bureaucratic dimensions of academic citation. 
Compare students' quotation and intertextual practices with academic citation practices. Be explicit 

ab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citing and quoting, paraphrasing, and borrowing. Show there are 
different norms in different contexts — for instance, quoting from movies versus books in papers — all 
legitimate in their own way. 

Sort out the various sorts of plagiarism. Just as we distinguish between tasting a grape at the 
supermarket and stealing a car, we don't want to lump together all infractions of academic-citation norms. 
There are big differences among imperfectly mastering citation norms, incorporating a sentence, omitting 
quotation marks, and turning in someone else's paper. 

Treating academic integrity as a constellation of skills, taught largely through the long apprenticeship 
of higher education, is the most promising approach for getting students to follow the rules of academic 
citation, and the one with the least likelihood of providing a shortcut. That means teaching students what 
academic integrity involves, why professors value it, and how exactly to carry it out. 

 (Susan D. Blum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anthrop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This 
essay is adapted from "My Word!: Plagiarism and College Culture," to be published in March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3．Homework 
Divide the passage 
Group discussion 
(1) What is the price of plagiarism? 
(2) How do you think of unraveling plagiarism in China today? 
(3) What is the key to the prevention of plagiarism in China? 
4．Further readings  
(1) http://chronicle.com/article/Academic-IntegrityStudent/32323/ 
(2) http://www.pahomeschoolers.com/newsletter/issue78b.htm 
(3) http://www.indiana.edu/~wts/pamphlets/plagiarism.shtml 
(4) http://www.njsbf.org/images/content/1/1/11085/Plagiarism07_final.pdf 
(5) http://www.ipo.gov.uk/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Academic_integrity 

知识单元 2：Malpractice and Medical Liability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Warming-up exercises 
(1) What is the current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like in China?  
(2) How do you think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can be improved in China? 
2．Concrete materials 
Introduction: 
Medical malpractice happens when a doctor or medical professional is negligent or omits treatment 

that results in harm to a patient. Medical responsibility lawsuits have become a fact of life in e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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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ian's medical practice. However, there is evidence that physicians are increasingly practising 
defensive medicine, ordering more tests than may be necessary and avoiding patients with complicated 
conditions. The modern practice of medicine is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by factors beyond the traditional 
realm of patient care, including novel technologies, loss of physician autonomy, and economic pressures. 
A continuing and significant issue affecting physicians and the healthcare system is malpractice.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re was a major change in the attitude of the public towards the medical 
profession. People were made aware of the huge advances in medical technology, because health 
problems increasingly tended to attract media interest and wide publicity. Medicine is a victim of its own 
success in this respect, and people are now led to expect the latest techniques and perfect outcomes on all 
occasions. This burst of technology and hyper-specialization in many fields of medicine means that each 
malpractice claim is transformed into a scientific challenge, requiring specific preparation in analysis and 
judgment of the clinical case in question. The role of legal medicine becomes more and more peculiar in 
this judicial setting, often giving rise to erroneous interpretations and hasty scientific verdicts, but 
guidelines on the methodology of ascertainments and criteria of evaluation are lacking all over the 
world.The aim of this volume is to clarify the steps required for sequential in-depth analysis of events and 
consequences of medical actions, in order to verify whether, in the presence of damage, errors or 
non-observance of rules of conduct by health personnel exist, and which causal values and links of their 
hypothetical misconduct are involved. 

Text A: 
                              Introduction to Medical Malpractice 
What Is Medical Malpractice 
Medical malpractice,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medical negligence, occurs when a health care 

provider violates the governing standard of care when providing treatment to a patient, causing the patient 
to suffer an injury. Medical malpractice can result from an action taken by the medical practitioner, or by 
the failure to take a medically appropriate action. Examples of medical malpractice include:  

• Misdiagnosis of, or failure to diagnose, a disease or medical condition; 
• Failure to provide appropriate treatment for a medical condition;  
• Unreasonable delay in treating a diagnosed medical condition;  
Medical malpractice actions can be brought by the injured patient against any responsible licensed 

health care provider, including doctors, counselors, psychologists and psychotherapists.  
Limits on Malpractice Damages  
New York does not limit damages in medical malpractice cases.  
Collateral Source Rule 
Under a traditional collateral source rule, a defendant may not seek to reduce its liability by 

introducing evidence that the plaintiff has received compensation from other sources, such as the 
plaintiff's own insurance coverage. For medical  

malpractice cases in New York there is a mandatory offset for collateral source payments, with the 
adjustment made by the court.  

Rules for Expert Witnesses  
New York does not impose special rules for expert testimony in medical malpractice cases.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Under a traditional rule of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 where more than one defendant is found liable 

for the injury suffered by a plaintiff, each defendant is individually liable for the entire amount of the 
judgment, such that if one defendant is unable to pay the other defendant or defendants are liable for the 
entire amount of the judgment. In New York, unless a defendant is more than 50% responsible for ca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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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laintiff's injury, a defendant is liable for damages in an amount proportionate to the defendant's fault for 
the plaintiff's injury. This limitation is not applicable for injuries resulting from intentional acts, or 
reckless disregard of the rights of others.  

Statute of Limitations 
Medical malpractice actions must be filed within thirty months of the date of the act or omission that 

gave rise to the injury occurred. For malpractice actions based upon the presence of a foreign object 
within the body of a patient, the action must be filed within one year of the date that the foreign object 
was or should have been discovered. For medical malpractice actions involving minors, a minor ordinarily 
has thre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his or her eighteenth birthday to commence litigation but the statute of 
limitations cannot be extended for more than ten years from the date of the act or omission giving rise to 
the injury.  

Limits on Attorney Fees 
New York limits attorney fees in malpractice cases to 30% of the first $250,000.00, 25% of the next 

$250,000.00, 20% of the next $500,000.00, 15% of the next $250,000.00, and 10% of any recovery 
greater than $1.25 million.  

Additional Rules 
A certificate of consultation with an expert must be filed within 90 days of the filing of the complaint 

in a medical malpractice action.  
Where liability is conceded, either party may request arbitration of the amount of damages. The 

defendant may concede liability conditioned on a plaintiff's consent to arbitrate; such a concession of 
liability is not admissible for any other purpose.  

New York requires mandatory periodic payment of future damages in an amount greater than 
$250,000.00.  

Why Use A Malpractice Lawyer 
Medical malpractice law is a highly technical field of law, and malpractice lawsuits tend to be 

fiercely defended by well-funded defense firms.  
Medical malpractice lawsuits can be exceptionally expensive to pursue, with costs often exceeding 

$100,000.00. Due to the technical skills involved in prosecuting a malpractice claim, the possibility that 
an inexperienced lawyer may not be sufficiently conversant with the medical issues, or might make a 
technical error which causes a case to be lost or dismissed, and the very high costs the malpractice law 
firm typically must advance, an injured patient is very well served by going with a specialist firm.  

Even within the specialized practice of medical malpractice law, you will find that some lawyers 
have subspecialties of practice, for example focusing on surgical errors, misdiagnosis, or birth trauma 
cases. 

(http://wenku.baidu.com/view/8f76d9e75ef7ba0d4a733be8.html) 
Text B: 
Doctors Fail to Relay Medical Test Results to Patients 
POSTED IN PROFESSIONAL DUTY OF CARE BY LAWYERS.COMSM 
A recent study reported in the 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 shows that doctors often fail to tell 

patients about bad medical test results. In a review of the medical records of 5,434 patients at primary care 
and academic medical facilities, researchers found that doctors failed to tell patients about abnormal test 
results more than 7% of the time. 

Investigators led by Dr. Lawrence P. Casalino searched the records of randomly-selected patients, 
aged 50 to 69, for abnormal results on common blood tests and screening tests, such as mammography 
exams and Pap smears. They found 1,889 instances where the test results were so far out of the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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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ge they indicated an immediate danger to the patient's health or the potential for damage over time 
(such as a high cholesterol level). The researchers then looked for documentation to show that the patients 
were informed of these significant results. They found that in at least 135 cases, no notification was given. 

No News is Not Good News 
When it comes to medical tests, no news isn't necessarily good news. It's dangerous to assume that 

all of your medical test results were normal simply because you didn't hear anything about them from 
your doctor. As the study indicates, patients often fail to receive needed follow-up care because serious 
medical test results are lost or overlooked. Lost test results leading to a missed diagnosis or a delay in 
treatment can be life-threatening for patients and may be actionable as malpractice against doctors. 

Record-Keeping Procedures for Doctors 
The authors of the study recommend that doctors follow five routine procedures to keep patients 

informed about test results: 
Route results to the responsible doctor 
Have the responsible doctor sign off on the results 
Inform patients of all results, normal and abnormal 
Document that patients were informed 
Tell patients to call the office if they fail to receive their test results within a certain time period 
Question Your Doctor about Medical Tests 
The 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recommends that you protect your own health by 

asking your doctor these questions about medical tests: 
Why do I need the test? 
Will the test hurt? 
What information will the test provide? 
Is this the only way to find out the information? 
What are the benefits and risks of having the test? 
How do I prepare for the test? 
When will I get the test results, and how will I get them? 
What is the next step after the test? 
Safeguard your health by following up on medical test results with your doctor. Note on your 

calendar when you should expect to receive your test results, and call your doctor's office if you don't get 
the results within that time. Bug your doctor for your test results-your life could depend on it. 

Questions for Your Attorney 
When could a doctor be sued for malpractice for failing to report abnormal medical test results to a 

patient? 
How would you prove that the failure to report test results caused harm to the patient? 
What kind of damages could a patent recover against a doctor for failing to tell the patient about bad 

medical test results? 
(http://medical-malpractice.lawyers.com/professional-duty-of-care/doctors-fail-to-relay-medical-test-

results-to-patients.html) 
3．Homework 
Divide the passage 
Group discussion 
(1) What should medical liability laws offer to doctors? 
(2) What can account for the fact that most of the time doctors fail to relay medical test results to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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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ow many types of medical malpractice you know or have heard? 
4．Further readings 
(1) http://www.wisegeek.com/what-is-medical-malpractice-liability.htm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dicare_(United_States)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Evidence-based_practice 
(4) http://biztaxlaw.about.com/od/glossaryd/g/defendant.htm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Medical_malpractice 
(6)http://www.ebookee.net/Malpractice-and-Medical-Liability-European-State-of-the-Art-and-Guidel

ines_3327864.html 
(7)http://medical-malpractice.lawyers.com/professional-duty-of-care/doctors-fail-to-relay-medical-te

st-results-to-patients.html 
(8) http://www.stlmedicalmalpractice.com/ 

知识单元 3：Human Rights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Warming-up exercises 
(1) What are human rights? 
(2) What is the cornerston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ity of human rights is the cornerston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This principle, as first emphasized 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Human Rights in 1948, has been 
reiterated in numerous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nventions, declarations, and resolutions. The 1993 
Vienna World Conference on Human Rights, for example, noted that it is the duty of States to promote 
and protect all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regardless of their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systems. 

All States have ratified at least one, and 80% of States have ratified four or more, of the core human 
rights treaties, reflecting consent of States which creates legal obligations for them and giving concrete 
expression to universality. Some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norms enjoy universal protection by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across all boundaries and civilizations. 

Human rights are inalienable. They should not be taken away, except in specific situations and 
according to due process. For example, the right to liberty may be restricted if a person is found guilty of a 
crime by a court of law. 

(3) How to understand that all human rights are Interdependent and indivisible?  
All human rights are indivisible, whether they are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such as the right to life, 

equality before the law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such as the rights 
to work, social security and education, or collective rights, such as the rights to development and 
self-determination, are indivisible, interrelated and interdependent. The improvement of one right 
facilitates advancement of the others. Likewise, the deprivation of one right adversely affects the others.   

2 Concrete materials 
Introduction: 
Human rights are rights inherent to all human beings, whatever our nationality, place of residence, 

sex, national or ethnic origin, colour, religion, language, or any other status. We are all equally entitled to 
our human rights without discrimination. These rights are all interrelated, interdependent and indivisible. 

Universal human rights are often expressed and guaranteed by law, in the forms of treaties,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general principles and other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lays down obligations of Governments to act in certain ways or to refrain from certain ac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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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to promote and protect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of individuals or groups. 
Text A: 
Iraq: UN report document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of increasingly sectarian nature 
BAGHDAD/GENEVA (23 February 2015) – A UN report released Monday documents widespread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of an increasingly sectarian nature in Iraq, as well as a deterior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large parts of the country. 

The report, produced jointly by the UN Assistance Mission for Iraq (UNAMI) and the Office of the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covers the period from 11 September to 10 December 2014. 

It documents seriou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gross abuses of human rights 
perpetrated over a three month period by the 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 (ISIL), with an apparent 
systematic and widespread character. These include killings of civilians, abductions, rapes, slavery and 
trafficking of women and children, forced recruitment of children, destruction of places of religious or 
cultural significance, looting and the denial of fundamental freedoms, among others. 

“Members of Iraq’s diverse ethnic and religious communities, including Turkmen, Shabaks, 
Christians, Yezidi, Sabaeans, Kaka’e, Faili Kurds, Arab Shi’a, and others have been intentionally and 
systematically targeted by ISIL and associated armed groups and subjected to gross human rights abuses, 
in what appears as a deliberate policy aimed at destroying, suppressing or expelling these communities 
permanently from areas under their control,” the report says. 

The report also details the murder of captured members of Iraqi security forces and of people 
suspected of being associated with the Government by ISIL. Individuals suspected of being disloyal to 
ISIL, including religious, community and tribal leaders, journalists, doctors as well as female community 
and political leaders have been particularly targeted.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at least 165 executions 
were carried out following sentences by so called “courts” in ISIL-controlled areas. 

“Many of the violations and abuses perpetrated by ISIL may amount to war crimes,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possibly genocide,” the report notes. 

The report also details violations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and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reportedly committed by the Iraqi Security Forces (ISF) and affiliated armed group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including failures to abide by the principles of distinction and proportionality in the conduct of 
military operations. 

“Armed groups claiming to be affiliated to or supporting the Government also perpetrated targeted 
killings, including of captured fighters from ISIL and its associated armed groups, abductions of civilians, 
and other abuses,” the report says. 

Militias and other armed groups – some of which appear to be operating outside of Government 
control according to reports - are active in several governorates, particularly in Diyala and Salah-al-Din. 
Allegations of human rights abuses by these militias have been received, including summary executions 
and abduc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At least 11,602 civilians have been killed and 21,766 wounded from the beginning of January until 
10 December 2014. Between 1 June and 10 December 2014, when the conflict spread from Anbar to other 
areas of Iraq, at least 7, 801 civilians were killed and 12,451 wounded. 

“ISIL’s goal remains to destroy the Iraqi state and society by fermenting violence and division,” said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 Secretary-General for Iraq Nickolay Mladenov, noting that the figures 
provided should be regarded as absolute minimums, given the limitations on UNAMI/OHCHR capacity to 
verify reports of civilian casualties and allegations of human rights abuses. 

“Iraqi leaders need to move immediately and implement the Government’s agenda of 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in order to put an end to the heinous crimes committed by ISIL, and ensure tha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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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ed groups are under state control,” Mr. Mladenov added. 
The report also notes that the number of civilians who have died from the secondary effects of 

violence, including the lack of access to food, water or medical care, remains unknown. Large numbers 
remained trapped or displaced in areas under the control of ISIL during the reporting period, with limited 
access to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Children, pregnant women,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elderly people 
proved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in these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I continue to be deeply shocked by the gross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committed by ISIL and 
associated armed groups. The targeting of civilians based on their faith or ethnicity is utterly despicable 
and we must not spare any effort to ensure accountability for these crimes,” said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Zeid Ra’ad Al Hussein, who once again called on Iraq to join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or to accept the exercise of its jurisdic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facing the country. 

(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media.aspx?IsMediaPage=true) 
Text B: 
Ban on HIV positive immigrants entering the UK proposed  
for Immigration Bill by Tory MPs 
Conservative MPs have been accused of trying to change the law to ban foreigners with HIV and 

Hepatitis B from living and working in Britain. 
Nearly 20 Tories backed an amendment to the Government’s controversial Immigration Bill which 

would have required anyone coming to settle in Britain to prove that they were not HIV positive. 
The move was described as “shameful” and “outrageous” by Aids charities. It also drew the wrath of 

some other Conservative MPs, with Margot James accusing her colleagues of trying to take the party 
“back to the 80s”. 

Under the plan, the Home Secretary Theresa May would have been given the power to require all 
immigrants to prove that they were not HIV positive before being allowed to live in the UK. 

The amendment was backed by several senior Tory MPs including Graham Brady, chairman of the 
powerful back bench 1922 committee. 

The amendment was introduced by Dr Phillip Lee, the Conservative MP for Bracknell who is a 
former doctor. It was also signed by Dr Sarah Wollaston, a former GP. 

But it drew a furious response from Aids charities and other politicians who described it as 
“prejudice in its purest form”. “This amendment shows that there remains a shameful lack of 
understanding about HIV among some of our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said Deborah Jack, chief executive 
of the National AIDS Trust. 

“The UK has for 30 years resisted entry restrictions and to introduce them at this stage would set us 
squarely against the international trend to overturn such rules. 

“This is HIV prejudice in its purest form.” 
Dr Lee claimed his amendment wasn’t about “banning anyone”. “It’s about detecting blood-borne 

virus carriage,” he said. “Individuals who know they’re HIV positive understand the risk of transmission. 
Those who don’t do not. After detection can come treatment.” 

However, in the end time restrictions meant the amendment was not debated or voted on so will not 
form part of the Bill, which now goes to the House of Lords.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uk/ban-on-hiv-positive-immigrants-entering-the-uk-proposed-f
or-immigration-bill-by-tory-mps-9097297.html) 

3．Homework 
Divide the pa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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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discussion 
(1) Why is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present in all the major human rights treaties?  
Non-discrimination is a cross-cutting principle in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The principle is 

present in all the major human rights treaties and provides the central theme of some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nventions such as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The principle applies to everyone in relation to all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s and it prohibits 
discrimination on the basis of a list of non-exhaustive categories such as sex, race, colour and so on. The 
principle of non-discrimination is complemented by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as stated in Article 1 of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 

(2) Why do human rights entail both rights and obligations?  
Human rights entail both rights and obligations. States assume obligations and duti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to respect, to protect and to fulfill human rights. The obligation to respect means that 
States must refrain from interfering with or curtailing the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The obligation to 
protect requires States to protect individuals and groups against human rights abuses. The obligation to 
fulfill means that States must take positive action to facilitate the enjoyment of basic human right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while we are entitled our human rights, we should also respect the human rights of 
others. 

(3)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The Committee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CMW) ? 

The Committee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CMW) is the body of independent experts that monitors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by its 
State parties. It held its first session in March 2004. 

All States parties are obliged to submit regular reports to the Committee on how the rights are being 
implemented. States must report initially one year after acceding to the Convention and then every five 
years. The Committee will examine each report and address its concerns and recommendations to the 
State party in the form of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The Committee will also,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be able to consider individual complaints or 
communications from individuals claiming that their rights under the Convention have been violated once 
10 States parties have accepted this procedure in accordance with article 77 of the Convention. 

The Committee meets in Geneva and normally holds two sessions per year. 
The Committee also organizes days of general discussion and can publish statements on themes 

related to its work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ontent of the provisions in the Convention (general 
comments). 

4．Further readings  
(1) http://www.ohchr.org/EN/Issues/Pages/WhatareHumanRights.aspx 
(2) http://www.ohchr.org/EN/HRBodies/CMW/Pages/CMWIntro.aspx 
(3) http://www.un.org/en/rights/ 
(4) http://hetq.am/eng/news/human-rights/ 
(5) http://www.independent.co.uk/topic/HumanRights 
(6)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uk/ban-on-hiv-positive-immigrants-entering-the-uk-proposed

-for-immigration-bill-by-tory-mps-9097297.html 
知识单元 4：Judicial Review 

参考学时：4学时 



8681 

学习内容： 
1．Warming-up exercises 
(1) How much do you know judicial review in common law countries? 
(2) What i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judicial review in the UK? 
(3) Where did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SA get the power of judicial review? 
2．Concrete materials 
Text A: 
Legal fee rises will stem 'soaring' judicial review cases, says MoJ 
(But opponents say changes taking effect this summer will result in unlawful decision-making by 

government going unchecked) 
A quadrupling of legal fees and tighter restrictions on time limits for lodging applications will choke 

off the "soaring number of judicial review" cases brought before the courts, according to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Announcing detailed changes following a six-week long consultation, the justice secretary, Chris 
Grayling, will say on Tuesday that it will prevent claims being used as a "cheap delaying tactic" in 
planning and immigration appeals. 

But the proposals have been condemned by immigration lawyers and Labour's justice spokesman, 
Sadiq Khan, who warned it would result in more "unlawful decisions going unchecked". 

The changes the government will announce include: 
• Introducing a £215 court fee for anyone seeking a hearing in person after their initial written 

judicial review application has been turned down. It is currently £60. 
• Banning people from seeking a hearing in person if their initial written application has been ruled 

as totally without merit. 
• Halving the time limit for applying for a judicial review of a planning decision from three months 

to six weeks. 
• Reducing the time limit for applying for a judicial review of a procurement decision (usually 

involving disputes over contracts awarded) from three months to four weeks. 
Grayling said: "Judicial review should be used by people who have carefully considered whether 

they have proper grounds to challenge a decision. We are changing the system so it cannot be used 
anymore as a cheap delaying tactic." 

The MoJ believes the changes will dispel what it calls the "culture of using meritless judicial review 
applications" to delay immigration decisions and hold up development. 

Figures from the department show the number of judicial review applications rose from 6,692 in 
2007 to 11,359 in 2011. Only one in six was granted permission to proceed beyond the earliest stages and 
the number that were ultimately successful fell from 187 to 144. 

The vast majority of judicial review decisions involve immigration cases. There were 8,649 judicial 
review applications made in 2011 as an attempt to overturn an immigration decision – but only 607 were 
considered suitable for a hearing and only 54 were ultimately successful. 

The new court rules are expected to take effect this summer. The MoJ backed down on two other 
proposed changes following objections from judges and others. 

It had wanted to impose time limits for appeals in ongoing cases where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work 
out when the clock might start running. It also decided not to preventing judicial reviews being taken 
when cases had already been subject to an earlier judicial decision. 

Khan said: "The prime minister claims that judicial review is stifling economic growth. This is 
nonsense. The lack of economic growth is due to the government's economic policies not due to unlaw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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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s being challenged. 
"No government is above the law. It is essential that where a government or other public body has 

acted unlawfully a judge can hold them to account. That's why ministers need to guarantee that these 
proposals will not insulate government decisions from legal challenge or remove this crucial check and 
balance on their power. 

"Recent history has shown the importance of judicial reviews in exposing shoddy and unlawful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 whether it be the disastrous west coast mainline franchising or the botched 
cancelling of Building Schools for the Future. Making challenges more difficult will result in an increased 
number of unlawful decisions going unchecked and local charities, residents associations and 
communities groups will be squeezed out, leaving only the well-resourced, powerful organizations able to 
bring judicial reviews." 

The Immigration Law Practitioners Association has criticized the short period for consultation, 
saying: "For example, there is little or no consideration of the fact that significant numbers of judicial 
review claims settle pre- and post-permission, suggesting that far from being unmeritorious, or deliberate 
'delaying' tactics, the claims were properly and responsibly brought and conducted, and that the parties 
managed to achieve a resolution of the claim without using further court time and resources." 

(http://www.theguardian.com/law/2013/apr/23/legal-fee-rises-judicial-review) 
Text B: 
Lawyers urge peers to reject judicial review restrictions 
(Combined statement from legal professions says criminal justice and courts bill will have ‘chilling 

effect’ on people seeking justice) 
Peers have been urged to reject restrictions on judicial review that will make it harder to challenge 

government and local authority decisions. 
The criminal justice and courts bill, which lawyers claim will have a “chilling effect” on those 

seeking justice, goes before the House of Lords this week. 
In a combined statement, the three main legal professions in England and Wales also condemned 

Ministry of Justice plans to prevent charities and NGOs from intervening in matters of public interest. 
The Bar Council, which represents barristers, the Law Society, representing solicitors, and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Legal Executives (CILEx) in England and Wales are all opposed to the changes. 
The plans are aimed at preventing what are described as unnecessary delays. David Cameron, 

originally blamed judicial review claims for postponing commercial planning developments. 
The justice secretary, Chris Grayling, has said “leftwing” campaigners have exploited the process of 

judicial review to frustrate government initiatives and to generate a “lucrative industry” for lawyers. 
Although the MoJ has already given some ground in the face of opposition, part 4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and courts bill would, according to critics: restrict judicial review to the wealthy by limiting 
protective costs orders; render charities and other interveners liable for costs; and effectively “shield 
public bodies from proper scrutiny when they act unlawfully”. 

The key clauses of the bill are likely to go before the House of Lords either on Wednesday or next 
Monday. The language of the bill may be impenetrable and legalistic but its effect could be far-reaching 

Last week parliament’s joint 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 was highly critical of the proposed changes, 
warning: “Restricting the availability of cost-capping orders … would be a disincentive to meritorious 
public interest challenges being brought.” 

The surge in judicial review cases over the past decade has not, in fact, been due to planning 
objections but to an increase in asylum and immigration cases. 

In the joint statement, the chairman of the Bar Council, Nicholas Lavender QC, said: “I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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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department or local authority did something you thought was unlawful, like stop your 
business from trading, close your mother’s care home or relocate your child’s school, what would you do? 

“Judicial review is an important tool to stop dodgy decision making by public authorities. It is 
fundamental to our system of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that members of the public, including the weakest 
and most vulnerable, have an effective means of scrutinising and checking executive power.” 

Andrew Caplen, the president of the Law Society, said: “This would make it easier for public bodies 
to act without regard for the law in some of the most sensitive areas of our lives.” 

Frances Edwards, the president of CILEx, said: “This means judicial review will only be available to 
risk takers with deep pockets. Access to justice should be about the merits of your case, not the size of 
your wallet. 

“The bill would also allow a government minister to decide what matters ar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rather than independent judges. This would enable future governments to keep certain challengers at arm’s 
length. That is like letting the title holder choose their challenger.” 

The shadow justice minister, Andy Slaughter, has also been critical of the government’s plans. 
“Judicial review is an important constitutional method in which the individual can hold the powerful state 
to account,” he said. “The public would take a very dim view if any politician sought to undermine that 
fundamental principle for their own narrow political advantage. Chris Grayling should heed this warning 
and reverse his plans to curtail judicial review before it is too late.” 

Andrea Coomber, director of the civil liberties organisation Justice said: “Judicial review is one of 
the very few means we can challenge public bodie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which act unlawfully. 
We should all be watchdogs when the Government tries to rewrite the rules in its favour. 

“Pressing ahead with these changes will shield Government – big and small – from scrutiny, will 
deprive individuals without means of an often much-needed remedy and will undermine the rule of law. 
MPs and Peers must act now. The ballot box should not be the only realistic remedy for unlawful public 
action.” 

Responding to criticism, the justice minister, Shailesh Vara, said: “We have seen a huge surge in 
judicial review cases in recent years. Many judicial reviews are weak or ill-founded and can be expensive 
and unnecessarily time-consuming. 

“We want to make sure judicial review continues its crucial role in holding authorities and others to 
account, but also that it is used for the right reasons and is not abused by people to cause delays or to 
generate publicity for themselves or their organisations at the expense of ordinary taxpayers.” 

(http://www.theguardian.com/law/2014/oct/21/lawyers-urge-peers-reject-judicial-review-restrictions) 
3．Homework 
Divide the passage 
Group discussion 
(1) Why do lawyers reject judicial review restrictions?  
(2) Do you agree that legal fee rises will stem 'soaring' judicial review cases? 
4．Further readings  
(1) http://www.theguardian.com/law/2013/apr/23/legal-fee-rises-judicial-review 
(2)http://www.theguardian.com/law/2014/oct/21/lawyers-urge-peers-reject-judicial-review-restrictions 
(3) http://www.theguardian.com/law/2014/jun/25/judges-restrictions-judicial-review-challenges 

知识单元 5：Children Protection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Warming-up exerc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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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y is children protection an essential part of helping children grow up to be self-reliant adults?  
(2) What are the approaches to children protection? 
2．Concrete materials 
Introduction: 
Provincial or state governments' child protection legislation empowers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 or 

agency to provide services in the area and to intervene in families where child abuse or other problems are 
suspected. The agency that manages these services has various names in different provinces and states, 
e.g., Department of Children's Services, Children's Aid, Department of Child and Family Services. There 
is some consistency in the nature of laws, though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ws varie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United Nations has addressed child abuse as a human rights issue, adding a section specifically 
to children 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Recognizing that the child, for the full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is or her personality, should 
grow up in a family environment, in an atmosphere of happiness, love and understanding… should be 
afforded the right to survival; to develop to the fullest; to protection from harmful influences, abuse and 
exploitation; and to participate fully in family, cultural and social life. 

Text A: 
Police removal of 14-year-old girl's clothes was legal, court rules 
(Appeal judges say removal of clothes did not breach teenager’s rights to privacy but may not be best 

way to cope with risk of suicide) 
Stripping a distressed and and vulnerable 14-year-old girl of her clothes upon arrival at a police 

station may not be the best way to cope with the risk of suicide, the appeal court has warned. 
But the three judges unanimously found that Merseyside police officers did not breach the teenager’s 

rights to privacy and acted “reasonably and proportionately in the urgency of the situation with which they 
were confronted”. 

The ruling comes after claims that more and more forces are strip-searching children not to look for 
hidden evidence but to ensure they do not attempt to self-harm or hang themselves while in police 
custody. 

Campaign groups say that officers do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trauma inflicted on young people in 
the process. 

The case was brought on behalf of the child, identified only as PD. She had been arrested in 2010 for 
being drunk and disorderly outside a kebab shop after drinking a large quantity of vodka. 

The girl had a history of mental health problems. Her parents were not informed, before her clothes 
were removed, that she had been detained overnight. 

Three female officers carried out the strip-search. She was put into a gown. Her pants were removed, 
supposedly because it was feared she could use the elastic to hang herself. CCTV from the cell later 
showed her ripping her hair out and banging her head against the wall – evidence, it is said, that she felt 
degraded. 

The judges, Lord Justice Pitchford, Lord Justice Lewison and Lord Justice Fulford, said: “Children in 
custody are vulnerable and ... special care is required to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and well being. [We] 
express concern that it should have been thought appropriate immediately to remove the clothes of a 
distressed and vulnerable 14-year-old girl without thought for alternative and less invasive measures to 
protect her from herself.” 

But the judges added: “The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Pace), provided [police] with the 
power to seize the claimant’s clothing in very limited circumstances, one of which was to prevent the 
claimant from harming her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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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no issue between the parties that this was the legitimate reason for the admitted interference 
with the claimant’s article 8 right [under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to respect for her 
private life; nor is there any challenge to the [original trial] judge’s finding that the action taken was an 
urgent necessity.” 

The officers had therefore not acted disproportionately and the claim failed. In the course of the 
judgment, however, the judges found that safeguards set out in Pace do apply even to cases where removal 
of clothes is for the purpose of ensuring a suspect’s safety. 

The appeal court added: “Except in cases of urgency, where there is a risk of harm to the detainee or 
to others, an appropriate adult [or parent] must be present (unless the detainee wishes the appropriate adult 
not to be present).” 

Two campaign groups, the Children’s Rights Alliance for England (Crae) and Just for Kids Law, 
intervened. Strip-searching of children doubled between 2008 and 2013, according to Crae. The youngest 
suspect was 12. In 45% of cases, no parent or appropriate adult were present when the child had some or 
all of their clothing removed. 

Paola Uccellari, director of Crae, said: “Being stripped by someone in a position of power is 
inevitably a traumatic and distressing experience for a child. 

“This measure must only be used as a last resort. If it’s being used as a matter of routine, or 
unnecessarily, it would breach a child’s human rights. Over-reliance on this practice needs to be looked at 
as a matter of urgency.” 

Shauneen Lambe, director of Just for Kids Law, said: “We were alarmed that a police force took the 
position that when a child is being stripped for their own protection, rather than looking for contraband, 
the same safeguarding protections did not apply and welcome this clarification from the court of appeal 
that they do. Along with Crae we have asked the government to undertake a review of why there appears 
to be such an increase in children being stripped by the police.” 

(http://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5/feb/19/police-removal-of-14-year-old-girls-clothes-was-
legal-court-rules) 

Text B: 
Police must treat 17-year-olds in custody as children, court rules 
(Home Office says it will cost £20m to ensure older teenagers get support of parent or 'appropriate 

adult') 
Seventeen-year-olds must be treated as children when held in police custody, the high court has 

ruled. 
The decision will transform the way older teenagers are handled when arrested. The Home Office, 

which resisted any change to the law, estimated it will cost £20m to ensure that parents or an "appropriate 
adult" are called in to provide support. 

The parents of two 17-year-olds who killed themselves after being arrested have supported the 
campaign to change the law by the charity Just For Kids Law. 

The home secretary, Theresa May, has been ordered to redraft the code governing detention of 
teenagers under the Police and Criminal Evidence Act. 

Handing down judgment, Lord Justice Moses said: "This case demonstrates how vulnerable a 
17-year-old may be. Treated as an adult, he receives no explanation as to how important it is to obtain the 
assistance of a lawyer. 

"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a more striking case where the rights of both child and parent under article 
8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guaranteeing family life] are engaged than when a child is 
in custody on suspicion of committing a serious offence and needs help from someone with whom h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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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iar and whom he trusts in redressing the imbalance between child and authority." 
The director of Just for Kids Law, Shauneen Lambe, called on the Home Office to issue immediate 

guidance to police forces to change their policy. 
She added: "The judgment makes me proud. Proud of the 17-year-old who stood up and said: 'I am 

prepared to take this to court because I think it is not fair.' Proud to be a citizen of a country whose judges 
are prepared to tell the home secretary that she is wrong when she is. And proud that because of all the 
hard work of so many, this country will now be a better place for all 17-year-old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Appropriate Adult Network, 75,000 17-year-olds are held in police 
custody in the UK every year. It disputed the Home Office's estimate of a £20m cost, insisting that a 
largely voluntary service supporting 17-year-olds in custody would cost £1.5m at most. 

The test case was brought by a south London teenager, Hughes Cousins-Chang, who was 17 when he 
was arrested last April on suspicion of stealing a mobile phone. He was held for more than 11 hours in 
custody. His parents were prevented from talking to him. He was eventually released and no charges were 
ever brought. 

Outside court, Cousins-Chang, now 18, said: "I hope it will change the way 17-year-olds are treated 
by the police." 

The Home Office said: "The government believes the welfare and protection of all those held in 
police custody,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is extremely important. 

"We accept the court's judgment and will consider the next steps we should take to implement the 
changes." 

Text C: 
Will the police follow the justice system and stop treating child suspects as adults? 
Damion Roberts 
 (Taking juveniles into custody without informing parents has been ended by a high court judge, but 

attitudes have to change as well) 
It was a warm summer's afternoon when six police officers, some plainclothed, some uniformed, 

dived out of an unmarked car and placed me under arrest. They forced me to the ground, handcuffed me 
behind my back and surrounded me. My first thought was that I was getting attacked by strangers. I was 
then piled into the back of the vehicle and driven to the police station. 

Did they know I was only 17? It didn't matter, as until Thursday, 17-year-olds who were taken into 
custody by police for questioning have been treated like adults, even though elsewhere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they would be seen as juveniles. A high court judge has now ruled the practice unlawful 
and parents will have to be informed if they are arrested. 

I'm 31 now and still vividly remember the experience. The police didn't ask me how old I was, they 
just kept repeating: "You're going to go to prison for a long time." I kept thinking about my mum. I 
needed her. I closed my eyes and didn't open them until the van pulled up at the station. I was taken to a 
cell. The officers closed the door and one of them looked at me through the flap and then shut it. 

I sat on the bed with my hands between my legs, unable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from the other guys 
in the cell, who looked to be in their 40s. All I could think about was my mum and that she need to know 
what had happened to me. My cellmate told me to "stop crying and man-up" as I was going to be there a 
while. Another guy in the cell had been there for two days waiting for an interview. 

After four hours I asked for a phone call, only to be told that the officer dealing with me had gone 
off-site and I'd be dealt with when he got back. Ten hours later, I was told I'd be staying the night and 
would be interviewed in the morning. I asked if my mum had been told about me being here. He looked at 
me, said that I was a big boy, to deal with it and he then shut the cell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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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ing Thursday's judgment, 17-year-olds will be treated like the children that they are, resolving 
the anomaly in the law that meant there was no requirement that a parent or appropriate adult be informed. 
The test case was brought by the parents of two 17-year-olds who killed themselves after being arrested. It 
shouldn't have got to that point before the law was challenged. In my work as a gang mediator, I work 
with individual young people to tackle youth violence. Every day, I see the same attitude towards young 
people I experienced when I was arrested. 

Yes, violent crime among teens is a major issue in the UK. But it's a teenage issue – not an adult one 
– born out of chaotic situations between young people who haven't learned how to communicate in any 
other way. "Man up," they're told, but understanding adult behaviour comes only with experience. 

Like any relationship, boundaries need to be established and maintaine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has now learned this, and it's for the police to maintain those boundaries which have been set in place. If 
the officers of the law continue to treat young people as something they're not, then inevitably that 
relationship will continue to break down. This judgment goes one step of the way towards improving that. 

(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apr/26/police-child-suspects-treated-as-adults) 
3．Homework 
Divide the passage 
Group discussion 
(1) Do you agree that child suspects should be treated as adults? 
(2) Why do the police and the judicial system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towards this question? 
4．Further readings  
(1) http://www.theguardian.com/society/childprotection 
(2) http://www.theguardian.com/uk/2013/apr/25/police-17-custody-children-court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ild_protection 
(4)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apr/26/police-child-suspects-treated-as-adults 
(5)https://www.children.org/protection 

知识单元 6: Victims’ Rights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Warming-up exercises 
(1)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Crime Victims’ Rights Act of 2004? 
(2) What rights should crime victims have?  
(3) How to protect children from being hurt again in letting them provide evidence? 
2．Concrete materials 
Text A: 
Victims of crime law planned by government 
Crime victims in England and Wales are to be given legal right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justice 

secretary has said. 
Chris Grayling says the proposed law will see victims kept informed about their case and courts will 

allow most to provide a personal impact statement. 
Separate plans will see a victims' information service set up next March and more child witnesses 

film their evidence before a trial starts. 
Labour is to outline its own proposals for victims in the coming weeks. 
Range of support 
At the moment, a victims' code sets out guidance for courts, police and the probation service. The 

proposed law, which will be subject to a bill in the next Parliament, will enshrine several of its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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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legislation. 
The code's entitlement for victims to tell the sentencing judge and offender how a crime has impacted 

their life through a statement is among the measures that will become law.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will include a helpline and website and aims to guide victims to support 

services. 
Ministers will also consult on plans to pay compensation up front to victims - many have had to wait 

years in the past - and courts will be modernised to include separate waiting areas for victims and 
defendants. 

Publicly-funded lawyers will also be required to have specialist training before working on serious 
sex offence cases. 

Mr Grayling said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could be daunting for victims. 
"Victims, especially the most vulnerable, can find it traumatic and difficult to know where to turn to 

for advice and support," he said. 
"We are also making it easier for them to find whatever it is they need by establishing one simple 

source of information and help - be it tracking the progress of their case, applying for compensation, 
knowing what to expect in court, or understanding the range of support available to them." 

Child witnesses 
The government is hoping to extend a pilot scheme in three Crown Courts that allows children to be 

cross-examined before trials, away from court, with their evidence filmed and later shown on video during 
a trial. 

Concerns had previously been raised about how children were affected by the court process - with 
reports of one victim who was cross-examined for 12 days by seven defence barristers. 

If successful, the scheme will be apply to all child witnesses by the end of 2017 and may also be 
extended to include vulnerable adult witnesses.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charity Victim Support, Mark Castle, said: "Children and other vulnerable 
victims and witnesses should not have to face the trauma of giving evidence in a court building, unless 
they choose to." 

He added: "Our witness service team, who work behind the scenes in court, see every day just how 
distressing it can be... especially for victims of a violent or sexual crime. 

"Putting victims' rights in law sends a clear message to police, prosecutors and the courts that 
addressing the needs of victims is central to their work - it cannot be an optional extra." 

Victims' Commissioner Baroness Newlove welcomed the plans but questioned how they would differ 
in practice from the existing victims' code. 

"A new law cannot be used as a quick fix," she said. 
"Recently, we've seen how the abuse of victims in Rotherham was covered up... I'd like to know how 

a victims' law would put a stop to this dismissive, ignorant and collusive behaviour." 
She suggested the information service would not "put an end to victims being pushed from stranger 

to stranger to find out what is happening to them. That's why I want to see the government going further 
by introducing... a victim care manager". 

'Back of an envelope' 
BBC home affairs correspondent Danny Shaw says the announcement may be seen as an attempt to 

pre-empt Labour plans for a victims' law. 
Shadow justice secretary Sadiq Khan said the party's taskforce had consulted widely over the past 

year. 
He said the government had let down victims by cutting compensation for innocent victims of vio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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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e and leaving the position of victims' commissioner vacant for almost a year, before making the role 
part time. 

Mr Khan said Downing Street had also wanted to reduce prison sentences by half if criminals entered 
a guilty plea, closed down rape centres and courts, and cut resources for Victim Support. 

"This announcement looks like it's been cobbled together on the back of an envelope, in the dying 
months of this government," he added. 

(ttp://www.bbc.co.uk/news/uk-29193548) 
Text B: 
Scheme to let victims request meetings with offenders trialled 
Victims of crime in the Thames Valley have become the first in England to be able to ask for face to 

face meetings with their offenders. 
Until now, restorative justice has started with offenders being selected and then their victims being 

contacted for a possible meeting. 
A new EU-funded trial set up in March is now seeing victims offered the chance to initiate a meeting. 
The first cases are now under way and the trial will run until December 2014. 
If it is successful, the scheme could be rolled out across the country. 
'Personally affected' 
Geoff Emerson, restorative justice manager for Thames Valley Probation, said the service was 

working with the Victim Support charity on the project.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be able to offer RJ (restorative justice) to victims at different points in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but this is a way of enabling volunteers to come forward saying that it's 
something they want to do," he said. 

"Up to now we've not been able to do that, we've not had the funds to do that. 
"This is a way of getting to see what the take-up rate will be." 
He said about 33% of victims offered the service so far had chosen to have a face to face meeting, 

while about 50% had chosen indirect contact, for example through a letter. 
"The evidence, which shows where victims get really good benefits, come from offences of burglary 

or violence and public order offences, but more importantly it's where a person has been more personally 
affected," Mr Emerson added. 

"It's enabling the person affected to have their say and it puts them into a position of some degree of 
power, it empowers them to change things and move on." 

Justice Minister Jeremy Wright said officials were already working with probation trusts to improve 
the delivery of restorative justice locally and had awarded a £170,000 grant to Thames Valley Partnership 
to develop its approach. 

He added: "Many victims of crime get to see sentences handed down in the courts, but it's not always 
enough to help them move on with their lives. 

"Restorative justice gives victims the opportunity to look offenders in the eye and explain to them the 
real impact the crime has had on their life. The process also provides a chance for offenders to face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actions." 

(http://www.bbc.co.uk/news/uk-england-23237412) 
3．Homework 
Divide the passage 
Group discussion 
(1) Give the definitions of cross-examination and restorative justice? 
(2) How do you think of victims’ rights in China? 



8690 

(3) Suppose you were a crime victim, why do you want to have a face-to-face meeting with your 
offender?  

4．Further readings  
(1) http://www.bbc.co.uk/news/uk-29193548 
(2) http://www.bbc.co.uk/news/uk-24998137 
(3) http://www.bbc.co.uk/news/uk-england-23237412 
(4) http://www.bbc.co.uk/news/uk-wales-22572667  

知识单元 7：Three-person Babies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Warming-up exercises 
(1) Have you heard of three-person babies? 
(2)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had a fatal disease but you wanted to have a baby? 
2．Concrete materials 
UK approves three-person babies 
(24 February 2015 Last updated at 20:36) 
The UK has now become the first country to approve laws to allow the creation of babies from three 

people. 
The modified version of IVF has passed its final legislative obstacle after being approved by the 

House of Lords. 
The fertility regulator will now decide how to license the procedure to prevent babies inheriting 

deadly genetic diseases. 
The first baby could be born as early as 2016. 
A large majority of MPs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approved "three-person babies" earlier this 

month. 
The House of Lords tonight rejected an attempt to block the plan by a majority of 232. 
Power packs 
Mitochondria are the tiny compartments inside nearly every cell of the body that convert food into 

useable energy. 
But genetic defects in the mitochondria mean the body has insufficient energy to keep the heart 

beating or the brain functioning. 
The structures are passed down only from the mother and have their own DNA, although it does not 

alter traits including appearance or personality. 
The technique, developed in Newcastle, uses a modified version of IVF to combine the healthy 

mitochondria of a donor woman with DNA of the two parents. 
It results in babies with 0.1% of their DNA from the second woman and is a permanent change that 

would echo down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Timeline 
●March to August - The UK fertility regulator will develop and then publish their licensing rules for 

assessing applications to perform three-person IVF 
●Early Summer - The team in Newcastle publish the final safety experiments demanded by the 

regulator 
●29 October - Regulations come into force 
●24 November - Clinics can apply to the regulator for a licence 
●By the end of 2015 - the first attempt could take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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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 
In the debate, health minister Lord Howe said there was an opportunity to offer "real hope" to 

families. 
He stated the UK was leading the world and that three safety reviews by experts suggested it would 

be safe. 
Lord Howe told the House: "Families can see that the technology is there to help them and are keen 

to take it up, they have noted the conclusions of the expert panel. 
"It would be cruel and perverse in my opinion, to deny them that opportunity for any longer than 

absolutely necessary." 
Lord Deben, the former government minister John Gummer, countered that there were "real doubts 

about safety". 
He also voiced concerns about whether the creation of such babies would be legal. 
"It is quite clear that there is considerable disagreement, let me put it simply like that, about whether 

this action is legal under European law." 
Baroness Scotland of Asthal, a former Labour attorney general, also questioned the legality asking: 

"Why the haste? 
"Everyone agrees we have to get this right. If we're going to do something which everyone agrees is 

novel, different and important internationally we really have to be confident that we are on solid ground. 
If we are not we give a disservice." 

Fertility doctor, Lord Winston, told the House there were comparison with the early days of IVF 
which was "also a set in the dark". 

He added: "I don't believe my Lords, in spite of what we've heard this evening, that this technology 
threatens the fabric of society in the slightest bit." 

1) Two eggs are fertilised with sperm, creating an embryo from the intended parents and another 
from the donors 2) The pronuclei, which contain genetic information, are removed from both embryos but 
only the parents' are kept 3) A healthy embryo is created by adding the parents' pronuclei to the donor 
embryo, which is finally implanted into the womb 

1) Eggs from a mother with damaged mitochondria and a donor with healthy mitochondria are 
collected 2) The majority of the genetic material is removed from both eggs 3) The mother's genetic 
material is inserted into the donor egg, which can be fertilised by sperm. 

line 
Sally Cheshire, the chairwoman of the Human Fertilisation and Embryology Authority, said: "Britain 

is the fir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permit this treatment, and it is a testament to the scientific expertise and 
well-respected regulatory regime that exists across the UK that Parliament has felt able to approve it. 

"The HFEA now have to develop a robust licensing process,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on a case by 
case basis the technical and ethical complexities of such treatments to ensure that any children born have 
the best chance of a healthy life. 

"The HFEA has a long tradition of dealing with medical and scientific breakthroughs, ensuring that 
IVF techniques, pioneered in the UK and now practised across the world, can be used safely and 
effectively in fertility treatment." 

Prof Alison Murdoch, who was instrumental in developing the technique at Newcastle University, 
said: "For 10 years we have publically discussed mitochondrial donation to explain how it could help 
patients whose families are blighted by the consequences of mitochondrial abnormalities. 

"Whilst acknowledging the views of those who have a fundamental objection to our work, 
Parliament has determined that we should continue. We hope that opponents will accept its democr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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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ision. 
"The science will be reviewed and, if accepted, we hope to be able to submit a treatment application 

to the HFEA when regulatory policies have been determined." 
Objections 'hopeless' 
James Lawford Davies, a lawyer from Lawford Davies Denoon which specialises in the life sciences, 

told the BBC: "All of the legal arguments made in opposition to the regulations are hopeless. 
"The regulations do not breach the Clinical Trials Directive which applies only to medicinal 

products. 
"The regulations do not breach the EU 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and Freedoms which prohibit 

'eugenic practices' as this is intended to prevent practices such as forced sterilisation and reproductive 
cloning, not treatments intended to prevent the transmission of disease." 

The Catholic and Anglican Churches in England said the idea was not safe or ethical, not least 
because it involved the destruction of embryos. 

Other groups, including Human Genetics Alert, say the move would open the door to further genetic 
modification of children in the future - so-called designer babie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r beauty, 
intelligence or to be free of disease. 

Estimates suggest 150 couples would be suitable to have babies through the technique each year. 
If the measure goes ahead, the first "three-person" baby could be born next year. 
3．Group discussion 
(1) How do you think of the technology of creating three-person babies? Is that workable? 
(2) Do you think a three-person baby should have three genetic parents? 
4．Further readings  
(1) http://www.bbc.co.uk/news/health-31594856 
(2) http://mashable.com/2014/08/04/three-person-ivf-ethics/ 
(3)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935670/Why-want-3-parent-baby-mother-girl-rare-dead

ly-disease-Woman-calls-MPs-allow-technique-help-others.html?ITO=1490&ns_campaign=1490&ns_mch
annel=rss 
知识单元 8：Homosexual Marriage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Warming-up exercises 
(1) Could you understand homosexual marriage? 
(2) What are causes of homosexual marriage?  
(3) Do you know the case of Roe vs. Wade?  
2．Concrete materials 
Introduction: 
Homosexuality (from Ancient Greek  μός, meaning "same", and Latin sexus, meaning "sex") is 

romantic attraction, sexual attraction or sexual behavior between members of the same sex or gender. As a 
sexual orientation, homosexuality is "an enduring pattern of emotional, romantic, and/or sexual 
attractions" primarily or exclusively to people of the same sex. It "also refers to a person's sense of 
identity based on those attractions, related behaviors, and membership in a community of others who 
share those attractions." 

(http://en.wikipedia.org/wiki/Homosexuality) 
Background: 
For two years we've been reporting on Baronelle Stutzman, the Washington florist who was foun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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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in violation of the state's anti-discrimination laws for refusing to provide flowers for a longtime gay 
customer's wedding. Stutzman said doing so would violate "her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Christ." 

Stutzman was offered a generous settlement offer of a $2,000 penalty, a $1 payment for court and 
legal fees, and an agreement “not to discriminate in the future,” but refused it, preferring to be a martyr for 
her cause. 

Media Matters notes that Stutzman has found a prominent ally in her crusade: FOX News. 
On the February 23 edition of The Kelly File, guest host Shannon Bream conducted the first ever 

television interview with Stutzman, along with an attorney from the extreme anti-gay group Alliance 
Defending Freedom (ADF), which is representing her. Bream has a history of championing the right to 
discriminate against gay customers, coming to the defense of business owners who violate 
non-discrimination laws and suggesting that gay customers should "just go down the street" and find 
someone who is willing to serve them. 

Throughout the interview, Bream helped depict Stutzman as a victim who risked losing her home and 
livelihood because of the state's non-discrimination law... 

...Fox News has used stories like Stutzman's to make the case for draconian "license-to-discriminate" 
laws that would give business owners broad discretion to refuse service to gay customers on religious 
grounds. These laws, unsurprisingly, are largely being crafted by ADF, which has been all-too-eager to use 
Fox News to bring national attention to its pro-discrimination legal work. 

(http://www.towleroad.com/2015/02/stutz.html) 
Text A: 
Homosexual marriage: the new Roe v. Wade? 
By Carder 
In the aftermath of homosexual U.S. District Chief Judge Vaughn R. Walker’s (pictured right) ruling 

that found CA’s referendum on gay marriage, Prop. 8, unconstitutional, the comparison to Roe v. Wade 
made its way into the political conversation. 

R.S. McCain at The Other McCain makes this observation: 
As with Roe v. Wade, once the elite make up their minds about a subject, they go to court to impose 

their will on the rest of us, and then subject us to lectures about how benighted and backward we are for 
not sharing their enthusiasm for Progress. 

Even Rush Limbaugh commented on the glaring similarities: 
As with abortion, liberals are lying about the Constitution. They dress up their opinions as if they are 

law and legitimate, then they impose them. The issue is who gets to make these decisions. The 
Constitution lays out the process, but the Constitution more and more is becoming irrelevant to the people 
who are running this country. 

Logan Penza of The Moderate Voice gives an amen: 
It is worth remembering that in 1973 there was a clear trend among the states in favor of abortion rights. 

The main accomplishment of Roe may have been to make abortion formally legal, but the decades-long 
firestorm of controversy has made actual exercise of those rights difficult in many areas of the country. Using 
the courts is a way to an emotionally satisfying quick “win” on issues where the legal elite runs ahead of 
broader social attitudes, but that emotional rush often leads to a big crash in the longer term. Temporary success 
can lead to long-term failure that is even more firmly entrenched than it was before. 

Exactly, according to a recent email update from the Family Research Council: 
As with abortion, the Supreme Court’s involvement would only make the issue more volatile. It’s 

time for the far Left to stop insisting that judges redefine our most fundamental social institution and 
using liberal courts to obtain a political goal they cannot obtain at the ballot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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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ft might want to think twice about its victory lap. Instead of aiding their cause, this decision 
is feeding the unrest across America that our government has become tyrannical. Voters want assurance 
that their voices are being heard, not discarded in a heap of judicial fanaticism. 

The war against Roe has taken up the better part of 4 decades, with no signs of abating. Remarkably, 
the pro-choice camp senses its back to the wall, which begs the question: would it be better to just permit 
the social winds of change blow as they may in order to legitimize gay marriage, or should its acceptance 
be legislated from the bench? 

(http://www.jillstanek.com/2010/08/homosexual-marriage-the-new-roe-v-wade/#sthash.A7xLn1Zx.d
puf) 

Text B: 
The Same-Sex Marriage 'Debate' Is Based Upon Ignorance and Inaccurate Information 
Posted: 09/11/2014 5:34 pm EDT Updated: 11/11/2014 5:59 am EST 
Mark Baer 
Family Law Attorney, Mediator, Collaborative Law Practitioner, Speaker, and Author 
On September 3, 2014, Judge Martin L. C. Feldman of the Federal District Court for the Eastern 

District of Louisiana was the first federal judge to uphold a ban on same-sex marriage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in United States v. Windsor on June 26, 2013. Out of curiosity, I decided 
to read Judge Feldman's decis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basis for it. The answer was readily available 
in black and white. In his decision, Judge Feldman referred to homosexuality as a "lifestyle choice." He 
then stated that "neither the Supreme Court nor the Fifth Circuit has ever before defined sexual orientation 
as a protected class, despite opportunities to do so.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invalidated 
laws prohibiting interracial marriage in Loving v. Virginia, 388 U.S. 1 (1967), he distinguished that case 
because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expressly condemns racial discrimination as a constitutional evil; in 
short, the Constitution specifically bans differentiation based on race." 

Judge Feldman also stated that "fundamental social change occurs by social consensus through 
democratic process." It appears that Judge Feldman is not familiar with Marbury v. Madison, 5 U.S. 137 
(1803),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preme Court cases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 for it 
established the precedent of judicial review, thus granting the Judicial Branch certain powers over the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branches. Judicial review would essentially employ the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thus ensuring the democratic process and struc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If the 
judicial system is clearly part of the "democratic process" and if the Judicial Branch has clearly 
effectuated "fundamental societal change," Judge Feldman's analysis makes little sense. However, Judge 
Feldman also said the following: 

[M]ust states permit or recognize a marriage between an aunt and niece? Aunt and nephew? 
Brother/Brother? Father and child? May minors marry? Must marriage be limited to only two people? 
What about a transgender spouse? Is such a union same-gender or male-female? All such unions would 
undeniably be equally committed to love and caring for one another, just like the plaintiffs. 

It seems as though Judge Feldman allowed his own prejudices get in the way of his duties as a 
judicial officer. He showed his ignorance by making such comparisons and referring to homosexuality as 
a "lifestyle choice." Then, rather than referring to marriage itself as a "fundamental right," he stated, 
"there is simply no fundamental right, historically or traditionally, to same-sex marriage." Judge Feldman 
is essentially stating that since sexual orientation is not a protected class,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gay 
and lesbian population is fair game, and he wants to be first in line.  

As I mentioned earlier, with the exception of Judge Feldman, all of the federal decisions regarding 
this issue have unanimously found bans against same-sex marriage to be unconstitutional. In fact, one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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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ter,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Seventh Circuit made such a finding. While the opinion 
by Judge Richard Posner in Wolf v. Walker and Baskin v. Bogan is extremely entertaining to read, the 
reasoning behind the distinction is abundantly clear. You see, in his opinion, Judge Posner stated the 
following: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as said that 'most people experience little or no sense of 
choice about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APA, 'Answers to Your Question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exual Orientation & Homosexuality" 2 (2008), (visited Sept. 2, 2014, as were the other web sites cited in 
this opinion); see also Gregory M. Herek et al., 'Demographic,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Self -- Identified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Adults in a US Probability Sample,' 7 Sexuality Research 
and Social Policy 176, 188 (2010) ('combining respondents who said they'd had a small amount of choice 
with those reporting no choice, 95 percent of gay men and 84 percent of lesbians could be characterized as 
perceiving that they had little or no choice about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That homosexual orientation is 
not a choice is further suggested by the absence of evidence (despite extensive efforts to find it) that 
psychotherapy is effective in altering sexual orientation in general and homosexual orientation in 
particular. APA, 'Answers to Your Questions,' supra, at 3; Report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Task Force on Appropriate Therapeutic Responses to Sexual Orientation 35-41 (2009). 

The prejudice against same-sex marriage and homosexuality in general is the result of ignorance or 
incorrect information. Generally speaking, those who oppose same-sex marriage wrongly believe that 
homosexuality is a "lifestyle choice." Let me be very clear, homosexuality is no more a "lifestyle choice" 
than is heterosexuality. 

[I]t needs to be understood that there is no scientific debate about whether homosexuality is a choice. 
The professional mental health and scientific organizations uniformly reject the idea. Many of them make 
even stronger statements about these issues. 

Judge Martin L. C. Feldman has sworn to uphold both the Louisiana Constitut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Through his ignorance in believing that homosexuality is a "lifestyle choice," he has convinced 
himself that he has done just that in reaching his decision, when he has actually done quite the opposit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south has the highest percentage of gay and lesbian parents, according to 
the most recent U.S. Census. This interesting phenomenon exists because gays and lesbians are essentially 
shamed into entering into heterosexual marriages in the south. In other words, straight men and women 
are unknowingly marrying homosexuals and procreating with them before the homosexual eventually 
comes out because they can no longer deny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In addition, "research suggests that gay men, lesbians, and bisexual persons have higher rates of 
suicidal ideation, suicide attempts, and completed suicides than do heterosexual individuals... Some risk 
factors were specific to being gay or bisexual in a hostile environment." It should also be noted that 

despite some improvements in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gay marriages and greater acceptance of 
homosexuality, disparities in suicide ideation and attempts between LGBT and heterosexual youth persist. 
New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few LGB people sought help prior to attempting suicide and when LGB 
people did seek help it was not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suicide attempts. Further, counseling from a 
religious or spiritual advisor was associated with worse outcomes. Compared with individuals who did not 
seek help at all, those who sought help from a religious or spiritual advisor were more likely later to 
attempt suicide. Black LGBs were also more likely than White or Latino LGBs to seek treatment in 
religious or spiritual settings prior to a suicide attempt. 

The other source of confusion lies i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 religious marriage and a civil marriage. 
In 2009, the New York Times determined that the lifetime value of civil benefits received by married 
couples ranged from $41,196 to $467,562. The discrimination against same-sex marriage essenti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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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s the gay and lesbian community to pay higher taxes because the taxes that they do pay are used in 
part to provide such civil benefits to the heterosexual community and they are simultaneously denied 
access to those benefits. As I keep saying, outcomes are determined by the way in which the game is 
designed. People are entitled to their beliefs. However, a line must be drawn when the beliefs of one 
person or a group of people harm another person or group of people. 

Calling laws against same-sex marriage the last vestige of widespread discrimination in America, 
Kentucky Attorney General Jack Conway told TIME [on March 4, 2014] he refused to continue defending 
his state's ban on gay marriage because he feared he'd regret it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From a legal 
standpoint I draw the line at discrimination,' Conway said in an extensive interview shortly after he 
announced that he would not appeal a judge's order that Kentucky recognize same-sex marriages... 'I knew 
what I was being asked to do,' he says. 'I am sworn to uphold the Kentucky Constitution and I am sworn 
to uphold the U.S. Constitution... [T]here is also a separate ethical canon for prosecutors and elected 
officers... Yes, you must provide zealous representation for your client. But you have a higher duty to see 
that justice is done. Seeing that justice is done is important to me.' 

Unfortunately, Judge Feldman was unwilling to do the same. The denial of marriage to same-sex 
couples and prejudice against the gay and lesbian community has created far more problems than people 
seem to realize and it must stop.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mark-baer/the-same-sex-marriage-debate_b_5800482.html) 
3．Group discussion 
Do you think there is any relation between homosexual marriages with the case of Roe vs. Wade?  
4．Further readings  
(1) http://www.jillstanek.com/2010/08/homosexual-marriage-the-new-roe-v-wade/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Homosexuality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e_v._Wade 
(4) http://womenshistory.about.com/od/abortionuslegal/p/roe_v_wade.htm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fense_of_Marriage_Act 
(6)http://www.towleroad.com/2015/02/stutz.html 
(7)http://www.huffingtonpost.com/mark-baer/the-same-sex-marriage-debate_b_5800482.html 
三、课程进度表 
Weeks Contents Lecture hours Notes 
Week 1 Academic Integrity 2  
Week 2 Academic Integrity 2  
Week 3 Malpractice and Medical Liability 2  
Week 4 Malpractice and Medical Liability 2  
Week 5 Human Rights 2  
Week 6 Human Rights 2  
Week 7 Judicial Review 2  
Week 8 Judicial Review 2  
Week 9 Children Protection 2  
Week 10 Children Protection 2  
Week 11 Victims’ Rights 2  
Week 12 Victims’ Rights 2  
Week 13 Three-person Babies 2  
Week 14 Three-person Babies 2  
Week 15 Homosexual Marriage 2  



8697 

Week 16 Homosexual Marriage 2  
Total 3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安排在基础课程之后，属于法律和语言相结合的课程，以其他英语专业基础课程为基础。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能够从实时新闻中发现法律问题，能够熟练阅读涉及法律内容的英语新闻。 
难点：通过法律时文的阅读，引导学生建立批判性思维技巧，学会用英语分析日常生活中的法

律问题，树立法律语言思维意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教师中心的方法，主要包括讲授、提问、论证等方法；相互作用的方法，包括全班

讨论、小组讨论、同伴教学等方法；实践的方法，以练习为主。 
教学手段：口头语言；文字和书籍、印刷教材；多媒体网络技术。 
4. 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不适用 
5. 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不适用 
6. 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

及平时随堂检测；期末考试占 70％。 
7. 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 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There is no required text, but if you’re really into this stuff, the following is recommended. Other 

readings may be required too; they will be made available on Blackboard. 
(1) http://www.thetimes.co.uk/tto/news/ 
(2) http://www.newsoftheworld.co.uk/ 
(3) http://www.theguardian.com/uk 
(4) http://www.dailymail.co.uk/home/index.html 
(5) http://www.bbc.co.uk/ 
(6) http://www.msnbc.com/ 
(7) http://home.americanexpress.com/ 
(8) http://edition.cnn.com/ 
(9) http://www.newsday.com/ 
(10) http://www.latimes.com/ 
(11) http://www.chicagotribune.com/ 
(12) Robert W. (Robert William) Chambers, The Common Law, Aegypan , 2007. 
(13) John Indermaur, Principles of the Common Law: An Elementary Work Intended for the Use of 

Students and the Profession, Kessinger Pub Co, 008.  
(14) Ayelet Ben-Yishai, Common Precedents: The Presentness of the Past in Victorian Law and 

Fi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 2015.  
(15) Teresa Brostoff & Ann Sinsheimer, United States Legal Language and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U.S. Common Law Syst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3rd Revised edition, 2013. 
执笔：王芳  审稿：齐筠  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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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案例阅读 
Selected Readings on Legal Cases 

课程号：408001232 

一、 课程教学目标： 
《法律英语案例阅读》是为外国语学院法律英语专业和法律翻译专业开设的选修课程，也是使

学生大量接触英语案例材料和培养阅读法律文献能力的一门实践课。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法律英

语阅读理解能力和提高学生的阅读速度，并通过阅读案例，扩大法律词汇和术语，不断积累各种语

言知识，增强法律英语语感，吸收法律英语和法律文化背景知识，熟悉相关英美法律制度。该课注

重对法律案例的整篇文章的理解，分析文章的篇章结构，引导学生欣赏精彩的法庭推理和辩论，提

高思辨能力和写作能力。 
二、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学时：32 

知识单元 1：Intentional torts 
参考学时：８学时 
学习内容： 
A "tort" is some kind of wrongful act that causes harm to someone else. This definition covers a wide 

range of actions, and the legal field of torts is split up into many different subcategories. One of the ways 
torts are split up is by the mental state of the person that does the wrongdoing. When the person that acts 
wrongly actually intends to perform the action, it becomes what is known as an "intentional tort." The 
easiest example of an intentional tort is a punch to the face. In that case, the actor intended to make a fist 
and slam it into his victims face, and the actor also intended to harm his victim. However, the person who 
performs an intentional tort need not intend the harm. For example, if you surprise someone with an 
unstable heart condition, and the fright causes that person to have a heart attack, you commit an 
intentional tort, even if you did not intend to scare that person into a heart attack.  

１. Assault and Battery  
Assault and battery are legal terms where assault is the threat of doing bodily harm and battery is the 

infliction of unwanted touching (battering), though physical injury is not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ove 
battery. Insulting or provocative words without threat, no matter how repugnant, do not constitute assault.  

Assault and battery usually constitute a single offense and are considered willful or intentional torts. 
The perpetrator willfully threatens to cause harm or wrongfully touch the plaintiff and then follows by a 
physical act such as pushing, shoving or hitting.  

Battery can also be indirect such as the perpetrator throwing and hitting the other person with an 
object such as a shoe or knife or by spitting. If a person were to threaten to spit upon another person and 
the spitter said they had HIV / AIDS and were intending to infect the other person, then this would be 
assault. If the spit landed upon the other person, this would be battery.  

Assault is an intentional threat to cause bodily harm by using physical force. The victim of the 
assault will believe that the fear is well-founded and imminent and that the perpetrator will carry out the 
threat unless prevented. Interestingly, for an assault to be carried out, no physical force necessary need be 
applied. The perpetrator may throw a realistic-looking toy knife at the victim, which falls short and this 
constitutes as assault.  

Battery is the intentional touching of another person against that person's will or by an object put in 
motion by the perpetrator. Battery need not cause actual physical injury to the person and is still 
considered a civil offense. For instance, one person may shove another person and no injury occurs,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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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still considered battery and minimal (if any) damages will be assessed. If one person shoves another 
and that person falls down and breaks an ankle, that would also be battery and most likely more damages 
(medical expenses, pain and suffering) would be assessed.  

Cases: 
l Fisher v. Carrousel motor hotel. Inc. (424 S.W.2d 627) 
l I DE S ET UX v. W DE S ( At the Assizes, 1348, Y.B.Lib.Ass. folio 99, placitum 60.) 
l Western union telegraph co. v. Hill (25 Ala.App. 540, 150 So. 709) 
Further reading 
• Reed v. City of Lavonia - where the courts decided that police officers were not entitled to 

qualified immunity since they used excessive force with their nightsticks during an arrest. 
• Champion v. Outlook Nashville, Inc. - courts sided with the family of a non-verbal autistic man 

who was restrained by officers with handcuffs, hobbles and pepper spray in an excessive manner.  
•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 v. Chambers - courts found that a defendant can be found 

guilty of assault even when the victim was unaware of the threat.  
• England v. Barron, Georgia - courts found in favor of the plaintiff for $3 million in a case 

involving a truck driver punching a car driver and injuring her eye socket. 
• Cunningham v. Lynch and Food - courts ruled in favor of a waitress who was assaulted by the 

company's owner. 
学习目标： 
１. 案例文本结构及语言特点。 
２. 侵权法基本内容及术语。 
３. 故意侵权概念及构成。 
４ assault和 battery案例阅读 
作业： 
１. 记忆相关术语及其翻译。 
２. 阅读以上案例。 
２. False imprisonment 
False imprisonment is defined as the act of intentionally confining a person without the legal 

authority to do so. Some scenarios that may include false imprisonment are the taking of hostages during a 
bank robbery or the detainment of a customer by the business owner for failure to pay the bill. 

There are different elements to the false imprisonment tort law and those include: 
• a purpose to detain another individual against their will 
• the act of carrying out this purpose 
• the resulting detainment of the individual against their will 
• no means of escape, which does not include a means that endangers personal safety 
• the person confined must also be aware of the confinement 
• the person committing the act must not have legal authority to do so 
Case: Big town nursing home, Inc. v. Newman ( 461 S.W.2d 195) 
３.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mental distress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emotional distress involves outrageous and extreme conduct that goes 

beyond the bounds of common human decency and causes emotional harm to another. In order for an act 
or acts to rise to the level of "emotional distress" they must far surpass mere insults, annoyances, 
indignities and other trivialities.  

The conduct must be regarded as atrocious and beyond the bounds tolerated by a civilize society. The 
act must be so egregious that a reasonable and prudent human being would be unable to tolerate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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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duct. An example of such a case would be for someone to falsely inform a parent that their child had 
just been raped and killed.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parties and the susceptibility of the plaintiff are two other factors that are 
considered in cases of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emotional distress. If the defendant has been in a position of 
authority over the plaintiff, then the claim is given more weight. In addition, if the plaintiff had a certain 
peculiarity or susceptibility that the defendant knew about and took advantage of in an egregious manner, 
then this is also given more weight in the claim.  

In order for a claim of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emotional distress to go forward, the following must 
be proven: 

a) The conduct by the defendant was outrageous or extreme 
b) The defendant, by intention or reckless disregard, caused the emotional distress 
c) The plaintiff did, indeed suffer emotional distress 
d) The proximate cause of the emotional distress was by the defendant's actions 
Bystanders may also make claims for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emotional distress especially if they 

were in the "zone of danger" for the offense. Some jurisdictions require that the bystander be physically 
injured or impacted in order to make this claim, while others do not. For instance, some courts hold that 
the proximity to danger and the fear for one's own life is enough to cause emotional distress.  

Case: State rubbish collectors ass’n v. Siliznoff ( 38 Cal.2d 330, 240 P.2d 282) 
学习目标： 
１. 案例文本阅读。 
２. 相关侵权行为概念及构成。 
作业： 
１. 记忆相关术语及其翻译。 
２. 试找出更多 False imprisonment和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mental distress的例子。 
４. Trespass to land 
The Restatement (2nd) of Torts, section 329, states: 
A trespasser is a person who enters or remains upon land in the possession of another without a 

privilege to do so created by the possessor's consent or otherwise. 
The tort of trespassing protects the interest in the exclusive possession of the land. Anyone who has 

an actual and exclusive possession of land can bring action for trespass as a plaintiff: therefore, you do not 
necessarily have to own land to bring a trespassing claim - you just need to have the legal right to exclude 
others. Trespassing has two elements: An actual interference with the right of exclusive possession (called 
the "entry element"), and intent or negligence. Notably, there is no damage requirement, though pollution 
and neighbor trespass cases are an exception to this rule (they require a showing of damages). 

As for the intent element, technically the person must intend to be on the land that they are on. But, 
in keeping with the hair-splitting often found in the nooks and crannies of the law, this does not mean the 
person must know that they are trespassing.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imagine walking along a road, out in 
the country, that is bordered by a large field, which you are unsure whether it is private property or public 
land. In a simple example, the law draws a distinction between deciding to cut across the property 
(trespassing), and say accidentally meandering off the road in darkness (no trespassing). But, lack of 
intent is not a complete bar to prosecution - negligent acts that lead to entry can be prosecuted as well. So, 
if instead of walking along the road at night, you were driving along at an excessive speed and 
accidentally left the road and entered the property, trespassing would likely be found. 

Case: Bradley v. American Smelting and refining co. 
５. Trespass to chatt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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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spass to chattel is a particular type of trespass whereby a person has intentionally interfered with 
another person’s lawful possession of a chattel.  A chattel refers to the movable or immovable personal 
property of an individual except real estate.  Generally, the basic elements of a claim of trespass to 
chattels are lack of an owner’s consent to trespass, interference with possessory interest, and intention of 
the trespasser. 

In an action for trespass to chattel, a plaintiff has to show that s/he had either actual or constructive 
possession of goods at the time of the trespass[i].  It has also to be shown that there was an unauthorized, 
unlawful interference or dis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Actual damage is not necessarily a required 
element of a trespass to chattels claim[ii].  A person may be said to have possession of a chattel if s/he 
has physical control of the chattel with the intent to exercise such control on one’s own behalf, or on 
behalf of another. 

Trespass to chattel is almost similar to conversion.  One wrongfully takes and carries another’s 
property away in both offenses.  It can be distinguished only on the basis of the measure of damages.  In 
trespass to chattel, a person can recover only the actual damages suffered by reason of the impairment of 
the property or the loss of its use, but in conversion full value of a chattel can be awarded[iii]. 

Any unlawful interference, however slight, with another’s enjoyment of personal property is a 
trespass to chattel.  Interference can be dispossession of a chattel by taking it, destroying it, or barring the 
owner’s access to it.  A trespass to personal property may be committed with or without the exercise of 
physical force[iv]. 

In order to constitute a trespass to title an intentional dispossession of a property has to be 
committed.  Intentional dispossession may said to have happened when a person intentionally takes 
physical control over a chattel and deals with it in a manner affecting the possessory interest of another 
person.  A dispossession may be committed intentionally by taking a chattel from another person without 
his/her consent, or obtaining possession from another by fraud or duress. 

The intention necessary to make a person liable for trespass of or dispossession of a chattel is the 
intention to deal with the chattel resulting in dispossession.  Such person must have knowledge that 
his/her action is destructive of any possessory right of another person.  There must be only an intention to 
interfere physically with the goods themselves and it need not be a wrongful intent.  It is immaterial that a 
person intermeddles with a chattel under a mistake of law or fact. 

A person will be liable to a possessor if s/he dispossesses the other of a chattel, or a chattel is 
impaired as to its condition, quality, or value, or a possessor is deprived of the use of a chattel for a 
substantial time, or bodily harm is caused to the possessor, or harm is caused to some person or thing in 
which the possessor has a legally protected interest[v]. 

For a trespass to chattels to be actionable, actual injury must have occurred to a chattel or a plaintiff’s 
rights with respect to chattel[vi].  However, dispossession always amounts to trespass of chattel, and 
subjects a trespasser at least to liability for nominal damages for interference with possession.  An 
interference not amounting to dispossession is not actionable if there is no harm caused to a possessor. 

Case: Glidden v. Szybiak (95 N.H. 318, 63 A.2d 233) 
Further reading: 
[i] Burgess v. Am. Express Co., 2007 NCBC 15 (N.C. Super. Ct. 2007). [ii] Kirschbaum v. McLaurin 

Parking Co., 188 N.C. App. 782 (N.C. Ct. App. 2008). [iii] Spickler v. Lombardo, 1977 Pa. Dist. & Cnty. 
Dec. LEXIS 309 (Pa. County Ct. 1977). [iv] Hecht v. Components Intl, Inc., 2008 NY Slip Op 28439 (N.Y. 
Sup. Ct. 2008). [v] Omega World Travel, Inc. v. Mummagraphics, Inc., 469 F.3d 348 (4th Cir. Va. 2006). 
[vi] Snap-On Bus. Solutions Inc. v. O’Neil & Assocs., 2010 U.S. Dist. LEXIS 37688 (N.D. Ohio Apr. 16,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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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１. 案例文本阅读。 
２. 相关侵权行为概念及构成。 
作业： 
１. 记忆相关术语及其翻译。 
２. 阅读以上案例。 
３. 试比较 Trespass to chattels与 Trespass to land。 
６. Conversion 
Conversion is a tort that exposes you to liability for damages in a civil lawsuit. It applies when 

someone intentionally interferes with personal property belonging to another person. To make out a 
conversion claim, a plaintiff must establish four elements:  

• First, that the plaintiff owns or has the right to possess the personal property in question at the 
time of the interference; 

• Second, that the defendant intentionally interfered with the plaintiff's personal property 
(sometimes also described as exercising "dominion and control" over it); 

• Third, that the interference deprived the plaintiff of possession or use of the personal property in 
question; and 

• Fourth, that the interference caused damages to the plaintiff.  
The most direct and obvious way to commit conversion is by taking personal property that belongs to 

someone else without permission. For example, if you take a framed photograph from the wall of a local 
restaurant or a document from someone's desk, you may be held liable for conversion, assuming you 
retain the property for a substantial period of time and thereby interfere with the rightful owner's use and 
possession of it. It does not matter whether you intend to publish the information, photos, or other content.  

Case: Russell v. Vaughn ford, inc. v. Rouse (281 Ala. 567, 206 So.2d 371) 
学习目标： 
１. 案例文本阅读。 
２. 相关侵权行为概念及构成。 
作业： 
１. 记忆相关术语及其翻译。 
２. 试比较 Trespass to chattels与 Conversion。 
３. 给出更多 Conversion的例子。 

知识单元２：Negligence  
参考学时：１０学时 
学习内容： 
Negligence law states that a person or an organization is generally liable when they negligently 

injure others.  
If the injured party can prove that the responsible party failed to exercise care that a reasonable party 

would have, or that, in the circumstances, the law requir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other persons or those 
interests of other persons, the injured party may be entitled to compensation. If an injured party has 
suffered due to negligent behavior, she has the right to be compensated for physical or emotional injury, 
harm to her property and/or financial status.  

Negligence is a legal concept usually used to achieve compensation for accidents and injuries. 
Negligence is a type of tort or delict (a legal obligation between two or more parties even if there is no 
contract between those parties) and a civil wrong, but can also be used in criminal law.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following levels:  



8703 

Ordinary negligence means the responsible party has shown a lack of ordinary diligence; Slight or 
less than ordinary negligence means the responsible party has shown a lack of great diligence; Gross 
negligence means the responsible party has shown a lack of even slight diligence.  

Most negligent acts are unintentional but others are categorized as willful, wanton or reckless. As 
well, deliberate judgments that are dangerously careless, such as a faulty building design, could be 
considered an act of negligence.  

If a defective product is deemed unreasonably dangerous (e.g. faulty seat belt buckles), the 
manufacturer may be liable, even though the faulty design was unintentional. However, there is no law 
upon the manufacturer to produce a product that is 'accident-proof.' The manufacturer is required to make 
a product that is free from defective and unreasonably dangerous conditions.  

There are four important elements to a negligence lawsuit that must be proven:  
a) The defendant owed a duty, either to the plaintiff or to the general public 
b) The defendant violated that duty 
c) The defendant's violation of the duty resulted in harm to the plaintiff 
d) The plaintiff's injury was foreseeable by a reasonable person. 
As an example, a car manufacturer has a duty to produce a car that is free from unreasonably 

dangerous defects. By producing a car with defective brakes, the manufacturer has violated that duty. 
Furthermore, it is foreseeable that a car with brakes that do not work properly will be involved in a car 
accident and people could be injured in that accident.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although the negligence must be a factor in the harm that was caused to 
the plaintiff, it does not need to be the only factor. In the above example, if the person driving the car with 
defective brakes was speeding and crashed with another vehicle, the person in that other vehicle could, 
potentially, sue both the driver of the car and the vehicle's manufacturer for the accident.  

In a negligence action, resulting damages must be proved before recovering compensation. 
Thus, cause in fact and proximate cause are part of the “causation” element in a negligence suit. 

They are two different concepts, and both must be proven in order for the plaintiff to recover damages for 
their personal injury. 

1)  Causation in fact  
Cause in fact requires that the defendant’s negligent conduct was the actual cause of the plaintiff’s 

injuries. This is also known as the “but-for” test. “But for” the defendant’s negligence, the plaintiff would 
not have been injured.  

A common example is where the defendant was speeding and caused an automobile accident. “But 
for” the defendant’s speeding, the plaintiff would not have suffered the accident. In other words, the 
defendant’s actions must be the sole, actual cause (the cause in fact) of the injuries. 

2)  Proximate or legal cause  
Proximate cause refers to the “foreseeability” of the injuries. That is, the plaintiff’s injuries must be a 

foreseeable result of the defendant’s conduct. If the injuries are far removed from the defendant’s conduct, 
then the plaintiff will not recover. The defendant cannot be held liable for injuries that are unpredictable 
and don’t have a reasonable link to his or her actions. 

For example, suppose that a speeding driver collided with a truck that was carrying explosives. Upon 
impact, the truck exploded and caused a traffic light to collapse a mile away, which injured a 
bystander. Here, the speeding driver most likely won’t be held liable for the bystander’s injuries- it is 
highly unforeseeable that their injury would result from the collision. However, the speeding driver might 
be liable for injuries caused to the truck driver.  

Proximate means “close to” or “near.” Another way of thinking of proximate cause is that the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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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be close in time and close in the “chain of causation” linked to the defendant’s actions. 
Cases: Palsgraf v. Long Island R.R. co. (246 N.Y. 339, 162 N.E. 99) 
Watson v. Kentucky & Indiana bridge & R.R. co. (137 Ky. 619， 126 S.W146) 
Kelly v. Gwinnell（96 N.J538， 476 A.2d 1219） 
Smalich v. Westfall (440 Pa. 409, 269 A.2d 476) 
学习目标： 
１. 案例文本阅读及术语。 
２. 过失侵权的概念及构成。 
３. 因果关系、类型及区别 
作业： 
１. 记忆相关术语及其翻译。 
２. 试比较：Causation in fact与 Proximate or legal cause等。 
３. 分析 Palsgraf v. Long Island R.R. co. (246 N.Y. 339, 162 N.E. 99)法庭意见。 
４. 根据课堂上老师提供的案情，引用所学知识进行说理。 

知识单元３：Strict liability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Strict liability is a legal doctrine that makes a person or company responsible for their actions or 

products which cause damages regardless of any negligence or fault on their part. A plaintiff filing a 
personal injury lawsuit under a strict liability law does not need to show intentional or negligent conduct, 
only that the defendant's action triggered strict liability and that the plaintiff suffered a harm. Whether or 
not a tort action is considered strict liability and what damages are appropriate will depend on your state 
law, so consult an experienced personal injury attorney prior to filing a strict liability tort. 

Strict liability often applies when people engage in inherently dangerous activities. There are many 
factors a court will use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an activity is inherently dangerous. Some activities, 
such as transportation or use of heavy explosives or dangerous chemicals, are inherently dangerous in any 
circumstance. Other activities may be dangerous, but not inherently dangerous enough to trigger strict 
liability. For those activities the law will look at the possible level of harm the activity could cause, 
whether or not such an activity is common or expected in the place it is being conducted, and whether or 
not the activity is necessary. For example, a construction company using some sort of blasting technique 
on a job may not be inherently dangerous in an unpopulated area if adequate safety precautions are met, 
but can be inherently dangerous if done in a crowded city. If a construction company is conducting 
blasting activities in a crowded city, and if the blasting causes harm to someone the company can be liable 
for any personal injuries under a strict liability tort theory. It does not matter if the blasting was properly 
monitore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st possible technique because if an activity is inherently dangerous 
considering the place and time it is conducted and a plaintiff suffers an injury as a result of that 
conduct, then a strict liability action negates any defense. Inherently dangerous activities can include acts 
by the defendant, transportation of various materials or explosives, or keeping dangerous animals that can 
cause harm to others. 

Strict liability also may apply in the case of certain manufactured products. In strict product liability, 
anyone who is involved in the manufacture or sale of the product can be held responsible if it was 
defective and someone was injured. There is no need to prove negligence in a product liability claim. A 
plaintiff must show that they did not tamper with or misuse the product, but that the product was 
manufactured and sold in a condition that the ordinary and expected use of it resulted in harm to them. 

The theory of strict liability also comes up occasionally in criminal and traffic cases. The same 



8705 

general principles apply: an act plus a harm, regardless of intent, equals liability. Speeding is a good 
example of a strict liability offense. Statutes allow for drivers to be ticketed and punished for the strict 
liability offense of speeding, even when the driver was merely reckless about monitoring his own speed.  

A plaintiff in a civil cause of action must generally show three things to establish a strict liability 
offense. The first is that a defendant (person or company) did something that was inherently dangerous 
and unreasonable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The plaintiff must then show that the inherently dangerous act 
caused something bad to happen to the plaintiff. Finally, the plaintiff must show they actually suffered 
harm as a result of their injury. If a plaintiff cannot show an actual harm, such as a physical injury,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make their strict liability claim. 

Once a plaintiff proves a strict liability personal injury claim, a defendant is pretty much on the hook 
for the damages, regardless of their disclaimers. Disclaimers and waivers of liability for products are often 
invalidated by courts as against public policy (courts should not condone the manufa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defective products) and warranties are typically limited so that manufacturers and retailers are held 
responsible for personal injuries caused by the use of the product. 

Cases： 
l Rｙｌａｎｄｓ． ｖ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３ Ｈ． ＆ Ｃ．７７４） 
l Bｉｄｇｅｓ ｖ． Tｈｅ Kｎｔｕｃｋｙ ｓｔｏｎｅ ｏ．， ｉｎｃ．（２５ 

Ｎ．Ｅ． １２５） 
l Iｄｉａｎａ ｈａｒｂｏｒ ｂｅｌｔ R．Ｒ． ｃｏ．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ｙａｎ

ａｍｉｄ ｃｏ． （９１６ Ｆ．２ｄ １１７４） 
l Fｓｔｅｒ ｖ． Preston ｉｌｌ ｃｏ． （４４ Ｗａｓｈ．２ｄ ４４０， ２

６８ Ｐ．２ｄ ６４５） 
l Gｄｅｎ ｖ． Ａｍｏｒｙ （３２９ Ｍａｓｓ ４８４， １０９ Ｎ．Ｅ． ２

ｄ １３１） 
学习目标： 
１. 案例文本阅读及术语。 
作业： 
１. 记忆相关术语及其翻译。 
２. 查找更多案例，并写出案情摘要。 

知识单元４：Product liability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Product liability refers to a manufacturer or seller being held liable for placing a defective product 

into the hands of a consumer. Responsibility for a product defect that causes injury lies with all sellers of 
the product who are in the distribution chain. In general terms, the law requires that a product meet the 
ordinary expectations of the consumer. When a product has an unexpected defect or danger, the product 
cannot be said to meet the ordinary expectations of the consumer． 

For product liability to arise, at some point the product must have been sold in the marketplace. 
Historically, a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known as "privity of contract," had to exist between the person 
injured by a product and the supplier of the product in order for the injured person to recover. In most 
states today, however, that requirement no longer exists, and the injured person does not have to be the 
purchaser of the product in order to recover. Any person who foreseeably could have been injured by a 
defective product can recover for his or her injuries, as long as the product was sold to someone. 

Liability for a product defect could rest with any party in the product's chain of distribution, such as: 
• The product manufactu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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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manufacturer of component parts; 
• A party that assembles or installs the product; 
• The wholesaler; and 
• The retail store that sold the product to the consumer. 
For strict liability to apply, the sale of a product must be made in the regular course of the supplier's 

business. Thus, someone who sells a product at a garage sale would probably not be liable in a product 
liability action. 

Under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a plaintiff in a product liability case must prove that the product that 
caused injury was defective, and that the defect made the product unreasonably dangerous.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defects that might cause injury and give rise to manufacturer or supplier liability: 

a) Design Defects - Present in a product from the beginning, even before it is manufactured, in that 
something in the design of the product is inherently unsafe. 

b) Manufacturing Defects - Those that occur in the course of a product's manufacture or assembly. 
c) Marketing Defects - Flaws in the way a product is marketed, such as improper labeling, 

insufficient instructions, or inadequate safety warnings. 
Ｃａｓｅ： Ｒｏｙｓｄｏｎ v. R.J. ｒeyesｎｏｌｄｓ ｔｏｂａｃｃｏ ｃｏｍｐａｎ

ｙ （６２３ Ｆ．Ｓｕｐｐ． １１８９） 
学习目标： 
１. 案例文本阅读及术语。 
２. 产品责任侵权的概念及构成。 
作业： 
１. 记忆相关术语及其翻译。 
２. 试给出中国发生的一起产品责任案件，并进行对比分析，口头报告。 
期末考试：２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entional torts 2  
2 Intentional torts 2  
3 Intentional torts 2  
4 Intentional torts 2  
5 Negligence 2  
6 Negligence 2  
7 Negligence 2  
8 Negligence 2  
9 Negligence 2  
10 Strict liability 2  
11 Strict liability 2  
12 Strict liability 2  
13 product liability 2  
14 product liability 2  
15 product liability 2  
16 Final Exam ２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先修课程：综合英语、人文经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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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 美国知识产权法英语，美国合同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案例文本结构，语言特点，术语及术语翻译，分析推理过程，所涉及的法律制度，案情

摘要撰写。 
难点：术语及文本内容理解，术语翻译，文化背景。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采用讲练结合和案例教学的方式，通过学生展示、课堂讨论、课堂讲评等方式，引

导学生多说会说，鼓励研究性学习，培养思辨能力。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利用网络设备，鼓励学生使用数字法律文献库，进行文献查找，举办课堂讨论。。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经典案例和法学著作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核。 
考核要求：在各相关教学内容完成后进行，要求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对进行书面案例分析。每次

课业各占学期总成绩的2０%，平时成绩占2０%，期末占６０％。 
7、作业要求：按时按量完成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相关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教师自编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爱德华�J�柯恩卡:《侵权法》，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９。 
2. Prosser, Wade and Schwartz's Torts: Cases and Materials, 12th Edition (English and English 

Edition) ，Foundation Press, 2010。 
3. 齐筠：《法律英语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１。 
4. 董晓波：《法律英语综合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执笔：齐筠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0日 

 

美国文学（一） 
American Literature 

课程号：408001282 

一、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研究所英语（法律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开设本课程，旨

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了解、认识和掌握美国文学史上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家的创

作倾向、思想方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以及对本国文学乃至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等等。在此基

础上，使学生了解一些名家的代表作品的思想意义、文学价值、写作手法、语言技巧等，为学生毕

业后的教学、研究打下基础。美国文学的历史距今不过 200来年，和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史相
比，它是历时最短而发展最快的。从本杰明• 富兰克林到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作家，为美国文学
赢得了一定的荣誉。但真正为美国文学赢得世界荣誉的则是一战后崛起的一些作家。通过对美国各

历史段代背景和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的介绍，使学生了解美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及各个时期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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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流派及其创作特点。通过文本学习提高学生的文学阅读、理解与鉴赏能力以及口头与书面表达

等语言技能；并且通过大量阅读与讨论加强学生对文学本质的意识，提高他们的综合人文素质，增

强他们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理解 
二、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Early American and Colonial Period to 1776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Indian Literature  
American literature begins with the orally transmitted myths, legends, tales, and lyrics (always songs) 

of Indian cultures. There was no written literature among the more than 500 different Indian languages 
and tribal cultures that existed in North America before the first Europeans arrived. Tribes maintained 
their own religions -- worshipping gods, animals, plants, or sacred persons.Systems of government ranged 
from democracies to councils of elders to theocracies (n.神权政治),. These tribal variations enter into the 
oral literature as well. Still, it is possible to make a few generalizations. Indian stories, for example, glow 
with reverence for nature as a  spiritual as well as physical mother. Nature is alive and endowed with 
spiritual forces; main characters may be animals or plants, often totems (n.图腾), associated with a tribe, 
group, or individual. The closest to the Indian sense of holiness in later American literature is Ralph 
Waldo Emerson's transcendental "Over-Soul," which pervades all of life. Examples of almost every oral 
genre can be found in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 lyrics, chants, myths, fairy tales, humorous anecdotes, 
incantations（咒语）, riddles, proverbs, epics, and legendary histories. Accounts of migrations and 
ancestors abound, as do vision or healing songs and tricksters'（巫师） tales. 

The songs or poetry, like the narratives, range from the sacred to the light and humorous: There are 
lullabies（摇篮曲）, war chants, love songs, and special songs for children's games, gambling, various 
chores, magic, or dance ceremonials. Generally the songs are repetitive. Short poem-songs given in 
dreams sometimes have the clear imagery and subtle mood associated with Japanese haiku（俳句） or 
Eastern-influenced imagistic poetry. A Chippewa（齐佩瓦族） song runs: A loon I thought it was But it 
was My love's splashing oar. Vision songs, often very short, are another distinctive form. Appearing in 
dreams or visions, sometimes with no warning, they may be healing, hunting, or love songs. Often they 
are personal, as in this Modoc song: I the song I walk here.Indian oral tradition and its relation to 
American literature as a whole is one of the richest and least explored topics in American studies. The 
Indian contribution to America is greater than is often believed. The hundreds of Indian words in 
everyday American English include "canoe," "tobacco," "potato," "moccasin,"(鹿皮鞋) "moose,"（驼鹿） 
"persimmon,"（柿子） "raccoon,"（浣熊） "tomahawk,"（战斧） and "totem." Contemporary Native 
American writing, discussed in chapter 8, also contains works of great beauty. 

2. The literature of exploration  
Had history taken a different turn, the United States easily could have been a part of the great 

Spanish or French overseas empires. Its present inhabitants might speak Spanish and form one nation with 
Mexico, or speak French and be joined with Canadian Francophone Quebec and Montreal. Yet the earliest 
explorers of America were not English, Spanish, or French. The first European record of exploration in 
America is in a Scandinavian language. The Old Norse Vinland Saga recounts how the adventurous Leif 
Eriksson and a band of wandering Norsemen settled briefly somewhere on the northeast coast of America 
-- probably Nova Scotia, in Canada --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11th century, almost 400 years before the 
next recorded European discovery of the New World. The first known and sustained contact between the 
America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however, began with the famous voyage of an Italian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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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opher Columbus, funded by the Spanish rulers 
Ferdinand and Isabella. Columbus's journal in his "Epistola," printed in 1493, recounts the trip's 

drama -- the terror of the men, who feared monsters and thought they might fall off the edge of the world; 
the near-mutiny（兵变）; how Columbus faked the ships' logs （日志）so the men would not know how 
much farther they had travelled than anyone had gone before; and the first sighting of land as they neared 

America.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is the richest source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early contact between 
American Indians and Europeans. As a young priest he helped conquer Cuba. He transcribed Columbus's 
journal, and late in life wrote a long, vivid History of the Indians criticizing their enslavement by the 
Spanish. Initial English attempts at colonization were disasters. The first colony was set up in 1585 at 
Roanoke, off the coast of North Carolina; all its colonists disappeared, and to this day legends are told 
about blue-eyed Croatan Indians of the area. The second colony was more permanent: Jamestown, 
established in 1607. It endured starvation, brutality, and misrule. However, the literature of the period 
paints America in glowing colors as the land of riches and opportunity. Accounts of the colonizations 
became world-renowned. The exploration of Roanoke was carefully recorded by Thomas Hariot in A 
Briefe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Found Land of Virginia (1588). Hariot's book was quickly translated 
into Latin, French, and German; the text and pictures were made into engravings and widely republished 
for over 200 years. 

The Jamestown colony's main record, the writings of Captain John Smith, one of its leaders, is the exact 
opposite of Hariot's accurate, scientific account. Smith was an incurable romantic, and he seems to have 
embroidered his adventures. To him we owe the famous story of the Indian maiden, Pocahontas. Whether fact 
or fiction, the tale is ingrained i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the 17th century, pirates, adventurers, 
and explorers opened the way to a second wave of permanent colonists, bringing their wives, children, farm 
implements, and craftsmen's tools. The early literature of exploration, made up of diaries, letters, travel journals, 
ships' logs, and reports to the explorers' financial backers -- European rulers or, in mercantile England and 
Holland, joint stock companies -- gradually was supplanted by records of the settled colonies. Because England 
eventually took possession of the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the best-known and most-anthologized colonial 
literature is English. As American minority literature continues to flower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American life 
becomes increasingly multicultural, scholars are rediscover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tinent's mixed ethnic 
heritage. Although the story of literature now turns to the English accounts,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its 
richly cosmopolitan beginnings. 

3. The colonial period  
It is likely that no other colonis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were as intellectual as the Puritans. 

Between 1630 and 1690, there were as many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the northeastern se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known as New England, as in the mother country -- an astounding fact when one considers that 
most educated people of the time were aristocrats who were unwilling to risk their lives in wilderness 
conditions. The self-made and often self-educated Puritans were notable exceptions. They wanted 

education to understand and execute God's will as they established their colonies throughout New 
England. 

4.William Bradford (1590-1657) 
William Bradford was elected governor of Plymouth in the Massachusetts Bay Colony shortly after 

the Separatists landed. He was a deeply pious, self-educated man who had learned several languages, 
including Hebrew, in order to "see with his own eyes the ancient oracles of God in their native beauty." 
His participation in the migration to Holland and the Mayflower voyage to Plymouth, and his duties as 
governor, made him ideally suited to be the first historian of his colony. His history, Of Plymouth 
Plantation (1651), is a clear and compelling account of the colony's beginning. His description of the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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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of America is justly famous: 
5.Anne Bradstreet (c. 1612-1672) 
The first published book of poems by an American was also the first American book to be published 

by a woman -- Anne Bradstreet.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the book was published in England, given the lack 
of printing presse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first American colonies. Born and educated in England, Anne 
Bradstreet was the daughter of an earl's estate manager. She emigrated with her family when she was 18. 
Her husband eventually became governor of the Massachusetts Bay Colony, which later grew into the 
great city of Boston. She preferred her long, religious poems on conventional subjects such as the seasons, 
but contemporary readers most enjoy the witty poems on subjects from daily life and her warm and loving 
poems to her husband and children. She was inspired by English metaphysical poetry, and her book The 
Tenth Muse Lately Sprung Up in America (1650) shows the influence of Edmund Spenser, Philip Sidney, 
and other English poets as well. She often uses elaborate conceits or extended metaphors. "To My Dear 
and Loving Husband" (1678) uses the oriental imagery, love theme, and idea of comparison popular in 
Europe at the time, but gives these a pious meaning at the poem's conclusion: 

6.Cotton Mather (1663-1728) 
No account of New England colonial literature would be complete without mentioning Cotton 

Mather, the master pedant. The third in the four-generation Mather dynasty of Massachusetts Bay, he 
wrote at length of New England in over 500 books and pamphlets. Mather's 1702 Magnalia Christi 
Americana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New England), his most ambitious work, exhaustively chronicles the 
settlement of New England through a series of biographies. The huge book presents the holy Puritan 
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 to establish God s kingdom; its structure is a narrative progression of 
representative American "Saints' Lives." His zeal somewhat redeems his pompousness: "I write the 
wonder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flying from the deprivations of Europe to the American strand." 

7.Jonathan Edwards (1703-1758) 
The antithesis of John Woolman is Jonathan Edwards, who was born only 17 years before the 

Quaker notable. Woolman had little formal schooling; Edwards was highly educated. Woolman followed 
his inner light; Edwards was devoted to the law and authority. Both men were fine writers, but they reveal 
opposite poles of the colonial religious experience.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早期和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文学，特别是印第安文学和探险文学的特点。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 
作业： 
1. 阅读安妮·布莱德斯特里特的诗歌。 
2. 阅读乔纳森·爱德华滋的《自由的意志》（The Freedom of the Will） 

知识单元 2：Democratic Origins and Revolutionary Writers, 1776-1820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background 
The hard-fought American Revolution against Britain (1775-1783) was the first modern war of 

liberation against a colonial power. The triumph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seemed to many at the time a 
divine sign that America and her people were destined for greatness. Military victory fanned nationalistic 
hopes for a great new literature. Yet with the exception of outstanding political writing, few works of note 
appeared during or soon after the Revolution. 

2. The enlightenment 
The 18th-century American Enlightenment was a movement marked by an emphasis on r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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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her than tradition, scientific inquiry instead of unquestioning religious dogma,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place of monarchy. Enlightenment thinkers and writers were devoted to the ideals of 
justice, liberty, and equality as the natural rights of man. 

3.Benjamin Franklin (1706-1790) 
Benjamin Franklin, whom the Scottish philosopher David Hume called America's "first great man of 

letters," embodied the Enlightenment ideal of humane rationality. Practical yet idealistic, hard-working 
and enormously successful, Franklin recorded his early life in his famous Autobiography. Writer, printer, 
publisher, scientist, philanthropist, and diplomat, he was the most famous and respected private figure of 

his time. He was the first great self-made man in America, a poor democrat born in an aristocratic 
age that his fine example helped to liberalize. 

4. Thomas Paine (1737-1809) 
The passion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s found in pamphlets, the most popular form of political 

literature of the day. Over 2,000 pamphlets were published during the Revolution. The pamphlets thrilled 
patriots and threatened loyalists; they filled the role of drama, as they were often read aloud in public to 
excite audiences. American soldiers read them aloud in their camps; British Loyalists threw them into 
public bonfires. 

5. Epic  
Unfortunately, "literary" writing was not as simple and direct as political writing. When trying to 

write poetry, most educated authors stumbled into the pitfall of elegant neoclassicism. The epic, in 
particular, exercised a fatal attraction. American literary patriots felt sure that the great American 
Revolution naturally would find expression in the epic -- a long, dramatic narrative poem in elevated 
language, celebrating the feats of a legendary hero.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革命时期的美国文学。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 
作业： 
1. 阅读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Autobiography)。 
2. 阅读托马斯·潘恩的《常识》（Common Sense）。  

知识单元 3：The Romantic Period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background 
The Romantic movement, which originated in Germany but quickly spread to England, France, and 

beyond, reached America around the year 1820, some 20 years after William Wordsworth and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had revolutionized English poetry by publishing Lyrical Ballads. In America as in 
Europe, fresh new vision electrified artistic and intellectual circles. Yet there was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Romanticism in America coincided with the period of national expansion and the discovery of a 
distinctive American voice. The solidification of a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surging idealism and passion 
of Romanticism nurtured（补养） the masterpieces of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2. Early Romantic Period 
The first important fiction writers widely recognized today, Charles Brockden Brown, Washington 

Irving, and James Fenimore Cooper, used American subjects,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themes of change, 
and nostalgic tones. They wrote in many prose genres, initiated new forms, and found new ways to make 
a living through literature. With them, American literature began to be read and appreci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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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harles Brockden Brown (1771-1810) 
Brown used distinctively American settings. A man of ideas, he dramatized scientific theories, 

developed a personal theory of fiction, and championed high literary standards despite personal poverty. 
Though flawed, his works are darkly powerful. Increasingly, he is seen as the precursor of romantic 
writers like Edgar Allan Poe, Herman Melville, and Nathaniel Hawthorne. He expresses subconscious 
fears that the outwardly optimistic Enlightenment period drove underground. 

2).Washington Irving (1789-1859) 
The youngest of 11 children born to a well-to-do New York merchant family, Washington Irving 

became a cultural and diplomatic ambassador to Europe, like Benjamin Franklin and Nathaniel 
Hawthorne. Despite his talent, he probably would not have become a full-time professional writer, given 
the lack of financial rewards, if a series of fortuitous incidents had not thrust writing as a profession upon 
him. Through friends, he was able to publish his Sketch Book (1819-1820) simultaneously in England and 
America, obtaining copyrights and payment in both countries. 

3).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 
James Fenimore Cooper, like Irving, evoked a sense of the past and gave it a local habitation and a 

name. In Cooper, though, one finds the powerful myth of a golden age and the poignance of its loss. 
While Irving and other American writers before and after him scoured Europe in search of its legends, 
castles, and great themes, Cooper grasped the essential myth of America: that it was timeless, like the 
wilderness. American history was a trespass on the eternal; European history in America was a 
reenactment of the fall in the Garden of Eden. The cyclical realm of nature was glimpsed only in the act of 
destroying it: The wilderness disappeared in front of American eyes, vanishing before the oncoming 
pioneers like a mirage. This is Cooper's basic tragic vision of the ironic destruction of the wilderness, the 
new Eden that had attracted the colonists in the first place. 

4. Edgar Allan Poe (1809-1849) 
Edgar Allan Poe, a southerner, shares with Melville a darkly metaphysical vision mixed with 

elements of realism, parody, and burlesque. He refined the short story genre and invented detective fiction. 
Many of his stories prefigure the genres of science fiction, horror, and fantasy so popular today. Poe's 
short and tragic life was plagued with insecurity. Like so many other major 19th-century American writers, 
Poe was orphaned at an early age. Poe's strange marriage in 1835 to his first cousin Virginia Clemm, who 
was not yet 14, has been interpreted as an attempt to find the stable family life he lacked. 

3．Summit of Romanticism –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The Transcendentalist movement was a reaction against 18th century rationalism and a manifestation 

of the general humanitarian trend of 19th century thought. The movement was based on a fundamental 
belief in the unity of the world and God. The soul of each individual was thought to be identical with the 
world -- a microcosm（微观世界） of the world itself. The doctrine of self- reliance and individualism 
developed through the belief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individual soul with God. 

1).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towering figure of his era, had a religious sense of mission. Although 

many accused him of subverting（搅乱） Christianity, he explained that, for him "to be a good minister, it 
was necessary to leave the church." The address he delivered in 1838 at his the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made him unwelcome at Harvard for 30 years. In it, Emerson accused the church of acting "as if God 
were dead" and of emphasizing dogma while stifling the spirit. 

2.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Henry David Thoreau, of French and Scottish descent, was born in Concord and made it his 

permanent home. From a poor family, like Emerson, he worked his way through Harvard. Throughout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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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he reduced his needs to the simplest level and managed to live on very little money, thus maintaining 
his independence. In essence, he made living his career. A nonconformist, he attempted to live his life at 
all times according to his rigorous principles. This attempt was the subject of many of his writings. 

3. Late Romanticism 
1).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 
Nathaniel Hawthorne, a fifth-generation American of English descent, was born in Salem, Massachusetts, 

a wealthy seaport north of Boston that specialized in East India trade. One of his ancestors had been a judge in 
an earlier century, during trials in Salem of women accused of being witches. Hawthorne used the idea of a 
curse on the family of an evil judge in his novel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2). Herman Melville (1819-1891) 
Herman Melville, like Nathaniel Hawthorne, was a descendant of an old, wealthy family that fell 

abruptly into poverty upon the death of the father. Despite his patrician upbringing, proud family 
traditions, and hard work, Melville found himself in poverty with no college education. At 19 he went to 
sea. His interest in sailors' lives grew naturally out of his own experiences, and most of his early novels 
grew out of his voyages. In these we see the young Melville's wide, democratic experience and hatred of 
tyranny and injustice. His first book, Typee, was based on his time spent among the supposedly 
cannibalistic but hospitable tribe of the Taipis in the Marquesas Islands of the South Pacific. The book 
praises the islanders and their natural, harmonious life, and criticizes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who 
Melville found less genuinely civilized than the people they came to convert. 

4.Romantic Poets 
1).Walt Whitman (1819-1892) 
Born on Long Island, New York, Walt Whitman was a part-time carpenter and man of the people, 

whose brilliant, innovative work expressed the country's democratic spirit. Whitman was largely 
self-taught; he left school at the age of 11 to go to work, missing the sort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that 
made most American authors respectful imitators of the English. His Leaves of Grass (1855), which he 
rewrote and revised throughout his life, contains "Song of Myself," the most stunningly original poem 
ever written by an American. The enthusiastic praise that Emerson and a few others heaped on this daring 
volume confirmed Whitman in his poetic vocation, although the book was not a popular success. 

2). Emily Dickenson (1830 – 1886) 
Emily Elizabeth Dickinson was an American poet. Born in Amherst, Massachusetts, to a successful 

family with strong community ties, she lived a mostly introverted and reclusive life. While Dickinson was 
a prolific private poet, fewer than a dozen of her nearly 1,800 poems were published during her lifetime. 
The work that was published during her lifetime was usually altered significantly by the publishers to fit 
the conventional poetic rules of the time. Dickinson's poems are unique for the era in which she wrote; 
they contain short lines, typically lack titles, and often use slant rhyme as well as unconventional 
capitalization and punctuation.[3] Many of her poems deal with themes of death and immortality, two 
recurring topics in letters to her friends. Despite some unfavorable reviews and some skepticism during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about Dickinson's literary prowess, Dickinson is now almost 
universally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merican poets. 

学习目标： 
1．了解浪漫主义时期的美国文学。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 
作业： 
1. 阅读华盛顿·欧文的《见闻札记》。 
2. 阅读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的《论自然》《论自助》《论美国学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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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阅读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 
4. 阅读华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 
5. 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 

知识单元 4：The Realistic Period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Background 
The U.S. Civil War (1861-1865) between the industrial North and the agricultural, slave-owning 

South was a watershed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innocent optimism of the young democratic nation gave 
way, after the war, to a period of exhaustion. American idealism remained but was rechanneled. Before 
the war, idealists championed human rights, especially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after the war, Americans 
increasingly idealized progress and the self-made man. This was the era of the millionaire manufacturer 
and the speculator, when Darwinian evolution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seemed to sanction the 
sometimes unethical methods of the successful business tycoon. 

2.William Dean Howells （1837 –1920) 
William Dean Howells was an American realist author, literary critic, and playwright. Nicknamed 

"The Dean of American Letters", he was particularly known for his tenure as editor of the Atlantic 
Monthly as well as his own prolific writings, including the Christmas story "Christmas Every Day", and 
the novels The Rise of Silas Lapham and A Traveler from Altruria. 

3. Henry James （1843 – 1916） 
Henry James was an American writer who spent most of his writing career in Britain. He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key figures of 19th-century literary realism. He was the son of Henry James, Sr. and the 
brother of philosopher and psychologist William James and diarist Alice James. 

He is best known for a number of novels showing Americans encountering Europe and Europeans. 
His method of writing from a character's point of view allowed him to explore issues related to 
consciousness and perception, and his style in later works has been compared to impressionist painting. 
His imaginative use of point of view, interior monologue and unreliable narrators brought a new depth to 
narrative fiction. 

4. Mark Twain (1835-1910) 
S amuel Clemens, better known by his pen name of Mark Twain, grew up in the Mississippi River 

frontier town of Hannibal, Missouri. Ernest Hemingway's famous statement that all of American literature 
comes from one great book, Twain's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indicates this author's towering 
place in the tradition. Early 19th-century American writers tended to be too flowery, sentimental, or 
ostentatious -- partially because they were still trying to prove that they could write as elegantly as the 
English. Twain's style, based on vigorous, realistic, colloquial American speech, gave American writers a 
new appreciation of their national voice. Twain was the first major author to come from the interior of the 
country, and he captured its distinctive, humorous slang and iconoclasm. For Twain and other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late 19th century, realism was not merely a literary technique: It was a way of speaking truth 
and exploding worn-out conventions. Thus it was profoundly liberating and potentially at odds with 
society. The most well-known example is Huck Finn, a poor boy who decides to follow the voice of his 
conscience and help a Negro slave escape to freedom, even though Huck thinks this means that he will be 
damned to hell for breaking the law. 

5. Local Colorism 
T wo major literary currents in 19th-century America merged in Mark Twain: popular frontier humor 

and local color, or "regionalism." These related literary approaches began in the 1830s -- and had 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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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lier roots in local oral traditions. In ragged frontier villages, on riverboats, in mining camps, and around 
cowboy campfires far from city amusements, storytelling flourished. Exaggeration, tall tales, incredible 
boasts, and comic workingmen heroes enlivened frontier literature. These humorous forms were found in 
many frontier regions -- in the "old Southwest" (the present-day inland South and the lower Midwest), the 
mining frontier, and the Pacific Coast. Each region had its colorful characters around whom stories 
collected: Mike Fink, the Mississippi riverboat brawler; Casey Jones, the brave railroad engineer; John 
Henry, the steel-driving African-American; Paul Bunyan, the giant logger whose fame was helped along 
by advertising; westerners Kit Carson, the Indian fighter, and Davy Crockett, the scout. Their exploits 
were exaggerated and enhanced in ballads,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Sometimes, as with Kit Carson 
and Davy Crockett, these stories were strung together into book form. 

6. Edith Wharton (1862-1937) 
Like James, Edith Wharton grew up partly in Europe and eventually made her home there. She was 

descended from a wealthy, established family in New York society and saw firsthand the decline of this 
cultivated group and, in her view, the rise of boorish, nouveau-riche business families. This social 
transformation is the background of many of her novels. Like James, Wharton contrasts Americans and 
Europeans. The core of her concern is the gulf separating social reality and the inner self. Often a sensitive 
character feels trapped by unfeeling characters or social forces. Edith Wharton had personally experienced such 
entrapment as a young writer suffering a long nervous breakdown partly due to the conflict in roles between 
writer and wife. Wharton's best novels include The House of Mirth (1905), The Custom of the Country (1913), 
Summer (1917), The Age of Innocence (1920), and the beautifully crafted novella Ethan Frome (1911). 

学习目标： 
1．了解现实主义时期的美国文学。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培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作业： 
1. 阅读威廉·迪安·豪威尔斯的《现代婚姻》（A Modern Instance）。 
2.阅读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 
3.阅读亨利·詹姆斯的《黛西·米勒》。 

知识单元 5：American Naturalism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Background 
Wharton's and James's dissections of hidden sexual and financial motivations at work in society link 

them with writers who seem superficially quite different: Stephen Crane, Jack London, Frank Norris, 
Theodore Dreiser, and Upton Sinclair. Like the cosmopolitan novelists, but much more explicitly, these 
naturalists used realism to relate the individual to society. Often they exposed social problems and were 
influenced by Darwinian thought and the related philosophical doctrine of determinism, which views 
individuals as the helpless pawn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forces beyond their control. 

2. Stephen Crane (1871-1900) 
Stephen Crane, born in New Jersey, had roots going back to Revolutionary War soldiers, clergymen, 

sheriffs, judges, and farmers who had lived a century earlier. Primarily a journalist who also wrote fiction, 
essays, poetry, and plays, Crane saw life at its rawest, in slums and on battlefields. His short stories – in 
particular, "The Open Boat," "The Blue Hotel," and "The Bride Comes to Yellow Sky" -- exemplified that 
literary form. His haunting Civil War novel, 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was published to great acclaim 
in 1895, but he barely had time to bask in the attention before he died, at 29, having neglected his health. 
He was virtually forgotten during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the 20th century, but was resurrected throug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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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datory biography by Thomas Beer in 1923. He has enjoyed continued success ever since -- as a 
champion of the common man, a realist, and a symbolist. 

3Jack London (1876-1916) 
A poor, self-taught worker from California, the naturalist Jack London was catapulted from poverty 

to fame by his first collection of stories, The Son of the Wolf (1900), set largely in the Klondike region of 
Alaska and the Canadian Yukon. Other of his best-sellers, including The Call of the Wild (1903) and The 
Sea-Wolf (1904) made him the highest paid writer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his time. 

4. Theodore Dreiser (1871 – 1945) 
Theodore Dreiser was an American novelist and journalist of the naturalist school. His novels often 

featured main characters who succeeded at their objectives despite a lack of a firm moral code, and 
literary situations that more closely resemble studies of nature than tales of choice and agency.[2] Dreiser's 
best known novels include Sister Carrie (1900) and An American Tragedy (1925). 

学习目标： 
1．了解自然主义时期的美国文学。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培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作业： 
1. 阅读斯蒂芬·克莱恩的《红色英勇勋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2.阅读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和《马丁·伊登》等。 
3.阅读西奥多·德莱塞的《嘉丽妹妹》《珍妮姑娘》《美国的悲剧》等。 

知识单元 6：Review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复习所讲内容。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Early American and Colonial Period to 1776 2  
2 Early American and Colonial Period to 1776 2  
3 Democratic Origins and Revolutionary Writers, 1776-1820 2  
4 Democratic Origins and Revolutionary Writers, 1776-1820 2  
5 The Romantic Period 2  
6 The Romantic Period 2  
7 The Romantic Period 2  
8 The Romantic Period 2  
9 The Romantic Period 2  

10 The Realistic Period 2  
11 The Realistic Period 2  
12 The Realistic Period 2  
13 The Realistic Period 2  
14 The Realistic Period 2  
15 American Naturalism 2  
16 American Naturalism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综合英语、人文经典阅读、英国文学 
后续课程： 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西方宗教与文化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8717 

重点：美国殖民时期的文学、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美国自然主义文学、主

要作家的创作思想、艺术特色、及其代表作品的主题结构、人物刻画、语言风格、艺术手法、社会

意义等等。 
难点：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异同以及这两种倾向在美国 19 世纪

小说中的反映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改变“满堂灌”方式，广泛采用启发、讨论、学生展示、课堂讲评和

案例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1.课堂讨论。 
2.教学观摩。 
3.小组工作 
4.研究性学习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

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相关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常耀信等编著《美国文学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 06月 第 3版（教育部选定的高

校文科教材及美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二）推荐参考书 
1. Marcus Cunliffe.The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4th edition.Penguin BookLtd,1984. 
2.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7th Editi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7.8. 
3. Peter B. High. An Outline of American Literature.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89. 

执笔：张立新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07月 20日 

 

美国文学（二） 
American Literature 

课程号：408001292 

一、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研究所英语（法律英语）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开设本课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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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了解、认识和掌握美国文学史上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家的创

作倾向、思想方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以及对本国文学乃至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等等。在此基

础上，使学生了解一些名家的代表作品的思想意义、文学价值、写作手法、语言技巧等，为学生毕

业后的教学、研究打下基础。美国文学的历史距今不过 200来年，和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史相
比，它是历时最短而发展最快的。从本杰明• 富兰克林到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作家，为美国文学
赢得了一定的荣誉。但真正为美国文学赢得世界荣誉的则是一战后崛起的一些作家。通过对美国各

历史段代背景和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的介绍，使学生了解美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及各个时期的主要

文学流派及其创作特点。通过文本学习提高学生的文学阅读、理解与鉴赏能力以及口头与书面表达

等语言技能；并且通过大量阅读与讨论加强学生对文学本质的意识，提高他们的综合人文素质，增

强他们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理解 
二、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二）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Modernism and Experimentation: 1914-1945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background 
Many historians have characterized the period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as the United States' 

traumatic "coming of age," despite the fact that U.S. direct involvement was relatively brief (1917-1918) 
and its casualties many fewer than those of its European allies and foes. John Dos Passos expressed 
America's postwar disillusionment in the novel Three Soldiers (1921), when he noted that civilization was 
a "vast edifice of sham, and the war, instead of its crumbling, was its fullest and most ultimate 
expression." Shocked and permanently changed, Americans returned to their homeland but could never 
regain their innocence. 

Nor could soldiers from rural America easily return to their roots. After experiencing the world, 
many now yearned for a modern, urban life. New farm machines such as planters, harvesters, and binders 
had drastically reduced the demand for farm jobs; yet despite their increased productivity, farmers were 
poor. Crop prices, like urban workers' wages, depended on unrestrained market forces heavily influenced 
by business interests: Government subsidies for farmers and effective workers' unions had not yet become 
established. "The chief busines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is business," President Calvin Coolidge 
proclaimed in 1925, and most agreed. 

2. Poetry 1914-1945 
1).Ezra Pound (1885-1972) 
Ezra Pound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merican poets of this century. From 1908 to 1920, he 

resided in London, where he associated with many writers, including William Butler Yeats, for whom he 
worked as a secretary, and T.S. Eliot, whose Waste Land he drastically edited and improved. He was a 
link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acting as contributing editor to Harriet Monroe's important 
Chicago magazine Poetry and spearheading the new school of poetry known as Imagism, which 
advocated a clear, highly visual presentation. After Imagism, he championed various poetic approaches. 
He eventually moved to Italy, where he became caught up in Italian Fascism. 

2).T.S. Eliot (1888-1965) 
Thomas Stearns Eliot was born in St. Louis, Missouri, to a well- to-do family with roots in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He received the best education of any major American writer of his generation 
at Harvard College, the Sorbonne, and Merton College of Oxford University. He studied Sanskrit and 
Oriental philosophy, which influenced his poetry. Like his friend Pound, he went to England early and 
became a towering figure in the literary world there. One of the most respected poets of his day, 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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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ist, seemingly illogical or abstract iconoclastic poetry had revolutionary impact. He also wrote 
influential essays and dramas, and championed the importance of literary and social traditions for the 
modern poet. 

3).Robert Frost (1874-1963) 
Robert Lee Frost was born in California but raised on a farm in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until 

the age of 10. Like Eliot and Pound, he went to England, attracted by new movements in poetry there. A 
charismatic public reader, he was renowned for his tours. He read an original work at the inauguration of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in 1961 that helped spark a national interest in poetry. His popularity is easy to 
explain: He wrote of traditional farm life, appealing to a nostalgia for the old ways. His subjects are 
universal -- apple picking, stone walls, fences, country roads. Frost's approach was lucid and accessible: 
He rarely employed pedantic allusions or ellipses. His frequent use of rhyme also appealed to the general 
audience. 

4).William Carlos Williams (1883-1963)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was a practicing pediatrician throughout his life; he delivered over 2,000 

babies and wrote poems on his prescription pads. Williams was a classmate of poets Ezra Pound and 
Hilda Doolittle, and his early poetry reveals the influence of Imagism. He later went on to champion the 
use of colloquial speech; his ear for the natural rhythms of American English helped free American poetry 
from the iambic meter that had dominated English verse since the Renaissance. His sympathy for ordinary 
working people, children, and everyday events in modern urban settings make his poetry attractive and 
accessible. "The Red Wheelbarrow" (1923), like a Dutch still life, finds interest and beauty in everyday 
objects. 

3.Prose writing , 1914-1945 
1).Background Although American prose between the wars experimented with viewpoint and form, 

Americans wrote more realistically, on the whole, than did Europeans. Novelist Ernest Hemingway wrote 
of war, hunting, and other masculine pursuits in a stripped, plain style; William Faulkner set his powerful 
southern novels spanning generations and cultures firmly in Mississippi heat and dust; and Sinclair Lewis 
delineated bourgeois lives with ironic clarity. The importance of facing reality became a dominant theme 
in the 1920s and 1930s: Writers such as F. Scott Fitzgerald and the playwright Eugene O'Neill repeatedly 
portrayed the tragedy awaiting those who live in flimsy dreams. 

2).F.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 
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s life resembles a fairy tale. During World War I, Fitzgerald enlisted in 

the U.S. Army and fell in love with a rich and beautiful girl, Zelda Sayre, who lived near Montgomery, 
Alabama, where he was stationed. Zelda broke off their engagement because he was relatively poor. After 
he was discharged at war's end, he went to seek his literary fortune in New York City in order to marry 

her. His first novel, This Side of Paradise (1920), became a best- seller, and at 24 they married. 
Neither of them was able to withstand the stresses of success and fame, and they squandered their money. 
They moved to France to economize in 1924 and returned seven years later. Zelda became mentally 
unstable and had to be institutionalized; Fitzgerald himself became an alcoholic and died young as a 
movie screenwriter. 

3).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 
Few writers have lived as colorfully as Ernest Hemingway, whose career could have come out of one 

his adventurous novels. Like Fitzgerald, Dreiser, and many other fine novelists of the 20th century, 
Hemingway came from the U.S. Midwest. Born in Illinois, Hemingway spent childhood vacations in 
Michigan on hunting and fishing trips. He volunteered for an ambulance unit in France during World War 
I, but was wounded and hospitalized for six months. After the war, as a war correspondent base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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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s,he met expatriate American writers Sherwood Anderson, Ezra Pound, F. Scott Fitzgerald, and 
Gertrude Stein. Stein, in particular, influenced his spare style. 

4).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 
Born to an old southern family, William Harrison Faulkner was raised in Oxford, Mississippi, where 

he lived most of his life. Faulkner created an entire imaginative landscape, Yoknapatawpha County, 
mentioned in numerous novels, along with several families with interconnections extending back for 
generations. Yoknapatawpha County, with its capital, "Jefferson," is closely modeled on Oxford, 

Mississippi, and its surroundings. Faulkner re-creates the history of the land and the various races 
--Indian, African-American, Euro-American, and various mixtures -- who have lived on it. An innovative 
writer, Faulkner experimented brilliantly with narrative chronology,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and voices 
(including those of outcasts, children, and illiterates), and a rich and demanding baroque style built of 
extremely long sentences full of complicated subordinate parts. 

5).Novels of social awareness 
S ince the 1890s, an undercurrent of social protest had coursed through American literature, welling 

up in the naturalism of Stephen Crane and Theodore Dreiser and in the clear messages of the muckraking 
novelists. Later socially engaged authors included Sinclair Lewis, John Steinbeck, John Dos Passos, 
Richard Wright, and the dramatist Clifford Odets. They were linked to the 1930s in their concern for the 
welfare of the common citizen and their focus on groups of people -- the professions, as in Sinclair 
Lewis's archetypal Arrowsmith (a physician) or Babbitt (a local businessman); families, as in Steinbeck's 
The Grapes of Wrath; or urban masses, as Dos Passos accomplishes through his 11 major characters in his 
U.S.A. trilogy. 

3.20th century American drama 
1). Background  
American drama imitated English and European theater until well into the 20th century. Often, plays 

from England or translated from European languages dominated theater seasons. An inadequate copyright 
law that failed to protect and promote American dramatists worked against genuinely original drama. So 
did the "star system," in which actors and actresses, rather than the actual plays, were given most acclaim. 
Americans flocked to see European actors who toured thea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ddition, imported 
drama, like imported wine, enjoyed higher status than indigenous productions.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melodramas with exemplary democratic figures and clear contrasts between good and evil had been 
popular. Plays about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slavery also drew large audiences; sometimes these plays 
were adaptations of novels like Uncle Tom's Cabin . Not until the 20th century 

would serious plays attempt aesthetic innovation. Popular culture showed vital developments, 
however, especially in vaudeville (popular variety theater involving skits, clowning, music, and the like). 
Minstrel shows, based on African-American music and folkways -- performed by white characters using 
"blackface" makeup -- also developed original forms and expressions. 

2)Eugene O'Neill (1888-1953) 
Eugene O'Neill is the great figure of American theater. His numerous plays combine enormous 

technical originality with freshness of vision and emotional depth. O'Neill's earliest dramas concern the 
working class and poor; later works explore subjective realms, such as obsessions and sex, and underscore 
his reading in Freud and his anguished attempt to come to terms with his dead mother, father, and brother. 
His play Desire Under the Elms (1924) recreates the passions hidden within one family; The Great God 
Brown (1926) uncovers the unconsciousness of a wealthy businessman; and Strange Interlude (1928), a 
winner of the Pulitzer Prize, traces the tangled loves of one woman. These powerful plays reveal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reverting to primitive emotions or confusion under intense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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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rthur Miller(1915 –2005) 
Arthur Asher Miller as a prolific American playwright, essayist, and prominent figure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theatre. Among his most popular plays are All My Sons (1947), Death of a 
Salesman (1949), The Crucible (1953) and A View from the Bridge (1955, revised 1956). He also wrote 
several screenplays and was most noted for his work on The Misfits (1961). The drama Death of a 
Salesman is often numbered on the short list of being among the finest American plays in the 20th century 
alongside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and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4). Tennessee Williams (1911 –1983) 
Tennessee Williams was an American playwright and author of many stage classics. Along with 

Eugene O'Neill and Arthur Miller he is considered among the three foremost playwrights in 20th century 
American drama. 

学习目标： 
1．了解现代主义时期的美国文学。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培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作业： 
1.阅读埃兹拉·庞德的《地铁站一瞥》和《诗章》中的部分章节。 
2.阅读罗伯特·弗洛斯特的《未选择的路》和《雪夜停马在林边》等。 
3.阅读托马斯·艾略特的《荒原》等。 
4.阅读尤金·奥尼尔的《直到夜晚的漫长一天》。 
5.阅读司各特·菲兹杰拉德的《伟大的盖茨比》。 
6. 阅读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等。 
7. 阅读威廉·福克纳的《给艾米莉小姐的玫瑰》等。 
8. 阅读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 
9. 阅读爱德华·阿尔比的《动物园的故事》。 

知识单元 2：American Poetry Since 1945: The Anti-Tradition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background 
A shift away from an assumption that traditional forms, ideas, and history can provide meaning and 

continuity to human life has occurred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imagination throughout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Events since World War II have produced a sense of history as 
discontinuous: Each act, emotion, and moment is seen as unique. Style and form now seem provisional, 
makeshift, reflexive of the process of composition and the writer's self-awareness. Familiar categories of 
expression are suspect; originality is becoming a new tradition. 

2. Traditionalism  
T raditional writers include acknowledged masters of traditional forms and diction who write with a 

readily recognizable craft, often using rhyme or a set metrical pattern. Often they are from the U.S. 
Eastern seaboard or from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country, and teach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ichard 
Eberhart and Richard Wilbur; the older Fugitive poets John Crowe Ransom, Allen Tate, and Robert Penn 
Warren; such accomplished younger poets as John Hollander and Richard Howard; and the early Robert 
Lowell are examples. They are established and frequently anthologized. 

3 .Confessional poets 
Poets who have developed unique styles drawing on tradition but extending it into new realms with a 

distinctively contemporary flavor, in addition to Plath and Sexton, include John Berryman, Theodore 
Roethke, Richard Hugo, Philip Levine, James Dickey, Elizabeth Bishop, and Adrienne 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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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ylvia Plath (1932-1963) 
Sylvia Plath lived an outwardly exemplary life, attending Smith College on scholarship, graduating 

first in her class, and winning a Fulbright grant to Cambridge University in England. There she met her 
charismatic husband-to-be, poet Ted Hughes, with whom she had two children and settled in a country 
house in England. Beneath the fairy-tale success festered unresolve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evoked in 

her highly readable novel The Bell Jar (1963). Some of these problems were personal, while others 
arose from repressive 1950s attitudes toward women. Among these were the beliefs -- shared by most 
women themselves -- that women should not show anger or ambitiously pursue a career, and instead find 
fulfillment in tending their husbands and children. Successful women like Plath lived a contradiction. 

4.Beat Generation and others 
T he force behind Lowell's mature achievement and much of contemporary poetry lies in the 

experimentation begun in the 1950s by a number of poets. They may be divided into five loose schools, 
identified by Donald Allen in his The New American Poetry (1960), the first anthology to present the 
work of poets who were previously neglected by the critical and academic communities. 

5.The Black Mountain School 
The Black Mountain School centered around Black Mountain College an experimental liberal arts 

college in Asheville, North Carolina, where poets Charles Olson, Robert Duncan, and Robert Creeley 
taught in the early 1950s. Ed Dorn, Joel Oppenheimer, and Jonathan Williams studied there, and Paul 
Blackburn, Larry Eigner, and Denise Levertov published work in the school's magazines, Origin and the 
Black Mountain Review. The Black Mountain School is linked with Charles Olson's theory of "projective 
verse," which insisted on an open form based on the spontaneity of the breath pause in speech and the 
typewriter line in writing. 

6.Women and multiethnic poets  
Women's literature, like minority literature and surrealism, first became aware of itself as a driving 

force in American life during the late 1960s. It flourished in the feminist movement initiated in that era.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in most other countries, was long based on male standards that often 
overlooked women's contributions. Yet there are many women poets of distinction in American writing. 
Not all are feminists, nor do their subjects invariably voice women's concerns. More often than not, they 
are humanists. Also, regional, political, and racial differences have shaped their work and given them food 
for thought. Distinguished women poets include Amy Clampitt, Rita Dove, Louise Gl ck, Jorie Graham, 
Carolyn Kizer, Maxine Kumin, Denise Levertov, Audre Lorde, Gjertrud Schnackenberg, May Swenson, 
and Mona Van Duyn.  

学习目标： 
1．了解后现代时期的美国诗歌。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诗人、作品和流派，培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作业： 
1.阅读自白派诗人的诗歌。 
2.阅读黑山派诗人的诗歌。 
3.阅读艾伦·金斯堡的《嚎叫》。 

知识单元 3：American Prose Since 1945: Realism and Experimentation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Background 
Narrative since World War II resists generalization: It is extremely various and multifaceted. It has 

been vitalized by international currents such as European existentialism and Latin American ma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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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sm, while the electronic era has brought the global village. The spoken word on television has given 
new life to oral tradition. Oral genes,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 have increasingly influenced narrative. 

2.The legacy of 1940s 
A 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fiction in the second half reflects the character of each decade. 

The late 1940s saw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World War II 
offered prime material: Norman Mailer (The Naked and the Dead, 1948) and James Jones (From Here to 
Eternity, 1951) were two writers who used it best. Both of them employed realism verging on grim 
naturalism; both took pains not to glorify combat. The same was true for Irwin Shaw's The Young Lions 
(1948). Herman Wouk, in The Caine Mutiny (1951), also showed that human foibles were as evident in 
wartime as in civilian life. Later, Joseph Heller cast World War II in satirical and absurdist terms 
(Catch-22, 1961), arguing that war is laced with insanity. Thomas Pynchon presented an involuted, 
brilliant case parodying and displacing different versions of reality (Gravity's Rainbow, 1973); and Kurt 
Vonnegut, Jr., became one of the shining lights of the counterculture during the early 1970s following 
publication of Slaughterhouse-Five; or, The Children's Crusade (1969), his antiwar novel about the 
firebombing of Dresden, Germany, by Allied forces during World War II (which he witnessed on the 
ground as a prisoner of war). 

3.The 1950s 
T he 1950s saw the delayed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and technology in everyday life, left over from 

the 1920s -- before the Great Depression. World War II brought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the Depression, 
and the 1950s provided most Americans with time to enjoy long-awaited material prosperity. Business, 
especially in the corporate world, seemed to offer the good life (usually in the suburbs), with its real and 
symbolic marks of success -- house, car, television, and home appliances. 

1).James Baldwin (1924-1987) 
James Baldwin and Ralph Ellison mirror the African-American experience of the 1950s. Their 

characters suffer from a lack of identity, rather than from over-ambition. Baldwin, the oldest of nine 
children born to a Harlem, New York, family, was the foster son of a minister. As a youth, Baldwin 
occasionally preached in the church. This experience helped shape the compelling, oral quality of 
Baldwin's prose, most clearly seen in his excellent essays, such as "Letter from a Region Of My Mind," 
from the collection The Fire Next Time (1963). In this, he argued movingly for an end to separation 
between the races. Baldwin's first novel, the autobiographical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1953), is 
probably his best known. It is the story of a 14-year-old youth who seeks self-knowledge and religious 
faith as he wrestles with issues of Christian conversion in a storefront church. Other important Baldwin 
works include Another Country (1962), a novel about racial issues and homosexuality, and Nobody 
Knows My Name (1961), a collection of passionate personal essays about racism, the role of the artist, 
and literature. 

2).Ralph Waldo Ellison (1914-1994) 
Ralph Ellison was a midwesterner, born in Oklahoma, who studied at Tuskegee Institute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He had one of the strangest careers in American letters -- consisting of one highly 
acclaimed book, and nothing more. The novel is Invisible Man (1952), the story of a black man who lives 
a subterranean existence in a hole brightly illuminated by electricity stolen from a utility company. The 
book recounts his grotesque, disenchanting experiences. When he wins a scholarship to a black college, he 
is humiliated by whites; when he gets to the college, he witnesses the black president spurning black 
American concerns. Life is corrupt outside college, too. For example, even religion is no consolation: A 
preacher turns out to be a criminal. The novel indicts society for failing to provide its citizens -- black and 
white -- with viable ideals and institutions for realizing them. It embodies a powerful racial theme be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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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visible man" is invisible not in himself but because others, blinded by prejudice, cannot see him for 
who he is. 

3).Flannery O'Connor (1925-1964) 
Flannery O'Connor, a native of Georgia, lived a life cut short by lupus, a deadly blood disease. Still, 

she refused sentimentality, as evident in her extremely humorous yet bleak and uncompromising stories. 
Unlike Porter, Welty, and Hurston, O'Connor most often held her characters at arm's length, 

revealing their inadequacy and silliness. The uneducated southern characters who people her novels often 
create violence through superstition or religion, as we see in her novel Wise Blood (1952), about a 
religious fanatic who establishes his own church. Sometimes violence arises out of prejudice, as in "The 
Displaced Person," about an immigrant killed by ignorant country people who are threatened by his hard 
work and strange ways. Often, cruel events simply happen to the characters, as in "Good Country People," 
the story of a girl seduced by a man who steals her artificial leg. The black humor of O'Connor links her 
with Nathanael West and Joseph Heller. Her works include short story collections (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 (1955) and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1965); the novel The Violent Bear It Away 
(1960); and a volume of letters, The Habit of Being (1979). Her Complete Stories came out in 1971. 

4).Saul Bellow (1915- ) 
Born in Canada and raised in Chicago, Saul Bellow is of Russian-Jewish background. In college, he 

studied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which greatly influence his writing even today. He has expressed a 
profound debt to Theodore Dreiser for his openness to a wide range of experience and his emotional 
engagement with it. Highly respected, he receiv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76. Bellow's early, 
somewhat grim existentialist novels include Dangling Man (1944), a Kafkaesque study of a man waiting 
to be drafted into the Army, and The Victim (1947), about relations between Jews and Gentiles. In the 
1950s, his vision became more comic: He used a series of energetic and adventurous first-person narrators 
in 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 (1953) -- the study of a Huck Finn-like urban entrepreneur who 
becomes a black marketeer in Europe -- and in Henderson the Rain King (1959), a brilliant and exuberant 
serio-comic novel about a middle-aged millionaire whose unsatisfied ambitions drive him to Africa. 
Bellow's later works include Herzog (1964), about the troubled life of a neurotic English professor who 
specializes in the idea of the Romantic self; Mr. Sammler's Planet (1970); Humboldt's Gift (1975); and the 
autobiographical The Dean's December (1982). 

5).Bernard Malamud (1914-1986) 
Bernard Malamud was born in New York City to Russian-Jewish immigrant parents. In his second 

novel, The Assistant (1957), Malamud found his characteristic themes -- man's struggle to survive against 
all odds, and the ethical underpinnings of recent Jewish immigrants. Malamud's first published work was 
The Natural (1952), a combination of realism and fantasy set in the mythic world of professional baseball. 
Other novels include A New Life (1961), The Fixer (1966), Pictures of Fidelman (1969), and The Tenants 
(1971). He also was a prolific master of short fiction. Through his stories, in collections such as The 
Magic Barrel (1958), Idiots First (1963), and Rembrandt's Hat (1973), he conveyed -- more than any other 
American-born writer -- a sense of the Jewish present and past, the real and the surreal, fact and legend. 
Malamud's monumental work -- for which he was awarded the Pulitzer Prize and National Book Award -- 
is The Fixer. Set in Russia around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t is a thinly veiled glimpse at an actual 
case of blood libel -- the infamous 1913 trial of Mendel Beiliss, a dark, anti-Semitic blotch on modern 
history. As in many of his writings, Malamud underscores the suffering of his hero, Yakov Bok,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all odds to endure. 

6).Isaac Bashevis Singer (1904-1991) 
Nobel Prize-winning novelist and short story master Isaac Bashevis Singer -- a native of Poland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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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5 -- was the son of the prominent head of a rabbinical court in 
Warsaw. Writing in Yiddish (the amalgam of German and Hebrew that was the common language of 
European Jewry over the past several centuries) all his life, he dealt in mythic and realistic terms with two 
specific groups of Jews -- the denizens of the Old World shtetls (small villages) and the ocean- tossed 
20th-century emigrés of the pre-World War II and postwar eras. 

7).J.D. Salinger (1919- ) 
A harbinger of things to come in the 1960s, J.D. Salinger has portrayed attempts to drop out of 

society. Born in New York City, he achieved huge literary success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his novel The 
Catcher in the Rye (1951), centered on a sensitive 16-year-old, Holden Caulfield, who flees his elite 
boarding school for the outside world of adulthood, only to become disillusioned by its materialism and 
phoniness. 

When asked what he would like to be, Caulfield answers "the catcher in the rye," misquoting a poem 
by Robert Burns. In his vision, he is a modern version of a white knight, the sole preserver of innocence. 
He imagines a big field of rye so tall that a group of young children cannot see where they are running as 
they play their games. He is the only big person there. "I'm standing on the edge of some crazy cliff. What 
I have to do, I have to catch everybody if they start to go over the cliff." The fall over the cliff is equated 
with the loss of childhood and (especially sexual) innocence -- a persistent theme of the era. Other works 
by this reclusive, spare writer include Nine Stories (1953), Franny and Zooey (1961), and Raise High the 
Roof-Beam, Carpenters (1963),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from The New Yorker. Since the appearance of one 
story in 1965, Salinger -- who lives in New Hampshire -- has been absent from the American literary 
scene. 

8).Jack Kerouac (1922-1969) 
The son of an impoverished French-Canadian family, Jack Kerouac also questioned the values of 

middle-class life. He met members of the "Beat" literary underground as an undergradua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City. His fiction was much influenced by the loosely autobiographical work of 
southern novelist Thomas Wolfe. 

Kerouac's best-known novel, On the Road (1957), describes "beatniks" wandering through America 
seeking an idealistic dream of communal life and beauty. The Dharma Bums (1958) also focuses on 
peripatetic counterculture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infatuation with Zen Buddhism. Kerouac also penned a 
book of poetry, Mexico City Blues (1959), and volumes about his life with such beatniks as experimental 
novelist William Burroughs and poet Allen Ginsberg. 

4.The 1960s 
1）. The background 
The alienation and stress underlying the 1950s found outward expression in the 1960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feminism, antiwar protests, minority activism, and the arrival of a 
counterculture whose effects are still being worked through American society. Notable political and social 
works of the era include the speeches of civil rights leader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the early writings 
of feminist leader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1963), and Norman Mailer's The Armies of the 
Night (1968), about a 1967 antiwar march. 

2).Thomas Pynchon (1937- ) 
Thomas Pynchon, a mysterious, publicity-shunning author, was born in New York and graduated 

from Cornell University in 1958, where he may have co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ladimir Nabokov. 
Certainly, his innovative fantasies use themes of translating clues, games, and codes that could derive 
from Nabokov. Pynchon's flexible tone can modulate paranoia into poetry. All of Pynchon's fiction is 
similarly structured. A vast plot is unknown to at least one of the main characters, whose task it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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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s to render order out of chaos and decipher the world. This project, exactly the job of the 
traditional artist, devolves also upon the reader, who must follow along and watch for clues and meanings. 
This paranoid vision is extended across continents and time itself, for Pynchon employs the metaphor of 
entropy, the gradual running down of the universe. The masterful use of popular culture -- particularly 
science fiction and detective fiction -- is evident in his works. Pynchon's work V is loosely structured 
around Benny Profane -- a failure who engages in pointless wanderings and various weird enterprises -- 
and his opposite, the educated Herbert Stencil, who seeks a mysterious female spy, V (alternatively Venus, 
Virgin, Void). The Crying of Lot 49, a short work, deals 

with a secret system associated with the U.S. Postal Service. Gravity's Rainbow (1973) takes place 
during World War II in London, when rockets were falling on the city, and concerns a farcical yet 
symbolic search for Nazis and other disguised figures. The violence, comedy, and flair for innovation in 
his work inexorably link Pynchon with the 1960s. 

5.The 1970s and 1980s:  
1). The background 
By the mid-1970s, an era of consolidation began. The Vietnam conflict was over, followed soon 

afterward by U.S. recogni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merica's Bicentennial celebration. 
Soon the 1980s -- the "Me Decade" -- ensued, in which individuals tended to focus more on more 
personal concerns than on larger social issues. 

2).Toni Morrison (1931- ) 
African-American novelist Toni Morrison was born in Ohio to a spiritually oriented family. She 

attended Howard University in Washington, D.C., and has worked as a senior editor in a major 
Washington publishing house and as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various universities. 

3).Alice Walker (1944- ) 
Alice Walker, an African-American and the child of a sharecropper family in rural Georgia, 

graduated from Sarah Lawrence College, where one of her teachers was the politically committed female 
poet Muriel Rukeyser. Other influences on her work have been Flannery O'Connor and Zora Neale 
Hurston. 

4).The new regionalism 
There is nothing new about a regional tradition in American literature. It is as old as the Native 

American legends, as evocative as the works of James Fenimore Cooper and Bret Harte, as resonant as the 
novels of William Faulkner and the plays of Tennessee Williams. For a time, though, during the 
post-World War II era, tradition seemed to disappear into the shadows -- unless one considers, perhaps 
correctly, that urban fiction is a form of regionalism. Nonetheless, for the past decade or so, regionalism 
has been making a triumphant return in American literature, enabling readers to get a sense of place as 
well as a sense of time and humanity. And it is as prevalent in popular fiction, such as detective stories, as 
it is in classic literature -- novels, short stories, and drama. American literature has traversed an extended, 
winding path from pre-colonial days to contemporary times. Society, history, technology all have had 
telling impact on it. Ultimately, though, there is a constant -- humanity, with all its radiance and its 
malevolence, its tradition and its promise. 

6.21ST Century 
学习目标： 
1．了解后现代时期的美国小说。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培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作业： 
1.阅读詹姆斯·鲍德温的《向苍天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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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阅读拉尔夫·埃利森的《看不见的人》。 
3.阅读索尔·贝娄的《晃来晃去/挂起来的》。 
4.阅读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 
5.阅读托尼·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 
6. 阅读爱丽丝·沃克的《紫色》。 

知识单元 4：American Prose Since 1945: other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Faulkner was part of a southern literary renaissance that also included such figures as Truman 

Capote (1924-1984) and Flannery O'Connor (1925-1964). Although Capote wrote short stories and novels, 
fiction and nonfiction, his masterpiece was In Cold Blood, a factual account of a multiple murder and its 
aftermath, which fused dogged reporting with a novelist's penetrating psychology and crystalline prose. 
Another practitioner of the "nonfiction novel," Tom Wolfe (1931- ) wa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New 
Journalism," who honed his art in such essays as The Kandy-Kolored Tangerine-Flake Streamline Baby 
and Radical Chic before he moved on to book-length efforts, such as his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manned 
space program The Right Stuff and probably his best-known novel Bonfire of the Vanities. Other writers 
steeped in the Southern tradition include John Kennedy Toole (1937–1969) and Tom Robbins (1936- ). 

2.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is literature written by, about, and sometimes specifically for 
African-Americans. The genre began during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with writers such as poet Phillis 
Wheatley and orator Frederick Douglass. Among the themes and issues explored in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are the role of African Americans within the larger American society, African American culture, 
racism, slavery, and equality. Before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issue of slavery, as indicated by the popular subgenre of slave narratives.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books by authors such as W.E.B. Du Bois and Booker T. Washington debated whether to 
confront or appease racist attitudes in the United States. 

3. The United States has had a community and tradition of writing by Jewish immigrants and their 
descendants for a long time, although many writers have objected to being reduced to "Jewish" writers 
alone. Key modern writers with Jewish origins are Saul Bellow, Philip Roth, Bernard Malamud, Grace 
Paley, Isaac Bashevis Singer, Chaim Potok, Isaac Asimov, and Woody Allen, among others. The New 
Yorker has been especially instrumental in exposing many Jewish-American writers to a wider reading 

public. 
学习目标： 
1．了解二战后美国的南方小说、黑人小说、犹太小说和其它小说。 
2．掌握美国南方、黑人、犹太和其它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培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

力。 
作业： 
1. 阅读弗兰纳里·奥康纳的《慧血》。 
2. 阅读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 
3. 阅读菲力普·罗斯的《再见，哥伦布》。 
4. 阅读约翰·厄普代克的《兔子》系列。 
5. 阅读约翰·巴思的《漂浮的歌剧》。 
6. 阅读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7. 阅读诺曼·米勒的《裸者与死者》。 
8. 阅读库特·冯尼格特的《第五号屠场》。 
9. 阅读亚历克斯·哈利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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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6：Review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复习所讲内容。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Modernism and Experimentation: 1914-1945 2  
2 Modernism and Experimentation: 1914-1945 2  
3 Modernism and Experimentation: 1914-1945 2  
4 Modernism and Experimentation: 1914-1945 2  
5 Modernism and Experimentation: 1914-1945 2  
6 Modernism and Experimentation: 1914-1945 2  
7 Modernism and Experimentation: 1914-1945 2  
8 Modernism and Experimentation: 1914-1945 2  
9 American Poetry Since 1945: The Anti-Tradition 2  

10 American Poetry Since 1945: The Anti-Tradition 2  
11 American Poetry Since 1945: The Anti-Tradition 2  
12 American Prose Since 1945: Realism and Experimentation 2  
13 American Prose Since 1945: Realism and Experimentation 2  
14 American Prose Since 1945: Realism and Experimentation 2  
15 American Prose Since 1945: Realism and Experimentation 2  
16 American Prose Since 1945: others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先修课程：综合英语、人文经典阅读、英国文学 
后续课程： 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西方宗教与文化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美国现代文学的特征、"迷惘的一代"，意象派诗歌，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要

作家的创作思想、艺术特色、及其代表作品的主题结构、人物刻画、语言风格、艺术手法、社会意

义等。 
难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文学产生的历史及文化背景、战后美国文学产生的历史及文化背

景、美国现代文学多元化的现象和美国现代文学写作手法的创新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改变“满堂灌”方式，广泛采用启发、讨论、学生展示、课堂讲评和

案例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1.课堂讨论。 
2.教学观摩。 
3.小组工作 
4.研究性学习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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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相关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常耀信等编著《美国文学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 06月 第 3版（教育部选定的高

校文科教材及美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二）推荐参考书 
1. Marcus Cunliffe.The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4th edition.Penguin BookLtd,1984. 
2.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7th Editi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7.8. 
3. Peter B. High. An Outline of American Literature.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89. 

执笔：张立新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07月 20日 

 

标志翻译理论与实践 
A Guide to Sign Translation 

课程号：5080002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律翻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采用理论讲解与实践练习结合的方法，讲授标志翻译的相关知识，课程以标志为载体，

讨论特殊体裁的微型文本（公共标志）的翻译问题，课程结合国内外常见的 11 大类标志为例，通
过教学，让学生了解标志语言的特性，能够运用理论，在中文、英文两种语码的标志中进行翻译工

作，语言得体、信息明确，不出现国内很多双语标志被人诟病的误译问题。 
本课程包含理论与实践两个部分，理论部分包括：翻译学基础理论、语用学基础理论、社会语

言学基础理论、符号学基础理论等。实践部分包括：中文标志译英、英文标志译汉、双语标置配对

转写、国内常见错误标志订正、标志设置模拟情景、室外拍摄实践活动等。 
课程以讲练结合、边讲边练为主要教学手段。理论和实践穿插进行。首先，通过介绍翻译、语

用学经典理论和前沿最新成果，让对文本翻译不熟悉的学生尽快进入状态。其次，通过介绍社会语

言学、符号学等新兴边缘学科的理论，凸显标志文本在社会使用中的重要性。再次，结合英、汉两

种语言对照的标志，让学生在实践中理解标志文本因为文化、背景、国别差异造成的不同。最后，

通过丰富有趣多彩的练习、实践手段，巩固所学成果，达到基本掌握常用标志英汉、汉英正确翻译、

得体表达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学时 

第 1课 方尺的世界——初识标志 
[授课内容] 对公共标志的感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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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目标] 通过投影展示国内、国外日常生活随处可见、耳熟能详的标志图片，使学生了解
公共标志的功能、含义、结构、文本特征。 

[授课要点]  
1. 公共标志的功能； 
2. 公共标志的具体含义； 
3. 公共标志文本的组成结构：题标、图标、正文； 
4. 公共标志的文本特征。 
[重点难点] 
重点：对公共标志及其功能的概括描述 
难点：语用学基础理论及其在公共标志中的体现 

第 2课 桥梁的魅力——桥式标志翻译法 
[授课内容] 桥式标志翻译法——一种具备实践能力的标志翻译方法 
[授课目标] 结合翻译理论与原则，使学生了解公共标志的双语重要性、翻译正确的必要性、

以言成事的目的性。 
[授课要点]  
1. 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 
2. 严复的信达雅翻译原则； 
3. 功能对等理论在标志翻译中的体现； 
4. 信达雅原则在标志翻译中的体现； 
5. 桥式标志翻译法。 
[重点难点] 
重点：相关翻译理论的讲解 
难点：桥式标志翻译法的掌握 

第 3课 大笑的反思——英汉标志差异 
[授课内容] 探讨双语标志翻译中最常见的问题和失误 
[授课目标] 通过实际讲解真实存在的错误标志（兼部分正确标志），讲述文化差异、思维差异、

体制差异所造成的英汉标志差异，并反思因为差异导致的误译现象。 
[授课要点]  
1. 语用学的功能理论及标志文本中的体现； 
2. 社会语言学文化·思维理论及标志文本中的体现； 
3. 真实剖析错误标志，探究深层原因； 
4. 引导学生订正错误标志； 
5. 反思讨论 
[重点难点] 
重点：相关语言学理论的讲解 
难点：在对标志翻译仅感性认识，没有经验的前提下，订正错误标志的实践活动 

第 4课 厕所的性别——通用标志篇 
[授课内容] 熟悉通用标志的翻译 
[授课目标] 通过讲解日常生活中频度极高，出现次数极多，与民众关系极大的通用标志，讲

解这类标志的翻译方法。 
[授课要点]  
1. 复习文化差异内容； 
2. 展示通用标志的国外写法； 
3. 展示通用标志的国内写法，包括正译、误译、失译； 
4. 引导学生记忆正确的译法，订正错误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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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堂实践练习：国外标志译写为汉语、为失译标志进行英语翻译。 
[重点难点] 
重点：通用标志的定义和语言体例、及文化差异的体现 
难点：翻译实践活动 

第 5课 箭头的秘密——指示标志篇 
[授课内容] 熟悉指示标志的翻译 
[授课目标] 通过讲解公共场所频度较高，变化较多的指示标志（指向性标志），讲解这类标志

的翻译方法。 
[授课要点]  
1. 讲解符号学理论及其与公共标志的关系； 
2. 展示指示标志的国外写法； 
3. 展示指示标志的国内写法，包括正译、误译、失译； 
4. 引导学生记忆正确的译法，订正错误译法； 
5. 当堂实践练习：国外标志译写为汉语、为失译标志进行英语翻译。 
[重点难点] 
重点：指示标志的定义和设置原则、及符号性、指示性、方向性的体现 
难点：翻译实践活动 

第 6课 川流的秩序——交通标志篇 
[授课内容] 熟悉交通标志的翻译 
[授课目标] 通过讲解路街、车站、码头等范围内常见的交通标志，讲解这类标志的翻译方法。 
[授课要点]  
1. 国内外交通法规介绍； 
2. 展示交通标志的国外写法； 
3. 展示交通标志的国内写法，包括正译、误译、失译； 
4. 引导学生记忆正确的译法，订正错误译法； 
5. 当堂实践练习：国外标志译写为汉语、为失译标志进行英语翻译。 
[重点难点] 
重点：交通标志的定义和规范、及引导功能的体现 
难点：国内外交通法规的差异性、翻译实践活动 

第 7课 地图的困惑——地名标志篇 
[授课内容] 熟悉地名标志的翻译 
[授课目标] 通过讲解地名标志，讲解这类标志的翻译方法。 
[授课要点]  
1. 讲解汉语拼音方案、威妥玛拼音方案、外文音译用字规范； 
2. 讲解地名中专名与通名的译法； 
3. 展示街名标志的国外写法； 
4. 展示街名标志的国内写法，包括正译、误译、失译； 
5. 引导学生记忆正确的译法，订正错误译法； 
6. 当堂实践练习：国外标志译写为汉语、为失译标志进行英语翻译。 
[重点难点] 
重点：地名标志中的专通名两译原则 
难点：翻译实践活动 

第 9课 炎魔的枷锁——消防标志篇 
[授课内容] 熟悉消防标志的翻译 
[授课目标] 通过讲解消防标志（防火标志），讲解这类标志的翻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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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要点]  
1. 介绍国内外消防制度和规范； 
2. 介绍消防标志的两个大类：公共消防和林业消防； 
3. 展示消防标志的国外写法； 
4. 展示消防标志的国内写法，包括正译、误译、失译； 
5. 引导学生记忆正确的译法，订正错误译法； 
6. 当堂实践练习：国外标志译写为汉语、为失译标志进行英语翻译。 
[重点难点] 
重点：消防标志的色彩使用、信息配置、排版 
难点：翻译实践活动 

第 10课 翠绿的贴心——安全标志篇 
[授课内容] 熟悉安全标志的翻译 
[授课目标] 通过讲解安全标志，讲解这类标志的翻译方法。 
[授课要点]  
1. 介绍“安全”在公共标志领域的概念； 
2. 介绍色彩学、色彩心理学相关知识，了解色彩对于公共标志的意义； 
3. 展示安全标志的国外写法； 
4. 展示安全标志的国内写法，包括正译、误译、失译； 
5. 引导学生记忆正确的译法，订正错误译法； 
6. 当堂实践练习：国外标志译写为汉语、为失译标志进行英语翻译。 
[重点难点] 
重点：安全标志的色彩使用和信息呈现 
难点：题标+正文双轨制，翻译实践活动 

第 11课 靛蓝的温暖——通告标志篇 
[授课内容] 熟悉通告标志的翻译 
[授课目标] 通过讲解通告标志，讲解这类标志的翻译方法。 
[授课要点]  
1. 介绍“通告”与“通知”的区别； 
2. 介绍美标（ANSI/OSHA）与国标（GB）知识； 
3. 展示通告标志的国外写法； 
4. 展示通告标志的国内写法，包括正译、误译、失译； 
5. 引导学生记忆正确的译法，订正错误译法； 
6. 当堂实践练习：国外标志译写为汉语、为失译标志进行英语翻译。 
[重点难点] 
重点：通告标志的色彩使用和表现手法 
难点：美标和国标规范、翻译实践活动 

第 12课 橙黄的醒目——警示标志篇 
[授课内容] 熟悉提示和警告标志的翻译 
[授课目标] 通过讲解提示、警告两类标志，讲解这两类标志的翻译方法以及它们的异同。 
[授课要点]  
1. 讲解提示、警告标志与通告标志的区别及它们彼此的区别 
2. 展示提示、警告标志的国外写法； 
3. 展示提示、警告标志的国内写法，包括正译、误译、失译； 
4. 引导学生记忆正确的译法，订正错误译法； 
5. 当堂实践练习：国外标志译写为汉语、为失译标志进行英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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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难点] 
重点：提示标志的色彩使用和表现手法、语气风格 
难点：翻译实践活动 

第 13课 赤红的戒条——危险标志篇 
[授课内容] 熟悉危险标志的翻译 
[授课目标] 通过讲解危险标志，讲解这类标志的翻译方法。 
[授课要点]  
1. 讲解危险标志与警告标志的区别和联系； 
2. 展示危险标志的国外写法； 
3. 展示危险标志的国内写法，包括正译、误译、失译； 
4. 引导学生记忆正确的译法，订正错误译法； 
5. 当堂实践练习：国外标志译写为汉语、为失译标志进行英语翻译。 
[重点难点] 
重点：危险标志的色彩使用、设置场合与规范 
难点：危险标志的文本使用、翻译实践活动 

第 14课 自然的私语——旅游标志篇 
[授课内容] 熟悉体育旅游标志的翻译 
[授课目标] 通过讲解体育旅游标志，讲解这类标志的翻译方法。 
[授课要点]  
1. 介绍体育旅游类标志的配色方案和总体风格； 
2. 展示体育旅游标志的国外写法； 
3. 展示体育旅游标志的国内写法，包括正译、误译、失译； 
4. 引导学生记忆正确的译法，订正错误译法； 
5. 当堂实践练习：国外标志译写为汉语、为失译标志进行英语翻译。 
[重点难点] 
重点：体育旅游标志的色彩使用、图标含义、指示含义 
难点：常见图标与体育旅游活动概念的对应关系、翻译实践活动 

第 15课 匆匆的脚步——活动标志篇 
[授课内容] 熟悉活动标志的翻译，正视其必要性 
[授课目标] 通过讲解活动标志的实例，引导学生认真对待临时活动宣传标志。 
[授课要点]  
1. 活动标志实际案例讲解； 
2. 展示活动标志的国内写法及问题，包括误译、失译、设置不当、信息不全等； 
3. 引导学生初步掌握标志设置安放的经验技巧； 
4. 当堂实践练习：为存在失误的活动标志进行全方位订正。 
[重点难点] 
重点：标志的功能、体例及重要度 
难点：标志设置安放的原则、翻译实践活动 
（二） 实践教学：4学时 
第 8课 啄木的校园 
[实践内容] 实战检验课堂教学效果，掌握标志翻译技巧 
[实践目标] 通过校园内场所实地的拍摄、讨论、订正，进一步巩固本学期所学，并强化标志

重要性的概念。 
[实践要点]  
1. 带领学生前往实践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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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现场讲解一处存在问题的标志，并讲解其原因、订正方案等； 
3. 引导学生通过现场讨论方式，完成场所标志的检查、识别、订正工作。 
[备注] 为了不影响其他场所的正常教学，本课时有可能不在规定的上课时间安排，而改为在

中午、晚上、或周末安排。 
第 16课 收获的果实 
[实践内容] 课程总结、成果测试 
[实践目标] 总结全学期要点，对本学期所学进行最终的考评。 
[实践要点]  
1. 给出三种实践结课方式，由学生自选：开卷考试、汉语论文、英语论文。 
2. 开卷考试结课：在允许携带任何参考资料的前提下，于 70分钟的时间内完成 50道标志译

写的实践题目，以其中最多 40道答对的题目计入学期总成绩。 
3. 论文结课：自主选择一个校外场景，对于其公共标志的使用，进行全方位的个人调研，并

按论文格式要求写作一篇 2000字（英文为 1400）字左右的小论文。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方尺的世界——初识标志 2  
2 桥梁的魔力——桥式翻译法 2  
3 大笑的反思——英汉标志差异 2  
4 厕所的性别——通用标志篇 2  
5 箭头的秘密——指示标志篇 2  
6 川流的秩序——交通标志篇 2  
7 地图的困惑——地名标志篇 2  
8 啄木的校园 2 实践课 
9 炎魔的枷锁——消防标志篇 2  

10 翠绿的贴心——安全标志篇 2  
11 靛蓝的温暖——通告标志篇 2  
12 橙黄的醒目——警示标志篇 2  
13 赤红的戒条——危险标志篇 2  
14 自然的私语——旅游标志篇 2  
15 匆匆的脚步——活动标志篇 2  
16 收获的果实 2 实践课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各类标志的中外规范、惯例、语言风格的理解。 
难点：翻译方法的掌握、技巧的实际运用，疑难标志的译写。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确定每节课讨论的标志主题大类。 
2.对主题标志进行定义、诠释、举例。 
3.用多媒体手段加深学生对标志主题的理解 
4.进行翻译方法的讲解、实例的展示和练习。 
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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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引导。 
2.视频展示。 
3.图片展示。 
4.翻转课堂（微信公众号）互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实验室或设备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有 4学时的自主学习（课内实践）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作业+期末综合评定。 
考核内容有： 
7． 课堂出勤占 15% 
8． 课堂表现占 15%  
9． 实践报告占 30% 
10． 期末考试或论文，占 40% 
7、作业要求： 
每周引导学生进行标志订正练习。 
在实践环节，要求学生运用能力解决实际问题，查出至少 9个错误的标志，订正其中 5个，并

形成实践报告提交。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专题课程，选用国内前沿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标志翻译 1000例——理论篇》杨永林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2. 《标志翻译 1000例——方法篇》杨永林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二）推荐参考书 
1. 《常用标志英文译法手册》杨永林编制，商务印书馆，2012. 
2. 《公示语翻译》吕和发、蒋璐编制，外文出版社，2011. 

执笔：丁韬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7月 1日 

 

日语三 
Japanese III 

课程号：108010073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第一課 
参考学时：四节 
学习内容及目标： 
本文１ 田中さん、鈴木君 
言葉の使い方 
①・・・を耳にする＝たまたま聞く、それとなくうわさなどで聞く（口にする、手にする、

目に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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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かぶつかったような物音を耳にした。 
● 町のいたるところで音楽を耳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 僕が耳にした話では、彼は転校したらしい。 
②はずす 
● ねじ（障子・看板・掛け軸・カーテン・腕時計・指輪・ネクタイ・ボタン）をはずす。 
● 強度の近眼なので、眼鏡をはずすと何も見えなくなってしまう。 
● 欠席が多いから、彼はメンバーからはずしてしまおう。 
● この機会をはずしたら、二度と話し合えるチャンスはないかもしれない。 
● 席をはずすとき「ちょっと席をはずしますから」と、一声かけてください。 
③ ―づくり＝名詞のあとにつく。 
● 木づくりの家 
● 私も妹も、母の手づくりの服をいつも着ていた。 
● 何よりも人づくり。 
● 国（イメージ・条件・秩序・ルール）づくり。 
④ －あげる＝動詞の連用形のあとに。動作が完了した、もう充分だというところまで何か

をする。下の方から上の方へ移動。 
● 全部仕上げるまで 3時間かかる。 
● ご飯をおいしく炊き上げる。 
● どうやってアパートの 3階までピアノを運びあげるのかと思っていたら、クレーンで吊

りあげるんですね。 
⑤ 面と向かう＝相手と直接顔を合わせて向かい合う。相手に直接何かを言う。 
● 彼に一言文句を言ってやろうと思ったが、面と向かうとなかなか言えないものだよ。 
● いくら親しいからって、面と向かってそんなこと言えないよ。 
⑥ 気を使う＝周りに人々や物事に対して、細かいところまで心遣いをする。 
● 病人に気を使って小さな声で話をする。 
● 子供の受験勉強中は、家中でいろいろと気を使いました。 
⑦ 男ことば女ことば 
●人称代詞―男性：僕・おれ・わし・君・お前 
     女性：あたし・あたくし 
● 感嘆詞―男性：おい・ほう・なあ 
      女性：あら・まあ 
● 語気助詞―男性：ぜ・ぞ・な・かい 
       女性：かしら・わ・わよ・わね 
● 敬語―男性：少ない 
     女性：多い（例―お・・・） 
文法・文型 
① のみならず＝用言、助動詞の連体形あるいは体言のあとにつく。 
● こうしたニュースは、放送メデイアのみならず、今日ではネット上でも手軽に知ること

ができる。 
● 彼は頭がよいのみならず、勤勉でもある。 
● 戦火で家を焼かれたのみならず、家族を失った。 
②・・・上で・上の・上では・上でも・上での 
● IQ の現在の発達レベルを知ることは、お子様の今後の教育を考える上で、とても参考

になります。 
● 水の大切さを知る上でも、貴重な体験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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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の上では夫婦だが、実質的にはもう離婚している。 
● どの会社の形態電話を使うかは普通、サービスや料金を比べた上で選ぶ。 
● 渡しに作品をああだこうだと言う前に、ぜひ本物を見てほしい。見た上での批評なら、

なんと言われようが構わない。 
● この書類にご記入の上で、係員の所までおいでください。 
読んだあとに 
問い 
● 日本語では、「・・・さん」と「・・・君」はそれぞれどんな場合に使われるのか、その使い

分けを言ってください。 
● 日本の会社では、内に対するときと外に対するときとでは、呼び方が違うと言っていま

すが、例を挙げて説明してください。 
● 最近会社では、人を呼ぶ言い方としてどんな変化が起こっていますか？ 
● 本文１では何を言おうとしていますか？300字程度にまとめてください。 
本文２ 海外から見た日本人（１） 
読む前に 
海外の人から見て、日本人はどういうイメージでとらえられているのでしょう。 
読む 
① そっと＝気づかれないように、また静かに何かをする様子。そのままにしておく様子。 
● そっと触ってみる。 
● 遅刻して恥ずかしかったので、教室の後ろのドアをそっと開けて中に入りました。 
● 病人をベットに寝かせたまま、そっとしておきました。 
② 品がよい＝人や物に備わるしとやかさ、すばらしさの感じ。 
● 訪ねてきたのは、年のころ、４５，６の品のいい紳士だった。 
● あなたが着ている服は、いかにも高そうだけれど、少し品がないと思うわ。 
③ 心を開く＝隠し立てのない素直な気持ちになって、打ち解ける。 
● 親が心を開いて話せば、子供も心を開く。 
● 君は心を閉じているから、もっと心を開いたほうがいい。 
● もっと心を開いたほうが人間関係はうまくいくでしょう。 
④・・・に耳を傾ける＝一生懸命聞こうとする 
● 率直に他人の意見に耳を傾ける人間は明日の勝利者だ。 
● 消費者の意見にも耳を傾けるべきだ。 
● 少しまじめに人の忠告に耳をかたむけろ。 
んだ後に 
問い 
● 本文のジョークでは、日本人は英国人などいろいろな国の人とどういうふうに違うので

しょうか。 
● 作者はそんなときにこのジョークをよく使いますか。それはなぜですか。 
● あなたが知っている、本文に類似したジョークの例を挙げてください。 
作业：课后练习 

第二課 
参考学时：四节 
学习内容及目标： 
本文１ 社員食堂 
言葉の使い方 
① 当てはまる＝ちょうどうまく合う、ぴったり合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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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の中が変わるにつれ、昔のままの考えは実際に当てはまらなくなってくる。 
● 頭がよくてハンサムで優しく、しかもお金持ちなんていう条件に当てはまる男性はなか

なかいません。 
● 次の文章を読んで空欄に当てはまる言葉を入れなさい。 
➁過ぎる＝ある場所を通ってさらに進む。時間、期間がたつ、ある時期が終わりになる。物

事の一般的な基準を超える。 
● 気が付くと列車は京都を過ぎて大阪にさしかかっていた。 
● 五時過ぎ 
● 長い冬が過ぎて春が来た。 
● 親切も度が過ぎると、時としておせっかいになります。 
➂整える 
● 列（机の上・乱れた髪・呼吸・拍子・必要な書類・縁談）を整える。 
➃本腰を入れる＝本気になって物事に取り組む 
● 「いよいよ来年は入試だね。」「そろそろ勉強に本腰をいれなくちゃ。」 
● もっと本腰を入れて取り組まなくては、いつまでたっても計画は実現しません。 
➄気になる（聴解） 
● リラックスタイムがあってこそ、子供は勉強でもする気になる。 
● 辛いときに彼女がかけてくれる激励の一声で、頑張る気になる。 
文法・文型 
➀・・・抜きで、抜きでは、抜きに、抜きには、抜きの 
● アメリカ抜きで「京都議定書」の批准を目指す方針が日本政府から発表された。 
● 税抜きの金額です。（税込み） 
● 建築新時代では、CAD抜きでは語れません。 
● この問題は国民の感情抜きには解決できない。 
➁とか＝はっきりしない伝聞あるいは想像。 
● 天気予報では明日雨だとか言っていたけど、運動会、大丈夫かな。 
● 昔はこの駅の周辺も畑だったとか。今からは想像もできない。 
● 中学生以上なら泳げなくでもだいじょうぶだとか。 
➂わりに、わりには 
● 値段のわりにはよくできたモデルです。 
● 残業しているわりには仕事が進みません。 
● 彼女はおしゃれなわりに、部屋はきたない。 
● 学歴のないわりには、いろいろなことを知っている。 
➃・・・をもとに、をもとにして＝・・・を条件として、・・・の状況において 
● 日本の文化は中国や韓国の大陸文化をもとに形成された。 
● 文学作品とは、体験や見聞などをもとにして自分の思いや感動を表現したものである。 
➄・・・気味＝ある傾向を表す（マイナス） 
● 彼女は少し緊張気味だった。 
● 最近太り気味なの。 
● 発育が遅れ気味な娘の教育が心配です。 
➅・・・に沿って、に沿い，に沿う、に沿った＝それに従って 
● 文脈に沿って考えよう。 
● 線路に沿って、広い道があります。 
● 今後も住民のニーズに沿った店舗作りを進める。 
➆・・・からして、からみて、からいっ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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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間の時間感覚からして、一時間以上集中を継続させることはなかなか難しい。 
● 彼女の服装からしても、恵まれていない生活環境を物語っていた。 
● 彼が毎朝、新聞配達していることからして、まじめな学生だということがわかる。 
➇だけあって、だけに＝必然な結果 
● 若いときに苦労しただけあって、人間ができている。 
● 呼子は海辺の町だけあって、魚がとてもおいしかったです。 
● しかも情報化時代だけに、乱れた用語や新造語などが広まるのも早い。 
➈「と」＝繰り返しある物事が起こる様子、物事の状態がある数量の程度まで達する、数量

の限度を表す 
● 二度三度と失敗を繰り返して、ようやく成功にこぎつけた。 
● 平均１万円と高いイメージのあったブランド傘も、5千円と手ごろな価格で出始めてい

る。 
● 禁煙しようという彼の決心は三日と続かなかった。 
➉・・・というものではない、というものでもない＝ある見解や主張が正確とはいえない。 
● 本当のことを知れば気が晴れるというものではない。 
● 有名な大学を卒業したからといって、それで幸せになれるというものでもない。 
● 愛しているから結婚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ものでもない。 
 
⑪・・・恐れがある（聴解）＝悪い出来事が起こる。（ニュースなど） 
● 今夜から明日にかけて津波の恐れがあるので、厳重に注意してください。 
● 親子間の金銭貸借（たいしゃく）は贈与（ぞうよ）とみなされる恐れがあると聞いてい

ますが、どのような点に注意すればよいでしょうか。 
読んだ後に 
問い 
● 食生活に関する調査から、どんなことがわかりましたか。 
● 「社員の健康管理を考えた社員食堂が登場した」とありますが、その食堂ではどういう

ふうにやっていますか。 
● ２９階にある社員食堂は人気のある食堂だということですが、その様子を簡単に話して

ください。 
● あなたは自分自身の健康を考慮したうえで食事を取っていますか。 
本文２ 海外からみた日本人（２） 
言葉の使い方 
➀しばしば＝たびたび、何度も 
● 彼女はしばしば忘れ物をする。 
● 川端康成もしばしばこの本屋に立ち寄ったそうだ。 
➁影が薄い＝その存在が目立たない、印象が弱い 
● 彼女の見た目には、僕はやはり影の薄い存在だった。 
● 松尾先生は他の個性的な先生と比較しても、なんだか影の薄い感じがした。 
➂悩む 
● 騒音（赤字・物価高・人口過剰・過程の不和・持病の頭痛）に悩む。 
文法・文型 
・・・までに＝だけ 
● ご参考までに資料をお送りします。 
● 参考までに言えば、関税はビールのほうが大幅に安いわ。 
読んだ後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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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い 
● 昔からの普遍的な見方では、日本人はどういう特徴だと思われていましたか。 
● ドイツなど各国の学生は、それぞれどんな論文を書きましたか。 
作业：课后练习 

第三課 コンピューター 
参考学时：四节 
学习内容及目标： 
読む前に 
コンピューターは今いろいろな用途に使われている。ワープロとして使われるばかりでな

く、データの処理をしたり、商店などでは在庫管理などにも使われている。特に最近は、買い物

や、手紙のやりとりなどのコンピューターの通信機能が利用されている。 
読む 
言葉の使い方 
➀もむ＝手のひらで包んだり指先で挟むようにして何度もものに圧力を加え、そのようにし

て柔らかくする。激しく揺り動かす。入れ乱れて押し合う。激しく議論する。辛い経験を重ねる。 
● 摘んだお茶の葉は蒸して揉み、乾燥させるのです。 
● 僕は時々、仕事で疲れたお父さんの肩をもんであげます。 
● ラッシュの人ごみにもまれて、会社に行き着くまでにはくたびれてしまうこともある。 
● われわれは今少しこの議題をもむつもりだ。 
● 彼は世の荒波にもまれながら、だんだんとたくましい人間に成長していった。 
➁相当＝ふさわしいこと。かなり 
● この宝石は 7万ドル、日本円にして焼く 1000万に相当する。 
● 君の現在の実力からすれば、初級者コースくらいが相当だろう。 
● 君の歌のすごいが、彼の絵も相当だよ。 
● もう勘弁してやれよ。あいつも相当参ってるみたいだから。 
➂－ごと＝そのたびに。そのときそのとき 
● この目覚まし時計は 5分ごとの鳴る。 
● こどもというものは、見るごとに大きくなっていくものだな。 
● 彼は、会う人ごとに今度建てた家のことを自慢している。 
文法・文型 
➀・・・を問わず、は問わず＝それに関係なく。それを問題にせず 
● コンテストには、浴衣を着ている人なら老若男女を問わず参加でき、個人、グループで

の申し込みも可能だ。 
● ジーンズは季節を問わずはけるし、洗濯機でじゃぶじゃぶ洗える。 
● プロ、アマ（年齢、学歴、職業、理由、昼夜、男女、内外、有無、良い悪い）は問わず。 
➁・・・ことなく＝ないで、ずに 
● われわれはいつまでも変わることなく友達だ。 
● 休むことなく話しましたので、たぶんお子さんたちは退屈だったと思います。 
➂・・・おかげで、おかげだ 
● お父さんのおかげで 3人の子供も立派に大学を卒業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 周囲の人が支えてくれたおかげで現在の私がある。 
● まったく、君に頼んだおかげでかえってややこしい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んじゃない

か。 
➂たとえ・・・ても、たとい・・・ても 
● 日本人はたとえ車が来なくても、赤信号をわたろうとし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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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たとえ当日雨だったとしても、運動会は行ないます。 
● たとえ困難なことがあっても、最後までやりぬこうという気持ちが大切だ。 
➃・・・せいだ、せいで、せいか 
● あまり暑さを感じないのは風が強いせいだろうか。 
● わがままな母のせいで、彼女は結婚が遅れた。 
● たばこを吸っているせいか、体の調子がよくない。 
読んだ後に 
問い 
● コンピューターはどんな用途に使われているのか、例を挙げて説明してください。 
● 時代遅れにならないように、中高年の人々はどのようにコンピューターの使い方を勉強

していますか。 
● コンピューターについて自分のおもしろい体験や失敗談を話してください。 
● コンピューターによる新しい通信方法によって、私たちの生活や仕事はどのように便利

になりましたか。 
本文２ テレビ面接 
読む前に 
読む 
言葉の使い方 
➀わざわざ＝意図的に行なう行動に大きな労力を伴う様子。わざと。 
● 雨の中をわざわざお出てください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 わざわざ遠回りするからには、なにか理由があるはずだ。 
文法・文型 
・・・まい、まいか＝ないだろう、・・・う（よう）としない 
● 茶髪やピアス、服装が個性というならここでは何も言うまい。 
● その社会で有意義に生きていくために必要な能力は「自立心」といえまいか。 
● 本を読まなくなったのは子供だけであるまい。 
● 少子化がこのまま進行するならば、高齢化対策も何もあったものではありますまい。 
作业：课后练习 

第四課 携帯電話 
参考学时：四节 
学习内容及目标： 
読む前に 
最近携帯電話を使っている人をよく見かける。電車の中や喫茶店、それに歩きながら電話を

している人もいる。突然話し声がして、自分に話しかけられたのかと思ったら、声の主の手にあ

るのは携帯電話。そういう経験をした事のある人は多いだろう。 
読む 
言葉の使い方 
➀調子＝音楽の音の高低。具合、状態、勢い、弾み。 
● 一生懸命歌っているが調子がはずれていることに気づいていないらしい。 
● 父からの手紙は言葉の調子がとても強くて、読んでいる私は叱られたような気分になっ

た。 
● 昨日からどうも腹の調子がおかしいんだ。 
● 疲れがたまっていたのか、今日はあまり調子がでなかった。 
● この調子でいけば、お昼前には湖まで行けそうだ。 
● たまたま一度うまくいったくらいで調子に乗るんじゃな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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➁直す 
● 日本の経済はどう立て直すか。 
● 自分の作文を表現の点から見直し、よりよい文章に書き直してみましょう。 
● 私が客間に入ると彼女は座り直して丁寧に挨拶した。 
● 包帯が緩んできたけど、巻き直してくれないか。 
➂―代・―料・―費 
● 食事代・本代・部屋代・電話代・洋服代 
● 駐車料・送料・保険料・使用料・授業料 
● 学費・会費・事業費・医療費 
● 交通料（代・費） 
● 人件費（代✕・料✕） 
文法・文型 
①・・・かと思うと・かと思ったら・と思うと・と思ったら 
● 来るかと思うと欠席だし、休むかと思うと出席している。 
● いつも座って何を書いているのかと思ったら家計簿を付けていた。 
● 長雨が終わったかと思ったら、息をつく間もなく猛暑が襲ってきた。 
● ちょっとうとうとしたかと思うと、突然大きな物音がして目が覚めた。 
➁・・・にこたえて・にこたえ・にこたえる 
● この励ましの言葉にこたえ、あきらめずに奮起してもらいたい。 
● 国連からの要請にこたえて、政府は援助チームを派遣することにした。 
● 震災が残した防災の課題にこたえる最新の技術開発を追った。 
読んだ後に 
問い 
● 携帯電話は便利なものですが、例えばそれはそんな場合ですか。 
● 携帯電話の使用にはマナーが必要ですが、具体的にどんなことに注意しなければなりま

せんか。あなたは日ごろ気を付けていますか。 
● 携帯電話のいいところと悪いところを話してください。 
本文 2 CDとストレスの知られざる関係 
言葉の使い方 
➀ただし＝さきに述べたことに補足説明・条件・例外などを付け加えること。 
● 行ってもかまわない。ただし、1人ではだめだ。 
● 私は野球はできない。ただし、見るのは大好きだ。 
● 委員の任期は 3年とする。ただし、再任を妨げない。 
しかし＝相反関係、対立関係 と区別する。 
文法・文型 
➀・・・ざる（ざるをえない）＝否定を表す。 
● このようなことは、われわれには考え及ばざることであった。 
● 私の至らざる結果がこのような事態を引き起こしてしまった。 
● あの人はやむをえざる事情で学校をやめた。 
読んだ後に 
問い 
● 人間をリラックスさせるかぎとは何ですか。 
● CDばかりを聴いていると、ストレスがたまってしまうのはなぜですか。 
作业：课后练习 

第 5課 本文 1 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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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四节 
学习内容及目标： 
読む前に 
制服を着る職業にはどんなものがあるだろうか。飛行機のパイロットやスチュワーデス、電

車の運転手、看護婦など。これらの制服を着る職業は、私たちが子供のころにあこがれたものが

多い。 
着るほうも制服を着るたびに「さあ、仕事だ」という気分になるし、・・・ 
読む 
➀けじめをつける＝していいことと悪いことなどの区別をする。みずから責任を負う。 
● 善悪のけじめをつけることが大切なのです。 
● 上下関係にきっちりとけじめをつける。 
● やめるならやめるで、きちんとけじめをつけることが大切だ。 
● 政治献金などの問題で A氏が辞職の形でけじめをつけることになった。 
➁だからといって 
● 私は彼が好きだ。しかし、だからといって、彼のすることは何でもいいと思っているわ

けではない。 
● 毎日忙しい。しかし、だからといって好きな陶芸をやめるつもりはない。 
● 走るのは健康のためにいい。だからといって、体調も考えず走るのは無謀だ。 
➂まあ＝まずます、とにかく、ちょっと。驚いたり感心したりしたときに出す声（女性用）。 
● 素人がここまで歌えればまあいいだろう。 
● 「東大、受かったんだって？」「まあね」 
● 「先生、卒論についてなんですが」「まあ待ちなさい。今来客中だよ」 
● まあ、お茶でもどうぞ。 
● まあ、驚いた。 
● まあ、かわいいあかちゃんね。 
文法・文型 
・ ・・てからでないと、てからでなければ 
● 調査が終わってからでないと何も言えない。 
● 相手の顔を見てきちんと話を聞いてからでないと、真意が伝わら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考

える。 
● 品物を見てからでなければ、いくら買うか決められません。 
● きちんと確かめてからでないと失敗するよ。 
➁・・・にしたら・にすれば 
● だまって、静かに、どっしりかまえてなど、彼にしたら拷問に等しい。 
● 体罰は悪いが、先生にすれば子供への愛情からたたいたのかもしれない。 
● 提供する側にすれば、自分（故人）の臓器がどこのだれかに提供されるのか知るすべも

ないし、この点は移植を受ける側も同様である。 
読んだ後に 
問い 
● 制服を着る職業にはどんなものがありますか。 
● 以前はどんな制服が中学生や高校生のイメージでしたか。最近はどのように変わってき

ましたか。あなたの中学校の制服はどんなものでしたか。 
● 中学や高校の制服に対してどんな反対意見がありましたか。 
● 制服についてあなたはどう思っていますか。あなたの意見を簡単にはなしてくだいさ

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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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２ 春風と桶屋 
言葉の使い方 
➀道草を食う＝本来の目的以外のことをして、時間を無駄にする。 
● ゆっくり歩いて、存分に道草を食う。 
● 早く行ってきなさい。道草を食っちゃだめだよ。 
● 大掃除をしていたら古い写真が出てきた。懐かしさにかられて、長い間見入ってしまい、

たいへん道草を食ってしまった。 
➁かじる＝硬いものを歯で少しずつかむ。すこしだけやってみる。まだ経済的に独立するこ

とができず、親に養ってもらうこと。 
● りんごをかじる。 
● ねずみが壁をかじる。 
● フランス語は大学でちょっとかじっただけなので、とても会話などはできません。 
● 親のすねをかじる。 
➂まし＝ほかと比べて勝っているさま。 
● 今年は、去年の二割ましの収穫をえることができた。 
● ないよりましだ。 
● 山の中の生活には苦労もあるが、それでも飢えるよりははるかにましだ。 
● 君もくだらないことばかり言っていないで、もう少しましなことをしたらどうだい。 
文法・文型 
➀・・・となく 
● なんとなく、どことなく、だれとなく、いつとなく 
● 何回となく、幾度となく 
作业：课后练习 

第 6課 本文 1 代行サービス 
参考学时：四节 
学习内容及目标： 
読む前に 
「代行」とは、もともと企業などが外部の会社に仕事を委ねることを指していた。しかし、

このころは、企業の専売特許ではなくなってきている。家庭においても、いろいろな新しい代行

サービス利用され始めているのだ。 
読む 
言葉の使い方 
➀・・・を手に入れる 
● そのソフトを手に入れるためにあちこち駆け回ったよ。 
● やっと自由な人生を手に入れた。 
● 愛する人を手に入れるためにだれかを傷つけることもあるでしょう。 
➁なんと＝どのように、どう。状態や程度がはなはだしいさま。予想外のことに驚いたとき、

あるいは相手の同意を求めるとき。 
● なんとお礼を申し上げたらいいか。 
● 娘の縁談をなんとしたものか迷っている。 
● なんときれいな織物のこと。 
● 彼の成績はなんということもない。 
● なんとまあ、久しぶり。 
● なんとうれしいじゃありませんか。 
文法・文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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➀・・・ことか 
● 共に語り合える人がいる人生は、どんなにすばらしいことか。 
● 友達ができるまで、何度前の学校に帰りたいと思ったことか。 
● この曲を聴くたびに自由で楽しかった学生時代を思い出す。それにつけても今の生活の

なんと余裕のないことか。 
➁・・・がたい 
● 想像しがたい・認めがたい・賛成しがたい・言いがたい・表しがたい・表現しがたい・理解

しがたい・忘れがたい 
➂・・・ものだ＝強い願望を表す。 
● 今後とももっとよい環境になるよう努力したいものだ。 
● あんな不況の時によく就職できたものだと思う。 
● 被害者の家族の方の胸中は、計り知れないものだろう。 
読んだ後に 
問い 
● 最近、どんな新しい代行サービスが利用さ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か。 
● 買い物代行サービスの利用者は主にどんな人たちですか。その理由について、それぞれ

ど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ますか。 
● 利用者のニーズに応じて、きめ細かなサービスが増え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のは具体的にど

んなサービスですか。 
本文 2 発話の目的と発話された言葉の形 
文法・文型 
➀・・・ごとき、ごとく 
● 光陰矢のごとく。 
● やまのごとき大波が、背後から襲ってきた。 
● 沈黙の音楽のごとく静かなときが流れていく。 
● 飽食の時代と言われるごとく、お金さえ出せば何でも手に入る時代となった。 
➁・・・ともなく、ともなしに＝あえてそうするわけでないが。 
● ラジオを聞くともなく聞いていたら、懐かしい曲が流れてきた。 
● パタンと戸を閉め、静まり返った暗い廊下の先を眺めるともなしに眺める。 
● どこからともなく沈丁花のいい香りが漂ってくる。 
● 老人はだれに言うともなく「もう秋か」とつぶやいた。 
● 近所で一番広くてきれいなコンビニへ向かい、何を買うともなしにぶらぶらする。 
作业：课后练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课 4  
2 第一课 4  
3 第二课 4  
4 第二课 4  
5 单元复习及延伸 4  
6 第三课 4  
7 第三课 4  
8 第四课 4  
9 第四课 4  

10 单元复习及延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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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第五课 4  
12 第五课 4  
13 第六课 4  
14 第六课 4  
15 单元复习及延伸 4  
16 期末考试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日语一，日语二 
后续课程：日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听力，语法，口语 
难点：语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上课前学生查找相关资料事先预习，教师讲解课文语法的同时，结合同学们搜集的资料进行与

课文内容相关的提问，讲解。听力练习及口语练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郑玉和等编著《新世纪大学日语》第三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 8月 第 2版 

   执笔：金莹 审稿：崔延花 审定：外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时间：2015年 9月 1日 

 

日语四 
Japanese IV 

课程号：108010083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第 7課 本文 1 通信販売 
参考学时：四节 
学习内容及目标： 
読む前に 
ぶら下がりの健康器具、家庭用トランポリン、肩のマッサージ器具、エアロバイク・・・・・こ

れらの健康器具はみな、ある作家が通信販売を買ったものだ。健康器具の多さにかけてはだれに

も負けないだろうと、変な自慢をしている。 
読む 
言葉の使い方 
➀理屈に合う＝筋の通った考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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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すべてが体験談みたいなものですから、かならずしも理屈にあうものでないかもしれま

せん。 
③ あの人は理屈に合わないことばかり言うので困ります。 
➁気が大きい＝細かいことをきにしない、度量が広い。 
④ オーストラリア人は気が大きく、多少の細かいことはまったく気にしない人が多い。 
⑤ 給料日のあとなので結構気が大きい。 
⑥ 仲間が多いと気が大きくなる。 
文法・文型 
➀・・・にかけては、にかけても 
⑦ 彼女は、子供に接するやさしさと丁寧さにかけては定評がある。 
⑧ 走ることにかけては、何も指導するところはない。 
⑨ 医者のプライドにかけても、最善の方法を検討すべきだ。 
⑩ 警察の威信にかけても、一日も早く犯人を逮捕していただきたい。 
➁・・・ないではいられない＝せずにはいられない。 
⑪ 思ったことをすぐ口に出さないではいられない人がいる。 
⑫ 「この子はどんな家に住んでいるのか」と思ってみないではいられなかった。 
⑬ 大会の取材を通し、人と人の縁の不思議さを感じないではいられなかった。 
➂・・・ことだ＝その状況で最も望ましいこと、最もよいことを述べて 
⑭ 自分の部屋は自分で掃除することだ。 
⑮ 人と上手に付き合いたいなら、とにかく相手に関心をもつことだ。 
⑯ だから、ことのなりゆきが悪くても、うまくいかないことがあっても、あきらめないこ

とだ。 
読んだ後に 
問い 
⑰ 通信販売は、もともとどのような人々を対象にしたものですか。 
⑱ 今では、通信販売でどんなものが買えますか。 
⑲ 通信販売でものを買うとき、たまにいらないものも注文してしまうのはなぜですか。 
⑳ あなたは通信販売で買い物をし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その体験を簡単に話してくださ

い。 
本文 2 情報の伝え方 
問い 
私たちは相手に意を伝えるために、必要最小限よりも多くの言葉を使っているのはなぜです

か。 
作业：课后练习 

第 8課 ポケベル 
参考学时：四节 
学习内容及目标： 
読む前に 
ポケベルは二十世紀における最も無用な発明の一つであると言った人がいる。会社が、一時

間後でなく今すぐこちらを見つけたからといって、何か違いがあるだろうかというのだ。 
たしかに急用の時すぐに連絡がつけば便利だろう。けれど、、、。 
読む 
言葉の使い方 
➀一息つく＝ちょっと休む、苦しい状態から抜けて、ほっとする 
21 修士論文のテーマ提出も終わり、とりあえず一息ついたので、少し出かけようと思う。 
22 太田君は一息つかず 50メートルを泳ぎ切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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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会社に戻って一息つく間もなく、彼は部長に呼ばれた。 
➁縛る＝ひもや縄などを人や物に巻きつけて、動かないようにする。自由な活動ができない

ようにする。 
24 両手を縛る・傷口を布切れで縛る・長い髪をゴムひもで縛る・人質をロープでいすに縛る

・船を岸辺の木に縛る・新聞を束ねてひもで縛る 
25 お金に縛られるのが自由化どうか疑問です。 
26 女性の地位の向上には目覚しいものがあるが、ほとんどの主婦はまだ家庭に縛られてい

る。 
➂都合＝何かをするときの、具合がいいか悪いかという事情。何とかして、お金や時間など

をつくること。全部で、合計。 
27 残念ですが、明日は家の都合で欠席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28 火曜日は都合が悪いんだ。他の日にしてくれない。 
29 都合よくバスがよく来た。 
30 先生のご都合・・・ 
31 何とかして都合してできるだけ出席します。 
32 近いうちに都合つけ、田舎へみなでおいでよ。 
●大人８人、子供５人、都合 13人ですね。 
文法・文型 
➀・・・わけがない＝はずがない 
33 好きでやっていることを、やめるわけがない。 
34 そんな甘い話があるわけがないことをまず認識してほしい。 
35 「最近元気？」「元気なわけないでしょ。彼と仲直りできなくて、もう悲惨な状態なの

よ。」 
36 ゴミ箱だからといって汚れていいわけがない。 
➁・・・にかかわらず・にかかわりなく・にはかかわりなく 
37 晴雨にかかわらず・性別にかかわらず・・・ 
38 入国目的が何かにかかわらず、ビザが必要です。 
39 投稿された原稿は、採否にかかわらず原則として返却しない。 
40 一旦収めた学費などは理由のいかんにかかわらず返還しない。 
➂・・・ないことには 
41 原因が分からないことには対策を立てられない。 
42 実際にものを見ないことには、いいか悪いか判断できない。 
43 しかし誰かが世話をしないことには皆一同に困ることになる。 
➃・・・につけ・につけては・につけても＝どんな場合でも。何かを見たり思ったりするたびに。

どれにしても 
44 昨今は電波の時代で何かにつけ速い。 
45 何事につけても自分を責める傾向が現れています。 
46 彼女の姿を見るにつけ、そのときのことが思い出されます。 
47 そういう変化を目の辺りにするにつけ、その間、自分はどれほど成長したのだろうと考

えてみることがある。 
48 よきに付け、悪しきにつけ、死ぬまで固いきずなで結ばれている兄弟。 
49 聞いてくれるにつけ聞いてくれないにつけ言うべきことは言う。 
読んだ後に 
問い 
50 ポケベルは、大人たちにはあまり評判がよくないといわれますが、それはなぜですか。 
51 それに対して、ポケベルは、若者たちに大変人気があるようですが、その理由を話し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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ください。 
52 ポケベルは普通の人と中高生ではそれぞれ一日にどのくらい使われていますか。 
本文２ つかう 
言葉の使い方 
➀引っ込む＝外に出たものがもとに戻る。目立たないところに退く。表から見えない奥のほ

うにある。 
53 出るべきところは筋肉で形を整え、引っ込むべきところは脂肪を燃焼して引っ込ませ

る。 
54 退職しましたからそろそろ田舎に引っ込もうと思っている。 
55 彼女は 1人でテレビを少し見た後、部屋へ引っ込んだ。 
56 無理が通れば道理が引っ込む。 
57 目が引っ込んでいる。 
➁見当をつける＝大体こんなところだろうと考える。 
58 始めのうちはなかなか重さの見当をつけることは難しかった。 
59 外出中の母に急用ができたので、行き先に見当をつけて電話をかけてみたがだめだっ

た。 
60 住みたい建物の金額と諸経費がどのぐらい必要か、検討をつけましょう。 
読んだ後に 
問い 
61 本文 2の作者は、どうして外に出るとき時計を持っていかないことにしたのですか。 
62 作者はどのような生活が気に入っていますか。 
作业：课后练习 

9課 睡眠 
参考学时：四节 
学习内容及目标： 
本文１ 
言葉の使い方 
➀控える＝準備をして近くにいて待つ、近くに存在する。度を越したりしないように、分量

や回数を少なめに抑える、まもなくあるいはすぐ近くになにかがある、忘れないように大事なと

ころを書き留める。 
●用が終わるまでそこに控えていなさい。 
●行く手に難問が控える。 
●胃の調子が悪かった父は、医者に酒とタバコを控えなさいと注意されたそうだ。 
●決勝戦を三日後に控えて、選手たちの緊張は次第に高まってきた。 
●彼はそそくさと手帳を開き、示された番号を控えていました。 
②刻む＝ 細かく切る。ナイフなどで字や形を彫る。心の中に深く覚える。時計などがカチ

カチ音を立てて進む。 
●ねぎを刻む、木に目印を刻む、目盛りを刻む、仏像を刻む、しわが刻まれる、胸に刻む、

リズムを刻む 
●この料理を作るには、まずたまねぎを刻みます。 
●峠の上には、有名な詩人の詩を刻んだ碑が立っていた。 
●別れのときの先生の言葉は今でも心に刻まれている。 
●夜の静けさの中を、時を刻む時計の音だけが聞こえる。 
③ずれる＝決まった、正しい場所から動く。他の人あるいは正しいと言われている考えなど

と違っている。 
●映像と音が違っ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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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の置き場がすこしずれているから直してください。 
●ちょっと話題がずれてい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が。 
●お父さんが感覚がずれていて、古臭いことを平気で言うから困るわ。 
本文２ 
言葉の使い方 
①何となく＝別にはっきりした理由はないが 
●なんとなく体がだるくてやる気が出ない。 
●目が疲れやすい、あるいはなんとなく目に不快感を感じるという人が増えている。 
●昼過ぎ、寒さと曇り空に引かれて、なんとなく車に乗って、なんとなく北に向かう。 
②ぱっと＝急に何かを行う様。あるいは急にそういう状態になる様子。 
●驚いてぱっと立ち上がった。 
●暖かくなったので、いろいろな花がぱっと咲いた。 
 
●ぱっとしない毎日を送っている。 
●最初の印象ではそれほどぱっとす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うちの子は学級でもトップクラスの読書量を誇っているのですが、成績がぱっとしないの

です。 
③なんてことはない 
●中に入ってみるとなんてことはない普通の居酒屋です。 
●通勤、通学などもそうですね。最初遠いと思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も，通い慣れるとなんてこ

とはないという感じになります。 
作业：课后练习 

第 10课  大学の講義 
参考学时：四节 
学习内容及目标： 
本文１ 
注釈 
言葉の使い方 
①迫る＝危険などが近づく。あるときが近くなる。大きなものなどがごく近くにある。そう

するように強く要求する。 
●敵が首都に迫る、辺りに夕闇が迫る、試験が目の前に迫る、土砂が村に迫る、空が低く迫

る、新記録に迫る，生の本質に鋭く迫る 
●期末試験が終わり、夏休みも間近に迫った。 
●真に迫った演技は、観客に深い感動を与えた。 
●松下議長に辞職を迫った。 
●野党は政府に減税を早く実行するようにと迫った。 
②足を洗う 
●暴走族の世界から足を洗う。 
③工夫を凝らす 
●お父さんを説得するのに、家族みんなで工夫を凝らした。 
④わなにはまる 
●自分がわなにはまったことに気づいたのは、三日も経ってからだった。 
文法 
、、、勝ちだ 
●高齢化は先進国の問題と思われがちです。 
作业：课后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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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课  ビデオとのつきあい 
参考学时：四节 
学习内容及目标： 
本文１ 
言葉の使い方 
①ざっと＝全体を大まかに扱う様子。全体の概数を見積もる様子。 
●明日までにこの書類にざっと目を通してください。 
●博士論文を仕上げるまでに、ざっと五年かかった。 
②構える＝自分のものとして家屋などを持つ。ある動作を始めようとして態勢を整える。わ

ざとこしらえて、示して見せる。 
●オーストラリアに事務所を構えている。 
●貧家の出の祖父がようやく一家を構えたときは、40歳を過ぎていたそうだ。 
●あと一球、ぼくは今度こそヒットだぞと心に決めてバットを構えた。 
●病気（事、口実）を構える。 
文法 
①、、、ようがない・ようもない 
●いまのところ置きようがないのでまだ買えないが、値段だけ聞いておく。 
●連絡の取りようがなかったので、どうしてるか心配だったよ。 
●人生、どうしようもない時もある。 
●ここに足を運んでくれた皆さん、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ほんとうに感謝のしよう

がありません。 
②、、、のでは＝今聞いたことや状況を踏まえて、それなら、その状況では。、、、のではない

か 
●雨なのでは仕方がない。明日にしよう。 
●言われたことだけをするのではいけないと思う。 
●こんなに暑いのでは、今日の遠足は大変だろうね。 
●2 人のこのうちどちらかが、もしかしたら故郷に戻ってくるのでは、、、そんな淡い期待を

心のどこかに持っていたのかもしれない。 
本文２ 
言葉の使い方 
①ことわざ 
●急がば回れ 
●聞くは一時の恥、聞かぬは一生の恥 
●サルも木から落ちる 
●善は急げ 
●旅は道連れ世は情け 
●ちりも積もれば山となる 
●泣きっ面に蜂 
●花より団子 
●油断大敵 
●旅の恥はかき捨て 
作业：课后练习 

第 12课  運転免許 
参考学时：四节 
学习内容及目标： 
本文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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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葉の使い方 
①ため息をつく＝心配、失望、感動などのときにおもわず大きな息を吐き出す様子。 
●すばらしい文章の切り口にため息をつかないではいられません。 
②ものすごい＝非常に恐ろしい様子。程度が非常に甚だしい様子。 
●下では大きなわにがものすごい口を開けて獲物が落ちてくるのを待ち受けていた。 
●特急列車はものすごいスピードでプラットホームを走りすぎました。 
●このさきはどうなるだろうかと、みなものすごく不安を抱えている。 
本文２ 
言葉の使い方 
①思いもよらぬ＝考えも付かない。まったく予期できない。 
●あいつがテレビタレントになるなんて思いもよらなかった。 
●電話で確認することなど思いもよらず、ただ呆然としているばかりであった。 
②燃える＝火がついて、炎が出る。炎を出しているような現象が生じる。ある激しい気持ち

が盛んに起こる。 
●火が燃える、炎が燃える、家が燃える、ストーブが真っ赤に燃えている 
●燃えるごみと燃えないごみは、きちんと区別して出してください。 
●空の雲は、真っ赤な夕焼けに照らされて燃えているようです。 
●学習意欲に燃える、希望に燃える、研究への情熱に燃える、彼は起こりに燃えた、理想に

燃える 
③肩身が狭い＝世間に対して面目なく恥ずかしく思う。肩身が広い 
●今度のことではお前や子供たちにまで肩身が狭い思いをさせて、すまないと思っている。 
●僕の期末テストの点数がみんなに知られたら、母はきっと肩身が狭い思いをするだろう。 
●君が中心となったプロジェクトが成功して、君を推薦した僕も肩身が広いよ。 
作业：课后练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七课 4  
2 第七课 4  
3 第八课 4  
4 第八课 4  
5 单元复习及延伸 4  
6 第九课 4  
7 第九课 4  
8 第十课 4  
9 第十课 4  

10 单元复习及延伸 4  
11 第十一课 4  
12 第十一课 4  
13 第十二课 4  
14 第十二课 4  
15 单元复习及延伸 4  
16 期末考试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日语一，日语二，日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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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听力，语法，口语 
难点：语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上课前学生查找相关资料事先预习，教师讲解课文语法的同时，结合同学们搜集的资料进行与

课文内容相关的提问，讲解。听力练习及口语练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郑玉和等编著《新世纪大学日语》第三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 8月 第 2版 

执笔：金莹 审稿：崔延花 审定：外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时间：2015年 9月 1日 

 

俄语（一） 
RUSSIAN (1) 

课程号：10801009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一定的听和译的能力、初步的写和

说的能力，使他们能以俄语为工具获取专业所需要的信息；2、帮助学生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
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提高文化素养，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交流信息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

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领会式掌握约 3000 个单词（其中复

用式掌握约 2000 个单词），以及由这些单词构成的常用词组（含中学应掌握的），并具有根据基本
构词规则识别生词的能力，进一步巩固和加深语法表所规定的基本语法知识，特别是要熟练掌握改

到大学阶段才学习的形动词和副动词的变化和用法，并具有在语篇水平上运用语法知识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4学时 

知识单元 1：Высш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тексту； 
2. Интенсивное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3. Грамматика； 
4.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5. Письмо； 
6. 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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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教育话题的俄语表达。 
2．掌握教育话题的俄语表达。 
3.  掌握数量数词的变格及用法。 
作业： 
书面完成作业 7。 

知识单元 2：Физкультура и спорт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тексту； 
2. Интенсивное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3. Грамматика； 
4.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5. Письмо； 
6. 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学习目标： 
1．了解体育方面的俄语表达。 
2．掌握体育方面的俄语表达。 
3. 掌握不定代词与不定副词。 
作业： 
书面完成作业 7. 

知识单元 3：Досуг и развлечение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тексту； 
2. Интенсивное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3. Грамматика； 
4.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5. Письмо； 
6. 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学习目标： 
1．了解休闲方面的俄语表达。 
2．掌握休闲方面的俄语表达。 
3．掌握否定代词与否定副词的意义与用法。 
作业： 
书面完成作业 7. 

知识单元 4：Мода и покупки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тексту； 
2. Интенсивное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3. Грамматика； 
4.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5. Письмо； 
6. 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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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时尚与购物方面的俄语表达。 
2．掌握时尚与购物方面的俄语表达。 
3．掌握俄语主动形动词的构成、意义与用法。 
作业： 
书面完成作业 7. 

知识单元 5：Еда и питание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тексту； 
2. Интенсивное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3. Грамматика； 
4.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5. Письмо； 
6. 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学习目标： 
1．了解饮食方面的俄语表达。 
2．掌握饮食方面的俄语表达。 
3．掌握俄语被动形容词的构成、意义与用法。 
作业： 
书面完成作业 7. 

知识单元 6：Кино и телевидение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тексту； 
2. Интенсивное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3. Грамматика； 
4.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5. Письмо； 
6. 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学习目标： 
1．了解影视方面的俄语表达。 
2．掌握影视方面的俄语表达。 
3．掌握俄语被动形动词的构成、意义与用法 
作业： 
书面完成作业 7. 

知识单元 7：Экскурсии и туризм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тексту； 
2. Интенсивное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3. Грамматика； 
4.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5. Письмо； 
6. 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学习目标： 
1．了解旅游方面的俄语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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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旅游方面的俄语表达。 
3．掌握俄语前置词的分类及用法。 
作业： 
书面完成作业 7. 

知识单元 8：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транспорт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тексту； 
2. Интенсивное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3. Грамматика； 
4.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5. Письмо； 
6. 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学习目标： 
1．了解交通方面的俄语表达。 
2．掌握交通方面的俄语表达。 
作业： 
书面完成作业 7.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8学时 
实验 1：欣赏影视《命运的捉弄》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欣赏影片 
实验要求：熟悉影片内容；研究俄罗斯人的性格特点；了解俄罗斯人庆祝新年的做法。 
实验 2：俄罗斯文化研讨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文化研讨 
实验要求：了解并熟悉具有俄罗斯典型特征的文化元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Высш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8  
2 Физкультура и спорт 8  
3 Досуг и развлечения 8  
4 Мода и покупки 8  
5 Фильм Ирония судьбы 4  
6 Еда и питание 8  
7 Кино и телевидение 8  
8 Экскурсии и туризм 8  
9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транспорт 8  

10 Семинар 4  
11 Экзамен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学俄语 
后续课程：俄语（二）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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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课堂涉及话题的俄语表达、俄语形动词的构成、意义与用法。 
难点：课堂涉及话题的俄语表达的灵活运用、关于形动词的语法知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小组讨论。 
教学手段： 
1.图片欣赏。 
2.影片欣赏。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播放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视学生兴趣而定，主要内容是自行进行口语和听力训练。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认真完成每课的书面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内容和形式都较为新颖的十一五规划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何红梅等编著：《全新大学俄语综合教程（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12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何红梅等编著：《大学俄语泛读教程（1）》，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2. 赵岩等编著：《俄语听力教程（上、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3. 王德双主编：《大学俄语辨析（上、中、下）》，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  
4. 嵇周：《俄语动词难解》，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 
5. 徐琪编著：《新编俄语报刊阅读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6. 徐义华主编：《俄语 4级考试指导及强化训练》，天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7. 郭律楷等主编：《俄罗斯文化国情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 

执笔：丛凤玲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8日 

 

俄语（二） 
RUSSIAN (2) 

课程号：10801010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一定的听和译的能力、初步的写和

说的能力，使他们能以俄语为工具获取专业所需要的信息；2、帮助学生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
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提高文化素养，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交流信息能力，以适应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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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领会式掌握约 3000 个单词（其中复

用式掌握约 2000 个单词），以及由这些单词构成的常用词组（含中学应掌握的），并具有根据基本
构词规则识别生词的能力，进一步巩固和加深语法表所规定的基本语法知识，特别是要熟练掌握改

到大学阶段才学习的形动词和副动词的变化和用法，并具有在语篇水平上运用语法知识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4学时 

知识单元 1：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тексту； 
2. Интенсивное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3. Грамматика； 
4.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5. Письмо； 
6. 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学与艺术话题的俄语表达。 
2．掌握文学与艺术的俄语表达。 
3．主谓语的区别及主语的表达方式。 
作业： 
书面完成作业 7。 

知识单元 2：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е люди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тексту； 
2. Интенсивное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3. Грамматика； 
4.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5. Письмо； 
6. 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学习目标： 
1．了解描写人物的俄语表达。 
2．掌握描写人物的俄语表达。 
3．掌握俄语副动词的构成、意义与用法。 
作业： 
书面完成作业 7. 

知识单元 3：Дом и интерьер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тексту； 
2. Интенсивное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3. Грамматика； 
4.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5. Письмо； 
6. 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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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家居装潢的俄语表达。 
2．掌握家居装潢的俄语表达。 
作业： 
书面完成作业 7. 

知识单元 4：Любовь и жизнь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тексту； 
2. Интенсивное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3. Грамматика； 
4.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5. Письмо； 
6. 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学习目标： 
1．了解爱情与生活方面的俄语表达。 
2．掌握爱情与生活方面的俄语表达。 
作业： 
书面完成作业 7. 

知识单元 5：Общение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тексту； 
2. Интенсивное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3. Грамматика； 
4.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5. Письмо； 
6. 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学习目标： 
1．了解人际交往方面的俄语表达。 
2．掌握人际交往方面的俄语表达。 
作业： 
书面完成作业 7. 

知识单元 6：Этикет и обычаи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тексту； 
2. Интенсивное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3. Грамматика； 
4.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5. Письмо； 
6. 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学习目标： 
1．了解礼仪与习俗方面的俄语表达。 
2．掌握礼仪与习俗方面的俄语表达。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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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完成作业 7. 
知识单元 7：Религия и праздники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тексту； 
2. Интенсивное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3. Грамматика； 
4.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5. Письмо； 
6. 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学习目标： 
1．了解宗教与节日方面的俄语表达。 
2．掌握宗教与节日方面的俄语表达。 
作业： 
书面完成作业 7. 

知识单元 8：Профессия и зарплата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Подготовка к тексту； 
2. Интенсивное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3. Грамматика； 
4.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5. Письмо； 
6. 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学习目标： 
1．了解宗教与节日方面的俄语表达。 
2．掌握宗教与节日方面的俄语表达。 
作业： 
书面完成作业 7.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8学时 
实验 1：欣赏影视《现代俄罗斯灰姑娘》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欣赏影片 
实验要求：熟悉影片内容；研究俄罗斯青年人的生活及特点； 
实验 2：欣赏影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欣赏影片 
实验要求：熟悉影片内容；研究俄罗斯战争影片的特点；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8  
2 Замечательные люди 8  
3 Дом и интерьер 8  
4 Любовь и жизнь 8  
5 Филь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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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Общение 8  
7 Этикет и обычаи 8  
8 Религия и праздники 8  
9 Профессия и зарплата 8  

10 Фильм 4  
11 Экзамен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俄语（一） 
后续课程：俄语（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各个日常生活话题的俄语表达。 
难点：各个日常生活话题的俄语表达灵活运用，关于俄语副动词的语法知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小组讨论。 
教学手段： 
1.图片欣赏。 
2.影片欣赏。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播放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视学生兴趣而定，主要内容是自行进行口语和听力练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认真完成每课的书面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内容和形式都较为新颖的十一五规划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何红梅等编著：《全新大学俄语综合教程（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12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何红梅等编著：《大学俄语泛读教程（1）》，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2. 赵岩等编著：《俄语听力教程（上、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3. 王德双主编：《大学俄语辨析（上、中、下）》，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  
4. 嵇周：《俄语动词难解》，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 
5. 徐琪编著：《新编俄语报刊阅读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  
6. 徐义华主编：《俄语 4级考试指导及强化训练》，天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  
7. 郭律楷等主编：《俄罗斯文化国情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 

执笔：丛凤玲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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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语（三） 
Russian 3 

课程号：108010113 

一、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语法规则和俄语语法体系，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一

定的听和译的能力，初步的写和说的能力，充分贯彻交际性原则，使学生能以俄语为工具，获取专

业所需要的信息，培养并提高口、笔语交际能力。 
本阶段的教学结束后，学生应能达到大学俄语三级水平。 
1） 语音 
不经准备，能朗读与所学课文近似的语言材料，能按语段连读，语音、语调基本正确。 
2） 词汇 
领会式掌握 3320个单词（其中复用式掌握约 2200个单词）以及由这些单词构成的常用词组（含

中学应掌握词汇 1800个），并具有运用基本构词规则识别生词的能力。 
3） 语法 
进一步巩固和加深语法表所规定的基本语法知识，即传统语法知识，了解和初步掌握表意语法

知识，为俄语（四）时具备在语篇水平上运用语法知识的能力打下基础。 
4） 阅读能力 
精读：掌握基本阅读技能，能顺利阅读并正确理解语言难度中等的一般题材的文章，掌握中心

大意，了解说明中心大意的事实和细节，能根据所读材料进行一定的分析、推理和判断，了解作者

的观点和态度，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35 词（阅读速度以阅读材料没有生僻词计算；如有生僻词，
可加译注），准确率 90%以上为合格。俄语（三）结束时，精读材料量应达到 5400词，累计精读材
料量应达到 15200词。 
泛读：在阅读篇幅较长、难度略低、生词总数不超过总词数 3%的材料时，能正确理解中心大

意，抓住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70词（阅读速度以阅读材料没有生僻词计算；
如有生僻词，可加译注），准确率 70%以上为合格。俄语（三）结束时，泛读材料量应达到 22000
词，累计泛读材料量应达到 56000词。 

5） 听的能力 
能听懂题材熟悉、句子结构比较简单、基本上没有生词、语速为每分钟 70 词的简短语言材料

（听力速度以听力材料没有生僻词计算；如有生僻词，要先提示意义），能正确理解中心大意，抓

住要点和有关细节，了解讲话者的观点和态度，准确率 70%为合格。 
6） 说的能力 
能就课文内容和适当的听力材料进行简短的问答，能就熟悉的题材和情景进行简短会话。稍加

准备，能复述所读的内容。 
7） 写的能力 
能就熟悉的话题和给定的提纲在半小时内写出 80—100词的短文，内容连贯，表达意思清楚，

无重大语言错误。 
8） 译的能力 
能将与课文难度相仿的俄语短文译成汉语，理解正确，译文达意，译速为每小时 300个俄语单

词。能将一般的汉语句子译成俄语，译文基本通顺达意，无重大语言错误。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70学时 

知识单元 1  
ЦЕЛЬ УРОК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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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Выучить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выражения на тему «Космонавтика»  и объяснить их смысл. 
2. Формировать умение проводить беседу и писать микротексты в количестве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Космонавтика»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изуче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тексте. 
3. Состави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развитии космонавтики в мире. 
4. Ознакомить с деловым письмом: заявление как вид документ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УЧЕБНЫХ ЧАСОВ 
1.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домашняя работа –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новыми словами. 
2. Объяснение на уроке лексики в тексте. 
3.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4. Обсуждение, анализ непонятых и сложных мест в тексте, возможно повторное чтение.  
5. Выполнение упражнений после текста. 
6. Изучение грамматики. 
7.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Прослушивание диалогов и микротекстов и выбор самого 

подходящего ответа. 
8. Ознакомление с отдельными видами деловых бумаг. 
9. Дача домашнего задания 
Ⅰ.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му, информация. 
Ⅱ.Чтение 
1) Новые слова 
2)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проектировать-запроектировать/спроектировать 
распоряжаться-распорядиться 
остаток 
неведомый 
3) Зад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4) Текст: 
Пути освоения косм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активны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и выражения: 
1) с древних времён 
2) окружающий мир 
3) определённая цель 
4) открывать новые горизонты 
5) освоение воздушного океана 
6) воздушный шар 
7) более того 
8) на пороге чего 
9) держать аптеку под Парижем 
10) в те времена 
11) не рисковать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жизнью 
12) тем не менее 
13) дать добро на полёт 
14) приводить к несчастьям 
15)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бурно и стихийно 
16) разумно спланировать программу проникновения в неведомую область 
17) сама по себ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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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ь дальнейшие шаги 
19) совершить гигантский шаг 
20) совершить первый в мире космический полёт 
5) Задания по тексту 
6) Грамматика 
Определите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 
7）Задания по грамматике 
Ⅲ.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1) Слова для справок 
2) Задания 
Ⅳ. Письмо 
1) Напишите микротекст в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Путь в космос» 
2) Деловые бумаги: заявление 

知识单元 2  
ЦЕЛЬ УРОКА 

1. Выучить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выражения на тему «География»  и объяснить их смысл. 
2. Формировать умение проводить беседу и писать микротексты в количестве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География»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изуче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тексте. 
3. Состави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роли географии, о природе России. 
4. Ознакомить с деловым письмом: письмо-приглашение как вид документ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УЧЕБНЫХ ЧАСОВ 
1.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домашняя работа –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новыми словами. 
2. Объяснение на уроке лексики в тексте. 
3.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4. Обсуждение, анализ непонятых и сложных мест в тексте, возможно повторное чтение.  
5. Выполнение упражнений после текста. 
6. Изучение грамматики. 
7.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Прослушивание диалогов и микротекстов и выбор самого 

подходящего ответа. 
8. Ознакомление с отдельными видами деловых бумаг. 
9. Дача домашнего задания 
Ⅰ. 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му, информация. 
Ⅱ. Чтение 
1) Новые слова 
2)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ь 
завоевывать-завоевать 
сравнивать-сравнить 
преобразовывать-преобразовать 
3) Зад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4) Текст: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Волго-Балту 
активны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и выражения 
1) водный путь 
2) Балтийское мор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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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входить в состав 
4)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5) памятники русской деревянной архитектуры 
6) делать пушки 
7) в скольких километрах от чего 
8) обрядовые празднества 
9) в честь победы над шведами 
10)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ая церковь 
11) представлять собой 
12) памятник мирового значения 
13) Ладожское озеро 
14) по величине после Байкала в России 
15)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самой большой известностью 
16) привлекать к себе кого 
5) Задания по тексту 
6) Грамматика 
Определите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 
Ⅲ.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1) Слова для справок 
2) Задания 
Ⅳ. Письмо 
Напишите микротекст в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Моя любимая Родина» 
Деловые бумаги: Письмо-приглашение 

知识单元 3 
ЦЕЛЬ УРОКА 

1. Выучить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выражения на тему «Мобильная связь»  и объяснить их смысл. 
2. Формировать умение проводить беседу и писать микротексты в количестве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Мобильная связь»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изуче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тексте. 
3. Состави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развитии мобильной связи в мире и в России. 
4. Ознакомить с деловым письмом: справка как вид документ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УЧЕБНЫХ ЧАСОВ 
1.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домашняя работа –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новыми словами. 
2. Объяснение на уроке лексики в тексте. 
3.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4. Обсуждение, анализ непонятых и сложных мест в тексте, возможно повторное чтение.  
5. Выполнение упражнений после текста. 
6. Изучение грамматики. 
7.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Прослушивание диалогов и микротекстов и выбор самого 

подходящего ответа. 
8. Ознакомление с отдельными видами деловых бумаг. 
9. Дача домашнего задания 
Ⅰ.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му, информация  
Ⅱ.Чтение  
1) Новые слова 
2)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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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итание 
тревога 
отделение 
убедительный 
3) Зад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4) Текст: 
Мобильная связь 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жизнь 
активны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и выражения: 
1) сотовая мобильная связь 
2) мобильный телефон 
3) стимулировать развитие многих областей техники 
4) попасть в русло чего 
5) находиться в движении 
6) развитие техники телекоммуникаций 
7) тратить время на что 
8) облегчить транспортную проблему 
9) служебное общение 
10) выдача и приём заданий 
11) получить выход в Интернет 
12) обмен звуковой и визуаль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ей 
13) человек，попавщий в беду 
14) пожарная часть 
15) служба спасения 
16) в этот момент 
17) что сказывается на здоровье человека 
18) рядом с чем 
19) воздействие чего на кого-что 
20) кому удалось делать 
21) обложить огромными штрафами мощные табачные компании 
22) утешиться чем 
23) в начале чего 
24) с помощью чего 
25) по прогнозам 
26) у каждого четвёртого жителя планеты 
27) побеседовать с кем угодно, когда угодно и почти откуда угодно 
5) Задания по тексту 
6) Грамматика: 
Определите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3） 
Ⅲ.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1) Слова для справок 
2) Задания 
Ⅳ. Письмо 
1) Напишите микротекст в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Роль связи» 
2) Деловые бумаги: Справка 

知识单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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ЦЕЛЬ УРОКА 
1. Выучить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выражения на тему «Компьютер и Интернет»  и объяснить их 

смысл. 
2. Формировать умение проводить беседу и писать микротексты в количестве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Компьютер и Интернет»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изуче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тексте. 
3. Состави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развитии Интернета в мире. 
4. Ознакомить с деловым письмом: афиша как вид документ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УЧЕБНЫХ ЧАСОВ 
1.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домашняя работа –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новыми словами. 
2. Объяснение на уроке лексики в тексте. 
3.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4. Обсуждение, анализ непонятых и сложных мест в тексте, возможно повторное чтение.  
5. Выполнение упражнений после текста. 
6. Изучение грамматики. 
7.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Прослушивание диалогов и микротекстов и выбор самого 

подходящего ответа. 
8. Ознакомление с отдельными видами деловых бумаг. 
9. Дача домашнего задания 
Ⅰ.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му, информация  
Ⅱ.Чтение  
1) Новые слова 
2)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канал 
масса 
обмениваться-обменяться 
наслаждаться-насладиться 
3) Зад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4) Текст: 
Интернет ---что же это такое? 
активны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и выражения: 
1)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кого-чего 
2) связано с кем-чем 
3) вообще говоря 
4) служить чем 
5) иметьсвою ценность 
6) стандарные правила 
7) обмениваться информацией 
8) открыть двери в Интернет кому 
9) на наших глазах 
10) без ограничений наслаждаться всеми благами Интернета 
11) всемирная паутина 
12) одна из многих составных частей сети 
13) занять доминирующее положение опредалять лицо Интернета  
14) так или иначе 
15) всемирный интернетовский бу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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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в самом разгаре 
17) выходить в Интернет 
18) дать кому уникальную возможность 
19) произвести переворот 
20) в первую очеречь 
21) зависеть от кого чего 
22) не будет преувеличением сказать 
23) рекламировать свои товары и фирмы 
24) глобальная сеть 
25) переселяться в витруальную реальность 
5) Задания по тексту 
6) Грамматика: 
Определите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4） 
Ⅲ.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1) Слова для справок 
2) Задания 
Ⅳ. Письмо 
1) Напишите микротекст в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Роль компьютера в нашей жизни» 
2) Деловые бумаги: афиша 

知识单元 5 
ЦЕЛЬ УРОКА 

1. Выучить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выражения на тему «Медицина и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е»  и объяснить 
их смысл. 

2. Формировать умение проводить беседу и писать микротексты в количестве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Медицина и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е»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изуче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тексте. 

3. Ознакомить с деловым письмом: письмо-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как вид документ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УЧЕБНЫХ ЧАСОВ 
1.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домашняя работа –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новыми словами. 
2. Объяснение на уроке лексики в тексте. 
3.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4. Обсуждение, анализ непонятых и сложных мест в тексте, возможно повторное чтение.  
5. Выполнение упражнений после текста. 
6. Изучение грамматики. 
7.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Прослушивание диалогов и микротекстов и выбор самого 

подходящего ответа. 
8. Ознакомление с отдельными видами деловых бумаг. 
9. Дача домашнего задания 
Ⅰ.Ввдение в тему,информация. 
Ⅱ.Чтение 
1）Новые слова  
2）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ограничивать-ограничить 
поддаваться-поддаться 
задерживать-задержать 
3）Зад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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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Текст:  
Что нужно,чтобы прожить дольше? 
активны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и выражения 
1) физическое и психическое состояние 
2) обращать на себя внимание 
3) невосприимчивость к болезням 
4) дожить до глубокой старости 
5) как правило 
6) явления нормальной физ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старости 
7) тяжёлые психические потрясения 
8) в малоразвитых странах 
9) заниматься сельским хозяйством 
10)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чего 
11) точка зрения 
12) задержать старение 
13)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чего 
14) в отдельных случаях 
15) не иметь под собой почвы 
16)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сть жизни 
5) Задания по тексту 
6) Грамматика 
Определите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5） 
Ⅲ.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1) Слова для справок 
2) Задания 
Ⅳ.Письмо 
1) Напишите микротекст в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Сохраняем здоровье». 
2) Деловые бумаги: Письмо-подтверждение 

知识单元 6 
ЦЕЛЬ УРОКА 

1. Выучить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выражения на тему «Человек и общество» и объяснить их смысл. 
2. Формировать умение проводить беседу и писать микротексты в количестве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Человек и общество»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изуче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тексте. 
3. Состави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развитии положения женщины в деловом мире. 
4. Ознакомить с деловым письмом: письмо-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 как вид документ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УЧЕБНЫХ ЧАСОВ 
1.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домашняя работа –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новыми словами. 
2. Объяснение на уроке лексики в тексте. 
3.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4. Обсуждение, анализ непонятых и сложных мест в тексте, возможно повторное чтение.  
5. Выполнение упражнений после текста. 
6. Изучение грамматики. 
7.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Прослушивание диалогов и микротекстов и выбор самого 

подходящего ответа. 
8. Ознакомление с отдельными видами деловых бума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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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Дача домашнего задания 
Ⅰ. Ввдение в тему,информация. 
Ⅱ. Чтение 
1) Новые слова 
2)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заслуживать-заслужить 
признавать-признать 
обладать 
прерывать-прервать 
усваивать-усвоить 
3) Зад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4) Текст:  
Женщина в деловом мире 
активны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и выражения 
1) быть в сфере бизнеса 
2) терять свою женственность 
3) испытывать определённое давление 
4) в отношении (каком или чего) 
5) в высшей степени 
6)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7) тщательно удерживаться на втором плане 
8) заслуживать особого внимания 
9) как правило 
10) поставить карьеру выше чего 
11) всё равно 
12) в ущерб (кому-чему) 
13)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14) обладать каким-то особенным даром 
15) платить за рабочее время 
16) быстро приступать к работе 
17) деловая или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ая жизнь 
18) вырабатывать в себе способность 
19) прокладывать себе путь (куда) 
20) в адрес (кого-чего) 
21) ограничивать входящие и исходящие телефонные звонки 
22) подать пример 
5) Зад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6) Грамматика 
Определите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6） 
Ⅲ.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1) Слова для справок 
2) Задания 
Ⅳ.Письмо 
1) Напишите микротекст в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Моя мама—деловая женщина». 
2) Деловые бумаги: Письмо-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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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7 
ЦЕЛЬ УРОКА 

1. Выучить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выражения на тему «Страхование»  и объяснить их смысл. 
2. Формировать умение проводить беседу и писать микротексты в количестве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Страхование»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изуче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тексте. 
3. Состави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развитии страхования в мире и в России. 
4. Ознакомить с деловым письмом: доверенность как вид документ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УЧЕБНЫХ ЧАСОВ 
1.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домашняя работа –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новыми словами. 
2. Объяснение на уроке лексики в тексте. 
3.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4. Обсуждение, анализ непонятых и сложных мест в тексте, возможно повторное чтение.  
5. Выполнение упражнений после текста. 
6. Изучение грамматики. 
7.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Прослушивание диалогов и микротекстов и выбор самого 

подходящего ответа. 
8. Ознакомление с отдельными видами деловых бумаг. 
9. Дача домашнего задания 
Ⅰ.Ввдение в тему,информация. 
Ⅱ.Чтение 
1）Новые слова 
2）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терпеть-потерпеть 
основывать-основать 
ограничиваться-ограничиться 
ценность 
3）Зад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4）Текст:  
Мир страхования для нас  
активны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и выражения 
1) жизнь цивилизован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2) речь идёт о ком-чем 
3) платить компенсацию 
4) морское страхование 
5) постраховать дома от пожаров 
6) снаряжать корабль 
7) принести прибыль 
8) попадать в шторм 
9) сгинуть в пучине 
10) нести разорение 
11)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12) терпеть крушение 
13) Римская империя 
14) получить новый толчок к развитию 
15) подвергаться значительным риска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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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страховой полис 
17) страховые взносы 
18) страховая компания 
19) колониальная держава 
5) Зад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6) Грамматика: 
Определитель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7） 
Ⅲ.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1) Слова для справок 
2) Задания 
Ⅳ.Письмо 
1) Напишите микротекст в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Совет страхователю». 
2) Деловые бумаги: Доверенность 

知识单元 8 
ЦЕЛЬ УРОКА 

1. Выучить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выражения на тему «Почтовая связь»  и объяснить их смысл. 
2. Формировать умение проводить беседу и писать микротексты в количестве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Почтовая связь»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изуче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тексте. 
3. Состави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развитии почтовой связи и открытки в мире. 
4. Ознакомить с деловым письмом: биография как вид документ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УЧЕБНЫХ ЧАСОВ 
1.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домашняя работа –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новыми словами. 
2. Объяснение на уроке лексики в тексте. 
3.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4. Обсуждение, анализ непонятых и сложных мест в тексте, возможно повторное чтение.  
5. Выполнение упражнений после текста. 
6. Изучение грамматики. 
7.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Прослушивание диалогов и микротекстов и выбор самого 

подходящего ответа. 
8. Ознакомление с отдельными видами деловых бумаг. 
9. Дача домашнего задания 
Ⅰ.Ввдение в тему,информация. 
Ⅱ.Чтение 
1) Новые слова 
2)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генеральный 
сообщение 
подчёркивать-подчеркнуть 
затрачивать-затратить 
иллюстрировать-проиллюстрировать 
3) Зад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4) Текст: 
Открытое письмо 
активны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и выражения 
1) закрытое письм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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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наклеить марку 
3) генеральный почтмейстер 
4) предложить ввести почтовую открытку 
5) знак почтовой оплаты 
6) поздравлять с наступившим радостным событием 
7)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8) ломать голову над чем 
9) на первый взгляд 
10) таким путем 
11) бандерольный тариф 
12) выступить против 
13) Франко-прусская война 
14) 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ая открытка 
15) открытка с видами 
16) собирать открытки 
5) Зад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6) Грамматика 
Определение прилагательных 
Ⅲ.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1) Слова для справок 
2) Задания 
Ⅳ.Письмо 
1) Напишите микротекст в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На почте». 
2) Деловые бумаги: биография 

知识单元 9 
ЦЕЛЬ УРОКА 

1. Выучить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выражения на тему «Охрана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и объяснить их 
смысл. 

2. Формировать умение проводить беседу и писать микротексты в количестве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Охрана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изуче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тексте. 

3. Состави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значении охраны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4. Ознакомить с деловым письм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как вид документ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УЧЕБНЫХ ЧАСОВ 
1.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домашняя работа—знакомство с новыми словами. 
2. Объяснение на уроке лексики в тексте. 
3.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4. Обсуждение, анализ непонятых и сложных мест в тексте, возможно повторное чтение.  
5. Выполнение упражнений после текста. 
6. Изучение грамматики. 
7.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Прослушивание диалогов и микротекстов и выбор самого 

подходящего ответа. 
8. Ознакомление с отдельными видами деловых бумаг. 
9. Дача домашнего задания 
Ⅰ. 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му, информация. 
Ⅱ.Чтение 



8774 

1) Новые слова 
2)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оказывать-оказать 
отсутствие 
предел 
отрывать-оторвать 
3) Зад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4) Текст : 
Ландшафт как фактор здоровья 
активны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и выражения: 
1) стремиться в лес, в горы, на берег моря, реки или озера 
2) отдыхать на лоне природы 
3) окружающий ландшафт 
4) растительные биоценозы 
5) неблагоприятные условия для жизни человека 
6) огром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отходов, загрязняющих окружающую среду 
7) влияние среды обитания на жителей городов 
8) страдать от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загрязнения воздуха 
9) стремиться к гармоничному сочетанию 
10) шумовое загрязнение 
11) способность зелёных насаждений 
12) микроклиматические и санитарно-гигиенические условия 
13) высаживать деревья и кустарники, устойчивые к загрязнению 
14)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поступления свежего загородного воздуха во все жилые зоны города 
15) дворы-колодцы 
16) в той или иной мере 
17) в определённой степени 
18) в совокупности 
19) экологическая система 
20) успокаивать нервную систему 
21) оказывать различно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на психоэмоциональ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22) тяга к природным ландшафтам 
23) не проникать солнечный свет 
5)Задания по тексту 
Ⅲ.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1).Слова для справок 
2).Задания 
Ⅳ. Письмо 
1) Напишите микротекст в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Люби и охраняй природу» 
2) Деловые бумаги: направление 

知识单元 10  
ЦЕЛЬ УРОКА 

1. Выучить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выражения на тему «Акции и биржев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и 
объяснить их смысл. 

2. Формировать умение проводить беседу и писать микротексты в количестве 80—100 слов 



8775 

на тему «Акции и биржев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изуче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тексте. 
3. Состави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биржевом рынке в мире и в России. 
4. Ознакомить с деловым письмом: реклама как вид документ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УЧЕБНЫХ ЧАСОВ 
1.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домашняя работа –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новыми словами. 
2. Объяснение на уроке лексики в тексте. 
3.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4. Обсуждение, анализ непонятых и сложных мест в тексте, возможно повторное чтение.  
5. Выполнение упражнений после текста. 
6. Изучение грамматики. 
7.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Прослушивание диалогов и микротекстов и выбор самого 

подходящего ответа. 
8. Ознакомление с отдельными видами деловых бумаг. 
9. Дача домашнего задания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КОСМОНАВТИКА 1 5  
2 КОСМОНАВТИКА 2, ГЕОГРАФИЯ 1 5  
3 ГЕОГРАФИЯ 2 5  
4 МОБИЛЬНАЯ СВЯЗЬ 1,  5  
5 МОБИЛЬНАЯ СВЯЗЬ 2, КОМПЬЮТЕР И ИНТЕРНЕТ 1  5  
6 КОМПЬЮТЕР И ИНТЕРНЕТ 2 5  
7 МЕДИЦИНА И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Е 1 5  

8 
МЕДИЦИНА И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Е 2, ЧЕЛОВЕК И 
ОБЩЕСТВО 1 

5  

9 ЧЕЛОВЕК И ОБЩЕСТВО 2 5  
10 СТРАХОВАНИЕ 1 5  
11 СТРАХОВАНИЕ 2, ПОЧТОВАЯ СВЯЗЬ 1 5  
12 ПОЧТОВАЯ СВЯЗЬ 2 5  
13 ОХРАНА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1 5  

14 
ОХРАНА ОКРУЖАЮЩЕЙ СРЕДЫ 2, АКЦИИ И БИРЖЕАВ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5  

15 ОКОНЧАТЕЛЬНЫЙ ЭКЗАМЕН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俄语（一）》、《俄语（二）》 
后续课程：《俄语（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词义辨析、名词、动词接格关系、听力、阅读与翻译。 
难点：词义辨析、名词、动词接格关系、听力、阅读与翻译。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 
2. 讨论法 
3. 直观演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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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练习法 
教学手段 
1. 传统教学手段 
2. 多媒体 
3. 互联网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周课程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决定采用《新大学俄语 3》、《全新大学俄语 3》作为本课的基本教

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何红梅、马步宁总主编，李小青编《新大学俄语综合教程 3》，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12

月 第 1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 何红梅、马步宁总主编，刘玉英编《全新大学俄语综合教程 3》，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6月第 1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大学俄语考试设计组编《大学俄语四级考试分析与指导》，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8月第

1版 
2. 大学俄语考试设计组《大学四级考试大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12月第 1版  

执笔：崔熳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6年 6月 18日 

 

俄语（四） 
Russian 4 

课程号：1080101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语法规则和俄语语法体系，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一

定的听和译的能力，初步的写和说的能力，帮助学生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打下扎实的语言学

基础，使学生能以俄语为工具，获取专业所需要的信息，提高语言运用能力、交流信息能力，以适

应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需要。 
本阶段的教学结束后，学生应能达到大学俄语四级水平。 
1） 语音 
不经准备，能朗读与所学课文近似的语言材料，能按语段连读，语音、语调基本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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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词汇 
领会式掌握约 3900个单词，复用式掌握约 2500个单词，以及由这些单词构成的常用词组（含

中学应掌握词汇 1800个），并具有运用基本构词规则识别生词的能力。 
3） 语法 
进一步巩固和加深语法表所规定的基本语法知识，即传统语法知识，深入了解和掌握表意语法

知识，具备在语篇水平上运用语法知识的能力。 
4） 阅读能力 
精读：掌握基本阅读技能，能顺利阅读并正确理解语言难度中等的一般题材的文章，掌握中心

大意，了解说明中心大意的事实和细节，能根据所读材料进行一定的分析、推理和判断，了解作者

的观点和态度，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40 词（阅读速度以阅读材料没有生僻词计算；如有生僻词，
可加译注），准确率 90%以上为合格。俄语（四）结束时，精读材料量应达到 5800词，累计精读材
料量应达到 21000词。 
泛读：在阅读篇幅较长、难度略低、生词总数不超过总词数 3%的材料时，能正确理解中心大

意，抓住主要事实和有关细节，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 80词（阅读速度以阅读材料没有生僻词计算；
如有生僻词，可加译注），准确率 70%以上为合格。俄语（四）结束时，泛读材料量应达到 24000
词，累计泛读材料量应达到 80000词。 

5） 听的能力 
能听懂题材熟悉、句子结构比较简单、基本上没有生词、语速为每分钟 70 词的简短语言材料

（听力速度以听力材料没有生僻词计算；如有生僻词，要先提示意义），能正确理解中心大意，抓

住要点和有关细节，了解讲话者的观点和态度，准确率 70%为合格。 
6） 说的能力 
能就课文内容和适当的听力材料进行简短的问答，能就熟悉的题材和情景进行简短会话。稍加

准备，能复述所读的内容。 
7） 写的能力 
能就熟悉的话题按给定提纲（或无提纲）在半小时内写出 80—100词的短文，内容连贯，表达

意思清楚，无重大语言错误。 
8） 译的能力 
能将与课文难度相仿的俄语短文译成汉语，理解正确，译文达意，译速为每小时 300个俄语单

词。能将一般的汉语句子译成俄语，译文基本通顺达意，无重大语言错误。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70学时 

知识单元 1  
ЦЕЛЬ УРОКА 

5. Выучить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выражения на тему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и объяснить их 
смысл. 

6. Формировать умение проводить беседу и писать микротексты в количестве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изуче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тексте. 

7. Состави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 мире. 
8. Ознакомить с деловым письмом: таможенная декларация как вид документ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УЧЕБНЫХ ЧАСОВ 
10.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домашняя работа –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новыми словами. 
11. Объяснение на уроке лексики в тексте. 
12.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13. Обсуждение, анализ непонятых и сложных мест в тексте, возможно повторное чтение.  
14. Выполнение упражнений после текст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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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Изучение грамматики. 
16.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Прослушивание диалогов и микротекстов и выбор самого 

подходящего ответа. 
17. Ознакомление с отдельными видами деловых бумаг. 
18. Дача домашнего задания 
Ⅰ. 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му, информация. 
Ⅱ. Чтение 
1) Новые слова 
2)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подчинять-подчинить 
облегчать-облегчить 
объединять-объединить 
учёт 
исключать-исключить 
3) Зад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4) Текс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и процессы интеграции 
активны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и выражения 
1) в частности 
2) в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фере 
3)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ⅩⅩв 
4)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5) локальные конфликты 
6) на рубеже веков 
7) на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 уровнях 
8) период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9)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степени 
10) уйти в прошлое 
11) подписание Маастрихтского договора 
12) новый этап развития европейской интерграции 
13) на основе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14) в рамках чего 
15) ставить под сомнение 
16) иметь в виду 
5)Задания по тексту 
6) Грамматика: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1): время 
7）Задания по грамматике 
Ⅲ.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1) Слова для справок 
2) Задания 
Ⅳ. Письмо 
1) Напишите микротекст в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2) Деловые бумаги: таможенная декларация 

知识单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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ЦЕЛЬ УРОКА 
1. Выучить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выражения на тему «Энергия и энергетика» и объяснить их 

смысл. 
2. Формировать умение проводить беседу и писать микротексты в количестве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Энергия и энергетика»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изуче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тексте. 
3. Состави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б атомной энергетике. 
4. Ознакомить с деловым письмом: объявление как вид документ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УЧЕБНЫХ ЧАСОВ 
1.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домашняя работа –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новыми словами. 
2. Объяснение на уроке лексики в тексте. 
3.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4. Обсуждение, анализ непонятых и сложных мест в тексте, возможно повторное чтение.  
5. Выполнение упражнений после текста. 
6. Изучение грамматики. 
7.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Прослушивание диалогов и микротекстов и выбор самого 

подходящего ответа. 
8. Ознакомление с отдельными видами деловых бумаг. 
9. Дача домашнего задания 
Ⅰ. 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му, информация. 
Ⅱ. Чтение 
1) Новые слова 
2)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настаивать-настоять 
сосредоточивать-сосредоточить 
разрабатывать-разработать 
обходиться-обойтись 
3) Зад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4)Текст： 
Атомная энергетика 
активны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и выражения 
1) атомная энергетика 
2) после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3) в меньшей степени 
4)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реальный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ый источник 
5) ядерный сектор энергенитки 
6) природные энергоресурсы 
7) предмет острых дебатов 
8) сильная оппозиция 
9) окружающая среда 
10)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11) не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ядерного оружия 
12) поиск безопасных и экономичных путей развития атомной энергетики 
13) выделить два основ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 
14) разрабатывать новые реакторы 
15) вложение средств в атомную энергентик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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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важный фактор ограничения спороса на электроэнергию 
17)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18) котроль за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м и эксплуатацией чего 
5)Задания по тексту 
6) Грамматика：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2): место 
7）Задания по грамматике 
Ⅲ.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1) Слова для справок 
2) Задания 
Ⅳ. Письмо 
1) Напишите микротекст в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Ядерная энергетика в новом веке» 
2) Деловые бумаги: объявление 

知识单元 3 
ЦЕЛЬ УРОКА 

1. Выучить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выражения на тему «Новейшие технологии» и объяснить их 
смысл. 

2. Формировать умение проводить беседу и писать микротексты в количестве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Новейшие технологии»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изуче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тексте. 

3. Состави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новейших технологиях в мире. 
4. Ознакомить с деловым письмом: письмо-поздравление как вид документ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УЧЕБНЫХ ЧАСОВ 
1.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домашняя работа –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новыми словами. 
2. Объяснение на уроке лексики в тексте. 
3.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4. Обсуждение, анализ непонятых и сложных мест в тексте, возможно повторное чтение.  
5. Выполнение упражнений после текста. 
6. Изучение грамматики. 
7.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Прослушивание диалогов и микротекстов и выбор самого 

подходящего ответа. 
8. Ознакомление с отдельными видами деловых бумаг. 
9. Дача домашнего задания 
Ⅰ. 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му, информация  
Ⅱ. Чтение  
1) Новые слова 
2)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осваивать-освоить 
обходить-обойти 
набирать-набрать 
3) Зад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4) Текст: 
Мобильная связь по-фински 
активны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и выражения： 
1) пульт дистанцио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2) в сущност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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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Северный Полярный круг 
4) захватить лидирующие позиции в области чего 
5) подключиться к телефонной линии 
6) ведущая компания по чему 
7) доступ в Интернет 
8) сотовый телефон 
9) посылать текстовые сообщения 
10) короткие сообщения 
11) почтовые открытки 
12) банковская кредитная карточка 
13) оказывать услуги 
14)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чего 
15) система глобального местоопределения (GPS) 
16) база данных 
17) туристическое агентство 
18) научная фантастика 
5) Задания по тексту 
6) Грамматика: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3): условие 
Ⅲ.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1) Слова для справок 
2) Задания 
Ⅳ.письмо 
1) Напишите микротекст в 80-100слов на тему «Новые технологии и наша жизнь» 
2) Деловые бумаги: письмо-поздравление 

知识单元 4 
ЦЕЛЬ УРОКА 

1. Выучить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выражения на тему «Закон и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и объяснить их 
смысл. 

2. Формировать умение проводить беседу и писать микротексты в количестве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Закон и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изуче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тексте. 

3. Состави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законе «О защите прав потребителей» и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м 
российском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е. 

4. Ознакомить с деловым письмом: рекламация как вид документ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УЧЕБНЫХ ЧАСОВ 
1.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домашняя работа –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новыми словами. 
2. Объяснение на уроке лексики в тексте. 
3.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4. Обсуждение, анализ непонятых и сложных мест в тексте, возможно повторное чтение.  
5. Выполнение упражнений после текста. 
6. Изучение грамматики. 
7.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Прослушивание диалогов и микротекстов и выбор самого 

подходящего ответа. 
8. Ознакомление с отдельными видами деловых бумаг. 
9. Дача домашнего задани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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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му, информация  
Ⅱ. Чтение  
1) Новые слова 
2)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указывать-указать 
разбирать-разобрать 
предъявлять-предъявить 
3) Зад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4) Текст:  
Зашита прав потребителей 
активны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и выражения: 
1) компьютерный диск 
2) поставить кого в известность 
3) вправе потребовать 
4) аналогичный товар 
5) в течение чего 
6) товарный чек 
7) кассовый чек 
8) расторгнуть договор купли-продажи 
9) товары надлежащего качества 
10) товары, подлежащие возврату или обмену 
11) следует признать незаконным 
12) ущемлять права потребителя 
13) признаться недейсивительными 
14)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чего 
15) в полном объёме 
16) в таком случае 
17) предъявить иные требования 
18) устранение недостатотков товара 
19) соразмерное уменьшение покупной цены 
20) замена на товар аналогичной марки 
21) полное возмещение убытков 
22) в большестве случаев 
23)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е товары, не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енные товары 
5) Зад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6) Грамматика: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4): уступка 
Ⅲ.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1) Слова для справок 
2) Задания 
Ⅳ. Письмо 
1) Напишите микротекст в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Права и обязанности студента». 
2)Деловые бумаги: рекламация 

知识单元 5  
ЦЕЛЬ УРОК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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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Выучить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выражения на тему «Интернет в жизни» и объяснить их смысл. 
2. Формировать умение проводить беседу и писать микротексты в количестве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Интернет в жизни»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изуче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тексте. 
3. Состави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развитии Интернета в мире и в России. 
4. Ознакомить с деловым письмом: доверенность как вид документ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УЧЕБНЫХ ЧАСОВ 
1.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домашняя работа –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новыми словами. 
2. Объяснение на уроке лексики в тексте. 
3.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4. Обсуждение, анализ непонятых и сложных мест в тексте, возможно повторное чтение.  
5. Выполнение упражнений после текста. 
6. Изучение грамматики. 
7.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Прослушивание диалогов и микротекстов и выбор самого 

подходящего ответа. 
8. Ознакомление с отдельными видами деловых бумаг. 
9. Дача домашнего задания 
Ⅰ. Ввдение в тему, информация. 
Ⅱ. Чтение 
1) Новые слова  
2）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описывать-описать 
приобретать-приобрест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3） Зад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4） Текст:  
Что и как купить в Интернете 
активны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и выражения 
1) сетевой магазин, Интернет-магазин 
2) немаловажно и то,что...  
3) проделать своеобразное маркетингов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рынка 
4) человеческий фактор 
5) в лице кого 
6) электронный супермаркет 
7) сделать покупку в Интернете 
8) заполнить на сайте регистрационную форму 
9) адрес доставки товара 
10) личный логин 
11) условное имя 
12) виртуальный магазин 
13) каталог продаваемых товаров 
14) поисковая система 
15) бланк заказа 
16) расти как грибы после дождя 
17) специализированная фирма 
18) гарантия качества товар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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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 
20)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услугами специализированных сайтов 
5) Задания по тексту 
6) Грамматика: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5): цель 
Ⅲ.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1) Слова для справок 
2) Задания 
IV.Письмо 
1) Напишите микротекст в 80-100слов на тему «Роль Иетернета в нашей жизни». 
2) Деловые бумаги: доверенность 

知识单元 6 
ЦЕЛЬ УРОКА 

1. Выучить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выражения на тему «Погода и климат» и объяснить их смысл. 
2. Формировать умение проводить беседу и писать микротексты в количестве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Погода и климат»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изуче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тексте. 
3. Состави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погоде и изменении климата в мире. 
4. Ознакомить с деловым письмом: письмо-извинение как вид документ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УЧЕБНЫХ ЧАСОВ 
1.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домашняя работа –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новыми словами. 
2. Объяснение на уроке лексики в тексте. 
3.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4. Обсуждение, анализ непонятых и сложных мест в тексте, возможно повторное чтение.  
5. Выполнение упражнений после текста. 
6. Изучение грамматики. 
7.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Прослушивание диалогов и микротекстов и выбор самого 

подходящего ответа. 
8. Ознакомление с отдельными видами деловых бумаг. 
9. Дача домашнего задания 
Ⅰ.Ввдение в тему,информация. 
Ⅱ.Чтение 
1) Новые слова 
2)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выпадать-выпасть 
справляться-справиться 
страдать-пострадать 
3) Зад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4) Текст:  
Чем грозит потепление климта? 
активны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и выражения 
1) глобальное потепление климата 
2) среднегодовая температура 
3) в умеренных широтах 
4)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е инфекций 
5) количество осадко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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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в связи с чем 
7) земли,пригодные для сельхозработ 
8) в развивающихся странах 
9) вечная мерзлота 
10) б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ритмы 
11) в целом 
12) позднеспелые и высокоурожайные сорта овощей и фруктов 
13) парниковый эффект 
14) выброс углекислого газа 
15) загрязнять атмосферу 
16) превышать норму выбросов 
17) поглощать углекислый газ 
18) экологически чистый завод 
5) Зад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6) Грамматика: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6): причина 
Ⅲ.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1) Слова для справок 
2) Задания 
IV.Письмо 
1) Напишите микротекст в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Потепление климата». 
2) Деловые бумаги: письмо-извинение 

知识单元 7 
ЦЕЛЬ УРОКА 

1. Выучить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выражения на тему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обытия» и объяснить их 
смысл. 

2. Формировать умение проводить беседу и писать микротексты в количестве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обытия»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изуче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тексте. 

3. Состави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событиях в России и мире. 
4. Ознакомить с деловым письмом: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как вид документ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УЧЕБНЫХ ЧАСОВ 
1.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домашняя работа –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новыми словами. 
2. Объяснение на уроке лексики в тексте. 
3.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4. Обсуждение, анализ непонятых и сложных мест в тексте, возможно повторное чтение.  
5. Выполнение упражнений после текста. 
6. Изучение грамматики. 
7.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Прослушивание диалогов и микротекстов и выбор самого 

подходящего ответа. 
8. Ознакомление с отдельными видами деловых бумаг. 
9. Дача домашнего задания 
Ⅰ.Ввдение в тему,информация. 
Ⅱ.Чтение 
1) Новые слова 
2)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8786 

предел 
подозревать 
оценка 
3) Зад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4) Текст: 
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АЭС  
активны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и выражения 
1) 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АЭС 
2) Проблемы ещё далеки от разрешения 
3) умереть от облучения после взрыва 
4) страдать различными заболеваниями 
5) количество детей, больных раком щитовидной железы 
6) первый энергоблок 
7) по московскому времени 
8) с частичным разрушением активной зоны реактора 
9) выход осколков деления за пределы зоны 
10) так называемая 
11) выбросы радиоактивных элементов 
12) ни о чём не подозревающие киевляне 
13) выйти на традиционную демонстрацию 
14) объект“Укрытие”----бетонный саркофаг 
15) признать причиной аварии неправиль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персонала станции 
16) спорить о других версиях 
17) радиоактивнному загрязнению подвергнуться 
18) на загрязнённых территориях 
19) в том числе 
20) по данным МЧС Украины 
21) умереть от лучевой болезни 
22) принять участие в ликвидации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аварии 
23) заболеваемость психическими расстройствами 
24) двукратное увеличение заболеваемости лейкозами 
25) населённый пункт 
26) около “горячих зон” 
27) уровень загрязнения 
28) составлять кюри на квадратный километр 
29) прийтись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ю России 
30) выход из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31) по разным оценкам 
6) Грамматика: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7): способ 
Ⅲ.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1) Слова для справок 
2) Задания 
Ⅳ.Письмо 
1) Напишите микротекст в 80-100слов на тему «Одно важное событи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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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Деловые бумаг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知识单元 8  
ЦЕЛЬ УРОКА 

1. Выучить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выражения на тему «Биотехнология» и объяснить их смысл. 
2. Формировать умение проводить беседу и писать микротексты в количестве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Биотехнология»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изуче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тексте. 
3. Состави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развитии биотехнологии в мире. 
4. Ознакомить с деловым письмом: анкета как вид документ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УЧЕБНЫХ ЧАСОВ 
1.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домашняя работа –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новыми словами. 
2. Объяснение на уроке лексики в тексте. 
3.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4. Обсуждение, анализ непонятых и сложных мест в тексте, возможно повторное чтение.  
5. Выполнение упражнений после текста. 
6. Изучение грамматики. 
7.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Прослушивание диалогов и микротекстов и выбор самого 

подходящего ответа. 
8. Ознакомление с отдельными видами деловых бумаг. 
9. Дача домашнего задания 
Ⅰ. Ввдение в тему,информация. 
Ⅱ. Чтение 
1) Новые слова 
2)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операция 
вносить-внести 
благоприятный 
3) Зад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4) Текст: 
Коммерциализация молекулярной биотехнологии 
активны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и выражения: 
1) био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2) молекулярная биотехнология 
3) обусловливатьс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и факторами 
4) на первых порах 
5) получение прибыли 
6) основные держатели акций фирмы 
7) “генная технология” 
8) стать обладателями миллионных состояний 
9) побудить очень многих людей к энергичным действиям 
10) в Соединённых Штатах 
11) введение налоговых льгот 
12) высокие прибыли от операций с ценными бумагами 
13) научный сотрудник Калифорний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4) открыть собственные компании 
15) био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фирм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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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включить в своё название слово «ген» 
17) заявить о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к генноинженерному «цеху» 
18) внести большой вклад в развитие чего 
19) в период бур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био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бизнеса 
20) характерная особенность био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индустрии 
21) био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лекарственные препараты 
22) проходить клинические испытания 
23) находиться на стадии разработки 
24) множество новых молекулярно-био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их продуктов 
25) урожайность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х культур 
26) продуктивность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х животных 
27) ежегодний доход 
28) по оценкам 
29) объём продаж продуктов 
30) в целом 
31) доходность био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бизнеса 
32) энтузиазм инвесторов 
33)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по чьему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ю 
34) иметь блестящи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 
35) выпускать полученные генноинженерными методами антитела 
36) лечение инфекционных звболеваний 
37) 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й климат 
38) играть главную роль 
39)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ая индустрия» 
40)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приоритет 
41) приобрести необходимый опыт 
42)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 менее развитых странах 
43) развит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молекулярно-био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индустрии 
44) взять на себя роль «локомотива» 
45) стать одной из отрасле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46) без сомнения 
47) в ближайшие сколько лет 
5) Задания по тексту 
6) Грамматика: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 (8): сравнение 
Ⅲ.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1) Слова для справок 
2) Задания 
Ⅵ.Письмо 
1) Напишите микротекст в 80-100слов на тему «Влияние биотехнолологии на нашу жизнь». 
2) Деловые бумаги: анкета 

知识单元 9 
ЦЕЛЬ УРОКА 

1. Выучить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выражения на тему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и объяснить их 
смыс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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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Формировать умение проводить беседу и писать микротексты в количестве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изуче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тексте. 

3. Состави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проблемах в мире и в России. 
4. Ознакомить с деловым письмом: отчёт как вид документ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УЧЕБНЫХ ЧАСОВ 
1.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домашняя работа –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новыми словами. 
2. Объяснение на уроке лексики в тексте. 
3.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4. Обсуждение, анализ непонятых и сложных мест в тексте, возможно повторное чтение.  
5. Выполнение упражнений после текста. 
6. Изучение грамматики. 
7.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Прослушивание диалогов и микротекстов и выбор самого 

подходящего ответа. 
8. Ознакомление с отдельными видами деловых бумаг. 
9. Дача домашнего задания 
Ⅰ. 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му, информация. 
Ⅱ. Чтение 
1) Новые слова 
2)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валить-свалить 
ослаблять-ослабить 
возрастать-возрасти 
3) Зад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4) Текст : 
Не демография, а слёзы! 
активны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и выражения: 
1) по чьим прогнозам 
2) ООН—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ённых наций 
3) РАН—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4)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сть жизни 
5) послевоенный период 
6) пенсионный возраст 
7) слабый пол 
8) в среднем 
9)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кризис 
10) ни при чём 
11) общая численность населения 
12) социальная защита 
13) возраст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14) бесплатная медицинская помощь 
15) по мере чего 
5) Задания по тексту 
6) Грамматика: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9): степень или мера 
Ⅲ.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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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Слова для справок 
2).Задания 
Ⅳ. Письмо 
1) Напишите микротекст в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Секрет продления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сти 

жизни». 
2) Деловые бумаги: отчёт 

知识单元 10  
ЦЕЛЬ УРОКА 

1. Выучить новые слова и выражения на тему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и объяснить их 
смысл. 

2. Формировать умение проводить беседу и писать микротексты в количестве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изученн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в тексте. 

3. Состави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развитии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в мире и в России. 
4. Ознакомить с деловым письмом: контракт как вид документ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УЧЕБНЫХ ЧАСОВ 
1.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ая домашняя работа – знакомство с новыми словами. 
2. Объяснение на уроке лексики в тексте. 
3. Чтение текста. 
4. Обсуждение, анализ непонятых и сложных мест в тексте, возможно повторное чтение.  
5. Выполнение упражнений после текста. 
6.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Прослушивание диалогов и микротекстов и выбор самого 

подходящего ответа. 
7. Ознакомление с отдельными видами деловых бумаг. 
8. Дача домашнего задания 
Ⅰ. 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му, информация . 
Ⅱ. Чтение 
1) Новые слова 
2) Работа над словами 
продукция 
обусловливать-обусловить 
выращивать-вырастить 
3) Задания по лексике 
4) Текст: 
Генетиче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мировом растениеводстве 
активны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и выражения 
1) ЮНЕСКО—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ённых Наций по вопросам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науки и 

культуры 
2) продукты питания и средства широкого потребления 
3) в связи с чем 
4) продукции растениеводства 
5) расширения посевных площадей 
6) за счёт кого-чего 
7) живой организм 
8) ДНК—дезоксирибонуклеиновая кислота。 
9) выделять ген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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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изменять наследственные свойства организмов 
11) трансгенные растения 
12) промышленно выращивать 
13) продукты с новыми качественным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ми по питательности 
14)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Развития(ОЕСD) 
15) Web-страница в интернете 
5)Задания по тексту 
Ⅲ. Аудирование и говорение 
1) Слова для справок 
2) Задания 
Ⅳ. Письмо 
1） Напишите микротекст в 80-100 слов на тему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2） Деловые бумаги: контракт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 5  

2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 ЭНЕРГИЯ И 
ЭНЕРГЕТИКА 1 

5  

3 ЭНЕРГИЯ И ЭНЕРГЕТИКА 2 5  
4 НОВЕЙШИЕ ТЕХНОЛОГИИ 1 5  

5 
НОВЕЙШИЕ ТЕХНОЛОГИИ 2, ЗАКОН И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1  

5  

6 ЗАКОН И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2 5  
7 ИНТЕРНЕТ В ЖИЗНИ 1 5  
8 ИНТЕРНЕТ В ЖИЗНИ 2, ПОГОДА И КЛИМАТ 1 5  
9 ПОГОДА И КЛИМАТ 2 5  

10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 5  
11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ОБЫТИЯ 2, БИОТЕХНОЛИГИЯ 1 5  
12 БИОТЕХНОЛОГИЯ 2 5  
13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1 5  

14 
ДЕМ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2,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5  

15 ОКОНЧАТЕЛЬНЫЙ ЭКЗАМЕН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俄语（一）》、《俄语（二）》、《俄语（三）》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词义辨析、名词、动词接格关系、听力、阅读与翻译。 
难点：词义辨析、名词、动词接格关系、听力、阅读与翻译。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 
2. 讨论法 
3. 直观演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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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练习法 
教学手段 
1. 传统教学手段 
2. 多媒体 
3. 互联网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周课程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决定采用《新大学俄语 4》、《全新大学俄语 4》作为本课的基本教

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何红梅、马步宁总主编，李小青编《新大学俄语 3》，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12月 第 1

版 
2. 何红梅、马步宁总主编，李秀荣、李小青编《全新大学俄语综合教程 4》，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 12月第 1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大学俄语考试设计组编《大学俄语四级考试分析与指导》，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8月第

1版 
2. 大学俄语考试设计组《大学四级考试大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12月第 1版  

执笔：崔熳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2016年 6月 18日 

 

英语读写（一）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I 

课程号：1080103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法学实验班学生开设的通识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体现“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思想 
2、融合多种技能，培养综合素质，提高语言能力与思维能力； 
3、展示多元文化，探讨文化差异，培养跨文化意识 
4，寓教于乐，激发兴趣，创建轻松学习环境 
5. 优化教学模式，提供立体资源，构建自主学习平台，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在掌握听说读写译基础知识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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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引导学生提高思维能力，培养跨文化意识，从而培养出具备批判性思维能力和综合文化素养的

国际性人才。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学时 32 

知识单元 1：Discovering yourself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A. Difficult Sentences 
B. Words to notes  
C. Language in use  
D. Information related 
学习目标： 
Getting tips on how to get to know oneself 
Learning to use narrative devices 
Learning to interpret underlying meaning 
作业： 
Carrying out a survey on students’ fears and ambitions 

知识单元 2：Childhood memories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A. Difficult Sentences 
B. Words to note 
C. Language in use 
D. Information related 
学习目标： 
Learning to identify collocations in the passages as a way to enhance the understanding of        

meaning 
Understanding the effect of giving different viewpoints through story.  
作业： 
Making a collection of childhood memories  

知识单元 3：Art for art’s sake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A. Difficult Sentences 
B. Words to notes  
C. Language in use  
D. Information related 
学习目标： 
Increasing one’s knowledge of music 
Learning about three different levels of listening to music 
Understanding how an analytical essay is organized and how the writer develops his explanations 

and presents his reasons  
作业： 
Producing a leaflet on places of artistic interest  

知识单元 4：Changing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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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A. Difficult Sentences 
B. Words to notes  
C. Language in use  
D. Information related 
学习目标： 
Learning how the types of work people do has changed 
Reading how paper has taken over our working lives 
Understanding how to use irony to create empathy 
作业： 
Defending a traditional job or trade 

知识单元 5：A place in society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A. Difficult Sentences 
B. Words to notes  
C. Language in use  
D. Information related 
学习目标： 
Learning how to analyze short stories 
Learning how the writer describes people’s characters and arranges the information 
作业： 
Preparing a guide for immigrants to China. 

知识单元 6：Streets full of heroes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A. Difficult Sentences 
B. Words to notes  
C. Language in use  
D. Information related 
学习目标： 
Understanding the writer’s dramatic and informal style 
Relating dramatic event to the writer’s purpose 
Brainstorming ideas 
Learning to describe the characters 
作业： 
Writing a nomination for an unsung hero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1  
2 Unit 1 Discovering yourself 2  
3 Unit 1 Discovering yourself 2  
4 Unit 2 Childhood memories 2  
5 Unit 2 Childhood memori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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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Unit 3 Art for art’s sake 2  
7 Unit 3 Art for art’s sake 2  
8 期中随堂小测试加讲解 2  
9 Unit 4 Changing times 2  

10 Unit 4 Changing times 2  
11 Unit 5 A place in society 2  
12 Unit 5 A place in society 2  
13 Unit 6 Streets full of heroes 2  
14 Unit 6 Streets full of heroes 2  
15 学生展示和自由交流 2  
16 答疑 2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新标准大学英语综合教程》注重对学生进行各类学习策略的培养，包括阅读策略、词汇学习

策略、写作策略等 
同时提供大量的文化信息与相关练习，帮助学生了解多元文化，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与能力。

每篇课文都提供 language and culture，讲解文中的重要语言与文化生活、传统习俗、价值观念等。
课文后的阅读理解和文化对比练习探讨中外文化差异，培养文化意识，提高学生对不同文化的敏感

度以及在跨文化交际中得体表达的能力。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翻转课堂教学法和 output-driven, input-pushed 教学法 
教师讲解和学生自主学习、教师检测和指导相结合 
教学手段： 
以学生为主导，教师为指导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期末考试占 70％。 
4、作业要求： 
见每个单元课程安排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Simon Greenall，文秋芳编著《新标准大学英语》第三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

6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 
2. 罗素 《西方哲学简史》 
3. 《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外研社 
4. 《文学术语汇编》  外研社   
5. 凯什岚斯基《西方文明史》(第五版)  
6. 钱穆 《国史大纲》 

执笔：李丹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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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读写（二）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II) 

课程号：1080103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实验班学生开设的通识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扩大学生的英语阅读量；2、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3、扩大学

生的词汇量；4. 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Nine to Five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Understanding different viewpoints and reasoning with them.  
2.  Speaking to give different viewpoints. 
3.  Developing thinking skills by giving examples. 
学习目标： 
1．了解 Text Organization 
2．掌握主要词汇：fraught, slump, grunt, revert, advocate; 主要词组：look on, turn down, in the 

same boat, come full circle, take a soft/hard line, if nothing else, strike the right note 
作业： 
Write a covering letter.  

知识单元 2：A Good Read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Reading to figure out different ways to achieve purpose 
2. Reacting to personal opinions 
3. Using learned words to express oneself…… 
学习目标： 
1．了解 Text Organization 
2．掌握主要词汇：induce, confront, foster, withstand；主要词组：interact with, peace and quiet, the 

(very) spice of life, seek out, be enchanted by,  
作业：Get to know the following books: The Grapes of Wrath, The Fourth Hand, Cancer Ward,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Salmon Fishing in the Yemen.  
知识单元 3：Fashion statements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Predicting 
2. Identifying features of a formal writing style through reading 
3. Organising students’ oral discussion by showing them how to present information and opinions 
4. Analysing trends by using patterns observed and researched 
学习目标： 
1．了解相关的文化点 
2．掌握主要词汇：underestimate, deteriorate, pad, predominant, ；主要词组：rise and fall, assoc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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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boom and bust, prim and proper, spark off,  
作业：Prepare a speech on Chinese silk 

知识单元 4：Money Talks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Getting tips on how to avoid credit card trap 
2. Comprehending serious messages given through an informal chatty style of writing 
学习目标： 
1．了解关于信用卡的知识 
2．掌握主要词汇：exclusive, distinctive, prone, correspondence, restraint, publicity,  ；主要词组：

in full, put down, it transpired that, into/out of the red, go from bad to worse, lay out,   
作业：Preparing a leaflet about using banks in China 

知识单元 5：Gender studies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Improving one’s knowledge of gender differences； 
2. Learning how a piece of academic writing is structured—starting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topic 

and then going into more details. 
学习目标： 
1．了解作者的观点 
2．掌握主要词汇：principal, animated, sniff, bemoan, motive, appreciative, etiquette, masculine；

主要词组：rake over, to the effect that,   
作业：Find more materials on Tomboy, girly girl and Metrosexual mean.  

知识单元 6：All in the past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Appreciating rhetorical devices: personification, synonym, antonym, repetition 
2. Giving reasons 
3. Grouping information 
4. Using videos and audios to relive some historical events 
学习目标： 
1．了解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2．掌握主要词汇：tolerant, surpass, bully, degenerate, renowned, onset, retreat；主要词组：double 

(up) as, date back to, get sb. out of,  take off, sit out, lay down, sum up,  
作业：Introduce a historical figure you are familiar with.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Nine to five 3  
2 Nine to five 3  
3 A good read 3  
4 A good read 3  
5 Fashion statements 3  
6 Fashion statements 3  
7 Money talks 3  
8 Money talk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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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ender studies 3  
10 Gender studies 3  
11 All in the past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英语读写（一）》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见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各单元的词汇和词组 
难点：见各篇文章的较难句型。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和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引导学生进行思考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文、课文

摘要、读书报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以及自我评价；期末考试占 50％。 
5、作业要求： 
每单元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Simon Greenall, 文秋芳等编著《新标准大学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 9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名人演讲 100篇 
2. 完成一本书的阅读 
3.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执笔：刘华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Look for a job after university? First, get off the sofa 
I. Mapping 

 Understanding different view points and reasoning with them.  
 Speaking to give different viewpoints. 
 Developing thinking skills by giving examples.  

II. Embarkation  
A. Video and questions 
Clip One.  
1. Why is the girl, Ryden Malby, screaming in the end?  
2. What is the first problem facing the students leaving university? 
Clip Two.  
1. What does Ryden respond to the question “What are you up to” at the party? 
2. What does she say about her situation? 
3. How do you think students will react if they can’t find a job?  
Clip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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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at do you think the students’ parents should do if their children can’t find a job? 
2. Watch the clip to see if there is an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hree fathers’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Which one do you prefer? 
B. About This article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words you hear. 
This is an article by an Education Correspondent, Alexandra Blair, published in September 2008 in 

The Times, a long-established British quality newspaper. For many graduates __________ a job became 
harder in 2008 and 2009 because of the economic ____________ – then a recession (萎缩). After their 
final exams, some students _______ in the summer before looking for jobs and then found that it was 
difficult tofind employment in their field or at the level they wanted. The article addresses the 
___________ of such new graduates who might be _______ at home.  The style is partly of a report, but 
also of a humorous comment for _______ entertainment. 

C. Why So Many Unemployed? 
Listen to the passage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Universities in Europe, particularly in Britain, have expanded greatly in the last fifteen years, so there 

are more graduates looking for jobs. This competitive situation became a lot worse in 2008 onwards with 
the credit crunch(次贷危机) and economic depression(经济萧条)， which meant that there were fewer 
jobs available and a rise in unemployment. Thus new graduates have to be active to seek a job, they need 
to fill in many application forms and try to get job interviews: they won’t find employment by lying on 
the sofa at home. 

1. Why are there more graduates looking for jobs?     
Because universities in Europe, particularly in Britain, have expanded greatly in the last fifteen years. 
2. Why did the competitive situation of job market become even worse in 2008?  
Because of the credit crunch and economic depression that year.  
3. What is the advice the author gives to the students? 
Active to seek a job, they need to fill in many application forms and try to get job interviews: they 

won’t find employment by lying on the sofa at home. 
D. Cultural Notes    
a. Honors Degree 
Put the sentences in order according to the meanings:  
1. Most people get a second.  
2. Traditionally, in the British university system, BA (文学学士) and BS (理学学士) are awarded in 

different categories: a first class degree (I), a second (IIi or IIii called “a two one” and “a two two”), a 
third (written III) and a pass degree.  

3. There are also ordinary degrees with more general courses of study without these categories. 
Key: 2 1 3 
b. Generation Y and Grunt 
1. Work in pair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 How to name the generations and characterize them?  
Years of birth Names  Characteristics 
1946 – 1960 Baby boomers Born in the great increase of births  
1960 – 1980 Generation X independent,  informal, entrepreneurial 

1980s – 1990s Generation Y or 
Millennial Generation 

spoilt by parents; have structured lives; 
teamwork 

2. Why is Generation Y is also called Generation Grunt?  
Complete the passage with the words in the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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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        children    available experience 

It is an ironic name referring to repetitive, low status, routine or mindless work – this may be the 
only work ____________ to some graduates, who may have to take very ordinary jobs to 
get_____________.  

   “Grunt” also refers to coarse behavior or bad manners and to the deep sound that is made by a pig. 
When people “grunt” they __________ disgust but do not communicate with words – this may be how the 
parents of new graduates think their ___________ communicate with them!  

III. Navigation  
A. Text organization  

Problems    after graduation 
 
Advice    for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s 
Looking at the   problems   from various  viewpoints      
parents(Paras 1-2) 
author(Para 3) 
graduates(Paras 4-6) 
mother(Paras 7-9)  

psychotherapist(Paras 10-15)    Advice     author(Para 16)    More examples. 
Parents’ balance: positive      not making life too comfortable 
Better for fathers to help boys after a job setback. 
It’s a good idea to get some jobs like bar work, shelf-stacking. 

Scanning  
Watch the video and spot the relevant paragraphs in the text by putting their numbers in the table. 

Sometimes one clip of the video may match more than one paragraph. 

Video clips Numbers of the paragraphs 

1 1 

2 14,15,16 

Interpreting 
Work in pairs. Look at the sentences and discuss the implied meanings unsaid. 
1.  “Will he ever get a job?” 
Who is asking the question? What mood does it express? 
The parents are asking the question.  
The mood seems to express patience or resignation because the word “ever” suggests that getting a 

job will take a long time. 
2. Who describes Generation Y as “rebels without a cause”?  Is it a fair description? 
This is the writer’s description to indicate that this generation is rebelling against parents or society, 

but they have nothing particular to rebel against. 
This does not seem very fair because the students are trying to find work – it is just that they don’t 

like their parents nagging them.  
3. [Jack] “walked into the university careers service and straight back out again”.  
What does this suggest about Jack’s character? 
It suggests that Jack is not very determined. As soon as he saw the queue he left without waiting and 

without trying to ask about jobs or careers. 
4. Jack spent the summer “hiding”. Hiding from what? Why are quotation marks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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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ing from the world of work, staying at home and not looking for a job.  
The quotation marks tell us that he wasn’t literally hiding, he just spent a lot of time at home. 
5. How is Mrs. Goodwin’s point of view affected by her own personal experience? 
In one way her experience hasn’t affected her attitude. She left school and went immediately to a job 

(without going to university) and has been working full-time since then and yet she is sympathetic and 
takes a soft line. 

6. How is Lindenfield’s point of view affected by her own personal experiences? 
Her personal experience was that she worked in a bar before finding her first proper job as an aerial 

photographic assistant. So she says such work is a great networking opportunity. If new graduates are 
good at such work and bright, cheerful and polite, they will soon be promoted. Her personal experience 
thus reflects – or perhaps has created – her point of view. 

7. What would the first two paragraphs have focused on if they had been present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students rather than the parents? 

The first two paragraphs would have focused on the need for the new graduates to rest for a bit after 
their hard studies. It is OK for students to relax with the TV or to socialize with friends for a while, then 
they can start a serious search for employment after that. 

B. Text evaluation 
Pair work with 5 questions for discussion. When Student A expresses his or her own opinions about 

the questions, Student B tries to think about opposite answers whether he or she basically agree or not. 
Then change the role.  

1 Do you think the Goodwins are good parents? 
Yes. If they take a hard line with Jack, it will just make him angry: He has already tried to find work 

and he needs rest and sympathy now.  His parents are letting him go to South America. But after that he 
will have to make a more serious effort and he’ll need to contribute to the household budget, which means 
he must find work then. So the soft line is the best approach. 

2 Which advice Lindenfield gives to parents do you agree with (if any), and why? 
I agree with her advice that parents should strike the right balance between being positive and 

understanding without making life too comfortable, otherwise students will not look for a job. Her advice 
about working in a bar or supermarket seems sensible too, because one job can lead to another.  

I don’t agre that parents should be sympathetic – believe parents can do more to help their offspring 
find a job. They shouldn’t allow their son to go on holiday! On the other hand I agree that a temporary job 
in a bar or supermarket is a good idea: At least it’s a job, which is better than being unemployed. The 
problem is that new graduates will not want such humble jobs – they think that their qualifications mean 
that they deserve a better job. 

3 Is Jack’s point of view that he doesn’t want to do temporary bar work justifiable? 
No. He thinks that kind of work is a dead-end job and not suitable for him. But he’s wrong because 

he has the wrong attitude toward work. A new graduate may expect to start at the bottom: That’s OK while 
you get experience. If you have a good attitude and work well, you will soon be promoted or you can find 
a much better job later. He’s unrealistic, I think. 

4 Do you agree that men can give boys better advice than women when they are stuck         in 
setbacks? Why / Why not? 

Yes. Men will understand the male point of view better and conversely women will understand a 
female point of view better. So each gender will give the best advice to someone of their own gender. 

No, to understand setbacks in the search for work is not a gender issue. I think anyone who knows 
the situation can give good advice, whether they are male or fem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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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o you think the passage is a fair overview of the problem of graduate unemployment? 
Yes, because those who are really active in their search for jobs and who start looking early will get 

jobs. Those who take long holidays and watch TV for weeks do not really show the qualities that most 
employers will be looking for, so it is not surprising if they find that the jobs they wanted are already 
taken. 

No, because there is no mention of those who persistently apply for many jobs but don’t get 
interviews or offers of employment. The article seems to suggest that new graduates sit around at home, 
but I know many people who really search hard for work. Some find it, some don’t. It’s easy to say that 
this is a matter of luck, it is a matter of having a positive attitude and being flexible about the first job – 
you can always change your field of work later. 

IV. Destination  
A. Summarizing 
Listen to the passage and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the words you hear.  
This text is a newspaper article with individual examples of job searching and problems after 

graduation.  The problems are examined from __________ people’s viewpoints: parents’ attitudes 
towards their jobless children, students’ quote about looking for jobs, psychologists’ __________ of the 
viewpoints of parents and advice for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s, and the author’s own ___________. In 
the end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if the graduates can not find an _______ job, they can take a temporary 
one.  

B. Talking points 
Work in pair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1. Do you agree there is a generation gap?  
Yes. Look at the attitudes to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music, fashion, studying at the university. In 

their days, the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didn’t have the opportunity for these things so they don’t know 
much about them. 

Yes, but if you think of basic human value and experience of life, I don’t think there really is a      
gap. I can talk about anything serious with my parents and grandparents. I would say the idea of a 
generation gap is a creation of the media. Anyway, it doesn’t apply to my family.  

2. Do your parents have plans for your future?  
Yes. I am sure they have ideas and aspirations for me, but they don’t make me follow their ideas. 

Actually they seem more interested that I should have my own plans and decide what my future is, but 
they expect me to work hard at whatever I do and to have a good outlook on life. 

Really? Lucky you! My parents have firm ideas that I should get a good job and make lots of money 
in financial sector. I’d rather work in the arts, which I think is much more fulfilling. But as my parents are 
paying for my education, I will probably have to follow their plans. They don’t even ask me about my 
ideas.  

3. Are they different from your own plans?  
Yes, in my case. But it doesn’t matter much because they want me to make my own plans 
Well, my parents’ plans are really quite different from mine. I’m afraid I will have to follow their 

plans, though.  
4. How much useful advice do you get from your parents? 
Oh, my parents find lots of ways to give me useful advice without making a big fuss about it. I 

appreciate their advice, but I know that if I have a good reason not to follow it, they will not insist on their 
point of view. 

My experience is different. My parents certainly give a lot of advice which they expect me to fo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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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times their advice seems more like a set of instructions. Some advice is useful and some isn’t, but I 
can’t tell them that. If it is not actually useful, I just have to pretend to follow it.  

5. How difficult is it for your parents to understand your problems? 
Well, any time we talk about a problem I have they always seem to understand it really well. Often it 

turns out that they had similar problems, although their circumstances were different, of course. 
I’m afraid I don’t know if they understand my problems or not because they just don’t ask me! A few 

times when I have tried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hey simply tell me what to do, but it seems that they 
didn’t really understand the problem in the first place, so I think it is difficult for them – and for me.  

6. How difficult is it for you to understand theirs?  
Occasionally my parents share their problems with me and I can understand them without difficulty. 

Really, I think they help me to understand these problems as part of my education… I will do the same 
with my children, I am sure. 

Well, as my parents never tell me their problems, it is really quite difficult for me to understand them. 
It’s guesswork for me rather than communication 

V. Resources  
A. Difficult sentences 
1. Those memories of forking out thousands of pounds a year so that he could eat well and go to 

the odd party, began to fade.  
Who paid a lot of money and why?  
Parents paid a lot of money for their son to let him eat  good food and go to the strange party.  
Why are the memories forgotten but now came back? 
Parents were proud on seeing the son graduate. But now they were thinking of the money they paid 

for his study because the son couldn’t find a job. 
这时，记忆中每年支付几千英镑，好让儿子吃好、并能偶尔参加聚会的记忆开始消退。 
2. This former scion of Generation Y has morphed overnight into a member of Generation    Grunt. 

(Para 2 ) 
What does the author mean by “Generation Grunt”? 
The son doesn’t seem to communicate much, lies around and doesn’t get a job (or can only do a low 

status routine job). 
The distinguished son of Generation X (of the parents’ generation who worked hard, got jobs, and 

had good careers and expected their son to do the same) has changed in a member of Generation Grunt. 
这位属于“千禧一代”的年青人一夜之间变成了“抱怨一代”的成员。 
3. Then I applied for the Civil Service fast stream. I passed the exams, but at the interviews they  
accused me of being ‘too detached’ and talking in language that was ‘too technocratic,’ which I 

didn’t think possible, but obviously it is. (Para 5) 
What are the meanings of “too detached” and “too technocratic”? 
too detached: Not personally involved.  
Too technocratic: He used the language of a technical expert or high authority 
He applied for a government post. He passed the entrance exams, but he was criticized in       the 

selection interviews: They said he was not personally involved and used the language of a technical expert 
or high authority. As a new graduate he probably wanted to show his expertise in his language so he can’t 
understand this criticism.  

然后我又申请参加快速晋升人才培养计划，并通过了笔试。但在面试时，他们说我‘太冷漠’了，
谈吐‘太像专家政治论者’。我觉得 
自己不可能那样，但我显然就是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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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For the rest it is 9-to-5 “chilling” before heading to the pub. 
What does it mean by “9-to-5”? 
nine-to-five:  between nine o’clock and five o’clock, the normal working hours of an office worker:  
e.g. She didn’t like working nine to five (or She didn’t like nine-to-five job.) 
The others who do not have a routine low status job spend their time casually relaxing and go to pub 

for a drink in the evening。 
其余的则都是朝九晚五地“无所事事”，晚上则去酒吧喝酒打发时间。 
5. I went to a comprehensive and I worked my backside off to go to the good university. (Para 6) 

    What does it mean by “work my backside off”? 
    Informal way expressing “work very hard”. 
    Can you explain the sentence in English? 
    He went to a school for students of all abilities (not to a special school for academic students)    
and so he had to work very hard to enter a good university。 
    我上的是综合学校，我拼命读书才考上了一所好大学。 

6. … but having worked full-time since leaving school herself, she and her husband find it tricky to 
advise him on how to proceed. (Para 7) 

Can you explain the sentence in English? 
The mother has always had a full-time job (presumably the father is also working full-time), so she 

does not have relevant personal experience. For her, it is difficult to give advice.  
她自己中学毕业后一直都在工作，所以她和她的丈夫发现，建议儿子如何继续找工作是件很棘

手的事情。 
7. Carry on life as normal and don’t allow them to abuse your bank account or sap your reserve of 

emotional energy. (Para 11) 
What does it mean by “sap your reserve”? 
“sap the reserve of something” means “use up sth.”.  
Can you explain the sentence in English? 
Parents should live as usual. They should neither let their children spend their money unnecessarily, 

nor let the problem take away all their emotional energy.  
父母要维持正常的生活，不要让孩子随便用你们的银行账户或者榨干你们的情感能量 
8. After that the son or daughter needs to be nudged firmly back into the saddle.  
What does it mean by “saddle”? 
It means in a position in which you have power or authority. 
e.g. He always has to be in the saddle, controlling everything.  
Then the parents should gently push their children firmly so that the children get back into control of 

their lives。 
等他们缓过来之后，父母就该坚决要求孩子继续求职。 
B. Words to note 
a. New Words 
fraught  
a. full of worry or anxiety; tense    
1.Their marriage has been fraught with difficulties/problems. 他们的婚姻一直充满了困难/问题。  
2. There was a fraught atmosphere in the meeting. 会上气氛紧张。  
Ø 3. Jane sounded fraught.   听上去珍妮很担忧。 
clutch     
v. grip, grasp: to hold something tightly, closing your fingers aroun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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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grab: to quickly and suddenly  take hold of sb./sth  
n. (复数) control power or influence that sb. has  
1. She was clutching a bottle of wine. 
Ø  grip; grasp 紧紧攥着 
2. The man clutched at a pillar (立柱) for support. 
Ø  grab 突然抓住立柱作为支撑 
3. The bad news clutched at Mary’s heart. 
Ø  grab 突然感到揪心 
4. She will have the man in her clutches soon enough. 
Ø  control 控制在手中 
slump     
v. to lean against because not strong enough to stand; decrease suddenly;  bend forward 
1.Tom slumped against the wall, defeated. 
fell or leaned (靠着) against/back 
2. Her shoulders slumped and her eyes filled with tears. 
bended forward because unhappy, tired etc. 
3. Sales slumped by 20% last year becaus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decrease suddenly 
grunt    
v  to say something quietly and unclearly 
Pair work: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proper words. 

The man could only __________ an apology for the mistake he made. 
The child __________ something in its sleep. 
He just __________ something I didn’t catch and went on reading his book. 
“Why do I have to do all the work?” She _________.  
You don’t have to ___________. There is no one around.  
mumbled  
whisper  
muttered  
grunted  
murmured  
revert    
v  go back to something/doing something 
Pair work. Translate the sentences: 
1. We go home for Christmas and revert to being children again.  
 我们回家过圣诞，重归孩童时代。 
2. The city reverted to its former name St. Petersburg. 
 这座城市重新回到原来的命名——圣彼得堡。 
3. 几周后，一切回到正常。 
 After a few weeks, everything reverted to normal. 
comprehensive  
adj. including all elements or aspects needed dealing with 
Work in pairs and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into Chinese. 
comprehensive review 

murmur grunt mumble whisper m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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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rehensive insurance 
comprehensive collection of works 
comprehensive study  
comprehensive school 
comprehensive guide 
全面回顾 
(汽车)综合险 
内容广泛的作品集 
综合性研究 
综合中学（英国） 
综合指南 
proceed  
v．  (formal) continue to do something 
Pair work. Translate the sentences: 
1. Before proceeding further, we must define our terms.  
 在继续深入探讨之前，我们需要界定一些术语。 
2. 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 
 Work is proceeding according to plan. 
3. 他先脱去外套，然后开始脱鞋。 
 He took off his coat and proceeded to undo his shoes. 
Comparing proceed & precede   
Proceed: happen or exist before something else; to go somewhere before sb. Else 
Precede: (formal) continue to do something after doing something else first; continue to somewhere 

else. 
proceed & precede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proper words: 
Lunch will be ____________ by a short speech from the chairman. (午饭前主席作了个简短的讲

话。)  
2. This is a type of cloud that __________  rain. (这种云总在雨前出现。) 
3. Now that our plan is settled, let us  __________. (既然计划已定，我们开始吧。) 
4. Don’t let me stop you,  _________ with your work (继续你的工作) 
5. The guard ____________ them down the corridor (保安沿着走廊在他们前面给他们开道).  
preceded  
preceded  
proceed  
proceed 
precedes  
transition  
n．  (formal) when something change from one form / state (形式/状态) to another 
Pair work. Translate the sentences: 
1. Make sure to have a smooth transition from full-time work to full retirement.  
一定要确保从全职工作到完全退休之间的平稳过渡。 
2. Making the transition from youth to adulthood can be very painful. 
从青少年到成人的这一转变是痛苦的。 
3. 这是一个由过渡政府领导下的正处于转型期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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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ety is in transition with a transitional government. 
advocate   
n. a person who publicly support an idea, way of life etc. 
v. publicly support somebody or something 
Pair work. Translate the sentences: 
1. He is an advocate of cold baths in the morning.  
他是清晨洗冷水浴的倡导者。 
2. She is an advocate for the disabled. 
她为残疾人说话 (或者：她是残疾人的支持者)。 
3. 他是网络环境下英语学习的倡导者。 
He is an advocate of Web-based learning of English. 
4. 恐怖主义者公然支持暴力。 
The terrorists openly advocate violence.  
b. Phrases  
look on  
A. watch something happening without taking part in 
B. to consider sb. or sth. in a particular way 
Figure out the meanings of the words with proper letter (A or B) in the brackets. 
Only one man tried to help us, the rest just look on in silence. (      ) 
I look on him as a good friend. (      ) 
Mr. Parson began to cough while his wife looked on helplessly.(     ) 
Even doctors look on these patients as drug addicts. (      ) 
ABAB 
1. Discuss the meanings of the expressions in blue: 
The father is going to look around for a new job. 
try to find a job 
2.  Do you have time to look these samples over? 
to examine something quickly 
3.  I’ve looked through all my papers but still can’t find the contract (合同). 
look for something among a pile of papers 
4. I’ll just look up the train times.  
try to find information in a book or computer, etc. 
turn down    
A to refuse 
B to reduce the loudness, brightness 
Figure out the meanings of the words with proper letters in the brackets. 
Can you turn the TV down? I am trying to work. (      ) 
Many boys courted Lynn, but she turn all them down. (      ) 
I will not turn down an invitation to go to the Expo.    (     ) 
BAB 
in the same boat:  
in the same bad situation; in the same trouble  
Work in pairs.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1. When the only factory in town closed hundreds of people lost their jobs, all the storekeepers are in 

the same b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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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上唯一的工厂关闭时，许多人丢了工作，镇上的商店同样陷入了麻烦。 
2. Tom was disappointed when Mary refused to marry him, but he knew others were in the same 

boat. 
玛丽拒绝了汤姆的求婚，这使后者很失望，但他知道别人的求婚者也同样倒霉。 
come full circle:  
to end in the same situation when you start even though there has been changes in time 兜了一圈回

到原位    = turn / go full circle 
Match the sentences with the pictures. 
Sooner or later, fashion comes full circle. (      ) 
The discussion has come full circle. Let’s not waste time. (      ) 
BA 
take a soft/hard line 
Answer the question. When you take a soft line on something, do you  (a) take a helpful and 

sympathetic attitude to sth. or (b) take a strict and tough attitude to something? 
Translate the sentences. 
1. The school takes a very tough line on drugs. 
学校对毒品持极严厉的态度。 
2. 这对父母对子女离婚一事持宽容的态度。 
The parents took a soft line on the divorce of their children. 
if nothing else:  
Used to emphasize good quality / feature sb. has, while suggesting that it might be the only good one. 
Cf. be nothing if not sth.: used to emphasize a particular quality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proper phrases and then translate into Chinese. 
is nothing if not 
If nothing else 
You have to admit that he _______________ persistent.  
你不得不承认他这人真的意志坚定。 
______________, the report points out the need for better math education. 
这篇报告至少指出了数学教育的必要性。 
strike the right note  
Answer the question. When you strike the right note,  do you (a) take notes in a correct way 记笔

记 or (b) succeed in being right or suitable for a particular occasion? 说到点子上 
 (b) 
Translate the sentences. 
1. The President is hoping to strike the right note again with the voters. 
这位总统正希望再次说到选民的心坎上。 
2. 这人说话从来说不到点子上。 
The man always stroke the wrong note / The man has never stricken the right note. 
Useful expressions  
C. Language in Use 
a. Useful expression  
1. 看着 look on 
2. 优等学位证书 honours degree 
3. 支付 fork out 
4. 结束 come to a c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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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抱怨一代 Grunt Generation 
6. 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financially testing times 
7. 回到 revert to 
8. 无缘无故 without a cause 
9. 二级一等荣誉学士学位 graduate with a 2:1 
10. 就业服务中心 career service 
11.快速晋升人才培养计划  Civil Service fast stream 
12. 批评某人某事 accuse sb. of something 
13. 漫无目的的日子 aimless days 
14.处境一样 in the same boat 
15. 摆放货物 stack shelves 
16. 朝九晚五的工作 a 9-to-5 job 
17. 在综合学校读书 go to a comprehensive 
18. 干无聊的活 come full circle 
19.回到了原来的起点 do a dead-end job 
20.提供了机会 to open new doors 
21. 态度温和 take a soft line with sb. 
22. 一点回报 a little bit help back 
23.分水岭 cutoff point 
24. 恰当的 strike the right note 
25. 一定 by all means 
26. 限制 put limits on 
27. 维持正常的生活 carry on life as normal 
28. 谨防，防止 to be wary of  
29. 受打击的程度 the scale of the knock 
30. 困在······get stuck 
31. 处理挫折 handling setback 
b. Word formation  
i. Compound nouns  noun + noun = compound nouns 
The first noun plays the function of adjective to describe the second noun. 
Look for more compound nouns in the text: 
graduation photo; the university careers service; cutoff point; Christmas work; career consultations; 

job setback; Hollywood stars; nuclear power plants; restaurant chain 
Work in pairs. Match the two parts:  
1. A room where an interview is held; An interview room 
2. A degree which is awarded a first class; A first-class degree 
3. A discount for students; Student discount 
4. A period spent in training; A training period 
5. A ticket for a plane journey; A plane ticket 
6. Work in hospital; Hospital work 
7. A pass which allow you to travel on buses; A bus pass 
ii. Noun phrase 
Write the noun phrase which mean: 
1.a career which is rewarding from the financial point of view 
a financially rewarding car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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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egislation which has been introduced recently 
recently introduced legislation 
3. instructions which are more complex than usual 
unusually complex instructions 
4. an institution which is orientated towards academic 
academically orientated work 
5. work which makes physical demands on you 
physically demanding work 
6. information which has the potential to be important 
potentially important information 
7. candidates who have been selected after a careful procedure 
carefully selected candidates 
8. a coursebook in which everything has been planned beautifully 
a beautifully planned textbook 
c. Clauses introduced by than: than + be + adj.  
than + be + noun phrase = than + noun phrase + be 
= than + pronoun + be  
Rewrite the sentences using clauses introduced by than 
1. She’s experienced at giving advice. I’m more experienced. 
She’s less experienced at giving advice than I am. 
I am more experienced at giving advice than she is. 
2. You eat too much chocolate. It isn’t good for you. 
You eat too much chocolate than is good for you 
3. She worked very hard. Most part-timers don’t work so hard. 
She worked harder than most part-timers do. 
4. You have arrived late too many times. That isn’t acceptable. 
You have arrived late more times than is acceptable. 
5.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have given so much 
personal information. It isn’t wise. 
I think you have given more personal information than is wise. 
D. Information related  
a. How to read job advertisement  
Read the passage and choose the answer. 
Job ads are written by people who want you to apply for the job. They want the job and the company 

to appeal to you. Sometimes, companies jazz up (使刺激) a job ad to make a boring or undesirable 
company or job sound great. Learning how to read a job ad can make your job search much easier. Here 
are some tips: 

u Identify the advertiser. Is it the company doing the hiring?  
u Note the company. Who’s running the ad? Do you know the company? How big is it? Have you 

heard of it? What kind of reputation does it have?  
u Review the job title. If it says “manager”, do the job duties really fit with that?  
u Scan for job duties. Vague descriptions may mean that the company doesn’t know what you’ll 

be doing, that they’re just fishing to see who’s out there. 
u Determine what they are looking for. What qualifications do they seek? Phrases like “you must 

have” or “you need” mean that there’s no point in applying otherwise. But words like “prefer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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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erred”, “ideally” or “desired” suggest some flexibility.  
u Pay attention to special instructions.  
u Look for pay and benefits information; 
1. “Sometimes, companies jazz up (使刺激) a job ad” the phrase “jazz up” means: A 
A. to make something more exciting; 
B. to make something less interesting 
2. “… there’s no point in applying otherwise.” means: B 
A. you can’t apply for other jobs; 
B.  you have no choice but  the qualifications  required 
3. “special instructions” in the passage means: A 
A. something like “no phone calls”, “apply by email us”, “include a handwritten covering letter”; 
B.  Something special about the job. 
b. A good job ad  
Read the basic elements of a job advertisement and see how they are presented in the sample. 
1. "We are...": self-introduction  
2. "We are looking for...": job description states a job 
title and explains responsibilities  
3. "We expect...": job requirements and qualifications  
4. "We offer...": any special benefits  
5. "We request...": information about what you should 
include in your application 
A sample 
Location: Beijing 
Number of positions: Three  
Qualifications:  
• Native English Speaker  
• Bachelor degree or above, preferably in Chemistry or other science major  
• Two year work experience at least  
• Open, easygoing and enthusiastic personality  
• Punctual, reliable and disciplined 
Description:  
• Class size: 30  
Read through the sample and then review the elements that a job advertisement should contain. 
Student ages: 12-18 (from junior high school to senior high school) 
Teaching hour: 18-22 classes for a week  
Salary and Benefits:  
•Salary: 10,000-15,000 RMB per month depending on qualifications  
Information available 
If you are interested, please send your application to us by email, with your resume, scanned passport 

with photo page, visa (if applicable), TEFL certificate or other English teaching related certificates and 
references. 

c. A covering letter  
Read the format of a covering letter and work out a short one including the information mentioned. 
A cover letter is also called an application letter. When applying for a job a cover letter should be 

sent or posted with your resume and other relevant materials. A cover letter should include the foll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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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1.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the employer’s information if you have any. 
2.   The body of the letter lets the employer know what position you are applying for, why the 

employer should select you for an interview, and how you will follow-up.  
The first paragraph of your letter should include information on why you are writing. Mention the 

position you are applying for and where you found the job listing. 
The next section of your cover letter should describe what you have to offer the employer. Mention 

specifically how your qualifications match the job you are applying for. Remember, you are interpreting 
your resume, not repeating it.  

Conclude your cover letter by thanking the employer for considering you for the position. Include 
information on how you will follow-up.  

Now read a sample cover letter. 
Dear Mr. Gilhooley,  
I am writing to apply for the programmer position advertised in the Times Union. As requested, I am 

enclosing a completed job application, my certification, my resume and three references.  
The opportunity presented in this listing is very interesting, and I believe that my strong technical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 will make me a very competitive candidate for this position. The key strengths 
that I possess for success in this position including: 

 I have successfully designed, developed, and supported live use applications;  
 I strive for continued excellence; 
 I provide exceptional contributions to customer service for all customers. 

With a BS degree in Computer Programming, I have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full life cycle of a 
software development project. I also have experience in learning and excelling at new technologies as 
needed. 

Please see my resume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on my experience.    
I can be reached anytime via email at george.gillhooley@email.com or my cell phone, 

909-555-5555.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and consideration. I look forward to speaking with you about this 

employment opportunity.  
Sincerely,  
First Name Last Name  
Danger! Books may change your life 
I. Mapping 
·Reading to figure out different ways to achieve purpose 
·Reacting to personal opinions 
·Using learned words to express oneself 
II. Embarkation  
A. Free discussion 
Topic preview: Have you ever read the following 4 novels?   
Have you ever read them? 
Read the first lines and titles of this 4 novels, then discuss or predict: 
Which beginning looks: 
Most traditional? Least traditional? Most memorable? Most interesting? 
Group 1: Discuss the Grapes of Wrath 
Group 2: Discuss the Fourth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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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3: Discuss the Salmon Fishing in the Yemen 
Group 4: Discuss the Time Traveler’s Wife  
Group 5-6: Discuss your impression on the 4 novels 
Most traditional—The Grapes of Wrath: 
Scenery description: Describing scenes in a tradition way 
A tradition way to begin a novel 
Most memorable＆Most interesting—The Fourth Hand 
Story depiction：Unusual to begin a story—The action starts immediately 
Create suspense—The audience expects a dramatic incident in which the man loses his left hand. 
Most memorable—The Time traveler’s Wife 
Story depiction：Unusual to begin a story—Claire seems to be daydreaming. 
Create suspense—The audience expects a romantic story between the time traveler and his wife. 
Least traditional—Salmon Fishing in the Yemen 
Genre：A typical business or bureaucratic letter 
B. Bridging information gap 
Relaxation period: Watch a video clip about The Time Traveler’s Wife to see how interesting it is. 
By watching the video clip, which word or phrase may describe your response? 
Fantastic ridiculous romantic confused terrific interesting impressive boring 
Is there anybody who thinks that reading or watching it would be “dangerous”? 
Nobody?? 
C. Prediction 
Look at the title “Danger! Books May Change Your Life” and predict: 
Why dangerous? 
From what age do books influence readers? 
Which kind of books might the passage be from? 
1. Why dangerous? 
·What is the intended meaning of “danger”? 
A road sign but not a real warning to catch readers’ attention 
·Can books be harmful as well as dangerous? 
Some might be harmful for children or some adults. e.g., phonographic books,  books teaching 

people tricks, etc. 
·In what ways can books change people’s life? 
Give information or knowledge 
Stimulate our imagination and courage 
Show us other possibilities 
Offer us ways to treat with problems… 
·Listen to the Francis Bacon’s “Of Studies” and see his opinions toward studies and how reading 

influences our life. 
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Their chief use for delight, is in privateness 

and retiring; for ornament, is in discourse; and for ability, is in the judgment and disposition of business.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傅彩也，最见于高

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 
2. From what age do books influence people’s lives? 
From any age, nearly as young as a few months old. 
3. Which kind of book might the passage be from?—No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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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4 books mentioned in starting points, we may get clues that the passages is especially 
interested in fictions. 

III. Navigation  
A. Text organization 
Introduction (para. 1) 
      ↓ 
1.the power of reading (para. 2-6)+2. the range of reading (para. 7-10) 
                           ↓ 
                     Conclusion (para. 11) 
Introduction:  
The story of Alice: the lead-in character 
               ↓ 
Comments on reading (Enter a new world; Liberate us from the real world we come from) 
The power of reading: 
Paras 2-3: Enjoy and celebrate the variety and difference in safety and provide us an opportunity to 

grow  
Para 4: Go to read if we ever question the power of reading 
Para 5: Stimulate our emotions. 
Para 6: Influential in the way we live from our childhood 
The range of reading: 
Para 7:  Thomas Merton’s answers for 7 questions about reading 
Paras 8-10: Homerun book 
B. Text exploration  
a. Extracting arguments and information: 
Topic-guided reading 
Role-guided reading  
Term-guided reading 
Extracting arguments and information-1 
Topic-guided reading: Read Paras 2-6 and locate the topic sentence in each paragraph. 
Para2: Variety and difference appear more as a threat than an opportunity. 
Para3: Reading books allow us to enjoy this variety and difference in safety and provides u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grow.. 
Para4: If we ever question the truth of the power of reading books, we should take the trouble to go 

to ... 
Para5: The power of reading 
·Our emotions are stimulated. ·Other people/cultures aren’t distant 
Para6：As soon as we are able to listen, books are supremely influential in the way we live. 
Further thinking: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ese paragraphs? The power of reading 
Extracting arguments and information-2 
“I’m Thomas Merton. I was once asked some questions about reading.” 
Role-guided reading: Each student chooses one balloon to see his/her question to answer. Then read 

para7 to complete the task. 
·Which color would you like? 
·Name the books that have influenced you and why? 
·Name the last 3 books that you have read, you are reading and you intend to read. 



8815 

·Name a book that everyone should read and why? 
Books that have influenced me 
·William Blake’s poetic works 
·Plays by ancient Greek thinkers and writers 
·Religious writings 
to discover the real meaning of my life 
to get out of the confusion and meaninglessness of the current society 
Extracting arguments and information-3 
Term-guided reading:  
Read Paras 8-10 and then give the definition of the following 2 terms. 
Homerun: A baseball player hits the ball so hard and so far he’s able to run round four bases of the 

diamond and score points not only for himself but for the other runners already on a base. 
Homerun book: It refers to the first time they read a book which induces such pleasure and 

satisfaction that they can’t put it down. 
Read Para 10 & extract 2 key words relevant to the effect of homerun books. 
Pleasure: We’ll remember the pleasure and satisfaction which awaits us and eagerly, insistently, 

sometimes even seek to reproduce the marvelous sensation again. 
Hunger: We cannot withstand the hunger to visit another world, to meet different people, to live other 

lives and to reflect on ourselves.  
b. Identifying purpose:  
·Identifying the writer’s main purpose 
·Discussing effective ways the writer applies to achieving such purpose 
Purpose：In an opinion piece of writing, the primary aim is to persuade readers to see sth. from the 

writer’s point of view. 
Which point will the writer intend to persuade? 
1．To show the reader how to read fiction 
2. To suggest that fiction is more powerful than non-fiction 
3. To persuade the reader that reading can be a life-changing experience 
4. To claim that books provide the meaning to life 
5．To recommend some major novels to read 
Effective way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Purpose: To persuade the reader that reading can be a life-changing experience 
Group competition: Students from two groups are asked to speak in turns effective ways the writer 

applies to achieving the purpose and see whom speaks most.  
Effective ways: 
² Using quotations from thinkers/novelists 
² Citing recent/non-recent novels as examples 
²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writer and readers 
² Interpreting the pleasure and power of reading gradually 
² Using ironic title to hook readers’ attention 
c. Reacting to personal opinions  
Personal opinions: In an opinion piece of writing, the writer is likely to make statements which are 

not objective. Try to show your opinions for those without examples backed up. 
Procedures to make response 
·Understand the author’s opinions cor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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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y the author’s purpose 
·Ask questions about the key points for clarification 
·Figure out non-objective or illogical points 
·Make refutation or show approval 
Sample analysis: See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and follow the 5 procedures to discuss our response. 
Personal opinions: We’ll have experiences which are new, sometimes disconcerting, maybe deeply 

attractive, possibly unpleasant or painful, but never less than liberating from the real world we come from. 
Group work: React to the following opinions  
Understand the author’s opinions correctly. Translate the sentence into Chinese. 
我们可以体验未曾经历过的事情，这些事情又是令人不安，也许引人入胜；可能是不愉快的也

可能是令人痛苦的，但无论如何都至少能把我们从现实世界中解放出来。  
Identify the author’s purpose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is the author’s attitude? 
The author intends to persuade readers that reading can be a life-changing experience. 
Ask questions for clarification 
Q1: How can reading be a painful experience? 
It depends on the book and the readers’ personal experience or personality. If you have the similar 

experience like being bullied, it is easy to remind you of that experience when reading such a story. 
Q2: In what senses does reading liberate us from the real world? 
In books we can do all sorts of wonderful or interesting things which would be impossible in the real 

world. 
Identify non-objective or illogical points 

 *Find out adjectives which describe reading experiences. 
new, disconcerting, attractive, unpleasant, painful 

 Classify all these adjectives 
*Classification: Good: new, attractive; Bad: disconcerting, unpleasant, painful 
Find out adverbs which indicate subjectivity. 
* Function: maybe, possibly→Possibility, uncertainty 
sometimes, never→frequency 
deeply→degree 
Make refutation or show approval 
Opinion: “Never less than liberating from the real world we come from” 
Rather dissatisfied with the real world.   –Liberating; never less than 
·Excluding those who believe the novel world is unrealistic 
·Excluding those who are satisfied with the real world 
·If disconcerting, unpleasant and painful, would it be better to return to our real world? 
Group work: Each group chooses 1 statement & follows the example to discuss our response. 
Personal opinions 
·Reading books allows us to enjoy and celebrate this variety and difference in safety, and provides u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grow. 
·To interact with other people’s lives in the peace and quiet of our homes is a privilege which only 

reading fiction can afford us. 
·We have more in common with other readers of books in other cultures than we might do with the 

first person we meet when we step out of our front doors. 
·From the bedtime story read by a parent to their child all the way through to the sitting room l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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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books in our adult homes, books defines our lives. 
IV. Destination  
A. Summarising 
a. Individual Work: Choose the best summary. 
1. The pleasure of reading: it suggests that every time you open a book, wonderful things can happen. 

You can get to know peopl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cultures in the comfort and safety of your own 
home better than you know your own neighbor. 

2. The importance of reading: it refers to a lot of thinkers and writers who have tried to explain what 
the experience of reading actually means. It also quotes a lot of recent/on so recent novels which illustrate 
the power and range of reading. 

3. Some way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readers and the writer: The writer is esp. interested in fiction 
and the way in which, from an early age, it has the power to shape our lives by making us think about who 
we are. 

Summary 
Reading is a life-changing activity. It helps us enter a new world and liberate us from the real world 

we come from; it stimulates our emotions and allows us enjoy and celebrate the variety and difference 
from books; it aids us to get out of confusion in a material world and to discover the real meaning of the 
life. Simply put, books are supremely influential in the way we live.  

Homerun book might be the answer for the book that everyone should read. It describes the first 
reading experience that induces such pleasure and satisfaction that you cannot put it down and it may 
range from the classics to the most recent. Everyone is looking for their own homerun books. And what is 
yours?  

b. Talking Points 
Pair work: Each pair chooses one color of the balloon and work out a list of phrases about the given 

topic.  
a. Theme:  
Romance; Political orientation; Tragedy; Social reflection; Human nature… 
Writing style:  
Romanticism; Psychoanalysis;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Realism; Magic realism; Super-realism;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Sarcasm  
b. Our response 
adjectives to describe our response 
marvelous 
striking 
emotional 
disconcerting 
unpleasant 
painful 
stimulated 
immersed 
distant 
influential 
instructive 
enchanted 
ex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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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rases to describe our response: 
Discover a mysterious wonderland/the real meaning of life 
Liberate from the real world 
Enjoy and celebrate the variety and difference 
Provide u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grow 
Learn to look beyond… 
Wonder at the striking vistas 
Stimulate our emotions 
Get out of confusion and meaninglessness 
Desperately seek to reproduce the marvelous sensation 
Cannot withstand the hunger to  
Change our life 
Group work: Each group chooses one topic for discussion. Try to use those words given above to 

describe your response toward the novel.  
Topics:  
Which is the last book you have read? 
Which book are you reading now? 
Which book do you intend to read? 
Which book have influenced you? 
Which book should everyone read? 
Topic 1: Which is the last book you have read? 
You may say like this:  
August 1914 is the last book I have read which is a historical study about World War I and which 

introduces much about Europe at that time. I really got immersed in it and could not withstand the hunger 
for reading through it because of the terrific but tragic depictions. My emotions were stimulated when I 
read that it seems clear that the war could have been avoided…  

Then it is your turn… 
V. Resources 
A. Difficult sentences 
Difficult sentence 1 
We learn to look beyond our immediate surroundings to the horizon and a landscape far away from 

home. (Para 3) 
Identify the metaphor in this sentence. 
·our immediate surroundings: our familiar environment 周遭的环境 
The horizon and a landscape far away from home: 天边和异域山水 
·此句使用隐喻的手法，将 immediate experience 比作 immediate surroundings, 将 completely 

different things that we imagine to experience 比作 the horizon and a landscape。 
Translate the sentence into Chinese. 
我们学会把目光移出我们周围的环境，投向天边，去领略一下异域山水。 
Identify the meaning of “beyond…to…”. 
e.g. (1) We have witnessed this particular crisis spreading beyond Asian countries to Latin America 

and even Eastern Europe.  
我们目睹这场风暴不但蔓延至亚洲区内许多国家，甚至波及拉丁美洲和东欧。 
(2) Its application has extended beyond physics into, for example, biology and economics.  
它的应用已经超越了物理学的范围，而进入到生物学和经济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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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 
go beyond         limits/limitation 
transcend + the+   boundaries    + of  
extend           scope/range 
overstep          confines/reach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hrases. 
超越安理会的授权范围 
exceed the authorization limits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超越人类的知识/理解范围 
go beyond the range of human knowledge/ the reach of human understanding 
超越科学范围 
transcend the confines of science 
超越本研究的范围 
extend the scope of this survey 
超越权限的范围 
overstep one’s authority/the limits of power 
Difficult sentence 2 
I suggest that the only books that influence us are those for which we are ready, and which have gone 

a little further down our particular path than we have gone ourselves. (Para 6) 
Identify the sentence structure. 
·for which we are ready: 介词 for置于引导词前，“做好了准备” 
…have gone a little further than we have gone ourselves: 比我们自己走得更远一些，此处指这些

书籍的眼界比我们更高，对我们具有指导性。 
down the particular path: 沿着特殊的道路 
·此句为复合句，由 which 引导两个定语从句，修饰 those。 
Translate the sentence into Chinese. 
我认为能影响我们的书籍是那些我们已经准备要读的书，它们只是在我们已经选定的道路上走

得比我们更远一些而已。 
Difficult sentence 3 
These books... have made it possible for me to get out of the confusion and meaninglessness of an 

existence completely immersed in the needs and passivities fostered by a culture in which sales are 
everything. (Para 7) 

Identify the sentence structure. 
· 此句为由多个定语及定语从句构成复合句，主句结构为 These books have made it possible for 

me to do…,to get out of the confusion and meaninglessness为动词不定式构成的形式宾语，为 it 指代
的内容。 

· an existence 为介词 of 的宾语，过去分词 completely immersed in…作为后置定语，在此处再
套嵌了另一个过去分词的后置定语 fostered by a culture,修饰 the needs and passivities, 其后套嵌了第
三个定语，为 which所引导的定语从句修饰 a culture。 

Translate the sentence into Chinese. 
这些书把我从生活的困惑和空虚中解脱出来。销售就是一切的文化培育了人的需求和被动，而

那种生活就深陷其中。 
B. Words to note 
mysterious   
adj. full of secrets 神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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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1. Exotic, mysterious, fascinating China from time immemorial has tantalized the imagination of 

Western men. 
自远古以来，奇特、神秘、迷人的中国就激起了西方人的幻想。  
2. 我们居住的大地孕育着神秘的恐怖。 
The land we live in yet nurses mysterious terror. 
mysterious指神秘的，同时引起惊奇和好奇、而且难以解释或无法理解的。 
mystical 指神秘主义的，理智无法理解、感官不能接触的精神现实或含义的; 难以理解的，神

秘的。 
Match the phrases with correct words. 
1. the mystical style of William Blake 
威廉布莱克的神秘风格 
2. For me, standing before the temple door as the sun rose was a mystical experience.  
旭日东升，我站在神殿门前，体验到油然而生的敬畏之情.  
3. A mysterious light came from the deserted house.  
废弃的房屋里亮起了神秘的灯光。  
normally   
adj. in most situations or cases 通常，按照惯例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1. Investigations normally take the form of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研究工作通常包括初步验证。  
2. 出席人数一般只包括实际登记参加会议的人。 
Attendance figures normally include only the people who actually register for the convention.    
induce    
v. to cause something, esp. a mental or physical change 引起、导致 
Identify the meaning about “induce”. 
1. Certain chemicals can induce undesirable changes in the nervous system.     
一些化学物质能在神经系统中引起一些不良变化。 引起  v. 
2. One of the principal objects was to induce the enemy to reinforce his Italian armies.  
在此行动中我们主要目的是引诱敌人增援意大利。引诱  v.  
confront    
v. to deal with a difficult situation 正视、面对、处理 
Complete the sentences.  
1. The difficulties that confronts us seem insuperable.   
我们面临的困难似乎是不可克服的. 
2. When confronted with the evidence of her guilt, she confessed.  
她面对罪证供认不讳。 
3. We will  confront them with focus, clarity and courage.  
我们将目标集中地、立场鲜明地、勇敢地迎接这些挑战。   
influential    
adj. able to influence the way other people think or behave 探身、弯腰、斜靠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hrases or sentences into English. 
有影响力的报纸 
an influential newspaper 
与有权势的政客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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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 with an influential politician 
在倡导科学方法改革方面更有影响的是弗朗西斯·培根。 
More influential in urging a reform of the methods of science was Francis Bacon. 
Replace the underlined “influential” with other expressions. 
1. An influential factor  critical/ important 
2. Graphic design(图案设计) plays an increasingly influential part in societies dominated by mass 

media and susceptible(敏感的) to skillful packaging(装潢).  important 
3. He is very influential.  like the sun in the midsky 如日中天 
foster   
v. To help sth. to develop over a period of time; promote促进；鼓励；培养 
Identify the meaning of “ foster”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1. Frequent cultural exchange will certainly help foster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universities. 培养 
2. We should foster capital investment in areas needing development. 鼓励 
3. All these publicity and promotional events helped foster a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ulture in 

the community. 促进 
Use the given words to reproduce the sentences we analyzed just now. 

    1. cultural exchange, foster, friendly relations, nations. 
    2. foster, capital investment, development 
    3. promotional events, foster, innovation, technology 

1.Frequent cultural exchange will certainly help foster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universities.  

2.We should foster capital investment in areas needing development. 
3. All these publicity and promotional events helped foster a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ulture in 

the community. 
likewise   
adv. in the same way or in a similar way   同样地 
Be familiar with the position of “likewise” in sentences 
1. By his own marriage, likewise which happened soon afterwards, he added to his wealth.  
同样，在这以后不久，由于他结婚，他又增加了一笔财富。  
2. The stockholder bought shares in the company and advised his clients to do 

likewise.               .   
股票经纪人购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并且建议他的客户也照这样做。 
3.  Likewise, we’ve found that spending time on design provides more value to the product design 

process than testing.  
类似地，我们发现将时间和金钱花费在产品设计进程中，比花费在测试上会带来更多价值。 
withstand   
v. to be strong enough not to be harmed or destroyed by something  承受住；对付 
Match the collocations of “withstand” to its translation. 
withstand the lure/temptation经得住诱惑 
withstand hardships忍受艰苦 
withstand storm经受住暴风雨的袭击 
withstand the rigours of the world经受住这个世界的考验 
withstand strain/pressure经得起张力/压力 
withstand heat/high temperature耐得住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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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 with 
to communicate with one another, while performing an activity together 相互交流、互动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1. 所有事物都是互相联系又互相作用的。  
All things are interrelated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2. These trends will reshape the way the Chinese interact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over the next 

generation.   
这些趋势会重塑中国人和外界将来的沟通方式。  
peace and quiet  
the calm quiet situation in which you are not annoyed by noise or other people     静谧、安静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1. And anyone favoring the tranquil idle, will find peace and quiet in the wide outdoors.  
任何喜爱田园般的恬静生活的人，都会在广阔的野外找寻到平静与安宁。 
2. 去远离城市生活的偏僻村庄，享受不受干扰的宁静吧！ 
Please enjoy undisturbed peace and quiet in isolated villages remote from town life. 
the (very) spice of life  
the extra interest or excitement of life    安静 
Appreciate the following epigrams. 
1. 生命的多彩在与交友。 
The spice of life is to befriend.  
2. Stress is the spice of life.  
压力是生活的调味品。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to have the same interests or opinions as someone else  与某人有共同点 
Combin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nto one. 
它们的共同之处是把娱乐和学习的机会结合在一起。 
1. They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2. They combine fun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something.  
What they have in common is that they combine fun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something. 
seek out  
to find sb. or sth. By looking for them in  a determined way  (下决心)找到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1. A talker is attracted to someone who likes to listen, or an aggressive personality may seek out a 

more passive partner.     
健谈的人对于喜欢倾听的人来说很有吸引力，敢作敢为的人想要找一个相对温顺一点的伴侣。 
2. 我们寻个僻静的地方，去痛哭一场吧。  
Let us seek out some desolate shade, and there weep our sad bosoms empty.  
be enchanted by  
to be attracted very strongly  着迷于，陶醉于 
Find similar phrases which also express the meaning of “be enchanted by/with”. 
be intoxicated with  
be fascinated with  
be drunk with  
be caught by  
be enraptur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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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obsessed by  
be steeped in/into  
be indulged in/into 
be stimulated by   
to be encouraged by    被刺激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1. The wider sense of patriotism to the country could only be stimulated  by the invasion from the 

outside forces. 
只是在面对异族入侵时，传统意义上的爱国情感才能被激发出来。 
2.   Stimulated by two World Wars, the community understands very fully the foolish uses for 

which aircraft can be exploited. 
由于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刺激，公众非常充分地认识到，人们会用飞机去做多么愚蠢而荒唐的

事。 
be immersed in/into  
spending most of the time doing sth or thinking about sth. 沉浸于…，深陷于…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phrases. 
Debt 陷入债务之中     
Be immersed in +  happy memories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 
meditation陷入沉思中 
scandal深陷于丑闻 
be immersed in/into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 into Chinese. 
Modern children are so immersed in the electronic media that they have little or no awareness of the 

marvelous world to be discovered in books. 
如今的孩子们如此沉迷于电子媒体，他们很少或者根本不了解书中所能发现的神奇世界。 
Discussion 
To what degree do you agree with this statement? 
C. Useful expressions 
1.发现一个神奇的仙境 
1. discover a mysterious wonderland 
2.从现实世界中解放出来 
2. liberate from the real world  
3.生活的调味品 
3. the very spice of life 
4.与其说是机会毋宁说是威胁 
4. appear more as a threat than an opportunity 
5.与他人交流 
5. interact with other people 
6.步出前门 
6. step out of the front door 
7.超越周遭的环境 
7. look beyond the immediate surroundings 
8.壮观景象 
8. the striking vistas 
9.从经典小说到最近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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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ange from the classics to the most recent 
10.思考别样的人生 
10. reflect on the other lives 
11.痴迷于······ 
11. be enchanted by 
12.感觉被排除在外 
12. feel excluded 
13.调动情感 
13. stimulate one’s emotions 
14.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很大的影响 
14. supremely influential in the way we live 
15.睡前故事 
15. bedtime story 
16.一直到······ 
16. all the way through to… 
Useful expressions 
17.对······所具有的神奇的支配力 
17. a mystical power that sth. possess over sb. 
18.发现人生真谛 
18. discover the real meaning of our life 
19.摆脱困惑和无意义  
19. get out of confusion and meaninglessness 
20.深陷于需求和被动中 
20. be immersed in needs and passivities 
21.创造了某个术语 
21. coin a term 
22.全垒打书籍 
22. homerun books 
23.击出全垒打 
23. hit a home run 
Useful expressions 
25.得分 
25. score points 
26.已在垒上的选手 
26. runners (who are) already on a    base  
27. 带来愉悦和满足 
27. induce pleasure and satisfaction 
28.疯狂地寻求  
28. desperately seek to do…  
29.重复体验某种感觉 
29. reproduce the marvelous sensation 
30.遏制某种渴求 
30. withstand the hunger to do… 
24.跑完四个垒 
24.  run round the four bases of the diam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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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得分  
25. score points 
26. 已在垒上的选手 
26. runners (who are ) already on a base  
27. 带来愉悦和满足 
27. induce pleasure and satisfaction  
28. 疯狂地寻求 
28. desperately seek to … 
29. 重复体验某种感觉 
29. reproduce the marvelous sensation 
30. 遏制某种渴求 
30. withstand the hunger to … 
D. Information related 
The Grapes of Wrath 
John Steinbeck File 
Born: Feb 27, 1902; Salinas, California 
Died: Dec12, 1968; New York 
Occupation: Novelist; War correspondent 
Notable work: The Grapes of Wrath 
East of Eden 
Of Mice and Men (novella)  
Notable award: The Pulitzer Prize in 1940 an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62 
The Grapes of Wrath focuses on a poor family of sharecroppers, the Joads, driven from their 

Oklahoma home by drought, economic hardship, and changes in the agriculture industry. In a nearly 
hopeless situation, partly because they were trapped in the Dust Bowl, they set out for California along 
with thousands of other "Okies" in search of land, jobs and dignity. 

Controversy 
·the migrant labor problem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of the 1930s 
·Widespread charges of obscenity 
· banned and burned in Buffalo, New York; East Saint Louis, Illinois; and Kern County, California.  
·a classic in American literature  
·translated into several languages, including French, German, Chinese and Japanes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school curriculum in America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Fourth Hand 
John Irving File 
Born: Mar 2, 1949; Exeter, New Hampshire 
Occupation: Novelist 
Screen writer 
Notable works: The World According to Garp 
A Player for Owen Meany 
Notable awards: Academy Award for Best Adapted Screenplay 
While reporting a story from India, Patrick Wallingford, a New York television journalist, has his left 

hand eaten by a lion. Doris Clausen, a married woman in Wisconsin, wants to give Patrick her husband’s 
left hand after her husband dies. Patrick quickly falls in love with Doris. Jr. Doris, however, will not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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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s love, and only allows him to touch her intimately with her late husband's hand, now Patrick's. 
One year after the surgery, Patrick's body rejects his hand. Being visited repeatedly, Doris agrees to marry 
Patrick at a Green Bay Packers game. 

Cancer Ward 
A semi-autobiographical novel by Russian  author Aleksandr Solzhenitsyn, published in 1967, and 

banned in the Soviet Union in 1968. 
The novel tells the story of a small group of cancer patients in Uzbekistan in 1955, in the 

post-Stalinist Soviet Union. It explores the moral responsibility—symbolized by the patients‘ malignant 
tumors—of those implicated in the suffering of their fellow citizens during Stalin’s Great Purge(大清洗).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Ernest Hemingway File 
Born  July 21, 1899; Oak Park, Illinois 
Died   July 2, 1961; Ketchum, Idaho 
Occupation   Novelist, correspondent 
Notable works  The Sun Also Rises 
Farewell to Arms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Notable awards 
Pulitzer Prize for Fiction, 1853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54   
For Whom the Bell Toll 
² told primarily through the thoughts and experiences of Robert Jordan, an American who travels 

to Spain to oppose the fascist forces of Francisco Franco, a character inspired by Hemingway's own 
experiences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² Robert Jordan was ordered to travel behind enemy lines and destroy a bridge, using the aid of a 
group of guerrillas who have been living in the mountains nearby.  

² graphically describes the brutality of civil war. 
Our Man in Havana 
James Wormold, a vacuum-cleaner salesman, takes the offer to work for the British secret service in 

Havana. For lack of any real information, he deceives them by claiming that he has a network of agents. 
London then sends him a secretary, Beatrice Severn, and a radio assistant. On arriving, Beatrice 
announces that she has orders to take over his contacts. Her first request is to contact the pilot Raúl. Under 
pressure, Wormold develops an elaborate plan that would eventually result in the death of Raul. But to his 
surprise, Raul, a real pilot, has an accident and dies on his way to the airport. Beatrice and Wormold, try to 
save his fictional, now real agents from getting killed… 

The Time Travelor’s Wife 
The Time Traveler's Wife (2003) : the debut novel of American author Audrey Niffenegger.  
Story: a love story about a man with a genetic disorder that causes him to time travel unpredictably, 

and about his wife, an artist, who has to cope with his frequent absences and dangerous experiences.  
Salmon Fishing in the Yemen  
Paul Torday(1946- ): British writer 
Salmon Fishing in the Yemen: 2007 Bollinger Everyman Wodehouse Prize for comic writing; the 

Waverton Good Read Award in 2008.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novel stemmed from Torday's interest in both fly fishing and the Middl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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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se two strands, he weaves a political satire that centres around the world of political spin 
management. 

Fifty years of fashion  
I. Mapping  

Predicting 
Identifying features of a formal writing style through reading 

Organising students’ oral discussion by showing them how to present information and opinions 
Analysing trends by using patterns observed and researched 

II. Embarkation  
A. Your reactions to fashion 
Work in pairs to see how we look at fashion through the following examples.  
Lady Gaga (1986 -) 
Stefani Joanne Angelina Germanotta, stage name Lady Gaga, an American pop recording artist. Her 

single Poker Face won the Best Dance Recording in 2010.  
She has stated fashion is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her songwriting and performance. 
Brother Xili 
Brother Xili (犀利哥), the most stylish beggar found in Ningpo in 2010, but a native of Jiangxi 
mix-and-match style with Hiroshi Fujiwara (藤原浩) and Gucci in one 
Hair: the most in Japanese style 
Clothes: second-hand vintage (古董衣) 
Belt: seemingly Gucci limited edition 
Auntie Baiyun 
Auntie Baiyun by Song Dandan in 2006 CCTV Spring Gala set pace for French APC Autumn/Winter 

2008/2009 Collection in 2008. 
Photo on P34 
Think about: 

    the style 
    the effect of the clothes on the watcher 
    the effect of the clothes on the wearer 
    the chances of their being a commercial success     

the style 
rather Russian with the hats, high boots and heavy-looking jackets or coats with knee-length or 

ankle-length hemlines.  
a military look  
with the man’s trousers and the hats 
the patterns with the flowers  
different, rather ornate (华美的) and decorative, a little like the Victorian late 19th-century styles 
the effect of the clothes on the watcher 
a bit distant – the wearers look tall and military or maybe like dancers far away 
want to get closer to see the flowers 
the effect of the clothes on the wearer 
the hat – warm  
the high boots – important or authoritative, like a military officer 
the flower pattern – a bit feminine and gentle 
can’t imagine this style being really popular as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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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tial in a modified way – people  would wear clothes of this style, a slightly military look with 
flower designs 

the chances of their being a commercial success 
can’t imagine this style being really popular as it is influential in a modified way – people  would 

wear clothes of this style, a slightly military look with flower designs 
B. Quotations about fashion 
Work in pairs. Read the quotations about fashion. Which ones do you agree with? 
Student A gives a quick answer with a brief comment. 
Student B extends Student A’s comment 
Exchange the roles when discuss quotations. 
Example  
Quotations about fashion 
Fashion is architecture: It is a matter of proportions. Coco Chanel, French fashion designer.  
A: an interesting comment – what you might think of are aspects of fashion (fabric and material, 

patterns, colour, price and market etc.) 
B: proportion in clothing fashions mea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ngth, width, top and bottom – 

clearly a question of balance and suitability, so I think we both agree. 
Yves Saint Laurent (1936-2008) 
Fashions fade, style is eternal.  
B: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ashion and style? Fashion comes and goes, but style would mean 

something particular – a characteristic – a kind of art, which may be part of fashion or not. 
A: Yes, this might be right, but I really doubt whether style is eternal – I have reservations about this 

– styles change, but maybe more slowly than fashion. 
Mary Quant (1934 -) 
Fashion is not frivolous. It is part of being alive today.  
A: Not surprised a famous designer would say that fashion is not frivolous (可笑的,无聊的); she 

means it lasts longer or is important and not superficial. 
B: But what’s the point of saying it’s part of being alive? Are you dead without fashion? I don’t agree 

because I think she overestimates the importance of fashion – it’s just fashion. 
Giorgio Armani (1934 -) 
There is no virtue whatsoever in creating clothing or accessories that are not practical.  
B: Yes, I agree with this. Clothes should be useful and easy to wear! 
A: Right. I always wonder how real people could ever wear some garments displayed on fashion 

shows. Most designers must design practical clothes, otherwise they would be out of business. 
Calvin Klein (1942 -) 
The best thing is to look natural, but it takes make-up to look natural.  
A: No, I think this is just an advertising statement to sell his make-up. 
B: Actually make-up can look nice but even when it’s put on by professionals, say in films, you can 

still see that it is not natural. You’ve got a good point: This is just commercial talk and I don’t agree either. 
Ralph Lauren (1939 -) 
I don’t design clothes, I design dreams.  
B: This is probably true as a marketing statement. He’s trying to promote an idea of a lifestyle or 

dream so that his company can sell lots of products that represent that lifestyle. 
A: However, I don’t agree that clothes represent dreams or that they should do so. Only very special 

clothes represent dreams; normal clothes don’t. 



8829 

Bill Blass (1922-2002) 
When in doubt, wear red.  
B: What a nice idea! Is he Chinese? He obviously thinks red is a colour for most occasions or that it 

represents something, and I often choose to wear red… 
A: I don’t agree with it. You wear red for special occasions and you choose it deliberately, not 

because you can’t think of anything of other colours. 
C. Fashion circle 
Work in groups to present a person in fashion circle. 
Levi Strauss (1829-1902) 
a German-born businessman in the American clothing trade who went to the Californian Gold Rush 

to sell supplies to miners 
founder of  the first company to manufacture blue jeans    
Mary Quant 
a British fashion designer for women’s clothes 
one of the many designers who invented the hot pants and the miniskirt in the 1960s 
Active reading 1: Embarkation  
the London Look 
She designed coloured and patterned tights and dresses with strong colours and geometric designs, 

white knee-high boots with tight sweaters in stripes and bold check patterns and plastic PVC raincoats 
André Courrèges (1923-) 
a French designer known for ultra-modern designs  
favoured bright colours and geometric shapes 
popularised the miniskirt in France, introduced long trousers for women, designed beach 

clothes,swimwear, and tennis dresses, and used Egyptian influences in some designs 
Ralph Lauren 
an American designer of classic fashion and many household products 
showed a sense of innovation and style 
a sense of how to package and present products and give a lifestyle image 
Brooks Brothers 
the oldest clothing store in America, founded in 1818 by Henry Sands Brooks 
main focus  
Ø men’s business and casual clothes 
Ø women’s clothes since 1949 
The company symbol  
the Golden Fleece, a symbol of a sheep from Greek mythology 
Giorgio Armani 
an Italian designers 
designed for the high-end of the market with clean lines and crisp tailoring 
acclaimed as the most successful designer to come out of Italy in 2001 
introduced diffusion lines of more affordable fashion products, making his garments more accessible 

to the public as well as items for the home 
Hugo Boss (1829-1902) 
the founder of clothing company Hugo Boss AG 
specialise in high-end and causal clothing 
Fashion r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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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business and events (Boss Black), for leisure (Boss Orange) and sports and a sporty look (Boss 
Green) 

Franco Moschino (1950-1994) 
an unorthodox Italian fashion designer who opened his own company in 1983 
innovative, colourful, lively designs for well-tailored and wearable clothes 
range from casual wear and jeans first  to evening dresses, menswear, shoes, swimwear,perfumes, 

handbags, and children’s clothes later 
D. Work in pairs and match the terms with their translation. 
hemline （衣裙下摆的）底边，底缘 
denim粗斜棉布；劳动布 
jeans牛仔裤 
miniskirt超短裙；迷你裙 
micro miniskirt超短迷你裙 
midi中长裙 
maxi 长及足踝的裙子  
tights（女用）裤袜 
flare喇叭形 
preppy style学院风格 
chinos丝光斜纹布裤子 
hoody (hoodie) 一种连帽服装 
prim fashions循规蹈矩的式样 
Lycra莱卡 
loafers平跟船鞋；懒汉鞋 
E. Culture points 
The Californian gold rush (1848-1855) 
a period of rapid migration of miners and other workers into California following the dramatic 

discovery of gold in the Sierra Nevada  
It led to the settlement of California. 
Swinging London 
the fashion and cultural trends in music and the media in mid-1960s Britain, especially London 
Icons of the time 
the miniskirt, the mini car, the first supermodels like Twiggy (who was famous for being very thin) 

and fashionable shopping streets for clothes (like Carnaby Street & King’s Road in London) 
Watch the video to find more about Swinging London in the mid-1960s. 
The hippie movement 
began in the early 1960s in California and spread internationally 
Hippies  
social rebellion (eg with drugs and sexual behaviour) 
alternative lifestyles (eg in communes) which valued peace, individuality, and religious and cultural 

diversity.  
The hippie movement 
Hippie fashions 
long full skirts, bell-bottomed jeans, home-made and tie-dyed garments, the use of flower designs 

(which represented peace and love), and influences from non-Western cultures in headscarves, headbands, 
bracelets and long beaded neckl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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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influence 
popular music, TV and film,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The punk period 
It features fashions that expressed anger against society and included brightly coloured hair, ripped 

clothes and studded belts 
The New Romantics 
a youth fashion movement in 1960s in London 
Fashions 
a dramatic, flamboyant look with luscious fabrics, loose shirts with frills and short shirt collars, 

unfolded, with top buttons unfastened and using monotone colours 
Miami Vice 
a classic 1980s TV crime drama about two detectives who go undercover to fight drug traffickers 
In its TV series, the producers – the advice of designers (eg Gianni Versace, Hugo Boss) in order to 

display the latest European fashion trends 
The Miami Vice style 
pastel coloured T-shirts and suits, no socks, sunglasses, and an unshaven appearance of a small 

amount of beard stubble 
Significant influence 
1980s men’s fashion in the USA and elsewhere 
the 2000s revival – retro or retrospective style 
III. Navigation 
A. Text organisation 
Identify the textual pattern.  
two constant factors  the jeans 
hemlines 
the jeans: origin & expansion 
late 16th century   known in France 
mid-19th century   originated in the Californian gold rush 
1950s   new meanings beyond work clothes    Youth new ideas rebellion individuality 
late 1950s:→ Europe & Asia    a symbol of the young and informal American way of life 
the jeans: impact of different ideas 
mid-1960s and early 1970s:the hippie movement   flared bell-bottom style 
the punk period    ripped, with chains and studded belt 
mid-1980s    bleached and ripped jeans 
late 1980s:preppy style    brand-new or smartly pressed jeans 
1990s   baggy jeans low below the buttocks  
From 2000   designer jeans with lycra added 
hemlines vs economy 
1960s    miniskirt & tights 
the punk period    New Romantics in the UK as a backlash 
mid-1980s:power dressing with knee-length skirts    unstable economy 
late 1980s:Preppy style from 1987   the world stock market crash 
1990s:improved economy    daring fashion  
2000: NY stock market collapsed    so did hemlines – prim & proper look 
2001:stock market began to recover   micro miniski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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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longer hemlines   no longer hemline indicator 
2008:stock market indexes fell   hemlines continued to drop 
B. Comprehending the text 
Work in pairs and choose the best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1. What happened on the fashion scene in the  

   1950s? 
(a) Blue jeans arrived in Europe and Asia.  
(b) American youth started wearing jeans. 
(c) The French started to manufacture jeans. 
(d) American women started to wear trousers. 
(a) This happened and they were worn in Europe and Asia “with huge enthusiasm”. 
2. What do women want to do during an economic boom? 
(a) Show less of their legs. 
(b) Show more of their legs. 
(c) Buy short skirts. 
(d) Sell their shares. 
(b) it seems there is a direct correlation: as the economy booms, hemlines rise. 
3. What did the tights help to promote in the 1960s? 
(a) The French fashion industry. 
(b) Stockings. 
(c) The miniskirt. 
(d) The Beatles. 
(c) because without tights the tops of stockings would show since miniskirts had much higher 

hemlines. 
4. What was popular in the mid-1980s? 
(a) Clean shaven faces. 
(b) Long hair. 
(c) Denim jeans and jackets. 
(d) Short skirts. 
(c) The passage says “denim remained popular ... heavy metal music fans wore ... jeans and denim 

jackets.” 
5. What was fashionable in the 1990s? 
(a) Designer jeans. 
(b) Dyed hair and trainers. 
(c) Tight jeans and short hair. 
(d) Clothes with bright colours. 
(b) both of these are specifically mentioned for the 1990s. 
6. What happened in the fall of 2007? 
(a) Hemlines anticipated a global crisis. 
(b) Women’s skirts got shorter. 
(c) There was a crisis on the stock market. 
(d) Designers began to lose touch with reality. 
(a) This is what happened, which was unusual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correlation that hemlines 

followed the economic situation rather than proceeding or anticipating it. 
C. Interpr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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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ing on formal writing 
The passage includes many features which are typical of a formal style, such as: 
lack of personal opinion 
formal vocabulary 
highly structured phrases and sentences 
passive structures 
use of stative verbs, especially remain, become 
Look at the passage and find the formal equivalents of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Identify the formal 

features in the original versions. 
1. Historians writing about fashion between 1960 and 2010 always refer to two constant factors. 
No history of fashion in the years 1960 to 2010 can overlook or underestimate two constant factors. 
2....young people bought them and wore them enthusiastically as they recognized them as a symbol 

of  the young, informal American way of life. 
...they were bought and worn with huge enthusiasm by young people and recognized as a symbol of 

the young, informal American way of life. 
3. Many people have noticed the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ngth of women’s skirts and the 

economy. 
It has often been noted that there is a precise correlation, with only a few exceptions, between the 

length of women’s skirts and the economy. 
4. Hemlines rise and fall with the stock market. 
As the stock market rises, so do hemlines, and when it falls, so do they. 
5. Nobody really knows why women want to show more or less of their legs during periods of 

economic boom and bust. 
Exactly why women should want to expose more or less of their legs during periods of economic 

boom and bust remains a mystery. 
6. The development of tights, instead of stockings, contribu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success of the 

miniskirt. 
But it would not have achieved such international currency without the development of tights, 

instead of stockings, because the rise in hemlines meant the stocking tops would be visible. 
Further example 
Work in pairs and complete the paragraph with the correct form of the words in Activity 4, P96. 
At a time of global(1) ___________, when stock markets are falling across the world, we should 

never (2)  __________________ the ability of fashion designers to surprise us by bringing sunshine into 
people’s lives, and avoiding the(3) _______________  trend of gloom and pessimism. This is certainly 
true of the fashion industry in Brazil.  

In 2009, when the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were (4) _____________ almost everywhere, top 
designers launched a (5) ___________ new collection combining high hemlines, low necklines, and lots 
of colour. As one commentator wrote, “You can call it a (6) _______________ decision if you like, but it’s 
also a question of Brazilians doing what comes naturally to them.” 

crisis 
underestimate 
predominant 
visible 
daring 
courag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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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Destination   
A. Talking point 
Work in pairs. Read the quotes and find out how fashion-conscious your partner is by asking the 

questions. 
1. What clothes do you feel most comfortable wearing? 
I feel comfortable wearing both formal and informal clothes and sometimes athletics clothes, like a 

track suit.  
I want to look clean and smart, but I wouldn’t wear clothes of extreme fashions. 
2. What clothes would you never wear? 
never wear extremely bright colours or clothes that make me stand out too much.  
never wear a bikini or a very short top and those low-slung jeans that reveal most of the waist. 
3. What would you wear if invited to a party tonight? 
depends on what kind of party it is  
would tend to wear something informal but not too casual, something neat and clean that fits me and 

suits me really well. 
4. What item of clothing would you buy tomorrow if you had the money? 
difficult just to buy one item of clothing – try to buy clothes in sets  – different items go together 

well – a similar style to match well 
a suit only – power dressing! 
My comments on my partner’s answers 
a little bit fashion-conscious, but not mad about wearing the latest fashion 
quite conscious about matching clothes – rather colour-conscious of different clothes 
like classic styles with a clean and neat appearance – the preppy style would suit you! 
V. Resources 
A. Words to note 
underestimate  
v. to think that someone has less power or ability than they really do 
Work in pairs and translate the sentences or words into Chinese. 
Never underestimate the power of stupid people in groups. 
绝不要轻视大团体里蠢人的能力。 
deteriorate  
v. to become worse 
Work in pairs and translate the sentences into Chinese. 
1. Bones deteriorate and break down as a 
natural part of life.  
作为自然生活的一部分，骨头会变坏和分解。 
2. The economic situation could quickly 
deteriorate into social unrest.   
那种经济形势可能很快就恶化成社会动荡。   
rip    
v. to tear sth quickly and with a lot of force 
Work in pairs and make sentences with the collocations. 
rip sth. on sth.   ….被撕破了 
rip the heart ou of sth.    损毁某物 
rip sth from sb   从某人手里掠夺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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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p off     诈骗，敲竹杠 
pad  
n. a thick piece of a substance such as cloth, used for protecting sth 
Work in pairs and find more collocations. 
cleaning pad, shoulder pads,  notepad 
predominant  
adj. the most common or greatest in number or amount 
Work in pairs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by using the pictures. 
1. Predominant colours in this picture a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The predominant  ________ of this painting is the American West. 
green and yellow 
theme 
index  
n. (business) a number that shows the price, value, or level of sth compared with sth else 
Work in pairs and find more collocations. 
 DOWJONES Indexes     Consumers Price Index(CPI)     
crisis  
n. an urgent, difficult, or dangerous situation 
Work in pairs and complete sentences by using the pictures. 
1. The world has been faced with ____________ crisis. 
2. The narrow dwelling is a part of __________ crisis. 
3. __________ crisis puzzles the new immigrants. 
energy 
housing 
Identity 
rise and fall 
Work in pairs and spot the very Chinese meanings of rise and fall.  
1. Interest rates rise and fall according to the 
health of economy. 上下浮动  
2. The rise and fall of a nation depends on its 
people. 兴衰  
3. His rise and fall is thought-provoking. 人生起伏 
Work in pairs. Listen to the song Rise and fall and fill in the blanks. 
Sometimes in life you feel _________________, and it seems as though the writings on the wall; 

Supersta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ut once your picture becomes tainted (有瑕疵的); 
It’s what they call, _________________. 

the fight is over 
you finally made it 
the rise and fall 
associated with:  
connected with sth in some way 
Work in pair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1. What were his social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His social problems were associated with 
heavy drinking/divorce/single-parent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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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hat is this therapy associated with? 
It is associated with cancer treatment.  
boom and bust:  
a situation in which a country’s economy regularly goes through periods of success followed by 

periods of failure 
Work in pairs and make sentences by Q&A. 
1. Who wrote the book The Housing  Boom and Bust? Thomas Sowell 
2. How does the housing boom and bust affect us? 
We got into the current economic disaster that developed out of the economics of the housing boom 

and bust. 
prim and proper:  
very careful about your behaviour and appearance, and easily shocked by what other people do or 

say 
Work in pairs and translate the sentences into Chinese.  
1. Tom is too prim and proper to enjoy jokes.  
汤姆过于一本正经而无法消受笑话。 
2. The prim and proper look was in in 2000. 
循规蹈矩的样貌在 2000年流行。 
range from … to…     
to include a variety of things 
Work in pairs and spo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sentences.  
1. Their products range from television to 
computer software. 
2. Their ages range from 10 to 80. 
3. They range in age from 10 to 80. 
Work in pairs and paraphrase this sentence. 
The shoes range in prices from $25 to $100. 
The prices of shoes range from $25 to $100. 
spark  off    
to make sth happen, especially sth involving violence or angry feelings 
Work in pairs and paraphrase spark off.  
1. A minor incident sparked off the conflict.  
Lead to 
2. I don’t want to talk to her because it will only spark off a quarrel.  
invite 
identify as       
to recognise someone and be able to say who they are 
Work in pairs and spot  the usage of identify as.  
1. Children can be identifies as poor readers    

    as early as age five. 
2. He identified the dead woman as his wife. 
3. Her accent identified her as French. 
Indentify as+n           identify as +adj 
B. Useful expressions 
1.不变因素    constant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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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州淘金热    the Californian gold rush 
3.工装    work clothes 
4.特殊的意义     peculiar significance 
5.一种颇为精确的关联性   a precise correlation  
6.繁荣和萧条     boom and bust 
7.摇摆伦敦    Swinging London 
8.高级时装    high fashion 
9.清一色的蓝色    exclusively blue 
10.朋克时期    the punk period 
11.带铆钉的皮带 studded belt  
12.内城区的年轻人 inner-city young people 
13.权威装 power dressing 
14.新近得势的女士 newly-empowered women 
15.牛仔衫 denim jacket  
16.全球股市崩盘 the world stock market crash 
17.学院风格 Preppy style 
18.流行颜色 predominant colour 
19.松松垮垮地挂在臀部上 low below the buttocks 
20.纽约的科技股市崩盘 the New York technology stock exchange collapsed 
21.循规蹈矩、一本正经的式样开始流行 the prim and proper look is in  
22.股市开始复苏 the stock market begins to recover 
23.名牌牛仔裤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designer jeans gains huge popularity 
24.紧身牛仔裤 skinny jeans 
25.预告股票牛市和熊市的更替  predict a change in the mood of the stock market  
26.裙摆标志靠不住了 the hemline indictor is no longer reliable 
27.股指急剧下跌 the stock market indexes fall dramatically 
C. word formation -y 
Look at the sentence from the passage Fifty years of fashion. 
Hoodies, baseball caps and baggy jeans,which were often worn low below the buttocks… 
Skinny jeans also became popular in Britain and most of Europe. 
Now write the adjectives which describe: 
1. a jacket with a flower design      flowery 
2. a label that sticks onto something     sticky 
3. a suit which has rather a high price     pricy 
4. hair which shines        shiny 
5. someone who makes a lot of fuss     fussy 
D. word formation -over 
1. Look at the sentence from the passage Fifty years of fashion. 
No history of fashion in the years 1960 to 2010 can overlook … two constant factors … 
If you overlook something, do you (a) see it well, or (b) hardly notice it? 
2. Replace the underlined words with verbs beginning with over-. You may need to make other 

changes. 
1. I think you have made too big an estimate for the cost of the wedding.   overestimated 
2. They charged me too much money for that ring!       overcharged  
3. I slept too much last night and missed the flight to London.     oversl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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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flowers in her garden had grown everywhere.       overgrown 
5. It’s difficult to emphasize too greatly the importance of the fashion industry. overemphasized 
6. I’ve got indigestion. I’ve eaten too much.        overeaten 
E. see 
If a period of time sees something happen, it means that the event happens during this period of time. 
Look at the sentence. 
In the mid-1980s there was a rise in the number of different styles. 
You can rewrite it like this: 
The mid-1980s saw the rise of a number of different styles. 
Rewrite the sentences using see. 
1. In 1987 there was a major stock market crash. 
1987 saw a major stock market crash. 
2. The early 1980s was a period of steady economic growth. 
The early 1980s saw a period of steady economic growth. 
3. Long hair made a brief return in the 1990s. 
The 1990s saw a brief return to long hair. 
4.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sales there were hundreds of people queuing in the streets. 
The first day of the sales saw hundreds of people queuing in the streets. 
5. There was great technological change during our grandparents’ generation. 
Our grandparents’ generation saw a great technological change. 
F. Information related 
a. Western designers  
Coco Chanel (1983-1971) 
A pioneer French fashion designer and entrepreneur who became a notable figure in society 
Inspired by menswear,  her designs for women’s clothes were and were simple, elegant and 

expensive    
1921 Chanel No.5 – the first perfume to have the designer’s name on the label  
1923 “simplicity is the keynote of all true elegance” Coco Chanel told Harper’s Bazaar, a fashion 

magazine 
2009 The film Coco Before Chanel (Coco Avant Chanel) was released.  
Watch the film trailer for Chanel’s rise from obscure beginnings to the heights of the fashion world.   
Yves Saint Lauren 
a French fashion designer considered one of the greatest figures in French fashion in the 20th century 
known for ethnic themes, vivid colours, and upheld high standards of classical design and tailoring 
known for his luxurious evening wear designs of tuxedo and smoking jackets, see-through blouses, 

besides his perfumes 
Calvin Klein 
an award-winning American designer 
known for  
tight-fitting jeans of the1960s later for underwear, swimwear, watches, perfumes, cosmetics  
other products with fresh, sleek designs 
Bill Blass 
an American designer 
known for  
his tailoring and innovative combinations of textures and patterns, with a polished style and clas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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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taste 
simple styles and luxurious materials 
b. Chinese silk and fashion 
Chinese silk became known to the world for the Silk Route, where the lucrative Chinese silk trade 

with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North and East Africa and Europe began from the Han Dynasty (206 
BC–AD220).  

Watch the video to know about the Silk Route. 
There was Roman craze for Chinese silk. 
The Roman Emperor Julius Caesar went to theatre with a silk robe, which successfully distracted all 

the people’s attention from the show to his gorgeous costume.  
The Chinese silk had also surged a hot fashion wave in France during Napoleon’s period 

(1799-1814). Napoleon ordered the celebrities to wear silk clothing in daily life, which even caused a big 
shortage of silk products. 

Watch the video of how silk is made.  
Work in pairs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1. Why is there Chinese craze for the French luxury products at present while there was French craze 

for the Chinese silk over two centuries ago? 
2. What can you learn from the two video clips? 
Credit card trap 
I. Mapping  
Getting tips on how to avoid credit card trap 
Comprehending serious messages given through an informal chatty style of writing 
II. Embarkation 
A. Money quotes 
Share your favorite money quotes and use examples or personal experience to support your choice. 
Example 
1. Money is the root of all evil. 
Money is behind the crimes & wrong-doings in the world.      Bank robberies 
                                                    Murders with a financial motive 
2. Look after the pennies and the pounds will look after themselves. 
taking care of your spending & saving money 
If you are careful about      small details                   the larger amounts of money will 

not need much attention 
small amounts of money       (they will look after themselves) 
3. Whoever said money can’t buy happiness didn’t know where to go shopping. 
If you know where to go shopping, you can, in fact, buy happiness.  
(implication)You have to search for the right place. 
(but) 
many people do not know where this is. 
B. Bank credit rating  
Do the quiz on P50 to find whether you are a good customer to banks.  
Mostly (c)s: High   You’re just the sort of customer the banks are looking for. They like people who 

spend money without thinking about the consequences! You are welcomed to use their credit card. 
Mostly (a)s: Medium  You’ve probably never been inside a bank in your life, but sooner or later 

you’ll have to – and they’ll be looking to try and make you change your lifestyle. A word of 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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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 don’t believe everything they tell you! 
Mostly (b)s: Low  You’re a cautious customer, but you’re a practical person too. The banks won’t 

make a lot of money out of you! 
C. Introduction of credit cards 
Listen to a recording & complete the summary. 
A credit card allows you to 1) ________ something immediately and then pay for the bill for at a 2) 

_______ date. Once a credit card has been issued, you can make purchases within the prescribed credit 3) 
_________. A credit card with a limit of $100.00 enables you to pay for up to 4) ________ worth of items. 
Every month, you will receive credit card 5) ___________ that lists the charges you have made. You have 
to pay your bill in full by the 6)  __________ date. Otherwise, you have to pay 7) __________ or a 8) 
_______ ________, which can be fairly high.  

charge 
later 
limit 
$100.00 
statements 
due 
interest 
finance charge 
D. Views on credit cards 
Watch a video clip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in groups. 
1.What are the advantages of having a credit card? 
You can pay for goods and services without using cash or a cheque which means that you only need 

to carry one card around with you. 
You can spend more than you have. 
2. Which sort of customers do the credit card companies hate?  
people who pay off their bills on time 
3. What are good customers for credit card companies?  
people who don’t pay off their credit card debts 
4. How do credit card companies make profits? 
charging interest rates  
5. What are the dangers of having a credit card? 
Improper use can damage credit rating 
Higher risk for impulsive buying and overspending 
Debt trap when used unwisely 
Expensive way to borrow due to high interest rates 
Less to spend in the future due to paying off purchases from past 
Possible hidden fees & surcharges 
Privacy is an increasing concern 
Identity theft easier 
E. Secret history of credit cards  
Listen to a recording to know more about secret history of credit cards.  
III. Navigation 
A. Text Organisation 
Identify the textual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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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y 2 
Story 3 
Main idea: Banks set traps which appeal to our vanity and greed and sometimes to our basic need for 

survival.  
Story 1 
Solution: cutting ourselves off from the bank 
B. Text exploration  
a. Comprehending the text 
Answer the questions. 
1.Why did the author desire to apply for a gold card? 
It was a status symbol, which made her feel good with herself and desirable to others. 
2. Which sort of customers do credit card companies want? 
People who are likely to spend more money than they have. 
3. How do credit card companies lure poor students into applying for a credit card?  
unrealistic interest rates/low interests.  
4. What did Kelly have to pay when she went over the limit on her overdraft? 
She had to pay for the overdraft and high monthly interest on the overspend of the overdraft. 
5. Why was Kelly recorded as a bad credit risk? How did it affect her life? 
She was unable to pay bank charges, credit card debts and interest, so she was recorded as a bad 

credit risk.  
It prevented her from getting a student loan, therefore, she had to drop out of the university. 
b. Blank filling  
Complete the paragraph with the correct form of the words in the column. 

complaint contented deceive exclusive fairly 

indispensable notify omit publicity transaction 

If you’re going to study in the UK, a bank account is (1) __________. That’s because for (2) 
____________ involving large sums of money you need to pay by bank transfer, or by cheque. It’s (3) 
________ obvious you can’t carry large amounts of cash around with you all the time. So you need to 
choose a bank. And that’s not easy, because these days you hear more (4) _____________ than 
appreciation of the services they provide. They all spend a lot of money on (5) _________ trying to attract 
students, whom they see as an investment for their own future.  

Some of them offer (6) __________ free gifts like designer T-shirts or stylish pens to secure your 
custom. But don’t be (7) ___________ by these offers. A(n) (8) ____________ customer is someone who 
knows they can rely on their bank to (9) ____________ them when conditions change, and not to (10) 
________ to tell them when interest rates on overdrafts or credit card repayments have been increased. 

indispensible  
transactions  
fairly  
complaints   
publicity   
exclusive  
deceived   
contented  
no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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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t    
c. Understanding writer’s attitude 
Read the introduction. 
The writer uses a number of techniques and stylistic features to critical effect.  
² irony 
² humour 
² anecdotes 
² rhetorical questions 
² mixing formal and colloquial language 
² making asides (comments in brackets on her own account as it develops). 
Look at the sentences from the passage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1. I have a confession.  
Has the writer done something seriously wrong?  
No. It makes an interesting and ironic beginning 
The author is about to reveal a personal statement, which draws the reader into the passage.  
The confession is actually about something small and quite trivial.  
BUT   
The writer uses the story of this experience to raise serious issues about credit cards and banks.  
2. How did she do this? How could this be? I knew I earned more than her, my car was newer, and 

my house was smarter. How did she get to appear more flash than me? 
What effect does the series of questions have? 
Rhetorical questions    
n share the writer’s feelings with us 
n emphasize how the writer was surprised & puzzled by the high-status gold card of her friend. 
3. She has a student loan of £3,000, like most of her friends, and a small allowance from her poor 

mother (ha!) for transport, books, living expenses.  
Ha! is an aside which indicates a laugh. What is the laugh for? 
A mocking or ironic laugh 
4. She hugged me (never usually does that) and then said, “Mum, I need to talk to you.” 
Why does the writer add the detail in brackets? 
Unusual hug   attention    how the daughter is being unusaually nice to her mother   because   
she wants to make a special request.   
Warn     
the daughter is going to raise a serious matter 
5. Her bank! I trusted them! They know even better than I do how broke she is. 
What effect do the exclamation marks have? 
emphasize the feelings of the writer  
The bank seems to have betrayed the mother’s trust as well as exploiting the daughter’s financial 

situation. 
6. I want you to lay out all of your credit cards in a line, take a large pair of scissors and cut them into 

small pieces. 
Is this a realistic instruction? Why does the writer conclude with this image? 
No, it doesn’t’ seem realistic. Cutting ourselves off from the bank  a kind of revenge 
C. Text evaluation 
Work in groups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each group with one question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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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ow have credit cards changed people’s attitude to money? 
easy to buy things or pay for services without handling money 
easy to lose track of what you are spending    
more casual& carefree attitudes to money  
spend more  
a credit limit which allows an overdraft     
encourage some people to get into debt when they cannot afford to do so. 
2. Is it immoral to encourage people to spend money that they don’t have? 
immoral because the credit card system invites people to get into debt  
(banks) make the effort to help people who later get into financial difficulty instead of simply 

punishing them with high interest rates     
(customers)try their best to pay off their debts as soon as possible  
3. If companies or businesses get into debt by overspending, should they be helped by the state? 
crucial to the economy and to the lives of most people  
however    
2 issues 
1) how the help will be given and what conditions are made to the companies; 
2) which companies will receive help—there have to be publicized criteria about which companies 

are considered to be vital for society.  
4. Should schools teach children about money management? 
An essential topic    financial calculations 
setting goals, planning in steps & making decisions  
ethics and morality in money management 
relating money management to family life and personals & household budgets 
bring together different aspects of money management to create a focus for children  
5. Would the world be able to function without banks? If so, would it be a better place to live in? 
11th & 12th centuries  important   lend money and financed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r wars 
19th century    indispensable    deposits, loans, credit transfer through cheques etc 
20th century    crucial      state function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mmerce, business, and 

personal and family money management 
The present world can’t really function without them but it would be a happier place if banks gave 

priority to trust, security and public benefits. 
IV. Destination 
A. Summarising 
Summarise the text by filling the blanks. 
Today, we are caught in the credit crunch because banks set traps which appeal to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 banks give a false sense of superiority to people with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n hard. 

They target people who are prone to 3) __________________, and 4) potentially _________________, 
tempted to 5)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and liable to 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y lure impoverished students with 7) 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y charge people who go over the limit the exorbitant interest but omit to tell them the interest 
paid is not for the debt, but for 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y attracting us with 
their 9)_________________ for loans of money, the banks earn money. 

 So how to get ourselves out of the traps? Lay out all of your credit cards in a line, take a l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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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r of scissors and cut them into small pieces. Then the banks have no 1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ur vanity and greed and sometimes to our basic need for survival 
exclusive gold credit cards 
impulse-buying 
bad credit risks 
spend more than they have 
fall behind with repayments 
unrealistic interest rates 
the overspend of the overdraft 
endless publicity 
potential to tempt money away from you 
B. Debating 
Form a group of four to debate the topic: it is necessary to get a student credit card. 
V. Resources   
A. Difficult sentences 
1. My credit card was a fairly pathetic, status-free dark blue, whereas hers was a very exclusive 

gold one. (Para 1) 
Paraphrase the sentence.  
My credit card was quite useless in an annoying way. It was dark blue and ordinary, it did not have 

any particular status. Hers was gold and it was limited to a particular group.  
How did the writer feel?  
She felt inferior and wanted a gold credit card too. 
Translate the sentence. 
我的信用卡太寒酸了，是不显示身份地位的深蓝色卡，而她的信用卡则是高级的金卡。 
2. They target people who are prone to impulse-buying, and potentially bad credit risks, tempted to 

spend more than they have, and liable to fall behind with repayments. (Para 7) 
Paraphrase the sentence.  
The credit card companies or banks direct their advertising and sales promotions at people who are 

very likely to buy things on impulse (without planning), who are possibly bad credit risks (ie they may not 
be able to pay their debts), who spend more money than they have, and who will not make repayments on 
time. 

Translate the sentence. 
他们的目标客户是那些随时有购物刷卡的冲动、有潜在信用风险、经不住诱惑超支消费、并且

经常延期还款的人。 
3. After I’d hauled her back into the house, it transpired that her bank had written to her offering a 

credit card at a low interest for a trial three-month period, subject to suitability ... and so on. (Para 12) 
Translate the sentence.  
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她从外面拽了回来。原来她的银行来信告诉她说：她可以申请一张试用期 

为三个月的、能够低息贷款的信用卡，只要满足要求······如此云云。 
 What does subject to mean?  
Here subject to indicates a likelihood that sth will happen.  
4. Naturally, there was a lengthy correspondence-- and her debts began to rise more than £200 above 

the agreed limit on her overdraft of £1,500. (Para 14) 
What does she went into the red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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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means she has spent more money than she has on  her bank account. 
 How did she solve the problem of not accessing her funds? 
Communicating with the bank by the exchange of letters for a long time. 
 Translate the sentence. 
通过书信同银行交涉的时间相当长，而未能及时支取帐户资金使她欠了银行的债，欠款额超过

了透支额度（1,500 英镑）200 多英镑。 
5. And here we are today, caught in the credit crunch, with world economies in free fall, all because 

the wicked bankers set us traps which we fell into, attracting us with endless publicity for loans of money 
which even they didn’t have! (Para 24) 

 Translate the sentence.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随着世界经济一落千丈，我们都处在信贷危机之中。所有这一切都是

因为邪恶的银行家通过大量广告推销他们压根就不存在的贷款来吸引我们，给我们设圈套。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e sentence.  
There is a main clause we are today, caught in the credit crunch, two adverbial clauses introduced by 

with and because. In the causal adverbial clause, the absolute structure attracting us--- is used, indicating 
the way the banks adopt to attract customers.   

B. Words to note 
exclusive     
adj. very expensive, and therefore available only to people who have a lot of money  
Translate the phrases. 
exclusive restaurant高档餐厅 
exclusive rights独家经销权 
exclusive interview专访 
exclusive attention全部关注 
exclusive use专有 
distinctive     
adj. easy to recognize because of being different from other people or things of the same type 
Complete the sentences with the words in the column. 

distinct distinctly distinction distinctive 
We should make a ___________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A ___________ outfit intended to identify those who wear it as members of a specific group. 
They were classified into two _____________ groups. 
The choir was (singing) ___________ out of tune in places. 
distinction 
distinctive 
distinct 
distinctly 
prone       
adj. likely to do something or be affected by something, especially something bad 
Answer the questions. 
1.When are people more prone to make mistakes? 
People are more prone to make mistakes when they are tired. 
2. Which region is prone to earthquakes? 
The costal region is prone to earthquakes. 
3. Which one is more prone to gain weight, a man or a woman? 



8846 

A woman.  
correspondence    
n.  
Discuss the meaning of correspondence. 
1. We have exchanged correspondence about the best way to pay back the debt. 
a number of letters  
2. She kept up a thirty-year correspondence with Mary. 
the process of writing and receiving letters 
3. There is a defini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infant mortality and poverty. 
a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two things 
omit    
v. fail to include someone or something, either deliberately or because you forget 
Make sentences with the words. 
1. Important details; omit; article 
Important details had been omitted from the article. 
2. His new girlfriend; omit; tell him; married. 
His new girlfriend omitted to tell him she was married. 
3. Serious omission; mention; cost 
One serious omission is any mention of the cost. 
restraint     
n. the limit or control of the expression of strong emotion or opinion 
Complete the sentences with appropriate prepositions. 
We need to exercise restraint ________ spending. 
Please restrain yourself ________ coughing during the performance. 
He left of his own will and not __________ restraint. 
on 
from 
under 
economical   
adj. not spending or costing much money  
Complete the sentences with the words in the column. 

economy economic economics economical 
He always was _____________ when it came to buying presents.  
Marry studied ___________ at Oxford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 growth is slowing down, 
The last five years have seen a consistent improvement in the country’s _____________. 
economical 
Economics 
economic 
economy 
publicity     
n. information that makes people notice a person, product etc 
Rewrite the sentences with the words in the brackets. 
The public show a lot of interest in the singer star’s marriage (publicity). 
The singer star’s marriag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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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concert attracted a lot of attention in the newspaper (publicity). 
The newspap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The author appeared on television to make her latest book known to the public (publicize). 
The author appeared on television t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ceived wide publicity 
gave much publicity to the concert 
publicize her latest book 
deceive    
v. to fail to do something that would have been helpful or honest 
Translate the sentences. 
1.他骗我在文件上签了字。 
He deceived me into signing the papers. 
2.你如果还相信她爱你，你就是在欺骗自己。 
You are deceiving yourself if you still believe that she loves you. 
3. Unless my eyes deceive me, that’s your brother over there. 
除非我看花了眼，那不是你兄弟吗？  
in full   
completely, including the whole of something 
Translate the sentence. 
五月里各种植物鲜花盛开。 
In May, all kinds of plants are in full bloom. 
Match the month on the left with its flower on the right. 
January    Daffodil  
April    Peony(牡丹) 
May     Rose 
put down    
to write someone’s name on a list, especially so that they can take part in something 
Make sentences with the words. 
1. I; put down; you; help; food. 
I’ve put you down to help with the food. 
2. Put down; me; three tickets; Saturday’s performance. 
Put me down for three tickets for Saturday’s  

    performance. 
3. I; put down; his irritability; tiredness 
I put his irritability to tiredness. 
It transpired that    
Used before you mention a fact or event that people did not know about 
Complete the sentences. 
1. It transpires that the reason for the couple’s depression 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It transpired that the woman he quarreled in the mornin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y believe they are unable to conceive 
was the new manager  
into/out of the red 
If you go into the red, hav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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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ne something embarrassing, or 
(b)spent more money than you have on your bank account? 
(b) 
Answer the questions.  
1. Why does in the red mean in debt? 
In bank accounts, an amount that was owed used to be written in red figures, not black. 
2. What’s the opposite of in the red? 
in the black 
3. If someone sees red, how does he feel? 
He feels angry. 
go from bad to worse       
become even worse 
Translate the sentence. 
情形每况愈下：她丢了工作，接着又病了。  
Things went from bad to worse: she lost her job and then became ill.  
Figure out another word for go from bad to worse. 
worsen/deteriorate/degenerate 
Figure out the opposite of go from bad to worse. 
get better and better 
lay out 
(1) to spread something out or arrange things so you can see them easily 
(2) to arrange something according to a detailed plan 
Translate the sentences. 
1. 这本小册子编排巧妙，插图精美。 
This brochure is beautifully laid out and illustrated.  
2. 我把我的衣服全都准备好然后摊开放在床上。 
I have all my dress all ready and laid out on the bed. 
C. Language in use  
a. Useful expressions 
prone/liable/subject + to 
Useful expressions  
1.对···感到很满意 feel contented by  
2.莫大的羞耻 abject shame 
3.付清信用卡欠款 pay off credit debts  
4.信用等级高 have a good credit rating  
5.从打击中回过神来 recover from the shock  
6.随时有购物刷卡的冲动 be prone to impulse-buying 
7.超支消费 spend more than they have  
8.超低利率 unrealistic interest rates 
9.担当保证人 act as a guarantee 
10.事情是这样的 It transpired that 
11.访问帐户资金 access funds in sb’s current account 
12.欠债 go into the red 
13.超支 go over the limit 
14.事情越来越糟 Things go from bad to wo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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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消费节制有度 have great restraint with one’s spending 
16.生活节俭 be economical about one’s lifestyle 
17.继续完成大学学业 have another go at university 
18.设下陷阱 set traps 
19.把···排成一排 lay out sth in a line 
20.从···身上骗钱 tempt money away from 
b. prone/liable/subject to 
Find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prone to, liable to and subject to. 
1. They target people who are prone to impulse-buying, … and liable to fall behind with repayments. 
2.… her bank had written to her offering a credit card at a low interest for a trial three-month period, 

subject to suitability ... 
Similarity: They can all indicate a likelihood that something will happen.  
Differences: 
Prone to tends to be used to describe things which happen to someone that are beyond their control, 

such as illnesses.  Eg: People are more prone to make mistakes when they are tired. 
Liable to indicates the likelihood of doing or saying something because of a fault or natural tendency. 

Eg: Every man is liable to error. 
Subject to can indicate that something is necessary according to a rule or law. Eg: The sale of 

firearms is subject to many legal restrictions. 
Rewrite the sentences using prone / liable /subject + to. More than one choice is possible here, 

depending on how you understand a likely context.  
Original: The train is often delayed on Sunday evenings. 
Rewrite 1: The train is liable to delays on Sunday evenings. (There are staffing problems at weekends, 

especially on Sunday evenings.) 
Rewrite 2: The train is subject to delays on Sunday evenings. (There are particular regulations about 

Sunday travel.) 
Rewrite the sentences using prone / liable /subject + to. 
1. Zak is a child who often has accidents. 
Rewrite 1: Zak is a child who is prone to accidents. (They are not his fault, he just seems 

accident-prone.) 
Rewrite 2: Zak is liable to have accidents. (He is careless and just doesn’t listen to advice about 

safety.) 
2. She frequently gets headaches. 
Rewrite 1: She is prone to headaches. (She will see a doctor to see if there is a medical reason but we 

don’t know the cause yet.) 
Rewrite 2: She is liable to get headaches. (Because those young children next door make so much 

noise.) 
3. The loan requires a check on your financial situation. 
Rewrite: The loan is subject to a check on your financial situation. (This is a legal requirement or a 

company regulation.) 
4. Joe is a person who often arrives late. 
Rewrite 1: Joe is liable to arrive late. (That’s Joe for you; you know him –never even tries to arrive 

on time!) 
Rewrite 2: Joe is prone to arrive late. (He lives near the river and the road is often flooded during this 

season so he may have to go by another route which takes much l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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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he may well break the rules in order to get what she wants. 
Rewrite: She is liable to break the rules to get what she wants. (She doesn’t care about rules and she 

is rather selfish and ambitious.) 
D. Information related  
a.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Do you agree with the following quotes? 
1.Money is better than poverty, if only for financial reasons.” (Woody Allen)  
2.If you owe the bank $100 that’s your problem. If you owe the bank $100 million, that’s the bank’s 

problem. (JP Getty)  
3.It does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 the only color that really matters is green. (Family 

Guy)  
4.The only way not to think about money… is to have a great deal of it.  (Edith Wharton)  
5.Formal education will make you a living; self-education will make you a fortune. (Jim Rohn)  
6.Too many people spend money they haven’t earned, to buy things they don’t want, to impress 

people they don’t like. (Will Smith)  
7.He who marries for love without money has good nights and sorry days. (Anonymous)  
8.Money is the key that opens all doors. (Anonymous) 
9.Always borrow money from a pessimist… he doesn’t expect to be paid back. (Anonymous)  
10.If you think nobody cares if you’re alive, try missing a couple of car payments. (Earl Wilson)  
b. Credit Card terms 
1.发卡银行. issuing bank  
2.年费  annual fee  
3.信用额度  credit line/limit 
4.利率 interest rate  
5.月结单  monthly statement  
6.信用卡余额代偿  balance transfer  
7.开卡  activate a card  
8.积点回馈  reward program  
9.红利积点  point 
10.预借现金 cash advance  
11.认同卡 affinity card  
12.现金卡 cash advance card  
13.白金卡 platinum card 
14.学生卡  student card  
15.金卡 preferred card/gold card  
16.储值卡 value card  
17.普卡 classic card  
18.联名卡 
18. co-branded card  
19.附属卡 supplementary card  
20.转账卡 debit card  
21.签帐卡 charge card  
22.商务卡 corporate card  
c. Credit card knowledge 
Listen to 2 conversations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with NO MORE THAN THREE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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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rsation 1 
1. The credit limit depends on ________________. 
2. If customers want to raise the credit limit temporarily, they need to _________________ in 

advance. 
credit rating 
inform the bank 
Conversation 2 
1. The 100 dollar fee is for ___________________. 
2. Customers can pay the fee every month or every  _________________. 
3. The fee can  be waived if you make more than  _________________. 
annual fee 
every half year 
6 transactions 
Listen to a short passage and choose the best answer. 
This bank’s credit card purchases will be converted at a rate close to _________ as customers go to a 

foreign country. 
 a. tourist exchange rate 
 b. Interbank rate 
 c. commercial rate 

b 
2. Extra fees are charged by the bank when customers __________________. 

 a. withdraw cash 
 b. cancel credit cards 
 c. make overseas transactions 

a 
3. You usually receive the cash back _______. 

 a. by the end of the year 
 b. monthly 
 c. every three month 

a 
4. Cash back brings 5% discount when you purchase in _______. 

 a. any shops 
 b. stores overseas 
 c. drug stores 

c 
d. Safety Tips 
Offer safety tips to credit card holders. 
² Sign card with signature and “Please See ID” 
² Do not leave cards lying around 
² Close unused accounts in writing and by phone, then cut up the card 
² Do not give out account number unless making purchases 
² Keep a list of all cards, account numbers, and phone numbers separate from cards 
² Report lost or stolen cards promptly  
Sex differences in English gossip rules 
I.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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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ing one’s knowledge of gender differences； 
Learning how a piece of academic writing is structured—starting with an overview of the topic and 

then going into more details. 
II. Embarkation 
A. Identifying gender features 
Identify which of the following features generally apply to men, and which to women. 
Once upon a time Martians and Venusians met, fell in love, and had happy relationships together 

because they respected and accepted their differences. Then they came to Earth and amnesia set in: they 
forgot they were from different planets! 

1.suffer more illnesses M 
2.is more overweight F 
3.has more skin M 
4.lives longer F 
5.has larger brain M 
6.tend to use humor more often M 
7.better verbal skills and intuition F 
8.better skills for abstract reasoning M 
9.a firm sense of direction M 
10.better social skills F 
B. Psychological distinctions 
Work in groups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Example 
A man pay $200 for a $100 item needed.  
A woman pays $100 for a $200 item aren’t needed. 
1. Men marry women with the hope they will never change.  
Women marry men with the hope they will change and they are both disappointed. 
2. To be happy with a man, you must understand him a lot and love him little. 

 To be happy with a woman, you must love her a lot and not try to understand her at all. 
3. Women love cats. 
Men say they love cats, but when women aren’t looking men kick cats.  
4. A woman knows all about her children, best friends,  favorite foods, secret fears and hopes and 

dreams. 
 A man is vaguely aware of some short people living in the house. 

Listen to a recording about psychological distinctions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complete the 
table.  

Psychological distinctions 
 Men Women 
1. Way of thinking think globally  attention to details & nuances 
2. Creating  prefer to take risks & experiment prefer to pass on knowledge 
3. Thoughts and     actions  more independent  more willing to follow other’s 

advices 
4. Self-appraisal higher  lower 
5. Sources of     satisfaction  career & prosperity family and kids 
6. Strongest need  fulfill their goals relationships 
7. Attitude to pain and boring poor endurance  better end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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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C. Gender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use   
a. Work in pairs and decide who is speaking. 
1.The Company will lose money if it does this. M 
2.Will the Company lose money if we do like that? F 
3.The lesson is terribly interesting, isn’t it? F 
4.May I come in? M 

Yes,   please. 
5.Well, maybe, but I’m Chinese as well. I don’t think I’ll be accepted as a presenter on a British TV 

programme. F 
6.Well, I shouldn’t have asked it. After all, he’s an expert! F 
7.You must have the proposal ready by Friday. M 
b. Listen to a passage and answer questions. 
1.Why do women like to ask questions?  
to make people rethink their positions, plans, or ideas 
to solicit information  
2. What are gender differences in directness?  
Women’s language: indirect, indiscreet, tactful, and even manipulative; fewer directives and more 

courtesy words with those directives 
Men’s language: more direct, powerful, blunt, and at times offensive; more directives, with fewer 

courtesy words 
D. Gender differences in gossip  
Check (✓) the statements about gossip which you think are true. 
☐ 1 Men gossip just as much as women. 
☐ 2 Men talk more about politics than women. 
☐ 3 Men talk more about football than women. 
☐ 4 Women talk more about themselves than men. 
☐ 5 Men don’t admit they gossip. 
☐ 6 Women don’t admit they gossip. 
III. Navigation  
A. Text Organisation 
An overview of the topic 
1.Refer to recent research to dispel the myth about male gossip:  Men gossip as much as women. 
2.Reveal that men change topic of conversation when women are present to impress women. 
3.Focus on the difference of content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gossip: solving the world’s problems VS gossip in the kitchen 
4.Suggest that the myth about male gossip is really a problem of terminology. 
Details 3 principal factors 
The tone rule 
high & quick, or sometimes a stage whisper, but always highly animated 
1. The detail rule. 
detailed speculation about possible motives, causes & outcomes 
2. The feedback rule 
Listeners should be at least as animated and enthusiastic as speakers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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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ital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gossip lies in the positive response of the audience. 
B. Text exploration  
a. Identifying the order 
1.Refer to recent research to dispel the myth about male gossip:  Men gossip as much as women. 
2.Reveal that men change topic of conversation when women are present to impress women. 
3.Focus on the difference of content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gossip: solving the world’s problems VS gossip in the kitchen 
4.Suggest that the myth about male gossip is really a problem of terminology. 
5. Present a detailed, technical account of how women gossip. 
6. Conclude that the vital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gossip lies in the positive response of 

the audience 
..The tone rule 
b. Blank filling  
Complete the paragraph with the correct form of the words in the column. 
Animated decidedly masculine motive principal sniff 
When Simona Ventura became the host of the Italian TV soccer programme, a lot of people 1)  

sniffed at the decision. What could a woman do in such a(n) (2) decidedly male-dominated world? They 
argued. But the (3) motive behind the choice of Simona as the new presenter soon became apparent. 
Rather than change to fit the programme –there is nothing (4) masculine about her – she created a new, 
more modern show, the (5) principal aim of which is to entertain the whole family. The old style, lengthy 
and rather technical analyses of football matches, has been replaced by a lively TV programme, which is 
(6) animated by guest celebrities, dancers and singers, as well as extracts from the day’s top matches. 

c. Identifying the writer 
Work in pairs. Discuss whether the writer of the passage is a man or a woman. 
Think about: 
style of writing 
attitude 
vocabulary 
the writer’s theory 
style of writing 
a style which popularizes academic findings 
but 
this could be written by either a male or female writer. 
Attitude 
gossip is an interesting thing to study. 
more likely that a woman would do 
because of 
popular ideas about gossip 
vocabulary 
Some of the vocabulary seems more feminine. 
But  
mostly quoted from other people and is not the writer’s own words 
The writer’s theory 
Idea 1: gossip is a topic worthy of research 
Idea 2: to draw conclusions in the form of three factors or “rules” that characterize female gossip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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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it sound like gossip 
Any social scientist could find “gossip” interesting as a research topic and could have formulated the 

tree rules 
method of investigation: 
1. what the passage says about the interviews and focus groups 
2. what the female informants are reported as saying 
3. quote women reporting men’s behaviour but does not quote men talking about women 
The writer is a woman 
C. Text evaluation 
Work in groups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Give more extended comments by thinking beyond the 

obvious short answers.   
1. Are there any stereotypes about gender?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may have different stereotypes about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how they should behave and what roles they should adopt at home or at work.  
parts of Africa- women should work in the fields or in the market but not men. 
middle eastern groups- girls do not need to be literate or educated because they will remain at home 

looking after a family. 
2. Do you think people believe in those stereotypes?  

Why / Why not? 
Hard to say, because a slow process to change people’s traditional ideas 
Change: Men: cook & look after children 
Women: in the army; engineers & doctors 
Unchanged: Men: in strong positions 
can’t be good managers or leaders    
Some people avoid talking about men or women in stereotyped terms, but may be still stereotyped in 

their actual behaviour, even if they know that this is wrong. 
3. How useful is the sort of research presented in the passage? 
gives us a better idea of what actually happens with men and women, how they talk and how and 

why they gossip 
however 
understand the idea of a social rule 
It is not necessarily something that we should do, but just a description of what happens – sometimes 

such rules should really be changed to make a better society. 
4. Would such research lead to similar findings in China? 
Gossip in China might be different. 
It is important to investigate what happens in China. 
keep these research results clearly in mind 
listen to gossip in China among different groups 
make notes 
interview people to test out any conclusions about what I observed 
be sure of what the differences are 
IV. Destination 
A. Summarise the text by filling the blanks. 
Researchers have found that men gossip as much as women and men spend much more time 1) 

talking about themselves. However, men don’t admit they gossip, instead they define it as 2) “excha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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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The reason why female gossip actually sounds like gossip is that there seem to be three principal 

factors involved. Firstly, the tone rule. Women adopt a tone which is 3) high and quick, or sometimes 4) a 
stage whisper, but always 5) highly animated, while men gossip in the same 6) flat, unemotional manner 
as any other piece of information.  

Secondly, the detail rule. For women, a detailed speculation about 7) possible motives, causes and  
outcomes is crucial. However, men find all this detail 8) animated and enthusiastic. Thirdly, the feedback 
rule. Female listeners are required to be at least as 9) animated and enthusiastic_ as speakers. However, 
men who respond in such a manner would be considered inappropriately 10) girly, or even disturbingly 11) 
effeminate. For them, 12) a suitable expletive is better to convey their surprise.  

B. Talking point 
Read the story on P70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1. What is the message of the story? 
explicit message: you can’t gather up words once they are spoken – they are scattered like the 

feathers. 
implicit message: we should be careful about what we say and perhaps we should not gossip because 

it does damage 
If we do gossip, we should not regret what we say because we cannot change it. 
2. In what way does the story confirm the findings of the writer of Sex differences in English gossip 

rules? 
Men gossip as much as women do. 
to indicate that gossip is bad. 
the writer does not judge gossip but just tries to investigate it. 
3. Does gossip harm people? 
depends on the content of what is said 
positive:help people by strengthening their reputation 
negative:damage the reputation of the person who is being gossiped about.  
Some gossip may harm people by the manner of what is said. 
imply bad things without actually saying anything bad 
draw bad conclusions about others 
4. Do you gossip? If so, what do you gossip about? 
MAN  
1.Drunken friends 
2.News 
3. Old school friends 
4. Female colleagues at work  
5. The sexiest girl at work  
6. Spreading rumours  
7. Promotions 
8. Sexual relationships  
9. Salaries 
10. The boss 
WOMEN 
1.Other women 
2.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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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elationship problems 
4.Other people’s relationships 
5.Sexual relationships 
6.Friend’s weight gain  
7.Soap operas 
8.Other women’s boyfriends/ husbands 
9.The mother-in-law  
10.Celebrities 
V. Resources 
A. Difficult sentences 
1. On further questioning, however, the difference turned out to be more a matter of semantics than 

practice: What the women were happy to call “gossip”, the men defined as “exchanging information”. 
(Para 4) 

Paraphrase the sentence.  
When they asked a bit more, the difference was more about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than about what 

they actually did: What the women called “gossip”, the men called “exchanging information” although the 
women and men were talking about the same activity. 

Translate the sentence. 
在接下来的提问中，我发现两者的差别只在于语义层面上而非实践层面上：男性把女性通常所

说的“闲聊” 定义为“信息交流”。 
2. Clearly, there is a stigma attached to gossip among English males, and unwritten rule to the effect 

that, even if what one is doing is gossiping, it should be called something else. (Para 5) 
Paraphrase the sentence.  
English men feel there is sth wrong or embarrassing about gossip and that there is a rule which is not 

written down, that is, if you are gossiping, you should give the activity another name. 
Translate the sentence. 
显然，在英国男性眼里闲聊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这条不成文的规则已经深入人心，因此就算一

个人确实是在闲聊，他也会把它说成是另外一回事。 
3. For women, this detailed speculation about possible motives and causes, requiring an exhaustive 

raking over “history”, is a crucial element of gossip. (Para 8) 
Translate the sentence.  
对女人而言，周密地推测动机和原因与周密地推测可能的后果一样是闲聊的关键因素，这要求

对“过去”进行仔细的梳理。 
Paraphrase the sentence.  
For women there i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aspect of gossip – this is that they make guesses with 

details about why something might have happened. This means they feel they have to go over unpleasant 
aspects of the story in the past that other people do not want to talk about. 

Difficult sentences 
4. … it is understood that a suitable expletive conveys such surprise in a more acceptably masculine 

fashion. (Para 10) 
Translate the sentence.  
人们认为一句恰到好处的脏话能以大家更容易接受的方式表达出男人在听到特别有趣的闲话

时的震惊和惊讶。 
Paraphrase the sentence. 
Everyone knows that in response to a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bit of gossip, a listener can say di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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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to show their surprise. This way is more favored by men. 
B. Words to note 
principal     
adj.  
main, or most important 
Answer the questions. 
1. What’s your principal concern?  
My principal concern is my family’s welfare.  
2. What are the principal source of your parents’ income? 
Their wages are the principal source of their income.  
3. Who is the principal of your university? 
animated   
adj.  
lively or active 
Translate the sentences. 
1. His observations gave rise to an animated and lively discussion. 
他的言论引起了一场气氛热烈而活跃的讨论。 
2. 运动时唯一能让他充满活力的事情。 
Sport was the only thing that really animated him. 
3. The animation of China made a great progress. 
中国的卡通片制作取得很大发展。 
sniff   
v.  
to criticize sth, or to suggest is not good enough for you 
Rewrite each sentence with sniff, keeping the same meaning. 
1.You should not refuse such a good offer. 
You should not  sniff at such a good offer. 
2. If I were you, I’d take the job. A salary like that is good enough to consider. 
If I were you, I’d take the job. A salary like that is not to be sneeze at. 
bemoan   
v.  
to complain or say that you are disappointed about sth. 
Describe the picture with bemoan. 
1. He bemoaned his sad fate. 
2. He bemoaned the shortage of  funds for research. 
motive    
n.  
the reason that you do something 
The motive  ________ the attack is not clear.  
People thought he must have a ____________ motive for wanting to help. 
When he visited her at home again, she started to ___________ his motive. 
Complete the sentences with suitable words. 
KEY: 
1for 
2.under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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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question 
appreciative   
adj. 
showing that you are grateful or you enjoyed something  
Complete the sentences with the words in the box. 
Many of the junior staff feel that they are properly _____________. 
I would ______________ it if you would just let me deal with it. 
He was sincerely ________________ of their support. 
The award is give in _______________ of her huge contribution to the film business. 
Key: 
1.appreciated  
2.appreciate 
3.appreciative  
4.appreciation  
etiquette    
n.  
a set of rules for being correctly in social situations 
Discuss the topic: Etiquette can vary widely between different cultures and nations.  
In China, a person who takes the last item of food from a common plate or bowl without first 

offering it to others at the table may be seen as a glutton (贪吃鬼) and insulting the generosity of the host. 
In America a guest is expected to eat all of the food given to them, as a compliment to the quality of 

the cooking. 
masculine    
adj.  
with qualities thought to be typical of men 
Translate the sentences. 
She presented an intriguing combination of feminine looks with a masculine mind.   
人们在她身上看到了女子的容貌、男子的志气。 
她穿着那套衣服看上去有些男性化.  
She looks rather masculine in that suit.   
Discuss the topic: What are masculine physical attributes that females find as most attractive? 
Broad chins and shoulders, high cheekbones, and large eyes  
rake over 
Answer the question about rake over. 
If you rake over something, do you 
 (a) want to forget it, or            (b) keep talking about it? 
Discuss the meaning of idioms. 
1.There is no point in raking over the ashes now, you did  what you thought was right at the time.  
to think about or to talk about unpleasant events from the past  
2. He daren’t be late for work again or the director will rake him over the coals. 
to give someone a severe scolding 
to the effect that 
Translate the sentences. 
1. He made a speech to the effect that we would all keep our jobs even if the factory were sold. 
他做了一次讲话，大意是说即使工厂被转让出售，大家仍能保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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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说了几句话，大意是我们很想尽快见到玛丽。  
I said a few words to the effect that we would all meet Mary soon enough.  
showing that you are giving a general idea of what someone said instead of their actual words 
C. Language in use 
a. Useful expressions 
1.导致···的差异 
. account for the difference  
2.“高雅”话题 
“highbrow” subjects 
3.重要的差别 
. significant difference  
4.在内容上 
in terms of content  
5.···的神话仍然大行其道 
. the myth is still widely believed that 
6.差别只在于···而非 
the difference turns out to be 
more …than … 
7.不成文的规则 
unwritten rule  
8.主要因素 
principal factors 
9.语调活灵活现 
highly animated tone 
10.调门高 
high-pitched tone 
Useful expressions  
11.平缓、冷静的语调 
in a flat, unemotional manner  
12.引述别人的话 
do the he-said-she-said thing 
13.详细推测 
detailed speculation about 
14.关键因素 
crucial element  
15.语调生动 
. lively tone 
16.好的听众 
appreciative listeners  
17.听起来像小女孩 
sound girly 
18.听起来女里女气 
sound effeminate 
19.特别有趣的闲话 
a particularly juicy bit of goss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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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表达诧异 
convey one’s surprise  
Collocations 
Match the adjectives in Column A with the nouns in Column B. 
Bright   colours 
conservative tastes 
correct  tone 
popular  belief 
heavy   make-up 
highbrow subject 
face value 
Complete the sentences with the collocations in the box. 
1. Both of us have rath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 so we’re unlikely to buy modern furniture. 
2. I’m afraid these bonds are worth a lot less than their ________________. 
3. It’s not easy to find the _______________ in which to speak to new customers. 
4. I like wearing ________________; I think they reflect my outgoing personality. 
5 Yesterday’s lecture was on such a __________________ that I couldn’t get interested. 
6. Why do they put such _________________ on people in television studios? 
7. The ________________ that men don’t cry is nonsense. 
Key: 
1.conservative tastes 
2.face value 
3.correct tone 
4.bright colours 
5.highbrow subject  
6.heavy make-up  
7.popular belief  
D.  Information related 
a. Funny quotes 
Discuss whether you agree with the quotes. 
1. You know, men and women are a lot alike in certain  situations. Like when they’re both on fire 

– they’re exactly alike. 
2. Men are simple things. They can survive a whole weekend with only three things: beer, boxer 

shorts and batteries for the remote control. 
3. A successful man is one who makes more money than his wife can spend. A successful woman is 

one who can find such a man. 
4. If you never want to see a man again, say, ‘I love you, I want to marry you. I want to have 

children…’ – they leave skid marks (刹车记号). 
5. Men who don’t understand women fall into two groups: Bachelors and Husbands. 
6. If you want something said, ask a man; if you want  something done, ask a woman. 
7. When women are depressed they either eat or go  shopping. Men invade another country. 
Funny quotes 
8. Men are like dogs. They keep coming back. Ladies are like cats. Yell at a cat one time…they’re 

gone. 
9. Men can read maps better than women. Cause only the male mind could conceive of one i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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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ling a hundred miles. 
10. You see a lot of smart guys with dumb women, but you hardly ever see a smart woman with a 

dumb guy. 
b. Tomboy or girly girl 
Do you know tomboy or girly girl? 
A tomboy is a girl who exhibits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nder role of a boy. This social 

phenomenon typically manifests itself through some of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The wearing of typically masculine-oriented types of clothes.  
The practice of games and activities (often physical in nature) that are typically considered to be the 

domain of boys.  
The preference to befriend boys rather than other girls.  
Girly girl is a slang term for a girl or woman who chooses to dress and behave in a traditionally 

feminine style, such as wearing floral dresses (长裙曳地), blouses and skirts, and talking about 
relationships and other activities which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traditional gender role of a girl.  

Now, do a questionnaire to find whether you are a tomboy or a girly girl? 
1. What would you do when you see a really big spider? 
a. Run and scream like mad and get someone to kill it!  
b. Just ignore it!  
c. Pick it up and chase all the girls with it!  
2. What do you wear when you go out with your friends?  
a. A designer denim skirt with pink leggings (斜纹短裙，粉色裹腿袜)  
b. A tank top and baggy jeans (无袖背心和宽松仔裤) 
c. A hoodie and baggy ripped jeans (穿运动衣，裹头巾戴帽子，和宽松的乞丐装仔裤) 
Tomboy or girly girl 
3. How about makeup?  
a. Pink lipstick, silver eye shadow, eye-liner, mascara and pink nail varnish (粉色口红，银色眼影，

描眼线，涂睫毛膏，搽粉色指甲油)  
b. A bit of lip gloss (唇彩)  
c. I never wear makeup.  
4. Do you like sports?   
a. No way it’ll ruin my manicure (指甲).  
b. Yes I do. I love football.   
c. Yes I love all sports including  
Three and more a: Girly Girl 
You are real girly and love pink, make-up and shopping but hate bugs. You also have a great taste in 

fashion! 
Three and more c: Totally Tomboy 
You are definitely a tomboy! You love skate-boarding, sports and hoodies (帽衫) but you really hate 

pink, make-up and skirts! 
Three and more b: Not So Girly 
You aren’t a girly girl or a tomboy. You love sports. You don’t really like make-up. The only make-up 

you put on is lipstick! 
c. Metrosexual  
Listen to a recording about metrosexual and answer questions. 
1.What does metrosexual m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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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rosexual refers to men who have a strong concern for their appearance, they look after their hair 
and skin well, buy expensive clothes and look very fashionable. 

2. What does the word metrosexual come from? 
It comes from metropolitan. These men live in cities where all the best shops are. 
3. Do you like a metrosexual man? 
d. Origin of gossip 
The word is from Old English godsibb, from god and sibb, the term for godparents, i.e. a child’s 

godfather or godmother. In the 16th century, the word assumed the meaning of a person, mostly a woman, 
one who delights in idle talk, a newsmonger (爱传播新闻的人), a tattler (说闲话的人).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the term was extended from the talker to the conversation of such persons. The verb to gossip, 
meaning “to be a gossip”, first appears in Shakespeare. 

Winston Churchill 
I. Mapping 
Predicting 
Appreciating rhetorical devices: personification, synonym, antonym, repetition 
Giving reasons 
Grouping information 
Using videos and audios to relive some historical events 
II. Embarkation 
A. Types of history  
There are six types of history: 
1. Social history: changes to the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2. Political history 
3. Military history 
4. Cultural and philosophical history: changes in art and ideas 
5. Scientific and medical discoveries and inventions 
6. Exploration and discoveries of the natural world 
Choose the type of history you think is most important. 
I choose social history as it is the history of the majority of people. The Marxist school of history 

believes the social/economic framework to be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 in historical change. 
The sort of history that is important to us is largely a matter of what is significant to us now. Our 

world is organised into states and our daily lives are dominated by technology so I think it is natural for us 
to emphasize politic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B. Historical figures 
Work in pairs. Discuss why the people in the pictures are important and summarise their qualities. 
Mahatma Gandhi 
Leonardo da Vinci 
Albert Einstein 
Christopher Columbus 
Qualities of a historicalfigure 
Mahatma Gandhi (1869-1948) 
Work in pairs and find Gandhi’s philosophy.  
a resolute opponent of colonialism and British rule in India 
He also resisted racial prejudice, but his greatest claim to fame was his belief in non-violent action.  
His main weapon “passive resistance” is a refusal to obey the authorities. He also tried to keep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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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lims and Hindus of India from fighting.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Work in pairs and find da Vinci’s identities.  
seen as the great example of the Renaissance man, not only a great painter (Mona Lisa, The Last 

Supper), but a sculptor, engineer and scientist 
His notebooks show the range of his ideas and knowledge, including ideas for flight and the 

helicopter 
Albert Einstein (1879-1955) 
Work in pairs and find Einstein’s greatness. 
a great mathematician and scientist who changed the way we see the universe 
also a strong advocate of the moral and peaceful use of science 
best known for his theories of special relativity and general relativity.  
the winner of  the 1921 Nobel Prize in Physics  
the father of modern physics 
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  
Work in pairs and find Columbus’ contribution. 
a navigator, and explorer whose voyages across the Atlantic Ocean led to general European 

awareness of the American continents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Qualities of a historical figure  
Work in pairs. Talk about the qualities which make someone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figure. 
The number of people their lives affected then and now 
their achievements 
their morality 
the size of their ambition 
outstanding human virtues or vices 
C. Historical events 
Scan the historical events in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Paragraph 11, Active reading (1) on P84 in 

chronological order.  
    1066: the Norman Conquest 
    1415: the Battle of Agincourt           
    1588: the Defeat of Armada 
    1805: the Battle of Trafalgar       
    1889-1902: the Boer War    
    1915-1916:  the Battle of Gallipoli                   
    1940: Dunkirk Evacuation, the Battle of Britain, the Blitz     

1066: the Norman Conquest 
    1415: the Battle of Agincourt           
    1588: the Defeat of Armada 
    1805: the Battle of Trafalgar       
    1889-1902: the Boer War    
    1915-1916: the Battle of Gallipoli                   

1940: Dunkirk Evacuation, the Battle of Britain, the Blitz     
Listen to the passage and fill in the blanks.  
The Norman conquest of England began in 1066 with the invasion of the Kingdom of  

_____________ by the troops of William, Duke of Normandy from ________________ (later Willia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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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queror), and William’s victory at the Battle of Hastings in the south coast of England.  
France 
1415: the Battle of _______________, a great victory by Henry V of  ___________against a much 

larger French army 
Agincourt 
England 
1588: the __________, a _____________ fleet attempting to invade England, was defeated by the 

army of __________________. 
Armada 
Spanish 
Elizabeth I 
Watch the video clip of the film Elizabeth the Golden Age for more details. 
1805: the Battle of Trafalgar, a naval battle in Trafalgar, a seaport in south-west ___________ was 

won by the ________ Admiral Lord Nelson 
1889-1902: the Boer War in ________________ between ___________ and ________________ 

settlers (Boers), won by the British 
Spain 
British 
South Africa 
British 
Dutch 
1915-1916: the Battle of Gallipoli in __________ during World War _______, between the Allied 

Forces (同盟国) and the old Ottoman Empire of Turkey, with support from the Central Forces (协约国), 
with huge casualities on both sides.  

Turkey 
I 
1940: Dunkirk Evacuation 
The ____________ force had to retreat from _________________, a ___________ channel port, all 

the soldiers were rescued, many by small fishing boats, and this was seen as a triumph. 
British  
Dunkirk  
French 
Now watch the video for Dunkirk and Churchill’s speech “We shall fight them on the beaches” given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of the British Parliament on the 4 June 1940. It uses the technique of repetition 
to very good effect. 

1940: The Battle of Britain   
A series of air battles in World War _____, which fought over Britain from August to October 1940. 

The British defeated the German air force, and stopped __________ plan to invade the UK. 
II 
Hitler’s 
Watch the video of the Blitz in 1940 where there were Queen Elizabeth II’s memories of the 

Buckingham Palace before it was bombed, then work in pairs to fill in the blanks.  
The Blitz: the bombing of _____________ in 1940 by the _____________ air force during World 

War II.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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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 
D. 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 
a. Knowing Winston Churchill 
1. Listen to Winston Churchill’s story to find his qualities as a historical figure. 
His multiple identities: a ___________, an officer in the British Army, a historian, a writer and 

______________. 
His personality:  rebellious  
______________ Winning writer vs ____________ academic performance at school  
__________ impediment vs an eloquent speaker  
statesman 
an artist 
Nobel Prize 
poor 
speech 
2. Work in pairs and choose the best answer to the questions. 
1. Who was Winston Churchill? 
(a) Head of the British Army. 
(b) President of the US. 
(c) British Prime Minister.                         c 
2. Which of these events is Churchill most famously associated with? 
(a) World War I. 
(b) World War II. 
(c) The English Civil War.                         b 
3. Which of the lines did Churchill say in a speech? 
(a) 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 
(b)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c) In the end, we will remember not the words of our enemies, but the silence of our friends. 
a 
(a) 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 
(a quote from Winston Churchill in 1940 on becoming Prime Minister) 
(b)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a quote from John Kennedy on inauguration as US President,1961) 
(c) In the end, we will remember not the words of our enemies, but the silence of our friends. 
(a quote from Martin Luther King Jr.) 
b. The Churchills 
Work in pairs. Scan both Para 4 and Para 8 to find the Churchills. 
Lord Randolph Churchill (1849-1895) 
Jennie Churchill (1854-1921) 
Clementine Churchill (1885-1977) 
“Never give in -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in nothing great or small, large or petty, never give in 

except to convictions of honour and good sense. Never yield to force; never yield to the apparently 
overwhelming might of the enemy." 

Sir Winston Churchill, 1941 
Lord Randolph Churchill (1849-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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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in pairs to know about Lord R. Churchill.   
² a British statesman who was the Chancellor of Exchequer but resigned from that post in 1886 
² the third son of the 7th Duke of Marlborough 
² the father of the future wartime Prime Minister of the UK, Sir Winston Churchill, who wrote the 

first major biography of Lord Randolph when Winston Churchill retreated to Chartwell  
Read Para 9 to identify Sir Winston Churchill’s retreat to Chartwell. Watch a video of his writing 

career at Chartwell where he wrote about his family and the History of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Jennie Churchill (1854-1921) 
Work in pairs to know about Jennie Churchill.   
² the wife of Lord Randolph Churchill, also known as Lady Randolph Churchill  
² the mother of British Prime Minister Winston Churchill 
Watch the video of Sir Winston Churchill’s childhood to compare it with Paras 4 & 7.  
Clementine Churchill (1885-1977) 
² Work in pairs to know about Clementine Churchill.   
² the wife of Sir Winston Churchill and a life peeress in her own right 
² Baroness Spencer-Churchill  
² She did do charity work, but basically she devoted herself to looking after her husband and 

bringing up their five children 
c. Four special sites 
1. Work in pairs. Scan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find the four special sites: Winston Churchill’s 

birthplace, his adult home and the schools where he received education. 
His birthplace  Blenheim Palace 
His adult home  Chartwell 
Schools    Harrow School 
the Royal Military Academy Sandhust 
2. Work in pairs. Match the pictures with their accounts. 
Chartwell House: the principal adult home of Winston Churchill. Churchill and his wife Clementine 

bought the property, located two miles south of Westerham, Kent, England, in 1922.  
Harrow School: An independent school for boys, and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ublic schools 

in Britain. The other is Eton College. Churchill stayed there from 1888 to 1893.  
The Royal Military Academy Sandhurst: It trains British army officers. It took three attempts before 

Churchill passed the entrance exam. He graduated eighth out of a class of 150 in December 1894.   
Blenheim Palace: The residence of John Churchill, Duke of Marlborough as a reward from Queen 

Anne for winning the Battle of Blenheim in 1704. Its library is where Sir Winston Churchill was born in 
1874. 

E. Neville Chamberlain (1869-1940)  
Work in pairs to know about Neville Chamberlain.   
² the British Prime Minister from 1937 to 1940 
² best known for his appeasement foreign policy  
² (姑息政策也称绥靖政策) 
² When Adolf Hitler continued his aggression, Britain declared war on Germany on 3 September 

1939, and Chamberlain led Britain through the first eight months of World War II 
F. Political terms  
Work in pairs. Scan Language and culture section on P84, identify political terms and explain them. 
MP  Member of Parli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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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y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ne of the three main 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 (another two are Liberal 
and Labour)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the government minister in charge of the Royal Navy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the government minister in charge of finance, second to the Prime 

Minister, leader of the government 
backbenches      the seats in Parliament for ordinary members. Ministers and the leading members 

of opposition parties sit on the front benches. 
Now rea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UK Parliament.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also known as the Palace of Westminster, the meeting place of the two 

houses of the Parliament – the House of Lords and the House of Commons.  
The benches in the Chamber of the House of Lords are coloured red 
Big Ben the bell at the top of the clock tower of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on the north bank of River 

Thames 
The House of Commons is the democratically elected house of the UK Parliament, responsible for 

making laws and checking the work of Government        
The House of Lords makes laws, holds the Government to account, investigates policy issues and 

provides a forum of independent expertise  
Watch the video of protecting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in a dramatic way. 
G. Predicting 
Read the first paragraph of the passage and predict what the passage is likely to be about. 
The passage is_____. 
(a) an extract from a biography of Churchill 
(b) a pen portrait of Churchill 
(c) a comparison of important historical  
people                              a 
III. Navigation 
A. Text organisation 
Identify the textual pattern. 
Winston Churchill’s early years 
He born in Blenheim Palace in 1874 
His ambition is be a general 
his cold & distant parents sent him to Harrow School but he was bullied for he was a lisp and a 

stammer 
his father thought him would be a degenerate into a shabby, unhappy&futile existence  
he tried three attempts into The Royal Military Academy Sandhurst  
Winston Churchill as a soldier 
Winston Churchill as a statesman 
1920s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1930    Labour in power    on the backbenches  a nobody, a has-been 
1930s   a treat in Chartwell 
1938    Prime Minister Chamberlain    an agreement with Hitler declared he’ d secured peace 
Churchill                   not sighs of relief but right prediction     war! 
1940    a call for Churchill           Destiny had arrived! 
1945    Churchill won the war but lost the general election 
Winston Churchill’s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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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hip in WWII 
a war leader an inspiration 
1.Durkirk 
2.the Battle of Britain 
3.the Blitz 

His speeches inspired the Britons: “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 toil,tears and  
sweat...” 
 

One year of total crisis= 
(1.1066 Norman conquest, 2 1588  
Armada  
3 1805 Trafalgar ) 

 

 
courage determination 
from three attempts  
into RMAS to a war leader  

from a lisp&a stammer  
to an eloquent speaker 

negative sides 
brutal to people with other political views 
used army to suppress them 
rude and unpleasant to his staff 
In Churchill we found the greatest of Britons.  
B. Text Exploration  
a. Military career 
Work in pairs and sequence the events in Winston Churchill’s military career. 
1. revived the V sign for victory of WWII  
2. his ambition of being a general 
3. failure at Gallipoli, Turkey  
4. military academy at Sandhurst  
5.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6. war correspondent 
7. a hero of the Boer War 
8. in the trenches of France  
8-1-6-2-5-3-4-7 
The events in Winston Churchill’s military career are as follows. 
1. his ambition of being a general (Para 7) 
2. military academy at Sandhurst  (Para 5) 
3. war correspondent (Para 5) 
4. a hero of the Boer War (Para 5) 
5.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Para 7) 
6. failure at Gallipoli, Turkey (Paras 7&8) 
7. in the trenches of France (Para 8) 
8. revived the V sign for victory of WWII (Para 11) 
b. Political career 
Work in pairs and match the years with the events in Winston Churchill’s political career. 
1900  
1911 
1920s 
1930 

1930s 
1945 
a Tory MP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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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on the backbenches 
his country retreat Chartwell 

lost general election 
1940-45/1951-55       

British Prime Minister   
c. Historical events 
Work in pairs and number the events in the order they happened. 
1. The allied forces declared victory in World War II 
2. Churchill was appointed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3. Churchill became Prime Minister.  
4. Churchill fought in the Boer War. 
5. Churchill lost the general election. 
6. Churchill elected to the British Parliament. 
5-3-4-1-6-2 
The order is as follows. 
1. Churchill fought in the Boer War. (Para 5) 
2. Churchill elected to the British Parliament. (Para 6) 
3. Churchill was appointed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Para 7) 
4. Churchill became Prime Minister. (Para 10) 
5. The allied forces declared victory in World War II.  
 (Para 12) 
6. Churchill lost the general election. (Para 12) 
d. Comprehending the text 
Work in pairs and choose the best way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s. 
1. In the summer of 1940, Britain_____. 

   (a) was likely to be attacked by another country 
   (b) was surrounded by enemies 
   (c) was intending to attack another country 
   (d) had been attacked by another country                      a 

2. Churchill suggested that Britain _____. 
(a) would win a terrible victory 
(b) needed to fight a difficult war 
(c) must prevent a terrible crime 
(d) was a democratic country                               b 
3. Winston’s father thought he was _____. 
(a) an intelligent and handsome boy who would be rich 
(b) a strong and brave boy who would fight for his country 
(c) a weak, miserable boy, unlikely to be successful 
(d) a hard-working boy who would follow in the family tradition   c 
4. The writer suggests that as an MP Churchill _____. 
(a) promoted the interests of trade unionists 
(b) was not interested in law and order 
(c) disliked the attitude of the suffragettes 
(d) used the army to suppress people who wanted to change society                      d 
5. The writer suggests that Churchill’s early ambition was _____. 
(a) to be an important military man 
(b) to play with sold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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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o win a war 
(d) to live in a palace                                      a 
6. Winston fought as an ordinary soldier because _____. 
(a) he was married to a younger woman 
(b) he became depressed 
(c) he felt guilty about a battle that went      wrong 
(d) he wanted to write about the war                          c 
7. In 1940 Churchill_____. 
(a) agreed with Neville Chamberlain 
(b) inspired people to believe they could win the war 
(c) declared that the King wanted him to be Prime Minister 
(d) won a victory at Agincourt                              b 
8. At the end of the passage, the writer suggests that Britain _____. 
(a) no longer needed democracy 
(b) had forgotten all about Churchill 
(c) summed up the character of Churchill 
(d) had survived the war thanks to Churchill                   d 
e. Summary of the text 
Work in pairs and choose the best summary of the passage. 
3. Churchill came from a famous family and was a soldier and politician. When Churchill became 

Prime Minister in 1940, Britain was at war. Churchill made speeches that inspired the nation, and led the 
country to victory. Although he was considered a great military leader, Churchill lost the general election 
after the war. 

f. Interpreting 
Using rhetorical devices  
Rhetoric is a style of speech or writing intended to influence people. The following are some of the 

common rhetorical devices. 
Personification gives inanimate objects and abstract ideas a personal nature. It makes objects appear 

to be alive and ideas seem to be human. 
…Britain stood alone… 
Synonym using words with similar meanings is a way of reinforcing ideas. 
…Winston, reviving the V sign for victory from the fields of Agincourt 500 years before, told us we 

could win. 
Antonym using words with opposite meanings is a way of including contrasting ideas. 
…It was the year when every single Briton, civilian as well as soldier, found themselves at war. 
…the same democracy that kne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eeds of peace and the needs of war. 
Repetition of the same word reinforces its importance. 
…It is victory, victory at all costs, victory in  spite of all terror, victory however long and hard the 

road may be. 
Repetition of sentence patterns links ideas 
…You ask what is our policy?…You ask what is our aim? 
…He’d been a successful journalist, he’d fought for his country and he’d held high office, as he was 

to do again in the 1920s as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to list three words or ideas 
…I can say it is to wage war by sea, land and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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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urchill was an instinctive, daring, often infuriating war leader. 
Work in pairs. Look at the sentences from the passage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1. In the summer of 1940, Britain stood alone on the brink of invasion. At that crucial time, one man, 

Winston Churchill, defined what it meant to be British. 
In what way do you think Churchill personified Britain? 
determination to win  
strength of character 
2. You ask what is our policy?…You ask what is our aim? 
Who asks these questions? Who answers them? What effect does this have? 
the member of Parliament; 
victory, victory at any cost 
The effect: the form and rhythm 
3.…with all our might and with all our strength… 
Might and strength have similar meanings, why are both words used? 
Emphasis!  
determination,  
a warning of a total struggle,  
reassurance of the country’s resource 
4. People talk of 1066, of the Armada, of Trafalgar. But 1940 was the most important year in British 

history. It was the year of Dunkirk, the Battle of Britain, the Blitz. 
The first set of battles covered more than 700 years of British history. The second set all happened in 

1940. What is the effect of putting these lists together? 
one year of total crisis = all that went before 
5. If Britain – its eccentricity, its strength of character, its big-heartedness – had to be summed up in 

one person, it was him. 
Does a nation have a character? What is the writer saying about Britain and about Churchill? 
The writer thinks so. These are the qualities he thinks are treasured by the British, ones which 

Churchill had in full.  
patriotism gives each country a rather exaggerated sense of its own virtues 
different cultures do emphasize different aspects of life. 
C. Text evaluation 
Work in pairs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1. How much influence can one person have on the history of their country?    
The forces of history  ﹥ individuals 
Some people meet the demands of history 
China would have been united by someone else if there had been no Qin Emperor. Britain had other 

potential leaders than Churchill.  
Things are not inevitable Germany did not have to have a leader like Hitler. President Bush could 

have responded to the 9/11 attack differently.  
Individuals do have an effect. 
2. What characteristics does a national leader need to have? 
strength of will    an understanding of what people want and an ability to communicate 
imagination    a vision of what the country should be trying to achieve 
3. Does a national leader need to have similar characters as those of people they lead, or should they 

be very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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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it of both.  
The leader in tune with the people, or no support or cooperation: A pacifist cannot lead an aggressive 

society 
But if the leader is too like the people, one wonders who is leading and who following.  
A great leader needs to see more than the people and understand other values as well. 
4. Are some leaders more or less respected internationally than in their own countries, and why?     
Yes, it can happen.  
If a leader spends a lot of time on foreign affairs and peace-making, it may impress the international 

world, but inside the country people may say the government is neglecting domestic issues.  
An aggressive leader may seem very objectionable to other countries but delight many of his/her own 

people as it is fairly easy to stir up anti-foreign feeling. 
IV. Destination  
A. Summarising 
Work in pairs and summarise the text by filling the blanks.  
Churchill believed that he was (1) ___________ to lead his country. He fought as a soldier in World 

War I and led the country to victory in World War II. It seems ironic that a leader of such (2) 
_______________ as Churchill could not count on the (3) __________________  of voters in 1945.  

destined 
renowned 
loyalty 
However, in a (4) _________________ country, electors cannot be (5) _____________, and he had 

to (6) _____________ political defeat after military victory, and went once more to his country (7) 
_____________, Chartwell. 

democratic 
bullied 
tolerate 
retreat 
B. Talking point 
Work in pairs. Discuss the different viewpoints. Which do you agree with most? 
1. To be great, a person needs to make a big change in the country. 
Yes, we need a separate category for those who really change things – Confucius, the First Emperor, 

Chairman Mao. China would not be China without them.  
2. Ordinary people can be great in their own way. 
It all depends on our definition of greatness.  
If it involves having a big impact, no, they cannot.   
If it means doing one’s best in one’s situation, yes, you can be a great parent, a great teacher and so 

on. 
3. It’s easier for wealthy or important people to become great. 
That does not seem to work when you start listing them.( Einstein, Napolion, Mao, Beethoven, 

Shakespeare) 
China has a tradition of great poets and writers coming from the gentry class.  
4. It’s a person’s determination and strength that makes them great. 
Yes, this is the viewpoint I sympathise  most with.  
Whichever definition of greatness we prefer, to be great = a vision + effort +devotion + mental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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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Resources  
A. Difficult sentences 
1. Far from giving support, Winston’s father predicted his child would “degenerate into a shabby, 

unhappy and futile existence”. (Para 4) 
   Translate the sentence. 
温斯顿的父亲不仅没有给他支持和帮助，还预测他的儿子将来会“沦落到穷困潦倒、一事无成、

抑郁而终的地步”。 
2. But by 1930, Labour was in power and he was on the backbenches, a nobody and a has-been. 

(Para 9)  
Paraphrase the sentence.  
But by 1930, Labour Party came to power and Sir Winston Churchill was a member of Parliament 

without a government position (ministers sit on the front row of seats/benches and their followers and 
supporters behind them). He was also a person of no importance in politics, and someone with only a past, 
not present or future 

3. That was the irony. The very democracy that Churchill was prepared to lay down his life to defend 
was the same democracy that kne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eeds of peace and the needs of war. (Para 
12) 

Translate the sentence. 
这真是充满了讽刺意味。丘吉尔随时准备誓死保卫的民主国家知道和平时代的需求和战时的需

求是不一样的。 
4. The billboards said “Cheer Churchill, Vote Labour”, and that’s what people did. (Para 12) 
Paraphrase the sentence.  
During elections large posters are put up. The Labour Party, Winston’s opponents in the election, did 

not attack him personally. They said it was correct to like and admire Winston, but not to vote for his party 
which did not have good policies, 

5. If Britain – its eccentricity, its strength of character, its big-heartedness – had to be summed up in 
one person, it was him. (Para 13) 

Paraphrase the sentence.  
Britain has always valued individuals who behave in their own unique way, people who are not 

easily persuaded to do what they don’t want to, and who accept others in a spirit of generosity. In this way, 
Churchill can be seen as being the model  

B. Words to note 
tolerant  
adj. willing to accept someone else’s beliefs or way of life without criticising them 
democracy  
democracy 
n. a system of government in which people vote in elections to choose the people who will govern 

them 
adj. democratic   
n. democrat 
democracy n. 
Work in pairs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with democracy, democratic and democrat.  
1. The election seems a test for _____________. 
2.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electoral arrangements, does it represent progress towards greater 

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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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e is the _____________ Party leader. 
4. They backed the _______________ in the election. 
democracy 
democracy 
Democratic 
democrats 
surpass  
v. be better or greater than sth else 
Generally, the sentences with surpass can be paraphrased by the out+verb pattern, or exceed, or be 

beyond. 
Example 
1. Her performance surpasses that of any other student I know. 
2. She outperforms any other student I know. 
Work in pairs and paraphrase the sentences.    
1. Jack’s weight surpassed that of his father. 
Jack outweighs his father. 
2. What they have done has surpassed my optimistic expectations. 
What they have done has exceeded my optimistic expectations. 
3. The theory surpassed my comprehension. 
The theory was beyond me. 
Bully  
v. to frighten or hurt someone who is smaller and weaker than you 
n. someone who frightens or hurts someone who is smaller or weaker than they are 持强凌弱者    
Work in pairs and familiarise you with the situations where bully occurs. Spot more situations. 
the office/school/class/playground bully 
Bully-related suicide is a serious social issue. Here are some anti-bullying posters. 
Degenerate  
v. to become worse 
adj. immoral; in a worse state than before 
n. someone whose behaviour is shocking or immoral 
Work in pairs and identify the part of speech. 
1. degenerate art      adj. 
2. His condition continued to degenerate even after admission to hospital.    v. 
3. a degenerate lifestyle     adj. 
4. You are a degenerate, boy. You’re a disgrace to your ancestors.    n. 
renowned  
adj. being famous and admired for a special skill or achievement 
Work in pairs. Replace the word renowned. 
1. The restaurant is renowned for its wine list. 
The restaurant is famous for its wine list. 
2. He is a world-renowned surgeon. 
He is a world-famous surgeon. 
onset  
n. the beginning of sth, esp. sth bad attack  
Work in pairs and translate the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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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thstand the onset of the army抵抗敌人的袭击 
2. The onset of winter is radical with very short autumn as a transition. 
只有非常短的秋天作为过渡，冬天来得太突然. 
3. adult-onset disease 
从成年时期开始发作的疾病 
retreat 
n. a peaceful and private place where you can go in order to rest 
v. to avoid a dangerous, unpleasant or embarrassing situation, esp by moving away from it 
Work in pairs and translate the sentences. 
1. Built into her schedule will be weekend retreats. 
周末静养将列入她的日程。 
2. Embarrassed, the kids retreated into silence. 
感到尴尬，孩子们退到一边不吭声。 
3. The five-day retreat energised the team members. 
五天的休养使团队成员精力充沛。 
pack off     
infml to send someone away somewhere suddenly 
Work in pairs and translate the sentences. 
1. To avoid family disgrace, Frank was packed off to India. 为避家丑，弗兰克被匆匆送往印度。  
2. Laura just packed all the kids off to summer camp. 罗娜催促孩子去夏令营。  
3. I will pack the books off to you immediately. 我将立刻把这些书送给你。  
double (up) as 
to have another use or job as sth 
Work in pair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1. What did Simon’s old sofa double as? 
It doubled as Simon’s bed. 
2. What can cell phones double as? 
Cell phones can double as night vision devices. 
3. What can smart IDs double as? 
Smart IDs can double as debit cards. 
date back to  
to be made or begun at particular time in the past 
Work in pairs and translate the sentences. 
1. The history of hockey can date back to thousands of years ago.   
曲棍球的历史可追溯于数千年前。 
2. 该城堡建于 14世纪。 
The castle dates back to the 14th century. 
3. The history of the town dates back to the Middle Ages. 
这个城镇的历史可回溯到中世纪。 
get sb out of  
to help sb avoid doing sth 
Work in pairs and translate the sentences. 
1. 他帮我逃避出席那个婚礼。 
He got me out of going to that we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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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凯西已经帮他改掉了这个坏习惯。 
Cathy has got him out of the bad habit.  
3. 你能帮我逃过这次约会吗？ 
Can you get me out of this appointment?         
take off  
Work in pairs and match the meanings. 
a. to leave a place suddenly 
b. to remove sth, esp a piece of clothing 
c. (of airplane) to leave the ground and start flying 
d. to copy the way someone speaks or behaves, in order to entertain people 
1. Beth can take off Judy brilliantly. 
2. The plane will take off soon.  
3. He took off his raincoat and took out the key.  
4. At the sight of Maria, she took off as soon as possible. 
4. a   3. b   2. c  1.d 
sit out  
a. to stop doing sth for a period of time 
b. to stay until the end of sth, esp if you are not enjoying it 
Work in pairs and match the meanings with the sentences. 
1. I’m tired, so I think I’ll sit out the next dance. 
2. We decided to sit out the lecture instead of leaving early. 
3. The player will sit out the World Champions as a result of serious injury.  
4. I know it’s boring, but we’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sit it out.         
1. a          2.  b, c, d 
lay down  
Work in pairs and match the meanings. 
a. to put sth down to show you are finished with it 
b. to state officially what someone must do or how they must do it 
1. Please stop writing and lay down your pencils. 
2. The EU has laid down tough standards for water quality. 
3. They laid down their arms. 
1.a          2.  b         3. a 
sum up  
a. to give a summary of sth 
b. to make a judgment about what someone or sth is like    
Work in pair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1. We have to sum up the costs of production.  
2. Let’s sum up our experience before going on.  
3. Her reply seemed to sum up the attitude of all the refugees.  
1.a          2.  b         3. b 
C. Language in use 
a. Useful expressions 
1.面临外敌入侵，孤立无援 
1. stand alone on the brink of invasion 

2.宽容而坚忍的 
2. tolerant and long-suffering 



8878 

3.冷漠、拒人于千里之外的 
3. cold and distant  
4.兼任战地记者 
4. double up as a war correspondent 
5.保守党国会议员 
5. a Tory MP 
6.热衷于党派斗争的人 
6. a Party animal 
7.工团主义者 
7. trade unionist 
8.第一海军大臣 
8.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9.军事攻势 
9. military offensive 
10.丢掉了饭碗 
10. cost sb his/her job 
Useful expressions 
11.严重的抑郁症 
11. major bout of depression 
12.弥补他的过失 
12. make amends for one’s mistake 
13.为战争而生的人 
13. a man made for war 
14.身居高位 
14. hold high office 

15.财务大臣 
15.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16.挥舞着协议· 
16. brandish an agreement 
17.确保和平 
17. secure peace 
18.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18. the sighs of relief 
19.天降大任于斯 
19. destiny has arrived 
20.战争领袖 
20. war leader 
Useful expressions 
21.工作起来不要命 
21. limitless capacity for hard work 
22.喝起酒来不要命 
22. limitless capacity for hard liquor 
23.大选 
23. general election 
24.为丘吉尔喝彩 
24. Cheer Churchill 
25.给工党投票 
25. Vote  Labour 
26.进入摇滚乐时代的英国 
26. the rock-and-roll Britain 

b. thanks to 
Look at the sentence. 
He had gone, but because of him, Britain lived on. 
You can rewrite it like this: 
He had gone, but, thanks to him, Britain lived on. 
Now rewrite the sentences using thanks to… 
1. Because of Churchill’s leadership and example, we showed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Thanks to Churchill’s leadership and example, we showed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2. Because of their loyalty to king and country, young Winston was brought up to serve the UK. 
Thanks to their loyalty to king and country, young Winston was brought up to serve the UK. 
3. At school he was bullied because of his lisp, stammer and ill-health. 
At school he was bullied thanks to his lisp, stammer and ill-health. 
4. Because of his dispatches from the Boer War, he returned to England as a hero. 
Thanks to his dispatches from the Boer War, he returned to England as a hero. 
5. Because of school holidays playing in Blenheim Palace, he had always wanted to be a general. 
Thanks to school holidays playing in Blenheim Palace, he had always wanted to be a general. 
6. He lost his job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because of the disaster at Gallipoli. 
He lost his job as 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 thanks to the disaster at Gallipoli. 
7. Because of his wife Clementine, he managed to control his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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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to his wife Clementine, he managed to control his depression. 
8. Because of his prediction about Germany, King George VI invited him to form a government. 
Thanks to his prediction about Germany, King George VI invited him to form a government. 
c. Collocations 
Work in pairs and read the explanations of the words. Answer the questions. 
swap  
This word usually means to replace one thing with another. 
(a) So what happens when a student in China swaps places with a student in the US? 
The Chinese student goes to America and the American student comes to China. 
(b) If two families each has a house, what happens when they agree to do a house swap? 
Family A goes to live in Family B’s house and vice versa. 
(c) What happens if you take an item of clothing back to a shop and swap it for another size or 

colour? 
You hand back the first one and the shop gives you another one of different size/colour without any 

further payment. 
loyal  
When you’re loyal to someone, you’re willing to work for someone or be their friend even in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a) What kind of person is a loyal customer? 
One who always uses the products or services of a particular business, eg the customer only buys 

drinks/coffee in Starbucks. 
(b) Why do shops offer customers a loyalty card? 
To encourage customers to keep on coming back. 
(c) If you have mixed loyalties towards two people or organisations, do you want to be loyal to both 

or neither? 
Both. 
D. Information related 
a. Sir Winston Churchill and Neville Chamberlain 
Listen to Paragraph 11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ith whom did Neville Chamberlain sign an agreement (communique)?  
2. What did Chamberlain declare? 
3. How did British people respond to that agreement? 
4. How did Winston Churchill respond to it? 
5. What did Winston Churchill predict? 
Watch the video for more details from Prof Simon Schama.  
b. Sir Winston Churchill and King George VI 
There was only one person I could send for to form a Government who had the confidence of the 

country. And that was Winston. 
– King George VI (1895 – 1952) 
Work in pairs to find the implication of the Eurology.  
King George VI Eurology given by Sir Winston Churchill after King’s death in 1952 
Let me tell you another fact. On one of the days when Buckingham Palace was bombed the King had 

just returned from Windsor. One side of the courtyard was struck, and if the windows opposite out of 
which he and the Queen were looking had not been, by the mercy of God, open, they would both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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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en blinded by the broken glass instead of being only hurled back by the explosion.  
Amid all that was then going on, although I saw the King so often, I never heard of this episode till a 

long time after. Their Majesties never mentioned it or thought it of more significance than a soldier in 
their armies would of a shell bursting near him. This seems to me to be a revealing trait in the royal 
character. 

Watch the video to see how King George VI and Queen, the parents of Queen Elizabeth II shared 
hardship with the British people and how King George VI and PM Churchill cooperated in the WWII.  

c. Phil Reed’s comment on Churchill’s speeches 
Phil Reed from the Churchill Museum (built in the underground Cabinet War Rooms, where Sir 

Winston Churchill directed British forces during WWII), was invited to BBC to co-host a programme with 
Andrea. He commented on Sir Winston Churchill’s speeches during that programme.    

Listen to the programme and summarise Reed’s comment.  
d. Last farewell to Sir Winston Churchill 
Work in pairs to find how the Britons reacted to Churchill’s departure.  
24 Jan, 1965: Sir Winston Churchill died. 
30 Jan, 1965: a full state funeral from Westminster Hall through central London to St Paul’s 

Cathedral for the funeral service 
Silent crowds lined the streets to pay their last respects to him 
Watch the video of how Sir Winston’s coffin was on its way to St Paul’s Cathedral for the funeral 

service and people’s last farewell to him in 1965. 
He had gone, but thanks to him, Britain lived on. 
Watch the joined videos of Sir Winston Churchill’s accomplishments during the WWII to 

commemorate his contribution.  
Golden memories 
VI. Mapping 
Get familiar with first-person narrative 
Make good use of some expressions and grammar points from the text 
Humanizing the non-human 
Understanding inversion 
Typical Chinese house 
VII. Embarkation  
A. Houses in different kinds 
a. Hous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People all the world live in their own houses. Try to see if you happen to know the following  
hous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Hous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Greece 
China 
America 
Africa 
Thailand 
b. Typical Chinese house 
Chinese house 
Siheyuan          Lilong House     Yaodong      Tul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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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院）          (里弄住宅）    (窑洞）      （土楼） 
Siheyuan 
A siheyuan is a historical type of residence that was commonly found throughout China, most 

famously in Beijing. The name literally means a courtyard surrounded by four buildings. In ancient times, 
a spacious siheyuan would be occupied by a single, usually large and extended family, signifying wealth 
and prosperity. Today, however, most remaining siheyuan are used as mass housing complexes, and suffer 
from a lack of modern amenities. 

Lilong 
"Li" means neighborhoods, "Long" means lanes. These two words combine to describe an urban 

housing form which characterizes the city of Shanghai. Indissociable from the growth of Shanghai from 
1840s to 1949, lilong settlements still comprise the majority of housing stock in the city center today.  

Yaodong 
A yaodong is a dugout used as an abode or shelter in China. Yaodongs are common in north China, 

especially on the Loess Plateau (黄土高原). The history of yaodongs goes back centuries, and they 
continue to be used. 

Tulou 
A tulou or “earthen building”, is a traditional communal residence in the Fujian province of southern 

China, usually of a circular configuration (构造) surrounding a central shrine. These vernacular (本地的) 
structures were occupied by clan groups. 

B. Family home 
Work in pairs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about your family home. 
1 Are you the first family to live in your family home? 
Oh no. It is an old building. I think a few families must have lived there over the years. 
2 How many other families live in the same building? 
There is one on each floor – so five in total. 
3 What important events in the neighbourhood or region have happened during its lifetime? 
We had a street party when Yang Liwei went into space in 2003. That was a big occasion. 
C. Discussion 
Please discu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 
What the future house look like? Please discuss with Each other and tell them the future house in 

your mind. 
VIII. Navigation  
A. Text exploration  
a. Comprehending the text 
Choose the best summary of the passage. 
1 The passage describes the stories of the families who have lived in a house from when it was built 

to when it was pulled down. 
2 The passage is the story of a home, the people who lived there and how life has changed over the 

years, as narrated by the house itself. 
3 The passage is written by the owner of a house, and describes how the families who have lived 

there have changed the character of the house 
                                               2 
Look at some sentences from the passage. Who do you think says these? 
1. I only see my neighbour from the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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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 was soon filled with the sounds of conversation and laughter, and the smell of cooking. 
3. My windows are my eyes ... 
4. As the years passed by, the couple grew older, and suddenly the house was empty. 
5. Soon more houses were built and more people came to live. 
The passage is written imaginatively as the memories of a house. Using unusual narrators such as 

houses, cars, pets and so on is frequently a feature of children’s books.  
The statements are made by the house. 
Choose the best answer to the questions. 
1. Why does the narrator never see his neighbour face on? 
(a) Because he can’t really see. 
(b) Because the neighbour is a long way away. 
(c) Because the narrator and the neighbour are joined in a line. 
(d) Because the morning sun shines on the narrator instead of the neighbour.   c 
2 What was the main effect of the arrival of the young  woman in the groundsman’s home? 
(a) She brought companionship, a family and happiness into the home. 
(b) The children grew older and taller in the home. 
(c) The groundsman didn’t have to work so much in  the manor house gardens. 
(d) The home became very noisy.                                     a 
3 Why do you think the couple was holding each other and weeping? 
(a) Because the couple was growing older. 
(b) Because the children had grown up and disappeared. 
(c) Because the daughter had got married. 
(d) Because the postman had brought bad news about the son. 
                                                            d 
4 How does the narrator feel generally about the years passing? 
(a) He regrets the people, the new buildings and the  traffic. 
(b) He thinks the neighbouring houses are ugly. 
(c) He is nostalgic about the past, although he enjoys some of the benefits of progress. 
(d) He wishes people would spend more time at home.                c 
5 How do we know the narrator is getting old? 
(a) No one is looking after the narrator properly. 
(b) The narrator has lots of golden memories. 
(c) There are strange sounds and signs of people who  have lived there in the past. 
(d) The neighbourhood isn’t what it used to be.                      c 
6 What do you think is going to happen to the house? 
(a) Another family will come and live there. 
(b) The traffic around it will get worse. 
(c) It’s going to be pulled down. 
(d) The workmen are going to use it as a workplace.                  c 
b. Humanizing the non-human 
We’ve seen that the passage appears to be narrated by something non-human, ie the house. This 

treatment of humanizing the non-human is a literary device which makes an object seem "capable of 
feeling". It gives the reader insight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human writer’s point of view. It can also 
provide insights over a different period of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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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xample: 
1) I can still remember the men who built the walls, and raised the roof, even though it was many 

families ago. 
2) I only see my neighbour from the side. I’ve never seen him face on ... 
The reader is invited to interpret and infer why the non-human narrator would make these comments, 

or supply information which would be obvious to a human one. 
Check (   ) the following items that are examples of humanizing the non-human. 
□ 1  I listen to the wind. 
□ 2  The dog stares carefully at me. 
□ 3  The bear reads my mind. 
□ 4  Wind whispers like a tree in the breeze. 
□ 5  A rock smiles when people sit and read and lounge on it. 
□ 6  Cars dance across the icy road. 
                 3456 
Read the excerpt of the poem I Am the Wind loudly and think about how the poet humanizes the 

wind to human. 
I am the wind. 
I am the wisdom and the freedom, 
I am the storm that tears and howls, 
I am the whispering in the treetops, 
I slide beneath you,  
swirl around you, 
stroke your hair, 
and take your breath away. 
Work in pairs. Look at the sentences and answer questions. 
1.  ... I do know that strangely, although we're identical, we're the exact opposite of each other ... 
Why are the house and its neighbour identical yet the exact opposite of each? 
… sort of works for some of the information- though I have never seen such an arrangement. But the 

preposition ‘over’ will not work, and surely there are two bedrooms – or what is the other room? We know 
it is not a bathroom – and if there are two bedrooms, how can you say the room arrangement is the 
opposite as in both cases there are two bedrooms? 

Humanizing the non-human 
2. Soon there were children to look after too ... 
In what way does the house look after the children? 
The house provides shelter and keeps them warm and dry. 
3. I thought they looked rather coarse against my handsome stone. 
Does the house like the new brick houses being built? Why / Why not? 
No, he does not think brick is as fine a material as stone. The word coarse is negative in connotation. 
4. But we were all warm and clean, and although it was different, it wasn’t unpleasant. 
What does the house feel about progress? 
Fairly positive although a little nervous. 
5 My floorboards creak, and ghosts make strange noises throughout the night. 
If the house were a human, what would creaking floorboards and ghosts suggest? 
Old age with stiff muscles and many mem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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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Round the bend comes a large crane with a kind of ball and chain. I do hope it will go away. 
What do you think the crane is coming to do? Do you think it will go away? 
Balls are used to smash down walls so it sounds as if the building will be demolished rather than 

repaired. If so, the crane will not go away. 
c. Inversion  
1. What is inversion? 
When we use an adverbial expression of place or direc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a clause, and the verb 

is intransitive, we can put the verb before the subject. This is called inversion. 
2. The structure of inversion 
The structure is common in literary and descriptive writing. In speech it’s common with here and 

there. 
Please note: We can’t use an inversion with adverbial expressions of time. 
3. Example of inversion 
High up in the branches of one of the apple trees rested the boy, reading his favourite book. 
Look at the sentence. 
A city of spires is in the distance, silent except on days when the bells sound. 
You can rewrite it like this: 
In the distance is a city of spires, silent except on days when the bells sound. 
Now rewrite the sentences using inversion. 
1 The sound of children playing came from around the house. 
From around the house came the sound of children playing.. 
2 More houses stood on top of the hill. 
On top of the hill stood more houses. 
3 Horseless carriages passed in front of the house.  
In front of the house passed horseless carriages. 
4 Two middle-aged women lived here.  
Here lived two middle-aged women. 
5 A lorry stops at the front of the house. 
At the front of the house stops a lorry. 
6 A large crane comes round the bend. 
Round the bend comes a large crane. 
B. Text evaluation 
Work in pairs and discu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If your house could tell its story, what would it say? 
My house would tell you about its grand days when a rich family lived in it, followed by hard days 

with many people coming and going. Then things would improve but it would be rather crowded. 
More recently it would remember being repaired with new appliances being fitted. Now the families 

are smaller. It would remember me as a sweet child too! 
2. Would you prefer to live in an old building or a new one, and why? 
A new one as it is likely to be more comfortable, so I can get a good view. 
I prefer old buildings. They have more character, and I think many were better built in the old days. 
3. Do you think old houses should be saved and restored, or should they be pulled down and the land 

used to provide homes for more families?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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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don’t want everywhere to look the same. Old buildings make a place more interesting. A town 
exists in time as well as space. 

We must be practical. High-rise buildings can house far more people. Old houses waste land. 
4. To what extent do you think old buildings are part of the local or national heritage, or are they 

symbols of an unnecessary and sentimental attachment to the past? 
I think to try to protect all old buildings just because they are old would be, as the question says, “an 

unnecessary and sentimental attachment to the past”. But if the buildings are of a high quality they are 
part of our heritage. Chinese culture is too old and valuable for us simply to forget the past. 

IX. Destination  
A. Summarising 
Summarise the text by filling the blanks. 
I can still remember the men who built the house. The master from the manor house found clearing 

in the huge orchard which ran _______________ the hills. I only see my neighbour from the side. I’ve 
never seen him   _________. Apart from the autumn, the groundsman brought a young woman home. I 
was __________ the sound of conversation and laughter. The woman looked after the garden around me, 
there was a  _________ colours. With time goes by, they had children and then grew up. But one day, I 
saw a postman arrive with ____________ letters, the woman ___________ and fainted. Years later, they 
left without _________________ to me.  

up and down  
face on  
filled with 
riot of  
a boundle of 
cried out 
saying goodbye 
Two ______________ women spent several years here. I like them because they kept everything 

_________________. The last person lived with me working at ____________________. We jus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e walked very slowly using his hands to _________________.  

Time goes by, there are signs of everyone who has lived with me. However, there are my 
__________________.  But in fact, I look and _____________. 

middle-aged  
clean and tidy  
assembling furniture 
kept each other company 
steady himself 
golden memories 
feel my age 
B. Talking point 
a. Sweet memories in my house 
Discuss with your group members and tell each other your sweet memories when you were living in 

your old house. 
sample 
I'm in my twenties, and only few years ago I found out that my mom had kept a journal about me of 

the days in the old house. She wrote about my birth and the days that followed it. Actually she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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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ed my habits, likes, dislikes, and also the words I used to speak when I was a little girl living in the 
old house. After I read it, I somehow felt calm. Like I knew all of this, but was reading and making sure it 
was all there. All the words that I knew were alphabetically categorized and the funny sentences that came 
from me were highlighted. What was so important about me that she wrote all that? Maybe I don't 
understand this because I'm not a mother yet.  

And that's not all… my dad used to take tons of pictures of me. Being young is an amazing 
experience. Especially the  best memories in my old house. Whatever I am, I am because of it. And I 
wouldn't change one thing about it. My world is full of memories thanks to my parents. They gave me my 
childhood back with the journal and the pictures. I will cherish them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b. House associations 
Task:  Work in pairs and talk about what house do you associate with.  
Home is a place to leave you sweet memories. Please ask your friend what they associate with the 

idea of home.  
Possible answer 
Drinking tea with my family and friends. 
Warmth, safety, love. 
My books. 
Peace and quiet. 
My bed and my pillows. 
Watching television and changing channels whenever I want. 
My own bathroom. 
X. Resources  
A. Difficult sentences 
1. My windows are my eyes, and they look onto trees and fields, with low hills surrounding the 

whole scene as if everything nestled in their arms. (Para 6) 
Analyze the sentence. 
 “My windows are my eyes” 是个比喻句，as if在句中作连词，引导方式状语从句，其用法和意

义与 as though相似，都表示“好像”、“仿佛”之意，但 as if 较通俗。 
Translate the sentence. 
我的窗户是我的眼睛，能看到绿树和田野。窗外的风景被低矮的丘陵围绕着，仿佛一切都栖息

在它的怀抱里。 
2. On these days, the groundsman and his family used to dress smartly and leave the house for 

several hours. (Para 6) 
Analyze the sentence. 
On these days, the groundsman and his family used to wear their Sunday best (smartest clothes) and 

go to church on Sunday when the church bells ring. 
Translate the sentence. 
在那些特定日子里，园丁和他的家人会穿上漂亮的衣服外出，几个小时之后才回来。 
3. My floorboards creak, and ghosts make strange noises throughout the night. There are signs of 

everyone who has lived with me … (Para 14) 
Analyze the sentence. 
The house is now old and its woodwork creaks and groans — something which is particularly 

noticeable in the silence of the night. 
Translate the sentence.  
我的地板开始嘎吱作响，整个晚上屋子里都会有奇怪的声音，好像闹鬼一样。每一个在我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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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过的人都留下了痕迹 …… 
4. … someone has sprayed some words on the stonework at the side of the house. (Para 15) 
Analyze the sentence. 
The house attracts teenagers who spray graffiti (eg Tony loves Helen / Man Utd Forever) on the 

walls. 
Translate the sentence. 
有人在房子侧面的石墙上喷涂了几个字。 
B. Words to note 
appliance   
n. a machine or a piece of equipment you have in your home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An appliance carrying a full-year guarantee. 
有一年保证期的器具. 
Words of similar meaning. 
device: 经过发明设计产生的，特别精巧的器械 
appliance: 多指家用电器 
instrument: 尤指精细工作或科学上所用的设备 
equipment: 指成套的设备 
Complete the sentences with words in the column. 

1. The ___________of the photographic studio was expensive. 
2. This household electrical ___________ company has a free 
delivery service.  
3. A compass is an ____________ for finding the north. 
4. He was recognized by the _________ on his shield.  
equipment 
appliance 
instrument 
device 
blossom  
n. reproductive organ of angiosperm plants especially one having showy or colorful parts 
v. produce or yield flowers 
Translate the sentence. 
"盛开的荷花"象征欣欣向荣的祖国。 
The blossom lotus symbolized the prospering country. 
我们的村子已发展成繁荣的市镇。 
Our village has blossomed into a flourishing town. 
The cherry tree bloomed. 
Youth blossomed into maturity. 
decay  
n. the process of gradually becoming inferior 
Salt preserves food from decay. 
盐能防止食物腐烂。 
Please translate the word or phrase in the left box . 
tooth decay  our powers decay  

appliance equipment instrument 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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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aying meat 
decayed Empire 
A. 蛀牙 

B. 体力衰退 
C. 腐烂的肉 
D. 衰亡的帝国 

faint   
v. to pass out from weakness, physical or emotional distress due to a loss of blood supply to the brain 
adj. lacking clarity or distinctness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1) He always faints at the sight of blood. 
他一看见血就会晕倒。  
(2) 房间里蜡烛发出微弱的光亮。  
The candle shed a faint light in the room. 
furnish v.   
to provide furniture 
Words of similar meaning. 
Furnish    provide    render    supply 
Please match the word or phrase in the left box with its meaning in the right one. 
1. to furnish the house               A. 布置 
2. furnish us with more information    C. 提供 
3. furnish with a brace               B. 安装 
gleam   
v. to shine brightly, like a star or a light 
gleam with  
Her eyes gleamed with relief and joy. 
Figure out the meaning of margin in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1. The furniture gleamed after being polished. 
闪闪发光 
Amusement gleamed in his eyes. 
流露出 
identical  
adj. being the exact same one; not any other 
Translate the sentence. 
A clone is identical with the original animal or plant. 
克隆物与母本动物或植物完全相同。 
我的意见和他相同。 
My opinion is identical with his. 
Words of similar meaning. 

identical selfsame very 
This is the identical room we stayed in before. 
Saw the selfsame quotation in two newspapers... 
The very thing he said yesterday… 
install  
v. To put into an office or a position; set up for use 
Words of similar meaning. 
establish   put in     install    set up 
Match the expressions with their mean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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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er manager had installed her at the Ritz.  
(2) A man came to install a   telephone in our house. 
(3) The new head of the university will be installed today. 
A就职 
B 安排 
C 安装 
(1)B     (2)C    (3)A 
resent  
v. feel bitter or indignant about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1) They resent being ruled over by a dictatorial boss. 
他们憎恨受一个专横傲慢的老板的管制。 
(2)理查德不喜欢在工作时被打断。    
Richard resent being interrupted while he is  working. 
be filled with     
be stuffed with; full of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1) Soon the hall would be filled with people.   
不久礼堂将会挤满人。 
(2)他说话时情绪激动。  
His voice is filled with emotion. 
catch one’s breath     
take a short break from one's activities in order to relax 
Please translate the sentence. 
After running to the bus stop we sat down to catch our breath. 
我们跑到汽车站后才坐下来喘口气。 
Figure out the meaning of margin in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1. Her words were so bold that people caught their breath. 
倒吸一口气 
2. The story is full of surprises which cause the reader  
to catch his breath.  
（紧张得）透不过气   
dig up   
find by digging in the ground 
Think of words or expressions with similar meaning to dig up. 

Dig up excavate turn up 
dig up the road.            dig up a hole in the garden 
Keep sb company   
To spend time with someone so that they will not feel lonely. 
Can you keep me company while I cook? 
我煮饭的时候可以陪我吗？ 
Please translate the word or phrase in the left box . 
In company with  
Join company with  
be in good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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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与···在一起 
B. 加入  
C. 和···一样重要 
live with      
tolerate or accommodate oneself to 
Translate the sentence. 
It hasn't been easy to live with getting up so early. 
忍受这么早起是不容易的。 
Words or expressions with similar meaning.  

accept live with swallow 
1. I shall have to accept these unpleasant working conditions. 
2. I swallowed the insult. 
3. She has learned to live with her husband's laziness. 
round the bend   
v. to pass across the bend 
adj. informal or slang terms for mentally irregular 
Transla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1) The car disappeared round the bend in the road. 
车子转过公路的拐弯处就不见了。  
(2) He really drives me round the bend. 
他真的快要把我逼疯了! 
C. Language in use                  
a. Useful expressions 
1.充满了欢声笑语 
be filled with the sounds of conversation and laughter 
2.五彩缤纷 
2. a riot of colours 
3.深秋 
3. late autumn 
4.穿着漂亮 
4. dress smartly 
5.一摞信 
5. a bundle of letters  
6.中年妇女 
6. middle-aged women 
7.干净整洁 
7. clean and tidy 
8.各式电器 
8. all sorts of appliance 
9.收破烂的 
9. rag-and-bone man 
10.挖土刨坑 
10. dig up 
11.组装家具 
11. assemble furn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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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互相做伴 
12. keep each other company 
13.使某人稳住 
13. steady oneself 
14.喘气 
14. catch one’s breath 
15.腐烂的苹果 
15. decaying apples 
16.拐弯处 
16. round the bend 
b. Collocation 
What is binomials? 
Binomials are expressions where two words are joined by a conjunction (usually and). The order of 

the two words is usually fixed. Often the two words mean more or less the same, but they can also be 
opposite in meaning. 

Collocation—Binomials 
Examples: 
each and every     1. Each and every one of the communities there have homes and families … 
black and white    2. The film was in black and white, not in colour. 
here and there     3. The park is mostly grass, but here and there are some trees. 
out and about      4. She’s recovered from her illness, and she’s now out and about. 
pick and choose    5. You have a wide choice, you can pick and choose. 
prim and proper    6. She was dressed in a neat suit with a hat and gloves and behaved extremely 

politely – very prim and proper. 
peace and quite     7. Before the traffic grew, it was peace and quiet in the garden. 
up and down       8. I was looking for you up and down the street. 
back to front       9. You’re wearing your sweater back to front. 
sooner or later     10. Sooner or later in the future, we’ll have to find a bigger house. 
all or nothing  11. She didn’t want to be just friends. It was all or nothing. 
take it or leave it   12. It’s all I can offer you. Take it or leave it. 
Complete the sentences with suitable binomials introduced above. 
1. There are lots of good things to eat. You can __________________. 
2. His secretary looked very _____________________ and the whole meeting was very formal. 
3. When I write a story, I write the ending first, and then work backwards. I write _______________. 
4. When I go on holiday, I don’t want to do much. I just need some ____________________. 
5. Don’t worry, we’ll find your wallet ________________. 
6. This is the best I can do for this activity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pick and choose 
prim and proper 
back to front 
peace and quite 
sooner or later 
take it or leave it 
D. Information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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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welling houses in western countries 
Houses in England  
Most houses in England are made of stone or brick from the local area where the houses are built. 

The colours of the stones and bricks vary across the country. 
Houses in Finland 
Houses and apartments in Finland are generally of good quality, well heated in winter, and have all 

modern conveniences. Home ownership rates are high. Both housing projects and individual homes tend 
to be small-scale by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Houses in America 
The Foursquare style, sometimes called the Prairie Box, can be found in nearly every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cozy bungalows to sprawling Prairie houses, many American homes were shaped by 
Craftsman ideas. 

Houses in Denmark 
For such a small country, Denmark has an astonishing number of castles and manor houses. Many of 

these have been lovingly restored and converted to hotels, which offer you the chance enjoy a break in 
tranquil surroundings, and experience a little of what life was like in years gone by.  

b. Dwelling houses in China 
Anhui: Scales of tiles and white walls  
Anhui-style dwelling houses are planned and constructed with the aesthetic concept of "being simple 

but outshining all the others in the world". They are built solely of brick, wood and stone. With only the 
black and white contrast and the natural wood grain as a form of expression, there are no special colours 
lavished on the buildings.  

Jiangxi: White walls and blue tiles with interlocking eaves 
Jiangxi dwelling houses are characterised by their folding courtyards, which occupy a unique place 

among all the courtyards of Chinese dwelling houses. Buildings of this type utilise flexible canopies to 
adjust the shade and create a favourable indoor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more efficient lighting. This 
concept of dynamic design is also beneficial to the modern gardens.  

Tibet: Charm of the plateau 
Pillbox houses are the most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ibetan style of dwelling houses. Mostly built of 

stones and timber, they are of a dignified and firm appearance, with a primitive, uninhibited simplicity, 
distinctly showing their ethnic quality. The outer walls, white-washed or retaining the original colour, form 
wide patches of white,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black window frames and stripes of the parapets.  

Shanxi: a province of vast and thick loess  
Shanxi is a province of vast and thick loess. There have been cave dwellings ever since man lived on this 

l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ave dwellings is convenient and can save a lot of time and labour. The interior of 
caves is cool in summer and warm in winter, which makes them very suitable for people to live in.  

 

法律专业英语 
Legal English 

课程号：1080103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法学院法学实验班二年级学生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美国国家法律的概况、特征；2、了解普通法系国家的法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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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特点；3、掌握法律英语的特有语法、词汇；4、了解法律英语的语篇及体裁；5、掌握 
法律英语文章的阅读技巧。 
本课程旨在通过立论教学使学生掌握法律英语知识和系统的普通法知识，学习法律英语专业词

汇，了解法律英语的语言特点，提高阅读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同时培养一定的翻译能力，从而提

高学生学习和研究国外法律资料的能力,为他们将来从事法律专业工作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1: American Legal System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Main features of legal English 
(1) Use of terms of art. 
(2) Extensive use of words and phrases derived from French and Latin. 
(3) Use of ordinary words in apparently peculiar contexts. 
(4) Lack of punctuation. 
(5) Use of doublets and triplets. 
(6) Use of unfamiliar pro-forms. 
(7) Use of pronominal adverbs. 
(8) -er, -or, and -ee name endings. 
(9) Use of phrasal verbs. 
2. Introduction to common law system: 
(1) Case Law — Judge-made Law 
The decisions of judges, or of other officials empowered by the constitution or laws of a political 

entity to hear and decide controversies, create case law. Case law suggests a particular decision, or a 
collection of particular decisions, generate law—that is, rules of general application. Case law processes 
require careful analysis, matching and distinguishing of the facts of cases. 

(2) Doctrine of Precedent or Principle of Stare Decisis 
Past judicial decisions are formally and generally binding for the disposition of factually similar 

present controversies. 
A judicial decision is a precedent, and so generally binding, only in future cases involving the same 

material facts. 
(3) Law and Equity 
In everyday English, equity means “fairness”. In legal English it has a slightly different meaning 

although it is still based on an idea that fairness sometimes means the courts must go beyond strict legal 
codes. This distinction between actions at law and those in equity developed in England beginning in the 
thirteen century. Eventually, separate courts of equity were established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Basically, 
a “suit in equity” enjoyed more procedural flexibility, didn’t have a jury, and could be reviewed in 
broader terms if it were appealed. More important for the plaintiff and defendant, court of equity could 
order injunctions (order a defendant to do or not to do something specific that might cause further injury 
or harm to the plaintiff) or order specific performance (require the defendant to complete a contractual 
agreement) while a court of law normally can only use money as a remedy. In addition to injunction or 
specific performance, there are other types of actions in equity, such as equitable estoppel in which a party 
is stopped by his or her conduct from doing something he or she otherwise has right to do. Now, normally 
a court exercises both common law rules and rules of equity. 

3. Comparison between common law and civil law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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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law courts tend to use an adversarial system, in which two sides present their cases to a 
neutral judge. In contrast, in civil law systems, inquisitorial system proceedings, where an examining 
magistrate serves two roles by developing the evidence and arguments for one and the other side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phase. The examining magistrate then presents the dossier detailing his or her findings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bench that will adjudicate on the case where it has been decided that a trial shall be 
conducted. Therefore the president of the bench's view of the case is not neutral and may be biased while 
conducting the trial after the reading of the dossier. Unlike the common law proceedings, the president of 
the bench in the inquisitorial system is not merely an umpire and is entitled to directly interview the 
witnesses or express comments during the trial, as long as he or she does not express his or her view on 
the guilt of the accused. The proceeding in the inquisitorial system is essentially by writing. Most of the 
witnesses would have given evidence in the investigation phase and such evidence will be contained in the 
dossier under the form of police reports. In the same way, the accused would have already put his or her 
case at the investigation phase but he or she will be free to change her or his evidence at trial. Whether the 
accused pleads guilty or not, a trial will be conducted. Unlike the adversarial system, the conviction and 
sentence to be served (if any) will be released by the trial jury together with the president of the trial 
bench, following their common deliberation. 

学习目标： 
1. Getting to know the features of legal English and American legal system. 
2.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ommon law system and civil law system. 
作业： 
1. Do the exercises followed by Text A of Unit One. 
2. Find one of the following books to read the relevant parts. 
(1). Penny Darbyshire, English Legal System in a Nutshell, Sixth Edi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2004. 
(2). Martin Hunt, A Level Law, Second Edi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04. 
(3). Jacqueline Martin,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Hodder Arnold, 2006. 
(4). William Burnham,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and Leg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rd Edition, 

West Group, 2002. 
知识单元2: American Court System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Court Systems 
Federal court system: district courts, court of appeals (circuit courts), U.S. Supreme Court 
State court system: trial courts,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s, a highest appellate court or “court of 

last resort”, in most states, called the supreme court. 
2. State court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ate court has jurisdiction over disputes with some connection to a U.S. state, 

as opposed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tate courts handle the vast majority of civil and criminal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federal court supervision varying in scope from the on-existent/minimal to 
overarching, depending on the area of law and the specific case facts. Cases in state courts begin in a trial 
court where suits are filed and evidence is eventually presented if a case proceeds to a hearing or trial. 
Trials in these courts are often held only after extensive pre-trial procedures that in more than 90% of 
cases lead to a default judgment in a civil case, an agreed resolution settling the case, or pre-trial 
resolution of the case by a judge on the merits. Territory outside of any st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such as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or American Samoa, often have courts established under federal or territoria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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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substitute for a state court system, distinct from the ordinary federal court system. Many states have 
courts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inferior jurisdiction), presided over by (for example) a magistrate or justice 
of the peace who hears criminal arraignments and tries petty offenses and small civil cases. Appeals from 
courts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are frequently sent to state trial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rather than to an 
appellate court. Every state has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superior jurisdiction), which are the default 
type of trial court that can hear any case which is not required to be first heard in a court of limited 
jurisdiction. Most such cases are civil cases involving large sums of money or criminal trials arising from 
serious crimes like rape and murder. Typically, felonies are handled in general jurisdiction courts, while 
misdemeanors and other lesser offenses are handled in inferior jurisdiction courts. 

3. Federal court system 
The United States federal courts make up the judiciary branch of federal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rganized under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and law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 basic 
federal court system as it now exists is a three-tier hierarchy: (1) trial courts of general jurisdiction, known 
as the District Courts; (2)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s, called the Courts of Appeals; and (3) the Supreme 
Court, specifically provided for by Article Ⅲ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operating as the court of last resort 
for the federal judicial system and, in matters of federal law, for the state judicial systems as well. There 
are a few specialized federal courts (e.g., the Claims Court or the Tax Court), which operate more or less 
like District Courts in their specialized jurisdiction, but there is no federal trial court of inferior 
jurisdiction. While federal courts are generally cre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under the 
constitutional power described in Article III, many of the specialized courts are created under the 
authority granted in Article I. Greater power is vested in Article III courts because they are independent of 
Congress, the President,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courts and federal cour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courts and federal courts is quite complicated.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and federal laws override state laws where there is a conflict between federal and state 
law, state courts are not subordinate to federal courts. Rather, they are two parallel sets of courts with 
different often overlapping jurisdiction. While federal law is supreme relative to state law, federal courts 
are not always superior to state courts. 

学习目标： 
1. Getting to know American court system;  
2. Understanding the state and federal court struc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3. Getting to know relevant legal terms. 
作业： 
1. Do the exercises followed by Text B of Unit One. 
2. Read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and Leg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William Burnham), Third 

Edition, West Group, 2002, for the relevant parts. 
知识单元3:Case Study Method and Case Briefi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How to Read a Court Case? 
As with other reading material, the best way to read a court case is to read the entire case and then 

take notes as you reread. Court cases present an extra challenge for two reasons: (1) the unfamiliar legal 
terminology and (2) the difficulty in determining what is important and what can be ignored. To help 
separate the “wheat from the chaff” you should try briefing the case. Briefing a case helps you to focus on 
the important issues. As you read the cas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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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gin with the name and citation of the case. 
2. Is this case being decided by a trial court or an appellate court? (Note: most cases you read will be 

appellate cases, because the opinions of trial courts have less precedential value) 
3. In the original case, who was the plaintiff and who was the defendant? 
4. What was the original complaint? (libel, invasion of privacy, violation of a statute, etc.) 
5. What were the facts that led to the complaint? 
6. What was the trial court’s decision? (who “won” the case) 
7. What are the legal questions/issues that are being raised on appeal? 
8. What is the present court’s decision (is the original decision affirmed, reversed, or remanded?) 
9. What rule or test is the court using to decide the outcome? This will relate to the legal question 

that must be decided. 
10. What reason does the court give for using this rule? 
Sometimes the court makes your job easier and says “The issue before the court is” or “we apply the 

following test” Other times you have to reread the case a few times to figure out what the issue or rule is! 
The above ten steps spell out the briefing process in detail. To summarize: 

What are the FACTS? 
What LEGAL QUESTION or ISSUE is the court trying to answer? 
What is the DECISION? 
What is the RULE OR TEST the court used to reach its decision? 
What is the court’s REASONING? 
2.Do additional case briefing exercise provided in class 
学习目标： 
1. Getting to know American legal education and legal study method; 
2. Learning how to brief cases. 
作业： 
1．Do the practice exercise followed by the Case Brief part. 
2．Find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知识单元4: Constitutional Law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to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supreme law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first 

three Articles of the Constitution establish the rules and separate powers of the three branches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 legislature, the bicameral Congress; an executive branch led by the President; and a 
federal judiciary headed by the Supreme Court. The last four Articles frame the principle of federalism. 

The Tenth Amendment confirms its federal characteristics. The Constitution was adopted on 
September 17, 1787, by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in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and ratified by 
conventions in eleven states. It went into effect on March 4,1789. The first ten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ratified by three-fourths of the states in 1791 are known as the Bill of Rights. The Constitution has been 
amended seventeen additional times (for a total of 27 amendments) and its principles are applied in courts 
of law by judicial review. The Constitution guides American law and political culture. Its writers 
composed the first constitution of its kind incorporating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onstitutional theory with 
multiple traditions, and their work influenced later writers of national constitutions. It has been amended 
over time and it is supplemented and interpreted by a large body of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al law. 
Recent impulses for reform center on concerns for extending democracy and balancing the federal 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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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udicial review 
The issue of how the Supreme Court interprets the Constitution is vitally important because of the 

Court’s power of judicial review. The Court has the final say on what the Constitution means and how it 
applies in a particular case. (Every court, federal and state, has the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uthority to 
render decisions on constitutional issues, but all of those other decisions can ultimately be reviewed by the 
US Supreme Court.) Remarkably, the power of judicial review is not given to the Supreme Court in the 
Constitution itself. Article III states that “The judicial Power of the United States, shall be vested in one 
supreme Court, and in such inferior Courts as the Congress may from time to time ordain and establish,” 
and it extends that power to “all Cases, in Law and Equity, arising under this Constitution” and to other 
categories. These provisions are organizational and jurisdictional. They create the Supreme Court, but 
“supreme” means only “highest,” designating a place in the hierarchy but not the Court’s authority. The 
power to hear cases arising under the Constitution is likewise a grant of jurisdiction to hear certain kinds 
of cases, but not a grant of authority to exercise constitutional review in hearing them. Article VI states 
that “This Constitution, and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shall be made in Pursuance thereof... 
shall be the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This provision does not tell us either that the Constitution takes 
precedence over other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 in other words, that the Constitution is superior to 
acts of Congress — nor that the Supreme Court, rather than the Congress, the President, or the states, has 
the authority to conclusively determine what the Constitution means. The power of judicial review was 
established by the Court’s decision in the 1803 case of Marbury v. Madison. 

学习目标： 
1. Getting to know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as well as the general nature of judicial review；  
2. Learning some legal terms regarding constitutional law. 
作业： 
1. Do the exercises followed by Text A of Unit Two. 
2. Find the case Marbury v. Madison from the Internet, and read and brief it. 

知识单元5: Civi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The Bill of Rights can be usefully sub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civil liberties and civil rights. Civil 

liberties issues arise under the “due process of law” clause, and civil rights issues arise under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s” clause. Civil rights are obligations imposed on government to guarantee equal 
citizenship and to protect citizens from discrimination by other private citizens and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Civil liberties are defined as protections of citizens from improper government action, i.e., the 
limitations on the power of the state to restrain or dictate the actions of individuals. 

2. Civi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civil rights and liberties are largely embodied in the Bill of Rights (the first 10 amendments).  
Amendment I: Limits on Congress  
Congress cannot make any law establishing a religion or abridging freedoms of religious exercise, 

speech, assembly, or petition. 
Amendment II, III, IV: Limits on the Executive  
The executive branch cannot infringe on the right of people to keep arms (II), cannot arbitrarily take 

houses for militia (III), and cannot search for or seize evidence without a court warrant swearing to the 
probable existence of a crime (IV). 

Amendment V, VI, VII, VIII: Limits on the Judici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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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t cannot hold trials for serious offenses without provision for a grand jury (V), a jury trial 
(VII), a speedy trial (VI), presentation of charges and confrontation by the accused of hostile witnesses 
(VI). 

Amendment V, VI, VII, VIII: Limits on the Judiciary 
Immunity from testimony against oneself and immunity from trial more than once for the same 

offense (V). Furthermore, neither bail nor punishment can be excessive (VIII), and no property can be 
taken without “just compensation” (V). The Due Process Clause (the 14th Amendment) guarante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Bill of Rights. 

1. Religious Freedom 
Generally, both federal law and state laws prohibits religious discrimination. Public funds cannot be 

used to finance religious schools. However, recent years see the cases allowing government aids to 
religion. 

2. Freedom of Speech, Press, and Assembly  
Civil liberties have been most endangered during periods of national emergency. The Supreme Court 

has specified where, when, and how cities and states may limit the use of streets, parks, and other public 
places for purposes of protest. Obscenity is not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speech. Congress may not 
prohibit circulation to adults of constitutionally protected speech simply because children might see it. 
The Court has broadened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for many other forms of speech, including commercial 
speech. 

3. Criminal Trials and Due Process of Law 
Right to counsel 
Miranda warnings 
Right to jury trial 
Right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Due process 
After “911”, the Patriot Act expand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power to investigate and prosecute 

suspected terrorists. After 2004, detainees are entitled to impartial trial and have the right to an attorney. 
4. Minority Right 
Civil rights for blacks 
The 13th, 14th and 15th Amendments; 
Rights of citizenship 
Rights to vote 
No segregation, no racial discrimination, no discrimination in interstate commerce. 
Affirmative action 
Racial preference by a private corporation designed to remedy prior discrimination did not violate the 
Civil Rights Act. 
学习目标： 
1. Getting to know the specific aspects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2. Understanding the civi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under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作业： 
1. Do the exercises followed by Text B of Unit Two. 
2. Find more information from the Internet regarding civi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知识单元6: Case Study & Practic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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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347 U.S. 483 (1954), was a landmark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case in which the Court declared state laws establishing separate public schools for black and white 
students unconstitutional. The decision overturned the Plessy v. Ferguson decision of 1896 which allowed 
state-sponsored segregation. Handed down on May 17, 1954, the Warren Court’s unanimous (9–0) 
decision stated that “separate educational facilities are inherently unequal.” As a result, de jure racial 
segregation was ruled a violation of the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This ruling paved the way for integration and was a major victory of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2. Background of the case 
For much of the sixty years preceding the Brown case, race relations in the U.S. had been dominated 

by racial segregation. This policy had been endorsed in 1896 by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case of 
Plessy v. Ferguson, which held that as long as the separate facilities for the separate races were equal, 
segregation did not violate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 (“no State shall... deny to any person...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s.”). The plaintiffs in Brown asserted that this system of racial separation, while 
masquerading as providing separate but equal treatment of both white and black Americans, instead 
perpetuated inferior accommodations, services, and treatment for black Americans. Racial segregation in 
education varied widely from the 17 states that required racial segregation to the 16 that prohibited it. 
Brown was influenced by UNESCO’s 1950 Statement, signed by a wide variety of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scholars, titled The Race Question. This declaration denounced previous attempts at 
scientifically justifying racism as well as morally condemning racism. Another work that the Supreme 
Court cited was Gunnar Myrdal’s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1944). Myrdal had been a signatory of the UNESCO declaration. The research performed by the 
educational psychologists Kenneth B. Clark and Mamie Phipps Clark also influenced the Court’s decision. 
The Clarks’ “doll test” studies presented substantial arguments to the Supreme Court about how 
segregation had an impact on black schoolchildren’s mental status. The case of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as heard before the Supreme Court combined five cases: Brown itself, Briggs v. Elliott (filed in 
South Carolina), Davis v. County School Board of Prince Edward County (filed in Virginia), Gebhart v. 
Belton (filed in Delaware), and Bolling v. Sharpe (filed in Washington D.C.). All were 
NAACP-sponsored cases. The Davis case, the only case of the five originating from a student protest, 
began when sixteen-year-old Barbara Rose Johns organized and led a 450-student walkout of Moton High 
School. The Gebhart case was the only one where a trial court, affirmed by the Delaware Supreme Court, 
found that discrimination was unlawful; in all the other cases the plaintiffs had lost as the original courts 
had found discrimination to be lawful. The Kansas case was unique among the group in that there was no 
contention of gross inferiority of the segregated schools’ physical plant, curriculum, or staff. The district 
court found substantial equality as to all such factors. The Delaware case was unique in that the District 
Court judge in Gebhart ordered that the black students be admitted to the white high school due to the 
substantial harm of segregation and the differences that made the schools separate but not equal. The 
NAACP’s chief counsel, Thurgood Marshall—who was later appointed to the U.S. Supreme Court in 
1967—argued the case before the Supreme Court for the plaintiffs. 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 Paul Wilson 
— later distinguished emeritus professor of law at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conducted the state’s 
ambivalent defense in his first appellate trial. 

学习目标： 
1. Learning how to read cases; 
2. Learning how to brief the case and present the case to the class.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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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ind the case Plessy v. Ferguson from the Internet, read and brief it. Then compare it with the case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知识单元7: Criminal Law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criminal law 
Responsibility for criminal law and criminal jus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shared between the states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all the states rely on the following: common law 
and statutes. An overarching concept in American criminal law is that people may not be punished for 
committing merely immoral or unethical acts. They can only be punished if that act has been announced 
beforehand as a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dversarial system is used. The prosecution must prove 
each element of the alleged crime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for conviction. Crimes can generally be 
reduced to the following elements: actus reus (guilty act), mens rea (guilty mind) and causation. There are 
two categories of affirmative defenses: justification and excuse. Three types of crimes: 

1. Crimes against person: 
Murder: unlawful killing of a human being with an intent to kill (common law rule: within one year 

and a day); Manslaughter: unlawful killing of another without malice aforethought, voluntary and 
involuntary  

Assault (the threat of violence) and battery (the actual violence)  
Robbery, aggravated larceny  
Rape, unlawful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a woman by a man who was not her husband, without the 

woman’s consent; statutory rape 
Kidnapping, the seizure, confinement and the carrying away of another by force. 
2. Crimes against property: 
Larceny: grand larceny v. petit larceny 
Embezzlement (conversion) 
False pretences 
Arson and burglary (dwelling houses, other buildings) 
Real property v. personal property (intangible and tangible) 
3. Crimes against government: 
Treason (intent to betray the government, attempt by overt acts to overthrow or levy war against the 

government) 
Perjury (willfully giving a false statement under oath) and subornation of perjury Bribery (giving or 

promising to give a public official something of value with a corrupt intent) 
学习目标： 
1. Getting to know an overview of American criminal law; 
2. Understanding relevant legal terms. 
作业： 
1. Do the exercises followed by Text A of Unit Three. 
2. Read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and Leg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William Burnham), Third 

Edition, West Group, 2002, for the relevant parts. 
知识单元8: Meas Rea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to mens 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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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s rea is Latin for “guilty mind”. In criminal law, it is viewed as one of the necessary elements of 
a crime. The standard common law test of criminal liability is usually expressed in the Latin phrase, actus 
non facit reum nisi mens sit rea, which means “the act does not make a person guilty unless the mind is 
also guilty”. Thus, in jurisdictions with due process, there must be an actus reus accompanied by some 
level of mens rea to constitute the crime with which the defendant is charged. As a general rule, criminal 
liability does not attach to a person who acted with the absence of mental fault. The exception is strict 
liability crimes. In civil law, it is usually not necessary to prove a subjective mental element to establish 
liability for breach of contract or tort, for example. However, if a tort is intentionally committed or a 
contract is intentionally breached, such intent may increase the scope of liability as well as the measure of 
damages payable to the plaintiff. Therefore, mens rea refers to the mental element of the offence that 
accompanies the actus reus. In some jurisdictions, the terms mens rea and actus reus have been replaced 
by alternative terminology.  

2. Levels of mens rea 
Under the traditional common law, the guilt or innocence of a person relied upon whether he had 

committed the crime (actus reus), and whether he intended to commit the crime (mens rea). However, 
many modern penal codes have created levels of mens rea called modes of culpability, which depend on 
the surrounding elements of the crime: the conduct, the circumstances, and the result, or what the Model 
Penal Code calls CAR (conduct, attendant circumstances, result). The definition of a crime is thus 
constructed using only these elements rather than the colorful language of mens rea: Murder is the 
unlawful killing of a human being with malice aforethought. 

—18 U.S.C. §1111 (traditional common law) 
A person commits an offense if he:(1) intentionally or knowingly causes the death of an individual 
—portion of Texas Penal Code ch. 19 §19.02 (modern offense element) 
The traditional common law definitions and the modern definitions approach the crime from 

different angles. 
In the traditional common law approach, the definition includes: 
1. actus reus: unlawful killing of a human being; 
2. mens rea: malice aforethought. 
Modern law approaches the analysis somewhat differently. Homicide is a “results” crime in that it 

forbids any “intentional” or “knowing” conduct that results in the death of another human being. 
“Intentional” in this sense means the actor possessed a “purpose” or “desire” that his or her objective (i.e. 
death of another human being) be achieved. “Knowing” means that the actor was aware or practically 
certain that the death would result. Thus, the actus reus and mens rea of homicide in a modern criminal 
statute can be considered as follows: 

actus reus: any conduct resulting in the death of another individual; 
mens rea: intent or knowledge that the conduct would result in the death. 
In the modern approach, the attendant circumstances tend to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mens rea, 

indicating the level of culpability as well as other circumstances. For example, the crime of theft of 
government property would include as an attendant circumstance that the property belong to the 
government. 

学习目标 
Getting to know more about one essential element constituting a crime, i.e., mens rea. 
作业： 
1. Do the exercises followed by Text B of Unit Three. 
2. Find more information from the Internet regarding mens 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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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9: Case Study 
参考学时：2学时 
学时内容： 
Staples v.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511 U.S. 600 (1994) Facts: Staples 

possessed a rifle in which the metal piece preventing automatic fire was filed down enabling it to fire 
automatically. Staples was charged with violating the National Firearms Act, which makes possession of 
an unregistered firearm punishable by up to 10 years in prison. Statute is silent on the requirement of 
mens rea. 

Arguments: 
Staples: The rifle never fired automatically in his possession and didn’t know It was capable of doing 

so. Government: § 5861 is like Dotterweich and Balint: all guns, be they “statutory firearms” or not, are 
dangerous devices that put owners on notice to determine at their hazard whether their weapons are 
subject to regulation and covered by the Act. 

Procedural History: 
District court refused instruc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to prove he “knew the gun would fire fully 

automatically”. Jury convicted. Court of Appeals affirmed. 
Issue: 
Is mens rea an element of a statute that is silent on the issue of mens rea, that criminalizes what could 

be apparently innocent conduct, and that is punishable as a felony. 
Holdings & Court Order: 
Yes. Reverse and remanded. 
Reasoning: 
Offenses that require no mens rea are generally disfavored and some indication of legislative intent 

to dispense with mens rea as an element of the crime is require. Such offenses are termed “public welfare” 
and do not require one know the facts that make his actions illegal. The court has taken care to avoid 
construing a statute to dispense with mens rea when doing so would make a range of innocent conduct 
illegal. There is a long history of lawful gun ownership by citizens in this country. It is unthinkable that 
Congress intended to impose a possible 10 year prison term on well-intentioned citizens if what they 
reasonably and genuinely believed was a semiautomatic gun turns out to have been worn down or secretly 
modified to be a fully automatic weapon. 

Ginsburg and O’Connor concurring: 
The question is what level of knowledge of possession suffices. The legislature only place 

registration requirements on a very limited class of firearms, those considered especially dangerous. The 
generally dangerous character of all guns does not put an individual on notice to inquire about the need for 
registration. Therefore, § 5861 requires knowledge not just of possession of a gun but of a fully automatic 
gun. 

学习目标: 
Getting to know more about briefing cases and presenting cases. 
作业： 
1. Brief the case, and find more cases related with the case. 
2. Review what have learned so far. 

知识单元10: Criminal Procedure Law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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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criminal procedure derives from several sources of law: the baseline prote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federal and state statutes, federal and state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such as 
the Federal Rules of Criminal Procedure), and state and federal case law either interpreting the foregoing 
or deriving from inherit judicial supervisory authority. Criminal justice process: 

Accusatorial principles: the government in its contest with the individual to shoulder the entire load 
to prove D is guilty; (Burden of proof is on prosecutors/the prosecution.) 

Adversarial/adversary principles: the prosecutor, as the government’s representative, present the case 
against the defendant and the defendant with the defense attorney fight against the state’s case. 

1. Arrest, formal charges, and the first appearance 
(1) Normal process of case investigation and arrest of suspect A report of crime: 
Based on a police officer’s own observation: probable cause, immediate arrest of suspect. Based on 

information by a victim or any citizens: pre-arrest investigation with sometimes consultation with the 
prosecution, probable cause immediate arrest of suspect. 

(2) Formal charges 
Complaint filed by prosecutors in/before a court within or before 48 hours; 
Ex parte review by judges: complaints and supporting information. 
Complaints: 
As charging instrument all along the proceedings if misdemeanor. Replaced by indictment or 

information if felony. 
(3) The first/initial appearance 
The 1st time that D appears before the court; 
Purpose of the 1st appearance: 
1. assure the identity of the arrestee (arrested person); 
2. inform D of the charge against him and his constitutional rights 
3. determine pre-trial release: a. release on bail and b. release on recognizance (in state proceedings) / 

release on condition (in federal system); failure of appearance at court for trial is a crime of contempt of 
court. 

2.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indictments or informations, and pre-trial motions 
(1)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Review of case to decide whether there is probable cause to prosecute defendant. 
— preliminary hearing before a judge or magistrate: prosecutors and defendant with his attorney; 

(bill of) information filed by prosecutors (formal charging instrument); waiver of preliminary hearings 
due to a plea bargain; 

—examination by a grand jury, grand jury hearings: secret; review of complaints by prosecutors; no 
bill: case dismissed; true bill: indictment. 

(2) Preliminary hearings and prosecutor’s information After the first appearance before a judge or 
magistrate again. Both sides appear and represented by counsel. The issue is whether there is enough 
evidence to bind over the D for trial. If yes, formal charges; if no, case dismissed. 

(3) Grand jury indictment 
A group of 23 people to review the criminal case; By majority vote; Probable cause; Functions as the 

judge at the preliminary hearing; Usually follows the wishes of the prosecutor. 
(4) Arraignment on the indictment or information 
Formal charge brought against defendant; 
—plea of guilty or not guilty; 
a. plea of guilty: D admits the charge against him. So no trial at all; go to the sentencing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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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plea of not guilty: The formal trial date is set. 
c. plea of nolo contendere: no contest plea 
(5) Pre-trial motions 
Defendant has the right to several motions. A common motion is a motion for discovery of the 

prosecutor’s evidence. The prosecutors are not required to turn over their entire file to the defendant. The 
pretrial discovery is discovery conducted before trial to reveal facts or information and develop evidence 

related to the litigation. The primary discovery devices are interrogatories, depositions, requests for 
admissions, and requests for production. 

2. Trial 
The prosecution gives an opening statement that summarizes its general arguments. The defense can 

then present its opening statement or may opt to wait until the prosecution has finished presenting its 
complete case. The prosecution presents its case first. This is done by calling witnesses to give testimony 
and by presenting physical evidence that will prove the defendant is guilty of the crime. Witnesses are 
people who can give testimony that will help prove the guilt of the defendant. They may have actually 
seen events related to the crime, may have releva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defendant, may be able to give 
expert testimony concerning the evidence or have other important information. After the prosecution 
finishes it is the time for the defense to address the court. The defense may start by asking the judge to 
dismiss the case for lack of evidence. If the judge agrees the evidence is insufficient to prove the 
defendant committed the crime without a reasonable doubt, the case will be dismissed and the defendant 
will be free of the charges. Usually, the judge does not dismiss the case. At this time, the defense will give 
it’s opening statement if it has not already done so. The defense then proceeds to present its case by 
calling witnesses and submitting evidence that will prove the defendant did not commit the crime. All 
witnesses may be cross-examined by the opposing side while testifying. Under the Fifth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the defendant is not required to be a witness in his own defense. If he does 
not testify, the jury cannot hold this against him. Also under the Fifth Amendment, a witness has the right 
not to incriminate himself. This means the witness is not required to answer any question if doing so 
would incriminate himself. After the defense finishes presenting it’s case, each side gives a closing 
statement summarizing the evidence that supports it’s position of either guilt or innocence. The closing 
statements are giving in the same order with the defense going last. Now the deliberation phase of the trail 
begins. 

3. Verdict 
Once the prosecution and defense present their cases, the judge will give the case to the jury. First the 

judge will instruct the jury about any legal rules that may effect their decision. The judge then sends the 
jury to the jury room to deliberate about whether the defendant is guilty or innocent of the charges. During 
the trial the jury is not allowed to read about the case or discuss it with anyone even each other. 
Sometimes juries are sequestered or kept together away from their homes and any media coverage of the 
trial. Once deliberation begins the jurors are allowed to talk to each other. They are to remain together, 
except overnight, until they either reach a decision or determine they cannot reach a decision. In the later 
occurrence, the jury is said to be deadlocked and is called a hung jury. If the jury decides, this is called the 
verdict. They inform the judge and return to the courtroom where the verdict is read. The judge may either 
accept the verdict or overrule it. Only is rare case is the verdict overruled. This happens when the judge 
thinks the verdict is unlawful. Often this is because the jury does not follow the legal instructions. It can 
also happen if the judge thinks the jury interpreted the evidence in a manner that was not legal. Once the 
verdict is determined, the trial moves to the punishment phase. This can simply be the judge issuing the 
punishment sentence or, in more serious cases, can involve a separate he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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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entencing 
If a defendant is found guilty, sentencing follows, often at a separate hearing after the prosecution, 

defense, and court have developed information based on which the judge will craft a sentence. The United 
States Sentencing Commission has promulgated guidance on what restitution and prison terms should be 
assessed for different crimes. In capital cases, a separate “penalty phase” occurs, in which the jury 
determines whether to recommend that the death penalty should be imposed. As with the determination of 
guilt phase, the burden is on the prosecution to prove its case, and the defendant is entitled to take the 
stand in his or her own defense, and may call witnesses and present evidence. 

5. Appeals 
After sentencing, the case enters the post conviction phase. Usually the defendant begins serving the 

sentence immediately after the sentence is issued. The defendant may appeal the outcome of his trial to a 
higher court. American appellate courts do not retry the case. These courts only examine the record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ower court to determine if errors were made that require a new trial, resentencing, or a 
complete dismissal of the charges. The prosecution may not appeal after an acquittal, although it may 
appeal under limited circumstances before the verdict is rendered. The prosecution may also appeal the 
sentence itself. Increasingly, there is also a recognition that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of criminal charges 
may result from the sentence that are not explicitly part of the sentence itself. 

学习目标： 
1. Learning how a criminal case goes through criminal procedures; 
2. Getting to know some relevant legal terms. 
作业： 
1. Review the whole Text A, and finish the exercises followed with it. 
2. Read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and Leg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William Burnham), Third 

Edition, West Group, 2002, for the relevant parts. 
3. Find more information related with the American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n the Internet. 

知识单元11: Key Aspects of Modern Criminal Procedure: Defendants' Rights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Defendants’ constitutional right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Right to remain silent 
Right to counsel (be represented by an attorney) 
Right to adequate representation 
Right to confront witnesses 
Right to a public trial 
Right to a jury trial 
Right to a speedy trial 
Right not to be placed in double jeopardy 
Privilege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 
学习目标： 
Learning what rights criminal defendants are entitled. 
作业： 
1. Do the exercises followed by Text B of Unit Four. 

知识单元12: Case study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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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er v. Texas 
Brief Fact Summary: Members of the media sought access to a courtroom during a murder trial 

Synopsis of Rule of Law: “[T]he right to attend criminal trials is implicit in the guarantees of the First 
Amendment; without the freedom to attend such trials, which people have exercised for centuries, 
important aspects of freedom of speech and ‘of the press could be eviscerated.’ ” Facts: An individual 
named Stevenson was indicted for murdering a hotel manager. He was convicted of second degree murder 
shortly thereafter. The Virginia Supreme Court reversed Stevenson’s conviction finding that a 
bloodstained shirt admitted into evidence that allegedly belonged to Stevenson was inadmissible. 
Stevenson was tried again, but that trial ended in a mistrial. A third trial also ended in a mistrial. A fourth 
trial was conducted and the Appellants, Wheeler and McCarthy reporters for Richmond Newspapers, Inc. 
(the “Appellants”), were in attendance. The defendant moved for the trial to be closed to the public. The 
prosecution did not have an objection to the courtroom being closed, so the trial judge cleared the court 
room. The Appellants sought a hearing to vacate the closure order. The trial judge scheduled a hearing the 
next day, but ruled the hearing was part of trial and cleared the courtroom again. The trial court denied the 
motion to vacate and ordered the trial to continue “with the press and public excluded.” The trial court 
found Stevenson not guilty of murder. The trial court then granted “appellants’ motion to intervene nunc 
pro tunc in the Stevenson case. Appellants then petitioned the Virginia Supreme Court for writs of 
mandamus and prohibition and filed an appeal from the trial court’s closure order.”Thereafter, “the 
Virginia Supreme Court dismissed the mandamus and prohibition petitions and, finding no reversible 
error, denied the petition for appeal.” Issue: “[W]hether a criminal trial itself may be closed to the public 
upon the unopposed request of a defendant, without any demonstration that closure is required to protect 
the defendant’s superior right to a fair trial, or that some other overriding consideration requires 
closure[?]” 

Holding: The majority first observed “the historical evidence demonstrates conclusively that at the 
time when our organic laws were adopted, criminal trials both here and in England had long been 
presumptively open. This is no quirk of history; rather, it has long been recognized as an indispensable 
attribute of an Anglo-American trial.” Further, “[t]he early history of open trials in part reflects the 
widespread acknowledgment, long before there were behavioral scientists, that public trials had 
significant community therapeutic value.”“To work effectively, it is important that society’s criminal 
process ’satisfy the appearance of justice,’ and the appearance of justice can best be provided by allowing 
people to observe it.”“People in an open society do not demand infallibility from their institutions, but it is 
difficult for them to accept what they are prohibited from observing. When a criminal trial is conducted in 
the open, there is at least an opportunity both for understanding the system in general and its workings in 
a particular case.”“Despite the history of criminal trials being presumptively open since long before the 
Constitution, the State presses its contention that neither the Constitution nor the Bill of Rights contains 
any provision which by its terms guarantees to the public the right to attend criminal trials. Standing alone, 
this is correct, but there remains the question whether, absent an explicit provision, the Constitution 
affords protection against exclusion of the public from criminal trials.”“The Bill of Rights was enacted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long history of trials being presumptively open. Public access to trials was 
then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process itself; the conduct of trials ‘before as many of the 
people as chuse to attend’ wa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inestimable advantages of a free English 
constitution of government.’ In guaranteeing freedoms such as those of speech and press, the First 
Amendment can be read as protecting the right of everyone to attend trials so as to give meaning to those 
explicit guarantees.”“[T]he First Amendment goes beyond protection of the press and the self-expression 
of individuals to prohibit government from limiting the stock of information from which members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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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may draw.’ Free speech carries with it some freedom to listen.‘In a variety of contexts this Court 
has referred to a First Amendment right to `receive information and ideas.’ ” What this means in the 
context of trials is that the First Amendment guarantees of speech and press, standing alone, prohibit 
government from summarily closing courtroom doors which had long been open to the public at the time 
that Amendment was adopted. ‘For the First Amendment does not speak equivocally. . . . It must be taken 
as a command of the broadest scope that explicit language, read in the context of a liberty-loving society, 
will allow.’ ”Moreover, “[t]he right of access to places traditionally open to the public, as criminal trials 
have long been, may be seen as assured by the amalgam of the First Amendment guarantees of speech and 
press; and their affinity to the right of assembly is not without relevance. From the outset, the right of 
assembly was regarded not only as an independent right but also as a catalyst to augment the free exercise 
of the other First Amendment rights with which it was deliberately linked by the draftsmen.”“The right of 
peaceable assembly is a right cognate to those of free speech and free press and is equally fundamental.” 
People assemble in public places not only to speak or to take action, but also to listen, observe, and learn; 
indeed, they may ‘assembl[e] for any lawful purpose,’ Subject to the traditional time, place, and manner 
restrictions, streets, sidewalks, and parks are places traditionally open, where First Amendment rights may 
be exercised, a trial courtroom also is a public place where the people generally – an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edia – have a right to be present, and where their presence historically has been thought to enhance 
the integrity and quality of what takes place.”“Despite the fact that this was the fourth trial of the accused, 
the trial judge made no findings to support closure; no inquiry was made as to whether alternative 
solutions would have met the need to ensure fairness; there was no recognition of any right under the 
Constitution for the public or press to attend the trial. In contrast to the pretrial proceeding dealt with in 
Gannett, there exist in the context of the trial itself various tested alternatives to satisfy the constitutional 
demands of fairness was no suggestion that any problems with witnesses could not have been dealt with 
by their exclusion from the courtroom or their sequestration during the trial. Nor is there anything to 
indicate that sequestration of the jurors would not have guarded against their being subjected to any 
improper information. All of the alternatives admittedly present difficulties for trial courts, but none of the 
factors relied on here was beyond the realm of the manageable. Absent an overriding interest articulated 
in findings, the trial of a criminal case must be open to the public.” 

Discussion: This case demonstrat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ll forms of the press and criminal 
trial. 

学习目标： 
Getting to know more about how to read, brief and present cases. 
作业： 
1. Brief the case and present the case in class. 
2. Find more information regarding defendants’ rights on the Internet. 
知识单元13: Civil Procedure Law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Introduction to the civil procedure law 
Civil procedure is the body of law that sets out the rules and standards that courts follow when 

adjudicating civil lawsuits (as opposed to procedures in criminal law matters). These rules govern how a 
lawsuit or case may be commenced, what kind of service of process (if any) is required, the types of 
pleadings or statements of case, motions or applications, and orders allowed in civil cases, the timing and 
manner of depositions and discovery or disclosure, the conduct of trials, the process for judgment, various 
available remedies, and how the courts and clerks must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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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pleading stage of the case 
To determine the facts of a problem. 
Jurisdiction of a court: 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 (type of action: money, state of residence); 

personal jurisdiction (service of process, summons). 
(1) Complaint: pleading (facts alleged, cause of action (c/a), remedies required);by plaintiff. 
(2) The defendant’s response to the complaint: 
—a motion to dismiss, an answer. 
—counterclaim, cross claim, third-party complaint. 
(3) Amendment: amend the pleading once as a matter of right, then leave of the court or written 

consent of the other side is required. 
3. Pretrial Procedure 
— case management conference: service of papers, coordinating complex litigation, addressing 

discovery issues, pretrial motions and settlement issues, requiring the parties to file stipulations. 
—pretrial conference: simplification of issues, amendments, admissions by one party, experts (expert 

witnesses). 
(1) Discovery: any matter, not privileged, that is relevant to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e pending action. 
(2) Protective order: from annoyance, embarrassment, oppression, or undue burden or expense. 
(3) Sanctions: a motion to compel; granted, pay the moving party’s expenses; denied, pay the 

nonmoving party’s expenses. 
4. Dismissal 
(1) Voluntary dismissal 
The ability to dismiss one’s own action; second dismissal operates as an adjudication on the merits of 

the case. 
(2) Involuntary dismissal 
The court may enter an order of dismissal as a sanction for failure to comply with court rules or 

orders. 
(3) Summary judgment 
Moving party: entitled to a judgment as a matter of law. The opposite party’s evidence not sufficient 

to demonstrate a “genuine issue as to any material fact”. Affidavits, depositions, answers to 
interrogatories, etc; If material facts are in dispute, denial of the motion. 

5. Non-judicial methods of resolution 
(1) Mediation: a mediator helps settle the dispute by the parties themselves. 
(2) Arbitration: 
Involuntary (non-binding) arbitration: like a mini-trial; an award which is final if no request for a 

trial de novo. Voluntary (binding) arbitration: a final and binding award if no statutorily defined issues. 
(3) Offers of judgment 
A written “offer of judgment”: a settlement offer, offering to settle a claim on specified terms; If 

rejecting an offer by defendant and having a judgment of no liability or less than 25%, plaintiff is 
responsible for costs and fees; If defendant rejects an offer by plaintiff and plaintiff obtains a judgment 
25% greater than the offer, d efendant is responsible for costs and fees. 

6. Trial 
(1) Demand for jury: right to jury trial, for P and D, but not in all cases; P or D has to demand or 

deemed as waived. 
(2) Jury selection: for prospective jurors for disqualification  
Voir dire: oral examination, “seek” the truth; Challenge the prospective jurors: for cause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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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limits); peremptory challenge (3). 
(3) Opening statement: alleged facts with no arguments; plaintiff’s opening statement is made first. 
(4) Direct and cross examinations of plaintiff’s witnesses: evidence introduced, admissible/ 

inadmissible (hearsay: no direct knowledge or information); objection (sustained or overruled); leading 
questions forbidden in the direct examination. 
A directed verdict moved by defendant: judgment as a matter of law (fed. ct), to challenge the 

sufficiency of facts, no issue of law. 
(5) Defendant’s case: testimony; direct and cross examination; objections and exceptions 
(6) Plaintiff’s motion for a directed verdict, but rarely successful for the burden of proof is on 

plaintiff. 
(7) Closing statement/argument: confine the arguments to the evidence presented, with inferences; 

the golden rule argument: no personal expression of belief in clients. 
(8) Charge to the jury: jury instruction; (a statement to jury of the substantive law applicable): 

prepared by each side (draft)—judge decides which to use (the manner to deliberate in; the law to follow); 
jury verdict (special verdict and general verdict), judgment. 

(9) Verdict: general and special verdicts. 
7. Motions after verdict 
After the jury has returned its verdict, but before the trial court has entered “judgment” in the action, 

the party who lost before the jury can make one or more of the several motions. Many appeals come up to 
the appellate courts from the action of trial courts granting or denying one of these motions, so you should 
get a general idea now as to the kind of question each motion raises. Terminology and practice will differ 
considerably from state to state, but it should be possible to get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without too much 
difficulty. Most sweeping of the motions after verdict is the motion for judgment notwithstanding the 
verdict which is also referred to by the “law-Latin” name “judgment non obstante verdicto” (or, familiarly, 
judgment n.o.v. or j.n.o.v.), in which the party against whom the verdict is pronounced goes so far as to 
ask that judgment be given for him or her in spite of the jury finding. In the federal courts, this motion is a 
“motion for a judgment as a matter of law.”  

8. Appeal 
The person who loses the case at trial has the right to appeal the decision. Two categories of grounds: 
—the errors by judges regarding questions of law; no new trial, a new trial, 
—remittitur: money damages excessive—reduced by appellate courts. 
The appellate court does not retry the case on its merits or take additional  evidence. The focus of 

the appellate court’s scrutiny is on the correctness of the rulings of the trial court. The documents at which 
the appellate court will look in its review include the record—the pleadings, the transcript of the 
testimony at the trial or an edited portion, the exhibits entered into evidence, the trial court’s rulings—and 
the “briefs” of the counsel, i.e., statements (usually printed) of the arguments supporting each side’s 
position in the litigation. No additional testimony is taken, nor is new evidence submitted. 

学习目标： 
1. Learning the American civil procedure； 
2. Understanding some relevant legal terms. 
作业： 
1. Do the exercises followed by Text A of Unit Five. 
2. Read the whole text and compare the civil procedures with the criminal procedures. 
3. Read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and Leg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by William Burnham), Third 

Edition, West Group, 2002, for the relevant 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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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14: Long-arm Statute & Case Study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Jurisdiction 
Jurisdiction (from the Latin ius, iuris meaning “law” and dicere meaning “to speak”) is the practical 

authority granted to a formally constituted legal body or to a political leader to deal with and make 
pronouncements on legal matters and, by implication, to administer justice within a defined area of 
responsibility. The term is also used to denote the geographical area or subject-matter to which such 
authority applies. Jurisdiction draws its substance from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conflict of laws, 
constitutional law and the powers of the executive and legislative branches of government to allocate 
resources to best serve the needs of its native society. 

2. Types of jurisdiction 
There are three main principles of judicial jurisdiction: personal (personam),territorial (locum), and 

subject matter (subjectam): 
Personal jurisdiction is an authority over a person, regardless of their location.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is an authority confined to a bounded space, including all those present therein, 

and events which occur there. Subject-matter jurisdiction is an authority over the subject of the legal 
questions involved in the case. Courts may also have jurisdiction that is exclusive, or concurrent (shared). 
Where a court has exclusive jurisdiction over a territory or a subject matter, it is the only court that is 
authorized to address that matter. Where a court has concurrent or shared jurisdiction, more than one court 
can adjudicate the matter. Where a concurrent jurisdiction exists in a civil case, a party may attempt to 
engage in forum shopping, by bringing the case to a court which it presumes would rule in its favor. 

3. Long-arm statutes 
A state law that allows the state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an out-of-state defendant, provided that 

the prospective defendant has sufficient minimum contacts with the forum state. Jurisdiction over an 
out-of-state defendant is referred to as extraterritorial in personam jurisdiction. In personam jurisdiction, 
also known as personal jurisdiction, allows a court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over the person, and is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necessary for a court to hear the merits of a claim. Historically, a state could 
exercise jurisdiction only within its territorial boundaries; therefore, a nonresident defendant could be 
brought into court only when service of process was effected while that defendant was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the state. The requirement of physical presence within the state’s boundaries was expanded 
in International Shoe Co. v. State of Washington, 326 U.S. 310, 66 S. Ct. 154, 90 L.Ed. 95 (1945). In 
International Shoe, the Supreme Court held that due process required that the defendant have “certain 
minimum contacts” with the forum in order for a state to assert jurisdiction, and that such jurisdiction may 
not offend “traditional notions of fair play and substantial justice.” Since International Shoe, the Supreme 
Court has set forth several criteria to be used in analyzing whether jurisdiction over a nonresident is 
proper. These criteria require (1) that the defendant has purposefully availed himself or herself of the 
benefits of the state so as to reasonably foresee being haled into court in that state; (2) that the forum state 
has sufficient interest in the dispute; and (3) that haling the defendant into court does not offend “notions 
of fair play and substantial justice.” 

4. Case study 
Gibbons v. Brown 
Citation. 716 So. 2d 868, 1998 Fla. App. 11413 
Brief Fact Summary. Defendant Mrs. Brown was injured in an auto accident in a car driven by her 

husband, due to faulty directions given by the other passenger, Plaintiff Gibbons. Following Plainti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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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rida lawsuit against Mr. Brown, Defendant filed suit in Florida against Plaintiff to recover for her own 
injuries. Synopsis of Rule of Law. Merely bringing a suit in a particular jurisdiction does not act 
indefinitely to expose that party to defending a future suit in the same jurisdiction. F acts. Plaintiff was 
driving with Defendant and Mr. Brown, in Montreal, Canada in 1994. Plaintiff allegedly gave faulty 
directions to Mr. Brown, who was driving, resulting in him driving down a one-way street into a head-on 
collision that injured both passengers. In 1995, Plaintiff, a Texas resident, sued Mr. Brown in Florida. 
Two years later, Defendant brought this Florida action against Plaintiff to recover for her injuries. In her 
complaint, Defendant alleged that she is a resident of Florida and that Plaintiff subjected herself to 
personal jurisdiction of the Florida court by virtue of having brought the prior lawsuit. Plaintiff filed a 
motion to dismiss, claiming that the provisions of Mrs. Brown’s complaint were inadequate to satisfy the 
Florida long-arm statute. 

Issue. Whether by previously availing oneself of a jurisdiction as a Plaintiff automatically renders 
one subject to defending later suits in the same jurisdiction. 

Held. No. The trial court was directed to dismiss Defendant’s complaint. The fact that a current 
Defendant previously brought a suit in the forum state does not constitute sufficient activities, without 
more, to subject the current defendant to personal jurisdiction in the state. Discussion. The parties agreed 
that as a general rule in Florida, a Plaintiff, by bringing an action, subjects herself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and to subsequent lawful orders entered regarding the same subject matter of that action. However, 
the Court refused to hold that by filing a lawsuit in 1995, Plaintiff should have to automatically consent to 
Florida jurisdiction when she was named as a defendant in a related lawsuit two full years later. 

学习目标： 
Getting to know the application of long-arm statute. 
作业 
1. Do the exercises followed by Text B of Unit Five. 
2. Find the case International Shoe from the Internet and introduce to the class. 
3. Find more information regarding jurisdiction in civil cases. 

知识单元15: Case Study & General Review (Q & A)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Case study 
Spur Industries v. Del E. Webb Development Co., 108 Ariz. 178, 494 P.2d 700 (1972) is a Supreme 

Court of Arizona case often used in first year law school property courses to demonstrate the principles of 
nuisance law. It is also used in at least one law school remedies case book to demonstrate special 
injunction principles. The case involves the owner of a livestock feedlot, Spur Industries, and Webb 
Development, the developer of the now well known retirement community, Sun City, Arizona. Both 
enterprises beginning small, they eventually grew large and close enough to one another that the stench of 
manure and the infestation of flies from the feedlot were affecting both current residents of Sun City, and 
inhibiting future sales. Webb brought suit for an injunction against the further operation of the feedlot. 
The lower court granted the injunction, ordering Spur to shut down operations. The court held that the 
injunction was prope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nuisances, the former being remedied 
often only by damages, at least where the costs of injunction are great on the defendant, the court 
determined that the feedlot was a public nuisance. This decision was made in large part because an 
Arizona statute called any “place in populous areas which constitutes a breeding place for flies... ” and 
other animals that can carry disease is a public nuisance. Determining south Sun City to be a “populous 
area” the court said that injunction was thus proper. Given the equities the court crafted a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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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unction, however. Citing the “coming to a nuisance” doctrine, which prohibits equitable relief for a 
homeowner who purchases a home within the reach of the nuisance, the court said that Webb must 
indemnify Spur for his losses as a result of a move or shutdown of his enterprise. The court reasoned that, 
whereas the “coming to a nuisance” doctrine usually bars relief, there was a public interest at play here, 
and Webb’s choice to come to the nuisance could not preclude the public from being protected from the 
nuisance. Thus, the case was remanded for determination what the damages should be. 

2. General review with questions and answers 
The final examination will be a closed-book exam with two hours, normally including legal terms 

translation, passage translation, true or false statement judgments, blank-fillings, multiple choices, case 
reading or case study, etc. However, the specific types of exam will be subject to the course-teachers.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American Legal System 2  
2 American Court System 2  
3 Case Study Method and Case Briefing 2  
4 Constitutional Law 2  
5 Civi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ies 2  
6 Case Study & Practice 2  
7 Criminal Law 2  
8 Meas Rea 2  
9 Case Study 2  

10 Criminal Procedure Law 2  
11 Criminal Procedure Law 2  
12 Key Aspects of Modern Criminal Procedure: Defendants' Rights 

& Case study 
2  

13 Civil Procedure Law 2  
14 Civil Procedure Law 2  
15 Long-arm Statute & Case Study 2  
16 Case Study & General Review 2  
四、说明 
1. 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了解英美法系中美国法律制度的特点，特别是在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及侵权法的一些基本法律制度以及在语言词汇上的特点与表达。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美国法

律制度与我国的法律在相应领域中的突出异同，同时在学习英美法律制度中掌握一些必要的法律英

语词语以及句法特征等。 
难点：法律英语中所涉及的术语众多，其中拉丁语比比皆是，有的词汇在法律上具有特殊的意

义。许多英语的法律术语很难找到相对应的中文法律词汇。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法律英语中的专业术

语。同时，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以及与我国法系的不同，会导致一些在理解和理论上的迷惑，但这

也正是我们学习法律专业英语的目的所在。 
2.  课程的教学方法和手段 
教学方法： 
1. 教师讲授 
2. 学生讨论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手段，附以教学片使学生置身于外国文化的氛围之中感受其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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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任务教学法，给学生设计课堂展示报告任务，引导学生积极参加课堂活动，通过完成教师
布置的任务来掌握学习内容，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信心，提高英语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 

3.  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4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口头报告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60％。 
4.  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5.  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法律英语》（第二版）(齐筠主编)，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1 年11 月版。 
五、教程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齐筠主编：《法律英语》（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11 月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Penny Darbyshire, English Legal System in a Nutshell, Sixth Edi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04. 
2. Martin Hunt, A Level Law, Second Edition,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04. 
3. Jacqueline Martin, The English Legal System, Hodder Arnold, 2006. 
4. William Burnham, Introduction to the Law and Leg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Third Edition, 

West Group, 2002. 
5. 必备工具书：《元照英美法词典》，或《英汉法律词典》（法律出版社）。 

 

英语听说 
English Listening and Speaking 

课程号：108010371 

一、课程教学目标： 
《大学英语听说》这门课程是法学实验班本科生开设的一门必修课。课程的设置依据了高教部

颁发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提出的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 特别是听说能力的教学目标，
同时，适应了学校的建设成为开放式、国际化、多科性、创新型的世界知名法科强校的办学目标。

为规范课程，特制订本大纲，作为《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教学安排、教案编写、教学质量检查的依

据。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以培养学生听和说的能力为主，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学生英语综合应用的能

力。同时，通过介绍西方文化，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课程改进了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的课堂教学模式，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导，采用多媒体和课堂相结合的大学英语视听说教学模式，将在充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

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课堂教学：32学时 
《大学英语听说》课程的教学对象为法学实验班的学生，开设学期为入学第一学年秋，春两学

期。根据《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征求意见稿》(2015)中提到的教学要求，希望通过学生通过本课程
的学习，实现“提高目标”，具体到听说方面，学生应达到以下标准： 

1. 听力理解能力:能听懂一股日常英语谈话和公告;能基本听懂题材熟悉、篇幅较长、语速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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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语广播、电视节目和其他音视频材料，掌握中心大意，抓住要点和相关细节；能基本听懂用英

语讲慢的专业课程或与未来工作岗位、工作任务、产品等相关的口头介绍。能较好地运用听力技巧。 
2. 口头表达能力：能用英语就一般性话题进行比较流利的会话; 能较好地表达个人意见、情感、

观点等;能陈述事实、理由和描述事件或物品等；能就熟悉的观点、概念、理论等进行阐述、解释、
比较、总结等。语言组织结构清晰，语音、语调基本正确。能较好地运用口头表达与交流技巧。 
各教学单元的具体教学内容，学习目标，课时分配，教学方法步骤等如下： 

Unit 1 

I. 教学内容 
Unit 1 Discovering yourself 
II. 教学目标 
After learning the unit, the students will know: 
Ø some tourist attractions in London; 
Ø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Great Britain.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Ø talk about their future plan, their own life-changing events and personalities; 
Ø give a formal presentation; 
Ø learn how to pronounce plosion, linking sounds, unstressed words, and consonant plus you/your. 
They will learn to understand through listening 
Ø topics related to the above topics. 
And they will also learn 
Ø some everyday English expressions and new words. 
III. 教学方法： 
Under the guidance of student-centered principle, apply communicative and heuristic teaching 

methods,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get students involved in class participation. 
Task based instruction will also be used, which will allow students to finish tasks and solve problems 
through English. 

IV. 时间分配 
Periods 1-2 (Week 1): 
Starting point 
Inside view 
Outside view 
Talking point 
Periods 3-4 (Week 2): 
Unit task 
Listening in (passage one, passage two) 
Presentation skills 
Pronunciation 
V. 教学步骤  
Periods 1-2 (Week 1) 
1. Starting point 
1) Work in pairs and read the different viewpoints. Which ones of the following viewpoints do you 

agree with? Why?  
The golden rule is to treat others as you would like them to treat you. 
You cannot grow as a person if you don’t have any bad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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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is full of unrealized potential. 
Change only comes from within. 
Nurture not nature makes you what you are. 
2. Inside view 
1) Culture learning 
A. British Parliament:  
The name Parliament comes from old French “parlement” which means speaking. The Houses of 

Parliament in London is divided into the House of Commons, in which all members are elected, and the 
House of Lords, whose members were traditionally hereditary members of the aristocracy plus bishops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but most of whom are now appointed.  

B. Tower Bridge is a modern drawbridge – the two parts of the bridge can be raised to allow ships to 
pass under the bridge. 

C. The long vacation is the summer holiday in July and August when most university classes are 
closed. In Britain, some students use this opportunity for travel but most get vacation jobs to help pay 
their university fees and living costs while they are studying. 

D. The National Theatre is the Royal National Theatre, located next to the River Thames on the 
South Bank, which has three separate auditoria, and is part of a cultural centre which includes the 
National Film Theatre, the Museum of the Moving Image, the Queen Elizabeth Hall and the Royal 
Festival Hall. 

E. The rat race refers to the way of life in a large city where people compete in an aggressive way 
with each other in order to be more successful, earn more money or develop their career. The expression is 
generally used as a negative description for an over-competitive working environment. 

F. The tube is the London Underground, the system of underground trains, known as the tube since 
the late 19th century. People go to a tube station to travel by tube. 

2) Listening tasks 
A. Watch Conversation 1 and correct the sentences according to the conversation. (Students’ book P2 

Ex.2) 
B. Watch Conversation 1 again and check (✓) the answers in the table.  
(Students’ book P3 Ex.3) 
C. Now watch Conversation 2 and check your answers.  
(Students’ book P3 Ex.5) 
D. Watch Conversation 2 again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P4 Ex.6) 
3) Language enhancement 
A. Everyday English  
� I’m meant to be shadowing Andy.  
� What I mean is, I’m going to be helping Andy. 
� Don’t make me laugh! 
� Dream on! 
� Fire away.  
e.g. 'Do you mind if I ask you something, Woody?' 'Fire away.‘ 
 (used to tell someone that you are ready to answer questions ) 
� day in and day out  
e.g. I have to do the same boring jobs day in and day out. 
B. Functional exp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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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rifying and asking for clarification 
What I mean is… 
And your point is…? 
Are you serious? 
What do you mean by…? 
• Asking and responding to sensitive questions. 
Excuse me, I prefer to deal with this myself. 
I hope you don’t mind my asking, but… 
Do you mind telling me…? 
Can I ask you something else? 
• Expressing annoyance 
He drives me crazy. 
It’s the last thing I want to do. 
4) Oral practice: functional dialogue 
Students are given functional instructions about what to say but they need to supply the actual words 

themselves 
Work in pairs and act out the conversation. 
Student A Tell Student B about a personal matter such as a friendship or part-time job. 
Student B Ask Student A if they mind you asking something about it. 
Student A Answer Student B’s question. 
Student B Ask if you can ask something else. 
Student A Answer the question and express annoyance about something. 
Student B Ask for clarification. 
Student A Clarify what you mean. 
3. Outside view 
1) Pre-listening activities 
A. Learn new words 
morale, mission, boost, self-esteem, ideally, self-consciousness, define, indication, hint, fulfill one’s 

potential 
B. Warm-up questions 
Q1 Are schools happy places? 
Q2 Can school students be taught happiness in a class? 
Q3 Do happy students learn better than unhappy ones? 
Q4 What do you think happiness classes could achieve? 
2)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A. Watch Part 1 of the video clip and choose the best way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P6 Ex.3) 
B. Watch Part 2 of the video clip and match the speakers with the statements. (Students’ book P7 

Ex.5) 
C. Watch Part 2 again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Students’ book P7 Ex.6) 
3) Oral practice: Discussion to develop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Work in pairs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Q1 How would you define happiness? 
Q2 Do you think most Chinese students associate school with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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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How do you think Chinese teachers and students would react to happiness classes being 
introduced in schools? 

Q4 At what age do you think happiness classes would be most beneficial for students? Why? 
4. Talking points 
Work in pairs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Q1 Have you ever dreamed about any of these things? 
Q2 How often do you remember your dreams? 
Q3 Do you think dreams mean anything at all? 
Q4 Have you discovered anything about yourself from your dreams? 
5. 作业与拓展学习 
1) Preparing a personality quiz 
A. The whole class will be divided into 8 groups. Each group work on a different topic, i.e. different 

question listed below. Each group has to make at least five questions for each topic.  
B. Write some questions for a quiz, and decide on scores. 
C. Talk to three different people and ask them the questions in your quiz. 
D. Write a description which tells people about their personality. 
2) 学习网络系统中第一单元 Inside view和 Outside view补充材料；利用网络课件预习单元其

余部分内容。 
Periods 3-4 (Week 2)  
1. Homework checking 
Ask one or two groups to report what they did for the “personality quiz” to the class. 
2. Listening in — Passage one 
1) Pre-listening activities 
A. Language and culture 
a) A more rounded person is a person who combines different aspects of character to produce a 

well-developed person. 
b) Cambodia is a kingdom in Southeast Asia with a significant cultural history as the centre of the 

Khmer Empire in the 9th–15th century. 
c) A reality TV show is a TV program that does not use professional actors but shows real events and 

situations involving ordinary people, or sometimes celebrities. To involve the audience there is sometimes 
a competitive element in which the participants are progressively voted off (audience votes are counted to 
choose who leaves the show) until one remains as a winner. 

B. Words learning 
2) Listening tasks 
A. Listen to Passage 1 and choose the best answer to the questions.  
(Students’ book P8 Ex.2) 
B. 3 Listen to Passage 1 again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P8 Ex.3) 
3) Oral practice: Discussion to develop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Work in pairs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What types of events have a major impact on people’s lives? 
Do you think human beings are basically good or bad? 
How does going to university change people? 
What type of experiences do you think people learn most from? 
3. Listening in — Passag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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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e-listening activities 
A. Warm-up questions: 
a) What was your favorite subject at high school? 
b) How did you decide what subject to major in at university 
c) Do you think the subject you chose suits your personality? 
B. Words learning 
2) Listening tasks 
A. Listen to Passage 2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Students’ book P9 Ex.6) 
B. Listen to Passage 2 again and complete the notes. 
(Students’ book P9 Ex.7) 
3) Oral practice: Describing Personalities 
Use the words below to describe your own personalities to your partner. 

ambitious  
generous  
hardworking   
honest   
humble   
independent   
kind 
nervous  
open-minded  
optimistic  
outgoing  
punctual  
reliable  
talkative  
unselfish  

unmotivated  
stingy  
lazy  
dishonest  
bigheaded  
dependent  
inconsiderate  
calm  
close-minded  
pessimistic  
shy  
late  
unreliable  
quiet 
self-centered  

4. Presentation skills: Giving a formal presentation 
When we give a formal presentation, it is important to spend enough time planning the talk so that 

we can: 
1) cover all the main points clearly 
2) support the main point with examples or evidence 
3) structure the talk in a coherent way 
4) brainstorm choose the main ideas 
5) group ideas together 
6) Support the main idea 
7) Structure the presentation so that it flows well 
5. Pronunciation 
1) Listen and notice the /t/, /d/ and /k/ sounds. 
2) Listen and notice how the speaker links the words. 
6. 作业与拓展学习 
1) 学习网络系统中第一单元 Listening in补充材料； 
2）利用网络课件预习第二单元 Inside view和 Outside view部分内容； 
3) 在学习系统上作网络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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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2 

I. 教学内容 
Unit 2 Childhood memories 
II. 教学目标 
After learning the unit, the students will know: 
Ø some tourist attractions in London; 
Ø something about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 England; 
Ø som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Ø talk about their childhood, and compare their own life with others. 
Ø how an informal discussion; 
Ø learn how to how to read abbreviations and acronyms correctly and how to pronounce stressed 

and unstressed words in a flow of language 
They will learn to understand through listening 
Ø topics related to the above topics. 
And they will also learn 
Ø some everyday English expressions and new words. 
III. 教学方法： 
Under the guidance of student-centered principle, apply communicative and heuristic teaching 

methods,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get students involved in class participation. 
Task based instruction will also be used, which will allow students to finish tasks and solve problems 
through English. 

IV. 时间分配 
Periods 1-2 (Week 3): 
Inside view 
Outside view 
Talking point 
Pronunciation 
Periods 3-4 (Week 4): 
Unit task 
Starting point 
Listening in (passage one, passage two) 
Presentation skills 
V. 教学步骤  
Periods 1-2 (Week 3) 
1. Inside view 
1) Culture learning 
A. UK A-Levels  
If you want to study at UK's top universities, such as Oxford or Cambridge, the best way to succeed 

is to attend A-Levels (Advanced Levels) courses.  
A-Levels are two year courses taken just before the university, right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secondary school, i.e. after a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GCSE) is obtained. Usually, 
students that attend A-Levels are 15 - 16 years old. 

B. London Bridge is one of the bridges that link the City of London and Southwark over the River 
Th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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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he Tower of London is a famous landmark on the River Thames. First built in the 11th century, it 
used to be a fortress prison and place of execution but now it is a museum and where the crown jewels are 
kept. 

D. The London Docks were part of Britain’s busiest port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Docks were used to 
import goods such as spices, coffee, cocoa, wine and wool, but because of the increasing sizes of ships 
and the decline of local industries and manufacturers, the Docks were closed in 1969. In the 1980s and 
1990s the whole area was “regenerated”: Many new homes were built and new businesses were started. 
The Docklands area is also close to the site for the 2012 London Olympic Games. 

E. The Blitz, the name of this Second World War bombing of London and other British cities, comes 
from the German Blitzkrieg which means lightning war in German. 

2) Listening tasks 
A. Watch Conversation 1 and correct check (✓) the true statements according to the conversation. 

(Students’ book P14 Ex.2) 
B. Watch Conversation 1 again and fill in the blanks (Students’ book P14 Ex.3) 
C. Watch Conversation 2 and choose the best way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P15 Ex.6) 
D. Watch Conversation 2 again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P16 Ex.7) 
3) Language enhancement 
A. Everyday English  
� You can see for yourself  
� It’s a trendy place to live 
� That sounds revolting! 
� Nothing much to tell. 
� Hang on! 
B. Functional expressions 
• Emphasizing 
• Expressing surprise. 
• Resuming a story 
4) Oral practice: functional dialogue 
Students are given functional instructions about what to say but they need to supply the actual words 

themselves 
Work in pairs and act out the conversation according to the instructions of Ex. 9 on Student’s book 

P17. 
2. Outside view 
1) Pre-listening activities 
A. Learn cultural backgrounds: Look at the photos and read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box and 

use your own experiences to say something about the following  terms: 
a) UNICEF 
b) Afghanistan 
c) Taliban 
B. Learn new words: poverty, malnutrition, malnourished, accommodate, supervise, rebuild, enroll 
2)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A. Watch Part 1 of the video clip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P18 E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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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Watch Part 2 of the video clip and match the speakers with the statements. (Students’ book P19 
Ex.4) 

C. Watch Part 2 again and choose the best answer to the questions. 
(Students’ book P19 Ex.5) 
3) Oral practice: Discussion to develop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Hold a class discussion on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Q1: Why did UNICEF make this video? 
Q2. What is your reaction to the video clip? 
Q3. What do you think of your childhood in comparison to the  
3. Talking points 
1) Work in pairs. Look at these common sayings by parents to their children. Which are the most 

annoying? (refer to the student’s book for the sayings) 
2) Work in pairs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Q1 Why do parents say these things? 
Q2 Did your parents say these things to you when you were growing up? 
Q3 Would you say them to your children? 
Q4 How can you give positive criticism to children instead of these sayings? 
4. Pronunciation 
1) Learn to read how to abbreviations and acronyms. 
A. abbreviations: US, UK, EU, PRC, PhD, CCTV, CNN, FBI, CIA, NBA, ATM 
B. acronyms: UNICEF, NASA, NATO, SARS, CD-ROM, JPEG, PIN. 
2) Learn how to pronounce stressed and unstressed words in a flow of language. 
5. 作业与拓展学习 
1) Work in groups of four and prepare a short radio discussion programme on the topic: Where 

children happier 40 years ago? 
You need to decide  
--who will play the presenter 
--what roles the rest of the group will play, eg a psychologist, an older person, a parent 
--what the view of each speaker will be and whether they will agree or disagree with each other 
--what each speaker says to support their opinion/ the role of the presenter and how they will begin / 

end the programme 
2) 利用网络课件预习单元其余部分内容。 
3) 阅读并练习 Pronunciation部分内容。 
Periods 3-4 (Week 4) 
1. omework checking 
Ask one of two groups to show their radio discussion programme to the class and vote to see who is 

the best presenter. 
2. Starting point 
Work in groups of four and compare your favourite things from childhood. Are they still the same 

now or have they changed?  
3. Listening in — Passage one 
1) Pre-listening activities 
A. Words learning: cowshed, muddy, smelly, paradise, home-made, lane, barn. 
2) Listening tasks 
A. Listen to Passage 1 and make notes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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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book P19 Ex.2) 
B. Listen to Passage 1 again and choose the best answer to the questions. 
(Student’s book P19 Ex.3).  
3) Oral practice: Discussion to develop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Work in pairs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Q1. What types of events have a major impact on people’s lives? 
Q2. Do you think human beings are basically good or bad? 
Q3. How does going to university change people? 
Q4. What type of experiences do you think people learn most from? 
3. Listening in — Passage two 
1) Pre-listening activities 
A. Warm-up questions: 
a) What was your favorite subject at high school? 
b) How did you decide what subject to major in at university 
c) Do you think the subject you chose suits your personality? 
B. Words learning: blazer, blond, fairy, bossy, supportive. 
2) Listening tasks 
A. Listen to Passage 2 and check the answers in the table.  
(Students’ book P21 Ex.7) 
B. Listen to Passage 2 again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Students’ book P21 Ex.8) 
3) Language focus: coat rack, to get cross with someone. 
4. Presentation skills: Holding an informal discussion 
In a formal discussion we tend to be impersonal and try not the show our feeling or thought 

processes. Informal discussion, on the other hand, are usually casual and relaxed, and consequently we’re 
able to be more pen about our thought processes. Besides, we can use our personal anecdotes . In this 
section, students will learn how to do it in an informal discussion. 

5. 作业与拓展学习 
1) 学习网络系统中第二单元 Listening in补充材料； 
2）利用网络课件预习第三单元 Inside view和 Outside view部分内容； 
3) 在学习系统上作网络测试。 

Unit 3 

I. 教学内容 
Unit 3 Art for art’s sake 
II. 教学目标： 
After learning the unit, the students will know: 
Ø some tourist attractions in London; 
Ø something about George Bernard Shaw and his works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Ø talk about their arts and hold discussion on related topics; 
Ø how to hold a debate; 
Ø learn how to how to pronounce ch and gh., and how to change stressed syllables. 
They will learn to understand through listening 
Ø topics related to the above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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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y will also learn 
Ø some everyday English expressions and new words. 
III. 教学方法： 
Under the guidance of student-centered principle, apply communicative and heuristic teaching 

methods,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get students involved in class participation. 
Task based instruction will also be used, which will allow students to finish tasks and solve problems 
through English. 

IV. 时间分配 
Periods 1-2 (Week 5): 
Inside view 
Outside view 
Talking point 
Periods 3-4 (Week 6): 
Unit task 
Starting point 
Listening in (passage one, passage two) 
Pronunciation 
Presentation skills 
V. 教学步骤  
Periods 1-2 (Week 5) 
1. Inside view 
1) Culture learning 
A. The West End  
The West End is the area of central London. 
For entertainment there are many theatres, musical shows, cinemas and clubs around Leicester 

Square and Covent Garden.  
For shopping there are many large stores and fashionable shops in Oxford Street, Regent Street and 

Bond Street. 
B. Pygmalion  
C. 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 an Irish playwright who moved to London, was a witty, and 

prolific writer. He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25. 
2) Listening tasks 
A. Watch Conversation 1 again and match the speakers with the statements. (Students’ book P25 

Ex.3) 
B. Watch Conversation 1 and correct check (✓) the true statements according to the conversation. 

(Students’ book P27 Ex.4) 
C. Watch Conversation 2 and choose the best way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P27 Ex.6) 
D. Watch Conversation 2 again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P28 Ex.7) 
3) Language enhancement 
A. Everyday English  
• Chill out. 
• We’d better get a move on. 
• It’s five minutes’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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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e gets cross. (with sb.) 
• I’m bang on time. 
• Let’s get on with it. 
• Hang on a minute! 
• It’s very contemporary. 
• So it’s family entertainment. 
• No. I’m afraid it’s pretty adult. 
• Let me have a listen. (We’ll just do another take.) 
• I clean forgot. 
• It slipped my mind. 
• Let’s do another take. 
• You’ll forget our own head one day. 
• …from the top… 
B. Functional expressions 
• Prompting for more information 
• Remembering 
• Talking about time. 
4) Oral practice: functional dialogue 
Students are given functional instructions about what to say but they need to supply the actual words 

themselves 
Work in pairs and act out the conversation according to the instructions of Ex. 9 on Student’s book 

P28. 
2. Outside view 
1) Pre-listening activities 
A. Warm-up questions:  
Q1: How do you understand Oscar Wilde’s remark “All art is useless”?  
Q2: Do you agree? Why or why not? 
B. Learn cultural backgrounds: a) UNICEF 
a) The Mona Lisa is kept in The Louvre Museum in Paris. Leonardo painted the portrait in 1503. 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as the 24-year-old Lisa Gherardini, whose husband’s name was Giocondo (so the 
painting is sometimes known as La Gioconda , with the female ending -a).  

b) 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 is best known as a painter from Vinci, near Florence in Italy, but 
was also a sculptor, architect, engineer, inventor and scientist. Relatively few of his paintings and 
drawings survive. 

2)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A. Watch Part 1 of the video clip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P30 Ex.3) 
B. Watch Part 2 of the video clip and match the speakers with the statements. (Students’ book P31 

Ex.4) 
C. Watch Part 2 again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Students’ book P31 Ex.5) 
3) Oral practice:  
Hold a class discussion on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Q1: How much do you like the painting? 
Q2. How are paintings different from photograp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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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What makes an artist’s work special in your opinion? 
3. Talking points 
Work in pairs and compare popular cultural activities in America and China.  
Add activities Chinese do but not included in the table (on student’s book P 29) and imagine 

comparable Chinese data. 
5. 作业与拓展学习 
1) Organizing a cultural event. 
A. Work in groups of three or four. Plan an arts event for your local community. You need to decide  
B. Write a script for a short radio commercial to promote your event 
C. Practise acting out the commercial in groups  
2) 利用网络课件学习 inside view和 outside view部分补充材料内容。 
3) 预习 Listening-in部分。 
Periods 3-4 (Week 6) 
1. Homework checking 
Ask one of two groups to show their r cultural event to the class and vote to see decide weather the 

cultural event is worth a visit. 
2. Starting point 
Walk around the classroom individually and find out in 3 minutes who is the most artistic among 

your classmates by asking them the questions on page 26. Make notes if needed. 
3. Listening in — Passage one 
1) Pre-listening activities 
A. Cultural learning:  
a) Broadway 
b) The Edinburgh Festival 
1) Listening tasks (This part might be omitted if the students have already finished the exercises 

before the class.) 
A. Listen to Passage 1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Student’s book P32 Ex.2) 
B. Listen to Passage 1 again and choose the best answer to the questions. 
(Student’s book P32 Ex.3).  
3) Oral practice: 
A. Watch a video about the live show “Nanta” 
B. Work in pairs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Q1.How do you like “Nanta”? 
Q2. How is it different or special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shows? 
C. Hold a class discussion on the topic: Do you think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art should change to 

survive in the modern society? 
4. Listening in — Passage two 
1) Pre-listening activities 
A. Warm-up questions: 
Look at the three photos on P33 and say which building you like to visit, and why. 
B. Words learning: publicity, renovate, impressive, euro, priceless, revitalize, futuristic, curvy, 

metallic. 
2) Listening tasks 
A. Listen to Passage 2 and make notes in the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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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book P33 Ex.6) 
B. Listen to Passage 2 again and choose the best way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P33 Ex.7) 
3) Culture learning: Tell the students more about Tate Modrn. MoMA and Guggenheim. 
5. Presentation skills: Holding a debate (to be continued in Unit 4) 
When taking part in a formal debate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follow debating rules. And it will help if 

you learn some debating techniques: 
Ø Refer to facts accurately during the debate. 
Ø Make your points in the debate clearly. 
Don’t use terms that are ambiguous, open to interpretation or that require specialized knowledge to 

understand.  
Ø Set aside your emotion during the debate. 
Ø Do your homework before the debate. Before entering into any debate there are two things you 

should understand: your position and that of your opponent. 
6. Pronunciation 
1) Learn to read how to ch and gh are pronounced. 
2) Learn how to stressed syllable changed. 
7. 作业与拓展学习 
1) 学习网络系统中第三单元 Listening in补充材料； 
2）利用网络课件预习第四单元。 
3) 在学习系统上作网络测试。 

Unit 4 

I．教学内容 
Unit 4 Changing times 
II. 教学目标： 
After learning the unit, the students will know: 
Ø English terms related to modern technology.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Ø talk about modern technology, such a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modern buildings; 
Ø more techniques for holding a debate. 
They will learn to understand through listening 
Ø topics related to the above topics. 
And they will also learn 
Ø some everyday English expressions and new words. 
III. 教学方法： 
Under the guidance of student-centered principle, apply communicative and heuristic teaching 

methods,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get students involved in class participation. 
Task based instruction will also be used, which will allow students to finish tasks and solve problems 
through English. 

IV. 时间分配 
Periods 1-2 (Week 7): 
Starting point 
Inside view 
Listen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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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ing point 
V. 教学步骤  
1. Starting point 
Work in pairs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refer to student’s book P38) 
2. Inside view 
1) Culture learning 
A.Trafalgar square 
B. E-book 
An e-book (short for electronic book or EBook), is "an electronic version of a printed book which 

can be read on a personal computer or hand-held device designed specifically for this purpose". E-books 
are usually read on dedicated hardware devices known as e-Readers or e-book devices. Personal 
computers and some cell phones can also be used to read e-books. 

2) Listening tasks 
A. Watch Conversation 1 and choose the best way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P38 

Ex.2) 
C. Watch Conversation 2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Student’s book P40 Ex.6) 
D. Watch Conversation 2 again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P40 Ex.7) 
3) Language enhancement 
A. Everyday English  
There’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lunch! 
along the lines of 
That all sounds very promising. 
That serves you right! 
It’s no big deal. 
Don’t beat yourself up about it.  
B. Functional expressions 
� Making plans 
� Asking for and confirming further information 
4) Oral practice: functional dialogue 
A. Work in pairs. Look through the cues and functional expressions in the box on Page 41. 
B. Plan your events. (try to be imaginative while making up the new story ) 
C. One volunteer pairs will perform the example conversation to the class.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2. Listening in – Passage one and two 
1) Pre-listening activities 
Learn new words on page 44. 
2)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A. Listen to passage 1 and make notes about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Student’s book P44 Ex.3) 
B. Listen to passage 2 and check the true statements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Student’s book P45 Ex.6) 
C. Listen to passage 2 again and note down the numbers. 
(Student’s book P45 E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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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ral practice: Work in pairs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Q1. Would you like to work in a modern office? Why or why not? 
Q2. Do you think that the advantages of modern farming outweigh the disadvantages? 
3. Presentation skills: Holding a debate. 
1) Tips: debate procedure: 
Step1. Presenting and questioning 
Step2. Free debating 
Step3. Concluding 
2) Practice: Work in 6 or 8 person groups and choose one motion for debate: 
Motion one 
Pros: Modern farming methods should be used. 
Cons: Modern farming methods should not be used. 
Motion two 
Pros: Modern technology makes our lives easier. 
Cons: Modern technology does not make our lives easier.  
4. 作业与拓展学习 
1) 利用网络资源自学 Outside view和 Pronunciation部分内容； 
2) 学习网络补充资源内容。 

Unit 5 

I. 教学内容 
Unit 5 A place in society 
II. 教学目标： 
After learning the unit, the students will know: 
Ø something about China town abroad.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Ø talk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society; 
Ø how to give a talk; 
Ø learn how to 1) pronounce /t/, /d/ and /p/ sounds, and 2) pause at the end of each sense group. 
They will learn to understand through listening 
Ø topics related to the above topics; 
Ø learn how to take notes. 
And they will also learn 
Ø some everyday English expressions and new words. 
III. 教学方法： 
Under the guidance of student-centered principle, apply communicative and heuristic teaching 

methods,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get students involved in class participation. 
Task based instruction will also be used, which will allow students to finish tasks and solve problems 
through English. 

IV.时间分配 
Periods 1-2 (Week 8): 
Inside view 
Outside view 
Presentation skills 
Periods 3-4 (Week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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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task 
Talking point 
Listening in  
Pronunciation 
V. 教学步骤  
Periods 1-2 (Week 8) 
1. Inside view 
1) Culture learning 
A. Chinatown refers to an area in a city in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where there is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residents and a centre of many Chinese restaurants, shops, businesse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B. Cantonese food is more familiar to many Westerners than other kinds of Chinese food because 

many people from Hong Kong and Guangdong came to Britain, for example, and set up restaurants and 
take-aways. 

C. The East End is east of the medieval city of London and north of the River Thames. Historically it 
was a poorer part of London but since the 1980s much of the area has been regenerated. 

2) Listening tasks 
A. Watch Conversation 1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conversation. (Students’ book 

P50 Ex.2) 
B. Watch Conversation 1 again and match the questions with the reporters (Students’ book P51 Ex.3) 
C. Watch Conversation 2 and choose the best way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P51 Ex.6) 
D. Watch Conversation 2 again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P52 Ex.7) 
3) Language enhancement 
A. Everyday English  
Every day English 
And the thing is, … 
Are you up for this? 
How did they make their living? 
Let’s wind it up. 
I’m starving. 
B. Functional expressions 
n Introducing a subject 
We were wondering if we could ask you some questions about … 
I don’t know if Janet has told you, but … 
And the thing is, … 
n Thanking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very much,  
that was really interesting. 
Very grateful. 
No problem. 
Don’t mention it. 
4) Oral practice: functional dialogue 
Students are given functional instructions about what to say but they need to supply the actual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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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selves 
Work in pairs and act out the conversation according to the instructions of Ex. 9 on Student’s book 

P53. 
2. Outside view 
1) Pre-listening activities 
A. warm-up oral practice. 
a) Look at photos of crowed scenes. 
b) Ask student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ave you ever witnessed or experienced a crowded scene? 

Please tell us what the scene was like and how you felt at the moment.  
B. Learn new words: aggression, dominance, shove, producer, desirable, confront, pal, counseling, 

crap, sneak. beep, horn, Miami, Florida. 
2)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A. Watch Part 1 of the video clip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Student’s book P54 Ex.2) 
B. Watch Part 2 of the video clip and choose the best answer.  
(Student’s book P54 Ex.3) 
C. Watch Part 2 again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Students’ book P55 Ex.5) 
3) Oral practice: Discussion to develop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 Work in pairs and discu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Q1: What advice would you give the driver? 
Q2. Have you ever made a stranger angry or got angry with a stranger? 
You need to tell each other: what you did, what they did and how you resolved the problem. 
B. Hold a class discussion on the following question: 
In what situation is aggression justifiable? 
3. Presentation skills: Giving a talk. 
1) Work in groups of four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Q1 Have you ever volunteered for any kind of charity work? 
Q2 What did you do? 
Q3 How did you feel afterwards? 
Q4 What kinds of volunteering would interest you in the future? 
Q5 Is it more important to give your money or your time to help others? 
2) Work in groups of four and discuss what you can offer to help your local community.  
4. 作业与拓展学习 
1) Everyone should prepare a talk entitled “Your help is needed”.  
In your talk, you need to explain fully  
— why their help is needed 
— what contribution they can make to improve a  
situation or make something happen 
— that they ca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community whether within an organization or as  
an individual 
— how much time commitment is involved 
— how they themselves will benefit from the  
experience of volunteering their time to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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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网络课件预习单元其余部分内容。 
Periods 3-4 (Week 9) 
1. Homework checking 
1) Ask five or six students to present their talk to the whole class. 
2) Have a class vote and find out who can persuade the most number of people to join in their 

project. 
2. Talking point 
Work in groups of four. Act out a role-ply about whether a shopping mall should be built in your 

neighbourhood. 
3. Listening in — Passage one 
1) Pre-listening activities 
A. Read the following quotations and say how much you agree to them: 
The achievements of an organization are the results of the combined effort of each individual. 
-- Vincent Lombardi 
Trust men and they will be true to you; treat them greatly, and they will show themselves great.                                                      
-- Ralph Waldo Emerson 
Strength lies in differences, not in similarities. 
-- Stephen Covey 
B. Warm-up questions: 
Q1 Do you work better on your own or in a group? 
Q2 What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good team player? 
Q3 What makes a group of people work well together? 
Q4 What might prevent a group from working well? 
C. Words learning: 
effective： 有效的 
synergy: (人们或者企业团结一致产生的)协同作用 
context: 情境，背景 
phase: （事物发展中的）阶段，时期 
productive: 富有成效的，成果丰硕的 
orientated: 重视······的，以······为目的的 
conscientious: 认真的，勤勤恳恳的 
2) Listening tasks 
A. Listen to Passage 1 Part 1 and complete the notes.  
(Student’s book P56 Ex.2) 
B. Listen to Passage 1 Part 1 again and match the roles with their personalities.. 
(Student’s book P57 Ex.3).  
3) Oral practice:  
Work in pairs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 
Which of the team roles would suit your character best? Why? 
3. Listening in — Passage two 
1) Pre-listening activities 
A. Words learning:  
devastate 严重破坏 
livelihood 生计 
repayment 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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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ultural notes: 
a) Habitat for Humanity  
b) Jimmy Carter 吉米·卡特（前美国总统） 
c) Phuket 普吉岛（泰国） 
2) Listening tasks 
Listen to Passage 2 again and give a quick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s. (Students’ book P57 Ex.7) 
3) Oral practice:  
Work in groups and discuss “Which charities or organizations do you think need our support most? 

Why?” 
4. Pronunciation 
1) Learn how to pronounce /t/, /d/ and /p/ sounds. 
2) Learn how to pause at the end of each sense group. 
5. 作业与拓展学习 
1) 学习网络系统中第五单元 Listening in补充材料； 
2）利用网络课件预习第六单元 Inside view和 Outside view部分内容； 
3) 在学习系统上做网络测试。 
4) 阅读并练习 Pronunciation部分内容。 

Unit 6 

I．教学内容 
Unit 6 Streets full of heroes 
II. 教学目标： 
After learning the unit, the students will know: 
Ø something about Shakespeare’s life; 
Ø something about Shakespeare’s works and quotations from this works; 
Ø the life stories of some famous persons, such as Al Gore, Melinda Gates, etc.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Ø talk about their own heroes; 
Ø hold a deeper discussion about heroes and heroism; 
Ø learn how to how to read set phrases 
They will learn to understand through listening 
Ø topics related to the above topics. 
And they will also learn 
Ø some everyday English expressions and new words. 
III. 教学方法： 
Under the guidance of student-centered principle, apply communicative and heuristic teaching 

methods,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get students involved in class participation. 
Task based instruction will also be used, which will allow students to finish tasks and solve problems 
through English. 

IV. 时间分配 
Periods 1-2 (Week 10): 
Inside view 
Outside view 
Talking point 
Periods 3-4 (Week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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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task 
Listening in (passage one, passage two) 
Pronunciation 
V. 教学步骤  
Periods 1-2 (Week 10) 
1. Inside view 
1) Culture learning 
A. The Globe theatre 
B. The Great fire of London 
C.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D. Shakespeare 
“I was born in Stratford-upon-Avon in Warwickshire. When I was 18, I married but I did not stay in 

Stratford. I went to London and became an actor. 
I performed with a group called the Lord Chamberlain's Men. We were very popular and everybody, 

including Queen Elizabeth the First, came to watch us. In 1597, we built our own theatre called 'The 
Globe'. As well as acting, I wrote most of the plays we performed. I wrote about comedy, tragedy and 
history. My plays are all great stories that include many of the most famous words ever written. I also 
wrote many poems. My 28 plays, two long poems and 154 shorter poems have been performed and read 
ever since in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E. Queen Elizabeth: Shakespeare’s Patron 
Shakespeare’s royal patrons were Queen Elizabeth and King James I, both of whom greatly loved the 

drama. The virgin queen devoted herself to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classical period; she also delighted in 
our own theatrical entertainments, and used her influence in the progress of the English drama, and 
fostered the inimitable genius of Shakespeare. 

2) Listening tasks 
A. Watch Conversation 1 and make notes about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Student’s book P63 Ex.3) 
B. Watch Conversation 1 again and choose the best way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63 Ex.4) 
C. Watch Conversation 2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bout Shakespeare: 
• When was Shakespeare born? 
• When did he die? 
• When did he come to London? 
• What happened to him later in his life? 
• What was the last play he wrote? 
• Does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still perform plays in London? 
• Why do you think he’s still so popular? 
• And is it the same in the States? 
3) Language enhancement 
A. Everyday English  
1 So they get soaking wet. 
2 (It) blows me away.  
3 I sure do.  
4 at one time or another  
B. Functional expressions 
� Talking about buildings and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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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ressing surprise 
� Asking about a personal history 
� Speculating 
4) Oral practice: Group work 
A. Work in four person groups, read the quotations of Shakespeare: 
Quotation No. 1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Quotation No. 2 
If you can look into the seeds of time, and say which grain will grow and which will not, speak then 

unto me. 
Quotation No. 3 
No profit grows where there is no pleasure ta'en.  
Quotation No. 4 
The evil that men do lives after them; The good is oft interred with their bones.  
Quotation No. 5 
The little foolery that wise men have makes a great show.  
Quotation No. 6 
Come what come may, Time and the hour runs through the roughest day.  
B. Exchange ideas on your understanding of Shakespeare’s quotations. 
Work in pairs and act out the conversation according to the instructions of Ex. 9 on Student’s book 

P53. 
2. Outside view 
1) Pre-listening activities 
A. Cultural notes: 
a) Otto Bock is a German prosthetics company. It was founded in 1919 by its namesake prosthetist, 

Otto Bock. It was created in reaction to the large number of injured veterans from World War I. 
b) Scotland as a consequence of its northerly position on the edge of the Atlantic has a very wet, 

windy and at times cold climate.  
B. Learn new words: 
trek n. 艰苦漫长旅程 
trio n. 三人一组 
prosthetic a. 假肢的 limb n. 肢；臂；腿 
diversity n. 多样性 
disability n. 残疾 couch n. 长沙发 
spectacular a. 惊人的 
sunburnt a. 晒伤的 marvellous a. 使人极其快乐(或激动)的 
fabulous a. 极好的 
Greece 希腊 
Glasgow 格拉斯哥(英格兰中南部港市) 
Athens 雅典 
2)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A. Watch the video clip and choose the best answer to the questions.  
(Student’s book P66 Ex.3) 
B. Watch video clip again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P57 E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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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ritten practice: Write a short summary of the clip, which should include: 
� the aim of the trip  
� how the cyclists are coping 
3. Talking point 
1) Student A reads information on Page 121 and student B Page 123.  
2) Reconstruct the story. Student A uses the questions given to obtain the missing information. 

Student B can read out the sentences or reword them. 
4. 作业与拓展学习 
1) Work in four person groups and prepare a radio programme called Everyday Heroes 
Think about: 
• which stories you want to feature in the programme  
• how many stories there will be and how long each story will last  
• how you will present each story, eg through interviews, narrating the stories 
• what the tone of the programme will be, eg serious, light-hearted, dramatic 
2) 利用网络课件预习 Listening in部分内容。 
Periods 3-4 (Week 11) 
1. Unit task: Homework checking 
1) Invite one or two groups to present their radio program to the to the whole class. 
2) Have a class vote and find out who can persuade the most number of people to join in their 

project. 
2. Listening in — Passage one 
1) Pre-listening activities 
A. Cultural notes: 
a) The Hudson River is a major waterway running to New York from the north, named after an 

English explorer of the time of Shakespeare. 
b) US Airways, Inc. (US Airways)  
c) La Guardia Airport  
B. Words learning: icy, flock, miraculously, correspondent, populated, ashore,  miracle. 
2) Listening tasks 
Listen to Passage 1 and retell the story in the recording. 
3. Listening in — Passage two 
1) Pre-listening activities 
A. Words learning:  
inspiration n. 鼓舞人心的人/物 
co-found v. 共同创办 
foundation n. 基金会 
donate v. 捐，赠 
B. Cultural notes: 
• Save the Children 
• The Red Cross 
• Greenpeace 
2) Listening tasks 
A. Listen to Passage 2 and make notes about the missing information.  
(Student’s book P69 Ex.6) 
B. Listen to Passage 2 again and check the true statements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Student’s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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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9 Ex.7) 
3) Oral practice: Discussion to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A. Work in pairs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Q1 Who’s your personal hero? 
Q2 Why are they your personal heroes? 
Q3 How have they inspired you? 
B. Work in groups and hold a discussion on the following topic 
Topic 1: How do you define a hero? 
Topic 2: What are the functions of heroes? 
4. Pronunciation 
Learn to read how to pronounce set phrase 
5. 作业与拓展学习 
1) 学习网络系统中第六单元补充材料； 
2）利用网络课件预习第七单元； 
3) 在学习系统上完成单元测试。 

Unit 7 

I．教学内容 
Unit 7 The secret life of science 
II. 教学目标： 
After learning the unit, the students will know: 
Ø famous museums in London; 
Ø English terms related to sciences.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Ø talk about their computer and other science related topics; 
Ø more techniques for retelling past events. 
They will learn to understand through listening 
Ø topics related to the above topics. 
And they will also learn 
Ø some everyday English expressions and new words. 
III. 教学方法： 
Under the guidance of student-centered principle, apply communicative and heuristic teaching 

methods,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get students involved in class participation. 
Task based instruction will also be used, which will allow students to finish tasks and solve problems 
through English. 

IV. 时间分配 
Periods 1-2 (Week 12): 
Inside view 
Outside view 
Talking point 
V. 教学步骤  
1. Inside view 
1) Culture learning 
A. Science Night  
Science Night is an all night extravaganza with a scientific twist! Science Nights provides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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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un for children and accompanying adults, through an evening of fantastic activities rounded off by 
camping in the Science Museum overnight. 

B. Famous Museums in London  
A number of museums and institutes can be found around Exhibition Road in South Kensington, the 

site of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1851.  
Exhibition Road is not just home to the V&A, but to an extraordinary cluster of world class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Natural HistoryMuseum, Science Museum, Imperial College, Royal Albert Hall,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the Royal College of Art. 

C. A Catholic is a person who is a member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The Church is a part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and has a leader called the Pope, who is based in Rome.  

D. Easter is one of the two most important Christian celebrations and takes place in late March or 
early April, actually the 47th day after Carnival. Christians celebrate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on Easter 
Day.  

2) Listening tasks 
A. Watch Conversation 1 and choose the best way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P74 

Ex.3) 
C. Watch Conversation 2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Student’s book P75 Ex.5) 
D. Watch Conversation 2 again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P76 Ex.6) 
3) Language enhancement 
A. Everyday English  
� There’s no hurry. 
� You got it! 
� I’ll just… 
� You’re what? 
� Got to dash 
B. Functional expressions 
� Making plans 
� Asking for and confirming further information 
4) Oral practice: functional dialogue 
Students are given functional instructions about what to say but they need to supply the actual words 

themselves 
Work in pairs and act out the conversation on P77.  
2. Outside view 
1) Pre-listening activities 
A. Learn the terms: 
Look at the words and guess their meaning:  
Ø Spam 
Ø screen saver  
Ø desktop 
Ø Hacker 
Ø blogger 
Ø podcast 
Ø Netiquette 

Ø click rate 
Ø page view 
Ø navigation bar 
Ø home page/ main 
page 
Ø secondary page/ 
  subordinate page 

Ø manual search 
Ø broad band 
Ø Bandwidth 
Ø Server 
Ø Browser 
Ø certificate 
autho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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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telnet 
Ø security certificate 
Ø Ethernet 
 

Ø search engine 
Ø auto search 

Ø domain name 
Ø remote access 

B. Do the questionnaire on the student’s book P78, 
2)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A. Watch Part 1 of the video clip and choose the best answer to the questions  
(Student’s book P79 Ex.4) 
B. Watch Part 1 again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P79 Ex.5) 
3) Oral practice: Work in pairs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Q1. How have computers helped you in your life? 
Q2. Do you think young people in China are too dependent on computers and mobile phones? 
Q3. What are the mai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omputers to society? 
3. Presentation skills: Recalling things you have seen or read 
1) Tips: When we see, read or hear about something interesting we often want to tell others.  We 

normally start by setting the context.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recall the details of the stories to make your 
listeners interested. 

2) Practice:  
A. Work in pairs and choose something interesting you have seen or read recently to talk about.  
B. Work in pairs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Q1 Where and when did you see / read / hear about this? 
Q2 What makes it interesting or unusual? 
Q3 What are the important details of it? 
Q4 What facts support it? 
Q5 Do you have any reason to doubt it? 
Q6 Have you heard of anything else similar before? 
Q7 Why would other people be interested in it? 
4. 作业与拓展学习 
1) 学习 listening-in和 pronunciation部分内容； 
2) 学习网络补充资源内容. 

Unit 8 

I．教学内容 
Unit 8 High days and holidays 
II. 教学目标： 
After learning the unit, the students will know: 
Ø some western festivals, their origin, and their customs; 
Ø English terms related to Chinese festivals.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Ø talk about their festivals and celebrations; 
Ø more techniques for informal discussion; 
Ø learn how to read and use contracted forms and falling tones in tag questions. 
They will learn to understand through listening 
Ø topics related to the above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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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y will also learn 
Ø some everyday English expressions and new words. 
III. 教学方法： 
Under the guidance of student-centered principle, apply communicative and heuristic teaching 

methods,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get students involved in class participation. 
Task based instruction will also be used, which will allow students to finish tasks and solve problems 
through English. 

IV. 时间分配 
Periods 1-2 (Week 13): 
Starting point 
Inside view 
Outside view 
Talking point 
Periods 3-4 (Week 14): 
Unit task 
Listening in  
Presentation skills 
Pronunciation 
V. 教学步骤  
Periods 1-2 (Week 13) 
1. Starting point 
1) Oral practice: Are you festival fans? 
A. Read the statements on P86. If you have done the things mentioned in the statement in the last two 

years, put a tick beside the statement 
B. Count how many ticks you have got. Each tick wins one point for you.  
C. Check you scores against the following score interpretation:  
8-10  You are a festival fan. 
5-7   You are quite festival-conscious. 
3-4   Festivals do not mean much to you. 
0-2   Festivals cannot rely on you at all! 
2) Take a look at the title—High days and holidays and guess what it means. 
2. Inside view 
1) Culture learning 
A. Camden in North London is a major tourist attraction. A craft market (Camden Lock Market) was 

opened by the canal (hence lock) in 1974 and quickly became very popular.  
B. Carnival is a festive season which occurs immediately before Lent (大斋节, being the six weeks 

directly before Easter ); the main events are usually during February. Carnival typically involves a public 
celebration or parade combining some elements of a circus, mask and public street party. People often 
dress up or masquerade during the celebrations. 

C. A Catholic is a person who is a member of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The Church is a part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and has a leader called the Pope, who is based in Rome.  

D. Easter is one of the two most important Christian celebrations and takes place in late March or 
early April, actually the 47th day after Carnival. Christians celebrate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on Easter 
Day.  

2) Listening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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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atch Conversation 1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Student’s book P86 Ex.2) 
B. Watch Conversation 1 again and match the speakers with the statements. (Student’s book 86 Ex.3) 
C. Watch Conversation 2 and choose the best way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87 

Ex.5) 
D. Watch Conversation 2 again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88 Ex.6) 
3) Language enhancement 
A. Everyday English  
They sell pretty well everything here. 
all sorts of cool places to hang out 
The weather is awful. 
Take care! 
Look after yourself.  
B. Functional expressions 
� Talking about 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 activities 
� Making invitations 
� Talking about important festivals 
2. Outside view 
1) Pre-listening activities 
A. Learn new words: 
B. Cultural notes: Learn how to say Chinese festivals in English. 
� Spring Festival 
� Lantern Festival 
� Dragon Boat Festival 
� Double Ninth Festival 
� Mid-Autumn Festival 
� Tomb Sweeping Day 
2)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A. Watch Part 1 of the video clip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Student’s book P90 Ex.3) 
B. Watch Part 1 again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P90 Ex.4) 
C. Watch the whole video clip and choose the best answer to the questions.  
(Student’s book P91 Ex.5) 
3) Oral practice:  
Work in groups to have a talk show on “Holidays and customs in China”. One works as a host. 

Decide the roles of other participants, for example, a foreign student, a professor from the South, an old 
native Beijinger, or any other role that is related to the topic. The discussion result in Exercise 1 can be 
used as your reference. You can also discuss other topics. 

3. Talking point: Strange festivals 
Work in pairs. Look at the names of the festivals and discuss where the festivals might be held and 

what might happen at the festivals. (Refer to student’s book P89) 
4. 作业与拓展学习 
1) Inventing your own festival  
A. Work in pairs and invent a festival. Decide what the festival will celebrate and give it a 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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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Decide how the festival will be celebrated and make notes.  
Talk about: 
• On what date will the festival take place?  
• Will the festival be celebrated outdoors, eg will there be a parade? 
• What will people do, eg will they make things for display? 
• Will friends, families and neighbours gather together and eat special foods? 
2) 学习网络补充资源内容； 
3) 预习单元其余部分内容。 
Periods 3-4 (Week 14) 
1. Unit task: Homework checking 
1) Ask two pairs or more to present their own festival to the whole class. 
2) Have a class vote to see whose idea is the best. 
2. Listening in — Passage one 
1) Pre-listening activities 
A. Cultural notes: 
a) James I, (19 June 1566 – 27 March 1625) was King of Scots as James VI from 1567 to 1625, and 

King of England and Ireland as James I from 1603 to 1625. 
b) Guy Fawkes belonged to a group of provincial English Catholics who planned the failed 

Gunpowder Plot of 1605, whose aim is to restore a Catholic monarch to the throne. 
Fawkes became synonymous with the Gunpowder Plot, which has been commemorated in England 

since 5 November 1605. His effigy is burned on a bonfire, often accompanied by a firework display. 
2) Listening tasks 
Retell the story about Guy Fawkes Night you heard in the audio file with the help of the following 

key words.  
Guy Fawkes Night Bonfire Night  burn 
fireworks  sausages  potatoes  
effigy   plot   overthrow 
parliament  explosive  cellar     November 5th  
making dummies     execute 
3) Oral practice: Discussion to develop th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Work in groups and hold an informal discussion on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Q1. Why do you think people continue to celebrate Guy Fawkes Night? 
Q2. Why are traditional festivals like Guy Fawkes Night important in a society? 
Q3. Do you have to believe the reasons behind a festival in order to celebrate it? Why / why not? 
3. Listening in — Passage two 
1) Pre-listening activities 
A. Words learning: frantically, psychologist, primarily, commercialization, moveable, turkey, 

pumpkin, admirable, winter solstice 
B. Warm-up oral practice: Guessing game 
� Work in groups. One of you (Student A) thinks of one western festival, but you should not tell the 

rest of your group what it is. 
� Other members of the group try to figure out the what the festival is by asking student A questions 

about it. 
2) Listening tasks 
A. Listen to Passage 2 and match the festivals with the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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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book P93 Ex.6) 
B. Listen to Passage 2 again and answer the questions.  
(Student’s book P93 Ex.7) 
3) Oral practice: Discussion to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Work in groups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Q1 Which of the western festivals do you think to be the most enjoyable? 
Q2 Are any of the festivals mentioned similar to Chinese festivals? 
4. Presentation skills (can be done before the previous task) 
In this section, students will learn some useful techniques and expressions for informal discussion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Expressing partial agreement 
Disagreeing 
Giving examples 
Talking about opportunities 
5. Pronunciation 
1) Learn how to pronounce contracted forms. 
A. What is contracted form?  
Contractions or contracted forms (缩略形式) are words  
that have been shortened by the dropping of a letter or letters in the words.  
The most common example is the one when we add the auxiliary verb “not” to another auxiliary verb 

in negative sentences:  do + not  = don't  
B. When are contracted forms used?  
Contractions are mainly used in speech and informal writing. They should NOT be used in formal 

writing.  
C. Work out the contracted forms of the following phrases Then read aloud the full and contracted 

forms and compare the difference. 
do + not        will+not 
shall+not    ought+not 
were+not    he+had been 
I+have done    she+is 
what+will    there+would 
was+not     are+you+not 
it+is     should+not 
2) Learn how to use falling intonation in tag questions. 
6. 作业与拓展学习 
1) 总结东方节日和西方节日风俗的相同与不同。 
2）利用网络课件预习第 9单元 Inside view和 Outside view部分内容； 
3) 朗读 pronunciation部分练习。 

Unit 9 

I. 教学内容 
Unit 9 What’s in a name? 
II. 教学目标 
After learning the unit, the students will know: 
Ø the pub culture in Bri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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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how British people name their shops and places 
Ø something about the British Royal family, especially their names; 
Ø some famous brands.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Ø talk about names and the origin of names. 
Ø practice more techniques useful for giving a talk 
Ø learn how to how to read 1) brand names, and 2) unstressed words. 
They will learn to understand through listening 
Ø topics related to the above topics. 
And they will also learn 
Ø some everyday English, functional expressions and new words. 
III. 教学方法： 
Under the guidance of student-centered principle, apply communicative and heuristic teaching 

methods,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get students involved in class participation. 
Task based instruction will also be used, which will allow students to finish tasks and solve problems 
through English. 

IV. 时间分配 
Periods 1-2 (Week 15): 
Starting point 
Inside view 
Outside view 
Talking point 
Periods 3-4 (Week 16): 
Unit task 
Listening in  
Presentation skills 
Pronunciation 
V. 教学步骤  
Periods 1-2 (Week 15) 
1. Starting point 
Work in pairs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Student’s book P98) 
2. Inside view 
1) Culture learning 
A. Picture signpost  
In Britain, a large picture signpost marks an inn or pub. These might be expressions referring to local 

landmarks and landowners, celebrations of great men, and so on as mentioned in the conversation. 
B. The Lamb and Flag – Jesus is referred to as the Lamb of God and shown in many old pictures 

with a flag of victory. 
C. St. George and the dragon.  
As a result of connections with snakes, dragons could be symbols of the Devil /Satan in Western 

cultures. In Northern Europe dragons were associated with caves full of treasure, fire breathing and 
dangerous tempers. 

St. George was regarded as a very special saint in England who was believed to be a brave soldier 
who killed a dragon. 

2) Listening ta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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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atch Conversation 1 and correct check (✓) the true statements according to the conversation. 
(Student’s book P98 Ex.2) 

B. Watch Conversation 1 again and choose the best answer to the questions. (Student’s book P99 
Ex.3) 

C. Watch Conversation 2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P100 Ex.6) 
3) Language enhancement 
A. Everyday English  
This is our local. 
I’m with you on that. 
Here you go. 
I’ll be right with you. 
Ok, got you! 
That was news to me. 
B. Functional expressions 
• Ordering drinks 
• Resuming a topic of conversation 
• Bringing a conversation to a close 
4) Oral practice: functional dialogue 
Students are given functional instructions about what to say but they need to supply the actual words 

themselves 
Work in groups of three. Think of an interesting name for a pub and the story behind the name and 

act out the conversation according to the instructions of Ex. 8 on Student’s book P101.  
3. Outside view 
1) Pre-listening activities 
A. Warm-up: Look at the photo of the British Royal family and try to tell who is who. 
B. Cultural notes 
a) Match the royal family with their titles. 

Royal members Their titles 
Prince Philip 
Princess Ann 
Prince Charles  
Charles’s wife 
Prince Andrew  
Prince Edward 
Edward’s wif 

The Duke of Edinburgh 
Princess Royal 
Prince of Wales 
The Duchess of Cornwall 
The Duke of York 
The Earl of Wessex  
The Countess of Wessex 

b) The Duke of York is a title given to the second son of the ruling monarch. The one shown is Prince 
Frederick (1763–1827), second son of George III, commonly called the Grand 

c) How to address the Royal Family? 
The Queen:  
Your Majesty, for the first exchange and after that Ma’am. 
The princes:  
Your Royal Highness and after that, Sir. 
The Princess and other female members:  
Your Royal Highness and after that, Ma’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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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A. Work in pairs and discuss what the video clip said about the following terms (refer to student’s 

book P103) 
Q1 His Royal Highness 
It’s used to refer to princes and princesses. 
Q2 Her Majesty 
It’s used to refer to the Queen. 
Q3 Saxe-Coburg-Gotha 
The German sounding name used by the Royal Family before. 
Q4 Windsor Castle 
The Royal Family’s popular family castle. 
Q5 Mountbatten-Windsor 
The Royal Family’s surname after 1960. 
Q6 the wedding of Charles and Diana 
At the wedding, Charles was recorded in the marriage register as His Royal Highness Prince Charles 

Philip Arthur George, The Prince of Wales. 
Q7 Henry, William, Edward and George 
Popular names for royals. 
B. Watch the video clip again and choose the best way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P103 Ex.4) 
3) Oral practice: Discussion to develop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Hold a class discussion on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Q1. In what ways are the Royal Family similar to or different from other people? 
Q2. What aspects of their lives would appeal to you? What wouldn’t appeal to you? 
4. Talking points 
Work in pairs. Read the British and American pop group names (refer to Student’s book P101)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Q1. What do the names mean, if anything? 
Q2. Which names do you like / dislike most? 
Q3. Can you tell what type of music the group plays, just from the name? 
5 作业与拓展学习 
1) Work in pairs. Choose a name for a product and make a presentation about it. Choose one of these 

products:  
perfume for women 
 a car 
 washing powder 
Give a short presentation about the name of your product and why you chose it. Use the questions in 

Activity 2 to help you 
2) 利用网络课件预习单元其余部分内容。 
Periods 3-4 (Week 16) 
1. Homework checking 
Ask two or more pairs to present their brand names the class and vote to see who has created the best 

brand name. 
3. Listening in — Passage one and two 
1) Pre-listen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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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arm up oral practice:  
� Write down five brand names. 
� Decide whether you like the brand names. 
� Discuss the reasons why you like or dislike the brand names. 
(e.g. BMW, Sony, Louis Vuitton, Apple, Nokia, China Mobile, Ping An, Lenovo, NetEase, Haier etc.) 
2) Listening tasks 
A. Listen to Passage 1 and match the qualities with the brand names. 
(Student’s book P104 Ex.3) 
B. Listen to Passage 1 again and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P104 Ex.4).  
3) Oral practice: Discussion to develop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Work in pairs and discuss the questions: 
Q1. How important is a brand name as part of the success of a product? 
Q2. Which Chinese band names can you think of that are really successful? 
Q3.What kind of problems might companies have when choosing a name for a product to be sol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3. Listening in — Passage two 
1) Pre-listening activities 
cultural notes: maiden name; the Middle East 
2) Listening tasks 
A. Listen to Passage 2 and check (✓) the true statements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Students’ book 

P105 Ex.7) 
B. Listen to Passage 2 again and choose the best way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s. 
(Students’ book P105 Ex.8) 
3) Oral practice: Work in groups and discuss the following question:  
What factors will influence people naming their children in China? 
4. Presentation skills: Giving a talk 
1) Tips: To prepare a talk in a short time, a good tip is to write and memorize two or three key 

sentences for each section of the talk. 
2) Work in groups of four and interview your group about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Q1 What’s the background to your given name? For example, are you named after anyone in 

particular, such as a person your parents admire? 
Q2 What does your given name mean? 
Q3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name? For example, is it old-fashioned, modern or unusual? 
Q4 Do you know more about the background to the names on your mother’s or father’s side of the 

family? 
Q5 What do you know about your parents’ or grandparents’ given names? Are there any interesting 

stories to tell? 
3) Plan a talk about the names in your family including your own.  
4) Take turns to give your talk. After your partner’s talk, suggest ways to improve it. 
5. Pronunciation 
1) Learn to read how to read brand names 
2) Learn how to pronounce unstressed words in a flow of language. 
6. 作业与拓展学习 
1) 学习网络系统中第 9单元补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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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学习系统上作网络测试； 
3) 总结复习所学各单元。 
三、课程进度表 
本课程在本科生第一学年两学期开设，每隔周 2学时，32周课，共计 32学时。教学内容为教

材上各单元的内容和网络补充材料。具体教学内容及学时分配如下: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2 

Unit1 Discovering yourself 
4 

课堂讲授，讨论，网络学习 

3 
4 

Unit 2 Childhood memories 
4 

课堂讲授，讨论，网络学习 

5 
6 

Unit 3 Art for art’s sake 
4 

课堂讲授，讨论，网络学习 

7 Unit 4 Changing times 2 课堂讲授，讨论 
8 
9 

Unit 5 A place in society 
4 

课堂讲授，讨论，网络学习 

10 
11 

Unit 6 Streets full of heroes 
4 

课堂讲授，讨论，网络学习 

12 Unit7 The secret life of science 2 课堂讲授，讨论 
13 
14 

Unit 8 High days and holidays 
4 

课堂讲授，讨论，网络学习 

15 
16 

Unit 9 What’s in a name 
4 

课堂讲授，讨论，网络学习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后续课程：英语视听说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Inside View, Presentation Skills. 
难点：Outside View, some Listening-in Passages，文化差异部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环节说明部分) 
教学环节说明 
本课程使用的教材《新标准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 3》每单元围绕同一主题，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Starting point，Inside view，Outside view，Talking point，Listening in，Presentation skills，Pronunciation
和 Unit task。各环节的主要目的如下：  

Starting point 以调查问卷、趣味测试、话题讨论等多样的口语练习导入单元主题，

开拓思维，激发兴趣。  

Inside view 从中国学生 Janet来到 London Time Off工作为开始，以伦敦为背景，
展示了英国人日常生活和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介绍的以英国为主的

文化知识。 

Talking point 通过各类形式生动的口语活动引导学生进一步探讨单元主题，同时起

到调节课堂气氛的作用。  

Outside view 选取真实视频材料，包括新闻、访谈、专题节目等，展现校园之外的

社会万象，引导学生从多角度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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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视频材料中突出的语言特点，深入分析，提高学生的听力策略。  
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  

Listening in 听力专项训练，包含两段与主题相关的音频材料。  

Presentation skills 口语表达专项训练，包含不同场合、不同形式的口语表达，帮助学生

掌握常用表达方式，培养口语策略。  

Pronunciation 语音专项训练，结合中国学生的发音特点提供语音训练，帮助学生突

破发音以及听力中的弱点和难点。  

Unit task 要求学生综合运用本单元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完成一项实践活动。

学生可课下准备，课上演示。  

教学方法和手段 
1) Starting point 
This section includes one or more activities to raise the topic in students' minds and develop a focus 

on the theme of the unit. They may involve a short discussion about a photo, a common experience, some 
quotations or perhaps a questionnaire.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share ideas, interpretations and opinions. Later units encourage students 
to give reasons for their opinions.  

For this section, teachers should make sure students understand what to do and arrange for them to 
work in pair or groups. As they work, teachers may circulate and listen to check that the student 
discussion is appropriate and give help with vocabulary and expression, if necessary. Later, teachers may 
choose a pair to report back or summarize their discussion to the whole class. Teachers can then give a 
very brief comment for encouragement and feedback, or make a link with the next section. 

2) Inside view 
This section is based on two video conversations. Each conversation has two or more activities which 

aim to help students understand the conversation and use the target language within it. Each conversation 
is viewed twice for a different purpose each time. In a later activity, students also read part of the written 
version to complete sentences from it. Since the activities are arranged progressively, with re-viewing, 
students should not worry if they cannot understand everything the first time. 

The viewing is preceded by a pre-listening activity, in which students discuss a photo related to the 
video, or work in pairs to predict aspects of the topic or the uses of likely words and expressions or the 
sequence of sentences. This task is in itself language practice. Students should know that a prediction task 
means that it focuses on what the text might be about or asks students to discuss relevant personal 
experiences as preparation for listening. Clearly a range of answers are possible because students can 
make different, but valid, predictions. The emphasis is not about being right or wrong but of discussing 
ideas, and giving reasons for predictions, or working with relevant language.  

This section has listening activities in which students respond by checking a list or chart, completing 
sentences from given choices, making sentences using given words, giving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completing the conversation by filling in blanks etc.  

The Everyday English highlights common words, phrases and idioms with an activity for students to 
deduce their meanings and to check that they understand them.  

This section also has a guided functional dialogue ("act out the conversation"): Students are given 
functional instructions about what to say but they need to supply the actual words themselves, which 
means there is an element of creativity here with the content and a variety of different expression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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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ghtly different dialogues is possible.  
3) Talking point 
The aim of this section is for students to discuss their own thoughts, ideas, opinions and experiences, 

i.e. to use their English in a more personalized way. Some talking point activities use pages at the back of 
the textbook arranged in a communicative format, and others ask students to discuss and formulate advice 
or talk about ideas, actions and experiences, or to complete a questionnaire. The talking point activities 
are designed to be more open-ended activities than the ones in later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4) Outside view 
This section has activities following the viewing of an authentic video clip which explores the topic 

from a different angle.  
Before viewing the clip, there is a pre-listening activity in which students discuss photos from the 

video or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 topic. The Watching and understanding section has three or four activities, 
arranged so that students actually view the clip two or three times. Students should not worry if they do 
not understand everything after the first or second viewing. The activities include checking a chart related 
to the content, identifying true statements, numbering sentences in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appear, finding 
out specific information, completing a factfile etc.  

Developing critical thinking asks students in pairs to discuss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ir own opinions, 
ideas, views, and experiences with the aim to help them develop independent thinking. These are 
open-ended discussions and the Teacher's Book provides examples of possible answers, together with 
guidance on helping students extend their answers. Sometimes it will be better for students in their pairs 
to discuss one or two questions in more detail - with examples, reasons, evidence or alternative ideas - 
rather than to answer all questions with only brief or superficial answers. 

5) Listening in  
This section has two audio recordings of monologues or dialogues for students to listen to. Each 

passage has a pre-listening activity and several other activities after listening. Generally the activities 
follow more than one playing of the passage, which again means that students need not worry if they do 
not understand everything the first time, though they will be listening for the second time with a different 
focus.  

The pre-listening activity asks students to discuss photos or illustrations, or questions and this can 
generally be done quite rapidly as a prediction activity. Then there are sets of Listening and understanding 
activities to be completed after listening. These include completing charts, tables or forms to identify 
information, correcting sentences, completing sentences, or matching items together etc. Since responses 
are generally brief these activities can usually be completed quite quickly. The answers are given in the 
Teacher's Book.  

A Developing critical thinking section follows each listening passage. As before, these require 
personal responses from students in pair discussion. Example responses are given in the Teacher's Book. 

6) Presentation skills 
This section helps students to discuss, plan, practise and give presentations. A box in the Student's 

Book gives advice and guidance about the particular presentation, so that progressively students practise 
various presentation skills. Each time, there are several steps for pairs or groups of students and these lead 
up to an actual presentation. These steps are designed to help students think of ideas and relevant language 
and to structure their presentations. Some of this preparation might be done out of class and where 
presentations require factual information, students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use the Internet or other 
resources to get the information in advance.  

Presentations need not be long: perhaps less than a minute and probably not more than two min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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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so, for reasons of time, it is unlikely that more than two or three students could give their 
presentations to the whole class for any particular unit. However, presentations can often be given in 
groups working simultaneously while teachers circulate to listen and give assistance-- later teachers can 
choose one or two students to give their presentation to the whole class. Teachers can keep a record of 
those who have given presentations to ensure that all students have the chance to give a whole class 
presentation at some time. 

7) Pronunciation  
Each pronunciation activity focuses on a specific point, which is generally explained in a box in the 

Student's Book. Students should be assured that this regular practice with a specific focus is a sound 
approach to developing good pronunciation over time: The first important step is for them to become 
aware of key features through listening and, often, underlining. Students then read a dialogue or a passage 
which has examples of the target feature, either before or after listening to the recording. This reading can 
be done in pairs for both dialogues and passages - the latter can easily be divided into sections for pairs to 
practise. The Teacher's Book has answers to the underlining activities and sometimes an additional 
activity. 

8) Unit task 
This is a culminating oral activity in the form of a pair or group task which allows students to make 

productive use of the language skills in the unit. The task has several steps which lead to a prepared pair 
or group presentation or a role-play of a meeting, an interview, a radio program etc. Students can be 
reminded that the process of preparing the task is itself language practice. This section may be started 
during class so that there is a benefit of sharing the stimulation and ideas in a group, but it can probably be 
developed out of class (especially if students need to locate factual information) and presented in a later 
class.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网络自主学习是视听说课程不过缺少的一部分，不仅可以补充课堂听力时间不足的问题，还可

以培训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大学英语听说》课程提供了课堂教学与网络自主学习所需的立体化

资源。学生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设定自己的学习目标与进程，选择相应练习，加强语言训练，也

可以在线完成作业、参加测试、查阅练习记录、与教师或同学交流。这些丰富的教学资源与个性化、

自主式的学习环境有助于学生进一步提高语言能力与学习能力。同时网络平台的记录、测试与评估

功能还可以协助教师进行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加强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语言应用能力发展的

检测。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测试与评估是了解学生英语水平、评估教学质量、促进教学改革的重要手段。《大学英语听说》

采用形成性考核和终结性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性考核包括对学生在学期中各学习阶段学习成果

的测试，主要由平时作业与测验、课堂表现、出勤和网络学习组成；终结性考试每学期安排一次，

包括口试和笔试两部分，由任课教师在学期末统一命题。具体比例如下： 
Final written exam: 60% 
Final oral exam:  20% 
homework and quiz: 5% 
class performance: 5% 
Attendance:  5% 
Online learning:  5%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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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Greenall，文秋芳主编《新标准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 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年 8月 第 1版（教材为“十二五”普通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推荐用书： 
Simon Greenall，文秋芳主编《新标准大学英语 综合教程》， 《新标准大学英语 文化阅读教

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年第 1版. 
郑树棠主编《新视野大学英语听说教程 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第 2版。 
张民伦《Step By Step 英语听力入门 3000（2）》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版。 
何其莘等《英语初级听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第 2版。 
2，拓展媒体资源 
http://cctvnews.cntv.cn/ 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广播 
www.bbc.co.uk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 
http://www.putclub.com普特英语听力网 
http://www.52en.com我爱英语网 
http://www.listeningexpress.com英语听力特快 
http://www.tingroom.com在线英语听力室  

执笔：高静  审稿：________ 审定：外国语院大学英语教研室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视听说（四） 
Watching Listening and Speaking (4) 

课程号: 10801041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法学实验班学生开设的通识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听力理解能力。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视、听、说多个环节的课堂

训练，使学生能够基本听懂来自英语国家人士的对话和演讲等，能听懂题材熟悉、篇幅适当的英语

广播或电视节目。能基本听懂外国专家用英语进行的讲座，能够抓住要点并领会部分细节，判断说

话人的观点、态度及方法等。2、口语表达能力。使学生进一步掌握英语语音知识和发音技巧，已
达到更加流利、地道的实现英语口语的朗诵和表达。能够和来自英语国家的人士进行比较流利的会

话，较好地掌握会话策略，能基本表达个人意见、情感、观点等。能就熟悉的主题进行基本的陈述、

说明等展示活动（Presentation），语音、语调准确地道，方法得当，思路清晰，效果良好。能就一
些熟悉的热点话题进行主题讨论，并能针对该主题陈述观点，思路清晰，逻辑合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课堂教学：16学时 

知识单元 1：Nine to five 朝九晚五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课堂导入活动：两人一组讨论自己的人生志向。 
2．内部视角：观看 Andy 和 Janet之间的有关人生规划两个对话。 
3. 讨论焦点：你是有抱负的人吗？ 
4. 外部视角：观看视频：Samantha的工作面试。 
5. 听力练习：材料 1：职业成功的标准。材料 2：不同国家工作情况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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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展示技巧：展示主题：我的理想工作。 
7. 语音练习：表达强烈情感和观点的发音语调。 
8. 单元总结：功能句式：猜想未来；谈论职场的态度和关系。 
学习目标： 
1．学生能够学会谈论未来规划。 
2．了解不能国家的工作文化。 
3. 学习一些工作面试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4. 掌握有技巧的展示自身优势的能力。 
5. 掌握表达强烈情感和观点的发音语调。 
作业： 
课堂展示自己的人生规划并详细描述每一个阶段。 

知识单元 2：A good read 美好的阅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课堂导入活动：讨论自己的阅读习惯以及喜欢的读物。 
2．内部视角：Andy, Joe和 Janet讨论写阅读狄更斯作品书评的事情。 
3. 讨论焦点：讨论各种图书类型，以及封面和封底的重要性。 
4. 外部视角：观看视频： 英国人的阅读及其图书馆。 
5. 听力练习：材料 1：成立阅读小组。材料 2：著名作家及其代表著作。 
6. 展示技巧：演讲：世界异域文学之旅。 
7. 语音练习：/t/，/d/，/k/发音练习。爆破音和连读的练习。 
学习目标： 
1．了解查尔斯·狄更斯的一些背景知识。 
2．学会谈论作家和作品。 
3. 掌握演讲中“引入”和“回顾”的技能。 
4. 学会正确朗读连音和爆破音。 
作业： 
和同伴讨论自己喜爱的读物并列出清单；对每一种读物做简要的介绍。 

知识单元 3：Fashion statement时尚宣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课堂导入活动：列举并讨论喜欢的服饰。 
2．内部视角：伦敦时装周，你需要知道的十件事。 
3. 讨论焦点：英语中和服饰相关的惯用语。 
4. 外部视角：观看视频：采访的伦敦当地人对于服装时尚的看法。 
5. 听力练习：材料 1：穿衣习惯的访谈节目。材料 2：伦敦时装周对模特的要求。 
6. 展示技巧：辩论。 
7. 语音练习：。美语中的辅音闭塞现象；元音的延长；美语中的滑音“y”。 
学习目标： 
1．了解时装表演的一些背景知识。 
2．一些表达惊讶、鼓励、询问和发表观点的句式。 
3. 英语中来自法语的外来语 。 
4. 辩论的基本技巧。 
5. 发音技巧：连读、意群。 
作业：展示—回顾中国之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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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4：Money talks 金钱万能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课堂导入活动：关于金钱的惊人事实。 
2．内部视角：英国银行博物馆的采访。 
3. 讨论焦点：你收到的第一张付账支票。 
4. 外部视角：视频：中得 100万美金彩票后的支出计划；采访 4000万美金彩票中奖者。 
5. 听力练习：材料 1：对《金钱的历史》作者的采访。 
材料 2：对于学生如何花钱的忠告。 
6. 展示技巧：用数字和事实支撑观点。 
7. 语音练习：不发音的字母；辅音连读。 
学习目标： 
1．了解英格兰银行的背景知识。 
2．学习核实和调整安排的表达方式。 
3. 学习参观建筑物的描述方式。 
4. 学习展示过程中用数字和事实支撑观点的技能。 
5. 学习辅音弱化的发音技巧。 
作业：财务报告的展示。 

知识单元 5：Gender studies 性别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课堂导入活动：不同性别对不同事物的喜好。 
2．内部视角：Andy 和 Janet 通过亲身经验讨论性别固有印象的话题。 
3. 讨论焦点： 性别差异和家庭的关系等问题。 
4. 外部视角：视频：电视节目：韩国女性的角色。 
5. 听力练习：材料 1：电视或广播节目：女权主义。 
材料 2：广播节目：从生物学的角度讨论性别问题。 
6. 展示技巧：引入正式讨论的技能。 
7. 语音练习：意群的发音技巧。 
学习目标： 
1．了解有关性别固有印象的背景知识。 
2．学习自尊、让步、强调、模糊数量等的表达方式。 
3. 学会听清对方说英语的自然表达方式：强调的程度。 
4. 学习展示中引入正式讨论的技能。 
5. 学习意群的发音技巧。 
作业：参加电视节目。 

知识单元 6：All in the past 所有的过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课堂导入活动：有关世界历史的测试问答。 
2．内部视角：几个朋友谈论位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皇宫以及英国议会的性质。 
3. 外部视角：视频：电视纪录片：海洋在英国历史上的重要性。 
4. 听力练习：材料 1：伊丽莎白一世。 
材料 2：罗马古城庞贝。 
5. 展示技巧：持不同观点的双方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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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语音练习：重读和非重读单词以及连贯的发音。 
学习目标：  
1．了解英国议会历史的背景知识。 
2．掌握澄清、肯定、建议等的表达方式。 
3. 学会听清对方说英语的自然表达方式：so 的使用。 
4. 学习展示中观点正反两个方面的展示技能。 
5. 学习重读和非重读单词以及连贯的发音技巧。 
作业：参加电视节目。 

知识单元 7：No place like home没有一个地方比家好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课堂导入活动：讨论关于居所的名人名言。 
2．内部视角：Andy要租一个新的住处，电话询问合租情况。 
3. 外部视角：视频：英国的住房及不同风格。 
4. 听力练习：材料 1：住在汽车里的女士。 
材料 2：英国年轻一组宅在家的新趋势。 
5. 展示技巧：结构严谨、层次清楚的演说。 
6. 语音练习：h的重读和弱读以及意群的发音。 
学习目标：  
1．学会讨论住所。 
2．掌握比较、抱怨和批评、警告等的表达方式。 
3. 学会听清对方说英语的自然表达方式：模糊语言的使用。 
4. 学习结构严谨、层次清楚的演说技能。 
5. 学习 h的重读和若读以及意群的发音技巧。 
作业：角色扮演和访谈：合租房子。 

知识单元 8：Architecture: frozen music 建筑：凝固的音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课堂导入活动：有关建筑话题的测试问答。 
2．内部视角：三个朋友安排一次对伦敦建筑专家的采访；专家谈论圣保罗大教堂。 
3. 外部视角：视频：芝加哥。 
4. 听力练习：材料 1：中国的两处现代建筑：国际机场第三航站楼和国家大剧院。 
材料 2：世界上五座非凡的建筑。 
5. 展示技巧：辩论中如何提及先前辩手及其观点的方法。 
6. 语音练习：自然的连贯发音以及重读和若读的发音。 
学习目标：  
1．学会谈论建筑和建筑物。 
2．掌握情愿和不情缘、确定和改正、期待和惊讶等的表达方式。 
3. 学会听清英语的自然表达方式：同意和反对的使用。 
4. 学习辩论中如何提及先前辩手及其观点的方法。 
5. 学习自然的连贯发音以及重读和若读的发音技巧。 
作业：展示自己为一个委员会制作的建筑设计。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Nine to five 朝九晚五 2 隔周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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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A good read 美好的阅读 2 隔周上课 
4    
5 Fashion statement时尚宣言 2 隔周上课 
6    
7 Money talks 金钱万能 2 隔周上课 
8    
9 Gender studies 性别研究 2 隔周上课 

10    
11 All in the past 所有的过往 2 隔周上课 
12    
13 No place like home没有一个地方比家好 2 隔周上课 
14    
15 Architecture: frozen music 建筑：凝固的音乐 2 隔周上课 
16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英语听说（二）》  
本课程先修课程为《英语听说（二）》，使用的教材是本课程系列教材的第三册。本课程使用教

材为该系列教材第四册，是这一系列课程的最后一级，在先前基础上对学生听说能力提出了更高要

求。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每一课视频观看部分的“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听力部分、展示技能。 
难点：1）从视频观看部分的 “外部视角”到听力部分，围绕同一类主题层层深入，语言的难度

和话题的深度都逐步加强，给学生的理解和掌握带来一定的困难和障碍。2）展示技能部分每一课
都会就某项技能要求学生进行重点操练，学生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会对每一项技能的深刻领会尤

其是执行感到困难。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任务型教学法。将课程教学任务分为前期准备、自主视听和后期巩固三个阶段。前期准备

对任务的内容、目标、进行方式、检测形式和时间做出说明。学习策略、背景知识和难词难句的解

说也可以在这一阶段中进行，一般以教师讲解或示范的形式进行。自主视听是对完成课堂任务的重

要保障，学生在课堂上如果对主旨要义和细节的理解不够透彻，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试听学习，或者

通过这一方式完成课上没有完成的试听任务；后期巩固通过学生的总结汇报和教师的评价总结，使

学生的学习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2. 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法。本课程使用的《新标准大学英语视听说》还可以专门配套使用网

络教学管理平台。教师和学生可以通过此平台进行专业的在线辅助教学和学习，为学生创造了良好

的个性化、自主式、协作式多媒体自主学习环境，也为教师提供了一个配合新的教学模式实施个性

化教学的交互式教学管理平台。教师和学生均可以获取本校新标准网站登录地址、账号和密码，从

而进行互动教学和自主学习。在线网络教学管理平台可以作为本课程课堂教学以外的补充教学形式

进行使用，尤其是学生可以在课下进行课程的复习回顾，新课预习，在线作业等等学习任务。协作

学习是学习任务完成的重要形式。学生通过对子活动、小组讨论、集体辩论、角色扮演等形式，可

以更加有效的完成和巩固课堂上的学习任务。 
教学手段： 
1. 课堂多媒体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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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主学习机房的使用。 
3. 移动媒体教学（微信的使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自主学习机房；移动媒体软件如微信、微博、博客的使用。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要求学生课下完成自主试听和讨论、演练等形式的自主学习，教师课堂上进行检验和反馈。鼓

励学生利用发达的多媒体网络资源进行听说能力的自我训练和提高。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6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主要使用以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的成熟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Simon Greenall,文秋芳等编著《新标准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 4》，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年 9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郑树棠编著《新视野大学英语听说教程 4》，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 5月 第 2版。 
2. 李荫华编著《全新版大学英语听说教程 4》，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 3月 第 2版。 

执笔：孙晓磊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0日 

 

学术英语（一） 
Academic English（I） 

课程号：10801046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非英语专业学士学位必修课程及大学英语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分为一般要求和更高要求两个层次，对基础较差的学生采用一般要求，对基

础较好的学生可采用更高要求。1、一般要求：阅读和评价一般学术文章的能力、区别事实和观点
的能力、搜索文献和引用资料的能力、有效理解学术讲座的能力、撰写一般小论文的能力、做演示

和陈述自己论点的能力等。2、更高要求：听法学专业英语讲课和学术讲座的能力、搜索和阅读法
学专业英语文献的能力、撰写法学专业文献综述和学术论文的能力、参加法学专业领域内国际学术

研讨会进行论文宣讲和讨论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学生在未来的专业学习和

研究中所需要的学术英语能力。本课程通过项目设计贯彻以内容为依托的教学理念，教学设计应区

别于传统单一授课模式和简单语言操练方法，应注重对材料（阅读或听力材料）信息的汲取和理解，

引导学生在进行文献搜索和对不同来源文献进行批判性阅读的同时，培养学生思辨能力，并通过合

作学习和项目完成，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语言学习的合作意识，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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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课程介绍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学术英语课程的指导思想 
2. 学术英语课程的理论依据 
3. 学术英语课程的教学目标 
4. 学术英语课程的教材与教法 
5. 学术英语课程的考核方法 
学习目标： 
1. 了解这门课程的特点 
2. 掌握学习这门课程的方法 
作业： 
预习第一单元 Unit 1 Plagiarism in Education 

知识单元 2：Unit 1 Plagiarism in Education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 Search for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 Discuss the Words’ Meaning 
3. Listen to the Report and Lecture 
4. Read for Information 
Text A Unraveling Plagiarism in China 
Text B Academic Integrity and Student Plagiarism: A Question of Education, Not Ethics 
Text C What is the Price of Plagiarism? 
5. Practice for Enhancement 
6. Presentation Skills  
学习目标： 
1. Learn the main idea of the two texts--- Unraveling Plagiarism in China & Academic Integrity and 

Student Plagiarism: A Question of Education, Not Ethics 
2. Compare and contrast different viewpoints of plagiarism 
3. Learn the language—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Integrate the four skills—conduct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theme of the unit 
5. Appreciate presentation skills 
作业： 
1. Write a summary of Text A/B 
2. Group presentation of Unit 1 
3. Exercise in Unit 1 

知识单元 3：Unit 3 Animal Rights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 Search for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 Discuss the Words’ Meaning 
3. Watch the Videos 
4. Read for Information 
Text A All Beings that Feel Pain Deserve Human Rights 
Text B Why Animals Have No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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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C China Bear-bile Producer Focus of Controversy 
5. Practice for Enhancement 
6. Writing Skills: How to Write a Summary 
学习目标： 
1. Learn the main idea of the two texts--- All Beings that Feel Pain Deserve Human Rights & Why 

Animals Have No Rights 
2. Compare and contrast different viewpoints of animal rights 
3. Learn the language—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Integrate the four skills—conduct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theme of the unit 
5. Develop writing skills: How to write a summary 
作业： 
1. Write a summary of Text A/B 
2. Group presentation of Unit 3 
3. Exercises in Unit 3 

知识单元 4：Unit 4 Domestic Violence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 Search for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 Discuss the Words’ Meaning 
3. Watch the Talk 
4. Read for Information 
Text A Alcohol Abuse Causes Domestic Violence 
Text B Alcohol Abuse Does Not Cause Domestic Violence 
Text C The Invisible Domestic Violence---Against Men 
5. Practice for Enhancement 
6. Listening Skills: How to Listen to Lectures 
学习目标： 
1. Learn the main idea of the two texts--- Alcohol Abuse Causes Domestic Violence & Alcohol 

Abuse Does Not Cause Domestic Violence 
2. Compare and contrast different viewpoints of domestic violence 
3. Learn the language—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Integrate the four skills—conduct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theme of the unit 
5. Develop listening skills: How to listen to lectures 
作业： 
1. Write a combination summary of Text A and Text B 
2. Group presentation of Unit 4 
3. Exercises in Unit 4 

知识单元 5：Unit 5 Euthanasia   
参考学时：11学时 
学习内容： 
1. Search for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 Discuss the Words’ Meaning 
3. Watch the Programmes 
4. Read for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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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A A Tribunal of Mercy 
Text B More Objections to Legalized Euthanasia 
Text C The Right to Die 
5. Practice for Enhancement 
6. Listening Skills: How to Take Notes 
学习目标： 
1. Learn the main idea of the two texts--- A Tribunal of Mercy & More Objections to Legalized 

Euthanasia 
2. Compare and contrast different viewpoints of euthanasia 
3. Learn the language—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Integrate the four skills—conduct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theme of the unit 
5. Develop listening skills: How to take notes 
作业： 
1. Write a combination summary of Text A and Text B 
2. Group presentation of Unit 5 
3. Exercises in Unit 5 

知识单元 6： Unit 6 Medical Malpractice 
参考学时：11学时 
学习内容： 
1. Search for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 Discuss the Words’ Meaning 
3. Listen to the Report and Lecture 
4. Read for Information 
Text A Malpractice Methodology 
Text B Peter Orszag’s Truly Bad Medical Malpractice Prescription 
Text C The Real Story About Medical Malpractice 
5. Practice for Enhancement 
6. Reading Skills 
学习目标： 
1. Learn the main idea of the two texts--- Malpractice Methodology & Peter Orszag’s Truly Bad 

Medical Malpractice Prescription 
2. Compare and contrast different viewpoints of medical malpractice 
3. Learn the language—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Integrate the four skills—conduct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theme of the unit 
5. Develop reading skills 
作业： 
4. Write a combination summary of Text A and Text B 
5. Group presentation of Unit 6 
6. Exercises in Unit 6 
复习与答疑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Review Unit 1/3/4/5/6 
2. Answer questions from th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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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践自主学习  共 30学时 
学生自主视听的内容有两项：《新标准视听说 2》和蓝鸽大学英语自主学习平台。新标准的最

低学习时长为 30小时，蓝鸽上网时间不做具体要求。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4 
Orientation(课程导航) 
Unit 1 Plagiarism in Education: Warm-up 

5  

5 
Unit 1 Plagiarism in Education: Text A 
How to give an effective presentation? 

5  

6 
Unit 1 Plagiarism in Education: Text B 
Group presentation of Unit 1 

5  

7 
Unit 3 Animal Rights: Warm-up 
Unit 3 Animal Rights: Text A 

5  

8 
Unit 3 Animal Rights: Text B 
How to write a summary? 

5  

9 
Group presentation of Unit 3 
Unit 4 Domestic Violence: Warm-up 

5  

10 
Unit 4 Domestic Violence: Text A 
Unit 4 Domestic Violence: Text B 

5  

11 
How to listen to lectures 
Group presentation of Unit 4 
Unit 5 Euthanasia: Warm-up 

5  

12 
Unit 5 Euthanasia: Text A 
Unit 5 Euthanasia: Text B 

5  

13 
How to take notes 
Group presentation of Unit 5 
Unit 6 Medical Malpractice: Warm-up 

5  

14 
Unit 6 Medical Malpractice: Text A 
Unit 6 Medical Malpractice: Text B 

5  

15 
How to develop reading skills 
Group presentation of Unit 5 

5  

16 复习+答疑 5+1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部分学生需同时修读英语视听说和读写译基础课程。 
后续课程：学术英语（二）；通用文化课；分科英语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课程采用以内容为依托的外语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将语言形式与法学学科内容知识

相结合，既注重综合语言技能的训练，又重视学生学术能力的培养。 
难点：课程采用项目研究法，在授课过程中要求学生就授课主题完成小组口头汇报和学期小论

文写作，采用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手段，督促和引导学生以英语为载体来学习和探究

法学课题，并在完成项目的同时提高语言综合运用的能力。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 以内容为依托的语言教学（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将法学学科内容与语言教学目标相结合，将语言形式与法学学科内容知识统一起来，同时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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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学科知识和综合语言技能。教学设计注重对材料（阅读或听力材料）信息的汲取和理解，引导

学生对不同来源、不同观点的材料进行批判性理解和评论。 
2. 项目研究法 (Project-learning)  
通过项目设计（口头报告项目、小论文写作项目），敦促学生搜集信息，并通过辨别不同来源

信息的可靠性，组织信息，加深对课文和话题的理解。 
项目一：采用合作学习方法（collaborative learning）开展小组口头报告。根据授课主题，要求

学生分工合作，搜索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加工整理，制作幻灯，在课堂展示。通过小组成员的展示

和听众的提问、评价环节，加深学生对课文主题的理解、提高了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并培养学生

的思辨能力。 
项目二：采用形成性评价模式指导学生小论文写作。通过学生撰写初稿、修改论文、论文答辩

和完成终稿等程序，对学生写作过程的不同阶段进行监控、指导和评定，帮助学生熟悉学术论文撰

写过程和学术规范，在提高写作能力的同时，为未来专业领域的科研写作打好基础。 
3. 课堂教学与自主学习相结合。 
课堂教学作为教学的核心，在学生的习得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然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是语言习得成功的关键。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发挥教学组织、引导作用，将课堂作为语言学

习、展示、探讨的平台；同时，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指导学生采用有效的学习和管理策略，鼓励学生

为项目的完成和学习效果的提升而进行有效的自主学习。课堂教学与自主学习的有效结合才能确保

教与学的有效性。 
4. 传统语言教学方法的利用。 
采用以内容为依托的语言教学不能违背语言教学规律，传统教学中的有效的教学和学习手段

（如任务型教学法、语篇分析等）仍能在教学中采用，并最终服务于新的教学方法。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教学多媒体。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自主视听的内容有两项：《新标准视听说 2》和蓝鸽大学英语自主学习平台。新标准的最

低学习时长为 30小时，蓝鸽上网时间不做具体要求。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容

有：自主视听、课堂表现、口头报告及摘要写作的完成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50％。 
学生参加全国、省、市、校级英语各项赛事（演讲、辩论、竞赛考试等）获奖可适当加分。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都有布置与所讲话题相关的写作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 21世纪 EAP学术英语系列丛书《法学英语（一）》；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采用外研社出版的《新标准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 2》。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李立、 张清，《法学英语（I）》（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2. Simon Greenall、文秋芳，《新标准大学英语 视听说教程（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张清主编，《地道英语写作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 束定芳主编，《新世纪大学英语系列：快速阅读》，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执笔：刘艳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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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英语（二） 
Academic English（II） 

课程号：10801046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非英语专业学士学位必修课程及大学英语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分为一般要求和更高要求两个层次，对基础较差的学生采用一般要求，对基

础较好的学生可采用更高要求。1、一般要求：阅读和评价一般学术文章的能力、区别事实和观点
的能力、搜索文献和引用资料的能力、有效理解学术讲座的能力、撰写一般小论文的能力、做演示

和陈述自己论点的能力等。2、更高要求：听法学专业英语讲课和学术讲座的能力、搜索和阅读法
学专业英语文献的能力、撰写法学专业文献综述和学术论文的能力、参加法学专业领域内国际学术

研讨会进行论文宣讲和讨论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学生在未来的专业学习和

研究中所需要的学术英语能力。本课程通过项目设计贯彻以内容为依托的教学理念，教学设计应区

别于传统单一授课模式和简单语言操练方法，应注重对材料（阅读或听力材料）信息的汲取和理解，

引导学生在进行文献搜索和对不同来源文献进行批判性阅读的同时，培养学生思辨能力，并通过合

作学习和项目完成，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语言学习的合作意识，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64学时 

知识单元 1：Unit 1 Same-Sex Marriage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1. Search for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 Discuss the Words’ Meaning 
3. Listen to the Debate 
4. Read for Information 
Text ASame-Sex Marriage, Civil Unions, and Domestic Partnerships 
Text B Anti-Gay vs. Pro-Marriage 
5. Practice for Enhancement 
6. Writing Skills: How to write an Academic Paper (I)  
学习目标： 
1. Learn the main idea of the two texts---Same-Sex Marriage, Civil Unions, and Domestic 

Partnerships& Anti-Gay vs. Pro-Marriage 
2. Compare and contrast different viewpoints of same-sex marriage 
3. Learn the language—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Integrate the four skills—conduct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theme of the unit 
5. Develop writing skills: How to choose a topic and search for relevant sources 
6. Develop reading skills: How to grasp information: scanning and skimming 
作业： 
1. Write a combination summary of Text A and Text B 
2. Group presentation of Unit 1 
3.  Exercises in Unit 1 

知识单元 2：Unit 2Graff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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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 Search for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 Discuss the Words’ Meaning 
3. Listen to the News Report  
4. Read for Information 
Text A What is Street Art? Graffiti, or Public Art? 
Text B Graffiti Laws: Outdated, Impractical and Unfair 
5. Practice for Enhancement 
6. Writing Skills: How to write an Academic Paper (II) 
学习目标： 
1. Learn the main idea of the two texts---What is Street Art? Graffiti, or Public Art? & Graffiti Laws: 

Outdated, Impractical and Unfair 
2. Compare and contrast different viewpoints of graffiti 
3. Learn the language—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Integrate the four skills—conduct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theme of the unit 
5. Develop writing skills:How to write an introduction 
6. Develop reading skills: How to use topic sentences for information 
作业： 
1. Write a combination summary of Text A and Text B 
2. Group presentation of Unit 2 
3.  Exercises in Unit 2 

知识单元 3：Unit 3 Death Penalty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 Search for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 Discuss the Words’ Meaning 
3. Listen to the Debate 
4. Read for Information 
Text A Death Penalty and Sentencing Information 
Text B Is Death Penalty Fair? 
5. Practice for Enhancement 
6. Writing Skills: How to write an Academic Paper (III) 
学习目标： 
1. Learn the main idea of the two texts---Death Penalty and Sentencing Information&Is Death 

Penalty Fair? 
2. Compare and contrast different viewpoints of death penalty 
3. Learn the language—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Integrate the four skills—conduct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theme of the unit 
5. Develop writing skills:How to cite sources and write references 
6. Develop reading skills: How to guess meaning from context. 
作业： 
1. Write a piece of argumentative essay 
2. Group presentation of Un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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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ercises in Unit 3 
知识单元 4：Unit 4 Gun Control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 Search for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 Discuss the Words’ Meaning 
3. Listen to the Speech 
4. Read for Information 
Text AMothers against Guns 
Text B Gun Control 
5. Practice for Enhancement 
6. Paraphrasing Skills (I) 
学习目标： 
1. Learn the main idea of the two texts---Mothers against Guns&Gun Control 
2. Compare and contrast different viewpoints of gun control 
3. Learn the language—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Integrate the four skills—conduct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theme of the unit 
5. Develop writing skills:How to write a body and conclusion 
6. Develop reading skills: How to infer word meanings through affixes and roots 
7. Develop paraphrasing skills 
作业： 
1. Write an Introduction of your academic paper 
2. Group presentation of Unit 4 
3. Exercises in Unit 4 

知识单元 5：Unit 5 Informed Consent and Patient’s Rights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 Search for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 Discuss the Words’ Meaning 
3. Listen to the Dialogue and Monologue 
4. Read for Information 
Text ADisclosure of Financial Interests 
Text B Cosmetic Surgery and Informed Consent: Legal and Ethical Considerations 
5. Practice for Enhancement 
6. Paraphrasing Skills (II) 
学习目标： 
1. Learn the main idea of the two texts---Disclosure of Financial Interests&Cosmetic Surgery and 

Informed Consent: Legal and Ethical Considerations 
2. Compare and contrast different viewpoints of informed consent and patient’s tights 
3. Learn the language—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Integrate the four skills—conduct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theme of the unit 
5. Develop writing skills:How to write a conclusion. 
6. Develop reading skills: How to understand the text through its organization 
7. Develop paraphrasing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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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Write the first draft of your academic paper 
2. Group presentation of Unit 5 
3. Exercises in Unit 5 

知识单元 6： Unit 6 Advertisement and Celebrity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 Search for Background Information 
2. Discuss the Words’ Meaning 
3. Listen to the Report and Lecture 
4. Read for Information 
Text ACelebrities in Advertising 
Text B False Advertising and Celebrity Endorsement: Where’s My Script? 
5. Practice for Enhancement 
6. Translation Skills 
学习目标： 
1. Learn the main idea of the two texts---Celebrities in Advertising&False Advertising and Celebrity 

Endorsement: Where’s My Script? 
2. Compare and contrast different viewpoints of advertisement and celebrity 
3. Learn the language—master the key language points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n the text 
4. Integrate the four skills—conduct a series of 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theme of the unit 
5. Develop writing skills:How to write an abstract. 
6. Develop reading skills: How to take notes in reading 
7. Develop translation skills 
作业： 
1. Write the final draft of your academic paper 
2. Group presentation of Unit 6 
3. Exercises in Unit 6 
复习与答疑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3. Review Unit 1/2/3/4/5 
4. Answer questions from the students 
（二）实践自主学习共 30学时 
学生自主视听的内容有两项：《新标准视听说 3》和蓝鸽大学英语自主学习平台。新标准的最

低学习时长为 30小时，蓝鸽上网时间不做具体要求。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Unit 1 Same-Sex Marriage: Warm-up 
Unit 1 Same-Sex Marriage: Text A 

4  

2 
Unit 1 Same-Sex Marriage: Text B 
Writing Skills: How to write an Academic Paper (I) 

4  

3 
Group presentation of Unit 1 
Unit 2 Graffiti: Warm-u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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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nit 2 Graffiti: Text A 
Develop writing skills: How to choose a topic and search for 
relevant sources 

4  

5 
Unit 2 Graffiti: Text B 
Group presentation of Unit 2 

4  

6 
Unit 3 Death Penalty: Warm-up 
Unit 3 Death Penalty: Text A 

4  

7 
Unit 3 Death Penalty: Text B 
Group presentation of Unit 3 

4  

8 Mid-Term Test 4  

9 
Writing Skills: How to write an Academic Paper (III) 
Unit 4 Gun Control: Warm-up 

4  

10 
Unit 4 Gun Control: Text A 
Paraphrasing Skills (I) 

4  

11 
Unit 4 Gun Control: Text B 
Group presentation of Unit 4 

4  

12 
Unit 5 Informed Consent and Patients’ Rights: Warm-up 
Unit 5 Informed Consent and Patients’ Rights: Text A 

4  

13 
Unit 5 Informed Consent and Patients’ Rights: Text B 
Paraphrasing Skills (II) 
Group presentation of Unit 5 

4  

14 Term Essay Tutoring  4  
15 Oral Defense of the Term Essay 4  
16 复习+答疑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部分学生需同时修读英语视听说和读写译基础课程；学术英语（一） 
后续课程：通用文化课；分科英语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课程采用以内容为依托的外语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将语言形式与法学学科内容知识

相结合，既注重综合语言技能的训练，又重视学生学术能力的培养。 
难点：课程采用项目研究法，在授课过程中要求学生就授课主题完成小组口头汇报和学期小论

文写作，采用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手段，督促和引导学生以英语为载体来学习和探究

法学课题，并在完成项目的同时提高语言综合运用的能力。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 以内容为依托的语言教学（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将法学学科内容与语言教学目标相结合，将语言形式与法学学科内容知识统一起来，同时教授

一般学科知识和综合语言技能。教学设计注重对材料（阅读或听力材料）信息的汲取和理解，引导

学生对不同来源、不同观点的材料进行批判性理解和评论。 
2. 项目研究法 (Project-learning)  
通过项目设计（口头报告项目、小论文写作项目），敦促学生搜集信息，并通过辨别不同来源

信息的可靠性，组织信息，加深对课文和话题的理解。 
项目一：采用合作学习方法（collaborative learning）开展小组口头报告。根据授课主题，要求

学生分工合作，搜索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加工整理，制作幻灯，在课堂展示。通过小组成员的展示

和听众的提问、评价环节，加深学生对课文主题的理解、提高了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并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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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辨能力。 
项目二：采用形成性评价模式指导学生小论文写作。通过学生撰写初稿、修改论文、论文答辩

和完成终稿等程序，对学生写作过程的不同阶段进行监控、指导和评定，帮助学生熟悉学术论文撰

写过程和学术规范，在提高写作能力的同时，为未来专业领域的科研写作打好基础。 
3. 课堂教学与自主学习相结合。 
课堂教学作为教学的核心，在学生的习得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然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是语言习得成功的关键。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发挥教学组织、引导作用，将课堂作为语言学

习、展示、探讨的平台；同时，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指导学生采用有效的学习和管理策略，鼓励学生

为项目的完成和学习效果的提升而进行有效的自主学习。课堂教学与自主学习的有效结合才能确保

教与学的有效性。 
4. 传统语言教学方法的利用。 
采用以内容为依托的语言教学不能违背语言教学规律，传统教学中的有效的教学和学习手段

（如任务型教学法、语篇分析等）仍能在教学中采用，并最终服务于新的教学方法。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教学多媒体。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自主视听的内容有两项：《新标准视听说 3》和蓝鸽大学英语自主学习平台。新标准的最

低学习时长为 30小时，蓝鸽上网时间不做具体要求。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60％，考核内

容有：自主视听、课堂表现、口头报告及小论文写作的完成情况；期末考试占 40％。 
学生参加全国、省、市、校级英语各项赛事（演讲、辩论、竞赛考试等）获奖可适当加分。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都有布置与所讲话题相关的写作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 21世纪 EAP学术英语系列丛书《法学英语（二）》；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采用外研社出版的《新标准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 3》。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李立、张清，《法学英语（二）》（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2. Simon Greenall、文秋芳，《新标准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3）》，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张清主编，《地道英语写作教程》，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 束定芳主编，《新世纪大学英语系列：快速阅读》，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执笔：刘艳审稿：×××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法律英语 
Legal English 

课程号：1080104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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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使学生能够在特定的语境中，1、准确掌握法律英语专业词汇；2、熟悉
运用法律文书中常用语言；3、知晓法律英语的语言特点；4、同时系统了解美国国家法律的概况、
特征；5、提高阅读和理解法律文书的能力，进行案例学习。以期提高学生学习和研究国外法律资
料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UNIT 1 THE LEGAL SYSTEM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Reading: Bodies of law 
1 Read the excerpts below from the course catalogue of a British university’s summer-school 

programme in law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1 Who is each course intended for? 
2 Which course deals with common law? 
3 Which course studies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law? 
4 Which body of law, civil law or common law, is the basis of the legal system of your jurisdiction? 
Types of laws 
The word law refers generally to legal documents which set forth rules governing a particular kind of 

activity. 
6 Find words in Exercise 5 which match these definitions. Consult the glossary if necessary. 
1 rules issued by a government agency to carry out the intent of the law; authorised by a statute, and 

generally providing more detail on a subject than the statute 
2 law enacted by a town, city or county government 
3 draft document before it is made into law 
4 legal device us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to establish policies at the European level to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laws of the Member States 
5 formal written law enacted by a legislative body 
Speaking 1: Explaining what a law says  
There are several ways to refer to what a law says. Look at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The law stipulates that corporations must have three governing bodies.  
The law provides that a witness must be present.  
The patent law specifies that the subject matter must be ‘useful’.  
These verbs can also be used to express what a law says:              
The law states / sets forth / determines / lays down / prescribes that ...  
8 Choose a law in your jurisdiction that you are familiar with and explain what it says using the verbs 

listed in the box above. 
Listening: Documents in court 
12 Listen to a lawyer telling a client about some of the documents involved in his case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1 What claim has been filed against the client? 
2 Will the case go to trial? 
Writing: Paraphrasing in plain language 
18 Here is the federal “knock and announce” statute of the United States, which is written in formal 

legal English. Paraphrase this statute in plain language. Write down your paraphrase first and then read it 
aloud. Does it sound natural? 

18 U.S.C.§3109. breaking doors or windows for entry or 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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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fficer may break open any outer or inner door or window of a house, or any part of a house, or 
anything therein, to execute a search warrant, if, after notice of his authority and purpose, he is refused 
admittance or when necessary to liberate himself or a person aiding him in the execution of the warrant.  

Translation skills:  
Repetition 
Except for rhetorical or significant purposes, repetition is normally avoided in English, while it is 

often seen in Chinese, which often results from differences in grammar and usage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Generally what is usually substituted, varied or omitted in English may often be repeated in 
Chinese. 

学习目标： 
1．Getting to know law and the legal systems: the brief comparison between two major legal families, 

common law system and civil law system  
2．Court personnel and documents used in court; interpretation of law in plain language; legal Latin  
作业： 
1. Review the first part of the unit: the legal system 
2. Preview the second part of the unit: court personnel 
3. Language Focus:  
Legal Latin 
Lawyers use Latin words and expressions when writing legal texts of every kind, from statutes to 

emails. 
2 Match each Latin word or expression (1–8) with its English equivalent and the explanation of its 

use (a–h). 
1 ad hoc  a thus (used after a word to indicate the original, usually incorrect, spelling 

or grammar in a text) 
2 et alii (et al.)  b for example (used before one or more examples are given)  
3 et cetera (etc.)  c for this purpose (often used as an adjective before a noun) 
4 exempli gratia (e.g.)  d against (versus is abbreviated to ‘v.’ in case citations, but to ‘vs.’ in all 

other instances)  
5 id est (i.e.)  e and others (usually used to shorten a list of people, often a listof authors, 

appellants or defendants) 
6 per se  f and other things of the same kind (used to shorten a list of similar items) 
7 sic  g by itself (often used after a noun to indicate the thing itself) 
8 versus (vs. or v.)  h that is (used to signal an explanation or paraphrase of a word preceding it) 
3 Match each Latin term (1–10) with its English equivalent (a–j). 
1 de facto           a among other things 
2 ipso facto         b per year 
3 inter alia              c number of shareholders or directors who have to be present at a board 

meeting so that it can be validly conducted 
4 per annum        d in fact 
5 pro forma         e of one’s own right; able to exercise one’s own legal rights 
6 pro rata           f proportionally 
7 quorum           g by that very fact itself 
8 sui juris           h as a matter of form 
9 ultra vires         i as follows 
10 videlicet (viz.)    j beyond the legal powers of a person or a bo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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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2：UNIT 2 LEGAL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Reading: Legal education: A call to the Bar 
In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the Bar is a term for the legal profession itself, while a bar association 

is the association which regulates the profession. A person who qualifies to practice law is admitted to the 
Bar; on the other hand, to disbar a lawyer is to make him or her unable to practice law. 

2 Find terms with the word bar in the introduction to this section and in the text above which match 
these definitions. 

1 a lawyer who is qualified to plead on behalf of clients 
2 in the UK, a training course which enables people who wish to become barristers and who have 

registered with the Inns of Court to acquire the skills and knowledge to prepare them for the specialized 
training of the pupillage  

3 a ceremony held at the end of this training course, when a candidate enters the profession 
4 organization regulating the legal profession 
5 in the USA, an important test taken by law-school graduates which, when passed, qualifies a 

person to practice law 
6 granted entrance to the legal profession 
7 to compel a lawyer to stop practicing law due to an offence committed 
A lawyer’s curriculum vitae 
3 Read the following CV (curriculum vitae) of a young British lawyer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1 Where did he work in summer 2002? 
2 What languages does he speak? 
3 Where did he complete his first degree? 
4 What was his main duty at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5 What is he doing now? 
Listening 1: Law firm structure 
4 Linus Walker has applied for a position at a law firm. Listen to his job interview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1 What does Mr Nichols say about the atmosphere of the firm? 
2 What does Linus say about the size of the firm? 
Speaking and Writing: Describing a law firm and its practice areas 
9 Using the words and phrases in italics in Exercises 6 and 8, write a short description of the practice 

areas of your own law firm or of a law firm you are familiar with. Refer to the positions and duties of the 
personnel. Note some of the important features of such a statement: 

¡ It is written in the first person plural (the ‘we’ perspective); 
¡ Much of the information is provided in the form of lists; 
¡ The present perfect tense is used to refer to what the firm has done; 
¡ The text may begin with a reference to the firm’s history and may conclude with a statement that 

sums up what the firm can do. 
Translation skills:  
Omission 
A necessary and indispensable word in English may prove useless, superfluous, and even a stumbling 

block in Chinese, which is illustrated by the frequent use of the English article. So many important words 
in English may well be omitted in Chinese, while other words omitted or understood in English may be 
supplied or repeated in Chines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so long as the meaning of the version is acc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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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lear, make it brief. However, omission of words at the expense of meanings should also be avoided. 
学习目标： 
1．Getting to know how to study law in the USA and the UK, how to become a lawyer and what 

process to undergo;  
2．structure of a law firm and its practice areas 
作业： 
1. Find online how Chinese law firms are structured and their practice areas 
2. Please do the following exercises. 
Language Focus 
1 Vocabulary: distinguishing meaning. Several different words can be used to refer to a lawyer. 

Distinguishing the meaning of the following words. You may need to consult a dictionary or other 
reference sources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s in meaning. 

1 barrister 
2 attorney 
3 in-house counsel 
4 solicitor 
3 a Collocations Combine the nouns in the box with the verbs below to make combinations to 

describe the work lawyers do. Some of the verbs go with more than one noun. 
cases    clients    contracts    corporations    decisions    defendants     
disputes    law    legislation 

1 advise 
2 draft 
3 litigate 
4 practise 
5 represent 
6 research 
1. b Choose three ‘verb + noun’ pairs from above and write sentences using them. 
…………………… 

知识单元 3：UNIT 3  CONSTITUTIONAL LAW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Reading: Introduction to Constitutional Law  
This text is an overview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ate constitutions. 
1 Read through the text quickly. Then match these questions (a-d) with the paragraphs that answer 

them (1-4). 
a What should you learn when you study Constitutional law? 
b What does “the Bill of Rights” refer to? 
c What is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state constitutions and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d What are some of the unsettled Constitutional issues mentioned in this passage? 
e What are the four principles of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Key terms: principles of the Constitutional law 
2 Match thes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Constitutional law (1-4) with their definitions (a-d).  
1 separation of powers 
2 division of powers 
3 checks and bal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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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imited government 
Listening: Bill of Rights 
5 Listen to the passage. What are the rights guarantees included in the original Constitution when 

adopted? 
Speaking: Public Speaking Skills 
Being able to verbally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to other individuals or to groups is essential in school, 

business, as well as your personal life. There is need for people who can effectively make presentations 
and speak to others. Your 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his area can help advance your career or improve your 
business. Also, if you are good or really enjoy public speaking, you may even choose speaking as a 
profession. 

7 Decide whether a public speaker should a) follow b) not follow these suggestions. 
1 Use physical activity to get the audience's attention. 
2 Begin with "Hi, my name is" 
3 Make a startling statement or present a startling statistic. 
4 Make a false start 
5 Tell a theme related joke. 
6 Provide an apt quotation. 
7 Use a rhetorical question 
8 Relate a relevant story. 
9 Go overboard 
10 Fail to consider how you'll get to the podium. 
8 As it is mentioned earlier, some constitutional issues are still being tested—for example, the debate 

over abortion. Make a speech in front of your classmates on Abortion. 
Writing: Writing A Classroom Constitution 
Be it an organized bridge club or a free nation, you're probably going to need a Constitution on how 

to run things. A constitution is a document that contains the governing rules of an organization and that 
describes the powers and duties of the group’s members and officers. Without this written understanding 
people can easily find themselves at cross purposes and the jobs won’t get done. It will serve as a 
reference, and help to resolve problems in times of controversy. 

Write a classroom constitution together with your classmates. 
Translation skills:  
Addition 
Addition means supplying necessary words in translation, making the version grammatically correct, 

semantically clear, rhetorically sound, logically acceptable, and culturally appropriate. Words thus 
supplied must be indispensable syntactically, semantically, stylistically, and contextually. 

学习目标： 
1．Getting to know the features of constitutional law in the U.S., the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and 

issues; and  
2．master public speaking skills  
作业： 
Do the following exercises please. 
Language Focus 
1 Vocabulary: distinguishing meaning. Which word in each group is the odd one out? You may need 

to consult a dictionary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s in meaning. 
1 confess   advice     opinion     direction     
2 business    building      enterprise    undert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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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hange      variation    acknowledge modification     
4 consolidation amalgamation employ   merger         
5 document  instrument  writing    equity 
6 deeds     costs      charges      expenses 
7 legal      valid     liable     binding 
2 Verb forms Complete the sentences below using the correct form of the verbs in the box. 
prescribe    infringe    dissent   veto    override    interpret  
1 The dispute is based on two widely differing ______of the law. 
2 The Senate voted to______ the President's______ of the proposed measures. 
3 The law ______ that all children must go to school. 
4 Even minor______ of the law will be severely punished. 
5 The jury found it an easy decision to make - in fact there was only one ____voice. 

知识单元 4：UNIT 4  COMPANY LAW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Reading 1: Introduction to company law 
This text provide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key terms used when talking about companies as legal 

entities, how they are formed and how they are managed. It also covers the legal duties of company 
directors and the courts’ role in policing them. 

a directors’ duties        c company definition        e partnership definition 
b management roles      d company health           f company formation 
Listening: Company formation 
Lawyer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formation of a company, advising clients which entities are most 

suited to their needs and ensuring that the proper documents are duly filed. 
6 Company types (USA) Look at the following table, which provides information on the documents 

required to form and operate the different company types in the United States. Based on what you heard in 
Exercise 5, which type of business association was the lawyer discussing with her client? 

7 Company types (UK) The table below contains information about five types of common UK 
business associations, covering the aspects of liability of owners, capital contributions and management. 
(In many jurisdictions in the world, there are entities which share some or all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Look at the table and decide which entity (a–e) is being described in each row (1–5). 

a private limited company (Ltd) 
b general partnership 
c public limited company (PLC)  
d limited partnership 
e sole proprietorship 
Speaking: Informal presentation: a type of company 
When speaking briefly about a topic of professional interest, experienced speakers will organise their 

thoughts in advance. A simple but effective structure divides information into three parts: 
1 introductory remarks;        
2 main points;            
3 concluding statement.    
Similarly, the main points are best limited to three, as this is easy for the speaker to remember and for 

the listener to follow. 
8 Which types of companies are there in your jurisdiction? Choose one and describe it as you w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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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 client from another country. Tell your client which documents must be filed to complete the 
formation process. Wherever relevant, compare and contrast your company type with an US/UK business 
entity.  

Reading 2: Corporate governance 
Lawyers often assist their clients in handling legal disputes involv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following letter of advice addresses one such dispute.  
9 Read the first three paragraphs. What does the dispute specifically involve?  
11 Answer these questions. 
1 What do the bylaws of the company stipulate concerning the date of the election of company 

directors?  
2 What do the shareholders claim was the reason why the annual shareholders’ meeting was held 

early?  
3 What role might the concept of ‘good faith’ play in the court’s decision? 
Text analysis: A letter of advice 
The text in Reading 2 represents a letter of advice, a type of text written by a lawyer for a client. 
The function of a letter of advice is to provide an analysis of a legal problem so that the client can 

make an informed decision concerning a course of action. 
Regarding the contents, we can say that, in general, a letter of advice: 
○ identifies the legal issue at stake in a given situation and explains how the law applies to the facts 

presented by the client; 
○ indicates the rights, obligations and liabilities of the client; 
○ outlines the options the client has, pointing out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option; 
○ considers factors such as risk, delay, expense, etc., as well as case-specific factors; 
○ makes use of facts, relevant law and reasoning to support the advice. 
The structure of the letter can be made clear by using standard signaling phrases. The table below 

provides examples of phrases used to structure the information in a text. These phrases serve as signals, 
pointing to information before it is presented, thus increasing the clarity of a text. 

Translation skills:  
Translation of words (1) 
One word may have many meanings. Many common words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in legal context. 

So identifying the legal meaning of common words in legal context is of crucial importance in translation. 
Context plays a key role in determining the meaning of words. Also, the meaning of one word may be 
translated differently according to the word following after it. 

学习目标： 
1．Getting to know company formation and governance; types of companies and management 

personnel;  
2．legal opinion and advice. 
作业： 
1. Writing:  
A client who is the managing partner at a small European accountancy firm has asked you for 

information concerning LLPs. He would also like your advice regarding the founding of such an LLP. 
Write a letter of advice in which you should: 
○ say what an LLP is; 
○ list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connected with it; 
○ recommend the best course of action for his firm. 
2. Language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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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ocabulary: distinguishing meaning Which word in each group is the odd one out? You may need 
to consult a dictionary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s in meaning. 

1 stipulate   specify   proscribe   prescribe 
2 succeeding   elapsing   ensuring   subsequent 
3 responsibility   duty   discretion   obligation 
4 prior   previous   prerequisite   preceding 
5 margin   leeway   latitude   interpretation 
6 preclude   permit   forestall   prevent 
2 Vocabulary: word choice These sentences deal with company 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In each 

case, choose the correct word or phrase to complete them. 
1 The constitution of a company comprises / consists / contains of two documents. 
2 The 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 states / provides for / sets up the objects of the company and 

details its authorized capital. 
3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contain arguments / provisions / directives for the internal management 

of a company. 
4 The company is governed by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hilst the day-to-day management is delegated 

upon / on / for the managing director. 
5 In some companies,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make / give / allow provision for rotation of directors, 

whereby only a certain portion of the board must retire and present itself for re-election before the AGM. 
6 Many small shareholders do not bother to attend shareholders’ meetings and will often receive 

proxy circulars from the board, seeking authorisation to vote on the basis of / in respect of / on behalf of 
the shareholder. 

3 Verb-noun collocations Match each verb (1-5) with the noun it collocates with (a-e) in Reading 2. 
If you have difficulty matching them, look back at the letter. 

1 violate                     a affairs  
2 call                        b representation 
3 overturn                    c a meeting 
4 gain                       d a decision 
5 conduct                    e a law 
4 Collocations with file Decid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rds and phrases can go with the verb to file. 

You may need to consult a dictionary. 
an action    an AGM   an appeal   an amendment   a breach   a brief 
charges   a claim  a complaint   a debt   a defence    a dispute 
a document   a fee   an injunction  a motion    provisions     a suit 
…………………… 

知识单元 5：UNIT 7  CONTRACT LAW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Reading 1: Introduction to contract formation  
This text gives an overview of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pts and terminology related to what 

constitutes a legal contract and when it is enforceable. 
2 Match these defenses (1-4) with their definitions (a-d). 
1 illegality of the subject matter 
2 fraud in the inducement 
3 duress 
4 lack of legal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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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 analysis：Understanding contracts 
Lawyers are usually involved at the formation stage of a contract, which includes advising, drafting 

and negotiating. Drafting is commonly carried out with the help of contract templates or forms. 
Nevertheless, legal counsel must advise on the inclusion or omission of clauses and their wording. To do 
this, familiarity with common clause types and the language typically used in them is necessary. 

Listening: Contract negotiation 
Lawyers are commonly requested to conduct contract negotiations on behalf of clients, particularly in 

matters in which strong negotiating skills are required. In this Listening Task, you will hear Arthur 
Johansson, a junior lawyer who attended the in-company seminar on negotiating techniques, negotiating 
the terms of an agreement for a client with the other party’s lawyer, Ms Orvatz. 

5 Listen to the negotiation. What kind of agreement are they talking about? Which clauses do they 
mention? 

6 Listen again and decide whether these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1 The clause they are discussing would not allow the franchisee to operate any kind of restaurant 

within the prescribed area for a stipulated period of time. 
2 The lawyer representing the franchisor argues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clause is to guard her client’s 

legitimate business interests. 
3 The franchisee’s lawyer believes that his client is in a strong position in the negotiation. 
4 The franchisee’s lawyer offers to strike the arbitration clause in exchange for a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years set forth in the non-competition clause. 
Speaking: Negotiating expressions 
In one of the initial phases of a negotiation, the bidding phase, the two sides put forth proposals or 

suggestions. The phrases in the following exercise serve to introduce a proposal or suggestion, or to 
respond to such a proposal in a face-to-face negotiating session. {Note that these phrases would also be 
suitable for use in informal written communication, such as an email, between parties with an established 
and friendly working relationship.} 

Role Cards 
Student A:  
Your client wants to buy five bottling machines, to be delivered immediately. The price is to include 

a five-year service plan and full guarantee. The budget is €1m, and your client wants to be able to spread 
the payments. 

Student B: 
Your client sells bottling machines which cost €250,000 each. They are guaranteed for a year and 

have a year’s service plan included. Your client doesn’t usually offer credit and can deliver them in two 
months’ time.  

Translation skills:  
Translation of the passive 
The passive abounds in English, especially in legal English. Generally speaking, when the agent is 

unknown or need not be mentioned, or the object of the action is to be emphasized, the passive may be 
employed. Unlike English, the Chinese passive form is rarely used. Besides, many Chinese sentence 
patterns are active in form but passive in sense. Under the principle that translation means translating 
meaning, while translating,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meaning of the expression in idiomatic 
Chinese. Generally, there are two ways in translating the English passive: translate the English passive 
into the Chinese passive and convert the English passive into the Chinese active. 

学习目标： 
1．Getting to know contract formation, e.g. advising, drafting and negotiating a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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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o master negotiating expressions and memo writing skills  
作业： 
1. Writing: Write a memo regarding the matter in Speaking Task Exercise 3, either representing A or 

B.  
A memo is a formal text type used, for example, to outline or clarify a point of law or to provide a 

brief opinion on a case. Memo can be external ［e.g. to a client］or internal ［e.g. to another lawyer in the 
same firm］. In either case, a memo serves to circulate information that requires the attention of its readers. 

2.  
Language Focus 
1 Vocabulary: distinguishing meaning Which word in each group is the odd one out? You may need 

to consult a dictionary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s in meaning. 
1 agreement    franchise    covenant    contract 
2 should        in the event     if      whereas 
3 consent       authorisation    injunction     permission 
4 withdraw      breach         cancel        rescind 
5 deleted        taken out      unwarranted   removed 
6 contention    proposition     proposal       suggestion 
7 valid         efficacious     enforceable    in effect 
2 Collocations Complete the table below using these verbs, which all collocate with the noun 

contract.  
amend   cancel   enter into   execute   modify   rescind   sign   supplement   terminate 
3 Verb forms Complete the sentences below using the correct form of the verbs in the box. 

breach    enter into     modify   renew    sign    terminate  
1 Minors and the mentally incompetent lack the legal capacity to _____ contracts. 
2 Courts generally rule that if the parties have a meeting of the minds and act as though there was a 

formal, written and _______ contract, then a contract exists. 
3 The lawsuit claimed that the defendant ________ a confidentiality contract by attempting to sell 

trade secrets ad his own inventions. 
4 ‘Evergreen clauses’ are those clauses which cause automatic renewal unless the contract_______. 
5 While fixed-term contracts involve an agreement that the job will last for a specified period of time, 

provisions are often included to enable the contract ______ if so desired. 
6 The committee shall have no authority to change or otherwise ________ contract language. 
4 Word formation Complete this table by filling in the correct abstract noun form. Underline the 

stressed syllable in each word with more than one syllable. 
Verb  Abstract noun 
renew  
draft  
include  
omit  
terminate  
encrypt  
adopt  
negotiate  
propose  
trans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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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单元 6：UNIT 11 CRIMINAL LAW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Reading 1: Introduction to criminal law:  
The following text gives an introduction to criminal law, including its difference from civil law, the 

definition of crime, the categories and elements of crimes. 
2 Read the text again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1 What does the word incarcerate in paragraph 1 mean? What other differences do you know 

between criminal and civil cases? 
2 What else do you know about Model Penal Code? In your jurisdiction, is there any equivalent to 

Model Penal Code?  
3 How do felonies differ from misdemeanors?  
4 Do you know other elements of crime? 
5 How do you understand the doctrines of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of every fact in criminal law 

and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in civil cases? 
Key terms: Criminal law 
3 Match these key terms (1-5) with the definitions (a-e). 
1 prosecution 
2 omission (of an act) 
3 jaywalking 
4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 
5 petty theft 
4 Match the verbs with the nouns in the box that they collocate with in the article. Some of the nouns 

go with more than one verb. 
1 initiate 
2 establish  
3 resolve  
4 yield  
5 bring 
6 commit 
  a crime， a dispute， a suit， a conviction  
Listening 1 
6 You are going to hear a part of the brief of case Brendlin v. California. Listen and decide whether 

these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8 Listen to this part again and find out the facts and procedural history of the case.  
Fact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cedural history:  
The trial cour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 Court of Appea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e California Supreme Cour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peaking and Writing 1 
In this section, you are going to deal with a case of Edward Taylor Hard. Read the (abbreviated) 

report by detective Kelly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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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In class, work with your partner. You are retained by Hard and conduct an interview with Edward 
Taylor Hard in his Jail cell; then your partner is the state attorney, and conducts an interview with Edward 
Taylor Hard. 

Translation skills:  
Translation of participial phrase (1) 
Participial phrases can be categorized as present participial phrases and past participial phrases. Most 

often they function as adjective clauses, and can b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ttributes to modify the nouns 
preceded. But this is not always the case. At times it is appropriate to translate them into a separate clause 
or a complement to ensure the translation smooth and idiomatic.  

学习目标： 
1．Getting to know the features of criminal law, esp. its difference from civil law, the definition of 

crime, the categories and elements of crimes; parties to crime;  
2．how to brief a case; how to investigate a case  
作业： 
1 After class, write a short memorandum evaluating your interview with Hard by answering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premeditated murder and find out the elements involved. 
2 What defenses are there (if it is put in your jurisdiction)? 
3 Are there points regarding Hard’s personality or background that appear important? Why? 
4 What further information do you want? Why? 
5 Where will you look for this information? 
6 Is there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you wish you had obtained in the interview? Explain. 
2. Language focus 
1 Distinguish meaning of the following words. You may need to consult a dictionary or other 

reference sources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s in meaning. 
Homicide: 
first-degree: 
premeditated murder: 
felony-murder;: 
second-degree murder: 
voluntary manslaughter: 
involuntary manslaughter: 
manslaughter: 
2 Match the terms ( 1-13 ) to the definitions(a-m). 
1 bribery    
2 battery     
3 sexual assault 
4 robbery 
5 interference in the judicial process 
6 intimidation 
7 assault         
8 burglary   
9 criminal trespass 
10 theft 
11 kidnapping 
12 homic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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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arson        
3 Fill in the blanks with proper words chosen from the box. 
incapacitate,   sentence,   criminal,   rehabilitative,   upon,  
crimes,   committing,   punishment,   legislators,   harsh 
The various justifications for criminal punishment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A particular 

punishment may advance several goals at the same time. A term of imprisonment, for example, may serve 
to ____1____ the offender, deter others in society from _____2___ similar acts,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______3____ treatment for the offender.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als of 
_____4_____ may at times conflict. The retributive and deterrence theories call for the infliction of 
unpleasant experiences ____5______ the criminal, including ____6_____ prison treatment; but the prison 
environment may not be conducive to, or may even defeat, rehabilitation. 

No one theory of punishment addresses all the goals of ____7______ law. A combination of theories 
and goals plays a part in the thinking of the _____8_____ who establish the ranges of punishment for 
various _____9_____, the judges and jurors who ____10______ offenders within these ranges, and the 
parole authorities who have the power to release certain prisoners. 

…………………… 
知识单元 7：Unit 13 CIVIL PROCEDURAL LAW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Reading: Introduction to Civil Procedure  
This text gives an overview of American civil procedure.  
1 Read through the text quickly. Then match these questions (a-e) with the paragraphs that answer 

them (1-5). 
a What is a bench trail and what is a jury trial? 
b What is the characteristic of “adversary proceeding”? 
c What might be the result of an appeal? 
d What are the two phases that constitutes pleadings? 
e What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rocedural law and substantive law? 
Key terms: jurisdiction 
2 Match these kinds of jurisdictions (1-4) with their definitions (a-d).  
1 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 (SMJ)  
2 personal jurisdiction 
3 ancillary jurisdiction 
4 pendent jurisdiction 
5 in rem jurisdiction 
Listening: discovery 
5 Listen to the passage. What are the purposes of the discovery procedures? What is its basic 

philosophy? 
6 Listen again and decide whether these statements are true or false. 
1 Rule 26(f) requires that the discovery planning meeting shall be held 14 days before a court 

ordered scheduling conference.  
2 To ask the other party (parties) to disclose specified relevant materials and information, you must 

make a formal request. 
3 A party can be exempted from disclosure if it fails to fully complete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cases. 
4 Each party must disclose all experts who may testify at trial on later than 90 days or as schedu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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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court order.   
Speaking: Questioning skills 
Questioning skills are well-known tools of the lawyer’s trade. A lawyer’s succes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his ability to ask effective questions. A conversation often depends on questions to keep it going in the 
direction a lawyer wants it to go. Questions can b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breadth of the response they 
allow, i.e. as open or closed questions. Close-ended questions are like multiple-choice or true-false 
questions in that they require only a one-word or two-word reply. Open-ended questions promote answers 
of more than a few words. They ask for explanations and elaborations. If you want further details or you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answer given, you may have to ask people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8 Suppose you are a lawyer representing your clients, the plaintiffs. And they give you the following 
two paragraphs of information. Which paragraph is more relevant to the case? Role-play this situation 
with a partner. Use as many of the phrases for negotiating from Exercise 1 in this Speaking Task as you 
can to obtain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Writing: write an complaint 
The basic guide for drafting a complaint in federal court is the 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 

especially Rule 8, which sets forth the essential elements of a complaint. In general, your complaint 
should have the following elements: a statement of your location, a statement of the defendant’s identity 
and location, a statement invoking federal jurisdiction, the facts of your claim, and your claim for relief. 

9 Match the sentences explaining the elements of a complaint. 
1 caption             
2 jurisdiction          
3 cause of action       
4 Request (or "Prayer") for Relief     
5 signature block    
10 Identify the elements from the above exercise in this sample complaint.  
Translation skills:  
Translation of appositive clauses 
Appositive clauses are frequently used in English and usually follow after such nouns as fact, 

question, decision, indication evidence, hope, wish, idea, view, belief, conviction and conclusion, for 
which further explanation or information is to be supplied. In translating, we often first translate the noun 
modified by the appositive clause, followed by a colon or a comma and “即”, and then translate the 
appositive clause itself (Example 1). Another way of translation is by means of conversion of word classes, 
that is, translating the English noun into the Chinese verb (Examples 1 and 2). 

学习目标： 
1．Getting to know the features of civil procedure law, esp. jurisdiction, evidence, discovery process, 

questioning skills and 
2．how to write a complaint  
作业： 
Language Focus 
1 Vocabulary: distinguishing meaning. Which word in each group is the odd one out? You may need 

to consult a dictionary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ces in meaning. 
1 complaint    counterclaim    cross-examination   cross-claim 
2 mediation       arbitration    negotiation     litigation 
3 bench trial     jury trial    non-jury trial     mistrial 
4 writ       summons,          subpoena,     answer 
5 remainder        relief     damages    rem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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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hance verdict   compromise verdict    quotient verdict   directed verdict 
7 hypercritical      hairsplitting      fault-finding      laudatory 
2 Verb forms Complete the sentences below using the correct form of the verbs in the box. 

plead    claim     service   motion    except    execute  
1 When his car was stolen, he ______ on the insurance and got £10,000 back 
2 In law, a ______ is one of the papers filed with a court in a civil action, such as a complaint, a 

demurrer, or an answer. 
3 Some people proposed a ______ to increase the membership fee to $600 a year.  
4 Ten days ago, Blanpain finally ______ a writ on Kenner, claiming damages for alleged loss of 

royalties.  
5 Although the original plan was good, its ______ has produced a disappointing result.  
6 The court overruled the objection, and the defendants______.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Book One Unit One the Legal System 2  
2 Book One Unit One the Legal System (continued) 2  
3 Book One Unit Two Legal Education and Legal Profession 2  
4 Book One Unit Two Legal Education and Legal Profession 2  
5 Book One Unit Three Constitutional Law 2  
6 Midterm review 2  
7 Book One Unit Three Constitutional Law 2  
8 Book One Unit Four Company 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2  
9 Book One Unit Four Company 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2  

10 Book One Unit Seven Contract Formation 2  
11 Book One Unit Seven Contract Formation 2  
12 Book Two Unit One Criminal Law 2  
13 Book Two Unit One Criminal Law 2  
14 Book Two Unit Third Civil Procedural Law 2  
15 Book Two Unit Third Civil Procedural Law 2  
16 Final review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学术英语（一）（二）及通用文化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教学重点是通过学习英美法系中美国法律制度，特别是在法律制度、法学教育和法律职

业、宪法、公司法、合同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及知识产权等一些基本法律制度的介绍中，了解法

律语言词汇上的特点，掌握法律语言的表达，通过将英美等国法律活动的真实内容引入课堂教学，

在听说读写译等方面进行练习，体验真实的法律活动，全面提高法律语言的应用能力。 
难点：教学难点是法律英语中所涉及的术语众多，许多英语的法律术语很难找到相对应的中文

法律词汇。教学过程中，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美国法律制度与我国的法律在相应领域中的突

出异同，在学习英美法律制度中掌握必要的法律英语词语以及句法特征，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法律英

语中的专业术语。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8983 

1. 主要以课堂教学为主。 
2. 课堂教学形式分为两种形式：教师讲授和学生讨论。 
教学手段： 
1. 本课程的教材提供了大量真实、生动的素材，教师设计以任务式和体验式为特征的教学活

动，提高学生对法律相关的各种情形中所使用的法律英语理解能力，增强听力和口语表达技能，从

而更有效地参与法律谈判。 
2.提供了角色扮演和案例学习等交际任务，例如与客户会晤、与同事讨论和合同谈判，以真实

的法律事务情景为参照，交际任务目标明确，使学生在完成交际任务的过程中再次使用所学语言知

识，提高交际能力，进而将自己的经历和观点融入交际活动中。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根据任课教师规定完成课外自主学习的内容。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和口头报告；期末考试占 60％。 
7、作业要求： 
完成每章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已有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法律英语》（上、下），《大学英语选修课/学科课程系列教材》项目组编：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0年9月 
（二）推荐参考书 
1. Rupert Haigh , Legal English, 3rd Revised edition, Routledge，2012. 
2. Teresa Kissane Brostoff and Ann Sinsheimer, Legal Englis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Legal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Second Edition, Oceana Publications, 2003. 
3. 工具书：《元照英美法词典》、《汉英法律词典》。  

执笔：徐新燕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商务英语 
Business English 

课程号：108010492 

一.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为大学非外语专业学生英语必选课程,面向大学二年级修完文化模块课的学生开设。 
本课程强化对学生听说和交际技能的培养，使学生在掌握语言技能的同时，了解现代国际商务

的现状，以达到在体验商务中学习语言、提高商务交际能力的目的。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可望学

生能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务活动的各个方面和时代课题，如全球化、国际营销、技术创新、营

销策略、企业文化、市场竞争、经营风险、危机管理、电子商务等有所涉猎。全面培养学生的英语

综合运用能力，使他们了解现代商务的基本知识, 掌握商务英语的基本词汇和语言形式，在今后的
工作中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商务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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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 Communication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目标：如下表所示 
学习内容：如下 
作业：如下 

Unit 1 Communication 
 Classwork – Course Book Further work 
Lesson 1 
Each lesson is about 
45minutes.  
 

Starting up 
What makes a good communicator? 
Written and spoken forms of 
communication. 
Vocabulary: Good communicators 
Ss look at vocabulary related to good and 
bad communicators. 
Listening: Improving communications 
Ss listen to an expert on communications 
talking about 
communication between companies and 
their customer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breakdowns in 
communication. 

Practice File 
Vocabulary (page 4) 

Lesson 2 Reading: Internal communication 
Ss read an article, complete a chart and 
answer questions about 
communication in organisations. 
Skills: Dealing with communication 
breakdown 
Ss listen to two phone conversations 
between a customer and a 
supplier, and practise skills involved in 
dealing with breakdowns 
in communication. 

Text bank 
(pages 132–135) 
Resource bank 
(page 196) 
Practice File 
Survival Business English 
(page 63) 

Lesson 3 Case study: HCPS 
A private health care organisation has 
serious internal 
communication problems following a 
takeover by another health 
care organisation. 

Practice File 
 

Lesson 4 Ss make the oral presentation and writing 
skills will be introduced. 

Writing (page 6) 

Starting up 
These questions introduce the theme of communication, and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some 

speak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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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ide the class into groups of three or four. 
• Ask Ss to choose the three most important criteria in the context of a) native speakers b) non-native 

speakers of a language  (The emphasis on grammatical accuracy will probably be 
different for a) and b).) 
• Discuss answers. 
• Discuss in small groups or with the whole class. Rather than doing this in the abstract, take some 

well-known figures from television, film, etc. and ask Ss what makes them good communicators (or not). 
Ss might mention body language, speaking style, ease that people have in identifying with them, etc. You 
could discuss what makes for charisma, the way that some people have a powerful attractive quality as 
communicators and leaders that makes people admire them and want to follow them. 

• Discuss question 1 with the whole class and write their ideas on the board under the headings 
‘Written’ and ‘Spoken’. 

• Ask Ss to discuss, in pairs, which forms of communication they like using, and why. 
• Elicit feedback. 
• Ask the whole class to brainstorm problems that can occur with the different forms of communication. 

You may need to prompt them to think about such things as jargon, formality/informality, standard ways of 
doing things, technology, tone of voice and visual gestures. Again, list their ideas on the board. 

• Ask Ss to discuss, in pairs, how these problems can be solved. 
• Elicit feedback. 
• If you are doing this lesson at the beginning of a course and you have not done a needs analysis, 

this exercise forms a good basis for one. Agree with Ss which communication forms are most important 
for them/or need most practice. Note down what they say and refer to these notes regularly while you are 
planning and doing the rest of the course, so as to modify activities, emphasis of the course, etc. 

Vocabulary: Good communicators 
Ss look at vocabulary typically used to describe good and bad communicators. 
• Work on pronunciation of the words, without going into meanings at this stage. Get individual Ss to 

repeat the difficult ones after you, pay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stress: arTIculate, etc. 
• Put Ss in threes and get them to put words into groups: the good and the bad, and then into the more 

specific groups in Exercise B. If available, get each three to consult a good general dictionary, such as the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Listening: Improving communications 
Anuj Khanna is Marketing Manager of Netsize, a marketing agency for mobile media. He talks about 
• communication between companies and their customers 
• the consequences of breakdowns in communication 
• how business communication will develop in the future 
• Get Ss to listen once or twice to the first part of the interview, depending on their level. Stop at 

points where Ss can answer questions 1–2. 
• Encourage discussion of any points arising, for example, the importance of communications 

training and the frustrations of unwanted phone calls and e-mails. 
• Play the second part of the interview two or three times, stopping at points where Ss can answer 

questions 1–2. 
• Ask Ss how they think business communication will change in the future. 
Reading: Internal communication 
• Get Ss to discuss the question in pairs. Discuss the findings with the whole group and ask Ss about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using e-mail, particularly for communication within their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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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Ss, in pairs, to discuss the items and choose the three best. Then ask them to join another pair 
and compare their choices. 

• Elicit feedback and find out what the most popular items were. Ask Ss who chose these to justify 
their choices. 

• Rather than treating the whole article in the same way, vary the treatment of each section, perhaps 
in the way outlined here. Read the first two paragraphs with the whole group, explaining and/or practising 
pronunciation of difficult words and expressions where necessary, e.g. hard nut to crack (line 5), 
repercussions (line 8).  

• Get Ss to read the third, fourth and fifth paragraphs silently and individually, or to read and discuss 
in pairs. Circulate and monitor for difficulties, e.g. logistical nightmare (line 21), customs documents (line 
24), automated system (line 27), duplicating (line 38).  

• Get Ss to read and discuss the sixth, seventh, eight, ninth and tenth paragraphs in pairs. Again, 
circulate and monitor for difficulties, e.g. screen calls (line 47), bombarding (line 67), unstructured data 
(lines 68–69), work flow (line 75). 

• Read the final paragraphs with the whole group, explaining and/or practising pronunciation of 
difficult words and expressions where necessary, e.g. group dynamics (line 86), common loyalties (line 
91), threatened (line 102), identified (line 103). 

Skills: Dealing with communication breakdown 
In this section, Ss discuss the kind of communication problems that can occur on the phone, and 

listen to two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ame conversation. 
• Get Ss, in pairs, to brainstorm possible expressions for each situation, then to report to and discuss 

with the whole group. Draw their attention to the ‘Useful language’ box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which 
has expressions for all 7 situations. 

• Play the recording 1.4 once and get Ss to identify the problems the speakers have. 
• Play recording 1.5 again. Stop at points where Ss can complete the gaps. In this exercise, Ss look at 

useful language for dealing with breakdowns in communication, and apply this language in a role play. 
• Go through the expressions and practise intonation, getting individual Ss to read the expressions. Get them 

to complete the three unfinished expressions with possible endings, e.g. ‘What do you mean by “roll-out”? ’ 
• Get Ss to role play the situation in simultaneous pairs sitting back-to-back, using expressions from 

the Useful language box. Circulate and monitor. When Ss have finished, praise strong points and mention 
one or two things that Ss should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n get ‘public’ performances from one or 
two individual pairs in front of the whole group. 

• There are more situations like this to role play in the Resource bank, on page 204 of this book. 
Case study 
In this case study, Ss look at the communication problems in a Swiss private health care organisation, 

which has just been taken over by Sanicorp, another health care organisation, and suggest solutions. 
Stage 1 
• Get Ss to read silently the Background section, the e-mail from Gloria Richter to Gunther Schmidt, 

and the e-mail from 
Ursula Krieger to Chris Wright. 
• Circulate and answer any queries. Discuss common queries with the whole group. 
• Quickly put the headings in the left-hand column of the table below on the board and elicit 

information from the group so as to complete the column on the right. 
• Make sure Ss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by getting individual Ss to expand orally o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table, using complete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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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2: Listening 
• Get Ss to read the text about Desiree Roland Consultants. Elicit that they are a firm of management 

consultants and that the President of HCPS has brought them in to analyse the company’s communication 
problems and to produce a report. 

• Establish that Ss are going to hear some typical comments from the interviews that Desiree Roland 
Consultants conducted with HCPS staff. Focus their attention on the chart and ask them to make notes 
under the various headings as they listen. 

• Play recording 1.6, pausing for Ss to make notes after each speaker. 
• Check answers with the whole class. 
Stage 3: Brainstorming and decision-making 
In the task Ss are members of Desiree Roland Consultants. They will discuss the company’s 

problems and come up with a plan. 
• First, in small groups, Ss make a list of all the communication problems that HCPS is experiencing 

and rank these in order of importance. They discuss these problems and make suggestions for ways of 
solving them. 

• Bring Ss together as one group and get them to pool their ideas. Write these on the board and try to 
come to a consensus on which ideas to use in an action plan. 

te• Finally, Ss should discuss the timing of the actions that they propose and the amount of 
investment each will require. Encourage Ss to give reasons for their decisions regarding timing and 
financial investment.s 

Stage 5: Writing 
• Ss write an e-mail from the management consultants detailing their recommendations. This should: 
– inform the management of HCPS that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has been completed 
– briefly describe the communication problems uncovered 
– outline the recommended plan of action  

知识单元 2 International market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目标：如下表所示 
学习内容：如下 
作业：如下 

Unit 2 International market 
 Classwork – Course Book Further work 
Lesson 1 
Each lesson is about 
45minutes.  
 

Starting up 
The advantages and problems of marketing 
globally. 
Vocabulary: Collocations 
Economic vocabulary in an international 
context and the vocabulary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Listening: Adapting to markets 
Ss listen to a marketing specialist talking 
about the growth of global markets and how 
companies set about marketing their 
products internationally. 

Practice File 
Vocabulary (page 8) 

Lesson 2 Reading: Coffee culture Text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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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read an article about coffee drinking 
habits in Latin America and Starbucks’ 
expansion into this market, match countries 
with statements about coffee drinking, do 
comprehension tasks and work on some of 
the vocabulary. 
Skills: Brainstorming 
Ss look at the principles of brainstorming, 
listen to a brainstorming session, and work 
on expressions used in sessions like this. 
They then put these ideas into action in their 
own brainstorming sessions. 

(pages 136–139) 
Resource bank 
(page 197) 
Practice File 
Survival Business English 
(page 65) 

Lesson 3 Case study: Zumo – creating a global 
brand 
A multinational based in Spain looks at 
ways of developing one of its products into 
a global brand. 

Practice File 
 

Lesson 4 Ss make the oral presentation and writing 
skills will be introduced. 

Writing (page 10) 

Starting up 
This section introduces the theme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and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some 

speaking practice. Get Ss to discuss in pairs or small groups with one member of each group taking notes. 
Then ask the notetaker in each group to report their findings to the whole class. 

Vocabulary: Collocations 
These exercises develop some of the vocabulary needed to talk about a country’s economy. 
• Get Ss to work individually or in pairs. Then go round the whole class and elicit answers. 
• Talk about a particular country, using these and related expressions. Don’t ask Ss to ‘make up 

sentences’ with the expressions, but have a natural discussion. In [name of country],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s good, with low inflation and low unemployment. The country is politically stable …, etc. Get 
Ss to use correct related forms, e.g. politically stable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 Get Ss to discuss the questions in pairs or small groups, and then report to the whole class. 
• Get Ss to do the exercise in pairs or small groups. 
• Then check answers with the whole group. Here, it’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discuss with Ss why 

the odd one out is the odd one out. For example in question 1 a), b) and c) all are used to talk about 
markets that are increasing in size, but d) is not. 

Reading: Coffee culture 
This article, from the Financial Times, looks at how the Starbucks coffee house chain has expanded 

into the market of South America. 
• Get Ss to discuss in pairs or small groups and then bring findings together in the whole class. 
• Get Ss to read the article quickly and then scan it for the information needed to match the countries 

with the statements. 
• Get Ss to read the first eight paragraphs of the article again. Circulate and monitor. Ask for Ss for 

words that are causing difficulty and explain them. 
• Ask one student to summarise the article so far in a couple of sentences. 
• Get Ss to read the rest of the article. Circulate and monitor. Ask Ss for words that are ca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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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y and explain them. 
• Get Ss to answer the questions in Exercise C. If you haven’t already explained the meaning of 

franchise (line 90), you may need to in order to help Ss with question 3. 
Listening: Adapting to markets 
Paul Smith is a marketing specialist. He talks about the reasons why global markets are growing, 

how companies prepare for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of their goods and services, and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herent in global marketing. 

• Get Ss to listen once or twice to the first part of the interview. Encourage them to take notes to help 
them answer the question. 

• Encourage discussion of any points that arise, particularly if any of Ss have experience of 
attempting to market a product globally. 

• Play the second part of the interview, stopping at points where Ss can note down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 Ask Ss to discuss the question in pairs or small groups and to report back to the class on their ideas. 
Skills: Brainstorming 
The idea here is to introduce Ss to the idea of brainstorming, if they are not already familiar with it. 
• Get Ss to go through the points in pairs or small groups. Circulate and monitor. 
• Round up the findings with the whole class. There are no right or wrong answers, but some of the 

issues below may emerge. Play recording 2.3 once and get Ss to say what the purpose of the meeting is – 
to develop promotional ideas for the Business Solutions website. 

• Play recording 2.3 once or twice more and get Ss, in pairs, to note the different types of 
promotional activities mentioned. Then check with the whole class. 

• Play recording 2.4 once or twice and get Ss, in their pairs, to note the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Then check with the whole class. 

• Get Ss, in pairs, to categorise the expressions. At the same time you could ask them to say whether 
they are tentative/neutral (T/N in table below) or strong (S). Then check with the whole class. 

• The idea here is to put into action some of the principles of brainstorming. 
• Organise the class into groups of three or four for maximum participation. 
• If there is more than one group, get different groups to do different situations in parallel. Appoint 

someone in each group who will note down the ideas produced, ready to report them to the whole class at 
the end of the activity. 

• Make sure Ss are clear about the background to their situation. 
• Start the activity. Circulate and monitor. 
• When Ss have finished, get the notetaker in each group to say what ideas they came up with. 
Case study 
Zumo – creating a global brand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based in Spain wants to develop one of its existing products, currently sold 

only in Europe, for the global market. 
Stage 1 
• Get Ss to read the first two sections. 
• Circulate and answer any queries. Discuss common queries with the whole group. 
• Quickly put the points in the left-hand column of the table below on the board and elicit 

information from the group so as to complete the column on the right. 
• Make sure Ss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by getting individual Ss to expand orally on a part of the 

table, using complete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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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2 
• Write the points in the left-hand columns of the following two tables on the board. 
• Play recording 2.5 and ask Ss to make notes on the company results, future plans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Also ask them to note down the ingredients of Zumo and its properties. 
• Get Ss to read the next two sections and to use this information and the notes to complete the tables 

on the board. 
Stage 3: Task 
• Divide the class into small groups of three or four. Explain the purpose of the brainstorming session 

and remind them that they shouldn’t spend too long on each point. 
• Circulate and monitor, noting strong and less strong language areas. 
• Praise the strong points and talk about areas for improvement, getting relevant Ss to reformulate 

what they said with the corrections you suggested. 
• Make sure that Ss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by getting individual Ss to expand orally o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table, using complete sentences. 
Stage 4: Writing 
• Get Ss to write an e-mail concentrating on two or three key points from the brainstorming session, 

saying what their particular group came up with in those areas, and whether they, as Marketing Manager 
for Zumospa, agree with the ideas produced. 
知识单元 3 Building relationships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目标：如下表所示 
学习内容：如下 
作业：如下 

Unit 3 Building relationships 
 Classwork – Course Book Further work 
Lesson 1 
Each lesson is about 
45minutes.  
 

Starting up 
Ss discuss important business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listen to an interview and do 
a quiz about their ability to build 
relationships. 
Vocabulary: Describing relations 
The vocabulary of relationships, including 
typical word combinations with relations. 
Listening: Relationships in a global 
market 
Things to be aware of when doing 
business. 

Practice File 
Vocabulary (page 12) 

Lesson 2 Reading: AIG knows everyone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s. 
Skills: Networking 
Ss study networking language in a series of 
networking situations, and practise the 
language in role plays. 

Text bank 
(pages 140–143) 
 

Lesson 3 Case study: Getting to know you Practice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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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 analyse an Asian car manufacturer, and 
suggest ways of strengthening customer 
loyalty to deal with increasing 
competition. 

 

Lesson 4 Ss make the oral presentation and writing 
skills will be introduced. 

Practice File 
Writing (page 14) 

Starting up 
This section develops some of the ideas from the Warmer activity, and focusses Ss on the subject of 

the unit. There is also a brief listening extract. 
• Get Ss to discuss the questions in pairs. Each individual student should draw two mind-maps like 

the one in the Warmer activity, one concentrating on company and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s, the other on 
social relationships. 

• Get one or two individual Ss to draw their maps on the board and explain them to the whole class, 
not forgetting to talk about the benefits of each relationship. 

• In the listening activity in Exercise C, Ss will listen to Ward Lincoln, the Business Relations 
Manager of an international training organisation talking about how companies can build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s. 

• Before listening to the recording, tell Ss specifically that Ward Lincoln is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key factors companies must consider when communicating with their clients. With the whole group, get 
Ss to say what they think the key features of this communication might be and write them on the board. 
Some examples are: 

– they should get to know each other well 
– they should talk to each other regularly 
• Play recording 3.1 once or twice and get Ss to say: 
– which of the points they came up with were mentioned, and in what order, marking this on the list 

prepared on the board in Exercise B 
– the points they didn’t anticipate, adding them to the list 
• Play the recording again, confirm the key points about communication, and work on remaining 

unfamiliar vocabulary, for example, restless. 
• Get Ss to do the quiz individually, then check their answers on page 153. 
• Get two or three Ss to say what th their ‘profile’ is and whether they agree with it. 
Vocabulary: Describing relations 
This section deals with the vocabulary of relationships, looking at some typical word combinations, 

and prepares Ss to talk about relationships in the later activities in the unit.  
• Ask Ss to work in pairs, getting them to say whether the words they know are positive or negative. 

With the whole class, put these verbs into a table on the board. 
• Then, with the whole class, explain the verbs they don’t know, using full sentences, like this: 
– if something jeopardises a relationship, it puts it in danger 
– if people resume a relationship, they start it again after a period when it had stopped 
• After each of your definitions, ask Ss if the expression is positive or negative and put it on the table 

on the board. 
• Get Ss in pairs to discuss the sentences and choose the correct verb in each one. 
• Explain any unfamiliar words, for example, imposition, to the whole class. 
• If Ss are unfamiliar with this type of matching exercise, point out that they can look for clues like 

full stops at the end of the numbered elements, indicating that the following element will be a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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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ence. Here, there are no full stops, but in 4, for example, the plural excellent relations shows that the 
continuation must have a plural verb, so a) or b) must be the continuation, but only a) makes sense. 

• Get Ss in pairs to match the two parts of the expressions quickly. 
• Round up the results with the whole class. 
• In getting Ss to make up sentences, it’s good to give them specific contexts. You could prompt 

them to talk about relations between: 
– China and another country 
– a company and its customers 
– a department and the rest of the company 
– two well-known celebrities 
• Give Ss time to think about their sentences and write them down. Don’t ‘put them on the spot’ in 

front of the whole class. 
• Once Ss have had time to think about their sentences, do a whole-class round-up, writing the best 

sentences on the board. 
Agnes Chen, who talks about doing business and building relationships in South America and China, 

and compare the two business cultures. 
• Go through the three points with the whole class, then play recording 3.2 and ask Ss to make notes 

on each point. 
• Get Ss in pairs to compare notes on each point. Play the recording again if Ss need you to. 
• Have a whole-class round-up, checking answers to each 
• Play recording 3.3 and get Ss to summarise what Agnes Chen says about building business 

relationships in China. Encourage them to use the words and phrases given. 
• Ask Ss if what she says is true of Chinese culture. 
Reading: AIG knows everyone 
Ss rea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building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s, something that can involve the 

investment of a lot of time and energy. 
• Get Ss to start skimming the article quickly to find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The answer is near 

the beginning, so they will not need to look at the whole article. If they don’t know the expression 
underwriting agency in lines 3 and 4, then they can find the answer from the word insurer in line 5. 

• Go through the numbers with Ss so that they know what they are looking for as they skim the 
article again. Ask them to make a note of what each of the numbers refers to. Check answers with the 
whole class. 

• Go through the names with Ss and then ask them to find them in the article and note down who they 
are. Check answers with the whole class. 

• Give Ss time to read the whole article more thoroughly. Put them in pairs to decide what are the 
main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AIG’s success in Asia. Check answers with the whole class. 

• Allow Ss to read the article again and find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 Get Ss to hunt for these words in pairs. Check answers with the class. 
• Ask Ss to work in groups to discuss these questions and then give feedback to the whole class. 
• Check the answers with the whole class. 
• Again, point out the separable multi-word verbs, as in 1, 2, 5 and 6. (4 is theoretically separable, but 

up after network would be a long way from set, and would sound rather odd.) 
• If there is time, your Ss could discuss the questions below in pairs. Write them on the board, and 

invite different pairs to talk about different points. The idea is to use as many multi-word verbs as possible 
(not just ones from this section) when answering the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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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s: Networking 
Ss look at networking language in a series of networking situations, and use it themselves to role 

play two situations. 
• Tell Ss that they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series of convers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people networking. 
• Ask them to look through the statements as preparation for listening, saying they will have to 

decide which statements are true and which false. 
• Play recording 3.5 and stop at the end of each situation to give time for Ss to make their choice. 
• Ask Ss for their answers. 
• Ask Ss to look at the questions. 
• Play recording 3.6 once or twice and ask for the answers. 
• Before playing the recording again, ask Ss to look at items 1–6, and to think briefly about what the 

missing words might be. 
• Play recording 3.6 again, and have Ss fill in the blanks. 
• Before role playing the situations, tell Ss to look at the Useful language box. 
• Get Ss, in pairs, to practise saying the expressions using friendly intonation. 
• Ss take turns to say one of the expressions from the Useful language box, and to make an 

appropriate reply. For example: 
• You can demonstrate with one student to give Ss the general idea. Then get Ss to practise in pairs. 
• Praise and correct as usual, concentrating on friendly intonation. 
• Keep the class in pairs. If you are short of time, some pairs can role play situation 1 and others 

situation 2. 
• For situation 1, encourage the owner to think of a name for their notional colleague, and the contact 

to think of a typical Russian name, such as Ivan(a) Pavlov(a). 
• For situation 2, Ss can invent names for themselves or use their own names. 
• Make sure that Ss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they are going to role play before they start. 
• Start the activity. Circulate and monitor. 
• Praise good points and correct weaker ones, again concentrating on intonation. 
• Ask for one or two public performances of each situation. 
Case study 
• You can demonstrate with one student to give Ss the general idea. Then get Ss to practise in pairs. 
• Praise and correct as usual, concentrating on friendly intonation. 
• Keep the class in pairs. If you are short of time, some pairs can role play situation 1 and others 

situation 2. 
• For situation 1, encourage the owner to think of a name for their notional colleague, and the contact 

to think of a typical Russian name, such as Ivan(a) Pavlov(a). 
• For situation 2, Ss can invent names for themselves or use their own names. 
• Make sure that Ss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they are going to role play before they start. 
• Start the activity. Circulate and monitor. 
• Praise good points and correct weaker ones, again concentrating on intonation. 
• Ask for one or two public performances of each situation. 
Getting to know you 
Kimsoong, a Korean car manufacturer, wants to strengthen customer loyalty as a way of dealing with 

increasing competition. 
Stage 1 
• Instruct Ss to read the section on the company’s background in p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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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rculate and answer any queries. Discuss common queries with the whole group. 
• Quickly put the points in the left-hand column of the table below on the board and elicit 

information from the group so as to complete the column on the right. 
• Make sure Ss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by getting individual Ss each to expand orally on a part of 

the table, using complete sentences. 
• Ask Ss to read the sections on problems and their possible solutions and elicit the points below. 
• As before, invite individual Ss to summarise the situation using complete sentences. 
• Before doing the task itself, Ss should study, in pairs, the Kimsoong customer profile for a couple 

of minutes. 
• Go round the class quickly and ask individual Ss to make statements about different points, for 

example: 
– Nearly half the buyers of Kimsoong cars are under 30. 
– Less than 1 in 6 buyers buy another Kimsoong. 
Stage 3: Task 
• Get Ss to work in pairs or threes on their ideas for the customer loyalty programme. Then play 

recording 3.7 and ask Ss to make notes on the five suggestions made by the directors (discount for 
existing customers, send company magazine to customers, good deals on trade-ins, free aftersales service 
for three years, expensive pen for returning 

• Invit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groups to present their ideas to the whole class. The representatives can 
write key points on the board and explain them briefly. 

• Have the whole class discuss the various ideas, including those suggested by the directors, and 
choose the best ones, perhaps by voting on them. You can run this discussion yourself or ask a student to 
chair the meeting. (The student should be briefed beforehand on the time available.) 

Stage 4: Writing 
Ss write to an existing customer of a company in order to make an offer that will increase customer 

loyalty. 
• Go round the class and ask individual Ss which company they might write about and what the 

special offer might be. 
• Ask for possible openings to the letter, for example: 
– Dear Mr Eastwood, You are one of our most valued customers. That’s why we’re making you this 

special offer. … 
• Ss could write letters in pairs collaboratively in class.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Alternatively, 

set the activity as homework. 
Writing file page 138 

知识单元 4 Success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目标：如下表所示 
学习内容：如下 
作业：如下 

Unit 4 Success 
 Classwork – Course Book Further work 
Lesson 1 
Each lesson is about 
45minutes.  
 

Starting up 
Ss look at language for describing 
successful people and organisations and talk 
about success symbols in their own 

 



 

8995 

culture. 
Listening: A successful business 
A business woman talks about how she built 
up a successful electronic watch company. 
Discussion: Sole brothers 
Ss read about and compare two shoe 
companies. 

Lesson 2 Reading: Steve Jobs 
Ss read a profile of co-founder of Apple, 
Steve Jobs, and answer questions. 
Skills: Negotiating 
The language of signalling, checking 
understanding and summarising is 
examined. Ss analyse how it occurs in a 
negotiating situation and use it themselves 
to role play a 
situation. 

Text bank 
(pages 144–147) 
Resource bank 
(page 198) 

Lesson 3 Case study: Camden FC 
Ss take part in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a 
football club and a big media company. 

Practice File 
 

Lesson 4 Ss make the oral presentation and writing 
skills will be introduced. 

 

Starting up 
In this section, Ss look at the vocabulary for describing successful people and organisations and talk 

about success symbols in their own culture.  
• Get Ss to discuss the words in pairs. Tell Ss that they can add vocabulary that came up during the 

warmer session to their lists if they want to.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for example by explaining 
ruthlessness, charisma and nepotism, helping with pronunciation, and suggesting words where necessary 
to describe particular character traits.  

• Ask individual pairs to give their fiv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and ask them why they have 
chosen them.  

• Invite comments and encourage discussion. Ss may say, for example,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depend 
on the type of pers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successful novelist overlap with, but are not identical to, 
those for a successful chief executive. (Drive and discipline might be common to both.) 

• Ask Ss, in pairs, to talk about individuals they know, perhaps in relation to the five words they 
chose in Exercise A, and report their findings to the whole class. Say that they can relate the 
characteristics to the people that they mentioned in the Warmer activity if they want to. 

• Get Ss to work on the success symbols in pairs. Ask them also to name the particular cars, jewellery, 
holiday destinations, leisure activities, etc. that successful people choose at the moment. Invite comments 
and encourage discussion with the whole group. Where there are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in the class, treat 
the status symbols of each culture tactfully, of course. 

•Get Ss to work again in pairs, this time changing partners. Ask them to complete the statements with 
the words in the box. Check answers with the whole class. 

•If you have time, get pairs to think of a successful company that they admire, and ask which 
statements in the exercise apply to this company. (In the case of successful recent start-ups, it may be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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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many of the points apply.) Round up the discussion with the whole group. 
Listening: A successful business 
Ss listen to a business woman talking about the electronic watch company which she founded. •Play 

recording 4.1 and ask Ss to listen for the general gist. 
•Go through the statements with the class. Then play the recording again, stopping after each key 

point so that Ss have time to to decide whether each statement is true or false. 
•Play the recording a third time, again stopping after each key point so that Ss have time to check 

their answers. 
•Go through the answers with Ss, if necessary playing parts of the recording again if they didn’t get 

something. 
•Go through the two questions with the class before you play the recording so that they know what 

information they are listening for. 
•Play recording 4.2 and encourage Ss to take notes. Allow them to compare their answers in pairs 

before checking with the whole class. 
Discussion: Sole brothers 
Ss read about and compare two shoe companies, Puma and Adidas Saloman. 
•Ask Ss to work in pairs and to decide who is going to read which text. They should both take note of 

the points so that they can look for information to help them with their summaries. Allow them to take 
brief notes, but don’t let them write summaries and then just read them out. 

•Ss take turns to give their summaries. As they do so,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noting strong 
points and those that need correction. Encourage them to ask each other questions at the end of each one. 

•Still working in their pairs, Ss discuss what the two companies have in common and in what ways 
they are different. When they have finished, have a feedback session with the whole class, writing their 
ideas on the board. 

Reading: Steve Jobs 
Ss say what they know about three key figure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computers and the Internet 

and then read a profile of Steve Jobs, co-founder of Apple and owner of Pixar, the computer animation 
firm. They answer questions on Jobs’s successful career. 

•Ask Ss to work in pairs to pool their knowledge of the three people listed. Then have a class 
brainstorming session, listing as much information as you can on the board. 

•Tell Ss to read the article and then discuss the questions in pairs.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Then 
ask the whole class for their answers. 

Vocabulary: Prefixes 
Ss look at how some common prefixes are used with particular verbs. 
•Ask Ss to find the three example words in the article on page 32. Ask them to look at the context 

and say what each word means. Establish that if the prefixes co-, re and under are removed from these 
words, then words with different meanings are left. Elicit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prefixes (comeans with: 
Jobs didn’t found Apple alone, he founded it with Steve Wozniak; re means again: Pixar was called 
something else before Jobs bought the company; under means too little: Jobs doesn’t believe in being 
modest andsaying too little about the success of his companies). 

•Get Ss to complete the exercise in pairs.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Ask Ss what other words they know that use these prefixes (for example overeat, mismanage, outdo, 

co-author, rewrite, ultra-generous, ex-wife, decommission, undervalue). 
•Do the first one as an example with the whole class and demonstrate that the odd one out in each 

group is the word that cannot take the prefix in bol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ine. Ask Ss to comple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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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 in pairs.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Skills: Negotiating 
The language of signalling, checking understanding and summarising is covered. Ss analyse how it 

occurs in a negotiating situation and use it themselves to role play a situation. 
• Go through the Useful language box with the whole class. Get individual Ss to read the expressions, 

working on intonation. 
• Explain briefly the role and importance of these expressions in structuring negotiations. 
• Get Ss to read the conversation aloud in pairs, and identify signalling, checking understanding and 

summarizing expressions. 
• Ask different pairs for their findings and discuss them with the whole class. 
• Play the recording once right through, and then again, stopping after each item. 
• Ask Ss to identify signalling, checking understanding and summarising expressions, so as to 

eliminate them. 
• Explain the situation. 
• Put Ss into pairs and appoint the Sales Managers and Chief Buyers.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knows 

who they are. 
• Ask the Sales Managers to turn to page 149 and the Chief Buyers to turn to page 147. 
• Ask Ss to study their information carefully. 
• Tell Ss they should – start the negotiation with some small talk 
– get into the negotiation itself, trying to use the expressions for checking understanding, signalling 

and summarising, and – write down what they agree. 
• Answer any questions Ss may have, then tell them to do the negotiation in pairs. 
•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Note language points for praise and correction,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the expressions for signalling, checking understanding and summarising. 
• When the pairs have finished their negotiation, ask the different pairs what they decided. 

Summarise the results on the board, so that Ss can see the range of results. 
• Ask one or two pairs to summarise the stages of their negotiations, the tactics each partner was 

using, particular difficulties and sticking points. 
• Do a round-up of language points for praise and those that need correction. Focus on five or six 

language points, for example, in relation to expressions for signalling, checking understanding and 
summarising, and get individual Ss to use the correct forms. 

Case study 
Camden FC 
Ss study information about Camden FC and take part in the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club and a big 

media company about future broadcasting rights and other issues. 
Stage 1 
• Divide the whole class into two halves, A and B. 
• Get Ss to read the section on Camden’s background. 
• Play recording 4.4 and ask Ss to take notes of the key points. 
• Get Ss to read the section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 Circulate and answer any queries. 
• Put the points in the left-hand column of table below on the board. Ask Ss questions to elicit the 

information to complete the table, for example, What has Camden’s recent performance been like on the 
field? 

• Then, similarly, get Ss in Group A to elicit information from those in Group B about the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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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tion 
• Check that the situation is clear to all Ss by asking a few quick questions. 
• Once you are satisfied that the situation is clear, move on 
Stage 2 
• Divide the class into groups of four to six. Within each group, half Ss will represent Camden FC 

and the other half, United Media plc: two to three Ss on each side. • Ask the whole class to look at the 
agenda for the negotiations and elaborate briefly on each point. 

• Before Ss read their role cards, make it clear that each side will have to work out its objectives, 
priorities, strategy and tactics, and think carefully about what concessions they are willing to make. 

• Camden FC negotiators turn to page 147 and read their role cards. 
• United Media negotiators turn to page 154 and read their role cards. 
• Get each team to work together to develop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the negotiations.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Stage 3: Task 
• Make sure that each side has a chief negotiator who will be the first to speak. The chief United 

Media negotiator will outline the purpose of the negotiations and the chief Camden negotiator will reply. 
The chief negotiators should make sure that the discussions move on smartly, so thatparticipants do not 
spend too long on each point. 

• The negotiations can begin, in parallel where there is more than one group. 
• Circulate and monitor, noting strong points and those that need correction. Do not intervene in the 

negotiations themselves unless the teams are completely stuck. 
• Just before the negotiatons seem to be coming to a conclusion, stop the class and tell them that a 

news report has just come on the radio. Play recording 4.5. Then ask Ss to continue their negotiation. 
• When time is up, ask Ss on different sides what happened in their particular negotiations: what their 

objectives were, what tactics they used, whether they achieved their objectives, etc. Ask them what effect 
the news report had on their negotiations. • Praise strong language points and correct ones that need 
correcting, getting individual Ss to rephrase what they said earlier, incorporating the corrections. 

Writing 
Following the negotiations, Ss write a press release or a letter depending on the outcome of their 

particular session. 
• This writing exercise can be done as pair work in class or for homework. 
• Make sure that each student knows which type of writing they are going to produce: a press release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company they represented, or a letter, if the negotiation was unsuccessful. 
知识单元 5 Job satisfaction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目标：如下表所示 
学习内容：如下 
作业：如下 

Unit 5 Job satisfaction 
 Classwork – Course Book Further work 
Lesson 1 
Each lesson is about 
45minutes.  
 

Starting up 
Ss discuss what motivates people at work. 
Vocabulary: Synonyms and word 
building 
Ss look at the vocabulary of motivation and 

Practice File 
Vocabulary (page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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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 satisfaction. 
Discussion: Job satisfaction 
Ss discuss their experiences of job 
satisfaction. 
Listening: Staff satisfaction survey 
A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talks about 
how her company creates job satisfaction 
among its staff. 

Lesson 2 Reading: Perks that work 
Ss read an article about the perks that 
companies offer their workers in order to 
build company loyalty and retain their staff. 
Skills: Handling difficult situations 
Ss look at the language used in tricky 
situations, and apply it themselves to role 
play a situation. 

Text bank 
(pages 148–151) 

Lesson 3 Case study: Office attraction 
A Managing Director is worried about clos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mployees and their 
effect on the company. Ss suggest what 
action the company should take. 

Practice File 
Writing (page 22) 

Lesson 4 Ss make the oral presentation and writing 
skills will be introduced. 

 

Starting up 
Ss discuss motivating factors at work, and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do a quiz on professional burnout. 
•Go through the list of words and expressions. Get individual Ss to explain the less obvious ones 

(there’s no need for them to explain bigger salary for example). Explain terms that Ss don’t know. Work 
on pronunciation where necessary. 

•Get Ss to discuss the questions in pairs or threes.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Note language points 
for praise and correction. 

•Get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airs or threes to say what their findings were. Encourage whole-class 
discussion, comparing the results from each group. 

•Praise good language points from the discussion and work on three or four points that need 
improvement, getting individual Ss to say the correct forms. 

•If you have time, get Ss to look at the ‘Are you in danger of burning out’ quiz on page 137. They 
can do it in pairs in class, or for homework. In both cases, ask individual Ss afterwards for their ‘profile’ 
and ask if they agree with it. Invite comments and encourage discussion. 

Vocabulary: Synonyms and word building 
Ss look at the vocabulary of motivation and job satisfaction. 
•Go round the whole class and get Ss to read out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Correct stress and 

pronunciation where necessary, for example auTOnomy, buREAUcracy, but don’t explain meanings at 
this point. 

•Get Ss to do the matching exercise in pairs. Circulate and monitor. 
-Check the answers with the whole class. 
-sk Ss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s in pairs.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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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through the answers with the whole class. 
-Ask Ss to complete the exercise in pairs.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Go through the answers with the whole class. 
•Point out the negative prefixes underlined above. Tell Ss that the best thing is to learn these as 

complete words, rather than get into the ‘rules’ for forming negatives, which are quite complicated. 
Discussion: Job satisfaction 
Ss discuss their own feelings of satisfaction and frustration at work and comment on three statements 

about job satisfaction. 
•Ask Ss to discuss the questions in pairs.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noting language points for 

praise and correction. 
•Get pairs to report their responses to the whole class. Invite comments and encourage further 

discussion. 
•Praise good language use from the discussion and work on three or four points that need 

improvement, getting individual Ss to say the correct forms. 
•Point out the negative prefixes underlined above. Tell Ss that the best thing is to learn these as 

complete words, rather than get into the ‘rules’ for forming negatives, which are quite complicated. 
Discussion: Job satisfaction 
Ss discuss their own feelings of satisfaction and frustration at work and comment on three statements 

about job satisfaction. 
•Ask Ss to discuss the questions in pairs.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noting language points for 

praise and correction. 
•Get pairs to report their responses to the whole class. Invite comments and encourage further 

discussion. 
•Praise good language use from the discussion and work on three or four points that need 

improvement, getting 
Listening: Staff satisfaction survey 
A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talks about her company’s annual survey, which is used to create job 

satisfaction among its staff. 
•Find out if any of Ss work for a company which uses a survey to assess staff job satisfaction. 

Brainstorm with the whole class two or three questions that might appear on the Procter and Gamble staff 
survey. Write their suggestions on the board and then ask them to work in small groups and to write down 
five more questions. 

•Get groups to report their questions to the whole class. 
•Play recording 5.1. The speaker doesn’t quote any of the actual questions on the survey, but she 

talks about the areas of people’s lives that the survey focuses on and gives some examples of more 
specific topics which the questions address. Ask Ss to tick any of their question topics which the speaker 
mentions. 

•Play the recording again, pausing to allow Ss time to write down all the things which the survey 
asks about. 

•When Ss compare their answers with other members of their groups, you might like to ask them to 
formulate some of the actual questions on the survey, for example, Are you proud of the company and 
what it does? Do you understand how your work fits in with the company strategy? Are you satisfied with 
your work–life balance? Does your manager manage you well and help you to develop your career? Do 
you have a trusted mentor in the company to give you guidance? Do you understand all the benefits and 
compensation you are entitled to? Do you feel that you are adequately rewarded for your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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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through the questions with the whole class before you play the recording so that they know what 
information they are listening for. 

•Play recording 5.2 and encourage Ss to take notes as they listen. Pause the recording at key points to 
facilitate this. You may need to play the recording more than once. 

Reading: Perks that work 
Ss read about some of the perks offered by companies in an effort to retain staff and build company 

loyalty. The article discusses whether the provision of generous perks makes sense for companies and 
what the best ways are of keeping employees happy. 

•Ask the whole class for examples of perks that they receive in their jobs or which they know of, for 
example, company car, canteen, healthcare provision, company pension, etc. Ask them if they know of 
any unusual perks. 

•Ask Ss to work in pairs and to imagine that they are joining a new company. Tell them to draw up a 
list of the perks that they would like to have. 

•Get the pairs to report back to the whole class on their perks. You might like to ask the class to vote 
on the best list. 

•Give Ss time to read the whole article and then ask them to go back and find the lines in which the 
ideas are mentioned. Allow them to work in pairs or small groups if they wish.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with any difficult vocabulary. 

•Check answers with the class. 
•Ask Ss to find and underline the word partnerships in the article. 
•Check answers with the whole class. 
•Get Ss to work either individually or in pairs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s. 
•Check answers with the whole class. 
•Ask Ss to discuss the statements in pairs or threes. 
•Circulate and monitor. 
•Ask the pairs or threes to present their findings to the whole class. Invite comments and encourage 

further discussion. 
•Praise good language use from the discussion and work on three or four points that need 

improvement, getting individual Ss to say the correct forms. 
Skills: Handling difficult situations 
Ss look at and listen to the language used in tricky situations, and discuss what they would say in 

other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Explain to Ss that they will be looking at language for dealing with tricky situations, and get them to 

do the exercise in pairs. Circulate and monitor. 
•Check the answers with the whole class. 
•Ss work in pairs to role play the eight situations.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Note language points 

for praise and correction. 
•Ask for a few performances of the situations from individual pairs in front of the whole class. 
•Praise good language points from the discussion and work on three or four points that need 

improvement, getting individual Ss to say the correct forms. 
•Play recording 5.3, stopping after each conversation to elicit the answers. 
•Go through the Language box getting individual Ss to read the expressions with appropriate 

intonation. Get them to overdo it slightly, but without sounding insincere! 
•Play recording 5.3 again. Stop after each conversation and get Ss to match an expression from each 

conversation to a particular heading in the Language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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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Ss to discuss appropriate expressions for the different situations in pairs.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With the whole class, ask pairs for their expressions. The expressions below are suggestions. Ss will 
certainly come up with other ideas. 

Case study 
Office attraction 
A managing director is worried about clos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mployees and their effect on the 

company. Ss role play members of the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and suggest what action the 
company should take. 

Stage 1 
•Get Ss to read the background section to themselves and meanwhile write the points on the left of 

the table below on the board. When Ss have finished reading, elicit adjectives and expressions that 
describe the points on the left, and write them up. 

•Get Ss to read the e-mail and meanwhile write the points on the left of the table below on the board. 
When Ss have finished reading, elicit information about the points on the left, and write them up. 

Stage 2: The details and specific questions 
•Divide the class into groups of four. These groups will later form the basis of the role play groups. 

They represent members of the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One person is Jenny Cunningham, its head, 
and the other three work under her. Each of them will concentrate on a particular case: that of Jordan, 
Goodman and Hartman, respectively. 

•Assign the roles of Jenny Cunningham and her subordinates in each group, making clear which case 
each subordinate is going to concentrate on. 

•The person in each group playing Jenny Cunningham quickly skims the different cases to get the 
basic facts and then reads the ‘specific questions’ in order to prepare for the meeting where the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will decide what to recommend in each case. 

•Ask the three ‘subordinates’ in each group silently to read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ir particular case 
and to develop the recommendations they will put forward in the meeting.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In preparing the details of each case, you could suggest to your Ss that they complete information under 
the headings: background; problem identified; action taken; remaining problem; recommendation. 

•The student dealing with the Derek Hartman case should leave the group after reading the section 
about him and come over to one corner of the classroom. In this corner, play recording 5.4,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Karl and Claudia, once or twice to all Ss from the different groups specialising in 
the Hartman case and ask them to take notes. They will need this information in the forthcoming meeting. 
When they are ready, ask them to rejoin their respective groups. 

•Call the whole class to order and answer any queries. 
Stage 3: Task 
•Write the agenda for all the meetings on the board, explaining as you write up the points. 
•Tell the whole class that Jenny Cunningham will chair the meeting in each group. The person 

playing her will follow the agenda. For agenda items 1–3, tell the person playing Jenny that they should 
ask the student working on that case to summarise what happened, make their recommendation, and then 
open the meeting to general discussion. (The student working on Derek Hartman’s case should be sure to 
summarise what they heard in the recording, as well as the other information about him.) 

•When the situation is clear to everyone, the meetings can start. Circulate and monitor, but do not 
intervene except if absolutely necessary. Note language points for later praise and correction. 

•At the end of the activity, praise good language points that you heard while you were circulat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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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and work on three or four points that need improvement, getting individual Ss to say the 
correct forms. 

•Ask each group to summarise its recommendations. Compare those of different groups. Invite 
comments and encourage discussion. 

Stage 4: Writing 
Ss write a set of guidelines which could be used as a discussion document at the next board meeting,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at their particular meeting. 
•This writing exercise can be done as pair work in class or for homework. 

知识单元 6 Risks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目标：如下表所示 
学习内容：如下 
作业：如下 

Unit 6 Risk 
 Classwork – Course Book Further work 
Lesson 1 
Each lesson is about 
45minutes.  
 

Starting up 
Ss look at different types of risk, and listen 
to a risk advisor talking about the risks 
faced by businesses. 
Vocabulary: Describing risk 
Verbs and adjectives used in the context of 
risk. 
Listening: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Ss listen to another expert in risk 
management talking in detail about 
different risks, and ways of managing them. 

Practice File 
Vocabulary (page 24) 

Lesson 2 Reading: Planning for the future 
Ss read an article about the dangers to 
companies of not having effective strategies 
and procedures for risk management. 
Skills: Reaching agreement 
Ss listen to the language of agreement in the 
context of a marketing team meeting. They 
then put this language into action to role 
play a situation. 

Resource Bank 
(page 198) 

Lesson 3 Case study: Suprema Cars 
A sports car manufacturer is in trouble and 
has sought the advice of a management 
consultant. Seven options have been 
proposed for increasing profitability. 

Practice File 
Writing (page 26) 

Lesson 4 Ss make the oral presentation and writing 
skills will be introduced. 

 

Starting up 
Ss look at different types of risk, and listen to a risk advisor talking about the risks faced by 

busi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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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Ss to work in pairs o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risk and say which thing is the riskiest in each 
group. Circulate and assist. 

• Ask pairs for their findings. Invite comments and encourage discussion. (In the case of travel, don’t 
get too bogged down in lugubrious statistics!) 

• Ask Ss if anything is done in China t o warn of health risks and of the risks of particular types of 
investment. 

• You could mention health warnings on cigarettes and, on some investment products in the UK, the 
‘health warning’: ‘The value of your investment can go down as well as up, and you may not get back the 
money you invested.’ Point out the use of ‘health warning’ in this financial context. 

• Ask if Ss think such warnings are a) effective, b) necessary. Shouldn’t people just be free to indulge 
in risky behaviour if they want to? 

• Get Ss to work in pairs. Suggest Ss each come up with three risky things they have done. Circulate 
and monitor. 

• With the whole class, ask pairs for their risky activities. Invite comments and encourage discussion. 
Who are the risk-takers in the class (show of hands)? 

• Get each student to write down three types of business risk. 
• Do a quick round-up of these risks with the whole class. 
• Tell Ss that they will hear a risk advisor from a bank talking about risks faced by businesses. 
• Get Ss to listen to recording 6.1 once or twice and note 
• Ask Ss for the four risks and ask which of these they had predicted hearing. If necessary, explain 

disruption. Get Ss to give examples of each type of risk. 
Vocabulary: Describing risk 
Ss look at verbs and adjectives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risk. 
• Do as a whole-class activity. Write the four verbs predict, meet, assess and manage on the board 

and get Ss to say which heading the other verbs should come under, explaining their meanings if 
necessary. 

• Ask Ss to work in pairs on the matching exercise. If they haven’t done this type of exercise before, 
point out clues. For example, if there is impossible to at the end of an item on the left, look for an 
infinitive verb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item on the right.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An actuary, item 6, 
is a specialist who works for or advises a financial institution. For example,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employ actuaries to calculate future mortality rates of policyholders, the payouts that will have to be made, 
and their timing.) 

• Ask Ss for their answers. 
• Group adjectives on the board under the two headings with the whole class. 
• Work on the stress of words like sigNIficant, subSTANtial, NEGligible and treMENdous. 
• Get Ss to work in pairs on the three types of risk mentioned.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Note 

language points for praise and correction,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the verb and adjective combinations in 
Exercises A and C above. 

• With the whole class, praise good language points from the discussion and work on three or four 
points that need improvement, getting individual Ss to say the correct forms. 

Listening: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Ss listen to another expert on risk management talking about different risks, and ways of managing 

them. 
• Go through the instructions with the class so that they know what information they are listening for. 
• Play recording 6.2 once or twice and encourage Ss to take notes as they listen. You may ne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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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se the recording to allow them to do this. 
• Ask Ss to work in pairs and compare notes on the four types of risk and examples of them. 
• Check answers with the whole class. Explain any difficult words. 
• Play recording 6.3 and ask Ss to take notes of the five key steps to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that 

the speaker outlines. Again, you may need to pause the recording at key points to allow them to make 
notes. 

• Ask Ss to compare their results in pairs before checking with the whole class. Explain any difficult 
words. 

• Play recording 6.4 and ask Ss to take notes on the three examples of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the 
speaker mentions and also the one negative example. 

• Check answers with the class and explain any difficult words. 
• Ask Ss to discuss in pairs.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noting language points for praise and 

correction. 
• Get pairs to report their responses to the whole class. Invite comments and encourage further 

discussion. 
• Praise good language use from the discussion and work on three or four points that need 

improvement, getting individual Ss to say the correct forms. 
Reading: Planning for the future 
Ss read an article about the dangers to companies of not having effective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procedures in place. 
• Have a discussion with the whole class on this question. Ask Ss for any examples they can give of 

companies that have made successful future plans. 
• Ask Ss to work in groups to discuss the three risks and decide where in the table they should go.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encouraging them to give reasons for their rankings. The answers are given 
in the reading text, but do not point this out until Ss have given their own opinions on the rankings. 

• Ask Ss to read the first three paragraphs of the article and to make notes on the types of risk 
mentioned. 

• Ask Ss to read the whole article and then to discuss the question in pairs.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giving help with any difficult words. 

• Go through the names with Ss and then ask them to scan the article to find where they occur. You 
might suggest that they underline them in the article for ease of reference. 

• Ask Ss to work in pairs to match the people with their beliefs. 
• Check answers with the class and ask them to read out the actual words that the people used to 

express these beliefs. 
• Encourage Ss to find and underline the word partnerships in the article so that they can see them in 

context and quickly refer back to them. 
• Ask Ss to work in pairs to match the word partnerships to the verbs. 
• Ask Ss to discuss the questions in small groups.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noting language 

points for praise and correction. 
• Get the groups to report their responses to the whole class. Invite comments and encourage further 

discussion. 
• Praise good language use from the discussion and work on three or four points that need 

improvement, getting individual Ss to say the correct forms. 
Skills: Reaching agreement 
Ss listen to the language of agreement in the context of a marketing team meeting. They then put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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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into action to role play a situation. 
• Play recording 6.5 once right through and then once or twice more, pausing at convenient points to 

explain any unfamiliar vocabulary and allowing Ss to make notes to complete the table. 
• Go through the expressions in the Useful language box. Get individual Ss to read them out, 

completing them as if they were contributing to the meeting they have just listened to, for example Does 
anyone have strong feelings about TV advertising? (They should not use exactly the same expressions as 
they heard on the recording.) 

• Ask Ss to work in pairs on expressions 1–10. Tell them that some expressions go under more than 
one heading. Circulate and assist. 

• Ask pairs for their answers, and to give their reasoning for them. Invite comments and encourage 
discussion. 

• Present the situation to the whole class and make sure they understand it. 
• Put Ss into threes and allocate roles. Tell Ss to look at th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ir role.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 When Ss are clear about their roles, tell them that one of the purposes of the activity is to give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use the expressions they saw in the Useful language box. 
• The activity can then begin. Circulate and monitor, noting language points for praise and correction, 

especially in relation to discussion language. 
• When Ss have completed their meetings, call the class to order. Ask each three what they decided. 
• Praise good language points from the discussion and work on three or four points that need 

improvement, getting individual Ss to say the correct forms, especially for discussion language. 
Case study 
Suprema Cars 
Suprema Cars, a sports car manufacturer, is having problems, and asks a consultancy for advice on 

possible strategies. Seven options are proposed. 
Stage 1: Background 
• Tell Ss to read the background section to themselves. While they are doing this, write the points on 

the left in the table below on the board. When Ss have finished reading, elicit information to complete the 
table. 

• Before Ss read the options offered by the management consultant called in by Suprema Cars, you 
might like to ask them if they can suggest any solutions to the company’s problems. 

• Ask Ss in pairs to read the section headed A time for taking risks. Answer any questions about 
difficult vocabulary. 

Stage 2: Task 
• Explain to Ss that they are going to work in groups to discuss the options and identify the risks 

involved in each one. 
• Divide the class into small groups. Explain that one student in each group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presenting the group’s results to the rest of the class. 
• Go through the types of risks outlined in the table and tell Ss to decide which options involve which 

risks and to tick the boxes accordingly. 
• When they have completed the table, ask them to discuss the levels of risk according to the 

scale given. They could, perhaps, use coloured pens in the table to indicate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risk. 

• Tell Ss to continue discussing the various options, consider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ach one. They should then be prepared to discuss their ideas with the other groups and say which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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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ons they favour at this time.  
• Ask Ss to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between Jack Dexter and Anita Taylor. Go through the three 

questions so that they know what information they are listening for. 
• Play recording 6.6 and encourage Ss to take notes. Check answers with the class. Then ask Ss, in 

their groups, to decide whether or not they agree with Jack, giving their reasons. 
Stage 3: Feedback 
• Praise good language points from the discussion and work on three or four points that need 

improvement, asking individual Ss to say the correct forms. Refer especially to their use of language from 
the Skills section if they studied it earlier. 

• When the group have made their choice of option, ask each group to make a succinct presentation 
of its recommendations to the whole class. One way of doing this is to ask a representative from each 
group to come to the front of the class. Invite comments and encourage discussion after each presentation, 
but leave time for as many groups as possible to present their findings. 

Stage 4: Writing 
• Ask Ss to do this collaboratively in class or as homework. Remind them that they should analyse all 

the options they considered rather than just informing Jack of their recommendations. Point out the 
importance of using structuring language, for example On the one hand ..., on the other hand ..., so our 
recommendation would be to ... 
知识单元 7 E-commerce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目标：如下表所示 
学习内容：如下 
作业：如下 

Unit 7 E-commerce 
 Classwork – Course Book Further work 
Lesson 1 
Each lesson is about 
45minutes.  
 

Starting up 
Ss talk about their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experiences of e-commerce. 
Listening: Success online 
The Marketing Director of an online business 
talks about what makes his company 
successful. 
Vocabulary: Internet terms 
Ss look at words related to e-commerce, and 
use them to describe an e-commerce service 
company. 

Practice File 
Vocabulary (page 28) 

Lesson 2 Reading: Internet shopping 
Ss read about how online shopping has 
changed in recent years and how it continues 
to develop. 
Skills: Presentations 
Ss listen to a senior manager of an Internet 
company making a presentation, and analyse 
the language he uses. 

Text bank 
(pages 156–159) 
Resource bank 
(page 199) 

Lesson 3 Case study: KGV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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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raditional retailer studies the possibility of 
getting into e-commerce. 

Lesson 4 Ss make the oral presentation and writing 
skills will be introduced. 

 

Starting up 
Ss talk about their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experiences of e-commerce. 
• If necessary, adapt the questions in relation to Ss’ knowledge of the Internet. Even if they haven’t 

used it to buy things, they will have ideas about it. 
• Ask Ss to work on the questions in pairs. Circulate and assist. 
• With the whole class, ask pairs for their answers. Invite comments and encourage discussion. 
Listening: Success online 
The Marketing Director of an online business talks about what makes his company successful. 
• Ask Ss to look at the gapped sentences and invite them to think of ways in which they could be 

completed. 
• Play recording 7.1 and ask Ss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s. Ask if they guessed any of them correctly. 

Ss may ask what Jeff means by ‘we don’t sell through the channel’. If so, tell them that by ‘the channel’ 
he means a company’s normal methods of distribution.  

• Play recording 7.2 and ask Ss to take notes on the reasons why Dell has been successful doing 
business online. You may need to pause the recording at key points to allow them to do this. 

• Check answers with the whole class. 
• Go through the statements with the class before you play the recording. 
• Play recording 7.3 and ask Ss to mark the statements true or false according to what Jeff Kimbell 

says. 
• Ask Ss to discuss the statements in pairs and decide whether or not they agree with them. 
• Get the pairs to report back to the class on their discussion. Encourage them to give reasons for 

their decisions. 
Vocabulary: Internet terms 
Ss look at words related to e-commerce, and use them to describe an e-commerce service company. 
• Get Ss to work on the words in pairs, using monolingual or bilingual dictionaries.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 Ask pairs for their answers. 
• Ask Ss to look through the Topsite description and then complete it in pairs, using words from the 

box. Circulate and assist. 
• Go through the answers with the whole class. Ask Ss to discuss the questions in pairs.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noting language points for praise and correction. 
• Get pairs to report their responses to the whole class. Invite comments and encourage further 

discussion. 
• Praise good language use from the discussion and work on three or four points that need 

improvement, getting individual Ss to say the correct forms. 
Reading: Internet shopping 
Ss read about how online shopping has changed in recent years and how it continues to develop. 
• Elicit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from the whole class. Brainstorm as many examples of each as you 

can. 
• Put Ss into groups and give them a time-limit, perhaps five minutes, to come up with as much 

information as they can about the three companies. When the time is up, see which group has the 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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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 Ask Ss to read the first six paragraphs of the article. Give assistance with any difficult words. 
• Ask them to match the summaries with the paragraphs. Allow them to compare their results in pairs 

before checking answers with the class. 
• Go through the three questions with the class and explain any difficult words. Then ask Ss to read 

the rest of the article and look for the answers. 
• These word partnerships are all in the article, but encourage Ss to match them without looking them 

up there. 
• Ask Ss to use the word partnerships to complete the sentences. Check answers with the class. 
• Ask Ss to discuss the questions in pairs.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noting language points for 

praise and correction. 
• Get pairs to report their responses to the whole class. Invite comments and encourage further 

discussion. 
• Praise good language use from the discussion and work on three or four points that need 

improvement, getting individual Ss to say the correct forms. 
Skills: Presentations 
Ss listen to a senior manager of an online business services company making a presentation, and 

analyse the language he uses. 
• Tell Ss that they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manager of an online business services company giving a 

presentation to potential customers. Ask them to look quickly through Questions 1–3. 
• Play the first extract right through and then play it again, as far as ‘… a sort of quality-controlled 

environment’, explaining anything that causes general problems. Ask Ss for the answers to Questions 1 
and 2. 

• Play the rest of the recording, explain any general problems and ask for the answer to Question 3. 
• Ask Ss to explain pre-screened (checke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are competent and reliable). 
• Ask Ss to look at the stages. Discuss with them what the missing stages might be, before playing 

the recording. 
• Play the second extract two or three times, answer any general queries, and get Ss to complete the 

stages. Check their answers with them. 
• Ask Ss to look at the questions and then play recording 7.4 again. 
• Get Ss to shout out the answers. 
• Ask Ss to listen out for ways that the speaker signals stages of the process and play recording 7.5 

again. 
• Ask Ss for the phrases that they noted. 
• With the whole class, look at the expressions given and the headings in the Useful language box. 

Get them to match the two. You could also ask them to suggest one or two more possible expressions of 
each type. 

• Ask Ss to prepare a three-minute presentation. The content should be interesting, but it’s also 
important to recycle the language, structure the presentation correctly and stick to the time limit. 

• Ss can prepare the presentation in pairs or threes, with one member responsible for actually giving 
it.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Each group should prepare a list of key points that the presentation will 
contain. They can also prepare visuals, for example organigrams, maps, etc. If you have transparencies 
and overhead pens, hand them out and get Ss to prepare their presentations using them. 

• Ask Ss to give their presentations. Note language points for praise and correction. If there are a lot 
of Ss, keep some presentations for a later session to avoid presentation fatigue sett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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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ise good language points from the presentations and work on three or four points that need 
improvement, getting individual Ss to say the correct forms. Concentrate on structuring language, but also 
comment on other points.  

Case study 
KGV Europe 
A traditional retailer studies the possibility of getting into e-commerce. 
Stage 1: Background 
• Get Ss to read the background section. Meanwhile write the points in the first column of the table 

below on the board. When Ss have finished reading, elicit information to complete the table. 
Stage 2: Market study 
• Ask Ss to go through the findings of the Market study in pairs. All pairs look at the six main 

findings of the study, but also specialise in the different areas. Ask half the pairs to look also at Chart 1 
and the other half to look at Chart 2, in addition to Chart 3 and the six main findings. 

• With the whole class, ask different pairs to summarise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y studied. 
• Say who the people are that Ss will hear on the recording: Michael, a director, and Hanna, the 

newly-recruited Financial Director. Get Ss to listen to their conversation once or twice, explaining any 
difficulties. They should note down the key points. 

Stage 3: Task 
• Divide the class into threes or fours. Get the whole class to look at the questions and go through 

them quickly. Say that the overall purpose of the presentation is to outline the issues surrounding KGV’s 
future strategy and that each group will have to make a strategy presentation to the whole class. 

• When the groups have prepared their presentations, ask one member of each group to give the 
presentation to the rest of the class. 

• In the same groups, Ss hold a meeting as members of KGV’s management team. They should 
discuss each of the options, decide what KGV’s future strategy should be and work out an action plan for 
the next year. 

• Ask one representative from each group to report the group’s decision and describe their action 
plan to the rest of the class. 

Writing 
• Ss can do this as homework or collaboratively in class. Explain the writing task. Point out that the 

e-mail should: 
– give a summary of the discussion at the meeting. 
– give the decisions that were made. 
– ask the director for their comments. 

知识单元 8 Team building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目标：如下表所示 
学习内容：如下 
作业：如下 

Unit 8 Team building 
 Classwork – Course Book Further work 
Lesson 1 
Each lesson is about 
45minutes.  
 

Starting up 
Ss talk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of the teams 
they have been in, and do a quiz about 
different types of team members. 

Practice File 
Vocabulary (page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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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ening: Building successful teams 
A specialist in Human Resources talks about 
the key factors in team building. 
Vocabulary: Prefixes 
Ss look at a number of prefixes and use them 
in context to talk about people they have 
worked with and teams they have been in. 

Lesson 2 Reading: The key to success 
Ss read about why it is important for people in 
business to be team players. 
Skills: Resolving conflict 
Techniques for dealing with disagreements: 
Ss apply the language for this to role play a 
situation in which one member of a team is 
causing problems. 

Text bank 
(pages 160–163) 
Resource bank 
(page 200) 

Lesson 3 Case study: The new boss 
There are problems when a new manager 
takes over a sales team. Ss role play th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in their efforts to 
resolve them. 

Practice File 
 

Lesson 4 Ss make the oral presentation and writing 
skills will be introduced. 

Writing (page 34) 

Starting up 
Ss talk about their experiences of the teams they have been in, and do a quiz about different types of 

team members to see what profile they themselves have. 
• Ask Ss to discuss in pairs.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 Get pairs to report their findings to the whole class 
• Go through the quiz with the whole class and explain any difficulties. 
• Divide the class into threes or fours. Appoint someone in each group who will record members’ 

responses but also do the quiz themselves. 
• Tell the notetakers that after the activity, they will have to give a mini-presentation about the group 

members’ profiles as team players. Read out the text in the box below to give them the idea. 
• Ss in each group do the quiz individually, finding what sort of team player they are by looking at 

the key on page 152 of the Course Book. Ss then tell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group what sort of team 
player they are and the notetaker records this. Notetakers should also record if the other Ss agree with 
what the quiz tells them. 

•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Note language points for praise and correction. 
• When Ss have finished the quiz, the notetaker summarises the profile of each group member as you 

did in the example above. 
• Praise good language points from the discussion and work on three or four points that need 

improvement, getting individual Ss to say the correct forms. 
• Ask your Ss to work on Question 1 and Question 2 in Exercise C in threes or fours. Circulate and 

monitor. 
• Ask the groups for their answers Invite comments and encourage discussion. 
Listening: Building successful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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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pecialist in Human Resources talks about the key factors in team building. 
• Tell Ss that they are going to listen to Janet Greenfield, an expert on team building. Ask Ss to look 

through the headings to prepare them for what they are going to hear. 
• Play the recording once or twice, explaining anything that is unclear. 
• Play the recording again, stopping where key points occur so as to give time to Ss to write them 

down. 
• Elicit Ss’ answers about the key points. 
• Play recording 8.2 once or twice, helping with any difficulties. 
• Play the recording again and ask Ss to make two sets of notes: one on Lombardi’s ideas about 

football and one on how his ideas can be applied to business. 
• Ask Ss to compare their notes in pairs or small groups. 
• Ask Ss for their answers. 
• Ask Ss to discuss the questions in pairs or small groups.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noting 

language points for praise and correction. 
• Get pairs or groups to report their responses to the whole class. Invite comments and encourage 

further discussion. 
• Praise good language use from the discussion and work on three or four points that need 

improvement, getting individual Ss to say the correct forms. 
Vocabulary: Prefixes 
Ss look at a number of prefixes and use them in context in a written exercise, and to talk about 

people they have worked with and teams they have been in. 
• Go quickly through the prefixes with the whole class. Get Ss to read the words with the correct 

stress patterns, for example misMANage, pro-EuroPEan. Point out the pronunciation of bi- as in buy, not 
as in bee. 

• Get Ss, in pairs, to match the prefixes to their meanings. 
• With the whole class, go quickly through the answers. 
• With the whole class, get Ss to give typical combinations containing the words with prefixes. Give 

them one or two possible combinations from the list below as examples. Do as a quick-fire activity. 
• Get Ss to work in pairs on the text. Circulate and assist. 
• Check the answers with the whole class. 
• Get Ss to work, in pairs, on the questions.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Treat Question 1 tactfully. 

Tell Ss they don’t have to name the people involved. 
• When reporting back to the class, each member of the pair talks about the other member’s 

colleagues in relation to Question 1. For Question 2, one member of the pair talks about their general 
findings. 

Reading: The key to success 
Ss read about why it is important for people in business to be team players. 
• Ask the whole class what they understand by the title of the article (a Japanese proverb) and if they 

agree with it. (Do we have a similar proverb in their Chinese?) 
• Ask Ss to read the article quickly. Then go through the first four questions with them and ask them 

to read the first three paragraphs again and try to find the answers. Allow them to work in pairs or small 
groups if they wish. 

• Go through the remaining questions with the class. Ask Ss to read the rest of the article and find the 
answers. 

• Ask Ss to discuss the statements in pairs or small groups.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n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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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points for praise and correction. 
• Get pairs or groups to report their responses to the whole class. Invite comments and encourage 

further discussion. 
• Praise good language use from the discussion and work on three or four points that need 

improvement, getting individual Ss to say the correct forms. 
• Check answers with the class before asking Ss to own up to which of the qualities they possess. 

You could also ask them to rank them in order of importance in a team situation. 
• Ask Ss to discuss the questions in pairs.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noting language points for 

praise and correction. 
• Get one member of each pair to report their findings to the whole class. Invite comments and 

encourage further discussion. 
• Praise good language use from the discussion and work on three or four points that need 

improvement, getting individual Ss to say the correct forms. 
Skills: Resolving conflict 
Ss look at techniques for dealing with disagreements in teams. They work on the language for this 

and apply it to role play a situation in which one member of a team is causing problems. 
• Ask Ss to categorise the statements with a show of hands for each one. 
• Invite comments and encourage discussion. The above division is for illustration only: there may be 

disagreements: for example, there are those who say that there is no point in trying to win over impossible 
people, and that energy is best expended elsewhere. Some may say that anger also has its place. 

• Play recording 8.3 and ask Ss to put a tick next to the suggestions in Exercise A that Karen uses. 
You will probably have to play the recording several times. • Allow Ss to compare answers in pairs before 
checking with the class. 

• Go through the expressions already in the Useful language box and ask Ss, in pairs, to add one 
more expression from the transcript on page 164 under each heading. • Divide the class into pairs, 
appointing the team leader and team member in each pair. • Tell Ss to turn to their particular role 
description. Get them to read it silently.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 If you think it’s necessary, do a demonstration in front of the whole class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situation, with you as the team member and an outgoing student as team leader. 

• When all Ss are clear about their roles and about the situation, start the activity. 
• Circulate and monitor but do not intervene except if absolutely necessary. Note language points for 

praise and correction,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conflict-resolving language. 
• When Ss have finished, call the whole class to order. Praise good language points and work on 

three or four points that need improvement, getting individual Ss to say the correct forms. 
• Ask one of the pairs to give a public performance in front of the whole group.  
Case study 
The new boss 
There are problems when a new manager takes over a sales team. Ss role play the directors of the 

company in their efforts to resolve them. 
Stage 1: Background 
• Get Ss to read the background section and the notes on Nigel Fraser and the members of the sales 

team. 
Meanwhile write the points in the first column of the table below on the board. When Ss have 

finished reading, elicit information to complete the first five sections of the table. 
• Tell Ss that they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meeting chaired by Nigel Fraser and that they should m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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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on what they learn about the team’s problems. 
• Play recording 8.4, pausing it at key points to allow Ss to take notes. 
• Ask Ss to read the section headed ‘Additional problems in the sales team’ and elicit the information 

to complete the final section of the table. 
Stage 2: Task preparation 
• Divide the class into groups of four and ask them to choose one role card each. Establish that they 

are all directors of BES and that they are going to have a meeting to discuss the situation and decide what 
to do. Make sure that they realise that Director 1 leads the meetings. 

• Tell them that each of the directors has thought about the company’s problems and has different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about what they should do. Ss should read their role cards carefully (without 
showing them to other members of the group) and prepare to represent their 

views at the meeting. If their role cards mention any of the members of the sales team specifically, 
they should read the descriptions of those people carefully. Circulate, monitor and assist with anything Ss 
don’t understand. Discuss any problems that cause particular difficulty with the whole class. 

• Go through the three points (points 2, 3 and 4) that will form the basis of the discussion with the 
whole class and answer any queries. 

Stage 3: Task 
• When the situation is clear, the discussions can begin. Circulate and monitor. Do not intervene 

unless it’s necessary. Note language points for praise and correction,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team 
building. 

• When the groups have finished, with the whole class praise good language points from the 
discussion and work on three or four points that need improvement, getting individual Ss to say the 
correct forms. 

• Ask the groups for the conclusions they have come to and the action they have decided to take. 
Note them on the board under the respective headings. 

• Invite comments and encourage discussion, comparing the findings of the different groups. 
Writing 
• For the writing task you can 
– tell Ss which one to do 
– ask half to do one task and the other half the other 
– or let Ss choose for themselves. 
• Tell Ss to look at the writing task you have assigned them. 
Or, if you are letting them choose, tell them to look at both tasks and ask them which one they are 

going to do. 
• For the first task, say that the letter should come in the form of a report to the MD of BES, who was 

not present at the discussion. 
• For the second task, say that this should be a personal letter from the sales manager to a member of 

the sales team. Point out that they can do this in the context of BES, i.e. a letter from Nigel Fraser to one 
of his sales team, or in the context of another company. 

三. 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communication 2  
2 communication 2  
3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2  
4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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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uilding relationships 2  
6 Building relationships 2  
7 success 2  
8 success 2  
9 Job satisfaction 2  

10 Job satisfaction 2  
11 Risk 2  
12 Risk  2  
13 E-commerce 2  
14 E-commerce 2  
15 Team building 2  
16 Team building 2  
四. 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学术英语、大学英语分科教学的文化类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 

    热身活动——提供各种有趣的活动，帮助学生进入单元的主题。 
    词汇学习——学习本单元所需的重要词汇和短语。 
    课堂讨论——帮助学生建立用英语交流的信心，并通过有趣的课堂讨论提高学生英语的   流
利程度。 
    时文阅读——阅读选自《金融时报》或其它报纸或商业网站的真实文章，帮助学生提高阅读技
巧并学习基本的商业词汇，并对文章中的观点进行讨论。 
    听力理解——听力材料选自真实的商务谈话，帮助学生掌握如关键信息捕捉和做笔记的听力技
巧。 
    语言练习——通过练习的设计，帮助学生在语言的运用上更为准确。 
    技巧获得——学习商务沟通技巧，如：口头报告、参加会议、谈判、打电话、社交等。并学习
运用习得的语言去完成实际的商业任务。 
案例学习——案例与每个单元的主题密切相关，并基于现实的商业问题，引导学生运用习得的

语言和沟通技巧，并培养在实际商务环境下的表达技巧。每个案例后都有一个写作练习。 
教学难点：对于没有商务知识背景的学生，如何引导他们运用习得的语言和沟通技巧，对每个

基于现实的商业案例进行分析，是教学的一个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案例法 
商务英语的教学重点是培养学生的实用能力，因此把起源于工商管理等专业教学的案例教学法

应用于商务英语教学也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模式。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案例本

质上是提出一种教育的两难情境，没有特定的解决之道，而教师于教学中扮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

角色，鼓励学生设身处地地进行思考、分析、讨论问题，激发其学习兴趣，培养其创造能力和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法起源于20 世纪初期，由美国哈佛商学院所倡导，在教学中引入来自
于商业管理的真实情境或事件，透过此种方式培养和发展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讨论。案例教学法强调

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而交际能力的培养对教学过程有特定的要求。首先是“从用中学”的原则，
即在交际行为的直接演练中学习语言。其次是任务原则，即那些使用语言来执行有意义的任务的活

动可以促进语言的学习。语言交际任务的完成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涉及到各种语言技能，它会使学习

者在整体练习中发展综合使用各种语言技能的能力。再者是意义或者说信息差原则，即任何语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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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都应该让学习者融人到有意义和真实语言使用中去，而不仅仅是语言结构的机械练习。进而是范

例原则。它从建构主义理论出发，强调学习者利用以图式为基本结构的记忆系统的资源，通过同化

和顺应两种模式习得语言。 
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明确交际任务目标，鼓励学习者在完成交际任务的过程中复用所学的语

言知识，提高交际能力，将自己的观点和经历融入交际活动之中。 
（2）. PBL（project-based Learning）模式 
始于 19世纪末美国的 PBL教学理论是一种强调以学生自主探究为主的学习方式，即学生在教

师的指导下，在学习中选定研究的项目或主题，用研究的方式主动收集信息、分析信息、获取知识、

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问题是学习的起点,也是选择知识的依据，它强调的是问题的探
究和解决的过程，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因此，与传统教学理论不同，在 PBL 框架下，学生需要
的不仅仅是背诵、理解、掌握、复述书本知识的能力，而且需要知道如何利用各种信息源去寻找自

己所需的资料，并对信息进行分析、归纳、提炼，在信息收集和提炼的基础上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

见解和观点，能规范地撰写学术论文。作为一种自主学习模式，PBL旨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和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在这种模式下，学生自主地从封闭的课本走向开放的研究资源，

互相协作，进行开放式的探索，因此 PBL 具有自主性、研究性、开放性和合作性的特点。从语言
教学的角度，一些西方的语言学家也对 PBL进行了描述，他们认为 PBL是以项目为基础组织的教
学活动，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是一种关注语言与内容学习的教学模式，教师需要在项目的不同阶

段为学习者提供机会去关注语言的流利度和准确度；学生可以与小组的其他成员合作共同完成项

目；项目的评价同时基于过程和结果；项目具有挑战性和趣味性，能够帮助学习者树立自尊、自信，

提高参与的主动性；能够提升学习者的语言技能、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 
课程学习中，学生根据每单元的学习内容分组，分工合作，就案例进行研究和讨论，最后在每

个单元结束前，以口头报告的形式展示出来，教师和同学就该组的表现进行评价。 
（3）. 角色扮演 
角色扮演教学法是一种倡导以学生为中心，借助模拟的语言情境而展开教学活动的一种教学方

法。在这种教学活动中学生要根据不同的语言情境来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模仿在现实生活中如何

进行语言交流活动。它更多的是依靠学生的自主、探究性的学习，以及学生间的合作学习，将书本

知识和生活经历结合起来去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角色扮演法作为交际教学法中的一种重要

的课堂教学形式，它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

合作学习能力方面均显示出了突出的作用。 
在每个单元的技巧获得板块部分的学习中，通过听力练习，和相关交际技巧以及语言点的讲解，

学生分配角色，将习得的语言和技巧表演出来，以达到知识内化的效果。 
教学手段：热身活动、时文阅读、听力理解、语言练习、技巧获得、案例学习相结合。PPT、

录音、视频播放相结合。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本课程采用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形式，对学生学习的评价既要注重考查学生学习

的过程，又要看学生学习的结果，力求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做出一个相对全面、真实、准确的评价结

论。形成性评价强调教学过程，教师评价的重点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并对他们的努力

程度和进步表现作详尽的记录。形成性评价的手段和内容多样而广泛，结合课堂情形的观察和分析，

将学生实际表现出的技能水平和所取得的成果作为评价的依据，是一种公开性、连续性的活动。课

程总成绩为100分，其中包括平时成绩（占总评成绩的25%）、案例学习（占总评成绩的25%）、期
末成绩（占总评成绩的60%）。平时成绩由出勤（占总评成绩的5%）、课堂表现（占总评成绩的10%），
以及BEC模拟练习（占总评成绩的10%）三部分组成。案例学习的评价采用学生评价和教师评价相
结合的形式(学生评价7分，教师评价8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研究性学习的能力，以及合作和相
互学习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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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考核各项分值表（总 100分） 
出勤（5%）          5分  

课堂表现（10%） 10分 
平时成绩 25% 

BEC模拟练习（10%） 10分 
同学评分（7.5%） 7分 

形成性评价

Formative 
(40%) 

案例学习 15% 
教师评分（7.5%） 8分 

终结性评价

summative (60%) 
听力理解（15%）、词汇（10%）、阅读理解
（10%）、完型（7.5%）、应用文写作（7.5%） 

60分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商务英语的课程发展，课程选用成熟教材：《体验商务英语综合教

程 4》（第二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五. 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课程选用教材：《体验商务英语综合教程 4》（第二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教材特色: (1) 将国际商务活动的真实内容引入课堂教学，体验真实的商务世界。提供了大量

真实、生动的素材，使学生在掌握语言技能的同时，了解现代国际商务的现状，以达到在体验商务

中学习语言、提高商务交际能力的目的；（2）角色扮演和案例学习将体验式学习引向深入。每个单
元都设有角色扮演和案例学习等交际任务，每个交际任务都以真实的商务交际情景为参照，交际任

务目标明确，鼓励学习者在完成交际任务的过程中复用所学的语言知识，提高交际能力，将自己的

观点和经历融入交际活动之中；（3）设计合理，方便学习者使用。词汇、语法的学习和语言机能训
练与商务话题紧密结合，在规范语言的同时增加了针对性和趣味性。并且提供了有关商务知识的注

释和中英文注释的词汇表；（4）教学资源丰富，为教学提供支持。作为教辅的《视听说》为教学提
供大量真实、生动的素材。 
（二）推荐参考书 
Cotton, D., D. Falvey &S. Kent. 2012. 《体验商务英语》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Mascull, B. & D. Heitler . 2012. 《体验商务英语教师用书 4》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兴孙、张春鉷、邬孝煜 2012 《新编进出口英语函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执笔：杜洁敏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2日 

 

人文社科英语 
English for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课程号： 1080105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必修课程。本课程把大学英语教学与人文社科学科知识结合

起来，以专业学科内容为载体，重点培养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学术交流能力和人文素质。学生在

完成本课程的学习后，其有效、得体地使用英语进行学业学习与学术能力将得到全面的提高，为其

今后的学习深造打下坚实的基础。本课程具体的教学目标是： 
1. 有关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的专业知识； 
2. 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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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术文章的阅读能力； 
4. 讨论、辩论、报告的技巧和能力； 
5. 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6. 合作学习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课堂教学：32学时 

Unit one The Art of Literature (参考学时：5学时) 
Contents:  
1. Lead-in Questions: 
1). What is literature?  
2). Genres in literature 
2. vocabulary： 
pedestrian, lyric, elegiac, epic, verse, criticism, aesthetic, essay, posterity, cogency eccentric,  
antiquity, oratory, fugitive, allegorical, metaphorical, fictional, elicit, contrived, semblance,  
sensuous, dialectical 
3.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Muses 
2. Dialogues 
3. Meditations  
4. 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Selbourne 

    5. Gettysburg Address 
    6. Collective unconscious 
    7. South African Bushman 

8.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4. Text Comprehension:  
1). Individual attempts within these forms are said to succeed if they possess something called artistic 

merit and to fail if they do not. 
2). On the contrary, a scientific exposition might be of great literary value and a pedestrian poem of 

none at all. 
3). The test in individual cases would seem to be one of enduring satisfaction and, of course, truth. 
4). So the themes of literature have at once an infinite variety and abiding constancy.” 
5). Many novels are fictional, psychological biographies which tell of the slowly achieved integration 

of the hero’s personality or of his disintegration....” 
5. Discussions:  
1). Discussing the main idea of paragraph 12.  
2). “Literature is a form of human expression.” What do human beings want to express?  
through literature? What are the other forms of human expression? 
6. Speaking and Seminar:  
Asking for information/clarification 
7. Homework:  
Write a research paper in one of the fields covered in this course, for example,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Teaching Goals:  
1). Grasp the vocabulary of this unit, their meanings and usages; 
2). Learn the relevant terms an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the text;  



 

9019 

3). Comprehending text A, including the long and difficult sentences and the author’s intended 
meaning;  

4). Learn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e text and appreciate the way the author organizes the text; 
5). Grasp the way and useful expression of asking for information/clarification; 
6). Develop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Unit 2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参考学时：5学时) 
Contents: 
1. Lead-in Questions: 
1). What is literary theory?  
2). What is literary criticism? 
3). Why do we need literary theor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2. vocabulary： 
magnetism, marshal, crystallize, linear, amend, metatheory, overarching, encompass, exhaust, 

legitimate, espouse, orientation, adherent, linguistic, allegiance, school, critique, embrace, canonize  
3.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literary criticism schools 
    2). Historicism 
    3). New Historicism (Cultural Poetics) 
    4). 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5). Gender studies 
    6). Postcolonialism 
    7). Virginia Woolf 

4. Text Comprehension: 
    1). A reader brings to the text his or her past experience and present personality. Under the 
magnetism of the ordered symbols of the text, the reader marshals his or her resources and crystallizes out 
from the stuff of memory, thought, and feeling a new order, a new experience, which he or she sees as the 
poem. 
    2). And too, there can be no one correct literary theory, for in and of itself, each literary theory asks 
valid questions of and about a text and no one theory is capable of exhausting all legitimate questions to 
be asked about any text. 
    3). Espousing separate critical orientations, each theory focuses primarily on one element of the 
interpretative process, although in practice different theories may address several areas of concern in 
interpreting a test. 
    4). By placing the tex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is theory asserts that its adherents can arrive at an 
interpretation that both the text’s author and its original audience would support. 
    5). By rejecting or ignoring theory, we are in danger of canonizing ourselves as literary saints who 
possess divine knowledge and who can therefore supply the one and only correct interpretation for a given 
text. When we oppose, disregard or ignore literary theory, we are in danger of blindly accepting our often 
unquestioned prejudices and assumptions.   

5. Discussions: 
    1). Describe the interactive reading process. 
    2).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ry theor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6. Speaking and Seminar: 
Taking turns 
7. Ho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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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 the first paragraph of a literature research. Identify what the author has accomplished in the 
introduction.  

Teaching Goals:  
1). Grasp the vocabulary of this unit, their meanings and usages; 
2). Learn the relevant terms an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the text;  
3). Comprehending text A, including the long and difficult sentences and the author’s intended 

meaning; 
4). Learn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e text and appreciate the way the author organizes the text; 
5). Grasp the way and useful expression of Taking turns;  
6). Develop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Unit 3 Reading and Writing About Novels (参考学时：5学时) 
Contents:  
1. Lead-in Questions: 
1). Recommend one of your favorite novels to your classmate(s) and explain why. 
2).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Hemingway and his works? 
2. vocabulary： 
expatriate, charismatic, macho, entity, pitfall, perpetuate, peruse, iconic, nuance, emulate, endorse, 

parody, persona, façade, bravado, nihilism 
3.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Ernest Hemingway’s life and works 

    2). Ernest Hemingway’s writing style 
    3). Pulitzer Prize 
    4). Nick Adams 
    5). Intertextuality 

4. Text Comprehension: 
1). As a result, one of the toughest challenges in writing about Hemingway’s life and his literary 

work is to distinguish the myth from the man and both of these entities from the fictional characters he 
created.  

2). A related pitfall concerns our tendency, once we identify Hemingway with a particular fictional 
character, to locate the moral center of the novel with that character, reasoning that if a particular character 
represents Hemingway, then the author must have intended for this character to be the one worthiest of 
emulation.  

5. Discussions: 
1). What does the author indicat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mythic Hemingway”, the “real 

Hemingway” and his fictional heroes? 
2). How do you understand the phrase “deceptive simple” in paragraph 4?  
3). What is Hemingway’s “Code Hero”. Give examples.  
6. Speaking and Seminar: 
Making an argument 
7. Homework:  
Write a paper on Ernest Hemingway.  
Teaching Goals:  
1). Grasp the vocabulary of this unit, their meanings and usages; 
2). Learn the relevant terms an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the text;  
3). Comprehend text A, including the long and difficult sentences and the author’s intended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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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earn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e text and appreciate the way the author organizes the text; 
5). Grasp the way and useful expression of Making an argument. 
6). Develop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Unit 4 Appreciation of Poetry (参考学时：5学时) 
Contents: 
1. Lead-in Questions: 
Get a copy of a poem “Ode to a Nightingale” from your teacher, and test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em by discussing with your partn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1). Who is speaking? To whom? 
2). Where and when? 
3). What is the atmosphere? 
4). What is the poem trying to suggest? 
2. vocabulary： 
embody   quintessential   poignant   ode   exemplary   nightingale   tuberculosis   stanza   

poesy   forlorn   provisional   apostrophe   ecstasy   transient   respite   permanence   banal 
3.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John Keats 
2). Ode to a Nightingale 
3). Emily Dickinson 
4. Text Comprehension: 
1). However interesting Keats was as a human being, we want to encourage you to concentrate on 

reading his poetry rather than trying to recreate his thoughts and feelings. What does this sentence 
indicate? 

2). Thus,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 poem---the recognition of sorrow and despair, and the desire to 
escape them---seem to be in touch with more general human experience…How do you understand “be in 
touch with more general human experience”? 

5. Discussions: 
1). Why do the authors think you looking for a message is unproductive and misleading? Do you 

agree? 
2). Read aloud poem I’m nobody! Who are you? by Emily Dickinson. Work in groups of three or 

four and share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oem.  
6. Speaking and Seminar: 
Signpost language: introducing the main purpose/idea 
7. Homework:  
Poem appreciating and analyzing 
Choose one of your favorite poems that employ similes and/or metaphors. Identify the things 

compared or connected in the similes/metaphors and analyze the rhetorical effects.  
Teaching Goals:  
1). Grasp the vocabulary of this unit, their meanings and usages; 
2). Learn the relevant terms an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the text;  
3). Comprehend text A, including the long and difficult sentences and the author’s intended meaning; 
4). Learn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e text and appreciate the way the author organizes the text; 
5). Grasp the way and useful expression of the main purpose/idea.  

Unit 5 Studying History: Why and How? (参考学时：5学时)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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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ad-in Questions: 
1). Do you love your history classes? Why or why not? How do you study history? 
2). Why should people learn about things that happened far away and long ago? 
2. vocabulary： 
tangible, reel...off, deem, screening, handicap, recourse, societal, contemplation, evidential,  
suffice, underlie, prompt, terrain, hone, certifiable, cohesion, genealogy, prospective,  
petitioner 
3.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The Norman Conquest of England 
2). Charles Darwin 
3). Alfred Russel Wallace 
4). The Balkans 
4. Text Comprehension: 
1). Given all the demands that press in from living in the present and anticipating what is yet to come, 

why bother with what has been? 
2). An exclusive reliance on current data would needlessly handicap our effort. 
3). Consequently, history must serve, however imperfectly, as our laboratory, and data from the past 

must serve as our most vital evidence in the unavoidable quest to figure out why ourcomplex species 
behaves as it does in societal settings.  

4). History as art and entertainment serves a real purpose in aesthetic grounds but also on the level of 
human understanding.   

5). People who have weathered adversity not just in some work of fiction, but in real, historical 
circumstances can provide inspiration.   

6). “History teaching by example” is one phrase that describes this use of a study of the past---astudy 
not only of certifiable heroes, the great men and women of history who successfully worked through 
moral dilemmas, but also of more ordinary people who provide lessons incourage, diligence, or 
constructive protest. 

7). Merely defining the group in the present pales against the possibility of forming an identitybased 
on a rich past. 

8). But the importance of history for citizenship goes beyond this narrow goal, and can even 
challenge it at some points.  

5. Discussions: 
1). What does “pastness of the past” mean? 
2). What is “history teaching by example”? 
3). Do you have a strong desire to know the history of your family? Why or why not? 
6. Speaking and Seminar: 
Changing the subject 
7. Homework:  
Find a research paper which in your opinion contains a well-written method section. Bring a copy to 

the classroom and then analyze its merits for your classmates.  
Teaching Goals:  
1). Grasp the vocabulary of this unit, their meanings and usages; 
2). Learn the relevant terms an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the text;  
3). Comprehend text A, including the long and difficult sentences and the author’s intended meaning; 
4). Learn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e text and appreciate the way the author organizes the text; 



 

9023 

5). Grasp the way and useful expression of Changing the subject;  
6). Develop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Unit 6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参考学时：4学时) 
Contents: 
1. Lead-in Questions: 

    1). What does it mean by “historically-minded”? 
    2). How to judge th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of a person? 
    3). Are there any possible yardsticks that can be used to rate the historical awareness of a nation? 

2. vocabulary： 
Immemorial, time immemorial, tutelage, imbue, all-consuming, reign, historiography, execute, 

incarnation, emolument, out of place, lonesome, behold, lament, warp and woof, legitimacy, regime, 
mandate, deliberation, weathervane, governance, fall to sb., repose, in confidence, crisscross 

3.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The Journal History and Theory 
2).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the Dragon(s) 
3). The Mandate of Heaven (天命) 
4. Text Comprehension: 
1). Ever since then,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been able to “look at the past from the present”, to judge 

and shape the present in the light of the ideal past, and to judge the past in the light of the present ideals 
thus shaped. 

2). In China, to be human is to be historical. 
    3). In the Chinese mind, history describes how aware we are of being in time that flows as we engage 
in various activities in the world. 
    4).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is legitimacy with the concrete causes of Qin los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and Han obtaining it, people in and out of the royal palace eagerly discussed concrete measures as 
to how best and most appropriately the new regime should govern and manage the world.  
    5). By “homo historiens” I mean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are both shaping and being shaped by 
history, just like the spiders working the web of history that crisscrosses the globe.  
    6). Qian powerfully insisted that studying bits of historical information will miss the spirit of 
historiography, that is, the ultimate relation between historical knowledge and the actualities of life, the 
knowledge of the facts about how our civilization changed and grew, and how it transpired.  

5. Discussions: 
1). What did the “grand historians” do in ancient China? 
2). When do you usually quote this famous saying of Confucius? 
3). Why did peopl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make every effort to break away with their historical 

traditions? 
6. Speaking and Seminar: 
To make a successful presentation: analyzing the audience and purpose.  
7. Homework:  
Get a copy of a research paper from the library. Identify the signal statement, technical description 

statement and non-technical description statement of the results section of the study on ways to improve 
the skill of writing using sources at university.  

Teaching Goals:  
1). Grasp the vocabulary of this unit, their meanings and usages; 
2). Learn the relevant terms an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the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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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omprehend text A, including the long and difficult sentences and the author’s intendedmeaning; 
4). Learn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e text and appreciate the way the author organizes the text; 
5). Grasp the way and useful expression of making a successful presentation by analyzing the 

audience and purpose;  
6). Develop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Unit 8 Understanding Philosophy (参考学时：3学时) 
Contents: 
1. Lead-in Questions: 
Listen to a short talk on classical federalism and fill in the blanks according to what you have heard.  
2. vocabulary： 
municipal, overwhelming, standoff, methodology, prone, rigor, revelation, substantiate, empirical, 

cornerstone, adhere, persuasive, hypothesis, incumbent, metaphorical, at a premium, operationalize 
3. Background Information: 
1). NATO 
2). independent variable 
3). dependent variable 
4. Text Comprehension: 
1). The diverse structure of political science reflects the diverse kinds of problems the discipline 

attempts to analyze and explain.  
2). As a result, political scientists generally strive to emulate the objectivity as well as th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rigor 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so-called “hard” sciences.  
3). Since political scientists construct and assess theor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he 

scientific method, writing in the field conveys the rigor, objectivity, and logical consistency that 
characterize this method.  

5. Discussions: 
1. Make some comments on the procedures that political scientists usually adopt to do their work.  
2. Summarize the major ideas of this text.  
6. Speaking and Seminar: 
To make a successful presentation: Improving your delivery.  
7. Homework:  
In text A, the author gives an example of hypothesis that does not work in the case of 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 Work in groups of 3-4. Discuss and try to modify the hypothesis by thinking of other 
variables that might be relevant. After the discussion, carry out further research to test your hypothesis and 
report your finds to the class.  

Teaching Goals:  
1). Grasp the vocabulary of this unit, their meanings and usages; 
2). Learn the relevant terms an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of the text;  
3). Comprehend text A, including the long and difficult sentences and the author’s intended meaning; 
4). Learn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he text and appreciate the way the author organizes the text; 
5). Grasp the way and useful expression of making a successful presentation by improving the 

delivery;  
6). Develop reading and writing skills.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s, unit 1 lead in, Backgrou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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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nit 1 text A 2  
3 unit 1 Discussions and Presentation; unit 2 lead in, Background 2  
4 unit 2 text A 2  
5 unit 2 text A; unit 2Discussions and Presentation 2  
6 unit 3 lead in, Background 2  
7 unit 3 text A 2  
8 unit 3 Discussions and presentation, Unit 4 lead in 2  
9 Unit 4 Background, text A 2  

10 Unit 4 text A, Discussions and presentation 2  
11 Unit 5 lead in, Background, text A 2  
12 Unit 5 text A 2  
13 Unit 5 text A, Discussions/ presentation, Uni6 lead in 2  
14 Unit 6 lead in, Background   2  
15 Unit6 text A Discussions/ presentation, Unit 8 lead in 2  
16 Unit 8 text A, Discussions and presentation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学术英语（I），学术英语（II）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1). 与所学课文和学科相关的词汇及用法； 
2). 与所学学科相关的专业术语和背景知识； 
3). 课文理解； 
4). 掌握语言技巧，如口语、阅读及写作等方面的技巧。 
难点：  
1). 学会对难句、长句的进行分析； 
2). 学会从把握作者意图，并从文章的组织结构整体把握全文； 
3). 学会用所学的知识来表述自己的观点见解； 
4). 学术交流能力。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传统课堂教学 
教师通过对语言点、对语法结构、篇章结构、语言技巧的讲解与分析，帮助学生打下坚实的语

言基础。 
2. 项目研究法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将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完成的任务以项目的形式交给学生。在教师的指

导下，以个人或小组的形式，由学生自己按照实际工作的完整程序，共同制定计划，共同或分工完

成整个项目。 
3. 自主学习 
除了课堂学习，学生应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一定量的自主学习任务。 
教学手段： 
1. 课堂提问 
2. 课堂活动，如口头报告、小组讨论、辩论等。 
3. 指导并点评学生的作业及在课堂活动中的表现 
4. 指导学生完成任务或项目，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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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1).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2). 课程采取形成性评价与阶段性评价相结合的考核办法。学期总成绩满分 100分，其中包括

形成性评价（占总评成绩 50%）与阶段性评价（占总评成绩 50%）。 
3). 形成性评价来自学生课堂展示的口头报告（15%）、课堂活动（如讨论、辩论等）（10%）

学期论文（10%）、平时测验及作业（10%）、课堂出勤情况（5%）。 
4). 阶段性评价（占总评成绩 50%）即期末考试。期末考试重点考察学生对所学课文的理解、

相关主题材料的阅读能力。 
5). 形成性评价综合运用自评、学生之间评分和教师打分的多种形式，以增强学生相互学习的

意识、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形成性评价与阶段性评价相结合所形成的最终评价将公正、客观地体现学生在本课程学习中的

程度和总体英语水平。 
《人文社科英语》考核的各项分值见下表： 

《人文社科英语》考核各项分值表 
口头报告 15% 
课堂活动 10% 
作业与测验 10% 
小论文 10% 

 
形成性评价 

（占总评成绩 50%） 

课堂出勤 5% 
阶段性评价 

（占总评成绩 50%） 
对课文语言点的检测 

 阅读理解  
50% 

5、作业要求： 
1).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2). 要求学生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尽量查阅及参考权威文献、资料，并要求形成自己 
的观点。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教材选用权威出版社的人文社科类英语书籍。教材的编写应体现学科英语与学术能力的提高相

结合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范烨等编著《学术英语：人文》，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 3月第一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卜玉坤等编著，《人文社会科学英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 1月第一版； 
2. 邓红主编，《大学英语人文素质阅读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 11月第一版；  

执笔：王雅琨        审稿：         审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新闻英语 
News English 

课程号：108010512 

一、 课程教学目标：  
为顺应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07年 7月颁布的新《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要求，满足当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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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英语的以提高综合应用能力和国际交流为核心的多重定位、学生基于多媒体现代信息技术的自主

学习方式的变化，适应我校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满足新时期我校“国际化”
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特制定《新闻英语教学大纲》，作为我校大二下学期新闻英语课程组教学的

主要依据。 
《新闻英语》属于分科英语课程，为非英语专业学士学位必修课程及大学英语必修课程。通过

本 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该达到下列学习目标： 
1. 熟悉和掌握新闻英语之语体、词汇及语法特征； 
2. 提高学生使用英语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的能力，培养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 
3. 丰富前沿资讯、国际交流、风俗习惯、文化背景等知识。 
二、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共 32学时，2学分，完成 14个单元。每单元设一专题，依据语料库对近几年实际语料

的筛查，择取外事新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代表性专题。务求学生在经过一个学期的系统学习后对新

闻播报的模式、内容、高频词汇有较好的把握。课堂内容包括新闻播报、背景讨论、语体讲解、话

题讨论、词汇扩展、技巧训练、新闻模式解析、学生口头报告、练习测试等。 
三、 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次 授课内容 
1 

1 
2 

Overview of News English 

3 
2 

4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5 
3 

6 
Visits and Talks 

7 
4 

8 
UN Activities 

9 
5 

10 
Statements and Comments 

11 
6 

12 
Disasters and Calamities 

13 
7 

14 
Public Health 

15 
8 

16 
Business and Economy 

17 
9 

18 
Commemoration and Celebration 

19 
10 

20 
Rallies and Demonstrations 

21 
11 

22 
Elections 

23 
12 

24 
Police Work and Crime 

25 
13 

2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7 
14 

28 
Parliament and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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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5 

30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s 

31 
16 

32 
Q-A session 

具体授课单元内容： 
Unit 1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ction A Warming Up  
Section B Micro Listening 
Section C Macro Listening 
Section D Additional Listening 
Section E Listening Strategy (Identifying the 5Ws and the H of the news reports) 
Section F Vocabulary Expansion 
Unit 2 Visits and Talks  
Section A Warming Up  
Section B Micro Listening 
Section C Macro Listening 
Section D Additional Listening 
Section E Listening Strategy (Understanding the News Lead) 
Section F Vocabulary Expansion 
Unit 3  UN Activities  
Section A Warming Up  
Section B Micro Listening 
Section C Macro Listening 
Section D Additional Listening 
Section E Listening Strategy (The inverted-pyramid structure) 
Section F Vocabulary Expansion 
Unit 4 Statements and Comments  
Section A Warming Up  
Section B Micro Listening 
Section C Macro Listening 
Section D Additional Listening 
Section E Listening Strategy (Segmentation of continuous speech I) 
Section F Vocabulary Expansion 
Unit 5 Disasters and Calamities  
Section A Warming Up  
Section B Micro Listening 
Section C Macro Listening 
Section D Additional Listening 
Section E Listening Strategy (Segmentation of continuous speech II) 
Section F Vocabulary Expansion 
Unit 6 Public Health  
Section A Warming Up  
Section B Micro Listening 
Section C Macro Listening 
Section D Additional List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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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E Listening Strategy (Segmentation of continuous speech III) 
Section F Vocabulary Expansion 
Unit 8 Business and Economy  
Section A Warming Up  
Section B Micro Listening 
Section C Macro Listening 
Section D Additional Listening 
Section E Listening Strategy (Learning to Abbreviate II) 
Section F Vocabulary Expansion 
Unit 9 Commemoration and Celebration  
Section A Warming Up  
Section B Micro Listening 
Section C Macro Listening 
Section D Additional Listening 
Section E Listening Strategy (Summarizing the Main Idea) 
Section F Vocabulary Expansion 
Unit 10 Rallies and Demonstrations  
Section A Warming Up  
Section B Micro Listening 
Section C Macro Listening 
Section D Additional Listening 
Section E Listening Strategy (Semantic Markers) 
Section F Vocabulary Expansion 
Unit 11 Elections  
Section A Warming Up  
Section B Micro Listening 
Section C Macro Listening 
Section D Additional Listening 
Section E Listening Strategy (Tense in News) 
Section F Vocabulary Expansion 
Unit 12 Terrorism and Counterterrorism 
Section A Warming Up  
Section B Micro Listening 
Section C Macro Listening 
Section D Additional Listening 
Section E Listening Strategy (Attribution and Quotation) 
Section F Vocabulary Expansion 
Unit 13 Parliament and Legislation 
Section A Warming Up  
Section B Micro Listening 
Section C Macro Listening 
Section D Additional Listening 
Section E Listening Strategy (Understanding the lexical features of news) 
Section F Vocabulary Expansion 
Unit 14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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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A Warming Up  
Section B Micro Listening 
Section C Macro Listening 
Section D Additional Listening 
Section E Listening Strategy (Understanding the syntactic features of news I) 
Section F Vocabulary Expansion 
Unit 15 Police Work and Crime  
Section A Warming Up  
Section B Micro Listening 
Section C Macro Listening 
Section D Additional Listening 
Section E Listening Strategy (Understanding the syntactic features of news II) 
Section F Vocabulary Expansion 
Unit 1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ction A Warming Up  
Section B Micro Listening 
Section C Macro Listening 
Section D Additional Listening 
Section E Listening Strategy (Problem shooting) 
Section F Vocabulary Expansion 
四、 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ESP教学方法。专门用途英语（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ESP）是指与某种特定职业、学

科相关的英语，使语言技能训练和专业知识学习相结合。在这一教学方法指导下，学习者具有明确

的学习目的，学习特定专门的内容。 
2. 交际教学方法。交际法（Communicative Teaching）采用以交际活动为核心的教学程序来进

行听、说、读、写的教学。 
3. 任务教学方法。任务法（Task-based Language Teaching）以完成任务为表层目的，以学得和

习得目的语为深层目的，以任务为主要课堂教学活动，使学生在接受任务、执行任务、检查任务的

过程中学得和习得目的语。 
教学手段 
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计算机网络等现代教育技术 
五、 课程考核方法 
学期总成绩满分 100分，其中包括形成性评价（占总评成绩 50%）与终结性评价（占总评成绩

50%）。  
形成性评价包括平时成绩（占总评成绩 25%）、时事新闻播报（占总评成绩 5%）、口头报告（占

总评成绩 20%）。平时成绩评定依据为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和测试等三项。 
终结性评价为笔试（占总评成绩 50%），包括：听力理解、词汇、阅读理解、完形填空、翻译等。 
课程考核各项分值详见下表： 

考核各项分值表 
出勤   5% 
课堂表现  5% 
随堂测试  5% 

 
平时成绩（25%） 

课后练习 10% 

 
 
形 成 性 评 价

Formative 
(50%) 时事新闻播报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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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报告 (20%) 20% 
终 结 性 评 价

Summative (50%) 
听力理解、词汇、阅读理解、 

完形填空、翻译 
50% 

六、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1. 教师参考教材 
（1）《英语新闻听力教程》，杨世登（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 
（2）《新闻英语文体与范文评析》（第二版），张健（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 
2. 学生教材 
《英语新闻听力教程》，杨世登（主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 

执笔：管雯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5日 

 

西方主要国家概况 
A General Survey of Major Western Countries 

课程号：1080105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开设的通识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了解掌握西方主要国家社会文化基础知识；2、培养学生的国

际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3、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英语语言应用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了解西方主要国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地理环境、政治体制、历

史发展、教育特征、价值观念、习惯习俗等，增进学生对非母语文化的理解和认识，丰富文化修养，

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同时在文化学习过程中进一步提高英语语言应

用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美国文化概况 
参考学时：14学时 
学习内容： 
1．美国国家概况；美国的地理特征、历史发展、政治制度、教育特征及美国社会文化等基础

知识； 
2．与上述内容相关的英语语言表达。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的地理特征、历史发展、政治制度、教育特征及社会文化概况； 
2．掌握与上述学习内容相关的最基础的文化知识点与相应的英语语言表达。 
作业： 
课前阅读每章节内容，熟悉相关的语言表达； 
课后复习章节主要文化知识点及相关语言表达； 
完成翻译、术语解释、简答等课下笔头作业； 
准备并完成小组口头展示。 

知识单元 2：英国文化概况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英国国家概况；英国的地理特征、历史发展、政治制度、教育特征及英国社会文化基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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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2．与上述内容相关的英语语言表达。 
学习目标： 
1．了解英国的地理特征、历史发展、政治制度、教育特征及社会文化概况； 
2．掌握与上述学习内容相关的最基础的文化知识点与相应的英语语言表达。 
作业： 
课前阅读每章节内容，熟悉相关的语言表达； 
课后复习章节主要文化知识点及相关语言表达； 
完成翻译、术语解释、简答等课下笔头作业； 
准备并完成小组口头展示； 
确定学期论文题目并提交提纲。 

知识单元 3：加拿大文化概况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加拿大国家概况；加拿大的地理特征、政治制度、教育特征及社会文化基础知识； 
2．与上述内容相关的英语语言表达。 
学习目标： 
1．了解加拿大的地理特征、政治制度、教育特征及社会文化概况； 
2．掌握与上述学习内容相关的最基础的文化知识点与相应的英语语言表达。 
作业： 
课前阅读每章节内容，熟悉相关的语言表达； 
课后复习章节主要文化知识点及相关语言表达； 
完成翻译、术语解释、简答等课下笔头作业； 
准备并完成小组口头展示； 
学期论文写作。 

知识单元 4：澳大利亚文化概况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澳大利亚国家概况；澳大利亚的地理特征、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基础知识； 
2. 与上述内容相关的英语语言表达。 
学习目标： 
1．了解澳大利亚的地理特征、政治制度、社会文化概况； 
2．掌握与上述学习内容相关的最基础的文化知识点与相应的英语语言表达。 
作业： 
课前阅读每章节内容，熟悉相关的语言表达； 
课后复习章节主要文化知识点及相关语言表达； 
完成翻译、术语解释、简答等课下笔头作业； 
准备并完成小组口头展示； 
完成并提交学期论文。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导航； 美国国家总览 2  
2 第一章 美国地理 2  
3 第二章 美国历史（1） 2  
4 第二章 美国历史（2） 2  
5 第三章 美国政治体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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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五章 美国社会与文化 2  
7 单元知识总结与测试；学生小组口头展示 2  
8 英国国家总览；第九章 英国地理与历史 2  
9 第十章 英国政治体制 2  

10 第十一章 英国社会与文化 2  
11 单元知识总结与测试；学生小组口头展示 2  
12 加拿大国家总览；第六章 加拿大地理与历史 2  
13 第七章 加拿大政治体制；第八章 加拿大社会与文化 2  
14 澳大利亚国家总览； 第十三章 澳大利亚历史与政治 2  
15 第十四章 澳大利亚社会与文化；单元知识总结与测试（与加拿

大部分合）； 
2 

 

16 学生小组口头展示；期末考试考前辅导、答疑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学术英语》（一），《学术英语》（二） 
后续课程：《法律英语》，《商务英语》，《人文社科英语》， 《新闻英语》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美国、英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地理特征、政治制度、历史发展、教育制度、

社会文化特征及与之相关的英语语言表达 
难点：美国、英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地理特征、历史发展等空间与时间跨度大的知

识点的熟悉与掌握；与主要教学内容相关的英语语言知识的掌握与运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以“内容依托式教学”为基本教学理念 
本课程的主要教学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英语国家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文化背景，培养国际

视野，提高对非母语文化的理解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因此本课程的重点是文化内容的学习而非语

言学习，是以英语国家的母语——英语为媒介的文化学习；另一方面，作为大学英语通用文化系列
课程的主干课程之一，本课程也把语言学习作为课程学习的另一重要方面。本课程的学习离不开英

语语言的听说读写等语言活动，因此本课程也是以内容为依托的语言教学。学生以英语为媒介学习

英语国家的文化，同时在文化学习中提高英语语言运用能力。 
2. 个体学习与合作学习相结合 
在本课程的学习中，要求学生既重视个体和独立的学习，也重视小组合作学习。在独立阅读教

材或其他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以小组为单位针对某个或某些国家（不限于英语国家）的文化现象通

过合作学习进行归纳、总结与分析，并以多媒体课件和英语口头表达的形式，在课堂上共同展示其

学习成果。 
3.课堂教学与自主学习相结合 
本课程采用课堂教学与学生课下自主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方式。教师对教材或辅助教材中所涉及

到的文化知识重点和难点进行讲解、归纳、补充，或就某些重点文化现象组织课堂讨论，并根据教

学实际适时检查学生对文化知识的掌握情况等。同时鼓励学生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积极参与课

下自主学习。学生可借助教材配备的学习光盘进行自主预习、复习和自我检查。教师还可利用网络

平台等引导学生课下对涉及某些重要文化现象的相关内容进行拓展学习，包括学习教师推荐的阅读

材料或视频材料等。为完成课堂上的口头展示和学期末的学期论文，学生需要充分利用多媒体和计

算机网络，自主学习、归纳、分析相关内容。 
教学手段： 
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计算机网络等现代教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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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践教学环境 
多媒体自主学习室；图书馆；教材光盘 
5、课程自主学习 
利用教材光盘、图书或网络等进行拓展学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平时成绩+期末考试 
考核方式：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平时随堂检

测、单元测试、小组口头展示、学期论文；期末考试占 50％。 
7、作业要求： 
每章学习结束后按时复习所学重点内容、完成自主拓展学习及与章节内容相关的翻译、术语解

释、简答等课下笔头作业；充分准备并按时完成小组口头展示；期末测试前完成并提交学期论文。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实际课时数，本课程的课堂教学内容安排以英美国家的文化为主，

兼顾其他英语国家的文化。主要教材定为《英语国家概况》（訾缨主编）。教材的纸质版供课堂教

学使用，电子版供学生课下拓展知识或自查所学知识掌握情况使用。根据教学需要，教师自选一部

分阅读材料作为辅助教材，供学生课下阅读，以增加学生的阅读量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訾缨主编《英语国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8月第 1版（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

材立项项目） 
（二）推荐参考书 
1. 邓炎昌、刘潤清著《语言与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 3月 第 1版。 
2. 王佐良等编著《欧洲文化入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 
3. 任春生主编《走进西方文明》，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 
4. Gina Teague （英）著《文化之旅  美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 3月 第 1版。 
5. Gina Teague （英）著《文化之旅  英国》，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 3月 第 1版。 

 执笔：张文红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5日 

 

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课程号：1080105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以具体事例唤醒学生的跨文化意识；2、以选文增长学生的跨文化知

识；3、以多样性的课内外活动增加学生的跨文化情感体验；4、帮助学生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本课程注重强化学生的听说能力培养，通过课堂讨论、角色扮演、口头报告、影视片段赏析（包

括《刮痧》、《走遍美国》，《喜福会》等多个经典影视片段）等生动活泼的方式来呈现中外文化之间

的差异，从来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本课程共分八个单元，每单元开篇之前都有跨文化交际中的典型事例，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兴

趣，并通过对实例的思考与分析，唤醒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跨文化交际的基础知识，了解跨

文化差异的概念，为法律英语、商务英语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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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文化成员分享着行为模式以及世界运行模式，然而，尽管在不同文化的冲击影响下，人的

行为和习俗会发生快速的转变，但是人的价值观却很难因文化环境的不同而发生改变。 
2． 交际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存在三个因素影响着人们的交际。一是人的个性，二是所

处的文化，三是所处的物理环境。交际是一种互动的行为。 
3． 跨文化交际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际。跨文化交际作为研究领域是始于 20 世

纪 50年代的美国。跨文化交际的鼻祖，Edward Hall于 1959年发表了《无声的语言》一书。也有
研究发现是四种趋势----便捷的交通系统、创新的交流系统、经济全球化以及大范围的移民（Samovar 
& Porter，2003），促进了地球村全球化的发展。 

1．了解文化与交际的基本概念。 
2．掌握跨文化交际学的基本知识。 
作业： 
Write an essay on My Firs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xperience 

知识单元 2：日常言语交际（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称呼。中西称谓语分为两种，一是亲属称谓，一是社交称谓。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不同，

无论亲属称谓还是社交称谓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汉语亲属称谓系统繁杂多样，而英语亲属称谓则相

对贫乏，指称宽泛，语义模糊，比如一个 Cousin 就相当于汉语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等八
个词。中英语在社交类称谓方面差异也较显著，汉语的身份类称谓种类多，范围广，尤其表现在头

衔性称谓的偏好，英语身份类称谓种类少。中文中身份类称谓可细分为三种：（1）姓+职务；（2）
姓+职称；（3）姓+职业。类似王院长、李教授、肖律师等称谓在生活中屡见不鲜。在英语中，头衔
性称谓一般只局限于皇族、政府上层、宗教界、军界或法律界人士，可以是衔称+姓氏，也可以是
衔称+教名，如 Queen Elizabeth，Father White 等。 

2． 问候语。问候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或者保持社会联系而不是交换信息。英语中的问候语一般
有“Good morning/afternoon/evening”、“How are you ？”之类的。而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一般会问“上
哪去？”“吃饭了吗？”这对外国人来说会觉得是侵犯人隐私的问题，在中国确是司空见惯。 

3． 话题的选择。中国人大多喜欢以询问人家籍贯年龄等较隐私的话题开始一段谈话，然而外
国人对此却较为反感。一般以兴趣、节日、工作、天气或者书籍等话题作为陌生人之间的交流话题

是比较容易让人接受的。应当尽量避免涉及隐私跟政治宗教的话题。 
4． 年龄。一般来说，在西方文化中，询问陌生人的年龄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特别是询问

30岁以上女性的年龄。 
5． 拜访礼仪。中国亲朋好友以及同事之间的串门是很随便的，邀请别人来访也无需对方确定

具体时间，自己去探访别人也无需郑重其事征得同意。而美国人则没有串门的习惯，美国人则没有

串门的习惯。一年内遇到大节日，亲朋好友才到家里聚一聚。平时如果有事上门，要有时间确切的

预约。没有得到对方的应允，随时随地随便上门是不礼貌的行为。 
学习目标： 
了解跨文化日常交际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如称呼、话题选择、拜访礼仪。 
作业： 
Write an essay to compare the American friendship with the Chinese friendship 

知识单元 3：日常言语交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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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赞语与赞语应答。赞美某一个人身上的具体一件东西或者一种品质等，接着，用一些理由去支

撑你的赞美，最后再问一个跟赞美对象有关的问题。这样可以让你的赞美令人易于接受。对于赞语

的反应，中国人一般是比较谦虚的回应，而西方人则是大方的感谢人家的赞美。赞语具有一系列的

社会功能，例如作为问候语，或表达感谢之情或者庆贺等等。 
学习目标： 
了解跨文化日常交际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如赞语与赞语应答等。 
作业： 
Write an essay ab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estern invitation and Eastern invitation. 

知识单元 4：语言交际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文化负载词。在语言系统中，最能体现语言承载的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的社会生活的词汇

就是文化负载词。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词或者短语的意思或文化内涵在另一种
语言里有着不同的意思或者文化涵义。例如，中国人把龙当做是一种权利的图腾，也是吉祥如意的

象征，然而龙在西方人眼里中却是一种恐怖恶心的怪物，代表着邪恶。又如，同样表达“副”，英语
中根据不同的职位有不同的表达，例如 vice-chairman , associate professor , deputy director , lieutenant 
governor, undersecretary 。中英文主要的语义差异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1>、一种语言的词语可能
在另一种语言里找不到对等的相似的词语（例如“三伏”“三九”）。2>、在中英文中都存在一些短语
中在表面上指同一事物或概念但实际上指代不同的事情（例如“social science”不等于“社会科学”）。
3>、某件事情或者概念在一种语言里只有一两种表达方式但在另一种语言却又许多不同的表达。（例
如“wife”和“湾”）4>、有些对等表达的词组只是部分对等 

（例如 family不一定等于“家庭”）。 
2． 谚语的文化反映。谚语展示了中西方文化人类经历和观察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一种语言的

有些谚语可以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明显的对应谚语，也有些找不到对应的，也有些是不精确的对应

表达，还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应的，但是实际上有种不同的使用语境。 
3． 禁忌。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禁忌。有语言上的禁忌，有动作上的禁忌也有颜色跟数字上

的禁忌等等。中西方文化都对讨论性交际和特指身体某一部分的言语非常禁忌。另外骂人也是一种

禁忌。 
4、文化思维模式。西方人思维模式呈直线型，而东方人则呈圆圈性，犹太人是切线和半直接

结合的方式，罗马人是比较迂回的思维模式，而俄国人是直接跟迂回相结合的方式。每一种文化都

有特有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美国人趋向于归纳事实，俄国人主要是推论演绎，阿拉伯人主要是依靠

直接。 
学习目标： 
1．了解词语的文化内涵。 
2．掌握文化思维模式。 
作业： 
Write an essay on different associations of color languag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 

知识单元 5：非语言交际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身体语言。身体语言包括各种表情、动作、姿态。口头表达是伴随着眼神、面部表情、姿态等

身体语言的，通过理解身体语言所要表达的意思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副语言。包括语速、音量、停顿、沉默与非语义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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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语言。包括时间，空间、颜色、城市规划以及人对自然的影响等，即影响生理与心理的环

境因素。 
其中环境语言主要包含着时间语言和空间语言。 
1>、时间语言。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时间观。有三种时间指向：过去时指向、现在时指向和将

来时指向。不同的文化也有不同的安排时间方式。Hall提出两个时间系统：单向计时制和多向计时
制。北美、西欧和北欧文化是典型的单向计时制文化，这些地区的人一般都比较重视日程安排、阶

段时间和准时。而拉丁美洲、非洲、阿拉伯和大多数亚洲地区的文化属于多向计时制文化范畴，他

们可以同时进行好几件事情,强调人们参与并做完事情,不僵守预先安排的日程表，安排比较灵活。
这些地区的人们的时间比较灵活和人性化。 

2>、空间语言。根据 Hall 的研究，美国社交和商务圈子主要有四种主要的身体距离：亲密距
离 
（0-45cm）、个人距离(45-80cm)、社交距离(1.30-3m)和公共距离(>2or3m)。不同国家的人交往

过程中身体距离也不一样。日本人会站得离交流对象较远，其次是美国，而拉丁美洲和阿拉伯人则

喜欢靠近交流对象。空间距离又分为两种广义的文化目录:接触文化和非接触文化。接触文化指在
与人交往过程中较于频繁地进行身体接触，例如握手、拍肩或者拥抱等。非接触文化指在与人交往

过程中不习惯甚至不喜欢与交流对象有较多的身体接触。阿拉伯人、南欧和西欧人、犹太人和拉丁

人都属于前者，而美国人、北欧人和东方人属于后者。 
学习目标： 
1．了解非语言交际的三大内容：身体语言、副语言和环境语言。 
2．掌握非语言交际的作用。 
作业： 
Write an essay on the differences of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Western culture and Eastern 

culture. 
知识单元 6：跨性别文化交际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社会性别(gender)是指社会造成的基于性别(Sex)之上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是后天习得的

社会性角色，是由社会建构的差别即性构(gendered)，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
成要素，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方式。社会性别(Gender)有别于自然性别(Sex)，自然性别（sex）是
男女的自然属性，即两性的先天的生物差异。对社会性别的两个最初影响分别是家庭沟通，特别是

母亲与孩子的沟通，还有孩子之间平时的娱乐互动，研究表明女孩和男孩喜欢玩的游戏有很大的不

同，女孩通常喜欢玩扮家家，捉迷藏或者跳绳，而男孩一般比较喜欢竞争性体育活动像踢足球打篮

球之类的。 
六大有效的跨性别沟通原则： 
（1）、不要过早对跨文化交际差异性做出判断。 
（2）、认识不同沟通类型的多样性。 
（3）、提供让对方理解你说话意图的线索。 
（4）、寻找对方说话意图的线索。 
（5）、扩大自己的交际类型。 
（6）、不要评价别人和防范自己。 
学习目标： 
1．了解跨性别文化交际。 
2．掌握中外男女性别意识的差异所导致的文化差异，如谈话风格、行为习惯、思维方式的不

同以及如何跨越这些障碍而达到彼此的沟通与理解。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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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e an essay on the differences of communicative styles between females and males and explain 
why. 
知识单元 8：跨文化交往中的幽默认知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幽默语言的魅力既基于表达者独特的语言技巧，同时也有赖于交际双方在共知语境的前提下领

悟幽默语言的潜信息，也就是语言所反映的文化。要使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准确理解欣赏英语中

的幽默并非易事。除了丰富的语言知识外，要熟悉英语文化背景知识，还要有一定的跨文化交际能

力。说本族语的人跟说非本族语的人分享幽默需要两个步骤。第一步是需要制作一个新的谈话规则，

即说非本族语的人要敢于询问有关幽默的问题。第二步是利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省略式推理法解释

幽默，通过解释非本族语的人无法理解的大前提，再加上显而易见的小前提从而帮助他们得出结论。

大前提是指推论演绎的一般性知识的前提。 
学习目标： 
1．了解跨文化交往中的幽默认知。 
2．掌握在跨文化交往中如何理解幽默、欣赏幽默和使用幽默。 
作业： 
Write an essay to comp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humor and English humor. 

知识单元 9：跨文化人格：中西方文化观的融合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世界观。西方出现多元并立的各色世界观，其中尤以天人相分观念形成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最

为突出。而中国则多为天人合一学说，形成一元论的整体传统世界观。中西方人们的世界观在早期

就已出现了相当不同的认识定势和框架基础，它反过来又进一步影响人们的思维模式，成为人们思

维活动的基础、核心和深层特征。 
知识。东方趋向于通过直观的概念和思考强调同一性的直接经验，西方认为才智非凡之人的天

赋是取得世俗优势的原始工具。东方在思维上，趋向于用比较灵活的模糊的不精确的论据得出结果，

而西方思维是通过分门别类和演绎推理的线性逻辑分析得出清晰明确的观点。当东方还在天人合一

的寻找突破时西方人追求的是物质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时间。传统上东方认为时间是一个动态的循环移动的车轮，而西方认为时间是来自过去遥远的

地方，像箭头或者流动的河流向着将来同样遥远的地方前进。可见，东方的时间观是循环的圆形，

较为灵活，而西方的时间观呈直线型的，因此，在西方人看来，事情总是朝着某一个方向发展的。 
交际。东方的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总是习惯于用微妙的，暗示的，非言语的，语境范畴的表达方

式，人们可以通过直觉感知对方所表达的暗含意思。而西方却相反，西方的交际模式是按照逻辑和

理智的感知和想法直接地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 
学习目标： 
1．了解跨文化人格形成，讨论中西方文化观的融合。 
2．掌握中西方世界观在对宇宙、自然、知识、社会、时间及交际等人事方面上的差异性和互补性。 
作业： 
Write an essay to compare Christian culture and Chinese Confucian culture and evaluate their 

influences on the West and the East respectively.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to the Course and the Socio-Cultural Test 
Analysis 

2 课程导航 

2 Unit 1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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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nit 1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2  
4 Unit 2：Daily Verbal Communication ( )Ⅰ  2  
5 Unit 3：Daily Verbal Communication ( )Ⅱ  2  
6 Unit 4: Verbal Communication  2  
7 Unit 4: Verbal Communication 2  
8 Unit 5: Nonverbal Interaction 2  
9 Unit 5: Nonverbal Interaction 2  

10 
Unit 6: Cross-Gender Communication 
Required Readings 

2  

11 
Unit 6: Cross-Gender Communication 
Required Readings 

2  

12  Unit 8: Humor Interpretation in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2  
13  Unit 8: Humor Interpretation in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2  

14 
Unit : Intercultural Personhood: An IntegⅨ r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2  

15 
Unit : Intercultural Personhood: An Integration of Ⅸ

Easter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2  

16 Review and Q & A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学术英语（一）》, 《学术英语（二）》 
后续课程：分科英语课组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学生应了解并掌握文化与交际、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际学的基本知识；跨文化日常交

际中经常出现的问题，如称呼、话题选择、拜访礼仪、赞语与赞语应答等；非语言交际的知识和应

用规则；英男女性别意识的差异所导致的文化差异；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不同谈判风格；在跨文化

交往中如何理解幽默、欣赏幽默、使用幽默；和中西方世界观在对宇宙、自然、知识、社会、时间

及交际等方面的认识差异性与互补性。 
难点：学生能就某一个话题进行一般性的讨论，并通过实例分析，掌握文化深层结构和语言与

文化的关系，总结并分析中西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际中的常见问题，注重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能

力的培养，能把交际知识转化为交际技能。学生能做口头报告，并进行论文写作，阐释自己对跨文

化交际的理论或实践的观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讨论 
2. 角色扮演 
3. 口头报告 
4. 影视片段赏析 
教学手段： 
本课程以具体事例觉醒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以选文增长学生的跨文化知识，以多样性的课内外

活动增加跨文化情感体验，集多种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为一体，进而实现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形

成和提高。 
本课程以美国跨文化交际培训理论为依据 ，按照四个步骤安排教学内容：跨文化意识的觉醒，

跨文化知识的吸取，跨文化情感挑战的应对，跨文化技能的获得。其中，跨文化意识的觉醒与跨文

化情感挑战的应对，是近年来在跨文化交际训练实践中增加的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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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跨文化意识的觉醒是跨文化交际培训成功的先决条件。 
2） 跨文化知识的吸取是跨文化意识觉醒后跨文化学习者的内在需求。 
3） 跨文化情感挑战的应对是学习者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必经阶段。 
4） 跨文化交际技能的获得是跨文化交际训练的最终目的。 
本课程以上述理论为依据，通过模式化、角色训练、表演反馈和训练迁移四个步骤实现跨文化

交际教学的目的。 
（1）项目研究法 (Project-learning)  
通过项目设计（口头报告项目、论文写作项目），敦促学生搜集信息，并通过辨别不同来源信

息的可靠性，组织信息，加深对课文和话题的理解。 
项目一：采用合作学习方法（collaborative learning）开展小组口头报告。根据授课主题，要求

学生分工合作，搜索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加工整理，制作幻灯，在课堂展示。通过小组成员的展示

和听众的提问、评价环节，加深学生对课文主题的理解、提高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并培养学生的

思辨能力。 
项目二：采用论文写作模式。通过学生选题、撰写初稿、修改论文、和完成终稿等程序，对学生

写作过程的不同阶段进行监控、指导和评定。鼓励学生以某一个文化视角为切入点，深入思考，唤醒

跨文化意识，增长跨文化知识，增加跨文化情感体验，进而实现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形成和提高。      
（2） 课堂教学与自主学习相结合。 
课堂教学作为教学的核心，在学生的习得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然而，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是语言习得成功的关键。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发挥教学组织、引导作用，将课堂作为语言学

习、展示、探讨的平台；同时，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指导学生采用有效的学习和管理策略，鼓励学生

为项目的完成和学习效果的提升而进行有效的自主学习。课堂教学与自主学习的有效结合才能确保

教与学的有效性。 
（3）传统语言教学方法的利用。 
采用以项目研究法的语言教学不能违背语言教学规律，传统教学中的有效的教学和学习手段

（如角色扮演等）仍能在教学中采用，并最终服务于新的教学方法。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5%）、课堂表现（15%）、作业（5%）、平时随堂检测（10%）和口头报告（15%）；
期末考试占 5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胡超编著《跨文化交际实用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樊葳葳编著，《跨文化交际视听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 1版 
2. 胡文仲编著，《跨文化交际概论》，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第 1版 
3. 黄育才等编著，《跨文化实用英语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 1版 
4. 杜学增编著，《中英（英语国家）文化习俗比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 1版 

第一版执笔：赵洪芳  审稿：田力男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注：此修订稿为课程的第二版教学大纲。此大纲是在赵洪芳老师执笔的第一版教学大纲基础上进行修订的。主要将

上课周期从十八周改为十六周，并据此调整了课程的内容和计划。 

修订人：谢芹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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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名著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English Masterpieces 

课程号：1080105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通过文本的阅读，帮助学生增强对文字使用的敏感度，加深对词法

和句法的理解和记忆，而这种理解能力正是提升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基础；2、增强学生对文本整
体架构的把握和细节之处的细读能力，做到既能提纲挈领，又能品味细节之处诸如关键概念和主导

意象的用意，而这种架构能力与细节的把握是撰写学术文章所需的基本技能；3、将输入转化为输
出，以口头和笔头的形式体现阅读和思考的过程与所得。4、通过阅读，讨论，与辩论所激发的头
脑风暴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带来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的转变。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以具体而多元的文本赏析培养学生的多元文

化视野、在比较借鉴中拓宽学生的文化底蕴、以多样性的课内外活动丰富学生的阅读体验，激发学

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从而帮助学生提高文学赏析，文化跨越，与价值判断能力。为学生继续研读

本专业的英文文献，撰写本专业的学术论文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语言能力与人文知识储备之基

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6学时 

知识单元 1：课程介绍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文学何为？ 
2．阅读之用 
3. 文学阅读的方法 
4. 文学阅读中的陷阱 
学习目标： 
1．了解这门课程的特点 
2．掌握学习这门课程的诀窍 
3. 透过具体文本事例感受文学语言的特色与运用 
作业： 
复习课上学过的知识点，预习下节课的文本 

知识单元 2：凯特•肖邦的《一小时的故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马拉德夫人的“心疾”的象征性意义所体现的父权制社会下两性关系的状态。 
2．周围人对马拉德夫人听闻丈夫去世的“噩耗”时的反应的解读与通过心理描写所体现出来的

马拉德夫人真实心理状态之间的偏差，所产生的反讽效果。 
3. 如何理解马拉德夫人听闻丈夫去世的“噩耗”时的心理状态的改变？ 
4. 如何理解作者在文末安排了丈夫的意外归来与马拉德夫人的暴毙？ 
学习目标： 
1．了解女权主义的历史性与局限性，以及作者对两性关系的设想。 
2．掌握反讽手法的运用。 
3. 掌握以外景的描述烘托内心感受的 correspondence的创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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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记忆生词与结构，思考课上所涉及的文化知识点，体会文中文学创作手法的运用。 

知识单元 3：纳撒尼尔•霍桑的《胎记》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后启蒙时代对知识的推崇之反拨：知识的限度与人的狂妄 
2. 对乔治安娜的胎记的不同解读所体现的阐释之主观性 
3. 胎记对于阿尔莫的象征性意义 
4. 意义之生成过程 
学习目标： 
1. 了解意义之生成过程与阐释的主观性 
2. 了解知识的限度所带来的人之谦卑的重要性 
3. 掌握文中象征手法的运用所体现的阿尔莫的思维逻辑 
作业： 
记忆生词与结构，思考课上所涉及的文化知识点，体会文中文学创作手法的运用。 

知识单元 4：亨利•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生态主义批评的源起与要旨 
2. 《瓦尔登湖》中所体现的自然与社会，荒野与文明的二元对立 
3. 《瓦尔登湖》中所传递的信息：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之试验 
学习目标： 
1. 掌握生态批评兴起的历史背景与现实意义 
2. 掌握自然与社会，荒野与文明的二元对立中所寄予的文人理想 
3. 掌握梭罗的瓦尔登湖试验所具有的象征性意义 
作业： 
记忆生词与结构，思考课上所涉及的文化知识点，体会文中文学创作手法的运用。 

知识单元 5：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的《自立》与《美国学者》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爱默生哲思与文思的突出特色概述 
2. 爱默生所言“自立”的基本内涵与其要旨 
3. 爱默生在《自立》这篇文章中所言“内心的海洋”指代为何？  
4. 爱默生在《自立》中所言“旅行”具有哪些层面的意义？ 
学习目标： 
1. 掌握爱默生文中赋予“自立”的多层次意义 
2. 掌握爱默生文中赋予“旅行”的多层次意义 
3. 掌握爱默生文中赋予“内心的海洋”的多层次意义 
作业： 
记忆生词与结构，思考课上所涉及的文化知识点，体会文中文学创作手法的运用。 

知识单元 6： 约翰•济慈的《夜莺颂》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济慈六首颂诗的主题和文体特色 
2. 《夜莺颂》中所体现的“求生之欲”与“求死之欲”，“死亡的诱惑”与“超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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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夜莺的象征性意义 
学习目标： 
1. 掌握济慈六首颂诗的文体特色 
2. 掌握夜莺的象征性意义 
3. 掌握诗歌如何在死亡与新生之间的徘徊中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梦境 
作业： 
记忆生词与结构，思考课上所涉及的文化知识点，体会文中文学创作手法的运用。 

知识单元 7：威廉•巴特勒•叶芝的《二次降临》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叶芝文思的特色概述 
2. 《二次降临》创作的历史背景和它所描述的情境 
3. 《二次降临》中”怪兽“，”洪水“，”荒漠“等意象的象征性意义 
4. 《二次降临》对基督再临的改写 
学习目标： 
1. 掌握《二次降临》所营造的精神氛围，和其暗示的末日场景 
2. 掌握《二次降临》中对经典宗教意象的改写 
3. 掌握《二次降临》与当代社会的相关性 
作业： 
记忆生词与结构，思考课上所涉及的文化知识点，体会文中文学创作手法的运用。 

知识单元 8：弗兰茨•卡夫卡的《变形记》（英文译文）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卡夫卡思想的突出特色 
2. 标题中“变形“一词的多重指涉 
3. 《变形记》一文中所体现的人性的悖论，与救赎的主题 
学习目标： 
1. 掌握文中”变形“与”救赎“的主题 
2. 掌握文中对变形后的主人公心理状态的刻画所传达的信息 
3. 掌握文中通过对后危机时代的家庭成员转变的描述所体现的人性的悖论 
作业： 
记忆生词与结构，思考课上所涉及的文化知识点，体会文中文学创作手法的运用。 

知识单元 9：尤金•奥尼尔的《漫漫入夜路》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家庭剧面具下四个孤独者的独角戏 
2. 斯滕伯格式的灵魂冲突戏剧 
3. 雷蒙•威廉姆斯在《现代悲剧》中所定义的“自由主义悲剧“ 
学习目标： 
1. 了解现代社会中个体的终极孤独 
2. 掌握“雾“这一意象的象征性意义，与它在关键场合扮演的角色 
3. 掌握对话中传达的信息对人物性格的塑造 
4. 掌握漩涡般后退式记忆对于重塑新生起到的阻滞作用 
作业： 
记忆生词与结构，思考课上所涉及的文化知识点，体会文中文学创作手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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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践教学  两个讨论课，共 4学时 
讨论课 1：诗歌回顾 
参考学时：2学时 
讨论文本：《夜莺颂》 《二次降临》 及其他相关文本 
讨论要求：熟悉英语诗歌的文体特色与常见用典；研究诗歌中传情达意的途径；掌握英语诗歌

欣赏与创作的基本路径。 
讨论课 2：作家与作品 
参考学时：2学时 
讨论内容： 作品创作与阐释的主观性，意义之生成 
讨论要求：熟悉阅读中所要留意的叙述角度与陷阱；研究叙述视角的多元化；掌握作品欣赏与

创作中的视角与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介绍 2  
2 凯特•肖邦的《一小时的故事》  2  
3 纳撒尼尔•霍桑的《胎记》 2  
4 纳撒尼尔•霍桑的《胎记》 2  
5 亨利•大卫•梭罗的《瓦尔登湖》 2  
6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的《自立》与《美国学者》  2  
7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的《自立》与《美国学者》  2  
8 约翰•济慈的《夜莺颂》 2  
9 威廉•巴特勒•叶芝的《二次降临》 2  

10 诗歌回顾（讨论课） 2  
11 弗兰茨•卡夫卡的《变形记》（英文译文） 2  
12 弗兰茨•卡夫卡的《变形记》（英文译文） 2  
13 尤金•奥尼尔的《漫漫入夜路》 2  
14 尤金•奥尼尔的《漫漫入夜路》 2  
15 作家与作品（讨论课） 2  
16 复习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学术英语（一），学术英语（二） 
后续课程：新闻英语，人文社科英语，法律英语，商务英语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一是通过文本的阅读，帮助学生增强对文字使用的敏感度，加深对词法和句法的理解和

记忆，而这种理解能力正是提升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基础。二是增强学生对文本整体架构的把握和

细节之处的细读能力，做到既能提纲挈领，又能品味细节之处诸如关键概念和主导意象的用意。而

这种架构能力与细节的把握是撰写学术文章所需的基本技能。三是将输入转化为输出，以口头和笔

头的形式体现阅读和思考的过程与所得。四是通过阅读，讨论，与辩论所激发的头脑风暴培养学生

的批判性思维，带来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的转变。 
难点：一是词汇量的限制制约了对作品的欣赏能力。仍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停留在背单词书，被

动记忆的思维模式，而没有主动地去用英语表达的意识，没有语篇的意识。如此一来，造成单词理

解碎片化，没有语境的概念。二是对英语文学的了解比较贫乏，大多是当代通俗小说，或改编成影

视作品的经典作品，而且很多读的是中文译本，而不是英文原著。有英语阅读习惯的人比例又要少

很多。三是对西方文化，宗教，文学的了解限于一些中文的，通史性质的概况介绍。而中文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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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通史，有时会语焉不详，只是粗线条的勾勒。四是怠惰，欠缺耐心。若想提升文学修养，记诵

的功夫必不可少。随着知识积淀的增长，阅读过程中的“触点”才能增长。所谓“触点”，也就是读者
对于文字的敏感性，以及读者视野与作者视野的趋近所引发的共鸣。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浸入式学习法。课上课下无缝衔接，微信微博公众号，结合使用，打造立体式学习环境。 
2. 讨论式学习法。通过彼此交流，提问，而后知不足。 
3. 建构式学习法。通过教师课上对主要知识点的精讲，引导学生通过笔头和口头的传达方式

来建构起自己对于某一问题的系统性看法，并清楚无误地加以表达。 
4. 观察-倾听-修正学习法。通过老师课上对学生微表情的观察，掌握学生每节课的动态，根据

学生的反应提出学习建议。 
教学手段： 
1. 教学多媒体。 
2. 微信公众号作为原创文学的园地 
3. 微博作为英语音视频的园地 
4. 通过经常性的询问，掌握学生学习动态，适时给予建议与鼓励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教学多媒体。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自主学习的材料随时发往公邮，鼓励学生自发成立课外讨论小组，针对老师提供或自选话题进

行探讨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组内讨论，及小论文的完成情况；；期末考试占 5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都有布置与所讲话题相关的写作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暂时为以下四本教材结合使用。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罗经国，《新编英国文学选读》（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2. Greenblatt, Stephen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6. 
3. Baym, Nina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8. 
4. Lawall, Sarah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estern Literature.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2006. 
（二）推荐参考书 
1. 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Boston, MA: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12. 
2. Gilbert, Sandra M and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 Houghton, Walter E. The Victorian Frame of Mind, 1830-187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4. Semrau, Janusz. New Essays on the Short Stories of Nathaniel Hawthorne. New York: Peter Lang,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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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ewall, Richard Benson. The Vision of Traged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6. Williams, Raymond. Modern Tragedy. Toronto: Broadview Press, 2006. 

执笔：谢娟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7日 

 

英语影视文化 
Cultures in English Movies 

课程号：1080105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必修课程。 
本课程旨在达到如下教学目标： 
⑴ 寓教于乐，激发学习的兴趣，提高学习效率； 
⑵ 营造完整的语言情境，培养学生语感，提高语言运用能力； 
⑶ 培养语言文化差异敏感性，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⑷ 扩大知识面，了解风土人情，提高文化素养。 
开设本课程旨在以原版英文电影为进行文化和语言教学的重要媒介，使学生在得到感官震撼的

同时，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让他们身临其境的了解英语文化、培养审美情趣、掌握语言风格、丰

富语言知识、强化语言技能。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女王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英国国家概况； 
2． 英国政体； 
3． 君主立宪制和君主专制； 
4． 英国历史上的诸位女王； 
5．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及其功绩； 
6． 电影中的英语语言表达。 
学习目标： 
1． 复述电影故事，提高学生视听理解力及口头归纳和表达能力。 
2． 了解英国政体，扩大学生知识面和文化摄取； 
3． 在了解文化信息的基础上完成课堂讨论，逐步提高学生综合文化素养； 
4． 培养学生收集资料的能力，培养其学术意识； 
5．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鉴赏能力； 
作业： 
课前观看电影，完成影片理解问答作业； 
课后复习章节主要文化知识点并完成相关语言点翻译作业； 
收集素材完成小组口头报告展示； 

知识单元 2：特洛伊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荷马史诗巨作《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2. 希腊/罗马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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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自希腊/罗马神话的习语； 
4. 电影中的英语语言表达。 
学习目标： 
1. 了解电影背后的希腊/罗马神话，提高学生文化素养； 
2. 熟悉荷马史诗巨作《奥德赛》，拓宽学生知识面； 
3. 在了解文化信息的基础上完成课堂讨论，逐步提高学生综合文化素养； 
4. 培养学生收集资料的能力，培养其学术意识； 
5.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鉴赏能力； 
作业： 
课前观看电影，完成影片理解问答作业； 
课后复习章节主要文化知识点并完成相关语言点翻译作业； 
收集素材完成小组口头报告展示； 

知识单元 3：终止战火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世界三大宗教； 
2. 基督精神； 
3. 圣经及其影响； 
4. 出自圣经的习语； 
5. 电影中的英语语言表达。 
学习目标： 
1. 学习概况主要人物性格特征及角色功能的分析和评述，培养学生分析、归纳和评论的能力； 
2. 掌握出自圣经的习语，提高学生语言应用能力； 
3. 了解基督精神，逐步提高其综合文化素养； 
4. 培养学生收集资料的能力，培养其学术意识； 
5.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鉴赏能力； 
作业： 
课前观看电影，完成影片理解问答作业； 
课后复习章节主要文化知识点并完成相关语言点翻译作业； 
收集素材完成小组口头报告展示； 

知识单元 4：喜福会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美籍华人女作家作品； 
2. 美国梦； 
3. 华人三次移美浪潮； 
4. 女性觉醒； 
5. 中美跨文化差异； 
6. 美国移民法律法规； 
7. 电影中的英语语言表达。 
学习目标： 
1. 学习概况主要人物性格特征及角色功能的分析和评述，培养学生分析、归纳和评论的能力； 
2. 掌握电影中的地道英语表达，提高学生语言应用能力； 
3. 熟悉中美跨文化差异，逐步提高其综合文化素养； 
4. 了解美国移民法律法规，拓宽学生专业相关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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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培养学生收集资料的能力，培养其学术意识； 
6.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鉴赏能力； 
作业： 
课前观看电影，完成影片理解问答作业； 
课后复习章节主要文化知识点并完成相关语言点翻译作业； 
收集素材完成小组口头报告展示； 

知识单元 5：死亡诗社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预备学校； 
2. 美国教育制度及其特点； 
3. 中美教育制度差异； 
4. 诗歌中的浪漫主义及现实主义； 
5. 电影中的英语语言表达。 
学习目标： 
1. 欣赏电影中提及的诗歌，培养学生文学鉴赏能力； 
2. 掌握电影中的地道英语表达，提高学生语言应用能力； 
3. 熟悉中美教育制度差异，逐步提高学生综合文化素养； 
4. 培养学生收集资料的能力，培养其学术意识； 
5.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作业： 
课前观看电影，完成影片理解问答作业； 
课后复习章节主要文化知识点并完成相关语言点翻译作业； 
收集素材完成小组口头报告展示；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导航；英国国家概况 2  
2 英国政体概述：君主立宪制和君主专制 2  
3 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及其功绩 2  
4 学生口头报告展示 2  
5 荷马史诗巨作《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2  
6 希腊/罗马神话及其对现代英语的影响 2  
7 学生口头报告展示 2  
8 世界三大宗教 2  
9 基督精神、圣经及其对现代法律和语言的影响 2  

10 学生口头报告展示 2  
11 美国梦、中美跨文化差异、华人三次移美浪潮 2  
12 美国移民法律法规 2  
13 学生口头报告展示 2  
14 美国教育制度及其特点、中美教育制度差异 2  
15 诗歌中的浪漫主义及现实主义 2  
16 学生口头报告展示、期末总结答疑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学术英语一》，《学术英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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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法律英语》，《商务英语》，《人文社科英语》，《新闻英语》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使学生通过英语原版影片深入了解西方文化，透过影片传达的具体表层文化，了解制约

英语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史、立法、价值观、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等。以点带面，使学生在借

助课堂内外基于上述特定文化点的拓展中获得一种全球视野，弥补传统教学在文化方面的缺失，提

高人文素质修养。同时夯实学生的听说读写译等语言运用能力，将视听、口语讨论、辩论、文本分

析和语言学习结合起来，通过多样丰富的课堂活动增强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思辨能力。使学生通过课

程学习，在老师的引导下学会查找与影片相关的语言和文化信息、鉴赏各类不同影片、通过英语影

视资源达到熟练掌握英语的能力。最终使学生对英语学习及文化的兴趣和自觉学习的能力从课堂培

养延伸至课外，使英语学习四年不断线，更好地为其专业发展服务。 
难点：结合所学将英语各方面的能力流利自如的融入开展的各项任务中是学生面临的重大挑

战，其中英语口头报告的展示及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也是本课程的难点所在。此外，课程中补充了大

量的教材之外的文化点，对于学生上课 note taking的能力也是一个挑战，需要重点培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浸入式教学 
本课程教学设计区别于传统单一授课模式和简单语言操练方法，以能刺激学生感官，激发学生

兴趣的英文原版影片为平台，将英语的听说读写译系统地溶入原汁原味的英语文化之中。 
2.任务教学 
使学生在了解熟悉文化的过程中，既能够凭借地道真实的语言材料提高其听说能力；又能够通

过对相关影片主题的综述夯实其写作能力。同时借助对影片中涉及的社会突出现象的思考与讨论培

养其批判思维、增强其思辨鉴赏能力；通过合作学习和项目完成，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语言学

习的合作意识，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上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均以为学生专业服务为出发点，

为学生日后进行专业深造，国际学术交流打下坚实的语言和文化基础。 
3.课堂教学与自主学习相结合 
使学生对英语学习及文化的兴趣和自觉学习的能力从课堂培养延伸至课外，使英语学习四年不

断线，更好地为其专业发展服务。 
教学手段： 
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计算机网络等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 
多媒体自主学习室；图书馆；教材光盘 
5、课程自主学习 
利用教材光盘、图书或网络等进行拓展学习，并配以精心设计的课前课后习题进行跟踪训练。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及课堂表现（5%）、作业（10%）、平时随堂测验（10%）和口头报告（15%）；期
末考试占 60％。 

7、作业要求： 
每单元均布置课前预习作业及课后考查作业并计入形成性成绩且每位学生均须参与口头报告

任务。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实际课时数，本课程的课堂教学内容安排兼顾文化和语言两方面。

主要教材定为《英语电影视听说》（徐志英等编著），同时向学生提供网络阅读材料。教材的纸质版

供课堂教学使用，网络阅读材料供学生课下拓展知识或自查所学知识掌握情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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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徐志英等编著《英语电影视听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 1月第 9次印刷。在此教

材基础之上进一步完善已有的教学内容（主要为文化点的补充），结合课程组制作的课件体现“文化”
和“语言技能”学习的一体化特色，使之更加实用化、系统化。 

（二） 推荐参考书 
1. Andrew Lynn. Appreciating Cinema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 Simon Greenall, 文秋芳主编，《新标准大学英语读写教程》（3, 4 册），北京：外语教学与

研究出版社。 
3. 张清主编，《地道英语写作教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为更好的达到学习效果，同时向学生提供网络阅读材料,具体如下：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Queen_(film)  
http://en.wikipedia.org/wiki/Elizabeth_II_of_the_United_Kingdom 
http://en.wikipedia.org/wiki/Troy_(film)  
http://en.wikipedia.org/wiki/Homer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Iliad  
http://en.wikipedia.org/wiki/Odyssey  
http://wenku.baidu.com/view/c3680450ad02de80d4d84026.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Joy_Luck_Club_(film)  
http://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Chinese_Americans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ad_Poets_Society 
http://en.wikipedia.org/wiki/Education_in_the_United_States 

执笔：王敏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0日 

 

日语（二） 
Japanese（２） 

课程号：108010063 

一、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依据教育部《大学日语教学大纲》要求，为全校各专业开设的第一外语必修课。旨在通

过大学 1，2年级的公共日语教学提高学生的日语能力。在基础的日语“听”“说”“读”“写”基础上，更
进一步开拓学生眼界，加强学术日语能力，争取为学生打下日后阅读参考文献、书写专业论文、参

加研讨的基础。 
二、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日语（二） 
（一） 理论教学：64学时 

知识单元 1：読解 “１００円ショップ”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１．買い物はストレス解消の手段にもなるらしい。バーゲンシーズンになって、正札の半額

以下になっている値段を見ると、あれもこれもとついつい買ってしまうことがある。買えば買う

ほど得した気分になって、ストレスが解消されるというのだ。この心理をうまく利用したの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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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新聞の相談欄によく贈り物の話題が出ている。結婚や入学のお祝いをもらった場合、お

返しをすべきか、もしするとしたら、どの程度のおものがよいかというような相談が多い。それ

に対する答えも一様ではない。回答者によって意見が異なっていたり、時には回答者が断定をさ

けて、いくつかの意見を紹介したりする場合もある。 
学习目标： 
1．...に応じて／に応じ、...というより、..たとたん／たとたんに 
2．···としたら／とすれば、 
作业： 
漢字の読み方／書き方／助詞／文をつくる／動詞選択／文章読解  

知识单元 2：読解“エレベーター”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１．オフィス街に立ち並ぶ３０階、４０階という高層ビル。朝夕の通勤、帰宅時には、そこ

で働く人たちが一斉にエレベーターを利用する。それらの人々をいかに効率よく目的の階へ運ぶ

か、そのために考察されたシステムが、「エレベーター群管理」である。··· 
２．「食べ物ににおいがなくなってきた」と言われる。キュウリの青臭さやトマトの生臭さ

がなくなり、無臭のハウス栽培物が増えてきている。若い人ほど、においを敬遠するらしい。 
学习目标： 
1．いかに···か、···に基づき／に基づいて、···こと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となっている、···にし

たがって／にしたがい 
2．···を言われている／と言われる、···ほど、···にくらべて／にくらべ、 
···っぽい 
作业： 
漢字の読み方／書き方／助詞／文をつくる／動詞選択／文章読解  

知识单元 3：読解“キャッシュレス時代”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１．最近は人々の財布の中に、たいてい何種類かのカードが入っている。銀行のキャッシュ

カードや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に加え、テレフォンカードやオレンジカードなどのさまざまなプリペ

イドカードだ。このごろは、デパートの商品券もカード化され、パチンコの代金までもが··· 
２．ロボットが活躍している。工場で部品の組み立てに使われるようなものはだいぶ前から

あるし、床を掃除する掃除ロボットや、病院で薬品や医療器具を運ぶロボットなどもかなり知ら

れている。高いところの危険な作業を避けるために、ロボットに壁画を描かせることも始まった

そうである。 
学习目标： 
1．···に加えて／に加えて、···を通じて／を通して、っけ、···ものがある  
2．···はもちろん／はもとより、···どころか、···つもりはない 
作业： 
漢字の読み方／書き方／助詞／文型選択／動詞選択／言葉理解／文章読解  

知识单元 4：読解“清潔病”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１．一昨年は O－１５７による食中毒が大きな問題となった。昨年は大規模な発生の報告は

ないが、感染した人の数はあまり減っていないそうだ。０－１５７による食中毒は英国、米国、

カナダ、スウエーデン、ドイツなどの先進国でも流行しているが、発展途上国では、集団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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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ロンドン暮らしが長い知り合いの女性が、東京の親元に２０日ほど帰ってきた。久しぶ

りに故国の新聞や雑誌を読み、友人とおしゃべりをして、３つの単語がとても目立つのに気付い

たという。 
学习目标： 
1．···つつある、···たらいい、助詞「て」「って」  
2．···向け／向けだ／向けに、···をはじめ／をはじめとする、 
作业： 
漢字の読み方／書き方／助詞／文型選択／動詞選択／言葉理解／文章読解  

知识单元 5：読解“主婦の社会進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女性が仕事に就く時期は、大学などを卒業する２０歳代と、子育てを終えて再び職場に

戻る４０歳代以上の、２つの山ができるといわれている。つまり年齢的には「M字形」の形態を
示すというのだが、その谷間の世代となる３０歳代の主婦を中心にして、今、さまざまな会社··· 

2．１つの子供の話です。仕事で疲れ切って、家ではごろごろしてテレビばかりを見ている
父親はあまり存在感がない、まるで透明人間みたいだ、という子の文章がありました。 
これではいけない。子供たちに、父親が働いている姿を見せたらどうか。 
学习目标： 
1．···を中心にして／を中心として、···をきっかけに／をきっかけとして、···とともに、···に

わたって／にわたり、···うちに／ないうちに、···をぬきにして／をぬきにしては 
2．···きる、まるで···みたいだ、···くらい／ぐらい 
作业： 
漢字の読み方／書き方／助詞／文型によって文をつくる／副詞選択／文章読解  

知识单元 6： 読解“体格の大型化”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いろいろなスポーツが盛んである。スポーツといっても自分でやる楽しみ方もあるし、

人がやるのを見て楽しむこともある。いずれにしても一般に人気があるのは野球とサッカーであ

ろうが、大相撲も依然として健在である。とくに「見るスポーツ」としての魅力があって、女性

の··· 
2．一昔前のような大家族は少なくなって核家族が主体となり、少子化が進んでいる。しか

も最近では離婚が増加して母子家庭や父子家庭が多くなり、家庭はますます小型化する傾向にあ

るが、その逆に、複数の家族などが一緒になって数人で同じ家に住む場合も出てきたようだ。 
学习目标： 
１．···に伴って／に伴う、···とは限らない 
２．なぜかというと···からだ、···う（よう）が···う（よう）が、···にしても 
作业： 
漢字の読み方／書き方／助詞／文型によって文をつくる／副詞選択／文章読解  

知识单元 7： 読解“男と女”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男は強く、女は優しく」といった、男女の差を強調するような社会の規範が薄れてきて

いるようだ。 
 小学校の運動会を見て、びっくりしたことがある。運動会の呼び物の１つの騎馬戦に女の

子も出場して、男の子に負けず堂々と戦っ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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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七五三離職ということばがあるそうだ。一般の人が良く使うことばではなく、労働問題
の専門家や産業界などで使われているだけだというが、なかなかおもしろいと思う。 
学习目标： 
1．···ところを／ところに／ところへ、···くせに、···に関する／に関して、ように思われる、

···につれ／につれて、···次第で／次第では／次第だ 
2．···までもない／までもなく、···べき／べきだ／べきではない、···だけ 
作业： 
漢字の読み方／書き方／文型によって文をつくる／副詞選択／文章読解  

知识单元 8： 読解“川の水”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川は陸上運送のまだ発達していないころ、米のような重量のある物の運送に役に立った。

水路として活躍する一方、文化を伝える役割も果たした。 
ところが、最近では、川の水は、それ自体商品としてお金を出し··· 
2．食事の準備が非常に簡単になった。外食の設備も多くなったが、調理した食品や、ほと

んど手をかけずに食べられる食品が普及した。その中でもとくに若い人に人気のあるのがカップ

めんである。 
学习目标： 
1．···一方／一方で、···を契機として／を契機にして、···つつ／つつも、 
···かのようだ、···げ 
2．···さえ···ば、···なり···なり、···となると、···に違いない、 
···はずがない 
作业： 
漢字の読み方／書き方／文型によって文をつくる／副詞選択／文章読解  

知识单元 9： 読解“日本の家”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これまで日本の家は、瓦葺きの屋根に木でできた平屋の建物が多かった。しかし、この

ごろの都会の家は、まるで小型ビルディングのようだ。都会の狭い土地の中にわずかな空き地を

見つけては、空間を少しでも有効に利用しようと、上へ上へと住宅はのびつつある。３階建ての

個人··· 
2．お年寄りがさびしい生活をしている老人ホームへ犬をつれて訪問する話が、時々テレビ

や新聞で報道される。おとなしい犬を優しくなでているお年寄りのしあわせそうな顔を見ると、

動物がいかに人間の気持ちをなぐさめるかがわかる。 
学习目标： 
1．格助詞「と」、···から見ると／から見れば／から見て 
2．···だろうに／であろうに、 
作业： 
漢字の読み方／書き方／反対語練習／動詞意味区別／副詞選択／文章読解  

知识单元 10： 読解“外国語の学習”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このごろ、ある英語学校のコマーシャルが人気だ。主人公の「オオユー ドロップト ア 

ハンカチーフ」という発音を聞くと、典型的日本人の会話コンプレックスと「国際化すなわち英

語」という強迫観念が刺激されて、ついふらふらと語学学校の門をたたきたくなるよう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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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もう三十余年前にもなるが、小津安二郎監督の映画に、こんな一場面があった。折り合
いが悪くて離婚してしまった夫と妻。その結果、母親のもとで育てられている子供。その子供が

久しぶりに父親に再会したとき、目と目があった瞬間口にしたことば、それが「こんにちは」と

いうことばであった。 
学习目标： 
1．···上は、···たところで、···に先立って／に先立ち／に先立つ、 
···ことは···が／ことは···けど 
2．「た」の連体形 
作业： 
漢字の読み方／書き方／反対語練習／動詞意味区別／副詞選択／文章読解  

知识单元 11： 読解“こまる”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お宅のお嬢さん、来年二十歳になられますが、成人式のお着物のお用意はいかがされて

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と、ある日突然、電話がかかってきた。確かに娘は来年の１月に二十歳に

なる。しかしその店には今まで一度も行ったこともないし、名前さえ全く聞いたことが··· 
2．これは、終戦後間もないころ、友人から聞いた話である。彼は、だいたいが慎重な運転

をする男だったが、ある日のこと、横丁から突然、そば屋の青年が自転車で飛びでして来て、彼

の自転車と衝突しまった。 
学习目标： 
1．「さえ」、「ものの」 
2．···かねる／かねない、···からこそ 
作业： 
漢字の読み方／書き方／文型練習／外来語意味区別／副詞選択／文章読解  

知识单元 12： 読解“かざる”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人間くらい外見に影響されるものはいないだろう。古い田舎の駅がきれいになると、そ

こを利用する人の服装や様子などまですっかり変わってしまうこともある。病院の医者や看護婦

の服は白と決まっていたが、最近は病院に来る人の気持ちを考えて、青やピンクを使うところが

多く··· 
2．これは、フランスで実際にあった話である。パリのある下町に、たいへん欲の深い肉屋

がいた。毎日の食事や衣服を節約したり、女房にまでケチで通した肉屋は、たいへんな財産をた

くわえているというのでも有名だった。 
ある日··· 
学习目标： 
1．···くらい···は（い）ない／ぐらい···は（い）ない、「だけ」、「な」、 
···きれる／きれない 
2．···ないか／ない？、 
作业： 
漢字の読み方／書き方／文型練習／外来語意味区別／副詞選択／文章読解  

知识单元 13： 会話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A:なんだかずいぶんたくさん買い物をしてきた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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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たくさん買ったけど、お金は少ししか使ってないのよ。 
A:どうして？ 
B:これ、みんな、１００円ショップで買ったんですもの。 
学习目标： 
ディスコース練習 
A:···しまうんですね。 
B:そうですね。···考えもしないで。 
A:でも、これでストレスが解消されるそうですよ。 
B:そうですか。ストレス解消になるのなら、···とはいえないのかもしれませんね。 
作业： 
二人一組で A、B役を分けて、会話練習を行う。 

知识单元 14： 会話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A:そのゲーム、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 
B:エレベーター群管理ゲームっていうんです。 
A:そうですか。知りませんでした。おもそろそうですね。 
B:これ、今、評判なんですよ。 
A:エレベーター群を管理するって、どうやるんですか。 
学习目标： 
ディスコース練習 
A:その···、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 
B:···っていうんです。 
A:そうですか。しりませんでした。···ですね。 
B:これ、今、評判なんですよ。 
作业： 
二人一組で A、B役を分けて、会話練習を行う。 

知识单元 15： 会話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A:クレジットカードって便利ですね。 
B:ええ、現金の持ち合わせがない時でも買い物できますからね。 
A:ほんとにそうですね。 
B:後で請求書を見て驚くこともありますけど。 
学习目标： 
ディスコース練習 
A:···って便利ですね。 
B:ええ、···からね。 
A:ほんとにそうですね。 
B:···こともありますけど。 
作业： 
二人一組で A、B役を分けて、会話練習を行う。 

知识单元 16：会話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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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このごろ集団中毒のニュースがないようですね。 
B:O-157ですか。 
A:ええ。 
B:でも、この前、新聞に出ていましたけど、大規模な集団中毒はないけれど、発病の数はあ

まり減っていないそうですよ。 
学习目标： 
ディスコース練習 
A:この前、新聞に出ていましたけど、···ないけれど···そうですよ。 
B:そうですか。 
A:ええ。それから、···そうです。 
作业： 
二人一組で A、B役を分けて、会話練習を行う。 
三、 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読解 4  
2 読解 4  
3 読解 4  
4 読解 4  
5 読解 4  
6 読解 4  
7 読解 4  
8 読解 4  
9 読解 4  
10 読解 4  
11 読解 4  
12 読解 4  
13 会話 4  
14 会話 4  
15 会話 4  
16 会話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日语（二） 
后续课程： 日语（三） 
重点： 继续阅读理解，增加对话课程。 
难点： 如何有效提高”说“的能力。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改变“满堂灌”方式，广泛采用启发、讨论、学生展示、课堂讲评和

案例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1.课堂讨论。 
2.教学观摩。 
3.小组工作 
4.研究性学习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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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新世纪 大学日语 第二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同教材的练习册 

执笔：郝轶君  审稿： 审定：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0日 

 

日语（一） 
Japanese（１） 

课程号：108010053 

一、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依据教育部《大学日语教学大纲》要求，为全校各专业开设的第一外语必修课。旨在通

过大学 1，2年级的公共日语教学提高学生的日语能力。在基础的日语“听”“说”“读”“写”基础上，更
进一步开拓学生眼界，加强学术日语能力，争取为学生打下日后阅读参考文献、书写专业论文、参

加研讨的基础。 
二、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日语（一） 
（一） 理论教学：64学时 

知识单元 1：読解“身ぶり”、“い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体全体やその一部をうごかして、自分の気持ちや考えを表すことを「身振り」といいます。

…身ぶりはとても変化に富んだ面白い言葉です。それぞれの国の独特な身ぶりは、その国の演劇
や舞踊の中にも取り入れられて、民族芸能の大切な要素になっています。 
２．私が毎日使っている○○線の特急電車に乗るには、５００円の特別料金を払わなければ

ならない。ちょっと高いけれども、暑い日やとても疲れた日などは、「コーヒー一杯飲んだつも

りで」と考えて、つい乗ってしまう。…特急電車に乗りながら、いつも考えさせられる。 
学习目标： 
1． など／なんか、…によって、…として、…かわりに、…のに 
2． …には、…たつもりだ、…させら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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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漢字の読み方／書き方／助詞／同義文選択／文章読解 

知识单元 2：読解“動物園”、“足のうら”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１．動物園でデートをする若者がふえているそうだ。東京の上野動物園がおとずれる人の数

を調査したところ、若者がしめる割合は８年前の２．５倍という結果だった。…動物園でデート
するのは、機械文明からの逃避ではなかろか。あるいはわずらわしい人間社会からの逃避かもし

れない。 
２．人間の手はいろいろなことをするが、足のほうはあまり働かない。歩くことと走ること

のほかはたいした仕事をしない。とくに足のうらには、なにも重要な働きはしないように見える。

ところが、足のうらの働きについて実験した結果、おもしろいことが分かったそうだ。 
学习目标： 
１．…たところ、…ということだ、…（の）ではなかろうか 
２．…ように見える、…について、…ないでいる、…わけだ、 
作业： 
漢字の読み方／書き方／助詞／副詞の選択／同義文選択／文章読解  

知识单元 3：読解“仮想現実”、“宅配便”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１．「仮想現実」とは聞きなれないことばだが、最近よく言われる「バーチャル·リアリテ

ィー」、つまりコンピューターを使って現実を疑似体験させることを日本語に訳すと、こうなる

のだそうである。今度、画面にうつる等身大の投手が球を投げると、本物の球が飛んでくる装置

ができたという記事を読んだ。 
２．電話をすればうちまで荷物を取りに来て、一日か二日のうちに全国どこへでも届ける。

こういう宅配便がこのごろ増えている。利用する立場からは実に便利だが、届ける人は大変であ

ろう。 
学习目标： 
1． ···に限らず、···に見える 
2． ···ことにする、···にとって／にとっては、···ことになる、···なんて 
作业： 
漢字の読み方／書き方／助詞／副詞の選択／同義文選択／文章読解 

知识单元 4：“体の時間”、“実感”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１．地球は狭くなり、人間の行動範囲は大きくなった。むかし遠くにあってなかなか実際に

行くことのできなかったところにも行けるよ 
うになり、ふるさとを思う詩や歌も過去のものとなった。 
２．外国旅行だけでなく国内旅行にも、飛行機を利用する人が多くなった。たしかに飛行機

は速い。地球の反対側の国までも、半日ぐらいで飛ぶこｔができる。しかし、飛行機の旅行は、

空港から空に上がり、空から空港へ下りたような感じで、長い距離を移動したという実感があま

りない。 
学习目标： 
1． ···ないことはない、···でいる、···ざるを得ない 
2． ···と同時に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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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の読み方／書き方／助詞／文を作る／副詞選択 
知识单元 5：“自然”、“ゴミ”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１．ヒマラヤの頂上に登ったあと亡くなった女性登山家のことが、一時新聞やテレビをにぎ

わした。夢を実現したあとだったのだから、幸せだったろうという声もあった。ヒマラヤのよう

な雄大な自然に心を引かれたら、ほかのことは考えられなくなるのかもしれない。一瞬の油断が

命を奪ってしまうような、きびしい自然と対決する喜びは、経験した人でなければわからないの

かもしれない。 
２．ゴミの処理は多くの国で問題になっている。ほかの国にゴミを運んで、処理を頼む場合

もあるそうだ。日本でも最近、関東地方のある県が、遠く東北地方にまでゴミを運んで処理を頼

んだが、話し合いがうまくいかなくて、まだ問題は解決していないそうである。とくにビニール

やプラスチックのゴミは処理がむずかしく、地中に埋めることが多いが、埋める場所も限界に近

付いている。 
学习目标： 
1．···なければ···ない、···てほしい、···ものだ／ものではない、···なくてもいい、···ばいい 
2．···たびに／たび 
作业： 
漢字の読み方／書き方／助詞／文を作る／逆接選択／本文解釈 

知识单元 6： “左利き”、“留守番電話”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１．左利きに対する社会の対応のしかたもこの数十年の間に変わってきた。むかしは左利き

の子供がいると、小学校に入る前になんとかそれを直そうと親は必死になったものである。特に

食事のとき、はしを右手で茶わんを左手で持つことと、右手で鉛筆を持つことだけは訓練するの

が親の義務のように考えられていた。 
２．留守番電話を利用する人が多くなった。留守番電話はたしかに便利である。誰も家にい

ないときに誰かから電話があった場合、あとで録音テープでその内容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家に

いるときでも、ふろにはいっていたりして、電話に出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こともある。たとえば、

食事中やテレビでおもしろいドラマを見ているときなど、電話に出なくてすむのは、ありがたい

ことである。 
学习目标： 
１．···に対する、···たものだ、···ないでおく 
２．···なくて（も）すむ、···ためだ、···ような気がする  
作业： 
漢字の読み方／書き方／助詞／言葉意味／副詞選択／本文解釈 

知识单元 7： “カラー柔道着”、“カード時代”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１．日本の柔道選手が国際競技の場面で青い柔道着を着ることが決定したそうである。まだ

試験的な段階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が、これからは国際的な場面ではカラーの柔道着を着ることにな

りそうである。これまで柔道界の指導者たちはカラー化反対してきたが、その反対が通用しなく

なったようだ。この一連の柔道界の動きは、武術に対する考え方の違いを反映していて興味が深

い。 
２．カードを使うことが多くなった。買い物をして、現金で払うかわりにカードで払う。銀

行に預金があれば、手元に現金が全然なくても、たくさんの買い物ができる。こまかい金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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なときは、銀行の機械にカードを差し込めば、現金が出てくる。ある会社では、身分証明書が支

払いカードを兼ねていて、社員食堂で食事をしてカードで払うと、支払いの額が自動的に給料か

ら引かれるそうである。 
学习目标： 
１．...を...とする／...を...として、...からいえば／からいうと／からといって、...てはいられ

ない 
２．...わけではない／わけでもない 
作业： 
漢字の読み方／書き方／助詞／言葉意味／副詞選択／本文解釈 

知识单元 8： “料理技能の検定”、“あかり”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１．資格試験にもいろいろあるが、家庭料理の技能にも検定の制度があると聞いて驚いて、

新聞を広げた。「料理の英検」という見出しで大きく出ているのを読むと、若い世代の台所技術

がどんどん低下するのに危機感を持ったことから料理関係者が始めたのので、文部省の認定を受

け、すでに１０年になるのだそうだ。 
２．先日の新聞に居間の照明の記事が出ていた。「大きな蛍光灯が一つ上から強く照らして

いるだけでは、家族の顔をきれいに見せ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スタンドを加え、あちこちに置いて

みて、どの位置が一番効果的か研究してほしい」とあった。これは電気器具メーカーの話である

が、一般の家庭では、照明のこまかい工夫はあまり問題にならない。というより、明るければ明

るいほどよいという考えが強いのではなかろか。 
学习目标： 
1．...ことから、...ことに／ことには、...といい 
2．...ば...ほど、...ほどだ／...ほどの 
作业： 
漢字の読み方／書き方／助詞／文型練習／言葉選択／文章翻訳 

知识单元 9： “発明王”、“プラスチック·リサイクル”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１．今年はアメリカの発明王、トーマス.エジソンの生誕１５０年にあたるそうで、何人か

の発明家を紹介するきっじが新聞に出ていたが、その中でとくにここをを引かれたのは８５歳に

なる発明家の話であった。写真で見ると手塚治虫の漫画「鉄腕アトム」に出てくる科学者「お茶

の水博士」そっくりの白髪の男性で、これまでに約１００件の特許を取ったが、今取り組んでい

るのは、紙やプラスチック、残飯など、ごくふつうのごみを燃やさずに独自の方法で細かくくだ

いて固めた「耐火ボード」というものであるが、その原点は青年時代にさかのぼるという。 
２．ゴミ処理の方法が社会問題になっている。中でもそのりょりが難しいのはパットボトル

などのプラスチック製品だ。プラスチックのリサイクルに際しては、その汚れを落とすのに大量

の水や薬品が必要となる。そのため、プラスチック製品はリサイクルされずに埋め立てられてい

るのが現状だ。ところが、これまでとは全く違った発想から、プラスチック製品から横れを取り

除いて再生原料だけを取り出そうという技術が開発された。 
学习目标： 
1．...と思われる、...といえる、...得る 
2．...に際して／に際し、 ...による ...、...にかける／かけの、...て（で）ならない    
作业：  
漢字の読み方／書き方／助詞／文型練習／言葉の意味選択／文章翻訳／接続詞選択 

知识单元 10： “花の洋風化”、“すきなことなら／予定以外のこ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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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１．住宅も衣料もすっかり洋風化した。これは世界的な傾向であろう。最近気になるのは草

花の洋風化である。聞きなれないカタカナの名前の花が花屋の店先に並び、年配の人は名前の札

を読むのに苦労したりする。洋風化であるばかりでなく、住宅事情を反映してか一様に小さく、

いかにも育てられた花という感じの花が多い。 
２．すきなことなら 

  大変でも 
  なんとか、やっていける 
  なにかをはじめたり 
  つづけたり、やりとおすことは、大変。  
  だけど、すきなことだと 
  その大変さをあまり感じない。 
  予定どおりにいくのが 
  ふつうだと思っていても 
  現実には、 
  予定どおりにいかないことは、 
  たくさんある。 
学习目标： 
1．...ばかりでなく／ばかりか、...によると／によれば、...から...にかけて、...ように、 ...に

ほかならない、...ずにはいられない、...というと／といえば／といったら 
2．...とおり／とおりに、...でもはじまらない、こそ、 
作业： 
漢字の読み方／書き方／助詞／文型練習／言葉の意味選択／文章翻訳／接続詞選択 

知识单元 11： “鼻緒のあるくつ”、“お母さん、さようなら”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１．げたやぞうりには鼻緒があるが、くつにはそれがない。ないのが当然だと思っていたが、

最近、中に鼻緒があるスポーツシューズが開発され、鼻緒があるほうがバランスがとりやすいと

いうことが実験で証明されたという話である。 
２．もう三十年の前に、「こんにちは、赤っちゃん。わたしがママよ」で 
始まる歌がはやりました。 
自分の赤ん坊に呼びかけるという設定が珍しかったこともあるでしょうか、「こんにちは」

という挨拶が型破りで、意外性があったから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学习目标： 
1．助詞「に」、「もの」の使い方 
2．...に対して／に対し／に対しても、助詞「のみ」、なあ、...かぎり／かぎりは／ないかぎ

り 
作业： 
漢字の読み方／書き方／外来語の区別／文型練習／副詞選択／読解 

知识单元 12： “なぜ「辞書」は「ひく」のでしょう”、“いきる”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１．「辞書をひく」と言います。どうして辞書は「ひく 引く」ものなのでしょうか。 
レッカー車で移動させられる故障車とか、綱引きの綱などであれば「ひく」ものであるとい

うことはよく分かります。しかし、「辞書をひく」と言っても、辞書にひもをつけて引っ張っ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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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く、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 
２．先日町を歩いていると、突然「アンケートをお願いします」と声をかけられた。笑顔で

「今、幸せですか。あなたの生きがいは何ですか」と聞かれて、私は「うーん」と言ったまま、

しばらく黙り込んでしまった。「生きがい」というのは、つまり生きる意味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な

のだろう。 
学习目标： 
1．...といっても、...ということだ、...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わけにもいかない 
2．助詞「と」、...やら...やら、...は（も）しない、...しかない 
作业： 
漢字の読み方／書き方／外来語の区別／文型練習／副詞選択／読解 

知识单元 13： 会話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A:図書館で友達と話しをして、係の人に注意されました。 
B:「静かに」って言われたんですか。 
A:いえ、人差し指を口に当てただけです。 
B:それだけで意味を伝えることもできますね。 
学习目标： 
ディスコース練習 
A:国によって...が違うことがあるそうです。 
B:たとえばどんな場合ですか。 
A:..時...けど、そうでない国も多いそうです。 
B:じゃ、気をつけなと行けませんね。 
作业： 
二人一組で A、B役を分けて、会話練習を行う。 

知识单元 14： 会話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A:このごろの若者は動物園でデートするんだそうですね。 
B:ちょっと意外ですね。 
A:去年のクリスマスイブには若者のほうが家族連れより多かったそうです。 
B:寒いから、子供はきっとうちでケーキを食べていたんですよ。 
A:そういえばそうですね。 
学习目标： 
ディスコース練習 
A:...そうです。 
B:...から、きっと...んですよ。 
A:そういえばそうですね。 
作业： 
二人一組で A、B役を分けて、会話練習を行う。 

知识单元 15： 会話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A:バーチャルリアリティーって、おもしろいですね。 
B:ああ、車の運転なんか。 
A:ええ、車もあるし、最近は野球もあるん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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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野球、もうやってみたんですか。 
A:ええ、子供が行きたいというので、いっしょに行きました。 
B:どうでしたか。 
学习目标： 
ディスコース練習 
A:···が行きたいというので、いっしょに行きました。 
B:どうでしたか。 
A:はじめは···ていたんですが、わたしも···て、だいふ···てしまいました。 
B:そうですか。そういうこと、よくありますね。 
作业： 
二人一組で A、B役を分けて、会話練習を行う。 

知识单元 16： 会話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A:やっと金曜日ですね。 
B:ええ、あしたは通勤から解放されますね。 
A:お宅から会社までどのくらいかかりますか。 
B:電車に乗っている時間が１時間、乗り換えや駅まで歩くのに３０分ですね。 
A:大変ですね。 
B:ええ、でも、２時間もかけて通勤している人もいますからね。 
A:そうですね。 
学习目标： 
ディスコース練習 
A:···んですね。 
B:え、何のことですか。ちょっとわかりませんが。 
A:すみません、···んですが。 
B:このごろあまり···いないんですよ。教えてください。 
作业： 
二人一組で A、B役を分けて、会話練習を行う。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読解 ４  
2 読解 ４  
3 読解 ４  
4 読解 ４  
5 読解 ４  
6 読解 ４  
7 読解 ４  
8 読解 ４  
9 読解 ４  
10 読解 ４  
11 読解 ４  
12 読解 ４  
13 会話 ４  
14 会話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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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会話 ４  
16 会話 ４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高中日语课程 
后续课程： 日语（二） 
重点： 扩大阅读范围，提升阅读难度，培养学生从中学向大学日语过渡 
难点： 会话表现能力的提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改变“满堂灌”方式，广泛采用启发、讨论、学生展示、课堂讲评和

案例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1.课堂讨论。 
2.教学观摩。 
3.小组工作 
4.研究性学习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アルク《新世纪 大学日语 第一册》 
（二）推荐参考书 
本教材练习册 

执笔：郝轶君  审稿： 审定：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0日 

 

法律翻译理论与实践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Legal Translation  

课程号：5080001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通识选修课。课程从法律翻译人员的实际需要出发，从《普通法》的基本法律概念和

司法程序人手，循序前进，深入浅出，旨在为打算从事法律翻译或对法律翻译有兴趣的学生提供一

个比较系统的入门指导。通过这门课程的讲授，使学生熟悉常用的法律专业词汇及其基本概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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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运作的基本原理和程序。学生通过学习可以基本准确地在法律翻译实践中游走，对各类法律文本

的翻译游刃有余，真正适应社会的需要。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法律翻译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教学目的：了解法律翻译的概念、基本特点、法律翻译常用文本类型；了解法律翻译者

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1. 法律翻译的概念 
法律翻译，是指对法律法规、法律专著文献、涉及法律的商务、经贸、金融等相关专业的翻译

活动。此处提及法律翻译概念，有两个意义。请看以下译文对比： 
Where a defendant is fined and the same is not forthwith(means: at once, without delay) paid ,the 

magistrate （the official who acts as the judge in the lowest courts of law）may order the defendant to be 
searched. 

译文：如被告人被判处罚款，但没有随即缴付该罚款，裁判官可命令搜查被告人。 
He had one foot in the grave. 
译文 1他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 
译文 2他已经是半截入土的人了。 
译文 3他已经风烛残年。 
法律翻译与文学翻译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文学翻译允许翻译人对语言规范进行创造性使

用，以目的语方式来表达源语文化信息。法律翻译则更加严格的遵循“信、达”原则，而且相比文学
翻译，达到“信、达”的难度更高，因为其谴词、用句、文本结构均不同于普通文章翻译。 

2. 法律翻译的文本类型 
法律翻译实践当中，通常把法律文本分为以下几类：法律法规类，如宪法、法律、法令、国际

公约等；商业协议类，如国际贸易合同，贷款合同，租约等； 
仲裁诉讼文书类，如起诉状（Civil Complaint）判决书（Civil Judgment）、仲裁协定（Arbitral 

Agreement）等；经济组织内部法律文件类，如公司章程（Articles of Association）、董事会会议记录
（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Directors）、股东声明(Shareholder Representation Letter)等；财经法律文
书类，如招标书（Invitation for Bids）、汇票通知书（Advice of Draft Issued）、信用证（L/C）、海运
保险单（Marine Cargo Transportation Insurance Policy）等；证明类，如赠与公证书（Notarial Certificate 
of Donation）、合同公证书（Notarial Certificate of Contracts）、证书（Certificate of Qualification）等；
律师常用法律文书，如风险代理协议（Contingent Fee Retainer）、授权委托书（Power of Attorney）
等。法学文献类，如法学论文等。 
法律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跨法系的转换活动。不仅要在语言层面上进行，更重

要的是要将隐藏在语言文字背后其他法系的法律文化和法律信息准确传达出来。要做出一定法律行

为并达到行为人所追求的法律效果，需要法律文本（或篇章）来完成。这要求不论哪一种法律文本，

措辞、格式都应严谨、准确、规范。 
3. 法律翻译者应有的素质 
法律翻译是一个理解、传译和重构的过程。要求法律翻译人首先是优秀读者，从原语的表层结

构获取基本信息，运用自身掌握的语言知识和源语国家的法律知识，把握作者要表达的语言背后的

深层次的信息或意图，这个过程是理解的过程，由浅入深。理解准确与否，取决于法律翻译人对源

语、源语国家的法律知识、作者的表达习惯、知识结构的了解程度，了解程度越大，理解准确程度

越高。译者还要掌握本国和域外法律制度以及其间差异。译者也要提高自身对语言知识、法律专业

知识的理解与表达能力。翻译法律文本，一方面应提高自己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一方面应应提高

对法律概念、常用句式、篇章的认知、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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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律翻译的标准 
法律翻译的标准，同其他文字翻译一样，就是译文务求忠实通顺。然而，由于法律文件具有高

度的严肃性和严密性，法律翻译必须准确无误地译出原文的内容，同时又要使译文顺畅，且符合法

律语言的文体风格。翻译时应紧扣原文，遣词造句要仔细斟酌，切忌因一味追求“达”和“雅”而随意
解释或删改原意。忠实于原文应该是法律翻译的第一标准。即使原文有的句子比较生涩，也不能为

求“顺”而舍“信”。理想的法律翻译应该是“忠实”和“通顺”的完满结合，这也应该成为翻译工作者孜
孜以求的目标。就法律翻译的方法而言，“直译”（简言之，即严格按原文的词句翻译）是最可取的。 
课后练习： 
1. For this purpose, delivery of a letter of appointment by means of a telecopy shall be effective, 

provided that the original of such letter of appointment shall be promptly delivered to the WOFE's 
headquarters thereafter for the company name record. 

2. The provisions of Clauses 5.9.1 and 5.9.2 above shall not apply to any transfer to (a) a company 
(“Controlling Party”) which controls the transferring Party or an Affiliate of such Controlling Party or (b) 
a company that is an Affiliate of the transferring Party, provided that the transferring Party shall remain 
liable in the event the transferee fails to perform its obligations under this Contract. 

3. Notwithstanding any provision to the contrary in this Clause 14.5, the Company shall not 
distribute profits unless losses of previous financial years have been made up and the principal and 
interest on loans provided by any Party to the Company have been repaid in full.  If the income of the 
current financial year does not meet the losses of the previous financial years, such losses shall be carried 
forward in the following financial years provided that no losses shall be carried forward for a period 
exceeding five (5) years or such extended period as may be permitted under PRC laws and regulations. 
Any undistributed profit from previous year (s) may be distributed with the profits of the current year. 

4.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Clause 5.4.1, the contributions of Party A and Party B to the 
Company’s registered capital shall be made in one instalment by no later than six (6) month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Date. The Parties shall make their respective capital contributions to the registered capital 
of the Company on the same date. 

参考文献： 
1．21世纪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系列教材:国际商务合同翻译教程(第 3版) 平装 – 2014年 3月 1

日：出版社: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第 2版 (2011年 4月 1日)， ISBN: 7565403482，作者：兰天。 
2．国际商务合同的文体与翻译：出版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 1

日)。ISBN: 9787566301475，作者：刘庆秋。 
3． 英文合同阅读与分析技巧：出版社: 法律出版社; 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 1 日)；

ISBN: 9787503679148, 750367914X，作者：范文祥 
4． 最高法院与宪法:美国宪法史上重要判例选读 平装 – 2006年 4月 1日，出版社: 商务印书

馆有限公司; 第 1版 (2006年 4月 1日)，作者:(美)斯坦利·I.库特勒 编者:徐显明 译者:朱曾汶、林
铮，ISBN: 7100046866, 9787100046862 
知识单元 2：法律英语的词汇特点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教学目的：法律英语有其自身的特点，词语、词义、专业用语和表达方式有别于普通英

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体。法律文件必须用词准确，结构严谨，并采用业内普遍接受的格式，以

充分体现法律的严肃性和严密性。从事法律翻译，首先应当了解法律英语的特点。为此，有必要从

词汇和句法两个方面人手，对法律英语作一些探讨。 
1. 使用正式的词语 
体现法律英语文体特点的，首先是法律文件偏爱“正式的”词语——与普通语言不一样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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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词语在各类法律文件中随处可见。例如，在合同中，不用 before 而用 prior，不用 after 而用
subsequent，不用 but 而用 provided that，在这几个例子中，常用词都被正式的词取代。其他的正
式用语还有：construe, deem, operate, same, object to, whereas, without, prejudice等等。 

2. 使用具有不同意义的常用词 
英语不少普通词用在法律文件里，失去了一般人所理解的通常意义，而具有属于法律范畴的、

与其原义大相径庭的意思。例如：action（诉讼）、alienation（转让）、avoid（取消）、consideration
（对价）、counterpart（有同等效力的副本）、execute（签署）、hand（签名）、instrument（法律文件）、
negligence（过失）、party（一方）、prejudice（损害）、presents（本法律文件）。 

3. 使用古英语和中古英语中常用担当代很少使用的词 
古英语（Old English）是公元约 1100年以前的英语，中古英语（Middle English）则是公元约 

1100年至 1500年间的英语。虽说古英语和中古英语都早已过时，但今天的法律英语中还保留着许
多那个时期常用的词以及其词义，其中最主要是以 here, there和 where与介词合成的词：- hereafter, 
herein, hereof, hereto, heretofore, hereunder, herewith；- thereafter, thereat, thereby, therefore, therefrom, 
therein, thereof, thereon, thereto, theretofore, thereunder, therewith; - whereas, whereby, wherein, whereof 

4. 使用外来词语 
传统上，英美两国法律专业的学生都要学习拉丁文。在现代标准法律词典里，仍然收录了直接

来自拉丁文的词语。其中有些拉丁词已被吸收成为英语词，如：affidavit（宣誓书）、alias（化名；
别名）、alibi（不在犯罪现场）、quorum（法定人数）等。虽然大部分拉丁词语如今不再使用，但还
有不少词语常常出现在法律文件中，成为法律英语的一个印记，如：ad hoc（专门的；专门地）、bona 
fide（真诚的，真诚地）、de facto（事实上的）、in re（关于）、inter alia（除了别的因素以外）等。 

5. 使用法律术语和行话、套话 
法律术语和行话对不熟悉法律业务的外行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但对于律师开展业务和起草

文件却是不可或缺的。律师使用的术语和行话不胜枚举，这里仅收录最为常见的一些用语：alibi（不
在犯罪现场）、appeal（上诉）、bail（保释）、burden of proof（举证责任）、cause of action（案由）、
contributory negligence（与有过失）、damages（损失赔偿金）、defendant（被告）、due diligence（审
慎调查）、felony（重罪）、lessee（承租人）、tort（侵权行为）。 
课后练习： 
1. The seller is obligated to warrant that the buyer will be free from any third party claim against it in 

respect of the subject matter delivered, except otherwise provided by law. 
2. Under the sales contract concluded by the lessor according to the lessee’s selection of the seller 

and the lease item, the seller shall deliver the subject matter to the lesse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tract, 
and the lessee enjoys the rights of the buyer in respect of taking delivery of the subject matter. 

3. 任何单位或个人实施他人专利的，除本法第十四条规定的以外，都必须与专利权人订立书
面实施许可合同，向专利权人支付专利使用费。（专利法 第 12条） 

4.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医师法，12） 
5. 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册。（医师法，10） 
6. 储存、运输，处置城市生活垃圾违反本法规定的，按照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和城市环境卫

生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环境法，44） 
参考文献： 
1．《法律语言学研究》，刘蔚铭著，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3年版.． 
2．《法律翻译——从实践出发》陆文惠主编, 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3．《英汉法律词典》, 《英汉法律词典》编写组编,法律出版社 1985年版.  
4．《英汉法律词典》（修订本）,陆文惠主编,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5．《牛津现代法律用语词典》,Bryan A.Garner,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知识单元 3：法律英语的句式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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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教学目的：尽管法律英语呈现了一些简化趋势，但与日常英语相比，法律文件中依然会

出现不少结构复杂、文词冗长的句子，这与法律规定和合同条款的表述刻意追求精确、严密木无关

系。拟定规定和条款，最主要的是确立主题事项，但有时候还必须顾及实施的依据、前提、条件、

假设、例外情况等，这就要借助相应的状语修饰语（短语和从句）续密地表达规定和条款的完整意

思。由此形成的英语复合句不可能不长。另外，法律文件最突出的特点是客观公正，不带主观色彩，

因而句子中较少出现人称主语，更多的是被动语态和名词化结构。 
1. 结构复杂的长句。 
法律文件的句子，根据其内容有长有短，但长句出现的频率相对较高。长句的形成，是因为句

子中有众多起修饰作用的定语和状语。 
例：All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disclosed by either Party or its affiliates to the CJV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Contract and the Technology License Agreement and/or the Trademark License 
Agreement to be entered into between an affiliate of Party B and the CJV on or about the date hereof 
substantially in the form attached hereto as Appendix X shall be used by the CJV and its personnel solely 
for the CJV’s account and purposes. Each party and any of its affiliates shall maintain the secrecy of all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that may be disclosed or furnished to it by the CJV or the other Party and its 
affiliates, and neither of the Parties or their affiliates shall disclose or reveal any such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to any third party without explicit written authorization from the other Party. Any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obtained by the CJV or a Party or its affiliates may be disclosed only to the designated 
employees of the CJV or that Party and its affiliates whose duties so requir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Contract. The CJV and each Party and its affiliates shall take all reasonable precautions (including the 
conclusion of confidentiality contracts with each such employee) to prevent such employees from using 
and disclosing the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in contravention of this Article 3. 

翻译句子，尤其是结构复杂的长句，应首先弄清句子各个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准确理解句

子的完整意思的基础上，按中国人所习惯的时间顺序（如由过去、现在到将来）和逻辑思维顺序（如

由“因”而“果”）， 将英语原句译成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文字。由于英语的状语位置灵活，可放在
句首、句尾或句子中间，定语又有前置定语、后置定语和同位语，翻译长句时，不可能把英语原句

的结构转换成与其一模一样的汉语句子。译者需要先对原句的内容按语段进行拆分，而后按汉语表

达方式，将拆分后的各部分内容重新合成意思与英语原句完全相同的句子。实践证明，这种“拆分
——整合”的处理方式有助于将长句的意思忠实而又通顺地翻译出来。因此可以这样说，翻译法律
文件，处理好长句是保证译文质量的关键之一。 

2. 被动语态和名词化结构 
与文学作品多用主动语态以增强表现力度和动感迥然不同，法律文件旨在对人们的行为做出法

律规定，规范各种经济活动在没有具体人物执行某一动作，或表述重点在于动作本身而不在于动作

执行者的情况下，把动词转化为抽象化的名词和使用被动语态恰恰适合法律英语庄重刻板的文体特

点。 
例：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for herein, failure or delay on the part of any party to exercise any 

right, power or privilege under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operate as a waiver thereof, not shall any single 
or partial exercise of any right，power or privilege preclude further exercise thereof or exercise of any 
other right, power or privilege．A waiver by one of the parties at any time of a breach of any term or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committed by the other party shall not be construed as a waiver by such party 
of any subsequent breach to be committed by the other party, nor shall it be construed as a waiver by such 
party of its rights under such provision or any of its other rights under this Agreement. 

课后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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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
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142 条）。 

2. 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取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56 条)。 

3.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其中一部分事实已经清楚，可以就该部分先行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139 条）。 

4. 当事人对重审案件的判决、裁定，可以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154 条）。 
5. 当事人依法可以委托代理人订立合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9 条）。 
6. 承租人可以要求减少租金或者不支付租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228 条）。 
7. 出租人可以要求支付全部租金；也可以解除合同，收回租赁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 248条）。 
知识单元 4：典型句式的翻译（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教学目的：由于法律文本意思艰深晦涩、用词古板守旧、句型复杂冗长等特点，使得法

律翻译的难度大大高于其他类型的翻译实践。法律文本用词用语有僵化的倾向，某些句型重复使用

的频率非常高；而且，法律翻译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保持术语和句型结构在译文中的同一性。本单

元撷取法律文本中的高频句型并就其典型译法进行讲授。 
1. Otherwise的翻译 
Otherwise 在法律英语中的用法主要有三种：第一，跟 unless引导的句子连用，引导让步状语

从句；第二，置放在连词 or之后使用；第三，与 than连用，通常用来否定句子的主语。 
例：In this Article, unless the context otherwise requires: “Afternoon” means the period of a day 

between noon and midnight; 
译文：除上下文另有规定外，本编中，“下午”指一天中正午到午夜之间的时间段。 
分析：Unless the context otherwise requires…意思是“除……另有……外”；有时这个结构也以被

动形式出现，如 unless in any enactment it is otherwise provided,…(除成文法另有规定外)。 
例：Unless otherwise instructed and except as provided in Article 5, a bank presenting a documentary 

draft: 
译文：除非另有指示，且除第五编另有规定外，否则提示跟单汇票的银行必须做到下列各项： 
分析：原句中用的是 unless otherwise引导被动从句的省略结构。 
例：”Settle” means to pay in cash, by clearing-house settlement, in a charge or credit or by remittance, 

or otherwise as agreed.  
译文：“结算”指以现金支付，通过票证清算行结算，通过借记或贷记方式结算，通过汇付结算，

或以当事人约定的其他方式结算。 
分析：如果 otherwise与 or连用，其意思与起连接作用的连词 or之前的短语相同。 
2. Where引导的从句 
在普通英文中，用 where引导的状语从句，一般为地点状语从句。但在法律英文中，where引

导的是条件状语从句，相当于“in the case where”。其最典型的译法是“凡......” or “如…..”。  
例：The liability of a bank for action or non-action with respect to an item handled by it for purposes 

of presentment, payment, or collection is governed by the law of the place where the bank is located. In 
the case of action or non-action by or at a branch or separate office of a bank, its liability is governed by 
the law of the place where the branch or separate office is located. 

译文：在处理票证过程中，银行因提示、付款或收款而引起的作为或不作为的责任，由银行所

在地法调整。如果此种作为或不作为系由或系在银行的分行或银行独立营业所作出，银行的责任由

该分行或独立营业所所在地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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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原句的 where引导的就是一个定语从句，修饰先行词 place。 
3. Subject to句式的翻译 
该短语在法律英文中一般都与“agreement”, “section”, “contract”等法律文件名或文件中特定条

款名配合使用。通常可翻译成“以……为条件”、“根据……规定”、“在符合………的情况下”、“除……
另有规定外”以及“在不抵触……下”等。 

例：To the extent that items within this Article are also within Articles 3 and 8, they are subject to 
those Articles.  

译文：若本编范围内的票证在第三编和第八编中也有规定，则此种票证同时受这三编的约束。 
例：The terms “FOB”, “CFR” or “CIF”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ade Terms” (INCOTERMS, 2000) provided by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herein (in this Contract). 

译文：除非本合同另有规定，“FOB”、“CFR”和“CIF”均应依照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术语
解释通则（INCOTERMS）2000》办理。 

4. Without prejudice to句式的翻译 
Without prejudice to这个英文法律短语相当于普通英文中的“without affecting”。跟在其后的通

常是一个指代某项法律条款的名词。但 without prejudice to 对有关事物或条款的规限程度，没有
subject to 那么强硬。Subject to 规限的程度是必须“符合”或“依照”有关条款或规定，而 without 
prejudice to强调不要影响或损害其规限的事物。在汉语中，可以翻译为“在不损害……的原则下”、
“在不影响……的前提下”等。 
例：Without prejudice to this clause, the following contract shall be treated as properly executed.  
译文：在不影响本条规定的原则下，以下合同须视为正式签立。  
课后练习： 
1. 原文：Save as is provided in this Ordinance, no claim withi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Board shall be 

actionable in any court.   
2. 原文：Unless in any enactment it is otherwise provided, the period of imprisonment, which may 

be imposed by a magistrate exercising summary jurisdiction, in respect of the non-payment of any sum of 
money adjudged to be paid by a conviction, whether it be a fine or in respect of the property the subject of 
the offence, or in respect of the injury done by the offender, or in respect of the default of a sufficient 
distress to satisfy any such sum, shall be such period as, in the opinion of the magistrate, will satisfy the 
justice of the case, but shall not exceed in any case the maximum fixed by the following scale ....  

3. 原文：Except for an indorsement covered by subsection （c）, if an instrument bears an 
indorsement using words to the effect that payment is to be made to the indorsee as agent, trustee, or other 
fiduciary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ndorser or another person, the following rules apply:… 

4. 原文：For the purpose of the Landlord and the Tenant Ordinance and for the purpose of these 
presents the rent in respect of the said premises shall be deemed to be in arrear if not paid in advance as 
stipulated by Clause 1 hereof.   

5. 原文：Where an employee is granted any period of annual leave, the employer shall pay him 
annual leave pay in respect of that period not later than the day on which he is next paid his wages after 
that period. 
知识单元 5：典型句式的翻译（二）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For the purpose(s) of句式的翻译 
在大部分情况下，普通辞典里“为... ...目的”这一解释并不适合法律英语中的“for the purpose(s) 

of...”。如果紧跟这个短语的是某个法律条款的指代编号（如章、条、款、节等），首选译文是“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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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章、条、款、节而言”，其次才是“为了实施该（条法例）”。倘若原英文中的“for the purpose(s) 
of...”与“章、条、款、节等”无关，而该短语又可以用“for”或“in order to”去取代（这种用法在法律英
文中属于少数），则可译成“为了”。在法律英文写作中，更多专家建议用 for代替短语“for the purpose 
of…”，并相信有关法律句子的意义不会有任何改变；倘若需要明确表达“为了……（目的）”的这
个概念，不定式短语 in order to…则是更好的、更不容易产生歧义的选择。 
例：“Goods” means all things that are treated as movable for the purposes of a contract for storage or 

transportation. 
译文：“货物”指为储存或运输合同的目的而可转移的所有物品。 
分析：原句中的 for the purposes of与条款无关，翻译为“为了……之目的”。 
例：For the purposes of subsection (4)(b), the "net value" of an asset is the value of the asset less (i) 

the amount of any proceeds of the sale of an asset, to the extent the proceeds are applied in partial or total 
satisfaction of a debt secured by the asset and … 
译文：在(4)(b)中，资产的“净价值”是指该资产的价值减去(i) 买卖资产的任何收益中用于清偿

部分或全部该资产担保的债务数额，及……。 
分析：原句中的 for the purposes of后面跟的是条款，因此不能翻译成“为了……之目的”，而应

该理解为“就……而言”，译文中意译为“在(4)(b)中”。 
2. Provided that 句式 
“Provided that…”是一个普通英文中很少使用的古旧词，但在法律文书中广泛使用。其用法与

“if” 或 “but”非常类似，汉语中的意思相当于“倘若/如果”或“但”。该短语放在句首，引导出的是法
律英语中的一个条件分句，与“if”、“when”或“where”引导的法律条件句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但如果
该短语之前存在一个主句，则它表示的是一个与之前的陈述相反的“例外”，相当于“with the 
exception of… ”，译成“但”或“但是”。 
例：However, permanent residents of the Region who are not of Chinese nationality or who have the 

right of abode in foreign countries may also be elected member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f the Region, 
provide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such members does not exceed 20 percent of the total membership of the 
Council.  

译文：但是，非中国籍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和在外国有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

性居民也可以当选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但其所占比例不得超过立法会全体议员的百分之

二十。 
3. Notwithstanding 句式的翻译 
介词 notwithstanding 在普通英文中的使用极为罕见，但其在法律英文被频繁使用。它的译法

跟 although/though/even if 引导的状语从句没有太大分别，基本上都可以译成“尽管……”、“即
使…..”， 表示一种让步。但该词所引导的并非是一个让步状语从句，因为在习惯用法上该词之后
不跟句子，只跟一个名词性短语。虽然该词也可作连词使用，跟一个完整的让步状语从句，但这种

用法并非是法律英语中的典型用法。  
例：The obligation of an accommodation party may be enforced notwithstanding any statute of frauds 

and whether or not the accommodation party receives consideration for the accommodation. 
译文：尽管存在关于欺诈票据的成文法，融通当事人的义务仍可得到强制执行，无论融通当事

人是否收到了作为融通的对价。 
4. Save/Except for 句式的翻译 
Save 词源上是一个法文词，在法律英文中，它是一个与 except（for）意思相同的介词，汉语

的译文为“除……外”。不管是 save 还是 except (for) 之后都可以跟一个名词性短语，也可以跟一个
从句或另一个介词短语。如：sa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implementing rules。需要
注意的是，save/except as (is) provided / stipulated 可以用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stipulated替代。 
例：Except for negotiation by a remitter, if an instrument is payable to an identified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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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otiation requires transfer of possession of the instrument and its indorsement by the holder. If an 
instrument is payable to bearer, it may be negotiated by transfer of possession alone. 

译文：除了汇款人进行的流通外，如果票据应向确定的人付款，流通就需要票据的移转和持票

人的背书。如果票据应向携票人付款，它就可以仅通过转移占有来进行流通。 
课后练习： 
1. 原文：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rights of the Attorney General every complainant or informant 

shall be at liberty to conduct the complaint or information respectively and to have the witnesses 
examined and cross-examined by him or by counsel on his behalf. 

2. 原文：If, upon the hearing of a claim, the claimant does not appear, the Board may strike out the 
claim, without prejudice, however, to the restoration of such claim by the Board,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laimant, on such terms as it may think just. 

3. 原文：The Licensee shall not be entitled to take any proceedings in any of the aforesaid matters;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e Licensor may, at its own discretion and cost, prosecute or otherwise stop or 
prevent such actual or threatened infringement in the name of both the Licensor and the Licensee or either 
of them, and in each case the Licensee shall render all reasonable assistance required by the Licensor. 

4. 原文：Notwithstanding subsection （4）（a） but otherwise subject to subsections （4） and （5）, 
the interest of a lessor of fixtures, including the lessor's residual interest, is subordinate to the conflicting 
interest of an encumbrancer of the real estate under a construction mortgage recorded before the goods 
become fixtures if the goods become fixtures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To the extent 
given to refinance a construction mortgage, the conflicting interest of an encumbrancer of the real estate 
under a mortgage has this priority to the same extent as the encumbrancer of the real estate under the 
construction mortgage. 

5. 原文：Save under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section no action shall lie in any 
civil court against a magistrate for any act done in a matter over which by law he has no jurisdiction or in 
which he has exceeded his jurisdiction.   

参考文献： 
1．Articles on Legal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Plain Language, Right to Silence, Forensic 

Linguistics, Legal Lexicography, Legal Translation, Legal Elect Perfect Paperback 。出版社: Hephaestus 
Books (2011年 9月 1日) 

2．Hephaestus Books, The Legal Environment of Translation  – Guillermo Cabanellas 出版
社: Routledge (2014年 3月 21日)  

3．Legal Translation Explained  – Enrique Alcaraz, Brian Hughes, Anthony Pym 出版社: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1年 8月 1日)丛书名: Translation Practices Explained 

Role of Legal Translation in Legal Hermonization (英语) 精装 – 2012年 7月 1日 
4. Justice as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Cultural and Legal Criticism – James Boyd Whit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ew edition (1994年 8月 1日): Essay in Cultural and Legal Criticism 
知识单元 6：主要情态动词的作用与翻译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英 文 中 的 主 要 情 态 动 词 虽 然 有 can/could, ”may/might“ 、 ”must“ 、 ”have 

to“、”shall“、”should“、”will“、”would“ , ”ought“ , ”dare“ , ”need”等十一个，但在法律英语中，主
要情态动词或使用频率最高的情态动词,依次是“shall”、“may”、“must’，和“should”。就翻译而言最
困难的是”shall“。 牛津大学的福勒(Fowler)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在他的《现代英语惯用法》中
论述到:”shall”跟第一人称连用纯粹是将来式的助动词，而用“will”则带有感情色彩;如果“shall”与第
二和第三人称一起使用，效果正好相反:可以表示说话者的意图、允诺、告诫、警告、命令、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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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 如今，无论在口语中还是在书面语中，“shall”用得越来越少了，但是在法律英语中的重要
性不可忽视。它是构成独特地英文法律文体的一个最主要的词汇。“shall”作为情态动词主要与第三
人称(有时与第二人称)一起使用时，它表示命令、义务、职责、权利、特权和许诺等。这一点是法
律界人士所共知的，也是英语语法学家所公认的。很多专家认为，在法律英语中"shall”的作用相当
于“must" , "have to" , "be to (do) , "be required to "(Fung & Watson-Brown,  1994:27)。但在将其翻译
成中文时，翻译界仍然众说纷纭，至今尚未有定译。 

1. various ways of translating “shall” 
现有英语法律和合同条文的主句成分中的 shall，在汉语中有很多种译法。通常被译成“须”、

“应”，有时被译成“应当”，也有时译成“要”、“将”、“可”，还有被译成“必须”，甚至被完全忽略不
译的。试看下例: 
例: …the election or recall of chief procurators of people’s procuratorates shall be reported to the 

chief procurators of 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s at the next higher level for submission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s of the people’s congresses at the corresponding level for approval. 
选出或罢免人民检察长，须报上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宪法）  
2. Shall 与特征标记词“应该（当）”的翻译 
在表述“施为性”和“必要性”的法律概念时，汉语用典型特征的词“应当”、“应该”或“应”来表示

法律英语中 shall 包含的“权力义务和责任”的法律含义。我国现行法规的英文翻译就能充分对比这
些特征。 
例：The Customs shall keep the reporters secret. 
海关应当为举报人保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 8条）。 
3. Shall 与无特征标记词“应（该）”的翻译 
Shall 除了有上述例句中的典型特征标记词外，还有没有特征标记词的情况。那么 shall 的翻

译是要透过字里行间的含义所指向的法律权力义务关系来判定。没有特征标记词时，有的是“由  ”
设定的条件下所产生的法律权利义务，有的用“有”或“必（须）”、“予以”等等来表示。 
例：Anyone who commits any of the acts listed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which is not serious 

enough to constitute a crime, the Customs shall confiscate the smuggled goods, articles and illegal gains 
and it may also impose a fine on the person; the Customs shall confiscate the goods or articles that are 
specially or repeatedly used for shielding smuggling and the means of transport that are specially or 
repeatedly used for smuggling, and it shall order that the equipment specially made for concealing 
smuggled goods or articles be demolished or confiscated them. 

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海关没收走私货物、物品及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

款；专门或者多次用于掩护走私的货物、物品，专门或者多次用于走私的运输工具，予以没收，藏

匿走私货物、物品的特制设备，责令拆毁或者没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 8条）  
例：An entrusted agency shall end under any of the following circumstances.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委托代理终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59 条）。 
4. 法律英文中有无 shall的翻译差异 
Shall 在法律英文中表示强调法理上“应有的”、“不可或缺”的权力义务，即法理上应施加某种

权力义务。而如果不用 shall，则表示事实清楚的强制权利义务无需在法理上再施加任何条件的权力
义务。以下三组例句就很明显地比较了二者之间的不同。 
第一组 

 Any violation of subsection①  shall be punishable. 
任何分节的违反都应予以惩罚。 

 Any violation of subsection is punishable.②  
任何分节的违反都可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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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 
 Each p① roposal shall include the following. 
每次提议应包括以下内容。 

 Each proposal includes the following.②  
每项提议都包括以下内容。 
5. shall与 must的用法和译法对比 
根据中文对有关强制词的定义，法律权威译文的用词规律以及学术界用词习惯，可以这样界定：

在“应”、“须”、“应当”、“将”、“可”、“要”以及“必须”这一系列作为翻译 shall 的对应词中，“必须”
语气最强，强制性最高；“须”可以看成是“必须”的省略形式，强制性次之；“应”强制性更次之，可
以看成是“应当”的省略体；“可”几乎已失去强制性，表示一种许可；“将”则是将来时态的辅助词，
只有时间概念上的含义，没有任何强制意味，“要”则是比较口语化的一种强制表达方式。而法律英
语中的 shall，如上所述，当作为情态动词与第三人称一起使用时，它表示命令、义务、职责、权利、
特权和许诺等。  
毫无疑问，从理论上来讲，当 shall 用作表示命令、义务和职责时，将其翻译成“必须”，是成

立的。但在法律草拟专家和该领域的翻译专家的实践中，尤其是在具权威性法律文献的翻译实践中，

以 must对应“必须”的惯例似乎早已确立。 
例：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ust be a person of 

integrity, dedicated to his/her duties.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必须廉洁奉公、尽忠职守。 
例：Public servants serving in all government departments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must be permanent residents of the Region … Public servants must be dedicated to their duties 
and be responsible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各部门任职的公务人员必须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公务人员
必须尽忠职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 

6. 什么情况下 shall可以不译？ 
（1）在具有较长时效的一般性法律条文中（如基本法和宪法），即对对象较为笼统的的广大民

众实施的法律，而不是时效性很强、实施范围狭窄的指令、通令和命令中。因为立法者或统治者总

希望他们制定的主要法律是金科玉律，千古不变。而已经付诸现实的法律总是“在对民众说话”的，
要求其实施对象过去遵守、现在遵守、将来也遵守。所以法律条文的表达形式跟真理、自然法则、

定律的语言表现形式一样，主句动词时态通常都采用一般现在式。  
（2）在法律和普通合约条文中，当 shall之后所跟的动词本身就能表达权利、义务或责任以及

主句的基本结构为 shall + be + predicative （表语）时，通常也是不译的： 
7. shall, may和 must的否定句的翻译 
Shall在法律条文、合同条款处在两种情况下可以不译外，主要可以被译成“须”、“应”和“应当”

等。但 shall与 not或其他否定形式（如用否定词 No/neither开头的句子）连用时，一般不能顺其自
然，译成“不须”、“不应”或“不要”、“不可”、“不应当”，因为这几个词的意思在汉语里主要表示“建
议”或“忠告”；在语用上，口语色彩较重，表示“禁止”的语气不够强烈；大量既定的权威性文献表
明：shall not 及类似否定式短句的最通常、最恰当的译法是“不得”，因为“不得”在汉语里与“禁止”
一词同义，与法律英语中含 shall的否定句所要表达的意思相同。试看以下各例： 
例：The rights and freedoms enjoyed by Hong Kong residents shall not be restricted unless as 

prescribed by law. Such restrictions shall not contravene the provisions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of this 
Article. 

香港居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除依法规定外不得限制，此种限制不得与本条第一款规定抵触。 
shall在否定句中，不管其句型如何 – 或在该情态动词后加上 not、或在句首添上一个 No，或

与任何其他形式的否定词搭配（如 shall serve no more than … two terms），在绝大数情况下，与 s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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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的否定词都被译成“不得”。此外，neither party … shall + do 的句型也同样翻译成“任何一方不
得做某事”。 
课后练习： 
1. Distributor shall immediately notify Supplier, upon discovery thereof, of any infringement or 

potential infringement of Supplier’s interests in the Marks and undertakes to cooperate with Supplier in its 
efforts to cure such infringement. 

2. A warranty，representation，undertaking, indemnity, covenant or agreement on the part of two or 
more persons binds them jointly and severally. 

3. comfort letter, attorney letter, Engagement letter，conformation letter, letter of intent，letter of 
compliance 

4. statute of limitations; limitation; lapse of limitation 
5. realize the security，unrealized profit，realizing expense 
6.The buyer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cancel in part or in whole of the contract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buyer’s right to claim compensations. 
7. Where the Guarantee creates a relevant charge, it may be desirable to ensure the priority in the 

British Virgin Island of the charge that the particulars of the charge shall be registered at the office of the 
registrar of the Corporate Affairs pursuant to Section 163 (1) of the BVI Business Company Act, 2004. On 
registration, to the extent that British Virgin Island law governs the priority of a charge, such charge will 
have priority in the British Virgin Islands over a relevant charge on the property that is subsequently 
registered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 163 and a relevant charge on the property that is not registe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at section, provided that a registered floating charge is postponed to a subsequently 
registered fixed charge unless the floating charge contains a prohibition or restriction on the power of the 
Company to create any future charge ranking in priority to or equally with the charge. A registration fee of 
$100.00 will be payable in respect of the registration. 
知识单元 7：禁令的表达方式和翻译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英文法律文本中表达禁令的句式十分丰富，主要由 must, shall, may的否定式及其衍生式构成。

禁令的表述可以看出法律文本草拟人的语言艺术。虽然在英文中，禁止某人做某事，可以用 sth. Shall 
be prohibited/forbidden等加以表述，但在实际的法律条文写作中，很少有这类可以明确加以禁止而
又可用无主语或省略主语的句子加以表述的情形。而更常用的基本句式是 “sb.+model 
verb+not+verb”。 

1. Must not + verb 
A judge shall not allow family, social, political, or other relationships to influence the judge’s judicial 

conduct or… a judge must not use the judge’s judicial position to gain advantage in a civil suit 
involving… 

2. Shall not + verb 
Guidelines For The Conduct of Sponsored Research: A sponsor shall not ordinarily participate in the 

selection of persons to work on a project, and individuals employed by the… Contracts must not allow the 
use of the University’s name for commercial purposes unless such use has been… 

3. May not + verb 
Malicious Software: Users must not intentionally introduce or use malicious software such as 

computer viruses, Trojan horses, or worms… Users may not deliberately interfere with other users 
accessing NERSC or other system… 
★上述三类用以表达禁令的、带情态动词的否定形式还包括以下的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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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 shall + verb 
No… may +verb 
Neither… shall/may +verb; nor… shall/may +verb 
注意：变体仅限于 shall和 may，不包括 must 
★另外还有若干种不常见的变种 
Shall +verb no more than… 
Under no circumstances may… 
Nothing +verb 
Nothing may/shall +verb 
例：The Chairman and Vice-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shall serve no more than two 

consecutive terms.  
5. 禁令不同表达方式的语气强弱比较 
例 A judge shall not allow family, social, political, or other relationships to influence the judge’s 

judicial conduct or… a judge must not use the judge’s judicial position to gain advantage in a civil suit 
involving… 
分析：立法者显然特别要禁止后一种行为；而前者的恶劣程度稍逊，况且法律上还有“避嫌”

这一补救措施。 
小结：Must not →may not → shall not(由强渐弱) 
6. 不同禁令表达方式的翻译 
无论英文版本中用上述何种句式，汉语文本的对应词一概是“不得”。从前述文本可以看出，汉

语法律文本中的禁令的严厉程度较难依靠用不同措辞而加以区别，主要靠上下文和作者自己的语感

来判定。但是，任何翻译都不能生搬硬套，例如： 
Partial shipment or transshipment shall be permitted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on the face hereof. The 

Sellers sha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non-shipment or late shipment of the contracted goods due to causes 
beyond the Seller’s control or causes due to the failure of the Buyers to provide in time the relative letter 
of credit or other instructions requested by the Sellers.  

译文：应准许分批付运和转运，除非本合约正面另有规定。合约规定的货物若因卖方无法控制

的原因或由于买方未能及时提供有关的信用证或卖方所要求的其他指示而不付运或迟付运，卖方不

应/无须负责（不能改成“不得负责”）。 
小结：上文解释的只是与 shall/may/must三个最常用的情态动词有关的否定形式的最主要的译

法而已。在法律文件中， shall not 与主句中下列动词在一起使用时，即与 have the 
right/power/jurisdiction/obligation of, be/hold responsible for (bear/take responsibility/cost for). Be 
obliged/liable/accountable t, be entitled to, have the option of, be at liberty to, be free to, be able to等本身
就表示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动词短语，以及与 be+ predicative adjective的动词短语结合使用时，不
能简单翻译成“应当/应/须”。 
课后练习： 
1. If any portion, term or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held illegal, void or ineffective under, 

or in conflict with, any applicable law, the validity of the remaining provisions shall not be affected 
thereby, and a substitute provision will be negotiated to preserve as near as possible the original intent of 
the Agreement. 

2. If any term or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become or be declared illegal, invalid or 
unenforceable for any reason whatsoever, such term or provision shall be severed from this Agreement 
and shall be deemed to be deleted from this Agreement; provided that if such deletion materially affects or 
alters the basis of this Agreement, the parties shall negotiate in good faith to amend and modify the 
provisions and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as may be necessary or desirable in the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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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 failure of either party hereto strictly to enforce at any time any of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greement, or any of its rights granted hereunder, or to exercise any election herein provided, shall in no 
circumstances be deemed to constitute a waiver of such provisions, rights or elections nor in any way to 
affect the right of such party at any future time to strictly enforce or exercise the same. 

4. Time shall be of the essence of this Agreement, but no failure by any party to exercise, and no 
delay on its part in exercising any right hereunder will operate as a waiver thereof, nor shall any single or 
partial exercise of any right under this Agreement preclude any other or further exercise of it or the 
exercise of any right or prejudice or affect any right against the other. The rights and remedies provided in 
this Agreement are cumulative and not exclusive of any rights or remedies provided by law. 
知识单元 8：国际商务合同的翻译（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教学目的：本单元将以国际商务合同为研究范本，对国际商务合同的语言特点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讲授商务合同中通用条款的翻译方法，探索不同合同中相同条款的用词、句式、语篇特

点，总结典型条款的翻译规律。本节将对国际商务合同的词汇特点进行梳理，并介绍其翻译方法。 
1. 国际商务合同的翻译原则和方法 
我国翻译界，对于翻译标准的争论由来已久。最常见的翻译标准就是严复提出的“信”、”达”、

“雅”。此外，还有不少翻译界同仁从各种侧面论述过翻译的标准，各种主张、观点虽然不太一致，
但没有根本不同。历史证明，严复提出的著名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一直对我国的翻译工作
起着良好的指导作用，至今仍为我国译界许多人士用来开展译事活动和总结翻译经验的指导思想。

在进行国际商务合同文书的翻译时，应坚持四个大的具体原则：准确性原则、精炼化原则、一致性

原则、规范化原则。 
例：外国合营者如果有意以落后的技术和设备进行欺骗，造成损失的，应赔偿损失。 
译文：If the foreign joint-venturer causes losses by deception through the intentional use of backward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he shall pay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es． 
改译：If the foreign joint-venturer causes any loss or losses by deception through the intentional use 

of backward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he shall pay compensation therefore． 
2. 国际商务合同的词汇特点及翻译 
（1）商务合同中特殊词汇的首字母大写。 
英文合同中，除句首词的第一个字母需要大写外，有些特殊词的首字母也需大写，而且这些词

语的首字母大写已经形成了固定的用法。在翻译这类词汇时应该了解其使用的常见类别，以免译错。

涉外合同中大写字母的运用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合同当事人：包括 the Sellers, the Buyers, the Licensee, the Licensor, the Supplier, the Purchaser, 

the Borrower等等。 
合同关键词：在国际商务合同中，凡是用定义条款加以说明的关键词语的首字母会以大写形式

出现。例如 Agreement，Technical Information，the Exclusive Right，the Licensed Products，Licensed 
Patents，the Licensor’s Know-how，Interest Period，RMB，USD，Iraq Dinar等。 
机构组织和法律：例如：the Stockholm Chamber of Commerce, Technical Service Team, the Joint 

Venture Company, and the Bank of China , Beijing Branch等等。 
此外，当合同中提及到“合同”、合同的“具体条款”、“附件”或者相关文件时，首字母会大写。 
例：Either Party may transfer all or part of its registered capital contribution to the Company to any 

third party, provided that it first obtains the unanimous approval of the Board and the approval of the 
Approval Authority and complies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rticle. 

（2）商务合同中 thereof, herein等古语词语的翻译。 
英语中的一些旧体词语，如 hereto，thereafter，whereby，在现代英语中已很少使用。但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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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法律文件中仍屡见不鲜。这些旧体词多数为副词，由 here，there 和 Where 作前缀加上介词
组成，在句中一般作定语或状语。其作用主要是为了避免重复，同时也起着承接合同条款的作用。

对古体词语的翻译，应根据上下文采用灵活的方法处理。 
例：The titles to the Articles in this Agreement and in the said Exhibits are for convenience of 

reference only, not part of this Agreement, and shall not in any way affect the interpretation thereof.  
分析：原文中 thereof中的 there代表 that, 因此 thereof可以替换成 of that Agreement.  
（3）商务合同中情态动词的用法和翻译。 
在法律英语中，主要情态动词或使用频率最高的情态动词依次是“shall”、“may”、“must’，和

“should”。就翻译而言最困难的是“shall”。shall 主要表示应当履行的义务、债务和应承担的法律责
任。如果未履行 shall 表明的合同上的义务，则视为违约。在没有法律和合同的强制情况下或与表
示权利、义务无关的情况下，不宜使用 shall。shall一词不受主语的人称影响。至于 shall一词的译
法，应根据合同的具体内容采用灵活的译法，一般可译为“应”、“应当”或“必须”，也可处理为“将”、
“可以”或不译出来。在商务合同文体中，通过 may提出的要求通常不带强制性，有时为实现要求还
准许附加条件；也可在一定条件下表示允许或许可。may not 可表示根据特定规定或要求而“不得”
或“不可以”，语气不及 shall not强烈，使用也不及 shall not普遍。   
例：双方首先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因合同而发生的或与合同有关的争议。如果协商未果，合

同中又无仲裁条款约定或争议发生后未就仲裁达成协议的，可将争议提交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解

决。 
译文： The parties hereto shall, first of all, settle any dispute arising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ntract by friendly negotiations. Should such negotiations fail, such dispute may be referred to the 
People's Court having jurisdiction on such dispute for settlement in the absence of any arbitration clause 
in the disputed contract or in default of agreement reached after such dispute occurs. 

分析：上句中的 shall 和 may表达准确。出现争议后应当先行协商，所以采用了义务性“约定”
（shall），如果协商解决不了，作为当事人的权利，则用选择性“约定”（may）。 
（4）并列同义词语的翻译 
国际商务合同力求正式准确，为避免可能出现的误解或分歧，同义词（近义词）并列的现象十

分普遍。合同中的词语并列现象有时是出于严谨的考虑，有时也属于合同用语的固定模式。在普通

英语里，有些同义词有时可以互换，但在英文合同中这些同义词就不能随便互换，因为它们表达的

权利和义务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英文合同中有两类同义词，第一类同义词就是有同义的词，另一类

是词义有明显差异的同义词。例如，terms 在合同中一般指付款或费用（手续费、佣金等有关金钱
的）条件，而 conditions则指其它条件，但是“terms and conditions”常常作为固定模式在合同中出现，
就不宜分译成“条件和条款”，而直接合译成“条款”。又如，alter and change两个的意思都是变更、
改变，作为同义词组使用。对于合同中的并列现象，翻译时应仔细考虑单词的内涵、合同文体以及

句法要求等相关因素。译者可以利用动态对等理论，就是译文与原文在效果（或功能）上达到对等。 
例：The heading and marginal notes in these conditions shall not be deemed part thereof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the interpretation or construction thereof or of the contract.  
译文：本合同条件中的标题和旁注不应视为合同本文的一部分，在合同条件或合同本身的理解

中也不应考虑这些标题和旁注。  
分析：此句中的“interpretation” 和 “construction” 意思均为“理解，解释”。  
当然，并非所有看似配对词和三联词都只有一个意义。配对的近义词其法律上的含义在某种程

度上还是有一定差异的。例如，房地产合约中常会碰到 sell, transfer or dispose这一短语。sell一定
是指以金钱进行的房地产交易，与后两个单词在概念上有实质差别。遇到这种情形时，译者需要确

定其中哪个词属于更常用的现代英语中的普通词，译者需要译的就是这个普通词。 
（5）商务合同中多义词的翻译。 
在商务合同英语中，一词多义或一义多词的现象较为普遍。要透彻理解这些词义，必须结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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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仔细推敲。合同文体具有很强的逻辑性，翻译时绝对不能孤立片面地和静止地去理解条款中

的词义，应全面客观地去理解和选择词义。例如，action是法律英语中最常用的单词之一，它有两
个意思：“诉讼”，相当于 lawsuit，如：file an action（提起诉讼），cause of action（诉因）；“作为”，
与不作为（forbearance）对应。 
例：Party A shall defend Party B in any action resulting from the infringement of the licensed 

intellectual property。 
译文：就与授权使用的知识产权相关的诉讼，甲方应当为乙方进行抗辩 
在处理合同中多义词语的翻译时，有时需要根据词性确定词义。英语中有许多书写形式相同却

有着不同词性的词，而词性不同，意义也有所差异。在翻译时首先要判定这个词在原文中的词性，

根据词性进一步确定其词义。 
合同英语中会涉及各类不同的专业。专业不同，某些词语的词义也就相应地需要调整。当根据

词性和语境确定词义无法实现时，译者需要判断待定词语所属的专业，根据专业类型确定词义。 
例：The draft is accepted by the negotiating bank. 
译文:议付行对汇票进行了承兑。 
分析：在法律英语 accept 有两个最常用的意思：在合同法中，accept 与邀约 offer 相对应，如

revoke an acceptance（撤回承诺）；accept也经常出现在票据法中。 
课后练习： 
1. Client acknowledges and agrees that Consultant may, in performing its obligations pursuant to this 

Agreement, be dependent upon or use data, material, and other information furnished by Client without 
any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or verification thereof, and that Consultant shall be entitled to rely upon the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such information in performing the Services. Consultant, in performing the 
Services, will be making recommendations and providing advice, but all decisions as to implementing 
such advice and recommendations shall be made by and be the so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Client. 

2. Party B agrees that in the event it continues to operate or subsequently begins to operate any other 
business, in addition to the requirements set forth in Section V of this Agreement, it will not use, or permit, 
participate in or aid the use of any reproduction, counterfeit, copy or colorable imitation of the Products, 
Proprietary Equipment or Samples, either in part or in whole, or the Marks in connection with such other 
business which may cause confusion, mistake or deception or which may dilute Party A's exclusive rights 
in and to the Products, Proprietary Equipment or Samples, and further agrees not to utilize or aid or 
participate in the use of any designation of origin or description or representation which falsely suggests 
or represents an association or connection with Party A. Party B further agrees not to reverse engineer, or 
otherwise attempt or proceed to duplicate, copy, permit, participate in or aid the reverse engineering, 
duplication or copying of a specific design or know how, in part or in whole, unique to, or owned by, 
Party A. 

3. If any one or more of the provisions contained in this Agreement or any document executed in 
connection herewith shall .; be invalid, illegal, or unenforceable in any respect under any applicable law, (i) 
the validity, legality and enforce-j ability of the remaining provisions contained herein or c therein shall 
not in any way be affected or impaired and shall remain in full force and effect; and (ii) the invalid, illegal 
or unenforceable provision shall be replaced by a valid, legal and enforceable provision that comes closest 
to expressing the true intent of such invalid, illegal or unenforceable provision. 

4.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for herein, failure or delay on the part of any party to exercise any right, 
power or privilege under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operate as a waiver thereof, nor shall any single or 
partial exercise of any right, power or privilege preclude further exercise thereof or exercise of any other 
right, power or privilege. A waiver by one of the parties at any time of a breach of any term or provision 
of this Agreement committed by the other party shall not be construed as a waiver by such party of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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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equent breach to be committed by the other party, nor shall it be construed as a waiver by such party 
of its rights under such provision or any of its other rights under this Agreement. 

5. The failure of either party at any time or times to require performance of any provision hereof 
shall in no manner affect its right at a later time to enforce the same. No waiver by either party of any 
condition or any breach of any of the terms, covenants or conditions contained in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effective unless in writing, and no waiver in any one or more instances shall be construed as a further or 
continuing waiver of any other condition or any breach of any other terms, covenants or conditions. 
知识单元 9：国际商务合同的翻译（二）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教学目的：商务合同一经依法订立，就成为一种法律文件而对缔约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成为商务活动中解决争议的法律依据。本节重点介绍一些国际商务合同中经常使用的状语从句及其

翻译方法。 
1. if 引导的状语从句 
“if”在状语从句中通常翻译为“如”、“如果”或“若”。另外，合同中含有条件句的主句中的谓语

部分，大多含有 shall表示义务或责任。 
例：If a lien is on goods stored by a merchant in the course of its business, the lien may be enforced 

in accordance with subsection (a) or (b). 
译文：若留置权存在于商人在其交易过程中储存的货物之上，留置权可以依 (a)或(b)款执行。 
另外，if有时被用来引导省略句，构成 if any, if required, if possible, if necessary, if agreeable等

结构。 
例：A warehouse may satisfy its lien from the proceeds of any sale pursuant to this section but shall 

hold the balance, if any, for delivery on demand to any person to which the warehouse would have been 
bound to deliver the goods. 

译文：仓储人依照本条举行的任何买卖的收益来实现对其留置权的清偿，但是其应该保留可能

留有的余额在仓储人本来应交付货物的任何人要求支付时支付余额。 
2．unless引导的状语从句 
在合同英语中，unless 常与 otherwise 经常连用，表示“除非另有……者外”。另外，在 Unless

引出的条件句中，有时常用 Unless的省略结构。 
例：If a person negotiates or delivers a document of title for value, otherwise than as a mere 

intermediary under Section 7-508,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the transferor warrants to its immediate 
purchaser only in addition to any warranty made in selling or leasing the goods that:… 
分析：原句中用了 if和 unless两个条件句，其中 unless条件句用的是省略形式。 
3. in case/in case(s) of引导的状语从句 
“in case”或“in case of”通常翻译为“如”、“如果”、“若”、“倘若”等。in case 在表示条件时，其可

能性要弱于 if引导的条件从句。 
例：Market price is to be determined as of the place for tender or, in cases of rejection after arrival or 

revocation of acceptance, as of the place of arrival. 
译文：市场价格应依提示交付地的市场价格确定；若涉及货物到达后拒收或撤销接受的情况，

则依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确定。 
4. in the event of/that引导的状语从句 
商务合同中也常常使用 in the event of/that引导的状语从句来表示条件。 
例：In the event of conflict between the provisions on arbitration formulated and prepared prior to the 

effective date of this Law and the provisions of this Law, the provisions hereof shall prevail. 
译文：本法施行前制定的有关仲裁的规定与本法的规定相抵触的，以本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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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hould引导的状语从句 
“Should”引导状语从句，一般翻译为“如果”、“由于”或“若”。 
例：Within 20 days after the arrival of the goods at destination，should the quality，specifications, or 

quantity be found not in conformity with the stipulations to the Contract except those claims for which the 
insurance company or the owners of the vessels are liable，the buyer shall，on the strength of the 
Inspection Certificate issued by the China Import and Export Commodity Inspection Bureau，have the 
right to claim for replacement with new goods，or for compensation，and all the expenses shall be borne 
by the Seller． 

译文：货物运抵目的港之日起 20 天内，除应由保险公司和船主负责的索赔外，如果发现货物
的质量、规格或数量与本合同规定不符，买方凭中国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出具的检验证书，有权要求

更换新货，或要求补偿。所有的费用应由卖方承担。 
6. providing/provided引导的状语从句 
在商务合同中，“provided (that)”常用于在合同的某一条款中需要作进一步规定时，或在作规定

时语气上表示转折时。在中译英时，要注意该词组的使用。有时从中文上看，尽管没有“但规定”，
“进一步规定”的表述，但翻译时，应加上“provided that”。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 provided (that)引出
从句表示条件时，常表示当事人所希望的条件，这一点与 if引出的从句是不同的。 
例：We can sell a lot of said trousers provided that your price is highly competitive． 
译文：如果你方价格很有竞争性，我方就可大量出售。 
例：If the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supplied by Party B is not in conformity with Clause 7．2 to the 

Contract．Party B shall，within 20 days after the receipt of Party A’s notification, airmail free of charge to 
Party A the correct．complete and legible version． 
译文：如果乙方提供的技术资料不符合第 7条第 2款之规定，则乙方应在收到甲方的通知之日

起 20天内，免费将正确完整、清晰易读的技术资料通过航空邮寄方式发给甲方。 
分析：在上述两句中，第一句中的条件是当事人所希望发生的情形，用 provided that引出；第

二句中的条件显然不是合同当事人希望出现的，所以不能用 provided that引出，应用 if引出。 
课后练习： 
1. Each of the parties hereby represents and warrants to the other that it has the power and authority 

to enter into this Agreement and perform its obligations hereunder and that this Agreement constitutes 
valid obligations against it in accordance with its terms. 

2. The Parties undertake that as long as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remains effective, the 
Parties shall not, whe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onduct negotiations or have discussions with any other 
parties concern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ny ventures or other forms of cooperation devoted to the 
provision of the Services or services similar to or likely to compete with the arrangement described in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3. Party A makes no warranties of any kind, whether express, implied, statutory or otherwise, and 
Party A specifically disclaims any implied warranty of merchantability, non-infringement or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4. Party A shall exercise, and ensure that all its servants, employees, agents or contractors exercise, 
all due diligence and care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ervices and each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so described. 
Specifically, and without limiting the generality of the foregoing, Party A shall bear all responsibility for 
any losses or damages suffered by Party B as a result of any mistakes, errors or omissions caused by Party 
A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cessing and packing of the Products. 

5. It is understood and agreed that each of the parties hereto is an independent contractor and that 
neither party is, nor shall be considered to be, an agent, distributor, fiduciary or representative of the other. 
Neither party shall act or represent itself, directly or by implication, as an agent of the other or in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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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ner assume or create any obligation on behalf of, or in the name of, the other. 
知识单元 10：国际商务合同的翻译（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本单元教学目的：本节重点探讨定语从句和被动语句的特点和翻译方法。 
1. 定于从句的翻译 
从句法角度上讲，定语从句是次要成分，但在语言作用上，却占有重要地位。在商务合同中，

为了使条款明确清晰， 排除被误解的可能性， 经常使用大量结构复杂的定语从句来精确说明一些
名词。定语从句与中心词分离的现象十分普遍，一个名词带有多个并列的定语从句，或者一个定语

从句修饰多个中心词的情况也很常见。英语的定语从句可分为限定性定语从句和非限定性定语从句

两大类，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限制意义是强还是弱，前者的限制意义很强，后者的限制意义很弱。

定语从句在商务合同中一般有三种翻译方法：合并法、分译法和混合法。 
1.1限定性定语从句 
限制性定语从句与先行词的关系十分密切。在翻译商务合同中这类从句时，往往采用合译的手

法，常把限制性定语从句译成汉语的“……的”结构，并置于被修饰词之前。 
例：“Termination” occurs when either party pursuant to a power created by agreement or law puts an 

end to the contract otherwise than for its breach. On “termination” all obligations which are still executory 
on both sides are discharged but any right based on prior breach or performance survives. 

译文：如果任何一方非因违约，而是根据协议所创设的或法律所赋予的权力结束合同，该合同

即告“终止”。合同一旦“终止”，当事人尚待履行的所有义务即被解除，但在此之前因对方违约或已
方履约而产生的任何权利仍然有效。 
限制性定语从句的翻译方法，除以上最基本的合译法外，有时还可采用分译的方法处理。 
例：A contract for the sale of minerals or the like (including oil and gas) or a structure or its materials 

to be removed from realty is a contract for the sale of goods within this Article if they are to be severed by 
the seller but until severance a purported present sale thereof which is not effective as a transfer of an 
interest in land is effective only as a contract to sell. 

译文：出售将与不动产分离的矿物或类似物质（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的合同，以及出售将与不

动产分离的建筑结构或其材料的合同，属于本篇调整范围内的货物买卖合同，只要此种物品与不动

产的分离系由卖方进行；但在分离之前，如果卖方的现售不构成土地权益的有效转让，则该现售在

效力上只相当于一项销售合同。 
1.2 非限定性定语从句 
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是先行词的附加说明，去掉了也不会影响主句的意思，它与主句之间通常用

逗号分开。非限制性定语从句的翻译基本上采用分译的方法处理。分译时可重复先行词或省译先行

词。 
例：The Seller sha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the delay of shipment or non-delivery of the goods due to 

Force Majeure, which might occur during the process of manufacturing or in the course of loading or 
transit.  

译文：凡在制造或装船运输过程中，因不可抗力致使卖方不能或推迟交货时，卖方不负责任。 
分析：原文把信息的重心放在句首，先表明卖方的免责事项，接着再规定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

不能交货或延迟交货才会免责，而对不可抗力又做了限定。翻译时译者应采用逆序的方法将原文表

示免责条件的移到句首。 
2. 被动语态的翻译 
合同英语中被动语态的使用比较广泛。有时是因为没有必要说出合同所涉及的当事人，有时是

为了突出和强调行为动作的承受者，或者是为了便于行文上的连贯等原因。在具体翻译的处理上，

应采用较灵活的翻译技巧，做到在内容上忠实于原文，在语言形式上规范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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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Payment shall be made by net cash against sight draft with Bill of Lading attached showing the 
shipment of the goods．Such payment shall be made through the Bank of China，Beijing Branch．  
译文：凭即期汇票和所附表明货物发运的提单通过中国银行北京分行以现金支付。 
分析：如果原句中没有涉及合同的当事人，翻译时可以处理为无主句。原句中的 payment作主

语，可译为汉语的一个动词。 
课后练习： 
1. Nothing in this Agreement or in the performance of any of its provisions is intended or shall be 

construed to constitute either party an agent, legal representative, subsidiary，joint venturer，partner，
employer，or employee of the other for any purpose whatsoever． 

2. If any one or more of the provisions contained in this Agreement or any document executed in 
connection herewith shall be invalid，illegal，or unenforceable in any respect under any applicable law, the 
provision/provisions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been severed from this agreement. 

3. If a receiver, manager or other custodian (interim or permanent) of the Collateral or any part 
thereof is appointed by private instrument or by court order, if any execution, winding up, liquidation, 
sequestration, extent or other process of any court becomes enforceable against of with respect to the 
Debtor or the Collateral or any part thereof, or if distress or analogous process is made against the 
Collateral or any part thereof. 

4. “Face Amount” means in respect of a BA Instrument, the amount payable to the holder on its 
maturity, and in respect of a Documentary Credit, the maximum amount which the issuing Person is 
contingently liable to pay to the Beneficiary. 

5. Over ninety countries ratified an agreement to ban the use of these chemicals.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律翻译概述 2  
2 法律英语的词汇特点 2  
3 法律英语的句式特点 2  
4 法律英语的句式特点 2  
5 典型句式的翻译（一） 2  
6 典型句式的翻译（二） 2  
7 期中考试/测试 2  
8 典型句式的翻译（二） 2  
9 主要情态动词的作用与翻译 2  

10 主要情态动词的作用与翻译 2  
11 禁令的表达方式和翻译 2  
12 禁令的表达方式和翻译 2  
13 国际商务合同的翻译（一） 2  
14 国际商务合同的翻译（二） 2  
15 国际商务合同的翻译（三） 2  
16 期末考试 2  

 总学时 3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属于比较高级的翻译和法律结合的课程，尽管对选修这门课程的学生的知识背景没有硬

性要求，但学生最好具有扎实的语言基础和一定的法律专业基础知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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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重点和难点有：法律体系与法律翻译之间的内在联系、法律文体的语义和语句特征、法

律翻译有别于一般翻译的特殊技巧和质量标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教师中心的方法，主要包括讲授、提问、论证等方法； 
相互作用的方法，包括全班讨论、小组讨论、同伴教学等方法； 
实践的方法，以练习为主。 
教学手段： 
口头语言； 
文字和书籍、印刷教材； 
多媒体网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

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1. 21世纪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系列教材:国际商务合同翻译教程(第 3版)。出版社: 东北财经

大学出版社; 第 2版 (2011年 4月 1日)， ISBN: 7565403482，作者：兰天。 
2. 国际商务合同的文体与翻译：出版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第 1版 (2011年 10月 1

日)。作者：刘庆秋。 
3. 屈文生、石伟：《法律英语阅读与翻译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4. 屈文生：《从词典出发——法律术语译名统一与规范化的翻译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 
5. 马莉：《法律语言翻译的文化制约》，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6. 孙万彪：《汉英法律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 
7. 孙万彪：《英汉法律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 
8. 薛波：《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 2003年版。 
9. 李克兴：《英汉法律翻译案例讲评》，外文出版社 2011年版。 
10. 王健：《沟通两个世界的法律意义——晚清西方法的输入法律新词初探》，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2001年版。 
11. Guide to Legal Translations: Or, a Collection of Words and Phrases Used in the Translation of 

Legal Papers from Urdu to English –M Durga Prasad: Nabu Press (2010年 3月 16日) 
12. Legal Translation and the Dictionary: Pt. 122  –Marta Chroma: Max Niemeyer Verlag GmbH & 

Co KG (2004年 1月 1日)  
13. Role of Legal Translation in Legal Hermonization – 2012年 7月 1日C.J.W. Baaij: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2年 7月 1日)ISBN: 9041137963 
14. Legal Translation in Context: Professional Issues and Prospects–Anabel Borja Albi (编

者), Fernando Prieto Ramos (编者)出版社: Peter Lang AG, International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2013年 1月 23日) 

15. Janet Cotterill. Language in the Legal Process.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执笔：王芳  审稿：王芳  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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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裔英语小说创作研究与实践 
A Study of Asian Anglophone Writers in Diaspora 

课程号：5080001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以具有针对性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为基础文本，

以西方多种文艺理论为指导，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2、通过阅读、讨论当代亚裔小说，审视其
独特的叙事策略，为我们思考、判断提供有益启示，使本科生们能够成为未来优秀的“批评家”。3、
通过直接阅读英文文本，提高本科生用英文进行高级思考、理解、表达的综合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使学生对亚裔小说文本的创作背景、创作手法与策略、

创作主题有初步的了解，并掌握一定的批评、分析能力，能够完成文学批评论文的写作。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Introduc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2. Themes 
3. Motifs 
4. Symbols 
学习目标： 
To know about the general contex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ction by contemporary Asian writers 

in diaspora, and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 that has been internationally made so far. 
作业： 
1. Students’ goal of the course. 
2. Familiarity with the double perspectives shown in Asian fiction in diaspora. 

知识单元 2： Maxine Hong Kingston and her The Woman Warrior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The 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 is a memoir, or collection of memoirs, 

by Maxine Hong Kingston, published by Alfred A. Knopf in 1976.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scholarly 
debates surrounding the official genre classification of the book, it can best be described as a work of 
creative non-fiction. 

Throughout the book's five chapters, Kingston blends autobiography with old Chinese folktales. 
What results is a complex portrayal of the 20th century experiences of Chinese-Americans living in the 
U.S in the shadow of theChinese Revolution. 

The Woman Warrior has been reported by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as the most commonly 
taught text in modern university education. It has been used in disciplines as far-reaching as American 
literature, anthropology, Asian studies, composition, education, psychology, sociology, and women's 
studies. It won the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 and was named one of TIME magazine's top 
nonfiction books of the 1970s.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Maxine Hong Kingston’s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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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Maxine Hong Kingston.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Maxine Hong Kingston’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sets Maxine Hong Kingston apart from other Asian American writers? 
2. What does his unique identity contribute to Maxine Hong Kingston’s writing? 
3. What are the major concerns that constantly recur in Maxine Hong Kingston’s writing? 

知识单元 3：Amy Tan and her The Joy Luck Club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The Joy Luck Club(1989) is a best-selling novel written by Amy Tan. It focuses on four Chinese 

Americanimmigrant families in San Francisco who start a club known as The Joy Luck Club, playing the 
Chinese game ofmahjong for money while feasting on a variety of foods. The book is structured 
somewhat like a mahjong game, with four parts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 to create sixteen chapters. The 
three mothers and four daughters (one mother, Suyuan Woo, dies before the novel opens) share stories 
about their lives in the form of vignettes. Each part is preceded by a parable relating to the game. 

In 1993, the novel was adapted into a feature film directed by Wayne Wang and 
starring Ming-Na, Lauren Tom,Tamlyn Tomita, France Nguyen, Rosalind Chao, Kieu Chinh, Tsai 
Chin, Lisa Lu, and Vivian Wu. The screenplay was written by the author Amy Tan along with Ronald 
Bass. The novel was also adapted into a play, by Susan Kim, which premiered at Pan Asian Repertory 
Theatre in New York.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Amy Tan’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Amy Tan.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Amy Tan’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sets Amy Tan apart from other writers? 
2. What literary techniques always prevail over Amy Tan? 
3. What are the central themes that dominate Amy Tan’s entire oeuvre? 

知识单元 4：Ha Jin and his Waiting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Waiting is a 1999 novel by Chinese-American author Ha Jin which won the National Book 

Award that year.It is based on a true story that Jin heard from his wife when they were visiting her family 
at an army hospital in China. At the hospital was an army doctor who had waited eighteen years to get a 
divorce so he could marry his longtime friend, a nurse. 

The plot revolves around the fortunes of three people: Lin Kong, the army doctor; his wife Shuyu, 
whom he has never loved; and the nurse Manna Wu, his girlfriend at the hospital where he works. 
Beginning in 1963 and stretching over a twenty-year period, Waiting is se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 
changing Chinese society. It contrasts city and country life and shows the restrictions on individual 
freedoms that are a routine part of life under communism. But Waiting is primarily a novel of character. It 
presents a portrait of a decent but deeply flawed man, Lin Kong, whose life is spoiled by his inability to 
experience strong emotions and to love wholeheartedly.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Ha Jin’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Ha Jin. 



 

9087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Ha Jin’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sets Ha Jin apart from other writers? 
2. What major themes always haunt Ha Jin? 
3. What contributes to Ha Jin’s linguistic powers? 

知识单元 5：Anita Desai and herClear Light of Day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Clear Light of Day is a novel published in 1980 by Indian novelist and three-time Booker 

Prize finalist Anita Desai. Set primarily in Old Delhi, the story describes the tensions in a post-partition 
Indian family, starting with the characters as adults and moving back into their lives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the novel. While the primary theme is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other predominant themes include the 
importance of forgiveness, the power of childhood, and the status of women, particularly their role as 
mothers and caretakers, in modern day India. 

学习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Anita Desai ’s writing. 
2.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Anita Desai. 
3.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Anita Desai’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sets Anita Desai apart from other writers? 
2. What literary techniques always prevail over Anita Desai? 
3. What are the central themes that dominate Anita Desai’s entire oeuvre? 

知识单元 6：Bapsi Sidhwa and her Water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Water is set in 1938, when India was still under the colonial rule of the British, and when the 

marriage of children to older men was commonplace. Following Hindu tradition, when a man died, his 
widow would be forced to spend the rest of her life in a widow's ashram, an institution for widows to 
make amends for the sins from her previous life that supposedly caused her husband's death. 

Chuyia (Sarala) is an eight-year-old girl who has just lost her husband. She is deposited in the ashram 
for Hindu widows to spend the rest of her life in renunciation. She befriends Kalyani who is forced into 
prostitution to support the ashram, Shakuntala, one of the widows, and Narayan, a young and charming 
upper-class follower of Mahatma Gandhi and of Gandhism. 

学习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Bapsi Sidhwa’s writing. 
2.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Bapsi Sidhwa. 
3.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Bapsi Sidhwa’s writings. 
作业： 
1.What sets Bapsi Sidhwa apart from other writers? 
2.What literary techniques always prevail over Bapsi Sidhwa? 
3.What are the central themes that dominate Bapsi Sidhwa’s entire oeuvre? 

知识单元 7： Shahruunsh Parsipurand her Women without Men：A Novel of Modern Ira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Women without Men profiles the lives of four women living in Tehran in 1953, du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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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backed coup that returned the Shah of Iran to power. Two of its recurrent images are of a long 
dirt road extending to the horizon on which the characters walk, and a river that suggests a deep current of 
feminine resilience below an impassive exterior.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Shahruunsh Parsipur’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Shahruunsh Parsipur .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Shahruunsh Parsipur’s writings. 
作业： 
What sets Shahruunsh Parsipur apart from other contemporary novelists?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2  
2 Maxine Hong Kingston and her The Woman Warrior （I） 2  
3 Maxine Hong Kingston and her The Woman Warrior（II） 2  
4 Amy Tan and her The Joy Luck Club(I) 2  
5 Amy Tan and her The Joy Luck Club(II) 2  
6 Amy Tan and her The Joy Luck Club(III) 2  
7 Ha Jin and his Waiting(I) 2  
8 Ha Jin and his Waiting(II) 2  
9 Ha Jin and his Waiting(III) 2  

10 Anita Desai and her Clear Light of Day(I) 2  
11 Anita Desai and her Clear Light of Day(II) 2  
12 Anita Desai and her Clear Light of Day(III) 2  
13 Bapsi Sidhwa and her Water(I) 2  
14 Bapsi Sidhwa and her Water(II) 2  
15 Bapsi Sidhwa and her Water(III) 2  

16 
Shahruunsh Parsipurand her Women without Men：A Novel of 
Modern Iran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 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是了解当代亚裔作家创作的特殊语境、亚裔作家创作的独特手法、亚裔作家创作关注

的独特主题。 
教学难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当代复杂的族裔关系在文学中的投射；第二、当代亚裔作家

与白人作家在风格上的亲缘性与悖逆性。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会影响学生正确解读相关的文本。在

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投入较大精力处理以上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教师课堂授课。 
2. 学生课堂实践，即学生选择本单元相关主题作 10—15分钟的学术报告，并且展开提问与讨

论。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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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采用百分制，具体分布为：到课率 10﹪，课堂展示 20﹪，期末论文 70﹪。 
7、作业要求： 
课下阅读老师指定的阅读材料，轮流做课堂展示。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了自编教材（内容主要是相关文本的影印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自编教材（内容主要是相关文本的影印版）。 
（二）推荐参考书 
黄桂友、吴冰：《全球视野下的亚裔美国文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执笔：张磊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英美当代边缘文学、文化研究 
A Study of Marginalization in Contemporary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课程号：5080001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以具有针对性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为基础文本，

以西方多种文艺理论为指导，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2、通过阅读、讨论当代英美边缘文学与文
化，审视其独特的叙事策略，为我们思考、判断提供有益启示，使本科生们能够成为未来优秀的“批
评家”。3、通过直接阅读英文文本，提高本科生用英文进行高级思考、理解、表达的综合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使学生对英美边缘文学文本的创作背景、创作手法与

策略、创作主题有初步的了解，并掌握一定的批评、分析能力，能够完成文学批评论文的写作。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Introduc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2. Themes 
3. Motifs 
4. Symbols 
学习目标： 
To know about the general contex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ction by marginal queer writers based 

in the UK and the USA, and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 that has been internationally made so 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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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Students’ goal of the course. 
2. The meaning of marginalization, especially concerning that caused by different sexual 

preferences. 
知识单元 2： Christopher Isherwood and his A Single Man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A Single Man is a 1964 novel by Christopher Isherwood.Set in Southern California during 1962, it 

depicts one day in the life of George, a middle-aged, gay Englishman who is a professor at a Los Angeles 
university.Edmund White called A Single Man "one of the first and best novels of the modern Gay 
Liberation movement." In 2009, fashion designer Tom Ford directed a film adaptation of the novel. The 
film, starring Colin Firth as George, premiered at the 66th Venic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It was 
nominated for the Golden Lion and Firth won the Volpi Cup for Best Actor. It received three Golden 
Globes nominations and an Academy Award nomination. 

An English professor, about a year after the sudden death of his boyfriend, is unable to cope with the 
despondent, bereaved nature of his existence and decides on one fateful day to make preparations to take 
his own life. Throughout the day, he has various encounters with different people that color his senses and 
illuminate the possibilities of being alive and human in the world. Such is the plot of the film adaption; in 
the novel, George (the professor) makes no such preparations. 

The central themes in this text revolve around alienation, discrimination, passion and repression of 
sexuality, loss, and memory.  

学习目标： 
1. To know the social background for Christopher Isherwood’s gay writing. 
2.To know Christopher Isherwood’s major gay novel——A Single Man. 
3. To understand the style of this text. 
作业： 
1. What is the central concern of A Single Man? 
2. Why does Christopher Isherwood’s writing feature such a duality of anger and beauty? 
3. Discuss the critical traditions of A Single Man as a key gay text. 

知识单元 3： Jeanette Winterson and her 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 is a novel by Jeanette Winterson published in 1985, which she 

subsequently adapted into a BBC television drama. It is a bildungsroman about a lesbian girl who grows 
up in an English Pentecostal community. 

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 is a novel that tells many stories, but ultimately concerns itself with 
the very act of telling stories. The juxtaposition of legends and myths with the life of the main character, 
Jeanette, questions the reality of the stories told by the narrators. None of the stories can be verified with 
any fact, therefore they must all equally be accepted as fictions.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Winterson would 
say that her novel is not an autobiography. Winterson herself has stated that, "Oranges is the document, 
both true and false, which will have to serve for my life until I went to Oxford, and after that I daresay that 
whatever I tell you will be another document, one that is both true and false." As Winterson makes clear 
with her quote, the truth of the life of Jeanette is not true at all. As Winterson took pains to express in 
Chapter Five, no stories or histories are ever wholly true because subjective writers have written them. 
Winterson forces the realization that no objective reality exists anywhere. Whenever reality is re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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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n art form, the realness of the reality must be called into question because it has been subjectively 
framed. 

学习目标： 
1. To know the social background for Jeanette Winterson’s lesbian writing. 
2. To know Jeanette Winterson’s major lesbian novels. 
3. To understand the style of these key texts. 
作业： 
1.What is the unique charm that Jeanette Winterson hold for contemporary readers? 
2.How can fiction be told from reality in The Orange is Not the Only Fruit? 
3.What do the orange and other fruits probably symbolize? 
4.Why is sex portrayed in a stark yet less appealing way? What does it mean? 

知识单元 4：Sarah Waters and her Tipping the Velvet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Tipping the Velvet is an historical novel written by Sarah Waters published in 1998. Set in Victorian 

England during the 1890s, it tells a coming of age story about a young woman named Nan who falls in 
love with a male impersonator, follows her to London, and finds various ways to support herself as she 
journeys through the city. The picaresque plot elements have prompted scholars and reviewers to compare 
it to similar British urban adventure stories written by Charles Dickens and Daniel Defoe. The novel has 
pervasive lesbian themes, concentrating on eroticism and self-discovery. Waters was working on a PhD 
disserta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 when she decided to write a story she would like to read. Employing her 
love for the variety of people and districts in London, she consciously chose an urban setting. As opposed 
to previous lesbian-themed fiction she had read where the characters escape an oppressive society to live 
apart from it, Waters chose characters who interact with their surroundings. She has acknowledged that 
the book imagines a lesbian presence and history in Victorian London where none was recorded. The main 
character's experiences in the theatrical profession and her perpetual motion through the city allow her to 
make observations on social conditions while exploring the issues of gender, sexism, and class difference. 
As Waters' debut novel, Tipping the Velvet was highly acclaimed and was chosen by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Library Journal as one of the best books of 1998. Waters followed it with two other novels set in 
the Victorian era, both of which were also well received. Reviewers have offered the most praise for 
Tipping the Velvet's use of humour, adventure, and sexual explicitness. The novel was adapted into a 
somewhat controversial three-part series of the same name produced and broadcast by the BBC in 2002. 

学习目标： 
1. To know the social background for Sarah Waters’s lesbian writing. 
2. To know Sarah Waters’s major lesbian novels. 
3. To understand the style of these key texts. 
作业： 
1. What role does the Victorian setting play in Sarah Waters’s Tipping the Velvet? 
2. What does homosexuality mean to these beleaguered women in all these texts by Waters? 
3. Does Water excel in making suspenses? 

知识单元 5：Alan Hollinghurst and his The Swimming Pool Library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William Beckwith is a highly privileged, cultivated and promiscuous young gay man. He is the 

grandson and heir of Viscount Beckwith, an elder statesman and a recent peer. In order to avoid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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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ties, that grandfather has already settled most of his estate on Will, who therefore has substantial private 
means and no need of work. As the novel opens, we learn that Will is currently seeing a young, 
working-class, black man named Arthur. Will is deeply sexual and physically very attractive. His 
preoccupation with Arthur is almost entirely physical. Will is a member of the Corinthian Club (‘the 
Corry’) at which he swims, exercises and cruises men. The Corry is in no formal sense a gay club, indeed 
it is made clear that there are non-gay members, but there is a pervasive homoerotic atmosphere. Whilst 
cruising a young man in a London park, Will enters a public toilet to find a group of older men cottaging. 
One of them suddenly suffers what is perhaps a minor heart attack and collapses. Will applies artificial 
respiration and saves the man’s life. He returns home to find Arthur bleeding and terrified. Arthur has 
accidentally killed a friend of his brother Harold's, after an argument about drugs. Will agrees to shelter 
Arthur. At the Corry, Will meets the old man again and learns that he is Lord Charles Nantwich. Charles 
invites Will to lunch at Wicks': his club. Wicks' is filled with men “of fantastic seniority”. We learn here 
that Will studied History at Oxford, getting a 2.1 rather than the first that he says had been expected of 
him. That he has studied history will in the course of the novel be revealed as an irony. Trapped in close 
confinement with Arthur, Will begins to resent him. Their boredom and tension occasionally erupts in 
bouts of vaguely abusive sex. Will goes to a cinema that shows gay pornography and has anonymous sex. 
On the train home, Will reads Valmouth, a novel by Ronald Firbank, given to him by his best friend, 
James. James is a hard-working doctor who is insecure and sexually frustrated as a gay man. The novel by 
Firbank echoes themes central to The Swimming Pool Library; secrets and discretion; extreme old age, 
colonialism, race and camp; the sense of deeper truths residing behind a thin façade of artifice. Back at the 
flat, William finds his small nephew Rupert, an enchantingly self-possessed boy of six, who has run away 
from home. Rupert loves Will and is interested in homosexuality. Despite his youth, Rupert exhibits a 
strong gay sensibility. Together they look at Will’s photo album. Will then calls his sister Philippa and her 
husband Gavin comes to collect Rupert. Will goes to the Corry with James; on their return, Arthur has 
vanished. Will visits Charles at his home, where he lives with his servant Lewis. Lewis is curt, even 
slightly aggressive and seems jealously protective of Nantwich. Charles’s house is filled with memorabilia 
and books; there are homoerotic paintings as well as a portrait of a beautiful African boy. In the cellar, 
they look at some Roman mosaics and Charles asks Will to write his biography for him. At the Corry, Will 
is attracted to Phil, a young bodybuilder. Despite his physique, Phil is shy and a sexual novice. Will 
suspects that Phil is the man with whom he had sex in the cinema. James believes that Will is wasting his 
intelligence and his literary skill and urges him to write Charles’s biography. Will returns to Charles’s 
house to find him locked in his bedroom by Lewis. Their master/servant relationship is complex and 
fraught. Will takes Charles’ diaries and notes home. On the train, Will cruises a young man whom he takes 
home; they engage in sexual intercourse. He begins to read Charles’s papers. Charles’s early life vividly 
illustrates themes central to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homosexual, privileged and British. Will reads of his 
boyhood at public school, where he experienced sexuality by turns brutal and tender. He is cruelly raped 
by one boy but later taken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an older boy, Strong, who treats him gently. We learn 
that Strong became a soldier in the Great War, was badly injured and died insane. Charles becomes aware 
that he is strongly attracted to black men when he is openly propositioned by an American soldier. He 
experiences feelings of desperate arousal, fear and revulsion and flees. As a student, Charles goes on a 
spree with some friends in the country. They go to an abandoned hunting lodge and drink champagne. 
Charles has sex with one of them; a young man who feels insecure about his (comparatively) modest 
background and sexual inexperience. As a young man, Charles enters the Foreign Service and travels to 
Sudan to act as a regional administrator. He is enchanted by the land and powerfully drawn to African 
men but finds himself cut off by his race, his rank and his position as a colonial. Charles ruminates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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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 of devotion that homosexuality can foster between men and how that devotion aids duty and right 
action. Phil invites Will back to his lodgings in the Hotel where Phil works as a waiter. Phil wants sex but 
is too shy so Will seduces him. Will goes to the opera with James and his grandfather. The opera is Billy 
Budd. Will is struck almost to tears by the homoerotic and emotional power of the work. During the 
conversation afterwards, the subject of Benjamin Britten’s own homosexuality arises and they talk about 
his relationship with E. M. Forster, who co-wrote the libret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ay sexual 
expression and art is gently explored. Will continues reading Charles’s diaries. On the way to a boxing 
club patronized by Nantwich, Will has an unpleasant encounter with a working class boy, who offers him 
sex for money. Will refuses; there are undertones of fear and violence. At the match, Will meets Bill: a 
man he knows from the Corry. Bill is a weightlifter; a large muscular man who coaches teenage boxers. 
Trapped inside his body, Bill seems a fearful man. He is devoted to Nantwich, his patron, and to the boys 
he coaches. He is also carrying a torch for Phil. From the diaries, Will learns that Nantwich has been to 
Egypt and then returned to London, where he met with Ronald Firbank; an extraordinary portrait of effete 
decrepitude; camp and alcoholic. Will takes Phil to visit Staines, a successful studio photographer who 
echoes Cecil Beaton. Staines is a gossipy queen and socialite. His lover is a “school tart” grown old; a 
kept man drinking too much. Staines poses Phil bare-chested and oiled; as pornography. This episode 
overtly deals with gay artifice, staging and the image. Phil is idealized and objectified. Staines reveals that 
Charles’s brother was homosexually insatiable, exploited his servants and was subsequently beaten to 
death and that Charles’s uncle was likewise into rough trade. At Nantwich’s house, Will and Charles talk 
about Ronald Firbank. Charles gives Will a beautiful edition of one of Firbank’s novels as a gift. 
Afterwards, Will goes to Arthur’s address in a working class area of London and calls but there is no 
answer. Returning, he encounters a group of skinheads who demand his watch, attack and queer-bash him, 
destroying the Firbank novel in the process. Will goes home, where James patches him up but beauty is 
temporarily ruined. He reads Charles’s diary aloud to Phil: Charles describes a North African trying to 
covertly sell him gay pornography and is disturbed at being ‘outed’ in a foreign culture. Will returns to 
Staines's home with Nantwich. There are several other men there, including two youths and a black chef, 
Abdul, who works at Charles’s club. Will is powerfully attracted to Abdul. It transpires that Staines and 
Nantwich are collaborating on the production of a pornographic film in which Abdul and the two youths 
are performing. The theme of voyeurism alienates Will, who finds it embarrassing and quietly leaves. Will 
takes Phil out clubbing at The Shaft. He has not been there for many months and there are vivid 
descriptions of a night on the gay ‘scene’. Will and Phil drink, dance and meet several gay ‘types’, 
including a Brazilian bodybuilder. He discovers Arthur, who has been working for his brother Harold, in 
the bathroom and attempts to have sex with him. Arthur is obviously quite upset, and they part ways. Will 
gets a telephone call from James; he has been arrested whilst seeking sex. This is ironic since James’s 
sex-life is non-eventful compared to Will’s. It appears to be a case of police-entrapment, with an 
undercover officer soliciting sex from homosexual men. Charles’s diaries have entered the Second World 
War; he is entering middle-age and the tone is melancholy. He is passionately devoted to an African man; 
the beautiful boy whose portrait hangs in Charles’s house. The boy is now grown up and about to get 
married to a woman. Will goes to an exhibition of photographs by Staines. The theme is soft-core 
homo-erotica. He is surprised to find Gavin there. Talking with Staines, he discovers that he and Charles 
have produced three pornographic films of the type that play in the cinema where Will first had sex with 
Phil. From the diaries, Will learns how Charles’s life was ruined. The African man whom he loved gets 
married and Charles begins to visit anonymous sex clubs and cruisy bathrooms. One night he solicits a 
policeman, who arrests Charles for public indecency. Despite his rank, Charles is ruthlessly prosecuted by 
a conservative politician of the time, who wants to make an example of him. The politician is Willi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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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dfather; now the Viscount Beckwith. Will’s wealth, his rank and his leisured gay existence are all 
built on a foundation of homosexual persecution. He also learns that Charles and Bill met in prison, where 
Bill, then a young man, had been thrown for having a love-affair with a boy three years younger than 
himself. The theme of natural love and sexuality destroyed by elite oppression is very powerful. While 
Charles is in prison, he learns that Taha, the African man, has been beaten to death in an incident that is 
apparently racially-motivated. After learning about his grandfather's past, Will decides that he cannot now 
write Charles’s biography, nor was he intended to do so. Charles has been educating him on his own past. 
Will talks on the phone with Gavin, his brother in law. Gavin tells Will that he knew it was Will’s 
grandfather who imprisoned Charles. A past perhaps so distant that the archaeologist knows it where the 
historian does not. Rupert has been told to watch out for Arthur; he reports that he has seen him with his 
brother Harold. Will goes to Phil’s hotel. He encounters a rich Argentine who propositions him. Will 
accepts until he finds that the man is obsessed with gay pornographic conventions, costumes and sex toys. 
Will finds this all slightly ridiculous and is not aroused. He refuses to consent to sex and leaves. Upstairs, 
he discovers Phil having sex with Bill. Disoriented, he leaves and wanders to James’s and then the Corry, 
where Charles Nantwich reveals his designs in giving Will the diaries. Will and James go to Staines’s to 
see a film, not a piece of pornography but an archive recording of Ronald Firbank in old age. The novel 
closes. 

The novel is pervaded with references to Ronald Firbank, up until the very last page. Homophobia is 
addressed in many forms, namely through getting arrested by the police (Nantwich; Bill; James) and 
gay-bashing (William and the skinheads). Through Nantwich's diary, the novel is also concerned with the 
lives of gay men before the gay liberation movement, both in London and in the colonies of the British 
Empire.  

学习目标： 
1. To know the social background for Alan Hollinghurst’s gay writing. 
2. To know Alan Hollinghurst’s major gay novels. 
3. To understand the style of these key texts. 
作业： 
1. Is Alan Hollinghurst a radical or conventional gay writer? 
2. AIDS and homosexuality are key concerns in this gay novel. How does the writer connect these 

two?  
知识单元 6：Edmund White and his A Boy’s Own Story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The story starts when the narrator, aged 15, experiences the physical side of young love with his 

twelve-year-old friend Kevin O'Brien. Although he is the younger boy, Kevin takes the lead in the sexual 
activity. Kevin's remoteness keeps the relationship one-sided; he forgets all about it once each session is 
over, whereas the narrator gets more and more worried about his deep feelings. As the book progresses, he 
starts to have cravings for anal penetration. The encounters between the two adolescents become 
infrequent and are kept in the background, and the narrator's soul-searching about his homosexuality 
continues. 

学习目标： 
1. To know the social background for Edmund White’s gay writing. 
2. To know Edmund White’s major gay novels. 
3. To understand the style of these key texts.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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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s Edmund White’s portrayal of gay sex so special? What does it mean? 
知识单元 7： Michael Cunningham and his The Hour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stream-of-consciousness style being so prominent in this work, a summary of the plot based on 

physical action does not give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nt of the work. In the novel, action 
occurring in the physical world (i.e.: characters doing things, such as talking, walking etc.) is far 
outweighed by material existing in the thought and memory of the protagonists. Some discretion must be 
made in a plot summary as to which of these thoughts and memories warrant detailing. 

学习目标： 
1. To know the social background for Michael Cunningham’s gay writing. 
2. To know Michael Cunningham’s major gay novels. 
3. To understand the style of these key texts. 
作业： 
What sets Michael Cunningham apart from other contemporary marginal queer writers?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2  
2 Christopher Isherwood and his A Single Man （I） 2  
3 Christopher Isherwood and his A Single Man （II） 2  
4 Jeanette Winterson and her 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I) 2  
5 Jeanette Winterson and her 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II) 2  
6 Jeanette Winterson and her Oranges are Not the Only Fruit(III) 2  
7 Sarah Waters and her Tipping the Velvet (I) 2  
8 Sarah Waters and her Tipping the Velvet (II) 2  
9 Sarah Waters and her Tipping the Velvet (III) 2  

10 Alan Hollinghurst and his The Swimming Pool Library(I) 2  
11 Alan Hollinghurst and his The Swimming Pool Library(II) 2  
12 Alan Hollinghurst and his The Swimming Pool Library(III) 2  
13 Edmund White and his A Boy’s Own Story(I) 2  
14 Edmund White and his A Boy’s Own Story(II) 2  
15 Edmund White and his A Boy’s Own Story(III) 2  
16 Michael Cunningham and his The Hours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 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是对各个重要阶段中的重要人物及其作品进行分析和讨论，培养学生的分析和归纳总

结的能力，学生最终学会如何有效地欣赏名作及陈述自己的看法。 
教学难点体现在：一是学生的文学修养参差不齐；二是课时不够，这样就难免会造成授课老师

满堂灌的现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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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师课堂授课。 
2. 学生课堂实践，即学生选择本单元相关主题作 10—15分钟的学术报告，并且展开提问与讨

论。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采用百分制，具体分布为：到课率 10﹪，课堂展示 20﹪，期末论文 70﹪。 
7、作业要求： 
课下阅读老师指定的阅读材料，轮流做课堂展示。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了自编教材（内容主要是相关文本的影印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自编教材（内容主要是相关文本的影印版）。 
（二）推荐参考书 
1.《中外当代边缘小说探析》，张磊，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ay and Lesbian Writing. Edited by Hugh Steve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执笔：张磊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当代英美女性主义小说专题研究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and American Feminist Fiction 

课程号：5080001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以具有针对性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为基础文本，

以西方多种文艺理论为指导，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2、通过阅读、讨论当代英美女性主义小说，
审视其独特的叙事策略，为我们思考、判断提供有益启示，使本科生们能够成为未来优秀的“批评
家”。3、通过直接阅读英文文本，提高本科生用英文进行高级思考、理解、表达的综合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使学生对英美女性主义小说文本的创作背景、创作手

法与策略、创作主题有初步的了解，并掌握一定的批评、分析能力，能够完成文学批评论文的写作。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Introduc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9097 

1.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2. Themes 
3. Motifs 
4. Symbols 
学习目标： 
To know about the general contex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ction by contemporary women writers 

based in the UK and the USA, and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 that has been internationally made so far. 
作业： 
1. Students’ goal of the course. 
2.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feminist writing and the Anglo-American feminist writing. 

知识单元 2： Anita Brookner and her Hotel Du Lac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Hotel du Lac is a 1984 Booker Prize-winning novel by English writer Anita Brookner. It centres on 

Edith Hope, a romance novelist who is staying in a hotel on the shores of Lake Geneva. There she meets 
other English visitors, including Mrs Pusey, Mrs Pusey's daughter Jennifer, and an attractive middle-aged 
man, Mr Neville. 

Edith reaches Hotel du Lac in a state of bewildered confusion at the turn of events in her life. After a 
secret and often lonely affair with a married man and an aborted marriage, she is banished by her friends. 
They advise her to go on "probation" so as to "grow up", "be a woman", and atone for her mistakes. 

Edith comes to the hotel swearing not to change. However, the hotel's silent charms and her 
observations of the guests there all tug at Edith with questions about her identity, forcing her to examine 
who she is and what she has been. At the hotel, she observes people from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 Mrs 
Pusey and her daughter Jennifer, their love for each other, and the splendid oblivious lives they live; Mme 
de Bonneuil, who lives at the hotel in solitary expulsion from her son; and Monica, who came to the hotel 
acceding to her husband's demands. Edith falls for the ambiguous smile of Mr Neville, who asks for her 
hand in marriage. She considers a life of recognition that being married to Neville would confer upon her, 
but ultimately rejects the possibility of a relationship with him when she realizes he is an incorrigible 
womanizer. This also finally leads her to realize what her life is expected to be. Once again, she breaks 
chains and decides to take things into her own hands.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Anita Brookner’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Anita Brookner.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Anita Brookner’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sets Anita Brookner apart from other writers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2. What does his unique identity contribute to Brookner’s writing? 
3. What are the major concerns that constantly recur in Brookner’s writing? 

知识单元 3：Michele Roberts and her The Wild Girl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The Wild Girl (The Secret Gospel of Mary Magdalene) is a 1984 novel by Michèle Roberts. This 

work tells a fictional story about the discovery of an apocryphal fifth Gospel in Provence, France. This 
gospel tells the tale of Jesus Christ and the period before hiscrucifixion, known as the Pa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y Magdalene.The story incorporates elements of a Gnostic tradition that speak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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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Jesus and Mary. For this reason, the book has been considered controversial 
and even blasphemous. 

The central theme of the work is androgyny. Roberts attempts to incorporate the female perspective 
into a largely male-dominated tradition. The author wrote of her book that, "I imagined Mary Magdalene 
as Christ's lover because I wanted to imagine a Christianity that might have developed differently, and 
valued women equally with men." Some feminist critics of the work have panned the romantic interaction 
between Mary and Jesus, with Patricia Duncker calling it laughable.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Michele Roberts’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Michele Roberts.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Michele Roberts’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earns Michele Roberts a unique position among the English feminist writers? 
2. Are Michele Roberts’s writings provocative for the sake of provocation? 
3. What roles does the complexity of domesticity play in Michele Roberts’s writings?  

知识单元 4：Doris Lessing and her The Grass Is Singing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The novel begins with a cutting from a newspaper article about the death of Mary Turner. It says that 

Mary Turner, a white woman, was killed by her black servant Moses for money. The news actually acts 
like an omen for other white people living in that African setting. After looking at the article, people 
behave as if the murder was very much expected. The bulk of the novel is a flashback of Mary Turner's 
life up to her murder at the hand of Moses in the last chapter. 

Mary has a happy and satisfied life as a single white Rhodesian (we assume, though the novel refers 
to both Rhodesia and the Union of South Africa simply as South Africa, while making clear the farm is 
in Southern Rhodesia) woman. She has a fine job, numerous friends, and values her independence. 
Nevertheless, after overhearing an insulting remark at a party about her spinsterhood, she resolves to 
marry. 

The man she marries, after a brief courtship, Dick Turner, is a white farmer struggling to make his 
farm profitable. She moves with him to his farm and supports the house, while Dick manages the labour 
of the farm. Dick and Mary are somewhat cold and distant from each other but are committed to their 
marriage. Dick and Mary live together an apolitical life mired in poverty. When Dick gets sick Mary takes 
ov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farm and rages at the incompetence of her husband's farm practice. To Mary, 
the farm exists only to make money, while Dick goes about farming in a more idealistic way. 

Mary and Dick live a solitary life together. Because of their poverty Dick refuses to give Mary a 
child. They do not attend social events, yet are a great topic of interest among their neighbours. Mary feels 
an intimate connection with the nature around her, though being in general rather unexplorative in nature. 

Mary is overtly racist, believing that whites should be masters over the native blacks. Dick and Mary 
both often complain about the lack of work ethic among the natives that work on their farm. While Dick is 
rarely cruel to the workers that work for them, Mary is quite cruel. She treats herself as their master and 
superior. She shows contempt for the natives and finds them disgusting and animal-like. Mary is cross, 
queenly, and overtly hostile to the many house servants she has over the years. When Mary oversees the 
farm labour she is much more repressive than Dick had ever been. She lets them work harder, reduces 
their break time, and arbitrarily takes money from their pay. Her hatred of natives results in her whipping 
the face of a worker because he speaks to her in English, telling her he stopped work for a drink of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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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worker, named Moses, comes to be a very important person in Mary's life when he is taken to 
be a servant for the house. Mary does not fear her servant Moses but rather reserves a great deal of disgust, 
repugnance, and avoidance for him. Often Mary does all she can to avoid having any social proximity 
with him. 

After many years living on the farm together, Dick and Mary are seen to be in a condition of 
deterioration. Mary often goes through spells of depression, during which she is exhausted of energy and 
motivation. In her frailty, Mary ends up relying more and more on Moses. As Mary becomes weaker, she 
finds herself feeling endearment towards Moses. 

On a rare visit from their neighbour, Slatter, Mary is seen being carelessly and thoughtlessly kind to 
Moses. This enrages Slatter. Slatter demands that Mary is not allowed to live with that worker as a house 
servant. Slatter sees himself as defending the values and integrity of the white community. 

Slatter uses his charisma and influence to convince Dick to give up ownership of his farm and go on 
a vacation with his wife. This vacation is to be a sort of convalescence for them. Dick spends his last 
month on his farm with Tony, who has been hired by Slatter to take over the running of the farm. Tony has 
good intentions and is very superficially cultured, but he finds himself having to adapt to the racism of the 
white community. One day Tony sees Moses dressing Mary and is surprised and somewhat amazed by 
Mary's breaking of the 'colour bar'. 

The book closes with Mary's death at the hand of Moses. Mary is expecting his arrival and is aware 
of her imminent death. Moses does not run from the scene as he originally intends but waits a short 
distance away for the arrival of the police.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Doris Lessing’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Doris Lessing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Doris Lessing’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sets Doris Lessing apart from other writers? 
2. What major themes always haunt Doris Lessing? 
3. What contributes to Doris Lessing’s linguistic powers? 

知识单元 5：Edwidge Danticat and her Breath, Eyes, Memory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dwidge Danticat’s first novel, Breath, Eyes, Memory, was published when Danticat was only 

twenty-five years old. As she has recounted in interviews, the book began as an essay of her childhood 
in Haiti and her move as a young girl to New York City. The novel is written in a first person narrative. 
The narrator, Sophie Caco, relates her direct experiences and impressions from age 12 until she is in her 
twenties. Sophie is the product of a violent rape and is raised by her loving aunt in a village near 
Port-au-Prince for 12 years. At this point, Sophie is unexpectedly summoned by her mother, who lives in 
Brooklyn having gained asylum and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Living with her mother in New York, 
Sophie discovers the trauma her mother endures inclusive of violent nightmares reminiscent of her 
experience prior to fleeing Haiti. 

学习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Edwidge Danticat ’s writing. 
2.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Edwidge Danticat. 
3.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Edwidge Danticat ’s writings.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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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at sets Edwidge Danticatapart from other writers? 
2. What literary techniques always prevail over Edwidge Danticat ? 
3. What are the central themes that dominate Edwidge Danticat ’s entire oeuvre? 

知识单元 6：Amy Tan and her The Joy Luck Club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The Joy Luck Club (1989) is a best-selling novel written by Amy Tan. It focuses on four Chinese 

Americanimmigrant families in San Francisco who start a club known as The Joy Luck Club, playing the 
Chinese game ofmahjong for money while feasting on a variety of foods. The book is structured 
somewhat like a mahjong game, with four parts divided into four sections to create sixteen chapters. The 
three mothers and four daughters (one mother, Suyuan Woo, dies before the novel opens) share stories 
about their lives in the form of vignettes. Each part is preceded by a parable relating to the game. 

In 1993, the novel was adapted into a feature film directed by Wayne Wang and 
starring Ming-Na, Lauren Tom,Tamlyn Tomita, France Nguyen, Rosalind Chao, Kieu Chinh, Tsai 
Chin, Lisa Lu, and Vivian Wu. The screenplay was written by the author Amy Tan along with Ronald 
Bass. The novel was also adapted into a play, by Susan Kim, which premiered at Pan Asian Repertory 
Theatre in New York.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Amy Tan’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Amy Tan.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Amy Tan’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sets Amy Tan apart from other writers? 
2. What literary techniques always prevail over Amy Tan? 
3. What are the central themes that dominate Amy Tan’s entire oeuvre? 

知识单元 7： Andrea Levy and her Small Island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Small Island is a 2004 prize-winning novel by British author Andrea Levy. It was adapted for 

television in two episodes by the BBC in 2009. 
The novel is based on four main characters: Hortense, Queenie, Gilbert and Bernard and the story is 

told from each of their points of view. Its main plot is set in 1948 and focuses on the diaspora 
of Jamaican immigrants, who, escaping economic hardship on their own "small island," move to England, 
the Mother Country, for which the men have fought during World War II. While the novel focuses on the 
narratives of Gilbert and Hortense as they adjust to life in England, after a reception that is not quite the 
warm embrace that they have hoped for, the interrac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Queenie and Michael is 
central to the plot and the connections that are established between all of the characters. As the story is 
narrated from various view points, it is achronological, skipping around to discuss each character's life 
before the outbreak of WWII. 

In 2009 The Guardian selected Small Island as one of the defining books of the decade.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Andrea Levy ’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Andrea Levy .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Andrea Levy ’s writings.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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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at does the title mean in Small Island?  
3. What sets Andrea Levy apart from other contemporary women writers?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2  
2 Anita Brookner and her Hotel Du Lac （I） 2  
3 Anita Brookner and her Hotel Du Lac （II） 2  
4 Michele Roberts and her The Wild Girl(I) 2  
5 Michele Roberts and her The Wild Girl(II) 2  
6 Michele Roberts and her The Wild Girl(III) 2  
7 Doris Lessing and her The Grass Is Singing(I) 2  
8 Doris Lessing and her The Grass Is Singing(II) 2  
9 Doris Lessing and her The Grass Is Singing(III) 2  

10 Edwidge Danticat and her Breath, Eyes, Memory(I) 2  
11 Edwidge Danticat and her Breath, Eyes, Memory(II) 2  
12 Edwidge Danticat and her Breath, Eyes, Memory(III) 2  
13 Amy Tan and her The Joy Luck Club(I) 2  
14 Amy Tan and her The Joy Luck Club(II) 2  
15 Amy Tan and her The Joy Luck Club(III) 2  
16 Andrea Levy and her Small Island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 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是了解当代英美女性主义作家创作的特殊语境、英美女性主义作家创作的独特手法、

英美女性主义作家创作关注的独特主题。 
教学难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英美当代复杂的族裔、地缘关系在文学中的投射；第二、当

代英美女性作家与十九世纪英美女性作家在风格上的亲缘性与悖逆性。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会影响

学生正确解读相关的文本。在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投入较大精力处理以上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教师课堂授课。 
2. 学生课堂实践，即学生选择本单元相关主题作 10—15分钟的学术报告，并且展开提问与讨

论。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采用百分制，具体分布为：到课率 10﹪，课堂展示 20﹪，期末论文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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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业要求： 
课下阅读老师指定的阅读材料，轮流做课堂展示。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了自编教材（内容主要是相关文本的影印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自编教材（内容主要是相关文本的影印版）。 
（二）推荐参考书 
张磊：《异质的风景——当代世界女性小说创作面面观》。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3年。 

执笔：张磊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当代华文小说英译本研究 
Translat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into English 

课程号：5080001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以具有针对性的华文文学作品及其英译本为基础文本，以西方多种翻译

理论为指导，将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审视华文文学的翻译现状，检视现有的不足，提高学生翻译文本的能力。

另外，通过对这些不足背后的文化失语现象进行探究，唤起学生对振兴华文、华族的重视和自信。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Introduc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significanc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2. Major strategies i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fiction 
3. The limits in translation of Chinese fiction 
学习目标： 
To know about the trends, possibilities and difficulties in translating Chinese fiction into English. 
作业： 
1. Students’ goal of the course. 
2. Differences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知识单元 2： Translating Mo Yan’s Red Sorghum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Red Sorghum: A Novel of China is a Chinese language novel by Mo Yan. Published in 1986, it was 

Mo's first novel and remains one of his best-known works. 
The novel consists of the volumes "Red Sorghum", "Sorghum Wine", "Dog Ways", "Sorghum 

Funeral", and "Strange Death", which were first serialized in various magazines in 1986. "Dog Ways" was 
published in the April 1986 issue of Shiyue; "Sorghum Wine" in the July 1986 issue of PLA Arts, 
"Sorghum Funeral" in the August 1986 issue of Beijing Wenxue and "Strange Death"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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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December issue of Kunlunmagazine.It was the magazine serializations befor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ull novel in 1987 which were seen by director Zhang Yimou, who immediately proposed to Mo 
Yan to make the novel into a film.The next year the novel was published, and almost simultaneously the 
1987 Chinese-language film Red Sorghum won theGolden Bear at the Berlin Film Festival. It was initially 
given an ad hoc English title "The Red Sorghum Clan" in some sources but wa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Howard Goldblatt in 1993 with the subtitle "Red Sorghum - A Novel of China". 

Red Sorghum's plot revolves around three generations of the Shandong family between 1923 and 
1976. The narrator tells the story of his family's struggles, first as distillery owners making sorghum 
wine and then as resistance fighters during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The novel also details civil 
disputes between warring Chinese groups, including rival gangs and political powers. The book also refers 
to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1972 resump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Mo Yan employs a terse style in the novel that is characterized by brevity and non-chronological 
storytelling written in the first-person. The work contains elements of folk-tale that blend into myth and 
superstition, placing it in the magic-realist genre. 

As the principal crop of Shandong province's Northeast Gaomi Township (the author's hometown), 
red sorghum(sorghum bicolor) frames the narrative as a symbol of indifference and vitality. Amidst 
decades of bloodshed and death, it grows steadfast to provide food, shelter, wine and life. 

学习目标： 
1.To understand Mo Yan’s literary style. 
2.To discover Mo Yan’s unique phrasing and wording. 
3.To appreciate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of Mo Yan’s Red Sorghum.  
作业： 
Choose one passage from Mo Yan’s Red Sorghum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and 

compare.  
知识单元 3：Translating Su Tong’s Rice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The story is based during the flood days in 1930s in China, when people immigrated from the 

countryside to the urban areas in search of work. This is also a story about Five Dragons, a poor but 
haughty country boy, chancing his fortune in the city and the humiliation he faces as soon as he reaches 
the city. 

He is a typical man hungry for wealth but with an insatiable thirst for pleasure, especially sex. His 
master has two daughters, "Cloud Weave" and "Cloud Silk". Cloud Weave is very much like Five Dragons, 
and shares his sexual appetite. She is a mistress to a local mafia. 

Five Dragons marries her and inherits the property of his master: his rice emporium and his whole 
business. But men tire easily of their playthings, particularly in this wayward family. Fidelity is an 
unrecognised term for them. 

This story also shows how infidelity passes from one generation to another in this family. 
学习目标： 
1.To understand Su Tong’s literary style. 
2.To discover Su Tong’s unique phrasing and wording. 
3.To appreciate Howard Goldblatt’s translation of Su Tong’s Rice.  
作业： 
Choose one passage from Su Tong’s Rice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and compare.  

知识单元 4：Translating Wang Anyi’s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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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is a 1995 Chinese novel by Wang Anyi. It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in 2008 by Michael Berry and Susan Chan Egan. 
    The novel follows Wang Qiyao, a sensitive Shanghai woman, from 1945 to her murder in 1986. 

The title is identical to a famous 809 poem by Bai Juyi, about the romance and tragic death of the 
beautiful imperial consort Yang Yuhuan. 

学习目标： 
1.To understand Wang Anyi’s literary style. 
2.To discover Wang Anyi’s unique phrasing and wording. 
3.To appreciate Michael Berry’s translation of Wang Anyi’s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作业： 
Choose one passage from  Wang Anyi’s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and compare.  
知识单元 5：Translating Yu Hua’s To Live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Xu Fugui, son of a local rich man, is a compulsive gambler. After he gambles away the entire family 

fortune, his father dies with grief and indignation. The Chinese civil war is occurring at the time, and 
Fugui is forced to join the army. By the time he finally returns home two years later, he finds his mother 
has died of a stroke, and his daughter has become mute and lost most of her hearing from a fever. Years 
later, Fugui's only son dies due to medical negligence while he was donating blood. The daughter finally 
grows up and finds a husband. They are a happy couple until she dies from dystocia. Soon after that, 
Fugui's wife dies of osteomalacia, and his son-in-law dies in a construction accident. Eventually, even 
Fugui’s last relative, his grandson Kugen (renamed Mantou in the 1994 movie adaptation), chokes to 
death while eating beans. Finally out of relatives, Fugui buys an old ox to accompany him. While it seems 
like the world holds nothing left for Fugui, he never gives up.Fugui believes there is still hope that things 
will get better.  

The novel includes first-hand descriptions of some of the less successful aspects of Collectivist 
policy, such as communal agriculture and the attempt to build a village-based steel industry. 

A film based on the book was released in 1994, after numerous discussions between film 
director Zhang Yimou and the novelist author Yu Hua upon the proper film adaptation, keeping the plot 
within the frame of Yu Hua's artistic vision. Despite being less grim than the novel, the movie was banned 
in China, and director Zhang Yimou was banned from film-making for two years. 

学习目标： 
1.To understand Yu Hua’s literary style. 
2.To discover Yu Hua’s unique phrasing and wording. 
3.To appreciat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Yu Hua’s To Live.  
作业： 
Choose one passage from Yu Hua’s To Live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and compare.  

知识单元 6：Translating Yan Lianke’s Serve the People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This phrase was coined by Mao Zedong in 1944 when he wrote an article, "To Serve The People", to 

commemorate the death of a red army soldier Zhang Side. In that article Mao said:" To die for the benef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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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peopl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ai mountain; working for the fascists and dying for those who 
oppress and exploit the people, that death would be lighter than a feather. Comrade Zhang Side di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ople, so his death is heavier than Tai mountai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is article was required reading for millions of Chinese; it was also 
one of the Three Old Articles. "To serve the people" becam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slogans of all times, 
even being used today. However, there was evidence suggested by author Jung Chang's book Mao: The 
Unknown Story, indicating that Comrade Zhang Si-De was in fact killed while processing raw opium 
when the kiln collapsed on him. 

Yan Lianke used Mao's phrase for the name of his novel "Serve The People!", which contains vivid 
and colorful descriptions of sex scenes, resulting in extensive controversy when it was featured in 2005 in 
a magazine "Flower Cit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rdered the publisher to stop the release of 30,000 
copies of the magazine, which in turn created huge demand for the novel. 

nslaThe storyline is similar to D. H. Lawrence's Lady Chatterley's Lover: the younger wife (32 yrs) 
of an old and impotent army general (52 yrs), begins to seduce a soldier (28 yrs), assigned to do the 
domestic chores for the general. During a three-day run of sex, the soldier runs out of energy. They 
discovered that when he smashes a bust items with Mao Zedong's image, he can get aroused again. 
Afterward they smash or deface all of the Mao imagery in their residence to prove their love for each 
other. The story's backgrou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eans the main characters are fully aware of the 
consequences of smashing Mao's statues: death by firing squad. 

学习目标： 
1.To understand Yan Lianke’s literary style. 
2.To discover Yan Lianke’s unique phrasing and wording. 
3.To appreciat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Yan Lianke’s Serve the People.  
tin作业： 
Choose one passage from Yan Lianke’s Serve the People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and 

compare.  
g Tie Ning’s Bathing Women 

知识单元 7： Translatin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ie Ning's semi-autobiographical novel illustrates how difficult it is for Chinese writers to ignore the 

national allegory. Set in the world of writing and publishing, the novel relates the story of a young woman 
and of two older men who are both in love with her. The narrative alternates between first- and 
third-person as the protagonist connects her love affair with her memories of her teenage years, showing 
how she achieves strength through the interweaving of her private and public lives. In this rich and 
complex narrative, the author's strong sense of morality (as a substitute for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serves 
both to sublimate individual desire and to recall the collective experience of the recent past. 

学习目标： 
1.To understand Tie Ning’s literary style. 
2.To discover Tie Ning’s unique phrasing and wording. 
3.To appreciat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ie Ning’s Bathing Women. 
作业： 

Choose one passage from Tie Ning’s Bathing Women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versions and compare.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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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ranslating Mo Yan’s Red Sorghum  （I） 2  
3 Translating Mo Yan’s Red Sorghum  （II） 2  
4 Translating Su Tong’s Rice (I) 2  
5 Translating Su Tong’s Rice (II) 2  
6 Translating Su Tong’s Rice (III) 2  
7 Translating Wang Anyi’s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I) 2  
8 Translating Wang Anyi’s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II) 2  
9 Translating Wang Anyi’s 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III) 2  

10 Translating Yu Hua’s To Live(I) 2  
11 Translating Yu Hua’s To Live(II) 2  
12 Translating Yu Hua’s To Live(III) 2  
13 Translating Yan Lianke’s Serve the People(I) 2  
14 Translating Yan Lianke’s Serve the People(II) 2  
15 Translating Yan Lianke’s Serve the People(III) 2  
16 Trannslating Tie Ning’s Bathing Women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 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是翻译中注意传达出英汉语言、文化、语境上的微妙不同。 

教学难点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比非文学类翻译，文学翻译需要译者对作家作品有精深的

理解；第二，一些中文专有词并无英文对应词，需要译者作一些“创造性”的尝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教师课堂授课。 

2. 学生课堂实践，即学生选择本单元相关主题作 10—15分钟的学术报告，并且展开提问与讨

论。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采用百分制，具体分布为：到课率 10﹪，课堂展示 20﹪，期末考试 70﹪。 

7、作业要求： 

课下阅读老师指定的阅读材料，轮流做课堂展示。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了自编教材（内容主要是相关文本的影印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自编教材（内容主要是小说原文和译文的影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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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参考书 

崔永禄：《文学佳作翻译对比赏析》.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执笔：张磊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当代阿拉伯裔美国小说专题研究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Arab American Fiction 

课程号：5080001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以具有针对性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为基础文本，

以西方多种文艺理论为指导，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2、通过阅读、讨论当代阿拉伯裔美国小说，
审视其独特的叙事策略，为我们思考、判断提供有益启示，使本科生们能够成为未来优秀的“批评
家”。3、通过直接阅读英文文本，提高本科生用英文进行高级思考、理解、表达的综合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使学生对阿拉伯裔美国小说文本的创作背景、创作手

法与策略、创作主题有初步的了解，并掌握一定的批评、分析能力，能够完成文学批评论文的写作。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Introduc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2. Themes 
3. Motifs 
4. Symbols 
学习目标： 
To know about the general contex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ction by contemporary Arab 

American writers, and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 that has been internationally made so far. 
作业： 
1. Students’ goal of the course. 
2. Familiarity with the double perspectives shown in Arab American fiction. 

知识单元 2： Evelyn Shakir and her Remember Me to Lebanon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hakir's short story collection Remember Me to Lebanon: Stories of Lebanese Women in America is 

set in various eras, from the 1960s to the present and occasionally hark back even to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otagonists range in age from a teenager who resists her father’s understanding of 
honor, to an elderly woman who returns from the grave for one last try at whipping her family into shape. 
Most of the stories dramatize personal issues involving negotiation between generations and cultures. But 
others have a political dimension—one is se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Lebanese civil war; another is a 
response to 9/11, narrated by a woman who keeps watch all day on the Arab family next door.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Evelyn Shakir ’s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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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Evelyn Shakir .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Evelyn Shakir’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sets Evelyn Shakir apart from other Arab American writers? 
2. What does his unique identity contribute to Evelyn Shakir’s writing? 
3. What are the major concerns that constantly recur in Evelyn Shakir’s writing? 

知识单元 3：Rabih Alameddine and his Koolaids: The Art of War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The novel deals with issues such as the AIDS epidemic, sex, the Lebanese civil war, death,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It is a postmodern novel tol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numerous 
narrators. Koolaids breaks from the traditional novel style in that the whole book is a non-linear 
narrative. Koolaids is written in a creative style, with short paragraphs and sentences that have deep 
meanings. In fact, the whole novel is a series of short sections, or vignettes. Each vignette is part of 
a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from one of the multiple narrators. The different types of vignettes include 
diary entries, e-mails, newspaper articles, holy texts/prayers, and dialogues to name a few. Also, there is a 
multitude of characters who make quick appearances in different spots throughout the novel. The 
randomness and fragments of thought add to the overall theme of chaos, and the meaninglessness of 
everything in life. The main sub-themes of the novel are death, AIDS, war, art, and violence. The novel 
also offers narratives on the inadequate representation of the realities of AIDS and the Lebanon civil war 
in the mass media. Alameddine achieves this by citing fictional examples told from the first person point 
of view on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sick and the disregard for human life in war. These examples help 
reflect the insufficiency of monolithic narratives of AIDS and war. Often, people's harrowing personal 
experiences are not accounted for in the news or in history books. Alameddine's central purpose for this 
novel is to portray the meaninglessness of life and to show that the only thing that is certain in life is 
death.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Rabih Alameddine’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Rabih Alameddine.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Rabih Alameddine’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earns Rabih Alameddine a unique position among the Arab American writers? 
2. Are Rabih Alameddine ’s writings provocative for the sake of provocation? 

知识单元 4：Diana Abu-Jaber and her Arabian Jazz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The novel focuses on the happenings of the Ramouds. The widowed father of the family, Matussem 

Ramoud, lives with his two daughters and was accompanied to America with his sister and brother-in-law. 
Matussem and his daughters reside in a middle class house in a run-down, low class neighborhood. Their 
environment mimics that of a hazardous dumping ground, with their house surrounded by broken down 
cars and trailers that have neither running water nor a proper sewage waste system. Diapers and garbage 
liters their backyard, providing the ideal tone for the family’s mixed emotions and values. 

Matussem’s American-born daughters are older, but both seem to still struggle with their identities, 
contemplating their roles in American culture versus Middle Eastern culture. Aunt Fatima, Matussem’s 
devoted Islamic sister, desires for the two daughters, Melvina and Jemorah, to follow the conven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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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s of their motherland—Jordan. Fatima concerns her new, American life with the local gossip and 
obsesses over Melvina and Jemorah’s dating life. Fatima is disgraced that both of her nieces are not yet 
married; she makes it her life mission to find suitable, affluent suitors for them. While Melvina, the 
younger daughter, has found herself successful and happy in her career as a nurse, Jemorah has yet to find 
a satisfying career path and struggles throughout the novel with her cultural and career oriented identity. 
Her father is clearly Middle Eastern and still has a stronghold in the traditions of the east, but her deceased 
mother was a redheaded American. Her aunt clearly desires for her to conform to the traditions and 
customs of Jordan, but Jemorah finds that those conventions neither fill her cultural void nor feel natural 
and comfortable. Thus, Jemorah feels stuck in the middle, not quite Middle Eastern and not quite 
American. 

Matussem is struggling just as much as his daughters, attempting to discover his new place in 
America devoid of his loving wife. Unlike Melvina, he does not find comfort in a career, but rather feels 
most at peace making jazz music on his drum set. It is only when he is playing this music in the local bar 
that he forgets about the death of his wife and the personal crisis that was created through his immigration. 
Both his daughters and his sister find this hobby bizarre and somewhat embarrassing. 

Only after Matussem journeys back to Jordan are his daughters able to find themselves and their 
place within culture. This journey too has a similar effect on Matussem, allowing clarity to his thought 
process and his actions.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Diana Abu-Jaber’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Diana Abu-Jaber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Diana Abu-Jaber’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sets Diana Abu-Jaber apart from other writers? 
2. What major themes always haunt Diana Abu-Jaber? 
3. What contributes to Diana Abu-Jaber’s linguistic powers? 

知识单元 5：Randa Jarrar and her A Map of Home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Nidali's story is narrated in first person. Coming from a mixed background and moving so frequently, 

Nidali is always aware of her difference. The story is set upon a backdrop of ethnic division, politics, war, 
culture, and the looming theme of "home". Although Nidali is battling war and strife, she is also subject to 
battle with her Palestinian father who has specific expectations and strict rules for his daughter throughout 
the novel. 

Nidali is born in Boston to a Palestinian father (Baba) and Egyptian mother (Mama) and acquires an 
American passport. From the beginning, her life struggle is foreshadowed when she is given the name 
Nidali, the feminine version of "Nidal", which means "strife" or "struggle".Nidali begins growing up in 
Kuwait. However, her family is forced to flee to Egypt in 1990 when Saddam Hussein conducts the Iraqi 
Invasion.On her 13th birthday, bombs begin to go off, and Nidali's birthday goes unremembered. The 
family then travels by car to Egypt and settles into their summer home for safety. 

In Egypt, Nidali is sent to live with her sick grandparent, giving her more freedom, being away from 
her father. This is where her relationship with her boyfriend Fakhr flourishes. The couple is most often 
depicted riding bikes and finding secret spots for their first sexual experience together. Throughout the 
book, Nidali navigates public affection and sexual experiences under the strict Arab law, as well as 
exploring masturbation.After spending time in Egypt, Nidali's father, Baba, declares he will find a job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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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ited States. After searching, he is chosen for a job in Texas as an architect.Baba flies to Texas first 
and establishes a mobile home. Soon after, Nidali, Mama, and her brother, Gamal, arrive in America. 

Nidali is forced to transition from Eastern to Western culture quickly. In America, Nidali navigates 
life as an American learning customs, practices, holidays, and more. Here, Nidali attends a public high 
school, and takes interest in a boy named Omar Medina.She continues battling with her Baba as well. 
Nidali admits to her aspirations of becoming a writer and submits an application to a college in Boston. 
After much struggle and even running away from home, Nidali receives permission from her Mama and 
Baba to attend college in Boston. 

学习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Randa Jarrar ’s writing. 
2.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Randa Jarrar. 
3.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Randa Jarrar’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sets Randa Jarrar apart from other writers? 
2. What literary techniques always prevail over Randa Jarrar? 
3. What are the central themes that dominate Randa Jarrar’s entire oeuvre? 

知识单元 6：Susan Abulhawa and her Mornings in Jenin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Anjali Joseph of The Independent argues that "Susan Abulhawa's novel,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S in 

2006 but since reworked, follows the Abulheja family, Yehya and Basima and their two sons, in Ein Hod, 
a village in Palestine. The pastoral opening crams into 40 pages a cross-faith friendship, a love story (both 
brothers fall for Dalia, who marries the elder son, Hasan), a death, the Zionist invasion of the village, and 
the theft of one of Hasan and Dalia's sons, the infant Ismael, by an Israeli soldier. He gives the child to his 
wife, a Polish Holocaust survivor. Usefully for narrative purposes, the baby, renamed David, has a scar on 
his face "that would eventually lead him to his truth". From these beginnings, which promise a Middle 
Eastern Catherine Cookson's story, a fine novel emerges."  

Abdullah Khan of The Hindu comments that what struck him most is the honesty of the author’s 
voice. Despite being born to Palestinian refugees of the Six Day War of 1967, she has tried hard not to let 
her personal feelings fill the text. All individual Jewish characters are portrayed in sympathetic light. 
Nowhere in the story has she lost the touch of humanity. Another bright aspect of Susan’s writing is her 
ornamental use of language in the tradition of contemporary Arabic writing." 

Robin Yassin-Kassab of The Sunday Times suggests that at "times you want to criticise Abulhawa for 
laying the tragedy on too thick, but her raw material is historical fact and her blend of fiction and 
documentary is one of the book’s strengths. What rescues Mornings in Jenin from polemic is its refusal to 
wallow or to stoop to tribalism. One of its many achievements is that, for such a necessarily political work, 
no character becomes a mere cipher for suffering or victimhood. Although the novel is written according 
to Anglo-American conventions, it echoes the poetic prose that is a feature of contemporary Arabic 
writing. Abulhawa effectively communicates her bubbling joy in what she calls 'the dance' of Arabic, 
pondering the language’s intricate courtesies and imagistic flair."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Susan Abulhawa’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Susan Abulhawa.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Susan Abulhawa’s writings.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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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hat sets Susan Abulhawa apart from other writers? 
2. What literary techniques always prevail over Susan Abulhawa? 
3. What are the central themes that dominate Susan Abulhawa’s entire oeuvre? 

知识单元 7： Alicia Erian and her Towelhead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owelhead is a novel written by Alicia Erian and first published April 6, 2005. Alicia Erian is the first 

holder of the Newhouse Visiting Professorship of Creative Writing at Wellesley College. 
The novel is about a thirteen-year-old girl coming of age. Physically developed for her age and 

looking slightly older, she does not understand how to deal with the effect she has on older men. After her 
American mother's boyfriend starts behaving inappropriately towards her, her mother sends her 
fromSyracuse, New York, to live with her Lebanese father in Houston, Texas, believing he will be a strong 
disciplining force in teaching her how to be more modest. Her father's stricter discipline, coming from a 
culture she has not grown up in and does not understand, only makes it more difficult to comprehend her 
surroundings, which include a bigoted Army reservist she is attracted to and a liberal couple. 

The novel has been adapted into a film, Towelhead, by screenwriter and director Alan Ball. The film 
starred newcomer Summer Bishil in the lead role and includes actors Aaron Eckhart, Toni Collette, Maria 
Bello, and Peter Macdissi. It premiered at the Toront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on Saturday, September 
8, 2007 and at the 2008 Sundance Film Festival on January 19, 2008. It is currently in DVD release.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Alicia Erian’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Alicia Erian .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Alicia Erian ’s writings. 
作业： 
What sets Alicia Erian apart from other contemporary Arab American novelists?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2  
2 Evelyn Shakir and her Remember Me to Lebanon （I） 2  
3 Evelyn Shakir and her Remember Me to Lebanon （II） 2  
4 Rabih Alameddine and his Koolaids: The Art of War (I) 2  
5 Rabih Alameddine and his Koolaids: The Art of War (II) 2  
6 Rabih Alameddine and his Koolaids: The Art of War (III) 2  
7 Diana Abu-Jaber and her Arabian Jazz(I) 2  
8 Diana Abu-Jaber and her Arabian Jazz(II) 2  
9 Diana Abu-Jaber and her Arabian Jazz(III) 2  

10 Randa Jarrar and her A Map of Home(I) 2  
11 Randa Jarrar and her A Map of Home(II) 2  
12 Randa Jarrar and her A Map of Home(III) 2  
13 Susan Abulhawa and her Mornings in Jenin(I) 2  
14 Susan Abulhawa and her Mornings in Jenin(II) 2  
15 Susan Abulhawa and her Mornings in Jenin(III) 2  

16 Alicia Erian and her Towelhead  2  

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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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 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是了解当代阿拉伯裔美国作家创作的特殊语境、阿拉伯裔美国作家创作的独特手法、

阿拉伯裔美国作家创作关注的独特主题。 
教学难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美国当代复杂的族裔关系在文学中的投射；第二、当代阿拉

伯裔美国作家与白人作家在风格上的亲缘性与悖逆性。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会影响学生正确解读相

关的文本。在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投入较大精力处理以上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教师课堂授课。 
2. 学生课堂实践，即学生选择本单元相关主题作 10—15分钟的学术报告，并且展开提问与讨

论。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采用百分制，具体分布为：到课率 10﹪，课堂展示 20﹪，期末论文 70﹪。 
7、作业要求： 
课下阅读老师指定的阅读材料，轮流做课堂展示。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了自编教材（内容主要是相关文本的影印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自编教材（内容主要是相关文本的影印版）。 
（二）推荐参考书 
Salaita,  Steven.  Modern Arab American Fiction: A Reader's Guide.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11. 
执笔：张磊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当代加拿大小说专题研究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Canadian Fiction 

课程号：5080002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以具有针对性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为基础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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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方多种文艺理论为指导，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2、通过阅读、讨论当代加拿大英语小说，
审视其独特的叙事策略，为我们思考、判断提供有益启示，使本科生们能够成为未来优秀的“批评
家”。3、通过直接阅读英文文本，提高本科生用英文进行高级思考、理解、表达的综合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使学生对加拿大小说文本的创作背景、创作手法与策

略、创作主题有初步的了解，并掌握一定的批评、分析能力，能够完成文学批评论文的写作。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Introduc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2. Themes 
3. Motifs 
4. Symbols 
学习目标： 
To know about the general contex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nadian fiction, and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 that has been internationally made so far. 
作业： 
1. Students’ goal of the course. 
2.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ictional writing in both China and Canada. 

知识单元 2： Alice Munro and her Runaway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Many of Munro's stories are set in Huron County, Ontario. Her strong regional focus is one of the 

features of her fiction. Another is the omniscient narrator who serves to make sense of the world. Many 
compare Munro's small-town settings to writers from the rural South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in the works 
of William Faulkner and Flannery O'Connor, her characters often confront deep-rooted customs and 
traditions, but the reaction of Munro's characters is generally less intense than their Southern counterparts'. 
Her male characters tend to capture the essence of the everyman, while her female characters are more 
complex. Much of Munro's work exemplifies the literary genre known as Southern Ontario Gothic.  

Munro's work is often compared with the great short-story writers. In her stories, as in Chekhov's, 
plot is secondary and "little happens." As with Chekhov, Garan Holcombe notes: "All is based on the 
epiphanic moment, the sudden enlightenment, the concise, subtle, revelatory detail." Munro's work deals 
with "love and work, and the failings of both. She shares Chekhov's obsession with time and our 
much-lamented inability to delay or prevent its relentless movement forward."  

A frequent theme of her work —particularly evident in her early stories— has been the dilemmas of 
a girl coming of age and coming to terms with her family and the small town she grew up in. In recent 
work such as Hateship, Friendship, Courtship, Loveship, Marriage (2001) and Runaway (2004) she has 
shifted her focus to the travails of middle age, of women alone, and of the elderly. It is a mark of her style 
for characters to experience a revelation that sheds light on, and gives meaning to, an event. 

Munro's prose reveals the ambiguities of life: "ironic and serious at the same time," "mottoes of 
godliness and honor and flaming bigotry," "special, useless knowledge," "tones of shrill and happy 
outrage," "the bad taste, the heartlessness, the joy of it." Her style places the fantastic next to the ordinary, 
with each undercutting the other in ways that simply and effortlessly evoke life. As Robert Thacker has it: 
"Munro's writing creates... an empathetic union among readers, critics most apparent among them. W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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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n to her writing by its verisimilitude – not of mimesis, so-called and... 'realism' – but rather the 
feeling of being itself... of just being a human being."  

Many critics have asserted that Munro's stories often have the emotional and literary depth of novels. 
Some have asked whether Munro actually writes short stories or novels. Alex Keegan, writing in Eclectica, 
gave a simple answer: "Who cares? In most Munro stories there is as much as in many novels." 

 Runaway is a book of short stories by Alice Munro. First published in 2004 by McClelland and 
Stewart, it was awarded that year's Giller Prize. 

There are eight short stories in the book. Three of the stories ("Chance", "Soon", and "Silence") are 
about a single character named "Juliet Henderson". 

"Runaway" – a woman is trapped in a bad marriage. 
"Chance" – Juliet takes a train trip which leads to an affair. 
"Soon" – Juliet visits her parents with her child Penelope. 
"Silence" – Juliet hopes for news from her adult estranged daughter Penelope. 
"Passion" – A lonely small town girl flees a passionless relationship with an outsider. 
"Trespasses" – Lauren, a young girl, meets an older woman, Delphine, who is too interested in her. 
"Tricks" – Robin, a lonely girl, lives life alone due to bad luck and misinterpretation. 
"Powers" – Tessa, a psychic girl, leaves town. Her friend finds her years later in a compromised 

position.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Alice Munro’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Alice Munro.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Alice Munro’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sets Alice Munro apart from other Australian writers? 
2. What does her unique identity contribute to Munro’s writing? 
3. What are the major concerns that constantly recur in Munro’s writing? 

知识单元 3：Margaret Atwood and her The Handsmaid’s Tale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The Handmaid's Tale is a dystopian novel, a work of science fiction or speculative fiction, written by 

Canadian author Margaret Atwood and first published by McClelland and Stewart in 1985. Set in the near 
future, in a totalitarian Christian theocracy which has overthrown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he 
Handmaid's Tale explores themes of women in subjugation and the various means by which they gain 
agency. The novel's title was inspired by Geoffrey Chaucer's The Canterbury Tales, which is a series of 
connected stories ("The Merchant's Tale", "The Parson's Tale", etc.)  

The Handmaid's Tale won the 1985 Governor General's Award and the first Arthur C. Clarke Award 
in 1987; it was also nominated for the 1986 Nebula Award, the 1986 Booker Prize, and the 1987 
Prometheus Award. It has been adapted for the cinema, radio, opera, and stage. 

The novel indicates that pre-Gileadian society was not favorable for women. This society was a late 
20th-century ver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twood envisioned it developing at the time of its writing 
(1985). In this society, women feared physical and sexual violence, and despite long-running feminist 
campaigns (approximately 1970–2000 within the text), they had not achieved equality. Feminist 
campaigners like Offred's mother and Moira were persecuted by the state. Radical feminism had teamed 
up with Christian fundamentalism in campaigns against pornography. In addition, mass commercialization 
had reached a nadir of "fast-food" and "home delivery" sexuality. Women outside of prostitutio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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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r times" were subject to a socially constructed vision of romantic love that encouraged serial 
monogamy in favor of men's social and sexual interests. 

In pre-Gileadean society, despite holding a university degree, Offred was a menial white collar 
worker whose colleagues were all women, with a male boss. Aside from having had to cope with 
oppressive cultural and social phenomena, women lacked full and meaningful control over their economic 
lives. 

The book also says that the birth rate was in decline due to infertility caused by AIDS and "R-Strain" 
Syphilis epidemics, along with being caused by nuclear radiation from the meltdown of California power 
plants after that state was devastated by an earthquake prior to the revolution, and notes that the Center 
where Moira and Offred were kept was a high school that had been closed sometime in the mid-1980s due 
to a lack of students. 

In the novel, women are depicted as the property of men in both socie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private property and in Gilead as social property. 

The novel is set in the Harvard Square neighborhood of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where Atwood 
studied at Radcliffe College, and many locations in the novel are recognizable. Victims of "Salvagings" 
(public executions) are hanged on the wall of Harvard Yard; Fred's home is on the famous "Professor's 
Row"; and the Brattle Theatre, Memorial Hall and Widener Library make very prominent cameos. "There 
are no lawyers now, and the university is closed", Offred thinks to herself, observing the changes. 

The country exists within the borders of what was originall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owever, 
after an unspecified catastrophe (though implied to be the aforementioned destruction of California by 
earthquake and subsequent meltdown of its nuclear power plants), a meticulously planned terrorist attack 
was staged against the President and the Congress, which was afterwards referred to as "the President's 
Day Massacre," and blamed on Muslim terrorists at the time. Immediately after this, a revolution occurred 
which deposed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abolished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and a new 
theocratic government was formed under the rule of a military dictatorship. The government has 
proclaimed martial law due to the destabilizing effect of "hordes of guerrillas" roaming the countryside, 
although the actual threat from the "guerrillas" may be greatly exaggerated. The guerrillas in the novel are 
people from opposing religious groups, even Christians, who follow the teachings of the New Testament. 

The Republic of Gilead is governed according to strict Old Testament-based religious dogma. Other 
religions are not tolerated, and those who do not conform are quickly executed by the state or shipped to 
areas of the former US known as the "colonies" which have dangerously high levels of radiation. The 
colonies are also the source of most of Gilead'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For a brief period at the outset of 
the Republic, Jewish people also have the option of emigrating to Israel, as they are regarded as Sons of 
Jacob and therefore deserving of special treatment. Those who may have formerly been considered 
African-American are redesignated the Children of Ham and transported to national homelands, one of 
which is National Homeland One, believed to be located somewhere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what was 
previously North Dakota. However, some sources have suggested that formerly African-American women 
form part or all of the complement of the Marthas, a group of sterile, older women who are deemed most 
appropriate for a life of domestic servitude. 

The Republic also has a brutal policy towards women, which forms much of the novel's central 
theme. In Gilead women are forbidden to read, and are segregated into a caste system in which their 
sexual activities are strictly controlled and regulated so as to serve the procreative agendas of the 
government. 

Some of the underpinnings of the Republic of Gilead come from the Bible, especially the Book of 
Genesis. The primary reference is to the story of Rachel and Leah (Genesis 29:31–35; 30:1–24). L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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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chel's sister and the first wife of Jacob, was fertile and was blessed by God; but Rachel, Jacob's second 
wife, was thought to be infertile until much later in her life. Rachel and Leah compete in bearing sons for 
their husband by using their handmaids as proxies and taking immediate possession of the children they 
produce. In the context of Atwood's book, the story is one of female competition, jealousy, and 
reproductive cruelty. 

The name "Gilead" is also from Genesis and means "hill of testimony" or "mount of witness". 
Within the text, Atwood often juxtaposes Christian ideas with the protagonist's harsh reality, 

demonstrating the oppression exercised over the handmaids. They are unable to discern real quotes of the 
Bible from made up ones. This is a point of controversy, but ultimately reflects the possible result of 
outlawing the act of reading and/or writing. An example of this is seen in Chapter 20: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er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 Here the protagonist questions its origin, thinking 
it to be from the book of Acts. The basis of the corrupted quote actually comes from Karl Marx, but does 
exist partially within the Bible (Acts 11:29 & Matthew 25:15), the former of which inspired its communist 
usage. 

In this context of the novel's fictional futuristic fundamentalist social hierarchy, sterile is an 
"outlawed" word. 

Atwood emphasises how changes in context affect behaviours and attitudes by repeating the phrase 
"Context is all" throughout the novel, establishing this precept as a motif. Playing the game of Scrabble 
with her Commander illustrates the key significance of changes in "context"; once "the game of old men 
and women", the game became forbidden for women to play and therefore "desirable". Through living in 
a morally rigid society, Offred has come to perceive the world differently than earlier. At one point, Offred 
is amazed at how "It has taken so little time to change our minds about things". Revealing clothes and 
makeup were part of her former life; yet, when she encounters some Japanese tourists wearing these, she 
is intrigued by her feeling that they are inappropriately dressed. 

Another ironic motif in the novel derives from Offred's inability to understand the phrase "nolite te 
bastardes carborundorum" carved into the closet wall of her small bedroom: a well-known mock-Latin 
aphorism mockingly signifying "Don't let the bastards grind you down".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phrase is 
intensified by the challenges the book has faced, creating a "Mise en abyme" as both the protagonist and 
the reader decipher subversive texts. 

Atwood's social critique in the novel has been challenged, such as by conservative pundit Elizabeth 
Kantor, who objected to Atwood's portrayal of Christianity as a potential source of totalitarianism.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Margaret Atwood’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Margaret Atwood.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Margaret Atwood’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earns Margaret Atwood a unique position among the Canadian writers? 
2. Are Atwood’s writings provocative for the sake of provocation? 
3. What roles does the complexity of domesticity play in Atwood’s writings?  

知识单元 4：Carol Shields and her Unless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Unless, first published by Fourth Estate, an imprint of Harper Collins in 2002, is the final novel by 

Canadian writer Carol Shields. Semi-autobiographical, it was the capstone to Shields's writing career: she 
died shortly after its publication in 2003. The work was widely acclaimed and nominated for the Bo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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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ze, the Giller Prize, the Governor General's Award, the Orange Prize for Fiction, and received the Ethel 
Wilson Fiction Prize. In 2011, it was a finalist in the Canada Reads competition, where it was defended by 
actor Lorne Cardinal. Like many of her works (especially The Stone Diaries), Unless explores the 
extraordinary that lies within the ordinary lives of ordinary women. 

The novel is narrated in first person by 44-year old writer and translator, Reta Winters. The book 
proceeds as a linear series of reflections by Reta, elliptically coming to the thematic center of the story: 
the seemingly arbitrary decision of Reta's college-aged daughter Norah to drop out of university and live 
on the street with a cardboard sign affixed to her chest that reads "Goodness". Although the novel does not 
in any way proceed like a mystery, the reasons for Norah's departure from the normal world are Reta's 
primary motivation in writing. In parallel, her relationship with her French mentor (a Holocaust survivor 
and poet) drives much of her narration and view of herself. 

The novel deals extensively with the role of women and in particular, women's literature. Late in the 
novel, Reta starts to break from herself and write in character as a disenfranchised female writer. The 
underlying theme is that the lives of women are underwritten, ignored, and dealt with as "trivial" by the 
literary establishment. The novel also functions largely a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role of writing in 
general (independent of gender). Reta's grief over her daughter's state makes her very inwardly focussed 
o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A reflection of this is shown in the title of the book and the chapter titles. 
"Unless" and the chapter titles ("therefore", "else", "instead") are all words that are used to couch the 
fragmented manner in which life fits together. As Shields writes, "A life is full of isolated events, but these 
events, if they are to form a coherent narrative, require odd pieces of language to link them together, little 
chips of grammar (mostly adverbs or prepositions) that are hard to define [...] words like therefore, else, 
other, also, thereof, therefore, instead, otherwise, despite, already, and not yet."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Carol Shields’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Carol Shields.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Carol Shields’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sets Carol Shields apart from other Canadian writers? 
2. What major themes always haunt Shields? 
3. What contributes to Shields’s linguistic powers? 

知识单元 5： Margaret Laurence and her The Stone Angel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The Stone Angel, first published in 1964 by McClelland and Stewart, is perhaps the best-known of 

Margaret Laurence's series of novels set in the fictitious town of Manawaka, Manitoba. In parallel 
narratives set i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day (early 1960s), The Stone Angel tells the story of Hagar 
Currie Shipley. In the present-day narrative, 90-year-old Hagar is struggling against being put in a nursing 
home, which she sees as a symbol of death. The present-day narrative alternates with Hagar's looking 
back at her life. 

In a series of vignettes, The Stone Angel tells the story of Hagar Shipley, a 90-year-old woman 
struggling to come to grips with a life of intransigence and loss. "Pride was my wilderness, the demon that 
led me there was fear." 

Amongst other titles by Laurence, The Stone Angel is consistently listed as one of the greatest 
Canadian novels ever written. It has also been banned by some school boards and high schools, usually 
following complaints from fundamentalist Christian groups labeling the book blasphemous and ob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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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The Stone Angel has been banned from some schools and public libraries; it is studied at the 
grade 12 university level in other schools.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Margaret Laurence’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Margaret Laurence.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Margaret Laurence’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sets Margaret Laurence apart from other Australian writers? 
2. What literary techniques always prevail over Margaret Laurence? 
3. What are the central themes that dominate Margaret Laurence’s entire oeuvre? 

知识单元 6：Kathleen Winter and her Annabel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Annabel is a 2010 novel by Canada-based author Kathleen Winter. It was short-listed for the 2011 

Orange Prize for Fiction and adapted for BBC Radio by Emma Harding and Miranda Davies. 
A baby is born in 1968, in far-from-everywhere Croydon Harbour, northern Labrador, Canada. He is 

a hermaphrodite – a word unfamiliar to the midwife present at his birth, and to his stoic father and his 
fanciful mother – with both penis and vagina. His is a masculine world of men who trap for a living, and a 
father who decided to name him "Wayne" and raise him as male- but his shadow self, Annabel, the name 
his mother and her best friend, Thomasina whisper when they are alone, will live within him for two 
decades. Wayne heads into the bush with his father, but at home he dreams of synchronized swimming 
and begs for a sequined bathing suit. He is she, and they are a fluid, pastel contradiction in a rigid, black 
and white world. Puberty sets in and there is a medical emergency – Wayne’s abdomen floods with 
menstrual blood. And, once adult, Wayne will transform himself into who he wants to be. Winter’s 
dazzling debut addresses the riddle of gender and the tragedy of conformity with astonishing insight and 
eloquence. Lost in his superficial world of being a girl he begins a stormy friendship with fellow 
classmate Wally; together with his father, Wayne builds a bridge and adds curtains and lights, Treadway 
begins to question whether Wally is a good influence on Wayne and wants him to be more boyish.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Kathleen Winter’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Kathleen Winter.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Kathleen Winter’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sets Kathleen Winter apart from other Canadian writers? 
2. What literary techniques always prevail over Kathleen Winter? 
3. What are the central themes that dominate Kathleen Winter’s entire oeuvre? 
4. Does sexuality run through the entire novel Annabel as a main thread? 

知识单元 7： Lily Brett and her Too Many Me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Ruth Rothwax, a successful woman with her own business, Rothwax Correspondence, can find order 

and meaning in writing words for other people--condolence letters, thank-you letters, even 
you-were-great-in-bed letters. But as the daughter of Edek Rothwax, an Auschwitz survivor with a 
somewhat idiosyncratic approach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Ruth can find no words to understand the loss 
of her family experienced during World War II. Ruth is obsessed with the idea of returning to Polan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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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 father, but she doesn't quite understand why she feels this so intensely. To make sense of her family's 
past, yes. To visit the places where her beloved mother and father lived and almost died, certainly. But she 
knows there's more to this trip. By facing Poland, and the past, she can finally confront her own future.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Lily Brett’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Lily Brett.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Lily Brett’s writings. 
作业： 
What roles does the domesticity issue play in Brett’s writings?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2  
2 Alice Munro and her Runaway （I） 2  
3 Alice Munro and her Runaway （II） 2  
4 Margaret Atwood and her The Handsmaid’s Tale(I) 2  
5 Margaret Atwood and her The Handsmaid’s Tale(II) 2  
6 Margaret Atwood and her The Handsmaid’s Tale(III) 2  
7 Carol Shields and her Unless(I) 2  
8 Carol Shields and her Unless(II) 2  
9 Carol Shields and her Unless(III) 2  

10 Margaret Laurence and her The Stone Angel(I) 2  
11 Margaret Laurence and her The Stone Angel(II) 2  
12 Margaret Laurence and her The Stone Angel(III) 2  
13 Kathleen Winter and her Annabel(I) 2  
14 Kathleen Winter and her Annabel(II) 2  
15 Kathleen Winter and her Annabel(III) 2  
16 Lily Brett and her Too Many Men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 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是了解加拿大创作的特殊语境、加拿大作家创作的独特手法、加拿大家创作关注的独

特主题。 
教学难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加拿大作家英文的独特表达方式；第二、加拿大复杂的地缘

关系在文学中的投射；第三、加拿大作家与英美作家风格上的亲缘性与悖逆性。以上三个方面的问

题会影响学生正确解读相关的文本。在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投入较大精力处理以上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教师课堂授课。 
2. 学生课堂实践，即学生选择本单元相关主题作 10—15分钟的学术报告，并且展开提问与讨

论。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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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采用百分制，具体分布为：到课率 10﹪，课堂展示 20﹪，期末论文 70﹪。 
7、作业要求： 
课下阅读老师指定的阅读材料，轮流做课堂展示。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了自编教材（内容主要是相关文本的影印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自编教材（内容主要是相关文本的影印版）。 
（二）推荐参考书 
1.Carscallen, James. The Other Country: Patterns in the Writing of Alice Munro. ECW Press, 1993. 
2. Howells, Coral Ann,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argaret Atwo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 Howells, Coral Ann. Contemporary Canadian Women’s Fiction: Refiguring Identities. New York 

and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3. 
4.张磊：《异质的风景——当代世界女性小说创作面面观》。中国财富出版社，2013年。  

执笔：张磊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当代大洋洲小说专题研究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Fiction from Oceania  

课程号：5080002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以具有针对性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为基础文本，

以西方多种文艺理论为指导，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2、通过阅读、讨论当代大洋洲英语小说，
审视其独特的叙事策略，为我们思考、判断提供有益启示，使本科生们能够成为未来优秀的“批评
家”。3、通过直接阅读英文文本，提高本科生用英文进行高级思考、理解、表达的综合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使学生对大洋洲文学文本的创作背景、创作手法与策

略、创作主题有初步的了解，并掌握一定的批评、分析能力，能够完成文学批评论文的写作。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Introduc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2. Themes 
3. Moti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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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ymbols 
学习目标： 
To know about the general contex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ceanic fiction, and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 that has been internationally made so far. 
作业： 
1. Students’ goal of the course. 
2.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ictional writing in both China and Oceanic countries, such as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知识单元 2：Patrick White and his The Eye of the Storm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The Eye of the Storm is the ninth published novel by the Australian novelist and 1973 Nobel 

Prize-winner,Patrick White. It tells the story of Elizabeth Hunter, the powerful matriarch of her family, 
who still maintains a destructive iron grip on those who come to farewell her in her final moments upon 
her deathbed. 

It is regarded as one of White's best novels, largely owing to the reputation it received from 
the Swedish Academy when they specifically named it as the book that confirmed White's designation as a 
Literature Laureate.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Patrick White ’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Patrick White .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Patrick White ’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sets Patrick White apart from other Australian writers? 
2. What major themes always haunt Patrick White ? 
3. What contributes to Patrick White ’s linguistic powers? 

知识单元 3：Helen Garner and her The Spare Room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The Spare Room is a novel by Australian writer Helen Garner, set over the course of three weeks 

while the narrator, Helen, cares for a friend dying of bowel cancer. The Spare Room was published in 
2008. 

The novel is told from the first person perspective of a woman, Helen, who lives in Melbourne near 
her family. A friend Nicola, who is ill with bowel cancer, comes to stay with Helen in order to pursue 
alternative therapy for her disease, which is considered terminal by her doctors. Helen is suspicious of the 
treatment and becomes more so as she sees it in action and its deletrious health effects. As the three weeks 
of the novel progress Helen becomes increasingly angry with Nicola for denying the seriousness of her 
illness, forcing those around her to do emotional work on her behalf in confronting her death, and in 
making light of them for doing so. At the end of the novel, Nicola returns to mainstream oncology 
treatment, and the doctors find that some of her symptoms are due to cancer having destroyed part of her 
vertabrae.      

The novel flashes forward to the months ahead, where Nicola returns to Sydney and eventually dies. 
A number of friends and family, including Helen, take turns as her caretaker. Nicola only truly embraces 
her death when a Buddhist friend tells her that in dying, she has something to teach them. 

The novel draws heavily on both events and details from Garner's life. The narrator Helen lives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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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or to her daughter Eva and Eva's children, as Garner does with her daughter Alice Garner and her 
children, and plays the ukulele as Garner does. The events in the novel are based on Garner's spending a 
period caring for her friend Jenya Osborne when Osborne was dying. Garner chose to use her own first 
name for the narrator character as she wanted to admit to the least attractive or acceptable emotions that 
she felt as her friend died. 

学习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Helen Garner’s writing. 
2.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Helen Garner. 
3.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Helen Garner’s writings. 
作业： 
1.What sets  Helen Garner apart from other Australian writers? 
2.What major themes always haunt  Helen Garner? 
3.What contributes to Helen Garner’s linguistic powers? 

知识单元 4：Kate Grenville and her The Secret River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The Secret River, written by Kate Grenville in 2005, is a historical fiction about an early 

19th-century Englishman transported to Australia for theft. The story explores what may have happened 
when Europeans colonized land already inhabited by Aboriginal people. The book is also one of careful 
observation and vividly imagines an early Australian landscape with rich precision. The book has been 
compared to Thomas Keneally's The Chant of Jimmie Blacksmith and to Peter Carey's 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 for its style and historical theme. 

After a childhood of poverty and petty crime in the slums of London, William Thornhill is sentenced 
to death for stealing wood, however, in 1806 his sentence is changed to transportation to New South 
Wales for the term of his natural life. With his wife Sal and children in tow, he arrives in a harsh land that 
feels at first like a death sentence. However, there is a way for the convicts to buy freedom and start afresh. 
Away from the infant township of Sydney, up the Hawkesbury River, Thornhill encounters men who have 
tried to do just that: Blackwood, who is attempting to reconcile himself with the place and its people, and 
Smasher Sullivan, whose fear of this alien world turns into brutal depravity towards it. As Thornhill and 
his family stake their claim on a patch of ground by the river, the battle lines between old and new 
inhabitants are drawn.  

The early life of William Thornhill is one of poverty, depredation and criminality, which is also seen 
in Charles Dickens. The early settlements are described passionately by the author. Though Thornhill is a 
loving husband and a good father, his interactions with Indigenous inhabitants are villainous. Thornhill 
dreams of a life of dignity and entitlement, manifested in his desire to own land. After befriending 
Blackwood under his employ, Thornhill finds a patch of land he believes will meet his needs, but alas, his 
past comes back to haunt him. His interactions with the Aboriginal people progress from fearful first 
encounters to (after careful observation) appreciation. The desire for him to own the land contrasts with 
his wife wanting to return to England. The clash is one between a group of people desperate for land and 
another for whom the concept of ownership is bewildering. 

学习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Kate Grenville’s writing. 
2.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Kate Grenville. 
3.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Kate Grenville’s writings.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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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What sets Kate Grenville apart from other Australian writers? 
2.What major themes always haunt Grenville ? 
3.What contributes to Grenville’s linguistic powers? 

知识单元 5：Janet Frame and her The Carpathians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The Carpathians is the last novel by New Zealand writer Janet Frame, published in 1988 and 

awarded that year's 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 
In The Carpathians we are presented with a topsy-turvy world. 
The protagonist, Mattina Brecon, is a wealthy New Yorker whose husband, Jake, is a novelist 

struggling to follow-up the success of his smash-hit debut. Mattina, upon hearing the legend of the 
Memory Flower, decides to fly to New Zealand to visit a rural town, Puamahara, where the magical 
flower, said to release the memories of the land, linking them with the future, is rumoured to grow. Once 
there, Mattina rents a house on Kowhai Street, where, posing as a novelist, she sets out to record the lives 
of her new antipodean neighbours. As she discovers, however, the locals are also ‘impostors’, brought into 
existence by the memory of another time and place. Eventually, the town slowly begins to resemble a 
cemetery, silent and dead still. As Mattina begins to unravel the secrets of Kowhai Street she discovers, in 
her own bedroom a mysterious presence. The novel is hijacked by one of Mattina's new neighbours who 
describes herself as an imposter novelist, as the New Yorker gradually loses her grip on time and place. 

A dense, complex novel, The Carpathians combines elements of Magical Realism, postmodernism 
and metafiction.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Janet Frame’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Janet Frame.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Janet Frame’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sets Janet Frame apart from other New Zealand writers? 
2. What literary techniques always prevail over Janet Frame? 
3. What are the central themes that dominate Frame’s entire oeuvre? 

知识单元 6：Patricia Grace and her Dogside Story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There is conflict in the whanau. The young man, Te Rua, holds a “secret for life, the one to die with”. 

But he realizes that if he is to acknowledge and claim his daughter, the secret will have to be told. 
“The sisters” are threatening to drag the whanau through the courts. But why? What is really going 

on? 
Meanwhile, wilder events are encroaching. To this East Coast site visitors will arrive in numbers, 

waiting to be among the first in the world to see the new millennium sunrise. There are plans to be put 
into action, there’s money to be made, and there’s high drama as the millennium turns… 

Like Patricia Grace’s award-winning novel Potiki before it, Dogside Story is set in a rural Maori 
coastal community. The power of the land, the strength of whanau, are life-preserving forces. This rich 
and dramatic novel, threaded with humour, by one of our finest writers presents a powerful picture of 
Maori in modern times.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Patricia Grace’s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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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Patricia Grace.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Patricia Grace’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earns Patricia Grace a unique position among the New Zealand writers? 
2. Are Grace’s writings provocative for the sake of provocation? 
3. What roles does the race issue play in Grace’s writings?  

知识单元 7：Keri Hulme and her The Bone Peopl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Bone People (styled by the writer and in some editions as the bone people) is a Booker 

Prize-winning 1984 novel by New Zealand writer Keri Hulme. Hulme was turned down by many 
publishing houses before she found a small publishing house in New Zealand called Spiral. In 1985 Spiral 
collaborated with English publishing house Hodder & Stoughton. 

The Bone People, published in 1984, is an unusual story of love. The differences are in the way of 
telling, the subject matter, and the form of love that the story writes on. This is in no way a romance; it is 
rather filled with violence, fear, and twisted emotions. At the story's core, however, are three people who 
struggle very hard to figure out what love is and how to find it. The book is divided into two major 
sections, the first involving the characters interacting together, and the second half involving their 
individual travels. 

In the first half, 7-year-old Simon shows up at the hermit Kerewin’s tower on a gloomy and stormy 
night. Simon is mute and thus is unable to explain his motives. When Simon’s adoptive father, Joe, arrives 
to pick him up in the morning, Kerewin get to know their curious story. After a freak storm years earlier, 
Simon was found washed up on the beach with no memory and very few clues as to his identity. Despite 
Simon's mysterious background, Joe and his wife Hana took the boy in. Later, Joe's infant son and Hana 
both died, forcing Joe to bring the troubled and troublesome Simon up on his own. 

Kerewin finds herself developing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boy and his father. Gradually it becomes 
clear that Simon is a deeply traumatised child, whose strange behaviours Joe is unable to cope with. 
Kerewin discovers that, in spite of the real familial love between them, Joe is physically abusing Simon. 

Following a catalyst event, the three are driven violently apart. Simon witnesses a violent death and 
seeks Kerewin out, but she is angry with him for stealing some of her possessions and will not listen. 
Simon reacts by kicking in the side of her guitar, a much prized gift from her estranged family, whereupon 
she tells him frostily to leave. The boy goes to the town and breaks a series of shop windows, and when he 
is returned home by the police, Joe beats him more viciously than he has ever done previously. Simon, 
who has concealed a shard of glass from him crime, stabs his father. Both are hospitalized, and Joe is sent 
to prison for child abus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ovel, Joe returns from his prison sentence, Simon is still in the hospital, 
and Kerewin is seriously and inexplicably ill. Joe loses custody of his adopted son. He travels aimlessly, 
and finds an old spiritual man dying. Through him, Joe learns the possible identity of Simon's father. 
Simon is sent to a children's home, and Kerewin demolishes her tower, leaving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dying within the year. All three overcome life-changing events, webbed with Maori mythology and 
legend. 

Eventually Kerewin takes custody of Simon, keeping him close to her and Joe. Without Kerewin's 
knowledge or permission, Joe contacts Kerewin's family, resulting in a joyous reconciliation. The final 
scene of the novel depicts the reunion of Kerewin, Simon and Joe, who are all celebrating back at the 
beach where Kerewin has rebuilt her home, this time in the shape of a shell with many spirals. The en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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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ovel, despite many things remaining in the air, is a happy one. 
Isolation is one of the major themes of The Bone People. Kerewin isolates herself from the world in 

her tower; Simon is isolated from the world by his inability to speak; Joe is isolated by his grief. 
Characters' motivations are shown to the reader through paragraphs that detail their thoughts, which serve 
to illustrate how their isolation leads to misunderstanding. 

Additionally, violence plays a role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and, in their culture, as what 
Leanne Christine Zainer refers to as "an inevitable part of life." Joe, for instance, considers violence a tool 
with which to teach Simon. Simon, who knows no different, becomes violent when he is unable to make 
people understand him. 

A further important theme is Hulme's vision of a utopian unity between Maori and Western culture in 
New Zealand. She does not simply "write back" against Eurocentric hegemony but includes Western 
culture in her healing vision as well. This is a major difference to writers such as Chinua Achebe, who 
write almost exclusively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colonized and reject Western philosophy. Note how 
Kerewin, Joe and Simon also function as metaphors/allegories in the context of postcolonial discourse: 
Joe could be seen as resembling Maori culture, Simon represents European culture and Kerewin 
represents the culture clash between both (Kerewin is a "hybrid", part-Maori, part Pākehā). In this context, 
the novel's magical realism makes sense: the characters' illnesses (cancer, suicide attempt, etc.) can be 
regarded, in a figurative way, as "cultural illnesses" that are overcome in the end of the novel, when 
Kerewin, Joe and Simon form a sort of "patchwork family".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Keri Hulme’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Keri Hulme.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Keri Hulme’s writings. 
作业： 
What roles does the race issue play in Hulme’s writings?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2  
2 Patrick White and his The Eye of the Storm（I） 2  
3 Patrick White and his The Eye of the Storm（II） 2  
4 Helen Garner and her The Spare Room(I) 2  
5 Helen Garner and her The Spare Room(II) 2  
6 Helen Garner and her The Spare Room(III) 2  
7 Kate Grenville and her The Secret River(I) 2  
8 Kate Grenville and her The Secret River(II) 2  
9 Kate Grenville and her The Secret River(III) 2  

10 Janet Frame and her The Carpathians(I) 2  
11 Janet Frame and her The Carpathians(II) 2  
12 Janet Frame and her The Carpathians(III) 2  
13 Patricia Grace and her Dogside Story(I) 2  
14 Patricia Grace and her Dogside Story(II) 2  
15 Patricia Grace and her Dogside Story(III) 2  
16 Keri Hulme and her The Bone People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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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 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是了解大洋洲创作的特殊语境、大洋洲作家创作的独特手法、大洋洲作家创作关注的

独特主题。 
教学难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大洋洲作家英文的独特表达方式；第二、大洋洲复杂的族裔、

地缘关系在文学中的投射；第三、大洋洲作家与英美作家风格上的亲缘性与悖逆性。以上三个方面

的问题会影响学生正确解读相关的文本。在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投入较大精力处理以上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教师课堂授课。 
2. 学生课堂实践，即学生选择本单元相关主题作 10—15分钟的学术报告，并且展开提问与讨

论。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采用百分制，具体分布为：到课率 10﹪，课堂展示 20﹪，期末论文 70﹪。 
7、作业要求： 
课下阅读老师指定的阅读材料，轮流做课堂展示。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了自编教材（内容主要是相关文本的影印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自编教材（内容主要是相关文本的影印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Webby, Elizabeth,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ustrali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 Adelaide, Debra. Australian Women Writers. London and Sydney: Pandora, 1988. 
3. 向晓红：《澳大利亚妇女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4.张磊：《异质的风景——当代世界女性小说创作面面观》。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3年。  

执笔：张磊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当代非洲英语小说专题研究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Fiction in English 

课程号：5080002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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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以具有针对性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为基础文本，

以西方多种文艺理论为指导，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2、通过阅读、讨论当代非洲英语小说，审
视其独特的叙事策略，为我们思考、判断提供有益启示，使本科生们能够成为未来优秀的“批评家”。
3、通过直接阅读英文文本，提高本科生用英文进行高级思考、理解、表达的综合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使学生对非洲文学文本的创作背景、创作手法与策略、

创作主题有初步的了解，并掌握一定的批评、分析能力，能够完成文学批评论文的写作。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Introduc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2. Themes 
3. Motifs 
4. Symbols 
学习目标： 
To know about the general contex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frican fiction in English, and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 that has been internationally made so far. 
作业： 
1. Students’ goal of the course. 
2.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ictional writing in both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 such as Nigeria 

and South Africa. 
知识单元 2： J. M. Coetzee and his Disgrace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Disgrace is a novel by J. M. Coetzee, published in 1999. It won the Booker Prize. The writer was 

also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four years after its publication. 
David Lurie is a South African professor of English who loses everything: his reputation, his job, his 

peace of mind, his good looks, his dreams of artistic success, and finally even his ability to protect his 
own daughter. He is twice-divorced and dissatisfied with his job as a 'communications' lecturer, teaching 
one class in romantic literature at a technical university in Cape Town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His 
"disgrace" comes when he almost forcibly seduces one of his more vulnerable students, a girl named 
Melanie Isaacs. This affair is thereafter revealed to the school and a committee is convened to pass 
judgement on his actions. David refuses to apologize in any sincere form and so is forced to resign from 
his post. Lurie is working on a play concerning Lord Byron's final phase of life in Italy which mirrors his 
own life in that Byron is living a life of hedonism and excess and is having an affair with a married 
woman, and "the irony is that he comes to grief from an escapade that Byron would have thought 
distinctly timid." 

He is dismissed from his teaching position, after which he takes refuge on his daughter's farm in the 
Eastern Cape. For a time, his daughter's influence and natural rhythms of the farm promise to harmonise 
his discordant life. But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country is shifting. Shortly after becoming comfortable 
with rural life, he is forced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aftermath of an attack on the farm in which his 
daughter is raped and impregnated and he is violently assaulted. The novel also concerns David's 
interaction with a few other characters- Bev, an animal welfare and healer of sorts, and Lucy's fo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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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mhand Petrus, the self-described "dog-man" who lives on the neighbouring property, who took care of 
his daughter's dogs. David remains on the farm far past his welcome in order to try to keep his daughter 
safe, but instead finds himself apathetic and demoralized yet on a journey towards redemption.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J. M. Coetzee’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J. M. Coetzee.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J. M. Coetzee’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sets J. M. Coetzee apart from other Australian writers? 
2. What does his unique identity contribute to J. M. Coetzee’s writing? 
3. What are the major concerns that constantly recur in J. M. Coetzee’s writing? 

知识单元 3：Nadine Gordimer and her Burger's Daughter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Burger's Daughter is a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novel by the South African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winner Nadine Gordimer,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June 1979 by Jonathan 
Cape. The book was expected to be banned in South Africa, and a month after publication in London the 
import and sale of the book in South Africa was prohibited by the Publications Control Board. Three 
months later, the Publications Appeal Board overturned the banning and the restrictions were lifted. 

Burger's Daughter details a group of white anti-apartheid activists in South Africa seeking to 
overthrow the South African government. It is set in the mid-1970s, and follows the life of Rosa, the title 
character, as she comes to terms with her father Lionel Burger's legacy as an activist in the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SACP). The perspective shifts between Rosa's internal monologue (often directed 
towards her father or her lover Conrad), and the omniscient narrator. The novel is root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anti-apartheid struggle and references to actual events and people from that period, including Nelson 
Mandela and the 1976 Soweto uprising. 

Gordimer herself was involved in South African struggle politics, and she knew many of the activists, 
including Bram Fischer, Mandela's treason trial defence lawyer. She modelled the Burger family in the 
novel loosely on Fischer's family, and described Burger's Daughter as "a coded homage" to Fischer. While 
banned in South Africa, a copy of the book was smuggled into Mandela's prison cell on Robben Island, 
and he reported that he "thought well of it". 

The novel was generally well-received by critics. A review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said that 
Burger's Daughter is Gordimer's "most political and most moving novel", and a review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escribed the style of writing as "elegant", "fastidious" and belonging to a "cultivated 
upper class". A critic in The Hudson Review had mixed feelings about the book, saying that it "gives 
scarcely any pleasure in the reading but which one is pleased to have read nonetheless".  

The novel begins in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in 1974 during apartheid. Rosa is 26, and her father, 
Lionel Burger, a white Afrikaner anti-apartheid activist, has died in prison after serving three years of a 
life sentence for treason. When she was 14, her mother, Cathy Burger, also died in prison. Rosa had grown 
up in a family that actively supported the overthrow of the apartheid government, and the house they lived 
in opened its doors to anyone supporting the struggle, regardless of colour. Living with them was "Baasie" 
(little boss), a black boy Rosa's age the Burgers had "adopted" when his father had died in prison. Baasie 
and Rosa grew up as brother and sister. Rosa's parents were members of the outlawed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SACP), and had been arrested several times when she was a child. When Rosa was 
nine, she was sent to stay with her father's family; Baasie was sent elsewhere, and she lost contact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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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 
With the Burger's house now empty, Rosa sells it and moves in with Conrad, a student who had 

befriended her during her father's trial. Conrad questions her about her role in the Burger family and asks 
why she always did what she was told. Later Rosa leaves Conrad and moves into a flat on her own and 
works as a physiotherapist. In 1975 Rosa attends a party of a friend in Soweto, and it is there that she 
hears a black university student dismissing all whites' help as irrelevant, saying that whites cannot know 
what blacks want, and that blacks will liberate themselves. Despite being labelled a Communist and under 
surveillance by the authorities, Rosa manages to get a passport, and flies to Nice in France to spend 
several months with Katya, her father's first wife. There she meets Bernard Chabalier, a visiting academic 
from Paris. They become lovers and he persuades her to return with him to Paris. 

Before joining Bernard in Paris, Rosa stays in a flat in London for several weeks. Now that she has 
no intention of honouring the agreement of her passport, which was to return to South Africa within a year, 
she openly introduces herself as Burger's daughter. This attracts the attention of the media and she attends 
several political events. At one such event, Rosa sees Baasie, but when she tries to talk to him, he starts 
criticising her for not knowing his real name (Zwelinzima Vulindlela). He says that there is nothing 
special about her father having died in prison as many black fathers have also died there, and adds that he 
does not need her help. Rosa is devastated by her childhood friend's hurtful remarks, and overcome with 
guilt, she abandons her plans of going into exile in France and returns to South Africa. 

Back home she resumes her job as a physiotherapist in Soweto. Then in June 1976 Soweto school 
children start protesting about their inferior education and being taught in Afrikaans. They go on a 
rampage, which includes killing white welfare workers. The police brutally put down the uprising, 
resulting in hundreds of deaths. In October 1977, many organisations and people critical of the white 
government are banned, and in November 1977 Rosa Burger is detained. Her lawyer, who also 
represented her father, expects charges to be brought against her of furthering the aims of the banned 
SACP and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 and of aiding and abetting the students' revolt. 

In a 1980 interview, Gordimer stated that she was fascinated by the role of "white hard-core Leftists" 
in South Africa, and that she had long envisaged the idea for Burger's Daughter. Inspired by the work of 
Bram Fischer, she published an essay about him in 1961 entitled "Why Did Bram Fischer Choose to Go to 
Jail?" Fischer was the Afrikaner advocate and Communist who was Nelson Mandela's defence lawyer 
during his 1956 Treason Trial and his 1965 Rivonia Trial. As a friend of many of the activist families, 
including Fischer's, Gordimer knew these families' children were "politically groomed" for the struggle, 
and were taught that "the struggle came first" and they came second. She modelled the Burger family in 
the novel loosely on Fischer's family, and Lionel Burger on Fischer himself. While Gordimer never said 
the book was about Fischer, she did describe it as "a coded homage" to him. Fischer's daughter said later 
that she "recognised their lives" in the book.  

Gordimer's homage to Fischer extends to using excerpts from his writings and public statements in 
the book. Lionel Burger's treason trial speech from the dock is taken from the speech Fischer gave at his 
own trial in 1966. Fischer was the leader of the banned SACP who was given a life sentence for furthering 
the aims of communism and conspiracy to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Quoting people like Fischer was 
not permitted in South Africa. All Gordimer's quotes from banned sources in Burger's Daughter are 
unattributed, and also include writings of Joe Slovo, a member of the SACP and the outlawed ANC, and a 
pamphlet written and distributed by the Soweto Students Representative Council during the Soweto 
uprising.  

Gordimer herself became involved in South African struggle politics after the arrest of a friend, 
Bettie du Toit, in 1960 for trade unionist activities and being a member of the SACP. Just as Rosa Bu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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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novel visits family in prison, so Gordimer visited her friend. Later in 1986, Gordimer gave evidence 
at the Delmas Treason Trial in support of 22 ANC members accused of treason. She was a member of the 
ANC while it was still an illegal organization in South Africa, and hid several ANC leaders in her own 
home to help them evade arrest by the security forces.  

The inspiration for Burger's Daughter came when Gordimer was waiting to visit a political detainee 
in prison, and amongst the other visitors she saw a school girl, the daughter of an activist she knew. She 
wondered what this child was thinking and what family obligations were making her stand there. The 
novel opens with the same scene: a 14-year-old Rosa Burger waiting outside a prison to visit her detained 
mother. Gordimer said that children like these, whose activist parents were frequently arrested and 
detained, periodically had to manage entire households on their own, and it must have changed their lives 
completely. She stated that it was these children who encouraged her to write the book.  

Burger's Daughter took Gordimer four years to write, starting from a handful of what she called 
"very scrappy notes", "half sentences" and "little snatches of dialogue". Once she got going, she said, the 
writing became an "organic process". The Soweto riots in 1976 happened while she was working on the 
book, and she changed the plot to incorporate the uprising. Gordimer explained that "Rosa would have 
come back to South Africa; that was inevitable", but "[t]here would have been a different ending”. During 
those four years she also wrote two non-fiction articles to take breaks from working on the novel.  

Gordimer remarked that, more than just a story about white communists in South Africa, Burger's 
Daughter is about "commitment" and what she as a writer does to "make sense of life". After Mandela and 
Fischer were sentenced in the mid-1960s, Gordimer considered going into exile, but she changed her mind 
and later recalled "I wouldn't be accepted as I was here, even in the worst times and even though I'm 
white". Just as Rosa struggles to find her place as a white in the anti-apartheid liberation movement, so 
did Gordimer. In an interview in 1980, she said that "when we have got beyond the apartheid 
situation—there's a tremendous problem for whites, unless whites are allowed in by blacks, and unless we 
can make out a case for our being accepted and we can forge a common culture together, whites are going 
to be marginal". 

Burger’s Daughter won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Literary Award in 1980.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Nadine Gordimer’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Nadine Gordimer.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Nadine Gordimer’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earns Nadine Gordimer a unique position among the South African writers? 
2. Are Nadine Gordimer’s writings provocative for the sake of provocation? 
3. What roles does the complexity of domesticity play in Nadine Gordimer’s writings?  

知识单元 4：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and her Purple Hibiscus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Purple Hibiscus is the first novel by Nigerian author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It was first 

published by Algonquin Books in 2003. Purple Hibiscus is set in postcolonial Nigeria, a country beset by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economic difficulties. The central character is Kambili Achike, fifteen for much of 
the period covered by the book, a member of a wealthy family dominated by her devoutly Catholic father, 
Eugene. Eugene is both a religious zealot and a violent figure in the Achike household, subjecting his wife 
Beatrice, Kambili herself, and her brother Jaja to beatings and psychological cruelty. The story is told 
through Kambili’s eyes and is essentially about the disintegration of her family unit and her struggl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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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 to maturity. A key period is the time Kambili and her brother spend at the house of her father’s sister, 
Ifeoma, and her three children. This household offers a marked contrast to what Kambili and Jaja are used 
to. Though Catholic, it practice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form of Catholicism, making for a happy, liberal 
place that encourages its members to speak their minds. In this nurturing environment both Kambili and 
Jaja become more open, more able to voice their own opinions. Importantly, also, while at Aunty Ifeoma’s, 
Kambili falls in love with a young priest, Father Amadi, which awakens her sense of her own sexuality. 
Ultimately, a critical mass is reached in terms of the lives of Kambili, Jaja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ir 
family as it once was. Unable to cope with Eugene’s continual violence, Beatrice poisons him. Jaja takes 
the blame for the crime and ends up in prison. In the meantime, Aunty Ifeoma and her family go to 
America to live after she is unfairly dismissed from her job as lecturer at the University of Nigeria. The 
novel ends almost three years after these events, on a cautiously optimistic note. Kambili has become a 
young woman of eighteen, more confident than before, while her brother Jaja is about to be released from 
prison, hardened but not broken by his experience there. Their mother, Beatrice, having deteriorated 
psychologically to a great degree, shows small signs of improvement. In essence, a better future is 
possible for them all, though exactly what it might involve is an open question.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sets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apart from other African writers in English? 
2. What major themes always haunt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3. What contributes to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s linguistic powers? 

知识单元 5：Yvonne Vera and her Butterfly Burning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Butterfly Burning brings the brilliantly poetic voice of Zimbabwean writer Yvonne Vera to American 

readers for the first time. Set in Makokoba, a black township, in the late l940s, the novel is an intensely 
bittersweet love story. When Fumbatha, a construction worker, meets the much younger Phephelaphi, 
he"wants her like the land beneath his feet from which birth had severed him." He in turn fills her "with 
hope larger than memory." But Phephelaphi is not satisfied with their "one-room" love alone. The 
qualities that drew Fumbatha to her, her sense of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end up separating them. And 
the closely woven fabric of township life, where everyone knows everyone else, has a mesh too tight and 
too intricate to allow her to escape her circumstances on her own. Vera exploits language to peel away the 
skin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ves. In Butterfly Burning she captures the ebullience and the bitterness of 
township life, as well as the strength and courage of her unforgettable heroine.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Yvonne Vera’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Yvonne Vera.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Yvonne Vera’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sets Yvonne Vera apart from other African writers in English? 
2. What literary techniques always prevail over Yvonne Vera? Why is her writing both complicated 

and clearly lyrical? 
3. What are the central themes that dominate Yvonne Vera’s entire oeuv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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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6：Tsitsi Dangarembga and her Nervous Conditions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Nervous Conditions is a novel by Zimbabwean author Tsitsi Dangarembga,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in 1988 by the Women's Press. The semi-autobiographical novel focuses on the story of 
a Rhodesian family in post-colonial Rhodesia during the 1960s. Nervous Conditions is the first of a 
proposed trilogy, with The Book of Not published in 2006 as the second novel in the series. The novel 
attempts to illustrate the dynamic themes of race, class, gender, and cultural change during the 
post-colonial conditions of present-day Zimbabwe. The title is taken from the introduction by Jean-Paul 
Sartre to Frantz Fanon's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ambu is the main character of the novel. She is a young bright girl that is eager to go to school. The 
novel opens up with the news that Tambu’s older brother, Nhamo, had just died. Tambu is not upset about 
this because Nhamo studied at a missionary school away from his homestead with his uncle Babamukuru 
and his family. The only thing Tambu desires is to attend school, but her family is very poor and does not 
have enough money to pay for her school fees. Tambu’s uncle, Babamukuru, and his family came to visit 
the homestead. Because of Babamakuru’s success, Babamukuru is worshipped whenever he comes to visit. 
During the visit, Babamukuru suggests that Tambu should take Nhamo's place and attend the missionary 
school by his house. Tambu is extremely excited to be going away to study at the missionary school. Upon 
arriving, she soon becomes close to her cousin Nyasha and completely focuses in her studies. During her 
stay with Babamukuru, Tambu is exposed to a different lifestyle. She often questions Nyasha’s behavior. 
On one occasion, Nyasha and Babamukuru get into a serious argument after a school dance. The argument 
soon develops into a fight, where Nyasha punches Babamukuru and Babamukuru strikes her back. Tambu 
is completely shocked by these events. After the fight, Nyasha becomes distant and focuses on her studies 
and exams. During term break, everyone returns to visit the family back in the homestead. Tambu does 
not want to go back as she is much more comfortable living with Babamukuru. Babamukuru's wife, 
Maiguru also does not look forward going back, because there she is expected to do all the cooking and 
cleaning for all the members of the extended family. Upon arriving, family drama arises everywhere. 
Babamukuru concludes that the reason his family has so many problems is because Tambu’s parents are 
not legally married. He decides that they must marry as soon as possible. Tambu is punished by 
Babamukuru because she disagrees with the idea of her parents marrying and does not attend the wedding. 
Soon after, Maiguru decides to leave Babamukuru after an argument over how she is being treated. 
However, she later returns to live with him. 

Towards the end of the term, there is an exam administered at Tambu’s school. This exam is to test 
the students and offer them an opportunity to study at a well known missionary school. Tambu excels on 
the exam and is offered a scholarship to attend this well known school. Babamukuru is hesitant to let her 
go, but he then realizes that this is a great opportunity and allows her to attend. Since Tambu is leaving, 
Nyasha gets upset with her because she does not want her to leave. In the new school Tambu is introduced 
to many cultural changes; however, she remains resilient to the changes. As always she is fully focused on 
her studies. When Tambu returns home to Babamukuru, she discovers that Nyasha has changed. Nyasha is 
extremely thin due to the fact that she is suffering from a serious eating disorder. Babamukuru finally 
decides to take Nyasha to see a psychiatrist, which allows her to slowly recover. Maiguru is also very 
disappointed that Chido has decided to have a white girlfriend. Because of the unfortunate events that 
surround Tambu’s family, Tambu fears that she may become affected by them just like Nyasha. 
Consequently, Tambu remains cautious of her daily situations and nervous of the conditions that surround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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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Tsitsi Dangarembga’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sitsi Dangarembga.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Tsitsi Dangarembga’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earns Tsitsi Dangarembga a unique position among the African writers? 
2. Are Tsitsi Dangarembga’s writings provocative for the sake of provocation? 
3. What roles do issues like race and gender play in Tsitsi Dangarembga’s writings?  

知识单元 7：Nuruddin Farah and his Map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Farah's Maps, one of his novels from the "Blood in The Sun" trilogy, is the coming-of-age story of a 

young boy name Askar. Askar, orphaned as a child, was found as both his parents were killed. He is raised 
by Misra (an Ethiopian outsider) and comes to see her as his "birth-mother", forming a bond with her that 
he believes can never be broken, a bond similar to that between twins, a cosmic bond - but when the 
Ogaden war breaks out Askar is separated from Misra. As he grows into adulthood he struggles with his 
identity, ethnicity and his loyalty, constantly asking himself: should he stay loyal to Misra, the one who 
protects him and raises him as her own, or stay loyal to his people.  

The central theme of Maps is identity – personal, familial, and national. Farah uses all three narrative 
perspectives (first person, second person, and third person) throughout the novel to examine the theme of 
identity. He constructs this multi-layered central theme of identity in various expressions: personal, 
familial, and national. Throughout the novel, Askar endeavors to comprehend his identity in a complicated 
environment of multiple and often times, transforming identities. With Askar, Farah poses questions such 
as “Who am I?”, as identity becomes obscured doing colonial times. Farah asks this in relation to another 
question - “Who am I supposed to be?” - to get at a larger question of whether emotional connection or 
familial heritage are of more importance to one’s identity. The tension between connection and heritage 
can be seen through Askar’s and Misra’s relationship. Despite of linguistic barriers,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n unshakable connection, the fact that Askar knows when Misra is speaking endearingly as detailed on 
page 23, shows that some things are universal. This does not mean genetics are escapable though, nor is 
culture (linguistic/ethnic/geographic). Aw-Adwan and Misra have a connection based on Somali mutuality, 
that Askar envies and does not understand, just as Askar has a genetic connection to his mother he never 
knew, as seen in their mutual fascination with water. 

the end of the novel, when Kerewin, Joe and Simon form a sort of "patchwork family".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Nuruddin Farah’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Nuruddin Farah.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Nuruddin Farah’s writings. 
作业： 
What roles does the race issue play in Farah’s writings?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2  
2 J. M. Coetzee and his Disgrace（I） 2  
3 J. M. Coetzee and his Disgrace（II） 2  
4 Nadine Gordimer and her Burger's Daughter(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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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adine Gordimer and her Burger's Daughter(II) 2  
6 Nadine Gordimer and her Burger's Daughter(III) 2  
7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and her Purple Hibiscus(I) 2  
8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and her Purple Hibiscus(II) 2  
9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and her Purple Hibiscus(III) 2  

10 Yvonne Vera and her Butterfly Burning(I) 2  
11 Yvonne Vera and her Butterfly Burning(II) 2  
12 Yvonne Vera and her Butterfly Burning(III) 2  
13 Tsitsi Dangarembga and her Nervous Conditions(I) 2  
14 Tsitsi Dangarembga and her Nervous Conditions(II) 2  
15 Tsitsi Dangarembga and her Nervous Conditions(III) 2  
16 Nuruddin Farah and his Maps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 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是了解非洲创作的特殊语境、非洲作家创作的独特手法、非洲作家创作关注的独特主

题。 
教学难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非洲作家英文的独特表达方式；第二、非洲复杂的族裔、地

缘关系在文学中的投射；第三、非洲英语作家与英美作家风格上的亲缘性与悖逆性。以上三个方面

的问题会影响学生正确解读相关的文本。在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投入较大精力处理以上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教师课堂授课。 
2. 学生课堂实践，即学生选择本单元相关主题作 10—15分钟的学术报告，并且展开提问与讨

论。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采用百分制，具体分布为：到课率 10﹪，课堂展示 20﹪，期末论文 70﹪。 
7、作业要求： 
课下阅读老师指定的阅读材料，轮流做课堂展示。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了自编教材（内容主要是相关文本的影印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自编教材（内容主要是相关文本的影印版）。 
（二）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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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rele, F. Abiola,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frican 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Nfah-Abbenyi, Juliana Makuchi. Gender in African Women’s Writing: Identity, Sexuality and 
Difference.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7. 

3. Muponde, Robert and Mandi Taruvinga. Sign and Taboo: Perspestives on the Poetic Fiction of 
Yvonne Vera. Harare: Weaver Press, 2002.  

执笔：张磊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当代印度次大陆英语小说专题研究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language Fiction from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课程号：5080002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以具有针对性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为基础文本，

以西方多种文艺理论为指导，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2、通过阅读、讨论当代印度次大陆英语小
说，审视其独特的叙事策略，为我们思考、判断提供有益启示，使本科生们能够成为未来优秀的“批
评家”。3、通过直接阅读英文文本，提高本科生用英文进行高级思考、理解、表达的综合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使学生对印度次大陆小说文本的创作背景、创作手法

与策略、创作主题有初步的了解，并掌握一定的批评、分析能力，能够完成文学批评论文的写作。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Introduc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2. Themes 
3. Motifs 
4. Symbols 
学习目标： 
To know about the general contex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ction from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and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 that has been internationally made so far. 
作业： 
1. Students’ goal of the course. 
2.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ictional writing in both China and countries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such as India, Pakistan, Sri Lanka, and Bangladesh. 
知识单元 2： Anita Desai and her Clear Light Of Day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Clear Light of Day is a novel published in 1980 by Indian novelist and three time Booker Prize 

finalist, Anita Desai. Set in Old Delhi, this book describes the tensions in a post-partition Indian family 
during and after childhood, starting with the characters as adults and moving back into their lives through 
the course of the book. While the primary theme is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other predominant t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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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lude the importance of forgiveness, the power of childhood, and forgiving those you are close to.  
The book is split into four sections covering the Das family from the children’s perspective in this 

order: adulthood, adolescence, childhood, and the time perspective returns to adulthood. 
The book centers on the Das family, who have grown apart with adulthood. It starts with Tara, the 

wife of Bakul, India’s ambassador to America, greeting her sister Bimla (Bim), who is a history teacher 
living in Old Delhi as well as their autistic brother Baba's caretaker. Their conversation eventually comes 
to Raja, their brother who lives in Hyderabad. Bim doesn’t want to go to the wedding of Raja’s daughter, 
showing Tara an old letter from when Raja became her landlord, unintentionally insulting her after the 
death of his father in law.  

In part two the setting switches to partition era India, when the characters are adolescents in what is 
now Bim’s house. Raja is severely ill with tuberculosis and is left to Bim’s ministrations. Aunt Mira (Mira 
masi), their supposed caretaker after the death of the children’s often absent parents, becomes alcoholic 
and dies of alcoholism. Earlier Raja's fascination with Urdu attracts the attention of the family's Muslim 
landlord, Hyder Ali, whom Raja Idolizes. When he heals, Raja follows Hyder Ali to Hyderabad. Tara 
escapes from the situation through marriage to Bakul. Bim is then left to provide for Baba alone, in the 
midst of the partition and the death of Gandhi.  

In part three Bim, Raja and Tara are depicted in pre-partition India awaiting the birth of their brother 
Baba. Aunt Mira, widowed by her husband and mistreated by her in-laws, is brought in to help with Baba, 
who is autistic, and to raise the children. 

Raja is fascinated with poetry. He shares a close bond with Bim, the head girl at school, although 
they often exclude Tara. Tara wants to be a mother although this fact brings ridicule from Raja and Bim, 
who want to be a hero and a heroine, respectively. 

The final section returns to modern India and showcases Tara confronting Bim over the Raja's 
daughter's wedding and Bim's broken relationship with Raja. This climaxes when Bim explodes at Baba. 
After her anger fades she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love of family is irreplaceable and can cover all 
wrongs. After Tara leaves she decides to go to her neighbors the Misras for a concert and she then decides 
that she will go to the wedding.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Anita Desai’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Anita Desai.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Anita Desai’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sets Anita Desai apart from other writers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2. What does his unique identity contribute to Desai’s writing? 
3. What are the major concerns that constantly recur in Desai’s writing? 

知识单元 3：Kiran Desai and her Hullabaloo in the Guava Orchard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Hullabaloo in the Guava Orchard is a novel by Kiran Desai published in 1998. It is her first book and 

won the top prize for the Betty Trask Awards in 1998. It is set in the Indian village of Shahkot (state of 
Punjab) and follows the exploits of a young man, Sampath Chawla, trying to avoi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adult life. Fed up with his life in Shahkot, Sampath goes to a guava orchard and settles himself in a guava 
tree, where he uses the gossip he learned while working at the post office to convince people he is 
clairvoyant and soon becomes a popular "holy man". 

Kiran Desai based this book on a real life story in which a man, Kapila Pradhan, lived up a tre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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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years. This was the author's inspiration for the book and there ar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novel and 
Pradhan's life in his tree.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Kiran Desai’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Kiran Desai.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Kiran Desai’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earns Kiran Desai a unique position among the Australian writers? 
2. Are Kiran Desai’s writings provocative for the sake of provocation? 
3. What roles does the complexity of domesticity play in Desai’s writings?  

知识单元 4：Kamila Shamsie and her Broken Verses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Fourteen years ago, famous Pakistani activist Samina Akram disappeared. Two years earlier, her 

lover, Pakistan's greatest poet, was beaten to death by government thugs. In present-day Karachi, her 
daughter Aasmaani has just discovered a letter in the couple's private code-a letter that could only have 
been written recently.  

Aasmaani is thirty, single, drifting from job to job. Always left behind whenever Samina followed the 
Poet into exile, she had assumed that her mother's disappearance was simply another abandonment. Then, 
while working at Pakistan's first independent TV station, Aasmaani runs into an old friend of Samina's 
who gives her the first letter, then many more. Where could the letters have come from? And will they 
lead her to her mother?  

Merging the personal with the political, Broken Verses is at once a sharp, thrilling journey through 
modern-day Pakistan, a carefully coded mystery, and an intimate mother-daughter story that asks how we 
forgive a mother who leaves.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Kamila Shamsie’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Kamila Shamsie.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Kamila Shamsie’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sets Kamila Shamsie apart from other writers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2. What major themes always haunt Kamila Shamsie? 
3. What contributes to Kamila Shamsie’s linguistic powers? 

知识单元 5： Bapsi Sidhwa and her Water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Water is set in 1938, when India was still under the colonial rule of the British, and when the 

marriage of children to older men was commonplace. Following Hindu tradition, when a man died, his 
widow would be forced to spend the rest of her life in a widow's ashram, an institution for widows to 
make amends for the sins from her previous life that supposedly caused her husband's death. 

Chuyia (Sarala) is an eight year old girl who has just lost her husband. She is deposited in the ashram 
for Hindu widows to spend the rest of her life in renunciation. She befriends Kalyani who is forced into 
prostitution to support the ashram, Shakuntala, one of the widows, and Narayan, a young and charming 
upper-class follower of Mahatma Gandhi and of Gandhism.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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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Bapsi Sidhwa ’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Bapsi Sidhwa .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s Bapsi Sidhwa’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sets Bapsi Sidhwa apart from other writers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2. What literary techniques always prevail over Bapsi Sidhwa? 
3. What are the central themes that dominate Bapsi Sidhwa’s entire oeuvre? 

知识单元 6：Taslima Nasrin and her Shame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Shame is a novel in Bengali by Taslima Nasrin, a writer of Bangladesh. The word lajja/lôjja means 

"shame" in Bengali and many other Indo-Aryan languages. The book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993 in the 
Bengali language, and was subsequently banned in Bangladesh, and a few states of India. It nonetheless 
sold 50,000 copies in the six months after its publication, though Taslima fled her native Bangladesh after 
death threats from Islamic radicals.  

Nasrin dedicated the book "to the people of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beginning the text with the 
words, "let another name for religion be humanism." The novel is preceded by a preface and a chronology 
of events. 

The main plot goes like this: In Ayodhya, in the state of Uttar Pradesh in India, on 6 December 1992, 
Babri Masjid is demolished, and the demolition has repercussions even in neighboring Bangladesh. The 
fire of communal rioting erupts, and the Dutta family also feels and faces the heat of the communal hatred. 
Each member of the Dutta family feels about this in his / her own way. 

Sudhamoy, the patriarch of the family, feels that Bangladesh, his motherland, shall never let him 
down. Kiranmayee as a faithful wife stands by her husband’s views. Suranjan, their son, believes that 
nationalism will be stronger than communalism, but is progressively disappointed and finds himself 
adopting communal reactions which contrast entirely with the ideology of patriotism he has always had 
faith in. Nilanjana curses her brother’s apathy and coaxes his brother to take the family to a Muslim 
friend’s house for safety. It is a story of metamorphosis, in which disastrous events create disillusionment, 
resulting in violence and resentment.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Taslima Nasrin’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aslima Nasrin.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Taslima Nasrin’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sets Taslima Nasrin apart from other writers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2. What literary techniques always prevail over Taslima Nasrin? 
3. What are the central themes that dominate Taslima Nasrin’s entire oeuvre? 

知识单元 7：Tahmima Anam and her A Golden Ag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 Golden Age is the first novel of the Bangladesh born writer Tahmima Anam. It tells the story of the 

Bangladesh War of Independence through the eyes of one family. The novel was awarded the prize for 
Best First Book in the 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 2008. It was also shortlisted for the 2007 Guardian 
First Book Award. The first chapter of the novel appeared in the January 2007 edition of Granta magazine. 

The plot of the novel describes the true story of the writer's grandmother during the Banglad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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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tion War. During the war her grandma helped the Freedom Fighters by protecting their ammunitions. 
Once when the army came to her house and threatened that they would take the youngest son of the 
family if she did not give them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fighters, she somehow successfully tackled them. 
The person who portrays the character is named Rehana Haque. The story also covers the inner conflict of 
Rehana as she loses the custody of her children after her husband's death. Along with her desperate 
attempt to win the minds of her children, she tries to protect them as they get involved in the war.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Tahmima Anam’s writ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by Tahmima Anam.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Tahmima Anam’s writings. 
作业： 
1. What does the title mean in A Golden Age?  
2. War, domesticity, and desire are intertwined in the novel. How do these forces shape the 

narrative? 
3. What sets Tahmima Anam apart from other contemporary Bengali writers?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2  
2 Anita Desai and her Clear Light Of Day （I） 2  
3 Anita Desai and her Clear Light Of Day （II） 2  
4 Kiran Desai and her Hullabaloo in the Guava Orchard(I) 2  
5 Kiran Desai and her Hullabaloo in the Guava Orchard(II) 2  
6 Kiran Desai and her Hullabaloo in the Guava Orchard(III) 2  
7 Kamila Shamsie and her Broken Verses(I) 2  
8 Kamila Shamsie and her Broken Verses(II) 2  
9 Kamila Shamsie and her Broken Verses(III) 2  

10 Bapsi Sidhwa and her Water(I) 2  
11 Bapsi Sidhwa and her Water(II) 2  
12 Bapsi Sidhwa and her Water(III) 2  
13 Taslima Nasrin and her Shame(I) 2  
14 Taslima Nasrin and her Shame(II) 2  
15 Taslima Nasrin and her Shame(III) 2  
16 Tahmima Anam and her A Golden Age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 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是了解印度次大陆英语作家创作的特殊语境、印度次大陆英语作家创作的独特手法、

印度次大陆英语作家创作关注的独特主题。 
教学难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印度次大陆英语作家英文的独特表达方式；第二、印度次大

陆复杂的族裔、地缘关系在文学中的投射；第三、印度次大陆英语作家与英美作家风格上的亲缘性

与悖逆性。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会影响学生正确解读相关的文本。在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投

入较大精力处理以上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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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1. 教师课堂授课。 
2. 学生课堂实践，即学生选择本单元相关主题作 10—15分钟的学术报告，并且展开提问与讨

论。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采用百分制，具体分布为：到课率 10﹪，课堂展示 20﹪，期末论文 70﹪。 
7、作业要求： 
课下阅读老师指定的阅读材料，轮流做课堂展示。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了自编教材（内容主要是相关文本的影印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自编教材（内容主要是相关文本的影印版）。 
（二）推荐参考书 
张磊：《异质的风景——当代世界女性小说创作面面观》。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3年。 

执笔：张磊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二战后的西方先锋音乐艺术 
Western Post-WWII Avant-garde Music  

课程号：5080002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本课程以音乐艺术为手段，进一步强化学生对当

代古典音乐背后深刻人性关怀的感知和理解。 
开设本课程，旨在指导学生聆听当代的先锋音乐艺术，为我们思考、判断提供有益启示，使本

科生们能够成为未来优秀的艺术、道德“批评家”。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Introduc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Trends in new music 
2. Limits in new music 
3. Prospects for new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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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To chart an overall picture of the happenings in contemporary music scenes. 
作业： 
1. Students’ goal of the course. 
2. Knowledge of some avant-garde classical music today. 

知识单元 2：Listening to Lachenmann’s music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Lachenmann was born in Stuttgart and after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when he was 11) 
started singing in his local church choir. Showing an early aptitude for music, he was already composing 
in his teens. He studied piano with Jürgen Uhde and composition and theory with Johann Nepomuk 
David at the Musikhochschule Stuttgart from 1955 to 1958 and was the first private student of the Italian 
composer Luigi Nono in Venice from 1958 to 1960. He also worked briefly at the electronic music studio 
at the University of Ghent in 1965, composing his only published tape piece Szenario during that period, 
but thereafter focused almost exclusively on purely instrumental music. 
    Lachenmann has referred to his compositions as musique concrète instrumentale, implying a musical 
language that embraces the entire sound-world made accessible through unconventional playing 
techniques. 
    His music is therefore primarily derived from the most basic of sounds, which through processes of 
amplification serve as the basis for extended works. His scores place enormous demands on performers, 
due to the plethora of techniques that he has invented for wind, brass and string instruments. 
    His more important works include his opera Das Mädchen mit den Schwefelhölzern (The Little 
Match Girl) (1990–96, after Hans Christian Andersen,Leonardo da Vinci and Gudrun Ensslin), the 
orchestral pieces Schwankungen am Rand (1974–75, for eight brass, two electric guitars, two pianos, four 
thunder sheets, and 34 strings), Accanto (1975–76, for clarinet, large orchestra and tape) 
and NUN (1997–99, for flute, trombone, male chorus, and large orchestra), the ensemble 
works Mouvement (- vor der Erstarrung) (1982–84, for three ad hoc players and 14 players) and "...zwei 
Gefühle...", Musik mit Leonardo (1992, (later incorporated in opera Das Mädchen mit den 
Schwefelhölzern), after Leonardo da Vinci, for two speakers and 22 players) and three string quartets 
(Gran Torso, 1971, revised 1976, 1988; Reigen seliger Geister, 1989; Grido, 2001), as well as other 
orchestral, ensemble and chamber works and six piano pieces. 
    He has regularly lectured at Darmstadt since 1978. From 1976 to 1981 he taught composition at 
the Musikhochschule Hannover, from 1981 to 1999 the Musikhochschule Stuttgart. See: List of music 
students by teacher: K to M#Helmut Lachenmann. 
    He is also noted for his articles, essays and lectures, many of which appear in Musik als existentielle 
Erfahrung (Music as Existential Experience) (Breitkopf & Härtel, Wiesbaden, 1996). 
    Lachenmann has received many distinguished awards such as the Bach-prize of Hamburg 
(Bach-Preis der Freien und Hansestadt Hamburg) in 1972, the Ernst von Siemens Music Prize in 1997 and 
the 2010 BBVA Foundation Frontiers of Knowledge Award in the Contemporary Music Category.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Lachenmann’s music-making.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strategies employed by Lachenmann in his compositions. 
作业： 
1. What sets Patrick White apart from other contemporary musicians? 
2. What does his unique identity contribute to Lachenmann’s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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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3：Listening to Olga Neuwirth’s Music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Olga Neuwirth is an Austrian composer. 
    As a child at the age of seven, Neuwirth began lessons on the trumpet. She later studied composition 
in Vienna at the Vienna Academy of Music and Performing Arts under Erich Urbanner, while studying at 
the Electroacoustic Institute. Her thesis was written on the music in Alain Resnais's filmL'Amour à mort. 
In 1985/86, she studied music and art at the San Francisco Conservatory of Music with Elinor Armer. In 
1993/94 she studied with Tristan Murail and worked at IRCAM, producing such works as 
"...?risonanze!..." for viola d'amore. Earlier in her career, Neuwirth had the chance to meet with Italian 
composer Luigi Nono, who had similarly radical politics, and has claimed this had a strong influence on 
her life. In 2000, Neuwirth was appointed Composer-in-Residence of the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of Flanders, Antwerp, and in 2002 she was appointed Composer-in-Residence at theLucerne 
Festival (together with Pierre Boulez). 
    She has numerous chamber music works released on the Kairos label, and has collaborated 
with Elfriede Jelinek on an opera of David Lynch's film Lost Highway incorporating both live and 
pre-recorded audio and visual feeds, alongside other electronics. The world premiere took place in Graz in 
2003, performed by the Klangforum Wien with the electronics realized at the Institut für Elektronische 
Musik (IEM). The American premiere of the opera took place at Oberlin College in Oberlin, Ohio, and 
featured further performances at Columbia University's Miller Theatre in New York City, produced by 
Oberlin Conservatory and The Oberlin Contemporary Music Ensemble. The surround recording released 
at Kairos was awarded the Diapason d'Or. The UK premiere took place at the Young Vic in London in 
April 2008, in a co-production with the English National Opera, directed by Diane Paulus and conducted 
by Baldur Brönnimann. 
    In 2008 she was awarded the Heidelberger Künstlerinnenpreis (Heidelberg Prize for Female Artists). 
学习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Neuwirth’s music-making. 
2.To discuss the various strategies employed by Neuwith in his compositions. 
作业： 
1.What sets Neuwirth apart from other contemporary musicians? 
2.What does his unique identity contribute to Neuwirth’s music? 

知识单元 4：Listening to Messiaen’s Music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Olivier Messiaen was a French composer,organist and ornithologist, one of the major composers of 
the 20th century. His music is rhythmically complex; harmonically and melodically it often uses modes of 
limited transposition, which he abstracted from his early compositions and improvisations. Messiaen also 
drew on his Roman Catholic faith for his pieces. 
    He travelled widely and wrote works inspired by diverse influences such as Japanese music, the 
landscape of Bryce Canyon in Utah and the life of St. Francis of Assisi. He said he perceived colours 
when he heard certain musical chords (a phenomenon known as synaesthesia in its literal manifestation); 
combinations of these colours, he said, were important in his compositional process. For a short period 
Messiaen experimented with the parametrisation associated with "total serialism", in which field he is 
often cited as an innovator. His style absorbed many exotic musical influences such as 
Indonesiangamelan (tuned percussion often features prominently in his orchestral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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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ssiaen entered the Paris Conservatoire at the age of 11 and was taught by Paul Dukas, Maurice 
Emmanuel, Charles-Marie Widor and Marcel Dupré, among others. He was appointed organist at 
the Église de la Sainte-Trinité in Paris in 1931, a post held until his death. He taught at the Schola 
Cantorum de Paris during the 1930s. On the fall of France in 1940, Messiaen was made a prisoner of war, 
during which time he composed his Quatuor pour la fin du temps ("Quartet for the end of time") for the 
four available instruments—piano, violin, cello and clarinet. The piece was first performed by Messiaen 
and fellow prisoners for an audience of inmates and prison guards. He was appointed professor 
of harmony soon after his release in 1941, and professor of composition in 1966 at the Paris Conservatoire, 
positions he held until his retirement in 1978. His many distinguished pupils included Quincy 
Jones, Pierre Boulez, Karlheinz Stockhausen and Yvonne Loriod, who became his second wife. 
    He found birdsong fascinating, notating bird songs worldwide and incorporating 
birdsong transcriptions into his music. His innovative use of colour, his concep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and music, and his use of birdsong are among the features that make Messiaen's music 
distinctive. 

学习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Messiaen’s music-making. 
2.To discuss the various strategies employed by Messiaen in his compositions. 
作业： 
1.What sets Messiaen apart from other contemporary musicians? 
2.What does his unique identity contribute to Messiaen’s music? 

知识单元 5：Listening to Scelsi’s Music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Giacinto Scelsi was an Italian composer who also wrote surrealist poetry in French. 
    He is best known for writing music based around only one pitch, altered in all manners 
through microtonal oscillations, harmonic allusions, and changes in timbre and dynamics, as 
paradigmatically exemplified in his revolutionary Quattro Pezzi su una nota sola ("Four Pieces on a single 
note", 1959). This composition remains his most famous work and one of the few performed to significant 
recognition during his lifetime. His musical output, which encompassed all Western classical genres 
except scenic music, remained largely undiscovered even within contemporary musical circles during 
most of his life. Today, some of his music has gained popularity in certain postmodern composition circles, 
with pieces like his "Anahit" and his String Quartets rising to increased prominence. 

学习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Scelsi’s music-making. 
2.To discuss the various strategies employed by Scelsi in his compositions. 
作业： 
1.What sets Scelsi apart from other contemporary musicians? 
2.What does his unique identity contribute to Scelsi’s music? 

知识单元 6：Listening to Sciarrino’s Music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In his youth, Salvatore Sciarrino was attracted to the visual arts, but began experimenting with music 
when he was twelve. Though he had some lessons from Antonino Titone and Turi Belfiore, he is primarily 
self-taught as a composer. After his classical studies and a few years of university in his home city, in 
1969 he moved to Rome, where he attended Franco Evangelisti's course in electronic music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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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cademia di Santa Cecilia (Osmond-Smith 2001). 
    In 1977, Sciarrino moved from Rome to Milan, where he taught at the conservatory until 1982. By 
this time his compositional career had expanded to the point where he could withdraw from teaching, and 
he moved to Città di Castello, in Umbria, where he has lived ever since. He nevertheless has continued to 
teach occasionally in Florence and Bologna, as well as in Città di Castello. Some of his notable students 
include Francesco Filidei, Lucia Ronchetti, David Monacchi, and Maurizio Pisati.  
    He has composed for: Teatro alla Scala, RAI, Teatro del Maggio Musicale Fiorentino, Biennale di 
Venezia, Teatro La Fenice di Venezia, Teatro Carlo Felice di Genova, Fondazione Arena di 
Verona, Stuttgart State Opera, Brussels La Monnaie, Frankfurt Opera Theatre, 
Amsterdam Concertgebouw, London Symphony Orchestra, Tokyo Suntory Hall. He has also composed 
for the following festivals: Schwetzinger Festspiele, Donaueschinger Musiktage, Witten, Salzburg, New 
York, Wien Modern, Wiener Festwochen, Berliner Festspiele Musik, Holland Festival, Alborough, 
Festival d’Automne (Paris), Ultima (Oslo). 
    His music was published by Ricordi from 1969 to 2004. Since 2005, Rai Trade has had exclusive 
rights for Sciarrino’s works. 
    Sciarrino’s discography is extensive: there are over 70 CDs, many of which have won awards. 
    Apart from being author of most of the librettos of his operas, Sciarrino has written many articles, 
essays and texts, some of which have been chosen and collected in Carte da suono, CIDIM – Novecento, 
2001. His book about musical form: Le figure della musica da Beethoven a oggi (Ricordi 1998)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rom 1978 to 1980, he was Artistic Director of Teatro Comunale di Bologna, Academic of Santa 
Cecilia (Roma), Academic of Fine Arts of Bavaria and Academic of the Arts (Berlin). 
    Sciarrino has won many awards, among the most recent are: Prince Pierre de Monaco (2003) and the 
prestigious Feltrinelli Prize (2003). He is also the first prizewinner of the newly created Salzburg Music 
Prize (2006), an International composition prize established by Salzburg. He received the 2011BBVA 
Foundation Frontiers of Knowledge Award of Contemporary Music for renew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vocal 
and instrumental music and for the singularity of his sound materials. Sciarrino has developed a new and 
unique syntax and a manner of combining extreme synthesis with richness of detail. 

学习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Sciarrino’s music-making. 
2.To discuss the various strategies employed by Sciarrino in his compositions. 
作业： 
1.What sets Sciarrino apart from other contemporary musicians? 
2.What does his unique identity contribute to Sciarrino’s music? 

知识单元 7：Listening to Ligeti’s Music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György Sándor Ligeti was acomposer of contemporary classical music. He has been describ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vant-garde composers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one of 
the most innovative and influential among progressive figures of his time". 
    Born in Transylvania, Romania, he lived in Hungary before emigrating to Austria in 1956, and 
became an Austrian citizen in 1968. In 1973 he became professor of composition at the Hamburg 
Hochschule für Musik und Theater until he retired in 1989. He died in Vienna in 2006. 
    Restricted by the authorities of Communist Hungary, only when he reached the west in 1956 could 
he fully realise his passion for avant-garde music and develop new compositional techniques.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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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ing with electronic music in Cologne, his breakthrough came with orchestral works such 
as Atmosphères, for which he used a technique he later dubbed micropolyphony. After writing his 
"anti-opera" Le Grand Macabre, Ligeti shifted away from chromaticism and towards polyrhythm for his 
later works. 
    He is best known by the public for the use of his music in film soundtracks. Although he did not 
directly compose any film scores, excerpts of pieces composed by him were taken and adapted for film 
use. Most famously this occurred in the films of Stanley Kubrick, particularly with the music from 2001: 
A Space Odyssey, which also contained pieces from other classical composers. 

学习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Ligeti’s music-making. 
2.To discuss the various strategies employed by Ligeti in his compositions. 
作业： 
1.What sets Ligeti apart from other contemporary musicians? 
2.What does his unique identity contribute to Ligeti’s music?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2  
2 Listening to Lachenmann’s music（I） 2  
3 Listening to Lachenmann’s music（II） 2  
4 Listening to Olga Neuwirth’s Music(I) 2  
5 Listening to Olga Neuwirth’s Music(II) 2  
6 Listening to Olga Neuwirth’s Music(III) 2  
7 Listening to Messiaen’s Music(I) 2  
8 Listening to Messiaen’s Music(II) 2  
9 Listening to Messiaen’s Music(III) 2  

10 Listening to Scelsi’s Music(I) 2  
11 Listening to Scelsi’s Music(II) 2  
12 Listening to Scelsi’s Music(III) 2  
13 Listening to Sciarrino’s Music(I) 2  
14 Listening to Sciarrino’s Music(II) 2  
15 Listening to Sciarrino’s Music(III) 2  
16 Listening to Ligeti’s Music(I)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 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是指导学生把握、感受当代音乐的独特性。 
教学难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当代音乐家的独特表达方式与特殊语境；第二、当代音乐家

与之前音乐家风格上的亲缘性与悖逆性。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会影响学生正确解读相关的音乐作

品。在本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投入较大精力处理以上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教师课堂授课，播放音乐，并作分析。 
2. 学生课堂实践，即学生选择本单元相关主题作 10—15分钟的学术报告，并且展开提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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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采用百分制，具体分布为：到课率 10﹪，课堂展示 20﹪，期末论文 70﹪。 
7、作业要求： 
课下阅读老师指定的阅读与聆听材料，轮流做课堂展示。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了自编教材（内容主要是相关文本的影印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自编教材（内容主要是相关音乐的曲谱和研究文章的汇总）。 
（二）推荐参考书 
 Ross, Alex.The Rest is Noise: Listening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Picador, 2007. 

执笔：张磊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标志翻译理论与实践 
A Guide to Sign Translation 

课程号：5080002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律翻译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采用理论讲解与实践练习结合的方法，讲授标志翻译的相关知识，课程以标志为载体，

讨论特殊体裁的微型文本（公共标志）的翻译问题，课程结合国内外常见的 11 大类标志为例，通
过教学，让学生了解标志语言的特性，能够运用理论，在中文、英文两种语码的标志中进行翻译工

作，语言得体、信息明确，不出现国内很多双语标志被人诟病的误译问题。 
本课程包含理论与实践两个部分，理论部分包括：翻译学基础理论、语用学基础理论、社会语

言学基础理论、符号学基础理论等。实践部分包括：中文标志译英、英文标志译汉、双语标置配对

转写、国内常见错误标志订正、标志设置模拟情景、室外拍摄实践活动等。 
课程以讲练结合、边讲边练为主要教学手段。理论和实践穿插进行。首先，通过介绍翻译、语

用学经典理论和前沿最新成果，让对文本翻译不熟悉的学生尽快进入状态。其次，通过介绍社会语

言学、符号学等新兴边缘学科的理论，凸显标志文本在社会使用中的重要性。再次，结合英、汉两

种语言对照的标志，让学生在实践中理解标志文本因为文化、背景、国别差异造成的不同。最后，

通过丰富有趣多彩的练习、实践手段，巩固所学成果，达到基本掌握常用标志英汉、汉英正确翻译、

得体表达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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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课 方尺的世界——初识标志 

[授课内容] 对公共标志的感性认识 
[授课目标] 通过投影展示国内、国外日常生活随处可见、耳熟能详的标志图片，使学生了解

公共标志的功能、含义、结构、文本特征。 
[授课要点]  
1. 公共标志的功能； 
2. 公共标志的具体含义； 
3. 公共标志文本的组成结构：题标、图标、正文； 
4. 公共标志的文本特征。 
[重点难点] 
重点：对公共标志及其功能的概括描述 
难点：语用学基础理论及其在公共标志中的体现 

第 2课 桥梁的魅力——桥式标志翻译法 

[授课内容] 桥式标志翻译法——一种具备实践能力的标志翻译方法 
[授课目标] 结合翻译理论与原则，使学生了解公共标志的双语重要性、翻译正确的必要性、

以言成事的目的性。 
[授课要点]  
1. 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 
2. 严复的信达雅翻译原则； 
3. 功能对等理论在标志翻译中的体现； 
4. 信达雅原则在标志翻译中的体现； 
5. 桥式标志翻译法。 
[重点难点] 
重点：相关翻译理论的讲解 
难点：桥式标志翻译法的掌握 

第 3课 大笑的反思——英汉标志差异 

[授课内容] 探讨双语标志翻译中最常见的问题和失误 
[授课目标] 通过实际讲解真实存在的错误标志（兼部分正确标志），讲述文化差异、思维差异、

体制差异所造成的英汉标志差异，并反思因为差异导致的误译现象。 
[授课要点]  
1. 语用学的功能理论及标志文本中的体现； 
2. 社会语言学文化·思维理论及标志文本中的体现； 
3. 真实剖析错误标志，探究深层原因； 
4. 引导学生订正错误标志； 
5. 反思讨论 
[重点难点] 
重点：相关语言学理论的讲解 
难点：在对标志翻译仅感性认识，没有经验的前提下，订正错误标志的实践活动 

第 4课 厕所的性别——通用标志篇 

[授课内容] 熟悉通用标志的翻译 
[授课目标] 通过讲解日常生活中频度极高，出现次数极多，与民众关系极大的通用标志，讲

解这类标志的翻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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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要点]  
1. 复习文化差异内容； 
2. 展示通用标志的国外写法； 
3. 展示通用标志的国内写法，包括正译、误译、失译； 
4. 引导学生记忆正确的译法，订正错误译法； 
5. 当堂实践练习：国外标志译写为汉语、为失译标志进行英语翻译。 
[重点难点] 
重点：通用标志的定义和语言体例、及文化差异的体现 
难点：翻译实践活动 

第 5课 箭头的秘密——指示标志篇 

[授课内容] 熟悉指示标志的翻译 
[授课目标] 通过讲解公共场所频度较高，变化较多的指示标志（指向性标志），讲解这类标志

的翻译方法。 
[授课要点]  
1. 讲解符号学理论及其与公共标志的关系； 
2. 展示指示标志的国外写法； 
3. 展示指示标志的国内写法，包括正译、误译、失译； 
4. 引导学生记忆正确的译法，订正错误译法； 
5. 当堂实践练习：国外标志译写为汉语、为失译标志进行英语翻译。 
[重点难点] 
重点：指示标志的定义和设置原则、及符号性、指示性、方向性的体现 
难点：翻译实践活动 

第 6课 川流的秩序——交通标志篇 

[授课内容] 熟悉交通标志的翻译 
[授课目标] 通过讲解路街、车站、码头等范围内常见的交通标志，讲解这类标志的翻译方法。 
[授课要点]  
1. 国内外交通法规介绍； 
2. 展示交通标志的国外写法； 
3. 展示交通标志的国内写法，包括正译、误译、失译； 
4. 引导学生记忆正确的译法，订正错误译法； 
5. 当堂实践练习：国外标志译写为汉语、为失译标志进行英语翻译。 
[重点难点] 
重点：交通标志的定义和规范、及引导功能的体现 
难点：国内外交通法规的差异性、翻译实践活动 

第 7课 地图的困惑——地名标志篇 

[授课内容] 熟悉地名标志的翻译 
[授课目标] 通过讲解地名标志，讲解这类标志的翻译方法。 
[授课要点]  
1. 讲解汉语拼音方案、威妥玛拼音方案、外文音译用字规范； 
2. 讲解地名中专名与通名的译法； 
3. 展示街名标志的国外写法； 
4. 展示街名标志的国内写法，包括正译、误译、失译； 
5. 引导学生记忆正确的译法，订正错误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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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当堂实践练习：国外标志译写为汉语、为失译标志进行英语翻译。 
[重点难点] 
重点：地名标志中的专通名两译原则 
难点：翻译实践活动 

第 9课 炎魔的枷锁——消防标志篇 

[授课内容] 熟悉消防标志的翻译 
[授课目标] 通过讲解消防标志（防火标志），讲解这类标志的翻译方法。 
[授课要点]  
1. 介绍国内外消防制度和规范； 
2. 介绍消防标志的两个大类：公共消防和林业消防； 
3. 展示消防标志的国外写法； 
4. 展示消防标志的国内写法，包括正译、误译、失译； 
5. 引导学生记忆正确的译法，订正错误译法； 
6. 当堂实践练习：国外标志译写为汉语、为失译标志进行英语翻译。 
[重点难点] 
重点：消防标志的色彩使用、信息配置、排版 
难点：翻译实践活动 

第 10课 翠绿的贴心——安全标志篇 

[授课内容] 熟悉安全标志的翻译 
[授课目标] 通过讲解安全标志，讲解这类标志的翻译方法。 
[授课要点]  
1. 介绍“安全”在公共标志领域的概念； 
2. 介绍色彩学、色彩心理学相关知识，了解色彩对于公共标志的意义； 
3. 展示安全标志的国外写法； 
4. 展示安全标志的国内写法，包括正译、误译、失译； 
5. 引导学生记忆正确的译法，订正错误译法； 
6. 当堂实践练习：国外标志译写为汉语、为失译标志进行英语翻译。 
[重点难点] 
重点：安全标志的色彩使用和信息呈现 
难点：题标+正文双轨制，翻译实践活动 

第 11课 靛蓝的温暖——通告标志篇 

[授课内容] 熟悉通告标志的翻译 
[授课目标] 通过讲解通告标志，讲解这类标志的翻译方法。 
[授课要点]  
1. 介绍“通告”与“通知”的区别； 
2. 介绍美标（ANSI/OSHA）与国标（GB）知识； 
3. 展示通告标志的国外写法； 
4. 展示通告标志的国内写法，包括正译、误译、失译； 
5. 引导学生记忆正确的译法，订正错误译法； 
6. 当堂实践练习：国外标志译写为汉语、为失译标志进行英语翻译。 
[重点难点] 
重点：通告标志的色彩使用和表现手法 
难点：美标和国标规范、翻译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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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课 橙黄的醒目——警示标志篇 

[授课内容] 熟悉提示和警告标志的翻译 
[授课目标] 通过讲解提示、警告两类标志，讲解这两类标志的翻译方法以及它们的异同。 
[授课要点]  
1. 讲解提示、警告标志与通告标志的区别及它们彼此的区别 
2. 展示提示、警告标志的国外写法； 
3. 展示提示、警告标志的国内写法，包括正译、误译、失译； 
4. 引导学生记忆正确的译法，订正错误译法； 
5. 当堂实践练习：国外标志译写为汉语、为失译标志进行英语翻译。 
[重点难点] 
重点：提示标志的色彩使用和表现手法、语气风格 
难点：翻译实践活动 

第 13课 赤红的戒条——危险标志篇 

[授课内容] 熟悉危险标志的翻译 
[授课目标] 通过讲解危险标志，讲解这类标志的翻译方法。 
[授课要点]  
1. 讲解危险标志与警告标志的区别和联系； 
2. 展示危险标志的国外写法； 
3. 展示危险标志的国内写法，包括正译、误译、失译； 
4. 引导学生记忆正确的译法，订正错误译法； 
5. 当堂实践练习：国外标志译写为汉语、为失译标志进行英语翻译。 
[重点难点] 
重点：危险标志的色彩使用、设置场合与规范 
难点：危险标志的文本使用、翻译实践活动 

第 14课 自然的私语——旅游标志篇 

[授课内容] 熟悉体育旅游标志的翻译 
[授课目标] 通过讲解体育旅游标志，讲解这类标志的翻译方法。 
[授课要点]  
1. 介绍体育旅游类标志的配色方案和总体风格； 
2. 展示体育旅游标志的国外写法； 
3. 展示体育旅游标志的国内写法，包括正译、误译、失译； 
4. 引导学生记忆正确的译法，订正错误译法； 
5. 当堂实践练习：国外标志译写为汉语、为失译标志进行英语翻译。 
[重点难点] 
重点：体育旅游标志的色彩使用、图标含义、指示含义 
难点：常见图标与体育旅游活动概念的对应关系、翻译实践活动 

第 15课 匆匆的脚步——活动标志篇 

[授课内容] 熟悉活动标志的翻译，正视其必要性 
[授课目标] 通过讲解活动标志的实例，引导学生认真对待临时活动宣传标志。 
[授课要点]  
1. 活动标志实际案例讲解； 
2. 展示活动标志的国内写法及问题，包括误译、失译、设置不当、信息不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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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导学生初步掌握标志设置安放的经验技巧； 
4. 当堂实践练习：为存在失误的活动标志进行全方位订正。 
[重点难点] 
重点：标志的功能、体例及重要度 
难点：标志设置安放的原则、翻译实践活动 
（二） 实践教学：4学时 

第 8课 啄木的校园 

[实践内容] 实战检验课堂教学效果，掌握标志翻译技巧 
[实践目标] 通过校园内场所实地的拍摄、讨论、订正，进一步巩固本学期所学，并强化标志

重要性的概念。 
[实践要点]  
1. 带领学生前往实践地点； 
2. 现场讲解一处存在问题的标志，并讲解其原因、订正方案等； 
3. 引导学生通过现场讨论方式，完成场所标志的检查、识别、订正工作。 
[备注] 为了不影响其他场所的正常教学，本课时有可能不在规定的上课时间安排，而改为在

中午、晚上、或周末安排。 

第 16课 收获的果实 

[实践内容] 课程总结、成果测试 
[实践目标] 总结全学期要点，对本学期所学进行最终的考评。 
[实践要点]  
1. 给出三种实践结课方式，由学生自选：开卷考试、汉语论文、英语论文。 
2. 开卷考试结课：在允许携带任何参考资料的前提下，于 70分钟的时间内完成 50道标志译

写的实践题目，以其中最多 40道答对的题目计入学期总成绩。 
3. 论文结课：自主选择一个校外场景，对于其公共标志的使用，进行全方位的个人调研，并

按论文格式要求写作一篇 2000字（英文为 1400）字左右的小论文。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方尺的世界——初识标志 2  
2 桥梁的魔力——桥式翻译法 2  
3 大笑的反思——英汉标志差异 2  
4 厕所的性别——通用标志篇 2  
5 箭头的秘密——指示标志篇 2  
6 川流的秩序——交通标志篇 2  
7 地图的困惑——地名标志篇 2  
8 啄木的校园 2 实践课 
9 炎魔的枷锁——消防标志篇 2  

10 翠绿的贴心——安全标志篇 2  
11 靛蓝的温暖——通告标志篇 2  
12 橙黄的醒目——警示标志篇 2  
13 赤红的戒条——危险标志篇 2  
14 自然的私语——旅游标志篇 2  
15 匆匆的脚步——活动标志篇 2  
16 收获的果实 2 实践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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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各类标志的中外规范、惯例、语言风格的理解。 
难点：翻译方法的掌握、技巧的实际运用，疑难标志的译写。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确定每节课讨论的标志主题大类。 
2.对主题标志进行定义、诠释、举例。 
3.用多媒体手段加深学生对标志主题的理解 
4.进行翻译方法的讲解、实例的展示和练习。 
教学手段： 
1.问题引导。 
2.视频展示。 
3.图片展示。 
4.翻转课堂（微信公众号）互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实验室或设备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有 4学时的自主学习（课内实践）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采取作业+期末综合评定。 
考核内容有： 
1． 课堂出勤占 15% 
2． 课堂表现占 15%  
3． 实践报告占 30% 
4． 期末考试或论文，占 40% 
7、作业要求： 
每周引导学生进行标志订正练习。 
在实践环节，要求学生运用能力解决实际问题，查出至少 9个错误的标志，订正其中 5个，并

形成实践报告提交。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专题课程，选用国内前沿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标志翻译 1000例——理论篇》杨永林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2. 《标志翻译 1000例——方法篇》杨永林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二）推荐参考书 
1. 《常用标志英文译法手册》杨永林编制，商务印书馆，2012. 
2. 《公示语翻译》吕和发、蒋璐编制，外文出版社，2011. 

执笔：丁韬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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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英语 
Business English 

课程号：5080100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商务知识 2 国际商务活动语言；3、具有熟练运用商务英语与外商

的谈判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商务基础知识、运用国际商务交

际手段掌握国家商务活动中的基本实战技巧、为将来从事国际商务活动等工作及后续课程奠定必要

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5学时 
1：company structures 
参考学时 3学时 
学习内容： 
1．A company profile 
2. Responsibilities in a company 
Homework : writing- a company profile 
2：recruitment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Recruitment techniques 
2．A job advertisement 
3.  Homework- the CV and letter of application 
3: retailing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Store layout 
2. A consumer survey 
3. Homework-writing: a consumer survey report 
4. Franchising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A business adviser on franchising 
2. Profile of Vanessa Stein 
3. A McDonald's franchisee 
4. Choosing a franchise 
5. Homework :Writing- an email message 
5.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yles 
参考学时： 3学时 
学习内容： 
1. Management styles in five different countries 
2. Doing business in Japan: Tomorni Moriw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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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iving and asking for advice- cross-cultural consulting 
4. Homework: writing-A memo 
6. Banking  
参考学时： 3学时 
学习内容： 
1. Banking items and documents 
2. Business skills focus: negotiating 
3. Negotiating a bank loan 
4. Homework: role play: negotiating a bank loan 
7. Business and the environment 
参考学时： 3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role of business in environmental affairs 
2. Convincing a sponsor 
3. Customer survey 
4. Homework: writing -a letter of request 
8. The stock market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Headlines from the financial press 
2. Internet share dealing 
3. Analyzing share price 
4. A radio stock market report 
5. Homework-writing: a summary of a newspaper article 
9. Import and export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Breaking into new export markets 
2. The invoice; descriptions of exports based on graphs 
3. The bill of lading 
4. Homework: Writing: completing a graph 
10: company performance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IBM  guide to understand Finance 
2. Business skills focus: presentations 
3. Financial analyst talks about the pharmaceutical sector and gives a short presentation 
4. Homework: writing - a company report on L’Oreal 
11：takeovers and mergers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Pros and cons of takeovers  
2. Pros and cons of mergers 
3. cases 
（二） 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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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验为 2个，共 12学时 
实验 1: 外贸谈判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外贸谈判 
实验要求：熟悉技巧；研究理论；掌握 谈判方法。 
实验 2：市场调研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调研特定市场，书写调研报告，制定营销方案， 
实验要求：熟悉调研的特定市场；掌握 营销方法。 
（三） 期末复习  
参考学时： 3课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Company structures 3  
2. recruitment 3  
3. retailing 3  
4. franchising 3  
5.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yles 3  
6. banking 3  
7. Business and the environment 3  
8. The stock market 3  
9. Import and export 3  
10. Company performance 3  
11. takeovers and mergers 3  

12.13 Foreign trade negotiation 6  
14.15 Marketing research 6  

16 review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英文、市场营销、 外贸函电、 
后续课程： 外贸谈判、 进出口业务、 国际金融、国际商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banking、 company structures、 import and export。 
难点： business and environment、 the stock market、 franchising。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授法，2 角色扮演法，3听说模仿法,4 案例教学法 四种方法并存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图表 
3.情景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要求学生自主调研，写报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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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正在自主编写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正在自

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编毕后出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Graham Tullis, Tonya trappe等编著《新视野商务英语》， 外研社出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Bill Mascull等编著《体验商务英语》，高等教育出版社  

执笔：范小菊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初级俄语（上） 
Elementary Russia 1 

课程号：50801003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俄语语音的基本知识；2、掌握俄语语法的基本知识；3、掌握

最初步的俄语词汇；4、具备简单的口头交际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课堂讲授、教师示范与同学模仿、跟读和大量练习，使学生掌握俄语语

音、语法的基础知识和最初步的俄语词汇，同时，具备简单的口头交际能力和初步的文字阅读能力，

为《初级俄语（下）》、《中级俄语》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语言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0学时 

知识单元 1 
参考学时：20学时 
学习内容： 
1．俄语语音概述，元音，清辅音和浊辅音，音节和重音、词尾浊辅音的轻化，语调中心的转

移，连读，硬辅音和软辅音，元音、软辅音的弱化，词的节奏，某些辅音音组的读音规则 
2．俄语语调的第一、第二、第三调型 
3. 俄语的字母和音，俄语字母表，拼音总表，语调小结 
学习目标： 
重点掌握元音，清辅音和浊辅音的发音规则，重点掌握音节和重音、词尾浊辅音的轻化，一般

掌握语调中心的转移，一般了解连读，重点掌握硬辅音和软辅音，一般掌握元音、软辅音的弱化，

一般了解词的节奏，一般掌握某些辅音音组的读音规则 
作业：课后作业 

知识单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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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词类、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动物名词和非动物名词、名词的性、人称代词的性、数，动

词的变位和名词的变格，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非动物名词单数第四格，物主代词 его, её, их 
2．动词第一变位法，名词单数第六格，句子成分，物主代词和疑问代词的性，指示代词和限

定代词的性，简单句和复合句，并列复合句和主从复合句 
学习目标：一般了解词类、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一般了解动物名词和非动物名词、重点掌握

名词的性，重点掌握人称代词的性、数，重点掌握动词的变位和名词的变格，一般了解及物动词和

不及物动词，重点掌握非动物名词单数第四格，重点掌握物主代词 его, её, их，重点掌握动词第一
变位法，重点掌握名词单数第六格，一般了解句子成分，重点掌握物主代词和疑问代词的性，重点

掌握指示代词和限定代词的性，一般了解简单句和复合句，一般了解并列复合句和主从复合句 
作业：课后作业 

知识单元 3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动词的第二变位法，名词和物主代词、指示代词等代词的复数第一格，副词，идти, ехать

的变位，第四格用法，第六格用法 
2．形容词和疑问代词 какаой 的性、数，名词单数第二格，带 ся 动词的变位，时间表示法，

人称代词第四格 
学习目标： 
重点掌握动词的第二变位法，重点掌握名词和物主代词、指示代词等代词的复数第一格，一般

了解副词，重点掌握 идти, ехать 的变位，重点掌握第四格用法，重点掌握第六格用法，重点掌握
形容词和疑问代词 какаой的性、数，名词单数第二格，重点掌握带 ся动词的变位，重点掌握时间
表示法，重点掌握人称代词第四格 
作业：课后作业 

知识单元 4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人称代词第二格，阳性动物名词单数第四格，动词过去时，быть的现在时和过去时，定语

从属句 
2．第四格用法，物主代词、指示代词及 весь的单数第四格，动词的体，完成体动词的将来时，

动词变位时音的交替，人称代词第三格 
学习目标： 
重点掌握人称代词第二格，重点掌握阳性动物名词单数第四格，重点掌握动词过去时，重点掌

握 быть 的现在时和过去时，一般掌握定语从属句，一般掌握第四格用法，重点掌握物主代词、指
示代词及 весь 的单数第四格，重点掌握动词的体，重点掌握完成体动词的将来时，一般了解动词
变位时音的交替，重点掌握人称代词第三格 
作业：课后作业 

知识单元 5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动词命令式，简单句的几种类型，确定人称句，不定人称句，无人称句，形容词单数第四

格，动词未完成体将来时，地点从属句 
2．说明从属句，定语从属句，条件从属句，物主代词、指示代词及 весь的单数第六格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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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掌握动词命令式，一般掌握简单句的几种类型，确定人称句，不定人称句，无人称句，重

点掌握形容词单数第四格，重点掌握动词未完成体将来时，一般掌握地点从属句，一般掌握说明从

属句，一般掌握定语从属句，一般掌握条件从属句，重点掌握物主代词、指示代词及 весь 的单数
第六格 

作业：课后作业 
知识单元 6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形容词单数第六格，原因从属句，定语从属句，名词单数第三格，说明从属句 
2．形容词、物主代词、指示代词及 весь的单数第三格，词的构成，第二格用法 
3．总复习语音阶段中涉及的元音、辅音、弱化和语调 
4．总复习基础阶段涉及的语法内容 
5. 总复习基础阶段涉及的词汇内容 
学习目标： 
重点掌握形容词单数第六格，一般掌握原因从属句，一般掌握定语从属句，重点掌握名词单数

第三格，一般掌握说明从属句，重点掌握形容词、物主代词、指示代词及 весь 的单数第三格，一
般了解词的构成，重点掌握第二格用法；重点掌握名词除第五格之外的第一格到第六格的意义和用

法、重点掌握形容词、物主代词、指示代词及 весь 单数第二格、第四格和第六格，一般掌握俄语
从属句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语音概述、元音、辅音（1），调型（1） 4  
2 辅音（2），辅音（3），调型（2） 4  
3 辅音（4），调型（3） 4  
4 辅音（5），辅音（6） 4  
5 辅音（7），语音课总结 4  
6 第 1课，第 2课 4  
7 第 3课，第 4课 4  
8 第 5课，第 6课 4  
9 第 7课，第 8课 4  

10 第 9课，第 10课 4  
11 第 11课，第 12课 4  
12 第 13课，第 14课 4  
13 第 15课，第 16课 4  
14 第 17课，第 18课 4  
15 第 19课，第 20课 4  
16 期末考试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初级俄语（下）》、《中级俄语》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正确发音与调型，名词变格、动词变位的基本知识。 
难点：中俄语音差别、名词变格、动词变位。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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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1. 讲授法 
2. 讨论法 
3. 直观演示法 
4. 练习法 
教学手段 
1. 传统教学手段 
2. 多媒体 
3. 互联网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周课程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经多次实践，决定采用《俄语入门》作为本课的基本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周鼎等编著《俄语入门（上）》，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社，1986年 6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钱晓蕙编《初级俄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08年 8月 第 3版（北京市高等教

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2. 张宝钤、钱晓蕙主编 《大学俄语简明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7月 第 2版  

执笔：崔熳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6日 

 

走进俄罗斯 
INTO RUSSIA 

课程号：5080100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让学生较为全面地了解俄罗斯的基本情况；2、了解俄罗斯人的性格

和社交礼仪；3、解读与俄罗斯有关的重大事件。 
开设本课程，旨在适应我校建立国际化法科强校的目标，在目前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

扩展大学生的国际视野，提高其人文素养，近距离地了解中国的巨人邻居俄罗斯。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7学时 

知识单元 1：俄罗斯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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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俄罗斯的国名、国旗、国徽、宗教、语言、媒体等。 
2．俄罗斯的自然地理。 
3．俄罗斯的历史。 
学习目标： 
1．了解俄罗斯的国名、国旗、国徽、宗教、语言、媒体、地理、历史等。 
2．掌握俄罗斯的国名、国旗、国徽、宗教、语言、媒体、地理、历史等。 
作业： 
巩固本课内容；预习下一讲俄罗斯节日的内容。 

知识单元 2：俄罗斯的节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官方非工作节日。 
2．官方工作节日。 
3．宗教节日。 
4．外来节日。 
5．行业节日。 
学习目标： 
1．了解官方非工作节日、官方工作节日、宗教节日、外来节日、行业节日。 
2．掌握官方非工作节日、官方工作节日、宗教节日、外来节日、行业节日。 
作业： 
巩固本讲内容；预习下一讲俄罗斯政治制度。 

知识单元 3：俄罗斯的政治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俄罗斯联邦的总统、议会、政府。 
2．俄罗斯联邦的政党。 
3．历史上具有影响力的领导人。 
学习目标： 
1．了解俄罗斯联邦总统、议会、政府、政党、知名领导人。 
2．掌握俄罗斯联邦总统、议会、政府、政党、知名领导人。 
作业： 
巩固本讲内容；预习下一讲俄罗斯的饮食文化。 

知识单元 4：俄罗斯的饮食文化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俄罗斯的奶制品。 
2．俄罗斯的茶文化。 
3．俄罗斯饮食文化的演变阶段及特点。 
学习目标： 
1．了解俄罗斯的奶制品、茶文化和饮食文化的演变阶段及特点。 
2．掌握俄罗斯的奶制品、茶文化和饮食文化的演变阶段及特点。 
作业： 
巩固本讲内容；预习下一讲俄罗斯的名胜古迹之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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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5：俄罗斯名胜古迹之莫斯科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俄罗斯建筑的总体特点。 
2．莫斯科城市的历史。 
3．莫斯科的名胜古迹。 
学习目标： 
1．了解俄罗斯建筑的总体特点、莫斯科的历史及名胜古迹。 
2．掌握俄罗斯建筑的总体特点、莫斯科的历史及名胜古迹。 
作业： 
巩固本讲内容；预习下一讲俄罗斯名胜古迹之彼得堡。 

知识单元 6：俄罗斯名胜古迹之彼得堡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彼得堡的历史。 
2．彼得堡的名胜古迹。 
学习目标： 
1．了解彼得堡的历史及名胜古迹。 
2．掌握彼得堡的历史及名胜古迹。 
作业： 
巩固本讲内容；预习下一讲俄罗斯文学。 

知识单元 7：俄罗斯文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俄罗斯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及代表作。 
2．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特点及作家作品。 
学习目标： 
1．了解俄罗斯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及代表作、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特点及作家作

品。 
2．掌握俄罗斯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及代表作、俄罗斯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特点及作家作

品。 
作业： 
巩固本讲内容；预习下一讲俄罗斯人的性格。 

知识单元 8：俄罗斯人的性格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俄罗斯人的性格特点。 
2．俄罗斯的社交禁忌。 
学习目标： 
1．了解俄罗斯人的性格特点及社交禁忌。 
2．掌握俄罗斯人的性格特点及社交禁忌。 
作业： 
巩固本讲内容。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5学时 
实验 1：欣赏影片《命运的捉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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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欣赏影片 
实验要求：熟悉影片内容；研究俄罗斯人的性格特点；掌握俄罗斯人庆祝新年的做法。 
实验 2：欣赏影片《现代俄罗斯灰姑娘》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欣赏影片 
实验要求：熟悉影片内容；研究俄罗斯青年人的特点。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俄罗斯概况 3  
2 俄罗斯的节日 3  
3 俄罗斯的政治制度 3  
4 俄罗斯的饮食文化 3  
5 俄罗斯的饮食文化 3  
6 欣赏影片《命运的捉弄》 3  
7 俄罗斯的名胜古迹之莫斯科 3  
8 俄罗斯的名胜古迹之彼得堡 3  
9 俄罗斯文学 3  

10 俄罗斯人的性格 3  
11 欣赏影片《当代俄罗斯灰姑娘》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文化  
后续课程：英美文化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俄罗斯政治制度、俄罗斯的名胜古迹。 
难点：俄罗斯概况、俄罗斯人的性格。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分组讨论。 
教学手段： 
1.图片欣赏。 
2.实地参观。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播放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视学生兴趣而定，主要是阅读参考书目，对中俄文化进行比较。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

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复习课堂上已讲授内容，了解与下一讲主题相关的内容。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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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俄罗斯文化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戴桂菊：《俄罗斯文化》（配 DVD-ROM）（俄罗斯国情多媒体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

社，2010年 3月 第一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戴桂菊、李英男：《俄罗斯历史》（附光盘），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 10月。 
2. 戴桂菊：《当代俄罗斯》（配 DVD），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7月。 
3. 于沛、戴桂菊：《斯拉夫——东正教的风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 8月。 
4. 于沛、戴桂菊、李锐：《斯拉夫文明：世界文明大系》（修订插图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年 4月。 
5. 吴克礼：《当代俄罗斯社会与文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 
6. 索洛维约夫：《俄罗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7. 乐 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执笔：丛凤玲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8日 

 

初级俄语（下） 
Elementary Russia 2 

课程号：50801007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俄语语法的基本知识；2、掌握一定量的俄语词汇；3、具备一

定的口头交际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课堂讲授和大量练习，使学生掌握俄语语法的基础知识和一定量的俄语

词汇，同时，具备一定的口头交际能力和文字阅读能力，为《中级俄语》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语

言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0学时 

知识单元 1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形容词的单数第二格、物主代词的单数第二格、指示代词的单数第二格和 весь的单数第二

格，短尾形容词，反身代词 себя，俄罗斯人的姓名及其变格，中国人的姓名及其变格，во время
和要求第五格的 с 

2．与 театр、болезнь以及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ь有关的生词，课文和对话 
学习目标： 
掌握形容词的、物主代词的、指示代词和 весь 的单数第二格，了解俄语短尾形容词和反身代

词 себя的意义和用法，一般掌握俄罗斯人的姓名及其变格，中国人的姓名及其变格，以及 во время
和要求第五格的 с的意义和用法 
作业：课后作业 

知识单元 2 
参考学时：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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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人称代词第六格，形容词的最高级，人称代词第五格，钟点表示法，月、日的表示法，名

词单数第五格，带连接词 ли的说明从属句 
2．与 увлечение、концерт和 пища有关的生词，课文和对话 
学习目标： 
重点掌握人称代词第六格，一般掌握形容词的最高级，重点掌握人称代词第五格，重点掌握钟

点表示法，重点掌握月、日的表示法，重点掌握名词单数第五格，了解带连接词 ли的说明从属句 
作业：课后作业 

知识单元 3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第五格用法，быть 的变化和用法，形容词、物主代词、指示代词和 весь 的单数第五格，

目的从属句，年龄表示法，名词、形容词、物主代词和 весь的复数第五格 
2．与 профессия、космос和 выставка有关的生词，课文和对话 
学习目标： 
重点掌握第五格用法，重点掌握 быть的变化和用法，重点掌握形容词、物主代词、指示代词

和 весь 的单数第五格，一般掌握目的从属句，重点掌握年龄表示法，重点掌握名词、形容词、物
主代词和 весь的复数第五格 
作业：课后作业 

知识单元 4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名词复数第二格、名词变格时词干中的 о和 е 隐现规则，名词复数第二格用法，名词复数

第四格，形容词、物主代词、指示代词和 весь 的复数第二、四格，动词的体，定向动词与不定向
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 

2．与 университет、дружба和 здоровье有关的生词，课文和对话 
学习目标： 
重点掌握名词复数第二格、一般掌握名词变格时词干中的 о和 е隐现规则，重点掌握名词复数

第二格用法，重点掌握名词复数第四格，重点掌握形容词、物主代词、指示代词和 весь 的复数第
二、四格，一般掌握动词的体，重点掌握定向动词与不定向动词，重点掌握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 
作业：课后作业 

知识单元 5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不定量数词，带 то 和带 нибудь 的不定代词、不定副词，名词复数第三格，定量数词，年

月日的表示法，名词、形容词、物主代词和 весь的复数第六格，被动形动词，短尾被动形动词 
2．与 знакомство、учеба和 сосед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有关的生词，课文和对话 
学习目标： 
一般掌握不定量数词，一般掌握带 то和带 нибудь的不定代词、不定副词，重点掌握名词复数

第三格，重点掌握定量数词，重点掌握年月日的表示法，重点掌握名词、形容词、物主代词和 весь
的复数第六格，重点掌握被动形动词，重点掌握短尾被动形动词 
作业：课后作业 

知识单元 6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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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形容词、物主代词、指示代词和 весь的复数第三格，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副动词，行为
方法从属句，主动形动词 

2．与 праздник、профессия和 подарок有关的生词，课文和对话 
学习目标： 
重点掌握形容词、物主代词、指示代词和 весь的复数第三格，一般了解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

重点掌握副动词，一般掌握行为方法从属句，重点掌握主动形动词 
作业：课后作业 

知识单元 7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形动词短语代替从属句，前置词的用法小结，总复习 
2．与 семья和 город有关的生词，课文和对话 
学习目标： 
重点掌握形动词短语代替从属句，对前置词的用法进行小结，总复习，总结一学期所学内容 
作业：课后作业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 21课，第 22课 4  
2 第 22课，第 23课 4  
3 第 24课，第 25课 4  
4 第 25课，第 26课 4  
5 第 27课，第 28课 4  
6 第 28课，第 29课 4  
7 第 30课，第 31课 4  
8 第 31课，第 32课 4  
9 第 33课，第 34课 4  

10 第 34课，第 35课 4  
11 第 36课 4  
12 第 37课 4  
13 第 38课 4  
14 第 39课 4  
15 第 40课 4  
16 期末考试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初级俄语（下）》 
后续课程：《中级俄语》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名词各个格的意义与用法、动词接格关系、复合句。 
难点：名词各个格的意义与用法、形动词、副动词、无人称句。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 
2. 讨论法 
3. 直观演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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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练习法 
教学手段 
1. 传统教学手段 
2. 多媒体 
3. 互联网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周课程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经多次实践，决定采用《俄语入门》作为本课的基本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周鼎等编著《俄语入门（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社，1986年 6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钱晓蕙编《初级俄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08年 8月 第 3版（北京市高等教

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 
2. 张宝钤、钱晓蕙主编 《大学俄语简明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7月 第 2版  

执笔：崔熳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6日 

 

外贸函电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munication 

课程号：5080302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 使学生熟悉翻译和写作外贸中各类英文书信；2、掌握外贸业务中进

出口业务的各个环节（建立贸易关系，询价，报价，订购，确认，付款等）往来函电写作知识，包

括常用的外贸英语词汇，缩略语；3、提高对外贸易中各项业务联系和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对外贸易基础书信知识、外贸通

信原理、掌握外贸英文函电的格式，专业词语，行文方法及文体特点为、市场营销、外贸谈判等后

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实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General introduction/business letter writing 
        Establishing business relations  
参考学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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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 学习外贸英语的基本要求，格式 
2．信封及书信的写作方法，了解外贸函电的规范写作和课程要求 
3. 作业：写一封建立业务关系的信 

Un2：Inquires; Offers and quotations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掌握询价的基本句型，语法，及表达法。 
2．掌握本单元的句型和惯用法，外贸词语。 
3.  报价：实盘，虚盘 
4.作业：写一封报价的信函 

Unit  3 : counter-offers; placing and confirming an order 
参考学时： 4学时 
内容：  
1.书写还盘，订单，及确认订单的信函 
2. 如何书写付款方式术语 
3.作业，写一份订单 

Unit 5  Asking for establishing of L/C, shipment 
建议学时 4 
内容： 
1. 掌握如何书写催促对方开立信用证的信函 
2. 掌握如何书写有关船运的信函 
3. 唛头 
作业：书写唛头标识 

Unit 6  Packing and insurance 
建议学时 4 
内容： 
1. 掌握信函的包装描述术语 
2. 掌握基本的保险术语 
3. 简单介绍一下对外贸易中的主要险别，及用途 
4. 作业：写一封信函，其中包括包装及保险的描述 

Unit 7 Making a claim; acceptance of a claim 
建议学时：4 
内容： 
1.如何书写理赔信函 
2.如何书写接受理赔的信函 
3. 作业： 写一封理赔的信函 

Unit 8 compensation trade; processing and assembling trade 
建议学时 4 
内容：  
1. 教授如何书写有关补偿贸易的书信 
2. 掌握如何书写加工贸易的书信 
3. 了解补偿贸易及加工贸易的合同 
4. 作业：写一封涉及补偿贸易的书信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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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2 Introduction to Business letters；establishing business relations 4  
3.4 Inquires; offers and quotations 4  
5.6 Counter-offers; placing &confirming an order 4  
7.8 Declining an order；terms of payment 4  
9.10 Urging establishing of L/C; shipment 4  
11.12 Packing;  insurance 4  
13.14 Making a claim; acceptance of a claim 4  
15.16 Compensation trade; processing & assembling trade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英语，对外贸易，外贸谈判、  
后续课程：国际运输，国际金融，市场营销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外贸术语，外贸函电的书信常用词组，句式，及特殊用法 
难点：授课同学若是没有对外贸易课程基础的同学，那对于授课教师来讲，就应当把每个外贸

术语，含义解释清楚 例如：唛头，险别，国际运输，信用证，提单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以讲课为主，讨论为辅的教学方法 
2. 结合外贸书信实例进行讲解 
教学手段： 
1. 讲授与运用多媒体相结合 
4、课程自主学习 
每次课后，同学们需要自主的完成作业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案，讲义及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正在酝酿出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自己编写的讲义 
1. 诸葛霖编著《外贸业务英文函电》，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1. 陆墨珠编著《国际商务函电》，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执笔：范小菊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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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 
Marketing 

课程号：5080302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通过学习和讨论，使学生掌握市场营销的基本原理；2、市场营销原

理在实际中的应用 3、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国际市场营销活动中问题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市场营销基础知识、国际市场营

销的基本原理、具备制定市场经营战略及选择正确目标市场的能力。使学生掌握市场营销的概念，

基本理论，基本原理及基本方法为电子商务，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商务商法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

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Chapter One 
Suggested academic periods: 4 
Contents of study: 
Marketing’s value to Consumers, Firms, and Society 
1). Marketing-what’s it all about? 
2). How should we define Marketing? 
3). The Role of Marketing in economic systems. 
4). The Marketing concept in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5). Conclusion 
6). Key terms  
7). Suggested cases 
Chapter Two  
Suggested academic periods: 4 
Contents of study: 
Marketing strategy Planning 
1). The management job in Marketing 
2). What is Marketing strategy planning? 
3). Selecting a market-oriented strategy is target Marketing 
4). Creative strategy planning needed for survival 
5). Conclusion 
6). Key terms 
7). Suggested cases(homework) 
Chapter Three 
Suggested academic periods: 4 
Focusing Marketing strategy with segmentation and positioning 
1). Search for opportunities can begin by understanding Markets 
2). Market segmentation defines possible target markets 
3). What dimensions are used to segment markets 
4).Differentiation and positioning take the customer point of view 
5). Suggested cases(ho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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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Key terms and conclusion 
Chapter Four 
Suggested academic periods: 4 
Evaluating opportunities in the changing Marketing environment 
1). Company resources may limit search for opportunities 
2). Analyzing competitors and th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3).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4). The cul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5). Evaluating opportunitie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6). Key terms and conclusion 
7). Suggested cases(homework) 
Chapter Five 

    Suggested academic periods: 4 
    Final consumers and their buying behavior 
    1). Consumer behavior 
    2). Consumer spending patterns are related to income 
    3).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help you understand the buying process 
    4). Psychological influences within an individual 
    5). Consumers use problem-solving processes 
    6). Consumer behavior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7). Key terms and conclusion 
    8). Suggested cases(homework) 
    Chapter six 
    Suggested academic periods: 4 
    Improving decisions with marketing information 
    1). What is marketing research? 
    2). The scientific method and marketing research 
    3). Five-step approach to marketing research 
    4). Defining the problem and analyzing the situation 
    5). Getting problem-specific data and interpreting the data 
    6). Solving the problem 
    7). Key terms and conclusion 
    8). Suggested cases (homework)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8学时 
实验 1：Environmental analysis for a certain market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Identifying current opportunities in marketing 
实验要求：students should be familiar with marketing and with the current opportunities using the 

methods learned in this course 
实验 2：marketing strategy planning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marketing strategy planning for a new product 
实验要求：students should be familiar with the market strategy planning and the new products as 

well, and to write a report to demonstrate his or her id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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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2 Marketing’s value to Consumers, Firms, and Society 4  
3,4 Marketing strategy Planning 4  
5,6 Focusing Marketing strategy with segmentation and positioning 4  
7,8 Evaluating opportunities in the changing Marketing environment 4  
9,10 Final consumers and their buying behavior 4  
11,12 Improving decisions with marketing information 4  

13，14 实验 1：Environmental analysis for a certain market 4  
15,16 实验 2：marketing strategy planning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英语，对外贸易， 
后续课程：国际商法，外贸函电，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marketing strategy planning; marketing research; problem solving strategies 
难点：in English : to be taught in English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理论讲授法，案件分析法，课堂讨论法 
2. 学生实践操作：进行市场调研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社会，课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自主学习案例，并第下一次上课组织讨论。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讲义及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

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自己编讲义（自编教材准备明年出版）与其它原版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Essentials of Marketing  by William D. Perreault, Jr. 
2. Marketing research text and cases by K.L.Mcgown  

执笔：范小菊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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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学史及欣赏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iterature Appreciation 

课程号：508030262 

一、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研究所为全校本科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开设本课程，旨在通

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了解、认识和掌握美国文学史上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家的创作倾

向、思想方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以及对本国文学乃至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等等。在此基础上，

使学生了解一些名家的代表作品的思想意义、文学价值、写作手法、语言技巧等，为学生毕业后的

教学、研究打下基础。通过对美国各历史段代背景和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的介绍，使学生了解美

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及各个时期的主要文学流派及其创作特点。通过文本学习提高学生的文学阅读、

理解与鉴赏能力以及口头与书面表达等语言技能；并且通过大量阅读与讨论加强学生对文学本质的

意识，提高他们的综合人文素质，增强他们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理解 
二、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literature of exploration  
Had history taken a different turn, the United States easily could have been a part of the great 

Spanish or French overseas empires. Its present inhabitants might speak Spanish and form one nation with 
Mexico, or speak French and be joined with Canadian Francophone Quebec and Montreal. Yet the earliest 
explorers of America were not English, Spanish, or French. The first European record of exploration in 
America is in a Scandinavian language. The Old Norse Vinland Saga recounts how the adventurous Leif 
Eriksson and a band of wandering Norsemen settled briefly somewhere on the northeast coast of America 
-- probably Nova Scotia, in Canada -- in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11th century, almost 400 years before the 
next recorded European discovery of the New World. The first known and sustained contact between the 
Americas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however, began with the famous voyage of an Italian explorer, 
Christopher Columbus, funded by the Spanish rulers 

Ferdinand and Isabella. Columbus's journal in his "Epistola," printed in 1493, recounts the trip's 
drama -- the terror of the men, who feared monsters and thought they might fall off the edge of the world; 
the near-mutiny（兵变）; how Columbus faked the ships' logs （日志）so the men would not know how 
much farther they had travelled than anyone had gone before; and the first sighting of land as they neared 

America. Bartolomé de las Casas is the richest source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early contact between 
American Indians and Europeans. As a young priest he helped conquer Cuba. He transcribed Columbus's 
journal, and late in life wrote a long, vivid History of the Indians criticizing their enslavement by the 
Spanish. Initial English attempts at colonization were disasters. The first colony was set up in 1585 at 
Roanoke, off the coast of North Carolina; all its colonists disappeared, and to this day legends are told 
about blue-eyed Croatan Indians of the area. The second colony was more permanent: Jamestown, 
established in 1607. It endured starvation, brutality, and misrule. However, the literature of the period 
paints America in glowing colors as the land of riches and opportunity. Accounts of the colonizations 
became world-renowned. The exploration of Roanoke was carefully recorded by Thomas Hariot in A 
Briefe and True Report of the New-Found Land of Virginia (1588). Hariot's book was quickly translated 
into Latin, French, and German; the text and pictures were made into engravings and widely repu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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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over 200 years. 
2. The colonial period  
It is likely that no other colonis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were as intellectual as the Puritans. 

Between 1630 and 1690, there were as many university graduates in the northeastern se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known as New England, as in the mother country -- an astounding fact when one considers that 
most educated people of the time were aristocrats who were unwilling to risk their lives in wilderness 
conditions. The self-made and often self-educated Puritans were notable exceptions. They wanted 

education to understand and execute God's will as they established their colonies throughout New 
England.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早期和殖民地时期的美国文学，特别是印第安文学和探险文学的特点。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 
作业： 
1. 阅读安妮·布莱德斯特里特的诗歌。 
2. 阅读乔纳森·爱德华滋的《自由的意志》（The Freedom of the Will） 

知识单元 2：The Romantic Period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background 
The Romantic movement, which originated in Germany but quickly spread to England, France, and 

beyond, reached America around the year 1820, some 20 years after William Wordsworth and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had revolutionized English poetry by publishing Lyrical Ballads. In America as in 
Europe, fresh new vision electrified artistic and intellectual circles. Yet there was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Romanticism in America coincided with the period of national expansion and the discovery of a 
distinctive American voice. The solidification of a national identity and the surging idealism and passion 
of Romanticism nurtured（补养） the masterpieces of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2. Early Romantic Period 
The first important fiction writers widely recognized today, Charles Brockden Brown, Washington 

Irving, and James Fenimore Cooper, used American subjects,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themes of change, 
and nostalgic tones. They wrote in many prose genres, initiated new forms, and found new ways to make 
a living through literature. With them, American literature began to be read and appreci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 

1).Washington Irving (1789-1859) 
The youngest of 11 children born to a well-to-do New York merchant family, Washington Irving 

became a cultural and diplomatic ambassador to Europe, like Benjamin Franklin and Nathaniel 
Hawthorne. Despite his talent, he probably would not have become a full-time professional writer, given 
the lack of financial rewards, if a series of fortuitous incidents had not thrust writing as a profession upon 
him. Through friends, he was able to publish his Sketch Book (1819-1820) simultaneously in England and 
America, obtaining copyrights and payment in both countries. 

2).James Fenimore Cooper (1789-1851) 
James Fenimore Cooper, like Irving, evoked a sense of the past and gave it a local habitation and a 

name. In Cooper, though, one finds the powerful myth of a golden age and the poignance of its loss. 
While Irving and other American writers before and after him scoured Europe in search of its legends, 
castles, and great themes, Cooper grasped the essential myth of America: that it was timeless, like the 
wilderness. American history was a trespass on the eternal; European history in America w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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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enactment of the fall in the Garden of Eden. The cyclical realm of nature was glimpsed only in the act of 
destroying it: The wilderness disappeared in front of American eyes, vanishing before the oncoming 
pioneers like a mirage. This is Cooper's basic tragic vision of the ironic destruction of the wilderness, the 
new Eden that had attracted the colonists in the first place. 

3). Edgar Allan Poe (1809-1849) 
Edgar Allan Poe, a southerner, shares with Melville a darkly metaphysical vision mixed with 

elements of realism, parody, and burlesque. He refined the short story genre and invented detective fiction. 
Many of his stories prefigure the genres of science fiction, horror, and fantasy so popular today. Poe's 
short and tragic life was plagued with insecurity. Like so many other major 19th-century American writers, 
Poe was orphaned at an early age. Poe's strange marriage in 1835 to his first cousin Virginia Clemm, who 
was not yet 14, has been interpreted as an attempt to find the stable family life he lacked. 

3．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The Transcendentalist movement was a reaction against 18th century rationalism and a manifestation 

of the general humanitarian trend of 19th century thought. The movement was based on a fundamental 
belief in the unity of the world and God. The soul of each individual was thought to be identical with the 
world -- a microcosm（微观世界） of the world itself. The doctrine of self- reliance and individualism 
developed through the belief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individual soul with God. 

1). 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towering figure of his era, had a religious sense of mission. Although 

many accused him of subverting（搅乱） Christianity, he explained that, for him "to be a good minister, it 
was necessary to leave the church." The address he delivered in 1838 at his the Harvard Divinity School, 
made him unwelcome at Harvard for 30 years. In it, Emerson accused the church of acting "as if God 
were dead" and of emphasizing dogma while stifling the spirit. 

2. 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Henry David Thoreau, of French and Scottish descent, was born in Concord and made it his 

permanent home. From a poor family, like Emerson, he worked his way through Harvard. Throughout his 
life, he reduced his needs to the simplest level and managed to live on very little money, thus maintaining 
his independence. In essence, he made living his career. A nonconformist, he attempted to live his life at 
all times according to his rigorous principles. This attempt was the subject of many of his writings. 

4. Late Romanticism 
1).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 
Nathaniel Hawthorne, a fifth-generation American of English descent, was born in Salem, 

Massachusetts, a wealthy seaport north of Boston that specialized in East India trade. One of his ancestors 
had been a judge in an earlier century, during trials in Salem of women accused of being witches. 
Hawthorne used the idea of a curse on the family of an evil judge in his novel 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 

2). Herman Melville (1819-1891) 
Herman Melville, like Nathaniel Hawthorne, was a descendant of an old, wealthy family that fell 

abruptly into poverty upon the death of the father. Despite his patrician upbringing, proud family 
traditions, and hard work, Melville found himself in poverty with no college education. At 19 he went to 
sea. His interest in sailors' lives grew naturally out of his own experiences, and most of his early novels 
grew out of his voyages. In these we see the young Melville's wide, democratic experience and hatred of 
tyranny and injustice. His first book, Typee, was based on his time spent among the supposedly 
cannibalistic but hospitable tribe of the Taipis in the Marquesas Islands of the South Pacific. The book 
praises the islanders and their natural, harmonious life, and criticizes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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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ville found less genuinely civilized than the people they came to convert. 
5.Romantic Poets 
1).Walt Whitman (1819-1892) 
Born on Long Island, New York, Walt Whitman was a part-time carpenter and man of the people, 

whose brilliant, innovative work expressed the country's democratic spirit. Whitman was largely 
self-taught; he left school at the age of 11 to go to work, missing the sort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that 
made most American authors respectful imitators of the English. His Leaves of Grass (1855), which he 
rewrote and revised throughout his life, contains "Song of Myself," the most stunningly original poem 
ever written by an American. The enthusiastic praise that Emerson and a few others heaped on this daring 
volume confirmed Whitman in his poetic vocation, although the book was not a popular success. 

2). Emily Dickenson (1830 – 1886) 
Emily Elizabeth Dickinson was an American poet. Born in Amherst, Massachusetts, to a successful 

family with strong community ties, she lived a mostly introverted and reclusive life. While Dickinson was 
a prolific private poet, fewer than a dozen of her nearly 1,800 poems were published during her lifetime. 
The work that was published during her lifetime was usually altered significantly by the publishers to fit 
the conventional poetic rules of the time. Dickinson's poems are unique for the era in which she wrote; 
they contain short lines, typically lack titles, and often use slant rhyme as well as unconventional 
capitalization and punctuation.[3] Many of her poems deal with themes of death and immortality, two 
recurring topics in letters to her friends. Despite some unfavorable reviews and some skepticism during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about Dickinson's literary prowess, Dickinson is now almost 
universally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merican poets. 

学习目标： 
1．了解浪漫主义时期的美国文学。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 
作业： 
1. 阅读华盛顿·欧文的《见闻札记》。 
2. 阅读拉尔夫·华尔多·爱默生的《论自然》《论自助》《论美国学者》等。 
3. 阅读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 
4. 阅读华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 
5. 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 

知识单元 4：The Realistic Period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Background 
The U.S. Civil War (1861-1865) between the industrial North and the agricultural, slave-owning 

South was a watershed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innocent optimism of the young democratic nation gave 
way, after the war, to a period of exhaustion. American idealism remained but was rechanneled. Before 
the war, idealists championed human rights, especially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after the war, Americans 
increasingly idealized progress and the self-made man. This was the era of the millionaire manufacturer 
and the speculator, when Darwinian evolution and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seemed to sanction the 
sometimes unethical methods of the successful business tycoon. 

2. Henry James （1843 – 1916） 
Henry James was an American writer who spent most of his writing career in Britain. He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key figures of 19th-century literary realism. He was the son of Henry James, Sr. and the 
brother of philosopher and psychologist William James and diarist Alice J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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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is best known for a number of novels showing Americans encountering Europe and Europeans. 
His method of writing from a character's point of view allowed him to explore issues related to 
consciousness and perception, and his style in later works has been compared to impressionist painting. 
His imaginative use of point of view, interior monologue and unreliable narrators brought a new depth to 
narrative fiction. 

3. Mark Twain (1835-1910) 
S amuel Clemens, better known by his pen name of Mark Twain, grew up in the Mississippi River 

frontier town of Hannibal, Missouri. Ernest Hemingway's famous statement that all of American literature 
comes from one great book, Twain's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indicates this author's towering 
place in the tradition. Early 19th-century American writers tended to be too flowery, sentimental, or 
ostentatious -- partially because they were still trying to prove that they could write as elegantly as the 
English. Twain's style, based on vigorous, realistic, colloquial American speech, gave American writers a 
new appreciation of their national voice. Twain was the first major author to come from the interior of the 
country, and he captured its distinctive, humorous slang and iconoclasm. For Twain and other American 
writers of the late 19th century, realism was not merely a literary technique: It was a way of speaking truth 
and exploding worn-out conventions. Thus it was profoundly liberating and potentially at odds with 
society. The most well-known example is Huck Finn, a poor boy who decides to follow the voice of his 
conscience and help a Negro slave escape to freedom, even though Huck thinks this means that he will be 
damned to hell for breaking the law. 

学习目标： 
1．了解现实主义时期的美国文学。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培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作业： 
1. 阅读威廉·迪安·豪威尔斯的《现代婚姻》（A Modern Instance）。 
2.阅读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等。 
3.阅读亨利·詹姆斯的《黛西·米勒》。 

知识单元 5：American Naturalism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Background 
Wharton's and James's dissections of hidden sexual and financial motivations at work in society link 

them with writers who seem superficially quite different: Stephen Crane, Jack London, Frank Norris, 
Theodore Dreiser, and Upton Sinclair. Like the cosmopolitan novelists, but much more explicitly, these 
naturalists used realism to relate the individual to society. Often they exposed social problems and were 
influenced by Darwinian thought and the related philosophical doctrine of determinism, which views 
individuals as the helpless pawn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forces beyond their control. 

2. Stephen Crane (1871-1900) 
Stephen Crane, born in New Jersey, had roots going back to Revolutionary War soldiers, clergymen, 

sheriffs, judges, and farmers who had lived a century earlier. Primarily a journalist who also wrote fiction, 
essays, poetry, and plays, Crane saw life at its rawest, in slums and on battlefields. His short stories – in 
particular, "The Open Boat," "The Blue Hotel," and "The Bride Comes to Yellow Sky" -- exemplified that 
literary form. His haunting Civil War novel, 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was published to great acclaim 
in 1895, but he barely had time to bask in the attention before he died, at 29, having neglected his health. 
He was virtually forgotten during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the 20th century, but was resurrected through a 
laudatory biography by Thomas Beer in 1923. He has enjoyed continued success ever since --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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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pion of the common man, a realist, and a symbolist. 
3Jack London (1876-1916) 
A poor, self-taught worker from California, the naturalist Jack London was catapulted from poverty 

to fame by his first collection of stories, The Son of the Wolf (1900), set largely in the Klondike region of 
Alaska and the Canadian Yukon. Other of his best-sellers, including The Call of the Wild (1903) and The 
Sea-Wolf (1904) made him the highest paid writer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his time. 

4. Theodore Dreiser (1871 – 1945) 
Theodore Dreiser was an American novelist and journalist of the naturalist school. His novels often 

featured main characters who succeeded at their objectives despite a lack of a firm moral code, and 
literary situations that more closely resemble studies of nature than tales of choice and agency.[2] Dreiser's 
best known novels include Sister Carrie (1900) and An American Tragedy (1925). 

学习目标： 
1．了解自然主义时期的美国文学。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培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作业： 
1. 阅读斯蒂芬·克莱恩的《红色英勇勋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 
2.阅读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和《马丁·伊登》等。 
3.阅读西奥多·德莱塞的《嘉丽妹妹》《珍妮姑娘》《美国的悲剧》等。 

知识单元 6：Modernism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background 
Many historians have characterized the period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as the United States' 

traumatic "coming of age," despite the fact that U.S. direct involvement was relatively brief (1917-1918) 
and its casualties many fewer than those of its European allies and foes. John Dos Passos expressed 
America's postwar disillusionment in the novel Three Soldiers (1921), when he noted that civilization was 
a "vast edifice of sham, and the war, instead of its crumbling, was its fullest and most ultimate 
expression." Shocked and permanently changed, Americans returned to their homeland but could never 
regain their innocence. 

Nor could soldiers from rural America easily return to their roots. After experiencing the world, 
many now yearned for a modern, urban life. New farm machines such as planters, harvesters, and binders 
had drastically reduced the demand for farm jobs; yet despite their increased productivity, farmers were 
poor. Crop prices, like urban workers' wages, depended on unrestrained market forces heavily influenced 
by business interests: Government subsidies for farmers and effective workers' unions had not yet become 
established. "The chief business of the American people is business," President Calvin Coolidge 
proclaimed in 1925, and most agreed. 

2. Poetry 1914-1945 
1).Ezra Pound (1885-1972) 
Ezra Pound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merican poets of this century. From 1908 to 1920, he 

resided in London, where he associated with many writers, including William Butler Yeats, for whom he 
worked as a secretary, and T.S. Eliot, whose Waste Land he drastically edited and improved. He was a 
link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acting as contributing editor to Harriet Monroe's important 
Chicago magazine Poetry and spearheading the new school of poetry known as Imagism, which 
advocated a clear, highly visual presentation. After Imagism, he championed various poetic approaches. 
He eventually moved to Italy, where he became caught up in Italian Fas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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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S. Eliot (1888-1965) 
Thomas Stearns Eliot was born in St. Louis, Missouri, to a well- to-do family with roots in the 

northeastern United States. He received the best education of any major American writer of his generation 
at Harvard College, the Sorbonne, and Merton College of Oxford University. He studied Sanskrit and 
Oriental philosophy, which influenced his poetry. Like his friend Pound, he went to England early and 
became a towering figure in the literary world there. One of the most respected poets of his day, his 
modernist, seemingly illogical or abstract iconoclastic poetry had revolutionary impact. He also wrote 
influential essays and dramas, and championed the importance of literary and social traditions for the 
modern poet. 

3.Prose writing , 1914-1945 
1).Background Although American prose between the wars experimented with viewpoint and form, 

Americans wrote more realistically, on the whole, than did Europeans. Novelist Ernest Hemingway wrote 
of war, hunting, and other masculine pursuits in a stripped, plain style; William Faulkner set his powerful 
southern novels spanning generations and cultures firmly in Mississippi heat and dust; and Sinclair Lewis 
delineated bourgeois lives with ironic clarity. The importance of facing reality became a dominant theme 
in the 1920s and 1930s: Writers such as F. Scott Fitzgerald and the playwright Eugene O'Neill repeatedly 
portrayed the tragedy awaiting those who live in flimsy dreams. 

2).F. Scott Fitzgerald (1896-1940), 
Francis Scott Key Fitzgerald's life resembles a fairy tale. During World War I, Fitzgerald enlisted in 

the U.S. Army and fell in love with a rich and beautiful girl, Zelda Sayre, who lived near Montgomery, 
Alabama, where he was stationed. Zelda broke off their engagement because he was relatively poor. After 
he was discharged at war's end, he went to seek his literary fortune in New York City in order to marry 

her. His first novel, This Side of Paradise (1920), became a best- seller, and at 24 they married. 
Neither of them was able to withstand the stresses of success and fame, and they squandered their money. 
They moved to France to economize in 1924 and returned seven years later. Zelda became mentally 
unstable and had to be institutionalized; Fitzgerald himself became an alcoholic and died young as a 
movie screenwriter. 

3).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 
Few writers have lived as colorfully as Ernest Hemingway, whose career could have come out of one 

his adventurous novels. Like Fitzgerald, Dreiser, and many other fine novelists of the 20th century, 
Hemingway came from the U.S. Midwest. Born in Illinois, Hemingway spent childhood vacations in 
Michigan on hunting and fishing trips. He volunteered for an ambulance unit in France during World War 
I, but was wounded and hospitalized for six months. After the war, as a war correspondent based in 
Paris,he met expatriate American writers Sherwood Anderson, Ezra Pound, F. Scott Fitzgerald, and 
Gertrude Stein. Stein, in particular, influenced his spare style. 

4).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 
Born to an old southern family, William Harrison Faulkner was raised in Oxford, Mississippi, where 

he lived most of his life. Faulkner created an entire imaginative landscape, Yoknapatawpha County, 
mentioned in numerous novels, along with several families with interconnections extending back for 
generations. Yoknapatawpha County, with its capital, "Jefferson," is closely modeled on Oxford, 

Mississippi, and its surroundings. Faulkner re-creates the history of the land and the various races 
--Indian, African-American, Euro-American, and various mixtures -- who have lived on it. An innovative 
writer, Faulkner experimented brilliantly with narrative chronology,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and voices 
(including those of outcasts, children, and illiterates), and a rich and demanding baroque style built of 
extremely long sentences full of complicated subordinate 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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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th century American drama 
1). Background  
American drama imitated English and European theater until well into the 20th century. Often, plays 

from England or translated from European languages dominated theater seasons. An inadequate copyright 
law that failed to protect and promote American dramatists worked against genuinely original drama. So 
did the "star system," in which actors and actresses, rather than the actual plays, were given most acclaim. 
Americans flocked to see European actors who toured theat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ddition, imported 
drama, like imported wine, enjoyed higher status than indigenous productions.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melodramas with exemplary democratic figures and clear contrasts between good and evil had been 
popular. Plays about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slavery also drew large audiences; sometimes these plays 
were adaptations of novels like Uncle Tom's Cabin . Not until the 20th century 

would serious plays attempt aesthetic innovation. Popular culture showed vital developments, 
however, especially in vaudeville (popular variety theater involving skits, clowning, music, and the like). 
Minstrel shows, based on African-American music and folkways -- performed by white characters using 
"blackface" makeup -- also developed original forms and expressions. 

2)Eugene O'Neill (1888-1953) 
Eugene O'Neill is the great figure of American theater. His numerous plays combine enormous 

technical originality with freshness of vision and emotional depth. O'Neill's earliest dramas concern the 
working class and poor; later works explore subjective realms, such as obsessions and sex, and underscore 
his reading in Freud and his anguished attempt to come to terms with his dead mother, father, and brother. 
His play Desire Under the Elms (1924) recreates the passions hidden within one family; The Great God 
Brown (1926) uncovers the unconsciousness of a wealthy businessman; and Strange Interlude (1928), a 
winner of the Pulitzer Prize, traces the tangled loves of one woman. These powerful plays reveal different 
personalities reverting to primitive emotions or confusion under intense stress. 

3). Arthur Miller(1915 –2005) 
Arthur Asher Miller as a prolific American playwright, essayist, and prominent figure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theatre. Among his most popular plays are All My Sons (1947), Death of a 
Salesman (1949), The Crucible (1953) and A View from the Bridge (1955, revised 1956). He also wrote 
several screenplays and was most noted for his work on The Misfits (1961). The drama Death of a 
Salesman is often numbered on the short list of being among the finest American plays in the 20th century 
alongside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and 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4). Tennessee Williams (1911 –1983) 
Tennessee Williams was an American playwright and author of many stage classics. Along with 

Eugene O'Neill and Arthur Miller he is considered among the three foremost playwrights in 20th century 
American drama. 

学习目标： 
1．了解现代主义时期的美国文学。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培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作业： 
1.阅读埃兹拉·庞德的《地铁站一瞥》和《诗章》中的部分章节。 
2.阅读罗伯特·弗洛斯特的《未选择的路》和《雪夜停马在林边》等。 
3.阅读托马斯·艾略特的《荒原》等。 
4.阅读尤金·奥尼尔的《直到夜晚的漫长一天》。 
5.阅读司各特·菲兹杰拉德的《伟大的盖茨比》。 
6. 阅读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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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阅读威廉·福克纳的《给艾米莉小姐的玫瑰》等。 
8. 阅读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 
9. 阅读爱德华·阿尔比的《动物园的故事》。 

知识单元 7：American Poetry Since 1945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The background 
A shift away from an assumption that traditional forms, ideas, and history can provide meaning and 

continuity to human life has occurred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imagination throughout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Events since World War II have produced a sense of history as 
discontinuous: Each act, emotion, and moment is seen as unique. Style and form now seem provisional, 
makeshift, reflexive of the process of composition and the writer's self-awareness. Familiar categories of 
expression are suspect; originality is becoming a new tradition. 

2. Traditionalism  
T raditional writers include acknowledged masters of traditional forms and diction who write with a 

readily recognizable craft, often using rhyme or a set metrical pattern. Often they are from the U.S. 
Eastern seaboard or from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country, and teach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ichard 
Eberhart and Richard Wilbur; the older Fugitive poets John Crowe Ransom, Allen Tate, and Robert Penn 
Warren; such accomplished younger poets as John Hollander and Richard Howard; and the early Robert 
Lowell are examples. They are established and frequently anthologized. 

3 .Confessional poets 
Poets who have developed unique styles drawing on tradition but extending it into new realms with a 

distinctively contemporary flavor, in addition to Plath and Sexton, include John Berryman, Theodore 
Roethke, Richard Hugo, Philip Levine, James Dickey, Elizabeth Bishop, and Adrienne Rich. 

1).Sylvia Plath (1932-1963) 
Sylvia Plath lived an outwardly exemplary life, attending Smith College on scholarship, graduating 

first in her class, and winning a Fulbright grant to Cambridge University in England. There she met her 
charismatic husband-to-be, poet Ted Hughes, with whom she had two children and settled in a country 
house in England. Beneath the fairy-tale success festered unresolved psychological problems evoked in 

her highly readable novel The Bell Jar (1963). Some of these problems were personal, while others 
arose from repressive 1950s attitudes toward women. Among these were the beliefs -- shared by most 
women themselves -- that women should not show anger or ambitiously pursue a career, and instead find 
fulfillment in tending their husbands and children. Successful women like Plath lived a contradiction. 

4.Beat Generation and others 
T he force behind Lowell's mature achievement and much of contemporary poetry lies in the 

experimentation begun in the 1950s by a number of poets. They may be divided into five loose schools, 
identified by Donald Allen in his The New American Poetry (1960), the first anthology to present the 
work of poets who were previously neglected by the critical and academic communities. 

5.The Black Mountain School 
The Black Mountain School centered around Black Mountain College an experimental liberal arts 

college in Asheville, North Carolina, where poets Charles Olson, Robert Duncan, and Robert Creeley 
taught in the early 1950s. Ed Dorn, Joel Oppenheimer, and Jonathan Williams studied there, and Paul 
Blackburn, Larry Eigner, and Denise Levertov published work in the school's magazines, Origin and the 
Black Mountain Review. The Black Mountain School is linked with Charles Olson's theory of "projective 
verse," which insisted on an open form based on the spontaneity of the breath pause in speech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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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writer line in writing. 
6.Women and multiethnic poets  
Women's literature, like minority literature and surrealism, first became aware of itself as a driving 

force in American life during the late 1960s. It flourished in the feminist movement initiated in that era.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in most other countries, was long based on male standards that often 
overlooked women's contributions. Yet there are many women poets of distinction in American writing. 
Not all are feminists, nor do their subjects invariably voice women's concerns. More often than not, they 
are humanists. Also, regional, political, and racial differences have shaped their work and given them food 
for thought. Distinguished women poets include Amy Clampitt, Rita Dove, Louise Gl ck, Jorie Graham, 
Carolyn Kizer, Maxine Kumin, Denise Levertov, Audre Lorde, Gjertrud Schnackenberg, May Swenson, 
and Mona Van Duyn.  

学习目标： 
1．了解后现代时期的美国诗歌。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诗人、作品和流派，培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作业： 
1.阅读自白派诗人的诗歌。 
2.阅读黑山派诗人的诗歌。 
3.阅读艾伦·金斯堡的《嚎叫》。 

知识单元 8：American Prose Since 1945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Background 
Narrative since World War II resists generalization: It is extremely various and multifaceted. It has 

been vitalized by international currents such as European existentialism and Latin American magical 
realism, while the electronic era has brought the global village. The spoken word on television has given 
new life to oral tradition. Oral genes, media, and popular culture have increasingly influenced narrative. 

2.The legacy of 1940s 
A 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fiction in the second half reflects the character of each decade. 

The late 1940s saw the aftermath of World War II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Cold War. World War II 
offered prime material: Norman Mailer (The Naked and the Dead, 1948) and James Jones (From Here to 
Eternity, 1951) were two writers who used it best. Both of them employed realism verging on grim 
naturalism; both took pains not to glorify combat. The same was true for Irwin Shaw's The Young Lions 
(1948). Herman Wouk, in The Caine Mutiny (1951), also showed that human foibles were as evident in 
wartime as in civilian life. Later, Joseph Heller cast World War II in satirical and absurdist terms 
(Catch-22, 1961), arguing that war is laced with insanity. Thomas Pynchon presented an involuted, 
brilliant case parodying and displacing different versions of reality (Gravity's Rainbow, 1973); and Kurt 
Vonnegut, Jr., became one of the shining lights of the counterculture during the early 1970s following 
publication of Slaughterhouse-Five; or, The Children's Crusade (1969), his antiwar novel about the 
firebombing of Dresden, Germany, by Allied forces during World War II (which he witnessed on the 
ground as a prisoner of war). 

3.The 1950s 
T he 1950s saw the delayed impact of modernization and technology in everyday life, left over from 

the 1920s -- before the Great Depression. World War II brought the United States out of the Depression, 
and the 1950s provided most Americans with time to enjoy long-awaited material prosperity. Business, 
especially in the corporate world, seemed to offer the good life (usually in the suburbs), with its re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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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bolic marks of success -- house, car, television, and home appliances. 
1).James Baldwin (1924-1987) 
James Baldwin and Ralph Ellison mirror the African-American experience of the 1950s. Their 

characters suffer from a lack of identity, rather than from over-ambition. Baldwin, the oldest of nine 
children born to a Harlem, New York, family, was the foster son of a minister. As a youth, Baldwin 
occasionally preached in the church. This experience helped shape the compelling, oral quality of 
Baldwin's prose, most clearly seen in his excellent essays, such as "Letter from a Region Of My Mind," 
from the collection The Fire Next Time (1963). In this, he argued movingly for an end to separation 
between the races. Baldwin's first novel, the autobiographical 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1953), is 
probably his best known. It is the story of a 14-year-old youth who seeks self-knowledge and religious 
faith as he wrestles with issues of Christian conversion in a storefront church. Other important Baldwin 
works include Another Country (1962), a novel about racial issues and homosexuality, and Nobody 
Knows My Name (1961), a collection of passionate personal essays about racism, the role of the artist, 
and literature. 

2).Ralph Waldo Ellison (1914-1994) 
Ralph Ellison was a midwesterner, born in Oklahoma, who studied at Tuskegee Institute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He had one of the strangest careers in American letters -- consisting of one highly 
acclaimed book, and nothing more. The novel is Invisible Man (1952), the story of a black man who lives 
a subterranean existence in a hole brightly illuminated by electricity stolen from a utility company. The 
book recounts his grotesque, disenchanting experiences. When he wins a scholarship to a black college, he 
is humiliated by whites; when he gets to the college, he witnesses the black president spurning black 
American concerns. Life is corrupt outside college, too. For example, even religion is no consolation: A 
preacher turns out to be a criminal. The novel indicts society for failing to provide its citizens -- black and 
white -- with viable ideals and institutions for realizing them. It embodies a powerful racial theme because 
the "invisible man" is invisible not in himself but because others, blinded by prejudice, cannot see him for 
who he is. 

3).Flannery O'Connor (1925-1964) 
Flannery O'Connor, a native of Georgia, lived a life cut short by lupus, a deadly blood disease. Still, 

she refused sentimentality, as evident in her extremely humorous yet bleak and uncompromising stories. 
Unlike Porter, Welty, and Hurston, O'Connor most often held her characters at arm's length, 

revealing their inadequacy and silliness. The uneducated southern characters who people her novels often 
create violence through superstition or religion, as we see in her novel Wise Blood (1952), about a 
religious fanatic who establishes his own church. Sometimes violence arises out of prejudice, as in "The 
Displaced Person," about an immigrant killed by ignorant country people who are threatened by his hard 
work and strange ways. Often, cruel events simply happen to the characters, as in "Good Country People," 
the story of a girl seduced by a man who steals her artificial leg. The black humor of O'Connor links her 
with Nathanael West and Joseph Heller. Her works include short story collections (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 (1955) and Everything That Rises Must Converge (1965); the novel The Violent Bear It Away 
(1960); and a volume of letters, The Habit of Being (1979). Her Complete Stories came out in 1971. 

4).Saul Bellow (1915- ) 
Born in Canada and raised in Chicago, Saul Bellow is of Russian-Jewish background. In college, he 

studied anthropology and sociology, which greatly influence his writing even today. He has expressed a 
profound debt to Theodore Dreiser for his openness to a wide range of experience and his emotional 
engagement with it. Highly respected, he receiv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76. Bellow's early, 
somewhat grim existentialist novels include Dangling Man (1944), a Kafkaesque study of a man wa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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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drafted into the Army, and The Victim (1947), about relations between Jews and Gentiles. In the 
1950s, his vision became more comic: He used a series of energetic and adventurous first-person narrators 
in The Adventures of Augie March (1953) -- the study of a Huck Finn-like urban entrepreneur who 
becomes a black marketeer in Europe -- and in Henderson the Rain King (1959), a brilliant and exuberant 
serio-comic novel about a middle-aged millionaire whose unsatisfied ambitions drive him to Africa. 
Bellow's later works include Herzog (1964), about the troubled life of a neurotic English professor who 
specializes in the idea of the Romantic self; Mr. Sammler's Planet (1970); Humboldt's Gift (1975); and the 
autobiographical The Dean's December (1982). 

5).Bernard Malamud (1914-1986) 
Bernard Malamud was born in New York City to Russian-Jewish immigrant parents. In his second 

novel, The Assistant (1957), Malamud found his characteristic themes -- man's struggle to survive against 
all odds, and the ethical underpinnings of recent Jewish immigrants. Malamud's first published work was 
The Natural (1952), a combination of realism and fantasy set in the mythic world of professional baseball. 
Other novels include A New Life (1961), The Fixer (1966), Pictures of Fidelman (1969), and The Tenants 
(1971). He also was a prolific master of short fiction. Through his stories, in collections such as The 
Magic Barrel (1958), Idiots First (1963), and Rembrandt's Hat (1973), he conveyed -- more than any other 
American-born writer -- a sense of the Jewish present and past, the real and the surreal, fact and legend. 
Malamud's monumental work -- for which he was awarded the Pulitzer Prize and National Book Award -- 
is The Fixer. Set in Russia around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t is a thinly veiled glimpse at an actual 
case of blood libel -- the infamous 1913 trial of Mendel Beiliss, a dark, anti-Semitic blotch on modern 
history. As in many of his writings, Malamud underscores the suffering of his hero, Yakov Bok,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all odds to endure. 

6).Isaac Bashevis Singer (1904-1991) 
Nobel Prize-winning novelist and short story master Isaac Bashevis Singer -- a native of Poland who 

im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35 -- was the son of the prominent head of a rabbinical court in 
Warsaw. Writing in Yiddish (the amalgam of German and Hebrew that was the common language of 
European Jewry over the past several centuries) all his life, he dealt in mythic and realistic terms with two 
specific groups of Jews -- the denizens of the Old World shtetls (small villages) and the ocean- tossed 
20th-century emigrés of the pre-World War II and postwar eras. 

7).J.D. Salinger (1919- ) 
A harbinger of things to come in the 1960s, J.D. Salinger has portrayed attempts to drop out of 

society. Born in New York City, he achieved huge literary success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his novel The 
Catcher in the Rye (1951), centered on a sensitive 16-year-old, Holden Caulfield, who flees his elite 
boarding school for the outside world of adulthood, only to become disillusioned by its materialism and 
phoniness. 

When asked what he would like to be, Caulfield answers "the catcher in the rye," misquoting a poem 
by Robert Burns. In his vision, he is a modern version of a white knight, the sole preserver of innocence. 
He imagines a big field of rye so tall that a group of young children cannot see where they are running as 
they play their games. He is the only big person there. "I'm standing on the edge of some crazy cliff. What 
I have to do, I have to catch everybody if they start to go over the cliff." The fall over the cliff is equated 
with the loss of childhood and (especially sexual) innocence -- a persistent theme of the era. Other works 
by this reclusive, spare writer include Nine Stories (1953), Franny and Zooey (1961), and Raise High the 
Roof-Beam, Carpenters (1963),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from The New Yorker. Since the appearance of one 
story in 1965, Salinger -- who lives in New Hampshire -- has been absent from the American literary 
s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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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ack Kerouac (1922-1969) 
The son of an impoverished French-Canadian family, Jack Kerouac also questioned the values of 

middle-class life. He met members of the "Beat" literary underground as an undergraduat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City. His fiction was much influenced by the loosely autobiographical work of 
southern novelist Thomas Wolfe. 

Kerouac's best-known novel, On the Road (1957), describes "beatniks" wandering through America 
seeking an idealistic dream of communal life and beauty. The Dharma Bums (1958) also focuses on 
peripatetic counterculture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infatuation with Zen Buddhism. Kerouac also penned a 
book of poetry, Mexico City Blues (1959), and volumes about his life with such beatniks as experimental 
novelist William Burroughs and poet Allen Ginsberg. 

4.The 1960s 
1）. The background 
The alienation and stress underlying the 1950s found outward expression in the 1960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feminism, antiwar protests, minority activism, and the arrival of a 
counterculture whose effects are still being worked through American society. Notable political and social 
works of the era include the speeches of civil rights leader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the early writings 
of feminist leader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1963), and Norman Mailer's The Armies of the 
Night (1968), about a 1967 antiwar march. 

2).Thomas Pynchon (1937- ) 
Thomas Pynchon, a mysterious, publicity-shunning author, was born in New York and graduated 

from Cornell University in 1958, where he may have com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Vladimir Nabokov. 
Certainly, his innovative fantasies use themes of translating clues, games, and codes that could derive 
from Nabokov. Pynchon's flexible tone can modulate paranoia into poetry. All of Pynchon's fiction is 
similarly structured. A vast plot is unknown to at least one of the main characters, whose task it then 
becomes to render order out of chaos and decipher the world. This project, exactly the job of the 
traditional artist, devolves also upon the reader, who must follow along and watch for clues and meanings. 
This paranoid vision is extended across continents and time itself, for Pynchon employs the metaphor of 
entropy, the gradual running down of the universe. The masterful use of popular culture -- particularly 
science fiction and detective fiction -- is evident in his works. Pynchon's work V is loosely structured 
around Benny Profane -- a failure who engages in pointless wanderings and various weird enterprises -- 
and his opposite, the educated Herbert Stencil, who seeks a mysterious female spy, V (alternatively Venus, 
Virgin, Void). The Crying of Lot 49, a short work, deals 

with a secret system associated with the U.S. Postal Service. Gravity's Rainbow (1973) takes place 
during World War II in London, when rockets were falling on the city, and concerns a farcical yet 
symbolic search for Nazis and other disguised figures. The violence, comedy, and flair for innovation in 
his work inexorably link Pynchon with the 1960s. 

5.The 1970s and 1980s:  
1). The background 
By the mid-1970s, an era of consolidation began. The Vietnam conflict was over, followed soon 

afterward by U.S. recogni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merica's Bicentennial celebration. 
Soon the 1980s -- the "Me Decade" -- ensued, in which individuals tended to focus more on more 
personal concerns than on larger social issues. 

2).Toni Morrison (1931- ) 
African-American novelist Toni Morrison was born in Ohio to a spiritually oriented family. She 

attended Howard University in Washington, D.C., and has worked as a senior editor in a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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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publishing house and as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various universities. 
3).Alice Walker (1944- ) 
Alice Walker, an African-American and the child of a sharecropper family in rural Georgia, 

graduated from Sarah Lawrence College, where one of her teachers was the politically committed female 
poet Muriel Rukeyser. Other influences on her work have been Flannery O'Connor and Zora Neale 
Hurston. 

4).The new regionalism 
There is nothing new about a regional tradition in American literature. It is as old as the Native 

American legends, as evocative as the works of James Fenimore Cooper and Bret Harte, as resonant as the 
novels of William Faulkner and the plays of Tennessee Williams. For a time, though, during the 
post-World War II era, tradition seemed to disappear into the shadows -- unless one considers, perhaps 
correctly, that urban fiction is a form of regionalism. Nonetheless, for the past decade or so, regionalism 
has been making a triumphant return in American literature, enabling readers to get a sense of place as 
well as a sense of time and humanity. And it is as prevalent in popular fiction, such as detective stories, as 
it is in classic literature -- novels, short stories, and drama. American literature has traversed an extended, 
winding path from pre-colonial days to contemporary times. Society, history, technology all have had 
telling impact on it. Ultimately, though, there is a constant -- humanity, with all its radiance and its 
malevolence, its tradition and its promise. 

6.21ST Century 
学习目标： 
1．了解后现代时期的美国小说。 
2．掌握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流派，培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 
作业： 
1.阅读詹姆斯·鲍德温的《向苍天呼吁》。 
2.阅读拉尔夫·埃利森的《看不见的人》。 
3.阅读索尔·贝娄的《晃来晃去/挂起来的》。 
4.阅读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 
5.阅读托尼·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 
6. 阅读爱丽丝·沃克的《紫色》。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Early American literature 2  
2 The Romantic period  2  
3 The Romantic Period 2  
4 The Romantic Period 2  
5 The Realistic Period 2  
6 The Realistic Period 2  
7 The Realistic Period 2  
8 American Naturalism 2  
9 Modernism 2  

10 Modernism 2  
11 Modernism 2  
12 American Poetry Since 1945 2  
13 American Poetry Since 1945 2  
14 American Prose Since 194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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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American Prose Since 1945 2  
16 American Prose Since 1945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学术英语 
后续课程：西方宗教与文化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美国早期的文学、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美国现实主义文学、美国自然主义文学、主要作

家的创作思想、艺术特色、及其代表作品的主题结构、人物刻画、语言风格、艺术手法、社会意义

等等。 
难点：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特点、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异同以及这些倾向在美国

小说中的反映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在课堂教学中，改变“满堂灌”方式，广泛采用启发、讨论、学生展示、课堂讲评和

案例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1.课堂讨论。 
2.教学观摩。 
3.小组工作 
4.研究性学习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相关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常耀信等编著《美国文学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 06月 第 3版（教育部选定的高

校文科教材及美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二）推荐参考书 
1. Marcus Cunliffe.The Litera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4th edition.Penguin BookLtd,1984. 
2.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7th Editi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7.8. 
3. Peter B. High. An Outline of American Literature.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89. 

执笔：张立新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07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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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日语 
Elementary Japanese 

课程号：5080302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外国语学院开的全校选修通识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本课程的学习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语音阶段，注重发音准确，文字书写正确。 
第二阶段为句型练习结合会话练习，在牢固掌握句型的同时，设定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各

样的场面进行会话练习。并结合听力练习掌握正确的发音和音调。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上述两阶段的学习，最终达到能够初步掌握日语的简单句型，为进一步

学习中级日语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发音、书写文字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五十音图 
1． 清音的发音及书写（平假名与片假名） 
平仮名 
あ い う え お 

  か き く け こ 
  さ し す せ そ 
  た ち つ て と 
  な に ぬ ね の 

片仮名 
  ア イ ウ エ オ 
  カ キ ク ケ コ 
  サ シ ス セ ソ 
  タ チ ツ テ ト 
  ナ ニ ヌ ネ ノ 

2． 浊音、半浊音的发音及书写 
が ぎ ぐ げ ご 

  ざ じ ず ぜ ぞ 
  だ ぢ づ で ど 

ガ ギ グ ゲ ゴ 
  ザ ジ ズ ゼ ゾ 
  ダ ヂ ヅ デ ド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文字、五十音图的清音（前半）以及浊音、半浊音（前半）的发音及书写。 
2．掌握日语清音、浊音、半浊音的发音及书写。 
作业：记住所学清音和浊音的发音及书写。 

知识单元 2：发音、书写文字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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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音的发音及书写（平假名与片假名） 
平仮名 
は ひ ふ へ ほ 

  ま み む め も 
  や い ゆ え よ 
  ら り る れ ろ 
  わ い う え を 

片仮名 
ハ ヒ フ ヘ ホ 

  マ ミ ム メ モ 
  ヤ イ ユ エ ヨ 
  ラ リ ル レ ロ 

ワ イ ウ エ ヲ 
2． 浊音、半浊音的发音及书写 

  ば び ぶ べ ぼ 
  ぱ ぴ ぷ ぺ ぽ 
  バ ビ ブ ベ ボ 

パ ピ プ ペ ポ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文字、五十音图的清音（后半）以及浊音、半浊音（后半）的发音及书写。 
2．掌握日语清音、浊音、半浊音的发音及书写。 
作业：记住所学清音和浊音的发音及书写。 

知识单元 3：发音、书写文字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拨音、促音、长音 
んー “M” さんぽ しんぶん しんまい 

  “N” はんとう もんだい ほんらい しんねん 
  “NG” へんか れんあい ばん 
っー おと おっと 
さか さっか 
くし くっし 
さっか サッカー 
長音― いえ  いいえ 
くろ  くうろ 
とり  とおり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拨音、促音、长音。 
2．掌握日语拨音、促音、长音的发音及书写。 
作业：记住所学拨音、促音、长音的发音及书写。 

知识单元 4：发音、书写文字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拗音、拗长音、拗拨音、拗促音以及日语口语中的语音变化及外来语的发音 
1   拗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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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きゃ きゅ きょ 
  しゃ しゅ しょ 
  ちゃ ちゅ ちょ 
  にゃ にゅ にょ 
  ひゃ ひゅ ひょ 
  みゃ みゅ みょ 
  りゃ りゅ りょ 
  ぎゃ ぎゅ ぎょ 
  じゃ じゅ じょ 
  ぢゃ ぢゅ ぢょ 
  びゃ びゅ びょ 
  ぴゃ ぴゅ ぴょ 

2  拗长音、拗拨音、拗促音 
  きゃあ きゅう きょう 
  きゃん きゅん きょん 
例： やきゅう ぎゅうにゅう きょうさんとう 
しょうりゃく  りょうど  ちゅうかじんみんきょうわこく 
しゅっせき  ちょっと シャッター しゅんかん じゅんび 
3  元音无声化 
例：きく ひかり ちから つき くさ ふたつ  
4  外来语 
例：ラジオ ナイフ スタート オ－バー ガラス パン ピアノ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拗音、拗长音、拗拨音、拗促音以及日语口语中的语音变化及外来语的发音及

书写。 
2．掌握日语拗音、拗长音、拗拨音、拗促音以及日语口语中的语音变化及外来语的发音及书

写。 
作业：记住所学拗音、拗长音、拗拨音、拗促音以及日语口语中的语音变化及外来语的发音及

书写。 
知识单元 5：第一课 李さんは中国人で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 は 名 です 
*助詞 ～は 
*助詞 ～です 
*助詞 名＋の＋名 
私は王です。 
李さんは中国人です。 
わたしは日本人です。 
2．名 は 名 ではありません 
*助詞 ではありません 
*～さん  王さん・田中さん 
森さんは学生ではありません。 
わたしは日本人ではありませ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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わたしは田中じゃありません。 
3．名 は 名 ですか 
*助詞 ～ですか 
* はい、～ 
いいえ、～ 
あなたは小野さんですか。 
―はい、小野です。 
ギムさんは中国人ですか。 
―いいえ、中国人ではありません。 
森さんは学生ですか。 
―はい、そうです。 
―いいえ、ちがいます。 
4． 名 の 名 
李さんは JC企画の社員です。 
北京旅行社は中国の企業です。 
デュボンさんは大学の先生です。 
表現・語彙 
1．人称 
① わたし あなた あの人 
わたしは李です。 
あの人は森さんですか。 
② ～さん 
2．省略① （第一、第二人称主語の省略）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名词句句型 名 は 名 です 
名 は 名 ではありません 
名 は 名 ですか 
名 の 名 
2．掌握第一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一课 

知识单元 6：第二课 これは本で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これ／それ／あれ は 名です 
「これ、それ、あれ」の使い分け 
これは本です。 
それはかばんです。 
あれはテレビです。 
2．誰ですか／何ですか 

  それは何ですか。 
  あの人は誰ですか。 
  スミスさんはどなたですか。 

3．名 の 名（所属） 
私の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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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さんの車 
4．この／その／あの 名 は 名 です 
「この、その、あの」と「これ、それ、あれ」の使い分け 
この本はわたしのです。 
その自動車は森さんのです。 
あのノートは誰のですか。 
5．どれ／どの 名 

  森さんのかばんはどれですか。 
  長嶋さんの傘はどれですか。 
  小野さんの机はどの机ですか。 

6．100以下の数字 
表現・語彙 
1．方（敬語①） 
あの方は田中さんです。 
2．年齢の聞き方（敬語②） 
おいくつですか。 
3．どうぞ 
これは中国の名産品です。どうぞ。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はい」と「ええ」 
5．親族の言い方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名词句句型  これ／それ／あれ は 名です 
誰ですか／何ですか 
名 の 名（所属）    
この／その／あの 名 は 名 です 
どれ／どの 名 
100以下の数字 
2．掌握第二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二课 

知识单元 7：第三课 ここはデパートで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ここ／そこ／あそこ は 名 です 
*ここ、そこ、あそこ 
ここはデパートです。 
そこは図書館です。 
あそこは入り口です。 
2．名 は 名（場所）です 
食堂はデパートの七階です。 
トイレはここです。 
小野さんは事務所です。 
3．名 は どこですか 
トイレはどこ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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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ちらです。 
あなたのかばんはどこですか。 
―わたしのかばんはここです。 
4． 名も 名です 
ここは JC企画のビルです。 

  あそこも JC企画のビルです。 
  李さんは中国人です。 
  張さんも中国人です。 
  あなたも中国人ですか。 

5．名 は 名 ですか、名 ですか 
かばん売り場は１階ですか、二階ですか。 
今日は水曜日ですか、木曜日ですか。 
林さんは韓国人ですか、日本人ですか。 
―日本人です。 
6．名 はいくらですか 
これはいくらですか。 
その服はいくらですか。 
7．100以上の数字 
表現・語彙 
1．一階 
2．省略②（述語の省略） 
マンションの隣は？ 
3．敬語③ 
① こちら／そちら／あちら／どちら 
受付はどこですか。 
－あそこです。 
受付はどちらですか。 
－あちらです。 
② お国はどちらですか。 
会社はどちらですか。 
－１ 上海です。 
－2 JC企画です。 
4. 略語 
パソコン／コンビニ／デジカメ 
5. あのう（話しかけ） 
あのう、課長・・・・ 
－何ですか。 
6. ～ですか（確認） 
あのう、東京の地図はどこですか。 
－地図ですか（↗）。そちらです。 
それはパソコンです。 
－パソコンですか（↘）。 
7. 英文字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名词句句型  ここ／そこ／あそこ は 名 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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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は 名（場所）です 
名 は どこですか    
名も 名です 
名 は 名 ですか、名 ですか 
名 はいくらですか 
100以上の数字 
2．掌握第三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三课 

知识单元 8：第四课 部屋に机といすがありま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あります」と「います」 
① 名（場所）に名（物／人）があります／います 
部屋に机があります。 
ここに本があります。 
庭に何がありますか。 
部屋に猫がいます。 
公園に子供がいます。 
あそこにだれがいますか。 
② 名（物／人）は名（場所）にあります／います 
いすは部屋にあります。 
本はここにあります。 
図書館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か。 
吉田さんは庭にいます。 
子供は公園にいます。 
犬はどこにいますか。 
小野さんの家はどこですか。 
小野さんの家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か。 
林さんはどこですか。 
林さんはどこにいますか。 
2.名 と 名 (並列) 
時計と眼鏡 
ビールとウィスキー 
居間にテレビとビデオがあります。 
3.上／下／前／後ろ／隣／中／外 
机の上に猫がいます。 
会社の隣に花屋があります。 
猫は箱の中にいます。 
売店は駅の外にあります。 
4.ね（確認） 
あそこに犬がいますね。 
この新聞は林さんのですね。 
駅の前に銀行がありますね。 
5.疑問詞＋も＋動（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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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に誰もいません。 
冷蔵庫に何もありません。 
表現・語彙 
1. 「上」の示す範囲 
○壁にスイッチがあります。 
×壁の上にスイッチがあります。  
2．ええと 
小野さん、会社はどこにありますか。 
－ええと、ここです。 
3．「ご家族」「ご兄弟」「ご両親」（敬語④）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あります」と「います」 
① 名（場所）に名（物／人）があります／います 
② 名（物／人）は名（場所）にあります／います  
名 と 名 (並列) 
上／下／前／後ろ／隣／中／外 
ね（確認） 
疑問詞＋も＋動（否定） 
2．掌握第四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四课 

知识单元 9：第五课 森さんは 7時に起きま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今 ～時～分です 
今 4時です。 
今 何時ですか。 
―８時 30分です。 
時刻・曜日・その他の時間の表し方を導入 
2．動 ます／動 ません 
動 ました／ 動 ませんでした 
森さんは 7時に起きます。 
田中さんは今日働きません。 
森さんは先週休みました。 
わたしは昨日働きませんでした。 
田中さんは明日働きますか。 
李さんは先週休みましたか。 
3． 名（時間）に 動 
李さんは 7時にい起きます。 
学校は 8時半に始まります。 
わたしは明日休みます。 
4. 名（時間）から名（時間）まで 動 

  わたしは 9時から 5時まで働きます。 
  森さんは月曜日から水曜日まで休みました。 
  わたしは 9時から働き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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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さんは 2時まで勉強します。 
5．いつ 動 ますか 

  試験はいつ始まりますか。 
  仕事は何時に終わりますか。 
  展覧会はいつから始まりますか。 
  張さんは何曜日まで休みますか。 
  －火曜日までです。 

6．は（対比） 
小野さんは今日は休みます。 
森さんは毎朝何時に起きますか。 
－いつもは 7時ごろです。 
表現・語彙 
1．人称 （職場で） 
遅刻ですね。 
－すみません、課長。 
課長さん、お宅はどちらですか。 
－神戸です。 
2．「～です」の使い方 
北京支社は何時に始まりますか。 
－8時で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今 ～時～分です 
動 ます／動 ません 
動 ました／ 動 ませんでした 
名（時間）に 動 
名（時間）から名（時間）まで 動 
いつ 動 ますか 
は（対比） 
2．掌握第五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五课 

知识单元 10 ：第六课 吉田さんは来月中国へ行きま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場所）へ 動 
吉田さんは来月中国へ行きます。 
森さんは日本へ帰ります。 
李さんはどこへ行きましたか。 
2．名（場所）から 動 
李さんは先月北京から来ました。 
あの方はどこから来ましたか。 
3．名（人）と 動 
小野さんは友達と帰りました。 
李さんはだれと日本へ来ましたか。 
4．名（交通機関）で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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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まで飛行機で行きます。 
わたしはバスで家へ帰ります。 
李さんは歩いてアパートへ帰りました。 
京都へなんで来ましたか。 
5. 名（場所）から 名（場所）まで 動 
森さんは東京から広島まで新幹線で行きます。 
李さんは駅からアパートまで歩いて帰りました。 
6．「に／で／へ／から／まで／と」＋は 
わたしの部屋には電話がありません。 
韓国へは行きました。中国へは行きませんでした。 
7．暦 
表現・語彙 
1．「～です」の使い方② 
2．「家」と「うち」 
わたしの家はここです。 
スミスさんの家にはプールがあります。 
うちには子供がいません。 
3．まっすぐ帰ります。 
4．「それ」の用法 
毎日夜 11時まで働きます。 
－それは大変ですね。 
5．お疲れさまでした。 
6．月の言い方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名（場所）へ 動 
名（場所）から 動 
名（人）と 動 
名（交通機関）で 動 
名（場所）から 名（場所）まで 動 
「に／で／へ／から／まで／と」＋は 
2．掌握第六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六课 

知识单元 11 ：第七课 李さんは毎日コーヒーを飲みま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 を 動 
李さんは毎日コーヒーを飲みます。 
わたしは毎日ジョギングをします。 
わたしは新聞を読みません。 
李さんは毎朝何を食べますか。 
2．名（場所）で 動 
李さんは図書館で勉強します。 
わたしはコンビニでお弁当を買います。 
今日どこで新聞を読みました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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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名 か 名 
わたしは毎朝パンかお粥を食べます。 
休みは何曜日ですか。 
―休みは月曜日か火曜日です。 
4．名 をください 
コーラとケーキをください。 
申込書をください。 
この本をください。 
表現・語彙 

  1．「なん」と「なに」 
  2．そうですか 
  いつもそば屋で昼ご飯を食べます。 
  －そうですか（↘）。 
  3．そうですね① 
  李さん、今日はそば屋へ行きますか。 
  －そうですね。 
  4．じゃあ 
  5. あいさつ 

① 失礼します 
② いってらっしゃい 
いってまいります／いってきます 
③ ただいま 
お帰りなさい 
④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6．すみません（話しかけ②）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名 を 動 
名（場所）で 動 
名 か 名 
名 をください 
2．掌握第七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七课 

知识单元 12 ：第八课 李さんは日本語で手紙を書きま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工具）で 動 
李さんは日本語で手紙を書きます。 
手紙を速達で送りました。 
新聞紙で紙飛行機を作りました。 
何でうどんを作りますか。 
2．名 1（人） は 名 2（人） に 名 3（物）を あげます 
わたしは小野さんにお土産をあげます。 
小野さんは森さんにチョコレートをあげ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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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は小野さんに花をあげました。 
母は長嶋さんにワインをあげました。 
3．名 1（人） は 名 2（人） に 名 3（物）を もらいます 
わたしは小野さんに辞書をもらいました。 
わたしは長嶋さんから写真をもらいました。 
森さんは長嶋さんにパンフレットをもらいました。 
母は小野さんにハンカチをもらいました。 
弟は長島さんから本をもらいました。 
4．名（人）に会います 
李さんは明日長島さんに会います。 
わたしは駅で森さんに会いました。 
5．よ（注意する） 
すみません、李さんはいますか。 
――もう帰りましたよ。 
6．もう 
昼ごはんを食べましたか。 
――ええ、もう食べました。 
表現・語彙 
1．～からもらいます 
父は会社から記念品をもらいました。 
2．「あげます」の使い方 
李さん、これどうぞ。 
－わあ、どうも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3．「さっき」と「たった今」 
李さんはたった今帰りましたよ。 
4．電話／ファックス／メールをもらいます 
5．～件 
6．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①） 
すみません、田中さんをお願いします。 
これ、お願いします。 
7．分かりました 
もう一度ファックスをお願いします。 
－分かりました。 
8．ファックスもメールも 
9.前に（時間） 
前に田中さんにメールをもらいました。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名（工具）で 動 
名 1（人） は 名 2（人） に 名 3（物）を あげます 
名 1（人） は 名 2（人） に 名 3（物）を もらいます 
名（人）に会います 
よ（注意する） 
もう 
2．掌握第八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八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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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3 ：第九课 四川料理は辛いで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 は 一類形 です 
四川料理は辛いです。 
あのスープは冷たいです。 
このお茶は熱いです。 
2．一類形の述語に当たる場合の否定形 
このスープはあまり熱くないです。 
今日は寒くないです。 
この本は高くありません。 
注意点：いいですーよくないです／よくありません 
3．一類形の述語に当たる場合の過去形 
旅行はとても楽しかったです。 
昨日は寒くなかったです。 
昨日は寒く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注意点：いいですーよかったです／よく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4．一類形＋名 
広い国   青い海 
おいしい料理  白い紙 
注意点：×おいしいの料理 
5．を→は 
この本は李さんにもらいました。 
わたしはコーヒーは飲みません。 
×わたしはコーヒーをは飲みません。 
6．あまり 一類形／動（否定）   
このスープはあまり熱くないです。 
試験はあまり難しく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7．程度を表す副詞① 
とても／たいへん〉少し／ちょっと〉あまり～ません〉全然～ません 
この料理はとてもおいしいです。 
このスープは少し辛いです。 
試験は全然難しく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8．常用の一類形容詞 
表現・語彙 
1．「多い」と「少ない」 
単独で名詞を修飾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公園にたくさんの人がいます。 
×公園に多い人がいます。 
2．～用 
子供用 女性用  お客様用 ワイン用のグラス 
3．熱くないですか。(否定の疑問文) 
－はい、熱くないです。 
－いいえ、熱くない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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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ちょうどいい 
この浴衣はちょうどいいです。 
李さん、熱くないですか。 
－いいえ、ちょうどいいです。 
5．味の表し方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名 は 一類形 です。 
一類形の述語に当たる場合の否定形 
一類形の述語に当たる場合の過去形 
一類形＋名 
を→は 
あまり 一類形／動（否定） 
程度を表す副詞① 
常用の一類形容詞 
2．掌握第九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九课 

知识单元 14 ：第十课 京都の紅葉は有名で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 は 二類形です・でした 
京都の紅葉は有名です。 
この通りは静かです。 
この町はにぎやかでした。 
2．名 は 二類形 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この通りはにぎやかではありません。 
昨日は暇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3．名 は 二類形な 名です 
奈良は静かな町です。 
奈良はにぎやかな町ではありません。 
4．名 でした 
昨日は日曜日でした。 
おとといは休みでした。 
昨日は雨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おとといは曇りじゃ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5．どんな 名 
横浜はどんな町ですか。 
―とてもにぎやかな町です。 
張さんはどんな人ですか。 
―親切な人です。 
＊「何の」と「どんな」の区別 
6．どうですか 
この料理はどうですか。 
京都はどうでしたか。 
お茶、どう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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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7．「でも」と「そして」 
わたしの部屋は狭いです。でもきれいです。 
わたしの部屋は狭いです。そして汚いです。 
8．常用の二類形容詞 
表現・語彙 
1．きれいです 
きれいな服 
×きれい服 
2．おとといは雨でした。 
雪です。 
3.ところで（話題転換） 
ああ。そうですか。ところで、この美術館にはそんな作品がありますか。 
4．～中 
（場所）＋中（じゅう） 世界中 日本中 学校中 
（時間／期間）＋中（じゅう） 一日中 一晩中 一年中 
5．形容詞＋の 
このパソコンはいかがですか。 
―もう少し小さいのがいいです。 
簡単なの 便利なの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名 は 二類形です・でした 
名 は 二類形 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名 は 二類形な 名です 
名 でした 
どんな 名 
どうですか 
「でも」と「そして」 
常用の二類形容詞 
2．掌握第十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十课 

知识单元 15 ：第十一课 小野さんは歌が好きで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 1 は 名 2 が 形 です 
小野さんは歌が好きです。 
王さんは肉が嫌いです。 
林さんは犬が怖いです。 
2．名 1 は 名 2 が 分かります／できます 
スミスさんは韓国語が分かります。 
わたしはコンピュータができません。 
小野さんは料理が上手です。 
3．名 や 名 
吉田さんは時々中国や韓国へ行き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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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さんはサッカーや野球が好きです。 
わたしはお店で野菜や果物などを買いました。 
4．「～から」と「だから」（原因、理由） 
森さんはお酒が好きですから、毎日飲みます。 
寒いですから、窓を閉めます。 
窓を閉めます。寒いですから。 
キムさんは野菜が嫌いです。だから、あまり野菜を食べません。 
明日は休みです。ですから、子供と動物園へ行きます。       
5．頻度を表す副詞 
いつも よく ときどき たまに あまり～ません 全然～ません 
わたしはたまにコンサートへ行きます。 
李さんは時々映画を見ます。 
田中さんはあまり横浜へは行きません。 
6．どうしてですか 
ぼくは来月またここへ来ますよ。 
－どうしてですか。 
ここで友達の結婚式がありますから。 
表現・語彙 
1．ぼく（男性用語） 
2．ホテルで写真展があります 
来週、金曜日の夜 7時から、ホテルでパーティーがあります。 
3．いかがですか 
コーヒーはいかがですか。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今は結構です。 
4．そうですね② 
日本の食べ物はどうですか。 
－そうですね・・・、とてもおいしいです。でも、ちょっと高いです。 
5．迷います 
たくさん料理がありますね。何を食べますか。 
－うーん、迷いますね。 
6．気に入りました 
気に入りましたか。 
－はい、とても。 
7．省略③（述語の重複を避けるための答え方） 
北京ダックはおいしいですね。 
－ええ、とても（おいしいです）。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名 1 は 名 2 が 形 です 
名 1 は 名 2 が 分かります／できます 
名 や 名 
「～から」と「だから」（原因、理由） 
頻度を表す副詞 
どうしてですか 
2．掌握第十一课词汇、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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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练习册第十一课 
知识单元 16 ：第十二课 李さんは森さんより若いで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文法 
1．名 1 は 名 2 より 形 です 
李さんは森さんより若いです。 
中国は日本より広いです。 
上海は北京よりにぎやかですか。 
2．名 1 より 名 2 のほうが 形 です 
日本より中国のほうが広いです。 
北京より東京のほうが暖かいです。 
大阪より東京のほうがにぎやかですか。 
3．名 1 は 名 2 ほど 一類形 くないです 
二類形 ではありません 
神戸は大阪ほどにぎやかではありません。 
神戸は大阪ほどにぎやかではありません。 
わたしの部屋は王さんの部屋ほどきれいではありません。 
4．名 1 の中で 名 2 が 一番 形 です 
スポーツの中でサッカーがいちばん面白いです。 
日本料理の中で寿司がいちばんおいしいです。 
日本で一番高い山は富士山です。 
日本で一番寒い月は 2月です。 
5．名 1 と 名 2 とどちらが 形 ですか。 
日本語と英語とどちらが難しいですか。 
―日本語のほうが難しいです。 
コーヒーと紅茶とどっちが好きですか。 
―紅茶のほうが好きです。 
―どちらも好きです。 
6．どの 名 ／いつ／どれ／だれ／何が一番 形 ですか。 
この中でどの料理がいちばんおいしいですか。 
―この料理が一番おいしいです。 
季節の中でいつが一番好きですか。 
―わたしは春がいちばん好きです。 
リンゴとナシとバナナの中でどれが一番好きですか。 
果物の中で何が一番好きですか。 
表現・語彙 
1．最近 
最近少し太りました。 
最近 10年間は元気でした。 
注意点： ×最近北京へ行きます。(将来) 
2．～がいいです 
箱根のお土産は何がいいですか。 
－寄木細工がいいです。 
わたしは肉より魚のほうがいい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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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やっぱり 
やっぱり雨が降りましたね。 
どのお茶が一番人気がありますか。 
－やっぱりウーロン茶です。 
4．～が・・・。（半分だけ話す場合） 
あのう、そこはわたしの席ですが・・・・。 
どちらがおいしいですか。 
－どちらもおいしいですよ。私はジャスミン茶が好きですが・・・。 
5．日本の主要地名 
学习目标： 
1．了解日语的句型   名 1 は 名 2 より 形 です 
名 1 より 名 2 のほうが 形 です 
名 1 は 名 2 ほど 一類形 くないです 
二類形 ではありません 
名 1 の中で 名 2 が 一番 形 です 
名 1 と 名 2 とどちらが 形 ですか。 
どの 名 ／いつ／どれ／だれ／何が一番 形 ですか。 
2．掌握第十二课词汇、句型。 
作业：练习册第十二课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五十音图的清音以及浊音、半浊音的发音及书写（前半部分） 2 语音、文字 
2 五十音图的清音以及浊音、半浊音的发音及书写（前半部分） 2 语音、文字 
3 拨音、促音、长音的发音及书写 2 语音、文字 

4 
拗音、拗长音、拗拨音、拗促音以及日语口语中的语音变化

及外来语的发音 
2 语音、文字 

5 第一課 李さんは中国人です 2 句型、词汇 
6 第二課 これは本です 2 句型、词汇 
7 第三課 ここはデパートです 2 句型、词汇 
8 第四課 部屋に机といすがあります 2 句型、词汇 
9 第五課 森さんは 7時に起きます 2 句型、词汇 

10 第六課 吉田さんは来月中国へ行きます 2 句型、词汇 
11 第七課 李さんは毎日コーヒーを飲みます 2 句型、词汇 
12 第八課 李さんは日本語で手紙を書きます 2 句型、词汇 
13 第九課 四川料理は辛いです 2 句型、词汇 
14 第十課 京都の紅葉は有名です 2 句型、词汇 
15 第十一課 小野さんは歌が好きです 2 句型、词汇 
16 第十二課 李さんは森さんより若いです 2 句型、词汇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中级日语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学习语音阶段：配合大量的典型单词与句子进行发音练习，并对日语单词、句子与外

来语的发音规律作简单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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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语法与句型阶段：结合教材教授基本的、使用频率高的日语句型、词汇、表现形式。 
难点：日语发音、句型、词汇的掌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语音、语法知识的教授采用教师主讲的教学方式。在单词、句型、表现形式的教授上采 
取师生互动式教学方式，设计生活场面、游戏等让学生尽可能使用日语。例如，初次见面 
时的 会话、商场购物、问路、指路等等。通过让学生观看介绍日本风光、风俗、日常生 
活的 VCD，学唱日语歌曲，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不仅在语言学习上获得收益，而且 
又可以多方面地了解日本，感受日本。 
教学手段：  
在教学中注重设定使用日语的场面和情形，培养学生从初级阶段开始用日语进行简单交流的意

识与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在会话的练习过程中，注意会话表现的简洁，

使用性高和日语表达自然等方面，提高会话的实际运用能力。 
重视日语学习初级阶段的听力培养，课堂上多使用日语，并结合课本进行听力练习。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标准日本语》初级、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4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标准日本语 初级同步练习》，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8月 第 1版 

执笔：崔延花  审稿：田力男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1日 

 

语言·文化·宗教 
Language Culture Religion 

课程号：5080303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全校各院本科生的通选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基督教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和现

状；2、了解基督教的教义、教规、教派和重要节日；3、了解基督教对西方社会乃至全世界在哲学、
文学、艺术、语言、伦理道德及律法诸领域的深刻影响；4、了解圣经成书的过程和内容，熟悉圣
经故事和主要人物，学习圣经中的典故和成语；5、懂得“宗教因素”是了解历史、经济、政治和社
会的一个关键因素，有助于学生全方位认识世界并与之交往；6、提高学生的英语听力和扩大词汇
量。 
开设本课程，旨在改变以前对大学生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素质教育的缺失以及在语言学习时对语

言背后的文化的忽略。 
众所周知，学好语言是离不开对目的语国家文化的了解的，而对英语国家文化的了解是离不开

对他们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基督教）的了解的，因为基督教上下两千年，其内容包罗万象，浩如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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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它是西方文明之源——两希文明（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的结晶，也是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
和特色。要研究西方社会发展史、哲学史、思想史、语言史、文学史、艺术史、民族史乃至法制史，

我们必须对基督教文化进行全面的了解。在当代，宗教因素是了解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以

及恐怖主义活动的一个关键因素，现在懂得宗教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这对于

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有一定的意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Noah’s Ark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Lord saw that the wickedness of humankind was great on the earth, and that every inclination of 

the thoughts of their hearts was only evil continually. And the Lord was sorry that he had made 
humankind on the earth, and it grieved him to his heart. So the Lord said, “ I will blot out from the earth 
the human beings I have created——people together with animals and creeping things and birds of the 
air ” . But Noah found favor in the sight of Lord.  

The flood continued forty days on the earth. And all flesh died that moved on the earth including all 
human beings. Only Noah and his family and every pair of animals of every kind were left. God blessed 
Noah and his sons, and said to them, “ I am establishing my covenant with you and your descendants after 
you. I have set my bow in the clouds, and it shall be a sign of the covenant between me and the earth. ”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创世纪中有关神创造天地并照着自己形象造人和亚当以及挪亚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创世纪 1-11章。 

知识单元 2：Abraham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Now the Lord said to Abraham, “ Go from your country and your kindred and your father’ s house to 

the land that I will show you. I will make of you a great nation, and I will bless you, and make your name 
great, so that you will be a blessing. No longer shall your name be Abram; for I have made you the 
ancestor of a multitude of nations. I will make you exceedingly fruitful, and I will make nations of you, 
and kings shall come from you. I will establish my covenant between me and you and give to you all the 
land of Cannan. And you shall keep my covenant that every male among you shall be circumcised. It shall 
be a sign of a covenant between me and you. ”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创世纪中有关亚伯拉罕和以撒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创世纪 12-28章。 

知识单元 3：Joseph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God appeared to Jacob again and blessed him. God said to him, “ your name is Jacob; no longer shall 

you be called Jacob, but Israel shall be your name. ” 
Joseph dreamed of greatness and was sold to Egypt by his brothers. In Egypt, Joseph refused 

Potiphar’ s wife’s seduction and, was put into prison. He interpreted the dreams of two prisoners and then 
Pharaoh’s dreams. So he rose to power as prime min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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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made the Israelites swear, saying, “ When God comes to you, you shall carry up my bones 
from here.” In this way he reassured his brothers, speaking kindly to them.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创世纪中有关雅各和约瑟的故事以及雅各改名为“以色列”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创世纪 28-50章。 

知识单元 4：The Ten Commandment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For sheer pageantry and spectacle, few motion pictures can claim to equal the splendor of this epic 

remake filmed in Egypt and the Sinai with one of the biggest sets ever constructed for a motion picture. 
This version tells the story of Moses, one of the Israelite pioneers and law-makers, who led the Jewish 
people out of Egyptian bondage and to freedom. And God spoke all these words: Do not worship any god 
except me. Do not make idols for yourself and do not bow down to them or worship them. Do not misuse 
my name. Remember that the Sabbath Day belongs to me and keep it holy. Respect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 Do not murder. Be faithful in marriage. Do not steal. Do not tell lies about others. Do not want 
anything that belongs to someone else. These are the ten commandments or laws from God for the Jewish 
people, the chosen people by God.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出埃及记中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并接受神颁布十诫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出埃及记 1-40章。 

知识单元 5：Samson and Delilah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veryone is familiar with the Old Tastament tale of the mighty Samson and the treacherous Delilah, 

and how the strong man was robbed of his powers once the biblical femme fatale sheared off his locks. 
This version is retold in splashy Cecil B. Demille style, withTechnicolor that practically jumps off the 
screen and lager-than-life portrayals all around. Even for those who are not fond of costume dramas, this 
is an engrossing version of the age-old yarn. The drop-dead-gorgeous Hedy Lamarr plays the vindictive 
Delilah to Victor Mature’s ultravirile Samson. Mature uses his expressive features to full advantage, 
melting hearts as the vulnerable Samson curls. The only problems are unintentionally funny struggle 
between Samson and a phony-looking lion, and the somewhat implausible idea of Angela Lansbury 
playing Samson’s older sister. It’s a grand-scale biblical drama, entertaining and fun, with good 
performances throughout and lavish production values.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士师记中有关参孙和大利拉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士师记 13-16章。 

知识单元 6：Ruth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the days when the judges ruled, there was a famine in the land, and a certain man of Bethlehem in 

Judah went to live in the country of Moab, he and his wife and two sons. One of his sons married a 
Moabite girl named Ruth. When they had lived there about ten years, the man and his two sons died,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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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his wife, Naomi, was left without her two sons and her husband. 
Ruth followed Naomi back to Bethlehem, saying, “ where you go, I will go; where you lodge, I will 

lodge; your people shall be my people, and your God my God. ” Now a kinsman on her husband’s side, a 
prominent rich man, whose name was Boaz, married Ruth and she bore a son, who became the father of 
Jesse, the grand father of David.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路得记中有关路得、拿俄米和波阿斯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路得记中有关路得、拿俄米和波阿斯的故事。 

知识单元 7：David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Samuel anointed David and the spirit of the lord came mightily upon him from that day forward. 

David prevailed over the Philistine with a sling and a stone, striking down the Philistine and killing him. 
After the death of Saul, David was anointed king over the house of Judah and Israel. David brought up the 
ark of God to Jerusalem, the city of David with rejoicing. But later, David committed adultery with 
Bathsheba. The Lord was displeased and sent the prophet Nathan to condemn David who repented. The 
Lord is a tower of salvation for his king, and shows steadfast love to his anointed, to David and his 
descendants forever.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中有关大卫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中有关大卫的故事。 

知识单元 8：Solom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Before David died, he swore that his son Solomon shall succeed him as king and shall sit on his 

throne in his place. The king’s servants came to congratulate, saying, “ May God make the name of 
Solomon more famous and make his throne greater. ” And David charged his son Solomon, saying, “ Be 
strong, be courageous, and keep the charge of the Lord your God, walking in his way and keeping his 
statutes, his commandments, his ordinances, and his testimonies, as it is written in the law of Moses, so 
that you may prosper in all that you do and wherever you turn. ” 

Solomon loved the Lord and prayed for wisdom and an understanding mind to govern the people. It 
pleased the Lord that Solomon had asked this and promised him a wise and discerning mind and a long 
life. God gave Solomon very great wisdom. He was wiser than anyone else. He composed three thousand 
proverbs, and his songs numbered a thousand and five. He built the temple, the house of the Lord and the 
palace and other buildings.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中有关所罗门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列王记（上下）和历代志（上下）中有关所罗门的故事。 

知识单元 9：One Night With The Ki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With lush cinematography, a mesmerizing score, and an all-star cast that includes Peter O’To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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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ar Sharif and John Rhys-Davies, One Night With The King is a sweeping epic about Hadassah, the 
young Jewish orphan who becomes the biblical Esther, Queen of Persia. 

Born into poverty, Hadassah (Tiffany DuPont) grows up to become a beauty who catches the eye of 
the powerful King Xerxes and ultimately becomes his bride. But despite her position, Hadassah’s life is in 
danger, as the state has decreed that all Jews will be put to death. Defying warning to remain silent, 
however, Hadassah struggles to save her people, even as she attempts to hide her heritage, in this exciting 
and inspiring story about courage, faith and destiny.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以斯帖记中有关以斯帖和末底改拯救犹太同胞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以斯帖记中有关以斯帖和末底改拯救犹太同胞的故事。 

知识单元 10：The Book of Daniel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605 B.C. Jerusalem was conquered by the Babylonnians and many of their best young men were 

taken into captivity, including Daniel. Daniel was taken to Babylon to serve it. As powerful king, 
Nebuchandnezzar burnt the temple and took away everything in it. Daniel as an example of boldness and 
faithfulness to God in the most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had eternal impact on the people and the kings that 
he encountered.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旧约但以理书中有关但以理被掳至巴比伦及在尼布甲尼撒、伯沙撒、大利乌和塞鲁士

王朝中共任职六十年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旧约但以理书中有关但以理被掳至巴比伦及在尼布甲尼撒、伯沙撒、大利乌和塞鲁士

王朝中共任职六十年的故事。 
知识单元 11：Jesus——Son of God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story of Jesus’ life as recounted by his disciple John, this three-hour epic feature film draws its 

audience into antiquity by way of meticulous recreation, including an original musical score complete 
with instrumental sounds of the time. This ambitious motion picture follows the Gospel precisely, neither 
adding to the story from other Gospels, nor omitting complex passages. Narrated by renowned Canadian 
actor Christopher Plummer with a distinguished cast from Canada’s Prestigious Stratford Festival and 
Soul Theatre Company, as well as Britain’s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and Royal National Theatre, it 
features British actor Henry Ian Cusick in the seminal role of Jesus Christ. 

Jesus’ story has been told to more people, in more languages, in more cultures, than any other. He is 
history’s true revolutionary. He changed the world as none other before or since, and his message is more 
compelling today than ever. Originally shown in the state of the art virtual reality theaters, this riveting 
and acclaimed presentation is now offered to you.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新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中有关耶稣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新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中有关耶稣的故事。 

知识单元 12：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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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focuses on the last twelve hours of Jesus of Nazareth’s life. The film begins 

in the Garden of Olives where Jesus has gone to pray after the Last Supper. Jesus must resist the 
temptations of Satan. Betrayed by Judas Iscariot, Jesus is then arrested and taken within the city walls of 
Jerusalem where leaders of the Pharisees confront him with accusations of blasphemy and his trial results 
in a condemnation to death. Jesus is presented with the cross and is ordered to carry it through. This is a 
profound story of courage and sacrifice.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新约四福音书中有关耶稣受难——被鞭打和钉十字架并流尽宝血为人类赎罪的故事。 
作业： 
阅读圣经新约四福音书中有关耶稣受难——被鞭打和钉十字架并流尽宝血为人类赎罪的故事。 

知识单元 13：Paul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fter Jesus died and the apostles began to preach the Gospels and to spread his message to the world, 

the Pharisee Saul was ravaging the church by entering house after house; dragging off both men and 
women, he committed them to prison. Now as he was going along and approaching Damascus, suddenly a 
light from heaven flashed around him. He fell to the ground and heard a voice saying to him, “ Saul, why 
do you persecute me? ” Saul was blinded by Jesus and then chosen to be an instrument to bring His name 
before Gentiles and Kings and before the people of Israel. But he must suffer for the sake of His name. 
The Lord Jesus appeared to him so that he regained his sight and was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was 
baptized. Then he began to proclaim Jesus in the synagogues, saying, “ He is the son of God.” He went to 
many places to preach, for example, Cyprus, Antioch, Syria, Cilicia, Macedonia, Ephesus, Athens and 
Corinth. Finally, he came to Rome, center of the Roman Empire, and was murdered there.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新约使徒行传中有关保罗三次布道旅程和基督教会的诞生与成长。 
作业： 
阅读圣经新约使徒行传中有关保罗三次布道旅程和基督教会的诞生与成长。 

知识单元 14：Quo Vadi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 Welcome to Nero’s House of Women ” greets a concubine to a slave girl, Lygia. Later, this 

self-same greeter reveals that she, too, like Lygia is really a fellow Christian neophyte. And it’s that 
mixture of tawdy Hollywood sex and a strong Christian message that makes this film an enjoyable 
“gentiles and gladiators ” flick. Marcus Vinicius returns Rome after conquering the Britons to find that 
Rome is infected with a crazy new sect called Christians and that his beloved emperor Nero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wacky. Marcus tries his centurion wiles on Lygia and she’s smitten, but she’s also a Christian 
convert and begs Marcus not to force her to choose between him and her god. The Christians have a tough 
go of it, with martyrdom in the Coliseum as punishment for belonging to the new religion in town. 
Though three hours long, the film has something going on. It could help you enjoy it.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新约使徒行传及书信中有关一世纪初期教会和基督徒遭受罗马皇帝尼录迫害时勇敢

地忍受苦难和面对死亡的情景。 
作业： 
阅读圣经新约使徒行传及书信中有关一世纪初期教会和基督徒遭受罗马皇帝尼录迫害时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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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忍受苦难和面对死亡的情景。 
知识单元 15：Five Thousand Years Over the Holy Land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Jewish people have a long history of five thousand years and they were chosen by their God 

Jehovah and given the Promised Land. The Hebrew ancient writings were the Old Testament, the first half 
of the Bible. This documentary film tells their history from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to the last book of the 
New Testament, Revelation. It introduces the major events and important pers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ewish people. The important figures include Abraham, Isaac, Jacob, Joseph, Moses, Saul, David, 
Solomon, prophets like Isaiah, Jeremiah and Ezekiel, Jesus, John the Baptist, Jesus’  twelve disciples, 
Paul and many others. 

学习目标： 
了解圣经新旧约中有关犹太人 5000 年来被神选中并赐迦南宝地到发展成基督教三派的历史，

并了解其教义、教规、节庆、礼仪、神学思想、经书及伦理道德的指导，同时懂得语言背后是文化，

学语言必须了解目的语的文化，否则学不好语言。 
作业： 
阅读《基督教史》 

知识单元 16：Handel’s Messiah, Christian Songs and Music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Born in Halle, Germany in 1685, the young George Friderich Handel showed an early interest in 

music. By the age of 11 he could already play the violin, harpsichord, oboe and organ. At the age of 17, 
Handel was appointed as chapel master to King George of Handover. In 1712, Handel came to London 
and composed several operas. Handel remained in England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becoming a naturalized 
citizen in 1726 and anglicizing his name to George Friderich Handel. 

Opera remained his central interest. In the late 1730s, Handel turned to oratorios. His many oratorios 
included Saul, Israel in Egypt, and Judas Maccabeus. His most famous essay in the form, Messiah(1705), 
has enjoyed virtually uninterrupted popularity since its composition. During his last few years he gave 
regular performances of Messiah to benefit the Foundling Hospital. Handel died in 1759 and was buried 
in Westminster Abbey. He was recognized as the greatest composer of his day.   

学习目标： 
了解并熟悉基督教音乐、赞美诗和圣诞颂歌。 
作业： 
阅读《基督教文化面面观》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Noah’s Ark 2  
2 Abraham 2  
3 Joseph 2  
4 The Ten Commandments 2  
5 Samson and Delilah 2  
6 Ruth 2  
7 David 2  
8 Solomon 2  
9 One Night With The 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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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he Book of Daniel 2  
11 Jesus——Son of God 2  
12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2  
13 Paul 2  
14 Quo Vadis 2  
15 Five Thousand Years Over the Holy Land 2  
16 Handel’s Messiah, Christian Songs and Music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外语（一）；外语（二）；外语（三）；外语（四）；英语听力（一）；英语听力

（二）；英语听力（三）；英语口语（一）；英语口语（二）；英语口语（三）；西方文明通论后

续课程：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英美国家概况、跨文化交际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创世纪、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罗门、耶稣、保罗。 
难点：约瑟、参孙、路得、以斯帖、但以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①中英双语授课。 
②在课堂教学中，改变“满堂灌”方式，广泛采用启发、讨论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加教学效果。 
①上课时主要观赏与基督教有关的英文原版电影，老师对内容与英语的重点难点给予讲解。 
②课后，学生主要阅读中英文双语圣经以及选编的辅导材料和推荐的参考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语言实验室、设备和有关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有关著作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  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堂实验占 10%；期末考查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辅导材料和相关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中英对照圣经（中文和合本，ESV英文标准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与中国基督

教协会出版 2012年 10月第 9次印刷。 
（二）推荐参考书 
1、《基督教史》陈钦庄著     人民出版社 2004年出版 
2、《基督教文化面面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著齐鲁书社 1991年出

版 
执笔：陈向荣  审稿：田力男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定时间：2015年 9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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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戏剧欣赏 
Appreciation of Shakespeare’s Plays 

课程号：5080304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以具有针对性的莎士比亚戏剧基础文本，以西方多种文艺理论为指

导，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2、通过阅读、讨论莎剧，审视其独特的叙事策略，为我们思考、判
断提供有益启示，使本科生们能够成为未来优秀的“批评家”。3、通过直接阅读英文文本，提高本
科生用英文进行高级思考、理解、表达的综合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使学生对莎剧的创作背景、创作手法与策略、创作主

题有初步的了解，并掌握一定的批评、分析能力，能够完成文学批评论文的写作。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Introduc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in Shakespeare’s time 
2. Themes 
3. Motifs 
4. Symbols 
学习目标： 
To know about the general contex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hakespeare’s plays. 
作业： 
1. Students’ goal of the course. 
2. Comparison between Shakespeare’s plays and Tang Xianzu’s plays. 

知识单元 2： Hamlet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The Tragedy of Hamlet, Prince of Denmark, is a tragedy written byWilliam Shakespeare at an 

uncertain date between 1599 and 1602. 
Set in the Kingdom of Denmark, the play dramatises the revenge Prince Hamlet is called to wreak 

upon his uncle,Claudius, by the ghost of Hamlet's father, King Hamlet. Claudius had murdered his own 
brother and seized the throne, also marrying his deceased brother's widow. 

Hamlet is Shakespeare's longest play, and is among the most powerful and influential trage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with a story capable of "seemingly endless retelling and adaptation by others." The play likely was 
one of Shakespeare's most popular works during his lifetime, and still ranks among his most performed, 
topping the performance list of the Royal Shakespeare Company and its predecessors in Stratford-upon-Avon 
since 1879. It has inspired many other writers – from Goethe and Dickens to Joyce and Murdoch – and has 
been described as "the world's most filmed story after Cinderella". 

The story of Shakespeare's Hamlet was derived from the legend of Amleth, preserved by 
13th-century chronicler Saxo Grammaticus in his Gesta Danorum, as subsequently retold by 16th-century 
scholar François de Belleforest. Shakespeare may also have drawn on an earlier 
(hypothetical) Elizabethan play known today as the Ur-Hamlet, though some scholars believe he him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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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ote the Ur-Hamlet, later revising it to create the version of Hamlet we now have. He almost certainly 
wrote his version of the title role for his fellow actor, Richard Burbage, the leading tragedian of 
Shakespeare's time. In the 400 years since its inception, the role has been performed by numerous highly 
acclaimed actors in each successive century. 

Three different early versions of the play are extant: the First Quarto (Q1, 1603); the 
Second Quarto (Q2, 1604); and the First Folio (F1, 1623). Each version includes lines and entire scenes 
missing from the others. The play's structure and depth of characterisation have inspired much critical 
scrutiny. One such example is the centuries-old debate about Hamlet's hesitation to kill his uncle, which 
some see as merely a plot device to prolong the action, but which others argue is a dramatisation of the 
complex philosophical and ethical issues that surround cold-blooded murder, calculated revenge, and 
thwarted desire. More recently, psychoanalytic critics have examined Hamlet's unconscious desires, 
while feminist critics have re-evaluated and attempted to rehabilitate the often maligned characters 
of Ophelia and Gertrude. 

学习目标： 
1.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the writing of Hamlet. 
2. 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in Hamlet. 
3. 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Hamlet. 
作业： 
1. What sets Hamlet apart from other Shakespearean plays? 
2. What are the major concerns that constantly recur in Hamlet? 

知识单元 3：Othello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Othello(The Tragedy of Othello, the Moor of Venice) is a tragedy by William Shakespeare, believed 

to have been written in 1603. It is based on the story Un Capitano Moro ("A Moorish Captain") by Cinthio, 
a disciple of Boccaccio, first published in 1565. This tightly constructed work revolves around four 
central characters: Othello, a Moorish general in theVenetian army; his beloved wife, Desdemona; his 
loyal lieutenant, Cassio; and his trusted but ultimately unfaithful ensign,Iago. Given its varied and 
enduring themes of racism, love, jealousy, betrayal, revenge and repentance, Othello is still often 
performed in professional and community theatre alike, and has been the source for numerous operatic, 
film, and literary adaptations. 

学习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the writing of Othello. 
2.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in Othello. 
3.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Othello. 
作业： 
1.What sets Othello apart from other Shakespearean plays? 
2.What are the major concerns that constantly recur in Othello? 

知识单元 4：King Lear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King Lear is a tragedy written by William Shakespeare. It depicts the gradual descent into madness 

of the title character, after he disposes of his kingdom giving bequests to two of his three daughters based 
on their flattery of him, bringing tragic consequences for all. Derived from the legend of Leir of Britain, a 
mythological pre-Roman Celtic king, the play has been widely adapted for the stage and motion pi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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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title role coveted by many of the world's most accomplished actors. 
Originally drafted in 1605 or 1606, with its first known performance on St. Stephen's Day in 1606, 

the first attribution to Shakespeare was a 1608 publication in a quarto of uncertainprovenance; it may be 
an early draft or simply reflect the first performance text. The Tragedy of King Lear, a more theatrical 
revision, was included in the 1623 First Folio. Modern editors usually conflate the two, though some insist 
that each version has its own individual integrity that should be preserved. 

After the English Restoration, the play was often revised with a happy, non-tragic ending for 
audiences who disliked its dark and depressing tone, but since the 19th century Shakespeare's original 
version has been regarded as one of his supreme achievements. The tragedy is particularly noted for its 
probing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of human suffering and kinship. 

学习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the writing of King Lear. 
2.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in King Lear. 
3.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King Lear. 
作业： 
1.What sets King Lear apart from other Shakespearean plays? 
2.What are the major concerns that constantly recur in King Lear? 

知识单元 5：Macbeth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Macbeth is a tragedy written by William Shakespeare. Set mainly in Scotland, the play dramatises 

the damaging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political ambition on those who seek power for its 
own sake. The play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written between 1599 and 1606. The earliest account of a 
performance of what was probably Shakespeare's play is April 1611, when Simon Forman recorded seeing 
such a play at the Globe Theatre. It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Folio of 1623, possibly from a prompt book. 
It was most likely written during the reign of James I, who had been James VI of Scotland before he 
succeeded to the English throne in 1603. James was a patron of Shakespeare's acting company, and of all 
the plays Shakespeare wrote during James's reign, Macbeth most clearly reflects the playwrigh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sovereign. 

Macbeth is Shakespeare's shortest tragedy, and tells the story of a brave Scottish general 
named Macbeth who receives a prophecy from a trio of witches that one day he will become King of 
Scotland. Consumed by ambition and spurred to action by his wife, Macbeth murders King Duncan and 
takes the throne for himself. He is then wracked with guilt and paranoia, and he soon becomes a tyrannical 
ruler as he is forced to commit more and more murders to protect himself from enmity and suspicion. The 
bloodbath and consequent civil war swiftly take Macbeth and Lady Macbeth into the realms of arrogance, 
madness, and death. 

Shakespeare's source for the tragedy is the account of Macbeth, King of Scotland, Macduff, 
and Duncan inHolinshed's Chronicles (1587), a history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 familiar to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 although the events in the play differ extensively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real Macbeth. In recent scholarship, the events of the tragedy are usually associated more closely with 
the execution of Henry Garnett for complicity in the Gunpowder Plot of 1605. 

In the backstage world of theatre, some believe that the play is cursed, and will not mention its title 
aloud, referring to it instead as "the Scottish play". Over the course of many centuries, the play has 
attracted some of the most renowned actors to the roles of Macbeth and Lady Macbeth. It has been 
adapted to film, television, opera, novels, comic books, and other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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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the writing of Macbeth. 
2.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in Macbeth. 
3.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Macbeth. 
作业： 
1.What sets Macbeth apart from other Shakespearean plays? 
2.What are the major concerns that constantly recur in Macbeth? 

知识单元 6：The Merchant of Venice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The Merchant of Venice is a play by William Shakespeare in which a merchant in 16th-century 

Venice must default on a large loan provided by an abused Jewish moneylender. It is believed to have 
been written between 1596 and 1598. Though classified as a comedy in the First Folio and sharing certain 
aspects with Shakespeare's other romantic comedies, the play is perhaps most remembered for its dramatic 
scenes, and is best known forShylock and the famous "Hath not a Jew eyes?" speech. Also notable 
is Portia's speech about "the quality of mercy". 

学习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the writing of The Merchant of Venice. 
2.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 
3.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The Merchant of Venice. 
作业： 
1.What sets The Merchant of Veniceapart from other Shakespearean plays? 
2.What are the major concerns that constantly recur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 

知识单元 7：The Tempes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Tempest is a play by William Shakespeare, believed to have been written in 1610–11, and 

thought by many critics to be the last play that Shakespeare wrote alone. It is set on a remote island, where 
the sorcerer Prospero, rightful Duke of Milan, plots to restore his daughterMiranda to her rightful place 
using illusion and skilful manipulation. He conjures up a storm, the eponymous tempest, to lure his 
usurping brother Antonio and the complicit King Alonso of Naples to the island. There, his machinations 
bring about the revelation of Antonio's lowly nature, the redemption of the King, and the marriage of 
Miranda to Alonso's son, Ferdinand. 

There is no obvious single source for the plot of The Tempest, but researchers have seen parallels 
in Erasmus's Naufragium, Peter Martyr's De orbe novo, and eyewitness reports by William Strachey and 
Sylvester Jordain of the real-life shipwreck of the Sea Venture on the islands ofBermuda, and the 
subsequent conflict between Sir Thomas Gates and Sir George Somers. In addition, one 
of Gonzalo's speeches is derived from Montaigne's essay Of the Canibales, and much of Prospero's 
renunciative speech is taken word for word from a speech by Medea in Ovid's poemMetamorphoses. 
The masque in Act 4 may have been a later addition, possibly in honour of the wedding of Princess 
Elizabeth and Frederick V in 1613. The play was first published in the First Folio of 1623. 

The story draws heavily on the tradition of the romance, and it was influenced by tragicomedy, the 
courtly masque and perhaps the commedia dell'arte. It differs from Shakespeare's other plays in its 
observation of a stricter, more organised neoclassical style. Critics see The Tempest as explicitly 
concerned with its own nature as a play, frequently drawing links between Prospero's "art" and theat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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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ion, and early critics saw Prospero as a representation of Shakespeare, and his renunciation of magic 
as signalling Shakespeare's farewell to the stage. The play portrays Prospero as a rational, and not an 
occultist, magician by providing a contrast to him in Sycorax: her magic is frequently described as 
destructive and terrible, where Prospero's is said to be wondrous and beautiful. Beginning in about 1950,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Psychology of Colonization by Octave Mannoni,The Tempest was viewed more 
and more through the lens of postcolonial theory—exemplified in adaptations like Aimé Césaire's Une 
Tempête set in Haiti—and there is even a scholarly journal on post-colonial criticism named after Caliban. 

The Tempest did not attract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attention before the ban on the performance of 
plays in 1642, and only attained popularity after the Restoration, and then only in adapted versions. In the 
mid-19th century, theatre productions began to reinstate the original Shakespearean text, and in the 20th 
century, critics and scholars undertook a significant re-appraisal of the play's value, to the extent that it is 
now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Shakespeare's greatest works. It has been adapted numerous times in a 
variety of styles and formats: in music, at least 46 operas by composers such as Fromental Halévy, Zdeněk 
Fibich and Thomas Adès; orchestral works by Tchaikovsky, Arthur Sullivan and Arthur Honegger; and 
songs by such diverse artists as Ralph Vaughan Williams, Michael Nyman and Pete Seeger; in 
literature, Percy Bysshe Shelley's poem With a Guitar, To Jane and W. H. Auden's The Sea and the Mirror; 
novels by Aimé Césaire and The Diviners by Margaret Laurence; in paintings by William Hogarth, Henry 
Fuseli, and John Everett Millais; and on screen, ranging through a hand-tinted version of Herbert 
Beerbohm Tree's 1905 stage performance, the science fiction filmForbidden Planet in 1956, Peter 
Greenaway's 1991 Prospero's Books featuring John Gielgud as Prospero, to Julie Taymor's 2010 film 
version which changed Prospero to Prospera (as played by Helen Mirren), and Des McAnuff's 2010 
Stratford Shakespeare Festival production which starred Christopher Plummer. 

学习目标： 
1.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for the writing of The Tempest. 
2.To discuss the various literary strategies employed in The Tempest. 
3.To teach students the major themes of The Tempest. 
作业： 
1.What sets The Tempest apart from other Shakespearean plays? 
2.What are the major concerns that constantly recur in The Tempest?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2  
2 Hamlet（I） 2  
3 Hamlet（II） 2  
4 Othello(I) 2  
5 Othello(II) 2  
6 Othello(III) 2  
7 King Lear(I) 2  
8 King Lear(II) 2  
9 King Lear(III) 2  

10 Macbeth(I) 2  
11 Macbeth (II) 2  
12 Macbeth (III) 2  
13 The Merchant of Venice (I) 2  
14 The Merchant of Venice (I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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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The Merchant of Venice(III) 2  
16 The Tempest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 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是了解莎剧创作的特殊语境、莎剧的独特手法、莎剧创作关注的独特主题。 
教学难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莎士比亚的独特表达方式；第二、莎剧与之前之后西方戏剧

在风格上的亲缘性与悖逆性。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会影响学生正确解读相关的文本。在本课程的教

学过程中，需要投入较大精力处理以上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教师课堂授课。 
2. 学生课堂实践，即学生选择本单元相关主题作 10—15分钟的学术报告，并且展开提问与讨论。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英语名著的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采用百分制，具体分布为：到课率 10﹪，课堂展示 20﹪，期末论文 70﹪。 
7、作业要求： 
课下阅读老师指定的阅读材料，轮流做课堂展示。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了自编教材（内容主要是相关文本的影印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自编教材（内容主要是相关文本的影印版）。 
（二）推荐参考书 
The Norton Shakespeare: Based on the Oxford Edition: Essential Plays / The Sonnets. Ed. Stephen 

Greenblatt, etc. New York：W. W. Norton & Company，2008. 
执笔：张磊  审稿：张立新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英美法律制度（二） 
Anglo-American Legal System (II) 

课程号：5080304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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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简要介绍英美法律制度中的各部门法，主要包括合同法、侵权法、财产法、知识产权法、

公司法，和反托拉斯法等，使学生们对这些部门法所涉及的概念和原则有基本的了解，并与中国法

律进行对比，鼓励学生们进行比较法研究； 
2．在讲解介绍部门法的同时，结合英美法系所具有的判例法特征，与学生一起研读分析案例，

使学生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比中国法律制度与英美法律制度下各部门法的异同，帮助学生提高研读英

美法律资料的能力，对今后继续学习和研究本领域的法学制度起到一定的帮助。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6学时 

Unit 1 Tort Law 

Introduction 
Legal Terms 
Text Analysis  
Additional Reading 
Exercises and Quiz 
Six teaching hours are allocated for this lesson. 

I. Introduction  
Tort law is the body of law that deals with civil wrongs, except those that arise from contract 

problems. The purpose of torts is to compensate an injured party through the award of damages for the 
injuries incurred during a tortuous act. Policy considerations, such as maintenance of a peaceful society, 
deterrenc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balancing of economic interests against societal benefits, play 
vital roles in tort law because it attempts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the harm caused to individuals and the 
benefit to society. Of course, societal wrongs are also dealt with in criminal law. The difference is that a 
tort is a wrong against an individual, whereas a crime is a wrong against society as a whole. However, 
some acts or omissions may be both criminal offenses and tortuous ones.     

Torts are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intentional torts, negligence and strict liability.  
Intentional torts: intentional torts are ones where the defendant desires to bring about a particular 

result. The next category is the generic tort of "negligence." Here, the defendant has not intended to bring 
about a certain result, but has merely behaved carelessly. There are no individually-named torts in this 
category, merely the general concept of "negligence." Finally, there is the least culpable category, "strict 
liability." Here, the defendant is held liable even though he did not intend to bring about the undesirable 
result, and even though he behaved with utmost carefulness. 

II. Legal Terms  
tort, tortuous, tortfeasor, intentional torts, negligence, strict liability, assault, 
battery, false imprisonment, trespass,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emotional distress, 
nuisance, invasion of privacy, conversion, bona fide purchaser, business tort,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comparative negligence, assumption of risk, 
last-clear-chance doctrine, product liability, alienation of affection, duty of case, 
rebuttal presumption, insurance proceeds, insurance premium, medical malpractice 

III. Text Analysis  
1. Three categories of torts: intentional torts, negligence, and strict liability  
2. Mental requirements in three different tort categories.  
3. Difference between contributory negligence and comparative negligence, and their respective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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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quences.  
4. Importance concepts and terms used in tort law.  
IV. Additional Reading  
 Case Reading 
Miller v. Jackson 
The facts: The plaintiffs owned a house adjoining a cricket ground. Cricket had been played on the 

ground for a long time before the house has been built. The plaintiffs complained of damage caused by 
cricket balls and loss of enjoyment of their property. They brought an action against the cricket club for 
private nuisance seeking damages (the common law remedy) and an injunction (an equitable remedy) to 
prevent cricket being played on the ground. The cricket club argued that it had done everything that was 
possible to stop the balls coming into the plaintiffs’ garden, including erecting a fifteen foot high fence. 

Held: The cricket club was liable to the plaintiffs for private nuisance. And award of damages was 
made against them but a majority of the court of appeal refused to grant an injunction preventing the 
playing of cricket. 

Opinion: the court when deciding whether to exercise its equitable jurisdiction and grant an 
injunction must have in mind that it is under a duty to consider the public interest. Where the effect of 
granting an injunction would be to prevent cricket being played on a ground where it had been played for 
seventy years or so,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s are such that the public interest must prevail over the 
hardship of the individual householders who were deprived of the ability to enjoy, in peace and quiet, their 
house and garden while cricket was being played. 

V. Exercises and Quiz 
1. Discussion: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 tort and an offense? Are there any overlapping 

cases?  
2. Quiz of legal terms  
3. Translation:  
Torts are civil wrongs recognized by law as grounds for a lawsuit. These wrongs result in an injury or 

harm constituting the basis for a claim by the injured party. While some torts are also crimes punishable 
with imprisonment, the primary aim of tort law is to provide relief for the damages incurred and deter 
others from committing the same harms. The injured person may sue for an injunction to prevent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tortuous conduct or for monetary damages. Among the types of damages the injured 
party may recover are: loss of earnings capacity, pain and suffering, and reasonable medical expenses. 
They include both present and future expected losses.  

Unt 2 Contract law 

Brief Introduction 
Legal Terms 
Text Analysis  
Additional Reading 
Exercises and Quiz 
Six teaching hours are allocated for this lesson. 

I． Brief Introduction  
Contract law in America originated in the English common law courts and remains today largely 

governed by common law. However, state and federal statutes play an increasing role. For example, every 
state has adopted most or all of 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UCC) which sets out a standardized set of 
rules for many types of commercial agreements, such as the sale of goods. In addition, federal and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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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s have created consumer protection laws which regulate many consumer transactions. The 
result is a mix of common law and federal and state statutes.  

A contract is a promise between two or more parties that the law recognizes as binding by providing 
a remedy in the event of breach. The common law states that for promises to be enforceable there must be 
“mutual assent” between the parties. Mutual assent exists if there was an offer and an acceptance of the 
offer, supported by mutual consideration. When focusing on offer and acceptance, it is common to refer to 
the parties as the “offeror” and the “offeree”. Although mutual assent is frequently referred to as a 
“meeting of the minds” and courts speak freely of the “intent” of the parties, actual subjective intent is 
irrelevant. Instead, an objective test is used and the intent that a reasonable person would infer from a 
party’s words and acts is assigned to the parties.  

Generally, no promise is enforceable unless it is supported by consideration. Consideration is a 
bargained-for exchange between the promisor and the promisee. “Promisee” refers to the person 
benefiting from a given promise, while the “promisor” is the person who made the promise and is being 
called on to carry it out. Generally, anything that is given in exchange for a promise will constitute 
consideration, as long as it was bargained for. Thus, a promise or performance given by the promise to the 
promisor must be sought by the promisor in exchange for his promise and given by the promisee in 
exchange for that promise. One situation affected by the consideration requirement is a promise to make a 
gift. Such a promise is usually unenforceable. This is because the whole nature of a gift is that the 
promisor wants nothing in return for the promise. Therefore, the mere fact that the promisee gave 
something to the promisor does not in itself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of consideration.  

All of the states (except Louisiana) have adopted a close form of the English Statute of Frauds (1677), 
which requires that certain types of contracts be in writing in order to be enforceable.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Statute of Frauds is to ensure that certain contracts are not enforced unless there is 
sufficient proof that the contract exists. The are four types of contracts that typically fall within the Statute 
of Frauds and must therefore be in writing. These are A. a suretyship contract (a contract to answer for the 
debt or obligation of another), B. a contract to transfer or buy any interest in land, C. a contract that cannot 
be performed within one year of its making, and D. a contract for the sale of goods worth more than $500. 

II． Legal Terms  
contract, agreement, meeting of the minds, mutual minds, offer, acceptance, 
consideration, counter-offer, firm offer, option contract, unilateral contract, 
bilateral contract, statute of fraud, invitation to treat, mirror image, impossibility, 
frustration, illegality, UCC, revocation, mailbox rule, pre-existing duty, parol 
evidence rule, voidable contract, void contract, misrepresentation, 
unconscionability, undue influence, unjust enrichment  

III．Text Analysis  
1. Formation of an enforceable contract 
2. Compare consideration in common law contract and cause in civil law contract. 
3. Forms of contracts that are governed by statute of frauds.  
4. Contract that is not supported by consideration: promissory estoppel.  
5. Important concepts and terms used in contract law.  
I. Additional Reading  
An offer is a manifestation of willingness to enter into a bargain so made as to justify another person 

in understanding his assent to that bargain is invited and will conclude it. An offer must be sufficiently 
definite such that, if accepted, there would be a sufficient basis for determining the existence of a breach 
and for giving an appropriate remedy. An offer must specify essential elements such as quantity and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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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fferor must manifest an intent to give the offeree the power to “close” the deal by accepting the offer. 
The offeree accepts the offer by agreeing to the proposed bargain. At common law the acceptance cannot 
add terms or change any terms of the offer. If it does, then it is not an acceptance at all, but a rejection of 
the original offer and a counteroffer.  

The common law makes a distinction between “bilateral” contracts (where the offeror seeks 
acceptance through a promise of performance) and “unilateral” contracts (where the offeror seeks 
acceptance through actual performance). The offeror, as the master of the offer, may prescribe the method 
by which the offer will be accepted. If the offeror does not specify the mode of acceptance, the offeree can 
accept it in any manner and by any medium reasonable in the circumstances. In a unilateral contract, 
where the offer specifically invites acceptance by performance, the offer can be accepted only by full 
performance. However, this rule may cause unfair results by allowing the offeror to receive partial 
performance and then revoke the offer before acceptance is complete. Consequently it is generally held 
that once the offeree has started to perform, the offer becomes an “option contract” which cannot be 
revoked until the offeree has had a chance to perform.  

The power to accept an offer does not belong to the offeree forever. The period of acceptance can be 
terminated by lapse, rejection, revocation, or the death of a party. Often the offer specifies the amount of 
time in which the offer may be accepted by the offeree. If the offeree does not accept within that time, the 
offer has lapsed, and the offeree can no longer exercise the power to accept and close the deal. If no 
period is specified in the offer, it lapses after a reasonable time or until the offeror revokes the offer. What 
is a reasonable time depends on the circumstances.  

Before the offeree accepts or rejects the offer, the offeror can terminate the offeree’s power of 
acceptance by revoking the offer. A revocation sent by the offeror is effective upon receipt by the offeree. 
Thus the issue of when the acceptance becomes effective may be an important question in determining if 
the offeror still has the power to revoke the offer or if it has already been accepted. The common law 
follows the “mailbox rule”, whereby the acceptance becomes effective upon mailing the acceptance. Since 
the acceptance is effective when mailed, the contract is concluded at that time.  

Generally, no promise is enforceable unless it is supported by consideration. Consideration is a 
bargained-for exchange between the promisor and the promisee. “Promisee” refers to the person 
benefiting from a given promise, while the “promisor” is the person who made the promise and is being 
called on to carry it out. Generally, anything that is given in exchange for a promise will constitute 
consideration, as long as it was bargained for. Thus, a promise or performance given by the promise to the 
promisor must be sought by the promisor in exchange for his promise and given by the promisee in 
exchange for that promise. One situation affected by the consideration requirement is a promise to make a 
gift. Such a promise is usually unenforceable. This is because the whole nature of a gift is that the 
promisor wants nothing in return for the promise. Therefore, the mere fact that the promisee gave 
something to the promisor does not in itself satisfy the requirement of consideration.  

A promise which appears to promise something, but in fact does not commit the promisor to anything 
at all, is known as an “illusory” promise and is in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Consideration may be absent 
when the promise is in exchange for performing a “per-existing duty.” A promise to do something that is 
already legally required is not valid consideration for a new promise. The preexisting duty rule seeks to 
prevent extorted modifications of contract. Promissory estoppel provides that reliance on a promise can 
make the promise binding or enforceable to some extent, even without consideration, but only if it was 
foreseeable to the promisor tat the promisee would rely on the promise.  

I. Exercises and Quiz  
1. Discussion: How do you define consideration? Why is it so important to the American contrac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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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ranslation:  
Contracts are mainly governed by state statutory and common (judge-made) law and private law. 

Private law principally includes the terms of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parties who are exchanging 
promises. This private law may override many of the rules otherwise established by state law. Statutory 
law may require some contracts be put in writing and executed with particular formalities. Otherwise, the 
parties may enter into a binding agreement without signing a formal written document. Most of the 
principles of the common law of contracts are outlined in the Restatement Second of The Law of 
Contracts published by the American Law Institute. The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whose original 
Articles have been adopted in nearly every state, represents a body of statutory law that governs important 
categories of contracts. The main Articles that deal with the law of contracts are Article 1 (General 
Provisions) and Article 2 (Sales). Sections of Article 9 (Secured Transactions) governs contracts assigning 
the rights to payment in security interest agreements.  

Unit 3  Property Law 

Introduction 
Legal Terms 
Text Analysis  
Additional Reading 
Exercises and Quiz 
Five teaching hours are allocated for this lesson. 

I. Introduction  
II. Property designates those real or intellectual goods that are commonly recognized as being the 

rightful possessions of a person or group. A right of ownership is associated with property that establishes 
the good as being "one's own thing" in relation to other individuals or groups, assuring the owner the right to 
dispense with the property in a manner he or she sees fit. It is disputed whether the authority of property 
rights arises from social convention, morality or natural law. Private property is that which belongs to an 
individual or a group of individuals (often in the form of individual tradable shares); public property is that 
which belongs to a whole community collectively or a State. Property is usually thought of in terms of a 
bundle of rights as defined and protected by the local sovereignty. Traditionally, that bundle of rights 
includes: control use of the property; benefit from the property (examples: mining rights and rent); transfer 
or sell the property, and exclude others from the property. Legal systems have evolved to cover the 
transactions and disputes which arise over the possession, use, transfer and disposal of property, most 
particularly involving contracts. Positive law defines such rights, and a judiciary is used to adjudicate and to 
enforce. Most legal systems distinguish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Immovable property, Estate in land, Real 
estate, Real property) of property, especially between land and all other forms of property. They also often 
distinguish between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property as well. In common law, property is divided into: real 
property (immovable property) - interests in land and improvements thereto, and personal property - interests 
in anything other than real property. Personal property in turn is divided into tangible property (such as cars, 
clothing, animals) and intangible or abstract property (e.g. financial instruments such as stocks and bonds, 
etc.), which include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atents, copyrights, trademarks).Legal Terms  

real property, personal property, estate, lease, lessor, lessee, life estate, easement, financial instrument, 
stock, bo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atent, copyright, trademark, private property, public property, 
ownership, possession, title, community property, commons, public domain, indorsement, indorsee, 
indorsor, trust, tariff, conveyance, adverse possession, prescriptive easement 

III. Tex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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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ories on property  
2. Types of property  
3. Fundamentals of real property law  
4. Role of lawyer in real property transaction  
5. Important legal terms commonly used in property law  
IV. Additional Reading  
In common law, adverse possession is the name given to the process by which title to another's real 

property is acquired without compensation, by, as the name suggests, holding the property in a manner 
that conflicts with the true owner's rights for a specified period of time. 

The law of adverse possession is entirely statutory, arising out of a statutory limitation period or 
statute of limitations. 

Requirements for adverse possession 
Adverse possession requires the actual, visible, hostile, notorious, exclusive, and continuous 

possession of the property, and some jurisdictions further require the possession to be made under a claim 
of title or a claim of right. 

In simple terms, this means that those attempting to claim the property are occupying it exclusively 
(keeping out others) and openly as if it were their own. Some jurisdictions permit accidental adverse 
possession as might occur with a surveying error. Generally, the openly hostile possession must be 
continuous (although not necessarily constant) without challenge or permission from the lawful owner, for 
a fixed statutory period in order to acquire title. Where the property is of a type ordinarily only occupied 
during certain times (such as a summer cottage), the adverse possessor may only need to be in exclusive, 
open, hostile possession during those successive useful periods. 

Effect of adverse possession 
An adverse possessor will be committing a trespass on the property that they have taken and the 

owner of the property could cause them to be evicted by an action in trespass. All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require that the action of trespass is brought within a specified time. The effect of a failure by 
the land owner to evict the adverse possessor depends on the jurisdiction. 

In some (such as England and Wales), the title of the landowner will be automatically extinguished 
once the relevant limiation period has passed. This process now only applies to unregistered land. 

In other jurisdictions, the adverse possessor acquires merely an equitable title: the land owner being a 
trustee of the property for them. 

Adverse possession only extends to the property adversely possessed. If the original owner had a title 
to a greater area (or volume) of property, the adverse possessor does not obtain all of it. 

V. Exercises and Quiz  
1. Discussion: How much do you know about the regulations on unowned goods?  
2. Translation:  
A life estate is a possessory property interest that terminates on the death of the estate holder. Upon 

such death the interest returns to the grantor or goes to another person in accord with the wishes of the 
grantor as expressed in the instrument that created life estate. Life estates are usually freely transferable. 
But the basic principle of property transfer—that a transferor can transfer no greater estate than that 
possessed—means that the life estate will terminate upon the death of the person who transferred the 
interest. Thus, life estates have little commercial value.  

A future interest is an interest in property that comes into being sometime in the future. The holder of a 
future interest does not presently possess the property, but only has the right to possess it sometime in the future. 
Future interests are true property rights in that they are inheritable and generally freely transfe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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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 4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troduction 
Legal Terms 
Text Analysis  
Additional Reading 
Exercises and Quiz 
Five teaching hours are allocated for this lesson. 

I. Introduc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 very broadly, are rights granted to creators and owners of works 

that are results of human intellectual creativity. These works can be in the industrial, scientific, literary 
and artistic domain. It can be in the form of an invention, a manuscript, a suite of software, or a business 
name. In general, the objective of IPR is to protect the right of a copyright author in his work and at the 
same time allow the general public to access his creativity. IPR maintains this balance by putting in place 
time-limits on the author’s means of controlling a particular work. The law that regulates the creation, use 
and control of the protected work is popularly known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P). The princip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re copyright, patents, trademarks, and trade secret. Legal recogni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provided by a negative form of protection. The legislation will usually describe the 
owner’s right as “exclusive”, thus, by implication, giving the owner the right to restrain others from using 
his intellectual property without authority. It would appear that the protection of IPR conflicts with 
policies to maintain free competition. However, it can be argued that the market economy is stimulated by 
the fact that consumers are assisted in making choices from a selection of goods by the use of trademarks, 
for example, distinguish one trader’s goods from those of another. Further, because the trademark informs 
the consumer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owner’s goods, there is as element of consumer protection. Granting 
patents encourages innovation so more goods are available on the market.  

II. Legal Terms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mark, patent, copyright, trade secret, infringement, invention, utility model, 
design, exclusive right, subject matter,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database right, intangible personal 
property, derivative work, monopoly right, performer’s right, interlocutory injunction, compulsory 
licence, royalty, distinctiveness, nolvelty, non-obviousness, utility 

III. Text Analysis  
1. Legal system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2. Main forms of IP: patent, copyright, trademark  
3. Other forms of IP: trade secret, database right, performer’s right, design, utility model,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plant variety, etc.  
4. IP infringement and legal protection 
5. Important terms used in IP law.  
IV. Additional Read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confer a bundle of exclusive rights in relation to the particular form or 

manner in which ideas or information are expressed or manifested, and not in relation to the ideas or 
concepts themselves (see idea-expression divide). It is therefore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term 
"intellectual property" denotes the specific legal rights which authors, inventors and other IP holders may 
hold and exercise, and not the intellectual work itself.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s are designed to protect different forms of subject matter, although in some 
cases there is a degree of overlap. 

Copyright may subsist in creative and artistic works (e.g. books, movies, music, pain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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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graphs, and software) and give a copyright holder the exclusive right to control reproduction or 
adaptation of such works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A patent may be granted for a new, useful, and non-obvious invention, and gives the patent holder an 
exclusive right to commercially exploit the invention for a certain period of time (typically 20 years from 
the filing date of a patent application)  

A trademark is a distinctive sign which is used to distinguish the products or services of different 
businesses  

An industrial design right protects the form of appearance, style or design of an industrial object (e.g. 
spare parts, furniture, or textiles)  

A trade secret (which is sometimes either equated with, or a subset of,"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is 
secret, non-public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commercial practices or proprietary knowledge of a 
business, public disclosure of which may sometimes be illegal  

Patents, trademarks, and designs rights are sometimes collectively known as industrial property, as 
they are typically created and used for industrial or commercial purposes. 

Exercises and Quiz  
1. Discussion: What subjects do you think should be placed under IPR protection? (eg. Copyright, 

designs, patents, trademarks, trade secret, database right, protection for semi-conductor topographies, 
plant varieties, etc) 

2. Translation:  
Copyright is one of the key branches of IP law and it protects the expression of ideas. For a work to 

gain copyright, it has to be original and should be expressed in a material form. Copyright is thus effective 
upon the creation of the work. It arises automatically and in the UK one does not have to register the 
copyright in the work before it is protected. Copyright ownership can arise automatically or by means of 
transfer of ownership through an assignment, assignation or licence. The first owner of copyright in a 
work is the person who created the work. Joint ownership may arise where more than one author is 
involved in creating a work. Copyright of works created during the course of employment will be owned 
by the employer unless an agreement to the contrary is in place. Additionally, copyright ownership is also 
dependent on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work in question was produced during the course of 
employment. Copyright is said to be infringed when one of the exclusive rights of an author is performed 
by a party without the consent or authorisation of the author. This infringement is called primary 
infringement. Providing accessories for infringing the exclusive rights or assisting in the making or 
distribution of infringing copies is also treated as an infringement and is referred to as secondary 
infringement. 

Unit 5  Corporation Law  

Introduction 
Legal Terms 
Text Analysis  
Additional Reading 
Exercises and Quiz 
Four teaching hours are allocated for this lesson. 

I. Introduction  
A corporation is a legal entity created through the laws of its state of incorporation. Individual states 

have the power to promulgate laws relating to the creation, organization and dissolution of corporations. 
Many states follow the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State corporation laws require articl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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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rporation to document the corporation's creation and to provide provisions regarding the management 
of internal affairs. Most state corporation statutes also operate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each corporation 
will adopt bylaws to define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officers, persons and groups within its structure. 
States also have registration laws requiring corporations that incorporate in other states to request 
permission to do in-state business.  

There has also been a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Federal corporations law since Congress passed the 
Securities Act of 1933, which regulates how corporate securities are issued and sold. Federal securities 
law also governs requirements of fiduciary conduct such as requiring corporations to make full disclosures 
to shareholders and investors.  

The law treats a corporation as a legal "person" that has standing to sue and be sued, distinct from its 
stockholders. The legal independence of a corporation prevents shareholders from being personally liable 
for corporate debts. It also allows stockholders to sue the corporation through a derivative suit and makes 
ownership in the company (shares) easily transferable. The legal "person" status of corporations gives the 
business perpetual life; deaths of officials or stockholders do not alter the corporation's structure.  

Corporations are taxable entities that fall under a different scheme from individuals. Although 
corporations have a "double tax" problem --both corporate profits and shareholder dividends are taxed -- 
corporate profits are taxed at a lower rate than rates for individuals.  

Corporate law has important intersections with contracts and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law. 
II. Legal Terms  

individual proprietorship, partnership, shareholder, close corporation, general partnership, rules of 
conflict laws, Federal Securities Act, Security Exchange Act, SEC, existing securities, Blue Sky Law, 
antitrust law, restraint of trade, legal entity, prima facie evidence, recipient, partner, incorporation, 
void, voidable,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directors, board of directors, S Corporation, C Corporation, 
LLC  

III. Text Analysis  
1. Overview of corporation law 
2. Compare different kinds of corporations  
3. Important terms used in corporation law 
IV. Additional Reading  

Types of Corporation  
A corporation is a type of business structure that is formed and regulated by state law. It is an entity 

unto itself, separate from its owners (shareholders), officers and directors. Unlike a "pass-through" entity, 
where the owners report the company's income/loss on their personal tax returns, a corporation reports 
and pays its own taxes. A corporation does not dissolve when its owners change or die. 

C Corporations  
This is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corporation. Because C corporations can have an unlimited number 

of shareholders, it is the structure of choice for companies planning to have a large shareholder base or 
publicly traded stock.  

S Corporations  
S corporations are corporations who elect to be taxed as a "pass-through" entity (as if the owners 

were sole proprietors or partners). All corporate profits and stock dividends are reported by the owners as 
personal income. This type of structure blends the tax advantages of a sole proprietorship or partnership 
with the limited liability and prestige of a corporation. Many small businesses elect this status. To be 
eligible for this status:  

• All shareholders must be citizens or permanent 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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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number of shareholders may not exceed 100,  
• Only one class of stock may be issued,  
• No more than 25% of gross corporate income may be derived from passive income, and  
• If held by a small business trust, the beneficiaries of the trust must be individuals, estates or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Banking institutions, insurance companies taxed under Subchapter L and certain 
affiliated corporation groups are ineligible. 

Close Corporations  
This type of corporation resembles the traditional C corporation but is designed for a company with a 

sole owner or a small group of owners, usually not to exceed 30 shareholders. Depending on the state, a 
director may be required to offer shares to existing shareholders before selling to new shareholders. 

V. Exercises and Quiz  
1. Discussion:  
2. Quiz of legal terms  
3. Translation:  

Advantages of Incorporating 
Personal Liability Protection  
Primary advantages of forming a corporation include limited liability and asset protection. A 

shareholder's risk in a corporation is limited to his investment, and "the corporate" veil protects 
shareholders, officers and directors from personal liability for business debts and claims. By contrast, 
owners of sole proprietorships and partnerships can be subject to unlimited personal liability and run the 
risk of having business debts attached to personal property (e.g., homes, cars, savings)  

Owner Anonymity  
Corporations can provide some degree of anonymity to its owners. For the small business owner 

seeking a degree of privacy, forming a corporation is a far better choice over a sole proprietorship or 
partnership whose ownership information can easily become public knowledge.  

Capital Raise  
Raising capital is easier with a corporation. Capital can be raised through the sale of stock or other 

equity interests. The inherent personal liability risks associated with sole proprietorships and partnerships, 
on the other hand, can detract investors.  

Tax-Deductible Benefits  
Corporations allow tax-deductible health and life insurance benefits, deductions and provide an 

increased tax shelter for retirement plans.  

Unit 6  Antitrust Law  

Introduction 
Legal Terms 
Text Analysis  
Additional Reading 
Exercises and Quiz 
Four teaching hours are allocated for this lesson. 

I. Introduction  
United States antitrust law is a collection of federal and state government laws that regulates the 

conduct and organization of business corporations, generally to promote fair competition for the benefit of 
consumers. (The concept is called competition law in other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The main statutes 
are the Sherman Act 1890, the Clayton Act 1914 and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 1914. These 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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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restrict the formation of cartels and prohibit other collusive practices regarded as being in restraint of 
trade. Second, they restrict th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f organizations which could substantially lessen 
competition. Third, they prohibit the creation of a monopoly and the abuse of monopoly power.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state governments and private 
parties who are sufficiently affected may all bring actions in the courts to enforce the antitrust laws. The 
scope of antitrust laws, and the degree they should interfere in an enterprise's freedom to conduct business, 
or to protect smaller businesses, communities and consumers, are strongly debated. One view, mostly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Chicago School of economics" suggests that antitrust laws should focus 
solely on the benefits to consumers and overall efficiency, while a broad range of legal and economic 
theory sees the role of antitrust laws as also controlling economic power in the public interest 

II. Legal Terms  
antitrust law, restraint of trade, rule of reason test, per se illegal, horizontal restraint, vertical restraint, 
resale price maintenance, concerted action, conscious parallelism, sealed bid, open bid, conspiracy, 
price fixing, market allocation   allotment, boycott, tying arrangement, tie-ins, monopoly, 
monopolization, attempt to monopolize, conspiracy to monopolize, market share, predatory pricing 
practices, marginal costs 

III. Text Analysis  
1. Overview of corporation law 
2. Compare different kinds of corporations  
3. Important terms used in corporation law 
IV. Additional Reading  

Rule of Reason 
If an antitrust claim does not fall within a per se illegal category, the plaintiff must show the conduct 

causes harm in "restraint of trade" under the Sherman Act §1 according to "the facts peculiar to the 
business to which the restraint is applied". This essentially means that unless a plaintiff can point to a 
clear precedent, to which the situation is analogous, proof of an anti-competitive effect is more difficult.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 courts have endeavoured to draw a line between practices that restrain trade 
in a "good" compared to a "bad" way. In the first case, United States v. Trans-Missouri Freight Association, 
the Supreme Court found that railroad companies had acted unlawfully by setting up an organisation to fix 
transport prices. The railroads had protested that their intention was to keep prices low, not high. The 
court found that this was not true, but stated that not every "restraint of trade" in a literal sense could be 
unlawful. Just as under the common law, the restraint of trade had to be "unreasonable". In Chicago Board 
of Trade v. United States the Supreme Court found a "good" restraint of trade.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had a rule that commodities traders were not allowed to privately agree to sell or buy after the 
market's closing time (and then finalise the deals when it opened the next day). The reason for the Board 
of Trade having this rule was to ensure that all traders had an equal chance to trade at a transparent market 
price. It plainly restricted trading, but the Chicago Board of Trade argued this was beneficial. Brandeis J., 
giving judgment for a unanimous Supreme Court, held the rule to be pro-competitive, and comply with 
the rule of reason. It did not violate the Sherman Act §1. As he put it, 

V.Exercises and Quiz  
1. Discussion: When are tying-arangements acceptable? When are they prohibited? How do you 

understand the “rule of reason” test and “per se doctrin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orizontal 
restraints and vertical restraints? 

2. Quiz of legal terms  
3.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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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ory, predatory pricing happens when large companies with huge cash reserves and large lines of 
credit can stifle competition by engaging in predatory pricing; that is, by selling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s at a loss for a time, in order to force their smaller competitors out of business. With no 
competition, they are then free to consolidate control of the industry and charge whatever prices they wish. 
At this point, there is also little motivation for investing in further technological research, since there are 
no competitors left to gain an advantage over. High barriers to entry such as large upfront investment, 
notably named sunk costs, requirements in infrastructure and exclusive agreements with distributors, 
customers, and wholesalers ensure that it will be difficult for any new competitors to enter the market, and 
that if any do, the trust will have ample advance warning and time in which to either buy the competitor 
out, or engage in its own research and return to predatory pricing long enough to force the competitor out 
of business. Critics argue that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predatory pricing" does not work in 
practice and is better defeated by a truly free market than by antitrust laws.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个，共××学时 
实验 1：……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实验 2：……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Tort law: introduction + intentional torts 2  
2 Tort law: intentional torts + negligence 2  
3 Tort law: defenses + strict liability; 

Contract law: offer + acceptance  
2  

4 Contract law: consideration + statute of frauds + grounds for 
nonperformance  

2  

5 Contract law: breach and remedies 2  
6 Property law: estate + nature and forms of ownership 2  
7 Property law: transfer of property + adverse possession 2  
8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trademark law 2  
9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copyright law + patent law 2  

10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patent law + trade mark 2  
11 Corporation law: formation of corporations 2  
12 Corporation law: management and control 2  
13 Corporation law: dissolution, mergers and consolidations 2  
14 Antitrust law: Sherman Act + restraint of trade +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restrain 
2  

15 Antitrust law: price fizing + market allocation + monopoly and 
monopolization  

2  

16 Examination  2  
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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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学术英语，英美法律制度，中国法律制度 
后续课程：进一步学习本学院开设的专业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本学期主要讲授英美法律中的部门法。教学重点是学习各部门法的制度、原则、主要案

例，掌握常用法律术语，并比较中国与英美法律的异同。 
难点： 
1. 法律英语中所涉及的术语众多。 
2. 案例阅读难度较大。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解 
2. 案例分析 
教学手段：多媒体 
………………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期末考试占 90％。 
7、作业要求： 
每单元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自编教材。教学材料主要源自英文法律原著。 
2．沙丽金等编著《研究生英语教程：法律英语》，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 8月 第 4版

（北京市精品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何家弘编著《法律英语》，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 2版 
2. 杜金榜、张新红编著《法律英语核心教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 4月 第 1版。  

执笔：马静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初级意大利语（一） 
Elementary Italian I 

课程号：508030463－0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语言知识，包括发音规则和基本语法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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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传授学习技巧以及思维方式，对下一阶段的学习打下基础； 
3、训练学生初级听力以及口语的能力； 
4、介绍一些意大利文化知识，帮助学生打开眼界。 
初级意大利语（一）主要从知识介绍的角度，在将基本语法现象解释清楚的前提下，增加课堂

的趣味性，激发学生求知的欲望，在快乐的气氛中学习，充分发挥选修课拓宽视野的积极效用。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2学时 

知识单元 1：Benvenuti!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发音规则； 
2．名词的阴阳性单复数； 
3．以-o结尾的形容词的阴阳性单复数； 
4．essere和 avere的用法。 
学习目标： 
1．掌握所有发音及语法相关的内容； 
2．掌握自我介绍/介绍他人的基本会话。 
作业： 
依据本单元内容，以两三人分组作业的方式编一小段对话。 

知识单元 2：Un nuovo inizio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直陈式现在时（规则动词）的用法及变位； 
2．不定冠词的用法； 
3．以-e结尾的形容词的阴阳性。 
学习目标： 
1．掌握直陈式现在时（规则动词）的用法； 
2．学习了解朋友近况的会话并加以练习； 
3．学写电子邮件和日记； 
4．学习结识他人的会话并加以练习； 
5．学习描述他人容貌和性格的会话并加以练习。 
作业： 
依据本单元内容，以两三人分组作业的方式编一小段对话或写一封电子邮件或日记。 

知识单元 3：Come passi il tempo libero?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直陈式现在时（不规则动词）的用法及变位； 
2．情态动词的直陈式现在时的用法及变位； 
3．基数词与序数词； 
4．简单前置词的用法； 
5．时间的询问及表达法。 
学习目标： 
1．掌握直陈式现在时（不规则动词）的用法及变位； 
2．学习接受或拒绝邀请的会话并加以练习； 
3．学习询问和说出地址的会话并加以练习； 



 

9233 

4．学习结识他人的会话并加以练习； 
5．学习询问一周日程的会话并加以练习。 
作业： 
依据本单元内容，以两三人分组作业的方式编一小段对话。 

知识单元 4：Scrivere e telefonare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缩合前置词的用法； 
2．地点的表达方法； 
3．物主形容词的用法 I； 
4．月份和季节的表达法； 
学习目标： 
1．掌握缩合前置词的用法； 
2．学习询问上下班时间的会话并加以练习； 
3．学习在室内安放物品的对话并加以练习； 
4．学习致谢的表达并加以练习。 
作业： 
依据本单元内容，以两三人分组作业的方式编一小段对话。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3学时 
实验 1：意大利国情简介及课程介绍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介绍意大利相关文化及该学期课程的学习内容 
实验要求：了解与意大利有关的文化点，以及对本学期课程的设置及安排，并请学生就各自对

意大利文化的了解分享心得。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意大利国情简介及课程介绍 3  
2 Unità introduttiva 3 发音规则 
3 Unità introduttiva 3 发音规则 

4 Unità introduttiva 3 
名词的阴阳性单复数、以-o结尾的形容词的阴
阳性单复数 

5 Unità introduttiva 3 essere和 avere的用法 
6 Unità 1 3 直陈式现在时（规则动词）的用法及变位 
7 Unità 1 3 直陈式现在时（规则动词）的用法及变位 
8 Unità 1 3 不定冠词的用法、以-e结尾的形容词的阴阳性 
9 Unità 1 3 不定冠词的用法、以-e结尾的形容词的阴阳性 

10 Unità 2 3 直陈式现在时（不规则动词）的用法及变位 
11 Unità 2 3 直陈式现在时（不规则动词）的用法及变位 
12 Unità 2 3 情态动词的直陈式现在时的用法及变位 

13 Unità 2 3 
基数词与序数词、简单前置词的用法、时间的

询问及表达法 
14 Unità 3 3 缩合前置词的用法、地点的表达方法（讲授） 

15 Unità 3 3 
地点的表达方法（练习）、物主形容词的用法 I、
月份和季节的表达法 

16 考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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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初级意大利语（二）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将知识点与实际运用相结合，将语法知识与日常会话相结合，将老师教授与学生练习相

结合； 
难点：所有相关知识点的记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以讲授法为主，辅以情景教学法、讨论法。 
教学手段： 
教师讲授、微课。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电脑配套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30学时（每周 2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开卷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单元一次小组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依选修课程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的要求，选择国内出版社引进的外文原版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T. Marin、S. Magnelli等编著《新视线意大利语》，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年 1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军等编著《大学意大利语教程 1》，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 2月 第 1版 
2. 西尔维娅·斯科拉罗（意）编著《桑尼亚意大利语入门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年 3月 第 1版  
执笔：雷佳  审稿：徐新燕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初级意大利语（二） 
Elementary Italian II 

课程号：508030473－0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语言知识，包括发音规则和基本语法现象； 
2、传授学习技巧以及思维方式，对下一阶段的学习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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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训练学生初级听力以及口语的能力； 
4、介绍一些意大利文化知识，帮助学生打开眼界。 
初级意大利语（二）主要从知识介绍的角度，在将基本语法现象解释清楚的前提下，增加课堂

的趣味性，激发学生求知的欲望，在快乐的气氛中学习，充分发挥选修课拓宽视野的积极效用。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5学时 

知识单元 1：Al bar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直陈式近过去时（规则动词）； 
2．直陈式近过去时（不规则动词）； 
3．副词 ci的用法； 
4．情态动词的近过去时。 
学习目标： 
1．掌握所有语法相关的内容； 
2．学习“讲述过去的事”的对话并加以练习； 
3．学习时间的表达法及“工作经历的对话”并加以练习； 
4．学习“在酒吧点餐和请客”的对话并加以练习。 
作业： 
请学生依据自己的兴趣做一期关于意大利文化的专题。 

知识单元 2：Feste e viaggi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直陈式简单将来时的用法及变位； 
2．先将来时的用法及变位。 
学习目标： 
1．掌握直陈式简单将来时的用法； 
2．掌握直陈式先将来时的用法； 
3．学习乘火车旅行常用的表达方式； 
4．学习“谈论天气与气象”的对话并加以练习。 
作业： 
请学生依据自己的兴趣做一期关于意大利文化的专题。 

知识单元 3：A cena fuori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物主形容词的用法 II； 
2．用于亲属称谓的物主形容词； 
3．表达喜好的表示法。 
学习目标： 
1．掌握物主形容词的用法； 
2．学习“谈论感情问题”的会话并加以练习； 
3．学习“在餐馆点餐”的会话并加以练习； 
4．学习“一日三餐”的会话并加以练习。 
作业： 
请学生依据自己的兴趣做一期关于意大利文化的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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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4：Al cinema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直陈式过去未完成时的用法及变位； 
2．直陈式愈过去时的用法及变位； 
3．直陈式过去未完成时与愈过去时之间用法的区别。 
学习目标： 
1．掌握直陈式过去未完成时的用法； 
2．掌握直陈式愈过去时的用法； 
3．学习在室内安放物品的对话并加以练习； 
4．学习所属关系的表达法并加以练习； 
5．学习致谢与回敬谢意的表达法并加以练习； 
作业： 
请学生依据自己的兴趣做一期关于意大利文化的专题。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3学时 
实验 1：电影课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观看一部意大利电影，以经典作品或名家名作为主。 
实验要求：通过电影的观看对意大利文化有所了解，并请学生就影片内容分享各自的心得。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Unità 4 3 直陈式近过去时（规则动词） 
2 Unità 4 3 直陈式近过去时（规则动词） 
3 Unità 4 3 直陈式近过去时（不规则动词） 
4 Unità 4 3 副词 ci的用法、情态动词的近过去时 
5 Unità 5 3 直陈式简单将来时的用法及变位 
6 Unità 5 3 直陈式简单将来时的用法及变位 
7 Unità 5 3 先将来时的用法及变位 
8 Unità 5 3 先将来时的用法及变位 
9 电影课 3  

10 Unità 6 3 物主形容词的用法 II 
11 Unità 6 3 用于亲属称谓的物主形容词 
12 Unità 6 3 表达喜好的表示法 
13 Unità 7 3 直陈式过去未完成时的用法及变位 
14 Unità 7 3 直陈式过去未完成时与愈过去时之间用法的区别 
15 Unità 7 3 直陈式愈过去时的用法及变位 
16 考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初级意大利语（二）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将知识点与实际运用相结合，将语法知识与日常会话相结合，将老师教授与学生练习相

结合； 
难点：所有相关知识点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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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以讲授法为主，辅以情景教学法、讨论法。 
教学手段： 
教师讲授、微课。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电脑配套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30学时（每周 2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开卷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单元一次专题展示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依选修课程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的要求，选择国内出版社引进的外文原版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T. Marin、S. Magnelli等编著《新视线意大利语》，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年 1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军等编著《大学意大利语教程 1》，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 2月 第 1版 
2. 西尔维娅·斯科拉罗（意）编著《桑尼亚意大利语入门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年 3月 第 1版  
执笔：雷佳  审稿：徐新燕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初级法语（一） 
Junior French (1) 

课程号：50803049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掌握法语的发音，基本语法以及培养学生用法语进行简单的

交流  2、使学生了解法国和法语国家的风土人情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和课堂练习，使学生掌握初级法语的基础知识、了解法国及法

语国家的风土人情，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为日后学

生进一步进修法语奠定良好的基础。本课程通过多媒体教学，以语言为平台，以文化为支撑，通过

游戏，歌曲和电影片段，使学生轻松掌握各种繁复的法语语音，为大学法语四级考试提供支持。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5学时 

知识单元 1：法语语音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法语的发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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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法语音标的发音方法和相对应的字母组合。 
2．掌握法语发音规律，能够熟练快速的读词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知识单元 2：打招呼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学习用法语打招呼和寒暄 
学习目标： 
1． 了解法语名词的阴性和阳性 
2． 了解法语的疑问句 
3． 了解法语的语音特点 
4． 掌握如何打招呼 
5． 掌握如何自我介绍和介绍他人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知识单元 3：说出某人的身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学习怎样描述某人的身份特征 
学习目标：  
1. 单数形式的顶冠词 
2. 名词的阴性形式 
3. 国名前面介词的用法 
4. 划分音节 
5. 数字 
6. 学会使用礼貌用语 
7. 掌握如何打听某人的近况 
8. 掌握如何结识他人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知识单元 4：询问年龄，地址和电话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学习怎样与人搭讪 
学习目标： 
1. 单数人称的主有形容词 
2. 单数形式的不定冠词 
3. 疑问形容词 quel的用法 
4. 语音中的重音 
5. 掌握如何询问年龄，地址和电话 
6. 掌握如何与人搭讪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知识单元 5 谈论自己的爱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学习怎样表达自己的喜好 
学习目标： 
1. 掌握如何描述自己的个人情况 
2. 掌握如何表达自己的喜好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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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6：说出物品的名字和描述物品的方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学习用法语描述物体的名字和方位 
学习目标： 
1. 复数形式的不定冠词 
2 缩合冠词 
3. 名词的复数形式 
4. 疑问词 que和 qu'est-ce que 
5. 复数形式在语音上的体现 
6. 我如何描述和定位物品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知识单元 7：表达所属关系和描述颜色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学习用法语表达所属关系，颜色 
学习目标： 
1. 单数人称的重读形式 
2. 复数人称的主有形容词 
3. 形容词的阴性形式 
4. 形容词的复数形式 
5. 性数配合 
6. 否定结构 
7. 连颂中的[z] 
8. 掌握如何用法语确定人物的身份 
9. 学会购物经常使用的表达方式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知识单元 8：描绘意见物品的特征，询问价格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学习用法语描绘物品和询问价格 
学习目标： 
1. 疑问形容词 quel的复数形式 
2. 疑问词 comment和 combien 
3. 指示形容词的用法 
4. 词与词之间的连读 
5. 学会购物中使用的表达方法 
6. 掌握如何描绘物品的特征，询问物品的价格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知识单元 9：指出人物和他们所处的位置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学习用法语指出人物和他们所处的位置 
学习目标： 
1. 学会表达颜色，家具和服装的词汇 
2. 看懂简短的法语文章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知识单元 10：描述某个地点的位置 
参考学时：3学时 



 

9240 

学习内容：学习用法语描述地点的位置 
学习目标： 
1. 复数人称的重读人称代词 
2. 介词 avec和 pour 
3. 疑问词 où 
4. 学会用法语描述地点的特征 
5. 看懂租房广告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知识单元 11：问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学习用法语问路和指路 
学习目标： 
1. 命令式 
2. 副代词 y 
3. 连音和连诵 
4.  掌握如何问路和指路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知识单元 12：表达交通方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学习用法语表达交通方式 
学习目标： 
1. 表示方位的介词的用法 
2. C'est的用法 
3. On的用法 
4. 禁止连诵的情况 
5. 学习介绍旅游信息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知识单元 13：提出建议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学习用法语提出建议 
学习目标： 
1. 看懂旅游信息 
2. 掌握如何表达交通方式 
3. 掌握如何提出建议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语音，教材第一课 3  
2 语音，教材第二课 3  
3 语音，教材第三课，第四课 3  
4 教材第一单元第一课：欢迎！ 3  
5 教材第一单元第二课：这是谁？ 3  
6 教材第一单元第三课：你好吗？ 3  
7 教材第一单元第四课：寻找笔友 3  
8 教材第二单元第一课：找出物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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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教材第二单元第二课：模拟画像。 3  
10 教材第二单元第三课：购物。 3  
11 教材第二单元第四课：艺术家之角。 3  
12 教材第三单元第一课：待租公寓。 3  
13 教材第三单元第二课：从哪儿走？ 3  
14 教材第三单元第三课：旅途愉快！ 3  
15 教材第三单元第四课：马赛 3  
16 期末考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初级法语（二），初级法语（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音标 
难点：法语字母的字母组合和对应的发音。法语语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理论教学和课堂联系 
教学手段： 
1课堂讲解 
2听法语录音 
3课堂游戏 
4 PPT演示 
4、课程自主学习 
要求学生课后自主复习当天的课程。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 5%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15%；期末考试占 80％。 
6、作业要求： 
每课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法语原文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a) 王海燕等编著《你好，法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 9月 第 1版  

执笔：刘小妍 审稿：朱琳 审定：外国语学院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1月 13日 

 

初级法语（二） 
Junior French (2) 

课程号：50803050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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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掌握法语的发音，基本语法以及培养学生用法语进行简单的
交流  2、使学生了解法国和法语国家的风土人情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和课堂练习，使学生掌握初级法语的基础知识、以法语为工具

帮助学生了解了解法语国家的风土人情，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提高跨文化

交际能力，为日后学生进一步进修法语奠定必要的基础。本课程通过多媒体教学，化繁为简，深入

浅出，主次分明，以语言为平台，以文化为支撑，通过游戏、歌曲和电影片段，使学生轻松掌握各

种繁复的法语语法，为大学法语四级考试提供支撑。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5学时 

知识单元 1：时间表示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法语时间表示的各种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官方时间表示法和口语时间表示法 
2．掌握时间表示中的各种特殊情况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知识单元 2：第三组动词的变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Le verbe faire au présent ; le verbe partir au présent 
2．L’interrogation avec est –ce que 
学习目标： 
1. 了解法语第三组动词变位的基本方法 
2. 掌握主要动词的变位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知识单元 3：代动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Le verbe lire et écrire au présent  
2. Le verbe pronominal 
3. Le verbe jouer  
学习目标： 
1. 了解法语第三组动词变位的基本方法 
2. 掌握代词式动词的意义、变位和配合 
3. 了解 jouer的意义和用法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知识单元 4：问候和交际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Découvrez 
2．Communiquez 
学习目标： 
① 了解法语初识的问候方法 
② 掌握法语交际的主要方法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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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5：部分冠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L’article partitif 
2．Les verbes boire, acheter et manger au présent 
学习目标： 
1. 了解法语部分冠词的基本方法 
2. 掌握主要动词的变位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知识单元 6：Le passé composé 1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Le verbe auxiliaire 
2. Le participe passé 
1. L’accord de l’adjectif beau 
学习目标： 
① 了解过去时的基本用法 
② 掌握 beau形容词的用法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知识单元 7：Le passé composé 2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以 être 为助动词的过去时 
2．Pour ou dans + une durée du temps  
学习目标： 
● 了解以 être 为助动词的过去时变位和配合 
● 掌握一段时间的表示方法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知识单元 8：初识和交际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谁说了什么，节日照片和庆祝 
2．国家风土人情，无尽的回忆 
学习目标： 
1. 掌握寒暄的方法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知识单元 9：命令式的否定式，间接宾语人称代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La négation de l’impératif 
2．Les pronoms compléments d’objet indirect 
学习目标： 
1. 了解法语动词否定的方法 
2. 掌握间接宾语人称代词的用法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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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0：il faut 和最近将来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Le verbe vouloir au présent ; le verbe savoir au présent 
2．Il faut 
3.  Le futur proche 
学习目标： 
1. 了解法语第三组动词变位的基本方法 
2. 掌握 il faut的用法 
3. 掌握最近将来时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知识单元 11：直接宾语人称代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Le verbe connaître au présent  
2．Les pronoms compléments d’objet direct 
学习目标： 
1. 了解法语第三组动词变位的基本方法 
2. 掌握直接宾语人称代词的用法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知识单元 12：初识和交际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这是什么，还有什么建议，失误之处 
2．你们国家什么情况，到你了 
学习目标： 
1. 了解建议和纠错的方式 
2. 掌握面试小问题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知识单元 13：频率和数量，副代词，代词，否定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La fréquence et la quantité 
2．Le pronom en et ça 
3.  La négation ne… plus 
学习目标： 
1. 了解法语频率和数量的表示法 
2. 掌握副代词 en 
3. 掌握代词 ça 
4. 掌握否定形式 ne… plus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知识单元 14：表达原因，副词，tout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L’expression de la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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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rop et assez 
3.  Tout 
学习目标： 
1. 了解法语关于原因的表示法 
2. 掌握 Trop，assez，tout的使用方法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知识单元 15：代词式动词，命令式中的直接宾语人称代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Le verbe pronominal 2 
2．Les pronoms compléments d’objet direct à l’impératif 
学习目标： 
1. 了解法语代词式动词的全部规律 
2. 掌握命令式中的直接宾语人称代词 
作业：课后练习和练习册中的练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教材第四单元第 13课：单程车票 3  
2 教材第四单元第 14课：在伦敦 3  
3 教材第四单元第 15课：周日的上午 3  
4 教材第四单元第 16课：和洛儿·马纳多共度的一天 3  
5 教材第五单元第 17课：咱们做可丽饼吧？ 3  
6 教材第五单元第 18课：它是什么样的？ 3  
7 教材第五单元第 19课：亲爱的蕾娅 3  
8 教材第五单元第 20课：节日 3  
9 教材第六单元第 21课：这里被禁止的 3  
10 期中考试 3  
11 教材第六单元第 22课：启事 3  
12 教材第六单元第 23课：我们送她什么呢？ 3  
13 教材第六单元第 24课：理想的应聘者 3  
14 教材第七单元第 25课：街头调查 3  
15 教材第七单元第 26课：离开巴黎 3  
16 期末考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初级法语（一） 
后续课程：初级法语（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语语法 
难点：法语词汇及各种表达方式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理论教学和课堂练习 
教学手段： 
1课堂讲解 
2听法语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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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堂游戏 
4 PPT演示 
4、课程自主学习 
要求学生课后自主复习当天的课程。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 5%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15%；期末考试占 80％。 
6、作业要求： 
每课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法语原文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王海燕等编著《你好，法语 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 9月 第 1版 

 执笔：朱琳 审稿：田力男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1月 13日 

 

英语演讲艺术 
The Art of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课程号：508030552 

说明：本课程原名《英语演讲与辩论》，但根据我这几年的教学实践，每周两节课的时间只够

讲“演讲”部分，没有时间讲“辩论”部分，故建议集中师生精力和时间讲好学好“演讲”部分，

其实“演讲”学好了，“辩论”也容易了。因此，本课程拟改名为《英语演讲艺术》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全校各院本科生的通识选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在正音的基础上提高口语能力，能说出语音语调准确并流利的英语；

2、克服恐惧，战胜自我，以良好心态在演讲中或慷慨陈词或侃侃而谈；3、了解成功英语演讲的三
个标准：语言标准，内容标准和艺术标准；4、掌握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 
公共演讲从古希腊开始，在西方具有悠久的历史，西方人从小就培养演讲能力，演讲几乎是所

有大学所要求的必/选修课，擅长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公共演讲，即具有良好的口才，是大学生现在
求学将来求职、工作一个不可忽略的基本能力。出色的口才能带来成功的人生。 
公共演讲是在大庭广众前表达思想说服人鼓动人激励人的一种手段，历来被认为既是一门科学

又是一种艺术，它综合运用了以英语听说读写译的技能并能提高人的批判思维能力，并为辩论做好

准备。具有良好口才和演讲能力是一个人综合能力的体现：学识、素质、胆量、智慧、能力、语言、

应变和仪态。 
开设本课程，旨在教授学生英语演讲的方法和技巧，不仅如此，更通过提高口语能力来锻炼学

生逻辑思维能力、拓宽知识视野、提升表达能力并能使用英语作为将来职业生涯中工作语言的能

力，因此本课程不只是仅为培养各种演讲比赛选手而设立，虽然我们鼓励他们去参加校内外的各种

英语演讲比赛，因为那是很好地实践和锻炼机会。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The Importance of Public English Speaking and the Aims of the Course (公共英语演讲



 

9247 

的重要性和本课程的目标）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is a new subject in the English education in China with inexhaustible 

potential. It has many functions and profound educational and informative effects. It is an art as well as a 
science. By practicing making speeches, one’s speak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reading abilities will be 
improved. Moreover,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can also have a giant leap. There is a social and educational 
need to incorporate this course into the English education curriculum. CUPL should integrate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course into its syllabus, which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beral arts. In the 
future, pubic speaking will definitel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education and talents 
cultivation. 

学习目标： 
1、理解公共演讲，作为一门有几千年历史的艺术，在学业、工作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

大，它能促进人的语言表达、批判性思维以及综合能力的提升。 
2、了解本课程 4个教学目标，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九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有备演讲 “ The 

Door That Are Open to Us ”。 
2、复习并练习英语元音/i:   i   e  æ/。 

知识单元 2：One of the Criteria for Successful English Pubic Speaking: Language Judgement ( Part 
I) ——Speak English with Correct Pronunciation and Intonation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一：语
言标准之正确的语音语调）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顾名思义，英语演讲者必须发音清晰，无论说英国英语还是美国英语，其语音语调一定要正确，

优美，越接近英美人发音越好。可是许多人从小开始学英语时没有受到正确的训练，因此好多人发

音不准，怪异或带口音，而要改正这些错误发音，即改变长期形成的英语发音的错误习惯难度极大，

故本课程将英语正音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从第 1周到 16周） 
学习目标： 
1、明白英语对于国人来说是外语，用母语公开演讲已属不易，用一门外语成功进行演讲，当

然更富挑战。 
2、理解语音语调“正确”是衡量讲英语水平的基本标准之一。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九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即席演讲 “ The 

Best Way to Express Your Feelings in Public”。 
2、复习并练习英语元音 /u:  u   :     :/ɑ   。 

知识单元 3：One of the Criteria for Successful English Pubic Speaking: Language Judgement ( Part 
I) ——Speak English Clearly and Fluently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一：语言标准之说英语要清晰流
利）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讲英语，除了语音语调要正确优美外，还要求“清晰”和 “流利” ，“清晰”和 “流利” 是衡量语

言水平的高一档的标准之一。虽然这是英语口语课要达到的要求，本课程没有时间练口语，但把练

习口语的方法告诉学生，使他们在英语口语课内和课外多多练习讲英语，直至熟练到接近

native-speaker’s fluency。讲英语磕磕巴巴不可能演讲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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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理解讲英语“清晰”和 “流利” 是衡量讲英语水平的高一档的标准之一。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九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亚军的有备演讲 

“ College Education in Today’s Competitive World ”。 
2、复习并练习英语元音 /   ə:  ə/。 

知识单元 4：One of the Criteria for Successful English Pubic Speaking: Language Judgement ( Part 
I) ——Speak English grammatically correctly and appropriately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一：语言
标准之：英语表达要正确、得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讲英语，除了语音语调要正确优美并且说得清晰流利外，“语法正确”和“说得得体”也是衡量语

言水平的高一档的标准之一。因此演讲要尽量避免语法、句法、词法、用法上的错误，更要避免中

式英语。还有，语言风格，其正式程度的高低（formal, informal, colloquial, slang)，是庄重严肃还是
风趣幽默，都应视具体演讲题目、听众、目的及场合而定，不然就会产生所谓“对牛弹琴”等错误，
使演讲显得滑稽或尴尬。 
学习目标： 
理解“语法正确”和“说得得体”是衡量讲英语水平的高一档的标准之一。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九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亚军的即席演讲 “ Why 

are People Still Superstitious in Spite of Advances in Scientific Knowledge ”。 
2、复习并练习英语双元音 /ei  ai   i  əu  au  iə  eə  uə/ 。 

知识单元 5：One of the Criteria for Successful English Pubic Speaking: Content Judgement ( Part II) 
—— Stick to the topic, shed new light and provide insightful perspective on the subject (成功英语演
讲的标准之二：内容标准之切题并见解独到、视角新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内容和观点是一篇演讲的核心所在。因而，一篇演讲是否成功要看它是否紧扣主题而不是离题

万里，还要看它是否见解独到、视角新颖而不是平淡无奇、人云亦云。内容是否深刻并能感动人、

激励人、说服人是演讲是否成功的比语言标准更高的标准。 
学习目标： 
理解切题并见解独到、视角新颖是衡量演讲水平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九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季军的有备演讲

“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 
2、复习并练习英语辅音 /p  b  t  d  k  g/。  

知识单元 6：One of the Criteria for Successful English Pubic Speaking: Content Judgement ( Part 
II) —— Give something substantive and provide adequate reasoning and evidence to develop, 
support and elaborate the main points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二：内容标准之言之有物、有理、有
据）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演讲时，除了内容要切题并且见解独到、视角新颖外，还要言之有物，说话要有理有据，要有

足够的事例和数据来阐述、支持、发展演讲的要点。此外，还应使提供的信息正确、准确、完整，

信息量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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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理解言之有物、有理有据是衡量演讲水平的标准之一。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九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季军的即席演讲 “ When 

you are unhappy, what do you usually  do to make yourself feel better? ”。 
2、复习并练习英语辅音/f  v  s  z  θ  ð/ 。 

知识单元 7：One of the Criteria for Successful English Pubic Speaking: Artistic Judgement ( Part 
III) —— Make the focal points stand out and present ideas clearly and logically ( 成功英语演讲的
标准之三：艺术标准之重点突出，脉络清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评价演讲是否成功的第三个重要标准，即艺术标准是看其是否以最有效的新形式和手段来传达

内容和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内容，就是内容的有机成分。因此演讲要重点突

出，脉络清晰，各部分是否协调，有机统一，浑然一体并且上下的逻辑关系明确。 
学习目标： 
理解重点突出，脉络清晰，浑然一体，逻辑关系明确是衡量演讲水平的艺术标准之一。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六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有备演讲：“ Beijing 

2008: The Meaning of the Bid ”。 
2、复习并练习英语辅音/      t   d /。  

知识单元 8：One of the Criteria for Successful English Pubic Speaking: Artistic Judgement ( Part 
III) —— Employ various strategies, e.g. use of anecdotes, examples, quotes, statistics, humor to 
present the ideas effectively to the audience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三：艺术标准之娴熟运用诉诸听
众的各种手段）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演讲的艺术标准，除了要重点图书，脉络清晰外，还要看各种诉诸听众的手段是否运用得娴熟，

例如讲本人或他人的经历、故事是否动人，有启发性，所举的例子和数据是否合适正确，所引的名

人名言和谚语格言是否恰当、有力，最后还要看演讲是否有恰到好处的幽默语句。另外，如果体态

语大方自然，能保持微笑和眼光接触，服饰自然清新，声调把握恰到好处的话，演讲的效果会更好。 
学习目标： 
理解娴熟运用各种手段对于演讲的成功有很大的帮助。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七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有备演讲：

“ Globaliza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hina’s Younger Generation ”。 
2、复习并练习英语辅音/m  n  ŋ/ 。 

知识单元 9：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Abilities ( Part I ) —— Overcome 
Fear and Stage Fright (如何提高英语演讲能力之一：克服恐惧，战胜自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在公共场合用英语演讲对每一位有志于此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演讲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演讲者的自我感觉和心理素质，因此，成功的演讲者首先得有良好的自我感觉和心态，第一

步要克服在公众前讲话的恐惧，临阵怯场和焦虑，战胜自我，避免战战兢兢、结结巴巴、怪腔怪调、

神志僵硬、搔头抓耳。最后做到，上台前深呼吸几次，然后在大庭广众前，众目睽睽下走上讲台，

或慷慨陈词，或侃侃而谈，或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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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明白恐惧害怕只能坏事，只有做好充分准备，认识害怕的根源，给自己打气，壮胆才能讲好。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八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有备演讲：

“ Tourism and Ecology: Learning Through Travel ”。 
2、复习并练习英语辅音/l  r  h/ 。 

知识单元 10：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Abilities ( Part II ) —— More 
Reading, Listening, Watching and Thinking ( 如何提高英语演讲能力之二： 多读、多听、多看、
多思）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只有多读、多听、多看、多思，才能言之有物，才有可能对问题有独到新颖的见解。所谓多读，

其对象当然是包括中文报刊、杂志和书籍在内的读物，了解国内外社会、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发

展的趋势、特点和走向；尤其要多读英语期刊和原著，既了解用英语所表达的不同信息、观点、价

值，又可以汲取很多语言养分，特别推荐专为中国大学生的中国日报 21 世纪报。所谓多听是指多
听原版的英语语言资料，包括著名的录音材料，细心体会成功演讲者在语言语调等方面的特点。所

谓多看即多看著名演讲的录像，例如斯蒂夫·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一次讲话，另外还
可多看英语原版电影和电影剧以及国外各种电视节目。最后当然还要多思考，多与人讨论，并进行

评判思维，这样才会有独立的人格、成熟的思考和公正、深刻和独到的见解。 
学习目标： 
明白多读、多听、多看、多思是演讲成功的关键。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十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有备演讲：“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 。 
2、复习并练习英语辅音/w  j/ 。 

知识单元 11：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Abilities ( Part III ) —— Practice, 
Practice and Practice ( 如何提高英语演讲能力之三：实践、实践、再实践）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Practice makes perfect. 要熟练掌握任何一门知识和技能，必须要进行多次甚至无数次的操练、实

践，以体会其中的奥秘和诀窍，因此要多参加演讲比赛。在练习演讲时，尽可能请别人、尤其是对

英语演讲有一定认识和水平的人士给以指导、点拨，这样能连得得法，练到点子上，练得事半功倍。 
学习目标： 
明白“熟能生巧”的道理，实践、实践、再实践对包括演讲在内的任何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性。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十一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有备演讲：“ Our 

Future: Dreams vs. Reality ”。 
2、复习并练习英语 s, es, ’s 的发音。 

知识单元 12：Delivering a Speech Effectively ( Part I ): Qualities of Effective Delivery ( Fluent, 
Natural and Confident ) (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之一：语言流畅、大方自然、充满信心与热情）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衡量中国人用英语演讲，首先是语言的标准，也就是语言要素。当然，这里不是指词汇、语法、

习惯用法、语言是否地道等语言要素，而是指与语音语调等有关的发音要素以及讲英语的流畅性。

其次，演讲时不要太做作、太富表演性，以平常与人谈话的口气为适宜。再者，演讲时切勿胆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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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精力集中在演讲的内容要旨上，从声调到体态语均表现出对演讲的题目、内容和听众的热情和兴

趣。只要潜心琢磨、刻苦磨砺、反复实践，是可以成为成功的演讲者的。 
学习目标： 
明白演讲时语言流畅、大方自然、充满信心和热情对演讲的成功有很大的帮助。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十一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亚军的有备演讲： 

“ Our Future: The Garden of One Flower or Many Flowers ” 。 
2、复习并练习英语 -ed 的发音。 

知识单元 13：Delivering a Speech Effectively ( Part II ): Prepared Speech and Impromptu Speech 
(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之二：有备演讲和即席演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有备演讲有两种。第一种是照稿宣读，其好处是一般能准确无误地传达信息和内容，其不足之

处是不自然、与听众有一定的距离。第二种是背诵演讲，它一般适用于演讲比赛，我们课上培训的

就是这种演讲，这往往是正式演讲比赛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即席演讲。即席演讲是在主持人宣

读演讲者在赛前抽中的题目后即刻开始演讲，要求迅速组织思路、安排文章结构，即出口成章，这

是对演讲者各种能力的最大考验，没有各方面坚实基础很难讲好，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实践才能讲成

功。无论有备或无备演讲，应避免给人背书的感觉，应用若有所思的面部表情、适当地停顿、与听

众交流目光等方法营造一种生动亲切的氛围。 
学习目标： 
明白对有备演讲和即席演讲的要求，多作准备，多练习。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十二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有备演讲：

“ Giving is Receiving—— Personal Growth in Volunteer Works ”。 
2、复习并练习英语的Weak Forms。 

知识单元 14：Delivering a Speech Effectively ( Part III ): Vocal Factors in Delivery ( 成功演讲的方
法和技巧三：声调因素：发声、音量、语调、语速、停顿、变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演讲时要求发音正确（包括长元音、短元音、清辅音、浊辅音、单词重音、句子重音以及连

读、不完全爆破和弱读）和流利纯正，要求发声清晰、响亮，切忌无精打采、嘟嘟囔囔，如能抑

扬顿挫，节律自如，像行云流水那样，效果最好。公共演讲时音量应比一般谈话时音量稍高些。

成功演讲者的语调即音高有起伏变化、悦耳动听，能抓住听众，避免从头到尾用一个音高发声，

那必然单调死板，在表达庄重、深刻、思索等情感和思想时，语调可低沉些，在表现激动、激昂

的情绪和信息时，可以高亢些。演讲时语速不宜太快或太慢，正常演讲语速在每分钟 100至 120
字之间，当然要根据内容适当调整。演讲中在恰当、关键的地方稍作停顿会产生特殊的效果（起

强调作用，吸引听众注意）但不要用毫无意义的“uh” “hmm” 等补白停顿。最后把上述因素融合
协调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学习目标： 
明白演讲时声调因素（发声、音量、语调、语速、停顿）有机协调、变化有致使演讲达到更高

的水平。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演讲比赛：第十二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亚军的有备演讲：“ Your 

Attitude towards Chastity and Sexual Relationships”。 
2、复习并练习英语的连读（Sound L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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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5：Delivering a Speech Effectively ( Part IV ): Nonverbal Factors in Delivery ( Facial 
Expressions, Eye Contact, Gestures and Dress) (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之四：体态语因素：面部表
情、目光接触、手势、服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把握体态语对整个演讲的效果会产生积极作用，它使言语表达的信息更加清晰，有助于获取听

众反馈、演讲者与听众的沟通以及树立演讲者的可信度。面部表情可以传达各种感情和态度，但表

情要自然、正常、不做作，避免呆板木然，恰当轻松地微笑会产生良好的效果。目光不能朝天或朝

地，与听众保持恰如其分的目光接触是对听众的尊重，方法有扫描法（目光可以从左到右、从右到

左、从中间到两边等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扫描，时而可把目光略微停留在某听众的脸上，做得自然，

不机械僵硬）和三点法（人多时可在左中右三面各选一人作为目标，常与这三人保持目光移动接触。

手势动作要自然、放松，不要过于夸张和做作。穿戴修饰整齐不仅是为了给听众留下良好印象，也

是对听众和评委的尊重，因此演讲时还是要穿正装，不能是休闲装或运动服，女生可化淡妆，衣服

上可有小配饰。 
学习目标： 
明白体态语因素有助于演讲获得更好效果。 
作业： 
1、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第十三届中国日报全国英语演讲比赛冠军的有备演讲：

“ Living with Globalization ”。 
2、复习并练习英语的不完全爆破（Incomplete Plosion)。 

知识单元 16：Gathering Material and Writing the Speech: Effective Planning and Organizing, 
Effective Introductions and Conclusions and Using Languages Effectively ( 资料收集与讲稿撰写：
构思、谋篇布局、开首结尾语、语言特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根据演讲题目搜集研究资料。资料来源有两个：其一是演讲者自己的知识和经历，其二是通过

调查从各种媒介或旁人获得的资料，可以使事例（Examples），叙事（Narratives），证词（Testimonies），
事实与数据（Facts and Statistics）。整理分析收集的资料，特别注意有意义的、新颖的、独到的、
闪光的东西，然后写出初稿，注意谋篇布局和讲稿的结构以及如何开首（用引言、叙事讲故事、提

问、提供惊人数据或幽他一默）和结尾（复述要旨、用排比法激励听众、与开首相呼应、再幽他一

默）。最后修改定稿。 
学习目标： 
明白资料收集与讲稿的撰写是演讲成功的基础。 
作业： 
1、观摩 Steve Jobs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以及 TED的“互联网怎样使人变得亲密”的

演讲。 
2、复习并练习英语绕口令（Tongue Twisters）。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1 
公共英语演讲的重要性与本课程目标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2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一：语言标准之正确地语音语调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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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一：语言标准之说英语要清晰流利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4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一：语言标准之：英语表达要正确、得体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5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二：内容标准之切题并见解独到、视角新颖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6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二：内容标准之言之有物、有理、有据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7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三：艺术标准之重点突出，脉络清晰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8 
成功英语演讲的标准之三：艺术标准之娴熟运用诉诸听众的各种手段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9 
如何提高英语演讲能力之一：克服恐惧，战胜自我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10 
如何提高英语演讲能力之二： 多读、多听、多看、多思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11 
如何提高英语演讲能力之三：实践、实践、再实践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12 
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之一：语言流畅、大方自然、充满信心与热情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13 
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之二：有备演讲和即席演讲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14 

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三：声调因素：发声、音量、语调、语速、停顿、

变化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15 

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之四：体态语因素：面部表情、目光接触、手势、

服饰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16 
资料收集与讲稿撰写：构思、谋篇布局、开首结尾语、语音特色                          
观摩优秀大学生英语演讲 
正音 

2 

四、说明 



 

9254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外语（一）；外语（二）；外语（三）；外语（四）；英语听力（一）；英语听力

（二）；英语听力（三）；英语口语（一）；英语口语（二）；英语口语（三） 
后续课程：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英国社会与文化、美国社会与文化、英美国家概况、跨文化

交际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成功的英语演讲的语言标准、内容标准和艺术标准。 
难点：如何提高英语演讲能力和成功演讲的方法和技巧。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通过观摩优秀大学生选手在演讲比赛上的讲演，学习其长处，避免其短处，并讲解如何提高英

语演讲能力的方法和技巧及有关知识，同时不断为学生正音以获得英语演讲最基本的要求：正确地

道的语音语调。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参加课外英语演讲活动和比赛。 
6、课程考核方法和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包括出勤、课堂表现及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查为短篇演讲（2

分钟）和长篇演讲（4分钟），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际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相关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1、教材选编自中国日报历届演讲比赛的视频及有关演讲的书籍。 
2、推荐参考书 
《演讲的艺术》第十版【美】Stephen Lucas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2010年出版 

执笔：陈向荣  审稿：田力男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定时间：2015年 9月 1日 

                                          

英语电影欣赏 
English Through Films 

课程号：5080305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为全校各院各专业学生开设的通选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通过观赏原版英语电影可以极大提高学生的英语听力理解能力，因

为他们听的是英美人士的口语；2、通过观赏原版英语电影可以极大地扩大学生的词汇量，包括单
词、短语、习语、俚语和谚语；3、通过观赏原版英语电影可以很大地改进学生的语音语调和提高
口语能力；4、通过观赏原版英语电影后写观后感或评论可以很大地提高学生的英语写作能力；5、
通过观赏原版电影还可以使学生了解西方的文化、历史、习俗、思维方式和社会价值观，增强他们

的人文素质。 
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它涵盖故事情节、编导、表演、摄影、音乐舞蹈、服装美术等。中国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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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练习英语听说的环境，观赏英语原版电影可提供生动、真实地场景和地道的口语，使人置身于英

语环境中，这样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调动他们学、讲英语的积极性。因此通过观赏英语原版电

影可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这种听力训练不像光听音频材料那样干巴巴的，而是可以通

过故事发展的逻辑推理，更好理解台词的意思）和口语表达能力，这是一种提高学生听说能力的非

常有效的方法之一，同时可以扩大他们的词汇量，并培养他们的艺术鉴赏力，加强他们对英语国家

的文化历史、社会习俗、宗教艺术的了解，增强他们的交际能力和分析批判能力。 
本课程由任课老师挑选有代表性的英语国家的原版电影，尤其是获奖、经典电影，兼顾各种类

型，例如历史片、传记片、爱情片、社会伦理片、名著改编的影片。一学期观赏的 12 部电影可分
为四大系列：1、将来工作中可能会遇到的陷阱和以“诚实为上”的做人原则；2、将来生活中会遇到
的恋爱、结婚、离婚、婚外情等问题；3、如何克服人生中的困境；4、如何面对人生中的灾难。 

Welcome To My Class of Films 
Film is a combination of a story (written by a playwright), directing(by a director), acting (by actors 

and actresses), filming (by a cameraman). costume, music, lighting, 
art (painting), sound effects and recording, including almost all forms of art. 
Film is also a comprehensive and vivid information source of sounds and pictures, colors and scenes. 

People like to watch films because they are more attracted by films than by the usual paper-based teaching 
materials and recordings. 

Films in English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ir enjoyment and above all, their original language setting, 
the authentic language environment, that is, English in the real world and its purest form, including 
English pronunciation, intonation, tones, rhythms 

and vocabulary. The pure, typical and idiomatic English gets you personally on the scene, which is 
missing in China. When you watch English films, you yourself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 thus making English-learning fun 

and enjoyable as well as a rewarding experience. 
Besides the language materials,  English films provide people the culture behind the language, for 

example,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ethical and moral 
teachings. As an English major, you should not only master the language skills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writing and translating) but also get famaliar with th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embodied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watching English films, you will: 
1. Greatly improve your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because you will hear many people talk and 

sharpen your ears for understanding what native speakers are saying,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listening to tapes. 

2. Considerably enrich and widen your vocabulary including words, phrases, idioms, slangs, 
proverbs and famous sayings. Jot down some of them for your own use while watching. 

3. Remarkably improve your oral English and speaking ability by first repeating and imitating quietly 
what they are saying and then going into discussions after the film. You can also recite or act out the 
dialogues to get an instinctive feel for language. 

4. Also improve your writing ability by writing comments or essays on the films. 
5. Above all, learn a great deal about the western culture, history, customs, ways of thinking and 

social values so that you will learn English better, absorb the essence of human civilization, enhance your 
humanistic quality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and become a world citizen. 

Apparently, watching films in English is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improve your English and 
simultaneously learn the culture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 

Welcome to my class of films. Come and watch Hollywood blockbusters and have fun as well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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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 English and western culture.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Rogue Trader（流氓交易员）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Rogue Trader is a 1999 British biographical drama film written and directed by James Dearden and 

starring Ewan McGregor and Anna Friel. The film centers in the life of former derivatives broker Nick 
Leeson and the 1995 collapse of Barings Bank. It was based on Leeson's 1996 book Rogue Trader: How I 
Brought Down Barings Bank and Shook the Financial World. 

·Plot: 
Rogue Trader tells the true story of Nick Leeson, an employee of Barings Bank who after a 

successful spell working for the firm's office in Indonesia is sent to Singapore as General Manager of the 
Trading Floor on the SIMEX exchange. The movie follows Leeson's rise as he soon becomes one of 
Barings' key traders. However, everything isn't as it appears — through the 88888 error account, Nick is 
hiding huge losses as he gambles away Baring's money with little more than the bat of an eyelid from the 
powers-that-be back in London. 

Eventually the losses mount up to well over £800 million and Nick, along with his wife Lisa, decide 
to leave Singapore and escape to Malaysia. Nick doesn't realise the severity of his losses until he reads in 
the newspaper that Barings has gone bankrupt. They then decide to return to London but Nick is arrested 
en route in Frankfurt. Nick is extradited to Singapore where he is sentenced to six and a half years in jail 
and is diagnosed with colon cancer. Because of this, he did not complete his sentence. 

学习目标： 
Every week there seems to be at least one new British film to remind us of Franois Truffaut's 

observation that "There's something about England that's anti-cinematic." Even seemingly foolproof 
material gets the silk-purse-into-sow's-ear treatment. It's the sort of Midas-in-reverse touch that Nick 
Leeson demonstrated when he single-handedly destroyed his employers, Barings Bank, by running up 
debts of more than pounds 800 billion on the Singapore stock exchange. 

This modern moral fable sounds tailor-made for the big screen. It could have been a top-hole farce or 
tragedy, romance or thriller. Unfortunately James Dearden, who wrote and directed Rogue Trader (15), 
ignores all the enticing genre possibilities and turns out a plodding biopic, featuring a central character 
with all the depth of the despicable yuppie from the Audi commercial. 

A wan Ewan McGregor plays Leeson as the archetypal Man Behaving Badly – a Watford barrowboy 
who likes boozing and dropping his trousers in public. His wife Lisa, played by Anna Friel, is even more 
perfunctorily sketched; all she does is work out at the gym, mooch around in their Singapore flat, have a 
miscarriage and – when her husband finally owns up to having lost eight billion yen – exclaim, "Oh, 
Nick!" as though he'd spilt breakfast cereal down his tie. 

Meanwhile, back in the City, the venerable toffs at Barings – headed by John Standing – have been 
reluctant to pull the plug on their whizz-kid's funding because he seems to be making them so much dosh. 
The film, disappointingly, skims over this astonishing combination of stupidity and greed, as though 
Dearden were reluctant to paint any of his characters as anything other than lovable duffers. Not so much 
skimmed over as not mentioned at all are the ordinary investors who presumably lost their savings in the 
debacle. 

作业： 
1、口头讨论 “ What have you learned from the fil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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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写观后感或影评。 
知识单元 2：The Firm（律师事务所/糖衣陷阱）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Firm is a 1993 American legal thriller film directed by Sydney Pollack and starring Tom Cruise, 

Jeanne Tripplehorn, Gene Hackman, Ed Harris, Holly Hunter, Hal Holbrook, and David Strathairn. The 
film is based on the 1991 novel The Firm by author John Grisham. The Firm was one of two films 
released in 1993 that was adapted from a Grisham novel, the other being The Pelican Brief. 

·Plot: 
Mitch McDeere (Tom Cruise) is a young man from an impoverished background, but with a 

promising future in law.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arvard Law School near the top of his class, he receives 
a generous job offer from Bendini, Lambert & Locke, a small, boutique firm in Memphis specializing in 
accounting and tax law. He and his wife, Abby (Jeanne Tripplehorn), move to Memphis and Mitch sets to 
work studying to pass the Tennessee bar exam. Avery Tolar (Gene Hackman), one of the firm's senior 
partners, becomes his mentor and begins introducing Mitch to BL&Ls professional culture, which 
demands complete loyalty, strict confidentiality, and a willingness to charge exceptional fees for their 
services. Seduced by the money and perks showered on him, including a house and car, he is at first 
totally oblivious to the more sinister side of his new employer, although Abby has her suspicions. Mitch 
passes the bar exam and begins working long hours that put a strain on his marriage. Working closely with 
Avery, Mitch learns that most of the Firm's work involves helping wealthy clients hide large amounts of 
money in off-shore shell corporations and other dubious tax-avoidance schemes. While on a trip to the 
Cayman Islands on behalf of a client, Mitch lets himself be seduced by a local woman. But the encounter 
is a set-up and their tryst on the beach is photographed by people working for the firm's sinister "head of 
security", Bill DeVasher (Wilford Brimley), who uses it to blackmail Mitch into keeping quiet about what 
he knows. 

Mitch realizes he is now trapped, but after two associates of the firm die under mysterious 
circumstances, he is approached by FBI agents who inform him that while some of BL&L's business is 
legitimate, their biggest client is the Morolto Mafia family from Chicago. The firm's senior partners are all 
complicit and have any junior employees who threaten to betray them murdered. They warn Mitch that his 
house, car, and office have probably all been bugged. The FBI pressures Mitch to provide the Bureau with 
evidence they can use to go after the Moroltos and bring down BL&L. Mitch knows he faces a stark 
choice. If he works with the FBI, he believes that even if he stays alive, he will have to disclose 
information about the firm's legitimate clients—thus breaking the attorney–client privilege and risking 
disbarment. However, he believes that if he stays with the firm, he will almost certainly go to jail when 
the FBI takes down both the firm and the Moroltos. Either way, his life as he knows it is over. 

Mitch devises a plan that allows him to cooperate with the FBI by finding proof that the firm's 
partners are guilty of overbilling. By mailing these bills to their clients, they committed mail fraud--thus 
exposing them to RICO charges. He begins secretly copying the firm's billing records, but is eventually 
discovered by De Vasher. Evading De Vasher and his thugs, he finds the Morolto brothers and, offering 
himself as a loyal attorney looking out for his clients' best interests, leads them to believe that his contact 
with the FBI and copying files at the firm was merely an attempt to expose illegal overbilling. If they 
agree to let him turn over their billing invoices and guarantee his safety, he assures them that as long as he 
is alive, any other information he knows about their legal affairs is covered under attorney-client privilege 
and will never be revealed. Understanding the deal he is offering them, the Moroltos agree to let Mitch go 
and he is able to give the FBI all they need to prosecute the partners of the firm. He does all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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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out breaking any laws, thereby being able to keep his status as a lawyer. 
The film ends as the McDeeres leave their house in Memphis and return to Boston, driving the same 

car in which they arrived. 
学习目标： 
Watching "The Firm," I realized that law firms have replaced Army platoons as Hollywood's favorite 

microcosm. The new law thrillers have the same ingredients as those dependable old World War II action 
films: various ethnic and personality types who fight with each other when they're not fighting the enemy. 
The law movies have one considerable advantage: the female characters participate fully in all the action, 
instead of just staying home and writing letters to the front. 

In "The Firm," a labyrinthine 153-minute film by Sydney Pollack, Tom Cruise plays Mitch McDeere, 
a poor boy who is ashamed of his humble origins now that he has graduated from Harvard Law fifth in his 
class. He gets offers from the top law firms in New York and Chicago, but finally settles on a smaller firm 
headquartered in Memphis. His decision is salary-driven; he sees money as security, although later in the 
film he is unable to say how rich he'd have to be to feel really secure. 

Mitch moves to Memphis with his wife, Abby (Jeanne Tripplehorn, the peculiar psychiatrist in 
"Basic Instinct"). They are provided with a house and a shiny new Mercedes - both bugged, as it turns out. 
And gradually McDeere begins to realize his new law firm is in league with the devil. An FBI man spills 
the beans: only a quarter of the clients are above-board, and the rest are thieves, scoundrels and 
money-launderers, with the firm's partners acting as bagmen shipping the money to offshore banks. 

Some movies about the law oversimplify the legal aspects. 
This one milks them for all they're worth. Without revealing too much of the plot, I can say that 

McDeere is eventually being blackmailed simultaneously by both the FBI and the firm's security chief 
(kindly old Wilford Brimley, very effective in a rare outing as a villain). 

To save himself, he has to use both brain and muscle, outrunning killers and outthinking lawyers, to 
save both his life and his license to practice law. 

The story is fairly clear in its general outlines, but sometimes baffling on the specifics. Based on the 
novel by John Grisham, as adapted by three of the most expensive screenwriters in the business (David 
Rabe, Robert Towne and David Rayfiel), "The Firm" takes 2 1/2 hours to find its way through a moral and 
legal maze. By the end, despite McDeere's breathless explanations during phone calls in the middle of a 
chase sequence, I was fairly confused about his strategy. But I didn't care, since the form of the movie was 
effective even when the details were vague. 

Sydney Pollack, the director, likes to make long, ambitious movies ("Out Of Africa," "Havana") and 
he's comfortable working with familiar stars; he uses them as character-building shorthand. One glimpse 
of Hal Holbrook as the head of the Firm, for example, and we know it's a shady outfit. Holbrook almost 
always plays the seemingly respectable man with dark secrets. One look at Gene Hackman, as the law 
partner who becomes Cruise's mentor, and we know he's a flawed but fundamentally decent man, because 
he always is. One look at Cruise and we feel comfortable, because he embodies sincerity. He is also, in 
many of his roles, just a little slow to catch on; his characters seem to trust people too easily, and so it's 
convincing when he swallows the Firm's pitches and pep talks. 

The movie is virtually an anthology of good small character performances. Ed Harris, sinister with a 
shaved head, needs only a couple of brief scenes to convincingly explain the FBI's case against the Firm - 
and to reveal its cheerful willingness to subject a potential witness to unendurable pressure. Another 
effective performance is by David Strathairn, as the brother McDeere hasn't told the Firm about, because 
he's doing time for manslaughter. 

Strathairn is emerging as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character actors around (he was the slow-w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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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e usher in "Lost In Yonkers," and the local boy who came courting in "Passion Fish"). 
There are also colorful performances by Gary Busey, as a fast-talking private eye, and by Holly 

Hunter, as his loyal secretary who witnesses a murder and then becomes McDeere's courageous partner. 
The large gallery of characters makes "The Firm" into a convincing canvas; there are enough 

believable people here to give McDeere a convincing world to occupy. And Pollack is patient with his 
material. He'll let a scene play until the point is made a little more deeply. That allows an actor like 
Hackman to be surprisingly effective in scenes where he subtly establishes that, despite everything, he has 
a good heart. A late, tricky scene between Hackman and Tripplehorn is like a master class in acting. 

The parts of "The Firm" are probably better than the whole, however. The movie lacks overall clarity, 
and in the last half-hour audiences are likely to be confused over what's happening, and why. 

As I said, that didn't bother me overmuch, once I realized the movie would work even if I didn't 
always follow it. But with a screenplay that developed the story more clearly, this might have been a 
superior movie, instead of just a good one with some fine performances. 

作业： 
1、口头讨论 “ What have you learned from the film? ” 
2、写观后感或影评。 

知识单元 3：Somewhere In Time（时光倒流七十年）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Somewhere in Time is a 1980 romantic fantasy drama film directed by Jeannot Szwarc. It is a film 

adaptation of the 1975 novel Bid Time Return by Richard Matheson, who also wrote the screenplay. The 
film stars Christopher Reeve, Jane Seymour, and Christopher Plummer. 

Reeve plays Richard Collier, a playwright who becomes smitten by a photograph of a young woman 
at the Grand Hotel. Through self-hypnosis, he travels back in time to the year 1912 to find love with 
actress Elise McKenna (portrayed by Seymour). However, this relationship may not last as long as the two 
of them think; Elise's manager, William Fawcett Robinson (portrayed by Plummer), fears that romance 
will derail her career and resolves to stop him. 

The film is known for its musical score composed by John Barry. The 18th variation of Sergei 
Rachmaninoff's Rhapsody on a Theme of Paganini also appears several times. 

·Plot: 
In May 1972, college theatre student Richard Collier (Christopher Reeve) is celebrating the debut of 

a play he has written. During the celebration, he is approached by an elderly woman (Susan French) who 
places a pocket watch in his hand and pleads, "Come back to me." Richard does not recognize the woman, 
who returns to her own residence and dies soon afterward. 

Eight years later, Richard is a successful playwright living in Chicago, but has recently broken up 
with his girlfriend and is struggling with writer's block. Feeling stressed from writing his play, he decides 
to take a break and travels out of town to the Grand Hotel. While looking at a display in the hotel's 
museum, Richard becomes enthralled by a photograph of a beautiful woma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Arthur Biehl (Bill Erwin), an old bellhop who has been at the hotel since 1910, Richard discovers that the 
woman is Elise McKenna (Jane Seymour), a famous early 20th century stage actress. Upon digging 
deeper, Richard learns that she was the aged woman who gave him the pocket watch eight years earlier. 
Traveling to the home of Laura Roberts (Teresa Wright), McKenna's former housekeeper and companion, 
he discovers a music box Elise had made, in the shape of the Grand Hotel, that plays his favorite melody. 
He also discovers among her effects a book on time travel written by his old college professor, Dr. Gerard 
Finney (George Voskovec). Learning that McKenna read the book several times, Richard be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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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ssed with the idea of traveling back to 1912 and meeting Elise McKenna, with whom he has fallen in 
love. 

Visiting Finney, Richard learns that the professor believes that he very briefly time traveled once to 
1571 through the power of self-suggestion. To accomplish this feat of self-hypnosis, Finney tells Richard, 
one must remove from sight all things that are related to the current time and trick the mind into believing 
that one is in the past. He also warns that such a process would leave one very weak, perhaps dangerously 
so. Richard buys an early 20th-century suit and some vintage money; he cuts his hair in a time-appropriate 
style. Dressing in the suit, he removes all modern objects from his hotel room and attempts to will himself 
into the year 1912 using tape-recorded suggestions, only to fail for lack of real conviction. Later, while 
searching the hotel's attic, Richard finds an old guest book from 1912 with his signature in it and realizes 
that he will eventually succeed. 

Richard again hypnotizes himself, this time with the tape recorder hidden under the bed. He allows 
his absolute faith in his eventual success to become the trigger for the journey back through time. He 
drifts off to sleep and awakens on June 27, 1912 to the sound of whinnying horses. Richard looks all over 
the hotel for Elise, even meeting Arthur Biehl as a little boy, but he has no luck finding her. Finally, he 
stumbles upon Elise walking by a tree near the lake. She seems to swoon slightly at the sight of him, but 
suddenly asks him "Is it you?" McKenna's manager, William Fawcett Robinson (Christopher Plummer), 
abruptly intervenes and sends Richard away. Richard stubbornly continues to pursue Elise until she agrees 
to accompany him on a stroll through the surrounding idyllic landscape. It is during their boat ride that 
Richard hums the theme from the 18th variation of opus 43, and Elise says it's lovely but she never heard 
it before. (It was written 22 years into the future. In 1980 Richard had learned that it was her favorite 
piece of music and he hears her recording of it.) Richard ultimately asks why Elise wondered aloud "Is it 
you". She replies that Robinson somehow knows that she will meet a man one day who will change her 
life forever. Richard shows Elise the same pocket watch which she will eventually give him in 1972, but 
he does not reveal its origin, merely saying it was a gift. 

Richard accepts Elise's invitation to her play, where she recites an impromptu monologue dedicated 
to him. During intermission, he finds her posing formally for a photograph. Upon spotting Richard, Elise 
breaks into a radiant smile, the camera capturing the image which Richard first saw 68 years later. 
Afterward, Richard receives an urgent message from Robinson requesting a meeting. Robinson tries to get 
Richard to leave Elise, saying it is for her own good. When Richard professes his love for her, Robinson 
has him tied up and locked in the stables. Later, Robinson tells Elise that Richard has left her and is not 
the one, but she does not believe him. She says that she loves Richard. 

Richard wakes up the next morning and manages to free himself. He runs to Elise's room and finds 
that her party has left. Despondent, he goes out to the hotel's porch. Suddenly, he hears Elise calling his 
name and sees her running towards him. They return to his room together and make love. The next 
morning they agree to marry. Elise tells him that the first thing she will do for him is buy him a new suit, 
since the one he has been wearing is about 15 years out of date. Richard begins to show her how practical 
the suit is because of its many pockets. He is alarmed when he reaches into one and finds a Lincoln penny 
with a mint date of 1979. Seeing an item from his real present wrenches him out of his hypnotically 
induced time trip, and Richard feels himself rushing forward in time. Elise screams his name in horror as 
he is pulled inexorably out of 1912. 

Richard wakes up back in 1980, in the same room where he and Elise were last together in 1912. He 
is drenched in sweat and very weak, apparently exhausted from his trip through time and back. He 
scrambles desperately back to his own room and tries to hypnotize himself again, without success. 
Heartbroken, after wandering around the hotel property and sitting interminably at the places where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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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nt time with Elise, he eventually retires to his room. He remains there unmoving for days until 
discovered by Arthur and the hotel manager; they send for a doctor and paramedics. Richard suddenly 
smiles and sees himself drifting above his body. Having presumably died of a broken heart, he is drawn to 
a light shining through the nearby window, where he is reunited with Elise. 

    学习目标： 
Even if some critics had given it a poor rating, Somewhere in Time is still one of my favorite 

romance movies, since I like watching films with a historical setting. 
Based on the 1975 novel Bid Time Return by Richard Matheson (who wrote many episodes of the 

TV series The Twilight Zone), the movie stars the late Christopher Reeve (best known for his Superman 
role), Jane Seymour (star of Dr. Quinn, Medicine Woman) and Christopher Plummer (who plays William 
Fawcett Robinson). 

Somewhere in Time opens with a college theater scene where young playwright Richard Collier 
(played by Reeve) is celebrating with his friends after the staging of a play he has written. He is suddenly 
approached by an elderly woman (played by Susan French) who hands him a gold pocket watch and begs 
him to come back to her. 

The story then moves forward to eight years later, showing Richard now successful in his writing 
career. When he decides to relax and spend some time at the Grand Hotel, he sees an old portrait of a 
beautiful woman hanging on a wall of the hotel’s museum. Captivated, he starts a thorough research on 
her and discovers later on that she is the old lady who handed him the pocket watch. He also learns that 
she is Elise McKenna, once a famous stage actress. 

His search further leads him to seek the advice of his college professor (played by George Voskovec) 
who wrote a book on time travel. Following his instructions and succeeding in going back to 1912, 
Richard finally meets the young Elise (played by Seymour), and they instantly fall in love. Their love 
affair ceases, however, when Richard – at the sight of a penny with the date “1979”! – is suddenly pulled 
back to that year. 

One scene in this movie that freaks me out is where Richard, one night, goes to the hotel’s attic and 
finds a dusty 1912 guest book where written on one of the pages is his signature! This confirms that he 
was indeed present in that year. 

Another good scene is where Richard painstakingly hypnotizes himself by listening to tape-recorded 
suggestions that would enable him to return to 1912. For this, I credit Matheson for cleverly creating this 
episode, as well as the scene where Richard’s professor advises him that for him to travel through time, he 
must remove from his sight everything of the present! 

But like any woman, I am thrilled at the scene where Richard and Elise meet for the first time by the 
lake. Being a foolish romantic, I find this moment happening in the perfect time and place! 

I also appreciate the natural beauty in the scenes where the lovers walk leisurely around the garden 
and enjoy a boat ride. To me, these are the most pleasant settings for courtship. 

But perhaps the most dramatic scene for me is where Richard - due to his carelessness - is dragged 
back to 1979, and in his desperate attempt to re-hypnotize himself, he fails and cries bitterly. It is at this 
part that I feel deep sorrow until the end of the story. 

I guess what makes this movie popular is not the story, but the score composed by John Barry. Its 
melody definitely sets the romantic mood. I enjoy listening to this especially when it is played at wedding 
receptions in Manila. 

For viewers fond of romances, I highly recommend Somewhere in Time. It is, indeed, a beautiful 
love story blended with a good sense of mystery.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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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口头讨论 “ What have you learned from the film? ” 
2、写观后感或影评。 

知识单元 4：Kramer Vs. Kramer（克莱默夫妇）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Kramer vs. Kramer is a 1979 American drama film adapted by Robert Benton from the novel by 

Avery Corman, and directed by Benton. The film tells the story of a married couple's divorce and its 
impact on everyone involved, including the couple's young son. It received five Academy Awards at the 
52nd Academy Awards in 1980, in the categories of Best Picture, Best Director, Best Adapted Screenplay, 
Best Actor, and Best Supporting Actress. 

·Plot: 
Ted Kramer (Dustin Hoffman) is a workaholic advertising executive who has just been assigned a 

new and very important account. Ted arrives home and shares the good news with his wife Joanna (Meryl 
Streep) only to find that she is leaving him. Saying that she needs to find herself, she leaves Ted to raise 
their son Billy (Justin Henry) by himself. Ted and Billy initially resent one another as Ted no longer has 
time to carry his increased workload and Billy misses his mother's love and attention. After months of 
unrest, Ted and Billy learn to cope and gradually bond as father and son. 

Ted befriends his neighbor Margaret (Jane Alexander), who had initially counseled Joanna to leave 
Ted if she was that unhappy. Margaret is a fellow single parent, and she and Ted become kindred spirits. 
One day, as the two sit in the park watching their children play, Billy falls off the jungle gym, severely 
cutting his face. Ted sprints several blocks through oncoming traffic carrying Billy to the hospital, where 
he comforts his son during treatment. 

Fifteen months after she walked out, Joanna returns to New York to claim Billy, and a custody battle 
ensues. During the custody hearing, both Ted and Joanna are unprepared for the brutal character 
assassinations that their lawyers unleash on the other. Margaret is forced to testify that she had advised an 
unhappy Joanna to leave Ted, though she also attempts to tell Joanna on the stand that her husband has 
profoundly changed. Eventually, the damaging facts that Ted was fired because of his conflicting parental 
responsibilities which forced him to take a lower-paying job come out in court, as do the details of Billy's 
accident. 

The court awards custody to Joanna, a decision mostly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a child is best 
raised by his mother. Ted discusses appealing the case, but his lawyer warns that Billy himself would have 
to take the stand in the resulting trial. Ted cannot bear the thought of submitting his child to such an ordeal, 
and decides not to contest custody. 

On the morning that Billy is to move in with Joanna, Ted and Billy make breakfast together, 
mirroring the meal that Ted tried to cook the first morning after Joanna left. They share a tender hug, 
knowing that this is their last daily breakfast together. Joanna calls on the intercom, asking Ted to come 
down to the lobby. She tells Ted how much she loves and wants Billy, but she knows that his true home is 
with Ted, and therefore will not take custody of him. She asks Ted if she can see Billy, and Ted says that 
that would be OK. As they are about to enter the elevator together, Ted tells Joanna that he will stay 
downstairs to allow Joanna to see Billy in private. After she enters the elevator, Joanna wipes tears from 
her face and asks her former husband "How do I look?" As the elevator doors start to close on Joanna, Ted 
answers, “Terrific.” 

学习目标： 
"Kramer vs. Kramer" wouldn't be half as good as it is -- half as intriguing and absorbing -- if the 

movie had taken sides. The movie's about a situation rich in opportunities for choosing up sides: a div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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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 fight for the custody of a child But what matters in a story like this (in the movies and in real life, 
too) isn't who's right or wrong, but if the people involved are able to behave according to their own better 
nature. Isn't it so often the case that we're selfish and mean-spirited in just those tricky human situations 
that require our limited stores of saintliness? 

"Kramer vs. Kramer" is about just such a situation. It begins with a marriage filled with a lot of 
unhappiness, ego and selfishness, and ends with two single people who have both learned important 
things about the ways they want to behave. There is a child caught in the middle -- their first-grader, Billy 
-- but this isn't a movie about the plight of the kid but about the plight of the parents. 

Hollywood has traditionally approached stories like this from the child's point of view, showing him 
unhappy and neglected by the grownups -- but what if the grownups aren't really grown up? What about a 
family in which everybody is still basically a kid crying for attention and searching for identity? 

That's the case here. The movie stars Dustin Hoffman as a workaholic advertising executive whose 
thoughts are almost entirely centered around his new account -- so much so that when he comes home and 
his wife announces she's walking out on their marriage, he hardly hears her and doesn't really take her 
seriously. But his wife (Meryl Streep) is walking out. She needs time to find herself, she says; to discover 
the unrealized person she left behind when she went into the marriage. 

Right away we're close to choosing sides and laying blame: How can she walk out on her home and 
child? we ask. But we can't quite ask that question in all sincerity, because what we've already seen of 
Hoffman makes it fairly clear why she might have decided to walk out. She may be leaving the family but 
he's hardly been a part of it. Harassed, running late, taking his son to school on the first day after his wife 
has left, he asks him: "What grade are you in?" It's the first. Hoffman didn't know. 

The movie leaves Streep offscreen during its middle passages, as Hoffman and the kid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nd as Hoffman's duties as a parent eventually lead to his firing at the ad agency. These scenes 
are the movie's most heart-warming. The movie's writer and director, Robert Benton, has provided his 
characters with dialog that has the ring of absolute everyday accuracy, but in the case of the kid (the 
young actor is named Justin Henry), he and Hoffman reportedly decided to use improvisation where 
possible. 

Situations are set up and then the young boy is more or less left free to respond in his own words, 
with Hoffman leading and improvising as well, and many moments have the sense of unrehearsed real 
life. 

What that means is that we can see the father and son learning about each other and growing closer. 
Another movie might have hedged its bets, but "Kramer vs. Kramer" exists very close to that edge where 
real people are making real decisions. And that's true, too, when the movie reaches its crisis point: when 
the Streep character returns and announces that now she feels ready to regain custody of her son. 

By now we have no inclination at all to choose sides. Our sympathies do tend to be with the father -- 
we've seen him change and grow -- but now we are basically just acting as witnesses to the drama. The 
movie has encouraged us to realize that these people are deep enough and complex enough, as all people 
are, that we can't assign moral labels to them. 

"Kramer vs. Kramer" is a movie of good performances, and it had to be, because the performances 
can't rest on conventional melodrama. Dustin Hoffman's acting is about the best in his career, I think, and 
this movie should win him an Academy Award nomination and perhaps the Oscar. His performance as 
Ratso in "Midnight Cowboy" (1970) might strike some people as better than this one, but he had the 
advantage there of playing a colorful and eccentric character. This time he's just a guy in a three-piece suit, 
trying to figure out the next 24 hours. One of his best scenes comes as he applies for a job during an ad 
agency's office Christmas party, and insists on an immediate d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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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yl Streep has certainly been having quite a year, and has appeared in what seems like half the 
year's best female roles (so far she's been in "The Deer Hunter," "The Seduction of Joe Tynan" and 
"Manhattan," and "Holocaust" on TV). In "Kramer vs. Kramer," Benton asked her to state her character's 
own case in the big scene where she argues for her child from the witness stand. She is persuasive, but 
then so is Jane Alexander, who plays her best friend, and whose character is a bystander and witness as 
Hoffman slowly learns how to be a father. 

This is an important movie for Robert Benton, who co-wrote "Bonnie and Clyde" and also wrote and 
directed "Bad Company" and "The Late Show." He spends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on the nuances of 
dialog: His characters aren't just talking to each other, they're revealing things about themselves and can 
sometimes be seen in the act of learning about their own motives. That's what makes "Kramer vs. 
Kramer" such a touching film: We get the feeling at times that personalities are changing and decisions are 
being made even as we watch them. 

作业： 
1、口头讨论 “ What have you learned from the film? ” 
2、写观后感或影评。 

知识单元 5：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廊桥遗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 is a 1995 American romantic drama film based on the best-selling 

novel of the same name by Robert James Waller.[5] It was produced by Amblin Entertainment and 
Malpaso Productions, and distributed by Warner Bros. Entertainment. The film was produced and directed 
by Clint Eastwood with Kathleen Kennedy as co-producer and the screenplay was adapted by Richard 
LaGravenese. The film stars Eastwood and Meryl Streep. 

The film was a critical and commercial success, earning $182 million worldwide.[4] Streep received 
an Academy Award for Best Actress nomination in 1996 for her performance in the film. 

·Plot： 
In the present, siblings Michael and Carolyn arrive at the Iowa farmhouse of Francesca Johnson, 

their recently deceased mother, to see about the settlement of their mother's estate. As they go through the 
contents of her safe deposit box and the will, they are baffled to discover that their mother left very 
specific instructions that her body be cremated and her ashes thrown off the nearby Roseman Covered 
Bridge, which is no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urial arrangements they had known from their parents. 
Michael initially refuses to comply, while Carolyn discovers a set of photos of her mother and a letter. She 
manages to convince Michael to set aside his initial reaction so they can read the documents she has 
discovered. Once alone, they go through a series of letters from a man named Robert Kincaid to their 
mother. The siblings find their way to a chest where their mother left a letter, a series of diaries, and other 
mementos. 

They discovered in 1965, their mother, an Italian war bride, had a four-day affair with Robert 
Kincaid, a photographer who had come to Madison County, Iowa, to shoot a photographic essay for 
National Geographic on the covered bridges in the area.[6] The affair took place while her husband and 
children were away at the Illinois State Fair. The story in the diaries also reveals the impact the affair had 
on Francesca's and Robert’s lives, since they almost ran away together, but she intervenes at the last 
minute in consideration of a bigger picture that includes the consequences on the lives of her children and 
husband, while he finds meaning and his true calling as an artist. The story also has deep consequences on 
the lives of Michael and Carolyn, both of whom are facing marital issues - their mother’s story helps them 
to find a sense of direction in their lives. At the end, the Johnson siblings comply with their m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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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est. 
学习目标： 
Clint Eastwood's "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 is not about love and not about sex, but about an 

idea. The film opens with the information that two people once met and fell in love, but decided not to 
spend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together. The implication is: If they had acted on their desire, they would not 
have deserved such a love. 

Almost everybody knows the story by now. Robert James Waller's novel has been a huge best-seller. 
Its prose is not distinguished, but its story is compelling: He provides the fantasy of total eroticism within 
perfect virtue, elevating to a spiritual level the common fantasy in which a virile stranger materializes in 
the kitchen of a quiet housewife and takes her into his arms. 

Waller's gift is to make the housewife feel virtuous afterward. 
It is easy to analyze the mechanism, but more difficult to explain why this film is so deeply moving 

-- why Clint Eastwood and Meryl Streep have made it into a wonderful movie love story, playing Robert 
and Francesca. We know, of course, that they will meet, fall in love and part forever. It is necessary that 
they part. If the story had ended "happily" with them running away together, no one would have read 
Waller's book and no movie would exist. The emotional peak of the movie is the renunciation, when 
Francesca does not open the door of her husband's truck and run to Robert. This moment, and not the 
moment when the characters first kiss, or make love, is the film's passionate climax. 

When Eastwood announced that he had bought the novel and planned to direct and star in the movie, 
eyebrows were raised. 

Readers had already cast it in their minds, and not with Eastwood -- or with Meryl Streep, for that 
matter. There is still a tendency to identify Eastwood with his cowboy and cop roles, and to forget that in 
recent years he has grown into one of the most creative forces in Hollywood, both as an actor and a 
director. He was taking a chance by casting himself as Robert Kincaid, but it pays off in a performance 
that is quiet, gentle and yet very masculine. 

And Streep wonderfully embodies Francesca Johnson, the Italian woman who finds herself with a 
husband and children, living on a farm in the middle of a flat Iowa horizon. The two of them construct 
their performances not out of grand gestures, but out of countless subtle little moments of growing love; a 
time comes when they are solemn in the presence of the joy that has come to them. 

Kincaid is a photographer for National Geographic, shooting a story on the covered bridges of the 
county. Francesca's husband and children have left home for several days to go to the Illinois State Fair. 
Photographer and housewife meet, and an awkward but friendly conversation leads to an offer of iced tea; 
then she shyly asks him to stay for dinner. 

One of the story's mysteries is just when each of them becomes erotically aware of the other, and 
there is a moment, when he goes out to get beer from the car, and she pauses while preparing salad, when 
she not quite smiles to herself. She seems happy; there is a lift in her heart. In another scene, she answers 
the telephone and, standing behind him, adjusts his collar, brushes his neck with her finger, and then 
leaves her hand resting on his shoulder. Very quietly. 

Eastwood and his cinematographer, Jack N. Green, find a wonderful play of light, shadow and 
candlelight in the key scenes across the kitchen table, with jazz and blues playing softly on a radio. They 
understand that Richard and Francesca are not falling in love with each other, exactly -- that takes time, 
when you are middle-aged -- but with the idea of their love, with what Richard calls "certainty." One of 
the sources of the movie's poignancy is that the flowering of the love will be forever deferred; they will 
know they are right for each other, and not follow up on their knowledge. 

Robert wants her to leave with him. The notion is enormously attractive to her. Life on the farm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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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what I dreamed of when I was a girl." She envies his life of travel. Not understanding quite how tied 
she is to the land, he suggests her husband could take her "on a safari." Her smile shows what a wild idea 
that is. "What's he like?" Robert asks. "He's very clean," she replies. "Hard-working . . . gentle . . . a good 
father." 

And he is. The story never makes the mistake of portraying Richard Johnson as a bad husband. But 
we have seen, in an early scene, that there is no conversation around the Johnson family dinner table. With 
Robert Kincaid, there is much conversation; they talk of their ideals, and she says, "But how can you live 
for just what you want?" And, quietly, "We are the choices that we have made, Robert." And they talk on, 
quoting Yeats, smoking Camels, dancing to the radio. 

All of the scenes involving Eastwood and Streep find the right notes and shadings. The surrounding 
story -- involving Francesca's adult son and daughter finding her diaries and reading her story after her 
death -- is not as successful. I know this framing mechanism, added by writer Richard LaGravenese, is 
necessary; thewhole emotional tone of the romance depends on it belonging to the lost past. And yet 
Annie Corley and Victor Slezak, as Caroline and Michael, never seem quite real, and Michael's shock at 
his mother's behavior, in particular, seems forced, like a story device. The payoff at the end -- as they 
reassess their own lives -- seems perfunctory. 

But the central story glows. I've seen the movie twice now and was even more involved the second 
time, because I was able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nuances of voice and gesture. Such a story could so 
easily be vulgarized, could be reduced to obvious elements of seduction, sex and melodramatic parting. 
Streep and Eastwood weave a spell, and it is based on that particular knowledge of love and self that 
comes with middle age. Younger characters might have run off together. Older ones might not have dared 
to declare themselves. 

"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 is about two people who find the promise of perfect personal 
happiness, and understand, with sadness and acceptanc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n life are not 
always about making yourself happy. 

作业： 
1、口头讨论 “ What have you learned from the film? ” 
2、写观后感或影评。 

知识单元 6：Amadeus（莫扎特传）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Amadeus is a 1984 American period drama film directed by Miloš Forman, written by Peter Shaffer, 

and adapted from Shaffer's stage play Amadeus (1979). The story is set in Vienna, Austria, during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The film was nominated for 53 awards and received 40, including eight Academy Awards (including 
Best Picture), four BAFTA Awards, four Golden Globes, and a Directors Guild of America (DGA) award. 
In 1998, the American Film Institute ranked Amadeus 53rd on its 100 Years... 100 Movies list. 

·Plot: 
The story begins in 1823 as the elderly Antonio Salieri (F. Murray Abraham) attempts suicide by 

slitting his throat while loudly begging forgiveness for having killed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Tom 
Hulce) in 1791. Placed in a lunatic asylum for the act, Salieri is visited by Father Vogler (Richard Frank), 
a young priest who seeks to hear his confession. Salieri is sullen and uninterested but eventually warms to 
the priest and launches into a long "confession" about his relationship with Mozart. 

Salieri's tale goes on through the night and into the next day. He reminisces about his youth, 
particularly about his devotion to God and his love for music and how he pledges to God to re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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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ibate as a sacrifice if he can somehow devote his life to music. He describes how his father's plans for 
him were to go into commerce, but suggests that the sudden death of his father, who choked to death 
during a meal, was "a miracle" that allowed him to pursue a career in music. In his narrative, he is 
suddenly an adult joining the 18th-century cultural elite in Vienna, the "city of musicians". Salieri begins 
his career as a devout, God-fearing man who believes his success and talent as a composer are God’s 
rewards for his piety. He is content as the respected, financially well-off, court composer for Holy Roman 
Emperor Joseph II (Jeffrey Jones). 

Mozart arrives in Vienna with his patron, Count Hieronymus von Colloredo (Nicholas Kepros), the 
Prince-Archbishop of Salzburg. Salieri goes to a performance at the Archbishop's palace hoping to meet 
Mozart. He is convinced that Mozart's genius must be a gift from God. Salieri secretly observes Mozart at 
the Archbishop's palace, but they are not properly introduced. He is shocked to discover that rather than 
the paragon of virtue that he has imagined, Mozart is in fact boorish, irreverent, and lewd. In 1781, when 
Mozart meets the Emperor, Salieri presents Mozart with a "March of Welcome," which he toiled to create. 
After hearing the march only once, Mozart plays it from memory, tactlessly critiques it, and effortlessly 
improvises a variation, transforming Salieri's "trifle" into the Non più andrai march from his 1786 opera 
The Marriage of Figaro. 

Salieri reels at the notion of God speaking through the childish, petulant Mozart: nevertheless, he 
regards his music as miraculous. Gradually, Salieri’s faith is shaken. He believes that God, through 
Mozart's genius, is cruelly laughing at Salieri's own musical mediocrity. Salieri's struggles with God are 
intercut with scenes showing Mozart's own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with life in Vienna: pride at the initial 
reception of his music, anger and disbelief over his subsequent snubbing by the Italians of the Emperor's 
court, happiness with his wife Constanze (Elizabeth Berridge) and his son Karl, and grief at the death of 
his father Leopold (Roy Dotrice). Mozart becomes more desperate as the family's expenses increase and 
his commissions decrease. When Salieri learns of Mozart's financial straits, he sees his chance to avenge 
himself, using "God's Beloved" (the literal meaning of "Amadeus") as the instrument. 

Salieri hatches a complex plot to gain ultimate victory over Mozart and God. He disguises himself in 
a mask and costume similar to one he saw Leopold wear at a party, and commissions Mozart to write a 
requiem mass, giving him a down payment and the promise of an enormous sum upon completion. 
Mozart begins to write the piece, the Requiem in D minor, unaware of the true identity of his mysterious 
patron and oblivious of his murderous intentions. Glossing over any details of how he might commit the 
murder, Salieri dwells on the anticipation of the admiration of his peers and the court, when they applaud 
the magnificent Requiem, and he claims to be the music's composer. Only Salieri and God would know 
the truth—that Mozart wrote his own requiem mass, and that God could only watch while Salieri finally 
receives the fame and renown that he deserves. 

Mozart's financial situation worsens due to his spendthrift lifestyle. This, combined with his heavy 
drinking, continued grief over the death of his father, and the composing demands of the Requiem and 
The Magic Flute drive him to the point of exhaustion as he alternates work between the two pieces. After 
a violent argument, Constanze leaves him and takes their son with her. His health worsens, and he 
collapses during a performance of The Magic Flute. Salieri takes the stricken Mozart home and convinces 
him to work on the Requiem. Mozart dictates while Salieri transcribes throughout the night. When 
Constanze returns in the morning, she tells Salieri to leave. Constanze locks the manuscript away despite 
Salieri's objections, but as she goes to wake her husband, she finds that Mozart is dead. The Requiem is 
left unfinished, and Salieri is left powerless as Mozart's body is hauled out of Vienna for burial in a 
pauper's mass grave. 

The film ends as Salieri finishes recounting his story to the visibly shaken young priest. Salieri 



 

9268 

concludes that God killed Mozart rather than allow Salieri to share in even an ounce of his glory, and that 
he is consigned to be the "patron saint of mediocrity". Salieri absolves the priest of his own mediocrity 
and blesses his fellow patients as he is taken away in his wheelchair. The last sound heard before the 
credits roll is Mozart's high-pitched laughter. 

学习目标： 
Happy people are pleased by the happiness of others. The miserable are poisoned by envy. They vote 

with Gore Vidal and David Merrick, both credited with saying, "It is not enough that I succeed. Others 
must fail." Milos Forman's "Amadeus" is not about the genius of Mozart but about the envy of his rival 
Salieri, whose curse was to have the talent of a third-rate composer but the ear of a first-rate music lover, 
so that he knew how bad he was, and how good Mozart was. 

The most moving scene in the movie takes place at Mozart's deathbed, where the great composer, 
only 35, dictates the final pages of his great "Requiem" to Salieri, sitting at the foot of the bed with quill 
and manuscript, dragging the notes from Mozart's fevered brain. This scene is moving not because Mozart 
is dying, but because Salieri, his lifelong rival, is striving to extract from the dying man yet another 
masterpiece that will illuminate how shabby Salieri's work is. Salieri hates Mozart but loves music more, 
and cannot live without yet one more work that he can resent for its perfection. True, Salieri plans to claim 
the work as his own--but for a man like him, that will be one more turn of the screw. 

"Amadeus" (1984) swept the Academy Awards and had a considerable popular success. When you 
consider that 98 percent of the American public never listens to a classical music station, it is astonishing 
that Mozart became for a time a best-seller, and not only to women assured by talk-show gurus that his 
music boosted the IQs of embryos. The movie's success is partly explained, I think, by its strategy of 
portraying Mozart not as a paragon whose greatness is a burden to us all, but as a goofy proto-hippie with 
a high-pitched giggle, an overfondness for drink, and a buxom wife who liked to chase him on all fours. 

This is not a vulgarization of Mozart, but a way of dramatizing that true geniuses rarely take their 
own work seriously, because it comes so easily for them. Great writers (Nabokov, Dickens, Wodehouse) 
make it look like play. Almost-great writers (Mann, Galsworthy, Wolfe) make it look like Herculean 
triumph. It is as true in every field; compare Shakespeare to Shaw, Jordan to Barkley, Picasso to Rothko, 
Kennedy to Nixon. Salieri could strain and moan and bring forth tinkling jingles; Mozart could compose 
so joyously that he seemed, Salieri complained, to be "taking dictation from God." 

"Amadeus" was brought forth by the independent producer Saul Zaentz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The English Patient"), who brought Peter 
Shaffer's play and assigned the playwright to adapt it with the director Milos Forman. Zaentz's pattern, as 
you can see, is to take literary successes that seem unfilmable--too ambitious, too specialized--and film 
them. Forman, a Czech filmmaker who turned his back on the Russians and came to work in America, but 
not exactly in Hollywood, had directed "Cuckoo's Nest" (1975), "Hair" (1981) and "Ragtime" (1984). 

The key precursor is "Hair." He sees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as a spiritual brother of the hippies 
who thumbed their noses at convention, muddled their senses with intoxicants, and delighted in lecturing 
their elders. In a film where everybody wears wigs, Mozart's wigs (I noted in my original review) do not 
look like everybody else's. They have just the slightest suggestion of punk, just the smallest shading of 
pink. There is something about Mozart's Vienna apartment, especially toward the end, that reminds you of 
the pad of a newly-rich rock musician: The rent is sky-high, the furnishings are sparse and haphazard, 
work is scattered everywhere, housekeeping has been neglected, there are empty bottles in the corners, 
and the bed is the center of life. 

The flower child Mozart tries to govern his life, unsuccessfully, by the lights of three older men. His 
father Leopold (Roy Dotrice) trained the child genius to amaze the courts of Europe, but now stands 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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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approving, at the untidy mess Mozart has made of his adulthood. His patron, Emperor Joseph II 
(Jeffrey Jones) passes strict rules (no ballet in operas!) but cannot enforce them because, God love him, he 
enjoys what he would forbid. Then there is Salieri (F. Murray Abraham), who poses as his friend while 
plotting against him, sabotaging productions, blocking appointments. The irony (not least to Salieri) is 
that Salieri is honored and admired while Mozart is so new and unfamiliar that no one knows how good 
he is, except Salieri. Even the emperor, who indulges him, is as amused by Mozart's insolence as by his 
art. Mozart's role in the court of Joseph II is as the fool, saying truth wrapped in giggles. Mozart's ally in 
his struggles with authority is his wife Constanze (Elizabeth Berridge), who seems a child, stays too late 
in bed, calls him "Wolfie," but yet has a good head for business and a sharp eye for treachery. 

The film is told in flashback by Salieri at the end of his life, confined in a madhouse, confiding to a 
young priest. He thinks perhaps he killed Mozart. It is more likely Mozart killed himself, by some deadly 
cocktail of tuberculosis and cirrhosis, but Salieri seems to have killed Mozart's art, and for that he feels 
remorse. It is all there in Mozart's deathbed scene: The agony of the older rival who hates to lose, who 
would lie and betray, and yet cannot deny that the young man's music is sublime. 

The movie was shot on location in Forman's native Prague, one of a handful of European cities still 
in large parts unchanged since the 18th century. The film is a visual feast of palaces, costumes, wigs, 
feasts, opening nights, champagne, and mountains of debt. Mozart never had enough money, or much 
cared; Salieri had money, but look at his face when people snicker behind his back while he plays one of 
his compositions, and you will see what small consolation it was. 

"Director's cuts" are a mixed blessing in this age of the DVD. Many of them seem inspired entirely 
by the desire to sell another video. Forman says his new version of "Amadeus," which runs 20 minutes 
longer than the 1984 version, is in fact the original cut: Afraid that a historical biopic about Mozart would 
find tough sailing at the box office, Forman and Zaentz made trims for pragmatic reasons. The major 
addition to the film is a scene explaining more fully why Constanze has such contempt for Salieri. Salieri, 
the court composer, has in his gift a lucrative appointment that, he explains to the young bride, will be her 
husband's--if she will grant Salieri her favors. Since there is little indication that Salieri has any great 
interest in women (or in anything, other than Mozart) this favor seems motivated not by sexual desire but 
by the need to humiliate Mozart. Constanze, desperate to help her Wolfie, does indeed visit Salieri at his 
apartments, and bares her breasts before having second thoughts. 

In a film of grand gestures, some of the finest moments are very subtle. Notice the way Jeffrey Jones, 
as the emperor, balances his duty to appear serious and his delight in Mozart's impudence. Watch Jones' 
face as he decides he may have been wrong to ban ballet from opera. And watch Abraham's face as he 
internalizes envy, resentment and rage. What a smile he puts on the face of his misery! Then watch his 
face again at Mozart's deathbed, as he takes the final dictation. He knows how good it is. And he knows at 
that moment there is only one thing he loves more than himself, and that is Mozart's music. 

作业： 
1、口头讨论 “ What have you learned from the film? ” 
2、写观后感或影评。 

知识单元 7：G.I.Jane（魔鬼女大兵）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G.I. Jane is a 1997 American action film directed by Ridley Scott, produced by Largo Entertainment, 

Scott Free Productions and Caravan Pictures, distributed by Hollywood Pictures and starring Demi Moore, 
Viggo Mortensen and Anne Bancroft. The film tells the fictional story of the first woman to undergo 
training in U.S. Navy Special Warfar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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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ot: 
A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interviews a candidate for the position of Secretary of the Navy. 

Senator Lillian DeHaven (Anne Bancroft) from Texas criticizes the Navy for not being gender-neutral. 
Behind the curtains, a deal is struck: If women compare favorably with men in a series of test cases, the 
military will integrate women fully into all branches of the Navy. 

The first test is the training course of the (fictional) U.S. Navy Combined Reconnaissance Team 
(similar to U.S. Navy SEAL BUD/S). Senator DeHaven hand-picks topographical analyst Lieutenant 
Jordan O'Neil (Demi Moore), because she is physically more feminine than the other candidates. 

To make the grade, O'Neil must survive a grueling selection program in which almost 60 percent of 
all candidates wash out, most in the first week ("hell week"). The enigmatic Command Master Chief John 
James Urgayle (Viggo Mortensen) runs the brutal training program that involves 20-hour days of tasks 
designed to wear down recruits' physical and mental strength, including pushing giant ship fenders up 
beach dunes, working through obstacle courses, and hauling landing rafts. 

Given a 30-second time allowance in an obstacle course, O'Neil demands to be held to the same 
standards as the male trainees. Eight weeks into the program, during SERE training, the Master Chief ties 
her to a chair with her hands behind her back, grabs hold of her and slams her through the door, then 
picking her up off the floor he repeatedly dunks her head in ice cold water in front of the other crew 
members. O'Neil fights back, and is successful in causing him some injury despite her immobilized arms. 
In so doing, she acquires respect from him, as well as from the other trainees. 

Navy leaders, confident that a woman would quickly drop out, become concerned. Civilian media 
learn of O'Neil's involvement, and she becomes a sensation known as "G.I. Jane." Soon she must contend 
with trumped up charges that she is a lesbian, and is fraternizing with women. O'Neil is told that she will 
be given a desk job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and, if cleared, will need to repeat her training. She decides to 
"ring out" (ringing a bell three times, signaling her voluntary withdrawal from the program) rather than 
accept a desk job. 

It is later revealed that the photo evidence of O'Neil's alleged fraternization came from Senator 
DeHaven's office. DeHaven never intended for O'Neil to succeed; she used O'Neil as a bargaining chip to 
prevent military base closings in her home state (Texas). O'Neil threatens to expose DeHaven, who then 
has the charges voided and O'Neil restored to the program. 

The final phase of training, an operational readiness exercise, is interrupted by an emergency that 
requires the CRT trainees' support. The situation involves a reconnaissance satellite powered by 
weapons-grade plutonium that fell into the Libyan desert. A team of U.S. Army Rangers is dispatched to 
retrieve the plutonium, but their evacuation plan fails, and the trainees are sent to assist the Rangers. The 
Master Chief's shooting of a Libyan soldier to protect O'Neil leads to a confrontation with a Libyan patrol. 
During the mission, O'Neil, using her experience as a topographical analyst, realizes when she sees the 
team's map that the Master Chief is not going to use the route the others believe he will in regrouping with 
the others. She also displays a definitive ability in leadership and strategy while rescuing the injured 
Master Chief, whom she and McCool pull out of an explosives-laden "kill zone." With helicopter 
gunships delivering the final assault to the defenders, the rescue mission on the Libyan coast is a success. 

Upon their return, all those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mission are accepted to the CRT. Urgayle gives 
O'Neil his Navy Cross and a book of poetry containing a short poem, "Self-pity", by D. H. Lawrence, as 
acknowledgment of her accomplishment and in gratitude for rescuing him. 

学习目标： 
"I'm not interested in being some poster girl for women's rights,'' says Lt. Jordan O'Neil, played by 

Demi Moore in "G.I. Jane.'' She just wants to prove a woman can survive Navy SEAL training so rigor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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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60 percent of the men don't make it. Her protest loses a little of its ring if you drive down Sunset 
Boulevard in Los Angeles, as I did the other night, and see Demi Moore in a crewcut, glaring out fiercely 
from the side of an entire office building on one of the largest movie posters in history. Well, the 
lieutenant is talking for herself, not Moore. 

Jordan O'Neil is a Navy veteran who resents not being allowed into combat during the Gulf War. 
Now there's a move under way for full female equality in the fighting forces. Its leader, Sen. Lillian 
DeHaven (Anne Bancroft), wants no more coddling: "If women measure up, we'll get 100 percent 
integration.'' O'Neil is selected as a promising candidate, and reports for SEAL training after a farewell 
bubble bath with her lover, a fellow Navy officer named Royce (Jason Beghe). 

Now come the scenes from the movie that stay in the memory, as O'Neil joins a group of trainees in a 
regime of great rigor and uncompromising discomfort. The shivering, soaking wet, would-be SEALS 
stand endlessly while holding landing rafts over their heads, they negotiate obstacle courses, they march 
and run and crawl, they are covered with wet, cold mud, and then they do it all over again. 

There is a bell next to the parade ground. Ring it, and you can go home. "I always look for one 
quitter on the first day,'' barks Master Chief Urgayle (Viggo Mortensen), "and that day doesn't stop until I 
get it.'' He gets it, but not from O'Neil. 

Urgayle is an intriguing character, played by Mortensen to suggest depths and complications. In an 
early scene he is discovered reading a novel by J.M. Coetzee, the dissident South African who is not on 
the Navy's recommended reading list, and in an early scene he quotes a famous poem by D.H. Lawrence, 
both for its imagery (of a bird's unattended death) and in order to freak out the trainees by suggesting a 
streak of subtle madness. 

The training sequences are as they have to be: incredible rigors, survived by O'Neil. They are good 
cinema because Ridley Scott, the director, brings a documentary attention to them, and because Demi 
Moore, having bitten off a great deal here, proves she can chew it. The wrong casting in her role could 
have tilted the movie toward "Private Benjamin," but Moore is serious, focused and effective. 

Several of the supporting roles are well-acted and carefully written (by Danielle Alexandra and 
David Twohy). Anne Bancroft is brisk, smart and effective as the powerful U.S. senator. And consider 
Salem, the commanding officer, played by Scott Wilson. In an older movie, he would have been presented 
as an unreconstructed sexist. This movie is smart enough to know that modern officers have been briefed 
on the proper treatment of female officers, and that whatever their private views they know enough about 
military regulation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disciplinary hearings that they try to go by the book. 

Salem makes some seemingly helpful remarks about menstruation that are not quite called for (by the 
time a Navy woman gets to SEAL training, she has undoubtedly mastered the management of her period). 
But neither he nor Master Chief Urgayle are the enemy: They are meant to represent the likely realities a 
woman might face, not artificial movie villains. 

There is a villain in the film. I will not reveal the details, although after the film is over you may find 
yourself asking, as I did, whether the villainous acts were inspired more by politics and corruption, or by 
the demands of the plot. 

The plot also rears its head rather noticeably in the closing scenes, when the SEAL group finds itself 
in a situation much more likely to occur in a movie than in life. There is a battle sequence that is 
choreographed somewhat uncertainly by Scott, so that we cannot quite understand where everyone is or 
what is possible, and as a result the SEALS come across as not particularly competent. But by now we're 
into movie payoff time, where the documentary conviction of the earlier scenes must give way to 
audience satisfaction. 

Demi Moore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venturesome of current stars, and although her films do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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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succeed, she shows imagination in her choice of projects. It is also intriguing to watch her work 
with the image of her body. The famous pregnant photos on the cover of Vanity Fair can be placed beside 
her stripper in "Striptease," her executive in "Disclosure" and the woman in "Indecent Proposal" who has 
to decide what a million dollars might purchase; all of these women, and now O'Neil, test the tension 
between a woman's body and a woman's ambition and will. 

"G.I. Jane'' does it most obviously, and effectively. 
作业： 
1、口头讨论 “ What have you learned from the film? ” 
2、写观后感或影评。 

知识单元 8：Sunshine（阳光情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Sunshine is a 1999 historical film written by Israel Horovitz and István Szabó, directed and produced 

by István Szabó. It follows three generations of a Jewish family (originally called Sonnenschein, a name 
that literally means "sunshine" in German, but later changed to Sors, meaning "fate" in Hungarian) during 
the changes in Hungary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o the period after the 1956 Hungarian 
Revolution. The central male protagonist of all three generations is portrayed by Ralph Fiennes. The film 
also stars the real-life mother and daughter team of Rosemary Harris and Jennifer Ehle as well as Rachel 
Weisz and John Neville. 

Although fictional, the film weaves events drawn from several real sources into the story. The 
Sunshine family's liquor business was based on the Zwack family's liquor brand Unicum. One of Fiennes's 
three roles is based at least partly on Hungarian Olympian Attila Petschauer, but also includes allusions to 
the early life of Miksa Fenyő and other famous Hungarians of Jewish origin who suffered from 
anti-Semitism and the persecution of Jews in World War II Hungary.[citation needed] Another role in the film 
which is similar to that of a historic person is the character Andor Knorr played by William Hurt which 
closely resembles the latter part of the life of László Rajk. 

The film was an international co-production among companies from Germany, Austria, Hungary and 
Canada. It won the Genie Award for Best Canadian Film. 

·Plot 
The 19th-century patriarch of the Hungarian-Jewish Sonnenschein family is a tavern owner, who 

distills and makes his own popular liquor in Austria-Hungary. From the recipe, the liquor, called "Taste of 
Sunshine," is commercially made by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family who gain great wealth and prestige 
from the business. That generation of the family lives many happy and privileged years and the children 
are highly educated. The oldest son, Ignatz (the first of 3 generational roles played by Ralph Fiennes), a 
fast rising judge, falls in love and has an affair with his first cousin, Valerie (Jennifer Ehle), against his 
father's wishes. The second son, Gustave (James Frain), becomes a medical doctor. Ignatz is asked by a 
chief judge to change his Jewish surname if he wishes to be promoted within the judiciary. Ignatz, his 
brother, and his cousin Valerie all happily change their last name to Sors - a "more Hungarian" name. 

Ignatz and Valerie marry and give birth to a healthy son. Ignatz struggles with the political battles in 
start of the 20th century Hungary. He struggles with hiding his Jewish identity in order to rise within his 
profession and the higher social classes. Ignatz curses his communistic brother for opposing the rule of 
Emperor Franz Joseph. World War I breaks out and both brothers continue rise within their professional 
and military ranks. Both the Emperor and Ignatz's father die around the same time, taking a great toll on 
Ignatz. After the war is over, the liberal monarchy collapses, causing Ignatz to lose his judicial position. 
Gustave rises to a position of power in the emerging communist government. Compounding Ignat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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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licts, Valerie announces she plans to divorce Ignatz. In a fit of anger and confusion, Ignatz rapes 
Valerie. Gustave offers Ignatz a position in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but Ignatz refuses to be a part of 
the policies of retribution against the previous members of the monarchy. Ignatz and his family are put 
under house arrest. Upon hearing this news, Valerie returns to be with her imprisoned family. Soon 
thereafter, foreign militaries intervene to overthrow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The new regime asks 
Ignatz to oversee trials of retribution against the communists. He declines and is forced to retire. His 
health deteriorates rapidly and he dies, still regularly fighting with Valerie. 

The story turns to the next Sors generation: Ignatz' younger son, Adam Sors (Ralph Fiennes), is 
talented at fencing at the Jewish run Civic Club. In order to compete at the highest levels of fencing, 
Adam must convert to Christianity because no Jews are allowed in the top military fencing club. Adam 
converts and hides his Jewishness further, like his father did before him. Adam is obsessed with winning 
social stature, athletic competitions, and his romantic pursuits, pursuing and marrying Hannah Wippler 
(Molly Parker), a woman who was already engaged to another man. He struggles with issues of personal 
pride in the face of anti-Semitic prejudice. Adam wins the national fencing championship 2 years in a row. 

Adam and Hannah have a son, Ivan Sors. Adam is offered half a million dollars by a group of Jewish 
financiers to rejoin his old Civic Club team. Adam refuses, not wanting to give up his chance at 
competing in the Olympics, not wanting to lose his association with the Christian upper class 
"gentlemen," and not wanting to be associated publicly with Jews. He responds to the offer by stressing 
fencing requires the common work of a team, and achievement in the sport cannot be gained from 
individual effort. The irony in his comments is what is unsaid: In order for him to be a part of a winning 
team, he must disassociate from the Jewish teams from generations of his family. Adam expresses to his 
sister-in-law, Greta (Rachel Weisz), his own anti-Semitic prejudicial perceptions and contempt toward 
"little" Jews who are "all the same." Adam, a Jew by heritage, soon thereafter is reminded that other 
non-Jewish military members of the Officer's Club fencing team still consider him a Jew and are looking 
for the first opportunity to harm him because he is a Jew. 

During the decisive Olympic fencing match during the 1936 Summer Olympics in Nazi Germany, 
Adam's blade breaks; as he decides which sword to choose as a replacement, he quietly whispers the 
Christian Lord's Prayer. He wins the match, giving Hungary an Olympic gold medal and giving his 
military officer teammates and his countrymen great pride in their "national treasure" and "national hero." 
After winning, he is offered the chance to move to America to join a U.S. team. He declines, again 
preferring to be esteemed as a Hungarian. He is warned that Hungary is following in Nazi Germany's 
footsteps and he and his family should leave the country before it is too late. Adam chooses to stay in 
Hungary. Adam has an affair with his sister-in-law Greta. Adam wishes to keep up appearances and his 
reputation, so he keeps the affair secret. 

New Hungarian laws are passed by the parliament discriminating against people with any near 
Jewish ancestors. The Sors family feels shielded by the knowledge their military service, Olympic medals,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are allowed exceptions, allowing them to not be legally defined as Jews. This 
initially prevents them from being discriminated against as Jews. However, Adam is soon expelled from 
the military fencing club. Greta begs Adam to move with his family out of Hungary. Adam decides to stay. 
Greta then implores her entire family to leave Hungary, in order to save their children. The family decides 
to stay, wanting to maintain their existing wealth and standing, fearful that other places will not be 
substantially better than Hungary. Too late, the family is finally persuaded, but quotas are filled, borders 
are closed and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leave Hungary. 

Adam's former military commander, General Jakofalvy, who is not anti-Semitic, realizes Sors' family 
is likely doomed. He apologizes to Adam, saying, "Sors, there's something I once said to you,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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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milation was the right choice.' I'd like to ask your forgiveness for having said that. I was profoundly 
wrong." Hannah, Adam's wife, likely knowing of the affair with Greta, and knowing her marriage to him 
creates one more Jewish association, asks Adam if he still wants to be married to her. Adam honorably and 
honestly says, "Yes, yes." Germany occupies Hungary and Adam's wife and mother are immediately 
moved into the Budapest Ghetto. Hannah is killed sometime after being marched toward a concentration 
camp. Valerie, Adam's mother, escapes and hides in a friend's attic. Adam and his son Ivan are sent to a 
labor camp. Adam is called out of the group by a camp guard because of Adam's proud demeanor and 
defiance, declaring he is a Hungarian military officer and Hungarian Olympic champion. The guards 
make an example out of him, stripping him naked in the snow, tying him upside down to a log, breaking 
his bones, and demanding he denounce his declarations of pride and instead cower because he is a Jew. 
They hose water on him until he dies, frozen in ice. Over a thousand Jewish prisoners, including his son 
Ivan, sit idle, watching him slowly tortured to death. Greta, István, and their son are dragged from their 
home and shot on the banks of the Danube river. 

Valerie, and their long-time family servant, return separately to the family home. Gustave Sors, 
Valerie's long separated brother, returns home to support the new Hungarian pro-Stalin communist 
government. Ivan also returns home, letting Valerie know her younger son Adam was murdered in camp 
because Adam wouldn't admit he was a Jew. Ivan is ashamed he hid the fact he was Adam's son while he 
watched his father beaten to death. Ivan gets a job with a local communist official, Andor Knorr (William 
Hurt), as a policeman, gathering up members of the previous "fascist" Hungarian political regime for 
prosecution. He hypocritically prosecutes others who, like Ivan, stood by and did nothing as others were 
persecuted. Ivan asks his interrogatees to write down names of their colleagues, trying to create an 
appearance of finding more government opposition members. Ivan rises quickly in the communist ranks. 
He has a sexual affair with Maj. Carole Kovács, the wife of a high ranking communist official. 

Fears and suspicions grow quickly in the new Hungarian communist government, and as with 
previous regimes, Jews are feared to be inciting conspiracies against the government. Ivan is enlisted to 
hunt and indict Jews. Andor Knorr, a lifelong communist with Jewish heritage, is accused of being a 
leader of a Zionist conspiracy. Ivan harshly interrogates Knorr, seeking a confession, knowing that if he 
cannot obtain a false confession, then interrogation will likely be redirected to Ivan and his family. Knorr 
will not confess and is tortured to death. Maj. Carole Kovács, fearing reprisals from being associated with 
Ivan, leaves him. Ironically, Ivan is asked to speak at Knorr's funeral, where he shares a quote passed 
down through his Jewish family: "We are afraid to see clearly and of being seen clearly." In 1956 the 
communist regime is challenged. Ivan has left the police force and is a leader of the rebellion. Ivan is 
arrested after the rebellion fails. He is interrogated in the same way he interrogated Knorr and is 
imprisoned for his political activities. Upon release, he returns to live with his grandmother Valerie. She 
tells him, "Politics has made a mess of our lives. Still, life was beautiful. I've enjoyed waking every 
morning. I've always tried to photograph what's beautiful in life, but it hasn't always been easy." While 
still looking for the missing family liquor recipe, she has a heart attack and dies soon thereafter. The 
recipe book is never found, till Ivan finally moves out of the family home. The cloth bound recipe book is 
disposed of as one more unrecognized piece of family memorabilia. In the final scenes, Ivan changes his 
name from Sors back to Sonnenschein. 

学习目标： 
Ever since the Babylonian exilic period (587-539 B.C.E.) the Jews have grappled with the issue of 

assimilation in diaspora.  The first exiles had to decide how to behave in a foreign land where paganism, 
rather than the monotheistic temple cult of Jerusalem, determined the essential aspects of existence.  One 
reaction is expressed in Psalm 137:1: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we sat down and wept when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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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embered Zion."   The other, more pragmatic approach was integration into the life of 
Nebuchadnezzar's Babylonian empire and later the Persian empire under Cyrus. 

When the Persians had overthrown the Babylonian regime and allowed the Jews to go home in 539 
B.C.E., 

The number of repatriates in this first convoy may well have been only a few hundred. The Jews in 
Babylon had already prospered because of their facility in the Aram chancery language.   Their usefulness 
as undercover agents in the chanceries was doubled when Persia conquered Babylon.   Moreover, private 
concerns like "Murashu & Co." are shown by cuneiform records to have been tycoons of business.  No 
great torrent accepted the king's invitation to exchange comfort and security for the fulfillment of a 
religious urge, "Next year in Jerusalem" (North: 386). 

If one adds to this the scandal over the numerous marriages to gentile women (Ezra 10:1-44), we 
have a clear sense that large numbers of exilic Jews did not isolate themselves from gentile 
society.   However, this did not necessarily amount to complete assimilation as exemplified by the 
biblical book of Esther which explores the "problem of how to be a faithful Jew in a foreign environment. 
[...]  The Jews must participate in the affairs of state; they must appreciate the good elements of 
non-Jewish society and cooperate wherever possible" (Nowell, Craven, Dumm: 576). 

And yet, what exactly is suggested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affairs of state" remained unclear well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As the exilic experience, initiated in 587 B.C.E., continued over millennia, no one 
has been able to settle the question of what it means to be a diaspora Jew.   Are those wh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non-Jewish life still in a position to claim the heritage of Israel?  And what about Jews who 
actively seek assimilation and renounce their roots altogether: are they still Jews in spite of 
themselves?  Authors, from Joseph Roth to Sholom Aleichem to Chaim Potok, have tried to deal with this 
issue in light of different diaspora circumstances.  One of the most recent perspectives on Jewish identity 
comes to us through Sunshine, a powerful film by the Hungarian director Istvan Szabó (1999). 

Szabó, who wrote the screenplay with Israel Horowitz, tells the story of several generations in one 
Hungarian Jewish family: the Sonnenscheins.   Living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patriarch of 
the Sonnenschein clan is Emmanuel, a successful distiller who seems to have found a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exilic extremes: neither complete assimilation, nor a retreat from gentile society.  However, this 
equilibrium is disrupted by Emmanuel's descendants.  Thus, Emmanuel's son Ignatz considers his identity 
in purely Hungarian terms.   He becomes a judge, changes his Jewish last name from Sonnenschein to 
Sors and devotes his life to serving the Austro-Hungarian emperor Franz Josef.    As Susan Suleiman 
points out, this reflects the Hungarian " 'assimilationist contract' which characterized the high point of the 
Dual Monarchy period between 1848 and 1918 when Jews in Hungary felt more empowered and 
integrated into mainstream society than at any other time before or afterwards" (234). And even following 
World War I Hungarian Jews remained some of the most assimilated in Europe: 

The specificity of Hungarian Jews until the Holocaust [...] is that they felt Hungarian: they were not 
exiles, Hungary was their home. Furthermore, as we have seen, they played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rol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Hungary and in the creation of modern Hungarian identity. Jewish intellectuals - 
writers, journalists, publishers - played major roles in Hungarian cultural life, and the liberal professions 
were at times more than 50% Jewish (Suleiman: 245). 

The desire to shed one's Jewish heritage is best illustrated by Adam, Ignatz Sonnenschein's/Sors' son, 
who becomes an olympic fencing champion, desperately seeking to embrace Hungarian 
nationalism.   Having won a gold medal at the 1936 Olympics in Berlin, Adam feels he has defended the 
glory of his nation.   The question is: which nation is his?   The answer appears to be given as soon as 
Adam leaves the olympic medal awarding ceremony.   Still reeling from the exhilaration of the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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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 finds himself in Berlin's Pergamon Museum of Antiquities.  The very first antiquity that he 
encounters is the famous processional way with raised relief lions leading to the gate of Ishtar.   The 
sequence of events is important here because Adam is looking at something built under the reign of 
Nebuchadnezzar II, the very king who captured Judah and took the Jews into Babylonian exile (cf. Collins: 
29).   The assimilated olympian seems to be reminded that he cannot escape from himself.  Like the very 
first deported Israelites who may have gazed at these lions over two thousand years earlier, Adam is 
a  Jew in exile no matter how hard he may try to deny it.   This message is made unmistakable when he 
is murdered in the Holocaust in spite of his olympic achievement and Hungarian patriotic fervor. 

Therefore, all diaspora experience right up to Hitler constitutes the reenactment of Exile as a biblical 
paradigm.  Mircea Eliade argues that the repetition of a primordial or founding action is at the base of 
myth and the mythic perception of time which is circular: "The person who reproduces the original act is 
transported to the mythic moment when the example-setting act is revealed" (49-50, my translation - 
V.T.).  And this brings us to the form of Szabó's film which acquires its mythic dimension through 
constant reenactment: 

[In Sunshine] characters tend to function as types, rather than as fully developed "round" figures 
[...]  The narrative relies on  repetition and parallelism as its most important tropes. [...] The choice of a 
single actor to play the three generations of protagonists is the most obvious example, emphasizing the 
similarities in character and situation, as well as the physical resemblance of the three men."  (Suleiman: 
238-9) 

Thus, just as Ignatz Sonnenschein/Sors becomes a Hungarian judge rather than a Hungarian Jew, and 
just as his son Adam seeks to fence his way out of his Jewishness, so too Adam's son Ivan joins the secret 
police in Communist Hungary after World War II.   Ivan is given the task of fighting a "Zionist 
conspiracy" and for a time aligns himself with the modern Nebuchadnezzar whose current name happens 
to be Stalin. 

Each Sonnenschein/Sors repeats a pattern which can be termed "climb toward the center of gentile 
power."   Ignatz, in his capacity as central court judge, supports the empire under Franz Josef and is once 
even received by the emperor himself.   Ignatz is so moved that he can barely walk as he leaves Franz 
Joseph's palace in Vienna.  When asked by another Jew to be lenient toward certain Jews on trial, Ignatz 
furiously refuses to comply since he is a judge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Adam, as Olympic 
champion, is honored by the Hungarian government and ends up temporarily exempted from the Jewish 
laws of 1938/9.  These laws excluded Jews from practically all facets of life in Hungary, but certain 
exceptions were made, e.g., for olympic champions.  The way Adam jubilates upon learning of his and 
his family's exemption is a clear indication to what extent he seeks to break with the Jewish part of his 
identity.   However, this closeness to gentile power does not help because in the end Adam dies the death 
of an exile Jew under Hitler: beaten to death by sadistic labor camp guards.  Adam's son Ivan also seeks 
gentile power by becoming a policeman, i.e., a member of the machinery that controlled every aspect of 
society in the Soviet Block after World War Two.   

Apart from this central reenactment pattern, the film abounds with examples of repetition 
conveying Sunshine's subtext of mythic cyclicity. The reappearing flower-covered courtyard of the 
Sonnenschein house, the dish dashed to the floor by generations of Sonnenscheins, the fish eaten at the 
family dinner table by Emmanuel and then by his aged son Gustave, the piano duet by Ignatz and his wife 
Valerie and then by the old Valerie and Ignatz's brother Gustave, the deer hunt with Ignatz and the boar 
hunt with Ivan, Adam's arrest under the Nazis and then Ivan's arrest under the Communists - everything 
keeps recurring right down to the dysfunctional sexual life of the Sonnenscheins (cf. Suleiman: 
242).   And it all fits into the eternal return of Jewish identity - whether denied or affirmed - which 



 

9277 

always goes back to the source: the Bibl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biblical prototype and its reenactment is made in a letter sent by 

Emmanuel Sonnenschein to his son Ignatz.  This letter is found at the end of the film by the last 
Sonnenschein, Ivan, and is presented as being read by all the generations of the family.  Emmanuel makes 
an explicit link between the life path of his son Ignatz - and implicitly the fate of Adam and Ivan - 
and  two biblical prototypes: Moses and David.  Although the Sonnenscheins must walk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mythic lawgiver and king, Emmanuel warns that the Jews have to avoid association with gentile 
power in exile.  Essentially, Emmanuel sums up the experience of his ambitious, assimilation-driven 
descendants.  An alliance with the Babylonian lion is a great temptation because it offers a sense of 
security, but that lion might devour the exile at any moment as is illustrated by the film.  The letter insists 
on independent thinking and faithfulness to one's Jewish roots.   And so, given the key points of 
Emmanuel's message, it can be argued that the most appropriate biblical prototype here would be Daniel, 
the very first exile under Nebuchadnezzar II whose lions Adam Sonnenschein/Sors sees at the Pergamon 
Museum in 1936. 

In the Book of Daniel we are told that Daniel and three young men from the Jewish elite are brought 
to the court of king Nebuchadnezzar in order to be integrated into Babylonian life.    This is the call to 
assimilation so eagerly answered by the Sonnenscheins and much more cautiously by Daniel's 
group.  This difference in attitude is exemplified by the name-change pattern.  Daniel and his three 
companions are made to take Babylonian names by Nebuchadnezzar's officials (Daniel 1:7). The 
Sonnenscheins reenact this paradigm; however, in the case of the biblical prototype, it is made explicit 
that the name change is imposed upon Daniel and the three young men.  Ignatz Sonnenschein chooses to 
take the name Sors in order to attain a higher position in the Hungarian legal system.  Although he could 
remain a lower-level judge, he wants to be part of the power structure.  As Ignatz, his wife and his brother 
leave the civil registry office with their new, gentile name, they giggle wildly, indicat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and Daniel.  This silly laughter  suggests how blind these modern exiles are to their 
inability to escape from their identity which will come back to haunt the family during the Holocaust. 

The Sonnenscheins' rise in Hungarian society reenacts the events in the book of Daniel where the 
Jewish exiles receive influential posts in the Babylonian administration: "Then the king placed Daniel in a 
high position and lavished many gifts on him.   He made him ruler over the entire province of Babylon 
and placed him in charge of all its wise men" (Daniel 2:48; also cf. 1:8-21).  The Israelites comply, 
echoing a call from another exilic text, Jeremiah: "Seek the welfare of the city where I have have sent you 
into exile [...] for in its welfare you will find your welfare" (29:7).   However, Daniel and the three young 
men are pragmatists - not cynics.   They seek a balancing act which is summed by John J. Collins as 
follows: "Daniel and his companions prove themselves loyal and devoted subjects to the gentile kings and 
embrace much of the gentile culture.  Yet they also insist on a limit to assimilation, especially in chaps. 3 
and 6." (146). This "limit to assimilation" brings them to grief and illustrates Emmanuel Sonnenschein's 
warning about the danger of coming too close to gentile power. 

When Daniel and his friends refuse to venerate any deity but their own, the Babylonian lion turns on 
them: literally and metaphorically. Daniel is thrown into a lion den (Daniel 6) while his three friends are 
cast into a fiery oven (Daniel 3).  Unlike the Jews who were cast into the fiery ovens of the Holocaust - 
including those who thought themselves safe thanks to assimilation - Daniel's comrades do not burn 
thanks to God's intervention, and Daniel is rescued from the lions.    This experience is repeated 
inSunshine as the very system that Adam and Ivan have sought to support and glorify becomes their bitter 
enemy: Adam is killed and Ivan ends up in jail.   Thus, Emmanuel Sonnenschein turns out to be right: 
there is no safety for the exilic Jew.   And this means that there must necessarily be a "limi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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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milation" (cf. Collins above): a lesson that is exemplified by the behavior of Daniel's group and finally 
learned by the last Sonnenschein.   Ivan Sonnenschein/Sors, upon reading Emmanuel's letter, decides to 
change his name back to Sonnenschein, symbolically assuming the attitude of the first biblical exiles. 

It must be noted that neither Daniel nor his three friends seek proximity to gentile power.   It is 
thrust upon them, and they accept for reasons outlined above. This is not the case with the Sonnenscheins 
whose blind ambition I have discussed.   Therefore, there is a symbolic moral basis behind the salvation 
of the biblical exiles and the demise of their Hungarian counterparts.  At the same time Daniel's 
faithfulness must not be taken as a literal recipe for security, for, as John J. collins argues, "any Jew of the 
post-exilic period must have known that God, for whatever reason, does not always deliver the faithful" 
(188). However, Szabó appears to be suggesting that in exilic circumstances an equilibrium of identity is 
the only way.  It is, therefore, appropriate that Susan Suleiman calls the early part of the film, where 
Emmanuel is still alive, "the sunlit age" (234).  Emmanuel is the example to follow, and his attitude 
corresponds most closely to the ideological stance in the Book of Daniel. 

[16] Philip French sums up Sunshine by saying that "anti-Semitism is ineradicable, [and] Jews must 
always be self-conscious outsiders who deceive themselves if they think they are truly Hungarians or 
Germans" (The Observer. April 30, 2000). Essentially it is Anti-Semitism that determines the cyclical 
nature of Jewish life in diaspora.  The reenactment of past events is inevitable as long Jews in exile are 
the target of institutionalized or ideologically-based alienation.   Therefore, the eternal return of myth 
appears to be programmed into Jewish identity which straddles a dizzying number of centuries. For this 
reason the Bible can be viewed as the subtext for so much discourse about modern Jewish life.    Every 
year in every synagogue around the world the scroll of the Torah is read from beginning to end and then 
rolled back for yet another reading at Simchat Torah.  It seems that all Jews, no matter how assimilated, 
are connected through that rolling mechanism, and István Szabó's film is yet another confirmation of this 
notion.  Sunshine  is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moderation which makes yet another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till unresolved question of what it means to be a Jew. 

作业： 
1、口头讨论 “ What have you learned from the film? ” 
2、写观后感或影评。 

知识单元 9：Schindler’s List（辛德勒名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Schindler's List is a 1993 American epic historical period drama film, directed and co-produced by 

Steven Spielberg and scripted by Steven Zaillian. It is based on the novel Schindler's Ark by Thomas 
Keneally, an Australian novelist. The film is based on the life of Oskar Schindler, an ethnic German 
businessman who saved the lives of more than a thousand mostly Polish-Jewish refugees during the 
Holocaust by employing them in his factories. It stars Liam Neeson as Schindler, Ralph Fiennes as 
Schutzstaffel (SS) officer Amon Goeth, and Ben Kingsley as Schindler's Jewish accountant Itzhak Stern. 

Ideas for a film about the Schindlerjuden (Schindler Jews) were proposed as early as 1963. Poldek 
Pfefferberg, one of the Schindlerjuden, made it his life's mission to tell the story of Schindler. Spielberg 
became interested in the story when executive Sid Sheinberg sent him a book review of Schindler's Ark. 
Universal Studios bought the rights to the novel, but Spielberg, unsure if he was ready to make a film 
about the Holocaust, tried to pass the project to several other directors before finally deciding to direct the 
film himself. 

Principal photography took place in Kraków, Poland, over the course of 72 days in 1993. Spielberg 
shot the film in black and white and approached it as a documentary. Cinematographer Janusz Kamiń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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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ted to give the film a sense of timelessness. John Williams composed the score, and violinist Itzhak 
Perlman performs the film's main theme. 

Schindler's List premiered on November 30, 1993, in Washington, D.C. and it was released on 
December 15, 1993, in the United States. Often listed among the greatest films ever made,[4][5][6] it was 
also a box office success, earning $321.2 million worldwide on a $22 million budget. It was the recipient 
of seven Academy Awards (out of twelve nominations), including Best Picture, Best Director, Best 
Adapted Screenplay, and Best Original Score, as well as numerous other awards (including seven 
BAFTAs and three Golden Globes). In 2007, the American Film Institute ranked the film 8th on its list of 
the 100 best American films of all time.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selected it for preservation in the 
National Film Registry in 2004. 

·Plot: 
In Kraków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Germans had forced local Polish Jews into the overcrowded 

Kraków Ghetto. Oskar Schindler, an ethnic German, arrives in the city hoping to make his fortune. A 
member of the Nazi Party, Schindler lavishes bribes on Wehrmacht (German armed forces) and SS 
officials and acquires a factory to produce enamelware. To help him run the business, Schindler enlists the 
aid of Itzhak Stern, a local Jewish official who has contacts with black marketeers and the Jewish business 
community. Stern helps Schindler arrange loans to finance the factory. Schindler maintains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the Nazis and enjoys wealth and status as "Herr Direktor", and Stern handles administration. 
Schindler hires Jewish workers because they cost less, while Stern ensures that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are deemed essential to the German war effort, which saves them from being transported to concentration 
camps or killed. 

SS-Untersturmführer (second lieutenant) Amon Goeth arrives in Kraków to oversee construction of 
Płaszów concentration camp. When the camp is completed, he orders the ghetto liquidated. Many people 
are shot and killed in the process of emptying the ghetto. Schindler witnesses the massacre and is 
profoundly affected. He particularly notices a tiny girl in a red coat – one of the few splashes of color in 
the black-and-white film – as she hides from the Nazis, and later sees her body (identifiable by the red 
coat) among those on a wagonload being taken away to be burned. Schindler is careful to maintain his 
friendship with Goeth and, through bribery and lavish gifts, continues to enjoy SS support. Goeth brutally 
mistreats his maid and randomly shoots people from the balcony of his villa, and the prisoners are in 
constant daily fear for their lives. As time passes, Schindler's focus shifts from making money to trying to 
save as many lives as possible. He bribes Goeth into allowing him to build a sub-camp for his workers so 
that he can better protect them. 

As the Germans begin to lose the war, Goeth is ordered to ship the remaining Jews at Płaszów to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Schindler asks Goeth to allow him to move his workers to a new 
munitions factory he plans to build in his home town of Zwittau-Brinnlitz. Goeth agrees, but charges a 
huge bribe. Schindler and Stern create "Schindler's List" – a list of people to be transferred to Brinnlitz 
and thus saved from transport to Auschwitz. 

The train carrying women and children is accidentally redirected to Auschwitz-Birkenau; Schindler 
bribes Rudolf Höss, the commandant of Auschwitz with a bag of diamonds to win their release. At the 
new factory, Schindler forbids the SS guards to enter the production rooms and encourages the Jews to 
observe the Jewish Sabbath. To keep his workers alive, he spends much of his fortune bribing Nazi 
officials and buying shell casings from other companies; his factory does not produce any usable 
armaments during its seven months of operation. Schindler runs out of money in 1945, just as Germany 
surrenders, ending the war in Europe. 

As a Nazi Party member and war profiteer, Schindler must flee the advancing Red Army to avoid 
capture. The SS guards have been ordered to kill the Jews, but Schindler persuades them not to so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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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return to their families as men, not murderers." He bids farewell to his workers and prepares to head 
west, hoping to surrender to the Americans. The workers give Schindler a signed statement attesting to his 
role saving Jewish lives, together with a ring engraved with a Talmudic quotation: "Whoever saves one 
life saves the world entire." Schindler is touched but is also deeply ashamed, as he feels he should have 
done even more. As the Schindlerjuden (Schindler Jews) wake up the next morning, a Soviet soldier 
announces that they have been liberated. The Jews leave the factory and walk to a nearby town. 

Following scenes depicting Goeth's execution after the war and a summary of Schindler's later life, 
the black-and-white frame changes to a color shot of actual Schindlerjuden at Schindler's grave in 
Jerusalem. Accompanied by the actors who portrayed them, the Schindlerjuden place stones on the grave. 
In the final scene, Neeson places a pair of roses on the grave. 

学习目标： 
Oskar Schindler would have been an easier man to understand if he'd been a conventional hero, 

fighting for his beliefs. The fact that he was flawed - a drinker, a gambler, a womanizer, driven by greed 
and a lust for high living - makes his life an enigma. 

Here is a man who saw his chance at the beginning of World War II and moved to Nazi-occupied 
Poland to open a factory and employ Jews at starvation wages. His goal was to become a millionaire. By 
the end of the war, he had risked his life and spent his fortune to save those Jews and had defrauded the 
Nazis for months with a munitions factory that never produced a single usable shell. 

Why did he change? What happened to turn him from a victimizer into a humanitarian? It is to the 
great credit of Steven Spielberg that his film "Schindler's List" does not even attempt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Any possible answer would be too simple, an insult to the mystery of Schindler's life. The 
Holocaust was a vast evil engine set whirling by racism and madness. Schindler outsmarted it, in his own 
little corner of the war, but he seems to have had no plan, to have improvised out of impulses that 
remained unclear even to himself. In this movie, the best he has ever made, Spielberg treats the fact of the 
Holocaust and the miracle of Schindler's feat without the easy formulas of fiction. 

The movie is 184 minutes long, and like all great movies, it seems too short. It begins with Schindler 
(Liam Neeson), a tall, strong man with an intimidating physical presence. He dresses expensively and 
frequents nightclubs, buying caviar and champagne for Nazi officers and their girls, and he likes to get his 
picture taken with the top brass. He wears a Nazi party emblem proudly in his buttonhole. He has 
impeccable black market contacts, and he's able to find nylons, cigarettes, brandy: He is the right man to 
know. The authorities are happy to help him open a factory to build enameled cooking utensils that army 
kitchens can use. He is happy to hire Jews because their wages are lower, and Schindler will get richer 
that way. 

Schindler's genius is in bribing, scheming, conning. He knows nothing about running a factory and 
finds Itzhak Stern (Ben Kingsley), a Jewish accountant, to handle that side of things. Stern moves through 
the streets of Krakow, hiring Jews for Schindler. 

Because the factory is a protected war industry, a job there may guarantee longer lif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indler and Stern is developed by Spielberg with enormous subtle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Schindler wants only to make money, and at the end he wants only to save "his" 
Jews. We know that Stern understands this. But there is no moment when Schindler and Stern bluntly state 
what is happening, perhaps because to say certain things aloud could result in death. 

This subtlety is Spielberg's strength all through the film. His screenplay, by Steven Zaillian, based on 
the novel by Thomas Keneally, isn't based on contrived melodrama. Instead, Spielberg relies on a series of 
incidents, seen clearly and without artificial manipulation, and by witnessing those incidents we 
understand what little can be known about Schindler and his scheme. 

We also see the Holocaust in a vivid and terrible way. Spielberg gives us a Nazi prison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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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ant named Goeth (Ralph Fiennes) who is a study in the stupidity of evil. From the veran da of 
his "villa," overlooking the prison yard, he shoots Jews for target practice. (Schindler is able to talk him 
out of this custom with an appeal to his vanity so obvious it is almost an insult.) Goeth is one of those 
weak hypocrites who upholds an ideal but makes himself an exception to it; he preaches the death of the 
Jews, and then chooses a pretty one named Helen Hirsch (Embeth Davidtz) to be his maid and falls in 
love with her. He does not find it monstrous that her people are being exterminated, and she is spared on 
his affectionate whim. He sees his personal needs as more important than right or wrong, life or death. 
Studying him, we realize that Nazism depended on people able to think like Jeffrey Dahmer. 

Shooting in black and white on many of the actual locations of the events in the story (including 
Schindler's original factory and even the gates of Auschwitz), Spielberg shows Schindler dealing with the 
madness of the Nazi system. He bribes, he wheedles, he bluffs, he escapes discovery by the skin of his 
teeth. In the movie's most audacious sequence, when a trainload of his employees is mistakenly routed to 
Auschwitz, he walks into the death camp himself and brazenly talks the authorities out of their victims, 
snatching them from death and putting them back on the train to his factory. 

What is most amazing about this film is how completely Spielberg serves his story. The movie is 
brilliantly acted, written, directed and seen. Individual scenes are masterpieces of art direction, 
cinematography, special effects, crowd control. Yet Spielberg, the stylist whose films often have gloried in 
shots we are intended to notice and remember, disappears into his work. Neeson, Kingsley and the other 
actors are devoid of acting flourishes. There is a single-mindedness to the enterprise that is awesome. 

At the end of the film, there is a sequence of overwhelming emotional impact, involving the actual 
people who were saved by Schindler. We learn that "Schindler's Jews" and their descendants today 
number about 6,000 and that the Jewish population of Poland is 4,000. The obvious lesson would seem to 
be that Schindler did more than a whole nation to spare its Jews. That would be too simple. The film's 
message is that one man did something, while in the face of the Holocaust others were paralyzed. Perhaps 
it took a Schindler, enigmatic and reckless, without a plan, heedless of risk, a con man, to do what he did. 
No rational man with a sensible plan would have gotten as far. 

The French author Flaubert once wrote that he disliked Uncle Tom's Cabin because the author was 
constantly preaching against slavery. "Does one have to make observations about slavery?" he asked. 
"Depict it; that's enough." And then he added, "An author in his book must be like God in the universe, 
present everywhere and visible nowhere." That would describe Spielberg, the author of this film. He 
depicts the evil of the Holocaust, and he tells an incredible story of how it was robbed of some of its 
intended victims. He does so without the tricks of his trade, the directorial and dramatic contrivances that 
would inspire the usual melodramatic payoffs. Spielberg is not visible in this film. But his restraint and 
passion are present in every shot. 

作业： 
1、口头讨论 “ What have you learned from the film? ” 
2、写观后感或影评。 

知识单元 10：To End All Wars（结束一切战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To End All Wars is a 2001 war film starring Robert Carlyle, Kiefer Sutherland and Sakae Kimura and 

directed by David L. Cunningham. 
·Plot: 
The film is set in a Japanese prisoner of war labour camp where the inmates are building the Burma 

Railway during the last three and a half years of World War II.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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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 were to take all of the movie clichés from every prisoner of war film since 1937's The Grand 
Illusion and string them together, you'd get a film slightly better than 2001's To End All Wars. It would be 
better because it wouldn't also pilfer from Dead Poets Society and The Shawshank Redemption. 

In 1942, a Scottish division is captured and taken to a Japanese labor camp in Thailand. On the train 
ride over, Captain Ernest Gordon (Ciarán McMenamin) narrates in voiceover such mind-blowing insights 
as, "When you surrender in war, you're stripped of your dignity as a soldier." Soon enough, they arrive at 
the camp, and before you can say "Abu Ghraib," the abuses begin. After a series of 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like encounters with the camp's Sergeant Ito (Sakae Kimura), the soldiers' Colonel McLean 
(James Cosmo) is murdered for refusing to order his troops to build a railroad. His lieutenant, Campbell 
(Robert Carlyle), witnesses the act and spends the better part of the film seething and plotting reveng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pectrum, Yankee attaché Reardon (Kiefer Sutherland) plays the part Americans 
usually play in these films - commercial opportunist. À la William Holden in Stalag 17 (or Bridge, for that 
matter) Reardon barters his way through the camp, finally succumbing to beatings and torture when 
Campbell turns him in. 

Somewhere in between these POW archetypes lies our protagonist, Gordon, who finds enlightenment 
thanks to the support of fellow inmate Dusty (Mark Strong), who encourages him to use his education to 
teach the other inmates. In the film's most novel turn of events, Gordon actually organizes a "Jungle 
University," where he instructs the other prisoners on the finer points of Plato. Other inmates sign on to 
teach, including a former Shakespeare professor who never misses an opportunity to quote the bard in 
such a way as to provide the cheesiest voiceover possible for numerous montages. 

As the different paths these men take lead them on a collision course with each other, the film piles 
on symbolism with all the subtlety of the numerous beatings these men endure. When one soldier 
sacrifices his life for another, he's literally crucified. When Campbell confronts Gordon's class in search of 
"justice" we actually see the word "justice" on a blackboard in the background. It's enough to make you 
want to yell out, "Campbell! I found the justice! It's right there!" 

If this weren't enough, the voiceover continually chimes in to state the obvious and tell us, just in 
case we weren't paying attention, what the themes are. Toward the end it lapses into a series of questions 
-- "Who is my neighbor? What does it mean to love one's enemies?" -- that sound like they're coming 
from the study guide you're supposed to use when you teach this film to your Sunday School class. 

Carlyle and Sutherland do as well as can be expected with mediocre dialogue. The standout 
performances, however, come from McMenamin, who gives his character a depth and intensity far beyond 
his lines, and Yugo Saso, who deftly underplays the Imperial Japanese Translator that Gordon befriends. 

The story To End All Wars tells is a true one, full of all of the themes and dilemmas the voiceover 
constantly reminds us are at work. It's based on the actual memoirs of the real-life Captain Gordon. The 
sacrifices suffered by the men involved are not to be trivialized, nor is the trauma the film depicts. 
However, the unoriginal presentation, which often favors hitting us over the head when restraint would be 
far more enticing, leaves much to be desired. 

作业： 
1、口头讨论 “ What have you learned from the film? ” 
2、写观后感或影评。 

知识单元 11：The Killing Fields（战火屠城/杀戮战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The Killing Fields is a 1984 British drama film set in Democratic Kampuchea, which is ba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two journalists: Cambodian Dith Pran and American Sydney Schanberg. The film, which 
won eight BAFTA Awards and three Academy Awards, was directed by Roland Joffé and stars 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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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ston as Schanberg, Haing S. Ngor as Pran, Julian Sands as Jon Swain, and John Malkovich as Al 
Rockoff. The adaptation for the screen was written by Bruce Robinson and the soundtrack by Mike 
Oldfield, orchestrated by David Bedford. 

·Plot: 
In the Cambodian capital, Phnom Penh during May 1973, the Cambodian national army is fighting a 

civil war with the Khmer Rouge, a result of the Vietnam War overspilling that country’s borders. Dith 
Pran, a Cambodian journalist and interpret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awaits the arrival of reporter 
Sydney Schanberg at the city's airport but leaves suddenly. Schanberg takes a cab to his hotel where he 
meets up with Al Rockoff (John Malkovich). Pran meets Schanberg later and tells him that an incident has 
occurred in a town, Neak Leung; allegedly, an American B-52 has bombed the town. 

Schanberg and Pran go to Neak Leung where they find that the town has been bombed. Schanberg 
and Pran are arrested when they try to photograph the execution of two Khmer Rouge operatives. They 
are eventually released and Schanberg is furious when the international press corps arrives with the U.S. 
Army. 

Two years later, in 1975, the Phnom Penh embassies are being evacuated in anticipation of the arrival 
of the Khmer Rouge. Schanberg secures evacuation for Pran, his wife and their four children. However, 
Pran insists that he would stay behind to help Schanberg. 

The Khmer Rouge move into the capital, ostensibly in peace. During a parade through the city, 
Schanberg meets Rockoff. They are later met by a detachment of the Khmer Rouge, who immediately 
arrest them. The group is taken through the city to a back alley where prisoners are being held and 
executed. Pran, unharmed because he is a Cambodian civilian, negotiates to spare the lives of his friends. 
They do not leave Phnom Penh, but instead retreat to the French embassy. 

Informed that the Khmer Rouge have ordered all Cambodian citizens in the embassy to be handed 
over and fearing the embassy will be overrun, the embassies comply. Knowing that Pran will be 
imprisoned or killed, Rockoff and fellow photographer Jon Swain (Julian Sands) of The Sunday Times try 
to forge a British passport for Pran. The deception fails when the image of Pran on the passport photo 
fades to nothing. Pran is turned over to the Khmer Rouge and is forced to live under their totalitarian 
regime. 

Several months after returning to New York City, Schanberg is in the midst of a personal campaign to 
locate Pran. In Cambodia, Pran has become a forced labourer under the Khmer Rouge's "Year Zero" 
policy, a return to the agrarian ways of the past. Pran is also forced to attend propagandist classes where 
many undergo re-education. As intellectuals are made to disappear, Pran feigns simple-mindedness. 
Eventually, he tries to escape, but is recaptured. Before he is found by members of the Khmer Rouge, he 
slips into a muddy cesspool filled with rotting human corpses; in doing so, he stumbles upon the infamous 
killing fields of the Pol Pot regime, where it murdered as many as 2 million Cambodian citizens. 

In 1976 Sydney Schanberg is awarded a Pulitzer prize for his coverage of the Cambodian conflict. At 
the acceptance dinner he tells the audience that half the recognition for the award belongs to Pran. Later in 
the restroom, he is confronted by Rockoff who harshly accuses him of not doing enough to locate Pran 
and for using his friend to win the award. Schanberg defends his efforts, saying that he has contacted 
every humanitarian relief agency possible in the time since Pran's disappearance. Rockoff suggests that 
Schanberg subtly pressured Pran to remain in Cambodia because Pran was so vital to Sydney's work. This 
accusation hits close to home, and Schanberg begins to wonder whether he put his own self-interest ahead 
of Pran's safety. He finally confesses that Pran "stayed because I wanted him to stay". 

Pran is assigned to the leader of a different prison compound, a man named Phat, and charged mostly 
with tending to his little boy. Pran continues his self-imposed discipline of behaving as an uneducated 
peasant, despite several of Phat’s attempts to trick him into revealing his knowledge of both Frenc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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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Phat begins to trust Pran and asks him to take ward of his son in the event that he is killed. The 
Khmer Rouge are now engaged in a border war with Vietnam. The conflict reaches Pran's region and a 
battle ensues between the Khmer Rouge of the compound and two jets sent to destroy the camp. After the 
skirmish has ended, Pran discovers that Phat's son has American money and a map leading to safety. 
When Phat tries to stop the younger Khmer Rouge officers from killing several of his comrades, he is 
ignominiously shot. 

In the confusion, Pran escapes with four other prisoners and they begin a long trek through the jungle 
with Phat’s young son. The group later splits and three of them head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 Pran 
continues following the map with one of them. However, Pran’s companion activates a hidden land mine 
while holding the child. While Pran pleads with the man to give him the child, the mine goes off, killing 
them both. Pran mourns for a time and continues on. One day he crests the escarpment of the Dângrêk 
Mountains and sees a Red Cross camp near the border of Thailand. The scene shifts to Schanberg calling 
Pran's family with the news that Pran is alive and safe. Soon after, Schanberg travels to the Red Cross 
camp and is reunited with Pran. He asks Pran to forgive him; Pran answers, with a smile, "Nothing to 
forgive, Sydney", as the two embrace and John Lennon's song Imagine is heard in the background. 

学习目标： 
The Killing Fields is a moving true story based on the true life events of Sydney Schanberg a 

correspondent for the New York Times and his quest to rescue his friend, local reporter Dith Pran from 
being held by Khmer Rouge troops in Cambodia in 1975. The film is both visually captivating and 
distressing in equal measure as well as at its emotional core is a tender and heart-warming story that is the 
backbone of the film. 

The films overall story takes place in 1975 in Cambodia with US New York Times correspondent 
Sam Schanberg, played here by Sam Waterston, investigating the United states pull-out from the Vietnam 
War, along with his partner, played by John Malkovich. Sam relies on local reporter Dith Pran, played by 
Haing S. Ngor, for the inside scoops on local events, however, due to escalating tensions of hostility his 
life is in potential danger. When there is an opportunity for Dith to be evacuated by US troops he chooses 
to stay with his American friend making sure his wife and children are safe by evacuating them. Things 
take a turn for the worse when Dith and the American reporters are captured by communist group Khmer 
Rouge whom Dith manages to convince not to execute his American friends and the group seek refuge at 
the French embassy. However orders by the Khmer Rouge to release all local Cambodians leads to the 
unfortunate capture of Dith with the Americans being allowed to return home. The final act of the film 
revolves around Dith’s capture and of Sam in New York consumed with guilt over letting his friend down 
and his quest to set him free. 

The film works brilliantly on two contrasting levels on the one hand it visually does not shy away 
from the horrors of its surroundings in a way I have not personally seen within cinema very often. We 
witness injured children on the streets and in grubby and grimy hospitals, we see dead bodies and 
wreckages of vehicles and debris, this is a film which is interested in the effect which war has on all that is 
involved and almost wants its audience to acknowledge this. As a viewer it proved effective I found the 
images harrowing and almost took a feel of a documentary with hand held camera work as well as long 
takes of scenes which are natural, not forced or manipulated we see close up’s of local children, perfectly 
capturing the authentic expressions of the victims in the atrocity which surrounds them. The film won an 
Oscar in 1984 for cinematographer Chris Menges and is well deserved; some of the imagery in particular 
at the end with Dith’s escape takes on an almost epic quality grand in scale and beau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film works as an emotional piece of fictional storytelling which obviously 
keeps the loose framework of true events however amps the rest up for a satisfying payoff. What I 
admired about this film was even in scenes that felt like they were somewhat Hollywood style in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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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ling, worked because it was subtle and implemented at the right times. The scene with getting Dith’s 
passport was I’m sure more over the top than what happened in real life however was believable because I 
was rooting for the characters I cared about their fate which was important. 

I also admired how natural the performances and dialogue were, I did not feel like people were 
saying things constantly for dramatic effect which made it all the more convincing, and when something 
was done for dramatic effect it had a purpose like Sam’s speech when accepting his Pulitzer Prize it was a 
powerful comment on the United states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 and the damage done because of 
it. 

This is a powerful reflection of War, both in its visual impact as well as its natural and realistic 
screenplay which both complement each other fantastically well. 

作业： 
1、口头讨论 “ What have you learned from the film? ” 
2、写观后感或影评。 

知识单元 12：Death and the Maiden（死亡与少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Death and the Maiden is a 1994 mystery drama film directed by Roman Polanski and starring 

Sigourney Weaver, Ben Kingsley and Stuart Wilson. It was based on the play by the same name by Ariel 
Dorfman, who also co-wrote the screenplay with Rafael Yglesias. 

·Plot: 
Paulina Escobar (Weaver) is a housewife married to a prominent lawyer in an unnamed South 

American country. One day a storm forces her husband Gerardo (Wilson) to ride home with a charming 
stranger. She is convinced that the stranger, Dr. Miranda (Kingsley), was part of the old fascist regime and 
that he tortured and raped her for weeks while she was blindfolded. Paulina takes him captive to 
determine the truth. Despite attempts by both her husband and Miranda to convince her that he is innocent, 
Paulina is certain that he is the one, and forces her husband to be Miranda's "attorney" in the "trial" she 
arranges for him. 

Miranda conspires with Gerardo to agree to a false confession (as Paulina states that's all she wants 
in exchange for his life), so they write one up and present it to Paulina. Enraged, Paulina deems Miranda 
as being unrepentant, and threatens to kill him. As Gerardo tries to stop her, Miranda succeeds in getting 
Paulina's gun, and threatens to kill her if he is not freed. As he advances toward the door, Paulina hits him 
and after a struggle gets back in control. In a last-ditch effort to save his life, Miranda implores Gerardo to 
call the place where he claims to have been at the time of Paulina's rape, as she leads him blindfolded out 
the door to the edge of the cliff. Gerardo contacts the hospital, where Miranda's colleagues confirm the 
story. He races to inform Paulina, at last convinced that Miranda is innocent. Paulina refuses to believe it, 
however, saying that the doctors at that time created alibis in order to conceal their identities. Accepting 
defeat, Miranda finally tells them that he really was the doctor, that he enjoyed brutalizing Paulina, and 
that he was sorry that the old regime fell. 

Enraged, Gerardo attempts to throw Miranda from the cliff, only to realize he cannot bring himself to 
take a life. Paulina apparently accepts the confession, and they both leave Miranda on the cliff as he stares 
down at the water. The camera simulates someone falling off the cliff as seen from his own point of view. 
In the final scene, Paulina and Gerardo are at the same concert where the film began with Miranda also 
present, looking down with his wife and sons. Paulina and Miranda cast uncomfortable glances at each 
other, and look away. Miranda glances down at the couple again as the camera shows Gerardo glancing up 
towards the balcony at the now off-screen Miranda.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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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a recent interview in the Chicago Tribune, Sandra Oh left her decade-long, 
Emmy-winning role on ABC’s Grey’s Anatomy to play the emotionally damaged, revenge-seeking 
Paulina in Death and the Maiden (currently being staged at Chicago’s Victory Gardens Theatre through 
July 20). Many actors might categorize that as a bold (maybe risky) move, but once you witness Oh’s 
steely determination in a role that’s attracted Glenn Close and Sigourney Weaver, among others, you’ll 
have to agree that it was a choice well made. 

Ariel Dorfman’s Death and the Maiden was first produced in 1991 (Roman Polanski’s film 
adaptation followed only three years later), and immediately opened up a dialogue about retribution and 
the effects of victimization. Thirty years later, with frequent news reports of the torture and bullying of 
women, Dorfman’s button-pushing drama seems just as relevant. 

Paulina is a supportive spouse to Gerardo (Looking’s Raúl Castillo), a fast-rising investigator in an 
unnamed Latin American country pursuing the crimes of the preceding political regime. But one night at 
their beach house, when Gerardo invites in Roberto (John Judd), a doctor who helps Gerardo with a flat 
tire, Paulina begins to scamper about their home, hiding a pistol and hatching a plan. She believes this 
seemingly do-gooder doc with a fondness for Schubert is her past tormentor, a brute who repeatedly raped 
and electrocuted her at the direction of the ousted authorities. 

Paulina intends to get a confession out of the underpants-gagged, tied-up Roberto with the help of 
her nonviolence-leaning husband, who tries to as a lawyerly mediator. But is Roberto actually the 
perpetrator or have Paulina’s delusional leanings taken over her sense of perception? Maiden is the literal 
definition of a power play, with none-too-subtle digs at assumed gender roles: Paulina wields her phallic 
gun throughout, and even furtively suggests that it might be advantageous for Gerardo to rape Roberto. 

You can’t ask for a more charged set-up than this. Director Chay Yew maintains the tension and 
deftly hits the playwright’s black comic undertones without sacrificing credibility. (However, the 
constantly revolving beachfront set spins so often you half-expect Marius and Enjolras to hop aboard it.) 
Chicago favorite Judd impressively straddles the audience’s loyalties, while Castillo becomes a fiery, 
believable ally for Paulina (though he?s quite youthful for this role, a better fit as a conflicted husband 
than a slick legal counsel). But the production belongs to Sandra Oh, who tracks Paulina’s wounded pride 
with finesse; a simple declaration early on (”I never complain”), utter with complete resolve, speaks 
volumes about her state of mind, past and present. The actress keeps her performance surprising 
throughout, in harmonious tone with Dorfman’s shrewd reveals. With any luck, audiences beyond the 
Midwest will get a chance to see her. 

作业： 
1、口头讨论 “ What have you learned from the film? ” 
2、写观后感或影评。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1—2.5 Rogue Trader（流氓交易员） 2 
2.5—3 The Firm（律师事务所/糖衣陷阱） 2 
4—5.5 Somewhere In Time（时光倒流七十年） 3 
5.5—6 Kramer Vs. Kramer（克莱默夫妇） 3 
7—8.5 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廊桥遗梦） 3 
8.5—9 Amadeus（莫扎特传） 3 

10—11.5 G.I.Jane（魔鬼女大兵） 2 
11.5—12 Sunshine（阳光情人） 3 
13—14.5 Schindler’s List（辛德勒名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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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15 To End All Wars（结束一切战争） 3 
16—17.5 The Killing Fields（战火屠城/杀戮战场） 3 
17.5—18 Death and the Maiden（死亡与少女） 2 
四、说明 
1. 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初级英语听、说、读、写课程 
后续课程：中、高级英语听、说、读、写课程及跟西方社会文化等有关的课程 
2. 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第二系列有关恋爱、结婚、离婚和婚外情的电影。 
难点：第四系列有关人为灾难的电影。 
3. 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在教学过程中，对重要的语言现象和情节变化以及使用的单词短语即停即问即讲解，而不是做

一背景介绍后从头看到底，以防学生囫囵吞枣、一知半解、似懂非懂。要求学生最终能听懂 80-90%，
能抓住电影的要点和重要情节，了解主要人物的观点和态度，然后由学生提出问题，大家讨论，但

主要由老师提出问题，组织学生讨论，要求学生积极参加讨论和分析，能较连贯地用英语表达思想，

或布置学生课后写 1000-2000字的电影观后感或评论，对电影内容和人物进行评价。 
4. 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 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课外多看英语原版电影。 
6. 课程考核方法和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包括出勤和课堂讨论表现）；期末考查写一篇影评，占 80%。 
7. 作业要求 
每单元结束均布置口、笔头作业。 
8. 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际教学环境特点，自主选择观赏的英语原版电影。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1. 教师根据四大系列主题自主选择有关电影。 
2. 推荐参考书 
《英语电影赏析》 Andrew Lynn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第 1版 2009年 7月第 7次印刷 

执笔：陈向荣  审稿：田力男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定时间：2015年 10月 10日 

 

英语正音与朗读 
Correcting Mis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and Reading English Aloud and 

Correctly 

课程号：5080305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为全校各院各专业的本科生开设的通选课，更适合一年级新生。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纠正长期形成的错误的英语发音习惯；2、重学正确的英语发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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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每个音标；3、认识英语和汉语各自的发音规律和特点。洞悉其中的“奥秘”，学会自我纠音的
方法；4、认识国际音标并能见音标读对单词；5、学会各种朗读技巧（长音、短音、单词重音、句
子重音、单词弱化及短语的轻快连、连读、不完全爆破、语调等）；6、正确地、优美地朗读英文，
为英文口语和演讲打好基础。 
任何正在使用的活的语言都由三要素构成：语音、语法和词汇，其中语音是第一位的、先行的、

最重要的。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发准任何活语言的任何一个音，可是由于各种原因，不少人在学

习外语时不能发准它的音，致使他们在朗读英文和讲英语时对方听不懂或误解了，于是口头交际受

到很大甚至严重的阻害。而这种错误的发音是多年甚至 10多年形成的，要改变或纠正这种错误的
发音习惯是非常困难的，俗话说“乡音无改鬓毛衰”就部分佐证了正音工作的艰巨性，单靠学生多听
多练往往见效甚微或完全不可能，所以必须由经验丰富、发音纯正、英语功底深厚、最好在英美等

国学过“英语作为二语教学”的老师担纲开课，帮助学生一步一步改掉错误的老习惯，培养正确的英
语的语音语调，为整个英语学习，尤其是英语的口语及将来的英语演讲和辩论打下基础、作好准备。

（注：语音、即发音，与读单词、记单词、拼写单词以及英语的听、说、读、写、译诸技能和语法

息息相关，怎么强调其重要性也不过分。） 
自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以来，中国人抛弃了过去几十年的“哑巴英语”，都想讲好英语（讲一口

纯正的美式英语或英式英语），遗憾的是，很多人发音不准或错误。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正音”，尤
其是“如何正成年人的英语错误发音”，因为成年人，以大学生为例，学英语有十年（从小学三年级
开始）甚至十几年（从小学一年级甚至学前开始）的历史，如果一开始没学好学对学准，那么养成

的错误发音习惯会越来越巩固、甚至成为顽疾，难以纠正或无法纠正。为什么有人一开始学得不好

不对不准？最大的原因是，初任老师自己的音不准。虽然现在课内外各种英语教课书都配有英美人

士录音的磁带或光盘，并在课上放了或课后听了，可是因为（小）学生得不到正确指导，结果一个

班几十个学生大合唱似的跟着发音不准的老师说英语，其后果是一代传一代地发音不准。中国地大

人多，不可能要求所有小学英语老师发音都好。怎么办？那么，那些想讲好英语以便将来出国深造

或与讲英语人士有效沟通的（大）学生只能通过正音实现这个目标。 
这就是开设本课程的目的。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The Importance of Correcting Mis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and the Aims of the Course
（英语正音的重要性和本课程的目标）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teaching of English pronunciation and correcting mis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is a complicating 

procedure. Only conscientious teach, who himself has a good pronunciation, can do this. He offers 
himself as a model of good pronunciation, correcting as best she can any errors which the students make. 

The teacher should keep in mind at all times, of course, that ear training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n the 
teaching and correcting of any foreign language. Drill on proper articulation of sounds is necessary, but 
ear training is even more fundamental. A student must hear a sound clearly before he can reproduce it. All 
pronunciation drills should be continued over as long a period of time as possible until the proper ear and 
hearing habits and the correct pronouncing habits have been established. 

On the other hand, although the teaching and correcting of pronunciation through mere imitation is 
an easy method to follow, such teaching and correcting can be, as the same time, a much more specialize 
task. The teacher should first understan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English speech production. He should also 
be able to make use of these principles in his teaching and correcting job. 

Mispronunciation can be a serious obstacle to making oneself understood or may lead to 
misunderstanding in a foreign language. For example, in the sentence “The queen went to Canada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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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 So, anyone , who denies to speak English with correct and standard pronunciation, have to change 
his age-old habit of mispronunciation of any English sound.  

In this lesson, the students are told the six aims of this course. 
学习目标: 
1、理解学外语，发音一关先要突破，发音不准确，人家就会听不懂或误解你的意思。如果已

经把语音学歪了就必须纠正，改掉老习惯，重新学会正确的发音。 
2、了解本课程的 6个教学目标。 
作业： 
1、观摩聆听英美人士的朗读和演讲。 
2、聆听中国优秀大学生的演讲。 

知识单元 2：Brief Int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IPA) and Brief Introduction to 
Phonetics（国际音标和语音学简介） 

Brief Introduction of IPA 
Those who pioneered the Direct Method are cited under the entry REFORM SCHOOL. What is to be 

noted is that they were phoneticians, the same people who founded the Phonetic Teacher’s Association 
in1886 and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in 1897. They differed from the average school 
language teacher of the day in that they: (1)did not see language as residing principally in books, but as 
being connected with sounds produced in the mouth;（2）were interested in languages for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rather than as tools of access to ‘great literature’; (3) consequently, were skeptical of the 
view that one turned to the ‘great writers’ rather than the native speaker in the street of insights into use of 
the language;(4) realized (unlike the ’schoolmen’) that there were many languages in the world not 
conforming to the European model, and concluded that each language had its own ‘genius’;(5)knew that 
many speech communities in the world did not possess a written form of their language, which led them 
to regard speech as the prime channel of language; (6)observed that speech was also prime in the sense 
that children learnt the mother tongue through speech, and only later, in given societies, acquired reading 
and writing;(7) noted that native speakers learnt their languages through imitation and practice, not by 
reading grammar books;(8) perceived interest in and sympathy with the target society as necessary to 
efficient learning. 

IPA developed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and it is widely used to transcribe the sound of 
many languages in the world. 

Brief introduction to Phonetics 
Phonetics is the linguistic science which describe and classifies the sounds of human languages. The 

articulatory processes involved in sound production are the subject of articulatory phonetics. Acoustic 
phonetics investigates the sounds physical properties. 

Commonly, sounds are divided into vowels and consonants, and further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features like voicing, aspiration, nasality, roundedness, etc.,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place and the manner 
of articulation. The specialized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provides an accurate orthography for 
transcribing speech. Phonetic descriptions constitute essential background to much language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cluding phonology, historical linguistics, social variation in pronunciation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sounds of any language are generally divided into two main groups—vowels and consonants. All 

vowels are produced with voice, that is, with vibration of the vocal cords. They differ from consonants in 
that the outward flow of sound is largely unrestricted. In consonants, this flow is interrupted or dive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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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one of the articulators—teeth, tongue, lips, soft palate. There are altogether 20 vowels: 12 single 
vowels and 8 diphthongs. 

Consonants a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manner of articulation as follows: (1) Stops or plosives. In 
the production of these sounds, the breath is checked in its outward movement, then suddenly released 
with a slight explosion. (2) Continuants. A Continuant is a sound which may be “continued” or prolonged 
as long as the speaker has breath to sustain it. Continuants are the further divided into fricatives, laterals 
and nasals etc.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音标和语音学的概况。 
2、学习元音和辅音的特点和异同。 
3、学习并纠正前元音/i: i e æ / ，特别注意：长音/i:/ 一定要长达 2拍，/æ/ 长 1.5拍，/i/和/e/

为 1拍。 
作业： 
复习并练习前元音/i:  i  e æ /，用划手的动作帮助把长音/i:/和/æ /发得足够的长，并朗读正音

材料中的单词及第一组和第二组 Silly Pomes。 
/i:/     You see, I’m a bee. 
       I live in a tree, near the sea. 
       When I eat sweets and tea, 
       I’m happy to be me. 
/i:/     Look! There’s a little sheep. 
       Dropping into the deep. 
       All her sisters weep. 
       They can’t go to sleep. 
/i/     There’s a little fish, 
       Lying on our little dish. 
       Does it really wish, 
       To study English? 
/i/     Are you ready? 
       No, I’m sorry. 
       Is she ready? 
       No, she is busy. 
       Let’s hurry. 
       Get everything ready. 
/e/     There’s the yellow head 
/æ/     Of the black cat. 
/e/     On the red bed 
/æ/     Is the cat’s bag. 

知识单元 3：The Organs of Speech(发音器官之认识)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recognize the organs of speech. And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the 

mechanism of sound producing. 
Major air-stream mechanisms (plutonic air-stream mechanism): The lungs acting as an initiator may 

press lung air outward through the pharynx and mouth or nose or some connected combination. This may 
be done in a rapid burst, as after a cough, where the pressure is obvious, or very slowly, as for a sustained 
frictionless continuant whose pressure is slight but which may be continued for about half a minute. 
During inspiration the enlarging of this chamber may likewise be rapid or sustained, the time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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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ited by the capacity of the lungs to continue expansion. 
More sound types can be produced with lung air than with any other mechanism. All English 

phonemic norms use egressive lung air only. Both egressive and ingressive stops, fricatives, frictionless 
spirants, vocoids, trills, laterals, and so on, can be produced by this mechanism. 

Three sets of muscles are involved in the articulatory process of speech. The respiratory muscles 
control air flow from the lungs. The laryngeal muscles are the vocal cords which may be made to 
vibrate(for voicing) or otherwise. The supralaryngeal muscles work with the vocal tract above the vocal 
cords, where the size and shape of the oral and nasal cavities are altered by movements of the tongue, lips, 
teeth, jaw and velum. In articulation, the brain sends messages to the muscles specifying the ‘target 
locations’ required to produce particular sounds. 

The section aims at helping students to find their own organs of speech and encourage them to have 
new experiences in manipulate them to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the notion that the cooperation of the 
different part of these organs to produce a series of sounds representing meanings. And just for this reason, 
a concentrated and intense training in using of the organs can be very helpful in pronunciatio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Phonetics has been defined as the study of speech sounds and the art of pronunciation. Any teacher, 

who attempts to teach pronunciation or correct mispronunciation, automatically makes use of phonetics. 
The teacher guides his students toward correct pronunciation through frequent drills. He makes careful 
distinction between one sound and another. All of this is phonetics. 

学习目标： 
1、了解发音器官各部分的功能与国际音标在正音中的重要性。 
2、了解英语和汉语两种不同语音系统的异同。 
3、学习并纠正后元音/u: u  :   a:  /，特别注意：长音/u:  : a: / 一定要长达拍， 
 /u    /为 1拍。 
作业： 
复习并练习后元音/u: u  :   a:  /，用手划的动作帮助把长音/u:  : a: /发得够长，并朗读正音

材料中的单词和第三组，第四组和第五组的 Silly Poems。 
/u:/     I’m looking for a book that’s blue. 
/u/      What kind of book ? 
        It’s a book that’s very new, 
        And on learning how to cook. 
/ :/     Look at the seashore, 
/ /     And that big rock! 
        There’s a secret door, 
        But it has a strong lock! 
/ :/ ɑ     While walking in the park, 
/ /       I drank soda from a cup. 
          I heard a sharp bark, 
          And saw a little pup . 

知识单元 4：The Method of Correcting Mis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I) 
（英语正音方法之一） 
如何正音？一般主张多听、多模仿、多练（念）。多听、多模仿无疑是对的，但多练得有个前

提，那就是在基本掌握发音要领的情况下多练，以便巩固正确的发音习惯。不然，盲目地多练只能

使错误的发音习惯得到巩固，而不会带来其他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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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 theory underlying the use of phonetic symbols is, of course, simple and logic. The Internation 

Phonetic Alphabet provides a simple symbol for each sound in the language. In English, for example, 
where the pronunciation of a word so often fails to accord with the spelling, we thus have a method of 
making the pronunciation clear. Particularly in cases where a student cannot pronounce a word or is 
confused by the obscuring of certain syllables, it is helpful to be able to transcribe the word into phonetic 
script. Also, in teaching certain of the vowel sounds—particularly those which are peculiar to English—it 
is useful to have at hand a symbol for represent these sounds. By means of phonetic symbols one can also 
indicate the voicing or unvocing of terminal consonants, the existence of strong and weak forms, etc. 
These are all definite advantages. 

学习目标： 
1、了解正音的方法之一——掌握发音要领。 
2、了解汉语语音中韵母不分长短，避免将英语长音发短了，或将英语短音发长了。 
3、学习并纠正单元音/ə: ə /和 双元音/ei ai  i/，特别注意：长音/ ə: /和双元音一定要长达 2拍，

/ ə /为 1拍。 
作业： 
复习并练习中元音/ ə: ə /和双元音/ei ai  i /，用手划的动作帮助把长音/ə: /和双元音/ ei ai  i/发

得足够长达两拍，并朗读正音材料中的单词第六组和第七组的 Silly Poems。 
/ə:/     I once saw a bird. 
/ə/      It was flying with a banana. 
        Silence was all I heard. 
        So I went home to Canada. 
/ei/     The boy takes the cake, and flies away. 
/ai/     A voice says loud: “Who has taken my cake?” 
/ i/     Which only makes the boy run faster. 
        If you like cakes, 
        I have a nice idea. 
        Ask your mom to buy you some, 
        But don’t try to eat nine. 

知识单元 5：The method of Correcting Mis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II) 
（英语正音方法之二） 
多听就是训练耳朵，提高辨音能力。离开了听，一切语音练习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但是，听的对象必须是英语为母语人士的录音录像材料，例如教学片，电影，电视，歌曲，演讲，

并在老师指导下听出他们的发音的特点，尤其是长音的长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There are twenty-six letters in the English alphabet but upwards of about fifity different and distinct 

sounds. Quite often, a vowel letter or a vowel letter combination has several different sounds in different 
words. So the rules of English pronunciatio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学习目标：  
1、了解正音的方法之二——多听权威录音。 
2、学习并纠正双元音 /əu au/和/ iə eə uə / ，特别注意：这些双元音一定要长达 2拍。 
作业： 
复习并练习双元音 /əu au/和/ iə eə uə /，用手划的动作帮助把双元音发得足够长，并朗读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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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中的单词和第八组、第九组的 Silly Poems。 
/əu/     There was a goat, who wrote a note: 
/au/     “How is that brown cow now?” 
        There was an old low house. 
        Up upon the hill. 
        In that house there lived a big mouse. 
/iə/     “Hello, dear!” said the bear to the deer, 
/εə/    “Would you like some beer?” asked the bear. 
/uə/     “Yes, and some good cheer!” said the deer to the bear. 
        “Shall we sit on that pair of chairs?” asked the deer. 
        “Yes, but we’ll do so with care.” said the bear. 
         “How many pears have you sold today?” asked the deer. 
        “Oh, only four, only four.” said the bear. 
        “Oh, then business is very poor?” asked the deer. 
        “Ah , that’s for sure, that’s for sure.” said the bear.  

知识单元 6：The Method of Correcting Mis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Ⅲ  
（英语正音方法之三） 
模仿必须是自觉的模仿，在理解的基础上的模仿，否则效果就不一定好。比如英语 /ð/的发音

要是不说明其发音部位和方法，就不好模仿，往往会模仿成/z/或/d/，甚至模仿成/l/的音。结果把英
语很常用的定冠词 the/ðə/念成/zə/或/də/或/l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Word stress: Stress is a word designation of the relative loudness(force,intensity) with which a 

syllable, especially the vowel, is uttered. The effect of this factor of loudness is to give to a syllable a 
relative prominence which distinguishes if from other syllables. Degree of stress refers to the vowel force 
ranging from primary or strong stress to weak stress, unstressed vowels take the form of /i:/ or /ə/. 
学习目标： 
1.明白模仿的基础是理解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 
2.懂得两个音节和以上的英语单词必有一个重读音节，有时还有次重读音节，但汉字都是单音

节的，没有单词重音，所以一定要把英语单词的重音读出来。 
3.学习并纠正辅音中的爆破音/p b, t d, k g/，特别注意：不要把英语的爆破音念成汉语拼音的

“玻、坡、得、特、哥、科”，即英语辅音之后不能带元音/u/或/ə/。 
作业： 
复习并练习爆破音/p b, t d, k g/，避免念成汉语拼音，并朗读正音材料中的单词和第十组、第十

一组和第十二组的 Silly Poems。 
/p/     “Please pass Peter the pancakes.” said Paul on the plane. 
/b/     Before I go to bed, I’d best eat breakfast. 
       Bunches of big blue balloons bounced by Billy’s bike. 
/t/     Take a taxi trip to the T line train station. 
/d/     The dizzy doctor died dreadfully.    
/k/     The clock  rocked, as the waves socked the dock, 
/ /     Where bags of rags sagged.ɡ  

知识单元 7：The Method of Correcting Mis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Ⅳ  
（英语正音方法之四） 
语音学习与纠正犹如人们的思想方法，往往容易犯主观主义的毛病。一个孤陋寡闻、局处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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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一般只习惯听本地的方言土语，而对听外地方言、甚至普通话也会感到不习惯，更不用说外

国语了。当他感到有必要学习外地人的语音时，常常是不由自主地拿他自己认为相同而其实不同的

语音去替代或冒充别人的语音。所以成年人要学外语首先得设法摆脱本身方言的干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Word stress in a sentence 
When you are speaking English, the words you stress can change the underlying meaning of a 

sentence.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following sentence: I don’t think he should get the job. This simple 
sentence can have many levels of meaning based on the word you stress. Read each sentence aloud and 
give a strong stress to the underlined word. Consider the meaning of the following sentence with the 
underlined word. 

① I don’t think he should get that job. 
Meaning: Somebody else thinks he should get the job. 
② I don’t think he should get that job. 
Meaning: If’s not true that I think he should get the job. 
③ I don’t think he should get that job. 
Meaning: That’s not really what I mean. OR I’m not sure he get that job. 
④ I don’t think he should get that job. 
Meaning: Somebody else should get that job. 
⑤ I don’t think he should get that job. 
Meaning: In my opinion if’s wrong that he’s going to get that job. 
⑥ I don’t think he should get that job. 
Meaning: He should have to earn(be worthy of/work hard for) that job. 
⑦ I don’t think he should get that job. 
Meaning: He should get another job. 
⑧ I don’t think he should get that job. 
Meaning: Maybe he should get something else instead. 
学习目标： 
1. 正音首先得设法摆脱本身方音的干扰。 
2. 不但英语单词有重音，英语句子里的各单词也可有重音，当然句子的意思侧重点会不一样。 
3. 学习并纠正辅音中的摩擦音/f v, s z, θ ð/，特别注意：发/v/时，上齿一定要碰下唇；发/θ ð/

时，舌尖要放在上下齿之间。 
作业： 
复习并练习摩擦音/f v, s z, θ ð/，避免把/v/发成/w/，把/θ ð/发成/d/，/z/或/l/，并朗读正音材料中

的单词和第十三组、第十四组和第十五组的 Silly Poems。 
/f/      The funny fat fish finally finished finding food. 
/v/      The five live dogs dive into the river. 
/s/      The sun slipped silently by, 
/z/      As the zebras zipped through the zoo. 
/θ/      The tomb’s mouth faces south. 
/ð/      They think that’s thoroughly thoughtful. 

知识单元 8：The Method of Correcting Mis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Ⅴ  
（英语正音方法之五） 
汉语拼音能帮助我们熟悉拼音原理，掌握拼写规则，并理解一些语言术语，如声母、韵母、元

音、辅音、音节等。但实际上，两种语音系统还是有很大差异。严格地讲，英语的元音和辅音与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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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拼音的声母、韵母的概念并不完全一致。前者由单个音素构成，如/p b i: ai/等；后者可以是单个
音素，如声母 b、p、m、f等，但发音时习惯上还带有元音/o/或/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List of stressed and non-stressed word types. 
Basically, stressed words are considered content words such as: 
Nouns e.g. kitchen, Peter 
(most) principle Verbs e.g. visit, construct 
Adjectives e.g. beautiful, interesting 
Adverbs e.g. often, carefully 
Numerals e.g. three, third 
Non-stressed words are considered Function Words such as 
Determiners e.g. some, a few 
Auxiliary verbs e.g. don’t, am, can, were 
Prepositions e.g. before, next to, opposite 
Conjunctions e.g. but, while, as 
Pronouns e.g. she, us, they 
Articles e.g. a, an, the 
学习目标： 
1. 千万别把英语的辅音发成汉语拼音中的声母，否则念出的英语单词是中式的、怪异的。 
2. 知道哪些词在句子中要重读，哪些词在句子中不要重读。 
3. 学习并纠正辅音中的摩擦音/   /和破擦音/t  d /和鼻音/m n ŋ/，特别注意：发/   , t  d /

时嘴形一定要前伸并分开。 
作业： 
复习并练习摩擦音/   /和破擦音/t  d /以及鼻音/m n ŋ/，避免把/ /发成“希”或“嘘”，如果这

个音发不准，那么/  t  d /也发不准，因为它们的嘴形是一样的。并朗读正音材料中的单词和第
十六组、第十七组和第十八组 Silly Poems。 

/ /     She shopped simply for shoes. 
/ /     Measure to be sure, it’s the same size. 
/t /     John jumped down on the chair. 
/d /    Charles jumped into a jeep. 
        Jimmy jumped down on the giraffe. 
        The chimp sang a jolly jingle. 
/m/     I see the moon ,the moon rises too soon. 
/n/      I see the night, the stars are very bright. 
/ŋ/      I see the king, for him the birds sing. 
 

知识单元 9：The Method of Correcting Mis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Ⅵ  
（英语正音方法之六） 
语音的最小单位是音素。英语共有四十四个音素，其中元音二十个，辅音二十四个。与其他外

语相比，英语的元音显得特别多。由于元音多，它们之间的发音差别就比较小，稍不留心就容易错

发成另外的音，亦即发音器官张开大小差一点，甚至 1毫米，就会发成另一个音。例如元音/i/若发
窄了（指开口程度不够大，舌位偏高），听起来就像/i:/；若发宽了（指开口程度过大，舌位偏低），
就像/e/。加之英语元音和汉语中的韵母极少有相似的，所以对我国学生来说，音素学习的重点、难
点在元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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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nglish is considered a stressed language while many other languages are considered syllabic. What 

does that mean? If means that in English, they give stress to certain words while other words are quickly 
spoken (some students say “eaten”!). In other languages, each syllable receives equal importance(there is 
stress, but each syllable has its own length). Each Chinese word or character is one-syllabled word and the 
consonant always precedes the vowel, which lasts the same length(There is no difference of short simple 
vowels, long simple vowels and diphthongs in Chinese). 

学习目标： 
1. 英语元音多，发音时注意发音器官部位的准确性，口腔张开的大小，舌位的高低，唇形的

偏或圆都会发出不同的音。 
2. 英语元音分短元音（音长 1 拍），长元音（音长 2 拍）和双元音（音长 2 拍）以及一个特

殊的短元音/æ/（音长 1.5拍）。 
3. 学习并纠正辅音中的舌侧音/l/，齿龈后摩擦音/r/，声门摩擦音/h/和双唇半元音 /w/，硬腭

半元音/j/，特别注意：/l/与/n/的差别（发/l/时，舌尖在/n/后面一点；发/r/时舌头要往里卷一点，不
能像汉语拼音的 r光贴近硬腭而不卷舌，结果发成“日、热、柔”；发/w/时双唇前突要圆，不能上齿
碰下唇成/v/，反之亦然。 
作业： 
复习并练习舌侧音/l/，齿龈后摩擦音/r/，声门摩擦音/h/和双唇半元音/w/，硬腭半元音/j/，避免

上面指出的毛病，如/n/和/l/不分（我国四川等地人易错），/w/和/v/混淆（我国北方人易错），并朗
读正音材料中的单词（尤其是 row/rəu/和 very much/’veri m t /），和第十九组和第二十组 Silly 
Poems。 

/l/     With a hard hat she went to the house.  
/r/     The hard, black stone was very tall. 
/h/     The moon rose above the tree tops. 
       It rose above the hills. 
/w/     This week the moon has been yellow, 
/j/      Which means a great wind will come. 
        This week I have been feeling shallow. 
        Which means neither happy nor sad. 

知识单元 10：The Method of Correcting Mis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Ⅶ  
（英语正音方法之七） 
英语辅音中有二十个是清浊成对的（算上/ts dz, tr dr/，而汉语中没有清浊成对的声母，也就是

说没有浊音（m,n,ng,l,r除外）。汉语中有送气和不送气成对的声母，我们往往误认为英语中清浊成
对的辅音就相当于汉语中送气和不送气成对的声母。因此有人理所当然地以汉语的 b,d,g代替英语
的/b,d,g/，这是错误的，因为前者是清辅音，后者是浊辅音。还有，当爆破浊辅音位于词尾时，要
避免使声带振动时间过长，不然会把 lead/li:d/念成/’li:də/，beg/beg/念成/’beg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 further classification of consonants concerns their production with voice or with voiceless breath. 

This is an important classification for our purposes since the voicing or unvoicing of consonants, under 
certain specified conditions, is important in foreign accent correction. Voiced consonants are produced 
with vibration of the vocal chords.Tn this group we have/b,d,g,v,z,ð, ,d /. Unvoiced consonants are 
produced with breath alone. These include/p,t,k,f,s,θ, ,t /. So they are paired.Thus /b/ is voiced; /p/ is 
unvoiced—although both sounds are otherwise produced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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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分清英语成对的清浊辅音，切勿以汉语拼音的声母代替之，避免把 book /buk/发成  /bu:k/

（布克）或把/help/ 发成/’helpu:/。 
2、学习并纠正辅音连缀（Consonant Clusters, 即两个辅音或多个辅音连在一起）中重读第一个

辅音致使两个辅音之间加进了 /ə/ 这个元音，例如 green/gri:n/不能发          /’gəri:n/，应该以
第二个辅音为主。第一个辅音轻轻一带而过。如果有两个以上的辅音接连出现在同一音节中，如

spring desks，也不能在每个辅音后都加进一个元音，应使连在一起的几个辅音尽快地同时发出来，
不给元音以乘虚而入的机会，即不可插入元音，把一个单音节词读成多音节词，使人无法听懂。 

作业： 
复习并练习辅音连缀，朗读正音材料书中的辅音连缀部分，例如/gr/ great 和 group, /gl/glad 和

glove , /kr/ cry 和 cross，/k/ clone 和 clothes, /pr/proud 和 price, /pl/ please 和 place, /br/ brown 和 
brain，/bl/ black 和 blow, /fr/ front 和 French, /fl/ flag 和 flower, /θr/throw和 through，/ tw/ twelve
和 twice, /sk/ skate 和 school, /sp/ speak 和 sport，/st/ stamp 和 stomach, (以上三组中的爆破音/k,p,t/
在/s/后失去了送气音，故称为不送气的音)，以及/tr/ travel 和 try , /dr/ drive 和 dragon, /ts/ robots 和
tastes ,/dz/ words 和 reads。 
知识单元 11：The Skill of Reading English Aloud and Beautifully (I) 
（英语朗读技巧之一：读音三条规则） 
英语要讲好，除了上述每个音素要发准，即长音要长，短音要短；重音要重，非重音要轻；句

子里重要的词要重，不重要的词要轻快连，还有一些读音技巧需要掌握，这样才能把英语讲得地道。 
英语音节的构成和汉语不同，它除了有单音节词外，时常有两个和两个音节以上的单词，而且

辅音可以在元音前，也可以在辅音后，甚或几个辅音连在一起；而汉语的字都是单音节的，而且永

远声母在前，韵母在后，韵母后不再跟声母，也不可能二三个声母连续发音。所以汉语的字没有重

读音节，而英语两个和两个以上音节的词必有一重读音节，甚至有次重读音节。就单词的发音来说，

音素是局部性的，而重音是全局性的。个别音素发不好不至于影响对单词的理解，但是如果重音读

错了，则该单词的意义就不好理解了。单词重音与元音字母的发音有密切关系。在非重读音节中，

英语元音有明显的弱化现象，一般弱化成 /ə/ 和/i/。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A syllable is a single unit of pronunciation. Each syllable contains a vowel, either a pure vowel or a 

diphthong. A vowel can be a syllable, for example, a /ei, ə /, I /ai/  ,eye /ai/ and oh /əu/. Usually a vowel 
goes together with one or more constants to form a syllable. Consonants can ’t be syllables. They have to 
go with vowels to form syllables. But /m,n,l/ at the end of a word can form a syllable with another 
constant before it, for example, people /‘pi:pl/,garden/‘ga: don/, feudalism /‘fju:dəlizm/    .  

Stress is the emphasis given to a particular syllable within a word or to a particular word within a 
group of words. In individual words, stress is generally referred to as accent. 

学习目标： 
1、牢记并熟练运用三条读音规则：①长音要长（长音包括单元音中的长音和双元音，音长为

2拍），短音要短（音长 1拍）；②重（读）音（节）要重，非重（读）音（节）要轻，即弱化；③
句子里重要的词（动词、名词、形容词、副词、数词等实词要重），不重要的词（冠词、连接词、

介词、代词等虚词）要轻快连（即读得轻一些、快一些，能连读的要连读）。 
2、学习并纠正多音节单词的重读音节的误读。一般情况下，双音节的名词和形容词的重读音

节在前，动词的重读音节在后，例如 English /  ŋgl  /, money/ m ni/ ,language/ læŋgw d /; 
record / rek :d/ ; record /ri k :d/ ,compare/kəm peə/,excuse/ k skjuz/,believe/b  li:v/。以-tion、
-sion 结尾的单词的重读音节在-tion、-sion 前面一个，例如 exception / k sep n/, conversation 
/ k nvə se  n/,transmission /træns m  ən/。其他三个音节或以上的单词的重音一般在倒数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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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音节上，例如 family / fæmli/, biology /ba   ləd i/ , intelligent / n tel d ənt/    。 
作业：复习并练习正音材料中“Syllables and Pronuncation” 和 “Word Stress and Pronunciation” 

部分，正确朗读其中的单词。 
知识单元 12：The skill of Reading English Aloud and Beautifully (II) 
（英语朗读技巧之二:不完全爆破） 
人们说话时并不是以音素或单词为单位来进行思想交流的，而是以短语、句子、文段的形式出

现的。音素和单词在孤立和静止的状态下是一种发音，在语流中往往又是一种发音，即音素在语流

中会发生一些变化，它们彼此互相影响而产生的变化有：有的音消失了，有的音变了，也有两个音

结合而成为另一个因。 
  一个爆破音后面紧接着另一个爆破音、摩擦音或破擦音时，前面的音不爆破，亦即只由有关

发音器官作好这个音的发音姿势，稍停即发后一个音。这种现象较为不完全爆破，它可以发生在一

个单词里，例如 doctor / d ktə/,Christmas / kr stməs/   , 也可以发生在词组中，例如 help me 
/help mi:/, good morning /gud ‘m :niŋ/, I don’t know   /ai dəunt nəu/。 不完全爆破音并不是音的省
略，不能把它“吃”了或“省”了，舌尖还是要去一下发音部位，但不爆破。如果爆破了反而不地道，
会破坏英语的节奏感，影响语速，让人听起来感到吃力、费解。同理，由于自己已习惯于错误的读

法，在听比较规范的英语时就会感到困难。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 English, as is generally known, words are very strongly accented. The accnted syllable receives 

greater force than in most languages. The unaccented syllables, in turn, receive correspondingly less force. 
This tendency in English results in various phonetic changes. In emphasizing the accented syllable so 
strongly, we automatically sacrifice the vowel or consonant values in the remaining unstressed syllables or 
in incomplee plosim. It may be stated as a principle in English that all vowels, when ocurring in 
unstressed syllables, are reduced from their normal values to the level of the neutral vowel /ə/ or /i/ or /u/. 
学习目标： 
1. 理解，我们即使掌握了音素和单词的发音方法，即发准了每个音素和单词，也不意味着就

能顺利地说话或者朗读文段了。活的语言并不是音素和音素或单词和单词的单纯相加，这是语流中

出现的现象，包括辅音连缀（前面已讲过）、不完全爆破、连读和同化，以及弱读。 
2. 学习并纠正不完全爆破中的误读。注意：除了爆破音跟着爆破音、摩擦音或破擦音时，前

面的爆破音不要爆破或者不完全爆破。如果爆破音后跟着鼻音、舌侧音、齿龈后摩擦音/m, n, l, r/，
也要不完全爆破，方法同上。例如 good night /gud nait/, bright light /brait lait/, jump rope /d  mp 
rəup/。 
作业： 
复习并练习正音材料中“Incomplete Plosion”部分，正确朗读其中的单词和短语。 

知识单元 13：The Skill of Reading English Aloud and Beautifully ( ) Ⅲ （英语朗读技巧之三：连读） 
连读（Word Linking or Liaison）是为了简化发音器官的动作和提高语速，这与不完全爆破现象

的产生是一样的道理。话语中意义上有联系的词在发音上的联系即为连读，这样可以使话语更具有

流畅的特点，经常出现于比较快速的言语中，分三种情况： 
1. 在同一意群中，如前一个词以辅音结尾，后一个词以元音开头，那么这两个音可以拼起来

读，例如：this is / ‘ðisiz/, that is /’ ðætiz/, thank you /’θæŋkju:/, get up /’get’  p/, in an hour /inən’ auə/。 
2. 如果前一个词以字母-r 或-re 结尾，后一个词以元音开始，为便于连读起见，可以把辅音/r/

插进去与后面词首的元音连读，例如：there is /ð əris/, for us /f :rəs/, after all /’a:ftər  :l/。 
3. 前一词末和后一词首的两个元音之间加辅音的连读，例如 I saw it /ai’s :rit/，或不加辅音，

例如 how old /’hau’əuld/, go out /’gəu’aut/。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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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This important principle of English speech is often difficult for the students to understand. In his 

native language, he is often taught to respect the quality of all vowels. So, in speakin English, he naturally 
assumes that if he pronounces each syllable clearly and exactly he will be better understood. Actually, the 
reverse is true. Words in English are distinguishable by rhythm as well as by sound. Consequently the 
student will be much better understood if he stressed the accented syllable strongly and totally abscures all 
remaining vowels. 

学习目标： 
1. 懂得连读是正确发音的自然结果，不是做作的、故意的，其关键在于发好尾辅音。当然，

连读必须在同一意群之内进行，例如 the Far East /ðə’fa:r’i:st/, 而不可念成 / ðə’fa:’ri:st/, 这个/r/应
没有充分发出来，听起来轻而含糊些，不能像念 reach 

/ri:t∫/中的/r/一样念重了。 
2. 学习并纠正连读中的误读。注意：在个别情况下，为了避免误解，可以连读的地方却不宜

连读，例如 stronger than ever 若加了连读，则可能被人误解为 stronger than never 了。 
作业： 
复习并练习正音材料中“Sound Linking”部分，正确朗读其中的短语。 

知识单元 14：The Skill of Reading English Aloud and Beautifully( )Ⅲ （英语朗读技巧之四：同化） 
所谓同化，是指甲音受相邻的乙音的影响而在发音部位或方法上做出局部调整的现象。有时甲

乙两音相互影响而成为丙音，这也叫同化。之所以有这种变化是由于甲乙两音接连出现时，要发音

者在发完甲音之后，马上按乙音的要求来改变发音部位和方法是有困难的，为了发音上的方便，或

简化发音动作，或调整发音部位，或合二为一，这就产生了语言上的同化现象，有下列几种情况： 
1. 辅音的浊化或清化 
(a) 元音或浊辅音后的 –s浊化成 /z/，例如： 
Boys /b iz/, workers /’wəkəz/, Li Ming’s /li:miŋz/。 
(b) 清辅音后的-d清化成/t/，例如： 
looked /lukt/, washed /w ∫t/, watched /w  t∫t/。 
2. 辅音的唇形和舌位的变化 
(a) 唇形变化 
我们念 tree /tri:/, great /greit/和 question/’kwest∫ən/时，辅音/t, g, k/ 分别受后面的/r, w/ 的影响而

使唇形变圆并略微突出。 
(b) 发音部位变化 
在 in the morning, on the desk, when they come 等词组中，/n/音出现在/ð/音前，/n/原应在齿龈部

位发音，但受齿龈/ð/的影响，改在上齿背发音。 
3、辅音/s.z/后跟/ /时，往往同化为/ ,  /，例如：this shop/’ði   p/，Does she?/d   i:/ 
4、辅音/t,d,s,z/后面跟出半元音/j/时，常被软化成/t ,d , , /，例如： 
(a) last year/’la:st ə:/，Won’t you?/’wəunt u:/ 
(b) Did you?/’did u:/，education/,ed u’kei ən/ 
(c) issue/’i u:/ 
(d)azure/’æ 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Consonants are also influenced particularly by neighboring sounds, undergoing a process known as 

assimilation. Actually, assimilation is a very common process, occurring in all languages. If results from a 
simple law of economy, whereby the organs of speech, instead of taking a new position for each sound, 
tend to draw sounds together with the purpose of saving time and energy. Students, therefore, should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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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quainted with these and comparable assimilations. Even if they can’t use them in their own speech, they 
should at least be able to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them in the speech of others. 

学习目标： 
1、懂得音的同化是正确发音的自然结果，不是做作的、故意的。词中或词间的一个音影响另

一个音而使其向本身一个特征趋同的现象就叫同化，再例如在 ten bikes/’tembaiks/中/b/将/n/同化成
/m/。 

2、学习并纠正平时朗读中同化的误读或该同化时不同化。同时注意：同化往往发生于非重读
音节中。 
作业： 
复习并练习正音材料中诗歌朗诵部分的同化现象。 

知识单元 15：The Skill of Reading English Aloud and Beautifully( )Ⅴ  
（英语朗读技巧之五：弱式读音） 
下列词类在句子中失去重音：冠词、介词（限单音词及 upon）、连接词、人称代词、物主代词、

关系代词、反身代词（作宾语用）、助动词（包括 be）、情态动词、关系副词等。 
在句子中不重读的词大部分都用其弱读式，即 weak from, 有以下几种方式： 
(1)所含的完全元音弱化，如 could/kud→kəd/, shall/ æl→ əl/ 
(2)脱落了元音及辅音，如 must/m st→məs,ms/，and/ænd→ən,n/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We know that all words of more than one syllable are strongly accented in English. That is, one 

syllable receives considerable stress while the remaining syllables are weakened accordingly. The vowels 
in all unstressed syllables are reduced from their original values to the neutral vowel/ ə/. One syllable 
words such as articles, conjunctions, and pronouns are reduced to their corresponding weak forms. The 
article an/æn/, for example, is weakened to/ən/. The conjunction and/ænd/ becomes /ənd/ or even /n/, 
can/kæn/ becomes /kən/ or even /kn/. 

学习目标：  
1、懂得英语句子重音（即句子中重要的词—实词）的分布错落有致，有轻重相间、互为衬托

的倾向，成为英语节奏的特色。故不重要的词（即虚词及一些辅助词）要弱化，轻读和连读，简称

“轻快连”。 
2、学习并纠正平时朗读中该“轻快连”的词组没有弱读，同时注意：弱读不是固定不变的，例

如一般疑问句和选择疑问句句首的助动词、情态动词和系动词 be可以有重音，例如： 
‘Would you ‘care for some ‘tea? 
‘Do you ‘like ‘strong or ‘weak tea? 
情态动词 may，might不重读时一般意为“许可”，重读时一般作“可能”讲，例如 
She may ‘come to’morrow.（她可以明天来。） 
She ‘may ‘come to’morrow.（她也许明天来。） 
情态动词 should，must分别表示“应该”、“必须”时不重读；表示“一定”（含有推测之意的意思

时，要重读。例如： 
You should ‘stop smoking at once.（你应该立即停止抽烟。） 
If ‘should be ‘fine to’morrow.（明天一定会是晴天。） 
You must ‘work ‘hard at ‘English.（你必须努力学习英语。） 
You ‘must be ‘hungry ‘now.（现在你准是饿了。） 
作业： 
复习并练习正音材料中“The Weak Form of Pronunciation and its Simplified Written Form” 

知识单元 16：The Skill of Reading English Aloud and Beautifully( )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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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朗读技巧之六：语调） 
我们说话或朗读时，声音并不始终保持在一个平面上，即不是上升，便是下降。这种声音的高

低升降与句子重音的结合，便是英语的语调（intonation）。 
凡一个单词或意群，或两三个意群合起来的一组词，表达一定的思想，末尾有语调升降的，叫

做语调群。一个句子可以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语调群组成，期间必须有停顿。 
末尾用下降语调的语调群，叫做降调；末尾用上升语调的，叫做升调。 
根据语调的不同，可把句子划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一般地说，陈述句、特

殊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多用降调；一般疑问句、未完的句子或表示客气、迟疑、含蓄、保留等

意思时多用升调，但也不绝对。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Information is the term used to describe the pitch or melody pattern of any group of words. The 

group of words involved is sometimes knows as the “intonation group”. 
Changes in pitch result in varying intonation patters. Pitch and the resultant intonation thus show a 

great variation in form. In addition, they frequently carry various emotional overtones.  
The following two principles govern all basic intonation patterns in English. 
1. The first principle requires that all completed statements, including commands, end with a 

downward glide of the voice on the last accented syllable. This type of intonation is known as 
Rising-Falling intonation. If is used for all statements and commands. The fall of the voice at the end of a 
sentence indicates to the listener that the speaker has terminated and no answer or future comments is 
necessarily expected.  

2. The second principle is that all statements including incompleteness, doubt, or hesitation end with 
an upward glide of the voice on the last accented syllable. In this category are included all questions 
which may be answered yes or no. This type of intonation is known as Rising intonation. 

There are actually three tones involved normal, high, and low. 
学习目标： 
1、本节所讲的语调需要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才能领会并掌握，因此应着重先抓学生的听、说

（读）实践，以培养学生的节奏感和语调感，然后教授不同的语调，否则说出来的英语总“不入调”，
没有英语的味道，并即不地道、不漂亮。 

2、学习并纠正平时朗读中语调的误用或不用，把英语讲得平平淡淡，英语应讲得高高低低，
升升降降。 

3、英语正音工作是整个语音教学过程中重要的课堂活动之一。在课前必须做好下列准备工作： 
①对班上学生的语言籍贯作个调查，并在熟悉学生的过程中对他们的模仿能力及纠音能力作一

初步估计，做到心中有数及准备对策。 
②全班领读不易发现“滥竽充数”者，可按学生座次分行、分排地读，这样就便于发现“目标”。

如能一个一个地读就更好办了。 
③发现学生念错时，如一时纠正不过来，为了不影响课程进途和帮助别的学生，可以让他旁边、

发音正确的同学帮助正音，实在不行只能课后个别辅导解决。 
作业： 
复习并练习正音材料中的绕口令和讲故事部分。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1 
The Importance of Correcting Mis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and the Aims of the 
Course 
（英语正音的重要性和本课程的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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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rief Introduction of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IPA) and Brief Introduction to 
Phonetics 
（国际音标和语音学简介） 

2 

3 
The Organs of Speech 
(发音器官之认识) 

2 

4 
The Method of Correcting Mis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I) 
（英语正音方法之一） 

2 

5 
The method of Correcting Mis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II) 
（英语正音方法之二） 

2 

6 
The Method of Correcting Mispronunciation of English(Ⅲ) 
（英语正音方法之三） 

2 

7 
The Method of Correcting Mispronunciation of English(Ⅳ) 
（英语正音方法之四） 

2 

8 
The Method of Correcting Mispronunciation of English(Ⅴ) 
（英语正音方法之五） 

2 

9 
The Method of Correcting Mispronunciation of English(Ⅵ) 
（英语正音方法之六） 

2 

10 
The Method of Correcting Mispronunciation of English(Ⅶ) 
（英语正音方法之七） 

2 

11 
The Skill of Reading English Aloud and Beautifully (I) 
（英语朗读技巧之一：读音三条规则） 

2 

12 
The skill of Reading English Aloud and Beautifully (II) 
（英语朗读技巧之二:不完全爆破） 

2 

13 
The Skill of Reading English Aloud and Beautifully (Ⅲ) （英语朗读技巧之三：连
读） 

2 

14 
The Skill of Reading English Aloud and Beautifully(Ⅲ) 
（英语朗读技巧之四：同化） 

2 

15 
The Skill of Reading English Aloud and Beautifully(Ⅴ) 
（英语朗读技巧之五：弱式读音） 

2 

16 
The Skill of Reading English Aloud and Beautifully(Ⅵ) 
（英语朗读技巧之六：语调）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不需要，只要是本校学生即可。 
后续课程：可接任何与英语有关的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英语元音。 
难点：各种朗读技巧。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通过观摩优秀大学生选手在演讲比赛上的讲演，学习其长处，避免其短处，并讲解如何提示英

语发音的准确性和正音的方法和技巧，同时不断为学生正音以获得朗读英语最基本的要求：正确地

道的语音语调。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设备和软件学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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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和参加课外英语演讲活动和比赛。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1、教材采用任课老师自编的正音材料及有关朗读和演讲的视频音频材料。 
2、推荐参考书 
 《英语语音教程》王桂珍著，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2版 978—7—04—01—7258—4 2008年 3月

第 8次印刷 
执笔：陈向荣  审稿：田力男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指定时间：2015年 10月 10日 

 

中级俄语 
Intermediate Russian 

课程号：50803061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全面掌握俄语语法的基本知识；2、掌握大量的俄语词汇；3、具备

较好的口头交际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课堂讲授和大量练习，使学生全面掌握俄语语法的基础知识和大量的俄

语词汇，同时，具备较好的口头交际能力和快速的文字阅读能力，为参加全国大学俄语四级考试以

及未来的俄语深造奠定必要的语言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0学时 

知识单元 1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识记和理解语法知识 
2．在具体语境中运用语法知识 
3. 辨别和运用语法中同义或近义现象 
学习目标： 
提高识记和理解语法知识的程度，强化在具体语境中运用语法知识，提高辨别和运用语法中同

义或近义现象的能力 
作业：课后作业，综合练习 

知识单元 2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词语及其意义的辨析  
2．词语知识的灵活运用。 
3. 固定搭配和习惯用法 
学习目标： 
提高词义辨析的能力，能够灵活运用词语知识，掌握固定搭配和习惯用法 
作业：课后作业，综合练习 

知识单元 3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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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词的变位、支配关系 
2．主动形动词和被动形动词的构成及用法 
3. 常与名词搭配的各类前置词 
学习目标： 
重点掌握动词的变位、支配关系，重点掌握主动形动词和被动形动词的构成及用法，重点掌握

常与名词搭配的各类前置词 
作业：课后作业，综合练习 

知识单元 4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形容词长、短尾的用法 
2．形容词比较级的构成及用法 
3. 名词和形容词的支配关系 
4. 固定词组的习惯用法 
学习目标： 
重点掌握形容词长、短尾的用法，重点掌握形容词比较级的构成及用法，重点掌握名词和形容

词的支配关系，重点掌握固定词组的习惯用法 
作业：课后作业，综合练习 

知识单元 5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如何掌握所读材料的主旨和大意 
2．如何根据上下文语境推断某些词汇、短语和句子的意义 
学习目标： 
重点掌握对所读材料的主旨和大意的把握能力，提高根据上下文语境推断某些词汇、短语和句

子的意义的水平 
作业：课后作业，综合练习 

知识单元 6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如何根据所读材料按要求进行一定的判断、概括和推理  
2．如何正确理解作者的观点、领会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所持态度 
学习目标： 
重点掌握根据所读材料按要求进行一定的判断、概括和推理的方法，提高正确理解作者的观点、

领会作者的写作意图和所持态度的能力 
作业：课后作业，综合练习 

知识单元 7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如何理清长句子的脉络  
2．如何排除词序对理解的干扰 
3. 如何弄清所译句子的字面意以及言外之意 
学习目标： 
提高理清长句子的脉络的能力，提高排除词序对理解的干扰的能力，掌握弄清所译句子的字面

意以及言外之意的方法，从总体上提高正确理解俄语的能力，以及汉语译文达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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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课后作业，综合练习 
知识单元 8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练习听懂日常生活及社会生活中一般性谈话、讨论或独白 
2．练习获取事实性的具体信息 
3. 练习理解讲话者的意图、观点和态度 
4. 练习根据理解做出正确的判断、理解和引申 
5．训练写作句子和段落，模仿课文写作文，正式写命题作文 
学习目标： 
提高听懂日常生活及社会生活中一般性谈话、讨论或独白的能力，提高获取事实性的具体信息

的能力，掌握理解讲话者的意图、观点和态度的方法，掌握根据理解做出正确的判断、理解和引申

的能力；学会正确运用已学到的俄语词汇、句型、语法知识和习惯用语来叙述叙述一件事或表达一

种思想，在写作训练中应始终贯彻循序渐进的原则 
作业：课后作业，综合练习 
期末考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语法结构（1） 4  
2 语法结构（2） 4  
3 语法结构（3） 4  
4 语法结构（4） 4  
5 语法结构（5） 4  
6 语法结构（6） 4  
7 词语用法、阅读（1） 4  
8 词语用法、阅读（2） 4  
9 词语用法、阅读（3） 4  

10 词语用法、阅读（4） 4  
11 词语用法、阅读（5） 4  
12 听力理解，俄译汉（1） 4  
13 听力理解，俄译汉（2） 4  
14 作文（1） 4  
15 作文（2） 4  
16 期末考试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初级俄语（上）》、《初级俄语（下）》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词义辨析、名词、动词接格关系、听力与作文。 
难点：词义辨析、名词、动词接格关系、阅读、翻译。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 
2. 讨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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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直观演示法 
4. 练习法 
教学手段 
1. 传统教学手段 
2. 多媒体 
3. 互联网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周课程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经多次实践，决定采用《大学俄语四、六级考试大纲及说明》作为

本课的基本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全国大学俄语考试设计组编著《大学俄语四、六级考试大纲及说明》，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年 12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大学俄语考试设计组编《大学俄语四级考试分析与指导》，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8月第

1版 
2. 大学俄语考试设计组《大学四级考试大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 12月第 1版  

执笔：崔熳  审稿：×××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6日 

 

比较文学与文化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课程号：508040013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yllabus  

Instructor: James  
Email:  jtarzia07@gmail.com 
Course Introducti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 a course that will explore important themes in a 

variety of Western literature. It will compare the literature and themes to those 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ghlight and discuss ideas in both cultures that have influenced people. 

What you need: 
1. A notebook and/or folder to keep handouts, and class notes 
2. A writing utensil—pen or pe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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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is written format (a deduction of up to 20 points for not following this format): 
* Heading: Your English name and date. 
* Clearly written or typed work. Do not email your work. Work will be collected in class. 
* For typed work: 10-12 point PLAIN font with a double-spaced format. 
Chris           March 5, 2016 
I went to class today. The classroom is a big box that holds a group of people who might wish that 

their holiday was longer. Over time though some of us thought more and more about food. Hunger was 
fighting with thinking and making us wish for food. However, sitting there and thinking, I realized the 
weather might be cold outside but it was surely warmer inside. So despite being hungry, I was at least 
warm. Life was getting better. 

Grading: 
Students shall be graded on the basis of a final examination combined with daily performance. The 

total grade is made up of the following: 
 Activity    When   Percentage 
 Class participation  Daily   30% 
 Assignments   Weekly   30% 
 Mid-Term and Final Exam    40% 
 Totals:       100%  

For an acceptable grade, you should: 
1. Attend class:   
* Each unexcused absence will result in the lowering of their grade by 1 point.  
* Each excused absence will result in the lowering of their grade by 0.5 point.  
2. Be on time to class. Three lates = one absence and a loss of one point from your grade. 
3. Twenty minutes late will be an absence for that class and a loss of one point from your grade. 
4. Do all required homework before class. 
Late work is not accepted. Work is due when the teacher collects the work in  class. 
If your work is late, you will receive a zero for that assignment. 
5. Put in the effort to be attentive and do all assignments with clearly recognizable effort. Explicit 

warnings to you to be attentive and to do work will mean a deduction of points for the assignment and 
class participation. 

6. Turn off and put away all cell phones, MP3 players and other devices. (Translation dictionaries are 
acceptable.) 

Use of those devices during class will give you a zero for that day.  
7. Participate and tr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opics: 
First Class: Intro Class 
1. Men and Women: Gender (Hemingway and Gilman) 
2. Gender and Duties [domesticity: inside and outside worlds/private and public spheres] 

(Hemingway and Gilman, Kate Chopin, Jane Eyre) 
3. Love (Poetry: Ben Jonson: Song to Cecilia, Rossetti: "Echo," Yeats, Whitman: "Oh Captain, My 

Captain") What is the ideal marriage and love? What are gender roles? 
4.  The nature of Beauty? Nathaniel Hawthorne "The Artist of the Beautiful" 
5.  What is truth?  (Alice in Wonderland) 
6.  Difference and Strangeness (The Martian Chronicles), Invisible Man (Ellison), Othello 



 

9308 

7.  Concepts of Evil and Good (The Great Gatsby) 
8.  Justice, Crime and punishment (Dracula, Frankenstein) 
9. Freedom and democracy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How to reconcile individual freedoms 

with living in a society? Rousseau's Social Contract) Nineteen Eighty-Four 
10.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Moby Dick)(Huckleberry Finn) 
11. Religion. Does a god exist? And free will? Guilt and remorse   (The Scarlet Letter) 
12. Materialism and money: Is there ever enough?  ("Gift of the Magi") (Robinson Crusoe) (The 

Grapes of Wrath) 
13.  Privacy  (Ethan Frome) Should everything be transparent? 
14. Where to get meaning in life? (Catcher in the Rye) (Alice in Wonderland) 
15. Utopias: the promise of science and fiction:   Brave New World 
16.  Globalization: One vision, one utopia 
17.  War and Aggression 
18. Dystopias: Global Nightmares,  Horror stories. 
19. Review  of topics and literature covered in the courese. 
20. Final Exam review. 
** For each topic, students will present exampl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mpare it to the Western 

literature we have read for that class. 
审稿：田力男    审定：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西方文明史中的艺术和文学 
 Art and Literatur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课程号：508050012 

Art and Literatur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Teacher: James Tarzia 
Course description: 
Art and Literatur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s a survey course of the artistic achievements of West 

during the last 3000 years. It covers the achievements from ancient Greece to modern America and 
Europe. The course explor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at particular ideas and meanings are expressed in 
the art, literature and music of the West? As Western culture developed, how did it become so attractive 
that other countries emulate its cultural features today? How can greater 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 improve your 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 and your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A variety of ways, such as ppt, video clips and music, will be used in class lectures and discussions. 
It promises to be an interesting course. The following book (easy to read and informational) will be 
required and used in the course. Please purchase it before class begins.  Wang Zuoliang et al. (ed.) An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ulture,，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 

What you need: 
1. This book:  Wang Zuoliang et al. (ed.) An Introduction to European Culture，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4。 
2. A notebook and/or folder to keep handouts, and class notes and a writing utensil-- pen or pencil. 
3. This written format (a deduction of up to 20 points for not following this format): 
* Heading: Your English name and date. 
* Clearly written or typed work. Do not email your work. Work will be collected in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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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typed work: 10-12 point PLAIN font with a double-spaced format. 
Chris           March 5, 2016 
I went to class today. The classroom is a big box that holds a group of people who might wish that 

their holiday was longer. Over time though some of us thought more and more about food. Hunger was 
fighting with thinking and making us wish for food. However, sitting there and thinking, I realized the 
weather might be cold outside but it was surely warmer inside. So despite being hungry, I was at least 
warm. Life was getting better. 

Grading: 
Students shall be graded on the basis of examinations, assignments and daily performance. The total 

grade is made up of the following: 
Activity    When   Percentage 
Class participation  Daily   30% 
Assignments   Weekly   30% 
Mid-Term and Final Exam    40% 
Totals:       100%  
For an acceptable grade, you should: 
1. Attend class:   
* Each unexcused absence will result in the lowering of their grade by 1 point.  
* Each excused absence will result in the lowering of their grade by 0.5 point.  
2. Be on time to class. Three lates = one absence and a loss of one point from your grade. 
3. Twenty minutes late will be an absence for that class and a loss of one point from your grade. 
4. Do all required homework before class. 
Late work is not accepted. Work is due when the teacher collects the work in  class. 
If your work is late, you will receive a zero for that assignment. 
5. Put in the effort to be attentive and do all assignments with clearly recognizable effort. Explicit 

warnings to you to be attentive and to do work will mean a deduction of points for the assignment and 
class participation. 

6. Turn off and put away all cell phones, MP3 players and other devices. (Translation dictionaries are 
acceptable.) 

Use of those devices during class will give you a zero for that day.  
7. Participate and try.  
CLASSES 
1. Introduction to course and its goals.  
Introduction to creating appropriate ppt presentations and discussion papers. 
Overview of the course and its themes. 
2. Meaning of culture and Ancient Greece  
3. Ancient Greece and the Roman Empire  
4. Christianity and the Middle Ages  
5. The Early Renaissance: Southern Europe 
6.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Late Renaissance: Northern Europe  
7. The Early Enlightenment for Modern Europe—sciences, philosophies, and art. 
8. Review and Preparation for Mid-term Exam.  
9. Mid-term Exam: The Ancient World-The Early Enlightenment.  
10.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Reason in philosophy, literature, art and music.   
Romanticism in Art and Literature in Wester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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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manticism in Art and Literature in Eastern Europe.  
13. Marx and Darwin: philosophies and theories.  
14. Realism in Art and Literature.  
15. Modernism in Literature before 1945.  
16. Modernism in Literature, Art, and Music after 1945. 
17. Review of ancient and middle ages periods. 
18. Review of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 and Reformation periods. 
19.  Review of the Enlightenment to late modernism. 
20.  Final Exam Review. 

审定：田力男    审稿：外国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基础日语口语 
Basic Japanese 

课程号：5080306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通识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正确语音，语调；2、掌握单词约 1，500个，汉字 300个左右；

3、掌握基础语法知识，能进行简单的日常会话，能就教材内容进行问答和复述。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实际演习，使学生从开始掌握基础知识起步，培养听说能力，训练学生

掌握口语表述基本技能，熟悉在日常语言环境下表达思想，获取和传达信息的基本方法。为进一步

学习提高日语程度打下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自己紹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名前を尋ねる。 
2．初対面の挨拶をする。 
3.自己・他の人に紹介する 
学习目标： 
1．了解自我介绍時的惯用表达方式。 
2．掌握初次见面时的常用表现。 
作业： 
1．はじめまして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私は（  ）です。 
どうぞ、よろしく。 
2．（  ）、こららは（  ）です。 

知识单元 2：家族の紹介 
参考学时：２学时 
学习内容： 
1．家族の呼び方（外と内の区別）。 
2．人数の数え方。  
3.職業を尋ねる 



 

9311 

学习目标： 
1．了解家庭成员对内对台外的表达方法。 
2．掌握与外人讨论家庭成员时的表现方式。 
作业： 
1．ご家族は？ 
2．家族は何人ですか 
3.（  ）に勤めています。 

知识单元 3：助数語のつかい 
参考学时：２学时 
学习内容： 
1．ものの値段を聞く。 
2．助数語（～つ、～人、～日...） 
学习目标： 
1．了解数词使用的区别。 
2．掌握数词分类。 
作业： 
1．いくらですか。 
2．何（本、枚、匹、冊、足、パック、個…）ですか。 
3.（  ）～ください。 

知识单元 4：天気について 
参考学时：２学时 
学习内容： 
1．天気の話題で挨拶する。 
2．気候について話す。 
3.天気予報を伝える。 
学习目标： 
1．了解以天气为话题进行交流沟通的必要性。 
2．掌握有关天气专用名词及表现方式。 
作业： 
1．いい天気ですね。／毎日（暑い、寒い…）ですね。… 
2．だんだん暑く（寒く）なってきましたね。 
3.明日は晴れでしょう。／明日は寒いそうです。… 

知识单元 5：電話の受け取り方 
参考学时：２学时 
学习内容： 
1．電話番号をたずねる。 
2．電話を受け取る。 
3.電話内容を伝言する。 
学习目标： 
1．了解工作电话与私人电话使用时的不同之处。 
2．掌握在工作电话时常用句型及对应方式。 
作业： 
1．（  ）の電話番号は何番ですか。 
2．（  ）ですが…。／（  ）です、どちらさまですか。／（  ）ですね、少々お待ち

ください。… 
3.（  ）からお電話がありました、…／～と言って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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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6：道をたずねる 
参考学时：２学时 
学习内容： 
1．道を聞く／教える。 
2．交通機関の利用。 
学习目标： 
1．了解问路时的注意点。 
2．掌握向路人询问信息时的句型及常用表达方式。 
作业： 
1．あのう…／すみません 
2．ちょっとお聞きしたいんですが…／お伺いたいんですが… 
3.あるいて／（  ）で… 

知识单元 7：依頼する 
参考学时：２学时 
学习内容： 
1．願いをする。 
2．命令をする。 
学习目标： 
1．了解请求别人帮助时的几类表达方式。 
2．掌握委婉请求和强硬要求的不同句型。 
作业： 
1．～を（～ように）お願いします。／～お願いできませんか。 
2．～を～でくださらないですか。／～を～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3.～を～てくれ。／～を～なさい。 

知识单元 8：人の様子をうかがう 
参考学时：２学时 
学习内容： 
1．人の状況をたずねる。 
2．解釈·説明をする。 
学习目标： 
1．了解探询他人状态的方法。 
2．掌握探询的基本句型和回答探询的对应方式。 
作业： 
1．どうしましたか。／どうした？ 
2．実は～のです。／～のだ。 

知识单元 9：経験や計画を話す 
参考学时：２学时 
学习内容： 
1．経験をしたことについて話す。 
2．休みの計画を話す。 
学习目标： 
1．了解叙述个人经验或计划时的必备表示。 
2．掌握对过去经历表述时的句型。 
作业： 
1．～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2．～たり、たりします。 



 

9313 

知识单元 10：好みについて 
参考学时：２学时 
学习内容： 
1．好みを聞く。 
2．理由を聞く。 
学习目标： 
1．了解询问谈话对象的个人爱好时的表现方法。 
2．掌握询问有关个人话题时的句型。 
作业： 
1．～は～が好きですか。／～がきらいですか。 
2．どうしてですか。／なぜですか。 

知识单元 11：予定について 
参考学时：２学时 
学习内容： 
1．予定を聞く。 
2．決定をする。 
学习目标： 
1．了解有关打算及决定的表述方法。 
2．掌握正确表达形式。 
作业： 
1．何をしますか。／何をする予定（つもり）ですか。／ 
（  ）はどうなっていますか 
2．～をします。／～をする予定（つまり）です。 

知识单元 12：個人意向を聞く 
参考学时：２学时 
学习内容： 
1．人の意向を聞く。 
2．自己の意向を言う。 
学习目标： 
1．了解表达个人意见时的方法。 
2．掌握婉转表述的句型。 
作业： 
1．～はどうですか。／～いかがですか。 
2．～しようと思っています。／～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知识单元 13：感想を伝わる 
参考学时：２学时 
学习内容： 
1．人の感想を尋ねる。 
2．自己の感想を述べる。 
学习目标： 
1．了解针对感想进行询问和表述时需注意点。 
2．掌握不同语境中有关感想表达的若干句型。 
作业： 
1．（を·についての·のことを）どう／どのように／どんなふうに思いますか。 
2．（についての·に関しての·に関する）お考えをお聞かせてください。 
3.ほんとにそうですね。／私もそう思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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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そうですね、でも…／確かにそういうこともありますが… 
5.～と思います。／～ように思います。／～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かもしれません。 

知识单元 14：特定な話題について 
参考学时：２学时 
学习内容： 
1．自主的に決まった話題にめぐって対話をする。 
学习目标： 
1．了解自主选择话题讨论的意义和目的。 
2．掌握自主话题对话时的适度性。 
作业： 
1． 日本語学習について話す。 
2． ペットの世話について話す。 

知识单元 15：可能表現 
参考学时：２学时 
学习内容： 
1．やりたいことが可能かどうか尋ねる。 
2．具体的な例を挙げて話し合う。 
（住宅の環境／店に頼んだことの出来上がり時間を尋ねる） 
学习目标： 
1．了解表现可能的方法。 
2．掌握可能动词及表达可能意图的句型。 
作业： 
1． 可能動詞 
2． ～が見えます。／～が聞こえます。 
3． ～ができます。 

知识单元 16：説明する 
参考学时：２学时 
学习内容： 
1．どんなものか説明する。 
2．どんな人か説明する。 
学习目标： 
1．了解描述人和物时需区别表述。 
2．掌握进行说明时必备句型。 
作业： 
1． どんなものですか。／どんな形ですか。 
2． どんな人ですか。／誰に似ていますか。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自己紹介 ２  
2 家族の紹介 ２  
3 助数語のつかい ２  
4 天気について ２  
5 電話の受け取り方 ２  
6 道をたずねる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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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依頼する ２  
8 人の様子をうかがう ２  
9 経験や計画を話す ２  

10 好みについて ２  
11 予定について ２  
12 個人意向を聞く ２  
13 感想を伝わる ２  
14 特定な話題について ２  
15 可能表現 ２  
16 説明する ２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日语（一）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日常生活用语表现的准确性。 
难点：正确区分不同语境下，不同身份，不同对象等差异对待表现。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直接讲授法。 
2.口语练习指导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技术运用。 
2.。教学资源网络化。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参与。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

学生出勤、课堂表现、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5、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课程的实际情况，参考《みんなの日本語初級Ⅰ》，使用《新编日语初级口语》，并以学

生实际学习程度随时自主组织会话话题。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谷肖梅等编著《新编日语初级口语》，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スリーエー编著 《みんなの日本語》，ネットワーク出版社，2003年月 第 1版 
执笔：郝轶君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0日 

 

中级日语（二） 
Intermediate Japanese 

课程号：508030482 

一、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为学完中级日语（一）的学习者（或达到初级水平的学习者）开设的课程。通过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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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课文旨在提高学生的交际功能和阅读能力。并通过练习明确句型语法的使用，以期达到正确掌握

日语语言表述，初步具备日语写作能力。 
具体目标：1.掌握词汇约 6000词； 
2.掌握相当于“日语能力考试 N2”级别的语法知识； 
3.灵活运用会话能力展开交际活动； 
4.以叙述文为主，具备中级水平的文章写作能力。 
二、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中级日语（二）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会話“日本取材の成果”、読解“北京の顔”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日本取材の成果 
王：以上が、ホームページの「『金星』の故郷の探る」で取り上げる記事の一例です。 
佐藤：すばらしい。これはお世辞抜きで面白いですよ。さすが王さん。 
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も、まだまだ不十分なところもあります。それから、ほかに

ももうひとつ提案があるんですが…。これです。竜虎酒造が日本で販売している「金星」を使っ
たカクテルです。日本で若者が飲んでいるのを見ましたが、かなり人気があるようですね。 
大山：ええ、確かに。でも、それは日本国内でのことですよ。 
王：中国でも「金星」と一緒に、このカクテルを売り込んだらどうでしょうか。戦略の一つ

として、若者をターゲットにするんです。 
佐藤：若者をターゲットに？ 
王：ええ。大都市の高級ホテルや繁華街には、若者が集まるバーがあります。こういったバ

ーで「金星」のカクテルを試飲するキャンペーンを行ったらいかがですか。若者は流行に敏感で

す。若者たちの間でこのカクテルの人気が出たら、「金星」の売り上げにもつながるじゃないで

しょうか。 
佐藤：なるほど。いやあ、すばらしいアイデアですね。 
王：いえ、そんな…たいした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すでに日本で販売されている「金星」の

カクテルは何種類かあるそうですね。その中から、若者に喜ばれそうなものを選んでいただけま

せんか。中国用のネーミングやラベルのデザインは、私どもで引き受けます。 
佐藤：わかりました。すぐ準備を始めましょう。なんだかわくわくしてきましたよ。 
北京の顔 
北京のほうは中心部にある景山公園は、市民の憩いの場である。休日には、若いカップルや

家族連れ、旅行者でにぎわう。 
公園の周囲には「胡同」と呼ばれる狭い路地が無数に存在している。 
「胡同」を知るには、歴史を約 700年前までさかのぼ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3世紀、元の時

代に、敵から市民を守るため、石垣を作られ、その中に受託が作られた。この住居を取り囲むよ

うにと通っているのが「胡同」である。 
胡同は長い間、北京市民の大切な生活の場であった。路地には朝市が頻繁に開かれ。屋台が

並ぶ。時には自転車置き場にもなる。胡同には役割によってさまざまな名前がつけられている。

現在でも入口に名前が書かれた看板がかかっている路地も多い。かつて金銭の取引所があった

「銭市胡同」、刃物を研ぐ職人が暮らしていた「MADAO 胡同」など、昔のままの名前もの残っ
ている。 
胡同が作られた当時、「四合院」と呼ばれる、中国の伝統的な家屋も作られた。東西南北の

棟が、庭を中心に立てられている。最近では、この四合院をホテルやレストランに改造し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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ところもある。 
胡同は元の時代にはせいだい 29 本だったが、明の時代には 459 本に、1980 年代には 1300

本を超えた。その長さから、北京の胡同をつなぐと「もう 1つの万里の長城になる」とまでいわ
れたそうである。 
残念なことに、近代化が進み、胡同の数が急激に減ってきてしまった。ただ、その一方、古

い建物を残そうとする動きもある。北京市では 25か所の歴史文化保護区を指定して、町並みを
保存することを決めた。新しいものと古いものが混在する街北京は、今変革の時を迎えている。 

学习目标： 
1．称赞与谦虚的对应表现。 
2．用日语表达中国文化时注意词意的正确传达，注意汉字表述的异同。 
作业： 
1.せいぜい、～ことに、～（よう）とする的用法。 
2.从地理方位、文化历史、环境等角度介绍自己所住地区。 

知识单元 2：会話“売り込み”、読解“手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売り込み 
佐藤：「金星」の商品説明は以上です。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担当者：そうでねえ。正直に言って、ちょっと難し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ねえ。 
佐藤：とおっしゃいますか？ 
担当者：ええ。当ホテルでは、最近、中国人のお客様が大変多くなってきています。日本酒

は日本人には好まれると思いますが、中国の方はちょっと…。 
佐藤：確かにおっしゃるとおりです。白酒や紹興酒がお好きな方には少々物足りないかもし

れません。でも、「金星」は日本酒の中でも、特に外国の方に人気のある商品です。 
大山：弊社では、「金星」をベースにした新感覚のカクテルもご用意しています。こちらで

したら、日本人だけでなく、中国の方にも召し上がっていただけると思います。 
担当者：日本酒をベースにしたカクテルですか。 
大山：はい。サンプルをお持ちしました。 
こちらの青いほうは「上海パール」、赤いほうは「北京ルージュ」です。 
担当者：ふうん…。確かに、おいしい。日本酒のカクテル、これはなかなかいいアイデアで

すね。カクテルだったらおしゃれなイメージもありますし、バーにも置けますし。 
大山：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北京のいくつかのバーで試飲してもらったのですが、大変好

評でした。それに、このネーミングは、観光客に受けると思います。 
担当者：なるほど、分かりました。検討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佐藤·大山：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手紙 
佐藤から北上貿易への手紙 
平成２０年１月１９日 
株式会社北上貿易 
販売促進部張徳栄様 
拝啓 
新春の候，北上貿易の皆様におかれましてはお元気でお過ごしのことと存じます。 
突然のお手紙を差し上げる失礼をお許してください。私は竜虎酒造の佐藤と申します。弊社

では，現在中国での日本酒の販売を計画しております。 
御社が中国国内の酒類販売ルートにお詳しいことを，MTS 社の菊池様より伺いました。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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なお願いで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が，近いうちに一度お目にかかり，お話を伺えればと存じます。

後日こちからお電話いたしますので，その折にご都合をお聞かせいただければ幸いです。 
勝手なお願いで，ご迷惑をおかけいたしますが，よろしくご検討くださいますようお願い申

し上げます。 
敬具 
竜虎酒造株式会社上海事務所 
佐藤光一 
パンフレット送付の手紙 
平成２０年１月１９日 
上海 PECホテル黒田様 
拝啓 この度は日本酒「金星」パンフレットをご請求いただき，まことにあいがとうござい

ます。 
早速，最新のパンフレット五部をご送付も仕上げます。 
なお，資料の内容についてご不明の点がございましたら，お気軽にお問い合わせください。

ご説明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今後と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敬具 
竜虎酒造株式会社上海事務所 
佐藤光一 
学习目标： 
1．协调意见分歧。当意见不同时要有所顾虑地陈述意见，注意句型表现。 
2．书信的写作方法。正确掌握问候语的使用。 
作业： 
1.～うちに、お／ご～いたす、～申し上げます的用法。 
2.练习书写商用函件。 

知识单元 3：会話“クレーム”、読解“「水道水」の話”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クレーム 
黒田：もしもし、私、上海 PECホテルの黒田と申します。 
佐藤：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佐藤です。 
黒田：あっ、佐藤さん。実はね、お宅の「金星」なんですが、困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よ。 
佐藤：どういったことでしょうか。 
黒田：今日届いた分を開けてみたところ、50 本中、10 本にひびが入っていました。いった

い、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これじゃあ、お客様にお出しでき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 
佐藤：えっ、本当ですか。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すぐに新しい商品をお送りいたします。 
黒田：明日中に頼みますよ。週末に間に合うようにしてください。 
佐藤：はい、必ずそういたします。ご迷惑をおかけして、本当に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原因については、こちらで確認して、分かり次第ご連絡を差し上げますの…。 
黒田：原因なんて、いいですよ。レストランの担当者は、契約は今月限りにしてほしいとい

っています。 
佐藤：お怒りはごもっともです。二度とこんなことがないように、気をつけます。何とか、

契約のほうは…。 
黒田：とにかく、担当者がかんかんなんです。 
佐藤：すぐにお詫びにお伺いし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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黒田：いいえ、わざわざ来ていただかなくて結構です。失礼します。 
佐藤：ま、待ってください。申し訳ありません。本当に…。 
「水道水」の話 
東京の水道水は、かつて「まずい水」の代名詞だった。かび臭い、濁っているなどの苦情が

水道局に寄せられ、浄水器をつけたり、一度沸かしてから飲んだりする人が多かった。 
ところが、この水道水が変わりつつある。東京都庁の売店には、大手飲料メーカーのミネラ

ルウォーターのボトルの間に、都の水道局が販売する「東京水」が並ぶ。 
ラベルには「原材料名:水（水道水）」とある。都内の浄水場で処理した水をボトルに詰めて

販売していて、味もおいしいと評判だ．この「東京水」の販売は東京都水道局が進めている「安

全でおいしい水プロジェクト」キャンペーンの 1つだ。 
キャンペーンでは、貯水池ならびに河川の水質管理、浄水処理施設の改善など、さまざまな

取り組みを行っている。1９９2 年には金町浄水場（葛飾区）に、オゾンや活性炭を使って微生
物などを取り除く特別な装置を導入した。さらに、マンションの貯水槽や水道管が古くなって、

浄水場から運ばれる水が汚染されてしまうこともあるため水道管では水道局や貯水槽を調査し

たり、取り替えたりしている。これらの対策が進むのに伴って、おいしくて安全な水を届けるこ

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てきた。 
さらに、キャンペーンのもと、水源の森林を守るための取り組みも進んでいる。森林に降っ

た雨は、地面に積もった落ち葉をゆっくりと通過し、土に染み込み、そして、川に少しずつ流れ

込む。森林は、水道水のもとになるきれいな水を作る一方で、土砂がダムに流れ込まないように

する働きをしている。この「緑のダム」ともいえる森林を守り、育てることによって、いつか、

ミネラルウォーターよりもおいしくて、安全な水が飲めるかもしれない。そんな期待が高まりつ

つある。 
学习目标： 
1．商务活动中如何进行道歉的表现方法，以及采取补救措施的表现。  
2．围绕东京的自来水话题，了解日本科技技术的发展及民用普及程度。 
作业： 
１．～つつある、～に伴って、～のもとになる 
２．情景对话：旅馆的服务员如何应对前来抱怨没有洗澡热水的客人。（道歉及提出解决方案） 

知识单元 4：会話“希望の灯”、読解“太極拳で広がる交流”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希望の灯 
李：どうしたんです、そんな沈んだ顔をして。 
佐藤：あっ、李さん。どうしてぼくがここにいることが分ったんですか。 
李：事務所に電話したんです。大山さんが、佐藤さんなら、外灘にいるんじゃないいかって

教えてくれました。 
佐藤：それで、ここが分かったんですね。 
李：わたしもよくここで、ぼんやり考え事をしたり、太極拳をしたりするんです。それにし

ても、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佐藤：いやあ、参りましたよ。ここのところ、失敗だらけなんです。やっと契約が取れたと

思ったら、クレームが来て解約されてしまって…。 
李：そうだったんですか…。いろんなことがあるものですよね。でも、日本語で、何度失敗

してもくじけないって、そんなことわざが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 
佐藤：「七転び八起き」ですか。 
李：そう。今がいちばん大事な時ですよ。元気を出してください。外灘のすばらしい景色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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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にしてそんなにしょんぼりしていたら、周りの人が変に思いますよ。せっかくいいニュースを

持ってきたのに。 
佐藤：いいニュース？ 
李：ええ。「金星」のイメージキャラクターが、張一心に決まりました。 
佐藤：何ですって？  
李：張一心が CMの仕事を引き受けてくれたんです。 
佐藤：本当ですか？李さん、ありがとう。 
太極拳で広がる交流 
太極拳は歴史と伝統のある拳法である。だれもが持っている体のエネルギー、つまり「気」

で戦う拳法なので、体が小さい人や、力が弱い人にも向いた護身術だといわれている。健康法と

しても高く評価されていて、中国の公園や広場では太極拳をする人たちをよく見かける。 
公園や広場でよく見る太極拳は、「簡化 24式太極拳」と呼ばれ、元中国体育委員会が一般に

広く普及されるために制定したものである。拳法というよりもむしろ健康のため体操で、血液の

循環を良くし、内臓の機能を高める。肩こり、腰痛など、体の不調ばかりでなく、ストレスを解

消するのにも役立つといわれている。 
こうした効用は世界的に認められている、アメリカやヨーロッパでも健康のために太極拳を

趣味にしている人は多い。日本でも 100万人以上の愛好者がいて、全国的に大きなブームになっ
ている。「太極拳の市」として全市民で愛好している地域さえあるほどだ。日本では高齢化が進

んでいるが、この市も高齢者が人口の 4分の 1以上を占めている。市長の提案で太極拳を推進し、
市民の健康作りに役立てることにした。市は、練習所や体育館を作り、講習を行い、ラジオで毎

朝 35 分間太極拳の音楽を放送した。そのような数々の努力が結び、大勢の市民が参加するよう
になった．実際、太極拳を始める前よりも健康になったという高齢者も多い。また、高齢者の医

療、介護に関わる市の財政負担が軽減されると期待されている。 
太極拳の「効用」は単に健康の側面だけではない。中国と日本のつながりを強める役目も果

たしている。多くの日本人が本場中国の太極拳を体験するため、中国を訪れている。また本家、

中国からも太極拳の愛好者が日本に来るようになった。太極拳で日中の交流が広がっている。北

京オリンピックを境にさらに普及し、世界が太極拳によって心を 1つにする時代が来るのではな
いだろうか。そんな未来も夢ではないと多くの太極拳愛好者は考えている。 
学习目标： 
1． 安慰情绪低落的人的表达方法。简单询问对方的情况，然后表示对对方的理解，更给以鼓

励的安慰。 
2．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日语进行介绍时，考虑从何种角度展开能使日本人产生阅读兴趣。 
作业： 
1.～というより（も）、～ばかりで（は）なく、～に関わる的用法。 
2.就各自及家族成员的健康展开对话。（如从事的体育锻炼、值得推荐的健康方法等） 

知识单元 5：会話“広州で”、読解”中国茶の歴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広州で 
店員：お客様、どんなお茶をお探しですか。よかったら、試飲なさいませんか。 
大山：わあ、驚いた。日本語がぺらぺらなんですね。 
店員：広州には日系企業も多いですし、日本人の観光客も大勢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ですから、

わたしも独学で日本語を勉強しました。 
大山：なるほど。本当に中国の人は勉強熱心だなあ。 
店員：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れで、どんなお茶をお探し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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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じゃあ、おすすめの御茶をいくつか飲ませてくれますか。 
店員：かしこまりました。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 
店員：雲南省のプーアル茶をお試しください。15 年熟成させたものですから、味に深みも

ありますし、独特の香りがあります。おすすめですよ。 
大山：あっ、本当だ。確かに深い味わいですね。おいくらですか。 
店員：1斤、500gで 250元です。 
大山：うーん、けっこういい値段ですねえ。 
店員：こちらは１５年物の特級品ですから、その分どうしてもお値段が高くなるんです。 
大山：～じゃあ、最初に飲んだウーロン茶と、このプーアルちゃを 350gずつください。 
店員：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えー、合わせて 300元になります。 
大山：300元～。もう少し安くなりませんか。全部で 250元でどうです。 
店員：お客様、全部で２５０元っていうのはちょっと～。280元でどうでしょう。おまけと

して、このティーバッグをサービスします。 
大山：本当？じゃあ、それでお願いします。 
店員：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ご用意いたしますので、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 
中国茶の歴史 
中国茶はもともと薬として使われていた。疲れを取ったり、気分をすっきりさせたりする効

用があるとされ、リューマチの痛みを和らげる塗り薬としても高く評価されていた。嗜好品とし

て飲ま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３世紀以降である。唐の時代になると広く栽培されるようになり、

生産量が飛躍的に増加した。現在、中国の茶の生産量は、世界の３分の１近くを占めている。 
中国茶は、発酵の進み方によって香りや色が異なり、緑茶、紅茶、ウーロン茶などいくつか

の種類に分けられる。すべての茶のもとといわれているのが緑茶で、現在では中国各地でその土

地独自の品種が育っている。 
ジャスミン茶は茶に花の香りをつけた「花茶」の代表である。ジャスミンのほかに、キンモ

クセイの香りをつけた茶もある。ウーロン茶は福建省が産地として知られている。日本で中国茶

として最も有名なのがウーロン茶で、よく飲まれているが、中国打では必ずしもだれもが飲んで

いるわけではない。雲南省が産地のプーアル茶は独特な香りが特徴で、体内の脂肪を流す効果が

ある。また血液中のコレステロールを減らして血液の循環を良くするともいわれている。 
日本をはじめヨーロッパ、中東に至るまで、茶はすべて中国から伝えられた。中国茶はすべ

ての茶のルーツだといっても過言ではない。「茶」という言葉の音がそれを示している。日本語

では「茶」を中国と同じ「チャ」と発音する。この「チャ」は、ほかにも、ヒンディー語、アラ

ビア語、トルコ語、ロシア語、ポルトガル語などに入った。福建地方で話される福建語の「テ」

はオランダ語、ドイツ語、英語、フランス語などの言語に入って、「ティ」あるいは「テ」とな

った。 
ところで、日本に茶が伝わったのは８世紀ごろといわれるが、そのころはもっぱら薬として

用いられた。本格的に飲ま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１２世紀末のことである。 
学习目标： 
1．商店里待客的对话能力和与店员详细说明要求的表现能力。 
2．就中日间共通的茶叶展开叙述，明确各国茶叶的历史、种类、使用方法。 
作业： 
1.必ずしも～ない、～をはじめ～に至るまで、～といっても過言ではない的用法。 
2.情景对话：去商店买茶叶。 

知识单元 6： 会話“電話”、読解“デジタルカメラ”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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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榎本：はい、竜虎酒造上海事務所でございます。 
李：もしもし、私、JC企画の李秀麗と申します。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あのう、

佐藤様か大山様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榎本：あの、すみません、ちょっとお電話が遠いようなんですが。 
李：JC企画の李秀麗と申します。佐藤様か大山様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榎本：JC 企画の李秀麗様ですね。私、榎本と申します。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が、佐藤と大

山は、今広州に出張しておりまして。 
李：そうなんですか。いつお戻りですか。 
榎本：来週の水曜日の予定です。 
李：そうですか。では、伝言をお願いしたいんですが、よろしいですか。 
榎本：はい、伺います。 
李：CM摄影のスケジュールが決まりました。来月 26日と 27日の 2日間、場所は香港です。

CM台本と摄影計画書を来週中にもお送りすると、お伝えいただけますか。 
榎本：分かりました。来月 26日と 27日に香港で CM摄影。台本と摄影計画書の件ですね。

確かに承りました。 
李：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あと、1つ確認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のですが。 
榎本：はい。 
李：摄影前の下見の際、こちらでデジタルカメラをご用意いたしますが、竜虎酒造さんでも

1台ご準備いただきたいのですが。 
榎本：分かりました。その件については、佐藤に伝えておきます。 
李：そうですか。で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榎本：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お電話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失礼いたします。 
李：失礼します。 
デジタルカメラ新製品紹介 
三村電気から、『ＭＩＴ－７９００』、２０１０年１月中旬より新発売！ 
『ＭＩＴ－７９００』は、使いやすいコンパクトサイズのカメラでありながら、充実機能を

満載し、写真の可能性を大きく広げる未来型のデジタルカメラです。 
初心者の方も安心して美しい写真を撮影できる楽々操作。ダイヤルを合わせるだけで、きれ

いな夕焼けも、美しい夜景も、迫力の打ち上げ花火も思いのままに撮影できます。また、新聞発

レンズの採用により。さらに、動画撮影機能も搭載しており、どんなシーンも思い通りに美しく

撮影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思い出の一枚を高画質で撮れることに加え、操作のしやすさも充実しています。『ＭＩＴ－

７９００』は、カメラを持った状態で片手で簡単に操作できるよう、撮影時や再生時に使用する

ボタンやレバーの配置は工夫されています。１回の充電で３５０枚の長時間撮影が可能。乾電池

も使用することができ。外出先でも安心です。 
『ＭＩＴ－７９００』は、手のひらに乗る約１８０ｇの小型軽量、スタイリッシュで持ちや

すい形とサイズ。ボディには人気のアルミ素材を使用しており、使うたびに愛着が深まる、こだ

わりのデザインです。 
色は、シルバー、バラック、ピンクの３色。メモリカード、充電用電池、パソコン接続用の

ケーブルがセットになっています。 
あなたの使い方次第で豊かなデジタルライフがお楽しみいただけます。 
学习目标： 
１．打电话转达口信。商务活动中的电话应对所遵从的规则，及请求转达口信时的寒暄表示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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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电子产品的介绍文章。学会如何简洁明了地向普通人说明技术用语。 
作业： 
1.～なしで、～に加え（て）、～たびに、～次第で的用法。 
2.练习打电话。设计场景，安排角色，传达信息。 

知识单元 7： 会話“紹興を訪ねる”、読解“水郷の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紹興を訪ねる 
佐藤：きれいだなあ。瓦屋根の家が水に映って、まるで大きな絵を見ているようだ。あの小

さな船は、何というんですか。 
ガイド：烏蓬船です。紹興酒の甕を積んで運ぶ伝統的な船です。 
佐藤：紹興酒を運ぶ船ですか。 
ガイド：ええ。紹興で酒作りが始まったのは、今から２５００年前、春秋戦国時代だと言わ

れています。紹興酒は、それ以来ほとんど変わらない手法で作られているんです。 
佐藤：なるほど。あの味は長い伝統の味なんですね。 
ガイド：紹興には、「鑒湖の水」というおいしい水と、中国でいちばんおいしいお米があり

ます。そんな土地だからこそ、２５００年もの間、酒作りが栄えたんでしょう。 
佐藤：水と米か。日本酒と同じですね。 
ガイド：お客さま、紹興は初めて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佐藤：いいえ。１０年前、学生時代に１度来たことがあるんです。あのころは、まさか自分

が酒造会社に就職するとは思ってもみなかったなあ。 
ガイド：酒造関係のお仕事をされているんですか。でしたら、「鑒湖」に面した紹興酒工場

にもご案内しましょうか。 
佐藤：いいですね。ぜひ行ってみたいです。 
ガイド：そうそう、工場の近くには魯迅の愛した店「咸亨酒店」もございますよ。魯迅、ご

存じですか。 
佐藤：もちろん。中学校の教科書にも載っているくらい、日本でも有名です。 
ガイド：そうですか。では、後ほど魯迅記念館にも立ち寄りましょう。では、参りましょう

か。 
水郷の町 
水郷の町といえば「江南古鎮」がいちばんだ。江南とは長江下流の南岸、古鎮とは古い町の

意味である。烏鎮、周荘、西唐、同里、朱家角などを指し、城を持たない水上都市として、明か

ら清の時代にかけて大きく発展した。運河に沿って続く古鎮の風景は、１年を通じてそれぞれに

魅力があるが、初春の風景はひときわす場らしい。水郷ならではの景色と素朴な暮らしが見られ

る。 
古鎮の路地は一般に狭くて長い。石畳の細い道が古い建物お間を延々と続く。特に烏鎮の路

地は必見だ。またこの町の「昆劇」や「越劇」などの伝統劇は人気が高い。周荘の運河巡りはぜ

ひとも体験したい。船頭の歌う歌を聞きながら、元、明、清の時代に建てられた１４の橋を巡る。

この街の住宅のうち、６割は明清の時代に建てられたもので、特に清の時代に建てられた「審庁」

の柱や門に施された彫刻は傑作だ。西唐では、運河沿いに日差しや雨風を避けるためのひさしが

ついた１キロにもわたる長い道に目を見張ることだろう。 
同里には古い橋と明清時代の建築が多い。見どころは世界遺産に登録されている富豪の家

「退思園」だ。清の終わりに作られた林のような庭園は江南庭園を代表するもので、その美しさ

は見飽きることがない。 
朱家角は北大街の商店街が楽しい。明清時代の雰囲気が色濃く残っている道幅の狭い商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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で、両側の屋根の間から空が細い線のように見えることから「一線街」ともいわれている。町の

北東にかかる「放生橋」は朱家角のシンブルになっている。 
「 江南古鎮」への観光は、上海、杭州、蘇州から出発する。烏鎮、周荘、西唐、朱家角へ

は上海から、同里へは蘇州からのアクセスが便利だ。 
学习目标： 
1．导游。对日本游客介绍当地风土人情，地域特色时尽量以客观立场表述。 
2．学习旅游指南写作方法。说明文体裁中可加以若干文学性表述。 
作业： 
1.～から～にかけて、～を通じて、～ならでは（の）、～にわたる、～ことがない的用法。 
2.写作练习。从建筑、居民、季节、植物、风俗等角度出来介绍自己所在城市。 

知识单元 8：会話“香港＿CM撮影の下見”、読解“CM”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香港——ＣＭ撮影の下見 
佐藤：すごい。これが 100万ドルの夜景か。なんてすばらしいんだろう。 
李：わあ、きれい！すばらしい眺めですね。 
中井：香港が「東方の真珠」と呼ばれる理由が分りましたよ。 
中井：CMはビクトリアピークで撮影する予定です。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佐藤：ちょっと１つ気になったんですが、山頂で夜景を眺めながら乾杯するというのは、不

自然じゃないですか。 
中井：そう言われてみると、そうですね～。何かいい案はないものでしょうか。 
佐藤：こんなのはどうでしょう。場面をナイトクルージングにして、船の上から夜景を見て、

乾杯をするというのは。 
中井：いいですね。香港というと、やはり夜景を外す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から。 
佐藤：夜景と恋人たち。海上で停泊する船の上で恋人たちが乾杯する～。 
李：それなら、張一心のイメージにもぴったりです。 
佐藤：もしかすると、最後に２人が「金星」カクテルで乾杯するというのをやめてもいいか

もしれません。こんなにきれいな夜景を前にしたら、恋人たちにはお酒もプレゼントも要らない

気がします。 
中井：商品を一切登場させないで、最後に「金星」の文字が映るだけというほうが、確かに

印象は強烈かもしれません。 
李：早速シナリオを修正します。 
佐藤：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ＣＭ 
一般の視聴者にとって、ＣＭは迷惑なものと考えられがちだ。確かに、スポーツの緊迫した

試合や感動的なドラマがＣＭで中断されたりすると、そう思ってしまうのも無理はない。しかし、

ほぼすべての放送局は広告収入によって運営されている。したがって、番組そのものよりも、Ｃ

Ｍを見てもらうことこそが放送の目的だといっても言い過ぎではない。 
そうはいっても、視聴者が、企業の広告ではなく番組のためにテレビを見る以上、広告主の

企業や放送局と視聴者の利害は常に対立することになる。ＣＭを見せる側は、あの手この手を使

って、何とか嫌がる視聴者がチャンネルを変えないように努力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わけだ。 
例えば、商品名や企業名や、普通に言うよりも歌にしたほうが記憶に残りやすい。そこでＣ

Ｍソングが生まれる。知らない人よりも知っている人が商品を紹介したほうが親しいやすい。そ

こで、人気タレントをＣＭに起用する。実際、世界の超一流映画スターや歌手がＣＭに出演する

ことさえ珍しくない。また、これとは逆に、ＣＭ出演によって有名になる俳優や、ＣＭに使わ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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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のがきっかけでヒットする歌も少なくない。１日に何度も放送されるから、知らず知らずのう

ちに顔やメロディを覚えてしまうのである。 
日本ではＣＭのコンテストがしばしば開催されているそれらに入賞するＣＭの中には、１５

秒や３０秒という短い時間に見事なドラマ作り上げているものや、映像表現として優れたものも

多い。また、企業の社会的貢献を紹介したり、環境問題などについての社会的なメッセージを発

信したりするＣＭも増えている。これらは、商品お宣伝を直接的に訴えるというよりも、企業イ

メージそのものを伝えるためのＣＭといってよいだろう。 
ＣＭとは、わずか１分足らずの時間のために、莫大な手間と費用をかけて作られた映像作品

なものだ。 
学习目标： 
1．会话中感叹的表达方法。形容词及句型的表述。 
2．阅读文章。 
作业： 
１．～がちだ、～のも無理はない、～以上（は）的用法。 
２．情景对话练习。试想购彩票中了大奖后如何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 

知识单元 9： 会話“創作中華料理コンテストの実現”、読解“日本の寿司から世界の SUSHIへ”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創作中華料理コンテストの実現 
李：創作中華料理コンテストの選考会場が、上海ノーストンホトルに決まりました。選考会

当日は、日本のテレビ局も取材に来ます。さらに、張一心もゲスト審査員として出席の予定です。 
大山：やった！ついに「金星」プロジェクトがここまで来たぞ。 
佐藤：李さんたちのおかげです。カクテルの売り込みのことといい、張一心の CM起用とい

い、何とお礼を言っていいか分かりません。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李：いいえ、皆さんの努力の結果です。わたしたちは、お手伝いをしただけです。 
野田：おかげさまで、今回の創作中華料理コンテストには、全国から１００００件を超す応

募がありました。創作カタテル部門にも１０００件以上の応募がありました。 
大山：本当ですか。それはすごい。 
野田：どのメニューも工夫されたものばかりです。中華風の寿司といったものから、日本酒

を使ったデザートなんていうものもありました。 
大山：楽しみだなあ。それにしても、よく会場を押さえられましたよね。 
野田：ええ。CMの評判はもちろんですが、上海随一の料理店、水都酒楼が協力してくれた

のも大きかったと思います。総料理長の陳さんは有名な特級調理師ですし。 
大山：特級調理師って？ 
野田：一流のシェフとして国から認められた料理人のことです。中国では、料理人の腕前は

国家の認定制度でランクづけがされていて、最も位の高い特級調理師は全国で数百人しかいない

んです。李主任が陳さんのところに何度も足を運んでやっと引き受けてもらえたんですよ。 
大山：ええっ、李さん、そんなことまでしてくれていたんですか。 
李：これがわたしたちの仕事ですから。 
佐藤：李さん、ここまで来られたのは、李さんたちのおかげです。心からお礼を言います。 
李：とんでもありません。 
日本の寿司から世界のＳＵＳＨＩへ 
今、世界中ですしが大人気だ。中国をはじめとしてアジアの国々、ヨーロッパやアメリカ、

中東、ロシアなどにも、数えきれないほどの日本食レストランがある。また、大都市のスーパー

では巻き寿司や握り寿司が普通に売られている。中国には、北京、上海などの大都市はもちろ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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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さな地方都市にも寿司屋がある。長い間、生の魚を食べる習慣がなかったが、最近では生魚の

寿司を好む人も多くなってきている。 
外国で売られている寿司は、文化の違いに応じた「創作料理」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が多い。日

本人から見ると、寿司だとは思えないものもたくさんなる。たとえばアメリカでは、黒くて紙の

ようなのりが気持ち悪いと嫌がる人が多く、のり巻きはご飯を外側にして巻く「裏巻き」という

スタイルで普及している。アボカドやカニカマを裏巻きにしたものや、裏巻きの外側をサーモン

やマグロで巻いたものも人気だ。辛いソースに漬けたマグが入ったものもあれば、魚を使う代わ

りに、フライなどこってりとしたねたを使った巻き寿司もある。生ハムとチーズを使った巻き寿

司もあるという。日々新しい「創作寿司」が考案され、それぞれの店が創意工夫をこらしている。 
これらの寿司は従来の日本の寿司と大きく異なることから、日本の伝統料理としては認めら

れないという意見もある。だが、日本でもイタリアのパスタをアレンジした、たらこスパゲッテ

ィや納豆スパゲッティがあるように、食べ物はその国の状況に即して変化するものなのだ。 
もともと寿司の楽しみは、その土地のうまい魚を食べることにある。江戸前ならぬ、アメリ

カ前、ニュージーランド前の寿司をその土地のスタイルで楽しむのもよいのではないだろうか。

そして、そういった新しいスタイルのＳＵＳＨＩが今、日本へと逆輸入され始めている。 
学习目标： 
1．表示感谢的固定方式。从对方得到恩惠／麻烦对方而表示歉意／例举对方为自己所做，以

示感谢。 
2．经济全球化之下，日本饮食文化的对外影响度的扩展和创新。 
作业： 
１．～きれない、～に応じだ、～に応じて、～から見ると、～もあれば～もある的用法。 
２．应用文写作。介绍一家餐厅的主打菜肴，从材料、味道、价格等方面阐述。 

知识单元 10： 会話“イベント前夜”、読解“地球温暖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イベント前夜 
大山：これが、上海ノートホテルのイベントホールか。さすが上海一の高級ホテルだけあっ

て、すばらしい会場ですね。 
野田：ええ。それにこのホテルは、環境問題に熱心に取り組んでいることでも有名なんです。

省エネの取り組みが評価されて、政府から表彰されているんですよ。 
王：ちょっと厨房を見てきます。そろそろコンテストに使うための食材が到着しているはず

ですから。 
大山：わたしも、ご一緒していいですか。こう見えても、力仕事には自信があるんです。 
王：有難うございます。でも、こちらは大丈夫です。食材のチェックと打ち合わせだけです

から。 
大山：そうですか…。ほかに何かお手伝いできる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か。 
野田：あっ、じゃあ、会場の最終点検を一緒にお願いできますか。 
大山：ええ、喜んで。 
野田：助かります。人手が足りなくて困ってたので。 
大山：あれっ、そういえば、李さんの姿が見えませんね。 
王：李主任なら、張一心のマネージャーとの打ち合わせで、香港に行っています。今夜最終

便で戻る予定です。 
野田：佐藤さんは？佐藤さんも香港ですか？ 
大山：佐藤さんなら、本社から来た重役たちの相手です。事務所で明日の段取りを説明して

いますよ。何で香港だと思ったん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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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田：だって、あの２人を見ているとなんだかじれったくて…。 
王：あっ、そういうことですか！ 
野田：気づかなかったんですか？王さんったら、本当に鈍いんだから。 
地球温暖化 
近年、世界のあちこちで、異常気象が続いている。猛暑や豪雨、洪水、干ばつなどが起こり。

台風やハリケーンもその規模と被害が拡大している。これは地球温暖化が進んでいることと関係

があるといわれている。 
ここ１００年で地球の気温は約０．６度上昇した。南極や北極、高い山などの氷が溶けて海

水の量が増え、海面が上昇している。これまでの１００年で１０…２０ｃｍ高くなったが、２１
００年までにはさらに最低でも９ｃｍ、最高で８８ｃｍ高くなるだろうと言われている。海面が

上昇すれば、低い土地は水 につかってしまう。すでに多くの島国で被害が出ていて、ほかの国
に移住せざるを得ない人たちも出ている。 
では、なぜ地球の気温は上がっているの だろうか。地球を含む大気には、温室効果ガスが

含まれていて、このガスが地球を一定の暖かさに保っている。しかし、ガスが増えすぎると、地

球の気温は必 要以上に上がってしまうことになる。温室効果ガスにはいろいろあるが、一番大
きな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のが二酸化炭素である。二酸化炭酸は発電や工場での 生産、自動車の
排気ガスなど大量に排出される。つまり、私たちの生活が便利になればなるほど二酸化炭素が増

えると言うことだ。一方、砂漠化や森林破壊によって、二酸化炭素を吸収する吸収源が激減して

いることも、温暖化が急速に進む要因となっている。 
１９８０年代の終わりごろから、世界中の人々が 地球温暖化の問題を認識し始めた。国や

企業ではさまざまな取り組みをはじめた。省エネタイプのエアコンや冷蔵庫自動車などが作られ、

風力や太陽の光などを利用して二酸化炭素をほとんど出さずに電気を作る研究も進められてい

る。また、各国の政府は植林発動を通じて、二酸化炭素を吸収する森林を増やそうとして いる。 
このような努力にもかかわらず、先進国の二酸化炭素排出量はあまり減っていない。それど

ころか、今まで排出量が少なかった国々でも急激に増えてきている。 
今、世界中の国々が協力して対策を講じなければ、ますます温暖化が進み、地球は私たち人

類が住むことのできない星になりかねない。 
学习目标： 
1．提议。主动提出为遇到困难的人提供帮助／有人寻求帮手时，提出自己愿意算一个／自己

主动提出协助对方／询问对方是否需要帮助。 
2．有关环境问题的问题。 
作业： 
１．～ざるをえない、～なればなるほど、～にもかかわらず、～どころか的用法。 
２．练习论述问题、发表见解（地球变暖作为题目）。 

知识单元 11： 会話“イベント当日”、読解“桜”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イベント当日 
アナウンサー：日本ではこれから桜の季節を迎えていますが、ここ上海も春を迎えています。

現在、酒造会社の竜虎酒造が主催する「日本酒『金星』に合う創作中華料理」というコンテスト

が行われています。会場には桜の木が飾られ、日本的な雰囲気です。それでは、竜虎酒造の担当

者である佐藤さんにお話を伺います。たいへん盛況ですね。 
佐藤：わたしたちも正直、コンテストにこれほどの応募があるとは思っていませんでした。 
アナウンサー：中国国内で「金星」が販売されて、ちょうど１年と聞きましたが、売れ行き

のほうはいかが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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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中国国内では、これまでに５０万本の売り上げがありました。当初は、北京、上海な

どの都市部が中心でしたが、今では、各地の大型デパート、スーパーマーケットなどにも出荷し

ています。 
アナウンサー：「金星」がこれだけ中国の市場に受け入れられた理由は何だとお考えですか。 
佐藤：日本人の感覚でものを見るのではなく、中国人の感覚になってものを見ようと考えた

ことが、ポイント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アナウンサー：中国人の感覚になるというと？ 
佐藤：幸いなことに、今回、優れた中国人スタッフとチームを組むことができました。彼ら

の意見を積極的に受け入れることで、中国人から見た日本酒のイメージを大切にできました。今

回の成功は、彼らの協力なしにはありえなかったと思います。 
アナウンサー：そうですか。たしか、この会場にも来られていると聞きましたが。 
佐藤：ええ。広告を担当してくれた JC企画の李秀麗さんにお話をお聞き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李さん、最初の質問ですが···。 
アナウンサー：キャー！どうしましょう。 
佐藤：すごい熱だ。だれか！救急車！救急車を呼んでください！ 
桜 
真剣！開花予想 
今年も桜の開花予報に気をもむ季節がやってきた。 
毎年３月に発表される桜の開花予想。気象庁ではスーパーコンピュータを更新し、万全の体

制で臨む。 
気象庁では９６年からコンピュータを使って桜の開花予想をしている。過去の開花日や気温

のデータから予測式を作り、その予測式に夏以降から発表日までの気温と、発表日以降の予想気

温を当てはめ、開花予想日を導き出す。これまでは、過去５０年の開花状況をもとにしたが、今

年は地球温暖化や都市化の影響を考え、現状に近い過去３０年間からデータを選んだという。 
今年は寒波の影響で開花が遅れる見込みだ。昨年は開花が予想より４日以上に遅れ、苦情が

相次いだ。果たして、今年はどうなるか。 
コラム 
日本人と桜 
日本人で桜に無関心な人はいるまい。開花宣言だ、２分咲きだと情報が飛び交う。開花すれ

ば、雨が心配だ、風が心配だと、気にするまいと思っても、気にせずにはいられない。桜が咲け

ば「花見」が始まる。職場の仲間や友達、家族と花を楽しみながら、酒を飲んだり弁当を食べた

りする。花のみらなず、桜の木は日本人の生活に密着している。花の塩漬けは、祝いの時のさく

ら茶になり、あんパンの上に乗っている。葉の塩漬けは桜餅を包むのに使う。木材は木工材料か

ら建築用材にまで使われている。樹皮は茶筒や工芸品に利用する。 
中国の北京でも天壇公園や玉淵潭公園では、日本から寄贈された桜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ち

なみに、北京の桜は東京よりも３週間ほど開花が遅いそうだ。 
学习目标： 
1．提问、催促时的表达方法。 
2．报纸的阅读方法。 
作业： 
１．新聞のニュースを書いてみる、～ずにはいられない、 
２．写作练习。报道类文章。 

知识单元 12： 会話“病院”、読解“ロボッ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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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院 
李：あら、佐藤さん。わざわざ来てくださったんですか。 
佐藤：いや、近くに来る用があったもんで、ついでに寄ったんです。どうですか、具合は。 
李：ええ、おかげさまでだいぶよくなりました。本当に、ご迷惑をかけて申し訳ありません。

わたしのせいで、コンテストが台無し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佐藤：とんでもない。コンテストは大成功のうちに終わりました。 
李：だったらいいんですが。 
佐藤：健康第一です。十分休んでください。回復するまで、どのぐらいかかりそうですか。 
李：あと 1週間ぐらいで退院できるそうです。わたし、病気なんてしたことがなかったから、

本当にびっくりしちゃって～。健康だけには自信があったのに。 
佐藤：元気を出してください。いつか、何度失敗してもくじけないって勇気づけてくれたの

は李さんだったでしょう。 
李：（笑着说）確かにそうですね。 
佐藤：とにかく、今はゆっくり休んでください。あっ、これ。忘れるところでした。こんな

ものしか持ってこられなくえ、すみません。 
李：そんなこと言わないでください。うれしい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佐藤：何か欲しいものがあったら、遠慮なく言ってください。明日来る時に持ってきますから。 
李：明日も近くに来る用があるんですか？ 
ロボット 
２００３年８月、当時の日本の首相がチェコ共和国を訪問した際、ちょっと変わった「親善

大使」が同行した。日本の自動車メーカが開発した二足歩行ロボット「ＡＳＩＭＯ」である。「Ａ

ＳＩＭＯ」はチェコ首相との晩餐会でチェコ語で、乾杯のあいさつをして、大きな喝采を浴びた。 
映画やアニメなどに登場するロボットは、たいてい人間に似た形や動きをしているから、ロ

ボットと聞くと、そういうものを連想しがちだ。しかし現実のロボットは、予想に反して人間と

はまったく異なる姿をしているものが多い。例えば自動車工場では、ほとんどの作業が産業用ロ

ボットによって行われているのが、これは自動制御することのできる、人間の腕に似た機械であ

ることが多い。また日本の研究機関が研究している災害救助用ロボット「ＩＲＳ蒼竜」は、地震

などによって崩れてしまった建物の中に潜って、生存者を探してくるというものだが、これは、

蛇のような細長い姿をしている。このような仕事をする場合、ロボットが人間型である必要はな

いのである。 
しかし、それらとは別に、「ＡＳＩＭＯ」のように、ロボットに人間と同じような動きをさ

せるための研究も熱心に行われている。特に日本では、『鉄腕アトム』や『ドラえもん』のよう

な漫画やアニメの影響で、人間型ロボットに対する強い愛着が存在するせいか、ロボットを、人

間の敵、あるいは奴隷ではなく、友人と考える傾向が強い。そのようなロボットは、例えば老人

介護の分野において活躍することが期待されている。世界一の長寿国である日本では、お年寄り

の世話は大きな問題である。話し相手になってくれたり、薬を飲む時間を教えてくれたり、万一

主人の様子がおかしい時に病院に連絡してくれたりする介護用ロボットは、日本が少子化時代を

迎える中で、大きな助けになるだろう。 
チェコを訪れた「ＡＳＩＭＯ」は、「ロボット」という言葉の生みの親であるチェコの作家、

カレル•チャペックに菊の花束を捧げた。チャペックの作品『ＲＵＲ』に登場するロボットは、
反乱を起こし、人間を滅ぼしたが、ロボットが人間の友となろうとしている現在の状況を、チャ

ペックはどのように見ているだろうか。 
学习目标： 
1．探视病人。询问病情／表示挂念／安慰。 
2．日本科技发展前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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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１．～に反して、万一、～中（で）的用法。 
２．总结在中国去探望病人时要做的事情和禁忌。 

知识单元 13： 会話“イベント打ち上げ”、読解“宇宙食”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イベント打ち上げ 
王：皆さんそろったようですね。じゃあ、そろそろ始めましょうか。佐藤さん、ひと言お願

いします。 
佐藤：えー、創作中華料理コンテストが終わって２週間、想定していた以上反響が大きく、

売り上げも順調に伸びています。今さら言うまでもありませんが、すべて皆さんのおかげです。

本当にお疲れ様でした。それでは、コンテストの成功と、皆さんのすばらしい仕事ぶりに乾杯！ 
全员：カンパーイ！ 
中井：いやあ、よかったですね。イベントは大成功だし、李主任も無事退院したし。 
大山：そうそう。李さんの元気な顔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て、本当にうれしいです。 
李：ごめんなさいね。ご心配をかけて。 
野田：ほら、李主任。どんどん食べてください。「宮保雞丁」。好きでしょう。 
李：ありがとう。とってもおいしそう！ 
大山：やっぱり李さんには元気でいてもらわないと。ねっ、佐藤さん。 
佐藤：ええ。 
中井：佐藤さん。今日はずいぶん無口ですね。何かあったんですか。 
佐藤：いえ、別に。 
大山：佐藤さんの代わりにわたしが話しましょうか。佐藤さん、来週、大阪本社に呼ばれて

いるんですよ。間違いありません。栄転の話ですよ。 
全员：栄転？ 
佐藤：いや、そんな話じゃないです。中国での報告をしてほしいと言われただけです。 
大山：たった 1年で、これだけ業績を上げたんですから。栄転に決まってますよ。 
王：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うれしいなあ。一緒に頑張ってきたかいがありました。何だか、

わたしたちまで認められたような気がします。ねっ？李主任。 
李：そうね。おめでたいお話ね。 
野田：だけど、寂しくなりますよね。佐藤さんが上海からいなくなったら。 
大山：その気になれば、いつでも上海に来ることができるじゃないですか。 
王：そうですよ。もう１度乾杯しましょう。今度は佐藤さんのお祝いに。 
宇宙食 
宇宙飛行士は、短い期間にとてもたくさんの仕事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だから、彼らが仕

事をするうえで、エネルギーの補給は非常に重要だ。しかし、地球上では何でもない「食べる」

という行為も、空気と重力のない宇宙ではそう簡単ではなくなる。 
１９６０年代初頭、人類が初めて宇宙に出た時代の宇宙食は、チューブに入ったペースト状

のものだった。しかしこれは宇宙飛行士たちにはとても評判が悪かった。現在では、技術の進歩

のおかげで、宇宙でもかなり地上の食べ物にちかいものが食べ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とはいうも

のの、宇宙に持っていける食べ物には、いくつかの条件がある。まず、宇宙に運べる物の量は限

られていることから、できるだけ軽いものが望ましい、次に、においが強くないこと。何にしろ

宇宙船の中は空気が循環しないので、一度発生したにおいは、地上と違っていつまでも消えない

のだ。それから、飛び散らないことも需要な条件だ。例えば、ラーメンを宇宙に持っていこうと

した宇宙飛行士もいたが、汁が飛び散るという理由で不合格になった。宇宙では重力がないの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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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び散った汁はどこに行く分からない。宇宙船の中にびっしり詰まっている精密機器に汁が入っ

て故障でもすれば、任務の遂行や、乗組員の生命にすら危険を及ぼす可能性があるのだ。 
日本人宇宙飛行士の向井千秋さんは、スペースシャトル搭乗するにあたって「肉じゃが」や

「いなり寿司」、「たこ焼き」などの日本食を持っていった。難題とされていたラーメンも、汁の

飛び散らないか加工をされたうえで宇宙食として認められた。 
また、中国初の宇宙飛行士である楊利偉さんは、宇宙船「神州５号」で「とり肉のカシュー

ナッツ炒め（宮保雞丁）」「豚肉の四川唐辛子炒め（魚香肉絲）」といった中華料理を食べた。こ

れらの料理は、すべて伝統的な中華料理で、「宇宙食メニュー」として中国国内のレストランで

も人気を博した。 
生命維持のための食事から、楽しむための食事へ。宇宙食は宇宙開発の発展に伴ってこれか

らも進化し続けていくことだろう。 
学习目标： 
1．情感表达。喜悦／遗憾。 
2．航天生活的介绍。 
作业： 
１．～うえで、～とはいうものの、何しろ～（な）ので、～にすら、～にあたって的用法。 
２．假设自己成为一名航天员，会带哪些食物上飞船？会带哪一个动物？说明理由。 

知识单元 14： 会話“本社での報告”、読解“地震”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本社での報告 
司会：では、「金星」中国プロジェクトの佐藤さんに、報告していただきます。 
佐藤：上海事務所の佐藤です。 
本日は、「金星」中国プロジェクトの一員として、どのように仕事を進めてきたか、簡単に

ご報告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お手元の資料をご覧ください。まず、海外企画部ではこのプロジェクトに先立って、中国市

場に対する綿密な調査を実施しました、これには、中国の市場に詳しい広告代理店、ＪＣ企画に

協力を依頼しました。 
その調査によれば、中国国内のテレビ普及率は 95％以上、インターネット利用者数は世界

第２位という結果が報告されました。私たちはこれに注目し、テレビＣＭの制作とホームページ

を通した宣伝が効果的だと判断しました。しかし、テレビの普及率が高く、インターネットの利

用者数が多いということは中国の人たちがそれを見慣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から、驚きや発見

のある内容を提供しないと、効果が上がりません。 
そこで、私たちは、ＪＣ企画上海支社の中国人スタッフに日本国内を取材してもらいました。

そして、彼の目から見た「日本の姿」をホームページに掲載することにしました。そして、これ

がプロジェクト成功のかぎになりました。もちろん、「日本の姿」なら、わたしたち日本人が内

容を選ぶこともできなくはありません。しかし、中国人スタッフが「おもしろい」と感じるもの

は、わたしたちと同じ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私たちは、これを「『金星』の故郷を探る」とい

う、商品案内と切り離したコーナーして、ホームぺージに掲載しました。 
ホームページのアクセス数は、お手元の資料をご覧ください。 
それを見れば、このコーナーの人気がお分かりいただけると思います。 
地震 
１９９５年１月１７日、阪神•淡路大震災が発生し、大きな被害が出た。死者は６，４３４

人、負傷者はおよそ４万人、５０万棟を超える家やビルが倒れ、高速道路が折れ、地割れが起き、

大火災が発生した。また、２００４年の年末には、スマトラ島沖で発生した大地震により、イ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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ドネシアをはじめとするインド洋沿岸の国々に津波が押し寄せ、３０万人以上が被害を受けた。

このようにアジア地区ではしばしば地震が起き、各地に甚大な被害をもらたしている。 
地震はどのようにして起こるのだろうか。地球の陸地や海底はすべてプレートと呼ばれる板

のような岩盤に載っている。プレートは年間数センチのスピードでゆっくりと動いており、別の

スピードの下に潜り込んだり、プレート同士で押し合ったりしている。圧力が長い年月をかけて

たまっていくと、ある時、圧力に耐え切れなくなった岩盤が一気に割れたりずれたりして、地震

が起こると考えられている。さらにプレートが動くにしたがって、その圧力が陸地に伝わると、

地層や地形にゆがみが生じる。そのゆがみを元に戻そうとして地震が起こることもある。 
日本の国土は全世界の陸地の約０．３％にすぎないが、全世界で起こる地震の１０％が日本

とその周辺で発生している。原因は日本が４枚のプレートの境界に位置していることにほかなら

ない。 
現在の科学技術では、大きな地震に限ったとしても、地震の予知は難しいといわれているが、

高精度の観測網を整備し、長期間にわたってデータを観測することで地震の予知ができる可能性

もある。地震と津波への対策はアジア地域共通の課題である。アジアの国々はいま、地震につい

ての技術交流や共同研究を始めている。 
学习目标： 
1．演说。公众面前做专业性说明时的表现方法。开场／例举／引用／总结。 
2．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日本，如何认识地震的文章。 
作业： 
１．～にしたがって、～にすぎない、～にほかならない、～としても～的用法。 
２．完成一个项目后试着进行口头发表，并答疑。 

知识单元 15： 会話“栄転の話”、読解“クモの糸”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栄転の話 
金本：いやあ、上海では大活躍だったそうだな。それで、社長からどんな話があったんだ。

やっぱり栄転か。 
佐藤：うん。今度新設する海外事業部に部長として来てくれと言われたよ。 
金本：部長？おれよりも２年後輩のくせに、すごいじゃないか。３０代の部長なんて、会社

に１人もいないぞ。それで、もちろん引き受けたんだろう。 
佐藤：いや。中国を担当するという条件ならひきうけるけど、そうじゃなければ、別の人を

選んでほしいって返事をしたよ。 
金本：何だって？おれなら、その場で「お引き受けします」って答えるぞ。サラリーマンに

とって、出世はいちばん大事なことじゃないか。 
佐藤：確かにそういう考え方もあるだろう。でも、おれはそうは思わない。まだ、中国でや

りたい仕事が残ってるんだ。失敗しても、慰め、勇気づけてくれる人もいるし～。 
金本：とにかく、先に受けるべきだよ。中国を担当するかどうかはそれからじゃないか。今

からでも社長のところに行って、気が変りましたと言ったらどうだ。 
佐藤：いまさら気持は変えられない。これでいいんだ。 
金本：おまえ、相変わらず頑固なところがあるな。こうなったら、もう心配なんかするもん

か。それで、上海にはいつ発つんだ？ 
佐藤：明日の午後の飛行機で戻る。 
金本：ふうん。上海の戻るか。中国って、そんなにいい所なのか。 
佐藤：すばらしい所だよ。人も町も。この１年で、自分が変わった気がするくらいだ。 
金本：確かに変わったな。栄転に条件を付ける度胸なんて、前のお前にはなかったからなあ。



 

9333 

おい、佐藤！まさか、お前、好きな人でもできたんじゃないだろうな。 
佐藤：…その「まさか」なんだよ。 
金本：えっ、そうだったのか。それで栄転を断ったんだよ、よし、飲もう。今日は、おれが

おごってやるよ。 
クモの糸 
芥川龍之介の『蜘蛛の糸』は、日本人ならたいていの人が知っている有名な小説だ。この小

説の中で、 地獄で苦しむ罪人カンダタは、はるか高い極楽から下がってきた１本のクモの糸を

上がっていくが、欲を出したために糸は切れてしまい、再び地獄に落ちてしまう。ここでクモの

糸は、細く切れやすいものの象徴として使われている。 
しかし、クモの糸というのは決して弱いものではない。弱いどころか、我々が普通思ってい

るよりずっと丈夫なものである。もちろん、人間を支えるとなると１本の糸では無理だが、実際

にクモの糸で人間の体を支えることに成功した例がある。ある研究者が、約１９万本のコガネグ

もの糸を束ねて、長さ約１０ｃｍ、太さ２．６ｍｍのロープを作り、それで直径約８ｃｍの輪を

作った。そして、この輪で気にハンモックをつり下げ、自ら乗ってみた。すると、ハンモックは

落ちることもなく、ぶらんこのように揺らしても、糸は少し伸びただけだったと言う。それもそ

のはず、実は、同じ太さで比べれば、クモの糸は鉄の数倍も強く、ナイロンと同程度、あるいは

その以上の伸縮性を持っているのだ。 
このようなクモの糸の優れた性質は昔からよく知られており、世界各地でクモの糸を利用す

るさまざまな試みがなされてきた。しかし、成功した例は皆無だ。その原因は、クモの糸を大量

に生産することの難しさにある。肉食のクモのえさを確保するのは大変だし、縄張り意識の強い

クモは、共食いすることもある。 
クモを利用して大量に糸を生産するのが難しいなら、クモの糸と同じ構造を持つ糸を人工的

に作ればいい。実際、世界各国の大学や企業が「クモの糸」を人工的に作る方法を研究している。

もちろんこれも簡単ではないのだが、少しずつ実用化に近づきつつある。もしこのような研究が

成功するとすれば、人類は、鉄よりも強く、しかもナイロンと違って分解されやすいので、環境

への影響も少ない、夢のような繊維を手に入れることになる。 
学习目标： 
1． 试图说服对方时常用的表达方式。 
2． 有关动物研究的文章。 
作业： 
１．～となると／～とすれば／～とすると／～としたら、それもそのはず的用法。 
２．试说服一位整天只打游戏，以至于影响到学习的同学。 

知识单元 16： 会話“思い出の場所”、読解“トキ”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思い出の場所 
野田：あのう、今日はもう退社しても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 
李：ええ、仕事も落ち着いてきたし、大丈夫よ。 
野田：あい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先に失礼します。 
李：中井さん、悪いんだけど、私もお先に失礼してもいいかしら。 
中井：あっ、はい。 
李：じゃあ、お先に失礼します。 
中井：お疲れ様です。李さんがこんなに早く帰るなんて、珍しいな～。 
佐藤：隣に座ってもかまいませんか。 
李：えっ！佐藤さん？どうしたんですか。どうしてここにいるん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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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今日の飛行機で戻りました。会社に電話したら、李さんは帰ったと言われたので。 
李：でも、どうしてここが？ 
佐藤：いつか言っていたでしょう。ここは李さんの好きな場所で、よく来るって。 
李：覚えていてくれたんですか、そんなことを。 
佐藤：李さんとの思い出を忘れるわけがありません。この公園で僕を励ましてくれたこと、

香港の夜景を眺めたこと。李さんは、僕にとってずっと頼りがいのある仕事仲間でした。そして、

今、僕にとって一番大切な人だ。あなたが倒れたあの時、はっきり分かったんです。 
李：～佐藤さんが日本には発ってから、私も毎日あなたのことが気になって仕方がありませ

んでした。本当に仕事どころじゃなくて。 
佐藤：大阪で、僕なりに考えました。僕たちの思い出はまだ一年分でしかない。僕は李さん

と、この上海でもっとたくさんの思い出を作って生きたいんです。これからもあなたの隣にいて

いいですか。 
トキ 
トキは国際的に絶滅に危機に直面している鳥である。もともとはロシア東部、中国東北部か

ら中部、朝鮮半島、日本など東アジア一帯に広く分布していた。しかし、乱獲と環境の悪化によ

って各地で減少し、現在では、絶滅する恐れのある動物として絶滅危惧種に登録されている。 
現在、世界中で野生のトキが生息しているのは中国のみで、陝西省西安市の南に位置する洋

県にトキの生息地がある。中国でも一時期トキは絶滅したと考えられていたが、１９８１年に７

羽が発見された。その後、営巣地の監視・保護、人口繁殖などに取り組み、現在では１０００羽

以上が確認されるに至っている。洋県の「陝西トキ救護飼養センター」では、自然と同じような

環境でトキを飼育するかたわら、パンフレットやビデオを使って小学生向けのキャンペーンを行

うなど、国民に対する普及啓発を行っている。 
こうした中国のトキ保護活動に対して日本が支援をしていることはあまり知られていない。

「中国トキ保護支援基金」を募ったり、「中国トキ保護観察団」を派遣し、野生のトキの観察や

保護施設や地元小学校を訪問したりして、交流を深めている。 
一方、日本のトキは、明治時代以降急激に数が減った。１９８１年には、その時点で野生に

残っていた最後の５羽を、新潟県佐渡島の「佐渡トキ保護センター」に保護し、人口繁殖を試み

た。しかし、懸命の努力にもかかわらず、人口繁殖は失敗に終わり、２００３年をもって日本の

トキは絶滅した。 
そのような状況のもとで、日本に救いの手を差し伸べたのが中国だった。１９９８年、中国

の江沢民主席が来日に際して、２羽のトキの贈呈を約束した。翌１９９９年、雄の「友友」と雌

の「洋洋」が日本に到着し、「佐渡トキ保護センター」で飼育されることになった。それ以来、

この２羽をもとにトキの人工繁殖が行われ、２００７年現在、１０７羽が飼育されるに至ってい

る。繁殖は次々と成功し、自然に戻す計画も進んでいる。 
中国の協力のおかげで、日本のトキの再生が実現した。今後は、日本が環境を整備し、自然

の中でトキの飛ぶ姿が見られるよう、努力し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学习目标： 
1． 请求许可时常用的表达句型。 
2． 濒危动物的中日协力。 
作业： 
１．～おそれがある、～のみ、～をもって、～に際して的用法。 
２．就有关珍稀动物的保护工作进行简单说明。（熊猫为例）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日本取材の成果／北京の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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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売り込み／手紙 ２  

3. クレーム／「水道水」の話 ２  

4. 希望の灯／太極拳で広がる交流 ２  

5. 広州で／中国茶の歴史 ２  

6. 電話／デジタルカメラ ２  

7. 紹興を訪ねる／水郷の町 ２  

8. 香港＿CM撮影の下見／CM ２  

9. 
創作中華料理コンテストの実現／日本の寿司から世界の

SUSHIへ ２ 
2 

 

10. イベント前夜／地球温暖化 ２  

11. イベント当日／桜 ２  

12 病院／ロボット ２  

13. イベント打ち上げ／宇宙食 ２  

14. 本社での報告／地震 ２  

15. 栄転の話／クモの糸 ２  

16. 思い出の場所／トキ ２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级日语（一） 
后续课程：暂未定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继续加强书面语表达的学习。 
难点：不同文体遣词造句时注意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采用启发、讨论、学生展示、课堂讲评等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提高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 
1.课堂讨论。 
2.教学观摩。 
3.小组工作 
4.研究性学习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课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统一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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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用教材 
1. 人民教育出版社 《新 标准日本语 中级 下》 
（二）推荐参考书 
 配套练习册 

执笔：郝轶君  审稿： 审定：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0日 

 

中级日语（一） 
Intermediate Japanese(一) 

课程号：508030472 

一、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为学完初级日语（一）（二）的学习者（或达到初级水平的学习者）开设的课程。通

过会话和课文旨在提高学生的交际功能和阅读能力。并通过练习明确句型语法的使用，以期达到正

确掌握日语语言表述，初步具备日语写作能力。 
具体目标：1.掌握词汇约 4000词； 
2.掌握相当于“日语能力考试 N2”级别的语法知识； 
3.灵活运用会话能力展开交际活动； 
4.以叙述文为主，具备中级水平的文章写作能力。 
二、 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中级日语（一） 
（二）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会話“出会い”、読解“日本の鉄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出会い 
李：あのう、すみません！ 
男性：えつ？ 
李：これ、落ちましたよ。 
男性；あつ！すみませ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李：あのう、失礼ですが、先ほどの方じゃありませんか。 
男性：ああ、さっきは、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助かりました。 
李：いいえ、どういたしまして。 
男性：中国のかたですか。日本語がお上手ですね。 
李：いいえ、まだまだです。勉強すればするほど、難しくなる感じがします。上海へは、お

仕事でいらっしゃったんですか。 
男性：ええ。こちらに転勤になったんです。空港がすっかり変わりましたね。驚きました。 
李：街もずいぶん変わっていますよ。変化が早くて、わたしたちもついていけないくらいで

す。 
男性：そうでしょうね。 
李：ほら、高層ビルが見えてきたでしょう？あの辺は上海の新しい中心地なんです。 
男性：すごい。まるでニューヨークみたいですね。 
李：じゃあ、ここで。 
男性：ええ、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さようなら。 
日本の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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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には、JR、私鉄、公営の 3種類の鉄道会社があります。JR とは、Japan Railwaysの略で
す。以前は国営の鉄道でしたが、1987年に民営化されました。世界的に有名な新幹線も JRの路
線の１つで、日本の主要な都市と都市を結んでいます。最高時速は 300キロを超えます。最初に
完成したのは東海道新幹線ですか、山陽新幹線、東北新幹線、九州新幹線など、路線がどんどん

延びています。   
私鉄とは、JR 以外の民間企業が経営する鉄道会社で、大都市には大きな私鉄がたくさんあ

ります。また，公営の鉄道は，地方自治体などが経営するものです。  
 中国の鉄道は、ほとんど国営です。主要都市を結ぶ路線はもちろん，世界で始めて実用化

されたリニアモーターカーも国営です。   
ところで，JR や私鉄の各路線では，運行の方向を表すのに特別な言葉を使っています。そ

れは、「上り」「下り」という言葉です。特に本州では、地方から東京方面へ向かう路線を「上

り」といい，東京から地方へ向かう路線を「下り」といいます。   
そこで，こんななぞなぞがあります。「日本でいちばん高い駅はどこでしょう。」答えは東

京駅です。東京駅は「上り」の最終の駅になっているからです。 
学习目标： 
1．与陌生人交谈时的方法。 
2．有关日本铁路的基本概况。 
作业： 
1. ～とは、～のことです、～の１つ的用法。 
2.路上迷路时如何向路人。 

知识单元 2：会話“あいさつ”、読解“あいさつの時の礼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あいさつ 
大山：すみません，お待たせしました。 
佐藤：どうもごぶさたしています。   
大山：本当にお久しぶりです。佐藤さんといっしょに仕事をするの は，４年ぶりですね 
佐藤：ええ、早いものですね。その節は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大山：いいえ、こちらこそ。  
佐藤：今回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 
同僚：お話中，失礼します。JC企画の李さんがいらっしゃりまし た。  
大山：あ、そうですか、じゃあ，こちらにお願いします。 
同僚：はい。  
李：こんにちは。  
大山：こんにちは，李さん。紹介します。こちらは，今度の「金星」プロジェクトの責任者

で、佐藤です。  
李：始めまして……あれっ，昨日の…！ 
あいさつの時の礼儀 
日本人同士があいさつする時は，普通お辞儀をします。中国ではあいさつをする時，握手を

するのは普通ですが，日本人は，握手よりもお辞儀をするのが一般的です。お辞儀をすす時は腰

から上を前のほうに傾けます。お辞儀の角度には，首を曲げるだけの軽いものから深く頭を下げ

るものまで，いろいろあります。普通，初対面の時には深く頭を下げて，丁寧なお辞儀をします。 
仕事で初対面の人に会った時は，名刺を出します。名刺の出し方と受け取り方にも決まりがあり

ます。相手が目上の時は，まず自分から先に名刺を出して深いお辞儀をし，次に相手の名刺をお

辞儀をしながら受け取ります。出す時も受け取る時も，両手を使うほうが丁寧です。  ま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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す内容にも気をつけ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初対面の時は，個人的なことを聞かないのが普通です。

特に仕事の場で出会った相手には，個人的な質問は避けたほうがいいでしょう。結婚しているか

どうか，給料はいくらか，年はいくつかなどは，普通は聞きません。  大事なのは，相手に不快
感を与えないことです。いくら丁寧な言葉であいさつしても，怖い顔をしていては，相手にいい

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気持ちがこも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は，予想以上に相手に伝わって

しまうものです。 
学习目标： 
1．由回顾以往而开始的寒暄。 
2．日本社会中寒暄时的做法及注意事项。 
作业： 
1.～たほうがいいです、～ては、～にも～にも的用法。 
2.与前来公司商谈的客户如何进行寒暄。 

知识单元 3：会話“顔合わせ”、“名字”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顔合わせ  
李 ：JC企画上海支社の李秀麗です。今回の「金星」プロジェクトは，私を含めて 4名のス

タッフが担当いたします。  
野田：はじめまして。野田理恵です。上海支社に来て，2年目です。主に営業を担当させて

いただき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王 ：はじめまして。王風と申します。王は王様の王，風は風と書きます。広告やホームペ

ージのデザインを担当しており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李 ：このほかに中井という男性社員が加わります。 
佐藤：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李さんも日本語が上手ですけど，王さんも上手ですね。   
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出身は浙江省の紹興ですが，大学時代，日本に留学していた

んです。ですから，今回のプロジェクトにたいへん興味があります。 
佐藤：紹興ですか。10年前に，一度だけ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  
王 ：そうですか。  
佐藤：ええ。わたしにとっては，初じめての海外旅行でしたが，紹興で飲んだ紹興の味は今

でも覚えていますよ。 
名字 
中国語の「ミンヅー」は多くの場合、姓と名の両方を指しますが、日本語では家族の姓を「名

字」といいます。 
すべての日本人が名字を持つようになったのは、明治時代になってからです。当時の政府が、

すべての国民が名字を持つことを法律で決めました。それまで名字を持っていたのは武士や貴族

だけでした。ですから、突然名字を持てといわれても、どんな名字を持てばいいの分かりません。

人々は慌てました。 
しかし、名字をつけない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そこで、多くの人が、地名や地形から名字を

つけました。日本の名字に、「木」「林」「山」「川」など自然に関係する漢字が多いのは、そのた

めです。家が谷の中にあるから「中谷」、近くに大きな杉の木があるから「大杉」とつけられた

名字もたくさんあります。また、日本で最も多い「佐藤」や「鈴木」は、昔の武士の名字や、地

名からつけられた名字だといわれています。 
日本人の名字の種類は、三十万近くあります。それでも世界の第二位です。第一位は多民族

国家のアメリカで、その数は１６０万を超えています．一方、最も少ないのが韓国で３００程度

しかありません。また、世界で一番人数の多い姓は「李」で、約一億人いるそう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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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自我介绍时的常用表现。 
2．日本人姓名的由来及含义。 
作业： 
1.～一方、～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といわれています的用法。 
2．制作自我介绍表。 

知识单元 4：会話“東京本社”、読解“近年サラリーマン事情”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東京本社 
社員：もしもし、山田さん、うちの青木主任が、ちょっとお話をしたいと言っていました。 
山田：私にですか。 
社員：ええ。青木主任は、ごごなら何時でもかまわないそうです。 
山田さんのご都合はいかがですか。 
山田：そうですね、一時半はどうでしょう。 
社員：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のようにを伝えします。 
青木：お忙しいところ、すみません。実は、上海支社で進めている「金星」プロジェクトが、

思ったより大変な仕事になりそうなんです。 
山田：そうですか。 
青木：それで、東京本社でも「金星」プロジェクトの担当者を決め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突然ですが、山田さん、この仕事をし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山田：私が「金星」プロジェクトの担当者に？ 
青木：はい、上海支社の李さんからの要望なんです。 
山田：李さんが、私を推薦してくれたんですか。 
青木：ええ、山田さんは上海支社にいたこともあるし、中国の事情に詳しいからということ

でした。 
山田：分かりました。中国と関係のある仕事なら、ぜひやってみたいと思います。 
近年サラリーマン事情 
かつて、日本のサラリーマンといえば、朝早く家を出て家に掃るのは新夜になり、殘業や休

日出勤をするのは當たり前でした。近年、週休２日制の導入や勞動時間を減らす取り組みなどが

實施され、サラリーマンの生活は變化してきました。 
週休２日制は１９８０年代から企業に導入されてきました。１９９２年には国家公務員に、

２００２年には小、中学校にこの制度が導入されました。２００５年の調查によると、日本の企

業の８９％が、週休２日制を實施しています。 
さらに、フレックスタイム制度を導入する會社も增えています。これは、自分の出勤と退勤

の時間を自由に決められる制度です。勞動者が自分の生活と仕事のバランスを取りながら、働く

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設けられました。 
また、日本の會社には、育兒休暇の制度がありますが、これまでこの制度を利用するのは、

ほとんどが女性でした。男性の場合、會社での理解が得られないのではないか、出世の妨げとな

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る人が多かったからです。近年、家族との時間を大切にしたいと考えて、

この制度を利用する男性が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このように、日本のサラリーマンの働き方は、かつてと比べると大きく變化しています。都

會での時間に追われる生活をやめて、田舍に引っ越す人もいます。 
学习目标： 
1． 转述信息情景时的会话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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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工薪阶层的现状和变化。 
作业： 
1.～といえば、～てきまし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見ら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的

用法。 
2.在公司向同事转述部长的命令。 

知识单元 5：会話“商品紹介”、読解“日本語の語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商品紹介 
佐藤：「金星」が日本で発売されたのは、１０年前です。最初はなかなかうれなくて苦労し

ましたが、３年前、コンテストで最高賞を受賞したのをきっかけにして、う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し

た。 
大山：最近では、海外からの注文も増えてきています。 
佐藤：ところで、「金星」という名前は、中国人に受けるでしょうか。 
日本と中国とでは、意味の違う漢字があると聞きましたが。 
王：この言葉は中国語でも同じ意味ですから、大丈夫ですよ。 
李：でも、「きんぼし」と読むと、意味が違いますよね。 
王：「きんぼし」と「きんせい」は意味が違うんですか。 
佐藤：ええ、「金星」は星の名前ですが、「きんぼし」というのは、「すばらしい働きをす

ること」を表します。相撲で位の力士が横綱に勝った時に「きんぼしをあげる」ということから

きた言葉です。 
王：そうですか。相撲から来た言葉ですか。このお酒もきんぼしをあげられるようにしたい

ですね。 
李：話は変わりますが、「金星」って、ボトルの形が素敵ですね。まるでワインのボトルみ

たいです。 
佐藤：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特にこのデザインは若者に人気があるんですよ。 
王：このボトルなら、中国でも売れるのは間違いないですね。 
大山：それを聞いて安心しました。 
日本語の語彙 
日本語の単語を、元の言葉は何かという点から分類すると、（和語）（漢語）（外来語）（混

種語）の四つに分けることができる。和語はもともと日本語にあった言葉で、漢語は中国語から

取り入れられた言葉だ。漢語は（音読み）する。音読みとは、昔の中国語の発音に基づいた読み

方だ。外来語は主に十九世紀以降、西洋を中心とした外国から取り入れられた言葉で、普通片仮

名で書く。さらに、和語、漢語、外来語のうち、二つ以上を組み合わせてできた言葉を混種語と

呼ぶ。（消しコム）や（マラソン大会）（正月休み）などの言葉だ。 
同じ漢字で表される言葉でも、漢語か和語かで意味が違うことがある。例えば（生物）とい

う言葉は、漢語として（せいぶつ）と読むと、動物や植物の総称となるが、和語として（なまも

の）と読むと、煮たり焼いたりしていない食べ物という意味になる。だから（生物を食べる）と

いう文を（せいぶつをたべる）と読むと、いみがよく分からなくなってしまう。 
漢語、和語に外来語が加わると、さらに意味の違いが出てくる。例えば、宿泊施設をいう場

合、（旅館）というと、たいていの人は、畳の上に布団を敷いて寝るような部屋を想像する。一

方、（ホテル）というと、ベッドで寝る部屋を想像することが多い。 
学习目标： 
1.商务会谈时如何自如地转换话题。 
2．日语词汇的种类及表现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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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という点から、～に基づいた、～を中心とした、～しか～ません的用法。 
2.综合信息分析。在大量信息中间快速找到个人所需信息，完成工作。 

知识单元 6： 会話“先輩”、読解“「はしの文化」さまざま”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先輩 
井：竜虎酒造の佐藤さんなんだけど、なんとぼくの大学の先輩だったんだ。 
野田：えっ、先輩？あの佐藤さんが？ 
中井：そう。バスケットボール部の２年先輩。４年生の時はキャップテンだったんだよ。 
野田：ふうん。じゃあ、人気があったんでしょうねえ。 
中井：それはもう。まじめだし、みんなから信頼されていたしね。 
中井：あっ、王さん、今からお昼？今日は遅いんだね。 
王：打ち合わせが長引いちゃって。何の話してたの？ 
中井：竜虎酒造の佐藤さんのことを話していたんだ。あの人、ぼくの大学の先輩なんだよ。 
王：へえ、そうだったの。 
中井：そういえば、佐藤さんに李さんのことを聞かれたな。どうな人だって。 
野田：それで、中井さんは何て言ったの？ 
中井：うん。明るくて、仕事熱心な人だって言ったよ。部下の面倒をよく見るし、優しいし、

まさに理想的な上司で、…。 
野田：そんなことを聞くということは、佐藤さん、李さんのことが気になるのかしら。 
王：うん、そうかもね。 
「はしの文化」さまざま 
手、はし、フォーク、ナイフ、スプーンなど、食べる時に何を使うかは、食事の内容や習慣

によって違う。 
日本では、洋食はナイフとフォーク、スプーンで食べ、和食は、はしを使う。中国や韓国で

は、スープをスプーンやれんげを使って食べるが、日本のみそ汁は、おわんを持ち上げ、直接口

をつけて食べる。具を食べる時はもちろんはしを使う。 
「はし」といっても、その形や材料は国や地域によって違う。中国のはしは長くて、先端が

丸く太さがあまり変わらない。材料は木や竹、プラスチェックのほか、玉 や金属のものもある。

韓国のはしは中国より少し短く、やや平らな形をしている。ステンレスなど、金属製のものが一

般的だ。日本のはしは韓国のものに比べて さらに短く、先のほうは細くなっていて、とがって

いる。材質は木や竹が多く、漆が塗られていることもある。 
日本の家庭では、自分専用のはしや茶わんを使う。食事は 1人 1人、お皿や茶わんに分けて

出されるのが一般的だが、大皿から料理を取る時は、取りばしを使うのが、正式なマナーだとさ

れる。 
食事の時にはしを使うのは、中国、韓国、ベトナム、日本などで、世界の人口の約３割だと

いうが、同じ「はしを使う」文化も、実にさまざまだ。 
学习目标： 
1.谈论第三人时的会话方法。 
2.饮食文化漫谈，有关筷子的中日异同之处。 
作业： 
1．～によって、～のほか、～をしている、～とされる的用法。 
2.针对一天的饮食生活进行记录，说明内容及食用方法。 

知识单元 7： 会話“打ち合わせ”、読解“電子メールの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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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打ち合わせ 
李：中井さんの企画は、テレビＣＭね。「燕醸造のＣＭを参考にする」と書いてあるけど、

これはどういる意味？ 
中井：日本の清涼飲料水のＣＭなんですが、製作スタッフが中国人なんです。きっと参考に

なるだろうと思います。 
李：ああ、あの評判のＣＭね。確かに中国人の感性がよく分かるわ。それから、野田さんの

「創作中華料理コンテスト」という企画はどういうもの？ 
野田：はい。「金星」に合う創作中華料理を募集するんです。コンテストはパーティー形式

にして、有名な歌手や俳優に審査員として参加してもらいます。 
李：コンテストをパーティー形式に？ 
野田：はい。選考会の会場は、上海ならノーストンホテル、北京なら華晶酒店を考えていま

す。 
李：ノーストンホテルと華晶酒店？どちらも最高級の場所よ。 
野田：ええ。高級ホテルとスター。きっと話題になるだろうと思います。 
李：なるほど、それなら、テレビに取り上げてもらうこともできるわね。 
李：では、企画会議までに、それぞれの案をできるだけ具体的にまとめてください。 
王：企画会議は来週の何曜日でしたっけ？ 
李：木曜日です。 
電子メールの作法   
件名（Subject）：「金星」キャンペーンの企画案 
竜虎酒造株式会社 「金星」販売促進企画部 
佐藤光一様 
いつもお世話になっております。JC企画の王です。 
先日お話しました「金星」キャンペーンの企画案ができました。 
できるだけ早くご説明に伺いたいと思います。 
来週のご予定はいかがですか？ご都合のいい時間をお知らせください。 
よろしく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 
株式会社 JC企画 上海支社 
王風 wangfu@JCkikaku.cn 
メールは手軽な連絡の手段として、世界中で使われている。ただし、仕事の上でのメールや

目上の人に送る場合は、いくつが気をつ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がある。注意点さえ理解してお

けば、メールはとても便利な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手段だ。 
1．件名を書くときは、用件を明確にする 
「こんにちは」「はじめまして」などといる、メールの内容の分からない表現は避け、件名

だけで内容が分かるようにする。 
2．宛先と自分の名前を忘れずに入れる 
会社名や部署が分かっている場合は、「…株式会社…部」のように宛先を書き、相手の名前

が分かっている場合は、文の初めに「○○様」と相手の名前を入れるといい。 
3．用件は簡潔にする 
要点を整理して、伝えたいことを簡潔に書く。一行は 3０文字ぐらいで改行し、3…４行ご

とに 1行あけると読みやすい。 
４．最後に署名を入れる 
文の最後には、普通、自分お名前、所属する会社、部署やメールアドレスなどを書い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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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を付ける。 
学习目标： 
1．会话文体的去别。工作单位情景中作为上司地位时的会话表现方法。 
2．应用文章的写作。（电子邮件）。 
作业： 
1.～おけば、～といい、～ごとに的用法。 
2.尝试以上司的立场对下属进行工作安排时的会话表现。 

知识单元 8： 会話“企画書”、読解“カップラーメン”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企画書 
王：先日の話では、「金星」は特に若者に人気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したが…。 
佐藤：ええ、そのとおりです。 
王：それで考えたんですが、中国でも「金星」のキャンペーンのターゲット都市部に住む若

者に絞ってはどうでしょう。 
佐藤：うん。それはい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ね。 
王：さらに、キャンペーンでは、CM、ホームページ、イベントの 3つに力を入れたいと思

います 
佐藤：ほう、CMとホームページは分かりますが、イベントというのはどんなものですか。 
王：「創作中華料理コンテスト」と「金星」試飲会などを考えています。イベントは、ホテ

ル、レストランなどで行います。詳しい内容については、企画書をご覧ください。…… 
王：それから、ホームページの件ですが、「『金星』の故郷を探る」といるコーナーを設けて

はどうでしょうか。 
佐藤：「『金星』の故郷を探る」ですか。 
王：はい。商品の PRだけじゃなくて、日本の文化を紹介するコーナーを作ってはどうかと

考えています。日本の食べ物とか若者の意識とかを紹介するのもおもしろいと思うんですが。 
佐藤：なるほど、いいですね…。では、王さん、取材に行ってみませんか。 
王：えっ、わたしがですか？ 
佐藤：ええ。日本人でも、もちろんそのような記事は書けます。でも、中国人の目から日本

を取材したほうが、おもしろい記事になると思うんです。 
王：分かりました。では、まず会社に帰って、上司と相談させてください。 
カップラーメン 
カップラーメンは、お湯を注いで 3分待つだけで、どこでも手軽に食べられる。 
現在、世界中で愛されているカップラーメンを開発したのは、日清食品の創業者、安藤百福

だ。1985年にインスタントラーメンを開発した安藤は、すでにこの時期、『インスタントラーメ
ンの国際化』といる夢を持っていた。 
ある年、安藤はキャンペーンのためにアメリカを訪れ、インスタントラーメンを試食しても

らった。すると、相手はどんぶりを使う代わりに紙コップを使い、その中に砕いたインスタント

ラーメンを入れ、お湯を注いで、フォークで食べ始めた。 
安藤はこれに驚き、「フォークの文化圏では、インスタントラーメンもフォークで食べられ

るように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どんぶりに代わる新しい容器が必要だ」と考えた。そして、新

しい味をどんぶりではない新しい容器で販売し、フォークで食べられるようにすれば、インスタ

ントラーメンは国際商品になると確信した。 
しかし、開発は簡単ではなかった。容器の材料は、ガラス、紙、プラスチェック、金属と、

当時考えられるだけのものが集められた。さまざまな工夫の末、「発泡スチロール」が採用さ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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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容器の形についても試作が繰り返された。片手で持てて、手から滑り落ちない形を理想とし

て、現在の形が生まれた。 
こうして、カップラーメンは 1971 年に発売された。さまざまなキャンペーンが行われ、今

では世界中に広がり、80カ国以上の国で食べられている。 
学习目标： 
1．提建议及回应建议时的表现方法及基本句型。 
2．日本文化介绍的话题。有关方便面的开发背景及现状。 
作业： 
1.～だけて、～代わりに、～の末、～すると的用法。 
2.有关方便食品的讨论，表达各自的做法及意见。 

知识单元 9： 会話“トラブル”、“イタリア旅行”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トラブル 
王：あのう、荷物が出てこないんですけど… 
手荷物係：えっ、そうですか。失礼ですが、どのようなお荷物ですか。 
王：黒いスーツケースで、「王風」という名札が付けてあります。いくら待っても出てこな

いんですよ。 
手荷物係：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すぐにお調べします。少々待ちください。 
山田：すみません。AJL205便で来る人を待っているんですが、まだ出てこないんデス。 
空港職員：上海からの便ですね。予定どおり 17 時３０分に到着いたしましたが…。よろし

ければ、お呼び出しのアナウンスをいたしましょうか。 
山田：ええ。お願いします。 
王：ちょっと、いったい。いつまで待てばいいんですか。もう６時半ですよ。 
手荷物係：申し訳ごじいません。ただ今お調べしております。もう少しお待ちいただけませ

んか。 
王：そんな、困りますよ。ロビーで同僚がまっているんです。早くてもらえませんか。 
手荷物係：本当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後ほど、お泊りのホテルにお届けいたします。よろ

しいでしょうか。 
王：仕方ないですね。できるだけ早く届けくださいよ。 
イタリア旅行 
４月 1日 
17時 20分、あこがれのローマに到着。荷物を受け取って、入国。旅行社の人が迎えに来て

いるはずだが、見つからない。もし来なかったらと思い、不安になった時、背の高い男性が、に

こにこしながら近づいてきて何か言う。だれかと思ったら、我々を迎えに来たガイドさんだった。 
４月 2日  
6 時 30 分起床。今日はローマ市内観光。お土産物屋さんは、わたしたちの顔を見ると、ま

ず、「ニーハオ」と呼びかけ、黙っていると、「アンニョンハシムニカ」。さらに黙っていると、

「こんにちは」。海外旅行に来る東洋人は中国、韓国、日本の順になっているのだろうか。 
４月 3日 
ポンペイ見学。西暦 79年に火山の爆発で埋まってしまったローマ時代の都市だ。1900年以

上昔にこんな立派な都市があったなんて、信じられない。 
４月４日 
今日は自由行動。レストランに行ったら、イタリア語ばかりが聞こえてきて、ちょっと緊張

する。隅に日本人らしいグループがいたので、なんとなくほっとする。軽くお辞儀をすると、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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っこり笑って、「ニーハオ」と言った。相手も私たちと同じ気持ちだったらしい。やはり同じ東

洋人ということで、相通じるものがあるのかもしれない。 
学习目标： 
1．有关投诉的表达方式。区别投诉一方和处理投诉一方各自的文体。 
2．日记风格的文章写作。注意用词简洁，在书面语中夹杂口语的写作方式。 
作业： 
1.擬声語～する、～と思ったら、～ばかり的用法。 
2.实用文写作。制定北京两天一宿的旅游日程，要求安排合理，清晰，具可操作性。 

知识单元 10： 会話“スケジュール”、読解“温泉大国 日本”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スケジュール 
山田：今日から 1週間、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王：こちらこそ、お世話になります。スケジュール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山田：滞在期間中に、できるだけたくさんの取材ができるよう予定を立てました。ちょっと

ハード過ぎますか。 
王：いいえ、とんでもありません。音楽、ファッション、映画、食べ物、観光地…。どれも

関心のある所ばかりです。 
山田：それから、水曜日だけは予定を入れていません。もしよかったら、その日、有馬温泉

に寄ってみませんか。 
王：温泉ですか。 
山田：ええ。1日くらいのんびりしたほうがいいと思って…。 
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ぜひ行ってみたいです。 
山田：分かりました。じゃあ、早速旅館を予約します。 
女将：お電話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有馬旅館」でございます。 
山田：すみません、予約をお願いしたいんですが…。 
女将：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ご予定はいつになりますか。 
山田：あさって、2名で 1泊なんですが、空いているでしょうか。 
女将：はい、20日の水曜日、2名様で、ご 1泊ですね。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ませ。はい、ご

用意できます。1泊 2食付きで、お 1人様 16000円になりますが、よろしいですか。 
山田：はい、結構です。 
女将：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それでは、お名前とお電話番号をお願いします。 
温泉大国、日本 
日本には、全国に約 3000の温泉地があり、利用者は一年間に延べ 1億 4千万人以上といわ

れている。 
温泉といえば、地中から湧き出る温かいお湯のことだと思っている人も多い。しかし、冷た

い水でも、規定の成分を含んでいれば温泉という。温泉の色は、透明なものから白い濁ったもの

や青色をしたものまでさまざまである。また、成分の違いによって、神経痛や皮膚病、高血圧な

どいろいろな病気に効くといわれている。 
かつて、温泉は病気やけがの治療に使われていた。今は、環境を変えてのんびりするために

利用する人がほとんどだ。温泉の多くは自然の豊かな場所にある。だから、緑を見ながら、露天

風呂に入ったり、広いお風呂でたっぷりのお湯につかったり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リラックスでき

るのだろう。 
温泉地では、お客を集めるための工夫をしている。例えば、宿泊する人以外がホテルや旅館

の入浴施設を有料で使用できる「日帰り温泉」がある。「入浴＋昼ご飯」や、「入浴＋部屋での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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憩」など、宿泊する時間のない人のためにさまざまなプランもある。最近では「日帰り入浴」専

用の施設も増えてきている。 
また銭湯といって、安い値段で入浴できる施設もある。銭湯とは、多くの家にお風呂がなか

ったころに作られた入浴施設のことだ。現在ではその数も少なくなってきているが、最近では、

「スーパー銭湯」が出てきて人気を集めている。普通の銭湯より値段は高いが、いろいろな種類

のお風呂やマッサージ、エステなどがあり、1 日中楽しめる。「スーパー銭湯」は忙しい人たち
のちょっとしたいやしの場になっているのだ。 
学习目标： 
1．实用会话，如何订旅馆。学习明确简短地传递必需信息。 
2．围绕温泉的话题了解日本的澡堂文化。 
作业： 
1.～によって、副詞＋の修飾名詞、“その”的用法。 
2.给温泉旅馆打电话，说明时间人数，明确旅馆方的报价及其他注意事项。 

知识单元 11： 会話“若者の意識”、読解“漫画とアニ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若者の意識 
王：（手指墙上的海报）あのポスター、張一心ですね。 
担当者：ええ。新作映画の「朋友」が今週公開されたばかりです。興行成績は現在のところ

は第 2位ですが、来週はトップになる見込みです。 
王：張一心は中国では大スターですが、日本でも、すごい人気があるんですね。 
担当者：はい。彼が主演する映画は、アクションでも恋愛ドラマでも、必ず当たります。 
王：中国映画の人気はどうなんですか？ 
担当者：ええ。この 1か月で 3本の中国映画が公開されました。どれも高く評価されていま

す。 
王：中国以外ではどの国の映画が人気があるんですか。 
担当者：アメリカや韓国…そうそう、日本映画の人気も高まっていますよ。 
王：そうすると、外国のものだから人気がある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んですね。 
担当者：ええ、若者は日本のものと外国のものを区別していないような気がします。彼らは、

映画にしても音楽にしても、いいものならすぐに受け入れます。 
王：そうですね。中国の若者も同じだと言う気がします。じゃあ、彼らの心をつかむには、

どうすればいいんでしょうか。 
担当者：うーん…、難しい質問ですね。やはり本当にいいものを作ることではないでしょう

か。 
王：本当にいいもの、ですか？ 
担当者：ええ。今の若者は、テレビＣＭより、同世代の人の口コミを信じます。映像でも音

楽でも食べ物でも、本当にいいものを提供すれば、口コミで広がっていくはずです。 
王：なるほど。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とても参考になりました。 
漫画とアニメ  
日本に来た外国人は、電車などでサラリーマンが夢中になって漫画を読んでいる光景を見て

驚くと言う。日本の漫画は、子供向けから成人向けまで、対象の年代ごとにさまざまな種類があ

る。会社員の生活や、経済に関するものなど、大人にしか楽しめない内容の漫画も多くある。一

方、子供向けの漫画でも、大人が楽しめるものも多い。近年、中国では「クレヨンしんちゃん」

「ドラえもん」「ちび丸子ちゃん」などの漫画が子供だけでなく大人からも人気を集めている。 
日本のテレビアニメも外国での評価が高い。日本で最初のテレビアニメは 1963年の“鉄腕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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トム”だ。漫画をアニメ化したものだが、その画質は今とはくらべものにならないほど悪かった。
その後、デジタル技術の開発が進むとともに、高画質のいきいきとした映像が生み出されるよう

になった。「ドラえもん」「クレヨンしんちゃん」などの漫画も、テレビ番組用にアニメ化され、

高視聴率を獲得した。 
やがて、最先端のデジタル技術を使ったアニメが映画館のスクリーンに登場し、娯楽性や芸

術性の高い作品が次々に製作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2001 年に公開された「千と千尋の神隠し」は、その豊かな想像力と高い表現力が世界的に

も高く評価された。 
学习目标： 
1．会话中遇到判断时的表现方法。注意基于客观事实的判断和表明个人意志的判断表现的差

异点。 
2．从具有日本文化代表性的漫画和动画片入手，了解当代日本文化现状及对世界的影响。 
作业： 
1.～向け、～しかない、～とはくらべものにならないほど的用法。 
2.以对比为话题，就中国经济，人民生活，个人收入等做会话练习。 

知识单元 12：会話“最終日”、読解“方言と共通語”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最終日 
山田：いよいよ明日帰国ですね。次の取材は、2週間後でしたよね。 
王：はい。1週間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やっぱり、実際に来てみないと、分からないことが

あるものですね。 
山田：というと？ 
王：いやあ、大阪だから、「おおきに」とか「あかん」とか、もっと大阪の方言が聞けると

思っていたんですが、あまり耳にしませんでした。 
山田：そういえば、そうですね。繁華街の方に行かなかったせいかな。あっ、そうだ。今か

ら、ミナミに飲みに行きませんか。大阪弁がたっぷり聞けますよ。 
王：せっかくですけれど、今日は遠慮しておきます。明日出発が早いので。その代わり、今

度の東京取材の時、誘ってください。 
山田：あのう…、実は、来月の取材には、私は同行できないんです。 
王：そうなんですか。それは残念です。 
山田：というのは、あのう…、わたし、来月結婚するんです。 
王：えっ！？本当ですか。それは、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山田：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王さん、もしよかったら、披露宴に出てくれませんか。披露

は５日ですから、ちょうど王さんが日本にいる間です。ぜひ出席してください。 
王：いいんですか。では、喜んで出席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山田：よかっ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王：こちらこそ。日本の結婚式に出るのは初めてなので、今度の東京取材がますます楽しみ

になりました。 
方言と共通語 
中国は多民族国家で、民族によって使用する言語が異なっている。また中国語も 1つではな

く、かなりの数の方言が存在する。それぞれの方言は発音も文法も語彙も大きく違っている。 
日本語においても、発音、文法、語彙など、地域による言葉の違いがある。 
まず、発音やアクセントの違いがある。例えば、「はし」と言う言葉だ。「箸」の「はし」、

「橋」の「はし」。ほかにも異なった意味があるが、この二つの意味で考えてみよ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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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語（東京方言）では、「箸」は「は」を高く、「し」を低く言う（①）。「橋」は「は」を

低く、「し」を高くいう（②）。 
①はし（高低）②はし（低高） 
一方、京都など関西地方では、「箸」は「はし（②）」、「橋」のほうは「はし（①）」と発音

する。「はし（①）」と言う言葉の意味は、方言によって変わることになる。 
方言の違いによってこんな誤解が起きることもある。例えば、東北地方に「なげる」と言う

方言がある。これは「捨てる」と言う意味だが、方言を知らない人が「これを投げて」と言われ

て、「投げる」だと解釈して、ごみを投げ返して怒られたと言う話がある。また、関西地方には

「ほかす」と言う方言がある。やはり「すてる」と言う意味だが、これを「保管して」と聞き間

違えて、要らないものを大切に保管してしまったと言う話もある。 
現在では、ラジオやテレビでは東京の方言を基本にした共通語が使われ、地方の日常生活に

共通語が浸透している。 
学习目标： 
1．如何发出邀请及接受或拒绝邀请时的表现方法。 
2．简单了解日本的方言与标准语之间的差别，消除交流障碍，增进沟通。 
作业： 
１．～それぞれ、～においては、～によって変わる、複合動詞的用法。 
2.邀请朋友去听音乐会，如被邀请者无法前去，如何婉转拒绝。 

知识单元 13： 会話“スピーチの依頼”、読解“日本の人口が減っている―少子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スピーチの依頼 
山田：課長、お忙しいところ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が、ちょっとよろしいですか。 
吉田：うん、何だい？ 
山田：実は、折り入ってお願いし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ですが…。 
吉田：どうしたの、改まって。 
山田：ええ。わたしの披露宴のことなんです。課長にスピーチをお願いしたいと思いまして

…。 
吉田：ぼくがスピーチを？ 
山田：はい。ぜひ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吉田：ううん、あまり自信がないけどなあ。しかし、君の頼みだ。引き受けるか。 
山田：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吉田：もしかして、上海の李さんも来るの？ 
山田：いいえ。今回のプロジェクトが忙しくて、どうしても中国を離れられないそうです。 
吉田：そうか、残念だね。ぼくも、李さんには会いたかったんだけど。 
山田：ええ。でも、ちょうどその時期に上海支社の王さんが取材で日本に来ているので、王

さんが出席してくれ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吉田：それはよかった。何といっても、上海は、君と町子さんが出会った思い出の場所だか

らね。 
日本の人口が減っている－少子化 
世界の人口は増加する一方だが、日本の人口は減り始めている。2005 年の統計によると、

世界の人口は約 65億人で、前の年より約 7550万人も増えている。それに対して、日本の人口は
約 1億 2775万人で、前の年から約 1万人も減少している。 
その原因の 1つは、生まれる子供の数が少なくなっていることにある。こうした現象を「少

子化」と呼んでいるが、この傾向は今後も続いていくと予測され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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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の背景には、結婚、出産、育児に対する人々の意識の変化がある。例えば、結婚

年齢が遅くなる「晩婚化」の傾向は、年々強まっている。結婚時の女性の平均年齢は、1977 年
には 25.0歳であったが、1992年には 26.0歳、2004年には 27.8歳になった。高年齢になると出
産を控える傾向が強まり、1人の女性が出産する子供の数を示す「出生率」が下がる。それが少
子化の原因につながっている。 
また、物価の上昇高額、高額な税金、住宅問題などのために、結婚をしても子供を作らない

夫婦が増えている。自分の意志で結婚しない人も増えており、「非婚率」も上がっている。 
2003 年の年間出産数は、1973 年の約半分に減った。政府も出生率の低下を防ぐための取り

組みを行っている。しかし、人々の意識が簡単に変わるわけはなく、結果が出るまでには、長い

年月が必要だろう。 
学习目标： 
1．请求别人做某事时的注意点。陈述理由之后，就对象不同使用不同请求方式，措辞上加强

注意。 
2．有关日本社会问题的讨论。出生率降低的背景，今后的进展，问题的解决等等。 
作业： 
１．～一方、～に対する、～わけがない的用法。 
２．拜托公司里的上司在自己结婚仪式上发言。注意点在敬语的使用程度。 

知识单元 14： 会話“恩師”、読解“日本の就職活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恩師 
王：後藤先生、お久しぶりです。 
後藤：王さん、よく来てくれたね。 
王：せっかくのお休みの日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後藤：まあ、まあ、そんなあいさつは後にして、とにかく上がって。 
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では、お邪魔します。 
王：これ、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 
後藤：あれ、そんなに気を使わなくてよかったのに。 
王：いいえ、本当に気持ちだけですから。先生が好きな福建省ウーロン茶です。 
後藤：それはうれしいな。せっかくだから、遠慮なくいただくよ。ところで、どうだい。広

告代理店の仕事は？ 
王：はい、とてもやりがいを感じています。今回の日本取材も期間は短かったですが、とて

も多くのことを学んだような気がします。 
後藤：それは良かった。そうそう、大学の時の友達からは、今でも連絡があるかい。 
王：ええ。金子君や高橋さんとは、明日の夜、いっしょに食事する約束をしています。金子

君は旅行代理店に、高橋さんは化粧品の会社に勤めているそうです。 
王：先生、そろそろ失礼します。 
後藤：そうかい。まだ大丈夫だろう。 
王：いいえ。もう夜も遅いですから。 
後藤：そうか。じゃあ、無理も言えないな。金子君たちによろしく。 
王：はい。今日は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お邪魔しました。 
日本の就職活動 
これは、就職活動をする学生のために書かれたガイドブックの一部である。 
毎年、新学期が始まるころから、街にリクルートスーツを着た学生たちの姿が見られるよう

になる。リクルートスーツというのは、希望する会社を訪問する際の服装のことで、男女を問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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ず、黒いか濃い紺色、灰色の地味な色のスーツを指す。 
就職の氷河期は過ぎたといっても、希望する会社に簡単に就職できるわけではない。日本の

若者に人気のある職種は、銀行や出版社、自動車メーカーなどだが、自分の希望する会社に就職

できる人は、ごく一部しかいない。 
就職活動は、まず希望する就職の会社を選択することから始まる。会社のホームページを見

たり、会社を訪問したりして採用試験の申し込みをする。最近ではパソコンから申しこみをする

こともできる。 
1 次試験、2 次試験、3 次試験とたくさんの試験を受けなければならない。面接も 1 度だけ

でなく、2度、3度と行うことが多い。これらの試験を突破して初めて内定をもらうことになる。
学生たちは、少しでも早い時期から就職活動の準備を始めて、希望の会社に就職できるよう努力

している。 
学习目标： 
1．做客。去人家拜访时的基本会话形式，注重客气有礼。 
2．条目式文体的写作方法。 
作业： 
１．～である、～こと、～て初めて的用法。 
２．有朋友对中国的就业情况进行询问，如何展开话题。（什么工作受青睐、找工作时有无特

别外表要求、简历怎么写、日语学习者找工作难易） 
知识单元 15： 会話“同級生”、読解“日本レストラン事情”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同級生 
金子：王さん、こっち、こっち！ 
王さん：やあ、久しぶり。金子君も高橋さんも、元気だった？ 
高橋：ええ、王君も元気そうね。学生のころと、ちっとも変わってないわね。 
金子：それはそうと、今回は仕事で日本に来たんでしょ。外国取材なんて、すごいね。何の

広告作っているの。 
高橋：ねえ、話は後にして、早く料理を頼みましょうよ。 
金子：そうだなあ。何にしようかな。 
高橋：すみません、何かおすすめはありますか。 
店員：この季節でしたら、「水炊き」などいかがでしょう。 
王：「水炊き」？ 
店員：はい、鶏肉と野菜の鍋です。温まりますよ。 
金子：よし、じゃあ、「水炊き」を三人前。あとは、お刺し身の盛り合わせと、タコの唐揚

げ、それに豆腐と大根のサラダもお願いします。 
店員：かしこまりました。飲み物は、どうなさいますか。 
王：日本酒のカクテル！？ 
金子：ああ、それなら、今、けっこう人気があるよ。和食だけじゃなくて、中華料理やフラ

ンス料理にも合う。そうだ、日本酒のカクテルにしようか。 
高橋：いいね。そうしよう、そうしよう。 
日本レストラン事情 
日本にはいろいろなレストランがあり、日本料理、中華料理、フランス料理、イタリア料理

など、世界中の料理を楽しむことができる。 
料理の種類によって、さまざまな専門店がある。ラーメン、ハンバーガー、ステーキ、パス

タなど、実に多様である。日本料理の専門店も多い。「うどん」「そば」「天ぷら」「寿司」「す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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焼き」など、これもまた多様である。 
日本では、レストランへ行って席に着くと、たいてい「おしぼり」が出てくる。また、注文

の前にお茶や冷たい水が無料で出てくる。その後、メニューを見ながら料理を注文する。 
日本の料理には、おもしろい名前のものがある。例えば、「親子丼」というのは、とり肉と

卵を調理してご飯に載せた料理である。とり肉と卵は親と 子であることからついた名前だ。ほ
かに、「他人丼」という料理もある。豚肉や牛肉と卵を調理してご飯に載せた料理である。豚肉

と卵は「親子」ではなく「他人」だからである。 
では、「キツネうどん」というのはどんな料理だろうか。決してキツネの肉が入ったうどん

ではない。うどんの上に、「油揚げ」という、豆腐を揚げ た物を載せた料理だ。油揚げの色がキ
ツネのような色だからとか、油揚げがキツネの好物だから、という理由でこんな名前がつかられ

たという。 
学习目标： 
1．实用对话：在餐馆里如何领位、点菜、招呼服务员、结账、送客。 
2．阅读有关日本餐厅的文章，了解日本饮食文化的概况。 
作业： 
１．名詞＋助詞“て”、～ことから、～けして～ない的用法。 
２．第一次去某饭店，告知服务员预算，请他帮助一起点菜。尝试以此为对话主要内容展开会

话。 
知识单元 16： 会話“結婚披露宴”、読解“変わる結婚式”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結婚披露宴 
王：拓也さん、町子さん、ご結婚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ただ今、ご紹介かいいいただきま

した、JC 企画上海支社の王風と申します。新郎の拓也さんとは、日本酒を中国で販売する仕事
を、現在いっしょにしております。私は、２年前に入社しましたが、拓也さんはそれまで上海支

社にお勤めでした。拓也さんと町子さんは、上海支社の同僚として上海で出会い、上海で親しく

なったとお聞きしました。中国には「白头偕老」という言葉があります。これは「ともに白髪に

なるまでいっしょにいる」という意味の言葉です。お２人とも、きっとこの言葉どおりの幸せな

夫婦になられるでしょう。。拓也さん、町子さん、どうかお幸せに！  
山田：王さん。スピーチ、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王：なんだか緊張して、うまく話せなくて、すみませんでした。 
町子：いいえ、とても感激しました。スピーチを聞きながら、上海にいたころを思い出しま

した。李さんも、お元気ですか。 
王：はい。すばらしい披露宴だったと李さんに伝えておきます。山田さん、お幸せに。今回

の取材では本当にを世話になりました。 
山田：「金星」プロジェクトを絶対に成功させましょう。王さんの活躍を祈っています。 
王：はい、頑張ります。どうぞお元気で。 
山田：じゃあ、また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変わる結婚式 
日本の結婚式には、さまざまなスタイルがある。その中でも、神社での「神前結婚式」、教

会での「キリスト教式結婚式」、親戚や友人たちの前で行う「人前結婚式」が一般的なものだろ

う。 
キリスト教式で結婚式を挙げるからといって、キリスト教の信者であるとは限らない。ウエ

ディングドレスが着たいからとか、教会で挙式したいからなど、自分の好みで挙式のスタイルを

決める人が多く、宗教で決める人は少数である。ホテルや結婚式場には、挙式の場所が設けら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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ているので、実際に神社や教会へ行く人の数は少ない。さらに、海外で挙式をする人も多くなっ

ている。 
下のグラフは、ある出版社が首都圏の夫婦 400組に対して行ったアンケートの結果をまとめ

たものである。これを見ると、挙式の形式が時代とともに変わってきていることが分かる。1994
年には「キリスト教式結婚式」が 56.6％、「人前結婚式」が 5.4％であったのに対して、2005 年
では、それぞれ 74.7％、12.6％に増えた。一方、伝統的な挙式形式である「神前結婚式」は、2005
年には 1994年の 3分の 1まで減少した。このように、結婚式に対する人々の意識は、時代とと
もに変化してきている。 
結婚式の後には普通、披露宴を行う。披露宴は、親戚や友人、同僚らを招いて行うパーティ

ーである。披露宴の場所は、以前はホテルと結婚式所が４分の 3近くを占めていた。最近ではレ
ストランなどの会場を利用する人も多くなっている。 
学习目标： 
1．祝福致辞时的句式及尊他语/谦逊语的正确使用。 
2．了解日本婚礼形式的多样化。 
作业： 
１．～からといって～とは限らない、～を占めていた的用法。 
２．考虑出席婚礼之类典礼时如何发言。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出会い／日本の鉄道 2  
2 あいさつ／あいさつの時の礼儀 2  
3 顔合わせ／名字 2  
4 東京本社／近年サラリーマン事情 2  
5 商品紹介／日本語の語彙 2  
6 先輩／「はしの文化」さまざま 2  
7 打ち合わせ／電子メールの作法 2  
8 企画書／カップラーメン 2  
9 トラブル／イタリア旅行 2  

10 スケジュール／温泉大国 日本 2  
11 若者の意識／漫画とアニメ 2  
12 最終日／方言と共通語 2  
13 スピーチ／日本の人口が減っている 2  
14 恩師／日本の就職活動 2  
15 同級生／日本レストラン事情 2  
16 結婚披露宴／変わる結婚式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初级日语（一）（二） 
后续课程：中级日语（二）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从初级的口语化表现向中上级的文章体表现，句型变化大。 
难点：词汇增多，文章篇幅渐长。会话内容难度加大。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改变“满堂灌”方式，广泛采用启发、讨论等教学方式，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

提高学生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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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堂讨论。 
2.教学观摩。 
3.小组工作 
4.研究性学习 
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 
1．教学资源网络化。 
2. 广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积极进行自主学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课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统一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人民教育出版社 《新 标准日本语 中级 上》 
（二）推荐参考书 
配套练习册 

执笔：郝轶君  审稿： 审定：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0日 

 

社会学概论 
Introduction of Sociology 

课程号：3040700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帮助社会学专业的本科一年级学生掌握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理论架

构与经典研究；2、以近现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为背景，强调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理解和分析中

国的社会转型；3、培养学生从社会学的专业视角来观察社会、分析问题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社会学学科的基础知识、社会学

研究方法的原理、了解社会学理论概念，为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研究方法、各分支社会学等后续课

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和方法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6学时 

知识单元 1：社会学的想象力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学是什么：社会学学科的建立、引入中国的过程、社会学学科的研究对象。 

2．“社会学的想象力”：概念的提出、含义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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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学的学科建立和社会学学科的研究对象。 

2．掌握“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内涵。 

作业： 

阅读材料——米尔斯著：《社会学的想象力》，“第一章 前景”，三联书店 2005 年版，第 1-24

页。 

知识单元 2：社会学的理论图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社会学古典理论的源流。 

2．西方社会学的现当代理论的发展。 
3．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社会学从民国到当代的发展。 

2．掌握西方社会学从古典思想到当代理论的发展脉络。 

作业： 

阅读材料——李猛：“论抽象社会”，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 1期，第 3-30页， 

知识单元 3：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分歧。 

2．社会研究的资料收集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学研究的资料收集方法。 

2．掌握社会学研究的不同方法论取向。 

作业： 

阅读材料——怀特：“附录一：关于《街角社会》的成书过程”，载怀特著，《街角社会：一个

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商务印书馆 2009年版，第 364-471页。 

知识单元 4：社会化与文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化与生命历程。 

2．文化的中心/边缘与文化多元主义。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化的概念，了解文化的中心/边缘理论的内涵。 

2．掌握生命历程中的社会化与文化多元主义的相关讨论。 

作业： 

阅读材料——周潇：“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之比较”，载《社会》2011

年第 5期， 第 70-92页。 

知识单元 5：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互动的形式和理论。 

2．社会关系、社会网络语社会资本的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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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互动的概念和形式。 

2．掌握社会互动的理论及社会关系、社会网络语社会资本的内涵。 

作业： 

阅读材料——杨宜音：《“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的个案研究》，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 2

期，第 39-52页 

知识单元 6：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初级社会群体与次级社会群体。 

2．社会组织与组织管理理论的主要观点和流派。 

学习目标： 

1．了解初级群体的特征。 

2．掌握“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的概念和类型。 

2．了解传统组织管理理论和现代组织管理理论的主要观点和流派，特别是“科层制”的管理

方法。 

作业： 

阅读材料——孙立平：“从单位制到社区制”，载孙立平：《断裂：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中国

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11-123页。 

知识单元 7：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阶层与阶级。 

2．社会分层的相关理论。 

3．社会流动的相关研究 

4．改革前后中国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 

学习目标： 

1．掌握 “阶层”、“阶级”、“社会流动” 的含义。 

2．了解社会分层及社会流动理论的基本要点与相关研究。 

3．掌握改革前后中国社会分层的变化和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趋势和特点。 

作业： 

阅读材料——梁晨等：“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

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 1期，第 98-118页 

知识单元 8：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不平等与种族/族群。 

2．性别与社会性别。 

3．社会制度的构成要素与运行分析。 

4．主要的社会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不平等的含义，特别是在种族/族群和社会性别等维度上的不平等。 

2．了解社会制度的含义与特征，了解包括家庭制度、教育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各自的

内涵及其相互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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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具有中国社会特色的单位制的形成、运作机制、影响及其变迁。 

作业： 

阅读材料——吴晓刚、宋曦：“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民族分层：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05）

的实证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年第 6期，第 41-54页。 

知识单元 9：农村与城市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 

2．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 

3．城市化与我国的城镇化 

学习目标： 

1．掌握“社区”、“农村社区”、 “城市社区”三个概念以及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不同特

征。 

2．了解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与现状 

3．了解我国的城市化历程、现状、困境以及可能的对策。 

作业： 

阅读材料——项飚：“逃避、联合与表达：北京‘浙江村’的故事”，载《中国社会学》第一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 251-282页。 

知识单元 10：社会问题与社会控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问题的研究视角。 

2．我国当前的社会问题。 

3．越轨与失范。 

4．社会控制的方式和功能。 

学习目标： 

1．了解 “社会问题”、“社会控制”的含义。 

2．掌握社会问题和社会控制研究的基本研究视角和理论。 

3．了解中国现阶段面临的社会问题的原因、现状及解决途径。 

4．了解对越轨、失范及相应社会控制的讨论。。 

作业： 

阅读材料——严景耀：“北京犯罪之社会研究”，载民进党中央宣传部编，《严景耀论文集》，开

明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44页 

知识单元 11：集群行为与社会运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集群行为的研究传统。 

2．社会运动的研究传统。 

3．当前中国社会运动的发生机制。 

学习目标： 

1．掌握“集群行为”和“社会运动”的含义。 

2．了解集群行为和社会运动主要的理论研究传统。 

3．掌握当代中国社会运动的分类、特点及发生机制。 

4．了解对中国社会转型中社会冲突和社会和谐的讨论。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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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载《社

会学研究》2007年第 2期，第 1-23页。 

知识单元 12：现代化与全球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现代化与全球化的理论视角。 

2．中国的现代化与全球化。 

3．现代化/全球化与中国社会学的使命。 

学习目标： 

1．掌握“现代化”、“全球化”、“本土化”的含义。 

2．了解现代化与全球化的主要理论。 

3．掌握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以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4．了解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意义。 

作业： 

阅读材料——阎云翔：“汉堡包和社会空间：北京的麦当劳消费”，载戴慧思等编译，《中国城

市的消费革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 231-259页。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4个，共 12学时 

实验 1：讨论课 1——社会学的邀请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讨论社会学的想象力、社会学的理论图景、社会学研究方法学习中的重点和难点。 

实验要求：熟悉社会学的发展脉络；研究社会学想象力的运用；掌握社会学研究的资料收集方

法。 

实验 2：讨论课 2——社会整合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讨论社会化与文化、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的重点与难点。 

实验要求：熟悉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的基本理论；研究不同文化中的社会化；掌握研究社会互

动和社会关系的方法。 

实验 3：讨论课 3——社会结构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讨论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制度、农村与城市、社会问题与社会控制

的重点与难点 

实验要求：熟悉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化的讨论；研究社会不平等与社会

制度的关系；掌握分析社会问题的方法。 

实验 4：讨论课 4——社会变迁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讨论集群行为与社会运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重点与难点。 

实验要求：熟悉集群行为与社会运动的理论视角；研究现代化与全球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掌

握研究社会变迁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讲：社会学的想象力 3 第一部分社会学的邀请 1 

2 第二讲：社会学的理论图景 3 第一部分社会学的邀请 2 

3 第三讲：社会学研究方法 3 第一部分社会学的邀请 3 

4 讨论课 1：社会学的邀请 3 第一部分社会学的邀请 4 

5 第四讲：社会化与文化 3 第二部分社会整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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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五讲：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 3 第二部分社会整合 2 

7 第六讲：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 3 第二部分社会整合 3 

8 讨论课 2：社会整合 3 第二部分社会整合 4 

9 第七讲：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3 第三部分社会结构 1 

10 第八讲：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制度 3 第三部分社会结构 2 

11 第九讲：农村与城市 3 第三部分社会结构 3 

12 第十讲：社会问题与社会控制 3 第三部分社会结构 4 

13 讨论课 3：社会结构 3 第三部分社会结构 5 

14 第十一讲：集群行为与社会运动 3 第四部分社会变迁 1 

15 第十二讲：现代化与全球化 3 第四部分社会变迁 2 

16 讨论课 4：社会变迁 3 第四部分社会变迁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研究方法、各分支社会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理论架构与经典研究。 

难点：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理解和分析中国的社会转型、从社会学的专业视角来观察和分

析社会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以教师讲解课程要点与难点为主，兼及向学生提问、引导学生思考。 

2.课堂讨论：在教师的主持和指导下，就相应章节的讨论题，学生分组或全班一起请进行讨论。 

教学手段： 

1.课前阅读材料：每一讲都列有阅读材料，要求学生在课前完成阅读。 

2.课后作业：课程分为四个大部分，每一部分授课结束后，都要求学生以课后作业的形式汇报

自己的思考和困惑。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教室、有电脑和投影设备以便学生使用 PPT进行讨论。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程的每一讲都列有阅读材料供学生自主学习。无课外试验课时安排。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本课程考核分为四项：1、课堂表现（10%）：每一讲的课前阅读都会在课堂进行讨

论，学生在讨论中的表现计入此项。2、讨论课作业及表现（10%）：本课程的四次讨论课前，选课

学生需以“我的问题”为题提交讨论课准备作业。作业中需总结在这一阶段学习中的收获，提出自

己在这一阶段学习中产生的问题和困惑；3、课程论文（10%）：以《我的社会学自传》为题，运用

社会学的想象力，从社会转型、阶层、性别等方面叙述并分析自己的经历；4、期末考试（70%）：

闭卷考试。 

7、作业要求： 

每一讲都列有阅读材料，要求学生在课前完成阅读；本课程的四次讨论课前，选课学生需以“我

的问题”为题提交讨论课准备作业；期末学生需以《我的社会学自传》为题提交课程论文。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根据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可采用自主编写、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的《社会学概

论（本）》作为辅助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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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吉登斯著《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4月 第 5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思斌等编著《社会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2月 第 3版 

2. 应星等编著《社会学概论（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0年 7月 第 1版  

执笔：何江穗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15日 

 

社会心理学 
social psychology 

课程号：304070022-0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思想政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使学生掌握社会心理学的基本体系及基础知识； 

2、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过的知识与理论，分析现实中的一些社会现象。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章 绪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会心理学的定义和研究范围 

一、 社会心理学的定义 

社会心理学是对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规律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这里所说的人，既包括个

体也包括群体，而所谓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则是指个体或群体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对于来自

社会规范、群体压力、自我暗示、他人要求等社会影响所作出的内隐和外显的反应。 

二、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可以把社会心理学的体系划分为个体心理和个体行为、社会交往心理和行

为、群体心理以及应用社会心理学等 4个层面。 

第二节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一、 社会心理学常用的研究方法 

（一）、 观察法 

1、一般观察法 

2、参与观察法 

（二）、 实验法 

1、实验室实验法 

2、自然实验法 

（三）、 调查法 

1、问卷法 

2、访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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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档案研究法 

二、 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偏向及伦理问题 

（一）、研究者偏向 

研究者的期望 

（二）、被试者偏向 

伪装、迎合研究者 

（三）、伦理问题：被研究者的隐私与身心安全 

第三节  社会心理学的历史 

一、 社会心理学的产生 

（一） 孕育时期 

社会心理学同心理学、社会学一样，在其形成之前都依附于西欧思辩哲学的母体之中，因此也

叫“社会哲学阶段”。 

（二） 社会心理学的形成时期 

社会心理学是在社会学和心理学分别脱离哲学母体之后，又从这两门学科中应运而生的一门边

缘学科，它的出现来自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相关学科的理论准备。18世纪下半叶和 19世纪初随着

资本主义的经济变革而形成，也称“社会经验论阶段”。 

（三） 社会心理学的确立时期 

从本世纪 20 年代起，伴随着各种实证主义手段的运用，社会心理学完成了在其整个历史上最

具革命意义的转折，进入确立时期，进入“社会分析论阶段”。 

二、 社会心理学的发展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社会心理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羽毛尚未丰满的社会心理学开始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一方面，战争

的爆发刺激了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繁荣；另一方面社会心理学也直接服务于战争。此外，在前苏联和

中国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二） 社会心理学的现状 

1、在美国的社会心理学自进入五六十年代以后，就开始了一场危机；六十年代中期，欧洲的

社会心理学开始有了自己的特点； 

2、前苏联的社会心理学经过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的大讨论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3、自

1981年以来，中国社会心理学开始进入重建和复兴阶段。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社会心理学的产生及发展简史。 

2．掌握社会心理学的定义、具体研究方法。 

作业： 

1、如何理解社会心理学的概念？ 

2、社会心理学主要包括哪些研究内容？ 

3、社会心理研究常用哪些研究方法？ 

4、社会心理学形成经历了哪几个时期？ 

知识单元 2：第二章 社会化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会化 

一、 社会化的定义 

社会化是通过与社会的交互作用，适应并吸收社会的文化，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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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化的历程 

个体的社会化是一个持续终身的过程，根据人的发展周期和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可以把社会

化分为 3种类型。 

（一）、一般的社会化：儿童期、青春期与青年期的社会化 

（二）、继续社会化 

（三）、再社会化 

1、强制型：坐牢 

2、非强制型：出国 

三、 社会化的内容 

（一）、政治社会化：爱国情操等的培养。 

（二）、道德社会化：学习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 

（三）、性别角色社会化：学习男性与女性应具有的行为模式。 

四、 社会化的影响因素 

1、遗传因素 

遗传是指父母的生理、心理特征经过受精作用传递给子女的一种生理变化的过程，遗传因素是

人社会化的潜在基础和自然前提。 

2、 社会环境因素 

如果仅仅具备了人的遗传素质，没有适当的社会条件，个人的社会化将无法实现，这些社会环

境因素包括社会文化、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播媒介和计算机网络。 

第二节  社会角色 

一、 社会角色的定义 

社会角色主要包括三种含义： 

① 社会角色是一套社会行为模式； 

② 社会角色是由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所决定，而非自定的； 

③ 社会角色是符合社会期望（社会规范、责任、义务等）的。   

二、 社会角色的分类    

（一）、根据角色存在形态的不同，可分为： 

1、理想角色 

2、领悟角色 

3、实践角色    

（二）、根据角色扮演者获得角色的方式不同，可分为： 

1、先赋角色 

2、自致角色    

（三）、根据角色扮演者受角色规范的制约程度的不同，可分为： 

1、规定性角色 

2、开放性角色  

三、角色冲突 

（一）、 角色丛 

（二）、角色冲突 

1、角色内冲突 

2、角色间冲突 

四、性别角色差异 

1、生理差别 

（1）、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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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因 

（3）、性激素 

2、心理差异 

（1）、个性和行为方面的性别差异：支配行为、自信心、交际 

（2）、智能方面的差异：智力、语言能力、空间能力、数学能力、知觉速度、艺术和音乐能力 

（3）、成就方面的性别差异：学业成就、职业成就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化的种类、内容以及影响社会化的因素、社会角色的分类、性别角色的差异及形

成原因等。  

2．掌握社会化的定义、社会角色的定义、角色冲突。 

作业： 

1、社会化的定义是什么？ 

2、举例说明什么叫再社会化？ 

3、什么叫社会角色？ 

4、什么叫先赋角色与自致角色？并举例说明。 

5、什么叫角色冲突？  

6、角色冲突有哪几种类型？请举例说明。 

7、两性在心理上有哪些差异？ 

知识单元 3：第三章 自我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自我意识的一般内涵 

一、 自我意识的定义 

（一）、自我意识是人所持有的意识的重要形式之一，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自我意识是个人对

自己存在的意识、对自己以及自己与周围事物关系的意识。 

（二）、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意识通常是指个人对自己身心状况、人—我关系的认知，情

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意向，即包括自我认知、自我情感、自我意向。 

二、 自我意识的内容 

自我意识的内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将自我意识的内容分为生理自我、社会自我、心理自我； 

（二）、将自我意识分为现实自我、理想自我； 

第二节  自我意识的发生与发展 

一、 生理与心理能力的发展与自我意识的发生 

自我意识发生或形成主要有物—我知觉分化、人—我知觉分化和有关自我的词的掌握三个标

志；而自我意识的发生、发展与生理和心理能力的发展密切相关。 

二、 自我意识在社会互动中形成和发展 

生理的成熟和发展只是形成自我意识的前提，并不是必然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心理学家库

利认为自我观念是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个体根据他人对本人的反应和评价而发展的，由此产生

的自我观念称为“镜中我”；米德发展了库利的思想，对社会互动中自我意识产生的机制和过程作

了深入的研究。 

三、 影响自我意识形成发展的社会因素 

包括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文化环境、家庭、角色扮演、他人的评价和参照群体。 

第三节  自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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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我评价 

自我评价是获得真实的、可靠的有关个人特质的信息的过程，它常常发生在我们希望准确地、

客观地描述自我的时候，它通常依赖社会比较和自我估价来实现。 

二、 自我增强 

（一）、定义： 

自我增强是指个体以一种有利于自己做正面评价的方式收集和解释有关自我的信息，通过自我

增强，个体的自尊得以建立或受到提升。 

（二）、方式： 

人们常用六种方式进行自我美化 

三、自我表现 

自我表现是指个体通过自己社会行为的显示以形成、维持、加强或澄清他人对自己的印象的过

程；自我表现的原因有时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 

学习目标： 

1．了解自我意识的定义、自我意识的发生与发展、自我评价、自我增强的策略等。 

2．掌握自我意识的内容、社会比较、自我增强和自我表现的定义。 

作业： 

1、 自我意识包括哪些内容？ 

2、自我意识产生的标志有哪些？ 

3、什么叫自我增强？人们常用于自我增强的方式有哪些？ 

4、什么叫自我设障？个体这样做的目的？ 

5、什么叫自我表现？简单分析这样做的利弊。 

知识单元 4：第四章 社会知觉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会认知概述 

一、 社会认知的定义 

社会认知是个体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观察、了解他人并形成判断的一种心理活动；是个体通

过人际交往根据认知对象的外在特征来推测、判断其内在属性的过程。 

二、 社会认知的特征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过程，社会认知具有如下几个特性： 

（一）、选择性 

（二）、防御性 

（三）、认知的完形特征 

第二节  社会认知的基本范围 

一、 对他人外部特征的认知 

外部特征包括一个人的仪表、表情等肉眼可见的特性，其中表情可以分为： 

（一）、面部表情：包括眼神等 

（二）、身段表情：姿势 

（三）、言语表情：声调、节奏等 

二、 对他人性格的认知 

性格除了包括情绪反应的特征，还包括意志反应的特征，人们对他人的认知更多的是通过与他

人的实际交往而实现的，因此认真的交往是实现性格认知的基本条件。 

三、 对人际关系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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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知包括对自己与他人关系的认知和他人与他人关系的认知。 

第三节  影响社会认知的因素 

一、 认知者因素 

认知者因素包括： 

（一）、原有经验 

（二）、价值观念 

（三）、情感状态 

（四）、认知偏见。认知偏见包括： 

1、光环作用 

2、相似假定作用 

3、类化原则 

4、积极偏见 

5、隐含人格理论 

6、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 

二、 认知对象因素 

认知对象因素包括魅力、知名度和自我表演。 

三、 认知情境因素 

认知情境因素包括空间距离和背景参考。 

第四节  印象的形成 

一、 印象形成的一般原则 

印象形成的一般原则包括 

（一）、一致性 

（二）、评价的中心性 

（三）、中心特性作用 

二、 印象形成的基本模式 

印象形成的基本模式包括平均模式和增加模式 

（一）、平均模式表明人们是以特性的平均价值来形成对别人的印象； 

（二）、增加模式是人们形成印象并不是以特性的平均价值，而是以特性价值的总和为依据的。 

第五节  社会认知的归因理论 

一、 海德的素朴心理学 

海德是归因理论的创始人，他提出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不光是心理学家，都对各种行为的

因果关系感兴趣，力图弄清人们行为的前因后果。这种“研究”的结果就是海德所要分析的素朴心

理学。 

二、 琼斯和戴维斯的对应推论说 

“对应推论”是人们对行为进行归因的一种方式，当人们认为一个人的行为与其持有的内在属

性（动机、品质、态度、能力）相一致时，就是进行对应推论，它由琼斯和戴维斯提出。 

三、 凯利的归因理论 

凯利的归因理论也叫三度理论，他指出人们在试图解释行为时可能的三种形式，即归因于行为

者、客观刺激物和归因行为者所处的情境或关系。 

四、 维纳的归因理论 

维纳研究了人们对成功与失败的归因，他同意海德提出的尺度，把原因分为外在、内在两种，

同时还提出了另外一种划分方法，即区分为暂时、稳定的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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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归因偏差 

在归因理论中基本都假定归因是一种合理的有逻辑的过程。但是学者们指出，人们在许多情况

下对行为原因的解释是武断的不和实际的偏见，如过高估计内在因素、行为者和观察者的归因分析、

忽视一致性信息、自我防御性归因。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认知的特征、基本范围及影响因素；了解印象形成的一般原则、印象形成的基本

偏差、海德的朴素心理学及归因偏差。 

2．掌握社会认知与归因的定义、琼斯和戴维斯的对应推论说、凯利的归因理论和维纳的归因

理论等。 

作业： 

1、 什么叫社会认知？ 

2、 人的表情包括哪些方面？ 

3、 人们在社会认知过程中会存在哪些认知偏差？ 

4、简述琼斯和戴维斯的对应推论说。 

5、评述凯利的归因理论。 

6、简述维纳的归因理论。 

7、什么叫基本归因错误？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知识单元 5：第五章 社会态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态度概述 

一、 态度的定义及其特性 

（一）、定义： 所谓态度是个体自身对社会存在所持有的一种具有一定结构和比较稳定的内在

心理状态。 

（二）、特性：它具有以下特征： 

1、社会性 

2、主观经验性 

3、动力性 

二、 态度的构成要素 

态度的构成要素包括 

（一）、认知成分 

（二）、情感成分 

（三）、行为倾向成分 

第二节  态度与行为 

一、 影响态度和行为关系的因素 

人们通常认为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是一致的，有什么样的态度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但是，从

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专门研究发现，态度和行为并非总是一致的。 

对影响态度和行为关系的因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考察： 

（一）、态度方面 

（二）、行为方面 

（三）、个体自身的因素 

二、预测态度与行为的关系 

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虽然比较复杂，但不是无章可循的，菲什拜因和埃杰就对此作过研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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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单一行为准则和多重行为准则两条细则。 

第三节  偏见 

一、 偏见的定义 

偏见是对某一个人或团体所持有的一种不公平、不合理的消极否定的态度。 

二、产生偏见的原因 

造成偏见产生的原因有： 

（一）、社会群体间的利害冲突 

（二）、社会化 

（三）、个体的人格和心理因素 

三、偏见产生的后果 

偏见会给社会生活的协调和谐早造成破坏性的后果，而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最引起人们重

视的是偏见给受害者带来的心理后果有： 

（一）、自我实现的预言 

（二）、性别角色 

（三）、疏离 

四、偏见的消除 

在我们的社会中，偏见是普遍存在的，并且产生着各种各样的消极后果，但是偏见并不是不可

消除的。社会心理学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各种解决措施，如： 

（一）、消除刻板印象 

（二）、增加平等的、个人间的接触 

（三）、共同命运与合作奖励 

（四）、制定有助于消除偏见的社会规范 

第四节  态度的形成与改变 

一、 态度的形成 

（一） 环境因素的影响 

个体所持有的各种态度都是在后天的社会生活环境中通过学习而逐渐形成的。因此，个体态度

的形成受到社会生活环境中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社会环境的影响、家庭的影响、同伴的影

响和团体的影响。 

（二）  个体的学习 

个体态度的习得是通过联想学习、强化学习和观察学习而得以实现的。 

二、 态度的改变 

（一）、理论 

1、学习论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态度即是对于社会对象进行好坏评价的倾向性，它通过学习而获得。

学习的方式有联想学习、强化学习和观察学习（见上文）。 

2、认知失调理论 

此理论认为：当关于自己想法、态度与行为等的认知之间存在着相互冲突、不和谐的状态时，

个体会感到不舒适、不愉快，即产生心理紧张（失调状态）；为了减缓、消除失调状态，达到认知

的协调一致，个体可以改变认知， 改变行为或增加新认知。另外，  

      失调的认知数量Ｘ认知重要性  

失调程度＝——————————————          

        协调的认知数量Ｘ认知重要性                      

3、功能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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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功能理论看来，态度具有以下几个功能：①工具性、调适性或功利性的功能；②自我防御的

功能；③认识的功能；④价值表达的功能 

4、态度改变的三阶段理论 

态度改变三阶段理论是由凯尔曼于 1961 年提出来的，他认为一个人态度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

的，而是要经过服从、认同、内化三个阶段。 

三、 态度改变的方法 

1、劝说宣传法 

2、角色扮演法 

3、团体影响法 

4、活动参与法 

学习目标： 

1．了解态度的特征、影响态度和行为关系的因素、偏见产生的原因、偏见产生的后果和消除

偏见的途径、测量态度的方法、社会判断理论、功能理论和态度改变的方法。 

2．掌握态度的定义、态度的构成要素、态度的形成、认知失调理论和态度改变的三阶段理论，

态度改变的劝说宣传法。 

作业： 

1、什么是态度？ 

2、举例说明态度的三成分。 

3、什么是偏见？ 

4、简述态度是如何形成的。 

5、简述认知失调理论的基本内容。 

6、简述态度改变的三阶段理论的基本内容。 

7、试分析影响态度改变的说服效果的因素。  

知识单元 6：第六章 人际关系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人际关系概述 

一、 什么是人际关系 

人们社会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建立在个人情感基础上的相互联系就是人际关系。在所有关于人

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一个直接关系到

如何理解人际关系的本质问题。 

二、人际关系的特点 

通过对人际关系本质的分析，不难看出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比之于社会关

系，人际关系有其自身明显的特点。 

（一）、个人性 

（二）、直接性 

（三）、情感性 

三、人际关系的类型 

人际关系遍布于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由于人们社会活动的复杂性和人们交往行为的多样性，

使人际关系也呈现出千姿百态。 

心理学家雷维奇利用“雷维奇人际关系测量游戏”方法，通过一千对夫妇进行研究，把人际关

系归纳为八种类型，即主从型、合作型、竞争型、主从—竞争型、主从—合作型、竞争—合作型、

主从—合作—竞争型、无规则型。 

第二节  人际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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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喜欢 

喜欢是中等强度的人际吸引形式，也是人际吸引的一般形式。社会心理学家通过大量研究概括

出影响喜欢的一些重要因素。 

（一）、能力与喜欢 

（二）、外貌与喜欢 

（三）、报酬与喜欢 

（四）、相似、互补与喜欢 

（五）、邻近、熟悉与喜欢 

二、爱情 

爱情(1ove)是人际吸引的强烈形式和最高形式，西方社会心理学者把爱情分为六种类型：冲动

爱情、自我中心爱情、冲动爱情、依赖爱情、结伴爱情、实用性爱情和利他爱情。 

第三节  人际关系的改善 

T小组训练法 

人际关系的改善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问题，除去以上的一般理论原则

之外，还有一些具体的操作技术，T 小组训练法就是一种常见的改善人际关系的方法。T 小组方法

又叫做“敏感性训练”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于 1946 年创造的，目的是让接受训练者学会怎样

有效地交流，细心地倾听，了解自己和别人的感情。 

学习目标： 

1．了解人际关系的特点和类型、人际关系建立与发展的理论、人际吸引与爱情的定义、人际

关系的改善等。 

2．掌握人际关系的定义、人际吸引的影响因素、有关爱的理论。 

作业：  

1、 什么是人际关系，它的特点是什么？ 

2、 有关人际关系建立与发展的理论有哪些？ 

3、 简述社会渗透理论的基本内容。 

4、 简述自我分层理论的基本内容。 

5、哪些因素会影响人际吸引？ 

6、简述爱的三角理论。 

7、什么是 T小组训练法？ 

知识单元 7：第七章 侵犯与利他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侵犯行为 

一、侵犯行为的定义 

侵犯是有目的、有意图地伤害他人的行为。是否具有侵犯意图应通过以下方面来推知：行为发

生的社会情况，行为者的社会角色，行为发生前的有关线索，行为者的身份特征。 

二、侵犯行为的种类 

我们根据侵犯行为是否违背社会准则，可以划分三种不同的类型：反社会的侵犯行为、亲社会

的侵犯行为、被认可的侵犯行为。根据侵犯行为的方式不同，可以划分出言语侵犯和动作侵犯。按

照侵犯者的动机，侵犯可以分为报复性侵犯和工具性侵犯。 

三、 对侵犯行为的解释 

1、遗传因素在人类侵犯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 

2、挫折——侵犯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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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多拉德提出认得侵犯行为乃是因为个体遭受挫折而引起的，这就是所谓的挫

折——侵犯理论。 

3、社会学习理论 

认为侵犯的态度和侵犯的行为是通过学习而得到的，就人类来说，观察模仿是一个极重要的学

习过程。 

大众传播的普及性及深入性，提供了人们大量观察学习的机会。根据社会学习理论所提出的模

仿学习的观点，人们就会很自然地考虑到：电影电视节目中侵犯行为对观众、听众，特别是青少年

会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四、  侵犯行为的转移与消除 

1、渲泄 

弗洛伊德认为侵犯是一种本能，是人与生俱来的驱动力；洛沦兹的观点是，侵犯是人的本能，

是人类生活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 

2. 习得的抑制 

所谓习得的抑制是指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学到的对侵犯行为的控制，主要有以下几点：社会规范

的抑制、痛苦线索的抑制、对报复的畏惧。 

3、置换 

对与他遭受挫折者相似的人表现的侵犯行为。 

4、寻找替罪羊 

用置换对象来表现自己的侵犯行为一般发生在挫折的来源很明确的情况下，但如果不明挫折来

源，就会倾向于寻找替罪羊，从而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与他人。“替罪羊”的特性：软弱性和特异性。 

第二节  利他行为 

一、 什么是利他行为 

利他行为是对别人有好处，没有明显自私动机的自觉自愿的行为，从利他行为的定义中我们可

以看出，利他行为有如下几个特点：以利他为目的；不期望有精神的或物质的奖励；自愿的；利他

者本身会有所损失。 

二、 影响利他行为的因素 

1、利他行为的唤起 

根据一些心理学家的分析，旁观者在决定是否介入某种事件之前必须做出一系列的决定。旁观

者必须观察某件事是不是真的发生；判断所发生的事是不是紧急的，或者是不是一种需要帮助的情

境；决定承担责任、采取行动；确定哪种形式的行动是可行的和适当的；决定如何完成这一行动。 

2、助人的得与失 

在紧急的情况下非常明显和严峻时，有能力提供帮助时，为什么还有人见死不救、漠然视之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旁观者考虑靠自己如果给予帮助可能造成的损失。 

3、求助人的特点 

4、助人者的特点和当时的心境 

研究表明，影响人们利他行为的个人因素有本人的个性、早期的社会化状况、以前利他行为的

经验、当时的身体和心理状况以及本人的人生哲学或思想意识等。其中较为关键的是家庭中的社会

化和榜样的作用、人格因素利他者的性别因素、利他者心境的作用。 

5、 影响利他行为的环境和情境因素 

包括自然环境对利他行为的影响和社会环境对利他行为的影响。 

三、 利他行为的理论 

1、利他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达尔文指出，经过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有利他天性的生物可能使得它们的物种留存下来；西

方许多社会心理学家对年有儿童的观察研究也证明了人类天生有利他行为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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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文化对利他行为的规范 

所谓社会规范就是行为、态度和信仰的模式。利他行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大不相同，在社会

责任规范中也显示出不同的文化差异。 

学习目标： 

1．了解侵犯行为的转移与消除的方法，利他行为的理论分析等。  

2．掌握侵犯行为的定义、种类及理论，利他行为的定义及影响因素。 

作业： 

1、何为侵犯行为？侵犯行为的种类有哪些？ 

2、分析侵犯行为产生的原因？ 

3、如何减少、削弱人类的侵犯行为？ 

4、何为利他行为？  

5、分析影响利他行为决定过程的诸因素？ 

6、解释“旁观者效应”？ 

知识单元 8：第八章 社会影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他人在场 

一、 社会促进和社会抑制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一个人从事某项活动的时候，如果有其他人在场，他就会感到一种

刺激，这种刺激会促使他的活动的完成。这种作用被社会心理学家称为社会促进；他人在场既能产

生促进作用，又能产生抑制作用。 

二、 关于他人在场的理论解释 

查荣克的“优势反映强化说”认为在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动机水平将会提高，因此

他的优势反应能够轻易表现出来，而较弱的反应会受到抑制。所谓优势反应，是指那些已经学习和

掌握得相当熟练，不假思索就可以表现出来的动作。 

第二节  从众与服从 

一、 从众现象 

从众现象也称遵从或从众，是指通过向社会压力让步以使自己的认知以及行为符合群体的、社

会的标准和规范。 

二、影响从众的因素 

可以从个体的特点、群体的特点和刺激物的特点等方面来说明，如个体的特点（获得正确信息

的愿望、不愿意被他人视为越轨者、性别差异）；群体的特点（群体的一致性、群体的规模、群体

成员的身、群体接纳个体的程度）；刺激物的性质。 

三、 服从权威的实验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 

四、 关于服从实验的讨论 

权威认为与服从权威有关的因素：命令者的权威性、被试的道德水平、诱骗入门的策略、权威

的靠近程度、受害者的靠近程度。 

第三节  模仿与暗示 

一、 模仿 

模仿是在没有外界控制的条件下，个体受到他人习惯的刺激，自觉不自觉地使自己的行为与他

人相仿。对模仿的研究认为影响人们模仿的理论有两个：本能论(塔尔德、鲍德温)和社会学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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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勒、多拉德和班杜拉）。 

二、暗示   

采用含蓄方式，通过语言、行动等刺激手段对他人的心理和行为发生影响，使他人接受某一观

念，或按照某一方式进行活动。孙本文将暗示分为四类：直接暗示、间接暗示、自我暗示和反暗示。 

第四节  社会影响的宏观表现 

一、 时尚和流言 

 时尚是一定时期内社会上或某个群体中普通流行的某种生活方式，时尚可以分为时髦、热、

时狂三种类型。 

流言是广泛传播的有关显示社会问题的不确切的消息；社会心理学研究流言，一般不研究它的

内容如何真和如何伪，而只注重它产生及传播的条件和过程，即流言传播中的心理效应。 

二、集群行为和去个性化 

集群行为是一种相当数量的群众自发产生的，不受正常社会规范约束的狂热行为；集群行为有

如下特征：一是情绪支配性，二是迅速接受性，三是容易越轨性。 

去个性化是个体在一个群体中与大家一道从事某种活动时，对群体的认同淹没了个人的身份，

使个体失去通常的个性感。 

学习目标： 

1．了解影响从众与服从的因素、时尚和流言、去个性化、模仿与暗示等。 

等。  

2．掌握社会促进、社会抑制与社会惰化的定义，关于他人在场的理论解释，从众的定义、实

验及原因，服从的定义、实验及原因，集群行为的定义。 

作业： 

1、什么是社会促进和社会抑制现象？ 

2、简述优势反应说的基本内容。 

3、什么是从众?为什么会产生？ 

4、什么是服从？为什么会产生？它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知识单元 9：复习 

参考学时 2学时 

学习内容：全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2 绪论 3  

2-4 社会化 4  

4-5 自我 3  

6-8 社会认知 5  

8-10 社会态度 4  

10-12 人际关系 4  

12-14 侵犯与利他 4  

14-15 社会影响 3  

16 复习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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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社会化、社会认知、社会态度、人际关系、侵犯与利他、社会影响。 

难点：角色冲突的类型、三度归因理论、态度改变的方法、从众与服从的影响因素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教授为主。 

教学手段： 

1.PPT。 

2.视频。 

3.报纸、杂志、网络的文章、案例等。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全国 13所高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 6月 第 4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章志光 主编《社会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4月 第 1版。 

2. 沙莲香 主编《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9月 第 3版。  

执笔：刘萃侠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25日 

 

社会心理学 
social psychology 

课程号：304070023-0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心理学、社会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使学生掌握社会心理学的基本体系及基础知识； 

2、使学生能够采用一定的方法来探究社会现象的原因与影响因素； 

3、使学生能够运用所学过的知识与理论，分析现实中的一些社会现象。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章 绪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9373 

第一节 社会心理学的定义和研究范围 

一、 社会心理学的定义 

社会心理学是对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规律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这里所说的人，既包括个

体也包括群体，而所谓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则是指个体或群体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对于来自

社会规范、群体压力、自我暗示、他人要求等社会影响所作出的内隐和外显的反应。 

二、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 

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可以把社会心理学的体系划分为个体心理和个体行为、社会交往心理和行

为、群体心理以及应用社会心理学等 4个层面。 

第二节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一、 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问题 

辨证唯物论（包括历史唯物论）是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论问题，这也是从事其他科学研究的最高

指导原则。 

二、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常用术语 

（一）、变量： 

指在性质、数量上可以变化、操纵或测量的条件、现象或特征，它可以分为自变量和因变量。 

1、自变量：研究者选定或操纵的变量 

2、因变量：研究中观察与测量的变量 

（二）、 效度： 

是指在测量对象时所具有的正确度，也就是说，所测结果必须符合该种测量的目的。它又分为

内在效度和外在效度。 

1、内在效度：研究结果反映所要测量的心理变量的程度 

2、外在效度：研究结果的概括程度 

（三）、 信度： 

是指一个测量所测的的分数的稳定性或可靠性，也就是测得的分数的可重复性。 

三、 社会心理学的具体研究方法 

（一）、 观察法 

1、一般观察法 

2、参与观察法 

（二）、 实验法 

1、实验室实验法 

2、自然实验法 

（三）、 调查法 

1、问卷法 

2、访谈法 

（四）、 档案研究法 

四、 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偏向及伦理问题 

（一）、研究者偏向 

研究者的期望 

（二）、被试者偏向 

伪装、迎合研究者 

（三）、伦理问题：被研究者的隐私与身心安全 

第三节  社会心理学的历史 

一、 社会心理学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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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孕育时期 

社会心理学同心理学、社会学一样，在其形成之前都依附于西欧思辩哲学的母体之中，因此也

叫“社会哲学阶段”。 

（二） 社会心理学的形成时期 

社会心理学是在社会学和心理学分别脱离哲学母体之后，又从这两门学科中应运而生的一门边

缘学科，它的出现来自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相关学科的理论准备。18世纪下半叶和 19世纪初随着

资本主义的经济变革而形成，也称“社会经验论阶段”。 

（三） 社会心理学的确立时期 

从本世纪 20 年代起，伴随着各种实证主义手段的运用，社会心理学完成了在其整个历史上最

具革命意义的转折，进入确立时期，进入“社会分析论阶段”。 

二、 社会心理学的发展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社会心理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羽毛尚未丰满的社会心理学开始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一方面，战争

的爆发刺激了美国社会心理学的繁荣；另一方面社会心理学也直接服务于战争。此外，在前苏联和

中国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二）社会心理学的现状 

1、在美国的社会心理学自进入五六十年代以后，就开始了一场危机；六十年代中期，欧洲的

社会心理学开始有了自己的特点； 

2、前苏联的社会心理学经过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的大讨论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3、自

1981年以来，中国社会心理学开始进入重建和复兴阶段。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社会心理学的产生及发展简史。 

2．掌握社会心理学的定义、具体研究方法。 

作业： 

1、如何理解社会心理学的概念？ 

2、社会心理学主要包括哪些研究内容？ 

3、社会心理研究常用哪些研究方法？ 

4、社会心理学形成经历了哪几个时期？ 

知识单元 2：第二章 社会化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会化 

一、 社会化的定义 

社会化是通过与社会的交互作用，适应并吸收社会的文化，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的过程。 

二、 社会化的历程 

个体的社会化是一个持续终身的过程，根据人的发展周期和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可以把社会

化分为 3种类型。 

（一）、一般的社会化：儿童期、青春期与青年期的社会化 

（二）、继续社会化 

（三）、再社会化 

1、强制型：坐牢 

2、非强制型：出国 

三、 社会化的内容 

（一）、政治社会化：爱国情操等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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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德社会化：学习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 

（三）、性别角色社会化：学习男性与女性应具有的行为模式。 

四、 社会化的影响因素 

1、遗传因素 

遗传是指父母的生理、心理特征经过受精作用传递给子女的一种生理变化的过程，遗传因素是

人社会化的潜在基础和自然前提。 

2、 社会环境因素 

如果仅仅具备了人的遗传素质，没有适当的社会条件，个人的社会化将无法实现，这些社会环

境因素包括社会文化、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大众传播媒介和计算机网络。 

第二节  社会角色 

一、 社会角色的定义 

社会角色主要包括三种含义： 

① 社会角色是一套社会行为模式； 

② 社会角色是由人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所决定，而非自定的； 

③ 社会角色是符合社会期望（社会规范、责任、义务等）的。   

二、 社会角色的分类    

（一）、根据角色存在形态的不同，可分为： 

1、理想角色 

2、领悟角色 

3、实践角色    

（二）、根据角色扮演者获得角色的方式不同，可分为： 

1、先赋角色 

2、自致角色    

（三）、根据角色扮演者受角色规范的制约程度的不同，可分为： 

1、规定性角色 

2、开放性角色  

（四）、 根据角色和角色之间的权力和地位关系，可分为： 

1、支配角色 

2、受支配角色     

（五）、根据角色扮演者的最终意图，可分为： 

1、功利性角色 

2、表演性角色     

（六）、根据角色的参与程度，可把角色从参与程度低到高分为若干类。 

三、角色冲突 

 （一）、 角色丛 

 （二）、角色冲突 

1、角色内冲突 

2、角色间冲突 

四、性别角色差异 

（一）、两性差异 

1、生理差别 

（1）、人体 

（2）、基因 

（3）、性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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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心理差异 

（1）、个性和行为方面的性别差异：支配行为、自信心、交际 

（2）、智能方面的差异：智力、语言能力、空间能力、数学能力、知觉速度、艺术和音乐能力 

（3）、成就方面的性别差异：学业成就、职业成就 

（二）、性别差异理论 

1、精神分析理论： 

弗洛伊德认为在生殖阶段，儿童的注意力转移到生殖器，性别开始分化。 

2、文化人类学理论： 

玛格丽特·米德认为男女心理的特点是由于他们学习了由社会传统所继承下来的文化模式的结

果 

3、社会学习理论： 

班杜拉认为儿童把与自己性别相同的人作为模仿的榜样，从而获得了某些性别角色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化的种类、内容以及影响社会化的因素、社会角色的分类、性别角色的差异及形

成原因等。  

2．掌握社会化的定义、社会角色的定义、角色冲突。 

作业： 

1、社会化的定义是什么？ 

2、举例说明什么叫再社会化？ 

3、什么叫社会角色？ 

4、什么叫先赋角色与自致角色？并举例说明。 

5、什么叫角色冲突？  

6、角色冲突有哪几种类型？请举例说明。 

7、两性在心理上有哪些差异？ 

知识单元 3：第三章 自我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自我意识的一般内涵 

一、 自我意识的定义 

（一）、自我意识是人所持有的意识的重要形式之一，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自我意识是个人对

自己存在的意识、对自己以及自己与周围事物关系的意识。 

（二）、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意识通常是指个人对自己身心状况、人—我关系的认知，情

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意向，即包括自我认知、自我情感、自我意向。 

二、 自我意识的内容 

自我意识的内容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常见的分析方法有四种： 

（一）、将自我意识的内容分为生理自我、社会自我、心理自我； 

（二）、将自我意识分为现实自我、理想自我； 

（三）、将自我意识分为公我意识、私我意识； 

（四）、将自我分为现在的自我与可能的自我。 

第二节  自我意识的发生与发展 

一、 生理与心理能力的发展与自我意识的发生 

自我意识发生或形成主要有物—我知觉分化、人—我知觉分化和有关自我的词的掌握三个标

志；而自我意识的发生、发展与生理和心理能力的发展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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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我意识在社会互动中形成和发展 

生理的成熟和发展只是形成自我意识的前提，并不是必然自我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心理学家库

利认为自我观念是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个体根据他人对本人的反应和评价而发展的，由此产生

的自我观念称为“镜中我”；米德发展了库利的思想，对社会互动中自我意识产生的机制和过程作

了深入的研究。 

三、 影响自我意识形成发展的社会因素 

包括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文化环境、家庭、角色扮演、他人的评价和参照群体。 

第三节  自我过程 

一、 自我评价 

自我评价是获得真实的、可靠的有关个人特质的信息的过程，它常常发生在我们希望准确地、

客观地描述自我的时候，它通常依赖社会比较和自我估价来实现。 

二、 自我增强 

（一）、定义： 

自我增强是指个体以一种有利于自己做正面评价的方式收集和解释有关自我的信息，通过自我

增强，个体的自尊得以建立或受到提升。 

（二）、方式： 

人们常用六种方式进行自我美化 

三、自我表现 

自我表现是指个体通过自己社会行为的显示以形成、维持、加强或澄清他人对自己的印象的过

程；自我表现的原因有时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 

学习目标： 

1．了解自我意识的定义、自我意识的发生与发展、自我评价、自我增强的策略等。 

2．掌握自我意识的内容、社会比较、自我增强和自我表现的定义。 

作业： 

1、 自我意识包括哪些内容？ 

2、自我意识产生的标志有哪些？ 

3、什么叫自我增强？人们常用于自我增强的方式有哪些？ 

4、什么叫自我设障？个体这样做的目的？ 

5、什么叫自我表现？简单分析这样做的利弊。 

知识单元 4：第四章 社会知觉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会认知概述 

一、 社会认知的定义 

社会认知是个体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观察、了解他人并形成判断的一种心理活动；是个体通

过人际交往根据认知对象的外在特征来推测、判断其内在属性的过程。 

二、 社会认知的特征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过程，社会认知具有如下几个特性： 

（一）、选择性 

（二）、防御性 

（三）、认知的完形特征 

三、 社会认知的图式 

（一）、定义：图式是认知心理学的一个中心概念，在认知心理学观点看来，图式是组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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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是用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 

（二）、分类： 

泰勒和克劳克把人脑中的社会图式分为四种： 

2、 人的图式：有关各类人的图式 

3、 自我图式：有关自己的图式 

4、 角色图式：有关各类社会角色的图式 

5、 社会事件图式：有关各类社会事件的图式 

第二节  社会认知的基本范围 

一、 对他人外部特征的认知 

外部特征包括一个人的仪表、表情等肉眼可见的特性，其中表情可以分为： 

（一）、面部表情：包括眼神等 

（二）、身段表情：姿势 

（三）、言语表情：声调、节奏等 

二、 对他人性格的认知 

性格除了包括情绪反应的特征，还包括意志反应的特征，人们对他人的认知更多的是通过与他

人的实际交往而实现的，因此认真的交往是实现性格认知的基本条件。 

三、 对人际关系的认知 

这种认知包括对自己与他人关系的认知和他人与他人关系的认知。 

第三节  影响社会认知的因素 

一、 认知者因素 

认知者因素包括： 

（一）、原有经验 

（二）、价值观念 

（三）、情感状态 

（四）、认知偏见。认知偏见包括： 

1、光环作用 

2、相似假定作用 

3、类化原则 

4、积极偏见 

5、隐含人格理论 

6、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 

二、 认知对象因素 

认知对象因素包括魅力、知名度和自我表演。 

三、 认知情境因素 

认知情境因素包括空间距离和背景参考。 

第四节  印象的形成 

一、 印象形成的一般原则 

印象形成的一般原则包括 

（一）、一致性 

（二）、评价的中心性 

（三）、中心特性作用 

二、 印象形成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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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形成的基本模式包括平均模式和增加模式 

（一）、平均模式表明人们是以特性的平均价值来形成对别人的印象； 

（二）、增加模式是人们形成印象并不是以特性的平均价值，而是以特性价值的总和为依据的。 

第五节  社会认知的归因理论 

一、 海德的素朴心理学 

海德是归因理论的创始人，他提出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不光是心理学家，都对各种行为的

因果关系感兴趣，力图弄清人们行为的前因后果。这种“研究”的结果就是海德所要分析的素朴心

理学。 

二、 琼斯和戴维斯的对应推论说 

“对应推论”是人们对行为进行归因的一种方式，当人们认为一个人的行为与其持有的内在属

性（动机、品质、态度、能力）相一致时，就是进行对应推论，它由琼斯和戴维斯提出。 

三、 凯利的归因理论 

凯利的归因理论也叫三度理论，他指出人们在试图解释行为时可能的三种形式，即归因于行为

者、客观刺激物和归因行为者所处的情境或关系。 

四、 维纳的归因理论 

维纳研究了人们对成功与失败的归因，他同意海德提出的尺度，把原因分为外在、内在两种，

同时还提出了另外一种划分方法，即区分为暂时、稳定的两个方面。 

五、 归因偏差 

在归因理论中基本都假定归因是一种合理的有逻辑的过程。但是学者们指出，人们在许多情况

下对行为原因的解释是武断的不和实际的偏见，如过高估计内在因素、行为者和观察者的归因分析、

忽视一致性信息、自我防御性归因。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认知的特征、基本范围及影响因素；了解印象形成的一般原则、印象形成的基本

偏差、海德的朴素心理学及归因偏差。 

2．掌握社会认知与归因的定义、琼斯和戴维斯的对应推论说、凯利的归因理论和维纳的归因

理论等。 

作业： 

1、 什么叫社会认知？ 

2、 人的表情包括哪些方面？ 

3、 人们在社会认知过程中会存在哪些认知偏差？ 

4、简述琼斯和戴维斯的对应推论说。 

5、评述凯利的归因理论。 

6、简述维纳的归因理论。 

7、什么叫基本归因错误？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知识单元 5：第五章 社会态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态度概述 

一、 态度的定义及其特性 

（一）、定义： 所谓态度是个体自身对社会存在所持有的一种具有一定结构和比较稳定的内在

心理状态。 

（二）、特性：它具有以下特征： 

1、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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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观经验性 

3、动力性 

二、 态度的构成要素 

态度的构成要素包括 

（一）、认知成分 

（二）、情感成分 

（三）、行为倾向成分 

三、 态度、价值和信念 

个体所持有的态度与个体观念世界中的价值和信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个体的态度往

往反映和体现出个体的信念和价值观；另一方面个体的信念和价值观又影响和决定着个体所持有的

态度。 

第二节  态度与行为 

一、 影响态度和行为关系的因素 

人们通常认为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是一致的，有什么样的态度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但是，从

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专门研究发现，态度和行为并非总是一致的。 

对影响态度和行为关系的因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予以考察： 

（一）、态度方面 

（二）、行为方面 

（三）、个体自身的因素 

二、预测态度与行为的关系 

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虽然比较复杂，但不是无章可循的，菲什拜因和埃杰就对此作过研究并

提出单一行为准则和多重行为准则两条细则。 

第三节  偏见 

一、 偏见的定义 

偏见是对某一个人或团体所持有的一种不公平、不合理的消极否定的态度。 

二、产生偏见的原因 

造成偏见产生的原因有： 

（一）、社会群体间的利害冲突 

（二）、社会化 

（三）、个体的人格和心理因素 

三、偏见产生的后果 

偏见会给社会生活的协调和谐早造成破坏性的后果，而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最引起人们重

视的是偏见给受害者带来的心理后果有： 

（一）、自我实现的预言 

（二）、性别角色 

（三）、疏离 

四、 偏见的消除 

在我们的社会中，偏见是普遍存在的，并且产生着各种各样的消极后果，但是偏见并不是不可

消除的。社会心理学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各种解决措施，如： 

（一）、消除刻板印象 

（二）、增加平等的、个人间的接触 

（三）、共同命运与合作奖励 

（四）、制定有助于消除偏见的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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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态度的测评 

一、 量表法 

量表法又称自我评断法，是运用根据一定的测量、统计原理而编制的态度量表来测评个体所持

有态度的一种方法。被人们广泛运用的态度量表有： 

（一）、等距量表 

（二）、总加量表 

（三）、语义分化量表 

二、问卷法（又称自我报告法） 

问卷法是进行调查访问的一种重要方法，但也被用于态度的测评，根据问卷形式上的特点，可

将问分为开放式问卷和封闭式问卷。 

（一）、开放式问卷 

是由研究者提出问题，但不提供任何可能的或供选择的答案，由被试自由回答。 

（二）、封闭式问卷 

是由研究者提出问题，同时提供可能的几种选择答案，由被试根据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从几种选

择答案中选择一个作为自己的回答。 

三、投射法 

投射法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测验方法，是间接地了解人们潜在的心理活动的一种方法。通常是向

被试提供一种情境刺激，通过分析这一情境刺激在人们头脑中所引起的联想或想象来推测其所持有

的态度。 

四、行为观察法 

行为观察法是通过个体的外在行为表现来推测其内在的态度，因而也是一种见解的方法。 

五、 生理反应法 

生理反应法是根据被试生理反映的变化来确定其态度的一种方法，因而仍是一种间接的方法，

通常采用的生理指标有皮肤电反应、脉搏等。 

第五节  态度的形成与改变 

一、 态度的形成 

（一） 环境因素的影响 

个体所持有的各种态度都是在后天的社会生活环境中通过学习而逐渐形成的。因此，个体态度

的形成受到社会生活环境中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社会环境的影响、家庭的影响、同伴的影

响和团体的影响。 

（二）个体的学习 

个体态度的习得是通过联想学习、强化学习和观察学习而得以实现的。 

二、 态度的改变 

（一）、理论 

1、学习论 

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态度即是对于社会对象进行好坏评价的倾向性，它通过学习而获得。

学习的方式有联想学习、强化学习和观察学习（见上文）。 

2、认知失调理论 

此理论认为：当关于自己想法、态度与行为等的认知之间存在着相互冲突、不和谐的状态时，

个体会感到不舒适、不愉快，即产生心理紧张（失调状态）；为了减缓、消除失调状态，达到认知

的协调一致，个体可以改变认知， 改变行为或增加新认知。另外，  

      失调的认知数量Ｘ认知重要性  

失调程度＝——————————————          

        协调的认知数量Ｘ认知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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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判断理论 

Sherif & Hovland(1961)认为： 

1、个体所持有的态度不能用测量尺度上的一个点来代表，应用一段区域来表示。 

2、这段区域由三部分构成：可接受区、态度不明朗区与拒绝区。 

3、遇到一个劝说信息或新观点时，判断落在哪个区，以决定是否改变原态度。 

4、新观点与原态度的相似性或差异性与态度改变有关。 

4、功能理论 

在功能理论看来，态度具有以下几个功能：①工具性、调适性或功利性的功能；②自我防御的

功能；③认识的功能；④价值表达的功能 

5、态度改变的三阶段理论 

态度改变三阶段理论是由凯尔曼于 1961 年提出来的，他认为一个人态度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

的，而是要经过服从、认同、内化三个阶段。 

二、 态度改变的方法 

1、劝说宣传法 

2、角色扮演法 

3、团体影响法 

4、活动参与法 

学习目标： 

1．了解态度的特征、影响态度和行为关系的因素、偏见产生的原因、偏见产生的后果和消除

偏见的途径、测量态度的方法、社会判断理论、功能理论和态度改变的方法。 

2．掌握态度的定义、态度的构成要素、态度的形成、认知失调理论和态度改变的三阶段理论，

态度改变的劝说宣传法。 

作业： 

1、什么是态度？ 

2、举例说明态度的三成分。 

3、什么是偏见？ 

4、测量态度的量表主要有哪几类？ 

5、简述态度是如何形成的。 

6、态度改变的理论有哪些？ 

7、简述认知失调理论的基本内容。 

8、简述态度改变的三阶段理论的基本内容。 

9、试分析影响态度改变的说服效果的因素。  

知识单元 6：第六章 人际关系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人际关系概述 

一、 什么是人际关系 

人们社会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建立在个人情感基础上的相互联系就是人际关系。在所有关于人

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社会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一个直接关系到

如何理解人际关系的本质问题。 

二、人际关系的特点 

通过对人际关系本质的分析，不难看出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比之于社会关

系，人际关系有其自身明显的特点。 

（一）、个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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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直接性 

（三）、情感性 

三、人际关系的类型 

人际关系遍布于社会活动的一切领域，由于人们社会活动的复杂性和人们交往行为的多样性，

使人际关系也呈现出千姿百态。 

心理学家雷维奇利用“雷维奇人际关系测量游戏”方法，通过一千对夫妇进行研究，把人际关

系归纳为八种类型，即主从型、合作型、竞争型、主从—竞争型、主从—合作型、竞争—合作型、

主从—合作—竞争型、无规则型。 

四、 人际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相互依赖模型 

社会渗透理论 

自我分层理论 

第二节  人际吸引 

一、喜欢 

喜欢是中等强度的人际吸引形式，也是人际吸引的一般形式。社会心理学家通过大量研究概括

出影响喜欢的一些重要因素。 

（一）、能力与喜欢 

（二）、外貌与喜欢 

（三）、报酬与喜欢 

（四）、相似、互补与喜欢 

（五）、邻近、熟悉与喜欢 

二、爱情 

爱情(1ove)是人际吸引的强烈形式和最高形式，西方社会心理学者把爱情分为六种类型：冲动

爱情、自我中心爱情、冲动爱情、依赖爱情、结伴爱情、实用性爱情和利他爱情。 

第三节  人际关系的改善 

T小组训练法 

人际关系的改善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实践问题，除去以上的一般理论原则

之外，还有一些具体的操作技术，T 小组训练法就是一种常见的改善人际关系的方法。T 小组方法

又叫做“敏感性训练”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温于 1946 年创造的，目的是让接受训练者学会怎样

有效地交流，细心地倾听，了解自己和别人的感情。 

学习目标： 

1．了解人际关系的特点和类型、人际关系建立与发展的理论、人际吸引与爱情的定义、人际

关系的改善等。 

2．掌握人际关系的定义、人际吸引的影响因素、有关爱的理论。 

作业：  

1、 什么是人际关系，它的特点是什么？ 

2、 有关人际关系建立与发展的理论有哪些？ 

3、 简述社会渗透理论的基本内容。 

4、 简述自我分层理论的基本内容。 

5、哪些因素会影响人际吸引？ 

6、简述爱的三角理论。 

7、什么是 T小组训练法？ 

知识单元 7：第七章 人际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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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人际沟通概述 

一、 人际沟通的含义 

人际沟通简称沟通，就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过程，即人与人之间传递信息，沟通思想情

感的过程。 

二、人际沟通的工具 

作为信息传递的过程，人际沟通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符号系统才能实现，所以，符号系统是人际

沟通的工具。我们可以把符号系统划分为两类，即语言符号系统和非语言符号系统。 

三、人际沟通的必要条件 

实现人际沟通的必要条件是要有发出信息的人，即信息源；要有信息；要有信息渠道（通讯渠

道）；要有接受者。 

四、影响人际关系的因素 

信息传递的各个环节常常回受到某些因素的作用，从而影响到人际沟通的进行，印象人际沟通

的因素主要有几个方面，如影响信息来源因素（发出信息的人使用的传播技术、发出信息的人的态

度、发出信息的人的知识程度和发信息的人的社会地位）；影响信息的因素（语言及其他符号的排

列与组合次序、信息的内容、信息的处理情况）；影响信息渠道的因素；影响接受者的因素（接受

者的心理选择性、接受者当时的心理状态）。 

五、人际沟通的障碍 

在现实社会中，某些影响人际沟通的因素会造成沟通的必要条件的缺失，致使人际沟通受到阻

碍，这包括地位障碍、组织结构障碍、文化障碍、个性障碍、社会心理障碍。 

六、人际沟通的功能 

综合各家的论述，认为人际沟通的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协调作用、保健作用和形成

和发展社会心理的作用 

第二节  人际沟通过程分析 

一、 人际沟通的心理分析 

在人际沟通过程中，沟通的主体和客体都是人，他们都有心理活动，人际沟通过程中的心理活

动主要体现在沟通动机、对信息的选择、对信息的理解。 

二、人际沟通的行为分析 

贝尔斯的研究。 

第三节  人际沟通的分类 

一、 单向沟通和双向沟通 

从发出信息的人与接受者的地位是否互变的角度来看，可将沟通分为单向沟通和双向沟通。前

者发出信息的人只发出信息，接受者只接受信息而不发出反馈信息；后者双方互为发出信息的人和

接受者，即双方在沟通中的地位不断变换。 

二、口头沟通和书面沟通 

语言是最常用的信息渠道，按照语言的不同形式，人际沟通又可以分为口头沟通和书面沟通。

借助口头言语进行的沟通称为口头沟通，如演讲、讨论、会谈、电话联系等；借助于书面言语进行

的沟通称为书面沟通，如布告、通知、书信等。 

三、 正式沟通和非正式沟通 

按照沟通与组织的关系，可以把沟通分为正式沟通和非正式沟通。正式沟通是指在一定的组织

系统中通过明文规定的渠道，进行信息的传递与交流；非正式沟通是指在正式组织系统以外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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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递与交流，诸如人们私下交换意见，议论某人某事，传播小道消息，都属于非正式沟通。 

四、 上行沟通、下行沟通和平行沟通 

下行沟通又称下沟通，是指组织中地位较高的成员主动向地位较低的成员之间沟通；上行沟通

又称上沟通，是指组织中地位较低者主动向地位较高者沟通；平行沟通是组织中身份和地位相仿者

之间的沟通。 

五、 假相倚、非对称相倚、反应性相倚和彼此相倚 

假相倚是在人际沟通过程中，沟通者只按照自己预先指定的计划，即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沟通，

根本不顾及对方的反应；非对称相倚是沟通的另外一方只按照自己预定计划进行沟通，而另外一方

则根据别人的行为作为反馈来调节自己的言行；反应性相倚是指沟通双方都以对方的行为作为自己

行动的依据，做出相应的反应，而并不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沟通；彼此相倚是指沟通双方一方面以

自己的计划同对方沟通，另一方面又考虑到对方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沟通行为。 

六、 轴型沟通、Ｙ型沟通、链型沟通和圆型沟通 

20世纪 50年代，巴维拉提出小群体沟通网络的概念，所谓沟通网络，是指一个小群体里成员

之间较固定的沟通模式，后来莱维特以五人小群体为研究对象，发现沟通网络有四种形态：轴型沟

通、Ｙ型沟通、链型沟通和圆型沟通。 

七、 语言沟通和非语言沟通 

人际沟通以通讯渠道来划分，可以分为语言沟通和非语言沟通两大类。语言常是沟通的工具，

语言沟通是人类最普遍的沟通形式；相反有些人的沟通不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这种沟通称为非语

言沟通。 

学习目标： 

1．了解人际沟通的工具、影响人际沟通的因素、人际沟通的障碍、人际沟通的功能、人际沟

通的分类等。  

2．掌握人际沟通的含义、必要条件。 

作业： 

1、 人际沟通的定是什么？ 

2、 人际沟通的必要条件包括哪些？ 

知识单元 8：第八章 侵犯与利他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侵犯行为 

一、侵犯行为的定义 

侵犯是有目的、有意图地伤害他人的行为。是否具有侵犯意图应通过以下方面来推知：行为发

生的社会情况，行为者的社会角色，行为发生前的有关线索，行为者的身份特征。 

二、侵犯行为的种类 

我们根据侵犯行为是否违背社会准则，可以划分三种不同的类型：反社会的侵犯行为、亲社会

的侵犯行为、被认可的侵犯行为。根据侵犯行为的方式不同，可以划分出言语侵犯和动作侵犯。按

照侵犯者的动机，侵犯可以分为报复性侵犯和工具性侵犯。 

三、 对侵犯行为的解释 

1、遗传因素在人类侵犯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 

2、挫折——侵犯理论 

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多拉德提出认得侵犯行为乃是因为个体遭受挫折而引起的，这就是所谓的挫

折——侵犯理论。 

3、社会学习理论 

认为侵犯的态度和侵犯的行为是通过学习而得到的，就人类来说，观察模仿是一个极重要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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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过程。 

大众传播的普及性及深入性，提供了人们大量观察学习的机会。根据社会学习理论所提出的模

仿学习的观点，人们就会很自然地考虑到：电影电视节目中侵犯行为对观众、听众，特别是青少年

会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四、  侵犯行为的转移与消除 

1、渲泄 

弗洛伊德认为侵犯是一种本能，是人与生俱来的驱动力；洛沦兹的观点是，侵犯是人的本能，

是人类生活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 

2、习得的抑制 

所谓习得的抑制是指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学到的对侵犯行为的控制，主要有以下几点：社会规范

的抑制、痛苦线索的抑制、对报复的畏惧。 

3、置换 

对与他遭受挫折者相似的人表现的侵犯行为。 

4、寻找替罪羊 

用置换对象来表现自己的侵犯行为一般发生在挫折的来源很明确的情况下，但如果不明挫折来

源，就会倾向于寻找替罪羊，从而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与他人。“替罪羊”的特性：软弱性和特异性。 

第二节  利他行为 

一、 什么是利他行为 

利他行为是对别人有好处，没有明显自私动机的自觉自愿的行为，从利他行为的定义中我们可

以看出，利他行为有如下几个特点：以利他为目的；不期望有精神的或物质的奖励；自愿的；利他

者本身会有所损失。 

二、 影响利他行为的因素 

1、利他行为的唤起 

根据一些心理学家的分析，旁观者在决定是否介入某种事件之前必须做出一系列的决定。旁观

者必须观察某件事是不是真的发生；判断所发生的事是不是紧急的，或者是不是一种需要帮助的情

境；决定承担责任、采取行动；确定哪种形式的行动是可行的和适当的；决定如何完成这一行动。 

2、助人的得与失 

在紧急的情况下非常明显和严峻时，有能力提供帮助时，为什么还有人见死不救、漠然视之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旁观者考虑靠自己如果给予帮助可能造成的损失。 

3、 求助人的特点 

4、助人者的特点和当时的心境 

研究表明，影响人们利他行为的个人因素有本人的个性、早期的社会化状况、以前利他行为的

经验、当时的身体和心理状况以及本人的人生哲学或思想意识等。其中较为关键的是家庭中的社会

化和榜样的作用、人格因素利他者的性别因素、利他者心境的作用。 

5、 影响利他行为的环境和情境因素 

包括自然环境对利他行为的影响和社会环境对利他行为的影响。 

三、 利他行为的理论 

1、利他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达尔文指出，经过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有利他天性的生物可能使得它们的物种留存下来；西

方许多社会心理学家对年有儿童的观察研究也证明了人类天生有利他行为的倾向。 

2、社会文化对利他行为的规范 

所谓社会规范就是行为、态度和信仰的模式。利他行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大不相同，在社会

责任规范中也显示出不同的文化差异。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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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侵犯行为的转移与消除的方法，利他行为的理论分析等。  

2．掌握侵犯行为的定义、种类及理论，利他行为的定义及影响因素。 

作业： 

1、何为侵犯行为？侵犯行为的种类有哪些？ 

2、分析侵犯行为产生的原因？ 

3、如何减少、削弱人类的侵犯行为？ 

4、何为利他行为？  

5、分析影响利他行为决定过程的诸因素？ 

6、解释“旁观者效应”？ 

知识单元 9：第九章 社会影响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他人在场 

一、 社会促进和社会抑制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一个人从事某项活动的时候，如果有其他人在场，他就会感到一种

刺激，这种刺激会促使他的活动的完成。这种作用被社会心理学家称为社会促进；他人在场既能产

生促进作用，又能产生抑制作用。 

二、关于他人在场的理论解释 

查荣克的“优势反映强化说”认为在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动机水平将会提高，因此

他的优势反应能够轻易表现出来，而较弱的反应会受到抑制。所谓优势反应，是指那些已经学习和

掌握得相当熟练，不假思索就可以表现出来的动作。 

第二节  从众与服从 

一、 从众现象 

从众现象也称遵从或从众，是指通过向社会压力让步以使自己的认知以及行为符合群体的、社

会的标准和规范。 

二、影响从众的因素 

可以从个体的特点、群体的特点和刺激物的特点等方面来说明，如个体的特点（获得正确信息

的愿望、不愿意被他人视为越轨者、性别差异）；群体的特点（群体的一致性、群体的规模、群体

成员的身、群体接纳个体的程度）；刺激物的性质。 

三、服从权威的实验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 

四、关于服从实验的讨论 

权威认为与服从权威有关的因素：命令者的权威性、被试的道德水平、诱骗入门的策略、权威

的靠近程度、受害者的靠近程度。 

第三节  模仿与暗示 

一、 模仿 

模仿是在没有外界控制的条件下，个体受到他人习惯的刺激，自觉不自觉地使自己的行为与他

人相仿。对模仿的研究认为影响人们模仿的理论有两个：本能论(塔尔德、鲍德温)和社会学习理论

（米勒、多拉德和班杜拉）。 

二、暗示   

采用含蓄方式，通过语言、行动等刺激手段对他人的心理和行为发生影响，使他人接受某一观

念，或按照某一方式进行活动。孙本文将暗示分为四类：直接暗示、间接暗示、自我暗示和反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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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社会影响的宏观表现 

一、 时尚和流言 

 时尚是一定时期内社会上或某个群体中普通流行的某种生活方式，时尚可以分为时髦、热、

时狂三种类型。 

流言是广泛传播的有关显示社会问题的不确切的消息；社会心理学研究流言，一般不研究它的

内容如何真和如何伪，而只注重它产生及传播的条件和过程，即流言传播中的心理效应。 

二、集群行为和去个性化 

集群行为是一种相当数量的群众自发产生的，不受正常社会规范约束的狂热行为；集群行为有

如下特征：一是情绪支配性，二是迅速接受性，三是容易越轨性。 

去个性化是个体在一个群体中与大家一道从事某种活动时，对群体的认同淹没了个人的身份，

使个体失去通常的个性感。 

学习目标： 

1．了解影响从众与服从的因素、时尚和流言、去个性化、模仿与暗示等。 

等。  

2．掌握社会促进、社会抑制与社会惰化的定义，关于他人在场的理论解释，从众的定义、实

验及原因，服从的定义、实验及原因，集群行为的定义。 

作业： 

1、什么是社会促进和社会抑制现象？ 

2、简述优势反应说的基本内容。 

3、什么是从众?为什么会产生？ 

4、什么是服从？为什么会产生？它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5、暗示分哪几种类型？ 

6、时尚分哪几种？ 

知识单元 10：第十章 社会群体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群体心理概述 

一、 群体的含义 

群体是指那些成员相互依赖、彼此存在互动的集合体。 

二、群体的分类 

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 

成员群体和参照群体； 

大群体和小群体。 

三、群体的功能 

群体的功能可以分为对个人的功能和对组织的功能。 

第二节  群体规范 

一、群体规范 

群体规范可以分为正式规范和非正式规范；一般的社会规范和反社会的规范。 

二、社会交换 

社会交换就是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包括社会规范与群体交换、社会规范与群体交换、群体内

的社会交换、心理契约的形成。 

三、竞争与合作 

竞争与合作是群体内两种主要的互动方式。影响群体成员的竞争与合作的因素很多，其中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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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沟通程度、群体规模和互动性起主要作用。 

第三节  群体的维持 

一、 群体压力  

群体规范形成以后，群体成员会自动地、不加思索地与群体行为保持一直，所谓自动和不假思

索实际上是群体规范内化的结果，群体借助规范的力量形成了一种对成员的心理上的强迫力量，一

达到对其行为的约束作用，这种力量就是群体压力。 

二、群体的维持 

群体效力； 

群体凝聚力； 

影响群体凝聚力的因素。 

三、群体决策 

群体决策是群体成员的主张和意志对群体行为的作用过程。群体决定在很多情况下比个人决策

有效，但群体决策过程也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和限制，此外群体决策中还肯能出现冒险性转移的

现象。 

学习目标： 

1．了解群体的功能、群体内竞争与合作的定义及影响因素、群体决策等。  

2．掌握群体的概念及分类、群体规范的概念及作用、群体极化及冒险性转移现象。 

作业： 

1、什么是群体？常见的分类方式有何哪些？ 

2、什么是群体规范？它有哪些功能？ 

3、什么叫冒险性转移？产生的原因及影响因素有哪些？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社会心理学的定义、内容、研究方法、简史） 3  

2 社会化（定义、内容、过程、影响因素等） 3  

3 社会化（社会角色的定义、分类、性别角色等） 3  

4 自我 3  

5 社会认知（定义、内容、特征、影响因素等） 3  

6 社会认知（印象形成、归因等） 3  

7 社会态度（定义、特征、与行为的关系、形成等） 3  

8 社会态度（测量、改变的理论与方法、偏见等） 3  

9 人际关系（定义、分类、原因、建立与发展的理论） 3  

10 人际关系（人际吸引的影响因素、爱的理论等） 3  

11 人际沟通 3  

12 侵犯与利他（侵犯） 3  

13 侵犯与利他（利他） 3  

14 社会影响（社会促进与社会抑制、社会惰化、从众） 3  

15 社会影响（服从、时尚、流言、模仿、暗示等） 3  

16 群体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普通心理学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9390 

重点：社会认知、社会态度、人际关系、侵犯与利他、社会影响。 

难点：角色冲突的类型、三度归因理论、社会判断理论、人际关系的建立与发展理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教授为主。 

2.学生自学为辅。 

教学手段： 

1.PPT。 

2.视频。 

3.报纸、杂志的文章等。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外学生自主学习 3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全国 13所高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社会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 6月 第 4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章志光 主编《社会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4月 第 1版。 

2. 沙莲香 主编《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9月 第 3版。  

执笔：刘萃侠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15日 

 

社会统计学 
Social Statistics 

课程号：304070033 

一、课程教学目标： 

社会统计学是“统计学”与“社会研究”的结合。在社会研究当中，最常用的结构化的经验资

料是问卷调查数据。开设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其内容涉及单变量分析、双变量分析和简单的多变量分析。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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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卷调查研究的基本特征 

2．因果分析的基本逻辑 

3．问卷调查研究的方法论背景 

4．问卷调查研究的基本过程 

5．测量的四个层次 

6．统计分析的类型与本书的内容编排 

学习目标： 

掌握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作业： 

见教材第一章的思考、练习题。 

知识单元 2：描述统计单个变量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概括一个变量的分布 

2．集中趋势测量 

3．变异程度测量 

学习目标： 

掌握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作业： 

见教材第二章的思考、练习题。 

知识单元 3：描述统计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相关分析概述 

2．描述统计两个定类变量之间的关系 

3．描述统计两个定序变量之间的关系 

4．描述统计两个定比变量之间的关系 

5．描述统计定类变量与定比变量之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 

掌握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作业： 

见教材第三章的思考、练习题。 

知识单元 4：概率抽样与概率分布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概率抽样 

2．概率分布概述 

3．正态分布 

4．抽样分布 

5．抽样误差与样本的代表性 

学习目标： 

掌握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作业： 

见教材第四章的思考、练习题。 

知识单元 5：总体参数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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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参数的点估计 

2．参数的区间估计 

3．样本规模的确定 

学习目标： 

掌握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作业： 

见教材第五章的思考、练习题。 

知识单元 6：假设检验的逻辑、方法与过程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研究假设与虚无假设 

2．检验虚无假设的逻辑与方法 

3．有关假设检验的几个问题 

4．大样本单个总体百分比的假设检验 

学习目标： 

掌握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作业： 

见教材第六章的思考、练习题。 

知识单元 7：总体中两个变量是否相关的假设检验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检验总体中两个定类变量是否相关 

2．检验总体中两个定序变量是否等级相关 

3．检验总体中两个定比变量是否线性相关 

4．检验两个总体的方差是否相等 

5. 检验总体中一个定类变量与一个定比变量是否相关 

学习目标： 

掌握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作业： 

见教材第七章的思考、练习题。 

知识单元 8：详尽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含义 

2．详尽分析的基本内容 

学习目标： 

掌握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作业： 

见教材第八章的思考、练习题。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实验 1：……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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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实验 2：……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一） 3  

2 
导论（二）（1学时） 

描述统计单个变量（一）（2学时） 
3  

3 描述统计单个变量（二） 3  

4 描述统计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一） 3  

5 描述统计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二） 3  

6 描述统计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三） 3  

7 概率抽样与概率分布（一） 3  

8 概率抽样与概率分布（二） 3  

9 
期中考试（2学时） 

总体参数的估计（一）（1学时） 

3 

 
 

10 
讲解期中考试试题（1学时） 

总体参数的估计（二）（2学时） 
3  

11 假设检验的逻辑、方法与过程（一） 3  

12 假设检验的逻辑、方法与过程（二） 3  

13 总体中两个变量是否相关的假设检验（一） 3  

14 总体中两个变量是否相关的假设检验（二） 3  

15 详尽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一） 3  

16 
详尽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二）（1学时） 

串讲、答疑（2学时）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研究方法。 

后续课程：统计软件应用。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PRE原理，抽样分布，假设检验的逻辑与方法，详尽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难点：PRE原理，抽样分布，假设检验的逻辑与方法，详尽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课堂讨论。 

3.课外阅读相关文献，并思考相关问题。 

教学手段： 

口头讲授。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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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主要是期中考试）占 20％，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个知识单元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主要是做教材中每章的思考、练习题。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教材《社会统计学——对问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游正林著《社会统计学——对问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9

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卢淑华编著《社会统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 3版。 

2.李沛良著《社会研究中统计应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 1版。 

 执笔：游正林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中国社会思想史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课程号：3040701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了解中国社会科学奠定过程中的三个经验研究对象——村落

（社区）、知识分子和民族；2、使学生了解这三个部分的经验研究与西方思想史的策动共同构成了

中国社会科学思想和学科的基本动力；3、使学生了解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社会学关键概念的出现，

知识系统如何得以重新奠定。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集中阅读清末至 1920年代前后（或将涉及 1930年代以后的个别研究）

的中国学人在社会学、史学、民族学等学科尚处雏形时的经典，将中国社会科学基本的问题意识脱

胎传统经史学的继承与转折交待清楚，梳理并呈现早期学人努力开拓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向，培养

学生对社会学的学科兴趣，意图促进学生学会对现实问题的关怀有所依凭。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与思想史转变中的社会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介绍课程设置的教学目标和学习方式； 

2. 简要介绍晚清变法运动下形成的新的思想格局，并勾勒康有为、严复、王国维前后相继的

延伸讨论与对话；另一条线索是章太炎、梁启超和柳诒徵。 

学习目标： 

了解清末社会学引进的思想背景和脉络 

知识单元 2：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中的经学与群学主张 

参考学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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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 “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一卷，第 164-2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 “公民自治篇”，见《官制议》，收录于《康有为大同论二种》，三联书店。 

学习目标： 

了解康有为基本学术和政治主张，及其基本文献 

知识单元 3：严复与章太炎两条脉络的社会学思想引进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严复引进斯宾塞的社会学，主要观点和文献 

2. 章太炎引进社会心理学，主要观点和文献 

3. 同时代及后来的学人对两人的学术贡献的评价与讨论 

学习目标： 

对早期中国社会学形成时，西学的多元对话有所了解，并能做大致区分 

知识单元 4：村落研究的知识论及其实践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救济 

2.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框架及背景 

3.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研究及乡土工业革命试验 

4. 三者的比较 

学习目标： 

1. 对乡村建设派的基本观点、问题意识、后续影响有所了解； 

2. 对梁漱溟与费孝通不同的现代化转型方案做细致的比较分析 

知识单元 5：绅士与乡土社会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费孝通：《皇权与绅权》（1948） 

学习目标： 

1. 进一步推进与乡村建设派的比较 

2. 努力了解绅士与乡土社会研究的并行结构是如何能够嵌套在一起的，从而了解费孝通的现

代化转型方案如何同时要落到知识人的研究 

知识单元 6：梁启超与“民族作为历史主体”问题的确立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5） 

2.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1922） 

学习目标： 

1. 了解“民族”概念的引介 

2. 掌握“民族”概念的引入在理论上重新奠定了国家基础 

知识单元 7：柳诒徵与文化史论述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学习目标： 

1. 了解 20世纪早期，梁启超、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与柳诒徵等人的论战 

2. 了解柳诒徵所谓的“保守主义”包含的社会理论潜力——柳指出要了解中国，应回到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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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地位，其担纲者尤其关键 

3. 通过这本文化史的滥觞之作，了解文化史写作的基本框架 

知识单元 8：士与中国文化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学习目标： 

1. 了解余英时讨论士的出现开启中国的轴心文明时代，其讨论背后来自轴心文明理论 

2. 士对其社会阶层和政治权力的超越性 

（二） 实践教学 

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与思

想史转变中的社会学 
2 

参考文献： 

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三联

书店，2006 

2 
第一讲 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中的

经学与群学主张（上） 
2 

阅读文献： 

“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一卷，第

164-2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参考文献： 

1. 汪荣祖：《晚清变法思想论丛》，新星出

版社，2008 

2. 汪荣祖：《康章合论》，新星出版社，2005 

3 
第二讲 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中的

经学与群学主张（下） 
2 

阅读文献： 

“公民自治篇”，见《官制议》，收录于《康

有为大同论二种》，三联书店。 

参考文献： 

1. 汪荣祖：《晚清变法思想论丛》，新星出

版社，2008 

2. 汪荣祖：《康章合论》，新星出版社，2005 

4 
第三讲 严复与章太炎两条脉络

的社会学思想引进（上） 
2 

参考文献： 

1. “原强”、“天演进化论”等，《严复集》，

第一、二卷，王拭编，中华书局，1986。 

2. 汪荣祖：《康章合论》，新星出版社，2005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人民出版社，

2008 

5 
第三讲 严复与章太炎两条脉络

的社会学思想引进（下） 
2 

参考文献： 

1. “原强”、“天演进化论”等，《严复集》，

第一、二卷，王拭编，中华书局，1986。 

2. 汪荣祖：《康章合论》，新星出版社，2005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人民出版社，

2008 

6 
第四讲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乡

村救济 
2 

阅读文献： 

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商务

印书馆，201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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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渠敬东编：《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7 
第五讲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

与实践 
2 

阅读文献：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参考文献： 

李培林、渠敬东编：《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8 第六讲 费孝通的乡土工业设想 2 
阅读文献： 

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 

9 第七讲 绅士与乡土社会 2 

阅读文献：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世纪中

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

社，1991. 

萧公权：《中国乡村——论 19世纪的帝国控

制》，联经出版社，2014 

费孝通：《皇权与绅权》，《费孝通文集》第

5卷，群言出版社，1999 

10 
第八讲 梁启超与“民族作为历

史主体”问题的确立（上） 
2 

阅读文献：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5） 

11 
第九讲 梁启超与“民族作为历

史主体”问题的确立（下） 
2 

阅读文献：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1922） 

12 
第十讲 柳诒徵与文化史论述

（上） 
2 

阅读文献：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编”，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2008 

13 
第十一讲 柳诒徵与文化史论述

（下） 
2 

阅读文献：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编”之 6-18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4 
第十四讲 士与中国文明的轴心

突破（上） 
2 

阅读文献：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5 
第十五讲 士与中国文明的轴心

突破（下） 
2 

阅读文献：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6 考试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学概论、中国社会 

后修课程：中国社会学史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康有为的维新思想中的经学与群学主张、严复与章太炎两条脉络的社会学思想引进、“乡

村建设派”的比较、梁启超的“民族”概念与民族史、柳诒徵的文化史路径、士与乡土社会的关系、

士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难点：严复与章太炎两条脉络的社会学思想引进、“乡村建设派”的比较、梁启超的“民族”

概念与民族史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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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为必修课，每周 2学时。采用阅读研讨的方式，每次指定 1-2名报告人做读书报告，1

名评议人评议补充。其后有讨论和教师总结。 

最重要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就是学生自己阅读。除此别无捷径。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程自主学习应贯穿整个课程，学生应在课外时间大量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周轮流做读书报告；期中提交一篇不少于 3000字的读书报告。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本课程国内尚未有合适的教材，结合本校学生实际，应以原典篇章阅读为主。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康有为：“康子内外篇”，《康有为全集》第一卷，第 164-2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 康有为：“公民自治篇”，见《官制议》，收录于《康有为大同论二种》，三联书店。 

3. 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商务印书馆，2014 

4.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 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 

6. 费孝通：《皇权与绅权》，《费孝通文集》第 5卷，群言出版社，1999 

7.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5） 

8.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研究》（1922） 

9.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0.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1.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 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2. 萧公权：《中国乡村——论 19世纪的帝国控制》，联经出版社，2014 

（二）参考书 

1. 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三联书店，2006 

2. 李培林、渠敬东编：《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3. 汪荣祖：《晚清变法思想论丛》，新星出版社，2008 

4. 汪荣祖：《康章合论》，新星出版社，2005 

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人民出版社，2008 

执笔：杨清媚  审稿：       审定： 

制（修）订时间：        年   月   日 

 

法社会学 
sociology of law 

课程号：30407020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学的专业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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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旨在让学生系统地学习、掌握法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基本知识、原理

和方法；2、训练他们运用社会学理论与社会科学方法研究法律现象的能力；3、开拓学生的知识视

野和思维能力，锻炼与提升学生分析问题与解释问题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思维能力训练，使学生掌握法社会学的基础知识、基本原理

与研究方法，并通过法社会学这门学科窗口，检验社会学和法学专业学生前三年所学，训练学生运

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去研究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的能力，为今后学生科学地

研究、解释中国社会的法律现象和中国的法治改革奠定必要的理论与方法基础。同时，开设配套课

程法律与社会研讨课，精选现实中发生的案例与现象，运用社会理论、社会学理论及法社会学理论

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解释，以训练和提高学生的上述各种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法社会学的概况与研究对象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一下法社会学发展的历史概况，区分西方与中国分别介绍。 

2．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研究范围有哪些。 

3.在中国研究法社会学有什么理论与实践意义？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外法社会学概况与历史发展的脉络。 

2．掌握法社会学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的相关知识。 

思考题： 

1、 西方法社会学进入繁荣和成熟阶段的标志有哪些？ 

2、 第五阶段法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变化你认为喻示着什么？ 

3、 你认为恢复重建以来中国法社会学发展的特点是什么？今后的研究与发展应该关注些什
么？ 

4、 你认为法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它的本质特征是什么？主要研究范围有哪些？ 

5、 请你谈谈法社会学的诞生对传统法学研究模式的意义。 

6、 请你根据所学过的社会学理论来理解法社会学应该怎么研究才最科学？ 

7、 在中国开展法社会学研究有何理论和现实意义？ 

知识单元 2：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际社会中法社会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的总体情形怎样？ 

2．传统的法社会学研究方法和作为法社会学的部门方法论有哪些？ 

3.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有什么特殊性和普遍要求？它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社会法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研究方法的总体情况与主要的研究方法论与方法，了
解法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特殊性与普遍要求及它的重要特征。 

2．掌握法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研究方法的基本知识、内容与特点。 

思考题： 

1、塞尔兹尼克为代表的“伯克利纲领”与布莱克为首的“纯粹法社会学”主要分歧是什么？
它们对法社会学研究有什么影响？ 

2、你认为三大传统研究范式对法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有何意义？ 

3、当代西方法社会学的主要部门方法论有哪些？请以结构主义为例加以说明。 

4、现象学与符号论在研究相同法律现象时有何联系与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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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行为主义方法论是否等于实证主义法学派的方法论？为什么？ 

6、你认为冲突论与进化论在研究哪些法律现象时特别有价值？ 

7、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法社会学中有什么意义？ 

8、如何很好地运用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解释学来研究法律事实或法律现象？ 

9、各种部门方法论是否可运用于同一法律现象的研究中，请举例说明。 

10、法社会学的二大基本研究方法的特色是什么？ 

11、你认为法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什么？ 

12、你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有什么思考和建议？ 

知识单元 3：西方主要的法社会学家及其理论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学习、了解古典时期孟德斯鸠、萨维尼、耶林、马克斯.韦伯、涂尔干的主要法社会学思想

与理论内容。 

2、学习掌握近代埃利希、霍姆斯、卡多佐、庞德及卢埃林和弗兰克等法社会学家的思想及其

重要内容。 

3、了解掌握当代法社会学领域卓有影响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主要理论。 

学习目标： 

1、系统了解西方法社会学领域的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理论。 

2、通过古典、近现代不同阶段代表人物的思想理论的学习，了解西方法社会理论发展的脉络
及其特点，掌握其中的重要知识原理与思想精髓。 

3、通过上述学习，进一步的了解与掌握法社会学的思想、理论、知识、内容，开拓知识视野，
并逐步进入对法社会学这门学科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思考与学习。 

作业： 

1、在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布莱克 《法律的运

作行为》、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四部著作中任选一本精读，并写读书报告一份。 

2、请对西方法社会学各个阶段的主要理论与思想做一个系统的梳理。 

知识单元 4：法律功能与法律效果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掌握功能概念与既有的法律功能理论的成果，尤其是一些代表性的理论内容，熟法律功能

的基本类型及相关知识。 

2、掌握什么是法的实现，法律如何才能被遵守和实现，弗里德曼对法律效果与影响的经典研

究的内容有哪些，掌握相关知识。 

3、了解法律功能与效果研究的一般理论，尤其是其中的研究重点与难题。 

学习目标 

1、通过法律功能理论的回顾与学习，掌握法社会学这一重要领域的知识内容。 

2、通过对什么是法的实现、法律如何才能被遵守和实现及弗里德曼经典研究成果的介绍，不

仅让学生掌握相关的知识点，更是进一步让学生熟悉与掌握法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思考题： 

1、什么是功能？关于功能的社会理论有哪些？ 

2、法律功能理论的代表性观点有哪些？ 

3、你如何理解帕森斯的法律功能理论？ 

4、斯通是如何对庞德的功能论做出继承与发展的？你如何理解斯通的正义飞地？ 

5、拉兹功能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6、法律功能的类型有哪些？其主要内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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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什么是法的实现？法的效力与法的实效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8、弗里德曼认为法律规则对人们的行为要产生影响，首先必须满足哪三个条件？ 

9、按照弗里德曼的理解，法律行为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10、你认为法律功能与效果研究的难题有哪些？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知识单元 5：法律规范的社会存在形式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国内学者对制定法与民俗习惯的相关阐述，及它们各自利弊及其相互关系分析。 

2、哈耶克、昂格尔、川岛武宜等经典作家关于活法与培根、霍姆斯、卢埃林、弗兰克、布莱

克行动中的法的论述，以及这二种类型的法的异同比较。 

3、学习与介绍塞尔兹尼克、诺内特关于压制型法、自治型法与回应型法的经典研究。 

4、学习对这些法律类型进行研究的一般原理与基本规则。 

学习目标: 

1、通过相关作家对这些法律类型的经典研究的学习，一方面掌握这些作为法社会学重要内容

的知识点，更重要的是学习这种研究方法，他们是如何开展对法律现象的研究的。 

2、通过对这些法律类型存在的社会形式的介绍与总结，提出这种现象研究的一般原理与基本

规则，为今后学生们从事类似现象研究提供指导。 

思考题： 

1、请谈谈制定法与民俗习惯的利弊及相互关系。 

2、哈耶克是怎么解释活法的？ 

3、“探讨这种潜在的、活的法律，它不是命令性规则的法律也不是官僚性的政策，而是人类相

互作用的基本法典，一直就是法学家（主要指法社会学家）艺术的主要内容，而无论在哪里，法学

家们都在用深刻的见识和丰富的技巧在从事着这种艺术。”昂格尔在这段话中告诉了我们什么？ 

4、川岛武宜是如何通过法律命题与活法的关系分析提出法社会学的任务？ 

5、法社会学是如何去研究考察活法的？ 

6、什么是行动中的法？它与活法有什么联系与区别？ 

7、法社会学如何去对行动中的法进行研究？ 

8、为什么说压制刑法、自治型法与回应型法是法律存在的历史形式？它们三者的主要内容是

什么？ 

9、如何理解回应型法的其中之一特征即“法律舞台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论坛，法律辩护多了

一种政治尺度”，即法律事务成为了对政治行为的一种补充？ 

10、本章区分的几种法律类型有法社会学上有何意义？ 

知识单元 6：立法的社会学观察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相关法社会学家对立法的首要条件及基本条件的论述，首要条件的重要性阐析和基本条件

的科学考察。 

2、有关立法者的素质的经典论述及基于中国现状的对立法者素质的考察学习。 

3、通过传统法律的继承与创新、法律的移植与适应性、现实生活的经验总结与反馈等三种具

体的立法途径，来分别考察与学习立法的艺术与技巧。 

学习目标： 

1、通过经典作家对法律类型的研究介绍，一方面总结出这个领域的知识内容，另一方面学习

他们的研究方法。 

2、通过对立法的条件与素质的经典阐述与一般原理的介绍，让学生进一步学习如何去对一种

法律现象进行科学的考察，以加强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把握与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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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你认为中国的立法现状中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有哪些？ 

2、培根与萨维尼的论述想告诉我们什么？ 

3、威廉.M.埃文列举的有效立法的条件对我们有何启迪意义？ 

4、你认为立法的首要条件是什么？请说明理由。 

5、如何对立法的基本条件进行考察才是有科学价值的？ 

6、你所了解的中国当下立法者的素质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如何进行考察？ 

7、如何对传统法律进行科学的继承与创新？你有什么建议和对策？ 

8、你认为立法可否进行法律移植？若回答是，应如何移植？ 

9、对现实的经验总结你认为哪些方式较为合理和有效？ 

10、除本书所列的三种方式以外，你对立法的艺术与技巧还有什么建议？ 

作业： 

1、谈谈你对这门课程学习与课外阅读的体会 

知识单元 7：法律与社会的基本关系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律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历来都是法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在此重点掌握与学习卓有影响

的学者昴格尔、弗里德曼的研究成果。 

2、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也同样，本教材选取了二个代表性成果弗里德曼与莎琳.L.罗奇·安陆

的研究内容，加以重点讨论学习。 

3、法与现代化的关系重点要掌握的是川岛武宜的理论内容，他的研究已被国际社会的法社会

学界共识为法与现代化关系的经典研究。 

4、本教材除了介绍这些经典研究及其主要内容，还介绍了如何对这些关系展开科学研究，让

学生们学习研究方法的运用。 

学习目标： 

1、法律与社会的关系自始就是法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而上述三个关系则是现代社会法与

社会的最基本关系，通过这三种基本关系的经典研究的介绍，了解与掌握法律与社会基本关系的知

识点与理论内容。 

2、通过这些内容的讨论与学习，进一步了解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何研究才能符合这门学

科的要求即科学阐析。 

思考题： 

1、为什么昂格尔把法视作为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或结合方式的深层奥秘的暗码体系？

他是如何以十七世纪欧洲社会结构与法的关系作例证的？ 

2、弗里德曼是如何描述法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的？他的分析与昂格尔有何不同？ 

3、以莎琳.L.罗奇·安陆为代表的美国法社会学家是如何研究法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的？ 

4、弗里德曼是如何通过法与社会变迁的四种类型来说明二者关系的？ 

5、法与社会变迁研究的难题是什么？你有什么建议？ 

6、什么是现代化，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7、你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法是伦理性与非伦理性的统一？ 

8、如何从法社会学角度理解现代法律学的二个重要元素？ 

9、法与现代化关系研究的社会学瓶颈在哪里？如何突破？ 

10、从福轲对权力与法律的研究中你得到了什么启示？ 

（二） 配套课程  

研讨课通常选择当下社会发生的典型案例或社会现象十四、五个，共 36 个学时完成，以学生

展开讨论与老师点评的形式进行。其中部分案例或现象由学生查找分析，最后老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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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社会学概况与研究对象 3  

2 法社会学概况与研究对象 法社会学研究方法 3  

3 法社会学研究方法 3  

4 法社会学研究方法 3  

5 法社会学研究方法  西方主要的法社会学思想 3  

6 西方主要的法社会学家及其理论思想 3  

7 西方主要的法社会学家及其理论思想 3  

8 西方主要的法社会学理论 法律功能与法律效果 3  

9 法律功能与法律效果 3 讲其中一部分 

10 法律规范的社会存在形式 3  

11 法律规范的社会存在形式 3  

12 立法的社会学观察 3  

13 立法的社会学观察 3  

14 法律与社会的基本关系 3  

15 法律与社会的基本关系 3  

16 法律与社会的基本关系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学理论、社会学方法、法理学、法学基础理论 

后续课程：法律与社会研讨课、法社会学专题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老师讲解。 

2. 教材与原著阅读。 

3、课外阅读与写读书报告。 

教学手段： 

1. PPT。 

2.课堂互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配套研讨课，学生自己找案例分析，老师评阅与点评。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列出法社会学经典著作，推荐重点阅读，学生自行掌握，要求写读书报告一至二份。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

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平时占 30-20%；期末考试占 70-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思考题与预习相应课程。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了《法社会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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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讲义。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何珊君著《法社会学》，北大出版社，2013年 7月 第一版（教材获中国政法大学校级教学

成果三等奖）。 

2、Dr agan Milovanovic，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Criminal Justice Press Monsey，

New York2003. 

（二）推荐参考书 

1、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2、 R．柯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华夏出版社 1989 

3、 朱景文：《现代西方法社会学》，法律出版社 1994 

4、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 1985 

5、罗斯科．庞德 著. 沈宗灵 董世忠 译: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商务印书馆 1984 

6、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

社 2001年版 

7、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 

8、帕特里夏.尤伊克  苏珊.S.西尔贝：《法律的公共空间》，陆益龙译，商务印书馆 2005年版 

9、滋贺秀三 寺田浩明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10、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11、 鲁道夫.冯.耶林（Rudolf von Jhering）：《为权利而斗争》，胡宝海译，中国法制出

版社，2000  

12、季卫东 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出版丛书一套，重点阅读： 

1. P．诺内特  P． 塞尔兹尼克 著:《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 

2、劳伦斯．M．弗里德曼 著. 李琼英 林欣 译:《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 

① 布莱克 著. 唐越 苏力 译 :《法律的运作行为》， 

② 川岛岛武宜 著. 申政武等 译:《现代化与法》 

执笔：何珊君 审稿：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0日 

 

国外社会学理论（上） 
Sociological Theories Abroad （1） 

课程号：3230000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的必修课。本课程旨在通过对从霍布斯到托克维尔的早期现代

社会经典理论家的思想及作品的研讨，从人性、经济、政治、宗教等多个方面，向学生展示从 17-18

世纪产生的西方现代社会模式的基本特征、逻辑和困境。现代社会具有高度抽象的特征，它通过商

品经济、民主政治、具高度普遍性的道德与信仰，力求实现人人皆自由平等、理性自律、同情博爱

的目标。但这同时也造成了其自身特有的困难。另一方面，本课程旨在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讨

论，培养学生的合理阅读、理解经典著作的能力，并在阅读、写作和讨论中培养起理性的思维能力。

从而为日后更深入地理解古典社会学理论和中国社会课程做准备，培养起更直观地把握现代社会的

基本问题与相关理论的洞察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课堂教学：4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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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现代社会的起源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了解现代社会起源之前的西欧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 

学习目标： 

了解现代社会的源起。 

知识单元 2：霍布斯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通过对霍布斯的《利维坦》及其思想的讨论，了解西方现代社会在人性、社会组织和政治的某

些基本预设及其困难 

学习目标： 

从霍布斯思想的角度去理解西方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 

知识单元 3：洛克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通过讨论洛克的思想，让学生了解洛克对霍布斯自然状态及道德学说的批判，理解作为现代社

会基本价值的自然权利与私有财产的道德含义，以及由此形成的现代分工社会的雏形。 

学习目标： 

了解从洛克的角度所奠定的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和模式 

知识单元 4：商业社会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通过讨论笛福与休谟的某些思想，结合 18 世纪的英国历史，让学生了解现代商业社会的起源

及实践背后的某些基本预设及其带来的道德和政治后果。 

学习目标： 

了解现代商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影响 

知识单元 5：亚当·斯密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通过讨论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与《国富论》中的思想，让学生了解亚当·斯密的道德

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背后的现代社会观，并由此深化对现代交往和分工社会的基本道德预设、人际交

往模式以及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和分层方面的后果。 

学习目标： 

了解初步资本主义化的现代社会的结构及特征 

知识单元 6：孟德斯鸠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通过讨论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思想，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让学生了解现代社会的基

本特点和道德特征，让学生深入理解现代民主政治的真正意义。 

学习目标： 

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特点 

知识单元 7：托克维尔与法国大革命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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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与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论述，让学生理解作为一种现代

社会现象的革命的基本特点、其发生的社会条件及其存在的激进性。 

学习目标： 

了解革命之于现代社会的特点及意义 

知识单元 8：讨论课与总结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现代社会的起源 1 3  

2 现代社会的起源 2 3  

3 霍布斯 1 3  

4 霍布斯 2 3  

5 洛克 1 3  

6 洛克 2 3  

7 洛克 3 3  

8 商业社会 1 3  

9 商业社会 2 3  

10 亚当·斯密 1 3  

11 亚当·斯密 2 3  

12 亚当·斯密 3 3  

13 孟德斯鸠 1 3  

14 孟德斯鸠 2 3  

15 法国大革命与托克维尔 3  

16 讨论课及总结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西方社会学理论（下），中国社会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通过经典思想家作品和思想的分析和讨论，力求使学生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 

难点：培养学生的理性思考与深入阅读能力，以及结合具体经验来理解现代社会。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课下阅读及论文。 

3.讨论课。 

教学手段： 

1.对概念和文本的深入阐述 

2.结合具体经验的例证说明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有投影仪。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经典著作的深入阅读与讨论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平时成绩结合期末闭卷考试 

考核要求：学生平时要阅读经典著作，撰写读书报告，参与小组讨论，期末闭卷考试以论述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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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业要求： 

3次读书报告，1次小组讨论共同报告。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以经典作者的原著文本为主，选择有关早期现代西方社会理论、现代西方社会史的参考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推荐参考书 

皮埃尔·莫内：《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曹海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志强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0、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何兆武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雅克·巴赞：《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执笔：王楠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国外社会学理论（下） 
Sociological Theories Abroad （2） 

课程号：3230000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学专业的必修课。本课程接续国外社会学理论（上）课程的内容，旨在通过对马

克思、涂尔干、韦伯、乔治·赫伯特·米德等古典社会学理论大家的思想及作品的研讨，向学生展

示进入 19 世纪后，西方现代社会所遭遇的进一步危机，面对资本主义、失范和理性化带来的危机

局面，古典社会理论家如何在继承现代社会基本取向和价值的基础上，为现代社会寻找出路。本课

程延续国外社会学理论（上）的方法，旨在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和讨论，培养学生的合理阅读、

理解经典著作的能力，并在阅读、写作和讨论中培养起理性的思维能力，以及更直观地把握现代社

会的基本问题与相关理论的洞察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课堂教学：54学时 

知识单元 1：现代社会的危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了解 19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的西欧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危机 

学习目标： 

从多个方面了解现代社会的危机。 

知识单元 2：马克思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第 1卷及其他著作的讨论，掌握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他对现代社

会危机的认识、他所坚持的现代社会基本价值和模式以及出路等问题。 

学习目标： 

从新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判断。 

知识单元 3：涂尔干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通过讨论涂尔干的思想，让学生了解涂尔干对现代社会危机的看法，以及他如何既继承了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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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分工社会基本模式的肯定，又试图在理论中阐述，通过在社会组织方面建设法团，在教育方面培

养起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道德，并且建设社会学为理解现代社会的总体性科学，这些都是克服现

代社会失范危机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学习目标： 

理解涂尔干对现代西方社会危机的观点及克服危机的出路 

知识单元 4：马克斯·韦伯 

参考学时：18学时 
学习内容： 

从方法论、新教伦理命题、支配类型以及对中国的论述几个基本方面，全面阐述马克斯·韦伯

对现代社会的起源、价值和方向的理解。 

学习目标： 

了解韦伯有关现代社会的主要思想 

知识单元 5：乔治·赫伯特·米德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通过讨论米德有关心智、自我与社会的基本思想，理解美国社会学传统对现代社会的基本思路。 

学习目标： 

了解米德有关现代社会的理论 

知识单元 6：讨论课及总结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现代社会的危机 3  

2 马克思 1 3  

3 马克思 2 3  

4 涂尔干 1 3  

5 涂尔干 2 3  

6 涂尔干 3 3  

7 韦伯 1 3  

8 韦伯 2 3  

9 韦伯 3 3  

10 韦伯 4 3  

11 韦伯 5 3  

12 韦伯 6 3  

13 米德 1 3  

14 米德 2 3  

15 米德 3 3  

16 讨论课及总结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外社会学理论（上） 

后续课程：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社会学理论专题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通过经典思想家作品和思想的分析和讨论，力求使学生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 

难点：培养学生的理性思考与深入阅读能力，以及结合具体经验来理解现代社会。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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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课下阅读及论文。 

3.讨论课。 

教学手段： 

1.对概念和文本的深入阐述 

2.结合具体经验的例证说明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有投影仪。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经典著作的深入阅读与讨论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平时成绩结合期末闭卷考试 

考核要求：学生平时要阅读经典著作，撰写读书报告，参与小组讨论，期末闭卷考试以论述为

主。 

7、作业要求： 

3次读书报告，1次小组讨论共同报告。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以经典作者的原著文本为主，辅助以有关现代西方社会理论、现代西方社会史的参考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推荐参考书 

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张明德、夏翼南、彭刚译，译林出版社，2003 

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志强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0、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何兆武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执笔：王楠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中国社会 
Chinese Society 

课程号：32300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开设本课程，通过对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的介绍和讨论，使学生获得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中国

社会的基本面向和重要问题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传统有系统的了解。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第一章  导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海外中国研究的梳理，理解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史观和社会观的重要意义，并理解社会

学的想象力如何运用在中国社会研究上。 

一．社会学的想象力与中国研究     

社会学的三足鼎立：理论；方法；中国研究。与方法不同，技术层面；与理论不同，或抽象或

遥远。米尔斯批判了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倡导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如何运用？“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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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的个人困扰，看到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议题。”“把握个人生活历程与社会与历史结合面上的细

小交叉点，自身的变化。”我们的生活世界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对熟悉的生活世界产生新奇感。从

日常的生活世界透视社会结构。 

二．中国社会研究的传统 

1． 中国史研究的四个范式 

费正清的挑战-回应论。首先，它简单地假设十九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单向的，都是由西向

东的，中国的社会变化来自西方入侵。西方冲击和中国回应。可是，每论及“西方冲击”时，人们

又总会忽略西方本身矛盾重重的本质。其次，此论亦忽略了十九世纪中国尚有与西方冲击无关或关

系甚少的其他方面。第三，由于它强调“有意义的回应”，因此倾向于注意知识、文化和心理学的

历史解释，而忽略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因素。 

列文森 Levenson的传统-现代论。认为西方现代社会是各国万流归宗的楷模，中国以前停滞不

前，在传统中循环，沉睡中，等西方猛击，向现代前进。帕森斯的影响。落后与进步。儒教与现代

社会不相容。《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为帝国辩护。 

佩克（James Peck）的帝国主义论。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变化的动因，是社会瓦解，民族灾难

的祸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坚持入侵的有害。 

三种模式都是将中国看作他者 OTHER，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西方那样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将中

国与西方对立并置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另一种变型：中国是一样的。然而，无论把中国放在与西方

“相等同”的位置上，还是说它是西方的“它者”，它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两种说法理所当然地

把西方作为价值标准；理论的和意识形态的参照框架都是源于西方的；所宣称的主张也都是基于以

西方为中心的假定。 

柯文的中国中心论： 

首先，设身处地地从中国人的角度来再现中国历史，而不是以外来强加的观念加以论述。研究

者极力尝试从中国历史的观点出发，密切注意中国历史的轨迹和中国人对自身问题是的看法，而不

从西方历史的期望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中国历史。  

其次，中国地缘广大，情况复杂，化整为零，把中国看作由上下不同阶层组成的社会加以研究。

横向地域，区域和地方史。 

再次，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并努力将其融会于对历史的分

析中。                                            

2． 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三个范式 

极权主义。舒尔曼 Schurmann,F《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意识形态的对立，列宁

主义政党，领袖个人的卡里斯马权威。总体性控制。 

多元主义或现代化或利益群体。C Johnson 主编的《共产主义体制的变迁》（1970）将中国的

政治制度看作世界政治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存在利益群体，即使无法发育为正式组织，也对政治制

度有重要影响。集权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矛盾，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要向西方推进。科层

化。利益群体的多元化。 

新制度主义认为中国独特。来自经济学新制度范式，混合经济。独特的制度安排。科尔奈的短

缺经济学。华尔德 Walder认为虽然存在强大的监控，但强调的不是强制，而是对服从的正面鼓励；

国家对社会进行动员时提出的是意识形态标准，但这些标准出人意料地发展出一套高度制度化的庇

护关系网，在这个网中，行动者对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忠诚与对党组织领导人的个人依附紧密结合在

一起；在中国社会充满了竞争和冲突，但利益群体的作用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在制度化的人身依

附关系上的竞争和冲突。 

3． 运用理论模式中的四个陷阱 

（1）不加批判地运用  

中国研究训练完全是强调经验研究的训练：即强调在选定的题目中寻找新的信息，阅读文本和

文件，使用文献检索手段，细致的脚注等等。在这样的训练中是不接触理论的。在理论上“具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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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这种诱惑是极其巨大的。  

（2）意识形态的运用  

除了学理上的诱惑，理论还具有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路线问题，站队问题，而不是

深入探讨复杂性。 

（3）西方中心主义  

（4）文化主义  

汉学的思路，着迷于大传统。限定在上层文化，而忽略了普通人民。这种研究很少或者根本就

不关心物质生活。它反对社会史。最后，这种研究在强调中国独特论的同时，实际上反对所有的社

会科学理论。 东方中心主义。阿 Q。 

4． 建构中国研究的本土传统 

全球化与本土化。本土化是指运用本土所积累、形塑的文化认知的历史经验，以摆脱或超越西

方知识权力体系垄断的状况，确立本土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自主性的追求。 

三个阶段：1920-1930年代吴文藻提出社会学中国化，将西方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实地研究结合。 

1980 年代杨国枢提出社会研究更反映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特征，强调对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

的研究，中国学者自主性，摆脱过于依赖西方。 

1990 年代中期《中国书评》本土化与规范化讨论，打破意识形态限制，与国际接轨，保持对

本土社会的问题意识。 

两种方式：实证倾向。杨国枢提出的本土契合性。就本土现象，提出创新的认识方法，将本土

概念操作化，比如将面子、缘分操作，问卷调查。 

另一种反实证。身心状态。即人作为具有认知、思想、感受和反应能力的行动主体，其长期以

来孕育、呈现的总体惯性状态。 

建立自己的学术传统。 

三部分：1949年前的传统；在海外尤其是美国传统影响下；中国本土的新传统。 

复习思考题 

1． 海外中国研究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2． 为什么中国社会必须要建立自己的学术传统？我们曾经作过什么样的尝试？ 

拓展阅读书目 

柯文：“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在中国发现历史》第四章，中华书局，1989） 

孙立平：“社会主义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转型”（《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 5期） 

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971 

杨国枢：“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契合性及其相关问题”（《中国社会学》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叶启政：“对社会研究‘本土化’主张的解读”（《社会学和本土化》，[台湾]巨流图书公司，2001） 

第二章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质及其演化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什么，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演化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理解近代社会

所面临的危局。 

第一节  封建社会 

一．封建概念辨析     

中国的“封建”制度盛于周代，至秦帝国建立时“封建”即已废除，而改行中央集权的“郡县”。

西方历史上的 feudalism并非中国的封建。 

两者的共同点是贵族与平民之分，但这并非封建的主要特征。中西的根本不同之点是在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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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社会形态。具体表现： 

首先，西方封建是自下而上形成的，是由统一罗马帝国崩溃而起，各自寻求保护者而成；中国

封建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向外扩展，西周武王和周公东征消灭殷王室的统治权后分封各地。一是防

止殷朝的反动，一是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 

其次，西方是庄园主或土豪，经济上的；而中国是地方的政治领袖。 

再次，西方自封建社会解体而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与在社会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

义经济密切配合，很快步入一个工业化和列国争强的时代。而中国自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解体，

秦汉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以来，却经过了漫长的、独立的发展和演变，直到被西方列强敲开国门，

才不得不蹒跚地走上现代化之路。 

二．中国社会史论战 

1932～1933 年期间，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论战的问题主要有三：①什么是“亚细亚

生产方式”？中国是否经历过这样的阶段？②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③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及

其发生、发展和没落的过程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否与人类（西方）一般的历史发展

规律基本相同，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 

封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关于广义，陶希圣等新生命派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封建制度崩溃而封

建势力尚存的社会。批判租佃制神话。因为秦汉以后的社会被称为封建社会，是基于庸俗马克思主

义的社会经济观。从经济关系入手将租佃制确定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结构，认为围绕租佃关系而

形成的经济制度，是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核心。但单纯将经济关系，特别是以土地所有制问题作为分

析中国传统社会的入口，忽视了实际上属于公法而非私法范畴的封建所有权特性。 

秦晖对关中的研究。关中无地主，无租佃，有封建。关中不是以财产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的阶级

概念，而是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等级概念。有产者与无产者对立模糊，而有权者与无权者的对

立突出。 

第二节  双轨政治 

一．社会结构的三因子  

国家、民间统治精英、民众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三个基本结构因子。由这三个因子所形成

的较为稳定的互动关系是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架之一。这种互动关系的演变是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方

面。 

民间统治精英则是社会精英中的一个独特类型。身在民间，行使统治职能，是民间统治精英的

两个基本特征。前一个特征，使得它与国家机构中的权力精英相区别。后者属于国家的范畴而不属

于民间统治精英的范畴。民间统治精英从位置上来说，恰好处于国家与民众二者之间，因此它往往

成为二者的中介和纽带。民间统治精英虽身处国家之外，但却是定型国家基本制度框架的基本社会

力量；在民间的基层社会生活中，民间统治精英又是实现社会整合、造就社会的自我组织以及自我

形成秩序能力的重要社会力量。传统社会又被称为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费的双轨

政治。士绅在沟通民众与国家政权之间关系上所起的作用。 

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形成 

中国传统社会中三层社会结构形成于帝国体制的建立（以秦统一为标志）。在封建制转变为帝

国体制的过程中，社会权力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分化。原来贵族拥有的集统治权、实际治理权、非正

式影响力于一身的总体性权力，分化为相对分离的统治权、实际治理权、非正式影响力。在分化后

的体制中，拥有统治权的是皇帝，执掌实际治理权的是职业官僚系统，而身处民间的贵族-地主则

依靠所拥有的非正式影响力发挥作用。在此种条件下，三层结构得以定型。 

但在宋代前后，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层结构发生了又一次重要的变化，这就是处于中间层的民间

统治精英的主体部分，由士绅－地主集团取代了贵族－地主集团。科举制使政教相连的传统政治理

论和耕读仕进的社会变动落在实处。从门第社会到科举社会。 

当士绅－地主集团取代贵族－地主集团而成为民间统治精英的主要成分之后，在结构、制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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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引起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民间统治精英对国家和皇权的依附性大大增加；职

业官僚系统更加依附于皇权；随之而来，是皇权的强化和扩展；分裂力量的削弱和统一基础的强化；

民间统治精英与民众之间一种较有弹性关系的建立；国家与民众间较有效中介的形成；社会流动的

增加和弹性的增强；政治中心和意识形态中心在制度上的合一。 

三．晚近社会侵蚀的发生 

由于士在传统中国社会的核心位置，所以晚清废科举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

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而新教育制度培养出的已是在社会上"自由浮动"

的现代知识分子。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

征之一。四民社会的解体使一些原处边缘的社群(如商人和军人)逐渐进据中心，更可见边缘知识分

子这一特殊社群在政治上的明显兴起，而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则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过

去曾有过相当高同质性和内部整合的士绅集团开始沿着四个方向分化：一部分转变为近代工商业

者。一部分成为近代知识分子，一部分转变为新式军人，还有一部分仍然留在农村的，则大多成为

土豪劣绅。近代大量士绅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一些恶棍进入村庄政权，充当政权现代化过程中的国

家代理人，将双轨政治变成了一种单轨政治，将大量的赋税以及摊派通过这些趁机勒索的恶棍而加

到农民身上，恶化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乡村的衰败。破旧无法立新。社会侵蚀的发生。 

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失去了原有的有效性；基层社会整合发生困难，在政治解体的同时伴随着社

会解体。基层行政的僵化。国家政权向下延伸。但要钱要人，而地方建设的事务却无法开展。杜赞

奇。 

下层统治抬头，革命与造反频繁；激进主义成为文化意识形态中的主旋律，自由主义与保守主

义一直处于弱势；一直缺乏能定型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力量，四民社会中重心的失去。最终结果是

以整合危机表现出来的总体性危机的形成。 

第三节 差序格局 

一．概念的提出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重要概念，以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

关系的特点。“西洋社会组织象捆柴，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的界限的，

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

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先规定的”。对于这种性质的社会关

系，称为“团体格局”。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则与此明显不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

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

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

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二．对差序格局的几点理解 

首先，能够造成和推动这种波纹的“石头”是什么呢？是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其中最重要的

还是血缘关系。社会关系的基础。 

其次，这种社会关系的模式具有的特点：第一，“自我主义”。在这种关系格局之中，自己总是

这种关系的中心，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第二，公私、群己的相对性。在这种格局

中，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可以说是公，是群；向外看就可以说是私，是己。两者之间没有清楚

的界限。第三，特殊主义伦理。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加的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

的伸缩，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第四，人治社会。其特点在于，维持秩序时所使用的力

量，不是法律而是人际关系的历史传统。第五，长老统治。这是一种包含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民

主的同意权力以及教化权力等复杂内容的权力结构。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和权力运作都以这

种关系模式为基础。 

三．概念的延伸   

李沛良试图将 “差序格局”这一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概念，用于分析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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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及其类型。“工具性差序格局”： 

(1)社会联系是自我中心式的，即围绕着个人而建立起来； 

(2)人们建立关系时考虑的主要是有实利可图，所以，亲属和非亲属都可以被纳入格局之中； 

(3)从中心的格局向外，格局中成员的工具性价值逐级递减； 

(4)中心成员常要加强与其他成员亲密的关系； 

(5)关系越亲密，就越有可能被中心成员用来实现其实利目标。 

第四节  乡村工业化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黄宗智在 1980 年代，为了说明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小农经济的运行逻辑，提出了农村"过密化"

或"内卷化"（involution）的命题，来解释农村"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由于人口对土地

的压力和耕地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

动力投入的增加，农业生产越是过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走通过资本化来提高劳动生产

率的道路。黄宗智提出的这个学术命题，实际上在 1930年代一些社会学家已经开始广泛注意到。 

金陵大学农林科和乡村社会学系在 1922-1925年开展了一次全国性调查（2370农户）。乔启明

由此写了《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一文，指出，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事实上已低到极限，其原

因有四点：第一，农村人口过多，家庭过大，生产者少而消费者多；第二，农场面积过狭，总产量

和收入自然就低；第三，生产效力低，净利收入少，因为农场狭小不能利用机器，只能多用人力，

中国人工虽比美国低廉的多，但人工费用反而高，美国的农产品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竞争；第四，交

通不便，影响了农产物的销售，谷贱伤农的事在所难免。这样，工业化的问题就作为解决农村人口

过密化问题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措施之一提了出来。 

《江村经济》认为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

经济”。这一基本论点乃是中国社会学派分析中国问题的出发点。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乃是中国农

民们已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正是乡土工业的崩溃，而乡土工业的崩溃

则是因为西方工业扩张进入中国使乡土工业无力与之竞争。 

中国社会学派在三十年代所得出的这些初步看法，其突出之点在于，它力图从中国传统社会经

济结构本身的内在理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出发，去探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转

化的可行道路。正因为如此，它慧眼独具地抓住了乡土工业这一人所忽视的现象作为分析中国问题

的一个中心环节，指出了它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它在中国社会变

迁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 

二．两大视角，四条路径   

中国早期农村工业化问题的提出是从两大视角（改良和革命）沿着四条路径提出来的。1。在

改良的视角下，有两条路径：一是从生产要素的路径提出工业化的问题，包括认为在资源短缺、人

口过密化、农业人工成本过高、生产效率过低的情况下，要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必须走劳动力转移

的工业化道路的各种思路。沿这条路径提问题的人，多是学院派，包括在华从事中国农村调查和研

究的外国学者。一是从传统文化的路径提出工业化问题，认为要重塑伦理社会的乡村基础，并在合

作的基础上走由农业引发工业的为了消费的所谓第三条道路，杜绝走商业资本为了营利的资本主义

工业化道路和苏联强制集团化的工业化道路。旨在复兴传统文化精粹。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  

2．在革命的视角下，也有两条路径： 

一条是从农业生产技术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出发，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乡

村，因此要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系统来观察农业从工业的分离、都市与乡村的联系、以及工人与

农村无产者的天然结合，通过推翻外国资本的支配争取民族经济的自由发展。沿这条路径的学者，

深受当时苏联的革命理论影响。 

另一条道路是从生产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出发，强调必须从改造农村土地关系入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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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反帝反封建来发展农村生产力并与工业相结合的道路。 

复习思考题 

1． 中国传统社会有哪些基本特质？它们在近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 什么是差序格局？ 

拓展阅读书目 

*钱穆：“再论中国社会演变”（《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 

*秦晖：“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杨念群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费孝通：“三论双轨政治”、“基层行政的僵化”（《乡土重建》，《费孝通文集》第四卷，群言出

版社，1999） 

*孙立平：“改革前后中国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及民众间互动关系的演变”（该文第一大节）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1441 

*黄宗智：“中国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964 

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权势转

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费孝通：“差序格局” http://www.gongfa.com/xiangtuzhongguo1-6.htm 

李沛良：“论中国式社会学研究的关联概念与命题”（《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甘阳：“《江村经济》再认识” http://ufca61.chinaw3.com/gy6.htm 

第三章  共产主义文明的诞生及其特质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中国近代面临的总体性危机，掌握总体性社会、新德治等重要概念，理解共产主义文明的

基本特点及其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效果。 

第一节 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危机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失去重心，制度缺乏定型力量，面临总体性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三个方

面： 

首先，外侮日强，国力日衰，如何度过民族危亡关头？ 

其次，现代化的开展需要国家扩大对社会资源的抽取，国家如何能够有效将力量伸入到基层？  

再次，社会力量分崩离析，如何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组织来统合各种力量？ 

第二节  共产主义文明的诞生 

一．总体性社会的建立    

 1949年后在中国建立的总体性社会体制，以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和垄断为基础。社会成员

要取得基本生存条件，必须从国家那里获得。在国家掌握了社会中绝大部分资源的垄断和控制权后，

整个社会成员依据与资源的关系不同而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二次分配者，他们主要是官员掌握着社

会资源的实际配置权。二是直接生产者或资源接受者。虽然由于在总体性体制中所处的地位有所不

同，因而领得资源的多寡和方式并不相同，但就他们是资源配置的对象而言，他们并无根本的差异。 

二．总体性社会的社会后果 

总体性社会中这种独有的资源垄断和配置制度，起到了一种化约社会结构的作用。在稀缺资源

多元拥有的市场经济中，大部分稀缺资源广泛分布在民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复杂而多样的

结构因子。而在总体性社会中，国家不但垄断着绝大部分既有的资源，而且在新的资源出现后，也

总是利用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将其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对于任何潜在的控制稀缺资源的竞争

对手，也总是利用政治或行政的力景加以摧毁。 

社会结构三层变两层。这种由国家和民众构成的两层社会结构，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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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苏联在革命胜利后不久，革命热情就迅速衰退了，在为建立社会生活秩序而进行的努力中，

常规化过程开始了，一些与旧制度相差无几的新制度建立了。与此相反，中国革命胜利后，与通常

的‘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历史模式完全不同，共产党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扭转革命胜利后革命走

向灭亡的普遍趋势，防止会导致丧失革命动力的‘官僚主义的制度化’，并保护革命目标和革命理

想的内在生命力，从而使其成为现实社会活动的力量源泉。 

第三节 共产主义文明的基本特质 

一．国家直接面对民众直接互动关系的形成。 

在两层结构中，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几乎完全是面对面的。由于缺少民间统治精英的中介，

会大大增加民众与国家直接冲突的机会，并会使任何由于较次要问题引起的不满和冲突都带有一种

很强的政治性。 

二．国家对民众的参与式动员。 

极强的动员能力，它可以利用自己全国性的严密组织系统，将全国人力物力资源动员起来，以

达成某一国家目标。这种高度动员体制既是快速实现工业化这一民族主义目标的有效手段，也是对

1949 年之前中国社会中的资源高度分散状况的反应。高度的社会动员能力，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但同时，这种高度的动员能力也潜伏着一种极大的危险，由于决策权力完全集

中在权力体系最高层，甚或一人之下，同时也由于对这种决策过程缺少制约和监督，高社会动员能

力也会带来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三．行政性社会整合取代血缘的与契约性的社会整合。 

1949 年后，在由地方精英实现社会整合既不可能也被国家防范的情况下，一种行政性社会整

合的模式形成了。政治整合极为有力，即使是社区层次中，其整合也主要是以行政性手段实现的。

在这种模式中，国家力量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于基层社会生活。但这种社会整合模

式的有效性，是以摧毁社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为代价的。而且这种整合模式又极为僵硬，必须以不

断抑制社会分化为前提。   

四．民众对国家的组织性的依附。 

如果从民众对国家的关系来看，这种关系则表现为组织性依附。工人在社会和经济上依附于单

位，在政治上依附于管理层，在个人上依附于上司。 

五．纵式关系重于横式关系。 

在改革前的总体性社会中，纵式关系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横式关系。因为在这种体制中，基于

对“代价一报酬”效益比的考虑，人们大多不采取同一位置的人用集体行动的方式来保护和争取自

己的利益，而是采取与领导者之间建立特殊主义的庇护关系的方式来保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高度

组织国家内的低度整合。 

六．等级社会与平民主义。 

改革前中国的总体性社会是一种等级社会而不是阶级社会。阶级社会是在社会稀缺资源的多元

占有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在国家垄断绝大多数资源的情况下，阶级是无从产生的。在这种条件

下形成的只能是等级或身份。 

在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实际上存在四大身份系统。 

一是政治身份系列。在这个系列两端的，就是理论上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但在中国的实际

情况下，这两部分包合着十分混杂的成分，特别是在原有的资产阶级已经消失的情况下，“资产阶

级”这个概念实际上包括了所有被认为是“与社会主义敌对”的人，甚至包括某些权力斗争中的失

意音。 

二是城乡身份系列。户籍制。 

三是“干部”与“工人”的职业身份系列。 

四是所有制身份系列。   

但当时所主导的又是平民主义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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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国共产主义文明中的新德治传统 

一．什么是新德治？ 

传统中国德治传统。但中共通过延安整风开创新德治传统已远非传统的儒家伦理可比——这种

新伦理是在现代大众动员的基础上，由现代政党来加以推行的伦理，我们可以称之为“政党伦理”。

新德治是用政党伦理来实现一元化的政治治理的体制，它以消灭各种异类、塑造圣洁的“新人”为

着手点，以建设一个纯净的社会和至善的人间为旨归。 

二．新德治的基本特点 

中国的新德治虽然部分渊源于传统德治，但又有了根本的不同。首先，新德治的“德”虽然同

样旨在塑造圣化的人格，但却不是以和谐为核心，而是以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为核心的。 

新旧德治的不同还在于政治被道德化的“治”术上。传统德治由于缺乏连接修身与平天下、内

与外、知与行的技术，所以，那种德治实际上更重居上位者的德行所起的表率（“君子之德风，小

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和君子自觉的修身（“正心诚意”、“克已复礼”）上。而新德治依托

于一个总体化治理架构，把“君子之德”和“小人之德”都变成了国家治理的对象，将成圣修身的

要求下推至普通民众，使德治成了实现国家治理、社会动员的权力技术与抑制自我、改造自我的自

我技术的特殊结合。 

三．新德治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空间。 

一方面，政党伦理本身就具有原则性和策略性这两面性，尤其是在不同的政治运动和时空背景

中呈现出的面目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在运用政党伦理作为个人德性的评价标准时，又缺乏成文的

和稳定的操作规则。这就使对一个人“表现”的评判及其所接受的相应奖惩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

他与领导（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群众）充满弹性的个人关系上。 

复习思考题 

1． 如何理解中国近代社会面临的总体性危机？ 

2． 什么是总体性社会？其基本特点是什么？ 

3． 什么是新德治？ 

拓展阅读书目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http://www.agri-history.net:8888/history/selecdoc/hunanpesant's%20m.htm 

*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新传统”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264 

*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国社会学》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结论”（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8） 

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

（《中国社会学》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 2期） 

*应星：“论当代中国的新德治”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198 

第四章  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 

教学目的和要求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实践逻辑，了解双轨制及变通在中国社会的独特含义，

理解 90年代中国社会结构出现的新的重大变化。 

第一节 转型前期 

一．中国 1980年代社会转型的基本实践逻辑是三重的双轨制 

1．计划与市场的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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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治与经济的分治 

3．变通的基本逻辑 

二．中国 1980年代社会转型的三个阶段 

一般意义，改革经历侵蚀、转型和重建三个阶段。 

中国的改革过程表现为：在意识形态目标约束下的自下而上的局部性改革，侵蚀阶段，农村和

城市边缘，旧体制瓦解，但局部；明确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目标，以大规模的政策和法律推进的市

场经济体制建设，转型阶段；最后则是全面的社会重建。 

三．改革的成就及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连续的高速增长。社会的基本稳定。 

但中国 20年的特殊繁荣背后特殊的体制转轨因素，把计划经济 40年积累的国力在市场化改革

中转换为现实的生产力。 

隐含的社会问题及政治风险。 

第二节  转型后期 

一． 90年代与 80年代的对比 

在 80 年代，经济增长带来社会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生活水平普遍低下，日用消费品（特别

是生活必需品）短缺、住房紧张、公共服务业不发达（当时普遍存在着外出“吃饭难”、“住宿难”，

甚至还有“理发难”）；而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生活状况得以迅速改善。80 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社

会发展几乎是齐头并进的。但到了 90 年代后期，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导致社会生活

状况的普遍改善。在高经济增长速度之下，感受到的却不是繁荣，而是某种萧条。 

二．两个结构性的转型 

1．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 

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绝不是简单地意味着人们从此不必为基

本的生存需求而奔忙，必然伴随着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这

个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就可能酿成某种危机。 

2．资源配置：从扩散到重新积聚的趋势 

80 年代初，中国社会财富主要是集中在政府手中，然后由政府按照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

地位实行再分配。与这相伴随的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极度匮乏。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边缘开始发

端、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改革，具有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的效应。 

90年代的变化 

三．两极社会的形成 

1总体性精英或精英联盟   

2底层社会的形成及其特性 

3．社会结构的断裂 

城乡关系 

下岗与城市弱势群体的出现 

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和“企业化”。 

信任结构的断裂 

复习思考题 

1． 中国社会转型经历的两个阶段有何显著的差异？ 

2． 如何理解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孙立平、王汉生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468 

*强世功：“法制的兴起与国家治理的转型——中国刑事实践的法社会学分析”   



9419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516 

*盛洪：“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4） 

孙立平等：“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冬季号 

*孙立平：“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468 

*孙立平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潜在危机”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1367 

*王绍光等：“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 http://www.tanqiu.com/article.asp?aid=223 

第五章  中国法律的社会学视角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法律社会学的基本视角，掌握中国法律文化的基本特点，重点理解中国现代社会法律新传

统的特点及其变化。 

    第一节 法律社会学的基本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 

两种形式的“送法下乡”。国家治理；民主培植。都是外在强加，忽视社会内在条件。秋菊的

困惑。她要的说法与法律给出的说法。 

法律社会学从宏观来说，要研究社会的基本条件对法律制度的影响。如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

其法律制度必然不可能是相同的。根植于复杂的社会文化系统环境内的子系统。从微观来说，一项

法律制定出来后，必然会引起人们的社会博弈，不可能要求人们完全的毫无反应的依法律而为。与

法条主义或概念法学不同的是，把法律放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来理解，从社会、政治、心理和

文化等因素来分析法律。 

另一方面也要理解法律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效应。法律所产生的意外后果。规则之治与纠纷解

决之间的张力。 

二．法律社会学的分析方法 

1．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秩序。法律不完全是国家立法机关制订的法律规则，而是社会内在

的秩序。 

2．法律与国家之间并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不一定由国家立法机关来制定和实施。在没有

国家的地方也存在着法律。习惯法。（国家）法律不入之地。 

3．法律不是机械地运用规则来解决纠纷，而规则、策略、技术等多种要素组合下的治理过程。

不仅仅是立法，更重要是司法的实际运作。重要的不仅仅在于问法律是什么，而在于法律是如何想，

如何做，如何运作的。 

4．法律不仅仅是惩罚性和控制性的，而且也是激发性的和生产性的。 

5．所使用的方法就主要不是解释学式，而是社会学的实证研究。 

6．最重要的，在把法律放在社会中，不要丧失法律本身的特性和洞察力。不仅要关注法律在

不同文化中或不同阶段中的不同面目，还要关注这些面目中的法律本身。关注法律过程为什么没有

变成政治、经济或文化过程的附属现象。既要关注法律研究中常见的技术偏颇和过度规范化，又要

关注规范性和程序技术本身。英国 MISLOM“社会理论家看到的法律现象太大了，以至于正在思考

的律师根本就看不见；而律师考虑的问题对于社会理论家也太小了，社会理论家根本就看不到。” 

第二节 传统中国法律的基本特点 

一．以礼入法    

法律的儒家化。礼治与法治，差别性与同一性。在儒家看来，“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在爱有

差等的基础上推恩：老吾老。以刑辅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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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无讼 从大传统来说是德治，以德去刑。从小传统来说，熟人社会。关系是长期的、全面

的。耻于诉讼，畏进公堂。调解。面子。息诉。 

三．教谕式调解。重罪案件按照法律，但是官僚制内部规则，是皇帝意志，没有对抗，不存在

第三方。没有正式的律师，诉师在场外运作。而州县自理案件不是实现权利，而是达到平衡。“常

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习惯的情理深藏于心。中国有律无法，前者是刑罚权衡，后者是正义的实

现。国法、天理与人情。情-理-法。情理大海上漂浮的冰山；而西方法秩序是用冰覆盖整个大海。

习惯的非实定性。妥协互让与分清是非。 

四． 司法与行政的一体，属于行政。三权合一。支持国家权力而非限制。非专业化。 

五． “抱”的观念。三种境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直

抱怨。相对以德抱怨，接近以怨抱怨。村落惩罚。家族世仇。天怒，报应。命。 

第三节 从法律的治理化到通过法律的统治 

一． 法律的治理化。 

法律服从中国独特的政治逻辑，成为共产党权力组织网络的组成部分。 

1司法审判作为直接的政治体现形式 

2司法审判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 

3司法机关的一体化 

二．司法的运动化与法律的惩罚化 

三．通过法律的统治 

惩罚理性的兴起意味着国家将惩罚集中在专业化的司法机构中，这意味着国家从社会中开始收

缩或逐步推出。与此同时，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农村又回到了原来的相对自治的状态，产权

的纠纷迅速增加，同时改革开放使得市场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因此，司法的理性化或者“通过法律

的统治”。 

自主性法律的不断成长。但是，法律并没有从政治权力的母体中摆脱出来，并没有从根本上摆

脱法律的治理化倾向，反而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部分，使法律的治理化以更为法律化面

目呈现出来，从而加深了这种治理的效果。 

中国法治遇到的核心问题是“变法”和“普法”问题。在“变法型法治”时期，首要的任务是

“移植”一套“与世界接轨”的现代法律制度，将传统的治理方式和现代化之初“克理斯玛型”主

导的统治方式转变为围绕法律制度运作的现代治理方式和“法理型”统治方式。因此，由党和国家

推动、法学家和各级法律部门（包括立法和司法）具体实施的这一转变，是一种跨越式的转变，是

主要发生在上层建筑内的急剧变革。但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决定了法律领域的变革并不能在短

时期内与其他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变革相协调。“秋菊的困惑”这一问题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和

提出的。 

复习思考题 

1． 如何理解法律社会学的分析方法？ 

2． 中国传统法律问题有哪些基本特点？ 

3． 改革前后中国法律运作的基本逻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拓展阅读书目 

*季卫东：“调解制度的法律发展机制——从中国法制化的矛盾情境谈起”（强世功编《调解、

法制与现代性》，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 

*苏力：“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  

http://www.ccrs.org.cn/big%5Cqjhsgydkh.htm 

*强世功：“乡村社会的司法实践”（《中国社会学》第一卷，2002） 

*赵哓力：“通过合同的治理”  

http://211.100.18.62/fljy/flkc/methodology/arrangement.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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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导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

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王亚新：“民事诉讼与发现事实——法社会学视角下的一个分析”（《清华法律评论》第一辑，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第六章  单位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中国社会中“单位制”的独特含义及其在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了解单位制在改革

前运作的机制，了解单位制在改革后面临的重要变化。 

第一节 单位和单位制度 

一． 什么是单位和单位制度 

单位制度是国家通过具有特殊功能的科层组织来对各种社会、经济资源进行再分配，并通过这

种再分配实现有效的政治控制的一种体制。单位则是这种再分配体制下的制度化组织。任何组织都

具有两个方面的性质，即依据效率原则的技术性质和适应特定的制度安排的仪式性质。一个组织的

制度化程度取决于该组织对它的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依赖程度越高，组织的制度化程度越高。 

二．单位的制度化特点： 

1．短缺经济和福利的单位分配制。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曾经精辟地分析了传统社会主

义国家所具有的短缺经济性质，即由于社会制度结构上的原因，造成了这种国家普遍和长期存在的

短缺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单位需要为成员解决住房、医疗、交通工具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个人

在市场上购买的商品或劳务。单位的这种福利性质使其必须从制度环境输入大量“非投入”性资源。

这就加剧了单位的制度化程度。 

2。多重控制项。上级对单位的评价很少像市场经济体制那样只依据该单位在生产中的效率表

现来进行，计划生育、环境污染、职工生活、思想状况几乎都是一个单位是否“管理良好”的标准，

其中许多控制项都是“一票否决权”性质的关键参数。因此单位中所包含成员行动的许多方面都直

接受上级控制，这就大大增加了单位制度化程度。 

3． “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的分离。在中国科层化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
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的相互分离。单位正是结构科层化与功能非科层化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

结果。 

4． 永久性就业。中国单位成员的永久性工作保障使组织领导难以运用解雇作为管理手段来促
进组织内资源的最优配置，也就很难符合效率原则。 

正由于单位这种极强的制度化程度，所以，单位最突出的特点就表现在它所发展出来的“制度

性依附”。这种“制度性依附”使国家对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及其社会成员实现了有效的高度控制

和整合。 

第二节  单位制度的形成 

单位制是现代中国在经历了一场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并由这个夺取了政权的政党运用国

家行政力量对社会进行大规模重新组织之后形成的。这种体制并没有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

只有在中国，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相对较少地依靠正式的国家机器，而更多地依靠以就业场所为基本

环节的行政组织网络；这种组织方式造成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的全面依附。从实际的历史过程

来说，有三个因素塑造了这种独特的社会制度安排： 

一． 新中国政治关系的历史特点。中国共产党为夺取政权进行了长达 22 年的武装斗争，并

在此期间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农村根据地制度。根据地的物质条件极为匮乏，当局无法对革命队伍的

成员实行正规的工资制，而是由“公家”对个人按大体平均的原则供给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在根

据地历史的后期，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供给制进一步演化为等级供给制，即按个人的职务和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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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不同等级的供给标准。在共产党根据地的制度结合进新中国的社会体制的过程中，由供给制所

体现的组织原则和分配方式实际上也以各种形式在公共部门中被继承下来。中国城市社会经济的落

后性使党需要并能够使用它所熟悉的直接组织群众的方式向城市社会渗透权力，这种渗透是与国家

承担职工永久就业和各种福利的义务并行的。就业场所由此被赋予了提供全面福利和实行严密控制

的双重功能，这正是单位的基本特征。 

二． 工业化模式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矛盾。中国 1950 年代是在人口多、人均自然资源匮乏、

基础设施薄弱、传统农业的商品率极低的情况下强制启动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进程的。在政府

必须保证对城市居民的粮油供给而农业的供给弹性又很小的压力下，国家实行了对农产品的统购统

销。由于要在人口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实现城市的充分就业并保证职工福利，国家一方面限制企业对

职工的解雇和职工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又以户口登记制来限制农民自发流入城市。这进一步强化

了单位对城市人永久性意义和全面性控制。 

三． 对科层制的破坏。新政权在建国初期所采取的一些政策和制度安排可以说是在特殊条件

下或为达到某种特定策略目标的权宜之计，本来应该随着新的国家体制确立而逐渐改变。但这种建

立新国家体制的努力被从 1950年代后期开始长达 20多年未曾停息的政治运动所破坏。在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岁月里，即使科层制的形式得以保存，但它始终无法发挥科层制的正常功能。 

第三节 单位制度的运作机制 

一． 单位的外部关系 

我们先从单位与国家或下级单位与上级单位之间的关系来看。国家对单位的全面控制受到两个

因素的制约。 

第一个因素是单位等级制中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尽管在任何等级制中都存在因为信息不对称而

产生控制失灵的情况，但单位等级制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尤其严重，这主要因为： 

1．上级的控制范围过大，控制项过多。 

2．缺乏成本低的控制项。 

3．缺乏组织竞争。 

4．缺乏公共信息渠道。 

第二个因素是单位制度在分配上的德治原则。所 

二．单位的内部关系 

我们再从单位的内部关系来看。单位对个人的全面控制也受到了两个因素的制约。 

第一个因素是单位矛盾的幕后解决。 

第二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单位领导几乎不可能是高度一致的群体。派系结构是隐藏在正式结构

之下并实际起作用的权力结构、利益结构和行动结构，是单位运作的基本形式。 

单位在不断制度化的同时，也从中获得了某种“自由空间”；领导在不断控制群众的同时，也

在某种程度上反过来依赖群众。无论是吉登斯所谓的“控制辨证法”，还是福柯的权力运作观，都

启发我们去深入地体察单位制度多元交错的权力关系。 

第四节 单位制度的变迁 

自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尤其是 1992年实行市场经济走向的改革以来，单位制

度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单位与成员经济关系的变化。这构成了单位制度变迁的基础。计划体制下的单位制，对于

其成员是一种全面承包的关系，即单位给其成员几乎提供了经济所需的各个方面。而作为一种社会

交换，单位成员也将个人的权利全面让渡给了单位。市场转型以后，单位内部的非市场机制受到重

大冲击，单位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流动资源，单位成员自由流动的空间也不断扩大。 

二．单位制从对人的全方位控制，逐步转变为只是对人们职业活动的控制。市场转型前，中国

的单位不仅是人们职业活动的场所，而且是人们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场所。单位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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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入了其成员生活的各个方面。市场转型以后，单位内的关系逐渐由初级关系转为次级关系，单位

逐步向单一的就业场所转化。 

三．单位从涵盖城市中的大部分人口变为仅能涵盖城市中的部分人口，原来被单位所容纳的一

批成员被甩了出去，这些成员包括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新增失业人口等等。 

四．单位制度的变迁中同时出现了弱化和强化的两种倾向。所谓弱化，是指单位在市场的冲击

下，其内控力越来越低了。所谓强化，是指由于单位有了更为明显的独立经济利益，单位为自身向

国家争利益的现象更突出了，而单位成员尽管在政治上对单位的依赖大大降低了，但在经济上对单

位的依赖反而更加加深。当人们所需要的社会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还得通过单位来得到满足的时候，

人们为了获取这些资源，就只有以自己对单位的服从来交换所需要的那些资源。尽管在市场改革中

强化了国家与单位、单位与个人之间依赖关系的双向性质，但在这种互动关系中优势的一方仍然属

于国家和单位。 

五．工厂政治的变化 

复习思考题 

1． 什么是单位制？它有哪些基本特点？ 

2． 如何理解单位制的运作机制 

3． 单位制在新时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1 2  

2 导论 2 2  

3 导论 3 2  

4 中国社会历史 1 2  

5 中国社会历史 2 2  

6 中国社会历史 3 2  

7 中国社会历史 4 2  

8 总体性社会 1 2  

9 总体性社会 2 2  

10 总体性社会 3 2  

11 政治与社会 1 2  

12 政治与社会 2 2  

13 经济与社会 1 2  

14 经济与社会 2 2  

15 社会 2  

16 讨论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学概论、国外社会学理论 

后续课程：政治社会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如何用社会学想象力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 

难点：如何将各部分内容用社会学的眼光有机地关联起来。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以讲授为主，课堂讨论为辅。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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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业要求： 

两次。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政治社会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应星主编：《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二）推荐参考书 

执笔：应星   审稿：游正林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0日 

 

社会研究方法 
Methods of Social Research 

课程号：323000044-0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方法论基本原理；2、学会研究的基本流程；3、具备结合理论

进行研究的能力。 

社会学理论、社会学方法及各分支社会学是社会学课程的三大支柱。作为三大支柱之一重要组

成部分，社会研究方法课程运用大量实例对社会研究方法作了系统全面地介绍，从方法论、研究方

式和具体方法三个层次，从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角度，围绕社会研究原理和程序，详细阐

述了确立课题、研究设计、资料收集、理论解释、撰写报告、成果运用等各种方法和技术。 

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社会研究方法的基本逻辑和理流程，掌

握基本技能，为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奠定必要的方法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72学时 

知识单元 1：社会研究方法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目标：了解本课程主要内容和教学目标、社会研究方法的特点；了解科学研究方法的基本

特点。 

学习内容： 1、社会研究方法的特点：（1）课程性质介绍：课程性质、基本要求、教材等；（2）

社会研究的概念：人类获取知识的途径与常见的认识错误；社会科学研究如何避免各类方法论错误；

2、社会研究方法的体系：（1）社会研究的内容：两大支柱、三个层面、四个步骤；（2）社会研究

方法论的体系：方法论、研究方式、具体方法与技术；（3）社会学的想象力与社会研究 

作业：从各类文本、读物中寻找违背科学方法论的表述错误，分析错误类型，指出正确的表述

形式。 

推荐阅读：米尔斯，2001，《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等译，三联书店。 

知识单元 2：社会研究的维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目标：了解社会研究的主要类型。 

学习内容： 1、社会研究的类型：（1）研究形式：基础研究、应用研究；（2）研究目的：描述

性研究、解释性研究；（3）时间维度：截面研究、历时研究、近似历时研究；（4）研究方式：定量

与定性；2、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1）区别与相同之处；（2）研究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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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阅读：米尔斯，2001，《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等译，三联书店。 

知识单元 3：理论与研究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目标：掌握社会理论的主要结构；了解社会研究的基本过程。 

学习内容： 1、社会理论的要素：（1）什么是社会理论？；（2）概念与变量；（3）假设检验的

逻辑：归纳与演绎、可证伪性、假设检验；（4）命题与假设；2、变量间的关系：（1）相关关系与

因果关系；（2）判定因果关系的条件；3、解释的类型：（1）因果解释；（2）诠释性解释；（3）结

构性解释 

推荐阅读：波普尔，1999，《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邱仁宗译，沈阳出版社。 

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月。 

格尔茨，“深描：迈向文化的阐释理论”，《文化的解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王天夫，“社会研究中的因果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 4期。 

应星，“评村民自治研究的新取向——以《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为例”，《社会学研究》，2005

年第 1期。 

知识单元 4：社会研究主要范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目标：掌握社会研究方法论的历史演进过程；树立有关研究范式的基本概念；了解社会学

研究主要范式。 

学习内容： 1、范式：（1）什么是范式？；（2）范式革命；2、社会研究主要范式：（1）实证

主义；（2）解释传统；（3）批判传统；（4）女性主义；（5）后现代主义 

推荐阅读：Kuhn, Thomas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涂尔干，1995，《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 

涂尔干，1996，《自杀论》，冯韵文译，商务印书馆。 

韦伯，2005，《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布迪厄，华康德，1998，《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迈克·布若威，2005，“制造甘愿——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历史变迁”，（台）群学出版有

限公司。 

潘毅，2007，“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香港）明报出版社。 

保罗·威利斯，2013，《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译林出版社。 

知识单元 5：文献回顾与研究伦理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目标：掌握文献回顾的重要性；如何检索文献、做文献回顾。 

学习内容： 1、文献回顾：（1）文献回顾的目标；（2）文献回顾的步骤；2、查找文献：（1）

文献源；（2）获取文献的方式；（3）文献阅读与写作：（1）文献阅读、笔记；（2）文献回顾写作；

（3）格式规范；4、研究伦理：（1）若干研究论题议题；（2）社会研究的政治蕴涵 

推荐阅读：毕恒达，《教授为什么没告诉我》，第 6、7章，法律出版社，2007年 5月。 

知识单元 6：研究设计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目标：1、主题与问题：（1）选择研究主题；（2）主题浓缩为研究问题；（3）一些实例；

（4）概念框架；2、定性研究议题：（1）个案与情境；（2）扎根理论；（3）三级诠释；3、定量研

究议题：（1）变量与假设；（2）分析单位与层次；（3）潜在错误；4、研究计划书：（1）研究计划

书的结构；（2）如何写好研究计划书？ 

作业：（1）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文献综述，形成研究问题，并推导研究假设或形成研

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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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 2000 年以后的《社会学研究》中找两篇文章（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各一篇），指出其

研究问题及提出问题的策略，分析其在各自理论体系中如何定位的，理清逻辑关系和发展脉络。 

推荐阅读：Robert R. Alford，《好研究怎么做：从理论、方法、证据构思研究问题》（The Craft 

of Inquiry: Theories, Methods, Evidence），王志弘译，群学（台湾），2011年 9月。. 

Wayne C. Booth et al.，《研究是一门艺术》（The Craft of Research），陈美霞等译，新华

出版社，2009年 8月。 

马歇尔、罗曼斯，《设计质性研究：有效研究计划的全程指导》，何江穗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年 1月。 

知识单元 7：测量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目标：掌握社会研究中测量的概念；概念化、操作化的内容；信度和效度的基本概念。 

学习内容： 1、什么是测量？（1）测量的概念；（2）测量的构成；（3）概念化；（4）操作化；

（5）测量的三个层次；（6）实例；2、信度与效度；（1）测量理论；（2）信度；（3）效度；（4）信

度与效度的关系；3、测量的层次：（1）定类；（2）定序；（3）定距；（4）定比；4、指标与量表：

（1）指标与指标的建构；（2）量表与常见量表。 

作业：就上述研究问题、假设涉及的基本概念，参考相关文献，进行概念化和操作化，形成具

体研究指标。 

推荐阅读：杨国枢等，《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年。 

米勒、萨尔金德，《研究设计与社会测量导引》，风笑天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 11月。 

知识单元 8：抽样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目标：了解社会研究的主要抽样技术；掌握社会研究抽样的基本逻辑和操作。 

学习内容：1、基本概念与步骤：（1）抽样调查；（2）总体与样本；（3）个体与抽样单位；（4）

研究单位与调查单位；（5）抽样框；（6）抽样的步骤；2、概率抽样：（1）简单随机抽样；（2）等

距抽样/系统抽样/机械抽样；（3）分层抽样；（4）整群抽样/聚类抽样；（5）多阶段抽样/多级抽样；

（6）PPS 抽样；（7）非比例抽样加权；（8）一些基本操作：随机数表、Kish 入户随机表、Excel

或相关软件使用；3、非概率抽样：（1）偶遇抽样/方便抽样/自然抽样/就近抽样；（2）主观抽样/

判断抽样/立意抽样；（3）定额抽样/配额抽样；（4）滚雪球抽样；（5）空间抽样；（6）异常个案抽

样；（7）RDS 抽样；4、样本容量确定：（1）影响样本容量的因素；（2）简单随机抽样样本容量确

定。 

作业：就上述研究计划，设计抽样方案。 

推荐阅读：Sharon L. Lohr, Samping: Design and Analysis, Duxbury Press; 2 edition 

(December 9, 2009). 1st Ed. 1999. 

知识单元 9：试验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目标：了解社会研究中的试验法；掌握试验的主要逻辑和设计。 

学习内容： 1、基本概念：（1）社会研究中的试验；（2）实验法的基本要素：自变量与因变量；

前测与后测；实验组与控制组（对照组）；（3）试验法的基本步骤；2、试验的类型与设计：（1）简

单试验设计；（2）前实验设计；（3）古典试验设计；（4）四 单组后测实验设计；（5）两组无前

测实验设计；3、准试验法：（1）相关设计；（2）时间序列设计；（3）非等组前后测设计；（4）现

场实验设计；4、多组实验设计：（1）所罗门四组试验设计；（2）因子设计；（3）重复测量设计；

（4）拉丁方格设计；5、试验法的特点：（1）信度和效度；（2）优点和缺点. 

推荐阅读：杨国枢等，《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上册第 4 章，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

年。 

知识单元 10：调查研究 



9427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目标：了解社会研究的问卷调查设计；掌握问卷调查设计的标准和操作。 

学习内容：1、基本概念：（1）什么是调查研究？（2）调查研究适合的问题；2、问卷设计：

（1）问卷的基本结构；（2）问卷设计原则；（3）问卷设计常见问题；（4）问题与答案的设计；（5）

要注意的事项：如时间长短、问题顺序等；（6）问卷的类型：自填式问卷、访问式问卷；3、其他

问题：（1）卷法优缺点；（2）访问流程；3、调查伦理。 

作业：就上述研究计划，如果是量化研究，设计调查问卷。 

推荐阅读：风笑天，2002，《社会调查中的问卷设计》，天津人民出版社。 

Saris W E, Gallhofer I N. Design, Evaluation, and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s for Survey 

Research. John Wiley & Sons, 2014. 

知识单元 11：实地研究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目标：了解实地研究的基本概念、技巧及注意事项；掌握实地研究的基本技能。 

学习内容：1、基本概念：（1）什么是实地研究？；（2）实地研究的起源；（3）实地研究的逻

辑；2、实地研究的步骤：（1）实地研究的过程与策略：如何进出入现场、如何建立和保持关系等；

（2）观察；（3）记笔记；（4）聚焦与抽样；3、实地研究中的访谈：（1）实地研究访谈的程序与技

巧；（2）访问控制；（3）其他注意事项；4、焦点群体。 

作业：就上述研究计划，如果是定性研究，设计访谈提纲。 

推荐阅读：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 

格尔茨，“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年 11月。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三联书店，2001 年 12 月。 

知识单元 12：非介入性研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目标：了解社会研究中的非介入性研究方法；掌握非介入研究的主要逻辑和设计。 

学习内容：1、基本概念：（1）非介入性研究；（2）非介入性研究主要类型：内容分析法、既

有统计资料分析法；2、内容分析：（1）内容分析；（2）内容分析的步骤；3、既有统计资料分析：

（1）既有统计资料分析；（2）既有统计资料分析步骤；3、非介入性研究优缺点；4、大数据与社

会研究。 

作业：就上述研究计划，如果是非介入性研究，给出编码方案，或二手数据来源及分析思路。 

推荐阅读：W.L.托马斯，《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译林出版社，2000年。  

陈佩华，“生存的文化——通过私人信件透视外来工人的生活”，《清华社会学评论》，2003年。 

知识单元 13：评估研究 

参考学时：3学时（备选） 

学习目标：了解评估研究方法原理及主要类型；掌握评估研究的基本流程。 

学习内容：1、基本概念：（1）什么是评估研究；（2）评估研究的类型；3、评估的实验研究设

计；2、评估方法：定量和定性：（1）影响-结果评估；（2）监测服务计划执行；（3）过程评估；（4）

成本-效益分析；（5）赋权评估；（6）需求评估；3、评估相关问题。 

作业：就上述研究计划，如果是评估研究，从评估研究设计规范给出分析思路。 

推荐阅读：彼得·罗希、霍华德·弗里曼等著，《项目评估：方法与技术》，华夏出版社，2002

年 4月。 

L. 金斯伯格，《社会工作评估：原理与方法》，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 12月。 

埃贡·G·古贝、伊冯娜·S·林肯，《第四代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12月。 

知识单元 14：资料分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目标：了解社会研究中的数据资料的分析方法；掌握定量和定性研究的资料/数据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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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流程。 

学习内容：1、定量资料处理：（1）质量控制与资料审查；（2）资料编码；（3）数据录入；（4）

数据净化；（5）数据统计分析方法介绍；（6）详析模式简介；2、定性资料处理：（1）定性资料的

编码与概念化；（2）分析性备忘录；（3）定性资料分析的策略：理想类型、连续逼近、分析性比较、

事件结构分析等；（4）计算机辅助定性研究软件介绍：NVivo7；（5）中国研究常见的定性分析策略。 

推荐阅读：Anselm Strauss、Juliet Corbin，《质性研究概论》，台湾：巨流图书公司，徐宗

国译，1998年 10月。 

谢立中编，《结构-制度分析，还是过程-事件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5月。 

Miles、Huberman，《质性资料的分析：方法与实践》，张芬芬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年 3

月。 

知识单元 15：撰写研究报告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目标：了解社会研究报告的构成和撰写；掌握社会调查研究报告的撰写技巧。 

学习内容：1、研究报告基本结构：（1）导言；（2）方法；（3）主体；（4）结构与讨论；（5）

其他辅助部分；2、研究报告撰写原则：（1）行文语言；（2）组织结构；2、阅读研究报告：（1）理

论取向；（2）研究设计；（3）测量与抽样；（4）研究方法；（5）资料分析；（6）报告。 

（二） 实践教学 

1、范文分析： 

在 2000 年以后的《社会学研究》中找两篇文章（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各一篇），指出其研究

问题及提出问题的策略，分析其在各自理论体系中如何定位的，理清逻辑关系和发展脉络。 

2、研究设计： 

选择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从专业角度进行研究性提问，并检索相关文献，进行规范的文献回顾。

并根据研究设计撰写项目计划书，要求具备一般研究计划书的基本构成，符合研究规范，有可操作

性。 

说明：因课程容量大，本课程实践环节均课下进行，不占用正式课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社会研究的维度 4  

3 理论与研究 6  

4 社会研究主要范式 3  

5 文献回顾与研究伦理 5  

6 研究设计 5  

7 测量 5  

8 抽样 6  

9 试验法 3  

10 调查研究 6  

11 实地研究 6  

12 非介入性研究 3  

13 评估研究 3  

14 资料分析 4  

15 撰写研究报告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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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社会学理论、社会统计学、统计软件应用、各分支社会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社会研究方法论原理、基本流程、概念化与操作化、研究设计。 

难点：研究问题的形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讨论 

2.作业、研究设计 

3.课下交流、辅导 

教学手段： 

1.幻灯片 

2.程序模拟，如随机抽样、中心极限定理、数据录入、计算机辅助定性有资料分析等环节 

3.研究范例、问卷正反范本 

4.鼓励学生根据课堂所学，遵照研究规范设计研究课题，申请大学生创新项目等实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根据授课人课题承担情况，安排学生问卷调查实习。课堂授课需要有电脑、投影等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作业内容包括要求学生就自己感兴趣问题，按照社会研究方法基本规范，围绕问题提出、文献

综述、研究设计的环节，模拟课题申请、撰写项目计划书。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作业完成情况，结合学生出勤、课堂

表现等；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与授课整体进度相呼应，安排 4~5次作业；同时，每章结束均推荐阅读文献。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国外先进、主流社会研究方法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劳伦斯·纽曼，《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第 5 版），郝大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7年 1月。 

（二）推荐参考书 

1、艾尔·巴比著，《社会研究方法》（第 11版），邱泽奇译，北京：华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 

2、袁方、王汉生主编，《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其他参考书见各章节“推荐阅读”。  

执笔：毕向阳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社会学/社工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6日 

 

社会分层与流动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mobility 

课程号：3230000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本课程旨在通过对国内外社会分层与流动理论及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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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绍，使学生比较系统地了解和掌握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提高学生的社会学

素养和运用社会学理论进行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社会分层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概念释义  

2. 社会分层主要的研究论题  

3. 不同典型社会形态的分层形式  

学习目标： 

了解社会分层理论的主要概念和社会分层理论发展的主要脉络。 

作业： 

1. 什么是社会分层？ 

2. 不同典型社会形态的分层形式有哪些？ 

知识单元 2：功能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功能主义分层理论的基本观点 

2．冲突理论的社会分层理论 

学习目标： 

了解功能主义和冲突理论的主要观点。 

作业： 

1. 功能主义理论是如何阐述社会分层的？ 

2. 试述冲突理论的社会分层观。 

知识单元 3：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分层与阶级分化 

2．新马克思主义（赖特） 

学习目标： 

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层观，重点掌握新马克思主义者赖特对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的修正。 

作业： 

1.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2. 赖特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修正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3. 赖特是如何描述各历史时期的阶级和剥削类型的？ 

知识单元 4：韦伯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韦伯社会分层理论的基本观点 

2．新韦伯主义 

学习目标： 

了解韦伯主义的社会分层观，重点掌握新韦伯主义者戈德索普的社会分层理论框架。 

作业： 

1. 韦伯社会分层的三个维度分别是什么？ 

2. 吉登斯是如何阐述社会分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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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试述戈德索普的社会分层理论。  

4. 新韦伯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有何异同？ 

知识单元 5：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分层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市场转型理论 

2．基于对市场转型理论的批评而提出的理论观点 

3. 提出新理论解释的尝试 

学习目标： 

了解后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分层研究，理解转型期的社会分层与流动与常态时期的差异。 

作业： 

1. 倪志伟市场转型理论的三个论题及几次理论修正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 试述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 

3. 怎样理解周雪光的政治与市场的共变理论？ 

知识单元 6：中国的社会分层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改革前的社会分层模式 

2．改革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各种分类模式 

3. 当代社会分层研究 

学习目标： 

了解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变化情况，重点掌握“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对中国社

会分层与流动所做的研究。 

作业： 

1. 四大利益群体是如何划分的？ 

2. 当前社会阶层分化的两大动力与四个机制是什么？ 

知识单元 7：社会分层的定量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定量分析模型 

2．定量研究的发展 

学习目标： 

了解定量分析的基本模型，掌握定量研究的新发展及其在应用上的局限性。 

作业： 

1. 为什么说中国是“丁字型”社会结构，导致的原因是什么？ 

2. 简述社会地位等级测量的分类。 

知识单元 8：社会分层后果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研究的主要问题 

2．社会分层与社会生活 

3. 社会分层与消费方式 

4. 社会分层与政治生活 

学习目标： 

了解社会分层对社会生活、消费方式以及政治生活所产生的各方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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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格仑斯基对社会分层的后果分析是如何归纳与总结的？ 

2. 为什么人们倾向于依其阶级和阶级利益投票，但阶级和投票行为却并非经常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 

知识单元 9：社会流动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基本概念 

2．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 

3. 社会流动的两种规则 

4. 社会流动理论的分析视角 

学习目标： 

了解社会流动的基本概念，掌握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及规则，理解社会流动分析的基本理论视

角。 

作业： 

1. 什么是代际流动？什么是代内流动？ 

2. 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有哪些？ 

3. 社会流动有哪两种规则？ 

知识单元 10：地位获得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布劳和邓肯的基本模型（Blau & Duncan） 

2．基本模型的衍生模型 

学习目标： 

了解地位获得学派的基本理论观点，掌握其分析模型。 

作业： 

1. 简述布劳和邓肯地位获得模型。 

2. 地位获得研究有哪些局限性？ 

知识单元 11：新结构主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二元经济论 

2．二元劳动力市场论(Dual Labor Market) 

3. 内部劳动力市场论 

学习目标： 

了解新结构主义的理论视角，掌握各理论流派的基本观点。 

作业： 

1. 简述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 

2. 简述经济因素对结构性流动的影响。 

知识单元 12：社会关系网络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与嵌入理论 

2．博特的结构洞理论 (structural holes) 

3．林南的社会网络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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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了解社会关系网络流派的理论观点，重点掌握格兰诺维特及林南的社会网络理论。 

作业： 

1. 简述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 

2. 简述博特的结构洞理论。 

3. 林南社会关系理论的核心命题是什么？ 

知识单元 13：社会流动后果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流动对个人社会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的影响 

2．社会流动对生活方式和社会融合的影响 

3．社会流动对阶级形成的影响 

学习目标： 

了解社会关系网络流派的理论观点，重点掌握格兰诺维特及林南的社会网络理论。 

作业： 

1. 简述社会流动的分离假设。 

2. 戈德索普是怎样论述社会流动对社会关系的影响的？ 

3. 简述霍柏对社会流动与社会适应问题的分析。 

4. 中产阶级有哪两种类型？ 

5. 试述中国新中间阶层的来源及构成特征。 

知识单元 14：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模式的变迁 

2．代际流动特征及趋势 

3．代内流动特征及趋势 

学习目标： 

了解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模式的变化情况，重点掌握当代中国代内及代际间流动的基本特征和趋

势。 

作业： 

1. 简述当代中国的五次社会流动。 

2. 简述改革前后中国社会流动模式的变迁。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社会分层导论 2  

2 功能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 2  

3 马克思主义分层理论 3  

4 韦伯主义分层理论 3  

5 韦伯主义分层理论   

6 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分层理论 2  

7 中国社会分层研究 2  

8 中国社会分层研究   

9 社会分层的定量分析 2  

10 社会分层的过程与后果分析 2  

11 社会流动导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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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地位获得研究学派 2  

13 新结构主义 2  

14 社会流动的关系网络分析 2  

15 社会流动的关系网络分析   

16 社会流动的后果分析 2  

17 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 4  

18 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学概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课程教学的重点是使学生能够了解社会分层与流动发展的脉络，掌握社会分层与流动主要流派

的理论观点、主要的分析模型和分析框架。 

难点是如何使学生能够理解比较抽象的理论，能够运用所学理论和分析工具进行具体的社会分

层与流动研究。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课堂讲授为主，结合课堂提问、小组讨论等手段，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课程知识。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5、作业要求： 

根据课程进程，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李春玲：《断裂与碎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2. 格仑斯基：《社会分层》，华夏出版社，2006年。 

3. 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4. 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5. 李培林等：《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6.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7. 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8. 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9.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5年。 

10. 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11. Sorokin, P. (1998[1927]) Social Mobility. London: Routledge Thoemmes Press. 

12. Blau, P. M. and Duncan O. D.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3. Goldthorpe, J. H., (1987) Social Mobility and Class Structure in Modern Britai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执笔：刘娜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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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会分层导论 

第一节 概念释义 

一、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 

是指按照某种标准把社会成员区分为不同的阶级与阶层，其实质是社会资源在不同社会群体中

的不平等分配。 

1. 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产生于两类匹配过程： 

（1）社会角色（职位）与不同价值的报酬相匹配； 

（2）社会成员与社会角色（职位）相匹配。 

2. 影响分层的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声望资源、公民资源

与人力资源等。 

二、有关社会分层的几个基本概念： 

1. 不平等程度：是指给定的报酬或资产在所有个人间的分散和集中程度。 

2. 分层体系的刚性（rigidity）：指的是社会成员地位（随着时间变化）的连续性。 

3. 地位的凝固化（status crystallization）：是指各项导致社会不平等的资产之间的相关性。 

第二节 社会分层主要的研究论题 

一、社会分层的方式和来源： 

1. 人类社会最主要的不平等是哪几种方式的不平等？ 

2. 某些方式的不平等是否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 

二、当代社会分层的结构： 

1. 导致当代社会阶级或阶层结构的最主要的“分割界限”或社会区隔在 哪里？ 

2. 在向现代和后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这些“分割界限”或社会区隔是增强了还是减弱

了？ 

三、社会分层的制造过程： 

1. 个人是如何向新的阶级、职业或收入群体流动的？ 

2. 是否存在着永久性的下层阶级？ 

3. 职业地位的获得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智商、勤奋、教育、进取心和个人能力所决定的？ 

社会分层主要的研究论题 

四、社会分层的后果： 

1. 阶级位置是否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态度和行为？ 

2. 在过去和现在是否存在明显区别的“阶级文化”？ 

五、先赋因素的作用： 

1. 什么类型的社会过程和国家政策有利于延续或改变劳动力市场中的种族、民族和性别歧

视？ 

2. 向现代或后现代社会的过渡是强化了还是弱化了这些歧视？ 

六、未来的社会分层： 

1. 未来的社会分层体系是否会采取完全不同的形式？ 

  2. 社会阶级这一概念在后现代社会分层时是否还是一个有用的工具？ 

第三节 不同典型社会形态的分层形式 

一、狩猎和采集社会  

二、种植和农耕社会  

三、工业社会  

复习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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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社会分层？ 

2. 不同典型社会形态的分层形式有哪些？ 

第二章 功能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 

第一节 功能主义分层理论的基本观点 

功能主义理论认为:文化和社会结构中的因素从总体上看对社会的稳定和生存总有一定的作用

或功能。社会分层之所以在各个时代、各个社会中普遍存在，是因为分层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有积

极作用。分层是社会运行过程的需要，是由社会的需要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从个人的愿望中产生出

来的。 

一、戴维斯和莫尔的分层观 

美国社会学家 K·戴维斯和 W·莫尔详细阐述了功能主义的社会分层观。 

作为一个有效的机制，一个社会必须用某种方法把成员分配到不同的位置中去，并且诱使他们

去承担位置的责任。社会必须从两个不同的层次去考虑这种诱因：对合适的个人灌输获得特定位置

的愿望，以及一旦获得那些位置就要承担相应责任的愿望。为此，应为不同位置的人提供不同的报

酬。社会不平等就是在保证最重要的位置上有最胜任者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形成的。 

二、功能主义分层理论的影响  

对实证研究的影响 

布劳和邓肯在对美国职业结构的研究中，论述了“职业地位”及其对社会分层的意义。认为在

现代工业社会中，无论是声望阶层组成的等级秩序，还是经济阶级组成的等级秩序，以至政治权力

与权威所组成的等级秩序，其根基都在于职业结构。 

职业是决定阶层占有经济资源和获得利益的首要因素，是阶层最好的单独指标。因此，一个人

的职业地位越高，收人越高，声望越大，他的阶层地位就越高，反之，其阶层地位也就越低。而职

业地位是由家庭背景、教育经历、个人能力以及进取心等因素决定的。在现代社会中，家庭背景的

影响显著降低，后几种因素的影响显著增强。  

三、对功能主义分层理论的挑战 

1. 先赋性或继承性的优势可能会影响到不同的资源配置。 

2. 能力较强未必都能得到高报酬等实质性的刺激。 

3. 教育不均等导致地位获得未必是均等的。 

四、图明 (Melvin M. Tumin) 的批判 

第二节 冲突理论的社会分层理论  

冲突理论家认为不平等并不是社会运行必不可少的。不承认职业报酬的极端不平等对激励人们

工作、有效地发挥社会功能是不可或缺的。 

认为是权力决定了社会不平等。把结构性的社会不平等理解为强者与弱者之间不平等斗争的结

果，是强大群体对弱小群体剥削的结果。强大群体决定着哪些人将占据哪个职位，以及谁将得到何

种报酬。 

一、达伦多夫对社会分层的论述  

社会分层的起源在于这样的事实，即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个人或群体都要强制奖惩。这种实施

能力意味着权力关系的存在。所以标志着社会分层的不平等体系，只不过是社会权力结构的派生物。 

二、折中的理论：进化论的社会分层理论 

代表人物伦斯基，认为功能主义和冲突论的社会分层理论并不一定是水火不相容的。在社会分

层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既有整合又有竞争，两者可以结合起来对社会分层作更准确的分析。认为为

了生存需要的基本资源是按照功能主义者的方式进行分配的．如吸引难得的天才担任重要的角色。

但社会的剩余资源—即不是生存必需的资源—则是通过相互竞争的集团之间的冲突来分配的。 

伦斯基：有必要以大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分层，因为分层的特点是随着时间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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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型的前现代社会里，物品和服务主要是根据需要分配给其成员的。权力几乎与社会报酬没

有关系。然而，社会越现代，权力在形成分层体系方面就越重要。而且一旦社会出现了分层，特权

集团就会利用他们的便利条件占有更多的好处。  

复习思考题： 

1. 功能主义理论是如何阐述社会分层的？ 

2. 试述冲突理论的社会分层观。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 

第一节 社会分层与阶级分化  

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是人的解放，关注的是现实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目标是使人摆脱枷锁，

得到解放，恢复完整的人性。 

一、社会分层与阶级分化（社会分层异化）的不同： 

社会分层的现实基础是个体的生产力的发挥和个体对自己劳动的占有。人们能力的大小和发挥

程度的不同是社会分层产生的根本原因。 

阶级分化（社会分层异化）是一些人对其他人的生产力的“非法”占有的结果，是“一个集团

占有了另一个集团的劳动”。阶级是社会分层异化的产物，而不是社会分层发展的正常现象，因此

其必然对社会的发展带来动荡和阻碍。 

二、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基本观点 

经济决定论，即以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来划分阶级，认为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是划分阶级的唯一

标准。 

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基本特征： 

1. 阶级是以关系来确定的而不是以等级来确定的； 

2. 阶级的中心轴处于生产的社会组织而不是处于市场中； 

3. 阶级关系的分析是根源于剥削过程的考查而不是劳动技术分工或权威关系。 

四、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遇到的挑战 

虽然老中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的确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在衰落，但由经理人员、专

业人员和非体力工人所组成的新中产阶级则在发展壮大。两极分化的结构并没有出现，中间阶级没

有消亡反而日益增长。 

五、马克思主义者对挑战的回应 

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 

一派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两极分化趋势的看法，认为当今的中产阶级仍有无产阶级化的趋

势；在整个劳动过程中，工人受到管理者控制，缺乏自主性，并且被异化。因此，随着技术的进一

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人包括白领工人被“去技能化”和“无产阶级化”，中产阶级的中下层成员

趋向于落入工人阶级队伍，工人阶级在相对规模上还将继续扩大，它仍然保持着以往所具有的政治

能量和社会作用。 

另一派则对原有的两极阶级结构模式进行修正，把中产阶级纳入阶级分类框架。认为新中间层

的绝大多数成员已经从工人阶级队伍中脱离出来了，因为这些人并没有受剥削，他们不能再算是工

人阶级。  

第二节 新马克思主义（赖特） 

一、赖特（Eric Olin Wright，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抛弃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极划分，采用多元指标进行分类。 

1. 从一元的阶级划分标准转向三元的划分标准，认为资产形式可分为三种：资本资产、组织

资产和技术资产。阶级结构是基于三种剥削关系：即基于资本控制、组织控制、技能/证书控制的

剥削。一些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也可以通过组织资产和技术资产来剥削另一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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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两极阶级结构中定义了中产阶级：资产阶级所居于的阶级位置具有对投资资金、生产资

料和劳动力的控制权；工人阶级处于完全没有这三种控制权的位置上；各种各样的经理人员、专业

人员、小雇主则处于完全拥有三种控制权和完全没有这三种控制权之间，处于一种矛盾的阶级位置

上。 

二、四种剥削关系 

剥削指的是“在经济方面一个阶级压制性抢占另一阶级的劳动果实” 。 

四种不同类型的剥削： 

1. 基于劳动力资产的剥削（是否超份额占有劳动力资产）； 

2. 基于资本资产的剥削（是否占有生产资料）； 

3. 基于组织资产的剥削（是否在权威的等级体系中拥有控制权）； 

4. 基于技术资产的剥削（是否拥有限制了技术供应的专业技术资格）。  

三、各历史时期的阶级和剥削类型图 

四、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分类图 

复习思考题： 

1.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什么？ 

2. 赖特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修正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3. 赖特是如何描述各历史时期的阶级和剥削类型的？ 

第四章 韦伯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 

第一节 韦伯社会分层理论的基本观点 

一、基本观点： 

1. 多元划分标准，以身份（声望、消费方式、生活方式）、经济状况（收入、财富、雇佣关系）

和政治权力划分阶级。 

2. 强调身份认同。认为学者所划分出的阶级或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统计学上的分类，

是学者研究社会问题而采取的一种分类工具（理想类型），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有统一的阶级意

识并采取一致的阶级行动的社会实体。 

二、多元划分标准：阶级、身份和政党 

韦伯在“阶级、身份和政党”一文中提出了三种分层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 

经济秩序指的是经济分层，也就是阶级的区分； 

社会秩序指的是声望分层，即身份的区分； 

法律秩序指的是权力分层，韦伯重点分析的是政党。  

1. 韦伯社会分层的第一个维度：阶级 

韦伯是根据“市场状态”或“阶级处境”来划分阶级的。认为阶级就是任何一群处于相同阶级

处境的人们的集合。 

所谓“阶级处境”是指人们获取就业机会和有价物品的能力，包括（1）得到的产品供应；（2）

表现出一种外在的生活条件；（3）表现出主观的满足感或挫折感。 

2. 韦伯社会分层的第二个维度：身份群体 

韦伯认为身份是根据受社会价值评估所影响的生活方式来划分的，因此，身份群体是由那些分

享着共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而且具有类似声望地位的人所组成。 

阶级与身份的区分：“简单地可以这么说，‘阶级’是根据人们与生产和商品获得之间的关系

来进行分层的；而‘身份群体’则是根据人们消费商品的原则—这些原则反映了某种特殊的‘生活

方式’—来进行分层的”（Weber）。 

韦伯认为，身份群体的分类界线可以与阶级的分类界线相互冲突、共存或重叠，有时候身份群

体的分类界线完全由阶级来确定，但某些情况下，身份群体的确定标准与物质财富的拥有是相违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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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韦伯社会分层的第三个维度：政党 

阶级——经济秩序，即财富的分配领域 

地位群体——社会秩序，即声誉的分配领域 

政党——法律秩序，即权力的分配领域 

政党的行动目的在于获得社会权力，也就是说，在于对一个共同体的行动行使自己的影响力，

不管该行动的内容是什么。 

政党只有在一个拥有某些理性秩序，并且拥有一批时刻准备着推行这种理性秩序的共同体内才

可能存在。 

政党既可能代表由阶级处境所决定的利益，也可能代表由地位处境决定的利益，而且政党还可

能分别从阶级那里，或者从地位群体那里招募它们的追随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部分地是阶级

的政党，部分地又是地位的政党，但有时候两者都不是。 

第二节 新韦伯主义 

代表人物有安东尼.吉登斯（A. Giddens）、弗兰克.帕金（F. Parkin）和约翰.戈德索普（J. 

Goldthorpe）  

这一派理论主要依据的是韦伯提出的“社会封闭”（“social closure”）概念。韦伯认为，

社会封闭是指社会群体设置并强化其成员资格的一种过程，其目的是为了以垄断手段来改进或最大

化自身群体利益。帕金对“社会封闭”概念的进一步解释是：“社会集群通过把资源和机会获得局

限于有特别资格的人的范围之内以达到最大化自身报酬的过程” 。 

新韦伯主义者认为，正是由于在宏观结构层面运作的这种排拆性过程，导致了阶级和身份群体

的产生。在当代工业社会，并不存在某种正式的制度规则禁止就业者跨越阶级边界进行流动，但实

际上存在着各种力量限制了人们的代际的和代内的社会流动，这正是“社会封闭”机制的作用。 

这种排拆性机制不仅仅使封闭性的阶级（往往是居于优势地位的特权阶级）最大化了自身的报

酬和机会，而且，其持续的影响也导致了各种不同的阶级文化，并在代际之间再生产了共同的生活

经历。这种机制不仅是阶级结构化的根源，而且还有助于阶级认同的形成。  

一、吉登斯的社会分层理论 

韦伯派阶级理论的传统看法是阶级状态即是市场状态，它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机会。在韦伯那里，

人们的生活机会是由个人的“市场力量” 来决定的。吉登斯把这一概念加以发展称之为“市场能

力” 。 

市场能力就是指那些个体行动者有可能带入到市场讨价还价场合中去的、任何形式的相关特

性。 

吉登斯认为以下三种市场能力在阶级形成中至关重要： 

一是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 

二是教育和技能资历的拥有状况； 

三是体力劳动能力。     

这三种市场能力是和封闭的代际或代内流动模式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流动机会的封闭或开

放的程度的不同，阶级的结构化过程也将得到不同程度的促进。这一趋势为一个由三大阶级所组成

的基本阶级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奠定了基础。这个基本的阶级体系就是：上层阶级、中产阶

级和下层阶级或工人阶级。 

二、戈德索普的社会分层理论  

1. 依据市场状态和工作状态来划分阶级  

2. 职业阶级与社会阶级的结合  

3. 体力与非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区分是最基本的阶级分割  

4. 对戈德索普社会分层理论的批判 

三、新韦伯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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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思考题： 

1. 韦伯社会分层的三个维度分别是什么？ 

2. 吉登斯是如何阐述社会分层的？ 

3. 试述戈德索普的社会分层理论。  

4. 新韦伯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有何异同？ 

第五章 后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分层研究  

第一节 市场转型理论  

1989年倪志伟(Victor Nee) 在《市场转型论：国家社会主义从再分配向市场的过渡》一文中

提出了市场转型理论。他基于卡尔.波拉尼的再分配经济概念以及撒列尼（美籍匈牙利裔社会学家）

运用这一概念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分层主要特征的论述，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假定： 

市场经济与再分配经济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形态，与之相联系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分层

机制：在市场经济中，是由以相互约定为基础的法律上平等的买者与卖者的横向关系对经济活动进

行协调的；而在再分配经济中，则是通过中央计划体制对经济活动进行整合的。因而，再分配经济

的最主要的分配机制是权力，而市场经济最主要的分配机制是人力资本。 

后来的学者对此总结为政治的分配原则和市场的分配原则。倪志伟认为，后社会主义国家在向

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市场的分配原则将取代或瓦解政治的分配原则，从而导致政治行动者（干

部）的地位下降，而经济行动者（生产者、企业家和经理）的地位上升。  

一、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 

倪志伟提出了三个论题和十个假设，这构成了当时的市场转型理论的主要论点。 

第一个是“市场权力论题”（market power）。 

第二个是市场刺激论题（market incentives）。 

第三个是市场机会论题（market opportunities）。 

根据这三个论题，倪志伟推导出十个可待验证的假设。后来的学者感兴趣的主要是两个假设，

一是关于市场转型将降低对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二是市场转型将提高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 

二、倪志伟对市场转型理论的三次修正 

在倪志伟提出市场转型理论之后，一些学者的经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倪志伟的假设相左。这

些研究发现，改革的推进并未导致干部的经济地位下降，相反，干部是市场化改革的最主要的受益

者。针对这些发现，倪志伟对原先的理论进行了三次修正。 

第二节 基于对市场转型理论的批评而提出的理论观点  

市场转型理论提出以后，引起许多学者对其有关假设进行经验检证。大量的研究证实，干部的

经济地位及政治资本的作用力并没有如市场转型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衰退，相反，干部在市场化过程

中获取经济利益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对于这种现象，一些学者提出与市场转型理论相左的理论观点

来进行解释。其中最有影响的几种观点是：罗纳塔斯的权力转换理论、边燕杰和罗根的权力维续论、

白威廉和麦谊生的政治市场观点、魏昂德的政府亦即厂商的观点等。这些观点大多受到经济学的新

制度主义影响，强调制度或结构的路径依赖性，以及国家和社会网络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  

一、权力转换理论  

1. 波兰政治学家斯坦尼斯基（Staniskis）提出了政治权力转换为经济利益的观点。 

2. 美国社会学家罗纳塔斯（Rona-Tas）采用匈牙利的调查资料对斯坦尼斯基的观点进行了经

验论证，证实了权力转换假设。 

二、权力维续论  

边燕杰和罗根（Logan）提出了权力维续论，强调再分配制度的惯性作用（或制度变迁的路径

依赖性）。 

三、政治市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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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学家白威廉（Parish）和麦谊生（Michelson）提出了政治市场概念。认为在对转型

社会进行分析时，应更多关注政治方面的变化，而不应像市场转型理论那样只基于经济取向的分析。 

四、魏昂德的政府亦即厂商论点  

魏昂德（Walder）也是从路径依赖的角度来理解干部权力在市场化过程得以延续的现象，提出

了“政府即厂商”的观点。 

第三节 提出新理论解释的尝试  

到 1990 年代末期，学者们逐渐对市场转型理论的有关争论失去兴趣，同时又感觉到，基于市

场转型理论的批评而提出的各种理论解释显得过于零散，相互之间缺乏理论联系，它们只是从某一

角度或针对某一局部现象提出解释，以证实或证伪市场转型理论提出的假设，但这些理论解释都未

能形成或整合成为一种像市场转型理论那样的中观层次的理论，以提供某种思路来把握整个转型过

程。于是，有些学者试图做出努力，综合现有的理论概念和经验发现，同时跳出市场转型理论争论

的旋涡，发展新的综合性的理论解释思路。  

一、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  

所谓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是指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技术/知识精英所采取的一种新的、特殊

的转型策略，因为这些社会在引入市场机制之前并不存在私有财产所有者阶级。 

这一观点由匈牙利裔美籍社会学家撒列尼（Szelenyi）等提出。其结论是，广义上的知识分子

推进着后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产生的根源。 

二、政治与市场的共变模型 

周雪光将争论的各种理论概括为两种倾向： 

1. 强调市场的作用，认为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将无情推翻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2. 强调社会与政治制度的作用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纠结。 

周雪光认为这两方面都是重要的，制度变迁是政治和市场共同变化的过程。 

复习思考题 

1. 倪志伟市场转型理论的三个论题及几次理论修正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 试述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 

3. 怎样理解周雪光的政治与市场的共变理论？ 

第六章 中国的社会分层研究 

第一节 改革前的社会分层模式 

一、概 述 

国内关于阶级阶层问题的各种理论在相当长时期内一直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官方意识形态

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有关的一套阶级学说被称为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 

这套在苏俄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革命政治学说，有如下特点： 

1）其阶级阶层划分标准带有强烈的政治性； 

2）其分类和划分标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 

3）这些理论观点和阶级阶层划分标准，主要由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人来确定； 

4）主要由官方舆论机构来加以合法化，并不需要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来支持或检验。 

二、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和阶级划分模式。  

三、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阶级分类模式。  

在建国初期（1950年），中央政府遵循毛泽东早年的阶级划分模式，以官方文件形式公布了当

时的阶级分类。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私有制基本被消灭，原有的许多阶级分类（如地主、富农、

资本家等）从经济标准上说已不存在，但依据政治标准，这些人的阶级身份成为终身性的政治标签

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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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各种分类模式  

经济改革后，随之而来的较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得长久控制中国社会政治气候的那套阶级

理论受到冲击，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理论受到了质疑。与此同时，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

在国内得以恢复，学者们开始对阶级阶层问题进行学术研究。在社会学界，韦伯多元分层理论以绝

对优势取代了阶级分析理论。 

一、传统阶级阶层分类模式的延续  

周罗庚（2002）等提出两阶级和若干新阶层的分类模式： 

二、多元指标分层模式  

李强区分了两种分层序列——政治分层和经济分层。 

三、利益群体分类模式  

利益群体是指有着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或者说在经济利益上地位相近的人所构成的群体。 

主要代表人物有顾杰善、李强等。  

四、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 

五、断裂论 

清华大学孙立平提出断裂论。所谓断裂社会，就是一个社会中，几个时代的成分同时并存，互

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 

六、中产化 

以陆学艺为代表的的一派学者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导致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和白领职业

迅速扩张，从而向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上升流动机会，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中间层日益发展壮

大。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由金字塔型转变为椭圆型，即以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为主的现代社

会结构。 

第三节 当代社会分层研究 

社科院课题组的研究，一项广受关注的研究成果：《当代中国社会流动》。 

由陆学艺主持的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把对人们的主观分层意

识的研究与对现有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成果的考查相结合，确定了分层研究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

对中国的社会分层与流动进行了深入分析。 

一、十大社会阶层的划分及构成 

二、当前社会阶层分化的动力、机制与结果 

1. 当前阶层分化的动力  

促成当前社会阶层结构演变的推动力是工业化和市场化，即通常所说的“双重转变”或“双重

转型”：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2. 当前阶层分化的主要机制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最主要的机制是劳动分工、权威等级、生产关系和制度分割。 

这四种分化机制同时也构成了当前中国社会最主要的几种社会关系，人们在这些社会关系结构

中所处的位置，确定了他们的基本的社会经济地位状况。 

3. 十大阶层分类步骤  

第一步分类：劳动分工  

第二步分类：权威等级  

第三步分类：生产关系  

第四步分类：制度分割  

4. 十大社会阶层的构成  

他们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通过一系列的

操作变量确定人们在四组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将当代中国划分为 10个社会阶层。 

复习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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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大利益群体是如何划分的？ 

2. 当前社会阶层分化的两大动力与四个机制是什么？ 

第七章 社会分层的定量分析 

第一节 定量分析模型 

一、研究分类： 

定量研究是采用等级测量的方法划分出社会地位相同的人群，可分为主观的职业声望测量法和

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法。 

二、爱德华量表（Edward’s scale） 

爱德华 1938 年提出，他依照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普查资料，以每一职业的教育程度和收入为基

础，将职业依照其平均教育程度和平均收入高低，分为十个等级。 

三、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分类 

197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对爱德华量表进行补充和修正，扩充为 12大类： 

四、邓肯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邓肯（1961）的社会经济地位量表： 

该量表的最低分值为 0分，最高为 96分。职业的高低指数主要是根据各职业的收入和教育程

度加权得出。即： 

Y1=a+b2Y2+b3Y3 

Y1指每一职业的职业声望，Y2为该职业的平均收入，Y3为该职业的平均教育程度。a为常数，

b2和 b3分别为收入和教育程度对声望的权数。邓肯依据 Y1. Y2. Y3的经验资料，所求得的 a、b2

和 b3分别为 6.0、0.59和 0.55，因此，整个方程式为： 

Y1=-6.0+0.59Y2+0.55Y3 

按照这一方程式，所有的职业都可以依据它们各自的收入和教育水平得一分数，这一分数可视

为对职业声望的估计，或者视为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分数。 

第二节 定量研究的发展 

一、特莱曼的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特莱曼（Treiman）使用了 16个国家（包括从最不发达到最发达的国家）的 31套数据，与甘

泽布姆和格拉夫一起提出了 ¡°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 International 

Socio-Economic Index of Occupational Status，简称 ISEI）。该体系将教育和收入的指标做了

国际标准化处理，从而解决了国别差异问题，将该类指标国际化。 

二、李强的研究 

采用国际标准化职业分类体系，将 2000年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职业分类转换为 ISEI值，得

出了丁字型社会结构的结论。 

三、对社会地位等级测量研究的质疑 

最近几十年以来，社会地位等级测量的研究受到极大的质疑而逐渐走向没落。格仑斯基认为，

社会地位等级测量所分类出来的地位高低不同的社会群体，“完全是过分热心的社会学家建构出来

的”，它们仅仅是社会学家基于某种兴趣而做出的统计上的分类，并无实际意义，因为这些研究者

完全不考虑阶级行动、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而这几个概念是进行阶级分类的理论家进行阶级划分

的基础。 

复习思考题 

1. 为什么说中国是“丁字型”社会结构，导致的原因是什么？ 

2. 简述社会地位等级测量的分类。 

第八章 社会分层后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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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究的主要问题 

一、概述 

社会分层后果分析主要是研究人们在社会分层系统中的位置是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机会、生活

方式、以及政治态度。目前大多数这类研究涉及的是阶级背景对个人层面的影响：如消费行为、生

活方式、宗教信仰、投票行为、生理和心理健康、越轨行为、生育率、死亡率、价值观和态度等等。 

二、主要关注的问题 

1. 生理和心理健康研究：社会经济差异（阶级差异）对生理和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 

2. 消费和生活方式研究：社会阶级对品味（taste）和高层文化的影响，以及这些品味在建构

和强化阶级界限方面的作用； 

3. 阶级意识研究：社会阶级是否具有一致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否能结构化阶级之间的冲突； 

4. 社会政治态度和行为研究：阶级与政治行为之间是否有关联，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是否已

逐步弱化并为“后物质主义价值”所取代。 

第二节 社会分层与社会生活 

一、不同观点 

1. 文化差异论（culture variation） 

2. 次文化论（subculture） 

二、社会分层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1. 上层阶级、中产阶级与下层阶级生活状态的异同。 

2. 蓝领阶级与白领阶级生活状态的异同。 

第三节 社会分层与消费方式 

一、布迪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 

二、社会分层与消费方式 

阶级不仅对个人的社会化过程有影响，而且也影响到个人的性情、品味和生活方式，这些性情

和品味还可以在代际间传递，从而导致了阶级地位的再生产。以阶级区分为基础的生活环境因素结

构化了个人的整个人生经历，人们所生活的客观环境与其内在的性情和品味是完全相对应的。 

第三节 社会分层与政治生活 

一、以阶级为基础的政党 

二、投票行为与阶级地位的偏差 

复习思考题 

1. 格仑斯基对社会分层的后果分析是如何归纳与总结的？ 

2. 为什么人们倾向于依其阶级和阶级利益投票，但阶级和投票行为却并非经常紧密地联系在

一起？ 

第九章 社会流动导论 

一、基本概念 

社会流动 (social mobility)：指个人或群体在不同社会位置之间的移动。 

根据代际关系，可分为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 

根据社会流动产生的原因，可分为结构性流动和非结构性流动 。 

根据流动的方向，可分为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 

按照流动的主体，社会流动还可分为个人流动、家庭流动、社会群体流动等。 

此外，在研究社会流动的模式与趋势时，人们通常运用绝对流动率与相对流动率这两个概念。 

二、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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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可分为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两个方面。 

1. 个人因素 

2. 社会因素 

三、社会流动的两种规则 

社会流动研究通常依据先赋性因素和获致性因素的作用强度，来判断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或公

平程度。如果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主要取决于先赋性因素，那么就意味这个社会是极不平等的，

社会结构极为封闭，而且阶级分化极为严重；反之，如果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主要取决于获致

性因素，那么就意味这个社会较为公平，社会结构较为开放，阶级分化现象较弱。 

相应地，社会流动的规则一般分为先赋性规则与获致性规则。 先赋性规则被视为传统社会的

主要社会流动规则，获致性规则被视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流动规则。 

四、社会流动理论的分析视角 

1. 微观论者（地位获得研究）：强调社会行动者个人特质的重要性，如性别、种族、家庭出身、

教育背景、个人能力等。 

2. 宏观论者：强调结构性因素对个人流动机会的影响，例如二元劳动力市场和所属组织的社

会地位的影响等。 

3. 中层理论（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人们经由各种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社会关系

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之间的联系，更是各种社会资源的载体。正是通过这些关系，许多难以触及到的

资源才变得可以利用。换言之，社会资源镶嵌于社会关系之中，人们只有通过对社会关系的动员，

才能攫取各种资源，籍以实现社会流动。 

复习思考题： 

1. 什么是代际流动？什么是代内流动？ 

2. 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有哪些？ 

3. 社会流动有哪两种规则？ 

第十章 地位获得研究 

第一节 布劳和邓肯的基本模型（Blau & Duncan） 

一、研究主旨 

地位获得研究的主旨，是探讨先赋性因素对个人地位获得的影响，主要分析家庭出身如何影响

地位获得，或间接通过教育影响地位获得。关注的主要问题是： 

1. 子代社会经济地位与父代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关系如何？ 

2. 上述关系如何受教育的中介变量所影响？ 

3. 教育变量对子代地位的净影响有多大？ 

二、布劳和邓肯的基本模型（Blau & Duncan） 

在探讨先赋性因素对个人成就的影响方面，布劳和邓肯的模型可称为基本模型。 

第二节 基本模型的衍生模型 

一、威斯康辛学派的研究（Sewell & Hauser 1975） 

二、哈佛大学的研究（Jencks et al. 1972） 

三、地位获得研究的经验发现 

四、对地位获得研究的批评 

复习思考题： 

1. 简述布劳和邓肯地位获得模型。 

2. 地位获得研究有哪些局限性？ 

第十一章 新结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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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强调结构性因素对个人地位获得的影响，主要探讨经济、产业部

门、公司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及其分割情况对个人职业和社会流动的影响。其理论来源很广泛，包

括社会分层研究、职业社会学、工业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制度经济学等。 

主要流派有：二元经济论，二元劳动力市场论，内部劳动力市场论等 

第一节 二元经济论 

一、 概述 

二元经济模型最早由刘易斯（Lewis 1954）提出，后经费景汉、拉尼斯和乔根森等人加以修正

和发展。 

二、刘易斯的主要观点 

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Dual Sector model） ，即

一方面存在传统的农业部门，另一方面存在现代的工业部门。 

三、核心经济与边缘经济 

学者们在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进行分析时，也观察到工业结构分割的情形。 

核心经济包括那些构成政治经济力量中枢的核心产业，以大的公司规模、资本密集、高利润、

高生产率、高垄断、和高工资福利为特征。边缘经济以小的公司规模、劳动力密集、低利润、低生

产率、市场高度竞争、和低工资福利为特征。 

第二节 二元劳动力市场论(Dual Labor Market) 

一、概述 

最早由派尔（Piore 1968）提出。他认为劳动力市场分为两个市场或部门：初级部门和次级部

门，且两个部门之间很少有流动性。 

1. 初级部门的工作：高工资，良好的工作环境，就业稳定性和工作安定性，工作规则公平、

有适当的程序，有较好的升迁、培训的机会，较低的离职率； 

2. 次级部门的工作：低工资，较差的工作环境，不稳定性，劳动强度大，几乎无升迁的机会。 

派尔进一步把初级市场分为高层和低层两种，高层主要包括专业人士和经理人员的工作，相对

于低层工作而言，这些工作有更高的收入和地位，更高的流动性（升迁）和自主性。 

二、主要观点： 

着眼点不应只注重个人特质本身，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所从事的工作的性质。人们难以由次级劳

动力市场进入初级劳动力市场，其主要原因不在于地位获得研究所强调的个人特质本身（如教育程

度、成就动机），而是在于结构上的限制和好工作的缺乏。 

第三节 内部劳动力市场论 

一. 概述  

最早由科尔（Kerr 1954）提出。认为在组织内部本身有一套复杂的规则决定职员的流动和升

迁。职员并不与组织外部的人们竞争，而是在组织内部互相竞争。组织形态越复杂的企业或部门，

越以内部劳动力市场为员工升迁的基础。 

二、主要观点 

派尔把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概念融合进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 

1. 初级劳动力市场本身有一连串的内部劳动力市场，即有一连串的工作阶梯，低一级的职位

是高一级职位的必经之路。循序而上，就成为一个升迁之路。 

2. 大多数次级劳动力市场没有内部劳动力市场，即工作本身常只有很短或者根本没有上升阶

梯，人们进入此类工作后就犹如进入死胡同，再无升迁之路。 

三、职业生涯研究 

Spilerman（ 1977）提出职业生涯的观点，试图将个人特质因素和结构因素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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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人的工作历史可用职业线和工作轨迹来表示。当个人在进入某一职业后，就逐渐根植于此

线上，循序而上。因此，应将着眼点放在工作序列（job sequences）的特性上。 

四．与地位获得研究的不同 

复习思考题： 

1. 简述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 

2. 简述经济因素对结构性流动的影响。 

第十二章 社会关系网络研究 

第一节 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与嵌入理论 

网络研究视角将微观的个人与宏观的社会结构接合起来，弥合了传统社会流动理论微观与宏观

分裂的状况。 

一、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strength of weak ties) 

二、嵌入理论(embeddedness) 

经济行为深深地嵌入于具体的、持续性的社会关系之中，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展和延伸常常会导

致经济行为的扩展和延伸。也就是说，经济行为实际上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随社会关系网络的

扩展而扩张。 

三、对格兰诺维特理论的检验  

1. 格里科对英国工人的社会网络研究 

2. 波特(Bott)、费舍尔和威尔曼对弱势群体和女性社会网络的研究 

3. 边燕杰和洪洵以及臧小伟对中国社会网络的研究 

4. 东亚社会网络的研究 

第二节 博特的结构洞理论 (structural holes) 

一、博特的结构洞理论示意图 

博特（Burt）从格氏的关系强弱视角转向行动者在网络中位置的研究。认为真正起作用的不是

关系的强弱度，而是关系所跨越的结构洞和一个人在网络中的位置。 

二、博特的理论视角 

从网络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 

第三节 林南的社会网络理论 

一、 林南的研究视角 

林南侧重于对社会网络的构成，亦即网络中行动者个体特征的研究。  

二、基本观点 

社会行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回报。 

提出四个理论假设和七个关系命题。 

三、林南社会资本理论图式及核心命题 

四、对林南理论的质疑 

复习思考题： 

1. 简述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 

2. 简述博特的结构洞理论。 

3. 林南社会关系理论的核心命题是什么？ 

第十三章 社会流动后果分析 

第一节 社会流动对个人社会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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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流动的“分离假设”（dissociative hypothesis） 

最早由索罗金提出。社会流动容易使流动者处于社会隔离或者边缘化的状态。流动者在脱离原

来生活群体的束缚而变得自由的同时，由于血缘、地缘关系短时间内很难建立，会感到生活孤立、

精神孤独。 

二、社会化假设（socialization hypothesis） 

这一学派（Wilensky; Vorwaller）也认识到社会流动对社会关系的分离后果，但认为：为了

摆脱这种孤立、孤独的状态，流动者会积极地参加各种团体活动，扩大自己的趣缘关系，因而会在

短时间内适应流动后的生活，并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关系。流动者有更多机会接触新阶层成员及其价

值观、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因而更容易被同化。他们的适应和同化过程因个人动机和取向不同而

有所差异。  

三、戈德索普的研究 

戈德索普对英国社会流动的研究发现，尽管社会流动会导致人际关系发生一些改变，但并不会

产生分离影响。无论对初级关系还是对次级关系而言，现代社会的社会流动倾向于扩展和丰富，而

不是破坏个体的社会交往。 

第二节 社会流动对生活方式和社会融合的影响 

社会流动会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融合带来困难，具体表现在流动者的行为规范、信仰、生活方

式和社会参与度通常介于他们原来的阶层和新阶层之间。主要观点： 

一、部分流动 

社会流动通常是部分流动。经济方面上升的个体可能在社会地位和权力地位方面并没有相应的

提升，因此，他们很难使自己适应这个新的“不协调”的环境。 

二、流动途径 

三、社会互动 

四、自身动机 

五、其他因素 

适应的过程并不完全由个人的主观愿望所决定。其他因素，如一个人的社会背景、教育、习惯

及经济资源都起到重要作用。此外，生活方式的成功改变并不能保证被新社会阶层所接受，这取决

于他人对待流动者的态度。有时即使流动者改变了生活方式，也仍然遭到新阶层成员的排斥。因此，

他们自己可能会形成独立的行为群体。  

第三节 社会流动对阶级形成的影响 

（以中产阶级为例）  

一、中产阶级的两种类型 

1. 工业化之前，中产阶级以自由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等老式中产阶级为主；  

2. 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转变（尤其是二战以后），以专业技术人员、经理阶层、

办公室工作人员等白领阶层为主的“新中产阶级”成为中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 

二、新中产阶级的兴起 

1. 英国 

2. 美国： 

三、新、老中产阶级的主要区别 

四、发达国家白领与蓝领的比例 

五、中国的“新中间阶层” 

复习思考题： 

1. 简述社会流动的分离假设。 

2. 戈德索普是怎样论述社会流动对社会关系的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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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简述霍柏对社会流动与社会适应问题的分析。 

4. 中产阶级有哪两种类型？ 

5. 试述中国新中间阶层的来源及构成特征。 

第十四章 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 

第一节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模式的变迁 

一、当代中国五次结构性的社会大流动  

二、中国社会流动模式的变迁 

1. 改革前，刚性的制度屏障与政策限制了人们的流动，人们只能通过一些特殊的流动机制实

现向上流动的梦想。这些机制包括：上学（教育）、参军、提干和政治运动或政治变迁。社会流动

率相对较低。 

2. 改革后，总的代际流动率和代内流动率明显上升，整个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开放。但随着经

济的发展，一系列社会结构趋于封闭的现象正在出现 

三、断裂社会的形成 

1. 两个结构性的转型 

2. 两极社会的形成 

3. 社会结构的断裂 

第二节 代际流动特征和趋势 

一、不同阶层的代际流动特征和趋势 

改革以来总的代际流动率明显提高，社会结构似乎更加开放。但分别观察各职业群体的代际继

承性，可发现某些社会封闭现象得到了发展。处于优势位置的社会阶层，改革后代际继承性明显增

强，较低等级职业群体成员的子女进入这些职业群体的门槛明显增高。 

二、代内流动特征和趋势 

代内流动数据所反映出的改革前后社会流动的差异，与代际流动分析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即：

改革以来人们的社会流动机会明显增多，新生阶层为人们开辟了新的上升社会流动渠道，但同时，

社会上层（优势社会阶层）与社会下层（弱势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障碍似乎有所强化，不同的社

会阶层显示出不同的流动路径和流动模式，从这一角度来看，社会阶层的边界正在明晰化。  

三、对中国当代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思考 

1. 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是更开放还是更封闭？ 

2. 中国社会分化的趋势 

1）在分化形态上，断裂化还是中产化？ 

2）在分化特性上，是结构化还是碎片化？ 

复习思考题： 

1. 简述当代中国的五次社会流动。 

2. 简述改革前后中国社会流动模式的变迁。 

 

社会工作概论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课程号：3230001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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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让学生掌握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理解社会问题分析模式和社会工

作的应对策略；2、掌握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和不同社工领域的具体工作方法，并且能够在实践中

根据案例的具体情势恰当运用；3、让学生掌握解决社会问题、保护弱势群体权益、增进社会福利、

促进社会正义的专业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社会工作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

为将来学习各种社会工作的专门方法以及进入社会工作各个分支领域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专业

知识和专业方法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 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 

参考学时：6个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会工作的定义 

一、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 

社会学关于社会问题的界定： 

基于一定的社会价值和标准对某种社会现象的判断（Fuller and Meyers, 1941），包括主观价

值标准和客观的现象。 

是对特定社会现象的标定（Beck,1961），只强调主观的标签，不强调客观现象 

是对某种社会现象的认定、扩散、社会关注和界定的建构过程（Kissus and Spector, 1978），

由主观现象转向真正的社会互动过程。 

所谓基本需要（basic needs)，不同于个人需求（demand)，基本需要是从社会成员资格条件

出发规定的，而个人需求则是从个体的欲望出发界定的（多亚尔和高夫的基本需要论的福利观） 

二、社会功能与社会主体、社会结构的关系 

社会工作则强调从社会问题当事人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其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而当中由存

在着对个人问题的两种归因，一个是内在心理归因，另一个是外在社会环境归因。这构成 19 世纪

晚期两大社会工作传统——科学慈善事业和社区睦邻运动。 

从 1940年代，社会工作开始强调两种视角的融合下——“人与环境”互动论。 

三、社会工作的定义 

IASSW and IFSW 2004年的定义： （正义和福利论） 

社会工作专业促进社会变革，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赋权和解放，以提高人类福祉。利用人类

行为与社会系统理论，社会工作在人类与其环境结合点上进行干预。尊重人权与社会公正是社会工

作的基本原则。 

2008年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的定义： （正义和福利论） 

社会工作专业以促进人与社区的福利为目的。在人与环境的建构、全球视角、对人类多样性的

尊敬以及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知识指导下，社会工作目标通过下述途径实现：对社会和经济正义的

追求、对限制人权的环境的预防、消灭贫困以及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 

第二节 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的关系 

一、社会福利的定义 

社会福利是人们通过各种手段满足需求以后的效用感。它对应主观幸福状态和客观的福利手

段。所以一般都会用收入和财富来表示福利多少，因为这些都是满足需求的手段。（边沁的功利主

义的福利观） 

社会福利是指为保证个体参与特定的社群生活所必需的基本需要，从而确保一个人的成员资格

以及社群走向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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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福利制度 

作为一种手段，是指通过各种方式，提供的满足社会目的的手段,其实就是社会福利制度 

福利的提供方式狭义的是指单向非报酬地提供，后来扩展为互惠性提供、市场交易。 

福利手段一般包括现金、代金券、物质、服务、机会和权利等。 

三、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的关系 

社会工作专业还是一个不完成的专业，需要处理直接服务和间接服务的关系。所谓直接服务就

是社会工作的传统工作，包括治疗、辅导、教育、倡导、信息收集和转介等；所谓间接服务就是社

会福利，包括计划、政策分析、项目开发、行政和项目评估等。 

第三节 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过程 

一、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简史 

起源于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慈善救助和睦邻运动。 

基于科学慈善事业的传统，社会工作发展出了临床社会工作实践，或者是狭义的专业个案社会

工作。主要就是运用心理学和微观社会学的理论，对个人及其生活环境进行的诊断（评判）、治疗

（干预），促进人与环境的协调和功能良好。到 60年代基本上形成了多元流派和折中主义的临床实

物（Turner，1996） 

睦邻运动的传统到 60年代发展成为系统的多元社区工作流派，而且从中派生出了小组工作。 

社区工作流派主要是分为地区发展模式、社会计划模式和社会行动模式（Rothman，1968）。 

上述个案工作（临床社会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在后来的整合或通用社会工作模式中，

被打破其专业界限，挑选其中的行动策略，统一为直接干预策略，以相对于间接干预策略。 

所谓的间接干预策略，是指通过对案主的环境进行干预而形成间接作用的手段和措施，比如调

整组织、政策倡导、改变程序、发挥影响力等 

二、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简史 

20世纪 20年代在一些教会大学开始有社会服务专业，包括燕京大学、上海沪江大学、南京金

陵女子大学、长沙湘雅医学院等。 

20世纪 30、40年代主要以民间社会救助和慈善服务为主，同时一些社会工作大师卷入了激进

的社会运动，比如雷洁琼先生。 

新中国建立后，取消民间慈善和福利，实行国家单位制福利体系，主要靠城乡单位来进行社会

保障和生活服务； 

同时民政部门提供剩余性福利救助以及特殊优待抚恤，来弥补单位制的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恢复社会工作教育，并逐步开放民间公益慈善

事业； 

进入 21 世纪，南方沿海地区开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实现民间社会工作服务和政府资助的合

作关系。 

同时，各种自发的民间社会行动已经开始出现，公民社会初见端倪。 

三、专业化的标准和动力 

专业社会工作：是指根据一套普适价值体系和相对科学的理论体系，积累发展出一系列经过验

证的有效的工作方法和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福利的职业体系。 

专业标准: 有专业伦理体系;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有自己的专业文化;有自己的专业组织和权威;

有社会的认可; 

四、专业化和去专业化的动力 

人们不再把专业当成是和社会的一项功能交换：专业提供能力和诚实换取社会的信任、获得相

对自由免于一般监视和干预、获得保护避免无品质的竞争、以及获得相当程度的收入和社会地位。 

人们越来越不相信专业真正能够发挥高品质的服务功能，而是宁可把专业当作一种意识形态，

来支配凡人的思想，赢取公众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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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社会工作的学科基础和职业能力 

一、社会工作的学科基础 

社会学：不管是微观社会学、还是宏观社会学，都为探索人类互动及其产生的社会组织和结构，

提供了深刻的学理分析。然而，社会学没有发展出一套社会干预的手段。社会工作则吸纳这些社会

学理论，作为分析个人与环境互动的依据，评估个人的社会功能状态，分析干预的焦点和策略 

心理学：作为探索个人认知、情感、行为模式、人格结构的学科，心理学提供了洞察主体行为

的深刻工具，同时也发展出了它们自身的各种心理治疗流派。这些都对社会工作产生过强大的影响。

然而当今社会工作已经清楚地划清了和心理治疗的界限，社会工作利用心理学知识和部分治疗手

段，作为探索个人社会功能、干预人际互动关系、增强个人动力和能力的手段，而不再做深入的心

理治疗。如果发现有严重心理问题，一般是转介给心理治疗师进行治疗。 

伦理学：伦理学，尤其是公正理论、福利理论等，对社会的组成方式、人际关系准侧、社会发

展目标都提出正当理由。社会工作是一门价值负载的道德实践者，一定会要对相关价值伦理问题有

深刻的体察和践行。 

政治学：有关社会权力和利益分配、调动的学科，它关于国家体制和政治制度的研究，为社会

工作提供了制度背景，尤其是福利国家形成后，这成了社会工作主要工作领域和工作对象。当然，

有关权力运行的微观基础研究，政治学也提供社会工作的微观权力动员和分配的政治实践视角。 

二、社会工作的职业能力 

学习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制

度和传统发展转变； 

掌握通用社会工作的实务模式，并能把个案、小组、社区、行政、政策等工作方法整合到一起，

服务于案主问题的解决； 

学习社会政策和相关的法律规定，并且掌握政策策划、分析、执行、评估的方法和能力，从宏

观上促进社会问题解决； 

通过课堂学习和实践过程，体会和反省社会工作的价值伦理，做一个强有力的道德实践者； 

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践过程，敏感不同信仰、民族、种族、性别、年龄、身体状况等人群的文化

差异，并融会在自己的服务过程，尊重差异，对案主增权； 

提供不同社会工作实务选择方向，加深特殊问题、特殊领域的理解、分析和干预能力； 

通过社会工作实践，在服务案主的同时，进行社会倡导和行动，促进社会公正和人权落实； 

本章教学环节主要包括：课下阅读、课堂讨论和讲授 

教学目的 

1. 让学生掌握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尤其是它的社会功能、它的制度背景、它的专业能力和

专业化过程等。 

2. 掌握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的关系、社会工作应对社会问题的策略、社会工作的专业能力等 

作业： 

1．社会问题的认定过程 

2．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体及社会结构的关系 

3．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的关系 

4．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条件 

5．社会工作的专业能力 

本章拓展阅读书目。 

1．第一章：社会工作概述，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2．第一章：什么是社会工作，[美]法利，斯密斯，博伊尔等《社会工作概论》，隋玉杰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3. 第六章：专业主义与专业训练，[英]丽娜.多米内利，《社会工作社会学》刘梦等译，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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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hapter 3: social work as a creative blending of knowledge, values and skills. Louise 

G. Johnson, 1998. Social Work Practice: A Generalist Approach. Allyn and Bacon. 

5．education policy and accreditation standart of conci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2008 

6．“Global standards for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socal work profession”，

IASSW and IFSW,2004 

7．（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知识单元 2： 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和伦理守则 

参考学时：6个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 

一、 西方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是指相信人是自己的主人、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承认的需求、维护人权、鼓励自我

实现等。乌托邦是基于各种理想而产生对人际关系和社会状态的想象和实验，推动社会改革。 

二、 科学理性主义 

实证主义是科学主义精神，主张通过经验研究来验证逻辑推论，获得真理知识。 

三、 基督教伦理 

主要是马克斯.韦伯分析提供一种西方资本主义世俗伦理，他认为资本主义发生的文化基础是

新教伦理。他详细研究了各个新教学派的伦理主张，以及对比资本家的一些行为规范，发现他们之

间有高度的一致性。主要包括上帝选民、天职观念、自我克制、节俭、勤奋、成就、荣耀上帝、自

我救赎等。 

四、 公正与社会乌托邦理想 

乌托邦是基于各种理想而产生对人际关系和社会状态的想象和实验，推动社会改革。 

五、 马克思主义及批判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和阶级关系，主张通过无产

阶级觉悟，通过集体革命来实现社会的进步，进入一个平等和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 

批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问题根源在于过度相信工具理性，进而异化了生产关系，所以要通过

批判反思来醒觉人的异化，恢复一种本真的人性和人际关系。 

第二节 社会工作的伦理守则 

一、 对案主的伦理责任 

尽责、保密、单向受益、禁止性接触、能力范围、 

二、 对同事的伦理责任 

相互合作、提供转介和接受转介、信息传递 

三、 对服务机构的伦理责任 

维护机构利益、保护机构秘密、促进机构发展 

四、 对自己专业能力的伦理责任 

尽自己所能、不做超出自己专业能力的事情 

五、 对社会工作专业的伦理责任 

推动专业发展、维护专业共同体 

六、 对社会公正的伦理责任 

促进社会公正、倡导社会进步 

第三节 社会工作的伦理守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一、 中国文化中的“羞耻”与“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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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基于伦理关系的人际原则作为个人的心理体验核心，而且这个伦理关系的心理体验取决于公

众场合或想象性的公众监督。 

二、 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 

以己为中心，根据亲属远近和熟悉程度，有弹性地划分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根据密切程度来

处理社会事务。 

三、 中国社会“情”、“义”、“理”之间的关系 

人情是人际关系的核心，义是人际关系的最高原则，法是人际关系的底线。 

四、 中国传统政治的“王道”精神 

国家的道统是阳儒阴法：表面上依靠各类士绅推行儒家的长幼尊卑秩序，把仁慈与孝亲作为其

道德核心；里子中则奉行法家的权威秩序，靠严刑峻法来维护秩序； 

教学目的： 

1. 让学生掌握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和伦理守则， 

2. 以及体会社会工作专业价值伦理的两难困境。 

作业：复习思考题： 

1．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是什么？ 

2．西方社会工作的伦理守则包括那些部分？ 

3．西方社会工作价值伦理和中国传统问题如何相互调适？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1．Code of ethic of NASW，1996年制订，2008年修订 

2．[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苏国勋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 

3．[法]让-保罗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 译，世纪出版集团、上

海译文出版社，2008。 

4．[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5．[德]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8。 

6．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7．费孝通，《乡土中国与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知识单元 3： 专业自我和建立专业关系 

参考学时：6个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专业自我 

一、建立个人反思的框架要素 

1．个人的成长经历 

2．个人的社会抱负 

3．个人对人际关系的敏感度 

4．个人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度 

二、个人成长经历的研讨 

三、专业自我的品质特征 

1）成熟(maturing)：是指社工自己也要成长、敢于接受挑战，体验新事物，享受生活的奋斗

过程。 

2）创造性(creativity)：是指保持智识上的开放和接纳态度，不固守成规，愿意把自己的知

识当做一种暂时的方案，不担心复杂性和矛盾性，也能容忍冲突。 

3）观察自己的能力(capacity to observe self)：是指自我觉醒、自我爱恋、自我尊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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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任、自我接纳，同时也能认识别人、爱别人、尊重别人、接纳别人等能力，这种能力要求你灵

活、幽默、准备学习、接受自己的局限和开放性。 

4）帮助别人的欲望(desire to help)：助人的欲望来自于能够对自己的生活进行选择和控制，

从而做出承担。他不是被迫的，而是发自自己内心的一种欲望。 

5）勇气(courage)：社工必须愿意承担如下职业风险：失败、卷入麻烦、不知所措的情景、打

破舒适、被谴责和滥用、不断地卷入未知领域甚至遭受威胁。 

6）敏感性(sensitivity)：因为案主通常是遭受困境，所以他们都自然地保护他们，这要求社

工要有能力观察到细微的变化，做出推测，进行同理，避免刻板印象等。 

第二节 专业关系 

专业关系的品质要素 

同理（empathy）、 

无条件积极尊重（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 

真诚（congruence）三项（Rogers, 1957） 

建立专业关系的技巧 

个别化原则(individualize)； 

接纳原则(accept)； 

承认原则(acknowledge)； 

理解关怀原则(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 

非批判原则(non-judgment)； 

案主参与自我决定原则(self-determine)； 

保密原则（confident)。 

学习目的： 

1． 让学生反思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现时的价值观及人生观，从而觉悟和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的关

系， 

2． 让学生理解专业关系的品质和掌握建立专业关系的技巧。 

3． 要求学生能够完成课下个人成长报告，参与课题讨论，积极反思专业自我，练习专业关系

的建立技巧。本章教学环节：课堂研讨 2个学时、课堂练习 2个小时、课堂讲授 2个小时 

本章作业： 

1．撰写个人成长经历，并做课堂报告 

2．什么是专业自我的品质特征 

3．什么是专业关系的特征 

4．建立专业关系的技巧有哪些 

本章扩展阅读： 

1．Chater 6: the worker. Louise G. Johnson. Social work Practice: a generalist approach.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8. 

2. Chapter 5: relationship-building skills: communicating with empathy and 

authenticity. Hepworth, Dean H. Rooney, Ronald, H. Larsen, Jo Ann. Direct Social Work 

Practice: theory and Skills fifth edition.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知识单元 4：社会工作的通用过程模式 

参考课时：3个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会工作的通用实务框架 

一、人在环境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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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人在环境”（person-in-environment）中这个基本观念。也就是说，它不是独立看待

个人、或者社会，而是认为个人嵌入在社会环境中的，在社会互动中发挥功能，促进个人和社会的

和谐发展。 

二、生态系统框架 

一般系统理论主要由 Von Bertalanffy1971年做出了全面阐述，包括这些概念：结构、边界、

功能、均衡、能量交互、熵和负熵、分化等 

生态理论的基本概念如下： 

生态平衡：强调物种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生物链条，以及各个物种之间结成的生物群落的整体平

衡。 

环境适应性：是指每个物种对生物群落，以及生物群落对外界环境适应和自然演变。把物竞天

择、适者生存当作基本生物界规律。 

个体生态位置（niche）：每个生物体经过一定的环境适应，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态位置，这

个位置提供了个体生存的资源依附和限制压力。 

演进的信念：相信整个自然界的物种存在一种自然的演进过程，演进过程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

的过程，但是反对人为的干预和改变自然演进过程。 

三、问题解决模式 

最早社会工作届提出解决问题模式的芝加哥大学的是 Helen H. Perlman（1957）,她针对当时

诊断学派和功能学派的争论，提出了一种折中但比较实用的社会工作干预模式——解决问题模式。 

五、 优势视角和增权策略 

优势视角他们不去通过对问题进行诊断和治疗，而是注意挖掘当事人自己的优势和解决方案，

并给予支持和鼓励，不断放大和增强行动效果。（Saleebey，2002） 

另外，社会工作特别重视增权（empower），也就是消除案主的无力感和无助感，通过人际关系

改善、社会资源公正分配，来增强案主的力量和能力（Lee，2001） 

第二节 社会工作的通用过程划分 

一、建立关系 

建立关系（engagement)是指通过适当的沟通技巧，迅速建立温暖、放松的互动关系，从而增

强案主的动机，主动地合作、参与到问题的探索和解决过程。 

二、预估和计划 

评估(assessment)是指从问题的属性、持久性、严重性、可改变性等方面来评估案主的问题，

同时评估案主个人的欲望、需求、应对能力、力量和局限以及动机。然后再评估影响案主问题的生

态环境中各项因素的充分性、优势和弱点、成功和失败等。 

计划(planning)是指经过评估之后，和案主一起协商出行动目标，然后在此基础上，确定行动

的策略和步骤，以及双方的角色和责任等 

三、干预和执行 

干预策略(intervention)是指工作者要选择经过研究有效的、可行又针对案主具体情境的手段

来协助案主解决问题。所谓的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evidence-based practice）或者研究引导的

实践（research-informed practice)（CSWE，2008 

在执行计划阶段，重要的是增强案主的自我效能感、自我觉醒和处理不当关系性反应，以及监

控进程。 

四、结案与评估 

这个阶段的任务主要是评估工作过程和效果，稳定和学习移植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步地解开合

作关系等。 

学习目的： 

1. 让学生掌握社会工作通用的实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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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各个阶段的基本任务和方法。 

作业： 

1．社会工作如何看待人在环境下这一概念？ 

2．如何理解生态系统框架？ 

3．问题解决过程的基本要素是什么？ 

4．如何理解优势视角和问题解决的关系？ 

5．社会工作实务过程四个阶段的任务是什么？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1．Chapter 4: social work as problem-solving process; chapter 5: social work as 

intervention into human transaction. Louise G. Johnson. Social work Practice: a generalist 

approach.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8. 

2. Chapter 3: overview of the helping process. Hepworth, Dean H. Rooney, Ronald, H. 

Larsen, Jo Ann. Direct Social Work Practice: theory and Skills fifth edition.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3．第一章：人的力量。[美]Saleebey, Dennis 编著 《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

李亚文、杜立杰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知识单元 5： 社会问题的预估和需求分析 

参考学时：6个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会问题的预估 

一、个人麻烦与社会议题（案例分析） 

富士康员工“连环跳”事件分析 

建筑工地的工伤事故分析 

二、社会问题的定义和原因分析（案例分析） 

同上 

三、解决社会问题的三种思路：功能改善、主体能动性和结构转型 

社会功能是指当个体能够从社会环境中获得资源，满足其需求，完成其成长和社会角色任务的

一种状态。 

所以功能可以分解为个体需求和社会条件两个方面，如果双方可以配合，互相满足，那么就是

功能良好；反之，则是功能失调。 

主体能动性是提升社会功能的微观基础 

社会结构是提升社会功能的宏观因素 

第二节 需求分析 

一、由社会问题转化为社会需要 

把社会问题转化为社会需要是社会工作的微观服务的一个方向，从而转化成社会福利和社会辅

导的起点。 

二、价值目的引导下的目标分解 

目标分解的标准： 

具体化 

可实现 

时间限制 

结果导向 

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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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出优先顺序 

学习目的： 

1. 让学生掌握社会工作临床实务中对社会问题的评估框架和方法， 

2. 并学会把社会问题的分析转化为需求评估和干预计划。 

作业： 

1．分别给三个个案，把学生分成三个小组，分别就一个个案联系问题分析技巧 

2．让三组学生就各自的个案练习需要评估和目标分解。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1．[美]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陈永强 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2．Chapter 11 Assessment. Louise G. Johnson. Social work Practice: a generalist 

approach.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8. 

3. chapter 8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Hepworth, Dean H. Rooney, Ronald, H. Larsen, 

Jo Ann. Direct Social Work Practice: theory and Skills fifth edition.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知识单元 6： 通用社会工作的干预策略和干预计划 

参考学时：6个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直接干预策略 

一、引入资源策略 

根据案主的需要引入相关资源，包括资金、实物、临时庇护等。 

二、处理危机策略 

认知——情绪——行为——关系四位一体的自我构成； 

肯定——社交技巧——压力管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建设 

反思——批判——觉醒——增权的渐进过程； 

解构——符号建构——论述——权力技术的后现代转向 

三、支持性策略 

包括鼓励、协助、能力建设、角色扮演、压力疏解等 

四、调解策略 

包括调解亲密关系和家庭关系、调解朋辈关系、调解职业关系、调解法律纠纷等 

五、小组活动策略 

包括互助小组、成长小组、社会目标小组等 

第二节 间接干预策略 

一、卷入有影响的他人 

二、服务协调 

三、发展新项目和挖掘新资源 

四、环境改变策略 

五、改变组织结构和程序 

六、社会倡导 

第三节 制定和执行干预计划 

一、制定干预计划 

干预计划包括问题的陈述和判断，社会需要评估，干预目标，行动策略，方案的组织，等 

二、执行干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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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干预计划包括如何分解工作员和案主的职责，建立工作协议，通过定期的见面来评估计划

的执行，建立肯定和鼓励机制，评估成效和应用成效。 

教学目的： 

1. 让学生掌握社会工作的两大类干预策略， 

2. 以及据此掌握编制专业干预计划的能力。 

作业 

1．根据所学目标分解和干预策略，结合自己的案例制定一个干预计划 

本章扩展阅读:  

1. chapter 13 direct practice actions; chapter 14 indirect practice actions. Louise 

G. Johnson. Social work Practice: a generalist approach.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8. 

2. chapter 14 enhancing client’s problem solving, social skills, assertiveness and 

stress management. Chapter 15: modifying environment, developing resources and planning. 

Hepworth, Dean H. Rooney, Ronald, H. Larsen, Jo Ann. Direct Social Work Practice: theory 

and Skills fifth edition.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知识单元 7：社会工作干预策略和计划上：社会功能性问题与功能改良学派 

参考学时：6个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问题解决模式 

一、问题解决模式的哲学基础 

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论述，解决问题是日常生活的一种状态，它具有循环性和不可逆性

的特征，具体过程包括感觉、反思和行动三个阶段。所以，每个人都会面临问题，只是一般情况下，

他自己已经根据常规方法解决了问题，使生活可以继续延续。当我们说一个人适应良好，不是说没

有问题，而是问题在可管理范围或者说容易管理。所有这些说明他的自我功能良好。 

二、个人问题的因素分析 

1）实质性手段和资源缺乏导致的问题纠结； 

2）因为无知和误解导致的问题纠结； 

3）因为情绪和物理能量的枯竭导致问题的纠结； 

4）有些纠结问题是因为个人过高的情绪，以至于压倒了他的理性或打败了他的意识控制； 

5）也可能他已经从属于长期的情绪，乃至成为情绪的牺牲品，以至于不能思想和行动； 

6）有些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发展出系统性的行为习惯或者有序的思考和计划方式。 

三、解决问题的基本模式 

1）提供治疗性关系，从而支持案主，以及影响他的和问题有关的情绪； 

2）提供系统但是灵活方法，从而让案主可以讨论和处理他的问题； 

3）提供适当的机会和帮助，从而让案主可以执行和完成他的行动计划。 

第二节 任务中心和危机干预模式 

一、任务中心模式基本原则 

任务中心模式把问题划分为目标问题和问题背景，进而紧紧围绕目标问题，协商出一个个案计

划，包括对问题排序、设定行动目标、分解任务和行动步骤、评估成效、结束任务等。（Epstein, 1988） 

任务中心模式下，并不强调对强调案主的精神分析以及生活历史分析，而是比较强调解决问题

的资源和技巧。社会工作者主要任务是帮助案主提供解决目标问题的资源和训练相应的行动技巧。 

二、任务中心模式的基本过程 

对社会问题进行更加细致的分解和排序 

确定可操作的任务目标 



9460 

制定行动措施，实现既定目标 

评估行动成效，巩固行动成效。 

三、危机的类型和危机周期 

危机的类型包括： 

按照表现指标分为认知偏执、情感压力、行为偏差。 

按照来源分为：个人人格类型，以及社会压力来源。 

危机周期一般分为：威胁事件增大—个人应对常模失灵—危机激发状态—提供密集辅导，隔离

压力源—降低危险性—反思成长—提升应对能力。 

四、危机干预的策略和方法 

危机干预策略包括：危险程度评估，迅速建立关系，辨识问题紧迫性，处理感觉和情绪，寻找

替代方案 

危机干预模式主要包括平衡模式，认知模式和心理转折模式等。 

第三节 生命模式 

一、生命模式的基本框架 

根据人生发展历程，在不同阶段面临的环境压力和以及转折期的问题，基于自我心理学的应对

策略概念，以及增权、反压迫等理念，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整合社会工作模式。 

把人们对环境的相互适应分解为个人的应对资源和环境中的影响因素两个部分，分别阐述双方

的互相调试，最终达至相互适合的满意度 

二、生命周期的时间模式 

生命历程是指个体的人生出生、成长、就业、成家等生命历程，及其独特特征； 

历史时间是指个体生命所处时代特征； 

个人时间是指个体自身感受的生命历时意义； 

社会时间是指时代发生的影响个体生活的重大事件。 

三、个人生命的压力源 

强制力是指支配性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强制力； 

剥削力是指支配性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剥削能力； 

居住环境是指个体的生存环境； 

具体空间（niche）就是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的具体位置； 

生命历程遭遇的正常转折压力。 

四、应对生命压力的策略 

关联性是指个人的社会纽带，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社会关系网； 

效能是指个体的社会作用力的实际检验和主观态度； 

能力是指个体实际拥有的社会互动认知、判断和技巧等综合能力； 

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对自己的全面评估； 

自尊是指个体对自己的价值承认和欣赏； 

自我引导是指个体对涉及自己及他人权利的行为，有自我负责、调解和控制能力 

学习目的： 

1. 让学生进一步掌握功能视角下的问题分析模式 

2. 以及相应的解决问题策略。 

作业： 

1．结合问题解决模式，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解决模式 

2．任务中心模式下的解决问题策略是什么？ 

3．结合危机干预模式，反思一下自己如何看待危机，如何摆脱危机？ 

4．谈谈你个人生命中经历了那些压力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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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谈谈你应对生命压力和危机的策略和资源。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1．第五章：危机干预和任务中心模式。[英]马尔科姆.派恩，《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冯亚丽，

叶鹏飞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第七章，系统和生态视角。[英]马尔科姆.派恩，《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冯亚丽，叶鹏飞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知识单元 8 ：社会工作干预策略和计划中：个人主体性问题与反省治疗学派 

参考学时：6个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心理分析模式 

一、精神分析基本原理 

把人的精神状态分为意识、半意识和潜意识。而且重点放在潜意识，认为潜意识决定一个人的

行为功能。 

在人格的发展过程中，根据自我的本能的满足途径，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所谓的口腔

期，这是婴儿在 1岁以内的性本能的满足期；其次是肛门期，这是 1到 3岁时期；再次是性器官期，

这是 3到 6岁；然后是潜伏期，6到 12岁；再者是性成熟期，13岁以后。 

二、客体关系理论和自体客体理论 

所谓客体关系是指婴儿自我形成过程中（三岁前）需要努力处理的自我和他者的分别。这种关

系主要是通过和母亲的交往，得以体验形成的。个体自我逐渐由自我中心（出生到 1 个月）、共生

（依附）关系（1到 4个月）、分离-个别化（4到 36个月），最后形成独立的身份。这时，自我认

识到他和外部世界是分离的，而外部客体是永恒的，这样，自我就是一种健康、稳定、安全、自主

状态。 

科胡特认为，个体人格的形成在于生命早期中获得一种整合的客观自我。而这个客我是通过一

种同理性的环境养成的。 

三、精神分析的基本技巧 

建立同理性关系 

探索—描述—宣泄 

建立角色示范 

建立反思性情景 

直接影响 

改变人际关系环境 

第二节 人本主义模式 

一、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基于人本主义，对个人的需求做出了层次划分，从而鼓励人们由低

级层次，逐步地迈向高级层次，去鼓励人们实现自我价值和个人潜能，最终形成完善的人格。 

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模式 

罗杰斯（C. Rogers）是人本主义心理辅导的大师，其继承者特拉科斯、卡克霍夫（Truax & 

Carkhuff）等人发扬光大了其思想。人本主义辅导理论强调心理辅导中的辅导关系，认为应该以案

主为中心，不加任何引导地跟随案主，并给予反馈和澄清，从而由案主自己不断地探索和形成自己

的自我身份。 

三、存在主义辅导模式 

存在主义对心理学和社会工作临床实践最具影响的是法国卡缪和萨特的思想。他们有关荒谬的

体验以及从这种真实体验中发展和搜寻意义的方法，都对社会工作临床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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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Thompson( 1992)的存在主义社会工作以及 U. Glassman and L. Kates(1990)的人文主义的小

组工作等。 

第三节 认知行为模式 

一、行为主义理论 

所谓古典行为主义又叫反应性条件反射（respondent conditioning)。是指一个刺激产生一个

反应这样的机械性神经关系。要想产生一个期望的行为模式，就不断地施加规则的刺激，从而产生

某类稳定的行为模式，直到拿掉刺激以后，理想行为模式仍然能够继续发挥作用。 

操作性条件反射（operant conditioning)是指通过对某个行为的后果进行强化，来获得一种

理想的行为模式。 

二、社会学习理论 

在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看来，行为主义过于机械化，忽视了人们对社会行为的主

观感知和积极认同。而班杜拉又没有陷入过分注重主观意识，而是选择经验阶段，来研究人们的行

为学习模式 

三、认知行为主义 

认知行为疗法试图整合主观认知和客观行为之间的联系，提出一种更加结构化和程序化的综合

干预方案，来对某种行为进行治疗。根据其侧重点不同，又分为偏重行为的治疗方案和偏重认知的

治疗方案。 

四、理情行为主义 

艾利斯的理性主义行为理论主要观点是我们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主要是由非理性、不现实的思想

观念引起的，而这些非理性的思想观念主要是来自于社会生活中的极端宗教信条或不当的家庭教育

等，表现为当事人心目中的各种自我言说，或者是各种绝对的生活信条，或者是各种精神想象或图

画。正是这些内在精神现象影响了我们的行为和情绪。而这些精神现象既不是潜意识的，也不是简

单的机械性行为反应。 

学习目的： 

1. 让学生掌握心理学的三大理论传统 

2. 及其对个体人格和行为的治疗和矫正原理。 

作业： 

1．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三大心理学流派对待人格理论有什么分别？ 

2．这三大心理学流派的治疗技术有什么分别？ 

本章扩展阅读： 

1．第二章：精神分析。[美]理查德.S.沙夫，《心理治疗与咨询理论：观念与案例》，董建中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第五章：存在主义治疗。[美]理查德.S.沙夫，《心理治疗与咨询理论：观念与案例》，董建

中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第六章：个人中心治疗。[美]理查德.S.沙夫，《心理治疗与咨询理论：观念与案例》，董建

中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第八章：行为治疗。[美]理查德.S.沙夫，《心理治疗与咨询理论：观念与案例》，董建中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第九章：理性情绪治疗。[美]理查德.S.沙夫，《心理治疗与咨询理论：观念与案例》，董建

中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第十章：认知治疗。[美]理查德.S.沙夫，《心理治疗与咨询理论：观念与案例》，董建中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知识单元 9：社会工作干预策略下： 制度结构性问题与激进转型学派 

参考学时：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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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第一节 激进社会工作 

一、马克思主义 

一般认为马克思者的思想分为青年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关注的劳动异化问题；而

晚期马克思关注的阶级结构问题。 

所谓劳动异化或疏离，是指因为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一种金钱至上的交易关系，而不是一

种真正的人道的社会关系。这样劳动过程不是掌握在劳动者手里，而是被雇佣来纳入资本生产过程。

这样劳动者就失去了对劳动过程和及其劳动产品的掌握，进而也就失去了人性的本来面貌。 

晚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要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阐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

筑之间的关系，批判德国思想中黑格尔的主观唯心主义 

二、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韦伯的理性分析之间对话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

思想。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坚力量包括乔吉.卢卡奇（György Lukáci）、马克思.霍克海默（Marx 

Horkheimer）、西奥多.阿道诺（Theodor Adorno）、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三、激进社会工作策略 

保罗.弗雷勒影响了许多进步社会工作，包括加拿大的 Peter Leonard(1975；1997), Robert Bob 

Mullaly(1993，1997,2003)，等人。他们都把马克思主义和葛兰西、批判理论进行了对接，来推进

当代激进和批判社会工作实践。 

第二节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 

一、女性主义理论 

法国哲学家、作家西蒙.D.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1949）才是历史上第

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女性次属地位的社会建构过程。 

沿着波伏娃说的女性气质的社会处境建构，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者南希.乔德罗（Nancy J. 

Chodorow）在 1979年出版了著名的《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一书。 

受西蒙.波伏娃和雅奎斯.拉康（Jacques Lacan）的影响，在 20世纪 70年代出现了一批激进

的女性主义者，包括法国的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茱莉亚.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

海伦.西克如斯（Hélène Cixous)，美国的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等人。 

到 20是世纪 80、90年代才开始出现了一批针对激进女性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的解构性阅读。这

里代表作包括 1987年英国 Chis Weedon的《女性主义实践与后结构主义理论》，以及 1990年美国

Judith Butler的《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等作品。 

二、女性主义社会工作 

Dominelli（2000）的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具体实务原则如下： 

认识女性的多样性； 

尊崇女性的优势； 

取消女性群体的特权，真正的尊重男女平等； 

视女性为积极的行动者，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 

识别社会背景和女性个体的联系性； 

为女性提供表达自身需求和解决方案的空间； 

承认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将女性个人的问题重新定义为公共议题； 

确保满足女性需要的方式的整体性，即将她们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 

认清人类关系的相互依赖性； 

解决个人问题是，要寻找其集体性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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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反歧视社会工作 

一、文化多元主义 

文化模式及其关系关系问题，在美国的发展历史上，形成的如下发展线索，如果提炼出其核心

叙事模式，是可以运用到其他族群关系上去的：同化理论（assimilation)、文化融合理论

（acculturation)、文化冲突理论（cultural conflict theory）（Robbins, Chatterjee and 

Canda,1998:119-141）。 

二、多元文化下的族群关系 

文化多元主义下的文化融合问题成为一种美国社会文化变迁的主流叙事，也成为美国文化模式

的样板，在全世界来宣扬和推广。当然，从 19 世纪以来，就不断有人从权力—冲突关系来描述和

分析美国的族群关系。这派理论集中在权力不平等性、经济分成和压迫问题。他们关注的是强制、

隔离、殖民化、制度性歧视，突出了文化和经济适应过程的强制性质（Feagin & Feagin, 1993: 45) 

三、多元文化下的身份认同和抗战政治 

对于社会工作来言，关心的是在多元文化下个人的社会化过程和身份认同的形成问题。有关这

个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维二元文化适应模式，到二维二元文化适应模式。 

对于 N.Thompson（2003）来言，他关注的是如何在一个多元文化背景下，防止文化歧视问题。

所以他强调的社会工作实务原则是如何增加文化敏感性，提供机会和资源给少数民族群体，让他们

能够建构出一种积极的民族身份认同，以积极的身份和主流文化互动，并参与到社会结构的流动过

程，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流动。 

对于 Dalrymple & Burke(1995）来言，他们关注的是反压迫问题。所以他们相比较来言就更

加激进。他们提出的实践原则如下：采取增权的工作取向，和工作对象建立伙伴关系一起工作，尽

量减少对他们文化的影响，而是协助他们一起来解决问题。 

学习目的： 

1. 让学生加深理解结构主义和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2. 并能够批判性反思社会压迫、歧视和排斥问题。 

作业： 

1．请结合富士康跳楼事件，反思中国打工阶级的阶级地位和问题 

2．请结合《大工地》一书，反思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劳动条件和应对策略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1．第十一章：从激进视角到批评视角。[英]马尔科姆.派恩，《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冯亚丽，

叶鹏飞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第十二章：女性主义视角。[英]马尔科姆.派恩，《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冯亚丽，叶鹏飞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第十三章：反歧视、文化和民族敏感。[英]马尔科姆.派恩，《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冯亚丽，

叶鹏飞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主体的形成》，任焰翻译，九州出版社，2011。 

5．第五章：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化：转型社会学的重要

议题》，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潘毅、卢晖临、张慧鹏，《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7．应星，《气与抗争性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8．(巴西)保罗.弗莱雷，《受压迫者的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知识单元 10： 社会工作的后现代转向 

参考学时：3个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后现代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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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征危机和语言学转向 

罗蒂认为，哲学能否真正担当这个最后裁判所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奠定在一种通过语言来反

映世界的认识论基础上。而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转向语言学转向。而语言学发展

的一个重要突破是语言的意义不再是透明的确定的意义，而是取决于语言使用的情景和互动过程。

这样人们用于表征这个世界的象征符号体系出现了危机，那么人认识世界的结果就失去了工具性保

证。 

二、建构主义 

结构主义符号学认为，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都是由符号结构决定的。符号结构才是一切意义

体系的根源，要研究社会和精神问题，就要从符号结构意义出发。在社会学中的集中代表人物是布

迪厄的思想，他被认为是建构结构主义者，就是说客观社会结构和主观心理结构都是被符号体系建

构形成的 

三、后结构主义 

福柯认为，20世纪 50年代，他面临的哲学宏大叙事是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争执，为了跳出

这两大叙事的霸权地位，他受到当时戏剧家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戏剧《等待戈多》

的启发，跟随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谱系学思路，去探索那些处于边缘的而又能够折射出权力运行特点

的琐碎之事 

第二节 叙事治疗 

一、叙事治疗的哲学基础 

Chambon提出了如下针对社会问题的社会探寻原则： 

1．把科学探寻当成是令人不安的工作（unsettling work），从现有的模式离开才可以开放出

提问的新道路。 

2．通过追寻具体实践和知识形式的创造过程来对现实的理解历史化，把他们当作一种历史效

果而不是真理。 

3．仔细检查实践和文本，揭露隐藏的模式和效果，从而增强我们对权力显现的不同方式的理

解。同时，考虑实践和话语的多重功能。 

4. 把主体和行动及知识联系起来，从而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做”构成了行动者，社会工作行

动如何创造出了案主和工作者。这也可以解释为把知识和实践的形式当作某种规则系统下的允可的

行动，这样也就可以想到那些行动都是可以修正和穿越的。 

5．探索新的命名事务的可能性，作为实践者和学者，我们在复杂的描述中，在书写的效果中，

在和听众的关系中，我们都是在探索命名事务的新可能性。 

二、叙事治疗的基本技巧 

而具体的叙事治疗路径，怀特提出了如下六个步骤： 

第一步问题外化，要把当人事叙事的问题和当事人分开，不要做问题的个人归因，因为这容易

导致谴责当事人； 

第二步是重写故事，主要是邀请当事人重新讲述故事，治疗师帮助寻找罅隙和断裂，发现一些

特殊意义事件。 

第三步是重组会员，也就是把当人事的故事人物进行重新组合，找见重要的支持者和伙伴，去

除不主要的成员。 

第四步是定义仪式，也就是对原来的仪式重演，引起共鸣，然后对仪式的意义进行重新定义。 

第五步是突显特殊意义事件，借此来建构新的生活目标，提供再出发的方向。 

第六步是搭建新的行动框架，帮助当事人建立新的行动伙伴，建立新行动模式。 

教学目的： 

1.理解后现代视角与社会工作的行动策略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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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请阐述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分别 

2．结合具体案例，谈谈叙事治疗的问题外化策略的应用。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1．[加拿大] Chambon, Adrienne S. Irving, Allan. Epstein, Laura，《福柯与社会工作》，

王增勇 译，台北：心理出版社，2005 

2．[澳]麦克.怀特 《叙事治疗的工作地图》，黄孟姣译，台北：张老师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8。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上 3  

2 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下 3  

3 社会工作基本价值上 3  

4 社会工作基本价值下 3  

5 社会工作的专业伦理 3  

6 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上 3  

7 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上续 3  

8 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中 3  

9 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中续 3  

10 社会工作理论框架下 3  

11 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下续 3  

12 社会工作的过程模式 3  

13 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 3  

14 社会工作的评估和计划 3  

15 社会工作干预策略 3  

16 复习考核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心理学 

后续课程：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模块、社会问题模块、社会工作实务领域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本课程教学重点是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论基础和专业方法。 

难点：本课程的难点是如何成为一个专业自我，运用专业方法分析解决实际社会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教授。 

2.案例讨论。 

3.情景模拟 

教学手段： 

1. 讲义。 

2. 案例。 

3. 相关视频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主要在课堂进行教学，需要多媒体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需要学生课外阅读相关参考资料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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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主要包括一次平时读书报告占 20%；一次平时影评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美］法利，斯密斯，博伊尔等《社会工作概论》，隋玉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 

（美）Saleebey,《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李亚文、杜立婕译，华东理工大学

出版社，2004。 

（澳）迈克尔.怀特，《叙事治疗的工作地图》，台北：张老师文化。 

（奥地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 

（美）埃里克.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名之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美）弗洛姆，《逃避自由》，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 

（美）卡尔.罗杰斯，《个人形成论：我的心理治疗观》，杨广学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美）阿布拉姆.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 

（美）玛格丽特.米德著，《萨摩亚人的成年》，周晓虹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 

（美）兰西.雀朵洛，《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病社会学》，台北：群学出版社，2003年。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 

（英）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的性、爱和爱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新世界出版社，第 1版 2010 

（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上海三联书店，2009 

（美）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英）T·H·马歇尔，《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巴西)保罗.弗莱雷，《受压迫者的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法）法农，《黑皮肤，白面具》，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法)埃米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美）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7。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美）麦克.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 

code of ethic of NASW，1996年制订，2008年修订 

education policy and accreditation standart of conci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2008 

“Global standards for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socal work profession”，IASSW 

and IFSW,2004. 

Louise G. Johnson, 1998. Social Work Practice: A Generalist Approach. Allyn and Bacon. 

Hepworth, Dean H. Rooney, Ronald, H. Larsen, Jo Ann. Direct Social Work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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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and Skills fifth edition.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Guo,weihe.Tsui,ming-sum. “ from resilience to resistance: A Reconstruction of 

strengths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2010,53(1),1-13. 

Chu,William C.K.Tsui,Ming-sum.Yan,Miu-chung. “social work as a Moral and political 

practice”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2009 52(3)287-298. 

执笔：郭伟和  审稿：郭伟和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6月 30日 

 

经济社会学 
Economic Sociology 

课程号：3230001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 1、介绍经济社会学的一般发展历程；2、了解经济社会学的主要范式，

每个范式的研究传统、理论发展及经验研究成果；3 对比中国现代经济转型，思考西方经济社会学

的相关问题及理论能否应用到中国研究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经济社会学的基础知识、经济社

会学的主要范式、每个范式的核心概念，为中国经济研究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5学时 

知识单元 1：经济社会学历史发展概述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政治经济学的兴起。 

2．古典经济社会学的兴起。 

3. 帕森斯旧经济社会学的兴起 

4. 美国新经济社会学的兴起 

学习目标： 

1．了解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的关系。 

2．初步了解经济社会学的几个发展阶段。 

3. 了解经济社会学的兴起于社会变迁的关系 

作业： 

阅读材料： 

布鲁和格兰特，《经济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斯威德伯格著，周长城等译。《经济社会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知识单元 2：经济秩序的生产：美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美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关心问题。 

2．美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传统。 

3. 美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的一些重要概念 

学习目标： 

1．掌握美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的问题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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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美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与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关系 

3. 掌握美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的重要概念。 

作业： 

格兰诺维特， “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的问题”。收录在罗家德译，《镶嵌：社会网与

经济行动》 

格兰诺维特， “弱纽带的优势”。收录在罗家德译，《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  

知识单元 3：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批评：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经济社会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经济社会学关心问题 

2. 马克思主义传统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分支 

学习目标： 

1 掌握马克思传统的经济社会学的兴起于社会变迁的关系 

2 掌握各个分支的重要概念 

阅读材料： 

巴兰和斯威齐，1977（1966）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 

奥科尔，国家的财政危机 

阿锐基，1994（2001），漫长的 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起源 

知识单元 4：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评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主义 

2. 经济知识与经济制度的建构 

学习目标： 

1 掌握新制度主义兴起的社会背景、理论传统和重要概念 

2 掌握对经济知识研究兴起的社会背景、理论传统和重要概念 

作业： 

迈耶和罗恩，“第二章：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与仪式的正式结构”，收录在姚伟译，《组

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迪马吉奥和鲍威尔，“第三章：关于铁笼的再思考：组织场域中的制度性同形与集体理性”，

收录在姚伟译，《组织分析中的新制度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知识单元 4：不同的资本主义类型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 德国资本主义类型 

2. 意大利资本主义类型 

3 东亚资本主义类型 

学习目标： 

1 掌握德国资本主义类型的特征、问题及争议 

2 掌握意大利资本主义类型的特征、问题及争议 

3 掌握东亚资本主义类型的特征、问题及争议 

阅读材料： 

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 

赛伯等，《第二次工业分化》 

陈介玄，《台湾产业的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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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5：对后共产主义国家经济转型研究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了解东欧不同国家经济转型的道路 

2 了解东欧不同国家私有化的进程 

学习目标： 

1 掌握东欧不同国家经济转型的特征 

2 掌握导致东欧不同国家经济转型道路差异的原因 

阅读材料： 

King and Szelenyi “Post communist economic systems”, in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ology, 

2005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3个，共 9学时 

实验 1：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美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是否能用来分析中国社会现实 

实验要求：熟悉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的基本概念；适用的研究领域；掌握实证研究方法。 

实验 2：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美国新制度主义流派可否用来分析中国社会现实 

实验要求：熟悉该流派的概念；研究适用领域；掌握实证研究方法。 

实验 3：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中国可否借鉴德国、东亚等不同资本主义类型的经验 

实验要求：熟悉不同资本主义类型的特征，与中国各种制度进行比较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演进概览 上 3 古典经济社会学 

2 经济学和经济社会学演进概览 下 3 新经济社会学 

3 经济秩序的生产：美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 上 3 嵌入性 

4 经济秩序的生产：美国结构主义经济社会学 下 3 结构洞 

5 
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批评：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经济

社会学 上 
3 资本权力、财政危机 

6 
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批评：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经济

社会学 下 
3 长时段 

7 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评：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3 制度型趋同 

8 
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评：经济知识与经济制度的建

构 
3  

9 德国资本主义类型 3 职业分化、教育制度 

10 区域生产系统和工业化道路 3 产业集群 

11 对东亚经济的研究 3 国家与经济发展 

12 对后共产主义转型经济研究 上 3 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13 对后共产主义转型经济研究 下 3 私有化道路 

14 讨论课 1： 3  

15 讨论课 2： 3  

16 讨论课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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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学理论  

后续课程：中国转型经济研究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兴起背景、问题传统、理论传统、重要概念。 

难点： 概念及经验研究方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题讲授。 

2.课题讨论。 

教学手段： 

1.阅读材料。 

2.专著阅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可供圆桌讨论的教室、配有电脑和投影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斯威德伯格著，周长城等译。《经济社会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二）推荐参考书 

1. 斯威德伯格和斯梅尔瑟，《经济社会学手册》。华夏出版社，2009。 

执笔：方慧容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社会政策 
Social Policy 

课程号： 32301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社会政策是社会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本课程重点介绍社会政策的基本概念、社会政策过程、

主要领域，并通过比较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异同，考察反思中国的社会政策现状。 

1、介绍社会政策的基本概念 

2、重点掌握社会政策的过程，包括制定、执行和评估等。 

3、重点掌握各种社会政策，例如社会保障政策、就业政策、医疗政策、住房政策、教育政策、

社会福利服务政策等。 

4、在不同的社会政策领域，通过比较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异同，考察并反思中国的社会政策

现状。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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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 社会政策概述 

参考学时：12  

学习内容：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福利国家等重要概念的介绍，掌握社会政策的发展历程、社

会政策的基本模式、构成要素。 

学习目标：掌握社会政策、福利国家、劳动力去商品化等基本概念，社会政策的发展历史、类

型、构成要素等。 

知识单元 2：社会政策过程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社会政策的过程。 

学习目标：掌握社会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 

知识单元 3： 社会政策领域 

参考学时：14  

学习内容：社会政策的各个领域。 

学习目标：掌握社会政策的主要领域，包括社会保障、教育、住房、医疗、劳动就业、社会福

利服务等。 

知识单元 4： 社会政策的趋势 

参考学时：2  

学习内容：社会政策的未来趋势及其发展型社会政策。 

学习目标：掌握社会政策的未来发展趋向。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社会政策概念与领域 4  

2 社会政策的发展 2  

3 社会政策的模式 2  

4 社会政策的制定 2  

5 社会政策的执行 2  

6 社会政策的评估 2  

7 社会保障政策 2  

8 反贫困与社会救助政策 2  

9 医疗卫生政策 2  

10 劳动就业政策 2  

11 教育政策 2  

12 住房政策 2  

13 社会福利服务 2  

14 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 2  

15 社会政策的趋势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学概论 

后续课程：社会政策分析。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社会政策的主要领域，包括社会保障、教育、住房、医疗、劳动就业、社会福利服务等，

其中社会保障政策包括社会救助、社会津贴、社会保险等。 

难点：社会政策的过程，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与改革，中国社会政策的特点及其社会阶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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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和社会平等意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强调能力为本和学生参与，以讲授为主，兼顾课堂研讨和实地调查。  

（1）课堂讲授，主要介绍社会政策的基本概念，社会政策发展的历史背景和过程及其解释因

素，社会政策的主要模式，促进学生对基本概念、理论、模式的了解与掌握。  

（2）课堂研讨，在具体社会政策领域单元，将学生分组，发动学生积极参与课堂，通过课前

阅读教师布置的文献，在课堂上研讨阅读的文献。 

（3）政策收集与调查，在分组学习中，要求学生平时收集与社会政策相关的新闻报道和相关

事件，以培养对社会政策的敏感和兴趣。同时，要求每组学生非结构访谈 2-3个个案，以了解某一

具体社会政策项目在不同人群中实施、运行的实际情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作为实践性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特别要求学生在建立学习小组的基础上，自主选

题、开展具体社会政策的经验调查，并提交研究报告作为期中论文。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课程要求： 

阅读与讨论，上课前应完成每一周指定阅读和作业，主动参与上课时的分享与讨论； 

思考与练习，反思社会政策与公平、社会平等的关系。 

需求与反馈，及时反馈对于课堂的个别或共同需求，随时向老师提出讨论。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英] 希尔，2005，《理解社会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 

黄晨熹，2009，《社会福利》，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英]蒂特马斯，《社会政策十讲》，江绍康译，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 

[丹]安德森， 2003/2010，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英]T.H.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2008，《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江苏人民出版社。 

[美]梅志里，《发展型社会政策》第一章，社科文献出版社。 

[英]黑尧，《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中国青年出版社。 

[美]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三联书店。 

唐文慧、王宏仁，《社会福利理论流派与争议》，（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3。 

林万亿，《福利国家－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4。 

执笔：胡杰容  审稿：胡杰容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6/24 

第一章  社会政策的概念与领域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社会政策的概念及其演变，社会政策的二重性，社会政策的领域。难点

是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 

学时分配：4学时 

第一节  政策与公共政策 

一、什么是政策？ 

1、陈振明《政策科学》：“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策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

一定社会政策、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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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     

2、关信平《社会政策》：“政策是指政府、政党或其他组织为实现其目标而制定的各种规则和

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总和。” 

二、公共政策的概念  

三、公共政策的特点 

1、公共性 

2、权威性和合法性 

3、价值选择 

4、 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第二节   社会政策的涵义 

一、社会政策概念的二重性： 

社会政策具有两层含义 “首先指影响市民福利的实际公共政策和项目；其次指描述、诠释和

评估这些政策的学术研究领域”(Midgley et al . , 2000 :5) 。 

（一）作为行动实践 

1、wagner：社会政策概念的缘起 

瓦格纳在 1891 年发表的论文中把社会政策定义为“运用立法和行政的手段，以争取公平为目

的，清除分配过程中的各种弊害的国家政策”。 

2、英国的社会行政传统：社会政策是社会福利的政策 

社会政策包含社会福利服务 

（1）Marshall：英国的社会行政传统 

“关于政府行动的政策,即政府通过向市民提供服务或收入,从而对他们的福利产生直接的影

响。所以,社会政策的核心内容包括社会保险、公共(国家) 救助、健康和福利服务以及住房政策” 

（2）Titmuss：英国的社会行政传统 

所有为了满足某些个人需求和或为了服务广泛社会利益的集体干预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社会福

利、财政福利、职业福利。 

3、美国的社会政策传统 

把社会政策看成是“社会的”政策,而不只是“社会福利的”政策。 

（1）Gil：美国的社会政策传统 

吉尔认为，社会政策体系是生活方式的指导原则,它的发展动力来自人类基本的感觉性需求。

社会政策体系通过一系列制度过程及相关作用进行运作，并形成一些与生活方式相联系的结果变量

(Gil , 1992 :24 - 25) 。 

（2）D. S. Iatridis：美国的社会政策传统 

 “社会政策作为一个领域是与整个社会的基本状况及其发展、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以及个

人的福祉相联系的。 

（3）美国《社会工作词典》 

社会政策是一个社会的活动和原则，它们指导社会如何干预和协调其中个人、团体、社区和社

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些原则和活动是该社会之价值观和习惯作用的结果，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资源的分配方式及其人民的福祉水平。 

3、国内学者对社会政策的定义 

（二）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1、社会政策公共政策的一个领域 

社会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社会政策所研究的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社会服

务等都是国家的干预活动内容或福利供给(Alcock et al . , 2002 :197) 。 

2、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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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是两个并行不悖但又相互交叉的学科领域,即两者既有共同关注的范畴,

又有各自为政的领域。  

3、具体考察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二、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政策 

（一）社会政策是学科还是研究领域 

D. S. Iatridis认为，社会政策是一个需要利用多学科的知识加以综合研究的领域。 

Martin Rein认为，社会政策是一门学科。他认为蒂特玛斯将社会政策作为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二）社会政策学科的发展 

1、前“福利国家”阶段（19世纪 70年代—20世纪 40年代初）。 

2、“福利国家”阶段（20世纪 40年代初—70年代末）。 

3、后“福利国家”阶段（20世纪 70年代末至今）。 

。 

（三）社会政策学科的特点 

1、“公平”与“权利” 

2、宣示价值立场 

3、倡导“公民参与” 

4、坚持“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 

第三节   社会政策的主要领域 

（一）作为社会行动的社会政策领域 

1、社会保障政策 

2、公共医疗卫生政策 

3、公共住房政策 

4、公共教育政策 

5、劳动就业政策 

6、社会福利服务政策 

7、针对专门人群的社会政策 

8、社会政策的其他内容（越轨的行为矫治） 

（二）作为学术研究的领域 

1、探讨政策制定过程和实施方法 

2、描述社会状况以及对这些社会状况进行干预的社会政策 

3、诠释社会状况的成因以及社会政策出现和形成并对这些社会状况产生影响的方式 

4、评估社会政策所产生的效果，确定社会政策所取得的成果。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社会政策？ 

2、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3、社会政策的领域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迈克尔 希尔，2005年，《理解社会政策》第一章“什么是社会政策？”，刘升华译，商务印书

馆。 

黄晨熹，“社会政策概念辨析”，《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 4期。 

王卓祺、雅伦•获加，“西方社会政策概念转变及对中国福利制度发展的启示”，《社会学研究》

1998年第 5期。 

尚晓援，“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3 期。 

唐 钧 “ 社 会 政 策 学 科 发 展 报 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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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219.141.235.75/shxw/shzc/P020041015286966879490.pdf 

林 卡 “ 社 会 政 策 学 科 发 展 的 国 际 经 验 及 其 对 于 中 国 的 启 示 ”，

http://www.chinasocialpolicy.org/Uploads/ 

第二章   社会政策的发展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社会政策的演变历史及其动力机制。难点是社会政策发展的不同解释。  

学时分配：4学时 

第一节 社会政策发展的历程 

一、现代社会政策实践的发端 

（一）旧济贫法 

The poor law （Elizabeth 43），1601年 

（1）责任主体：救济贫困、政府责任 

（2）资金来源：开征济贫税、社会共担济贫费 

（3）救助对象：分类处理、区别对待 

（4）救助方式：院外救济与院内救济相结合 

（5）管理体系：委任济贫官、教区执行管理 

（二）新济贫法 

The poor law Amendment Act《<济贫法>修正案》， 1834年 

国家干预、政府介入 

院内救济、强迫劳动 

中央监督管理，地方执行 

耻辱性与惩罚性 

坚持劣等待遇 

二、德国社会保险制度 

（一）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创立  

（二）特点 

1、法团主义：由雇主、劳工代表联合组成的自治机构管理，政府立法、监督、协调。 

2、社会保险：权责结合、强制缴费、风险共担。 

3、保守主义：重视家庭价值、家长制度、地位等级差别。 

三、美国《社会保障法》 

（一）经济危机中临危受命 

1、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 

2、市场自然调节的失败 

3、罗斯福临危受命 

（二）《社会保障法》（Act of Social Security） 

（三）特点 

1、以老年保障为主体，忽视在职职工的医疗保险 

2、剩余主义：重视贫困问题，基本生活保障 

3、管理体制上集中与分散结合     

四、 福利国家的建立 

1、《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报告》 目标 

1942年 12月《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报告》 

2、社会保障计划组成部分 

社会保险 



9477 

社会援助 

自愿保险 

家庭津贴服务 

医疗健康服务 

充分就业服务 

3、社会保障的六原则 

4、福利国家建立 

第二节  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与改革 

一、福利国家改革的背景    

（一）福利国家的膨胀 

（二）福利国家面临挑战 

就业结构的变化 

人口结构的变化 

性别契约的改变 

全球化 

二、福利国家改革 

（一）撒切尔“向福利国家开刀” 

1、对象：选择性 

2、福利供给：3E 

3、私营化：内部（准）市场化 

4、多元化：混合福利体制 

（二）里根福利紧缩政策  

1、减税，受到富人、中产阶级的欢迎 

2、减少社会开支，增加国防开支。 

3、去管理化 

4、福利保守主义 

（三）第三条道路与福利国家调整 

1、公民权强调权利与义务结合，无义务则无权利 

2、从福利国家到积极福利 

复习思考题： 

1、为什么社会保险制度最先在德国建立？ 

2、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着哪些挑战？ 

3、英美福利国家改革的措施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 考夫曼，2004，《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商务印书馆。 

2、保罗皮尔逊，2007，《拆散福利国家——里根、撒切尔和紧缩政治学》，吉林出版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3、吉登斯，2003，《激进政治的未来——超越左与右》，社科文献出版社。  

第三章   社会政策的模式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威伦斯基、蒂特马斯等人对社会政策模式的划分，重点是掌握埃斯平 安

德森关于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的思想，了解梅志里对社会政策模式的区分。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传统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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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威伦斯基和利博克斯的分类 

根据国家在福利国家中承担的功能 

1、剩余型社会福利：经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础，需求主要通过市场和家庭来满足。只

有当这些正常渠道失效时，国家才介入。 

2、制度型社会福利：以安全、平等和人道主义为基础，强调社会福利是工业社会正常和第一

功能。 

二、蒂特马斯的分类 

1、剩余型（residual）：只有当家庭、市场失败后，针对边缘、值得帮助的社会群体提供社会

救济。 

2、工业成就型（industrial achievement）：社会保障的资格、津贴水平与劳动力市场的地位、

收入、缴纳保险费相关。 

3、制度型（institutional）：针对全体社会成员，原则上将福利项目扩展到对社会福利必要

的所有分配领域。 

第二节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一、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一）劳动力的去商品化 

1、去商品化（decommodifying、decommodification）定义：公民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是根据

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中的社会权利，而不是依赖于完全市场的力量。 

2、劳动力去商品化的测量 

（1）资格条件的限制性规定，如工作经历、供款、收入状况调查 

（2）消除申请福利积极性的做法，延长等待时间，规定享受津贴服务的最长期限 

（3）津贴水平、工资替代率 

（4）覆盖对象范围 

3、福利国家与去商品化 

（1）社会救助主导的福利国家：给付资格限制在可证明的不幸需求上。源于英国的济贫法传

统。 

（2）社会保险主导福利国家：以工作表现为基础给付福利。源于德国的社会保险传统。 

（3）社会福利主导的福利国家：依据普遍公民权原则安排。 

（二） 福利国家与社会分层 

（三）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1 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liberal） 

2法团主义的福利国家（corporatist） 

3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social democratic） 

复习思考题： 

1、 蒂特马斯把社会政策分为哪三种类型？ 

2、 在安德森看来，什么是劳动力的去商品化，如何测量去商品化？ 

3、 在安德森看来，福利国家与社会分层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拓展阅读书目： 

1 、 Esping-Andersen,Gosta.1990.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Polity 

Press.p1-142. 

2、安德森，2010/2003，《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法律出版社。 

3、林万亿，1994，《福利国家——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台湾巨流图书公司。 

第四章 社会政策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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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与影响因素；比较理性决策和渐进决策。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社会政策过程理论 

一、社会政策过程理论：启发式过程阶段论 

过程阶段模型（Stage Model） 

理性分析框架 

倡导者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多源流框架（Multiple-Streams Framework） 

间断均衡框架（Punctuated-Equilibrium Framework） 

（一）拉斯维尔 

1956年，拉斯维尔提出决策过程可以分为七个阶段，分别是 
  情报（intelligence ） 
  提议（ promotion ） 
  规定（prescription） 
  合法化（ invocation ）  
  应用（application）  
  终止（termination ） 
  评估（appraisal） 
  Lasswell,Harold.1956.the Decision Process.College Park: University of Maryland Press. 
（二）布鲁尔 

  1970年代中期，布鲁尔（Brewer,Garry D）提出 
  创始（Initiation） 
  预评（Estimation） 
  选择（Selection） 
  执行（Implementation） 
  评估（Evaluation） 
  终止（Termination） 
（三）对过程阶段论的评价 

二、社会政策过程的一般模式 

（一）辨识问题 

（二）制定政策 

1、拟定政策方案 

2、采纳政策方案  

3、可行性研究  

4、政策合法化 

（三）实施政策 

1、制定实施细则 

2、政策宣传 

（四）政策评估 

1、定义 

2、评估类型 

（1）机构内评估者 

（2）机构外评估者 

（3）增权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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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估类型 

（1）需求评估 

（2）实施过程评估 

（3）结果评估 

三、社会政策制定内容 

1、是否行动 

2、确定政策对象 

3、福利水平的高低 

4、资源调动方式 

5、运作方式 

6、组织建设 

7、其它配套政策及措施 

第二节  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与影响因素 

一、社会政策制定过程 

（一）构建政策议程 

1、政策议程：根据各项任务的轻重缓急而安排的制定社会政策的计划。 

（1）政府议程：政府对解决各种问题的优先性安排，即哪些问题应该优先解决。 

（2）公众议程：公众对哪些问题应该优先解决的计划安排。 

2、政府议程确立条件 

Cobb,Roger提出政府议程确立： 

（1）问题必须得到广泛关注 

（2）相当大量的公众必须有采取行动的要求 

（3）该问题必须是适当的政府单位所重视的。 

（二）方案设计 

1、开展基线调查：在一项政策行动开始之前，就该行动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

现状做详细调查。 

2、初步方案设计：寻找实现目标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提供各种可供选择的多种备选方案。 

3、评估择优：竞争方案的比较、初步可行性研究、最优方案的初步确定。 

（三）试点 

1、试点 

2、试点步骤 

（四）决策与通过 

1、理性决策 

Lindblom对理性决策模型的批判 

（1）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 

（2）决策所需的信息是不充分的 

（3）决策分析成本高昂 

（4）难以形成令人满意的决策评估方法 

（5）事实和价值关系密切难以区分 

（6）相关变量构成变量系统的开放性 

（7）分析步骤的策略次序难以确定 

（8）政策问题表现形式的多样化 

2、渐进决策(incrementalism) 

渐进主义决策：采用连续比较的方法，只是考虑与现行政策具有微小差异的决策方案，只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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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具体政策方案。 

断续渐进主义策略（the strategy of disjointed incremantalism）：决策者只考虑那些相互

之间差异微小，并与现状差异微小的政策方案。 

政策是通过不断的尝试、调整、再尝试、再调整实现变迁的。不同政党和利益集团之间通过谈

判和交易达到相互调适性调适（需求周围的积极反应）。 

（五）政策文本的发布 

（一）政策文本的形式 

（1）法律 

（2）行政法规 

（二）政策文本的效力 

二、影响政策制定的主要因素 

（一）基本因素 

1、需求与社会问题 

2、政府和政党的目标： 

3、社会政策的预期效果 

4、社会政策行动的成本：  

（二）影响决策的其他因素 

1、利益集团 

（1）临时性的集体性活动； 

（2）具有某种长期组织形式的利益集团活动； 

（3）采取政治行动和长期文化和意识形态行动 

2、公共舆论及大众传媒的影响 

3、领袖偏好及政府主管部门的影响  

4、突发性事件 

复习思考题： 

1、 启发式过程阶段论将社会政策过程分为哪些阶段？ 

2、 社会政策制定包括哪些阶段？ 

3、 比较理性决策和渐进决策。 

拓展阅读书目： 

1、迈克尔 希尔，2005 年，《理解社会政策》第 3 章“社会政策的制定”，刘升华译，商务印

书馆。 

2、黒尧，2004，《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第五章，中国青年出版社。 

3、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三联书店，第一、二、三章。 

4、朱旭峰，“政策决策转型与精英优势”，《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 2期。 

5、王绍光，2006，“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第 5期。 

6、查尔斯•林布隆：《政策制定过程》，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7、Gerston, Larry N. 1997. Public Policy Making: Process and Principles. New York:M.E. 

Sharpe. 

8、Jansson, Bruces.1994. Social Policy: From Theory to Policy Practice. California: 

Brooks/ Cole Publishing Company. 

第五章   社会政策的实施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社会政策实施的定义和意义，明确影响社会政策实施的要素，掌握社会

政策实施过程。 

学时分配：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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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社会政策实施的含义和意义 

一、社会政策实施的含义 

1、狭义的实施专指某项政策与法规、方案、决议、意见等的具体贯彻、推行和实施，不包括

一些准备和善后工作，也不包括对实施的监督与反馈。  

2、广义的实施则是指实施者为贯彻、落实社会政策指令，以达到预期目标的全部活动和整个

过程。  

二、影响社会政策实施的要素  

1、社会政策目标和方案 

2、社会政策实施者 

3、社会政策的实施手段或条件 

4、社会政策对象 

5、外部环境   

三、社会政策实施的意义 

四、社会政策实施过程 

（一）、组织工作 

1、组织 

2、组织工作 

3、组织工作的内容 

（二）、制定社会政策方案 

1、制定实施细则的方式 

（1）对社会政策条文的解释  

（2）制定行政计划（5W1H） 

2、社会政策实施细则的一般内容 

（三）财政安排 

1、政府负担的部分――来自税收； 

2、保险费――由国家、单位及在职员工共同按比例缴纳的社会保险收入； 

3、受益者负担的部分――在社会服务方面对受益者收取适当的服务费用的收入； 

4、其他收入――通过社会民间慈善捐款而取得的收入  

（四）政策宣传 

（五）资金分配和服务传递 

第二节   社会政策行动的管理 

一、社会政策行动管理的定义、目标和原则 

1、社会政策行动管理的定义 

2、社会政策行动管理的双重目标 

3、社会政策行动管理的原则： 

（1）社会效益原则 

（2）经济效率原则  

二、社会政策行动管理的对象 

（1）社会政策行动管理的内部对象  

（2）社会政策行动管理的外部对象  

三、社会服务的管理体制  

1、政府管理体制：社会福利项目直接由政府机构管理 

2、政府与非政府机构合作管理体制 

3、单位管理体制与社区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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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服务机构管理体制 

四、社会政策行动管理中的计划、组织、指挥、沟通和控制  

1、计划 

2、组织 

3、指挥 

4、沟通 

5、协调 

6、控制 

五、社会福利运行中的漏洞问题及社会政策行动管理的基本要求  

1、社会福利运行中的漏洞问题 

（1）社会福利机构方面的漏洞，即因内部管理善而导致公共资金运行效率的降低。  

（2）社会福利服务对象方面的漏洞：受益者的不当受益、超标受益、重复受益、受益转移 

2、社会政策行动管理的基本要求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社会政策实施？影响实施的因素有哪些？ 

2、社会政策实施包括哪些环节？ 

3、社会政策宣传有何重要意义？它与商业性广告在目标和方法上有何异同？ 

4、结合我国情况分析社会政策管理的组织体系。 

拓展阅读书目： 

1、迈克尔 希尔，2005 年，《理解社会政策》第 4 章“社会政策的实施？”，刘升华译，商务

印书馆。 

2、黒尧，2004，《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第六、七、八、九章，中国青年出版社。 

3、洪大用，2005，“当道义变成制度之后——试论城市低保制度实践的延伸效果及其演进方向”，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 3期。 

4、金太军，2005，《公共政策执行梗阻与消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5、景跃进，1996，“政策执行的研究取向及其争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2 月号，

载景跃进著《政治空间的转换：制度变迁与技术操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王思斌，2006，“社会政策实施与社会工作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第 2期。 

7、Pressman, J.M. and Wildavsky, A.1973. Implementation. Berkeley.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8、Mazmanian, D.,and Sabatier, P.1980.Policy implementation: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Policy Studies Journal.Vol. 8. 

第六章   社会政策评估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社会政策评估的含义、意义和程序，了解社会政策评估的标准。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社会政策评估 

一、社会政策评估的含义和意义  

（一）含义：社会政策评估是指根据特定的标准，对社会政策进行衡量．检查评价和估计，以

判断其优劣的活动。 

（二）社会政策评估的意义 

二、社会政策评估的基本要素 

1、社会政策评估主体  

（1）领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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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政策政策执行机构评估  

（3）专家评估  

（4）群众评估 

2、社会政策评估对象（被评估的社会政策行动） 

（1）政策方案本身 

（2）政策实施的行动 

3、社会政策评估的内容 

（1）政策方案是否合理 

（2）政策实施行动是否得力 

（3）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第二节 社会政策评估的方法与程序 

一、社会政策评估的标准与方法 

（一）社会政策评估的标准 

1、效果标准 

这个标准关注政策的的实际效果是否与理想目标相符合，在多大程度上相符，还有什么距离和

偏差。 

2、效率标准 

政策法规效率标准，通常以单位成本所能产生的最大效应，或单位效应所需要的最小成本为评

估的基本形式。 

3、效应标准 

4、效益标准 

效益是指效果与利益，表现于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某一特定系统实际产生的有益效果，人们习惯

将效益分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社会政策评估的方法  

1、定性分析 

2、定量分析 

二、社会政策的评估程序  

（一）准备阶段 

1、确立评估对象。 

2、制定评估方案。 

3、评估者和评估机构的选定。 

（二）实施阶段   

1、获取资料 

2、综合分析   

3、做出结论  

（三）总结阶段：撰写评估报告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社会政策评估？评估的标准通常都有哪些？ 

2、社会政策评估的方法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美）费希尔，2008，《公共政策评估》，吴爱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美）宾厄姆、菲尔宾格，2008，《项目与政策评估：方法与应用》， 朱春奎等译，复旦大

学出版社。 

第七章   社会保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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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与要求：重点掌握社会保障的定义与功能，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定义和

特征。了解社会保障的内容体系。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社会保障政策的含义、特征、体系 

一、社会保障政策的含义 

二、社会保障的特征 

（一）政府责任 

（二）社会性 

（三）福利性 

（四）互济性 

三、社会保障的体系 

（一）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第 102 号）规定了实行社会保障

津贴的范围、内容、水平、对行政管理机构的最低要求等。  

该项公约规定，社会保障的种类有九种：  

（二）国际劳工组织在 1952-1982年期间正式采纳了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规范化概念，认为构

成社会保障的各种要素或组成部分包括：  

1、社会保险； 

2、社会救助；  

3、国家财政收入资助的福利补贴、家庭补助；  

4、储蓄基金；  

5、为雇主规定的补充条款和围绕社会保障而发展的各种补充方案。 

（三）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由四大部分组成：  

1、社会救助——最低层次的社会保障，保障社会成员的生存需要；  

2、社会保险——基本保障，保障劳动者因失去劳动能力从而失去工资后仍能享有基本生活水

平；  

3、社会福利——增进城乡全体居民生活福利的高层次社会保障；  

4、社会优抚——特殊性质的社会保障，保障为社会作出贡献牺牲的军人及其眷属的基本生活。 

（四）世界各国社会保障体系 

第二节  中国社会保障政策改革 

一、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政策改革 

（一）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问题：企业办保险，不利于企业平等竞争，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1、试点阶段（1984-1997） 

2、统一模式阶段（1997年后） 

3、完善阶段 

（二）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1、企业单位、地方政府自发改革阶段（1981-88年） 

2、中央政府主导的改革试点（1988-1997年） 

3、模式统一阶段（1997至今） 

（三） 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1、阶段 

（1）在观念上打破失业禁区，建立失业保险制度。 

（2）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从国有企业到其他所用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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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点 

3、问题 

（四）工伤、生育保险制度的改革 

1、工伤保险由企业保险转变为社会保险。 

2、国务院有关部门于 1994年 12月发布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规定生育保险基金

的社会统筹、生育保险待遇等方面。 

四、中国社会保障政策仍然存在的问题 

（一）覆盖范围狭窄 

（二）资金短缺 

（三）社会化程度不高 

（四）社会保障组织管理体制上，关系不顺、管理成本高、缺乏有效监督 

（五）缴费率高、上缴率低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有哪些基本的功能? 

2、社会保障有哪些主要的内容？ 

3、社会保障有哪几种主要的形式，它们各自有哪些特点？ 

4、简述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 

拓展阅读书目： 

1、迈尔克 ·希尔，2005，《理解社会政策》第五章“社会保障”，商务印书馆。 

2、尚晓援，2001，《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第 3 期。 

3、葛延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问题(上)，《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 1期。 

4、葛延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问题(下)，《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 2期。 

5、王思斌，“社会政策时代与政府社会政策能力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 6期。 

6、王思斌，“我国社会政策的弱势性及其转变” ，《学海》2006年第 6期。 

7、王思斌，“中国社会福利的内卷化及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八辑。 

8、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 1期。 

9、莫家豪、黄耿华，“中国社会政策的概念、议题与挑战：一个框架描述”，《中国社会工作研

究》第八辑，社科文献出版社。 

10、熊跃根，“福利的理念和中国社会政策的限制”，载王思斌主编《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八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 

11、Stephen Philion.1998.Chinese welfare states regim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28(4):518-536. 

12、Linda Wong & Norman Flynn，The Market In Chinese Social Policy,Palgrave. 

第八章   反贫困与社会救助政策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贫困的定义与贫困的测量方法，理解不同视角的贫困解释。了解中国的

贫困问题，掌握中国的反贫困政策。 

学时分配：6学时 

第一节   贫困、贫困理论和贫困问题 

一、什么是贫困 

（一）关于贫困的理解 

1、世界银行 

2、汤森（Townsend）与《英国的贫困：家庭财产和生活标准的测量》 

3、奥本海默(Oppenheim)与在《贫困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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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视角的贫困理解 

1、贫困可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2、贫困不仅仅是指经济上的贫困，而且涉及到社会和文化等方面。  

3、贫困可分为客观贫困和主观贫困之分。 

4、区域贫困与个体贫困的联系。  

5、区分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  

二、 贫困的测量 

（一）相对贫困的测量主要采用收入比例法 

（二）相对贫困的测量 

1、建立贫困线的指标选择  

2、 测量单位 

建立贫困线的测量单位通常有三种：个人、核心家庭和住户。 

3、 测量时间 

国际上常用的时间单位有：年、月和周。 

4、建立贫困线的方法 

三、  关于贫困的各种理论 

1、 个体主义贫困观 

2、 贫困结构论 

3、贫困功能论  

4、贫困文化论 

5、贫困处境论   

6、社会排斥理论  

第二节    我国城乡的贫困问题及反贫困政策 

一、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 

1、目前的贫困状况： 

然而至今为止，农村的贫困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主要表现在： 

（1） 贫困人口依然有一定规模。 

（2）返贫率较高。目前返贫率约为 15-20%。 

（3） 特困的顽固性。 

（4）农村贫困人口的健康营养状况也令人担忧。  

2、贫困原因:  

二、我国农村中传统的贫困救济及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政策转型 

（一）传统的救济制度：对个体贫困者的集体救济、对灾民的救济 

（二）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的政策转型 

1、“八五”期间的区域开发扶贫战略 

2、1996年以来以扶贫到户为主的开发式扶贫战略。 

三、我国城市贫困问题 

（一）变化  

（二）城市贫困问题突显的原因 

（1）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2）下岗失业问题严重 

（3）在职低收入  

（4）社会保障制度滞后 

四、改革以来我国城市反贫困工作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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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扶持企业到直接救助贫困人口 

2、从道义性扶贫到制度性扶贫 

3、从救助制度分立到救助制度整合  

4、从基本生活救助到综合救助  

5、从消极救助到积极开发取向的救助（再就业工程） 

6、从忽视社区作用到重视社区作用。 

五、城市反贫困社会政策 

（一）贫困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失业保险/救济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二）保护弱势群体的就业及收入权利（如反就业歧视法规、最低工资制度等）  

（三）提高贫困者利用就业机会的能力（通过为贫困者提供必要的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等） 

（四）增能：提高贫困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通过教育、建立组织网络、鼓励社会参与等

方式 

（五）为贫困者提供其他必要的社会服务 

第三节   社会救助政策 

一、社会救助含义与特点 

（一）社会救助的概念： 

由国家和社会向贫困者、遭遇不幸事故者及其家属提供物质援助保障最低生活的社会保障制

度；是保障社会成员生存权的最后一道防线，是社会安全网的“网底”。 

（二）社会救助的特点 

1．社会救助对象的选择性——脆弱群体 

2．权利义务的单向性——非缴费项目 

3．救助标准的低层次性——最低生活 

二、社会救助体系 

（一）社会救助体系的分类 

1．按照救助的实际内容 

2．按照社会救助项目支付方式 

3．按照社会救助项目和措施的性质与用途相结合的标准 

（二）中国社会救助体系 

1．救灾 

2．农村扶贫 

3．农村五保供养制度 

4．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5．城乡特殊社会救助制度 

三、社会救助的对象 

（一）社会救助对象特点：选择性 

（二）中国社会救助对象包括： 

1．三无人员：无依无靠、没有生活来源、无法定扶养人的公民。 

2．灾民：突发性灾害造成的生活暂时陷入困难的公民。 

3．贫困人口：有收入来源，但生活水平低于或相当于国家法定最低生活标准的公民。 

四、社会救助标准及其确定方法 

（一）贫困的定义 

（二）最低生活水平的涵义 

1．绝对贫困 

2．相对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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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低生活水平线的确定（贫困线或最低生活保障线） 

1．影响最低生活水平线的因素 

2．确定最低生活水平线的具体方法 

（1）市场菜篮法 

（2）恩格尔系数法 

（3）国际贫困标准法 

（4）生活形态法 

3．比较与评价 

第四节  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与改革 

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一）含义 

（二）建立与发展 

（三）低保制度的实施原则 

1．保障最低生活，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福利刚性低标准起步。 

2．中央集中规划，地方分散决策的原则。地区发展不平衡，因地制宜。 

3．政府、集体和社会共同责任的原则。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同时坚持社会帮扶。 

（四）低保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运行 

1、资金来源 

2、保障标准 

3、申领程序 

（五）存在问题 

二、农村的五保制度 

（一）建立与发展 

（二）五保供养的基本内容 

（三）五保供养制度的变革 

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贫困，应该如何理解贫困？ 

2、我国现阶段农村贫困问题的特点有哪些？我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3、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目前我国城市当中的贫困问题？ 

4、当代各国有哪些主要的反贫困措施？ 

扩展阅读书目： 

1、童星、林闽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 3期。 

2、唐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研究与探讨”，《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 2期。 

3、周怡，“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社会学研究》2002 年第3 期，第49-63

页。 

4、黄晨熹，“城市低保对象求职行为的影响因素及相关制度安排研究——以上海为例”，《社会

学研究》2007年第 1期。 

5、韩克庆、郭瑜，“福利依赖”是否存在？——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一个实证研究，《社会学

研究》2012年第 2期。 

6、迈克尔.谢若登，《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高鉴国译，商务印书馆，2005

年。 

第九章   医疗卫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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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与要求：掌握医疗卫生政策的含义，了解各国医疗健康政策模式，中国医疗卫生政策

的演变及其卫生公平问题。 

学时：2学时 

第一节   医疗卫生政策概述 

一、医疗卫生政策涵义 

1、医疗卫生政策也称医疗照顾政策。它是由政府、专业团体或其他组织制定的满足健康需求、

提升健康福祉的制度安排或集体干预行动。 

2、医疗照顾（health care）包括促进健康的所有服务和商品，包括预防、诊疗、康复过程。

医疗照顾包括初级/基础照顾、医院照顾和公共卫生三个部分。 

二、各国医疗卫生政策模式 

（一）全民健康服务模式 

（二）社会医疗保险 

（三）私营医疗保障模式 

（四）强制储蓄医保模式 

第二节  中国医疗卫生政策建立与改革 

一、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医疗健康政策 

（一）方针和内容 

四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构成： 

1、公费医疗 

2、劳保医疗 

3、合作医疗 

（二）效果 

（三）问题 

二、中国医疗政策改革 

（一）改革阶段 

  1、企业单位、地方政府自发改革阶段（1981-88年） 
  企业单位改变大包大揽引入个人利益杠杆，实施医疗费用的定额包干。 
  2、中央政府主导的改革试点（1988-1997年） 
  1993年《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建立统帐结合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 
  3、模式统一新阶段（1997至今） ：1998年国务院《关于建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
确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与原则。 
（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主要内容 

  1、基本目标 
  2、基本原则 
  3、统帐结合的筹资模式：个人账户 2%+6•30%，社会统筹 6•70%。 
  4、待遇支付：分账管理，规定个人帐户和社会统筹帐户的支付范围。 
  5、医疗基金的管制：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三）积极效果 

1、通过竞争以及民间经济力量的广泛介入，医疗服务领域的供给能力全面提高。 

2、医疗服务机构及有关人员的积极性，内部运转效率有了普遍提高。 

（四）消极后果 

  1、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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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方面，尽管全社会的卫生投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综合健康指标
却没有明显的改善。  
（五）问题表现 

  1、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之间的矛盾  
2、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  

  3、医疗卫生服务的宏观目标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  
  4、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 
  5、重医院/治疗，轻基础/预防 
  6、重治疗，轻公共卫生，中国卫生总费用主要用于治疗保健服务和药品。   
三、当前的改革 

（一）基本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  
  坚持立足国情，建立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体制。  
  坚持公平效率统一，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  
  坚持统筹兼顾，把完善制度体系与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结合起来。  
  （二）目标 
  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三）建立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制度 
（四）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2003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的通

知，合作医疗重建工作再一次全面铺开。 

复习与思考题： 

1、 有哪些医疗卫生政策模式？ 

2、 中国医疗卫生政策改革带来了哪些消极后果、存在哪些问题？ 

3、 如何从医疗卫生政策方面促进卫生公平？ 

拓展阅读书目： 

1、王绍光，“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读书》2003年第 7期。 

2、王绍光，“政策导向、汲取能力与卫生公平”，《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 6期。 

3、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比较》第 7期，吴敬琏主编。 

4、王晶，“中国农村医疗筹资公平性研究——基于全国八个农业县医疗筹资系统的实证研究”，

《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 5期。 

5、徐月宾主编，2007，《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共计 8篇”，中国劳动社会

保障出版社。 

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中国发展评论》

增刊 1期。 

第十章   劳动就业社会政策 

教学目的与要求：理解就业政策的定义、意义和基本内容。掌握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及其成因。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我国目前的失业问题及成因分析 

一、我国目前的失业问题 

（一）失业人员的定义 

（二）失业指标体系 

（三）我国目前的失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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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次失业高峰 

2、城镇失业人数及失业率城镇失业人数及失业率 

3、城镇失业问题的特点 

4、目前失业人数和失业率统计的缺陷 

现行失业统计标准的核心问题是“城镇”与“登记”，这一标准忽略了以下人员： 

农村失业人口。 

城镇隐蔽失业人口。。 

年内失业又就业人口。 

二、中国劳动力供求状况及失业问题成因分析 

（一）中国劳动力供求状况 

1、新增劳动年龄人口。 

2、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3、城镇企业富余人员的释放。  

（二）失业问题成因分析 

1、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把失业划分为五种类型： 

2、我国失业问题严重的原因： 

三、失业问题的影响： 

（一）对个人的影响： 

（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第二节  中国的就业社会政策 

一、就业政策的定义与内容 

（一）就业政策定义：是指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在特定经济社会条件下实行的以促进劳动就

业、加强就业管理为主要形式，旨在解决就业问题，从而满足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劳动者个人需要的

一种社会政策。  

（二）就业政策内容 

1、促进就业机会增多的社会政策。 

2、合理分配就业机会的政策。 

3、增强劳动者利用就业机会能力的政策  

4、对劳动者的就业保护政策 

5、与劳动者就业有关的其他政策 

二、中国目前的就业政策 

（一）合理调整就业结构。 

（二）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 

（三）统筹兼顾城乡就业。 

（四）提高劳动者素质。 

1、积极发展各类教育事业。 

2、建立职业培训制度：职业培训的种类包括职前培训、在职培训、再就业培训和创业培训。 

3、全面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并建立了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的职业资格体系。  

4、实行就业准入制度。  

（五）发展就业服务体系。 

（六）再就业工程 

1、定义 

2、我国再就业工作的进展 

3、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政策措施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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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我国目前失业问题的特点和产生原因是什么？ 

2、试述我国城市就业政策的发展阶段。 

3、就业政策在建构社会投资型福利国家中的地位和工作福利的意义。 

拓展阅读书目： 

1、 孙炳耀，“我国失业保险的功能定位”，《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 3期，第 3-7页。 

2、李永新、王思斌，2005，“失业人员再就业服务的任务中心模式”，《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

三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王汉生、陈智霞，“再就业政策与下岗职工再就业行为”，《社会学研究》1998 年第 4 期，

第 13-30页。 

4、慈勤英、王卓祺，“失业者的再就业选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微观分析”，《社会学研究》

2006年第 3期，第 135-150页。 

第十一章   教育政策 

教学目的与要求：掌握教育政策的含义与内容，中国教育政策的演变及其教育公平问题。 

学时：2学时 

第一节  教育政策概述 

一、教育政策的涵义与内容 

（一）涵义：教育政策是政府或社会为解决公共教育问题、满足公众教育需求而决定作为及如

何作为的教育服务行动。教育政策的核心是教育机会的公平分配，如何解决教育弱势问题。 

（二）教育政策内容 

  1、教育经费问题，即谁出钱，出多少钱，为什么出钱。 
2  、课程和教学方法问题，即教什么，如何教。 

  3、教育对象问题，即向谁提供教育服务。 
  4、教育者问题或人事问题，即谁来任教和管理。 
  5、教育制度或学制问题。 

二、我国教育政策的发展历史 

（一）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教育政策 

1905-06年废除科举制度，颁行癸卯学制 

1912-13年，颁行壬子癸丑学制 

1922-23年，颁行壬戌学制 

（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教育制度的特点 

1、“以俄为师”，模仿苏联 

2、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三）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政策的演变 

四、当前我国教育政策分析 

（一）教育经费的多元化 

（二）教育事业的产业化 

（三）教育对象的大众化 

（四）教育资源的非均衡化 

（五）教育行政的地方化 

五、教育公平问题 

复习与思考题： 

1、 中国教育政策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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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教育公平状况。 

拓展阅读书目： 

1、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 4期。 

2、梁晨、李中清，“无声的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 1期。 

3、张 静，“社会身份的结构性失位问题”，《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 6期。 

4、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社会学研

究》2010年第 3期。1、杨东平，“中国教育制度与教育政策的变迁” 

第十二章  住房政策 

教学目的和要求：理解住房政策的定义、意义和基本内容。了解主要的住房政策模式及其意义，

掌握我国当前主要的住房政策。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住房政策概述 

一、住房政策的基本含义和意义 

二、当代各国住房政策的内容、形式及特点 

（一）住房财政政策 

1、政府直接介入住房供给并相应投入财政补贴 

2、政府向住房需求者提供财政补贴 

（二）住房金融政策 

1、在国家有效控制之下的私有机构为主体的综合模式 

2、公司机构相互补充的混合模式 

3、政府全面直接控制的基金模式 

4、民间专营机构控制的互助模式 

三、各国住房政策改革 

（一）公房向私有化转变 

（二）住房补贴从补贴“砖头”向“人头”转变 

（三）从普遍性补贴到选择性补贴转变 

（四）从解决住房短缺向提供居住质量改善居住环境转变 

（五）住房贷款额度大、期限长，贷款利率市场化和融资来源多元化 

第二节    中国城镇住房政策的改革和发展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城镇的住房政策及其问题 

（一）特点 

（二）问题 

1、住房投资和维修成本难以收回 

2、供给渠道单一，住房短缺 

3、隔断住房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内在经济联系，不利于住房再生产 

4、不利于住宅业、房地产业的发展 

二、中国城镇住房政策改革的步骤 

（一）三方共同负担购买住房 

（二）提高租金 

（三）出售公房 

（四）住房公积金和安居工程 

（五）停止福利分房和总体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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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中国城镇住房政策的特点及其问题 

（一）当前住房政策的特点 

（二）内容 

1、经济适用房政策 

2、廉租房政策 

3、“两限”房政策 

4、公共租赁房 

（三）问题 

1、住房政策难以发挥社会效益 

2、住房政策运行中存在目标偏离、执行梗阻 

3、住房政策难以满足需求，供需矛盾大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理解住房政策的重要性？ 

2、在福利国家改革过程中，住房政策发生了哪些变化？ 

3、中国当前的住房政策有哪些，存在哪些问题？ 

拓展阅读书目： 

1、 边燕杰、刘勇利，“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对中国“五普”数据的分析”《社

会学研究》2005年第 3期。 

2、 朱亚鹏，“中国住房保障政策分析——社会政策视角”，《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 4期。 

3、 卫欣等，“国外住房保障制度比较研究”，《城市问题》2008年第 4期。 

第十三章  社会福利服务政策 

教学目的与要求：掌握社会福利服务政策的内容，了解中国社会福利服务政策的变迁、社区和

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福利服务中的地位。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社会福利服务政策概述 

一、社会福利服务政策的基本概念和特征 

（一）含义 

（二）特征 

1、福利性 

2、个人性 

3、直接性 

二、社会福利服务政策的内容 

1、满足社会成员基本需求的服务体系 

2、满足社会成员共同需求的服务体系 

3、针对特殊困难者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 

第二节 当代中国社会福利服务政策体系 

一、企事业单位的福利性服务体系 

（一）单位制与企事业单位的福利性服务体系 

（二）单位职能转变与企事业单位的福利性服务功能的剥离 

二、城乡社会福利服务机构 

（一）民政福利体制下的城乡社会福利服务机构 

（二）城乡社会福利服务机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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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2、服务对象的公众化 

3、服务方式的多样化 

4、服务队伍的专业化 

三、城市社区福利服务体系 

（一）社区福利服务政策的建立与发展 

1987年民政部提出，开发社区居民自我服务的潜能。 

1993年 14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社区服务业的意见》 

1995年民政部颁布了《社区服务示范城区标准》 

2006年国务院发布第 14号文件《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 

（二）社区福利服务存在的问题 

1、社区服务的福利性低 

2、社区服务的社会性低 

3、志愿服务严重不足。 

4、社区服务供给数量不足和种类单一 

5、社区服务的专业性差、个别化低 

复习与思考题： 

1、结合我国社区服务的发展，分析社会福利服务有哪些资源调动方式？ 

2、合理的运行机制对社会福利服务的意义是什么？ 

3、社会福利服务传递模式有哪些，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4、中国当前社会福利服务发展的困境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于燕燕：“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发展”，载《城市研究》2000年第 1期。 

2、丁元竹：“加拿大的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及对我国的启示” 

3、李雪萍、陈伟东：“分开与连结:社区公共服务机制探析——以武汉市江汉区民族街环卫体

制改革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 1期。    

4、杨团、葛道顺，“中国城市社区的社会保障新范式——大连与杭州社区个案研究与探索”，

《管理世界》2002 年第 2 期。 

5、万育维，2001《社会福利服务——理论与实践》，台北：台湾三民书局。 

6、Midgley, J.1997.Social Welfare in Global Context.London: Sage. 

7、——1999. Growth, Redistribution and Welfare: Toward Social Investment. Social 

Service Review.March. 

  第十四章   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 

教学目的和要求：理解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发展的阶段，重点掌握中国社会政

策的特点。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 

一、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阶段性 

（一）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福利 

（二） 市场化改革时期 

1、国家退位与缺位并存 

2、市场化、私营化 

3、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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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方分权化： 

（三）国家回归？ 

1、系列社会政策的出台 

2、缩小不平等 

3、社会保障与降低不安全 

二、中国社会福利体制的特点 

1、双重分裂 

城乡分立 

2、生产主义取向 

经济发展优先 

给予国营企业优厚保障 

重视教育、医疗社会投入 

单位-就业保障 

3、特殊主义原则 

4、国家包揽还是残补式？ 

第二节   中国与东亚福利体制 

一、东亚福利体制的提出 

二、东亚福利体制特点 

1、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关系：经济发展作为优先目标，社会政策为经济生产和政治合法性服

务  

2、社会福利重点投向：重视社会投资 

3、社会福利理念：工作伦理和人际互助 

4、社会福利主体：多元混合、非正式 

5、国家角色：间接与规制 

三、东亚福利体制的解释 

1、文化论。 

2、政治生态论。 

3、后发-外生型变迁论。 

四、中国福利体制的东亚特点。 

复习与思考题： 

1、论述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阶段性。 

2、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社会政策具有哪些特点？ 

3、中国是东亚福利体制吗？ 

拓展阅读书目： 

1、Stephen Philion.1998.Chinese welfare states regim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28(4):518-536. 

2、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 1期。 

3、王思斌，“中国社会福利的内卷化及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八辑。 

4、莫家豪、黄耿华，“中国社会政策的概念、议题与挑战：一个框架描述”，《中国社会工作研

究》第八辑，社科文献出版社。 

5、Linda Wong & Norman Flynn，The Market In Chinese Social Policy,Palgrave. 

6、王思斌，“社会政策时代与政府社会政策能力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 6期。 

第十五章  社会政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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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含义与基本理念。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新的发展观下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一、发展的涵义与维度 

（一）什么是发展 

（1）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讨论社会发展，聚焦于更广泛的社会过程和社会结构。 

（2）将经济和社会过程看做是动态融合的有机构成。 

（二）发展的核心价值和三个目标。 

二、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三、传统发展观下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 

第一，手段性。  

第二，附属性。  

第三，修补性。  

第二节  发展型社会政策 

一、发展型社会政策产生的背景 

（一）社会背景 

1、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政策之间的二元划分：社会政策作为经济发展的侍女 

2、社会福利的二元框架：剩余型和制度型 

3、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 

4、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重组：老龄化（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救济式的福利； 

5、“第三条道路”的兴起（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 

6、新公共管理思想：福利服务外包；福利项目运行的效率和效果 

二、发展型社会政策 

（一）什么是发展型社会政策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核心理论是强调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协调关系，将社会政策作为一种社会

投资行为，是生产力因素。 

1、整体性的社会政策，整体性社会政策是将国家主义、平民主义范式的融合。发展型社会政

策关注社会变迁、干预、社会包容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问题 

2、在政策的重点上，发展型社会政策特别关注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劳动力人群能否顺利

进入劳动力市场。 

3、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核心理念 

三、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 

（一）经济与社会目标的融合 

（二）发展型社会政策下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关系是整合状态，社会政策的目标从微观领域

拓展到中观和宏观领域。 

（三）强调社会投资，从社会投资的角度认识社会政策的作用，使其从再分配和消费到生产主

义和投资范式。 

1、投资于人力资本建设，通过教育、卫生等，围绕就业和工作提供支持，更注重通过社会政

策来影响劳动者从市场中获得收入的能力。 

2、投资于社会资本建设 

3、社会投资与社会发展 

4、强调预防性和包容性 

5、社会政策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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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发展、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2、什么是发展型社会政策？ 

3、如何理解发展型社会政策下，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关系？ 

拓展阅读书目 

1、安东尼•哈尔、詹姆斯•梅志里，2006，《发展型社会政策》第一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詹姆斯•米奇利，2009，《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格致出版社。 

3、张秀兰、徐月宾、梅志里，2007，“发展型社会政策论纲”，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4、张秀兰，2004，“发展型社会政策：实现科学发展的一个操作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第

5期。 

5、张秀兰、徐月宾， 2006，“建设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中国社会科学》第 3期。 

6、刘军强，2012，“增长、就业与社会支出——关于社会政策的“常识”与反“常识” ”，《社

会学研究》第 2期。 

7、孙立平，2009，“以重建社会来再造经济”，《社会学研究》第 2期。 

 

人类行为与成长环境 
Human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课程号：3230100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旨在帮助学生了解人类行为产生的机制、人类行为如何与社会环境互动、

以及社会环境如何影响人的行为。课程围绕若干主题来展开，这些主题将从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

的一些角度来探讨人的行为如何产生以及社会工作者如何来运用正确的方法来干预和矫正人的行

为。社工实物将穿插进行。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学时 

知识单元 1：从多元化的视角来理解人类行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课程介绍 

2教学基本要求：介绍以及人类行为的多元理论。 3.教学重点难点：理论与社工实践的关系 

作业：阅读课本第一章 

知识单元 2：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人类行为的理论。   

2. 教学基本要求：了解和掌握人类行为的理论以及各个理论的优缺点。 3.教学重点难点：

如何用理论来指导社工实践 

作业：阅读课本第 2章 

知识单元 3：从生物人的角度理解人类行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生物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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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基本要求：了解生物人的视角，人体的构成和各个器官的功能， 生理器官如何对人的

行为产生影响。  3.教学重点难点：生物人。 

作业：阅读课本第 3章 

知识单元 4：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人类行为：认知，感情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心理学的视角 

2.教学基本要求：了解心理学的视角，特别是从认知和情感的方面来分析人类行为和环境。 3.

教学重点难点：心理学视角。 

作业：阅读课本第 4章 

知识单元 5：从心理社会的角度理解人类行为：人际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心理社会的视角  

2.教学基本要求：掌握心理社会的视角，特别是从人机关系的角度来了解如何用该视角来分析

人类行为和环境。3.教学重点难点：心理社会的视角。 

作业：阅读课本第 5章 

知识单元 6：从心灵的角度理解人类行为：人际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心灵的角度，特别是宗教和灵性的角度理解人类行为。 

2． 教学基本要求：了解心灵的视角和用该视角分析人类行为。 3.教学重点难点：心灵视角 

作业：阅读课本第 6章 

知识单元 7：物理环境介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物理环境的构成 2.教学基本要求：了解物理环境的构成和对人类的影响 3.教学重点难点：

物理环境构成和对人的影响。 

作业：阅读课本第 7章 

知识单元 8：从文化角度理解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文化的视角  

2.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和掌握文化的视角，学会利用文化的视角来分析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  

3.教学重点难点：用文化视角分析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作业：阅读课本第 8章 

知识单元 9：社会组织和社会机构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组织和社会机构的构成 

2. 教学基本要求：社会组织和社会机构都有哪些，这些社会组织和机构对个体是如何造成影

响的，有哪些影响。 3.教学重点难点：个体与机构的互动。 

作业：阅读课本第 9章 

知识单元 10：家庭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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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家庭对个体成长的影响  

2.教学基本要求：家庭的重要特征、家庭的功能、家庭对个体的影响。 3.教学重点难点：家

庭对个体的影响。 

作业：阅读课本第 10章 

知识单元 11：个体成长的几个重要阶段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个体成长的阶段，从婴儿到老年 

2． 教学基本要求：掌握人成长的几个重要阶段和美国阶段个体成长的特点。 3.教学重点难

点： 影响个体成长的重要因素在每个生命历程的不同。 

作业：阅读课本第 11章 

知识单元 12：小群体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小群体的构成和对个体成长的影响  

2. 教学基本要求：了解小群体的构成 3.教学重点难点：小群体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作业：阅读课本第 12章 

知识单元 13：正式的组织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正式的社会组织的构成以及与个体的互动、对个体的影响  

2. 教学基本要求：了解正式社会组织，如学校、工作单位、各类机构如何影响个体的行为和

成长 3.教学重点难点：社会组织与个体互动模式 

作业：阅读课本第 13章 

知识单元 14：社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区的构成以及社区对人类成长的重要意义 

2. 教学基本要求：掌握社区的概念，社区的构成以及社区对人类行为的重要作用 3.教学重点

难点：社区与人类个体的互动和相互影响 

作业：阅读课本第 14章 

知识单元 15：社会运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运动的种类和形式  

2. 教学基本要求：掌握社会运动的种类和形式 3.教学重点难点：当代中国社会运动的主要特

点以及对人们行为方式的主要作用 

作业：阅读课本第 15章 

知识单元 16：性别社会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性别社会化的内容和过程以及结果  

2. 教学基本要求：掌握性别社会化的概念、意义和性别社会化的过程 3.教学重点难点：性别

社会化对人类行为和成长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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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阅读课本第 16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从多元化的视角来理解人类行为 3  

2 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 3  

3 从生物人的角度理解人类行为 3  

4 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人类行为：认知，感情 3  

5 从心理社会的角度理解人类行为：人际关系 3  

6 从心灵的角度理解人类行为：人际关系 3  

7 物理环境介绍 3  

8 从文化角度理解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 3  

9 社会组织和社会机构 3  

10 家庭 3  

11 个体成长的几个重要阶段 3  

12 小群体 3  

13 正式的组织 3  

14 社区 3  

15 社会运动 3  

16 性别社会化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老年问题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理解与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相关的概念和理论，以及研究方法。 

难点：学习运用课堂所学习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现实社会的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与学生自主学习相结合的方式。 

2. 学生阅读和做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 

……………… 

教学手段： 

1.结合 PPT进行课堂讲授。 

2.要求学生做与课程相关的报告。 

………………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论文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论文占 70％。 

5、作业要求： 

具体作业请见平时作业要求。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Dimensions of Human Behavior: Person and Environment (英语) 平装 – Elizabeth D. 

Hutchison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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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参考书 

《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作/译者:王瑞鸿 出版社: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期:2002年 04

月。ISBN:9787562812340 [十位:7562812349]  

执笔：张莉 审稿：郭伟和 审定：社会学院/社会工作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1月 5日 

 

质性研究方法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课程号：32301003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让学生掌握质性研究方法的哲学原理，理解质性研究的基本逻辑和

步骤；2、掌握质性研究的基本方法，并且能够在自然社会情景中运用质性研究方法进行社会工作

研究；3、掌握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焦点小组等资料收集能力，以及扎根理论、比较个案、扩展

个案、民族志等分析和呈现资料的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质性研究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

为将来从事社会工作研究等奠定必要的研究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 ：认识和行动的关系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知识类型学划分。根据社会现象学家许茨的观点，知识分作两大类，一类是常人在日常生
活世界反思总结的库存知识，这类知识其实就是生活常识，它是不系统、零散的情景性知识，但却

是有用的知识。另一类是专家知识，他们根据逻辑，把日常生活中的库存知识提升归纳，抽象成普

遍的统一一致的知识体系。 

根据知识和现实处境的关系维度，可以分为抽象性的跨情景的全称性知识；以及依附特定情景

或处境的具体性知识。根据知识的可言说程度，可以分为能够言说的，用于说明是什么和为什么的

知识；另一个是不可言说的默会性的如何做的知识。 

2. 哈贝马斯提出的认识和行动的关系： 

实证主义认识论假定社会关系是一种客观的因果关系，需要通过价值中立的严格的假设验证方

法来解释事务或行动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 

而且它假定真理只有一个，而这里的判断标准就是符合事实，所以认识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的逼

近科学真理的过程。而最终的真理只有一个，大家都要服从真理。 

实证主义认识论的认识旨趣在于控制社会事件或行为的关系，达到工具理性的目的（哈贝马斯，

1999）。 

诠释主义认识论认为社会世界不同于自然世界，人们的行为也不同于动物和机械行为，而是受

一定文化熏陶下的意义探寻或演绎意义的过程。所以诠释主义认识论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诠释演绎

来达到理解社会和行为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发现行为之间的因果逻辑。 

它假定世界之间存在多种文化，各个文化之间是相对主义的，没有好坏、对错、真假之分，所

以它认为认识的理想标准不是真理对错，而是共识和一致，或者伽达默尔所说的“视域融合”（洪

汉鼎，2001）。 

而要达到理解和共识，就需要我们悬置自己的文化，进入当地人的文化，通过部分和整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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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演绎循环才能理解当地人的行为举止。 

1846 年马克思关于《费而巴哈论纲》中指出，革命的实践就应该是对于人类社会关系的理性

认识和革命改造的辩证统一过程。而且提出，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最终实现人的解放。这颠

覆了原来的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主义的二元争论，强调精神认识和实践行动

的辩证统一。 

然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却出现了一个对马克思实践论的背离，把认识和行动划成不同的

阶段，分配给不同人。认识世界是知识精英的任务，而改造世界则依靠用先锋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

政党的领导，通过革命纪律来约束革命队伍，改造工农大众，最后导致了手段和目的的背离。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形成了符号互动论的社会思想，强调对微观情景的互动过程进行反思、定义

和行动。这个微观情景互动传统影响了当代职业教育大师唐纳德.舍恩的思想。舍恩认为，当今职

业教育的主要模式是上述实证主义主导下技术理性模式，这个职业模式的主要问题就是普遍性知识

的确证性（rigors)和具体情境的适用性(relevance)之间的偏离（Schon,1983） 

学习目标： 

1. 掌握许茨提出的知识的划分类型 

2. 掌握哈贝马斯、舍恩、马克思提出的知识和行动的关系 

作业 

阅读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翻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 

知识单元 2：质性研究的伦理问题 

参考学时：3个 

学习内容： 

1. 韦伯提出的价值中立问题：韦伯不是一个逻辑实证主义主义者，但是作为一个解释学方法
的倡导者，韦伯提出的价值中立观点，却构成了实证科学和解释学共同的方法论信条。价值中立强

调，任何科学研究，如果为了追求客观真实的理解，就要在研究实施过程中，保持自己的价值中立，

不能把自己的价值立场带入研究过程，以免影响事实性判断。当然韦伯承认，作为一个社会人的科

学家，在研究之前的选题和研究之后的应用问题上，都可以有自己的价值立场，承认价值关联（韦

伯，1999：153）。 

2. 基于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伦理： 

知情同意原则； 

避免欺骗原则； 

隐私和保密原则； 

精确性原则。 

而美国行为科学国家委员会 1978年提出了保护受试对象的伦理原则有如下三条： 

尊重个人：让当事人充分知道研究程序和后果； 

仁爱原则：保护受试对象的利益，尽量减少可能的风险； 

公正原则：坚持对研究利益和责任的公平分配 

3. 伽达默尔、哈贝马斯、查尔斯.泰勒等哲学大师的出现，他们提出了不同的哲学诠释论，

强调认识理解社会世界的过程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价值涉入的。 

4.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传统则是，所有的社会科学其实是分阶级立场的，所有的知识分子都
是有机知识分子，也就是都是为某个阶级代言的知识分子。只不过，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学

说力图用一种普世的、永恒的和抽象的修辞策略，来达到文化霸权的目的和效果。所以，按照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观，社会科学认识过程，首先就要选择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针对对方的观点进行批

判，揭露其背后隐藏的阶级立场和价值观，批判其通过压迫和掩盖其他阶级的利益和地位，达到统

治社会的目的。 

5. 文化主位和文化客位问题：十九世纪的文化人类学家一般都是站在西方现代文化立场，对
原初社会文化进行一种“他者”化、居高临下的、猎奇式的描述，从而来印证西方社会的发达、文



9505 

明和进步，判断当地人文化模式的落后、愚昧和野蛮，然后根据生物进化理论来解释社会世界的时

间发展模式。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客位”的立场选择。 

从二十世纪初期开始，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对南太平洋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的研究，开

始改变文化客位的立场，选择进入岛民的日常生活，根据当地人的生活习俗，按照功能主义原理，

来解释其自身文化的功能效应，归纳其原初生活模式，提出了参与式观察的“文化主位”的概念。 

其同事拉德克里夫-布朗进一步归纳了其功能主义的研究方法，从而形成了社会人类学著名的

功能主义范式（拉德克里夫—布朗，2009）。所谓功能主义的文化主位，是根据一种整体结构的功

能需要，来理解个体的行动逻辑和互动模式的研究方法。 

美国人类学家在弗朗茨.博厄斯、克虏伯、鲁思.本尼迪克特、玛格丽特.米德、拉尔夫.林顿等

人的影响下，反对从功能主义出发来对当地人的生活进行解释，而是强调文化意义模式出发，来理

解当地人的生活模式。这就进一步突出了地方文化主位的立场，并试图理解当地文化的整体意义网

络（格尔茨，1999）。这可以称作是文化主义的文化主位，区别与英国人类学家功能主义的文化主

位。所谓文化主义的文化主位，是根据地方文化传统的意义体系，来理解个体的行为和互动模式的

意义。 

6.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关系：在主流的社会科学界，社会科学的主要意图和边界，仅限于
认识世界，也就是描述世界和解释或理解世界，并不涉及改造世界。当然认识世界是为了控制和利

用世界，造福人类。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主流社会科学的工具技术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伦理哲学观点。

查尔斯.泰勒等人提出社群主义则明确反对这种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在社群主

义开来，社会主体本来就是一个负载者文化历史信息，并且不断地在和他者进行相互道德立场的对

话和评判，进而共同推动着社会生活价值标准的建构和传承，产生一种所谓的历史效果（伽达默尔，

2001，载洪汉鼎，2001）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传统中，认识和行动也仍然是内在于实践过程的，而且马克思明确提出认识

是为了改造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个辩证的统一过程。但是马克思似乎并没有把所有的实践

者都当作一个平等的反思对话者，而是强调有机知识分子（葛兰西的观点）和先锋队（列宁的概念）

的概念。认为无产阶级应该有自己的知识分子，他接受委托站在本阶级立场对社会阶级关系和社会

发展趋势进行研究，提出正确地观点和结论，然后教育和武装大众，推动社会革命。 

学习目标： 

1. 理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立场、关系、目的等问题对于研究的影响 

2. 掌握不同研究立场下的研究伦理和研究关系 

3. 学会在研究中反思和处理研究伦理困境 

作业： 

根据课堂所学，结合自己的研究案例反思自己的研究立场、关系和伦理问题 

知识单元 3：后实证主义 

参考学时：3 

学习内容： 

1. 实证主义强调两个基本原则： 

一个是经验主义，要求所有的科学研究必须从经验资料出发，从而归纳出科学规律（培根的观

点）； 

另一个是理性主义，要求所有的科学研究必须是基于逻辑关系，具有内在一致性（笛卡尔的观

点）。 

后来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约翰.穆勒）整合了法国的实证主义和英国的经验主义，

提出了系统的科学研究法则（见其 1834年的《逻辑系统》一书）。 

2. 卡尔.波普的后实证主义：科学研究只能是通过演绎逻辑提出一个科学假设（猜想），然后

保留科学证明的开放性，允许别人提出反例进行批驳，证明现有假设的谬误，提出新的假设。这也

即是所谓的后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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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伪思路下科学研究关键不是寻找支持性证据，而是寻找反例，批驳现有理论，提出新的假设。

所谓反例，是指这个证据和以往命题指称的对象尽管是同一类事物（同一范畴），但是却不符合以

往命题的规定性描述。于是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新的事例进行分析，来寻找导致反常的原因是什么，

包括条件分析、机制分析、和模式分析等，从而提出一种新命题。 

3.后实证主义的质性研究：好的科学研究需要具备四个特征 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1994）： 

1）目标是为了推论，包括描述性推论和因果推论。描述性推论是指根据已知的世界来推测未

知的世界；因果推论是根据已知的数据来推测因果规律； 

2）程序应该是公开的。科学研究应该通过能够公开的方法和程序获得结论，这样才便于科学

共同体去评估和重复，否则就是神秘启示。 

3）结论是不确定的。不管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都是根据有限的资料提出的推论，所

以都存在不确定性，都需要对不确定性进行估计； 

4）科学的内容是方法。科学研究的领域和主体是无限的，但是科学研究的方法却是独特的，

可以用来研究几乎所有的事情。 

质性研究的四条标准：用可观察的推论来连接理论和数据，不是简单地描述案例，而是要通过

案例支撑的推论，来检验理论；最大化研究的杠杆效应，也就是通过具体详细的证据，但是有限的

个案，来对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检验和推进；报告研究的不确定性，要告诉别人研究的局限性和可能

的例外，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始终按照社会科学家来思考问题：保持怀疑和提出竞争性假设。 

学习目标： 

1. 掌握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范式的转换 

2. 理解后实证主义认识论下优秀研究的标准 

3. 掌握后实证主义认识论下的质性研究的四个标准 

作业： 

根据质性研究的四个标准，对质性研究的优秀范文进行分析讨论。 

知识单元 4：文化诠释主义和社会建构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第一代诠释主义：所谓第一代解释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而是指具有相似家族特
征的不同流派的集合，包括德国人文主义大师狄尔泰、后来的马科斯.韦伯等人开创的文化解释学，

胡塞尔以及许茨开创的现象学，还有与其有关的维特根斯坦、皮特.温奇等人提出的语言哲学等。 

2. 第二代诠释主义：受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影响，汉斯. 伽达默尔、查尔斯.泰勒、于尔根.

哈贝马斯批评了第一代诠释主义试图用客观的方法来理解主观意义的方法论目的，提出理解就是人

类的存在条件和生活经验的基本结构的观点。因为我们不可能摆脱自己的文化传统，悬置自己的价

值观念，文化和价值就像我们的皮肤一样穿在我们身上，不像一件衣服可以随便脱下。因此与其伪

装起来，克制自己的价值立场，不如直接面对，公开承认，去和他人进行对话和讨论。 

3. 社会建构论：在上述知识运动的基础上，社会科学认识论已经彻底摆脱了基础主义、经验
主义、逻辑原子论、指称和再现的语言观点，提出了文化传统和个体行动的互为循环建构的过程，

这就认识论上的建构主义奠定了最后跳跃的基础。 

4. 社会建构论是进一步摆脱了个体主观意识生成意义的现象学的心理构成主义，走向语言符
号的社会建构过程。也就是，它认为，我们都是栖居于语言之中，通过语言来进行社会互动和生成

意义，以及通过语言来建构自我和社会现实，所以研究语言隐喻、叙事和修辞，以及社会运用策略，

才是社会研究的核心所在。（Gergen，1998） 

学习目标 

1. 了解两代诠释主义的差异，以及社会建构主义的含义 

2. 学会运用社会建构主义分析质性研究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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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掌握文化诠释主义的民族志书写法 

作业 

阅读格尔茨的《文化解释》第十五章“深层游戏：关于巴里斗鸡的札记”，南京：译林出版社，

1999。 

阅读保罗.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商务印书馆，2008年。 

知识单元 5：批判理论下的质性研究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分为青年马克思主义和晚期马克思主义。 

青年马克思主义主要从劳动过程对人性的异化，以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对统治秩序的合法化掩

盖等议题，来揭批资本主义的不公平问题。见其《1844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德意志意识

形态》等作品。 

晚期马克思主义转向对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和历史发展动力的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模式阶级

动力推动的历史发展过程的一个特殊的形态，必将被代表历史进步的无产阶级所推翻，走向社会主

义社会。见其《资本论》 

2.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包括从早期批判资本主义的理性化牢笼以及科技理性对人性的
工具化异化，以及二战后批判资本主义父权体系对个体性心理模式的建构，再到经过后现代话语洗

礼后，对各种现代主流叙事的权力关系的批判等。 

3. 批判诠释理论：批判诠释主义的质性研究，就是要把批判性诠释当作一种人的存在方式和
认识方式，不断地对个人和社会的互动过程，进行批判性诠释。这里的一个预设是，主流精英阶层

在不断地通过主导性文化和叙事来建构合法的统治和主体性，而批判诠释就是不断地揭露这个隐藏

不漏和熟视无睹的权力机制，促进更加民主和协商的对话过程。 

4. 批判理论的后现代转向：在后现代条件下，质性研究进入到一个更加难以言说的阶段：如
果说实证主义的质性研究目的是揭露社会现象的因果规律；解释主义的质性研究试图阐明社会世界

的意义体系；批判诠释主义试图揭露世界意义体系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那么后现代质性研究试图

表明根本不存在确定的因果关系、意义体系和固定的解放模式，我们只能在一个地方化、处境化的

语境下，参与戏仿，从而暂时性反抗游戏规则，或者另类游戏模式。 

学习目标： 

1. 理解批判理论的四代发展变化 

2. 掌握批判诠释理论如何进行质性研究 

作业： 

阅读阮新邦的《批判诠释与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知识单元 6：个案研究方法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 

1. 何谓个案：但是作为个案，其实是因为其特殊性，人为选取出来，进行详细地的描述和分
析的一个界限相对稳定的系统。这个系统必须具有如下特征： 

当中存在模式化的行为序列； 

当中发生模式化的互动关系； 

当中发生模式的意义体系。 

另外从个案的表现特征来言，个案必须是丰富的信息和知识，不能是简单的变量关系。 

2. 为什么要做个案研究：第一，个案研究可以探索未知的领域，帮助我们启发新的认识和灵感； 
第二，个案研究的丰富信息可以建构复杂而具体的实质性理论。抽样调查只能做设检验和统计

推论，并不能发现新的理论； 

第三，个案研究解决临床实践的问题，一把的科学理论都只能提供一个抽象的原理，而具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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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情景则是复杂多变的，只有掌握个案研究的方法，才能根据实际情景，来灵活运用抽象知识，理

解和解决实际问题。 

3. 个案研究的类别：本质个案研究，工具性个案研究，集合个案研究，比较个案研究、扩展
个案研究。 

4. 个案研究的特征：具备丰富的个案信息，包括个案的背景、特征、乃至地理环境，然后就
是个案的事件过程和行为模式，以及互动模式等。 

个案研究需要通过不同的叙事模式来呈现，而不能是仅仅给出研究发现和结论。这是它和扎根

理论方法的最主要的分别。叙事模式包括现实主义、印象主义、忏悔式、评论式、正式的、文学的

和综合的等不同类型（Van Mannen,1988）。根据前面的讨论，个案叙事现在倾向走向一种互为主体

性的多重声音的表达，甚至是同一主题的不同风格表达，比如保罗.科亨对中国义和团的研究，就

给出了三种不同的历史叙事（柯文，2000）。 

5. 个案研究的步骤：提出问题、个案选择、资源收集、资料登录、报告呈现 

学习目标： 

1. 理解个案研究的独特意义 

2. 掌握个案研究的不同类型和方法程序 

作业： 

研读麦克.布洛维的《扩展个案方法》，载沈原编，《公共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知识单元 7：民族志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 

1. 所谓“参与式观察”，就是研究者要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立场，全身心进入研究当
地的社会生活，成为一个当地成员，去体验和观察当地人的生活及其意义。这些民族志学者如此完

全地融入他们主人的社区，以至于他们可以被描述为“完全成员”（Lee，1995:61）。 

2. “完全成员”角色被进一步划分为“皈依者”和“双重行动者”。前者以局外人的身份进
入所研究的社会环境最终却成为其中的成员；后者虽然也可能被招为真正的集体成员，但加入集体

的目的仅仅是要描绘社会环境，一旦目标实现之后就离开了集体（泰德洛克，2007:490） 

3. 从一开始民族志的体裁就是多样和弹性的，既包括高度形式化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也包括
比较通俗流行的自传、生活史、纪录片和文学创作等。只不过，原来民族志作品的体裁一般是分领

域划分的，面对学术界，民族志作品一般都呈现为比较客观中立的第三人称的陈述，只有面对公众、

或者没有同行评审压力时，民族志才采取了比较自由的叙事性体裁。 

4. 第二种体裁是生活史。生活史是通过举隅法，即选择有代表性的个体，通过不同类型的个
体生活来呈现出整个文化模式。比如早期的描述墨西哥郊区新移民生活的奥斯卡.刘易斯的《贫穷

文化：五个墨西哥家庭生活》，以及描述东波斯顿意大利移民社区的威廉.怀特的《街角社会》，描

述芝加哥地区东欧移民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等作品。 

5. 第三种体裁是回忆录。作者引导读者进入自己在田野调查中的生活的一个角落，展现生活
的新活、生动、富于情感和奇特。这种作品一般作者都以笔名发表，以免引发大家作者的学术身份

进行质疑。但是自从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发表以来，人们就不再担心自己的专业身份，而且这类作

品因其生动鲜活，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好评。比如保罗.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就是根

据自己的日记写的生动有趣的回忆反思作品。 

6. 第四种体裁是叙事性民族志，人们开始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来书写民族志，一般都以第一人
称的口吻来书写和田野里成员们的交往故事，充分展现彼此的情感和心声，比较感人，具有情感冲

击力。比如潘毅的《打工妹：新型打工阶级的形成》一书，以及她最近和卢晖临、郭于华、沈原等

人编辑的《我在富士康》一书就是用第一人称写出来的作者们在富士康打工体验的民族志，然后转

用第三人称来把这些故事和中国资本生产的体制进行分析。 

7. 第五种体裁是民族志小说，就是几乎完全按照小说的叙事结构和风格来描述人物性格和风
土人情，几乎没有生涩、抽象的学术语言，只不过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不是随意杜撰的，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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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方文化呈现出来的一种现实主义的作品。我们国家早期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的《金翼》就是

一部比较突出的小说体裁的人类学家作品。而黄树民先生对福建农村的干部访谈，写出的《林村的

故事》是另一部比较有影响的小说体作品，包括应星老师的《大河移民》也是近期比较突出的小说

体的作品。 

学习目标： 

1. 了解不同民族志的类型和发展趋势 

2. 理解不同民族志的写作风格和魅力 

作业： 

阅读《街角社会》，《江村经济》，《金翼》，《贫穷文化》，《中国女工》，《大河移民》等民族志作品。 

知识单元 8：扎根理论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 

1. 经典扎根理论：1967年两位年轻的美国社会学家伯尼.G.格拉泽(Barney G. Glaser)和安塞

尔.斯特劳斯(Anselm L. Strauss)一起出版了可以和定量研究抗衡的著名定性研究的方法论《扎根

理论的发现：质性研究的策略》(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质性研究方法可以和定量研究一样能够对理论的发展做出重大贡

献，而且解决了后实证主义定量研究中一个重大缺陷：只能验证理论，不能发现理论。 

2. 对经典扎根理论的挑战：康拉德（Conrad,1990)和里斯曼（Riessman, 1990)认为，扎根

理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导致资料的破碎，从而有可能限制对研究的理解力，进而扭曲了叙述者的完整

意义，建构出来一套对于研究对象来说完全陌生的理论。对扎根理论的批判，其实是实证主义认识

论和解释主义/建构主义之间的分歧，一方面强调在表面世界的下面存在一个真正的意义，这个意

义体系是逻辑体系，必须打破表象才能由表入里、去伪存真；另一个强调，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真实

的意义体系，我们不能打碎这个世界，而是需要进入这个世界，才能逐步理解它的意义。 

3. 建构扎根理论：凯西.查麦兹提出的建构扎根理论试图调和理论解释和主观意义之间的关

系，她一方面强调扎根理论的基本方法和目的是有助于深入理解研究对象的意义的，也就是不能停

留在表面意义，而是要深入探索隐含的意义，把含糊的主观叙事概念化、清晰化。另一方面，查麦

兹又认为，不能为了概念化和清晰化，就把研究对象客观化和排斥在意义体系建构之外，而是仍然

要继承民族志、尤其是批判诠释主义提出的互为主体性这个概念，通过和研究对象的亲密的熟悉关

系，来共同建构意义体系。 

学习目标： 

1. 了解扎根理论的三种不同流派的内容 

2. 理解经典扎根理论和建构扎根理论的不同侧重点 

3. 学会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和程序进行质性研究 

作业： 

阅读卡麦滋，《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 

知识单元 9：行动研究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 

1.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性行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参与式行动研究主要是沿着南美批判教育家保

罗.弗勒雷(Paulo Freire）1970 年提出的受压迫者的教育学方法论。弗勒雷融合了后殖民理论、

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受压迫阶级存在者虚假意识的，他们总是把精英阶

级的理想当做本阶级追求的目标，结果总是出现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不会出现真正的解放。

但是弗勒雷反对通过灌输式教育来对受压迫阶级进行启蒙和动员，他认为这种方法是反解放的。教

育者和受教育者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而这种不平等教育关系和方法难以实现自己的解放性教育目

标，只能导致受教育者对教育者的盲从。这仍然是在复制一种支配结构。所以保罗.弗勒雷提出的

教育方法是问题探寻式（problem-probing)对话互动教育方法，当中融入了合作式行动研究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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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他要求受教育者来主导对其生活的研究，而研究者则是协助其研究过程，成为一个启发者。

整个研究过程一般分为几个循环，首先是，研究者到社区中去和社区居民建立关系，进行开放式座

谈，去发现社区居民关心的议题，同时也发现社区中的积极分子；然后，把整理出来的议题反馈给

社区，和社区积极分子建立一个密切的研究伙伴关系，形成一个研究团队，研究人员协助社区积极

分子去进行社区相关议题的调查。所用调查方法一般是社区居民便于掌握的访谈法或者走访观察，

然后由专业人员协助进行整理和归纳；也可以通过小型问卷调查的发放和填写，然后由专业人员协

助进行统计和分析。 

2.实用主义的情景反思性行动研究：反思行动研究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团体心理学家科特.

勒温（Kurt Lewin）。勒温在 1946 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出了行动研究的概念，“社会实践所需要

的研究是一种行动研究，一种关于社会行动（各种形式）的条件和效果的研究，一种可以导致社会

行动的研究。” 按照他的合作同事利皮特的定义，行动研究的程序包括：从社会实践以及社会实践

的参与者获取信息，经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之后，再将结果反馈到实践中去，以达到对实践过程和

团体行为过程的影响。此定义把知识的来源和反馈，与社会实践的有效改变联系起来，但是还缺乏

具体的干预技术和策略。后来勒温发明了 T-小组敏感性训练小组，就把具体的团体观察和反馈作

为改变小组动力干预策略，使行动研究进入更加具体的社会干预的过程。在 20世纪 70年代，麻省

理工的职业教育家唐纳德.尚恩（Donald Schön）和哈佛大学的组织行为学家克瑞斯.阿基里斯

(Chris Argyris)一起，发展出更加系统的组织行为学习理论。尚恩在 20世纪 80年代自己开始发

展出职业教育中的行动反思教育模式。在有关组织行为学习理论中，阿基里斯和尚恩一起著有《实

践理论：提供专业效能》（1974）以及《组织学习》（1978）两书。这两本书都是阐述如何突破以往

的组织管理模式，由第一型的理性控制性人际关系，转为第二型的信息开放表达的人际关系，从而

提高组织中人际关系沟通效率，增加专业效能。1983年尚恩出版了自己的《放映的实践者》一书，

1987 年出版有《教育反映实践者》一书。在这两本书中，尚恩突破了人际关系模式，提出了针对

个人专业实践的行动研究模式。 

3.社区为本的赋权性行动研究：就城市社区心理学来言，根据其主要倡导这朱莉安.拉帕波特

（Julian Rappaport,1990)的说法，增权（empowerment）既是社区研究和行动的目标，也是促进

社区发展的方法。所谓增权是指这样一种过程，借此人群、组织和社区可以获得他们生活事务的控

制。主要的策略是通过辨别、催化或创始一个情景，让那些被排斥在外的沉默和孤立的人群可以理

解、表达和影响那些和他们生活相关的决策。根据拉帕波特的观点，增权导向的社区行动研究有几

个特点： 

1.非常注重社区居民的参与，建立伙伴性研究关系； 

2.注意发挥社区居民的优势和能力，而不是被关注其缺陷和劣势； 

3. 从生态学的角度进行社区关系脉络分析，而不是孤立地分析个体之间的因果逻辑； 

4. 注重社区的“悖论性矛盾现象”的研究，引发社区居民的关注和对话，从而导致民主的协

商性社区关系。 

4.女性主义的性别觉醒行动研究：女性主义研究或许是一个不太严谨的说法，因为不存在独立

成系统的女性主义研究方法。但是这是一个立场，它是为了女性的研究，而不是关于女性的研究

（research for women not on women)，而且它是为了女性的解放，促进社会两性平等而进行的研

究，而不是仅仅为了解释（合理化）两性不平等的原因。所以，女性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解放研

究有很多策略上的相似性，只不过它是用于女性的解放，而不是为了阶级解放。当然，女性主义研

究也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把女性的解放依附在阶级解放之上，但是无产阶级内部可能

也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和支配关系，阶级解放不能自动产生性别解放。但是，女性主义研究产生了

一些新的贡献，是其他行动导向的研究所没有的，包括如下方面：注重伦理关系和情感关系是女性

主义研究所注重的一个独特方法，这是女性世界的独特现象，原来都被男性世界作为低效率和不成

熟的特征而被理性思维所谓否定或贬低。注重个人私人领域的政治关系，提出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名言（personal is political），打破原来公私二分的界限，把家庭和情感领域的议题带到公共领

域去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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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了解行动研究的不同流派 

2. 理解行动研究的基本精神和策略 

3. 掌握行动研究的模式和方法 

作业： 

阅读保罗.弗雷勒，《受压迫者的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唐纳达.舍恩，《反映的实践者》，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 

Small, Stephen. “Action-oriented Research: Models and Method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57,No.4, 1995.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教学部占学时 

实验 1：进行社区实地调研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选择一个社区进行实地调研 

实验要求：熟悉社区调研的基本内容；研究社区调研过程的收集资源的方法；掌握分析社区调

研资料的技巧。 

实验 2：案例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讨论各个小组的研究案例的问题 

实验要求：熟悉自己研究项目的认识论范式；探讨自己研究项目所有的资料收集方法和处理方

法；澄清自己的研究项目的呈现方式。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讲 质性研究方法导论                                   2  

2 第二讲 质性研究的伦理问题 2  

3 第三讲 质性研究的认识论基础——后实证主义 2  

4 
第四讲 质性研究的认识论基础——解释/诠释主义和社

会建构论 
2  

5 第五讲 质性研究的认识论基础——批判理论 2  

6 第六讲 质性研究的不同流派——个案研究   2  

7 第七讲 质性研究的不同流派——民族志    2  

8 第八讲 质性研究的不同流派——扎根理论（上） 2  

9 第九讲 质性研究的不同流派——扎根理论（下） 2  

10 第十讲 质性研究的不同流派——行动研究（上） 2  

11 第十一讲 质性研究的不同流派——行动研究（下） 2  

12 第十二讲 质性研究的资料收集技术——观察 2  

13 第十三讲 质性研究的资料收集技术——访谈 2  

14 第十四讲 质性研究的资料分析技术——编码与登录                2  

15 第十五讲 质性研究的资料分析技术——概念化                   2  

16 复习考核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研究方法、哲学原理 

后续课程：社会问题、社会工作的分支领域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本课程教学重点是各种质性研究方法的不同流派和程序。 



9512 

难点：本课程的难点是掌握各个质性研究的认识论基础。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教授。 

2.案例讨论。 

3.情景模拟 

教学手段： 

1. 讲义。 

2. 案例。 

3. 阅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主要在课堂进行教学，需要多媒体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需要学生课外阅读相关参考资料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主要包括三次读书报告占 30%；期末论文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诺曼.K.邓津、依冯娜.S.林肯主编，风笑天翻译，《定性研究：策略与艺术》，1-4 卷，重

庆大学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翻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 

格尔茨的《文化解释》第十五章“深层游戏：关于巴里斗鸡的札记”，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保罗.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商务印书馆，2008年。 

新邦的《批判诠释与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麦克.布洛维的《扩展个案方法》，载沈原编，《公共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卡麦滋，《建构扎根理论：质性研究实践指南》，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 

罗.弗雷勒，《受压迫者的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唐纳达.舍恩，《反映的实践者》，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 

Small, Stephen. “Action-oriented Research: Models and Method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Vol.57,No.4, 1995. 

执笔：郭伟和  审稿：郭伟和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6月 30日 

 

个案工作 
Social work with individual cases 

课程号：323010043 

一、课程教学目标： 

内容简介：本专业必修课为社会工作系的本科生而设, 共 54 小时授课. 主要为培养学生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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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工作中个案直接干预的能力. 透过本课, 学生将习得以下知识: 

1) 社会个案工作的理论与伦理 

2) 社会个案管理的程序与技巧 

3) 社会个案工作的主要治疗流派 

4) 社会个案工作的群众对象类别 

5) 中国文化中助人的认知与探索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1.教学内容：本课程主要结合国内外相关理论以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及需求，系统讲述较

为成熟的个案工作知识、理论和方法，课堂上课方式将以互动讨论为主，故学生的参与及提问将成

为学习的其中一部分，讲师将以多媒体方式呈现教材，并适时以案例角色扮演，或影片等来启发学

习。同时将安排三次外出见习及与实际个案接触的机会。老师提供素材给学生，学生们将从阅读材

料，课堂互动， 及作业报告三大来源，达到最大的学习效能。 

本课程为 5个单元，共 48学时 

第一单元： 课堂参与度 (10%):  学生需在课前完成指定阅读, 并准备提问的材料, 以促进同

学间的讨论及独立思考空间. 若学生缺课超过 50%以上, 则视为自动放弃此学分, 以”旷考”评分。 

第二单元：自我认知报告 (10%): 学生须在第三周上课前交上 800-1000字的”梦想报告”, 分

析个人对社会工作的”梦想”, 及实现梦想的阻力与助力, 并列举生命中影响你至深的人物. 讲师

将以其反思深度来评估佳劣。( 没有绝对的答案. 每個人尽量对自己的生命故事有最大的开放度, 

或以创意的方式呈现)   

第三单元：外出服务（10%）：学生须在第八至第十二周之间完成 10 小时的外出服务和实践，

讲师会安排每三人一组跟随助教去服务不同的特殊群体 （如失独家庭，敬老院，自闭症儿童/家长，

农民工子女，残疾人等等）。并在第十三周时进行课堂汇报和总结。 

第四单元：期中考 (30%): 第十四周进行，阅读及讲课內容来做回顾性的复习, 以选择题及问

答题等來评估学生是否对个案工作理论及伦理有准确的认知,记忆与辨识力.案例将从上课讨论过

的个案来筛选。 

第五单元：期末报告 (40%): 每人须在第十八周交一份 2500-3000字的个案报告. 学生可选择

自己身边可及的需要人群, 进行至少 4 次的工作或面对面接触. 若在特殊情況下找不到合适的案

例, 则应及早与讲师或助教讨论.报告需涵盖至少以下的领域： 个案的背景资料, 工作目标, 资源, 

障碍,你的干预/管理方式, 关系的建立与结束, 你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你在过程中学习到的课

外知识(在课堂上没有教授的內容)，需附上摘要式会谈记录表，讲师将以报告的组织性, 个人知识

与技术的整合, 领悟程度, 及对工作的投入程度来进行评估。 由于本课为基础实践课， 若学生无

法完成此报告，则无法获得此课的学分，视为“旷考”。 

2.学习目标： 

课程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个案工作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其今后从事相关服务做准备。在课程结

束时，学生应对以上的知识有基本的掌握，并在实践部分有相当的信心与经验。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2 个案工作的历史与诸论 6  

3-4 个案工作者的原则与伦理 6 交:个人认知报告  

5-6 个案工作的基本程序和技巧 6  

7 关系建立与结束 3 外来老师 

8 制定目标与评定资源 3 周末补课/外出服务 

9 儿童群体与老人群体 3 周末补课/外出服务 

10-11 获得外在资源与协调-认知行为疗法 6 周末补课/外出服务 

12 个案工作的主要理论治疗模式 II—心理社会模式 3 周末补课/外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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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个案工作的主要理论治疗模式 III—後現代疗法 6 周末补课/外出服务 

15-16 个案工作的主要理论治疗模式 I—危机干预模式 6 周末补课/外出服务交: 

期末报告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工作概论 

后续课程：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工作基本实务能力、社会工作督导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个案工作的基本程序与技巧的应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难点：认知行为疗法、个案工作的主要理论治疗模式 II—心理社会模式。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上课方式将以互动讨论为主，故学生的参与及提问将成为学习的其中一部份。 

2. 媒体方式呈现教材或影片等来启发学习。  

3. 辅助型阅读材料 

4. 课堂模拟 

教学手段： 

1. 过程式评估：平时作业报告的回馈，课堂督导 

2. 总结式评估：期末报告 

3. 实验教学：以小组为单位策划和实施个案工作，促进同侪互助学习和监督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利用社工实验室进行模拟和录像，及记录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本课程鼓励学在课前完成指定阅读, 并准备提问提問的材料, 以促进同学间的讨论及独立思

考空间。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要求： 

课堂参与度 (10%)，若学生缺课超过 50%以上, 则视为自动放弃此学分, 以”旷考”评分。 

自我认知报告 (10%)，学生须在第三周上课前交上 800-1000字的”梦想报告”。 

外出服务（10%）：学生须在第八至第十二周之间完成 10 小时的外出服务和实践，并在第十三

周时进行课堂汇报和总结。 

期中考 (30%): 第十四周进行。 

期末报告 (40%): 每人须在第十八周交一份 2500-3000字的个案报告。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教材：   

1. 隋玉杰,  杨静编, <<个案工作/21世纪社会工作系列教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2. 陈志霞 主编, <<个案社会工作>>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6 

（二）推荐参考书： 

1.  Julius R. Ballew & George Mink, 王玠, 李开敏, 陈雪真 (译), <<社会工作个案管理

>>  (Case management in social work: Developing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needed for work 

with multiproblem clients, 2
nd
 edition, 1996, IL:  Charles Thomas.)台北: 心理出版社 

(1998) 

2 . 马伊里，吴铎编, <<社会工作案例精选>>,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7 

3. 翟进，张曙 编, <<个案社会工作——社会工作丛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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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urner, F. J. (ed) Social Work Treatment (4
th
 edition). Free Press, 1996. 

执笔：陈心洁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小组社会工作 
Group Work 

课程号：32301005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专业必修课为社会工作系的本科生而设，共 54 小时授课。主要为培养学生对社会工作中以

小组或团体形式干预的能力。透过本课，学生将习得以下知识: 

1) 小组工作的理论与伦理 

2) 小组工作的程序与技巧 

3) 小组工作的阶段实务 

4) 小组工作的策划与落实 

5) 中国文化与小组工作的结合 

在课程结束时，学生应对以上的知识有基本的掌握，并在实践部份有相当的信心与经验。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2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小组工作可以分成小组的生命周期，由小组工作者主持的一系列活动。把这些活动一般归纳为

六个阶段：1.策划期——2.初期——3.形成性评估期——4.中期——5.评估期——6.结束期 

不同的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特点，第一部分是主持小组所需的知识。后四大部分是对六个阶段

的展开与讨论。后面是分析一些案例。 

小组实务焦点 

6) 治疗性小组和任务性小组。小组在临床中的应用。另外的小组有委员会、团队和其他管理
性小组。 

7) 侧重小组组员、小组整体以及小组的环境：小组工作者把小组当成整体进行干预，关注个
体成员，保证小组达到预期目标。同时也要评估小组的环境，来决定是适应环境还是改变环境。 

8) 将社会工作实务的通才知识和技巧运用到领导力建设和团队情景之中。通才视角强调的是
社会工作者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需要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需要不同的至少基础以及技能。可尝

试不同的技巧主持工作，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水平。特定的情景能制定出特定的计划。 

9) 通过全面评估组员的需要，整合专业知识技巧。 

10) 明确领导力的互动性和情境性的特点。通才视角任务，小组工作中的助人过程具有互动性。 

第二节   小组实务的价值观和伦理 

小组工作的价值观 

小组工作工作的价值观是社会工作价值观为基础，是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具体化。 

社会工作价值观：人人平等的原则。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接纳个体的价值尊严和特点。以人

为本和个人自我决定原则。维护人权和社会公正的原则。赋权原则。发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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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工作的价值观（中国）：互助互惠的原则。尊重组员的权力和能力。民主参与和决策。赋

权原则。高度个别化原则。 

小组工作的伦理 

（一）专业标准 

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只有具备专业能力的人才能从事某职业，美国对小组辅导员的知识结构

规定了八方便的要求。例如，专业定向，个人评估需求评估技巧等。 

国内没有一个明确的范畴，但是建议一个合格的小组工作者专业训练应该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

科学的背景训练，理论背景和辅导技巧等 

（二）小组工作的伦理守则 

特斯兰德和利瓦斯提供了专业伦理标准。例如组员拥有明确的知情权，明确保密原则和措施等。

科诺普卡提出了小组工作实务的原则。例如小组中个人化原则，小组个别化原则，真诚接纳每一个

人的长处和短处等。 

（三）小组工作者实务指南  

为了很好的执行上述职业伦理和工作原则，科瑞等人从小组工作者的个人修养、专业技巧和实

务训练的角度，列出一下指南：（列出重点） 

1、自我洞察力和反思能力。 

2、量力而行，不轻易主持一个自己理所不能及的小组。 

3、明确自己设计的小组类型，能够明确的明白地想组员介绍小组的目的和特点。 

4、发展出筛选标准。 

5、让组员明白在小组中可能会采用什么新技术和治疗方法，并要求积极参与。 

6、明确小组的重点是什么。 

7、发展出一些评估方法。等等 

（四）小组工作在中国的应用 

程序性的原则，知情原则，保密原则，尊重组员的原则，理论联系实务原则。 

第三节    小组工作的定义和分类 

小组工作的定义是，在小型的治疗性和任务性的小组中开展中，以满足社会—情感的需要、完

成某些特定任务为宗旨，以目标为导向的活动。这个活动在一个社会服务系统内进行的，针对个体

成员和全体小组而开展。其中工作者会帮助组员发展领导力，把握未来的发展，另一个构成是与次

小组一起工作。另外，小组并不是生活在一个真空之中，与周围的环境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与赞助

机构之间也有相互影响。 

小组的分类 

根据小组成立的背景、治疗性和任务性导向这两个指标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小组。 

形成性小组和自然性小组，治疗性小组和任务性小组。 

第四节     小组工作和个案工作 

治疗性小组的优点（重点的几条）： 

1、不同来源的共情 。  2、反馈——组员提出不同的观点。3、助人者—治疗，对分享个人经

验和知识的组员来讲，提供帮助和互助本身就具有治疗性。4、希望——成功应付了困境的组员能

帮助其他组员看到希望。5、正常化      6、练习新的行为——在小组安全的情景中，给组员提供

机会来学习，练习新的行为。7、扼要再现——重新建立不和谐的关系。8、资源——提供大量的、

能够解决组员问题的知识和服务。 

另外还有：角色示范，团结，社会化，社会支持，超越限制，合法化，共鸣式学习。 

缺点：造成组员的顺从，以及组员的依赖。可能遭到泄密，受到伤害。自信的组员话多，有机

会解决问题，反之，不自信的组员没机会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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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性小组的优点 

任务性小组的优点：相比个案工作，小组工作方法在帮助个人、机构和社区完成自身任务方面

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小组讨论、审议和决策还会产生其他效果。出现大量的信息，帮助开展一些

替代性的行动计划，来解决问题和进行决策。等 

任务性小组的缺点：小组问题的解决需要的时间多于个人问题的解决。在有效性方面，小组会

比一般的个案工作有效，但是不会见得比出色的个案工作有效。 

第五节  治疗性小组和任务性小组 

治疗性小组的类型 

治疗性小组的目标：（1）支持（2）教育（3）成长（4）治疗（5）社会化 

根据五个目的大致分为五类：支持性小组，教育性小组，成长性小组。治疗性小组，社会化小

组。 

任务性小组的类型 

任务性小组的三个初级目标 

（1）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2）满足机构需要 （3）满足社区需要 

根据三个需要分为三大类： 

满足服务对象需要的小组：团队，治疗会议，职业发展小组。 

满足机构需要的小组：委员会，顾问会议，理事会。 

满足社区需要的小组：社会行动小组，联盟，代表委员会 

学习目标：本章简明扼要的从宏观角度介绍了小组工作实务的焦点、价值观和伦理、定义、分

类 等。让学生对小组工作实务有一个框架性的了解。本章的重点和难点是价值观和伦理，一直贯

穿于本书之本末。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小组工作的伦理是什么？ 

小组工作的定义？ 

小组工作和个案工作相比的优缺点？ 

治疗性小组和任务性小组优缺点和类型？ 

知识单元 2：小组工作的历史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来自小组工作实务的知识：治疗性小组 

19 世纪英国和美国慈善团体发展了个案工作，在英国和美国的安置运动中开始产生小组工作

的雏形。安置中心采用小组工作的方法，而慈善机构采取个案工作的方法，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

慈善机构偶尔也进行小组工作。其他学科对小组工作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小组工作发展

的早期，俱乐部工作和小组工作是相互替代的。小组工作的历史比个案工作的历史要短得多，但是

机构的成立却晚不了几年，个案工作很快得到了认，但是小组工作却在 1935 年才得到全美公社的

正式认可。后来 1955年小组工作者才和其他六个专业团体一起成为全美工作者协会。 

个案工作与小组工作的差异 

个案工作者一句心理动力学理论和视角，强调的是提供具体的资源，而小组工作者依据的是小

组活动来激发组员的行动，各种类型的小组活动成为组员实现自己的目标的主要载体。 

在助人关系中，个案工作者主要帮助的是那些在工业化过程中被严重削弱的弱势群体，他们通

常提供资源和服务对象成为活力的、勤奋的公民，以帮助服务对象康复。而小组工作者的重点是强

调组员的能力，而不是关注组员的不足之处，助人的过程被看成为相互分享的关系，小组工作者和

组员针对大家共同关系的话题采取集体行动，一旦确定问题，则组员之间相互支持，工作者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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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需求之间进行协调（Schjwartz 1981）。 

共同的互动、共享权力和共同的决策，对小组工作者提出了特别要求，而个案工作者就没有这

么大的压力。 

个案工作者强调的是通过自学的研究诊断和治疗改进实务效果（Richmond,1917）,而 小组工

作强调的是过程。 

干预目标 

小组工作强调集体行动和民主生活，这成为早期小组工作的一个重要的根基。 

在 20世纪 40年代和 50年代，治疗性小组关注的视角是发展，更多的关注组员的问题和诊断

和治疗。重视运用小组作为治疗手段。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运用小组工作的方法，以改善个人成

员的功能性。但是实现教育和娱乐功能的人还是很多的。 

小组工作的削弱期 

在美国，60 年代，小组服务的欢迎程度开始下降。但是在社会工作学院中出现了通才视角，

人们开始忽视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的专业性，这也导致了小组工作在专业学校的不断重视，很多

接受了专业训练的小组工作者在实务中也很少使用小组工作的方法。70 年代，兴趣继续下降，学

院不开设高级小组工作课程，实务工作者也很少使用这种方法。接下来的 20 年人们致力于在社会

工作领域大力推广小组工作的方法。做了很大的努力，希望复习小组工作。 

目标的实务趋势 

Papell 和 Rothman(1962)写了一篇对小组工作实务产生深远影响的文章。概况出了三种具有

历史性的重要模式：（1）社会目标模式：主要强调的是协助组员接受民主的社会价值观，帮助组员

社会化。（2）治疗模式：重点在于通过改变个体的行为，来协助个人进行恢复。（3）互惠模式：强

调组员之间，组员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互惠的关系。 

分散整合的实务模式 

目前很多不同的实务模式尽管目标、实务情景和面临的任务不同，但它们都能发挥作用，小组

工作实务具有折中的特点。考虑到小组工作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很多社会工作者都认为小组工作

模式会出现整合的模式。这些主流模式包括：（1）工作者要帮助组员发展出一个互助系统；（2）工

作者要理解、重视和尊重小组过程，因为这样是变革的重要动力（3）工作者要帮助组员在组内我

获得能力的提升，从而可以自主的发挥其社会功能。（4）工作者要帮助组员“在结组时重新体现小

组的意义和力量。”（Middleman和 Wood,1990） 

来着小组工作实务的知识：任务性小组 

治疗性小组和任务性小组之间的区别在小组工作发展的早期并不明显，而现在反而被人们所强

调和重视。自从一百年来安之机构和慈善团体开始使用小组工作的方法一来，任务小组就出现了，

在 60年代和 70年代，人们对任务小组的关注不断的减弱。但到了 80年代到 90年代，人们的关注

不断增加，这是人们越来越强调参加管理的重要性了，人们对任务小组的研究作出贡，直到今天，

人们对任务小组专业知识的需求也渐渐增加。 

有影响力的理论 

基于过去多年对小组在实验室和自然背景中的研究而发展起来的，逐渐发展出大量的理论，五

种最重要的理论：（1）系统理论；（2）心理动力学理论；（3）学习理论；（4）场域理论；（5）社会

交换理论。 

介绍其中的三种        

系统理论：把小组当成一个由互动因素构成的系统。当小组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的时候，小

组就是由几个互相依存的成员组成的一个社会系统，由此来维持秩序，保持平衡。为了生存，小组

成员必须动员资源，行动起来，以满足需要，要维持平衡，必须完成四个主要的功能性任务：整合，

适应，模式维持，目标实现。 

心理动力学理论：小组成员会在小组中表现出自己早期生活经历中没有解决的冲突。在很多层

面，小组成为家庭情境的再现，组员根据自己的早期经历，对领导者和其他成员形成一种反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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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小组的互动就反映了组员的个性结构和在早期生活经验中发展出来的防卫机制，如果领导者运

用移情和反移情的翻译，解释组员过去的行为模式，这样这些模式与现在的行为联系起来，以帮助

组员解决过去没有解决的冲突。组员就会对自己的行为产生顿悟，顿悟是小组内外修正和改变行为

的核心要素。 

学习理论：是个颇有争议的理论。社会学习理论指出，行为是通过观察的过程和奖励与处罚的

运用习得的。例如，如果一个成员的某种行为受到表扬，那么这个成员和其他人就会为了在将来得

到同样的表扬而追随这种行为。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成员的行为被忽视或者一个成员因为行为不当

而受到惩罚，那么这个成员和其他人为了避免否定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不同就不会仿效这种行为。

如果社工尝试在实践中运用这些理论，他必须建构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奖励和惩罚能直接地

运用于鼓励合乎需要的行为和惩罚不恰当的行为。 

扩展阅读书目：《小组工作导论（5版）—学生手册》（Student Workbook for Toseland and Rivas: 

An introduction to Group work practice)[美] Rich Furman编, 刘梦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10 

《小组工作导论》第五版/（美）特斯兰，（美）理瓦斯着；刘梦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学习目标：介绍了治疗性小组和任务性小组的历史发展，并罗列出了几个有影响力的理论。重

点记住历史发展渊源。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治疗性小组发展历史？ 

任务性小组发展历史？ 

列举三个小组理论？ 

知识单元 3：理解小组动力学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小组动力学 

小组动力  

小组动力之父 Lewin使用 Group Dynamic一词。小组会产生助人力量, 也会产生破坏力, 

如攻击型对质和极端的被动。小组动力是指小组因各种特质因素不断变动而影响到小组中所有

一切互动状况及成员行为等所产生的社会力。 

性质：动态的、有强度的、有方向的、可感知的、有影响的。 

小组动力的要素 

小组动力的四大要素： 

1. 小组沟通和互动模式 2. 小组凝聚 3. 小组规范 4. 小组文化 

1.小组沟通：沟通是一人际互动的历程，透过此历程，个人或小组得以表达分享讯息(事、观

念、意见、态度或感情)，此可满足个人需求及建立共识，进而达成小组的目标。 

沟通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的沟通 。互动模式的两种形式：小组领导者为中心 (轴心式沟通, 轮

流发言,热点沟通)和小组为中心 (自由流动式互动)。影响互动的因素: 暗示和强化、情感联系、

次小组、小组的规模 (大小)、环境安排、权力和地位。 

 影响个人沟通的因素：a.沟通者的个人因素 b.沟通事件的性质 c.过去的经验(徧见, 假设, 

价值观)   d.反馈系统 (信息被扭曲) 

2.小组凝聚指成员间彼此的关爱与承诺的一种感觉，以及为能留在小组内并维持他们与小组的

关系，所付出的一切行动力量。  

小组吸引力的变量：有归属感, 被认可和有安全感, 通过小组可获得资源和声望,满足感 (与

过去的小组比较)，凝聚力高时, 小组成员可以自由表逹正负面情绪, 愿意倾听他人, 提升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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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责任, 朝小组目标努力, 也确保组员出席率与参与度。但是，过度的凝聚力也会导致过份的服

从和依赖 

提高小组凝聚的策略 

A.协助成员发展彼此友好的、互动的合作关系。B.维持成员间高度的信任感。C.提升正向的小

组规范，如尊重成员的个人特质、鼓励成员能自由地表达意见、成员之间应相互支持及彼此鼓励等。

D.协助小组建立相互依存的目标，好让每位成员能学习到如何为小组作出贡献。E.为强化成员们对

小组的信心，可以订定一些短期或易于达成的小组目标。F.让小组去感受一些外来的威胁，或设计

一些善意的竞争情境，让这些危机意识可以刺激及强化成员忠于自己小组的“狂热感”。G.能尽力

去满足成员的个人需求。 

3.小组规范 (norm)是小组中因成员们聚集在一起，经由明示或暗示所形成的共享价值和信念，

而这些价值和信念会对成员们的行为有所指导、约束和限制力，并能普获认同，且使小组运作能保

持稳定及安全的一种力量。规范的影响因素：a.个人因素(personal factors)：这些包括年龄、性

别、智力,及权威等因素。b.明确程度(specificity)：指目标、制度、及任务之明确性。一般而言，

愈明确的指示或方案较易遵守。c.情境因素(S 5tuational factors),这些包括小组大小、小组结

构方式等。  规范可以是显性, 也可以是隐性的.会经过一段”重塑“阶段。d.角色: 大家共同认

定的期望, 会随阶段而改变。e地位: 过高或过低都容易偏望规范。 

4.小组文化是指小组组员共同拥有的价值观、信念、习俗和传统。小组的多元文化差异会对小

组和组员的社会融合产生重要的影响。当小组组员的同质性很高时，小组文化就容易很快形成。文

化还受到小组所处的环境的影响。一旦文化形成，小组就会产生归属感和安全感，那些不认同的人

就会被产生排挤。工作者要根据一定的实务原则建立一种积极的文化。 

小组的不同发展阶段 

不同的发展理论，有的学者提出只有三个阶段，有的提出有七个阶段。小组的发展阶段会受到

组员的需要、小组类型、小组目标、领导取向等的影响。若是小组变动频繁，则基本上只会停留在

小组的形成阶段。尽管学者们描述了小组发展阶段的不同模式，但是还是有一些共同特点，归纳起

来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开始期、中期、和结束期。本书提出小组发展阶段包括广义的阶段：计划、

开始、中期、结束。工作人员需要了解小组的过程发展理论知识，了解不同的阶段什么是组员的正

常行为。能够帮助工作者来评估小组是否朝向既定的目标前进。同时能够帮助工作者找到小组成员

和整个小组的问题。 

扩展阅读书目：<<小组工作——案例教程>> 刘梦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小组工作/刘梦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2(2009年重印) 

学习目标：介绍小组动力关系的四个要素，以及小组动力的几个发展阶段。重点难点在于对四

个要素的理解。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小组动力的性质？ 

小组动力的影响因素，并挑出一个进行详细阐述？ 

小组的发展阶段？ 

知识单元 4：小组的领导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领导和权力 

对于刚开始的工作者，他们通常不太习惯使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且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

拒绝，要么控制太多。有经验的工作者会从分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来帮助提升组员的能力。

有两个权力的来源，一个是赋予权力，一个是实际权力。运用权力会产生积极和消极的结果，因此，

工作者要慎重使用自己的权力，运用一定要与自己的个性、职业和社会价值观保持高度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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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和权力是不可分割的，否则小组就会解体，任何一个参加小组第一次聚会的人，都认为工

作者是小组领导。会对小组中工作者进行服从，但是也会给工作者一个自由度，接受工作者的选择

的方式和程序来带领小组实现自己的目标。 

小组领导的理论 

早期关于领导小组的方法和基本理论基本上集中在领导风格上。早期的研究主题主要是领导行

为的三种形态：放任自流、民主和专制（Lewin&Lippitt,1938;Lewin et al）。研究表明，组员更

喜欢民主的小组，而且民主的小组过程也会优于专制小组和放任自流小组。 

影响小组领导的因素 

影响领导的因素主要有七个。分别是，组员对领导的期望值，已有的领导方式，指定的领导与

组内出现的领导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小组整体的需要、任务和目标。组员的任务和社会情感技巧，

组内外权威的性质，环境对小组和领导的要求。 

有效的领导 

领导的“转换”理论越来越受到重视，1978 年 Burns 明确区分了“互动性领导”和“转换性

领导”之间的区别，转换型领导：具有高水平的能力，能激励和激发组员的观点，激发组员的独立

性创造性思维，个别的理解组员的个人需要和目标。转换性领导要运用所以的权力基础，重点在于

激发和提升组员的能力，而不是迫使他们妥协。当组员欢迎接纳小组和机构的目标，并把他们自己

的个体目标当成了小组和机构的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时，转换性领导才会出现。 

第二节    领导的互动模式 

作为指定领导者的工作者、组员和小组所处的环境之间的互动也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领导来

自于很多因素的互动中，这些因素包括：（1）小组的目标（2）小组的问题（3）小组所处的环境（4）

小组整体（5）小组组员（6）小组的领导者 

小组的目标：（Browning,1977）一旦小组形成，主要目标有,完成任务需要两个以上的人，满

足个人需要，将面临同样问题或类似问题的人团结起来，体现人多的力量，形成一个可管理的整体，

以团体的形式，更加经济的进行管理，提高动机，考虑环境的因素。用小组来改变小组之外的机构、

服务系统和整个社会体系的环境和处境。目标可以有一个，也可以有多个。目标能够帮助工作者决

定如何引导小组过程。 

问题的类型：问题的任务或者小组的工作任务对领导的影响非常的大。一般来讲，如果任务是

累加性的，小组的效果会更好，而在某些问题上，个人的作用会大于小组，以个体的形式解决问题

会更快、更好。看具体的问题适合哪一种方式。 

环境：小组所处的环境也会影响小组中 的领导，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a.小组的地

域环境 b.小组所处的机构或组织 c.其他社会系统和社会环境。 

小组整体：从小组的整体上看，至少四个因素会影响小组领导，a.小组规模 b.小组期望完成

任务的时间限制 c.小组动力关系 d.小组的发展阶段。 

小组组员：小组组员通常以三种方式来影响小组的领导：a.通过自己带个小组的独特的个性特

点和生活经历 b.通过自己参加小组的程度 c.通过他们对领导过程的参与度。 

小组的领导者：工作者都具备了掌握权力的能力，知道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力。工作者具备什么

技能会影响他们领导小组的能力，工作者的个性、人格交往风格和如何领导小组的喜好、服务技术

都会影响小组的领导方式。 

第三节     小组的领导技巧 

小组的领导技巧是能够协助小组实现自己目标，完成任务并实现组员的个人目标的行动和活

动。工作者和组员都会采用一定的技巧。本节中重点按照三类来介绍：a.协助小组的过程 b.资料

收集和形成性评估 c.行动。 

协助小组的过程的技巧包括：让组员参与进来，关注他人，自我表达，回应他人，聚焦小组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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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让小组过程明确，明确内容，引导小组互动。 

资料收集和形成性评估技巧：明确描述思想、感受和行为，要求提供信息、质疑和追问，总结

信息和分解信息，综合思想、感受和行动，分析信息。 

行动的技巧：支持，重新设界和重新界定，连接组员间的沟通，指引，提供劝告、建议和指示，

提供资源，示范、角色扮演、演练和教导，对质，解决冲突。 

扩展阅读书目： 小组工作/刘梦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2(2009年重印) 

学习目标：让同学们了解领导和权力，熟悉并掌握领导的互动模式，小组领导的技巧等。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权力的基础有哪些？ 

小组的互动模式有哪五个？ 

三大不同类型的小组的技巧分别是什么？ 

知识单元 5：领导与多元性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开展多元文化的小组工作的方法 

    小组领导者通常面对的是来自不同背景的组员，小组中多元性的表现可能是组员具有不同

的种族、民族、文化、国籍、宗教、社会阶级、性别、性取向或者残障。组员和组员之间，组员和

领导者之间的这些差异可能会使得小组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所以就要求小组领导者有必要发展出

一种方法，来应付不同背景的组员。 

开展多元文化的小组工作方法 

认识小组多元性的框架：发展文化敏感性、评估文化对小组行为的影响、对多元性敏感进行干

预。 

发展文化敏感性 

小组领导需要进行自我探索，提高文化能力，发展出文化敏感性。具体步骤：探索自己的文化

身份、学习了解组员是怎样界定和明确自己的文化身份。通过强调不同文化的优势，引导组员对差

异的讨论。给组员提供机会来描述自己是如何体会自己的文化背景和身份的。不断熟悉自己常常面

对的服务对象的文化背景。了解某些社区的问题和相关知识。 

明确多元性的价值，示范如何接纳和非批判的对待他人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信念和行为承认

社会态度会影响不同小组的成员。在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组员工作时，真诚的探索自己是否在某

些偏见或者刻板印象的假设。 

评估文化对行为的影响 

评估文化对小组行为影响时需要考虑的因素：组员与小组领导者背景之间的匹配。组员的背景

对其参与小组的影响。组员对赞助小组的机构的看法。在外展服务和组员招募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文

化敏感性。来着不同背景的组员之间关系的形成。组员生活的大的社会环境对其在小组中行为表现

的影响。小组成员喜欢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和语言。组员经历的压迫以及他们对自己、他们群体的

人认同以及对社会的感受。 

文化对小组动力关系的影响：沟通和互动，凝聚力，社会融合，小组文化。 

沟通互动：来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沟通模式。适应于不同文化环境的

语言敏感性和文字。不同小组之间的不同风格的沟通要素。非语言沟通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小组在

运用空间和距离上存在差异。不同的文化背景小组的互动模式 

凝聚力：不同文化背景的小组中次级小组模式。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组员的期待和动机。影响

小组共同目标的文化特点。 

社会融合：深受文化影响的规范行为。文化对小组的任务和社会情感角色。发展发生的影响。

歧视和压迫对组员在组内分享权力和控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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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文化：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组员的共同思想、信念和价值观。深受规范影响的组员表达出

来的感受。 

对多元性敏感进行干预 

原则：运用社会工作价值观和技巧，运用优势视角，探索组员之间的共同经验和不同经验，揭

示意义和语言，挑战偏见和歧视，为组员进行倡导，给组员赋权，采用符合文化习惯的技术和活动

内容。 

多元文化小组工作实务原则 

小组工作者要关注文化多元性问题，针对不同背景的人开展小组工作，需要考虑以下实务原则：

小组中通常会存在不同形式的多元性，工作者需要承认这种多元性，并协助组员发现所具有的差异。

对多元性的敏感，对组员和领导都非常重要。文化敏感性的培养是个不断进行的过程。是小组领导

者职责所在。要做到具有文化敏感性，需要一个开放的大脑，理解不同背景的组员遇到的歧视、偏

见和受压迫的情形，协助他们理解这种不公平待遇是如何影响小组参与。考虑到多元性和差异会对

小组的运作产生深远的影响。组员的认可和背景会影响组员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完整的组员评估

和小组环境的评估需要考虑组员的不同特点和成长的文化环境。工作者要监测语言和沟通对小组运

作的影响，并努力发现不同背景的人之间的沟通规律。鉴于组员的组外的经验，有些组员缺乏权力，

有些可能没有机会获得社会资源，通过共情、个别化、支持和倡导等方式，从个体和社区层面帮助

组员赋权。来着不同背景的组员会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工作者要承认并且理解灵性的重要地位以

及他们的文化传统中如何看待疾病和治疗，利用这些文化开展工作。组员中如果存在互相歧视或者

刻板印象，那就要提出挑战，让他们正视自己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不允许这种现象在小组中继续存

在。很多符合文化习惯的方法可以运用到小组中。工作者需要不断的发掘这些合适的干预技术和活

动，找到最合适自己的服务对象的文化方式。 

扩展阅读书目： 

<<小组工作——案例教程>> 刘梦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小组工作/刘梦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2(2009年重印) 

《小组工作导论》第五版/（美）特斯兰，（美）理瓦斯着；刘梦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学习目标：介绍开展多文化的工作小组的工作方法，重点难点在于如何发展文化敏感性。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文化对多元小组的影响？ 

对文化多元性进行干预的原则？ 

知识单元 6：小组的筹备与策划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小组的筹备与策划 

小组工作的策划模式 

1、评估小组需求，确定小组目标 

2、评估潜在的赞助方和小组成员 

3、招募组员 

4、将组员导入小组 

5、协约 

6、准备小组的活动场所 

7、策划虚拟小组 

8、准备一份书面的计划书 

评估小组需求，确定小组目标 

收集潜在小组成员的需要，建立信任关系，找到案主的真正需求。小组需求评估的三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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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收集——资料分析——介入干预计划。找到案主需要，然后确定小组目标。工作者需要把小组

的目标概念化，思考小组奖协助小组成员达到什么目的。 

评估潜在的赞助方和小组成员 

评估赞助方需要考虑的因素 

a.机构的使命、目标、目的和资源。b.机构的政策和计划的小组目标是否匹配。c.机构对计划

的支持水平。d.小组没有满足的需要和不断变化的需要有哪些。e.小组和赞助机构可能会面临的风

险和利益。f.社区对小组的需求水平、社区利益以及支持水平。 

评估组员需要考虑的因素 

a.小组处理问题的范围和需要 b.组员对小组目标的认可和看法 c.可能会影响组员对小组目标

看法的文化和其他因素。d.组员对赞助机构的看法。e.组员对参与小组是否带有矛盾、抵制或者非

自愿性质。f.明确与组员一起工作是否需要专业知识等。 

招募组员 

招募组员的方法 

a.通过访谈或者电话的方式直接联络准组员 b.联络准组员中的关键人物。c.直接通过邮件散

发广告 d.在社区机构中张贴广告 e.运用网站宣传小组 f.在公众聚会、广播电台和电视节目中介绍

小组 g.发布新闻稿，在机构和协会的通讯上发布小组的消息，与记者一起准备报刊文章。 

组建小组 

组建小组的原则: 

a.组员在目标和个人特点上的同质性。b.组员在应对策略、生活经历、专长上的异质性。c.

总体结构上包括了组员的一系列素质、技能和专长。除此之外，还有考虑多元性、小组的规模和组

员的开放和封闭性等等。 

将组员导入小组 

导入小组的目标： 

a.解释小组的目标 b.让组员熟悉小组程序 c.筛选合适的组员 

协议 

在小组策划阶段就要开始协约过程 

两种形式的协约：约定小组程序和约定个体小组的目标。 

协约种类：口头协约和书面协约 

协议小组的程序：需要决定聚会的时间长短和频率。工作者要具体说明参与的要求、讨论的保

密性或者其他制约小组行为的规则。 

协议 

协议小组的目标：需要与组员达成协议。 

准备小组活动的场所需要考虑的三个因素：环境因素。为有特殊需要的成员提供特别的安排。

确保财政支持。 

策划虚拟小组 

包括电话会议虚拟小组和网络会议虚拟小组。 

书面计划书 

开组前撰写小组计划书是很有必要的： 

a.计划书需要得到机构的支持和批准，并且得到资金的资助。b.使小组工作者对小组的小组理

念、理论框架、目的等有个清晰的认识。c.计划书是一个小组的程序设计，工作者可以知道工作的

程序安排和每一个工作阶段的活动安排。d.为小组评估奠定基础。 

何洁云等认为，计划书应该包括的内容： 

a.理念的阐述 b.目标  c.小组成员 d.小组特征 e.明确的目的 f.初步拟定的程序和日程 

g.招募计划 h.需要的资源（资金除外）i.预料中的问题和应变计划 j.预算  k.评估方法。 

  拓展阅读书目： <<小组工作——案例教程>> 刘梦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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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工作导论》第五版/（美）特斯兰，（美）理瓦斯着；刘梦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学习目标：介绍关于小组筹备和策划工作的方法及相关知识，重点难点在于策划的步骤。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小组工作的策划模式？ 

知识单元 7：小组的评估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评估的概述和类型 

小组评估，是一种工作方法和研究方法。评估的相关概念：基线数据—前测—后测—跟进测量

—目标行为。了解评估的作用和意义。 

评估的类型：作为研究方法的小组评估：过程评估（形成性评估）、结果评估。 

作为工作方法的小组评估：组前计划评估、小组的需求评估、小组过程的监测评估。 

第二节     形成性评估 

形成性评估是一种过程评估 

形成性评估的过程：资料收集——诊断性标记——形成性评估的焦点 

资料收集原则：多形式，多渠道，有目的，有计划，选择性和主观性，多元观点，督导协同评

估。 

诊断性标记：运用诊断性识别系统和标记帮助我们做差异性评估，制定治疗方案，但有时也会

带来社会污染。 

形成评估焦点：聚焦 

评估组员的功能性 

评估以下功能性：1）组员的人际生活 2）组员的人际互动 3）组员生活环境 

评估的方法 

1）自我观察 2）自我监督（图表法，记录法，日记，问题卡，自我评分量表）3）工作者观察

4）组外相关人士的报告 5）标准化的测量工具 

评估小组整体的功能性 

按照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1）沟通和互动模式 2）凝聚力 3）社会融合和影响性动力关系 4）小组文化 

评估小组整体的方法 

1）沟通和互动测量 2）测量人际吸引力和凝聚力 3）测量社会控制和小组文化 4）其他方法：

Hemphill的小组面向索引、小组评分量表等。 

评估小组的环境 

评估层面：1）赞助和支持小组的机构 2）跨机构的环境 3）社区环境 

评估的设计 

单一个案设计定义：利用时间顺序的方法，来评估干预的效果或政策对个案的影响力。 

AB设计（常用） 

A为基线期，B为干预期   （三角测量原则） 

ABAB设计（常用） 

A1 ，B1，A2，B2 

多重基线设计（不常用） 

测量工具的选择和资料的收集与分析： 

测量工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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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常用测量工具 2）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 

2、资料收集 

1）资料收集的过程 2）资料收集过程中的问题 

3、资料分析 

1）分析的问题 2）分析的方法 

评估报告的撰写 

1、撰写准备 

1）写作目的  2）文献回顾 

2、研究性评估报告的格式和要求 

1）总体框架  

2）具体结构 

前言—文献回顾—研究方法—评估对象的介绍和评估过程—分析和解释—结论—文献参考  

扩展阅读书目： 

<<小组工作——案例教程>> 刘梦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小组工作>> 刘梦, 张和清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16版) 

《小组工作导论》第五版/（美）特斯兰，（美）理瓦斯着；刘梦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学习目标：介绍小组评估的概述、类型和设计。以及对测量资料的选择和资料的收集分析，并

熟悉如何撰写评估报告。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为什么要进行评估？ 

过程评估（形成性评估）的步骤？ 

评估报告的撰写步骤？ 

知识单元 8：任务中期——治疗性小组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治疗性小组：基本方法 

在小组中期，小组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完成小组早期制定的小组目标和任务上，在小组中期开

始时，工作者应该和组员深入探讨小组的目标，与组员一起制定协约，以确保保密性、出席率以及

小组的活动次数等。同时小组作为一个整体应该发展出一个基本的动力过程，包括沟通和互动模式，

人际吸引的水平，小组凝聚力，规范，角色和其他控制的机制以及小组文化。中期的一个基本的任

务就是协助组员实现自己早已约定的目标。 

中期技巧 

每个小组的发展 模式不同，因此需要有不同的领导技巧，然而，在所有的治疗性小组的中期，

组员们还希望工作者能够完成六大类活动。这六大类活动包括： 

一、准备小组聚会 

二、小组工作结构化 

三、吸引小组参与并协助组员赋权 

四、协助组员实现自己的目标 

五、处理非自愿和抵制参与的组员 

六、监督和评估小组的进展 

下面技巧讲渗入上述六类活动一一展开 

一、准备小组聚会 

评估小组的需要和组员的需要并满足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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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利用聚会间隔准备聚会日程——结构性小组 

2、运用现成的小组活动达到目标的小组 

a小组活动的因素： 

1）活动目标 2）小组的目标和目的 3）活动需要的设备、资源和时间 4）组员的特点 5）特定

小组的活动特点 

b准备聚会时，对前几次记录和监督信息的回顾 

c聚会主持过程具体化或者预演 

d小组需要一个明确的协约和对小组目标的具体说明 

二、小组活动结构化 

结构化指的是运用有计划的、系统的、有时间限制的干预计划和小组活动。 

1）通过具体活动使得小组工作结构化 

1、通知组员小组活动按时开始准时结束 2、给小组总结留下足够的时间 3、设定日程安排：口

头的或者书面的 4、建立有序的沟通和互动模式，并将其保持下去 5、协助组员朝向目标前进 6、

聚焦组员在每次小组活动间隔中的改变 7、聚焦的多层次的干预：个体、小组和环境层面 

2）结构层面 

三、吸引组员参与并协助组员赋权 

协助小组赋权的步骤 

1、让组员明白自己相信他有能力，树立信心。 

2、努力的时候指出他们可能遇到的障碍 

3、让组员明白小组的内容和发展方向中，他们都发挥重要作用。 

4、鼓励组员走出去 

5、鼓励他们再组内外尝试新的行动 

（在此过程中可运用小组活动，给小组于反馈考虑他们的建议。） 

四、协助组员实现自己的目标 

协助组员实现自己的目标需要做的： 

1）协助组员明确自己的目标 

2）发展具体的治疗计划 

3）克服组员在实现自己目标过程中的障碍(展开) 

1.核实组员是否承认是否出现障碍 

2.探讨怎么避免各种障碍，并分析各种阻碍因素 

a，能力问题 

b，协约本身的问题 

&协约中的目标非常模糊，过于宽泛，难以实现 

&目标在目前的治疗阶段难以实现 

&工作者和组员关注长期目标，忽视短期目标 

&对特定的协约目的产生误解 

&评估不足造成目标不切实际 

&不断变化的问题和状况导致需要不断修正目标  

3.提高组员的动机 ，以采取行动克服障碍。 

4.遇到问题不要 问为什么，而要用“怎样”和“什么样”聚集问题。 

5.协助组员采取行动克服，不断更新实现目标的进展 

4）实施治疗计划（展开） 

五种干预角色来协助组员实施治疗计划 

1）使能者：协助组员利用自己的资源，分享自己想法，形成彼此互助的文化。 

2）经纪人：发掘资源，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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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解者：解决冲突、纠纷和矛盾。采取中立立场，获得协约。 

4）倡导者：代表组员的利益和需要，帮助组员获取资源和服务 

5）教育者：提供新信息，协助解决问题，示范新行为，引导角色扮演、模拟，练习新行为。   

五、处理非自愿和抵制的组员 

处理方法 

1）表达自己观点时，采取能够最大化组员的自我控制感和权威感的立场。 

2）感谢组员对参加小组的感受和回应，表达压抑情绪。 

3）工作者重新界定“抵制”的含义 

4）试着揭开隐藏在组员抵制背后的深层感受和想法 

5）可运用合作性解决问题的技巧 

6）自然的将出现的某些后果呈现出来 

7）鼓励抵制组员使用“我”的表达 

8）对质的技术 

六、监督和评估小组的进展 

常用的监督和评估的方法 

a.小组活动结束提供活动评估量表 b.自我监督报告法 c.周围熟人的评估报告 

第二节  治疗性小组：专业方法 

本节讨论的重点在干预组员、小组整体和小组的外部环境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种专业方法。尽管

我们讨论的是在这三个层面上运用的具体方法，但是在实务工作过程中，一个层面的干预会影响另

一个层面，随着小组的不断深入发展，经验丰富的工作者会在三个层面上顺利的将组员、小组整体

和小组的外部环境有机的结合起来，以帮助组员实现他们的 

分三大块进行介绍即组员的干预，小组整体的干预和改变小组环境。将重点介绍对组员的干预。      

对组员的干预： 

一、个人层面的干预 

步骤： 

1）明确和区分自己的思想、感受和行为的差异： 

区分和明确：准确发现他们的思想、感受和行为，并学会了解它们的差异   

找到关联：找到思想感受和行为的关联是什么，确定关联的存在，接受内在暗示和外在暗示。  

分析思想和信念背后的理念： 

认知歪曲：a 对事情过度推论  b 对事情某个部分的选择性关注  c 对事情过度负责，从而出

现失控 d对未来事件的过多考虑可能出现的最坏的结果。e陷入两元思维  f假定过去的事情会带

来某种结果，那么未来也一定会出现同样的结果。 

改变思想、信念和感受状态。包括认知自我重建，认知自我引导，思维停止，重新设界，认知

想象技术，渐进式肌肉放松，系统脱敏法。 

2）找到某些思想、感受和行为直接的管理 

3）分析思想和信仰背后的理念 

4）改变扭曲或者非理性的思想和信仰 

二、人际层面的干预 

学习新行为 

1）通过观察示范来学习： 

示范行为的表现 

a.观察者的关注程度或意识水平 b.观察将观察到的内容保持下来的程度 c.观察者操练观察到

的行为的能力 d.观察者继续实践新行为的动机水平 

2）通过角色扮演来学习:介绍三种角色扮演技术，一是结构化的角色扮演技术：事先准备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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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本，按照设定方式进行表演。二是半结构化的角色扮演技术：eg,心理剧。三是非结构化的角色

扮演技术：eg,a自我角色 b角色转换 c即兴剧、独角戏和空椅子 d雕塑和舞蹈 

三、环境层面的干预 

1）将组员与具体的资源连结。2）扩大组员的社会网络。 

3）当组员表现出期望的行为时，调整奖惩协约 

奖惩协约中的要点：1、应该做出什么行为 2、谁来做出这些行为 3、怎样强化这些行为 4、谁

来负责强化这些行为 

4）规划环境以协助组员实现目标 

对小组整体的干预 

对小组整体的干预包括改变沟通和互动模式，改变小组对组员的吸引力，有效运用社会融合动

力关系，改变小组文化 

改变小组环境 

改变小组环境包括提高机构对小组服务的支持，与跨机构网络联系，提升社区意识。 

扩展阅读书目： 

<<团体心理辅导与训练 >> 刘勇 着,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0, 3版. 

<<团体辅导工作概论>> 黄惠惠 着, 张老师文化出版社, 1993. 

 <<身心灵全人健康模式—中国文化与团体心理辅导>> 陈丽云等编, 台湾: 中国轻工业出版

社,  2009. 

<<小组工作——案例教程>> 刘梦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团体工作:理论与技巧>> 林万亿 着, 台湾: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2. 

学习目标：介绍治疗性小组中期的基本方法和专业方法，也是本章的重点和难点。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治疗性小组中期的基本方法是什么？并挑其中的一个方面深入展开。 

治疗性小组中期的专业方法分几个层面？挑一个层面深入展开。 

知识单元 9：小组中期——任务性小组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任务性小组：基本方法 

在小组中期，要做到有效的带领一个小组，重点的一点是要不断的关注小组要完成的目标，发

挥的功能。Maier 在 1963 年提出，任务性小组的基本目标就是解决问题和决策。在任务性小组的

中期，要实现小组的主要目标和辅助性目标，工作者需要对以下就个活动进行准备。 

任务性小组工作阶段需要完成的任务： 

一、准备小组聚会 

每次聚会中 

初期安排工作：介绍新组员，简短说明目的和目标，提醒关注小组议程。 

开始时：总结讨论上次纪要，补充并通过新纪要，组员提出报告。 

聚会中间：协助小组按照程序往下进行 

结束：1、总结本次活动成就。2、对组员的努力提出表扬 3、提出进一步关注的问题和议题。

4、提醒本次活动的进度。5、告知聚会主题 6、总结下次聚会的被认可的任务 

两次聚会间 

两次聚会空隙需完成任务：1、保证上一次聚会的决定和安排的任务得到落实。 2、为下次聚

会准备。 

二、协助组员分享信息 



9530 

信息分享的必要性：促进沟通交流的手段，公开交流分享信息 

促进有效信息分享的方法： 

1、确保组员明确任务性小组面对的问题和目标。 

2、制定清晰的程序化步骤。 

3、利用总结技巧和聚集技巧 

4、确保组员的平等参与：建立公平的参与标准。eg.轮流发言和议会程序规则。 

三、鼓励组员积极参与小组的工作 

提成组员参与和投入的方式： 

1、协助组员理解小组工作的重要性，小组与赞助机构目标之间的关系，小组在机构架构中的

地位。 

2、给组员指派具体的责任和角色。 

3、听取组员对小组日程和决策的意见。 

4、鼓励组员尽可能大的参与小组的决策。（优缺点） 

四、协助组员发掘新的想法 

小组中压制想法和创造性的因素 ：对社会敏感组员对会感到受社会地位高的组员的压制；顺

从规范和压力会现在新的建设性观点的表达；小组成员可能会审查防范那些有争议的观点；私下评

价，不公开表达；互动性小组会在没有获得全面信息时做出不成熟决定。 

解决措施：鼓励小组发展出促进思想解放、自由讨论的小组规范；指出小组中阻碍自由讨论的

小组压力；展现创造性、争议性和启发性的想法以利自由思想的交流；鼓励并表扬独创新特的观点；

鼓励低社会地位组员提出自己的想法；协助小组将信息和观点产生阶段和决策阶段区别开。 

五、处理冲突 

六、协助组员有效做出决定 

任务性小组解决问题和个人解决问题各有千秋。要看具体问题的类型针对性的进行解决。为了

改进小组决策应该避免：小组思维和风险转换。避免方法：利用小组规范，鼓励开放自由的讨论；

制定明确程序。保障有效决策：达成共识（最理想）、妥协、少数服从多数。 

七、理解任务性小组中的政治派别 

任务性小组可以发挥政治功能，行使组员的权力。 

在对任务性小组权力取向的分析中 Gummer（1987）指出四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1）环境  ：聚会场所，房间安排。 

2）组员身份：决定谁来参加。 

3）日程：各项日常活动的先后顺序反应了政治目的。 

4）程序规则：运作程序也要考虑政治目的。 

八、监督和评估小组 

为了有效工作，任务性小组需要监督和评估。 

监督和评估的对象：自己的表现，其他系统，其他实体的功能性状况。 

明确：上级机构、专业团体、立法会、全社会给自己提出的伦理、道德、和法律的责任是什么。 

最后需要发展出反馈机制来协助获取有关决定结果的信息。 

1. 解决问题（重点展开） 

有效解决问题的模式 

1）界定问题；2）发展目标；3）收集资料；4）发展计划；5）选择最佳计划；6）实施计划。

（这些步骤相互关联，实践中会相互交织） 

1)界定问题 

界定问题的步骤：清楚的界定问题的界限；了解服务对象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问题，以及期

望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问题解决的取向；界定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尽可能清楚的将问题具体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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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目标 

发展目标的原则：目标必须直接针对全体组员关心的问题；目标必须与小组的使命、总体的目

标和组员一致认可的价值观保持一致；目标应该能够激发和吸引全体成员的投入、合作和配合；目

标要根据小组和组员的现有的条件来制定，从而确保现实性和可行性；目标是有时间限制的；目标

设定的过程需要建立一个支持性、鼓励性的氛围，以促进目标达成。 

3)收集资料 

收集资料的必要性：了解历史，全面历史的看待问题。 

建立分享信息的氛围：接纳各种推测，鼓励大家去寻找所有相关的资料，鼓励组员表达自己的

观点，真诚表达出对不同观点的欣赏，通过评估重新设定。 

态度：非判断的，真诚的，不试图控制他人，意向性的，平等的进行沟通表达。 

激发组员发掘新思路：a.灵活看待问题  b.延伸信息收集和综合的渠道  c.发现并填补某些空

白  d.换个角度看问题  e.运用纵向和横向思维来考虑问题。 

4）发展计划：（略） 

5)  选择最佳计划 

根据小组目标、使命以及期望，根据组员的专长，让组员来评价建议的优缺点，把不同建议综

合，再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制定决策标准。 

6）实施计划 

实施计划过程中，要听取别人意见，寻求他人支持，分工合作，制定时间表，明确、联络和利

用所需各种资源。 

第二节   任务性小组：专业方法 

本节将讨论在小组中期协助有关结构和社区小组实现其目标过程中所需要的专业方法和技术，

涉及的方法都曾经成功的运用到了社会服务机构和商业行业中，近年来也被引用到了社会服务机构

中。 

（一）协助小型机构小组专业方法 

（1）集思广益 

原则：提倡自由漫谈，要制止批评，保证想法的数量，鼓励对不同的观点进行综合。 

程序：阐述进行集思广益的问题和集思广益的原则——记录新观点——逐一念新观点，激发新

想法——等一两天后重新思考新思路，同时恢复过去的“分析—评价性”思维模式中。 

应用范围：小组问题已经明确的情况，希望收集各种新想法。 

有效性：优点：减少了对个别权威人士的依赖，鼓励分享各种的观点，对于高度竞争性的小组

而言组员们感到安全，短时间获得最多的想法，组员想法可以立即呈现给大家，来自于组员内部的

想法可以提高问责感，能够自我激励 

（2）逆向集思广益 

对众多观点的筛选。用集思广益的方法筛选出采纳某个选择后的后果，分析潜在的障碍，并提

出自己对克服障碍的看法。 

（3）连锁激发小组 

每个人先独立工作，列出各自的想法和建议清单，每个组员读给小组听，再进行汇总评估和筛

选。 

（4）合成 

工作者提出一个问题，然后，鼓励组员发表自己的看法，随着问题的深入，选择一个恰当的时

候，建议小组做一次“离题”。即，运用类比的方法，来激发新的想法，包括：直接类比，个性化

类比，象征性类比，想象性类比 

（5）焦点小组 

程序：引导小组组织方感兴趣的话题，获取一些简单的答案，当某个问题讨论结束时鼓励小组



9532 

进行下一议题。成功的焦点小组应该具备的四个要素：有一个具体的日程，招募和筛选合适的组员，

在会议过程中有效的条件，对结果进行清晰的 、详细的分析和解释。 

适用范围：a.对人们的思维和行动作出假设，然后在后来的定量研究中进行检验。b.就某个议

题获得深入信息。c.发展和评估针对某个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或拟提供服务的看法或印象。d.克服

沉默，获取个人的观点和看法。e.获取信息，以制定出服务对象满意度问卷或其他类型的问卷。f.

对过去收集的资料或者别人的研究结果进行深入分析和解释。 

有效性：优点：协同，滚雪球，安全，快递。 

（6）具名小组技术 

程序：a,清晰的描述问题。b,轮流记录组员提出的观点 c,搭便车：从已经提出的观点中发展

新观点。d,系列讨论来澄清某些观点。e,根据重要性来对观点进行初步的排序。f,选择高度关注的

观点，并按关注程度来排序。j,再就排序的观点进行讨论。 

应用范围：提高与服务计划策划相关的问题解决小组会议的理性，创造性和参与性。需要克服

组员互动的障碍的小组。 

有效性：研究结果表明，具名小组技术有几个重要的程序提高了决策过程中判断的准确性。eg,

让组员独立做出判断。通过排序和打分的方式，从数学的角度表达自己的判断。运用平均数的方法

表示独立的判断，从而形成小组决定。让组员以匿名的方式决定。运用对初期判断的反馈来进行最

后的表决。 

（7）多重属性效应分析 

程序：a,要求组员针对各自的任务独立思考。b,建立一个最低标准，限制因素和属性以及权重

的功能形式。c,让组员讨论各自决策规则背后的逻辑关系。d,达成一致，形成一个满意的小组决策

规则。 

替代性方法：社会评价分析技术 

应用范围：在很多选项中做最后选择，对很多选择进行优先排序的机构。 

有效性：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评价分析是最理想和技术含量最高的方法。但是方法比较繁琐，

只适合于多种明确的成熟的建议和观点之间做选择。 

8）质量改进团队 

程序：基本的原则：a,高层管理者的支持。b,给组员提供相关培训。c,组员自愿参与。d,重点

关注员工提出的问题。e,一线员工自己选领导，并对质量研讨小组有归宿感。f,重视资料为本的问

题的解决。j,重视一种对一线员工和管理层都有益的问题解决方法。 

Kinlaw(1992)年认为，以下步骤可以实现改进目的：a,了解现存问题。b，界定具体改进目标。

c，设计策略来实现目标。d，设计资料收集策略。e，设计程序来运用资料。f决定项目如何管理。 

应用范围：管理层和一线员工 

有效性：研究表明，质量研讨小组能够提高生产率、质量和改善员工的态度。 

（二）协助大型机构小组的专业方法 

1）议会程序 

程序：议会中不同类别的动议：特权动议，附带动议，附属动议，主动议 

提交讨论的所有动议都要遵循提交各种类型动议的程序。 

《罗伯特议事规则》给议会程序提供了讲动议按优先性排序的方法。（例见 P348 表 12.1） 

应用范围：大型小组 

有效性：西方社会实践证明，议会程序为任务性小组会议提供结构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也

有不足：熟悉程序的组员操纵整个会议。争论导致两极分化。不适用于解决问题，尤其是复杂问题。

无法实现充分互动，深入的沟通和必要的灵活性。 

1）菲利普斯 66 

程序：见教材 P350 

应用范围：次小组，偶尔也会使用于大小组需要解决问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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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菲利普斯 66 是个实用性的，常识性的程序，可以帮助大小组进行讨论和问题解决。

很多研究都说明了运用这个方法的有效性。但是如果准备不足，指示不清楚，不具体，对程序目标

解释模糊的话，则会使得大小组会议变得杂乱无章。 

（三）在社区开展工作的方法 

1）动员策略 

动员个体组员参与行动。熟悉社区居民是怎么看待小区准备处理的问题。熟悉社区资源，建立一

个广泛 的个人、社区领袖和机构的合伙关系。提升公众意识有助于个人积极参与改善自己的社区。 

2）能力建设策略 

第一步收集资料，第二步协助小组熟悉社区结构，第三步鼓励小组去影响地方政府。第四步将

现有资源列出清单，明确实现目标还需那些资源。 

3）社会行动策略 

社会行动的两个核心：a,推动民众采取行动，改善他们的处境。b,建立在开放式的参与之上，

小组集体协作，探讨各类社会问题。 

策略：政治行动策略，立法行动策略，直接行动策略 

扩展阅读书目： 

<<小组工作——案例教程>> 刘梦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小组工作>> 刘梦, 张和清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16版) 

学习目标：介绍任务性小组中期需要采用的基本技术、程序和方法。重点解决问题采取的六步

模式，这个模式包括工作者在每个步骤中采用的具体技术。 

作业： 

复习和思考题：任务性小组的基本方法是什么？ 

任务性小组的专业方法是什么？ 

知识单元 10：结束小组工作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结束小组工作 

结束阶段是小组生命中最关键的阶段。在结束阶段，小组工作的核心就是巩固小组成功，还需

要对整个小组所取得的经验进行强化。结束阶段可能是有计划的，也可能是有机会的，也可能是意

外的。很不幸的是，在很多自愿小组中，意外地结束小组是非常常见的。结束的方法各异，取决于

小组的类型。由于治疗性小组对组员的影响比较大，结束过程和任务性小组不一样。 

计划的结束和意外的结束 

组员的退组：组员在小组计划结束前就不再参加小组活动了，小组的意外结束是个常见的现象，

在治疗性小组中，由于是自愿的参与，第一次和第二次活动后，就会出现小组人数的减少，组员的

流失。流失后，小组常常会发展出一批核心的组员，能够坚持到小组结束，导致组员意外退组的原

因：a.外部因素，例如地域环境中出现了冲突和变故。b.组内的变异因素。c. 建立亲密关系遇到

了问题。d.害怕情感传染。e. 无法抽出时间参加。f. 同时接受个体咨询和小组治疗而出现冲突。

g. 早期的煽动者等 

工作者的退组：工作者退组的原因通常是，学生实习结束了，需要撤出有关机构，聘用期改变

等。有几个步骤可以减少因为工作者退组而给正在进行的小组带来的影响。 

减少工作中断的步骤：尽早告诉组员工作者可能会退组；要与组员一起来讨论工作者退组的原

因，鼓励组员公开表达自己的感受；要继续完成未竟事宜；要将新接手的工作者介绍给组员，如果

可能的话要协同领导小组一段时间。 

结束小组聚会 

小组工作结束需要完成的四项任务：1）结束小组工作。2）安排另一次聚会。3）准备小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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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结束或者报告。4）策划未来小组活动。要带领组员往前走工作者需要，让组员关注于讨论的

问题；限制每个组员参与讨论的时间；对讨论完的话题进行总结；每次讨论完议题后，做一个总结。 

结束整个小组 

结束整个小组时需要完成很多工作，主要包括：维持和扩展改变所付出的努力；降低小组的吸

引力，鼓励组员独立发挥功能；协助组员处理离别情绪；规划未来；进行转介；评估小组工作。 

扩展阅读书目：《小组工作导论》第五版/（美）特斯兰，（美）理瓦斯着；刘梦等译.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小组工作——案例教程>> 刘梦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团体辅导工作概论>> 黄惠惠 着, 张老师文化出版社, 1993 

学习目标：本章介绍了结束小组工作的情况，以及结束小组的需要完成任务的任务。重难点在

于如何结束整个小组。 

作业： 

复习和思考题：如何结束一个小组？ 

影响小组结束的因素是什么？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6学时 

实验 1：小组模拟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课堂模拟 

实验要求：每组于 11至 12周间进行 30分钟模拟演练, 扮演小组带领者, 进行破冰活动, 随

机选择其他同学成为小组成员或观察员。事后每組交上一份反思报告, 包括過程紀錄, 重點是评估

自己的技巧和可改進之處。 

实验 2：小组工作开展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实地小组工作和督导 

每三人一小组, 选择自己身边可及的需要人群或 NGO, 进行至少 4次的小组工作。每组需要于

第 8周交上 “小组计划书提要”(10分), 于周 12-16间在课堂上进行汇报。若在特殊情况下找不

到合适的实习场所, 则应及早与讲师讨论. 附上每次小组活动的记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小组工作绪论 3  

2 小组工作的类型 3  

3 小组工作历史发展 3  

4 小组动力学 3  

5 小组的领导技巧 3  

6 领导的多元性 3  

7 小组的筹备与策划 3  

8 评估的类型 3  

9 治疗性小组：专业方法 3  

10 任务性小组：专业方法 3 交策划书 

11 小组模拟 3  

12 实验课时：小组第一次 3  

13 实验课时：小组第二次 3  

14 实验课时：小组第三次 3  

15 实验课时：小组第四次 3  

16 实验课时: 小组结案督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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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工概论，个案工作 

后续课程：社工实务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小组工作的理论与伦理，小组工作的程序与技巧，小组动力，小组工作的主要治疗流派，

中国文化中小组工作的优势与局限。 

难点：小组工作在中国情境的应用，小组动力的把握，小组成员的招募，小组工作的动力与伦

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上课方式将以互动讨论为主，故学生的参与及提问将成为学习的其中一部份。 

2. 媒体方式呈现教材或影片等来启发学习。  

3. 辅助型阅读材料 

4. 课堂小组模拟 

教学手段： 

1. 过程式评估：平时作业报告的回馈，课堂督导 

2. 总结式评估：期末报告 

3. 实验教学：以小组为单位策划和实施小组工作，促进同侪互助学习和监督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利用社工实验室进行模拟和录像，及记录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本课程鼓励学在課前完成指定閱讀, 並準備提問的材料, 以促進同儕間的討論及獨立思考空

間. 

6、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利用社工实验室进行模拟和录像，及记录软件。 

7、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本课程鼓励学在課前完成指定閱讀, 並準備提問的材料, 以促進同儕間的討論及獨立思考空

間.最后六周开始每周一小时的实验课时，让学生进行小组活动，配合每周两小时的课堂督导时间。 

8、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I. 课堂参与度 (10%):  学生需在课前完成指定阅读, 并准备提问的材料, 以促进同学间的

讨论及独立思考空间。课堂上将会分组模拟不同的小组现场, 因此学生们的投入将是重要的一部

份。 

II. 小组带领反思报告(20%): 每小组 3人, 每组于 11至 13周间进行 30分钟模拟演练, 扮演

小组带领者, 进行破冰活动, 随机选择其他同学成为小组成员或观察员。事后每組交上一份反思报

告, 包括過程紀錄, 重點是评估自己的技巧和可改進之處。 

III. 两份小组观察报告(30%): 每个观察员需对他人的模擬小组进行两次的纪录和观察。

报告需包含小组动力图、议程、目的、过程评估，及带领者的技术点评等。每份报告 1千字, 满分

15分。 

IV. 期末报告 (40%): 每三人一小组, 选择自己身边可及的需要人群或 NGO, 进行至少 4次的

小组工作。每组需要于第 8周交上 “小组计划书提要”(10分), 于周 12-16间在课堂上进行汇报。

若在特殊情况下找不到合适的实习场所, 则应及早与讲师讨论. 报告须涵盖至少以下的领域: 你

的小组模式/理论, 工作目标, 评估方式, 关系的建立与结束, 阶段的策划, 你在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 你在过程中学习到课外知识 (在课堂上没有教授的内容)。须:附上每次小组活动的记录。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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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将以报告的组织性, 个人知识与技术的整合, 领悟程度, 及对工作的投入程度来进行评估。 

**旷考定义: 若学生不能完成期末报告, 及缺课 50%以上, 将以旷考 (0分)处置。 

9、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10、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 《小组工作理论与实务-附案例教程》 教学教材；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选用教材 

1.陈心洁编著， 《小组工作理论与实务-附案例教程》，法大出版社，2015年。 

2. 刘梦, 张和清编, <<小组工作>>,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16版) 

3. Ronald Toseland & Robert Rivas[美]着, 刘梦等译,  <<小组工作导论 (5 版)>>  (An 

Introduction to Group Work Practice, 5
th
 editio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4. Rich Furman[美]编, 刘梦等译. <<小组工作导论 (5版)—学生手册>> (Student Workbook 

for Toseland and Rivas: An introduction to Group work practice),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二）推荐参考书 

1. 刘勇 著, <<团体心理辅导与训练 >>,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0, 3版. 

2. 黄惠惠 著, <<团体辅导工作概论>>, 张老师文化出版社, 1993. 

3. 陈丽云等编, <<身心灵全人健康模式—中国文化与团体心理辅导>>, 台湾: 中国轻工业

出版社,  2009. 

4. 刘梦编,  <<小组工作——案例教程>>,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5. 林万亿 著, <<团体工作:理论与技巧>>, 台湾: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2002.   
执笔：陈心洁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社区工作 
work with community 

课程号：32301006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让学生掌握社区变迁和社区动员的理论基础，理解社会问题的宏观

社会发生原因以及干预策略；2、掌握社区工作的基本方法具体工作方法，并且能够在实践中根据

案例的具体情势恰当运用；3、掌握社区调查、社区项目策略、居民动员和组织、推动社区发展的

专业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社区工作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

为将来学习各种社会工作的宏观政策分析以及进入社会工作实习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专业知识

和专业方法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0学时 

知识单元 1：社区概述 

参考学时：3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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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社区概念和分类 

一、社区的定义 

理论上，社区是指有一群人长期在一起生活，为了他们共同的需求和利益，他们需要频繁的社

会交往互动，渐渐形成了自然的情感维系和心理认同，有了集体身份，成为一个人群共同体。 

美国学者希拉里（Hillery，1955）和威尔士（Willis，1977）都曾经总结过社区定义的文献，

提出了自己的社区定义的四个基本要素：人群、地域（或网络）、社会互动、共同的依附归属感  

二、社区的分类 

美国学者法林（Fellin，1995）提出了三种社区类型分别是基于地理或空间属性的社区、基于

身份或利益属性的社区（又称为功能社区）、和基于个人网络的社区  

第二节 社区功能与变迁 

一、社区的功能 

后来的美国社区研究学者华伦（R. Warren）在 1978年提出了社区的五项功能是：生产、分配

消费功能，社会化功能，社会控制功能，社会参与功能，互相支持功能 

二、社区形态的变迁 

由传统的地理社区共同体，逐渐变为人际关系网络或功能社区。 

三、社区功能的变迁 

1、在原初社会阶段，人类需求的满足大都要通过社区的集体合作方式才能实现，所以社区几

乎是扮演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的功能，也可以说是一个全功能社区 。 

2、在奴隶和封建社会，社区的一些功能要么内化一部分给家庭组织，要么外化一部分给社区

外部的政治或宗教组织 ，社区主要保留了经济活动、社会交往和参与、社会团结和控制、社会服

务和保障的功能。 

3、而随着现代化的到来，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过程带来了人们社会生活方式新的分化和

功能的整合水平的升级，使得原来社区提供的经济活动、社会服务和保障等功能也逐渐超出社区范

围成为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功能。社区就主要保留了社会交往和参与、社会团结和控制的功能。  

四、古典社会学家关于社区变迁的基本命题 

早在 1887年，腾尼斯就把传统社会的社区形态界定为一种自然发生的基于血缘、地缘或宗教，

靠人的本质意志来维持人际纽带关系的长期稳定地域生活共同体，这种关系是一种天然有机的联

系。而把现代社会定义为人们通过选择意志、有目的的选择的、靠法理来维系人际关系类型，这种

关系是一种人为机械的关系。 

五、中国社会变迁的独特属性 

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变（再分配经济向市场调节经济的转变） 

总体性社会向多元分化的社会体制的转变（单位制社会组织向结构功能分化的社会组织的转

变） 

封闭式经济向开放式经济转变（全球化问题） 

威权型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 

国家中心向小政府大社会结构的转变 

作业： 

1．社区的基本概念和分类 

2．社区的功能及其发展趋势 

3．中国社区变迁的独特性是什么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卢辉临，“社区研究：缘起、问题和新生”，《开放时代》，2005年第 2期。 

肖林，“‘社区’研究和‘社区研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 4期。 

程玉申、周敏，“国外有关城市社区研究评述”，《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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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黄平，王晓毅，《公共性的重建：社区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Wirth, Louis. 1938.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4, No. 1. 转自《经典社会学读本》影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知识单元 2：中国社区体制的变迁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传统中国的社区体制 

一、皇权与绅权的二元区分 

皇权与绅权二分对应的双轨政治（费孝通，2006） 

二、传统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传统城市是行政管理中心和消费中心（韦伯，1995），而且中国的行政官

员和商人存在强烈的祖籍认同，缺乏对居住城市的认同，难以形成现代市民社会 

三、传统农村社区的治理方式 

地方社会的乡绅治理（费孝通，2006；张仲礼，1991），乡绅和乡土利益的一体化，通过财产、

学位和公益获得地方领袖和威望。 

地方乡绅扮演经纪人角色：传达皇权政策和收税，保护地方利益，抵御外侵等（杜赞奇，2003）。 

最重要的是地方权威和地方利益是一体化的（张静，2001），导致地方权威对下负责，靠地方

伦理形成约束机制（斯科特，2001）。 

四、传统城市的定位和功能 

罗威廉等人基于武汉 19世纪的行会研究，认为中国在晚清存在着特殊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

由管理型公共领域逐步转为批判性公共领域（罗威廉，2003） 

黄宗智则认为，传统中国不存在西方市民社会属性和公共领域，而是一种国家和私人领域交叠

区域的第三领域概念（黄宗智，2003） 

玛丽.兰金则基于杭州的 19 世纪民间组织的研究，提出了管理型公共领域概念（玛丽.兰金，

2003） 

第二节 建国后的社区体制 

一、 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形成 

每个公社下面设有大队，相当于原来的村庄合作社； 

每个大队下面设有生产队，一般有 20—30户农户组成； 

核算单位逐步由公社降为大队，再降为生产队。 

二、 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功能 

对上负责的压力性体制：毛泽东只是改变了乡村社区的权力结构，统治精英由传统的绅士转为

贫下中农，但是基层社区并没有真正的自治，而是服从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目标。国家通过人民公

社体制对农村施加压力，汲取资源，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荣敬本，1998）。 

三、 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撤退 

1978年开始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和乡村利益分配中的硬预算约束。 

1984年出现地方公司制政府：政府和集体企业的一体化（华尔德，1984），通过集体所有制、

而不是私有制道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1997之后，乡镇企业改革和税收体制改革：招商引资模式的引入。 

2003年以来，农村税费改革：由汲取性政府转为悬浮性政府（周飞舟，2006） 

四、 城市街居体制的形成 

1949—1954 年，我国城市街道居委会体制的确立：建国初期，存在多种街道管理体制：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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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构、街道办事处、街公所、公安派出所中的民政干事；1954 年全国人大通过《城市街道办

事处组织条例》确立了统一的街道办事处的体制 

五、 城市街居体制的演变 

第一次是 20世纪 60年代初，全国发生自然灾害，经济困难，各个城市居委会积极配合国家经

济建设，大力开展合作互助生产； 

第二次是 20世纪 60—70年代，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各个居委会转为以政治学习和政治批斗

为主，重新强调个人的阶级出身和阶级斗争，但是往往把旧阶级敌人和新阶级敌人进行连带斗争； 

第三次是 20世纪 80年代，知识青年返城和人口高峰，城市失业问题严重，重新强调把城市居

委会当作解决就业的重要场所，开展社区集体经济。（林彬、王汉生，2002）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区体制变迁 

一、农村村民自治的形成和属性 

1980 年左右，最早在广西河池地区宜山县和罗城县的农村为了解决承包制之后的生产大队和

生产队的功能瘫痪问题，自发产生了“村治安领导小组”和“村管会”。 

1981 年罗城县最早出现“村委会”，主要负责村里的修路、修桥、调解争端、禁止赌博和偷

盗行为等。 

当地政府对此现象并无明确态度，但是消息传到北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真对此非常赞赏，

要求全国人大和民政部一起到广西调研，并鼓励其他省份试验村民委员会制度。 

1982年，村委会选举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被写进了当时的《宪法》，从而正式获得了合法地

位。 

二、城市社区体制的形成和属性 

从 1984年民政部漳州工作会议，总结提倡福建漳州的社区服务模式； 

1987 年，民政部开始大力推行社区服务，提出依托街居经济，建立基层社区的福利性服务网

络。 

1993年民政部等 14部委联合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城市社区服务业的意见》，确立了法制化、

产业化、规范化发展道路； 

1999年民政部选择全国 26城区，施行社区建设； 

2000 年国务院办公厅 23 号文件，转发民政部的《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文

件提出，以社区服务为龙头，包括社区卫生、 、社区文化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等社区建设内容。

而且明确提出了“党委和政府领导,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区居委会主办,社会力量支持,

群众广泛参与”的社区建设体制。  

学习目的： 

1. 本章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国社区管理体制的历史传统和演变过程， 

2. 掌握当前中国社区管理体制和政策。 

作业： 

1．中国传统社区的治理模式是什么？  

2．国家现代化建设对基层社区的影响是什么？ 

3．建国后中国城乡社区管理体制格局是什么？ 

4．如何评价当前的村民自治体制？ 

5．如何评价当前的城市社区体制？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李连江、欧博文，《在党国中植入民主：中国的村民选举》，中国选举于治理网”,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9533，2002 

朱健刚，“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 4期。 

俞可平， “中国治理变迁 30年”，《吉林大学学报》，2008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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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伟和， “街道公共体制改革和国家意志的柔性控制”，《开放时代》，2010年第 2期。 

费孝通，《中国士绅》，赵旭东、秦志杰翻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9。 

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民变革》，北京：三联书店，2002。 

雷洁琼主编，王思斌执行主编，《转型中的中国城市社区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知识单元 3：第三章社区工作概述 

参考学时：3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区工作发展简史 

一、 西方社区工作的发展简史 

1．十九世纪后期的睦邻运动 

1884年，巴涅特（Samuel A Barnet）在伦敦东部圣犹太教去创设汤恩比馆(Toynbee Hall)； 

1886年美国人柯伊特（Stanton Coit ）在纽约创立睦邻公所（University Settlement)； 

1889年亚当丝（Jame Addams）在芝加哥设立霍尔馆（Hull House） 

睦邻运动是最早的以社区为本的助人活动，区别于慈善组织会社 

2．1920s---1930s。美国大萧条带来的罗斯福新政，以及城市工业化带来的社区问题都促进社

区工作投身到城乡重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等。 

英国发现他们本土的福利模式难以适合殖民地地区，于是吸纳当地的社区组织作为提供福利和

改良社会的方式（Midgley，1995） 

3．1940s---1950s，联合国在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农村推展社区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继续

开展社区组织、社区计划、健康和福利组织等实践活动。罗丝（Murray Ross）（社区组织：理论和

原则，1955）和邓肯（Arthru Dunham）（社区福利组织：原则和实务，1958）是当时的两位著名的

社区工作理论家。1959 年美国社工教育委员会发表了鲁里报告（Lurie’s  study)，定义了社区

组织实践、阐明了它的概念、价值和方法，描述了课堂和实务教学的策略。 

4．1960s---1970s 世界范围掀起城市社区民权运动，反贫困运动，妇女运动，种族运动等推

动着社区工作的蓬勃发展。 

5．1980s 以来，受保守主义政府影响，社区工作走向已规划服务，满足需求为特点的社区照

顾。 

6．1990s 以来，第三条道路的影响下，社区工作开始强调参与式、增权式、合作式社会经济

发展模式（Rubin and Rubin,1992)。而且注重挖掘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本和社区资产来促进社区内

在的发展动力和能力建设 

二、 中国社区工作的发展简史 

1．发端于民国五四运动的乡村教育运动，主要是在农村开展小学和成人教育，提高农民文化

素质。 

2、1920’s 中期由乡村教育演变到乡村自治运动。乡村自治又叫乡村建设运动，比乡村教育

运动更加全面地关注农村危机，挽救农村，是一个包含乡村教育、乡村经济、乡村政治、乡村卫生

等全面内涵的乡村建设运动。 

3、两种乡村建设思想----晏阳初与梁漱溟（郑大华，2000） 

4．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社区工作主要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通过运动式动员、组织

参与式动员和组织化动员方式（孙立平，1999），推动农村土地改革、走合作化道路，最终走向了

人民公社模式。 

随着人民公社的定型，农村社区工作主要是依靠乡村干部的派系网络，来组织社员，完成国家

任务，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庇护关系（Oi，1992） 

第二节 社区工作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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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区工作的专业定义 

社区工作是透过专业工作者引用各种工作方法，去帮助一个社区系统，包括个人、小组及机构，

在民主价值观念指引之下，参与有计划的集体行动，以解决社会问题。它包含两个过程：1）社区

工作者与工作对象互相影响下的社会政治过程，包括寻找、招收、协助组织内的成员发展组织及人

际关系；2)技术任务的完成，包括了解问题及需要、分析原因、设计程序、计划发展策略、动员资

源及评估结果。（kramer & Specht, 1983, p4) 

二、社区工作的价值基础 

1、集体主义取向（相对于微观工作方法的个人自决和个人负责） 

2、社区增权表现为对社区资源和环境的控制和民主决策（相对于微观工作方法注重个人的自

我控制和接纳） 

3、追求合作互助胜于个人孤立（相对于微观工作方法的个人负责） 

4、直接参与式协商民主（相对于微观工作方法的自我决定） 

5、谋求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公平（相对于微观工作方法的个人功能发挥 ） 

6、注重可持续发展（相对于微观工作方法的短期功能的治疗和恢复） 

三、社区工作的特点 

1．以社区这一较大的社会单位为工作对象，可能是以地理社区，也可能是一功能社区，处理

的是社区中的集体问题或共同性问题，工作对象超出了个人和小组的关心领域 

2．采用结构导向的分析视角，把工作对象的问题界定为社区环境、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等宏

观层面的原因，而不是视为个人人格或小组关系的病态，由此他强调的是集体组织和集体行动，去

改变社会环境、结构和制度等宏观层面的不平等关系 

3．强调居民的集体参与，社会工作者不是为社区居民工作，而是和社区居民一同工作，是一

种协助关系，而不是包办代替关系。而且，他强调居民的集体参与，而不是个人竞争，注重居民的

团结合作、平等互助的精神 

4．关注的社会公平和民主等宏观社会价值观，而不是个人的独立、自决、尊严和能力等微观

价值观。 

5．社区工作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它是瞄准社区中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 ，动员社区力量来

实现民主治理，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公正，促进既得利益阶层结构和既定社会政治制度 

四、社区工作的基本原则 

1．因地制宜原则 

2．循序渐进原则 

3．居民参与原则 

4．社区自我决定原则 

5．民主和理性原则 

6．过程目标和任务目标并重的原则 

7．社区内外部结合原则 

学习目的：  

1. 了解中西方社区发展的不同过程 

2. 掌握社区工作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价值等。 

作业： 

1. 西方社区工作的发展简史 

2．中国社区工作的发展简史 

3．社区工作的基本概念 

4．社区工作的基本价值和原则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徐永祥主编，《社区工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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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区工作教育联系会议，《社区工作理论与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一

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美）戴维.A.哈德凯瑟等，《社区工作理论与实务》第二版，夏建中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8。第一章。 

（美）F. 艾伦.内廷等，《宏观社会工作实务》，刘继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

一、二章。 

知识单元 4：第四章 社区工作理论基础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区工作理论基础（上） 

一、生态区位理论 

20世纪 3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城市社区研究形成的一种空间关系理论。主要是从人类生态

学的角度，研究城市空间的区位动态关系。 

二、结构功能理论 

美国社区理论大师华伦（Warren, 1978)最早最系统地运用系统理论来定义和分析社区。华伦

认为，地理社区就是结构化地组织在一起为他的成员提供当然的一些功能 

三、符号建构理论 

社会学家克拉克（Clark, 1973）就建议要从华伦强调的结构分析路向后退到心理联系层面。

他认为社区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和别人心理认同基础上的团结感。 

四、权力分化理论 

理解社区还应该关注社区中的权力、政治和社区变迁的关系。哈丁纳（Hardina, 2002)提供了

一个有关权力理论的分类：权力依附理论；冲突理论；资源动员理论。 

五、社会网络理论 

社会支持网络是个人可以获得帮助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关系的总和（James K. Whittake, 

1986）。社会支持网络是社会工作中比较流行的一种助人干预策略。它强调人的社会功能是在个人

的社会支持网络中发挥的，而不是依靠专业方法的矫正和改变  

第二节 社区工作理论基础（下） 

一、国家与公民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理论借着东欧政治体系的裂变和联合国的推动，在 20世纪 80年代后开始

流行起来 

当今借着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以及美国的萨拉蒙的 NGO组织研究，市民社会开始成为相对

于国家、市场盈利组织之外的第三部门（撒拉蒙，2007）或公共空间（哈贝马斯，1999）。 

二、社群主义理论 

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表现在三个方面：它提倡社群存在的优先性以及社群环境

对个人属性的构成性，反对孤立的个人理性选择； 

提倡社群生活的美德和社群生活的共同政治信念是历史性地、集体性地存在的，反对抽象的基

于个体权利、需求出发来讨论普遍适用的政治原则； 

提倡一种生活化的社群经验来生成我们的政治信念和原则，而不是抽象分析性的政治信念的生

成方式，甚至反对通过福利国家政策来代替传统社群生活。（丹尼尔.贝尔，2002） 

三、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强调的是公共事务的分而治之协调过程，注重的是协调过程，而不是正式的制度、规

则；强调的是协同网络，而不是一个权威中心结构（俞可平，2001）。分而治之的结构主要是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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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第三部门和市场三分结构。在全球化时代又加上了超国家的跨国组织、次国家的各类全球组

织。 

四、新社会运动理论 

新社会运动一般是指相对于传统的基于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和集团利益的利益团体运动而言

的。新社会运动表现形式包括同性恋权利运动、环保运动、反战运动、反核运动、志愿组织运动、

福利权利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和反种族主义运动等 

五、后现代主义思潮 

到了 20世纪 80年代，社会建构论导向（或者社会心理学倾向的）的社会运动理论重又抬头，

更加强调运动中的身份、意义、集体认知框架和情感体验以及产生这种社会心理的结构性网络和互

动过程，试图弥补资源动员理论导致的过度理性化倾向。（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

2002） 

学习目的 

1.掌握社区工作的理论基础，包括结构功能主义、区位生态主义、符号互动理论、权力结构理

论、公民社会理论、资源动员理论、社群主义、新社会运动等。 

作业： 

本章复习思考题 

1．如何用结构功能主义来理解社区？ 

2．社区发展的区位生态关系是什么？ 

3．如何通过符号互动来建构社区集体认同？ 

4．如何分析社区中的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 

5．资源动员理论是指什么？ 

6．新社会运动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7．什么是社群主义？ 

8．如何用公民社会来理解国家和社区的关系？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香港社区工作教育联系会议，《社区工作理论与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五

章。 

黄晓星，“社区运动的‘社区性’”，《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 1期。 

高丙中，“‘公民社会’概念与中国现实”，《思想战线》，2011年第 1期。 

潘泽泉，“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社会科学》，2008年第 7期。 

张文宏、阮丹青， “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 3期。 

陈捷、卢春龙，《共同性社会资本与特定性社会资本》，《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 6期。 

张会娜、卢风，“共同体与道德，试析麦肯太尔对共同体伦理传统的追求”，《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期。 

[澳]安戈、陈佩华，“中国、组合主义及东亚模式”，《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 1期。 

陈家建，“法团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社会学研究》，2008第 2期。 

[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 

[美]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 麦克拉吉.缪勒，《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2。 

知识单元 5：社区工作的实务模式理论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罗斯曼的分类  

一、罗斯曼的三分法 



9544 

罗斯提出的三大模式：社会改良方向、社会计划方向、过程方向（Murray Ross, 1955) 

二、罗斯曼分类体系的纬度特征 

罗斯曼曾经提供了 12 项变量，用来具体区分这三种社区干预策略，包括目标分类、关于社区

结构和问题条件的假定、基本的改变策略、有特征的改变战术和技术、突出的实践者的角色、变迁

的媒介、有关权力结构的导向、获益系统的边界定义、关于社区子系统的利益假定、受益群体的概

念、受益群体角色的概念和增权的使用等 

第二节 杰弗瑞斯的分类 

一、杰弗瑞斯的分类框架 

安.杰弗瑞斯 1996年在罗斯曼的模式变量基础上，经过综合提出了自己的模式框架，重新总结

了以往的分类。他提出了一个四分象限图，横轴表示增权程度，纵轴代表社区变迁程度，两轴交割，

形成了四个象限。 

二、杰弗瑞斯的分类模式 

他把自己的分析框架应用于罗斯曼提出的三个模型，地区发展模型在象限 A，社会计划模式在

象限 B，社会行动模式在象限 C，然后他自己提出补充模式为社会改良模式在象限 D。 

学习目的： 

1. 掌握社区工作实务模式和策略， 

2. 了解世界各国的社区工作实践的总体状况。 

作业： 

1．罗斯曼对社区干预策略分作几种类别? 

2．杰弗瑞斯如何对社区实践进行模式分类？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美]詹姆斯.米奇利，《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 

Jeffries, A. 1996. “Modelling Community Work: An Analytic Framework for Practice”. 

Journal of Community Practice. 3(3-4) 101-125 

Rothman,Jack. Three Models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 Practice: Their Mixing and 

Phasing.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 Welfare.1968. 

（美）F. 艾伦.内廷等，《宏观社会工作实务》，刘继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

五章。 

（美）戴维.A.哈德凯瑟等，《社区工作理论与实务》第二版，夏建中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8。第二章。 

知识单元 6：进入和认识社区 

参考学时：3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如何进入社区 

一、 何谓进入社区 

通过和居民的接触和了解，熟悉了社区情况，建立了居民关系，并且让居民接纳了自己的工作

角色和工作职责。 

二、 进入社区的方式 

对社区基本状况的预研究：通过文献、考察等了解社区的历史沿革、基本定位、基本结构、基

本问题和需求，结合自己的工作目的，确立自己的进入策略和路径。 

寻找社区的接触点：拜访关键人物、基本身份定位、澄清彼此的目的和需求、确定策略性工作

关系。 

制定信息披露策略，管理工作印象：通过主动地发布信息，建立自己的专业形象，便于开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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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制定社区拜访路线，逐步建立社区关系：通过有策略地社区拜访，了解和建立社区关系，并确

立自己在社区中的位置，获得一种基本的社区定位。 

三、 进入社区的标志 

作为一名社区组织的专职工作者：首先是被招聘、或当选，获得一个社区组织的职位；其次是

在社区组织里获得同事们的认可；第三是获得社区成员的接纳；第四是获得一种工作关系的定位，

可以开展工作 

第二节 如何认识社区 

一、认识社区的内容框架 

地理位置、社区和合法管辖边界 

人口特征、统计和亚群体 

历史和当前的社区能力 

政治结构、治理 

经济结构、主要和关键的雇主 

社会服务结构 

互助、社区行动组织 

潜在或现实的社会和服务问题 

权力关系 

二、认识社区的方法 

权力结构的声望、地位和决策分析 

人口、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的二次分析 

亲自调查 

个别访谈 

焦点小组 

学习目的： 

1. 了解进入社区的途径和手段， 

2. 掌握认识社区的方法和技巧。 

本章作业： 

1．进入社区的途径和手段是什么？ 

2．认识社区的原则、程序、方法有哪些？ 

3．什么是参与式行动研究？ 

4．分组提供一个社区研究的案例。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美）戴维.A.哈德凯瑟等，《社区工作理论与实务》第二版，夏建中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8。第六章。 

（美）F. 艾伦.内廷等，《宏观社会工作实务》，刘继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

六章。 

香港社区工作教育联席会议，《社区工作技巧》，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一章、第

二章第四章。 

知识单元 7：社区问题的分析和策划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区问题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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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区问题的认定 

社会问题的认定指，是否必要、根据什么标准、通过什么渠道来认定它是一个社会问题。认定

包括定义和社会承认两部分。 

二、社区问题的归因 

现象描述是指通过定性和定量方法对某个现象的范围、成度、维度等所作的界定。 

原因分析是指通过交叉分析和纵向序列分析，来寻找问题的因果关系。 

三、社区问题的影响分析 

社会影响分析是测量社会问题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包括个人心理、身体层面、物质层面、人际

关系、社会道德、国家安全、社会环境等 

价值分析是指分析围绕社会问题的价值争论，包括支持者的价值判断、反对者价值判断、中立

者的价值判断等 

四、社区问题的建构过程 

包括谁提出问题，如何界定问题，如何影响社区公众，如何进入决策，如何干预等过程。 

第二节 社区问题的解决策划  

一、社区问题的解决路径 

1．需求满足路径 

2．互助合作路径 

3．集体行动路径 

二、社区问题的需求满足导向的解决思路 

1．社会问题当事人的需求评估 

2．社会服务或社会福利的项目目标界定 

3．社会服务或社会福利的项目手段设计和选择 

4．社会服务或社会福利的资源筹措 

5．社会服务或社会福利的组织架构和人员配备 

6．社会服务或社会福利的受益群体资格条件厘定 

7．社会服务或社会福利的评估和调整 

三、社区问题的互助合作主义的解决思路 

1．社区资源和需求调查 

2．建立社区关系 

3．发现社区领袖 

4．建立社区任务目标小组 

5．培养社区民主协商和决策能力 

6．动员社区内外资源 

7．建立合作组织和制度 

8．发展社区发展项目 

四、社区问题的集体行动的解决路径 

1．依焦点事件作为居民动员的触媒 

2．引导社区居民由个人麻烦转向公共问题 

3．理性的资源动员与感性的身份认同作为集体行动的动力 

4．推动集体行动组织化 

5．注意引导和培育组织领袖 

6．引导组织的架构设置和内部分工 

7．培养组织的民主决策和行政管理能力 

8．适时采取适当的行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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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合理确定组织的任务目标和实施方案 

10．注意培养参与者的意识提升和能力建设 

学习目的： 

1. 让学生掌握社区问题的分析思路和方法， 

2. 以及掌握对社区服务项目的策划能力。 

本章作业： 

1．社区问题的分析框架是什么？ 

2．社区项目的策划框架是什么？ 

3．分组完成一个社区项目的问题分析和项目策划书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美）戴维.A.哈德凯瑟等，《社区工作理论与实务》第二版，夏建中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8。第三章。 

（美）F. 艾伦.内廷等，《宏观社会工作实务》，刘继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

三章、第四章。 

香港社区工作教育联席会议，《社区工作技巧》，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二十五、

二十六章。 

知识单元 8：组织发育和行动策略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区组织发育 

一、居民接触和动员 

通过社区网络认识社区居民，包括网络连接、网络强化和网络重组三种策略 

二、社区领袖的培养 

1．马克斯.韦伯的权威说： 

个人魅力型：领袖来自某种个人的人格魅力，他能够吸引大家，形成凝聚力，指引行动的方向

和策略。 

法理型：规范了特定位置的职责，处于决策中心位置，只要按照规则办事，就可以担当领袖。 

传统型：依靠世袭的身份，获得某种领袖地位，下属成语依靠习俗承认这个领袖权威。 

2.罗伯特.贝尔斯（Robert Bales,1966)功能说。他认为领袖不是一种权威，而是两种功能体

现：任务的工具性指导；社交情感性促进。 

3.布雷德福德的功能说：他也认为组织主席作为一种小组或会议的特殊位置，不应该是个领袖，

而是一个促进者（Facilitator），促进小组或会议能够发挥自己的双重功能：完成任务，增进互动。

（Bradford, 1976） 

三、社区组织的发育 

1． 建立社会网络 

2． 成立任务小组 

3． 发展结构性组织 

四、如何召开会议和集体决策 

1.有效率的会议包括计划和主持两个方面的技巧（哈德凯瑟，2008：396） 

2．会议民主决策规则： 

全体一致规则：没有一个人表示否定意见。 

简单多数制：一半以上同意。 

¾制：有 3/4的出席者表示同意 

五、如何解决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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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澄清争端的内容：五个“W”  

2． 澄清个人的立场和价值 

3． 建立二元的对换机制 

4． 区分分配性矛盾、情感性矛盾和比较性矛盾 

5． 促进由零和博弈迈向共赢。 

第二节  社区组织的行动策略 

一、社区组织间的关系类型 

三种基本关系类型：竞争、合作、还是联盟 

二、社区组织的行动策略 

针对政府主管的策略：认可、授权、资助、保护？ 

针对目标系统的策略：劝导、施压、对抗、冲突？ 

针对公众的策略：宣传、倡导、支持、冷漠、反对？ 

教学目的： 

1.是让学生掌握社区组织发育、动员和运作的基本策略和方法。 

本章作业： 

1．如何进行社区居民的接触和动员？ 

2．社区组织的类型和功能? 

3．如何培养社区领袖？ 

4．如何组织会议和解决争端？ 

5．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分几种？ 

6．社区组织的行动策略和外部环境的关系？ 

7．分组完成社区组织发育的模拟演练。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美）戴维.A.哈德凯瑟等，《社区工作理论与实务》第二版，夏建中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8。第 10章、第 11章、第 14章。 

（美）F. 艾伦.内廷等，《宏观社会工作实务》，刘继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

7章、第 8章、第 10章。 

香港社区工作教育联席会议，《社区工作技巧》，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9 章、第

10章、第 17章、第 18章、第 20章、第 21章。 

知识单元 9：  社区教育 

参考学时：3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区教育概述 

一、社区教育的定义 

广义的是指提供给社区成员一切教育类型。 

狭议的是指专门提供给社区成员的非学历教育，目的是促进社区成员敏感和理解社区问题，提

升个人觉悟和能力，参与社区问题的解决，促进社区合作与发展。 

二、社区教育的不同类型 

社区教育的类别：补偿性教育、控制式教育和解放式教育（陈丽云、黄锦宝，1998） 

三、社区教育的不同功能 

社会化：把一个生物人变成一个社会成员的过程，掌握必要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 

沟通理解：使社会成员通过媒介相互了解、认识、交流和接纳； 

批判反思：使社会成语具备道德、美等价值标准，和对社会现象和行为评判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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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不同实践策略下的社区教育 

一、合作团结下的社区教育 

1，目的：培养社区成员的相互理解、团结和合作，甚至会达到社会控制和矫正。 

2，手段： 

通过社区符号体系，建构社区意识形态霸权，使人们的价值、审美体系当然化、自然化。 

通过树立社区行为模范，把主流价值规范身体化，引导社区成员模仿和学习。 

提供补偿式教育，对社区弱势群体进行认知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培养，促进社区的福利改善。 

通过社区报刊、单张，宣传和教育社区优良事件和作风，增强价值的辐射力和凝聚力。 

通过社区公共活动或参与式节目，培养参与、团结和合作精神。 

通过家庭亲子教育和活动，培养良好的家庭氛围和人际关系。 

二、理性规划下的社区教育 

1，目的：明白竞争对手之间的立场、策略和手段，确定合适的竞争策略和手段。 

2，手段：（哈德凯瑟，2008，第 12章） 

通过对方的资料分析（probing)，了解清楚对方的服务对象特征(purchasers)、服务措施

(product)、服务地点渠道(place)、服务定价(price)、促销措施(promotion)等； 

做好自己的市场细分和明确目标市场，进行目标市场区隔，然后进行产品设计和定位、定价、

分销渠道和促进措施； 

通过公共关系，明确自己的公共形象，增强自己的知名度、美誉度和信任度； 

建立视觉识别标志（identification），通过 Logo设计和宣传，增强社区公众的辨识力。 

三、集体行动下的社区教育 

1．目的：消除社会意识形态霸权和结构性不公正，促进服务对象的觉醒，培养社会批判能力

和行动能力。 

2．手段：（弗莱雷，2001） 

进行话语符号分析，解构话语意义的当然性； 

把个人麻烦和公共议题发生连接，个人的也是政治的； 

进行社会事件的重新解释，消除个人的谴责，对个体进行增能，引发改变的动力； 

拆解性别、种族、民族、阶层的刻板形象，发现当中隐含的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 

通过集体行动框架的建构、扩展和使用，推动集体行动的发展； 

建构现实的乌托邦，给社会行动建立希望和远景，吸引社会行动。 

学习目的： 

1. 让学生了解社区教育的不同类型和策略； 

2. 具体掌握不同策略下的社区教育的方法和手段。 

本章作业： 

1．社区教育的类型分几种？ 

2．补偿性教育的手段和方法是什么？ 

3．控制性教育的手段和方法是什么？ 

4．解放性教育的手段和方法是什么？ 

5．分组完成一个自选社区教育项目方案。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1．香港社区工作教育联系会议，《社区工作理论与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

10章。 

2．香港社区工作教育联席会议，《社区工作技巧》，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 19章。 

知识单元 10： 社区倡导与增权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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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社区倡导  

一、由社区组织到社区倡导 

倡导是指整理社会问题资料，选择有效解决的目标，把问题符号化，采取压力性行动，进而确

保有保证变迁的实行。倡议是社区行动的基本策略（Rubin and Rubin, 1992，245） 

二、社区倡导的五个注意事项 

1．组织者如何获得必要的权力来克服对手？ 

2．组织者采取何种手段来使其行动看起来有合法性？ 

3．通过什么符号来提升他们的议题的政治敏感度？ 

4．如何影响谈判技巧进而来增加胜利的机会？ 

5．如何维持士气来坚持到胜利？ 

第二节  社区增权  

一、个人效能与结构性权力关系 

增权（empower）是指一种获得对各种社会权力的控制过程，最终达到一种效能感，他们觉得

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有权来抗争社会不公正条件。 

二、由习得性无助到个人掌控 

通过能力建设，让个人在行动中掌握一种技能和知识，通过小的成功，来获得一种自我效能感。 

三、由个体分化到团结合作 

通过个人互助、团结，来增加人际互动和社会团结，产生一种归属感，减少依附感和无助感，

从而为提高集体身份和社会资本。 

学习目的： 

1. 让学生对社区问题的外部政策因素和制度文化因素有敏感性； 

2. 并掌握相关的倡导和增权的策略和方法。 

本章作业： 

1．倡导工作应该注意的五个方面是什么? 

2. 增权和倡导的区别是什么? 

3. 增权策略如何开展? 

4. 分组完成一个自选社区倡导的项目计划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1. Rubin and Rubin Community Organizing and Development. Second edition.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1992。 

2. White, Shirley.. The Art of Facilitating Participation: Releasing the Power of 

Grassroots Communication.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1999 

3. Delgado, Melvin.. Community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an Urban Context: The Potential 

of a Capacity-Enhancement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8学时 

实验 1：进行社区实地调研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选择一个社区进行实地调研 

实验要求：熟悉社区调研的基本内容；研究社区调研过程的收集资源的方法；掌握分析社区调

研资料的技巧。 

实验 2：进行社区项目策划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社区项目策划 

实验要求：熟悉社区项目策略的基本内容结构；研究社会项目策划中的问题分解、目标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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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筹集、干预策略、执行方法和评估方法；掌握社区项目策划的具体技巧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社区的概念和功能 3  

2 社区的现代化转型 3  

3 中国的社区体制上 3  

4 中国的社区体制下 3  

5 社区工作方法概述 3  

6 社区工作的理论基础上 3  

7 社区工作的理论基础中 3  

8 社区工作的理论基础下 3  

9 社区工作的实务模式上 3  

10 社区工作的实务模式下 3  

11 认识和进入社区 3  

12 社区研究和策划 3  

13 社区组织和干预策略 3  

14 社区教育 3  

15 社区倡导和赋权 3  

16 复习考核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心理学、社会工作概论、个案工作、小组工作 

后续课程：宏观社会工作课组、社会工作分支领域课组、社会问题课组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本课程教学重点是社区变迁理论、社区工作理论基础、社区工作实务模式。 

难点：本课程的难点是掌握宏观社区分析视角和干预策略。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教授。 

2.案例讨论。 

3.情景模拟 

教学手段： 

1. 讲义。 

2. 案例。 

3. 相关视频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主要在课堂进行教学，需要多媒体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需要学生课外阅读相关参考资料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主要包括一次平时读书报告占 20%；一次平时影评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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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美）戴维.A.哈德凯瑟等，《社区工作理论与实务》第二版，夏建中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8年。 

（二）推荐参考书 

徐永祥主编，《社区工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香港社区工作教育联系会议，《社区工作理论与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美）F. 艾伦.内廷等，《宏观社会工作实务》，刘继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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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郭伟和  审稿：郭伟和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5日 

 

社会工作行政 
Social Work Administration 

课程号：32301007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必修（选修）课程。 

社会工作作为专门化职业，致力于实现社会福利、社会进步和社会正义。社会工作行政作为社

会工作专业方法之一，通过社会学、社会工作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确定一个社会服务

机构的宗旨；并以行政程序、组织管理技术，妥善利用各种资源，确保服务的功效，实现社会工作

的各种目标。社会工作行政的主体包括行政管理者以及其下或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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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课堂教学，要求学生掌握社会工作行政的过程、方法和技巧。内容包括: 社工价值与伦理、

项目计划、社工组织、人力资源管理、领导与激励、社工督导、资金筹务、服务评估等方面。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理论学习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见课程进度表 

知识单元 2：行政实务 

参考学时：24学时 

学习内容：见课程进度表 

知识单元 3：专题研讨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见课程进度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社工行政理论 3  

2 社工行政价值 3  

3 社工行政伦理 3  

4 社工行政人员和人力资源管理 3  

5 社工行政的计划和组织 3  

6 社工行政的领导与激励 3  

7 社工机构的筹资与财务管理 3  

8 专题一: 香港和内地的非营利组织法律制度 3  

9 专题二: 日本农协管理 3  

10 专题三: 美国非营利组织与气候变化 3  

11 专题四: 香港非营利组织的筹款 3  

12 专题五: 中国公共倡导项目的经验 3  

13 专题六: 民间扶贫基金会的工作和实践 3  

14 各地社会服务机构与环境 3  

15 社会服务评估 3  

16 社工的督导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理论学习、伦理价值、操作实务。 

难点：学生欠缺哲基础哲学思辩训练, 不易掌握伦理及价值知识体系; 于课堂上让学生掌握操

作实务知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课堂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平时成绩占总成绩的比例为 30%，由小组报告及评论、课堂表现构成；期末考试占总成绩的比

例为 70%。 

7、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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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主题报告及评论。2-3 学生一组。每组按以下主题在课堂上进行 45 分钟的 PPT 报告, 报

告后回应由 “评论组” 及其他同学提出的评价及提问。小组 PPT报告前一周, 学生须完成报告大

纲, 并咨询导师有关其 PPT报告的意见。报告内容须包括但不限于导师指定的阅读材料, 学生应自

行参阅其他合适的材料及网上资源充实报告内容。PPT演述当天须向各组及导师预备一份 PPT内容

大纲。PPT报告后两周内，完成一份约 2000字的小组文字报告。 

主题一：比较香港和内地的非营利组织法律制度，指出其异同。你认为两地的非营利组织法律

制度有甚么改革空间？ 

Ø 阅读材料： 香港非营利组织》第 4-6章 

主题二：介绍日本农协的运作方式和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对中国解决三农问题有参考价值吗？

试举例如何学习日本农协经验改善中国农民情况？ 

Ø 阅读材料： 日本非营利组织》第 12章 

主题三：介绍美国非营利组织参与推动缓解气候变化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中国非营利组织有参

考价值吗？在中国可如何推动以缓解气候变化为主题的社会运动？ 

Ø 阅读材料：《美国非营利组织》第 12章 

主题四：介绍香港非营利组织的筹款方式和香港政府的资助体系。你认为香港的这些经验应该

于中国大陆推行吗？为甚么？ 

Ø 阅读材料： 香港非营利组织》第 7-8章 

主题五：介绍三个中国的公共倡导项目。分析其成败得失要素。 

Ø 阅读材料：《中国公共倡导的多元化发展》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社会工作行政》付立华 陈为雷 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年 11月 

（二）推荐参考书 

《美国非营利组织》王名等编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日本非营利组织》王名等编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香港非营利组织》王名等编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英国非营利组织》王名等编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执笔：梁柏能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社会政策概论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olicy 

课程号： 323010083 

一、课程教学目标 

社会政策概论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也是全国社会工作师资格考试中级的必考科目。

本课程重点介绍社会政策的基本概念、主要领域，并通过比较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异同，考察反思

中国的社会政策现状。 

1、介绍社会政策的基本概念 

2、重点掌握各种社会政策，例如社会保障政策、就业政策、医疗政策、住房政策、教育政策、

社会福利服务政策等。 

3、在不同的社会政策领域，通过比较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异同，考察并反思中国的社会政策

现状。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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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 社会政策概述 

参考学时：9  

学习内容：社会政策、社会福利、福利国家等重要概念的介绍，掌握社会政策的发展历程及其

解释、社会政策的基本模式。 

学习目标：掌握社会政策、福利国家、劳动力去商品化、公民社会权等基本概念，社会政策的

类型、发展历史及其解释等。 

知识单元 2： 社会政策领域 

参考学时：30  

学习内容：社会政策的各个领域。 

学习目标：掌握社会政策的主要领域，包括社会保障、教育、住房、医疗、劳动就业、社会福

利服务等，其中社会保障政策是重点，会分别介绍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津贴，其中社会保险

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险种。 

知识单元 3： 社会政策的趋势 

参考学时：9 

学习内容：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及其改革取向， 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趋势。 

学习目标：掌握福利国家向右转的背景、改革措施和后果，及其第三条道路、社会投资型福利

国家和发展型社会政策。中国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市场化改革时期、20 世纪初期的社会政策变迁

过程及其中国社会政策的特点。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社会政策概念与领域 3  

2 社会政策的发展 3  

3 社会政策的模式 3  

4 社会保障政策 3  

5 社会保险政策 6  

6 反贫困与社会救助政策 6  

7 医疗卫生政策 3  

8 劳动就业政策 3  

9 教育政策 3  

10 住房政策 3  

11 社会福利服务 3  

12 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 3  

13 福利国家改革 3  

14 社会政策的趋势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工作导论、社会学概论 

后续课程：社会工作行政、社会服务项目策划与管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社会政策的主要领域，包括社会保障、教育、住房、医疗、劳动就业、社会福利服务等，

其中社会保障政策包括社会救助、社会津贴、社会保险等。 

难点：社会政策的发展历史及其解释，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与改革，中国社会政策的特点及其

社会阶层结构效果和社会平等意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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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强调能力为本和学生参与，以讲授为主，兼顾课堂研讨和实地调查。  

（1）课堂讲授，主要介绍社会政策的基本概念，社会政策发展的历史背景和过程及其解释因

素，社会政策的主要模式，促进学生对基本概念、理论、模式的了解与掌握。  

（2）课堂研讨，在具体社会政策领域单元，将学生分组，发动学生积极参与课堂，通过课前

阅读教师布置的文献，在课堂上研讨阅读的文献。 

（3）政策收集与调查，在分组学习中，要求学生平时收集与社会政策相关的新闻报道和相关

事件，以培养对社会政策的敏感和兴趣。同时，要求每组学生非结构访谈 2-3个个案，以了解某一

具体社会政策项目在不同人群中实施、运行的实际情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作为实践性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特别要求学生在建立学习小组的基础上，自主选

题、开展具体社会政策的经验调查，并提交研究报告作为期中论文。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课程要求： 

阅读与讨论，上课前应完成每一周指定阅读和作业，主动参与上课时的分享与讨论； 

思考与练习，反思社会政策与公平、社会平等的关系。 

需求与反馈，及时反馈对于课堂的个别或共同需求，随时向老师提出讨论。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英] 希尔，2005，《理解社会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 

黄晨熹，2009，《社会福利》，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英]蒂特马斯，《社会政策十讲》，江绍康译，香港：商务印书馆，1991。 

[丹]安德森， 2003/2010，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法律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英]T.H.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2008，《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江苏人民出版社，第 3-60

页。 

[美]梅志里，《发展型社会政策》第一章，社科文献出版社。 

[英]黑尧，《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中国青年出版社。 

[美]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三联书店。 

唐文慧、王宏仁，《社会福利理论流派与争议》，（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3。 

林万亿，《福利国家－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4。 

执笔：胡杰容  审稿：胡杰容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4日 

第一章  社会政策的概念与领域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社会政策的概念及其演变，社会政策的二重性，社会政策的领域。难点

是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政策与公共政策 

一、什么是政策？ 

1、陈振明《政策科学》：“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策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

一定社会政策、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

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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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信平《社会政策》：“政策是指政府、政党或其他组织为实现其目标而制定的各种规则和

采取的各种行动的总和。” 

二、公共政策的概念  

1、   W．威尔逊（Woodrow Wilson ）认为公共政策是具有立法权的政治家制定出来的由公共

行政人员所执行的法律和法规。 

2、   美籍加拿大学者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

有权威的分配。”  

3、  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与亚伯拉罕·卡普兰（Abraham Kaplan）认

为：“公共政策是具有目标、价值和策略的大型计划。” 

4、托马斯·戴伊（Thomas R.Dye）认为：“凡是政府决定作为或不作为的事情就是公共政策。” 

5、詹姆斯·安德森（James E. Anderson）认为：“公共政策是一个有目的活动过程，而这些

活动是由一个或一批行为者，为处理某一问题或有关事务而采取的；公共政策是由政府机关或政府

官员制定的政策。” 

6、卡尔·弗里德里奇（Carl J. Friedrich）认为：“公共政策是在某一特定的环境下，个人、

团体或政府有计划的活动过程，提出政策的用意就是利用时机，克服障碍，以实现既定的目标，或

达到某一既定的目的。”  

7、拉雷·N·格斯顿（Larry N. Geston）认为：公共政策是“由那些掌握或影响官方政府职

能的人们所作的基本决策、承担的义务与其行为的结合。 

三、公共政策的特点 

1、公共性 

2、权威性和合法性 

3、价值选择 

4、 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第二节   社会政策的涵义 

一、社会政策概念的二重性： 

社会政策具有两层含义 “首先指影响市民福利的实际公共政策和项目；其次指描述、诠释和

评估这些政策的学术研究领域”(Midgley et al . , 2000 :5) 。 

（一）作为行动实践 

1、wagner：社会政策概念的缘起 

瓦格纳在 1891 年发表的论文中把社会政策定义为“运用立法和行政的手段，以争取公平为目

的，清除分配过程中的各种弊害的国家政策”。 

2、英国的社会行政传统：社会政策是社会福利的政策 

社会政策包含社会福利服务 

（1）Marshall：英国的社会行政传统 

“关于政府行动的政策,即政府通过向市民提供服务或收入,从而对他们的福利产生直接的影

响。所以,社会政策的核心内容包括社会保险、公共(国家) 救助、健康和福利服务以及住房政策” 

（2）Titmuss：英国的社会行政传统 

所有为了满足某些个人需求和或为了服务广泛社会利益的集体干预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社会福

利、财政福利、职业福利。 

3、美国的社会政策传统 

把社会政策看成是“社会的”政策,而不只是“社会福利的”政策。 

（1）Gil：美国的社会政策传统 

吉尔认为，社会政策体系是生活方式的指导原则,它的发展动力来自人类基本的感觉性需求。

社会政策体系通过一系列制度过程及相关作用进行运作，并形成一些与生活方式相联系的结果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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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 , 1992 :24 - 25) 。 

（2）D. S. Iatridis：美国的社会政策传统 

 “社会政策作为一个领域是与整个社会的基本状况及其发展、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以及个

人的福祉相联系的。 

（3）美国《社会工作词典》 

社会政策是一个社会的活动和原则，它们指导社会如何干预和协调其中个人、团体、社区和社

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些原则和活动是该社会之价值观和习惯作用的结果，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资源的分配方式及其人民的福祉水平。 

3、国内学者对社会政策的定义 

关信平：“政府或其他组织在一定社会价值的指导下，为了达到其社会目标而采取的各种社会

性行动的总和。” 

杨伟民《社会政策导论》：“一定范围内的公共权威机构制定的使个人或家庭可以在市场之外以

非等价交换的社会供给方式得到可以直接支配或使用的资源，以满足社会性地认识到的个人需求，

增进公民的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的政策。” 

黄晨熹《社会政策》：社会政策是指政策制订者根据现实社会状况而采取的一种社会行动，一

种旨在满足社会需要、解决社会问题和提升社会福祉的集体干预策略 

（二）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1、社会政策公共政策的一个领域 

社会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社会政策所研究的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社会服

务等都是国家的干预活动内容或福利供给(Alcock et al . , 2002 :197) 。 

2、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并立 

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是两个并行不悖但又相互交叉的学科领域,即两者既有共同关注的范畴,

又有各自为政的领域。  

3、具体考察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二、作为学术研究的社会政策 

（一）社会政策是学科还是研究领域 

（二）社会政策学科的发展 

1、前“福利国家”阶段（19世纪 70年代—20世纪 40年代初）。 

2、“福利国家”阶段（20世纪 40年代初—70年代末）。 

3、后“福利国家”阶段（20世纪 70年代末至今）。 

（三）社会政策学科的特点 

1、“公平”与“权利” 

2、宣示价值立场 

3、倡导“公民参与” 

4、坚持“渐进主义”和“改良主义” 

第三节   社会政策的主要领域 

（一）作为社会行动的社会政策领域 

1、社会保障政策 

2、公共医疗卫生政策 

3、公共住房政策 

4、公共教育政策 

5、劳动就业政策 

6、社会福利服务政策 

7、针对专门人群的社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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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社会政策的其他内容（越轨的行为矫治） 

（二）作为学术研究的领域 

1、探讨政策制定过程和实施方法 

2、描述社会状况以及对这些社会状况进行干预的社会政策 

3、诠释社会状况的成因以及社会政策出现和形成并对这些社会状况产生影响的方式 

4、评估社会政策所产生的效果，确定社会政策所取得的成果。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社会政策？ 

2、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3、社会政策的领域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迈克尔 希尔，2005年，《理解社会政策》第一章“什么是社会政策？”，刘升华译，商务印书

馆。 

黄晨熹，“社会政策概念辨析”，《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 4期。 

王卓祺、雅伦•获加，“西方社会政策概念转变及对中国福利制度发展的启示”，《社会学研究》

1998年第 5期。 

尚晓援，“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01 年第 3 期。 

唐钧“社会政策学科发展报告”，

http://219.141.235.75/shxw/shzc/P020041015286966879490.pdf 

林卡“社会政策学科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于中国的启示”，

http://www.chinasocialpolicy.org/Uploads/ 

第二章   社会政策的发展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社会政策的演变历史及其动力机制，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及其改革。理

解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与福利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难点是社会政策发展的不同解释。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社会政策的演进 

一、现代社会政策实践的发端 

（一）旧济贫法 

The poor law （Elizabeth 43），1601年 

（1）责任主体：救济贫困、政府责任 

（2）资金来源：开征济贫税、社会共担济贫费 

（3）救助对象：分类处理、区别对待 

（4）救助方式：院外救济与院内救济相结合 

（5）管理体系：委任济贫官、教区执行管理 

（二）新济贫法 

The poor law Amendment Act《<济贫法>修正案》， 1834年 

国家干预、政府介入 

院内救济、强迫劳动 

中央监督管理，地方执行 

耻辱性与惩罚性 

坚持劣等待遇 

二、德国社会保险制度 

（一）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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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点 

1、法团主义：由雇主、劳工代表联合组成的自治机构管理，政府立法、监督、协调。 

2、社会保险：权责结合、强制缴费、风险共担。 

3、保守主义：重视家庭价值、家长制度、地位等级差别。 

三、美国《社会保障法》 

（一）经济危机中临危受命 

1、经济危机的巨大冲击 

2、市场自然调节的失败 

3、罗斯福临危受命 

（二）《社会保障法》（Act of Social Security） 

（三）特点 

1、以老年保障为主体，忽视在职职工的医疗保险 

2、剩余主义：重视贫困问题，基本生活保障 

3、管理体制上集中与分散结合     

第二节   福利国家的建立 

一、福利国家建立的社会历史背景 

二、贝弗里奇与《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报告》 

1、《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报告》 目标 

1942年 12月《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报告》 

2、社会保障计划组成部分 

社会保险 

社会援助 

自愿保险 

家庭津贴服务 

医疗健康服务 

充分就业服务 

3、社会保障的六原则 

三、福利国家建立 

第三节  社会政策发展与公民权理论 

一、T．H．Marshll提出四个问题 

二、公民身份及其历史演进 

（一）公民身份是一种地位，一种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享有的地位，所有拥有这种地位的人，

在这个地位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上都是平等的。 

（二）公民身份在英国的历史发展 

1、18世纪，民事要素，包括由人身自由所必需的权利组成，人身、言论、思想、信仰自由，

拥有财产和订立有效契约的权利和司法权利。机构是法院。 

2、19世纪，政治要素，公民作为政治权力实体的成员或这个实体的选举者，参与行使政治权

力的权利。机构是国会或地方议会。 

3、20世纪，社会要素。从某种程度的经济福利与安全到充分享有社会遗产并依据社会通行标

准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等一系列权利。机构是教育体制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存在合理的伸缩性，两个阶段之间可能存在明显的重叠。 

三、社会权利的发展 

（一）社会权利的最初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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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是社会权利的基础 

（三）20世纪的社会权利 

1、影响社会权利进步的因素 

2、在同一社会体系中，融合市场价格和社会正义这两个不同原则的可能性问题， 

（1）是采取收入限制和经济状况调查的原则，用不同的收入标准来调整不同的价格，这样使

得货币收入之间的差异进一步减少，使得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趋向平等。 

（2）是最低保障促进平等。 

（3）是税收制度调整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有利于促进平等。 

3、保持社会权利中个人和集体因素之间的平衡对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至关重要。 

（1）他们的目标不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而是依照社会正义的原则来看阶级差异是合法的社

会。 

（2）在功能论看来，社会分层具有效率和激励的功能。从教育制度看，公民权利是机会均等

的权利，它的目标是消除世袭的特权，它是一种展示和发展差异或者不平等的平等权利，是要求承

认不平等的平等权利。 

（3）从教育与职业、社会分层流动之间的关系看，公民身份成为实现社会分层的一种手段。 

复习思考题： 

1、旧济贫法具有哪些特点？ 

2、为什么社会保险制度最先在德国建立？  

3、在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看来，公民权的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社会权与社会不平等之间的

关系？  

拓展阅读书目： 

1、T.H.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2008，《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

民出版社，第 3-60页。 

2、陈鹏，“公民权社会学的先声——读 T.H.马歇尔《公民权与社会阶级》”，《社会学研究》2008

年第 4期。 

第三章   社会政策的模式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威伦斯基、蒂特马斯等人对社会政策模式的划分，重点是掌握埃斯平 安

德森关于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的思想，了解梅志里对社会政策模式的区分。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传统的分类 

一、威伦斯基和利博克斯的分类 

根据国家在福利国家中承担的功能 

1、剩余型社会福利：经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础，需求主要通过市场和家庭来满足。只

有当这些正常渠道失效时，国家才介入。 

2、制度型社会福利：以安全、平等和人道主义为基础，强调社会福利是工业社会正常和第一

功能。 

二、蒂特马斯的分类 

1、剩余型（residual）：只有当家庭、市场失败后，针对边缘、值得帮助的社会群体提供社会

救济。 

2、工业成就型（industrial achievement）：社会保障的资格、津贴水平与劳动力市场的地位、

收入、缴纳保险费相关。 

3、制度型（institutional）：针对全体社会成员，原则上将福利项目扩展到对社会福利必要

的所有分配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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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一、福利国家和福利体制 

1、福利国家：政府干预，国家介入经济活动的组织与管理，关于就业、工资和宏观经济机制。

政府干预、有系统的制度安排,有清晰的经济、政治、社会目标，是凯恩斯主义、贝弗里奇报告、

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和工党执政的结合。 

2、福利体制/范式（welfare regime） 

范式是政府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中一系列的法律、组织特征互相交织，是制度类型、政策模式、

理念系统。 

二、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一）劳动力的去商品化 

1、去商品化（decommodifying、decommodification）定义：公民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是根据

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中的社会权利，而不是依赖于完全市场的力量。 

2、劳动力去商品化的测量 

（1）资格条件的限制性规定，如工作经历、供款、收入状况调查 

（2）消除申请福利积极性的做法，延长等待时间，规定享受津贴服务的最长期限 

（3）津贴水平、工资替代率 

（4）覆盖对象范围 

3、福利国家与去商品化 

（1）社会救助主导的福利国家：给付资格限制在可证明的不幸需求上。源于英国的济贫法传

统。 

（2）社会保险主导福利国家：以工作表现为基础给付福利。源于德国的社会保险传统。 

（3）社会福利主导的福利国家：依据普遍公民权原则安排。 

（四） 福利国家与社会分层 

1、 阶层化（stratification）指的是国家福利对不同社会群体区别对待并促进平等和社会政

策的程度。 

2、福利国家本身是一种社会分层制度，它具有双重效应。福利国家是型塑社会关系的机制，

是社会分层的推动机制，不仅介入纠正结构性不平等。 

社会政策是社会分层机制，是社会关系秩序中的活跃力量。福利国家是使阶级、社会秩序结构

化的重要力量，庞大而综合的福利国家项目对社会分层与整合、社会结构的不同效果。 

（三）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1 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liberal） 

1、福利构成：以济贫为代表的社会救助 

2、福利供给方式：私人市场作用 

3、福利意识形态：自由主义、工作伦理 

4、社会分层：二元分化效果 

2法团主义的福利国家（corporatist） 

福利供给：政府取代市场作为福利的提供者 

社会分层：不同阶级和社会群体不同项目立法，巩固了阶级分化和地位差异，特权阶级忠诚。 

组织管理：强调政府、雇主和工会之间的妥协、协商和谈判。 

3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social democratic） 

1、普遍主义、社会权 

2、去商品化的程度高 

3、社会分层与整合 

4、家庭照顾成本社会化 

5、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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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梅志里（Midgley）的分类 

（一）西方工业化国家社会福利模式：对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进行历史比较分析 

（二）前共产主义国家社会福利模式： 

1、通过工作场所提供福利服务，比如中国的单位福利 

2、收入维持计划与生产劳动直接联系，即通过充分就业来保障个人的收入与生活。 

特点： 

1、社会福利完全由国家经办，通过一般的税收充当经费。 

2、社会福利的成本由税收或国家企业的利润支付，工人不用缴费/供款。 

3、社会福利与工作业绩相互联系。 

4、社会福利质量和给付水平不高 

5、1980年代共产主义解体后，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遭到忽视 

6、在应对新问题过程中，学习引入西方，鼓励志愿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可能走向多元

福利模式。 

（三）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福利模式 

1、深受前殖民国家影响 

2、受到国际组织的影响 

3、受到欧洲、北美或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影响 

4、重视教育和医疗投入，但具有社会分层效果 

5、社区发展受到重视 

6、社会福利发展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和人口因素影响。 

复习思考题： 

1、 蒂特马斯把社会政策分为哪三种类型？ 

2、 在安德森看来，什么是劳动力的去商品化，如何测量去商品化？ 

3、 在安德森看来，福利国家与社会分层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拓展阅读书目： 

1、 Esping-Andersen,Gosta.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olity 

Press.p1-142. 

2、安德森，2010/2003，《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法律出版社。 

3、林万亿，1994，《福利国家——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台湾巨流图书公司。 

第四章   社会保障政策 

教学目的和要求：重点掌握社会保障的定义与功能，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定义和

特征。了解社会保障的内容体系。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社会保障政策的含义、特征 

一、社会保障政策的含义 

涵义：为了促进社会公平与进步，保持社会稳定，保证公民基本生活，提升公民福祉；国家和

社会以社会立法、社会政策为依据，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对全体公民或因为事故风险陷入贫困

的人群提供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物质援助或专业服务的社会政策。 

二、社会保障的特征 

（一）政府责任 

（二）社会性 

（三）福利性 

（四）互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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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保障政策的体系 

一、社会保障的体系 

（一）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第 102 号）规定了实行社会保障

津贴的范围、内容、水平、对行政管理机构的最低要求等。  

该项公约规定，社会保障的种类有九种：  

１、医疗照顾（Medical Care）；  

２、疾病给付（Sickness Benefit）；  

３、失业给付（Unemployment Benefit）；  

４、老年给付（Old-age Benefit）；  

５、职业伤害给付（Employment Injury Benefit）；  

６、多子女家庭给付（Family Benefit）；  

７、生育给付（Maternity Benefit）；  

８、残废给付（Invalidity Benefit）；  

９、遗属给付（Surviviors Benefit）。 

（二）国际劳工组织在 1952-1982年期间正式采纳了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规范化概念，认为构

成社会保障的各种要素或组成部分包括：  

１、社会保险； 

２、社会救助；  

３、国家财政收入资助的福利补贴、家庭补助；  

４、储蓄基金；  

５、为雇主规定的补充条款和围绕社会保障而发展的各种补充方案。 

（三）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由四大部分组成：  

１、社会救助——最低层次的社会保障，保障社会成员的生存需要；  

２、社会保险——基本保障，保障劳动者因失去劳动能力从而失去工资后仍能享有基本生活水

平；  

３、社会福利——增进城乡全体居民生活福利的高层次社会保障；  

４、社会优抚——特殊性质的社会保障，保障为社会作出贡献牺牲的军人及其眷属的基本生活。 

（四）世界各国社会保障体系 

１、美国：社会保险、社会救助、退伍军人补助、老人医疗服务、教育、住房。  

2、英国：社会保险、社会补助（住房、儿童、食品、高龄老人）、社会救助（低收入户、贫穷

老人、失业者）、保健服务、社会服务。  

3、瑞典：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义务教育、家庭福利、职业培训。  

4、德国：医疗、工伤、养老等社会保险 

5、日本：社会保险、国家救济、社会福利、义务教育。 

二、收入维持项目的主要类型 

1、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 ） 

（1）定义：以劳动者为保障对象，针对劳动者的年老、疾病、伤残、失业和死亡等特殊事件

提供的生活保障，强调权义结合，雇主和雇员共同缴费和强制实施的社会保障项目。 

（2）特点 

（3）内容 

2、社会救助（social relief） 

（1）定义：以家计调查（means test）为基础，以现金或实物为支付形式，通过资格条件审

查，为低收入者提供的个人或家庭援助。 

（2）特点 

选择性：针对低收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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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计调查：耻辱化效果 

政府财政拨款，个人不缴费 

问题：贫困陷阱 

3、社会津贴（social allowance） 

（1）定义：对特殊社会群体，根据人口的社会属性或基于贡献补偿原则，按照人头等额付给，

与就业、缴费和收入无关，也不需家计调查的收入维持项目。 

（2）特点 

4、金融机构提供的项目和公积金 

（1）定义：雇主或雇员一方或双方按照收入的一定比例缴费，存入个人储蓄账户，当面临年

老、疾病、失业、残障等风险领取。国家立法强制或倡导，但不承担财政责任。 

（2）内容：强制个人账户、强制职业年金、强制私人保险 

5、公积金 

举例：新加坡公积金 

第三节  中国社会保障政策改革 

一、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政策改革 

（一）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问题：企业办保险，不利于企业平等竞争，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1、试点阶段（1984-1997） 

2、统一模式阶段（1997年后） 

（1）1997年 7月颁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到本世纪末，

要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适用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资金来源多

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

保险体系”。 

（2）确立了统帐结合的部分积累制。 

（3）行业统筹下放地方，结束条块分割。 

（4）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省级统筹 

3、完善阶段 

（二）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1、企业单位、地方政府自发改革阶段（1981-88年） 

2、中央政府主导的改革试点（1988-1997年） 

3、模式统一阶段（1997至今） 

（五） 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1、阶段 

（1）在观念上打破失业禁区，建立失业保险制度。 

（2）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从国有企业到其他所用制企业。 

2、特点 

3、问题 

（四）工伤、生育保险制度的改革 

1、工伤保险由企业保险转变为社会保险。 

2、国务院有关部门于 1994年 12月发布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规定生育保险基金

的社会统筹、生育保险待遇等方面。 

四、中国社会保障政策仍然存在的问题 

（一）覆盖范围狭窄 

（二）资金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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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化程度不高 

（四）社会保障组织管理体制上，关系不顺、管理成本高、缺乏有效监督 

（五）缴费率高、上缴率低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有哪些基本的功能? 

2、社会保障有哪些主要的内容？ 

3、社会保障有哪几种主要的形式，它们各自有哪些特点？ 

4、简述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 

拓展阅读书目： 

1、迈尔克 ·希尔，2005，《理解社会政策》第五章“社会保障”，商务印书馆。 

2、尚晓援，2001，《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第 3 期。 

3、葛延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问题(上)，《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 1期。 

4、葛延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问题(下)，《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 2期。 

5、熊跃根，“福利的理念和中国社会政策的限制”，载王思斌主编《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八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年。 

第五章  社会保险政策 

教学目的和要求：本章主要介绍社会保险的内涵、体系，并从覆盖面、资格条件、资金的筹集

和给付等构成要素分别介绍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要求学生

掌握社会保险的体系及其中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历史沿革、特点、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 

学时分配：6学时 

第一节 社会保险概述 

一、社会保险定义 

定义：以劳动者为保障对象，针对劳动者的年老、疾病、伤残、失业和死亡等特殊事件提供的

生活保障，强调权义结合，雇主和雇员共同缴费和强制实施的社会保障项目。 

二、社会保险的特点 

三、社会保险的体系 

第二节  社会养老保险 

一、社会养老保险的内涵 

它是国家和社会依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保障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

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二、社会养老保险的特点 

（一）国家参与性。 

（二）享受对象限定性。 

（三）储备基金性。 

（四）待遇调整性。 

（五）与家庭养老相联系。 

三、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对象和实施范围 

（一）养老保险的覆盖面 

（二）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的资格条件 

1、法定退休年龄 

2、最低缴费年限及其调整 

四、基本养老保险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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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来源的三方性原则 

1．企业缴费 

2．个人缴费 

3．国家的财政补贴及其方式 

（二）模式 

1．部分基金制 

2．缴费制 

3．统账结合 

（三）基本养老保险的费率 

1．影响因素 

2．约束条件 

五、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与发放 

（一）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类型与项目 

1．形式与待遇规定 

2．退休条件 

（二）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标准 

1．确定原则与调整原则 

2．基本养老金的工资替代率 

3．老年保险金给付 

（三）养老保险待遇的社会性发放 

1．银行代发； 

2．邮局寄发； 

3．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送发； 

4．设立派出机构直发。 

六、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沿革与改革现状 

（一）国外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 

（二）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历史沿革 

（三）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特点 

（四）国家公务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及其改革 

（五）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与改革 

七、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一）老龄化下财政不堪重负 

（二）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的“空帐”运作、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账户的连通问题 

（三）农村和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 

（四）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问题 

第三节   社会医疗保险 

一、 社会医疗保险的内涵与特征 

（一）内涵 

社会医疗保险的涵义是指国家立法规范、强制执行向法定范围的劳动者及其他社会成员提供必

要的疾病医疗服务和医疗费用经济补偿的社会化保险制度。区别于医疗保障和商业医疗保险。 

（二）社会医疗保险的特征 

二、社会医疗保险要素分析 

（一）覆盖对象 

1．不同国家不同对象，受到经济、政策、价值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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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的人群范围与保障水平 

3．社会医疗保险承保的人群范围的选择原则 

（二）资金筹集 

1．筹集来源：多渠道、三方性 

2．筹集模式：现收现付制、完全基金积累制、部分基金积累制 

3．缴费方式：固定保险费金额、固定保险费率×收入/工资，单一费率、多种费率 

（三）保险费的支付 

1．被保险人的法定待遇：共同承担、比例不一 

2．对医疗服务机构的补偿待遇，支付方式包括 

（1）后付制 

（2）按人头付费 

（3）总额包干付费 

（4）按病种付费 

（5）工资制 

四、医疗保障制度模式 

（一）全民健康保险模式： 

（二）强制储蓄医保模式： 

（三）合作医疗保障模式 

（四）私营医疗保障模式 

五、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及其改革 

（一）传统医疗保障制度体系 

（二）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 

（三）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1．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2．公共卫生 

3．补充医疗保险 

4．医疗救助 

5．社会互助医疗保险 

6．商业医疗保险 

第四节  失业保险 

一、失业概念与类型 

（一）相关定义 

（二）失业类型 

（三）失业影响与后果 

二、失业保险制度及其建立 

（一）狭义的强制性失业保险 

1．涵义：失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行的，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和社会劳动者参加并

履行缴费义务，对因失业而暂时失去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提供物质帮助、维持基本生活，同时提供就

业培训、指导、介绍促进再就业的社会保险制度。 

2．强制性失业保险的特点 

（1）建立：失业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规定，强制实施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2）对象：法定实施范围内的失业职工； 

（3）目标：失业保险是以保障失业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为标准，促进再就业 

（4）待遇：失业保险属于短期支付保险待遇类险种，而在待遇资格上要进行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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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外失业保险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三）世界各国失业保险制度类型 

三、失业保险的要素与内容 

（一）失业保险的覆盖对象 

（二）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与统筹 

（三）失业保险待遇 

四、中国失业保险制度改革 

（一）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 

1．1986.7.12 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4 类人，个人不缴费。 

2．1993.4.12 颁布《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7 类人，个人不缴费。 

3．1999.1.12 颁布《失业保险条例》 

（二）现阶段我国失业保险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1．城镇企业改革减员增效、隐性失业显性化 

2．失业率上升，包括需要解决新增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 

3．失业保险的非周期性，无法应对经济周期演变 

4．就业形式多样化、不规则失业 

（三）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四）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 

第五节  工伤保险 

一、工伤保险的概说 

（一）工伤和工伤保险 

1．工伤：工伤一般指职工在生产劳动中由于生产或工作过程中的不安全、不卫生等因素所发

生的或与之相关的意外伤害，也包括事故伤残、职业病以及因这两种情况造成的死亡，造成劳动者

的身体负伤或残废。 

2．工伤保险：劳动者在生产和工作中遭受意外伤害，或因长期接触职业性有毒有害因素引起

职业伤害后，由国家和社会给予负伤者、致残者及死亡者生前供养亲属提供必要物质帮助的一种社

会保障制度。 

（二）工伤保险的特征 

1．立法颁布，强制实施。 

2．设立基金，统筹使用。 

3．长期待遇与短期待遇相结合、保险与补偿相结合。 

4．政府行为，注重社会效益。 

二、工伤保险的实施原则 

（一）“无过失补偿”原则 

（二）个人不缴费原则 

（三）严格区分因工负伤与非因工负伤的界限，实行区别保险待遇的原则 

（四）工伤保险的赔偿金额应以被伤害者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限额的原则 

（五）工伤保险与工伤预防、工伤康复相结合的原则 

三、工伤保险的范围、待遇 

（一）工伤保险的范围与工伤认定 

（二）工伤保险待遇的分类 

（三）工伤保险的管理 

1、工伤认定的程序 

2、劳动能力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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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伤预防与工伤康复 

（一）工伤康复 

1．医疗康复主要包括医学上的治疗、运动治疗、语言训练、义肢安装、体能测试、职业指导

和护理。 

2．职业康复是指综合运用现代医学、教育学、职业技能训练等措施，对伤残人员进行治疗、

训练、教育，补偿、恢复伤残人员丧失或削弱的生理功能，使一个残疾人恢复正常人具备的工作能

力，以便从事适合其身体状况的劳动。 

（二）工伤预防 

工伤预防：事先防范职业伤亡事故以及职业病的发生，使不安全的、有害健康的作业安全化、

无害化、减少事故及职业病的隐患。 

1．劳动过程中的不安全因素 

2．加强劳动保护是工伤预防的主导环节 

第六节  生育保险 

一、生育保险的概念、特征与功能 

（一）概念 

生育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在妇女劳动者由于生育子女而暂时丧失劳动能力时，从社会和国家

得到必要的物质帮助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 

（二）生育保险的特征 

1．享受生育保险的对象是女职工。 

2．生育保险待遇只给付给合法的婚姻者。 

3．生育期间的保护重在休息和增加营养，医疗只是特殊情况下的医疗照顾。 

4．生育的分娩者不论其为活胎或死胎，亦不问妊娠期长短抑或流产与否，只要是怀孕生育现

象的产生期内致使被保险人收入中断或身体健康情况的失常以及需要医疗，都纳入生育保险范围。 

5．产假的休息是根据生育期来安排的。。 

6．生育保险不仅仅是为了弥补女职工生育期间的收入损失，更重要的是对维持劳动力再生产

和人类的世代延续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生育保险的待遇给付 

（一）医疗服务 

（二）产假 

（三）生育津贴 

（四）子女补助费 

（五）被抚养妇女的生育补贴 

三、我国生育保险制度的建立、发展与改革 

（一）我国生育保险的产生和发展沿革 

（二）生育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思路 

复习与思考题： 

1．社会保险包括哪些构成要素？ 

2．论述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特点、存在的问题。 

3．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过程和发展的制约因素有哪些？ 

4．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经历怎么样的历程？ 

5．论述中国失业保险制度建立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存在哪些问题？ 

6．工伤保险的待遇包括哪些类型？ 

拓展阅读书目： 

1．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第八章“缴费型给付1：失业、疾病和伤残”，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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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 年版。 

2．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第九章“缴费型给付2：养老金”，劳动和社会保障

出版社2003 年版。 

宋晓梧：《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发展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3．和春雷：《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比较》法律出版社2001 年版。 

第六章  反贫困与社会救助政策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贫困的定义与贫困的测量方法，理解不同视角的贫困解释。了解中国的

贫困问题，掌握中国的反贫困政策。 

学时分配：6学时 

第一节   贫困、贫困理论和贫困问题 

一、什么是贫困 

（一）关于贫困的理解 

1、世界银行 

2、汤森（Townsend）与《英国的贫困：家庭财产和生活标准的测量》 

3、奥本海默(Oppenheim)与在《贫困真相》 

（二）多视角的贫困理解 

1、贫困可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2、贫困不仅仅是指经济上的贫困，而且涉及到社会和文化等方面。  

3、贫困可分为客观贫困和主观贫困之分。 

4、区域贫困与个体贫困的联系。  

5、区分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  

二、 贫困的测量 

（一）相对贫困的测量主要采用收入比例法 

（二）相对贫困的测量 

1、建立贫困线的指标选择  

2、 测量单位 

建立贫困线的测量单位通常有三种：个人、核心家庭和住户。 

3、 测量时间 

国际上常用的时间单位有：年、月和周。 

4、建立贫困线的方法 

三、  关于贫困的各种理论 

1、 个体主义贫困观 

 2、 贫困结构论 

（1）   二元劳动市场论 

（2）福利制度论  

（3）制度论 

3、贫困功能论  

4、贫困文化论 

5、贫困处境论   

6、社会排斥理论  

四、贫困：世界性的问题  

（一）发达国家贫困问题的特点和反贫困政策  

1、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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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对贫困问题突出 

（2）贫困问题主要集中在城市 

（3）贫困的主体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阶层性比较明显。  

（4）形成了独特的贫困文化  

2、  发达国家的反贫困政策 

（1）是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从根本上消除产生贫困的社会基础。 

（2）为穷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其中最基本的是提供就业机会 

（3）通过社会再分配使穷人能够合理地分配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即为穷人提供更多的保障

和服务。  

（二） 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特点 

1、贫困者经受绝对贫困问题和相对贫困的双重困扰 

2、农村贫困与城市贫困共存  

第二节    我国城乡的贫困问题及反贫困政策 

一、我国农村的贫困问题 

1、目前的贫困状况： 

然而至今为止，农村的贫困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主要表现在： 

（1） 贫困人口依然有一定规模。 

（2）返贫率较高。目前返贫率约为 15-20%。 

（3） 特困的顽固性。 

（4）农村贫困人口的健康营养状况也令人担忧。  

2、贫困原因:  

二、我国农村中传统的贫困救济及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政策转型 

（一）传统的救济制度：对个体贫困者的集体救济、对灾民的救济 

这一模式的局限性： 

（1）救济式扶贫不能达到扶贫开发的根本目的。 

（2）救济式扶贫不能充分利用各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造成各种资源的巨大浪费。 

（3）救济式扶贫的力度和规模有限。  

（二）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的政策转型 

1、“八五”期间的区域开发扶贫战略 

2、1996年以来以扶贫到户为主的开发式扶贫战略。 

三、我国城市贫困问题 

（一）变化  

（二）城市贫困问题突显的原因 

（1）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2）下岗失业问题严重 

（3）在职低收入  

（4）社会保障制度滞后 

四、改革以来我国城市反贫困工作发展历程 

1、从扶持企业到直接救助贫困人口 

2、从道义性扶贫到制度性扶贫 

3、从救助制度分立到救助制度整合  

4、从基本生活救助到综合救助  

5、从消极救助到积极开发取向的救助（再就业工程） 

6、从忽视社区作用到重视社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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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城市反贫困社会政策 

（一）贫困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失业保险/救济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二）保护弱势群体的就业及收入权利（如反就业歧视法规、最低工资制度等）  

（三）提高贫困者利用就业机会的能力（通过为贫困者提供必要的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等） 

（四）增能：提高贫困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通过教育、建立组织网络、鼓励社会参与等

方式 

（五）为贫困者提供其他必要的社会服务 

第三节   社会救助政策 

一、社会救助含义与特点 

（一）社会救助的概念： 

（social relief social aid social assistance）指由国家和社会向贫困者、遭遇不幸事故

者及其家 

属提供物质援助保障最低生活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保障社会成员生存权的最后一道防线，是社

会安全网的“网底”。 

（二）社会救助的特点 

1．社会救助对象的选择性——脆弱群体 

2．权利义务的单向性——非缴费项目 

3．救助标准的低层次性——最低生活 

二、社会救助体系 

（一）社会救助体系的分类 

1．按照救助的实际内容 

2．按照社会救助项目支付方式 

3．按照社会救助项目和措施的性质与用途相结合的标准 

（二）中国社会救助体系 

1．救灾 

2．农村扶贫 

3．农村五保供养制度 

4．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5．城乡特殊社会救助制度 

三、社会救助的对象 

（一）社会救助对象特点：选择性 

（二）中国社会救助对象包括： 

1．三无人员：无依无靠、没有生活来源、无法定扶养人的公民。 

2．灾民：突发性灾害造成的生活暂时陷入困难的公民。 

3．贫困人口：有收入来源，但生活水平低于或相当于国家法定最低生活标准的公民。 

四、社会救助标准及其确定方法 

（一）贫困的定义 

（二）最低生活水平的涵义 

1．绝对贫困 

2．相对贫困 

（三）最低生活水平线的确定（贫困线或最低生活保障线） 

1．影响最低生活水平线的因素 

2．确定最低生活水平线的具体方法 

（1）市场菜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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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恩格尔系数法 

（3）国际贫困标准法 

（4）生活形态法 

3．比较与评价 

第四节  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与改革 

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一）含义 

（二）建立与发展 

（三）低保制度的实施原则 

１．保障最低生活，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福利刚性低标准起步。 

２．中央集中规划，地方分散决策的原则。地区发展不平衡，因地制宜。 

３．政府、集体和社会共同责任的原则。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同时坚持社会帮扶。 

（四）低保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运行 

1、资金来源 

2、保障标准 

3、申领程序 

（五）存在问题 

二、农村的五保制度 

（一）建立与发展 

（二）五保供养的基本内容 

（三）五保供养制度的变革 

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贫困，应该如何理解贫困？ 

2、我国现阶段农村贫困问题的特点有哪些？我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3、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目前我国城市当中的贫困问题？ 

4、当代各国有哪些主要的反贫困措施？ 

扩展阅读书目： 

1、童星、林闽钢：“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线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 3期。 

2、唐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研究与探讨”，《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 2期。 

3、周怡，“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社会学研究》2002 年第3 期，第49-63

页。 

4、黄晨熹，“城市低保对象求职行为的影响因素及相关制度安排研究——以上海为例”，《社会

学研究》2007年第 1期。 

5、韩克庆、郭瑜，“福利依赖”是否存在？——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的一个实证研究，《社会学

研究》2012年第 2期。 

6、迈克尔.谢若登，《资产与穷人：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高鉴国译，商务印书馆，2005

年。 

第七章   医疗卫生政策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医疗卫生政策的含义，了解各国医疗健康政策模式，中国医疗卫生政策

的演变及其卫生公平问题。 

学时：3学时 

第一节   医疗卫生政策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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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疗卫生政策涵义 

1、医疗卫生政策也称医疗照顾政策。它是由政府、专业团体或其他组织制定的满足健康需求、

提升健康福祉的制度安排或集体干预行动。 

2、医疗照顾（health care）包括促进健康的所有服务和商品，包括预防、诊疗、康复过程。

医疗照顾包括初级/基础照顾、医院照顾和公共卫生三个部分。 

二、各国医疗卫生政策模式 

（一）全民健康服务模式 

国家直接举办医疗事业，向全体国民提供免费、低费的医疗服务的模式。 

（二）社会医疗保险 

  1、强制性的社会医疗保险为主体，商业医疗保险为补充 
  2、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保险费，为工资一定比例，上限不缴下限免缴 
  3、待遇享受包括预防控制、医疗服务、康复服务、疗养和病休补贴、就医交通费 
  4、对老人、孕妇、一年以下的哺乳期妇女、儿童和城乡低收入者一律免费 
（三）私营医疗保障模式 

国家只对老人提供医疗照顾、穷人提供医疗救助、特殊人群提供免费医疗。主要由营利性、非

营利性的医疗组织提供私人医疗保险，包括个人和大公司购买的商业医疗保险 

（四）强制储蓄医保模式 

1984年在中央公积金制度框架内推行保健储蓄计划，包括保健双全计划和保健基金计划。 

第二节  中国医疗卫生政策建立与改革 

一、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医疗健康政策 

（一）方针和内容 

四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构成： 

1、公费医疗 

政策依据：1952 年政务院《关于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

实施公费医疗预防的指示》；同年 9月卫生部发布了《国家工作人员公费医疗预防实施办法》 

对象范围：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离退休人、二等以上革命残废军人、高等院校学生 

资金来源：国家财政拨款 

待遇水平：除了挂号费、营养滋补、整容矫形外项目外医药费实施公费医疗。 

2、劳保医疗 

  政策依据：1951年《劳动保险条例》（草案），1953年《劳动保险条例》（修正案） 
  对象范围：城镇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在职职工及其受其扶养的直系亲属、离退休人 
  资金来源：根据职工工资总额和国家规定比例在生产成本项目中列支 
  待遇水平：几乎免费、家属半费 
  问题：单位办保险，保障能力差 

3、合作医疗 

运行机制：在乡政府领导下，生产合作社、农民群众、医生共同集资建站。 

保健站经费来源包括，农民缴纳保健费+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益金提取 15-20%、医疗业务收入（主

要是药品利润）。 

保健站坚持预防为主、巡回医疗、送医送药上门、医生分片负责村民的卫生预防和医疗工作。 

（二）效果 

  1、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服务目标合适：强调公益性 
  2、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结构合理：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3、医疗卫生工作的干预重点选择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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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形成了广覆盖的医疗保障机制 
（三）问题 

  1、医疗卫生服务的总体技术水平较低 
  2、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在医疗服务体系发展和医疗保障水平上依然存在很大差距  
  3、过分严格的政府计划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医疗服务机构及医疗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
性  
  4、城镇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一直存在着对患者约束不足以及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问题 
  5、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存在互济功能不足的问题   
二、中国医疗政策改革 

在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方面，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公有制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公

立机构的组织与运行机制在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

之间的关系从分工协作走向全面竞争；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目标从追求公益目标为主转变为全面追

求经济目标，不仅非公有制的医疗机构如此，公立医疗服务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服务机构也是如此。 

在医疗保障体制方面，随着 80 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绝大部分地区迅

速瓦解；由于该制度赖以生存的体制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试图恢复合作医疗制

度的努力一直未见明显成效。城镇地区，随着国有企业以及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传统的劳保医疗

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也遇到了很大困难，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目前确定了统一模式的、社会统筹

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障（保险）体制。 

（一）改革阶段 

  1、企业单位、地方政府自发改革阶段（1981-88年） 
  企业单位改变大包大揽引入个人利益杠杆，实施医疗费用的定额包干。 
  2、中央政府主导的改革试点（1988-1997年） 
  1993年《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建立统帐结合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 
  3、模式统一新阶段（1997至今） ：1998年国务院《关于建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
确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与原则。 
（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主要内容 

  1、基本目标 
  2、基本原则 
  3、统帐结合的筹资模式：个人账户 2%+6•30%，社会统筹 6•70%。 
  4、待遇支付：分账管理，规定个人帐户和社会统筹帐户的支付范围。 
  5、医疗基金的管制：财政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行政管理体制、药品生产与流通体制等等也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
医疗卫生事业的行政管理及资金投入方面，中央政府的统一协调职能不断弱化，各种责任越来越多

地由地方政府承担。药品生产与流通走向全面市场化。 
市场化、商品化改革 

  在供给层面，基本形成了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提供模式。  
  在需求层面，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越来越多地演变为私人消费品。  
  在责任的分担上，政府责任后撤，个人负责和市场主导 
（三）积极效果 

  1、通过竞争以及民间经济力量的广泛介入，医疗服务领域的供给能力全面提高。 
  2、医疗服务机构及有关人员的积极性，内部运转效率有了普遍提高。 
（四）消极后果 

  1、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 
  2、在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方面，尽管全社会的卫生投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综合健康指标
却没有明显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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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问题表现 

  1、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之间的矛盾  
2、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  

  3、医疗卫生服务的宏观目标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  
  4、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 
  5、重医院/治疗，轻基础/预防 
  6、重治疗，轻公共卫生，中国卫生总费用主要用于治疗保健服务和药品。   
三、当前的改革 

（一）基本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  
  坚持立足国情，建立中国特色的医药卫生体制。  
  坚持公平效率统一，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  
  坚持统筹兼顾，把完善制度体系与解决当前突出问题结合起来。  
（二）目标 

（三）建立城市居民医疗保险制度 

（四）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复习与思考题： 

1、 有哪些医疗卫生政策模式？ 

2、 中国医疗卫生政策改革带来了哪些消极后果、存在哪些问题？ 

3、 如何从医疗卫生政策方面促进卫生公平？ 

拓展阅读书目： 

1、王绍光，“人民的健康也是硬道理”，《读书》2003年第 7期。 

2、王绍光，“政策导向、汲取能力与卫生公平”，《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 6期。 

3、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比较》第 7期，吴敬琏主编。 

4、王晶，“中国农村医疗筹资公平性研究——基于全国八个农业县医疗筹资系统的实证研究”，

《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 5期。 

5、徐月宾主编，2007，《社会政策理论与实践》“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共计 8篇”，中国劳动社会

保障出版社。 

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中国发展评论》

增刊 1期。 

第八章   劳动就业社会政策 

教学目的和要求：理解就业政策的定义、意义和基本内容。掌握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及其成因。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我国目前的失业问题及成因分析 

一、我国目前的失业问题 

（一）失业人员的定义 

（二）失业指标体系 

（三）我国目前的失业状况 

1、五次失业高峰 

2、城镇失业人数及失业率城镇失业人数及失业率 

3、城镇失业问题的特点 

4、目前失业人数和失业率统计的缺陷 

二、中国劳动力供求状况及失业问题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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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劳动力供求状况 

1、新增劳动年龄人口。 

2、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3、城镇企业富余人员的释放。  

（二）失业问题成因分析 

1、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把失业划分为五种类型： 

（１）磨擦性失业 

（２）季节性失业 

（３）技术性失业 

（４）周期性失业 

（５）结构性失业 

2、我国失业问题严重的原因： 

（1）最深层次原因在于人口过多，劳动力总量过剩，供给远远大于需求。  

（2）宏观经济波动导致周期性失业。 

（3）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制度性失业 

（4）就业观念陈旧导致失业 

三、失业问题的影响 

（一）对个人的影响 

（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第二节  中国的劳动就业社会政策 

一、就业政策的定义与内容 

（一）就业政策定义：是指以国家或政府为主体，在特定经济社会条件下实行的以促进劳动就

业、加强就业管理为主要形式，旨在解决就业问题，从而满足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劳动者个人需要的

一种社会政策。  

（二）就业政策内容 

1、促进就业机会增多的社会政策。 

（1）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就业机会。 

（2）政府兴建公共工程，增加就业岗位。一般是兴建一些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如交

通、通讯等。 

（3）鼓励失业人员的创业活动。 

2、合理分配就业机会的政策。 

3、增强劳动者利用就业机会能力的政策  

4、对劳动者的就业保护政策 

5、与劳动者就业有关的其他政策 

二、中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 

三、中国目前的就业政策 

（一）合理调整就业结构。 

（二）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 

（三）统筹兼顾城乡就业。 

（四）提高劳动者素质。 

1、积极发展各类教育事业。 

2、建立职业培训制度：职业培训的种类包括职前培训、在职培训、再就业培训和创业培训。 

3、全面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并建立了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的职业资格体系。  

4、实行就业准入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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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展就业服务体系。 

（六）再就业工程 

1、定义 

2、我国再就业工作的进展 

3、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政策措施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1）下岗职工下岗申报备案程序和对特殊群体的下岗保护 

（2）普遍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  

（3）再就业服务中心的运作和管理  

（4）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的资金来源  

（5）促进就业与再就业的宏观政策  

（6）促进再就业的优惠政策  

a税收优惠政策 

b信贷优惠政策 

c工商优惠政策 

（7）促进再就业的就业服务和再就业培训政策  

a就业服务政策。 

b再就业培训政策。  

（8）三条保障线  

a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b失业保险制度 

c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复习与思考题： 

1、我国目前失业问题的特点和产生原因是什么？ 

2、试述我国城市就业政策的发展阶段。 

3、就业政策在建构社会投资型福利国家中的地位和工作福利的意义。 

拓展阅读书目： 

1、 孙炳耀，“我国失业保险的功能定位”，《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 3期，第 3-7页。 

2、李永新、王思斌，2005，“失业人员再就业服务的任务中心模式”，《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

三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王汉生、陈智霞，“再就业政策与下岗职工再就业行为”，《社会学研究》1998 年第 4 期，

第 13-30页。 

4、慈勤英、王卓祺，“失业者的再就业选择——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微观分析”，《社会学研究》

2006年第 3期，第 135-150页。 

第九章   教育政策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教育政策的含义与内容，中国教育政策的演变及其教育公平问题。 

学时：3学时 

第一节  教育政策概述 

一、教育政策的涵义与内容 

（一）涵义：教育政策是政府或社会为解决公共教育问题、满足公众教育需求而决定作为及如

何作为的教育服务行动。教育政策的核心是教育机会的公平分配，如何解决教育弱势问题。 

（二）教育政策内容 

  1、教育经费问题，即谁出钱，出多少钱，为什么出钱。 
2  、课程和教学方法问题，即教什么，如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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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教育对象问题，即向谁提供教育服务。 
  4、教育者问题或人事问题，即谁来任教和管理。 
  5、教育制度或学制问题。 

二、我国教育政策的发展历史 

（一）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教育政策 

（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教育制度的特点 

1、“以俄为师”，模仿苏联 

2、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1）党领导教育的制度  

（2）贯彻阶级路线 

（3）接班人教育  

（4）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的冲突 

（三）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政策的演变 

四、当前我国教育政策分析 

（一）教育经费的多元化 

（二）教育事业的产业化 

（三）教育对象的大众化 

（四）教育资源的非均衡化 

（五）教育行政的地方化 

五、教育公平问题 

在发展主义、经济主义的发展背景下，教育目标以增长和效率为追求，在总量的增长中，出现

价值的失衡和扭曲，突出表现为农村教育的薄弱和边缘化；城乡、地区和阶层之间的教育差距拉大，

教育公平问题突显，教育品质恶化。 

（1）教育经费短缺，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教育经费紧张问题。   

（2）教育资源分布城乡之间、发达与不发达地区之间、重点与非重点之间、基础教育与高等

教育之间。 

（3）“效率优先”的发展观，对教育公平比较忽视。各种名义的“市场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

损害了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和公平性，加大了基础教育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阶层差距。 

复习与思考题： 

1、 中国教育政策改革的方向。 

2、 论述中国教育公平问题。 

拓展阅读书目： 

1、李煜，“制度变迁与教育不平等的产生机制”，《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 4期。 

2、梁晨、李中清，“无声的革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 1期。 

3、张 静，“社会身份的结构性失位问题”，《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 6期。 

4、李春玲，“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社会学研

究》2010年第 3期。1、杨东平，“中国教育制度与教育政策的变迁” 

第十章  住房政策 

教学目的和要求：理解住房政策的定义、意义和基本内容。了解主要的住房政策模式及其意义，

掌握我国当前主要的住房政策。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住房政策概述 

一、住房政策的基本含义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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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含义 

住房政策是对住房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任何政府行动、立法或经济政策，这种影响与住房供给、

价格、购买的税收政策、住房标准、占有权模式有关。 

（二）意义 

1、住房是最基本的需求 

2、住房应该是一个福利 

3、人们对住房的需求非常复杂 

4、住房和健康等其他多项福利议题紧密相关 

二、当代各国住房政策的内容、形式及特点 

（一）住房财政政策 

1、政府直接介入住房供给并相应投入财政补贴 

2、政府向住房需求者提供财政补贴 

（二）住房金融政策 

1、在国家有效控制之下的私有机构为主体的综合模式 

2、公司机构相互补充的混合模式 

3、政府全面直接控制的基金模式 

4、民间专营机构控制的互助模式 

三、各国住房政策改革 

（一）公房向私有化转变 

（二）住房补贴从补贴“砖头”向“人头”转变 

（三）从普遍性补贴到选择性补贴转变 

（四）从解决住房短缺向提供居住质量改善居住环境转变 

（五）住房贷款额度大、期限长，贷款利率市场化和融资来源多元化 

第二节    中国城镇住房政策的改革和发展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城镇的住房政策及其问题 

（一）特点 

（二）问题 

1、住房投资和维修成本难以收回 

2、供给渠道单一，住房短缺 

3、隔断住房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内在经济联系，不利于住房再生产 

4、不利于住宅业、房地产业的发展 

二、中国城镇住房政策改革的步骤 

（一）三方共同负担购买住房 

（二）提高租金 

（三）出售公房 

（四）住房公积金和安居工程 

（五）停止福利分房和总体攻坚 

三、当前中国城镇住房政策的特点及其问题 

（一）当前住房政策的特点 

（二）内容 

1、经济适用房政策 

2、廉租房政策 

3、“两限”房政策 

4、公共租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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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 

1、住房政策难以发挥社会效益 

2、住房政策运行中存在目标偏离、执行梗阻 

3、住房政策难以满足需求，供需矛盾大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理解住房政策的重要性？ 

2、在福利国家改革过程中，住房政策发生了哪些变化？ 

3、中国当前的住房政策有哪些，存在哪些问题？ 

拓展阅读书目： 

1、 边燕杰、刘勇利，“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对中国“五普”数据的分析”《社

会学研究》2005年第 3期。 

2、 朱亚鹏，“中国住房保障政策分析——社会政策视角”，《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 4期。 

3、 卫欣等，“国外住房保障制度比较研究”，《城市问题》2008年第 4期。 

第十一章  社会福利服务政策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社会福利服务政策的内容，了解中国社会福利服务政策的变迁、社区和

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福利服务中的地位。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社会福利服务政策概述 

一、社会福利服务政策的基本概念和特征 

（一）含义 

（二）特征 

1、福利性 

2、个人性 

3、直接性 

二、社会福利服务政策的内容 

1、满足社会成员基本需求的服务体系 

2、满足社会成员共同需求的服务体系 

3、针对特殊困难者的社会福利服务体系 

第二节 中国社会福利服务政策体系 

一、企事业单位的福利性服务体系 

（一）单位制与企事业单位的福利性服务体系 

（二）单位职能转变与企事业单位的福利性服务功能的剥离 

二、城乡社会福利服务机构 

（一）民政福利体制下的城乡社会福利服务机构 

（二）城乡社会福利服务机构改革 

1、投资主体的多元化 

2、服务对象的公众化 

3、服务方式的多样化 

4、服务队伍的专业化 

三、城市社区福利服务体系 

（一）社区福利服务政策的建立与发展 

（二）社区福利服务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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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区服务的福利性低 

2、社区服务的社会性低 

3、志愿服务严重不足。 

4、社区服务供给数量不足和种类单一 

5、社区服务的专业性差、个别化低 

第三节  特殊人群社会服务政策 

一、人口老龄化与老年人社会服务政策 

1、人口老龄化与高龄化 

2、老年人社会服务政策含义 

3、老年人社会服务政策的内容 

4、社区照顾与老年人社会福利服务 

二、残疾人问题与残疾人权益保障政策 

1、残疾人的定义 

2、我国残疾人的基本状况 

3、针对残疾人群体的社会政策的基本含义和主要内容 

4、当前我国残疾人社会政策的基本内容 

三、保护妇女基本权益的社会政策 

1、当代妇女问题及保护妇女基本权益的社会政策 

2、中国保护妇女基本权益的社会政策 

四、未成年人保护和儿童福利政策 

（一）中国的困境儿童问题 

（二）中国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 

复习与思考题： 

1、结合我国社区服务的发展，分析社会福利服务有哪些资源调动方式？ 

2、社会福利服务传递模式有哪些，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3、中国当前社会福利服务发展的困境有哪些？ 

4、中国儿童福利政策的特点。 

拓展阅读书目： 

1、于燕燕：“非营利组织与社区发展”，载《城市研究》2000年第 1期。 

2、万育维，《社会福利服务——理论与实践》，台北：台湾三民书局，2001年。 

3、杨团、葛道顺，“中国城市社区的社会保障新范式——大连与杭州社区个案研究与探索”，

《管理世界》2002 年第 2 期。 

4、陆士桢等：“简论儿童福利和儿童福利政策”，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 1期。 

第十二章   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 

教学目的和要求：理解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发展的阶段，重点掌握中国社会政

策的特点。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中国社会政策发展历程 

一、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阶段性 

（一）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福利 

（二） 市场化改革时期 

1、国家退位与缺位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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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化、私营化 

3、多元化： 

4、地方分权化： 

（三）国家回归？ 

1、系列社会政策的出台 

2、缩小不平等 

3、社会保障与降低不安全 

（四）小结：从社会政策弱势性到走向社会政策时代 

社会政策的弱势性是指我国的社会政策处于相对边缘、无力状态的现象。弱势性作为边缘性、

弱能性的指称不但指出了社会政策的本身特征，而且将它置于与其他政策的相对比较之中。 

（一）社会政策弱势性的体现 

1.经济政策绝对优先于社会政策 

2.公共政策笼罩社会政策 

3.立法过程拖后社会政策 

4.社会政策系统的弱势性 

（二）社会政策弱势性的转变——走向社会政策时代 

1、什么是社会政策时代 

一个国家或地区以改善弱势群体和广大民众的生活状况为目的的社会政策普遍形成，并作为一

种制度有效实施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阶段。 

2、社会政策时代的特征 

（1）社会公正理念在社会中获得普遍认可。  

（2）社会福利政策被制定和实施。社会政策应该是在相当大程度上被认真执行的，即发挥实

际效力的。  

（3）社会福利政策的普遍发展并覆盖人们正常生活的诸多领域。  

（4）有效实施社会政策的组织体系。一般说来，它们并不局限于政府系统，也包括民间的、

专门从事社会福利服务的组织体系。  

（5）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体系是整合的。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征，诸多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必须以相应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为基础，即需要发展性经济政策与民主政治的支持。  

3、中国正在走向社会政策时代 

4、政府社会政策能力建设 

二、中国社会福利体制的特点 

1、双重分裂 

城乡分立 

2、生产主义取向 

经济发展优先 

给予国营企业优厚保障 

重视教育、医疗社会投入 

单位-就业保障 

3、特殊主义原则 

4、国家包揽还是残补式？ 

第二节   中国社会政策改革机制与效果 

一、社会福利的分析模型 

二、社会福利内卷化 

三、社会福利的发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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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与东亚福利体制 

一、东亚福利体制的提出 

安德森的福利类型划分：保守-自由-社会民主 

第四种福利类型：生产主义的福利体制（productivist welfare regime）包括香港、日本、

新加坡、韩国和台湾（Holliday, 2000）；或者发展性的福利国家（Kwon, 1997） 

亚洲金融危机对东亚福利体制的影响（Kwon, 2009）： 

1、发展型福利国家的选择性形态：生产主义、选择取向、集权政治 （新加坡、香港） 

2、发展型福利国家的包容性形态：生产主义、普适性社会投资、民主政治（韩国、台湾） 

二、东亚福利体制特点 

1、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关系：经济发展作为优先目标，社会政策为经济生产和政治合法性服

务  

2、社会福利重点投向：重视社会投资 

3、社会福利理念：工作伦理和人际互助 

4、社会福利主体：多元混合、非正式 

5、国家角色：间接与规制 

三、东亚福利体制的解释 

1、文化论。 

2、政治生态论。 

3、后发-外生型变迁论。 

四、中国福利体制的东亚特点。 

复习与思考题： 

1、论述中国社会政策发展的阶段性。 

2、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社会政策具有哪些特点？ 

3、中国是东亚福利体制吗？ 

拓展阅读书目： 

1、Stephen Philion.1998.Chinese welfare states regim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Vol.28(4):518-536. 

2、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 1期。 

3、王思斌，“中国社会福利的内卷化及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八辑。 

4、莫家豪、黄耿华，“中国社会政策的概念、议题与挑战：一个框架描述”，《中国社会工作研

究》第八辑，社科文献出版社。 

5、Linda Wong & Norman Flynn，The Market In Chinese Social Policy,Palgrave. 

6、王思斌，“社会政策时代与政府社会政策能力建设”，《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 6期。 

第十三章  福利国家改革 

教学目的和要求：理解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掌握福利国家改革的取向。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 

一、福利国家制度安排的特点 

（一）社会福利国家概念 

哈里·格维茨的定义：福利国家是社会在基本需求方面为其成员的再生产承担法定、正式、明

确的责任和制度表征。 

社会政策：涉及市场社会的私人领域与法制国家的公共领域之间的“协调”。 

（二）福利国家制度安排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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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产领域：保持私有制和企业主的支配自由，但加以消除企业和与员工间的权力差异，并

较少其“社会成本”； 

2、分配领域：初次分配依照市场原则以生产要素获得回报为取向，国家组织再分配纠正之，

确保无财产居民群体和无职业者也有收入； 

3、再生产领域：私人家政的功能通过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部门的受国家资助的或完全由政

府出资的各种服务而得到补充和支持。 

（三）福利国家制度安排成功条件 

福利国家政策取得成功的条件之一，是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之间能实现正面的相互作用。 

在经济方面，社会福利部门的功效对市场经济体系的功效具有补充功能。 

在政治方面，福利国家的发展由于社会整合而实现安定。 

在文化方面，公民团结互助的政治共同体的理想。 

从社会理论的角度看，社会政策的特殊社会意义就在于它对于维持，即再生产各个社会子系统

所需的人力资源的重要性。 

二、福利国家制度安排的老化 

1、社会福利支出高居不下 

2、福利依赖与福利陷阱 

3、充分就业不再、失业率提高 

4、分配冲突 

三、福利国家制度安排老化的原因 

1 后工业化 

2 国际化  全球化 跨国化 

3人口与婚育模式改变 

四、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 

1、人口的挑战； 

2、经济的挑战； 

3、社会的挑战； 

4、国际的挑战； 

5、文化挑战。 

第二节   福利国家改革 

一、英国撒切尔政府“向福利国家开刀” 

1、对象：选择性 

2、福利供给：3E 

3、私营化：内部（准）市场化 

4、多元化：混合福利体制 

（二）里根福利紧缩政策  

１、减税，受到富人、中产阶级的欢迎 

２、减少社会开支，增加国防开支。 

3、去管理化 

4、福利保守主义 

三、第三条道路与福利国家调整 

（一）公民权强调权利与义务结合，无义务则无权利 

（二）从福利国家到积极福利 

1、积极福利 

积极福利：人为不确定性深深嵌入日常生活，需要在以一种反思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行动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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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面对风险。” 

2、生活政治与能动性政治 

3 工作即福利 

复习与思考题： 

1、 福利国家制度安排的前提条件是什么？ 

2、 福利国家面临着哪些挑战？ 

3、 英国如何应对福利国家财政危机？ 

4、 美国福利改革的取向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弗兰茨-克萨韦尔考夫曼，《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2、吉登斯，2003，《激进政治的未来——超越左与右》 ，社科文献出版社。  

3、保罗.皮尔逊，《拆散福利国家——里根、撒切尔和紧缩政治学》，舒绍福译，吉林：吉林出

版集团，2007年。 

第十四章  社会政策的趋势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含义与基本理念。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新的发展观下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一、发展的涵义与维度 

（一）什么是发展 

（1）从社会政策的角度来讨论社会发展，聚焦于更广泛的社会过程和社会结构。 

（2）将经济和社会过程看做是动态融合的有机构成。 

（二）发展的核心价值和三个目标。 

二、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三、传统发展观下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关系 

第一，手段性。  

第二，附属性。  

第三，修补性。  

第二节  发展型社会政策 

一、发展型社会政策产生的背景 

（一）社会背景 

1、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政策之间的二元划分：社会政策作为经济发展的侍女 

2、社会福利的二元框架：剩余型和制度型 

3、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 

4、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重组：老龄化（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救济式的福利； 

5、“第三条道路”的兴起（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 

6、新公共管理思想：福利服务外包；福利项目运行的效率和效果 

二、发展型社会政策 

（一）什么是发展型社会政策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核心理论是强调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协调关系，将社会政策作为一种社会

投资行为，是生产力因素。 

1、整体性的社会政策，整体性社会政策是将国家主义、平民主义范式的融合。发展型社会政

策关注社会变迁、干预、社会包容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问题 



9588 

（1）发展型社会政策建立在社会变迁的基础上，强调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2）强调通过集体制度对社会变迁进行干预；强调社会福利的普遍性、包容性和有重点性。 

（3）区别于传统社会政策，从以消费和维持为导向的服务转向提高能力、投资于民、扩大经

济参与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干预。 

2、在政策的重点上，发展型社会政策特别关注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劳动力人群能否顺利

进入劳动力市场。在社会政策与经济的关系上，它注重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强调经济社会

的协调发展；在社会政策的根本功能上，它认为社会政策是对社会的投资，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手

段；在思维方式上，发展型社会政策强调对于社会问题的“上游干预”，重视中长期战略。 

3、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核心理念是将“发展”注入社会政策的价值之中，传统的社会公正作为

基本价值，发展型社会政策同样坚持这一价值理念，但为它新增了一个工具性的价值基石——“发

展”。 

三、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 

（一）经济与社会目标的融合 

（二）发展型社会政策下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关系是整合状态，社会政策的目标从微观领域

拓展到中观和宏观领域。 

（三）强调社会投资，从社会投资的角度认识社会政策的作用，使其从再分配和消费到生产主

义和投资范式。 

1、投资于人力资本建设，通过教育、卫生等，围绕就业和工作提供支持，更注重通过社会政

策来影响劳动者从市场中获得收入的能力。 

2、投资于社会资本建设 

3、社会投资与社会发展 

4、强调预防性和包容性 

5、社会政策与国家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发展、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2、什么是发展型社会政策？ 

3、如何理解发展型社会政策下，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关系？ 

拓展阅读书目 

1、安东尼•哈尔、詹姆斯•梅志里，2006，《发展型社会政策》第一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詹姆斯•米奇利，2009，《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格致出版社。 

3、张秀兰、徐月宾、梅志里，2007，“发展型社会政策论纲”，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4、张秀兰，2004，“发展型社会政策：实现科学发展的一个操作化模式”《中国社会科学》第

5期。 

5、张秀兰、徐月宾， 2006，“建设中国的发展型家庭政策”，《中国社会科学》第 3期。 

6、刘军强，2012，“增长、就业与社会支出——关于社会政策的“常识”与反“常识” ”，《社

会学研究》第 2期。 

7、孙立平，2009，“以重建社会来再造经济”，《社会学研究》第 2期。 

 

社会福利思想 
Thoughts of Social Welfare 

课程号：32301009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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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为了规范“社会福利思想”课程的教学。明确课程的基本概念、基本原

理等主要内容，突出重点和难点。并且让学生能够方便地从网络获得指导，方便学生预习和复习，

特编写此教学大纲。 

《社会福利思想》是普通高等学校社会工作专业主干课程之一。它以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科学各

领域或各种社会思潮中有关社会福利问题的思想观念、理论体系为研究对象，揭示了不同社会科学

家所表达的福利价值观和福利思想，分析了他们对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影响，

以及对世界各国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实践的影响。  

本课程指出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使传统社会福利模式发生了深刻改变，机器大生产带来的社会风

险日益增加，个人和传统社会组织承受和化解风险的能力日渐减弱，于是，建立、健全以社会力量

共同支撑的社会救援工程、社会保障工程，制度性的社会福利设施变得愈加重要和迫切。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分别对其福利制度进行了拓展和完善，巩固了以政府

力量为主导的公共社会服务系统。本课程梳理了从相信市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到国家干

预、从而实行全面保障的福利制度。社会福利思想及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从市场自由到国家干预的过

程。世界社会福利发展进程给中国福利制度的建设以重要的启示，中国社会福利制度要力争与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相一致，以社会全体成员为主体。本课程理论性比较强，因此，授课内容重在理论的

梳理和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并结合实际例子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相关理论，提高分析和运用理论

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章 绪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会福利思想的基本特点 

一、社会福利的概念 

1．社会福利概念的多样性 

2．社会福利的定义 

二、社会福利思想的基本特点 

三、社会福利思想的研究方法 

四、社会福利思想研究的目的 

第二节  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阶段 

一、近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 

二、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发展的历史阶段 

三、不同阶段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主流派别 

1.不同阶段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主流派别 

2．不同阶段西方社会福利思想流派的多样性 

3．西方社会福利思想流派发展的历史性 

第三节 社会福利基本理念与实践模式 

一、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社会福利理念 

1．社会福利理念的基本含义 

2．西方社会福利理念的发展变化 

二、不同时期的西方社会福利实践模式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福利思想的基本特点、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阶段、社会福利基本理念与实践

模式。 

2．掌握社会福利思想的基本特点、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阶段、社会福利基本理念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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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作业： 

学生要掌握西方不同时期的社会福利思想流派；了解中世纪教会慈善救济的重要性，个人慈善

行为的积极影响与作用，中世纪欧洲行会组织的救济职能；能够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速

度与西方主流社会福利思想产生的关系；不同时期的西方社会福利实践模式的特点。 

知识单元 2：第二章 古代社会福利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古代中国的社会福利思想 

一、原始社会的福利制度和福利思想 

二、先秦时期的社会福利制度及其思想 

第二节 古希腊的社会福利思想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福利思想 

第三节 古罗马的社会福利思想 

学习目标： 

1．介绍以古代中国、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代社会福利思想的产生、发展状况。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的福利思想。 

2．掌握以古代中国、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代社会福利思想的产生、发展状况。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的福利思想。。 

作业： 

学生要掌握古代中国、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代社会福利思想的产生、发展状况。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的福利思想。 

知识单元 3：第三章  中世纪社会福利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 

一、生平与著作 

二、主要福利思想 

第二节 重商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 

一、重商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 

二、主要观点 

第三节  资本主义早期的济贫思想及其制度 

一、第一部《劳工法》 

二、圈地运动和贫民激增 

三、新、旧《济贫法》 

四、对济贫法的评价 

第四节 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福利思想 

一、文艺复兴的涵义和背景 

二、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第五节 宗教改革运动 

一、马丁·路德 

二、托马斯·闵采尔…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欧封建社会时期的社会福利思想。阿奎那的经院哲学、重商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

早期的济贫思想。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福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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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西欧封建社会时期的社会福利思想。阿奎那的经院哲学、重商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

早期的济贫思想。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福利思想。。 

作业： 

学生要掌握西欧封建社会时期的社会福利思想。阿奎那的经院哲学、重商主义的观点。资本主

义早期的济贫思想。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福利思想。 

知识单元 4：第四章 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一、莫尔的社会福利思想 

1．社会问题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 

2．未来社会的理想状态 

二、康帕内拉的社会福利思想 

1．公有制与共同劳动主张 

2．自然和谐的理想社会 

三、马布利的社会福利思想 

1．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2．平等社会的理想 

第二节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一、圣西门的社会福利思想 

1．社会发展的思想 

2．为民造福的思想主张 

3．“实业体系”的社会蓝图 

二、傅立叶的社会福利思想 

1．社会发展理论与工业社会的弊端 

2．劳动协作与“法朗吉” 

3．社会保障主张 

三、欧文的社会福利思想 

1．社会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2．社会改革计划与理想社会制度 

3．社会福利思想的空想性 

第三节 空想共产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一、温斯坦莱的社会福利思想 

1．公有制的主张 

2．平等社会的主张 

3．社会革命的主张 

二、布朗基的社会福利思想 

1．社会革命的政治与福利目标 

2．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 

三、魏特林的社会福利思想 

1．对德国社会病态的揭露 

2．和谐社会的基本主张 

3．“大家庭联盟”的目标 

学习目标： 

1．了解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第二节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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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2．掌握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第二节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空想

共产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作业： 

要求学生系统掌握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社会福利思想；理解空想共产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知识单元 5：第五章 工业革命的社会福利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古典政治经济学社会福利思想 

一、亚当·斯密的社会福利思想 

1．劳动价值与工资理论 

2．社会财富与社会福利 

3．自由放任政策主张 

二、大卫·李嘉图的社会福利思想 

1．人口增长与财富关系 

2．关于工资的理论 

3．对济贫法制度的否定 

三、马尔萨斯的社会福利思想 

1．人口增长与贫困理论 

2．现行济贫法制度的弊端及其解决建议 

第二节 功利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一、边沁的社会福利思想 

1．功利主义思想的产生 

2．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二、穆勒的社会福利思想 

1．有限自由思想 

2．有限干预思想 

3．有限救济思想 

三、斯宾塞的社会福利思想 

1．社会有机体学说与公共福利思想 

2．自由观与幸福观 

3．反济贫法思想 

第三节 洪堡和西斯蒙第的社会福利思想 

一、洪堡的社会福利思想 

1．国家作用的有限性 

2．社会福利思想 

二、西斯蒙第的社会福利思想 

1．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2．财富、幸福与人口 

3．政府干预主张 

学习目标： 

1．了解古典经济学的福利思想；功力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现

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基本发展脉络。 

2．掌握古典经济学的福利思想；功力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现

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基本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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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了解现代社会福利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了解现代社会福利思想产生思想渊源；掌握空想社会

主义、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不同学派的主要社会福利思想。 

知识单元 6：第六章 19世纪末 20世纪初期的社会福利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德国新历史学派社会福利思想 

一、新历史学派的出现 

二、新历史学派的经济与社会政策主张 

1．强调精神与伦理 

2．经济领域中的国家干预 

3．社会政策主张 

三、新历史学派的影响 

1．讲坛社会主义 

2．国家职能认识的转变 

第二节  英国激进自由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一、格林与英国激进自由主义的出现 

1．格林的有限自由思想 

2．格林的国家干预主张 

3．英国激进自由主义的出现 

二、霍布豪斯的社会福利思想 

1．国家干预的主张 

2．国家责任理念与社会福利的功能 

3．社会福利的基本主张 

三、霍布森的社会福利思想 

1．机会平等与国家责任 

2．贫困问题的成因 

3．“人民宪章” 

第三节 英国集体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一、集体主义的基础 

1．集体主义的出现 

2．集体主义的理论基础 

3．集体主义的社会基础 

二、集体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1．对公共利益的关注 

2．“结果的平等” 

3．有效的政府 

三、集体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传统社会思想流派在 19世纪末年 20世纪初的变化趋势；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

历史学派、费边社会主义、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和它们的社会福利思想。 

2．掌握传统社会思想流派在 19世纪末年 20世纪初的变化趋势；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

历史学派、费边社会主义、古典经济学的形成和它们的社会福利思想。 

作业： 

了解 19世纪末 20世纪初西方的社会发展现状；了解传统三大思想流派在这一阶段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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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历史学派、费边社会主义、古典经济学等派别的社会福利主张。 

知识单元 7：第七章 福利经济学及其对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旧福利经济学的出现 

一、福利经济学及其出现  

1.福利经济学的特点 

2.福利经济学出现的背景 

3．福利经济学的思想渊源 

二、福利经济学的先驱 

1.杰文斯的边际效用理论 

2.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思想 

三、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 

1.庇古关于福利的定义 

2.“经济福利”的衡量 

3.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 

第二节  新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理论 

一、帕累托的新福利经济学思想 

1.序数效应论与新福利经济学的出现 

2.无差异曲线 

3.帕累托最优 

二、卡尔多等的新福利经济学思想 

1．卡尔多-希克斯的补偿原则 

2．西托夫斯基的补偿原则 

3．李特尔的补偿原则 

三、伯格森和阿罗的新福利经济学思想 

1．柏格森的社会福利函数 

2．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 

第三节  现代福利经济学的主要思想 

一、杜生贝等的相对福利学说 

1.杜生贝的相对福利思想 

2.坎屈里尔的相对福利思想 

3.其他经济学家的相对福利思想 

二、利普斯与兰卡斯特的次优理论 

1.次优理论的出现 

2. 利普斯和兰凯斯特的次优理论 

3.米商等对次优理论的发展 

三、奥肯的“平等”和“效率”协调思想 

1.“平等”与“效率”的关系 

2.奥肯的平等和效率协调主张 

3．平等与效率协调关系的实现 

学习目标： 

1．了解福利经济学的概念和基本内涵；福利经济学发展轨迹及其主要内容；福利经济学对现

代福利思想的影响。 

2．掌握福利经济学的概念和基本内涵；福利经济学发展轨迹及其主要内容；福利经济学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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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福利思想的影响。 

作业： 

了解西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掌握福利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能够分析福利经

济学对当代西方国家社会保障改革实践的影响。 

知识单元 8：第八章 凯恩斯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凯恩斯主义的社会政策主张 

一、凯恩斯主义的出现 

1．经济危机及其原因 

2. 经济学的变化 

3．凯恩斯学派与瑞典学派比较 

二、凯恩斯的经济社会主张 

1．充分就业的概念 

2．充分就业的实现 

3．国家干预的有限性 

三、凯恩斯主义的影响 

第二节 瑞典学派的社会福利思想 

一、早期瑞典学派的社会福利思想 

1．威克塞尔的社会福利思想 

2．卡塞尔的社会政策主张 

二、瑞典学派形成时期的社会福利思想 

1．瑞典学派的形成 

2．扩张性财政政策主张 

3．社会政策主张 

学习目标： 

1．了解凯恩斯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理论和政府积极干预的主张；凯

恩斯经济学中的社会福利思想；凯恩斯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 

2．掌握凯恩斯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理论和政府积极干预的主张；凯

恩斯经济学中的社会福利思想；凯恩斯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 

作业： 

了解凯恩斯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掌握凯恩斯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合理评价凯恩斯主义在社

会福利思想发展中的作用；能够分析凯恩斯主义福利思想对当前社会福利实践的价值。 

知识单元 9：第九章 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贝弗利奇报告》及其影响 

一、贝弗利奇早期的社会保障思想 

1．贝弗利奇的基本社会观 

2．缴费养老金制度主张 

3．职业介绍所与失业保险保险 

二、《贝弗利奇报告》的出现 

1．贝弗利奇委员会的成立 

2．《贝弗利奇报告》的出现 

三、《贝弗利奇报告》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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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保障的基本范畴 

2．社会保障的基本方式 

3．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 

四、《贝弗利奇报告》的影响 

1．《贝弗里奇报告》与战后英国福利国家的蓝图 

2．《贝弗里奇报告》与战后英国福利国家实践 

第二节 蒂特马斯的社会福利理论 

一、蒂特马斯与费边社会主义 

二、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 

三、社会福利的构成及其所承担的责任 

四、蒂特马斯的贡献  

第三节 马歇尔的公民权利理论  

一、马歇尔生平简介 

二、公民权利的理论 

三、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社会福利理论  

第四节 福利国家社会福利理论分析 

一、福利国家与国家的功能 

二、福利国家与社会需求 

三、福利国家的危机… 

学习目标： 

1．了解《贝弗里奇报告》与福利国家制度；蒂特马斯的社福利理论；马歇尔的社会福利思想；

福利国家社会福利理论。 

2．掌握《贝弗里奇报告》与福利国家制度；蒂特马斯的社福利理论；马歇尔的社会福利思想；

福利国家社会福利理论。 

作业： 

了解福利国家相关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了解《贝弗里奇报告》的主要内容及对福利国家制度

形成的影响；理解蒂特马斯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掌握马歇尔的社会福利思想的主要内容；明确公民

权利与福利国家制度的关系，认识福利国家危机的根源。 

知识单元 10：第十章 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英国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一、费边社的社会福利思想 

1．早期费边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 

2．贫困与失业问题 

3．工厂法、最低生活标准及其他 

二、蒂特马斯的社会福利思想 

1．国家福利的职能与目标 

2．普遍福利的主张 

3．社会福利的划分 

第二节 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一、瑞典早期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1．布兰亭的社会福利主张 

2．斯蒂芬的社会保障主张 

二、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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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威格夫斯的社会福利思想 

2．卡尔比的社会福利主张 

3．汉森与“人民之家” 

三、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发展 

1．《工人运动战后纲领》 

2．莫勒的社会福利主张 

第三节 德国和法国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一、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1．19世纪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理论 

2．20世纪前期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理论 

3．当代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二、法国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1．法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出现 

2．法国工人党的社会福利主张 

3．20世纪法国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学习目标： 

1．了解英国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思想；德国和法国社会

民主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2．掌握英国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思想；德国和法国社会

民主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作业： 

要求学生系统掌握英国、瑞典、德国与法国四国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核心内容，并经

较四者的异同点。 

知识单元 11：绪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新古典学派社会福利思想 

一、新古典学派的出现 

1．新古典学派的出现 

2．新古典学派的思想基础 

二、新古典学派社会福利思想 

1．对国家福利的反对 

2．社会福利的基本理念 

3．社会保障与道德危机 

第二节 哈耶克的社会福利观 

一、哈耶克的政治经济主张 

1.哈耶克的政治理念 

2．哈耶克的经济主张 

二、哈耶克对西方社会福利的批判 

1．收入保障制度的后果 

2．福利国家的目标 

3．对国家保障与福利的批判 

三、哈耶克对西方社会福利建设性主张 

1．社会保障制度的合理性  

2．贫困问题与最低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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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保障政策选择 

第三节  弗里德曼的社会福利思想 

一、弗里德曼的经济主张 

1．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 

2．政府职能的有限性 

3．就业自由 

二、弗里德曼的社会福利思想 

1．收入分配与贫困问题 

2．社会保险与最低工资 

3．养老金制度 

第四节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 

一、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 

二、公正的比赛规则 

三、舍弃福利国家  

第五节 罗尔斯和诺齐克关于社会正义与个人权利的争论 

一、罗尔斯的正义论与平等主义的福利观 

二、诺齐克的政治哲学与社会福利观 

学习目标： 

1．了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的社会福利观及其主要观点；社会正

义与个人权利的争论；新自由主义对社会福利的重新阐释。 

2．掌握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的社会福利观及其主要观点；社会正

义与个人权利的争论；新自由主义对社会福利的重新阐释。 

作业： 

了解新自由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及它的意识形态特征；掌握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在社会

福利问题上的基本观点；理解社会正义与个人权利争论的焦点及其背后的理据；深入理解新自由主

义思潮如何对社会福利进行重新阐释。 

知识单元 12：第十二章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历史唯物主义 

2．政治经济学 

3．科学社会主义 

二、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理论 

1.无产阶级贫困的绝对化 

2．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原因 

3．无产阶级贫困的相对化 

三、对济贫法制度的批判 

1．对济贫法制度的批判 

2．对自由主义思想家关于济贫法的主张的批评 

3．对济贫院状况的揭露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福利思想 

1．马克思的六项扣除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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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克思的其他社会福利思想 

3．恩格斯的社会福利主张 

二、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福利思想的特点 

1.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福利思想的革命性 

2.马克思恩格斯社会福利思想的批判性 

第三节 列宁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一、列宁关于社会福利的基本主张 

1.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 

2.无产阶级社会福利的一般要求 

3．无产阶级国家保险的基本原则 

二、列宁社会福利思想的主要特点 

1．对资本主义社会福利政策作用认识的客观性 

2．无产阶级社会福利政策主张的系统性 

3．对无产阶级革命中社会福利的地位认同的合理性 

学习目标： 

1．了解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马克思的社会福利思想；列宁的社会福利观。。 

2．掌握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马克思的社会福利思想；列宁的社会福利观。。 

作业： 

要求学生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理解马克思与列宁的社会福利思想。 

（二） 实践教学   

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绪论 3  

2 第二章 古代社会福利思想 3  

3 第三章  中世纪社会福利思想 3  

4 第四章 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3  

5 第五章 工业革命的社会福利思想 3  

6 第六章 19世纪末 20世纪初期的社会福利思想 3  

7 第七章 福利经济学及其对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 3  

8 第八章 凯恩斯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 3  

9 第八章 凯恩斯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 3  

10 第九章 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理论 3  

11 第九章 福利国家的社会福利理论 3  

12 第十章 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3  

13 第十章 社会民主主义社会福利思想 3  

14 第十一章 新自由主义思潮中的社会福利思想 3  

15 第十一章 新自由主义思潮中的社会福利思想 3  

16 第十二章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工作概论、社会心理学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费边社、福利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社会民主主义、新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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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费边社、福利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社会民主主义、新自由主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讲解。 

2.讨论课 

3.观看视频 

教学手段： 

1.使用 PPT 

2.播放视频 

3.布置课题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48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无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钱宁主编《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二）推荐参考书 

1. 丁建定主编《社会福利思想》，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2. 尚晓援.“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认识.中国社会科学，2002（3） 

3. 彭华民. 《西方社会福利理论前沿》，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4. 景天魁. 《当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与制度：从小福利迈向大福利》，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 

5. 高鹏怀. 《历史比较中的社会福利国家模式》，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 

6. 郑功成. 《社会保障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7. 王桂胜.《福利经济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8. 谢圣远. 《社会保障发展史》，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9. 王子今等.《中国社会福利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10. 郑功成.《社会保障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执笔：黎安  审稿：黎安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社会工作基本实务能力 
The Basic Practical Skill of Social Work 

课程号：3230101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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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业必修课程为社会工作系的本科生而设，共 36小时授课。由于此课程为实务性的实验室

上课 (lab work)，上课方式将以互动讨论为主，故学生的参与及提问将成为学习的其中一部份。

讲师将以真实或模拟的案例引导学生以小组方式进行演练和角色扮演，着重体验式和观察式学习 

(experiential and social learning)。学生每周需书写心得报告，和案例记录。此课讲师将不另

发 ppt给学生。学生们将从阅读材料，课堂互动，及作业报告三大来源，逹到最大的学习效能，以

将课堂知识与社会需求最适度的接轨。学生可习得以下能力 

2、社会工作的专业操守与伦理判断 

3、社会工作的基本关系建立 

4、社会工作的介入评估 

5、社会工作的介入程序和阶段 

6、社会工作的直接干预技巧 

7、社会工作的结案 

8、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探索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0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章 

学习内容： 

参考学时：2课时 

第一节 

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你要对自己的社会工作者基础知识有个彻底的了解，包括对于一些词组

和实践过程的掌握，以及对于职业价值观和原则的扎实的理解。你必须了解与你的工作有关的法律

且要能够批判性的思考，为了能够一直称职地工作，你需要不断的学习，也就是终身学习。你要掌

握最新的知识和拥有成熟的思考能力，以便理解和解决复杂的伦理和实践难题。 

高效的社会工作者懂得在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想案主所想，尊重案主，保持真实性和自己的职业

道德。特别要指出的是，职业道德需要社会工作者做到诚实、指我认知、接受他人和自控。高效的

社会工作者在整个救助过程中反映出这些特点和品质——从准备工作和案主见面到工作结束。 

1.当你仔细回顾这一章的内容时，你对社会工作者这个职业以及社会工作者必须扮演各种高难

度角色和发挥的各种作用的性质有什么“深刻的感受”？ 

2.思考一下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应该具有的各种知识、价值观、态度、品质和能力，这几个因

素里面你觉得那些对于你而言最具有挑战性？为什么？ 

3.为掌握本课的技巧，希望你做好准备，每周花几个小时进行专注的学习和练习，你怎么能保

证自己有这些必要的时间和动力呢？ 

第二节    职业操守 

操守是职业的必要条件。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职业操守的以下特点： 

一、诚实；（2）专业知识；（3）终生学习：（4）批判性思考；（5）自我了解；（6）接受他人：

（7）自我控制。 

各个特点的实践练习 

二、诚实 

完成《诚实评估问卷》。这不是一个测验，因此答案无对错之分。另外，这个项目仍在开发中，

信效度还不确定。所以谨慎看待测试的结果。 

完成后后思考下列问题的答案： 

1、诚实对你来说是一种怎样重要的价值观？你会把那种价值观放在诚实之前，那种放在之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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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工作者的诚实有多重要？ 

3、一名社会工作者向案主、案主的家庭、同事、督导、教授、法官撒谎可以被证明是正当的

吗？为什么？ 

4、描述你所在的环境，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你会被引诱说谎吗？为什么？ 

5、假设你想在你生活中曾经表现出不诚实的方面得到诚实，你想怎么做？ 

三、专业知识 

做一个关于社会工作技巧实务的测验，完成社会技巧实务测试后；完成社会工作技巧自我评估

问卷，你的熟练程度的估算应该是建立在练习测验的基础上的。这次自我评估可能不准确，但是，

你可以把该结果作为对你初期熟练程度的一个总的、初步的衡量。然后，把实务测评和自我评估问

卷作为向导，概括总结一下你认为最熟练和最不熟练的技巧领域。 

最熟练的： 

最不熟练的： 

四、终生学习 

请完成终生学习问卷（LIQ），这不是一个测试，答案无对错之分。 

在完成 LIQ之后，请思考下面的问题： 

1.你是什么样的“终身学习者”？在多大程度上是？ 

2.为什么对社会工作者来说，终身学习现在比过去更为重要？ 

3.假设你要成为一名终生学习者，你打算分几步走？ 

五、批评性思考 

请完成终生学习问卷（CTQ），这不是一个测试，答案无对错之分。 

在完成 CTQ之后，请思考下列问题，在空白处填写答案。 

1.在多大程度上你是一个“批判性思考者”，你是什么类型？ 

2.为什么批判性思考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在今天比以前更为重要？ 

3.假设你决定成为一名更好的批判性思考者，你准备分几步走？ 

六、自我了解 

作为增进自我了解的一种方式，请你编制一份自己家三代人的家族谱。 

在完成这个族谱时，请回答以下问题，好好回忆自己的童年时代和家庭经历。 

1、你过去在家庭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现在，你在家庭中或类似的家庭的关系中扮演着什么

的角色？ 

2、你的家庭是如何表达感情的？而现在你倾向于怎么表达感情？ 

3、过去，你的家庭对诸如愤怒、恐惧和喜悦的感情是如何表达的？现在，你是如何表达的？ 

4、你的家里人是如何接受教育、引导和训练的？谁完成社会化的功能？今天你是如何试图教

育或者影响他人的？ 

5、你的家庭如何反映它的伦理和文化的身份和继承？你怎么反映这些？ 

6、你心中“理想的家庭”是什么样的？你怎么将它与你自己的实际家庭经历相比？ 

（或者做关于生态图、时间线、社会支持的练习，择其一） 

七、接受他人 

做一个关于接受他人尺度的问卷。在做完这个问卷后，思考一下问题。 

1、你是怎么知道别人那些时候是真的接受你？如果他是一种很难说清楚的方式存在着差别，

接受的程度将如何变化？ 

2、你有没有过被一个与你不同的人所完全接受的经历？如果有，那种感觉是什么样子的？这

种对你的接受是如何影响你的信仰、态度和行为的？ 

3、你有没有完全地接受过和你有差别的人？如果有，你认为是什么是你那样做？如果没有，

是什么阻止你这么做？ 

4、你认为人们为什么会对其它人有难以包容的态度？你认为怎么获得可以接受与他人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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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 

5、为了克服那些内在的外在的让你对他人持有偏见的、不包容和歧视态度的艰难障碍，概括

一下你的一个能增强你接受他人的计划和主要内容。 

八、自我控制 

做一个自我控制量表且评分后，请回答以下问题。 

1.你怎么知道某人真的具备很好的自控能力？ 

2.在哪些生活令你你表现出了很强的自控能力？在那些领域很差？ 

3.一些重复出现的不良行为，有时也叫坏习惯，首破行为或工作上瘾行为，可能极大的影响着

你的自控能力和你社会工作的质量。找出一些你身上的这样的不良行为。 

4.讨论一下那些可能需要你表现出最高程度的自控能力的社会工作类型。 

5.制定一个加强你自控能力的计划，从而改善你作为一名职业社会工作者的表现。 

从事社会工作的准备程度 

通过一个从整体上对你从事社会工作这一职业的准备程度的总结分析，并综合你之前的练习的

成绩，回答以下方面： 

1.展望一下你渴望从事的的职业社会工作生涯。 

2.确定你不想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工作，不想处理什么性质的问题以及不想和什么样的人打交

道。讨论你的这些偏好的原因，并这些原因对你的个人和职业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含义？ 

3.找出你的个人经历促使你选择社会工作者的最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如何影响着你现在从事社

会工作的准备程度？ 

4.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你所期待的最能让你感到满意的有成就的部分是什么？ 

5.参照你的家族谱、生态图、时间线、问卷成绩和你的练习答案，进行反思，并且制定一个详

细的改进计划。 

最后，记忆你目前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了解的层次，你希望一个十分出色的社会工作者回答你哪

三个你认为最重要的问题？ 

第三节: 伦理判断 

指导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伦理原则和法律责任涉及专业实践的方方面面。实际上，它的重要

程度远超于理论知识，研究发现，机构政策和社会工作者的个人观点。 

在社会工作实践中，为了做出恰当的伦理判断，社会工作者必须领悟专业价值观、伦理原则和

社会工作相关的法律责任。另外，需要甄别在特别情况下适用的伦理原则、标准和法律责任。如果

发现有伦理冲突，必须决定优先原则。 

对于一名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讲，进行伦理判断是一个最为基本的技巧。如果没有这项训练，

其专业地位可能会被质疑。最为理想的状况是把所有的准则都内化为社会工作者的判断中，这当然

需要持续的经验积累和不断的反省修正才能达到。 

拓展阅读: Barry Cournoyer(美)着, 朱礼芳等译, <<社会工作技巧手册>>, 华东理工大学出

版社, 2008 

学习目标：回顾专业社工的价值观和能力. 透过对自己家庭图, 伦理标准和原则的剖析, 同学

们将并反思自己需要努力的方向与优缺点. 

作业： 

实践练习： 

一、写下下列两个案例中涉及的伦理原则和法律责任。 

1.你是一所小学工作的社会工作者，经常跟由年轻学生组成的小组打交道。在跟一个由 8—10

岁年龄不等的孩子组成的小组会面时，有个小女孩告诉你几乎每天晚上她的父亲都会来到她的房

间，把手伸进她的睡衣里面，触摸两腿之间的地方…… 

2.一个 25 岁、两个孩子的父亲，第一次走入你所工作的家庭咨询中心来跟你会谈。会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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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和妻子常常吵架。他抱怨妻子一旦开始就无休止地跟他争吵。如果他试图走开，妻子就追赶

他，大嚷大叫。这种情况下，他经常勃然大怒，有几次忍无可忍的推搡妻子，还曾经打妻子的脸，

导致她的鼻子流血。 

1) 做一个自我评估问卷：伦理判断技巧。 

2) 最后，回顾本章所讲的伦理判断技巧和你的自我评估结果。基于你的分析，准备一份总结
报告，题目为：“伦理判断技巧和自我评估”。完成后，把报告放入你的社会工作技巧学习档案中。 

知识单元 2：第二章 

参考学时：4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倾听技巧训练 

人际交往中说和听的基本技巧对人的互动很重要的，而在社会工作实务的阶段与过程中也是如

此，身为社会工作者，为了有效的说和听，在谈话中必须有技巧使用声音、语言和肢体动作。在听

的同时，更仔细地观察、鼓励和记忆。此外，必须结合说和听的技巧而形成积极的聆听。积极的聆

听是证明你对案主有真诚的了解和同理的重要媒介。 

阅读以下项目并确定 

a.案主信息中的要点（至少两点） 

b.用自己的语言重述案主所说的话。为不同案主使用不同的引导式回应方式。 

例如： 

“我喜欢大曲棍球，我喜欢当教练。我的孩子不再打球了，但是其他孩子还需要我。我妻子觉

得我应该花点时间在家。我不这么认为，我大多时间都在家。” 

a.案主信息中的要点 

ⅰ.曲棍球率先出现； 

ⅱ.换乱的婚姻； 

ⅲ. 夫妻双方的期待不同。 

b.你的语意概述回应： 

我听你说曲棍球是你生活中的重要部分，但你和你妻子对此有不同的意见，由此引发家庭矛盾。 

第二节：倾听实习训练 

与你的实习伙伴共同完成以下角色扮演训练。完成这个训练至少需要 3位学生：（1）案主；（2）

社工；（3）观察者。 

确定并讨论何种方式能够传达你对案主认知/思维过程的理解。 

运用案例 3的语意概述，扮演父亲谈论孩子们的场景，限时 5分钟。 

案主：确保详细的说明情况，或稍作发挥，持续进行角色扮演约 5分钟。 

社工：倾听案主叙述，在恰当的时机采用语意概述技巧。 

观察者：确定案主信息中的关键部分：哪些事件对于案主而言最为重要？ 

社工如何对案主的生活经历传达出关心、关注与体贴？社工需要关注哪些文化因素？ 

5分钟的角色扮演之后，在实习小组中讨论观察者的反馈。社工可以在哪些方面采取不同的方

式？访谈重点在哪里？ 

第三节: 同理心--情感反应 

第一部分：技巧培训 

阅读以下每一项： 

a)列出 4个适当的表达情感的语辞； 

b)使用一个与以下所列 4个情感词语不同的词，写出你的情感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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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为每个情感状态的反应都进行语意概述，组合这两种回应方式。确保为每个情感反应作出简

述时都使用不同的引导式回应。 

例如：“我和我的父亲总是吵架。他不关心我的感受，总是错误地指责我。无论我做什么，他

都拒绝去听。我永远说服不了他。” 

a.表达情感的词语 

ⅰ.沮丧的 

ⅱ.受伤的 

ⅲ.愤怒的 

ⅳ.疑惑的 

b.你的情感回应： 

听起来你的父亲令你受伤。 

c.组合回应 

你想使两人间的关系缓解，听上去你很受伤而且很失望。 

第四节：共情的实习训练 

讨论通过传导对案主情感的理解来增进关系的方式、在那种情况下讨论情绪可能是有问题的？ 

当你情绪激动时（此情绪与练习无关）再回想一次。讨论你的感想，以及你尝试表达情感或不

想表达情感的方式。那时他人是如何回应你的？他们是否知道你正经历激烈的情绪？你如何理解他

人的情绪？你找到了什么样的情绪迹象？ 

假如你为各种类型的案主工作，情绪表达需要谨记那些重要问题？ 

依据案例 5，与你的实习伙伴进行角色扮演，一位哀悼亡弟的悲伤男子的情感反应。 

案主：不传达任何情感，只是把话讲出来。扮演这样的角色 5分钟。讨论案主与社工双方的角

色扮演经历。 

现在重复练习，使用相同的案例，但此次案主扮演者使用自己的声音、手势、面部表情去强化

情绪信息。 

讨论两次角色扮演有何不同。 

第五节: 面谈技巧--开放式问题 

第一部分：技巧培训 

阅读以下项目之后，确定： 

b.至少两条促进理解问题的特别信息； 

c.一个可以促进案主提供额外信息的开放式问题*。 

*完成 b 的部分时候，从反映案主的情感开始，或从简述案主信息的内容开始，然后提出开放

式问题。 

例如：“昨晚我吃了药。虽然我不想吃，但是还是吃了。现在我在考虑这是否是个好主意。我

知道我很抑郁，但是我应该不必依赖药物就能撑过去。” 

a.所需的附加信息：  

ⅰ.案主是如何处理药物问题的 

ⅱ.药物的类型 

ⅲ.对药物持保留态度 

b.你的开放式问题： 

“你不确定你是否想要继续服药。”（语意概述） 

“关于服药你有哪些顾虑？”（开放式问题） 

第二部分：实习训练 

根据第五章的专栏 5.1中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的田野日志，与你实习伙伴讨论与这个学生的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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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困境相关的议题。如果这个学生继续支持 W.夫人回家，对她而言会有哪些可能的后果？详细讨

论你将如何处置这个案例，提供你决策的理由。 

向 W.夫人、她的女儿以及她的医疗保健医生提 5个开放式问题。你预期她们会问你什么问题？

准备好要分享的回应。 

第六节: 面谈技巧--封闭式问题 

第一部分：技巧培训 

阅读下列项目，并确定： 

a.至少两条可以增进你对问题的理解的特别信息。 

b.一个激发案主提供额外信息的封闭式问题。 

例如：一位 29岁的男性。与外展个案社工交谈。“我从阿根廷来到这个国家，我喜欢这儿，但

是我很想念家人。” 

a.所需的特别信息 

ⅰ.案主住在这里多久了？ 

ⅱ.谁还留着阿根廷？ 

ⅲ.谁与案主住在一起？ 

b.封闭式问题 

“你来美国多久了？” 

第二部分：实习训练 

使用案例 10的封闭式问题，波多黎各男子谈他的信仰，列出三个你想要问的不同问题。 

与你的实习伙伴进行角色扮演，把你的问题融入扮演中。角色扮演时间约 5-7分钟，然后回答

下列问题： 

案主如何回应这些问题？ 

问题的提出是否考虑到文化敏感？ 

当对垂死案主进行社会工作时，最重要的问题有哪些？ 

当对有强大信仰的案主进行社会工作时候，最重要的问题有哪些？ 

第七节: 面谈技巧--澄清 

第一部分：技巧培训 

阅读以下项目并确定： 

6. 至少澄清的信息（至少两条）； 

7. 作出澄清的回应。 

例如：“无论我多努力，他们总是对我大吼大叫。” 

a.需要澄清的信息： 

b.ⅰ.他们是谁？ 

ⅱ.他们总那样做的频率怎样？ 

c.澄清的回应： 

当你说：“他们”时，指的是谁？ 

第二部分：实习训练 

当你反思学过的访谈技巧时，那些信息、技术、专注行为等需要澄清？当你的实习伙伴提出 4

个需要澄清的问题。 

需要至少 4 人进行练习：一位案主和 3 位社工。回顾孩童时做过的游戏——20 问。这个练习

采用同样的形式，但是会聚焦于案主的情况，社工需要通过问 20问（或更少）梳理出案主的情况。 

案主：设想这样一种情况：除非社工提出要求澄清的问题，否则不给予任何信息。 

社工：轮流提问，问题只能要求澄清事实；案主回答之后才能轮换。你们作为一个集体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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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问不超过 20个问题。看看你们是否能勾画出案主心目中设想的情况。 

第八节: 面谈技巧--概述 

第一部分：技巧培训 

阅读下列小场景： 

a确定案主陈述的关键方面； 

b.对案主陈述进行概要式的回应，注意使用合适的引导式回应。 

例如：一位 40岁的白人男性在家庭暴力预防中心与个案社会工作者进行交谈。 

社工：“那么多给我讲一点你在支持小组中的经历。我知道过去的 12周你都参加了那个小组。” 

案主：“好吧。大多数人跟我都很像，我们都想让孩子和妻子呆着家里。如果我妻子听我的话，

不跟我我吵，我想情况会好多了。” 

社工:“你想要 Leslie退让，多给你多点生活空间。” 

案主：“确实如此。她老做激怒我的事情，有时候像是故意热闹我，好像是她就想等着瞧去下

一步会怎么做似的。” 

社工：“那时候发生什么了？” 

案主：“看情况了。有时候我大吼，大多数时候我会离开。我知道我就呆在哪儿的话，我可能

会做些会让我后悔的事，或许我会打她。” 

a.案主陈述中最重要的部分： 

ⅰ.他参加了一个虐妻者支持小组。 

ⅱ.他觉得妻子故意试探他。 

ⅲ.自从参加了小组，他已经看到了自己行为上的变化。 

b.基于整篇对话，做出概要式的回应： 

现在你能够确定哪些可能导致你殴打 Leslie 的特定情况。通过支持小组的帮助，你学会了与

妻子相处的其他方式。 

第二部分：实习练习 

使用案例 4的概要，学生考虑退学，列出问题状况的 3个方面，然后写下总结/过渡陈述。完

成以上两个步骤后，使用你写下的过渡陈述在小组中进行角色扮演。 

案主：假设处于案主的位置，使用同理技巧理解案主的观点与经历。谨记处于案主的角色是非

常有用的学习经历，因为你有机会像案主那样思考并感受。 

社工：利用角色扮演中你的小组写下的总结/过渡陈述，记住尽量使用所有你学过的访谈技巧。

角色扮演时间为 10-15分钟。 

反思问题: 

一、自己在倾听时, 哪一方面做得最好, 哪一方面需要改进? 

二、自己在面谈时, 哪一方面做得最好, 哪一方面需要改进? 

拓展阅读:  

1.  Barry Cournoyer(美)着, 朱礼芳等译, <<社会工作技巧手册>>,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8 

2. Linda Cummins, Judith Sevel, Laura Pedrick(美)着, 韩晓燕等译, <<社会工作技巧演

示—直接实务的开始>>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学习目标：在三人小组中练习专业社工的倾听技巧 (同理, 共情, 复述, 概括等) 与面谈的技

巧 (开放式提问, 封闭式提问, 澄清等), 及提升我认知.  

作业： 

知识单元 3：第三章 

参考学时：4课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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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直接干预--提供信息 

第一部分：技巧培训 

阅读下列每一项，完成下列要求： 

b.概括出问题（使用一般性或总括性的用语）； 

c.确定案主陈述中的最重要的信息； 

d.作出提供信息的回应。在提供案主信息之前或之后使用语意概述或情感反应的回应方式。 

例如：案主：“你伤透了心。我想要个孩子，和丈夫试过了每一种可能的治疗方法，花光了所

有的积蓄，并且几乎与州内所有专家都谈过了，我们已经无路可走了。我们商定如果我到了 40 岁

还没能怀孕，我们就放弃。” 

5）概述问题： 

有重要的限制因素与 40岁怀孕相关。愤怒与失望是常见的情绪。 

6） 最重要信息： 

ⅰ.为了生孩子他们花尽全部积蓄； 

ⅱ.时间迅速流逝； 

ⅲ.情绪（失望、沮丧、焦虑）。 

7）你提供信息的回应： 

“在多次失败的怀孕尝试之后，你愤怒，沮丧与失望都是可以理解的。下一步也许可以寻找其

他选择，比如收养。” 

第二部分：实习训练 

社工：角色扮演案例 10，一位母亲谈她 6 岁的孩子。在访谈中运用给予案主过多的信息（或

不相关信息）的易犯错误，令案主不知所措。 

案主：诚实地回应社工（尽量不要笑），角色扮演 5分钟。再次扮演同一场景，提供恰当的信

息，明确信息的优先次序，并适当地总结。讨论两次角色扮演的不同之处。 

第二节: 直接干预--面质 

第一部分：技巧培训 

阅读下列项目，并确定： 

6) 你想要讨论的与问题相关的议题（至少两个）； 

7) 你的面质回应。在表达面质之前或之后，使用语意概述或情感反应。 

例如：一位 26 岁的越南女子表达了要改善与他人关系的兴趣。案主通知社工她只能在周三下

午 1点会面，过去两周她都是下午 1:15才到，而今天她根本没有到。 

A.你会讨论什么议题？ 

她迟到了。 

她真的想接受辅导吗？ 

什么阻碍了她参加辅导访谈？ 

B.面质回应： 

“我介意的是，你要么迟到们要么完全不参加我们的访谈；我们要求周三会面，但是你自己却

不遵守。我怀疑你是否真的想参加这个辅导。” 

第二部分：实习训练 

与你的实习伙伴讨论与“过早面质”的错误相关的议题。那些与文化差异相关，以及如何解释

面质？ 

确定何时适宜面质。 

社工：运用案例 5实施面质，哪些是要讨论的重要议题。根据案主与其丈夫的特点，你采取哪

一种访谈方法？角色扮演 10分钟。讨论案主的优势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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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直接干预--解释 

第一部分：技巧培训 

阅读以下项目并确定： 

b.至少需要讨论的基本议题； 

c.作出解释性回应。注意在提供解释之后要使用语意概述或情感反应。 

例如：一位 28 岁的女性，最近陷入了一段家庭暴力关系。她告诉你她不介意时不时的小打小

骂，“总比孤独要好一些，看，我成长在暴力家庭，我习惯了。”她曾经有过两次婚姻，都曾被施暴。 

5. 应该讨论的基本议题（至少两个） 

ⅰ.虐待类型 

ⅱ.自尊 

ⅲ.害怕孤独 

6. 解释性回应 

“我感觉是你觉得某种程度上你就应该被虐待，因为你不值得被尊重。” 

第二部分：实习训练 

与你的伙伴讨论一次你体验到的你对自己的行为、模式、思维过程等的新看法。 

这些新看法是怎样的呢？ 

是什么是你逐渐获得这些新看法？ 

你如何使用个人经验去推己及人，尤其是那些肯能不信任你或非常害怕以新方式看待情况的案

主？ 

如果你选择向案主自我透露、分享看法经历，你会怎么说？ 

第四节: 易犯的错误 

本部分将向你展示 14 个场景，每个场景都至少有两个有问题的社工回应。完成以下练习，你

可以参照课本中易犯错误列表： 

1) -给予建议 

2) -不恰当的幽默 

3) -打断案主/突然转变 

4) -判断性回应 

5) -提供虚假保证/低估问题并且不真诚 

6) -过早面质 

7) -不恰当的社工自我透露 

8) -不恰当及不相关的问题 

9) -过早解决问题 

10) -过多的或无关的信息困扰案主 

阅读示例完成以下要求： 

A.用你的语言确定所烦错误是什么； 

B.解释为何那些有问题的回应在促进关系中引起了障碍 

C.提供正确的社工回应 

例如：案主是一个 38岁的女性。刚刚经历了第三次流产。 

案主：“太恐怖了，第三次流产！可是我和我丈夫真的想要个孩子。我只是感觉，我不知道是

不是在为以前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太恐怖了。” 

社工：“那么，这是你第三次流产。我认识一位处理怀孕问题的名医。” 

案主：“哦，好啊，告诉我吧。” 

社工：“他很棒，帮助我妹妹解决怀孕问题。你应该尽快去见一下他。” 

案主：“他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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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我会立刻帮你预约，因为你再担心这些的话就压力太大了。回家等候吧。” 

A.所犯错误是： 

ⅰ.过早解决问题 

ⅱ.不恰当的自我揭露 

ⅲ.低估问题 

B.错误回应如何在建立关系过程中制造了障碍？ 

案主感觉不被重视，没有抒发情绪；“为”案主决定而不是“与”案主一起决定。 

C.正确的回应：“你吃了很多苦。” 

第五节: 一对一面谈练习 

1.征得朋友和同事的同意来进行录影或录音，录下大约 50 分钟的会谈，向他说明你是为了增

进会谈的技巧并且希望以他的职业为重点，告知任何让他不舒服的问题，他都可以拒绝回答。同时

也告诉他，这卷带子可能会让你的督导或同学观看以便指导你的会谈技巧。在会谈期间，探讨你的

伙伴是如何选择他的职业的。追问影响和产生动机的因素是什么。在讨论关于选择职业的议题之外

询问他的希望和企图。 

在会谈中，鼓励你的伙伴尽可能的分享有关职业抉择之事，并使用听、说和积极聆听的技巧，

在结束时，要求你的伙伴进行反馈，写出他的反应。同时要求他对你的倾听和了解程度来评分。谈

论分数所代表的意义，谢谢他的配合，写下他的评分结果和评论。 

五、思考你在会谈中的反应。你对改变有何感受？你是否喜欢在会谈中你所扮演的角色？如果

重来一次你会有什么改变？请总结你的反应。 

六、请重新放映带子，说明你在会谈中使用了那些技巧，并进行记录整理。 

七、在结论部分，评估一下你所使用的说和听的技巧。从这些样本中总结出你的声音和你说的

话和语言有何特色？当听到你的声音时，你的感受如何？你的发音清晰吗？说话速度如何？起伏如

何？评估你所使用的文字和你所会谈的对象的文化特征。 

你在此次会谈中，你较伙伴说的多还是少？你倾向于打断对方还是被对方打断？你的意见和假

设被证实了多少？你说的话那部分是事实，那部分是描述，那部分仅仅是信息？那些为感受和情

绪？你是否习惯做一些无意义的回应，例如“你知道？”“嗯”等口头语？你的声音，你说的话是

如何表达了你对伙伴的话感兴趣？对方是否也对你的话感兴趣？你从何看出？如果你想改变你的

声音、言谈、语言，你将如何改变？ 

你经常做一些积极的倾听吗？你做的太多还是太少？你是否通过积极的倾听来表达了解沟通

之意？你的词语和对方表达的是否一致？是否有证据显示你的伙伴了解你说的话？你的伙伴是自

由切完全的表达他的想法，还是在会谈中有所迟疑？你的伙伴的性别、年龄、阶层、种族和文化背

景是否影响沟通的过程？你的背景又如何？请写下你所做的评估的摘要。 

5.思考你的肢体状态、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在录影带中显示的意义，并进行反思和改正。 

6.当观赏录影带时候观察你的伙伴的非语言表达，记录面部表情、眼神接触、身体姿态、语言

动作和语速，描述对方的语速，感觉和精神状态如何，你认为你的伙伴对你的谈话主题态度如何？

他投入并且感兴趣吗？是积极的并且负责的吗？你的伙伴的性别、年龄、种族、阶层和文化背景是

否影响你的印象。请写下观察摘要。 

7.要求一位社会工作学术界的同事或者教授对你在影像带中所呈现的说、听和积极倾听技巧方

面做评述。请写下他评述的摘要，并写下你的赞同和不赞同之处。 

8.做一个自我评估问卷：人际交往基本技巧。 

9. 最后，回顾本章所讲的人际交往的基本技巧和自我评估结果，基于你的分析，准备一份总

结报告，题目为：说话和聆听的基本人际交往技巧和自我评估”。在报告中，区分你所知道的和掌

握的好的技巧，并简要的介绍你计划怎样提高这些技巧。写完之后，把报告放入你的社会工作技巧

学习档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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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 

1.  Barry Cournoyer(美)着, 朱礼芳等译, <<社会工作技巧手册>>,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8 

2. Linda Cummins, Judith Sevel, Laura Pedrick(美)着, 韩晓燕等译, <<社会工作技巧演

示—直接实务的开始>>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学习目标：在三人小组中练习专业社工的直接干预技巧 (提供信息, 面质, 解释等), 讨论常

犯的错误及应对的方法, 以提升我认知.  

作业： 

知识单元 4：第四章 

参考学时：4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实践练习： 

案例：有一个七口之家睡在高速公路休息站荒芜的地区，他们希望循着这条公路到另外一个城

市找工作，他们整天为钱、食物奔走，公路的巡警将他们转介到你们的机构。 

1.请你写下你准备与他们会谈的情景，并描述结果。 

2.经过准备期的自我探索，你发现有个人的原因会影响你为这个家庭提供服务。为了消除任何

潜在的不良反应，你会任何集中自己的思绪？ 

3.请记录你准备期的计划，并反映出你在这个家庭会谈之前准备活动的结果。 

填写自我评估问卷：准备期的技巧 

问题反思：回顾本章所讲的准备期技巧和你的自我评估结果。基于你的分析，准备一份总结报

告，题目为“准备期技巧的自我评估”。在报告中，区分你所知道的和掌握的好的技巧，同时也要

明确你需要进一步练习的技巧，并简要地介绍你计划怎样提高这些技巧。完成以后，把报告放入你

的社会工作技巧学习档案中。 

第二节:  开始期 

在开始期，首先向案主介绍并定义自己，也要求案主做自我介绍。在相互介绍后，应说明会谈

暂时的、近期的目的，尽可能的说明社会工作者所担任的专业角色，也说明在过程中案主应该积极

参与的部分，以及可能应用到的相关政策和伦理原则。通过开始阶段，可以从案主对社会工作者所

介绍的内容的了解和反应中去寻求反馈。利用开始期的技巧，帮助案主去澄清助人过程的本质和界

限或者基本原则，以减少在初期案主经常体验到的矛盾和冲突，并建立一个初期的工作方向。 

实践练习： 

假设你是某个综合性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的社会工作者，正为下列案主准备第一次会谈。请你写

下在第一次会谈中可能会说或做的事。在这一系列练习中你可能运用到的技巧：介绍自己、介绍中

寻求相关信息、说明初期会谈的目的、说明案主角色、政策和伦理原则的讨论、寻求反馈。请在以

下案例中标示你所使用的开始期技巧。 

案例：1.前几天有个女士打电话到机构，标示想找个人谈谈前一个星期发生的事，一名酒吧认

识的男士在载她回家后强暴了她。她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处理这件事所带来的困扰，但是后来发现她

需要帮助。她说：“我有分裂的感觉。”目前已安排了第一次会谈。请问在什么时候你该说些什么和

做些什么？ 

2.机构的接待员告知你在等候室有一名 55岁的男性情绪非常躁动，来回踱着步并说着：“我该

死，我该死！！”你是机构中负责在正式会谈前和所有人做初步会谈的社会工作者。你走近并邀请他

到自己的办公室谈谈。请问在开始时你会怎么说？ 

自我评估问卷：开始期的技巧。开评估你你在开始期的能力。 

问题反思：最后回顾本章所讲的开始期的技巧和你的自我评估结果。基于你的分析，准备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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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报告，题目为：“开始期技巧的自我评估”。在报告中，区分你所知道和掌握的好的技巧，同时

确认你需要进一步练习的技巧，然后把报告放入你的社会工作技巧学习档案中。 

拓展阅读: 

1.  Barry Cournoyer(美)着, 朱礼芳等译, <<社会工作技巧手册>>,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8 

2. Linda Cummins, Judith Sevel, Laura Pedrick(美)着, 韩晓燕等译, <<社会工作技巧演

示—直接实务的开始>>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学习目标：在三人小组中完成准备期和开始期的技巧练习. 准备的技巧可以帮助社会工作者从

与案主接触开始就提供更有效的专业社会工作者服务。准备期的工作技巧在第一次会谈之前和以后

的每次会谈前都会广泛使用。社工准备期的技巧 包括：准备期的回顾/准备期的探查/准备期的咨

询/准备期的安排/准备期的同理心/准备期的自我探索/准备期的集中焦点/准备期的计划和记录。

利用开始期的技巧，帮助案主去澄清助人过程的本质和界限或者基本原则，以减少在初期案主经常

体验到的矛盾和冲突，并建立一个初期的工作方向。 

作业： 

拓展阅读: 

1 . Julius R. Ballew & George Mink, 1996, IL: Charles Thomas. 王玠, 李开敏, 陈雪真 

(译), <<社会工作个案管理>>  (Case management in social work: Developing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needed for work with multiproblem clients, 2
nd
 edition) , 台北: 心理出版社 (1998) 

2 . 马伊里，吴铎编, <<社会工作案例精选>>,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7 

3. 朱眉华, 文军编, <<社会工作实务手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学习目标：在三人小组中练习专业社工的结安干预技巧, 包括：过程回顾/结案评价/分享结案

感受并道别/撰写结案总结, 讨论常犯的错误及应对的方法, 以提升我认知.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6个，共 16学时 

实验 1：探索期 

参考学时：3课时 

实验内容：  

在社会工作的探索期，鼓励案主去分享与问题或者契约中相关的思想，感受和经验，通过探索

过程，和案主共同收集有关“个人—问题—情境”的资料，这些资料的收集实践是以实践为视角的。

社会工作者和案主双方都参与讨论并了解问题的发展、维持和目前的状态。通过寻求优势，你和你

的案主澄清适用于解决问题的财产、才智、能力和资源。特别是你，还要在能力、社会支持、成功

和生活经验等范围内寻求优势。当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知识和案主的全心投入结合在一起时，所得到

的信息有助于发展评估和工作计划。 

部分开始期的技巧，例如寻求回馈，也可使用于探索阶段。探索阶段其他可用于收集有关“人

物—问题—情境”资料的社会工作实务技巧还包括：提问/寻求澄清/反映内容/反映感受/反映感觉

和意义/部分化/洞察力。这些探索的实务技巧在整个助人的过程中都会很有帮助的；当你和案主在

监视人物、问题、情境时，他们将会一再被使用。 

实践：做一个实践案例。 

自我评估表：探索期的技巧，来评估你在探索期的能力。 

总结：最后，回顾本章所讲的探索期的技巧和自我评估结果。基于你的分析，准备一份报告，

题目为：“探索期的自我评估”。在报告中，区分你所知道的和掌握的好的技巧，同时也要明确哪些

你需要进一步练习的技巧，并简要地介绍你计划怎么样提高这些技巧。完成以后，把报告放入你的

社会工作技巧学习档案中。 

实验 2：预估期 

参考学时：3课时 

实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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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工作实务的预估部分，你和案主试图对探索期收集到的资料进行解读。这个预估给双方

一份全景图，根据这个全景图可以进一步签订协议。有两个技巧和预估部分紧密相关：组织信息和

形成试探性的评估。 

实践练习： 

在第一次访谈的基础上，进行第二次访谈。确保访谈的环境是私密的，并全程录音。使用探询

和其他学过的相关技巧，以可能形成预估的方式与你的同事进行面谈。结束的时候，在未来的一个

星期安排下一次会面。 

（五）在访谈结束的时候，询问你的同伴，他对于共同关注的问题的感想是什么。请你的同事

对下面问题做开诚布公的回答： 

A. 你与我这样一名社会工作者交流时，是否感觉到放松和安全？ 

B. 你是否感觉到我对你个人以及你的讲述感兴趣？ 

C. 你是否认为我理解了你所讲述的内容？如果是，是什么让你感受到？如果不是，是什么让
你感觉到我没有理解？ 

D. 我们所谈论的那些内容能帮助你更好的认识和审视我们所关注的问题？ 

E. 有哪些内容我们忽略了，而那些内容可以帮助我们更准备的评估？ 

F. 总体来说，这次交流是否令人满意？如果有，是那些因素起了作用？如果不是，是那些原
因？ 

G. 为了将来进一步提高交流技巧，你有何建议？ 

概括你同伴的反馈，并记录下来。 

（六）请记录下你对这次的反馈。你对这个访谈的感觉如何？你认为可取与改进的地方是什

么？你是否运用了相关技巧？那些技巧运用的好？那些需要进一步练习？等 

（七）根据 DAC（描述，预估，签订协议）的描述部分，从第一次会谈和本次会谈中组织相关

信息。你可以讲描述的部分存入电脑，放在你的社会工作实务技巧的文件夹中。 

（八）完成了描述内容之后，通过对已有数据的分析和整合，形成谈车性预估，你可以将预估

内容存入电脑。还要继续对你的同事的身份进行保密。记住，你的判断仍是试探性和猜测性的。不

是事实，需要进一步确认和求证。根据 DAC中评估部分的格式，将你的观察和想法写下来。 

（九）完成个案的描述和评估部分之后，回放录音和录像。从两方面进行研究：首先，对你在

描述和预估中忽视的重要信息进行记录，放到 DAC的适当部分。确定你的访谈对象身份完全隐匿，

将你完成的描述和预估部分作为独立的内容，放在你的社会工作技巧学习的文件夹中。 

（十）完成自我评估问卷，以测试你的熟练性。 

总结：最后，回顾本章所讲的探索期的技巧和自我评估结果。基于你的分析，准备一份报告，

题目为：“预估技巧和自我评估”。在报告中，区分你所知道的和掌握的好的技巧，同时也要明确哪

些你需要进一步练习的技巧，并简要地介绍你计划怎么样提高这些技巧。完成以后，把报告放入你

的社会工作技巧学习档案中。 

实验 3：签订协议期 

参考学时：3课时 

实验内容： 

在签订协议阶段，你在预估和与案主商议的基础上，试着界定问题，找到工作目标，并制定解

决问题的计划来完成目标。这一阶段运用的技巧包括：反映问题/识别问题/澄清问题/建立目标/

设计行动方案/确定行动步骤/制定评估计划/签订书面协议。 

实践练习： 

在上两次与案主面谈的基础上，进行第三次面谈以签订工作协议。一定要遵循保密原则，并再

次将访谈过程用录音记录下来。使用探询、签订协议和相关的社会技巧对案主访谈，然后草拟一份

协议。访谈后，安排下一周内再次面谈的时间。 

1.访谈后，让案主坦率的表达他的感受和想法，就下列问题询问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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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和我在一起，你是否感觉安全、轻松？你是否觉得我是一个可信任的人？ 

3）你是否感觉到我对你和与你交谈很感兴趣？ 

4）你是否感觉到我明白你想表达的问题？如果是这样的，那么是什么让你有这种感觉？如果

不是，又是什么让你感觉到我没有理解你呢？ 

5）我们概括的协议内容是否真的是你所关心的呢？ 

6）我们捡来的目标是否符合你的需要？ 

7）你对我们行动步骤的第一步是什么反应？ 

8）你对我们评估进展的计划感觉如何？ 

9）你认为这样是否有效？ 

10）我如何做能让我们的面谈更富有成效？ 

11）我们的面谈如何让你感到更加满意？请写下案主的反馈。 

2.回顾你对这次访谈的感受。例如，你对这次面谈感觉如何？那些方面你比较满意？那些你不

满意？你是否运用了相关技巧？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什么原因让你使用这些技巧？如果回答是

否定的，那么有是什么原因呢？等 

3.在你已经有的经验的基础上，根据 DAC中签订协议部分的内容准备一份协议书记录。 

4.写完上述文书后，播放一遍录音和录像资料，找出你运用了那些社会工作技巧。将其中影响

你草拟协议和修改协议的地方进行记录。把这份协议放在社会工作实务技巧档案中的个案记录部

分。 

5.做自我评估问卷：签订协议技巧。 

总结：最后，回顾本章所讲的探索期的技巧和自我评估结果。基于你的分析，准备一份报告，

题目为：“预估技巧和自我评估”。在报告中，区分你所知道的和掌握的好的技巧，同时也要明确哪

些你需要进一步练习的技巧，并简要地介绍你计划怎么样提高这些技巧。完成以后，把报告放入你

的社会工作技巧学习档案中。 

实验 4：辅导与评估期 

参考学时：3课时 

实验内容： 

在社会工作实务的辅导和评估阶段，你和案主采取的行动解决已经识别的问题，实现既定的目

标。在这一过程中，你使用同理心的技巧和辅导阶段的表达技巧。辅导过程的相关技巧包括：预演

行动步骤/回顾行动步骤/评估/聚集/教导/提议/代表案主/直接应对/观点重构/面质/提醒结案/记

录进展情况。 

实践练习： 

在对扮演你案主的同事先前访谈的基础上，再进行一次访谈，主要目的是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

确定目标。与你先前进行的一样，确保访谈在私下进行，同时也请录音。应用同理心和辅导时特定

的表达技巧，在帮助他采取实现目标的步骤对你的同伴进行访谈。在访谈即将结束时，安排下周再

次访谈。并告诉他下次访谈将是最后一天。 

1.在访谈结束时，问你的搭档对这段经历的想法和感受。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坦诚回答： 

（1）你感觉我在访谈时是否体现了对你的理解和尊重？ 

（2）你觉得访谈对帮助你达到的目标是否有效？ 

（3）你对我辅导和评估中各种不同阶段的表现有什么需要反馈和评价的吗？ 

（4）你对这一过程满意吗？ 

（5）你确定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你已经取得了进步？如果是，你认为那点对你的帮助最大？ 

（6）访谈可以怎么更好的或更多的帮助你，关于这点有什么建议吗？请写下你搭档的反馈信

息。 

2.请写下你对访谈的反思。你感觉访谈进行的怎么样？你觉得那些地方做得比较好、那些地方

做的不够好？你是否认为你在访谈过程中已经用了所有的同理心和表达技巧？如果你重新访谈，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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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那些方面进行改进?那些辅导技巧你觉得应该继续练习？ 

3.准备一份关于你和案主的面谈过程的记录。先用 SOAICP 条目进行模式描述，在你完成条目

模拟记录后，播放录音或者视频。在那些显着变化的地方坐上记号，修改你的条目模式记录，使得

它更准确。把 SOAIGP条目模式记录放在你的社会工作技巧学习档案的案例练习记录部分里。 

4.做自我评估问卷：辅导和评估技巧 

总结：最后，回顾本章所讲的探索期的技巧和自我评估结果。基于你的分析，准备一份报告，

题目为：“专业工作和评估技能的自我评估”。在报告中，区分你所知道的和掌握的好的技巧，同时

也要明确哪些你需要进一步练习的技巧，并简要地介绍你计划怎么样提高这些技巧。完成以后，把

报告放入你的社会工作技巧学习档案中。 

学习目标：在三人小组中完成辅导与评估期的技巧练习, 包括预演行动步骤/回顾行动步骤/

评估/聚集/教导/提议/代表案主/直接应对/观点重构/面质/提醒结案/记录进展情况。 

实验 5：结案期 

参考学时：2课时 

实验内容： 

社会工作的结案阶段为你和案主提供了一个回顾你们一起相处和工作的机会。你的机会评价整

个过程，明确你今后的工作方向。然而，结束这种关系对你和案主即是愉悦的又是痛苦的。你们会

对彼此取得的进步感到欣慰，对那些应当做而没有做的工作表示遗憾，同时也对关系的结束感到伤

感。从乐观的角度考虑，这种感受的存在可以被当做是结案过程中个的一部分。 

一些特殊的结案方式可能会是转介、转托、终结、或是中断。这些过程当中的技巧是恨重要的，

包括：过程回顾/结案评价/分享结案感受并道别/撰写结案总结。 

实践练习： 

在对过去几周中一直扮演你的案主的同伴进行一次结案采访。和以前一样，采访在私下进行。

同样也进行录音和录像。用有激情的、有效的和专业化的结案技巧。对你同伴进行一次结案感受的

采访。这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因此，要用到过程回顾，结案评价、分享结案感受和道别这些相关

的结案技巧。 

1.在采访结束时候，问你的搭档关于他对关于此次结案采访的想法和感受，特别要寻求对结案

技巧的反馈。既然这是你们的最后一次会面，像你的搭档寻求整个五部分经历的反馈信息，并总结

你搭档的反馈信息。 

2.请写下你自己对最后一次会面的反应。你对最后一次采访的感觉如何？你对其中那些感到满

意，那些不满意？你是否确认你在采访过程中采用了相关的情绪、表情和结案技巧？你怎么使用你

的结案技巧？如果你重新进行这次采访，你讲做哪些方面的改进？那些结案技巧是你需要继续和完

善的？ 

现在反省整个访谈过程，并写下你对这次经历的总的印象和反应。 

3.写一份辅导你的案主的结案报告总结。在你完成结案总结以后，播放录音或录像带。在那些

发现显着变化的地方做好标记，然后做一些相应的修改。现在你可以把你的结案总结放在你的社会

工作技巧学习档案里了。 

实验 6：自我评估 

参考学时：2课时 

实验内容： 

做一个自我评估和检讨实务能力。回顾实验教学过程中在课堂上与课堂外习得的技巧，准备一

份报告，题目为：“专业工作和评估技能的自我评估”。在报告中，区分你所知道的和掌握的好的技

巧，同时也要明确哪些你需要进一步练习的技巧，并简要地介绍你计划怎么样提高这些技巧。 

反思问题: 

1)这堂实验课对你来说有何帮助? 

2)你觉得哪个部份要增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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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社工的实务伦理和操守 2  

2 关系建立：非指导型倾听--共情 2 录像，小组演练 

3 指导性倾听：提问，总结，解释 2 录像，小组演练 

4 直接干预的行为技巧 I 2 录像，小组演练 

5 直接干预的行为技巧 II 2 录像，小组演练 

6 一对一面谈练习 2 录像，小组演练，写逐字稿 

7 反映问题/识别问题/澄清问题 2  

8 建立目标/设计行动方案/确定行动步骤 2  

9 制定评估计划/签订书面协议 2  

10 如何结案 2  

11 教学实验 1：探索期 2  

12 教学实验 2：预估期 2  

13 教学实验 3：签订协议期 2  

14 教学实验 4：辅导与评估期 2  

15 学实验 5：结案期 2  

16 教学实验 6：自我评估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 

后续课程：暑期实践，社工实习，督导研讨课，伦理研讨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社会工作的理论与伦理，社会工作的程序与技巧的应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难点：社工在中国情境的应用，人在情境的理论框架，优势视角下的边缘群体，关系建立的伦

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上课方式将以互动讨论为主，故学生的参与及提问将成为学习的其中一部份。 

2. 媒体方式呈现教材或影片等来启发学习。  

3. 辅助型阅读材料 

4. 案例角色扮演 

5. 实地考察 

教学手段： 

1. 过程式评估：平时作业报告的回馈，录像和录音的反馈及反思 

2. 总结式评估：期末实践报告 

3. 小组讨论：以小组为单位评估，促进同侪互助学习和监督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利用社工实验室进行模拟和录像，及记录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本课程鼓励学在課前完成指定閱讀, 並準備提問的材料, 以促進同儕間的討論及獨立思考空

間.课外实验的场所要事先和讲师讨论，经讲师同意后与机构签同意书，完成 12小时的在地见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课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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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于此为实验室课程, 故学生的出席和参与度将作为评估的重点之一. 学生需出席至

少 80%的课堂学时, 完成课堂练习, 才能及格. 每次上课以三人一小组为单位进行角色扮演和技巧

练练. 导师或助教会适当予以回馈. 

（二）学生每周须针对实验课的体验 (录音/录影)缴上 3篇 800-1-00字的心得报告, 分析个

人进行社会工作的推力与阻力. 讲师将以其反思深度来评估佳劣. (注: 没有绝对的答案. 每个人

尽量对自己的生命故事有最大的开放度, 去真诚面对自己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的潜在动力与阻

碍.) 

（三）小组作业: 每小组 3-4 人, 寻找一个需要干预的人群/社区, 进行至少一个月的干预, 

可以选择以个案, 小组, 或社区工作的方式. 并在 17-18周准备 30分鈡的课堂报告与多媒体呈现 

(presentation).  将结合同侪评估 (50%) 和讲师评估 (50%)来计分.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Barry Cournoyer(美)著, 朱礼芳等译, <<社会工作技巧手册>>,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8 

2. Linda Cummins, Judith Sevel, Laura Pedrick(美)著, 韩晓燕等译, <<社会工作技巧演

示—直接实务的开始>>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二）推荐参考书 

1 . Julius R. Ballew & George Mink, 1996, IL: Charles Thomas. 王玠, 李开敏, 陈雪真 

(译), <<社会工作个案管理>>  (Case management in social work: Developing the professional 

skills needed for work with multiproblem clients, 2
nd
 edition) , 台北: 心理出版社 (1998) 

2 . 马伊里，吴铎编, <<社会工作案例精选>>,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7 

3. 朱眉华, 文军编, <<社会工作实务手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执笔：陈心洁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社会工作督导 
Supervision of Social work 

课程号：3230101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专业必修课程为社会工作系的本科生而设, 共 32小时授课. 由于此课程为实务性的实验室

上课 (lab work), 学生需根据《社工实习手册的内容》完成实习工作量, 并完成每周两小时的督

导，得到督导满意的回馈才能及格. 督导课的主要焦距将放在培养学生以下能力: 

1. 社会工作的实习伦理 

2. 建立与实习场所或机构的合作关系 

3. 结合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务 

4. 社会工作实习的介入评估和记录 

5. 社会工作实习的介入程序和阶段 

6. 社会工作实习的直接干预技巧 

7. 社会工作实习的结案 



9618 

8. 对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进行反思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为社工教研室团队集体的实践教学，配合学生的暑期实习同步进行。本课程实验为 6个
单元，共 32学时 
实验 1：社区的融入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建立实习督导原则；融入实习机构 

实验要求：同学需熟悉社区环境和生态；进行走访和入户家访；掌握实习目标和方向。撰写学

习契约，交给督导。 

实验 2：社区工作的策划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社区活动策划与督导 

实验要求：同学开始评估社区需求；制定干预方针；撰写社区活动策划书研究；督导评估后开

始落实。 

实验 3：小组工作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小组工作策划与督导 

实验要求：同学开始评估社区成员特定需求；锁定小组潜在成员；撰写社区活动策划书研究；

督导评估后开始招募组员，落实小组活动；记录小组工程；撰写总结和反思报告。 

实验 4：中期评估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收集督导评估，给予反馈 

实验要求：机构和教师督导分别给予学生反馈 

实验 5：个案工作 

参考学时：12学时 

实验内容：个案工作的督导 

实验要求：同学开始筛选五名有潜在需求的个案，逐一进行家访评估，和制定服务计划；每周

撰写案例记录；督导评估技巧，评阅记录和指导干预方针。 

实验 6：总结性评估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回顾督导后的专业成长 

实验要求：学生完成实习作业，撰写反思报告，自评后交给机构和教师督导，双向评估，在总

结会上给予成果展示和反馈。 

学习目标： 

1. 在督导老师指导下，独立开展个案的问题需求评估，设计服务方案，努力做到服务方案的
个别化而又能够体现专业视角的运用。 

2. 在督导老师指导下，协调案主及其行动系统采取行动落实服务方案，调动身边资源、提升
行动能力、改变人际环境、解决困难问题、促进需求满足、落实公民权利、推动社会公平。 

3. 在实习过程中，进行行动反思，不断根据处境状况，反思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巧，与特定
处境的文化传统和个人生活模式的契合性，建构处境化的专业知识。 

4. 在实习过程中，逐渐增强社工的专业价值和伦理的判断能力，并能够在不同价值立场之间
进行沟通和对话，促进价值矛盾的决疑和转换。 

5. 在实习过程中，逐渐增强微观问题和宏观制度结构的扩展连接能力，学会分析宏观制度结
构对微观处境问题的制约影响，以及分析微观行动模式对宏观制度结构的生成建构过程，从而探索

整合微观和宏观的行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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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实验一：社区的融入和实习督导原则 2  

2 实验一：学习契约和目标 2 交学习契约 

3 实验二：社区工作的策划与督导 2  

4 实验二：社区工作的落实与督导 2 交社区活动策划书 

5 实验三： 小组工作的策划与督导 2 交小组策划书 

6 实验三： 小组成员的筛选与督导 2 交小组记录 

7 实验三： 小组工作的落实与督导 2 交小组记录 

8 实验四：中期评估--机构督导的回馈 2 交中期评估表 

9 实验四：中期评估--教师督导的回馈 2 交中期评估表 

10 实验五： 个案工作的策划与督导 2 交案例记录 

11 实验五： 个案工作的执行与督导 2 交案例记录 

12 实验五： 个案工作的执行与督导 2 交案例记录 

13 实验五： 个案工作的执行与督导 2 交案例记录 

14 实验五： 个案工作的执行与督导 2 交案例记录 

15 实验五： 个案工作的结案与督导 2 交案例记录 

16 实验六： 总结性评估 2 交反思报告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 

后续课程：暑期实践，社工实习，督导研讨课，伦理研讨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社会工作的理论与伦理，社会工作的程序与技巧的应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难点：社工在中国情境的应用，人在情境的理论框架，优势视角下的边缘群体，关系建立的伦

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一对一督导： 机构督导和教师督导分别提供每周一个小时的督导 

2. 小组督导: 督导将根据学生在实习场所遇到的真实案例引导学生, 着重体验式和同侪式

团体督导(experiential and peer group supervision). 

3. 远距督导 

实习督导是实习教学的核心角色，与学生的学习成效有着密切的联系。实习督导通过定期地与

学生面谈与沟通，催化学生整合在课堂上学到的专业知识、技巧和态度到实务工作中，并在此基础

上发展学生的自我觉知与专业认同。 

实习学生的督导工作将由学系的一位专业教师和机构的一位资深社工人员共同担任，即教师督

导和机构督导共同督导学生的实习。通常在公布实习岗位信息时，各实习岗位的教师督导已经确定，

而机构督导则需要在学生的实习开始之后根据实际的工作内容由机构安排适合的人选。 

实习协调主任会定期与机构督导及实习学生保持联络，及时掌握学生实习的进度与内容，并协

助实习学生解决在实习过程中所遭遇的困扰与问题，且与机构督导共同评估实习学生的表现。 

机构督导通常会和实习生一起工作，负责督导实习学生在机构的工作，了解其进度，并定期给

予回馈，以及建设性的建议。 

1、教师督导的职责 

教师督导主要由法大社会工作专业的教师担任，负责监察学生实习的总进程以及启发学生思考

在实习过程理论与实践的整合及自我的成长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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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讲，教师督导职责包括以下方面： 

（1）接受本院安排的短期专业社工督导的培训。 熟悉学生习实手册和工作要求。  

（2）正式确认所督导的实习学生后，教师督导需要开始与学生进行接触，增进相互的认识，

并了解学生实习的期望。 

（3）与机构督导共同评估和考核学生的实习工作表现。 

（4）在实习开始阶段，教师督导应协助实习学生发展个人的学习计划（实习契约），并与实习

学生、机构督导就学习计划的内容和督导计划达成一致的意见，以帮助实习学生获得结构性的学习

经验。 

（5）教师督导应为实习生提供周详、有计划的督导面谈，以针对学生在实习上表现或实习过

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进行面对面且较为正式的讨论。一般来说，建议每两周能够安排 一次 1～2 个

小时的个人或小组形式的督导面谈。 

（6）当实习学生在实习中遭遇无法解决的问题时，教师督导应成为学生的资源，实习中较为

复杂的、突发性问题也可以同实习协调老师一起讨论解决。  

（7）教师督导应对实习学生整个实习过程的表现予以最终的评估，在正式的评估前，应阅读

完学生所有应提交的实习文书，并进行实习成绩的评定。 

2、机构督导的职责 

机构督导是实习机构选派的具有社会工作教育或培训背景，并在工作岗位上工作经验丰富、具

体负责实习生指导的实务工作者。机构督导主要负责学生在实习机构遇到的工作问题，为学生的实

务实践提出及时和有效的指导。 

具体来讲，机构督导的职责包括： 

（1）接受本院安排的短期专业社工督导的培训。 熟悉学生习实手册和工作要求。  

（2）机构督导应在机构为实习生创造一个良好的实习环境，协助安排适当的学习机会给学生

以完成学习的目标，以及帮助实习生认识和了解机构、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行政支持。在第一周

时完成导向活动（orientation），向实习生讲解机构的期待和社区目标。  

（3）在运用实习学生人力时，各种指派的工作，都应将学生视为学习者，并期待从其学习的

过程中能够对机构有所助益，而非因机构正式工作人力之不足而给实习生安排工作。 

（4）机构督导应提供实习学生适当的工作空间，并协助学生发展个人的实习计划（学习契约），

并与实习学生、教师督导就学习计划的内容和督导计划达成一致的意见，以帮助实习学生获得结构

性的学习经验。 

（5）监察实习学生在实习各项工作中的表现，指导和协助学生顺利完成实习任务，并定期给

予反馈。一般来说，建议每周能够安排 1～2 个小时的个人或小组形式的督导面谈实习督导应定期

督导学生，为实习生提供周详、有计划的督导面谈，以针对学生在实习上表现或实习过程中所遇到

的困难，进行面对面且较为正式的讨论。 

（6）机构督导应仔细评阅实习学生定期上交的实习作业，包括实习周志、工作计划、过程记

录及评估等文书，机构督导需及时给予相关指导，并从中选择拟教授或值得讨论的问题与学生在面

谈时探讨，以协助学生运用理论架构与实务工作相互整合。 

（7）实习机构督导应与教师督导保持密切联系，共同监察学生实习安排，在实习结束前，对

学生的工作表现，完成正式的评估考核。 

教学手段： 

1. 过程式评估：平时作业报告的回馈，录像和录音的反馈及反思 

2. 总结式评估：期末实践报告; 学期开始和结束时, 督导会根据学生的实践能力进行量表式

评估. 而学生们也将在期末对本课进行回馈式评估与自评. 督导将发放补充的阅读材料, 以逹到

最大的学习效能, 以将课堂知识与社会需求最适度的接轨. 

3. 小组讨论：以小组为单位评估，促进同侪互助学习和监督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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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机构需为社工服务类机构，提供服务群体和硬件设备供学生们进行面谈，小组，和记录撰

写。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本课程鼓励学在課前完成指定閱讀, 並準備提問的材料, 以促進同儕間的討論及獨立思考空

間.课外实验的场所要事先和讲师讨论，经讲师同意后与机构签同意书，完成 400小时的在地见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课程要求:  

1) 学生需汇报实习进展和案例, 督导会从临床实践部份予以支持和指导, 并适当进行角色

扮演, 问题解决, 评估反馈, 和技巧练习. 学生主动提问和准备是善用督导的必要环节。  

2) 案例报告 : 每位学生须完整地报告五个案例 ( case presentation), 一个小组工作，一

个社区工作，并缴上过程性报告, 包括案例工作过程, 结合理论与实践, 并进行自我评估.   

3) 成长反思报告：在课程实习结工作结束后，每个同学要针对自己的工作表现书写 2000-3000

字的反思报告，从督导给予的反馈中反思个人和专业的成长。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参中国政法大学《社工本科生个人

实务实习》手册）。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Alfred Kadushin & Daniel Harkness 着(美), 郭名倞等译, <<社会工作督导>>,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2008. 

2、李伟梁, 库少雄主编, <<社会工作实习与督导>>, 社会工作系列教材, “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1. 

（二）推荐参考书 

1 . Marion Bogo, Elaine Vayda着(加), 曾家达等译, <<社会工作实习督导实务: 理论与过

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执笔：陈心洁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生理学 
Physiology 

课程号：32302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人体各个系统的器

官和细胞的正常活动过程及其机制；2、了解生理学的研究方法、角度和视点，能够初步分析人体

各部分的功能活动如何协调、互相制约，为进一步学习其他课程打好基础；3、培养学生发现问题，

研究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严谨细致、实事求是的学风。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细胞的基本功能、血液、血液循

环、呼吸、神经系统的功能、内分泌、消化与吸收、能量代谢与体温、尿的生成与排出、生殖等人

体各系统的基础知识及其生理学原理，为生理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精神病学、变态心理学等后续

课程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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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生理学的任务和研究方法 

生理学是以生物机体的生命活动现象和机体各个组成部分的功能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是生

物科学的一个分支。 

生理学研究的三个水平层次：细胞和分子水平的研究、器官和系统水平的研究、整体水平的研

究 

2．机体的内环境和稳态。 

整个机体所处的环境为外环境，相对于此细胞外液是细胞在体内直接所处的环境，故称为内环

境。 

内环境的各种物理、化学性质是保持相对稳定的，对此称为内环境的稳态。 

3. 机体生理功能的调节 

（1）机体生理功能的调节： 

1） 神经调节：反射弧是反射的结构基础，包括感受器、传入神经、反射中枢、传出神经、效
应器 

2） 体液调节：激素指一些能在细胞与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化学物质 

3） 自身调节：组织细胞本身的生理特性，不依赖于外来神经或体液因素的作用 

（2）体内的控制系统：非自动控制系统、反馈控制系统 

1） 正反馈控制系统 

2） 负反馈控制系统：受控部分发出的反馈信息调整控制部分的活动，最终使受控部分的活动
朝着原先活动相反的方向发生改变  

3） 前馈控制系统：控制部分在反馈信息尚未到达前已受到前馈信息的影响，及时纠正其指令
可能出现的偏差 

学习目标： 

1．了解生理学的任务、生理学研究的层次。 

2．掌握生理学的概念、机体内环境稳态的概念、机体生理功能调节的种类、机体的反馈控制

概念；熟悉机体内控制系统的种类。 

作业： 

1.什么是生理学？其任务主要是什么？ 

2.生理学研究的水平分几个层次？ 

3.什么是机体的内环境？ 

4.内环境稳态的含义是什么？ 

5.机体生理功能的调节有哪几种？ 

6.机体内的控制系统有哪几类？ 

7.什么是反馈控制？什么是正反馈控制？什么是负反馈控制？ 

知识单元 2：能量代谢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能量代谢 

能量代谢指机体内物质代谢过程中随物质的合成和分解而产生的能量的储存、释放、转移和利

用。 

（1）食物的能量转化 



9623 

三磷酸腺苷的合成与分解是体内能量转化和利用的关键环节 

几种主要营养物质的能量转化：糖、脂肪、蛋白质 

（2）影响能量代谢的主要因素：肌肉活动、精神活动、食物的特殊动力效应、环境温度 

（3）基础代谢 

基础代谢指基础状态下的能量代谢，常以基础代谢率为指标。基础状态指清晨、清醒、静卧、

未作肌肉活动，前夜睡眠良好，测时无精神紧张，测前禁食至少 12 小时，室温保持 20-25℃，体

温正常这种状态。 

学习目标： 

1．了解能量代谢测定的原理和方法，影响能量代谢的主要因素，基础状态，体温的正常变动

及影响因素。 

2．掌握能量代谢、基础代谢和基础代谢率等概念，掌握几种主要营养物质的能量转化。 

作业： 

1.什么是能量代谢？人体能量的来源是什么？ 

2.能量代谢测定的原理和主要方法是什么？ 

3.影响能量代谢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4.什么是基础代谢、基础代谢率、基础状态？ 

5.影响体温正常变动的因素有哪些？ 

知识单元 3：细胞的基本功能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细胞膜的结构和物质转运功能  

（1）细胞膜的结构概述 

现在公认的细胞膜的结构为液态镶嵌结构：脂质双分子层、细胞膜的蛋白、细胞膜的糖类 

（2）物质的跨膜转运 

1） 单纯扩散 

疏水性或非极性程度较高的小分子物质的一种简单的跨膜物理扩散。 

2） 膜蛋白介导的跨膜转运 

这类转运可分为主动转运和被动转运两大类。被动转运：顺电-化学梯度的不耗能的跨膜扩散；

主动转运：耗能条件下逆电-化学梯度的物质跨膜转运。类型：经载体易化扩散、经通道易化扩散、

原发性主动转运、继发性主动转运 

3） 出胞和入胞：大分子物质或物质团块跨膜转运的主要方式 

入胞又分为吞噬和吞饮，吞饮又分为液相入胞和受体介导入胞。 

2．细胞的电活动 

（1）细胞膜的被动电学特性 

主要包括静息状态下的膜电容、膜电阻以及它们所决定的膜电流和膜电位的变化特征、膜的电

紧张电位。 

（2）静息电位及其产生机制 

1） 细胞的静息电位：指细胞在静息（未受刺激）状态下存在于细胞膜内、外两侧的电位差。
静息电位变化有极化、超极化、去极化、超射、复极化等状态。 

2） 静息电位的产生机制：细胞膜两侧离子的浓度差与平衡电位、安静时细胞膜对离子的相对
通透性、钠泵的生电作用 

（3）动作电位及其产生机制 

1） 细胞的动作电位：指在静息电位的基础上，如果细胞受到一个适当的刺激，其膜电位发生
的迅速的一过性的波动。 

2） 动作电位的产生机制：由离子的跨膜流动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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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动作电位的传导 

（4）组织的兴奋和兴奋性 

1） 兴奋、可兴奋细胞 

2） 组织的兴奋性和阈刺激 

3） 细胞兴奋后兴奋性的变化 

包括绝对不应期、相对不应期、超常期、低常期等阶段。 

3. 细胞的信号转导  

（1）离子通道受体（促离子型受体）介导的信号转导 

主要指化学门控通道，是一种快速的跨膜信号转导方式；受体本身就是离子通道，通道的开放

和关闭受相应的配体控制，被称作化学门控通道，或促离子型受体；特点：路径简单，速度快。 

此外还有电压门控通道、机械门控通道。 

（2）G蛋白耦联受体介导的信号转导 

1）参与 G蛋白耦联受体跨膜信号转导的信号分子 

a. G蛋白耦联受体：又称促代谢型受体：本身不具备通道结构，也无酶活性；膜受体中最大

的家族 

b. G蛋白（鸟苷酸结合蛋白） 

c. G蛋白效应器 

d. 第二信使：细胞外信号分子作用于细胞膜后产生的细胞内信号分子，包括环-磷酸腺苷

cAMP，环-磷酸鸟苷，三磷酸肌醇 IP3，二酰甘油 DG和 Ca2+等 

特点：时间长，有放大效应 

2）G蛋白号耦联受体信号转导的主要途径 

a. 受体-G蛋白-AC途径 

b. 受体-G蛋白-PLC途径 

c. 其他 

（3）酶联型受体介导的信号转导 

酶联型受体：一类跨膜蛋白，膜外结构与配体结合，膜内结构通过自身酶活性或与其他酶结合

而完成信号转导； 主要调节相对缓慢的生物学过程 

1） 酪氨酸激酶受体和酪氨酸激酶结合型受体 

2） 鸟苷酸环化酶受体 

4. 肌细胞的收缩 

（1）横纹肌 

1） 骨骼肌神经－肌接头处的兴奋传递 

2） 横纹肌细胞的收缩机制 

肌丝滑行理论：肌原纤维是由平行的粗、细肌丝组成，肌肉的缩短和伸长通过粗细肌丝在肌节

内的相互滑动而产生，肌丝本身的长度不变 

3） 收缩的两种形式 

等长收缩：收缩时肌肉张力增加而长度不变 

等张收缩 ：收缩时肌肉缩短而张力保持不变 

4） 影响横纹肌收缩效能的因素：前负荷、后负荷、肌肉收缩能力、肌肉的内在特性 

（2）平滑肌 

学习目标： 

1．了解了解细胞膜的构成成分，酶耦联介导的信号转导，细胞膜的电学特性。 

2．掌握细胞跨膜信号转导的种类，细胞膜介导的主动转运的形式及特点，静息电位、动作电位

的概念，动作电位的传导，阈刺激概念，细胞兴奋后兴奋性的变化；熟悉细胞膜的结构特征，物质

跨膜转运的方式，G蛋白耦联受体介导的信号转导，化学门控通道的信号转导，组织兴奋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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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细胞膜的结构是怎样的？ 

2.什么是易化扩散？什么是主动转运？二者各有何特点？二者有何不同？ 

3.细胞跨膜信号转导的类型有哪些？ 

4.什么是细胞膜电紧张电位？静息电位？动作电位？ 

5.什么是组织的兴奋性？阈电位？二者是什么关系？ 

6.细胞兴奋后兴奋性的变化是怎样的？ 

7.什么是配体？受体？ 

知识单元 4：血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血液生理概述 

（1）血液的组成 

血液由血浆和血细胞组成 

1） 血浆 

血浆的基本成分为水、电解质、小分子有机化合物、一些气体以及血浆蛋白。 

2） 血细胞 

包括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 

（2）血量 

总血量在正常成人约为体重的 7%-8%，即每公斤体重 70-80ml。 

（3）血液的理化特性 

1） 血液的比重 

正常人全血比重为 1.050-1.060，血浆比重为 1.025-1.030，红细胞比重为 1.090-1.092。 

2） 血液的粘度 

全血粘度是水粘度的 4-5倍，血浆粘度是水粘度的 1.6-2.4倍（37℃时）。 

3） 血浆渗透压 

血浆的渗透压约为 300mmol/L，其中主要为晶体渗透压，少量为胶体渗透压。 

4） 血浆 PH植 

正常人血浆 PH植为 7.35-7.45。 

2．血细胞生理 

（1）血细胞生成的部位和一般过程 

造血中心在胚胎发育早期是卵黄囊，胚胎第二个月始由肝、脾造血，胚胎第四个月后骨髓造血

逐渐增强而其他部位造血渐少，婴儿出生时几乎全为骨髓造血，18岁左右只有部分骨髓才造血。 

造血过程是各类造血细胞发育和成熟的过程，一般经历造血干细胞、定向祖细胞、前体细胞、

终末血细胞等阶段。 

（2）红细胞生理 

1） 红细胞的数量和形态 

红细胞数量在我国成年男性为（4.0—5.5）×1012/L，女性为（3.5—5.0）×1012/L。 

正常成熟红细胞为无核、双面中部凹圆碟形，直径为 7-8μm。   

2） 红细胞的生理特性与功能 

生理特性有可塑变形性、悬浮稳定性和渗透脆性。 

功能主要是运输 O2和 CO2，此外还有一定 PH缓冲作用。 

3） 红细胞的生成调节 

红细胞生成过程经历造血干细胞、红系定向祖细胞、原红细胞、早幼红细胞、中幼红细胞、晚

幼红细胞、成熟红细胞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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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细胞生成所需物质有：蛋白质、铁、叶酸和维生素 B12等。 

红细胞生成的早期受爆式促进激活物调节，晚期受促红细胞生成素的调节。此外，一些激素如

性激素、甲状腺素和生长激素等也参与红细胞生成的调节。 

4） 红细胞的破坏 

正常人红细胞的寿命平均为 120天，每天约有 8%的衰老红细胞被破坏，其中 90%被巨噬细胞吞

噬，10%在血管中被机械冲击破坏。 

（3）白细胞生理 

1） 白细胞的分类与生理 

白细胞在正常成人血中总数为（4.0-10.0）×109/L。白细胞分为粒细胞（包括：中性粒细胞，

占白细胞总数 50%-70%；嗜酸性粒细胞，占白细胞总数 0.5%-5%；嗜碱性粒细胞，占白细胞总数

0%-1%）；单核细胞，占白细胞总数 3%-8%；淋巴细胞，占白细胞总数 20%-40%。 

2） 白细胞的生理特性和功能 

各类白细胞均参与机体的防御功能，而执行此功能的生理基础是白细胞所具有的变形、游走、

趋化和吞噬等特性。 

中性粒细胞：是血液中主要的吞噬细胞，其内含有大量溶酶。 

单核细胞：其从骨髓入血后尚未成熟，在血中停留 2-3天后迁移入组织成为巨噬细胞。具有吞

噬能力，其内含有大量溶酶。 

嗜酸性粒细胞：其在过敏反应和免疫反应中起一定作用。 

嗜碱性粒细胞：在抗血凝、过敏反应中起一定作用。 

淋巴细胞：在免疫应答反应过程中起核心作用。T 淋巴细胞与细胞免疫有关，B 淋巴细胞与体

液免疫有关。 

3） 白细胞的生成和调节 

（4）血小板生理 

1） 血小板的数量和功能 

血小板形态为无核、双面中部微凸圆盘状，直径为 2-3μm。正常成人血中数量为（100-300）

×109/L。 

血小板有助于维持血管壁的完整性，且参与凝血过程。 

2） 血小板的生理特性 

主要有：粘附、释放、聚集、收缩、吸附等。 

3） 血小板的生成和调节 

血小板的生成过程为：造血干细胞、巨核系祖细胞、原始巨核细胞、幼巨核细胞、成熟巨核细

胞并裂解胞质形成小块胞质成为血小板。血小板生成受血小板生成素调节。 

4） 血小板破坏 

血小板在人血中平均寿命为 7-14天，衰老后在肝和肺被吞噬，此外还在凝血过程中被消耗。 

3. 生理性止血 

（1）生理性止血的基本过程 

主要包括血管收缩、血小板血栓形成和血液凝固三个过程。 

（2）血液凝固 

指血液由流动的液体变成不能流动的凝固状态的过程，该过程是一系列复杂的酶促反应过程。 

1） 凝血因子 

指血浆与组织中直接参与血液凝固的物质。目前已知的有 14种。 

2） 凝血的过程 

可分为三个基本步骤： 

a. 凝血酶原酶复合物的形成。包括内源性和外源性二条凝血途径，后者在生理性凝血启动中
起关键作用，前者在凝血反应启动后的维持和巩固中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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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凝血酶原的激活。 

c. 纤维蛋白的生成。 

3) 血液凝固的控制 

a. 血管内皮的抗凝作用。 

b. 纤维蛋白的吸附、血流的稀释及单核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 

c. 生理性抗凝物质的作用。 

（3）止血栓的溶解 

止血栓的溶解主要依赖于纤维蛋白溶解系统将纤维蛋白分解液化。纤维蛋白溶解过程主要包

括：纤维蛋白溶解酶原的激活，纤维蛋白与纤维蛋白原的降解，此过程中还有纤溶抑制物的参与。 

4. 血型和输血原则 

（1）血型与红细胞凝集 

狭义的血型通常是指红细胞膜上特异性抗原的类型。若将血型不相容的二种血混合则会发生红

细胞凝集的现象。 

广义的血型还包括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红细胞酶型、血清型等。 

（2）红细胞血型 

主要包括 ABO血型、Rh血型、MN血型等系统。 

（3）输血原则 

输前保证 ABO血型相合，进行交叉配血试验。最好进行成分输血。 

学习目标： 

1．了解血液的理化特性，纤维蛋白的溶解过程，其他血型系统。 

2．掌握各类血细胞及血小板的生理功能，生理性止血的基本过程，ABO 血型；熟悉血液的组

成，血细胞生成的部位和基本过程，血液凝固的过程，输血原则。 

作业： 

1.组成血液的基本成分及血细胞的种类是什么？ 

2.血细胞生成的部位和一般过程是怎样？ 

3.各类血细胞的主要的特性和生理功能是什么？ 

4.血小板的功能和生理特性是什么？ 

5.止血的基本过程有哪些？ 

6.内源性和外源性凝血途径在生理性凝血中的作用主要是什么？ 

7.什么是止血栓的溶解？主要过程是怎样的？ 

8.什么是血型？什么是红细胞凝集？ 

9.输血原则主要有哪些？ 

知识单元 5：血液循环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心脏的泵血功能 

（1）心肌收缩的特点 

1） 对细胞外 Ca
2+
的依赖性 

2）  “全或无”式收缩 

（2）心脏泵血的过程和机制 

1） 心动周期的概念 

包括收缩期和舒张期，心动周期持续时间与心率有关。 

2） 心脏的泵血过程 

a. 心室收缩期：等容收缩期、射血期 

b. 心室舒张期：等容舒张期、心室充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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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心房在心脏泵血活动中的作用 

4） 心音的产生 

（3）心脏泵血功能的评定 

1) 心脏的输出量 

2) 心脏做功量 

（4）心泵功能的储备 

1） 转出量储备 

2） 心率储备 

（5）影响心输出量的因素 

1） 前负荷 

2） 后负荷 

3） 心肌收缩能力 

4） 心率 

2．心脏的电生理学及生理特性 

心肌细胞分两类：一类是具有收缩功能的心肌细胞（工作细胞），具有兴奋性、传导性和收缩

性；另一类是特殊传导系统的心肌细胞，具有自律性、兴奋性和传导性。 

（1）心肌细胞的跨膜电位及其形成机制 

1） 工作细胞的跨膜电位及其形成机制 

a. 静息电位 

b. 动作电位：包括去极化过程、复极化过程、静息期。 

2） 自律（自动节律）细胞的跨膜电位及其形成机制 

包括自动去极化、去极化、复极化等过程。 

a. 浦肯野细胞 

b. 窦房结细胞 

（2）心肌的电生理特性 

1） 兴奋性 

2） 自动节律性（自律性） 

3） 传导性 

4） 收缩性 

（3）体表心电图 

3. 血管生理 

（1）各类血管的功能特点 

据不同血管的生理功能，血管可分为如下种类：①弹性贮器血管；②分配血管；③毛细血管前

阻力血管；④毛细血管前括约肌；⑤交换血管（真毛细血管）；⑥毛细血管后阻力血管；⑦容量血

管（静脉）；⑧短路血管。 

（2）血流量、血流阻力和血压 

1） 血流量和血流速度 

2） 血流阻力 

3） 血压 

（3）动脉血压和动脉脉搏 

1） 动脉血压 

a. 动脉血压的形成 

b. 动脉血压的正常值 

c. 影响动脉血压的因素。包括心脏每搏输出量、心率、外周阻力、主动脉与大动脉的顺应性、
循环血量和血管系统容量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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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动脉脉搏 

（4）静脉血压和静脉回心血量 

1） 静脉血压 

2） 重力对静脉压的影响 

3） 静脉血流 

（5）微循环 

1） 微循环的组成 

典型的微循环由微动脉、后微动脉、毛细血管前括约肌、真毛细血管、通血毛细血管（直捷道

路）、动-静脉吻合支和微静脉等部分组成。 

2） 毛细血管壁的结构和通透性 

3） 毛细血管的数量和交换面积 

4） 微循环的血流动力学 

5） 血流和组织液的物质交换 

交换方式有：扩散、滤过、重吸收、吞饮等。 

（6）组织液的生成 

组织液是血浆滤过毛细血管壁而形成的。影响组织液生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7）淋巴液的生成和回流 

组织液进入淋巴管即成为淋巴液。淋巴液通过淋巴管回流，影响淋巴液回流的因素是多种的。 

4. 心血管活动的调节 

（1）神经调节 

1） 心脏和血管的神经支配 

a. 心脏的神经支配。主要为交感神经和心迷走神经，此外还有肽能神经。心交感神经主要引
起正性变时、变传导、变力作用；心副交感神经主要引起负性变时、变传导、变力作用。 

b. 血管的神经支配。主要为自主神经支配，其分布为血管运动神经纤维，包括缩血管神经纤
维和舒血管神经纤维。 

2） 心血管中枢 

a. 延髓心血管中枢。其包括缩血管区、舒血管区、传入神经接替站、心抑制区。 

b. 延髓以上的心血管中枢。存在于脑干、大脑、小脑中的心血管活动神经元。 

1） 心血管反射 

a. 颈动脉窦和主动脉弓压力感受性反射：动脉压力感受器、传入神经和中枢联系、反射效应、
压力感受性反射的生理意义。主要是对动脉血压进行快速调节，使其不致发生过大的波动。 

b. 心肺感受器引起的心血管反射 

c. 颈动脉体和主动脉体化学感受性反射 

（四）心血管反射的中枢整合形式 

（2）体液调节 

1） 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主要调节体液平衡、摄盐和血压。 

2） 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 

3） 血管升压素 

4） 血管内皮生成的血管活性物质：主要包括舒血管和缩血管二类物质 

5） 激肽释放酶-激肽系统 

6） 心房钠尿肽 

7） 其他：包括前列腺素、阿片肽、组胺、肾上腺髓质素等。 

（3）局部血流调节 

1） 代谢性自身调节机制 

2） 肌源性自身调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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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动脉血压的短期调节和长期调节 

学习目标： 

1．了解心脏泵血功能的评定指标，影响心输出量的因素，血流量、血流阻力和血压之关系，

组织液的生成，淋巴液的生成与回流，延髓心血管中枢的组成，其他的心血管反射方式，器官循环。 

2．掌握心肌工作细胞和自律细胞的跨膜电位特点，心肌的电生理特性，心脏泵血的基本过程，

血液和组织液之间物质交换的主要方式，支配心脏和血管的主要神经的种类及其作用，血脑屏障及

其生理意义；熟悉心肌收缩的特点，心动周期的概念，血管的分类，动脉血压的形成及其正常值，

微循环的组成，压力感受性反射的途径及反射的生理意义，心血管活动的体液调节的种类，动脉血

压的短期和长期调节的主要途径。 

作业： 

1.循环系统的组成和主要功能是什么？ 

2.心肌细胞分几类？各有何功能？ 

3.心肌工作细胞和自律细胞的跨膜电位各有何特点？ 

4.心肌的电生理特性主要有哪些？ 

5.心肌收缩的特点是什么？ 

6.什么是心动周期？心脏的泵血过程一般有哪几个阶段？ 

7.心脏泵血功能的评定指标有哪些？ 

8.影响心输出量的因素有哪些？ 

9.血管的种类有哪些？各有何生理功能？ 

10.血流量与血流速度是何关系？血流阻力主要由什么决定？ 

11.什么是血压？血压是如何形成的？什么是收缩压、舒张压、脉搏压？ 

12.微循环由哪些部分组成？ 

13.血液和组织液之间的物质交换方式有哪些？ 

14.组织液是怎样生成的？淋巴液是怎样生成和回流的？ 

15.心血管活动的调节有哪些方面？心脏和血管活动的主要调节神经及其作用是什么？ 

16.什么是心血管中枢？延髓心血管中枢的组成部分有哪些？ 

17.什么是压力感受性反射？其生理意义是什么？ 

18.心血管活动的体液调节有哪些？生理意义是什么？ 

19.动脉血压是怎样进行短期调节和长期调节的？ 

知识单元 6：呼吸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肺通气 

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气体交换过程称为呼吸。呼吸过程由三个环节组成，即外呼吸（肺呼吸，

包括肺通气、肺换气）、气体在血液中的运输和内呼吸（组织呼吸，包括组织呼吸和细胞内氧化过

程）。狭义的呼吸通常指呼吸运动。 

（1）肺通气的原理 

1） 肺通气的动力 

直接动力是肺泡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压力差，原动力是呼吸肌收缩与舒张引起的节律性呼吸运

动。 

a. 呼吸运动：呼吸运动的过程；呼吸运动的形式。包括腹式呼吸和胸式呼吸，平静呼吸和用
力呼吸。 

b. 肺内压 

c. 胸膜腔内压 

2） 肺通气的阻力 



9631 

a. 弹性阻力和顺应性。包括肺静态顺应性，比顺应性，肺弹性阻力的来源，肺表面活性物质。 
b. 非弹性阻力 

（2）肺通气功能的指标 

1） 肺容积和肺容量 

a. 肺容积。包括四种基本肺容积：潮气量、补吸气量（吸气储备量）、补呼气量（呼气储备
量）、残气量。 

b. 肺容量。包括深吸气量、功能残气量、肺活量、肺总量。 

2） 肺通气量和肺泡通气量 

a. 肺通气量、最大随意通气量 

b. 无效腔和肺泡通气量 

3） 呼吸功 

2．肺换气和组织换气 

（1）肺换气和组织换气的基本原理 

1） 气体的扩散：指气体分子从压力高处向压力低处发生的净转移。通常以扩散速率计量。影
响扩散的因素有： 

a. 气体的分压差 

b. 气体的分子量和溶解度 

c. 扩散面积和距离 

d. 温度 

2） 呼吸气体和人体不同部位气体的分压 

a. 呼吸气和肺泡气的成分与分压 

b. 血液气体和组织气体的分压（张力） 

（2）肺换气 

1） 肺换气过程 

2） 影响肺换气的因素 

a. 呼吸膜厚度 

b. 呼吸膜面积 

c. 通气/血流比值 

3） 肺扩散容量 

（3）组织换气 

3. 气体在血液中的运输 

（1）氧和二氧化碳在血液中存在的形式 

二者都以物理溶解和化学结合二种形式存在于血液中。 

（2）氧（O2）的运输 

1） 血红蛋白（Hb） 

2） Hb与 O2结合的特征 

a. 反应快，可逆，不需酶摧化，受 PCO2影响 

b. 反应是氧合而非氧化 

c. 氧容量、氧含量及氧饱和度 

d. 结合及解离曲线呈 S形 

3） 氧解离曲线（氧合血红蛋白解离曲线） 

4） 影响氧解离曲线的因素 

a. PH和 PCO2 

b. 温度 

c. 3.2,3-二磷酸甘油酸（2,3-D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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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其他因素 

（3）二氧化碳（CO2）的运输 

1） CO2的运输形式 

a. 碳酸氢盐 

b. 氨基甲酰血红蛋白 

2） CO2解离曲线 

4. 呼吸运动的调节 

（1）呼吸中枢与呼吸节律的形成 

1） 呼吸中枢 

包括脊髓、脑干、高位脑。 

2） 呼吸节律的形成 

（2）呼吸的反射性调节 

1） 化学感受性呼吸反射 

a. 化学感受器。包括外周化学感受器、中枢化学感受器。 

b. CO2、H
+
、O2对呼吸的调节 

2） 肺牵张反射 

包括肺扩张反射、肺萎陷反射。 

3） 防御性呼吸反射：咳嗽反射、喷嚏反射 

学习目标： 

1．了解肺通气阻力的来源，肺通气功能的指标，呼吸中枢及呼吸节律的形成。 

2．掌握呼吸过程的主要环节，肺通气的动力，肺容积和肺容量的概念，肺换气和组织换气的

概念，氧和二氧化碳在血中的运输形式，化学感受性呼吸反射的途径和刺激因素；熟悉呼吸运动的

形式，肺表面活性物质的作用，影响肺换气的因素，氧解离曲线及影响氧解离曲线的因素，呼吸的

反射性调节的种类。 

作业： 

1.什么是呼吸？其有哪些主要环节？ 

2.肺通气的动力是什么？呼吸运动有哪些形式？ 

3.肺通气阻力主要来源于什么？ 

4.肺表面活性物质的生理作用是什么？ 

5.肺容积和肺容量的指标有哪些？ 

6.什么是肺换气？什么是组织换气？有哪些影响因素？ 

7.氧和二氧化碳在血中运输的形式是什么？ 

8.影响氧解离曲线的因素有哪些？ 

9.什么是呼吸中枢？有哪些呼吸的反射性调节方式？ 

10.化学感受性呼吸反射的途径及刺激因素是什么？ 

知识单元 7：神经系统的功能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神经系统功能活动的基本原理 

（1）神经元 

1） 神经元的一般结构与功能 

神经系统内含有神经细胞和神经胶质细胞两大类细胞。 

神经细胞又称神经元，是构成神经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基本单位。神经元由胞体和突起两部分

组成。突起使神经元与其他神经元相联系。突起有树突（一个神经元可有一个或多个），轴突（一

个神经元一般只有一个）。轴突未端形成突触。神经纤维有无髓鞘神经纤维和有髓鞘神经纤维，神



9633 

经纤维末端为神经末梢。 

神经元的主要功能是接受刺激和传递信息。 

2） 神经纤维的功能与分类 

神经纤维的功能主要是传导兴奋（动作电位）。被传导的兴奋称为神经冲动。有髓鞘神经纤维

的传导速度快于无髓神经纤维。温度升高也可加快传导速度。 

3） 神经纤维的轴浆运输 

轴突内的流动的轴浆具有运输物质的作用。可有顺向运输和逆向运输。 

4） 神经的营养性作用 

神经末梢经常释放一些营养因子，持续调节所支配组织的代谢活动，影响这些组织的结构，生

化和生理。 

（2）神经胶质细胞 

1） 神经胶质细胞的特征 

数量多，分布广泛，形态不一，有突起但不形成化学性突触，不能产生动作电位。 

2） 神经胶质细胞的功能 

a. 支持作用 

b. 修复和再生作用 

c. 免疫应答作用 

d. 物质代谢和营养性作用 

e. 绝缘和屏障作用 

f. 稳定细胞外的 K+浓度 

g. 参与某些递质及生物活性物质的代谢 

神经系统功能活动的基本形式是反射，反射的结构基础是反射弧。信息传递通过突触进行。 

（3）突触传递 

突触有化学性突触（结构由突触前成分、突触间隙和突触后成分三部分组成）、电突触。突触

又可分为定向突触和非定向突触。 

1） 经典的突触传递 

a. 突触的微细结构。 

b. 突触的分类：①轴突—树突式；②轴突—胞体式；③轴突—轴突式；④其他。 

c. 突触传递的过程。 

d. 突触后电位：①兴奋性突触后电位；②抑制性突触后电位；③慢突触后电位。 

e. 突触后神经元的兴奋与抑制。 

f. 突触传递的调节：①突触前末梢递质释放的调节；②突触后膜受体的调节。 

g. 突触传递的可塑性。指突触传递功能可发生较长时程的增强或减弱。主要形式有：①强直
后增强；②习惯化和敏感化；③长时程增强和长时程抑制。 

2） 非定向突触传递（非突触性化学传递） 

3） 电突触传递 

（4）神经递质和受体 

指定向和非定向化学性突触传递，以神经递质为信息传递的媒介物，作用于相应受体完成信息

传递。 

1） 神经递质 

a. 神经递质的条件 

b. 神经调质 

c. 递质和调质的种类 

d. 递质的共存 

2） 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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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受体的概念 

b. 受体的分类 

c. 突触前受体 

d. 受体的调节 

3） 主要的递质和受体系统 

a. 乙酰胆碱及其受体。 

b. 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及其受体。 

c. 多巴胺及其受体。 

d. 4.5-羟色胺及其受体。 

e. 组胺及其受体。 

f. 氨基酸类递质及其受体。包括：①兴奋性氨基酸类；②抑制性氨基酸类。 

g. 神经肽及其受体。主要有：①速激肽；②阿片肽；③下丘脑调节肽和神经垂体肽；④脑-

肠肽；⑤其他。 

h. 嘌呤类递质及其受体。 

i. 其他递质。 

（5）反射弧中枢部分的活动规律 

1） 反射活动的中枢控制 

2） 中枢神经元的联系方式 

a. 单线式联系 

b. 辐散和聚合式联系 

c. 链锁式和环式联系 

3） 局部回路神经元和局部神经元回路 

4） 中枢兴奋传播的特征 

a. 单向传播。 

b. 中枢延搁。 

c. 兴奋的总和。包括空间总和、时间总和及易化。 

d. 兴奋节律的改变。 

e. 后发放与反馈 

f. 对内环境变化敏感和容易发生疲劳。 

5） 中枢抑制 

a. 突触后抑制。其形式有：①传入侧支性抑制；②回返性抑制。 

b. 突触前抑制。 

c. 中枢易化。 

2．神经系统的感觉功能 

（1）躯体感觉的中枢分析 

躯体感觉包括浅感觉（触—压觉、温度觉和痛觉）、深感觉（又称本体感觉，包括位置觉、运

动觉）。 

1） 传人道路 

一般由三级神经元接替。 

a. 丘脑前的传人系统。 

b. 丘脑的核团。 

c. 感觉投射系统。包括特异投射系统和非特异投射系统。 

2） 大脑皮层代表区。 

a. 体表感觉代表区。包括第一和第二感觉区。 

b. 本体感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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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躯体感觉 

a. 触-压觉 

b. 本体感觉 

c. 温度觉 

d. 痛觉。包括体表痛和深部痛 

（2）内脏感觉的中枢分析 

1） 传人通路与皮层代表区 

2） 内脏感觉 

a. 内脏痛的特点 

b. 体腔壁痛 

c. 牵涉痛 

（3）特殊感觉的中枢分析 

1） 视觉 

2） 听觉 

3） 平衡感觉 

4） 嗅觉和味觉 

3. 神经系统对躯体运动的调控 

（1）运动传出的最终通路 

1） 脊髓和脑干神经元 

2） 运动单位 

（2）姿势的中枢调节 

1） 脊髓的调节功能 

a. 脊休克。 

b. 脊髓对姿势的调节：牵张反射。包括腱反射和肌紧张。 

2） 脑干对肌紧张和姿势的调节 

a. 脑干对肌紧张的调节。 

b. 脑干对姿势的调节。包括状态反射、翻正反射等。 

3） 大脑皮层对姿势的调节 

（3）躯体运动的中枢调节 

1） 大脑皮层的运动调节功能 

a. 大脑皮层运动区：主要运动区、其他运动区 

b. 运动传导系统及其功能 

2） 基底神经节的运动调节功能 

a. 新纹状体的功能结构与细胞 

b. 直接通路和间接通路 

c. 与基底神经节损害有关的疾病：肌紧张过强而运动过少性疾病、肌紧张不全而运动过多性
疾病 

d. 基底神经节的功能 

3） 小脑的运动调节功能 

a. 小脑的分区与纤维投射。①前庭小脑；②脊髓小脑；③皮层小脑。 

b. 小脑的运动调节功能。包括前庭小脑、脊髓小脑和皮层小脑的调节功能。 

4. 神经系统对内脏活动、本能行为和情绪的调节 

（1）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 

自主神经系统亦称内脏神经系统，其主要功能是调节内脏活动。 

1） 自主神经的结构特征 



9636 

2） 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 

3） 自主神经系统的功能特征及意义 

a. 紧张性支配 

b. 对同一效应器的双重支配 

c. 效应器所处功能状态对自主神经作用的影响 

d. 对整体生理功能调节的意义 

（2）内脏活动的中枢调节 

1） 脊髓对内脏活动的调节 

2） 低位脑干对内脏活动的调节 

3） 下丘脑对内脏的活动的调节 

a. 体温调节。 

b. 水平衡调节。 

c. 腺垂体和神经垂体激素分泌的调节。 

d. 生物节律控制。 

e. 其他功能。如：欲望、性行为、摄食和饮水行为、睡眠、情绪及情绪生理反应等的调节。 
4） 大脑皮层对内脏活动的调节 

a. 边缘叶和边缘系统 

b. 新皮层 

学习目标： 

1．了解神经纤维的功能与分类，突触的信息传递，中枢神经元的联系方式，躯体感觉的传入

通路，特殊感觉的中枢分析，运动传出的最终通路，基底神经节对运动的调节，神经、内分泌和免

疫系统的相互关系。 

2．掌握突触的种类及其基本结构特点，递质和受体的概念，躯体感觉的类型及感觉的中枢代

表区，躯体姿势和运动调节的中枢及中枢的主要功能，自主神经系统的主要功能及其特征，内脏活

动调节中枢的主要功能，学习和记忆的形式，大脑两半球功能的分工与互补；熟悉神经元的一般结

构与功能，神经胶质细胞的功能，突触传递的可塑性，主要的神经递质和受体系统，中枢兴奋传播

的特性，中枢抑制和易化，小脑的运动调节功能，内脏活动的调节中枢。 

作业： 

1.神经元的一般结构和主要功能是什么？ 

2.神经胶质细胞的功能有哪些？ 

3.突触有哪几类？其基本结构是怎样的？是如何传递信息的？ 

4.什么是神经递质及其受体？它们主要有哪些种类？ 

5.中枢神经元有哪些联系方式？中枢兴奋传播有哪些特征？什么是中枢抑制及中枢易化？ 

6.躯体感觉有哪些？其传人通路的基本结构？ 

7.调节姿势的中枢有哪些？这些调节中枢的主要功能？ 

8.调节运动的中枢有哪些？这些调节中枢的主要功能？ 

9.什么是自主神经系统？其主要功能及功能特征有什么？ 

10.内脏活动的调节中枢及主要功能是什么？ 

知识单元 8：内分泌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内分泌与激素 

内分泌系统是指内分泌腺和分散于某些器官组织的内分泌细胞组成的一个重要的信息传递系

统。 

（1）激素及其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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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激素的概念及其分类 

a. 激素的概念。激素是由内分泌腺或散在的内分泌细胞所分泌的高效能生物活性物质，是细
胞之间信息传递的化学媒介。 

b. 激素的作用方式。有远距分泌、旁分泌、自分泌、神经分泌等。 

2） 激素的化学分类 

a. 含氮激素 

b. 类固醇激素 

c. 固醇类激素 

d. 脂肪酸衍生物 

（2）激素作用的一般特性 

1） 激素的信息传递作用 

2） 激素的高效能生物放大作用 

3） 激素作用的相对特异性 

4） 激素间的相互作用 

（3）激素的作用机制 

1） 第二信使说 

2） 基因调控说 

（4）激素分泌的调节 

1） 下丘脑-腺垂体-靶腺轴的调节 

2） 反馈调节 

3） 神经调节 

2．下丘脑-垂体及松果体内分泌 

（1）下丘脑与垂体的结构与联系 

1） 垂体的形态与结构 

2） 下丘脑调节肽 

3） 下丘脑与腺垂体 

4） 下丘脑与神经垂体 

（2）腺垂体激素 

1） 生长激素 

2） 催乳素 

3） 促黑激素 

4） 促激素 

（3）神经垂体激素 

1） 血管升压素 

2） 催产素 

3. 甲状腺内分泌 

（1）甲状腺的形态与结构 

（2）甲状腺激素的合成与代谢 

（3）甲状腺激素的生物学作用 

1） 对代谢的影响 

a. 产热效应 

b. 对蛋白质、脂肪、糖等代谢的影响 

1） 对生长发育的影响 

2） 对神经系统的印象 

3） 对心血管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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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甲状腺激素分泌的调节 

1） 下丘脑—腺垂体对甲状腺功能的调节 

2） 甲状腺激素对腺垂体和下丘脑的反馈性调节 

3） 甲状腺的自身调节 

4） 自主神经对甲状腺功能的作用 

4. 胰岛内分泌 

（1）胰岛的形态结构 

（2）胰岛素 

1） 胰岛素的生理作用 

a. 对糖代谢的影响 

b. 对脂肪代谢的影响 

c. 对蛋白质代谢的影响 

d. 对电解质代谢的影响 

2） 胰岛素分泌的调节 

a. 血糖和氨基酸水平对胰岛素分泌的调节 

b. 激素对胰岛素分泌的调节 

c. 神经调节 

（3）胰高血糖素 

1） 胰高血糖素的生理作用 

2） 胰高血糖素分泌的调节 

（4）生长抑素和胰多肽 

5. 肾上腺内分泌 

（1）肾上腺皮质激素 

1） 糖皮质激素 

2） 盐皮质激素 

3） 性激素 

（2）肾上腺髓质激素 

1） 肾上腺髓质激素的合成与代谢 

2） 肾上腺髓质激素的生理作用 

3） 肾上腺髓质激素分泌的调节 

学习目标： 

1．了解激素分泌的主要调节途径，生长激素、褪黑素、瘦素的主要生理作用。 

2．掌握激素的概念及作用的主要机制，生长激素、甲状腺素、胰岛素、胰高血糖素的生理功

能，肾上腺皮质和髓质激素的种类和作用；熟悉激素的化学分类、作用方式及其作用的一般特性，

促黑激素、血管升压素、催产素的生理功能，甲状腺激素、肾上腺皮质和髓质激素、胰高血糖素等

的分泌的调节。 

作业： 

1.什么是激素？其有哪些化学分类及作用方式？ 

2.激素作用的机制主要有哪些？激素作用的一般特性是什么？ 

3.激素分泌的调节途径有哪些？ 

4.生长激素、促黑激素、血管升压素、催产素、甲状旁腺激素、前列腺素、褪黑素、瘦素的生

理作用各是什么？ 

5.甲状腺激素的分泌是如何调节的？ 

6.肾上腺皮质和髓质激素的种类及其作用有哪些？ 

7.胰岛素、胰高血糖素的生理作用及其分泌的调节机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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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9：消化和吸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消化生理概述 

消化器官由消化道和消化腺组成。消化指食物在消化道内被分解为可吸收的小分子物质的过

程，消化的方式有机械性消化和化学性消化。吸收指经过消化的食物通过消化道黏膜进入血液循环

的过程。 

（1）消化道平滑肌的生理特性 

（2）消化腺及其分泌 

（3）消化道的神经支配 

1） 内在神经系统 

2） 外来神经系统 

（4）胃肠激素 

（5）胃肠血流的一般特点 

2．口腔内消化和吞咽 

（1）唾液 

1） 唾液的性质和成分 

2） 唾液的作用 

3） 唾液分泌的调节 

（2）咀嚼与吞咽 

1） 拒绝 

2） 吞咽 

3. 胃内消化 

（1）胃液及其分泌 

1） 胃液性质、成分和作用 

2） 胃液分泌的调节 

（2）胃的运动及其控制 

1） 胃的运动形式和作用 

a. 紧张性收缩 

b. 容受性舒张 

c. 蠕动 

2） 胃的排空 

3） 呕吐 

4. 小肠内消化 

（1）胰液及其分泌 

1） 胰液的成分及作用 

2） 分泌的调节 

（2）胆汁及其分泌与排出 

1） 胆汁的成分及作用 

2） 胆汁的分泌、排出与胆囊的作用 

3） 胆汁分泌、排放的调节 

（3）小肠液的分泌 

1） 十二指肠腺的分泌 

2） 小肠腺的分泌 

3） 小肠分泌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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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小肠的运动 

1） 小肠运动的形式 

a. 紧张性收缩 

b. 分节运动 

c. 蠕动 

d. 移行性复合运动 

2） 回盲瓣（回盲括约肌）的功能 

3） 小肠运动的调节 

5. 肝脏的消化功能和其他生理作用 

（1）肝脏是人体最大的消化腺，也是体内新陈代谢的中心站 

（2）肝脏的血液供应 

1） 门静脉和肝动脉双重血液来源 

2） 门静脉收集来自腹腔内脏的血液 

（3）肝脏的代谢特点：进行三大营养物质的代谢，肝细胞内存在体内几乎所有的酶类 

（4）肝脏的主要功能：分泌胆汁、物质代谢、解毒、防御和免疫等 

6. 大肠的功能 

（1）大肠液及其分泌 

（2）大肠的运动和排便 

1） 大肠的运动形式 

a. 混合运动—袋状往返运动 

b. 推进运动—蠕动和集团运动 

2） 排便 

a. 粪便的形成 

b. 排便反射及排便 

（3）大肠内细菌的活动 

7. 吸收 

（1）概述 

1） 吸收的部位 

2） 吸收的途径与机制 

（2）小肠的吸收功能 

1） 糖的吸收 

2） 蛋白质的吸收 

3） 脂类的吸收 

4） 水的吸收 

5） 无机盐的吸收 

6） 维生素的吸收 

（3）大肠的吸收功能 

学习目标： 

1．了解消化道和消化腺的组成，胃肠激素的种类及作用，唾液、胃液、胰液、胆汁等分泌的

调节，胃、小肠、大肠运动的调节，大肠的吸收功能。 

2．掌握消化和吸收的概念，唾液、胃液、胰液、胆汁的成分与作用，胃、小肠、大肠的主要

运动形式，吸收的部位和途径，小肠的吸收功能；熟悉消化道平滑肌的一般生理特性，消化道的神

经支配，咀嚼和吞咽，小肠液的成分和作用。 

作业： 

1.什么是消化？什么是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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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化道平滑肌的一般生理特性有那些？ 

3.消化道有那些神经支配？ 

4.胃肠激素的种类和作用有哪些？ 

5.咀嚼的作用和吞咽的过程是什么？ 

6.唾液、胃液、胰液、胆汁、小肠液各自的成分和生理功能是什么？ 

7.胃、小肠、大肠的主要运动形式是什么？ 

8.吸收的主要部位和途径是什么？ 

9.小肠的吸收功能有哪些？ 

知识单元 10：尿的生成与排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肾的功能解剖和肾血流量 

（1）肾的功能 

肾是排泄器官，同时是内分泌器官，还是糖异生的场所。尿的生成有滤过、选择性重吸收和分

泌三个过程。 

（2）肾的解剖及尿生成 

1） 肾单位 

a. 肾单位构成 

b. 尿的生成 

2） 球旁器 

3） 滤过膜 

4） 肾脏的神经支配和血管分布 

（3）肾血流量及其调节 

1） 肾血流量的自身调节 

2） 肾血流量的神经和体液调节 

2．肾小球的滤过功能 

肾小球滤入肾小囊的是血浆的超滤液。单位时间内两肾生成的超滤液量称为肾小球滤过率，通

常以 ml/分钟表示。还有单个肾小球滤过率。滤过分数是指肾小球滤过率与肾血浆流量的比值。可

从肾小球滤过率和红细胞比容计算出肾血浆流量。 

（1）有效滤过压 

指促进超滤的动力与对抗超滤的阻力之间的差值。其等于 0时的状态称为滤过平衡，此时滤过

停止。 

（2）影响肾小球滤过的因素 

1） 肾小球毛细血管血压 

2） 囊内压 

3） 血浆胶体渗透压 

4） 肾血浆流量 

5） 滤过系数 

3. 肾小管和集合管的物质转运功能 

（1）肾小管和集合管中物质转运的方式 

（2）肾小管和集合管中各种物质的重吸收与分泌 

1） Na＋、Cl
―
和水的重吸收 

2） HCO3―的重吸收与 H
＋
的分泌 

3） NH3的分泌与 H
＋
、HCO3

－
的转运的关系 

4） K＋的重吸收和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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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钙的重吸收和排泄 

6） 葡萄糖和氨基酸的重吸收 

4. 尿液的浓缩和稀释 

（1）尿液的稀释 

（2）尿液的浓缩 

（3）直小血管在维持肾髓质高渗中的作用 

5. 尿生成的调节 

（1）肾内自身调节 

1） 小管液中溶质的浓度对肾小管功能的调节 

2） 球管平衡 

（2）神经体液调节 

1） 肾交感神经的作用 

2） 血管升压素 

a. 体液渗透压 

b. 血容量 

c. 其他因素 

3） 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 

a. 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组成成分 

b. 血管紧张素Ⅱ的功能 

c. 醛固酮的功能 

d. 肾素分泌的调节 

4） 心房钠尿肽 

5） 其他激素 

6. 尿的排放 

（1）膀胱和尿道的神经支配 

（2）排尿反射 

（3）排尿异常 

学习目标： 

1．了解肾脏的结构与功能的联系，肾髓质高渗性的维持，清除率及其意义，尿液的浓缩和稀

释，尿的排放。 

2．掌握肾脏的生理功能，尿生成的基本过程，肾小球滤过率；熟悉肾血流量的调节途径，有

效率过压，影响肾小球滤过的因素，肾小管和集合管的主要重吸收与分泌功能，尿生成的主要调节

途径。 

作业： 

1.肾脏的生理功能有哪些？尿生成的基本过程是怎样的？ 

2.肾血流量的调节途径有哪些？ 

3.什么是超滤液？什么是肾小球滤过率？什么是有效滤过压？ 

4.影响肾小球滤过的因素有哪些？ 

5.肾小管和集合管有哪些重要的重吸收和分泌功能？ 

6.尿生成的主要调节途径有哪些？ 

7.醛固酮的功能？ 

8.什么是尿浓缩和尿稀释？ 

知识单元 11：生殖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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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男性生殖 

（1）睾丸的功能 

1） 生精功能 

2） 内分泌功能 

（2）睾丸功能的调节 

2．女性生殖 

（1）卵巢的功能 

1） 生卵功能 

2） 内分泌功能 

a. 雌激素 

b. 孕激素 

（2）月经周期 

（3）月经周期的调节 

1） 卵泡期 

2） 黄体期 

（4）妊娠与分娩 

1） 妊娠 

2） 分娩 

3） 胎盘的内分泌功能 

学习目标： 

1．了解月经周期的调节，性成熟的发育过程。 

2．掌握睾丸和卵巢的功能；熟悉月经周期，妊娠与分娩。 

作业： 

1.睾丸和卵巢各有什么功能？ 

2.月经周期的生理过程及其调节？ 

3.妊娠的基本过程？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绪论 2  

2 第七章     能量代谢 1  

3 第二章     细胞的基本功能  4  

4 第三章     血液 2  

5 第四章     血液循环 4  

6 第五章     呼吸  4  

7 第九章     神经系统的功能 6  

8 第十章     内分泌  4  

9 第六章     消化和吸收  2  

10 第八章     尿的生成与排出  2  

11 第十一章   生殖  1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高中生物） 

后续课程：生理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精神病学、认知神经科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人体各个系统的器官和细胞的正常活动过程及其机制，特别是神经系统的功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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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等章节。 

难点：人体各部分的功能活动如何协调、互相制约，特别是细胞的基本功能、神经系统的功能、

血液循环等章节。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理论讲授为主。 

2. 案例教学与讨论。 

教学手段： 

1. PPT授课，课后阅读。 

2. 生理模型示教，视频及图像演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心理学实验室：生理模型示教。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要求课后阅读三种推荐读物，并撰写期中、期末读书报告，共约 12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读书报告 10%、读书报告 20%；期末考

试占 7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朱大年，王庭槐 编著《生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 3月 第 8版（“十二五”普通

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卫生部“十二五”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朱启文，高东明等编著《生理学（案例版）》，科学出版社，2012年 5月 第 2版 

2. 朱大年 主译《奈特人体生理学彩色图谱》，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 4月 第 1版 

3. 孙庆伟 主编 《生理学课外读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年 6月第 1版 

执笔：张卓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1日 

 

普通心理学 
General Psychology 

课程号：32302001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通过教学使学生对心理学这门学科的性质、现状和发展有所了解；  

2.掌握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事实和基本理论，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3.了解并实践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4.明确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和范式； 

5.培养学生对心理学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心理现象产生发展的最一般规律，

心理学的历史和发展趋势、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等专业基础知识；通过探讨心理的社会制约性和生物

制约性，了解心理现象的本质；通过对应用心理学问题的探讨，给感觉、知觉、记忆、思维等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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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基本规律提供例证。普通心理学的内容既要概括心理学各个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从中总结

出心理学的最一般规律，又要为心理学各分支提供理论基础。因此，普通心理学是心理学专业后续

各门课程的最重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0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章  绪论：漫话心理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 

一、个体心理 

（1）认知。认知是指人们获得知识或应用知识的过程，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

和言语等，是人类最基本的心理过程。 

（2）情绪和动机。人在加工外界输入的信息时对事物产生的满意、不满意、喜爱、憎恨等主

观体验就是情绪或情感。需要是人体内部的一种不平衡状态，是对维持和发展其生命所必需的客观

条件的反映；动机是推动人从事某种活动，并朝向一定目标前进的内部动力。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

需要时，这种需要就变成了人的活动动机。 

（3）能力和人格。能力是顺利、有效地完成某种活动所必须具备的心理条件；人格也称个性，

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在不同环境中一贯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影响人的外显和内隐行为模式

的心理特征总和。 

二、个体心理现象与行为 

行为指有机体的反应系统，由一系列反应动作和活动构成。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和分析行为来客

观地研究人们的心理活动，从外部行为推测内部心理过程。 

行为总是在一定的刺激情景下产生的。引起行为的内、外因素叫刺激。 

行为不同于心理，但又和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引起行为的刺激常常通过心理的中介而起作用。 

心理支配行为，又通过行为表现出来。 

三、个体意识与无意识 

人的意识是由人的认知、情绪、情感等构成的一种丰富而稳定的内在世界，是人们能动地认识

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内部资源。人的活动具有明确的目的，能预先计划达到目的的方法和手段。意识

有时也叫察觉，表现在人能够觉察到外部事物的存在和自己的内部心理活动，能够吧“自我”与“非

我”、 “主体” 和“客体” 区别开来。 

注意与意识有密切联系，是意识对事物和活动的指向和集中。注意指向的活动也往往是人能意

识到的活动。 

无意识是人们在正常的情况下觉察不到，也不能自觉调节和控制的心理现象。 

四、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 

认知、情绪和动机、能力和人格是存在于个体身上的心理现象。被称为个体心理或个体意识。 

社会心理或团体心理是在团体的共同生活条件和环境中产生的，是该团体内个体心理特征的典

型表现，直接影响个体心理或个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团体心理或社会心理与个体心理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第二节  心理学研究的意义与领域 

一、研究心理学的意义 

（1）理论意义。正确科学地解释心理现象，对破除迷信，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具有重

要的意义。 

（2）实践意义。揭示心理现象的规律，能够帮助人们运用这些规律去预测和控制心理现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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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和发展，从而为人类不同领域的实践服务，这是心理学更为重要的任务。心理学的研究还有助

于促进人的身心发展，维护心理健康，进而提高人的生活质量。 

二、心理学的研究领域 

（1）普通心理学。在心理学中，普通心理学处于基础科学的地位。它是研究心理现象产生和

发展的最一般的规律，是学习心理学的入门学科。普通心理学的内容概括了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

同时又为各分支学科提供理论基础。 

（2）生理心理学和心理生理学。二者研究心理现象的生理机制主要指各种感官的机制、神经

系统特别是脑的机制、内分泌腺对行为的调节机制、遗传在行为中的作用。前者以脑的形态和功能

参数为自变量，观察在不同生理状态下行为或心理的变化；后者研究由心理活动引起的生理功能的

变化。 

（3）发展心理学。研究心理的种系发展和人的心理的个体发展，研究心理的种系发展的心理

学叫比较心理学，它将动物与人的心理进行比较，从比较中确定它们的联系和区别。研究人类个体

心理发展的心理学叫毕生发展心理学，毕生发展心理学是发展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4）教育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研究教育过程中所包含的各种心理现象，揭示教育同心理发展

的相互关系。教育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受教育者道德品质的形成、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心理

的个别差异和教育者的心理品质及其形成等。 

（5）医学心理学。研究心理因素在疾病的发生、诊断、治疗及预防中的作用，是心理学和医

学相结合的产物。其中研究心理与病理关系的科学，就是心身医学或身心医学，前者研究治病的心

里因素，后者研究疾病和体残对心理的影响。 

医学心理学还包括临床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变态心理与变态行为的矫正与治

疗。 

（6）工程心理学。是心理学与现代技术科学相结合的产物，研究人与机器之间的配置和机能

协调，实现人、机器、环境系统的最好匹配，使人能在安全有效的条件下从事工作。 

（7）社会心理学。是系统研究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科学，研究不同规模团体中的社会心理

现象及人格的社会心理学问题。 

三、心理学在科学大家庭中的地位 

（1）心理学是一门中间科学。心理学既具有自然科学的性质，有具有社会科学的性质，是中

间科学或边缘科学。 

（2）如何做一名心理学家。心理学是一门中间科学，一位心理学家常常要具备自然科学和社

会科学两方面的知识和科学素养。科学间的交叉和融合，是当代科学发展的重要特点，这一特点在

心理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因此，知识面宽一些对学好心理学、当好一位心理学家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节  心理学的过去和现在 

一、现代心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心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艾宾浩斯：心理学虽有一个长期的过去，但仅有一短期的

历史。在欧洲心理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心理学是在 19 世纪末成为一门科学的。现代

心理学的诞生和发展有两个重要的历史渊源。 

（1）近代哲学思潮的影响。 

近代哲学是指 17世纪－19世纪欧洲各国的哲学，其中主要指法国 17世纪的唯理论和英国 17

世纪－18 世纪的经验论。哲学上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斗争一支持续到现代，并且表现在现代心理学

的各种理论斗争中。 

（2）实验生理学的影响。 

近代哲学为西方现代心理学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基础，而现代心理学的实验方法则直接来源于实

验生理学。19 世纪中叶，生理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实验科学。生理学的发展，特别是神经系统生

理学和感官生理学的发展，对心理学的独立发展的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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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心理学派别 

从 19世纪末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心理学中派别林立的时期。在心理学独立指出，心理学

家们在构建理论体系时存在着尖锐的分歧。 

（1）构造主义。构造主义奠基人是冯特，著名的代表人物为铁钦纳。这个学派主张心理学应

该研究人们的直接经验即意识，并把人的经验分为感觉、意像和激情状态三种元素。在研究方法上，

构造主义强调内省方法。 

（2）机能主义。机能主义创始人是詹姆斯，机能主义学派强调意识的作用与功能。它们认为

意识是个人的，永远变化的连续的和有选择性的意识的作用就是使有机体适应环境。 

（3）行为主义。代表人物华生，行为主义的两个重要特点是：反对研究意识，主张心理学研

究行为；反对内省，主张用实验方法。 

（4）格式塔心理学。代表人物韦特海默，科勒，科夫卡。格式塔反对把意识分析为元素，强

调心理作为一个整体、一种组织的意义。认为整体不能还原为各个部分、各元素的总和；部分相加

不等于全体；整体先于部分而存在，并制约着部分的性质和意义。 

（5）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主要来源于治疗精神病的临床经验。

它们重视异常行为的分析，强调心理学应该研究无意识现象。 

三、当代心理学的研究取向 

20世纪 30年代以后，心理学各派别间出现了互相吸收互相融合的新局面；二次世界大战后门

户之见的对峙和分道扬镳的局面缓和下来，而学科中的整合趋势加强了。我们把能影响学科发展方

向的研究范式叫研究取向。 

（1）生理心理学的研究。用生理心理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心理现象和行为，是当代心理学的

一个重要取向，采用这种取向的心理学家关心心理与行为的生物学基础，把生理学看成描述和解释

心理功能的基本手段认为我们所有的高级心理功能都和生理功能特别是脑的功能有密切的关系。他

们研究的问题有:脑功能的定位；心里免疫学；遗传在行为中的作用。生理系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主要有临床方法、局部切除法、电刺激法和生物化学法等。 

（2）行为主义的研究。行为主义作为哟中研究取向，仍然活跃于心理学的某些应用研究领域

中。行为主义研究主要关心环境对人的行为的作用。20世纪 50年代后行为主义研究在程序学习、

行为治疗和生物反馈等领域产生较大影响。 

（3）心理分析研究。20 世纪 30 年代后，一批后弗洛伊德主义者将精神分析的理论应用于动

机和人格的研究，但后弗洛伊德主义者更关心儿童和青少年人格的正常发展；他们强调意识和自我

的重要性，而不是只重视无疑是的研究。 

（4）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认知心理学出现在 20世纪初，在 50年代后得到迅速的发展。现代

认知心理学除了采用应用心理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外，还发展了自己特有的一些研究方法，如反应时

记录法、口语报告法、计算机模拟，他们更多的时采用计算机模拟的方法，来客观描述人的某些复

杂的内部过程，促进心理学的发展。 

（5）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研究。着重于人格方面的研究，但它和精神分析学派的传统观念有着

明显的区别。人本主义者认为人的本质是好的、善良的，他们不是受无意识的驱使；人有自由意志，

有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只要有适当的环境，他们就会力争达到某些积极的社会目标。 

学习目标：  

1．了解心理学的渊源与发展。 

2． 明确心理学的学科性质，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和范畴。 

3.重点掌握以心理现象的科学理解；难点是心理学各流派的主要观点。 

作业题： 

1、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人的心理现象包括哪些方面? 在学习这门学科之前，你是怎样认

识心理学的？ 

2、心理与行为、意识与无意识的关系怎样?  

3、心理学要研究哪些问题，它的基本的任务是什么？研究心理学有什么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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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4、心理学有哪些主要的学科分支?它们在人类生活中有什么作用? 

5．简要说明现代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取向。 

知识单元 2：第二章  心理学如何做研究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如何研究心理学 

一、心理学要探索什么 

（1）心理过程。人的心理现象是在时间上展开的，它表现为一定的过程，如认知过程、情绪

过程、技能形成过程等。 

（2）心理结构。人的心理现象很复杂，但不是杂乱无章的，各种现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和关系，构成一个有结构的整体。研究心理结构就是要揭示各种心理现象之间的联系和关系。 

（3）心理的脑机制。心理是神经系统的机能，特别是脑的机能，一个健康发育的神经系统，

是各种心理现象发生和发展的基础。当神经系统尤其是脑组织的某些部位受到损伤时，心理活动就

会出现异常的情况。 

心理学不仅要在行为水平上研究心理现象的规律，而且要深入研究心理的脑机制，揭示心理现

象与脑的关系。 

（4）心理现象的发生与发展。人的心理现象是进化过程的产物，在人的一生的不同时期，在

不同的年龄阶段，心理活动有着不同的特点。研究心理现象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它和脑发育的关系，

也是心理学的重要任务。 

（5）心理与环境。人的心理系统及其物质载体――人脑是一个开放系统，它和周围的环境存

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心理现象是由外界输入的信息引起的。客观世界是心理策源泉和内容。心理

现象和人的外部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之间存在着规律性的联系。揭示这种联系和关系是心

理学的另一项重要任务。 

二、心理学研究的类型 

（1）因果研究。心理学的第一类研究就是要揭示心理现象的因果联系。在心理现象和外界刺

激、心理现象和脑的活动间存在着广泛的因果联系。在心理现象和外界刺激、心理现象和脑的活动

间存在广泛的因果关系。 

在进行因果研究时应当注意：要创设某种实验的情景，使之能引起某种心理现象，同时要控制

可能影响这种心理现象的其他因素；当一种情景引起了某种心理现象时，我们只能说，在这种实验

情景下，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脱离一定的条件来谈因果是没有意义的。 

（2）相关研究。相关研究是心理学的另一类重要的研究。心理学的许多研究都是在 寻找相关。

但是相关本身不提供因果关系，相关研究只是要寻找心理现象和其他现象的相关关系。 

（3）个案研究。心理学家也常常进行个案研究，就是要从个别案例中发现有价值的结果。 

第二节 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一、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客观性 

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它和其他科学一样，应该采取客观的研究方法。心理学在 19 世纪以前处

于哲学的襁褓中，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大多用思辨的方法研究心理问题。在 19 世纪以后心理学转向

用客观的方法研究心理现象。 

二、科学态度与方法 

科学的方法离不开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科学

的态度对从事任何问题的研究都很重要。由于心理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现象，因此用科学的态度研究

心理学的问题就显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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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几种主要的研究方法 

（1）观察法。在自然条件下，对表现心理现象的外部活动进行有系统、有计划的观察，从中

发现心理现象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也叫自然观察法。 

观察法一般在下列情况下采用:①对所研究的对象无法加以控制；在控制条件下，可能影响某

种行为的出现；由于社会道德的要求，不能对某种现象进行控制。观察法的成功取决于观察的目的

与任务、观察和纪律的手段以及观察者的毅力和态度。 

（2）心理测验法。是指用一套预先经过标准化的问题（量表）来测量某种心理品质的方法。

心理测验要注意测验的信度和效度两个基本要求。信度是指一个测验的可靠程度；效度是指一个测

验有效地测量了所需要的心理品质。 

（3）实验法。是指在控制条件下对某种心理现象进行观察的方法，分为实验室实验和自然实

验。 

实验法分两种：实验室实验和自然实验。实验室实验是借助专门的实验设备，在对实验条件严

加控制的情况下进行的。自然实验也叫现场实验，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实验室实验的缺点。自然实

验虽然也在对实验条件进行适当的控制，但它是在人们正常的学习和工作的情景中进行的。 

（4）个案法。个案法是由医疗实践中的问诊方法发展而来的，它要求对某个人进行深入而详

尽的观察和研究，以便发现影响某种行为和心理现象的原因。由于个案法限于使用少数案例，研究

的结果可能只适合与个别情况，因此，在推广运用这些结果或作出更概括的结论时，必须持谨慎的

态度。一般来说，个案法长用于提出理论或假说，要进一步检验理论或假说，则有赖于其他方法的

帮助。 

学习目标：  

1．了解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类型； 

2. 掌握实验法的使用原则。 

3．理解心理学的不同研究方法的利与弊。  

作业题： 

1.心理学要研究哪些问题，它的基本的任务是什么？ 

2． 心理学的研究有哪几种主要的类型？每种研究有什么特点？ 

3． 心理学有哪些主要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的特点是什么？ 

知识单元 3：第三章 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脑的进化 

一、神经系统的发生 

动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了神经系统，以后又产生了脑，这就为心理现象的产生准备了物质

基础。 

二、无脊椎动物的神经系统 

无脊椎动物是动物进化史上一个重要阶段，它繁盛于 6亿年前的寒武纪。在无脊椎动物的不同

发展阶段上，神经系统具有不同的发展水平。以蚯蚓和昆虫为例说明。 

三、低等脊椎动物的神经系统 

脊椎动物大约出现在 5亿年前的奥陶纪以后。又无脊椎动物进化到脊椎动物，在动物进化史上

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脊椎动物的身体形态和结构，神经系统、感觉器官和运动器官都比无脊椎动物

又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与此同时，脊椎动物的行为也更加复杂起来。 

四、高等脊椎动物的神经系统 

高等脊椎动物是指哺乳动物，包括啮齿类、食肉类和灵长类等动物。由于体温调节机能完善，

生活地带非常广阔，生活条件复杂多样，哺乳动物在形态和生态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哺乳动物的神



9650 

经系统更加完善，大脑半球开始出现沟回，从而扩大了皮层的表面积，这为大脑皮层担负更重要的

调节和指挥机能准备了物质基础。同时由于脑的不同部位机能的阿分化，特别是大脑皮层的结构和

机能的复杂化、完善化，使哺乳动物的心理和行为发展到更新的水平。 

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脊椎动物，脑的进化遵循着以下方向。 

（1）脑的相对大小的变化 

（2）皮层相对大小的变化 

（3）皮层内部结构的变化 

第二节 神经元 

一、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 

（1）神经元。神经元即神经细胞，是神经系统结构和机能的单位。它的基本作用是接受和传

送信息。神经元是具有细长突起的细胞，它有胞体、树突、和轴突三部分组成。神经元有各种不同

的形态。 

（2）胶质细胞。胶质细胞存在于神经元与神经元之间，是神经元数量的额 10倍，胶质细胞对

神经元的沟通有重要作用。 

二、神经冲动的传递 

（1）什么是神经冲动 

当任何一种刺激作用于神经时，神经元就会由比较静息的状态转化为比较活动的状态，这就是

神经冲动。神经冲动的电传导是指神经冲动在同一细胞内的传导。神经冲动沿着神经的运动跟电流

在导线内的运动不同。 

（2）神经冲动的电传导 

神经冲动的传导与动作电位的产生有密切的联系。神经冲动的传导服从于全或无法则；神经元

反应的强弱并不随外界刺激的强弱而改变。 

三、神经冲动的化学传导 

（1）突触的结构 

对脊椎动物来说，神经元之间在结构上没有细胞质相连，金互相接触。一个神经元与另一个神

经元彼此接触的部位，叫突触。突触具有特殊的细微结构。突出的特殊结构保证了神经冲动从一个

神经元传递到与它相邻的另一个神经元。 

（2）神经冲动的化学传导 

神经冲动在突触间的传递，是借助于神经递质来完成的。脑内神经元信号传递的主要方式，是

一化学物质为媒介的突触传递。突触分兴奋性突触和抑制性突触两种。 

四、神经回路 

神经元与神经元通过突触建立的联系，构成了极端复杂的信息传递与加工的神经回路。 

最简单的神经回路就是反射弧。反射弧一般由感受器、传入神经、神经系统的中枢部位、传出

神经和效应器五个基本部分组成。 

神经元的连接方式除了一对一的连接外，还有以下三种典型的方式，即发散式、聚合式和环式

等。 

第三节 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是指由神经元构成的一个异常复杂的机能系统。由于结构和机能的不同，可以将神经

系统分成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两部分。 

一、 周围神经系统 

周围神经系统通常由三个部分组成：脊神经；脑神经；植物性神经 

（1）脊神经。 

脊神经发自脊髓，穿穿锥间孔外出，共 31 对。脊椎神经具有四种不同的机能成分：一般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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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纤维；一般内脏感觉纤维；一般躯体运动纤维；一般内脏运动纤维。 

（2）脑神经。 

脑神经有脑部出发，共 12对。按顺序为：嗅神经；视神经；动眼神经；滑车神经；三叉神经；

外展神经；面神经；听神经；舌咽神经；迷走神经；副神经；舌下神经。 

（3）植物性神经。植物性神经系统分为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两个部分。交感神经和副交感

神经在功能上具有拮抗性质。一般吧交感神经看成是机体应付紧急情况的机构。而副交感神经的作

用则相反，它起着平衡作用，抑制体内各器官的过渡兴奋，使他们获得必要的休息。植物性神经过

去也叫 “自主神经”。意思是它不受中枢神经系统的支配，因而人们不能随意地控制内脏活动。 

二、中枢神经系统 

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脊髓与脑 

（1）脊髓。脊髓位于中枢神经的低级部位，位于脊椎管内，略成圆柱形，前后稍扁。脊髓的

主要作用有：脊髓是脑和周围神经的桥梁；脊髓可以完成一些简单的反射活动。在正常情况下，这

些反射是可以受脑支配的。 

（2）脑干。脑干包括延脑、桥脑和中脑。从进化的观点看，脑干是脑的最古老的部分。由脑

干控制的活动比脊髓控制的活动更复杂。脑干控制的活动大致是反射性的，就是说，脑干内的神经

联系主要是周围的和自动的。 

（3）间脑。间脑在脑干上方、大脑两半球的下部，有鸡蛋形的神经核团，叫丘脑。它的正下

方有一个更小的组织叫下丘他们共同组成间脑。 

（4）小脑。小脑在脑干的背面，分左右两半球。小脑表面的灰质制叫小脑皮层。面积约为 1000

平方厘米。小脑的主要作用是协助大脑维持身体的平衡与协调动作。 

（5）边缘系统。在大脑内侧面最深处的边缘，有一些结构，它组成一个统一的功能系统，叫

边缘系统。边缘系统与动物的本能活动有关；边缘系统海域记忆有关。 

三、 大脑的结构和机能 

（1）大脑的结构 

人的大脑分左右两半球，体积展中枢神经总体积的一半以上，重量约为脑的总重量的额 60％

左右。大脑是各种心理活动的中枢。大脑半球的表面布满深浅不同的沟或裂。大脑半球的表面有灰

质覆盖，也就是大脑皮层；大脑半球内面有白质组成。 

（2）大脑皮层的分区及机能 

1.初级感觉区。初级感觉区包括视觉区听觉区和机体感觉区，它们是接受和加工外界信息的区

域。  

2.初级运动区。它的主要功能是发出动作指令，支配和调节身体在空间的位置、姿势及身体各

部分的运动。  

3.言语区。言语区主要定位在大脑左半球，由较广大的脑区组成。若损坏了这些区域将引起各

种形式的失语症。  

4.联合区。联合区具有整合或联合功能，它不接受任何感受系统的直接输入。 

（3）大脑两半球一侧优势 

两半球在结构和功能上都有明显的差异。但是，大脑两半球功能的一侧化并不是绝对的。 

四、神经系统的发育 

神经系统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神经细胞连接的高度准确性。有研究发现，在发育过程中，神经

元的轴突向它的靶生长，并以高度精确的方式选择正确的靶位。它离开某些细胞，而选择其他的细

胞，与之形成永久的连接。 

第四节 脑功能的各种学说 

一、定位说 

脑功能的定位说开始于颅相说，认为每种官能都有对应的颅骨特征和位置。真正的定位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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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失语症病人的临床研究。 

二、整体说 

整体说强调脑功能的整体性，拉什利引申出了两条重要的原理：均势原理和总体活动原理。 

三、机能系统学说 

该学说认为，脑是一个动态的结构，是一个复杂的动态机能系统。大脑皮层的机能定位是一种

动态的和系统的机能定位。 

四、模块说 

这种学说认为，人脑在结构和功能上是由高度专门化并行对对立的模块组成的。这些模块复杂

而巧妙的结合，是实现复杂而细致的认知功能的基础。 

第五节 内分泌和神经—体液调节 

一、内分泌的概念 

内分泌系统也是一种整合性的调节机制。这种机制是通过内分泌腺分泌的化学物质来实现的。

内分泌腺对人类行为由很大影响，它可以决定：身体发育；一般的新陈代谢；心理发展；第二性征

的发展；情绪行为；有机体的化学合成。 

二、内分泌的分类及机能 

（1）甲状腺 

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激素能促进机体代谢机能，增进机体的发育过程。 

（2）副甲状腺 

副甲状腺激素分泌的副甲状腺激素，对保持血液和细胞内钙浓度有重要作用。 

（3）肾上腺 

肾上腺皮质分泌肾上腺皮质激素，它的作用是维持体内钠离子及水分的正常含量；肾上腺髓质

分泌肾上腺髓质激素，他的主要作用是兴奋交感神经，因而对有机体应付突然的事有重要的作用。 

脑垂体 

（4）脑垂体分泌的激素较多，并能控制多种不同的内分泌腺，因而具有主腺的称呼。 

（5）性腺 

性腺促进第二性征的发育。 

三、神经－体液调节 

所有内分泌腺的活动都受神经系统的调节与控制。神经系统通过内分泌腺的激素影响各种效应

器官的活动，这就叫神经——体液调节 

由于脑垂体的特殊作用，中枢神经系统调节内分泌腺的活动，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通过下

丘脑神经核，先影响脑垂体的活动，然后有脑垂体分泌各种激素；二是通过神经体液调节的方式来

调节内分泌活动。 

学习目标： 

1、 掌握脑的进化过程  

2、 掌握脑功能的各种学说  

3、 了解神经元、神经系统、内分泌和神经体液调节 

4. 重点是大脑皮层的机能分区，周围神经系统与中枢神经系统，难点是脑功能的各种学说。 

作业题： 

1、脑是怎样进化的?脑的进化有那些一般的趋势？ 

2、什么叫神经元?它的基本功能是什么？  

3、试说明神经冲动的传导的基本方式，什么是电传导和化学传导？ 

4、解释大脑皮层的功能及其在人类心理和行为中的重要意义? 

5．什么是裂脑研究？它对揭示脑的秘密有何重要的作用？ 

6．如何跟踪脑学说的发展，认识大脑活动的特点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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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4：第四章 感觉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感觉的一般概念 

一、什么是感觉 

感觉是人脑对事物的个别属性的认识，感觉不但提供了内外环境的信息，还保证了机体与环境

的信息平衡，也是一切较高级、较复杂的心理现象的基础，是人的全部心理现象的基础。 

感觉是神经系统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它和一切心理现象一样，具有反射的性质。感觉不仅包含

了感受器的活动，而且包含了效应器的活动。在感觉时感受器和效应器是的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 

二、近刺激和远刺激 

感觉是由体内、外的刺激影响我们的感觉器官产生的。心理学家考夫卡把刺激分为近刺激和远

刺激。 

近刺激是指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刺激；远刺激是指来自物体本身的刺激。远刺激是属于物体

自身的，因而不会有很大变化；而近刺激是感觉器官直接接受到的刺激，它每时每刻都在变化。 

三、感觉的编码 

神经系统不能直接加工外界输入的物理能量或化学能量，这些能量必须经过感觉器官的换能作

用，才能转化为神经系统能够接受的神经能或神经冲动，这个过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感觉编码。 

    缪勒最早提出感觉编码问题，并提出了神经特殊能量学说。现代生理学告诉我们，大脑直

接叫那个的材料是外物引起的神经冲动。感觉编码不仅发生在感官中，而且发生在神经系统的不同

层面上。近年来关于感觉编码的研究形成两种有代表性的理论。一种叫特异化理论这种理论主张，

不同性质的感觉是有不同的神经元来传递信息的。另一种理论叫模式理论或模块理论。这种理论认

为，编码是由整组神经元的激活模式引起的。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感觉系统中，神经系统

同时采用了特异性编码和模式编码。 

四、刺激强度与感觉大小的关系——感受性与感觉阈限 

人的感官只对一定范围内的刺激作出反应；只有在这个范围内的刺激，才能引起人们的感觉。

这个刺激范围及相应的感觉能力，我们称之为感觉阈限和感受性。 

（1）绝对感受性与绝对感觉阈限 

刺激物只有达到一定强度才能引起人们的感觉，刚能引起感觉的最小刺激量，叫绝对感觉阈限；

人的感官觉察这种微弱刺激的能力，叫绝对感受性。 

一般来说，人类各种感觉的绝对感受性都很高。 

（2）差别感受性和差别阈限 

两个同类的刺激物，他们只有达到一定的差异，才能引起差别感觉，即人们能够觉察出它们的

差别，或把它们区别开来。刚刚能引起差别感觉的刺激物间的最小差异量，叫差别阈限；对这一最

小差异量的感觉能力，叫差别感受性。 

差别阈限与差别感受性在数值上成反比例。差别阈限越少，即刚刚能够引起差别的刺激物间的

最小差异量越小，差别感受性就越大。 

韦伯定律：德国生理学家韦伯系统研究了触觉的差别阈限发现，为了引起差别感觉，刺激的增

量与远刺激量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即：对刺激物的差别感觉，取决于刺激物的增量与原刺激的比值，

用公式表示为：K＝△I/I。韦伯定律虽然揭示了感觉的某些规律，但它只适用于刺激的中等强度。 

（3）刺激强度与感觉大小的关系。 

1、对数定律。德国心理学家费希纳在韦伯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 刺激强度与感觉强度的

关系。他承认最小可觉差在主观上相等。因此任何感觉的大小都可有在阈限上增加的最小可觉差来

决定。根据这个假定得出费希纳定律，感觉的大小（或感觉量）是刺激强度（或刺激量）的对数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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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P=KlogI.费希纳定律提供了度量感觉大小的一个量表，对于许多实践部门有重要意义。但是他

假定所有最小可觉差在主观上相等，已经为事实所否定。费希纳定律也只有在中等强度动机时在适

用。 

2、乘方定律。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史蒂文斯用数量估计法研究了刺激强度与感觉

大小的关系认为，心理量是刺激量的乘方函数（或幂函数），即知觉到的大小是与刺激量的乘方成

正比例的。可用数学式表示为：P=Kin。乘方定律同样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在理论上，它说明

对刺激大小的主观尺度可以根据刺激物的物理强度的乘方来标定。在实践上，它可以为某些工程计

算提供依据。但是，用数量估计法所得到的乘方定律容易受到背景效应和反应偏向的影响。 

第二节  视 觉 

视觉式人类最重要的一种感觉。在人类获得的外界信息中 80％来自视觉。 

一、视觉刺激  

视觉刺激主要由光刺激作用于人眼所产生，适宜刺激为 380～780nm。光源的特性和具有反射

作用的物体表面的特性，决定了人的视觉特性。 

二、视觉的生理机制  

视觉的生理机制包括折光机制、感觉机制、传导机制和中枢机制。 

（1）眼球 

视觉器官，由眼球壁和眼球内容物构成。眼球外面还有三对眼外肌，它们分别受动眼神经、滑

车神经和外展神经的支配，使眼球能向不同的方向运动。 

（2）网膜的构造和换能作用 

网膜是眼球的光敏感层。其最外层是锥体细胞和棒体细胞，第二层含有双极细胞和其他细胞，

最内层含有神经节细胞。视觉感受器具有换能作用的物质叫视觉色素。 

（3）视觉的传导机制 

电信号从感受器产生之后，沿着神经传至大脑。传递机制由网膜双极细胞、视觉神经节细胞等

三级神经元实现。视觉的机制不仅把神经兴奋从外周传入中枢，而且对输入的信号进行了加工处理。

这对各种视觉现象的产生有重要的意义。 

视觉系统的侧抑制作用，也影响到神经信号的加工。侧抑制是动物感觉系统内普遍存在的一种

基本现象。由于侧抑制的作用，一个感受器细胞的信息输出，不仅取决于它本身的输入，而且也取

决于邻近细胞对它的影响。 

（4）视觉的中枢机制。 

从 20世纪 60年代以来，休伯和威赛尔等对视觉感受野的系统研究，对解释视觉的中枢机制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视觉感受野是指视网膜上的一定区域或范围。当它受到刺激时，能激活视觉系统

与这个区域有联系的各层神经细胞的活动。 

根据感受野的研究，休伯等人认为，视觉系统的高级神经元能够对呈现给网膜上的、具有某种

特性的刺激物作出反应。这种高级神经元叫叫特征觉察器，由此保证了机体对环境中提供的视觉信

息作出选择性的反应。 

近年来视觉研究有了很多新的发现。有研究表明，视觉系统中存在两条通路：一条是大细胞通

路，另一条是小细胞通路。视觉方面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参与视觉分析的不仅有脑的枕叶，而且

有大脑的其他区域。对感受野的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视觉系统对运动方向的分析，早在视神经节细

胞的感受野中就已开始，而不只是发生在视皮层上。 

（5）视觉的反馈性调节。 

视觉不仅依赖于视觉感受器的活动，而且依赖于中枢对视觉器官的反馈性调节。就是说，由感

受器输入的外界信息，经过头脑的加工，将通过传出神经调节视觉器官的活动，使视觉器官更有效

地感知外部世界。 

三、视觉的基本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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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线的基本特性有：强度、空间分布、波长和持续时间。我们的视觉系统在反应光的这些特性

时，便产生了一系列视觉现象。 

（1）明度 

明度与视亮度。明度是眼睛对光源和物体表面的明暗程度的感觉，主要是由光线强弱决定的一

种视觉经验。视亮度是指从白色表面到黑色表面的感觉连续体，它是由物体表面的反射系数决定的，

而与物体的照度无关。 

明度的绝对阈限与差别阈限。明度的绝对阈限与差别阈限的大小，都与光刺激作用的网膜部位

有关。 

明度与波长。在可见光谱范围内，人眼对不同波长的感受性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光照条件下，

人们的视觉机制是不同的。 

（2）颜色 

1、什么是颜色 

颜色是光波作用于人眼所引起的视觉经验。颜色具有色调、明度和饱和度三个特性。 

2、颜色混合 

颜色混合分为色光混合和颜色混合。色光混合是将具有不同波长的光混合在一起。颜料混合是

指颜料在调色板上的混合，或油漆、油墨的混合。颜色的两种混合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 

3、色觉缺陷 

色觉缺陷。包括色弱和色盲。 

色觉正常的人可以用三种波长的光来匹配光谱上任何其他波长的光，因而称三色觉着。色弱患

者对三种波长的感受性均低于正常人。在刺激光较弱时，这些人几乎分辨不出任何颜色。色盲又分

为全色盲和局部色盲两类。患全色盲的人只能看到灰色和白色，丧失了对颜色的感受性。患局部色

盲的人经验到的颜色范围比正常人要小的多。 

4、色觉理论 

色觉理论。色觉理论有三色说和对立过程理论。三色说假定，人的视网膜有三种不同的额感受

器，每种感受器只对光谱的一个特殊成分敏感，当光刺激作用于眼睛时，将在三种感受器中引起不

同程度的兴奋。各种颜色经验是由不同感受器按相应的比例活动而产生的；对立过程理论认为，视

网膜存在着三对视素，它们在光的刺激作用下表现为对抗过程，被称为同化作用和异化作用。 

根据研究发现，在网膜水平上色觉是按三色理论提供的原理产生的。而在视觉系统更高级的水

平上，存在着功能对立的细胞，颜色的信息加工表现为对立的过程。 

（3）视觉中的空间因素。 

1、视觉对比。视觉对比是由光刺激在空间上的不同分布引起的视觉经验，分为明暗对比与颜

色对比；明暗对比是由光强在空间上的不同分布造成的；颜色对比是指一个物体的颜色会受到它周

围物体颜色的影响而发生色调的变化。 

2、边界突出与马赫带。马赫带是指人们在明暗变化和边界上，常常在亮区看到一条更亮的光

带，而在暗区看到一条更暗的线条。 

3、视敏度。视敏度是视觉系统分辨最小物体或物体细节的能力。医学上称之为视力。视敏度

的大小通常用视角大小来表示。视敏度一般可分为最小可见敏度、最小间隔敏度和游标敏度三种。 

（4）视觉中的时间因素。 

视觉系统不仅分析视觉刺激的空间特性，而且分析刺激的时间特性。 

1、视觉适应。视觉适应是指由于刺激物的持续作用而引起的视觉器官感受性的变化。可区分

为暗适应和明适应。暗适应是指照明停止或由亮处转入暗处时视觉感受性提高的过程；明适应是指

照明开始或由暗处转入亮处时人眼感受性下降的时间过程。 

2、后像。刺激物对感受器的作用停止以后，感觉现象并不立即消失，它保留一个短暂时间，

这种现象叫后像。后像分为正后像和负后像两种。 

3、闪光融合。断续的闪光由于频率加快，使人得到融合的感觉，这种现象叫闪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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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视觉掩蔽。在某种时间条件下，当一个闪光出现在另一个闪光之后，这个闪光能影响到对

前一个闪光的觉察，这种效应称为视觉掩蔽。视觉掩蔽有光的掩蔽、图形掩蔽、视觉噪音掩蔽等。 

第三节  听 觉  

人的感觉除视觉外，另一种重要的感觉就是听觉。听觉在动物和人的适应行为中有重要的作用。 

一、听觉刺激  

声波是听觉的适宜刺激，它是由物体振动产生的，其物理性质包括频率、振幅和波形。人耳所

能接受的振动频率为 16Hz～20 000Hz。声波的这些特性决定了听觉的基本特性：音调、音响和音

色。 

二、听觉的生理机制  

（1）耳的构造和功能。耳朵是人的听觉器官，由外耳、中耳和内耳三部分组成。 

（2）听觉的传导机制和中枢机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听觉系统的单个神经元编码声音的频

率。不同神经元的不同频率有最大的敏感性。 

三、听觉的基本现象  

（1）音调。主要由声波频率决定的听觉特性。声波频率不同我们听到的音调高低也不同。音

调是一种心理量，它和声波的物理特性――频率的变化不完全对应。音调不仅决定于频率的高低，

而且还受到一系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声音的持续时间、声音强度和复合音的音调等。 

（2）人耳对声音频率的分析。包括频率理论、共鸣理论、行波理论和神经齐射理论。频率理

论认为，内耳的基底膜是和镫骨按相同的频率运动的，震动的数量与声音的原有频率相适应。共鸣

理论强调了基底膜的振动部位对产生听觉的作用，因而也叫位置理论。行波理论认为声波传入人耳，

引起整个基底膜的振动，振动从耳蜗底部开始，逐渐向蜗顶推进，振动的幅度也逐渐增高。振动运

行到基底膜的某一部位，振幅达到最大值，然后停止前进而消失。神经齐射理论认为，当声音频率

低于 400HZ时，神经纤维将按照齐射原则发生作用，但当声音频率超过 5000HZ时位置理论是对频

率进行编码的唯一基础。 

（3）音响。音响是由声音强度或声压水平的一种听觉特性。声音强度大，听起来响度高反之

则低。音响还和声音频率有关。 

（4）声音的掩蔽。一个声音由于同时起作用的其他声音的干扰而使听觉阈限上升的现象，称

之为声音的掩蔽。 

第四节 其他感觉  

一、皮肤感觉  

（1）皮肤的概述。刺激作用于皮肤引起各种各样的感觉，叫肤觉。肤觉的基本形态有触觉、

冷觉、温觉和痛觉四种。肤觉对人类的正常生活和工作有重要的意义。人们对空间特性的认识和触

觉分不开。 

（2）触压觉。由非均匀分布的压力（压力梯度）在皮肤上引起的感觉，叫触压觉。分触觉和

压觉两种。触压觉的感受器是分布于真皮内的几种神经末稍。皮肤的不同部位具有不同的触觉感受

性。 

（3）温度觉。皮肤表面温度的变化是温度觉的适宜刺激。皮肤表面的温度称为生理零度，高

于生理零度的温度刺激，引起温觉；低于生理零度的温度刺激，引起冷觉。身体的不同部位，生理

零度不同，因而对温度刺激的敏感程度也不同。温度觉还取决于受刺激的皮肤面积的大小。 

（4）痛觉。痛觉的感受器是皮肤下各层中的自由神经末稍。引起痛觉的刺激物很多。任何一

种刺激当它对有机体具有损伤或破坏作用是，都能引起痛觉。 

二、嗅觉和味觉  

（1）嗅觉是由有气味的气体物质引起的。嗅觉对不同性质的刺激物有不同的感受性；它和环

境因素、机体状态有关；适应会使嗅觉感受性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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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味觉。其适宜刺激是溶于水的化学物质。味觉有甜、苦、酸、咸四种。味觉的感受器是

分布在舌面各种乳突内的味蕾。味觉的适应和对比作用都很明显。 

三、内部感觉  

内部感觉是指反应机体内部状态和内部变化的感觉。包括动觉、平衡觉、和内脏感觉。 

（1）动觉。也叫运动感觉，是随意运动的重要基础。它反应身体各部分的位置、运动以及肌

肉的紧张程度，是内部感觉的一会总重要形态。 

（2）平衡觉。也叫静觉，是由人体作加速度的直线运动或旋转运动是所引起的。平衡觉的感

受器位于内耳的前庭器官，包括半规管和前庭两部分。平衡觉与视觉。内脏感觉都有联系。 

（3）内脏感觉。也叫机体觉，是由内脏的活动作用于脏器壁上的感受器产生的。内脏感觉性

质不确定，缺乏准确的定位，因此又叫“黑暗”感觉。 

本章学习目标： 

1．了解感觉的基本特性与种类； 

2．了解各种感觉现象及其生理机制； 

3．掌握刺激强度与感觉大小的关系——感受性与感觉阈限； 

4. 重点是刺激强度和感觉强度的关系、视觉的基本现象以及听觉的基本现象。难点是视觉和

听觉的生理机制。 

作业题： 

1．什么是感觉？感觉在人类的生活和工作中有什么意义？ 

2．试分析感觉阈限与感受性的相互关系。 

3．什么是神经特殊能学说?如何评价？ 

4．视觉系统是怎样编码由外界输入的信息的？ 

5．什么叫现代对立色理论，它和传统的色觉理论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6．试说明暗适应与明适应的特点及机制，了解视觉适应在生活中有什么重要意义？。 

7．用视觉掩蔽说明视觉中的时间因素。 

9．简单评述听觉的频率理论和位置理论。 

10．肤觉在人类生活中有什么重要意义？ 

11．温度对味觉感受性有什么影响？ 

知识单元 5：第五章  知觉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知觉的一般概念  

一、什么是知觉  

知觉是客观事物直接作用于感官而在头脑中产生的对事物整体的认识。知觉与感觉一样，是事

物直接作用于感官产生的，知觉以感觉为基础，但它不是个别感觉信息的简单总和；知觉作为一种

活动、过程，包含了互相联系的几种作用：觉察、分辨和确认。在知觉过程中，人对事物的觉察、

分辨和确认的阈限值是不一样的。 

二、知觉中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加工 

知觉依赖于直接作用于感官的刺激物的特性，对这些特性的加工叫自下而上的加工，或数据驱

动加工； 

人的知觉系统不仅加工由外部输入的信息，而且要加工在头脑中已经存在的信息，后面这种加

工叫自上而下的加工或概念驱动加工 

三、知觉的生理机制  

现代神经生理学和神经心理学揭示了大脑皮层不同区域的分析、综合机能。除了皮层感觉区外，

额叶在人的知觉活动中也有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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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知觉的种类  

根据知觉时起主导作用的感官的特性，可以把知觉分成视知觉、听知觉、触知觉、嗅知觉、味

知觉等等。根据人脑所认识的事物特性，可以把知觉分成空间知觉、时间知觉和运动知觉。 

知觉的一种特殊形态叫错觉，人在出现错觉视，知觉的映象与事物的客观情况不相符合。 

第二节  知觉的特性  

一、知觉的对象与背景 

人在知觉客观世界时，总是有选择地把少数事物当成知觉的对象，而把其他事物当成知觉的背

景，以便更清晰地感知一定的事物与对象。在这个意义上知觉过程是从背景中分出对象的过程。 

知觉的对象从背景中分离，与注意的选择性有关。知觉的对象与背景不仅相互转化，而且也相

互依赖；知觉中对象和背景的关系，不仅存在于空间的刺激组合中，而且存在于时间系列中。对一

个物体的知觉往往受到前后相继出现的物体的影响。 

发生在前面的知觉直接影响到后来的知觉，产生了对后续知觉的准备状态，这种现象叫知觉定

势。  

二、知觉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在知觉活动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是辩证的、互相依存的。人的知觉系统具有个别属性、个别

部分综合成为整体的能力，知觉的整合作用离不开组成整体的各个成分的特点；人对个别成分（或

部分）的知觉，又依赖于事物的整体特性；人对整体的知觉还可能优先于对个别成分的知觉。 

知觉的整体性是知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依赖于刺激物的结构，即刺激

物的空间和时间分布，而且依赖于个体的知识经验。知觉的整体性提高 了人们知觉事物的能里力。 

三、理解在知觉中的作用 

人们在知觉过程中，不是被动地把知觉对象的特点登记下来，而是以过去的知识经验为依据，

力求对知觉对象作出某种解释，使它具有一定的意义。  

理解帮助对象从背景中分出，也有助于知觉的整体性，还能产生知觉期待和预测。 

四、知觉的恒常性  

（1）什么是知觉的恒常性。 

当知觉的客观条件在一定范围内发生改变时，我们的知觉映象在相当程度上却保持着它的稳定

性，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一个重要特性。 

（2）知觉恒常性的种类。 

在视觉范围内，恒常性的种类有：形状恒常性、大小恒常性、明度（或视亮度）恒常性和颜色

恒常性。 

（3）影响知觉恒常性的条件。 

知觉恒常性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视觉线索有重要的作用。视觉线索是指环境中的各种参

照物给人们提供的物体距离、方位和照明条件的信息。这些信息对维持知觉的恒常性有重要的意义。 

视觉线索说明了人的知识经验对恒常性有重要的影响。恒常性对于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有重

要的意义。 

五、知觉适应  

当视觉的输入发生变化时，我们的视觉系统能够适应这种变化，使之恢复到正常的状态。20

世纪中叶，一些心理学家比较了动物和人的视觉适应，发现不同动物的视觉适应能力是不一样的。 

第三节  空间知觉  

空间知觉是人对客观世界物体的空间关系的认识。它包括形状知觉、大小知觉、深度知觉于距

离知觉、方位知觉与空间定向等。 

一、形状知觉  

（1）形状的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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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相信，对形的识别开始与对原始特征的分析与检测。对图形的原始特征的分析，是由

视觉系统的特征觉察器来完成的。 

（2）轮廓与图形。 

图形可以定义为视野中的一个面积，它借助可以看见的轮廓而从其余部分分离出来。因此在图

形中，轮廓代表了图形及其背景的一个分界面。，它是在视野中邻近的成分出现明度或颜色的突然

变化时出现的。 

一个物体的轮廓，不仅受空间上邻近的其他物体轮廓的影响，而且也受时间上前后出现的物体

轮廓的影响。 

（3）图形的组成。 

图形的组织原则：领近性、相似性、对称性、良好连续、共同命运、封闭、线条方向、简单性。 

（4）图形识别。 

图形识别是指人们利用已有的知识经验和当前获得的信息，确定知觉的图形是什么。人对图形

的识别不仅依赖于当前输入的信息，而且依赖于人们已有的知识和经验。 

（5）注意在图形知觉中的作用。 

现代一些研究认为，在特征整合中注意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没有注意参加时，特征可能时游离

的，因而可能下出现错误的结合；在注意的参与下，人们可能知觉到事物的整体。 

（6）眼动与形状知觉。 

在形状知觉中，眼动具有重要的意义。眼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微小的、不随意的眼动；一类

是随意的、较大的眼动。 

二、大小知觉  

（1）大小－距离不变假设。 

知觉的物体的大小与物体在网膜上投影的大小由关系。人们在知觉物体大小时，不自觉地解决

了大小与距离的关系，即物体大小＝网像大小*距离。这就是大小－距离不变假设。它指出，一个

特定的网像大小说明了知觉大小和知觉距离的一种不变的关系。 

（2）物体的熟悉性对大小知觉的作用。 

当物体距离改变时，虽然网膜投影的大小随之改变，但熟悉的大小使人们能较准确地知觉到物

体实际的大小。 

（3）临近物体的大小对比。 

两个实际大小相等的物体，当一个物体处在细小物体的包围中，而另一个处在较大物体的包围

中时，我们知觉到的物体的大小是不同的。 

（4）体态变化与大小知觉。 

人类常以直立的姿势感知外部世界。身体姿势和环境间的正常关系是维持大小恒常性的重要条

件。 

三、深度知觉和距离知觉  

距离知觉、深度知觉比形状知觉更复杂，涉及三维空间的知觉。 

（1）肌肉线索（生理线索）：包括调节和辐合。 

（2）单眼线索： 

单眼线索是指用一只眼睛就能感受到深度线索。单眼线索包括对象重叠（遮挡）、线条透视、

空气透视、相对高度、纹理梯度（结构极差）、运动视差与运动透视。 

（3）双眼线索――两眼视差。 

人们知觉物体的距离与深度，主要依赖于两眼提供的线索，叫两眼视差。 

四、方位定向  

（1）视觉的方位定向。 

人们的视觉定向必须借助于各种客观的参照物。视觉定向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学会的。 

（2）听觉的方位定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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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耳朵确定声源的方向，就叫听觉的方向定位。人的听觉定向有以下几个规律：对来自人体左

右两侧的声源容易分辨，从不互相混淆；头部中切面上的声音容易混淆；如果以两耳连线的中点为

顶点作一圆锥，那么从圆锥面上各点发出的声音容易混淆。 

在声音的方向定位中，除了耳朵的作用外，动觉和视觉也起作用。 

第四节  时间知觉与运动知觉  

一、时间知觉  

（1）什么叫时间知觉。 

时间知觉是人们知觉到客观事物和事件的连续性和顺序性。有四种形式：对时间的分辨、确认、

估量和预测。 

时间知觉时间知觉与空间知觉又有密切的联系。正确的估计时间，在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有重

要意义。 

（2）时间知觉的各种依据。 

时间知觉的各种依据有：根据自然界的周期性现象；根据有机体各种节律性的活动；借助计时

工具。 

（3）影响时间知觉的各种因素。 

影响时间知觉的各种因素有：感觉通道的性质；一定时间内事件发生的数量和性质；人的兴趣

和情绪。 

二、运动知觉  

（1）什么叫运动知觉。 

运动知觉是指物体的运动特性直接作用于人脑，为人所认识。在运动知觉中，触网膜映象流和

中枢动作指令提供的运动信息外，运动物体的其他一些特性对视网膜的作用，也有重要意义。 

（2）真正运动的知觉。 

是指物体按特定速度或加速度，从一处向另一处作连续的位移而引起的知觉。运动知觉直接依

赖于对象运动的速度。运动知觉的阈限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3）似动：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人们在静止的物体间看到了运动，或者在没有

连续位移的地方看到了连续的运动。主要形式有动景运动、诱发运动、自主运动及运动后效。 

第五节 错觉  

一、什么叫错觉  

我们的知觉不能正确的表达外界事物的特性，而出现的种种歪曲，叫错觉。 

二、错觉的种类  

错觉的种类常见有大小错觉、形状和方向错觉、形重错觉、倾斜错觉、运动错觉、时间错觉。

其中大小错觉和形状、方向错觉有时统称为几何图形错觉。 

三、错觉理论  

错觉的理论包括眼动理论、神经抑制作用理论、深度加工和常性误用理论等。 

（1）眼动理论认为我们在知觉几何图形时，眼睛总在沿着图形的轮廓或线条作有规律的扫描

运动。当人们扫视图形的某些特定部分时，由于周围轮廓的影响，改变了眼动的方向和范围，造成

取样的误差，因而产生各种知觉错误。 

（2）神经抑制作用理论认为当两个轮廓彼此接近时，网膜内的侧抑制过程改变了有轮廓所刺

激的细胞的活动，因而使神经兴奋分布中心发生变化，结果看到的轮廓发生了相对位移，引起错觉。 

（3）深度加工和常性误用理论认为错觉具有认知方面的根源，是人们误用了知觉恒常性的结

果。把错觉与知觉联系起来，强调了深度线索在错觉产生中的作用，因而也叫深度加工理论。 

本章学习目标： 

1．了解知觉的基本特性和生理机制，了解知觉的种类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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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知觉加工的过程；3．掌握知觉恒常性的概念并理解其影响因素。 

4.重点：知觉对象与背景的关系、知觉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知觉恒常性的概念和影响因素；难

点是 知觉的生理机制、 深度知觉和距离知觉的线索 

作业题： 

1、 什么是知觉？知觉的对象与背景的关系怎样？请列举日常生活现象说明对象与背景的关

系。 

2、 用事实分析知觉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3、 什么是知觉的恒常性？想一想知觉的恒常性是怎样产生的？ 

4、 图形组织的原则有哪些？ 

5、 什么叫双眼视差？怎样解释它在深度知觉中的作用？ 

6、 人的听觉定位有哪些规律与特点？ 

7、 影响时间知觉的因素有哪些？ 

8、 什么叫似动？它在什么情况下发生？ 

知识单元 6：第六章  意识和注意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意识的一般问题 

一、什么是意识  

意识概念本身很复杂，它可以从不同的的角度进行理解。 

（1）意识是一种觉知 

（2）意识是一种高级的心理官能 

（3）意识还是一种心理状态 

二、什么是无意识  

无意识是相对意识而言的，是个体不曾觉察到的心理活动和过程。按照精神分析学派弗洛伊德

的观点，无意识包括大量的观念、愿望、想法等，这些观念和愿望因为和社会道德存在冲突而被压

抑，不能出现在意识中。 

常见的无意识现象有：无意识行为、对刺激的无意识、盲视等。 

三、意识的局限性及能动性  

意识经验不是外部世界的镜像，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有许多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的事物活刺激，

人们并没有意识到。意识的局限性源于：感觉器官的特性；当人们专注于一件事情时，通常会对其

他事情视而不见，在同一时间内可以进入意识的信息量时有限的，意识很难在同一时间内容纳过多

的东西；也源于认知的加工过程。   

意识不是被动地反映世界，人们可以有限度地超越外部的信息内容，在其范围之外建构他们的

意识。 

四、生物节律的周期性与意识状态  

意识状态的变化是与个体身体功能的周期性变化密切相关的。人的生物节律，即人体的基本生

理活动、过程和心理状态的周期性自然变化，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当体温

及其他生理指标达到一天中的最高水平时，个体的工作效率最高。 

第二节  几种不同的意识状态  

一、睡眠与梦  

（1）睡眠 

1、睡眠及其阶段 

根据脑电波的特征可将睡眠分为 4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为混合的、频率和波幅都较低的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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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在这个阶段个体处于潜睡状态，但容易被外部的刺激惊醒，大约持续 10分钟。 

第二阶段偶尔会出现被称为“睡眠锭”的脑电波。在这一阶段，个体较难被唤醒，大约持续

20分钟。 

第三阶段的脑电波频率会继续降低，波幅变大，出现△波，有时也会出现“睡眠锭”波。这一

阶段大约持续 40分钟。 

第四阶段的大多数脑电波为△波。这一阶段通常被称为深度睡眠。 

在睡眠者经过上述四个阶段后，接着似乎又进入第一阶段的睡眠，但这是并不重复上面的过程，

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被称为快速动眼睡眠的阶段。这一时期的脑电波与个体清醒状态时的脑

电活动很相似。睡眠者的眼球开始快速左右上下移动，而且通常伴随着栩栩如生的梦境。第一次快

速动眼睡眠一般持续 5分钟至 10分钟再过大约 90分钟后，会有第二次快速动眼睡眠，持续时间通

常长于第一次。而在这周期性的循环中，随着渐渐接近黎明，第四阶段与第三阶段的睡眠会逐渐消

失。 

2、睡眠的功能 

对书面功能存在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睡眠使工作了一天的大脑和身体得到休息；另一种

解释是与生物进化有关的生态学理论。该观点认为动物睡眠的目的是避免消耗能量，以及在一天中

不适应的那段时间里避免受到伤害。 

3、失眠。 

入睡困难或睡眠不好的现象通常称为失眠。对有些人来说，入睡难的问题显得很有规律，并对

正常生活有不良的影响。这时候，失眠就成为一种病症，称为失眠症。失眠通常会伴随其他方面的

问题，对个体的生理功能及日常生活有一定的影响。 

（2）梦 

长期以来对梦的解释一直存在分歧，有如下观点:精神分析的观点,认为梦是潜意识过程的显

现，是通向潜意识的最可靠途径，或者说是被压抑的潜意识冲动或愿望以改变的形式出现在意识中；

生物学的观点，认为梦的本质是我们对脑的随机神经的主观体验；认知的观点，认为梦担负着一定

的认知功能。 

二、催眠   

（1）催眠：另一种意识状态。催眠并不是睡眠，催眠时的脑电记录与个体在清醒状态时是一

样的，在催眠状态下，个体的思维、语言和活动是在催眠师的指示或指引下进行的，失去了独立思

考和行动的能力。 

（2）对催眠的不同解释 

社会认知或角色扮演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催眠并不神秘或奇怪，它的作用只是反映了催眠师

与催眠者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 

意识功能分离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人的意识有执行和监督两种基本功能，而在催眠状态下，

个体进入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其执行功能正常，并接受催眠师的指令，而监督功能不起作用。 

（3）催眠的应用。 

现在催眠已被广泛应用于心理治疗、医学、犯罪侦破和运动等方面。 

三、白日梦与幻想 

个体精力不集中、思想开小差的现象通常称为白日梦，程度较严重师，称为幻想。研究表明每

个人都有白日梦的经历。很大程度上白日梦是基于个体的记忆或想象的内容自发产生的。 

第三节  注意的一般概述  

一、注意的基本概念  

（1）什么是注意。 

注意和意识紧密相关但不同于意识，注意是心理活动或意识对一定对象的指向与集中，具有指

向性和集中性两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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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注意和意识。 

一方面注意不等同于意识，注意是一种心理活动或“心理动作”，而意识是一种心理内容或体

验，与意识相比，注意更为主动和易于控制；另一方面，注意和意识密不可分，当人们处于注意状

态时，意识内容比较清晰。人的注意所指向的内容，一般处于意识活动的中心。 

（3）注意的外部表现。 

注意是一种内部心理状态，可以通过人的外部行为表现出来。注意的外部表现可以作为研究注

意的客观指标。但是注意作为一种内部心理状态，它和外部行为表现之间，并不总是一一对应的。 

（4）注意的功能。 

基本功能是对信息进行选择。另外，注意也是完成信息处理过程的重要心理条件，保证了事物

更清晰的认识、更准确的反应和更可控有序的行为。 

二、不随意注意、随意注意和随意后注意 

（1）不随意注意。 

是指事先没有目的、也不需要意志努力的注意。这种情况下，注意的引起与维持不是依靠意志

的努力，而是取决于刺激物本身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说，不随意注意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注意。在

这种注意活动中，人的积极性水平较低。 

引起不随意注意的原因有刺激物自身的特点包括刺激物的新异性、刺激物的强度、运动变化等；

也有人本身的状态的影响，包括人自身的需要、情感、兴趣等。 

（2）随意注意。 

随意注意是指有预定目的、需要一定意志努力的注意。在种系发展上，随意注意出现的较晚。 

引起注意的主要原因有：对注意目的与任务的依从性、对兴趣的依从性、对活动组织依从性、

对过去经验的依从性、对人格的依从性等。 

（3）随意后注意。 

是注意的一种特殊形式。从特征上讲，它同时具有不随意注意和随意注意的某些特征；从发生

上讲，随意后注意是在随意注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随意后注意既服从于当前的活动目的与任务，又能节省意志的努力，因而对完成长期、持续的

任务有利。 

三、选择性注意、持续性注意与分配性注意 

（1）选择性注意：是个体在同时呈现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刺激中选择一种进行注意，而忽略

另外的刺激。 

（2）持续性注意：指在一定时间内保持在某个认识的客体或活动上，也叫注意的稳定性。持

续性注意是衡量注意品质的一个重要指标。持续性注意通常用警戒作业来测量。 

注意的动摇又两种解释：一是认为注意动摇是由于感觉器官的局部适应，使对物体的感受性交

替而短暂地下降；另一种认为，注意动摇是有机体的节律性活动引起的。 

（3）分配性注意：是指个体在同一时间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刺激进行注意，或将注意分配到

不同的活动中。分配注意是完成复杂工作任务的重要条件。注意分配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同时进

行的几种活动的熟练程度或自动化程度。 

第四节  注意的生理机制及认知理论  

一、 注意的生理机制  

注意和其他心理现象一样，是由神经系统不同层次、不同脑区的协同活动来完成的。 

（1）朝向反射 

朝向反射是由情境的新异性所引起的一种复杂而又特殊的反射，是注意最初级的生理机制。朝

向反射是由新异刺激物引起的，在朝向反射出现时出现一系列身体变化，有助于提高动物感官的感

受性，并能动员全身的能量资源以应付个体面临的活动任务。 

（2）脑干网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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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从脊髓上端到丘脑之间的一种弥散性的神经网络，一个神经元可以和周围的神经元形成突

触；一处受到刺激就可以引起周围细胞的广泛兴奋。网状结构不传递环境中的特定信息，但它对维

持大脑一般性活动水平，保证大脑有效加工特定的信号，具有重要的意义。 

（3）边缘系统和大脑皮层的功能 

边缘系统是由边缘叶、附近皮层和有关的皮层下组织构成的一个统一的功能系统，它是调节皮

层紧张性的结构，又是对新旧刺激物进行选择的重要结构；产生注意的最高部位是大脑皮层，大脑

皮层对皮层下组织其调节、控制作用，还是主动调节行动、对信号进行选择的重要器官；人脑额叶

直接参与由言语指示所引起的激活状态。 

近些年来，有研究者提出对某一对象的注意需要三个脑区的协同活动分别是：认知对象或认知

活动的大脑功能区；能提高脑的激活水平的丘脑神经元；大脑前额叶的控制区，可以选择某些脑区

作为注意的对象，提高其激活水平，使激活维持一定的程度和时间。 

二、注意的认知理论 

（1）注意的选择功能。 

从 20世纪 60年代以来，心理学家对注意的选择功能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模型。

这些理论解释了注意的选择作用的实质，以及人脑对信息的选择究竟发生在信息加工的哪个阶段

上。 

这些理论模型主要有：过滤器理论；衰减理论；后期选择理论；多阶段选择理论。 

（2）注意与认知资源分配。 

1、认知资源理论；该理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注意，即注意是如何协调不同的认知任务或

认知活动的。 

2、双加工理论：自动化加工和意识控制加工。 

本章学习目标： 

1．区分意识与无意识的概念； 

2．了解几种不同的意识状态； 

3．理解注意的概念和生理机制； 

4．理解注意的认知理论。 

5.重点是意识与无意识的概念；难点是注意的认知理论。 

作业题： 

1、 什么是意识和无意识？ 

2、 如何理解意识的局限和能动作用。 

3、 睡眠分为哪些阶段？如何解释梦？ 

4、 注意有哪些分类？ 结合自己的理解，谈谈注意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的重要性。 

5、 简要评述注意的几种认知理论。 

知识单元 7：第七章 记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记忆的一般概念 

一、什么是记忆  

记忆是在头脑中积累和保存个体经验的心理过程，运用信息加工的术语讲，记忆就是人脑对外

界输入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和提取的过程。记忆是一种积极、能动的活动；是保存个体经验的形

式之一。 

二、记忆的作用  

记忆和其他心理活动密切联系，在知觉中，人的过去经验有总要的作用；记忆在个体的心理发

展中有重要作用，同时记忆还联结着人们的心理活动的过去和现在，是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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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能。 

三、记忆的分类  

（1）情景记忆和语义记忆 

图尔文将长时记忆分为两类，情景记忆是指人们根据时空关系对某个事件的记忆；语义记忆是

指人们一般知识和规律的记忆。 

（2）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 

内隐记忆是指个体无法意识的情况下，过去经验对当前作业产生的无意识的影响，又叫自动的

无意识记忆；外显记忆是指在意识的控制之下，过去经验对当前作业产生的有意识的影响。 

（3）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 

根据信息保持时间的长短进行的分类。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的区分只是相对的，它

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4）程序性记忆和陈述性记忆 

程序性记忆指如何做事情的记忆，包括对知觉技能、认知技能和运动技能的记忆，这类记忆往

往需要通过多次尝试才能逐渐获得，在利用这类记忆时往往不需要意识的参与；陈述性记忆是指对

有关事实和事件的记忆，可通过语言传授而一次性获得，它的提取往往需要意识的参与。 

四、记忆结构及其加工过程  

按照现代信息加工的观点，记忆是一个结构性的信息加工系统。所谓结构性是指记忆在内容、

特征和组织上有明显的差异。记忆结构的三个子系统：感觉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 

另外，记忆又是一个过程，它是在一定时间内展开的，可以区分为前后联系的一些阶段。记忆

的三个基本过程是：编码、储存和提取，任何外界信息只有经过这些过程，才能称为个体可以保持

和利用的经验。 

第二节  记忆的神经生理机制  

神经心理学家是从分析的角度对记忆的神经机制进行研究。 

一、记忆的脑学说  

（1）整合论。拉胥里最早提出记忆的非定位理论或称为整合理论，认为记忆是整个大脑皮层

活动的结果，它和脑的各个部分都有关系，而不是皮层上某个特殊部位的机能。 

（2）定位论。法国医生布洛卡提出脑机能定位的思想，即定位说，认为脑的机能都是由大脑

的一些特定区域负责的，记忆和大脑的一些特定区域有关。 

（3）SPI理论。SPI是指串行、并行和独立，用这三个词说明多重记忆系统之间的关系。该理

论认为记忆系统是由多个执行特定功能的记忆模块构成。这些记忆模块的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信

息以串行加工方式记入记忆系统；信息以并行的方式存储在各个特定的记忆模块中，各个子系统之

间是相互对立的。 

二、记忆的脑细胞机制  

（1）反响回路 

通过脑电现象和神经结构的研究发现，反响回路可能是短时记忆的生理基础。反响回路是指神

经系统中皮层和皮层下组织之间存在的某种闭合性神经环路。当外界刺激作用于神经环路的某一部

分时，回路便产生神经冲动。刺激停止后，这种冲动并不立即停止，而是继续在回路中往返传递并

持续一段短暂的时间。 

（2）突触结构 

现在神经生理学家普遍接受的一种观点是，作为人类长时记忆的神经基础包含者神经突触的持

久性改变，这种变化往往是由特异的神经冲动导致的。进来的研究表明，神经元和突触结构的改变

是短时记忆向长时记忆过渡的生理机制。 

（3）长时增程作用 

是指在海马内的一种神经通路中，存在着一系列短暂的高频动作电位，能使该通路的突触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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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有研究发现，海马的神经元具有形成长时记忆所需要的塑造能力。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海马

是长时记忆的暂时性储存场所。利用长时程增强机制，海马能对新习得的信息进行为期数小时乃至

数周的加工，然后再将这种信息传输到大脑皮层中一些相关部位作更长时间的存储。 

三、记忆的生物化学机制  

神经元的电活动不仅会引起神经元突触结构的改变，而且会导致神经细胞内部的生物化学变

化，这些变化包括： 

（1）核糖核酸 

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兴起，使得科学家相信，记忆是由神经元内部的核糖核酸的分子结

构来承担的。海登等人把大分子看做是信息的“储存所”，并认为 RNA和 DNA是记忆的化学分子载

体。 

（2）激素和记忆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机体内部的一些激素分泌能够促进其记忆的保持。研究者近来普遍认为，

激素能够影响记忆的保持，是因为某些激素能使大脑更好地注意当前的输入信息，从而加强了记忆

的保持。 

第三节 感觉记忆  

一、感觉记忆的编码  

感觉记忆是记忆系统的开始阶段，也叫感觉登记。它是一种原始的感觉形式，是记忆系统在对

外界信息进行进一步加工之前的暂时登记。其编码形式主要依赖于信息的物理特征，因此具有鲜明

的想象性。 

图像记忆是感觉记忆的主要编码形式，是指视觉器官能识别刺激的形象特征，能保持一个生动

的视觉图象。斯伯林用局部报告法证明了感觉记忆的存在。 

二、感觉记忆的保持  

实验表明，视觉器官保存图象信息有相当大的容量，但是保持时间相当短。 

三、感觉记忆向短时记忆的转换 

研究表明，感觉记忆中只有能够引起个体注意并被及时识别的信息，才有机会进入短时记忆。 

第四节 短时记忆  

短时记忆对信息的保持时间大约为一分钟左右，是信息从感觉记忆到长时记忆之间的一个过渡

环节。短时记忆包括两个成分：一是直接记忆；一个是工作记忆。 

一、短时记忆的编码 

（1）编码方式 

1、听觉编码：人们通过研究语音类似性对回忆效果的影响，证实了语音听觉编码方式的存在。

听觉编码是短时记忆的一种主要编码方式。 

2、视觉编码：研究表明，在短时记忆的最初阶段存在视觉形式的编码，之后才逐渐向听觉形

式过渡。 

（2）影响编码的因素 

1、觉醒状态：觉醒状态即大脑皮层的兴奋水平，它直接影响到记忆编码的效果。 

2、组块：在编码过程中，将几种水平的代码归并成一个高水平的、单一代码过程叫组块。组

块可以提高记忆的容量和效率。 

3、加工深度：认知加工深度也是影响短时记忆编码的因素。 

二、短时记忆信息的存储和遗忘 

（1）复述：复述是短时记忆信息存储的有效方法。它可以防止短时记忆中的信息受到无关刺

激的干扰而发生遗忘。包括：机械性或保持性复述、精细复述。 

（2）短时记忆的遗忘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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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记忆的容量有限，存储的时间也很短，在没有复述的情况下，短时记忆可以保持信息约

15秒－30秒，如果得不到复述，将会迅速遗忘。 

（3）短时记忆的遗忘――干扰还是消退 

关于短时记忆遗忘的原因，一种观点认为，短时记忆的遗忘是由于信息痕迹的自然消退；另一

种观点认为遗忘是由于短时记忆中的信息受到其他无关信息的干扰。 

三、短时记忆的信息提取  

斯腾伯格认为，短时记忆中对项目的检索有三种可能的方式：平行扫描，是同时对短时记忆中

保存的所有项目进行检索；自动停止系列扫描，是对项目逐个进行的检索；完全系列扫描，是对全

部项目进行检索，然后在再作出判断。 

第五节 长时记忆  

一、什么是长时记忆  

长时记忆是指存储时间在一分钟以上的记忆。长时记忆的信息再头脑中存储的时间长，容量没

有限制。信息的来源大部分是对短时记忆内容的加工，也有由于印象深刻而一次获得的。长时记忆

中的信息是有组织的知识系统。 

二、长时记忆的编码  

（1）长时记忆的编码形式 

长时记忆的信息编码就是把新的信息纳入已有的知识框架内，或把一些分散的信息单元组合成

一个新的知识框架。长时记忆的编码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按语义类别编码；以语言特点为中介进

行编码；主观组织。 

（2）影响长时记忆编码的主要因素 

编码时的意识状态：有意编码的效果明显优于自动编码的效果。加工深度：由于信息加工的深

度不同，记忆的效果是不同的。 

三、长时记忆的信息存储  

（1）信息存储的动态变化 

长时记忆中信息的存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存储阶段，已保持的经验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

表现在质和量两个方面。 

记忆存储内容的变化还表现为记忆恢复现象。是指学习某种材料后间隔一段时间所测量到的保

持量，比学习后立即测量到的保持量要高。 

（2）信息存储的条件与方法 

1、组织有效的复习：复习要及时；正确分配复习时间；阅读与重现交替进行；注意排除前后

材料的影响。 

2、利用外部记忆手段：为了更好的保持记忆的内容，人们还会采取一些外部记忆的手段。 

3、注意脑的健康和用脑卫生：人脑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记忆的好坏。 

四、长时记忆的信息提取  

（1）再认 

再认是指人们对感知过、思考过或体验过的事物，当它再度呈现时，仍能认识的心理过程，有

感知和思维两种水平，有压缩的和开展的两种形式。 

再认依赖于材料的性质和数量；依赖于时间间隔；依赖于思维活动的积极性；依赖于个体的期

待、人格特征。 

（2）回忆 

回忆是人们过去经历过的事物的形象或概念在人们头脑中重新出现的过程。 

回忆过程中人们采取的策略：联想是回忆的基础，包括接近律、相似律、对比律、因果律；定

势和兴趣直接影响回忆的方向和效果；双重提取，寻找关键支点是回忆的重要策略；暗示回忆和再

认有助于信息的提取；与干扰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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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长时记忆中信息的遗忘  

（1）遗忘的一般概念 

记忆的内容不能保持或者提取时有困难就是遗忘。遗忘有以下情况：不完全遗忘；完全遗忘；

临时性遗忘；永久性遗忘。 

（2）遗忘的进程 

艾宾浩斯采取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了遗忘的过程发现遗忘曲线，认为遗忘在学习之后立即开

始，遗忘的过程最初进展得很快，以后逐渐缓慢。 

遗忘得进程还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识记材料的性质与数量；学习的程度；识记材料的系

列位置；识记者的态度。 

（3）遗忘的原因 

1、衰退说：认为遗忘是记忆痕迹得不到强化而逐渐减弱，以至最后消退的结果。 

2、干扰说：认为遗忘是因为在学习和回忆之间受到其他刺激的干扰所致。 

3、压抑说：认为遗忘是由于情绪或动机的压抑作用引起的，如果这种压抑被解除，记忆也就

能恢复。 

4、提取失败：认为遗忘是因为我们在提取有关信息时没有找到适当的提取线索。 

第六节  内隐记忆  

一、内隐记忆的一般概念  

过去经验对个体当前活动的一种无意识的影响。这种记忆对行为的影响是自动发生的，个体无

法意识到，因此又可称为自动的、无意识的记忆。将内隐记忆从长时记忆中分离出来，是当代心理

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突破。 

二、内隐记忆与外显记忆的关系 

（1）加工深度因素对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的影响不同 

研究者发现，对刺激项目的加工深度并不影响被试的内隐记忆效果，而对外显记忆则有非常明

显的影响。 

（2）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的保持时间不同 

内隐记忆随时间延长而发生的消退要比外显记忆慢得多。 

（3）记忆负荷量的变化对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产生的影响不同 

记忆的项目越多，越不容易记住，这是记忆的一种普遍现象。但研究表明，这一规律仅适用于

外显记忆，而内隐记忆则不然。 

（4）呈现方式的改变对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有不同的影响 

有研究发现，感觉通道的改变会严重影响内隐记忆的作业成绩，而对外显记忆的效果没有影响。 

（5）干扰因素对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的影响不同 

外显记忆很容易受到其他无关信息的干扰，但是内隐记忆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本章教学目标： 

1．掌握记忆的概念、结构和加工过程； 

2．了解记忆的神经生理机制； 

3．掌握感觉记忆、短时记忆的概念、编码方式及遗忘特点； 

4．掌握长时记忆的概念、编码方式、遗忘规律和提取的特点； 

5．理解内隐记忆的概念及其与外显记忆的关系； 

6．理解记忆的脑学说、记忆的脑细胞机制。 

作业题： 

1、 什么是记忆？记忆的种类及各自的特点有哪些？ 

2、 记忆包括哪些主要的过程？ 

3、 什么是记忆的整合论和定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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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什么是感觉记忆？部分报告法说明了什么？ 

5、 短时记忆的特点是什么？ 

6、 为什么短时记忆中的信息会发生遗忘？ 

7、 什么是长时记忆？长时记忆的编码形式是什么？ 

8、 影响长时记忆遗忘的因素是什么？ 

9、 什么是内隐记忆？研究内隐记忆有什么意义？ 

10． 内隐记忆和外显记忆的关系是什么？ 

知识单元 8：第八章  思维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思维的一般概念  

一、思维的概念及特征  

思维是借助语言、表象或动作实现的、对客观事物的概括和间接的认识，是认识的高级形式。

它能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内部联系，并主要表现在概念形成和问题解决的活动中。思维具有如下

特征：概括性、间接性，是对经验的改组。 

二、思维的过程  

人们在头脑中，运用存储在长时记忆中的知识经验，对外界输入的信息进行分析、综合、比较、

抽象和概括的过程，就是思维过程，或称之为思维操作。 

（1）分析与综合是思维的基本过程 

分析是指在头脑中把事物的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或各个属性。综合是在头脑中把事物的各个部

分、各个特征、各种属性结合起来，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形成一个整体。分析与综合是相反而又

紧密联系的同一思维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任何一种思维活动既需要分析，又需要综合。 

（2）比较 

比较是把各种事物和现象加以对比，确定它们的相同点、不同点及其关系。 

（3）抽象与概括 

抽象是在思想上抽出各种事物与现象的共同的特征和属性，舍弃其个别特征和属性的过程。在

抽象的基础上，人们就可以得到对事物的概括的认识。概括具有初级概括与高级概括之分。 

三、思维的种类  

（1）直观动作思维、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 

这种分类主要是按思维任务的性质、内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分类 

（2）经验思维和理论思维 

人们凭借日常生活经验进行的思维活动叫做经验思维。理论思维是根据科学的概念和论断，判

断某一事物，解决某个问题。 

（3）直觉思维和分析思维 

直觉思维是人们在面临新的问题、新的事物和现象时，能迅速理解并作出判断的思维活动。这

是一种直接的领悟性的思维活动。分析思维，是遵循严密的逻辑规律。逐步推导，最后得出合乎逻

辑的正确答案或作出合理的结论。 

（4）辐合思维和发散思维 

辐合思维是指人们根据已知的信息，利用熟悉的规则解决问题，或者从给予的信息中，产生逻

辑的结论。发散思维是指人们沿着不同的方向思考，重新组织当前的信息和记忆系统中存储的信息，

产生出大量、独特的新思想。 

（5）常规思维和创造思维 

常规思维是指人们运用已获得的知识经验，按现成的方案和程序直接解决问题。创造性思维是

重新组织已有的知识经验，提出新的方案或程序，并创造出新的思维成果的思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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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表象与想像  

一、表象  

（1）什么是表象 

表象是事物不在面前时，人们在头脑中出现关于事物的形象。从信息加工的角度来讲，表象是

物体或事件的一种知识表征，这种表征具有鲜明的形象性。人的思维不仅要借助概念来进行，也要

借助表象来进行。 

（2）表象的特征 

1、直观性：表象是以生动具体的形象在头脑中出现的。 

2、概括性：表象是关于某个事物或某类事物的概括形象。 

3、可操作性：由于表象是知觉的类似物，因此人们可以在头脑中对表象进行操作，这种操作

就像人们通过外部动作控制和操作客观事物一样。 

（3）表象在思维中的作用 

表象为概念的形成提供了感性基础，并有利于对事物进行概括的认识；还可以促进问题解决 

二、想像 

（1）什么是想像 

想象是对头脑中已有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的过程，是一种高级的认识活动。形象性

和新颖性是想象活动的基本特点。 

（2）想像的功能 

想象具有预见的作用，他能预见活动的结果，指导人们活动进行的方向；想象具有补充知识经

验的作用；想象还有替代的作用，当人们的某些需要不能实际得到满足时，可以利用想象的方式得

到满足或实现；调节机体的生理活动过程。 

（3）想像的综合过程 

想象是从旧的形象中分析出必要的原素，按照新的构思重新结合、创造出新的形象。想象过程

是对形象的分析综合过程，它的综合有几种独特的形式： 

1、粘合：是把客观事物从未结合过的属性、特征、部分在头脑中结合在一起而形成新的形象。 

2、夸张：是指通过改变客观事物的正常特点，或者突触某些特点略去另一些特点进而在头脑

中形成新的形象。 

3、典型化：是根据一类事物的共同特征创造新形象的过程。 

4、联想：由一个事物想到另一个事物，也可以创造新的形象。 

（4）想像的种类 

按照想像活动是否具有目的性，可分为无意想像和有意想像。无意想象是一种没有预定目的、

不自觉产生的想象。有意想象是按一定目的、自觉进行的想象，可再分为再造想像、创造想像和幻

想。再造想象是根据言语的描述或图样的示意，在人脑中形成相应的新形象的过程。创造想象是在

创造活动中，根据一定的目的、任务，在人脑中独立的创造出新形象的过程。幻想是指向未来，并

与个人愿望相联系的想象。 

第三节 表象和思维的脑机制  

一、表象的脑机制  

表象的脑机制是认知神经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表象和知觉具有相同的脑

机制，还是两者的脑机制是不同的。90 年代以来，一些人用脑成像的方法研究正常人，进一步证

明了表象和视知觉可能具有相同的脑机制。 

二、问题解决的脑机制  

大脑皮层的额叶对思维活动具有重要的作用。大脑半球左侧颞叶和顶－枕叶与思维也有密切的

联系。 

三、推理的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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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心理学的证据还表明，大脑右半球在推理中起重要的作用。 

第四节概念与推理  

一、概念的含义和种类  

（1）概念的含义 

概念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每一个概念都包括内涵与外延两个方面。内涵是指

概念的质；外延是指概念的量。概念具有不同的等级或层次，概念和词是不可分的。 

（2）概念的种类 

1、具体概念和抽象概念 

是根据概念所包含的属性的抽象与概括程度分类；按事物的指认属性形成的概念称为具体概

念；按事物的内在、本质属性形成的概念称为抽象概念。 

2、合取概念、析取概念和关系概念 

是根据概念反映事物属性的数量及其相互关系分类；合取概念是根据一类事物中单个或多个相

同属性形成的概念。析取概念是根据不同的标准，结合单个或多个属性形成的概念。关系概念是指

根据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的概念。 

3、自然概念和人工概念 

是根据概念形成的自然性分类。自然概念是指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概念。人工概

念是在实验室条件下，为模拟自然概念的形成过程而认为地制造出的一种概念。 

二、概念结构的理论  

（1）层次网络模型 

在这个理论中，概念是以结点的形式储存在概念网络中，各类属概念按逻辑的上下级关系组织

在一起，概念间通过连线表示它们的类属关系，这样彼此具有类属关系的概念组成了一个概念的网

络。在网络中，层次越高的概念，其抽象概括的水平也越高。 

（2）特征表理论 

特征表理论把概念的语义特征分解为定义性特征和特异性特征。定义性特征是定义一个概念所

必须具备的特征，它相当与概念的本质特征。特异性特征是具有描述功能的特征，它相当于概念的

非本质特征。特征表理论认为，概念的结构是由概念的定义特征和整合这些特征的规则构成的。 

（3）原型模型 

原型模型认为概念是由原型加上与之有相似性的成员来组成的。 

三、概念形成的实验研究  

概念形成是指个体学会某种概念的过程。 

（1）人工概念形成的实验研究 

人工概念是人为的、在程序上模拟的概念。它可以简化概念研究的进程，控制研究的变量。 

（2）人工概念形成的途径 

1、假设检验说：认为概念形成的过程是不断提出假设、验证假设的过程。 

2、内隐学习说：认为一些抽象概念的复杂结构是在无意识的内隐学习中获得的。 

（3）概念形成的策略 

布鲁纳提出了概念形成中的四种策略： 

1、保守性聚焦：是指把第一个肯定实例（焦点）所包含的全部属性都看作未知概念的有关属

性，以后只改变其中的一个属性。 

2、冒险性聚焦：是指把第一个肯定实例所包含的全部属性都看做未知概念的有关属性，但同

时改变焦点卡片上一个以上的属性。 

3、同时性扫描：它是根据第一个肯定实例所包含的部分属性形成多个部分假设，在选取一定

的实例后，对多个部分假设进行检验。 

4、继时性扫描：它是指在形成的部分假设的基础上，根据主试的反馈，每次只考验一种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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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假设的考验是相继进行的，因此又被称为继时性扫描。 

四、推理  

推理是指从具体事物归纳出一般规律，或者根据一般原理推出新结论的思维活动，前者叫归纳

推理，后者叫演绎推理。 

（1）三段论推理：由两个假定真实的前提和一个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这两个前提的结论组

成。三段论推理出现不正确结论的解释：气氛效应；换位理论；心理模型理论。 

（2）线性推理，又称关系推理：所给予的两个前提说明了三个逻辑项之间的可传递性的关系，

也叫线性三段论。 

（3）条件推理：是指人们利用条件性命题进行的推理，具有证实倾向。证实倾向是指人们倾

向于证实某种假设或规则，而很少去证伪它们。 

第五节  问题解决  

一、问题解决的概念  

（1）问题解决 

问题解决是由一定的情景引起的，按照一定的目标，应用各种认知活动。技能等，经过一系列

的思维操作，使问题得以解决的过程。有研究者认为问题解决就是在问题空间进行搜索，以找到一

条问题的初始状态到达目标状态的通路。 

（2）问题的种类 

1、界定清晰的问题和界定含糊的问题 

界定清晰的问题是指初始状态、目标状态以及由初始状态如何达到目标状态的一系列过程都很

清楚的问题。界定含糊的问题是指对问题的初始状态或目标状态没有清楚的说明，或者对两者都没

有明确的说明，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2、对抗性问题与非对抗性问题 

对抗性问题是指在解决问题是受对手解题活动影响的问题。非对抗性问题是指在解决问题时没

有对手参与的问题。 

3、语义丰富的问题和语义贫乏的问题 

如果解题者对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很多相关知识，这种问题称为语义丰富的问题。如果解题者

对要解决的问题没有相关的经验，这种问题称为语义贫乏的问题。 

二、问题解决中的策略 

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解决问题，是影响问题解决效率的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  

（1）算法 

算法策略就是在问题空间中随机搜索所有可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直至选择一种有效的方法解

决问题简言之，算法策略就是把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一一尝试，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2）启发法 

启发法是人根据一定的经验，在问题空间内进行较少的搜索，以达到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这

种发发解决问题时较省时省力，常用的有：手段－目的分析；逆向搜索；爬山法。 

三、知识在问题解决中的作用——专家与新手的区别  

（1）专家与新手在知识数量上的差异 

专家与新手相比，记忆的存贮的信息量大，存贮熟悉的模式多。 

（2）专家与新手在组织方式上的差异 

专家的知识是按层次结构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新手往往根据问题的表面结构特征进行分类。 

四、影响问题解决的其他心理因素  

（1）知识表征的方式 

（2）定势：是指重复先前的心理操作所引起的对活动的准备状态。 

（3）功能固着：人们把某种功能赋予某种物体的倾向称为功能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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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动机：人对活动的态度、社会责任感、认识兴趣等，都可以成为发现问题的动机，影响

到问题解决的效果。 

（5）情绪：情绪对问题的解决有一定的影响。 

（6）人际关系：人处在一个复杂的社会中，解决问题不仅受到个人心理因素的影响，也要受

到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 

五、创造性  

（1）什么是创造性 

创造性是指人们应用新颖的方式解决问题，并能产生新的、有社会价值的产品的心理过程。属

于问题解决的一个研究领域。 

（2）创造性的心理成分及创造性的测量 

辐合思维与发散思维，用发散思维的流畅性、变通性、独特性的好坏来衡量创造性的高低；远

距离联想能力；与创造性相关的人格因素。 

（3）影响创造性的因素 

酝酿与创造性；社会因素与创造性。 

学习目标： 

1．了解思维的概念、过程与特征； 

2．理解表象、想象与思维的关系； 

3．了解概念形成的策略和途径； 

4．理解并掌握问题解决的过程、策略及其影响因素； 

5．了解创造性思维的特征与影响因素。 

作业题： 

1、简述思维的含义及其特征。 

2、什么是表象？它在思维中有什么作用？ 

3、简述想象的含义及其功能。 

4、有关概念结构的理论有哪些？简述这些理论的主要观点。 

5、人工概念形成的途径有哪两种？概念形成过程中可采用哪些策略？ 

6、为什么人们在推理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些推理错误？ 

7、问题解决过程中可采用哪些策略？ 

8、试分析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心理因素影响着问题的解决？ 

9、什么是创造性？它包括哪些心理成分？ 

知识单元 9：第九章 智力与能力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能力的一般概念  

一、什么是能力  

能力是一种心理特征，它是顺利实现某种活动的心理条件，能力的高低会影响到人从事的活动

的效率。能力表现在所从事的各种活动中，并在活动中得到发展。能力的产生和发展是和人类的社

会生活分不开的。 

二、能力与知识、技能的关系  

能力不等于知识、技能。知识是客观事物的主观表征，是活动的自我调节机制中一个不可缺少

的构成要素，也是能力基本结构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技能是人们通过练习而获得的动作

方式和动作系统。知识和技能是能力的基础，能力的形成依赖于知识、技能的获得，能力是掌握知

识、技能的前提，也是知识、技能的结果，它们之间互相促进、互相转化。 

三、能力、才能和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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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完成某种活动是依靠多种能力的结合，这些能力相互联系，保证了某种活动的顺利进行。

这种结合在一起的能力叫才能。能力的高度发展称天才，天才是能力的独特组合，它使人能顺利地、

独立地、创造性地完成某些复杂的活动。  

第二节  能力的种类和结构  

一、能力的种类  

（1）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 

一般能力是指在不同种类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如观察力、记忆力、抽象概括能力、想象

力、创造力等。特殊能力是指在某种专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的关系是十

分密切的。一方面，一般能力是特殊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特殊能力的发展有助于一般

能力的发展。 

（2）模仿能力和创造能力 

模仿能力是指人们通过观察别人的行动、活动来学习各种知识，然后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反映的

能力。创造能力是指产生新的思想新的产品的能力。模仿只能按照现成的方式解决问题，而创造力

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新方式与新途径。模仿力与创造力有密切的关系，人们常常是先模仿，然后再进

行创造的。 

（3）流体能力和晶体能力 

流体能力指在信息加工和问题解决过程中所表现的能力。晶体能力指获得语言、数学知识的能

力，它决定于后天的学习，与社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晶体能力依赖于流体能力。 

（4）认知能力、操作能力和社交能力 

认知能力是指人脑加工、储存和提取信息的能力，即我们一般所讲的智力，如观察力、记忆力、

想象力等。操作能力是指人们操作自己的肢体以完成各项活动的能力，社交能力是在人们的社会交

往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能力。  

二、能力的结构  

（1）能力的因素说 

桑代克的独立因素说，认为不同能力和不同因素是彼此没有关系的，能力的发展只是单个能力

的独立发展；斯皮尔曼的二因素说，认为能力有两种因素组成，一种是一般能力或一般因素是决定

一个人能力高低的主要因素。另一种能力是特殊能力，是保证人们完成某些特定作业和活动所必须

的。由许多特殊因素与某种普遍因素结合在一起，就组成人的能力；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认为

智力的内涵是多元的，它由 8种相对独立的的智力成分所构成。每种智力都是一个单独的功能系统，

这些系统可以相互作用，产生外显的智力行为。 

（2）能力的结构理论 

把能力看成包含多种成分的复杂结构，形成了能力的结构理论或群因素理论，如：吉尔福特的

三维结构模型，认为智力可以区分为三个维度，即内容、操作和产品；能力的层次结构理论，认为，

能力的结构是按层次排列的。智力的最高层次是一般因素；第二层次分两大群即言语和教育方面的

因素和操作与机械方面的因素；第三层为小因素群，用手操作；第四层为特殊因素，即各种各样的

特殊能力。 

（3）能力的信息加工理论 

能力的信息加工理论也叫智力的信息加工理论，这种理论把人的能力和智力看成是一个过程，

它由不同的阶段组成，并且是由某些更高的决策过程组织起来的。主要有：斯腾伯格的智力三元论；

智力的 PASS模型。 

第三节  能力的测量 

一、一般能力测量 

（1）智力测验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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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顿；比奈－西蒙智力量表。 

（2）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 

斯坦福－比奈智力量表是一种年龄量表。首先要计算出人的心理年龄或智力年龄，简称智龄；

智龄是智力的绝对水平的度量，它说明了一个儿童智力实际达到了哪种年龄水平。智商也叫智力商

数，计算公式为：智商（IQ）＝智龄／实龄 × 100。用智龄和实际年龄的比率来代表智商，叫比

率智商。 

（3）韦克斯勒智力量表  

韦氏量表包含了言语和操作两个分量表，可以分别度量个体的言语能力和操作能力。韦氏量表

革新了智商的计算方法，把比率智商改为离差智商。用公式可表示为：智商（IQ）＝100＋15Z    Z

＝X－X－ ／SD （SD代表团体分数的标准差）Z代表标准分数，X代表个体的测验分数 X代表团体

的平均分数。离差智商不受个体年龄增长的影响。 

（4）智力测验的标准化问题： 

标准化与常模，标准化是指测验编制是要经历 4个标准式的步骤：按照测验的性质选择具有代

表性的测验题目；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被试，确定标准化样本；施测程序标准化，测验的施测和评分

都有统一的标准；统计结果，建立常模。 

信度：指测验的可靠程度，它以反复测验时能否提供相同的结果来说明。如果初测与复测的结

果一致，说明测验具有较好的信度。 

效度：指测验能测量到所需要测的东西，即测验的有效性。如果一种测验能预测后来的行为，

测验的效度就高。 

二、特殊能力测验和创造力测验  

（1）特殊能力测验 

在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的要求下，人的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形成了不同的方法和手段来度量

这些能力，就叫特殊能力测验。 

（2）创造力测验 

创造力测验的内容，不强调对现成知识的记忆与理解，而强调思维的流畅性、变通性与超乎寻

常的独特性。 

第四节  能力发展与个体差异  

一、能力发展的一般趋势  

人的一生大致可分为八个不同的阶段，即乳儿期、婴儿期、幼儿期、童年期、少年期、青年期、

成年期和老年期。在一生中发展趋势为：童年期和少年期是某些能力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人的智

力在 18－25 岁间达到顶峰；根据对人的智力毕生发展的研究，人的流体智力在中年之后有下降的

趋势，而人的晶体智力在人的一生中却是稳步上升的；成年是人生最漫长的时期，也是能力发展最

稳定的时期；能力的发展趋势存在个体差异。 

二、能力发展的个体差异  

个体差异是指个体在成长过程中因受遗传与环境的交互影响，使不同个体之间在身心特征上所

显示的彼此不同的现象。 

（1）发展水平的差异 

超常者与智能不足者；能力超常的原因及其与成就的关系。 

（2）表现早晚的差异 

人的能力的发挥有早有晚。 

（3）结构的差异 

能力有各种各样的成分，它们可以按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由于能力的不同结合，构成了结构

上的差异。 

（4）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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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差异未表现在一般智力因素上，而是反应在特殊智力因素上。如：数学能力的性别差异；

言语能力的性别差异；空间能力的性别差异。 

三、能力形成的原因和条件  

（1）遗传的作用 

遗传是通过遗传物质的载体——细胞内的染色体来实现的。关于遗传在能力发展和个性差异形

成中的作用，心理学家曾从三方面进行研究。一是研究血缘关系疏密不同的人在能力上的类似程度；

二是研究养子养女与亲生父母和养父母能力发展的关系；三是对同卵双生子进行追踪研究。 

研究表明，血缘关系接近的人在智力发展水平上确实有接近的趋势；遗传对智力的影响主要表

现在身体素质上。 

（2）环境和教育对能力形成的影响 

产前环境的影响；早期经验的作用；学校教育的作用。 

（3）实践活动的影响 

人的各种能力是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最终形成起来的。离开了实践活动，即使有良好的素质、环

境和教育，能力也难以形成和发展起来。由于实践的性质不同，实践的广度和深度不同，形成了各

种不同的能力。 

（4）能力的发展和人的主观能动性 

人的能力的提高离不开人的主观努力，即人的自觉能动性。人的能力的发展，是与其他心理品

质的发展分不开的。能力的发展还依赖与自我分析和自我评价的能力。能力的形成与发展依赖于多

种因素的交互作用，虽然各种影响因素在决定能力高低与发展历程中各占比重是多少，无法精确估

计，但有一点是不可否定的，即遗传、环境和主观努力在能力发展中的作用是缺一不可的。 

学习目标： 

1．阐述能力的概念； 

2．简述能力和知识、技能的关系； 

3．阐述智力的理论； 

4．了解能力测量的方法和手段； 

5．描述能力的个体差异及影响能力的因素。 

作业题： 

1、能力和知识、技能的关系？ 

2、能力的种类有哪些？说明各种能力的特点与作用。 

3、结合实际体验，谈谈对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的理解。 

4、结合实际体验，谈谈对斯腾伯格智力三元论的理解。 

5、谈谈比率智商和离差智商的优缺点。 

6、怎样理解智力测验的标准化问题？ 

7、结合自己的体会，谈谈能力发展要受哪些因素影响？ 

8、能力发展的个别差异表现在哪些方面？如何理解能力的个别差异？ 

知识单元 10：第十章 驱动行为的力量——动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动机的一般概念  

一、动机的涵义及其功能  

（1）动机的涵义 

动机是由一种目标和对象的引导、激发和维持的个体活动的内在心理过程或内部动力。动机必

须有目标，目标引导个体行为的方向，并且提供原动力。动机要求的活动有心理活动和生理的活动。 

（2）动机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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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激活功能：动机是个体能动性的一个主要方面，它具有发动行动的作用，能推动个体产生

某种活动，使个体有静止状态转入活动状态。 

2、指向功能：动机不仅激发行为，而且能将行为指向一定的对象或目标。 

3、维持和调整功能：动机具有维持功能，表现在行为的坚持性。 

二、动机与需要  

（1）需要及其种类 

1、需要的涵义：需要是有机体内部的一种不平衡状态，表现在有机体对内部环境或外部生活

条件的一种稳定的要求，并成为有机体活动的源泉。需要是由个体对某种客观事物的要求引起的。 

2、需要的种类：按起源可分为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按指向的对象可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

要。 

（2）需要的结构 

马斯洛认为需要由五个等级构成： 

生理的需要：是指人对食物、水分、空气、睡眠、性的需要等，在人的所有需求中是最重要的；

安全的需要：表现为人们要求稳定、安全、受到保护、有秩序等；归属与爱的需要：一个人要求与

其他人建立感情的联系或关系；尊重的需要：包括自尊和受到别人的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人们

追求实现自己的能力或潜能，并使之完善化。 

（3）需要是动机产生的基础 

动机是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当某种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时，它就会推动人们去寻找满足需要

的对象，从而产生活动的动机。需要是激发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内部动力。 

三、动机与行为效率  

（1）动机与行为 

动机与行为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同一种行为可能有不同的动机；不同的活动也可能有同一种

或相似的动机；在同一人身上，行为的动机也是多种多样的。 

（2）动机与工作效率 

心理学研究表明：动机强度与工作效率的关系不是一种线性关系，而是倒 U形曲线关系。心理

学家耶基斯、多德森研究表明：各种活动都存在一个最佳的活动水平。还发现，动机的最佳水平随

任务性质的不同而不同，随着任务难度的增加，动机的最佳水平有下降的趋势。 

四、动机与价值观、意志 

（1）动机与价值观 

价值观是指主体按照客观事物对自身及社会的意义或重要性进行评价和选择的原则、信念和标

准。价值观是一个人思想意识的核心，对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一定的定向和调节作用。 

价值观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兴趣，是人对事物的一种认识倾向，是价值观的初级形式，对个体

的认知活动有巨大的推动力；信念，是坚信某种观点、思想或知识的正确性，并调节控制自己行动

的人格倾向性；理想，是个体对未来可能实现的奋斗目标的向往和追求。 

（2）动机与意志 

心理学中动机与意志既有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 

第二节  动机的理论 

一、本能理论  

本能论认为人类行为是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由遗传固定下来、不学而会的、固定的行为模式。

美国心理学家麦克杜格尔系统提出了动机的本能理论，认为人类的所有行动都是以本能为基础的；

本能是人类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基本源泉和动力；本能具有能量、行动和目标指向三个成分；个人和

民族的性格与意志也是由本能逐渐发展而形成的。 

二、驱力理论  

驱力理论认为个体由于生理需要而产生一种紧张状态，激发或驱动个体的行为以满足需要，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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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紧张，从而恢复机体的平衡状态。赫尔后来提出驱力减少理论，认为，驱力（D）、习惯强度（H）、

和抑制（I）共同决定了一个个体的有效行为潜能（P），他们的相互关系可表示为：P=D*H-I 

三、唤醒理论  

唤醒理论认为人们总是被唤醒，并维持着一种生理激活的最佳水平。唤醒理论提出了三个原理：

一是人们偏最佳的唤醒水平；二是简化原理，即重复进行刺激能使唤醒水平降低；三是个人经验对

偏好的影响。 

四、诱因理论  

诱因是指满足个体需要的刺激物，它具有激发或诱使个体朝向目标的作用。诱因是个体行为的

一种能源，它促使个体去追求目标。诱因与驱力是分不开的，诱因是由外在目标所激发的，只有当

它变成个体内在需要时，才能推动个体行为，并有持久的推动力。 

五、动机的认知理论  

（1）期待价值理论：是早期的一种动机认知理论，这种理论将达到目标的期待作为行为的决

定因素。 

（2）动机的归因理论 

归因是指从人们行为的结果寻求行为的内在动力因素。海德的归因理论；韦纳的归因理论，该

理论证明了成功和失败的因果归因是成就活动过程的中心因素。 

（3）自我功效论：班杜拉强调自我效能感是成就活动的一个重要维度。认为人对行为的决策

是主动的，人的认知变量在行为的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 

（4）成就目标理论 

目标是指个体要努力达到的、具体的成绩标准和结果。成就目标理论认为不同个体对自己的能

力有不同的看法，这种对能力的潜在认识会直接影响到个体对成就目标的选择。 

第三节  动机的种类  

一、动机的一般分类  

（1）生理性动机与社会性动机 

根据动机的性质分类。生理性动机以有机体自身的生物学需要为基础；社会性动机以人的社会

文化需要为基础。 

（2）原始的动机和习得的动机 

根据学习在动机形成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分类。原始动机是与生俱来的动机；习得动机是指后

天获得得各种动机。 

（3）有意识的动机和无意识的动机：根据动机的意识水平分类。 

（4）外在的动机和内在的动机 

根据动机的来源分类。外在动机是指人在外界得要求与外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行为动机；内在

动机是指由个体内在需要引起的动机。 

二、生理性动机 

（1）饥饿：是指由体内缺乏食物或营养引起的一种生理不平衡状态。 

（2）渴：是指由体内水分不足引起的一种生理不平衡状态。 

（3）性：它的产生以性的需要为基础，是人和动物比较强有力的一种动机或驱力。 

（4）睡眠 ：是指由于有机体产生睡眠需要而引起的动机。 

三、社会性动机  

（1）兴趣：是人们探究某种事物或从事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它以认识或探索外界的需要为

基础，是推动人们认识事物、探求真理的重要动机。具有兴趣的广度、兴趣的中心、兴趣的稳定性

和兴趣的效能等品质。 

（2）成就动机：是人们希望从事对他有重要意义的、有一定困难的、具有挑战性的活动，在

活动中能取得完美的优异的结果和成绩，并能超过他人的动机。人们的成就动机是在生活环境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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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下形成的。成就动机是可以测量的。 

（3）权力动机：是指热门具有的某种支配和影响他人以及周围环境的内在驱力。从个体行为

目标上分为个人化权力动机和社会化权力动机。 

（4）交往动机：是在交往需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性动机。交往动机依赖于

个体的交往经验，反映了劳动和人类社会生活的要求。 

第四节  意志行动  

一、意志行动的基本阶段  

（1）准备阶段：包括在思想上权衡行为的动机、确定行为的目标、选择行动的方法并作出行

动的决定。意志行动是一种有目标的活动。目标的社会意义和人对目标的自觉程度对意志行动有重

要意义。 

（2）执行阶段：执行所采取的行动。在执行阶段意志的强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坚

持预定目标和计划好的决定；另一方面制止那些不利于达到目标的行动。 

二、意志行动中的冲突  

（1）什么叫冲突 

由于意志行动中人们常常具有两个以上的目标，而这些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因而促使了意志

行动中的目标冲突或动机斗争。冲突总伴随某种情绪状态。 

（2）冲突的种类 

根据人的意志行动通常表现为接近或回避某一目标这一特点，冲突可分为四种类型：接近－接

近型；回避－回避型；接近－回避型；多重接近－回避型。 

（3）冲突的结构模型 

温勒认为包含了四个重要概念：效价，是指物体或活动的积极特性或消极特性；向量，向量驱

使个体朝向或离开有效价的物体；运动，当情景中出现单一的驱力时，个体所采取的行动方式；生

活空间或场，是指每次冲突发生的疆界。 

三、意志行动中的挫折  

（1）挫折：是指个体的意志行为受到无法克制的干扰或阻碍，预定目标不能实现时产生的一

种紧张状态或情绪反应，挫折并不完全是消极的，它有弊有利。包含挫折情境、挫折认知、挫折行

为三层涵义。 

（2）挫折情境的形成：分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两类。主观因素也可称之为内部因素，是个

体的生理或心理因素。客观因素主要包括自然和社会环境因素。 

（3）挫折反应：情绪性反应，是指个体在遭受挫折时伴随着的紧张、烦恼、焦虑等情绪反应；

理智性反应，是指一种意志行动的表现，即当个体遭受挫折后，能审时度势，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

勇于克服困难，毫不动摇地朝目标迈进；个性的变化，个体面对挫折时产生的某些行为反应会逐渐

固定下来，形成个体相应的习惯和某些突出的个性特点，甚至会影响个性的形成与发展。 

（4）增强挫折承受力：增强挫折的承受能力有涉及以下几方面因素：正确对待挫折；改善挫

折情境；总结经验教训；调节抱负水平；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四、意志的品质  

（1）独立性：是指一个人不屈服于周围人们的压力，不随波逐流，而能根据自己的知识与信

念，独立地采取决定，执行决定。 

（2）果断性：表现为有能力及时采取有充分根据的决定，并且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去实现这

些决定。 

（3）坚定性：表现为长时间坚信自己决定的合理性，并坚持不懈地为执行决定而努力。 

（4）自制力：是指善于掌握和支配自己行动的能力。表现在意志行动的全过程中。 

学习目标： 

1．了解动机的基本性质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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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动机与需要的关系；、 

3. 阐述动机的基本理论； 

4．理解动机与意志行动之间的关系。 

作业题： 

1．什么是动机？动机具有哪些功能？试举出一个自己的例子来说明。 

2、试举例区分动机和需要。 

3、描述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并对其中每种动机举个实例。 

4、试解释动机的唤醒理论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应用。 

5、举例描述韦纳的动机归因理论。 

6、什么是自我效能感，怎样提高自我效能感？ 

7、你自己在面对挫折时，有哪些反应？如何提高挫折耐受力？ 

知识单元 11：第十一章 情绪、 压力与健康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情绪和情感的概述  

一、情绪和情感的性质与功能  

（1）什么是情绪和情感 

情绪和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及相应的行为反应。情绪以主体的愿望、需要等倾向为

中介的一种心理现象。情绪和情感具有独特的生理唤醒、主观体验和外部表现三种成分。主观体验

是指个体对不同情绪和情感状态的自我感受；情绪与情感的外部表现通常称为表情，是在情绪和情

感状态发生时身体各部分的动作量化形式，包括面部表情、姿态表情和语调表情；生理唤醒是指情

绪与情感产生的生理反应。生理唤醒是一种生理的激活水平。 

（2）情绪和情感的区别和联系 

情绪主要指感情过程，即个体需要与情景相互作用的过程，也就是脑的神经机制活动的过程；

情感经常用来描述那些具有稳定的、深刻的社会意义的感情。情绪和情感相互区别，但又相互依存、

不可分离。 

（3）情绪和情感的功能：适应功能；动机功能；组织功能；信号功能。 

二、情绪的维度与两极性  

（1）什么是情绪的维度和两极性 

情绪的维度是指情绪所固有的某些特征，主要指情绪的动力性、激动性、强度和紧张度等方面。

这些特征的变化幅度有具有两极性，每种特征都存在两种对立的状态。情绪性有增力和减力两极；

激动性有激动与平静两极；强度有强、弱两极；紧张度有紧张和轻松两极。 

（2）情绪维度的理论 

三维理论：冯特的情绪三维理论；施洛伯格根据面部表情的研究提出情绪的三维理论；普拉切

克提出，情绪具有强度、相似性和两极性等三个维度。四维理论：伊扎德提出了情绪的四维理论，

认为有愉快度、紧张度、激动度和确信度等四个维度。 

三、情绪和情感的分类  

（1）情绪的分类。基本情绪和复合情绪；情绪维度：高兴、轻松、厌烦和惊恐。 

（2）情绪状态的分类： 

心境是指人比较平静而持久的情绪状态。心境具有弥漫性，它不是关于某一事物的特定体验，

而是以同样的态度体验对待一切事物。激情是一种强烈的、爆发性的、为时短促的情绪状态。这种

情绪状态通常是由对个人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引起的。应激是指人对某种意外的环境刺激所做出的适

应性反应。应激状态的产生与人面临的情景及对自己能力的估计有关。 

（3）情感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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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德感是根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在评价人的思想、意图和行动时所产生的主观体验。道德属

于历史性范畴，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道德评价标准。 

2、理智感是在智力活动过程中，在认识和评价事物时所产生的情感体验。 

3、美感是根据一定的审美标准评价事物时所产生的情感体验。人们的审美标准既反映事物的

客观属性，又受个人的思想观点和价值观念的影响。美感作为情感的一种形式，也是由客观情景引

起的。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景象和人们创造物的特征；另一方面，人类社会的道德品质和

行为特征，也能引起美的体验。 

第二节  情绪与脑  

一、情绪的脑中枢机制  

（1）情绪和下丘脑 

下丘脑与情绪、动机有密切的关系。实验表明：下丘脑是情绪及动机性行为产生的重要脑结构。

美国心理学家奥尔兹等用“自我刺激法”证明在下丘脑和边缘系统中存在一个“快乐中枢”。 

（2）情绪和网状结构 

网状结构对维持大脑皮层的兴奋水平、保证人处于清醒状态有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网状结

构对情绪的激活有重要影响，是情绪产生的必要条件。 

（3）情绪和边缘系统 

研究发现，一些情绪受边缘系统的调节和控制。最近研究表明，杏仁核是恐惧反应的中枢。 

（4）情绪与大脑皮层 

人类的大量情绪是在大脑皮层的控制和调节下产生的，对对情绪的调节是不同闹去协同活动的

结果，不同情绪有不同的活动模式。大脑半球对情绪的控制和调节存在一定的差异，正情绪引起左

半球更多的脑电活动；而负情绪引起右半球更多的脑电活动。 

二、情绪的外周神经机制  

（1）情绪与自主神经系统 

在情绪活动中，总伴随者一系列的生理变化，也就是说，当某种情绪产生时，将引起自主神经

系统的反应。 

（2）情绪与分泌系统 

人的分泌系统分为：外分泌腺和内分泌腺。不同的情绪状态会引起内外腺体的变化，从而影响

激素分泌量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作为判定某种情绪状态的客观指标。 

（3）情绪与躯体神经系统 

在情绪活动过程中，伴随着一定的外部行为表现，即表达情绪的面部表情、姿态表情和声调表

情。这些都是由躯体神经系统所支配的随意运动。 

三、情绪与唤醒模式  

任何情绪都伴随着一系列的生理变化，即生理唤醒状态，而且这种状态会增强情绪的体验。 

第三节  情绪的外部表现——表情 

一、面部表情  

面部表情是指通过眼部肌肉、颜面肌肉和口部肌肉的变化来表达各种情绪状态。实验表明人脸

的不同部位具有不同的表情作用。 

二、姿态表情  

可分为身体表情和手势表情两种。身体表情是表达情绪的方式之一。人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

身体姿势会发生不同的变化。手势常常是表达情绪的一种重要形式。手势表情是通过学习得来的。

它不仅有个别差异，而且存在民族或团体的差异。 

三、言语表情  

除面部表情、姿态表情以外，语言、语调表情也是表达情绪的重要形式。人们之间除了使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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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沟通达到互相了解之外，还可以通过由面部、身体姿势、手势以及语调等构成的体语，来表达个

人的思想、感情和态度。 

四、感觉反馈 

近几十年来人们发现通过身体的反馈活动可以增强情绪和情感的体验。研究表明：面部表情可

能激活和放大某些情绪状态；表情中的身体姿势也能提供感觉反馈，并影响人的情绪和情感；言语

也同样影响着人们的情绪。  

第四节  情绪的理论  

一、情绪的早期理论  

（1）詹姆斯－兰格理论 

强调情绪的产生是植物性神经系统活动的产物。被称为情绪外周理论。该理论看到了情绪与机

体变化的直接关系，强调了植物性神经系统在情绪产生中的作用，但是他们忽视了中枢神经系统的

调节、控制作用。 

（2）坎农－巴得学说 

该理论认为情绪的中心在中枢神经系统的丘脑。 

二、情绪的认知理论 

（1）阿诺德的“评定－兴奋”说 

该理论认为，刺激情景并不直接决定情绪的性质，刺激情景要经过对刺激的估量和评价，情绪

产生的基本过程是刺激情景－评估－情绪。 

（2）沙赫特的两因素情绪理论 

该理论认为情绪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因素：个体必须体验到高度的生理唤醒；个体必须对生理状

态的变化进行认知性的唤醒。并由此提出情绪唤醒模型。这个情绪唤醒模型的核心部分是认知。 

（3）拉扎勒斯的认知－评价理论 

该理论认为情绪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在情绪活动中，人不仅反应环境中刺激事件对自

己的影响，同时要调节自己的反应。在情绪活动中，人们不断评价刺激事件与自身的关系，具体来

讲有三个层次的评价：初评价、次评价、再评价。  

三、情绪的动机一分化理论  

（1）情绪与人格系统 

伊扎德认为情绪是人格系统的组成部分，，情绪是人格系统的核心动力。 

（2）情绪系统及其功能 

伊扎德认为：情绪特征主要来源于个体的生理结构；遗传是某种情绪的阈限特征和强度水平的

决定因素。 

（3）情绪激活与调节 

伊扎德提出情绪的激活与调节的四个基本过程：生物基因－神经内分泌激活过程、感觉反馈激

活过程、情感激活过程和认知激活过程。 

第五节  情绪的调节  

一、什么是情绪调节 

情绪调节是个体管理和改变自己或他人情绪的过程。主要有几个方面：  

（1）具体情绪调节：情绪调节包括所有正性和负性的具体情绪。 

（2）唤醒水平的调节： 情绪调节是个体对自己情绪的唤醒水平的调节。 

（3）情绪成分的调节：情绪调节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情绪系统的各个成分，也包括情

绪系统以外的认知和行为等。 

二、情绪调节的类型 

（1）内部调节和外部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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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情绪调节过程的来源分类。内部调节源于个体内部；外部调节来源于个体以外的环境。 

（2）修正调节、维持调节和增强调节 

根据情绪的不同特点可分为修正调节、维持调节和增强调节。 

（3）原因调节和反应调节 

原因调节是针对引起情绪的原因进行调整。反应调节发生在情绪激活或诱发之后，是指通过增

强、减少，延长或缩短反应等策略对情绪进行调节。 

（4）良好调节和不良调节  

当情绪调节使情绪、认知和行为达到协调时，这种调节叫良好调节。相反，当调节使个体失去

对情绪的主动控制，使心理功能受到损伤，阻碍认知活动，这种调节就是不良调节。 

三、情绪调节的基本过程  

（1）生理调节 

情绪的调节是以一定的生理过程为基础的，调节过程中存在着相应的生理反应变化模式。 

（2）情绪体验调节 

情绪体验调节是情绪调节的重要方面。 

（3）行为调节 

行为调节是个体通过控制和改变自己的表情和行为来实现的。主要有两种调节方式;一是抑制

和掩盖不适当的情绪表达；二是呈现适当的交流信号。 

（4）认知调节 

道奇认为，情绪系统和认知系统是信息加工过程中的两个子系统，情绪可以是信息加工的启动

状态，也可以是信息加工的背景。 

（5）人际调节 

人际调节属于社会调节和外部环境的调节。 

四、情绪调节中的个体差异  

不同个体的情绪智力是有差异的。迈尔认为，情绪智力包含四个方面：对情绪的知觉、评价和

表达能力；用情绪促进思维的能力；理解和分析情绪的能力；调节情绪以促进情绪与智力发展的能

力。 

五、情绪调节与身心健康  

良好的调节能促进身心健康，不良的调节或情绪失调会破坏身心健康。 

学习目标： 

1．了解情绪情感的性质、种类与功能；情绪与脑的关系问题； 

2．掌握情绪的定义和表情的的种类及意义； 

3．理解情绪的理论； 

4．了解情绪调节与身心健康的关系，掌握情绪调节的方法。 

作业题： 

1、情绪和情感的成分有哪些，请根据自己的某种情绪或情感来说明。 

2、情绪和情感有哪些功能？ 

3、简述情绪的中枢机制。 

4、表情包括哪些方面，试举出一个例子分别说明。 

5、试解释沙赫特的两因素情绪理论。 

6、什么是表情，表情具有哪些功能或作用？ 

7、据你了解情绪调节有哪些方法，你是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的？ 

8、研究情绪的调节有什么意义？ 

知识单元 12：第十二章  认识我们的人格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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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人格的一般概念  

一、什么是人格 

人格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的统合模式，这个独特模式包含一个人区别于他

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人格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反映了人格的多种本质特征：独特

性、稳定性、统合性、功能性。 

二、人格的结构  

（1）气质和性格 

1、气质是表现在心理活动的强度、速度、灵活性与指向性等方面的一种稳定的心理特征。即

我们平时说的脾气、秉性。人的气质差异是先天形成的，受神经系统活动过程的特性所制约。气质

是人的天性，无好坏之分。 

2、性格是一种与社会相关最密切的人格特征，它在性格中包含有许多社会道德含义。性格表

现了人们对现实和周围世界的态度，并表现在他的行为举止中。性格表现了一个人的品德，受人的

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影响。性格是在后天社会环境中逐渐形成的，是人的最核心的人格差异。 

自我调控系统 

（2）自我调控系统 

自我调控系统是人格中的内控系统或自控系统，具有自我认知、自我体验、自我控制三个子系

统，其作用是对人格的各种成分进行调控，保证人格的完整、统一与和谐。 

1、 自我认知是对自己的洞察和理解，包括自我观察和自我评价； 

2、 自我体验是伴随自我认知而产生的内心体验，是自我意识在情感上的表现； 

3、 自我控制是自我意识在行为上的表现，是实现自我意识调节的最后环节。 

第二节  人格理论  

在人格结构的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特质论和类型论。 

一、特质理论  

人格特质理论认为特质是决定个体行为的基本特性，是人格的有效组成元素，也是测评人格所

常用的基本单位。是个体间人格差异的指标，可以通过心理测量来确定。 

（1）奥尔波特的人格特质理论  

奥尔波特首次提出人格特质理论。他把人格特质分为两类：共同特质和个人特质。共同特质是

某一社会文化形态下。大多数人或一个群体所共有的，相同的特质。 

个人特质是个体身上所独具的特质。个体特质以其在生活中的作用分为：首要特质、中心特质、

次要特质。首要特质是一个人最典型、最具概括性的特质，它影响到一个人的各方面行为；中心特

质是构成个体独特性的几个重要的特质，在每个人身上大致有 5－10个；次要特质是个体的一些不

太重要的特质，往往在特殊的情况下才会表现出来。 

（2）卡特尔的人格特质理论 

卡特尔受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启发，用因素分析法对人格特质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基于人格特质

的一个理论模型。模型分成四层：个别特质和共同特质；表面特质和根源特质；体质特质和环境特

质；动力特质、能力特质和气质特质。 

表面特质是指从外部行为能直接观察到的特质。根源特质是指那些相互联系而以相同原因为基

础的行为特质；在根源特质中又可分为体质特质和环境特质，体质特质由先天的生物因素所决定。

而环境特质则由后天环境因素所决定。模型最下层是动力特质、能力特质和气质特质，它们同时受

遗传和环境两方面的影响。动力特质是指具有动力特征的特质。能力特质是指表现在知觉和运动方

面的差异特质。气质特质是决定一个人情绪反应的速度与强度的特质。 

（3）现代特质理论 

现代人格特质理论主要有：三因素模型、五因素模型、七因素模型。 

1、三因素模型：艾森克依据因素分析法提出人格的三因素模型。这三个因素是：外倾性、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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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质、精神质。外倾性表现内外倾的差异；神经质表现为情绪稳定性的差异；精神质表现为孤独、

冷酷、敌视、怪异等偏于负面的人格特征。 

2、五因素模型：塔佩斯运用词汇学的方法对卡特尔的特质变量进行了分析，提出五个相对稳

定的因素：开放性、责任心、外倾性、宜人性、神经质或情绪稳定性。 

3、七因素模型：特里根用不同的选词原则获得七个因素：。正情绪性、负效价、正效价、负情

绪性、可靠性、宜人性、因袭性。现代人格理论在很多方面显示了广泛的应用价值 

二、类型理论 

类型论是群体间人格差异的描述指标。可通过人的行为直接观察到。 

（1）单一类型理论 

单一类型理论认为人格类型是依据一群人是否有某一特殊人格来确定的，美国心理学家佛兰克

•法利提出的 T型人格就是单一型人格理论。 

（2）对立类型理论  

.对立类型理论认为人格类型包含了某一人格纬度的两个相反的方向。主要有： 

1、A－B 型人格：A 型人格的主要特点是性情急躁，缺乏耐性；B 型人格的主要特点是性情不

温不火，举止稳当，对工作和生活有很强满足感。 

2、内－外型人格：是容格依据“心理倾向”来划分的人格类型。容格认为，人的心里活动有

思维、感情、感觉、直觉这四种基本功能。结合内外倾两种心理倾向可以构成八种人格类型：外向

思维型、外向感情型、外向感觉型、外向知觉型、内向思维型、内向感情型、内向感觉型、内向直

觉型。 

（3）多元类型理论 

多元类型理论认为人格类型是由几种不同质的人格特性构成的。有：气质类型学说、性格类型

学说、阴阳五行说。 

1、气质类型学说分为四种类型：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抑郁质，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

动类型是气质类型说的生理基础； 

2、性格类型学说根据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六种形态划分为六种性格类型：经济型、理论型、

审美型、权力型、社会型、宗教型； 

3、阴阳五行说把人分为：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平和五种类型。 

三、层次理论  

艾森克提出了人格结构的四层次理论，将人格特质理论和人格类型理论有机结合起来。该理论

模型共分四层。从下到上依次是：特殊反应水平、习惯反应水平、特质层、类型层。 

第三节  认知风格  

    认知风格是指个人所偏爱使用的信息加工方式。认知的方式主要有：场独立性和场依存性；

冲动和沉思；同时性和继时性。认知风格与认知能力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其差别是：能力是指成就

水平；而风格是指认知方式。能力是指人们能够达到的最高行为；而风格是指人们的典型行为；能

力是一种单极变量，由高低或好坏之分；而风格是指一种双极或多极变量。无高低与好坏之分。 

一、 场独立性一场依存性  

场独立性的人在信息加工中对内在参照有较大的依赖倾向，他们的心理分化水平较高，主要依

据内在标准火内在参照来加工信息；场依存性的人在处理问题时往往对外在参照有很大的依赖性，

分化水平较低。 

二、 冲动一沉思  

冲动的特点是，反映快，但精确性差；沉思的特点是反应慢，但精确性高。 

三、 同时性一继时性  

继时性认知风格的特点是，在解决问题时，能一步一步地分析问题，每一个步骤只考虑一种假

设或一种属性；同时性认知风格地特点是，在解决问题时，采取宽视野的方式，同时考虑多种假设。



9686 

同时性和继时性是认知方式的差异，而不是加工水平的差异。 

第四节人格测验 

人格测验的方法很多。典型的有：自陈量表、投射测验、情景测验、自我概念测验。 

一、自陈量表 

让被试按自己的意见，对自己的人格特质进行评价的一种方法。自陈量表所测量的是人格特质，

因此在人格理论上遵从特质论。自陈量表主要有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和爱德华个人兴趣量表。自

陈量表施测简单，但信度效度不易把握。 

二、投射测验  

投射测验以弗洛伊德的心里分析为理论依据。强调人的行为是由无意识的内驱力所推动，如果

给被试一些模棱两可的问题，那么人的无意识欲望九有可能通过这些问题投射出来。投射测验主要

有罗夏克墨渍测验和主题统觉测验。投射测验弹性大，被试可以不受限制，随意反应。但评分缺乏

客观标准，对施测结果难以进行解释。 

三、情境测验  

情景测验就是主试在某种情景下观察被试的行为反应，进而了解其人的人格特点。情景测验主

要有：性格教育测验和情景压力测验。 

四、自我概念测验  

在人格理论中，“自我概念”“自我论”的中心。目前，心理学家常用的方法有：形容词列表法、

Q分类法。 

第五节  人格成因 

一、生物遗传因素  

由于人格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因此人格研究者更注意遗传因素的作用。心理学家认为双生子研

究是研究人格遗传因素的最好方法。研究表明：遗传是人格不可缺少的影响因素；遗传因素对人格

的作用程度随人格特质的不同而异；人格的发展是遗传与环境两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二、社会文化因素  

文化对人格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社会文化塑造了社会成员的人格特征，使其成员朝着相似性

的方向发展；社会文化对人格的影响力因文化而异，对人格具有塑造功能。 

三、家庭环境因素  

这种社会遗传因素主要表现为家庭对子女的教育作用。研究人格的家庭成因，重点在于探讨家

庭的差异和不同的教养方式对人格的发展和人格差异的影响。 

四、早期童年经验 

人格的发展的确受到童年经验的影响，但二者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早期经验不能单独对人

格起决定作用，它与其他因素共同决定着人格的形成与发展。  

五、自然物理因素  

生态环境、气候条件、空间拥挤程度等这些物理因素都会影响到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自然环境

对人格不起决定性作用。在不同的物理环境中，人可以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点。 

学习目标： 

1．掌握人格的概念与特性，理解气质和性格的关系； 

2．了解人格理论和认知风格； 

3．了解人格的测评方法； 

4．理解并掌握导致人格差异的因素。 

作业题： 

1、举例说明人格的四个特性。 

2、结合自己的特点，试区分气质和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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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解几种不同类型的认知方式，试分析自己的认知方式，以及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认知特

点。 

4、特质论和类型论的根本区别在哪里？ 

5、什么是“大五人格因素”？ 

6、试分析几种人格测验的优缺点。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教学 2次，共 4学时 

实践 1：讨论课 

参考学时：2学时 

实践内容：1.心理学的前景如何？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 

2、在人的发展中，先天遗传重要还是后天教养重要？ 

实践要求：讨论题目提前布置，课堂上分组讨论 3学时，后 1学时由任课老师总结。要求学生

熟悉本课程第 1－3 章的内容，同时辅以相关阅读材料。通过研究性阅读和课堂讨论，准确把握心

理学的发展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正确认识心理的本质。同时了解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实践教学 2： 

参考学时：2学时 

实践内容：读书报告会 

实践要求：每位学生通过阅读推荐的阅读材料或心理学专业期刊文章，针对某一专题撰写 PPT

形式的课堂汇报提纲，在全班同学前进行展示汇报。要求学生熟练掌握所汇报内容，指出所研读论

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提出自己的批评性观点。通过这种实践教学形式，拓展学术视野，掌握

心理学的特定理论观点和基本的研究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绪论：漫话心理学 4  

2 第二章 心理学如何做研究 4  

3 第三章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6  

4 第一次实践课 2  

5 第四章感觉 4  

6 第五章知觉 4  

7 第六章意识与意识状态 4  

8 第七章记忆与学习 4  

9 第八章思维与问题解决 4  

10 第八章思维与问题解决 4  

11 第九章智力与能力 4  

12 第十章驱动行为的力量----动机 4  

13 第十一章情绪、压力和健康 6  

14 第二次实践课 2  

15 第十二章认识我们的人格 4  

16 第十二章认识我们的人格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生理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心理的本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感知觉、记忆、思维等认知过程的规律，情绪和动机、

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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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心理的本质、思维的规律、心理的生物制约性。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方法为主。 

2. 辅以讨论和专题研究。 

教学手段： 

1. PPT授课，课后阅读。 

2.分组讨论。多媒体展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有视频播放器，有 PDF、Adobe Reader等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要求课外自主阅读推荐材料，课上分组讨论。课外实践课时 4。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成绩＝平时成绩占 20％+读书报告 20%+期末考试占 60％ 

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读书报告占 20%；期末考试占 6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美]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等著，王垒等译：《心理学与生活》（16th Edition），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美）费尔德曼 著，（中）黄希庭 著，黄希庭 等译，《心理学与我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8。 

3、（美）Dennis Coon &John O.Mitterer,郑钢等译：《心理学导论—思想与行为的认识之路》 

(11th Edition),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 1版。  

4、崔丽娟等著：《心理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 

5.黄希庭著：《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第二版。国家精品课程教材。 

6.彭聃龄主编：《普通心理学》，北师大出版社，2001，第二版。面向 21世纪课程教材。 

执笔：王国芳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6日 

 

生理心理学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 

课程号：32302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重要心理现象相关

的生物学机制；2、熟悉生理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常用的研究方法；3、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研究和

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严谨细致、实事求是的学风。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神经突触、神经系统解剖、脑发

育与可塑性、视觉及其他感觉系统、运动、睡眠与觉醒、内调节、繁殖行为、情绪行为、学习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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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的生物学、认知功能、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等主题的生物学机制，为认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

精神病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学时 

知识单元 1：主要问题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心理和脑的关系  

（1）生理心理学定义 

1） 生理心理学是研究行为和经验的生理、演化和发展机制的学科 

2） 研究视角：从行为怎样演化、从大脑和其他器官如何对行为控制的角度去理解行为？神经
元和神经胶质细胞以何种方式产生出大量的行为和经验？ 

（2）行为的生物学解释 

1） 生理学解释：行为与脑和其他器官的生理机能是怎样发生联系的？ 

2） 个体发育的解释：行为在个体中是怎样发展的？ 

3） 演化的解释：这种行为的能力是怎样演化的？ 

4） 功能的解释：这种行为提供了什么功能？ 

（3）脑与意识经验 

1） 二元论：心理和身体是两种不同的物质，它们是独立存在的 

2） 一元论：认为宇宙只是由一种物质构成的，世界上的事物有共同的本原 

3） 意识：简单问题、困难问题、唯我主义与他心问题；（案例：盲视） 

2. 行为的遗传学 

（1）孟德尔遗传学 

1） 基因与染色体 

2） 伴性基因：位于性染色体上的基因，通常是指伴-X 基因；限性基因：在两性都有，存在

于常染色体上，但主要影响或只影响某一性别 

（2）遗传与环境 

1） 双生子研究、寄养子研究、对特定基因的识别 

2） 环境的作用：即使是一个高遗传度的特性，通过环境干预也可以使其发生改变；基因通过
改变大脑内化学物质直接影响行为 

（3）行为的演化 

1） 演化：在某一种群中，各种基因的频次在代与代之间的变化；关于演化的常见误解 

2） 人种的演化 

3） 演化心理学：研究行为，特别是社会行为是怎样演化的 

3. 研究中的动物实验 

（1） 动物研究的理由 

（2）伦理的争论，反对的程度，可能的妥协：减少、代替、改善 

学习目标： 

1．了解动物研究的伦理问题、神经科学事业的职业机会。 

2．掌握生理心理学的本质，掌握行为的生物学解释；熟悉人类脑与意识经验的研究途径与案

例，行为的遗传学研究与行为的演化。 

作业： 

1. 描述生理心理学的生物学渊源。 

2. 描述自然选择在行为特征演化中的作用。 

3. 描述人种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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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动物研究的价值和有关动物照管的伦理学问题。 

5. 描述神经科学中的职业机会。 

6. 列出可以帮助你尽可能多地学习本书内容的策略。 

知识单元 2：神经突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突触中发生的化学事件 

（1）突触中化学递质的发现 

1） Otto Loewi：德国生理学家，通过实验证明：神经通过释放化学物质来传递信息 

2） 20世纪 50年代，研究者们最终确立化学传递是神经系统中交流的主要形式 

（2）突触中化学事件的结果 

1） 神经递质的类型：乙酰胆碱、单胺/一元胺类、氨基酸类、神经肽类、脂类、嘌呤类/核苷

类、G酶类/可溶性气体 

2） 递质的合成：神经元从食物中获取原材料合成神经递质 

3） 递质的运输和储存：大多数神经递质在突触前末端合成，神经肽在细胞体中合成，运输到
轴突或树突 

4） 递质的释放和扩散：大多数神经元能够释放两种以上的神经递质，神经元在不同突触处可
以具有多种类型神经递质的受体 

5） 突触后细胞上受体的激活：一种神经递质可能与几种受体相联系，功能不同；促离子型效
应：快速、短暂；促代谢型效应：慢、持久 

6） 神经递质的失活与再摄取：不同的神经递质失活的方式不同 

7） 来自突触后细胞的负反馈：自身受体、释放的物质作用于突触前终扣 

8）  
2．突触、药物和成瘾 

（1）作用机制的类型 

1） 激动剂：模拟或增加神经递质效应的药物 

2） 拮抗剂：阻断神经递质效应的药物 

（2）滥用药物的共同特点：伏隔核中多巴胺的释放增加 

（3）关于滥用药物的调查 

1） 兴奋性药物：增加兴奋、警觉度和活动性，可使情绪高涨、减少疲劳；苯丙胺、可卡因：
作用于多巴胺、5-羟色胺等 

2） 尼古丁：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和神经-肌接头的乙酰胆碱受体；尼古丁受体在伏隔核的分

布较多，进而促进多巴胺释放 

3） 麻醉剂：从罂粟中提炼出来的麻醉药，主要包括吗啡、海洛因、美沙酮；麻醉剂使人们放
松，减少对现实世界问题的注意和对痛觉的敏感 

4） 大麻：四氢大麻酚 Δ9-THC 是大麻叶中的活性物质；作用是痛感缺失、增强食欲、止吐

等 

5） 致幻药：LSD 麦角酸二乙胺，激活 5-HT2A受体 

（4）酒精和酒精依赖 

1） 酗酒/酒精依赖：表现为不计临床或社会危害而继续使用酒精 

2） 酒精影响神经元的多种方式：GABAA受体的间接激动剂、谷氨酸 NMDA受体的间接拮抗剂、

增加对多巴胺和麻醉剂受体的刺激 

（5）成瘾性 

1） 寻找愉快和避免不愉快：正强化、负强化 

2） 对线索表现出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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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脑重组：药物成瘾重塑了伏隔核 

（6）对抗物质滥用的药物 

1） 对抗酒精滥用的药物：药物戒酒硫/安塔步司 

2） 对抗麻醉剂滥用的药物：美沙酮、丁丙诺啡、左醋美杀朵 

学习目标： 

1．了解神经元释放的脂类、核苷类物质及可溶性气体的效应，了解对抗物质滥用的药物。 

2．掌握突触的概念和性质、突触中的神经递质及其传递，掌握药物对突触活性的影响，成瘾

药物的共同特点；熟悉药物在突触的作用机制、不同类型滥用药物的基本特点及成瘾性。 

作业： 

1． 描述突触的结构，神经递质的释放以及突触后受体的激活。 

2． 描述突出后电位，起离子运动机制，其消释机制及其整合。 

3． 描述突触传递中自受体和轴突突触的作用，描述神经调节物和激素在非突触传递中的作
用。 

4． 描述药物对突触活性的影响。 

5． 回顾神经递质和神经调质的常规作用，并描述脑内胆碱能通路和影响相应神经元的药物。 
6． 描述脑内单胺能通路和影响相应神经元的药物。 

7． 回顾释放氨基酸类神经递质的神经元作用并描述影响相应神经元的药物。 

8． 描述神经元释放的肽类、脂类、核苷类物质以及可溶性气体的效应。 

知识单元 3：神经系统解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脊椎动物神经系统的结构 

（1）描述神经系统的术语 

1） 中枢神经系统：脑和脊髓、周围神经系统：躯体神经系统、脑神经、脊神经 

2） 关于结构的解剖学术语：束、核、神经节 

（2）脊髓 

1） 脊神经后根：传入感觉信息；脊神经前根：传出运动信息 

2） 功能：脊髓的每个节段收集感觉信息到大脑，并从大脑接收运动指令，具有一定的自主功
能 

（3）自主神经系统 

1） 交感神经系统：连接到脊髓的胸腰段， “战斗或逃跑” 

2） 副交感神经系统：脊髓的头骶段，“休息和消化” 

（4）后脑 

1） 后脑包括：小脑、脑桥、延髓 

2） 延髓：脊髓的扩大和延伸，控制头面部感觉、运动和一些重要反射 

3） 脑桥：大量轴突交叉到对侧  

4） 小脑：运动的平衡和协调 

（5）中脑 

1） 顶盖：上丘、下丘，分别加工视觉和听觉信息 

2） 被盖 

（6）前脑 

1） 丘脑：位于前脑中央，左右各一；接受大部分的感觉信息传入，并传递到大脑皮层，并接
受来自大脑皮层的信息 

2） 下丘脑、垂体、基底神经核、基底前脑、海马 

（7）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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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硬脑膜、软脑膜、蛛网膜 

2） 脑脊液：脉络丛产生，侧脑室、第三脑室、第四脑室 

2．大脑皮层 

（1）大脑皮层的结构：大脑皮层包括 6层神经元：功能柱 

（2）枕叶：视觉信息传导的目的地，初级视觉皮层/纹状皮层 

（3）顶叶： 顶叶加工触觉和身体知觉，中央后回：初级躯体感觉皮层 

（4）颞叶：处理听觉信息、视觉的复杂属性以及情绪信息  

（5）额叶 

1） 包括初级运动皮层和前额叶皮层 

2） 前额叶皮层：不是任何感觉系统的初级投射区域，负责大量信息的整合 

（6）不同区域如何协同工作 

1） 捆绑难题：关于大脑不同区域如何对单个客体产生知觉的问题 

2） 捆绑的产生：感知到两种感觉发生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  

3. 研究方法 

（1）将脑解剖与行为联系起来 

1） 颅相学 

2） 检测脑解剖结构的方法：计算机辅助断层成像 CT、磁共振成像 MRI 

（2）记录大脑活动 

1） 微电极记录、脑电图、脑磁图 

2） 正电子断层扫描 PET、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MRI 

（3）脑损伤的影响 

1） 损毁、切除、立体定位仪 

2） 基因敲除、经颅磁刺激 TMS 

（4）脑大小和脑结构的差异 

1） 物种间的比较 

2） 人类中的比较 

3） 性别差异 

学习目标： 

1．了解描述神经系统的术语，了解脑大小和脑结构的物种差异及个体差异。 

2．掌握神经系统的基本特点和分区、脑室系统和脑脊液的生成，掌握端脑的结构和功能，掌

握间脑、中脑、后脑和脊髓的主要结构；掌握外周神经系统、自主神经系统两个分支的结构特点。 

作业： 

1. 描述脑外观、脑平面和方向的术语 

2. 神经系统的分区，脑膜，脑室系统，脑脊液的生成及流动 

3. 描述前脑和间脑的主要结构，以及大脑皮层的功能 

4. 描述中脑、后脑以及脊髓的主要结构 

5. 描述外周神经系统，包括自主神经系统的构成 

6. 描述如何应用电生理学和化学方法测量、记录脑神经活动 

7. 描述如何应用电生理学和化学方法诱发脑神经活动。 

8. 描述合成、分泌特定神经化学物质的神经元定位和特异性受体的定位方法。 

9. 讨论脑大小和脑结构的性别差异。  

知识单元 4：脑发育与可塑性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脑的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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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脊椎动物脑成熟的过程 

1） 神经元的生长和发育 

2） 后形成的新神经元 

（2）轴突的路径寻找 

1） 轴突的化学路径 

2） 轴突竞争是普遍原则 

（3）决定神经元存活的因素 

（4）发育中的大脑易受伤害 

（5）皮层的分化 

（6）经验的精细调节作用 

1） 经验与树突分支 

2） 特殊经验的作用 

2. 脑损伤后的可塑性 

（1）脑损伤和短期内恢复 

1） 减少中风造成的伤害 

2） 缺血性中风和出血性中风 

（2）长期恢复的机制 

1） 增加脑刺激：神经联系失能  

2） 轴突的再生长：受损的轴突能够再生长，但在成熟哺乳动物的脑或脊髓中，再生不明显 

3） 出芽：旁出芽是指幸存的轴突生长出新的分支去填补因受损轴突消失造成的空的突触位置 

4） 去神经超敏化：传入轴突被破坏后，神经元对神经递质的敏感性升高 

5） 感觉神经的重组与幻肢  

6） 行为的习得性调节 

学习目标： 

1．了解脊椎动物脑成熟的过程，了解脑发育过程中神经元的迁移及决定神经元存活的因素。 

2．掌握中枢神经系统发育的特点，发育过程中导致脑损伤的因素，脑损伤后的短期恢复和长

期恢复机制。 

作业： 

1. 脑发育过程中，决定神经元存活的因素是什么？ 

2. 脑发育过程中，可能导致大脑损伤的因素有哪些？ 

3. 描述中风的类型以及中风造成脑损伤的机制。 

4. 描述轴突的再生长、出芽、去神经超敏化等脑损伤后的短期恢复机制。 

5. 脑损伤后长期的恢复机制有哪些？ 

知识单元 5：视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视觉编码 

（1）知觉的一般原则 

1） 缪勒：特殊神经能量定理 

2） 从神经元活动到知觉：感觉信息需要编码以使得大脑能够处理它，编码后的信息及其描述
的刺激不具有物理相似性 

（2）眼睛及其与大脑的连接 

1） 视网膜的中央凹和外周  

2） 盲点：视神经离开眼睛的地方 

（3）视觉感受器：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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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颜色视觉 

1） 三原色理论/Young-Helmholtz 理论：颜色知觉开始于一定波长的光刺激三种类型的视锥

细胞，使之产生特定比例的反应 

2） 对立过程理论：视觉系统神经元的反应增强代表一种颜色，减弱代表相对立的颜色 

3） 视网膜皮层理论：脑会对表征视网膜不同部分的皮层反应进行比较，来决定每一块区域的
亮度和颜色 

4） 颜色视觉缺陷：基因造成的视锥细胞异常 

2. 视知觉的神经基础 

（1）哺乳动物视觉系统概述 

（2）视网膜上的加工：侧抑制是指由于相邻神经元的活动导致某个神经元活动的降低 

（3）到外侧膝状体及其以上结构的通路 

1） 感受野 

2） 灵长类的视觉系统分工：小细胞神经元、大细胞神经元、尘细胞神经元 

（4）大脑皮层中的模式识别 

1） 视皮层中的通路：初级视皮层-次级视皮层 

2） 次级视皮层两条加工通路：背侧通路和腹侧通路 

3） 形状通路：简单细胞、复杂细胞、超复杂细胞 

4） 视皮层的柱状组织 

5） 视皮层的细胞是特征觉察器吗  

6） V1区之外的形状分析：下颞叶皮层 

（5）物体识别障碍 

面孔失认症：梭状回受损 

（6）颜色、运动和深度通路 

1） 运动知觉：MT/内侧颞叶区：外纹状皮层 V5区；MST/内侧上颞叶区 

2） 运动盲 

3. 视觉发展 

（1）人类婴儿的视觉: 对面孔的注意及面孔识别  

（2）早期经验和视觉发展 

1） 单眼经验的剥夺 

2） 双眼经验剥夺 

3） 两眼中的不匹配刺激 

4） 早期视觉刺激受限 

5） 婴儿视觉的损伤及长期后果 

学习目标： 

1．了解光和颜色的特点，眼睛的解剖结构和纹状皮层的模块化组织，了解早期经验对视觉发

育的影响。 

2．掌握光感受器和视网膜节细胞对视觉信息的编码方式，掌握纹状皮层神经元对朝向、运动、

空间频率、视差和颜色的响应方式，掌握视觉联合皮层的解剖结构，掌握两条视觉通路的位置和功

能，掌握视觉失认症，熟悉脑损伤对视知觉的影响。 

作业： 

1. 简述光和颜色的特点、眼睛的解剖及其与大脑的联系。描述视觉信息的换能过程。 

2. 描述光感受器和视网膜节细胞对视觉信息的编码方式。 

3. 描述并讨论纹状皮层神经元对朝向、运动和空间频率的响应方式。 

4. 描述纹状皮层神经元对视差和颜色的响应方式，解释纹状皮层的模块化组织。 

5. 描述视觉联合皮层的解剖，讨论两条视觉通路的位置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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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讨论颜色知觉，分析腹侧通路神经元对形状的加工。 

7. 描述视觉联合皮层神经元对运动和位置的响应方式，讨论脑损伤是如何影响这些特征知觉

的。 

知识单元 6：其他感觉系统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听觉 

（1）声音与耳 

1） 声音的物理和心理维度：振幅与响度、频率与音高、复杂性与音色 

2） 耳的结构：耳廓、鼓膜、听小骨 

（2）音高知觉 

1） 频率理论频率理论指的是通过听神经发放动作电位的频率，探测低频声音的音高 

2） 地点理论是指基底膜不同位置编码不同的频率信息，通过在基底膜上反应最强的区域探测
高频声音 

（3）听觉皮层 

1） 腹侧通路/what通路：颞前皮层对声音模式敏感 

2） 背侧通路/where通路：颞后皮层和顶叶皮层，对声音位置敏感 

（4）听觉损失 

1） 传导性失聪/中耳失聪：中耳无法将声波恰当地传输到耳蜗 

2） 神经性失聪/内耳失聪：源自耳蜗、毛细胞或听神经的损伤 

（5）声音定位 

1） 双耳声音的强度差  

2） 时间差 

3） 相位差  

2. 机械感觉 

（1）前庭觉 

前庭器官：探测头部的位置和加速度；前庭囊、半规管 

（2）躯体感觉 

1） 躯体感觉的种类：触觉、压力、冷热、关节的位置与运动、痛觉、痒觉 

2） 躯体感觉的感受器：帕奇尼小体 

3） 中枢神经系统的输入：每对脊神经与躯体的特定区域相联系，该区域被称为生皮节 

（3）痛觉 

1） 痛觉刺激和痛觉通路：感受器是裸露的神经末梢，部分痛觉感受器对热、酸、辣椒辣素起
反应 

2） 缓解疼痛的途径 

a. 阿片和内啡肽 

阿片机制：内啡肽通过阻断 P物质和其他神经递质来减缓疼痛 

门控理论：非痛觉刺激可以改变痛觉的敏感性，其他刺激可能关闭门控而阻断痛觉传递 

安慰剂：促进阿片类物质释放 

b. 大麻类物质和辣椒辣素 

大麻：通常作用于外周神经系统 

辣椒辣素：释放 P物质 

c.  对神经系统的电刺激 

3） 痛觉敏化 

（4）痒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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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痒觉 ：受伤皮肤释放组织胺、痒觉与特定的植物相关 

3. 化学感觉 

（1）化学感觉编码 

1） 专线原则：每一个感受器对某一有限范围内的刺激产生反应，其意义的传达完全依赖于哪
些神经元被激活 

2） 交叉纤维模式原则：每一个感受器对更宽范围内的刺激产生反应，特定轴突的特定反应只
有在与其他轴突进行比较时才有意义 

（2）味觉 

1） 味觉感受器：位于舌头表面乳状突起的味蕾内，味蕾由 20-50感受器细胞组成 

2） 有多少种味觉感受器：酸、甜、苦、咸、鲜五种感觉属性 

3） 味觉感受器的机理：味道分子与受体结合－感受器细胞膜通透性改变 

4） 大脑中的味觉编码：舌头前 2/3的感受器是第 VII对脑神经； 后 1/3的感受器是第 IX和

X对脑神经 

5） 味觉的个体差异：与基因有关 

（3）嗅觉 

1） 嗅觉感受细胞：双极神经元 

2） 编码的含义：感受器的数目多达数百种 

3） 传递给大脑的信息：大脑皮层的嗅觉神经元对模式复杂的特定刺激反应 

4） 个体差异 

（4）信息素 

1） 信息素：同物种中传递的可以影响其他个体行为、尤其是性行为的化学物质 

2） 梨鼻器：大多数哺乳动物对信息素及其他化学物质的感受器官 

（5）联觉 

学习目标： 

1．了解味觉和嗅觉系统的主要结构，了解痒觉的分类和传导通路，了解味觉和嗅觉刺激产生

的神经兴奋的模式。 

2．掌握耳朵和听觉通道的解剖结构、掌握听觉系统对音调、音色及对声源位置的探测，掌握

前庭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掌握躯体感觉通道以及对疼痛的知觉；熟悉皮肤感觉及其对触摸、温度和

疼痛的反应，熟悉味觉和嗅觉的通道和神经编码。 

作业： 

1. 描述耳朵和听觉通道的各个部分。 

2. 描述对音调、音色、以及对声源位置的探测。 

3. 描述前庭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4. 描述皮肤感觉及其对触摸、温度和疼痛的反应。 

5. 描述躯体感觉通道以及对疼痛的知觉。 

6. 描述各种味觉特性，味蕾的解剖和它们是如何探测味道的，以及味觉通道和味觉的神经编
码。 

7. 描述嗅觉系统的主要结构，解释味道是如何被探测的，并描述由这些刺激产生的神经兴奋
的模式。 

8. 描述痛觉刺激与通路以及缓解疼痛的途径。 

知识单元 7：运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运动的控制 

（1）肌肉及其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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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脊椎动物的肌肉类型：平滑肌、骨骼肌、心肌 

2） 快肌和慢肌：快缩肌纤维迅速疲劳，无氧过程；慢缩肌纤维不疲劳，有氧过程 

3） 本体感受器对肌肉的控制：本体感受器包括肌梭、高尔基腱器官 

（2）运动的单元 

1） 随意和不随意运动 

反射：通常被认为是不随意运动；很少行为能被区分为纯的随意或不随意运动 

2） 根据负反馈灵活地调节 

冲击运动：反射作为整体执行，一旦触发就不能改变 

反馈校正：大多数行为受感觉反馈的引导和调节 

3） 行为的序列 

2. 运动的脑机制 

（1）大脑皮质 

1） 初级运动皮层：输入到脊髓的主要来源，脊髓内含有中枢模式发生器来控制肌肉 

2） 初级运动皮质的相邻脑区 

后顶叶皮质：感知目标物的位置和身体相对于环境的位置 

前额叶皮质：对引发某些运动的感觉刺激作出反应，对依赖于情境的计划动作尤其重要 

3） 镜像神经元：运动前区和其他一些脑区（如顶叶和颞叶）的神经元，对自身产生的运动和
观察到他人同样的运动都作出反应 

4） 有意识的决定与运动：运动皮质在任何随意运动之前产生的电活动被称为预备电位 

5） 脑到脊髓的联系 

皮质脊髓束：外侧皮质脊髓束、内侧皮质脊髓束 

（2）小脑 

1） 运动功能：平衡和协调，对需要准确定位和计时的快速运动非常重要 

2） 运动以外的功能作用：与时间知觉或刺激节律有关的感觉功能、注意 

3） 细胞的构筑：小脑的细胞以规则的模式排列，使它们的输出能够精确控制时程 

（3）基底神经节 

1） 主要包括尾状核、壳核、苍白球 

2） 基底神经节通过停止抑制而选择运动，对运动发起具有重要作用 

（4）脑区与运动学习 

1） 大脑皮质：使运动模式的“信噪比”增加，趋于一致 

2） 基底神经节：对于难以用语言描述的运动习惯的学习是必需的 

3. 运动障碍 

（1）帕金森氏病 

1） 可能的病因 

a. 黑质纹状体系统的退行性病变，黑质到纹状体的多巴胺神经元缺失 

b. 早发性帕金森氏病有较高的遗传性，与基因相关；迟发性帕金森氏病的遗传性较低；环境：
接触 MPTP、除草剂等有毒物质 

2） L-多巴治疗：L-多巴是多巴胺的前体物质，帕金森氏病的主要治疗药物，治疗效果不理想，
存在副作用 

3） 其他治疗方法：高频电刺激；移植胚胎组织或干细胞：仍处于实验阶段 

（2）亨廷顿氏病  

1） 一种严重的神经性疾病，多在 30-50岁出现症状；症状是运动控制受损：由颤动发展为节

律性扭动、不自主运动（舞蹈症），常伴随严重的脑损伤、抑郁、记忆损害和其他的认知障碍 

2） 遗传和症状前检查 

a. 基因缺陷：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第 4对染色体突变，该基因的 C-A-G（胞嘧啶-腺嘌呤-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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嘌呤）碱基序列重复次数越多，可能的发病时间越早 

b. 该基因编码产生的亨廷顿蛋白过量聚集，造成神经元损伤 

学习目标： 

1．了解肌肉的类型及其特点，了解运动的类型。 

2．掌握大脑皮质、小脑、基底神经节在运动控制中的功能，掌握不同脑区在运动学习中的作

用，掌握帕金森氏病和亨廷顿氏病的可能病因、症状与可能的治疗方法。 

作业： 

1. 描述快缩肌纤维和慢缩肌纤维各自的特点。 

2. 根据神经系统控制方式的不同，运动的类型分为哪几种？ 

3. 与运动相关的脑区有哪些？其各自的功能特点是什么？ 

4. 运动技能的学习与哪些脑结构有关？ 

5. 描述不同脑区损伤可能导致的运动障碍。 

知识单元 8：睡眠与觉醒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觉醒和睡眠的规律 

（1）内源性节律 

1） 内源性近年节律：动物自发产生的节律，应对季节变换 

2） 内源性昼夜节律：动物自发产生 24小时的昼夜节律 

（2）生物钟的设定和重置 

1） 给时者：重置昼夜节律的刺激；光线是陆地动物最主要的给时者 

2） 时差反应：跨越时区对昼夜节律的干扰，其原因是内部节律与外部时间不一致 

3） 倒班：改变昼夜节律的最好方法是提供给时者（光线） 

（3）生物钟的机制 

1） 视上核/视交叉上核：位于下丘脑，调节睡眠和体温的昼夜节律；受基因控制，单个视上

核细胞即可维持昼夜节律 

2） 光线如何重置视上核：视网膜下丘脑通路 

3） 昼夜节律的生物化学机制：基因与蛋白质的反馈  

4） 褪黑素：由松果体分泌，受到视上核调节，褪黑素主要在夜间分泌，产生睡意 

2. 睡眠的阶段和脑机制 

（1）睡眠以及干扰意识的其他状态 

睡眠、昏迷、植物人状态、微意识状态、脑死亡 

（2）睡眠的阶段 

1） 觉醒状态脑电的两种基本模式：α波 8-12Hz：放松；β波 13-30Hz：警觉 

2） 多导睡眠记录：脑电图、肌电图、眼电图 

3） 阶段 1：θ波；阶段 2：θ波，睡眠纺锤波；阶段 3：δ波； 阶段 4：δ波比例大于 50%  

（3）异相睡眠/快速眼动睡眠 

快速眼动睡眠：眼球快速活动、去同步化波；伴随肌肉瘫痪、不规则的呼吸和心率，生殖器活

动、梦境 

（4）觉醒和唤起的脑机制 

唤醒和注意的脑结构： 

1） 网状结构 

2） 蓝斑：去甲肾上腺素 

3） 下丘脑：食欲素 

4） 前脑基底部：乙酰胆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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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快速眼动睡眠涉及的脑功能 

1） REM睡眠与某些脑区活动的增加有关：桥膝枕波 

2） REM睡眠与某些脑区的活动减少相关：前额叶皮层、运动皮层及初级视皮层 

（6）睡眠障碍 

1） 失眠 

2） 睡眠呼吸暂停：睡眠时出现长时间的窒息状态 

3） 嗜睡症：四种主要症状：睡眠发作、猝倒、睡眠瘫痪、睡眠幻觉 

4） 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反复发作的肢体（腿部或手部）非自主运动 

5） 快速眼动行为障碍：快速眼动睡眠中无法处于瘫痪状态 

6） 夜惊、梦呓和梦游  

3. 为什么睡觉？为什么存在快速眼动睡眠？为什么做梦？ 

（1）睡眠的功能 

1） 睡眠和能量的保存：睡眠多少可能与饮食习性和面临危险的多少有关 

2） 睡眠的需求以及睡眠剥夺的后果：有个体差异，睡眠剥夺可能引发注意功能损害，抑郁等
精神症状，工作效率下降 

（2）睡眠与记忆：睡眠能够增强记忆，睡眠促进记忆可能与纺锤波有关 

（3）快速眼动睡眠的功能：睡眠的总时间越长，REM的比例越大 

（4）从生物学角度认识做梦 

1） 激活-合成假说：梦是大脑试图对其接收到的信号进行合理化解释而产生的，这些信息大

多来自脑桥的自发活动 

2） 临床-解剖假设：梦是发生在特殊条件下的思维：部分来源于外界刺激，但主要来源于脑

内的动机、记忆和唤醒 

学习目标： 

1．了解睡眠的功能，了解有关梦的两种假说。 

2．掌握睡眠的各个阶段及其特性，掌握快速眼动睡眠和慢波睡眠的相关障碍，掌握快速眼动

睡眠的功能，掌握生理节律；熟悉关于生物钟神经和生理基础的研究，熟悉睡眠剥夺、运动和心理

活动对睡眠的影响，熟悉觉醒的神经控制，熟悉慢波睡眠的神经控制，熟悉快速眼动睡眠的神经控

制。 

作业： 

1. 描述生理节律，讨论关于生物钟神经和生理基础的研究 

2. 描述夜间睡眠过程：各个阶段及其特性 

3. 详述失眠症、睡眠治疗和睡眠窒息 

4. 详述快速眼动睡眠和慢波睡眠的相关障碍 

5. 详述快速眼动睡眠的功能 

6. 评价药物控制睡眠的证据，并描述觉醒的神经控制 

7. 详述慢波睡眠的神经控制 

8. 详述快速眼动睡眠的神经控制 

9. 描述并比较关于梦的假说 

知识单元 9：内调节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体温调节 

（1）内稳态与非稳态 

1） 内稳态：保持机体变量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 

2） 非稳态：机体根据环境的变化调整设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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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体温控制 

1） 变温动物 

2） 恒温动物：需要大量能量来维持体温，通过行为学和生理学机制控制体温 

3） 恒定高体温的优势：即使在寒冷的环境中也可以快速移动并且不会疲劳 

4） 脑机制：视前区/下丘脑前部是体温控制的关键脑区，监测自身及皮肤和脊髓的温度 

5） 发热：表明体温设定点升高，适度的发热可帮助动物对抗感染 

2. 渴 

（1）水调节的机制 

（2）渗透性渴 

1） 渗透性渴：血液渗透压升高使水分流向胞外；、 

2） 渗透压感受器：第三脑室周围的神经元包括终板血管器、穹窿下器 

（3）容量性渴和钠特异性需求 

1） 容量性渴：血容量减少引起的渴 

2） 容量感受器：穹窿下器、大静脉的压力感受器 

3） 钠特异性需求 

3. 饥饿 

（1）消化系统如何影响食物的选择 

1） 人类的进食策略 

2） 环境因素和生物因素 

3） 酶类及乳制品的消化 

4） 影响食物选择的其他因素 

（2）进食的短期和长期调节 

1） 口腔因素：人们对品尝或咀嚼的渴望，味觉和口腔感觉并不是饱足信号 

2） 胃和肠道：终止进食的信号包括迷走神经、内脏神经、胆囊收缩素 CCK 

3） 葡萄糖、胰岛素和胰高血糖素：食欲部分取决于细胞对葡萄糖和其他营养物质的利用率 

4） 瘦素：长期调节机制，减少食量、增加新陈代谢率 

a. 拥有肥胖基因的小鼠，不能产生瘦素 

b. 人群中瘦素缺乏是极少见的，大多数肥胖者可能对瘦素不敏感 

（3）脑机制 

1） 弓状核与下丘脑室旁核 

弓状核：接收饥饿和饱足的信号，输出到室旁核和外侧下丘脑 

a. 弓状核的饥饿敏感神经元：神经肽 Y、豚鼠相关肽，抑制性递质：GABA 

b. 弓状核的饱食敏感神经元-促黑激素 (α-MSH) ：抑制食欲 

2） 外侧下丘脑：“饥饿中枢”：损伤后，动物停止进食和饮水，能够释放食欲素/下丘泌素：

增加觅食的持久性、对食物的奖赏性做出反应 

3） 下丘脑内侧区：腹内侧下丘脑是“饱食中枢”，损伤后可能导致过度进食和体重增加 

（4）进食障碍 

1） 遗传和体重：基因与环境的联合作用 

2） 体重减轻: 节食结合运动，严重的肥胖可以考虑减肥药物或手术 

3） 神经性厌食症：常见于青年女性，患者拒绝进食或者害怕进食，患者并不缺乏食欲，病因
尚不明确 

4） 神经性贪食症：极端节食与暴饮暴食交替发生，发病率高于厌食症，可能构成某种成瘾行
为。 

学习目标： 

1．了解内稳态调节机制的特性，了解消化系统对食物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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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渗透性渴和容积性渴的控制及血管紧张素的作用，掌握体温调节的神经控制，掌握渴

的神经控制，掌握终止进餐行为的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掌握导致神经性厌食症和神经性贪食症的

生理因素；熟悉躯体中的液体分区，熟悉处于饥饿和饱食状态下的脑干和下丘脑起作用的研究，熟

悉导致肥胖的生理因素。  

作业： 

1. 说明体温控制机制的特性。 

2. 说明渗透性渴和容积性渴的控制及血管紧缩素的作用。 

3. 描述渴的神经控制。 

4. 讨论影响终止进餐行为的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 

5. 描述处于饥饿和饱食状态下的脑干和视部下丘脑的功能。 

6. 讨论导致肥胖的生理因素。 

7. 讨论导致神经性厌食症和贪食症生理因素。 

知识单元 10：繁殖行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性与激素 

（1）性激素 

1） 属于固醇类激素，在两性都有，影响脑、生殖器官等 

2） 雄激素：一组男性激素，如 睾酮 

3） 雌激素：一组女性激素，如 雌二醇、孕激素 

（2）性激素的组织作用 

1） 组织作用：出现在发育的敏感阶段，能够相对永久地带来生理和解剖的改变 

2） 激活作用：可以在生命的任意时候出现，短暂激活某种特定的反应 

3） 性腺的性别差异 

a. 原始性腺：产生配子+分泌激素 

b. 内生殖器：雄性内生殖器前体即中肾管/午菲氏管；雌性内生殖器前体即副中肾管/缪勒氏

管 

c. 外生殖器：雄性：阴茎、阴囊；雌性：阴唇、阴蒂、阴道的外部 

外生殖器的分化是由敏感期的睾酮水平决定，并具有长期效应；“自然界的默认值是女性”： 敏

感期缺乏雌激素外生殖器仍能够发育， 但不会出现正常性行为 

4） 下丘脑的性别差异 

a. 激素会引起解剖和生理上的性别差异 

b. 性二型核：在雄性与雌性中的大小不同 

（3）性激素的激活作用 

1） 啮齿类 

a. 性经验对性唤起的影响 

b. 增强感觉：提高会阴神经敏感性 

c. 促进内侧视前区和下丘脑前部的性二型核释放多巴胺 

2） 人类 

a. 男性：睾酮水平与性唤起及寻找性伴侣的行为呈正相关；睾酮水平的下降总体上会带来男
性性行为的减少，但并不是无法勃起的原因 

b. 女性：围排卵期是繁殖力和雌激素水平最高的时期；性激素对女性的激活作用：性兴趣、
对性刺激的注意力 

c. 催产素：对产生性愉悦、分娩和哺乳非常重要；性高潮后，催产素的分泌可以减轻焦虑 

（4）抚育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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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很多哺乳动物，产后的激素分泌可以促进抚育行为，如加压素、孕激素、雌激素等 

2） 激素增加内侧视前区 POA和下丘脑前部的活动，长时间的接触后代也会引起抚育行为 

2. 性行为的多样性 

（1）交配行为的演化解释 

1） 多样化的交配兴趣：人们寻求一个还是多个交配对象？ 

2） 在交配中过程中男人和女人寻求什么 

a. 男性倾向于找一个更年轻的异性 

b. 女性倾向于找一个更富有的配偶 

3） 嫉妒的差异：男人更嫉妒女人的不忠 

4） 进化的还是学习的？ 

（2）性别认同和性别分化行为 

1） 双性人：性别发展呈中性或不明确的人 

2） CAH女孩的兴趣和偏好 

a. 先天性肾上腺增生 

b. 肾上腺过度发育，导致睾酮水平异常增高，女性生殖器雄性化，童年期对男孩的玩具更感
兴趣，性二形性行为受影响；成年后同性恋与双性行为增加 

3） 睾丸女性化：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遗传性疾病，雄激素受体缺乏 

4） 性别标定和抚养的观点：不要把每一个双性人都看成女性，不要对儿童进行手术治疗 

5） 性别的外表差异：产前性激素与个体的外表不同 

（3）性取向 

1） 同性恋和双性恋：男同性恋在生物学方面的证据更强，男同性恋的遗传倾向更强，早期女
性化行为的预测力更强 

2） 行为和解剖学的不同：同性恋与异性恋的解剖学差异：骨骼、脑结构；性无关行为的差异 

3） 遗传学因素：双生子研究和寄养子研究；同性恋相关基因可能位于 X染色体 

4） 一个进化问题 

a. 假设一：同性恋个体更照顾兄弟姐妹的孩子？ 

b. 假设二：男同性恋基因使得女性亲属更有选择性优势？ 

c. 假设三：特定基因具有杂交优势、在纯合子男性导致同性恋？ 

d. 假设四：与环境导致的基因激活或失活有关？ 

5） 产前影响：性取向与成年期的性激素水平无关，可能依赖于大脑发育敏感期的睾酮水平；
产前的压力与酒精：改变大脑发育、影响性行为的发育 

6） 大脑解剖：大脑前联合、视交叉上核等结构：男同性恋向女性转换、女同性恋向男性转换；
下丘脑前部的间位核：异性恋男性是女性的两倍 

学习目标： 

1．了解性行为的演化解释，了解影响性行为的激素种类与功能。 

2．掌握性激素的组织作用和激活作用，掌握啮齿类与人类性行为的神经与激素控制，熟悉影

响性取向的生物学因素，熟悉可能导致性别认同和性别分化行为变异的生物学因素，熟悉抚育行为

的激素与神经控制。 

作业： 

1. 说明人类性的发育及其激素调节。 

2. 讨论性腺的性别差异以及性激素对性行为的组织作用。 

3. 讨论性激素对啮齿类及人类性行为的激活作用。 

4. 讨论影响性取向的生物学因素。 

5. 讨论雄性性行为的神经调控。 

6. 讨论雌性性行为的神经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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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说明可能影响抚育行为的激素。 

知识单元 11：情绪行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情绪 

（1）情绪、自主唤醒和詹姆士-兰格理论 

1） 詹姆士-兰格理论： 情绪的产生是对来自肌肉和器官运动的反馈 

2） 生理唤醒对于情绪的产生是不是必须的？纯自主神经衰竭的患者情绪体验较差，但是可以
识别情绪的认知方面  

3） 生理的唤醒足以产生情绪吗？对面部活动或其他行动的反馈调节可以增强情绪体验，但是
他们却不是产生情绪体验的必须条件 

（2）与情绪有关的脑区 

1） 试图给特殊情绪定位：边缘系统是情绪的关键脑区 

2） 厌恶情绪：在所有的情绪中，唯一具有大脑特异性定位的情绪，脑区定位是脑岛 

3） 左半球和右半球的贡献 

a. 左半球额叶和颞叶的激活：与行为激活系统有关 

b. 右半球额叶和颞叶的激活：与行为抑制系统有关 

（3）情绪的功能 

1） 情绪和道德选择：道德两难困境 

2） 与情绪相关的脑区损伤后的决策：负责情绪前额叶皮质损伤 

2. 攻击和逃避行为 

（1）攻击行为 

1） 暴力行为中遗传和环境的影响 

a. 环境因素：铅、母亲孕期吸烟 

b. 遗传因素：双生子和寄养子研究 

c. 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单胺氧化酶 A基因：高活性与低活性，高、低活性 MAO-A个体的

反社会行为没有差异，如果童年遭受过严重虐待，携带低活性 MAO-A基因的个体在成年期表现出的

反社会行为显著增多 

2） 激素 

睾酮水平与攻击行为之间存在微弱的联系；睾酮的复杂作用：降低人们有意识识别情绪的能力，

增强那些与情绪有关的脑区的反应 

3） 5-羟色胺突触和攻击行为 

a. 非人类的动物：5-羟色胺转化量的降低与攻击行为的增加有关 

b. 人类：低 5-羟色胺含量与暴力犯罪增加有关、与抑郁、自杀行为有关；通过饮食改变 5-

羟色胺的合成：色氨酸耗竭法；5-羟色胺的作用是抑制冲动行为 

（2）逃避、恐惧和焦虑 

1） 恐惧、焦虑和杏仁核，惊跳反射：对于一个未知的强噪音的反应，非习得的恐惧 

2） 啮齿类动物的研究：杏仁核是增强惊跳反射的最重要脑区，杏仁核受损后，大鼠能够表现
出正常的惊跳反射，但是影响恐惧反应的学习 

3） 对猴子的研究：克鲁尔－布西综合症：杏仁核受损 

4） 人类杏仁核的激活：恐惧刺激或其他能够强烈唤起情绪加工的刺激，杏仁核的激活强烈；
呈现阈下情绪刺激，杏仁核也有反应 

5） 人类杏仁核受损：杏仁核受损的人很难把注意力关注在面孔图片中非常重要的情绪内容
上，出现表情识别困难；杏仁核受损的个体，只关注面孔的嘴巴和鼻子 

6） 减少焦虑的药物：苯二氮，胆囊收缩素 CCK：提高焦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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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激与健康 

（1）应激 stress的概念 

应激：对于个体具有威胁性，而且会引发生理和行为上的反应的事件 

（2）应激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 

1） 与长期应激有关的高皮质醇水平会损害海马，也会损害新神经元的形成 

2） 免疫系统 

3） 应激对免疫系统的影响 

（3）应激控制 

成功应对应激的方式，如社会支持，能够在脑内产生可测量的有效作用 

（4）创伤后应激障碍 

1） 有过极度痛苦经历，症状：频繁的痛苦回忆、噩梦、回避创伤事件、对噪音等刺激做出过
激反应，症状持续一个月以上 

2） 患病易感性的差异：海马体积较小、皮质醇含量较低的人更易患 PTSD 

学习目标： 

1. 了解生理唤醒与情绪的关系，了解可能缓解焦虑的药物，了解应激的生理反应以及对健康

的影响。 

2．掌握 James-Lange 理论，掌握与情绪相关的脑区定位及其功能特点，掌握情绪的功能以及

情绪相关脑区损伤后的表现；掌握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掌握激素对人类攻击行为的影响，掌握应

激的概念及创伤后应激障碍，熟悉与逃避、恐惧和焦虑相关的脑区及其损伤后的表现。 

作业： 

1. 描述情绪感受的 James-Lange理论，并举例说明。 

2. 讨论攻击行为的特征、功能和神经控制。 

3. 讨论眶额皮层在社会情境分析中的作用，以及该脑区损毁的后果。 

4. 描述基因和环境对人类攻击行为的作用机制。 

5. 描述雄激素对人类攻击行为的影响。 

6. 讨论正常人和脑损伤患者中情绪识别的神经控制。 

7. 描述长期应激对神经系统造成的损伤。  

知识单元 12：学习与记忆生物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学习、记忆、健忘症和脑功能 

（1）记忆的局部表征 

1） 学习与两个脑区之间的关联性增加有关 

2） 经典条件反射、操作性条件反射 

3） Lashley寻找记忆痕迹，认为学习与两个脑区之间新形成的关联无关：等势说、整体活动
说 

4） 对记忆痕迹的进一步探寻 

Thompson：经典条件反射与小脑的部分区域外侧间位核有关 

（2）记忆的类型 

1） 短时记忆与长时记忆 

2） 工作记忆：主要负责当前信息的存储 

（3）海马与健忘症 

1） 海马位于颞叶，健忘症是指记忆能力丧失 

2） 海马受损的病人 

a. 双侧颞叶切除：H.M.的个案研究，患有严重的顺行性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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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顺行性遗忘、逆行性遗忘  

c. H.M.与其他类似的健忘症患者：短时记忆完好无损、长时记忆储存受损、情景性记忆严重

丧失、内隐记忆优于外显记忆 

3） 海马的记忆功能 

a. 海马与陈述性记忆，陈述性记忆是指通过语言陈述事实的能力，海马在陈述性记忆中的作
用更为重要，而基底核在程序性记忆中的作用更为关键 

b. 海马与空间记忆：海马对空间记忆的作用尤为重要 

c. 海马与环境背景记忆：海马在事件发生的环境背景以及细节内容的记忆中可能具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  

4） 海马与记忆巩固：情绪唤醒能够提高记忆巩固程度 

5） 情绪唤醒引起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的分泌增加，引起杏仁核的激活，引起海马和大脑皮层的
兴奋性增加 

（4）其他类型的健忘症 

1） 科萨科夫综合征与其他前额区损伤 

科尔萨科夫综合征 是指脑部受损而引发的永久顺行性遗忘，多见于慢性酒精中毒，长期缺乏

维生素 B1，引起间脑、额叶等结构损伤 

2） 阿尔茨海默氏病 

a. 症状：进行性的记忆丧失、注意功能受损，精神错乱、情绪抑郁、失眠及食欲缺乏等 

b. 病因：遗传，神经斑： -淀粉样蛋白、神经原纤维缠结 

c. 治疗：胆碱酯酶抑制剂、摄食中增加抗氧化剂、姜黄素 

（5）其他脑区在记忆中的作用 

1） 杏仁核对恐惧记忆非常重要 

2） 顶叶：事件之间的关联能力，顶叶损伤的患者缺乏对生活回忆的自主描述能力 

3） 颞叶前方和下方损伤：语义性痴呆 

2. 神经系统的信息存储 

（1）学习与 Hebb突触 

1） Hebb突触：当突触后神经元产生动作电位时，突触前的多次重复刺激可以得到强化 

2） Hebb法则：学习的细胞学基础 

（2）无脊椎动物行为改变的单细胞机制 

1） 海兔的习惯化学习：同一个刺激多次重复呈现后，机体对刺激的反应会减弱 

2） 海兔的敏感化学习：对一个温和刺激的反应程度增加，好像碰到非常强烈的刺激 

（3）脊椎动物的长时程增强 

1） 长时程增强：对突触前纤维的反复高频刺激会长时期增强突触后神经元的可兴奋性 

2） 长时程抑制 

3） 长时程增强与长时程抑制的生化机制 

a. 谷氨酸的两类受体： AMPA受体和 NMDA受体，NMDA受体的兴奋需要谷氨酸释放＋突触后

膜去极化，引发 Ca
2+
内流 

b. 突触前变化 

4） 长时程增强和行为：在动物探索新环境、形成药物成瘾或者获得重复性感觉刺激时，也可
以形成长时程增强 

5） 药物和记忆 

a. 多种药物可以增强学习和记忆功能：咖啡因、银杏叶等保健品，可能增加脑内血流或提高
新陈代谢 

b. 阻断记忆的药物：心得安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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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关于记忆痕迹研究的历史，了解记忆的类型，了解海兔的习惯化与敏感化。 

2．掌握长时程增强的建立、NMDA受体在此现象中的作用，掌握突触可塑性，长时程增强和长

时程抑制的生理基础及相关的研究，掌握顺行性遗忘的性质及其对学习形成的研究有何启示，掌握

海马在记忆中的作用及海马损伤对记忆的影响；熟悉海马的解剖结构，熟悉不同类型的健忘症，熟

悉能够影响记忆的药物。 

作业： 

1. 描述海马的解剖结构及其在记忆中的作用。 

2. 描述长时程增强的建立，讨论 NMDA受体在此现象中的作用。 

3. 突触可塑性长时程增强和长时程抑制的生物学基础，讨论相关的研究。 

4. 描述顺行性遗忘的性质，及其对记忆的研究有何启示。 

5. 描述 Hebb突触的特点及其在学习中的作用。 

6. 讨论科萨科夫综合征和阿尔茨海默氏病的临床表现与致病机制。 

知识单元 13：认知功能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功能单侧化 

（1）左半球和右半球 

1） 胼胝体：一组神经纤维，用来连接大脑左右半球 

2） 单侧化：左右两半球之间的分工差异 

（2）大脑半球的视觉和听觉联结 

1） 视觉：每个半球获得对侧视野的信息输入 

2） 听觉：与声音定位有关的脑区从双耳接受刺激的输入，但对对侧耳传来的信息给予更多的
注意 

（3）切断胼胝体 

1） 裂脑人：接受了胼胝体切断手术的病人 

2） 裂脑人行为实验（案例） 

3） 被割裂的两半球：竞争与合作 

（4）单侧化的发展与利手 

1） 两半球在解剖上的差异 

2） 胼胝体的成熟 

3） 左半球在言语产生中发挥主导作用，大部分左利手具有左脑优势，或者两半球共同支配语言  

2. 语言的演化与生理学 

（1）语言在非人动物中的早期表现 

1） 普通黑猩猩：能够学会通过手势或者非声音的符号进行交流，但缺乏生成性、很少用来描述 

2） 倭黑猩猩：比一般的黑猩猩具有更多的语言潜能 

（2）人类如何演化出语言 

1） 作为整体智力产物之一的语言能力：问题 1：有的病人拥有标准大小的脑但语言能力受损，

问题 2：威廉姆斯综合征患者的心理发育迟滞，但拥有接近正常的言语功能 

2） 语言作为一个特殊的模块,人类具有语言获得装置，是获得语言的内在机制 

（3）脑损伤与语言 

1） 布洛卡失语/不流畅性失语症：语言产生中的困难，理解语法词汇及其作用时存在的问题；

布洛卡区：左半球额叶联合皮层，初级运动皮层基部的嘴侧 

2） 威尔尼克失语症/流畅性失语症：典型特征是发音清晰、很难找到正确的词/命名障碍、语

言理解能力较差；威尔尼克区位于左侧颞叶听觉联合皮层，颞上回后部 

3） 双语学习者的脑机制：说多种语言的个体使用相同的脑区处理不同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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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音乐与语言 

音乐与语言有很多相似之处：作曲家在音乐作品中采用的节奏模式常常与自己所使用的语言节

奏相似 

（5）阅读障碍 

1） 阅读障碍：一种阅读能力的损伤，患者的视觉与其他相关的技能正常 

2） 多种形式：语音功能缺陷、视觉功能缺陷 

3） 主要问题：将视觉信号转化成听觉信息的过程出现困难；或者阅读时在注意方面出现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非人类动物的语言功能，了解音乐与语言的联系，了解有关诵读困难神经基础的研究。 

2．掌握大脑功能单侧化的概念，掌握布洛卡失语以及布洛卡区损伤所导致的语言缺陷，掌握

威尔尼克失语的症状及脑损伤的区域，掌握不同类型的阅读读困难；熟悉大脑功能单侧化的发展与

利手，熟悉如何用脑损伤病人研究语言，熟悉有关双语神经基础的研究。 

作业： 

1. 描述裂脑个体的行为，解释这种现象对理解大脑功能半侧化的启示。 

2. 描述不同物种的语言功能，解释如何用脑损伤病人研究语言。 

3. 描述布洛卡失语以及布洛卡区损伤所导致的主要言语缺陷。 

4. 描述威尔尼克失语的症状，并解释威尔尼克失语患者可能损伤的脑区。 

5. 讨论双语学习涉及的脑机制。 

6. 描述阅读障碍的表现，并解释阅读障碍可能的神经基础。 

知识单元 14：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情感障碍 

（1）重度抑郁症 

1） 重度抑郁症的典型临床症状：“三低”即 情感低落、思维迟缓、意志活动减退；患病率女

性是男性的两倍，儿童发病率相对较低，病程是阶段性发作，可能反复发作 

2） 遗传和生活事件  

a. 中等程度的遗传，抑郁症的患病风险在早期发病（<30岁）的女性患者家属中特别高 

b. 与抑郁症相关的基因：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 

c. 童年经历：童年被虐待或忽视的经历会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 

3） 大脑半球优势的异常 

（2）抗抑郁药物 

1） 抗抑郁药物的种类 

a. 三环类药物：抑制 5-HT、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的重吸收，但会产生强烈的副作用 

b. 选择性 5-HT再摄取抑制剂（SSRI）：选择性的抑制 5-HT的再摄取，如：氟西汀、舍曲林  

c. 单胺氧化酶抑制剂：阻断分解单胺的酶 

2） 抗抑郁药的疗效：并非普遍有效，约超过一半的患者服药后有明显改善；抗抑郁药和心理
疗法的联合治疗 

3） 抗抑郁药到底如何产生作用？ 

a. 抑郁症：5-羟色胺与其他神经递质的可能缺失 

b. 电休克疗法 

c. 改变睡眠模式：睡眠剥夺 

4） 其他疗法：常规的非剧烈运动，与其他疗法相结合 

（3）双相情感障碍 

1） 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在抑郁和躁狂之间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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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遗传学：双相情感障碍存在遗传基础 

3） 治疗：锂盐 稳定情绪，防止躁狂或抑郁复发；某些抗惊厥药 

（4）季节性情感障碍 

2. 精神分裂症 

（1）主要特征 

1）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以生活功能受损为特征，并伴有幻觉、妄想、思维障碍、行为障碍和不
当情绪反应的疾病，病程：急性、慢性 

2） 行为症状 

a. 阳性症状：出现不该存在的行为，包括妄想、幻觉、思维紊乱 

b. 阴性症状：应该出现的行为缺失，包括社交行为、情绪表达和言语的减少 

3） 人口统计学数据 

a. 患病率：1%，美国、欧洲等国家比第三世界国家的发病率高 

b. 男女比例约为 7:5 

（2）遗传学 

1） 双生子研究：同病率：同卵双生子>异卵双生子>普通的兄弟姐妹 

2） 产前的环境因素 

（3）神经发育假说 

1） 胎儿期和新生儿期的环境 

基因或生命早期的问题损害了大脑的发育，导致在成年期开始出现行为的异常 

2） 轻度大脑异常 

a. 部分患者在早期脑发育过程中会出现轻度异常，尤其是额叶和颞叶损伤  

b. 脑室比正常人要大，神经元胞体小于正常水平 

3） 早期发育和后期的精神病理学 

成年期患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可能在童年期就已出现问题；注意力、记忆和冲动控制能力的障碍 

4） 抗精神病药物和多巴胺 

抗精神病药物：多巴胺受体阻断剂 

a. 吩噻嗪类：氯丙嗪阻断多巴胺 D2受体，服药 2-3周后出现缓解，但须持续服药 

b. 丁酰苯类：氟哌啶醇 

c. 精神分裂症的多巴胺假说：精神分裂症源于某些大脑区域突触间多巴胺的过度活动；增强
多巴胺活性的药物导致精神分裂症的阳性症状，如安非他命、甲基苯丙胺（冰毒）、可卡因等引起

因物质滥用导致的精神症状 

5） 谷氨酸的作用 

精神分裂症的谷氨酸假说：精神分裂症的产生与谷氨酸突触的活性降低有关，尤其是前额叶皮层 

6） 新药 

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也称非典型性抗精神病药物，阻断多巴胺 D4 受体，减轻阳性和阴性症

状的同时，不产生运动障碍 

学习目标： 

1．了解季节性情感障碍的症状和治疗机制。 

2．掌握重度情感障碍的症状、可能病因和治疗手段，掌握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并讨论与其遗传

基础有关的证据，掌握与精神分裂症有关的多巴胺假说和神经发育假说，掌握能够缓解或引发精神

分裂症阳性症状的药物，熟悉双相情感障碍的症状和治疗方法。 

作业： 

1. 描述两种重度情感障碍的症状、遗传性和治疗手段。 

2. 列举重度抑郁症的致病因素，并描述情感障碍具有脑部异常的证据。 

3. 解释昼夜节律对情感障碍的影响：睡眠剥夺以及季节性情感障碍的症状和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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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描述精神分裂症的症状并讨论与其遗传基础有关的证据。 

5. 讨论能够缓解或引发精神分裂症阳性症状的药物，讨论与多巴胺假说有关的研究工作。 

6. 列举支持“精神分裂症是大脑发育异常的结果”的证据。 

7. 列举将阳性症状和阴性症状与前额叶活动降低联系起来的证据。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4个，共 4学时 

实验 1：消极的回避反应（步下）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  

1. 理论基础： 

“消极回避”指学会用抑制一个特定的行为来回避一种有害的事件。两种常用的消极回避反应

形式为步下和步过。 

步下：在空场中的大鼠，把大部分时间消耗于墙边角落，当把动物一个圆锥形的台上，它几乎

立即下降到地板上，并探索四周和接近实验箱墙壁。从放开动物到动物下降到地板上的时间作为反

应的潜伏期。当动物刚一接触到可通电的电栅地板时就给予一个短暂而强的足部电击。再将动物放

在圆锥体上，并测量反应的潜伏期，一般此时的潜伏期比电击前有所延长。本实验就是要通过给大

鼠一种有害的电刺激，使其产生消极的回避反应，借以观察大鼠的记忆。 

2. 实验对象： 

在标准条件下饲养的 2－3月龄的大鼠。 

3. 实验器材及药品： 

带有电栅的实验箱和一个圆形跳台。 

4. 实验步骤： 

实际的实验可以不同的方式来执行。一个典型的范例包括 3个阶段。 

（1）熟悉：把动物放在木制跳台上，释放，测量从释放到步下的潜伏期。动物探索 10秒之后

将其放回笼中。这个步骤按 20－30分钟间隔重复 3次。 

（2）学习：在第三次试验中，大鼠从跳台下降后立即给栅格底通以 10-30伏的交流电 1秒钟

（电击参数：10－30伏，1秒钟 ），然后将动物放回笼中。 

（3）记忆实验：在 2 小时之后，再把动物放到跳台上，测量其步下的潜伏期。当动物下降或

停留在平台上超过 1分钟时试验结束。记录步下的潜伏期。用一个停表（具有 0.1秒的精确度）来

测量从释放的时刻到动物四足全部离开平台时的时间。以往结果：大鼠总是先以前肢下降，试探栅

格底，然后才将后脚落在地板上。这第一次下降的潜伏期通常在 5秒左右。较长的耽搁是由于在下

降时的踌躇。在第二和第三次熟悉实验时下降潜伏期的中间值减到 2秒以下。在第三次下降之后，

立即给予足部电击，引起一个明显的恐惧反应。以发楞，弯腰，竖毛，深呼吸等等为特征。在记忆

试验时，在放入装置的时候。动物常常抵抗。当动物从平台被释放时，它或者以弯腰低头的姿势保

持不动，或者向上探索（站起，嗅闻），但不试图下降到栅格地板上。大多数动物容易达到 1 分钟

的限定时间。 

5. 注意事项： 

（1）电击的时间必须在动物四肢落在电栅上以后才进行，电击的持续时间和强度要求恒定。 

（2）电击 强度必须控制适当，防止产生电休克和烧伤。 

（3）从实验箱里拿取动物时，必须先关闭电源，以防触电。 

6. 说明和建议： 

（1）附加一个积极的回避成分：在训练阶段连续间断电击足部（每 3秒钟电击 0.5秒），直到

大鼠回到平台上。把动物放在平台上（看下降时间）或放在不带电的栅格底上（看登上平台的时间）

来检查记忆。 

（2）把足部电击和步下分离出来，加一个辨别学习的成分：在一个具有塑料底的箱子里检查

起初的下降。在具有不遮盖的栅格底和移去中央平台的同一箱子里，给动物不能回避的间断足部电



9710 

击。在记忆试验时，比较下降到塑料底和栅格底的潜伏期。 

（3）把学习和回忆的间隔增加到几天或几星期来检查习惯的遗忘。 

实验要求：熟悉消极回避反应的典型范式——步下；学习如何建立动物学习记忆的行为模型。 

实验 2：积极的回避反应（穿梭箱）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  

1. 理论基础： 

积极的回避学习是一个基本的行为现象，象在其它的工具条件反应范例中一样，动物学会对有

害刺激之前的信号（CS）作适当的反应来控制给予的 US。回避学习的第一阶段通常是逃避，凭一

个反应来终止这个 US。给予连续的训练，使得动物能回避 US的全部后果的预期的反应久显示出来。  

各式各样的刺激都能用作为 US（吹风，强的声响，热，冷，水），但电击是最普遍应用的。任

何一种被动物觉察到的感觉信号都能够在所谓辨别回避中作为 CS（声、光，在装置中的位置）。回

避的行为也能在没有任何一种外部 CS时发展起来（所谓非辨认回避），假定按规则的间隔使用非条

件刺激的话（Sidman avoidance；Sidman，1953），这是因为时间的推移或与时间有关的刺激作了

CS。回避反应的特征依实验的情境而定。最简单的情况是动物从危险区域移动到安全地带。更为复

杂的范例中，需要动物执行一个特殊的反应（按压一个杠杆，独起来，尖声呼叫，奔跑一定的距离）

来防止 US的发生和关闭 CS。 

穿梭回避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断颠倒的单向回避情境。由于动物在实验之间不被抓拿，这种梭

箱能够容易自动化（Capalidi和 Capalidi，1972）。 

2. 实验对象： 

在标准条件下饲养的大鼠，并且在实验前把弄过几天 

3. 实验器材及药品： 

带有电栅的实验箱。将实验箱隔成两半，隔板底部有一方洞，大鼠可自由通过，并将其一半的

四周墙边和天花板是黑的，另一半透明的。一个灯泡装在照明间的上方或侧方。 

4. 实验步骤： 

（1）熟悉阶段：允许动物探索装置 5分钟，在此期间，打开连接的门，关掉隔间的灯。 

（2）学习阶段：关闭闸门。20秒以后打开装有动物的隔间的灯，并升起闸门（CS）。5秒后，

在照明的隔间内给予地板电击（10－30伏，1秒钟）直到动物逃到箱子的黑暗的那边为止。在大鼠

进入暗隔间之后立即把连接的闸门落下，并中断 US和 CS。在一个可变的训练间的间隔（30－90秒）

之后，打开先前黑暗的隔间内的灯，闸门升起要动物跑到另一边去。试验持续到动物达到在 10 次

连续试验中有 9次回避的标准时为止。 

（3）检查阶段：在起初的训练之后以不同的间隔，用重复训练使动物再达到同一标准的方法

检查记忆。 

5. 说明及建议： 

（1）检查 CS的不同的持续时间（3、5、10秒）对习得速度的影响。 

（2）比较不同类型的 CS（声音、光亮刺激等）和不同强度（0.3、0.5、1.0、1.5mA）US的学

习。给动物 50次学习试验，在不同的时间间隔之后（立即地，在 1小时，4小时和 24小时之后）

检查再学习。 

实验要求：学习积极回避反应的典型范式；进一步学习如何建立动物学习记忆的行为模型。 

实验 3：电痉挛休克对短时记忆的影响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  

1. 理论基础：现有的研究显示，短时记忆具有电活动的性质，它是不稳定的。与短时记忆相

关的脑内电活动如果不受干扰，就可能导致脑内的神经化学变化和神经元微观结构的变化，进而形

成稳定的长时记忆。相反，若对刚刚形成短时记忆的动物进行电痉挛处理，则动物会出现逆行性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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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习得的行为将无法保持。电痉挛休克指电流通过头颅引起癫痫发作，这种方法可以用来研究遗

忘问题。 

2. 实验对象：成年大白鼠二只。为了避免性别差异的影响，尽量选择同性别的个体。 

3. 实验仪器：实验箱、秒表、460伏电击电源、电击夹、导线、生理盐水等。 

4. 实验步骤： 

（1）潜伏期基值的测定：将动物放入实验箱内，任其在箱内探索。用秒表测定动物从开启滑

门到进入暗间的时间（即潜伏期）。让动物在箱内呆 10秒钟后放回笼里，如此反复三次，每次间隔

5分钟。计算三次潜伏期的平均值。 

（2）一次性被动回避学习：动物第四次进入暗箱后，关闭滑门，立即通过箱底的电栅给予 30

－50伏的电击（作为厌恶刺激），电击持续 5秒。 

（3）电痉挛休克： 将刚刚进行完被动回避学习的大鼠两耳戴上垫有盐水纱布的电极，用 460

伏电源电击 1秒钟。动作应迅速，电痉挛休克与被动回避学习间的间隔时间不宜超过 1分钟。对照

动物不进行此步骤，直接放回笼中。 

（4）效果的测定：两小时后，再次分别测定两只动物进入暗箱的潜伏期，比较其长短，并分

别与其潜伏期基值的平均数进行比较。 

5. 备注： 

（1）电痉挛休克后动物的反应依次为：跳起 ——侧倒 ——震颤 ——强直、排尿——阵挛 —

—木僵 —— 可塑性姿势腊样 ——正常。 

（2）本实验使用高压电源，应严格注意安全。通电前应仔细检查线路和开关，实验者的手亦

应保持干燥。严格控制电击时间。 

实验要求：了解电痉挛休克对短时记忆的影响，熟悉一种被动回避学习模型。 

实验 4：情绪的测量与测谎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  

1. 理论基础： 

情绪发生与自主神经系统的生理变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常用的自主神经系统活动的生理

指标有心率、皮肤电反应、呼吸率、血压等，这些指标都是标定情绪变化的有效指标。心率是由交

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共同支配的，在负性情绪下心率增强；皮肤电反应是由交感神经系统支配的，

它的大小与情绪的性质无关，只反应情绪强度的变化；呼吸也是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共同支配

的，不同性质的情绪所引起的呼吸频率、幅度各不相同。 

测谎过程所激发的情绪是被试害怕谎言被揭穿及对由此而带来的不良结果的心理恐惧，是一种

负性情绪。测谎主要采集呼吸、皮肤电阻、心率血压等自主神经的生理指标，因此也可以说测谎仪

是三导的生理记录仪。在恐惧状态下，生理反应图谱表现为以下主要特征：呼吸频率加快，并伴有

间歇、停顿迹象，幅度变化失去规律性；汗腺分泌增加，皮肤电阻下降，皮电曲线上扬；心跳速度

加快、强度减小，血压升高。 

情绪发生与生理反应的相互关系是测谎仪发明和使用的理论基础。测谎仪的基本工作原理是如

果被试对主试的提问说谎，从而产生了害怕谎言被揭穿的恐惧，心理上的恐惧引起生理改变，测谎

仪将生理上的改变以曲线形式记录下来，主试通过对图表的分析，判定被试是否说谎：言词刺激→

心理恐惧→生理变化→仪器描记→分析判断。这一工作原理基于的理论假设是：认知唤起引起情绪

发生，而自主神经系统的唤起是情绪发生的一部分，如果经历某种情绪是说谎的可能结果，那么我

们就可以从自主神经唤醒的出现来推知一个人在说谎。 

2. 实验器材及药品：电脑、测谎仪、传感器（包括两个呼吸传感器、两个皮肤电指盘、一副

血压计护套）、耦合剂。 

3. 实验步骤： 

（1）讲解有关测谎的基本知识和测谎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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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给学生示范测谎过程： 

a. 先将被试带入实验室，进行测试前谈话，测试前谈话包括：给被试讲解测谎原理，告知测
谎与测谎仪对身体没有危害，与被试讨论将要进行的测试题目的内容，倾听被试的感受和辩解。目

的是建立和谐的气氛，取得被试的信任，缓解被试的紧张情绪； 

b. 让被试在扶手椅上坐好，安装传感器，然后让被试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坐好，并在整个实
验过程中尽量保持该姿势不动； 

c. 主试退回测试桌后，开启测谎仪，调解灵敏度，取得最佳的呼吸、皮肤电曲线效果，然后
向血压计内泵气，调整心率曲线，开始实验； 

d. 指导语：下面测试开始，测验中所问的问题都是刚才我们讨论过的，请你在听到提问后回
答“是”或“否”，测验过程中请尽量配合，不要乱动，以免影响测试结果； 

e. 实验开始，按问卷顺序问被试测试问题，记录被试呼吸、皮肤电、心电图谱。被试回答问
题 25－30秒钟后，再提问下一个问题。每轮测试约 6－7分钟，每项测试进行 2－3轮，每轮测试

之间让被试休息 5－10分钟； 

f. 实验结束，将仪器从被试身上取下； 

g. 评估图谱、打分：＋6分（包括＋6分）以上为诚实，－6分（包括－6分）以下为说谎，

＋6分到－6分之间为结果不能确定； 

h. 结合电脑评分给出最后结果。 

（3）模拟犯罪现场：  

a. 在实验室外的另一个房间里，放置一张办公桌，由实验室其他老师将一张一百元面值的人
民币放入该办公桌的抽屉里。 

b. 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组 4－5人。 

c. 由该小组自己讨论，推举一人扮演小偷，到放钱的房间将一百元钱拿出、藏好。 

d. 由该小组自己讨论，推举一人作为被试参加测谎，这名被试既可以是偷钱的那个人也可以
是小组中的其他人。 

（4）编制测谎问卷： 

a. 在另一个小组中，由该小组自己讨论，推举一人作为主试，主持测谎； 

b. 主试在老师的帮助下编写测谎问卷，测验采用准绳问题测试法（CQT－control question 

test），测试题目如下： 

你叫×××吗？ 

我只问你刚才我们讨论过的问题，你听清楚了吗？ 

就实验室丢失一百元钱的事儿，你现在跟我说的都是真话吗？ 

你上小学的时候偷拿过你父母的零钱吗？ 

实验室丢了一百元钱是不是你拿走的？ 

你上中学时偷拿过你同学的文具用品吗？ 

你说你没拿实验室的一百元钱，是实话吗？ 

你有没有过在超市里顺手牵羊的行为？ 

今天你是不是偷拿了实验室的一百元钱？ 

我不会问你我们刚才没有讨论的问题，你听明白了吗？ 

（5）学生练习 

（6）学习分析测量结果。 

实验要求：了解多导仪的工作原理，学习测谎仪的使用；通过对恐惧状态下生理指标的测量，

了解情绪与生理变化之间的关系。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主要问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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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三章 神经突触  2  

3 第四章 神经系统解剖  2  

4 第五章 脑发育与可塑性  2  

5 第六章 视觉  2  

6 第七章 其他感觉系统  2  

7 第八章 运动  2  

8 第九章 睡眠与觉醒  2  

9 第十章 内调节  2  

10 第十一章 繁殖行为  2  

11 第十二章 情绪行为  2  

12 第十三章 学习与记忆生物学  2  

13 第十四章 认知功能  2  

14 第十五章 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  2  

15 实验与讨论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生理学、普通心理学 

后续课程：认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精神病学基础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生理心理学的知识体系、基本的理论和常用的研究方法，掌握重要心理现象相关的

生物学机制，包括神经突触的概念和神经递质对行为的影响，情绪行为的脑机制及相关障碍、学习

与记忆的生物学基础、视觉及其他感觉系统、情感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等。 

难点：掌握神经系统解剖、运动的控制与相关运动障碍，睡眠与觉醒的节律和脑机制、脑的功

能单侧化及语言的生理学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理论讲授为主。 

2. 实验与讨论。 

教学手段： 

1. PPT授课，课后阅读。 

2. 实验演示，分组报告。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心理学实验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要求课后阅读三种推荐读物，并撰写期中、期末读书报告，共约 12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读书报告 10%、读书报告 10%、分组报

告 10%；期末考试占 7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美）卡拉特 著，苏彦捷 等译《生物心理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 年 7 月 第 10 版

（教育部高等学校心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用书）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卡尔森 著，苏彦捷 等译《生理心理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7年 5月 第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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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reedlove, S.M. Rosenzweig, M.R., & Leiman, A.L. (2007). Biological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cognitive, and clinical neuroscience. (5th ed.). Sinauer Associates, Inc. 

3. （英）阿雷克索，（英）贝伦 著，王佳艺 译《生物心理学漫画笔记》，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9年 4月 第 1版 

执笔：张卓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1日 

 

心理统计学（含 SPSS应用） 
Psychological Statistics（Contain SPSS Application） 

课程号：32302003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本课程学习，让学生熟练掌握心理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具备

从事心理科学研究所需统计学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测量、实验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等后续课程的学习、学位论文的阅读与撰写做准备，为未来心理学科研工作奠定基础。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统计学和心理统计学？ 

2． 统计学的历史。 

3． 心理统计学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学习目标： 

1．了解统计学和心理统计学的定义以及统计学的历史。 

2．掌握自变量、因变量的定义。 

3．掌握心理统计学中的几个基本概念。 

作业： 

SPSS操作练习 

知识单元 2：数据的初步整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数据的来源、种类及其分类。 

2．统计表。 

3．统计图。 

学习目标： 

1．了解数据初步整理的重要性。 

2．掌握次数分布表、次数分布图的制作。 

3．掌握常见的心理统计图的制作。 

作业： 

SPSS操作练习 

知识单元 3：集中趋势（Central Tendency）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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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算术平均数。 

2．中位数。 

3．众数。 

4. 加权平均数、几何平均数。 

学习目标： 

1．了解什么是集中趋势。 

2．掌握计算均值(mean)、中数(median)、众数 (mode)。 

3．掌握对于给定的分数分布，确定如何选用适宜的集中量数。 

作业： 

SPSS操作练习 

知识单元 4：差异量数（Variability）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全距、四分位距、百分位距。 

2．平均差。 

3. 方差和标准差。 

4. 相对差异量。 

5. 偏态和峰度。 

学习目标： 

1．了解三种变异数：全距, 标准差和四分位距。 

2．掌握平均差、方差和标准差、相对差异量。 

3. 掌握偏态和峰度。 

作业： 

SPSS操作练习 

知识单元 5：概率（Probability）及概率分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概率的一般概念。 

2．二项分布。 

3. 正态分布。 

学习目标： 

1．了解概率的一般概念、正态分布和二项分布。 

2．掌握正态分布和二项分布的计算方法。 

作业： 

SPSS操作练习 

知识单元 6：抽样分布及总体平均数的推断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抽样分布。 

2．总体平均数的参数估计。 

3．假设检验的基本原理。 

4．总体平均数的显著性检验。 

学习目标： 

1．了解抽样分布，样本平均数和总体平均数的分布形态，总体平均数的参数估计，以及总体

平均数的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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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抽样分布的概念。 

3. 掌握总体平均数的显著性检验、总体平均数的参数估计方法。 

作业： 

SPSS操作练习 

知识单元 7：平均数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相关样本平均数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2．独立样本平均数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3．方差齐性检验。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情况下的平均数差异的显著性检验方法。 

2．掌握平均数差异显著性检验计算方法。 

3．掌握在何种情况下对平均数差异进行显著性检验，以及具体计算公式。 

作业： 

SPSS操作练习 

知识单元 8：方差分析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方差分析的基本原理。 

2．完全随机设计的方差分析。 

3．随机区组设计的方差分析。 

4. 多个平均数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5. 多组方差的齐性检验。 

6. 多因素方差分析简介。 

学习目标： 

1．了解方差分析的基本原理。 

2．掌握单因素方差分析原理和计算方法。 

3．掌握多因素方差分析原理和计算方法。 

作业： 

SPSS操作练习 

知识单元 9：总体比率的推断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比率的抽样分布。 

2．总体比率的区间估计。 

3．总体比率的假设检验。 

4．总体比率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学习目标： 

1．了解总体比率的数据特点。 

2．掌握总体比率的抽样分布，区间估计、假设检验的基本原理。 

3. 掌握总体比率差异的显著性检验的计算方法。 

作业： 

SPSS操作练习 

知识单元 10：卡方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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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χ2及其分布。 

2．单向表的卡方检验。 

3．双向表的卡方检验。 

4. 四格表的卡方检验。 

学习目标： 

1．了解卡方分布。 

2．了解一般卡方检验、单向表卡方检验、双向表卡方检验以及四格表卡方检验的应用条件。 

3．掌握一般卡方检验、单向表卡方检验、双向表卡方检验和四格卡方检验的计算方法。 

作业： 

SPSS操作练习 

知识单元 11：相关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相关的概念。 

2．积差相关。 

3．等级相关。 

学习目标： 

1．了解相关的概念和特点。 

2．掌握如何计算 person相关系数和 spearman相关系数。 

作业： 

SPSS操作练习 

知识单元 12：回归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线性回归。 

2．一元线性回归方程的检验。 

3．一元线性回归方程的应用。 

4. 多元线性回归简介。 

学习目标： 

1．了解回归和线性回归的基本原理。 

2．了解线性回归方程的应用。 

3．掌握一元线性回归、多元线性回归的计算方法。 

作业： 

SPSS操作练习 

知识单元 13：非参数检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符号检验。 

2．符号秩序检验。 

3. 秩和检验。 

4. 中位数检验。 

5. 单向秩次方差分析。 

6. 双向秩次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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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非参数检验的应用条件。 

2．掌握在不同情况下的非参数检验方法。 

作业： 

SPSS操作练习 

知识单元 14：抽样设计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抽样方法。 

2．总体平均数统计推断时样本容量的确定。 

3. 总体比率统计推断及相关系数显著性检验时样本容量的确定。 

学习目标： 

1．了解常见的抽样方法。 

2．掌握抽样方法中样本容量确定的基本原则。 

3．掌握在各种情况下的样本容量的确定方法。 

作业： 

SPSS操作练习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8个，共 16学时 

实验 1：SPSS操作练习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SPSS软件的熟悉、SPSS建库、数据录入。 

实验要求：熟悉 SPSS软件基本界面；掌握 SPSS建库和数据录入的方法。 

实验 2：SPSS操作练习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对数据进行整理、频数分析，计算平均数、标准差等基本统计量。 

实验要求：熟悉用 SPSS 进行数据初步整理；掌握频数分析，计算平均数、标准差等基本统计

量的方法。 

实验 3：SPSS操作练习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以及数据探索分析。 

实验要求：熟悉针对不同测量水平的数据采用对应的相关分析方法；掌握相关分析，数据探索

分析的方法。 

实验 4：SPSS操作练习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对数据进行整理、频数分析，计算平均数、标准差等基本统计量 

实验要求：熟悉用 SPSS 进行数据初步整理；掌握频数分析，计算平均数、标准差等基本统计

量的方法。 

实验 5：SPSS操作练习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显著性检验 

实验要求：熟悉对不同条件下样本数据统计量特征的显著性检验的操作；掌握平均数的显著性

检验的方法。 

实验 6：SPSS操作练习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实验设计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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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要求：熟悉实验设计的数据；掌握单因素、多因素的实验设计的方差分析的方法。 

实验 7：SPSS操作练习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数据回归分析和因素分析 

实验要求：熟悉使用回归分析、因素分析的前提条件、数据要求；掌握一元线性回归、多元线

性回归、因素分析的方法。 

实验 8：SPSS操作练习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对数据进行非参数检验 

实验要求：熟悉使用非参数检的前提条件、数据要求；掌握非参数检验分析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4 含 1学时的 SPSS上机操作 

2 数据的初步整理 4 含 1学时的 SPSS上机操作 

3 集中趋势（Central Tendency） 4 含 1学时的 SPSS上机操作 

4 差异量数（Variability） 4 含 1学时的 SPSS上机操作 

5 概率（Probability）及概率分布 4 含 1学时的 SPSS上机操作 

6 抽样分布及总体平均数的推断 4 含 1学时的 SPSS上机操作 

7 抽样分布及总体平均数的推断 4 含 1学时的 SPSS上机操作 

8 平均数差异的显著性检验 4 含 1学时的 SPSS上机操作 

9 方差分析 4 含 1学时的 SPSS上机操作 

10 方差分析 4 含 1学时的 SPSS上机操作 

11 总体比率的推断 4 含 1学时的 SPSS上机操作 

12 卡方检验 4 含 1学时的 SPSS上机操作 

13 相关分析 4 含 1学时的 SPSS上机操作 

14 回归分析 4 含 1学时的 SPSS上机操作 

15 非参数检验 4 含 1学时的 SPSS上机操作 

16 抽样设计 4 含 1学时的 SPSS上机操作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概率论 

后续课程：心理学研究方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集中趋势、差异量数、相关分析、抽样分布、参数估计、假设检验、方差分析、回归分

析、因素分析。 

难点：抽样分布、参数估计、假设检验、方差分析、回归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SPSS操作练习。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上机操作演示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SPSS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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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平时作业、学生出勤、课堂表现；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心理统计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

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张厚粲等著《现代心理与教育统计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1月第 3版 

（二）推荐参考书 

1.[美]艾尔•巴比著《社会研究方法基础（第 4版）》，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 3月第

1版 

2.王重鸣著《心理学研究方法》，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 2月第 2版 

执笔：郑红丽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实验心理学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课程号：32302004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掌握心理学研究的基本逻辑，了解实验设计、数据结果和结论之间的关系； 

2、掌握实验设计的要素、类型 

3、掌握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程序 

4、能够独立设计和实施实验 

5、掌握心理物理学的基本知识和原理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实验心理学的基础知识、主要方

法和设计类型，能够读懂并评论心理学实验报告，具有独立设计心理学实验的基本能力，为后续课

程奠定必要的方法学和理论基础，为其他课程的学习、参与实践研究和完成毕业论文打下方法学基

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实验心理学基本介绍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实验心理学的历史回顾 

2．实验心理学的主要方法：观察法、相关研究法和实验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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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心理学的研究伦理和研究程序 

学习目标： 

1．了解实验心理学的基本历史和方法 

2．掌握心理学研究的伦理规则 

作业： 

对各种研究方法进行比较 

知识单元 2：心理学实验中的变量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自变量及其类型 

2．因变量 

3. 额外变量及其控制技术 

4. 实验研究的信度、效度。 

学习目标： 

1．了解实验研究中的三种变量 

2．掌握自变量的类型、额外变量的控制方法、实验研究的信度和效度的关系。 

作业： 

选择多篇研究报告，对其涉及的变量及其额外变量的控制方法进行梳理分析 

知识单元 3：实验设计 1——真实验设计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被试间设计和被试内设计 

2．多自变量实验设计 

3. 混合设计 

学习目标： 

1．掌握被试间、被试内和混合设计的设计原理及其优缺点 

2．掌握多变量实验设计的相关统计术语：主效应、交互作用、简单效应等 

作业： 

自行设计被试间、被试内和混合设计实验（既有单因素实验，又有多因素实验），保证实验设

计中所需要的基本要素。 

知识单元 4：实验设计 2——准实验设计和非实验设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准实验设计：时间序列设计和不等控制组实验组实验设计 

2．非实验设计：单组后测设计、单组前后测设计、固定组比较设计、事后回溯设计等 

学习目标： 

1．了解真实验设计、准实验设计和非实验设计的划分标准 

2． 掌握准实验设计和非实验设计的几种范型。 

作业： 

对非实验设计和准实验设计进行辨析 

知识单元 5：研究论文的查阅、阅读评价与撰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如何有效查阅中、英文文献 

2．课堂中阅读、辨析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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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撰写研究论文的要求和格式 

学习目标： 

了解查阅和阅读文章的基本模式 

知识单元 6：反应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反应时的基本介绍，速度准确性权衡问题 

2．ABC反应时 

3. 反应时研究：减数法、加数法、开窗实验 

学习目标： 

1．了解反应时的影响因素 

2．掌握减数法、加数法和开窗实验的基本逻辑 

作业： 

进行反应时实验（具体见实践教学部分） 

知识单元 7：心理物理学 1——古典心理物理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传统的感觉阈限测量：绝对阈限与差别阈限，最小变化法、恒定刺激法和最小差误法对感

觉阈限的测量 

2．韦伯比例 

3. 心理物理函数：费希纳定律和史蒂文森定律 

学习目标： 

1．了解学习传统心理物理学的意义以及对现代心理学研究的价值 

2．掌握上述学习内容的全部 

作业： 

进行感觉阈限测量的实验（具体见实践教学部分）。 

知识单元 8：心理物理学 2——信号检测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辨别力 

2．判定标准 

3.  ROC曲线 

学习目标： 

1．充分理解信号检测论对传统心理物理学的发展 

2．掌握上述学习内容的全部 

作业： 

绘制多条 ROC曲线，并进行辨别力和判断标准的比较 

知识单元 9：基本认知加工的实验研究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注意的研究方法 

2．知觉的研究 

3. 记忆的研究方法 

4. 情绪、动机和其他社会心理现象的研究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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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各领域内的研究方法 

作业： 

课后实践（具体见实践教学部分）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5个，共 32学时 

实验 1：早期对基本心理现象研究的仪器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了解心理学研究历史上对心理现象进行研究的仪器，如速示器、警戒仪、记忆鼓、

双眼视差仪，镜画仪，迷宫等。 

实验要求：熟悉各种仪器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方法。 

实验 2：反应时实验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简单反应时、选择反应时和辨别反应时的测定 

实验要求：熟悉测查方法，掌握测量 ABC三种反应时的要求，通过记录小组数据进行分析，掌

握减法反应时的基本逻辑。 

实验 3：心理物理学对感觉阈限的测量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用恒定刺激法测量绝对阈限——两点阈的测量 

实验要求：熟悉两点阈的测量过程，掌握运用直线内插法计算两点阈的方法。 

实验 4：心理学实验的软件介绍与操作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 

1. 学习使用 SPSS进行主效应、交互作用和简单效应分析 

2. 使用 xls完成对实验前材料的随机分组和被试分组，使用 xls根据结果数据作图 

3. 熟悉 E-prime编程软件，介绍基本的菜单和编程模式 

实验要求：熟练使用跟实验设计和统计方法相关的这几个软件，并能在实践中有效使用。 

实验 5：完成特定主题的实验 

参考学时：16学时 

实验内容：分组完成一个特定主题的实验及数据分析和报告。根据文献查阅情况自选主题，设

计实验，拟定研究假设，主要通过在计算机使用 e-prime软件编程实现，通过招募被试收集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后，写成研究报告并在课堂报告。 

实验要求：熟悉设计、实施、分析一个实验的流程，能够根据实验结果整理成实验报告。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知识单元 1：绪论 

知识单元 2：心理学实验的变量 
4  

2 
知识单元 2：心理学实验的变量 

知识单元 3：实验设计 1——真实验设计 
4  

3 知识单元 3：实验设计 1——真实验设计 4  

4 
知识单元 4：实验设计 2——准实验设计和非实验设计 

知识单元 5：研究论文的查阅、阅读评价与撰写 
4  

5 
实验 1：早期对基本心理现象研究的仪器； 

知识单元 6：反应时 
4  

6 实验 2：反应时实验 4  

7 知识单元 7：心理物理学 1——古典心理物理学 4  

8 实验 3：心理物理学对感觉阈限的测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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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知识单元 8：心理物理学 2——信号检测论 4  

10 
知识单元 8：心理物理学 2——信号检测论 

实验 4：心理学实验的软件介绍与操作 
4  

11 实验 4：心理学实验的软件介绍与操作 4  

12 知识单元 9：基本认知加工的实验研究 4  

13 实验 5：完成特定主题的实验 4  

14 实验 5：完成特定主题的实验 4  

15 实验 5：完成特定主题的实验 4  

16 实验 5：完成特定主题的实验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普通心理学、心理统计学 

后续课程：均可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实验的变量、真实验设计和准实验设计、心理物理学、反应时等 

难点：真实验设计和准实验设计、额外变量的控制方法、心理物理函数、信号检测论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操作演示。 

3.课堂讨论 

4.课堂练习和作业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实验仪器台。 

3.个人电脑及其应用程序软件。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心理学实验室、计算机、spss、xls和 E-prime程序。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36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

容有：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和课后小组实验；期末考试占 6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郭秀艳著，《实验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年 6 月，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朱滢. 《实验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B.H. 坎特威茨 , H.L. 罗迪格 , D.G. 埃尔姆斯著 , 郭秀艳等译 , 《实验心理学 —— 掌

握心理学的研究》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00  

3. 舒华, 张学民, 韩在柱《实验心理学的理论方法与技术》，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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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彭聃龄主编 舒华，张亚旭著《心理学研究方法：实验设计与数据分析》，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执笔：刘兆敏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心理学史 
History of Psychology 

课程号：32302005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必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通过心理学历史知识的学习，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掌握科学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规律;2、明辨心理学的学科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增强研习分支心理学的

理论深度，从而扩大心理学的视野，提高心理学的理论水平;3、在学习的过程中，掌握科学的方法，

提高心理学的理论思维能力，掌握对心理学问题的分析、鉴别和评判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科学心理学创建之后在西方心理学历史上出现的

七大理论流派的基础知识，掌握内容与构造心理学、机能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

精神分析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七大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代表性的人物和理论，

明确科学心理学发展的历史规律，了解实验内省、适应、行为塑造、强化、潜意识、需要层次、认

知等基础性的学科概念，为人格心理学、心理咨询、认知心理学、心理学新进展等后续课程奠定必

要的心理学知识和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章 绪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心理学与心理学史 

一、何谓心理学 

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及其发生发展和变化规律的一门学科，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

的交叉学科。 

二、何谓心理学史 

研究心理学的起源、产生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历史性学科。 

三、心理学史的研究对象 

心理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发展规律。 

四、心理学史的学科性质 

㈠研究心理学发展的历史学科 

1.该学科的基本内容是心理学的历史发展，是心理学的分支学科。 

2.该学科的性质是理论性较强的历史科学，而不是理论学科。尽管心理学史中充斥着许多概念

和理论，各种观点和学识，但它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 

㈡研究原则 

1．“史论结合”，不能“以论代史”。 

2．服从历史学科共同遵循的规律，采取历史学科共同具有的研究方法。 

第二节 心理学史的范围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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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理学史所研究的地域范围 

地域范围受心理学思想和这门学科重心的转移所影响。主要包括下述地方：古希腊、罗马、欧

洲、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前苏联 

二、心理学史的研究内容 

㈠中国心理学史 

中国心理学的思想史和近现代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及主要代表人物和主要成就。 

㈡西方心理学史 

西方心理学思想史和科学心理学的创建，西方心理学历史上出现的五大理论流派（内容与构造

心理学、机能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两大思潮：人本主义

运动和认知心理学思潮。 

㈢苏俄心理学史 

苏俄心理学的历史与现状，以维果斯基为代表的维列鲁学派和以安纳耶夫为代表的人学理论。 

三、具体掌握的线索： 

㈠各心理学派别对于心理现象的具体见解。 

如，对于心理的实质，感、知觉、记忆、情绪、人格、行为动力等问题，历史上的西方心理学

派别都有哪些看法，又是如何发展的。 

㈡西方心理学家对于心理科学研究的重要发现与重大成就。 

如，冯特第一个用实验方法来研究心理现象，创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弗洛伊德第一个提出

研究“潜意识”现象，并把人格结构分为三层：伊底、自我和超我；马斯洛等人又提出了“以人为

本”的研究口号。这都是一些具体的心理学史实，那么，这些行为、观点、口号的贡献是什么？又

有哪些局限性？对今后预测心理学的发展有何借鉴意义？ 

㈢西方心理学家对于心理学基本问题的争论及其发展趋势的预见。 

西方心理学内部存在激烈的争论，由于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心理学的学科性质、身心关系

等基本问题的看法不同，导致学派林立。19世纪 80年代至 20世纪 20~30年代，学派之争达到顶

峰。甚至有人把心理学学派林立称为“当代科学的丑事之一”。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是如何形

成的？其意义何在？如何由此预测心理学的发展趋势？ 

㈣各学派和思潮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各国心理学的特点。 

各国的心理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第三节 心理学史发展的动力与条件 

一、时代精神说 

时代精神决定论即说明：每一心理学家和心理学派别的理论，其产生和发展均由其时代精神所

决定。时代精神是一切文化的根源。 

二、伟人说 

历史系伟人的思想、理论、行为和业绩的记载，由伟人的天才、智慧、意志和人格所决定。 

三、西方心理学史的发展是内、外动因的统一 

㈠外因 

生产实践需要和科学发展水平；不同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想 

㈡内因 

西方心理学发展的内在矛盾。1．新的心理学实验事实与原有理论之间的矛盾 

2．心理学知识资料的积累与已有心理学理论突破之间的矛盾 

3．分化与综合的矛盾 

第四节 学习心理学史的意义与方法 

一、学习心理学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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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习心理学史有助于理解心理学的现在和未来 

2． 心理学史为心理学提供了一种整合力量 

3． 学习心理学史有助于提高理论素养 

4． 学习心理学史有助于培养健康怀疑与批判的精神 

二、学习心理学史的方法 

1．整体把握 

2．比较分析 

3．两点评论 

4．史论结合 

学习目标： 

1.使学生对心理史这门学科获得概括性的认识，激发学习的兴趣。 

2.掌握心理学史的学科特点和学科性质。重点掌握心理学史的研究对象和学习心理学史的方

法，难点是心理学史发展的动力与条件。 

3.了解心理学史的主要内容和研究范围，明确学习心理学史的意义和方法。 

作业题: 

1． 心理学史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 

2． 心理学史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3． 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心理学历史的进展？ 

4． 如何学习心理学史？ 

5． 学习心理学史的意义何在？ 

知识单元 2：第二章西方心理学的哲学起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心理学思想 

一、古希腊罗马时期心理学思想的发展线索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心理学思想，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万物有灵论观点 。此后沿着三条主要思

想发展线索： 

㈠原子论心理学思想 

它经历了萌芽、奠基、形成和发展等四个时期，以德谟克利特为创始者，伊壁鸠鲁、卢克莱修

为系统化者。 

㈡理念论心理学思想 

它渊源于毕达哥拉斯把数及其关系看成事物的原型和灵魂的本原的思想，柏拉图则是理念论心

理学思想的创建者，并正式揭开了欧洲心理学史的序幕。  

㈢亚里士多德的生机论心理学思想 

是西方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总汇和最高成就。对后来欧洲中世纪和近代心理学思想的发展均有重

要影响。  

第二节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心理学思想 

一、历史背景 

1．西罗马灭亡（公元 479）  

2．欧洲进入封建社会 （中世纪开始） 

3．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萌芽（ “文艺复兴”运动 ） 

4．中世纪哲学思想的转向：古希腊哲学－教父哲学－经院哲学 

二、官能心理学的先驱――圣·奥古斯丁（公元 354-430）  

1．宣传心身“二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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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灵魂和身体均是上帝创造成的，各自独立存在。  

②灵魂是人的整个生命和一切行为的主宰者。--感觉、思维、意志等是灵魂的官能 。 

③预言了无意识活动的存在  

⒉ 提出内省法 

 ①心理是主观自生的内部经验，无法为他人直接认识，灵魂只有通过内省才能接近它，并以

自我报告的形式陈述出来让人知道，这就是内省法（introspective method）。 

 ②知识有两种来源：一是由感官来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二是灵魂对内心经验的反省。 

⒊倡导官能心理学思想。（faculty psychology） 

①人的灵魂天生固有各种与相应的心理活动相适应的官能或能力。 

②记忆、理智（理解）、意志是灵魂的主要官能。 

③强调意志作用。 

三、中世纪神学中的官能心理学思想（5－14世纪） 

㈠托马斯·阿奎那 

托马斯·阿奎那代表了经院主义的典型思想。他努力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基督教化”，并

且展示了信仰和理性都可以引向上帝存在的真理。 

㈡阿奎那的基本观点 

⒈二重真理论：信仰的真理与理性的真理 

2．心身关系——二元论 

阿奎那歪曲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他把灵魂看作是物质以外的一种力量，可以离开肉体而存在。

有机体有死亡，灵魂则不灭亡。  

⒊ 灵魂（心理）的功能——官能主义 

阿奎那把各种心理活动只看作内在的心力——灵魂的官能，各种认识能力离不开非物质的灵

魂，却不依赖肉体器官。使官能心理学思想更加神秘化。 

四、文艺复兴时期科学艺术中的感觉经验心理学思想 

㈠文艺复兴运动（14世纪末-16世纪） 

这一运动的主要特点是：反教会、反宗教奴役，提倡人文主义和研究自然科学，重视个人和感

觉经验。此时，心理学思想就蕴含在了当时的科学和文学艺术之中。 

㈡文艺复兴时期心理学思想的理论形式主要表现为三种倾向 

1．物活论倾向。认为万物都具有生命和精神活动的能力；是一种万物有生论。 

2.感觉论倾向。强调感觉是认识的唯一源泉； 

3.机械论倾向。以过度的机械决定论的图式如光学决定论、几何决定论、力学决定论等，来描

绘人的心理活动的机制。 

第三节 近代欧洲的哲学心理学思想 

一、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先驱 

㈠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 

英国唯物主义的开山鼻祖，提倡实验和归纳法，因而又是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 

1．经验归纳法。以实验和观察材料为基础，经过分析、比较、选择、排斥，最后得出正确结

论。是从特殊到一般的推理方法。 

2．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感觉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 

㈡勒奈·笛卡尔 

1、 生平。 

勒奈·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是法国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关于心理

学思想的专著是：《论情欲》（1650）和《人性论》（1662）。 

2、笛卡尔的基本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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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认识论上，主张天赋观念论。 

人的知识不是来自感觉经验，而是来源于理性。知识和能力是先天具有的。 

②反射论思想——物质身体的活动方式  

他从物理学的机械原理出发，把动物和人看作是一架自动机。  

③动物精气（animal spirits）。动物精气是位于脑室中的物质，当这种物质通过神经从大脑

流向肌肉时，肌肉产生膨胀并激发了行为。 

④身心二元论。只有人类拥有心灵，心灵产生意识、自由选择和理性。心灵是无形的而身体是

有形的；无形的心灵能够影响有形的身体 。 

二、经验主义心理学 

㈠定义 

强调经验在知识获得过程中的重要性的哲学。那些认为经验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人被称为经验

主义者。  

㈡特点 

重视感官经验的作用，探讨人的心理如何获得知识； 

②忽视心理的主动性和理性思维的作用。与法国的感觉主义 

㈢联想主义 

用一条或多条联想律来解释观念的起源，解释记忆现象，或者解释简单观念如何形成复杂观

念，这样的观点称为联想主义。 

英国的联想主义心理学代表人物：霍布士、洛克、贝克莱、休谟、哈特莱、布朗、詹姆斯•穆

勒。 

㈣感觉主义 

主要代表人物是孔狄亚克和 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 

感觉主义：极端夸大感觉的作用，把一切心理现象均归结为变相的感觉或感觉的堆积。 

三、理性主义心理学 

㈠理性主义（rationalism） 

这种哲学观点提出了主动心灵的概念，它转化着感觉知识，并能理解无法单独从感觉信息中获

得的抽象原理和概念。 

理性主义心理学的两种形式：官能主义与统觉心理学 

㈡官能主义 

起源于中世纪的圣·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 

沃尔夫把官能心理学思想系统化，提出心理官能的两分法：认识官能和欲求官能。 

提顿斯则把人的心理分为理解（认识）、感情和意志三种官能。 

康德又把人的心理分为认识（纯粹理性）、感情（判断力）和意志（实践理性），这是知情意三

分法的典型代表。 

㈢统觉心理学思想 

莱布尼茨首先提出统觉问题，并把它归结为“自我意识”，即感知自身内在状态的意识和反思。  

沃尔夫把统觉视为近似于“注意”。 

康德对统觉做了专门论述，把它看作综合统一的认识能力，含有“整合”的意思。 

赫尔巴特进一步把康德和莱布尼茨的统觉思想发展为统觉团，即把新旧观念融合为统一的整

体。 

学习目标： 

1.学生需要掌握古希腊罗马的原子论、理念论思想，亚里士多德的生机论思想、中世纪经院哲

学内部发展起来的官能主义心理学思想、文艺复兴时期的物活论、感觉论和机械论的理论倾向。 

2.理解并掌握近代欧洲心理学思想的两条主要线索：英法两国的经验主义心理学思想，德国的

理性主义心理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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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章的教学重点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原子论和理念论思想，以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对心

理学的影响。难点是经院哲学中的心理学思想。 

作业题： 

1． 简述并比较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原子论和理念论思想 

2． 经验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 

3． 理性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思想。 

4． 简要说明笛卡尔的反射论思想及其意义？ 

5． 动物精气说的本质是什么？ 

知识单元 3：第三章西方心理学的科学起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天文学与心理学中的人差方程式 

一、天文学中的人差方程式 

1823年，贝塞尔计算出“人差方程式” 

二、“人差方程式”的意义 

1．导致了心理学史上对于个体差异的研究 

2．刺激了人们对于反应时间的研究兴趣 

第二节 脑机能的研究 

一、加尔的颅相学 

1．头颅的形状与人的心理能力之间有一定关系  

2．加尔的贡献：大脑机能定位说的先驱；试图找到心理活动与脑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 

颅相学虽然在西方风行了一个世纪，但其缺乏科学依据。 

二、弗卢龙的大脑统一机能说 

用局部切除法和刺激法测定脑各部分的机能，证明大脑机能的统一是一个占优势的原则。 

三、布罗卡言语运动中枢的发现 

布罗卡利用临床法，发现言语运动中枢，刺激了脑机能定位的研究。 

四、运动和感觉中枢的发现 

弗里奇和希奇格用电刺激法对狗的大脑皮层进行系统的实验研究，发现大脑皮层上的躯体运动

中枢（中央前回）。之后，躯体感觉中枢也被找到（中央后回）。 

第三节 神经生理学的发展 

一、贝尔——马戎第定律 

贝尔于 1807 年发现脊髓神经的后根只传导感觉刺激，前根只传导运动冲动，证明了传导感觉

刺激和运动冲动系由不同的神经纤维分担，这就是著名的感觉神经和运动神经的差异定律。1819

年，马戎第也独立地发现了这个定律，所以这个定律也称“贝尔——马戎第定律”。 

二、神经特殊能说 

缪勒：每一种感觉神经都有特殊的能（或性质），当它们受到刺激时，一种特殊的感觉就会产

生。感觉所反映的不是外物的性质，而是感觉神经自身的性质或状态。 

三、神经冲动的传导速率 

赫尔姆霍茨于 1850 年第一次对神经传导的速度进行了测量。他用自己发明的筋肉测量计，以

电刺激蛙的神经，然后测量筋肉伸缩和神经长度的关系，测量结果发现蛙的神经传导速度每秒不到

50米。后来他对人的神经传导速度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人的神经传导速度为 50~100米每秒。其

研究的重要意义是使心理学家认识到心理过程是可以实验和测量的，过去无法形容的“灵魂”居然

可以时间化，从而打破了心理不能实验和测量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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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感觉生理学的贡献 

一、扬—赫尔姆霍兹的三色说 

视网膜上有三种不同类型的颜色感受器，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特殊能。赫尔姆霍茨推测三种颜

色的感受器与三原色（红、绿、蓝）相对应。 

二、海林的四色说 

1、视网膜上存在三种感受器，但每一种都能以两种方式反应：分解和合成。 

2．三种感受器分别对红-绿、黄-蓝、白-黑做出反应。   

三、听觉共鸣说  

1863 年，赫尔姆霍兹提出：听觉的产生，是由于声音的不同频率与耳蜗基底膜上相应的神经

纤维产生共鸣的结果。 

四、感觉生理学的“贡献” 

①是对缪勒的神经特殊能说的进一步扩展。  

②从神经纤维和细胞学的角度研究了感觉现象产生的生理机制。 

第五节 心理物理学的创立 

一、韦伯定律及其意义 

㈠韦伯的著名研究 

触觉研究：两点阈限  

动觉研究：最小可觉差（是标准重量的一个恒定分数。） 

㈡韦伯定律 

K=△I/I  是心理学史上第一个数量法则。刚刚引起差别感觉的刺激的最小变化量与原有刺激

量之比是一个常数。 

㈢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 

1、韦伯—费希纳定律（S=KlogR）表明：要使感觉呈算术级数变化，物理刺激必须呈几何级数

变化。 

2、意义：第一次在心理感受性和客观的物理量之间找到了数量化的对应关系。3、心理物理法 

――指对物理刺激和由它引起的感觉进行数量化的研究方法。包括最小可觉差法、正误法、均

差法。 

费希纳的心理物理法，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心理学，提供了研究心理量和物理量之间关系的

一种方法，为后来冯特建立实验心理学起到了奠基作用。 

学习目标： 

1.了解哪些自然科学对心理学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2.重点掌握神经生理学的重大突破如神经特殊能说、神经冲动的传导速率的研究对心理学发展

的影响。 

3.理解并掌握韦伯、费希纳等人的心理物理学研究对心理学创立的直接贡献及物理学在研究方

法上对心理学的影响。 

4.难点是韦伯—费希纳定律及其意义。 

作业题： 

1． 试析科学心理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前提。 

2． 神经特殊能说及其意义。 

3． 简述 19世纪对于大脑机能的研究及其对心理学的影响。 

4． 赫尔姆霍兹对心理学做出了哪些贡献？ 

5． 韦伯对心理学的贡献。 

6． 费希纳的心理物理法及其对心理学的贡献。 

知识单元 4：第四章冯特与实验心理学的建立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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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第一节 实验心理学的创建 

一、实验心理学诞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二、实验心理学创立的主要贡献者 

约翰内斯•缪勒、赫尔姆霍茨、韦伯、费希纳、冯特 

第二节 冯特的实验心理学 

一、冯特的生平 

冯特（1832-1920）德，心理科学的建立者，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 

主要著作：《对感官知觉理论的贡献》（第一次提出实验心理学的概念）、《关于人类和动物灵魂

的讲演录》（收录实验）、*《生理心理学原理》（标志冯特实验心理学思想的成熟）、*《心理学大纲》

（提出情感三维说、标志心理学体系的完全确立）、《民族心理学》。 

二、冯特的心理学体系 

心理学体系： ①个体心理学（实验心理学） 

②民族心理学（社会心理学） 

（一）心理科学观 

1．心理学与哲学的关系 

他认为所有学科都源于哲学，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心理学也不例外，哲学是它的基础之一。 

2．心理学与生理学的关系 

他认为心理学并非生理学的一个分支，心理过程与生理过程是两个独立的、平行的系列。主张

心身平行论。 

3．心理学的应用性 

把心理学视为纯科学，不主张进行应用研究。 

㈡心理学的对象 

他认为一切科学都研究经验，心理学研究直接经验，其他科学研究间接经验。 

㈢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实验内省法和历史法 

1．实验内省法。冯特主张把实验法和内省法结合起来，以实验条件控制内省，即在实验控制

的条件下观察自我的心理过程，以消除主观内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2．社会历史产品分析法：通过人类历史文化资料（如语言、神话、风俗）来研究群体心理现

象。 

㈣心理学的任务与内容——对经验或意识的元素进行分析和综合 

1．经验的分析 

意识是一种过程，其最基本的心理元素有两个：感觉、情感。 

经验 ：①主体——感觉、心理意识过程 

②客体——人对外部世界的经验是间接推论而来的自然的现象 

【情感三维说】冯特通过实验认为愉快-不愉快、紧张–松弛和兴奋-沉静是情感的三个维度。

它们彼此独立而不相同。每一特定的情感都是这三个维度以不同的方式组合而成的。 

2．经验的结合 

①联想方式：融合、同化、合并（复合）、相继联想 

②【统觉】把特定心理内容由意识的范围提升到注意焦点的过程。 

③心理复合的规律：创造性综合原则、理关系原则、心理对比原则 

三、对冯特的评价 

㈠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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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心理学成为一门实验科学和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 

2．冯特不仅是心理科学的建立者，也是心理学发展的促进者。 

3．把传统的内省改造为实验的内省，从而使经验、思辨的心理学成为实验的心理学。首创内

容心理学派。主张二分法，把意识分析为感觉和情感两种因素。提出情感三维说。这些观点对心理

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㈡局限 

1．以经验取代客观现实，把自然科学所研究的自然现象当成主观经验，无疑犯了主观唯心                                   

主义的错误； 

2．并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的内省法，内省的成分在他的方法中仍占一定比例； 

3．冯特的理论体系既复杂又混乱。 

第三节 与冯特同时代的其他德国心理学家 

一、艾宾浩斯 

艾宾浩斯（1850-1909），著作：《记忆》、《心理学概论》 

对艾宾浩斯记忆研究工作的评价： 

1．他的研究是心理学史上第一次对记忆的实验研究，具有首创性的工作，验心理学打开一个

新局面； 

2．激起了各国心理学家研究记忆的热潮，大大促进了记忆心理学的发展。 

二、格奥尔格·缪勒（1850-1934） 

1．记忆的实验研究 

修正了艾宾浩斯的缺陷。提出记忆干扰理论（前摄抑制、倒摄抑制）。 

2．发明了记忆鼓。 

3．使用联对词，发现人的记忆过程是有目的、主动的过程。 

三、缪勒的学生 

1． 舒曼（1863-1940） 

强调视觉整体性，以研究视觉的空间知觉著称。 

2． 乔斯特（1870-1920） 

提出“乔斯特法则”，如果新旧两种联想的强度相等，那么每重复一次，都有加强旧联想的作

用，因而使旧联想比新联想更有效地保持它的强度。 

3． 卡茨（1884-1953） 

以研究颜色现象闻名，强调经验在颜色知觉中的作用。 

4． 鲁滨（1886-1951） 

研究对象和背景之间的关系，认为图形和背景的关系因注意点而互换。 

第四节 布伦塔诺的意动心理学 

一、布伦塔诺的生平（1838-1917） 

意动心理学创始人 

著作：《从经验的观点看心理学》、《论感性和知性的意识》。 

二、布伦塔诺的心理学思想 

㈠思想渊源 

1．官能心理学（亚里士多德） 

2．理性主义（莱布尼茨） 

㈡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1、以意动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2、意动与内容是有区别的：意动指的是各种心理的活动或动作，内容则为意动所涉及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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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另一方面，二者又是联系在一起的：任何意动总是指向于一定的内容，指向于一定的客体。 

3．意动的种类 

①表象的意动（感觉、想象活动等）；--最基本的 

②判断的意动（知觉、回忆、承认、拒绝等）； 

③爱憎的意动（情感、决心、意志、希望、欲望等）。 

㈢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主张经验法（侧重观察而非实验）。 

布认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 

1、内部知觉或反省——指对刚刚过去的在记忆中仍呈鲜活状态的心理活动及其变化的观察。

布认为心理现象是不断变化的，在心理学的研究中，内省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的； 

2、自然观察法——观察别人的言语、动作以及其他表现，并对儿童、动物、变态的人以及不

同的文化进行研究。 

三、对布伦塔诺的评价 

1．贡献 

①其贡献不在于研究某一问题，而在于基本研究取向和基本观点； 

②布的意动心理学直接促进了奥国学派的建立，并推动了欧洲机能心理学的兴起； 

③由于意动心理学重视人的心理能动性和整体性，因而它对目的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和完

形心理学均起了理论先驱的作用，并对二十世纪美国的机能主义心理学也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④意动心理学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心理学只能是经验的科学”被经验心理学视为经典。 

2．不足 

①对心理学的具体问题未作较深入的研究，即使是意动问题，也只作了一些分类，并未对各种

意动的特性、关系及其形成发展的规律做细致的研究； 

②他把心理活动的内容与作为心理的源泉的客观现实混为一谈，进而把心理内容排除在心理学

的研究范围之外。 

学习目标： 

1.了解实验心理学诞生时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状态，以及冯特个人作为创建者在人格上的

独特特征，有利于形成科学的心理学的发展观。 

2.理解缪勒、赫尔姆霍茨、韦伯、费希纳等人对心理学创建的贡献， 

3.掌握冯特创立的实验心理学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以及与冯特同时代的其他心理学家的成就。 

4.难点是实验心理学的实验内省法、情感三维度理论，以及布伦塔诺的心理活动观。 

作业题： 

1． 实验心理学为何产生于德国？ 

2． 最早用实验法研究身心关系的是费希纳，为什么心理学的创始人是冯特？  

3． 掌握冯特的内容心理学的主要体系 

4． 试评冯特在西方心理学史中的地位。 

5． 简述与冯特同时代的其他德国心理学家的研究。 

6． 比较冯特与布伦塔诺的心理学观并评价二人在心理学史中的地位。 

知识单元 5：第五章 构造心理学与机能心理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铁钦纳的构造心理学 

一、铁钦纳的生平 

铁钦纳（1867-1927）出生于英国，是一个把德国心理学引入美国的英国人。 

主要著作：《心理学纲要》、《心理学入门》、《实验心理学》、《心理学教科书》 

二、构造心理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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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研究对象 

依赖于经验者的经验 

㈡研究方法 

内省法，认为内省是对意识经验的自我观察。冯特的实验内省法重在实验，而铁钦纳的实验内

省法重在内省，只不过他对内省的限制比冯特更加严格。 

㈢心理学的任务和内容 

铁钦纳认为，心理学的任务同自然科学的任务是一致的，都必须回答以下三个基本问题： 

1．“是什么”，即把意识经验分析为最简单的、最基本的元素； 

2．“怎么样”，即确定这些元素如何结合和结合的规律； 

3．“为什么”，即把这些元素跟它们的生理条件（神经过程）联系起来。 

㈣心理学的内容 

铁钦纳把意识经验分析成感觉、意象和情感三种基本元素。 

感觉是知觉的基本元素，由当时环境的物理对象引起； 

意象是观念的元素，可以在想象或当时实际不存在的经验中找到； 

情感是情绪的元素，表现在爱、恨、忧愁等经验中。 

铁钦纳认为意识元素有性质、强度、持续性、外延性和清晰性五个属性。 

三、构造心理学在美国的命运 

1．铁钦纳继承和发展了冯特创立的实验心理学的主要思想，坚持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方向，为

推动心理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2．他明确地划定了构造主义与美国机能主义之间的界限，导致了心理学史上的第一次心理学

派别的对立。 

3．但是，铁钦纳只主张研究意识的内容或结构，反对研究意识的机能或功用。坚持心理学是

一门纯科学，反对把心理学看成一门应用科学；导致与美国人的实用主义精神相违背，最终被迫退

出历史舞台。 

第二节 美国机能主义的兴起 

一、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的产生背景 

德国冯特的实验主义为“躯壳”； 

英国达尔文进化论和高尔顿的个别差异心理学为其“精神”； 

实用主义为其“哲学”； 

适者生存、追求适应为“美国国情”。  

二、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心理学 

㈠詹姆士（1842-1910） 

1、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先驱； 

2、提出意识流学说，批判心理学的元素主义； 

3、情绪学说预示了 20世纪行为主义的诞生 

4、提出并发展了关于记忆、本能和习惯、自我等理论。在美国心理学史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㈡实用主义心理学的具体观点 

1．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意识状态 

意识状态：指感觉、愿望、情绪、认识、推理、决心、意志等的原因、条件和直接后果。 

2．“意识流学说” 

意识不是一些割裂的片段，而是一种整体的经验，一种川流不息的状态。 

意识具有五个基本特征： 

①意识是属于私人的（主观性）； 

②意识是常变的； 

③意识是连续不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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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意识必定有它自身以外的对象，而意识又具有对这些对象认识的功能； 

⑤意识具有选择性。 

3．情绪理论 

“对于激动事件的知觉立即引起身体上的变化，而正当这些变化发生的时候，我们对这些相同

变化的感觉就是情绪”。即情绪是对外界事物引起身体变化的感知。 

情绪的产生过程是：刺激－身体反应－情绪。例如：看见熊—颤抖—恐惧； 

情绪有两种：①较粗糙的情绪，常伴有较强烈的身体的骚动； 

②较精细的情绪，其身体反应常常是微弱的。 

评价：其理论看到了情绪与身体变化的联系，强调了外周神经系统的活动在情绪产生中的作用，

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却忽视了中枢神经系统在情绪产生中的作用。 

第三节 机能主义的芝加哥学派 

一、杜威 

㈠生平 

杜威（1859-1952），1900年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 

1896年《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标志着机能主义芝加哥学派的正式开始 

㈡观点 

认为心理活动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不能把整个活动分析为反射弧和把反射弧分析为刺激和反

应，正像不能把意识分析为元素一样。提出“反射弧”概念。 

心理学的真正对象是在环境中发生作用的整个有机体的适应活动。 

二、安吉尔 

㈠生平 

安吉尔（1867-1947），1906年，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 

㈡观点 

1、1904 年，《心理学》教科书，宣扬意识的基本机能是改善有机体的活动，而心理学必须研

究心理是如何帮助有机体适应它的环境的； 

2、1907 年，论文《机能主义心理学的领域》，对机能主义的概念、原则、任务及其特征作了

概括。是对机能主义心理学思想的第一个明确的表述。 

3、将行为问题引入心理学，认为我们的精神生活或许可以被规定为客观的行为。为行为主义

的兴起准备了思想前提；  

4、主张心理学属于自然科学，而且是一门生物科学，并重视应用心理学。 

上述观点标志着芝加哥学派机能主义心理学体系的形成。 

三、卡尔 

㈠生平 

卡尔（1873-1954），1926年当选美国心理学会主席。在他的领导下，芝加哥学派作为一个正

式明确的体系达到顶峰。㈡观点 1、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心理活动。心理活动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即

“适应性行为”； 

2、心理学研究方法可以是多种多样。主观观察法（内省法）、客观观察法、实验法、社会研究

法等； 

3、在身心关系上，他认为身心关系的因素包括刺激、动机、反应，为心理学的发展从机能主

义走向动力心理学起了先导作用。 

第四节 机能主义的哥伦比亚学派 

一、共同特点 

1、从研究心理的共同规律问题转向个别差异问题。它着重对个体的智力和能力进行研究，心

理测验是主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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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研究意识内容转向研究意识活动，它并不将意识排除在心理学之外，但只注重意识的功

用； 

3、从重视内省方法转向重视客观的方法，它不取消内省放，但并不把它作为主要的方法，而

主张多种方法并用，如实验法、测验法、统计法、等级法、评选法等； 

4、从研究心理学“是什么”问题转向心理学“为什么”问题，它主张研究前者是为后者服务

的，但后者又要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 

5、从主张心理学是一门纯科学转向主张心理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它把机能主义芝加哥学派提

出的个体适应环境的一些原理加以具体化，使之应用于生活实际。 

一、卡特尔 

㈠生平 

卡特尔（1860-1944），1895年，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29年，任第 9届国际心理学会主席。 

㈡主要贡献 

1、关于反映时的研究。 

2、关于个别差异和心理测验的研究。首创“心理测验”这一术语。发展了次序评量法。 

3、关于心理物理法的研究。批评均差法和最小可觉差法，认为只有常定刺激法才是可信的。

用反应时间来测量感觉的差异量； 

4、关于知觉和阅读过程的研究。 

二、桑代克 

㈠生平 

桑代克（1874-1949）。主要著作有《教育心理学》、《动物的智慧》、《智力测量》、《人类的学习》、

《比较心理学》 

㈡主要贡献 

1、首先用实验法研究动物心理，为动物心理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并由此提出学习的尝

试－错误说，认为“学习即联结，心理即人的联结系统”，对行为主义产生巨大影响； 

2、重视教育测量和智力测验； 

3、确定了教育心理学的体系，使教育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被称为“教育心理学之父”。 

三、武德沃斯 

㈠生平 

武德沃斯（1869-1962），1915年,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 

主要著作：《论运动》、《生理心理学》、《动力心理学》、《实验心理学》、《行为动力学》 

㈡主要贡献 

1、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全部活动，包括了意识和行为两个方面； 

2、将心理动力观引入心理学； 

3、主张既用客观的实验和观察，也用内省的研究方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 

1.习了解铁钦纳的构造心理学的主要内容及与美国兴起的机能心理学的对立。 

2.重点掌握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心理学思想机能心理学的基本观点。 

3.理解美国心理学中的机能主义精神。 

4.难点是实验内省和意识流观。 

作业题： 

1.达尔文的进化论对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与有哪些直接的影响？ 

2.试析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实质及其特点。 

3.为什么说机能主义心理学是美国心理学发展的灵魂、方向和主流？ 

4.简述构造主义与机能主义之争论。 

5.试述桑代克的联结主义学习观。 

知识单元 6：第六章行为主义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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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行为主义的产生 

一、行为主义产生的根源 

㈠社会历史条件 

行为主义是当时美国社会生活、生产实践和政治改良的要求和反映。 

㈡哲学背景 

行为主义以机械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作为哲学基础。 

㈢心理学背景 

行为主义受机能主义、动物心理学和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研究的影响。 

㈣其他自然科学的影响 

行为主义还受到其他科学的影响。 

二、行为主义的三个阶段 

㈠阶段 

早期行为主义、新行为主义、新的新行为主义 

㈡特点 

1． 早期行为主义：①客观主义②以刺激和反应的术语解释行为③强调联结学习④外周论⑤环
境决定论. 

2． 新行为主义：①强调刺激与反应之间的中介变量②允许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对行为的内
部动因进行推测③以操作主义观点解释中介变量 

3． 新的新行为主义①给予认知、思维等心理因素在行为调节中的作用以足够的重视②把认
知、思维看成是积极、主动的过程③强调研究方法的客观性 

第二节 华生的古典行为行为主义 

一、生平 

华生（1878-1958），1916年，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 

主要著作：《行为：比较心理学导言》、《从一个行为主义者的观点看心理学》、《行为主义》 

二、古典行为主义体系 

（一）心理学的性质和对象 

1．心理学的性质。心理学是纯粹自然科学的一个客观实验分支 

2．心理学的对象。凡是不可经验的对象都不能作为心理学的对象，主张放弃传统的内省法，

放弃所有与意识有关的范畴，诸如感觉、情绪、思维等 

华生所讲的行为首先是一种可观察到的机体反应。这种机体反应的本质是人和动物对于外界环

境的适应 

3．反应的类型 

①外显的习惯反应（与人说话、与人交往） 

②内隐的习惯反应（思维、态度） 

③外显的遗传反应（抓握、眨眼） 

④内隐的遗传反应（内分泌系统和循环系统的变化） 

华生认为，心理学研究的目的在于确定刺激和反应之间的规律。心理学的任务就在于预测和控

制人的行为反应。 

（二）关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1、观察法：①无帮助的观察（自然观察法） 

②借助仪器的观察（实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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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条件反射法 

3、口头报告法 

4、测验法 

（三）在心理学的具体问题上的主张 

1、遗传与环境的关系 

环境决定论。否认遗传的本能行为，认为人的行为类型完全是由于环境造成的。 

2、关于情绪的理论 

情绪是一种遗传的类型反应，包括整个身体机制的深刻变化，特别是内脏和腺体系统的深刻变

化。人有三种原始的或基本的情绪：恐惧、愤怒和亲爱。 

3、关于思维的理论 

思维是一种感觉运动的行为。语言的习惯有两种，一种是外显的语言习惯，即言语；一种是内

隐的语言习惯，即思维。思维是由言语逐渐演变而来的。 

他把思维的创造作用解释为：人们将词的反应变来变去，最后得到一种新的反应模型。 

人类除了语言形式的思维以外，还有非语言形式的思维。 

4、关于人格的理论 

人格是一切动作的总和，是各种习惯系统的最后产物。人格是可以改变的。 

三、评价 

㈠贡献 

1、华生以行为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使心理学获得了与其它自然科学所共有的客观性，从而

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具有自然科学的特征； 

2、华生的行为主义扩大了心理学研究的领域； 

3、华生的行为主义促进了心理学的应用。 

㈡局限 

否定意识，贬低生理和遗传的作用，否定本能的存在、脑和神经中枢的地位，片面强调环境和

教育的作用，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第三节 新行为主义 

一、新行为主义产生的原因 

㈠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孔德、斯宾塞、马赫、阿芬那留斯） 

㈡操作主义的影响 

㈢行为主义自身发展的需要 

㈣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影响 

㈤早期行为主义的缺陷 

1．早期行为主义者在心理学研究对象中全盘否定意识，但是意识是人类最重要的心理现象之

一，是客观存在的，心理学不能因为它难以研究而回避它、排斥它； 

2．忽视有机体内部条件的研究，贬低大脑等中枢神经系统在心理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使心理

学产生了无头脑的倾向，将人的心理活动降低到动物的心理水平； 

3．过于强调外在刺激对行为的意义，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人的行为动机，使得人

们对行为的理解过于简单。事实上，人的行为不仅受外在刺激的影响，也受个体内在动机的影响。

心理学只有认识这一点，才能了解人的行为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二、操作行为主义 

㈠斯金纳的生平 

斯金纳（1904-1990）激进的行为主义者。 

主要贡献：①他漫长的学术生涯给心理学以持续、长期的影响； 

②他坚持行为的实验分析方法发展了一套理解动物和人类行为的操作主义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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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主要观点 

心理学是一门直接描述行为的科学。 

反应等于刺激的函数：R=f(s)，但过去形成的条件（A）会改变 R与 S之间的函数关系，所以

R=f(s)可以改写为 R=f（S，A）。 

行为原理：操作性条件作用。 

1．应答性行为和操作性行为 

①前者指由特定的、可观察的刺激所引起的行为（巴甫洛夫经典条件反射）； 

②后者指在没有任何能观察的外部刺激的情境下的有机体行为。 

应答性行为比较被动，由刺激控制，操作性行为代表着有机体对环境的主动适应，由行为的结

果所控制。人类的行为大多数都是操作性行为。 

2．操作性条件作用的规律 

①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建立 

②操作性条件反射的消退 

③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分化 

3．强化在操作性条件反射中的作用 

①积极强化物和消极强化物 

【积极强化物】指与反应相依随的能增强该反应的刺激物。 

【消极强化物】指与反应相依随的刺激物，从情境中被排除时，可增强该反应。 

②强化的程序 

↗连续强化           ↗定时强化（以反应时间而非反应数量为单位来实施强化） 

↘间歇强化↗固定强化 ↘定比强化（以反应的数量而非时间为单位来实施强化） 

          ↘非固定强化 

4．行为原理的推广与应用 

①教学机器与程序教学 

②言语行为 

③社会控制计划 

㈢对斯金纳操作行为主义的评价 

1、斯金纳的操作行为主义体系对心理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他的行为理论被人们广泛应用于行为治疗和行为矫正中。 

3．斯金纳的反理论主义和极端环境论思想是片面的。 

三、托尔曼的目的行为主义 

㈠托尔曼的生平（E.C.Tolman,1886-1959）  

1937年，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 

㈡目的行为主义 

1、研究对象：有目的的整体行为 

2．引入中介变量 

中介变量是介于环境事件和行为之间的变量。是介于刺激与反应之间因外在刺激而引起的内在

变化过程。 

早期，中介变量包括：需求变量（动机）和认知变量； 

晚期（1951），中介变量包括：需要系统、信念价值动机、行为空间 

3．符号学习理论 

——学习者所学的东西不是简单的机械的运动反应，而是学习达到目的的符号及其意义。 

符号――对迷津中的颜色、气味、通道的长度、宽度等的认知。 

4．认知地图 

――动物习得迷津中的某些特征作为符号标志，并通过对符号之间关系的辨别，获得迷津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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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概念，即形成认知地图（符号－格式塔）。 

5．潜伏学习――未表现在外显行为上的学习，它的效果正是有机体在追求目的时运用已有认

知的结果。 

㈢托尔曼的影响 

1．将有机体视为能动的信息加工者，此观点影响了认知心理学。 

2．中介变量概念填补了机体的刺激与反应之间的空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华生早期行为主

义的缺陷。 

第四节 新的新行为主义 

一、代表理论 

班图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观察学习理论） 

罗推尔的社会行为学习理论 

米契尔的认知社会学习理论 

二、共同特点 

既坚持行为主义的研究精神又吸收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1、大胆地使用以往被传统行为主义所摒弃和拒绝的心理学概念，探索认知、思维、意象在行

为调节中的作用； 

2、强调行为和认知的结合。既可以通过人的思维、信念和期待等认知过程预测人类的行为，

也可以通过改变人的认知来改变人类的行为，通过行为的改变也可改变人的信念、期待等认知过程； 

3、强调自我调节的作用。传统的行为主义强调外在强化对行为的影响，忽视了“自我”在行

为调节中的作用。新的新行为主义者认为，如果行为仅仅由外部的奖励或惩罚所决定，人就会像风

向标一样，不断地改变方向，以适应作用于他们的各种短暂的影响； 

4、强调心理过程的积极与主动性。新的新行为主义者强调要把行为主义同建构论结合起来，

重视以往经由学习而获得的认知规则在对环境信息作出反应过程中的作用； 

5、坚持客观主义的态度。 

三、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  

㈠班图拉的生平 

（1925-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观察学习理论的创立者。1974年，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 

㈡主要观点 

1． 观察学习及其特点 

又称无尝试学习或替代性学习。由于人有通过语言和非语言形式获得信息以及自我调节的能

力，使得个体通过观察他人（榜样）所表现的行为及其结果，不必事事经过亲身体验，就能学到复

杂的行为反应。 

特点：1、观察学习不一定具有外显的行为反应； 

2、观察学习并不依赖直接强化； 

3、观察学习具有认知性； 

4、观察学习不等同于模仿。 

2．基本类型 

直接的观察学习、抽象性观察学习、创造性观察学习 

3．观察学习的心理过程 

             注意过程       保持过程        动作复现过程      动机过程         

示范行为—→   ↓    ——→    ↓    ——→     ↓     ——→    ↓     ——→匹

配行为 

对榜样的知觉  示范信息的储存   记忆向行为转变   从观察到行为 

4．行为的交互决定论 

班图拉主张行为、环境、个人内在诸因素三者相互影响、交互决定，构成一种三角互动关系。



9742 

他认为个人的成就如何是由外界环境与人的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5．自我调节论 

自我调节论是个人的内在强化过程，是个体通过将自己对行为的计划和预期与行为的现实成果

加以对比和评价，来调节自己的行为的过程。它由自我观察、自我判断和自我反应三个过程组成。 

6．自我效能原理 

知觉到的自我效能是一种对自我生成能力的知觉，被感知到的自我效能结果即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从本质上讲是自我生成的能力。 

影响自我效能形成的因素：①行为的成败经验；②替代性经验；③言语劝说；④情绪的唤起；

⑤情境条件。 

㈢对班图拉观察学习理论的评价 

1、注重社会因素的影响，改变了传统学习理论重个体轻社会的思想倾向； 

2、吸收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把强化理论与信息加工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改变了传统行

为主义重“刺激—反应”轻中枢过程的思想倾向； 

3、强调学习过程中的社会因素和认知过程在学习中的作用，在方法论上注重以人为被试的实

验，改变了行为主义以动物为实验对象、把由动物实验中得出的结论推广到人类学习现象的错误倾

向； 

4、由于班图拉的理论具有开放性特征，导致了它缺乏富有内在统一性的理论框架； 

5、大多数发展心理学家认为班图拉的观点忽视了发展变量的重要性。 

学习目标： 

1.了解行为主义产生的背景及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主要特征 

2.理解行为主义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 

3.重点掌握华生的古典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及托尔曼提出的认知变量和符号－格式塔学习观，

班杜拉的观察学习理论的内涵。 

4.难点是行为主义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 

作业题： 

1． 哪些因素促成了行为主义的诞生？ 

2． 行为主义三种形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什么？ 

3． 分析行为主义的学习观。 

4． 行为主义的贡献与局限。 

5． 为什么说行为主义是一种客观主义的心理学？ 

6． 简要解释中介变量、观察学习和操作行为主义等概念。 

知识单元 7：第七章格式塔心理学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格式塔学派 

一、格式塔心理学产生的背景 

（一）社会历史条件 

（二）康德先验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 

（三）物理学中的场论 

（四）心理学内部的影响 

（五）心理学家自身的人格特质 

二、主要代表人物 

惠特海默 (1880-1943) 

考夫卡(1886-1941) 

苛勒(1887-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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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格式塔心理学的创建 

1．似动现象的试验和诠释 

2．创建标志 

1912年，《关于运动知觉的实验研究》的发表标志着格式塔心理学的诞生。 

第二节 格式塔心理学的体系 

一、研究对象 

心理学是“意识的科学、心的科学、行为的科学” 

1、直接经验（苛勒） 

 主体直接感受到或体验到的一切。 

 2、行为 

心理学虽可成为意识或心灵的科学，然而我们将以行为为研究的中心点。－－考夫卡 

（1）行为环境的分类：地理环境  行为环境 

二、研究方法 

实验与观察要双管齐下 

1.格式塔心理学家既不反对构造主义的内省，也不反对行为主义所依托的客观观察法。但同时

他们也对于内省法进行了修正。 

2.现象学的方法：就是要求对在特定时间内主体所观察到的经验材料不加任何粉饰，力求如实

而详尽地进行描述。 

三、同型论 

1.同型论是一种有关意识与行为的生理机制的学说。 

2.同型论：生理历程与意识历程在结构的形式方面彼此完全等同。 

四、格式塔的组织原则 

五、学习理论 

㈠黑猩猩的学习试验 

1．以自己的身体来作迂回的试验 

2．利用现成工具来作迂回的试验 

3 制造工具来作迂回的试验 

㈡顿悟学说 

1．顿悟：从一开始就考虑到整个情景结构的行为。 

2．顿悟学习与尝试学习 

学习是一种智慧行为，是一种顿悟过程，需要有理解、领会与思维等认识活动的参与，并且它

是一种突现、速变、飞跃的过程。 

㈢创造性思维 

四、对格式塔学派的评价 

1.对冯特元素主义的反击极富重要意义 

2.格式塔心理学引发了知觉心理学的革命 

3.其学习理论独具特色 

4.对人本主义和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的产生起了推动作用。 

5．格式塔心理学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理论观点和术语含糊不清及其唯心主义倾向。 

第三节 拓扑心理学 

一、勒温传略 

勒温（Kurt Lewin）(1890—1947 )，德国心理学家，场论的创始人，社会心理学的先驱，以

研究人类动机和团体动力学而著名。他试图用团体动力学的理论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这一理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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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社会心理学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二、勒温心理学活动的三个时期 

1.柏林时期（1921-1932）：学习和知觉过程的研究，个体动机和情绪的动力学，根据大量有关

成人与儿童的试验，提出动机理论。 

2.依阿华大学时期（1935-1944）：惩罚、冲突等人际交往过程的研究，并对团体现象进行研究。 

3.麻省理工学院团体动力学研究中心时期（1945-1947）：技术、经济、法律等对团体的社会约

束，研究工业组织中的冲突和团体间的偏见与敌对行为等。 

三、场论 

㈠行为公式：B＝f（PE） 

决定行为的三种事实： 

准物理事实（心目是的自然环境） 

准社会事实（心目中的社会环境） 

准概念事实（思想概念与现实的差异） 

准事实＝心理环境 

（在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对人的行为可能有影响的事实） 

㈡心理场 

心理场，心理动力场，心理生活空间。 

心理场：一个人在某一时间内决定行为的全部事实。由个人生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事

件经验和思想愿望组成。 

心理场即一种认知结构。 

㈢行为动力 

需求：需求和准需求 

紧张：蔡格尼克效应 

㈣人格组织理论 

人格是一个系统的组织区域，由许多相互作用的区域交织形成。 

人格组织受年龄、经验、能力等因素的影响。 

四、团体动力学 

团体动力学：是研究团体生活动力的学说，它主要研究团体的气氛，团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团

体领导作风等。它是勒温对社会心理学一个颇有贡献的领域。 

1.强调部分与部分或团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勒温团体动力学的核心。 

2.采用格式塔的方法来研究团体 

3 团体的内聚力研究 

4. 团体动力学应用于军事、工业和社会实际问题 

五、勒温理论的贡献 

1. 突破了传统心理学的研究框架，用实证的试验的方法来研究动机，需要，紧张，冲突等，

使之成为实验领域的合法对象。 

2.场论用于社会问题，创立了团体动力学，改变了实验心理学只研究个体的局面。 

3. 其心理学体系本身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忽视了个体的过去，强调了当前的社会空间；

对自然科学的概念，如场，动力，向量等有滥用之嫌。 

学习目标： 

1.了解格式塔心理学的创立及理论要义 

2.重点掌握格式塔心理学的学习理论及勒温的团体动力学思想。 

3.难点是现象学和场论对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以及格式塔心理学的同型论观点。 

作业题： 

1．格式塔心理的主要理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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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勒温的团体动力学及其现实意义。 

3．简析格式塔心理学的思想渊源。 

4．试比较顿悟学习与尝试学习。 

5．试析格式塔心理学中的场论思想。 

6．有人说：“格式塔心理学对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超过其人数和位置的影响”，你是怎样理

解的？ 

知识单元 8：第八章精神分析心理学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精神分析的产生及发展 

一、思想渊源与历史背景 

㈠社会历史条件 

是１９c末奥地利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的产物，也是当时宗教气氛浓厚、社会禁忌严格的一种

社会文化生活的产物。 

㈡哲学背景 

1．叔本华、尼采哲学－无意识、非理性主义 

２.哈特曼无意识哲学思想的影响 

３.享乐主义动机学说 

㈢科学背景 

１.赫尔母霍茨的能量守恒观点－弗的心理动力观 

２.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的影响 

㈣心理学思想背景 

布伦塔诺：心理现象的意向性、能动性；心理现象的能动力量存在于内在世界 

亚里士多德：发生学观点 

莱布尼茨：微觉学说 

赫尔巴特：“意识阈”概念（影响弗对潜意识的描写） 

费希纳：心理似冰山 

㈤心理病理学背景 

１．催眠术 

２.对神经症的心理学原因的探讨 

二、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发展与演变 

1．古典精神分析 

2.个体心理学与分析心理学 

3．自我心理学与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 

4.存在精神分析、客体关系学派、自体心理学 

第二节  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 

一、弗洛伊德的生平 

弗洛伊德（１８５６～１９３９）是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 

主要著作：《梦的解释》、《性学三论》、《图腾与禁忌》、《精神分析引论》 

二、古典精神分析的理论体系 

㈠研究对象：无意识现象和内容 

意识过程在人的全部精神过程中不过是极小的一部分，[无意识]就像冰山水下的部分，在人的

全部精神活动中占主要地位。无意识又可以划分为前意识和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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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研究方法 

自由联想、梦的分析、对日常生活的分析 

㈢本能论 

本能是人的生命和生活中的基本要求、原始冲动和内在驱力。 

本能的种类：   ↗生的本能↗自我本能 

本能          ↘性本能 

                 ↘死的本能 

㈣人格结构论 

人格结构：伊底（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 

1．伊底是人格中与生俱来的最原始的潜意识结构部分，是人格形成的基础。伊底由先天的本

能、基本欲望所组成，如饥、渴、性等。其中以性本能为主。伊底按照快乐原则活动。 

2．自我是从伊底中分化出来的，是有意识的结构部分。自我按照现实原则活动。 

3．超我是从自我中分化出来的。超我按照至善原则活动，其功能是监督自我去限制伊底的本

能冲动。超我的监督作用是由自我理想和良心实现的。 

㈤人格的发展阶段 

又称：心理性欲发展理论 

性感区：每个阶段特殊的区域成为里比多兴奋和满足的中心 

１.口唇期（０～１岁）吸吮 

２.肛门期（１～３岁）玩排泄物等 

３.性器期（３～５岁）恋母情结、恋父情结 

４.潜伏期（５～１２岁）同性伙伴 

５.生殖期（１２～２０岁）异性恋行为明显 

力比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两种危机：固着和倒退 

㈥梦论 

“梦是一种被压抑的欲望的象征性满足”。 

梦的工作有四个基本过程： 

1．凝缩——几种隐意用一种象征（或符号）出现； 

2．移置——在梦的工作中，把隐梦内容加以转移，用不重要的部分替换其主要的部分； 

3．象征——以具体的形象代替抽象的欲望； 

4．润饰——醒后把梦中无条理的材料加以系统化来掩盖真相。 

㈦焦虑论与自我防御机制 

弗洛伊德把焦虑看作是神经症的关键因素，认为焦虑主要是对不可发泄的性冲动的一种有害反

应。 

弗洛伊德把焦虑分为三类：①现实性焦虑；②神经性焦虑；③道德性焦虑。 

自我防御机制的特点： 

①其作用是避免和减轻消极的情绪状态（趋乐避苦）； 

②大多数通过对现实的歪曲起作用； 

③大多数防御机制在起作用时人们通常意识不到。 

自我防御机制的种类：①压抑；②投射；③移置；④否认；⑤反向作用；⑥认同；⑦退行；⑧

升华。 

三、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评价 

[贡献] 

1、开创了无意识心理的研究。在西方，弗洛伊德有无意识领域的哥白尼或达尔文之称。 

2、开拓了心理学学科的建设，开辟了性心理学研究的新领域。 

3、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成为现代西方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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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辟了一条重视心理治疗的新途径。 

[局限] 

1、学说的生物化倾向。整个学说具有生物化倾向。单纯用物理学定律、生物学范畴说明人的

内在动力和心理活动的规律，实质上完全抹煞了人的意识的社会历史制约性和主观能动性。 

2、在方法论上的局限。坚持还原论、等同论。 

3、有泛性论倾向。 

4．整个理论主观色彩浓厚。 

第三节 其他早期精神分析学家的观点 

一、荣格的分析心理学  

荣格（1875-1961）瑞士，分析心理学创始人。主要著作：《潜意识心理学》、《心理类型学》、

《分析心理学的贡献》等 

㈠心理动力学思想 

1、心灵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或自给自足的能量系统。 

2、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 

3、心理值是测量心理能量的标准。 

4、等量原理和熵原理。 

㈡人格结构理论 

↗意识 

人格→“心灵”       ↗个体潜意识（情结） 

↘潜意识↘集体潜意识（原型） 

1．意识。人的心灵中唯一能够被个体直接感知的部分。伴随着生命的诞生而出现。 

2．个体潜意识。与意识中的自我最接近，是“潜意识的表层，它包含了一切被遗忘了的记忆、

知觉、被压抑的经验以及属于个体性质的梦”，是发生在个体身上与个体的经验相联系的心理内容。 

3、集体潜意识。是在生物进化和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心理上的沉淀物，是包括祖先

在内的世世代代的活动方式和经验固存在人脑结构中的遗传痕迹。 

4．原型。集体潜意识的主要内容，与本能相区别。本能是一种典型的行为模式，原型是一种

典型的理解模式；本能与原型又是相互依存的，本能是原型的基础，原型是本能自身的潜意识意象。 

原型的种类：人格面具、阿妮玛和阿妮姆斯、阴影和自性。 

①人格面具——人在公共场合中表现出来的人格方面，其目的在于表现一种对自己有利的良好

形象以便得到社会的认可。 

②阿妮玛和阿妮姆斯——又称男女两性倾向。阿妮玛指男性心灵中的女性成分或意象；阿妮姆

斯指女性心灵中的男性成分或意象。 

③阴影（阴暗自我、“兽性”）——一切不道德的欲望和倾向。 

④自性――即潜意识中的自我，指自我的本性，是集体潜意识的核心。其作用是协调人格的各

组成部分，使之达到整合统一，即自我实现。 

㈢心理类型学 

1、态度类型 

荣格划分了内倾和外倾两种态度类型。内倾型的人其心理活动经常指向自己的内部世界，外倾

型的人好社交、活泼、开朗、喜欢标新立异，易适应环境。 

2、功能类型：①思维；②情感；③感觉；④直觉。 

3、态度类型与功能类型的组合： 

①外倾感觉型——常注意并记住事物的外部特征，追求欢乐，活泼有魅力，精明而求实。 

②外倾直觉型——对不确定的事物有敏锐的感觉，易变而富有创造性，做事常凭主观预感。 

③外倾思维型——对事物的结果感兴趣，对结果后面的观念不感兴趣，思维常以客观事实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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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④外倾情感型——为人热情，乐于助人，思维常被情感压抑。 

⑤内倾感觉型——对事物有深刻的主观感觉，情绪易受外部影响，注重事物的效果。 

⑥内倾直觉型——具有超然直觉，富于幻想，性情古怪，思想往往脱离现实，体验奇特怪异。 

⑦内倾思维型——喜欢抽象思维，遇事主观，待人冷漠，倔强偏执，情感受压抑。 

⑧内倾情感型——富有同情心，沉默寡言，不易接近，内心体验丰富、强烈。 

㈣心理发展阶段理论 

1、童年时期（从出生到青春期） 

①无序阶段——婴儿期；②君主阶段——自我开始发展；③二元论阶段——区分主客体。 

2、青年时期（从青春期到 35岁或 40岁）——“心灵的诞生”时期 

主要任务：克服童年期意识狭窄的倾向，努力培养自己的意志力量，不要过分迷恋青年时期的

价值观，否则他就会在人生的后半段发生障碍，不利于实现个性化。 

3、中年时期（从 35岁或 40岁到老年期） 

如日中天，事业有成，社会地位和家庭都比较满意的时期，但也容易出问题，如中年期心理危

机。 

4、老年时期 

喜欢沉浸在无意识中，喜欢回忆过去，更愿意考虑来世生活问题。 

㈤分析心理学简评 

1、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学研究，为我们探究人类意识、心理

的起源提供了理论启示。 

2、强调人格的整体性。意识、个体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在“自性”原型的统一指挥下，把人

格的所有成分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代表着人类精神的整体需要，即自我实现，这种整体观对

正确理解完整的人格是有积极意义的。 

3、荣格对人格类型的研究开创了个体差异研究的新领域。 

4、荣格的理论体系过分夸大了潜意识，特别是集体潜意识的作用，把意识降格到了附庸的地

位，不符合人类的心理现实。其学说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 

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 

阿德勒（1870－1937），犹太人,个体心理学的创立者。主要著作有《神经症的性格》（1912）、

《个体心理学的实践与理论》（1919）等。㈠追求优越 

阿德勒反对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性本能为人类行为的根本动力。他认为人行为背后的动力学力量

应该是追求优越，人的社会行为是受社会价值观和人的社会性影响的。 

追求优越是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的核心。 

㈡生活风格 

生活风格是一个人在早期生活道路上形成和固定下来的行为方式或模式。 

生活风格在四五岁时就已形成，以原型的方式无意识表现出来。 

理解生活风格的三种途径：出生顺序、早期记忆、潜意识梦境 

㈢社会兴趣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阿德勒在其理论中增加了社会兴趣的内容，在研究中把个人与社会联结

起来。 

社会兴趣不仅是一种涉及个人与别人交往是的情感，而且也是一种对生活的评价态度和认同能

力 

社会兴趣表现为：在困境中准备帮助别人；具有“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情操；富于理解和

同情别人的思想和能力等 

㈣简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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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立了心理学的社会科学方向 

2.恢复了“意识”在心理学中的主要地位 

3.提出了整体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4.在研究方法上把主观理解和客观分析相对立,片面夸大了自卑感的补偿作用,使其理论带上

了个人偏见。 

学习目标： 

1.了解精神分析心理学产生的特殊背景及其发展和演变 

2.掌握以潜意识为主线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各种理论观点。 

3.重点掌握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观和本能观及人格观 

4.理解荣格和阿德勒对古典精神分析的修正。难点是荣格的原型论和情结论。 

作业题： 

1． 精神分析心理学的演变及内在发展逻辑。 

2． 简述古典精神分析的潜意识论、人格理论。 

3． 试析荣格的人格结构观。 

4． 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的主要内容。 

5． 试比较弗洛伊德、荣格与阿德勒在心理动力观上的异同。 

知识单元 9：第九章认知心理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 

一、皮亚杰学派 

又称日内瓦学派，由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创立于 19世纪 50年代。该学派以日内瓦大学及国际

发生认识论中心为基地，聚集了来自心理学、语言学、逻辑学、数学等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从事关

于儿童认知发展的跨学科研究。目的是通过对儿童的科学概念及心理运算（操作）起源的实验分析，

探索智慧形成和认知机制的发生发展的规律。 

二、发生认识论的影响源 

㈠ 康德哲学的影响 

研究认识的普遍形式。（发展、渐成观） 

㈡ 结构主义哲学的影响 

重视结构，突出主体在结构形成中的作用。 

㈢ 生物学中渐成论原则的影响 

认知功能的发展是渐成论的一部分。 

㈣ 欧洲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影响 

用机能观和本能观来考察每一事实。 

三、发生认识论的实质 

1、发生认识论是一种研究认识的结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心理起源的学说。 

2、其实质是研究认识结构的历史发生和个体发生，即探索概念和范畴的发生发展。关心知识

的普遍形式和结构。 

四、发生认识论的核心 

1、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儿童发展心理学。 

即：以认识论为目标和起点，通过生物学的方法论的类比，所创建的一种奠基于主客体相互作

用活动之上的发展心理学。 

2、认识：发端于联系主客体的活动之中。 

3、活动的本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 

五、发生认识论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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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知识的心理起源：源于动作，内化为运算。 

2、知识结构的形成：建构过程 

3、智慧的本质：“智慧就是适应”，而适应依赖于有机体的同化与顺应两种机能的协调，使

有机体与环境取得平衡。 

4．认识结构的四个基本概念 

图式：动作的结构或组织 

同化：主体将外界刺激有效地整合于已有图式的过程。 

顺应：主体改造已有图式以适应新的情境。 

平衡：由同化和顺应过程均衡所导致的主体结构同客体结构之间的某种相对稳定的适应状态。 

5．儿童心理发展的四个阶段 

感知运动阶段（0－2）：动作与效果的关系 

前运算阶段（2－6、7）：表象 

具体运算阶段（6、7－11、12）：初步的逻辑思维 

形式运算阶段（11、12－14、15）：“使形式从内容解放出来”，抽象逻辑思维 

第二节  信息加工心理学 

一、产生过程 

1955年，认知心理学大会在剑桥首次召开。  

1956年 9月 10日至 12日，信息论论坛 。信息论和控制论的术语和概念引入了心理学。 

1960年，G·A·米勒与 J.布鲁纳创建哈佛认知研究中心； 

1967年，U·奈瑟出版《认知心理学》； 

1969年，米勒担任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同年， 《认知心理学》杂志创刊； 

二、产生的内因与外因 

㈠心理学史中对认知的研究 

1、早期哲学方式的研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2、实验认知心理学的先驱 ：费希纳、冯特、艾宾浩斯、詹姆士、巴特利特； 

格式塔心理学家 、新行为主义者；费斯廷格、布鲁纳等； 

㈡人工智能研究 

A.纽厄尔、H.A.西蒙  

费策尔（1991）把人工智能定义为“计算机科学的一个特殊分支，研究的是以机械手段能获取

人类智能力量的程度” 。 

1958年，纽维尔、肖和西蒙撰文宣称：人类心理与计算机程序都是通用问题解决者。 

㈢  信息加工心理学的创立 

计算机科学 人工智能研究 

心理语言学(乔姆斯基) 

系统论(韦纳)、信息论(香农)、控制论 

三、信息加工心理学的研究对象 

信息加工心理学家通常把他们的研究集中于常规的、理性的思维和行为，并且把人看作是信息

的积极搜寻者和使用者。 

认知活动：注意、知觉、心象、记忆、思维、语言等。 

四、信息加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1、实验法：以反应时和作业成绩为指标的实验； 

2、观察法：外部行为观察法、自我观察法； 

3、计算机模拟 

五、信息加工心理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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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调知识对认知和行为的决定作用。 

2、强调认知结构和历程的整体性； 

3、强调产生式系统； 

4、强调表征的标志性； 

5、强调揭示认知过程的内部心理机制。 

第三节  当代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趋势 

一、“官能心理学”的回归： 

二、向网络取向的新联结主义的转向。 

60年代：符号取向占据主导性和支配性地位； 

80年代：联结主义取向重新抬头； 

未来发展：建立与人的经验意识相吻合的认知模型。 

三、向生态心理学的转变。 

1976年，奈瑟出版《认知与现实》一书，他建议用生态心理学取代信息加工心理学。 

生态心理学远离了人类认知的计算机模型，以及实验研究的狭隘限制，而趋向于在认知自然发

生的真实生活情境中研究它。 

学习目标： 

1.了解认知心理学的三种范式：信息加工心理学、新心理主义和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 

2. 了解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趋势。 

3.掌握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本质，即以心理逻辑结构的变化来解释智慧和行为的发展。掌

握信息加工心理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重要的理论观点。 

4.难点是认知心理学的实验研究，以及皮亚杰关于智慧本质的观点。 

作业题： 

1． 简述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 

2． 在心理学界，为何会发生认知心理学革命？ 

3． 认知心理学革命的意义何在？ 

4． 认知心理学基本观点陈述。 

5．认知心理学为何出现向生态心理学的转向？ 

知识单元 10：第十章人本主义心理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建立 

一、历史背景 

㈠社会背景(二战  美国) 

㈡哲学背景（存在主义哲学 现象学 ） 

㈢科学背景（生态学、习性学、机体整体学等 ） 

㈣心理学背景 

1．对行为主义的批判 

①把人当作机器和动物，否认了自我(独特自我意识)及其选择性 

②没有考虑人的主体心理活动对外部心理行为及环境的反作用 

2．对精神分析的扬弃 

①承认弗的潜意识理论的合理之处,赞同内在动机,突出意识与潜意识的协同作用,强调意识自

我的主导动机. 

②强烈反对性本能决定论,反对把人性视为悲观的,邪恶的；不赞成精神分析把人看作是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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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性本能驱使的. 

3．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论思想 

二、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建立 

20 世纪 50 年代初开始萌芽 ,六七十年代得到迅速发展,被称为心理学的第三势力。

（1961,1962） 

主要代表人物：马斯洛罗杰斯罗洛·梅 

三、人本主义的范型 

1．研究健康人 

关注正在体验着的人（研究人的内在意识经验） 

2．人的选择性、创造性和自我实现是优先关注的主题. 

3．在选择研究问题时，意义性优先于客观性 

4．研究方法： 

（１）反对静态的客观分析，主张动态的整体研究     

（２）轻视实证研究，提倡现象学描述 

5．终极价值是人的尊严 

第二节 马斯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 

一、马斯洛的生平 

  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1908-1970)，犹太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先驱,心理学第三势力

的领导人.1934 年获心理学博士学位,1937-1951 年执教于布鲁克林学院,后转至布兰迪斯大学任心

理学系主任,直到 1969年退休,次年因心脏病去世。1967－68年，担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 

主要著作有：《动机与人格》（1954）、《人格问题和人格发展》（1956）、《宗教、价值和高峰体

验》（1964）、《优美心灵的管理》（1965）；《科学心理学》（l966）、《存在心理学探索》（1968）、《人

性能达到的境界》（1971）等。 

此外，他还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超个人心理学》两个杂志的首任编辑。 

二、马斯洛的学术历程 

第一阶段：1931－1941.对行为主义的追随； 

第二阶段：20 世纪 40 年代初至 40 年代末。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的奠基与萌芽；立志研究人

类的动机和本性，证明人性之善和人趋向美好和完善。 

第三阶段：1950年至 60年代初。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的系统化。 

第四阶段：超个人心理学的初创。高峰体验研究 

三、需要层次理论 

㈠五种基本需要 

生理需要   安全需要   归属和爱的需要    

尊重需要   自我实现需要 

㈡需要各层次间的关系 

1．人的需要是渐进的,是一个按层次组织起来的系统 

2．人的需要划分为低级需要和高级需要 

3．低层次需要适度满足后才能产生高层次需要 

4．各层次需要的产生和个体发育密切相关 

5． 个人需要结构的演进不是间断的，而是呈波浪式发展的。 

6． 一种行为并不是只由一种需要驱动而是多种需要的驱使 

四、自我实现理论 

㈠自我实现的需要 

所谓自我实现，就是指一个人能够成为什么，他就必须成为什么，他必须忠实于他自己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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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实现生命价值的成长需要,其目的是扩展我们的经验充实我们的生命,并不是补偿我们之不

足。 

㈡自我实现者的特征 

能准确地知觉现实； 

悦纳自己和他人和周围世界 

能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思想 

超越以自我为中心而以问题为中心 

具有超然独立的性格 

对于自然条件和文化环境的自主性 

对平凡事物不厌烦 

具有高峰经验 

爱和帮助人类 

有知交和家人 

有民主的性格尊重他人 

道德标准明确 

具有哲理的善意的幽默感 

具有旺盛的创造力 

对现有文化更具批判精神 

㈢自我实现的机制和途径 

全身心专注某事达到”无我”境界 

力争使每次选择都成为成长的选择 

让自己的潜能天性自发显现,使之成为行为的最高法庭 

勇于说出怀疑和承担责任 

在每次选择到来时能将上述四点融合起来 

力求使自己成为第一流 

v高峰体验是自我实现的短暂时刻,应设置条件让其更有可能出现 

要识别自己的防御心理，并有勇气放弃这种防御。 

五、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的应用 

1．人的自我完善。“丰满人生”，全面发展 

2．在教育方面，反对将人看作机器,忽视学生的主动性和价值,提出内在教育论 

3．在心理治疗领域,吸收和借鉴了其成果 

4．其需要理论在管理领域的广泛应用。人性化管理，优美心灵管理。 

六、评价 

㈠优点 

1． 拓展了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价值、尊严等） 

2． 马斯洛把健康人作为研究对象,提了了一种健康人格模型 

3． 马斯洛强调人的高层次需要和内在价值的人格学说在心理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4． 整体动力论取代还原论； 

5．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在现代行为科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6． 马斯洛关于人类潜能的研究开启了人类潜能运动。 

㈡缺点 

1.脱离了社会现实生活和关系,把自我实现的人至于乌托邦之中 

2.过分强调生物因素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第三节 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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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杰斯的生平 

卡尔·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 1902-1987) 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是美国著名的心理

治疗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建者之一，患者中心疗法的创始人.1924年进哥伦比亚大学修心理

学获博士学位.后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1987年逝世. 1956年他同斯

彭斯、苛勒一起获得第一届美国心理学会杰出科学贡献奖。 

主要的著作有：《心理治疗和人格改变》（1954）、《在来访者中心框架中发展出来的治疗、人格

和人际关系理论》(1959)、《卡尔·罗杰斯论个人力量》（1977）、《一种存在的方式》（1980）等。 

二、心理科学观 

心理学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这门科学的研究方法必须适合于人的特点，适合于研究人的主体

经验。 

㈠在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方面，强调主体经验的重要性。 

㈡量化研究和现象学方法的结合 

三、人格观 

㈠自我 

自我是一套有组织的知觉模式.我们通过一个人对自己的描述可以发现他的自我. 

相对于自我概念,罗杰斯又提出了理想自我.理想自我是一个人所希望的自我的形象.理想自我

和自我之间的差别是一个人心理是否健康的指标。 

㈡人格动力 

有机体有一种内部趋向和驱力---实现自己,维持自己和提高自己. 

“在人类有机体中有个中心能源;它是整个有机体的功能,也许最好的概念是把它定义为对有

机体的履行,实现,维持和提高的趋向” 

㈢自我发展 

自我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个体和环境互动的许多因素: 

机体经验与现象经验的一致性； 

“无条件满足” －－无条件的积极关注 

㈣人格适应 

1．适应性质:罗杰斯认为,人性的基本冲动是自我实现,人出生即具有许多潜能,在适当环境可

以适当发挥,环境不好则会阻碍发挥. 

2．机能完善者起码具有以下特征: 

对任何经验都开放;自我与经验相协调;利用自身的机体评价过程;无条件的自我关怀;与他人

和睦相处。 

四、来访者中心疗法 

基本假设是来访者是关于他自己最好的专家,他们有能力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有效治疗的条件: 

1． 真诚一致(congruence)。治疗者与来访者保持一致，双方都是真诚的。 

2． 无条件积极关注(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指治疗者对来访者表示真诚和深切

的关心、尊重和接纳。 

3． 同情性理解或同理心(empathic understanding)。指治疗者深入了解和设身处地地体会来

访者的内心世界。 

五、评价 

1．对人本质的看法是积极的乐观的； 

2．把研究重点放在意识可以获取,能自我报告的主观经验上； 

3．强调自我概念, 强调积极看待自我的需要； 

4．开创来访者中心疗法； 

5．注重对治疗的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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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人主义倾向。 

学习目标： 

1.了解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建立过程及主要代表人物。 

2.理解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主张。 

3.重点掌握马斯洛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尤其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和罗杰斯的

人格观。 

4.难点是存在主义哲学和现象学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影响。 

作业题： 

1． 为何称人本主义心理学是“第三势力”？ 

2． 人本主义心理学如何看待人及人的心理？ 

3． 人本主义心理学在心理学基本理论问题上的观点是什么？ 

4．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应用价值。 

5．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及其应用价值。 

6． 罗杰斯的自我观。 

7． 来访者中心疗法的治疗理念。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绪论 3  

2 第二章 西方心理学的哲学起源 3  

3 第三章 西方心理学的科学起源 3  

4 第四章 冯特与实验心理学的建立 3  

5-6 第五章 构造心理学与机能心理学 6  

7-8 第六章 行为主义心理学 6  

9-10 第七章 格式塔心理学 5  

10-12 第八章 精神分析心理学 7  

13-14 第九章 认知心理学 6  

15-16 第十章 人本主义心理学 6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普通心理学、生理学、生理心理学 

后续课程：教育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认知心理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行为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 

难点：西方心理学的哲学起源、心理物理学、皮亚杰学派、拓扑心理学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理论讲授为主。 

2. 读书会与分组讨论。 

教学手段： 

1. PPT授课，课后阅读。 

2.分组讨论。多媒体展示汇报。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有视频播放器，有 PDF、Adobe Reader等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要求课外自主阅读推荐材料，课上分组讨论。课外实验课时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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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成绩＝平时成绩占 20％+读书报告 20%+期末考试占 60％ 

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读书报告占 20%；期末考试占 6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叶浩生主编：《西方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人民教育出版社，2014年 1月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车文博主编：《西方心理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 1版。 

2．高觉敷主编：《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第 1版。 

3．［美］James F.Brennan著：《心理学的历史与体系》英文影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4. 杨鑫辉主编：《心理学通史》第五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 1版。 

5. B·R·赫根汉著，郭本禹等译：《心理学史导论》（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年，

第 1版。 

6. （奥）弗洛伊德 著，孙名之 译：《释梦》， 商务印书馆，1996年 12月第 1版。 

7. （美）卡尔•罗杰斯著，李孟潮等译：《当事人中心治疗－－实践、运用和理论》，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 1版。  

执笔：王国芳  审稿：  ×××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6日 

 

人格心理学 
Personality Psychology 

课程号：32302007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掌握人格心理学六大范型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相关的研究方法和评鉴技术。 

2、了解相关的研究专题和测量工具，以及在法制心理学中的应用，以奠定从事应用心理学    

研究的基本人性观和人格观。 

3、学会人格的测评方法，掌握传统项目分析、测验分数常模、以及经典测验信度和效度等相

关内容。服务于社会实践。 

4、加强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学习，寻找自己的研究点。 

5、通过学习使学生能维护自己和他人的人格健康，提高心理健康的水平。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人格心理学相关概念界定。 

2．人格心理学研究的分析层面和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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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格心理学研究的三种取向。 

4.  人格心理学研究的评鉴技术。 

学习目标： 

1．了解人格心理学研究的特点、目标及分析层面等。 

2．掌握人格的概念和人格心理学评鉴技术。 

作业：比较三种研究取向的优缺点。 

知识单元 2：人格心理学研究的范型 

参考学时：30学时 

学习内容： 

1．精神分析人格理论。 

2．新精神分析人格理论。 

3. 特质流派的人格理论。 

4. 生物学派的人格理论。 

5. 人本主义流派的人格理论。 

6. 行为主义和社会学习人格理论。 

7. 认知流派的人格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各种流派的渊源。 

2．掌握各种范型的人格动力、人格结构、人格发展阶段等。 

作业：各种流派的述评。 

知识单元 3：研究专题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人格与犯罪。 

2．人格与成瘾。 

3.  人格与健康。 

学习目标： 

1．了解人格与各种行为的关系。 

2．掌握人格与各种行为的研究路径和设计。 

作业：确定某个选题并讨论研究方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人格的概述、及研究思路 4  

2 人格心理学研究取向 4  

3 人格心理学评鉴技术 4  

4 精神分析人格理论 4  

5 特质流派的人格理论 4  

6 生物学派的人格理论 4  

7 人本主义流派的人格理论 4  

8 行为主义和社会学习人格理论 4  

9 认知流派的人格理论 4  

10 人格与犯罪 4  

11 人格与成瘾 4  

12 人格与健康 4  

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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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普通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心理测量与统计等 

后续课程：心理学研究方法、选修课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各种研究范型。 

难点：人格作为自变量行为作为因变量的设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和课堂讨论相结合，读文献及案例分析与学生登台试讲等。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实验室及心理学教学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3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黄希庭（2002）：人格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2、王争艳、杨波（2013）：人格心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H.S.Friedman & M.W.Schustack(2005):Personality:Classic Theories And Modern 

Research.New York：Pearson. 

（美）Jerry M.Burger著，陈会昌等译（2004）：人格心理学（第六版）。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美）L.A.Pervin著，黄希庭等译（1996/2001）：人格科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L.A.Pervin & O.P.John主编，黄希庭等译（1999/2003）：人格手册（第二版）。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郭永玉（2005）：人格心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登峰，崔红（2005）：解读中国人的人格。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杨波（1999）：中国人的人格结构。新华出版社。 

杨波（2005）：人格与成瘾。新华出版社。郑雪主编：人格心理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 

(美)赫根汉著：人格心理学导论。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执笔：杨波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4日 

 

发展心理学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课程号：3230200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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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心理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系统了解和掌握发展心理学的体系；2、关注人类发展的问题，结合

自己感兴趣的现象，进行初步的分析和研究；3、精读专著，加深对经典理论的学习。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发展心理学的基础知识、认知发

展理论、社会文化理论等主要的发展理论，了解发展心理学主要的概念，为教育心理学等后续课程

奠定必要的理论和研究取向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2学时 

知识单元 1：发展心理学及其研究方法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发展心理学基本问题 

发展是指个体从受孕到死亡这个过程中的系统的连续性和变化。“系统”要强调的是有序的、

模式化的和相对持久的变化，不包括暂时的变化。发展科学就是对发展现象的研究。 

发展的原因：导致人的发展变化有两个重要过程。一是成熟，指个体按照遗传基因中预先设定

的生物程序的发展。二是学习。关于人的发展的激烈争论是在特定的发展变化中成熟与学习二者哪

个起了更大作用。 

发展研究的目标可以说，主要有三个目标。描述，解释和使发展最优化。 

关于发展的一些基本观点是，发展是一个持续和渐变的过程；发展是一个整体过程；发展有着

一定的可塑性；发展具有历史和文化背景特性； 

19世纪晚期出现了对儿童进行系统研究。达尔文的婴儿传记有着很大的影响。霍儿（G. Stanley 

Hall）被看作发展心理学的奠基人，他用问卷法对儿童做了大量的研究。弗洛伊德也提出了一个有

关儿童和儿童期的革命性的思想。 

2．发展心理学研究方法 

科学方法是追求知识时的一种态度或价值观，要求调查者必须客观，必须用数据来证明他们所

创建的理论。 

收集数据：要对人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必须找到进行测量的方式。科学的测量必须满足信度

和效度两方面的要求。 

具体的研究方法有，自我报告法：收集信息和检验假设时经常使用的自我报告法有访谈法、问

卷法（包括心理测验）和临床法；观察法：研究者直接观察儿童的行为，而不是向他们提问；个案

研究法：指研究者广泛收集个体生活中的各种信息，通过分析个体生活中的历史事件来检验发展假

设的一种研究方法；人种志研究法：一种常用于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形式，研究者与某个文化或亚

文化群体的成员住在一起，进行广泛的观察和记录，弄清文化对发展中的儿童和成人的影响；心理

生理学方法：测量儿童生理过程与身体、认知、社会化或情绪行为和发展之间关系的一种研究方法，

特别在解释婴幼儿心理和情感体验时非常有用。 

研究类型有相关设计和实验设计。相关设计：用来表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有意义的相关，尽管

变量之间是相关的，但是不一定有因果联系。实验设计：实验设计是严格地评估两个变量之间可能

存在的因果关系。 

发展研究设计有横断设计、追踪设计和序列设计。横断设计是在同一时间点上研究不同年龄的

人。追踪设计：在某一时间段内对同一群体进行反复观察。序列设计是通过选择不同年龄的被试并

对其进行追踪，将横断设计和追踪设计的优点结合起来。跨文化比较研究是对来自不同文化或亚文

化背景的被试的发展进行观察、测试和比较。 

学习目标： 

1．了解关于发展的基本观点。 

2．掌握发展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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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根据自己的经历，思考和提出你感到疑惑的有关发展的具体现象或问题。 

知识单元 2：人类发展的理论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人类发展的基本问题和争论 

发展理论中存在争论的三个基本问题，天性与教养的问题：发展理论家关于先天素质和环境影

响在人的发展中哪个更重要的争论；主动与被动的问题；连续性与阶段性问题：个体发展变化是连

续的量变过程还是不连续的质变过程。 

2．关于发展的主要理论 

精神分析理论： 

弗洛伊德的心理性欲理论指出，人的发展是一个冲突的过程；人作为一个生物体，具有基本的

性和攻击本能，这些本能需要得到满足，但在社会规范中这些动机不受欢迎且必须被限制。人格的

三个成分有本我、自我和超我。性心理发展经历五个阶段。 

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观接受了弗洛伊德许多观点，但并没有完全赞同。他认为人一生面临

八个主要危机或冲突，提出了人格发展的八个阶段。 

作为新精神分析理论，许多精神分析理论家对人的发展研究做出了很有意义的贡献。如，霍妮、

阿德勒、沙利文等。 

学习理论： 

华生的行为主义的基本假设是有关人类发展的结论应该以可观察的外显行为为基础，儿童的发

展完全取决于养育环境和父母的对待方式。 

斯金纳的操作学习理论提出动物和人类往往重复那些导致愉快结果的行为，压制导致不愉快结

果的行为。独特的操作学习经验形成人的习惯。 

班都拉的认知社会学习理论。观察学习是班都拉理论的核心部分，是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而进

行的简单学习。他强调，人具有认知能力，能够思考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关系。班都拉强烈反对把儿

童看作环境影响的消极接受者，认为积极的人、个体的行为、环境之间是相互作用的。 

认知发展理论： 

皮亚杰把智力定义为有助于有机体适应环境的基本生命过程。随着儿童的成熟，能够获得更复

杂的“认知结构”能够帮助他们很好地适应环境。皮亚杰提出了认知发展的四个主要阶段。 

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理论首先对皮亚杰理论提出重大挑战，认为儿童的认知发展是一

个社会文化传递活动，反对认知发展阶段的固定顺序观，指出皮亚杰大大忽视了文化对人类发展的

重要影响。 

信息加工理论认为，儿童的认知加工与电脑类似，随着年龄发展大脑的硬件和软件也发生变化，

并且认为认知发展是连续的并非阶段式的。 

进化论的观点： 

进化论的基本假设是，所有动物生来就有许多生物性的程序化行为，这些行为是进化的产物且

有利于生存的适应性行为。进化论者（习性学家）主要关注天生的或本能的反应，即物种成员共有

特征以及使个体沿着相似的轨迹发展的因素，还认为早期经验非常重要。 

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对环境的影响做详细分析，承认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交互影响着人的发展。该理

论把发展的生态环境分为微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宏系统。 

学习目标： 

1．了解发展心理学家争论的关于发展的基本问题。 

2．掌握发展理论的基本框架。 

作业：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发展问题，试着从不同的理论取向描绘问题的基本框架和探讨的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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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3：遗传对发展的影响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遗传基础知识 

遗传密码：受精卵里的遗传物质是染色体－基因－DNA。 

受精卵的生长表现为，生殖细胞通过减数分裂产生配子，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结合形成一个有

46条染色体的受精卵。受精卵通过有丝分裂进行自我繁殖。 

多胞胎：双胞胎分为同卵双生子与异卵双生子。 

性别：性染色体由 X染色体和 Y染色体共同组成。 

基因的表达方式有，简单显性－隐性遗传、共显性、性连锁性遗传、遗传印记、多基因遗传。 

染色体和基因异常：染色体异常分为性染色体异常、常染色体异常。染色体异常的原因有多种；

基因异常； 

2．遗传对心理与行为的影响 

研究遗传作用的方法有，选择性繁殖、家庭研究。 

遗传对智商的影响：智商是一个中度可遗传的属性； 

遗传对人格的作用表现为中度可遗传，环境也产生影响； 

精神疾病和不正常行为方式均有一定的遗传基础，但是环境对此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遗传与环境共同促进发展 

遗传与环境对发展都有很重要的作用，需要努力弄清楚这两个重要的影响源是如何联合或者交

互作用来促进人的发展和变化。 

导向原则：指遗传把表现型限制在一个很少量的发展结果里；一个高度被导向的属性，基因把

其发展沿着一条预先决定好的道路引导，因此环境对所显现出的表现型的作用很小。 

反应范围原则：基因型建立了对不同种类的生活经历做反应的可能范围，即基因型为一个人面

对不同环境可能展现出的表现型设定了范围。 

基因型－环境相关性：被动的基因型－环境相关指亲生父母提供给孩子的养育环境受父母自己

的基因影响，并因此与孩子自己的基因型相关；唤起的基因型－环境相关指遗传的特征影响他人对

我们的行为，并因此影响了发展所处的社会环境；主动的基因型－环境相关指我们的基因型影响我

们偏爱和寻求的环境类型。……。 

学习目标： 

1．了解和复习遗传的基础知识。 

2．掌握遗传与环境对心理行为发生作用的方式。 

作业：人们平常对亲子之间的异同进行谈论时有何特点？ 

知识单元 4：孕期、围产期以及新生儿期的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孕期发展 

不同孕期的发展：胚种期，孕期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从怀孕开始直到受精卵完全固着在子宫壁

上；胚胎期，孕期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从怀孕第三周到第八周，在此期间主要器官和生理结构成形；

胎儿期，孕期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从怀孕的第九周到胎儿出生为止，在此期间，所有的主要器官开

始发挥功能，胎儿生长迅速。 

孕期发展的环境影响：致畸因素，致畸因素指任何一种可能导致发育中的胚胎或胎儿生理畸形、

生长严重受阻甚至导致死亡的疾病、药物和其他环境因素；母亲自身的特点，除了致畸因素以外，

母亲的营养、情绪状态、母亲的年龄都可能对怀孕有影响；出生缺陷的预防 

2．围产期和出生 

围产期环境是指出生时所处的环境，包括生产时母亲所用药物、生产过程的操作以及刚出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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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环境等的影响。 

出生过程：第一产程，生产过程的第一阶段，从子宫第一次周期性的收缩开始，到子宫颈完全

张开为止；第二产程，生产过程的第二阶段，胎儿从产道产出，离开母体，也叫胎儿娩出期；第三

产程，胎儿出生以后排出胎盘的过程。 

婴儿的经历：婴儿的特征；对婴儿状况的评价，按 Apgar量表，观察 5个标准特征（心率、呼

吸尝试、肌肉弹性、皮肤颜色、反射敏感性），进行评分。还有新生儿行为评价量表（NBAS）。 

围产期的社会环境：母亲的体验；父亲的体验； 

出生并发症：缺氧症；早产；低体重并发症 

3．新生儿对生活的准备 

新生儿的反射：新生儿具有一整套有用的先天反射系统。反射是指对刺激的一种自发的和自动

的反应。生存反射指一些较为精细和复杂的行为模式，具有很明显的适应价值，如，呼吸反射、眨

眼反射、瞳孔反射等；原始反射指许多原始反射被看作人类进化的遗迹，在后来的时间里逐渐消失，

如巴宾斯基反射等。 

新生儿的状态：新生儿表现出的睡眠和觉醒水平，一天经历 6种新生儿状态。在出生的第一年

中，睡眠与啼哭模式呈现出有规律的变化。抚慰婴儿的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孕期、围产期、新生儿的基本特点。 

2．掌握新生儿的反射。 

作业：谈一谈并交流自己面对新生儿时的（可能）感觉。 

知识单元 5：生理自我的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成熟与发展概述 

身高和体重的变化：身高的变化，生长速度非常不均匀。2岁时达到最终身高的一半。从两岁

到青春期，身高每年增长大约 7厘米。 

体重的变化：4－6个月时体重达到出生时的 2倍，第一年结束时增加到 3倍，2岁时达到 4倍。 

身体比例的变化：新生儿的身体比例看起来头特别大，占整个身体的四分之一。人到成年时腿

长占整个身高的 50％，头仅占 12％。儿童的生长遵循头尾发展原则与远近发展原则。 

骨骼发展：新生儿的头骨中有几块是可以弯曲的软骨。身体的其他部位随着儿童的成熟发育成

更多的骨骼。骨龄：X光片可以显示骨骼的数量及硬化的程度。 

肌肉发展：新生儿出生时具备将来所具有的所有肌肉纤维。肌肉的发展也遵循头尾原则与远近

原则。 

生理发展的差异：生理发展是一个非常不均匀的过程，身体的不同系统可能表现出独特的生长

模式。不同个体的发展速度也表现出一定差异。在生理生长和发展方面存在着一些有趣的文化差异。 

2．大脑的发展 

婴儿出生时，大脑占成人脑重的 25％，到 2岁时大脑重量达到成人的 75％。 

神经系统的发展及其可塑性：细胞分化和突触发生——在大脑神经元迁移到的具体位置决定该

神经元承担什么样的功能。一般婴儿有比成人更多的神经元和神经连结；经验的作用——早期经验

在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展中有重要作用。在生命早期，大脑的发展并不单纯是成熟程序的展开，而

是生物因素和早期经验两者结合的产物。丰富的环境刺激可以促进未成熟的、具有可塑性的大脑神

经元的发展。 

大脑分化和生长：大脑所有的部位并不是都以相同的速度生长。出生时，发展最好的区域是脑

的低级中枢。大脑最先发育成熟的部位是初级运动区和初级感觉区。髓鞘化——随着大脑细胞的分

裂和生长，一些神经胶质细胞开始产生一种被称作髓磷脂的蜡性物质，在单个神经元周围形成一层

髓鞘，使得神经冲动的传递更为容易。髓鞘化也遵循一定的时间顺序；大脑偏侧化——大脑是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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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脑中枢，由两半球组成，通过胼胝体连结在一起。大脑是功能偏侧化的器官。 

3．动作发展 

婴儿在出生后的一年里，控制自身运动和执行动作技能方面有很大进步。 

动作发展的基本趋势：动作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是腹部着地平躺时可以抬起下巴。动作发展遵

循特定的顺序。 

对动作发展的解释：成熟论，认为动作发展是一种先天的程序逐渐展开的过程，遵循由上到下、

由内到外的顺序；经验（练习）论假说：不否认成熟对动作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认为动作技能的

练习机会也很重要。成熟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动力系统假说，把动作技能看作是对先前

已经掌握能力的重新建构，其目的是为了发现更有效的探索环境或满足其他目的的手段。 

精细动作的发展：自主够物动作技能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又表现出个体差异，而且研究者们对

视觉信息在自主够物动作的发展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手的操控技能的发展，是 4－6 个月大的

婴儿获得有关物体信息的最主要的手段；早期动作发展的心理意义，在于当婴儿获得够取和抓握感

兴趣的物体的能力，又能够爬行或行走去探索自己感兴趣的物体时，除了娱乐功能以外，对认知能

力和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儿童期和青少年期的动作发展：随着儿童的成熟，动作技能提高迅速；如，跳跃、跑步、投掷、

骑自行车等大肌肉运动；小肌肉运动与手眼协调，如 3岁可以系钮扣、系鞋带、复制简单图形等。 

4．青春期的发展 

青春发育加速期：指生理生长速度迅速增加，标志着青春期的到来。身高、体重、体型都有明

显变化。 

性成熟与性行为特征：女孩的性发育，大多数女孩 9－10岁时开始性成熟；男孩的性发育，11

－12 岁时性成熟开始；生理和性成熟的个体差异与长期趋势，生理和性成熟的个体差异较大。长

期趋势是指现在社会中个体成熟比过去提早，身材比过去高大的趋势；性行为特征，青春期因为雄

性激素增多个体的性驱力急剧升高，在性教育和性态度上存在文化差异。如今，青少年在形态度和

性行为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性传播疾病、少女怀孕和生育等是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 

青春期的心理影响：对生理变化的普遍反应，青少年对自己的长相、身材、体重、性特征的反

应会不一样，还存在性别差异；青春期变化的社会影响，在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成人仪式”。在

青春期，青少年变得更加独立，经常与父母争吵等表现出亲子关系上的变化。青春期开始时间的早

晚对个体的社会适应带来相应的影响。 

5．生理发展的原因和相关因素 

生理发展是遗传和环境二者复杂的，不断交互作用的产物。 

生理机制：个体基因类型的影响，除了人类共同的基因类型以外，个体还遗传了一套独特的基

因组合，受其影响；荷尔蒙的影响，荷尔蒙在孩子出生以前就开始影响发展。内分泌腺有脑垂体、

甲状腺、肾上腺、睾丸、卵巢等，分别分泌不同的激素，发挥不同的作用。 

环境的影响：营养，饮食是影响人类生长和发育最重要的因素。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非常严重

的问题。消瘦症、夸休可尔症、维生素／矿物质缺乏、营养过剩等是营养不良的症状；疾病，常见

的儿童疾病有风疹、水痘、肺炎等对儿童的生理发展影响不大。胃肠疾病和上呼吸道疾病等会影响

儿童认知发展；情绪压力和关爱的缺失，虽然身体健康但承受太多压力，缺乏关爱的儿童在各种发

展指标上不如其他人。非气质性发育不良是一种婴儿生长失调现象，由于养护者缺乏关注和爱心所

导致。另外，还有剥夺性矮小症。 

复习题： 

1． 简述身体成长的基本趋势。 

2． 大脑的发展有什么特点。 

3． 早期动作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心理学意义？ 

4． 如何理解青少年在青春期里的变化。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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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生理发展的基本情况与规律。 

作业： 

知识单元 6：早期的认知基础：感觉、知觉和学习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关于感知觉发展的研究 

关于感知觉发展的早期理论：先天论与后天论；丰富化理论与分化理论； 

研究婴儿的感知觉的方法：视觉偏好法；习惯化方法；诱发电位法；高振幅吮吸； 

2．婴儿的感觉能力 

视觉 

听觉 

味觉和嗅觉 

触觉、温度觉和痛觉 

3．婴儿的视知觉 

图案和形状知觉：婴儿早期的图案知觉（0－2个月）；婴儿后期的图形知觉（2个月－1岁）； 

婴儿的三维空间知觉：大小恒常性；婴儿使用图示线索的能力；婴儿深度知觉的发展； 

4．婴儿的跨通道知觉 

各种感觉的整合性 

跨通道知觉的发展 

对跨通道知觉的解释 

婴儿知觉的前瞻性观点：儿童期的知觉学习；吉布森的分化理论；文化对知觉的影响 

5．基本的学习过程 

习惯化：学习和记忆的早期证明 

经典条件反射 

操作条件反射 

观察学习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儿童早期发展中的认知基础各方面。 

2．掌握与认知基础相关的基本心理学概念。 

作业：思考认知基础各方面之间的联系问题，如何综合说明实际的发展问题。 

知识单元 7：认知发展：皮亚杰理论和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观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基本概念：什么是智力？认知图式；认知过程；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感知运动阶段（0－2 岁）——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模仿的发展；

客体永久性的发展；前运算阶段（2－7 岁）——前概念期；直觉期；具体运算阶段（7－11 岁）；

形式运算阶段（11、12岁以后）——假设演绎推理，像科学家一样思考 

对皮亚杰理论的评价：皮亚杰的贡献；对皮亚杰理论的挑战； 

2．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观 

文化在智力发展中的作用 

早期认知能力的社会起源和最近发展区 

语言在认知发展中的作用 

对维果斯基观点的总结及其评价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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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皮亚杰和维果斯基关于认知发展的理论框架与思路。 

2．掌握两个理论中的基本概念。 

作业：结合自己高中时期的学习，试着从两种不同的理论角度解释学习过程。 

知识单元 8：语言和沟通技能的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关于语言的基础知识 

音韵学：语言的声音系统，将语音组合起来产生有意义的语言单位的规则。 

词法：语音如何构成有意义单词的规则。 

语义学：单词和句子表达的意义。 

句法：语言的结构，具体说明单词和语法标记怎样组合以产生有意义的句子的规则。 

语用学：在社交背景下如何恰当有效地使用语言的规则。 

2．关于语言发展的理论 

习得论（或经验论）的观点 

先天论的观点 

交互作用的观点 

3．语言的发展阶段 

前语言时期 

单词句阶段 

电报句阶段 

学前时期的语言学习：语法的发展；语义的发展 

童年期与青少年期的语言学习：句法的进一步发展；语义学和语言意识；沟通技能的进一步发

展 

4．第二语言的学习 

双语与语言熟练程度 

双语与认知发展 

双语教育：双向双语教育—讲英语（或其他优势语言）的儿童和对该语言熟练程度有限的儿童

每天用一半的时间学习原来的语言，另一半时间接受第二语言教育。 

学习目标： 

1．了解语言发展的不同阶段。 

2．掌握语言获得中的认知策略。 

作业：分小组谈论自己在外语学习中感到的问题。 

知识单元 9：情绪发展和亲密关系的建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情绪的发展 

情绪的表达和控制：初级或基本情绪的发展——最初可以表现出好奇、悲伤、厌恶和满足。2-7

个月之间出现愤怒、悲伤、快乐、惊讶和恐惧；次级或复杂情绪的发展——快 2岁时表现出尴尬、

害羞、内疚、嫉妒和骄傲等。父母对儿童自我评价性情绪的体验和表达有显著影响；情绪的社会化

和自我调节——每个社会都有一系列的情绪表达规则，规定着在各类场合下哪些情绪可以表达而那

些不可以表达。根据情绪规则，婴儿必须对自己的情绪加以调节和控制。对情绪的有效调节包括对

情绪唤起的抑制、维持和增强，能使人积极应对面临的挑战，和谐地与人交往。 

情绪的识别和理解：社会参照——7-10 个月之间，婴儿可以在不确定的情境中借助他人的表

情做出判断。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参照越来越频繁，并且扩展到父母以外的人；情感交流——18-24

个月时，在家庭关于情绪体验的交流有助于婴儿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感受；情绪理解在后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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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整个儿童阶段，对他人情绪表达的识别和理解都在稳步发展。 

情绪和早期社会性发展：情绪在早期社会性发展中，具有影响养护者的行为的功能以及对周围

环境做出适当反应的功能。 

2．气质及其发展 

气质的成分：公认的 5个成分有活动水平、易怒性或消极情绪性、可安抚性、恐惧性、社交性。 

对气质的影响因素：遗传的影响——气质是个体行为差异的生理基础，受遗传影响，较为稳定，

气质的许多方面都是受遗传影响；环境的影响——气质的遗传程度只是中等，还受环境的影响。可

以说，遗传对气质的影响力常常被环境影响所修正。 

早期的气质类型和后期的发展：气质类型——大部分婴儿的气质可以归入容易型、困难型、迟

缓型等三种；气质类型与儿童的适应——气质类型会影响儿童将来面对各种环境时的反应；儿童的

气质与抚养——气质可以改变，而且是否改变取决于儿童气质类型和父母教养方式的拟合度。 

3．情感依恋 

关于情感依恋：依恋是对生活中某一特定个体的强烈情感联系，父母－婴儿是一种相互的联系；

同步互动——婴儿和养护者之间建立起的日常协调性对依恋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婴儿依恋的形成阶段：四个阶段——无社会性阶段、未分化的依恋阶段、分化的依恋阶段、多

重依恋阶段 

依恋的理论：关于依恋有以下四种重要的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学习理论、认知发展理论、生

态学理论。 

依恋质量的个体差异：依恋的质量表现在是否有安全感上，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安全型依恋、

抗拒型依恋、回避型依恋、组织混乱或方向混乱型依恋 

对依恋安全性的影响因素：抚养质量；婴儿的特点 

依恋与后期的发展：婴儿若与基本依恋对象建立安全依恋会有更好的发展，依恋质量对儿童有

长远影响。 

4．情感的发展与养育 

婴儿期和儿童期社会剥夺的后果：社会剥夺——有些婴儿在出生后 1－2 年里与成人的接触非

常有限，不能与任何人形成依恋。这样的儿童在头一年的后半期行为有所变化；对早期社会剥夺有

害性的解释——对早期剥夺造成的伤害，有着不同的解释。如，母亲剥夺假设和社会刺激假说；早

期剥夺的可修复性——社会性剥夺的儿童如果改变环境，有可能克服许多缺陷。 

母亲的职业、日托等对早期情感发展的影响：托儿的现状；高质量托养的特点——物质条件、

儿童与养护者比例、养护者特征与标准、玩具与游戏、家庭联系、许可证等是评价高质量托养的指

标。 

学习目标： 

1．了解情感发展的一般特点，养育的影响。 

2．掌握依恋的类型和研究方法。 

作业：结合依恋，如何解读留守儿童的情感问题？ 

知识单元 10：自我和社会认知的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自我的发展 

自我概念的发展：自我的出现——许多发展学家认为新生儿没有自我意识，但是部分学者认为

新生儿具有区分自我和环境的能力，可以分化自我和他人。18－24 个月大的婴儿表现出了明显的

自我认知；学前儿童的自我认知——有些学者指出，学前儿童的自我概念不仅仅局限在自我的表面

特征，在他们用语言表达心理特征之前已经有了初步的自我概念；儿童中期及青春期自我的概念—

—这时的儿童对自己的描述扩展到自己恒定的内在品质。从儿童期到青春期，个体的自我概念变得

更加心理化、更抽象化、更加完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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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自尊的发生和发展——4－7 岁的儿童可能处于自我膨胀阶段，倾向于在所有方面积极

评价自己。从 8岁起，儿童的自我评估和他人对其的评价越来越接近。到青春期，个体对自我价值

的评价集中到人际关系方面。社会因素对自尊的影响——在儿童自尊的形成中父母的作用至关重

要。到了青春期，同伴群体对自尊的影响变得更加明显。 

我认同感的发展：自我认同感的水平，青少年的自我认同感可以分为 4类不同水平，即，认同

感混乱、提前结束、延缓偿付、认同感获得。认同感形成的发展趋势——埃里克森认为认同危机在

青春早期出现，大约在 15－18 岁得到解决。但是这一年龄常模偏乐观。自我的不同方面获得认同

感的过程也显得很不平衡。影响认同感形成的因素——认知发展、教养方式、学校教育和更广泛的

社会文化因素影响认同感的形成。 

2．社会认知的发展 

人际知觉的发展：儿童对他人的知觉从行为比较阶段到心理结构阶段，再到心理比较阶段。 

社会认知发展的理论：关于社会认知的认知理论，有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和塞尔曼的角色采

择分析。 

对社会认知发展的影响因素：与同伴的游戏和矛盾等社会经验对人际知觉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帮

助。。 

学习目标： 

1．了解自我与社会认知发展的主要方面。 

2．掌握主要理论和研究。 

作业：结合自己的经历，按小组谈论和交流不同时期的自我认知。 

知识单元 11：攻击行为、利他主义和道德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攻击行为的发展 

攻击行为：是任何施加于生物体的有意的伤害行为，且被伤害者会力图避免这种行为。 

攻击行为的种类：通常分为敌意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 

婴儿期攻击行为的起源：观察研究表明一岁末时婴儿开始萌发工具性攻击行为；二岁幼儿因玩

具产生的冲突数量有增无减，但是可以通过非攻击性策略来解决冲突。 

攻击行为的发展趋势：一般趋势——2－3 岁时，没有具体对象的发怒越来越少，而运用躯体

行为进行反击；3－5 岁之间，身体攻击逐渐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形式的语言攻击；在童年中

期，由于获得解决争端的策略，身体攻击和言语攻击减少，但是敌意性攻击有所上升。性别差异—

—相关资料显示，男性的身体攻击、言语攻击的平均水平一般高于女性。 

作为稳定特质的攻击性：攻击对很多个体来说是一种相当稳定的特质。 

攻击行为的个体差异：儿童的攻击性水平有很大差别，但只有少数儿童的行为可被称为习惯性

攻击；高攻击性儿童可以分为主动攻击者和被动攻击者。 

控制攻击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的方法：创造非攻击性的环境；消除攻击产生的强化结果；社会认

知干预 

2．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利他主义的起源：在儿童接受任何正规的道德训练之前，他们可能会有类似亲社会行为的表现；

婴幼儿对同伴表现出同情心和同情行为。 

利他主义的发展趋势：从整体来说，婴幼儿自发满足他人利益的自我牺牲行为相对较少；从小

学低年级开始，分享与助人等亲社会行为越来越普遍；没有证据表明，女孩比男孩更乐于助人和富

有同情心。 

社会认知和情感因素对利他主义的影响：除了角色扮演能力影响助人行为和同情心以外，亲社

会道德推理和移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亲社会道德推理，指在决定是否要付出一定代价表现帮助、

分享或安慰行为的过程中，个体所做的思考和判断；移情是指一个人体验他人情绪的能力。移情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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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是利他行为的重要中介。 

3．道德发展 

道德的定义：指帮助个体明辨是非并由此表现相应行为的一系列原则或观念，个体会对表现出

合乎道德的行为感到自豪，而对违反标准的行为感到内疚或其他不愉快的情绪体验。 

道德的成分：有三个道德成分，即，情绪或情感成分、认知成分和行为成分。 

关于道德发展的精神分析解释：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格包括非理性的本我、理性的自我以及

道德化的超我。儿童在生殖器期通过认同父母来内化父母的道德标准。 

皮亚杰的道德发展理论认为，儿童的道德发展存在一个前道德时期和两个道德阶段，在从他律

道德向自律道德转换的过程中，认知成熟和社会经验起着一定作用。 

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提出了三个道德水平以及六个阶段，分别有着不同的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攻击行为、亲社会行为、道德发展的基本知识。 

2．掌握道德发展理论的基本概念。 

作业：结合一法律事件进行讨论，从道德发展理论对不同观点进行评价。 

知识单元 12：家庭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家庭 

对家庭的理解：家庭在社会中承担的最重要的任务是照顾年幼者并促使其社会化；家庭是一个

复杂的系统，是社会系统、发展系统和嵌套系统。 

社会变化中的家庭：社会的变化改变了典型的家庭结构和家庭生活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点。

单身者增多；结婚时间的主动推迟；分娩率降低；离婚和再婚增多；更多的单亲家庭 

2．父母的教养方式 

教养方式的两个主要维度：接纳或反应性——指父母对孩子提供支持、对孩子需要敏感的程度

以及当孩子达到期望时乐于提供关爱和表扬；命令或控制性——指父母对孩子限制和控制的程度。 

四种类型的教养方式：根据教养方式的两个主要维度，可以组合出四种不同类型的教养方式。

专断型教养方式；权威型教养方式；纵容型教养方式；未参与型教养方式 

儿童教养中的社会阶层和种族变量：不同社会阶层在教养方式上存在差异，经济上处于劣势的

社会阶层的父母表现出强调顺从和对权威的遵从，更多的限制性和专断性，更多使用体罚管教策略

等；儿童教养中的种族差异，由于所处社会的文化背景或生态环境的不同，不同种族的父母可能会

持有明显不同的儿童教养信念和价值观。 

青少年时期亲子关系的重新调整：青少年期最重要的发展任务是获得成熟和健康的自主性。自

主性指在没有他人的帮助下完全独立地做出决定、控制生活事务的能力。在青少年寻求自主性的过

程中，重新调整与父母间的关系，使之变得更平等。 

3．兄弟姐妹及其关系的影响 

新婴儿降生时家庭系统的变化：随着婴儿的降生，母亲对较大孩子的关爱和注意都会减少，兄

弟姐妹间的对抗也随之产生。 

童年期的兄弟姐妹关系：大多数年长的孩子一般都能迅速地适应拥有弟弟妹妹，他们地焦虑减

少，早期的问题行为不再出现。但是，发生冲突也是正常的。 

兄弟姐妹关系的积极作用：在个体发展的过程中，兄弟姐妹产生的积极作用有提供情感支持、经

常照顾年幼的弟妹、经常教给弟妹新技能、兄弟姐妹之间的交往可以促进许多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 

独生子女的特征：关于独生子女的研究指出，独生子女有着相对较高的自尊和成就动机水平，

较高的智力能力，更能够与同伴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不会因为没有兄弟姐妹而处于不利地位。 

4．家庭生活的多样性 

现代社会的家庭已经相当多样化，需要考察家庭生活的诸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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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养家庭：大部分养父母能够与收养的孩子形成很强的情感联系。大多数被收养的儿童比机构

养护的儿童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开放的收养系统可能对孩子们更有利。 

同性恋家庭：长期以来，社会上非常反对同性恋家庭养育孩子。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同性恋

父母对孩子的发展产生明显的消极影响 

家庭冲突和离婚的影响：离婚并不是单一的生活事件，而是一系列长期事件。离婚之前的一段

时间，家庭冲突往往变得剧烈，儿童会变得极度抑郁，还有焦虑和行为失调等表现；离婚的直接作

用，离婚对父母造成经济和心理等方面的压力，因此变得急躁、缺乏耐心等，不能对孩子做出敏感

的反应。对儿童产生的影响也非常复杂，儿童的年龄和气质类型等关系到父母的离婚对他们的影响

程度；对离婚的长期反应，离婚还具有后期的负面效应，表现出学业困难和心理抑郁。离婚家庭中

适应良好的儿童也会表现出延迟的负面效应；离婚带来的问题并非全是消极的。 

再婚和混合家庭：混合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取决于儿童的年龄和性别，以及组合方式。混合家庭

的形式有母亲－继父家庭和父亲－继母家庭。 

5．儿童虐待问题 

儿童虐待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比起身体上的虐待，强烈且不断重复的心理虐待和忽视对儿童的

发展更为有害。 

虐待者的特征：在吸烟饮酒、受虐经历、不安全的情感体验、奉行专断型教养方式等方面，虐

待儿童的父母和不虐待儿童的父母之间存在差异。但是，要准确预测虐待者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受虐者的特征：某些儿童比其他儿童更容易成为虐待的受害者，如，情感反应迟钝、活动过于

反常、急躁易怒、冲动或多病等。但是，儿童的特征不能单独预测和解释虐待的发生。 

社会背景的触发因素：有压力的家庭环境更容易促使虐待的发生；家庭所处的广阔的社会背景如

邻里、社区等会影响儿童受虐待的可能性；家庭所处的广泛的文化背景也会影响儿童受虐待的可能性。 

虐待和忽视的结果：受到虐待或忽视的儿童倾向于表现出很多严重的问题，包括智力、学业、

抑郁、社会焦虑、低自尊等；虐待和忽视对儿童造成的社会性和情感性伤害会持续很长时间；许多

受虐待或忽视的少年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虐待和忽视的对策：虐待和忽视的预防——通过对婴儿和父母的评价，有效识别高危人群；控

制虐待——说服虐待型父母接受一定的服务，如 24小时热线或危机中心。提供情感支持和学习有

效的教养方式及应对技能的机会。有时，强制性干预措施是必需的。 

学习目标： 

1．了解家庭的形式及其变化。 

2．掌握家庭教养方式的类型。 

作业：请思考儿童虐待的危害性；对留守儿童，如何提供社会支持？ 

知识单元 13：家庭以外的影响因素－电视、学校、同伴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电视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影响 

电视在生活中的渗透：近几十年，电视已经渗透到儿童的生活，儿童看电视的时间比其他任何

活动时间都要长。对电视影响的研究指出，随着电视的引入，儿童的阅读技能和创造性有所下降，

社区交往活动减少，攻击行为增加等。 

电视素养的发展：电视素养指一个人对信息如何在电视屏幕上传送的理解能力；8，9 岁以前

的儿童对电视节目内容的加工比较零碎，从童年中期开始对电视节目的理解能力迅速增长。 

电视潜在的消极影响：电视暴力的影响；电视作为社会刻板印象的一个来源；儿童对商业信息

的反应 

电视作为一种教育工具：教育电视与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亲社会节目虽然有一定局限，但是其

积极效应远超过消极效应；电视有助于认知发展，促进儿童重要认知技能发展的节目，对儿童有利。 

2．电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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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在学习中的运用：电脑在课堂学习中的使用有很多益处，如，练习、文字处理、编程序等

有利于儿童认知发展此外，在同伴关系方面也没有消极影响，可以促进社会技能的发展。 

电脑是否起消极作用：电脑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危害，引起了争论。这些危害主要有以下三种，

电子游戏的危害；对社会不平等的担忧；对网络的担忧； 

3．作为社会化动因的学校 

学校是儿童认知发展和社会性发展的重要因素。 

影响有效教育的因素：学生主体因素；成功学校的学校氛围；学生和学校之间的“最佳拟合” 

学校教育的跨文化比较：一些跨文化研究指出，亚洲学生和美国学生在学业成绩上存在差异，

这些差异似乎在反映教育态度和教育实践的文化差异。文化差异表现在，班级指导与学习时间；父

母参与；学生参与；重视勤奋。 

4．作为社会化动因的同伴 

同伴的作用：同伴是相互之间具有同等地位的人。年龄稍有不同，也可以认为是同伴；同伴交

往的频率，在 2－12岁之间儿童与同伴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与成人交往越来越少；同伴的影响，

父母和同伴是社会化的重要动因，与同伴的良好交往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同伴社交性的发展：社交性指一个人在社会交往中与别人交往和寻求他人注意或赞赏的意愿。

婴幼儿的同伴社交性——到 6 个月时出现真正的交往。12－18 个月的幼儿有了更加复杂的互动行

为，对他人的行为能够做出更适当的行为反应；学前儿童的社交性——2－5 岁儿童不仅更加喜欢

与人交往，而且交往范围也越来越广；童年中期和青少年的同伴社交性——童年中期的同伴交往更

多出现在真正的同伴群体中。青春早期的儿童与同伴交往的时间更多。 

同伴接纳和受欢迎：同伴接纳，指一个儿童被同伴重视和喜欢的程度。根据测量，可以分为受

欢迎、被拒绝、被忽视、有争议四种类型；影响同伴接纳的因素有教养方式、气质特点、认知技能、

面部吸引力和行为因素。 

儿童与他们的朋友：友谊，指两个个体之间忠诚和相互的情感为特征的亲密而又持久的关系。

在不同时期，友谊的主要基础是不同的；儿童在与朋友的交往中，表现出依恋以及利他行为等等；

朋友的功能——朋友可以提供安全感和社会支持；有助于社会事务处理能力的提高；可以对成年期

的恋爱关系做准备；友谊质量——友谊确实有着质量的差异，影响着儿童的适应和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现代生活中影响儿童发展的各种因素。 

2．掌握对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思路。 

作业：结合自己的经历，讨论电子游戏对自己的影响。讨论社区环境对儿童的影响。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内容为 2个，共 8学时 

实践 1：心理学经典的阅读与讨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实践内容：阅读维果斯基的《思维与语言》 

实践要求：熟悉著作的基本内容；研究和分析书中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和观点；掌握问题意识和

研究方法。 

实践 2：小组课题 

参考学时：4学时 

实践内容：3-4人分一个小组，选择某一主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完成小组课题。 

实验要求：熟悉自己的身边存在的发展现象；研究其中的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掌握分析现

象，设计研究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导入； 

发展心理学及其研究方法 
2 布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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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类发展的理论 

遗传对发展的影响 
2  

3 孕期、围产期以及新生儿期的发展 2  

4 生理发展 2  

5 早期的认知基础：感觉、知觉和学习 2  

6 认知发展：皮亚杰理论 2  

7 认知发展：维果斯基理论 2  

8 语言和沟通技能的发展 2  

9 情绪发展和亲密关系的建立 2  

10 自我和社会认知的发展 2  

11 攻击行为、利他主义和道德发展 2  

12 
家庭 

家庭以外的影响因素－电视、学校、同伴 
2  

13 读书报告第 1次：报告 2 结合认知发展内容安排 

14 读书报告第 2次：讨论 2  

15 小组课题：中期报告 2  

16 小组课题：最终成果演示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心理学史 

后续课程：教育心理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维果斯基理论、依恋理论、道德发展研究。 

难点：对发展的基本问题的理解、对发展的不同方面的融会贯通。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分组讨论 

3.小组课题 

教学手段： 

1.视频材料 

2.参考文献阅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2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为了淡化一次考试，除了考试（50%），还采用以小组完成课题的考察形式，以及心

理学专著的阅读理解与读书报告，课堂小组讨论的考查。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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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用教材 

1. Shaffer等编著《发展心理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 7月 第 1版（教材获奖情况） 

（二）推荐参考书 

1. 弗拉维尔 等编著，邓赐平 等译《认知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7月 第 1版 

2.  Guy R. Lefrancois 著，王全志等译：《孩子们－儿童心理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7月 第 1版  

执笔：片成男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心理测量 
Psychological Measurment 

课程号：32302009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心理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系统掌握心理测量学的知识体系及基本的概念、理论，了解常用

心理测量的类别和代表性测验，学会心理测量的编制及测验质量的鉴别，掌握心理测量的选择、施

测及测验报告的撰写。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心理测验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 心理测量在中国的发展历史：  

二、 西方心理测量的发展历史 

a) 心理测量的先驱 

b) 心理测量的兴起： 

c) 心理测量在美国的崛起： 

d) 其他测验的发展： 

三、 心理测量的概念 

四、 心理测验的五个基本要素 

五、 心理测量的类型 

a) 按照测验的形式和操作方式分类 

b) 按测验的对象分类 

c) 按测验的难度分类 

d) 文字测验和非文字测验分类 

e) 按测验的目的分类 

f) 按测验要求分类 

六、 心理测量的功能：甄选：安置：诊断：建立和检验假设：评价。 

学习目标： 

1. 了解心理测量的历史。 

2. 掌握心理测量的性质、类型以及心理测量的功能。 

3. 对心理测量学有一个概要性的认识，并为随后各章的学习打下基础。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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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较心理测量、人事测量和心理测验。 

2. 心理测验的基本要素有哪些。 

3. 心理测量的主要类型有哪些。 

4. 你认为心理测量可以应用于生活中的哪些方面。 

知识单元 2：心理测验的编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 针对不同目的的测量工具的设计 

a) 测量目标的分析 

b) 确定测量的内容和形式 

c) 根据测量的对象确定题目的形式 

二、 题目的设计和测量的编制 

a) 测验题目的来源 

b) 题目编写的原则 

c) 题目的分类 

d) 常用题目类型与编制要领 

三、 题目的编排 

a) 题目的选择 

b) 题目的编排 

c) 测试题的预测试和分析 

d) 测验使用手册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编制心理测量的基本程序和技术。 

作业： 

1． 显示性测量和预测性测量的区别是什么？对测量的要求有什么不同？ 

2． 请讨论目标分析的意义。它和任务分析的分别是什么？ 

3． 请讨论题目编写的原则。其中有哪些涉及到伦理性原则？ 

4． 用选择题形式的测验能否测量组织能力、表达能力？为什么？ 

知识单元 3：心理测验的使用、记分和误差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测量的操作程序 

1. 标准化指示语 

2. 测验时限 

3. 测验的环境条件 

二、主试的职责 

1. 测验前的准备工作 

2. 测验中主试的职责 

3. 建立协调关系 

三、主试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四、被试特点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1． 测验的技巧与练习因素 

2． 焦虑和动机因素 

3．反应定势 

五、计分的一般程序 

六、常见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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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不同的记分方式： 

1． 整体计分 

2． 分析计分 

3． 对问答题计分的一般原则。 

学习目标：通过学习掌握心理测验实施过程、不同类型心理测量的记分方法，测验实施中注意

事项以及如何避免误差。 

作业： 

1. 心理测量实施中的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你认为应从哪些方面考虑去保证这些要求得到满
足？ 

2. 什么是指示语？它以什么方式影响测量结果？ 

3. 有的机构在选择测量环境时并不太在意，你觉得这很重要吗？ 

4. 是否一个测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测量环境一致？你认为在多大程度上考究测量环境最
为适宜？如何做有关的成本—受益分析？ 

5. 主试在测量实施中扮演什么角色？其作用、意义、影响有哪些？ 

6. 讨论罗森塔尔效应。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包括被别人考和考别人的时候 

知识单元 4：测验的常模和分数的解释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测验的常模 

一、原始分：原始分是通过将应试者的反应与标准答案相比较而直接获得的，本身不能直接使

用。 

二、得分解释 

1． 效标参照解释：将成绩与外在效标（二级技工的标准）进行比较。（略） 

2． 常模参照解释：将应试者的成绩与参照团体的成绩分布进行比较，用相对等级或位置来描
述测试的素质。 

三、常模 

四、常模样本的选择： 

五、常模样本的条件： 

六、取样的方法  

第二节 常模的类型及分数解释 

一、标准分常模： 

二、正态化的标准分数：  

三、百分位常模 

四、效标与基于效标的解释 

1. 内容参照分数： 

2. 结果参照分数。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心理测验常模的意义，掌握常模建立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掌握

如何对测验分数进行合理的解释。 

作业： 

1． 作为常模的样本需要符合哪些条件？ 

2． 常模样本如何取样？ 

3． 什么是标准分？它有什么特点？ 

知识单元 5： 测验的信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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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信度的定义 

一、信度的概念 

第二节 信度的类型 

一、重测信度 

二、复本信度  

三、内部一致性 

四、评分者信度 

第三节 信度的影响因素 

一、样本团体的性质 

二、测验的长度： 

三、测验的难度：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心理测验信度的意义，掌握信度检验的理论和方法。 

作业： 

1. 讨论量表的信度是越高越好吗？ 

2. 信度如果不理想量表就不能用吗？ 

3. 重测信度和复本信度最主要的区别？ 

知识单元 6： 测验的效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效度 

一、效度的概念 

二、信度和效度的关系 

第二节 效度的类型 

一、内容效度 

二、效标关联效度 

1. 定义 

2. 效标类型 

3. 效标测量 

4. 常用的效标  

三、构想效度 

第三节 效度的影响因素 

一、测验题目的质量 

二、测验实施时的干扰因素： 

三、被试的影响因素： 

四、测验的长度： 

五、样本团体的性质 

六、效标的性质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心理测验效度的意义，掌握效度检验的理论和方法。 

作业： 

1.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的关系如何？ 

2. 影响量表效度的因素有哪些？ 

3. 如何提高量表的效度？ 

4. 量表的效度类型有哪些？ 

知识单元 7：测验的项目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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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第一节 项目分析 

一、定义：根据试测结果对测验的各个题目（项目）进行分析，评价题目好坏，对题目进行筛

选的程序和方法。 

二、类型： 

1. 定性分析主要考虑内容效度，题目表达的恰当性和有效性等方面； 

2. 定量分析主要考察题目难度和鉴别度是否适当。 

三、意义：通过项目分析对题目进行选择和修改，可提高信度和效度。 

第二节 难度分析 

一、测量的难度分析 

二、难度的指标——通过率 

三、难度的计算： 

四、选择题的难度修正： 

五、等距量表的难度指数 

六、测验难度的确定 

1. 从测量的目的考虑 

2. 从测量的作用考虑 

3. 从题目的形式考虑 

4. 从测验分数的分布考虑整体难度 

第三节 项目鉴别度分析 

一、定义：项目鉴别度(item discrimination)是指测验项目对于所测查的心理特性的鉴别能

力和区分程度。鉴别度分析可以从项目效度和内部一致性两方面着手。 

二、项目效度分析 

三、内部一致性分析 

四、项目效度与内部一致性的比较 

五、鉴别度的标准 

第四节 诱答分析 

一、诱答分析 

二、诱答分析的方法 

第五节 其他项目分析 

一、速度测验的项目分析 

二、效标参照测验的项目分析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心理测验项目分析的意义，掌握项目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并能

熟练应用。 

作业： 

1. 为什么题目难度在.50比较合适？ 

2. 为什么所有题目的难度都在.50并不合适？ 

3. 在为人事测验设计考题时，难度上应有什么考虑？和一般的测验有什么区别？ 

4. 题目的鉴别度指标是否越高越好？为什么？ 

5. 为什么划分高、低分组时，取 33%比 27%的被试更稳妥？ 

6. 项目效度分析和内部一致性分析有什么异同？ 

7. 诱答分析是否仅仅用于能力测验？其他测验是否需要？ 

8. 诱答和欺骗性诱答是一回事吗？如何看待欺骗性诱答？ 

9. 对于速度测验，怎样做项目分析？你有什么建议？ 

10. 鉴别度分析是否适合于效标参照测验？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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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罢：学绩测验 

教学目标：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学绩测验的基本理论、掌握标准化学绩测验的编制方法。 

学时分配：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学绩测验的基本问题 

一、学绩测验概述 

二、学绩测验的应用 

第二节 标准化的学绩测验 

一、编制标准化的学绩测验 

二、标准化学绩测验的类型 

1. 调查测验 

2. 诊断性测验 

3. 准备性测验 

4. 选拔与安置测验 

5. 学历与职业水平测验 

6. 用作研究工具的测验 

三、标准化学绩测验的评价 

1. 关于测验的心理测验学特性 

2. 关于测验的题目形式 

第三节 教师自编课堂测验 

一、客观测验 

二、主观测验 

作业： 

1. 学绩测验的基本假设是什么？ 

2. 日常生活中是怎样应用学绩测验的？ 

3. 如何编制学绩测验？ 

4. 客观测验与主观测验的优劣比较？ 

知识单元 9：智力测验 

教学目标：通过本章学习，理解有关智力和智力测验的主要理论，掌握常用智力测验的基本内

容和使用方法，了解各种智力测验的适用范围，并能正确评价相应的智力测验。 

学时分配：三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智力的定义和理论 

一、智力的定义 

二、智力理论 

1. 二因素论 

2. 多因素论 

3. 层次结构模型 

4. 三维结构模型 

5. 二维结构模型 

第二节 智力测验 

一、比纳量表 

二、斯坦福一比纳量表 

三、中国比纳量表 

四、韦克斯勒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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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婴幼儿智才测验 

第三节 智力测验存在的问题 

一、智力的发展变化 

二、智力的差异及原因 

三、智力测验的公平性问题 

作业： 

1. 谈谈你如何看待众多智力定义和理论的看法？ 

2. 简述韦氏量表？如何评价韦氏量表？ 

3. 婴幼儿的智才如何测验？常用量表有哪些？ 

4. 如何看待智力测验的公平性？ 

5. 如何看待智力的差异？ 

知识单元 10：能力倾向测验 

教学目标：通过本章学习，理解能力倾向测验的含义和类型，掌握多因素能力倾向测验的内容。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能力倾向测验 

一、定义 

二、分类 

第二节 多因素能力倾向测验 

一、多项能力与职业意向咨询 

二、适用对象 

三、整体内容 

四、各维度测试内容： 

1. 语言理解和组织能力： 

2. 概念类比能力： 

3. 数学运算能力： 

4. 抽象推理能力： 

5. 空间推理能力： 

6. 机械推理能力： 

作业： 

1. 能力倾向的含义是什么？有哪些类型？ 

2. 多因素能力倾向测验包括哪些维度？ 

知识单元 11：成就测验 

教学目标：通过本章学习，理解成就测验基本理论，掌握编制标准化测验的方法，并能熟练应用。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成就测验 

一、定义 

二、成就测验的性质 

三、成就测验的用途 

四、成就测验的种类 

五、成就测验的选用 

第二节 标准化成就测验 

一、标准化成就测验的历史 

二、标准化成就测验的编制 

三、成套成就测验 

四、单科成就测验 

五、预测性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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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成就测验的种类有哪些？ 

2. 如何选用成就测验？ 

3. 怎样编制标准化成就测验？ 

知识单元 12：：人格测验一：经典人格测验 

教学目标：通过本章学习，理解经典人格测验的理论和方法，掌握常用人格测量量表的编制和

使用方法，并能对结果进行解释。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人格测量概论 

一、人格 

二、人格的测量方法 

三、人格测验的建立 

第二节 卡特尔 16种人格因素测验（16PF） 

一、16PF的开发 

二、16PF的因素 

三、双重个性因素 

四、评价 

第三节 大五人格量表 

一、大五人格的特点 

二、五个维度 

第四节 MMPI 

一、MMPI的开发 

二、MMPI的内容 

三、MMPI测量、计分方法与分数解释 

作业： 

1. 16PF的因素有哪些？它们代表了怎样的人格特征？ 

2. 简述大五人格模型？  

3. MMPI的分量表有哪些？它们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 

知识单元 13：人格测验二：华人人格测验和特殊形式人格测验 

教学目标：通过本章学习，理解编制华人人格测验的意义和作用，以及华人人格测验与国外人

格测验的异同。熟悉投射测验等特殊形式的人格测验，理解这些测验与纸笔测验在考察人格的角度

上的差异。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大七人格量表 

一、大七人格模型的建立 

二、大七人格测验量表的编制 

三、大七人格量表的修订 

第二节 投射测验 

一、投射 

二、罗夏克墨迹测验 

三、主题统觉测验 

四、词语完成测验 

五、绘人测验  

六、对投射测验的评价 

作业： 

1. 16PF的因素有哪些？它们代表了怎样的人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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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述大五人格模型？  

3. MMPI的分量表有哪些？它们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 

4. 大七人格量表是如何编制出来的？目前又有哪些修订？ 

5. 常见的投射测验有哪些？ 

知识单元 14：兴趣、态度和价值观测验 

教学目标：通过本章学习，理解职业心理测验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掌握职业心理测验的使用。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职业兴趣测验的理论 

一、兴趣和职业兴趣 

二、职业兴趣测验的理论 

第二节 职业兴趣测验 

一、职业兴趣测验的功能和意义 

二、职业兴趣测验的修订 

三、职业兴趣测验的适用对象 

四、职业兴趣测验 

作业： 

1. 简述职业兴趣倾向测量的理论基础？ 

2. 如何实施职业兴趣倾向测量？ 

知识单元 15：临床测验 

教学目标：通过本章学习，了解临床心理测验的基本概念和应用价值。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神经心理学测验 

一、概述 

二、影响神经心理学测量的因素 

三、神经心理测验的选用 

第二节 儿童心智与行为障碍的检测 

一、学习障碍 

二、儿童多动症 

第三节 心理健康问卷 

一、心理健康评估的概念 

二、心理健康问卷的种类 

三、心理健康问卷的选择 

作业： 

1. 什么是神经心理学测验？如何应用神经心理学测验？ 

2. 儿童心智与行为障碍检测的心理测量方法有哪些？ 

3. 你如何看待心理健康测验？ 

知识单元 16：心理测验新进展 

教学目标：通过本章学习，理解项目反应理论和概化理论的基本概念和理论。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项目反应理论概述 

一、经典测量理论的局限 

1. 经典测量理论信度估计精度不够。    

2. 经典测量理论的误差指标笼统单一、不精细。    

3. 经典测验理论各种参数的估计对样本的依赖性较大。     

4. 经典测验理论参数指标之间的配套性较差。    

二、项目反应理论（IRT）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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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反应理论的品质 

四、项目反应理论的应用 

第二节 概化理论概述 

一、概化理论（GT）的产生与发展 

二、概化理论的原理 

1. 概化理论（GT）和经典测量理论（CTT）的异同 

2. 几个基本概念 

3. 概化理论的内容 

三、概化理论的实际应用 

作业： 

1. 经典测量理论有哪些局限？ 

2. 什么是项目反应理论？与经典测量理论相比项目反应理论有哪些优点？ 

3. 概化理论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心理测验概述 3  

2 心理与教育测量简史 3  

3 经典测量理论 3  

4 测验的信度 3  

5 测验的效度 3  

6 测验的项目分析 3  

7 测验常模 3  

8 心理测验的编制和使用 3  

9 智力测验 3  

10 能力测验 3  

11 成就测验 3  

12 人格测验 3  

13 其他心理与教育测验 3  

14 测验的综合应用 3  

15 目标参照测验和测验等值 3  

16 心理与教育测量理论的新发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普通心理学、心理统计、人格心理学 

后续课程：事用人事测量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经典测量理论、测验的信度和效度、智力测验、能力测验、人格测验。 

难点：测验的误差、测验的信度效度。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学生报告。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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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测评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上机操作测评软件两次。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经典的教材，有助于学生考研。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戴海琦等编著《心理与教育测量》，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 第 3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车宏生. 心理测量与人才选拔. 海口：南海出版社, 2004 

2. 陈绍建. 心理测量. 北京：时代文化出版公司，1994 

3. 戴海崎，张锋，陈雪枫. 心理与教育测量.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6 

4. 罗伯特 格雷戈里. 心理测量：历史、概述与应用. 北京大学出版社（英文） 

5. 彭凯平编著．心理测验—原理与实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6. 王垒著. 实用人事测量.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7. 郑日昌，蔡永红，周益群. 心理测量学.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执笔：李林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2日 

 

心理学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s in Psychology 

课程号：3230201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学习和掌握临床取向、相关取向、实验取向的具体研究方法。 

2、通过阅读文献，讨论三种研究取向的优缺点。 

3、通过研究方案的设计，体会研究的设计与全过程。 

4、学习撰写论文的要求规范。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基础知识和技

能，掌握三种研究取向下具体研究方法的设计，以及研究计划书和论文的撰写规范和技巧，为后续

课程奠定必要的方法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学时 

知识单元 1：心理学研究基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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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理学研究的性质。 

2．心理学研究的取向。 

3.  心理学研究的伦理 

学习目标： 

1．了解心理学研究的特点、目标、分析层面和伦理原则。 

2．掌握三种研究取向。 

作业：比较三种研究取向的优缺点。 

知识单元 2：选题、假设与取样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选题的来源。 

2．取样的方法。 

3.  理论与假设。 

学习目标： 

1．了解选题的来源。 

2．掌握取样的方法。 

作业：确定某个选题并提出具体的假设。 

知识单元 3：质性研究设计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质性研究设计要素。 

2．质性研究的论证。 

3.  质性研究的类型。 

学习目标： 

1．了解质性研究的特点。 

2．掌握质性研究的具体方法。 

作业：确定某个选题并讨论研究方案。 

知识单元 4：相关研究设计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问卷的编制。 

2．访谈的技巧。 

学习目标： 

1．了解问卷维度的来源。 

2．掌握问卷设计的方法。 

作业：尝试撰写某一编制问卷的大纲。 

知识单元 5：实验研究设计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单因素实验设计。 

2．多因素实验设计。 

学习目标： 

1．了解实验设计的原则。 

2．掌握实验设计的方法。 

作业：确定某个选题并提出具体的实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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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6：研究报告及论文的撰写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论文的规范。 

2．撰写的技巧。 

学习目标： 

1．了解研究报告的结构和要求。 

2．掌握论文撰写的技巧和方法。 

作业：讨论某篇研究报告的优缺点。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6学时 

实验 1：访谈的技巧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实际操作访谈 

实验要求：熟悉访谈结构；掌握访谈方法和技巧。 

实验 2：实验室实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操作一个真实验过程 

实验要求：熟悉实验流程；掌握实验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心理学研究的性质、心理学研究的取向、心理学研究的伦理 3  

2 选题的来源、取样的方法 3  

3 理论与假设、质性研究设计要素 4  

4 质性研究的论证、质性研究的类型 4  

5 问卷的编制、访谈的技巧 4  

6 单因素实验设计 3  

7 多因素实验设计 3  

8 论文的规范、撰写的技巧 4  

9 实际操作访谈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普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心理测量与统计等 

后续课程：心理学选修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三种研究取向。 

难点：实验设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讨论法。 

3.文献阅读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实验室及心理学教学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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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黄希庭等编著《心理学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10月 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埃文斯编著《心理学研究要义》，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 1月第 1版 

2. 莱昂斯等编著《心理系质性资料的分析》，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年 1月 第 1版  

执笔：杨波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4日 

 

管理心理学 
Managment Psychology 

课程号：32302013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心理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 掌握下列知识：当今组织所处时代的文化、技术和经济环境；管理心理学的知识体系和理
论流派；影响个体行为的生活背景、能力、人格、知觉、价值观、态度等因素及对应的激励方法；

团队的结构、沟通、冲突、决策、领导等团队动力学因素及有效的团队建设和管理；组织的结构、

组织变革及组织的咨询和发展技术。 

2. 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个体和组织进行有效管理，从而充分发掘员工的潜力并实现组
织整体收益的最大化。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第一章 管理心理学概述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管理心理学的含义、关注的关键目标、基本的

概念和理论体系、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以及在组织管理中的重要实践价值，从而对管理心理学有一

个概要性的认识，并为随后各章的学习打下基础。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管理心理学的目标：从技术为本的管理到以人为本的管理 

一、管理心理学的定义： 

1. 定义：管理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包括个体、群体和组织三个层次，在组织中的行为的知
识并加以应用的学科，致力于寻找人的更有效的行为方式。 

2. 科学和应用的结合：管理心理学既是一门科学，在这一领域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和概念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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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充实进来，同时又是一门应用学科，一个组织的成功经验会很快地得到推广并传播开来。 

二、以技术为本和以人为本： 

1. 目前中国是工程师治国的时代，工科出身的管理者和学管理心理学出身的管理者在管理的
理念上最大的区别在于：以技术为本还是以人为本。 

2. 某种程度上，教育、医疗系统的改革难度要大于修建三峡大坝和发射神州飞船，因为涉及
到系统内复杂的人的因素。一个好的政策如何能被组织中的人所接受，非常能够考验管理者的管理

能力。 

3. 科技使我们了解“机器的动力学”，而管理心理学的学习使我们了解“人的动力学”。 

三、组织的动力学系统 

1. 动力学系统：管理心理学致力于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人在组织中的行为。组织是多个
个体为了共同目标而组合起来的社会单元。组织中的人、结构、技术以及组织运作的环境相互作用

形成一个动力系统，我们对组织动力学的理解需要在这样一个框架内进行。 

2. 人力资源的观点：人力资源的观点关心员工的成长和发展，以获得更强的能力，更多的创
造，更大的成就，因为人是所有组织、所有社会的核心资源。我们需要牢牢记住的是，组织为人服

务而存在，而不是人为服务组织而存在。没有个人的成长就没有组织的发展。 

第二节 管理者的职能和角色以及管理者需要具备的技能 

一、什么是管理者 

通过别人来完成工作。进行决策、分配资源、指导别人工作。 

二、管理者的职能 

法国的工业家法约尔提出管理者的职能是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 

三、管理者的角色 

人际角色、信息传递者角色、决策角色。 

案例：为什么买糖水的可口可乐的经理可以到高科技的苹果公司当总裁。 

四、管理者的技能 

1. 技术技能 

2. 人际技能 

3. 概念技能。 

第三节 管理心理学的基础：实证研究及包括的方法 

一、实证研究 

1. 实证性：组织行为学的理论不是建立在个人经验和直觉上，而是建立在实证研究上。 

2. 研究方法：必须通过案例研究、现场和实验室实验、调查等方式收集可靠的数据，并通过
科学的统计分析证明我们的理论。 

二、实践、理论和研究的关系 

这个过程是一个实践、理论和研究三者不断循环的过程。 

第四节 管理心理学涉及的重要学科 

一、心理学 

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以及改变人的心理或行为的学科。 

二、社会学 

人在社会系统中扮演的角色及人际关系，研究人在相互联系、构成群体和组织时所表现出来的

复杂现象。 

三、社会心理学 

以人际行为为研究对象，探讨社会、团体环境中个体及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心理活动、行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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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原因和方式。 

四、人类学 

研究人类和人类活动。 

五、政治学 

以政治环境下的个体行为和团体行为为研究对象，以冲突的结构、权力的分配、人们如何操纵

权力维护个人利益为研究主题。 

第五节 管理心理学面对的新挑战 

一、知识经济与创新 

1. 知识经济：我们已经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再进入到信息社会。例如，美国的工业
在国民经济中已经不占主导地位，信息产业和服务业已经取而代之。 

2. 创新型组织：这个时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了对创新空前的渴求。
从管理心理学的角度，应当如何培养创新型的组织和创新型的个人？ 

二、全球化与文化（思维方式）的冲突 

1. 地球正在被压平：地球正在变成一个地球村。 

2. 文化的融合和冲突：一方面全世界的人在同一天看同一部好莱坞的大片，另一方面文化的
冲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我们应当如何适应不同的文化背景？ 

三、知识型员工的增加与学习型组织 

1. 知识型员工与个人成长的需要。 

2. 学习型组织所需要的制度和文化。为什么我们有众多的高校和工程师，却没有相应的科技
创新成果？ 

四、80年代新人类的登场 

1. 我们父辈：要做一颗螺丝钉，干一行爱一行。 

2. 超级女生：想唱就唱，要唱的漂亮。 

第六节 本课程需要达到的目标 

一、掌握管理心理学的知识体系 

二、学会管理心理学的思维方式 

三、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个人成长和解决实际问题 

课堂讨论题： 

1. 管理心理学应该实现的目标？  

2. 我对本课程的期望？ 

作业： 

1. 你自己的语言给管理心理学下个定义，你认为管理心理学是研究什么的，与其他学科，比
如社会学，相比有什么特色。 

2. 请思考管理心理学为什么对组织而言是重要的，请列举一些具体的有价值的应用。 

3. 假设你的朋友说“管理心理学只服务于管理层的利益，所以是一门自私的、操纵别人的学
科”，你将如何答对？ 

4. 请思考组织和人的关系，你如何看待“组织需要人，人也需要组织”这句话？ 

拓展阅读材料： 

1. 王垒编著.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一章 组织管理心理学概

说. 

2. 弗雷德·鲁森斯著. 王垒等译校. 组织行为学.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第一章 关

于人和组织的动力学. 

3.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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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05. 第一章 什么是组织行为学. 
第二章 管理心理学理论的发展和理论流派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管理心理学理论的主要流派和发展演化的历

史。掌握两种基本的人性假说和对应的管理实践。了解四种不同的管理模型及其适用的组织环境。

了解管理心理学研究的三个层次。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早期管理心理学理论 

一、泰勒的科学管理 

如何摊大利润的大饼，通过科学的分析提高劳动生产率。例子：为钢铁公司的员工确定“公平

的一天”的劳动量。通过为“头等工人”工作的“动作分析”设计出标准动作。 

二、行为科学管理 

管理者必须通过他人来完成工作，因此管理者必须了解行为科学。神奇的霍桑实验。 

三、运筹学 

包括规划论、博弈论、排队论、储存论、搜索论和统筹论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应用，合

理调动巨大的资源。 

第二节 人性的假设：X理论与经济人、Y理论与自我现实的人以及超 Y理论 

一、X理论与经济人 

1. 人性的假设 

（1) 人们都不喜欢工作，普遍逃避工作。 

（2) 人们都缺乏责任感，没有抱负，尽可能规避风险。 

（3) 大部分人都在强制、控制、威胁或惩罚下才会工作。 

2. 管理办法：管理者的任务就是压制和控制员工。 

二、Y理论与自我现实的人 

1. 人性的假设 

（1) 对人而言，工作就象娱乐和休息一样自然。 

（2) 人并不是生来就懒惰的，他们之所以会偷懒，是过去的经历使然。 

（3) 人们为了完成肩负的使命，会进行自我指导和自我控制。 

（4) 每个人都是有潜力的，在适当的条件下，他们会接受甚至要求承担责任。每个人都是有

工作方面的想象力、天赋和创造性的。 

2. 管理办法：管理者的任务就是发展员工的潜力，并且帮助他们释放自己的潜能，从而实现

双方共同的目标。 

三、超 Y理论 

权变的观点，还是 X理论与 Y理论的大杂烩。 

第三节 四个模型：独裁模型、看护模型、支持模型、社团模型 

一、独裁模型：工业革命的主导模型 

1． 模型的基础：权力 

2． 管理定位：权威、命令和惩罚 

3． 员工定位：服从而非尊重管理者 

4． 员工的精神状态：依赖老板 

5． 被满足的员工需要：为了生存需要，不得不忍受老板的剥削 

6． 效果：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铁路，开办了巨型钢铁厂，缔造了生机勃勃的工业文明，但受到
工人的强烈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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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海尔公司的军事化管理 

二、看护模型 

独裁模型下，员工虽然不会公开的反抗，但是会以各种方式暗地里进行反抗。为了消除员工的

敌对情绪，提高员工的满足感和安全感，看护模型应运而生。 

1． 模型的基础：经济资源 

2． 管理定位：金钱、薪酬福利、终身雇佣 

3． 员工定位：安全感和收益 

4． 员工的精神状态：依赖组织 

5． 被满足的员工需要：安全需要，员工工作感觉心情愉悦 

6． 效果：增加了对组织的依赖，降低了对老板的依赖，工作更加稳定，但仍然是被动式合作，
不会产生强烈的工作动机。 

案例：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国有企业的企业办社会。 

三、支持模型 

看护模型最突出的缺点是，员工并没有在任何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也没有被激

励去发展他们本应获得的更大的才能。虽然员工心情愉快，但他们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感到自我实

现或被激励。 

1． 模型的基础：以领导而不是权力或金钱为基础。 

2． 管理定位：支持。管理层为员工提供了一种氛围以帮助员工逐渐成长发展，并完成既符合
组织利益又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员工定位：工作绩效。 

4． 员工的精神状态：员工产生对组织的参与感和任务投入感。 

5． 被满足的员工需要：地位和被认可的需要。 

6． 效果：唤醒了工作驱力。 

案例：惠普公司如何度过危机。 

四、社团模型 

对于没有固定程序的工作，在脑力劳动环境，在有相当的工作自由的地方，社团模型往往会更

为有效。 

1． 模型的基础：伙伴关系，共同的目标。员工感到是被需要的，是有用的。觉得管理者也是
在不断做出贡献，于是更容易接受并且尊重管理者在组织中的角色。 

2． 管理定位：团队工作。管理者不象是老板，更象是连接员工的桥梁。 

3． 员工定位：有责任感的行为。员工感到有义务去提高质量标准从而为自己的工作和企业赢
得声誉。 

4． 员工的精神状态：自律，约束自己在团队中的表现。 

5． 被满足的员工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成就感。 

6． 效果：一定的工作热情 

案例：研究所；研发中心。 

第四节 管理心理学关注的三个层次：个体、群体和组织 

一、个体层次 

包括影响个体行为的生活背景、能力、人格、知觉、价值观、态度等因素及对应的激励方法 

二、团队的层次 

团队的结构、沟通、冲突、决策、领导等团队动力学因素及有效的团队建设和管理 

三、组织的层次 

组织的结构、组织变革及组织的咨询和发展技术。 

课堂讨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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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认识 Y理论提出的人追求“自我实现”？  

2. 企业的员工应当被视为“工作机器”吗——应如何看待华为公司员工的过劳死？ 

3. 小型案例：新厂长？ 

作业： 

1. 为什么泰勒的“科学管理”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效果，并被工人所抵制？ 

2. 你支持 X理论还是 Y理论，请给出你的依据。 

3. 请简要陈述独裁模型、看护模型、支持模型、社团模型的差别，不同的模型各自适合什么
样的组织？ 

拓展阅读材料： 

1. 王垒编著.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二章 组织管理心理学基

本理论发展概况. 

2. 弗雷德·鲁森斯著. 王垒等译校. 组织行为学.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第二章 组

织行为模型. 

3.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第一章 什么是组织行为学. 
 

第三章  个体差异与学习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个体差异对组织管理的重要意义。了解人口统

计学因素的内容以及不同背景员工的特点。掌握智力、多元智力和情绪智力的概念及相互关系。掌

握职业兴趣的内涵和维度，了解职业兴趣的测量。掌握三种学习理论及强化策略。以及关于行为修

正的问题.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衡量个体的指标 

一、人口统计学因素 

1. 性别 

（1) 性别与工作表现 

（2) 性别与出勤和离职 

2. 年龄 

（1) 年龄与更换工作 

（2) 年龄与工作绩效 

（3) 年龄与工作满足感 

4. 婚姻状况 

（1) 婚姻与工作绩效 

5. 家庭构成 

（1) 家庭构成与出勤率 

（2) 家庭构成与工作满足感 

6. 工作年限 

（1) 工作年限与工作绩效 

（2) 工作年限与出勤率 

（3) 工作年限和离职率 

第二节 能力 

一、能力：智力、多元智力、情绪智力、创造力 

1. 智力和多元智力：智力测验主要测量个体总体的心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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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算术：快速而准确的运算能力 

（2) 言语理解：理解读到的和听到的内容，理解词汇之间关系的能力 

（3) 知觉速度：迅速而准确地辨认视觉上异同的能力。 

（4) 归纳推理：确定一个问题的逻辑后果，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 

（5) 演绎推理：运用逻辑来评估某种观点的价值的能力。 

（6) 空间视知觉：但物体的空间位置变化时，能想象出物体形状的能力。 

（7) 记忆力：保持和回忆过去经历的能力。 

2．情绪智力 

(1) 情绪智力为什么得以广泛传播和应用 

(2) 情绪智力的维度：认识自己情绪智力的能力，妥善处理自己情绪智力的能力，自我激励

的能力，认识他人情绪的能力，人际关系的管理能力。 

(3) 情绪智力的测量 

3．创造力 

(1) 创造力的维度：发散思维和思维的新颖性 

(2) 创造力的测量：Guilford创造力测验 

二、能力的分类：心理能力，体质能力 

1. 心理能力   

（1) 七个维度：算术、言语理解、 知觉速度、归纳推理、演绎推理、空间视知觉、记忆力。 

2. 体质能力 

（1) 力量因素：动力力量  躯干力量  静态力量  爆发力 

（2) 灵活性因素：广度灵活性  动力灵活性 

（3) 其他因素：躯体协调性  平衡性  耐力 

 三、能力-工作的匹配 

高工作绩效对人的具体心理能力与体质能力的要求，取决于工作本身对能力的要求。 

第三节   职业兴趣 

一、职业兴趣的六维度结构 

职业兴趣反映了职业（工作活动）特点和个体特点之间的匹配关系，是人们职业选择的重要依

据和指南。包括六个维度： 

1. 艺术取向：喜欢艺术性工作，如音乐，舞蹈，歌唱等。 

2. 事务取向：喜欢传统性的工作，如记帐，秘书，办事员，以及测算等。 

3. 经营取向：喜欢诸如推销、服务、管理类型的工作。 

4. 研究取向：喜欢各种研究性工作，如实验室研究人员，医师，产品检查员等。 

5. 技能取向：喜欢现实性的实在的工作，如机械维修，木匠活，烹饪，电气技术等。 

6. 社交取向：喜欢社会交往性工作，如教师，咨询顾问，护士等。 

二、Holland职业兴趣测验 

第四节 学习与行为塑造 

一、学习理论 

1. 经典条件反射理论 

经典条件反射理论的实验：巴甫洛夫的狗 

2. 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 

操作条件反射理论的实验：斯金纳的猫。 

3. 社会学习理论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模仿进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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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雷锋的力量有多大。 

二、行为塑造 

1. 强化程序 

（1) 连续强化：每一次理想行为出现，都给予强化。 

（2) 间断强化：分比率强化与间距强化 

（3) 比率强化：当某一行为重复了一定数量后个体才可得到强化 

（4) 间距强化：在第一次恰当行为之后要再经历一段时间才得到强化 

2. 强化方式 

（1）正强化：在想要的行为发生后提供令人快乐的结果 

（2）负强化：在员工没有做应该或需要做的事情时所采用的行为。 

三、行为修正 

1. 过程：准确寻找相关行为—图示行为—选择一种随机强化 

2. 行为修正的问题：个别差异  群体规范  伦理行为 

案例 1：人为什么喜欢赌博。 

案例 2：高科技股票的投资狂潮。 

课堂讨论题： 

1． 为什么首届中科大少年班的天才们未能获得事业的成功？ 

2． 一个团队领导要怎样才能有效地使用处罚手段？ 

作业： 

1． 请阐述智力与情绪智力的区别。 

2． 请思考你的生活和消费习惯有多少是通过社会学习获得的? 

3． 对高层领导而言，哪些能力对成功尤其重要？ 

拓展阅读材料： 

1．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第二章 个体行为的基础. 第四章 人格与情绪. 

2． 王垒，李林，梁觉，综合智力：对智力概念的整合，心理科学，1997年，第二期。 

3． Armstrong T. 罗吉台译. 人生的七大智慧. 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1-5. 

4． 罗伯特 格雷戈里 心理测量：历史、概述与应用.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英文），2004. 

5． 王垒著. 实用人事测量.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6． 陈绍建. 心理测量. 北京：时代文化出版公司，1994. 

7． Goleman，D.，Emotional intelligence. New York：Bantam Books，1995：42-44，81-83，

161-162. 

第四章   价值观、态度、工作满意度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价值观、态度和工作满意度的定义及之间的区

别，了解常用的测量工具，熟悉不同时代员工价值观的差异。掌握心理契约和经济契约之间的差异，

理解经济契约的重要性。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价值观 

一、定义：价值观是一套关于事物、行为的优劣、好坏的最基本的信念或判断。 

二、罗克奇价值观调查：工具性价值观和终极性价值观 

1. 工具性价值观：实现终极价值观的手段，或者是个体喜欢的行为模式。 

2. 终极性价值观：理想的终极存在状态。个体愿意用整个生命去实现的目标。 

三、Hofstede的文化价值观理论和 Globe项目 

1. Hofstede的文化价值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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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确定性规避：对于结构化、清晰化的情境的喜好程度。 

（2）权力距离：对于机构和组织内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接纳程度。 

（3）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喜欢以个体为单位还是以集体为单位活动。 

（4）长期取向的文化下，人们总是想到未来，并且重视节俭和持久。 

2. Globe项目 

（1) 决断性 

（2) 未来取向 

（3) 性别差异 

（4) 不确定性规避 

（5) 权力距离 

（6)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 

（7) 组内集体主义 

（8) 绩效取向 

（9) 人本取向 

四.价值观的七个层次 

反应性的；宗教的；自我中心的；一致性；操纵的；社会中心的；存在的 

五、价值观随时代的演变以及冲突 

1. 婴儿潮一代的价值观 

2. X一代的价值观 

3. 超女时代的价值观 

第二节  态度 

一、态度的定义及种类 

1. 定义：态度是对人，客体，事物所持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反映了对人客体事物的感受。 

2. 种类：对工作的满足；对工作的投入；对组织的认同。 

二、认知失调理论：当人的行为和态度之间出现矛盾时，人就会产生认知失调。人们会通过改

变行为、改变态度、寻找其他因素来降低认知失调。 

案例：梁山好汉的认知失调。 

三、自我觉知理论：传统的观点认为态度决定行为。但是自我觉知理论认为，当人们被问及某

一事物的态度时，人们实际上是先回忆针对这一事物的行为，然后根据行为推导出态度。 

四、工作投入和组织承诺 

1． 工作投入：测量一个人从心理上对其工作的认同程度，以及认为他的绩效水平对自我价值
的重要程度。 

2． 组织承诺：情感承诺、规范承诺、持续承诺。 

第三节  工作满意度 

一、工作满意度：是员工对自己工作喜欢或不喜欢的感情和情绪。 

1. 工作满意度的测量：单条目还是多条目。 

2. 工作度与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 决定工作满意度的因素： 

1. 工作的挑战性 

2. 公平的待遇 

3. 良好的工作环境 

4. 合作的同伴 

三. 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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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生产力的影响 

2. 对旷工与辞职的影响 

四、心理契约与经济契约 

1. 心理契约：组织和员工之间不仅仅存在单纯意义上的经济契约，还存在隐含的心理契约。
只有员工和组织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心理契约，员工的工作动机才能被充分调动。在员工加入某个组

织时，尽管员工本人通常并不觉察，他实际上与组织签定了一份非书面的心理契约。 

2. 心理契约与经济契约的区别：经济契约后者是指以时间、才智和体力换取工薪、休息和适
当的工作条件。心理契约界定了每一个员工对社会系统的投入——包括贡献和期望——的条件。员

工同意给予一定的忠诚、创造力及额外的心理努力，作为交换，他们寻求工作安全感、公平合理的

待遇（人的尊严）、与同事之间的报答关系，以及组织支持他们实现发展的愿望。 

课堂讨论题： 

1. 如何看待理想被辞退员工说“联想不是家”？ 

2. 对比态度中的认知成分与情感成分？ 

3. 为什么中国的管理者和员工会有“打工者”心态？ 

4. 管理者可以创造出快乐的员工吗？ 

5. 如果你是组织的管理者，你会采用什么方法来提高员工的满意度？ 

作业： 

1. 分析婴儿潮一代、X一代和超女时代的价值观的差异。 

2. 认知失调理论和自我觉知理论有什么区别？ 

3. Hofstede的文化价值观理论认为文化价值观包括哪些维度？ 

拓展阅读材料：  

1． 王垒编著.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五章 知觉对个体行为的

影响. 第六章 价值观、态度、对工作的满足. 

2． 弗雷德·鲁森斯著. 王垒等译校. 组织行为学.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第四章 社

会系统与组织文化. 

3．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第三章 价值观、态度和工作满意度. 第五章 知觉和个体决策. 
 

第五章 知觉与个人决策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什么是知觉及影响知觉的因素，包括的组织中的应用，掌握知

觉与个人决策之间的联系，掌握理性决策模型与直觉模型，及应该如何做出决策与改善决策，了解

决策可能面临的道德问题。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知觉 

一、知觉的定义： 

个体为了对自己所在的环境赋予意义而组织和解释他们感觉印象的过程。 

二、影响知觉的因素 

1. 知觉者：许多个体因素所包括过去的经历，兴趣，动机，期望，习惯等会影响或反映到人
的知觉中来。 

2. 知觉对象：知觉对象的特征会影响知觉。 

3. 知觉的情境：当客体，事物，活动出现或发生在并非其寻常出现或发生的时间、地点.环

境，都会影响人的知觉，进而影响行为。 

三.社会知觉 

指在社会情境中以人为对象的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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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归因理论：观察行为时总是判断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原因所引起的 

（1) 区别性：在相同情况下是否大多数人都会作出同样的行为。  

（2) 一致性：行为是否反常。  

（3) 一贯性：一个人的某种行为是否频繁出现。 

2.其它影响因素： 

（1) 选择性知觉：在某一时刻只是以对象的部分特征作为知觉的内容。 

（2) 刻板印象：根据一个人属于哪一类社会团体或阶层，根据这一社会团体或阶层人的典

型行为方式来判断这个人的行为。 

（3) 第一印象：在最初的接触中给别人留下的印象。 

（4) 月晕效应：了解一个人时，可能被他的某种突出的特点所吸引，以致忽视了其他特点

或品质。 

（5) 投射作用：把别人假想成和自己一样，认为自己有的特质别人也有。 

案例：面试中的第一印象。 

三、组织中的运用 

1. 招聘面试 

2. 绩效期望 

3. 自我实现预言 

4. 绩效评估 

5. 员工努力 

四、与决策的联系 

决策是针对知觉问题所做出的反应。        

第二节  个人决策 

一、决策的方式 

1. 理性决策模型：在具体的限定条件下做出稳定的价值最大化的选择。 

（1) 六个步骤： 

界定问题所在—确定决策标准—给标准分配权重—开发备选方案—评估备选方案—选择最佳

方案。 

（2) 理性模型假说： 

a． 问题清晰：假定决策者对于决策情境拥有完整全面的信息。 

b． 所有选项已知：假定决策者可以确定所有的相关标准，并能列出所有的可行性方案。 

c． 偏好明确：假定决策标准和备选方案的价值可以量化和排序。 

d． 偏好稳定：假定具体的决策标准是恒定的。 

e． 没有时间和费用的限制：理性决策者可以得到有关标准和备选方案方面的丰富信息。 

f． 最终选择效果最佳：将选择评估分数最高的方案。 

2. 在组织中做出实际的决策 

（1) 有限理性 

（2) 直觉模型 

（3) 识别问题 

（4) 开发备选方案 

（5) 做出选择：用启发法，包括易获性启发法与代表性启发法。 

二、个体差异在决策中的体现 

1. 决策风格：包括两个维度，思维方式和个体对模糊性的容忍力，分为四类。 

（1) 分析型风格：对模糊性有强容忍力，希望行到更多信息，是仔细的决策者。 

（2) 概念型风格：倾向于使用来自多种渠道的数据，关注长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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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指示型风格：寻求理性，关注短期效益。 

（4) 行为型风格：关注下属与短期效益，努力回避冲突并寻求接纳。 

2. 组织的限制： 绩效评估，奖励体系，正规规则，系统中强加的时间限制，历史惯例。 

3. 文化差异 

三、决策中的道德问题 

1. 三种道德决策标准 

(1) 功利主义：目标是最大限度提供最佳效益，有利于提高效率和产量，忽视一些个体的人
权。 

(2) 注重人权：要求决策者的行为要符合人权法案中对基本自由与权利的规定，所创设的工
作环境受法制过度约束，妨碍了生产率和工作效率。 

(3) 注重公正：要求个体公正无偏地执行规则，鼓励了一种降低冒险、革新和生产率的应得
权利的观念。 

2. 道德与民族文化 

不同民族文化下道德标准不同。 

课堂讨论： 

1. 你认为什么因素能区分出优秀决策者与不良决策者 

2. 讨论“在大多数情况下，组织中的个人决策是一个非理性的过程”？ 

3. 什么组织因素会限制决策者？ 

作业： 

1. 我们对自己活动的知觉与对于他人活动的知觉有什么差异？ 

2. 在有效的决策中直觉有什么作用，什么时候它可能最有效？ 

3. 不道德的决策更多来自决策者个体的影响，还是来自决策者所在工作环境的影响？请解
释。 

4. 什么是理性决策，在什么条件下切实可行？ 

拓展阅读材料： 

1.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五章 知觉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2. 赫尔雷格尔著. 组织行为学.第九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第三章 知觉与归因. 

第二章 人格与态度 

3.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第五章  知觉与个人决策 
 

第六章 人格与情绪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什么是人格及决定个体人格的因素，掌握大五人格模型的关键

特质，及基本的人格测试的基本方法，了解人格特质对组织的影响。了解什么是情绪，情绪的基本

维度与外在影响因素，掌握在组织行为中情绪理论的应用。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人格 

一、人格的定义 

1． 定义：人格是稳定的、习惯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它贯穿于人的整个心理，是人的独
特性的整体写照。 

2． 作用：人格渗透到个体的所有行为活动中，影响个体的活动方式、风格和绩效。大量研究
和实践表明：一些样式的人格类型和工作绩效有着特定的关系，不同人格类型的个体所适宜的管理

环境也不同。 

3． 应用：利用成熟的人格测验方法对管理者和员工的人格类型进行诊断，可为人事安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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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和合理利用人力资源提供建议。 

二、人格的决定因素 

1. 遗传：由胚胎决定的那些因素。 

2. 环境：对人格形成施加外部压力的因素：成长的背景文化；早年的生活条件；家庭，朋友
及社会群体规范；其它我们体验到的影响因素。 

3. 情境：人格在不同情境下会有所改变。 

三、常用人格测验 

1. 16PF 

（1) 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人格及能力研究所卡特尔教授采用系统观察法、科学实验法以及因

素分析统计法，经过二、三十年的研究确定十六种人格特质，并据此编制了测验量表。 

（2) 从乐群性、敏锐性、稳定性、影响性、活泼性、规范性、交际性、情感性、怀疑性、想

象性、隐密性、自虑性、变革性、独立性、自律性、紧张性 16 个相对独立的人格特点对人进行描

绘，并可以了解应试者在环境适应、专业成就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表现。 

（3) 在人事管理中，16PF能够预测应试者的工作稳定性、工作效率和压力承受能力等。 

2. 大五人格：大五人格是目前世界上应用最为广泛的人格测验，从正性情绪倾向、神经质、
乐群性、责任心、广纳性五个维度对个体的人格进行评估。每个维度下面又包含 5到 7个子维度。 

（1) 正性情绪倾向的个体倾向于体验正性情绪，对自己感觉良好，也称为正性影响力。 

（2) 神经质的个体倾向于体验到负性情绪，用负性的眼光看待自我和周围世界的人格特质，

也称为负性影响力。 

（3) 广纳性反映个体有独创性，广泛接受各种刺激，有广泛兴趣，愿意冒险的倾向。 

（4) 责任心反映个体表认真、审慎和坚忍的倾向。在许多组织环境中，责任心都是十分重要

的。 

（5) 乐群性反映个体与他人相处融洽的倾向。是一个用来区分个体是否善于与人相处的人格

特质。 

3. 内外控：这个测验考察人们是否相信命运、运气或一些外部力量对他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起决定性作用。 

4. A型人格和 B型人格 

（1) A型人格：A型人格是管理者中常见的一种人格倾向，反映为有强烈的成就动机、竞争

意识，并有强烈的紧迫感，较为急躁和有敌意；有一种要在较短时间做大量工作的要求；往往较难

相处，容易与其属下和同事发生冲突；不适合作那些需要大量人际间交流的工作。 

（2) B型人格：B型人格与 A型人格相反，很少有时间上的紧迫感和其它类似的不耐烦，充

分享受娱乐和休闲，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实现自己的最佳水平，充分放松而不内疚。 

四、人格与组织行为 

1. 主要的人格特质对组织行为的影响 

（1） 内外控：个体对于自己命运根源的认知。包括内控型和外控型。内控型的人在工作上会

做得更好。 

（2） 马基雅维思主义：这类人更愿意操纵别人，赢得更多利益，更难被别人说服，却更多地

说服别人。 

（3） 自尊：人们喜爱或不喜爱自己的程度。自尊与成功预期正相关，自尊心弱的人更容易受

外界影响。 

（4） 自我监控：个体根据外部情境因素调整自己行为的能力。高自我监控的人有更强的适应

性，更关注他人的生活。 

（5） 冒险性：与管理者接受回避风险的倾向相关 

2. 人格-工作的匹配 

个体的人格特点与他的职业环境之间需要匹配，并且这点决定了员工对工作的满意度和流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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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第二节  情绪 

一、情绪的概念 

一种强烈的情感，直接指向人或物。 

二、情绪的维度 

1． 多样化：情绪有几十种之多，包括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六种基本情绪：愤怒、害怕、悲
伤、快乐、厌恶、惊奇。 

2． 强度：面对激发情绪的同样刺激，个体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人们在情绪表达强度的内在能
力上存在差异。 

3． 频率和持久性：情绪表达的时间与次数。 

三、情绪的影响因素 

1. 性别：女性的情绪表达更多。 

2. 组织影响：不同组织对情绪表达的要求不同，也对情绪有着不同的影响。 

3. 文化影响：在不同文化下，情绪的表达恰当性不同。 

四、情绪在组织行为中的应用 

1. 能力与选拔   

2. 情绪智力  五个维度：自我意识、自我管理、自我激励、感同身受、社会技能 

3. 决策 

4. 动机 

5. 领导 

6. 人际冲突 

7. 工作场所中的行为偏差 

课堂讨论： 

1． 描述大五模型中的各项因素，哪一项因素在预测行为方面最有价值，为什么？ 

2． 讨论“遗传决定人格”。 

3． 民族文化如何影响情绪表现？ 

作业： 

1． 管理者能否管理情绪？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能够管理什么情绪？ 

2． 在一些情境当中，明显的情绪表现可以提高工作绩效，请举一些例子。 

3． 来自同一国家的人们是否有共同的人格类型，请解释？ 

4． 情绪智力是什么？它为什么重要？ 

拓展阅读材料： 

1．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四章 个体行为基础. 

2． 赫尔雷格尔著. 组织行为学.第九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第二章 人格与态度. 

3．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第四章 人格与情绪. 
 

第七章 需要与动机理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要层次理论，理解不同需要层次之间的关系和

区别。熟悉常见的动力类型及在管理实践中的意义。掌握目标设置理论、期望理论、公平理论几个

常见的动机理论。熟悉工作特征模型和参与管理这两个代表性的动力理论的应用实践。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早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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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要层次理论与颠峰体验 

1. 低级需要 

（1) 生存的需要：第一个水平的需要涉及基本的生存，包括对食物、空气、水、睡眠的生理

需要。 

（2) 安全的需要：第二个水平的需要则主要是针对身体安全（例如脱离危险的工作环境）和

经济安全（例如不解雇的承诺，或是舒适的退休计划）。 

2. 高级需要 

（1) 爱和归属的需要：第三个水平主要包括爱、归属和工作中心交际卷入（友谊与和睦的同

事）。 

（2) 尊重的需要：第四个水平的需要包括对尊重和地位的需要，包括对个人价值和能力的感

觉。有能力的感觉来源于他人的肯定，能够提供地位。 

（3) 自我实现的需要：第五个水平的需要是自我实现，它是指拥有一个人可能具有的所有特

点，完全利用个人的能力，将才能发挥到最大限度。自我实现反映了能力和驱力。 

二、三重需要理论和能力动机 

1． 成就动机：是一些人所具有的试图追求和达到目标驱力。一个拥有这种驱力的个体希望能
够达到目标，并且向着成功前进。成功对于个体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其本身的原因，而不是随之而来

的报酬。 

2． 亲和动机：是争取在争取社会基础上与人交往的驱力。具有强烈亲和需要的管理者也许很
难成为有效的管理者。对亲和取向型管理者来说，分配挑战性的工作，指导工作活动，及监督工作

的有效性会有困难。 

3． 能力动机：是争取在某些方面有所专长，使得个体能完成高质量工作的驱力。具有能力动
机的员工寻求工作熟练，以发展和运用他们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为荣耀，在工作中面临困难时努力创

新。 

4． 权力动机：是试图影响他人和改变环境的驱力。具有权力动机的人希望制造对组织的影响，
并且愿意为此承担风险。 

三、内源性动机与外源性动机 

1. 内源性动机：出于工作本身带来的满足感。 

2. 外源性动机：出于工作带来的报酬和奖励。 

第二节 当代理论 

一、目标设置理论 

1． 目标：是未来绩效所要达到的目标，目标可以帮助员工关注于那些对于组织更为重要的
项目，鼓励较好的计划以分配关键资源（时间、金钱和能量），并且激发为达到目标而作的行动计

划准备。 

2． 目标设置：作为一个激励过程起作用，是因为它产生目前绩效与期望绩效之间的矛盾。
目标设置能否成功的首要关键是建立和强化员工的自我效能感。 

3． 目标设置的元素：目标设置作为一种激励工具，当其所有的主要元素都存在时，它将能
够发挥最大的效用。 

（1) 目标接纳：有效目标不仅需要被理解，而且需要被接受。简单地给员工分配工作，特别

是难于完成的目标，不可能形成员工对目标的承诺。 

（2) 具体性：目标应该尽量是具体、清楚和可衡量的，这样员工可以知道什么程度属于达到

目标。 

（3) 挑战性：大部分员工在面对较难达到目标时，比面对较易目标更加努力工作。前提是，

在给定的员工经验和资源条件下，这些目标仍旧必须是可以达到的。 

（4) 绩效监视：是观察行为、检查产出或者研究有关绩效指标的文件，它可以给员工提供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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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说明他们的工作是重要的，他们的努力是需要的，并且他们的贡献是有价值的。 

（5) 绩效反馈：适时提供有关任务完成情况的数据或判断。如果没有绩效反馈，员工就像是

在“黑暗中工作”，不能正确产生自己是否成功的判断。 

二、公平理论 

1． 公平理论：员工倾向于通过比较自己的产出与投入以及与他人的产出—投入比率（不常
是报酬的绝对水平）进行比较，来做出公平性判断。 

2． 对觉察到的不公平的可能的反应。 

三、期望理论 

1． 期望理论：Vroom 认为动机是三种因素的产物：一个人需要多少报酬（效价）；个人对努

力产生成功绩效的概率估计（期望）；以及个人对绩效可以获得报酬的估计（工具性）。这个关系可

以用下式表达：效价 × 期望 × 工具 = 动机。 

2． 三个因素： 

（1) 效价：指个体对获得报酬的偏好强度。 

（2) 期望：指员工对工作努力能够导致完成任务的信念强度。 

（3) 工具性：是指员工对一旦完成任务就可以获得报酬的信念。 

第三节 实践中的应用举例： 

一、工作特征模型 

1． 工作生活质量：指整体工作环境是否对人们有益。工作生活质量方案是另一种组织可采用
的方式，用以完成改进工作和工作条件的责任，使得它既适合于员工，又能保持组织的财务健康发

展。 

2． 工作扩大化：只有狭窄的工作广度的员工，有时会得到更多的职责，以减少他们工作中的
单调乏味。 

3． 工作丰富化：采用不同的方法，它通过在工作中加入额外的激励性因素以使工作带来更多
回报。 

4． 工作特征模型： 

（1) 技能的多样性：技能的多样性使员工从事需要不同技能的各种业务。 

（2) 工作同一性：它使员工能完成一项完整的工作。 

（3) 任务的重要性：指员工所知觉到的一件工作对他人的影响程度。 

（4) 自主性：使员工对有关工作的决策拥有一定自由决定权和控制权。 

（5) 反馈：指告知员工有关他们绩效如何的信息。可以直接来自工作本身（任务反馈），或

来自管理者和其他员工的评价。 

二、参与管理 

1． 参与管理 

2． 质量监督小组 

课堂讨论题： 

1． 我们为什么要工作——如果你重大奖，得到 500万美金，你会选择不工作吗（工作伦理）？ 

2． 医生为什么想要收红包，医生应该收红包吗？ 

3． 如何看待政府要求不同地区、不同系统的公务员同工同酬问题？ 

4． 常言到重奖之下出勇夫，中国如果要出诺贝尔奖得主，重金刺激是否会见效？ 

作业： 

1． 工作特征模型都包含哪些维度？ 

2． 常见的动机有哪些，权力动力和成就动机有什么区别？ 

3． 需要层次理论讲人的需要分为哪些层次，你认为合理吗？ 

拓展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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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七章 组织中的激励. 第八章 激励理

论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 

2. 弗雷德·鲁森斯著. 王垒等译校. 组织行为学.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第五章 激

励的基础. 第六章 动机的应用. 

3.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第六章 基本的动机概念. 第七章 动机：从概念到应用. 
 

第八章  动力理论的应用：激励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在工作中对动力理论的应用，掌握工作中的激

励方式，了解目标设置的基本理论，并且从实务角度了解如何在组织中激励员工的动机以提高绩效，

提高生产率。了解一些现代管理中普遍流行的技术方法。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目标管理 

一、目标管理的涵义 

目标管理的基本核心是强调组织群体共同参与制定具体的，可行的且能够客观衡量效果的目

标。 

二、目标管理的四个主要要素： 

1． 目标具体化：明确具体的描述预期的成果。 

2． 决策参与：目标并不是由上级单方面指定而由下级部门依从执行的，目标设定应由所有群
体共同制定，并共同元宝如何衡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3． 目标设定：规定目标完成的期限。 

4． 绩效反馈：要不断向员工指出目标的实现程度或接近目标的程度，使他们能够了解工作的
进展，掌握工作进度，以如期完成目标。 

三、目标管理与目标设置理论 

1． 两者分歧 

（1) 目标管理主张设定具体的目标和提供绩效反馈，主张参与决策。 

（2) 而目标设置则认为应由上级指派任务。 

（3) 从实际角度看，参与决策可以有效地诱导员工认定难度较大的目标。 

四、个体差异与目标设置及管理 

第二节  行为矫正 

一、行为矫正的概念 

又被称为组织行为矫正，是强化理论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 

二、行为矫正五个步骤 

1. 确认与绩效有关的行为 

2. 测量有关行为 

3. 确认工作行为的情景因素 

4. 拟订并执行一项策略性干预措施 

5. 评估绩效改进的情况 

三、组织行为矫正的应用 

在各大型企业都有所应用，实施组织行为矫正的方法，影响了管理者对员工的态度和方式，提

供更多绩效反馈，赞美与物质鼓励。 

第三节  参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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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与管理的概念 

让下属人员实际上分享上级的决策权。有多种形式。 

二、参与管理的作用 

1. 可以让了解更多情况的人有所贡献。 

2. 现代工作任务依赖程度很高，需要彼此协商。 

3. 可以使参与者对作出的决定有认同感，有利于决策的执行。 

三、质量监督小组 

最广泛的一种参与管理形式。指八到十位员工及一督导员组成一个小组，定期集会—通常每周

一次，占用工作时间—讨论质量方面的难题，分析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方案，监督实施修正计划。 

四、参与管理的具体应用 

参与管理有助于满足员工对责任，成就感，认同感，成长以及自尊的需要。在许多国家都在广

泛的应用。 

第四节  其他几种具体应用技术 

一、绩效薪金制 

1. 概念    

是指采用的计件工资，工作资金，利润分成，纯利分红，也就是把报酬同绩效相结合。绩效可

以是个人绩效，部门绩效，组织绩效。计件工资和分红制使用最广。 

绩效薪金制的应用 

目前使用很广泛，和以往那种每年按生活费用指数加薪的方法相比，更为合理。 

二、弹性福利制 

1. 概念：指允许员工在各种可能的福利方案中按自己的实际生活需求进行选择。 

2. 从理论上看：符合期望理论，将组织提供的报偿与员工的个人目标相结合。激励作用显著。 
三、双轨薪金制 

1. 概念：对年资不同的员工，实施不同的付酬方式。 

2. 两种形式：一种是把薪水暂时定在较低的工资水平，然后一点一点提升，直至最高薪水；
一种是让年资短的员工薪水永远低于年资长的员工。 

3. 应用方面：八十年代被广泛应用，除非加以改进，否则很难指望它能维持员工士气和生产
力。 

四、弹性工作制 

1． 概念：指在固定工作时间长度的前提下，灵活地选择工作的具体时间方式。 

2． 几种形式： 

（1) 缩短每周工作天数。 

（2) 弹性工作时间。  

3． 应用：实施比较广泛，成功率也较高，主要应用于一些小公司。 

第五节  激励中的特殊问题 

一、激励专业人员 

金钱与晋升通常处于次要地位，更有一些特殊原则。 

二、激励应急工 

应急工处于流动地位，提供成为长期工的机会是一种主要激励。 

三、激励多元化的工作队伍 

反映出员工的不同需要，在于灵活性。 

四、激励缺乏技能的服务性人员 

提供更为弹性的工作时间，提高工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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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激励从事高度重复性工作的工作 

提供一种干净而美观的工作环境，充分的工间休息时间。 

课堂讨论： 

1. 强性利益计划与员工的绩效有关系吗？如果有，请说明这样做有什么优点与不足？ 

2. 在实行双轨薪金制时，员工作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 

3. 联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哈弗斯荣誉：“如果你不能对目标进行限定和测量，那么你就不能
实现这一目标。”从目标设置和测量的角度来说，这句话有什么意义？ 

作业： 

1. 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否会对高绩效员工奖赏计划的类型产生影响？ 

2. 考虑行为矫正目前在我国的应用。 

3. 考虑参与管理方式应用中的利弊。 

拓展阅读材料： 

1.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八章 激励理论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 

2. 赫尔雷格尔著. 组织行为学.第九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第六章 工作的激励：

目标设置和奖赏系统. 

3.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第七章  动机：从概念到应用. 
 

第九章  群体行为概述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群体的概念及类型，了解群体发展的两种模型，

掌握非正式群体和正式群体的区别，以及非正式群体的特点和对组织管理的意义。熟悉群体决策中

固有的一些缺陷，以及如何克服这些缺陷。并了解群体行为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群体的定义类型及发展结构 

一、群体的定义 

为实现特定的目标，两个以上的个体组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集合体。 

二、群体的类型 

1． 命令群体：科长和科员组成的群体。 

2． 任务型群体：辩论赛成员组成的群体。 

3． 利益型群体 

4． 友谊型群体：各种社团。 

三、群体发展的阶段 

1. 五阶段模型：群体发展有五个明显阶段：形成阶段—震荡阶段—规范阶段—执行阶段—解
体阶段。 

2. 有明确截止日期的临时群体的发展阶段：间断—平衡模型。 

四、群体的结构 

1. 正式领导 

2. 角色：人们对于在某一社会单元中占据特定位置的个体所期望的一套行为模式。 

（1) 角色认同：在一种角色中，它的态度与实际行动保持一致。 

（2) 角色知觉：个体对于自己在特定情境中应该如何表现的认识与了解。 

（3) 角色期待：在某个特定情境中别人认为你应该表现什么样的行为。 

（4) 角色冲突：个体所面对的两个或多个角色期待是相互矛盾的。 

3. 规范：所有群体都有自己的规范。规范的主要类型：绩效规范、形象规范、社交约定规范。 
4. 地位：他人对于群体或群体成员的位置或层次进行的一种社会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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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群体规模 

社会惰化：个体在群体中工作不如单独一个人工作时更努力的倾向。 

6. 群体构成 

7. 群体内聚力：成员之间相互吸引力以及他们更愿意留在组织中的程度。 

第二节  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 

一、正式群体 

1. 概念：正式群体是指由组织结构界定的，工作分配很明确的群体。个体行为由组织目标规
定，并且指向组织目标。 

2. 目的：正式群体成立的目的有很多，或要求成员创意，作决定，讨论方案和谈判资源或者
提供状况报告及接收有益反馈。 

二、非正式群体 

1． 群体动力学 

2． 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前者由组织建立，有公开身份，有奋斗目标。而后者建立在共同
喜好、彼此相似和友谊的基础之上。非正式组织是工作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3． 非正式群体和正式群体的区别： 

(1) 非正式群体是个人、社会关系的网络，并非由正式组织建立和要求，而是在人际交往中
自发而生。 

(2) 非正式组织关注的是人及其关系，而正式组织强调以权力、责任体现的正式地位。 

(3) 非正式的权力，属于个人，而正式权威则依附于职位，一个人只有在那个职位上才拥有
它。 

(4) 非正式权力带有个人色彩，而正式的权力则有官方色彩。 

(5) 非正式组织内的权力由群体成员而并非由经理授予；因此，它并不依照正式指令链传
递。它来自同僚而不是正式级别中的上司，它能够跨越组织职能分界到达另一部门，由于受人们

的情感支配，这种权威要相对不稳定些。 

(6) 非正式组织无法象正式组织那样被管理层控制。 

4．非正式群体的优势： 

（1) 正规的计划、政策都是预先制订，失之灵活。自发而又灵活的非正式关系却可以更好地

满足某些要求。 

（2) 能够缓解管理负担。 

（3) 填补经理能力的空白。 

（4) 给工作群体带来欢满意感与稳定性。 
 

第三节  群体决策 

一、群体与个人 

1．群体决策的优点 

（1）提供更全面更完整的信息 

（2）增加了观点的多样性 

（3）产生了更高质量的决策 

2. 群体决策的缺点 

（1）浪费时间  

（2）从众压力下会导致不同意见受到明显压制 

（3）责任不明 

3. 与个人决策相比 

准确度更高，速度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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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体决策技术 

1. 头脑风暴法 

（1) 定义：是用于小组鼓励创造性思维的常用方法。参与者信奉四项基本原则 

（2) 特点： 

a． 创意要尽可能多。 

b． 放纵想象力和创造力，随心所欲。 

c． 建在已有创意的基础上，或对其扩展、合并。 

d． 不得批评他人的创意。 

2. 名义小组技术 

（1) 定义：决策过程中对群体成员的讨论或人际沟通进行了限定，成员首先进行个体决策。 

（2) 步骤：成员写下自己的想法与观点—贡献自己的想法观点并不讨论—开始讨论—独自对

这些观点排序，选用选择人数最多的方法 

3. 电子会议 

将名义小组技术与复杂的电脑技术相结合 

三、群体的弱点 

1． 群体思维：会议最令人信服的批评之一在于它们常常导致妥协和盲从，这种紧密团结的群
体使得个人思想与组织思想一致的倾向称之为群体思维。 

2． 极化倾向：一些研究表明许多群体倾向于冒险的思维。这种倾向意味着与个人单独行动相
比较，他们更愿意以一个共同的群体来拿组织的资源去碰碰运气。 

3． 投入的升级：尽管理性证明某个行动将导致失败，群体成员仍坚持倡导采取该行动。甚至
分配额外的资源给这个项目。 

4． 责任分散：几个人共同承担责任就等于任何人都不承担责任。 

课堂讨论： 

1. “群体的内聚力越强，生产率越高”，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请说明理由？ 

2. 群体决策质量是否永远优于个体决策的质量？请说明理由。 

3. 你认为劳动力多元化对于群体绩效和员工满意度有何影响？ 

作业： 

1. 描述群体发展的五阶段模型。 

2. 地位与规范有什么关系。 

3. 什么是群体思维？它对群体决策的质量有何影响？ 

拓展阅读材料： 

1．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九章 团体行为概要. 第十章 沟通与

团体决策. 

2． 赫尔雷格尔著. 组织行为学.第九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第八章 群体与团队行

为. 

3．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第八章  群体行为的基础. 
 

第十章  沟通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沟通的基本知识，包括沟通的定义功能过程及方向等，掌握双

向沟通及其中所面临的障碍，了解促成有效沟通的因素，以及如何善用这些因素以更好的沟通，掌

握向上或向下沟通中面临的问题以及问题的解决，了解在沟通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组织中

的小道消息与谣言。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沟通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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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沟通的定义 

指信息在人与人之间的传递。目标是使接收者理解信息的含义。 

二、沟通的功能 

四个功能：控制  激励  情绪表达  信息 

三、双向沟通的过程 

1． 双向沟通定义   是指发信息者将信息传递至接收者的一种方法。 

2． 过程 

（1) 产生想法 

（2) 编码：将要传递的信息转换为恰当的文字、图表或其他符号，以便进行传递。 

（3) 传递：按选择的方式进行传递，如备忘录、电话或直接访谈等。信息传递者还要选择传

递渠道 

（4) 接收：信息传递使他人可以接收到信息。 

（5) 解码：对信息进行解码以便信息能够被理解。 

（6) 接受：接受是选择性的和有程度的，接收方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信息是否被完全接受还

是、部分接收。 

（7) 使用：接收者可以置之不理，或按照信息指示诉诸工作，或为将来存储信息，或采取其

他措施。 

（8) 反馈：接收者可以置之不理，或按照信息指示诉诸工作，或为将来存储信息，或采取其

他措施。 

3． 双向沟通的潜在问题 

（1) 防御式推理：当产生矛盾会有可能极端化，人们可能采用防御式推理，会产生意欲控制

和争胜的动机。这些目的无意会妨碍有效的沟通。 

（2) 认知失调：当人们接触到与内在价值观、先前的决策或其他已有的信息不一致的信息时

所产生的内心冲突和焦虑。 

（3) 保全面子：试图使自己所看重的自我概念免受攻击。为双方的关系造成紧张，甚至使双

方绝交。 

四、沟通的方向 

1． 下行沟通   

（1) 概念：指信息由权威较高的阶层流向较低的阶层的过程。 

（2) 需要：工作指令、绩效反馈、新闻、社会支持。 

2． 上行沟通 

（1) 概念：指信息由权威较低的阶层流向较高的阶层的过程。 

（2) 问题：沟通的延迟  信息的过滤  信息的扭曲 

（3) 改善措施：提问  倾听  与员工会谈  开放策略  参加社团活动 

3． 水平沟通 

同一工作群体的成员之间，不同工作群体但同一层级的成员之间，同一层级的管理者之间，或

任何等级相同的人员之间的沟通。 

第二节  人际沟通与组织沟通 

一.人际沟通 

1. 口头沟通：常见的口头沟通包括演说，正式的一对一讨论及小组讨论等 

（1) 优点：快速传递与快速反馈 

（2) 缺点：信息失真的潜在可能性大 

2. 书面沟通：包括备忘录，信件，组织内部发行的期刊，布告栏以及其他任何传递书面文字
或符号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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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优点：有形或以核实，便于保存 

（2) 缺点：耗费时间，缺乏反馈 

3. 非言语沟通：包括身体动作，说话的语调或用词的重音，面部表情以及发送者和接受者之
间的身体距离等。 

二、组织沟通 

1. 正式的小群体网络 

（1) 链式：遵循正式命令链，精确性高。 

（2) 轮式：依赖于一个核心人物作为所有群体沟通的管道，有利于领导者的出现。 

（3) 全通道式：所有群体成员自由地做出贡献，没有一个人处于绝对领导的角色。 

2. 非正式系统 

（1) 小道消息 

a． 特点：不受管理层控制；多数员工认为比高级管理层通过正式渠道发布的信息更可信更
可靠；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其内部人员的自我利益。 

b． 传播形式： 

a) 簇式传播：每一个传播环节都是把信息传递给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是主要的传播方式。 
b) 单线传播：每个人只告诉另外一个人 

c) 闲聊式：每个人告诉所有人 

d) 随机式传播：每个人随机的告诉其它人 

（2) 谣言：谣言是那些没有可靠的事实依据标准而被传播的小道消息，它是小道消息中没有

被证实的不真实的内容。它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信息的模糊而又令人感兴趣。 

3. 电脑辅助沟通 

（1) 电子邮件 

（2) 电话会议 

第三节  沟通的障碍及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有效沟通的障碍 

1. 过滤：发送者有意操纵信息，以使信息显得对接受者更为有利。主要决定因素是组织的层
级数目。 

2. 选择性知觉：接受者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动机，经验，背景及其他个人特点有选择地去看
或者去听信息。 

3. 信息超载：超过个体加工资料的能力。 

4. 情绪：情绪会影响接受者对信息的解释。 

5. 语言：年龄，教育和文化背景是这方面的最重要的三个影响变量。 

6. 沟通恐惧：一些人总有一定程度上的沟通恐惧。 

二、有关沟通的当前问题 

1. 男性与女性的沟通障碍：男女在沟通风格上存在一定差异。 

核心：男性通过交谈来强调地位，而女性则通过交谈来建立联系。 

2. 沟通中的沉默：沉默也是一种十分有力的沟通形式，有着很丰富的内涵。 

3. “政治上准确的”沟通 

强调用词准确，平衡沟通的准确性与语言的谨慎性。 

4. 跨文化沟通 

（1) 文化障碍：语义造成的障碍。词汇内在含义造成的障碍。口气和语调差异造成的障碍，

认知差异造成的障碍。 

（2) 文化情境：不同文化中，情境的重要性存在差异。分高文化情境与低文化情境。 

课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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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忆你曾经做过的一个工作和情景，说出其中沟通失败或低效沟通的例子。讨论如何将沟
通过程应用这个情景，什么地方（沟通中的八个步骤）出了问题？ 

2. 观察你自己的行为，讨论你有哪些典型的非语言沟通习惯？你用它们分别表示什么？你是
否有某些行为会引起别人的误解？ 

3. 讲一个你曾听到过的小道消息，说明它是怎样传给你的？它的准确性如何？ 

作业： 

1. 根据本章学过的知识评价电子邮件系统。它的沟通过程的八个步骤是怎样的？使用电子邮
件系统时，最常见的沟通障碍有哪些？怎样克服或至少是减少这些障碍？ 

2. 对比上行沟通与下行沟通。 

3. 对比高情境文化与低情境文化。 

4. 哪些条件激发了小道消息的出现？ 

拓展阅读材料： 

1.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十章  沟通与团体决策. 

2. 弗雷德·鲁森斯著. 王垒等译校. 组织行为学.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第十章 沟

通. 

3.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第三章  沟通的管理.  
 

第十一章  领导、授权与参与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领导的概念，熟悉领导的特质理论，行为理论，

及领导风格的权变方法，掌握新魅力领导的概念和维度。以及领导理论的一些新进展。熟悉授权的

概念及性质，以及一些参与的理论，条件与类型。包括了解一些参与的局限性与应用方面的问题。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领导 

一、领导的概念 

领导是影响和支持他人积极工作以达到目标的过程。在部分上取决于特质（它提供了领导的潜

力）和角色行为。 

二、领导的特质理论与行为理论 

1．领导的特质理论 

（1) 核心：在领导与非领导之间的区分重在强调个人特质与特点。 

（2) 局限性：没有普遍适用性的特质可以在所有情境下预测领导。在分离原因与结果方面的

证据还不明显， 

2．领导的行为理论 

（1) 核心：强调具体的行为方式，注重通过训练培养相应的行为风格，看重后天教育。 

（2) 俄亥俄模式：主要寻找领导行为的独特方面，以两大类来概括领导行为：工作管理与关

心人 

a． 工作管理：领导者为了达成目标而在规定或确立自己与部属的角色时所从事的行为活动。 
b． 关心人：领导者注重人际关系，乐于同下属建立互相信任，尊重的关系，重视员工的感

觉。 

（3) 密西根模型：强调两个描述领导行为的维度，员工取向与生产取向 

a． 员工取向：注重人际关系，主动了解员工需要，积极满足他们的需要。 

b． 生产取向：强调工作技术和任务进度，关心工作目标的达成，不重视人的因素，把员工
视为达成目标的工具。 

（4) 行为理论的缺陷：对影响成功与失败的情境因素欠考虑 

3.领导胜任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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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变理论 

1. 概念：主张随着具体情况而改变领导方式的理论。 

2. 费德勒权变模型： 

（1) 核心：该模型是建立在前述的工作导向和员工导向基础上，认为最合适的领导风格是取

决于整体环境是否适宜以及适宜的程度。随着环境发生改变，领导要求也应改变。 

（2) 内容：在确定环境坚领导效能的影响中有三个权变维量：领导者与下属的关系、工作结

构、职权。 

3. 赫塞和布兰查德的情境领导模型 

（1) 核心：该模型认为影响领导者风格选择的重要因素是下属的发展（成熟）程度。 

（2) 内容：与员工发展相配合的主要有四种风格：指示、推销（教练）、参与（支持）和授权。 

（3) 缺陷：视了其它一些确定领导风格的重要成分，并且它缺乏广泛认可的研究基础。 

4. 领导的路径—目标模型 

（1) 核心：有效领导者应帮助下属明确可实现目标的途径，减少障碍和危险，促成目标的实

现。 

（2) 四种领导行为：指导式领导、支持性领导、参与式领导、取向式领导。 

（3) 其他因素的影响：两大类因素影响着领导行为与绩效间的关系：下属控制范围处的环境

因素、下属的个人特性。 

四、新魅力领导理论 

1. 新魅力领导理论与交易型领导 

2. 新魅力领导的关键特征 

（1) 理想化的影响力：唤醒并鼓舞其它人，从而共同通过额外的个人努力来完成任务。下属

希望认同这些领导者及其任务，并且对这种领导者形成了强烈的感情，投入了巨大的信心和信任。 

（2) 鼓舞性激励：鼓舞性领导者以最简单的方式说明共享的目标和互相理解，他们提供了前

景，说明什么是可能的，如何获得可能的事情。 

（3) 理性刺激：领导对下属的思想和价值进行理性刺激，帮助其它人用新的方式来考虑旧的

问题，下属被鼓励来质疑他们自己的信念、假设和价值，并且在适当时候，质疑领导者的信念、假

设和价值。 

（4) 个体化关怀：理解并分担其它人所关切的事情和发展的需要，并且以独特的方式对待每

个个体。 

第二节 授权 

一、授权的定义 

通过与员工共享相关信息，并让其控制影响工作绩效的因素，来给员工提供更多的自主权的过

程。 

二、授权的优点 

（1) 助于消除导致无能为力的条件。 

（2) 有助于增强员工的自我效能感。 

三、授权的方法 

（1) 帮助员工精通工作（给予适当的培训、指导、并引导他们取得最初的成功）。 

（2) 允许更多的控制（允许他们自由决定工作绩效，并对结果承担责任）。 

（3) 提供成功的角色模型（允许他们观察已成功完成工作的同事是如何做的）。 

（4) 利用社会强化和劝说（给予称赞、鼓励、和能够提高员工自信心的口头反馈 ）。 

（5) 给予情感支持（通过更好的角色定义、任务支持和真诚的关注减轻员工的压力和焦虑）。 

四、授权的过程 

1. 解除无权力状态：变革、领导、奖励系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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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强与工作相关的自我效能：精通工作、控制与承担责任、角色榜样、强化、支持。 

3. 对授权的知觉：才能、高价值取向、工作意义、才干的不断运用。 

4. 绩效 

第三节 参与 

一、参与的概念 

群体条件下，通过个人的脑力和感情的投入，使得他们能够为组织目标的实现做出贡献并分担

责任。包括投入、贡献、责任。 

二、参与的好处 

1. 带来更高的产量和更佳的质量。 

2. 促进动机，减少了冲突和压力 

3. 建立了更好的沟通 

三、参与的过程 

1. 参与计划 

2. 纳入情境因素 

3. 投入智力与情感 

4. 输出 

（1) 组织：高产出、更好的质量、创造性、革新。 

（2) 员工：被接纳、更好的绩效、减少应激、满意度。 

四、参与的先决条件 

1. 在行动前，必须要有充裕的时间实行参与。参与在紧急情况下很难奏效。 

2. 参与的潜在收益应该大于成本。 

3. 参与的主题必须与员工有关，能引起员工的兴趣。 

4. 参与者应当具备参与的能力。 

5. 参与者必须能互相沟通。 

6. 无论哪一方都不应感到参与使他们的职位受到威胁。 

7. 只能发生在群体的工作自由范围内。 

五、参与方案 

1. 协商式管理：管理者要求员工思考问题、分享他们的专长、并在管理者作出决策前提出自
己的看法。 

2. 建议计划：是一种正式计划，用来鼓励员工建议对工作的改进。 

3. 全面质量管理：让每一个人都投入到在操作中不断寻求改进的过程中去。 

4. 中层管理委员会：是用来提高组织最高管理层之下的管理人员参与程度的一种群体机构。 

5. 自我管理团队：是一种自然工作群体，它被赋予了高度的决策自主权，并被希望能控制他
们自己的行为和结果。 

课堂讨论题： 

1. 领导与普通人有何不同？ 

2. 比尔•盖茨的魅力何在？ 

3. 民主选举的领导一定是能力最强的领导吗？ 

4. 参与怎样才能同时增加管理者与员工的权力？ 

5. 考虑你的老师对管家角色的运用。她或他用什么办法表现伙伴关系建设、服务与授权。 

作业： 

1. 非正式群体和正式群体相比有什么特点，有哪些优势？ 

2. 群体在决策时有哪些可能的弱点？ 

3. 新魅力领导理论认为一个优秀的领导应当具备哪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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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说明授权对于你有什么含义。试举一个你真正感到被授权的例子。 

5. 列出参与带来的一些好处。根据可能提供好处的程度不同，比较各方案。 

拓展阅读材料： 

1.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九章 团队行为概要. 第十章 沟通与

团队决策. 第十一章 领导.  

2. 弗雷德·鲁森斯著. 王垒等译校. 组织行为学.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第九章 领

导授权与参与 第十三章 非正式群体和正式群体. 第十四章 团队和团队建设. 附录 1 领导者素质

的新模型. 附录 3 新魅力领导和转换型领导. 

3.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第八章 群体行为的基础. 第九章 理解工作团队. 第十一章 领导的基本观点. 第

十二章 当代领导问题. 
 

第十二章  权力政治和冲突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权力的定义及定义权力的七个基础，掌握权力

的使用条件，了解政治观点重要性，以及引发政治行为的个人及组织因素，熟悉政治行为的道德问

题。了解冲突的定义，以及关于冲突的几种观点，掌握冲突的过程和几中冲突的类型，及解决冲突

的方法。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权力 

一、权力的定义 

1. 定义：指个体 A对于个体 B的行为发生影响的能力。 

2. 性质：权力具有依赖性 

（1) 一般假设：B对 A的依赖性越高，则 A对 B拥有的权力就越大。 

（2) 产生来源：来源于所控制的资源的重要性，稀缺性及不可替代性。 

二、权力的分类：依权力的基础不同 

1. 正式权力：以个体在组织中所处的位置为基础，来自正式职权或来自对信息的控制 

（1) 强制性权力：在惧怕的基础上。 

（2) 奖赏性权力：源自于服从来而的益处。 

（3) 法定性权力：来自于控制和使用组织资源的正式职权。 

（4) 信息性权力：来自对信息的获得与控制。 

2. 个人权力：来自于个体独特的特点，有三种权力基础：专业知识  他人尊重和敬佩    个

人魅力 

（1) 专家性权力：来自于专长技能和知识。 

（2) 参照性权力：基础是对拥有理想资源或个人特质的人的认同。 

（3) 魅力性权力：是参照性权力的一种延伸，来源于个体的人格特点与人际交往风格。 

三、权术 

1. 定义：权力拥有者为了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的一些标准化的做法。 

2. 权术的维度与策略 

（1) 合理化：使想法符合逻辑或合理化 

（2) 友情：在提出请求前，表示友好  

（3) 结盟：争取组织中其他人对自己的拥护 

（4) 谈判：通过谈判使双方互利互惠 

（5) 硬性指示：使用直接和强硬的做法 

（6) 高层权威：从组织的更上级那里获得支持以强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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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规范的约束力：运用组织制定的奖惩规定 

3. 影响权术的因素 

（1) 管理者的相对权力 

（2) 管理者的目的 

（3) 管理者对成功的期望 

（4) 文化背景的不同 

第二节  政治活动 

一、政治活动的定义  

1. 定义：一些在组织正式角色中并不要求的活动，但它们会影响到组织内部的利益分配。 

2. 分类 

（1) 合法的政治行为：符合规范的，日常的政治行为。 

（2) 非法的政治行为：包括暗中破坏，告密，象征意义的抵抗行为等。 

二、引发政治行为的因素 

1. 个人因素：一些人格特质需要等因素可能与政治行为有关。更容易卷入政治行为的因素人
格特质：高自我监控、内控、权力需要较强的员工。 

2. 组织因素：政治活动更容易受组织因素的影响。有以下特征的组织更容易引发政治行为：
缺乏信任、角色模糊、绩效评估体系不明确、零和的报酬分配体系、民主化决策、在高度压力状态

下完成工作以及自私的高层管理者 

三、政治活动对员工的影响 

1. 对于政治水平和理解水平高的员工，在政治活动多的组织绩效水平会提高。 

2. 对于政治水平和理解水平低的员工，在政治活动多的组织绩效水平会下降。 

3. 不同文化背景下政治活动的影响也不相同。 

四、政治活动的道德问题 

1. 道德决策指标的基础：非功利性、利和公正。 

2. 政治活动的道德问题存在争议。 
 

第三节  冲突 

一、冲突的定义 

当一方感觉到另一方对自己关心的事情产生不利影响，或将要产生不利影响所开始的一个过

程。 

二、冲突的几种观点 

1. 传统观点：所有的冲突都是不良的，消极的，并且常常与暴乱，破坏和非理性同时使用，
以强化其消极意义。应该避免。 

2. 人际关系观点：对于所有群体和组织而言，冲突都是与生俱来的，由于无法避免，我们应
该接纳冲突，有时也会对工作绩效有益。 

3. 相互作用观点：鼓励冲突。和平安定的组织容易变得静止对改革迟钝，鼓励管理者要维持
一种冲突的最低水平，使群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三、冲突的过程 

1. 阶段一：潜在的对立或失调 

前提：沟通  结构  个人变量 

2. 阶段二：认知和人格化 

潜在的对立和失调表现出来 

3. 阶段三：行为意向 

冲突处理的行为意向：竞争、协作、折衷、回避、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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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阶段四：行为 

公开的冲突：冲突各方的行为及对方的反应 

5. 阶段五：结果 

提高群体绩效、降低群体绩效 

课堂讨论： 

1． 请描述关于依赖性的总体假设，它意味着什么? 

2． 权力与政治活动之间有什么关系? 

3． 你认为竞争与冲突不同吗?请解释。 

4． 你是否同意一个观点：参与是一种发现差异并解决冲突的最佳办法，请讨论。 

作业： 

1. 五种权力基础中哪些来源于个人，哪些来源于组织? 

2. 给政治行为下个定义，为什么政治活动是组织生活中的事实? 

3. 在哪些条件下冲突会对群体有益? 

4. 管理者如何在他的部门中激发冲突? 

拓展阅读材料： 

1.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十二章  冲突. 

2. 赫尔雷格尔著. 组织行为学.第九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第九章  权力与政治行

为  第十章  冲突与谈判. 

3.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第十三章  权力与政治  第十四章  冲突与谈判. 
 

第十三章  组织结构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组织结构的概念及性质，决定的主要因素，以

及组织结构的分类，掌握虚拟组织和无边界组织的概念及特点，熟悉不同组织结构的有利因素，了

解不同组织设计对员工作为的意义。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组织结构的概念 

一、组织结构的定义：界定了对工作任务进行正式分解，组织和协调的方式。 

二、组织结构的六个因素 

三、 特殊形式的组织 

第二节  组织结构的分类 

一、机械式与有机式结构 

二、简单型结构 

三、功能型结构 

四、产品型结构 

五、矩阵式结构 

集中人力，能充分发挥人才潜能，同时协调各部门职能，是功能型结构与产品型结构的融合 

第三节  组织设计的一些新方案 

一、团队结构 

二、虚拟组织 

三、无边界组织 

第四节  组织结构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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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略 

二、组织规模 

三、技术 

四、环境 

五、组织设计与员工行为 

作业： 

1. 管理层可以采取哪些方式进行部门化? 

2. 对比虚拟组织与无边界组织之间的差异? 

3. 概述环境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 

4. 哪类企业最适于创新战略?哪类最适于成本最小战略?哪类最适用于模仿战略? 

第十四章  组织文化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组织文化的含义，以及组织文化形成和表征。

掌握构成组织文化的几个共同特点，明确组织文化对员工和组织和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了解决定

与维系组织文化的因素，以及可供管理层选择的社会化方案。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组织文化的基本知识 

一、组织文化的定义 

二、组织文化的特征 

三、组织文化的分类 

四、民族文化对组织文化的影响 

五、 组织文化与组织人格 

第二节  组织文化的功能创建与维系 

一、组织文化的功能 

二、组织文化的束缚 

三、组织文化的创建与维系 

四、员工学习组织文化的方式 

第三节  创建有益的组织文化 

一、创建道德的组织文化 

二、建设回应顾客的组织文化 

作业： 

1. 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文化这间有什么差异? 

2. 哪些因素决定了组织的亚文化? 

3. 对比组织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差异。 

4. 语言与组织文化有什么关系? 

5. 管理层如何建设道德文化? 

第十五章  组织的变革与发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推动变革的力量，以及阻碍变革的个体原因和

组织原因，了解组织变革的抵制力量，熟悉变革的演化阶段，以及卢因的三步变革模型。了解组织

发展的观念与目标，掌握组织发展的技术，以及相应的成效评估。 

学时分配：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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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组织变革 

一、组织变革的动力 

二、组织变革的阻力 

三、克服变革阻力的策略 

四、推行组织变革的做法 

五、当代管理者面对的关键变革问题 

第二节  组织发展 

一、组织发展的观念与目标 

二、推动变革的组织发展的人文技术 

三、推动变革的组织发展的结构技术 

四、组织发展的成效评估 

作业： 

1. 为什么参与方式被认为是降低变革阻力的有效技术? 

2. 卢因的三步变革模型是怎样处理变革阻力? 

3. 为什么变革常常会成为组织中的政治问题? 

第十六章  人力资源政策与实践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人员选拔的方案，掌握绩效模拟测验的方法与

优势，熟悉绩效评估的目的动机与内容，以及绩效评估的对象与实施者，掌握绩效评估的方法与改

进。了解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人员选拔 

一、人员选拔的目的： 

二、人员选拔的方案 

三、培训与开发方案 

四、培训的方法 

五、职业生涯开发 

第二节  绩效评估 

一、绩效评估的目的 

二、绩效评估的标准 

三、评估的实施者 

四、绩效评估的方法 

五、绩效评估的改进 

六、绩效反馈 

七、团队绩效评估 

第三节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几个问题 

一、人员选拔 

不同的国家重视不同的选拔技术，选拔也要基于当地文化规范与社会价值观 

二、绩效评估 

不同文化对绩效评估的重视度不同。考虑四种文化维度：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人与环境的

关系，时间取向和责任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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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讨论： 

1. 设计一个帮助员工开发人际交往技能的培训方案，并描述这个方案，这一方案与你用于帮
助员工改善道德行为的方案有什么不同? 

2. 你能发现运用 360度绩效评估时，存在什么问题吗?具体说明是什么样的问题? 

3. 工作分析与绩效评估之间有关系吗?如果有，是什么关系? 

作业： 

1. 什么是工作分析?它与组织人员选拔活动有什么关系? 

2. 对比正式培训与非正式培训的差异 

3. 在帮助员进行职业生涯开发方面，组织可以做什么? 

4. 组织的绩效评估体系如何影响员工的行为? 

拓展阅读材料： 

1.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十三章 组织结构. 第十四章 组织变

革与发展. 

2. 弗雷德·鲁森斯著. 王垒等译校. 组织行为学.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第十二章  

人际行为   第十六章  应激与咨询. 

3.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第十七章  人力资源政策与实践.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管理概述 3  

2 变化中的组织环境 3  

3 理论流派和发展 3  

4 个体行为的基础：传记特征、学习和能力 3  

5 人格 3  

6 价值观 态度 工作满意度 3  

7 知觉和归因 3  

8 动机需求与过程 3  

9 动机：从概念到应用 3  

10 积极组织行为学 3  

11 沟通 3  

12 决策 3  

13 压力 冲突 3  

14 群体 3  

15 政治 权力 3  

16 组织设计 文化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心理学 

后续课程：人力资源管理、领导心理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管理心理学理论。 

难点：企业咨询。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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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报告。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国外经典。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弗雷德·鲁森斯著. 王垒等译校. 组织行为学（第 11版）.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9 

（二）推荐参考书 

2. 王垒编著.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 弗雷德·鲁森斯著. 王垒等译校. 组织行为学.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4.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5. 朱永新. 管理心理学.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6. 王垒著. 实用人事测量.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7. 陈绍建. 心理测量. 北京：时代文化出版公司，1994  

执笔：李林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2日 

 

认知心理学 
Cognitive Psychology 

课程号：3230201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人类认知的内部结

构与过程；2、熟悉认知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常用的研究范式；3、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研究和分析

问题的能力以及严谨细致、实事求是的学风。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知觉与注意、模式识别、意识状

态、记忆过程、记忆模型、记忆术、知识表征、心理表象、语言、思维、人工智能等认知过程的基

本概念和研究成果，为认知神经科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认知心理学导言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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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什么是认知心理学 

（1）认知是人们获得和应用知识的过程，也称作信息加工的过程；是知觉、注意、记忆、学

习、思维、决策、解决问题、理解和产生语言等心理活动的总称。 

（2）认知心理学以人类的认知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研究人如何觉知、学习、记忆和思考

问题 

2. 信息加工模型 

（1）信息加工模型： 

1） 三个假设 

a. 认知活动可以分解为一系列阶段 

b. 每一个阶段都对输入信息进行独一无二的加工 

c. 每一个阶段都从先前阶段接受信息，然后完成其独特的功能 

2） 两个问题 

a. 信息加工经过了哪些阶段？ 

b. 信息在人类心智中是怎样表征的？ 

3.认知心理学的领域 

感觉/知觉、模式识别、注意、意识、记忆、知识表征、表象、语言、认知发展、思维与概念

形成、人类智力与人工智能 

4. 认知心理学简史 

（1）关于思维的早期思考 

1） 经验主义：一切知识来自经验，代表人物：贝克莱(George Berkeley, 1685-1753)、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 

2） 先天主义：知识的基础是大脑的先天特征，代表人物：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 

（2）文艺复兴时期及其以后的认知心理学 

1） 德国的心理学：聚焦于内省观察，代表人物：威廉 · 冯特(W. Wundt, 1832-1920) 

2） 美国的心理学：聚焦于行为，代表人物：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 

（3）认知心理学：20世纪 

1） 行为主义的“失败”，代表人物：美国的华生、斯金纳 

2） 认知革命：信息论、语言学和人工智能 

3） 现代语言学：美国的乔姆斯基，提出转换生成语法，主张探讨语言行为的内在心理机制，
为认知心理学家摆脱行为主义观念起到关键性作用 

4） 计算机科学和其他技术进步：计算机模拟人类认知，人工智能  

5） 认知发展：代表人物：瑞士心理学家 皮亚杰 Jean Piaget，认为认知发展是阶段性的，

遵循统一的理论法则，是一种自然的有逻辑的演化 

5. 概念科学与认知心理学 

（1）认知模型：科学概念的特定形式，建立在观察和推论基础上的一种隐喻，以提供关于观

察对象的一个容易理解的表征，同时用于发展各种假设和帮助进行预测 

（2）认知科学 

（3）神经科学和认知心理学 

（4）平行分布式加工与认知心理学 

（5）进化认知心理学：认知只有放在人类生物和社会进化的背景中考察，才能得到最好的理

解 

学习目标： 

1．了解现代语言学、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等是认知心理学的重要基础，认知神经科学的

研究成了认知科学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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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认知心理学是研究人类认知的过程、结构和功能的一门科学；认知过程、表征、认知

模型等是认知心理学的重要概念；  

作业： 

1． 什么是认知心理学？ 

2． 认知心理学有哪些主要的组成部分？ 

3． 试述表征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 

4． 什么是认知模型？怎样运用认知模型来理解心智？ 

5． 认知神经科学是怎样影响心智科学的？这种影响可能给认知科学带来什么新方向？ 

6． 进化认知心理学怎样影响我们关于认知的思考？ 

知识单元 2：知觉与注意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计算式大脑：心灵对信息进行加工  

2. 感觉与知觉 

（1） 感觉：对物理世界能量的初始探测 

（2） 知觉：对我们感觉到的事物的解释 

（3） 错觉：对同一感觉刺激的物理属性反映和心理属性反映不一致 

（4） 先备知识：知觉受到过去知识、先前假设以及偏见的影响 

（5） 感觉——脑的先天禀赋，知觉取决于固定的生物机制 

（6） 我们所知的一切都是错误的 

感觉系统的局限：知觉——感觉的探测和解释取决于 

1） 感觉系统和脑所感知到的刺激能量 

2） 先前存储在记忆当中的知识 

3. 知觉的广度 

知觉广度：一次短暂呈现中能够感受到的信息量，信息加工过程中的一个早期成分 

前知觉的感觉存储器  

早期研究的局限性：知觉容量大于回忆容量 

4. 视像存储 

视像记忆：视觉印象的持续和一段时间内可供进一步加工的现象 

视像存储的本质：视野内大量事物的快照，持续时间约 1秒，作用：使大脑有时间获取从眼睛

接收的视觉信息 

部分报告法：以声音为线索随机部分报告，改变字母呈现和声音信号之间的时间间隔 

5. 声像存储 

声像记忆：听觉信息以原始形式存在，持续时间 250毫秒~4秒，不同于短时记忆（10-30秒） 

实验依据：四耳人实验、三耳人实验 

6. 感觉存储的功能 

视像存储和声像存储：对来自外部物理世界的信息提取遵循节省法则 

短时感觉存储机制的发展可能是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使我们能够知觉“一切”而

又只注意知觉中那些必不可少的部分 

7. 注意 

（1）注意：心理能量在感觉事件或心理事件上的集中 

William James (1890)：注意的本质是意识的集中性 

Donald Broadbent (1958)：注意是一个容量有限的信息处理系统的必然结果 

注意的五个主题：处理能力与选择性、控制、自动加工、认知神经科学、意识 

注意、意识与阈下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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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阈下知觉：刺激强度明显超出生理阈限产生的效应，但这种效应未进入意识 

启动效应 

8. 加工容量与选择性注意 

选择性注意：个体在同时呈现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刺激中选择一种进行注意，而忽略另外的刺

激 

信息加工过程中存在瓶颈，通道容量不足 

容量与信号的“纯净”程度有关 

9. 听觉信号 

追随实验：同时呈现两个听觉信息：一个需受到追随，另一个则需要被忽略 

除特殊信息外，未被注意的信息基本不会进入意识 

鸡尾酒会现象 

10. 选择性注意的理论模型 

（1）过滤器模型 Broadbent：信息加工受到通道容量的限制，选择性过滤器可以被切换到任

何一个感觉通道 

（2）衰减器模型 Treisman：注意的切换是依据语意联系，部分信息被衰减，知觉过滤器中存

在不同的兴奋阈限 

11. 视觉注意 

（1）弹出效应：平行加工 

（2）视觉加工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1） 特征登记阶段/前注意阶段：特征觉察 

2） 特征整合阶段/物体知觉阶段：物体知觉 

12. 自动加工 

（1）自动加工：通过大量练习实现平行加工 

（2）自动化过程的三个特征 

1） 一个自动化过程可以在无意中进行 

2） 自动加工在意识的范围之外  

3） 自动化过程很少或不消耗意识资源 

13. 注意的认知神经科学 

注意与人脑 

脑结构与注意的关系：注意既不是单个大脑区域的属性，也不是整个大脑的属性 

注意系统与脑的其他部分产生相互作用，同时又保持自身的独特性 

注意与 PET 

14. 聚焦认知神经科学 

视觉注意 

学习目标： 

1．了解计算式大脑的概念，了解注意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范式。 

2．掌握感觉与知觉的异同，掌握视像存储声像存储的测量范式，掌握注意的基本概念、选择

性注意的各理论模型，掌握自动化加工与启动效应。 

作业： 

1． 为什么感觉和知觉对认知心理学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2． 什么是视像存储和声像存储？它们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真实”的世界？ 

3． 认知心理学家如何定义注意这一概念？给出几个日常生活中的注意的例子。 

4． 主要的注意理论有哪些，它们的实验依据是什么？ 

5． 我们说的“加工容量”和“选择性注意”指的是什么？ 

6． 什么是“自动加工”？从你的日常生活经验中给出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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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注意，大脑皮层成像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什么信息？ 

知识单元 3：模式识别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知觉理论 

建构性知觉：人们通过主动选择刺激并将感觉与记忆相融合，从而“建构”出了知觉 

与“自上而下”的观点类似 

直接知觉：知觉是直接从环境中获得信息而形成的 

两种理论相互补充，侧重不同的加工阶段 

直接知觉理论强调感觉刺激的重要性，提示知觉加工具有生态意义；建构性知觉有助于理解感

觉印象如何被大脑理解，直接知觉有助于理解对感觉印象的早期知觉 

2. 视觉模式识别 

（1）视觉 

视觉计算理论：如何从图像的结构推导出外部世界的结构 

图像初始略图(sketch)→物体 2.5维描述→物体三维描述 

（2）主观组织：错觉 

错觉轮廓：描述了心灵组织视觉刺激的方式 

可能影响因素：图形与背景的对比度 

进化认知心理学的解释 

3. 格式塔理论 

格式塔心理学：模式组织使所有刺激共同作用而形成一个印象，它超越了所有感觉的总和 

格式塔组织原则：接近原则、相似原则、良好连续原则、闭合原则 

自发组织 

知觉经验的影响 

模式的“自然组织”与人类被试的知觉经验有直接联系 

4. 典型表象 

典型表象：指能对物体做出的最佳表征的形象，或回忆一种形状时最先想起的表象  

典型表象的普遍性：通过对于物体的日常经验，我们发展出了对该物体最具代表性的、涵盖最

多信息的形象的永久记忆 

识别图片的反应时随典型度的降低而增加 

可能原因：能够被识别的部分少、典型形象最常经验到、原型理论 

5. 自下而上加工与自上而下加工 

自下而上加工：识别过程由模式的各个部分引起 

自上而下加工：识别过程由关于事物整体的假设引起 

两种策略存在相互作用 

情境效应 

6. 模板匹配 

模板匹配：模式识别发生于感觉刺激与相应的内在形状达到精确匹配之时 

缺点：模式与真实物体须 100%匹配，模板数目过多 

（1）几何离子理论 

几何离子 geon：所有复杂形状都是由几何离子组成的 

物体识别是通过对几何离子及其关系的确认来实现的 

被弱化形状物体的识别，符合“物体判别的基础是基本形状” 

（2）启动技术 

物体启动效应是视觉性的，而不是概念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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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特征分析 

特征分析：只有在分析了刺激的简单成分后，模式识别才会发生 

神经学实验 Hubel & Wiesel, 1959, 1964 

特征分析可能是信息分析的一个阶段，必须先于更高水平的模式识别发生 

眼动和模式知觉 Yarbus, 1967：特征承载的信息与注视时间成正比 

知觉复杂模式中的特征，不仅取决于物理刺激的本质，也包含了诸如注意和意图等高级认知过

程 

8. 原型匹配 

原型形成：模式知觉是对刺激加以抽象的结果，这些抽象物被储存在记忆中，并在评价模式时

充当理想化的形状 

原型不仅仅是一组刺激的抽象物，而且是模型的一个典型的或“最佳”的表征 

（1）视觉信息的抽象 

研究者根据某个原型建立各种模式系列，发现被试对旧模式和原型的分类同样好 

（2）伪记忆：人的记忆中储存的信息是以原型的形式存在的 

原型形成的基础是频繁经验过的特征 

模式中的特征学习、关系学习 

（3）原型理论：趋中与特征频率 

趋中模型：原型提供了一组样例的平均数或平均水平 

特征频率模型：原型表征了最频繁经验到的特征的众数或总和 

9. 形状知觉：一条整合的途径 

目前的多种理论类似盲人摸象，缺乏一个全面的理论足以解释它的全部内容 

10. 专家的模式识别 

国际象棋中的模式识别  

11. 模式识别——知觉者的角色 

人类视觉模式识别：包括对输入刺激的视觉分析以及长时记忆储存 

知觉者为感觉刺激提供意义 

12. 聚焦认知神经科学 

模式识别 

大脑半球的功能不对称性：左半球更倾向于进行模式识别，右半球更倾向于进行空间信息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类型的错觉，了解典型表象的概念和解释。 

2．掌握知觉的两种主要理论，掌握模式以及模式识别的概念，掌握视觉模式识别的阶段、影

响因素及特点，掌握自下而上加工与自上而下加工，掌握模式识别各理论的主要内容以及特点。 

作业： 

1. 与模式知觉有关的重要问题有哪些？ 

2. 什么是建构知觉？什么是直接知觉？ 

3. 指出几种错觉并且对它们进行解释。 

4. 什么是格式塔心理学，这一理论是如何解释知觉的？ 

5. 举出几个典型表象的例子。 

6. 关于模式识别，下列几种理论的要点是什么：模板匹配理论、几何离子理论、特征分析理
论以及原型匹配理论？ 

7. 什么是启动效应？为什么它会受到现代认知心理学的重视？ 

8. 专家们（例如国际象棋大师）是如何组织视觉模式的？ 

知识单元 4：意识状态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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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意识的发展史 

（1）意识：对外部环境和内部认知事件的觉察 

人类如何从脑的活动中产生心理活动？ 

（2）意识的发展史 

人类早期对意识的探索 

哲学对意识问题的关注 

身-心问题 

心灵主义：意识心灵是一切现实的基础 

物理主义：所有的意识经历都可以用神经活动来解释 

科学心理学的出现：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生活的科学  

2. 作为科学建构的意识 

意识的主观报告 

无意识加工：未进入意识但仍被神经系统表征，也能够影响其他心理过程 

意识是一个变量 

意识表征与无意识表征：都可以作为被推论出来的建构性概念 

比较两个推论出的实体         

意识的含义与类别：觉醒状态、体验、拥有一种心理状态、自我感  

3. 认知心理学和意识 

（1）意识的两种主要研究方式 

启动研究 

认知神经研究：睡眠和健忘症 

（2）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 

外显记忆 explicit memory：对信息的有意识回忆 

内隐记忆 implicit memory：指在与先前经验有关的行为改变中所反映出来的记忆 

（3）关于启动的研究 

早期的实验范式 

阈下启动：在感觉阈限 sensory threshold或意识水平之下呈现的启动的效果 

阈下知觉的研究范式 

词汇决策任务：判断字符串组成的是否为单词 

（4）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睡眠与健忘症 

睡眠 

健忘症/失忆症 

健忘症患者无法回忆起过去经历的任何事情，但仍能够学会新的技能 

健忘症患者并非有意识地对记忆线索进行回忆，人类存在至少两种基本的记忆系统 

（5）有限容量 

意识的容量有限 

自动化加工可以同时进行 

执行双任务时，意志控制的任务之间会相互干扰 

4. 关于意识的隐喻 

（1）新异隐喻 

意识总是集中于新异或突破常规的事物 

意识的核心功能：将心理资源导向到对新异、突出的事物的适应过程中 

不足：具有重要个人或生物意义的常规事物，也会被意识到 

（2）聚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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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被视为投射到物体上的一道光，使人们更清楚地理解事物的含义 

F. Crick：丘脑-皮层聚光灯，丘脑的网状核、板内核损伤会直接破坏意识 

（3）一个整合的隐喻：在心灵中的剧场 

意识经验是在黑暗的观众席中被灯光照亮的舞台，强调众多专门化系统中的告示的功能 

反对观点：Dennett & Kinsbourne 对剧场隐喻的批驳 

意识不是在一个地方被识别出来的，而是散布在大脑的各个角落 

5. 意识理论 

（1）Schacter的 DICE模型 (Dissociable interactions and Conscious Experience, DICE) 

DICE模型最初用来解释记忆分离现象：外显/内隐分离的广泛性和多样性，患者的意识障碍仅

限于和其损伤相关的领域 

DICE模型可以帮助理解记忆与意识的关系，并做出预测 

（2）Baars的综合工作平台理论 

 专家加工器：细胞、神经网络或系统等，无意识加工器：剧场里的观众 

 综合加工平台：信息在系统范围内整合和传播的结构性能力，类似科学会议上的演讲台 

情境：制约着意识的内容，但本身又不被意识到的结构 

意识与一个综合“广播系统”相联系，该系统在大脑内广泛地传播信息，综合加工平台理论预

测：意识内容在脑内广泛散布，并得到实验数据的支持 

6. 意识的功能 

意识可能具有多种功能：定义和设置情境的功能、适应和学习的功能、排列次序和通达控制的

功能、心理和生理行为的调动和控制的功能、决策和执行功能、错误检测和编辑功能、反射和自我

监控的功能、优化组织性和灵活性的权衡 

学习目标： 

1．了解意识的研究历史，了解关于意识的各种隐喻。 

2．掌握意识的定义，掌握意识与无意识的研究方法，掌握启动的研究范式，掌握关于睡眠与

健忘症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熟悉关于意识的 DICE模型与综合工作平台理论。 

作业： 

1. 请解释什么是意识？不同的意识定义有何异同？ 

2. 哪些重要的历史事件推动了当代意识研究的发展？ 

3. 什么是启动？启动研究如何解释有意识和无意识加工？ 

4. 如何科学地研究意识？ 

5. 关于意识的理论模型有哪些？请简要解释。 

知识单元 5：记忆过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短时记忆 

（1）短时记忆的实验 

Brown-Peterson 范式 

短时记忆储存信息的能力及其有限，如果没有复述，信息会从记忆中逐渐消退  

支持存在两种记忆存储的论据 

（2）认知神经科学与短时记忆 

病例 H.M. ：手术切除双侧颞叶及海马，短时记忆正常，但无法在长时记忆中储存新信息；程

序性记忆正常 

（3）工作记忆 

工作记忆：我们执行认知任务时，短暂保持和加工信息的记忆系统  

Baddeley等人的质疑：短时记忆并非只是被动存放信息；记忆的广度由复述信息的速度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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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记忆的组成部分：语音环路、视觉空间展板、中央执行器、情景缓冲器 

（4）短时记忆的容量 

1） 短时记忆与组块 

短时记忆中能保持的项目平均为 7±2 
组块：短时记忆的基本单元；通过组块，增加每个项目的密度或信息量，短时记忆的容量极大

增加 

2） 短时记忆，长时记忆和组块 

长时记忆与组块的关系 

（5）短时记忆的信息编码 

1） 听觉编码 

短时记忆中信息编码的主要形式 

Conrad,1964：发音相近的字母高度混淆 

2） 视觉编码 

短时记忆中存在视觉编码 

视觉特征和名称的匹配：反应时 Aa > AA 

3） 语义编码 semantic code 

去前摄抑制 Wickens 1973 

（6）短时记忆的信息提取 

 斯腾博格范式被试的反应时：随着集合中项目数的增加而同比增加 

系列搜索—穷竭式： 短时记忆提取时，按次序寻找短时记忆中的项目以及与探测项目进行比

较 

2. 长时记忆 

（1）认知神经科学与长时记忆 

1） 拿着蛋糕并同时享用  

记忆定位的区域性与广泛性：记忆位于大脑的特定区域，同时又涉及整个大脑 

海马等区域对长时记忆的形成可能是必须的，但储存永久性长时记忆的地方可能是大脑皮层 

2） 人脑如何工作—简单又奇妙 

长时记忆的存储：神经环路的激活导致神经环路发生电化学和结构的改变 

3） 裹着糖衣的金质记忆 

兴奋性事件引发肾上腺素分泌，进而提高血糖水平，促进记忆的巩固 

（2）长时记忆：储存与结构 

1） 编码 

长时记忆的编码可能是多维度的，很可能包括语义编码和所有基于感觉模块的编码 

在长时记忆存储的是目标句子的意义而不是它特定的刺激特征 

2） 组织 

长时记忆中的信息按一种有序的方式组织 

特定的信息被记录在一个结构良好并高度实用的网络中，新的信息将被记录到已有的组织中 

3） 容量和持续时间 

长时记忆的容量和持续时间几乎是无限的 

遗忘可能是由于干扰或者消退 

（3）超长时程记忆 

高中同学 

西班牙语的超长时程记忆——持久存储的证据？ 

超长时程记忆与认知心理学：对研究者名字的保持，比对概念的回忆和再认消退得更快 

图片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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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传体记忆 

自传体记忆：与个人的过去有关的记忆 

对不同的生活阶段，个人记忆的好坏不同 

自传体记忆通常都很好，但容易扭曲 

自传体记忆的日记研究法 

（5）记忆的不可靠性与目击者辨认 

目击者证词：记忆的扭曲 

现实生活中，记忆和回忆都是建构性的，而不仅是简单的重构 

压抑性记忆：指人们可能会从意识里去除那些特别痛苦的记忆 

一些压抑性记忆可能是虚假记忆 

学习目标： 

1．了解记忆的分类和研究历史，了解超长时程记忆和自传体记忆的定义和研究方法。 

2．掌握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的定义和主要研究范式，掌握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的编码、容量、

存储和提取方式，掌握工作记忆的概念和模型，熟悉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成果，

熟悉影响记忆可靠性的因素。 

作业： 

1. 记忆的类型有哪些？ 

2. 哪些重要的实验开启了记忆领域的研究并成就了认知革命？ 

3. 短时记忆能够保存多少信息？ 

4. 何谓信息的“组块化”？它如何增强我们储存知识的能力？ 

5. 信息在短时记忆中是如何编码、又如何从短时记忆中提取出来？ 

6. 长时记忆中的信息是如何储存和组织的？ 

7. 关于长时记忆持久性的研究都有哪些？ 

8. 关于记忆的不可靠性，尤其是在犯罪事件的证人证言方面，记忆的研究告诉了我们什么？ 

知识单元 6：记忆模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早期研究 

（1）对人类记忆研究的两种取向 

通过传统的方法，研究记忆的结构-加工成分 

通过脑成像技术，研究特定病理现象中的记忆改变，或给予药物来影响神经传递 

（2）Hermann Ebbinghaus 艾宾浩斯 

对记忆和遗忘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 

《论记忆》(On memory, 1885)  

使用无意义音节和序列学习技术研究记忆 

（3）William James 

心理学原理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提出对记忆的区分，是现代二元记忆理论的先驱 

初级记忆：从不脱离意识，并且忠实地再现刚刚觉知到的事件 

次级记忆：永久记忆，被看作是蚀刻在人们脑组织中的一条条路径，存在巨大个体差异 

2. 记忆的认知神经科学 

可能与记忆直接相关的三个区域：大脑皮层、小脑、海马 

程序性记忆：处理动作技能，主要位于小脑之中 

陈述性记忆：包含了关于世界的信息和知识，存储于大脑皮层之中 

3. 两种记忆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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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记忆理论 

生理学证据：动物电休克刺激 

临床证据：遗忘症 

创伤后对事件立即回忆的效果不受影响，但未能巩固进入永久记忆中 

行为学证据 

系列位置效应：学习了一系列项目，进行自由回忆时，非常靠后的项目很容易回忆，最先识记

的项目很容易回忆 

首因效应、近因效应 

配对联想实验 

4. 泛认知领域中的记忆 

三个假设的记忆成分：感觉“存储”、短时记忆、长时记忆 

认知系统的发展中仍存在大量的推论 

5. 记忆模型 

（1）Waugh & Norman, 1965  

第一个现代的二重记忆模型 

初级记忆独立于次级记忆 

初级记忆的容量非常有限：存储的信息会随时间消失、旧项目会被新项目取代 

探测数字实验 

（2）Atkinson & Shiffrin, 1968 

记忆的结构是固定的，每个结构包括若干子系统 

控制过程是可变的，其激活取决于任务特点产生的需求 

记忆的三个存储机制：感觉登记器、短时存储器、长时存储器 

（3）回忆水平(Level of Recall, LOR) 

Zinchenko, 1962, 1981 

基本观点：用更深层方式编码的单词比浅层方式编码的单词更可能保存在偶发记忆中 

实验 

（4）加工水平 

Craik & Lockhart, 1972 

单一的存储模式，认为记忆是知觉加工的副产品，记忆痕迹的持久性取决于分析活动的复杂性

或深度 

加工水平与信息加工之争：区别在于结果和过程的重要性以及复述的本质，信息加工模型强调

结构成分以及和保持性复述，加工水平模型强调加工处理和精细复述 

对加工水平模型的批判 

记忆的效果取决于信息最初是如何被编码的 

加工水平影响记忆的解剖学基础 

（5）自我关联效应 

Rogers, Kuiper & Kirker, 1977 

自恋特质 

一种强有力的自我图式，即围绕“我，我的”而形成的内在属性的组织体系 

（6）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Tulving 

Tulving提出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两类记忆假说 

强调记忆是一个多重体系，既包括多重系统，又遵循多重法则 

情节记忆：一种神经认知记忆系统，它使人们能够记住过去发生的事件 

语义记忆：对词汇、概念和抽象观念的记忆，为语言活动所必需 

一个记忆系统还是多重记忆系统：Tulving三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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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性记忆：记忆的最底层形式，保存着刺激和反应之间的联结  

情节记忆与语义记忆的支持证据 

（7）记忆的联结主义模型 Rumelhart & McClelland 

平行分布式加工(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PDP) 

模型提出了与神经元有些类似的加工单元，记忆等心理过程发生在相互联结的单元所构成的系

统中 

记忆的联结主义模型能够解释复杂的学习行为 

学习目标： 

1．了解记忆的研究历史和认知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2．掌握关于二重记忆模型、记忆的信息加工模型、加工水平理论、自我关联效应、情节记忆

和语义记忆、记忆的联结主义模型等各种理论模型与假设。掌握研究记忆的重要实验范式，熟悉记

忆存储系统各成分的特征。 

作业： 

1. Ebbinghaus和 James对记忆的研究做出了哪些贡献？ 

2. 什么是程序性记忆？什么是陈述性记忆？ 

3. 双重记忆模型的证据有哪些？ 

4. 回忆水平、加工水平和自我关联效应意味着什么？ 

5. 什么是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 

6. 联结主义模型如何解释记忆？ 

知识单元 7：记忆术和专家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记忆术系统 

记忆术是一种促进记忆过程中信息的储存、编码和回忆的方法 

使用熟悉的联想、信息的储存或编码、回忆已储存的信息 

（1）定位记忆法 

一种古老的记忆术，根据地点建立意象 

确定自己熟悉的并且连续排列的地点，创设待回忆项目的表象并使其与地点发生关联，回忆时

在这些地方重新走一遍，每个地点可作为待回忆项目的提示物 

（2）挂钩词记忆法 

学习一组词作为挂钩，要记忆的项目就挂在这些词上 

（3）组织化图式 

所有的记忆术都是基于信息的构建方式，使得信息的记忆和提取变得容易 

组织化图式可能基于其他方法 

（4）人名回忆 

（5）字词回忆 

2. 非凡的记忆力 

杰出的记忆能力通常涉及多种记忆方法的结合使用 

（1）个案 S. Luria 

S.的记忆力伴随丰富的联觉，也使用定位记忆法 

（2）E.：照相式记忆的个案 

Elizabeth能够在心里把一幅图片的精确表象投射到某一平面上，并看着这一表象，详细地把

它描述出来  

3. 专家和专长 

专家指有特殊认知能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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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的特征：主要在自己从事的领域表现优异、在专业领域中能洞察到大量有意义的模块、处

理问题的速度快、似乎能有效地利用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和新手相比，在专业领域中能在更深的

层面领会和表征问题、花大量时间对问题进行质性分析、有自我监控技能 

专长的理论分析 

非凡记忆力操作的三条原则：记忆编码原则、结构提取原则、加速原则 

学习目标： 

1．了解具有非凡记忆力的个案。 

2．掌握定位记忆法、挂钩词记忆法、组织化图式等记忆术，掌握专家的记忆力特点。 

作业： 

1. 常用的记忆方法有哪些，它们为什么有用？ 

2. 描述一下你所知道的具有非凡记忆能力的人。 

3. 专家的记忆有哪些特征？ 

4. 哪些原则可以用来解释专家化的记忆力其实和长时记忆有关？ 

知识单元 8：知识的表征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知识：信息在记忆中的存贮、整合和组织 

知识是经过组织的信息，是结构化信息网络或系统的一部分；知识就是被领悟的信息 

1．语义组织 

语义组织指概念在记忆中的组织和建构方式 

聚类模型：意义相近的元素的分组和聚类 

知识表征理论中涵盖两种类型的知识：陈述性知识：“知道是什么”、程序性知识：“知道怎样

做” 

2. 联想主义取向 

4） 组织性变量：Bower 

联想主义通过研究自由回忆的形式来考察语义组织 

3. 语义记忆：认知模型 

（1）集合-理论模型 

概念是由信息集合来表征的 

集合包括：类别、属性 

记忆提取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信息集合进行搜索  

集合-理论模型检验了两种逻辑关系：全称肯定、特称肯定，对逻辑关系正确性程度的判断，

取决于集合重叠的量 

（2）语义特征-比较模型 

与集合-理论模型相似，但存在差别：定义性特征、描述性特征 

命题的正确性判断，更多地基于定义性特征 

对语义特征-比较模型的批评：没有任何一种属性在定义事物中必不可少 

集合-理论模型与语义特征-比较模型增进了对语义记忆的理解 

（3）网络模型 

1） Collins & Quillian, 1969 
语义记忆的基本成分是表征一定客体或概念的节点 

认知经济性：共同属性被存放在较高层的结点上 

网络模型的实验检验  

2） 激活扩散理论：Collins & Loftus (1975) 

不存在层次，概念间联系的强度用直线的长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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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概念或属性被涉及时，表征这个概念或属性的结点会被激活，并通过连线扩散 

可以解释典型性效应、启动效应 

3） 神经成像技术和通路激活 

重复启动、语义启动：两种条件的行为学数据均获得稳定的启动效应 

（4）命题网络 propositional networks 

命题：具有意义的最小单元，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陈述而存在 

1） HAM和知识表征 

人类联想记忆 Human Associative Memory, HAM  

记忆是由一个复杂的命题结构联想网组织而成 

2） ACT (adaptive control of thought) 
Anderson (1983)：思维的适应性控制 ，指的是激活水平不断变化的记忆痕迹 

信息加工模型，综合了对陈述性知识的网络表征与程序性知识的产生式系统表征 

包括三种记忆：工作记忆、陈述性记忆、产生式记忆 

ACT中的知识表征：三重编码理论 

4. 知识表征——认知神经的角度 

神经系统的改变与知识表征 

（1）寻找难以捉摸的记忆痕迹 

记忆的局部定位 

许多种类的信息被加工，每种信息被独立地加工和定位存储 

记忆的广泛分布 

多系统共同参与对整个事件的表征 

（2）遗忘症患者能告诉我们什么   

逆行性遗忘症：信息提取的障碍；顺行性遗忘症：信息编码的障碍 

暂时性遗忘症：可能原因包括脑损伤、电痉挛治疗 

永久性遗忘症：可能原因包括长期电痉挛治疗、严重脑外伤、中风、脑炎等 

1） 认知任务与遗忘症 

长时记忆和短时记忆的神经基础 

神经结构支持两种类型的认知任务 

2） 知道是什么和知道怎么做 

陈述性和程序性知识：启动 vs.再认 

（3）记忆结构分类学 

Squire提出的记忆分类结构 

同时把意识记忆和无意识记忆列为研究课题 

信息可以同时激活两种知识 

5. 记忆的巩固 

短时记忆至长时记忆的巩固并非序列式的连接 

药物的选择性阻断：短时记忆 vs.长时记忆 

两种记忆过程可能相互独立、平行操作 

6. 联结主义与知识的表征 

联结主义：一种关于包含了大量简单单元的心智理论，这些单元联结成为平行分布式处理的网

络 

联结主义模型中，单元自身不表征任何概念、命题等信息，知识被表征为单元间的联结 

联结主义模型假设学习的是简单单元之间的联结，而不是信息提取等规则 

PDP受到神经结构的启发，但不等于 PDP模型指的就是知识表征的特定神经通路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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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记忆的结构分类学，了解词汇和语言对知识表征研究的意义。 

2．掌握知识表征的概念与研究取向，熟悉集合-理论模型、语义特征-比较模型、网络模型、

命题网络、联结主义等知识表征模型的特点。 

作业： 

1. 为什么研究知识及其表征的心理学家，会热衷于研究单词和语言？ 

2. 以下模型各有什么特点：集合-理论模型、语义特征-比较模型、网络模型、命题网络、神

经认知模型？ 

3. 什么是“语言模糊”？从你的日常生活中举出一个例子。 

4. 激活扩散理论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它如何预测启动实验的结果？ 

5. 对遗忘症患者的研究可以揭示有关记忆结构的哪些信息？ 

6. 知识在 PDP模型中是如何表征的？ 

知识单元 9：心理表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历史回顾 

心理表象：对不在面前的物体或事件的心理表征 

具有鲜明的感性特征，分为视觉表象及其他感觉形成的表象等 

（1）哲学阶段 

亚里士多德：“概念来自表象” 

经验主义 Empiricism：英国的洛克等 

（2）测量阶段 

差异心理学: Galton(1822-1911) 

Titchener：表象是意识的组成元素之一 

行为主义：拒绝承认表象 

（3）认知和认知神经阶段 

表象量化评估 

表象是知识表征的一种重要形式 

2. 表象和认知心理学 

信息是如何在记忆中进行表征的？ 

三种理论观点 

（1）双重编码假说  

Paivio, 1975 

记忆中存在两种编码系统或信息表征方式：言语系统和表象系统 

信息编码和储存可能使用其中一种或两种 

（2）概念命题假说 

Anderson & Bower 

信息以抽象命题的形式储存，该储存方式详细地记录了物体、事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节省的论点 

（3）功能等价假说 

认为表象和感知是高度相似的 

Shepard：心理旋转 

心理旋转的神经学证据：对猴子运动皮层的单细胞记录 

二阶同构：用于表示外部事物和内在表征之间的非一一对应关系，事物在大脑中不是直接或结

构性地表征的，而是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操作方式相似 

概念命题假说无法解释涉及二阶同构的表象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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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似乎反映了内部表征，其操作与实际物体的知觉操作类似 

3. 认知神经科学的证据 

大脑的不同区域与不同的认知任务有关 

视觉表象任务和视觉在大脑中似乎定位于相似位置 

视觉表象任务要求相关的知识，会激活大脑与记忆及视觉相关的区域 

表象任务的加工过程比感知任务需要更多的能量，前者是自上而下的任务，后者是自下而上的

任务 

4. 认知地图 

（1）认知地图：表象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个体对特定环境空间布局的内部表征 

人类用两种知识来学习空间世界 

路径知识：关于从一点到另一点之间的特定路线的知识 

纵览知识：处理环境线索之间的整体关系 

地理位置的记忆偏差 

产生偏差的原因：人们可能采用概念策略而不是特定的图像来记忆地理信息 

（2）心理地图：我在哪儿？ 

人们在自己的心理地图中，是以自我中心的角度看待世界的 

5. 联觉：颜色的声音 

联觉：一种感官刺激导致另一种感官做出反应的情形 

联觉更像是有规律可循而不是随机的 

学习目标： 

1．了解表象研究的历史，了解联觉的概念与研究范式。 

2．掌握意象的概念与假说，掌握意象与表征的关系，掌握认知地图的概念与特点，通过关于

认知地图的学习加强对意象的认识。 

作业： 

1. 定义心理表象，该定义里面包括所有的感觉模型了吗？ 

2. 心理表象的早期研究与心理特质的测量之间是怎么的关系？ 

3. 下面三个假说的主要特征是什么？a. 双重编码假说，b. 概念-命题假说，c. 功能等价假

说 

4. 认知神经实验是如何使心理表象的课题更具实证性的？ 

5. 一个人的偏好如何影响他/她可能形成的心理地图的种类？ 

知识单元 10：语言：结构和构象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语言：一种交流系统，在该系统中思想能够以声音（包括言语和音乐）或符号（包括书信和手

势）的方式进行传递 

概览 

传统认知心理学对语言研究集中于单词和语法 

神经学：Broca和 Wernicke的早期研究 

语言机能定位在广泛的区域上，其中绝大部分位于大脑左半球 

1. 语言学 

（1）语言学层级 

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一种层级结构，包括：音素、词素、句法 

（2）音素 

口头语言的基本单元是音素 

一定语言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的语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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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音、辅音；浊音、清音 

声波纹：对语音的可视性分析，能够对口头语言的声学特征如何随时间变化进行细致的研究

 （3）词素 

语言中最小的有意义单元 

语言中音义结合的最小单位 

自由词素：能够单独成词的语素 

绑定词素/粘着语素：只能和其他语素组合成词  

（4）句法 

句法是指控制词素组合成短语和句子的规则 

句法概念的扩充：有关信息如何从一种形式转换到另一种形式的法则 

2. Chomsky的语法理论 

语法：掌握语言规律性的规则的集合 

1） Chomsky的语法理论 

语言具有很高的底层一致性，句子的底层结构和句子意义的联系更紧密 

语言是一个具有生成性的系统 

所有语言的底层结构都包含有共同的元素，可能反映了先天的认知组织规则 

Chomsky理论的三个方面：表层结构、深层结构、转换语法 

2） 转换语法 

树状比喻：用一种有序的形式来表示句子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尽管句子的语言学形式发生改变，但其信息内容可能保持不变 

转换语法 

我们先天掌握某些规则，允许我们造出句子并能够将之转换成其他表达相同意思的句子 

暗示语言分析必须基于句法层面，对句法（形式）的强调超过了语义（意义） 

3. 语言的心理语言学方面 

（1）先天特性和环境影响 

关于语言获得的三种观点 

1） 语言是一种先天的、普遍的倾向：代表人物 Chomsky 

2） 语言是通过强化而习得的：代表人物 Skinner 

3） 语言发展是生物成熟以及个体与环境互动的产物 

（2）语言-相对性假设 linguistic-relativity hypothesis 

又称萨皮尔-沃尔夫假设 Sapir-Whorf hypothesis 

语言的本质决定了人们对现实的观察和理解方式，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支持：爱斯基摩人对雪的描述 

反对：所有的语言中包含了相同的基本颜色词，对基本颜色的焦点色的选择十分接近 

4. 认知心理学和语言：语言学观点的抽象 

（1）“幽灵之战”：Bartlett 

在自然情境中语言的加工与记忆 

图式：指对过去反应和过去经验的一种主动组织 

回忆是一种建造的过程，这种建造来自于图式 

批评：图式的概念太模糊太复杂，难以进行实证验证 

Bartlett 的贡献：首次引入了抽象记忆的概念，抽象记忆构成了新的学习以及此后新信息转

换的部分基础；使用真实生活故事的研究是可能的，并能够得到有用的结论；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

重要的参考框架 

（2）“蚂蚁吃果冻”：Bransford和 Franks 

人类对句子的记忆：不是简单的逐词抄录，而是某种能抽象出观念的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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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被试不会割裂在语义上存在关联的句子，我们对抽象结构的记忆比具体形式的信息记忆要

好，我们似乎是用层级形式来理解故事的 

对句子和故事存在着某种潜在的、结构化的加工 

5. 知识与理解 

读者的知识越多，对文本的理解就越好：自上而下的加工 

（1）“肥皂剧”、“小偷”和“警察” 

文本理解会受到环境信息和指导语的影响 

环境信息激活特定类型的图式，进而对文本材料的理解或编码产生影响 

图式对记忆有重新建造的作用，重新建造那些忘记了或未学过的成分 

（2）“保险杠和警察”：Kintsch和 van Dijk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试对报告中具体细节的回忆减少，对故事要点的保持却基本相同 

6. 一个有关理解的模型：Kintsch 

（1）Kintsch的语言理解模型 

读者是用命题和目标图式来理解文本材料的 

语言理解依赖于两个独立的来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加工 

模型的最高层是目标图式，最底层是文本 

文本材料在记忆中被储存的潜在单元是命题，命题由一个谓词与一个或多个论点组成     

（2）文本和阅读的命题表征 

Kintsch模型的预测：命题复杂度高的句子比命题结构简单的句子更难理解，即使两个句子的

表面复杂度相同 

研究结果：阅读时间取决于句子所含命题数量，与句子所含的单词数量无关 

7. 语言和神经学 

语言加工与某些特定区域有关，但语言的整体运作依赖于大脑多个部分的即时互动 

（1）电刺激 

Penfield (1959)：皮层电刺激 

皮层的某些区域对特定的语言任务起关键作用  

（2）PET扫描和语言 

对视觉呈现材料的两类加工，所激活的脑区不同 

学习目标： 

1．了解语言学的层级，了解如何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语言理解与生成。 

2．掌握 Chomsky的语法理论，掌握语言-相对性假设，掌握关于语言理解的 Kintsch模型，掌

握图式的概念及其对记忆的影响，熟悉关于语言的神经学研究结果。 

作业： 

1. 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对语言的研究有何不同？ 

2. Chomsky语法理论的基本特征有哪些？ 

3. 什么是语言-相对性假设？这个假设有哪些证据支持？又有哪些证据反对？ 

4. 对故事回忆的研究是如何改变我们对语言和记忆的理解方式的？ 

5. 什么是图式？图式诱导的信息又是怎样歪曲个体对故事的记忆的？ 

6. Kintsch的语言理解模型有哪些要点？ 

7. 认知神经科学如何研究大脑和语言？这些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什么？ 

知识单元 11：语言：单词和阅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知觉广度 

（1）语言理解的三个阶段 



9835 

1） 知觉阶段：对听觉的或书面的材料编码 

2） 语法分析阶段：将材料中的单词转换成这些单词的语义组合的心理表征的加工过程 

3） 语用阶段：理解者应用句子语义的心理表征 

字母检测和阅读的心理学意义：字母检测和阅读的过程代表了刺激和记忆之间的相互影响，能

够反映人类的认知过程；可能用于指导阅读教育 

词优效应  

Cattell (1886)：人们在短时间内报告字母的能力，与字母序列是否有意义有关 

句优效应  

（2）知觉广度 

知觉广度：一次短暂呈现中可以获得多少信息 

对阅读中知觉广度的研究，使人们得以考察那些通常不会被清晰知觉到、又时常能被清楚编码

的信息是如何得到加工的 

文本加工：眼动追踪 

采用移动窗口范式，研究读者在多大范围的区域中获取文本信息 

近外周视觉的信息可以得到部分编码，加工程度取决于信息和凝视点之间的距离 

2. 词汇决策任务 

词汇决策任务 

Meyer et al., 1971 

单词识别的情境效应：某种内部机制按照情境的不同而增强了单词的识别 

3. 语境中的语言 

（1）语用学：研究人们如何使用语言，关注语言的交流目的 

语言的使用 

非语言要素的使用 

（2）言语行为：个体能够用言语完成哪些事情 

直接言语行为 

间接言语行为 

言语行为的五大类型：描述、指示、承担、表达、宣告性功能 

间接言语行为：能力、愿望、将来的行为、原因 

（3）会话准则 

谈话是基于一种合作原则：Grice(1975) 的四个准则 

数量准则、质量准则、相关准则、方式准则 

（4）性别与语言 

Tannen：将两性间的对话视为跨文化交流 

男女对话风格的不同主要集中于对对话目的的不同理解 

4. 理解 

（1）语义编码：从记忆中提取单词意义 

基于对单词意义的理解，将感官信息转化为我们所能知觉的有意义的表征的过程 

有关单词意义的知识（词汇）与文本的理解能力有密切关系 

（2）词汇习得：从上下文推导单词意义 

读者习得词汇的途径 

外部资源 

记忆中的已有信息和上下文线索 

（3）对文本观点的理解：命题表征 

金西模型 

从单词组中提取出基本观点，并用命题的形式存储在工作记忆中 



9836 

宏观命题：主体性的关键命题 

（4）用心理模式表征文本 

段落中信息的命题表征被组织成理解文本的心理模式 

形成心理模式时引入推论：初步的结论或判断 

跨桥推论：在理解句子时，人们作出跨桥推论，将它与之前的句子进行连接 

（5）基于上下文和观点对文本的理解 

个人的观点可能影响记忆的内容 

学习目标： 

1．了解语言理解的三个阶段，了解语用学的定义，了解言语行为的分类和会话准则。 

2．掌握阅读过程中知觉广度的测量方法，掌握词汇决策任务中单词识别的机制，掌握语言理

解过程中单词、语法、语义信息的整合，熟悉语言理解者在阅读时可能做出的推论。 

作业： 

1. 为什么认知心理学家会对单词和阅读感兴趣？ 

2. 什么是知觉广度？ 

3. 中央凹视觉是如何影响阅读的？ 

4. 有哪些技术被用来对阅读进行科学研究？ 

5. 什么是阅读理解？如何研究它？ 

6. 当一个人阅读高难度段落时，在其视觉通路和皮层都会发生什么？ 

知识单元 12：思维：概念形成、逻辑和决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思维 

 思维：通过判断、抽象、推理、想象和问题解决这些心理特征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来实现

信息转换，从而形成新的心理表征的过程 

2. 概念形成 

（1）概念形成：辨识出一组物体或观点的共同属性的过程 

包括识别一组物体的共同特征以及发现把这些概念特征联系起来的规则 

确定“关键特征”的过程随情境而变化 

（2）联想 

联想主义：两个事件反复同时呈现，它们之间会形成一种联想 

概念学习：刺激与反应之间 

（3）假设检验 

概念形成的过程是不断提出假设和验证假设的过程 

扫描策略 ：检验假设 

同时性扫描、继时性扫描 

聚焦策略 ：检验属性 

保守性聚焦、赌胜性聚焦 

3. 逻辑 

逻辑学：思维的科学 

早期的内省 

三段论推理，三段论由三部分组成：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 

三段论逻辑用于验证论证过程的有效性 

当大小前提是正确的且推理形式无误，三段论推理所得结论是有效的或正确的 

（1）推理和演绎推理 

演绎推理：从一般到特殊，本质上属于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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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段论推理 

1） 形式 

三段论逻辑可能使人在形式而非内容的基础上评估思维过程的正确性 

2） 气氛效应 

三段论的形式对结论的获得表现出了极大的影响 

Johnson-Laird：对三段论前提的心理表征的推断 

推理的过程就是创建并检验心理模型的过程 

三段论中设置各项的形象性、关联性，很可能会促进项目的表征 

三段论的结论，受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知识的影响 

4. 决策 

（1）归纳推理 

所得结论常常以概率的形式表示，与日常生活中决策更相符 

决策：特征排除法，逐渐排除吸引力较小的选项 

（2）“真实世界”中的决策：逻辑分析的失误 

1） 推理性对话：言语对话中的辩论 

2） 具体化造成的假象 

3） 对人不对事以及个人化的辩论 

4） 诉诸武力或权力的辩论 

5） 诉诸权威和/或名声 

6） 认为多数派一定正确的辩论 

7） 稻草人辩论 

（3）推理和大脑 

大脑，推理和思维 

概念形成、学会新规则 

思维的定位和神经心理学机制 

（4）概率估算 

易提取性 

（5）决策框架：决策者对于特定选择有关的行动、结果以及意外事件的总体设想 

即使是在概率相等的情况下，人们面对收益情境时拒绝风险，面对损失情景时偏好风险 

选项的呈现方式对最终的选择会产生影响 

（6）典型性 

事件与总体的本质属性的相似程度 

（7）贝叶斯定理和决策 

条件概率：指在假定另一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某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大部分人在日常推理情境中不会采用贝叶斯定理 

5. 决策和理性 

人类的决策并非完全理性 

人们根据偏见和启发法（捷径）来做决定的可能性或许远大于早期决策研究指出的那样 

启发法：非正规的、直觉的、猜测性的策略，有时可能带来有效的解决方案，有时则不能 

学习目标： 

1．了解思维的定义，了解概念形成和逻辑的研究历史，了解逻辑分析中的错误辩论。 

2．掌握概念的形成过程，掌握演绎推理、三段论推理和归纳推理，掌握人们在推理中存在的

偏差与所使用的策略，掌握决策框架和贝叶斯定理。 

作业： 

1. 认知心理学家对“思维”是怎样定义的？思维和概念形成有何不同？思维和逻辑又有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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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2. 三段论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3. 什么是演绎推理？它和归纳推理有何不同？ 

4. 怎样把对话式的辩论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加以分解？ 

5. 什么是决策框架？它对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6. 贝叶斯定理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知识单元 13：思维：问题解决、创造力和智力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问题解决 

问题解决：直接指向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思维，它包括答案的形成和在可能答案中进行选择的

过程 

（1）格式塔心理学和问题解决 

格式塔 Gestalt：构造或完型 

代表人物：韦特海默 Wertheimer、考夫卡 Koffka、苛勒 Kohler 

功能固着：人们倾向于根据熟悉的用法来理解事物 

定势：对活动的一种内部准备状态，可能提高或抑制知觉/思维的质量 

问题的表征：信息的表征在问题解决过程中很重要 

顿悟：“aha”体验，通常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新构想一个问题或策略的解决方案 

（2）内部表征和问题解决 

内部表征的形成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包含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加工 

2. 创造 

（1）创造：以一种新的方法看问题或情境的认知活动 

（2）创造的过程 

准备期：问题的形成，需要我们的一般知识基础的参与 

酝酿期：不直接尝试解决问题，注意力转向其他地方 

灵感期：产生理解的瞬间 

验证期：包括对顿悟的检验 

（3）创新和功能固着 

远程联想测验 

三词组任务 

（4）创造的投资理论 

创造性的出现必须包括多种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不同程度创造性个体之间的差别是多种因素

的综合结果 

智力的加工过程、智力风格、知识、人格、动机、环境 

创造性个体对观念“低买高卖”，寻找隐藏在低估观念中的潜能 

（5）创新的判定 

相关领域专家的评判 

1） 发散生成测验 

聚合思维：人们根据熟悉的规则解决问题 

发散思维：为一个问题产生大量抽象而灵活的答案 

上述两种方法均涉及主观评估 

2） 文化差异 

个体的文化传统可能造成创造性思维的差异 

3） 创造力的教学 



9839 

创造力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增加知识储备、为创造制造合适的气氛、寻找类比 

3. 智力 

智力：没有统一的定义 

人类智力的操作性定义：获得、提取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其目的是理解具体和抽象的概念，明

了事物间和理念间的关系，并有意义地运用知识 

智力是从经验中学习，利用个体有关认知加工提高学习以及适应周围环境的能力，而在不同的

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适应各不相同 

学习目标： 

1．了解如何促进创造性的问题，了解关于智力的定义。 

2．掌握问题的种类、问题解决的阶段和表征方式，掌握解决问题的策略及其影响因素，掌握

创造力的定义和创造的过程。 

作业： 

1. 在历史上有关“问题解决”的研究是如何进行的？ 

2. 为什么问题的表达方式是如此重要？ 

3. 列举一些你认为有创造力的人，他们身上有哪些特征显示出了创造力？ 

4. 为什么功能固着会使人难以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5. 认知心理学家是如何定义智力的？ 

知识单元 14：计算机认知：人工智能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人工智能——起源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开发能够模拟人类认知功能的计算机（硬件）和计算

机程序（软件） 

人工智能涉及任何能被人判断为具备智能的计算机输出物 

（1）计算机 

计算器：公元前 6世纪的算盘 

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确定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 

（2）计算机和人工智能 

冯·诺依曼架构：序列加工 

McCulloch-Pitts神经元：神经元被视作逻辑装置，对冯·诺依曼和联结主义的影响深远 

人脑：平行加工 

与人脑思维相似的机器尚未出现 

2. 机器与心智：模拟游戏和中文屋 

“强”人工智能：正确的程序设计可以创造出具备理解能力的“心智 mind” 

“弱”人工智能：作为探究人类认知的一种工具，强调其在人类认知研究中作为启发式的价值 

（1）模拟游戏——图灵测试 

机器会思考吗？询问者能否把计算机的表现与人的表现区分开？ 

人工智能程序：能理解问题并做出回答，回答须有效模仿人的认知形 

（2）中文屋 

Searle1980：人类心智具有意向性（心理状态和活动的属性，思维据此指向世界中的物体和事

件状态） 

通过图灵测试，也不一定具备智能 

（3）中文屋——反驳 

理解力、意向性、思考等术语没有明确、具有操作性的所指之物 

如果中文屋中的人能够完成所描述的任务，那么整个系统至少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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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力和意向性可能和导致它们发生的特定物质属性有关 

3. 语言和人工智能 

语言：基本认知过程的主要表现形式，人工智能科学家的主要兴趣所在 

（1）ELIZA，PARRY 和 NETtalk 

ELIZA：最早的计算机对话程序之一，模拟非引导型心理治疗师 

PARRY：模拟一个偏执狂患者 

NETtalk：基于神经网络，阅读字母并朗读出来 

（2）意义和人工智能 

图灵测试失败的原因：计算机缺乏对语言所包含的意义的理解 

能够“理解”自然语言的计算机程序，至少需要具备语义和句法规则、世俗和社会情境知识的

数据库 

（3）连续语音识别（CSR）：识别和记录自然言语的程序 

计算机程序还要具备一些处理日常语言中歧义现象的方法 

CSR的应用：语音-语音翻译程序？ 

（4）语言理解程序 

人们对自然语言表达的理解远超过语言的字面意思 

开发语言加工程序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之一是自然语言的模糊性 

学习目标： 

1．了解人工智能的起源和研究历史，了解人工智能的概念与分类，了解人工智能的最新研究

进展。 

2．掌握人工智能与计算机以及人类认知的差异，掌握图灵测试的内容和意义，掌握中文屋的

含义与反对意见，熟悉人工智能在语言方面的应用。 

作业： 

1. 什么是人工智能？它可能会对心理学和我们的生活产生怎样的影响？ 

2. 追溯从计算用的机器到现代人工智能程序的历史。 

3. 什么是图灵测试？什么是模拟游戏和中文屋？ 

4. 计算机如何识别和生成语言？ 

5. 有一天计算机智能会超过人的智能吗？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4个，共 2学时 

实验 1：概念形成 

参考学时：0.5学时 

实验内容：  

概念是人脑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个体掌握一类事物本质属性的过程，就是概念形成

的过程。实验室中为了研究概念形成约过程， 常使用人工概念。 

制造人工概念时先确定一个或几个属性作为分类标准，但并不告诉被试，只是将材料交给被试，

请其分类。在此过程中，反馈给被试是对还是错。 

通过这种方法， 被试可以发现主试的分类标准，从而学会正确分类。 

方法与程序： 

本实验共有 4 个人工概念，难度顺次增加。 

实验时，屏幕上会出现十二个圆键，有空心和实心两种。其中只有一个实心圆与声音相联系，

此键出现的相对位置是有规律的，被试要去发现其中的规律（概念）。找到这个键，被试用鼠标点

击相应的实心圆，如果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表明选择错误：如果有声音呈现，  同时该圆变为红

色，则表明选择正确。只有选择正确，才能继续下一试次。当连续三次第一边点击就找对了位置时，

就认为被试已形成了该人工概念，实验进行到下一个概念。如果被试在 60 个试次内不能形成正确

概念， 实验自动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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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讨论： 

结果文件结果分数列出的是被试达到正确前所用的遍数（不包括连续第一次就对的三遍) 。详

细反应里面有概念内容的介绍，另外分四列印出其它结果：第一列是概念编号，第二列为遍数， 第

三列为每遍中反应错的次数，如为 0 则表示这一遍第一次就做对了，第四列表示这一遍所用的时

间，以毫秒为单位。根据结果试说明被试概念形成的过程。 

实验要求：  

掌握人工概念。通过人工概念的研究，可以了解概念形成的过程。 

实验 2：表象的心理旋转 

参考学时：0.5学时 

实验内容：  

表象是类似于知觉的信息表征。七十年代以来，关于表象的研究迅速发展，其中重要的一项是

表象旋转的研究. 

Cooper 等人 1973 年用不同倾斜角度的正的和反的（即镜像）字母来研究表象的旋转.实验要

求被试在看到呈现的字母后，不管其具体方位和倾斜角度如何，尽快判断该字符是正的还是反的，

并按键作出反应.如果反应错误，该次实验在以后还会重复，直至反应正确。 

Cooper 的实验表明：旋转 180°时，反应时最长（无论正反），而 0°和 360° 时，反应时最短. 说

明样本偏离正位的度数越大，所需要的心理旋转越多，用时也就越多。 

方法与程序: 

用字母 R 来重复 Cooper 的表象旋转实验。有不同方位的正和反的 R 字母共 12 种，随机呈现

给被试，每种呈现 6 次，共 72 次实验。 

主试指导核试认真阅读指示语，说明反应方式：绿键为正，红键为反。强调要在尽量正确的前

提下，尽快反应。 

结果与讨论： 

将被试的结果按在不同的 R 条件下的表现列成表格，表明了被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 

结果图中是以旋转角度为横坐标，反应时为纵坐标的折线图来展示不同的 R 字母的反应时情

况。详细结果的第一列是 R 的倾斜角度，共 6 种：第二列是 R 的正反；第三列是被试的判断：第

四列是反应时（毫秒）。 

实验要求：熟悉表象的概念和 Cooper表象旋转实验；掌握心理旋转的研究方法和结果分析。 

实验 3：短时记忆的信息提取 

参考学时：0.5学时 

实验内容： 

将短时记忆中的项目回忆出来，或者当该项目再度呈现时能够再认，都是短时记忆的信息提取。 

Sternberg 最早研究这个问题，即著名的短时记亿信息提取实验。这个实验解决了两个重要问题，

即短时记忆信息提取是系列扫描的，并且是从头至尾扫描的。 

虽然这个理论现在仍有很大争论，但它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个实验发展出了一个新的实验法

一相加因素法。其逻统是：如果两个因素是相互制约的，则它们属于同一阶段；如果两个因素的效

应分别独立，则它们属于不同的加工阶段。 

方法与程序： 

实验给被试呈现一列数字（记忆集），相继呈现，每个呈现 1. 2s ，全部数字（1个到 6 个）

呈现完后，过 2s ，伴随一声长音，又出现一个数字， 并开始记时，要求被试判断宫是否是刚才

识记过的，并按键反应。 

实验中记忆祭大小共六种(1到 6) ，其中 1， 2, 3 和 6 各做 12 次， 4 做 8 次， 5 做 10 次，

"是、否"反应和位置完全平衡，共做 66 次，随机呈现，每次先提醒注意，再呈现记忆集，然后测

试。 

主试指导被试认真阅读指示语，强调反应方法: “是”按红键， “否”按绿键。被试明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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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正式实验。 

结果与讨论: 

结果第一行为记忆袋，从 1 到 6: 第二、三行分别为"是"与" 否"反应的反应时。第四行是同

一记忆集的正确率。 

详细结果中，一共八列，依次为：序号、长度、位置（靶子所处位置，0 表示没有靶子）、目

标（要搜寻的数字）、数字串、判断（被试的判断）、结果（被试判断的正确性）、反应时。 

以记忆集为横坐标，以反应时为纵坐标画圈，并计算公式 RT=cN+ (e+d) 中的参数值。 

实验要求：掌握 Sternberg 的短时记忆信息提取实验，熟悉短时记忆的信息提取过程。 

实验 4：记忆错觉 

参考学时：0.5学时 

实验内容：  

记忆研究发现存在两类记忆错误: 遗忘和歪幽。自从 Ebbinghaus 开始进行记忆的实验研究以

来，心理学家们对遗忘的系统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然而记忆的歪幽现象却一直被人们忽视

了。Bartlett ( 1932) 的"幽灵之战"的故事以及 Loftus & Palmer (1974) 的目击交通事故的实

验都有力地证明了记忆歪曲的存在。记忆并不是大脑内所贮存图象的再次激活，而是受多种因萦影

响的一种复杂的建构产物。在建构的过程中，回忆者的态度、预期和过去的经验会导致多种类型的

记忆错觉。 

关联效应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记忆错觉现象。当人们经历了一系列有紧密联系的信息之后，他们

很容易将一些和经历过的信息密切关联的但实际上并未呈现过的信息认为是发生过了。Deese 

(1959) 发现如果给被试呈现一些和目标词相关联的词，他们会错误地回忆出实际上并没有呈现过

的目标词，并将这一现象称为“语词介入”。但是 Deese 的发现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Roediger & 

McDermott(1995) 借鉴了 Deese 的这种研究方法，并将其拓展到虚假再认和元记忆判断的研究中。

他们发展出了三十六个实验用的词表。每个词褒包含一个关键诱饵（如寒冷） ，即不呈现的目标

词，和十五个与它密切相关的学习项目（如冬天、冰雪、霜冻、感冒、发抖等）。研究者们将这种

以相关词的呈现来引发虚假回忆和虚假再认的实验方式称为 Deese-Roediger-McDermott 范式，即

DRM 范式。实验发现被试通常会自由回忆或者再认出关键诱饵，甚至认为清晰地记得关键诱饵呈现

当时的各种细节特征。结果显示，关键诱饵的虚报率显著地高于无关的干扰项目，甚至接近学习项

目的击中率。因此关联效应可以有效地引发虚假记忆，为我们系统地实验研究记忆错觉提供了一条

可籍的途径。 

对关联效应的理论解释仍存在争议。较为人们接受的有模糊痕迹理论和信源检测理论。前者认

为概括性表征导致了对关键诱饵的虚假回忆，后者认为是被试对信源的混淆导致了记忆错觉。 

方法与程序： 

实验材料 

关联性记忆词袋 18 个。每个词表包含一个关键诱饵和 12 个与之相关联的词。排列方式按照

与关键诱饵的联系程度自大到小排列。学习词表 10 个，其中第一个和第十个作为援冲材料，不测

验。 再认测验由 8 个学习过的和 8 个未学习词表中的 1， 4, 7, 10 项，以及相对应的 16 个关

键诱饵组成。 

实验程序 

1.学习阶段：实验材料被随机分成两组，其中一组用于被试学习.每个词 

袤的关键诱饵不呈现， 按词表顺序依次呈现学习项目， 每个项目呈现 500 毫秒。 

2. 干扰 l 分钟，做加法运算任务。 

3. 再认阶段：实验材料随机呈现。 

结果与讨论 

详细结果中，分为六列:第一列为呈现的词: 第二列为该词所在的词褒号；第三列为该湾在其

所处词袋中位置;第四列为该词是否在学习时呈现：第五列为被试在再认中的判断：第六列为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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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断的准确性。 

统计出披试的三种再认率，整理成表。 

然后以单词类别为横坐标，以再认率为纵坐标画图， 便于清楚比较三种类别的再认成绩。考

验学习单词、关键诱饵和朱学单词的差别是否到达显著水平，并尝试解释导致虚假再认的原因。 

实验要求：学习采用 DRM 范式研究关联性记忆错觉的实验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 1章  认知心理学导言 2  

2 第 3章  知觉与注意  2  

3 第 4章  模式识别 2  

4 第 5章  意识状态  2  

5 第 6章  记忆过程 2  

6 第 7章  记忆模型 2  

7 第 8章  记忆术和专家 1  

8 第 9章  知识的表征 2  

9 第 10章 心理表象 2  

10 第 11章 语言：结构和抽象化  2  

11 第 12章  语言：单词和阅读 2  

12 第 14章 思维：概念形成、逻辑和决策 2  

13 第 15章  思维：问题解决、创造力和智力 2  

14 第 16章  计算机认知：人工智能 1  

15 读书报告与分组讨论 4  

16 上机实验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普通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心理统计学 

后续课程：认知神经科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认知心理学的知识体系、基本的理论和常用的研究方法，掌握人类认知的内部结构

与过程，即知识获得的内部结构与过程，包括知觉、注意、模式识别、记忆、意象、思维等。 

难点：掌握知识表征、意识、语言等领域的理论模型与研究范式，熟悉认知神经科学的最新研

究成果。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理论讲授为主。 

2. 读书会与分组讨论。 

3. 分组实验 

教学手段： 

1. PPT授课，课后阅读。 

2. 上机实验。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心理学实验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要求课后阅读英文教材，并在读书会中分组讨论；阅读英文文献，进行分组报告。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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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容：读书会：10%，实验报告：15%，期末口

试：10%，期末报告：15%；期末考试占 5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美）索尔索，麦克林，麦克林 著，邵志芳 等译《认知心理学》2008，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 7月 第 7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安德森著，秦裕林 等译，《认知心理学及其启示》，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年 1月 第

7版 

2. （美）亨特，埃利斯 等编著《认知心理学基础》，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年 9月 第 7版 

3. （美）斯滕伯格 著，杨炳钧 等译《认知心理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 1月 第 3版 

执笔：张卓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1日 

 

精神病学基础 
Psychiatry Foundation 

课程号：32302015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精神病学是研究精神疾病（精神障碍）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发展规律以及治疗、康

复和预防的一门学科，是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精神病学基础课的主要内容包括绪论、脑与精神活

动、精神障碍的病因学、精神障碍的症状学、精神障碍的检查和诊断、精神障碍的分类与诊断标准、

脑器质性精神障碍、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及其他妄想

性障碍、心境障碍、神经症、应激相关障碍、心理因素相关生理障碍、人格障碍与性心理障碍等。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本课程学习，不但可以了解精神病学的基本知识，还可以了解本学

科的研究方法、手段、角度和视点，有利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研究和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

力，为进一步学习其他课程打好基础。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概述。 

2． 脑与精神活动。 

3． 精神障碍的病因学。 

学习目标： 

1．了解与精神病学密切相关的学科。 

2．掌握精神病学、精神障碍的概念，精神障碍的病因种类。 

3．掌握脑与精神活动的关系，神经递质的主要种类，脑的可塑性。 

作业： 

Readings：Michael Gelder 等编《牛津精神病学教科书（中文版）》，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年：83-136。 

江开达主编《精神病学（第 1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1-7，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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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2：精神障碍的症状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概述。 

2．感知障碍。 

3．注意障碍。 

4．思维障碍。 

5．记忆障碍。 

6. 智能障碍。 

7. 情感障碍。 

8. 意志障碍。 

9. 动作和行为障碍(精神运动性障碍)。 

10. 本能行为障碍。 

11. 意识障碍。 

12. 自我意识障碍。 

13. 性格障碍。 

14. 精神病综合征。 

学习目标： 

1．了解精神症状学的重要性，精神症状与精神病的关系，精神症状与精神病人异常行为的关

系。 

2．掌握以下症状的概念：错觉、幻觉、感知综合障碍、妄想、智能障碍、思维奔逸、思维散

漫，病理性象征性思维、思维抑制、思维被夺、思维播散、逆行性或顺行性遗忘、病理性激情、情

感淡漠、情感倒错、意志增强或减弱、紧张性兴奋、谵妄性兴奋、蜡样屈曲、冲动行为、自知力缺

乏、定向障碍、朦胧状态、谵妄状态。 

3．掌握精神症状有几大类，感知障碍的种类，思维障碍的种类，精神发育迟滞及痴呆综合征

的概念，情感障碍的种类，意识障碍的种类，动作行为障碍的种类，意识障碍的种类，自我意识障

碍的种类，常见的精神病综合征。 

作业： 

Readings：Michael Gelder 等编《牛津精神病学教科书（中文版）》，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年：1-26。 

江开达主编《精神病学（第 1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8-22。 

知识单元 3：精神障碍的检查和诊断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精神检查中的一般原则。 

2．病史采集。 

3．精神状况检查。 

4. 躯体检查与特殊检查。 

5. 精神科诊断过程。 

6. 标准化精神检查和评定量表的应用。 

7. 精神科病历书写。 

学习目标： 

1．了解精神检查的一般原则，精神科诊断过程。 

2．掌握精神状况检查的主要内容，标准化精神检查的概念。 

3．掌握采集的病史的主要内容，躯体检查包括的主要方面，精神检查工具和评定的量表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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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 

作业： 

小组学习：设计一个模拟案例，并据此进行精神科病历的书写，要求准确、形象、全面，尽量

避免使用症状术语。 

知识单元 4：精神障碍的分类与诊断标准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基本概念。 

2．常用的精神障碍分类系统。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和美国的精神障碍分类系统。 

2．掌握精神障碍分类的概念及分类的基轴，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及其内容，CCMD-3对精神障

碍所分的大类。 

作业： 

小组学习：练习常见的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的使用和操作。 

知识单元 5：脑器质性精神障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概述。 

2．常见脑器质性精神障碍。 

学习目标： 

1．了解血管性痴呆，颅内感染、颅内肿瘤、梅毒所致的精神障碍。 

2．掌握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的概念及主要表现。 

3．掌握诊断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的根据，谵妄、痴呆、颅脑外伤所致的精神障碍以及癫痫性精

神障碍的主要临床表现。 

作业： 

Readings：Michael Gelder 等编《牛津精神病学教科书（中文版）》，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年：393-421，611-638。 

江开达主编《精神病学（第 1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61-78。 

知识单元 6：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概述。 

2．躯体感染所致精神障碍。 

3．内分泌障碍所致精神障碍。 

4．结缔组织疾病所致精神疾病。 

5. 内脏器官疾病所致精神障碍。 

学习目标： 

1．了解引起精神障碍的躯体疾病的具体种类。 

2．掌握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的概念、主要症状及诊断依据。 

作业： 

Readings：Michael Gelder 等编《牛津精神病学教科书（中文版）》，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年：245-262。 

江开达主编《精神病学（第 1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79-90。 

知识单元 7：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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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概述。 

2．阿片类药物。 

3．酒精。 

4. 镇静、催眠、抗焦虑药。 

5. 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 

6. 烟草。 

7. 大麻。 

8. 中毒所致精神障碍。 

学习目标： 

1．了解阿片依赖的治疗，镇静催眠抗焦虑药、尼古丁、大麻、一氧化碳、有机磷、肾上腺皮

质激素等所致的精神障碍。 

2．掌握精神活性物质、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的精神障碍、依赖、滥用、耐受、戒断状态等概念。 

3．掌握精神活性物质的分类，酒精中毒引起的精神障碍，苯丙胺引起的精神障碍，中毒所致

精神障碍的概念。 

作业： 

Readings：Michael Gelder 等编《牛津精神病学教科书（中文版）》，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年：531-578。 

江开达主编《精神病学（第 1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91-108。 

知识单元 8：精神分裂症及其他妄想性障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精神分裂症。 

2．妄想性障碍。 

3．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 

学习目标： 

1．了解精神分裂症的临床亚型及其治疗。 

2．了解精神分裂症诊断中必须考虑的因素，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的共同特点。 

3．掌握精神分裂症的概念和临床主要表现，妄想性精神障碍的概念和最主要表现，急性短暂

性精神障碍的概念。 

作业： 

Readings：Michael Gelder 等编《牛津精神病学教科书（中文版）》，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年：323-392。 

江开达主编《精神病学（第 1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109-121，234-240。 

知识单元 9：心境障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心境障碍的概念。 

2．患病率。 

3．病因和发病机制。 

4．临床表现。 

5. 病程和预后。 

6. 诊断与鉴别诊断。 

7. 治疗与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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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心境障碍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心境障碍的鉴别诊断。 

2．掌握心境障碍的概念，躁狂症和抑郁症最突出的临床表现及诊断要点、重点。 

作业： 

Readings：Michael Gelder 等编《牛津精神病学教科书（中文版）》，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年：263-322。 

江开达主编《精神病学（第 1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122-139。 

知识单元 10：神经症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神经症的概念、病因与发病机制。 

2．神经症的临床表现。 

3．神经症的诊断与治疗。 

4. 神经症的常见类型。 

5. 癔症。 

学习目标： 

1．了解神经症发病的心理学机制及鉴别诊断，神经衰弱和癔症的治疗。 

2．了解神经症的诊断标准和治疗，焦虑症、强迫症、恐惧症、躯体形式障碍等概念，癔症的

主要临床表现。 

3．掌握神经症的概念、主要病因及临床主要表现，神经衰弱和癔症的概念。 

作业： 

Readings：Michael Gelder 等编《牛津精神病学教科书（中文版）》，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年：213-262。 

江开达主编《精神病学（第 1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140-167。 

知识单元 11：应激相关障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概述。 

2．应激相关障碍。 

3．应激相关障碍的治疗。 

学习目标： 

1．了解应激反应的主要表现，应激相关障碍的治疗。 

2．了解常见的应激源，急性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及适应障碍的主要临床表现。 

3．掌握应激相关障碍的概念及主要病因，急性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适应障碍的概念。 

作业： 

Readings：Michael Gelder 等编《牛津精神病学教科书（中文版）》，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年：183-212。 

江开达主编《精神病学（第 1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168-177。 

知识单元 12：心理因素相关生理障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进食障碍。 

2．睡眠障碍。 

3．性功能障碍。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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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进食障碍的治疗，睡眠障碍的表现，非器质性性功能障碍。 

2．了解性功能障碍的病因。 

3．掌握神经性厌食、神经性贪食、神经性呕吐、睡眠障碍、性功能障碍等概念。 

作业： 

Readings：Michael Gelder 等编《牛津精神病学教科书（中文版）》，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年：393-452。 

江开达主编《精神病学（第 1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178-190。 

知识单元 13：人格障碍与性心理障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人格障碍。 

2．性心理障碍。 

学习目标： 

1．了解人格障碍的病因、诊断标准及治疗，性心理障碍的治疗。 

2．了解人格障碍的共同特征及类型，性心理障碍的临床表现。 

3．掌握人格障碍的概念与性心理障碍的概念。 

作业： 

Readings：Michael Gelder 等编《牛津精神病学教科书（中文版）》，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年：579-610。 

江开达主编《精神病学（第 1版）》，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191-204。 

（二） 实践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3  

2 精神障碍的症状学 3  

3 精神障碍的症状学 3  

4 精神障碍的检查和诊断 3  

5 精神障碍的检查和诊断 3  

6 精神障碍的分类与诊断标准 3  

7 精神障碍的分类与诊断标准 3  

8 脑器质性精神障碍 3  

9 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 3  

10 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 3  

11 精神分裂症及其他妄想性障碍 3  

12 心境障碍 3  

13 神经症 3  

14 应激相关障碍 3  

15 心理因素相关生理障碍 3  

16 人格障碍与性心理障碍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普通心理学、生理心理学 

后续课程：咨询心理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脑与精神活动、精神障碍的病因学、精神障碍的症状学、精神障碍的检查和诊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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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的分类与诊断标准、脑器质性精神障碍、躯体疾病所致精神障碍、精神活性物质所致精神障碍、

精神分裂症及其他妄想性障碍、心境障碍、神经症、应激相关障碍、心理因素相关生理障碍、人格

障碍。 

难点：精神障碍的病因学、精神障碍的症状学、精神障碍的检查和诊断、精神障碍的分类与诊

断标准、精神分裂症及其他妄想性障碍、神经症、心理因素相关生理障碍。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小组合作学习。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视频案例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精神障碍评估量表与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小组学习报告、学生出勤、课堂表现；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精神病学基础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

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沈渔邨主编《精神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 1月第 5版 

（二）推荐参考书 

1.Michael Gelder等编《牛津精神病学教科书（中文版）》，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 12月第

4版 

2.江开达主编《精神病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 8月第 1版 

执笔：郑红丽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犯罪心理学 
CRIMINAL PSYCHOLOGY 

课程号：40405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全校法学专业及部分非法学专业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教学目标： 

1、掌握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分析的基本原理； 

2、了解典型类型犯罪人的心理与行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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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犯罪心理一般对策与技术。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犯罪心理分析的基础知识、精神

分析原理、行为主义及认知原理，以及犯罪心理预防、罪犯改造策略，为刑事司法心理学、罪犯改

造心理学、法律心理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学科体系基础，为将心理学知识运用于刑事法律实践

提供心理学原理与技术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教学内容：共 11章 

第一章 导论 

教学内容：本学科概况介绍（对象、任务、方法与历史）          

教学方法：犯罪心理故事导入、讲述与答问 

教学时数：2学时 

第一节 犯罪心理学的对象和任务 

一、犯罪心理学的对象 

1.什么是犯罪 

根据我国刑法（1997）的规定，犯罪是指严重危害社会、依照法律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犯罪的三个属性：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惩罚性。 

2.犯罪心理学的对象 

第一，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在犯罪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问题。 

第二，对犯罪人的理解。 

第三，犯罪心理、犯罪行为的关系。 

二、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1.犯罪心理学的基本问题 

2.个体犯罪心理形成、发展和变化的理论 

3.不同类型犯罪及犯罪人的心理分析 

4.犯罪心理学理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三、犯罪心理学与邻近学科的关系 

法律心理学与司法心理学 

刑法学 

犯罪学 

普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 

法律心理学 

四、犯罪心理学的任务 

案例分析：“纽约炸弹狂人”的心理学特征描述 

布鲁塞尔博士对纽约炸弹狂的 15点推论 

心理学特征描述（psychological profile） 

任务：犯罪人的心理描述 

揭露犯罪心理与打击犯罪 

犯罪行为的预测与控制 

第二节 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一、犯罪心理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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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客观性 

是指研究者对待客观事实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能歪曲事实，也不能主观臆测。  

2.系统性 

是指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部分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机能的整体。  

3.理论联系实际  

4.伦理性 

二、犯罪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1.观察法 

是指研究者通过感官或借助于一定的科学一起，有目的、有计划地考察和描述犯罪人地各种行

为表现来收集资料的一种方法。 

优点：在自然条件下进行，资料真实可靠。 

缺点：研究者处于被动地位；影响因素多，难以进行精确的分析；受观察者本人条件的影响。 

2.调查法 

是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收集有关犯罪人的资料，研究犯罪心理特点和规律的方法。 

（1）问卷法 

（2）访谈法 

3.测验法 

是指使用标准化测验量表来测量犯罪心理特点的方法。 

4.实验法 

是在控制的条件下对某种心理现象进行观察，以了解心理现象因果关系的方法。 

5.案例分析法 

就是选择典型的各类案例进行分析，从中发现犯罪人犯罪心理形成、发展和变化规律的方法。  

案例 1.2 玛丽的“圆周假设” 

三、非实验性数据因果关系推断的方法  

1.交叉时滞平面分析(cross-lagged panel analysis, CLPP） 

2.路径分析 

四、犯罪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1.以问题为中心，主义采用多种方法和探讨课题 

2.注意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 

3.用相互作用的理论思路来分析犯罪心理现象 

第三节 犯罪心理学的历史回顾 

一、西方国家犯罪心理学的发展 

1.早期犯罪心理学思想 

2.现代犯罪心理学的诞生与发展 

3.当代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现状 

二、我国犯罪心理学发展的历史回顾 

1.我国古代的犯罪心理学思想 

2.我国现代犯罪心理学的发展 

1980S起，犯罪心理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思考题：1犯罪心理学在犯罪学科中的地位； 

2 犯罪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第二章 现代西方犯罪心理学的主要理论 

教学内容：精神分析、行为主义、认知学派的犯罪心理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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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数：4学时 

教学方法：讲述与苏格拉底法 

第一节 犯罪行为的精神分析理论 

一、 精神分析学派的发展概况 

经典的精神分析与新精神分析运动 

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 

1.潜意识论 

意识 

前意识 

潜意识 

2.人格结构学说以及人格发展理论 

3.本能论 

4.焦虑论 

三、弗洛伊德的犯罪观 

1.犯罪行为产生的原因 

2.对犯罪行为的防治 

四、阿德勒的犯罪观 

1.犯罪的原因和动机 

2.对犯罪的防治 

五、其他学者对犯罪行为的精神分析 

1.运用潜意识理论分析犯罪人的无意识犯罪动机 

2.运用人格结构理论分析犯罪人的人格缺陷 

（1）犯罪者的自我及其特征 

（2）犯罪者超我的缺陷 

3.运用人格发展理论分析犯罪行为 

4.运用心理防卫机制来解释犯罪人的心理 

六、精神分析犯罪理论的评价 

贡献： 

第一，使我们充分认识到生物学因素在犯罪行为中的巨大作用 

第二，大大扩展勒犯罪心理学的研究范围 

第三，引起我们对犯罪人早期经历的关注 

局限：本能论倾向、缺乏足够的实证数据支持 

第二节 行为主义心理学与犯罪行为 

一、行为主义心理学概述 

二、社会学习理论 

1.社会学习理论的主要观点 

（1）人类行为的学习途径——观察学习和亲历学习 

（2）人类行为的起因——三元交互作用论 

（3）人类行为的自我调节 

2.社会学习理论对攻击行为的解释 

（1）攻击行为的获得机制 

（2）攻击行为的启动机制 

（3）攻击行为的保持和自我调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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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学者的研究 

四、对行为主义犯罪理论的简评 

积极性方面：客观性研究与研究方法论 

消极性方面：对主体主动性及生物性的忽视； 

具有机械论解释倾向 

第三节 道德认知发展与犯罪 

一、皮亚杰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 

二、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 

1.柯尔伯格的研究方法  

道德两难问题 

2.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模式 

第一阶段 服从与惩罚取向阶段 
前习俗水平 

第二阶段 工具性目的与交换阶段 

第三阶段 人际和谐与遵从阶段 
习俗水平 

第四阶段 社会和谐与制度维护阶段 

第五阶段 社会契约取向阶段 
后习俗水平 

第六阶段 普遍伦理原则阶段 

三、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与犯罪 

四、简单的评价 

对主体智慧、理性与道德性及认知方式的重视 

思考题： 

论述与评价精神分析、行为主义、认知学派的犯罪心理学观点  

第三章 犯罪心理的静态分析 

主要内容：犯罪心理与生物学因素、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关系。 

教学时数：2学时 

教学方法：讲述与资料演示 

第一节 生物学因素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一、影响犯罪心理形成的生物学因素及其特征 

二、遗传因素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1.家族史研究 

2.双生子研究 

3.染色体研究  

三、年龄、性别因素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四、神经生物及生物化学因素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五、人体生物节律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第二节 心理因素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一、个体的人格倾向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1.需要和动机 

2.价值观 

二、个体的人格特征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1.性格与犯罪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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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气质与犯罪心理 

第三节 社会环境因素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一、家庭环境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1.家庭结构缺陷对犯罪心理的影响 

2.家庭教养方式不当 

案例 期望不当，酿成恶果 

二、学校环境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三、社区环境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四、工作环境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第四节 犯罪心理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是一个复杂、有机的整体系统 

二、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系统中各因素之间具有层次上的差异 

思考题：性格与犯罪心理的关系； 

家庭教育模式与犯罪心理形成的关系； 

第四章 犯罪心理的动态分析 

主要内容：犯罪心理形成的模式特点 

犯罪行为发生的机制 

教学时数：2学时 

教学方法：案例教学 

第一节 犯罪心理的形成 

一、犯罪心理形成的基本模式 

1.渐进式 

2.突发式 

3.机遇式 

二、犯罪心理形成的过程 

1.不良的交往与模仿 

2.个体对消极社会信息的选择 

3.形成不健全的人格 

4.违法尝试获得体验 

5.犯罪意向萌发 

第二节 犯罪行为的发生 

一、犯罪情境 

1.侵害对象 

2.现场条件 

3.现场气氛 

二、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心理互动 

1.犯罪行为发生前的心理互动 

2.犯罪过程中的心理互动 

3.犯罪行为发生后的心理互动 

三、犯罪行为发生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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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谋型犯罪行为的发生过程 

2.无预谋的犯罪行为的发生过程 

第三节 犯罪心理的发展变化 

一、犯罪人在犯罪不同阶段的心理特点 

1.犯罪前的心理状态 

2.犯罪过程中的心理状态 

3.犯罪后的心理状态 

二、犯罪心理的良性转化 

1.犯罪心理良性转化的条件 

2.犯罪心理良性转化的类型 

三、犯罪心理的恶性发展 

1.犯罪心理恶性发展的条件 

2.犯罪心理恶性发展的征兆 

3.犯罪心理恶性发展的阶段 

思考题：以典型案例说明犯罪行为发生的模式。 

第五章 犯罪动机 

主要内容：犯罪动机的产生与发展变化 

教学时数：2学时 

教学方法：讲述与案例法 

第一节 需要与动机 

一、需要的概述 

1.需要的概念 

是指个体和社会生活中必需的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2.需要的种类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1）生理需要 

（2）安全需要 

（3）归属与爱的需要 

（4）尊重的需要 

（5）认知、审美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二、动机概述 

1.动机的概念 

动机是激发和维持个体进行活动，并导致该活动朝向某一目标的心理倾向或动力。 

2.动机的种类 

3.动机的理论 

（1）本能论 

（2）驱力论 

（3）需要论 

（4）诱因论 

（5）认知一致论 

第二节 犯罪动机及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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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犯罪动机的概述 

1.犯罪动机的概念 

2.犯罪动机的特征 

主观性 

相对性 

动态性 

低级性 

复杂性 

3.犯罪动机的功能 

激发 

指向 

维持和调节 

4.犯罪动机的分类 

5.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的关系 

二、犯罪动机的形成 

1.一定强度的需要促使形成犯罪动机 

2.外部诱因引起的犯罪动机 

3.内在需要与外在诱因交互作用形成犯罪动机 

第三节 犯罪动机的转化 

一、犯罪动机转化的类型 

1.表现在不同时间阶段的动机转化 

2.表现在不同发展方向的动机转化 

二、影响犯罪动机转化的因素 

1.影响犯罪动机转化的主体因素 

2.影响犯罪动机转化的客观因素 

第四节 犯罪动机的特殊形式 

一、不明显的犯罪动机 

1.少年犯 

2.精神病犯罪人 

二、激情犯罪的动机 

思考题：需要与犯罪动机之间的关系； 

犯罪动机转化的条件分析。 

第六章 人格与犯罪 

主要内容：犯罪人格 

教学时数：2学时 

教学方法：案例法与讨论 

第一节 人格概述 

一、什么是人格 

1.人格的涵义 

源于拉丁文的“person”，意指面具。 

2.人格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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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性 

独特性 

稳定性 

社会性 

二、人格类型论与特质论 

1.人格类型论 

（1）生物学类型论 

（2）心理学类型论 

（3）价值观类型论 

2.人格特质论 

（1）奥尔波特的特质论 

（2）科特尔的人格特质论 

（3）艾森克的特质理论 

（4）大五人格  

第二节 犯罪人格 

一、什么是犯罪人格 

1.犯罪人格的涵义 

犯罪人格是犯罪人特有的导致其犯罪行为发生的心理特征的综合，是一种严重的反社会人格。 

2.犯罪人格的形成 

二、有关犯罪人格的研究 

1.使用人格测验量表对犯罪人格进行描述 

2.采用访谈法对罪犯犯罪人格的研究 

3.从大量研究中归纳出与犯罪密切相关的人格特征 

三、研究犯罪人格的意义 

1.理论意义 

（1）对犯罪人格的研究可以使对犯罪原因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加深对犯罪产生这一问题

的理解； 

（2）犯罪人格的研究为预测、预防犯罪开辟了新的途径，为制定科学的刑事政策提供参考； 

（3）犯罪人格在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结构化中的意义。 

2.研究犯罪人格在犯罪人司法处遇实践中的意义 

思考题：犯罪人格的特征 

第七章 不同主体犯罪心理分析 

主要内容：青少年犯罪、女性犯罪、特殊犯罪人的心理分析 

教学时数：3学时 

第一节 青少年犯罪心理分析 

一、青少年犯罪的身心基础 

1.青少年时期的生理发育特点 

2.青少年时期身心矛盾与犯罪的关系 

3.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冲突与犯罪的关系 

二、青少年犯罪的行为特征 

1.模仿性和易受暗示性 

2.情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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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戏谑性 

4.情绪性 

5.反复性 

三、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分析 

1.青少年的生理发育尚未完全成熟 

2.青少年的体能强壮、精力充沛 

3.青少年的欲求量多、最强烈 

4.青少年遇到的矛盾最多、最复杂 

案例分析：三个少年练胆杀人案件 

第二节 女性犯罪心理分析 

一、女性犯罪的心理基础 

1.认知特点 

2.情感和意志特征 

3.个性特点 

二、女性犯罪的特点 

1.犯罪数量上的差异 

2.犯罪类型上的特点 

3.犯罪手段上的特点 

4.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特点 

5.犯罪处遇上的特点 

三、女性犯罪的心理分析 

1.女性杀人犯罪的心理分析 

2.女性财产犯罪的心理分析 

 第三节 特殊人群犯罪心理分析 

一、吃亏心理 

二、攀比心理 

三、“补偿”心理 

四、掩盖心理 

五、享受心理 

六、贪婪心理 

七、侥幸心理 

八、随大流心理 

九、冒险心理 

十、蒙混心理 

第四节 不同经历犯罪人心理分析 

一、初犯心理分析 

1.初次犯罪的心理状态 

2.初次犯罪的动机 

二、累犯心理分析 

1.累犯的人格特征 

2.累犯的心理特征 

三、惯犯心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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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惯犯的心理特征 

2.惯犯的行为特征 

思考题：青少年犯罪的心理特征与行为特点； 

女性犯罪的心理特征。  

第八章 几种主要犯罪类型的心理分析 

主要内容：财产、暴力与性犯罪的心理分析 

教学时学：4学时 

教学方法：案例法与讨论 

第一节 财产犯罪心理 

一、财产犯罪概述 

1.财产犯罪的概念及类型 

2.财产犯罪的特征 

二、盗窃犯罪心理 

1.盗窃犯罪地点的选择 

2.盗窃犯罪的心理特征 

三、诈骗犯罪心理 

1.诈骗犯罪的一般特点 

2.诈骗犯罪人的心理特征 

3.诈骗犯罪中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心理互动 

第二节 暴力犯罪心理 

一、暴力犯罪概述 

1.暴力犯罪的概念及类型 

2.暴力犯罪的类型 

3.暴力犯罪人的一般特征 

二、杀人犯罪心理 

1.杀人犯罪的一般特征 

2.杀人犯的心理特征 

三、抢劫犯罪心理 

1.抢劫犯罪的一般特征 

2.抢劫犯罪的类型 

3.抢劫犯罪人的心理特征 

第三节 性犯罪心理 

一、性犯罪概述 

1.性犯罪的概念及类型 

2.性犯罪人的一般特点 

二、强奸犯罪心理 

1.强奸犯罪的一般类型 

2.强奸犯罪的心理分析 

3.强奸犯罪人的心理特征 

4.强奸犯罪中被害人问题的有关研究 

思考题：暴力犯罪与性犯罪与本能力量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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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群体犯罪心理 

主要内容：群体犯罪心理的形成与特点 

教学时数：3学时 

教学方法：讲述 

第一节 概述 

一、什么是群体 

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内相互作用，直接或间接地使有效地相互作用在持

续性、广泛性和融洽性上达到密切地程度，并自身形成一个内部准则，知道价值地实现。 

二、群体的分类 

1.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 

2.大群体和小群体 

三、群体心理效应 

四、群体犯罪的概念和类型  

第二节 群体犯罪的心理学基础 

一、群体归属感 

二、从众 

三、服从 

四、去个性化 

五、模仿和感染 

六、群体无意识理论 

第三节 各类群体犯罪的心理分析 

一、一般共同犯罪的心理分析 

1.一般共同犯罪的概念和特点 

一般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没有特殊的组织形式、只是为了实施某一特定的违法犯罪行为而

临时或事先纠合起来的群体犯罪形式。 

2.一般共同犯罪中角色心理分析 

二、团伙犯罪 

1.团伙犯罪的概念 

2.团伙犯罪群体形成的心理原因 

3.团伙犯罪中角色心理分析 

三、有组织犯罪 

1.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和特征 

2.有组织犯罪群体形成的心理原因 

权威与服从 

模仿与学习 

暗示与教唆 

冒险转移 

群体极化 

3.有组织犯罪中角色心理分析 

四、集群犯罪 

1.集群犯罪的概念 

2.集群犯罪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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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性； 

行为狂热； 

非常规； 

持续时间短暂。 

3.集群犯罪的过程 

4.对集群犯罪的理论解释——紧急规范理论 

5.集群犯罪中角色心理分析 

案例：张君团伙系列抢劫杀人案件 

思考题：分析群体犯罪心理形成的过程与行为特征 

第十章 变态犯罪心理 

主要内容：各类型变态（人格障碍、性变态、精神病）犯罪心理特征 

教学时数：6学时 

教学方法：案例法与讨论 

第一节 概述 

一、变态心理概念 

1.变态心理与常态心理 

2.变态心理的判断标准 

3.变态心理的常见类别 

二、变态心理的形成原因 

1.变态心理的生物基础 

2.心理因素在变态心理产生中的作用 

3.心理变态的社会文化根源 

三、变态心理与犯罪行为 

1.变态心理者的犯罪现象概述 

（1）变态心理的发生率 

（2）变态心理者的犯罪率 

2.变态心理现象与犯罪行为 

（1）感知觉变态与犯罪行为 

（2）注意变态与犯罪行为 

（3）记忆变态与犯罪行为 

（4）思维变态与犯罪行为 

（5）情绪情感变态与犯罪行为 

（6）意志变态与犯罪行为 

（7）智能变态与犯罪行为 

（8）意识变态与犯罪行为 

3.变态心理患者犯罪的基本特点 

（1）变态心理者犯罪的动机 

（2）变态心理者犯罪的行为特征 

（3）变态心理者在犯罪后的一般表现  

第二节 人格障碍与犯罪行为 

一、人格障碍概述 

1.什么是人格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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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人格在发展和结构上明显偏离正常，以致不能行之有效地适应正常地社会生活的心理行

为表现。 

2.人格障碍的特征 

从儿童、少年时期开始出现品德问题 

人格结构某些成分过分或畸形发展 

无自知之明 

相对稳定，顽固 

二、人格障碍与犯罪 

1.人格障碍者犯罪的基本特点 

2.人格障碍类型与犯罪 

（1）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2）偏执型人格障碍 

（3）情感型人格障碍 

（4）爆发型人格障碍 

（5）轻佻型人格障碍 

（6）怪癖型人格障碍 

三、人格障碍犯罪人的法律责任能力  

第三节 性变态与犯罪行为 

一、性变态概述 

1.性变态的概念 

2.性变态与人格障碍 

3.性变态与性犯罪 

二、性变态与犯罪 

1.性变态者违法犯罪的特点 

2.性变态类型与犯罪 

三、性变态犯罪人的法律责任能力  

第四节 精神病与犯罪行为 

一、精神病概述 

1.精神病的概念 

是一种心理机能完全紊乱的精神疾病，是一种严重的心理变态状态。 

2.精神疾病患者的变态心理特征 

二、精神病与违法犯罪 

1.精神病人违法犯罪的特点 

行为无法自控 

动机模糊或难于理解 

手段极其残忍、凶狠 

2.精神病的类型与犯罪 

（1）精神分裂症 

（2）偏执型精神病 

（3）情感性精神病 

（4）反应性精神病 

（5）脑外伤精神病与犯罪行为 

三、精神病人的法律责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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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病期间； 

2．无刑事责任能力； 

3．相对（有限）责任能力； 

4．民事责任能力。 

思考题：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犯罪的特点； 

性变态犯罪的心理分析。 

第十一章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 

主要内容：犯罪心理测试的原理与技术 

教学时数：2学时 

教学方法：讲述与演示 

第一节 概述 

一、什么是“犯罪心理测试技术” 

测谎仪“polygraph”——多道生理心理描记仪 

二、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历史 

1.最早的“神裁法” 

米判法 

热试法 

水试法 

2.智力型的测试法 

3.现代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出现与发展 

4.当今心理测试仪的前沿研究 

第二节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原理及其测试方法 

一、基本原理的争论 

1.“恐惧”假设 

2.“冲突”理论 

3.“条件反射”理论 

4.“应激”理论 

5.“动机”理论 

6.“认知唤醒”理论 

二、常见的犯罪心理测试方法 

相关/不相关问题测试法（R/IR） 

控制问题测试法（CQT） 

紧张峰测试法（POT） 

犯罪情景测试法（GKT） 

第三节 中国的犯罪心理测试技术 

一、中国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发展历史 

二、中国的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程序 

犯罪心理痕迹动态描绘阶段 

编题阶段 

测前访谈阶段 

实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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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谱评判阶段 

测后讯问阶段 

思考题：分析罪犯心理测试技术的原理及其缺陷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2学时 

实验 1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测试仪 

实验要求：熟悉犯罪心理测试理论；研究特定类型犯罪心理测试的原理；掌握心理测试的基本

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学科发展） 2  

2 犯罪心理学理论 4  

3 犯罪心理静态因素 2  

4 犯罪心理动态分析 2  

5 犯罪动机与犯罪人格 4  

6 暴力犯罪心理 2  

7 性犯罪心理 2  

8 青少年、女性犯罪心理 3  

9 群体犯罪心理 3  

10 变态犯罪心理（人格障碍） 3  

11 变态犯罪心理（性变态与精神病） 3  

12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 

后续课程：刑事司法心理学、罪犯改造心理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各类型犯罪人的犯罪动机 

难点： 犯罪心理的演化；变态犯罪心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核心讲授法。 

2. 典型案例分析法。 

3．专题分组讨论法 

教学手段： 

1.分解式讲解 

2.多媒体演示 

3．适时参观或专家报告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测试仪与 EPT技术）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5课时 

典型案件分析 

犯罪专题报告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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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课堂中典型案件的心理分析报告：（30%）与专题研究报告（结课论文）：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见各章节教学内容）。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择国内主流的现行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犯罪心理学》，罗大华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版），国家十二·五规划法学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犯罪心理学》，刘邦惠 主编，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犯罪心理学》，罗大华 马 皑 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犯罪心理学》，[美]C. BARTOL 杨波 等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执笔：刘建清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6月 16日 

 

普通心理学 
General Psychology 

课程号：4040500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学校社会科学类通识选修课，面向社会学院社会学和社工专业的本科生开设的通识选

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培养学生对心理学的兴趣，了解心理学的思考方式，掌握基本的心理学研究方法； 

2、让学生了解一些真正的心理健康常识，能够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注重身心健康，悦纳自己； 

3、为社会学、社工专业提供知识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借鉴。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课堂演示和讨论，使学生掌握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事实

和基本理论，了解心理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对各个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培养学生对心理学的兴

趣，为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的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心理学概貌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心理学是什么？心理学与常识的联系和区别 

心理学是人类认识自己的一门学问，是爱与灵魂的学问；心理学是一门与人类幸福密切相关的

科学；心理学是研究心理和行为的科学。（举例说明） 

2．心理学研究什么？ 

通过心理现象，说明心理的本质。说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并澄清对心理学的一些

误解。了解科学心理学的真谛 

3. 心理学的历史：  诞生，当前的理论形态。 

4. 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5.心理学与生活：生活处处皆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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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心理学问题的多样性，心理学与我们生活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心理学的真正研究内容，研究对象。消除误解。 

2．消除对心理学的可能误解。 

作业： 

举例说明，某个事件或现象说明的心理学研究内容。 

知识单元 2：心理的生理基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脑的基本常识：结构，基本功能 

2．脑的可塑性：案例 

3.  关于脑的研究及相关功能学说 

4. 其他的心理生理指标 

学习目标： 

1．了解脑的心理功能 

2． 了解脑研究的案例 

3.  脑发展、脑损伤与脑功能的关系。 

知识单元 3：感觉和知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感觉与知觉：人脑对事物的个别属性的认识；客观事物直接作用于感官而在头脑中产生的

对事物整体的认识。感觉剥夺实验（简要介绍） 

2．视觉及其基本现象：视觉系统、暗适应和明适应、视觉后像、 盲视 

3．知觉的基本特性：选择性、整体性、恒常性和理解性 

4．错觉：多种形式（举例）（证言报告的真实性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感知觉的基本现象。 

2．掌握视觉的基本现象，能对生活中的特定现象进行解释。 

作业： 

举例说明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错觉现象。 

知识单元 4：潜意识、催眠和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着重介绍对意识状态的比较和辨析 

1．意识和潜意识（弗洛伊德） 

2．睡眠和催眠（催眠在法律实践中的使用） 

3. 梦和白日梦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的意识状态。 

2．掌握催眠的基本特点 

作业： 

试对不同意识状态对个人生活、工作或学习的影响进行阐述分析。 

知识单元 5：学习和记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学习和记忆的联系与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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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巴甫洛夫的研究和斯金纳的研究 

3.认知——社会学习、情境学习： 

潜在学习：托尔曼老鼠走迷津的研究 

观察学习：班杜拉的研究。榜样的影响 

4. 证人证言：虚假的记忆（记忆专家和普通人的常识比较） 

5．记忆现象：舌尖现象、记忆的遗忘、记忆内容的改变。 

6.  记忆障碍：AD症(Alzheimer’s Disease)、科萨科夫综合症(korsakoff’s syndrome) 

和遗忘症(amnesia)【举例】 

学习目标： 

1．了解心理学关于学习的几种重要理论和基本的记忆现象。 

2．掌握主要学习理论的基本概念。 

3．了解各种记忆障碍的表现和可能带来的影响 

作业： 

1.如果一个案例，没有其他有效证据，你认为证词的可信性如何衡量？ 

2.请回忆自己学习某一门技能的过程，结合学习理论加深对自己的学习经历的理解。 

知识单元 6：思维和语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2．语言的获得： 

学习理论：强化 

乔姆斯基的语言获得理论：普遍语法与语言获得装置 

共同注意与心理理论。 

3. 概念、问题解决和创造性思维 

学习目标： 

1．了解语言和思维的对应关系。 

2. 思维的基本研究内容 

知识单元 7：需要和动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需要和动机：动机与行为效率的关系；需要层次理论对个体特定行为（犯罪）的解释。 

2．人类的动机：生理性动机（饮食、性等）和心理性动机（社交、成就等）。 

3. 动机的相关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人类的基本动机。 

2．掌握需要层次理论的基本内容。 

作业：对自己某一行为的动机进行剖析。 

知识单元 8：情绪和健康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情绪和情感的基本介绍：情绪的作用，激情、应激和心境 

2．情绪智力：情商 EQ 

3. 对情绪的相关研究和情绪理论：如危桥实验，面部表情研究等 

4. 怎样让自己快乐起来：改变行为，改变认知，学习一些专门技巧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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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情绪的基本特点。 

2．掌握一些控制或调解情绪的技巧。 

知识单元 9：智力和智力测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智力是什么？ 

2．智力测量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智商】【智力测试】 

3. 智力的个体差异 

学习目标： 

1．了解智力的基本维度。 

2．掌握智商测试的基本原理。 

知识单元 10：人格和人格测验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人格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气质/性格；遗传与环境。 

2． 反社会人格与犯罪：举例 

3．主要的人格理论：类型论（t型人格、内外倾、体液说、血型说等）和特质论(16特质、大

五人格等)。 

4. 人格测验：MMPI,16PF，EPQ， 临床人格量表, TAT,罗夏墨迹测验等【人格测验】 

学习目标： 

1．了解人格相关的研究及其与犯罪的关系。 

2．了解并通过量表或测试自测自己的人格。 

作业： 

对某一影视作品中的特定角色进行人格剖析。 

知识单元 11：人的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发展的基本介绍：原因、过程、特点、研究方法等 

2. 遗传与环境对个体发展的影响：遗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和交互决定论 

基因和环境相关性：被动的基因型/环境相关；唤起的基因型/环境相关；主动的基因型/环境

相关。 

3．个体发展的阶段及其特点、心理表现和人生课题：皮亚杰认知发展的四个主要阶段，感知

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形式运算阶段；维果斯基的文化历史理论，信息加工理论。 

4．生理发展、认知发展和社会性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有关发展的基本问题和理论。 

2．掌握关于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与基本概念。 

作业：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谈发展过程中的危机。你遇到的危机是什么，如何处理的，以及

如何看待？ 

知识单元 12：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何谓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测试 

2．正确认识自己、悦纳自己：焦虑和恐惧如何摆脱 

3. 心理不健康、心理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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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心理健康测试 

2．掌握基本的心理调节技巧 

3. 了解心理疾病的一般表现 

作业： 

对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某个心理事件进行剖析，并尝试用相关技巧进行演练。 

试对某个犯罪案例进行人格或精神疾病方面的解读、剖析。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心理学概貌 2  

2 心理的生理基础 2  

3 感觉和知觉 2  

4 潜意识、催眠和梦 2  

5 潜意识、催眠和梦，学习和记忆 2  

6 学习和记忆 2  

7 思维和语言 2  

8 需要和动机 2  

9 需要和动机，情绪和健康 2  

10 情绪和健康 2  

11 智力和智力测试 2  

12 智力和智力测试 2  

13 人格和人格测验 2  

14 人格和人格测验 2  

15 人的发展 2  

16 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均可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心理加工过程、个性特征研究发现的基本规律。 

难点：如何运用心理学知识解释相关问题，应用于生活实践。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操作演示。 

3.课堂讨论 

4.课堂练习和作业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实验仪器台。 

3.个人电脑及其应用程序软件。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老师会在课程进行中安排多次当堂开卷考试，多次结课成绩相加后即为最终考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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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注重全过程、随堂考查。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罗伯特·费尔德曼等著黄希庭等译《心理学与我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 9月  

（二）推荐参考书 

1. Richard Gerrig / Philip Zimbardo 等著，王垒/ 王甦等译《心理学与生活》，人民邮电

出版社，2003年 10月  

执笔：刘兆敏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人格心理学 
Personality Psychology 

课程号：4040501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掌握人格心理学六大范型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相关的研究方法和评鉴技术。 

2、了解相关的研究专题和测量工具，以及在法制心理学中的应用，以奠定从事应用心理学    

研究的基本人性观和人格观。 

3、学会人格的测评方法，掌握传统项目分析、测验分数常模、以及经典测验信度和效度等相

关内容。服务于社会实践。 

4、加强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学习，寻找自己的研究点。 

5、通过学习使学生能维护自己和他人的人格健康，提高心理健康的水平。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51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人格心理学相关概念界定。 

2．人格心理学研究的分析层面和研究领域。 

3.  人格心理学研究的三种取向。 

4.  人格心理学研究的评鉴技术。 

学习目标： 

1．了解人格心理学研究的特点、目标及分析层面等。 

2．掌握人格的概念和人格心理学评鉴技术。 

作业：比较三种研究取向的优缺点。 

知识单元 2：人格心理学研究的范型 

参考学时：30学时 

学习内容： 

1．精神分析人格理论。 

2．新精神分析人格理论。 

3. 特质流派的人格理论。 

4. 生物学派的人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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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本主义流派的人格理论。 

6. 行为主义和社会学习人格理论。 

7. 认知流派的人格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各种流派的渊源。 

2．掌握各种范型的人格动力、人格结构、人格发展阶段等。 

作业：各种流派的述评。 

知识单元 3：研究专题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人格与犯罪。 

2．人格与成瘾。 

3.  人格与健康。 

学习目标： 

1．了解人格与各种行为的关系。 

2．掌握人格与各种行为的研究路径和设计。 

作业：确定某个选题并讨论研究方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人格的概述、及研究思路 4  

2 人格心理学研究取向 4  

3 人格心理学评鉴技术 4  

4 精神分析人格理论 4  

5 特质流派的人格理论 4  

6 生物学派的人格理论 4  

7 人本主义流派的人格理论 4  

8 行为主义和社会学习人格理论 4  

9 认知流派的人格理论 4  

10 人格与犯罪 4  

11 人格与成瘾 4  

12 人格与健康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普通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心理测量与统计等 

后续课程：心理学研究方法、选修课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各种研究范型。 

难点：人格作为自变量行为作为因变量的设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和课堂讨论相结合，读文献及案例分析与学生登台试讲等。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实验室及心理学教学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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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黄希庭（2002）：人格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2、王争艳、杨波（2013）：人格心理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H.S.Friedman & M.W.Schustack(2005):Personality:Classic Theories And Modern 

Research.New York：Pearson. 

（美）Jerry M.Burger著，陈会昌等译（2004）：人格心理学（第六版）。中国轻工业出版

社。 

（美）L.A.Pervin著，黄希庭等译（1996/2001）：人格科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L.A.Pervin & O.P.John主编，黄希庭等译（1999/2003）：人格手册（第二版）。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郭永玉（2005）：人格心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登峰，崔红（2005）：解读中国人的人格。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杨波（1999）：中国人的人格结构。新华出版社。 

杨波（2005）：人格与成瘾。新华出版社。郑雪主编：人格心理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

年。 

(美)赫根汉著：人格心理学导论。海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执笔：杨波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4日 

 

家庭社会学 
sociology of family 

课程号： 4040701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同时面向全校学生开设通识选修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使学生掌握家庭社会学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并运用所学知识认识婚

姻与家庭的本质，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家庭观，具备分析解决家庭问题的基本视角和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章 绪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家庭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 

2. 家庭社会学的内容和逻辑体系 

3. 家庭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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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使学生认识家庭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 

2. 了解家庭社会学的内容和逻辑体系 

3. 初步掌握家庭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作业： 

1．简述家庭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  

2．家庭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什么？   

3．简述家庭社会学与其他学科关于家庭研究的联系与区别。  

4．家庭社会学如何为家庭实践服务？ 

知识单元 2：第二章 婚姻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婚姻的涵义 

2. 婚姻的形式 

3. 婚姻习俗及其社会学涵义 

4. 婚姻的本质 

学习目标： 

1. 使学生理解婚姻的涵义 

2. 通过对婚姻形式及婚姻习俗的了解更深入地理解其所蕴含的社会学涵义 

3. 了解不同社会、不同文化的婚姻制度，为进一步的学习做准备。 

作业： 

1．简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形态的婚姻形式 

2．简介几种婚姻习俗，并分析其社会学涵义 

3．什么是婚姻的本质？对婚姻本质的解释经历过哪几个时期？ 

知识单元：第三章 家庭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家庭的概念 

2. 家庭的性质 

学习目标： 

1． 使学生在掌握家庭概念的基础上认识家庭的性质，把握家庭的本质 

2． 要求学生阅读相关参考书，为进一步研究家庭做准备 

3． 在教师的指导下观察各类家庭生活和家庭现象 

作业： 

1．社会学家们是如何解析家庭的？  

2．如何把握对现代家庭的定义？  

3．如何理解家庭的性质及本质？ 

知识单元 4：第四章 家庭过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择偶 

2. 结婚 

3. 我国一般的家庭过程及其发展任务 

4. 中年家庭 

5. 老年家庭与空巢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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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要求学生在深入了解择偶理论的基础上，把握择偶的基本原则，更进一步了解约会与恋爱
的功能。 

2. 认识婚姻准备的必要性和婚姻的涵义。 

3. 了解我国一般的家庭过程及其发展任务。 

4. 初步掌握运用相关理论和知识分析和研究家庭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探索解决方法。 

作业 

1．简述对于择偶行为，研究者们是如何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理论解释的？  

2．谈谈你对约会功能的认识。  

3．婚前准备都包括哪几个层面？   

4．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中家庭过程包括几个阶段？各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5．中年家庭结构的特点及所面临的问题有哪些？  

6．我国老年“空巢家庭”结构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知识单元 5：第五章 家庭结构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家庭结构的概念 

2. 家庭结构的分类 

3. 家庭结构的变迁 

学习目标： 

1. 掌握家庭结构的分类方法 

2. 认识各类家庭结构的特征 

3. 了解家庭结构的变迁，尤其是近代中国家庭结构的变迁及其原因 

4. 能够灵活运用家庭结构的分类方法，分析家庭形式多元化产生的新型家庭结构的特征，进
一步探讨未来家庭结构的变化发展趋势。 

作业 

1．家庭结构的涵义是什么？  

2．如何对家庭结构进行分类？  

3．简述影响家庭结构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4．当代中国家庭结构有什么的特点？ 

知识单元 6：第六章 家庭关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家庭关系的特点 

2. 夫妻关系 

3. 3亲子关系 

4. 其他亲属关系 

5. 家庭网 

学习目标： 

1. 掌握家庭关系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2. 学会运用有关方法，探索解决家庭关系中各种问题的科学途径 

3. 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家庭开展社会调查，分析当前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新型家庭关系中
存在的新问题。 

作业： 

1．与其他社会关系比较家庭关系有什么特点？  

2．影响家庭关系的内、外部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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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简述中国社会的夫妻关系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的。   

4．亲子关系有什么特点？我国现阶段亲子关系的主要问题有哪些？试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5．现阶段中国家庭网的功能是什么？ 

知识单元 7：第七章 家庭功能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家庭功能的概念 

2. 家庭功能的分类 

3. 家庭功能的变迁及其原因 

学习目标： 

1. 掌握家庭功能的基本概念 

2. 学会分析影响家庭功能的主要因  

3. 结合当前中国家庭的现状，更深一步的理解家庭功能变迁的原因 

作业： 

1.什么是家庭功能？为什么说家庭功能既有正功能又有负功能？  

2.家庭功能一般包括哪几个方面？   

3.影响家庭功能的外部社会因素和内部家庭因素是什么？ 

4.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家庭功能有什么特点？ 

知识单元 8：第八章 家庭管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家庭管理的内容 

2. 家庭经济管理 

3. 家务劳动管理 

4. 家庭闲暇生活安排 

5. 家庭生育计划 

学习目标： 

1. 掌握家庭管理的概念 

2. 了解家庭管理的内容进而认识学习家庭管理的重要性 

3. 积极观察日常生活，将课堂教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 

作业 

1. 简述进行家庭管理的必要性？  

2．家庭管理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3．家庭管理应遵循什么原则？ 

知识单元 9：第九章 婚姻家庭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婚姻家庭法的含义及特征 

2． 中国婚姻家庭法的变革历史 

学习目标： 

1. 掌握婚姻家庭法的基本概念 

2. 了解中国婚姻家庭法的历史演变 

3. 探讨婚姻家庭法与中国社会发展、家庭变迁之间的联系 

4. 与世界各国的家庭法进行比较，发现家庭法在世界各国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认识不同国家
和民族的历史、现状和文化特点。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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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婚姻家庭法的调整范围是什么？   

2．试述婚姻家庭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变化过程。  

3．试论婚姻家庭法与家庭伦理和家庭习俗的关系。   

4．建国后中国内地的婚姻家庭法经历了几次修订？为什么？ 

知识单元 10：第十章 家庭伦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家庭伦理的基本概念 

2. 家庭伦理的内容 

3. 中国家庭伦理的演变 

学习目标： 

1. 认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家庭伦理在婚姻家庭中的作用 

2. 探讨在社会转型时期，家庭伦理容易出现“失范”的原因 

3. 结合当前我国社会结构重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的冲突和婚姻家庭
关系形态的多元化趋势的现状，进一步认识构建新的家庭伦理道德的必要性。 

作业： 

1. 什么是家庭伦理？简述家庭伦理的主要内容？  

2．家庭伦理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3．试论近代中国的社会运动对传统中国家庭伦理的冲击及其意义？ 

知识单元 11：第十一章 家庭习俗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家庭习俗的基本概念 

2. 家庭习俗的基本内容 

3. 中国家庭习俗的变革 

学习目标： 

1. 了解家庭习俗是如何与家庭伦理道德一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婚姻与家庭中发挥作用的。 
2. 了解婚姻家庭法、家庭伦理道德和家庭习俗的联系与区别 

3. 观察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更为新颖、显示个性追求多元化的家庭习俗，分析并思考家庭习俗
是如何反映文化的变迁、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的更替以及人际关系的变化的。 

作业： 

1．试述人类学家是如何通过对家庭习俗的研究来推测出人类的家庭发展史的。  

2．促使家庭习俗变革的动因是什么？  

3．简述家庭习俗与家庭伦理的联系与区别 

知识单元 12：第十二章 家庭危机与应对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婚姻问题及其预防 

2. 家庭暴力 

3. 离婚 

学习目标： 

1. 把握家庭危机的概念 

2. 能够应用相关理论分析和解释家庭危机产生的原因 

3. 了解预防和应对家庭危机的方法  

作业： 

1．预防或减少婚姻危机应做好那几方面的婚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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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力婚姻”观念的涵义是什么？ 

3．试述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 

4．简述中西方学者关于离婚现象的理论探讨 

5．如何认识离婚行为的负、正面影响？ 

知识单元 13：第十三章 家庭社会学的研究与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外婚姻家庭研究简述 

2.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简史 

学习目标： 

1. 了解西方家庭社会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2. 熟悉中国家庭社会学的发展过程 

作业： 

1．简述西方关于婚姻家庭研究的历史过程。 

2. 20世纪 6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对婚姻家庭的研究有什么特点？ 

3. 简述“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婚姻家庭研究的状况。 

4．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婚姻家庭研究的主要议题有哪些？ 

知识单元 14：第十四章 家庭社会学的主要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 

2. 家庭系统理论 

3. 结构功能理论 

4. 社会冲突理论 

5. 符号互动论 

6. 社会交换理论 

学习目标： 

1. 了解家庭社会学的理论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建构起
来的概念框架和观察视角。 

2. 能够运用家庭社会学的理论分析婚姻家庭现象、解释婚姻家庭中出现的问题。 

作业： 

1．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主要论点是什么？ 

2． 对中国家庭有什么现实意义？ 

3． 简述家庭系统理论的主要思想。 

4． 简单论述社会冲突理论与结构功能理论的主要区别。 

5． 符号互动论与家庭有关的研究主要涉及哪些方面？ 

6． 简述社会交换理论的基本观点。 

知识单元 15：第十五章 家庭的起源、演化和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家庭出现之前人类两性关系状态 

2. 血婚制家庭 

3. 伙婚制家庭 

4. 偶婚制家庭 

5. 个体混家庭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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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较系统地了解家庭的产生及其发展过程。 

2. 能够认识和理解自然选择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家庭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作业： 

1．认为人类历史上客观存在两性杂交关系阶段的依据是什么？ 

2．什么原因使得人类两性关系从杂交关系中产生出第一个禁例？ 

3．简述伙婚制家庭的特点？ 

4．为什么说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是个体婚产生的根本原因？ 

知识单元 16：第十六章 家庭变迁与当代中国家庭问题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现代化对家庭变迁的影响 

2. 中国的家庭变迁与当代中国婚姻家庭问题 

3. 家庭变迁的方向预测 

学习目标： 

1. 理解家庭一定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2. 把握家庭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它将反映社会制度的发展状。 

3. 能够运用本章所学知识分析社会变迁给婚姻家庭带来的影响。 

作业： 

1．简述西方学者是如何从结构功能论的视角论述社会变迁对家庭功能的影响的？ 

2．与中国的社会转型相对应中国的婚姻家庭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3．当前我国婚姻家庭出现的问题主要在哪几个方面？ 

4．你如何预测家庭未来的变迁方向？为什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绪论 2  

2 第二章 婚姻概述 2  

3 第三章 家庭概述 2  

4 第四章 家庭过程 2  

5 第五章 家庭结构 2  

6 第六章 家庭关系 2  

7 第七章 家庭功能 2  

8 第八章 家庭管理 2  

9 第九章 婚姻家庭法 2  

10 第十章 家庭伦理 2  

11 第十一章 家庭习俗 2  

12 第十二章 家庭危机与应对 2  

13 第十三章 家庭社会学的研究与发展 2  

14 第十四章 家庭社会学的主要理论 2  

15 第十五章 家庭的起源、演化和发展 2  

16 第十六章 家庭变迁与当代中国家庭问题 2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 

先修课程：社会学概论 

后续课程：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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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教学   

课堂讨论结合案例分析(训练学生运用家庭社会学的知识和理论分析现实婚姻家庭现象的能力) 

指导学生阅读相关参考资料进行自主学习 

教学手段： 

课件、课堂问卷、邮箱、互联网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试要求: 期末论文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邓志伟、徐榕：《家庭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于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W.古德 ：《家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4．【芬兰】E.A.维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一卷、二卷、三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5．【法】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主编、袁树仁等译：《家庭史》，三联书店，1998年版。 

6．J·罗斯·埃什尔曼：《家庭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7．【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李安宅译：《两性社会学》，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8．【加】大卫·切尔：《家庭生活的社会学》，中华书局，2005年版。 

9．徐安琪：《世纪之交中国人的爱情和婚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10．邓伟志：《近代中国的家庭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雷洁琼：《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2．五城市家庭研究项目组：《中国城市家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3．风笑天：《独生子女：他们的家庭、教育和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4．沙吉才：《当代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美】曾文星：《家庭关系与家庭治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蓝明春等编译：《婚姻与家庭模式的选择》，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7．沈崇麟、杨善华：《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 

18．张健、陈一筠：《家庭与社会保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19．【美】贝克尔：《家庭经济分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20．【美】贝克尔：《生育率的经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1．张文霞、朱冬亮：《家庭社会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22．巫昌祯：《婚姻家庭法新论----比较研究与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3．巫昌祯：《婚姻与继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4．于静：《家庭法新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5．于静：《比较家庭法》，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6．史尚宽：《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7．章海山：《家庭伦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8．R.T.诺兰：《伦理学与现实生活》，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29．蔡治平：《家庭伦理与法律常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0．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31．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 

32．迈克尔·米特罗尔、雷因哈德·西德尔：《欧洲家庭史》，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33．A·托夫勒、朱志焱 译：《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 

34．邓伟志、徐新：“当代中国家庭的变动轨迹”，《社会科学》2000年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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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沈崇麟、杨善华、李东山：《世纪之交的城乡家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6.徐安琪、叶文振：《中国婚姻质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7.巫昌祯、王德意、杨大文:《当代中国婚姻家庭问题》，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人口社会学 
Population Studies  

课程号：4040701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旨在帮助学生了解人口社会学研究的主题，视角和方法。课程还注重教

授学生如何去分析人口变迁与社会变迁的互动以及各种社会因素对人口变迁的影响。课程的重点将

集中在对中美两国人口现象的分析上。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学时 

知识单元 1：人口学简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人口研究的内容和发展状况。 

2．人口问题的相关概念。 

学习目标： 

1．了解人口问题相关的概念。 

2．掌握人口研究的内容和发展。 

作业：阅读课本第一章 

知识单元 2：人口学相关的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人口学的基本理论。   

2. 教学基本要求：了解各个理论的优缺点。  

3.教学重点难点：如何用各个理论来分析当今社会的人口问题 

作业：阅读课本第 2章 

知识单元 3：人口学研究的数据来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人口数据的来源 

2.教学基本要求：了解人口数据的来源，包括人口普查，调查，人口登记等 。   

3.教学重点难点：如何运用人口数据去分心人口现象 

作业：阅读课本第 3章 

知识单元 4：人口的变迁和人口转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人口变迁和转型的特点和过程 

2.教学基本要求：了解人口的变迁和转型的特点一级对社会各个层面带来的影响。  

3.教学重点难点：人口变迁对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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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阅读课本第 4章 

知识单元 5：人口的构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人口构成结构  

2.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人口构成的两个重要方面：性别和年龄。 

3.教学重点难点：人口构成特点。 

作业：阅读课本第 5章 

知识单元 6：生育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生育的测量和生育现象 

2. 教学基本要求：精神健康的定义、判定标准和影响因素。  

3.教学重点难点：生育的测量 

作业：阅读课本第 6章 

知识单元 7：死亡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死亡的相关概念和测量  

2.教学基本要求：死亡的人口学现象 U型特点以及影响死亡的因素  

3.教学重点难点：死亡的 U型特点。 

作业：阅读课本第 7章 

知识单元 8：国内迁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人口国内迁移的计算方法和影响因素  

2. 教学基本要求：国内迁移的特点和影响因素。 

3.教学重点难点：国内迁移对迁入和迁出地的影响。 

作业：阅读课本第 8章 

知识单元 9：人口的国际化迁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国际迁移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2. 教学基本要求：了解各国国际迁移的特点，国际迁移对于人口迁入和迁出国家的影响。  

3.教学重点难点：国际迁移的形式和特点以及影响因素。 

作业：阅读课本第 9章 

知识单元 10：人口政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我国人口政策的变迁   

2.教学基本要求：人口政策的主要内容和这些年的变化以及对我国人口现象的影响  

3.教学重点难点：人口政策对人口变迁的影响。 

作业：阅读课本第 10章 

知识单元 11：分析人口现象用的其他视角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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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 分析人口变迁可能用到的视角 

2． 教学基本要求：比较这些视角在分析人口现象是的优缺点。  

3.教学重点难点：学习用其他视角分析人口现象  

作业：阅读课本第 11章 

知识单元 12：人口分布与城市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人口分布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 

2. 教学基本要求：掌握各国人口分布和城市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动态变化的过程 

3.教学重点难点：城市化的主要特点 

作业：阅读课本第 12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人口学简介 3  

2 人口学相关的理论 3  

3 人口学研究的数据来源 3  

4 人口的变迁和人口转型 3  

5 人口的构成 3  

6 生育 3  

7 死亡 3  

8 国内迁移 3  

9 人口的国际化迁移 3  

10 人口政策 3  

11 
分析人口现象用的其他视角 

人口分布与城市化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理解与人口问题相关的概念和理论，以及研究方法。 

难点：学习运用课堂所学习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现实的人口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与学生自主学习相结合的方式。 

2. 学生阅读和做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 

……………… 

教学手段： 

1.结合 PPT进行课堂讲授。 

2.要求学生做与课程相关的报告。 

………………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论文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论文占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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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业要求： 

具体作业请见平时作业要求。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彭希哲 主编： 人口与人口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梁在 主编： 人口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执笔：张莉 审稿：郭伟和 审定：社会学院/社会工作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1月 5日 

 

中国社会 
Chinese Society 

课程号：4040703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开设本课程，通过对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的介绍和讨论，使学生获得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中国

社会的基本面向和重要问题的方法；对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传统有系统的了解。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第一章  导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海外中国研究的梳理，理解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史观和社会观的重要意义，并理解社会

学的想象力如何运用在中国社会研究上。 

一．社会学的想象力与中国研究     

社会学的三足鼎立：理论；方法；中国研究。与方法不同，技术层面；与理论不同，或抽象或

遥远。米尔斯批判了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倡导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如何运用？“穿过

环境中的个人困扰，看到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议题。”“把握个人生活历程与社会与历史结合面上的细

小交叉点，自身的变化。”我们的生活世界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对熟悉的生活世界产生新奇感。从

日常的生活世界透视社会结构。 

二．中国社会研究的传统 

1． 中国史研究的四个范式 

费正清的挑战-回应论。首先，它简单地假设十九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单向的，都是由西向

东的，中国的社会变化来自西方入侵。西方冲击和中国回应。可是，每论及“西方冲击”时，人们

又总会忽略西方本身矛盾重重的本质。其次，此论亦忽略了十九世纪中国尚有与西方冲击无关或关

系甚少的其他方面。第三，由于它强调“有意义的回应”，因此倾向于注意知识、文化和心理学的

历史解释，而忽略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因素。 

列文森 Levenson的传统-现代论。认为西方现代社会是各国万流归宗的楷模，中国以前停滞不

前，在传统中循环，沉睡中，等西方猛击，向现代前进。帕森斯的影响。落后与进步。儒教与现代

社会不相容。《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为帝国辩护。 

佩克（James Peck）的帝国主义论。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变化的动因，是社会瓦解，民族灾难

的祸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坚持入侵的有害。 

三种模式都是将中国看作他者 OTHER，中国为什么没有像西方那样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将中

国与西方对立并置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另一种变型：中国是一样的。然而，无论把中国放在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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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等同”的位置上，还是说它是西方的“它者”，它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两种说法理所当然地

把西方作为价值标准；理论的和意识形态的参照框架都是源于西方的；所宣称的主张也都是基于以

西方为中心的假定。 

柯文的中国中心论： 

首先，设身处地地从中国人的角度来再现中国历史，而不是以外来强加的观念加以论述。研究

者极力尝试从中国历史的观点出发，密切注意中国历史的轨迹和中国人对自身问题是的看法，而不

从西方历史的期望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中国历史。  

其次，中国地缘广大，情况复杂，化整为零，把中国看作由上下不同阶层组成的社会加以研究。

横向地域，区域和地方史。 

再次，积极吸收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并努力将其融会于对历史的分

析中。                                            

2． 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三个范式 

极权主义。舒尔曼 Schurmann,F《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意识形态的对立，列宁

主义政党，领袖个人的卡里斯马权威。总体性控制。 

多元主义或现代化或利益群体。C Johnson 主编的《共产主义体制的变迁》（1970）将中国的

政治制度看作世界政治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存在利益群体，即使无法发育为正式组织，也对政治制

度有重要影响。集权政治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矛盾，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要向西方推进。科层

化。利益群体的多元化。 

新制度主义认为中国独特。来自经济学新制度范式，混合经济。独特的制度安排。科尔奈的短

缺经济学。华尔德 Walder认为虽然存在强大的监控，但强调的不是强制，而是对服从的正面鼓励；

国家对社会进行动员时提出的是意识形态标准，但这些标准出人意料地发展出一套高度制度化的庇

护关系网，在这个网中，行动者对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忠诚与对党组织领导人的个人依附紧密结合在

一起；在中国社会充满了竞争和冲突，但利益群体的作用是有限的，更重要的是在制度化的人身依

附关系上的竞争和冲突。 

3． 运用理论模式中的四个陷阱 

（1）不加批判地运用  

中国研究训练完全是强调经验研究的训练：即强调在选定的题目中寻找新的信息，阅读文本和

文件，使用文献检索手段，细致的脚注等等。在这样的训练中是不接触理论的。在理论上“具备了

洞见”这种诱惑是极其巨大的。  

（2）意识形态的运用  

除了学理上的诱惑，理论还具有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路线问题，站队问题，而不是

深入探讨复杂性。 

（3）西方中心主义  

（4）文化主义  

汉学的思路，着迷于大传统。限定在上层文化，而忽略了普通人民。这种研究很少或者根本就

不关心物质生活。它反对社会史。最后，这种研究在强调中国独特论的同时，实际上反对所有的社

会科学理论。 东方中心主义。阿 Q。 

4． 建构中国研究的本土传统 

全球化与本土化。本土化是指运用本土所积累、形塑的文化认知的历史经验，以摆脱或超越西

方知识权力体系垄断的状况，确立本土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自主性的追求。 

三个阶段：1920-1930年代吴文藻提出社会学中国化，将西方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实地研究结合。 

1980 年代杨国枢提出社会研究更反映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特征，强调对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

的研究，中国学者自主性，摆脱过于依赖西方。 

1990 年代中期《中国书评》本土化与规范化讨论，打破意识形态限制，与国际接轨，保持对

本土社会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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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方式：实证倾向。杨国枢提出的本土契合性。就本土现象，提出创新的认识方法，将本土

概念操作化，比如将面子、缘分操作，问卷调查。 

另一种反实证。身心状态。即人作为具有认知、思想、感受和反应能力的行动主体，其长期以

来孕育、呈现的总体惯性状态。 

建立自己的学术传统。 

三部分：1949年前的传统；在海外尤其是美国传统影响下；中国本土的新传统。 

复习思考题 

1． 海外中国研究经历了哪几个阶段？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2． 为什么中国社会必须要建立自己的学术传统？我们曾经作过什么样的尝试？ 

拓展阅读书目 

柯文：“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在中国发现历史》第四章，中华书局，1989） 

孙立平：“社会主义研究中的新制度主义转型”（《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 5期） 

黄宗智：“学术理论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971 

杨国枢：“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契合性及其相关问题”（《中国社会学》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叶启政：“对社会研究‘本土化’主张的解读”（《社会学和本土化》，[台湾]巨流图书公司，2001） 

第二章  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质及其演化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什么，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演化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理解近代社会

所面临的危局。 

第一节  封建社会 

一．封建概念辨析     

中国的“封建”制度盛于周代，至秦帝国建立时“封建”即已废除，而改行中央集权的“郡县”。

西方历史上的 feudalism并非中国的封建。 

两者的共同点是贵族与平民之分，但这并非封建的主要特征。中西的根本不同之点是在于政治

制度与社会形态。具体表现： 

首先，西方封建是自下而上形成的，是由统一罗马帝国崩溃而起，各自寻求保护者而成；中国

封建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向外扩展，西周武王和周公东征消灭殷王室的统治权后分封各地。一是防

止殷朝的反动，一是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 

其次，西方是庄园主或土豪，经济上的；而中国是地方的政治领袖。 

再次，西方自封建社会解体而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与在社会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

义经济密切配合，很快步入一个工业化和列国争强的时代。而中国自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解体，

秦汉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以来，却经过了漫长的、独立的发展和演变，直到被西方列强敲开国门，

才不得不蹒跚地走上现代化之路。 

二．中国社会史论战 

1932～1933 年期间，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论战的问题主要有三：①什么是“亚细亚

生产方式”？中国是否经历过这样的阶段？②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③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及

其发生、发展和没落的过程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否与人类（西方）一般的历史发展

规律基本相同，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 

封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关于广义，陶希圣等新生命派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封建制度崩溃而封

建势力尚存的社会。批判租佃制神话。因为秦汉以后的社会被称为封建社会，是基于庸俗马克思主

义的社会经济观。从经济关系入手将租佃制确定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结构，认为围绕租佃关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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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经济制度，是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核心。但单纯将经济关系，特别是以土地所有制问题作为分

析中国传统社会的入口，忽视了实际上属于公法而非私法范畴的封建所有权特性。 

秦晖对关中的研究。关中无地主，无租佃，有封建。关中不是以财产所有制关系为基础的阶级

概念，而是以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等级概念。有产者与无产者对立模糊，而有权者与无权者的对

立突出。 

第二节  双轨政治 

一．社会结构的三因子  

国家、民间统治精英、民众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三个基本结构因子。由这三个因子所形成

的较为稳定的互动关系是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架之一。这种互动关系的演变是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方

面。 

民间统治精英则是社会精英中的一个独特类型。身在民间，行使统治职能，是民间统治精英的

两个基本特征。前一个特征，使得它与国家机构中的权力精英相区别。后者属于国家的范畴而不属

于民间统治精英的范畴。民间统治精英从位置上来说，恰好处于国家与民众二者之间，因此它往往

成为二者的中介和纽带。民间统治精英虽身处国家之外，但却是定型国家基本制度框架的基本社会

力量；在民间的基层社会生活中，民间统治精英又是实现社会整合、造就社会的自我组织以及自我

形成秩序能力的重要社会力量。传统社会又被称为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费的双轨

政治。士绅在沟通民众与国家政权之间关系上所起的作用。 

二．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形成 

中国传统社会中三层社会结构形成于帝国体制的建立（以秦统一为标志）。在封建制转变为帝

国体制的过程中，社会权力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分化。原来贵族拥有的集统治权、实际治理权、非正

式影响力于一身的总体性权力，分化为相对分离的统治权、实际治理权、非正式影响力。在分化后

的体制中，拥有统治权的是皇帝，执掌实际治理权的是职业官僚系统，而身处民间的贵族-地主则

依靠所拥有的非正式影响力发挥作用。在此种条件下，三层结构得以定型。 

但在宋代前后，中国传统社会的三层结构发生了又一次重要的变化，这就是处于中间层的民间

统治精英的主体部分，由士绅－地主集团取代了贵族－地主集团。科举制使政教相连的传统政治理

论和耕读仕进的社会变动落在实处。从门第社会到科举社会。 

当士绅－地主集团取代贵族－地主集团而成为民间统治精英的主要成分之后，在结构、制度及

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引起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民间统治精英对国家和皇权的依附性大大增加；职

业官僚系统更加依附于皇权；随之而来，是皇权的强化和扩展；分裂力量的削弱和统一基础的强化；

民间统治精英与民众之间一种较有弹性关系的建立；国家与民众间较有效中介的形成；社会流动的

增加和弹性的增强；政治中心和意识形态中心在制度上的合一。 

三．晚近社会侵蚀的发生 

由于士在传统中国社会的核心位置，所以晚清废科举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

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而新教育制度培养出的已是在社会上"自由浮动"

的现代知识分子。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

征之一。四民社会的解体使一些原处边缘的社群(如商人和军人)逐渐进据中心，更可见边缘知识分

子这一特殊社群在政治上的明显兴起，而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则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过

去曾有过相当高同质性和内部整合的士绅集团开始沿着四个方向分化：一部分转变为近代工商业

者。一部分成为近代知识分子，一部分转变为新式军人，还有一部分仍然留在农村的，则大多成为

土豪劣绅。近代大量士绅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一些恶棍进入村庄政权，充当政权现代化过程中的国

家代理人，将双轨政治变成了一种单轨政治，将大量的赋税以及摊派通过这些趁机勒索的恶棍而加

到农民身上，恶化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乡村的衰败。破旧无法立新。社会侵蚀的发生。 

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失去了原有的有效性；基层社会整合发生困难，在政治解体的同时伴随着社

会解体。基层行政的僵化。国家政权向下延伸。但要钱要人，而地方建设的事务却无法开展。杜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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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下层统治抬头，革命与造反频繁；激进主义成为文化意识形态中的主旋律，自由主义与保守主

义一直处于弱势；一直缺乏能定型社会基本制度框架的力量，四民社会中重心的失去。最终结果是

以整合危机表现出来的总体性危机的形成。 

第三节差序格局 

一．概念的提出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重要概念，以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

关系的特点。“西洋社会组织象捆柴，常常由若干人组成一个个的团体。团体是有一定的界限的，

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

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先规定的”。对于这种性质的社会关

系，称为“团体格局”。而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社会关系则与此明显不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

扎清楚的柴，而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

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

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二．对差序格局的几点理解 

首先，能够造成和推动这种波纹的“石头”是什么呢？是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其中最重要的

还是血缘关系。社会关系的基础。 

其次，这种社会关系的模式具有的特点：第一，“自我主义”。在这种关系格局之中，自己总是

这种关系的中心，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主义。第二，公私、群己的相对性。在这种格局

中，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可以说是公，是群；向外看就可以说是私，是己。两者之间没有清楚

的界限。第三，特殊主义伦理。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加的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

的伸缩，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第四，人治社会。其特点在于，维持秩序时所使用的力

量，不是法律而是人际关系的历史传统。第五，长老统治。这是一种包含着不民主的横暴权力、民

主的同意权力以及教化权力等复杂内容的权力结构。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和权力运作都以这

种关系模式为基础。 

三．概念的延伸   

李沛良试图将 “差序格局”这一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概念，用于分析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的

演变及其类型。“工具性差序格局”： 

(1)社会联系是自我中心式的，即围绕着个人而建立起来； 

(2)人们建立关系时考虑的主要是有实利可图，所以，亲属和非亲属都可以被纳入格局之中； 

(3)从中心的格局向外，格局中成员的工具性价值逐级递减； 

(4)中心成员常要加强与其他成员亲密的关系； 

(5)关系越亲密，就越有可能被中心成员用来实现其实利目标。 

第四节  乡村工业化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黄宗智在 1980 年代，为了说明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小农经济的运行逻辑，提出了农村"过密化"

或"内卷化"（involution）的命题，来解释农村"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由于人口对土地

的压力和耕地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

动力投入的增加，农业生产越是过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走通过资本化来提高劳动生产

率的道路。黄宗智提出的这个学术命题，实际上在 1930年代一些社会学家已经开始广泛注意到。 

金陵大学农林科和乡村社会学系在 1922-1925年开展了一次全国性调查（2370农户）。乔启明

由此写了《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一文，指出，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事实上已低到极限，其原

因有四点：第一，农村人口过多，家庭过大，生产者少而消费者多；第二，农场面积过狭，总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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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收入自然就低；第三，生产效力低，净利收入少，因为农场狭小不能利用机器，只能多用人力，

中国人工虽比美国低廉的多，但人工费用反而高，美国的农产品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竞争；第四，交

通不便，影响了农产物的销售，谷贱伤农的事在所难免。这样，工业化的问题就作为解决农村人口

过密化问题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措施之一提了出来。 

《江村经济》认为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农业经济，而是一种“农工混合的乡土

经济”。这一基本论点乃是中国社会学派分析中国问题的出发点。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乃是中国农

民们已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准。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正是乡土工业的崩溃，而乡土工业的崩溃

则是因为西方工业扩张进入中国使乡土工业无力与之竞争。 

中国社会学派在三十年代所得出的这些初步看法，其突出之点在于，它力图从中国传统社会经

济结构本身的内在理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出发，去探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转

化的可行道路。正因为如此，它慧眼独具地抓住了乡土工业这一人所忽视的现象作为分析中国问题

的一个中心环节，指出了它在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它在中国社会变

迁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 

二．两大视角，四条路径   

中国早期农村工业化问题的提出是从两大视角（改良和革命）沿着四条路径提出来的。1。在

改良的视角下，有两条路径：一是从生产要素的路径提出工业化的问题，包括认为在资源短缺、人

口过密化、农业人工成本过高、生产效率过低的情况下，要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必须走劳动力转移

的工业化道路的各种思路。沿这条路径提问题的人，多是学院派，包括在华从事中国农村调查和研

究的外国学者。一是从传统文化的路径提出工业化问题，认为要重塑伦理社会的乡村基础，并在合

作的基础上走由农业引发工业的为了消费的所谓第三条道路，杜绝走商业资本为了营利的资本主义

工业化道路和苏联强制集团化的工业化道路。旨在复兴传统文化精粹。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  

2．在革命的视角下，也有两条路径： 

一条是从农业生产技术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出发，认为中国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一个乡

村，因此要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系统来观察农业从工业的分离、都市与乡村的联系、以及工人与

农村无产者的天然结合，通过推翻外国资本的支配争取民族经济的自由发展。沿这条路径的学者，

深受当时苏联的革命理论影响。 

另一条道路是从生产关系以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出发，强调必须从改造农村土地关系入手，走

通过反帝反封建来发展农村生产力并与工业相结合的道路。 

复习思考题 

1． 中国传统社会有哪些基本特质？它们在近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 什么是差序格局？ 

拓展阅读书目 

*钱穆：“再论中国社会演变”（《国史新论》，三联书店，2001） 

*秦晖：“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杨念群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费孝通：“三论双轨政治”、“基层行政的僵化”（《乡土重建》，《费孝通文集》第四卷，群言出

版社，1999） 

*孙立平：“改革前后中国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及民众间互动关系的演变”（该文第一大节）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1441 

*黄宗智：“中国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964 

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权势与社会权势的转移及其互动关系（《权势转

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费孝通：“差序格局” http://www.gongfa.com/xiangtuzhongguo1-6.htm 

李沛良：“论中国式社会学研究的关联概念与命题”（《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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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江村经济》再认识” http://ufca61.chinaw3.com/gy6.htm 

第三章  共产主义文明的诞生及其特质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中国近代面临的总体性危机，掌握总体性社会、新德治等重要概念，理解共产主义文明的

基本特点及其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效果。 

第一节 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危机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失去重心，制度缺乏定型力量，面临总体性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三个方

面： 

首先，外侮日强，国力日衰，如何度过民族危亡关头？ 

其次，现代化的开展需要国家扩大对社会资源的抽取，国家如何能够有效将力量伸入到基层？  

再次，社会力量分崩离析，如何建立一支强有力的组织来统合各种力量？ 

第二节  共产主义文明的诞生 

一．总体性社会的建立    

 1949年后在中国建立的总体性社会体制，以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和垄断为基础。社会成员

要取得基本生存条件，必须从国家那里获得。在国家掌握了社会中绝大部分资源的垄断和控制权后，

整个社会成员依据与资源的关系不同而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二次分配者，他们主要是官员掌握着社

会资源的实际配置权。二是直接生产者或资源接受者。虽然由于在总体性体制中所处的地位有所不

同，因而领得资源的多寡和方式并不相同，但就他们是资源配置的对象而言，他们并无根本的差异。 

二．总体性社会的社会后果 

总体性社会中这种独有的资源垄断和配置制度，起到了一种化约社会结构的作用。在稀缺资源

多元拥有的市场经济中，大部分稀缺资源广泛分布在民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复杂而多样的

结构因子。而在总体性社会中，国家不但垄断着绝大部分既有的资源，而且在新的资源出现后，也

总是利用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将其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对于任何潜在的控制稀缺资源的竞争

对手，也总是利用政治或行政的力景加以摧毁。 

社会结构三层变两层。这种由国家和民众构成的两层社会结构，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社会

结构。苏联在革命胜利后不久，革命热情就迅速衰退了，在为建立社会生活秩序而进行的努力中，

常规化过程开始了，一些与旧制度相差无几的新制度建立了。与此相反，中国革命胜利后，与通常

的‘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历史模式完全不同，共产党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扭转革命胜利后革命走

向灭亡的普遍趋势，防止会导致丧失革命动力的‘官僚主义的制度化’，并保护革命目标和革命理

想的内在生命力，从而使其成为现实社会活动的力量源泉。 

第三节 共产主义文明的基本特质 

一．国家直接面对民众直接互动关系的形成。 

在两层结构中，国家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几乎完全是面对面的。由于缺少民间统治精英的中介，

会大大增加民众与国家直接冲突的机会，并会使任何由于较次要问题引起的不满和冲突都带有一种

很强的政治性。 

二．国家对民众的参与式动员。 

极强的动员能力，它可以利用自己全国性的严密组织系统，将全国人力物力资源动员起来，以

达成某一国家目标。这种高度动员体制既是快速实现工业化这一民族主义目标的有效手段，也是对

1949 年之前中国社会中的资源高度分散状况的反应。高度的社会动员能力，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但同时，这种高度的动员能力也潜伏着一种极大的危险，由于决策权力完全集

中在权力体系最高层，甚或一人之下，同时也由于对这种决策过程缺少制约和监督，高社会动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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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会带来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三．行政性社会整合取代血缘的与契约性的社会整合。 

1949 年后，在由地方精英实现社会整合既不可能也被国家防范的情况下，一种行政性社会整

合的模式形成了。政治整合极为有力，即使是社区层次中，其整合也主要是以行政性手段实现的。

在这种模式中，国家力量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渗透于基层社会生活。但这种社会整合模

式的有效性，是以摧毁社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为代价的。而且这种整合模式又极为僵硬，必须以不

断抑制社会分化为前提。   

四．民众对国家的组织性的依附。 

如果从民众对国家的关系来看，这种关系则表现为组织性依附。工人在社会和经济上依附于单

位，在政治上依附于管理层，在个人上依附于上司。 

五．纵式关系重于横式关系。 

在改革前的总体性社会中，纵式关系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横式关系。因为在这种体制中，基于

对“代价一报酬”效益比的考虑，人们大多不采取同一位置的人用集体行动的方式来保护和争取自

己的利益，而是采取与领导者之间建立特殊主义的庇护关系的方式来保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高度

组织国家内的低度整合。 

六．等级社会与平民主义。 

改革前中国的总体性社会是一种等级社会而不是阶级社会。阶级社会是在社会稀缺资源的多元

占有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在国家垄断绝大多数资源的情况下，阶级是无从产生的。在这种条件

下形成的只能是等级或身份。 

在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实际上存在四大身份系统。 

一是政治身份系列。在这个系列两端的，就是理论上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但在中国的实际

情况下，这两部分包合着十分混杂的成分，特别是在原有的资产阶级已经消失的情况下，“资产阶

级”这个概念实际上包括了所有被认为是“与社会主义敌对”的人，甚至包括某些权力斗争中的失

意音。 

二是城乡身份系列。户籍制。 

三是“干部”与“工人”的职业身份系列。 

四是所有制身份系列。   

但当时所主导的又是平民主义意识形态。 

第四节 中国共产主义文明中的新德治传统 

一．什么是新德治？ 

传统中国德治传统。但中共通过延安整风开创新德治传统已远非传统的儒家伦理可比——这种

新伦理是在现代大众动员的基础上，由现代政党来加以推行的伦理，我们可以称之为“政党伦理”。

新德治是用政党伦理来实现一元化的政治治理的体制，它以消灭各种异类、塑造圣洁的“新人”为

着手点，以建设一个纯净的社会和至善的人间为旨归。 

二．新德治的基本特点 

中国的新德治虽然部分渊源于传统德治，但又有了根本的不同。首先，新德治的“德”虽然同

样旨在塑造圣化的人格，但却不是以和谐为核心，而是以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为核心的。 

新旧德治的不同还在于政治被道德化的“治”术上。传统德治由于缺乏连接修身与平天下、内

与外、知与行的技术，所以，那种德治实际上更重居上位者的德行所起的表率（“君子之德风，小

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和君子自觉的修身（“正心诚意”、“克已复礼”）上。而新德治依托

于一个总体化治理架构，把“君子之德”和“小人之德”都变成了国家治理的对象，将成圣修身的

要求下推至普通民众，使德治成了实现国家治理、社会动员的权力技术与抑制自我、改造自我的自

我技术的特殊结合。 

三．新德治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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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政党伦理本身就具有原则性和策略性这两面性，尤其是在不同的政治运动和时空背景

中呈现出的面目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在运用政党伦理作为个人德性的评价标准时，又缺乏成文的

和稳定的操作规则。这就使对一个人“表现”的评判及其所接受的相应奖惩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

他与领导（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群众）充满弹性的个人关系上。 

复习思考题 

1． 如何理解中国近代社会面临的总体性危机？ 

2． 什么是总体性社会？其基本特点是什么？ 

3． 什么是新德治？ 

拓展阅读书目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http://www.agri-history.net:8888/history/selecdoc/hunanpesant's%20m.htm 

*强世功：“权力的组织网络与法律的治理化——马锡五审判方式与中国法律的新传统”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264 

*路风：“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国社会学》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结论”（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8） 

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

（《中国社会学》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 2期） 

*应星：“论当代中国的新德治”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198 

第四章  中国现代社会的转型 

教学目的和要求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实践逻辑，了解双轨制及变通在中国社会的独特含义，

理解 90年代中国社会结构出现的新的重大变化。 

第一节 转型前期 

一．中国 1980年代社会转型的基本实践逻辑是三重的双轨制 

1．计划与市场的并行 

2．政治与经济的分治 

3．变通的基本逻辑 

二．中国 1980年代社会转型的三个阶段 

一般意义，改革经历侵蚀、转型和重建三个阶段。 

中国的改革过程表现为：在意识形态目标约束下的自下而上的局部性改革，侵蚀阶段，农村和

城市边缘，旧体制瓦解，但局部；明确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目标，以大规模的政策和法律推进的市

场经济体制建设，转型阶段；最后则是全面的社会重建。 

三．改革的成就及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连续的高速增长。社会的基本稳定。 

但中国 20年的特殊繁荣背后特殊的体制转轨因素，把计划经济 40年积累的国力在市场化改革

中转换为现实的生产力。 

隐含的社会问题及政治风险。 

第二节  转型后期 

一． 90年代与 80年代的对比 

在 80 年代，经济增长带来社会生活状况的普遍改善；生活水平普遍低下，日用消费品（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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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活必需品）短缺、住房紧张、公共服务业不发达（当时普遍存在着外出“吃饭难”、“住宿难”，

甚至还有“理发难”）；而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生活状况得以迅速改善。80 年代的经济增长与社

会发展几乎是齐头并进的。但到了 90 年代后期，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导致社会生活

状况的普遍改善。在高经济增长速度之下，感受到的却不是繁荣，而是某种萧条。 

二．两个结构性的转型 

1．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 

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绝不是简单地意味着人们从此不必为基

本的生存需求而奔忙，必然伴随着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这

个转变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就可能酿成某种危机。 

2．资源配置：从扩散到重新积聚的趋势 

80 年代初，中国社会财富主要是集中在政府手中，然后由政府按照社会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

地位实行再分配。与这相伴随的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极度匮乏。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边缘开始发

端、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改革，具有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的效应。 

90年代的变化 

三．两极社会的形成 

1总体性精英或精英联盟   

2底层社会的形成及其特性 

3．社会结构的断裂 

城乡关系 

下岗与城市弱势群体的出现 

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和“企业化”。 

信任结构的断裂 

复习思考题 

1． 中国社会转型经历的两个阶段有何显著的差异？ 

2． 如何理解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孙立平、王汉生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468 

*强世功：“法制的兴起与国家治理的转型——中国刑事实践的法社会学分析”   

http://www.usc.cuhk.edu.hk/wk_wzdetails.asp?id=516 

*盛洪：“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4） 

孙立平等：“作为制度运作和制度变迁方式的变通”，《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冬季号 

*孙立平：“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468 

*孙立平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潜在危机”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1367 

*王绍光等：“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 http://www.tanqiu.com/article.asp?aid=223 

第五章  中国法律的社会学视角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法律社会学的基本视角，掌握中国法律文化的基本特点，重点理解中国现代社会法律新传

统的特点及其变化。 

第一节 法律社会学的基本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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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形式的“送法下乡”。国家治理；民主培植。都是外在强加，忽视社会内在条件。秋菊的

困惑。她要的说法与法律给出的说法。 

法律社会学从宏观来说，要研究社会的基本条件对法律制度的影响。如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

其法律制度必然不可能是相同的。根植于复杂的社会文化系统环境内的子系统。从微观来说，一项

法律制定出来后，必然会引起人们的社会博弈，不可能要求人们完全的毫无反应的依法律而为。与

法条主义或概念法学不同的是，把法律放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来理解，从社会、政治、心理和

文化等因素来分析法律。 

另一方面也要理解法律所产生的复杂的社会效应。法律所产生的意外后果。规则之治与纠纷解

决之间的张力。 

二．法律社会学的分析方法 

1．法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秩序。法律不完全是国家立法机关制订的法律规则，而是社会内在

的秩序。 

2．法律与国家之间并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不一定由国家立法机关来制定和实施。在没有

国家的地方也存在着法律。习惯法。（国家）法律不入之地。 

3．法律不是机械地运用规则来解决纠纷，而规则、策略、技术等多种要素组合下的治理过程。

不仅仅是立法，更重要是司法的实际运作。重要的不仅仅在于问法律是什么，而在于法律是如何想，

如何做，如何运作的。 

4．法律不仅仅是惩罚性和控制性的，而且也是激发性的和生产性的。 

5．所使用的方法就主要不是解释学式，而是社会学的实证研究。 

6．最重要的，在把法律放在社会中，不要丧失法律本身的特性和洞察力。不仅要关注法律在

不同文化中或不同阶段中的不同面目，还要关注这些面目中的法律本身。关注法律过程为什么没有

变成政治、经济或文化过程的附属现象。既要关注法律研究中常见的技术偏颇和过度规范化，又要

关注规范性和程序技术本身。英国 MISLOM“社会理论家看到的法律现象太大了，以至于正在思考

的律师根本就看不见；而律师考虑的问题对于社会理论家也太小了，社会理论家根本就看不到。” 

第二节 传统中国法律的基本特点 

一．以礼入法    

法律的儒家化。礼治与法治，差别性与同一性。在儒家看来，“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在爱有

差等的基础上推恩：老吾老。以刑辅德。 

二．无讼 从大传统来说是德治，以德去刑。从小传统来说，熟人社会。关系是长期的、全面

的。耻于诉讼，畏进公堂。调解。面子。息诉。 

三．教谕式调解。重罪案件按照法律，但是官僚制内部规则，是皇帝意志，没有对抗，不存在

第三方。没有正式的律师，诉师在场外运作。而州县自理案件不是实现权利，而是达到平衡。“常

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习惯的情理深藏于心。中国有律无法，前者是刑罚权衡，后者是正义的实

现。国法、天理与人情。情-理-法。情理大海上漂浮的冰山；而西方法秩序是用冰覆盖整个大海。

习惯的非实定性。妥协互让与分清是非。 

四． 司法与行政的一体，属于行政。三权合一。支持国家权力而非限制。非专业化。 

五． “抱”的观念。三种境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直

抱怨。相对以德抱怨，接近以怨抱怨。村落惩罚。家族世仇。天怒，报应。命。 

第三节 从法律的治理化到通过法律的统治 

一． 法律的治理化。 

法律服从中国独特的政治逻辑，成为共产党权力组织网络的组成部分。 

1司法审判作为直接的政治体现形式 

2司法审判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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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司法机关的一体化 

二．司法的运动化与法律的惩罚化 

三．通过法律的统治 

惩罚理性的兴起意味着国家将惩罚集中在专业化的司法机构中，这意味着国家从社会中开始收

缩或逐步推出。与此同时，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农村又回到了原来的相对自治的状态，产权

的纠纷迅速增加，同时改革开放使得市场经济逐步发展起来。因此，司法的理性化或者“通过法律

的统治”。 

自主性法律的不断成长。但是，法律并没有从政治权力的母体中摆脱出来，并没有从根本上摆

脱法律的治理化倾向，反而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部分，使法律的治理化以更为法律化面

目呈现出来，从而加深了这种治理的效果。 

中国法治遇到的核心问题是“变法”和“普法”问题。在“变法型法治”时期，首要的任务是

“移植”一套“与世界接轨”的现代法律制度，将传统的治理方式和现代化之初“克理斯玛型”主

导的统治方式转变为围绕法律制度运作的现代治理方式和“法理型”统治方式。因此，由党和国家

推动、法学家和各级法律部门（包括立法和司法）具体实施的这一转变，是一种跨越式的转变，是

主要发生在上层建筑内的急剧变革。但是，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决定了法律领域的变革并不能在短

时期内与其他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变革相协调。“秋菊的困惑”这一问题正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和

提出的。 

复习思考题 

1． 如何理解法律社会学的分析方法？ 

2． 中国传统法律问题有哪些基本特点？ 

3． 改革前后中国法律运作的基本逻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拓展阅读书目 

*季卫东：“调解制度的法律发展机制——从中国法制化的矛盾情境谈起”（强世功编《调解、

法制与现代性》，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 

*苏力：“秋菊的困惑和山杠爷的悲剧”  

http://www.ccrs.org.cn/big%5Cqjhsgydkh.htm 

*强世功：“乡村社会的司法实践”（《中国社会学》第一卷，2002） 

*赵哓力：“通过合同的治理”  

http://211.100.18.62/fljy/flkc/methodology/arrangement.asp 

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导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

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王亚新：“民事诉讼与发现事实——法社会学视角下的一个分析”（《清华法律评论》第一辑，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第六章  单位制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中国社会中“单位制”的独特含义及其在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了解单位制在改革

前运作的机制，了解单位制在改革后面临的重要变化。 

第一节 单位和单位制度 

一． 什么是单位和单位制度 

单位制度是国家通过具有特殊功能的科层组织来对各种社会、经济资源进行再分配，并通过这

种再分配实现有效的政治控制的一种体制。单位则是这种再分配体制下的制度化组织。任何组织都

具有两个方面的性质，即依据效率原则的技术性质和适应特定的制度安排的仪式性质。一个组织的

制度化程度取决于该组织对它的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依赖程度越高，组织的制度化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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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位的制度化特点： 

1．短缺经济和福利的单位分配制。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曾经精辟地分析了传统社会主

义国家所具有的短缺经济性质，即由于社会制度结构上的原因，造成了这种国家普遍和长期存在的

短缺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单位需要为成员解决住房、医疗、交通工具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个人

在市场上购买的商品或劳务。单位的这种福利性质使其必须从制度环境输入大量“非投入”性资源。

这就加剧了单位的制度化程度。 

2。多重控制项。上级对单位的评价很少像市场经济体制那样只依据该单位在生产中的效率表

现来进行，计划生育、环境污染、职工生活、思想状况几乎都是一个单位是否“管理良好”的标准，

其中许多控制项都是“一票否决权”性质的关键参数。因此单位中所包含成员行动的许多方面都直

接受上级控制，这就大大增加了单位制度化程度。 

3． “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的分离。在中国科层化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特点是
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的相互分离。单位正是结构科层化与功能非科层化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

结果。 

4． 永久性就业。中国单位成员的永久性工作保障使组织领导难以运用解雇作为管理手段来促
进组织内资源的最优配置，也就很难符合效率原则。 

正由于单位这种极强的制度化程度，所以，单位最突出的特点就表现在它所发展出来的“制度

性依附”。这种“制度性依附”使国家对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及其社会成员实现了有效的高度控制

和整合。 

第二节  单位制度的形成 

单位制是现代中国在经历了一场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并由这个夺取了政权的政党运用国

家行政力量对社会进行大规模重新组织之后形成的。这种体制并没有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

只有在中国，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相对较少地依靠正式的国家机器，而更多地依靠以就业场所为基本

环节的行政组织网络；这种组织方式造成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的全面依附。从实际的历史过程

来说，有三个因素塑造了这种独特的社会制度安排： 

一． 新中国政治关系的历史特点。中国共产党为夺取政权进行了长达 22 年的武装斗争，并

在此期间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农村根据地制度。根据地的物质条件极为匮乏，当局无法对革命队伍的

成员实行正规的工资制，而是由“公家”对个人按大体平均的原则供给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在根

据地历史的后期，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供给制进一步演化为等级供给制，即按个人的职务和资历

定出不同等级的供给标准。在共产党根据地的制度结合进新中国的社会体制的过程中，由供给制所

体现的组织原则和分配方式实际上也以各种形式在公共部门中被继承下来。中国城市社会经济的落

后性使党需要并能够使用它所熟悉的直接组织群众的方式向城市社会渗透权力，这种渗透是与国家

承担职工永久就业和各种福利的义务并行的。就业场所由此被赋予了提供全面福利和实行严密控制

的双重功能，这正是单位的基本特征。 

二． 工业化模式和社会经济条件的矛盾。中国 1950 年代是在人口多、人均自然资源匮乏、

基础设施薄弱、传统农业的商品率极低的情况下强制启动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进程的。在政府

必须保证对城市居民的粮油供给而农业的供给弹性又很小的压力下，国家实行了对农产品的统购统

销。由于要在人口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实现城市的充分就业并保证职工福利，国家一方面限制企业对

职工的解雇和职工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又以户口登记制来限制农民自发流入城市。这进一步强化

了单位对城市人永久性意义和全面性控制。 

三． 对科层制的破坏。新政权在建国初期所采取的一些政策和制度安排可以说是在特殊条件

下或为达到某种特定策略目标的权宜之计，本来应该随着新的国家体制确立而逐渐改变。但这种建

立新国家体制的努力被从 1950年代后期开始长达 20多年未曾停息的政治运动所破坏。在以阶级斗

争为纲的岁月里，即使科层制的形式得以保存，但它始终无法发挥科层制的正常功能。 

第三节 单位制度的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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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单位的外部关系 

我们先从单位与国家或下级单位与上级单位之间的关系来看。国家对单位的全面控制受到两个

因素的制约。 

第一个因素是单位等级制中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尽管在任何等级制中都存在因为信息不对称而

产生控制失灵的情况，但单位等级制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尤其严重，这主要因为： 

1．上级的控制范围过大，控制项过多。 

2．缺乏成本低的控制项。 

3．缺乏组织竞争。 

4．缺乏公共信息渠道。 

第二个因素是单位制度在分配上的德治原则。所 

二．单位的内部关系 

我们再从单位的内部关系来看。单位对个人的全面控制也受到了两个因素的制约。 

第一个因素是单位矛盾的幕后解决。 

第二个更重要的因素是，单位领导几乎不可能是高度一致的群体。派系结构是隐藏在正式结构

之下并实际起作用的权力结构、利益结构和行动结构，是单位运作的基本形式。 

单位在不断制度化的同时，也从中获得了某种“自由空间”；领导在不断控制群众的同时，也

在某种程度上反过来依赖群众。无论是吉登斯所谓的“控制辨证法”，还是福柯的权力运作观，都

启发我们去深入地体察单位制度多元交错的权力关系。 

第四节 单位制度的变迁 

自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尤其是 1992年实行市场经济走向的改革以来，单位制

度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单位与成员经济关系的变化。这构成了单位制度变迁的基础。计划体制下的单位制，对于

其成员是一种全面承包的关系，即单位给其成员几乎提供了经济所需的各个方面。而作为一种社会

交换，单位成员也将个人的权利全面让渡给了单位。市场转型以后，单位内部的非市场机制受到重

大冲击，单位外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流动资源，单位成员自由流动的空间也不断扩大。 

二．单位制从对人的全方位控制，逐步转变为只是对人们职业活动的控制。市场转型前，中国

的单位不仅是人们职业活动的场所，而且是人们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场所。单位已经

侵入了其成员生活的各个方面。市场转型以后，单位内的关系逐渐由初级关系转为次级关系，单位

逐步向单一的就业场所转化。 

三．单位从涵盖城市中的大部分人口变为仅能涵盖城市中的部分人口，原来被单位所容纳的一

批成员被甩了出去，这些成员包括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新增失业人口等等。 

四．单位制度的变迁中同时出现了弱化和强化的两种倾向。所谓弱化，是指单位在市场的冲击

下，其内控力越来越低了。所谓强化，是指由于单位有了更为明显的独立经济利益，单位为自身向

国家争利益的现象更突出了，而单位成员尽管在政治上对单位的依赖大大降低了，但在经济上对单

位的依赖反而更加加深。当人们所需要的社会资源在很大程度上还得通过单位来得到满足的时候，

人们为了获取这些资源，就只有以自己对单位的服从来交换所需要的那些资源。尽管在市场改革中

强化了国家与单位、单位与个人之间依赖关系的双向性质，但在这种互动关系中优势的一方仍然属

于国家和单位。 

五．工厂政治的变化 

复习思考题 

1． 什么是单位制？它有哪些基本特点？ 

2． 如何理解单位制的运作机制 

3． 单位制在新时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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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1 2  

2 导论 2 2  

3 导论 3 2  

4 中国社会历史 1 2  

5 中国社会历史 2 2  

6 中国社会历史 3 2  

7 中国社会历史 4 2  

8 总体性社会 1 2  

9 总体性社会 2 2  

10 总体性社会 3 2  

11 政治与社会 1 2  

12 政治与社会 2 2  

13 经济与社会 1 2  

14 经济与社会 2 2  

15 社会 2  

16 讨论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学概论、国外社会学理论 

后续课程：政治社会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如何用社会学想象力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 

难点：如何将各部分内容用社会学的眼光有机地关联起来。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以讲授为主，课堂讨论为辅。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5、作业要求： 

两次。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政治社会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应星主编：《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二）推荐参考书 

执笔：应星   审稿：游正林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0日 

政治社会学 
political sociology 

课程号：404070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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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开设本课程，首先介绍政治社会学的主要研究传统，然后分专题介绍政治社会学的若干重要理

论问题和概念，重点培养学生阅读政治社会学经典原著的能力，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剖析中国研究中

若干研究个案，并激发学生对政治社会学的兴趣以及对中国政治与社会问题的反省。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第一章 导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政治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和研究模式，掌握权力研究的三种模式及其差别，理解现代性中政

治维度与社会维度之间的复杂张力。 

第一节 基本问题及研究模式 

一． 社会学研究中的问题发现 

发现和形成问题常常比解决问题更加困难。解答疑问，主要的事情是对问题的合理陈述。问题

的构成要素：第一是发问。第二是基本依据和理由，为什么要解答这问题。第三是阐明疑问，对疑

问找出与依据或理由相符的可能的答案。梳理解决问题的线索。 

二． 中国社会研究中的特殊问题 

四个陷阱：不加批判地运用，避免简单套用；意识形态的运用；西方中心主义，将中国作为一

个他者；文化主义，抵制外来理论。 

三． 政治社会学的基本研究面向 

   政治社会学是使用社会学方法处理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在方法论上，它假定政治现象的本

质是社会性的，同时社会现象亦具有政治性意义。它关注的主题，是权威的社会性来源，即社会势

力怎样形成政治权威，以及政治权威怎样集聚和改变社会中的利益组合和势力关系。政治社会学主

要探讨权力集中的国家机器以及社会脉络中的权力关系，前者指涉国家机器如何透过政策执行以贯

穿意志于社会，后者则探讨社会中的个人、阶级团体、与组织如何透过权力结盟以遂其利益与目的。

它可分成国家研究与权力研究两个面向。 

四． 国家研究的面向 

1．国家的定义。马基雅维里的国家理性，国家追求特殊的道德；霍布斯的利维坦；博丹的主

权，在政治法律体系中绝对而无上的权力，对外独立，效力普遍性。国家与主权连在一起。 

韦伯：国家是能够合法地、独占性地使用武力来支配它所控制的领土内的人民的政治组织。 或

说是在特定疆域内，执行统治权威的一套复杂组织和制度，具有正当使用合法暴力的权力。 

Charles Tilly：国家是控制居住在特定领土中的人民的组织，它具有以下的特点：（1）它与

该领域的其它组织有所区隔；（2）它是自主的；（3）它是集中化；（4）它的组成部份透过正式化的

方式来协调运作。 

现代国家出现在 16世纪的欧洲。有以下的特点： 

1）国家具有科层组织的特点，法制-理性（legal-rational）的秩序和依法治理的原则。 

2）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国家与同一领土上的其它组织各有所司。 

3）强制性的控制：国家的支配，以威胁使用武力为后盾。 

4）主权：对内最高且唯一，对外自主。 

5）领土：有效控制的，固定的，有特定地理疆界，能以军事手段防卫的领域，但也可能包括

想象的祖国。 

6）人民。 

国家（state）与民族（nation）的关系。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 

2、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国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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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自由主义 

（1） 个人是社会的构成要素；个人在追求私利的同时，也同时成就了社会的集体利益。 

（2） 社会是自我治理的；国家的功能应极小化。守夜人。权力的分布是分散的，非单一集团

控制的。社会自主团体充当个人与国家的中介。国家与社会。 

（3） 国家的功能只限于：维护安全和司法正义；提供基础建设  

多元主义与团体理论 

（1） 主要论题：社会的自我治理，乃透过个人组成的社会团体彼此的竞争 

（2） 利益的相互平衡与权力的分散化。 

（3） 国家的被动与中立性角色；利益集团的竞争取代以血缘、地缘为认同基础的团体。政策

是竞争性的团体互动的产物 

（4） 以社会结构中非政治的力量来说明政治行为 

3．马克思主义 

古典马克思主义 

基本观点 

（1） 与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不同，拒绝原子化的个人的观念；人是处于交织的社会关系中，

生产关系为其根本 

（2） 与自由主义相同，将国家视为依变项；国家是（经济）支配阶级进行压迫的工具 

（3）阶级区分的社会并无集体的公共利益；阶级的经济斗争是零合游戏。 

（4）分成工具论和结构论。工具论认为国家机器是资本的工具，是资本家用来强化剥削的压

制性工具。结构论认为是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服务，而不是个别资本家。虽然短期可能不利，但有

利于长远利益。 

精英主义 

认为权利掌握在若干精英集团中。精英对民众的影响大于民众对精英的影响。统治阶级和被统

治阶级。精英循环和轮替。 

4．国家中心论 

A、反对社会中心论的观点 

（1）多元主义：国家是社会与经济利益团体竞逐利益分配的领域 

（2）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关：国家是阶级支配的工具；生产关系和资本积累的保护者，或阶级

的政治斗争的领域  

B、 中心概念 

C、 （1） 国家自主性：国家追求的目标与政策，可能不同于社会团体与阶级的需求与利益 

D、 （2） 国家能力：国家即使能在面对社会优势阶级的反对或顽固的社会经济条件，仍能执

行其政策目标。 

E、 国家作为行动者：不是作为其它社会行动者的代表，而是按照自己的权利来行动。他们有
自己的理念、组织利益，其政策受限于他们所在的组织的行动能力。国家官员不同于社会精英的利

益 

五． 权力研究的模式 

1．利益-冲突模式 

它关注的核心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可观察到的利益冲突，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其基

本模式是两人之间的支配关系。A-B模式。达尔。 

2．权威-合法化模式 

帕森斯、阿伦特。未区分权力和强力，未解决强制与一致的关系。权力不是一种零和游戏，它

所对应的不仅仅是人们行事的能力，而且是共同行事的能力。它关注的核心是具有合法性的权力，

也即将强制与认同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共同行动的能力。权力关系不是简单博弈中的零和命题，将权

力与社会成员对整个社会关系的信任联系在一起。此外，这种模式还深入理解了权力与意愿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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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涉及到权力的支持系统和社会整合机制。 

3．两种模式的共同问题 

1） 都把权力首先看作是与社会的一个特定领域即政治领域相关的问题。都首先关注与国家
机器有关的问题 

2） 权力分析总是与精英和领导权有关。 

4．“生产—运作模式”。 

福柯的基本思路不是要提出权力理论，而是探讨权力关系得以发挥作用的场所、方式和技术，

从而使权力分析成为社会批评的工具。 

1） 权力具有多种形态，而不是同质的，也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 

2） 权力是作为关系出现的策略，而不是一种可以被占有、被分配的实体性的物。 

3） 权力首先是生产性的实践，而不仅仅是压制性的外在控制。 

4） 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微妙复杂的关系。 

5） 对权力的分析不应只看到宏大的权力，而应充分考虑权力的微观运作。从细节，从细微的
实践。首先，特别注意权力的微观物理机制，在各个局部的流动，毛细血管。其次，君主时代与现

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运作方式非常不同，后者主要通过细节实现治理。再次，微观权力与生命权

力联系在一起，与身体的分析是联系在一起的。身体-权力-知识，三位一体的分析。 

6） 权力与反抗密不可分。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 

第二节   现代性中的政治与社会 

一．什么是现代性 

现代性。福柯不是将之作为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气质，一种哲学生活，一

种时代意识，通过这种时代意识，该时代将自身规定为一个根本不同于过去的时代把以必然性界限

形式展开的批判转化为某种可能性逾越形式出现的历史实践。最后落足在对自由的渴望。   

现代性谋求与过去的决裂，并将这种决裂作为自己的起点。与过去彻底决裂隐含着对时间的某

种领悟，这种激进的现代意识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启蒙运动以来在理性的怂恿下所造就的现代意识。

这一模式从不宣称放弃美好的社会理想，其顽固的理性信念，整体的社会理想。相反，另一模式由

于对断裂之点的执著领悟而将现代性领悟为转瞬即逝、一个完全瞬间化了的生活制度。这一模式对

整体的社会制度理想不感兴趣，因为其假定一切都是偶然的、刹那的。波德莱尔，现代性的英雄。   

审美主义，现代生活风格，现代都市生活与传统乡村生活的断裂，现代生活的碎片化与前现代

的总体性的断裂，宗教与世俗的断裂，共同体与社会。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中发现艺术，齐美尔

发现个性的张力。与碎片生活对应的现代制度的严密性。 

目前，对现代性的历史—社会学解释中，韦伯的解释范式是最有影响的。现代开端于新教革命。

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祛魅的过程，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理性化。理性作为现代性主流

的意识形态之一，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构起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资本主义的兴起无疑

是现代社会形成的一个关键要素。   

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相伴随，在政治领域，个人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成为最强劲的政

治诉求。 

二．现代性的政治面向 

现代国家的治理技术的兴起，是面对所谓“十七世纪的总危机”逐渐采取的理性化步骤。17

世纪早期，在欧洲出现的广泛危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提出严峻的挑战。在此期间，

自中世纪盛期以降逐渐发展的西欧的人文主义传统，以及所谓“文艺复兴的现代性”，逐渐为一种

理性主义的现代性所代替。 

霍布斯及其代表的现代政治哲学，之所以被视为所谓自由主义先驱，就在于强调国家的绝对性

是以国民更根本的自然自由为前提的。现代政治理论与古代政治思想的不同，正在于这个理论是始

于政治与社会的分离，而不是基于“城邦社会”中政治与社会的合一。因此，现代政体的“绝对国



9902 

家”的建立，同时也是基于现代社会基础上的有限奠基。“低调”的基本政体形态。简言之，围绕

现代主权国家建立的现代绝对政治，是一种表面的政治，承认人在社会中的自由，拒绝国家政治直

接担负教化作用。 

三．现代性的社会面向 

如果说对现代性来说，政治是转变，那么，社会就是全新的东西。古代是没有社会这个概念的。

整个社会理论在现代性中，有一个社会和政治分立的思路。西方二战以来理解社会主义社会，有两

个表面上绝对对立的概念，一个是集权主义，一个是理性选择的个人。其中一个最大的困难是，这

个社会表面上权力非常强化的政治社会，但是每个人又完全没有政治生活，是一个绝对没有政治生

活的极端政治社会。 

四．现代性中政治和社会面向 

1．自由与秩序 

理解现代性的一个核心线索，就是社会的角度与政治的角度之间的复杂的关系。 

滕尼斯与涂尔干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现代性在“政治”面向与“社会”面向上的两

难，前者揭示了现代性作为“无根”的构建，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一种意志论的人为物的特征，

而后者则揭示了现代性的另一面：一种深藏的有机团结，一种看不见的手的编织，神意隐秘的体现。 

2．自由和平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两个向度体现在一个人身上。涂写卢梭，有关社会是理性产物与社会是有机体的两个相互冲突

的观念在卢梭身上。他不放弃任何一个原则：个体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社会哲学与政治学说。 

决定秩序正当性的根据在于公义、自由和平等。问题是谁来决定。现代同意原则。但两类：自

由民主和人民民主。都是民主，但民不同：全体与个体。但不相信全体，就引入主导阶级。人民民

主是赋予主导阶级权力，体现公意。平等与自由。平等的民主和自由的民主。 

复习思考题 

1．如何理解现代国家？ 

2．现代权力分析有哪三种模式？ 

3．如何理解现代性中政治面向与社会面向之间的张力？ 

拓展阅读书目 

涂尔干：“孟德斯鸠与卢梭”，《孟德斯鸠与卢梭》，上海人民出版社 

莫奈：《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第 4节，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二章 国家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国家理由、国家主权、政治民族、政治成熟等基本概念，掌握现代国家从君主主权到人民

主权的发展线索，了解中国政治改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国家理由” 

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看作是这种“帝王心术”传统的现代传人，甚至复兴者，实际上存在

根本的困难，也就是说，无论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哲学的角度看，都忽视了马基雅维利撰写君

主的行动对于整个“帝王心术”传统及其背后的政治哲学观念的背离。 

他身上的共和精神与现实主义结合。用爱国主义或纯粹的政治品行取代人类的优异性，取代道

德和玄思。决定合理性，不在道德目的，而在必然性。他认为，必须从人实际如何生活开始，把目

光降下来。这样，重新解释德性。不是国家的根本，而是为了国家的缘故才存在。政治生活不受制

于道德，政治社会之外，道德不可能。政治社会的建立不依赖机运。降低目标，驾御机运。低俗的

但可靠的政治生活。从自然到自由的变化。 

二．国家主权：从君主主权到人民主权 

主权是研究国家理论和国际法理论的核心概念。开始时仅指涉欧洲君主国的君主享有至高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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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后乃渐渐被用为描述和界定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权力关系。 

主权概念的由来乃是欧洲历史发展的产物。在中世纪封建时期，政治上的统治者或被统治者均

是上帝的子民，受上帝和圣经律法的规范和控制，因此这种以上帝律法为依归的自然法原则建立了

一个普遍性的法律秩序。至十六世纪时，文艺复兴的发展使得欧洲文明与生活愈趋世俗化；同时，

教会权威亦日渐衰微，宗教改革更为世俗的绝对王权提供发展机会。主权成为十七世纪之后的欧洲

在政治生活和国家间关系的确定事实了。 

  （一）绝对主权 
   1。布丹。定义实证法是为主权权力的命令；既然主权是法律的来源且不被法律所限制，  
主权者乃不可能束缚自我或对被统治者负责。因此，布丹的绝对主权有两层意义：第一，为了成为

主权者，统治者必须掌握所有且最高的立法权力；第二，统治者行使权力不必向另一个权威或被统

治者负责。在另一方面，布丹依然忠实于当时的自然法观念。 
  2。霍布斯 
  利维坦。霍布斯的自然法观点不同于布丹，对霍布斯而言，自然法是理性产生的规则。自然法

不是任何形而上的概念或上帝的旨意，霍布斯认为自然法是起源且服膺于每个人对自己的自我保

存。因此，受到自然法的指引，在自然状态（即战争状态）中的人们为了要拥有和平与安全，于是

彼此签约，形成社会，并将他们所有的权力给予一个人或一些人，形成最高权力，也就是主权；所

有人必须完全服从主权的命令，因为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与安全。不仅只是同意，而是所有个

体的结合，经由契约结合在一个人身上。如此完成之后，国家乃因此诞生，和平与安全也得以维持。 
  虽然霍布斯鼓吹绝对主权论，但是他强调只有在所有个人的安全都受到保障的前提下，绝对的

国家权力和法律权威才能被合理化。因此，当主权者不再能够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时，人民就不需

要在信守契约和绝对服从主权者了。他的这项观点实际上开导了当代自由主义的先河。 
正因为政治的根本基础在于同意，所以，国家一旦形成，主权者尽管拥有绝对的权力，但这种

绝对权力并没有完全剥夺人的自然权利，相反地，霍布斯赋予主权者以绝对权力，正是为了充分保

证主权者能履行国家的基本职责——为人民求安全。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认为臣民还保留有最基本的权利——“在没有其他人能保卫自己时，

人们的天赋自卫权力是不能根据信约放弃的。” 

国家这个“利维坦”并不具有卢梭和黑格尔所赋予他的灵魂。因此，有人把霍布斯式的自由主

义称之为对追求“权宜之计”的自由主义，它放弃了对最佳生活方式的理性共识的追求，而只是在

承认价值多元论的情况下追求彼此的宽容共存。 

（二）人民主权 

人民主权概念系出自于对绝对主权的挑战，但是这二者之间却非完全对立或相互排斥的。契约

论和自然权利理论二者是形成人民主权概念的主要理论支柱，洛克和卢梭均企图依此寻找主权概念

的新的基础，以取代君权神授理论。这种新的思考方式隐含了「所有合法政府的基础均来自于人为

的安排，而且人民的意志取代了神的旨意」。 

1。洛克。洛克认为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不可分割的自然权利，对他而言，社会和国家存在

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包括财产权的个人权利。基于社会契约论，主权权力最终归属于全体人民。政府

的职权是一种被信任的职权，转让给国家权威的权力称之为「政治权力」，此项权力包括了立法和

行政的功能和外交权力。 在洛克的著述中，没有直接讨论主权问题，但是由他的社会契约理论，

以及他坚持立法权至上，「人民主权」观念显然可见。 

2、卢梭。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尝试对一个基本问题提出解答：怎样寻求一种组织型态，一

方面可以集合众力保障每个人的生命财产，一方面又让每个人在与团体结合为一体时，服膺自己而

不必受制于他人？卢梭认为答案系于每个人必须放弃他所有的权利给社会全体，而不是给任何其它

个人，由于每个人都是如此，大家的条件相同，所以没有人能为一己之利益而有害他人。由社会契

约形成的国家成为一个「大我」，一个道德性的团体，由于集合所有人的权利，所以有比个人大千

百倍的力量保护所有个人。每个人在放弃一切权利给全体后，接受社会全体意志的最高指导，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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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且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就是「共同意志」，「共同意志」代表社会的利益，所以没有任何事务可

以合法的违反共同意志。每个人将自己和自己所拥有的权利都交付给共同意志来引导，经由彼此合

作努力，每个人都成为社会不可分的一部份。 

卢梭主张人民主权，因为所有合法性均源自于人民全体；而且立法权不可让渡给代表议员，因

为主权是不能被代表的。对卢梭而言，主权体就是全体人民的集合，而这种情况只可能是用于小的

城市国家。因此，卢梭的人民主权是另一种极端，他同样主张主权是绝对、不可分割和不可让渡的，

是完全相对于霍布斯的君主绝对主权理论。卢梭与洛克的差别在于他们对主权概念解释的差异，虽

然二者均认为最终政治权力归属于人民全体，但是卢梭强调全民定期性的参与和执行政策，而洛克

主张立法代表的间接行使政治权力。 

三．政治民族和政治成熟 

1．韦伯演讲背景 

一个世纪前，韦伯对其自己的祖国德国从一个长期积弱的经济落后国家迅速崛起为一个欧洲经

济大国曾深感忧虑，因为他认为，一个长期积弱的落后民族在经济上突然崛起必然隐含一个致命的

内在危险，即它将加速暴露落后民族特有的“政治不成熟”，这种经济快速发展与政治难以成熟之

间的强烈反差不但最终将使民族振兴的愿望付诸流水，甚至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即民族本身的解

体。  

 “在民族统一完成以后德国充斥着‘政治厌倦症’，新生代德国市民阶级尤其钟情于一种德国

特有的‘非历史’与‘非政治’的精神。”对于其他民族，他们有着一种日耳曼人特有的傲慢，德

国的经济成就极大地鼓舞了这种傲慢。整个市民阶级既害怕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魔影，也不满德皇

的家长式专制，俾斯麦的成就和作为使他们一心希望能有一个强人能保卫来保卫自己的幸福，使其

不受这两样东西的戕害。  

2。政治民族的成长 

韦伯的基本看法是认为，现代经济发展必然促成社会的高度分殊化，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具有日

益多元分散的社会离心力倾向，因此现代政治的基本任务即在于如何创造一种政治过程以使多元分

散的社会利益仍能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不然的话，整个民族将出现只有社会

离心力而无政治向心力、只有地方和集团利益而无民族利益的危险局面，其结果将是整个民族呈现

分崩离析的状况。由此，落后民族经济崛起的背后所隐含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该民族的政治主导

力量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远见和政治意志去塑造一种新的政治机制，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动。韦

伯强调经济发达民族必然是一个政治民族，即它必然也必须发展一套相对发达的政治过程和政治机

制能使社会大众都参与在本国政治之中。 

3。政治成熟     

韦伯认为发达民族与落后民族的根本差异并不仅仅在于“外在强盛”即经济、军事的发达，而

且更在于“内在强盛”即国民通过政治参与而对本民族整体长期利益具有高度的政治认同感所形

成的政治向心力。“政治不成熟”就在于它往往为追求“外在强盛”而压抑民族“内在强盛”的生

长，亦即在经济崛起时社会的主导政治力量和新兴经济階級往往都抱定韦伯所谓“鼠目寸光的法律

与秩序市侩主义”，即片面强调秩序和稳定而一再延误政治改革的时机。韦伯认为这种“政治市侩

主义”乃是“政治不成熟”的典型表现，他尤其强烈抨击当时德国资产階級力图排斥德国工人階級

和德国社会民主进入政治舞台是十足的“民主恐惧症”。 

4．对中国问题的思考 

中国在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后，社会分殊化的程度已相当之高而使中国在社会层面已具有了

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目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致同一地区的不同“单位”之间

的利益都已有极大的差异、矛盾和冲突。所有这些不断增生中的新的社会差异、社会矛盾、和社会

冲突，事实上都突出了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高度分殊化发展后，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政治机制和政

治过程来达成社会整合？ 

中国现代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已经历史性地提出了中国如何走向“政治民族”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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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国家理由？ 

2．如何理解主权观的演化脉络？ 

3．如何理解政治民族和政治成熟？ 

拓展阅读书目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施米特：政治的剩余价值》，上海人民出版社 

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三联书店 

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三联书店 

第三章 社会 

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市民社会”等基本概念，理解两种基本的市民社会观，了解市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与现代

社会制衡机制形成的关联。 

一．缘起 

civil society 的最早涵义可上溯至亚里士多德，“城邦”(Polis)。后经西塞罗于公元一世

纪将其转译成拉丁文 societas civilis，不仅意指单一国家，而且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

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到了近代，市民社会在早期自由主义思想那里开始与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相区分，但其涵义仍是指与自然状态相对的政治社会或国家，而不是指与国家相对的实体

社会。所以，civil society与 the state在早期可以互换替用。那时两个相对概念不是“市民社

会与政治社会”，而是“自然状态与市民社会”。   

然而，源出于对保护个人自由的思考以及对政治专制的批判的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源出于

对市场经济的弘扬以及对国家干预活动的应对的近代自由主义经济思想，都对西方市民社会与国家

在学理上的分野产生了影响。西方思想家渐渐将社会视为明显先于国家和外于国家的状况，而确立

这一分野的手段之一便是社会契约论”。   

近代政治自由主义的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而在的观念，还可以进一步溯至中世纪的两个观念。

其一是中世纪政治思想对于社会的规定。另一与此相关的观念，乃是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时代认定教

会属于一个独立社会的观念。  

上述两种观念在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那里获得了强化。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人透过对自

然状态的假说以及明确主张依凭天赋权力而组织起来的国家以外的共同体，而确立了社会的前于或

外于国家的身份或生命。外在于国家或政治的社会观：国家至多是社会的保护工具，社会具有独立

于国家而在的生命或身份。   

二。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观 

第一个真正将市民社会作为政治社会相对概念进而与国家做出学理区分的是黑格尔。他沿用了

市民社会一词并赋予了它以新的含义。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处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地带，

它不再是只与野蛮或不安全的自然状态相对的概念。市民社会作为人类伦理生活逻辑展开中的一个

阶段，是一种现代现象，是现代世界的成就。市民社会由三个部分组成：需求的体系——市场经济、

多元的体系——自愿组织(同业公会)、司法的体系——警察和司法机构。    

1．对市民社会的市场经济观。黑格尔认为，在市民社会中，人们不仅有追求私利的自由，而

且有追求私利的可能，因为现代世界造就了古代世界所不知道的市场，一种受其自身规律调整的经

济领域。在市场上，人们虽说关心的是自己的得失，但其结果却满足了彼此相互的需求，由此产生

了一种新的社会纽带。   

2．对市民社会的独立却不自足的规定。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虽因拥有其自身的规律而区别

或独立于国家，但是由于这种规律的性质决定了它的盲目导向和机械导向，所以市民社会各个部分

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必然的一致性或和谐：它是一个盲目导向和因果必然的王国，是一个私欲间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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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止的冲突场所。 

 3．市民社会的不自足性只有凭靠政治秩序化方能解决。市民社会虽说外于国家而在，但却不

可避免地具有一种自我削弱的趋势，其根本要害在于市民社会本身无力克服自身的溃垮，亦无力消

弥其自身内部的利益冲突。 

三．洛克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架构 

洛克认为，人类最初生活的社会(指自然状态)乃是一种完美无缺的自由状态，其间的人乃是理

性人；他们与生俱有生命、自由和财产三大权利，而其中财产权最为根本。为了约束所有的人不侵

犯他人的权利，不互相伤害，每个人就都有权惩罚违反自然法的人，有权充当自然法的执行人。洛

克式的架构，实质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是市民社会对国家享有最高裁判权。洛克式“市民社会先

于或外于国家”的架构，从其自由主义的根源看，本质上不是对国家或政治权力本身的思考，毋宁

是对限制国家权力的关注。   

通过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分野进程中的洛克式“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和黑格尔“国家高

于市民社会”两种架构的粗略分析，我们发现，这两种关系架构对不同侧面的强调，亦即洛克透过

对国家权力疆域的限定而对市民社会的肯定以及黑格尔透过对市民社会的低评价而对国家至上的

基本认定，构成了它们之间的区别，从而在历史中又表现为彼此间的互动。 

四．抽象社会形成中的权力平衡 

在近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国家系统与城市系统之间处于一种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国家所面

对的城市，并非一个在国家形成过程中被动的力量。恰恰相反，城市在与国家的讨价还价过程中，

一方面促使各种治理技术的发育，这方面特别体现在“警察”技术的发展上。另一方面，城市本身

以新的方式建构了其自主性，这就是公共领域或者说市民社会的发育。 

市民/公民社会的本身构成了推动国家治理技术日益理性化的动力，对于市民/公民社会来说，

它需要并不是一个守夜人式的“弱”国家，而是一个既摆脱了任意权力，但又拥有从事连续性的日

常政治管理能力的理性国家，这是一个有时被寄予“总资本家”厚望，有时又被看作“牧师”的替

代者的“强”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开始不仅具有直接经济管理的职能，而日益开始向社会领

域渗透，从而从一种中世纪人们梦想的正义国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治理国家。国家肩负起全民的

福利、健康与安全。 

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市民社会？ 

2．如何理解市民社会两种基本思路的差别？ 

拓展阅读书目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译林出版社 

邓正来：《国家与市民社会》，中央编译出版社 

第四章 革命 

教学目的和要求 

带领学生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一．背景和题解 
当时，研究波拿巴发动政变、废除共和、复辟帝制的著作，影响较大的有两部：一部是雨果的

《小拿破仑》，另一部是蒲鲁东的《政变》。前者只有对政变主人公的个人暴力行为作了尖刻的斥责，

而将政变本身描绘成了偶然性的晴天霹雳；后者虽然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对政

变的历史说明又成了对政变主人公的历史辩护。还有人认为是对革命误入歧途的惩罚。马克思则用

唯物史观剖析这个通过偶然性表现出的必然性历史事件，论证了“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

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表现了他伟大的历史预见力。

历史细节的掌握和哲学的洞察力。在宏观的态度上，他实践了在开篇时写下的著名文字：“人们自

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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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在微观的叙述上，他不断地提示我们注

意在每一个阶段发生的每一个事件如何成为制约下一个事件发生的既定限制，同时，那些偶在的、

意外的、内在的不可预测的诸事件对历史进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其

实已经触及了“事件社会学”最核心的精神。 

二．文本结构和历史进程的分析 

（一）二月时期 1848，2，24——5，4从菲力浦被推翻到制宪议会开幕。序幕。临时性。普遍

联欢的喜剧。共和派内部两派——资产阶级右翼共和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相互间妥协的产

物。 

（二）制宪国民议会时期 1848，5，4-1849，5，28。 

A   5，4——6。25一切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把革命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水平。六月起义

是巴黎无产阶级第一次自发斗争，它既没有革命政党的领导，又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也没有统一

的指挥部。布的出局。 

第二节 B   6，25——12，10。纯共和派专政。 

宪法起草。这部宪法的最大特点是把总统的权力规定得很大，近于国王的权力。波拿巴当选总

统。农民反对城市；军队同情，未得利益；大资产阶级作为恢复君主跳板；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同情，对卡芬雅克的惩罚。内阁是大资产阶级，秩序党：正统派地主加奥尔良派资本家。 

C12，10—5，28 制宪议会对波拿巴及秩序党的斗争。议会灭亡。共和派失败。波拿巴在打垮

共和派的过程中巧妙地利用秩序党。新政府的领导权就从共和派手中转到了秩序党手中。 

第三节 

（一） 立法国民议会时期 1849，5，28-1851，12，2 

A．1849，5，28-6，13．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和波拿巴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失败。 

所谓保皇与共和之争的假象。保皇党，秩序党。是作为资产阶级世界秩序的代表。在议会制下

两大集团才结合起来。保皇是权益，阶级利益体现。他们的真正区别是各自代表的物质条件和所有

制形式的区别，这在马克思分析秩序党内部的斗争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秩序党主要由正统派

和奥尔良派构成，但他们各自代表的，却分别是大地产和金融资本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是复辟

波旁王朝还是七月王朝两种不同性质的政治经济诉求。 

第四节 

[普选权的废除]。 

第五节 

秩序党不可挽回地丧失了对行政权力的领导。[议会与总统之间的争夺]。 

 [政变的准备]。 

三．对小农的经典分析 
在所有的这些阶级当中，小农是一个既是阶级又不是阶级的特殊构成。他们之所以形成一个阶

级，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

并相互敌对”，他们之所以又不是一个阶级，是“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

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

政治组织。”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

人来代表他们，而“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

失去的福利送还他们”。他们选中的这个人，就是路易·波拿巴。于是，当共和派、秩序党以及小

资产阶级们在相互争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路易·波拿巴却像一匹“黑马”被保守的小农们用普选

权推上了总统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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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家自主性的分析 
波拿巴其实不仅代表小农，围在他身边的还有流氓无产阶级和僧侣；波拿巴本人，就是一个“骄

横的流氓无产者”，而他的亲信、他的政府、他的军队，都属于这个阶级，“这个阶级首先关心的是

自己能否生活得舒服”。那么，接下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法国逃脱资产阶级专制

的结果，却是服从于一个没有任何权威的、从国外来的、被喝醉了酒的士兵拥为领袖的冒险家的专

制呢？ 
“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马克思的这句话一语道

破了这个问题的关键。到了 1852 年的那个时候，行政权力不仅有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复杂而巧妙
的国家机器，五十万人的官僚队伍和五十万人的军队，而且成了一个像“密网一般缠住了法国社会

的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体”。马克思试图告诉我们的是，这个演变的进程从 1789年
革命，甚至早在大革命爆发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拿破仑一世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的塑造，而之后资

产阶级镇压革命的斗争使其进一步的完善。到了 1852 年，当波拿巴终于实现了他的政变的时候，
这个国家机器也终于从单纯的统治阶级的工具，从作为市民社会一部分的状态中脱离出来，变成了

一个有着自身利益和逻辑的自主结构——“国家成为其本身”。把国家看作一种自主的结构，这种

结构具有自身的逻辑和利益，其利益不一定与社会支配阶级或政权中全部成员团体的利益相同或融

为一体。支配阶级与国家统治者之间有产生根本利益冲突的可能 
复习思考题 

1．如何理解《雾月十八日》的文本结构？ 

2．波拿巴的政治基础何在？？ 

拓展阅读书目 

马克思：《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 

第五章 民主 

教学目的和要求 

通过对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讲解，理解托克维尔的基本问题，掌握他关于民主和

自由的张力以及关于多数的暴政的有关思想；理解两种民主观的基本差别。 

第一节 托克维尔论民主 

一．托克维尔问题 

“托克维尔问题”，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托克维尔远高出

柏克之处就在于他最早慧眼独具地看出，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民主时代”的到来，标

志着现代性以狂风暴雨之势登场。托克维尔与柏克之间的的根本区别，即柏克仍是从欧洲旧式“贵

族自由主义”的视野去看待和评判所发生的一切，因此民主时代的问题及现代性的问题乃整个在其

视野之外，而托克维尔一切思考的基本出发点则是：民主时代的来临使得欧洲旧式“贵族自由主义”

的时代已经终结，自由主义在民主时代因此必须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尤为重要的是，托克维

尔突出地强调了所谓“民主”远非只是一个政治范畴，而同时甚至首先是社会、文化、习俗，家庭、

婚姻，以至知性活动方式、感性生活方式、及基本心态结构等人类生活一切方面的普遍性范畴。托

克维尔是把民主作为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来分析和考察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考察视野，使他特别

敏感地指出，民主将永不会在某一阶段或某一领域就停步不前，而将成为对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永

无止境的挑战过程。 

二．民主和自由的张力 

托克维尔决不是“民主万能论者”，相反，他着重的是民主时代来临的不可避免性及其结果的

多重复杂性。他预见到他对民主的分析既可以被用来辩护民主又可以被用来反对民主，因此说他自

己毋宁怀有一种双重目的，即希望那些拥护民主的人不要把民主想得那么美好，而那些反对民主的

人不要把民主想得那么可怕，如果“前者少一些狂热，后者少一些抵制，那么社会或许可以更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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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走向它必然要抵达的命运终点”。现代性的最大挑战在托克维尔看来恰恰就在于，现在每一个人

都要求被作为平等的个体来对待，这是古希腊罗马人在理论上就不能接受的，而中古基督教则只能

在理论上承认但无法在“现世”落实而只能寄予“彼岸”。欧洲旧式贵族自由主义不再能适应民主

时代的原因也就在于它乃以“不平等的自由”为基础，即自由只是少数人的特权，而非每个人的权

利，而“民主时代”即现代的根本诉求恰恰在于它只承认“平等的自由”即自由必须是每一个人的

自由，而且这种每个人的平等权利日益成为人们在一切领域一切方面的诉求，托克维尔由此以“各

种条件的平等”来概括现代“民主”。托克维尔的中心关切是他所谓“民主人”即现代人的基本“心

态”即追求“各种条件的平等”的强烈“欲望”与民主社会的“制度”之间的持续张力。但他指出，

现代“民主”的一个悖论在于，当“民主”即“各种条件的平等”不断进入所有其他领域时，民主

却可能在“政治”领域反而停步不前。 

托克维尔为什么更多地强调民主与平等的关联，强调民主与自由的冲突，而不像认为平等和自

由都是民主的应有之义呢？他看到，在身分平等的现代社会中，人们由于既摆脱了身份团体的束缚，

也不再看重传统和笃信宗教，因而将日益成为一个个自由而独立的个体。人既无所依靠也不愿依靠

谁，而是倾向于依靠自己。人们会对人的理性做出非常高的而且往往是过分的评价，但与人的智识

活动的独立同时出现的是它的软弱无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呢？这是因为人生非常

短促，而且人的智力有限，如果生活中的每个事实与真理都要经过个人理性的检验，将使人的精神

处于永无休止的忙乱状态，并妨碍他深入研究任何一项真理和坚定不移地信守任何一项确定的事

实。也就是说，如果个人理性不为信仰留余地，不承认一些早已被高明人士所发现而且经时间检验

的事实与真理，总有一天个人会对自己的无限独立感到惊恐。由于无力自己解决人生的一些重大问

题，人们有可能陷入绝望状态，以致自暴自弃，干脆不去想它们。由此，托克维尔深刻地指出了在

一个日益由陌生人组成的现代社会中，个人有滑向价值虚无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危险，托克维尔

认为个人的独立应当有所节制，应当承认在智力和道德的世界中有某种权威存在。托克维尔相信，

人对自己、对上帝、对人类应负的各种义务，都渴望形成一种确定不移的观念。这种观念虽然对于

人的生活不可缺少，却不易获得。与政治分离之后的宗教，十分适宜充当人类精神世界中的权威。

因为宗教可以为人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提供一些基本的、确定的解答，从而有助于人们获得建造自

己思想大厦的基础，这样，人将从内心的动荡不安和意志的萎靡不振中解脱出来。相反，如果人缺

乏精神上的某种确信，将或者听命于偶然的一时兴起，或者将自己交给欲望和感觉支配，或是使自

己听从多数的意见。 

在身分平等的社会中，个人自由和真正的独立的最大威胁是多数的意见。因为民主时代的人

十分讨厌服从与自己平等的其他个人的指点，但是当他拿自己与全体相比时，马上又会觉得自己微

不足道。当个人产生孤独感和无力感、内心渴望一个权威的指导时，最容易转向的是多数的舆论。

由于多数的舆论的强大压力，少数的个人，即使有不同见解，也不敢或不愿表达，久而久之，将形

成某种无形的思想专制。如果不采取措施缓和这种倾向，多数的意见甚至可能成为个人理性的惟一

向导。正因为这样，应当担心现代人自我感觉无能为力。现代人学会自主和自治尤其重要。在日常

的生活实践中，通过确立一个较为长远的目标，并学会抑制许许多多转瞬即逝的小小欲望，不停地

奔向那个目标，是养成积极自信而非消极无力的性格的重要途径。在平等和怀疑盛行的时期，宗教

就有助于人们把目标放得长远些并完成这些目标。自由社团十分重要，它可以使孤立的个人联合起

来，以获得必要的力量反抗暴政。 

第二节 两种民主观 

一、平等的民主观 

1．什么是平等的民主观？ 

平等的民主观假定存在着一个和谐完美的社会状态，存在着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完全平等的

社会。平等的民主观肯定自由的价值，为了实现自由的理想，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只有通过集体

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为了化个人的力量为集体的力量，就需要纪律，必要时还需要强制，迫使个

人为集体的目标服务。这时，人虽然为纪律所强制，但是人却因此而更加自由了。平等的民主观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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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着这样一种政治观：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核心，政治领域拥有唯一的真理，包容了人的全部存

在，政治哲学包含了所有人类生活的真谛，政治民主也就包含了所有方面的民主。 

平等的民主观的思想根源在于把法国十八世纪的思想观念即自然秩序、理性、平等和自由观念

极端化。平等的民主观认为，人性是善的，是可以完善的。具有良善本性的自然人是绝对的参考标

准，据此所有现存传统、既成制度以及社会安排都必须推翻重造，而最终目的则是保护人的完整的

权利和自由。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要把人从既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就要剥夺人身上的不构成共

同人性的因素，把人还原为自然的具有高尚道德的人。  

 2。卢梭的设计 

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是平等的民主观的代表人物。卢梭把外在化的公意和人民主权观念相结

合，塑造了平等的民主观，它的内涵是排除党派政治，反对代议制度，尊重多数的至高权威，重人

治轻法治，祈求合乎标准的人民，祈求神明式的立法者，追求政治生活规模的最大化。  

（1）排除党派政治的理由是，公意的确认只能通过全体人民而不是部分人民的努力，只能通

过作为纯粹个人的人民，而不是作为某一党派成员的人民的努力。  

（2）反对代议制的理由与排除党派因素相同，因为公意既然不能通过党派来表达，自然也不

能通过某个代议团体或机构来表达。何况主权作为外化的公意既不能转让，也就不能代表。  

（3）强调极端的人民主权，其结果必然就是承认事实上的多数专制，否定宪政制度，也就是

以人治替代法治。  

（4）多数权力至高无上的结果就是人治替代法治。卢梭的确尊重法律的价值，因为他也认识

到法律对于自由的价值，但他在本质上尊重人治甚于法治。 

（5）由谁来充当教育者？卢梭转而祈求全能的立法者。祈求神明并赋予其不受制约的权力，

其结果必然是引来貌似神明、自称圣灵、滥用强权的暴君。  

（6）卢梭希望人民能够时刻关心政治，把政治事务当成他们的主要事务。  

二、法国大革命的实践  

卢梭的民主理论把人民主权观念推向极端，但其结果必然是把民主推向专制暴政的极端。法国

大革命时期雅各宾专政就是运用卢梭思想改造社会的政治实验，雅各宾专政的实践揭示了平等的民

主观何以想追求民主却走向专制暴政的逻辑。  

（1）首先，雅各宾分子为了实现他们心目中的民主，主张利用国家强权来塑造新人。  

（2）其次，以人治替代法治。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废除司法程序，废除司法独立。二是视宪

政程序为无物，一旦国民公会不如其心意，他们就动员民众走进国民公会，干扰议会的正常议事活动。  

（3）清除所有党派，消灭所有国家与人民之间的中介机构，让人民以一盘散沙的形式直接面

对国家，直接表达自己的真正意志，从而澄清公意。于是所有的民众团体被强制解散。  

（4）界分敌我，实施恐怖政治，消灭所有被划为人民敌人的人。  

三、理想的原则及其可能的政治后果  

平等的民主观重视平等，也可以为民主做出贡献，因为它主张人人除德行与才智的差别以外不

得有任何差别，人人应该享有相同的权利，人人应该均等地享受均等的法律保护并均等地接受法律

的惩罚。不承认任何出身的差别，也不承认特权的世袭，人人拥有平等的普选权，人人拥有相同的

社会地位，人人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甚至人人能够过上同等的富裕生活。但是以平等为导向的民

主观本身存在着许多陷阱。 

（1）它并不必然保护自由，而且很可能为了平等而牺牲自由。而自由一旦为平等所牺牲，民

主就必然自趋灭亡。  

（2）它只是强调多数意志的权威，强调人民主权高于法律之上。  

（3）平等地参与政治，势必造成政治肥大症。  

（4）祈求专家式的公民，要求每一个公民均是政治专家。由于现实不可能满足这一要求，所

以变通的办法可能就是：或者在观念上简化政治生活的技术难度，把复杂的政治生活简单化，公民

一旦在其位，即有能力谋其政，或者公民素质有朝一日会有很大的提高，从而在逻辑上满足低素质

公民参与政治的必要条件；或者就干脆放弃祈求公民，转而寻求圣贤圣哲。前者只能寄希望于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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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来，所以当前的民主就被无限期地推延了；放弃对公民的祈求，就等于是承认放弃民主。所以，

以平等为导向的民主也可能因此而走向灭亡。  

四、自由的民主观  

自由民主观把政治看作是一种试错的过程，认为政治体制是人类灵智在实践中自发创造的产

物，它认可在非政治领域个人和集体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成果，不认为唯一的真理存在于政治领域。

它不象平等的民主观那样，非常明确地认为人类社会有一个能够实现的美好理想，存在一个理想的

自由王国；它对终极目的的描述均是否定性的，并且认为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而运用暴力是邪恶的。

自由的民主观也追求自由和平等，并认为自由先于平等，自由重于平等。因此，自由的民主观认为，

为了保护自由，为了建设持久的民主，必须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国家权力；限制政治生活的正常范

围；建设民主所需要的适当的自由经济条件；维护法治，维护法律的权威；通过竞争性选拔制度和

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高效率地开发并配置有限的知识资源。对权力的限制。自由的民主并不天

真地要求所有人均能平等地参与政治。因为它不要求每个人均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政治事务。自由主

义特别关心政治约束、个人首创精神以及国家形式问题，民主主义则对福利、平等以及社会凝聚力

特别敏感。 

平等民主观关注谁来掌权，自由的民主观关注如何掌权。 

复习思考题 

1．如何理解托克维尔的基本问题？ 

2．什么是多数的暴政？ 

3．如何理解两种民主观的差别？ 

拓展阅读书目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 

塔尔蒙：《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吉林人民出版社 

第六章 转型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转型研究的理论意义，掌握布达佩斯学派与中国学者关于市场转型研究的不同看法，理解

变通机制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重要性以及过程事件—分析方法在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的运用。 

一．转型研究的理论意义 

转型理论范式的目标是，既能够对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重新进行解释，

又能够面对 1980 年代以来的市场转型和社会转变。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理论的重要性表现在，

扎实的经验研究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意识到“短缺经济”这样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独特经济现象

所具有的深厚理论内涵，并在其背后发现了“软预算约束”这一独特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

制。他令人信服地说明了为什么计划经济中的同一种机制（软预算约束）先是促成了迅速的经济增

长，然后又造成周期性的经济短缺，并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科尔奈理论的真正意义在于，对

于“短缺经济”和“软预算约束”这些独特经济现象和运作机制的发现，预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一

种独特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再生产的制度机制”进行了分析。 

撒列尼（Ivan Szelenyi ）开始正面面对东欧的市场转型及其社会后果。在撒列尼的市场转型

理论中，核心的问题是市场转型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以及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精英转换问题。与之

相联系的是市场转型过程中和转型后社会的精英形成问题。 

二、政体的断裂与延续：不同背景下的市场转型 

布达佩斯学派对前共产主义国家市场转型的研究，具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无论是对于市场

转型的研究，还是对于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研究，布达佩斯学派所关心的主要是其正式组织和制度等

结构性特征。第二，对于结构性特征的关注，主要是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的。第三，基

本的理论视角是自上而下的，其对精英问题的重视，突出表现出这一视角的特征。第四，作为上述

三点前提和基础的，是布达佩斯学派所研究的市场转型国家，主要是东欧，特别是中欧的匈牙利，

在这些社会中，市场转型伴随着政体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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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的市场转型过程与之明显不同。 

1、政体连续性背景下的渐进式改革。 

这个差别是如此的重要，实际上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转型过程。“渐进式改革”这个概念本

身在中国具有多重的甚至是暧昧的含义。在改革策略的层面，“渐进式改革”与苏东国家激进式的

“休克疗法”改革形成对照。 

2、权力连续性背景下的精英形成。 

这种“渐进式改革”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精英转换过程的差异。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市场

转型过程中精英的形成过程，就表现为，并不是不同类型之间的精英的转换，而是在过去十几年改

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 

3、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 

 “变通”是中国市场转型过程中的独特机制。变通既不是一种完全正式的制度运作方式，也

不是一种完全非正式的制度运作方式，而是介乎于正式的运作方式与非正式的运作方式之间的一种

准正式的运作方式。具体的变通方式包括：（1）重新定义政策概念边界。（2）调整制度安排的组合

结构。（3）利用制度约束的空白点。（4）打政策的“擦边球”。 

三、面向社会转变的实践过程 

倡导一种实践的社会学。这里所说的面对实践的社会学，强调的不是社会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实

践性，不是社会学知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可应用性。面对实践的社会学所强调的是，要面对实践

形态的社会现象，要将一种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在从实践社会学的角度来

研究中国的市场转型的时候，要认真研究和分析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因为市场转型的实践逻辑往往

是在那里产生的，也往往是在那里体现出来。同时，从日常生活的视角面对市场转型的实践过程，

也意味着对正在形成的底层社会的关注。 

四、实践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目的是为了接近实践形态的社会现象。或者说是找到一种

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途径。布迪厄在倡导实践社会学上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找到一种面

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途径。实际上，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是非常难以接近的。“过程——事件

分析”分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在把实践弄死的地方重新激活了它，让实践真正成为一种实践

的状态。事件性过程的特性是把实践状态浓缩和集中了，因而包含了更多的信息。这是其一。其二，

事件性的实践过程，具有一种创造性的机制。这就是链接与粘合，是一种生成的机制，是一种过程

的再生产过程。其三，也是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实践状态的可接近性。但是“过程——事件分析”

只是接近实践，并不是分析。 

在一系列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对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研究概括为四个环节，即过程、机

制、技术和逻辑。而要完成上述四个环节，深度个案研究的方法是适宜的。 

中国国内学者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研究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路径，这种路径概括为“对市场转

型实践过程的分析”。这种研究路径所强调的是面对市场转型的具体实践过程，通过对市场转型中

的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的关注，来实现对市场转型的新的理解。这种路径在方法上更加重视深

度的个案研究，并通过将日常生活看作是“上”“下”两种力量互动的舞台，来综合“自上而下”

和“自下而上”两种视角。 

复习思考题 

1． 如何理解布达佩斯学派与中国学者对市场转型的不同看法？ 

2． 什么是过程—事件分析方法？ 

拓展阅读书目 

斯塔克：“走向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分析”，《国外社会学》1996，5-6 

尼：“市场转型理论”，《国外社会学》1996，5-6 

具海根：《韩国工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孙立平：“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4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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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1 2  

2 导论 2 2  

3 导论 3 2  

4 国家 1 2  

5 国家 2 2  

6 国家 3 2  

7 社会 1 2  

8 社会 2 2  

9 革命 1 2  

10 革命 2 2  

11 革命 3 2  

12 民主 1 2  

13 民主 2 2  

14 民主 3 2  

15 转型 2  

16 讨论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学概论、国外社会学理论 

后续课程：经济社会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用社会学的眼光分析相关政治现象。 

难点：厘清相关经验现象背后不同的学术传统。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以讲授为主，课堂讨论为辅。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5、作业要求： 

两次。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政治社会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奥罗姆著《政治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3月 第 1版 

执笔：应星  审稿：游正林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0日 

 

中国社会学史 
History of Chinese Sociology 

课程号：4040704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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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社会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接续《中国社会思想史》，讲述中国社会学学科成型时

期的问题意识、研究格局、理论来源和经验比较。因此着重介绍从 1920年代后期到 1950年代之前

的社会学思想。其中，又以社会学“燕京学派”与今天中国社会学的关系最为密切。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 以社会学“燕京学派”为主线，辅以史语所、东南和西南几个重要

高校之间的比较、对话与争论，勾勒民国时期社会科学的总体面貌；2. 对社会学“燕京学派”学

术思想的理论脉络进行总结和梳理，指出德国、法国和英国几种不同社会理论如何为其所吸收和综

合；3. 通过经验研究的比较，揭示“燕京学派”眼中的中国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展开相应的探

索。 

开设本课程，旨在使社会学本科生具备基本的学科意识和学科传统素养，超出一般概论教材对

社会学学科的概念式描述，进入早期社会学者的思维世界，捕捉其思考方式特点，从而启发和培养

学生独立阅读和思考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燕京学派”的理论源流：德、法、英、美社会理论的综合与吸收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燕京学派”对西学理论的引介和讨论，以及对这些讨论的再理解，线索非常丰富，包括

滕尼斯、涂尔干、韦伯、曼海姆、托尼、派克、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等； 

2. 关键概念的澄清，包括：共同体与社会、文化、社会、功能主义、文化格式、国家等重要

概念的分析。 

学习目标：了解清楚今天社会学讲诸如“社区”、“社会”、“文化”、“族群”、“国家”等基本概

念的时候，是在哪些路径上讲的。 

知识单元 2：“燕京学派”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争论与比较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 关于“文化”之争：费孝通与陶云逵的比较； 

2. 关于“民族”与“国家”之争：吴文藻、费孝通与傅斯年、顾颉刚的对话； 

3. 关于乡村建设之争：梁漱溟、杨开道、费孝通等的比较； 

4. 关于边政之争：吴文藻、费孝通与李安宅的比较； 

5. 关于绅士之争：费孝通与吴晗的对话 

学习目标：构建对中国社会学早期研究框架的立体认识，准确把握社会学人的问题意识核心。  

知识单元 3：早期中国社会学与经济史研究的对话：市场、社会与现代转型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江村、禄村、易村的乡土工业与韦伯式问题 

2. 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差序格局”的理论来源以及现代转型的可能 

3. “燕京学派”与西方经济史研究的对话：吴文藻、费孝通、田汝康、黄迪等 

4. 傅衣凌的土地与佃农经济研究 

学习目标：通过具体研究的比较，来呈现早期中国社会学对中国处于后发现代性阶段这一处境

的理解，以及中国实现现代转型的方案。 

知识单元 4：社会史研究：以潘光旦、瞿同祖为例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潘光旦的中国家庭研究； 

2. 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社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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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了解早期中国社会学包括“燕京学派”对制度变迁和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

总结。 

（二）实践教学： 

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讲  导论：中国社会

学成型阶段与“燕京学派”  
2 

 

 

2 
第二讲  “燕京学派”的

理论源流之“社区” 
2 

阅读文献：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社区与功能——

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3 
第三讲  “燕京学派”的

理论源流之“共同体”与

“社会”（上） 

2 

阅读文献： 

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4 
第四讲  “燕京学派”的

理论源流之“共同体”与

“社会”（下） 

2 

阅读文献： 

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5 
第五讲  “燕京学派”的

理论源流之“文化” 
2 

阅读文献： 

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 

6 
第六讲  乡村建设之争：

梁漱溟、杨开道、费孝通

等的比较（上） 

2 

阅读文献：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山东省乡村服务人员训

练处，1937。 

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 

李安宅：《<仪礼>和<礼记>的社会学研究》，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5 

7 
第七讲  乡村建设之争：

梁漱溟、杨开道、费孝通

等的比较（下） 

2 

阅读文献：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山东省乡村服务人员训

练处，1937。 

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 

李安宅：《<仪礼>和<礼记>的社会学研究》，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5 

8 
第八讲  边政之争：吴文

藻、费孝通与李安宅的比

较 

2 

阅读文献：  

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5 

9 
第九讲  绅士之争：费孝

通与吴晗的对话 
2 

阅读文献： 

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 

参考文献： 

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赵月瑟等译，上

海译文出版社，2006 

R. H. Tawney：”The Rise of the Gentry, 

1558-1640”,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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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No. 1 (1941), pp. 1-38 

10 
第十讲  江村、禄村、易

村的乡土工业与韦伯式

问题 

2 

阅读文献： 

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6 

11 
第十一讲  世界体系中

的市场与社会 
2 

阅读文献： 

田汝康：《滇缅边地摆夷的宗教仪式》，于翠艳等译，

“复旦百年经典文库”之“田汝康文集”，傅德华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田汝康：《中国帆船贸易与对外关系史论集》，“复旦

百年经典文库”之“田汝康文集”，傅德华编，复旦

大学出版社，2015 

12 
第十二讲  土地与佃农

（上） 
2 

阅读文献： 

傅衣凌：《永安农村赔田约的研究》，《福建佃农经济

史业考》，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明清农村社会经

济 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中华书局，2007。 

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现代中国的土地问

题”，《陈翰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邓力群、谷苞：《南疆的瓦哈甫地问题》．《南疆农村

社会》，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 

13 
第十三讲  土地与佃农

（下） 
2 

傅衣凌：《永安农村赔田约的研究》，《福建佃农经济

史业考》，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4。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明清农村社会经

济 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中华书局，2007。 

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现代中国的土地问

题”，《陈翰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邓力群、谷苞：《南疆的瓦哈甫地问题》．《南疆农村

社会》，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 

14 
第十四讲  社会史研究

中的中国家庭与生育 
2 

阅读文献： 

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潘光旦文集》第一卷；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潘光旦：《人文史观》，《潘光旦文集》第二卷，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0 

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潘光旦文集》第

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5 
第十五讲  法律与中国

社会 
2 

阅读文献： 

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法律在中国社会中

的作用：历史的考察》，《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 

16 考核 2  

四、说明 

1. 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社会思想史 

后修课程：不限 

2. 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社区、共同体、社会、文化、土地制度、经济史、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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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共同体、社会、文化、土地制度、绅士 

3. 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为选修课，每周 2学时。采用阅读研讨的方式，每次指定 1-2名报告人做读书报告，1

名评议人评议补充。其后有讨论和教师总结。 

最重要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就是学生自己阅读。除此别无捷径。 

4. 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 

5. 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程自主学习应贯穿整个课程，学生应在课外时间大量阅读。 

6. 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中考核与期末考查结合。期中考核指的是在学期中，也即课程进度过半的时候，

需要提交期中读书报告，3000 字以上，内容严格限定在本课程所涉及的阅读和参考书目范围。期

末考查应提交 5000 字以上的读书报告或课程论文，内容严格限定在本课程所涉及的阅读和参考书

目范围。在期末总评中，期中考核占 20%，期末考查占 80%。 

7. 作业要求： 

每周轮流做读书报告；期中提交一篇不少于 3000字的读书报告。 

8. 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本课程国内尚未有合适的教材，国外的相关研究比较零星少见；结合本校学生实际，应以原典

篇章阅读为主。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李培林、渠敬东、杨雅彬主编：《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2. 王铭铭主编：《民族、文明与新世界：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叙述》，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二）参考书目： 

1.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

大学出版社，2002。 

2. 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 

3.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 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华夏出版社，2004。 

5.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 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山东省乡村服务人员训练处，1937。 

7. 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01。 

8. 李安宅：《<仪礼>和<礼记>的社会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9. 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0. 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 

11. 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赵月瑟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2. R. H. Tawney：”The Rise of the Gentry, 1558-1640”,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11, No. 1 (1941), pp. 1-38. 

13. 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14. 田汝康：《滇缅边地摆夷的宗教仪式  中国帆船贸易与对外关系史论集》“复旦百年经典文

库”之“田汝康文集”，傅德华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15. 傅衣凌：《永安农村赔田约的研究》，《福建佃农经济史业考》，私立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

研究会，1944。 

16.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明清农村社会经济 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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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17. 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陈翰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18. 邓力群、谷苞：《南疆的瓦哈甫地问题》．《南疆农村社会》，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 

19. 潘光旦：《中国之家庭问题》，《潘光旦文集》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0. 潘光旦：《人文史观》，《潘光旦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1. 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潘光旦文集》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2. 瞿同祖：《中国法律之儒家化》、《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历史的考察》，《瞿同祖法学

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23.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商务印书馆，2010。 

执笔：杨清媚  审稿：       审定：     

制（修）订时间：        年   月   日 

 

劳动社会学 
Sociology of Work 

课程号：4040704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所讲的“劳动”是指现代工业社会中的雇佣劳动。本课程的基本内容将主要围绕劳方（雇

员及其代表）与资方（雇主及其代理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展开，将以历史发展为主线，系统地介

绍近百余年以来有关学者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的旨在解决劳工问题、协调劳资关系的基本理

论。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劳动社会学的基础概念、基本理论以及相关的调

查研究方法。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劳动的定义 

2.劳动的类型 

3.工业社会中的雇佣劳动的基本特点 

4.劳动社会学的定义（兼谈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5.西方劳动社会学发展的五个阶段 

6.国内劳动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现状 

7.本课程的内容安排 

学习目标： 

1．了解劳动的定义、劳动的类型划分、国内劳动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现状。 

2．掌握工业社会中的雇佣劳动的基本特点、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特征、西方劳动社会学发展的

五个阶段。 

作业： 

阅读所推荐的相关文献。 

知识单元 2：劳动社会学的理论渊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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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思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批判 

2.涂尔干论社会劳动分工 

3.韦伯论理性化与资本主义的起源 

学习目标： 

1．了解劳动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渊源。 

2．掌握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对相关问题的论述。 

作业： 

阅读所推荐的相关文献。 

知识单元 3：劳资关系的基本性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劳资关系的定义 

2.劳资双方追求的主要目标 

3.从交换的角度看劳资关系的性质 

4.研究劳资关系的重要性 

学习目标： 

1．了解劳资关系的定义、劳资双方追求的主要目标、研究劳资关系的重要性。 

2．掌握劳资关系的性质。 

作业： 

阅读所推荐的相关文献。 

知识单元 4：泰勒制（科学管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泰勒（F.W.Taylor，1856-1915）简介 

2.泰勒制产生的社会背景 

3.泰勒制的基本内容 

4.泰勒制的社会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泰勒的生平、泰勒制产生的社会背景。 

2．掌握泰勒制的基本内容、泰勒制的社会影响。 

作业： 

阅读所推荐的相关文献。 

知识单元 5：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福特制的定义 

2.福特制产生的社会背景 

3.福特制带来的社会问题 

4.广义的福特主义的基本内容 

5.狭义的后福特制的定义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 

6.广义的后福特主义的基本内容 

学习目标： 

1．了解福特制、后福特制的基本内容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 

2．掌握福特制带来的社会问题、广义的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的基本内容。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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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所推荐的相关文献。 

知识单元 6：霍桑研究与人际关系学派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霍桑研究简介 

2.霍桑研究的主要贡献 

3.有关学者对人际关系学派的评价 

4.“经济人”假设与“社会人”假设的基本内容 

学习目标： 

1．了解霍桑研究的几个阶段及其主要发现。 

2．掌握霍桑研究的主要贡献、有关学者对人际关系学派的评价、“经济人”假设与“社会人”

假设的基本内容。 

作业： 

阅读所推荐的相关文献。 

知识单元 7：工会与集体谈判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工会的定义与类型 

2.成立工会的主要目的 

3.对工会的实际作用的评价 

4.集体谈判的定义与作用 

5.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会与集体谈判作用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 

6.中国工会的中心任务的历史变迁 

学习目标： 

1．了解工会的定义与类型、成立工会的主要目的、集体谈判的定义与作用。 

2．掌握对工会的实际作用的评价、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工会与集体谈判作用不断下降的主要

原因、中国工会的中心任务的历史变迁。 

作业： 

阅读所推荐的相关文献。 

知识单元 8：劳资冲突与工人抗争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分析劳资关系的四个理论框架 

2.工人抗争的定义与行动类型 

3.罢工与相关立法 

4.有关学者对我国工人抗争现象的调查研究 

学习目标： 

1．了解工人抗争的定义、工人抗争的行动类型、罢工的定义、罢工的社会影响。 

2．掌握分析劳资关系的四个理论框架、立法保护罢工权利的主要理由、立法限制罢工的主要

理由、有关学者对我国工人抗争现象的调查研究。 

作业： 

阅读所推荐的相关文献。 

知识单元 9：工业民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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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主的定义与类型 

2.传统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及其替代模式 

3.制约劳动场所的权威的主要力量 

4.工业民主产生的社会背景 

5.工业民主的必要性 

6.工人（雇员）参与的类型 

7.工业民主研究的两大领域 

8.我国企业中的民主管理 

学习目标： 

1．了解民主的定义与类型、工业民主产生的社会背景、工业民主的必要性。 

2．掌握传统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及其替代模式、制约劳动场所的权威的主要力量、工人（雇

员）参与的类型、工业民主研究的两大领域、我国企业中的民主管理。 

作业： 

阅读所推荐的相关文献。 

知识单元 10：劳动过程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马克思对竞争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研究 

2.布雷弗曼（H.Braverman）对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研究 

3.“管理控制与工人抗争”研究范式 

4. 华尔德等对中国劳动过程的研究 

学习目标： 

1．了解马克思对竞争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研究、布雷弗曼对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研究。 

2．掌握“管理控制与工人抗争”研究范式、华尔德等对中国劳动过程的研究。 

作业： 

阅读所推荐的相关文献。 

知识单元 11：全球化、劳工权益保护与劳动关系转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全球化的定义与动力 

2.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与载体——跨国公司 

3.中国的低成本发展模式 

4.中国地方政府对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软性调控 

5.劳动关系转型的定义、类型与动力 

学习目标： 

1．了解全球化的定义与动力、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与载体 

2．掌握中国的低成本发展模式、中国地方政府对私营企业劳资关系的软性调控、劳动关系转

型的定义、类型与动力。 

作业： 

阅读所推荐的相关文献。 

知识单元 12：同学们宣讲各自的课程论文、点评、答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同学们宣讲各自的课程论文 

2. 点评、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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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各自的课程论文的基本内容及其优缺点。 

2．掌握学术论文的基本写作规范。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实验 1：……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实验 2：……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2 劳动社会学的理论渊源（一） 2  

3 劳动社会学的理论渊源（二） 2  

4 劳资关系的基本性质 2  

5 泰勒制（科学管理） 2  

6 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 2  

7 霍桑研究与人际关系学派 2  

8 工会与集体谈判（一） 2  

9 工会与集体谈判（二） 2  

10 劳资冲突与工人抗争（一） 2  

11 劳资冲突与工人抗争（二） 2  

12 工业民主 2  

13 劳动过程理论（一） 2  

14 劳动过程理论（二） 2  

15 全球化、劳工权益保护与劳动关系转型 2  

16 同学们宣讲各自的课程论文、点评、答疑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讲解近百余年以来有关学者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的旨在解决劳工问题、协调劳资关

系的基本理论。 

难点：如何使学生掌握这些基本理论的基本内容、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对中国的适用性。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课堂讨论。 

3.课外阅读相关文献。 

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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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口头讲授。 

2.多媒体。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1）平时表现（占 50%）：包括出勤、课外阅读文献、课外撰写读书笔记、参与课

堂讨论；（2）期末提交课程论文（占 50%）：要求在第 10周初步确定论文题目，提前构思，不断完

善。全文不少于 4000字。 

7、作业要求： 

每个知识单元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主要是阅读所推荐的相关文献，并撰写读书笔记。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暂无合适的中文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暂无合适的中文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朱柔若著《社会变迁中的劳工问题》，（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3月初

版。 

2. Grint,K.(2005),The Sociology of Work: An Introduction (Third Edi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3. 针对每个知识单元，都会推荐一些相关的研究文献。 

 执笔：游正林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市场调查与预测 
Marketing Investigation and Forecast 

课程号：404070482-0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的专业选修课程，主要面向本专业高年级学生。其他专

业可选但限制选课人数，同时要求选课者需先修研究方法、统计学及统计软件操作或类似课程。本

课程课时容量有限，不再讲授研究方法原理、问卷设计规范、抽样、基础统计及软件基本操作等基

础性内容。要求选课者必须具备相关基础知识和操作能力。 

本课程在专业课程基础之上，围绕市场调研常见问题，引入消费者行为学、营销管理等领域知

识，以实务为侧重，按照市场调研的基本流程，系统介绍相关调研和分析方法在市场调查与研究中

的应用。学生将系统学习市场调研的关键问题、基本流程、分析技术和主要模型。 

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无论从本院及其他院校，就社会学/社工专业毕业生流向来看，从事市场

调研或相关职业均占可观的比例。本课程注重从多学科角度培养学生市场调研的专业思维和实务技

能。课程目的主要是为了提升社会学/社工专业学生面向市场的实务技能和专业思维能力，从而增

进其就业机会。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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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市场调研概述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目标：了解市场调研的意义、作用；掌握市场研究的基本流程，理解市场调研在营销中的

位置，学会市场研究的思维。 

学习内容： 

1．市场调研的战略地位、市场调研与营销管理（市场机会分析、目标市场选择、产品定位、

营销组合策略）； 

2．市场调研的发展历程及趋势； 

3．市场调研的善用与误用、成败案例、市场调研的局限； 

4．市场调研的学科基础、社会学视角的市场调研（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 

5．预备知识与基础理论：消费者行为学、营销管理等领域相关概念及经典模型。 

作业：结合对市场营销管理的理解，选择感兴趣的问题，检索相关文献，进行课堂陈述。 

知识单元 2：市场调研的内容与设计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目标：了解市场调研方式、掌握主要研究类型；了解市场调研方案设计的基本结构、原则；

从实务角度，学会将管理决策、营销问题转化为市场调研课题，掌握调研项目的策划技术。 

学习内容： 

1．市场调研主要内容及基本流程； 

2．市场调研主要方式（文案、访谈、问卷、实验、观察等；以问卷调查、统计分析为主）； 

3．与甲方的沟通、诊断、调查问题的确定； 

4．市场调研设计的原理、规范与实务； 

5．市场调研项目计划书的构成、写作技巧及相关问题。 

6．市场调研项目计划书实例 

作业：就市场调研问题，进行研究设计，撰写项目计划书，要求具备调研设计的要素，符合规

范。开题需要课堂陈述。 

知识单元 3：市场调研执行实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目标：学习市场调研执行的基础实务，了解和掌握市场调研的组织管理、督导审核质量控

制等实战技术。 

学习内容： 

1．访问员管理 

2．访问员培训 

3．项目运作管理 

作业：就市场调研问题，进行研究设计，撰写项目计划书，要求具备调研设计的要素，符合规

范。 

知识单元 4：市场研究常见主题与分析模型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目标：了解市场调研的应用领域、关键主题，掌握市场调研的主要模型、分析技术等。 

学习内容： 

1．消费者态度与行为习惯/消费行为研究模型/知名度、忠诚度 

2．市场细分与定位/市场机会分析/因子、聚类分析/卡方自动交互检验/对应分析 

3．品牌研究/品牌形象/多维尺度法 

4．产品测试/新产品开发/概念测试/名称测试/结合分析/离散选择 

5．价格研究/价格敏感度测试/需求弹性测试 



9925 

6．满意度研究/CSI/四分图/结构方程 

7．营销研究/渠道诊断模型/促销陈列预测/零售稽核/商圈研究/购物篮分析 

8．广告研究与监测/广告文案测试/广告效果评估/媒体监测 

作业：深化研究设计，完善项目计划；并进行实地调查、数据录入、整理，及初步分析。 

知识单元 5：市场预测技术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目标：了解市场预测的基本原理，掌握主要模型与技术，学会使用软件进行建模和操作。 

学习内容： 

1、市场预测的原理与原则/成败案例 

2．定性预测/判断分析/意见征集法/专家会议法/德尔菲法 

3．宏观经济数据分析/对比类推法/市场试销法/市场因子推算法/市场调查预测法/订货法 

4．转导推算法（连续比率法）/弹性系数法/马尔可夫预测法 

5．时间序列分析/移动平均法/指数平滑法 

6．因果关系预测/回归分析 

7．综合预测 

作业：深化市场调研数据分析，进行市场预测。 

知识单元 6：新技术应用介绍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目标：展示经典案例，让学生了解市场调研最新发展趋势、相关分析技术。本单元属于展

示环节，目的在于开拓学生视野，提供一些进一步学习的线索，不要求学生掌握具体分析技术。 

学习内容： 

1．大数据时代的市场调研 

2．互联网、移动互联终端研究/网络调查 

3．地理信息系统（GIS） 

4．数据挖掘/网络分析/文本分析 

5．行为科学及相应测量技术（如眼动仪） 

6．模拟技术 

作业：考虑如何结合最新技术发展，提出可行思路，完善自己的研究。 

知识单元 7：研究报告撰写与呈现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目标：了解市场调研报告基本结构、撰写原则、结果呈现技巧，学会市场调研报告的写作。 

学习内容： 

1．市场调研报告的特点 

2．市场调研报告的基本结构 

3．市场调研报告写作常见问题 

4．结果呈现、口头汇报技巧及注意问题 

5．市场调研报告实例 

作业：在已有调研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撰写调研报告，并课堂陈述。 

（二） 实践教学 

研究设计： 

选择感兴趣的市场营销相关问题，从专业角度进行调查研究设计，完成项目计划书，并设计问

卷、收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完成调研报告。根据选课人数，分组进行。 

说明：因课程容量大，本课程实践环节均课下进行，不占用正式课时。但开题、调研报告等需

要课堂陈述、讨论。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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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市场调研概述 2  

2 市场调研概述 2  

3 市场调研的内容与设计 3  

4 市场调研的内容与设计 3  

5 市场调研的内容与设计 2  

6 市场调研执行实务 2  

7 市场研究常见主题与分析模型 3  

8 市场研究常见主题与分析模型 3  

9 市场研究常见主题与分析模型 3  

10 市场研究常见主题与分析模型 1  

11 市场预测技术 3  

12 市场预测技术 3  

13 新技术应用介绍 2  

14 研究报告撰写与呈现 1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统计软件应用；建议：人口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

经济社会学、社会/文化人类学 

后修课程：不要求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社会学专业视角的市场调研、市场调研的基本流程、常见主题及分析及模型、市场预测

模型与技术 

难点：所学研究方法及统计分析技术如何与市场营销管理的结合；与甲方互动、诊断、调查问

题的确定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讨论 

2.作业、研究设计 

3.课下交流、辅导 

4.线上互动（QQ群） 

5.业内人士讲座（备选） 

6.专业机构参观（备选） 

教学手段： 

1.幻灯片 

2.数据分析、程序模拟 

3.案例教学 

4.课堂陈述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课堂授课需要有电脑、投影等设备，安装 SPSS等统计分析软件，推荐使用 R、Stata。 

若经费支持、条件允许，聘请业内人士进行专题讲座，或组织学生参观知名市调、咨询公司。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根据课程进度，安排学生进行研究设计、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和报告撰写。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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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求：调研设计、数据分析、研究报告质量占 80%；其他考核：学生出勤、陈述、课堂表

现情况，占 20%。 

7、作业要求： 

与授课整体进度相呼应，各章结束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专业实际情况和市场需求，选用国内外最为实务、流行的市场调研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郑宗成等，《市场研究实务与方法》，广东经济出版社，2011年 8月。 

（二）推荐参考书/文献 

1．刘德寰，《市场研究与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3月。 

2．《市场调查实地执行实务》，网络版。 

3．袁岳，《市场调查操作手册》，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 8月。 

4．胡祖光等，《市场调研与预测》，中国发展出版社，2006年 5月。 

5．伯恩，《市场调研技术手册》，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年 11月。 

6．迈克丹尼尔、盖茨，《当代市场调研》（第 8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 1月。 

7．菲利普·科特勒，《市场营销原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 4月。 

8．科特勒、凯勒，《营销管理》（第 14版），格致出版社，2012年 8月。 

9．霍金斯等，《消费者行为学》（第 12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 8月。 

10．杜塞尔，《麦肯锡方法》，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 1月。 

11．纳雷希·马尔霍特拉，《市场营销研究：应用导向》（第 5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年

6月。 

12．屈云波、张少辉，《市场细分：市场取舍的方法与案例》，企业管理出版社，2010年 9月。 

13．舍恩伯格、库克耶，《大数据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 1月。 

14．McQuarrie, E. F. (2015). The Market Research Toolbox: A Concise Guide for Beginners. Sage 
Publications. 

15．Sarstedt, M., & Mooi, E. (2014). A Concise Guide to Market Research: The Process, Data, And 
Methods using IBM SPSS Statistics. Springer. 

16．McGivern, Y. (2013). The Practice of Market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Pearson Higher Ed. 
17．Hague, P. N., Hague, N., & Morgan, C. A. (2013). Market Research in Practice: How to Get 

Greater Insight from Your Market. Kogan Page Publishers. 
18．Belk, R. W. (Ed.). (2007).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in Marketing.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9．Chapman, C., & Feit, E. M. (2015). R for Marketing Research and Analytics. Springer. 

执笔：毕向阳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社会学/社工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6日 

 

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capital  

课程号：4040705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旨在通过对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理论及其各流派理论视角的分析与系统介绍，使学生了

解并掌握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与基本观点，培养学生对社会学理论的兴趣，增强其运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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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会资本研究的缘起  

2. 社会资本的内涵解析  

学习目标： 

掌握社会资本的内涵、特点与类型，了解社会资本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脉络。 

作业： 

1．社会资本研究兴起的背景是什么？ 

2．如何理解社会资本的内涵？ 

3．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较，社会资本具有哪些特点？ 

知识单元 2：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理论视角与研究的立足点  

2. 场域  

3. 资本的三种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4. 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  

学习目标： 

掌握布迪厄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内涵，重点了解他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论述。 

作业： 

1．试述布迪厄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视角。 

2．怎样理解布迪厄的场域观点？ 

3．布迪厄是如何对资本进行分类的？他怎样解释这些资本类型之间的关系？ 

知识单元 3：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研究的切入点与理论视角  

2. 对社会资本的解析 

3. 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理论的贡献及其局限性  

学习目标： 

了解科尔曼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视角，掌握其理论的基本内涵。 

作业： 

1． 科尔曼研究社会资本的切入点是什么？ 

2． 科尔曼如何解析社会资本的形式？ 

3． 影响社会资本形成与消亡的因素有哪些？ 

4． 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理论的贡献及其局限性有哪些？ 

知识单元 4：普特南：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普特南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切入点  

2. 社会资本、信任和信用组织 

3. 互惠规范与公民参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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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 

学习目标： 

了解普特南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视角，掌握其理论的基本内涵，重点掌握他对社会资本与政治

绩效关系的分析与论述。 

作业： 

1．普特南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视角是什么？ 

2．怎样理解普特南对信任、信用组织和社会资本关系的阐述？ 

3．公民参与网络包括哪两种类型？它们在培育社会资本方面有何不同？ 

4．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制度绩效？ 

知识单元 5：福山：信任、文化规范与社会资本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理论视角－信任与文化规范  

2. 低信任度社会 

3. 高信任度社会 

4. 增加信任 

学习目标： 

了解福山从信任角度对社会资本的诠释，重点掌握其对文化根源与社会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与经

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 

作业： 

1．福山如何诠释文化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2．怎样理解福山关于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 

知识单元 6：波特斯的社会资本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对社会资本理论渊源和内涵的分析  

2. 运用社会资本对移民的研究 

3. 社会资本的双重作用 

4. 波特斯社会资本理论的价值和局限性 

学习目标： 

领会并掌握波特斯对社会资本的内涵解析，了解他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移民问题的研究。 

作业： 

1．社会资本的理论渊源是什么？ 

2．理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有何不同？ 

3．社会资本的双重作用有哪些？ 

知识单元 7：社会网络观对社会资本的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会网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2. 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与嵌入理论 

3. 博特的结构洞理论 

4. 中国的社会关系研究 

学习目标： 

了解社会网络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理解社会网络观对社会资本的微观分析视角，重点掌握格

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和嵌入理论以及博特的结构洞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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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和嵌入理论 

2．怎样理解博特的结构洞理论？他对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有何继承和发展？ 

3．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是怎样阐述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特点的？ 

知识单元 8：林南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资本理论的历史基础  

2. 社会资本：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 

3. 理论与理论命题 

4. 社会资本与社会结构的生成 

5. 网络与地球村：社会资本的兴起 

学习目标： 

理解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范式，重点掌握他对主体行动与资源获取之间关系的论述。 

作业： 

1．林南是如何定义社会资本的？ 

2．个人资源与社会资源有何不同？ 

3．怎样理解林南对同质性互动和异质性互动的阐述？ 

4．如何理解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范式？ 

5．社会结构如何影响个体行动的效果？ 

知识单元 9：社会资本的功能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会资本与资源配置  

2. 社会资本与地位获得 

3. 社会资本与组织发展 

4. 社会资本与社会支持 

5. 社会资本与政治发展 

6. 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 

学习目标： 

了解社会资本的双重功能，重点掌握社会资本对地位获得、经济繁荣和政治发展的积极作

用。 

作业： 

1．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地位获得？ 

2．如何理解普特南“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与有效率的政府出现的前提条件”？ 

3．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有哪些？ 

知识单元 10：社会资本的投资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源于个人和组织的社会资本投资  

2. 源于国家和政府的社会资本投资 

学习目标： 

了解社会资本的投资策略，重点理解国家和政府在社会资本培育方面的义务和责任，反思我国

目前的社会发展政策。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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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人社会投资的特点是什么？ 

2．国家和政府在社会资本的培育方面应发挥什么作用？ 

3．我国现行的社会发展策略有哪些缺陷和不足？ 

知识单元 11：社会资本与中国社会变迁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资本  

2.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资本 

3. 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资本 

学习目标： 

了解我国不同时期社会资本的特点，以及不同时期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 

作业： 

1．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资本有何特点？ 

2．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稀缺资源是如何进行配置的？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导论   

3 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 3  

4 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   

5 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 4  

6 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   

7 普特南：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 5  

8 普特南：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   

9 普特南：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   

10 福山：信任、文化规范与社会资本 3  

11 波特斯的社会资本理论 2  

12 社会网络观对社会资本的分析 3  

13 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 3  

14 社会资本的功能 2  

15 社会资本的投资 2  

16 社会资本与中国社会变迁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课程教学的重点是使学生能够了解社会资本理论各流派发展的脉络，掌握主要流派的理论观

点。 

难点是如何使学生能够深入浅出地理解并掌握理论，从而在此基础上能够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

有针对性的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采取课堂讲解、经典案例分析和小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授课，学生应按要求及时收集和

准备相关资料，撰写读书报告，积极参与小组和课堂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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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根据课程进程，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学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卜长莉：《社会资本与社会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 弗朗西斯.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远方出版社，1998。 

—《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国社会科出版社，2002。 

4. 黄光国编：《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巨流图书公司，1988。 

5. 李惠斌. 杨雪冬主编：《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 

7. 罗伯特 D.普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8. 秦海霞：《社会关系网络的生产及地方化延续》，人民出版社，2007。 

9. 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华夏出版社，1990。 

10. 燕继荣：《投资社会资本－政治发展的一种新维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1. 詹姆斯 S.科尔曼：《社会资本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 

12. 张其仔：《社会资本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13. Bott, E. (ed.) Family and Social Networks: Roles, Norms, and External Relationship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1. 

14. Bourdieu, P. Distinction –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London, Melbourne,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15. Burt, R. S.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6. Coleman, J.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pp. 95–121, 1988. 

17. Granovetter, M. Getting a Job – 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18. Lin, Na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Structur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9. Portes, A. and Bach, R. L. Latin Journey – Cuban and Mexican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20. Putnam, R. D.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21. Scott, J. Social Networks –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2002. 
执笔：刘娜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7日 

第一章 导  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掌握社会资本的内涵、特点与类型，了解社会资本理论的形成与发

展脉络。 

第一节 社会资本研究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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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资本思想的起源 

19 世纪末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最早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用以区分和对应私人资本的

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提到社会资本，指称与私人资本相对的无数个个别资本的总和。这

两种定义与后来社会学家所理解的反映人们社会关系的社会资本概念存在很大差距。 

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瑞提出来的。他认为社会资本存在于家

庭关系与社区组织之中，是各种社会资源之一。后布迪厄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社会学领域，引起学

术界广泛关注。科尔曼和普特南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了社会资本理论。 

二、社会资本研究兴起的背景 

1．西方国家中极端的个人主义和向更小的共同体回归的双向变化； 

2．东亚发展带来的理论启示； 

3．对贫困问题的关注； 

4．既有解释范式存在的缺陷是社会资本研究出现的理论动力； 

5．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出现，使社会资本获得了官方的认同，并成为西方国家社会政治生

活的一个关键词。这推动了社会资本由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的全面延伸。 

三、社会资本研究的领域 

1．社会资本与社会整合 

2．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 

3．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 

第二节 社会资本的内涵解析 

一、关于社会资本概念的不同论述 

1．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和争论 

2．对社会资本的本质，学术界有五种理解和看法 

（1）资源说（布迪厄、林南） 

（2）能力说（边燕杰、丘海雄） 

（3）功能说（科尔曼、普特南） 

（4）网络说（博特、波特斯、张其仔） 

（5）文化规范说（福山、纽顿） 

二、内涵解析 

社会资本是广泛存在于社会网络关系之中并能够被行动者投资和利用以便实现自身目标的社

会资源。社会资本包含三方面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内涵： 

（1）社会资本的基础是一定的社会关系  

（2）社会资本的本质是信任、互惠等文化规范 

（3）社会资本具有资本属性，它的功能和结果应该体现群体或组织的共同目的，即社会资本

的结果是共同获益。 

三、社会资本的属性 

1．隐性资产 

2．公共物品性质 

3．外部性 

4．自我强化性 

四、社会资本的特点 

资本可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较，社会资本具有以

下特点： 

1．社会资本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 

2．社会资本是无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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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特征； 

4．社会资本具有不可转让性； 

5．社会资本的增值具有社会性，其增值的目标不仅仅包括经济效益，也包括社会效益和社会

资源； 

6．社会资本的投入和产出是不平衡的； 

7．社会资本的分布具有不均衡性，那些居于中心位置的人相对于居于边缘区域的人拥有较多

的优势； 

8．社会资本的发展具有历史性。 

五、社会资本的构成 

1．个人分析层面－人际关系、成员资格 

2．团体或组织分析层面－网络、关系、文化 

六、社会资本的类型 

根据不同标准，社会资本可划分为： 

（一）个人社会资本与团体社会资本 

（二）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 

（三）结构性社会资本与认知型社会资本 

（四）制度性社会资本与关系性社会资本 

（五）网状社会资本与柱状社会资本 

另外，从社会变迁角度还可划分为 

1．传统血缘依附型社会资本 

2．现代公民型社会资本 

3．当代社会资本 

从信任程度角度可划分为 

1．深度信任的迪尔凯姆型 

2．浅度信任的托克维尔型 

3．现代社会中的抽象信任 

还可从微观与宏观综合角度划分社会资本类型 

复习思考题 

1．社会资本研究兴起的背景是什么？ 

2．如何理解社会资本的内涵？ 

3．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较，社会资本具有哪些特点？ 
 

第二章 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掌握布迪厄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内涵，重点了解他关于场域观点的

论述。 

第一节 理论视角与研究的立足点 

一、关系主义方法论－关系即社会 

布迪厄反对要么集体主义、要么个人主义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先在性，主张关系的首要地位，认

为社会世界存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关系。 

二、社会关系具有现实性、社会性和客观性 

布迪厄所理解的社会关系不是行动者之间的互动或个人之间的主体纽带，而是马克思所谓的

“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愿”而存在的客观关系。强调客观性的研究应当优先于主观性的研究，

关于各种社会位置或社会条件的客观性分析是关于精神意识的主观性分析的前提和基础。 

在关系主义方法论基础上提出“场域”和“资本”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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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场  域 

一、概念界定 

所谓场域是以各种社会关系连接起来的、表现形式多样的社会场合或社会领域。它可以被定义

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network），或一个构型（configuration）”。虽

然场域中有社会行动者、团体机构、制度和规则等因素存在，但是场域的本质是这些社会构成要素

之间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网络。 

二、场域中的位置 

场域是由不同的社会要素连接而成的，不同的社会要素通过占有不同的位置而在场域中存在和

发挥作用。如果场域是一张社会之网，那么位置就可以看成是这张网上的纽结。位置是客观的，它

是人们形成一定社会关系的客观前提。社会成员和社会团体因占有不同的位置而获得不同的社会资

源和权利。由于位置中蕴含着资源和权利，因此成为场域内矛盾斗争的焦点。在复杂的斗争中，位

置处于持续的变换之中。 

三、场域的独立性 

场域有不同的类别和形式，如学术场域、权力场域、文化场域等。各种场域都是在特定的社会

结构中存在的，都具有某种特殊的利益和作用。但一定的关系网络一经形成就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

场域对社会行动者的行动有形塑机制，甚至制约着人的心理、行为及人的地位和作用等等。“场域

都是关系系统，而这些关系系统又独立于这些关系所确定的人群。” 

四、场域与社会资本 

资本具有对自己和他人的未来施加控制和支配的能力，因而是一种权力形式，可以调节个人与

社会的关系。个人能够积累的资本，界定了他们的社会轨迹，即他们社会的可能性及机遇。场域作

为各种因素而形成的关系网，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变化的原动力就是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不仅

是资源，更重要的是权利，行动者凭借这种权利占据场域中的某种位置，进而可以支配场域中的资

源。 

第三节 资本的三种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资本不一定是以有形资产形式存在的，还以非物质的形式存在，主要有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

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 

一、经济资本 

以金钱为符号，以产权为制度化形式。 

二、文化资本 

以作品、文凭、学衔为符号，以学位为制度化形式。 

三、社会资本 

以社会声誉、头衔为符号，以社会规约为制度化形式。社会资本有以下特点： 

1．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从中汲取某种资源的、持续性的社会网络关系； 

2．社会资本是一种制度化的网络关系，而不是由亲属关系和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自然联系。

社会网络不是自然形成的，必须通过某种投资策略来建构； 

3．社会资本具有潜在性和现实性，只有当社会网络被行动者调动或利用时，它才能以某种能

量或资源的形式发挥资本在实践中的作用。否则，它仅仅是静态的网络关系，是潜在的社会资本。 

4. 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网络资源，每一个被联系在其中的社会成员都可以从中收益，但收益的

程度要依每个人实践能力的大小而有区别。 

四、三种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换 

经济资本是最有效的形式，是其他各类资本的根源。它可以更轻易、更有效地被转换成社会资

本或文化资本，反之则不然。后者虽然最终可被转换成经济资本，但这种转换却不是即时性的，转

换较为复杂，且带有一定的风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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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 

一、建立于社会关系之上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实际上是由彼此之间有“来往”（connections）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义务构成的。这些

“来往”形式既包括那些以实践状态存在、旨在维持关系网络的各种物质交换和符号交换，也包括

了各种发展成为社会制度的关系形式，比如家庭、阶级、部落和学校等。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涉及了

人们永无止境地进行社会交换的努力。正是在这些交往的过程中，人们不断确认彼此之间的社会关

系。 

二、积累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赋予关系网络中的每一个人一种集体拥有的资本，但个人的收益程度要依个人实践能

力的大小而有所区别。 

一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量，取决于 

1．他可以有效调动的关系网络的规模； 

2．与这些网络相关联的各种人拥有的（经济、文化、符号）资本的数量。 

同时，一个人本身的社会威望也是决定其社会资本积累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权高位

重的人，往往能够迅速地将他结识的各种人转变成持久的关系，因此他们的社会交往活动具有很高

的生产效率。 

三、象征性建构 

社会资本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投资策略的产物。这种策略首先确定那

些可资利用的、能保证提供物质利润和象征利润的社会关系，然后将这些本来看起来是“偶然”的

关系（如邻居、同事甚至是亲戚关系等）通过“象征性建构”，转变为一种双方都从主观上愿意长

期维持其存在的、在制度上得到保障的持久稳定的关系。这种转变的关键就是“象征性建构”，它

利用一些现存的社会体制，通过各种物质或非物质的交换使社会资本得以确立，并不断进行再生产，

这就决定了对社会资本的投资必然是长期的和持续性的。 

四、布迪厄关于社会资本研究的特点 

复习思考题 

1．试述布迪厄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视角。 

2．怎样理解布迪厄的场域观点？ 

3．布迪厄是如何对资本进行分类的？他怎样解释这些资本类型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 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科尔曼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视角，掌握其理论的基本内涵。 

第一节 研究的切入点与理论视角 

一、微观与宏观的联结 

二、理性行动理论 

1．科尔曼认为微观水平的个人行动应该是一种理性行动，他的理性（rationality）含义包括

两方面：1）个体是有目的地行动的；2）行动的原则在于试图控制能满足自己利益的资源。对行动

者而言，不同的行动有不同的效益，而行动者的行动原则可以表述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 

2．“理性人”假设不同于“经济人”假设，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仅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

化，也同时追求社会的、文化的、情感的、政治的等许多利益的统一。 

3．理性行动就是为达到一定目的、为了获得一定的资源而通过人际关系或社会关系网络所表

现出来的社会性行动。 

4．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是解释社会系统的活动。最基本的社会系统由“行动者”和“资源”

两部分组成。行动者拥有某种资源，不同的行动者通过交换自己控制的资源以获取新的利益，从而

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和复杂的社会系统。这种社会关系包括权威关系、信任关系以及作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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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规范基础的关于权利分配的共识。 

第二节 对社会资本的解析 

一、社会资本的含义和特征 

1． 含义 

2． 特征 

二、社会资本的形式 

1． 义务与期待 

2． 信息网络 

3． 规范与有效惩罚 

4． 权威关系 

5． 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社会组织 

三、社会资本的相对数量 

四、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质 

五、影响社会资本形成和消亡的因素 

1．关系网络的封闭性，它保证了相互的信任。 

2．稳定。社会组织或社会关系的瓦解会使社会资本消失殆尽。 

3．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形成社会资本的途径是把某种要求强加给意识形态的信仰者，即要他

们按照某种特定的利益或某些人的利益行动，而不考虑其自身利益。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会对社会

资本的形成起消极作用。 

4．其他因素，如官方支持下的富裕或需要的满足，这种因素会降低社会资本的价值，使其无

法更新。因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需要的人越多，创造的社会资本数量越多。 

第三节 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理论的贡献及其局限性 

一、 对社会资本理论的贡献 

二、 科尔曼社会资本理论的局限性 

复习思考题 

1． 科尔曼研究社会资本的切入点是什么？ 

2． 科尔曼如何解析社会资本的形式？ 

3． 影响社会资本形成与消亡的因素有哪些？ 

4． 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理论的贡献及其局限性有哪些？ 
 

第四章 普特南：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普特南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视角，掌握其理论的基本内涵，重

点掌握他对社会资本与政治绩效关系的分析与论述。 

第一节 普特南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切入点 

一、集体行动的困境 

二、霍布斯——第三方监督执行 

三、社会资本理论  

第二节 社会资本、信任和信用组织 

一、社会资本的界定 

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

社会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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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任 

社会信任是伦理道德的核心组成部分，它维持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确保了政府的绩效。合作所

需要的信任并不是盲目的，信任意味着对独立行动者之行为有预测。 

三、信用组织 

1．轮流信用组织的互助实践 

2．轮流信用组织的理论启示 

集体行动的困境，可以通过利用外部的社会资本加以克服。人们借用原有的社会联系来解决信

息不完全和执行方面的问题。如同常规资本之于一般借贷者，社会资本就像一种担保品在起作用。

在没有物质财富做担保时，参与者实际上是在用他们的社会联系做担保。人们用社会资本举债，扩

展了共同体内的信贷机构，提高了市场的效率。 

第三节 互惠规范与公民参与网络 

在复杂社会里，社会信任能够从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产生：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 

一、互惠规范 

规范是被灌输出来的，是由模式、社会化（包括公民教育）和惩罚来维系的。 

1． 均衡的（或特殊的）互惠 

2． 普遍化的（或扩散的）互惠 

二、公民参与网络 

1．横向网络或网状（web-like）网络 

横向的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参与者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一个组织的建构越具有横向性，就越能

够在广泛的共同体内促进制度的成功。 

2．垂直网络或柱状（maypole-like）网络 

垂直的网络无论多么密集，无论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信息的垂

直流动，常常不如水平流动可靠，其原因部分地在于，下属为了免受剥削而对信息有所保留。而更

为重要的是，那些支撑互惠规范的惩罚手段，不大可能向上实施，即使实施了，也不太可能被接受。 

第四节 社会资本与制度绩效 

一、两种社会均衡 

1．霍布斯式均衡：永远欺骗－依附/剥削 

2．公共均衡：勇敢的互惠－互惠/信任 

二、路径依赖 

社会资本的存量，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往往具有自我增强性可积累性。良性循环会产生社会

均衡，形成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与此相反，缺乏这些品质的非公开

精神共同体，也是自我增强的。在恶性循环的有害环境里，背叛、猜疑、逃避、利用、孤立、混乱

和停滞，在互相强化着。所有面临集体行动问题的社会（也就是所有社会），往往都会朝这两种均

衡之一发展，而且，均衡一旦实现，往往会自我增强。 

三、社会资本的功能 

1．使公民比较容易解决集体问题 

2．社会资本是一个社会平稳运转的润滑剂 

3．社会资本通过拓展人们对于自己各方面的认识而改善人们的命运 

4．构成社会资本的网络关系是一种有助于人们实现目标的信息沟通管道 

5．社会资本通过心理过程和生物过程来改善个人的生活 

四、意大利地区研究的经验和结论 

1．社会环境和历史深刻地影响着制度的有效性 

2．改变正规制度能够改变政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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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度历史发展缓慢 

在建立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上，历史发展得更缓慢。建立社会资本并非易事，然而，它却

是使民主得以运转的关键因素。 

复习思考题 

1．普特南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视角是什么？ 

2．怎样理解普特南对信任、信用组织和社会资本关系的阐述？ 

3．公民参与网络包括哪两种类型？它们在培育社会资本方面有何不同？ 

4．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制度绩效？ 

第五章 福山：信任、文化规范与社会资本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福山从信任角度对社会资本的诠释，重点掌握其对文化根源与

社会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 

第一节 理论视角－信任与文化规范 

一、信任：文化的解释 

社会资本以信任为基础。一般来说，信任主要存在于家庭与社团组织之中，因此，社会资本也

相应地来自于两种组织：一种是由家庭提供，表现为注重家族内部团结协作的家族主义；另一种是

由社团组织提供，表现为社团内部成员互助合作的团体主义。前者容易造成非亲族成员之间的相互

排斥，导致社会信任度低，整合性的社会资本能力弱，产生“一盘散沙”式的社会；后者有助于促

进更广泛的社会信任，提高社会的整合能力。 

二、规模与信任 

三、社会品德  

第二节 低信任度社会 

一个社会的经济繁荣程度，取决于该社会普遍的信任程度。信任程度的高低决定现代私营大企

业的发展状况，从而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社会资本匮乏的国家，不只是倾向于形成小规

模、低效率的弱势企业，而且也容易产生腐败的官员和效率不彰的公共行政部门。 

一、建立社群组织的道路 

二、华人社会结构与企业模式 

三、意大利的儒教成分 

四、法国：面对面的关系 

五、韩国：骨子里的中国式企业  

第三节 高信任度社会 

一、团队中的信任 

二、局内人和局外人 

三、高信任的工作场所 

四、消失的中间组织 

第四节 增加信任 

一、重返规模 

社会资本具有“黏合剂”的功效，能够带来组织与合作的效益。社会中间组织是公民社会的基

础，缺乏中间组织的社会，往往与一边是强大的政府组织而另一边是原子化了的个人和家庭的社会

结构相伴随，这样的社会不善于造就非血亲基础上的大型专业管理型的私营企业。 

二、社会资本的保存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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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思考题 

1．福山如何诠释文化对社会资本的影响？  

2．怎样理解福山关于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论述？ 

第六章 波特斯的社会资本理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领会并掌握波特斯对社会资本的内涵解析，了解他运用社会资本理

论对移民问题的研究。 

第一节 对社会资本理论渊源和内涵的分析 

一、社会资本的理论渊源  

1．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限度团结”(bounded solidarity)概念 

指的是逆境可以成为团体团结一致的动力。 

2．齐美尔的“互惠交易”(reciprocity transactions) 

指的是在个人化的交换网络中产生的规范和义务。  

3．迪尔凯姆和帕森斯的“价值融合”(value introjection) 

指的是价值、道德原则和信念先在于契约关系和非正式的个人目标。  

4．韦伯的“强制性信任”(enforceable trust) 

指的是正式制度和特殊性的团体背景使用不同的机制保证实现对已达成的行为规则的遵守。前

者（如官僚）使用的是法律/理性机制；后者（如家庭）使用的是实质性/社会的机制。 

二、对社会资本的内涵解析 

1．定义 

社会资本是指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

能力。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不是个人固有的，而是个人嵌入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结果。 

（自我中心的定义） 

2．区分了理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 

（1）理性嵌入表述的是双方互惠的预期，这种预期建立在双边关系中取得强迫对方承认的预

期能力的基础上面。 

（2）结构性嵌入表述的是双方都是更宽泛网络的一部分，此时，信任会因为相互预期而增加，

更加宽泛的社群会强制推行各种约束因素，即“可强制推行的信任”。 

通过从两方约束预期调节的社会联系向由可强制推行的信任预期调节的社会联系的过渡，波特

斯把他的概念从自我中心的定义扩展为承认更多的社会网络结构影响的定义。有助于进行微观和中

观层次的分析。 

3．区分了价值内化和有限度团结 

这两种资本超出了理性选择解释，承认文化的和规范的动因。 

（1）价值内化能够推动一个人建立社会联系，或者因为一般道德规范而把资源转让给别人。 

（2）有限度团结或动态团结能够使一个人因为认同内部人集团的需要和目标而把资源转让给

别人。 

在从价值内化转为动态团结时，波特斯从自我中心的观点出发，进而把它发展为中观层次的解

释，从而阐明了自我中心的原因和结构因果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运用社会资本对移民的研究 

社会资本是移民个人通过其在社会网络和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而获得的调动稀

缺资源的能力，移民可以利用这种成员身份来获取工作机会、廉价劳动力以及低息贷款等各种资源。

移民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诸如决定是否移民、向何处迁移，以及在迁居地定居下来如何适应当地

生活等）都与移民的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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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会资本的双重作用 

一、积极作用  

1．作为社会控制的来源 

2．作为家庭支持的来源 

3．作为通过家庭之外的网络获得收益的来源 

二、消极作用 

1．排斥圈外人 

2．对团体成员要求过多，可能阻止了其他成员创新的成功 

3．限制了个人自由 

4．用规范消除了差异，产生向下的压力 

第四节 波特斯社会资本理论的价值和局限性  

一、理论的价值 

1．详细阐述了不同自我之间社会联系特征的差异，把这些差异解释成为包含它们在内的社会

网络不同特征的结果。把社会资本想像为一个有过程的、自我与社会结构之间因果互惠的能动结果。 

2．区分了社会资本结构化背后各种不同的动因，不再局限于科尔曼的单向理性选择解释。从

而可以从自我嵌入的观念出发，用各种不同的动力、动因和社会结构理论系统地阐述社会资本概念。 

二、局限性 

从个人角度研究社会资本 

复习思考题 

1．社会资本的理论渊源是什么？ 

2．理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有何不同？ 

3．社会资本的双重作用有哪些？ 
 

第七章 社会网络观对社会资本的分析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社会网络理论发展的基本脉络，理解社会网络观对社会资本的

微观分析视角，重点掌握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和嵌入理论以及博特的结构洞理论。 

第一节 社会网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一、莫雷诺：社会计量分析和图论（社群图） 

二、哈佛大学：人际结构和派系 

三、曼彻斯特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研究小组：全网与局域网 

四、哈里森.怀特研究小组的突破 

第二节 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与嵌入理论 

一、弱关系理论 

弱关系由于能将不同群体的人们连接到一起，因而在促进信息和资源流动方面，往往比通常导

致冗余信息的强关系更加有效。强关系指亲密的关系，如亲戚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弱关系指松散的

关系，如工作联系和泛泛之交。判断两种关系类型的指标包括人们之间的互动频率、感情强度、亲

密程度和互惠交换。 

二、嵌入理论 

经济行为深深地嵌入于具体的、持续性的社会关系之中，组织之间的人际关系对组织决策有着

深刻的影响。社会关系网络的扩展和延伸常常会导致经济行为的扩展和延伸。 

三、对格兰诺维特理论的检验  

1．格里科对英国工人的社会网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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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波特、费舍尔和威尔曼对弱势群体和女性社会网络的研究 

3．边燕杰和洪洵以及臧小伟对中国社会网络的研究 

4．东亚社会网络的研究 

第三节 博特的结构洞理论 

一、结构洞理论的命题 

1．定义 

2．命题 

研究角度从格兰诺维特的关系强度转为网络位置，认为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关系的强弱度，而是

关系所跨越的结构洞和一个人在网络中的位置。处于或位于接近关系桥位置的个体不仅控制着群体

之间的信息和资源流动，而且可以利用这些资源为自己谋取利益。 

二、视角：从网络结构的角度研究社会资本 

1．重视人际关系而不重视个人特征； 

2．重视人际关系形成的网络以及人们身处于什么网络中而不重视类别（例如性别或职业）； 

3．强调人际间的联系性和资源的嵌入性，而不看人的归属感； 

4．重视个人能够通过关系网络摄取多少资源，而不是人们现实占有多少资源； 

5．重视人们在网络中的位置或者网络所能使用的资源，而不重视人们的阶级地位。 

三、运用结构洞理论对市场竞争行为的分析  

第四节 中国的社会关系研究 

一、梁漱溟：中国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 

二、费孝通：差序格局 

三、许烺光、胡先缙：人伦之情与真实情感 

四、黄光国：情感性关系、混合型关系和工具性关系 

五、翟学伟：人伦、人情和人缘 

六、边燕杰：强关系理论 

七、张其仔：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 

复习思考题 

1．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和嵌入理论 

2．怎样理解博特的结构洞理论？他对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有何继承和发展？ 

3．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是怎样阐述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特点的？ 
 

第八章 林南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理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理解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范式，重点掌握他对主体行动与资源获取

之间关系的论述。 

第一节 资本理论的历史基础 

一、古典理论：马克思的资本观 

二、新资本理论：人力资本 

三、文化资本：一个争论 

四、新资本理论的解释：结构性约束下的行动 

第二节 社会资本：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 

一、概念界定  

社会资本是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即它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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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的资源。 

在这个定义中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1）资源；（2）嵌入在社会结构中；（3）行动。 

二、社会资本为何可增强行动的效果 

1．它促进了信息的流动，降低了交易成本； 

2．可以施加影响，影响决策过程； 

3．个人的诚信度通过社会联系得到组织和机构的认可，并在更大范围内产生积极效应，形成

社会信用； 

4．强化了社会成员的身份和认同，使组织成员享有共同的利益。 

第三节 理论与理论命题 

一、理论假设 

1．对宏观结构的假设 

（1）社会由一系列位置组成，它们根据某些规范认可的有价值资源如阶级、权威和地位来确

定等级次序； 

（2）虽然每一种资源界定了一个特定的等级制，但是这些等级制往往是一致的，具有可转换

性； 

（3）这个等级制结构往往是金字塔状的，上层的占据者比下层的少。 

2．对于中观与微观结构有关互动与行动的假设 

（1）同质性互动原则 

（2）必须考虑行动与互动之间的一致性或张力 

二、理论命题：结构的嵌入性资源与目的性行动 

1．社会资本的回报（社会资本命题） 

2．社会资本的获取 

（1）结构位置的优势（地位强度命题） 

（2）社会关系的优势（强关系强度与弱关系强度命题） 

（3）网络位置的优势（位置强度命题） 

（4）网络位置与结构位置之间的互动（位置－地位交叉命题） 

（5）结构位置与关系/网络位置互动（结构相依命题） 

三、行动效果的结构相依性 

第四节 社会资本与社会结构的生成  

一、理论说明 

二、行动的原则：损失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 

三、认可与获利：互动的原则 

四、资源的继承与转移：首要群体的优先性 

五、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 

六、结构的生成 

七、集体与公共资本 

八、社会契约 

九、社会系统中张力的来源 

第五节 网络与地球村：社会资本的兴起 

一、因特网与电子网络：新社会资本的出现 

二、新问题的出现 

复习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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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林南是如何定义社会资本的？ 

2．个人资源与社会资源有何不同？ 

3．怎样理解林南对同质性互动和异质性互动的阐述？ 

4．如何理解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范式？ 

5．社会结构如何影响个体行动的效果？ 

第九章 社会资本的功能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社会资本的双重功能，重点掌握社会资本对地位获得、经济繁

荣和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 

第一节 社会资本与资源配置 

社会资本是资源配置的第三种方式。社会资源一般是通过国家权利授予的分配方式和市场的功

能性分配方式进行分配的，社会资本是资源配置的第三种方式。人们由于占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

而具有了按其所在位置分配社会资源的权利。布迪厄：“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占有密不可

分的”。 

第二节 社会资本与地位获得 

一、社会资本与地位获得 

（一）关于社会地位获得的经典理论 

1．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 

2．赖特的社会资源分配模型 

3．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模型 

（二）社会资本理论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强调 

1．格兰诺维特关于劳动力流动的观点 

2．林南的寻职研究 

3．边燕杰对天津寻职网络的研究 

4．项飙对浙江村社会网络的研究 

5．中国农民工流动：打工者初次流动中，亲缘及地缘基础上的人际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再

次流动中，新的业缘关系网络成为最重要的因素。 

（三）社会资本对社会群体地位获得的影响 

1．社会资本的拥有本身构成网络成员身份地位的标志 

2．社会资本可以转化为其他地位性的资源 

3．社会资本作用的不可替代性 

二、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 

（一）社会资本影响人力资本的投资与效果 

1．布迪厄：“教育行为中产生的学术性收益，依赖于家庭预先投资的文化资本这一事实，况且，

教育资格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收益也依赖于社会资本，而这种社会资本又是继承得来的，它又可以

用来支持人们获得那种收益。” 

2．科尔曼：社会资本是子女学业成功的重要家庭资源，只有在子女与父母之间保持密切关系

的社会关系时，父母拥有的物质以及人力资本方可以为子女所采用。认为学生的学业及社会成就，

来自他从家庭及社区所获得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3、布朗进一步修订科尔曼的公式，提出 

学习＝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学习是指学生所内化的知识、态度和技能；物质资本指学生得以使用的学习工具和经济条件等；

人力资本指人的技能，包括家长任义务导师的能力等；社会资本是指社会成员的相互支持、订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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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和承担的责任。 

（二）社会资本影响人力资本的合理配置 

第三节 社会资本与组织发展 

一、关系网络与组织发展 

（一）组织内部社会资本的作用 

人们进行相互沟通的能力和获取信息的能力取决于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共同语言。组织内部

和谐的人际关系网络可以节约组织成本和监督成本，促使成员之间互相合作，提升组织的凝聚力，

有助于组织的生存与维系。 

（二）组织外部社会资本的作用 

格兰诺维特的嵌入理论：“社会关系总是嵌入渗透于各个经济企业之中，经济组织及经济行动

是嵌入于社会关系所构成的网络之中并受其限定的”。企业间的交往与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社

会关系网络来进行的，商业性关系总是与社会性关系掺合在一起的。 

二、信任与组织发展 

（一）信任的程度能影响组织的规模 

Sako：企业间的信任就是一种心智状态，就是参与合作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期待，即期待对方能

以一种可以预期的和相互可以接受的方式行事。因对行为的预测有多方面原因，由此可以将信任分

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契约型信任（contractual trust），每个合作者都遵守诺言并按协议行事；

第二种，能力型信任(competence trust)，就是对有关交易双方是否有能力发挥作用的预期；第三

种，良好愿望的信任(goodwill trust)，就是指合作的各方希望相互承担责任。 

福山：前两种信任称为普通信任，后一种信任称为特殊信任。特殊信任是建立在血缘和亲族关

系基础上的，是一种初级信任，属低度信任；普遍信任是一种高度信任。在低信任度的社会如中国、

意大利、法国，企业家只信任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而不信任家族和亲属以外的人，所以没有职

业经理人阶层，形不成大企业。而美国、德国、日本所体现的超越家族关系的大型企业的信任关系

则是一种高信任，它是一种对于生人的信任，这种信任有利于寻找到最有才能的经营管理者，能够

最有效地扩展业务。 

（二）信任能降低组织的交易费用，提高组织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王安公司的兴衰史 

第四节 社会资本与社会支持 

科尔曼：社会资本的重要功能之一是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它是影响个人行为能力以及生活质

量的重要资源。社会资本是对正式的社会支持渠道（政府和市场承担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支持体系）

的有力补充。 

一、社会资本的家庭支持 

二、互助网络，如防酗酒协会、离婚者协会、单亲协会、肥胖者协会等。 

第五节 社会资本与政治发展 

普特南：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与有效率的政府出现的前提条件。社会资本即体现为公民精神和

公民参与。在社会资本存量比较丰富的社会，人们会感到安全、幸福和满足。社会资本是社会安定

团结的“黏合剂”。 

一、作为人际关系的润滑剂，社会资本有利于政府政策的推广和实施； 

二、作为公民社会的组织和网络资源，社会资本为“官治”之外的社会自治创造了条件； 

三、作为社会黏合剂，社会资本为单个公民由“结社”而成为抗衡政府进而改善政府的有效力

量奠定了基础。 

第六节 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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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特斯对消极社会资本的探讨 

二、社会资本对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 

1．局部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发展 

2．局部社会资本的密度会影响到个人与社会的发展 

3．局部社会资本的层次也会影响到个人与社会的发展 

复习思考题 

1．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地位获得？ 

2．如何理解普特南“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与有效率的政府出现的前提条件”？ 

3．社会资本的负面效应有哪些？ 

第十章 社会资本的投资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社会资本的投资策略，重点理解国家和政府在社会资本培育方

面的义务和责任，反思我国目前的社会发展政策。 

第一节 源于个人和组织的社会资本投资 

一、理性人的社会资本投资策略 

1．在无需付出很大代价时尽可能帮助他人； 

2．在不太需要他人提供帮助时尽可能阻止他人为自己提供帮助； 

3．在自认为适当的时刻从承担的义务关系中解脱出来（选择使自己付出代价最小的时刻去履

行义务，偿还“赊帐单”）。 

二、个人社会投资的特点 

三、组织的投资策略 

第二节 源于国家和政府的社会资本投资  

一、国家和政府在社会资本积累方面的实际效用 

二、国家和政府对社会资本的培育  

1．志愿者组织 

2．社区建设 

3．公民参与 

4．信用体系建设 

5．尊重和保护传统 

三、对我国政府发展政策的反思  

1．过分强调物质资本，对社会资本和社群组织培育不足； 

2．应将社会资本的考虑引入政府决策，通过市场、国家和社区三位一体来实现社会治理； 

3．社会繁荣来自于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的均衡，中国公民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空间严重不足； 

4．重新审视所谓“革命性”的社会改造方案，尊重社会传统和风俗。 

复习思考题 

1．个人社会投资的特点是什么？ 

2．国家和政府在社会资本的培育方面应发挥什么作用？ 

3．我国现行的社会发展策略有哪些缺陷和不足？ 
 

第十一章 社会资本与中国社会变迁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我国不同时期社会资本的特点，以及不同时期社会资源配置方

式的变化。 

第一节 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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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社会资本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 

二、中国传统社会资本主要靠儒家论理道德来调节 

三、中国传统社会稀缺资源的配置方式 

1．个人的社会地位获得是由家庭血缘关系决定的 

2．个人心理需求满足是在家庭中实现的 

3．个人的行为控制部分由家庭完成 

第二节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资本 

一、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社会稀缺资源配置方式 

（一）个人身份地位的获得是由国家行政制度决定的 

1．阶级身份 

2．户籍身份 

3．行政身份 

4．所有制身份 

（二）社会成员价值观念的高度一致性 

（三）个人的行为控制大部分在单位完成 

二、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社会资本的特点 

（一）同志式的普遍信任型的社会资本 

1．政治色彩强烈 

2．平等性 

3．公民性与普遍性 

4．互相帮助 

5．依赖性 

（二）朋友式的特殊信任型的社会资本 

1．纵向的庇护性的社会资本 

沃尔德：所谓纵向的庇护关系是指存在于单位内部的纵向的上下级关系，即领导人与积极分子

之间，下级（积极分子）对上级效忠，并得到上级保护和利己的利益分配；上级则依靠下级作为自

己利益的基础，使自己的工作指令得以贯彻实施。 

2．横向的工具性的社会资本 

杨美惠《关系学》对中国社会关系的研究， 

横向的工具性的社会关系的作用： 

（1）可以获得短缺的商品； 

（2）可以获得便利服务； 

（3) 可以获得一些特殊的机会如就业、求学等。 

第三节 中国转型时期的社会资本 

一、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稀缺资源配置方式的特点 

1．多种资源配置方式并存 

国家的资源控制权力下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加强，社会成为提供资源和机会的重

要源泉。 

2．身份体系弱化，社会地位获得途径多样化 

原有的干部、工人和农民身份系列逐步演变为真正的职业身份系列，由身份取向而导致的刚性

社会结构正在向弹性社会结构转化，社会开放性增强。 

3．社会成员价值观念多样化 

从价值观的基础看，群体本位观和个体本位观并存；从价值判断标准看，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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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从价值取向上看，由单一型向多元化趋势发展。 

二、转型时期中国社会资本的特点 

1．从同志式的普遍主义的社会资本向互惠式的特殊主义的社会资本转化 

宗族势力的复兴 

关系拟亲缘化 

2．纵向的庇护性的社会资本向多元的合作性的社会资本转化 

3．横向的工具性的社会资本运作空间日益增大 

复习思考题 

1．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资本有何特点？ 

2．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稀缺资源是如何进行配置的？ 

 

统计软件应用 
Statistical Software Applications 

课程号：42300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所指统计软件是指 SPSS。开设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利用录入软件（EpiData）录入

问卷调查数据、利用统计软件（SPSS）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基本的统计分析的操作方法。本课程所

涉及的统计分析的内容将与《社会统计学》所教授的内容完全衔接。本课程教学全部在机房进行。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数据录入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SPSS简介 

2．数据录入方法之一：在数据窗口直接录入数据 

3．数据录入方法之二：在 SPSS之 syntax命令下录入数据 

4．数据录入方法之三：利用专门的录入软件（EpiData）录入数据 

5．数据的保存与合并 

学习目标： 

掌握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作业： 

复习所学内容。 

知识单元 2：数据编辑与变换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编辑数据文件（含清理、修正数据） 

2.定义缺失值 

3.对变量值重新编码（使用 recode命令） 

4.采用 if命令进行条件变换及逻辑效验 

5.根据已有变量（通过计算）形成一个新变量 

6.选择部分问卷数据（select cases）进行统计分析 

学习目标： 

掌握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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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复习所学内容。 

知识单元 3：统计分析单个变量（含相应的假设检验）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集中趋势测量 

2．变异程度测量 

3．将统计结果转移至 word文件的操作方法（含表格的旋转） 

4．单样本 T检验（one-sample T test） 

学习目标： 

掌握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作业： 

（1）复习所学内容；（2）将教学用的问卷中的所有变量一一进行描述统计，要求绘制表格。 

知识单元 4：统计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含相应的假设检验）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统计分析两个定类变量之间的关系 

2．统计分析两个定序变量之间的关系 

3．统计分析两个定比变量之间的关系（一元回归分析） 

4．统计分析定类变量与定比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均值） 

学习目标： 

掌握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作业： 

（1）复习所学内容。（2）利用教学用的问卷及其数据（或其他的问卷及其数据）写一份比较

规范的调查研究报告，要求提出 2至 3个研究假设，并一一进行检验。 

知识单元 5：详尽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详尽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 

掌握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作业： 

复习所学内容。 

知识单元 6：绘制基本图形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绘制基本图形 

学习目标： 

掌握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作业： 

复习所学内容。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实验 1：……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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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实验 2：……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数据录入（一） 2  

2 数据录入（二） 2  

3 数据录入（三） 2  

4 数据编辑与变换（一） 2  

5 数据编辑与变换（二） 2  

6 数据编辑与变换（三） 2  

7 统计分析单个变量（一） 2  

8 统计分析单个变量（二） 2  

9 统计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一） 2  

10 统计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二） 2  

11 统计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三） 2  

12 统计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四） 2  

13 详尽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2  

14 绘制基本图形 2  

15 复习、写作业、答疑 2  

16 开卷上机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统计学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问卷数据的录入，数据编辑与变换，统计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难点：问卷数据的录入，数据编辑与变换，统计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上机操作。 

教学手段： 

口头讲授与上机操作相结合。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上交两次作业）占 60％，期末开卷上机考试占 40％。 

7、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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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知识单元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上交两次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暂无合适的中文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暂无合适的中文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张文彤、邝春伟编著《SPSS统计分析基础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 2版. 

2. 周爽等编著《社会统计分析:SPSS应用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 1版。 

 执笔：游正林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定性研究方法专题 
Topics on Qualitative Methods 

课程号：42301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讲授定性研究的资料收集方法；2、通过对定性研究的实例分析，帮

助学生熟悉定性研究的研究流程；3、要求学生自行分组进行一项定性研究，通过实地研究，为学

生提供定性研究的操作训练。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社会学定性研究的基本资料收集

方法、了解社会定性研究的研究流程，为《社会学方法研讨课》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方法基础和

实地研究的经验。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2学时 

知识单元 1：定性研究方法简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定性研究概念辨析。 

2．定性研究方法的历史发展。 

3．定性研究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定性研究的历史发展。 

2．掌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的取向与定位。 

作业： 

阅读材料——邓津、林肯：“导论：定性研究的学科与实践”，载邓津、林肯编：《定性研究：

方法论基础》，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33页。 

知识单元 2：田野工作的准备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研究选题与研究问题。 

2．研究文献的查找。 

3．研究设计与田野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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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定性研究方案的设计的步骤。 

2．掌握研究选题与研究问题、文献综述与概念框架、研究对象的选择与定性研究抽样的具体

操作。 

作业： 

1. 阅读研究范例，写作读书报告——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
2002年版。 

2. 小组研究作业 1：讨论并确定小组小规模定性研究的选题，开始查找相关研究文献，并讨

论田野的选择。 

知识单元 3：田野观察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田野的进入。 

2．进行田野观察。 

3．田野笔记。 

学习目标： 

1．了解田野研究的基本过程。 

2．掌握进入田野的方法。 

3．掌握进行田野观察的注意事项。 

4．掌握田野笔记的写作。 

作业： 

1.阅读研究范例，写作读书报告——怀特：《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商

务出版社 2005年版。 

2.小组研究作业 2：根据小组研究选题，进入田野并进行田野观察，并写作田野观察笔记。 

知识单元 4：深度访谈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深度访谈的准备。 

2．进行深度访谈。 

3．深度访谈的记录与反思 

学习目标： 

1．了解访谈的基本程序和步骤。 

2．掌握深度访谈提纲的问题设计。 

3．掌握提问与应答的技巧。 

4．掌握访谈记录的整理。 

作业： 

1.阅读研究范例，写作读书报告——蓝佩嘉：《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

吉林出版集团 2011年版。 

2.小组研究作业 3：根据小组研究选题，选择访谈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并整理访谈记录。 

知识单元 5：焦点小组座谈会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焦点小组座谈会的准备。 

2．焦点小组座谈会的进行。 

3．焦点小组座谈会的记录整理与方法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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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焦点小组座谈会与中国的社会调查。 

学习目标： 

1．了解焦点小组座谈会与中国社会调查中座谈会的异同。 

2．掌握准备焦点小组座谈会的方法、组织座谈会的技巧以及整理座谈会记录的基本要求。 

作业： 

1.阅读研究范例，写作读书报告——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从讨个说法到摆平理顺》，

三联书店 2001年版。 

2.小组研究作业 4：根据小组研究选题，招募座谈会的参与者，组织焦点小组座谈会，并整理

座谈会记录。 

知识单元 6：非介入性定性资料与文字资料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非介入性定性资料的类别。 

2．文字资料的类型与收集。 

3．照片、影像、实物等非介入性定性资料的收集。 

学习目标： 

1．了解非介入性定性资料的类别。 

2．掌握文字资料的类型与收集方法。 

3．了解照片、影像、实物等非介入性定性资料的收集方法。 

作业： 

1.阅读研究范例，写作读书报告——曹诗弟：“通过文字材料接近田野调查的现场”，载海默等

编，《在中国做田野调查》，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09-122页。 

2.小组研究作业 5：根据小组研究选题，确定需要收集的文字资料及其它非介入性定性资料，

并讨论收集的方式。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5个，共 10学时 

实验 1：讨论课 1——研究选题与田野的选择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讨论小组研究的进展——讨论并确定小组小规模定性研究的选题，开始查找相关研

究文献，并讨论田野的选择。 

实验要求：熟悉选择研究选题与确定研究问题的原则；研究查找相关研究文献的步骤；掌握选

择并确定研究田野的方法。 

实验 2：讨论课 2——田野的进入与田野观察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讨论小组研究的进展——根据小组研究选题，进入田野并进行田野观察，并写作田

野观察笔记。 

实验要求：熟悉进入田野的步骤；研究田野观察的要求；掌握田野记录的写作方法。 

实验 3：讨论课 3——访谈对象的选择与深度访谈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讨论小组研究的进展——根据小组研究选题，选择访谈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并整

理访谈记录。 

实验要求：熟悉深度访谈的步骤；研究根据选题选择和确定访谈对象的原则；掌握在访谈中提

问、追问、应答的具体方法。 

实验 4：讨论课 4——组织座谈会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讨论小组研究的进展——根据小组研究选题，招募座谈会的参与者，组织焦点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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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并整理座谈会记录。 

实验要求：熟悉焦点小组座谈会的步骤；研究焦点小组座谈会参与者的选择；掌握准备和组织

焦点小组座谈会的方法。 

实验 5：讨论课 5——收集文字资料与其它非介入性定性资料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讨论小组研究的进展——根据小组研究选题，确定需要收集的文字资料及其它非介

入性定性资料，并讨论收集的方式。 

实验要求：熟悉收集文字资料及其它非介入性定性资料的原则；研究不同类型研究所需要的不

同类型文字资料与其它非介入性定性资料；掌握文字资料及其它非介入性定性资料的收集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讲 定性研究方法简介 2  

2 第二讲 田野工作的准备（1） 2 选题与研究文献查找 

3 第二讲 田野工作的准备（2）  田野的选择与进入 

4 讨论课 1：研究选题与田野的选择   

5 第三讲 田野观察（1）  田野观察的要点 

6 第三讲 田野观察（2）  田野观察实例分析 

7 讨论课 2：田野的进入与田野观察   

8 第四讲 深度访谈（1）  深度访谈的要点 

9 第四讲 深度访谈（2）  深度访谈实例分析 

10 讨论课 3：访谈对象的选择与深度访谈   

11 第五讲 焦点小组座谈会（1）  座谈会的要点 

12 第五讲 焦点小组座谈会（2）  座谈会的实例分析 

13 讨论课 4：组织座谈会   

14 第六讲 非介入性定性资料与文字资料（1）  
非介入性定性资料的要

点 

15 第六讲 非介入性定性资料与文字资料（2）  文字资料的收集与分析 

16 讨论课 5：收集文字资料与其它非介入性定性资料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学研究方法 

后续课程：社会学方法研讨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社会研究的定性资料收集方法：田野工作的准备、田野观察、深度访谈、座谈会文字资

料的收集。 

难点：定性资料收集方法的实际运用以及对方法的反思。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以教师讲解课程重点与难点为主。 

2.实例分析：根据课堂讲授的重点，选择相关经验研究，对其中的资料收集方法进行分析。 

3.课堂讨论：在教师的主持和指导下，结合学生分组研究项目的进行，对资料收集过程中的相

关主题进行讨论。 

教学手段： 

1.阅读材料：每一讲都提供相应的研究范例，要求学生进行研读。 

2.分组小规模定性研究的实地开展：选课同学自行分组，共同完成一项定性研究，逐步进行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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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田野的选择、田野观察、深度访谈、座谈会、文字资料收集各步骤。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可供圆桌讨论的教室、配有电脑和投影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选课学生需要研读研究范例，并分组进行小规模定性研究。实地研究以课后作业的形式开展，

不占用课堂教学的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本课程的考核分成三项：1.读书报告（20%）：每一讲均配有研究范例，选课学生需

在课前完成阅读，并提交小读书报告。2.小规模定性研究作业（50%）：选课同学自行分组，共同完

成一项定性研究，每位同学均需分阶段提交田野观察笔记与反思、访谈整理与反思、座谈会整理与

反思、文字资料的收集与反思。3.期末作业（30%）为民族志报告，选课学生需根据小组实地研究

所收集的资料，每人提交一份民族志报告。 

7、作业要求： 

每一讲均有两份作业：一份为研究范例的读书报告，另一份为小组研究项目的分阶段研究报告。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挑选并翻译出版教材：《设计质性研究：有效研究计划的全程指导》。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马歇尔等著《设计质性研究：有效研究计划的全程指导》，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 1月 第

5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海默等编《在中国做田野调查》，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年 4月，第 1版 

2. 齐力等编《质性研究方法与资料分析方法》，（台湾）南华大学教育社会学研究所出版，2004

年 第 1版  

执笔：何江穗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15日 

  

历史社会学 
Historical Sociology 

课程号：423010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主要面向社会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本课程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课程导论：历史学与社会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学习目标： 

1. 如何理解“社会学”？ 

A． 社会学首先是一门总体性学科，它是为了面对时代命运时而产生的学科，而并非以什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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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科 

B． 现代性与总体问题意识：无论是卡尔•马克思还是马克斯•韦伯亦或是涂尔干，无论是谁，

都是在处理“现代性”这一问题，社会学随之产生：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都可以追溯到欧洲资本主

义商业化与工业化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学术问题实际上是时代问题 

B1.如何解释欧洲现代文明的特殊动力？ 

B2.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变迁如何影响着社会不平等、政治冲突、道德价值以及人类生活？ 

B3.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是打破还是催生了促使社会成员团结与满足的新形式？ 

B4.欧洲资本主义扩张的条件下，这一变迁如何影响了其他类型的社会？ 

2. 什么是历史社会学？ 

*历史社会学与劳工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等其实完全不同；从研究对象上看，几乎所有的社会

学研究或者说有深度的社会学研究都带有历史色彩和历史感；从产生缘起看，历史社会学的产生尤

其是“专业化”有其自身产生的背景 

A. 如何理解历史学？ 

B. 历史社会学：是怎样一种“分支社会学”？ 

B1.从总体上看，确实已经成为“分支社会学”：学术体制、学术会议、专业期刊 

B2.对于社会学而言，与其说有专门的历史社会学，还不如说社会学需要激发其历史感与历史

想象力：“任何一门社会科学——或任何一项深思熟虑的社会研究——都需要一种历史范围的构想

与充分利用历史资料。” 

3. 历史社会学：界定与发展 

A. 界定：历史社会学是对过去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探寻社会是如何运作与变迁的。一些社会

学家缺乏“历史意识”：在经验方面，他们忽视过去；在观念方面，他们既不考虑这些进程与结构

的普遍特性，也不考虑他们与行动和事件的关系。相反，一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致力于历史社会

学的发展，探寻过去与现在、事件与运行、行动与结构的相互渗透交融。 

B. 历史社会学的两次浪潮 

第一次：始于 18 世纪中期，以英国和法国为代表，从孟德斯鸠和休谟、托克维尔和马克思到

涂尔干以及韦伯，实际上这是第一次浪潮。 

第二次：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很多社会学家开始重新提出韦伯等人的议题（例如 T.H.马

歇尔等） 

C. 战后历史社会学的三个阶段 

•基本背景：随着二战后社会学在美国成为一门高度专业化的专业学科，其历史取向和敏感力

被侵蚀。米尔斯提出社会学的想象力，反对了什么东西？反对的是宏大理论和抽象经验主义，宏大

理论的宏大理论的反历史主义的典型代表就是帕森斯发表的《社会系统》一书，这本书将“抽象经

验主义”和宏大理论演绎到了极致。在这样的背景下，托克维尔和韦伯的经典问题重新引起了人们

的重视，即对社会变迁的研究以及对社会文化多样性的关注，这些关涉到历史社会学的重新出发。 

C1. 讫于 60年代中期：与极权主义战斗。这个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 T•H•马歇尔（其他的包

括斯梅尔瑟、艾森斯塔德、李普塞特、本迪克斯等） 

C2. 70年代~80年代：这一阶段的主基调是当时的政治问题所引起和决定的：争取学生权利、

黑人权利和制止越战的反抗运动。历史社会学又重新揭示了统治、不平等和反抗运动。这一阶段的

主要代表人物是巴林顿•摩尔和 E•P•汤普森，其余的代表人物包括西达•斯考切波等人。（始作俑者

可以看做是布洛克和埃利亚斯） 

C3. 时间段上与第二阶段有重叠，这一阶段受到了冷战时期两极格局破碎的冲击。代表人物是

佩里•安德森和沃勒斯坦。在这个阶段，美国从越南撤军，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日本经济崛起，东

欧革命爆发，所以第三阶段的历史社会学研究：沃勒斯坦对第一、第二、第三实际的关系作了独特

的阐释；布罗代尔则关注历史上的欧洲、美洲、亚洲之间的商贸网络联系。在这一阶段，历史社会

学越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但是也出现了矛盾的问题：一方面在美国，历史社会学在学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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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内不断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历史社会学的政治倾向越来越背离历史社会学的批判精神。 

D. 历史社会学的特征 

D1.明确地基于时空来思考社会结构和过程的问题 

D2.强调过程并在瞬时的场景下解释结果 

D3.大多数历史分析着重意义的行动与结构背景的交互作用 

E. 西方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议题 

•“探索欧洲原生资本主义和民主革命的经历、本质以及后果。”  

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德国的官僚体系化，可以说是那些创建者关注过的事件和过程，

他们基本共享的考虑是把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特色与动力，以及相较于其他色会生活秩序的民主进行

概念化。本迪克斯与安德森是建立在韦伯关于官僚体系化和整体转型的讨论之上。汤普森再造了马

克思关于英国工业化以及工人阶级形成的典型思想。蒂利研究了由涂尔干和马克思关于欧洲革命、

国家形成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群体冲突变迁形式的不同解释之间的张力。……马克•布洛赫的历

史议程主要集中于欧洲和法国封建模式，（他认为）这是一种对于他们自己权利的有价值的解释。

而摩尔则考察了农业国家卷入现代世界的模式路径和道德重要性。 

4. 为什么会有这门课？要上怎样的“历史社会学”？ 

A.社会学须有历史感和历史的眼光 

“历史社会学是一种持续的、一度复兴的研究传统。这种传统致力于理解大规模结构和基本变

迁过程的实质与影响，回答历史基本问题的旨趣，而非经典理论范式，构成了这样一种推动力。”

——斯考切波 

B.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问题亦是现实问题 

C.“我们自身的现实问题”：革命、转型与历史社会学 

学习目标： 

1．了解历史社会学这门课程的基本要求、开课目的。 

2．初步掌握历史社会学的总体问题意识 

作业：阅读《历史社会学的兴起》第一章。 

知识单元 2：布洛赫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布洛赫的基本生平 

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 1886-1944），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1886年 7月

6日出生于法国里昂。布洛赫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亲是大学教授。他从小学习出色，1904

年-1908 年布洛赫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在这期间布洛赫认识了年鉴学派的另外一位创始人

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908年-1909年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1920年以《国

王与农奴》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获得学位，并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大学（1921-1936）、巴黎大学

（1936-1940）等任教。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期间，布洛赫开始转向与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

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合作。 

布洛赫先后参加过一战和二战。在 1914 年爆发的一战中，布洛赫应征入伍，参加了索姆河战

役和马恩河战役；而在二战中，布洛赫 1939 年志愿上前线，后来随军从敦刻尔克战役随军撤退；

1942年，布洛赫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1942年 11月，德军占领了维希，布洛赫逃往里昂参加抵抗

运动，后被任命为武装抵抗运动里昂支队和在巴黎的统一抵抗运动组织之间的交通联络员。后来被

捕，到 1944年 6月被杀。 

2、布洛赫与年鉴学派 

布洛赫认为，历史学是检验历史文献、评估证据、提出关于社会状况的好问题的关键方法，应

该成为每个人教育的一部分，而不仅仅限于历史学家。 

布洛赫是法国年鉴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之一，而《封建社会》则是年鉴学派的代表作品。法



9958 

国年鉴学派的名字主要来源于其刊物《年鉴：经济、社会与文明》（Annales: Economies, Societies, 

Civilisations），这一学派最初兴起肇始于 1920 年代，大体上有三代代表人物，第一代是吕西安

和费弗尔，第二代的布罗代尔，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则是雅克•勒高夫、勒华拉杜里等人。年鉴学派

的兴起，颠覆了当时占据着欧洲史学界统治地位的兰克史学。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实证史学尤其

强调第一手史料的重要，注重对史料的严格考据，“让史料说话”，历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应保持不

偏不倚的客观态度。但是在具体的研究中，拘泥于政府档案、当事人的记录等材料，使得历史研究

的领域受到极大的限制，局限于政治、军事、外交等事件史；在叙述方法上表现为编年史。作为年

鉴学派的奠基人，布洛赫开创了一种新型的整体的历史学。他将历史研究的重点由原来的政治史转

向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从而发动了一场改变历史研究方向与方法的运动。 

3、布洛赫的著述史与总体问题意识 

布洛赫的三本最重要的著作关注的的都是西欧中世纪的历史。《国王的神迹》（The Royal Touch）

出版于 1924年，研究了 11世纪至 18世纪英国、法国民众对国王具有愈合伤口魔力的信仰。而《法

国农村史》（French Rural History）则是出版于 1931年，是布洛赫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于 1939、

1940 年分两卷出版的《封建社会》是布洛赫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布洛赫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从内

容上看，《法国农村史》从物质层面上完成了对中世纪法国社会的研究；而《封建社会》则从更为

广阔的制度层面完成了西欧封建社会的剖析。 

4、《封建社会》与布洛赫的历史学研究 

A.《封建社会》的问题意识与总体史观 

·  《封建社会》是年鉴学派第一代史学家的代表作之一，从经济、政治、文化和心态等诸方

面对 9-13 世纪的西欧封建社会进行综合考察，突破了以往研究封建社会历史的西方学者以法律、

政治为主要着眼点的藩篱，把对封建社会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研究内容：《封建社会》一书的主题：9世纪-13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与变迁。 

•总体史观：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呈现出了“整体史学”的观念。明确地指出要“对一种社

会组织结构及把它联为一体的各原则进行剖析并作出解释”，而且只有借助对整体的人类环境的认

识，最终才能理解统治这个社会的制度框架。[例如：第一卷，作者讨论的是依附关系的成长，为

了说明这一社会类型，他依次从地理环境、物质生活、心态、社会关系状态等方面，说明整个封建

社会形成的过程] 

•著述的内在逻辑： 

第一部分的副标题是“依附关系的发展”，实际上考察的是 9世纪欧洲开始的一种新发展趋势。

即在强有力的军事首领和武装追随者（封臣）之间形成了等级制度的纽带。封臣是靠着有条件的封

地（采邑）来供养的。封臣（作为庄园领主）在各自地产上行使司法权力，当地居民被迫向他们的

领主提供经济服务。 

第二部分的副标题是“社会阶级和政治组织”，主要探讨的内容是从 11世纪中期开始的“第二

个封建时期”。实际上这部分揭示的乃是封建社会的内部结构。布洛赫所呈现的 11世纪中后期这一

时期，是一个扩张的时期：开荒、农业产量不断增长和城市贸易抢强劲复苏。在这个意义上，知识

也开始复兴，罗马法体系渐渐重建。大学建立起来，伴随着这些发展起来的，是个人的自我意识。

在这个意义上，封建制度开始变化，采邑制度变成了可以被封臣出售或遗赠的财产——这是一个根

本性的变化。 

•总体问题意识：布洛赫在这本书中探究了一种特殊文明结构的内在逻辑。在这种文明体系中，

“所有的事情都是相互控制和相互联系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经济，信仰等等都结合在一起。”布

洛赫的《封建社会》揭示了：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在具体的物质的、地理的和文化因素共同起作

用才能孕育出封建主义文明：所以欧洲中世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出现的所谓封建社会的具体形态是

不同的。布洛赫认为要理解这些文明的不一致，并且解释这些文明的差异。《封建社会》强调了对

社会生活有重要影响的多样性。 

5、 布洛赫的历史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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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时间和社会的分析单位（temporal and social units of analysis） 

在既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认为历史时间是由政治决定的。但是布洛赫就对这一说法进行了质

疑。对于布洛赫来说，文明的进程是作为一种历史分期来存在的。那么何谓“文明的进程”？即“社

会中总体的物质、精神和结构要素的变迁”，这样一种变迁速度要缓慢得多。《封建社会》所描述的

就是这样一种主要的文明进。对于理解布洛赫的历史研究来说，有两点是非常重要：其一，历史情

境；其二，文化环境 

在《封建社会》这本著作中，布洛赫一反实证史学的编年史叙事手法，强调必须从长时段的角

度来进行考察。例如他就将“封建文明”这一笼统的概念以 11世纪中期为界限区分为两个阶段。[在

这里可以以孔飞力论地方军事化为例] 

B.对于史料的发掘与使用 

布洛赫更是对于史料有着非常强的收集与分析能力。而且布洛赫突破了传统兰克史学的既定史

料范围，在《封建社会中》，布洛赫使用的历史证据主要类型包括：官方记录、地名、土地形状、

习俗、集体共有的心理态度、货币、交易记录、建筑风格。[1.什么样的问题决定什么样的方法；

什么样的视野决定什么样的史料——一切从问题出发 2.单纯就史料而言，还是有所谓等级之分的] 

•布洛赫对地理学的重视 

布洛赫认为，地理学在人与土地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徜徉于乡间获得一手的观察资料、分析

社会对它的自然环境的必要适应以及人类行为对土地本身的改造等。布洛赫几乎所有著作的核心，

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在于：某个地点的物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组织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两者相互修正的

方式 

•布洛赫对多样化史料的解读与综合利用： 

例子：布洛赫对于中世纪的史诗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应用。他发现了不同国家的史诗之间的不

同，并且揭示了这些国家深层次上的区别： 

德国-史诗回溯到 4-6世纪的民间故事-德国受旧的部落传统影响更为长久 

卡斯提尔（西班牙北部亡国）-关注现当代的事件-崭新的没有可供神化的历史 

意大利-标准中世纪史诗-教育和学习一直得以存续的国家 

C.比较历史的研究方法 

布洛赫认为历史学家应该放弃仅仅收集随机事实的做法，而是更为广泛的搜集与阅读史料，从

而尝试对整个地区形成理解。尤其是，布洛赫强调通过对比，或者发现相似之处，或者发现分歧和

矛盾，进而解释和剔除差异，从无限的区域性差异中找出事实本质。 

布洛赫对封建制的考察内容涉及生产、生活方式、文化、政治体制直到政治行为、阶级、阶层

的区分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观念体系与心态环境，展现了中世纪西方封建社会的整体性。在具体研

究上，他将对封建制度的理解建立在对西欧社会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现象所作的系列比较研究

基础之上，于是获得了考察封建制度的差异性与共同性的宽广视野，探究封建制度在欧洲社会中呈

现的普遍特征与区域的独特性。 

D.历史研究与社会理论 

这里有一个基本问题在于，社会理论/历史理论之于历史研究而言，有什么意义？ 

•涂尔干与布洛赫 

布洛赫对社会理论持有亲和态度。 

布洛赫是一个爱国者，他对他的国家缺乏精干的社会和政治领导集团感到绝望。表面上看，布

洛赫似乎受到韦伯的影响更多（都追求最大限度的理解，利用比较、因果解释等理解历史，尤其是

他们都对农业历史以及物质基础和宗教思想的相互作用有着兴趣），但是布洛赫更多受到涂尔干的

影响。 

涂尔干的术语（“集体意识”、“社会事实”）贯穿于布洛赫的著作《国王的神迹》一书中。但是

需要注意的是，布洛赫的目的和问题意识并非在于检验某一社会理论并对其进行修正，他的目的只

是告诉人们发生过什么，并且去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在布洛赫的著作中，都更为选择强调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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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单一性，而不是证明其普遍性。涂尔干的理论告知布洛赫，人们的集体意识是深植的表象，

只有通过研究大众意识形态才能理解。 

•布洛赫的多因果论 

如果说有什么理论导向的话，那么实际上布洛赫以及整个年间学派的理论导向中最重要的特征

在于它对任何一种单一的组织原则的抗拒。无论是阶级、阶级斗争、地理、集体精神、亲属模式、

技术还是政治事件，都不必然地区颠覆他者。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文明社会的形塑或改变，不须

足够的力量去毁掉任何东西。 

•历史的解释路径 

对于布洛赫而言，他既不是反理论者，也不是非理论者。社会理论实际上在他的历史研究中扮

演着主要的、基本的角色。布洛赫相信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指导性的力量，因此有一些问题比其他

问题更重要。通过对时间和空间的直觉把握，能够创建一个理论模型，并用它来检验证据、提出一

些新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完善这个模型。 

布洛赫成了一个对各种证据作出科学评价和富有想象力的解释的专家：文本证据、地形学证据、

考古学证据、建筑学证据等等。他凭借这些证据建立起对在社会内部起作用的基础结构的连贯理解。

叙述经常是第二位的。 

E.关于布洛赫的其他讨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布洛赫的基本学术传统 

2．掌握《封建社会》一书在学术史中的位置及内在的总体问题意识 

作业：阅读《封建社会》一书第一章 

知识单元 3：埃利亚斯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总体问题意识 

埃利亚斯这部代表性著作的出版，是在 1939年和 1940年间就完成并第一次出版的。但是在初

版之后并未引起关注，这本书直到初版 30 年后再版的时候才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那么这本书到

底讲了什么？简单地说，这本书的主要思路，是通过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追溯自中世纪以来欧洲社

会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行为标准与心理特征的演变过程，及其与国家形成与内部安定过

程的彼此关系。 

2、 结构与论述 

在《文明的进程》第一卷《风俗的历史》中，埃利亚斯首先将他的课题和一战后德国知识界的

一个热点问题联系起来：德国“文化”（Kultur）概念与法文“文明”(Civilization)的不同。埃

利亚斯说明了这一争论究竟怎样关系到贵族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关系。 

在第一卷中，埃利亚斯考察了礼貌（courtoisie）、教养（civilite）和文明（civilisation），

把它们作为社会关系中人类心灵表达的三个相继的阶段。简单地说，它们分别对应出现在中世纪社

会、绝对君主制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对这些阶段的探索主要靠考察礼仪规范，例如刀叉的使用、

如何吃肉等等。 

这一卷的主旨就是揭示了这样一个所谓“文明进程”的内涵：即人们对自己的情感、情绪、欲

望的控制、克制由于科学理性的（更多的仅仅是作为正当的理由和借口而存在）原因以及更多的出

于“羞耻、难堪”等情绪原因而逐渐加强。作者使用了大量的历史材料来进行这一长时段的历史进

程的分析，深刻而精到的揭示了所谓“文明进程”的实质过程——这不过是一个人们的自我强制不

断加强、不断克制自己的欲望的过程。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进程呢？人为什么会这样控制自己

呢？埃利亚斯指出，这里面当然有“科学理性”的原因，因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认识

自己的手段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先进；但是作者指出，更为重要的事情是这是与当时欧洲社会（主

要是英法）的社会结构密不可分的：在英法社会，最初这些规矩和禁忌仅仅是在宫廷贵族社会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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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即贵族按照这些“礼”来规范自己的举止行动来彰显他们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然而，法国

和英国的社会中，知识阶层为代表的饿市民阶层逐渐兴起的过程中，与上流社会融合程度较高，所

以这些“礼”就有了一种“社会化”和“世俗化”的倾向，逐渐成为了大众生活中的规则和规矩。 

这就过渡到了第二卷的问题。简单来说，埃利亚斯认为，中世纪社会就是缺乏在整个社会实施

这种措施的力量。在第二卷中《国家的形成和文明》中，埃利亚斯用很长的篇章论述了封建主义的

动力、国家的社会起源以及整个文明化进程。埃利亚斯认为，人类生活的社会方面和心理方面是紧

密联系的。社会的变化和人类心理的变化有一个清晰的模式和结构。特别重要的是从相对简单又相

当暴力的人类社会（早期封建社会）向更集中、更紧密第相互依存和日益平和的社会转变。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埃利亚斯同样区分了封建主义的两个不同时期，同样以 11 世纪为例。第一个时期

是“离心时期”，11世纪之后的第二时期是“向心”时期，即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在“向心”

时期，埃利亚斯主要总结了三种机制：1）垄断机制下的两个过程：其一是暴力手段和征税手段不

断集中到单个统治者及机构手中；其二通过与相邻统治者的竞争和相互剪除，扩大自己的领域。2）

王室机制：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国家内部，社会力量的内部平衡。3）“私”垄断向“公”垄断的转变 

3、 余论 

A.三点普遍性结论 

1）一旦“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冲突导致一种新的统治体制的形成，它总是极大地收

到原先体制的影响。 

2）埃利亚斯的两卷著作中描述的文明进程是不可以刻意操纵的。 

3）面对着社会内部的分化与竞争，人们取得了一种日益分化的对冲动的控制。 

B.   两种对应关系 

一方面是国家对暴力更有效的垄断所形成的更均衡的社会控制机制；一方面则是个人人格中形

成的更均衡的自我控制机制。文明化这一概念的关键即在于：它是个体不断趋向于以自己与他人的

社会生活为取向，趋于稳定和均衡的自我调控，以使每一个参与其间的人乃至整个人群可以增进生

活当中的愉悦及生活质量，从而也使每一个甘心自我调控的人本身更有保障获得愉悦与幸福。 

4、史料：历史的细枝末节 

埃利亚斯集中引证的史料，来自于 13-19世纪欧洲的“行为手册”/“行为指南”。这些手册或

指南所规定的，是普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行为方式。他正是想通过分析这种最不登大雅之

堂的细枝末节，揭示人的行为方式与心理结构同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5、《封建社会》与《文明的进程》对比 

《封》与《文》对比：两部著作都集中于中世纪欧洲内部的转变：从一个被地方军事首领支配

的暴力社会到一个权力更为集中的、商业化的、和平的社会。 

学习目标： 

1．了解埃利亚斯所谓“关系社会学”的内涵 

2．掌握《文明的进程》这部著作的总体问题意识及其核心的论证方式 

作业：阅读《文明的进程》第二卷 

知识单元 4：西达·斯考切波：把国家带回来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西达•斯考切波 

斯考切波，女，1947年 5月出生于美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1969年获密歇根州立大学文学

学士学位，1976 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毕业以后先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先后出

版过《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现代世界中的革命》、《保护士兵与

母亲》等专著。曾任美国社会科学史协会主席（1996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2001-2003年）、

现为哈佛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政府与社会学系教授。 

2、《国家与社会革命》的写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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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960一代的影响 

1）对帕森斯的反叛 

2）对当时美国社会状况与时代困扰的反思 

B.法国史学界当时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 

当时正是法国大革命史学界关于革命危机的起源争论最为激烈的时候。法国大革命传统史学多

年以来一直坚持用社会原因解释法国大革命，认为革命危机史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冲突的产物。以

科本、帕尔默和泰勒为代表的英美修正学派正是抓住这一点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法国旧制度末

期已经出现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融合，革命危机的强化应该用旧制度下精英内部的社会紧张状态来

解释。 

3、“革命”释义：概念与理论 

A.何谓“社会革命”： 

所谓“社会革命”是指“一个社会的国家和阶级结构的迅速而根本的变革，这些变革伴随着自

上而下的、以阶级为基础的造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这些造反进行的。 

B.社会革命的独特性： 

1） 确立了一个复杂的解释对象。它并不通过仅仅集中关注许多具有不同性质和后果的事件所

共有的某种分析性特征（诸如暴力或政治冲突）来增加解释对象的数量。 

2） 这种定义将成功的社会政治转型——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所发生的实际改革——看作是

社会革命的具体构成要件，而不是像其他学者那样，将这种转型视为是“革命”过程中的附带现象。 

C.社会科学关于革命理论的归类： 

1） 马克思主义者的核心观念：革命并非孤立的暴力事件或者冲突，而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各种

运动，这些运动产生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固有的、饱受冲突折磨的社会的客观结构性矛盾之中。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或者社会经济的生产力（技术与劳动分工）与以财产所

有权和剩余产品占有方式为基础的阶级关系的结合是理解社会的关键；社会革命性矛盾的基本根

源，是某一种生产方式之中的社会力量与社会生产关系之间出现的断裂，这一断裂集中体现为激烈

的阶级冲突。 

2） 聚合-心理学理论（aggregate-psychological theories）：试图从人们卷入政治暴力或参

加对抗性运动的心理动机的角度来解释革命[托德•格尔（Ted Gurr）：《人们为什么造反》] 

3） 系统/价值共识理论（system/value consensus theories）:视革命为一种社会系统严重

失衡所引起的意识形态运动的暴力反应 

4） 政治-冲突理论（political conflict theories）:在解释集体暴力和革命之时，必须要

将注意力集中于政府内部的冲突，以及各种有组织的集团之间为获取权力而展开的竞争 

4.《国家与社会革命》的问题意识 

A.斯考切波的著作回答了什么问题？ 

1）是什么引起了法国、俄国和中国的农业官僚制旧政权的垮台 

2）新政权建立的制度性结果是什么 

B.斯考切波的为何选择法国、俄国与中国这三个国家的革命进行研究 

在斯考切波看来，18世纪末法国的社会革命、20是基础俄国的社会革命以及从 1911年至 1949

年中国的社会革命，具有某些共同特征：都发生在避免了殖民统治的“富裕的而且具有政治雄心的

农业国家”，这些个案中的“旧政权”都是“原始的官僚制独裁政治”。国家和土地贵族共享（并且

争夺）通过剥削农民而得到的果实——农民必须承担赋税和地租的双重负担。同时，在每一个个案

中，这种旧政权都突然面对来自更发达、具有更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外竞争者的挑战。斯考切

波认为法、俄、中三国革命属于同一个类型，因为三个国家在革命前其社会经济形态相同：政治上

都是中央集权和官僚控制下的“皇权国家”（imperial states），专制的君主是权力的中心，等级

官僚制度控制着国家的政治生活命脉；经济上商业化倾向已相当明显，但农业仍是主要的经济部门；

无论在农业还是在非农业部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不是主导的形式，工商业阶级与土地阶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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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而且都严重地依赖于国家。因此，潜在的社会冲突不是存在于工商业阶级与土地贵族阶级之

间，而是以生产阶级对居支配地位的阶级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及土地支配阶级对专制皇权国家的关

系为中心而展开的。 

C.国家潜在自主性与国家中心主义：结构主义视角下的分析框架 

这些理论和方法上的取向初看来并无新意，但斯考切波却用自己对于国家地位独到的见解将这

些理论与方法连接成一个强大的、极具包容性的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她把从 18世纪到 20世

纪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放在一起来进行讨论，这是以往的革命研究无法做到的，在强

调革命的阶级性质的理论中，法国革命与中国革命不可相提并论，在其结果上法国和中国、俄国的

革命也差异巨大。只有在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下，此三国的革命才显示出相似的一面，它们都是在

既有政权面对危机寻求变革中出现的，革命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了对于国家权力的争夺和对国家制度

的重建，而在结果上，它们都建立起了强大独立的主权国家。 

D.三国的农业结构之比较 

在农业结构方面，法国和俄国更为相似。法饿村社处理自己的地方事务。在帝国官僚体制监控

之下，它们维持了相当的自治。中央国家官僚体制崩溃时，贵族地主面对从保持高度社会团结的村

社涌现的起义，几乎毫无还手之力。而在中国，乡村在更大程度上是被和帝国官僚体制紧密联系在

一起的本地地主统治着。他们在村庄里通过家族网络发挥重大的影响。中央政府行政体制的崩溃在

中国农村导致了普遍的失序，但并没有发生农民的自发暴动。 

E.三次革命的结果 

5、《国家与社会革命》的三个显著特征 

1） 采用了一种“非意志论的结构视角”，抛弃了“革命发展进程所凭借的意图观念”。斯考切

波认为应该更多的考察群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并非过多注意革命先锋队的愿望或者意图。革命

形势不是认为的，而是突然出现的。革命的结果是多种冲突的意外产物，不是由任何单一的处于主

导地位的群体塑造的，而是由现存的社会经济和国际条件塑造的。斯考切波认为，任何一场成功的

革命都不是由一种发动群众的、宣称革命的运动“制造”出来的。只有在国家和阶级结构出现政治

-军事危机时，革命形势才得以形成。 

2） 社会革命的国际关系背景和世界历史背景值得重视。这其中，国际背景包括两个方面：跨

国经济关系和由互相竞争的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斯考切波认为，现代社会革命只在那些“在国际

竞技场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中发生。国际压力通过政治体制而影响国内政治，因为国家机器在

这两个领域中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 

3） 斯考切波坚持“国家的潜在自主性”。她认为国家不仅仅是一个各种其他利益集团角逐的

竞技场。国家的形成和活动也不仅仅是占优势的生产方式的反映。 

6、比较历史分析：斯考切波的求同论 

在国家中心主义的框架下，斯考切波再一次运用了比较历史分析寻求最大相似性的求同法——

与摩尔在《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中的做法一致——以一种方式叙述了三个国家的革命故事：以

原生性官僚制为特征的传统的强大的农业国家，突然面临着来自现代世界的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的

威胁，传统的国家政权为应对挑战，必须加强它的资源汲取与动员能力，在国家试图从社会获得更

多的资源时，不可避免的与支配阶级产生矛盾，这样，旧制度下的集权国家机器丧失了能力，下层

阶级尤其是农民普遍的反叛以及动员大众的领导人竭力巩固革命性国家权力。革命的最终结果，是

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的以及将大众结合为一体的民族国家。 

7、斯考切波与巴林顿•摩尔 

趋同： 

1） 把国家当做具有潜在自主性的对象来看待 

2） 追溯存在于农业-官僚制社会中的结构性张力的结果 

3） 注意国家和大地主竞相剥削农民时的冲突 

4） 把农民村社内部的团结和分裂的趋势当作他们参加有组织的抵抗压迫倾向的迹象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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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1） 摩尔聚焦于商业化和国家的官僚制化对阶级团结，以及对处于领导地位的利益集团（包括

国家）之间的联盟和冲突的影响。相反，斯考切波聚焦于结构性矛盾在国外压力的影响下被推向危

机点的方式。 

2） 摩尔认为各种不同的民族轨迹导致范围比较有限的政治结果。相反，斯考切波认为，一种

社会政治变革不只一种政治结果。 

3） 与摩尔不同，斯考切波并不进行道德评价 

学习目标： 

1． 了解斯考切波比较历史研究法的内在理路 

2． 掌握斯考切波“把国家带回来”这一理论视野和总体问题意识。 

作业：阅读《国家与社会革命》导论部分 

知识单元 5：《蒙塔尤》释义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作者、作品与学派 

A.勒华拉杜里其人其著 

勒华拉杜里，出生于 1919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是法国年鉴史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

新史学的推动者之一，其研究领域包括乡村史、气候史、城市史、宫廷体系和君主制度等。他出版

了多本著作，奇博士论文《朗格多克的农民》让其一举成名。1973 年起在法兰西学院任现代文明

史讲座教授多年，曾任法国国立图书馆馆长，为《经济、社会和文明史年鉴》主编之一。他的代表

作，除本书外, 尚有《郎格多克的农民》、《公元 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和《罗曼人的狂欢节》等。 

2、史料与视角 

A.史料 

在材料上，勒华拉杜里所使用的历史资料来自 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文件，即雅克•富尼埃的审

判记录。这些审判记录不仅仅是用于镇压异端，同时，更是详细记录了当时蒙塔尤人日常生活的细

枝末节。 

这次审判记录从 1318年到 1325年，共进行了 370天，计 578次审讯。一共涉及 98个案件，

有 114人受到起诉或追究，其中 48人是妇女。这份史料中值得注意的：1）这些被追究者中绝大多

数是普通百姓，如农民、工匠、小贩等等 2）审讯设计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可以反映当地居民的

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而且可以反映居民们的精神世界。 

实际上，富尼埃的审判记录在 18 世纪就已经被发现。德国的多林格尔和法国的不少学者都对

它作过研究，而审判记录本身也早就整理成三卷本出版。而且有很多学者进行过研究，但是勒华拉

杜里的研究之所以影响巨大，关键就在于他使用和分析这些材料的方法，即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与关

注视角。他不是要了解宗教审判也不是要弄清异教思想，而是从人类学的视角了解当地农民的心态，

通过那些被审判的异教徒的自白来反映他们对周围世界的看法、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这样

的叙述很好地整合了平民史、日常生活史和当地人的想法，同时对以往宏大叙事中的精英史、事件

史和国家的历史权力话语进行了批评，从而奠定了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良好开端。 

关于 

B.视角：一粒沙中见世界 

《蒙塔尤》运用了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告别了“宏大历史叙事”，与以往的以“事件”为核心

的历史研究不同的是，蒙塔尤描写的是一个很小村庄中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而“蒙塔尤”这个村

庄的历史，就是在这样的点点滴滴中呈现出来，这样看来，如果皮埃尔•莫里的个人生命历程可以

成为蒙塔尤村庄的“代表”的话，那么蒙塔尤这个小村庄毫无疑问地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当时

的法国文化。另外，这部作品告别了“英雄史观”的叙事，里面的主人公实际上都是“普通人”，

也就是历史中的“无名者”。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正如上面这段引文所指出的，《蒙塔尤》的写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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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彻底抛弃了“宏观历史”，宏观与微观，始终是互为支撑的。 

作者将这个村庄作为当时法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细胞来研究，从而揭示当时的整个法国社会。对

于心态史来说，特别需要发掘诸如遗嘱、账本、信件、日记、教堂的婚姻人口登记、法庭诉讼记录、

商业单据、土地契约等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而为传统史学所忽视的资料。 

3、结构、人物与故事 

A.研究内容：村庄的日常生活 

从内容上看，本书描写的是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区的一个小村庄从 1294-1324年的历史，整本

书的写作可谓“事无巨细”，作者充分为我们呈现了这个小山村的几乎所有秘密：这其中包括村民

的日常生活、行为方式、宗教实践、价值体系、伦理道德、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各种矛盾。同时，

这部作品还告诉我们，历史有其多个面向，是非常复杂的，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镇压异端”

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却演绎出如此复杂的人际关系与宗教教派乃至价值观念的冲突和矛盾。 

在核心内容上，本书侧重展示的是蒙塔尤人当时的心态，这包括他们的价值体系、伦理道德、

宗教观念，即“心态史”，也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家庭”；另一条是“宗教”。这两条主线在文中

不断出现：婚姻制度、亡灵与活人之间的联系等等，都伴随着这两条主线，最终，这两条主线在本

书的最后两部分汇聚到一起：“人间的家和彼岸世界里的天堂，就是蒙塔尤人的理想”。 

B.结构：生态与心态 

蒙塔尤的生态：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蒙塔尤的生态”。第二部分题为“蒙塔尤的

考古”。拉杜里在第一部分研究了蒙塔尤的生态系统、地理状况、人们的物质生活等。但他并不局

限于此，而是继承了年鉴学派的研究传统，用一种跨学科的历史学方法，不仅从农业、牧业的物质

生产方面还涉及了控制该地方的权力分配、牧民的社会生活、家庭观念在农民观念中的意义、牧羊

人的心态这些层面，是以一种整体论的视角进行了考察。第一部分，总体上看讲述的是《蒙塔尤》

当地农民也和作为居民社会、宗教、文化、家庭生活的基本单位的“居所”：在这个家庭细胞组成

的世界中，家的观念把社会生活、农业生活和家庭生活统一起来。 

蒙塔尤的心态：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名为“考古”，其实并不是考古学学科意义上对历史的实

物资料进行考古，而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去考察当地农民的生活心态，对 14 世纪比利牛斯上的小山

村的社会文化结构的考证。正如他在第二部分引言中写的“我们不再做面上的考察，而准备向深层

探索。我们将努力探讨一个充斥日常生活的颇有讲究的各种举止。此外，爱情生活、家庭生活和人

口问题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在这部分中，拉杜里深入到农民心态，如“对儿童的情感”、“村子

里的死亡”、“对于自然和命运的态度”等章节。在这里，拉杜里探讨了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对死亡

的态度，以及这些心态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等。 

C. 家与宗教 

本书有两条主线，一条为“家庭”，作者透过“家庭”这个基本单位揭示出农民世界中的错综

复杂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他指出，家庭“控制着男女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还可能包括主仆

之间的各种关系，同时还控制着这一批人与农田牧场的关系。”由此，家庭无疑是一个浓缩的社会，

中世纪法国社会中的一些复杂的社会关系首先就存在于家庭之中。如宗教的异端问题、权力关系、

阶级关系等，都在“家庭”中有所体现；“家”这条线索贯穿全书，对家庭的研究可以说是人类学

研究的传统内容，人类学认为“家”的观念是农民社会文化构建、信仰以及人观的重要微观体现；

作者在书中还描述了当地有保留已故家长的指甲、毛发的风俗，这是一种保持“家”的“星座”和

“运气”的象征；最后，当地人的时空观念，将人间的“家”和彼岸世界里的“天堂”作为人生的

理想，这与人类学研究中对时间、空间及家屋的研究极其相契。 

另外一条主线就是“宗教”，我们会发现，从描写当地居统治地位的家族时到描写普通牧民的

转场放牧生活，从描写蒙塔尤人的社交生活到他们的生命历程，始终伴随的都是关于宗教的论述，

宗教或者作为背景，或者作为原因，或者直接作为论述对象，不断地在文中出现；而在文章的最后

两章，作者则通过人死后的魂灵与活人世界之间的关系，将两条主线汇聚起来，并最终为我们展示

了这部“零碎”作品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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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年鉴学派的传统：《蒙塔尤》中的社会与政治结构 

在第一部分中，作者除了描述了蒙塔尤的村落权力分化，贵族与平民非绝对的等级关系。 

社会与政治结构实际上是布罗代尔以来的法国年鉴学派关注的一个层面，勒华拉杜里在宗教与

爱情观之外，还分析了蒙塔尤村落的各种集团以及文化网络。书籍与夜间聊天，建构了当地的文化

网络，蒙塔尤的文化借助当地社会交往中的等级结构产生和传播，比如作为“文化精英”的教士读

书给不识字的农民听（355） 

作者尤其重视蒙塔尤人的“社交性”，他在“社会结构：女人、男人和青年”一章中，描述了

男人、女人和年轻人不同群体内部的社会交往。女人在磨坊或者取水途中闲聊，从而传递内部消息；

男人则在夜晚聊天、聚会，进行集体游戏，商讨政治决策来对付大一统社会；而青年则通过游戏、

欢乐以及玩笑进行感情交流。这种男人、女人以及青年是抽象意义上的社会分化，而落实到具体层

面，则表现为小酒店、弥撒等不同场合的社交。具体而言，小酒店是传递口头消息的共鸣箱（407），

而弥撒则是加强村落联系的宗教场合。勒华拉杜里还分析了当地的小集团也就是所谓的帮派的冲

突，以此对社会学的两种理论进行反思。在蒙塔尤，社会与村社的矛盾是现实中活生生的长期存在

的矛盾，勒华拉杜里由此反对滕尼斯所谓“村社取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一说。此外，在蒙塔尤，主

要的冲突并不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而使帮派和小集团的冲突，勒华拉杜里据此反对马克

思主义的论断：封建集团与农民的斗争是这种冲突的动力（425-426） 

E.人物：牧羊人皮埃尔•莫里 

莫里骨子里是 14 世纪最彻底的民主派，他宣扬基督教的福音憎恨，鄙视教会的奢侈豪华，对

人们所称的“阔佬”也予以谴责。莫里的格言是“无家无业”，他是比利牛斯山“无所不在”的人，

对他来说命运和运气主要是个人的事。 

实际上，包括皮埃尔•莫里在内的牧民社会属于单独的社会经济阶层。莫里和他的同事们既没

有妻子儿女也没有房屋产业。尽管他们在可动产方面（即，羊群和金钱）有过暂时性的富裕，但始

终不像不定居民那样拥有固定财产。因此，莫里并不积累很多东西，总是在“可携带性的余地之内”

进行各种活动。对他来说，放羊就是自由，物质财富纯粹是一种负担，金钱从塔拉戈到比利牛斯山

不断地游历中很难随身搬运。。莫里将时尚的财富看做身外之物，对早晚会被宗教裁判所抓住抱无

所谓的态度，整天过着自己感兴趣和有激情的生活。 

学习目标： 

1.理解《蒙塔尤》中所谓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论取向及其特征 

2.重点掌握法国年鉴史学派第三代的社会史转向及其在学术史中的意义 

作业：阅读《蒙塔尤》 

知识单元 6：《马丁·盖尔归来》中的虚构与真实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作者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于 1928年出生在美国，是东欧犹太人的后裔。

她先后在史密斯学院、拉德克拉夫学院和密歇根大学学习，并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此后先后在布

朗大学、多伦多大学、加州伯克利以及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师。戴维斯早期的论著大体可以归入社

会史的范畴，早期很明显受到了马克思和韦伯的影响。在加入多伦多大学之后，由于解除到大量关

于乡村史或区域史的书籍，她将眼光逐渐转到了人类学与妇女研究这些方面，这一转变使戴维斯进

入到了微观史学的领域中。 

2. 《马丁•盖尔归来》一书的成书背景与学术史地位 

这本书成书于 20世纪 80年代，实际 20世纪 70 年代后，曾经风靡的西方新史学和以布罗代

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受到了来自新史学内外的批评和质疑，单纯强调计量方法和社会史研究、

片面夸大“长时段”结构及热衷于所谓“静止的历史”的倾向受到严重的动摇，甚至出现了“史学

危机”之说。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史学为了应对危机并克服新史学弊端而出现了许多新的史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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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在这些新的倾向中，重新提出历史写作应该以人为中心，在注重分析的同时还要讲究叙述的生

动和优美便是其中的趋势之一，1978年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一文，更是

这一潮流的代表，戴维斯在研究中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后现代史学”和微观史学的典范之作。该书通过对一个离奇的真

实故事的描述和历史想象，试图重构马丁•盖尔生活的世界，从而展演出 16 世纪法国农村的亲属

关系、继承法、农民迁徙、乡村习俗和司法程序等构成的活生生的历史场景，借此将传说转变成为

历史，从而完成作者以民族志的方法写历史的思想试验，探究某一特定时空的人们是如何生活的微

观史学核心方法。 

3、 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 

这本书表面上以马丁成长、结婚、出走、归来为线索讲述了发生在法国一个名叫阿尔蒂加的农

村的小故事，但是这本书的真正意义在于向我们展示了 16 世纪中期法国农民的生活面貌，包括信

仰、习俗、经济、法律以及观念等等。整个马丁•盖尔的故事，主要围绕着三个人物间的关系而展

开，他们分别是失踪的真马丁、冒名顶替的阿尔诺•居•提勒和先被抛弃再受“蒙骗”的妻子贝尔特

朗德•德•罗尔。戴维斯非常细腻地对这三个人物进行了描绘和剖析，试图从中去寻找和解释影响到

其行为的内在原因，包括心理、性、家族关系和经济等因素。 

4、 故事背后是什么？ 

作为一件偶然的历史事件，且发生在几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身上，又是远离社会政治、经济

和文化中心的偏僻乡村，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马丁•盖尔的故事究竟有何价值呢? 戴维斯对资料的

可靠性尤为重视，她不仅对作为主要资料来源的科拉斯和纪尧姆的记录细加考查，对其版本、文字

等严格考证，对两者记录的真实性相互验证; 而且还对大量间接的历史证据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如

对法国南部山区的实地考察和访谈，对当地相关历史档案资料的收集，从而在总体上去理解作为历

史背景的 16 世纪法国南部农村的社会组织、经济结构以及当时人们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 

戴维斯从一个微小的案例出发，通过对三个主要人物的关系及其命运的分析，将读者带到了

16 世纪的法国乡村社会。在这一独特而微小的事件背后，是当时法国乃至西欧社会的大背景——

—宗教改革的影响、新教和异端信仰与天主教正统的对抗、不同民族与文化间的冲突、年轻一代与

传统保守势力的矛盾、经济生活与土地制度的变革、属于农民的大众文化中的诸多仪式和习俗。尽

管作者没有对此逐一地加以详细论述，但在行文之中仍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些问题对普通人生活所带

来的重要影响。戴维斯抽丝剥茧般地再现了 16 世纪法国底层社会的面貌，诸如婚姻、继承的习俗

及其社会意义、诉讼制度和证据法则等等，特别是当事人以及审判法官的新教背景对其内心冲突的

影响，更让我们了解到当时法国社会所潜伏的宗教暗流。 

5、 故事与讲故事的人：虚幻与真实 

值得注意的是，葛哈斯的《令人难忘的审判》一书，不仅是戴维斯关于马丁•盖尔研究的基本

史料，同时其文本和作者也成为了现代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之一，戴维斯用了相当的篇幅讨论这个

讲故事的人及其著作的流传。这也体现了戴维斯历史研究的一个独特之处，她不仅关注于历史事件

本身，还包括后人对这些历史事件的记录和叙述的方式及其感情和话语，这些都是历史学家研究的

对象，这也成为了当代西方史学中注重文本的解读和流传的分支学科———阅读史的某种先声。简

单地说，戴维斯不仅关注史料，更关心史料的生产者。因为这些有着不同处境、视角的故事的讲述

者讲述故事的方式以及对待故事的态度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那么戴维斯到底从中得到了哪些

东西呢？ 

A.三位历史讲述者 

讲述者之一：法官让•克科拉斯：三百多年来，科拉斯的这本书几乎无人挑战和质疑，始终作

为对这一案件的权威叙述。 

讲述者之二：纪尧姆•勒序厄尔：同科拉斯不同，他在当时的图卢兹地区没有什么影响力和社

会地位，他只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文人。出生在一个富庶的商人家庭，早期接受法律教育和训练，这

是他对案件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宗教上，他认同当时兴起的新教，同时经通拉丁文、希腊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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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语的诗人、译者和历史学者。根据戴维斯的考察，纪尧姆可能担任法庭的小职员，得以出席和

观察法庭的审判，并有可能获得法庭的一些文件。戴维斯将纪尧姆的叙述纳入到真假马丁案的历史

叙述，丰富了我们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解的维度。 

讲述者之三：米歇尔•德•蒙田：蒙田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讲故事的人”，他只不过是对真假马

丁案和别人讲述的故事发表评论的人。蒙田除了关注这一案件的特殊与离奇之外，还将更多的注意

力放在了审理此案的法官对案件的态度和陈述上。《论瘸子》是一篇外部观察与内心自省结合的作

品。蒙田认为，这一案件并非一件普通的案件，它超乎了一般人、甚至包括博学的办案法官的理解

力。这导致了法官对此案做出了鲁莽和轻率的判决。不仅如此，蒙田更以他的睿智，感受到了此案

所涉及的一些更为普遍性的问题：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度和理性的非绝对化。 

B.对等级制社会结构的突破 

为什么这样一个案件，会引起当时的社会精英与人文主义这的兴趣？戴维斯通过真假马丁案发

现，尽管当时的社会有着森严的登记秩序，农民大多被排斥在公共政治生活之外，但这并不意味着

他们不能引起人文主义者对其遭遇和命运的关注。这种关注体现了当时社会的特殊结构和联系，这

种结构和联系突破了十六世纪中叶法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壁垒。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科拉斯有机会接触假马丁——阿诺•迪蒂尔，就近观察这个人物。他很欣

赏这位来自社会底层的边缘人物在试图“自我塑造”上所做出的努力，并对他的沉着、机智、能言

善辩和出类拔萃的记忆力甚至创造力表示欣赏。科拉斯还表现出一种对矛盾情感的理解和对下层社

会人物处境的同情。例如，在对待假马丁和贝特朗私定婚姻的态度上，他认为这既是一个错误的行

为，又有它“意味深长的合理之处”。尽管阿诺•迪蒂尔作为罪犯被判处了死刑，但在科拉斯的笔下，

他仍然是一位颇具创造性的人物，是一位“让人既羡慕又害怕，既嫉妒又排斥的人”。这是一种对

人类生存状态和命运的超阶级的同情之理解，已经超越了一个判案法官的专业范围。蒙田也对下层

人物有独特的观察。他认为，尽管这一阶层的人在当时常被人看不起，但他们的生活却是有条不紊

的。有时农民的习俗和谈吐，要比那些哲学家的习性和谈话更加符合真正的哲学规范。在蒙田眼里，

这些平民更加明智，因为他们的明智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定的。贝特朗和阿诺就是蒙田所羡慕的那

种“懂得考虑自己的生活”的人。很可惜下层社会的农民并没有留下多少他们看待自己和评价上层

社会的文本，这是一个令人感叹却无法弥补的缺憾。 

戴维斯凭借敏锐的观察力，不仅发现了下层社会普通农民与上层社会人文主义者之间的某种联

系，还揭示出他们的命运“竟然存在着罕见的相似之处”，下层农民生活中发生的一个案件竟可让

上层的精英看到“某些令人不安和使人惊讶的东西”，这些东西居然还触及和引发了他们对自身生

活的反思。 

6、 叙事与分析 

叙事史的复兴，并不仅仅是单纯讲故事。在叙述的同时，作者的分析同样精到。如书中关于事

实婚姻的分析，戴维斯从中世纪后期以来西欧农村社会普遍的民间仪式和天主教教义对婚姻的态度

入手，指出某种形式的事实婚姻在当时仍然是可以接受的，男女双方可以根据自己的愿望而不经教

会同意在没有教士在场的情况下自主结成夫妻关系；同时，当时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的宗教因素，那

就是正在逐渐传播并影响日渐扩大的新教信仰，戴维斯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证明阿尔蒂加村以及阿尔

诺和贝尔特朗德受到了一定的新教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可以根据新教的解释来证明两人结合的合

法性，并直接向上帝祈祷和忏悔，而不必再通过教士与上帝进行交流。 

7、 戴维斯的学术谱系 

戴维斯的新文化史观主要由下述方面的学术背景共同汇集而成: ⑴法国年鉴历史学; ⑵英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尤其是 E•P•汤普森; ⑶文化人类学。 

学习目标： 

1.了解新文化史观的学术背景 

2.掌握《马丁·盖尔归来》一书所关涉到的核心问题意识。 

作业：阅读《马丁盖尔归来》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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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7：孔飞力与地方军事化：“革命”溯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孔飞力：学术履历与著述史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33 年出生在英国伦敦，1950 年，孔飞力考入哈佛大学，在

哈佛大学修读本科期间，他主要师从人类学家克拉克洪学习人类学。同时，在社会学上，孔飞力深

受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熏陶。 

在其本科期间，孔飞力在最初专攻欧洲史，但是在 1954 年，他开始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

洲学院学习日语和日本历史，这是他第一次认识东方。在这之后，他在美国服兵役期间，在加利福

尼亚州的军队语言学校学习中国语言文学。1958 年，孔飞在乔治城大学攻读研究生，获得硕士学

位，1959年，孔飞力再次进入哈佛大学，是从费正清和史华慈，学习中国历史，并且在 1964年获

得哈佛大学历史与远东语言的博士学位。 

1963 年到 1979 年，孔飞力在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担任讲师，从 1978 年起，孔飞力在哈佛大学

历史系担任教授，他先后担任芝加哥大学远东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孔飞力的学术生涯，著述颇丰。但是截至目前，翻译成汉语的一共有三本书，其中前两本书可

以算作是孔飞力学术生涯的最为代表性著作。在 1970年代，这本《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正式出版（1990年中文版），在 1990年，他的另一本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也正

式出版（2000年中文版），在 2009年，他的著作集《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中文版正式出版。 

2、问题意识、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式 

A.问题意识与研究对象 

从研究对象上来看，这本书的研究对象乃是清代中后期以来的地方军事化问题，着重研究由正

统的名流-绅士创办的各类团练的形式、规模、财政基础、同氏族的关系，尤其是同官方的官僚政

治制度如保甲、里甲、地方治安和征税网络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具体例子上，作者以江忠源、胡林

翼、曾国藩、刘于浔等人为对付太平天国和其他造反事件而创建各类地方武装为例，对上述这些问

题作了详尽具体的分析。除了上述这些“正统”的地方武装之外，本书还探讨了各种形式的异端地

方武装，如村社武装、“股匪”、“堂匪”等的兴起、同正统武装的异同、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

程度上的转化等问题，展示了晚晴地方军事化的广泛普遍和复杂情景。 

从这本著作的基本问题意识上看，作者讨论的地方军事化问题，实质指向的乃是传统近代史领

域将“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这一普遍性观点的质疑。孔飞力将地方军事化的历史进程

作为理解中国自清代中晚期以来帝制崩溃的最重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孔飞力回应的是这样一个

基本问题；同时也是对柯文所总结的有关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冲击-回应”模式和“传统-现代”模

式做出的回应。 

实际上，对于孔飞力而言，他与美国其他中国史研究同行一样，都关心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如何

与外国文化相激荡而塑造了近代中国史。但是孔飞力的特点在于，他更加侧重于对中国历史本身以

及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结构的研究，力图从中国内部发现历史，使人们能够了解一个文化的内在结构

是如何在现代的情境下表现出来的。 

B.研究范式：地方史与社会史 

•与他的老师费正清、史华慈不同，孔飞力并没有将视角放置在所谓的“高层政治精英”之上，

而是依循着地方史的研究脉络，更多将聚焦点放置在了对地方社会网络——村社组织的探讨上。同

时，在讨论地方军事化的问题时，孔飞力集中展开了对地方绅士这一身份群体的分析，并紧紧将绅

士同地方军事化的整个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 

•地方史与社会史的不同 

3、核心观点与诸问题 

·核心观点：孔飞力认为，清代以来的地方军事化进程构成了瓦解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因素，

也是中华帝国到了清代中晚期之所以瓦解的重要因素。在孔飞力看来，在十九世纪，显著地人口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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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物价暴涨、经济上铸币量的增加以及农业社会经济危机与竞争的加剧，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削

弱的客观因素；同时，在政权内部，白莲教的叛乱、捻军暴乱、天地会（三点会）等的兴起以及到

最后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构成了政权内部的危机；对于清王朝而言，当时的正规部队无力应对这

些危机，地方社会的安全性开始降低。由此，地方社会自身开始了军事化的进程，这一进程从兴办

团练开始。孔飞力藉此考察了从地方团练到湘军这一地方军事化的历史演进过程。在他看来，整个

地方军事化的过程，实质就是地方团练纳入国家正规制度并且在组织结构与组织规模上不断完善的

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另外两个方面的社会历史过程与此一过程同时伴生：其一，地方政治权力与

治理权力归于绅士（这一过程主要是在绅士参与到地方武装兴办中来而产生的）；其二，团练制度

开始不再局限于纯粹军事与防御制度，而是涉及扩展到了税收、行政等诸多领域。在这样的复合过

程中，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双轨政治）等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从而构成了帝制崩溃的重要社会历

史条件。 

·诸多背景问题 

A.传统中国社会的地方治理：保甲-里甲-乡约 

保甲：官僚政治统治的地方“神经末梢”，核心在于通过户籍登记入册等控制地方社会的基本

稳定和治安秩序。制度源起：宋代王安石变法，主要的作用是征集民兵和相互监视。10 家为一小

组，即“保”，50家为一大保，10个大保为一个都保。每一层级都有选自地区居民的首领。到了清

代，十家为一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需要注意的是，保甲的首领莱迪地方社会，但不是地方社

会的绅士阶层。通常而言，保甲首领很少有人愿意当，士绅阶层不去当因为认为这有损于是绅士的

尊严与道统；而保甲的保长或者里长特权少而责任大，政府关心的是使这些人成为地方官僚政治的

温顺而可靠的工具。在原有的保甲制度中，保甲中的保长或甲长地位太低，不能真正施加影响，也

无法真正实行制裁。 

里甲：主要承担征收赋税这一制度功能。是征收赋税的基层行政单位。 

乡约：乡村地方社会中，邻里乡人相互劝勉、共同遵守约定俗成的社会准则，并以相互协助、

相互救济为目的的一种组织制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  

4、坚壁清野、地方军事化堡垒（围龙屋） 

坚壁清野（卢象升）：本地人推选的首领；融合粮食储存、避难与军事堡垒的作用 

地方军事要塞：以地方保甲区划为基础，但是保和团仍然是分别登记 

基本理念：化盗为民（严如熤）将无地农民和归顺的叛乱者收编进军事农业移民区，在应对百

里傲娇的时候，主要的依然是坚壁清野。 

早期地方军事化措施总结：大的行政区划分为小的行政区；复兴已经衰落的地方治安部队（民

壮）；振兴保甲和地方民兵，向居民灌输军事纪律。 

理念总结：地方防御包括：1）阻止武装叛乱者侵入；2）在乡村社会中确立分界线，区分叛乱

者  这一理念兼具外部防御与内部控制两个面向。 

小结：在这一阶段，这并不意味着军事权力和主动权下放到地方首领，只是通过坚壁清野的方

式让这些地方处于官方控制渠道之下，这些筑防村庄的首领本身就是被名誉官阶拴在文官等级制度

上的文职官员，兼有民事和军事的职务和责任。“龚景瀚的制度体现的不是权力的下放，而是体现

的了对文职官员的依赖超过了对军事官员的依赖，还体现了地方防御与官僚政治责任制的网络联

系。 

5、地方性社会中的地方性如何理解？ 

•氏族社会：聚族而居、单姓村 

•客家传统与客家社会 

*孔飞力曾以此解释太平天国运动： 

晚清社会人口激增，农民流失土地严重的情况下，很多农民得不到正统家族制度的保护，或者

流离失所。由此，类似于天地会这样的由共同神话连接起来的信徒们的网络结构使广泛的动员有了

可能性。太平军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了这一分布在农村中的村社组织（天地会），洪秀全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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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广西金田才恍然于梁阿发给他的《劝世良言》的政治含义。因为广西金田一带的情况与他早年

主要活动的广东花县地区已有很大的不同,那里的客家人是新移入的，与当地的少数民族杂居，由

此引发的村社间的械斗不绝。民团成为村寨生活的必要部分和正常现象。由于在 19世纪 40年代械

斗期间,客家人被当地官员视为匪逆，缺乏本地财主们拥有的共同家族结构，往往在争斗中处于下，,

不得不背井离乡。于是，共同的敌人、共同的语言，使各阶级的客家人在面临危机时得以团结起来，

组成可观的武装力量。拜上帝会也就成了当地客家村社自我认同的一个社会组织，而且这一组织为

了对付来自本地财主的威胁,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军事性。 

6、正规军-乡勇是正规军的补充 

7、团练的兴起与三级地方武装结构的建立： 

•团练的性质与定位： 

在孔飞力看来，地方团练也是以家族、村社、市集的社会网络为组织基础的。小团多由单姓村

组成，小团以上的大团或复合团则是以超越家族、村社的市集为范围,并通过亲族关系建立起联系。

例如：曾国藩在“培植其军队的官兵之间个人相互义务时,着重利用既存的同族和同乡关系”：江忠

源的部队主要是“靠赏赐钱财和掳掠。也靠亲族关系和士兵对绅士恩主的矢效忠诚” 

A. 国家官僚机构自身的外围部分 

B. 授予名流领导人名誉官阶 

C. 坚持准确的等级制度 

D. 军事化进程与保甲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方式保持持久联系 

*团练与保甲：这本来是两套登记系统，后者侧重于治安管理，前者则重在防御。在传统绅士

看来，只有在内部秩序既成之后，才能真正“寓兵于民”，而真正的军事防御无法脱离开基于一定

地域家族关系的联结以及对于村社的感情。 

•团练的演化：“团练大臣”的产生（曾国藩）——这意味着团练开始纳入国家正式制度的序列

中，成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 

•从团练到湘军：纵向一体化的建立 

•团练的历史特征： 

团练特征之一：通过授予官阶和官衔，或者在以忠诚著称的县增加地方学额（取得低级绅士地

位的途径），团练制是将地方领导吸收进清朝体制的手段（217）；团练特征之二：作为地方名流和

官府之间的纽带起到了特殊的效果（219） 

8、 异端的三级组织： 

A.堂：军事化的基础 

堂：类似村社组织的作用（在民间是各种各样的慈善活动和互助活动，本身含有崇高的道德意

涵）；经济属性：与作为经济单位的家有密切关系（订立共有财产的契约往往依据的是堂的名义） 

米饭主：通过给地方村社贫民提供粮食而能得到这些人效忠的地方领袖（并非绅士中的普通成

员） 

堂：还卷入了地方社会对官府的各种抵抗运动中 

B.股匪：“一伙流寇” 

兴起时间：鸦片战争后在南方（广东广西）明显蔓延 

两广的社会基础：家族组织、土客冲突、民俗惯习 

C.武装的村社：客家人的基本形态（整村完成军事化）与客家人的生存处境 

学习目标： 

1.了解孔飞力在此项研究中的总体问题意识 

2.重点掌握研究议题与问题意识之间的区别。 

作业： 

阅读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 

知识单元 8：革命与近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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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近代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危机： 

A. 主权危机，政治分裂 

B. 社会解组，一盘散沙 

C. 道统崩溃，人心失序 

D. 资本冲击，经济凋敝 

2. 民国保甲制度对传统地方社会自治秩序的巨大冲击 

3. 清末之后中国社会的权威危机： 

A. 对权威概念的介绍：权威=权力+合法性 

B. 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功因素：领袖个人魅力、同盟会组织程度较高、有较为完整的
政治纲领 

C. 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局限：军事力量薄弱、个人威信的局限、民族主义的强烈影响 

4. 不彻底的革命：民国的实验及其失败 

A. 国民党作为你现代政党：推翻清王朝为目的的全国性政党；按照布尔什维克原则展开的组
织建设；民国政府（党国体制）：领袖控制政党-政党渗透国家-国家渗透社会 

B. 国民党失败的原因：缺少统一、明确、有力的意识形态；缺少社会基础的职业政治集团，
既无力处理社会危机，也无力组织社会革命 

C. 日本入侵 

5.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面对总体性危机的全面应对和解决。 

学习目标： 

1.了解近代中国社会所面对的总体性危机 

2. 掌握权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作业：阅读下述文章：杨奎松：“中共党史”，载曾业英主编《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1949-200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陈耀煌：“从中央到地方：三十年来西方中共农村革命史研究述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集刊》，2010年总第 68期； 

知识单元 9：学生读书报告讲评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每名学生提前完成老师布置的读书报告。由老师从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读书报告 4

篇，在课堂上由同学展示自己的读书报告，每位同学演讲时间为 15 分钟，然后由教师进行讲评并

引导学生展开讨论与批评。 

学习目标： 

1.了解课堂讨论课的讨论方式、讨论规则。 

2.掌握读书报告的写作规范。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导论：历史学与社会学 2  

2 布洛赫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上） 2  

3 布洛赫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下） 2  

4 埃利亚斯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上） 2  

5 埃利亚斯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下） 2  

6 西达·斯考切波：把国家带回来（上） 2  

7 西达·斯考切波：把国家带回来（下） 2  

8 《蒙塔尤》释义（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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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蒙塔尤》释义（下） 2  

10 《马丁·盖尔归来》中的虚构与真实 2  

11 孔飞力与地方军事化：“革命”溯源（上） 2  

12 孔飞力与地方军事化：“革命”溯源（下） 2  

13 革命与近代中国（上） 2  

14 革命与近代中国（中） 2  

15 革命与近代中国（下） 2  

16 期末讨论课：学生读书报告讲评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是面向本专业学生的专业选修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本课程教学重点在于让学生充分了解历史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兴起及其历史背景与社会

基础，了解西方历史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范式，并结合具体的文本与相关文献了解历史社会学重要著

作的总体问题意识。 

难点：培养学生对经典著作的阅读兴趣，培养学生基本的阅读方法。同时，对于文本中一些重

要概念的理解与把握，对作者论述逻辑的掌握和深入体会，是这门课程教学中的难点所在。更为重

要的是，通过课堂教学与文献阅读，让学生理解历史社会学与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特点与面临的

一系列挑战之间的关联。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课后阅读 

教学手段： 

1.多媒体设备的应用 

2.传统课堂讲授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每次专题都要求学生在课后完成课程布置的阅读材料。学生的课程自主

学习主要体现在提前阅读相关文献并进行小组讨论等方面。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中要求学生提交一次以导读提纲为内容的期中作业，期中成绩占期末总

评的 20%，期末论文占 70％。 

7、作业要求： 

每个知识单元之后，会布置相应作业。作业的形式主要以布置阅读材料为主。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课程情况和本校本专业情况，本课程教学依据的文本为经典学术著作，无须自主编写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丹尼斯·史密斯著《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英）德兰迪，（英）伊辛著《历史社会学手册》，商务印书馆，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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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斯考切波（Skocpol，T.）编，《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执笔：孟庆延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中国转型经济 
China’s economic system and reform 

课程号：4230100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介绍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的基本进程和主要争议；2、阅读相关

研究；3、了解经济改革对社会生活其他领域变化的影响。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了解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

进程、争议及其影响。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4学时 

知识单元 1：中国经济转型 I：1970年代末—1980年代中期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人民公社时期中国经济系统的特征。 

2．建国后有关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争议。 

3．八十年代初的新思想。 

4．八十年代前期改革的实际进程。 

学习目标： 

1．掌握 1949年后中国建立的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 

2．掌握建国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主要争议。 

3．掌握八十年代初引入的新思想及新的改革实践。 

作业： 

阅读材料 

费正清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年版，第三章和第八章 

柳红著，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知识单元 2：中国经济转型 II：1984.10—1991.12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1980年代中后期经济改革的基本进程。 

2．主要争议。 

3．经济改革的政治、社会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 1980年代中后期经济改革基本进程。 

2．掌握改革思想的主要分歧。 

3．掌握影响实际经济改革进程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 

作业： 

吴敬琏、周小川等，《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设计》，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 

知识单元 3：中国经济转型 III：1992年到 20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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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进程。 

2． 主要争议 

3．经济后果及社会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 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进程和主要争议。 

2．掌握 90年代经济改革的社会影响。 

3．了解美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注点。 

作业： 

阅读材料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第七章和第八章 

知识单元 4：中国经济转型 IV：2000—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海外中国研究对清季到民国的研究。 

2．海外中国研究对共产主义兴起的研究。 

3．中国社会转型与海外中国研究。 

学习目标： 

1．了解海外中国研究关注清季、民国和共产主义兴起的学术理路。 

2．掌握海外中国研究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研究立场与理论取向。 

作业： 

阅读材料 

武力，《中国共产党治国经济方略研究》，第六章和第七章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4个，共 8学时 

实验 1：八十年代初期的经济体制改革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阅读《剑桥中国经济史》，了解建国后经济系统的特征。 

实验要求：讨论八十年代初期的改革与五六十年代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间的关系，有哪些延续，

哪些新变化。 

实验 2：八十年代后半期经济体制改革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阅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计》一书，了解八十年代中后期改革方向的主要

争议 

实验要求：熟悉八十年代经济改革的主要争议，理解九十年代改革与八十年代改革的关系。 

实验 3：九十年代经济体制改革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阅读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第七章和第八章，了解九十年代的经济体

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九十年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解经济体制改革对社会结构变动的影响。 

实验 4：新世纪后经济体制改革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阅读武力著《中国共产党治国经济方略研究》，第六章和第七章，了解 2000年后经

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特征 

实验要求：熟悉新世纪的经济剃胡子改革，讨论经济体制改革对社会结构变动的影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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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后的改革与当下改革的关系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中国经济转型I: 1970年代末到80年代上半期 （1） 2  

2 中国经济转型I: 1970年代末到80年代上半期 （2） 2  

3 中国经济转型I: 1970年代末到80年代上半期 （3） 2  

4 讨论课 1 2  

5 中国经济转型 II：1980年代下半期（1）  2  

6 中国经济转型 II：1980年代下半期（2）  2  

7 中国经济转型 II：1980年代下半期（3）  2  

8 讨论课 2 2  

9 中国经济转型 III：1990年代改革（1）  2  

10 中国经济转型 III：1990年代改革（2）  2  

11 中国经济转型 III：1990年代改革（3）  2  

12 讨论课 3 2  

13 中国经济转型 IV：新世纪改革（1） 2  

14 中国经济转型 IV：新世纪改革（2） 2  

15 中国经济转型 IV：新世纪改革（3） 2  

16 讨论课 4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社会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海外中国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难点：海外中国研究的范式转换与社会转型研究。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以教师讲解课程重点与难点为主。 

2.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阅读材料：  

2.专题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可供圆桌讨论的教室、配有电脑和投影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选课学生需要根据教师指定、对海外中国研究的范例学术专著进行研读，研读以课后作业的形

式开展，不占用课堂教学的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考试 70%。 

7、作业要求： 

选课学生需提交一份讨论课的报告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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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北京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 

（二）推荐参考书 

1. 武力著《中国共产党治国经济方略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2 吴敬琏著 《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  

执笔：方慧容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15日 

 

中国历代政治制度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课程号： 4230100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主要面向社会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本课程主要依据《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与《国史大纲》两本史学名著，在讲解文本内容的基础

上，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与军事等各方面的制度沿革，重点在通过课程让学生了

解制度演变背后的社会基础。同时，作为一门导读性质的课程，本课程重在培养学生对经典著作的

阅读兴趣，培养基本的读书方法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课程导论：历史学与社会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为什么在社会学的专业课程中开设这样一门课 

1）对社会学这一学科本身的理解偏差：社会学从来不是一门“专门化”的学科，而是一门总

体性学科，应对的乃是时代的总体问题；也从来没有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叫做“社会”。马克思，

韦伯，涂尔干亦或是我们熟知的其他社会学大家（齐美尔）。社会学从诞生之日起，便和现代性这

一问题紧密相关；社会学从诞生之日起，便和历史、历史感乃至历史学紧密捆绑在一起 

2）中国社会学本身的问题： 

2-1  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学概念与方法的简单移植（西方理论/概念+中国经验） 

2-2  朴素经验主义的盛行 

2-3  对历史传统认识的无力，与时代问题脱离：当代中国，从未真正脱离所谓“现代性”问

题，尤未脱离“传统”与“现代”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历史传统到底是什么？到底

如何理解历史上的中国社会？是不是如我们以前学到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 

2、课程安排介绍 

1）主阅读书目：《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 

2） 辅助阅读书目：《国史大纲》（钱穆）、《国史新论》（钱穆） 

3） 主要阅读方式：逐字逐句阅读、讨论 

3、为什么选择钱穆以及这两个文本：钱穆文本的基本背景与问题意识 

1）写作时间：《国史大纲》：1939年 6月完成，1940年 6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这本书写

于抗日战争时期，钱穆担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在抗战的战乱时局随当时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辗

转大半个中国；《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间的讲课讲稿（共五次，每次两小时） 

2）钱穆在清末民初学术思潮演变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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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新史学发端 

B.新文化运动——白话文革命（学术思想层面） 

C.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社会经济层面），钱穆没有

直接参与这场论战，但是实际上他对论战的各派都持有保留的意见。例如对于当时的史学流派中的

三大派别：记诵派（保守派）、革新派（激进派）和古史辨派（考据、实证史学）都持有自己的批

评意见（具体可见《国史大纲》导论部分）；钱穆受梁启超和章炳麟、《国粹学报》的影响非常深远，

一生都在寻找中国文化的独特精神与历史精神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历代政治制度这门课程的基本要求、开课目的。 

2．初步掌握钱穆的总体问题意识 

作业：阅读《国史大纲》导论部分。 

知识单元 2：温情与敬意：《国史大纲》导论导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本书读者应具有的四种信念：所谓“温情与敬意” 

1）有知识的国民和有知识的人 

2）本国史与外国史 

3）摒弃偏激的虚无主义与浅薄狂妄的进化论 

4） 文化转变抑或文化征服（消灭） 

2.引论的结构： 

*引论凡十五节，可分为三部分 

1-4  总纲：点出历史智识的重要性与求取历史智识之方法，同时专门针对当时流行的三个史

学派别进行批评 

5-11  治史之方法讨论以及据此展开对中国社会的分析 

12-15  应对与解决之道 

3.引论内容导读 

1）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之区别，强调对本国历史之真实了解在当时尤为重要 

Cha.1 何谓历史最“完备”之国家——悠久；无间断；详密[传统史学的三种体裁：编年（时

间）-纪传（人物）-纪事本末（事件）] 

Cha.2 提出历史智识与历史材料的区别，当下中国历史智识的缺乏。 

Cha.3 革新派之弊：“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鲁莽灭裂，于现状有破

坏无改进。”[如何理解“抽象之理想”？] 

Cha.4-5 历史智识与“爱国”：对传统之“经验感”，对本国历史之真实了解。 

2）中国近世史学的三个主要派别简要介绍 

Cha.1 中国近世史学之三派：传统派（记诵派）、革新派、科学派 

Cha.2 对革新派的总体评价：治史有意义，有体系；但无根据，为臆测之全史，历史之意见。

[如何理解“治史有意义”？] 

3）革新派史学的三个面向及其现实诉求 

第一期：意在政治革命，“专制黑暗” 

第二期：意在文化革命，“思想停滞” 

第三期：意在经济革命，“封建时期” 

4）历史智识的时代性——通史的要求合前二者，以达革新派之目的。 

Cha.1 简要介绍中国史学中三种体裁的发展与代表作品 

Cha.2 南宋以来中国传统史学再无真正的发展 

Cha.3-4  面对“现代”巨变，钱穆认为的中国所需要的“新通史”：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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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达革新派之目的（史实与史识并具） 

5）新通史：于国家民族之内不转身，求其独特精神所在 

Cha.1 新通史之惑：究竟如何完成新通史？ 

Cha.2-3  历史研究之主旨：确切了解国家民族文化发展“个性”之所在，把握特殊之“环境”

与“事业”。 

Cha.4  对革新派史学与“专制黑暗说”的批驳。 

6）历史研究中的求异与求同：于客观中求实证，通览全史而得其动态 

7）历史的东西方差异：国史于“和平”中得进展，西方于“斗争”中见精神 

8）从政治制度层面而言，对革新派史学的批评 

Cha.1  钱穆论中西对比：罗马为征服扩张，内在依靠强力贵族；而中国为四方拱卫，社会尚

无阶级区分 

Cha.2  钱穆再次从政体角度驳斥“专制黑暗说”：三阶段的历史变化：由封建而统一（秦汉）；

由宗室、外戚、军人之政府转变为士人政治（西汉至东汉）；由氏族门第转变为科举竞选（隋唐）。 

Cha.3-4  驳斥“无民权、无宪法”之说。 

9）从学术思想层面对革新派史学展开批评 

Cha.1-3  以史官之位置（史官与博士官）论中国之传统学术：由王官之学流为百家：宗教、

贵族、学术三者自孔子、经司马迁、班固，乃及董仲舒，已经独立于宗教和贵族；至北宋之后学术

兴起，援佛入儒，承接禅宗对佛教教理进行革新，开启了第二次平民学术自由之象 

Cha.4  对革新派有关学术思想的历史智识的批评：不简单以西方比拟中国，同时更提出应对

“科学”的态度 

10.钱穆从社会经济形态入手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概括：有君主而无专制；非贵族亦非工商；有

兼并亦有裁抑。 

11.力与情：中国历史演进乃和平型扩展，于情于文明而消融；西方历史发展乃是武力性扩张：

中国总体的历史演进趋势：经济地域之逐次扩大；文化传播之逐次普及；政治机会之逐次平等。 

12.中国历史中的生与病： 

Cha.1-2  生：探本揽全（隋唐科举取代士族门第）；病：可追溯至中唐安史之乱。 

Cha.3  中唐之祸：1、王室与政府之骄纵掠夺 2、平铺散漫社会之无力 3、科举的“异化” 

13.延及当下的病症：士大夫之无知识 

Cha.1-3  近世国史三病：1、晚清以来皇权专制 2、地方社会武人割据 3、政治中心未形成，

社会中间势力未能凝聚[政党民权与结党争权？] 

Cha.4  根源：晚近中国士人之无历史智识：不在于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之难获 

14.民族、国家乃至文化：文化新生为重建之本。 

15.效先贤：以著史续文化之信念，民族之精神。 

学习目标： 

1．了解温情与敬意的基本内涵 

2．掌握中国传统史学的三种基本体例，掌握钱穆所批评的三种史学流派 

作业：阅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与第一讲汉代部分。 

知识单元 3：钱穆论汉代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秦汉的重要位置： 

（1）中国版图之确立 

（2）中国民族抟成：“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社会 

（3）政府制度之创建：废封建、行郡县 

（4）中国学术思想之奠基：A.大同观（文化的世界主义而非功利的国家主义）B.平等观：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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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与平等，即贵族主义与平民主义之别；C.现实观：天道与人道-宗教与现实 2、 

2、汉代：统一政府之始 

（1）秦代只是从“贵族封建”到“平民统一”的一个过渡，汉代的平民政府奠定了以后政府

组织的基本格局 

（2）平民统一政府，完成两项任务：首先完成统一，始于景帝（平七国之乱）；其次完成文治，

始于武帝（复古更化，由法律刑赏转向礼乐教化）。 

3、汉代政府组织 

1）汉代政府组织结构 

2）皇室与政府 

·皇室 

A. 皇位世袭具有历史必要性：立国体制不同：地广（分散 VS集中）、人多（人口众多 vs小

国寡民之城邦）、建国基础不同（全国共仰 vs全国共选） 

B. 政府的出现：政治的一大进步 

B1.皇室与政府两分。封建时期，贵族世袭；封建之后，只有皇室世袭，并以政府的不世袭辅

之（皇帝可以不优秀，但是政府官员的不世袭保证其优秀） 

B2.家与政府分立：封建时期，政府经由“家”实现组织；汉代政府则是由个人来组织，与封

建家族无关。 

·皇权与相权：宰相的重要性 

A. 皇帝有六尚，官六百石 

B. 宰相的秘书处有“十三曹”，官两千石，位高权重。 

C. 全国政务汇集到宰相，而非归属于皇帝 

3）中央政府 

·宰相：最高行政长官 

A. 天子世袭，不必贤。 

B. 丞相皆贤，可以更替，从而保证政治的清明 

·宰相：从私臣到政府首脑 

A. 三公九卿：隶属于宰相 

B. 化家为国：封建时代的贵族家庭倒下，只剩下一个“家”，这个“家”就是国家。封建时

代的家庭私务，转变成了政府公务 

C. 历史演变：三公之首的宰相，乃是封建时代贵族私官之遗蛻。封建时期，在内管家作宰、

出门作副相。因此，秦汉时期的宰相，既管国家政务，又管皇帝家务。 

4）地方政府 

（1） 郡县数目少，由此郡县长的职权重 

（2） 地方属吏的任用，完全由郡县长支配。 

（3） 生转灵活。汉代官阶上下相隔不远。因阶级少，升迁机会优越，故能各安其位，行政

效率高（郡长官为太守，地位与九卿相等） 

（4） 上通下达。地方通过“上计”，将地方行政呈报给中央。中央通过“刺史”对地方进

行监察。刺史是六百石的小官，归属于御史，辅助宰相实行监察责任。 

4、汉代选举制度 

1）人事制度何以重要？ 

（1）封建政府-世袭方式 

（2）权力-军人政府 

（3）通过财富-资本主义政府 

（4）读书考试-士人政府 

2）汉代政府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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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代的发展过程中，封建贵族渐渐被消灭，军人与商贾取而代之进入平民化；汉武帝之后，

政府主要由士人组成，形成平民化的地方政府。 

3）士人政府何以形成？ 

•太学生的资历考试 

•地方察举制度 

4） 考试 

•甲科：出身为郎，政府用人从中选出 

•乙科：出身为吏，回到本乡地方政府充当吏职。这也奠定了地方自治的基本格局。 

5）选举 

（1） 非定期选举：皇帝新老交替，时遇灾荒[举贤良] 

（2） 特殊选举：征辟-打破程序，唯以“才”而擢升 

（3） 定期选举：地方察举孝廉，每郡每年一两人，入宫为“郎官”，以备后用 

5、汉代经济制度 

1）耕地与非耕地 

·井田：类似于公有，土地所有权归封建贵族，耕地平均分发给农民，非耕地成为禁地，归封

建主所有。 

·耕地：封建灭、井田废、开阡陌，实现耕者有其田，土地私有。在人口税兵役税等税赋下，

农民变卖土地，形成兼并。随之而来的是经济意义上的地主出现（与原先封建制度之下政治意涵上

的地主并不相同） 

2） 公税与私税（税收制度的历史脉络与观念基础） 

A. 耕地田租收入归大司农，充当政府公费。而山海池泽之税则归少府，专供皇帝私用。 

B. 汉代时，商税收入逐渐超过田租收入。汉武帝时，为了充实军费，把山海池泽等非耕地收

入，由政府来经营。 

3）汉代经济制度之问题 

工商业奉行节制资本；但是土地制度层面虽然做到了轻徭薄赋，但是却未能实现平均地权，从

而导致兼并问题的出现。董仲舒曾经提出限田政策，但未能实行。后来所谓的王莽改制，实际上是

试图重新实现土地公有的封建时期的井田制。 

6、汉代兵役制度 

1）兵役制度背后的历史精神：“养民”的观念 

•钱穆析为何二十岁为丁，二十三岁开始服兵役：“这一制度，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考虑，实在

是一种道德的决定。我们让历史上一切制度，都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的人的观念和理论。”  

2） 中央：卫兵 

A. 南军（皇宫卫队）、北军（首都卫戍部队） 

B. 各地壮丁轮流到中央作卫兵一年，费用由中央提供 

3） 地方：兵役（国民兵） 

A. 由地方都尉统辖 

B. 地方壮丁每年秋天集合操演一次，为期一月。国家有事，临时召集。 

4） 边郡：戍卒 

A. 壮丁每人戍边“三天” 

B. 陈胜吴广之缘起：封建时期，国家规模小；而到了秦朝统一天下之后，路途遥远，戍边三

天制度却并未改变。 

C. 汉代戍边：以货币充当免戍费 

5） 力役：壮丁每人每年一个月，为国家义务做工。交二百钱可以代替 

6）民间义勇队：自愿性质，多出自民间富有家庭，盼以军功封侯。 

7）人口税与汉代“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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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汉代田租较低，且禁奴隶之风（对奴隶征收双倍人口税），但是农民离开土地，成为努力

的很多 

•兵役与人口税的存在导致很多人甘愿为奴 

•成为别人的奴隶与奴婢，人口税便可由奴隶主代缴 

B. 汉代的奴隶：契约关系而非人身关系 

•当时的奴隶只是出于他对国家法规上的一份应尽的职责，而非出卖自由。 

•出卖为奴，从农业生产转为工商业的生产 

8）屯田* 

•缘起：自汉武帝始而创立，最初发起这一动议的乃是晁错 

•制度之外因：汉武帝拓边之需要 

•制度之精神：兵农合一，社会尚武豪健之风气 

7、汉代得失检讨 

1） 政府组织：皇室与政府的关系问题 

A. 皇室与政府虽然分开，但并非像西方宪法那样有明文规定[明文法的重要性]，而是存在着

变通机制 

B. 汉代政治问题出现在皇室超越于政府之上，皇室与政府无法相通 

2） 选举制度：门第社会的形成 

A. 分区定额：汉代选举代表着全国性，促成了大一统局面 

•通过按地区人口比例来考试和差距，使全国各地人民都有进入政府的希望。同时，汉代郡县

长官避免用本郡人，避免地方性。 

•郡县以下吏役使用本地人，调动了地方的活力 

B. 客观标准与程序规则的形成： 

•分区定额 

•由教育、行政实习、察举、考试等统一环节 

学习目标： 

1．了解相权与皇权分立与制衡的内在机制 

2．掌握汉代选官考试制度的特点及其在历史中的演化 

作业：阅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唐代部分 

知识单元 4：钱穆论唐代政治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政治制度：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1）中央政府 

A.宰相的三省： 

中书省——中书令（官名意为：在内廷掌管文件）——职权：发令——参加政事堂会议 

门下省——侍中（官名意为：在宫中侍奉皇帝）——职权：复核——参加政事堂会议 

尚书省——尚书令（皇宫内廷秘书）——职权：执行命令 

B. 尚书省中的六部制度： 

吏部（人事、任用） 

户部（民政、户口） 

礼部（宗教、教育） 

兵部（军事） 

刑部（司法） 

工部（建设） 

2）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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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上中下三级）（刺史。刺史在汉代最先是检察官。唐代刺史是地方高级行政首长。） 

县（上中下三级） 

3）中央与地方之关系： 

（1） 任用。 

钱穆：地方长官的任用权集中于中央之吏部。 

（2） 中央对地方的监察 

监察问题：御史台 

唐中宗后，御史台分为左右御使 

左御使——监察朝廷中央政府。“分察” 

右御使——监察州县地方政府。“分巡” 

制度缺点：监察使演变成地方长官的最高一级。形成一种中央集权。 

节度使：监察使巡视边疆，在边防重地停驻下来，中央要他对地方事务临时得以全权支配。 

可以指挥军事，管理财政，于是形成藩镇。而且唐代边疆节度使逐渐采用武人，于是形成一种

军人割据。安史之乱即由此产生。 

2． 唐代经济制度：以租庸调为核心的讨论 

1）租、庸、调 

租：承北魏而来的均田制度。配给人民耕种的田地，年老仍然缴还政府。期间负担相当的租额。

额度：四十税一。 

庸：人民对国家的义务劳役 

调：各地土产，主要是丝麻，贡献给中央。 

租庸调制的精神：轻徭薄赋，为民制产。不让民间有穷人。 

2）均田制： 

女不给田（寡妻妾除外）。每个丁男 100亩田。年老和有病者 40亩田。 

宽乡：田多人少，可以足给。 

狭乡：田少人多，不能足给。 

制度是：狭乡里，分到的田，只能是宽乡的一半。用意是鼓励狭乡里的人向宽乡移动。 

3）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的特点是按丁征税。 

森谷克己：均田法的主要目的，是要尽人类劳动力与地力，发挥农业社会之全生产力，以图农

业中剩余生产之增进，所以原则上田土只分给 18-60 岁能劳动的男子。因此赋税就不是按亩，而

是按丁男。 

岑仲勉：认为租庸调制，是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岑仲勉指出，后世的田可以自由买卖，所以

按亩征税。唐代土地不能任人买卖，所以必须执行授田，按丁征税。 

租庸调制的失败原因： 

钱穆：自身原因：租庸调制的推行，全要依赖帐籍的整顿。而帐籍逐渐混乱，因此无法推行。

外部原因：玄宗之下，先是向外开疆拓土，直到德宗时代，因向外用兵，引起军人作乱，内战频起。

总之是由兵祸而引起了经济制度之变动。 

岑仲勉：租庸调与均田制相辅而行，均田制坏，租庸调不能独存。 

4）两税制 

一年分夏秋两次收税。政府不再授田，民间自由兼并。 

钱穆的总体评价：政府为了财政收支和征收手续的方便起见，牺牲了历史上传统相沿的一项经

济理想，即土地平均分配的理想。 

3． 唐代考试制度 

1）制度源起：汉、魏制度 

1-1 考试本义：考（成绩）；试（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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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考试制度的渊源：汉代的乡举里选中含有考试的历史要素（在乡举里选之后中央要进行对

策的考试） 

1-3 考试制度的内在历史意涵：政府用人的客观标准 

2）制度趋势：从九品中正到科举制 

2-1九品中正制 

·历史条件：东汉末年的战乱对原有汉代制度的破坏 

·中正：德名俱高者（各州郡分别公推大中正一人，其依然是察举的逻辑）； 

中正内分流品与层级 

·九品：中央分发的人才调查表的登记与品第 

·历史意涵：在九品中正制中，依旧对地方群众舆论与公共意见进行考量，保留了汉代乡举里

选本身蕴含的制度理念（从贤与从众之间，中国传统儒家政治与文化之下，始终强调“从贤”） 

·制度流弊： 

1）全国人才集中到中央导致地方无才，地方的行政效率与风俗文化 

2）评价体系自身的问题：评价集中于中正手中，导致为官不固本职工作 

2-2唐代科举制 

·唐代士人的三种途径 

1） 生徒-经由学馆（这是沿袭汉代博士弟子制） 

2） 乡贡-经由州县（这是沿袭汉代察举孝廉制） 

3） 制举：其中州县贡举又分为秀才、明经、进士（包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

元礼等） 

·制度本身的规定： 

1） 地方审查合格报送中央，由尚书礼部考试，考试合格为进士及第（具有做官资格），然后

再由吏部进行考试，而后分发任用。礼部：考才学；吏部：考专业（干练） 

2） 限制工人和商人（承袭汉制） 

·制度之历史精神 

科举制度的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开放政权：唐代针对自东汉两晋南北朝以来的门第社会，将

制度改为自由竞选：不需要地方长官察举，也不需要中央九品中正的评定，而是由个人各自到地方

政府报名参加中央考试。汉代选举：由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科举：由门第特殊阶级

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 

·制度之流弊 

考试者越来越多，政府机构越来越膨胀，官职、官阶越来越多：“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

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 

钱穆认为：应该放开工商业，使知识分子不再集中于政治一途 

4． 唐代兵役制度 

1）钱穆论兵役制度的总体演化 

唐代之前：兵农合一的基本制度；社会经济与国防武装的紧密结合 

汉代的兵农合一：寓兵于民-全农皆兵 

唐代的兵农合一：寓农于兵-在武装集团里寄托生产-全兵皆农 

2） 府兵制 

2-1 制度实质：将武装集团转变为生产集团 

2-2 府之含义：当时唐代的地方政府分为州县两级，府的含义，就是在这两级正式行政区之外

的军事区域。府，即军队屯扎地。这种军事区域又称为折冲府，共三等：1200,1000,800 

3）府兵的基本特点： 

·资格：按照财富，只有有一定财富的人才能当兵 

·优惠：豁免租庸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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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筹军饷（所以事耕田） 

·分配：全国 800 个府中三分之一驻守中央（关内），所谓关内，就是陕西函谷关以西长安四

围之附近地区。其余三分之二，分布全国，而山西和其他边疆地区又比较多。 

·服役：20岁开始服役，轮番到中央宿卫一年 

·将兵分离；将不问政事：战事集中，归各个卫的大将军统领；战事结束各归本乡，属于府内

折冲都尉训练。将、兵分开；同时武将不问政事 

4）府兵制的衰败： 

·太平盛世之时到中央宿卫的府兵常被用作它用而受到轻贱。 

·人事懒散疏漏导致军队时期涣散（对阵亡士兵抚恤不够） 

·军人勋位与实职无关，故同样不被人重视 

·政府刻意开边导致府兵戍边而无归 

5）关于府兵制的历史评价 

“府兵制的创建与推行，一面是由于对国家武装之深谋远虑，一面是由于对农民生活之忠诚恻

恒。在此两种精神下，始可有府兵制之创建与推行。社会和平既久，文治日隆，骄纵日恣，对国家

武装，不再有忧劝惕厉之感。非漫不经心，即穷兵黩武，滥用民力。对府兵本身，更没有一种合理

的人道观念。从精神的转变，影响到制度，使其不能存在。”安史之乱：府兵枯竭之后，边疆主要

依靠政府用钱“购买”，赋予“外国人”与戍边之重任，最终导致藩镇的产生。 

——《国史大纲》P421 

学习目标： 

1． 了解唐代从租庸调制度到两税制度的转变机制 

2．掌握唐代府兵制的基本特征及其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 

作业：阅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唐代部分 

知识单元 5：钱穆论宋代：“积贫积弱”说再检讨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宋代政府组织 

1）有形势推迁，无制度建立 

从总体上看，钱穆认为宋代在政治制度上大体只是受迫于辽、金等外患存在的形势，以及内部

晚唐以来节度使专权的内在压力，而被迫做出的一些调整，并没有政治制度上的真正创建。 

[讨论] 

2）有皇权擢升，无相权制衡（对比“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判断） 

·从唐代宰相的三省到宋代宰相的一省 

·军事、财政、人事三方面的“宰相分权” 

·这是晚唐节度使割据与五代十国之纷乱遗祸而来的，唯有如此是，尚且可以逐步恢复皇帝尊

严。 

·钱穆认为如果门第未衰，也未必如此：“若使在唐代，由门第传统出头的人来处此局面，他

们决不会如此干。晚唐以来，进士轻薄。 

总体上看，宋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呈现出加强的趋势： 

3） 有谏官谏言，无宰相监督（丁）（制度与人事、中央与地方之矛盾初现） 

·御史台、谏官的变化 

汉唐的御史大夫：皇帝的耳目，监察百官 

汉唐的谏官：宰相的唇舌，专监皇帝 

汉代——光禄勋——九卿之一，隶属宰相 

唐代——谏议大夫等——属门下省，属宰相 

宋代：谏官脱离门下省，不在隶属宰相，由皇帝亲擢，形成与政府对立之形势；为谏而谏。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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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台官渐渐不分。 

·谏官谏言成风乃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对比邓广铭的基本判断：在等看来，这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对。 

·谏官成风的“意外后果” 

4）有中央派出官，无地方父母官（戊） 

·勋臣武官名在地方，人在中央，丰厚俸禄以供养 

·地方官名在中央，人在地方，实为中央派出之文臣。严格而言，宋代没有地方官，只是中央

官员监管地方之事（知府）。这一不成文的制度到清代固定下来。 

·宋代地方行政的三级：路-府、州、军、监-县 

总体趋势：皇权集中而无监督，相权分散而少制衡，在吸取五代十国武人干政的教训之后，赵

宋王朝开始谨慎提防皇权旁落，这个对于皇权旁落的担心不仅仅体现在裁抑武人上，而是体现在政

治上的各个方面。之所以说“因循唐制”，恐怕在于此，因为这只是为了应对唐朝后期所产生的藩

镇割据和节度使叛乱所做的形势上的调整，并未真正在制度上有新的创设，因此也就没有体现出相

对于前朝而言的“历史精神”的发展： 

2.宋代考试制度 

1）从“门第”到“平等”:“进士轻薄” 

·晚唐以来门第衰落，体现在科举上就是：门第传统消失，白屋书生中式，私人学养不存，实

际政治生疏。 

2）从“公卷通榜”到“糊名之制” 

·唐代公卷通榜之制到宋代已然消失。制度逐步严密化，却失选拔真人才之本意。 

·公卷通榜释义：平时诗文呈送中央大僚预看，而在考后出榜，根据社会及政府先辈舆论拔取

知名之士（好处：不专凭开始之一日短长。） 

3）从“进士”到“士大夫” 

·唐代中举，需要现在幕府作僚吏，而借此对政事有实习。宋代因为急于抑制武人，因而对及

第之人颇为重视，一旦及第，及获得官位，反而失了实习政事之机会。 

·宋代优待官员的表现：官俸增加；退职恩礼（祠禄）；额外恩赏；荫子荫孙乃至异姓亲及门

客皆有好处： 

“荫子荫孙，乃至于荫期亲、荫大功亲，甚至荫及异姓亲，乃至门客。”（《国史大纲》P545） 

4） 从“诗赋”到“经义” 

·王安石主张将科举考试内容中的诗赋改为经义，其本意目的在于改变唐代重视诗赋辞藻的华

丽之风，而无务事之实的弊病。但是钱穆却评价道： 

“改革后却所得不偿所失，考经义反而不如考诗赋。王荆公因此叹息，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

不料转变秀才为学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P89） 

理解了这句话，也就理解了钱穆如何看待“诗赋”与“经义”之转换，在《国史大纲》中，钱

穆通过引用苏轼的一段话来表达了看法： 

“今年治經，明年應舉，經術但為利祿之具，尊經術而反卑之。舉子止問得失，王安石在位，

則經義欲合王安石；司馬光在位，經義欲合司馬光。風俗傷敗，操行陵夷，未必不由之。詩賦雖欲

取合而無由。習詩賦，必須涉獵九經，泛觀子史。策論之中，又自有經義。涉獵觀泛，必麤知前言

往行，治亂得失。而聰明特起之士，因此自見於大。至於經義，則為書者不為詩，為詩者不為易。

知一經而四經不知。詩賦聲律易見，經義散文難考。詩賦出題無窮，經義問目有盡。詩賦必自作，

經義可用他人。詩賦惟校工拙，經義多用偏見。”（《国史大纲》P598） 

*本欲变学究为秀才：本来改的目的是希望可以改变“无务事之实的弊病”，但是改革完了之后，

“经义”本身成为了“工具”，秀才彻底成为了“学究”。 

总体趋势：社会越发平铺散漫而无力量，改考经义的“意外后果”。告别了“诗赋”之后的科

举制，只有策略与功利，而再无人心与人事；而宋代开创的重视文治的局面，也产生了一个意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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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即冗吏增多，负担加重，造成了社会的积弱。 

3.宋代赋税制度 

1）从“差役”到“免役” 

·“差役”之由来：晚唐遗祸+自治传统 

回顾：租-田赋；庸：服役（工程建设）；调：特产进贡 

晚唐遗祸：两税法在唐代实行以后，租庸调中的庸和调实际上已经被纳入两税之中，但是晚唐

时期军队到了地方，在两税之外依然按照习惯征庸和调，导致负担加重 

自治传统：地方领袖在五代时期变成专对上办差，形成了派差的传统，导致地方上没有一个能

兴旺的家。此即宋代之差役法。 

·差役法与总体制度变动之间的关系 

1）宋代总体冗兵冗吏问题-导致负担日益加重 

2）军队不断换防，每到一地，便派差役 

·差役法之内容与差役类型： 

1） 衙前：主管运送官物或看管库粮仓或管理州郡长官厨房等。 

2） 里正、户长、乡书手：掌管督催赋税 

3） 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供州县衙门随时驱使 

4） 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 

·差役的承担： 

北宋将民户分为九等，下五等户一律免役，上四等户分别给以轻重之役。但是这个只是规定，

在具体的实践中出现了问题：官绅豪强大地主有着各种免疫的特权，实际上差役集中落在了地主阶

级中的中下层以及比较富裕的自耕农身上： 

“且以三千户之邑，五等分类，中等以上可任差遣者约千户，官员、形势、衙前将吏不啻一二

百户，并免差役；州县乡村诸色役人又不啻一二百户；如此则三二年内已总差遍，才得归农，即复

应役。”（宋会要辑稿·食货） 

·募役法的根本原则： 

“应昔于乡户差役者，悉计产赋钱，募民代役，以所赋钱禄之。”[各州县的衙前重役以及部分

差役，不再由各地上四等民户承担，改为雇募第三等以上的税户充当，随其役之轻重规定其禄钱多

少。] 

·募役法（免役法）的重要细则： 

1）缴纳免役钱和助役钱：凡前此应依次承担差役的四等以上户，如果不再服役，那么就要依

据其所有的土地数量，随同夏秋两次交税一同缴纳免役钱；女户、单丁户、未成丁户、僧道户和城

市中的上五等户，旧无差役负担者，也一律按其田亩数量减半出钱，称为“助役钱”，任何户无免

役特权。 

2）以一州一县之力，供一州一县之费；以一路之力，供一路之费。 各路州县均须分别预计一

年应用雇值若干，由各该州县的上四等民户分别摊纳。在实际应用书目之外，还须多缴纳 20%，称

为“免役宽剩钱“，以备水旱灾荒年份之用。 

·从差役到免役：钱穆：解决差役法之遗祸 

王安石变法中的免役法就是要地方上出钱，每家摊派承担差役，以此防止一家一家排着次第破

产。在钱穆看来，免役法是有其制度精神的。按照钱穆的理解，宋代的问题在于中央集权加剧而地

方社会贫弱无力，而王安石的免役法恰恰是可以在保证“中央”的前提下，相对培育地方社会的力

量。 

4.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 

1）有军队而无国防 

1-1 有军队 

禁军：相对较好，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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厢军：在地方，不打仗，只做杂役 

1-2 无国防（诸因素） 

·历史遗留问题：地形不利，国力贫弱；既有大一统的理想，但又畏首畏尾，进退维谷 

·地形不利的结果：不敢和辽国再战，战败即退到黄河边，国本就动摇；不得不养兵，养兵又

不敢打仗。 

·国防资源很差：无战马 

·节度使割据之后患：把武人都养起来，大将圈在京城，兵无常将，将无常兵，时常换防，耗

资巨大；地方厢军毫无作战力（因为担心出现节度使地方割据） 

·结果：冗兵而积贫积弱 

1-3 募兵制 

募兵的问题：自二十至衰老四十余年，实际可用者至多不过二十年。 

问题：军队骄情；迁防耗费军费； 

2）保甲制 

2-1钱穆论保甲制 

操之过急，只重制度不重人事。 

2-2 邓广铭论保甲制 

·邓广铭一方面认为保甲制度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对内部的镇压与压迫，另一方面也认为这是王

安石意欲从募兵制到民兵制，以图改变冗兵冗员之局面的实践。 

2-3 保甲制遭到的反对 

·司马光：全民皆兵，难免有盗匪恶人在其中，影响地方社会稳定；更有甚者，全民皆兵的危

害在于一旦出现叛乱，则非常危险。 

学习目标： 

1.理解宋代“积贫积弱”的历史成因及其具体你 

2.重点掌握宋代科举制的变化及其对历史发展的影响 

作业：阅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之明代部分 

知识单元 6：钱穆论明代政治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问题意识： 

在史学中，认为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许苏民“内发原生”模式：“在中国社会开始其近

代转型的过程中，1581年（明万历九年）是具有关键性的，故笔者拟把 1581年确定为中国近代史

的开端。侯外庐有一个重要观点，他认为，作为社会转型标志的是成文法典的产生。而 1581年（明

万历九年）确立的“一条鞭法”，正是一部具有历史标志意义的法典。只是由于 20世纪 50年代以

后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苏联话语模式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侯外庐才含蓄地把“一条鞭法”看

做是“封建末期”开始的标志。然而，按照笔者的理解，“封建末期”开始的标志其实也正是近代

史开始的标志，正如西方各民族的近代社会转型及西方学者对本国近代史开端的看法都是从“封建

末期”开始的一样。紧接着 1581年的改革而来的，是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中西文化

交流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从“一条鞭法”的确立和随后而来的利玛窦来华这两大事件所具有的

历史象征意义来看，改革和开放乃是中国近代史之主题。”  

2.线索：制度与人事及其当中反应的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中讲到：“本来政治应该分为两个方面来讲：一是讲人事，

一是讲制度。人事比较变动，制度由人创立亦由人改定，亦属人事而比较稳定，也可以规定人事；

限制人事。这一番讲演，则只想多讲制度，少讲人事。但要讲制度甚不易。”接着钱穆论述了“讲

制度”的不易：首先，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第二，任何一项制度，绝不是孤立

存在的。各项制度间，必然是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第三，制度虽像勒定为成文，其实还是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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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随时有变动。第四，某一项制度之逐渐创始而臻于成熟，在当时必有种种人事需要，逐渐在酝

酿，又必有种种用意，来创设此制度。第五，任何一制度，绝不会绝对有利而无弊，也不会绝对有

弊而无利。（时代意见、历史意见）第六，国别性。第七，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

部文化史。从政府组织、考试、赋税、国防兵役四个角度来指陈历代政治制度的沿革，“纯从历史

事实上来比较它的好坏，根据当时人的意见来说明它的得失 。” 

 “我们讲政治制度，有一些确实是制度，有一些则只是叫做事件或法术。制度指政而言，法

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

度。而法术则出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而且一制度之成立，也当然有许多复杂关系，

总不免夹带有一些私意的”。“论汉代，西汉可以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论唐代，

确实可以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明代，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

说它是一些制”。  

问题：如何理解明朝的“有许多只能说它是一些事，不能说它是一些制”当中的“事”与前文

的的“人事”是否是一个含义？ 

从制度与人事、制度与法术来看明代的政治制度，将明代的政治制度在钱穆所论述的汉、唐、

宋、明、清五朝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对明代会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3、明代的政治制度 

1）明代的政府组织 

A.明代之中央政府 

·文官 

明代中书门下俱废，只剩尚书省，尚书令与左右仆射都不设，尚书省没有长官，六部分头负责，

叫做“六部尚书”，是“秃头的尚书”，明代六部升本司为部长（唐宋六部每部第一个司称本司，尚

书省有尚书令与左右仆射为别为正负长官），因此，在明代，六部就只有六个尚书（2品），变成“多

头的衙门”，六部各不相属。 

·监察与行政、司法 

都察院（由御史台变来），专掌弹劾纠察，全国各事都在都察院监督之下。 

都察院+六部=七卿 

通政司：管理章奏，全国一切奏章送给皇帝的，都归通政司，是公文出纳的总机关。 

大理院：主平反。 

刑部尚书+大理院+都察院=三法司（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 

都察院+六部+刑部尚书+大理院=九卿 

只前七卿较重要，九卿之上更无首长，有卿无公，成了“多头政府”，诸长官全成平列，上面

总其成者是皇帝。 

·武官 

大都督。全国有五个大都督府，只管带兵打仗。征调军队、动员工作归兵部。 

·结果 

一切大权，就集中到皇帝。看似如此，也有例外，并不是全由皇帝裁决。 

B.明代内阁制度 

·明代皇帝的秘书处，称为内阁。 

·职权的变化：渐渐加重 

内阁学士在太祖时，是皇帝的顾问，皇帝有不懂得事，可以随时问他们，听他们意见，作皇帝

之参考。 

皇帝奏章批答，不能一一亲自动笔，口授大学士写出，作为“传旨当笔”，大学士只照皇帝意

见写下。 

后来，皇帝由于政事繁多、精力萎缩等原因“便只有偷懒，将政权交付于内阁，阁权慢慢地重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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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变内阁权重而官阶低的问题，内阁大学士通常由尚书和经筵讲官（皇帝的老师）来兼任，

“某部尚书兼某阁（殿）大学士”，尊在本官，不尊在兼职。“明代的内阁大学士，就管制论，绝对

不能和汉唐宋时代的宰相地位相比论”。  

·大学士“官职地位低，政府里的权任高” 

·皇帝与大学士之间：太监 

由于皇帝和内阁不经常见面，在二者之间给了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 

影响：制度牵制着人事。从张居正的例子看“权臣”与“大臣”。 明代废宰相，张居正本是内

阁大学士，并无宰相权力，却以相体自居。“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的地位的。在中国传

统制度下，宰相无事不该问，无权不该把。他不问事，不当权，是失职，是无能。”张居正“并非

宰相，而问事揽权，是奸臣，是权臣。权臣弄权，这事违反国法的，也是违反政治上的传统道德的”。 

钱穆对“法治论”者推崇张居正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指出，张居正没有事先改正制度，在制度下曲

折前进，至少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此项制度（废宰相）之要不得”。 

C.明代地方政府 

钱穆举黄梨洲（注意上面：废宰相）和顾亭林来说明明朝的政治制度和眼下出路，并认为，从

中国传统历史意见论，地方政府制度最好的是汉代，其次是唐代。他从驿站的管理、驿站建筑的兴

衰、公路等属于地方政府的事的角度来得出：明代的地方政治较之前代远逊。 

D.元明以下之省区制度 

“行省”成为正式制度在元代。“省”是衙门名，非地域名。金元两代，开始有行中书省。行

中书省是由中央宰相府（都省）分出一个机关驻扎在外面。中国是作为征服地。行省长官是中央官

到地方，行中书省是流动的中央政府，是中央侵入了地方。实际上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

事控制，战略险要尽分开。 

明朝延续元朝的这一制度，“元代这一制度，明朝人自然懂得他的用意”。由于中书省以废，随

将行省长官改为承宣布政史，全国划分为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使”是官，“司”是衙门。地方行

政首长最高一级官是布政使，非常设巡抚总督。地方行政称为称为布政使司，名不正言不顺。 

E．明代地方之监司官与督抚（地方政治上面之高压） 

·三司：承宣布政使（行政）藩司，下有参政、参议等官 

提刑按察使（司法）臬司，下有副使等官 

都指挥使  （军事） 

·非常设巡抚总督 

在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之上的更高一级的官。  

F.明清两代之胥吏（地方政治下面最要之毛病：清流浊流之分） 

4、明代考试制度 

1）进士与翰林院 

A.进士及第及翰林院 

·明代：明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一百余员，弟子无算。又凡生员入学始得应

举，则学校与考试两制度已融合为一，此实唐宋诸儒所有志而未逮者。  

府县考，录取了叫入学，又叫县学生，即秀才，有名无实，并无正式的县学。 

·省考：地点在各直省的省会，叫乡试，中试者称举人 

·中央：各省举人送到中央，集合会考，叫会试，中试者称进士，即进士及第。 

·进士及第之后，留馆，留在中央政府读书，由资格老的前辈进士出身来教，读书满三年，加

一次考试，成绩好的，入翰林院，即散官。 

·结果：只有进士及第，进翰林院的人才能当大官，如此“科举场中也分了流品”。两汉到唐

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先做起，但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明以后，则分层，秀才、举人没法当大

官。依然是重法不重人。 

B.八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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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产生了明中后期的资格与朋党，科举考试经义渐渐便成为八股，学问空疏，翰林院也逐

渐腐化。  

5、明代赋税制度 

1）黄册：登记户口（户口很久不查，黄册就没有了）。以户为主，每十年更定一次。“限民名

田之意。”抑制兼并。是，由于人事的原因，后来就乱了，兼并之风益盛，改皇册以迁就此种兼并

之恶风。 

2）鱼鳞册：登记田亩（宋代既有，相沿至今）明代始为政府普遍使用，成一制度。 

结果：鱼鳞册远在嘉靖以前就等于废弃了。 

3）一条鞭法 

把民间差役杂项，一并归入田赋项下，计亩征银，以求手续之简便。 

南方便利，北方深感不便，施行不久也紊乱了。 

6、明代兵制 

明代武功，较之唐代相差并不远。明代施行卫、所制度，如唐代府兵制。 

军区：设在一个府里的叫所，连着两个府的叫卫。5600 人为一卫，1128 人为一所，112 人为

一百户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打仗时，朝廷派将军（总兵官），带卫所军队。战事

结束，总兵官把兵权交出，军队回归卫所。平时卫所军给田自养，国家不要赋税。 

学习目标： 

1.了解一条鞭法的特点、目的及其影响 

2.掌握明代科举制度的异化过程及其对政治与社会的影响。 

作业：阅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清代部分 

知识单元 7：钱穆论清代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制度与法术 

 “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

没有一定恰好的界限。”在钱穆的学术语境下，所谓之“公”应该是指制度为万民这层，也就是说

一个制度当有其内在的用意和精神，旨在维护一个社会的福祉而不是仅停留在一家之天下。相对的

“私”指的是制度设计者意在维护一己之私，一家之私。法术是一系列的权宜之计，是为了一时行

事之方便或实现专对于某些人而言的短期利益而采取的方略。 

2、钱穆对于清代政治制度的“公”与“私”的判断 

清代的政治制度形式上根据了明代的许多制度。实际上之前钱穆论明代的时候已经明确指出明

总体的政治趋势是皇权的不断加强伴以中央集权的强化，这背后潜藏的是明制的设计者或是为了贪

一时方便，或是为了适应一时的人事推迁，在设计制度时背离了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之内在精神的走

向。而在清代，制度设计仍然在明制里面找依据，还加上要维护满洲部族统治的私心，清代的政治

实际上只有法术，没有制度。这是钱穆对于清代政治的总体判断。 

3、清代的中央政府 

①军机处的设立：由实行军事管制的特殊时期下的特殊机构演变而来。原本是为了保证军事机

密，才由军机处不经过内阁就发出命令的。军机处常规化以后，皇帝和几个挑出来的内阁大臣在军

机处商量政事，军机大臣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 

②六部尚书的变动： 

A：削减六部的权力。六部尚书不能直接对下发命令，尚书和侍郎皆可以单独上奏。 

B：分别设立满汉两名尚书和四名侍郎。每一个都可以单独向皇帝上奏，这等于一个部门有了

六个长官。通过这两个变动，六部失去了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机构的意味，变成了为皇帝办事的个

人的集合。六部本身有牵制皇权的作用，如此已经失其功能了。这些措施也还是皇帝为攫取权力而

运用的法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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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禁止专折言事。只允许中央的六部尚书、侍郎和地方的总督、巡抚、藩台、按察使专折言事。 

4、清代的地方政府 

钱穆讲清代地方政府这一部分比较简短，但强调了清代地方政治关键的一个面向，就是贬抑地

方官的权力。这是通过不断增加地方行政分级和中央派出监察官员来实现的。 

5、清代考试制度和官吏任用 

清代部族政权下，考试制度正如缓兵之计，把士人软禁在求官之途中，消弭反抗，维护部族统

治。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清楚： 

①为官之人，在满人总人数远少于汉人情况下，满人多于汉人。 

②中央官员中满人多于汉人，满人多身居要职，设无用之职，由汉人填补。 

③满人晋升易，汉人晋升难。汉人待身居要职都已满头花白，垂老气尽了。 

5、晚清中国政治社会之困局 

（1）钱穆对民众的反抗运动的评价：没有制度上的建树，以失败告终。 

（2）钱穆对知识分子领导的变法与革命之争的评价 

民众的反抗是不满于满清统治者的压迫，那么知识分子对于晚清困局的认识显然是要更深刻一

些，也更焦虑一些。钱穆对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变法论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论进行了评价，这

背后隐藏着钱穆对于晚清困局的判断和如何走出困局的设想。 

学习目标： 

1.了解清代以来中国社会蕴含的内在危机。 

2.重点掌握清代中央政府的集权化趋势及其演变逻辑 

知识单元 8：期末讨论课：学生读书报告讲评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每名学生提前完成老师布置的导读提纲和读书报告的作业。由老师从中选择具有代

表性的读书报告 4篇，在课堂上由同学展示自己的读书报告，每位同学展示的时间为 15分钟，然

后由教师进行讲评并引导学生展开讨论与批评。 

学习目标： 

1.了解课堂讨论课的讨论方式、讨论规则。 

2.掌握读书报告与导读提纲的写作规范、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导论：历史学与社会学 2  

2 温情与敬意：《国史大纲》导论导读 2  

3 钱穆论汉代（上） 2  

4 钱穆论汉代（下） 2  

5 钱穆论唐代（上） 2  

6 钱穆论唐代（中） 2  

7 钱穆论唐代（下） 2  

8 钱穆论宋代（上） 2  

9 钱穆论宋代（中） 2  

10 钱穆论宋代（下） 2  

11 钱穆论明代（上） 2  

12 钱穆论明代（中） 2  

13 钱穆论明代（下） 2  

14 钱穆论清代（上） 2  

15 钱穆论清代（下） 2  

16 期末讨论课：学生读书报告讲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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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是主要面向本专业学生的专业选修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本课程教学重点在于让学生充分了解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特点，了解传统政治制度的

演变与沿革，并结合具体的文本与相关文献了解制度演变背后的社会基础与具体机制。 

难点：培养学生对经典著作的阅读兴趣，培养学生基本的阅读方法。同时，对于文本中一些重

要概念的理解与把握，对作者论述逻辑的掌握和深入体会，是这门课程教学中的难点所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教学 

2.课堂讨论 

3.课后阅读 

教学手段： 

1.多媒体设备的应用 

2.传统课堂讲授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每次专题都要求学生在课后完成课程布置的阅读材料。学生的课程自主

学习主要体现在提前阅读相关文献并进行小组讨论等方面。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中要求学生提交一次以导读提纲为内容的期中作业，期中成绩占期末总

评的 20%，期末论文占 70％。 

7、作业要求： 

每个知识单元之后，会布置相应作业。作业的形式主要以布置阅读材料为主。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课程情况和本校本专业情况，本课程教学依据的文本为经典学术著作，无须自主编写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钱穆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4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钱穆著《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 3版 

执笔：孟庆延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法社会学专题 
The special subject of sociology of law 

课程号：4230101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全校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通过先修课程的基础，让学生锻炼和提高专题研究的能力，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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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提升将此前所学的社会学、法社会学、法学等相关理论知识进行综合运用的能力；2、训练学生

如何去深度研究法律现象与法律现实，增强他们分析问题与学术研究的能力；3、学习掌握更多的

法社会学相关知识，对法社会学学科有着更深入全面的系统了解与掌握。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思维能力训练，使学生掌握法社会学的知识理论、基本原理

与研究方法，并通过法社会学专题这门课程学习，检验社会学和法学专业学生前三年所学，训练学

生运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去深度研究法律现象或法律事实的能力，让学生今

后无论是从事研究工作还是实践工作，都能够掌握一种科学认知与科学思维的能力。同时，让学生

更系统、更全面地掌握法社会学知识。 

这门课程的内容视学生情况每年会有适度调整，若选修的学生多数未曾先修法社会学，则会讲

授法社会学研究方法一章，否则，这一章就不讲。另外，在法律的社会基础研究与法律文化研究这

二章中，根据学生情况选择讲，但大纲还是将这些选择章节都列入其中。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法社会学概况与研究方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法社会学发展的历史概况，区分西方与中国分别学习。 

2．传统的法社会学研究方法和作为法社会学的部门方法论有哪些，它们的基本 

内容与要点是什么。 

1、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有什么特殊性和普遍要求？它的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 

学习目标： 

1．熟悉与掌握中外法社会学概况与历史发展的脉络。 

2．了解法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总体情况与主要的研究方法论与方法，掌握法社会学研究方法的
特殊性与普遍要求及它的重要特征。 

3．掌握法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研究方法的基本知识、内容与特点。并能运用它去进行研究和

思考法律现象。 

思考题： 

    1、西方法社会学进入繁荣和成熟阶段的标志有哪些？ 
    2、第五阶段法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变化你认为喻示着什么？ 
    3、你认为三大传统研究范式对法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有何意义？ 
    4、当代西方法社会学的主要部门方法论有哪些？请以结构主义为例加以说明。 
    5、现象学与符号论在研究相同法律现象时有何联系与区别？ 
    6、行为主义方法论是否等于实证主义法学派的方法论？为什么？ 
    7、你认为冲突论与进化论在研究哪些法律现象时特别有价值？ 
    8、如何很好地运用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解释学来研究法律事实或法律现象？ 
    9、各种部门方法论是否可运用于同一法律现象的研究中，请举例说明。 
    10、法社会学的二大基本研究方法的特色是什么？ 
    11、你认为法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什么？ 
    12、你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有什么思考和建议？ 
知识单元 2： 法律的社会基础研究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学习法律是怎么从社会生活中起源的，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秩序与法律有什么关系。 

2、法律的物质基础有哪些，它与地理、生态、气候、人口等自然资源基础和经济、科技结构

与发展水平，制度设置、民族性格等社会资源基础之间有着怎么样的关系。 

3、法律的精神文化起源和内在的精神逻辑是什么，法律是如何在作为实践理性、社会控制工

具和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及其发展演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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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这一章的内容较深，包含的知识点也很多。通过学习，了解法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与重要理

论，让学生掌握法社会学的许多知识内容。 

2、通过这种经典研究的广泛学习，了解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的发展进程，进一步训练学生的 科

学研究的思维与方法。 

思考题： 

1、请你谈谈社会生活中法律的起源及其演进。 

2、你认为西方国家法律发展的基本进路与中国有何显著区别。 

3、如何理解社会变迁与法律进化的关系？ 

4、社会秩序与法律规则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5、为什么说地理、生态、气候、人口等自然资源基础是法律诞生的重要物质基础？ 

6、经济、科技结构与发展水平是怎样制约法律发展的？ 

7、为什么说制度设置、民族性格等社会资源也是法律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 

8、如何理解作为实践理性的法律？为什么说它是法律产生和发展的精神基础？ 

9、为什么说法律作为社会控制工具是法律的精神基础而不是物质基础？ 

10、作为文化的法律是如何体现其作为法律的精神基础的特质的？ 

知识单元 3：法律角色的法社会学分析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学习掌握柯特威尔对律师角色与法律职业、法院与法官角色、警察组织与警察角色的经典

研究及其相关知识。 

2、学习如何用文化分析范式研究中国当下刑辩律师角色，掌握其中的知识点与研究方法。 

3、学习掌握角色研究的一般理论，包括角色与组织的关联研究，角色的内、外部研究，角色

的混合研究的基本原理与知识。 

学习目标： 

1、掌握法律角色的相关理论与基本知识，了解与熟悉法律角色研究的基本方法与原理。 

2、通过柯特威尔与中国刑辩律师角色这二个典型个案的研究，掌握相应的角色研究的思维进

路与研究方法。同时，学习如何观察或描述特定社会语境下的法律事实或法律现象。 

思考题： 

1、柯特威尔是怎样研究法官、律师、警察角色的？请你分别梳理它们的研究进路。  

2、角色研究方法的一般原理是什么？通过其中之一角色加以说明。  

3、你认为借用柯特威尔研究方法可以研究哪些法律现象？  

4、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特点是什么？ 

5、角色研究你认为采用哪些部门方法论可以很好地阐析它？ 

6、这种研究方法与你认为的法社会学研究方法有何异同？  

知识单元 4：法律文化研究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法律文化概念的中外解释，尤其是托马斯.莱塞尔与戴维.奈尔肯的理解。 

2、学习弗里德曼在《法律制度》、《选择的共和国》中对法律文化研究的理论内容，掌握法律

文化研究的基本知识与研究方法。 

3、了解与学习劳伦.本顿对法律文化的研究内容与方法，掌握对法律文化研究的一般进路。 

学习目标： 

1、通过对法律文化这个概念的广泛介绍，了解法律文化概念的内涵及其相关知识。 

2、通过选取弗里德曼与劳伦.本顿二个对法律文化进行纵横研究的经典学习，进一步训练对特

定社会中法律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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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托马斯.莱塞尔是如何对法律文化作出解释的？ 

2、弗里德曼为什么要分内、外部法律文化进行研究？这样研究的价值是什么？ 

3、同属于外部文化，弗里德曼为什么要在《选择的共和国》中讨论法律文化与个人主义的关

系，而不将其纳入《法律制度》中的外部文化中来研究？ 

4、劳伦.本顿是如何在殖民体系中研究法律文化的？他这样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5、比较弗里德曼与劳伦.本顿法律文化研究的异同。 

6、在当下中国该怎样开展法文化研究？举例探讨中国社会法律文化是如何影响法官工作的？ 

7、如何从法文化视角展开法官制度、律师制度的研究？ 

8、从法社会学视角论证法律意识与法律文化的异同。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社会学概况 2  

2  法社会学研究方法 2  

3 法社会学研究方法 2  

4 法律的社会基础研究 2  

5 法律的社会基础研究 2  

6 法律的社会基础研究 2  

7 法律的社会基础研究 2  

8 法律的社会基础研究 2  

9 法律角色研究 2  

10 法律角色研究 2  

11 法律角色研究 2  

12 法律文化研究 2  

13 法律文化研究 2  

14 法律文化研究 2  

15 法律文化研究 2  

16 法律文化研究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学理论、社会学方法、法社会学、法理学 

后续课程：法律与社会研讨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大纲所列的法社会学的相关理论、知识与方法等内容，并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训

练与拓展思维方法与提升科学研究的能力。 

难点：这门学科的学习需要掌握横跨二个学科的基本知识，对于只有一门专业基础的本科生而

言，难度较大。另外，这门学科独特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也是难点所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老师讲解。 

2. 教材与原著阅读。 

3、课外阅读与写读书报告。 

教学手段： 

1. PPT。 

2.课堂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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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配套研讨课，学生自己找案例分析，老师评阅与点评。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列出法社会学经典著作，推荐重点阅读，学生自行掌握，要求写读书报告一至二份。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平时占 50%；期末考核占 5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思考题与预习相应课程。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了《法社会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讲义。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何珊君著《法社会学》，北大出版社，2013年 7月 第一版（教材获中国政法大学校级教学

成果三等奖）。 

2、Dr agan Milovanovic，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Criminal Justice Press Monsey，

New York2003. 

（二）推荐参考书 

1、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 1985 

2、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3、薄振峰：《斯通：法的综合解读》，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4、埃利希：《法律社会学基本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5、 R．柯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华夏出版社 1989 

6、劳伦斯．M．弗里德曼 著. 李琼英 林欣 译:《法律制度：从社会科学角度观察》 

7、劳伦斯．M．弗里德曼：《选择的共和国：法律、权威与文化》，高鸿钧等译，清华大学出版

社 2005年版 

8、劳伦.本顿：《法律与殖民文化》，吕亚萍 周威译，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9、R．柯特威尔：《法律社会学导论》，华夏出版社 1989 

10、孟德斯鸠 著 张雁深 译 《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 2004 

11、边沁 著.时殷弘 译：《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商务印书馆 2000年版 

12、康德 著. 沈叔平 译：《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商务印书馆 2002 

13、爱弥尔．涂尔干 著 渠东译《社会分工论》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0 

14、E．EHRLICH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SOCIOLOGY OF LAW》，HARVARD UNIVERSITY 1936 

执笔：何珊君 审稿：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20日 

 

历史人类学  
The Anthropology of  History 

课程号：4230101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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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 根据人类学历史研究的知识来源，梳理出三条脉络——来自对“原

始社会”的思考、来自对古代文明（如希腊、罗马、上古中国等）的思考，以及来自对西方现代性

的反思；2. 对这三条脉络上的奠基性的论著和重要作者分别进行介绍；3. 使学生能够意识到，历

史人类学研究并非只是民族志加史料，而是将历史作为一种整体的社会环境进行理解；它既涉及更

大尺度的人类文明史——这是早期人类学所擅长的，同时也涉及在轴心时代开始以后以各政治中心

的活动为显著表现的关系史，以及在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下的经济与等级表现。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原典阅读和教学研讨，使学生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来源、问题关怀、基

本分析概念等有所了解，并初步掌握人类学比较研究的方法。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巫术与原始思维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巫术研究 

2．原始思维研究 

学习目标： 

1．了解早期人类学原始社会研究的基本著作、理论主张。 

2．掌握一两个经典人类学对原始思维和比较研究的基本讨论方法。 

知识单元 2：王权与古代城邦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人类学的王权研究。 

2． 人类学的罗马法研究。 

学习目标： 

1．了解早期人类学对王权与神圣性、王权与社会的关系探讨。 

2．掌握人类学王权研究如何与罗马法进行对话。 

知识单元 3：世界体系 

参考学时：14学时 

学习内容： 

1. 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 

2. 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巩固：1600-1750 

3.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扩张的第二十七：1730-1840 

学习目标： 

1. 了解现代性的起源、扩散和意识形态。 

2. 掌握世界体系理论如何对现代社会进行整体分析。 

知识单元 4：后殖民与民族主义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关系 

2.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流布 

学习目标： 

了解现代性批判和历史反思的若干基本讨论。 

（二） 实践教学   

无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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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 2 

阅读参考文献： 

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新世界出版社，2006. 

2 
埃文斯-普理查德《原始宗

教理论》 
2 

阅读参考文献： 

埃文斯-普理查德：《原始宗教理论》，孙尚扬译，

商务印书馆，2001。 

3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 2 

阅读参考文献：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张文杰、何兆武译，

商务印书馆，1998。 

4 梅因《古代法》（上） 2 
阅读参考文献： 

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 

5 梅因《古代法》（下） 2 阅读参考文献：同上 

6 库朗热《古代城邦》（上） 2 

阅读参考文献： 

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

政制研究》，谭立铸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7 库朗热《古代城邦》（下） 2 阅读参考文献：同上 

8 
华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

（第一卷） 
2 

阅读参考文献： 

华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郭方等译，社科文

献出版社，2013. 

9 
华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

（第二卷） 
2 

阅读参考文献：同上 

10 
华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

（第三卷） 
2 

阅读参考文献：同上 

11 
华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

（第四卷） 
2 

阅读参考文献：同上 

12 达恩顿《屠猫记》 2 
阅读参考文献： 

达恩顿：《屠猫记》，吕健忠译，新星出版社，2006. 

13 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 2 

阅读参考文献： 

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顾杭等译，译林出

版社，2004. 

14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 2 

阅读参考文献： 

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译林出版

社，2001. 

15 萨林斯《历史之岛》 2 

阅读参考文献： 

萨林斯：《历史之岛》，蓝达居译，上海人民出版

社，2003. 

16 考核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人类学  

后续课程：政治人类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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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经典人类学对原始思维和比较研究的基本讨论方法、人类学的罗马法研究、世界体系理

论、现代性批判。 

难点：经典人类学对原始思维和比较研究的基本讨论方法、人类学的罗马法研究、世界体系理

论、现代性批判。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为选修课，每周 2学时。采用以教师讲解为主，结合阅读研讨的方式。其中阅读研讨在

每个知识单元进行一次，针对核心文本，提前一周指定 1-2名报告人做读书报告，其后有讨论和教

师总结。 

最重要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就是教师需要认真备课，尽力提高学生自己阅读的兴趣。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程自主学习应贯穿整个课程，学生应在课外时间尽可能多地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中考核与期末考查结合。期中考核指的是在学期中，也即课程进度过半的时候，

需要提交期中读书报告，3000 字以上，内容严格限定在本课程所涉及的阅读和参考书目范围。期

末考查应提交 5000 字以上的读书报告或课程论文，内容严格限定在本课程所涉及的阅读和参考书

目范围。在期末总评中，期中考核占 20%，期末考查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每个知识单元的阅读研讨课需要轮流做读书报告；期中提交一篇

不少于 3000 字的读书报告。期末课程论文需要有完整的论文封面，并按照学术论文要求，制作参

考文献。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国内通常的社会学史著作以史料编排为主，如果要刺激学生进一步思考，可能不够用；因此结

合本校学生实际，本课程应以原典篇章阅读为主。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参见《课程进度表》之“备注：参考文献”。  

执笔：杨清媚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课程号：4230101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心理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系统掌握人力资源管理的知识体系及基本的概念、理论，熟悉人

力资源管理常用的研究方法，了解基本的人力资源实务操作，学会运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科学理

论和实务方法解决各类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问题，有效管理组织的人力资源，充分发掘组织的人力

资源潜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 人力资源管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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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掌握人力资源管理的目的、定义和主要特征，掌握人力资源管理的任务与活动，熟

悉人力资源管理的功能与组织，熟悉人力资源管理的演变与发展。从而对人力资源管理的体系有一

个概要性的认识，并为随后各章的学习打下基础。 

学时分配：两学时 

学习内容 1 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 

一、人力资源的概念 

1. 人力资源的定义：人力资源是一种以人为载体的资源，是存在于人体中以体能、知识、技
能、能力、个性行为特征倾向等为具体表现的经济资源。 

2. 人力资源的主要特征。 

学习内容 2 人力资源管理的任务与活动 

一、人力资源管理的任务与活动 

1. 人力资源管理的任务：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任务就是：吸引、保留、激励与开发组织所需
的人力资源，促成组织目标的实现，从而使组织在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2. 人力资源管理的管理职能和作业职能 

二、人力资源管理作业职能的具体内容 

人力资源管理的作业职能可以分为几个部分：人力资源规划、招聘和选拔；人力资源开发；薪

酬、福利与考核；安全和健康；员工关系和劳资关系。 

1. 人力资源规划、招聘和选拔 

2. 人力资源开发 

3. 薪酬、激励和绩效考核 

4. 安全和健康：员工在安全的环境中工作并享受良好的保健，能够使其更有效地工作，从而
给组织带来长期的利益。 

5. 员工和劳资关系。 

三、人力资源管理各项职能的执行者 

1. 企业所有的管理人员。 

2. 专门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学习内容 3 力资源管理的演变 

一、早期的科学管理阶段 

科学管理运动出现于 20世纪初，它对现代组织管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1. 泰勒及其科学管理的四项原则。 

2. 泰勒理论的应用及效果。 

3. 泰勒管理对人性的压制。 

二、人事管理阶段 

1. 企业出现了专门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和人事管理部门。 

2. 专业化的人事管理和人事管理部门的出现的理论基础：古典管理学派提出的行政组织管理
模式。 

3. 基本属于行政事务性的工作。 

三、人力资源管理阶段 

1. 人事管理的质变 

2. 人力资源管理阶段的特色 

3. 人力资源管理与人事管理的区别 

作业： 

1. 你自己的语言给人力资源管理下个定义，你认为人力资源管理包括哪些内容，主要的目的
是什么？ 

2. 人力资源管理主要包括那几方面的内容，它们各自对组织和员工的发展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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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请分析早期科学管理阶段、人事管理阶段和人力资源管理阶段在人力资源的任务和性质上
有哪些本质的差异？ 

知识单元 2 工作分析一：工作分析的概念和实施 

学习目标：掌握工作分析的定义以及常用的术语，理解工作分析的作用，熟悉工作分析的主要

内容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掌握工作分析的主要步骤。 

学时分配：两学时 

学习内容 1 工作分析的概念和作用 

一、工作分析的定义 

1. 工作分析的定义：工作分析包括工作分析和工作评价两部分内容。 

(1) 工作分析，是借助于一定的分析手段，确定工作的性质、结构、要求等基本因素的活动。 
(2) 工作评价，是依据工作分析的结果，按照一定标准，对工作的性质、强度、责任、复杂性

及所需资格条件等因素的程度差异，进行综合评价的活动。 

2. 工作分析的基本术语 

二、工作分析的作用 

1. 工作分析是整个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基础。工作分析为管理活动提供各种有关工作方面的
信息，这些信息概括起来就是提供每一工作的 7W： 

2. 工作分析信息的用处 

(1) 组织设计 

(2) 人事管理 

(3) 工作和设备设计 

(4) 其他用处 

学习内容 2 工作分析的实施 

一、程序内容和主要解决的问题 

工作分析的实施包容了以下几方面工作内容： 

1. 管理方面。对于这一方面的工作，应主要解决的问题。 

2. 设计方面。这方面工作主要解决如何进行分析活动的问题。 

3. 收集分析方面。工作信息的收集、分析、综合工作是工作分析的核心内容。 

4. 结果表达方面。分析结果的表达形式主要是工作说明书，它综合了工作描述和任职说明两
部分内容，顾及工作性质和人员特性两个方面。 

5. 运用方面。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是利用工作分析的结果进行职务评价。 

6. 控制方面。工作分析中的控制活动是贯穿于全部工作分析过程的不断调整的活动。 

二、工作分析的实施 

1. 确定工作分析的目的。 

2. 确定工作分析的程序。一般的工作分析程序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3. 建立有效的沟通体系。 

4. 调查组织特性。 

5. 收集分析工作信息进行职务描述、编写工作说明书。 

6. 进行工作评价：工作评价是依据工作分析的结果（工作说明书），按照一定标准，对工作
的性质、强度、责任、复杂性及所需资格条件等因素的程度差异，进行综合评估的活动。 

(1) 工作评价的主要功能。 

(2) 工作评价的方法。 

作业： 

1. 组织为什么要进行工作分析? 

2. 针对不同目的工作分析在侧重点上有何不同？ 

3. 工作分析一般应当遵循怎样的流程，在每一步骤中应当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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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3 工作分析二：工作说明书和工作分析的方法 

学习目标：掌握工作说明书的构成，熟悉工作说明书编写的注意事项。掌握编写工作说明书的

主要方法：工作实践、观察法、面谈法、写实法、典型事例法、关键事件法。 

学时分配：两学时 

学习内容 1 工作说明书的内容 

一、工作说明书的组成 

1. 基本资料。 

2. 工作描述。 

3. 任职资格说明。它包括： 

4. 工作环境。 

二、工作说明书编制的注意事项： 

1. 工作说明书的内容可依据工作分析的目的加以调整，内容可简可繁。 

2. 工作说明书可以用表格形式表示，也可以采用叙述型。 

3. 工作说明书中，如有需个人填写的部分，应运用规范用语，字迹要清晰。 

4. 实用浅显易懂的文字，用语要明确，不要模棱两可。 

5. 工作说明书应运用统一的格式书写。 

6. 工作说明书的编写最好由组织高层主管、典型任职者、人力资源部门代表、工作分析人员
共同组成工作小组或委员会，协同工作，共同完成。 

学习内容 2 工作分析的常用方法 

一、工作实践 

工作实践是指工作分析人员实际从事所分析的工作，在工作过程中掌握有关工作要求的第一手

资料。 

二、观察法 

观察法是工作分析人员通过对特定对象的观察，把有关工作各部分的内容、原因、方法、程序、

目的等信息记录下来，最后把取得的职务信息归纳整理为适用的文字资料。 

1. 在进行观察记录时的注意事项。 

2. 观察法的特点 

3. 观察法存在的问题 

三、面谈法 

面谈法是通过工作分析人员与工作执行者面对面的谈话来收集信息资料的方法。是用来确定各

种工作所需要的任务、责任和行为的最普遍的技术。 

1. 在进行实际的面谈之前，工作分析人员应有充分计划并接受面谈技术方面的训练。 

2. 面谈法的优点， 

3. 面谈法的不足。 

四、写实法 

写实法主要通过结构化的问卷来收集信息，常用的方法有：职务调查表法、工作日志法和核对

法。 

1. 职务调查表的编制。职务调查表是根据工作分析目的、内容等所编写的结构性调查表，由
工作执行者填写后回收整理，提取出工作信息。 

2. 工作日志的编制：工作日志就是按时间顺序记录工作过程，然后经过归纳提炼，取得所需
工作信息的一种职务信息的提取方法。 

3. 核对法：核对法是根据事先拟定的工作清单对实际工作活动的情况进行核对，从而获得有
关工作情报的一种方法。 

五、典型事例法 

典型事例法是对实际工作中具有代表性的工作者的工作行为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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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键事件法 

1. 在工作分析信息的收集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工作者有时并不十分清楚本工作
的职责、所需能力等。此时可以采用关键事件法。 

2. 具体的方法是，分析人员可以向工作者询问一些问题。 

3. 对于解决关键事件所需的能力、素质，还可以让工作者进行重要性的评定。 

作业： 

1. 工作说明书有哪些部分组成？ 

2. 工作分析常用的方法有哪些，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知识单元 4 人力资源规划一：人力资源规划的内容和程序 

学习目标：掌握人力资源规划的定义，理解人力资源规划的意义与目标，熟悉人力资源规划的

动态性。掌握人力资源规划的操作流程，以及每一步骤需要收集的信息和所要达到的目标：核查现

有人力资源的、人力需求预测、人力供给预测、起草计划匹配供需、执行规划和实施监控、评估人

力资源规划。 

学时分配：两学时 

学习内容 1 人力资源规划的概念和意义 

一、人力资源规划的定义 

1. 人力资源规划是指使企业稳定地拥有一定质量和必要数量的人力，以实现包括个人利益在
内的该组织目标而拟订的一套措施，从而求得人员需求量和人员拥有量之间在企业未来发展过程中

的相互匹配。 

二、人力资源规划的意义与目标 

1. 意义：持续和系统地分析企业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对人力资源的需求，并开发制定出与企
业组织长期效益相适应的人事政策。 

(1) 目标：人力资源规划确保组织实现的目标。  

2. 为达到以上目标，人力资源规划需要关注的焦点。 

三、人力资源规划的动态性 

1. 动态的人力资源规划和开发观念。 

2. 动态的人力资源规划和开发体现在几个方面。 

3. 规划的具体步骤分六步进行： 

（1） 现有人力资源核查 

（2） 人力需求预测 

（3） 人力供给预测 

（4） 起草计划匹配供需 

（5） 执行计划和实施监控 

（6） 评估人力资源规划 

学习内容 2 人力资源规划的操作流程 

一、人力资源规划的具体步骤：  

1. 现有人力资源核查 

2. 人力需求预测 

3. 人力供给预测 

4. 起草计划匹配供需 

5. 执行计划和实施监控 

6. 评估人力资源规划 

二、核查现有人力资源  

核查现有人力资源关键在于人力资源的数量、质量、结构及分布状况。这一部分工作需要结合

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系统和工作分析的有关信息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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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力需求预测 

主要是根据企业的发展战略规划和本企业的内外部条件选择预测技术，然后对人力需求的结构

和数量、质量进行预测。 

1. 预测因素：在预测人员需求时, 应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对人员需求的数量上和质量上以及构

成上的影响。 

2. 资料准备：为了获得既实事求是又有远见的预测结果, 必须广泛收集影响预测目标的各种

有关资料, 包括可控与不可控的内部和外部的相关资料。 

3. 收集资料的方法可考虑使用文献调查、询问调查法、个人面谈法、专家咨询等方法。对调
查的资料要加以整理、分析, 删除由于偶然因素造成的不能确认准确的材料。 

4. 人力需求预测程序 

5. 人力需求的预测技术方法 

四、人力供给预测 

人力供给预测包括两部分：一是内部拥有量预测，即是根据现有人力资源即其未来变动情

况，预测出规划各时间点上的人员拥有量；另一部分是对外部人力资源供给量进行预测，确定在

规划各时间点上的各类人员的可供量。 

1. 内部拥有量预测 

2. 外部人力资源供给预测 

五、起草计划匹配供需 

1. 确定纯人员需求量。 

2. 制定匹配政策以确保需求与供给的一致。 

（1） 晋升规划 

（2） 补充规划 

（3） 培训开发规划 

（4） 配备规划 

（5） 职业生涯规划 

（6） 继任规划 

3. 具体行动方案 

六、执行规划和实施监控 

可以只报告对全公司的雇佣的总数量（确认那些在岗的和正在上岗前期的）和为达到招聘目标

而进行的招聘的人员数量。同时应报告与预算相比雇佣费用情况如何，损耗量和雇佣量的比率变化

趋势如何。 

1. 执行确定的行动计划。 

2. 实施监控。 

七、评估人力资源规划 

作业： 

1. 人力资源规划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2. 人力资源规划的具体实施步骤？ 

3. 如何评价人力资源规划的效果？  

知识单元 5 人力资源规划二：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和供给预测的方法 

学习目标：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人力资源需求预测需要达到的目标，掌握常用的人力资源需求

预测的方法，以及每种预测方法的操作流程。熟悉每种方法的优缺点以及适用的组织类型。 

学时分配：两学时 

学习内容 1 人力资源需求预测的方法 

一、直觉预测法——定性预测 

1. 上级估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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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尔菲(Delphi)法 

3. 岗位分析法：对具体岗位的工作内容和职责范围进行引伸, 分析从事该岗位工作应具备的

基本条件，得出工作量、用人数目等预测意见。 

4. 替换单法 

二、数学预测法——定量预测 

1. 时间序列分析法：该方法根据准确、及时、系统、全面的历史统计资料,l一定的数学模

型, 预测人力资源的发展，常用于短期和中期的预测，在长期预测中不用。 

2. 回归分析：一元线性回归法和多元线性回归 

学习内容 2 人力供给预测 

一、人员核查法 

1. 如前所述，人员核查法是对现有企业内人力资源质量、数量、结构和在各职位上的分布
状态进行核查，以便确切掌握人力拥有量。 

2. 在企业规模不大时，核查是相当容易的。若企业规模较大，组织结构复杂时，人员核查
应建立人力资源的信息系统。 

3. 这种方法是静态的，它不能反映人力拥有量未来的变化，因而多用于短期人力拥有量预
测。虽然在中、长期预测中使用此法也较普遍，但终究受企业规模的限制。 

二、替换单法 

对管理人员供给的预测用替换单法。替换单法是人力拥有预测较早的一种方法。 

三、马尔科夫模型 

1. 马尔科夫预测模型是用来预测具有等时间间隔（如一年）的时刻点上各类人员的分布状
况。 

2. 模型规定：在给定时期内从低一级向高一级或从一职位转移到另一职位的转移人数是起
始时刻该类总人数的一个固定比例，即转移率。若各类人员起始人数、转移率和未来补充人数已

给定，则各类人员的未来数（即未来人员分布状况）就可以预测出来。 

3. 马尔科夫模型有简单型和复杂型，可用计算机进行大规模处理，因而具有相当的发展前
途。 

四、计算机模拟 

1. 运用这种技术，预测者可以变换人事政策以判定这种变化对未来人员供给的影响，从而
获得一系列与各种不同人事政策相对应的人力供应状况。因此，这是一种具有相当发展前途的预

测技术。 

2. 在人力供给预测方面，利用计算机技术可预测因下列因素对供给的影响。 

作业： 

1. 人力资源需求预测的技术有那几种，各自适用何种情况？  

2. 人力资源需求预测的技术中，哪些是定性的预测方法，哪些是定量的预测方法？ 

3. 人力资源供给预测的技术有那几种，各自适用何种情况？ 

知识单元 6 人员招聘一：人员招聘的意义和步骤 

学习目标：理解建立人员招聘与录用系统的意义，掌握招聘过程中需要遵循的原则。掌握人员

招聘八个步骤，掌握筛选人员的程序，熟悉人员评估的内容和方法，熟悉人员评估考查的方面。 

学时分配：两学时 

学习内容 1 人员招聘概述 

一、建立人员招聘与录用系统的意义 

1. 为组织不断补充新生力量，实现组织内部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组织扩大经营规模和调
整结构提供人力资源上的可靠保证。 

2. 减少人员流动，提高组织队伍的稳定性，因为合理的招聘录用能使人才恰当地胜任工作并
从工作中获得高度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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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减少人员培训与开发的开支，或者提高培训的效率。 

4. 使管理活动更多地投入于如何使好员工变得更好，而不是花在改造不称职的员工上，提高
管理的效率。 

二、招聘的原则 

1. 人员招聘录用以提高组织效率、提高组织竞争力、促进组织发展为根本目标，为组织人力
资源管理确立第一基础。 

2. 人员招聘必须坚持计划性原则，必须制订人员招聘计划来指导员工的招聘工作。 

3. 人员招聘必须坚持贯彻任人唯贤、择优录用的原则，充分配合组织各机构、部门的工作需
要，为组织提供可靠、及时的人力保障。 

4. 招聘员工的程序要坚持科学化原则，制订一套科学而实用的操作程序，使招聘工作有条不
紊地进行，保证为组织挑选出高质量的合格人选。 

学习内容 2 人员招聘步骤 

一、人力需求诊断 

1. 人员招聘的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种：新公司的成立；现有职位因种种原因发生空缺；公司业
务不断扩大；调整不合理的职工队伍等，由此而提出人员增补需求。 

2. 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是准确地把握有关组织对各类人员的需求信息，确定人员招聘的种类
和数量。 

二、制订招聘计划 

招聘计划的主要内容。 

三、人员招募 

1. 组织内部人员调整：组织内部调整应先于组织外招聘，尤其对于高级职位或重要职位的人
员选聘工作更应如此。 

2. 外部选聘，发布征聘信息及广告。 

四、求职者筛选与录用 

一般来说，人员的选择过程可以分为如下几个步骤。 

1. 初步面试：选择过程常常从初步面试开始。这种对求职者进行初步筛选的目的是排除那些
明显不合要求的人。在这个阶段，面试考官一般问一些简单的问题。 

2. 评价申请表和简历：对求职人员申请表及个人简历的评价是招聘录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 

3. 选择测试 

4. 雇佣面试 

5. 证明材料和背景材料的核实 

6. 体检 

7. 录用决策 

8. 录用结果的反馈 

9. 资料存档备案 

五、录用人员岗前培训 

1. 培训目的 

2. 培训内容 

六、试用员工上岗试用 

1. 试用目的 

2. 试用周期：培训合格者上岗试用，试用周期一般为三个月；特殊岗位的试用期可为六个月. 

七、试用期满进行任职考核 

对试用期满员工的工作绩效和工作适宜性进行考核评价，考核合格者可予以录用，正式录用前

应由人力资源部和聘用部门负责人约见受雇者谈话，征求并尊重其本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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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新员工上岗任用 

颁发“正式录用通知”，并与聘用者签定“聘用合同”，新员工上岗任用。 

学习内容 3 筛选人员的基本方法 

一、人员评估 

人员评估是指根据来自各方面的有关求职者的信息对求职个体作出客观评价的一种进行人员

录用决策的辅助手段。人员评估工作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根据对职位的具体要求，确定需要对求职者哪些方面进行评价 

2. 根据要求设计评估程序及内容 

3. 考查求职者各方面的能力及特点 

4. 对求职者作出总体评价，写出评价报告 

5. 根据总体评价对人员甄选录用提供参考性建议。 

二、人员选择的方法和评估工具 

主要介绍选择测试。选择测试一般由各种知识考试、技能考试、智力/能力测试、需求/动机测

试、人格测试、综合能力测试等组成。 

1. 知识 

2. 技能 

3. 智力因素 

4. 非智力因素： 

5. 综合素质 

作业： 

1. 人员招聘需要遵循哪些原则？  

2. 人员招聘一般需要经过哪些步骤，每一个步骤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3. 人员选择有哪些常用的方法，需要评价的要素包括哪些？  

知识单元 7 人员招聘二： 招聘计划和人员筛选技术 

学习目标：掌握招聘计划的制定与选择，了解招聘方法与招聘来源的匹配；掌握筛选人员的四

种主要技术及各自的特点。掌握内部招聘的基本概念和常用的方法。 

学时分配：两学时 

学习内容 1、招聘计划与渠道 

一、 招聘计划的制定 

1. 制定招聘计划的意义 

2. 招聘计划的主要内容 

二、招聘计划的选择 

1. 招聘来源的选择：招聘来源是能够发现具备资格的员工的地方。一般来说，人员的招聘的
来源可以分为内部来源和外部来源这两个渠道。 

2. 招聘方法的选择 

3. 招聘方法与来源匹配 

学习内容 2 人员筛选技术 

一、笔试 

1. 笔试是让应试者在试卷上笔答事先拟好的试题，然后由评估人员根据应试者解答的正确程
度予以评定成绩的一种测试方法。 

2. 笔试法的优点。 

二、面试 

1．面试的优缺点 

2．面试程序 

3．面试考察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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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理测试法 

科学的心理测验具有以下特点： 

1．客观性 

2．标准化 

3．有稳定的常模 

4．测验信度 

5．测验效度 

四、行为模拟法 

行为模拟法也称情境模拟法，是一种在控制的情境模拟状态下进行的练习，在行为模拟过程中，

求职者表现出与组织目标方面相关的行为。在人员评估中常用的行为模拟法有以下几种形式： 

1. 工作任务完成 

2. 角色扮演（推销员与顾客、上司与下属、服务人员与客户） 

3. 评价中心技术 

学习内容 3 内部招聘和内部劳动力市场 

一、内部招聘 

1. 内部招聘的优缺点。一般来说，组织要填补一个空缺职位，既可以从内部提升，也可以从
组织外部选聘。我们将前者称为内部招聘。 

2. 用内部候选人填补职位空缺的优点。 

3. 内部招聘的常用方法 

作业： 

1. 人员招聘计划的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2. 招聘方法和招聘来源之间应该进行怎样的匹配？  

3. 筛选人员的四种主要技术是什么，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  

4. 评价中心技术适用于招聘什么样的人员，为什么？ 

知识单元 8： 绩效考核一：绩效考核的程序和方法 

学习目标：理解绩效考核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掌握绩效考核的程序、方法、实施中应当注意的

问题及绩效考核管理的要点，培养应用绩效考核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实际操作能力。 

学时分配：两学时 

学习内容 1 绩效考核概述 

一、绩效考核的目的 

绩效考核是指收集、评价和传递员工在其工作岗位上的工作行为和工作成果信息的过程，是对

员工工作中的优缺点的一种系统描述。绩效考核的目的： 

1. 帮助员工认识自己的潜在能力并在工作实际中充分发挥这种能力，以达到改进员工工作的
目的和促进员工的培训与发展。 

2. 为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提供制定有关人力资源政策和决策的依据。 

3. 有利于改进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企业从定期的工作绩效评估中可以检查诸如招聘、培
训和激励等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方面的问题，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便今后的改进。 

二、绩效考核的程序 

1. 建立绩效标准。员工的工作绩效必须与某一个固定的标准相对比才可能得出公正的评价，
工作标准越明确，绩效评估才可能越明确。 

2. 正式评估。将所设定的标准和员工实际工作绩效比较衡量，加以评估。评估的方式可由直
接主管逐级考核，或由各级主管研究决定。 

3. 结果反馈。将评估结果作为企业组织的反馈，用于规划奖惩、提职等人力资源的有关活动，
并作为员工个人的反馈，以修正或激励员工的工作态度与行为。 

三、有效的评价体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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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绩效评价体系旨在提高个人和小组业绩的共同发展，下列诸因素有助于实现这个目的。 

1. 与工作相关的标准：用以评价员工业绩的标准必须是与工作相关的，可以清晰地反映工作
的成效。 

2. 业绩期望：在考核之前，必须使员工明确知道组织对自己的业绩期望，指导他们更好地实
现预期的业绩目标，并用它们可理解的标准来评价他们。 

3. 标准化：标准化的一方面是指对在同一负责人领导之下从事同种工作的员工应使用同一评
价方法对其进行评价；标准化的另一方面是提供正规的文件，员工应在考核结果上签字。 

4. 合格的评价者：评价员工业绩的责任应分配给至少能直接观察到工作业绩典型样本的一人
或一些人，通常是被考评者的直接领导 

5. 公开交流：一个好的评价体系会提供给员工关于业绩考评结果的持续性反馈，并允许员工
审查考评结果；同时也允许相关管理人员直接了解被考评者的有关信息，从而进行预期管理。 

学习内容 2  绩效考核的方法 

一、 评价尺度表法 

二、交替排序法 

三、配对比较法 

四、关键事件法 

五、行为锚定等级评价法 

学习内容3   绩效考核的组织与管理 

一、 绩效考核的组织 

1. 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与直线管理人员应一起设计一个符合各部门及各岗位情况的绩效目标
和绩效标准，并取得员工的接受和认可。 

2. 在绩效实现过程中，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及直接主管应给予辅导和帮助。 

3. 在绩效考核开始之前，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应对确定的考核者进行适当的培训并确定考核方
法，之后由考核者对被考核者进行评分，并将评分结果交人力资源部，由专业人员进行汇总分析后

由考核委员会确认考核结果。 

二、考核主体的选择 

不同的考核主体对考核结果有不同的影响： 

1. 由直接主管人员进行评价：主管人员对员工的工作绩效进行评价是大多数绩效考核制度的
核心所在。因为主管人员对评价的内容通常比较熟悉，容易对下属员工的工作绩效进行评价。 

2. 由同事来进行评价：一位员工的同事对他或她的评价可以有效地预测出此人将来能否在管
理方面获得成功。 

3. 由绩效评价委员会来进行评价：工作绩效评价委员会通常是由员工的直接主管人员和 3～

4 位其他方面的主管人员来共同组成的。 

4. 自我评价：要求员工进行自我评价的主管人员应当知道，分别由他们进行绩效评价和由员
工自己进行绩效评价的做法有可能会导致矛盾的出现，甚至使劳资立场对立。 

5. 下级评价：使用这种评价方法可以使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对企业的管理风格进行诊断，认识
到企业中所存在的潜在人事问题。 

6. 各种方法的组合：组织正开始使用外部和内部顾客的各种来源，综合运用这些信息来源的
方法被称为 360 度反馈。 

三、绩效考核的资料来源 

考核与评定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三种: 客观数据、人事资料和评判数据。不同资料来源有不同的

信度(可靠性)和效度(有效性) 。 

1. 客观数据 

2. 人事资料 

3. 评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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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绩效考核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办法 

1. 评级人与被评人的特征 

2. 工作特征与组织特征 

3. 考评表的研制与设计 

4. 考评的实施 

5. 数据分析 

6. 绩效评估和人力资源管理行动 

五、如何避免考核中的问题 

为了有效避免上述以及其他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 , 应当采取下列应对措施。 

1. 在对工作进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出具体明确、现实可行、具有一定挑战性的标准和
目标。 

2. 选择恰当的考评工具和方法，综合运用多种标准，避免某种方法所产生的偏颇。 

3. 重视行为而非个人特征。  

4. 为了避免个人偏见等错误，可以由多个考评者来评估，做出更准确可靠的判断。 

5. 考评者与被考评者的组织层次距离越近越好，这样，考评者对考评标准和内容比较熟悉，
而且能观察到被考评者的行为和绩效。 

6. 对考评人员进行专门培训，使他们了解并有一定办法克服各种错误。 

7. 加强组织沟通和反馈，消除被考评者的紧张、抵触等不良心理。 

8. 努力减少外部因素给绩效考评带来的束缚和限制，例如时间的约束等。 

作业： 

1. 绩效考核需要达到哪些目的？ 

2. 绩效考核应该按照怎样的程序进行？ 

3. 一个有效的评价体系应当具备哪些特征？ 

4. 绩效考评常用的方法有哪些？ 

5. 绩效考核中常出现的问题有哪些，应当如何避免？ 

知识单元 9 绩效考核二：绩效管理 

学习目标：理解绩效管理的概念和基本过程，掌握目标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掌握绩效计划的确

定过程和方法。理解绩效辅导的意义，熟悉绩效监控的方法。掌握绩效考核结果反馈的目的和技巧，

熟悉反馈的工作内容，掌握绩效考核结果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学时分配：两学时 

学习内容 1 绩效管理概述 

一、 绩效管理的概念 

绩效管理是一种提高组织内员工绩效和开发团队、个体的潜能，使组织不断获得成功的管理思

想和具有战略意义的、整合的管理方法。绩效管理通常具有下列的特征： 

1. 着眼点为个人业绩的提高和发展，是防止员工绩效不佳和提高工作绩效的有力工具。 

2. 通过强调沟通辅导的过程来提高员工能力。 

3. 是一个包括绩效计划、绩效实施、绩效考核、绩效反馈等若干环节的系统。 

二、绩效管理过程 

绩效管理的过程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循环的系统，这个循环分为四步：  

1. 绩效计划：绩效计划是根据企业战略和总体目标制定具体绩效目标，并由管理者与员工共
同制定实现目标的计划的过程。 

2. 绩效辅导与监控：绩效辅导就是通过绩效诊断找出绩效低下的原因之后，管理者充当导师
帮助员工克服障碍提高绩效的过程。绩效监控是指管理人员应该在整个绩效管理循环的实施过程

中，通过各种手段了解员工的工作状况，与员工进行持续的绩效沟通。 

3. 绩效考核：绩效考核是收集、分析、评价和传递有关某一个人在其工作岗位上的工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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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结果方面的信息的过程。 

4. 绩效反馈与改进：绩效反馈就是使员工了解自身绩效水平的各种绩效管理手段。绩效改进
是指在分析员工的绩效考核结果的基础之上，找出员工绩效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制定合理的

绩效改进方案，加以实施。 

三、绩效管理对于组织管理的作用 

绩效管理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之一，它是为整个组织的战略目标而服务的，它将企业的战略

目标分解到不同的岗位，并且落实到每个员工的头上，因此绩效管理在企业管理中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 

学习内容 2 绩效计划 

一、 设计绩效目标 

1. 目标管理 

目标管理是一种程序或过程，是理者和员工一起协商，根据部门的使命确定一定时期内的部门

目标，由部门目标决定员工的责任和子目标，并把这些目标作为部门运行、评估和奖励的标准。 

2. 关键绩效指标 

关键绩效指标，是通过对组织内部某一流程的输入端、输出端的关键参数进行设置、取样、计

算、分析，衡量流程绩效的一种目标式量化管理指标。通常来说，关键绩效指标主要有四种类型：

质量（合格率、准确性等）、数量（产量、销售量、利润等）、成本（单位产品成本、投资回报率等）

和时限（及时性、供货日期等）。 

3. 平衡记分卡 

平衡记分卡指把企业的使命和战略转变为可衡量的目标和方法，这些目标和方法分为四个方

面：财务、客户、内部流程、学习与成长，各部分被细化为若干指标。 

二、绩效计划的确定 

绩效计划的过程更加强调通过互动式的沟通手段使管理者与员工在如何实现预期绩效的问题

上达成共识。在通常的情况下，绩效计划至少应该能够回答以下四个问题： 

1. 该完成什么工作？ 

2. 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完成工作？ 

3. 何时完成工作？ 

4. 花费多少？使用哪些资源？ 

学习内容 3 绩效辅导与绩效监控 

一、绩效辅导 

1. 辅导要不断地给员工灌输提高绩效的愿望，至少应考虑两个关键变量，即员工的预期绩效
和自我效验。 

2. 考虑预期绩效是两者中比较容易做到的，包括帮助员工弄清其行为和后果的关系。辅导最
困难的地方在于找到给员工灌输高自我效验感的方法。 

二、绩效监控 

1. 绩效监控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正式的绩效沟通，即管理人员定期地（每季度或每月等）
与员工就他们的绩效情况进行交流，以充分掌握员工的工作情况； 

2. 另一种是非正式的沟通，即管理人员在整个绩效管理周期内可以随时与员工交流，从而使
整个绩效管理过程得到管理者与员工双方的认同。 

学习内容 4、绩效反馈与改进 

一、绩效反馈目的 

1. 员工了解自己在绩效周期内的业绩是否达到所定目标，行为态度是否合格，使双方对评估
结果达成一致的看法； 

2. 改善员工的绩效以及为员工的发展提供建议；  

3. 管理者向员工传达组织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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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做好上下管理周期的衔接工作，管理者和员工双方可在了解目前的绩效水平之后，对下一
个绩效周期的目标进行协商，形成个人绩效合约。 

二、绩效反馈方法 

1. 绩效反馈面谈是指管理者就上一绩效管理周期中员工的表现和绩效评价结果与员工进行
正式的绩效面谈的过程。 

2. 自我反馈是一种特殊的单渠道反馈方式，指的是在建立一套严格的、明确的绩效标准基础
之上，使员工自觉地将自己的行为与标准相对照的机制。 

3. 多渠道反馈主要指 360度反馈。 

三、绩效改进 

绩效改进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 

1. 员工基本情况、直接上级的基本情况以及该计划的制定时间和实施时间； 

2. 根据上个绩效评价周期的绩效评价结果和绩效反馈结果，确定该员工在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 

3. 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意见，包括具体改进措施、建议接受的培训内容等； 

4. 明确经过绩效改进之后要达到的绩效目标。 

学习内容 5 绩效结果的运用 

一、绩效结果的运用 

绩效考核结果应该更多地应用在人力资源管理决策中。 

1. 用于招聘决策。 

2. 用于人员调配。 

3. 用于人员的培训与开发决策。 

作业： 

1. 绩效管理要达到什么目标，绩效管理过程包括哪几个步骤？ 

2. 平衡计分卡的目标和方法包括哪几个方面，实施过程包括哪些步骤？ 

3. 绩效监控有哪几种方法？ 

4. 绩效反馈需要达到哪些目的？ 

知识单元 10 薪酬管理一：薪酬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学习目标：理解和掌握薪酬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掌握薪酬方案的构成、薪酬管理决策、

工作评价、薪资等级、薪资幅度及奖金等内容，具备基本的薪酬管理的实际操作能力。 

学时分配：两学时 

学习内容 1  薪酬概述 

一、薪酬概念 

1. 薪酬是指员工因为雇佣关系的存在而从雇主那里获得的所有各种形式的经济收入以及有
形服务和福利。由经济的和非经济的薪酬构成的，其中经济薪酬又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经济薪酬两

部分。 

2. 直接经济薪酬是个人获得的以工资、薪水、资金及佣金形式的全部报酬。分为两部分：基
本薪酬和可变薪酬。基本薪酬是指组织根据员工所承担或完成的工作本身或者是员工所具备的完成

工作的技能或能力而向员工支付的稳定性报酬。可变薪酬是与绩效直接挂钩的部分，有时也被称为

浮动薪酬或奖金。 

3. 间接经济薪酬（福利）是指所有直接经济报酬以外的其他各种经济回报，它不以员工向企
业供给的工作时间为单位来计算，一般包括带薪非工作时间、员工个人及其家庭服务、健康以及医

疗保健、人寿保险以及养老金等等。 

4. 非经济报酬是指个人对工作本身或者对工作在心理或物质环境上的满足感。所有这些薪酬
构成了总体薪酬方案。 

二、对健全合理的薪酬方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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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平性：企业职工对薪酬分配的公平感，也就是对薪酬发放是否公平的判断与认识，是涉
及薪酬制度和进行薪酬管理时的首要考虑。 

2. 竞争性：这是指在社会上和人才市场中，企业的薪酬标准要有吸引力，才足以战胜其他企
业，招到所需人才。 

3. 激励性：指在内部各类、各级职务的薪酬水准上，适当拉开差距，真正体现按贡献分配的
原则。 

4. 经济性：提高企业的薪酬水准，固然可提高其竞争性与激励性，但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人
力成本的上升，所以薪酬制度不能不受经济的制约。 

5. 合法性：企业薪酬制度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劳动用工及人事的有关
法律、法规、尤其要体现对劳动者的尊重、公正、避免不应有的歧视、 

学习内容 2 薪酬管理决策及影响因素 

一、薪酬管理决策 

对于薪酬管理，企业的管理者必须做出一系列决策。这些决策须在不同层面上做出，从上至下

依次要做出的主要决策是： 

1. 企业的文化价值观 

2. 企业战略的政策 

3. 企业薪酬的总体水平 

4. 每一特定工作或岗位的具体薪酬水平 

5. 每一职工个人的具体薪酬水平 

6. 薪酬支付及提升形式 

二、影响薪酬设定的主要因素 

这些因素大致可分为外在、内在两类。 

1. 外在因素，主要有以下几项： 

（1） 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与竞争状况。 

（2） 地区及行业的特点与惯例。 

（3） 当地生活水平。 

（4） 国家的有关法令和法规。 

2. 内在因素，这方面包括下列几项： 

（1） 本单位的业务性质与内容。 

（2） 公司的经营状况与财政实力。 

（3） 公司的管理哲学和企业文化。 

学习内容 3 薪酬管理的实施 

一、工作评价 

工作评价主要是找出企业内各种工作的共同付酬因素，根据一定的评价方法，按每项工作对企

业的贡献大小，确定其具体的价值。工作评价的方法主要有四种：  

1. 排级法。 

2. 套级法。 

3. 评分法。 

4. 因素比较法 

二、薪资等级与薪资幅度 

1. 薪资等级：薪资等级是在工作评价之后将相似的工作进行的分类。 

2. 薪资幅度：薪资幅度是指反映薪资差别的最高和最低薪资率间的各种变化。  

3. 薪资率调整：当薪资幅度已经确定，并且已将工作分配了相应的薪资等级，与原有的薪资
结构相比，可能会出现一些矛盾的地方。如某些员工可能支付了过高的报酬，而某些可能支付得过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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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奖金 

奖金却是一种更加直接平衡报酬和业绩的方法。这种资金可以以个人、小组或公司为单位来发

放。 

1. 个人奖励：个人奖励计划是用来奖励达到与工作相关的绩效标准的员工。这些绩效标准包
括质量、生产力、顾客满意度、安全或出勤率等。常见的个人奖励计划有 4种：计件制、管理激励

计划、行为鼓励计划、推荐计划。 

2. 小组（或集体）奖励：在小组奖励计划中，企业在小组达成事先设定的绩效标准之后，才
给组内的每个员工发放资金。组内的员工不再只是服从主管的命令，他们必须为实现班组的生产目

标而制定计划。 

3. 公司整体计划 

四、其他薪酬形式 

1. 技能工资：基于技能的薪酬则与承担该项职务的人，以及他们在工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技能
有关，它是在持续考察个体技能的获得、开发、有效使用和保持基础上来支付报酬的。 

2. 市场工资：直接按人力资源市场价格，对比同行业、同地区企业的薪资状况来直接确定本
企业薪资系统。 

3. 非经济报酬：非经济报酬是指个人对工作本身或者对工作在心理或物质环境上的满足感。 
作业： 

1. 薪酬由哪些部分构成？ 

2. 健全合理的薪酬应当满足哪些标准？ 

3. 影响薪酬决策的主要因素包括哪些？ 

4. 公司整体奖金计划有哪几种形式？ 

知识单元 11 薪酬管理二：福利和特殊群体的薪酬设定 

学习目标：掌握薪资设定的步骤，理解福利的概念和形式，掌握特殊群体的薪酬设定，理解企

业人工成本的概念构成，掌握人工成本的控制方法。 

学时分配：两学时 

学习内容 1 薪酬设定 

一、薪资设定的步骤 

薪资设立过程由 7个环节构成。 

1. 企业付酬原则与策略的拟定：这是企业文化的部分内容，是以后诸环节的前提。 

2. 工作设计与工作分析：是薪资制度建立的依据，这一活动将参阅企业的组织机构系统图及
其中所有的工作说明与规范等文件。 

3. 工作评价：通过这一步骤可得到表明每一工作（职务）对本企业的相对价值的顺序、等级、
分数或象征性的金额，同时也反映了企业对各工作占有者的要求。 

4. 薪资结构设计：薪资结构是指一个企业的组织机构中各项职位的相对价值及其对应的实付
薪资间保持着什么样的关系。 

5. 外界薪资状况调查及数据分析：这项活动主要研究两个问题：要调查什么；怎样去调查和
做数据收集。 

6. 薪资分级和定薪：企业根据工作评价确定的薪资结构线将众多类型的职务薪资归并合成若
干等级，形成一个薪资等级（或称职级）系列，从而确定企业内每一职务具体的薪资范围，保证职

工个人的公平性。 

7. 薪资制度的执行、控制与调整：企业薪资制度一经建立，如何投入正常运作并对之实行适
当的控制与管理，使其发挥应有的功能，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 

二、薪资结构线的定位及应用 

1. 薪资结构线是一个企业的薪资结构的直观表现形式，它清晰显示出企业内部各个职务的相
对价值和与其对应的实付薪资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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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薪资结构线是两维的，即绘制在以职务评价所获得的表示其相对价值的分数为横坐标，以
所付薪资值为纵坐标的薪资结构图上。 

3. 理论上，薪资结构线可呈任何一种曲线形式，但实际上它们多呈直线或是由若干直线线段
构成的一种折线的形式。 

4. 薪资结构设计的另外一种常见用途是用来检查已有的薪资制度的合理性，工作改进的依
据。 

5. 薪资结构线原来只考虑了企业的内部公平性，但真正合理并实用的薪资结构设计还必须考
虑其外部性。 

三、薪资分级 

1. 把众多种类型的薪资归并组合成若干等级，形成一个薪资等级序列。这样，经工作评价而
获得的相对价值相近的一组职务，便被编入同一等级。 

2. 每一等级都规定一个薪资变化范围（或称薪幅，其下限为等级的起薪点，上限为顶薪点）。
各薪资等级的薪资范围可以是一样大的，也可以是薪资范围随等级的上升而逐渐扩大。 

3. 薪资范围的确定是与薪资等级数的多少相关联的，不仅如此，还有另一个相关因素，即相
邻等级薪资范围的重叠程度。 

四、技能薪资 

1. 技能薪资以技能为基础或按知识水平来支付，是根据员工所拥有的与工作相关的技能与知
识水平来补偿员工，而不是根据工作名称来补偿的一种薪酬系统。 

2. 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鼓励员工获得额外的技能，这样能够增加他们对组织的价值，增强他
们的竞争地位。 

3. 技能薪资的设计大体步骤 

五、宽带薪酬 

1. 宽带型薪酬结构就是指对多个薪酬等级以及薪酬变动范围进行重新组合，从而变成只有相
对较少的薪酬等级以及相应的较宽薪酬变动范围。 

2. 一般来说，一种典型的宽带型薪酬结构可能只有不超过 4个等级的薪酬级别，每个薪酬等

级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区间变动比率要达到 100%或 100%以上。 

学习内容 3  福 利 

一、 福利的概念和功能 

1. 福利是指总体薪酬中不按工作时间和工作绩效给付的，为满足员工多方面、多层次需要
而付给全体或一部分员工的报酬。 

2. 福利的功能 

二、 福利的形式 

1. 金钱性福利 

2. 实物性福利 

3. 服务性福利 

4. 优惠性福利 

5. 机会性福利 

6. 荣誉性福利 

三、 自助式福利计划 

1. 概述：自助式福利计划的基本思想是让员工对自己的福利组合计划进行选择。 

2. 自助式福利计划的实施方式 

学习内容 4  特殊群体的薪酬 

一、管理人员的薪酬 

1. 管理工作因为其多样性，一般很难定义。当它们能够定义时，通常是以预期效果的形式描
述，而不是以任务或工作如何完成的方式来描述。在决定管理人员的薪酬时，根据市场定价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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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的最佳途径。 

2. 管理者的薪酬通常由五种基本元素构成：基本薪酬；短期奖励或奖金；长期奖励和资本增
值计划；行政福利；津贴。管理者薪酬方案的设计有时还取决于不断变化的税务立法。 

二、专业人员的薪酬 

1. 针对那些不想成为管理者的专业人员，一些公司创立了一种二元薪酬追踪系统。这种方法
为专业人员提供不必进入管理部门即可获得更高的收入。 

2. 职业生涯曲线是用来确定专业工作薪酬的。 

三、销售人员的薪酬 

1. 部分薪水制和部分佣金制相结合的方法是分配销售人员薪酬的最佳途径。重点是在佣金上
还是在薪水上主要取决于公司服务原则，产品性质和完成一项销售工作所需的时间等因素。 

2. 销售工作的性质通常使确定个人产出的问题得以简化。销售量通常可以和具体的人相挂
钩，这种情况促进了奖励薪酬的支付。 

学习内容 5 企业人工成本管理 

一、企业人工成本的概念和构成 

人工成本是指雇主因雇用劳动力而发生的费用。构成大致如下： 

1. 员工工资总额； 

2. 员工福利费用； 

3. 员工教育经费； 

4. 劳动保险费； 

5. 失业保险费； 

6. 劳动保护费； 

7. 公益金。 

二、确定合理人工成本的因素 

确定合理人工成本的因素有以下三方面： 

1. 企业的支付能力 

2. 员工的基本生活费用 

3. 工资的市场行情 

作业： 

1. 请描述薪酬设定的具体步骤？ 

2. 什么是薪资结构线，它有什么具体的用途？ 

3. 什么是薪酬宽带，为什么要设定宽带薪酬？ 

4. 自助式福利计划包括哪些种类？ 

5. 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销售人员的薪酬设定要求有什么不同，各自应该采取哪种方式？ 

6.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成本有哪些部分构成？ 

知识单元 12 培训开发一：培训开发的概念和方法 

学习目标：理解培训开发的概念和目的，以及培训开发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熟悉培训开发

的类型，掌握培训开发几种常用的方法，了解培训开发的体系。 

学时分配：两学时 

学习内容 1 培训与开发概述 

一、培训开发的概念 

1. 培训是指通过运用学习理论，有计划地给员工传授其完成本职工作所需要的知识、技能、
态度，使员工能够胜任工作，为实现组织目标服务的过程。 

2. 开发是指着眼于未来的变化和长远目标，为员工能够适应技术和组织的发展而提供的学习
程序。 

3. 培训开发指组织为适应生存发展及培养人才的需要，采用教学、讨论、实习、考察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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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计划地使员工不断更新知识和补充技能，更加胜任本职工作或者为将来担任更重要的工作做好准

备；同时，能够使员工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知识、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深刻变化。 

二、培训开发的目的 

1. 提高个体的自我意识水平 

2. 提高个体的技能 

3. 提高个体的工作动机 

三、培训开发与人力资源管理 

培训开发贯穿着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环节。 

1. 培训开发与人力资源规划的关系 

2. 培训开发和人员招聘的关系。 

3. 培训开发与人员安置的关系。 

4. 培训开发与人员甄选和提升的关系。 

5. 培训开发与绩效考核的关系。 

6. 培训开发与薪酬激励的间接关系。 

7. 培训开发也是一种激励手段。 

学习内容 2 培训开发的类型和方法 

一、培训开发的类型 

根据培训开发对象的不同层次、实施培训开发的不同时间、地点以及培训开发的不同内容与性

质进行分类，形成一个主体的培训开发分类模式, 为组织制定有效的培训开发计划和合理的培训开

发方案提供依据。 

1. 对不同对象的培训开发 

2. 不同内容的培训开发 

3. 不同时间阶段的培训开发 

4. 不同地点的培训开发 

二、培训开发的方法 

培训开发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培训开发方法的选择。采用合适的训练方法，可以提高受

训人员的兴趣与注意力，并取得培训开发的最佳效果。培训开发的方法，按对象区别可以分为群体

培训开发与个体培训开发两大类。 

1. 群体培训开发方法 

（1） 讲授法 

（2） 讨论法 

（3） 操作示范法 

（4） 案例研讨法 

（5） 角色扮演法 

（6） 管理游戏法 

（7） 视听法 

2. 个体培训开发方法。现场个别培训开发的组织分为如下四个步骤： 

（1） 准备。 

（2） 传授。 

（3） 练习。 

（4） 跟踪观察。 

三、培训开发体系 

1. 对各种培训开发类型和培训开发方法，可按需要选用一种或选择若干种并用或交叉应用。 
2. 由于组织和企业的人员结构复杂、内部岗位繁多，技术、能力要求各不相同，组织的培训

开发必然是一个多层次、多内容、多形式与多方法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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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织要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培训开发体系就需要真正做到因需施教、因材施教、因地置宜，
有效利用各种培训开发资源，满足组织的培训开发需要。 

作业： 

1. 理解培训开发需要达到哪些目的? 

2. 培训开发和人力资源管理其他部分有什么关系？ 

3. 培训开发主要有哪些类型？ 

4. 培训开发常用的方法有哪些，各自适用什么对象和情境？  

知识单元 13 培训开发二：培训开发程序 

学习目标：熟悉培训开发的程序，掌握培训开发计划的制定方法和实施方法，掌握评估培训开

发效果的方法。理解职业生涯管理的相关概念，以及职业生涯规划对组织和员工的意义。掌握职业

生涯规划的程序。 

学时分配：两学时 

学习内容 1 培训开发程序 

完整的培训开发程序包含四个步骤：培训开发的需求分析、计划制定、实施，以及效果评估。

同时，还必须对培训开发的整个过程进行监督。 

一、培训开发的需求分析 

通常培训开发需求来自三个方面：组织需求分析、工作任务需求分析和人员需求分析。 

1. 组织需求分析：组织需求分析开始于组织目标设置，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决定了开展培训
开发的深度。 

2. 工作任务需求分析：这类分析将明确说明每一项工作职责的任务要求、能力要求和对人员
的素质要求。 

3. 人员需求分析的三个方面。 

二、培训开发计划的制定 

1. 培训开发计划的任务，包括：制定操作程序，选择和设计相应的培训开发内容、培训开发
方法和培训开发形式。 

2. 长期计划 

3. 短期计划：指针对每项不同内容的培训开发活动或课程的具体计划。 

三、培训开发的实施 

1. 选定培训开发时间、地点 

2. 准备培训开发用具及有关资料 

3. 选择培训开发教师 

4. 培训开发的控制 

四、培训开发效果评估 

培训开发的效果评估过程是指任何试图去获取关于一个培训开发方案的效果的信息（反馈）的

努力和尝试，并且根据那些信息评估培训开发的价值。 

1. 评估的标准。 

2. 评估的时机 

3. 评估的方法 

五、培训开发的监督和改进 

1. 对培训开发进行监督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培训过程如所要求的，在被管理和执行着，从而可
以为证明该过程在满足组织培训要求方面是有效的提供客观的证据。 

2. 监督应该由有能力的人员依据组织所记载的程序进行。 

3. 进行监督的基本信息应该包括从培训过程的各个阶段得到的记录，在这些记录的基础上，
进行分析和总结。 

学习内容 2 职业生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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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生涯管理的内涵 

1. 职业是一个人在他/她的整个工作生涯中选择从事的一个总的行为过程。 

2. 职业生涯：是一系列与工作相关的职位，有薪或无薪，能帮助个人增加工作技能、事业成
功和满足感。 

3. 职业生涯发展：是贯穿一生的系列活动，有助于个人探索和确立职业生涯，并最终获得成
功。 

4. 职业生涯规划：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员工个人能够意识到其技能、
兴趣、知识、动机和其他特征，获得各种机会的信息并做出选择；确定职业生涯发展的各种目标，

并确定行动计划来实现这些目标。员工可以在组织的帮助下沿着一条已经确定的职业道路，获得职

业生涯发展。 

5. 职业生涯管理是组织为确保在需要时可以得到具备合适资格和经历的人员而采取的正式
措施。它包括职业生涯规划和管理继任两个过程。 

二、职业生涯管理程序 

1. 职业生涯管理要达成以下三个目标： 

2. 完整的职业生涯管理程序： 

（1） 职业生涯的动态分析 

（2） 职业生涯管理政策 

（3） 需求和供给预测 

（4） 管理层继任规划 

（5） 绩效和潜力评价 

（6） 招募 

（7） 职业生涯规划 

三、职业人格 

1. 20世纪 60年代，美国职业心理学家霍兰德（Holland）提出了“人格类型论”。 

2. 理论的基本原则包括，职业选择为个人人格的延伸。相同职业的从事者，有相似的人格和
相似的发展史。个人的职业满意度、职业稳定性与职业成就，取决于个人的人格和环境特性间的是

否匹配。 

3. 霍兰德认为职业人格分为六种：现实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管理型和常规型。 

作业： 

1. 培训开发的程序包括哪些步骤？ 

2. 掌握培训开发计划的制定方法和实施方法是怎样的？  

3. 什么是职业生涯管理，有什么意义？  

4. 职业生涯规划的程序是怎样的？  

知识单元 14 员工关系管理 

学习目标：理解员工关系管理的基本概念，理解员工关系管理的重要性。掌握组织的员工职业

管理模式，理解进行晋升、调动、降职、辞职、辞退、退休的目的以及可能的后果，掌握合适的操

作方式。熟悉纪律处分的方式和实施方法。 

学时分配：两学时 

学习内容 1 概述 

一、员工关系管理的基本概念 

所谓员工关系管理是指与员工在组织中的职位变动有关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包括晋升、调动、

降职、辞职、辞退、退休以及纪律处分等方面。在现代企业组织中，必须建立一系列明确的规章制

度，实施有效的员工关系管理。 

二、员工关系管理的重要性 

员工关系管理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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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组织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实现人与事的最佳配合，保证组织目标顺利完成的重要手段。
同时，它也是一个组织照顾员工各方面的合理需求，留住并激励优秀人才，鞭策或淘汰不合格员工

的重要手段。 

2. 从员工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员工关系管理是帮助员工实现其自我职业规划的必要措施。 
学习内容 2 员工职位变动与职业管理 

一、组织的员工职业管理模式 

1. 组织对员工进行职业指导的内容。 

2. 组织的员工职业管理模式划分为四个类型。 

二、晋升 

晋升是员工在组织中向较高职位的移动。组织的晋升决策主要有三种：一是以资历为主要依据

还是以能力为主要依据。二是如何对能力进行衡量，如何评价员工在可能的新岗位上的工作潜力。

三是晋升过程的正规化或非正规化。 

1. 晋升的效应。 

2. 晋升决策的注意事项。 

3. 影响员工晋升的因素 

4. 晋升需求不能满足时的弥补措施。 

三、调动 

调动是员工在组织内部的水平移动，它可以是同一职级的不同职位之间的移动（即职位轮换），

也可以是保持职位不变的情况下改变工作地点。 

1. 调动的原因 

2. 调动的注意事项 

四、降职 

降职是一种与晋升相反的职位变动，将员工调到比其原来的职位低的岗位上去。 

1. 降职的原因 

2. 采用降职时的注意事项 

五、辞职 

辞职是指员工在劳动合同期未满时决定提前结束合同关系、主动离开企业组织的行为。 

1. 辞职的原因 

2. 辞职的程序 

六、辞退 

1. 辞退又称为解聘，是指由用人单位首先提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方式。 

2. 辞退分有过失辞退和无过失辞退两种。有过失辞退是指用人单位对那些违反企业规章制度
或违法犯罪或因工作失误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的员工，依法强行解除劳动关系的一种行政处理措

施。劳动合同的解除应该依照国家的有关法律进行。 

3. 企业辞退员工可能会产生多种负面影响。 

4. 为了尽量减少辞退带来的负面影响，应该的事项。 

七、退休 

退休是指员工在达到一定年龄或为企业服务一定年限的基础上，按照国家的有关法规和员工与

企业的劳动合同而离开企业的行为。 

1. 退休计划的制定  

2. 提前退休与企业内退 

八、离职研究 

1. 离职是指员工离开组织，包括辞职、退休、开除、辞退等多种形式。 

2. 在离职中，最需要注意的是员工辞职。 

3. 员工流失的成本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直接成本，二是隐含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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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离职面谈通常由企业中的人力资源经理或专员来进行，而不是由辞职者的直接主管来进
行。 

5. 离职面谈一般包括的内容。 

6. 在离职面谈之后，应该及时分析面谈的结果。 

7. 对离职者的调查也可以用问卷的方式。问卷中的内容与面谈的内容大体相同。 

学习内容 3  劳动纪律与奖惩 

一．纪律处分的方式 

1. 在对员工进行惩罚时，不仅要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法规政策，而且要注意工作方法。纪律
处分如果使用不当，会给员工和组织都造成有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公正合理的纪律处分具有多种

正面功能。 

2. 纪律处分要做到公平，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依照合理的处分决策程序。 

3. 在西方企业中，常用的纪律处分方式。 

二. 纪律处分的实施 

做出对员工进行纪律处分的决策之后，关键是如何实施。此时，应该注意以下事项。 

1. 要克服实施纪律处分时的能力障碍和心理障碍 

2. 执行处分时要选择适当的时间和地点 

3. 执行纪律处分应该保持一致性，避免时宽时严 

4. 采用规范化的处分程序 

作业： 

1. 请解释员工关系管理中的基本概念？ 

2. 请阐述员工关系管理的重要性？ 

3. 请阐述晋升、调动、降职、辞职、辞退、退休的目的以及可能的后果？ 

4. 纪律处分的方式和实施方法有哪些？ 

知识单元 15 激励 

学习目标：理解需要与激励的概念，掌握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的五种需要，掌握双因素理

论的激励因素和保健因素，掌握 ERG理论中的三重需要，掌握公平理论和期望理论。掌握激励理论

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理解目标管理、参与管理和绩效薪酬制的主要观点。 

学时分配：两学时 

学习内容 1 需要与激励的概念 

激励对于组织经营至关重要。员工的能力和天赋并不能直接决定其对组织的价值，其能力和

天赋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动机水平的高低。 

一、需要与动机 

1. 需要的概念：需要是指当缺乏或期待某种结果而产生的心理状态，包括对食物、水、空
气等物质需要及对归属、爱等社会需要。 

2. 动机的概念：动机是指人们从事某种活动、为某一目标付出努力的意愿，这种意愿取决
于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需要。动机有三个要素：决定人行为的方向，即选择作出什么

行为；努力的水平，即行为的努力程度；坚持的水平，即遇到阻碍时付出多大努力坚持自己的行

为。 

二、激励 

1. 激励的概念和作用：激励就是通过满足员工的需要而使其努力工作，从而实现组织目标
的过程。 

学习内容 2 激励的理论 

一、需要层次理论 

1. 需要层次：马斯洛认为人类需要的强度并不都是相等的，他将人的需要由低到高分为五
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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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观点 

3. 在管理上的应用 

二、双因素理论 

1. 主要内容 

2. 在管理上的应用 

三、ERG理论 

1. 主要内容。奥尔德佛提出了 ERG理论，认为人有三种核心需要。 

2. ERG理论认为，各种需要可以同时具有激励作用。这与马斯洛需要层次主张的低层次需要

满足是高层次需要的先决条件有所不同。 

3. 奥尔德佛提出了“挫折—退化”的观点，认为如果较高层次需要不能得到满足的话，对
满足低层次需要的欲望就会加强。 

四、三重需要理论 

1. 主要内容：麦克里兰提出了三重需要理论，认为人有三种重要的需要。 

2. 在管理上的应用：在对员工实施激励时需要考虑这三种需要的强烈程度，以便提供能够
满足这些需要的激励措施。 

五、公平理论 

1. 主要内容。 

2. 恢复公平的方法：感觉到不公平的员工可以采用几种方式来恢复平衡。 

3. 在管理上的应用 

六、期望理论 

1. 主要内容：弗罗姆认为动机是三种因素的产物：效价×期望×工具=动机 

2. 在管理上的应用：期望模型中的三个因素可以有无穷多的组合，产生最强动机的组合是
高的正效价、高期望和高工具。 

学习内容 3 激励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 

一、目标管理 

1. 目标管理的含义和目标设定的过程：目标管理的基本核心是强调通过群体共同参与制定
具体的、可行的而且能够客观衡量的目标。 

2. 目标管理的要素：目标管理有四个要素：目标具体化，参与决策，限期完成，绩效反
馈。 

二、参与管理 

1. 参与管理的概念：参与管理就是让下属人员实际分享上级的决策权。参与管理有时被推
崇为治疗士气低落和生产力低下的灵丹妙药。但推行参与管理要有成效必须符合几个方面的条

件。 

2. 质量监督小组：质量监督小组通常由八到十位员工及一名督导员组成，定期集会——通
常每周一次——讨论质量方面的难题，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然后监督实施。 

三、绩效薪金制 

1. 绩效薪金制指将绩效与报酬相结合的激励措施，通常采用的方式有计件工资、工作奖
金、利润分成、纯利分红等。 

2. 绩效可以是个人绩效、部门绩效和组织绩效。 

3. 绩效薪金制的实施必须有公平、量化的绩效评估体制为基础。 

4. 绩效薪金制的主要优点是它可以减少管理者的工作量，因为员工为了获得更高的薪金会
自发地努力工作，不需要管理者的监督。 

5. 计件工资通过确定每件产品的计件工资率（即每件产品的报酬），将员工的收入和产量直
接挂钩。 

6. 绩效薪金制同期望理论关系比较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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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需要层次理论从低到高包括哪些需要层次，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2. 公平理论认为员工的公平感是如何建立的，当员工感到不公平的时候会采取哪些措施恢复
公平感？ 

3. 参与管理在实施之前需要具备哪些方面的条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人力资源管理概述 2  

2 工作分析一：工作分析的概念和实施 2  

3 工作分析二：工作说明书和工作分析的方法 2  

4 人力资源规划一：人力资源规划的内容和程序 2  

5 人力资源规划二：人力资源需求预测和供给预测的方法 2  

6 人员招聘一：人员招聘的意义和步骤 2  

7 人员招聘二： 招聘计划和人员筛选技术 2  

8 绩效考核一：绩效考核的程序和方法 2  

9 绩效考核二：绩效管理 2  

10 薪酬管理一：薪酬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2  

11 薪酬管理二：福利和特殊群体的薪酬设定 2  

12 培训开发一：培训开发的概念和方法 2  

13 培训开发二：培训开发程序 2  

14 员工关系管理 2  

15 激励 2  

16 去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参观学习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普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工作分析、绩效考核、薪酬设定、招聘与选拔。 

难点：在企业开展咨询的方法、招聘的技术。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学生报告。 

3.请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来讲座。 

4.到企业参观。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到企业参观 2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写论文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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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论文占 70％。 

7、作业要求： 

三到四次小组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实务性强的教材，有助于学生掌握具体的操作方法。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于桂兰 魏海燕主编，人力资源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二）推荐参考书 

1. 北京纽哈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编著. HiAll 求职快车. 面试篇. 北京：群言出版社. 2005. 

2. 杜林致 编著. 职业生涯管理.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3. 罗伯特•L. 马西斯, 约翰•H. 杰克逊 著, 孟丁 译. 人力资源管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 2006. 

4. 钱永健 著. 拓展训练. 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 2006. 

5. 王垒 主编. 人力资源管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 萧鸣政 主编.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在公共组织中的应用.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 詹姆斯•N. 巴伦, 戴维•M. 克雷普斯 著. 王垒 潘莹新等 译. 战略人力资源－总经理的

思考框架.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8. 众行管理咨询研发中心 编著. 管理游戏培训全集. 广州：广州经济出版社. 2003. 

9. 葛玉辉，人力资源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10. 张德主编，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10月第二版 

11. 罗伯特 L 马西斯 约翰 H 杰克逊 著 孟丁译 人力资源管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2. 加里 德斯勒，人力资源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6月第一版 

13. 雷蒙德·A·诺伊等，人力资源管理：赢得竞争优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4月

第一版 

14. 劳伦斯 S. 克雷曼，人力资源管理：获取竞争优势的工具，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 年 9

月第一版 

执笔：李林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2日 

 

社区工作 
work with community 

课程号：4230101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让学生掌握社区变迁和社区动员的理论基础，理解社会问题的宏观

社会发生原因以及干预策略；2、掌握社区工作的基本方法具体工作方法，并且能够在实践中根据

案例的具体情势恰当运用；3、掌握社区调查、社区项目策略、居民动员和组织、推动社区发展的

专业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社区工作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

为将来学习各种社会工作的宏观政策分析以及进入社会工作实习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专业知识

和专业方法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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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教学：40学时 

知识单元 1：社区概述 

参考学时：3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区概念和分类 

一、 社区的定义 

理论上，社区是指有一群人长期在一起生活，为了他们共同的需求和利益，他们需要频繁的社

会交往互动，渐渐形成了自然的情感维系和心理认同，有了集体身份，成为一个人群共同体。 

美国学者希拉里（Hillery，1955）和威尔士（Willis，1977）都曾经总结过社区定义的文献，

提出了自己的社区定义的四个基本要素：人群、地域（或网络）、社会互动、共同的依附归属感  

二、社区的分类 

美国学者法林（Fellin，1995）提出了三种社区类型分别是基于地理或空间属性的社区、基于

身份或利益属性的社区（又称为功能社区）、和基于个人网络的社区  

第二节 社区功能与变迁 

一、社区的功能 

后来的美国社区研究学者华伦（R. Warren）在 1978年提出了社区的五项功能是：生产、分配

消费功能，社会化功能，社会控制功能，社会参与功能，互相支持功能 

二、社区形态的变迁 

由传统的地理社区共同体，逐渐变为人际关系网络或功能社区。 

三、社区功能的变迁 

1、在原初社会阶段，人类需求的满足大都要通过社区的集体合作方式才能实现，所以社区几

乎是扮演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的功能，也可以说是一个全功能社区 。 

2、在奴隶和封建社会，社区的一些功能要么内化一部分给家庭组织，要么外化一部分给社区

外部的政治或宗教组织 ，社区主要保留了经济活动、社会交往和参与、社会团结和控制、社会服

务和保障的功能。 

3、而随着现代化的到来，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过程带来了人们社会生活方式新的分化和

功能的整合水平的升级，使得原来社区提供的经济活动、社会服务和保障等功能也逐渐超出社区范

围成为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功能。社区就主要保留了社会交往和参与、社会团结和控制的功能。  

四、古典社会学家关于社区变迁的基本命题 

早在 1887年，腾尼斯就把传统社会的社区形态界定为一种自然发生的基于血缘、地缘或宗教，

靠人的本质意志来维持人际纽带关系的长期稳定地域生活共同体，这种关系是一种天然有机的联

系。而把现代社会定义为人们通过选择意志、有目的的选择的、靠法理来维系人际关系类型，这种

关系是一种人为机械的关系。 

五、中国社会变迁的独特属性 

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转变（再分配经济向市场调节经济的转变） 

总体性社会向多元分化的社会体制的转变（单位制社会组织向结构功能分化的社会组织的转

变） 

封闭式经济向开放式经济转变（全球化问题） 

威权型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 

国家中心向小政府大社会结构的转变 

作业： 

1．社区的基本概念和分类 

2．社区的功能及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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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社区变迁的独特性是什么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卢辉临，“社区研究：缘起、问题和新生”，《开放时代》，2005年第 2期。 

肖林，“‘社区’研究和‘社区研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 4期。 

程玉申、周敏，“国外有关城市社区研究评述”，《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 4期。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黄平，王晓毅，《公共性的重建：社区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Wirth, Louis. 1938.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4, No. 1. 转自《经典社会学读本》影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知识单元 2：中国社区体制的变迁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传统中国的社区体制 

一、 皇权与绅权的二元区分 

皇权与绅权二分对应的双轨政治（费孝通，2006） 

二、 传统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传统城市是行政管理中心和消费中心（韦伯，1995），而且中国的行政官

员和商人存在强烈的祖籍认同，缺乏对居住城市的认同，难以形成现代市民社会 

三、 传统农村社区的治理方式 

地方社会的乡绅治理（费孝通，2006；张仲礼，1991），乡绅和乡土利益的一体化，通过财产、

学位和公益获得地方领袖和威望。 

地方乡绅扮演经纪人角色：传达皇权政策和收税，保护地方利益，抵御外侵等（杜赞奇，2003）。 

最重要的是地方权威和地方利益是一体化的（张静，2001），导致地方权威对下负责，靠地方

伦理形成约束机制（斯科特，2001）。 

四、 传统城市的定位和功能 

罗威廉等人基于武汉 19世纪的行会研究，认为中国在晚清存在着特殊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

由管理型公共领域逐步转为批判性公共领域（罗威廉，2003） 

黄宗智则认为，传统中国不存在西方市民社会属性和公共领域，而是一种国家和私人领域交叠

区域的第三领域概念（黄宗智，2003） 

玛丽.兰金则基于杭州的 19 世纪民间组织的研究，提出了管理型公共领域概念（玛丽.兰金，

2003） 

第二节 建国后的社区体制 

一、 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形成 

每个公社下面设有大队，相当于原来的村庄合作社； 

每个大队下面设有生产队，一般有 20—30户农户组成； 

核算单位逐步由公社降为大队，再降为生产队。 

二、 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功能 

对上负责的压力性体制：毛泽东只是改变了乡村社区的权力结构，统治精英由传统的绅士转为

贫下中农，但是基层社区并没有真正的自治，而是服从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目标。国家通过人民公

社体制对农村施加压力，汲取资源，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荣敬本，1998）。 

三、 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撤退 

1978年开始探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和乡村利益分配中的硬预算约束。 

1984年出现地方公司制政府：政府和集体企业的一体化（华尔德，1984），通过集体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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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私有制道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1997之后，乡镇企业改革和税收体制改革：招商引资模式的引入。 

2003年以来，农村税费改革：由汲取性政府转为悬浮性政府（周飞舟，2006） 

四、 城市街居体制的形成 

1949—1954 年，我国城市街道居委会体制的确立：建国初期，存在多种街道管理体制：一级

政府机构、街道办事处、街公所、公安派出所中的民政干事；1954 年全国人大通过《城市街道办

事处组织条例》确立了统一的街道办事处的体制 

五、 城市街居体制的演变 

第一次是 20世纪 60年代初，全国发生自然灾害，经济困难，各个城市居委会积极配合国家经

济建设，大力开展合作互助生产； 

第二次是 20世纪 60—70年代，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各个居委会转为以政治学习和政治批斗

为主，重新强调个人的阶级出身和阶级斗争，但是往往把旧阶级敌人和新阶级敌人进行连带斗争； 

第三次是 20世纪 80年代，知识青年返城和人口高峰，城市失业问题严重，重新强调把城市居

委会当作解决就业的重要场所，开展社区集体经济。（林彬、王汉生，2002）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的社区体制变迁 

一、农村村民自治的形成和属性 

1980 年左右，最早在广西河池地区宜山县和罗城县的农村为了解决承包制之后的生产大队和

生产队的功能瘫痪问题，自发产生了“村治安领导小组”和“村管会”。 

1981 年罗城县最早出现“村委会”，主要负责村里的修路、修桥、调解争端、禁止赌博和偷

盗行为等。 

当地政府对此现象并无明确态度，但是消息传到北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真对此非常赞赏，

要求全国人大和民政部一起到广西调研，并鼓励其他省份试验村民委员会制度。 

1982年，村委会选举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被写进了当时的《宪法》，从而正式获得了合法地

位。 

二、城市社区体制的形成和属性 

从 1984年民政部漳州工作会议，总结提倡福建漳州的社区服务模式； 

1987 年，民政部开始大力推行社区服务，提出依托街居经济，建立基层社区的福利性服务网

络。 

1993年民政部等 14部委联合颁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城市社区服务业的意见》，确立了法制化、

产业化、规范化发展道路； 

1999年民政部选择全国 26城区，施行社区建设； 

2000 年国务院办公厅 23 号文件，转发民政部的《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文

件提出，以社区服务为龙头，包括社区卫生、 、社区文化社区环境、社区治安等社区建设内容。

而且明确提出了“党委和政府领导,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配合,社区居委会主办,社会力量支持,

群众广泛参与”的社区建设体制。  

学习目的： 

1. 本章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国社区管理体制的历史传统和演变过程， 

2. 掌握当前中国社区管理体制和政策。 

作业： 

1．中国传统社区的治理模式是什么？  

2．国家现代化建设对基层社区的影响是什么？ 

3．建国后中国城乡社区管理体制格局是什么？ 

4．如何评价当前的村民自治体制？ 

5．如何评价当前的城市社区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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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李连江、欧博文，《在党国中植入民主：中国的村民选举》，中国选举于治理网”,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9533，2002 

朱健刚，“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 4期。 

俞可平， “中国治理变迁 30年”，《吉林大学学报》，2008年第 3期。 

郭伟和， “街道公共体制改革和国家意志的柔性控制”，《开放时代》，2010年第 2期。 

费孝通，《中国士绅》，赵旭东、秦志杰翻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9。 

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民变革》，北京：三联书店，2002。 

雷洁琼主编，王思斌执行主编，《转型中的中国城市社区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知识单元 3：第三章社区工作概述 

参考学时：3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区工作发展简史 

一、 西方社区工作的发展简史 

1．十九世纪后期的睦邻运动 

1884年，巴涅特（Samuel A Barnet）在伦敦东部圣犹太教去创设汤恩比馆(Toynbee Hall)； 

1886年美国人柯伊特（Stanton Coit ）在纽约创立睦邻公所（University Settlement)； 

1889年亚当丝（Jame Addams）在芝加哥设立霍尔馆（Hull House） 

睦邻运动是最早的以社区为本的助人活动，区别于慈善组织会社 

2．1920s---1930s。美国大萧条带来的罗斯福新政，以及城市工业化带来的社区问题都促进社

区工作投身到城乡重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等。 

英国发现他们本土的福利模式难以适合殖民地地区，于是吸纳当地的社区组织作为提供福利和

改良社会的方式（Midgley，1995） 

3．1940s---1950s，联合国在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农村推展社区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继续

开展社区组织、社区计划、健康和福利组织等实践活动。罗丝（Murray Ross）（社区组织：理论和

原则，1955）和邓肯（Arthru Dunham）（社区福利组织：原则和实务，1958）是当时的两位著名的

社区工作理论家。1959 年美国社工教育委员会发表了鲁里报告（Lurie’s  study)，定义了社区

组织实践、阐明了它的概念、价值和方法，描述了课堂和实务教学的策略。 

4．1960s---1970s 世界范围掀起城市社区民权运动，反贫困运动，妇女运动，种族运动等推

动着社区工作的蓬勃发展。 

5．1980s 以来，受保守主义政府影响，社区工作走向已规划服务，满足需求为特点的社区照

顾。 

6．1990s 以来，第三条道路的影响下，社区工作开始强调参与式、增权式、合作式社会经济

发展模式（Rubin and Rubin,1992)。而且注重挖掘社区内部的社会资本和社区资产来促进社区内

在的发展动力和能力建设 

二、 中国社区工作的发展简史 

1．发端于民国五四运动的乡村教育运动，主要是在农村开展小学和成人教育，提高农民文化

素质。 

2、1920’s 中期由乡村教育演变到乡村自治运动。乡村自治又叫乡村建设运动，比乡村教育

运动更加全面地关注农村危机，挽救农村，是一个包含乡村教育、乡村经济、乡村政治、乡村卫生

等全面内涵的乡村建设运动。 

3、两种乡村建设思想----晏阳初与梁漱溟（郑大华，2000） 

4．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社区工作主要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通过运动式动员、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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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动员和组织化动员方式（孙立平，1999），推动农村土地改革、走合作化道路，最终走向了

人民公社模式。 

随着人民公社的定型，农村社区工作主要是依靠乡村干部的派系网络，来组织社员，完成国家

任务，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庇护关系（Oi，1992） 

第二节 社区工作的基本概念 

一、社区工作的专业定义 

社区工作是透过专业工作者引用各种工作方法，去帮助一个社区系统，包括个人、小组及机构，

在民主价值观念指引之下，参与有计划的集体行动，以解决社会问题。它包含两个过程：1）社区

工作者与工作对象互相影响下的社会政治过程，包括寻找、招收、协助组织内的成员发展组织及人

际关系；2)技术任务的完成，包括了解问题及需要、分析原因、设计程序、计划发展策略、动员资

源及评估结果。（kramer & Specht, 1983, p4) 

二、社区工作的价值基础 

1、集体主义取向（相对于微观工作方法的个人自决和个人负责） 

2、社区增权表现为对社区资源和环境的控制和民主决策（相对于微观工作方法注重个人的自

我控制和接纳） 

3、追求合作互助胜于个人孤立（相对于微观工作方法的个人负责） 

4、直接参与式协商民主（相对于微观工作方法的自我决定） 

5、谋求社会制度和结构的公平（相对于微观工作方法的个人功能发挥 ） 

6、注重可持续发展（相对于微观工作方法的短期功能的治疗和恢复） 

三、社区工作的特点 

1．以社区这一较大的社会单位为工作对象，可能是以地理社区，也可能是一功能社区，处理

的是社区中的集体问题或共同性问题，工作对象超出了个人和小组的关心领域 

2．采用结构导向的分析视角，把工作对象的问题界定为社区环境、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等宏

观层面的原因，而不是视为个人人格或小组关系的病态，由此他强调的是集体组织和集体行动，去

改变社会环境、结构和制度等宏观层面的不平等关系 

3．强调居民的集体参与，社会工作者不是为社区居民工作，而是和社区居民一同工作，是一

种协助关系，而不是包办代替关系。而且，他强调居民的集体参与，而不是个人竞争，注重居民的

团结合作、平等互助的精神 

4．关注的社会公平和民主等宏观社会价值观，而不是个人的独立、自决、尊严和能力等微观

价值观。 

5．社区工作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它是瞄准社区中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和制度 ，动员社区力量来

实现民主治理，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公正，促进既得利益阶层结构和既定社会政治制度 

四、社区工作的基本原则 

1．因地制宜原则 

2．循序渐进原则 

3．居民参与原则 

4．社区自我决定原则 

5．民主和理性原则 

6．过程目标和任务目标并重的原则 

7．社区内外部结合原则 

学习目的：  

1. 了解中西方社区发展的不同过程 

2. 掌握社区工作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价值等。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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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方社区工作的发展简史 

2．中国社区工作的发展简史 

3．社区工作的基本概念 

4．社区工作的基本价值和原则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徐永祥主编，《社区工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第一章。 

香港社区工作教育联系会议，《社区工作理论与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一

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美）戴维.A.哈德凯瑟等，《社区工作理论与实务》第二版，夏建中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8。第一章。 

（美）F. 艾伦.内廷等，《宏观社会工作实务》，刘继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

一、二章。 

知识单元 4：第四章 社区工作理论基础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区工作理论基础（上）  

一、生态区位理论 

20世纪 3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城市社区研究形成的一种空间关系理论。主要是从人类生态

学的角度，研究城市空间的区位动态关系。 

二、结构功能理论 

美国社区理论大师华伦（Warren, 1978)最早最系统地运用系统理论来定义和分析社区。华伦

认为，地理社区就是结构化地组织在一起为他的成员提供当然的一些功能 

三、符号建构理论 

社会学家克拉克（Clark, 1973）就建议要从华伦强调的结构分析路向后退到心理联系层面。

他认为社区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和别人心理认同基础上的团结感。 

四、权力分化理论 

理解社区还应该关注社区中的权力、政治和社区变迁的关系。哈丁纳（Hardina, 2002)提供了

一个有关权力理论的分类：权力依附理论；冲突理论；资源动员理论。 

五、社会网络理论 

社会支持网络是个人可以获得帮助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关系的总和（James K. Whittake, 

1986）。社会支持网络是社会工作中比较流行的一种助人干预策略。它强调人的社会功能是在个人

的社会支持网络中发挥的，而不是依靠专业方法的矫正和改变  

第二节 社区工作理论基础（下） 

一、国家与公民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理论借着东欧政治体系的裂变和联合国的推动，在 20世纪 80年代后开始

流行起来 

当今借着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以及美国的萨拉蒙的 NGO组织研究，市民社会开始成为相对

于国家、市场盈利组织之外的第三部门（撒拉蒙，2007）或公共空间（哈贝马斯，1999）。 

二、社群主义理论 

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表现在三个方面：它提倡社群存在的优先性以及社群环境

对个人属性的构成性，反对孤立的个人理性选择； 

提倡社群生活的美德和社群生活的共同政治信念是历史性地、集体性地存在的，反对抽象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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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个体权利、需求出发来讨论普遍适用的政治原则； 

提倡一种生活化的社群经验来生成我们的政治信念和原则，而不是抽象分析性的政治信念的生

成方式，甚至反对通过福利国家政策来代替传统社群生活。（丹尼尔.贝尔，2002） 

三、治理理论 

治理理论强调的是公共事务的分而治之协调过程，注重的是协调过程，而不是正式的制度、规

则；强调的是协同网络，而不是一个权威中心结构（俞可平，2001）。分而治之的结构主要是前述

国家、第三部门和市场三分结构。在全球化时代又加上了超国家的跨国组织、次国家的各类全球组

织。 

四、新社会运动理论 

新社会运动一般是指相对于传统的基于阶级利益的阶级运动和集团利益的利益团体运动而言

的。新社会运动表现形式包括同性恋权利运动、环保运动、反战运动、反核运动、志愿组织运动、

福利权利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和反种族主义运动等 

五、后现代主义思潮 

到了 20世纪 80年代，社会建构论导向（或者社会心理学倾向的）的社会运动理论重又抬头，

更加强调运动中的身份、意义、集体认知框架和情感体验以及产生这种社会心理的结构性网络和互

动过程，试图弥补资源动员理论导致的过度理性化倾向。（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缪勒，

2002） 

学习目的 

1.掌握社区工作的理论基础，包括结构功能主义、区位生态主义、符号互动理论、权力结构理

论、公民社会理论、资源动员理论、社群主义、新社会运动等。 

作业： 

本章复习思考题 

1．如何用结构功能主义来理解社区？ 

2．社区发展的区位生态关系是什么？ 

3．如何通过符号互动来建构社区集体认同？ 

4．如何分析社区中的权力结构和资源分配？ 

5．资源动员理论是指什么？ 

6．新社会运动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7．什么是社群主义？ 

8．如何用公民社会来理解国家和社区的关系？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香港社区工作教育联系会议，《社区工作理论与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五

章。 

黄晓星，“社区运动的‘社区性’”，《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 1期。 

高丙中，“‘公民社会’概念与中国现实”，《思想战线》，2011年第 1期。 

潘泽泉，“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社会科学》，2008年第 7期。 

张文宏、阮丹青， “城乡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络”，《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 3期。 

陈捷、卢春龙，《共同性社会资本与特定性社会资本》，《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 6期。 

张会娜、卢风，“共同体与道德，试析麦肯太尔对共同体伦理传统的追求”，《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期。 

[澳]安戈、陈佩华，“中国、组合主义及东亚模式”，《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 1期。 

陈家建，“法团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社会学研究》，2008第 2期。 

[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 

[美]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 麦克拉吉.缪勒，《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刘能译，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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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5：社区工作的实务模式理论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罗斯曼的分类  

一、罗斯曼的三分法 

罗斯提出的三大模式：社会改良方向、社会计划方向、过程方向（Murray Ross, 1955) 

二、罗斯曼分类体系的纬度特征 

罗斯曼曾经提供了 12 项变量，用来具体区分这三种社区干预策略，包括目标分类、关于社区

结构和问题条件的假定、基本的改变策略、有特征的改变战术和技术、突出的实践者的角色、变迁

的媒介、有关权力结构的导向、获益系统的边界定义、关于社区子系统的利益假定、受益群体的概

念、受益群体角色的概念和增权的使用等 

第二节 杰弗瑞斯的分类 

一、杰弗瑞斯的分类框架 

安.杰弗瑞斯 1996年在罗斯曼的模式变量基础上，经过综合提出了自己的模式框架，重新总结

了以往的分类。他提出了一个四分象限图，横轴表示增权程度，纵轴代表社区变迁程度，两轴交割，

形成了四个象限。 

二、杰弗瑞斯的分类模式 

他把自己的分析框架应用于罗斯曼提出的三个模型，地区发展模型在象限 A，社会计划模式在

象限 B，社会行动模式在象限 C，然后他自己提出补充模式为社会改良模式在象限 D。 

学习目的： 

1. 掌握社区工作实务模式和策略， 

2. 了解世界各国的社区工作实践的总体状况。 

作业： 

1．罗斯曼对社区干预策略分作几种类别? 

2．杰弗瑞斯如何对社区实践进行模式分类？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美]詹姆斯.米奇利，《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 

Jeffries, A. 1996. “Modelling Community Work: An Analytic Framework for Practice”. 

Journal of Community Practice. 3(3-4) 101-125 

Rothman,Jack. Three Models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 Practice: Their Mixing and 

Phasing.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 Welfare.1968. 

（美）F. 艾伦.内廷等，《宏观社会工作实务》，刘继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

五章。 

（美）戴维.A.哈德凯瑟等，《社区工作理论与实务》第二版，夏建中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8。第二章。 

知识单元 6：进入和认识社区 

参考学时：3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如何进入社区 

一、 何谓进入社区 

通过和居民的接触和了解，熟悉了社区情况，建立了居民关系，并且让居民接纳了自己的工作

角色和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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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进入社区的方式 

对社区基本状况的预研究：通过文献、考察等了解社区的历史沿革、基本定位、基本结构、基

本问题和需求，结合自己的工作目的，确立自己的进入策略和路径。 

寻找社区的接触点：拜访关键人物、基本身份定位、澄清彼此的目的和需求、确定策略性工作

关系。 

制定信息披露策略，管理工作印象：通过主动地发布信息，建立自己的专业形象，便于开展工作。 

制定社区拜访路线，逐步建立社区关系：通过有策略地社区拜访，了解和建立社区关系，并确

立自己在社区中的位置，获得一种基本的社区定位。 

三、 进入社区的标志 

作为一名社区组织的专职工作者：首先是被招聘、或当选，获得一个社区组织的职位；其次是

在社区组织里获得同事们的认可；第三是获得社区成员的接纳；第四是获得一种工作关系的定位，

可以开展工作 

第二节 如何认识社区 

一、认识社区的内容框架 

地理位置、社区和合法管辖边界 

人口特征、统计和亚群体 

历史和当前的社区能力 

政治结构、治理 

经济结构、主要和关键的雇主 

社会服务结构 

互助、社区行动组织 

潜在或现实的社会和服务问题 

权力关系 

二、认识社区的方法 

权力结构的声望、地位和决策分析 

人口、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的二次分析 

亲自调查 

个别访谈 

焦点小组 

学习目的： 

1. 了解进入社区的途径和手段， 

2. 掌握认识社区的方法和技巧。 

本章作业： 

1．进入社区的途径和手段是什么？ 

2．认识社区的原则、程序、方法有哪些？ 

3．什么是参与式行动研究？ 

4．分组提供一个社区研究的案例。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美）戴维.A.哈德凯瑟等，《社区工作理论与实务》第二版，夏建中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8。第六章。 

（美）F. 艾伦.内廷等，《宏观社会工作实务》，刘继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

六章。 

香港社区工作教育联席会议，《社区工作技巧》，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一章、第

二章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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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7：社区问题的分析和策划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区问题的分析  

一、社区问题的认定 

社会问题的认定指，是否必要、根据什么标准、通过什么渠道来认定它是一个社会问题。认定

包括定义和社会承认两部分。 

二、社区问题的归因 

现象描述是指通过定性和定量方法对某个现象的范围、成度、维度等所作的界定。 

原因分析是指通过交叉分析和纵向序列分析，来寻找问题的因果关系。 

三、社区问题的影响分析 

社会影响分析是测量社会问题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包括个人心理、身体层面、物质层面、人际

关系、社会道德、国家安全、社会环境等 

价值分析是指分析围绕社会问题的价值争论，包括支持者的价值判断、反对者价值判断、中立

者的价值判断等 

四、社区问题的建构过程 

包括谁提出问题，如何界定问题，如何影响社区公众，如何进入决策，如何干预等过程。 

第二节 社区问题的解决策划  

一、社区问题的解决路径 

1．需求满足路径 

2．互助合作路径 

3．集体行动路径 

二、社区问题的需求满足导向的解决思路 

1．社会问题当事人的需求评估 

2．社会服务或社会福利的项目目标界定 

3．社会服务或社会福利的项目手段设计和选择 

4．社会服务或社会福利的资源筹措 

5．社会服务或社会福利的组织架构和人员配备 

6．社会服务或社会福利的受益群体资格条件厘定 

7．社会服务或社会福利的评估和调整 

三、社区问题的互助合作主义的解决思路 

1．社区资源和需求调查 

2．建立社区关系 

3．发现社区领袖 

4．建立社区任务目标小组 

5．培养社区民主协商和决策能力 

6．动员社区内外资源 

7．建立合作组织和制度 

8．发展社区发展项目 

四、社区问题的集体行动的解决路径 

1．依焦点事件作为居民动员的触媒 

2．引导社区居民由个人麻烦转向公共问题 

3．理性的资源动员与感性的身份认同作为集体行动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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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动集体行动组织化 

5．注意引导和培育组织领袖 

6．引导组织的架构设置和内部分工 

7．培养组织的民主决策和行政管理能力 

8．适时采取适当的行动策略 

9．合理确定组织的任务目标和实施方案 

10．注意培养参与者的意识提升和能力建设 

学习目的： 

1. 让学生掌握社区问题的分析思路和方法， 

2. 以及掌握对社区服务项目的策划能力。 

本章作业： 

1．社区问题的分析框架是什么？ 

2．社区项目的策划框架是什么？ 

3．分组完成一个社区项目的问题分析和项目策划书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美）戴维.A.哈德凯瑟等，《社区工作理论与实务》第二版，夏建中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8。第三章。 

（美）F. 艾伦.内廷等，《宏观社会工作实务》，刘继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

三章、第四章。 

香港社区工作教育联席会议，《社区工作技巧》，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二十五、

二十六章。 

知识单元 8：组织发育和行动策略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区组织发育 

一、居民接触和动员 

通过社区网络认识社区居民，包括网络连接、网络强化和网络重组三种策略 

二、社区领袖的培养 

1．马克斯.韦伯的权威说： 

个人魅力型：领袖来自某种个人的人格魅力，他能够吸引大家，形成凝聚力，指引行动的方向

和策略。 

法理型：规范了特定位置的职责，处于决策中心位置，只要按照规则办事，就可以担当领袖。 

传统型：依靠世袭的身份，获得某种领袖地位，下属成语依靠习俗承认这个领袖权威。 

2.罗伯特.贝尔斯（Robert Bales,1966)功能说。他认为领袖不是一种权威，而是两种功能体

现：任务的工具性指导；社交情感性促进。 

3.布雷德福德的功能说：他也认为组织主席作为一种小组或会议的特殊位置，不应该是个领袖，

而是一个促进者（Facilitator），促进小组或会议能够发挥自己的双重功能：完成任务，增进互动。

（Bradford, 1976） 

三、社区组织的发育 

1． 建立社会网络 

2． 成立任务小组 

3． 发展结构性组织 

四、如何召开会议和集体决策 

1.有效率的会议包括计划和主持两个方面的技巧（哈德凯瑟，2008：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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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会议民主决策规则： 

全体一致规则：没有一个人表示否定意见。 

简单多数制：一半以上同意。 

¾制：有 3/4的出席者表示同意 

五、如何解决争端 

1． 澄清争端的内容：五个“W”  

2． 澄清个人的立场和价值 

3． 建立二元的对换机制 

4． 区分分配性矛盾、情感性矛盾和比较性矛盾 

5． 促进由零和博弈迈向共赢。 

第二节  社区组织的行动策略 

一、社区组织间的关系类型 

三种基本关系类型：竞争、合作、还是联盟 

二、社区组织的行动策略 

针对政府主管的策略：认可、授权、资助、保护？ 

针对目标系统的策略：劝导、施压、对抗、冲突？ 

针对公众的策略：宣传、倡导、支持、冷漠、反对？ 

教学目的： 

1.是让学生掌握社区组织发育、动员和运作的基本策略和方法。 

本章作业： 

1．如何进行社区居民的接触和动员？ 

2．社区组织的类型和功能? 

3．如何培养社区领袖？ 

4．如何组织会议和解决争端？ 

5．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分几种？ 

6．社区组织的行动策略和外部环境的关系？ 

7．分组完成社区组织发育的模拟演练。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美）戴维.A.哈德凯瑟等，《社区工作理论与实务》第二版，夏建中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8。第 10章、第 11章、第 14章。 

（美）F. 艾伦.内廷等，《宏观社会工作实务》，刘继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

7章、第 8章、第 10章。 

香港社区工作教育联席会议，《社区工作技巧》，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9 章、第

10章、第 17章、第 18章、第 20章、第 21章。 

知识单元 9：社区教育 

参考学时：3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区教育概述 

一、社区教育的定义 

广义的是指提供给社区成员一切教育类型。 

狭议的是指专门提供给社区成员的非学历教育，目的是促进社区成员敏感和理解社区问题，提

升个人觉悟和能力，参与社区问题的解决，促进社区合作与发展。 

二、社区教育的不同类型 

社区教育的类别：补偿性教育、控制式教育和解放式教育（陈丽云、黄锦宝，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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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区教育的不同功能 

社会化：把一个生物人变成一个社会成员的过程，掌握必要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 

沟通理解：使社会成员通过媒介相互了解、认识、交流和接纳； 

批判反思：使社会成语具备道德、美等价值标准，和对社会现象和行为评判分析能力。 

第二节 不同实践策略下的社区教育 

一、合作团结下的社区教育 

1，目的：培养社区成员的相互理解、团结和合作，甚至会达到社会控制和矫正。 

2，手段： 

通过社区符号体系，建构社区意识形态霸权，使人们的价值、审美体系当然化、自然化。 

通过树立社区行为模范，把主流价值规范身体化，引导社区成员模仿和学习。 

提供补偿式教育，对社区弱势群体进行认知能力和职业能力的培养，促进社区的福利改善。 

通过社区报刊、单张，宣传和教育社区优良事件和作风，增强价值的辐射力和凝聚力。 

通过社区公共活动或参与式节目，培养参与、团结和合作精神。 

通过家庭亲子教育和活动，培养良好的家庭氛围和人际关系。 

二、理性规划下的社区教育 

1，目的：明白竞争对手之间的立场、策略和手段，确定合适的竞争策略和手段。 

2，手段：（哈德凯瑟，2008，第 12章） 

通过对方的资料分析（probing)，了解清楚对方的服务对象特征(purchasers)、服务措施

(product)、服务地点渠道(place)、服务定价(price)、促销措施(promotion)等； 

做好自己的市场细分和明确目标市场，进行目标市场区隔，然后进行产品设计和定位、定价、

分销渠道和促进措施； 

通过公共关系，明确自己的公共形象，增强自己的知名度、美誉度和信任度； 

建立视觉识别标志（identification），通过 Logo设计和宣传，增强社区公众的辨识力。 

三、集体行动下的社区教育 

1．目的：消除社会意识形态霸权和结构性不公正，促进服务对象的觉醒，培养社会批判能力

和行动能力。 

2．手段：（弗莱雷，2001） 

进行话语符号分析，解构话语意义的当然性； 

把个人麻烦和公共议题发生连接，个人的也是政治的； 

进行社会事件的重新解释，消除个人的谴责，对个体进行增能，引发改变的动力； 

拆解性别、种族、民族、阶层的刻板形象，发现当中隐含的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 

通过集体行动框架的建构、扩展和使用，推动集体行动的发展； 

建构现实的乌托邦，给社会行动建立希望和远景，吸引社会行动。 

学习目的： 

1. 让学生了解社区教育的不同类型和策略； 

2. 具体掌握不同策略下的社区教育的方法和手段。 

本章作业： 

1．社区教育的类型分几种？ 

2．补偿性教育的手段和方法是什么？ 

3．控制性教育的手段和方法是什么？ 

4．解放性教育的手段和方法是什么？ 

5．分组完成一个自选社区教育项目方案。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1．香港社区工作教育联系会议，《社区工作理论与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

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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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香港社区工作教育联席会议，《社区工作技巧》，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 19章。 

知识单元 10： 社区倡导与增权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区倡导  

一、由社区组织到社区倡导 

倡导是指整理社会问题资料，选择有效解决的目标，把问题符号化，采取压力性行动，进而确

保有保证变迁的实行。倡议是社区行动的基本策略（Rubin and Rubin, 1992，245） 

二、社区倡导的五个注意事项 

1．组织者如何获得必要的权力来克服对手？ 

2．组织者采取何种手段来使其行动看起来有合法性？ 

3．通过什么符号来提升他们的议题的政治敏感度？ 

4．如何影响谈判技巧进而来增加胜利的机会？ 

5．如何维持士气来坚持到胜利？ 

第二节  社区增权  

一、个人效能与结构性权力关系 

增权（empower）是指一种获得对各种社会权力的控制过程，最终达到一种效能感，他们觉得

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有权来抗争社会不公正条件。 

二、由习得性无助到个人掌控 

通过能力建设，让个人在行动中掌握一种技能和知识，通过小的成功，来获得一种自我效能感。 

三、由个体分化到团结合作 

通过个人互助、团结，来增加人际互动和社会团结，产生一种归属感，减少依附感和无助感，

从而为提高集体身份和社会资本。 

学习目的： 

1. 让学生对社区问题的外部政策因素和制度文化因素有敏感性； 

2. 并掌握相关的倡导和增权的策略和方法。 

本章作业： 

1．倡导工作应该注意的五个方面是什么? 

2. 增权和倡导的区别是什么? 

3. 增权策略如何开展? 

4. 分组完成一个自选社区倡导的项目计划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1. Rubin and Rubin Community Organizing and Development. Second edition. Boston: Allyn and 
Bacon , 1992。 

2. White, Shirley.. The Art of Facilitating Participation: Releasing the Power of Grassroots 
Communication.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1999 

3. Delgado, Melvin.. Community Social Work Practice in an Urban Context: The Potential of a 
Capacity-Enhancement Perspec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8学时 

实验 1：进行社区实地调研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选择一个社区进行实地调研 

实验要求：熟悉社区调研的基本内容；研究社区调研过程的收集资源的方法；掌握分析社区调

研资料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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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2：进行社区项目策划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社区项目策划 

实验要求：熟悉社区项目策略的基本内容结构；研究社会项目策划中的问题分解、目标建立、

资金筹集、干预策略、执行方法和评估方法；掌握社区项目策划的具体技巧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社区的概念和功能 3  

2 社区的现代化转型 3  

3 中国的社区体制上 3  

4 中国的社区体制下 3  

5 社区工作方法概述 3  

6 社区工作的理论基础上 3  

7 社区工作的理论基础中 3  

8 社区工作的理论基础下 3  

9 社区工作的实务模式上 3  

10 社区工作的实务模式下 3  

11 认识和进入社区 3  

12 社区研究和策划 3  

13 社区组织和干预策略 3  

14 社区教育 3  

15 社区倡导和赋权 3  

16 复习考核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心理学、社会工作概论、个案工作、小组工作 

后续课程：宏观社会工作课组、社会工作分支领域课组、社会问题课组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本课程教学重点是社区变迁理论、社区工作理论基础、社区工作实务模式。 

难点：本课程的难点是掌握宏观社区分析视角和干预策略。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教授。 

2.案例讨论。 

3.情景模拟 

教学手段： 

1. 讲义。 

2. 案例。 

3. 相关视频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主要在课堂进行教学，需要多媒体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需要学生课外阅读相关参考资料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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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求：主要包括一次平时读书报告占 20%；一次平时影评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美）戴维.A.哈德凯瑟等，《社区工作理论与实务》第二版，夏建中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8年。 

（二）推荐参考书 

徐永祥主编，《社区工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香港社区工作教育联系会议，《社区工作理论与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8年。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美）F. 艾伦.内廷等，《宏观社会工作实务》，刘继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卢辉临，“社区研究：缘起、问题和新生”，《开放时代》，2005年第 2期。 

肖林，“‘社区’研究和‘社区研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 4期。 

程玉申、周敏，“国外有关城市社区研究评述”，《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 4期。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黄平，王晓毅，《公共性的重建：社区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Wirth, Louis. 1938.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4, No. 1. 转自《经典社会学读本》影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李连江、欧博文，《在党国中植入民主：中国的村民选举》，中国选举于治理网”,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9533，2002 

朱健刚，“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 4期。 

俞可平， “中国治理变迁 30年”，《吉林大学学报》，2008年第 3期。 

郭伟和， “街道公共体制改革和国家意志的柔性控制”，《开放时代》，2010年第 2期。 

费孝通，《中国士绅》，赵旭东、秦志杰翻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09。 

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年后的中国农民变革》，北京：三联书店，2002。 

雷洁琼主编，王思斌执行主编，《转型中的中国城市社区组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Cox, Enid Opel. 2001, “Community Practice Issue in 21st Century: Questions and Challenges for 
Empowerment-Oriented Practitioner” Journal of Community Practice, Vol.9, No.1. pp.37-55. 

Rothman, Jack. 2007 “Multi Modes of Intervention at the Macro level.” Journal of Community 
Practice, Vol.15, No.4, pp.11-40. 

Kretzmannn, John P. and John L. Mcknight. Building Communities from the inside out: A Path 
Toward Finding and Mobilizing a Community Assets. ACTA Publication， 1993. 

执笔：郭伟和  审稿：郭伟和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5日 

 

社会学方法研讨课 
Seminar on Sociological methods 

课程号：4230101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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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要专题进行专项研讨；2 讲授社会学定量研
究的问卷设计、实施与分析；3、讲授社会学定性研究的资料分析。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问卷调查的问卷设计、抽样、实

施以及基础统计分析的基础知识，了解社会学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分野，掌握社会学定性研究的

分析方法，掌握社会学专业写作中的方法讨论，为学生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奠定方法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4学时 

知识单元 1：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三个层次：方法论、研究步骤、具体方法。 

2．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三个取向：实证主义、诠释学、批评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三个层次。 

2．掌握实证主义、诠释学、批评理论三个取向的要点。 

作业： 

阅读材料——米尔斯著，陈强等译：《社会学的想象力》，三联书店 2001 年版，附录“论治学

之道”。 

知识单元 2：调查问卷设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问卷调查的研究假设与操作化。 

2．调查问卷的问题形式。 

3．调查问卷的问题顺序与问卷格式 

学习目标： 

1．掌握问卷调查的研究假设与操作化。 

2．掌握调查问卷的问题形式与问题顺序。 

3．了解调查问卷的语言形式与问卷格式。 

作业： 

1.阅读材料——边燕杰等：“社会学研究与问卷设计”，载边燕杰等：《社会调查方法与技术：

中国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 

2.发改委问卷调查的反思 1：课学生需结合发改委调查，提交作业讨论其问卷设计。 

3. 实地研究作业：选课同学自行分组，延续《定性研究专题》课程中的实地研究，共同设计

一份调查问卷， 

知识单元 3：问卷调查的抽样与组织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问卷调查中的“随机抽样”与分层/分类抽样。 

2．问卷调查的组织与实施：入户填答与集体填答。 

3．问卷调查控制表格的填写和处理。 

学习目标： 

1．掌握问卷调查的分层/分类抽样方法。。 

2．了解入户填答与集体填答的组织方式。 

3．了解《拒答情况登记表》等控制表格的使用以及应答确实率的统计处理。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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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阅读材料——梁玉成：“中国城市社会调查抽样方法之研讨”，载边燕杰等：《社会调查方

法与技术：中国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 

2.发改委问卷调查的反思 2：课学生需结合发改委调查，提交作业讨论其抽样与问卷实施的组

织。 

3. 实地研究作业：选课同学按照研究分组，进行问卷发放的抽样设计，并进行小规模试调查。 

知识单元 4：问卷的基础统计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从研究假设到统计分析。 

2．从频次、频率、百分比到相关与回归。 

学习目标： 

1．了解问卷调查基础统计分析的类型。 

2．掌握对问卷中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的步骤。 

作业： 

阅读材料——孙凤仪：“多元利益诉求中的收入分配：社会反映与政策含义——基于 28 省 63

城市 7800个调查样本的实证分析”，载李振京等：《发展改革与民意基础：我国城镇居民对发展改

革问题的反映调查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5年，第 222-253页。 

知识单元 5：网站问卷调查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电子问卷与网站问卷的不同。 

2． 网站问卷的题目类型与题量。 

3．网站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与偏差考量。 

学习目标： 

1．了解网站问卷调查的特点。 

2．掌握网站调查问卷的设计与分析。 

作业： 

阅读材料——潘绥铭等：“网站调查与实地调查的实证对比研究：样本偏差程度及其方法论意

义”，载《江淮论坛》2009年第 4期。 

知识单元 6：定量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的分野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定量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的差异与关联。 

2．定量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的综合。 

学习目标： 

1．了解定量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的异同。。 

2．掌握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分野与综合。 

作业： 

阅读材料——沃野：“关于社会科学定量、定性研究的三个相关问题”，载《学术研究》2005

年第 4期。 

知识单元 7：定性研究的分析方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扎根理论的研究取向。 

2．民族志的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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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扩展个案法的研究取向。 

4．话语分析的研究取向。 

学习目标： 

1．了解扎根理论和话语分析的基本原则。 

2．掌握民族志与扩展个案法的具体维度。……。 

作业： 

阅读材料——布洛维：“拓展个案法”，载布洛维著，沈原等译：《公共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07年版，第 77-135页。 

知识单元 8：研究方法与社会学专业写作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研究计划书中的方法设计。 

2．经验研究论文的方法介绍与经验材料的介绍。 

学习目标： 

1．掌握研究计划书中方法设计部分的写作要点。 

2．了解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学术论文中的方法和材料部分的写作要点。。 

作业： 

阅读材料——（定量）毕向阳等：“单位动员的效力与限度——对我国城市居民‘希望工程’

捐款行为的社会学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 6期，第 149-177页。（定性）朱青等：“以

法治国：‘政法传统’的新逻辑——对维稳体制下一桩‘滥伐林木案’的个案研究”，载《战略与

管理》2014年 1-2期，第 83-95页。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4个，共 8学时 

实验 1：发改委调查的问卷设计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分析讨论发改委城镇居民调查问卷设计的利弊，并提出修改意见。 

实验要求：熟悉发改委问卷的目的；研究其问卷设计的基本原则；掌握民意调查问卷设计的方法。 

实验 2：发改委调查的抽样与组织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分析讨论发改委城镇居民调查问卷抽样和实施过程的利弊，并提出改进意见。 

实验要求：熟悉发改委调查的实施步骤；研究期抽样方法的有效性；掌握全国范围大规模问卷

调查的组织实施方法。 

实验 3：发改委调查的统计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分析讨论发改委城镇居民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并讨论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可能。 

实验要求：熟悉发改委问卷分析的基本类型；研究其统计分析的目标；掌握对问卷数据的基本

统计分析方法。 

实验 4：网站问卷调查的社会学应用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分析讨论潘绥铭老师对网站调查与实地调查的对比研究，并明确网站调查的可能偏

差及处理方式。 

实验要求：熟悉网站调查的步骤；研究网站调查的样本偏差；掌握对样本偏差进行调整的可能

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讲 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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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讲 调查问卷设计   

3 讨论课 1：发改委调查的问卷设计   

4 第三讲 问卷调查的抽样与组织   

5 讨论课 2：发改委调查的抽样与组织   

6 第四讲 问卷的基础统计分析   

7 讨论课 3：发改委调查的统计分析   

8 第五讲 网站问卷调查（1）  网站问卷调查的特点 

9 第五讲 网站问卷调查（2）  网站问卷调查实例分析 

10 讨论课 4：网站问卷调查的社会学应用   

11 第六讲 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的分野（1）  两种研究取向的差异 

12 第六讲 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的分野（2）  实例分析 

13 第七讲 定性研究的分析方法（1）  扎根理论与民族志 

14 第七讲 定性研究的分析方法（2）  扩展个案法与话语分析 

15 第八讲 研究方法与社会学专业写作（1）  研究计划书中的方法部分 

16 第八讲 研究方法与社会学专业写作（2）  经验研究论文的方法讨论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学研究方法、社会统计学、定性研究方法专题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问卷调查的设计、抽样与组织、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分野、研究方法与社会学专业写

作。 

难点：问卷调查的基础统计分析、定性研究的资料分析方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以教师讲解课程重点与难点为主。 

2.实例分析：根据课堂讲授的重点，选择相关研究，对其中的资料收集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进

行分析讨论。 

3.课堂讨论：在教师的主持和指导下，结合学生参与的发改委调查，讨论分析其问卷设计、抽

样与组织以及基础的统计分析。 

教学手段： 

1.阅读材料：每一讲都提供相应的研究范例，要求学生进行研读。 

2.实地研究：要求选课同学自行分组，延续《定性研究专题》课程中的实地研究，共同设计一

份调查问卷，并最终完成一份以两门课程的实地研究为试调查的研究项目计划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可供圆桌讨论的教室、配有电脑和投影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选课学生需要研读研究范例，并分组进行实地研究。实地研究以课后作业的形式开展，不占用

课堂教学的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本课程的考核分成四项：1.读书报告（20%），每一讲均配有研究范例，选课学生需

在课前完成阅读，并提交小读书报告；2.发改委问卷调查的反思（20%），选课学生需结合发改委调

查，提交作业讨论其问卷设计、抽样与组织以及基础的统计分析；3.实地研究作业（30%），选课同

学自行分组，延续《定性研究专题》课程中的实地研究，共同设计一份调查问卷，进行问卷发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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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设计，并进行小规模试调查；3.期末作业（30%）为研究计划书，选课学生需以小组实地研究

为基础写作一份研究计划书。 

7、作业要求： 

每一讲均有两份作业：一份为研究范例的读书报告，另一份为小组研究项目的分阶段研究报告。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无自主编写出版的理论教学教材或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纽曼著：《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 月 第 5

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潘绥铭等编著《论方法：社会学调查的本土实践与升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 第

1版 

2. 马歇尔等著《设计质性研究：有效研究计划的全程指导》，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15

年 1月 第 5版  

执笔：何江穗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15日 

 

社会保障学 
Social Security 

课程号： 4230101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社会保障是社会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本课程重点介绍社会政策的基本概念、社会保障模式、

社会保障立法、管理、基金，社会保障体系结构及其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改革。 

1、介绍社会保障的基本概念、理念和相关经济学理论 

2、重点掌握社会立法、管理、基金。 

3、重点掌握社会保障体系结构。 

4、分析中国的社会保障建立、改革及其现状。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 社会保障概述 

参考学时：10  

学习内容：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保险等重要概念的介绍，掌握社会保障的发展历程、社

会保障的基本模式、社会保障理念和理论。 

学习目标：掌握社会保障概念、特征、体系、功能，社会保障理念和相关经济学理论，社会保

障制度建立与发展历史、主要社会保障模式。 

知识单元 2：社会保障立法、管理、基金 

参考学时：6  

学习内容：社会保障立法、管理、基金。 

学习目标：掌握社会立法模式、管理模式及其基金筹集、投资与运营。 

知识单元 3：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发展、改革 

参考学时：2 

学习内容：社会保障建立、发展及其改革。 



10047 

学习目标：掌握中国社会保障建立与发展的历程、改革背景及其内容和取向。 

知识单元 4：社会保障体系 

参考学时：14  

学习内容：社会保障体系构成。 

学习目标：掌握社会体系构成，包括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

险、社会救助等。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社会保障概念与特征 4  

2 社会保障体系与功能 2  

3 社会保障的产生与发展 2  

4 社会保障思想理念 4  

5 社会保障的经济学理论 2  

6 社会保障的模式 2  

7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 2  

8 社会保障立法 2  

9 社会保障管理 2  

10 社会保障基金 2  

11 社会养老保险 2  

12 社会医疗保险 2  

13 失业保险 2  

14 工伤保险 2  

15 生育保险 2  

16 社会救助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学概论 

后续课程：社会政策。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社会保障立法、管理、基金和社会保障的构成体系及其中国社会保障建立与改革的背景、

内容和效果。 

难点：社会保障思想理念和经济学理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强调能力为本和学生参与，以讲授为主，兼顾课堂研讨和实地调查。  

（1）课堂讲授，主要介绍社会保障的基本概念，社会保障发展的历史背景和过程及其解释因

素，社会保障理论和的主要模式，促进学生对基本概念、理论、模式的了解与掌握。  

（2）课堂研讨，在具体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成领域，将学生分组，发动学生积极参与课堂，通

过课前阅读教师布置的文献，在课堂上研讨阅读的文献。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作为社会学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特别要求学生在建立学习小组的基础上，自主选

题、开展具体社会保障项目的经验调查，并提交研究报告作为期中论文。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课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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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与讨论，上课前应完成每一周指定阅读和作业，主动参与上课时的分享与讨论； 

思考与练习，反思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社会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 

需求与反馈，及时反馈对于课堂的个别或共同需求，随时向老师提出讨论。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郑功成主编，《社会保障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孙光德、董克用编，《社会保障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1、雷洁琼、王思斌著《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山西人民出版社 

2、《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3、尼古拉斯·巴尔，2003，《福利国家经济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4、任保平编《中国社会保障模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丁建定、沈洁等著《西方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丛书》，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6、郑秉文编《当代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丛书》，法律出版社 

执笔：胡杰容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0日 

第一章   社会保障的概念与特征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社会保障的涵义、特征，难点是引导学生如何区分社会保

障、社会福利、社会保险这几个相似的概念，从辨析中加深对社会保障涵义的把握。其中理解社会

保障的特征是重点。 

学时分配：二学时  

第一节  社会保障的概念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含义 

（一）社会保障的词源学考查 

（二）既有定义 

1．社会保险说 

2．社会安全说 

3．公共福利说 

4．经济保障说 

（三）从逻辑分析理解涵义： 

包括目标、责任主体、对象范围、依据、内容的项目体系及其制度。 

涵义：为了促进社会公平与进步，保持社会稳定，保证公民基本生活，提升公民福祉；国家和

社会以社会立法、社会政策为依据，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对全体公民或因为事故风险陷入贫困

的人群提供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物质援助或专业服务的制度。 

１．目标 

２．依据 

３．责任主体 

４．获益主体 

５．内容 

二、与社会保障相似的概念及其辨析 

（一）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的概念关系 

（二）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险的关系 

１．在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中，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一个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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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保险主要针对普通劳动者，即劳动力市场

的活跃人口。 

第二节  社会保障的特征 

一、社会保障的特征 

（一）政府责任 

１．风险的社会化是政府责任的主要原因。 

２．从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上看，由于家庭小型化、家庭功能的外移与弱化，市场

的信息不对称、外部性使得政府政府逐渐成为社会保障的主体。 

３．政府承担社会立法、管理监督、为社会保障支出兜底的责任。 

（二）社会性 

1．社会保障针对社会问题与社会风险 

2．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和实施对象的社会性  

3．社会保障的政策制定、管理监督、资金筹集的社会性 

（三）福利性 

1．社会保障的宗旨是保证基本生活，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公平与稳定。社会保障是国家

社会政策的核心支柱：确立了社会成员直接分享经济增长和社会文明成果的权利；通过转移支付和

累进税制等方式，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供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必要条件。 

2．社会保障通过立法，运用国民收入再分配手段，国家财政对社会救助、社会优抚等转移支

付项目提供完全的资金，同时对缴费性的社会保险基金提供补贴或担保。 

3．社会保障具有非盈利性质，属于社会公益性事业，一般通过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机构进

行管理提供低偿、无偿的服务、物质帮助。 如儿童福利院、社会养老院、NGO、NPO 

（四）互济性 

1．统筹互济、共担风险。弥补市场失灵下的 “无能为力”，形成风险共担的社会共同责任机

制。  

2．纵向平衡机制，社会保障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互济实现一种和谐、祥和局面，达到富

裕人群对贫困人群、健康人群对残疾人群、年轻人群对年老人群、在职者对失业者、一般人群对生

育女性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后代的在职者对前代的退休者的纵向转移支付。 

复习与思考题： 

１．什么是社会保障？基本含义是什么？ 

２．社会保障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１．郑功成：《社会保障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 

２．郑功成（主编）：《社会保障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３．郭崇德：《社会保障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４．李珍（主编）：《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５．孙光德、董克用（编）：《社会保障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６．程福财（译）：《社会保障一词的由来》，载《社会》２０００年第１１期第４７页。 

７．尚晓援：《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再认识》，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１１ ３

－１２１页。 

８．刘书鹤：《论社会保障涵盖社会福利——与尚女士商榷》，载《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保障）》

２００２年第１０期。 

９．田凯：《关于社会福利的定义及其与社会保障关系的再探讨》，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

刊》２００１年第１期第１５７－１６５页。 

１０．刘继同：《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界定的“国际惯例”及中国版涵义》，载《学术界》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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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年第２期第５７－６６页。 

第二章 社会保障制度的体系与功能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社会保障的体系与功能，重点是引导学生从功能主义的视

角对社会保障进行功能分析。 

学时分配：二学时 

第一节 社会保障的体系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总体框架  

（一）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第 102 号）规定了实行社会保障

津贴的范围、内容、水平、对行政管理机构的最低要求等。  

该项公约规定，社会保障的种类有九种：  

１．医疗照顾（Medical Care）；  

２．疾病给付（Sickness Benefit）；  

３．失业给付（Unemployment Benefit）；  

４．老年给付（Old-age Benefit）；  

５．职业伤害给付（Employment Injury Benefit）；  

６．多子女家庭给付（Family Benefit）；  

７．生育给付（Maternity Benefit）；  

８．残废给付（Invalidity Benefit）；  

９．遗属给付（Surviviors Benefit）。 

（二）国际劳工组织在 1952-1982年期间正式采纳了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规范化概念，认为构

成社会保障的各种要素或组成部分包括：  

１．社会保险； 

２．社会救助；  

３．国家财政收入资助的福利补贴、家庭补助；  

４．储蓄基金；  

５．为雇主规定的补充条款和围绕社会保障而发展的各种补充方案。 

（三）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由四大部分组成：  

１．社会救助——最低层次的社会保障，保障社会成员的生存需要；  

２．社会保险——基本保障，保障劳动者因失去劳动能力从而失去工资后仍能享有基本生活水

平；  

３．社会福利——增进城乡全体居民生活福利的高层次社会保障；  

４．社会优抚——特殊性质的社会保障，保障为社会作出贡献牺牲的军人及其眷属的基本生活。 

（四）世界各国社会保障体系 

１．美国：社会保险、社会救助、退伍军人补助、老人医疗服务、教育、住房。  

２．英国：社会保险、社会补助（住房、儿童、食品、高龄老人）、社会救助（低收入户、贫

穷老人、失业者）、保健服务、社会服务。  

３．瑞典：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义务教育、家庭福利、职业培训。  

４．德国：医疗、工伤、养老等社会保险 

５．日本：社会保险、国家救济、社会福利、义务教育。 

第二节  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分析 

一、什么是社会风险？ 

（一）Giddens、Becker《风险社会》中提到风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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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保障是个人风险、社会风险的平衡机制。 

二、社会保障的功能分析 

（一）正功能 

1．保障个人基本生活、提升生活质量 

2．维持调节劳动力的再生产功能 

3．调节经济运行 

4．调节国民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 

5、社会安全网与稳定器 

从社会冲突论来看，社会冲突引起的社会震荡对和平与发展具有强大的破环力量。Bismarck

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缓和阶级矛盾，保证社会安定。 

（二）负功能 

从 Hayker、Friedman等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批评看社会保障的负功能 

１．社会保障与社会分层：反种族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２．福利陷阱：福利依赖、福利欺诈 

３．个人自由、自主选择性与家庭责任 

４．制约储蓄、投资  

５．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外逃，不利于国际竞争 

复习与思考题： 

１．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哪些内容？ 

２．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它的基本功能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１．郑功成：《社会保障学》，商务印书馆 2000年版。 

２．郑功成（主编）：《社会保障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３．郭崇德：《社会保障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４．李珍（主编）：《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1年版。 

５．孙光德、董克用（编）：《社会保障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６．尚晓援：《中国社会安全网的现状及政策选择》，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６期第 1-11 

７．雷洁琼、王思斌：《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第三章 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首先介绍社会保障制度的萌芽，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及其社会历史

背景；接着介绍福利国家建立的过程。 

学时分配：二学时 

第一节 社会保障的萌芽、产生及其历史背景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萌芽——济贫法（贝弗里奇的观点）  

（一）旧济贫法——The poor law （Elizabeth 43） 

1．社会历史背景 

2．制度准备 

3．The poor law （Elizabeth 43）（1601年）的内容： 

（１）救济贫困、政府责任 

（２）行政管理机构、征税机构 

（３）对象分等、区别对待 

（４）院内救济、院外救济 

（５）开征济贫税、地区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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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旧济贫法的特点： 

（１）强迫劳动与福利救济相结合 

（２）家长制原则，恩赐性心理：强制迁徙与安置，忽视基本人权（1662年立法） 

（３）救济贫困国家责任 

５．济贫法的反应： 

（１）遭到边沁和马尔萨斯的反对 

二、新济贫法（１８３４年） 

（一）社会历史背景 

（二）建立的过程 

１．制度准备：1795年斯宾汉姆雷德（speehamana）制 

２．1834年通过《<济贫法>修正案》，The poor law Amendment Act。  

３．济贫法制度的终结 

（三）新济贫法的主要内容 

１．国家干预、政府介入 

２．中央监督管理，地方执行 

３．耻辱性与惩罚性 

４．坚持劣等待遇 

（四）新济贫法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１．国家责任、公民权利， 

２．消极救济，不是积极预防 

３．综合性，不具针对性 

４．强迫劳动与贫困救济结合，是宗教团体慈善救济的扩大化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及其历史和理论背景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创立过程 

（二）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主要内容 

（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创立的条件 

（四）特点 

1．法团主义 

2．社会保险 

3．保守主义 

课堂讨论问题：为什么会在德国首先建立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二节  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与福利国家的创立 

一、美国《社会保障法》 

（一）经济危机与临危受命 

（二）百日新政（new ideal） 

（三）1935年 8月 4日批准《社会保障法》（Act of Social Security）主要内容 

（四）特点 

1．以老年保障为主体，忽视医疗保险 

2．重视贫困问题，基本生活保障 

3．集中与分散灵活结合，各州水平、项目、规定、管理不一致 

二、福利国家的建立 

（一）社会背景 

（二）过程 

（三）《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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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保障计划的组成部分： 

（１）社会保险：针对一般公民的需要 

（２）社会援助：满足特殊情况的需要 

（３）自愿保险:高收入者的高层次需要 

（４）家庭津贴服务 

（５）医疗健康服务 

（６）充分就业服务 

2．社会保障的六原则： 

（１）基本生活待遇标准统一（flat rate of subsistance）  

（２）缴费率统一（flat rate of contribution） 

（３）行政管理职责统一（unifi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y） 

（４）待遇标准适当（adequacy of benefit） 

（５）广泛保障（comprehensiveness） 

（６）分门别类，适合不同人群（classification） 

3．人口与保障需求： 

（1）人口类型 

（2）保障需求: 

（四）福利国家从设想到现实 

1．艾德礼工党执政 

2．1945《家庭补贴法》、1946年《国民保险法》包括了老年、失业、疾病，《工伤保险法》、《国

民健康服务》；1948年《国民救济法》。 

3．1948年 7月 5日，标志着福利国家的诞生。 

（五）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基本特征  

1．社会保障的实施对象和覆盖范围不断扩大  

2．社会保障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础之上 

3．文化扩散 

(六)福利国家的膨胀 

１．社会福利支出的大量增长 

２．原因分析： 

（１）福利刚性 

（２）政党竞争下用福利取悦选民 

（３）东西阵营的竞争 

复习与思考题： 

１．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是什么？  

２．为什么德国成为第一个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 

３．英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历史进程对我国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救助管理制度建设

有什么启示？ 

拓展阅读书目： 

１．郑功成：《社会保障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 

２．郑功成（主编）：《社会保障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３．杨冠琼：《当代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４．孙炳耀：《当代英国瑞典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５．史柏年：《智利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启示》，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６．Allan Cochrane & John Clarke , Comparing Welfare States: Britain In International 

Context, Sage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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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Theda Skocpol,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８．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第二章“历史背景”，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０

３年版。 

第四章  社会保障理论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社会保障制度的思想理论，其中政治理论主要包括古典自

由主义、讲坛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马歇尔的公民权利理论等。 

学时分配：二学时 

第一节  社会福利思想概述 

一、古代社会福利思想概述 

（一）中外古代朴素的社会福利思想 

（二）中外社会思想影响下的社会福利实践 

1. 中国：儒家德治仁政、怀柔政策与民办慈善事业 

2西方：宗教慈善救济 

二、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阶段 

（一）产生阶段： 

１．英法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否定社会救济制度作用的社会保障思想 

２．德国历史学派提倡国家福利的社会保障思想 

３．福利经济学庇古关于福利保障的思想。 

（二）形成阶段： 

１．凯恩斯主义的福利保障理论 

２．“福利国家”论者的社会保障理论。 

（三）多样化发展阶段 

（１）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社会保障理论，包括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社会市场经济学派、公共选

择学派等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 

（２）其他经济学派的社会保障理论，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增长学派、未来学派等关于

社会福利保障理论 

（３）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理论 

第二节  社会福利思想 

一、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 

（一）代表人物 

（二）主要观点 

1．个人是理性人，追求效用的最大化。 

２．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 

３．对贫困看法及其归因 

二、讲坛社会主义：德国新历史学派 

（一）代表人物  

（二）主要观点 

 1、强调伦理道德在劳资冲突问题及其解决中的重要作用 

2、对市场、自由竞争的批判 

3．主张维持社会等级秩序 

4．国家性质、地位、功能的认识 

5．社会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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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费边社会主义：英国费边社 

（一）费边社 

（二）主要观点 

１．国家社会主义 

２．集体主义 

四、T．H．Marshall公民权理论 

（一）公民权发展的三阶段： 

１．民事权 

２．政治权 

３．社会权 

（二）评价 

１．公民权的发展是一个线性过程，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必然结果，与现实不符。 

２．公民权是一个中立，性别中立的概念，是工作的、白人、男性的权利，没有性别、种族视

角，没有看到不同性别在福利国家中的处境不同。 

３．根据公民社会权的思想，将福利国家划分为普遍/全民型福利国家、特殊/剩余主义福利国

家。 

五、贝弗里奇的福利思想 

（一）提出 

1942 年 12 月《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报告》，即《贝弗里奇报告》勾勒了福利国家的蓝图，福

利国家之父。 

（二）《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主要内容 

1．社会保障计划的组成部分： 

（１）社会保险：针对一般公民的需要 

（２）社会援助：满足特殊情况的需要 

（３）自愿保险:高收入者的高层次需要 

（４）家庭津贴服务 

（５）医疗健康服务 

（６）充分就业服务 

2．社会保障的六原则： 

（１）基本生活待遇标准统一（flat rate of subsistance）  

（２）缴费率统一（flat rate of contribution） 

（３）行政管理职责统一（unifi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y） 

（４）待遇标准适当（adequacy of benefit） 

（５）广泛保障（comprehensiveness） 

（６）分门别类，适合不同人群（classification） 

3．人口与保障需求： 

（1）人口类型 

雇员 

有其他收入的人 

家庭妇女 

工作年龄内的其他人（学生、残疾） 

工作年龄以下的人 

工作年龄以上的退休者 

（2）保障需求: 

失业：失业救济金 



10056 

伤残：伤残补助、产业年金 

失去生计：培训补助 

退休：养老金 

结婚需要：结婚、生育、丈夫失业伤残退休、寡妇（临时遗孀补助、监护人补助、培训补助）、

分居（分居补助、监护人补助、培训补助）、无料理家务能力者（有偿帮助） 

丧葬：丧葬补助  

儿童：儿童津贴 

身体残疾或丧失劳动能力： 

复习与思考题： 

１．试评述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 

２．说说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影响。 

３．贝弗里奇的社会福利思想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１．郑功成：《社会保障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 

２．李珍（主编）：《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３．《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２００４年版。 

４．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第三章“政治理论”，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０

３年版。 

５．吉登斯著：《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第五章  福利经济学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福利经济学的主要观点，包括庇古的古典福利经济学、凯

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最后简述贝弗里奇的社会福利思想。 

学时分配：二学时 

第一节 古典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 

一、古典福利经济学理论 

（一）概况 

（二）主要观点 

１．区分社会福利与经济福利： 

２．主张增加国民收入和“收入均等化”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３．具体社会政策 

（1）自愿转移与强制转移 

（2）从富人向穷人的转移支付，可以采取直接转移和间接转移。 

（3）不要实行施舍性的补贴，防止福利依赖，鼓励工作和储蓄。 

（4）实行普遍养老金制度，或者按照最低收入标准进行普遍补贴制度。 

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与国家干预理论 

（一）凯恩斯(Keynesianism) 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二）主要观点 

1．有效需求不足 

2．国家干预 

第二节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 

一、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 

（一）代表人物：哈耶克、弗里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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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哈耶克的观点 

１．对40 年代开始全面推行的福利国家及其过度的“父爱主义”哲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２．福利国家作为一种人为的建构(Human construct)，其实际的运行并未能彻底实行理性策

划的目标。 

（三）弗里德曼的观点 

１．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批评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和福利国家学说。 

２．政府很难对经济活动做出实质性的人为干预，唯一可做的是对货币供应进行调节,通过这

种途径,宏观经济才能达到发展所需的供需平衡。 

３．个人的福祉应完全从属于个人的经验，他反对“社会”福利的界定，也拒绝赋予福利以社

群主义的性质。 

４．认为个人的福利应是透过市场购买来实现，个人的生活满足感或幸福也只有从市场的交换

中才可能得以改善。 

二、阿马蒂亚•森的社会选择及贫困、饥荒理论  

（一）概况 

（二）阿马蒂亚•森的三大贡献 

1．在社会选择的一般理论上对阿罗的不可能定理的突破性研究。 

2．创建了关于福利、平等及贫困的新指标。  

3．深情地关注和研究贫困与饥饿，并提出饥荒的真正根源不是粮食供应不足，而是制度。 

（三）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与批判 

１．福利经济学属于规范经济学的范畴，是研究经济体系的一种状态比另一种状态是更好还是

更糟，以及一种状态应否转化为另一种状态的经济科学。必涉及人类福利与价值判断问题。  

２．对理性行为假设的批判  

（四）对福利主义的批判 

１．“福利主义者”西托夫斯基（T.Scitovsky）、赫西曼(A.Hirschman)等认为，个人福利和社

会福利可以通过一系列生产和消费的商品数量来衡量。  

２．人们拥有商品，是因为把商品看作具有一定特性并能满足人们需要的东西，因此，仅仅通

过收入和财货的比较不可能对社会福利做出一个准确的比较。  

３．拥有或消费商品所获得的满足感、成就感或其他结果，不仅依赖于商品本身的特性，还取

决于消费者本身以及所处的环境，评价福利水平及其变化还应考虑道德和政治等因素。  

（五）对社会福利函数理论的批判 

１．个人效用的测量值还取决于个人特征和所处环境，从道德和政治的角度看，效用的测量值

可能与幸福无关。如一个富人可能比一个穷人更缺乏幸福，富人也可能会在困难面前调整自己的偏

好，以提高效用。  

２．主张福利经济学应摆脱“福利主义”的狭溢范围，引入基本价值判断(basic value 

judgment)。  

（六）社会公正理论 

１．人的生活是相关的不同生活质量的集合。  

２．幸福状态（或幸福体验）是与总福利评价有关的若干方面的一个方面。  

３．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可以表示为生活质量的向量。  

复习与思考题： 

１．比较新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 

２．说说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影响。 

３．论述森对社会福利理论的贡献。 

拓展阅读书目： 

１．郑功成：《社会保障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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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李珍（主编）：《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３．《贝弗里奇报告——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２００４年版。 

４．黄有光：《社会福祉与经济政策》。  

５．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第四章“经济理论１”和 “第五章经济理论２” ，

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６．熊跃根：《论国家、市场与福利之间的关系——西方社会政策理念的发展及其反思》，载《社

会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３期第５７－６９页。 

第六章  社会保障模式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社会保障模式，首先介绍社会保障模式的一般类型，包括

福利型、保险型、强制储蓄型、国家型。接着介绍蒂特马斯和阿斯平·安德森对不同福利国家的类

型划分，重点是介绍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的观点。 

学时分配：二学时 

第一节   社会保障模式的一般类型 

一、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  

（一）福利型的社会保障模式以英国、瑞典为代表，多见于北欧和西欧国家。  

（二）基本特征：  

1、 全民保障 

2、 保障水平高 

3、项目齐全 

4、统一标准缴费，统一标准支付 

5、政府责任 

二、保险型社会保障制度  

（一）德国、美国、日本等许多发达国家都建立了保险型社会保障制度。 

（二）基本特征： 

1、覆盖人群 

2、待遇水平 

3、权义对应 

4、责任共担 

5、强调公平与效率兼顾 

三、强制储蓄型社会保障制度  

（一）代表国家：新加坡、智利 

（二）主要类型 

（三）产生的背景与运作 

四、国家型社会保障制度  

（一）代表国家  

（二）特征 

第二节  经典分类 

一、Richard  Titmuss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分类 

（一）基本类型 

1、剩余型（residual）：只有当家庭、市场失败后，针对边缘、值得帮助的社会群体提供社会

救济。 

2、工业成就型（industrial achievement）：社会保障的资格、津贴水平与劳动力市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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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缴纳保险费相关。 

3、制度型（institutional）：针对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全民性，社会福利制度化，原则上将

福利项目扩展到对社会福利必要的所有分配领域。 

（二）意义 

从仅仅关注福利开支的黑箱到关注福利国家的内容，选择性针对性还是普遍性全民性的保障计

划，资格条件、待遇水平分别是什么样的，在公民权的扩张中，就业和工龄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社

会保障的资格条件和待遇水平。 

二、Andersen《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一）福利国家： 

1、福利国家：政府干预，国家介入经济活动的组织与管理，就业、工资和宏观经济机制  

Keynesian  welfare 

政府干预、有系统的制度安排、有清晰的经济、政治、社会目标，是凯恩斯主义、贝弗里奇报

告和工党执政的结合。 

2、福利范式（welfare regime） 

（二）福利意识形态 

１、保守主义 

２、社会民主主义 

（三）福利国家与去商品化 

1、去商品化（decommodifying、decommodification） 

2、不同福利国家具有不同的去商品化效果 

（四）测量去商品化的程度 

1、资格条件的限制性规定，如工作经历、供款、收入状况调查 

2、消除申请福利积极性的做法，延长等待时间，规定享受津贴服务的最长期限 

3、津贴水平、工资替代率 

4、覆盖人口范围 

（五）不同视角对福利国家的评价： 

1、新马克思主义认为福利国家再生产了既存的阶级社会，Oconnor 认为提供了垄断统治要求

的社会稳定与合法性，Priven认为不是取决于穷人的迫切需要，而是穷人对社会稳定的明显威胁。 

2、Marshall、Heimann 认为福利国家消除了阶级斗争必要的原因，把工人阶级与民众整合进

国家，使得阶级斗争转变为地位竞争。从收入再分配的纵向、横向对比来看，福利国家对税收、开

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１）纵向（时间维度）的趋势研究 

（２）横向（国别维度）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 

（六）关于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的划分中存在的问题 

1、没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和转型社会 

2、忽视了内部的差异性、有些国家是否给予了正确的类型归属 

3、是三个世界还是多个世界？  

复习与思考题： 

１．论述蒂特姆斯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划分 

２．阐述安德森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的观点。 

拓展阅读书目： 

１．郑功成：《社会保障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 

２．郑功成（主编）：《社会保障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３．杨冠琼：《当代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４．孙炳耀：《当代英国瑞典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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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史柏年：《智利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启示》，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６．任保平（编）：《中国社会保障模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７．Esping-Andersen，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Polity Press，1991. 

８．Richard M. Titmuss, Social Policy：An Introduction， George Allan & Unwin Ltd，

1974. 

第七章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发展及其改革，中国传统社会

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学时分配：二学时 

第一节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概说 

（一）中国古代的社会福利实践 

（二）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１．社会救助 

２．社会保险 

３．社会福利 

４．社会优抚 

（三）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理念基础 

１．社会保障以个人自立为基点，帮助个人抵御在市场经济中可能遇到的生活和劳动风险，这

既是社会和政府的义务与责任，也是个人的权利，但要防止“福利养懒人”。  

２．社会保障具有自助、他助、互助、公助相统一的特性 

３．社会保障在建立国家最低保护的同时，应鼓励个人和家族更高的生活水平，应给个人自由

自主选择留有余地。 

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初创阶段（1949至 1956年）  

１．开端：1951年 2月 26日由政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草案）》，这是中

国第一部统一的社会保险法规。规定了生老病死残及其直系亲属的保险待遇。 

２．1953年 1月 2日经政务院修正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同时，劳动部

颁布了《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法案》，1956年扩大覆盖范围到 13部门。1950年 5月，政务

院《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 

３．1950-1955年，建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险制度。 

４．农村五保制度，《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对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无依无靠

的老弱孤寡残疾者，保证吃穿和柴火供应，年幼教育年老安葬。 

（二）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调整阶段（1957至 1965年） 

1958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草案）》，《关于工人、职员退

职处理的暂行规定（草案）》，统一工人、职员的退职条件与标准，改进了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 

（三）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倒退阶段（1966至 1976年）  

１．1969年 2月，财政部《关于国营企业财务工作中几项制度的改革建议》，规定停止提取保

险金，劳保开支在营业外列支，基本否定了劳动保险条例。停止基金积累，企业社会保障负担倚轻

倚重。 

２．1968年 12月，毛泽东批示湖北长阳乐园公社农村合作医疗试点，1976年全国建立农村合

作医疗制度，世界瞩目。 

（四）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建阶段（1976至 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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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1978年到 1985年，1978年 6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关于

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 

２．1980年 3月 14日国家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关于整顿与加强劳动保险工作的通知》。 

３．1978到 1989年《关于军队干部退休的暂行规定》、《退伍义务兵安置条例》、《军人抚恤优

待条例》等。 

三、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弊端 

1．覆盖范围狭窄。针对城市全民所用制的劳动者，实质是就业保障与单位保障。社会保障以

“身份”属性取代其“社会”属性，有工作意味着有保障，有什么样的工作意味着什么样的保障，

在什么样的单位工作意味着什么样的保障。不利于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国企机关事业单位冗员隐性

失业。 

2．项目残缺不全。以劳动保险为主体，没有失业保险。主观认为没有失业，实际隐性失业、

待业广泛存在。 

3．保障主体企业办保险。社会保障资金统筹水平低，由企业独立统筹、管理、支付。企业自

保，缺乏互助互济；负担倚轻倚重，不能平等竞争。 

4．统一性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系、城乡差距大。 

5．管理体系与运行机制紊乱，政出多门，对头管理，五龙治水。各自为政、自行其是。 

第二节  中国社会保障的改革 

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背景、阶段 

（一）背景 

１．经济体制的转变。 

２．经济结构的调整。 

３．庞大的人口数量和人口老龄化影响。 

４．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束缚和影响比较严重。 

（二）基本阶段 

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到 1992年党的十四大

召开，这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探索期。 

２．从 1993年至今，这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期。 

二、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总体思路与原则 

（一）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改革的总

体思路 

（二）中国社会保障改革的基本原则 

１．社会互济和个人责任相结合。 

２．社会保障的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适应。 

３．以人为本，生存权是基本人权。 

４．从总体出发，加强统一性。 

５．统一性原则。 

三、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改革 

（一）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问题：企业办保险，不利于企业平等竞争，劳动力的合理流动。 

１．试点阶段（1984-1997） 

２．统一模式阶段（1997年后） 

（１）1997年 7月颁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到本世纪末，

要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适用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资金来源多

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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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体系”。 

（２）确立了统帐结合的部分积累制。 

（３）行业统筹下放地方，结束条块分割。 

（４）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省级统筹 

３．完善阶段 

（一）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１．企业单位、地方政府自发改革阶段（1981-88年） 

２．中央政府主导的改革试点（1988-1997年） 

３．模式统一阶段（1997至今） 

（二）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１）在观念上打破失业禁区，建立失业保险制度。 

（２）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从国有企业到其他所用制企业。 

（３）提高失业保险费征缴比例，企业缴纳工资总额 3%，个人缴纳 1%。 

（４）推动再就业工程，将失业保险与促进就业相结合。 

（三）工伤、生育保险制度的改革 

１．工伤保险由企业保险转变为社会保险。 

２．国务院有关部门于 1994年 12月发布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规定生育保险基

金的社会统筹、生育保险待遇等方面。 

四、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存在的问题 

（一）覆盖范围狭窄 

（二）资金短缺 

（三）社会化程度不高 

（四）社会保障组织管理体制上，关系不顺、管理成本高、缺乏有效监督 

（五） 缴费率高、上缴率低 

复习与思考题： 

１．简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改革过程。  

２．分析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存在的问题。  

3.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背景和内容。 

4.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存在的问题 

拓展阅读书目： 

１．郑功成：《社会保障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 

２．郑功成（主编）：《社会保障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３．杨冠琼：《当代美国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４．孙炳耀：《当代英国瑞典社会保障制度》，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５．史柏年：《智利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启示》，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６．雷洁琼、王思斌著：《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构》，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７．陈佳贵编：《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８．景天魁主编：《基础整合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版。 

第八章  社会保障立法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概念，其中关键是帮助学生理解社会

保障法律关系和主体，尤其是政府的责任。接着介绍社会保障法律体系的结构与内容，社会保障立

法的模式，最后介绍中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设。 

学时分配：二学时 

第一节 社会保障法律的概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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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概念  

定义：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是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社会保障的法律体系是社会

保障制度顺利实施的前提和保证。  

（一）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主体  

（１）国家（政府） 

（２）用人单位在社会保障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３）社会成员个人在社会保障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二、社会保障法的特征 

（一）广泛的社会性 

（二）明显的强制性 

（三）严格的专用性 

（四）特定的技术性 

（五）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统一性 

三、社会保障法的体系与结构 

（一）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概况  

它是一个国家全部社会保障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标准分类组合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性、功能

性联系的有机整体。 

①其纵向结构： 

第一层次为宪法中有关社会保障的条款； 

第二层次为社会保险的基本法律； 

第三层次为社会保险行政法规； 

第四层次为部颁规章或地方政府制定发布的法规。  

②其横向结构，是由同一层次的社会保障法律规范按照一定的标准排列而成。 

（二）社会保障法体系的结构与内容 

1．宪法中有关社会保障条款  

2．社会保障法  

3．社会保障单行法规和实施细则  

4．地方性社会保障法规和行政规章  

5．其它法律法规中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规范  

 （三）有关社会保障的国际公约与建议书 

四、社会保障法的地位及其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一）社会保障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二）社会法与经济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并列，同属于宪法之下的第二层次的部门法。 

第二节  社会保障法的立法及实施机制 

一、社会保障法的立法模式 

（一）涵义：社会保障法的立法模式是指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在结构方面所遵循的体例。  

（二）类型： 

1．分散立法模式  

2．集中立法模式 

二、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设 

（一）发展沿革与现状 

（二）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社会保障的立法不健全。  

2．现有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立法层次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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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较为薄弱。  

4．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及实施中相关法律程序不规范，为将来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留下隐

患。  

5．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体系做支撑，其它相关的法律也难以贯彻实施。  

（三）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建立和完善的思路 

1．把社会保障立法作为建立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抓

紧制定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  

2．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内容应当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相衔接，以保证社会保障法律规

范的有效实施。  

3．以法律手段解决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问题。  

4．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5．健全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  

复习与思考题： 

１．社会保障法调整的关系有哪些？其中政府在社会保障法中承担哪些责任？  

２．社会保障立法的模式有哪些？ 

３．中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存在哪些问题？ 

拓展阅读书目： 

１．郑功成：《社会保障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 

２．郑功成（主编）：《社会保障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３．郭崇德：《社会保障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４．李珍（主编）：《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５．孙光德、董克用（编）：《社会保障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６．余卫明：《社会保障立法模式探析》，载《法学杂志》2003年 9月号第 37-38页。 

７．乔榛：《社会保障法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载《学术交流》２００１年第４期第４３－４

５页。 

８．王全兴：《社会法学的双重关注：社会与经济》，载《法商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１５

－１８页。 

９．丁康：《世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历史演进》，载《江汉论坛》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号地８５

－８７页。 

第九章  社会保障管理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社会保障管理的涵义、社会保障管理的机构与模式，重点

介绍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建立的原则，最后介绍中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 

学时分配：二学时 

第一节 社会保障管理概述 

一、社会保障管理的基本概念 

（一）涵义 

社会保障管理是为了保证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和各项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建立一定的组织机

构，配备具有一定素质的人员，对社会保障事业进行的决策、计划、指挥、监督、调节以及对社会

保障基金进行的筹集、管理、给付、运营等活动。 

（二）具体内容 

1．社会保障的行政管理 

2、社会保障的基金管理 

3、社会保障对象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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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保障管理机构 

（一）以行政层次、行政权限为标准 

（二）以管理职责、性质、范围为标准 

1、社会保障的行政管理机构。  

2、社会保障业务经办机构。 

3、社会保障基金运营机构。 

4、社会保障监督机构，包括行政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 

三、社会保障管理模式 

（一）政府直接管理的社会保障 

（二）社会自治管理模式 

（三）民营化的市场管理模式 

（四）工会管理的社会保障。 

第二节  社会保障管理体制 

一、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原则 

概念：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是关于社会保障机构设置与职权划分的组织体系。 

（一）集中管理和分权管理相结合 

1、统一规范管理制度运行的基础，统一基本制度，即方法、标准的统一； 

2、统一管理体制，即各部门、各层级责任、权力的明晰； 

3、统一技术规范，即计算机网络、操作程序的统一。 

（二）政事分离、政监分离 

1、立法、行政分离 

2、政、事三分离；  

3、社会保障基金“征、管、用”三分离  

4、运营系统与监督系统分设。 

（三） “三方性”原则 

（四）立法先行、依法管理 

（五）社会化组织管理 

二、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发展趋势： 

（一）业务管理分散化，接近对象；政策决策集中统一化 

（二）私营化、混合化，鼓励私营部门参与保障计划，业务管理职责赋予私营机构 

三、我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改革 

（一）改革前我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1、单位办保障，社会化不足。 

2、社会保障集中统一化程度低。 

3、社会保障行政管理和事业管理不分。 

4、社会保障的运行机制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据和法律监督。 

（二）建立新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 

1、国家承担责任与社会承担责任相结合，以社会承担责任为主。 

2、社会化管理与单位管理相结合，以社会化管理为主。 

3、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相结合，以内部控制为主。 

（三）中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 

1、中央政府管理职能的调整 

（１）我国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思路是：体制改革与运行机制更新结合起来，建立

覆盖全体劳动者的统一协调的社会保障制度。遵循管理体制构建中权力制衡、职责分离的原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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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统一、高效、精干的社会保障管理系统，改变过去条块分割，政出多门的分散管理状况。 

（２）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为主体的“部门分工、适度统管”，劳保部管理社会保障，民政部管

理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 

2、 政事分开，政监分开 

3、社会保障管理与服务社会化 

复习与思考题： 

１．社会保障管理部门包括哪些？分别承担哪些职能？  

２．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的建设应该遵循哪些原则？ 

３．中国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存在哪些问题？如何改革？ 

拓展阅读书目： 

１．童星：《社会保障与管理》，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２．穆怀中：《社会保障国际比较》，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2年版。 

３．郑功成：《社会保障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 

４．郑功成（主编）：《社会保障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５．孙光德、董克用（编）：《社会保障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６．余卫明：《社会保障立法模式探析》，载《法学杂志》2003年 9月号第 37-38页。 

７．李挚萍：《论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载《中山大学学报》1996 年第３

期。 

第十章 社会保障基金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社会保障基金的涵义、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与给付，包括

筹集的原则、考虑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介绍筹集的模式，包括现收现付制、部分积累制、完全

积累制；缴费制、非缴费制等。最后介绍社会保障基金的运营。 

学时分配：二学时 

第一节   社会保障基金的作用 

一、社会保障基金 

（一）社会保障基金及其制度 

１．社会保障基金  

２．社会保障基金制度 

（二）社会保障基金的特点 

１．强制性； 

２．储备性； 

３．互济性； 

（三）社会保障基金的作用 

１．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保证社会的安定。 

２．发挥保险互济的作用，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３．发挥基金的经济功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第二节   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与给付 

一、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原则与方式 

（一）社会保障基金筹集的原则是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 

１．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障费 

２．劳动者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３．国家财政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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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国内外的社会或个人捐赠 

５．社会保障基金的增值 

６．收支平衡的原则 

７．依法筹集的原则 

（二）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方式 

１．企业全部缴纳 

２．政府全部资助 

３．个人全部缴纳  

４．企业与个人共同缴纳 

５．企业缴纳与国家资助 

６．个人缴纳与国家资助 

７．个人、企业、政府三方共同负担 

二、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模式 

现收现付制、完全基金制、部分基金制 

按照基金是否有积累的程度划分，社会保障津贴项目的财务机制可以分为现收现付制、完全积

累制和部分积累制。 

（一）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 System） 

１．现收现付制的运行 

２．优势  

３．局限性 

（二）完全积累制（Fully Funding System） 

1．完全积累制的运行 

2．完全积累制的运行特征分析 

３．优点 

４．局限性 

（三）部分积累制（Partially Funding System） 

１．什么是部分积累制？ 

２．部分积累制的运行特征分析 

（１）部分积累制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兼容度较高。  

（２）部分积累制有助于解决社会保障覆盖面过窄的问题。  

（３）部分积累制的设计特征方面使之可以采取“新人新制度、老人老制度”的方式，解决新

老制度转轨时期间对历史遗留问题。 

缴费制与非缴费制 

（一）分类 

（二）缴费制 

１．优点 

２．缴费性社会保障计划的结构分析  

３．关于个人分担社会保障费用的经济效应的辨析 

三、社会保障基金筹集的不同的组合模式 

（一）社会统筹与现收现付相结合的模式（亦称现收现付社会统筹制）  

（二）个人帐户与储备积累制相结合的模式 

（三）社会统筹与部分基金积累制相结合的模式 

（四）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基金积累制模式 

第三节   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与保值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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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外社会保障基金管理体制设置的启示与借鉴 

二、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的根本出路在于投资运营 

（一）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的必要性  

（二）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的迫切性 

（三）社会保障基金“入市”对资本市场相关条件的要求  

三、社保基金投资的政策目标与模式选择 

（一）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特殊性  

（二）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多元化政策目标 

１．安全性  

２．收益性  

３．可流动变现性  

（三）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模式 

1．收益优先、兼顾安全的多元化投资模式  

2．安全优先、兼顾收益的单一型投资模式 

（四）社会保障基金“入市”方式的选择 

１．直接入市 

２．间接入市 

（五）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工具及其组合投资 

１．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工具组合的国际比较  

2．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工具选择 

（１）银行存款 

（２）债券  

（３）股票 

（４）投资基金 

（５）抵押贷款  

复习与思考题： 

１．说说现收现付制的保障基金筹集模式的运行原理和优缺点。  

２．缴费制的保障基金筹集模式具有哪些优点，又会引起什么问题？  

３．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应该遵循哪些原则？选择哪些投资工具？ 

拓展阅读书目： 

１．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第七章“福利国家的财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 

２．郑功成（主编）：《社会保障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３．郑秉文：《ＤＢ型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基金的危机与投资理念》，载《世界经济》２００３

年第１１期第３５－４８页。 

４．郑秉文：《围绕美国社会保障“私有化”的争论》，《国际经济评论》２００３年第 1 期。 

５．郑秉文：《美国社保改革: 迈向股票市场的一跃》，《改革》２００３年第 2 期。 

６．郑秉文：《“W 的办法”—— 华尔街与福利》，《读书》２００３年第 3 期。 

第十一章    社会养老保险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社会养老保险的内涵、要素、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其

中重点是介绍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构成要素，包括覆盖面、资格条件、资金的筹集和给付；最后介

绍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包括历史沿革、特点、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其中还介绍了公务员和事

业单位职员的养老保险制度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形成、运作与问题。 

学时分配：二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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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养老保险的内涵和特点 

一、社会养老保险的内涵 

它是国家和社会依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保障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

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二、社会养老保险的特点 

（一）国家参与性。 

（二）享受对象限定性。 

（三）储备基金性。 

（四）待遇调整性。 

（五）与家庭养老相联系。 

第二节 社会养老保险的保障对象和实施范围 

一、养老保险的覆盖面 
（一）含义：它是指养老保险所提供物质生活保障的实施范围和享受这种保障的劳动者的数量

方面的界限。它是养老保险的保障对象和实施范围的有机结合。 

（二）特点： 

二、享受基本养老保险的资格条件 

（一）资格条件： 

１．法定退休年龄 

2．最低缴费年限 

3．不同国家享受资格条件 

（二）法定退休年龄 

１．确定法定退休年龄的根据 

２．不同退休行为的经济效应分析： 

3．法定退休年龄及其实施中的问题 

（三）最低缴费年限及其调整 

1．存在的问题  

2．最低缴费年限的调整  

三、基本养老保险筹资 

（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来源的三方性原则 

１．企业缴费 

２．个人缴费 

３．国家的财政补贴及其方式 

（二）模式 

1．部分基金制 

2．缴费制 

3．统账结合 

（三）基本养老保险的费率 

１．影响因素  

２．约束条件 

四、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与发放  

（一）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类型与项目 

1．形式与待遇规定 

2．退休条件 

（二）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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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定原则与调整原则 

2．基本养老金的工资替代率 

3．老年保险金给付 

（三）养老保险待遇的社会性发放 

１．银行代发； 

２．邮局寄发； 

３．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送发；  

４．设立派出机构直发。  

第三节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沿革与改革现状 

一、国外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模式 

（一）国家统筹的社会福利型  

（二）投保资助的社会保险型 

（三）强制储蓄的自我保障模式 

二、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历史沿革 

三、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特点 

（一）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多层次性、多支柱性 

（二）城乡分割的二元体系 

（三）不同类型人群不同制度安排的非统一性 

（四）养老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四、国家公务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一）公务员享受退休待遇的规定的主要内容 

（二）特点 

（三）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四）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１．国家建立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实行“基本养老保险+退休津贴”的保险模式。  

２．由财政全额核拨经费的事业单位应纳入公务员养老保险体系；  

３．由财政部分核拨经费和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实行“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的保险

模式。  

六、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一）从天然的土地保障到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与具体内容 

七、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一）老龄化下财政不堪重负 

（二）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的“空帐”运作、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账户的连通问题 

（三）农村和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 

（四）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问题 

复习与思考题： 

１．社会保险制度包括哪些构成要素？ 

２．论述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特点、存在的问题。  

３．阐述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运作及其存在的问题。 

拓展阅读书目： 

１．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第九章“缴费型给付 2：养老金”，劳动和社会保障

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２．郑功成（主编）：《社会保障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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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孙光德、董克用（编）：《社会保障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４．郑功成：《社会保障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 

５．李珍主编：《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1年版。 

６．魏新武：《社会保障世纪回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 

７．董克用、王燕：《养老保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８．宋晓梧、张中俊：《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改革出版社 1997年版。 

９．熊跃根：《成年子女对照顾老人的看法——焦点小组访问的定性资料分析》，载《社会学研

究》1998年第 5期第 72-89页。 

第十二章  社会医疗保险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社会医疗保险的涵义、特征、构成要素；接着介绍各国社

会医疗保险的运行模式，中国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及其改革，其中改革是重点。最后介绍中国

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学时分配：二学时 

第一节  社会医疗保险概说 

一、 社会医疗保险的内涵与特征 

（一）内涵 

社会医疗保险的涵义是指国家立法规范、强制执行向法定范围的劳动者及其他社会成员提供必

要的疾病医疗服务和医疗费用经济补偿的社会化保险制度。区别于医疗保障和商业医疗保险。 

（二）社会医疗保险的特征 

二、社会医疗保险要素分析 

（一）覆盖对象 

1．不同国家不同对象，受到经济、政策、价值影响 

２．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的人群范围与保障水平 

３．社会医疗保险承保的人群范围的选择原则 

（二）资金筹集 

１．筹集来源：多渠道、三方性 

２．筹集模式：现收现付制、完全基金积累制、部分基金积累制 

３．缴费方式：固定保险费金额、固定保险费率×收入/工资，单一费率、多种费率 

（三）保险费的支付 

１．被保险人的法定待遇：共同承担、比例不一 

２．对医疗服务机构的补偿待遇，支付方式包括 

（１）后付制 

（２）按人头付费 

（３）总额包干付费 

（４）按病种付费 

（５）工资制 

四、医疗保障制度模式 

（一）全民健康保险模式： 

（二）强制储蓄医保模式： 

（三）合作医疗保障模式 

（四）私营医疗保障模式 

第二节 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及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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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医疗保障制度 

（一）公费医疗 

（二）劳保医疗 

（三）合作医疗 

二、中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探索 

（一）问题 

1．过度供给、过量消费、医患合谋、绿洲效应、费用高涨。 

2．预期医疗费用和医疗保险费用继续急剧膨胀。  

（二）改革阶段 

1．企业单位、地方政府自发改革阶段（1981-88年） 

2．中央政府主导的改革试点（1988-1997年） 

3．模式统一阶段（1997至今） 

1998年初国务院《关于建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确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

目标与原则。 

三、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 

1．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2．公共卫生 

3．补充医疗保险 

4．医疗救助  

5．社会互助医疗保险 

6．商业医疗保险 

示例一：泰国的医疗卡制度 

示例二：坦桑尼亚非正规部门医疗保险互助会制度 

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 

（一）建立、崩溃、重建 

１．1955 年山西高平县米山乡在农业社保健站最早实行“医社结合”，社员出保健费+生产合

作社补助公益金，合医合防不合药的农村合作医疗。1958年人民公社化，发展迅速。 

２．1966 年，毛泽东批发了湖北长阳县乐园公社合作医疗的经验，被 WHO 称为“发展中国家

解决卫生问题的唯一范例” 

３．1980年 90%行政村实行合作医疗制度，成为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的三大支柱之一。 

４．1985年降至 5%。 

５．1993年《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1994年四部门在 7省 14县开展“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试点、跟踪研究。 

６．1997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积极稳妥地发展

完善合作医疗制度”。 

（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成功的原因分析 

1．政策悖论、两难处境 

2．政策冲突：农业部五部委颁布《减轻农民负担条例》把“合作医疗”作为交费项目，不允

征收。 

3．基层行政组织的动员能力和经济力量薄弱。 

4．农民的怀疑态度。医疗服务价格上涨、大病管不了（一根针、一把草）、小病不用管、补偿

水平低、干群不公。 

复习与思考题： 

１．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包括哪些要素？ 

２．中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经历怎么样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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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过程和发展的制约因素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１．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第八章“缴费型给付１：失业、疾病和伤残”，劳动

和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２．宋晓梧：《中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发展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３．仇雨临、孙树函：《医疗保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４．杨新民：《医疗保险模式的比较分析与我国的选择》，《当代经济研究》2005年第 8期第６

６－６９页。 

５．侯立平：《试论德国的医疗保险体制改革》，载《西北人口》２００６年第２期第５６－５

８页。 

第十三章  失业保险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首先介绍失业的概念、类型，接着介绍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改革与存在的问题。本章重点内容是失业保险制度的结构与内容。 

学时分配：二学时 

第一节  失业保险概述 

一、失业概念与类型 

（一）相关定义 

1．失业的定义 

2．失业率 

3．充分就业 

４．中国官方公布失业率多少？中国的失业率多少？  

（二）失业类型 

6．爱德华兹关于发展中国家失业类型的划分 

（１）公开的失业，包括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  

（２）非公开的失业  

①就业不足型的失业  

②伪装的失业  

③隐蔽性失业  

④提前退休而引致的潜在失业  

⑤健康受损引致的潜在失业  

⑥无效益生产引致的潜在失业  

（三）失业影响与后果 

1、失业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普遍性的社会问题。 

2、失业具有正反效应。 

二、失业保险及其建立 

（一）狭义的强制性失业保险 

１．涵义：失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强制实行的，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和社会劳动者参加并

履行缴费义务，对因失业而暂时失去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提供物质帮助、维持基本生活，同时提供就

业培训、指导、介绍促进再就业的社会保险制度。  

２．强制性失业保险的特点 

（１）建立：失业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规定，强制实施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  

（２）对象：法定实施范围内的失业职工；  

（３）目标：失业保险是以保障失业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为标准，促进再就业 



10074 

（４）待遇：失业保险属于短期支付保险待遇类险种，而在待遇资格上要进行甄别。  

（二）国外失业保险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三）世界各国失业保险制度类型 

第二节  失业保险的要素与内容 

一、失业保险的覆盖对象  

（一）国外： 

（二）中国： 

二、失业保险基金的筹集与统筹  

（一）筹集来源： 

１．企业和个人缴纳的保险费； 

２．失业保险费的利息收入； 

３．财政补贴。 

（二）基本原则：基金筹集与基金支出平衡  

（三）财务机制：现收现付制  

（四）失业保险基金统筹：中国地级以上的市级统筹-包含区的市级 

三、失业保险待遇 

（一）领取资格和条件 

（二）失业保险基金的给付 

１．失业社会保障津贴项目 

２．失业保险基金的支出范围 

３．失业保险待遇给付标准 

４．失业保险金的给付方式 

（三）失业保险金的给付期限 

１．等待期  

２．失业者连续领取失业保险津贴的最长时限  

３．失业保险与再就业结合 

四、中国失业保险制度改革 

（一）失业保险制度的建立 

1．1986.7.12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4类人，个人不缴费。  

2．1993.4.12颁布《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7类人，个人不缴费。  

3．1999.1.12颁布《失业保险条例》，范围扩大到城镇企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共同承担缴费 1%

个人纳工资+2%工资总额。 

（二）现阶段我国失业保险面临的压力与挑战  

1．城镇企业改革减员增效、隐性失业显性化 

2．失业率上升，包括需要解决新增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  

3．失业保险的非周期性，无法应对经济周期演变 

4．就业形式多样化、不规则失业 

（三）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1．失业率统计失真、再就业难度大，导致失业保险制度不适合体制性与结构性失业  

2．实际覆盖范围狭窄，应参保和实参保人数差距（2003年  25639：10373） 

3．失业保险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的体制不顺，政、企、事合一，缺乏制衡和监督机制  

（四）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 

1．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与再就业服务中心  

2．再就业服务中心三项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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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负责按月向下岗职工发放基本生活费；  

（２）按月代下岗职工向社会保险机构缴纳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费；  

（３）组织下岗职工参加职业指导和再就业培训，引导和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  

3．积级稳妥推进并轨，逐步形成市场导向就业机制 

复习与思考题： 

１．什么是失业？对失业进行功能分析。 

２．失业保险制度的构成要素有哪些？  

３．中国失业保险制度是什么建立的？存在哪些问题？ 

拓展阅读书目： 

１．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第九章“缴费型给付１：失业、疾病和伤残”，劳动

和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２．郑功成（主编）：《社会保障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３．杨伟民、罗桂芳：《失业保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４．吕学静：《各国失业保险与再就业》，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0年版。 

５．李珍主编：《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1年版。 

６．魏新武：《社会保障世纪回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 

７．尹大明：《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研究》，载《经济体制改革》2003 年第 1 期第

95-98页。 

第十四章 工伤保险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工伤保险的涵义、特征，重点介绍工伤保险的实施原则，

接着介绍工伤保险的范围和工伤认定，重点是工伤保险的待遇类型，最后介绍工伤预防和康复。 

学时分配：二学时 

第一节 工伤保险的内涵与性质 

一、工伤保险的概说 

（一）工伤和工伤保险 

１．工伤：工伤一般指职工在生产劳动中由于生产或工作过程中的不安全、不卫生等因素所发

生的或与之相关的意外伤害，也包括事故伤残、职业病以及因这两种情况造成的死亡，造成劳动者

的身体负伤或残废。 

２．工伤保险：劳动者在生产和工作中遭受意外伤害，或因长期接触职业性有毒有害因素引起

职业伤害后，由国家和社会给予负伤者、致残者及死亡者生前供养亲属提供必要物质帮助的一种社

会保障制度。 

（二）工伤保险的特征 

１．立法颁布，强制实施。  

２．设立基金，统筹使用。  

３．长期待遇与短期待遇相结合、保险与补偿相结合。  

４．政府行为，注重社会效益。 

二、工伤保险的实施原则 

（一）“无过失补偿”原则  

（二）个人不缴费原则 

（三）严格区分因工负伤与非因工负伤的界限，实行区别保险待遇的原则 

（四）工伤保险的赔偿金额应以被伤害者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限额的原则 

（五）工伤保险与工伤预防、工伤康复相结合的原则 

第二节  工伤保险的范围、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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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伤保险的范围与工伤认定 

（一）工伤保险覆盖的人群范围  

（二）工伤保险的事故范围 

１．工伤保险的事故范围或曰承保范围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扩大的趋势。  

２．根据“职业伤害赔偿公约”（第 121号公约），工伤保险范围不仅包括工作意外事故和职业

病，而且还提倡把职工上下班交通事故包括在内。目前世界上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列入职业

病的疾病种类已远远超过了“公约”所列举的范围。  

（三）因工负伤的认定中关于工伤与非工伤的界限，通常有下面几种：  

１．时间界限。  

２．空间界限。  

３．职业（业务）界限。  

（四）职业病的范围界定及其认定 

１．职业性危害因素的分类与界定  

２．职业病的范围与认定 

（五）有关交通事故和境外工伤事故的处理原则 

处理原则：职工因交通事故残废或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或其亲属在获得因交通事故所给付的

损害赔偿的费用之外，职工所在单位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社会保险待遇。  

二、工伤保险待遇的分类  

（一）医疗待遇  

（二） 伤残待遇 

（三） 死亡待遇 

（四）我国工伤保险待遇方面存在的问题  

１．待遇水平偏低  

２．待遇层次划分过粗  

３．护理费低，难以雇请护理人员  

三、工伤保险的管理 

（一）工伤认定的程序  

（二）劳动能力鉴定 

１．劳动能力鉴定的内涵和作用  

２．劳动能力鉴定的范围 

３．劳动能力鉴定的组织形式和职责范围 

４．劳动能力鉴定标准 

（１）适用范围  

（２）分级原则与判断依  

（３）伤残等级的划分  

（４）伤残等级的晋级原则  

四、工伤预防与工伤康复 

（一）工伤康复  

１．医疗康复主要包括医学上的治疗、运动治疗、语言训练、义肢安装、体能测试、职业指导

和护理。  

２．职业康复是指综合运用现代医学、教育学、职业技能训练等措施，对伤残人员进行治疗、

训练、教育，补偿、恢复伤残人员丧失或削弱的生理功能，使一个残疾人恢复正常人具备的工作能

力，以便从事适合其身体状况的劳动。  

（二）工伤预防 

工伤预防：事先防范职业伤亡事故以及职业病的发生，使不安全的、有害健康的作业安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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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害化、减少事故及职业病的隐患。  

１．劳动过程中的不安全因素 

２．加强劳动保护是工伤预防的主导环节 

复习与思考题： 

１．工伤保险的实施原则有哪些？  

２．工伤保险的待遇包括哪些类型？ 

拓展阅读书目： 

１．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第九章“缴费型给付 2：养老金”，劳动和社会保障

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２．郑功成（主编）：《社会保障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３．孙光德、董克用（编）：《社会保障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４．郑功成：《社会保障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 

５．李珍主编：《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1年版。 

６．魏新武：《社会保障世纪回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 

７．穆怀中：《社会保障国际比较》，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８．和春雷：《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比较》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第十五章  生育保险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生育保险的涵义、特征，重点介绍生育保险待遇的给付，

接着介绍中国生育保险制度的建立及其改革。 

学时分配：二学时 

一、生育保险的概念、特征与功能 

（一）概念 

生育保险是国家通过立法，在妇女劳动者由于生育子女而暂时丧失劳动能力时，从社会和国家

得到必要的物质帮助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  

（二）生育保险的特征 

１．享受生育保险的对象是女职工。  

２．生育保险待遇只给付给合法的婚姻者。  

３．生育期间的保护重在休息和增加营养，医疗只是特殊情况下的医疗照顾。  

４．生育的分娩者不论其为活胎或死胎，亦不问妊娠期长短抑或流产与否，只要是怀孕生育现

象的产生期内致使被保险人收入中断或身体健康情况的失常以及需要医疗，都纳入生育保险范围  

５．产假的休息是根据生育期来安排的。  

６．生育保险不仅仅是为了弥补女职工生育期间的收入损失，更重要的是对维持劳动力再生产

和人类的世代延续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生育保险的待遇给付 

（一）医疗服务  

（二）产假  

（三）生育津贴  

（四）子女补助费  

（五）被抚养妇女的生育补贴  

第二节  我国生育保险制度的建立、发展与改革  

一、我国生育保险的产生和发展沿革（一）产生 

１．1951年 2月，政务院颁布《劳动保险条例》，对企业女职工生育待遇作了明确规定。  

２．1953年 1月，政务院修正公布的《劳动保险条例》、劳动部制定的《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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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修正草案》，对生育待遇等有关问题作了更加详细的规定。  

３．1955年 4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女工作人员生产假期的通知》，对机关、事业单位女职工

生育产假作了规范。  

４．1988 年 7 月，国务院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明确指出，凡适合妇女从事劳动的

单位，不得拒绝招收女职工；不得在女职员怀孕期、产期、哺乳期降低其基本工资，或者解除劳动

合同；并将正常产假由原来的 56天延长到 90天，其中产前假 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 15天；多

胞胎生育的，每多生育一个婴儿，增加产假 15天。  

（二）生育保险企业自我保险的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逐步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过去在

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企业自我保险办法的缺陷日益明显。  

１．不利于女职工多的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  

２．增加了妇女就业困难。  

３．难以保障女职工生育期间的合法权益。  

二、生育保险制度的改革探索 

（一）生育保险改革的主要内容 

１．实施范围  

２．统筹层次  

３．基金筹集原则及提取比例  

４．生育保费列支渠道  

５．待遇项目及支付标准  

（二）生育保险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思路 

１．生育费用实行社会统筹，对于均衡企业负担、改善妇女就业环境、切实保障女职工生育期

间的基本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对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等工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２．《办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１）覆盖面较窄  

（２）待遇标准不规范  

（３）社会化管理水平较低  

３．生育保险深化改革的思路 

（１）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高统筹层次  

（２）合理控制生育保险费率水平  

（３）实行生育保险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的衔接，实现社会化管理服务  

复习与思考题： 

１．生育保险的涵义和特征是什么？ 

２．简述中国生育保险制度的内容和存在的问题。 

拓展阅读书目： 

１．尼古拉斯·巴尔：《福利国家经济学》第九章“缴费型给付 2：养老金”，劳动和社会保障

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２．郑功成（主编）：《社会保障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３．孙光德、董克用（编）：《社会保障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４．郑功成：《社会保障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 

５．李珍主编：《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1年版。 

６．魏新武：《社会保障世纪回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 

７．潘锦棠：《中国生育保险制度的历史与现状》，摘自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保

障制度》２００３年第６期。 

第十六章  社会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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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首先介绍社会救助的涵义、特点、体系，接着介绍社会救助的标准

和确定方法，这是本章的难点。最后重点介绍中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五保供养制度。 

学时分配：二学时 

第一节 社会救助概述 

一、社会救助含义与特点 

（一）社会救助的概念： 

（social relief  social aid  social assistance）指由国家和社会向贫困者、遭遇不幸事

故者及其家属提供物质援助保障最低生活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保障社会成员生存权的最后一道防

线，是社会安全网的“网底”。  

（二）社会救助的特点 

１．社会救助对象的选择性——脆弱群体  

２．权利义务的单向性——非缴费项目 

３．救助标准的低层次性——最低生活  

二、社会救助体系 

（一）社会救助体系的分类 

1．按照救助的实际内容 

2．按照社会救助项目支付方式 

3．按照社会救助项目和措施的性质与用途相结合的标准 

（二）中国社会救助体系 

１．救灾  

２．农村扶贫  

３．农村五保供养制度  

４．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５．城乡特殊社会救助制度  

三、社会救助的对象       

（一）社会救助对象特点：选择性  

（二）中国社会救助对象包括：  

１．三无人员：无依无靠、没有生活来源、无法定扶养人的公民。  

２．灾民：突发性灾害造成的生活暂时陷入困难的公民。  

３．贫困人口：有收入来源，但生活水平低于或相当于国家法定最低生活标准的公民。  

四、社会救助标准及其确定方法 

（一）贫困的定义 

（二）最低生活水平的涵义 

1．绝对贫困  

2．相对贫困 

（三）最低生活水平线的确定（贫困线或最低生活保障线） 

1．影响最低生活水平线的因素 

2．确定最低生活水平线的具体方法  

（1）市场菜篮法 

（2）恩格尔系数法 

（3）国际贫困标准法 

（4）生活形态法 

３．比较与评价 

第二节   中国社会救助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五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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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一）含义 

（二）建立与发展 

（三）低保制度的实施原则 

１．保障最低生活，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原则。福利刚性低标准起步。 

２．中央集中规划，地方分散决策的原则。地区发展不平衡，因地制宜。 

３．政府、集体和社会共同责任的原则。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同时坚持社会帮扶。 

（四）低保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运行 

１．资金来源 

２．保障标准 

３．申领程序 

（五）存在问题 

１．虽然救助人数激增，实际覆盖范围有限。 

２．制度缺乏整合性，不能满足救助对象的实际需求。 

３．福利依赖、福利诈骗与耻辱化效果、强制劳动、福利不及同时存在。 

４．中央财政和地方各级财政分担比例不明确，灰箱效应。 

案例 1：北京市低保制度强调分类救助促进就业 

案例 2：深圳全面、统一、整合的低保制度 

二、农村五保制度 

（一）建立与发展 

１．建立 

２．衰退  

３．新发展  

４．新挑战 

（二）五保供养的基本内容 

复习与思考题： 

１．如何确定社会救助的标准？  

２．简述我国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的背景和过程。 

３．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经历怎样的发展历程？  

拓展阅读书目： 

１．魏新武：《社会保障世纪回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 

２．郑功成（主编）：《社会保障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３．孙光德、董克用（编）：《社会保障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４．郑功成：《社会保障学》，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 

５．李珍主编：《社会保障理论》，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1年版。 

６．洪大用、房莉杰、邱晓庆：《困境与出路：后集体时代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研究》，《中国人

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 1期 

７．洪大用、刘仲翔：《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践与反思》，《社会科学研究》 2002

年第２期第１０３－１０７页。 

８．贡森、王列军、佘宇：《农村五保供养的体制性问题和对策—— 以 山 东 省 为 例》，《江

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 3期。 

９．张秀兰、徐月宾：《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化的框架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 3期。 

１０．顾昕、降薇：《税费改革与农村五保户供养融资体系的制度化》，《江苏社会科学》 2004

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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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人类学 
Political Anthropology 

课程号：4230102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 厘清英国政治人类学的观念基础、理论源流、分析概念、研究问题；

2. 熟悉其非洲政治组织的比较研究田野材料、方法，培养学生对具体材料的感觉；3. 通过对比和

反思中国研究，培养学生对现实问题的把握；4. 若教学进度允许，将旁涉政治人类学其他理论流

脉的简要比较，如德国、美国和法国。   

开设本课程，旨在从英国这一脉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开始，通过对其区域民族志和理论范式的系

统阅读，使学生初步掌握人类学研究政治与社会议题的讨论方法。“政治”在人类学的研究传统里

是一个经典范畴。从一开始，人类学家对政治的分析就未曾脱离亲属关系、宗教、年龄组、秘密社

会、王权等，通过这些组织和制度来呈现权力和权威的运作。因为在许多社会中，“政府”根本不

存在。人类学对政治研究的这个特点，曾经被认为等同于人类学的社会研究，本身不具备独立性。

但是在 1970 年代以来，随着人类学家对工业社会国家和政府行为的介入研究，政治人类学逐渐被

认为有其独立的价值。尤其是讨论非正式组织和关系也许更能发挥作用的时候。其实，政治人类学

的创立奠基于 M. Fortes和 E.E.Evans-Pritchard主编的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这本书历

经十几年研究，囊括了前后两代结构-功能主义者（包含了一位美国人类学家 K. Oberg）。其中来

自特兰西人和努尔人裂变组织（the segmentary lineage system）的概念，被 M.Freedman批评性

地继承，引入对中国东南宗族组织研究。后者成为 1980-1990年代近 20年中国东南研究的主流范

式。这一脉受 Radcliffe-Brown影响颇深，与涂尔干社会原型论亦有多重联系。并且早在 M.Freedman

之前，随着 Malinowski 和 Radcliffe-Brown被引介到中国，以吴文藻、费孝通为首的燕京学派发

展出“边政学”一支，正是讨论建设现代国家条件下的边疆治理。 

因此， 政治人类学的重要根基之一来自英国社会人类学，而当代社会学人类学则受 M.Freedman

影响颇深。这门课程欲致力于使社会学本科生具备基本的学科意识和学科传统素养，为其进一步开

展独立阅读和思考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英国人类学的政治研究起点问题——社会及其运作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该课程设置的目标、内容、总体问题与考查方式。 
知识单元 2：政治人类学与非洲研究范式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 两种社会政治模型：理论基础、方法论和比较； 
    2. （南非）冲突与过程 
    3. （南非）族群、领土空间与治理 
    4. （东北非）两种政治制度的相遇：“酋长”与白人政府 
    5. （中非）历史与现状下的王权 
    6. （西非）进入殖民政府官僚体制内的酋长制：关系网络 
    7. （南非）政治结构、法与继承制 
    8. （西非）世系的权力：政治、经济与宗教 
    9. （中非）世系组织、年龄组与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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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目标：熟悉非洲社会研究的问题进路和理论生成的经验基础 
知识单元 3：基于非洲民族志与罗马法的比较研究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亲属制度与社会结构 
    2. 图腾制度与社会结构 
    学习目标：了解非洲研究的对话对象，接触比较研究的方法 
知识单元 4：人类学的政治研究在中国：以燕京学派为例 

    参考学时：4学时     
    1. 社区研究 
    2. 燕京学派的国家理论 
    3. 燕京学派的比较研究 
    学习目标：了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早期的国家理论，内在分歧与对话 

（二）实践教学： 

    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讲  导论：英国人类
学的政治研究起点问题

——社会及其运作 
2 

参考文献： 
Joan Vincent, Anthropology and Politics: Visions, 
Traditions and Trends,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0.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三联书店，

1997。 

2 
第二讲  两种社会政治
模型：理论基础、方法论

和比较 
2 

阅读文献： 
“Preface”, “Introduction” of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edited by M. Fortes & E.E.Evans-Pritchard,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参考文献： 
Adam Kuper, Anthropologists and Anthropology: The 
British School 1922-1972, New York: Pica Press, 1973. 

3 
第三讲  （南非）冲突与
过程 

2 
阅读文献： 
“The Kingdom of the Zulu of South Africa”, of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by Max Gluckman. 

4 
第四讲  （南非）族群、
领土空间与治理 

2 

阅读文献： 
“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Ngwato of 
Bechuanaland Protectorate”, of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by Isaac Schapera. 

5 
第五讲  （东北非）两种
政治制度的相遇：“酋长”
与白人政府 

2 
阅读文献：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Bemba Tribe—North Eastern 
Rhodesia” , of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by I. Richards. 

6 
第六讲  （中非）历史与
现状下的王权 

2 

阅读文献： 
“The Kingdom of Ankole in Uganda”, of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by K. O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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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七讲  （西非）进入殖
民政府官僚体制内的酋

长制：关系网络 
2 

阅读文献： 
“The Kede: A Riverain State in Northern Nigeria”, of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by S.F.Nadel. 

8 
第八讲  （南非）政治结
构、法与继承制 

2 
阅读文献：  
“The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f the Bantu of Kavirondo”, 
of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by Gunther Wagner. 

9 
第九讲  （西非）世系的
权力：政治、经济与宗教 

2 

阅读文献：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Tallensi of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of the Gold Coast”, of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by M.Fortes. 

10 
第十讲  （中非）世系组
织、年龄组与分布 

2 
阅读文献： 
“The Nuer of the Southern Sudan”, of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by E.E.Evans-Pritchard. 

11 
第十一讲  亲属制度与
社会结构 

2 
阅读文献： 
拉德克里夫-布朗：《原始社会结构与功能（一）》（英
汉对照版），丁国勇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12 
第十二讲  图腾制度与
社会结构 

2 
阅读文献： 
拉德克里夫-布朗：《原始社会结构与功能（二）》（英
汉对照版），丁国勇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13 
第十三讲  动态政治结
构分析 

2 
阅读文献： 
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杨春宇、周歆红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4 
第十四讲  人类学的政
治研究在中国：以燕京学

派为例（一） 
2 

阅读文献：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见其《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
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民族与国家”，——。 
——，“蒙古包”，——。 
费孝通：《乡土重建》，见其《费孝通文集》第四卷，

天津：群言出版社，1999。 

15 
第十五讲  人类学的政
治研究在中国：以燕京学

派为例（二） 
2 

阅读文献： 
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5。 
16 考核   
四、说明 

1. 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人类学 
    后修课程：历史人类学 

2. 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殖民问题、领土空间治理、亲属制度、图腾制度、年龄组、王权 
    难点：亲属制度、图腾制度、年龄组、王权 

3. 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为选修课，每周 2学时。采用阅读研讨的方式，每次指定 1-2名报告人做读书报告，1

名评议人评议补充。其后有讨论和教师总结。 

最重要的教学方法与手段，就是学生自己阅读。除此别无捷径。 

4. 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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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 

5. 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程自主学习应贯穿整个课程，学生应在课外时间大量阅读。 

6. 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中考核与期末考查结合。期中考核指的是在学期中，也即课程进度过半的时候，

需要提交期中读书报告，3000 字以上，内容严格限定在本课程所涉及的阅读和参考书目范围。期

末考查应提交 5000 字以上的读书报告或课程论文，内容严格限定在本课程所涉及的阅读和参考书

目范围。在期末总评中，期中考核占 20%，期末考查占 80%。 

7. 作业要求： 

每周轮流做读书报告；期中提交一篇不少于 3000字的读书报告。 

8. 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本课程国内尚未有合适的教材，国外教材又过于概论化；结合本校学生实际，应以原典篇章阅

读为主。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edited by M. Fortes & E.E.Evans-Pritchar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2. 拉德克里夫-布朗：《原始社会结构与功能》（英汉对照版），丁国勇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 

3. 利奇：《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杨春宇、周歆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二）参考书目： 

    1.  Adam Kuper, Anthropologists and Anthropology: The British School 1922-1972, New York: 
Pica Press, 1973. 
    2. Joan Vincent, Anthropology and Politics: Visions, Traditions and Trends,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0. 
    3. Ronald Cohen & John Middleton (ed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4. David Levinson & Martin Malone, Toward Explaining Human Culture, NY: HRAF Press, 1980. 
    5. 卡西尔：《国家的神话》，范进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6.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见其《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7. ——，“民族与国家”，——。 
    8. ——，“蒙古包”，——。 
    9. 费孝通：《乡土重建》，见其《费孝通文集》第四卷，天津：群言出版社，1999。 

10. 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1.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 

执笔：杨清媚  审稿：       审定： 

制（修）订时间：        年   月   日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 
Contemporary Western Sociological Theories 

课程号：4230102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力求系统介绍 20世纪 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的



10085 

理论和流派，使学生比较深入地了解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其基本观点。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理论的特点、构建与类型  

2. 社会理论的基本路径  

3. 社会学的三代理论史  

4. 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问题  

学习目标： 

了解理论的主要特点、构建方式和基本类型，梳理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分析社会理论

与现代性问题的关联，以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关联。 

作业： 

1. 社会理论有哪几种基本类型？ 

2. 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问题有何关联？ 

知识单元 2：现象社会学与常人方法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行动理论  

2．现象学社会学 

3. 常人方法学 

学习目标： 

理解行动社会理论的主要特点，了解现象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思路，重点掌握常人方法学

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作业： 

1．行动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2．什么是主体间性？什么是生活世界？ 

3．常人方法学如何理解日常生活的实践？ 

知识单元 3：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吉登斯引论  

2. 结构化理论  

3. 现代性分析  

学习目标： 

理解吉登斯的学术渊源、基本理论取向，重点掌握他关于结构化理论的论述以及他关于现代性

的分析。 

作业： 

1. 如何理解吉登斯在当代西方理论中的地位？ 

2. 什么是结构化理论？ 

3. 吉登斯如何理解现代性？ 

知识单元 4：理性行动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理性理论的基本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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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性选择理论  

学习目标： 

理解理性行动理论的基本观念，掌握理性行动理论的基本内涵，了解经济学与社会学在理解理

性的差别。 

作业： 

1. 理性行动理论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2. 什么是囚徒困境？ 

3. 理性行动理论的基本假设存在什么问题？ 

知识单元 5：系统理论与新功能主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系统理论  

2. 新功能主义  

3. 亚历山大理论的主要内涵  

学习目标： 

掌握系统理论的基本特点，区分新功能主义与旧功能主义，理解亚历山大新功能主义理论的主

要内涵。 

作业： 

1．系统理论的基本特点有哪些？ 

2．新功能主义的新出之处何在？ 

知识单元 6：批判理论与哈贝马斯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兰克福学派概貌  

2．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  

学习目标： 

了解批判理论的基本发展脉络，掌握工具理性扩张理论的内涵，理解与掌握哈贝马斯社会理论

的基本特点和地位。 

作业： 

1. 批判理论的发展脉络是如何的？ 

2. 如何了解哈贝马斯关于“生活世界被系统殖民”的命题？ 

知识单元 7：福柯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学术渊源和生活美学 

2．福柯的思想主旨和发展线索 

3. 福柯的权力思想 

学习目标： 

理解福柯社会理论的发展脉络，掌握福柯关于权力的基本思想，理解福柯晚年思想的伦理学转

向。 

作业： 

1. 福柯思想的主旨和发展脉络是如何的？ 

2. 如何理解福柯在权力分析上的革命性影响？ 

知识单元 8：布迪厄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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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学术渊源与思想脉络  

2．布迪厄的核心理论问题  

3．科学、政治和知识分子的公民使命  

学习目标： 

理解布迪厄对当代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掌握他关于惯习、资本与场域的基本理论，掌握他关

于实践理论的主要思想。 

作业： 

1. 什么是惯习、资本、场域？ 

2. 比较布迪厄与吉登斯对实践的理解 

知识单元 9：文化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文化研究  

2．阿韦伯与曼海姆  

3. 埃利亚斯  

学习目标： 

了解文化研究的缘起与基本观点，比较阿韦伯、曼海姆与埃利亚斯在文化观社会学上的异同，

掌握文明化与理性化作为现代性进程的不同意义。 

作业： 

1. 如何理解文化研究的兴起？ 

2. 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何在？ 

3. 什么是构型？ 

知识单元 10：后现代社会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后现代社会理论  

2．布希亚（Baudrillard） 

3. 鲍曼  

学习目标： 

了解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了解后现代性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作业： 

1. 后现代社会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它兴起的社会根源何在？ 

2. 布希亚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是什么？ 

3. 如何理解鲍曼现代性三部曲的主题思想？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2 现象社会学与常人方法学 3  

3 吉登斯 4  

4 吉登斯   

5 吉登斯   

6 理性行动理论 3  

7 新功能主义 3  

8 哈贝马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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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哈贝马斯   

10 哈贝马斯   

11 福柯 5  

12 福柯   

13 福柯   

14 布迪厄 3  

15 文化研究 2  

16 后现代社会理论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外社会学理论（上、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课程教学的重点是使学生能够了解当代社会学理论各流派发展的脉络，掌握各流派的主要理论

观点。 

难点是如何使理论基础比较薄弱的本科生能够理解高度抽象的理论，如何做到深入浅出地剖析

像结构化理论、交往行动理论以及福柯的权力理论等思辨性很强的理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课堂讲授为主，结合课堂提问、小组讨论等手段，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课程知识。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根据课程进程，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杨善华、谢立中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当代社会学理论及其古典根源》，乔治.瑞泽尔著，北大出版社，2004年。 

2.《现代社会学理论》，马尔科姆.沃特斯著，华夏出版社，2000年。 

3.《当代社会理论》，高宣扬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4.《社会学二十讲》，杰弗里.亚历山大著，华夏出版社，2000年。 

5.《国外社会学理论》 刘少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6.《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下），乔纳森.特纳著，华夏出版社，2001年。 

执笔：刘娜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7日 

第一章  导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 

了解理论的主要特点、构建方式和基本类型，梳理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分析社会理论

与现代性问题的关联，以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关联。 

第一节  理论的特点、构建与类型 

一．理论的二元性：抽象与具体；逻辑一致与悖论；说明与解释。 

二．理论的三种基本类型：形式的；实质的；实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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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是如何提出来的： 

1．对通行理论的批判 

2．综合 

3．吸纳具体研究的结论 

4．追求基本的形式特征 

5．理解重大事件 

第二节  社会理论的基本路径 

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充斥着个体与集体、主观与客观的二分法。任何社会学理论必须回答两个基

本问题： 

一．社会实在的性质是什么？ 

二．怎样认识社会实在？ 

三．四种理论组合：功利主义；建构主义（主观主义）；实质主义；功能主义。 

第三节  社会学的三代理论史 

一．第一代（经典）理论：三大传统  

二．第二代社会学理论：帕森斯主义与反帕森斯主义 

三．第三代理论：后帕森斯时代的新综合 

四．当代综合的特点： 

1．多种综合并存。 

2．综合多采用对传统理论的重构。 

3．广泛借鉴其他学科的思想。学科的分化与综合。  

第四节  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问题 

一．现代性问题 

二．区分三个词：现代性；现代化；现代主义。 

三．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问题 

复习思考题 

1． 社会理论有哪几种基本类型？ 

2． 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问题有何关联？ 

拓展阅读书目 

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第一章 

第二章 现象社会学与常人方法学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行动社会理论的主要特点，了解现象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思路，重点掌握常人方法学

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第一节 行动理论 

一．行动的复杂性 

二．行动理论的主要特征 

1． 把人类看作具有理解力和创造性的主体，控制着影响社会生活的条件。 

2． 人类赋予行为以意义，洞察和理解意义。 

3． 行动由动机推动，内心筹划，意义。 

4． 社会世界是人的互动。用语词、姿态和其它符号进行意义协调。 



10090 

5． 互动中产生一些固定模式，不是意义的所有部分都得重新协调。固定模式就成了理所当然
的安排。 

6． 强调从个体角度对直接的、日常的社会经验的描述和说明。 

韦伯对意义的解释；齐美尔对互动的形式特征的强调；互动论 

 第二节 现象学社会学 

一．理论源流 

二．基本观念 

1．社会世界的意义改造 

（1）对韦伯行动意义的批判。 

（2）几个关键概念 

主观意义。客观意义。Action与 Act。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自然态度。生活世界。 

2．生活世界的结构 

3．解释社会学的转向。 

 第三节 常人方法学 

一．学术渊源 

1．现象学社会学 

2．维特根斯坦。 

3．戈夫曼。 

二．社会行动的规则 

1．帕森斯与霍布斯式的问题 

2．加芬克尔的反驳 

（1）稳定的社会行动模式是行动者权宜性努力的结果或成就； 

（2）规则与其说是先于行动的指南，不如说是行动后的说明工具，实验报告制作出来。案件

制作术。 

（3）社会秩序的基础是认知性而非规范性的，是一种过程。想当然地考虑问题。 

三．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分析 

1．行动的权宜性。 

2．行动的局部性。 

3．行动的索引性。 

4．行动的反身性。 

四．日常生活的结构分析 

五．谈话分析 

分三类：通过谈话分析日常活动的实践理性和认知准则；谈话语序研究，谈话的规则和结构；

制度性谈话，制度成员，任务取向。权力运作。法庭辩论。 

六．常人方法学的“理论”与“方法” 

1．常人方法学的“反理论”。 

2．方法。反方法。 

（1）方法独特适当性。 

（2）描述取向。 

3．对话。 

复习思考题 

1．行动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2．什么是主体间性？什么是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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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常人方法学如何理解日常生活的实践？ 

拓展阅读书目 

乔•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华夏出版社，2001，第 31章 

 第三章 吉登斯 

教学目的和要求 

理解吉登斯的学术渊源、基本理论取向，重点掌握他关于结构化理论的论述以及他关于现代性

的分析。 

第一节  吉登斯引论 

一．学术渊源 

1．语言学的转向。 

2．常人方法学。 

3．戈夫曼。 

4．精神分析。 

二．基本理论取向 

1．对正统共识（orthodox consensus）的批判。 

2．克服几个对立： 

（1）不同时间层面。 

（2）制度分析与策略行为分析对立 

（3）功能主义、结构主义与解释学的对立。 

第二节  结构化理论 

一．结构二重性 

1．什么是结构二重性？ 

2．有意图的行动 intended action与意外后果 unintended consequnence。 

二．结构化理论内涵 

1．社会互动的三要素。 

2．结构的二重性的关系 

3．时间性的三维。 

第三节  现代性分析 

一．从断裂理解现代性 

二．三大动力机制 

1．时空伸延。 

2．社会系统逐渐脱离局部性背景的过程。 

3．知识对个人和群体的行动产生持续的影响，反思性调整 

三．四个维度 

1．资本主义：劳动力和产品竞争下的资本积累 

2．工业主义：自然界的转化 

3．军事权力：以战争的工业化为背景对暴力手段的控制 

4．监控：信息控制和社会管理。风险。 

复习思考题 

1． 如何理解吉登斯在当代西方理论中的地位？ 

2． 什么是结构化理论？ 



10092 

3． 吉登斯如何理解现代性？ 

拓展阅读书目 

乔•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华夏出版社，2001，第 36章 

第四章  理性行动理论 

教学目的与要求 

理解理性理论的基本观念，掌握理性行动理论的基本内涵，了解经济学与社会学在理解理性的

差别。 

第一节 理性理论的基本观念 

一．理性理论的渊源 

对理性理论的贡献是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这三门不同的学科。 

1． 社会学 

2． 政治学 

3． 经济学 

二．基本假设 

1．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致力于从社会世界得到最大化的满足。利己。 

2．最优状态。 

3．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三．基本内涵 

1． 人们致力于使他们从社会中得到的满足最大化。这些与社会相关的利益具有一种客观存在
的特性。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致力于从社会世界得到最大化的满足。 

2． 社会成员都控制着社会有价物（物质和心理）的一定供给。当个体控制的有价物的供给最
大化，而对有价物的需求最小化，个体的满足就最大化。 

3． 与他人的互动被看作一系列具有竞争性质的博弈。需要计算他人的作为，以此决定自己的
行事。但不确定性，部分信息。达不到最佳效果。囚徒困境。零和博弈。 

4． 就是否参与某一行动而言，个体持续计算相对成本的参与回报，他被认为是理性的。 

5． 因为人类的需要和满足相对不变，所以会出现稳定的互动模式，提供常规性的交换。宏观
现象总化约为个体间的理性化交换。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个体行动导致社会后果。 

6． 突生的结构安排不是理性理论所关注的焦点。理性理论分析小群体互动，扩展。 

7． 在关于理性的社会学理论与经济理论之间有一种融合趋势。 

8． 最优状态。个体行动与社会行动都是个体面对自己所面临的各种机会，按照可传递的偏好
(preference)，从最优的角度选择。人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人在主观上对

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意外后果。与目的

相反；未达最佳。对一个人最佳，对所有人未必最佳。 

马歇尔；帕累托；斯金纳；霍曼斯；布劳 

 第二节 理性选择理论 

一．囚徒困境与博弈论 

1．什么是囚徒困境？ 

2．博弈论的基本概念。 

二．主要代表人物 

唐斯《民主制度的经济学理论》。政治家和选民都理性行动。避免最坏的结果。 

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搭便车。公共物品。 

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学研究》。人的偏好是稳定的；以最大程度的信息最大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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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认为经济学没有为权力研究留下空间。不是效用而是控制和利益。 

三．影响与评价 

1．有关最大化假设的问题。 

2．关于是否所有人类行为都是理性行为的问题。 

3．关于个人的偏好和目的问题。 

四．新经济社会学 

社会学家的反击。旧经济社会学，是在经济学的边缘；对待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经济行为不同。 

韦伯的重要性，人类行为由两个因素组成，利益社会社会关系。“不是思想，而是物质和合理

的利益直接控制着人的行为。然而，由思想创造出的现实形象常常象扳道工那样，决定了行为沿着

哪条轨道被利益推动向前。”驱使经济行为的是与社会关系相关的利益。 

复习思考题 

1. 理性行动理论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2. 什么是囚徒困境？ 

3. 理性行动理论的基本假设存在什么问题？ 

拓展阅读书目 

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第三章 

第五章  系统理论与新功能主义 

教学目的与要求 

掌握系统理论的基本特点，区分新功能主义与旧功能主义，理解亚历山大新功能主义理论的主

要内涵。 

第一节  系统理论 

一．系统理论的基本特点 

1．社会自有其独立的存在，是一个恰当的研究主题。 

2．个体和系统形成一种对抗，系统是一种社会实在，而不是一种有意图的建构。 

3．社会不仅把一种整体性逻辑或特征强加在组成社会的个体上，而且强加在组成社会的社会

单位或子系统上。 

4．系统各要素所执行的活动会程度不同地专门化。要素相互倚赖和关联。 

5．核心问题：社会如何以一种凝聚的、内部整合的方式维系存在？社会的组成部分有助于社

会的整合和维持。功能主义性质。社会单位的结构源于它们对主导系统的贡献。 

6．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不能被还原为各部分的总和，特别是不能还原为个体成员的行动。整

体论。 

7．系统理论关注的是社会、宗教、政治和复杂组织等大规模的社会现象的结构，而非人际互

动和小群体行为。 

二．系统理论的发展脉络 

1．奠基人：涂尔干 

2．英国人类学中的心理学功能主义（马林诺夫斯基，心理需求）和社会学功能主义（布朗，

物化社会） 

3．帕森斯：系统中的系统。 

第二节  新功能主义 

一．新功能主义的理论渊源 

自 1960年代中后期起，美国社会中出现的一系列剧烈变动，促使社会学理论家重新思索社会

学方向,各种新理论纷纷兴起,向帕森斯的“巨型理论”发起冲击。在批判中，形成了以符号互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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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交换论为一方，以冲突理论为另一方的微观／宏观大分裂，就社会行动、社会秩序、社会变迁

等重大理论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这些争论本身暴露出上述理论自身的致命弱点──偏执一端而缺

乏综合性。从 1970年代后期起，帕森斯理论中强烈的综合意识又重新引起社会学界的兴趣，各种

理论内部开始出现试图进行新的综合的种种尝试。新功能主义正是力图以批判地继承帕森斯理论遗

产，开辟一条新的综合之路而产生的。 

三．新功能主义的基本特点 

1．对帕森斯理论传统持批判继承态度，既强调与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承续关系，又强调从

内部批判帕森斯理论的必要性。 

2．对 1970年代的各种反帕森斯理论流派持开放态度，力图在功能主义理论传统基础上整合上

述理论。 

3．新功能主义尚未具备统一的理论形态。 

第三节  亚历山大理论的主要内涵 

一．重新解释功能主义传统 

1．功能主义在描述性而非说明性的意义提供了社会各部分相互关系的一般图景。开放和多元。 

2．功能主义不仅关注结构，而且关注行动，不仅关注行动的实践性和手段性，而且关注表意

性和目的。 

3．功能主义关注社会整合和社会控制的变异及过程。 

4．假定人格、文化和社会的区别是社会结构所必需，它们相互渗透和张力是变迁根源。 

5．分化是社会变迁的主要形式。 

6．强调概念化和理论化的独立性。 

二．批判帕森斯思想中的矛盾和含混 

后期偏向整合和均衡，偏离早期的综合精神。向冲突、互动和交换理论开放。如，系统并不必

然是均衡的。     

三．新功能主义内涵 

1．新功能主义与行动理论 

批评帕森斯理论的过度社会化。行动沿着两个基本的维度进行：解释(interpretation)和谋划

(strategization)，解释又包含类型化和发明。行动不仅仅理解世界，也改变和作用世界。破解了

帕的黑箱，描述了行动的偶然性和创造性。 

2．新功能主义与结构理论 

AGIL只能分析行动环境，不能分析行动自身。芒奇（Munch）引入“符号的复杂性”和“行动

偶然性”，使 AGIL的决定论色彩降低。 

3．新功能主义与过程及变迁理论 

社会化，只是给出行动的一个可能空间。环境的约束。对分化引发的变迁进行拓展，并改变价

值无涉，批判现代主义。 

复习思考题 

1． 系统理论的基本特点有哪些？ 

2． 新功能主义的新出之处何在？ 

拓展阅读书目 

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0，第 7章 

第六章 批判理论与哈贝马斯 

教学目的与要求 

了解批判理论的基本发展脉络，掌握工具理性扩张理论的内涵，理解与掌握哈贝马斯社会理论

的基本特点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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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法兰克福学派概貌 

一．学派简史 

1．格林贝格时代。 

2．在霍克海默的领导从三十年代初期到中期，尝试建立一种跨学科的唯物主义社会理论。3。

流亡时期(1937年前后至四十年代初期)，试图发展一种社会批判理论。 

4．四十年代，研究所成员分散开来，阿道尔诺和霍克海默拟定了新的方向。 

5．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研究所迁返德国以及它在法兰克福开展的工作。 

6．弗洛姆、洛文塔尔、马尔库塞以各种方式发展批判理论。 

7．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哈贝马斯等人在德国继续研究所的规划，並发展批判理论。 

二．韦伯的理性化与卢卡奇的物化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从韦伯的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的理论

出发，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由技术和理性结合而成的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是理性观念演变

的最新产物；在当代，工具理性已变成社会的组织原则，它渗透到社会的总体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各

个方面，造就了异化、物化或单面的社会和单面的思维方式。因此，他们致力于工具理性的批判和

实质（批判）理性的重建。 

三．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及对批判理性的重建的基本论题及观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1．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和批判理性的对立作出说明。 

2．法兰克福学派考察理性观念的历史演变，追溯工具理性和批判理性对立的根源，特别着重

分析工具理性是如何战胜批判理性而取得支配地位的。 

3．法兰克福学派剖析工具理性的危害，阐明批判理性的作用。技术理性的基本特征是：（1 ）

它是在技术、理性和逻辑的基础上形成的；（2 ）它以自然科学的模式来衡量知识，尤其是以定量

化、形式化作为知识标准；（3 ）它把世界理解为工具，关心的是实用的目的；（4）它将事实与价

值严格区分。 

4．法兰克福学派还把所谓的传统理论（当代资产阶级的各种哲学社会思潮，特别是实证主义）

和批判理论（黑格尔的辩证哲学、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社会批判理论）分别当作工具理性和批判理

性的集中体现来加以评判。 

法兰克福学派既直接继承和发挥了韦伯和卢卡奇的观点，又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理性观。一方

面，他们沿着韦伯的思路来考察理性观念的演变，把韦伯的形式理性改造为工具理性或主观理性，

而将实质理性改造为客观理性或批判理性，并进一步发挥了韦伯关于理性的消极性，尤其是它与统

治关系的论点。同时，他们也利用了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展开对工具理性危害的分析。现代社

会的各种工具理性已经完全脱离了和价值理性的关联，现代社会的各种程序技术的发育使社会生活

的各个方面都趋于技术化。另一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性观直接继承和发挥了黑格尔的辩证

理性观，并力图吸取当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强调人的自由的思想因素来补充或改造黑格尔的辩证

理性观，以克服包括黑格尔的辩证理性观在内的理性主义中强调客观必然性而忽视人的自由这一维

度的倾向。 

第二节  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 

一．学术渊源和基本特点     

1．学术渊源 

2．特点：一是它的系统性；二是它的“对话性”，哈贝马斯的所有作品都是在与近代和当代著

名学者的对话中展开的。他的最主要的“对话”伙伴除了韦伯与马克思外，还有德国的伽达默尔，

法国的列维·施特劳斯和德里达，美国的整个社会学派和当代实用主义哲学（分析哲学）学派。两

卷本的《交往行动理论》是哈贝马斯思想的最系统的表达，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内在思想逻辑的框架。

对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米德、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帕森斯的著作进行了分析，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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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二．基本概念 

1．行动 

2．生活世界 

3．主体间性 

4．交往 

三．互动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 

生活世界有三种解释模式，分别是关于文化或符号系统的、关于社会或社会制度的、个性导向

或自我本体的。关于第一方面，行为者内在地具有和共享有关文化传统、价值、信仰、语言结构及

其在互动过程中运用的知识库。关于第二方面，行动者知道如何组织社会关系，知道哪些协调互动

的方式或模式是正确的和适当的。关于第三方面，行动者理解人们想要什么，人们如何行动，什么

是正常与异常的行动。 

三种模式对应于社会的三种功能需要：通过交往行为达到理解以实现传播、维护以及更新文化

知识的目的；互动的交往行为的协调以满足社会整合和群体团结的需要；交往行动的社会化以形成

个人认同。因此，生活世界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文化、社会、个性，通过交往行动的三个方面，即

寻求理解、协调互动和社会化来满足社会文化再生产、社会整合和个性成长的需要。在现实的社会

中，生活世界与系统过程是相互联系的。经济、政治、家庭及其他制度联系中的活动依赖于生活世

界的各个方面：文化、社会与个性。 

四. 对现代社会的批判 

1．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或“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入” 

2． 把理性概念扩充为四种，而把交往理性远远置于其它理性之上 

3． 在现实的交往过程中寻找出路。     

五．普通语用学 

1．什么是普通语用学？     

2．基本内涵 

六．理论比较 

1．福柯与哈贝马斯。 

2． 哈贝马斯和阿多尔诺。 

复习思考题 

1． 批判理论的发展脉络是如何的？ 

2． 如何了解哈贝马斯关于“生活世界被系统殖民”的命题？ 

拓展阅读书目 

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第五章 

第七章  福柯 

教学目的与要求 

理解福柯社会理论的发展脉络，掌握福柯关于权力的基本思想，理解福柯晚年思想的伦理学转

向。 

第一节  学术渊源和生活美学 

一．福柯的学术渊源 

二．福柯的生活美学 

1．人生是自我创造的艺术品 

2．人的自我是被发明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出来的。 

3．伦理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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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福柯的思想主旨和发展线索 

一．福柯与后现代 

福柯并不认同后现代的说法。他之所以被视为后现代的大家，主要基于他对现代性（尽管他本

人很少用“现代性”这个词，而是用他独特的语汇“现代时期”）批判的彻底性。 

二．福柯与批判理论、马克思社会理论及尼采思想 

如同法兰克福学派一样，福柯认为现代理性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但前者把焦点放在理性对自

然的征服及其在社会和精神上的压制性后果，而福柯则专注在经由社会机制、话语、日常实践上对

个体的支配。如同马克思主义一样，福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实践进行了最犀利的批判，但前者

所进行的是总体性的、连续的、宏观的批判，而后者所进行的是局部的、不连续的、微观的批判。

实际上，真正对福柯思想产生巨大影响的是尼采。福柯追随尼采的立场，对现代的进步观和启蒙意

识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尼采将知识视为权力斗争的产物，而非争取内在自由的工具，这对福柯所提

出的知识考古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尼采对道德所采用的谱系学的方法成就了福柯最具洞见的著

作；对生命本身的强调，自我作为艺术品；对历史的批判。不过，福柯思想也并不是简单的尼采主

义者，他将尼采、结构主义传统、康德的批判哲学传统和法国的认识论传统融会贯通，在历史所谓

的边缘处作了一系列精彩的具体研究，并通过这些具体研究直逼现代性那些基本预设的合理性。 

三．福柯的著述主旨 

探究西方社会特有的姿态，一种文化的条件或组织原则。我们自身与真理的关系，建构为知识

的主体；与权力的关系，将自身建构为通过行动影响他人的主体；与伦理的关系，道德行动者。真

理-权力-自我。 

四．知识考古学 

知识考古学是用以探讨知识何以可能的主体和客体条件以及“真理体制”得以建立的实践过程

的方法。他的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知识考古学》

等著述。 

五．权力谱系学 

如果说知识考古学在权力问题上是沉默的话，那么福柯的权力谱系学就是要探讨我们自身与权

力的关系。所谓权力谱系学，即是要通过非常细致和耐心的文献工作努力去把握权力的出身，而不

是权力的源起。 

六．自我伦理学 

如果说福柯在权力谱系学中关于权力无所不在的论述容易给人以现代人无处可逃也无所作为

的误解的话，那么，福柯在晚年以《性史》第 2、3卷为代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自我伦理学就可说

是对这种误解的一种回答。所谓自我伦理学，是要探讨我们自身与伦理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我

们将自身建构为伦理实践者。福柯在这里也作了一个重要的区分，即道德与伦理的区分。在他看来，

道德尤其是基督教道德是与外在的禁令和准则联系在一起的，是对欲望的控制或节制，是对自我的

贬损和弃绝；而伦理尤其是古希腊文化中的伦理则是个体与自我的关系，是把自我作为一件艺术品

去塑造的生存艺术，这种艺术是自由人用独特的行动来改变自身、赋予自己的生活以审美价值和独

特风格的自由实践。因此，在自我伦理学中，个体不再是社会权力支配的对象和工具，而成了自我

照看、自由行动、自主抉择的主体。 

支配权力弥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以及将自我作为可以不断去创造的艺术品——福柯留给

我们的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思想传统，实际上贯穿着他对自由的思考和追寻。与启蒙学者和理性主义

者不同的是，他并不把自由与理性、与知识、与话语联系在一起，后者貌似自由亲密的同盟，实则

自由危险的敌人。正因为对构成现代性基石的理性和科学的拆解，福柯对后现代社会理论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第三节  福柯的权力思想 

一. 权力分析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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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益-冲突模式 

它关注的核心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可观察到的利益冲突，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其基

本模式是两人之间的支配关系。A-B模式。达尔。与现代主权观念联系在一起。契约论思想，从主

权个体来思考个体。 

2．．权力分析的权威-合法化模式 

   帕森斯、阿伦特。他们认为未区分权力 POWER和强力（force），未解决强制与一致的关系。

权力不是一种零和游戏，它所对应的不仅仅是人们行事的能力，而且是共同行事的能力。它关注的

核心是具有合法性的权力，也即将强制与认同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共同行动的能力。超出命令与服从

关系来考虑权力。韦伯所说的三种权威：传统；卡里斯马；法理权威。 

3．两种模式的共同问题 

1） 都把权力首先看作是与社会的一个特定领域即政治领域相关的问题。都首先关注与国家机
器有关的问题 

2） 权力分析总是与精英和领导权有关。 

二．福柯提出的权力的“生产—运作模式” 

福柯的基本思路不是要提出权力理论，而是探讨权力关系得以发挥作用的场所、方式和技术，

从而使权力分析成为社会批评的工具。 

1． 权力具有多种形态，而不是同质的，也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权力来自下面。 

2．权力是作为关系出现的策略，而不是一种可以被占有、被分配的实体性的物（thing）。 

3．权力首先是生产性的实践，而不仅仅是压制性的外在控制。 

4．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微妙复杂的关系。 

5．对权力的分析不应只看到宏大的权力，而应充分考虑权力的微观运作。从细节，从细微的

实践。关系/事件的运作。 

权力与反抗密不可分。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 

复习思考题 

1． 福柯思想的主旨和发展脉络是如何的？ 

2． 如何理解福柯在权力分析上的革命性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1999 

福柯：《性经验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第一卷 

第八章  布迪厄 

教学目的与要求 

理解布迪厄对当代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掌握他关于惯习、资本与场域的基本理论，掌握他关

于实践理论的主要思想。 

第一节  学术渊源与思想脉络 

一．学术渊源 

从知识层面看，存在主义哲学的禅让以及法国社会科学经过半世纪的衰落后相应的再生为布迪

厄突破哲学创造了可能性。在“结构主义”的宽泛的旗号下，涂尔干关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科学计

划经过乔治·杜梅泽的比较神话学，布罗代尔的历史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得到复兴和现

代化。 

二．思想脉络 

他在《继承人》与《文化、教育和社会再生产》中确立了他作为“再生产理论”的鼻祖的位置。

70 年代，布迪厄继续探究一系列处于文化、阶级和权力的交叉领域的广泛论题。    此后布迪厄

将他的探索扩展到符号商品（宗教、科学、文学、绘画和出版）的社会学，并且开拓了新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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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社会苦难、男性的支配、国家的历史源起、经济的政治建构、新闻业和电视，以及形成欧

洲社会政治的制度性方法。与新兴的市场意识形态霸权相关的新形式的社会冲突和不平等的扩张，

挑战了左派的传统目标和组织，并且要求形成一种全新形式的知识分子干预。 

第二节  布迪厄的核心理论问题 

一．实践的科学和对支配的批判 

1．关于社会行动、结构和知识的概念是坚决反二元对立的。 

2．布迪厄的科学思想和实践的确是综合性的，它们同时跨越学科的、理论的和方法的界线。 

3．布迪厄的社会观在根本上是竞争性的。 

4．布迪厄的哲学人类学不是建立在利益观而是在认识（recognition）和相应的误识

（misrecognition）的基础上。 

二．建构社会学的对象 

科学事实就像科学对象一样，不是给定的现成的社会现实：“科学事实必须被驾御、被建构和

被证实”。三条密切相关的原则指引着布迪厄。 

1．方法上的多神论：不拘一格地运用最适合于手边问题的观察和证明程序，并且不断地面对

不同方法所得出的结果。 

2．给予所有的操作方法同等的认识上的关注。 

3．方法论的反思性：即在方法实行的过程中，对方法本身不留情面的自我质疑。 

三．超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对立：惯习、资本、场域 

1．什么是惯习、资本、场域？ 

2．三者如何互动？  

“化身在身体中的历史”的性情同以位置系统为形式的“在事物中被客观化的历史”之间的关

系。这一平衡的关键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既不是惯习也不是场域能够单方面地决定社会行

为。它使性情和位置汇合在一起，使精神结构和社会结构对应（或分裂）而生成实践。 这意味着，

解释社会事件或者社会式样时，一定不能单独地割离开行动者的社会形构和她在其中运作的特定社

会世界的结构，以及他们逐步相遇和相互冲撞的特定社会条件。实际上，布迪厄正是在提倡建构论

或者“发生结构主义”。 

四．品味、阶级和等级分类 

1．布迪厄揭示出审美判断完全不是对个体独特的内在情感的表达，而是一种不凡的社会性才

能，它产生于阶级教养和教育。 

2．不同的群体所展示的审美判断力和他们相关的生活风格将他们自身确立在彼此对立的位置

上。 

五．反思性的律令 

第三节  科学、政治和知识分子的公民使命 

布迪厄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起源是从启蒙运动到德莱福斯事件,他指出知识分子是一个“吊诡

的、二维的存在”，由不稳定的同时必然结合在一起的自主和干预共同构成。布迪厄的政治干预典

型地采用了一种间接的（或升华的）形式。  

同他关于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的观点一致，布迪厄将他的科学权威服务于“非制度化的左派”

的各种社会运动，给与那些维护失业者、无家可归者、移民和同性恋者的权益的新兴团体以公共的

合法性和符号力量的支持。他曾与德国国家银行行长发生一场著名的争论，以此支持“欧洲福利国

家”联盟的形成，该联盟可以抵制无规则的冲击和社会商品的早期私有化。他还通过这些方式干预

社会，如反对迫害阿尔及利亚知识分子;促使“国际作家议会”的诞生；以及反对西方国家对偏见

和歧视的平常化的容忍。 

复习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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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惯习、资本、场域？ 

2． 比较布迪厄与吉登斯对实践的理解 

拓展阅读书目 

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第六章 

第九章  文化研究 

教学目的与要求 

了解文化研究的缘起与基本观点，比较阿韦伯、曼海姆与埃利亚斯在文化观社会学上的异同，

掌握文明化与理性化作为现代性进程的不同意义。 

第一节 文化研究 

一. 社会研究的两种取向 

社会结构与行动者的两维。客观结构和自由意志。社会学传统强调的是结构取向。Parsons的

AGIL。人的主体性只能在社会所允许的范围内实现，在此范围安顿。文化只是社会的一个次体系。

与之相对的是文化取向。人作为行动主体，文化意义。不完全是主观的：“直接管理人的行动的是

物质上和理念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而由理念所创造的世界图象就象铁道的扳道工一样，常常只

是对由利益所推动的行动决定轨道方向。”以利益为轴线，理念为引子。以利益为考虑的基础。尽

管强调人行动背后的动机，但物质本身的决定性。道格拉斯说文化意义是社会结构内在的面相，只

是它限制了结构的范围而已。强调人的社会行动的象征意义的面相。韦伯、涂尔干、曼海姆都触及

文化，但地位不高，笼罩在社会作为实体的概念阴影下。 

二．文化研究的兴起 

1．理论模式。英国新左派。对经济化约论的批评。 

2．产生根源 

第一，从流行文化本身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它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大众传媒产生的结果，市

场经济的扩展。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发展图景中的文化关系。 

第二，战后美国的商业性流行文化扰乱了传统的文化等级制，它的好莱坞电影、电视节目、可

口可乐、摇滚乐、蓝色牛仔裤以及后来的 MTV、购物大街、有专题娱乐活动的公园等的文化输出，

对输入国特别是年轻人产生了极大影响，也引起不少国家和人们的反感。 

第三，战后，特别是 90 年代以来，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因特网和经济全球化使得流行

文化的传播更加广泛、深远。 

3．基本特征 

    （1）开放性。 
    （2）社会性。 
    （3）实践性。      

第二节  阿韦伯与曼海姆 

一．学术渊源  

二．阿韦伯的主要贡献 

1．创立了文化社会学，可以从两个不同的层面来理解。一方面，韦伯是想通过阐明文化社会

学的基本原理，建立起一套历史哲学的逻辑。另一方面，韦伯在他的文化社会学中阐明了他对现代

社会的理解，因而文化社会学实际上也是一种关于现代社会危机的学说。 

所谓“文明”，是指理智和实用的知识以及控制自然的技术手段；所谓“文化”，则包含了规范

原则和理念的诸种价值结构，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存在和意识结构。“文明”是人的外在存在方式和

生活技巧，“文化”则是人的内在存在方式和本质特征。人类应当扬“文化”而抑“文明”，因为“文

明”会使人异化，变成病态；只有“文化”才是人之为人的规定性，有了“文化”，健康的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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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会才能从危机当中摆脱出来，成为一个健全的社会。 

2．对现代性危机的理解  

现代性危机的根本原因显然就在于“文明”压倒了“文化”，人在物质文明的大潮中彻底丧失

了作为类存在的自由本质，而变为物的奴隶。 

3．学术影响 

韦伯的文化社会学融历史哲学和社会理论于一体，在现代社会学历史上独树一帜，形成了一种

独特的传统，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埃利亚斯的文明论乃至法国布迪厄的文化习性学说等，都在不

同的方向上坚持并发展了韦伯的文化现代性思想。  

三．曼海姆的主要贡献 

他突出了知识的集体性质，表达的不是个人观点，而是集团的观点，不同的思想风格与不同集

团利益联系在一起。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前者是利益的凝固（特指的意识形态和全指的意识形态，

对论敌提出的观点的怀疑和某一时代或集团的思维结构），后者反映被压迫集团的反抗（乌有之地），

前者是指导维护现存活动的思想体系，后者倾向于产生改变现行秩序活动的思想体系，超越现实，

变革，两者都不能把握历史整体。 

第三节  埃利亚斯 

一. 文明化的进程 

1．文明和文化。 

2．对西方现代性发展过程的理解。 

现代国家的治理技术的兴起，是面对所谓“十七世纪的总危机”逐渐采取的理性化步骤。17

世纪早期，在欧洲出现的广泛危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提出严峻的挑战。在此期间，

自中世纪盛期逐渐发展的西欧的人文主义传统逐渐为一种理性主义的现代性所代替。这种理性主义

的现代性，放弃了人文主义和怀疑主义精神，开始寻求一种普遍性和“确定性的政治”。 

他探讨的是欧洲国家形成和宫廷理性发展中形成的文明观念和各种形式的礼貌。把监控机器的

社会生成和个体自我约束的心理生成结合在一起分析。将身体作为文明化的载体。 

与福柯的差别在于，不是突生的，而是过程，社会群体相互依赖性增强，心理控制范围扩大，

感受他人痛苦的程度更强。 

二．宫廷社会的研究    

1．国家权力向中央的不断集中。 

2．任何一位中央统治者的权势的两个决定性来源不断被强化的垄断性。 

3．区分构型（figuration）、型构(configuration)与形态(formation)与结构观划清界限。用

过程，彼此相互依赖、变动不居的关系状态和历史过程。内在的历史过程。 

复习思考题 

1.如何理解文化研究的兴起？ 

2. 文化与文明的区别何在？ 

3. 什么是构型？ 

拓展阅读书目 

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华夏出版社，2000，第六章 

第十章  后现代理论 

教学目的与要求 

了解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了解后现代性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第一节  后现代社会理论 

一．后现代的社会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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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0年代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事件 

2．席卷整个西欧社会的“五月风暴” 

3．1980年代在西方开始逐渐成型的消费社会和网络社会 

二．后现代的思想渊源 

早在后现代思潮涌现前，就有一批伟大的思想家揭示了现代性的困境。韦伯在其经典著作《新

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结语中，已经指出启蒙主义“脸上的玫瑰色红晕似乎也在无可奈何地褪

去”，理性化的发展可能成为现代人的铁笼，现代性甚至可能在“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

中幻想自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尼采则提供了一种“反社会学”。在古典社会理论家从启

蒙的角度看到自由、进步和生机的地方，尼采看到的是支配、衰竭和支配。无论是尼采对理性的批

判，对主体性的拒斥，还是他对审美经验的高扬，对身体的透视，无不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后现代

主义者。如果说尼采分析了人的社会自我已经为奴隶道德所“驯化”的话，那么，弗洛伊德则以其

富于原创性的精神分析理论告诉人们，人的个体自我是一个分裂的主体，是自我的意识与被压抑的

欲望之间永恒的交战。无意识、压抑、力比多、自恋、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这些主题

词成为后现代主义尤其是女性主义争执的焦点。此外，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巴特等人的结构

主义也是后现代思潮孕育的基本理论资源。他们对语言结构的关注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科学本质的

“语言学转向”，成为后现代倾力于对符号的研究的序曲。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有时也被称为后结

构主义，足可见结构主义与后现代深厚的渊源。 

三．后现代性与现代性 

由于后现代状况的含混、芜杂，我们无须提出一个关于“后现代”或“后现代性”的清晰定义，

而是可以从后现代（后现代性）与现代（现代性）的关系来把握后现代及后现代性的意指。后现代

出现在现代之后，但这并不意味着后现代与现代纯然是时间上的接续关系；后现代是指与现代判然

有别的一个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新时代，但这也并意味着后现代就完全是现代的终结者。实际上，

后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更是一种批判性的关联，是对现代性及其后果的激进反思。 

四．后现代社会理论与其他理论 

1．“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 

2．拒绝标签。 

3．后现代社会理论与后结构主义的孪生关系。 

五．后现代社会理论对社会学理论的贡献 

1．后现代社会理论大大丰富和深化了“社会学的想象力”。 

2．后现代社会理论大大拓展和延伸了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联结。 

3．后现代社会理论重新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生活的关系问题，有助于突破专业化所造就理论自

治的道统。 

第二节  布希亚（Baudrillard） 

一．对现代性的批判 

如果说福柯的现代性批判更多针对的是理性和真理的话，那么，布希亚的现代性批判更多针对

的则是生产和实在。 

他借助前现代社会的象征性交换（即非生产性的、持续互惠的交换）的理想，既对抗资本主义

社会的生产性交换，也批判消费社会所带来的“邪恶的欲望”和“普遍的歇斯底里”。 

二．对后现代性的勾勒 

布希亚是在《摹拟和摹拟物》、《致命的策略》等后期著述中比较集中地阐明了后现代社会的基

本特征 

1． 摹拟 

2． 内爆 

3． 超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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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其理论的评价 

就布希亚后期的思想来说，有相当的虚无色彩，这使他对现代性的反抗和对后现代性的嘲讽失

去了支点。不过，综观布希亚的思想，对社会理论的一个贡献却是实实在在的：这就是对现代性的

消费社会面向的洞察，对大众传媒、高科技、广告、符码在后现代社会的特殊影响的凸现。 

第三节  鲍曼 

一．现代性三部曲 

阿道尔诺曾有一句名言：“奥斯威辛之后，诗已不存在。”鲍曼接续他的思路，在《现代性与大

屠杀》中提出了大屠杀之后的社会学何为的问题。他深刻地批判了现代性的非道德后果。 

二．后现代伦理 

鲍曼在《后现代伦理》与《生活在碎片之中》等著作中，探究了怎样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来增

进社会生活的道德化。鲍曼认为我们首先必须正视社会生活是充满偶变和矛盾的，是错误设计与权

宜行事交织的，是一个混沌不清、碎片四散、复杂难料、流变不居的世界，我们不得不放弃“喋喋

不休地死抱着关于普遍性、确定性与透明性的希望”。这样，我们不仅不是放弃道德，反而是为真

正的道德自主性开辟了空间，反而使道德上有责任能力的自我可以获得解放。 

复习思考题 

1.后现代社会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它兴起的社会根源何在？ 

2. 布希亚理论的三个核心概念是什么？ 

3. 如何理解鲍曼现代性三部曲的主题思想？ 

拓展阅读书目 

塞德曼：《有争议的知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社会工作实务专题一（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 
Special Issues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1 (Children, Adolescences) 

课程号： 4230103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儿童与青少年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本课程将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

相结合的方法，培养学生对儿童问题的敏感、对儿童福利政策和福利机构的认知、对儿童福利服务

基本框架的掌握，在此基础上，了解儿童社会工作的基本领域，培养与训练儿童社会工作的价值理

念和方法技能。具体包括： 

1、 掌握儿童问题尤其是当前中国儿童面临的问题及其成因，尤其是困境儿童的问题 

2、 掌握儿童福利与社会政策的基础理论，了解中国儿童福利政策和福利机构的基本状况与架
构 

3、 了解儿童社会工作的发展状况和主要领域 

4、 培养儿童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训练儿童社会工作方法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6学时 

知识单元 1：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概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儿童与儿童社会工作。 

（2）儿童身心发展阶段和特点 

（3）儿童社会工作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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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儿童社会工作的发展历史、主要领域和基本理论。 

2．掌握儿童、儿童观、儿童权利、儿童需要、儿童社会工作概念和理论。 

知识单元 2：儿童福利政策与行政体系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儿童福利政策模式及其中国的儿童福利政策。 

2．儿童福利行政体系及其中国的儿童福利行政。 

…… 

学习目标： 

1．了解儿童福利政策和行政体系的模式、发展及其趋势。 

2．掌握中国儿童福利政策的进展及其行政体系。 

知识单元 3：不同类型困境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干预 

参考学时：14学时 

学习内容： 

1．不同类型困境儿童面临的风险与问题。 

2．不同类型困境儿童社会干预方法。 

…… 

学习目标： 

1．了解孤儿、残疾儿童青少年、流浪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面临的问题、需要。 

2．掌握对不同类型儿童社工干预的理念、方法和模式。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 3个，共 6学时 

实验 1：儿童社会福利机构参观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儿童社会福利机构参观 

实验要求：熟悉儿童社会福利机构的组织体系、工作方法、运行机制等。 

实验 2：儿童虐待及其干预方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儿童虐待的个案工作 

实验要求：在社会工作实验室，演练个案工作方法如何用于儿童虐待预防与干预。 

实验 3：青少年网瘾及其干预方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青少年网络沉迷干预的小组工作方法 

实验要求：在社会工作实验室，演练小组工作方法如何用于青少年网瘾的预防与干预。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儿童社会工作概述 4  

2 儿童社会工作理论 2  

3 儿童福利政策 2  

4 儿童福利机构 2  

5 孤残儿童问题及其干预 2  

6 流动儿童问题及其干预 2  

7 留守儿童问题及其干预 2  

8 流浪儿童问题及其干预 2  

9 儿童虐待与忽视问题及其干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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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青少年学习障碍问题及其干预 2  

11 青少年网络成瘾问题及其干预 2  

12 青少年犯罪问题及其干预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工作导论、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会政策概论 

后续课程：社会工作实务能力、家庭社会工作、整合社会工作研讨、社会工作实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儿童权利、儿童需要、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儿童福利政策、儿童福利行政

等。 

难点：孤残儿童和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问题的干预，青少年违法犯罪问

题、成瘾行为、学习障碍等问题的预防与干预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强调能力为本和学生参与，将采取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运用多种教

学手段。  

（1）课堂讲授，介绍儿童社会工作国际和国内的发展状况、儿童福利政策框架和儿童保护机

构结构，儿童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理念和主要方法，促进学生对基本概念、理论的了解与掌握。 

（2）案例研讨，通过对一些特殊儿童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案例，为学生提供解决问题的范本和

借鉴，主张从问题界定、福利政策、组织机构、价值理念、专业方法的四个方面分析，增强对问题

的识别、敏感，对社会政策的运用，学会链接资源，构建儿童支持网络。 

（3）机构参观，了解儿童福利机构的基本管理和制度情况；了解社会工作介入儿童福利机构

的意义；学习并借鉴一些优秀的儿童福利机构的案例；研讨儿童福利机构的问题，探讨儿童机构发

展的模式。 

（4）情景模拟、小组讨论，使学生获得将知识运用和延伸的机会，锻炼其对问题的实际解决

能力。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1）机构参观 

（2）社会工作实验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作为一门实践性的课程，本课程特别要求学生采取分组学习的方式，自主选题、开展实务或社

会工作研究，并提交研究报告。 

（1）自主选择某一儿童作为案主，尝试从儿童需要与权利的角度，应用社会工作方法提供服

务，并描述、总结和反思服务过程。 

（2）针对某一类型的儿童问题，从儿童福利政策的角度，探索这一类型问题的现状、福利政

策的运行与实施效果。 

（3）深入观察某一儿童福利机构方面，分析其组织结构、组织运行等。 

（4）以某一电视或电影为文本，从儿童社会工作的视角进行分析。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课程考核成绩比重如下： 

课堂考勤-10% 

课堂参与和实验室演练-30% 

儿童青少年服务计划书-25% 

儿童青少年服务总结报告-35%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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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Paula Allen-Mears，《儿童与青少年社会工作》，李建英、范志海译，上海：华东理工

大学出版社，1995/2006年版。 

2、[英]Nigel Thomas，《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田国秀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2010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陆士桢主编，《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2、王玉香主编，《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郭静晃著，《儿童少年社会工作》，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 

执笔：胡杰容  审稿：胡杰容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6/24 

第一章 儿童社会工作概述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儿童的界定、儿童观、儿童权利、儿童需要，掌握儿童社会工作的界定

及其主要类型、领域。 

学时分配：4学时 

第一节 儿童的界定 

一、 儿童的概念界定 

1989年 11月 20日在第 44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儿童指 18岁以

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法律规定成年年龄低于 18岁”。  

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未成年人是指未满 18周岁的公民。 

在中国的实际工作中，将儿童的年龄界定为 0-14岁。 

第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 14周岁以下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阶段。 

第二，妇女联合会工作对象的儿童以及中国少年儿童先锋队的工作对象，两类儿童年龄规定的

上限为 14周岁以下。14周岁以上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对象，即一般意义讲的青少年。 

美国儿童安全运动组织建议 12 岁以下儿童不能单独留在家里，否则违法犯罪“危害儿童安全

罪”甚至剥夺父母监护权。 

（一）儿童概念的内涵 

第一，它是人的生命中一个特定阶段。儿童这个概念区别于对动植物相应发展阶段的称谓，从

而表现出人类自其生命的开 始，便是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三位一体。 

第二，它是作为人生的初始期而受到关注的。人身体发育的 两次高峰:婴儿期和青春期，前者

处于儿童期，后者的部分或者全部也是处于儿童期。 

第三，它是人特别需要保护和关爱的阶段。在物质、精神和社会层面，他们要依赖成年人的呵

护，才能获得成长。 

（二）儿童观 

1、儿童是人，而不是物品 

2、儿童从社会化的对象/客体，到拥有自身权利和自身文化的社会行动者 

3、儿童不仅仅是被照管的对象，而是自己实务的参与者和决定者。 

4、童年本身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二、儿童权利 

（一）《儿童权利公约》产生的历史背景 

1923年，《儿童权利宪章》被救助儿童国际联盟认可。  

1924年，第一份《儿童权利宣言》（《日内瓦宣言》）诞生。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  

195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二份《儿童权利宣言》，明确了各国儿童应当享有的各项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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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儿童权利公约》起草工作开始，联合国将这一年定为国际儿童年。 

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的起草工作终于完成，11月 20日在第 44届联合国大会上获得一致

通过。  

1990年 1月 26日，《儿童权利公约》向所有国家开放供签署。《儿童权利公约》在获得 20个

国家批准加入之后，于 9月 2日正式生效。  

视频资料 

（二）《儿童权利公约》四项原则 

1.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涉及儿童的一切行为，认定父母权责时，必须首先考虑儿童的最大利

益。（参见公约第 3条）  

2. 尊重儿童基本权利的原则：所有儿童都享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应最大限度地确保儿童的

生存和发展。（参见公约第 6条）  

3. 无歧视原则：每一个儿童都平等地享有公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儿童不应因其本人及其父

母的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观点、民族、财产状况和身体状况等受到任何歧视。（参

见公约第 2条）  

4. 尊重儿童观点的原则：任何事情涉及儿童，均应听取儿童的意见。（参见公约第 12条）  

（三）《儿童权利公约》四项基本权利 

《儿童权利公约》共 54条，实质性条款 41条，规定儿童权利几十种，如姓名权、国籍权、受

教育权、健康权、医疗保健权、受父母照料权、娱乐权、闲暇权、隐私权、表达权等。 

四项最基本的权利： 

1、 生存权——每个儿童都有其固有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2、 发展权——充分发展其全部体能和智能的权利。 

3、 受保护权——不受危害自身发展影响的、被保护的权利。 

4、 参与权——参与家庭、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权利。  

（四）儿童权利的意义 

《儿童权利宣言》是现代儿童社会工作重要的思想基础，它规定：儿童应该受到关怀、爱护和

了解；儿童应该有足够的营养和医疗照顾；儿童应该有法定的免费教育；儿童应该有全面的康乐和

游戏的权利；儿童应该有自己的姓名和国籍；如果遇到伤残和灾难，儿童应该受到妥善的照顾和获

得优先救济；儿童应该有发展潜能，成为社会有用之材的权利；儿童应该有建立友爱与和平精神的

权利；无论种族、肤色、性别、国家和地区，儿童都应该同等享有上述的权利。 

（五）中国与《儿童权利公约》 

1、中国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 

1990年 8月 29日，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1992年 3月 2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批准该公约，于 1992年 4月 1日正式对中国生效。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承担并认真履行公

约规定的保障儿童基本人权的各项义务。  

1992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并制定了《九十年代中国儿童

发展纲要》。由于我国是亚太地区最早开始后续行动的国家，所以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为“旗舰”。 

2、中国的儿童权利保护 

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文化特色，中国政府在关于儿童工作的立法和司法等各方面的工作中，

将保护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具体化为“儿童优先”原则加以适用。  

（1）在立法方面，对儿童权利，宪法和其它法律、法规中都有大量的规定。一个以《宪法》

为核心，以基本法律和单行法律如《未成年人保护法》为骨干，并由《母婴保健法》、《义务教育法》

和《收养法》等。  

（2）法律实务方面，在刑事和民事等各类案件的审理中，注重考虑儿童的身心健康的发展，

如儿童优先原则的适用，儿童案件的不公开审理制度等。 

三、儿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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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度 

1、生理的 

2、社会的 

3、情感的 

4、教育或智力的 

5、伦理的 

（二）儿童的心理-社会需要 

1、爱和安全的需要：体验爱的关系、连贯性和亲密情感 

2、新体验的需要：有机会接触并掌握一系列的生活技能 

3、赞扬和承认的需要：鼓励对儿童的重要性 

4、责任的需要：儿童应当在安全的环境里不断增强独立性 

（参见 Kllmer Pringle,the Need of Children,1974,1986.） 

第二节 儿童社会工作概述 

一、 什么是儿童社会工作 

1950 年，联合国儿童权利会议把儿童社会工作定义为：凡以促进儿童身心健全发展与正常生

活为目的各种努力事业均称之为儿童福利。 

儿童社会工作是根据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和成长、发展的需要，以专业的价值为指导和科学

的理论为基础，充分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和技巧对儿童开展的助人服务活动 （范明林） 

本课程的定义：儿童社会工作是把儿童作为工作和服务对象，运用关于儿童成长和发展的规律，

以及社会工作专业的理念、理论、方法和技巧，最大限度地挖掘儿童的潜能，促进其全面健康发展，

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生活的专业活动。 

（二）广义和狭义的儿童社会工作 

1、广义儿童社会工作指面向所有儿童的社会工作，是一种预防性的社会工作。 

2、狭义儿童社会工作以处于特殊困难境地的儿童为对象，多采取机构服务的方式，救助和保

护那些家庭或父母无力抚养的儿童或者有各种问题的儿童，如孤儿、残疾儿、流浪儿、弃婴、受虐

待儿童、情绪和行为偏差儿童等。 

二、儿童社会工作的特点 

（一）儿童社会工作是一个科学的专业体系 

1、对象 

2、根本目的 

3、专业手段与视角 

（二）儿童社会工作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 

1、促进儿童发展的功能 

2、促进社会安全与发展的功能 

（三）儿童社会工作具备坚实的社会基础，恪守专业的价值伦理 

1、儿童福利及儿童福利政策是儿童社会工作的坚实社会基础 

2、科学进步的儿童观是儿童社会工作的伦理基础 

3、儿童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包括 

三、儿童社会工作领域内容分类 

（一）发展性的儿童社会工作 

发展性的儿童社会工作，是指能够发展社会资源和儿童潜能，使儿童的能力得到增强的社会工

作服务。 

1、提供文化、体育、娱乐场所，使儿童得到知识增长、身体锻炼和精神陶冶； 

2、设计并举办各种活动，使儿童学习并建立正确的人生目标、端正做事负责任的态度、培养



10109 

领导及创造能力； 

3、提供国内外时事信息的服务，使儿童了解世界发展趋势，并明确自己所应扮演的角色； 

4、提供儿童发展中的生理、心理、性、情绪、行为、人际交往、法律常识、社会适应等方面

的知识辅导； 

5、提供就业信息及就业辅导服务，以拓展儿童的就业能力。 

（二）治疗性的儿童社会工作 

治疗性的儿童社会工作是指针对各类儿童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障碍，运用专业的方法，协

助儿童恢复失调的社会功能。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提供就学或生活补助，以帮助困难家庭的儿童正常成长； 

2、为被忽略或虐待的儿童提供保护服务； 

3、为有需要的儿童提供安全保护、收容服务及安置服务； 

4、为在身体、情绪、精神等方面功能失调以及社会人际适应不良的儿童提供治疗性服务； 

5、为犯罪儿童及过失儿童提供矫正服务，尤其注重社区层面的服务提供。 

（三）预防性的儿童社会工作 

预防性的儿童社会工作是指通过社会工作的各类服务，对一些潜在的、阻碍社会功能有效发挥

的条件和情景进行早期发现和控制的过程，以避免问题的发生。预防性儿童社会工作主要包括如下

内容： 

1、改善儿童家庭生活环境，为儿童提供服务，提供儿童父母亲职教育机会，以提高父母教导

儿童的技巧； 

2、改善儿童学校生活环境，加强学校对不适应学业的学生的学业辅导、技艺训练、发展补充

性课程及相应活动； 

3、改善儿童社区生活环境，加强社区组织在儿童社会工作中的合作，整合各类社区资源，为

儿童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支持； 

4、探索建立学校、家庭、社区良性互动的儿童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5、倡导有效的儿童服务和发展政策。 

三、儿童社会工作领域的层次分类 

（一）宏观的儿童社会工作 

宏观的儿童社会工作 

参与政策和法规的制定和完善，配合宣传和实施 

参与保障并推动儿童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完善 

参与保障并推动儿童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和完善 

参与保障面向儿童的信息和咨询提供 

积极整合各方面资源，推动儿童观点表达和社会参与 

组织对儿童状况的调查，提交报告 

参与公众焦点事件的分析，提供专业建议 

（二）微观的儿童社会工作 

微观的儿童社会工作 

微观的儿童社会工作是社工直接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各项服务，包括 

1、一般儿童社会工作：对一般儿童提供教育、卫生保健、营养、托儿、康乐等方面服务。 

2、特殊儿童社会工作：对残障儿童、问题儿童及特殊身世儿童提供救助、教育、医疗及机构

照料、家庭补助、寄养和收养等方面的服务。 

特殊儿童社会工作 

（1）对生活境遇不良的儿童的服务：儿童服务可以分为支持性、保护性、补充性、替代性四

种类型。 

（2）对孤儿、弃儿的救助：包括家庭寄养、收养、儿童福利院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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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残疾儿童的康复和教育：包括身体的康复、提供教育、接触与适应社会 

（4）对行为偏差儿童的矫治：包括社会化辅助、心理辅导、环境建设 

复习与思考题： 

课后观看《天堂的孩子》和《雾都孤儿》，思考下列问题。 

1、哪些儿童？ 这些儿童的特点？ 

2、家庭、社会、学校如何对待他们？ 

3、他们有哪些需要，是如何表达与实现的？ 

4、哪些侵害儿童权利的行为？儿童权利保护遭遇哪些问题？ 

拓展阅读书目： 

1、郭静晃著，《儿童少年社会工作》，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版。 

2、菲利普·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与家庭生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二章 儿童社会工作理论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儿童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包括生态系统论、增权理论和优势视角等。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社会生态系统论 

一、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 

社会生态系统论(Ecosystems Theory)。1979年由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在《人类行为生

态学》一书中正式提出，考察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交互关系，把人类成长生存于其中的社会环境看

作是一种社会性的生态系统，强调生态环境对于分析和理解人类行为的重要性，注重人与环境间各

系统的相互作用及其对人类行为的重大影响，注意描述人的生态系统如何同人相互作用并影响人的

行为，揭示了家庭、社会系统对于个人成长的重要影响。 

1、生态系统理论的行为系统模型 

2、四个系统 

3、时间维度 

二、扎斯特罗和阿什曼的生态系统论 

1、生态系统 

2、社会环境中多重相互作用的系统 

三、案例分析 

第二节  增权理论与儿童社工 

一、基本概念 

二、增权的三个层次 

三、增权视角下的儿童服务 

第三节  抗逆力与儿童社工 

一、从问题视角到优势视角 

（一）从问题视角到优势视角 

1、从消极悲观转向积极乐观的人性观 

2、从问题缺陷转向优势力量的理论视角 

3、从医学治疗转向社会心理的研究范式 

4、从线性单一转向生态整合的干预方法 

（二）什么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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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探索及利用优势和资源，协助达到自己的目标，实现梦想，并面对生命中挫折和不幸。 

1、内在优势 

（1）个人品质、特征和美德，如幽默感、关怀心、创造力、忠诚、洞察力、独立、灵性等 

（2）技能，包括人际技巧、解决问题能力、情绪管理及目标订定等。 

（3）目标与梦想…… 

2、外在资源 

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尤其是在这个环境中与我们发生交互影响的那些人，能够帮助或者增强我

们的机会与能力，构成了外部支持因素。 

（三）优势视角的基本原则 

二、抗逆力理论 

（一）抗逆力起点研究 

1、Garmezy：抗逆力行为目标模型 

2、Hunter：抗逆力策略的三种形式 

Hunter对青少年抗逆力的研究 

（二）抗逆力过程研究 

Kumpfer抗逆力的运作过程 

Kumpfer抗逆力过程分析 

Rutter抗逆力的四种保护性机制 

（三）抗逆力影响结果研究 

重构的四种可能结果 

Richardson抗逆力的结果 

三、案例 

案例 1：流浪儿童救助：从问题视角到抗逆力 

案例 2：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社工——抗逆力的视角 

复习与思考题： 

观看《放牛班的春天》，思考下列问题，撰写服务计划书。 

1、你怎样看这些孩子？他们具有哪些特征？ 

2、如果你是一名社工，如何帮助他们？ 

拓展阅读文献： 

1、萨利贝.D，《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李亚文、杜立婕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

出版社，2004年版。 

2、陈树强，增权: 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 5期。 

3、田国秀等，当代西方五种抗逆力模型比较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第 4期。 

第三章 儿童福利政策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儿童福利政策的内涵与内容，中国的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变迁及其问题。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儿童福利 

一、儿童福利定义 

儿童福利的概念包括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 

1、广义的儿童福利是指政府或社会针对全体儿童的普遍需求，为促进儿童生理、心理及社会

潜能的最佳发展而提供的各种服务。广义的儿童福利是积极的、以预防和发展为取向的儿童福利，

是全社会儿童都能够受益的福利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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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狭义的是指由特定的机构向特殊儿童提供的有限而特定的服务。 

二、儿童福利模式 

（一）福克斯·哈丁（Fox harding）的分类，根据国家介入儿童抚育的方式 

1、自由放任主义模型（Laissez-faire）： 

2、国家家长主义模型（State paternalism）： 

3、父母权利中心模型： 

4、儿童权利中心模型： 

（二）根据政府接入儿童福利的程度 

1、救助型 

2、教养型 

3、社会保护型 

4、社会参与整合型 

三、儿童福利的发展趋势 

1、从解决社会问题到以儿童为本 

2、从以家庭为主体到福利社会化 

3、从补救性社会福利到发展性社会福利 

第二节  儿童福利政策 

一、中国儿童福利政策体系 

1、国际公约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全国人大制定通过的法律 

3、国务院及其部委制定通过的行政法规 

二、中国残补式的儿童福利政策 

1、孤残儿童救助政策 

2、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政策 

（一）孤残儿童救助政策 

全国 18 周岁以下父母双亡及事实上无人抚养的儿童共计 57. 3 万人， 其中超过三成没有得

到经常性的制度救助。其中， 农村孤儿 49. 5 万人，占孤儿总数的 86.4%。 

1、孤残儿童救助方式 

1、收养（国内收养与涉外收养）。 

2、助养与家庭寄养 

3、机构照料，包括综合型、康复型、教育性的儿童福利机构 

2、孤残救助政策 

2006 年 3月 29日，民政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 15 个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孤儿救助

工作的意见》。 

2010 年 10 月 12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2010 年被称为“中国

儿童福利元年”。 

1、家庭养育，首先是强调亲属寄养。其次，类家庭养育 family home。 

2、救助水平，按照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的原则，并建立孤儿基本生活最低养育标准自然

增长机制。 

养育的形式 

亲属抚养 

机构养育：家庭式养育 

家庭寄养 

依法收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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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政策 

（三）受虐儿童保护试点 

三、中国儿童福利政策的进展 

（一）困境儿童实行分类救助保护制度 

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的意见》，所有的孤儿纳入到国家保障，其中集中供

养的一般每人每月 1000元，分散供养的每人每月 600元，我们保障了 57万多孤儿。 

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的意见》，把流浪儿童纳入到

国家救助保障的范围。 

2012年，民政部、财政部发出通知，将受艾滋病感染的儿童参照孤儿纳入国家保障制度。  

（二）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试点 

2013 年 7 月开始，民政部在 4 地启动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试点，将以困境儿童为重点，

建立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2014年 4月，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在 46

地扩大试点。 

（三）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吗？ 

“一普四分”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是指逐步建立覆盖全体儿童的普惠福利制度；“适度普

惠、分层次、分类型、分标准、分区域”的理念，按照“分层推进、分类立标、分地立制、分标施

保”的原则和要求，全面安排和设计儿童福利制度。 

复习与思考题： 

在你所生活的社区中找一个儿童作为你的案主，思考 

1、你想为你的案主做怎样的生活安排？ 

2、你想为孩子提供哪些服务？ 

3、试着制定一份服务计划书。 

拓展阅读文献： 

1、刘继同，儿童福利的四种典范与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模式的选择，《青年研究》2002 年第 6

期。 

2、刘继同，中国儿童福利立法与政策框架设计的主要问题、结构性特征，《中国青年研究》2010

年第 3期。 

3、程福财，家庭、国家与儿童福利供给，《青年研究》2012年第 1期。 

第四章 儿童福利行政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儿童福利行政的内涵与内容，中国的儿童福利行政体系及其问题。了解

不同类型的儿童福利机构及其运行机制。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儿童福利行政 

一、儿童福利行政定义 

儿童福利行政是以促进儿童福利为目标，以儿童福利政策为依据，由政府或民间福利机构面向

儿童提供持续的福利服务的过程。它是推动儿童福利政策运行的机制与过程。 

（一）儿童福利行政的内容 

1、宏观福利行政内容：推进与儿童青少年相关的立法工作；动员、管理、分配、监督全社会

的儿童福利资源。 

2、微观福利行政内容： 

    -- 计划：负责制定服务计划； 
    -- 组织：建立、完善儿童青少年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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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事：负责服务组织人员的招聘、培训等； 
    -- 财务：管理组织内部财务资源； 
    -- 协调：协调与控制服务组织； 
    -- 监督：督导与激励服务组织具体工作的； 
    -- 评估：评估服务机构和项目。 
二、中国儿童福利行政体系 

1、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 

2、民政系统 

3、共青团系统 

4、妇联系统 

5、各类青少年社会服务机构 

三、中国儿童福利行政的问题 

1、儿童福利行政管理体制多头治理, 缺乏协调、整合机制和问责机制。 

2、缺乏多元参与和共享发展的协作机制。 

四、中国儿童福利行政的进展 

（一） 儿童保护体系与网络建设 

（二）儿童福利行政体系的整合 

2014 年 4 月《民政部关于进一步开展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推

动儿童福利体系的整合，整合部门、层级、社会资源，建立困境儿童的发现、预防、监测、报告、

转介和处遇机制。建立纵向到底、信息共享儿童福利工作指导和服务体系。依托市（县）儿童福利

机构或综合性的社会福利机构设立儿童福利指导中心，依托街道或乡镇设立儿童福利服务工作站，

依托村（居）委员会设立一名儿童福利主任或儿童福利督导员，在此基础上，广泛动员专业化的社

会服务组织参与，形成儿童福利服务体系，为有需求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教育辅导、心理疏导、监

护指导、政策咨询、能力培训、帮扶转介，定期探访儿童等服务。 

第二节  儿童福利机构 

一、儿童福利机构的定义 

广义的儿童福利机构是指以满足儿童需要、以直接或间接提高儿童福利为目标的儿童福利组

织，包括儿童福利组织管理机构、直接服务机构和中介机构。 

狭义的儿童福利机构是指各级各类为困境儿童提供养护、康复、医疗、教育、托管等服务的儿

童福利服务设施，如儿童福利院、ＳＯＳ儿童村、孤儿学校、残疾儿童康复中心、社区特教班等。 

二、儿童福利机构的类型划分 

（一）活动范围 

1、本土的儿童福利机构：各类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 

2、国际儿童福利机构：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活动 

（二）组织管理 

1、公立的儿童福利机构 

2、民办的儿童福利机构 

3、公私合营 

第三节  儿童福利机构的运行 

一、公立的儿童福利机构 

（一）公立儿童福利机构的纯福利模式 

1、资金来源 

2、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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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务人员 

4、养护方式 

（二）公立儿童福利机构功能变迁 

1、养育功能 

2、“ 养、治、教” ：儿童养护、医疗康复、特殊教育 

3、婴幼儿护理、儿童养育照料、医疗康复、特殊教育、技能培训、家庭寄养指导监督以及临

时庇护、权益保护等 

（三）公立儿童福利机构存在的问题 

1、养育方式的单一 

2、经费来源的单一 

3、服务的非专业化 

（四）儿童福利机构的制度建设 

1、服务主体的社会化 

2、养育方式的多元化 

3、服务人员的专业化 

4、功能的多元化 

二、民间的儿童福利机构 

三、 公私合营的儿童福利机构 

复习与思考题： 

课后观看河南兰考袁厉害事件相关的视频和相关报道，思考 

1、在儿童福利中的政府责任？ 

2、在儿童福利机构问题上，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3、如何发挥政府和民间的作用？ 

拓展阅读文献： 

1、[美]Paula Allen-Mears，《儿童与青少年社会工作》，李建英、范志海译，上海：华东理工

大学出版社，1995/2006年版。 

2、[英]Nigel Tomas，《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田国秀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2010年版。 

第五章  孤残儿童问题及其干预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孤儿社会照顾的方式及其过程、效果，包括机构照顾、家庭寄养和收养，

了解残疾儿童的生活状况、儿童精神障碍、残疾儿童社会工作的服务模式。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孤儿照顾 

一、 孤儿与弃婴问题 

二、 孤儿社会照顾的模式 

1、 机构照顾 

2、 去机构化与家庭寄养 

3、 收养 

三、孤残儿童福利政策的发展 

第二节  残疾儿童及其干预 

一、残疾的界定 

（一）1997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根据不同的残疾对人生理功能、社会功能影响的不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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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把残疾人分为三类 

（二）2008 年 3 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对残疾人的定义：残疾人是指

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

某种活动能力的人。 

二、儿童精神障碍 

1、精神发育迟滞 

学习障碍：阅读、数学、书写等障碍 

沟通障碍：语音和言语表达、接受；口吃 

2、广泛性发育障碍：孤独症  

3、注意缺陷和破坏性行为障碍    

（一）孤独症 

孤独症又称自闭症，特征是社会交往以及沟通上的显著受损、行为和兴趣显著局限性；其根本

的特征是从生命早期就没有和周围的人和环境联系的能力。 

2004年  患病率 1%0 

1、孤独症的主要症状 

（1）社会交往障碍。 

（2）言语交流障碍。 

（3）行为方式或兴趣异常 

（4）智能和认知障碍。 

2、孤独症的干预 

（1）婴幼儿孤独症筛查量表 

（2）治疗方式：行为训练，纠正异常行为，促进患儿 

（二）注意缺陷或多动障碍（ADHD） 

1、ADHD诊断标准 

A.或者满足（1），或者满足（2） 

B.造成功能损害的症状，应出现在 7岁前 

C.症状造成的功能损害至少存在于 2个或以上的生活领域 

D.在社交、学业或职业等功能上，有临床缺损的明显证据 

（1）注意缺陷 

（2）多动-冲动 

二、残疾儿童社会工作 

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帮助儿童补偿自身缺陷，树立生活信心，克服环境障碍，发掘他们的潜能，

使他们能够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它涉及的范围广泛，包括康复、社会融合与

参与、特殊教育和职业训练、就业辅导和就业服务以及维权服务。 

（一）预防 

1、致残的风险因素 

先天因素致残 

环境致残 

战争致残 

意外事故致残  

2、主要预防措施 

一级预防：预防致残性伤害和残疾的发生。 

二级预防：防止伤害后出现残疾。 

三级预防：残疾出现后采取措施。 

（二）康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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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卫生组织模式。 

2、社区服务模式。 

3、家庭病床模式。 

4、特殊类型残疾人的社区康复模式。 

（二）康复方法 

1、个人与社区状况评估 

生态系统评估：把问题放到生活的场景中去认识，更能够看到多种因素对残疾人问题造成的影

响，及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 

2、优势视角评估 

3、生理心理社会视角评估 

4、社区需求评估 

（三）康复介入模式 

1、增权模式 

2、倡导模式 

3、自助小组 

4、社区工作模式 

5、个案管理模式 

复习与思考题： 

课后收集广东母亲溺死脑瘫双胞胎一审获刑 5年相关的视频和报道，要求： 

1、拟定一份服务计划书。 

2、选择一个具体的阶段与场景，在下次课堂上呈现服务过程。 

观看电影《隐形的翅膀》，以此为文本，从优势视角写一篇观后感。 

拓展阅读文献： 

1、[美]Paula Allen-Mears，《儿童与青少年社会工作》，李建英、范志海译，上海：华东理工

大学出版社，1995/2006年版。 

2、[英]Nigel Thomas，《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第八章，田国秀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5/2010年版。 

第六章  流动儿童问题及其干预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流动儿童的界定、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合及其平等受教育权问题，社会工

作对流动儿童的服务模式。 

学时分配：2学时 

一、流动儿童的界定 

二、流动儿童的特点 

三、社会排斥、城市融入与流动儿童 

1、流动儿童平等受教育权 

1998，《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 

2001，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务院明确提出了“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

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 

2003，《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 

2011，农民工子弟就地参加升学考试。 

2、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 

流动儿童心理健康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 

3、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 

社会排斥与流动儿童城市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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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动儿童与社会工作干预 

（一）政策倡议：平等受教育权 

（二）推进流动儿童城市融入 

案例：成长向导项目 

复习与思考题： 

四位同学自主建立一个学习小组，调查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并开展策划流动儿童服务小组活动。 

拓展阅读书目： 

1、段成荣等，我国流动儿童状况，《人口研究》2004年第 1期。 

第七章  留守儿童问题及其干预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留守儿童的界定、看待留守儿童的问题化视角和增权视角，以及留守儿

童的服务模式。 

学时分配：2学时 

一、留守儿童的界定 

留守儿童（the “left-behind” children）是指农村地区因父母双方或单方长期在外打工而

被交给父母单方或长辈、他人来抚养、教育和管理的儿童。 

二、问题化视角下的留守儿童 

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留守儿童较多地面临学业失教、生活失助、心理失衡、亲情失落、安全

失保等困难与问题。 

（一）家长外出的不良影响 

1、 社会规范与交往技能  - 缺乏指导 -（行为发展） 

2、 亲子关系与社会交往  - 亲子分离或亲情缺失 -（情感发展）                                                                          

3、 角色认同与发展定位  -- 缺乏榜样 --（人格发展） 

4、 资源的提供  -- 资源有限 --（发展空间） 

5、 教育支持 （家庭与学校教育脱节）   

（二）留守儿童问题的表现 

1、心理与人格问题 

2、生活照顾与学习监督问题 

（三）留守儿童的发展状况 

三、非问题化视角的留守儿童 

1、留守是一种长久属性吗？ 

2、留守儿童是问题儿童吗？ 

3、留守必然直接带来适应不良吗？ 

4、留守儿童即使出现适应不良仅是因为父母外出打工吗？ 

四、留守儿童支持模式 

1、关爱模式。 

2、社会支持模式。 

3、自强模式。 

4、赋权模式。 

5、替代模式。 

五、社会工作服务留守儿童 

1、政策倡导 

2、为留守儿童家庭提供支持性服务 

3、促进留守儿童自我完善 

复习与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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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贵州毕节四儿童自杀为案例， 

1、 分析留守儿童生活的困境及其成因； 

2、 思考从专业的角度如何提供服务。 

拓展阅读文献： 

1、谭深，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 1期。 

2、卜卫，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和支持行动模式的分析报告，《中国青年研究》2008年第 6

期。 

3、江立华，留守儿童问题的建构与研究反思，《人文杂志》2011年第 3期。 

4、孙艳艳，“家庭为本”的留守儿童社会服务政策理念与设计，《东岳论丛》2013年第 5期。 

5、段成荣等，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和发展基本状况——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人口学刊》2013年第 3期。 

第八章 流浪儿童问题及其干预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流浪儿童的界定、类型和形成因素，以及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政策发展

及其社会工作预防和干预模式。 

学时分配：2学时 

一、流浪儿童的概念与类型 

1、如何界定流浪儿童？ 

2、流浪儿童存在内部分化吗？ 

（一）流浪儿童的概念 

1、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界定：流浪儿童是以街头作为主要住所和/或生活来源，没有得到可靠

成人适当保护、监督和教导的儿童(United Nations in: ICCB，1985)。 

2、中国的界定：年龄在 18岁以下的离开家人或监护人在外游荡超过 24小时且无可靠生存保

障并最终陷入困境的人。 

（二）概念界定的角度 

它强调流浪儿童生活空间及其与常规的社会关系纽带的联系水平。他们疏远或离开了儿童理所

当然的成长环境——家庭、学校、社区，失去了社会公认的保护和照顾，在街头依靠自身维持自己

的生存，街头成为他们主要的生存空间。具体说来，它包含 

1、在街头流浪的时间，脱离了一般公认的、标准规范的生活条件； 

2、以街头作为生活来源； 

3、缺乏可靠成人的保护、关爱。 

（三）流浪儿童的类型 

1、根据流浪儿童与家庭的联系水平分为， 

（1）高风险儿童，他们与家庭保持定期的联系，但缺乏父母监护和社会保护； 

（2）在街头工作的儿童，他们在街头工作以补充家庭收入，与家庭有偶然联系； 

（3）在街头生活的儿童，他们以街头为家，包括与家庭没有任何联系的孤儿、遭受抛弃和离

家出走的儿童。 

2、Adams(1986)的分类 

（1）离家出走者（runaways） 

（2）遭受抛弃者（throwaways） 

（3）社会遗弃者（social rejects） 

3、中国流浪儿童分类 

根据流浪儿童与家庭的关系， 

（1）与家人分离后独自生活的儿童 

（2）与家人分离后与群体生活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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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家人同住但在街头谋生的儿童 

（4）与家人同住但在街头游荡的儿童 

二、流浪儿童的生存状况 

1、流浪儿童如何维持生计？ 

2、你怎样看待流浪儿童？ 

3、流浪儿童的生活面临哪些风险？ 

4、从抗逆力的角度看，流浪儿童是否有一些保护性因素？ 

（一）流浪儿童何以维持生存？ 

1、谋生方式 

2、这种生计方式的后果 

首先，身心安全时时受到威胁。 

其次，在时间上，这种生活缺乏未来取向。 

再次，阻碍了空间持久感和稳定性的形成与获得，使得他们无法考虑具体目标。 

最后，在社会关系上，缺乏持久、稳定的社会网络提供物质和精神支持。 

（二）流浪儿童面临的风险 

（三）抗逆力视角下的流浪儿童 

三、儿童流浪的原因 

1、基本原因 

2、潜在原因 

3、直接原因 

四、中国流浪儿童与救助保护政策 

（一）中国流浪儿童的特点 

（二）社会转型与中国流浪儿童 

（三）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政策框架 

1、国际公约 

(1)1924年，《日内瓦宣言》第二条规定流浪儿童必须得到救助和保护。 

(2)1979年，国际儿童年，在孟买召开了第一次流浪儿童国际会议。 

(3)1990年，《儿童权利公约》 正式生效，提出了困境儿童的概念，确立了对儿童权利保护。 

（2）中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政策 

（3）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专门性政策 

2003年，《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 

2006年 1月 18日，民政部等 19单位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的意见》。 

2006 年 9 月，民政部颁发了《救助管理机构基本规范》和《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基本

规范》。 

五、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模式 

（一）经验——郑州模式 

1、推行全天候开放式救助点，建立街头救助服务亭。 

2、引入外展社会工作方法，开展街头流动救助。 

3、类家庭和家庭寄养。 

4、试办救助小学，开展技能培训。 

5、坚持跟踪回访。 

（二）问题与挑战 

1、高投入。 

2、可持续性问题。 

三、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政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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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救助理念转向儿童权利 

（二）儿童权利视角下的救助保护 

（一）儿童权利的话语 

（二）儿童权利视角下的救助保护 

1、尊重自主权，发现抗逆力 

2、非歧视与特别保护 

3、从回家到回归 

复习与思考题： 

参观一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将其中一位流浪儿童作为你的案主，思考 

1、你想为你的案主做怎样的安排？ 

2、你想为孩子提供哪些服务？ 

拓展阅读文献： 

1、程福财，传统儿童照顾模式的失灵与流浪儿童问题的形成——基于对上海火车站地区流浪

儿童的民族志调查，《社会》2009年第 5期。 

2、薛在兴，社会排斥理论与城市流浪儿童问题研究，《青年研究》2005年第 10期。 

第九章  儿童虐待与忽视问题及其干预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儿童虐待的概念和形式，掌握儿童虐待的测量方法和社会工作干预模式。 

学时分配：2学时 

一、儿童虐待的概念  

1962年，美国的儿科医生 Kempe提出，“受虐儿童综合症”。 

（一）广义的儿童虐待 

广义的儿童虐待（children maltreatment）是指所有对儿童故意伤害行为，包括对儿童的苛

刻、过分严厉、拒绝、忽视、剥夺、暴力和虐待 （Barnett， Manley &Cicchetti，1993）。 

儿童虐待指对儿童有抚养监管义务及操纵权的人， 做出足以对儿童的健康、生存、生长发育

及尊严造成实际的、或潜在的伤害行为， 包括各种形式的身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忽视及

对其进行经济性剥削（WHO，1999）。 

广义儿童虐待的形式 

1、儿童体格/生理损伤（physical abuse）  

2、儿童性虐待（sexual abuse） 

3、儿童情感/心理虐待（mental abuse or emotional abuse） 

4、儿童忽视（children neglect） 

（二）狭义的儿童虐待 

儿童虐待（children abuse ）是指父母或监护人造成的儿童非自然损伤。包括身体虐待、性

虐待、心理/情感的虐待。 

（三）儿童虐待的归因模式 

1、个人归因的疾病模式取向 

2、结构归因的社会模式取向 

二、儿童虐待的测量 

1、儿童虐待的综合问卷  (The ComprehensiveChildhood Abuse Inventory, CCAI) 

2、儿童虐待与创伤量表 ( The Child Abuse and Trauma Scale, CATS) 

3、儿童期虐待史问卷 ( the Childhood Experience of Care and Abuse Questionnaire , CECAQ) 

4、儿童期虐待问卷 (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 

5、儿童虐待量表和儿童忽视量表 

6、儿童创伤症状调查表( Trauma Symptom Checklist for Children，T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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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幼儿创伤症状调查表(Trauma Symptom Checklist for Young Children，TSCYC)  

三、儿童虐待与忽视的社会工作干预 

（一）两种儿童防虐体系 

Neil Gilbert 根据儿童虐待预防和干预的价值假设和制度安排，将儿童虐待预防和干预模式

分为两类 

1、儿童保护模式 

（1）强制举报制度 

（2）集中通报体系 

（3）调查和处理程序 

（4）政府提供的服务和措施。家庭寄养与收养 

2、家庭服务模式 

（1）强调提供服务支持家庭和维系亲子关系，倾向与家庭合作。 

（2）强调对家庭需要的评估和处理，根据家庭需要提供支持。 

（3）参与儿童防虐福利组织有正式授权对儿童虐待预防和干预组织参与，也有日托机构、社

区护理对儿童保护和家庭支持提供帮助。 

（二）受虐儿童的社会工作干预 

1、受虐儿童辅导的原则 

1、优先考虑儿童的安全 

2、协助儿童沟通及表达他们的感觉。 

3、与家庭、学校、医院、司法部门、公安部门、儿童和青少年保护机构以及社区有关力量或

社会资源合作，予以积极的介入。 

4、对受虐儿童的伤害降至最低限度，在保护儿童权益的同时，要对儿童的隐私予以特别保护。 

 （2）受虐儿童辅导的主题 

1、受害经历的分享，对暴力责任的看法与态度，及与人隔离感觉的分享； 

2、自我保护的计划，陈述感觉； 

3、解决冲突的方法，自尊心的建立。 

（3）受虐儿童辅导的功能 

1、协助儿童学习新的价值观及行为，包括暴力的发生不是他们的错，增加自尊 

2、学习新方法来自我保护，认识可以协助自己的正式与非正式资源， 

3、学习以新的非暴力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复习与思考题： 

2015年 4月 6日，南京发生一起虐童案件，作为一名社工，你对这个家庭如何进行干预？ 

怎么办，是否剥夺养父母监护权？ 

拓展阅读文献： 

1、王大华、翟晓艳、辛涛，儿童虐待的界定和风险因素，《中国特殊教育》2009 年第 10 期。 

2、李环，建立儿童虐待的预防和干预机制——从法律和社会福利的角度，《青年研究》2007

年第 4期。 

第十章  青少年学习障碍问题及其干预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青少年的学习困难问题、学习焦虑问题及其发生原因，及其社会工作干

预方法。 

学时分配：2学时 

一、学习困难 

1、在语言或非语言信息获得、保留、理解、组织和使用方面存在的多种异源性失调。 

2、伴随着学习困难，个体会在自我调节、社会认知、智力落后、感觉损伤或严重情绪紊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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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个体的智力基本正常，具备学习的能力。然而，能力与成就之间存在差异。 

4、学习困难对个体的干扰集中在一个或多个方面：语言、阅读、书写和数学。 

5、技巧和策略训练可以帮助学习困难者获得成功 

二、学习困难发生的原因 

外源性脑损伤 

内源性的智力落后 

非智力原因 

三、学习困难发生的动力因素（Stipeck，2002）： 

学习能力（我能学好吗？） 

学习意愿（我想学习吗？） 

学习目标（我为什么要学习？） 

（一）学习能力的认知 

（二）学习的意愿 

学习或探索未知世界是人的重要本性之一 （Paiget， 1952） 

影响对未知世界探索兴趣的因素： 

    1、认知能力的提高  
    2、社会对个体想法或意志的支持 
    3、外部奖励  
    4、任务难度太大或过于容易 
（三）缺乏学习意愿的表现 

    1、学习目标不明确或目标低 
    2、缺乏学习热情 
    3、缺乏好奇心和创造力 
    4、回避挑战 
（四）学习目标 

学习行为背后存在着一定的理由（Dweck， 1986） 

1、学习目标定向特征 

2、成就目标定向 

三、学习焦虑 

学业焦虑表现为个体对与学业成就或与个体能力有关的评价结果的担心而表现出来的一种情

绪状态。 

（一）学业焦虑产生的原因 

    1、较差的自信心 
    2、自我或他我期望值较高（优秀生）  
    3、持续的学业失败（差生） 
    4、 家长的过高期望与批评 
    5、性别差异 
    6、个体特征 
    7、状态焦虑 

（二）降低学习焦虑 

复习与思考题： 

在学校里，选择一位或一组在学习兴趣有困难或者考试焦虑的同学作为你的案主，思考 

1、你想为你的案主提供哪些服务？ 

2、拟定一份服务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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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文献： 

1、[美]Paula Allen-Mears，《儿童与青少年社会工作》，李建英、范志海译，上海：华东理工

大学出版社，1995/2006年版。 

2、[英]Nigel Tomas，《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田国秀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2010年版。 

第十一章  青少年成瘾问题及其干预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青少年成瘾问题的表现和类型及其识别，干预模式。 

学时分配：2学时 

一、儿童青少年网络成瘾 

（一）网瘾的界定和类型  

定义：对网络的重复使用所导致的一种慢性或周期性着迷状态，并带来难以抗拒的再度使用欲

望。 

类型： 

（二）网络成瘾的原因 

1、生物学解释（大脑中化学物质多巴胺的水平提高，刺激大脑的兴奋程度） 

2、 大量反复的情感刺激（情绪的反复正强化刺激和负强化刺激） 

3、 满足心理需要 

二、吸毒成瘾 

吸毒：非医疗需要而吸食、注射或以其它方式滥用毒品的行为。毒瘾是经常使用毒品而造成的

周期性或经常性的极度兴奋状态。 

毒瘾特征： 

    1、毒品的耐受性 
    2、生理依赖性 
    3、心理依赖性 
三、赌博问题预防 

1、三级预防体系 

基层预防 

中层预防 

深层预防 

2、预防计划的开展 

“ PPG ( primary prevention grammar) 问题赌博预防计划” 

1、 识别病态赌博和问题赌徒 

2、 了解赌博赢钱比率的内幕 

3、 澄清有关赌博的错误观念 

4、 通过互动和参与， 学习如何决定、拒绝赌博的诱惑 

5、学习领袖训练和朋辈辅导员角色 

6、预防计划的评估。 

四、社会工作干预青少年成瘾行为 

（一）个案治疗的技巧 

1、降低成瘾行为 

2、防止成瘾行为复发 

（二）小组工作 

（三）家庭介入 

（四）学校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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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戒毒社工服务模式 

1、增权模式：提供心理治疗、认知行为疗法、资源支持等服务，开展了许多康复娱乐活动，

并呼吁保护戒毒人员的权利、强调道德关怀。 

2、综合健康医学模式：根据影响健康的各种因素，构建全面的健康观，把生命视为一个开放

系统，通过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及系统内部的调控来决定健康的状况。 

3、生理-心理-社会三合一模式：强调生理、心理和社会三重困境，生理戒断、心理康复和社

会回归。 

4、魔方模式：根据生态系统理论，综合了“社区服务”“家庭服务”“学校服务”“美沙酮服务”

“无缝接轨服务”五大方法，通过五个方面的互动，来促进环境和个人的改变。同时，结合三级预

防。  

复习与思考题： 

在一所中学中，寻找一名有成瘾行为的青少年，思考 

1、导致成瘾行为的原因？ 

2、你想为孩子他/她提供哪些服务？ 

拓展阅读文献： 

1、费梅苹，意义建构：戒毒社会工作服务的实践研究——以上海社区戒毒康复服务中的同伴

教育为例，《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11年第 2期。 

第十二章  青少年犯罪问题及其干预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青少年犯罪特点与成因和不同的解释视角，青少年司法转向制度，社会

工作在青少年司法中的角色及其社区矫正与青少年犯罪。 

学时分配：2学时 

一、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 

（一）青少年违法犯罪特点 

  1、犯罪数量呈上升趋势。 
  2、低龄化。 
  3、团伙化。 
  4、突发性、盲目性。 
  5、与家庭结构密切相关。 
（二）青少年违法犯罪原因 

（一）个人原因。  

（二）家庭原因。  

（三）学校原因。  

（四）社会原因。  

二、社会学的解释 

（一）生理学的解释：个体主义的解释。 

（二）心理学的解释： 

（三） 社会学的视角：整体主义的解释。 

1、结构紧张理论（structural strain theory） 

2、社会标签理论——建构论解释 

3、文化传递理论 

4、差异交往理论 

5、社会失范说 

6、社会解组论 

三、青少年司法转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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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趋势 

国际社会对少年犯罪处置的主流趋向是非刑事化、非监禁化、轻刑化。 

它强调社区、家庭和公众参与计划，对犯罪少年实行非刑事化、非监禁化，可以由少年司法体

系或社会性机关作出决定实施。 

（二）青少年司法转向制度 

1、非监禁化 

2、从轻处置 

3、社区为本的服务体系 

（三）香港少年司法转向制度包括非刑事化和刑事处分两种形式。 

（四）香港司法系统与社工角色 

社工在青少年司法制度中的服务领域及其角色 

1、法庭外展社工服务 

2、法律援助服务 

3、保护儿童服务 

4、感化服务 

5、青少年罪犯评估专案小组 

6、社会服务令服务 

7、社区支援服务 

8、收容所服务 

9、住宿院舍服务等 

（五）美国青少年司法制度及其启示 

1、少年庇护所和少年教养学校 

2、未成年重犯和惯犯的综合刑罚替代措施。 

澳门社工在违法青少年教育监管中的职责 

我国社工介入青少年违法犯罪预防与矫正 

四、社区矫正与青少年违法犯罪 

（一）实行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 

1、社会标签理论 

2、差异交往理论 

（二）社区防范矫正体系的组织构成 

案例：上海“旭日心航工作室”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 

1、风险需求评估 

2、分阶段：宣告前介入、宣告会上进行宣告，签订服务协议、矫正初期开展服务项目、矫正

后期进行评估分流、结束矫正等阶段 

3、个案管理 

复习与思考题： 

在社区中，寻找一名正在接受社区矫正的青少年，调查并思考 

1、调查这名青少年的家庭状况及其个人生活史。 

2、你想为孩子他/她提供哪些服务？ 

拓展阅读文献： 

1、流动青少年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研究课题组，《我国 8 省市青少年违法犯罪状况调查报告》，

《中国青年研究》2009年第 2期。 

2、李琴，美国青少年犯刑罚替代措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 5期。 

3、杨静慧，发展型家庭政策: 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有效切入点，《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 年

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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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导论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roblems 

课程号：4230103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选修。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本课程先介绍一些宏观面的基础知识（第 1、2、3 章），然后分别讨论

各种社会问题。先交代这一问题的背景和相关统计资料，然后介绍不同的社会学理论对这一问题的

研究和看法，以此启发学生对当代社会问题进行社会学的思考。使学生掌握社会问题的判定原理，

了解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复杂性、特殊性，具备分析实际社会问题的实际能力。能够运用社会学的

方法——功能主义、冲突论、互动论和后现代主义等，对当代社会问题、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其存在

的原因进行较为全面而系统的剖析。学生必须勤于思考，至少精读一部指定教材，参阅其它辅助教

材。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章  总论：定义与视角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关于社会问题研究的几点事实 

一、关于社会问题研究的几点事实 

（二）答案经常来自于“什么是对的”这样的想法和非科学理性的分析； 

（三）事物之间的关联性使问题更难解决，要解决一个问题，必须同时缓解其它问题； 

（四）认为社会问题是自然的或是必然的，这种想法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巨大障碍； 

（五）有的时候，我们完全会轻视社会问题，忽视现实的社会冲突及其破坏性； 

（六）科学理性的分析帮助分解和解释那些有可能被忽视的社会生活事实； 

（七）不断变化的定义； 

（八）相互冲突的定义； 

（九）矛盾的解决办法； 

（十）解决过程中“新问题”的衍生。 

三农问题，人权问题，宗教问题等 

“离土不离乡”“离土又离乡”“效率和公平”的争论 

第二节 社会问题四要素 

一、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 

二、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 

三、持续性 

（一）由于相互关联造成的持续性 

三农问题 

（二）因为既得利益集团造成的持续性 

行业差距问题，环境问题 

（三）由于眼前利益而造成的持续性 

教育问题 

四、过多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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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为不同立场而引起的过多对策 

农民工问题 

（二）似是而非的理论 

应该发展什么城市的争论 

（三）意识形态或社会习俗的障碍 

土地问题，人口问题的论调 

第三节 社会学的作用 

一、研究思路：一个“中层理论”，宏观和微观结合，概念必须清楚，能够操作化 

（一）假说可以得自归纳或演绎 

（二）假说必须以经验为参照系，而不是道德判断或模糊的感觉 

（三）在假说中，必须将概念表述清楚，应尽量使用可操作的定义 

（四）对检验假说的条件必须予以明确说明 

二、研究方法：文献法，观察法，实验法，访谈法等等 

三、理论的重要性 

第四节 社会学方法 

一、功能主义取向 

社会整合与社会解组，均衡与失范，潜功能和反功能 

二、冲突论取向 

异化，虚假价值观和利益冲突 

三、互动论取向 

情境定义，标签理论 

四、女性主义取向 

五、后现代主义取向 

对理性、官僚体制的批判 

第五节 研究的指导原则 

一、我们不能总是预测未来，但却是能改变现在 

孙志钢事件 

二、你不知道的东西会伤害你：潜在后果 

扩招：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 

三、“计划或被计划在内” 

经济发展中心论和社会均衡发展论 

四、检查想当然的想法 

边缘国家理论和自由市场理论 

五、利用设想审视未来的各种可能 

例子：国家义务教育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社会问题研究的特点，社会问题四要素，在社会问

题研究中社会学的作用，社会问题研究可以采用的社会学方法，和社会问题研究的指导原则等。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 社会问题研究的特点是什么？ 

2． 简述社会问题四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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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社会问题研究中社会学的作用是什么？ 

4． 社会问题研究可以采用的社会学方法？ 

5． 简述社会问题研究的指导原则。 

知识单元 2：第二章 社会整合与冲突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国家理论 

一、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作家。在其名著《君主论》中，马基雅维

里最惊世骇俗的观点是：君王须兼狮子的凶残与狐狸的狡诈，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

的观点自问世以来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恨之者尊其为“民族主义国家的

理论先驱”、近代“政治学之开山鼻祖”。 

《君主论》的基本基调是建立在人性本恶和人民是愚蠢上的。他分章节论述了王国的种类、王

国的获取、王国的军队、君王的德性等问题。他分析问题的方法很明确，首先是我们要达到什么目

的，然后就是不择手段地达到这个目的，根本不管所作的是否符合当时的道德规范。如果说在书的

前半部分中显示的还不明显，在论述君王的德性时，这种惊世骇俗的观点得到了完全的表现。如：

“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上都发誓以善良自持，那末他苟且偷安于许多心怀鬼胎的人当中定会遭受到

毁灭。”，“庶人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迷惑，而这个世界里尽是庶人。”等等。 

人类社会是从人和人打交道开始的，在起初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赤裸裸的利益上的，用现

在的话说那时野蛮、残忍、丑陋，渐渐的人们学会了伪善，学会了掩藏自己的欲望，这就演变成了

道德。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人们道德逐渐完善，人们渐渐变得善良，在交往中变得有礼貌了，变的温

良恭谦。 

二、霍布斯：《利维坦》，社会契约论的创始人 

“自然人”是一种自然物体，他完全服从自然律。霍认为，人类在进入社会之前，生活在自然

状态，完全按照自然律行事。他总结出两条自然律：一是利用一切手段保存自己，二是为了最大限

度地维护自身利益，在必要时放弃别人也同意放弃的权力。 

人的最大利益是自我保存，根据第一条规律，一开始处于“人对人是狼”的战争状态。根据第

二条规律，和平协议是这样一个契约：每个人都同意放弃和别人一样多的权利，并因此而享受到和

别人一样多的利益。国家是这一契约的产物，同意转让权利的契约者是被统治者，接受契约的代理

权利者是统治者。 

霍的社会契约对于被统治者极其苛刻，被统治者除了自己的生命权之外，转让其它一切权利。

霍认为，国家就是伟大的“利维坦”，是“可朽的上帝”，具有绝对的权力和至高无上的权威。 

三、洛克：《政府论》，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理论创始人 

骆认为，如果社会契约产生的国家是一个使社会成员畏惧的“利维坦”，“那不啻说，人们愚蠢

到如此地步：他们为了避免野猫或狐狸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困扰，而甘愿被狮子所吞噬，甚至还把这

看作是安全”。霍的理论是不合逻辑的，人的理性不会愚蠢到舍小害而取大害。 

自然状态不是战争状态，而是和平的额、自由的状态，人们在自然状态中平等地享有自然权利。

国家是为了解决人们的财产纷争而建立的。引起人们之间冲突起源于人们享有自由和平等的自然权

利，但却没有公共权力对财产权的判决。 

骆认为，除了对财产权的判决和执行权之外的一切权利，包括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都是

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统治者受契约的限制，如果他不履行契约，人民有权反抗、推翻

他的统治。骆提出了“三权分立”、“宗教宽容”的思想，目的是防止专制，保障人民的自由权。 

四、卢梭：《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卢梭所谓的自然状态指没有人际交往、语言、家庭、住所、技能的人类最初状态。在此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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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全部欲望是肉体需要，没有理性，没有“你的”、“我的”的观念。 

自然状态既赋予人以自由，也包含着丧失自由的原因。人在生理上是不平等的，个人发挥自己

不同的自然能力，在技巧、知识、声誉、分配等方面产生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最后达到自然状态的

终点——私有制的产生。 

不平等的三个阶段：一是法律和私有财产权的确定，二是官职的设置，通过契约建立国家政权，

三是合法的权力变为专制，富人和穷人、强者和弱者、主人和奴隶的不平等发展到极点。 

二次契约，第一次是不平等的，第二次是平等的。一切人把一切权利转然给一切人。社会契约

所产生的结果是集强制的权力和自由的权利于一身的“公意”。所谓公意指全体订约人的公共人格，

是他们的人身和意志的“道义共同体”，它是“每一个成员作为整体的不可分的一部分”。 

第二节  社会冲突 

一、内部整合与掠夺外部物质利益的冲突：成吉思汗 

（一）游牧部落，一个社会学的研究范例 

1.简单家庭式的生产方式 

2.氏族部落的统治模式 

3.无耻的背叛和坚定的忠诚并存 

（二）两个问题： 

1．如此大的帝国是如何形成的？ 

2．游牧部落能形成文明吗？ 

3．落后的文明比先进的文明更有扩张力？ 

（三）成吉思汗的人生乐趣： 

在征服了东伊朗和中国北部之后，他认为通过夷平城市和破坏农田，使这些地区变为草原是很

自然的事。当他给这种极大的乐趣下定义时，他说：“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和战胜敌人，

将其根绝，夺取其所有的一切，迫使其妻痛哭，纳其美貌之妻妾。”反过来，他一想到他的后代们

将抛弃艰苦的草原生活而向往定居生活时，他悔恨地沉思：“我们的后裔将穿戴织金衣，吃鲜美肥

食，骑乘骏马，拥抱美貌的妻子，［但］他们不说：‘这都是由我们的父兄得来的’，他们将忘掉我

们和这个伟大的日子！” 

 二、宗教冲突：回教的兴起和十字军东征 

（一）回教的兴起 

“伊斯兰”意为“顺服上帝的旨意。”穆罕默德更没有建立教士组织，也没有确定专为拯救灵

魂的具体圣事，但却要求信徒们履行一定的仪式，即伊斯兰教“五功。”它们是： 

1．念功：信徒一生必须完全理解、绝对接受地背诵“除安拉外，再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

的使者。” 

2．拜功：信徒应每日礼拜五次，分别在晨、晌、晡、昏、宵五个时间内举行：脱掉鞋子，跪

在一张地毯上，头叩地，面朝麦加万向祈祷。 

3．课功：穆斯林应慷慨施舍，作为献给安拉的贡品和虔诚的行为。 

4．斋功：穆斯林必须在赖买丹月，每日自日升前到日落，斋戒禁食。 

5．朝功：穆斯林一生如条件允许应朝觐麦加一次。 

这些仪式极大地加强了信徒们的社会结合。他们一起祈祷、斋戒，一起为不幸的兄弟们承担责

任；他们——富人和穷人，黄种人、白种人、棕种人和黑人——一起到麦加去朝觐。而且，《古兰

经》还对信徒生活的各个方面，对风俗和卫生、结婚和离婚，商业和政治、犯罪及惩罚、和平与战

争等予以指导。因此，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信仰，又是一种社会法规和政治体系。它不仅为信徒

们提供宗教戒律，而且为个人和公众生活提供了明确的教训。如在基督教世界一样，世俗生活和宗

教生活之间，现世和教会之间并无差别。在伊斯亚教中，凡属于凯撒的就是上帝的，而属于上帝的

也就是凯撒的。“沙里亚”即圣典，直到近代仍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国法，至今在各个国家里，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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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程度上依然如此。 

率领这些袭击的首领为哈里发，即代理人，他受选代替先知的世俗地位。哈里发无疑是先知穆

罕默德的继承人，但主要还是社会的世俗首领。636年，阿拉伯人在约旦河支流耶尔穆克河谷，决

定性地大败拜占廷人。他们乘迷眼的沙暴发动进攻，几乎全歼希腊、亚美尼亚和叙利亚基督教混合

部队。皇帝希拉克略逃进君主坦丁堡，将整个叙利亚丢给了胜利者。哈里发欧麦尔随之转而进攻富

裕的邻邦伊拉克。那里的闪米特人已部分地皈依基督教，他们对波斯和琐罗亚斯德教统治者不满，

这有助于阿拉伯人的胜利。637年夏，阿拉伯人在卡迪西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波斯皇帝仓量撤离

位于卡迪西亚附近的首都泰西封，向东逃窜。欧麦尔的哈里发继承者们，在宗教热情和游牧民贪婪

之心的驱使下，继续举起伊斯兰教的旗帜，乘胜对外征战。在北非，阿拉伯军队得到当地柏柏尔皈

依者的增援，迅速进入摩洛哥，然后，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西班牙。711年，他们战胜西班牙

的最后一个西哥特国王罗德里戈，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然而，732年，在法国的图尔，他

们却被查理·马特打败。这场战斗通常被认为是西欧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不过，即使穆斯林

取胜，他们是否继续向远离家乡的地区挺进，还值得怀疑。穆斯林向东面的扩张也是如此。715年，

他们占领了印度西北部的信德省，但直到几个世纪以后，当信奉同一宗教的突厥人从北面入侵印度

时，才得以进一步推进。同样，751年，穆斯林在中亚的怛逻斯，战胜了中国人，但也未能再向中

国进军。于是，怛逻斯、信德和比利牛斯山，便成为穆斯林在其当时的军事技术水平下所能达到的

扩张的最后界限。 

（二）十字军东征 

11～13 世纪末，西欧基督教国家以收复圣地耶路撒冷为号召，而相继发动的一系列军事远征

扩张活动。因参加者的衣服上缝有十字记号，故名十字军。从 1095年发动第一次十字军至 1291年

耶路撒冷拉丁王国灭亡，一般认为先后共有八次东征，其中较重要的为前四次。 

起因：11 世纪西欧城市兴起，贸易发达，大量东方贵重商品经由意大利运往西欧，大大刺激

了封建贵族的物欲。他们认为远征东方可以攫取新的领地和财富。自 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以后，

罗马教皇的权势下降，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教皇力图恢复对东方的统治，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农民

不堪日益沉重的剥削和压迫，也希望找到摆脱困境的途径。教会经过克吕尼改革运动，隐修主义和

禁欲主义盛行，宗教热情高涨，尤其重视对圣徒遗物的崇拜和朝圣活动，形成了去耶路撒冷朝拜圣

地的风气。 

首次东征是由一个叫做彼德的传教士所率领, 他所率领的十字军是由二万名贫 农所组成,这

支军队既无组织,也没有什么经济资源,不久就有好几千人病死于途 中,有些人虽然 支撑到君士坦

丁堡,但到了尼斯亚却也逃不过土耳其人的屠杀.除 了彼德的军队外,欧洲的贵族也组织了一支军

队,这支军队到了公元 1097 年才抵 达君士坦丁堡,花了数个月的时 间才占领了安提阿等城市,但

不久又被土耳其军 包围.经过了两年的苦撑,才到达耶路撒冷 收复圣城,随后他们建立了四个十字

军 国:伊达沙国,安提阿诸侯国,的黎波里国,耶路撒冷王国.到了公元 1144 年,回教徒 再度攻下伊

达沙北部. 

公元 1147 年,第二次十字军又从欧洲 出发了,但这次东征却 彻底失败;而回教徒则在伟大的

领导者苏丹萨拉丁的领导下获得统一.公元 1187 年,苏丹萨拉丁所率领的回教徒,在希丁之战打败

了十字军,重新占领耶路撒冷.两 年后十字军国只剩下三个;就在此时,欧洲又掀起了收复圣地与拯

救耶路撒冷的运 动 . 

第三次十字军是由英格兰,德国,法国,三国的军队所组成的联军.但当德国皇 帝腓特烈一 世

死于西里西时,德军便撤回欧洲,只剩英法的联军经海路到达圣地. 他们在亚克登陆,再次攻下耶路

撒冷.但不久之后,双方领袖发生纠葛,法国国王菲 立普二世因而率军撤回,留下英国国王查理和他

的军队.但因兵力薄弱,无法有效 攻击而撤退.此后,查理勉强地解救了十字军国,并与撒拉丁定约,

准许朝圣者自由前 往圣城朝圣. 

在十三世纪还有四次的十字军东征,其中只有第六次十字军东征确实 占领了耶路撒冷,但仅维

持了短暂的时间.十字军国终于被推翻.1291年回教徒攻破十字军所占领的最后一个城市,结束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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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东征.  

三、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国家冲突 

（一）民族国家的兴起 

梯利：《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 

（二）民族主义的产生 

1．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为包含民族种族国家认同在内的的意识形态，为人类群体生活之

‘基本单位’，并为形塑特定文化与政治主张之理念基础。具体的说，其主张为：民族为‘国家存

续之唯一合法基础’，以及‘各民族有自决建国之权’。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无从区分。开化的社会

过去大多强调民族共同体，而最近则着重于由国家或政府陈述的文化或政治共同体。 

2．民族主义亦特指民族独立运动之意识型态，即以民族之名义作出文化与政治主张；民族主

义也同时被称为凝聚民族共同体的学说。前者如今通常用以叙述英格兰。民族主义的两种度量标准

（与相异的方法论）为班迪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之《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以及李亚·戈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之《民族主义：现代化五途》(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3．民族主义者以明确的准则为基础界定民族，以自其他民族区别，并据以判定‘孰为民族之

一员’。其准则可包含共同的语言文化以及价值取向，但于今最主要者或为族群意识(ethnicity)，

即种族上之归属与跻身其中之地位。民族之‘认同’与以上两者以及族群上之‘归属感’皆有相关。

民族主义者视民族性为排他且非自主，也就是不像其他自主性团体般可自由加入。 

4．民族主义以民族特色看待人类活动。各民族有其民族表征(national symbols)、民族特色

(national character)、民族文化 (national culture)、民族音乐、民族文学 ( national 

literature)、 民俗(folklore)、民族传说(national mythology)，甚至在若干例子中，尚且带有

民族宗教(national religion)。个人作为民族之一员，共享民族性价值体系与民族认同，敬佩民

族英雄，进食民族性菜肴，从事民族性运动。 

5．因民族国家已成为国家结构的主流，民族主义对世界历史和地缘政治影响巨大。世上大多

数人口都生活在─至少是名义上的─民族国家之中。‘民族’(nation)一词常错误地被等同于这些

国家政府(state)。民族国家之目的在确保民族存续，保持身份认同，并提供民族文化与社会性格

(ethos)可支配的地域。民族国家大多诉诸文化与历史神话以自证其存续与‘法统’(legitimacy)。 

（三）极端的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 

1．沙文主义（chauvinism）原指极端的、不合理的、过分的爱国主义。如今的含义也囊括其

他领域，主要指盲目热爱自己所处的团体，并经常对其他团体怀有恶意与仇恨。 

2．词源是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士兵尼古拉·沙文（Nicolas Chauvin），他由于获得军功章对拿

破仑感恩戴德，对拿破仑以军事力量征服其他民族的政策狂热崇拜。而“沙文主义”这个名词则首

先出现在法国的一部戏剧“三色帽徽”中，以讽刺的口吻描写沙文的这种情绪。后来这个词被广泛

应用，如大国沙文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等，还曾被女权运动的领袖用于“男人沙文主义”（相当于

汉语中的“大男子主义”“大男人主义”）。英语中有一个对等的词，是 Jingoism。所以经过演变，

如今“沙文主义”这个词在英语中更多时候用来指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尤其是后者。 

3．沙文主义者一般都是过于对自己所在的国家、团体、民族感到骄傲，因此看不起其他的国

家、民族和团体，是一种有偏见的情绪。 

（四）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三民主义 

1．民族主义：反对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

认民族自决权。  

2．民权主义：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现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选举、

罢免、创制、复决四权(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治权)

以治理国家。其核心观念强调直接民权与权能区分，亦即政府拥有治权，人民则拥有政权。  

3．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二为节制资本（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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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4．孙中山在多次讲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领导的政党和运动须达到三个目的：进行民族革命

以实现民族主义，进行政治革命以实现民权主义，进行社会革命以实现民生主义，他又认为最后一

个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而避免一次革命。 

（五）民族主义与百年战争 

百年战争，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 

这个世纪教导了我们，而且还在不断教导我们懂得，就是人类可以学会在最残酷、而且在理论

上最不可忍受的条件之下生存。因此，我们很难领会自己这种每况愈下的严重程度——而且更不幸

的是，我们堕落的速度愈来愈快，甚至已经陷入我们 19 世纪祖宗斥之为野蛮的境地。而酷刑、甚

至谋杀，竟在现代国家中再度复活，这种现象，虽然并未完全受到忽略，可是我们却忽视了其代表

的重大意义。这种倒退，与漫长年月之中（由 18世纪 80年代西方国家正式废止酷刑起，直到 1914

年）好不容易才发展完成的法治制度，岂不啻背道而驰的大逆转吗？ 

四、意识形态冲突 

（一）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1．自由主义随着美国革命而得到进一步的解释和应用；美国革命期间，在限制奴隶制度、扩

展宗教信仰自由、扩大公民权和确立立宪政体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1791 年所采用的联邦宪法是

以分权原则为基础，也就是让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互相牵制和平衡，目的在于制止暴政。《人

权法案》保证了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因此，美国宪法同英国的解决办

法一样，通过限制公民权、通过规定对议长和参议员的间接选举和对不同时期的政府各部门的选举，

仔细地保护有产阶级的利益。这些安排的目的是要使一个激进的民众运动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无法获

得对整个政府的控制、都不会引起危险的变革。 

2．在自由主义信条方面，比美国革命更进步的是法国革命。它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是

18 世纪自由主义的典记陈述，它以响亮的词语宣布了个人自由权。但是，法国自由主义主要也是

一种资产阶级运动。宣言同法国革命者所采纳的所有宪法一样，强调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这

类现定的哲学基础由一个法国立法者概述如下： 

我们应该由最好的人来统治；这些人受过很高的教育，十分关心法律的维持。如今，极少例外，

这样的人只有在财产所有人当中才能找到，因为财产所有人热爱他们的国家，热爱保护其财产的法

律，热爱使其财产得以保存的社会安宁。…… 

（二）冷战，韩战，越战，红色高棉与红色旅 

红色高棉      

红色旅 

（三）李强：“美国新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政治哲学解读” 

美国新保守主义： 

1．施特劳斯他写过《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其中 right应翻作“正当”，即《自然正当与历

史》。他研究霍布斯、马基雅维利、柏拉图、苏格拉底，构建了一个对西方思想史的全新解释。古

希腊政治哲学的核心是要寻求美好生活，美好生活的内容并非因人而异，而是只有一种美好生活：

符合自然正当的生活。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是古希腊智慧的告诫。 

2．施特劳斯的学生布鲁姆的名著《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认为美国许多人不读古希腊哲学，

因此弄不清楚人要追求一种美好生活。“美好生活”具有特定内涵，它符合自然正当。  

3．在施特劳斯看来，这样一种追求是伟大的传统，但近代以来逐步被自由主义破坏了。罪魁

祸首就是实证主义，把美好生活忘掉了。所以施特劳斯提出伟大号召：回到古希腊，追求自然正当

（美好生活）。  

4．有一些事情自然就是正当的，有一些事情自然就是不正当的。这样一来，施密特对自由主

义的批评在施特劳斯这里彻底完成。施密特的核心是把政治化为敌我的冲突，取消了加在政治之上

的一切道德和法律束缚；在施特劳斯这里，道德和法律束缚并没有回来，但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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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再是多元文化之争，而是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争。 

五、文明的冲突 

（一）前奏：伊朗革命 

西方化＝世俗化？ 

拒绝世俗化 

（二）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霍梅尼 

拉登与扎瓦西里 

（三）神圣与邪恶： 

由正当所带来的邪恶，所谓恐怖主义 

以色列建国与巴勒斯坦建国 

（四）亨廷顿：《文明的冲突》  

1．冲突的三个阶段：国家－意识形态－文明 

2．亨廷顿认为未来国际社会中主流文明的就是:古代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和发源于克里特岛的

西方文明这两大文明格局. 

3．在每一个以核心文化基点为基础的文明秩序内,随着时间的推移,核心文化的共同性以及其

本身所具有的那种"同心圆"共同理念的形成很有可能把这些国家维系在一起,使得大部分国家都倾

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与他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  

4．亨廷顿正是因为这个理论使得他认为伊斯兰文明和大中华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两大对手,他写

道:“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冲突时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

突”。并且指出了伊斯兰文明仍是西方文明最为激烈的挑战者,而中华文明将成为西方文明的最为强

大的挑战者,但同时他又指出这两大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威胁又是不一样的,即近期看,伊斯兰的威胁

甚于中华的威胁,就长远来看,中华文明的威胁则因拥有巨大潜力而又甚于伊斯兰文明的威胁.大中

华文明拥有伊斯兰文明所缺乏的核心国家,这个核心国家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发展更是迅猛.他认为

如果两个文明联系起来的话,那么这样的联合是对西方基督文明是一种极大的挑战," 

六、关于社会冲突的一点总结 

（一）贪婪、暴力倾向和愚昧，是冲突的人性根源 

（二）人性的转变是缓慢的，因此冲突会长期存在 

（三）冲突是社会存在和变迁的一个基本因素 

（四）利益冲突日益披上宗教和文化的外衣 

（五）精神层面的冲突占了越来越大的成分 

（六）冲突牵涉的利益更加多元化更隐蔽 

为了爱而杀人？ 

（七）冲突牵一发而动全身，规模及其巨大 

第三节  社会整合 

一、 导论：社会整合 

（一）AGIL模型 

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伦理宗教的复合体 

（二）涂尔干的共同价值观：何种价值？ 

机械团结——有机团结 

（三）韦伯：权威的类型 

整合于恐惧和谎言？     

大一统？利维坦 

守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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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利益的捍卫者？ 

二、对于秩序的探索：中国古代 

（一）哲学思想的理性化世俗化：早熟？ 

人性善－人性恶 

宗教－道德－伦理－律法 

（二）分封制到郡县制 

1.陆贾：秦法律制度的过于繁杂和刚性导致其崩溃。 

2.柳宗元：封建制的产生是有客观规律的，郡县制代替封建制也同样如此，“公多私少”，不再

实行世袭制而是根据个人能力选官。 

（三）科举制度和文官统治的确立 

（四）大一统和一盘散沙的形成 

1.大一统 

2.一盘散沙 

三、夹心面包式结构：黄仁宇的反思 

（一）《万历十五年》 

1.万历皇帝 

2.申时行 

3.张居正 

4.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5.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6.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二）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 

有如 “潜水艇夹肉面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乃文官

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也没有有效的组织，此乃成千上万的农民。其中三个基本的组织原则，

此即尊卑男女老幼，没有一个涉及经济及法治和人权，也没有一个可以改造利用。万历十五年公元

为 1587年，去鸦片战争尚有 253年，但是中央集权，技术不能展开，财政无法核实，军备只能以

效能最低的因素作标准，则前后相同。 

（三）费孝通：《皇权和绅权》  

四、潜规则：伦理治国下的阴暗面 

（一）《潜规则》 

1.读史心得 

2.身怀利器 

3.老百姓是个冤大头 

4.第二等公平 

5.当贪官的理由 

6.恶政是一面筛子 

7.皇上也是冤大头 

8.摆平违规者 

9.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 

10.新官堕落定律晏式转型 

11.崇祯死弯 

（二）“淘汰清官” 

清官为何难以像公开宣称的那样得志得势，为何经常遭遇被淘汰的命运，以致青天大老爷竟成

为我们民族梦的一部分。“淘汰清官”只是我能排列出来的官场潜规则之一，其下层有许多小一号

的潜规则的支撑，“淘汰清官”的上下左右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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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官吏与老百姓的关系 

《身怀利器》、《老百姓是个冤大头》,《第二等公平》 

（三）官吏与上级领导包括皇上的关系 

《当贪官的理由》、《恶政是一面筛子》、《皇上也是冤大头》 

（四）官场内部的关系 

《摆平违规者》、《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 

（五）几种关系混在一起讲 

《新官堕落定律》、《晏氏转型》 

（六）总结 

《崇祯死弯》。 

五、中国传统模式的风险 

（一）皇帝行为的失控 

何不食肉糜 

（二）文官集团的逆淘汰和恶性膨胀 

欺下和瞒上，权力和利益的结合，掠夺式经营 

（三）绅士阶层的蜕变 

保护者到剥削者 

（四）良民到刁民 

刁民淘汰良民 

六、道格拉斯·诺思 ： 

（一）意识圈：伦理道德→意识形态→文化经济政治→伦理道德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伦理道德基础 

从而形成不同的意识形态 

固化为相应的文化政治经济制度 

固化了的制度又会影响下一代的伦理道德 

从而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衡平社会系统 

（二）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革？当时的民众为什么会拥护？ 

七、复合共和制：最成功的大国制度  

（一）政治制度设计面临的问题： 

1.所有权力集中在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一些人或许多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

或者选任的，都将导致暴政； 

2.党派就是一些公民，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的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

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的利益； 

3.自由于党派，如同空气于火； 

4.如果一个党派不构成多数，可用共和制的原则来求得解决，这就是使多数人用正规投票的方

法来击败其阴险的企图。 

5.当一个党派构成多数时，大众政府就能够为了多数的情感或利益牺牲公共利益和其他公民的

权利。 

（二）复合共和制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 

1.假定所有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 

2.没有人适于审理自己涉及他人利益的案件 

3.由于同样的理由和更充分的理由，人的团体不宜于同时既做法官又做当事人 

4.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 

5.个人的利益必须与立宪权利地位联系起来 

6.手段必须与目的相称，期望通过自己的作用达到任何目的的人，应该具有用以达到目的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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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7.在每种政治制度中，增进公众幸福的权力，包括一种可能被误用和滥用的自由裁量权 

8.复合共和制的目的是按这样的方式来划分和安排某些公职的，以便彼此有 所牵制──使个

人的私人利益可以成为公众权利的保护者。 

（三）复合共和制制度设计的结构： 

1.复合共和制是立宪的。宪法由人民制定，政府不能改革宪法。宪法不应该是一种一般道德的

陈述或个人意志的表现，而应该是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真正起到促进双赢关系，遏制双输关系的

作用。 

2.权力必须有效地分割，而且得到制衡的。不同部门分别代表不同的原则。最大的收益要求各

项价值之间的均衡。并蕴含变迁的动力。 

（1）行政权的总统制、立法权的民主制和司法权的精英制 

（2）行动的原则、民主的原则和精英的原则在各自的领域发挥优势，并互相制衡 

3.复合共和制是民主的。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领袖必须由直接选举产生。这意味着，联邦政府

直接面对公民个人，而不是下级政府。同时地方政府需要负责的是公民，而不是上一级政府。两级

政府在宪法下运作，防止分裂。 

4.复合共和制是代议制的。因为随着成员规模的扩大，领袖人物主导性增强，而成员之间的协

商减弱。民主让位于寡头。 

5.复合共和制是地方自治的。政府建立于人类自治能力的基础之上。每一个政府，包括州政府

和联邦政府，都是独立的个体。这提供了多样性机会，使国家获得活力。并从中获得制度变迁的可

能。 

八、关于社会整合的一些思考： 

（一）暴力还是契约？一个脆弱的平衡   

（二）多元平衡和一个原则之间的艰难平衡 

（三）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四）横向分权：三权分力、五权宪法 

（五）纵向分权：联邦政府和地方自治 

（六）整合的核心：宪法——公意 

（七）小但是有力的政府：有所作为，有所不为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国家理论；民族主

义的兴起和现代国家的形成之间的关系；意识形态冲突的含义和特征；什么是文明的冲突；传统中

国的整合结构及其利弊；复合共和制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和结构等。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 请分别阐述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国家理论。 

2． 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现代国家的形成之间有何关系？ 

3． 意识形态冲突的含义和特征是什么？ 

4． 什么是文明的冲突？ 

5． 传统中国的整合结构如何？有何利弊？ 

6． 复合共和制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和结构是什么？ 

知识单元 3：第三章  社会转型与变迁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巨大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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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50年前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比较 

（一） 吃穿住行 

（二） 时空概念 

（三） 语言文字 

（四） 思维结构 

第二节 《全球通史》的观点 

一、革命的西方文明  

（一） 西方社会的多样性 

（二） 地理背景 

（三） 技术的格外早的发展 

（四） 发展中的经济 

（五） 民族君主国的崛起 

（六） 信仰的时代 

（七） 西欧的扩张主义  

二、西欧扩张的根源  

（一） 好战的基督教世界 

（二） 新的智力水平 

（三） 扩展中的经济 

（四） 技术的发展 

（五） 新的经商技术 

（六） 民族君主国的崛起 

（七） 处于前夜的西欧  

第三节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 21世纪》 

一、问题的重心 

资本主义才可视为一种绵延好几个世纪，至今尚未中断的全球性庞大组织与运动。其技术性格

可以归纳于下列三点： 

第一，资金广泛的流通（wide extension of credit），剩余之资本透过私人贷款方式，彼此

往来。 

第二，经理人才不顾人身关系的雇用（impersonal manage－ment），因而企业扩大超过所有者

本人耳目能监视之程度。 

第三，技术上之支持因素通盘使用（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如交通通信、律师

事务及保险业务等，因此各企业活动范围又超过本身力之能及。 

以上三个条件全靠信用，而信用必赖法治维持。所以资本主义之成立必受政治体系的约束，行

之于国界之外则赖治外法权。反面言之，资本家的地位亦必在政治体系中占特殊比重。 

以上三个条件的开展必赖社会内低层组织内各类经济因素的配合，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然后

所有权（ownership）及雇佣关系（employment）才能重重相因，构成一个大罗网。因为生产及分

配都以契约关系为主，当中若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机缘，相对的也鼓励了自由竞争。各人的私利观既

为这组织力量的来源，于是利润成为一切事业的试金石。在这种大前提之下，资本主义也有将一切

道德标准纳入体制之中的趋势。它在初期存积资本时常带侵略和剥削的性格。这种体制一经展开，

不可逆转，只有越做越大，因此资本主义也有纠正本身错误，树立在历史上长期合理性的可能（研

究韦伯的学者应从此点着手）。 

资本主义诚如亚当·斯密所言，是一种“商业的系统”，必在当初各国都在“农业的系统”管

制的局面里发生冲击作用（布罗代尔已经指出）。站在资本主义生理学立场，我们也可以说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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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过一段奋斗之后必须将其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改组，以便迎合新法制，通常也要

翻转其低层结构（infrastructure），以便产生能够互相交换（interchan－geability）的局面，

更要经过一段司法与立法之改革，才能使上下之间密切联系，也才能使以上三个原则顺利发展，通

过财政税收币制诸种政策，使公私互为一体，也就是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二、威尼斯 

三个原则：资金流通、经理雇聘、和服务性质的事业一体使用 

政府信用和民间银行的信用   

合伙经商之称 colleganza 者开始最早，以后虽不重要，也没有完全断绝。其原则是各投资者

将货物信托与一个随船旅行的经纪，此人也可能是船员，凡获利他都抽取 1／4。一次的商运经常

代表 100以上的投资人，他们的股份可大可小。随船的经纪也可能在 10个以上。富裕的商人，也

可以同时投资于很多个如此的合同，于是足不出户，坐收多方辗转牟利之效。1255 年威尼斯颁行

的航海法规定，凡是商船总要有一个货主或其代表为全船首长。熟悉航海技术的船长反成为首长的

大副。船上又有一个书记，带有公务人员的身份，对政府的商务委员会（Consoli dei Mer－canti）

负责。他对船上货物有极详尽的记载，必要时能拿出作证，凡是船上有违例的情事，即使涉及船长

也要提出报告。 

复式簿记起先以为为威尼斯首创，现在看来热那亚出现更早。但是威尼斯商人作了很多改进，

如用阿拉伯字记账，将借方列在左端，贷方列在右端互相平行的格式。14 世纪威尼斯已经开始有

海上保险，并及于船货。  

三、荷兰 

荷兰共和国不设职业警察，由陆军和城市里的自卫队协助维持秩序。城市里的陪审员（jurors）

由市政会推举，乡村间各地区的行政官和司法官由省议会派遣。所以摄政阶级将他们在城市里的权

力延伸至乡村；政府里的司法立法和行政权也由同一阶级包办。低地国家过去的经验是刑法处分严

厉，民法对私人财产的处置详尽周密。荷兰共和国独立之后，甚至各省的法庭也无权复审各市镇裁

定的刑事案件，但有权接受民事上诉。此中更可以看出资本家和私人财产权的力量巩固。  

荷兰之成就，端在重新组织民族国家之关头，摆脱了朝代政治及宗教的束缚，又吸收了大量有

企划能力的移民，使其能将历史上市镇自治的特色充分发挥到货币银行、水上交通和远洋冒险诸方

面去。可是如此特创体制，也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一个不平衡的局面。17 世纪很多国际战事的发

生，多少和这不平衡的局面有关。荷兰已经在陆战时证明她攻虽不足，防则有余，所以尚不致在欧

洲大陆产生大问题。她在海上的发展，却是历史上的一种新因素。当时所产生的反响，在英国超过

西葡。英国本身为海上国家，对外输出以羊毛为大宗，经常占总数 75％至 90％之间，如此农业又

与国际贸易不可分割。17 世纪英国之内战及混乱，大体由于欧洲局势剧烈的变化影响到军事政治

社会经济宗教各种问题。一时诸事纷至沓来，其处置也谈不上合理。一到 17 世纪后期，则有如若

干英国历史家所提及，这国家已“看穿了本身之陈旧落伍”，而“有意识的模仿荷兰”。英国之改造，

却比荷兰更彻底，因此也把资本主义的体制向前更推进一步。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很多历史家所说，

一到 1700年，欧洲最重要的商业城市已是伦敦，而不是阿姆斯特丹了。 

四、英国 

英国在 17 世纪初期所遇的困难固然可以视作一种法制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已进化，法制未

能赶上，引起脱序现象。可是实际上的发展，早已经超过这样的概说。其牵涉的不仅是法律和制度，

而且是法律和制度所辖社会体型的本质。在这种情形之下，英国之 16、17世纪与中国之 19、20世

纪有其相似之处。上层人物尚在争辩如何对付这问题，下层组织早已脱颖而出，其发展超出当事人

之历史经验，才有内战之爆发，而且其争端还掺杂着很多宗教色彩。  

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与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一个国家

采取这种制度，以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私人资本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

重。 

这样一个定义，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联成一气。其中各种因素相连结而发展到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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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时，势必又涉及宗教。资本主义必须有法制维持，因为如此一个庞大的机构不可能凭空存在。英

国国王与清教徒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双方即开始争夺立法权。如果说资本主义纯粹是一种民间的组

织，与政治无关，就忽视了历史发展之程序。所以我也相信研究资本主义必先从每一国界内着手。 

五、资本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  

（一）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演进的必有条件 

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展开时，表现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它要存在于一个国家，务必做到资金

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雇用，和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保险、律师的聘用

等）全盘活用。既打开如是局面，则信用之通行必受法制保障，然后所有权和雇佣才能结成一张大

网，而且越编越大，终至民间的社会经济体系与国家互为表里。 

这样的一种看法，包括着一个“整体”的观念，资本主义带着整体性，它能在一个国家内畅行

而且成为不可改变（irreversible），乃是由于得到司法权的承认，其下层机构里各种因素概能公

平而自由的交换。 

（二）思想体系的形成 

经过洛克，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已告成熟。马基雅弗利首倡唯物论，人民所依赖于政府者为安

全保障，而不是所谓天堂获救。世间只有能生存的才算数，否则纵使道德高尚，仍是镜花水月。霍

布斯的《巨灵》初看奇特，又好像不近人情，实际却勾画出一个新时代全能政府的轮廓。哈灵顿则

指出政府的威权出自经济力量。英国的土地既已为乡绅及中级地主所得，这个政府也要由他们作主。

洛克则将霍布斯的立论翻了一个面。政府首要的任务固为保护人民的财产，但是这社会契约可以

“文”成，而用不着“武”闯。他也指出人类经济上的道德可以分为两大阶段。他虽没有明言，然

其衍化符合欧洲从封建社会进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之层次。前者不用货币，所以每人财物都受限制。

后者用货币，则土地之占有及金钱之持有都不平等。但是资本家所操者重；其积蓄资本，开发资源，

对社会有实质的贡献。他主张政府的首要任务在于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就是在实质上接受了哈灵顿

的建议。这思想体系之构成与光荣革命同时。可见得资本主义已于 1689年前后在英国立足 

（三）亚当·斯密：私利可以融合  

（四）古典派经济学家：科学立场和意识形态 。 

（五）马克思——资本主义的病理家  

（六）二十世纪的批判：韦伯与宋巴特 

六、美国、日本和德国 

法国的旧体制（ancien regime）、帝俄和传统中国改造困难，乃因其过去有中央集权的体制，

其组织上向来不按上述的安排。反之，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过去愈缺乏中央集权的经验，愈有以数

目字管理的潜力，改造比较容易，常能捷足先入资本主义体制。其造成内部各因素能自由交换的情

形也不一致，而各按其本身在历史上发展的程度为转移。 

七、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长期革命 

这三个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由于过去农业体制积习过深，政治上中央集权牵涉

过广，所以不容易脱胎换骨。新社会需以商业习惯为前提，其活动以低层结构的功能为准据。法国

的旧体制（ancien regime）、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和传统中国，不能立刻顺应环境，也实由于其现存

体系中无法产生各项经济因素完成自由交换之公式和法则，以适应此需要。 

这三个国家所遭的境遇，不能完全归咎于过去组织过于简陋。他们都曾回光反照，表现出官僚

组织（bureaucracy）的特长。法国的路易十四（1643－1715 在位）自称“朕即国家”，可见其享

国时之叱咤如意。沙俄之凯撒琳二世（1762-1796 在位）和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 在位），同

为“开明专制”期间的明主，其文治武功也和盛清时的康熙（1662－1722）、雍正（1723－1735）、

乾隆（1736－1795）三朝异曲同工。然其号召力量之雄伟，有赖于 18 世纪及以前的环境与背景。

一到资本主义与重商主义，不仅这些国家的组织与结构不能与之抗衡，连其本身之存在都发生问题。

甚至过去的行动与设施，反成为今朝的阻扼与障碍。 

八、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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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是一种纯经济体制之功能。它使资本广泛流通，经理人员量才适用，技术上的支持因

素全盘支配。  

资本主义社会与欧洲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旧社会比较，产生了一个“动”的款式，与昔日主静

的姿态不同，因此资本主义几乎与“现代”同质而异名，所以可以互相交换。可是实际上资本主义

所供给者通常只是动之冲量（momentum），而不是动的成果。譬如马克思提及“资本的原始积累”

时，指出其通常使用暴力、征服、奴役等等方式。可是那些人类的劣行早已存在，资本主义之兴起，

打破国际间力量之均衡，于是初期资本主义的国家利用其优势力量，使上述劣行更为彰著。但并不

是因为有资本主义，才产生使用暴力从事征服与奴役。同时，在 20 世纪末期，资本主义能否继续

存在，尚有赖它能制止上述劣行（近年西方各国对南非之制裁可为例证）。因英国而功用显然。 

资本主义之为一种经济体制之功能，不由先觉者设计产生，而系在技术上积累经验形成。当初

威尼斯人避难于海岛，兼鱼盐之利，并未有创造独特行政系统之企图。又，要经过好几个世纪，值

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争权，意大利半岛四分五裂，威尼斯才乘机在各自由城市之前，获得独特地位。

于是她从实验之中造成单纯有效的商业系统。从华立罗事件的反应来看，14 世纪的威城虽有成熟

独特的政治组织，但并未产生相应的意识形态。 

第四节 道格拉斯·诺思 ：《西方世界的兴起》 

一、此书的基本命题：“有效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有效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

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而本书所定义并加以研究的经济增长是指“人均收入的

长期增长”，简单的讲，当实际产品数量增长大于人口数量增长时，就会出现这一增长。 

在研究经济增长时，新古典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把创新、规模经济、人力资本和资本积累作为

经济增长的原因，但本书的“特别”之处在于把这些视为增长本身而非增长的源泉，只有制度安排

才是增长的真正原因。 

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制度没有产生的“足够”早而是通过逐步的演化来促进

经济增长的？作者认为主要是两个原因： 

1、“可能缺乏技术阻止搭便车或强迫第三方承担他对交易成本的份额”（技术限制）。 

2、“对任何个人和团体来说，创造和实施所有权的费用可能超过收益。”（这些费用中可能包括

收集信息的成本）。而且，即便创新的制度出现，由于“所有权始终置于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之内……

一组所有权创造之初与所有权一旦确立以后制度运行之间不可避免要出现调整时，经济增长问题便

更为不确定……” 

总而言之，经济增长要求建立有利于社会生产性活动的所有权，“而这种所有权的创立，规定

和实施是有代价的，在一定程度上受现有技术和组织状况的影响。当私人收益的潜在增长超过交易

费用时便会为建立这种所有权进行种种尝试”，（这并非说制度总是或通常具有一纯粹效率动机，相

反这一动机总是与想要牺牲别人以便一方获益的动机混杂在一起--林毅夫）此外，作者特别指出了

“导致制度创新这一西方社会兴起原因的主要参数乃时人口增长”。 

二、政府 

本书还针对政府这一特殊组织做了大量精彩阐述，首先将其基本近似为“一种提供所有权保护

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之所以需要这种带有权威

和强制性的组织时因为“自愿的组织之可以在有限范围内保护所有权”。 

“政府能够确定和实施所有权，费用低于自愿团体的费用，而且随着市场的扩大，这些收益会

更为显著。因此便有一种刺激（除'搭便车'问题外）促使自愿团体用岁入（税金）来交换政府对所

有权的严格规定和实施”。 

但是，政府并不能保证出现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制度安排。反而可能保护阻碍增长的所有权（最

常见的动因可能时财政因素）<比如英国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詹母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的苛捐杂税

和各种专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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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萧功秦：艰难的试探 

一、什么是政治选择？ 

从洋务运动到今天 140多年实际上是一个现代化的历史，现代化就需要现代化的政治载体，那

么什么样的政治载体能使中国人适应现代化的那种挑战呢？有不同的国际与国内条件的制约下，人

们会采取不同的政治载体，不同时代的政治选择大体上取决于以下这些因素。  

首先是各种内外客观条件的压力和制约，包括国内和国际的各种条件的制约。 

其次是人们对于富强的各种主观的理解，人们的价值观念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和支配了他们做出

的政治选择。 

第三，就是人们在当时可以借助什么样的政治资源来形成他们的政治战略？他们可以运用什么

样的资源。 

这样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政治选择。所谓的政治选择更具体地说就是一种特定的政治体制与现

代化的战略相结合而形成的政治模式，因此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这些不同的政治选择前后相继，

就形成了一部中国百年的现代化历史。 

二、第一次选择，晚清的开明专制化模式。 

它经历了三个阶段：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为什么最早的现代化模式是一种开明专

制化呢？从逻辑上可以很简单的引申出这么一点，一个旧王朝的政治精英，在面对民族危机这种巨

大的压力时，他只有向西方文明仿效才能增加自己的抵抗能力，这种仿效的过程就必须进行制度创

新和体制创新，使官僚体制具有更大的吸纳现代化精英的能力，能够更有效的动员人力、物力资源

来实现既定目标。那么只要是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一旦开始，那就不可避免的进入了开明专制化过

程。所谓的开明专制化就是旧瓶装新酒，利用皇帝的权威和官僚体制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推行现代

化的转型。从威廉二世到明治天皇都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通过开明专制化获得现代化初步成功的历

史实例。 

总而言之，开明专制化运动在中国是失败的。它失败的原因应该说是中国的传统体制的自我创

新能力太低，它不像德国的俾斯麦改革，威廉二世改革，俄国的改革，日本的改革。中国的官僚体

制有一个特点是它的自我创新能力极低，文化惰性极其严重。这里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日本的福泽谕吉写了一本介绍西方的小册子，在日本一年卖掉了 30万册，而中国江南制造局 30年

卖掉的所有介绍西方文明的书籍、小册子加起来只有一万三千册。而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 11 倍，

土地面积是日本的 27 倍。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甲午战争怎么会不失败呢？洋务运动的失败是在

于保守势力过于强大，戊戌变法是因为失败以后的挫折感、焦虑感造成了错误的改革战略，而清末

新政是权威的流失。所有这些因素归结起来就是文化惰性和体制创新能力过于微弱而造成的危机所

造成的。 

三、第二次选择：辛亥革命以后的多党议会民主政体 

也就是说西方最发达的民主政体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政治载体。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实际

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主观上的原因。当时的人们的思想当中有一个强烈的认同，强烈的共识，就

是西方文明是最先进的一种政治体制，放之四海皆准，民主政治就像一件雨衣一样，穿在你身上可

以避雨，穿在我身上同样可以避雨，很方便。 

第二个原因是客观的原因。在清朝被推翻以后，各省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各自为政。22 个

省要想聚合起来只有一个方式，就是一个省一票，形成联邦共和制，这样中国就自然走上了一条民

主共和的道路。结果一下子形成了多党制，形成了 300多个政党，政党多如牛毛，进行了无穷无尽

的党争。最关键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的党都尽可能在不遵守游戏规则的条件下使本党利益最大化，不

但同盟会如此，共和党也如此。 

在一个高度传统的社会大系统上面安放在一个高度西化的政治亚系统，这两者之间无法达到整

合。西方议会民主是在西方长期的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面，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演变过来的。比如说

多党制需要游戏规则的遵守意识，但是游戏规则必须要有法制传统，而要有法制传统必须要有个人

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意识，而这又需要中产阶级的发展，中产阶级发展又需要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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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市民社会，需要发达的信息系统，所有这些因素都是相互依存的。而中国的议会政治根本没有

这些环节的支持 

四、第三次选择，袁世凯的军事强人的权威政治 

袁世凯在解散国会之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权威主义者，他在发展实业、

引进现代教育、制定商法、维持秩序方面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1914年到 1916年这两年里政治

相对稳定，经济以 11%的速度增加，所以被很多西方经济学家称为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黄金时代。 

所谓新权威主义就是四个条件，在后发展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作为对议会政治反向运动而出

现的军事强人的权威政治。首先它是后发展国家的，其次是对议会政治反向运动而出现的，同时它

具有军事强人的政治资源来作为权威主义的基础，它是一种权威主义。 

然而袁世凯的新权威主义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个弱点，它内部的结构是庇护网关系，就是

恩主被保护人之间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更简单地说有点像朋党关系。这种关系来维持统治秩序

是相当脆弱的，一旦强人离开了这个世界，庇护网就没有了效忠的对象，彼此之间就会打起来。也

就是说它的内部结构缺乏政党制度，用意识形态来作为组织内部的凝聚因素。其次，袁世凯本人有

非常强烈的想当皇帝的愿望，他的现代化意识非常脆弱。这样一旦袁世凯要当皇帝，他的权威就受

到损失。但是这时如果把当皇帝的愿望收起来，问题也不大，他可以继续做终身总统，可惜他又死

掉了。于是很快就陷入了一个群龙无首的混战时期。后来就进入了北洋军阀时期。 

五、第四次选择，就是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政治 

北洋军政时期所产生的社会无序状态，或者说全面危机状态促使孙中山开始进行政治反省。他

意识到需要由强势的政府来统一中国，而要实现强势的政府就要把原来的作为议会竞争型的政党改

造为组织型的政党，按照苏联的列宁主义的组织模式来进行了 1923 年的国民党改组。孙中山也意

识到个人权威的重要性，所以他才会在中华国民党内部要按手印，要效忠，我们当然认为他这个思

想很保守、很幼稚，但是他是很朴实的认识到了他的个人权威的重要性。 

然而国民党的这个模式到最后还是失败了。这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国民党的内部

结构原来已经渗透了大量庇护网的关系，即恩主与被保护人之间的的那种关系，上下属之间还是存

在很强烈的宗法结构，彼此之间称兄道弟。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国民党在北伐期间，是通

过大量收编军阀军队来扩充自己的实力的。这是一种交换，北方军阀承认南京政府，作为交换条件

南京中央政府承认他们各地的既得利益。这种统一实际上是一种凑合，军阀文化很多最坏的方面都

渗透到了国民党体制里边，使它的内部结构带有一种相当的权力个人化倾向。 

六、第五次选择，毛泽东的集权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 

这种体制从政治学上来说是一种全能的政治结构，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全方位的渗透到社会

的全部细胞、全部组织、全部单位，来自上而下的贯穿执行政党的使命。这种全能主义可以说是对

付全面危机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我觉得邹谠先生提出的这个观点是非常有创意的。中国之所以出

现全能主义，它有它历史的原因，因为中国面临的是全面危机。全面危机的情况下，全能主义的列

宁主义的政党形式，革命的意识形态就有一种很强的组织能力和渗透能力。正是这种渗透能力把全

国的下层动员起来，形成了一个结果。它的统一建立以后，实际上可以说如果它放弃了这种全能主

义，走向一个新民主主义秩序，那么也许就不会有第六次邓小平的这种选择了，或者第六次选择是

另外一种选择了。 

首先是计划经济的无效性，计划经济的信息流通的问题，当然还有其它的问题。其次，这种计

划经济模式归根到底是微观的个体缺乏竞争力。它扼杀了人类最本能的最基本的一种竞争能力。第

三个原因是计划体制的内部一定会出现大量的官僚问题。 

七、第六次选择，邓小平的后全能主义的新政模式 

这种模式的开始是因为极左思潮所产生的极端严重的问题使得执政党的元老派产生了新的觉

醒，这种觉醒实际上是世俗理性的觉醒，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摸着石头过河，这些都是世俗理性觉醒的一个过程。  

邓小平模式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它是后全能主义型的新权威主义。所谓后全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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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这个权威主义的政治资源是来源于全能主义的。他继承了毛泽东的全能主

义，执政党机构、组织资源、国家安全机构、宣传系统，对社会控制的原来那一套资源都是从毛泽

东那里继承下来的。然而他继承下来以后运用这个资源来巩固转型时期的政治秩序，巩固向市场经

济社会转型过程的社会秩序，而不是像毛泽东运用这种政治资源来推行一种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后全能主义型的新权威主义。之所以说新权威主义，因为它具有新权威主义的

一些共同特点，基本上是一种强人政治，是利用政治资源来作为巩固的强人政治，是具有市场经济

导向性的东西。 

八、六种模式总结 

从六种模式的比较来看，从 140年的角度来看，比较适合中国的，能够使中国的现代化取得效

果的政治载体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它至少应该在改革初期，在现代化初期是权威主导型的，它应该具有高度的社会整合能力，对

社会的动员能力，对变革指令的贯彻能力，对社会危机的可控性，对社会时局变化的控制能力。符

合这些要求应该是个权威主导型的，或者是强人政治，或者是开明专制，反正是权威主导型的； 

它要求一定要有市场经济现代化的导向性，而不是相反，因为市场经济的导向性才能够激发个

人的微观活力，而这种个人的微观活力恰恰是保持社会整体活力的基础； 

这个权威政体应该具有制度创新的自我更新能力。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开明专制化的失败很大

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在传统文化的惰性下面自我创新能力的极端的贫乏。自我创新的可能性受到很大

的阻力。 

第六节、杨小凯：自由经济和宪政的结合 

一、 “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 

（一）理解经济转轨 

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 改变。经济转轨（即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只是转轨的一部

分。  

（二）社会主义体制和劳动分工的演进  

（三）转轨的推动机制 

在西欧，试验各种制度，扩散、模仿、转轨到成功的制度 的一个重大推动力量是西欧的政治

不统一   

（四）与宪政规则的转轨相结合的改革  

（五）缺乏宪政秩序条件下的市场取向改革  

（六）可靠性与劳动分工网络效应之间、激励提供与稳定性之间的两难冲突。 

（七）总结 

如果不认识到经济改革仅仅是大规模宪政转轨的一小部分的话，对改革绩效的评估可能误入 

歧途。在国家之间和各个国家里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是宪政转轨的推动力量。我们用俄罗斯 作为

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相结合的一个例子，用中国作为缺乏宪政转轨的情况下经济改革的 一个例子

来分析两种转轨模式下的特征和问题。我们可得出结论说，在执政党的政治垄断下， 经济转轨将

被国家机会主义所挟持。经济转轨双轨制产生了宪政转轨的非常高的长期代价， 也许大大超过它

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 

二、 “后发劣势” 

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

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在基础制度的情况下

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麽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

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地

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

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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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共和或自由则是要保护和尊重少数。早期英国的成功就是

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有了这种制度才能限制当权者的机会主义。只有对政府的机会主

义限制住了，经济才能发展起来。这是英国发展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 

南北美洲发展的对比。南美洲的资源很丰富，但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北美洲的资源贫

乏，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有人将此归结为三个方面原因。 

第一，北美地区各个国家中地方权力都很大；而南美洲只是把地方看作一个个税源，地方自治

性很弱，所以就很难发展起来。  

第二，北美是一个新教国家，南美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文化的差异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同。  

第三，北美实行的是联邦制，而南美实行单一制。这也涉及到“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

主义”的区分。坏的资本主义除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等之外，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不

公。南美的基尼系数是世界上最高的，达到 0.6到 0.7。  

日本和中国的比较说明，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

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 

中国到处都有'科教兴国'，'教育兴国'的口号，这都是后发劣势的表现，真正要利用后发优势

应该提倡“制度兴国”，“民主宪政兴国”。 

国有企业私有化不能搞的太快、太早，杨主张吸取台湾的经验。台湾一直没有搞过国有企业私

有化，它搞的是“自由化”，就是对私人企业不歧视。我们中国现在包括银行、证券在内的 30多个

行业不准私人经营，还有 20多个行业限制私人经营，这些都与 WTO的原则不相符合，迟早要去掉

的。所以根据台湾经验，你只要搞自由化而不必搞私有化。台湾自由化搞得差不多了，才搞大企业

的私有化。这是成功的。私有化涉及到产权的大的变动，短期内一般会使效率下降，所以应该慎重，

而且应该掌握时机。但是自由化是可以提早搞的。 

第七节、郎咸平：重新定义改革路径 

一、郎咸平理论小结 

1、反对在现行条件下，进行国有企业 MBO 改革。认为在现有法制和监管条件不成熟的情况，

进行的所有国企股份制改革最后将最大可能的走向国有资产流失。建立一套激励机制与信托责任并

重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国企改革的出路。  

2、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家，民营经济越发达，官商勾结越严重，民营企业和政府合谋席卷人民

的财富。  

3、以房地产为主导的经济，泡沫破灭后将带来严重经济危机。认为有迹象表明，上海的房价

是国际炒家联手操纵的结果。  

4、要求股市改革首先要有严刑竣法，他认为这是所有股市的改革的根本，在没有重刑严惩违

法行为的前提下，所有的股市改革方案只是空谈。    

5、认为股市的改革，产权改革的成败将直接关系政府信用。维系金融市场的唯一原则，那就

是政府的信用度 

6、反对人民币升值，认为人民币升值是某些国际金融机构伙同他们政府想搞垮中国经济并从

中牟利的行为。汇率是政治问题更甚于经济问题。我国的金融体系承受不起利率与汇率的不稳定。  

7、认为自由民主不是一个国家强盛的因，而是果，法制化才是因。呼吁信托责任，依靠严刑

峻法加强国家的信托责任，是所有改革的根本。    

8、认为改革利益归于少数人，而改革成本归于大多数人。一亿人的富裕致使十二亿人口更加

贫穷。政府有很简单的思维，认为国企搞不下去了，总会有民营化接手解决问题。这个不太可能，

民营企业家把厂子买下来以后，就会把这些工人推向社会。    

9、郎咸平批评教育简单套用市场化路子，是失败的，剥夺了农村子弟受教育机会。20年以前

考上大学，没钱读，有政府帮忙。但今天考上大学，还念得起吗？最后一条脱贫致富的路都走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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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0、认为应由中央政府来承担金融政策的风险，而不是老百姓承担。金融政策切忌大起大落，

调整利率也好，调整汇率也好，有两点是控制不住的：一个是什么时候产生效果不知道；第二个效

果多大不知道。所以政策必须要稳健。 

二、改革背景介绍： 

（一）新自由主义出了什么问题？ 

1．看不见的手 

2．私有产权的重要性 

3．私有制→私人企业→中产阶级→民主政体 

4．如何私有化 

5．一些没有预想到的问题 

（1）官商勾结：寡头的出现 

（2）原单位制中的社会功能谁来承担：公共权力的全面退却 

（3）中产阶级受到狙击 

“仓禀实而知礼节”神话的破灭 

（二）秦晖：历史学家的视角 

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改革一定成为一场掠夺 

以强权化公为私和以强权化私为公都是不公正的，而且这两种不公正其实一脉相承。对公产的

侵犯与对私产的侵犯同样是“权力捉弄权利”的结果。  

民主先行：制约从何而来？ 

一个悖论：矿工如何制约矿主？ 

出现这类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缺少一个治权民授、权责对应的机制，即宪政民主机制，

“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共同以为基础的机制。没有这样一种机制，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国家

就不可避免。这样的国家可能一直“左”着，或者一直“右”着。前者如我国文革时，后者如苏哈

托、皮诺切特时代的印尼与智利，两者都会造成积弊。 

三、新法制主义 

我主张的精英政府是以民为本的政府，法治化的目的不是讨好利益集团  

究竟如何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目前只能靠政府的力量来解决，没有别的办法。 

所谓大政府主义我并没有在很多场合作更多发言，因为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再惹出更多的麻烦和

误会。你以为我们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家，就是新自由主义学派，他们讲的民营经济、自由、民主、

选举、议会、小政府，会把中国带到富强之地吗？这些理论是对美国或欧洲政治体制肤浅的看法，

这是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最危险的地方。如果这些能把中国带到富强之地的话，请你看看现在的

菲律宾，它曾是美国的殖民地，复制了美国的所有制度，包括议会、选举、民营经济、民选政府，

最后，这个上世纪 50 年代亚洲的超级强权，它的女人要到别的国家做女佣。为什么？因为政府在

还没有完成法治化之前就极早地退出了市场。这造成官商勾结，席卷全国财富。政府为什么这么重

要？因为政府是建立法治化的惟一来源，法治化通过民营企业家、学者建立，那是不可能的，一定

是强制政府才有法治。  

美国的法治什么时候建立的？1890 年哈里逊总统搞了反托拉斯法，一直到 1932年完成了证券

（相关:理财财经）交易法，整个法制建设是在美国大政府时期完成的。当建立好一个良好的法治

后，每一个社会的经济个体都能按照游戏规则来游戏，不会侵害到别人利益，也就是说，上市公司

做好上市公司，不要侵害中小股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时候，政府才能退出，中产阶级才能

被建立起来。政府过早退出，带给一个国家的绝对是悲剧不是喜剧。 

民主是要循序渐进的，没有法治，没有规则，民主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操纵政府。泰国，马

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不都是这样吗？你要选举，要钱啊，钱从哪来，必须从企业家那里来，他

给你钱选总统，选上总统以后选总理，他在幕后操纵，就是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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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的思想指导主流必定是我所提出的新法治主义----所谓新法治主义，就是以政府的力

量建立一套以民为本的法治化社会，而给社会每一个参与者包括政府一个法治化的规范。  

我当然不反对民主，因为我自己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我跟别人的不同在于，我彻底地了解世

界历史，彻底了解什么叫民主。我希望以民为本，以老百姓来考量国家，我何尝不希望自由民主？

任何低度开发国家过早进行民主化，自由化，没有成功的。你告诉我哪一个成功了？ 

大或强权政府不一定会推动法治化建设，而这也是为何我用精英政府这个名词，不追求法治的

政府不叫精英政府。精英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法治，完成法治化，就有游戏规则了，在股票市场

上就不存在剥削了。像美国一样，每个人都不应该侵犯别人的利益。这个时候政府就可以退出了，

为什么美国是小政府，因为美国大政府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建立法治化。我们还没有建立法治化，

怎么能跳到小政府呢？  

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把枷锁拿掉了，但走向另一个极端，个人完全发挥创造力，没有法治。所

以我们要回到中间。每个人的创造力必须受限于法治化的环境，要在法治化规定的角色里尽量发挥，

不能侵犯到别人。这是我理想中的状态。我绝对不是要回到人治的时代，那是错误的。  

我主张的法治是以民为本的法治，法治化的目的不是讨好利益集团，像这次产权改革。而是增

进全民福利，提高国家财富。以民为本的法治化建设必须由政府来推动，如果牵扯到了利益团体，

一定是不公平的，会造成社会动荡。精英政府是以民为本的政府，这样才能主导一个中立的法律，

以大众利益为准，这是一个原则。 

第八节、总结：后发国家的两难困境 

一、政府 

为虎作伥：与民争利 

还政与民：提供平台和路径 

二、精英和既得利益集团 

成为寡头或寡头的附属 

新秩序的领导者 

三、民间 

能够成为中产阶级吗？ 

还是民粹主义 

四、私有制还是公有制 

一制就灵？50 年前对公有制的讴歌对私有制的批判和今天对公有制的批评对私有制不切实际

的幻想，历史会重演两次？ 

五、自由、民主和法制，到底孰先孰后？ 

六、发展并非是必然的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需要了解和掌握黄仁宇认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演进的必要条件；萧功秦

的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六次政治选择；道格拉斯·诺思对西方世界兴起的理解和看法；杨小凯是如何

看待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和他的“后发劣势”概念；郎咸平对目前改革路径问题的看法和他的“新

法制主义”概念。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 黄仁宇认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演进的必有条件是什么？ 

2． 阐述萧功秦的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六次政治选择。 

3． 道格拉斯·诺思认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4． 杨小凯是如何看待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的？ 

5． 解释“后发劣势”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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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郎咸平为什么认为目前的改革路径出现了问题？ 

7． 阐述郎咸平的“新法制主义”概念。 

知识单元 4：第四章  社会分层：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平等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贫富悬殊日益明显 

自 198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经济改革前夕（1978 年），全国基尼

系数约为 0.30，其中城镇为 0.16，农村为 0.21；1988 年全国基尼系数上升为 0.38，其中城镇为

0.23，农村为 0.34；1995 年全国基尼系数进一步上升为 0.45，其中城镇为 0.29，农村为 0.43。

另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1981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仅为 0.29，属于全世界最低行列；到 1995年基

尼系数上升为 0.42，已经超过东欧、南亚和高收入国家的水平，进入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行列。

清华大学李强计算的 1997年全国基尼系数为 0.46。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

题组根据 2001 年抽样调查数据计算的 2001 年全国基尼系数为 0.49。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收入差

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控制。 

一、城乡差异 

据中国社科院提供的数据，1998-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 5485、5888和 6316元；

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 2162、2210 和 2253 元、城镇居民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 2.52、

2.66和 2.80倍。 

二、地区差异 

根据国家纪委的统计，1997年全国城镇人均居民收入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山西省的 1.69倍，

到 2000 年，这一比值增加为 2.48 倍。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2 年全国城市居民平均人全年家

庭收入为 8177.4元。从地区比较看，上海最高，达到 14395；北京其次，为 13251；最低的省份是

黑龙江，为 6333；次低的是内蒙古自治区，为 6341。 

三、行业差异 

一方面，中国加入“WTO”后，外资、外企大量进入中国市场，高素质人才的收入迅速提高；另

一方面，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向城市，会加重城镇普通职工的就业困难，相当一部分劳动者会因失业

等原因而长期处于低收入的状态。据国家扶贫办的统计，目前全国还有 3000万左右的农民生活再温

饱水平线以下，再失业职工中，低收入家庭占半数以上，人均月收入 300元以下者，占 54.3％。  

第二节 1990年代以来社会分层的两大趋势 

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 

（一）知识分子 

（二）工人 

（三）农民 

二、细化的碎片不断聚合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聚合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以占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拥有大

量人口为特征的弱势群体 

三、结果：资源配置：从弥散型到两极分化 

自 1990 年代以来,一个拥有了社会中大部分资本的强势群体已经成形“构成这个强势群体的,

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三部分精英不仅已经

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结盟关系,而且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的

影响。这个强势群体的社会能量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影

响。在 90 年代中期实行经济紧缩的方针时,一些房地产商赞助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研讨会,由经济

学家出面呼吁政府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这可以看作是一个开端。第二,对社会公共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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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和话语形成的能力。在 1990年代中期之后,传媒更多地受这个强势群体的影响。而由知识分子

制造的主导性话语也更直接地体现了这个群体的价值和主张。第三,形成了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

依附型关系。因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弱势群体的许多机会,是由强势群体提供的。 

另一方面,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弱势群体。这个弱势群体主要是由如下的几个部分构成：除了

部分富裕农民之外的贫困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和城市中的失业下岗人员。这三部分人几乎构成

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这个群体首先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农民的收入在 1990 年代中后期处于停滞

的状态,特别是 1997年之后,大部分农民的实际收入是下降的。农民工的工资,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

里,基本没有大的变化。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九五期间全国城镇国有单位在岗职工减少 3159万人,

城镇集体单位减少 164万人,两者合计减少 4807万人,与此同时,在城市中形成了以失业下岗人员为

主体的城市贫困阶层。同时,这个群体在政治和文化上也是弱势的。根据 1999年 2月 1日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发布的 5 中国人权发展五十年白皮书，1998 年初选出的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共 2979 名,其

中,工人农民占 18.9%,知识分子占 21.08%,干部占 33.17%,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占 15.44%,

解放军占 9%,香港特别行政区代表占 1.17%,归国华侨占 1.24%。而且,在利益已经高度分化的情况

下这些群体既没有相应的组织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在媒体上也很难发出他们的声音。 

第三节 贫富分化何以会在短期内形成 

一、一个富有启发的寓言 

在农业社会时期，假如某国一地区发现了一个稀有的铜矿，一定会有精明投资者前往开采，如

果他立刻雇佣了 1000名工人，这个矿第一年赚了 100万美元，其中 60万分给 1000名工人，40万

分给 10个股东。当 1000名工人有钱了，立刻要做的事情是消费买东西，比如买衣服、买家具、买

食品，还得盖房子，更重要的，这些工人还娶了 1000个媳妇，生了 2000个孩子，为了供应这 4000

人的衣食 住行，矿区周围有 500个农民种菜、棉花、粮食，还出现了 10个以上的裁缝、理发师、

医生，有了还几家商店、一所学校，一个教堂，然后一个小镇就出现了，周围 20 公里内的人都感

受到了小镇的需求，人口迅速向这里集中，迅速达到近万人。最后，矿主们分得了 40 万，他们发

现这 个小镇上还没有游乐场、电影院、小酒馆，于是拿出 30万来开店来满足当地人们的需求。陆

续过了若干年，矿主在交完有关税收后，将挣来的钱再次以 60%的比例分给雇员，雇员们再去娶媳

妇、生孩子、买东西。几十年以后，当铜矿快挖光了、第一批工人退休时，这里已是 一个 50万人

口的城市，有上千家大小工厂，矿主们也建立起了上百家工厂商店，有的人也因此幸运地进入了百

万富豪的行列。几乎在同时，各个阶层中的一部分人开始酝酿搞政治搞法律，为了维护居民的不同

利益他们组织政党和政府，也设置了行政管理机构，通过财富的第二次分配开始兴办交通、学校、

医院、体育馆和警察局等公共事务机构，不仅各种娱乐身心的享受同步出现，更有作为民意监督机

构的各色媒体也应运而生。 

假使换一种分配方式，这个矿还是雇了 1000工人，赚了 100万，其中 90 万分给 10个股东，

10 万分给 1000 个工人，这些工人的收入刚 够自己吃饭，他们没钱买衣服、买家电、盖房子，为

了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矿区外面只有 100个农民（种点玉米白菜，别的没人买） 、一个理发师、

一个裁缝（主要是补衣服），没有医生，工人小病硬扛、大病等死。矿主们每年都有 90万的收入，

他们也想搞点别的生意，结果他们发现，这里只有 1000个穷工人，什么生意也干不成 。拿着钱怎

么办？只好买了几辆奔驰、几个豪宅，养了几个小蜜，奔驰是外国的，所以几百万给了外国商人、

几百万给了房地产商，还有几十万给了小蜜（这些漂亮的小蜜都是矿工女儿，于是有几十家矿工还

算比较富裕），还有几百万存了银行。而银行拿着钱只想往外贷，一看除了矿山什么工厂也没有，

只好继续郁闷，看着老百姓不富吧，银行的存款还在增，而且形成较大的储蓄率。几年过去后，矿

区周围还是一片贫苦，工人还是一无所有，农民们也还是自种自吃，没人买他们的东西，矿主们等

后来挖完矿就带着几百万存款走了，1000 名工人全成了下岗职工。下岗职工没办法，都做小生意

自救，于是一夜间多了很多小商店、小酒馆，但是大家惊奇地发现，收入下降消费能力有限，而城

里的丑闻和治安事件此起彼伏,结果开始有人开始或东奔西走或北上南下，换个地方到异乡去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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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日子..... 

二、经济改革制度背景和前提：中央计划经济 

（一）农产品和资源的低价 

1. 高能耗产业泛滥 

2. 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 

（二）工业产品相对高价和匮乏状态（短缺经济） 

1. 改革初期工业产品的高利润 

2. 改革初期的抢购风 

（三）低工资高积累率下的廉价劳动力和普遍贫困 

1. 劳动密集型企业如雨后春笋 

2. 出口导向型和内需不足 

三、改革的制度路径及其后果： 

（一）三重的双轨制： 

计划与市场的并行；政治与经济的分离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二）改革经历侵蚀、转型和重建三个阶段。中国的改革过程表现为： 

1.草根阶段：最初在意识形态目标约束下的自下而上的局部性改革，侵蚀阶段，农村和城市边

缘，旧体制瓦解，但局部； 

2.转型阶段：明确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目标，以大规模的政策和法律推进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寡头形成 

3.最后则是全面的社会重建，未开始。 

（三）权钱结合的渐进改革 

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分离。但另一方面，权力与钱的结合又是渐进改革的基本途径。渐进改革

的基本特征，不是由下层推翻和剥夺上层实现的，而是遵循精英连续性规律，基本上由那些在计划

经济下掌握资源的人，在改革过程中将这些资源变成自己的私人财产，再通过某些政治和社会改革，

如“民主改革”，以其据有的资源去换取权力，从而为自己获得的利益取得新的合法性。渐进改革

模式在初期比休克疗法稳定，但是权力的市场化会导致公共权力的腐败，使国有财产向掌权者个人

流失。 

（四）双轨制的实质：权力的市场化，“不落空现象” 

1.价格双轨制下倒卖生产资料    

2.倒卖外汇配额 

3.倒卖原始股                              

4.倒卖地皮 

5.抬高房地产价格                       

6.收购煤矿、矿山 

（五）后果 

权力的介入使相当一部分人无法进一步分享改革的成果 

更为严重的是，最近一些迹象表明：寡头开始全面进入公共领域，掠夺社会财富，进一步加剧

两级分化： 

1. 煤炭涨价和能源价格彪升 

2. 房地产价格彪升和中央政府调控失灵 

3. 医疗价格失控 

比寡头和垄断更可怕的是政府在税收和公共领域的效能降低甚至无能。 

欧美之路还是亚非拉之路？ 

第四节  可以借鉴的经验 

一、 区域差异：“美国区域经济的均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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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针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实行不同的税制。 

（二） 利用转移支付手段调节落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三） 利用军事援款支持落后地区工业的发展。 

（四） 政府出面组建经济开发区，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五） 政府出资兴办水利事业，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 

（六） 利用财政融资手段，鼓励私人企业向落后地区投资。 

（七） 提高劳动力素质，引导人力资源流向。 

二、城乡差异：取消户籍制度对于城乡差距是否能够药到病除？ 

一个例子：户籍新政 郑州之痒  

三、经济自由与“严刑峻法” 

四、行业差异：台湾经验和节制资本 

五、中央政府必须有效承担九年制义务教育 

六、社会保障制度：Security Number 的建设 

第五节  总结 

一、贫富分化的两个原因： 

（一）财富向既得利益阶层聚集 

1. 国有企业改制：国有财产如何私有 

2. 双轨制和政府审批权：权钱交易盛行 

3. 政府预算软约束：瓜分财产的盛宴 

4. 垄断和市场并存：通过垄断获得暴利 

（二）财富分配不利于中下阶层 

1. 城乡二元结构：三农问题 

2. 底层劳动人口数量庞大：工资所占百分比逐年下降 

3. 下岗分流：城市贫民迅速增加 

4. 教育、医疗和住房的市场化：中产阶级受到狙击 

5. 社会保障制度滞后 

第六节 专题：三农问题 

一、工业化带来的：农民交易条件恶化  

25 年前，一个农民一年可以生产 100 包米，但是同样品质的城市工人在一年可以生产一辆脚

踏车。当时农民用 10包米就可以换取一辆脚踏车，因此农民还剩下 90包米。但是 25年以后，同

样品质的城市工人一年可以生产 5辆摩托车，但是农民还是一年生产 100包米。但是该名农民必需

得用 90 包米才能换一部摩托车，因此农民只剩下 10包米。25 年以前的城市工人一年创造了价值

10 包米的脚踏车，但是 25 年以后的城市工人一年却可以创造 5*90 = 450 包米价值的摩托车。问

题的症结就是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太低，而工业产品的附加价值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提高，由

10 包米的价值提高到 450 包米的价值。因此农民用毫无附加价值的农产品来交换附加价值不断提

高的工业产品的结果就是造成农工部门间交易条件的恶化，因而使得农村越来越贫穷。 

二、解决办法：城市化 

目前只有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将农村多余农民大量移出农村而提高农民生产力。我们只要移出

一半的农民，那么每个农民就可以有空间生产 200(100x2)包米，如果移出 75%的农民，那么农民就

有空间生产 400(100x4)包米，而逐渐接近城市工人 450包米的水平。例如美国的农民不到 5%，但

几乎养活了全球的人口，台湾的农业人口也不到 5%，因而造成台湾农村的相对富裕。 

三、主流思路：欧美模式 

1. 小块土地无法使农民富有，必须集约化耕种 

2. 通过城市化来分流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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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流的先决条件是土地私有化，可以转让 

四、保守之路：日韩模式——农会 

（一）李昌平的反思 

1．产权制度 

国家一句话：矿产资源属于国有，这就割断了资源所在地人民与资源的联系。国有是谁有呢？

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国家了。什么人有权开发国家的矿产资源呢？制度规定只有资

本家。当地人是国民，我们在制度中找不到国民的位置。有人会说，国民分享税收啊！谁代表国家

征税呢？当然是几个人的事。1吨煤 35元——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 10吨却只算 5吨，白天运

10车计税，晚上 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 

2．财政制度 

农村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

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

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几百万甚至

千万，农村里的公路主要是农民自己修的，农民修了公路，国家去收费，路坏了之后又要农民自己

修。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

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剑川县黑桃树乡大满山红的那个村子，

农民自己集资来办电，一根电杆，从山下运到山上去，要用四十个人抬两天，中途回不了家，还得

在半山腰过一夜。城里的人什么时候这样自力更生过啊！   

3．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可是，

主流社会的人却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去年 3月 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 30

年、50 年不变。假设我今年有十五、六岁，过五、六年，要娶妻、生子，我这一家人一分地也没

有，政府也不给我任何的补偿，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包含我，我怎么生存啊！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

就应该天然的有拥有土地的权力，谁有权力剥夺人生存的权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

《宪法》要保障人权，农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拥有土地，拥有生存的权利。站在城里人的视角，《土

地承包法》这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固化土地承包关系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廉价的农产品，供给城里

人消费。我们有没有考虑到、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为

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  

4．金融制度 

银行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叫国有商业银行。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乡下

人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

抵押贷款呢？农民也是国民，为什么国家的银行不承认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

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身份、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

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

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么、那么的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

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二）日韩模式——农会 

不是要立法规定长期单干，而是要在坚持土地村社集体所有的前提下，鼓励农民自主决定土地

产权经营形式和产权收益分配方式；不是要鼓励私人资本下乡经营农业，而是要培养农民的企业家

精神，扶持小农组织起来，发展现代农业；不是优先支持私人资本下乡发展农村金融，而是要优先

扶持农民组织发展农村合作金融。这样，农民才能组织起来。  

这些要向台湾学习。华西、大寨等“明星村”也是值得学习的。  

台湾农会有很多的财产，这些财产用大陆的话语表达，应该叫“集体所有制”。我经常不厌其

烦地追问台湾朋友，“集体所有”的这些“公产”为什么不卖给个人？他们说我们哪里敢啊，我说

集体资产不就是你们几个人的资产吗。他们说这怎么可能呢，没这个权利，不然马上让你下台。这

是一个民主权落实的问题，是一个民本位体制能不能建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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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土地制度不能简单理解为私有化，也不能简单理解为集体所有，它分为三部分： 

一部分是农地农用制度，买了后也只能种地搞农业。 

第二个是农地农转非制度。如果一片农地，规划在十年后转做工业用地或商业用地或公益用地，

十年之内，是不能改变农用性质的。当农地依法（规划）转为非农用地，将有一半的土地“充公”，

等于 2亩农用地换得 1亩非农地。“充公”的土地主要用于城市道路、绿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建

设。  

第三部分是非农地交易制度，农地转化为非农用地，会使土地大幅增值，增值收益分配有严格

的规范——“涨价归公”，税率是累进的，非常高，归中央税种，就是说土地交易的所得税，税收

全民享有，而非地方或部门享有。 

五、总论 

三农问题，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中的核心问题，很难一招制敌，采用系统论的观点和多元化

的手法，多管齐下，保守治疗，使问题的情况慢慢好转，三农问题彻底解决的那天就是中国真正成

为现代国家的时刻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必须了解和掌握 1990 年代以来社会分层的两大趋势；当前经济改革制

度背景和前提；双轨制及其实质；现有改革的制度路径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三农问题和解决三农问

题的各种模式。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 1990年代以来社会分层的两大趋势是什么？ 

2． 经济改革制度背景和前提是什么？ 

3． 什么叫双轨制？其实质是什么？ 

4． 现有改革的制度路径在取得瞩目的成果的同时产生了什么样的不良后果？ 

5． 什么是三农问题？如何理解三农问题？ 

6． 解决三农问题有哪几种模式？各有何利弊？ 

知识单元 5：第五章 社会失范：越轨、寻租与犯罪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会失范现象严重 

一、大规模的政府腐败触目惊心 

一年用车的费用是 4085亿元，一年的公费吃喝是 2000亿元以上，公费出国费用是 3000亿元。

三项总和一共是 9048亿元。我们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是 30000亿元。上述三项费用占财政收入的近

30％。而我们的财政用于科教文卫四项的总支出才是 1168亿元，用于扶贫的支出是 162亿元。吃

喝、出国、坐车的钱是科教文卫四项的近八倍。 

二、社会诚信丧失，社会生活全面恶化 

一早起床用高露洁致癌牙膏刷牙，给儿子冲一瓶碘超标的雀巢奶粉，然后自己喝杯过期的光明

牛奶，吃几个超标面粉做的馒头，夹点臭水池里面腌的榨菜。准备坐公交吧，坐车人真多，手机没

放好，不小心被一个小新疆“借”过去了。中午跟同事一起到肯德基吃顿苏丹红炸鸡，下午给老婆

打电话，约她到新开的菜馆吃地沟油炒的菜，其中有一盘避孕药催大的香辣鳝鱼丝，一个牛肉毒粉

丝，两个四川资阳猪肉大包子，老板上了一杯重金属超标 100倍的碧螺春茶，再喝点含甲醛的啤酒。

晚上，保姆打电话说因为矿难在井里出不来，叮嘱我别忘了做掺入白蜡油大米的米饭，别忘了做个

敌敌畏泡过的金华火腿小菜，别忘了给小孩冲阜阳产的奶粉，别忘了给大人冲几杯还是金华那里产

的糖精水拌银耳燕窝……如果能从矿井平安里出来，一定给全家带温州产的优质纸皮鞋，最后再提

一下，千万别忘了买西安的福利彩票！ 

嘿，这小日子过的，那叫一个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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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经济学的视角 

一、政府直接介入经济领域是腐败的温床 

令我担心的是第三个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既不是完全根据社会等级来排序的，也不是完全根据

产权来排序的，而是根据其贪污腐化的权力排列的，这是我的担心。在这种体制下，你会发现产品

被分成很多的不同种类，不同种类的产品对应不同政府部门的管制；例如这个官员是管手袋的，另

一个官员是管表的，而且许多管制已经制度化了，甚至外汇管制也被分成很多级。一旦有了管制，

贪污腐败就有了方便大门。在贪污进行一段时间以后，贪污的权力就会慢慢非常好地被定义下来（也

就是你贪污这一领域，我贪污那一领域）。在有的地方甚至到了什么地步呢？比如说我刚好有权控

制手袋的进口的话，这里面就有很多贪污的余地了，我甚至可以把这种权力转卖给另一个人。还可

以到什么地步呢？有的人甚至可以写临死的遗言说这个权力将来是归我儿子的。在巴拿马这个国家

出现了什么情况呢？他们把贪污的权力分配得非常清楚，比如说官员 A负责星期一、二、三的管制，

这三天的贪污都由他自己收了，官员 B 是管星期四、五、六的，定义得非常好。贪污权力定义得

最好、最严密的国家是印度。在印度，很多由政府所拥有的国营企业里面，多数产品的价格都低于

市场价格，所以很多官员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差价中获得利益。你们当然对这种情况一定也深有体会，

我也知道在首钢、杭州丝绸等企业里面都有过很多类似的问题。  

第三节 政治学的视角 

宪政、分权制约与自我治理 

第四节 社会学的视角 

共同价值观：社会功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 

第五节 从一个案例看腐败治理 

一、美国预防腐败有四个方面： 

1. 领导的决心 

2. 信息透明：“反腐原来可以很简单” 

3. 好的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 

4. 社会的共识 

二、在腐败里也有一个三角形 

领导层的腐败、内部的腐败、公众的容忍程度。如果领导层试图去除腐败，那么腐败很容易被

消除；或者，内部人拒绝腐败。如安然公司就是内部人不要腐败；另外，如果公众不能容忍腐败了，

也可能消除腐败。在 1939 年前，洛杉矶政府很腐败，公众通过选举把原来的市长赶下去了。也就

是说，从腐败三角形的任何一边入手，都能够消除腐败。 

第六节  政府悖论 

是公正的捍卫者还是与民争利的暴力最强者？一方面，政府执法不力，使得掠夺性行为泛滥，

良民逆淘汰；另一方面，我们又恐惧政府权力的扩张，与民争利 

第七节  未来中国的共同价值观从何而来？ 

第八节  制度决定论的谬误 

一、好的制度如何创立？——制度从何而来？ 

二、制度由谁来执行？ 

1. 同样的制度，相反的结果——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2. 严格还是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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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由什么来保障？ 

西方文化体系的精髓：自由意志 

人是制度的奴隶还是有自由选择权？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学生必须理解和掌握经济学对社会失范现象的看法；政治学对社会失范现象

的看法；社会学对社会失范现象的看法和理解；预防腐败的四个方面；腐败三角形及其对于反腐败

的意义；制度决定论的欠缺之处。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 经济学是如何看待社会失范现象的？ 

2． 政治学是如何看待社会失范现象的？ 

3． 社会学是如何看待社会失范现象的？ 

4． 预防腐败有哪四个方面？ 

5． 什么叫腐败三角形？对于认识反腐败有何帮助？ 

6． 为什么说制度决定论是有欠缺的？ 

知识单元 6：第六章 教育问题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会学视角下的教育问题 

一、社会整合与社会冲突 

（一）公平：人人都有收教育的权利，让更多的人收到义务教育 

（二）效率：学校、个人和社会 

（三）社会化：知识的有效、多元和更新 

（四）筛选：什么样的人获得在教育体制中的优胜地位 

第二节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和私塾制度 

两大弊端：普及率和知识更新 

第三节  现代教育制度 

本质：现代市场经济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社会化的主要场所 

普及教育、人力资本的来源， 

国家免费教育是第二次分配、防止社会分裂的良方 

第四节  目前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 

一、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 

（一）普及率不够，义务教育不义务：国家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二）教育权的垄断，教育的发展严重滞后 

（三）僵化的体制，高考制度，知识体系不开放，如何做到优胜劣汰？ 

（四）现有教育财政体制，不公平：学校经费的分配，择校费问题 

第五节  可以借鉴的办法 

一、义务教育改革：教育机会不均等 

（一）教育券：公平和效率的平衡？ 

（二）比尔-盖兹：应该重新设计美国的高中教育 

（三）张五常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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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1世纪经济报道：教育券的中国进行时_资讯频道_中国教育先锋网 

（五）个人、学校和政府三者之间，如何做到良性循环？ 

二、高校改革 

郑秉文：国际化趋势中的高教公平问题 

三、高考制度改革 

（一）高考指挥棒的长期副作用， 

1．知识导向  

2．选拔和筛选体系 

（二）改良还是变革？ 

学习目标： 

在学完本章之后，学生应理解并掌握社会学视角下的教育问题；现代教育制度的本质、社会功

能和带来的社会问题；目前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教育机会不均等的表现、产生的原因和所反映的

社会结构问题；高考制度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 社会学主要关注教育的哪些方面？ 

2． 现代教育制度起到了哪些社会功能？并带来哪些社会问题？ 

3． 目前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有哪些？ 

4． 择校费是如何产生的？反映了什么问题？ 

5． 高考制度有什么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 

（二） 实践教学   

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总论：定义与视角 2  

2 第一章  总论：定义与视角 2  

3 第二章 社会整合与冲突 2  

4 第二章 社会整合与冲突 2  

5 第二章 社会整合与冲突 2  

6 第三章  社会转型与变迁 2  

7 第三章  社会转型与变迁 2  

8 第三章  社会转型与变迁 2  

9 第四章  社会分层：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平等 2  

10 第四章  社会分层：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平等 2  

11 第四章  社会分层：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平等 2  

12 第五章 社会失范：越轨、寻租与犯罪 2  

13 第五章 社会失范：越轨、寻租与犯罪 2  

14 第五章 社会失范：越轨、寻租与犯罪 2  

15 第六章 教育问题 2  

16 第六章 教育问题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工作概论、社会心理学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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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社会整合与冲突、社会转型与变迁、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平等、社会失范。 

难点：社会整合与冲突、社会转型与变迁、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平等、社会失范。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讲解。 

2.讨论课 

3.观看视频 

教学手段： 

1.使用 PPT 

2.播放视频 

3.布置课题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32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察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无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向德平：《社会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3月 1日 

（二）推荐参考书 

1. 文森特•帕里罗：《当代社会问题》，华夏出版社，2002 

2. 袁亚愚：《社会学家的分析/中国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 于小辉：《社会转型期的若干社会问题探究》，中国社科，2004年 5月 

4. 章辉美：《社会转型与社会问题(社会学丛书)》，湖南大学，2004年 5月 

5. 雷洪：《社会问题：社会学的一个中层理论》，社科文献，1999年 5月 

6. 朱力：《社会问题概论(社会工作丛书)》，社科文献，2002年 1月  

执笔：黎安  审稿：黎安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老年问题 
Elderly Studies  

课程号：4230103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旨在了解目前老年问题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包括理论、方法、和研究

实例。课堂教学采取课堂、网络与社会实践结合等多种的教学形式，教学互动性强，并紧密联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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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老年人的养老选择、主观幸福感等现实问题进行讨论。具有原创、本土、普及、综合、实用

的学术特色。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学时 

知识单元 1：课程以及和性别相关的问题简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老年研究的内容和发展状况。 

2．老年问题的相关概念。 

学习目标： 

1．了解老年问题相关的概念。 

2．掌握老年研究的内容和发展。 

作业：阅读课本第一章 

知识单元 2：老年研究的基本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老年问题的基本理论。   

2. 教学基本要求：老年问题理论比较，各个理论的优缺点。  

3. 教学重点难点：老年研究的基本理论…… 

作业：阅读课本第 2章 

知识单元 3：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老龄化问题和进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各国老龄化进程比较 

2.教学基本要求：了解各国老龄化的进程和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问题。   

3.教学重点难点：老龄化的进程及其社会后果。。 

作业：阅读课本第 3章 

知识单元 4：老龄化所带来的影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老龄化的内容和影响  

2.教学基本要求：了解老龄化给社会和家庭以及机构带来的影响以及可能产生的社会问题。  

3.教学重点难点：老龄化的影响。 

作业：阅读课本第 4章 

知识单元 5：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变化和影响因素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老年人认知功能的测量和如何提升认知功能   

2.教学基本要求： 了解影响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因素并且了解可能的方式去提升其认知功能。 

3.教学重点难点：提升认知功能的方式。 

作业：阅读课本第 5章 

知识单元 6：老年人的精神健康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精神健康的内容。 

2． 教学基本要求：精神健康的定义、判定标准和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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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重点难点：精神健康的保持 

作业：阅读课本第 6章 

知识单元 7：老年人在晚年时期与他人的亲密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老年人亲密关系的构成 

2.教学基本要求：了解老年人亲密关系的构成和对老年人生活的正向和负向的影响 

3.教学重点难点：亲密关系的构建和作用。 

作业：阅读课本第 7章 

知识单元 8：老年慢性病以及如何提升老年人的福祉和健康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老年人慢性病的种类和对老年人生活的影响   

2.教学基本要求：掌握老年人慢性病的种类和影响因素。  3.教学重点难点：慢性病对老年人

生活的影响。 

作业：阅读课本第 8章 

知识单元 9：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重要性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支持的模式和作用   

2. 教学基本要求：掌握社会支持的特点、模式和在我国当代社会社会支持的特点以及多老年

人的生理和心理所产生的影响。 

3.教学重点难点：社会支持。 

作业：阅读课本第 9章 

知识单元 10：正式以及非正式的社会照顾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照顾的模式和对老年人的影响   

2.教学基本要求：理解老年人社会照顾的模式，特别是中西方有什么不同。在我国，老年人照

顾的模式这些年发生了什么变化，是怎么样变化的，今后和声模式更适合我国的国情 

3.教学重点难点：社会照顾的模式和对老年人的影响。 

作业：阅读课本第 10章 

知识单元 11：老年人的居住模式以及他们与他人的交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老年人居住模式的特点和影响因素 

2． 教学基本要求：掌握老年人居住模式的特点，学会用专业的方法来分析影响其居住模式的
因素。 

3． 教学重点难点：分析影响老年人居住模式的因素，如何提升其幸福感。 

作业：阅读课本第 11章 

知识单元 12：有关老年问题的社会政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各国有关老年问题的社会政策和福利政策  

2. 教学基本要求：掌握各国老年政策的内容并且可以比较和分析各国政策的优缺点 

3.教学重点难点：当代中国老年问题社会政策的主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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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阅读课本第 12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老年问题相关的问题简介 3  

2 老年问题相关的理论 3  

3 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老龄化问题和进程 3  

4 老龄化所带来的影响 3  

5 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变化和影响因素 3  

6 老年人的精神健康 3  

7 老年人在晚年时期与他人的亲密关系 3  

8 老年慢性病以及如何提升老年人的福祉和健康 3  

9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重要性 3  

10 正式以及非正式的社会照顾 3  

11 
老年人的居住模式以及他们与他人的交往 

有关老年问题的社会政策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理解与老年问题相关的概念和理论，以及研究方法。 

难点：学习运用课堂所学习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现实的老年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与学生自主学习相结合的方式。 

2. 学生阅读和做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 

……………… 

教学手段： 

1.结合 PPT进行课堂讲授。 

2.要求学生做与课程相关的报告。 

………………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论文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论文占 70％。 

5、作业要求： 

具体作业请见平时作业要求。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1. 《老年学概论》。主编：邬沧萍姜向群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6

年 5月第 1版 丛书名: 21世纪人口学系列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2. Social Gerontology: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Nancy Hooyman, H. Asuman 

Kiyak (英语) 平装 – 2010年 2月,Nancy R. Hooyman (作者)  

执笔：张莉 审稿：郭伟和 审定：社会学院/社会工作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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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和就业问题 
Labor and Employment Problem 

课程号：4230104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會工作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以批判理论的视野, 审视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工和就业问题, 以及分析中国

于现时发展阶段其工人阶级面对的特定处境；同时, 本课程也关注于全球历史视野下, 劳工运动和

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转变的互动关系。 

让学生熟悉及掌握针对劳工研究的基本社会学概念，并运用这些工具和概念, 分析当下中国工

人阶级问题。课程包括的社会学分析概念包括: 全球化、资本主义、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新自

由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工会、工会运动、罢工、劳动关系、劳动立法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全球化與資本主義 

参考学时 10学时 

学习内容： 

1．全球化。 

2．资本主义。 

3. 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 

4. 新自由主义 

学习目标：了解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運作。 

知识单元 2：工人運動及共產主義運動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 共产主义运动。 

2．工会运动及工人運動。 

学习目标：了解资本主义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工運動。 

知识单元 3：勞動關係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 罢工鬥爭 

2． 劳动关係 

3． 劳动立法。 

学习目标：了解全球历史视野下, 劳工运动和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转变的互动关系。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緒論 2  

2 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下的工人阶级 2  

3 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下的工人阶级 2  

4 劳工运动与劳工研究 2  

5 转型社会学视野下的劳工研究 2  

6 《劳工的力量》第一章 2  

7 《劳工的力量》第一章 2  



10162 

8 《劳工的力量》第二章 2  

9 《劳工的力量》第二章 2  

10 《劳工的力量》第三章 2  

11 《劳工的力量》第三章 2  

12 《劳工的力量》第四章 2  

13 《劳工的力量》第四章 2  

14 《劳工的力量》第五章 2  

15 中国工会的历史与现状 2  

16 總結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理論學習、歷史經驗總結 

难点：批判社會理論的掌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上課。 

教学手段： 

1. 上課。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無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根据课程内容，安排 3次左右的作业，包括思考题、研究小报告、讨论、小论文等，形式灵活

多样。以促进牢固掌握基本知识、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成绩评定方法与构成：平时成绩占总

成绩的比例为 40%，主要由课堂表现、作业、笔记等组成。期末论文占总成绩的比例为: 6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有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贝弗里. 西尔弗等编著《劳工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二）推荐参考文章 

1. 潘毅, 《当代中国社会与阶级》, 2014 

2. 沈原著《转型社会学视野下的劳工研究》, 2010  

执笔：梁柏能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社会性别问题 
Seminar on Gender Issues 

课程号：4230104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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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旨在了解目前妇女研究、社会性别研究和妇女史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

包括理论、方法、和研究实例。课堂教学采取课堂、网络与社会实践结合等多种的教学形式，教学

互动性强，并紧密联系学生普遍关心的女大学生就业难以及有关婚恋情感家庭性别教育等现实问

题，它既是一门新兴的科研学科，也成为一门新开设的课程，具有原创、本土、普及、综合、实用

的学术特色。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学时 

知识单元 1：性别课程以及和性别相关的问题简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性别研究的内容和发展状况。 

2．“性别”与社会性别概念，性别角色的社会文化型塑与构建。 

学习目标： 

1．了解性别相关的概念。 

2．掌握社会性别研究的内容和发展。 

作业：阅读课本第一章 

知识单元 2：社会性别研究的基本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社会性别研究，我国女权运动和性别研究的发展过程和特点。   

2. 教学基本要求：掌握女权运动、自由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文化女权主义、马克思主
义的女权主义、生态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性别构建主义、适合角色

的构建理论、情境模式的性别构建理论。 3.教学重点难点：社会性别研究的基本理论…… 

作业：阅读课本第 2章 

知识单元 3：身体、性行为和性关系中的性别秩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被建构的性关系和性别秩序，对我国性关系的性别研究   

2.教学基本要求：掌握身体的意识形态，性价值观、性行为的双重标准、性权力、身体的政治、

性观念、酷儿理论等概念，掌握社会化了的性关系具有的特点，性行为上的双重标准及其社会后果，

以及理解性政治。  3.教学重点难点：被文化构建的身体和性行为上的双重标准及其社会后果。。 

作业：阅读课本第 3章 

知识单元 4：两性职业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职业发展与性别，中国的两性职业发展   

2.教学基本要求：掌握传统职业发展、职业生涯研究、性别歧视、职业的性别隔离、非正规就

业、两性收入差、新型职业发展、男女同工同酬、职业期望、玻璃封顶、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及其

运用相关理论分析社会现实，提高自我的适应社会能力。 3.教学重点难点：职业发展。 

作业：阅读课本第 4章 

知识单元 5：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妇女的暴力及其本质，我国反对正对妇女暴力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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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基本要求：掌握强奸、约会强奸、婚姻暴力、性骚扰、女性被害人、被害人学、私人领

域、二次伤害、白丝带运动、反家暴力网络等相关概念，运用本课学理论分析社会现象。3.教学重

点难点：从性别角度分析家暴产生的原因。 

作业：阅读课本第 5章 

知识单元 6：消费社会与性别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符号小份额哦与性别气质的商品化，我国消费社会的性别特征。 

2. 教学基本要求：掌握消费社会、符号化消费、后现代主义、社会结构性原则、消费文化、
大众文化、性别化消费、性消费、强迫性广告、感官主义、漂亮的性别、第三类女性等概念。能够

理解性别消费的种种表现。 3.教学重点难点：性别消费 

作业：阅读课本第 6章 

知识单元 7：性别气质的历史文化构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历史与性别秩序，中国历史中的性别秩序 2.教学基本要求：让学生掌握中西方历史中

的性别秩序 3.教学重点难点：西方历史与性别秩序。 

作业：阅读课本第 7章 

知识单元 8：话语和大众传媒的性别建构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话语和大众传媒中的性别，对中国现代叙述的性别分析   

2.教学基本要求：掌握社会互动、呼吁、文本互涉、大众传媒、象征互动理论、情境中的社会

性别、女性写作、革命话语、素质话语等概念，能够理解掌握并学会运用本课程的相关理论思维分

析现实生活中的现象。  3.教学重点难点：联系实际生活化分析主体的性别意义。 

作业：阅读课本第 8章 

知识单元 9：两性职业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职业发展与性别，中国的两性职业发展   

2. 教学基本要求：掌握传统职业发展、职业生涯研究、性别歧视、职业的性别隔离、非正规

就业、两性收入差、新型职业发展、男女同工同酬、职业期望、玻璃封顶、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及

其运用相关理论分析社会现实，提高自我的适应社会能力。 3.教学重点难点：职业发展。 

作业：阅读课本第 9章 

知识单元 10：婚姻制度下的性别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婚姻制度与性别关系，中国的婚姻家庭制度   

2.教学基本要求：掌握婚姻制度、家庭制度、家庭、亲属制度、生育制度、亲密关系、婚姻满

意度、婚姻质量、父系继嗣、互助型夫妻关系、男性利益优先原则概念，能够使学生掌握相关理论

学会分析择偶的两类标准及其可能存在的性别差异，学会培养自己建立理想的亲密关系的能力，学

会分析家庭经济的类型。 3.教学重点难点：婚姻制度与性别关系。 

作业：阅读课本第 10章 

知识单元 11：社会发展与性别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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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 经济增长与性别，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性别问题。、 

2． 教学基本要求：掌握全球化、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发展、性别发展指数、最低比例制、
发展项目、性别计划、实用性的性别需求、战略性的性别需求、妇女参与发展、赋权、生殖健康、

妇女贫困化、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等概念。 3.教学重点难点：经济增长与性别。 

作业：阅读课本第 11章 

知识单元 12：劳动性别分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劳动和劳动性别分工，当代中国劳动性别分工  

2. 教学基本要求：掌握劳动、劳动分工、劳动性别分工、劳动性别分工的意识形态、等级化

的劳动性别分工、延迟的适应、二元制理论、父权制的资本主义、情感劳动、双重角色。能够运用

所用的理论原理分析社会现实现状 3.教学重点难点：当代中国劳动性别分工的主要特点 

作业：阅读课本第 12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性别课程以及和性别相关的问题简介 3  

2 和性别相关的理论 3  

3 身体、性行为和性关系中的性别秩序 3  

4 两性职业的发展 3  

5 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 3  

6 消费社会与性别 3  

7 性别气质的历史文化构建 3  

8 话语和大众传媒的性别构建 3  

9 两性职业的发展 3  

10 两性与婚姻关系 3  

11 社会发展与性别，劳动性别分工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老年问题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理解与性别相关的概念和理论，以及研究方法。 

难点：学习运用课堂所学习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现实社会的性别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与学生自主学习相结合的方式。 

2. 学生阅读和做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 

……………… 

教学手段： 

1.结合 PPT进行课堂讲授。 

2.要求学生做与课程相关的报告。 

………………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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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论文占 70％。 

5、作业要求： 

具体作业请见平时作业要求。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祝平燕，夏玉珍等编著《性别社会学——社会学系列教材》，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8月 

（二）推荐参考书 

1. Robyn Ryle等编著《Questioning Gender》，SAGE PUBLISHER，2014年 2月 第 2版 

2. Mary Holmes等编著《What is Gender?》，SAGE PUBLISHER，2007年 1月 第 1版  

执笔：张莉 审稿：郭伟和 审定：社会学院/社会工作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1月 5日 

 

社会政策分析 
Social Policy Analysis 

课程号： 4230104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社会政策分析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本课程旨在提供社会政策分析高级知识，使

学生掌握社会政策的分析思路和原理、方法、技术，及其背后对社会或政治结构的假设基础，并对

中国社会政策进行批判性思考。希望通过社会政策经典著作的阅读，促进学生对社会政策议题的认

知和了解，掌握社会政策分析的理论、架构和方法。其一，要求学生透过文献阅读与课堂讨论，熟

悉社会政策分析相关理论或概念基础，其二，要求学生透过专题报告撰写及口头报告，并与社会福

利政策实务相连结。 

1、全面了解社会政策分析的基本概念； 

2、重点掌握社会政策分析的框架和方法； 

3、建立学习小组、参与课堂讨论和演讲； 

4、亲自动手实践对中国某一社会政策的分析。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 社会政策分析总论 

参考学时：14  

学习内容：社会政策、社会政策分析等基本概念的介绍，掌握社会政策的类型比较分析、历史

分析和社会政策发展的思想源流和流派等。 

学习目标：掌握社会政策、社会政策分析的基本概念，社会政策的类型、发展历史及其发展动

力学、思想理论基础等。 

知识单元 2： 社会政策分析框架 

参考学时：12  

学习内容：社会政策分析的框架及其各个构成要素。 

学习目标：掌握社会政策分析框架的构成要素，包括社会政策的主体、客体、分配内容、福利

传递方式和资源来源等。 

知识单元 3： 社会政策过程 

参考学时：10  

学习内容：社会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及其变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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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掌握社会政策制定的相关理论、社会政策执行的影响要素、社会政策执行研究取向、

社会政策评估的方法等。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社会政策分析的基本概念 4  

2 社会政策的历史分析 4  

3 社会政策的类型比较分析 2  

4 社会政策的思想理论流派 4  

5 社会政策的要素分析：主体 2  

6 社会政策的要素分析：客体 2  

7 社会政策的要素分析：给付方式 2  

8 社会政策的要素分析：福利传递形式 2  

9 社会政策的要素分析：资源来源 2  

10 社会政策制定过程分析 2  

11 社会政策执行过程分析 2  

12 社会政策评估 2  

13 社会政策成本分析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工作导论、社会政策概论（社会保障概论） 

后续课程：社会工作行政、社会服务项目策划与管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社会政策的基本理论、基本流派、基本过程和分析框架，社会政策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

程，了解社会政策的不同国际流派及其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变迁。 

难点：社会政策的分析框架和分析视角及其方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强调能力为本和学生参与，以讲授为主。  

（1）课堂讲授，主要介绍社会政策的基本理论、基本流派、基本过程和分析框架，社会政策

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促进学生对基本概念、理论的了解与掌握。  

（2）案例研讨，通过对一些具体社会政策的分析，为学生提供政策分析的范本和借鉴，主张

从问题界定、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预设、政策效果的四个方面分析，增强对社会问题的识别、

敏感，对社会政策分析的运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作为实践性专业的一门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特别要求学生在建立学习小组的基础上，自主选

题、开展具体社会政策的分析。通过参与观察或社会实践具体考察并分析某一项具体的社会政策，

开展课堂报告和讨论，并提交研究报告。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阅读与讨论，上课前应完成每一周指定阅读和作业，主动参与上课时的分享与讨论； 

思考与练习，反思政策分析的价值偏好，动手开展具体社会政策的分析。 

需求与反馈，及时反馈对于课堂的个别或共同需求，随时向老师提出讨论。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课程考核成绩比重如下： 

课堂考勤占 10% 

课堂参与和课堂演讲占 30% 

社会政策分析报告（小组课题书面报告）占 25% 



10168 

课程论文占 4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吉尔伯特和特雷尔，2003，《社会福利政策导论》，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熊跃根，《社会政策：理论与分析方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查尔斯·林布隆著，《政策制定过程》，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米歇尔·黑尧，《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赵成根（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 

保罗·萨巴蒂尔编，《政策过程理论》， 彭宗超, 钟开斌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 

执笔：胡杰容  审稿：胡杰容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6/24 

第一章 社会政策分析的基本概念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政策、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社会政策分析的概念。难点是社会政策与

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社会政策分析的价值伦理。本章要求学生完成相应的课后阅读，并积极聆听

课堂讲授。 

学时分配：4学时 

第一节 社会政策的基本概念 

一、政策的概念 

1、是一种意图和计划 

2、是一种干预和行动（实践） 

有关公共秩序和社会生活的干预态度，自 17 世纪以来的古典思想家就发生了基本争论：一种

是反对干预，提倡一种自由放任的思想，这可以说是一种反政策观念：另一种是主张积极干预，通

过计划和行政方式，来干预社会发展，达到某种理想状态，这就是各种公共政策学说的思想来源。 

二、社会政策的概念 

社会政策具有两层含义 “首先指影响市民福利的实际公共政策和项目；其次指描述、诠释和

评估这些政策的学术研究领域”(Midgley et al . , 2000 :5) 。 

（一）作为行动实践 

1、wagner：社会政策概念的缘起 

瓦格纳在 1891 年发表的论文中把社会政策定义为“运用立法和行政的手段，以争取公平为目

的，清除分配过程中的各种弊害的国家政策”。 

2、英国的社会行政传统：社会政策是社会福利的政策 

社会政策包含社会福利服务 

（1）Marshall：英国的社会行政传统 

“关于政府行动的政策,即政府通过向市民提供服务或收入,从而对他们的福利产生直接的影

响。所以,社会政策的核心内容包括社会保险、公共(国家) 救助、健康和福利服务以及住房政策” 

（2）Titmuss：英国的社会行政传统 

所有为了满足某些个人需求和或为了服务广泛社会利益的集体干预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社会福

利、财政福利、职业福利。 

3、美国的社会政策传统 

把社会政策看成是“社会的”政策,而不只是“社会福利的”政策。 

（1）Gil：美国的社会政策传统 

吉尔认为，社会政策体系是生活方式的指导原则,它的发展动力来自人类基本的感觉性需求。

社会政策体系通过一系列制度过程及相关作用进行运作，并形成一些与生活方式相联系的结果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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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 , 1992 :24 - 25) 。 

（2）D. S. Iatridis：美国的社会政策传统 

 “社会政策作为一个领域是与整个社会的基本状况及其发展、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以及个

人的福祉相联系的。 

（3）美国《社会工作词典》 

社会政策是一个社会的活动和原则，它们指导社会如何干预和协调其中个人、团体、社区和社

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些原则和活动是该社会之价值观和习惯作用的结果，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资源的分配方式及其人民的福祉水平。 

3、国内学者对社会政策的定义 

关信平：“政府或其他组织在一定社会价值的指导下，为了达到其社会目标而采取的各种社会

性行动的总和。” 

杨伟民《社会政策导论》：“一定范围内的公共权威机构制定的使个人或家庭可以在市场之外以

非等价交换的社会供给方式得到可以直接支配或使用的资源，以满足社会性地认识到的个人需求，

增进公民的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的政策。” 

黄晨熹《社会政策》：社会政策是指政策制订者根据现实社会状况而采取的一种社会行动，一

种旨在满足社会需要、解决社会问题和提升社会福祉的集体干预策略 

三、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1、社会政策公共政策的一个领域 

社会政策是公共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社会政策所研究的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社会服

务等都是国家的干预活动内容或福利供给(Alcock et al . , 2002 :197) 。 

2、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并立 

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是两个并行不悖但又相互交叉的学科领域,即两者既有共同关注的范畴,

又有各自为政的领域。  

3、具体考察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关系 

第二节  什么是社会政策分析 

一、政策分析的定义 

1958 年，查尔斯•林德布洛姆第一次提出政策分析概念。见 Charles Lindblom.1958. Policy 

Analysi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48 (3),pp.298-312. 

（一）宽泛的定义 

Stuart S.Nagel：政策分析是对社会问题决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的研究。 

Thomas Dye：政策分析是研究政府行为的内容、原因和效果/影响。 

（二）强调采用分析方法解决政策问题 

William Dunn（邓肯，2011：3）：政策分析是政策研究过程，综合运用多学科、多专业的理论

和方法，为解决政策问题提供事实、价值和行动方法的信息，包括政策建议和政策评估。 

1、面向问题，以发现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 

2、政策分析的方法是探寻问题解决方案的过程 

3、综合运用多学科、多专业的方法 

4、描述性与规范性的结合。 

二、政策分析的伦理守则 

（一）政策分析者的特点：作为政策分析主体 

多学科、多专业、多价值取向 

（二）政策分析者的价值伦理 

政策分析者的道德框架包括 

1、关于政策分析者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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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确认识价值吗？ 

我使用负责的方法吗？ 

我用多重方法揭示备选方案吗？ 

我的行动会带来知识的增长吗？  

我会因此丢掉工作并影响家庭吗？ 

2、关于雇主和顾客 

我的判断是独立的吗？ 

我是在能力范围内工作吗？ 

我是令人信任的吗？ 

有利益冲突吗？ 

这一行动反应顾客需求吗？ 

3、关于同事和职业 

我公平地对待同事吗？ 

我必须与分析团体共享信息吗？ 

我仅仅是提供备用的解决方案吗？ 

我的行动对职业有负面影响吗？ 

4、关于普通公众 

这一行动会造成不公正的损害吗？ 

这会侵害或违反任何人的权利吗？ 

我隐瞒了任何党派偏见吗？ 

公民适当参与吗？ 

这一行动寻求远期正面收益吗？ 

我提供了全面、清晰和标准的信息吗？ 

第二章 社会政策的历史分析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西方国家社会政策的建立、发展演变历史及其动力机制，福利国家面临

的挑战及其改革。难点是社会政策发展的不同解释。本章要求学生完成课后阅读书目，并积极参与

课堂听课和讨论。  

学时分配：4学时 

第一节 西方社会政策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西方社会转型的背景条件 

1. 在 15世纪以后，重商主义成为西欧列国的基本方针，王室为了财政收入，一方面对外侵略

和殖民，另一方面通过政权建设，向下延伸，建立民族国家。 

2. 民族国家形成的同时，整合了国内市场，促进了国内商业和国际贸易的整合，发生了羊吃

人的圈地运动。 

3. 于是大量的农民成为城市流民、贫民。城市里流浪、失业、行乞、妓女、肮脏、疾病等社

会问题提出 

第二节 西方社会政策的产生及其发展 

一、英国济贫法 

1601年英国女王颁布全国统一的《济贫法》，确立了分类救助、院内救助、强制劳动等方针； 

1536年英国颁布了《职工法》，确立了强迫劳动、七年学徒制、官员鉴定的最高工资制度； 

1662年英国颁布了《安置法》，限制人们自由迁徙，保证社会秩序稳定。 

二、 西方社会政策发展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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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商主义时期的社会政策 

1.提供最基本的就业、救助和生活居住； 

2.限制社会流动，保持社会秩序； 

3.限制乞讨、救济耻辱化； 

4.工作伦理 

（二）工业革命以后的社会政策 

1. 社会救助：1834年英国新《济贫法》取代了就济贫法，确立新的救济原则：劣等处理原则；

救济院检查原则；政府统一管理原则。 

2. 社会保险：1883 年德国颁布首个劳工疾病保险；1884 年颁布工伤保险；1889 年颁布养老

和残疾保险。之后被英国、美国等国家学习，用社会保险的办法来替代救济的办法，成为社会政策

的主要手段。 

3. 劳动就业政策：1802 年英国颁布《工厂法》，强制规定了工厂的卫生检查、日工作时间、

学徒教育等内容，尤其是设置了工厂检查员制度，到工厂里进行劳动卫生、工作时间和学徒教育情

况。到 20世纪大萧条时期，美国采取了公共就业法案，通过积极就业政策来促进就业。 

4.教育政策：1870 年英国颁布首部教育法，政府提供初等教育，向工人阶级提供教育。之后

不断修订，扩大教育范围，减免教育收费，规范教育内容。1902 年英国已经使中等教育和职业技

术教育开支合法化，刺激了国家教育的发展；1904年提供了学习免费午餐和学生医疗服务。 

5.卫生政策：1875年英国颁布了首部《公共健康法案》，明确了地方政府的责任，限制传染病

和精神病。另外，德国在 1884年通过了疾病保险；而英国一直沿袭的是公共医疗服务体系。 

6.住房政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为了解决退伍军人安置问题，才开始干预住房市场。

1919年颁布了《住房及城市计划法》，要求地方政府改善本地住房紧张问题，并合法化了这样政府

的住房补贴支出。 

7.个人化社会服务: 发源于 17 世纪的各种救济院、福利院、收容院、精神病院，开始发生人

道主义转型，并且通过民间服务的形式扩展了个人化服务的体系。 

第三节   福利国家的建立及其改革 

一、福利国家的建立 

二、福利国家改革 

一、福利国家改革的背景    

（一）福利国家的膨胀 

1、福利支出高居不下 

2、福利依赖与福利陷阱 

3、生产成本上升、失业率提高 

（二）福利国家面临挑战 

就业结构的变化 

人口结构的变化 

性别契约的改变 

全球化 

二、福利国家改革 

（一）撒切尔“向福利国家开刀” 

1、对象：选择性 

2、福利供给：3E 

3、私营化：内部（准）市场化 

4、多元化：混合福利体制 

（二）里根福利紧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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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减税，受到富人、中产阶级的欢迎 

２、减少社会开支，增加国防开支。 

3、去管理化 

4、福利保守主义 

享受资格：增加附加条件 

待遇水平：降低待遇水平 

受益对象：目标定位 

（三）第三条道路与福利国家调整 

1、公民权强调权利与义务结合，无义务则无权利 

2、从福利国家到积极福利 

（1）积极福利 

（2）生活政治与能动性政治 

（3）工作与积极福利 

第四节   社会政策历史发展的理论解释 

一、 社会政策发展的解释视角 

（一）系统/结构论的视角 

1、工业化社会理论 

2、新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二）制度论 

（三）阶级动员理论 

（四）阶级联盟理论 

它不同于结构功能主义，也不同于社会阶级的线性模型，而是一种互动视角。在瑞典，工人阶

级运动和农民组织的联盟缔造了福利国家。 

二、社会政策发展的解释理论 

（一）工业主义 

（二）新马克思主义 

（三）权力资源理论 

（四）国家中心论 

（五）雇主中心论 

（六）女权主义的视角 

复习思考题： 

1、简述济贫法在英国颁行的社会历史背景。 

2、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着哪些挑战？ 

3、福利国家改革的取向有哪些？ 

4、在第三条道路下，福利国家进行了哪些调整？ 

5、解释社会政策发展有哪些理论？ 

拓展阅读书目： 

1、 考夫曼，2004，《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商务印书馆。 

2、保罗.皮尔逊，2007，《拆散福利国家——里根、撒切尔和紧缩政治学》，舒绍福译，吉林出

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吉登斯，2003，《激进政治的未来——超越左与右》第五章福利国家的矛盾、第六章能动性

政治和积极福利、第七章积极福利、贫困和生活价值，社科文献出版社。  

4、 刘军强，“社会政策发展的动力：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理论发展述评”，《社会学研究》

2010年第 4期，第 199-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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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sping-Andersen,the Three Political Economies of Welfare State,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 1989 ,Vol.26 (2) .转载于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states

（英文版）第一章 

6、埃文斯,彼得、鲁斯迈耶,迪特里希、斯考克波,西达，《找回国家》“绪论”，第 2-52页。 

7、T.H.马歇尔、安东尼.吉登斯，2008，《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

民出版社，第 3-60页。 

第三章  社会政策的比较分析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威伦斯基、蒂特马斯等人对社会政策模式的划分，重点是掌握埃斯平 安

德森关于福利资本主义三个世界的思想，了解梅志里对社会政策模式的区分。  

学时分配：2学时 

第一节 社会政策的古典分类 

一、威伦斯基和利博克斯的分类 

根据国家在福利国家中承担的功能 

1、剩余型社会福利：经济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础，需求主要通过市场和家庭来满足。只

有当这些正常渠道失效时，国家才介入。 

2、制度型社会福利：以安全、平等和人道主义为基础，强调社会福利是工业社会正常和第一

功能。 

二、蒂特马斯的分类 

1、剩余型（residual）：只有当家庭、市场失败后，针对边缘、值得帮助的社会群体提供社会

救济。 

2、工业成就型（industrial achievement）：社会保障的资格、津贴水平与劳动力市场的地位、

收入、缴纳保险费相关。 

3、制度型（institutional）：针对全体社会成员，原则上将福利项目扩展到对社会福利必要

的所有分配领域。 

第二节 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一、福利国家和福利体制 

福利体制/范式（welfare regime） 

范式是政府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中一系列的法律、组织特征互相交织，是制度类型、政策模式、

理念系统。 

二、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一）劳动力的去商品化 

1、去商品化（decommodifying、decommodification）定义：公民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是根据

马歇尔的公民权理论中的社会权利，而不是依赖于完全市场的力量。 

2、劳动力去商品化的测量 

3、福利国家与去商品化 

（二） 福利国家与社会分层 

1、 阶层化（stratification）指的是国家福利对不同社会群体区别对待并促进平等和社会政

策的程度。 

2、福利国家本身是一种社会分层制度，它具有双重效应。 

（三）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 

1 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liberal） 

2法团主义的福利国家（corpora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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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social democratic） 

二、梅志里（Midgley）的分类 

（一）西方工业化国家社会福利模式：对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进行历史比较分析 

（二）前共产主义国家社会福利模式： 

（三）第三世界国家社会福利模式 

复习思考题： 

1、 蒂特马斯把社会政策分为哪三种类型？ 

2、 在安德森看来，福利国家与社会分层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3、简述梅志里对社会政策的分类。 

拓展阅读书目： 

Wilensky, Harold. And C.N. Lebeaux. Industrial Society and Social Welfare. NewYork: 

Russell Sage. 1958.  

R.M. Titmuss.《社会政策十讲》，应奇，刘训练，江绍康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 

Esping-Andersen,Gosta.1990.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Polity 

Press.p1-142. 

安德森，2010/2003，《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法律出版社。 

林万亿，1994，《福利国家——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台湾巨流图书公司。 

第四章 社会政策分析的思想流派 

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理解分析社会政策的不同思想流派，从而能够从不同理论出发来分析社

会政策不同内容。本章要求学生完成相关课外阅读，并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课时分配：4课时 

第一节 积极自由主义福利观念 

一、费边社的积极自由的概念 

1、积极自由主义或改良自由主义福利的价值基础： 

社会平等，尤其是基本公民资格的平等，乃至于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都应该是平等的。 

但是公民仍然是自由的，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决定自己的事物不受干涉。 

2、积极自由主义的主要政策措施——再分配性社会福利： 

通过累进税收，征收社会福利资金 

通过选择性手段（家计调查及其它条件），或普遍性手段（基于公民资格）提供基本收入保障

和社会服务 

强制性社会保险要体现纵向再分配问题，也就是说保险缴费和保险津贴之间体现逆向的关联。 

二、T．H．马歇尔的公民权利概念 

（一）提出四个问题： 

（二）公民身份及其历史演进 

1、公民身份是一种地位，一种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享有的地位，所有拥有这种地位的人，在

这个地位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上都是平等的。 

2、公民身份在英国的历史发展 

（三）社会权利的发展 

1、影响社会权利进步的因素： 

（1）货币收入的增加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分配虽然并不平等，但阶级之间的经济差距在缩小 

（2）直接税收体系更加稳步发展，限制了税后收入的总体数量，货币收入与实际收入之间的

有差距。 

（3）社会整合从情感、爱国精神/民族意识的领域拓展到物质享受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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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阶级差距仍然是社会权利的目标，但不仅是消除贫困，而且开始采取行动改变社会不平等

的模式。 

2、在同一社会体系中，融合市场价格和社会正义这两个不同原则的可能性问题， 

（1）是采取收入限制和经济状况调查的原则，用不同的收入标准来调整不同的价格，这样使

得货币收入之间的差异进一步减少，使得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趋向平等。 

（2）是最低保障促进平等。 

（3）是税收制度调整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有利于促进平等。 

3、保持社会权利中个人和集体因素之间的平衡对于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至关重要。 

三、理查德.蒂特马斯的社会团结概念 

蒂特马斯认为社会福利是传统互惠美德的制度化，是为了社会的团结和整合，是一种利他主义

的奉献 

四、约翰.罗尔斯的公正概念 

罗斯尔认为公正应该是在自然条件下人们的自愿选择，包括如下原则：保障所有人的平等自由

权；保障所有的接近资源和机会的平等权利；把社会照顾给予社会上最弱的群体。 

第二节 消极自由主义福利 

一、古典自由主义的观念 

每个人，包括弱势群体都是利己主义者，而人们的具体行为方式则受到政策环境以及同类群体

集体身份的影响；自由是避免他人的干涉，而不是保障一个人的幸福和善良； 

二、新古典自由主义观念 

当今福利国家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违背，试图通过国家政策来保障个人福利，结果导致国家财

政负担以及个人自由选择的减少和奋斗精神的减弱，所以应该回归古典自由状态， 

新古典自由主义对福利国家的批评 

第三节 左派结构主义的福利观念 

一、正统马克思主义社会福利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福利是国家为了保持自己的统治地位，采取的一项社会契约，一方面

和资本家集团通过收税来提供社会秩序和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和工人阶级通过社会福利来获取选

票。但是这个社会契约式内在矛盾的，不稳定的。 

二、 马克思主义对福利资本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国家职能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关系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政策。

提炼了国家的两个基本功能——促进资本积累和维护社会秩序（Offer，1984）。国家一方面和资本

交易，通过提供资本有利的政策，要求资本提供税收，以帮助国家维护统治秩序。另一方面国家和

劳工大众交易，通过提供社会福利，换取大众的选票，赢得统治的合法性。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社

会政策的类别：促进资本积累的政策、促进劳动力再生产的政策、促进公共消费的政策、促进公共

安全的政策等（Gough，1979)。 

资本主义福利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孕育着巨大的危机，这个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20

世纪 70 年代的福利国家危机就是证明，福利国家只是暂时提供了一种缓和，但是危机会导致资本

主义福利国家发生革命。 

三、温和左派结构主义福利观 

结构主义认为导致个人贫穷和失业的原因，主要不是个人行为问题、也不是贫穷文化问题，而

是社会缺乏公平的就业机会，是社会结构的排斥和孤立，导致了低下阶层的生活机会的缺乏，进而

导致了失业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的趋同化。 

第四节 社会政策思想流派的新进展 



10176 

一、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 

安东尼.吉登斯（Giddens,1998）对 20世纪 80年代保守主义社会政策思潮进行吸纳，结合新

的社会历史条件，给英国工党系统总结了新的施政纲领。 

他认为在后工业、全球化、反思性现代化时代，一方面个人获得了自由和灵活性，但是个人和

社会风险加剧。所以，吉登斯提出了投资性福利和积极福利概念，以试图超越传统的左派的消费福

利和右派的消减福利的争论。 

同时他希望企业、市场、非政府组织、社区和家庭都发挥作用，共同促进社会福利，这样把保

障体系分摊给整个社会，而不是由国家单独承担。吉登斯称之为“福利社会”，而不是福利国家。 

有人把第三条道路的福利国家概况为四个领域：“一种积极的、预防性的福利国家；工作的中

心地位；机会而非收入的再分配；权利和责任的平衡”（Powell，1999：16） 

二、发展型社会政策产生的背景 

（一）社会背景 

1、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政策之间的二元划分：社会政策作为经济发展的侍女 

2、社会福利的二元框架：剩余型和制度型 

3、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 

4、就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重组：老龄化（社会保障资金的缺口）；救济式的福利； 

5、“第三条道路”的兴起（积极的社会福利政策） 

6、新公共管理思想：福利服务外包；福利项目运行的效率和效果 

（二）什么是发展型社会政策 

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核心理论是强调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的协调关系，将社会政策作为一种社会

投资行为，是生产力因素。 

1、整体性的社会政策，整体性社会政策是将国家主义、平民主义范式的融合。发展型社会政

策关注社会变迁、干预、社会包容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问题 

2、在政策的重点上，发展型社会政策特别关注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劳动力人群能否顺利

进入劳动力市场。在社会政策与经济的关系上，它注重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强调经济社会

的协调发展；在社会政策的根本功能上，它认为社会政策是对社会的投资，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手

段；在思维方式上，发展型社会政策强调对于社会问题的“上游干预”，重视中长期战略。 

3、发展型社会政策的核心理念是将“发展”注入社会政策的价值之中，传统的社会公正作为

基本价值，发展型社会政策同样坚持这一价值理念，但为它新增了一个工具性的价值基石——“发

展”。 

（三）发展型社会政策视角下，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 

经济与社会目标的融合，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关系是整合状态，社会政策的目标从微观领域

拓展到中观和宏观领域。 

（四）强调社会投资，从社会投资的角度认识社会政策的作用，使其从再分配和消费到生产主

义和投资范式。 

复习思考题： 

1．简述 T.H.Marshall的公民权利理论。 

2．消极自由主义如何看待国家的功能和福利？ 

3．左派结构主义的福利视角是什么？ 

4．发展性社会政策指什么？ 

扩展阅读书目： 

艾伦.迪肯，《福利视角》，周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T.H.马歇尔 安东尼.吉登斯,《公民权利与社会阶级》，郭忠华、刘训练 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Murray Charles.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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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son William Julius.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塞尔兹尼克，《社群主义的说服力》，马进，李清伟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安东尼. 哈尔，詹姆斯. 梅志里，《发展型社会政策》，顾昕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迈克尔.谢若登，《穷人与资产：一项新的美国福利政策》，高鉴国 译，商务印书馆，2005。 

马丁.鲍威尔，《理解混合福利经济》，钟晓慧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第五章  社会政策的要素分析：主体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社会政策的主体及其类型，尤其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分别承担哪些责

任，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多元混合福利体制和福利三角理论。 

课时分配：2课时 

一、社会政策的分析框架 

1、分析框架：通过对复杂现象之基本要素的精挑细选和提炼来理清客观事物的智识工具

(intellectual tool)  

2、社会政策分析框架：政策是对稀缺性资源进行的权威性分配，社会政策分析框架是将构成

一项社会政策的必要、共同的要素抽离出来，进行分析的工具，适用于政策内容分析。 

四大要素：分配基础、分配内容、提供方式、资源筹集方式 

二、社会政策主体（who） 

（一）定义 

社会政策过程是一个为解决社会问题而采取的行动过程，其行动主体即是指社会政策过程中具

有能动性的发起或参与这一行动过程的行动者。 

社会政策主体的角色 

  1、社会政策行动的责任者 
  2、社会政策行动的组织者 
  3、资源提供者 
  4、社会服务的直接提供者。 
（二）现实的社会政策主体 

  1、政府组织：代表国家向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向困难者提供必要的福利性服务。 
  2、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按照非营利的原则建立的组织，向社会成员提供福利性服务。 
  3、初级群体：包括家庭、亲属、朋友、邻里等，以血缘或地缘等为纽带向成员提供无偿或互
助的服务。 
  4、就业组织：包括各类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以及一些个体雇主，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为其
雇员提供各种福利性服务。 
  5、互助组织：包括各种正式建立的民间互助组织，其成员按照权利-义务对等和互惠互利原则
相互帮助，或按照风险分担的原则为其中的困难者提供帮助。 
  6、志愿者组织：按照自愿奉献的原则建立的组织。 
  7、商业性服务机构 
（三）政府在社会政策体系中的主体作用 

  1、社会政策行动的责任者和组织者， 
  2、资源的提供者 
  3、社会服务的提供者 
（四）当代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在社会政策中的角色和作用 

1、作为中介组织介入 

  2、直接提供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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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为中介组织介入 

2、直接提供社会服务 

非政府组织（NGO） 

含义与特征 

含义：也称为第三部门，是指除政府（第一部门），市场（第二部门）之外的第三部门，或非

营利性组织、志愿组织。 

特征：Salamon提出， 

（1）组织性 

（2）民间性 

（3）非营利性 

（4）自治性 

（5）志愿性 

为什么需要 NGO？ 

1、韦斯布罗德提出政府失灵（government failure ） 

（1）缺乏市场激励 

（2）官僚主义 

（3）决策无效率 

（4）信息不充分等  

2、汉曼斯提出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 

（1）垄断 

（2）公共物品 

（3）外部性 

（4）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 

从需求满足比较三方的优势 

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比起政府组织、市场组织来更具比较优势，它克服了主要行动者之间

的差距，中位选民的不情愿、政治家与大众之间信息缺乏、市场利益的缺乏等。 

志愿失灵 

政府与 NGO的关系 

中国 NGO的现状：外形化 

1、不同类型不同处遇 

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 

基金会 

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 

2、双重登记制度与合法化困境 

《社团登记管理条例》 （1998 年 10 月 2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250 号） 

3、变革： 

从双重登记到直接登记：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等四大类社会组

织，可直接到民政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实现政社分离和真正民间化 

NGO发展的新趋向——社会企业 

非营利组织产业化 

策略 

1、资源筹集策略 (Resource Mobilization Strategy)通过产品与服务的销售获取收益，提供

经济支援给组织的运营。 

2、增权策略 (Empowerment Strategy)针对边缘人士的需要，使其拥有或运营自己的社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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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合作社。 

3、中介功能策略 (Intermediation Strategy)成立中介组织提供边缘部门所不能得到的服务，

包括产品开发、市场行销等。 

效益 

1、为弱势群体提供真实的工作环境，提高就业能力和生计维持方法。 

2、增权和赋能，优势为本，促进弱势群体自力更生 

3、提供稳定的资源，促使提供不断创新 和切实的服务 

4、社区网络和跨界合作，有助于建立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与商业企业的区别 

目标的多重性： 

1、产生利润 

2、社会目标 

3、环境的可持续性和文化完整性 

经营理念强调分配 

举例：羌绣帮扶中心 

三、混合福利体制与当前社会政策主体发展变化的一般趋势 

1、混合福利体制，或福利的混合经济成为保守党遗留给新世纪的社会福利政策的遗产。而具

体的混合福利的涵义，则存在从一维模式、到二维模式、再到三维模式的争论（Powell，2007）。

一维模式是指仅仅从福利的供给角度来区分福利的构成要素；二维模式是把福利融资和福利供给区

分开来，分析福利的构成要素，也就是福利出资人和福利供给人可以分离；三维模式是指从福利出

资、福利供给和福利规制三个维度来分析福利的构成要素。 

总体上，“在上个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间，福利服务由原来的直接国家供给形式转变为重视家

庭、市场和志愿性/慈善部门的作用”。 

2、混合福利体制下，社会政策主体多元化 

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政策中的合作伙伴关系 

福利多元主义的提出 

1978年，沃尔芬顿报告（Wolfenden Report），福利可以源于家庭、市场和志愿组织等多元化

福利部门。 

1986 年，Richard Rose 提出福利多元主义，三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部门——家庭、市场和国家

为社会总体福利做出贡献。 

1990年，Adalbert Evers提出了福利三角理论。 

复习思考题： 

1、 政府在社会政策中承担哪些功能？ 

2、 非营利组织在社会政策中发挥哪些作用？ 

3、 什么是福利多元主义及其影响。 

拓展阅读书目： 

1、 王思斌，2002，“混合福利制度与弱势群体社会资本的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一

辑，社科文献出版社。 

2、 王思斌，2004，“社会政策时代与政府社会政策能力建设”，《中国社会科学》第 6期。 

3、 彭华民，“福利三角：一个社会政策分析的范式”，《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 5期，第 157-168

页。 

4、 徐月宾、张秀兰：《中国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角色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 5期。 

5、 陈崇林，“论政府与第三部门的伙伴关系——一种社会福利的研究视角“，《中国社会工作
研究》第四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 田凯，“机会与约束：中国福利制度转型中非营利部门发展的条件分析”，《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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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第 2期，第 92-100页。 

第六章   社会政策的要素分析（二）：客体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社会政策的客体，社会政策客体确定的方法，福利资源的给付资格和享

受条件，普遍主义和选择主义，。 

课时分配：2课时 

一、社会政策客体(to whom)：谁有资格？ 

（一）一般对象和专门对象 

  1、一般对象 
  2、专门对象 
（二）对象确定原则 

  1、普遍主义原则：基于公民社会权和社会风险的普遍性提出，人人无区别地享受社会福利。 
  2、选择主义原则：政策受益者应该经过资格筛选，只有那些被证实具有真正需求的家庭或个
人才给予救助。 
（三）对象确定的方法 

  1、申请资格（eligibility） 
  2、给付条件（entitlement） 
  Gilbert和 Terrell提出四类资格条件 

1、基于社会人口属性 

2、基于社会贡献或补偿 

3、基于专业诊断 

4、基于家庭财产状况调查 

复习思考题： 

1、如何确定社会政策客体？ 

2、比较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给付原则。 

拓展阅读书目： 

1、Wilensky, Harold. And C.N. Lebeaux. Industrial Society and Social Welfare. NewYork: 

Russell Sage. 1958.  

2、R.M. Titmuss.《社会政策十讲》，应奇，刘训练，江绍康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 

3 、 Esping-Andersen,Gosta.1990.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Polity 

Press.p1-142. 

安德森，2010/2003，《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法律出版社。 

第七章  社会政策的要素分析（三）：分配内容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社会政策的，并比较社会政策给付的内容与形式及其优劣。 

课时分配：2课时 

一、分配内容（what）：给什么？ 

（一）基本形式 

  1、现金（in money） 
  2、实物(in kind) 
  3、其它补充形式 

（二）根据可移转程度(transferability) 

  1、服务(service) 
  2、机会(opportunity) 
  3、代金券(vou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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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退税(tax credits) 
  5、权力（enpower） 
复习思考题： 

1、社会政策分配的内容有哪些？ 

2、比较实物形式和现金形式福利分配的优劣。 

3、思考现金和实物形式背后的福利理念。 

拓展阅读书目： 

1、Wilensky, Harold. And C.N. Lebeaux. Industrial Society and Social Welfare. NewYork: 

Russell Sage. 1958.  

2、R.M. Titmuss.《社会政策十讲》，应奇，刘训练，江绍康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 

3 、 Esping-Andersen,Gosta.1990.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Polity 

Press.p1-142. 

安德森，2010/2003，《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法律出版社。 

第八章  社会政策的要素分析（四）：提供方式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社会福利传递的不同形式及其优劣比较，了解政府购买服务及其在中国

的发展。 

课时分配：2课时 

一、提供方式(how to deliver)：如何提供福利  

（一）资金供应模式 

  1、需求导向型 
  2、预算约束型  
（二）资金补贴方式 

   1、政府补贴服务供应方 
   2、政府补贴服务需求方  

二、社会福利服务传递模式 

   1、 纯福利模式： 
   2、 准市场模式 

（1）在公共部门和福利性项目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2）改变政府拨款方式 
  （3）增大受益者的选择 
  （4）增加福利使用者的付费 
  （5）加强对服务机构的业绩考核和评估 
   3、社会政策实践中引入市场机制的优点及问题 
  （1）优点 
  （2）缺点 
三、服务提供方式 

  1、商业性（营利）：商业化运作的营利机构 
  2、福利性（非营利）：公益性为目的的非营利机构 
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 

（一）兴起的背景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与公共服务的市场化改革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小政府、大社会” 
（二）理论基础 

新公共管理理论 

1、以顾客需求为导向，尊崇顾客主权，坚持服务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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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职能由“划桨”转为“掌舵”。 

3、公共管理中引入竞争机制。 

4、重视效率追求。 

（三）竞争性购买实现的前提条件 

1、政府成为部分公共物品提供的授权者或资金提供者而非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契约和合

同关系，企业、私人以及 NGO均参与到政府服务购买的进程当中。 

2、竞争性购买前提条件购买服务制度化，相关制度政策的持续、稳定地模式化运行。公共财

政资金的保证。有正式、明确的规则和操作细则。 

（四）当前存在的问题 

1、购买行为的形式性，非独立的社会组织，接受采购的组织和采购者之间并非两个独立主体，

购买目标比较模糊，不存在竞争市场和竞争程序。 

2、购买行为的“内部化”，即社会组织变成了与政府行政性质相同的“次级政府”，在实际运

作过程中缺乏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契约关系。由此带来了服务质量、费用合理性以及资金支出难以

保证。 

复习思考题： 

1、社会福利服务传递模式有哪些，各有什么特点。 

2、政府购买服务的理论基础。 

3、竞争性购买实现的前提条件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罗伯特.B.登哈特、珍妮.V.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韩俊魁，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比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

年第 6期。 

3、朱健刚、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

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 1期。 

第九章  社会政策的要素分析（五）：资源筹集方式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社会政策资源的来源与筹集方式，社会保险费的征缴、投资、运营。 

课时分配：2课时 

一、资源筹集方式(how to finance)：资源从哪里来？ 

（一）政府提供的资源  

  1、政府社会支出 
  2、减免税费 
  3、人员调配和物资调拨 
（二）其他： 

  1、 社会保险基金：通过受益者投保的方式筹集资金。 
  2、 项目配套资金：  
  3、国际援助 
  4、 民间投入：政府以外的各类组织及个人对社会政策行动的资源调动和投入，包括： 
  （1）社会集资；（2）社会捐赠；（3）志愿者服务；（4）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 
二、资金来源 

1、税收：累进税，累退税和收入再分配 

2、志愿性捐款/慈善捐赠 

3、收费 

4、社会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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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福利彩票 

6、基金增值 

7、国际援助 

三、筹资方式(how to finance)：资金如何转移支付？ 

  资金转移方式 
  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 
  分税制；财政补贴 
  拨款条件 
  项目条件；财政条件；受益对象条件；程序条件 
复习思考题： 

1、社会政策的资源来源有哪些？ 

2、社会政策的资源筹集方式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徐月宾、张秀兰：《中国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角色重建》，《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 5期。 

2、Gilert Neil, Terrel Paul.2003.《社会福利政策导论》，黄晨曦等译，上海：华东理工大

学出版社，第 8章。 

3、黄晨熹，《社会福利》第九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第十章 社会政策制定的过程分析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与影响因素；比较理性决策和渐进决策。 

课时分配：2课时 

第一节 社会政策过程理论 

一、社会政策过程理论：启发式过程阶段论 

过程阶段模型（Stage Model） 

政策倡导者联盟框架（Advocacy Coalition Framework） 

多源流框架（Multiple-Streams Framework） 

间断均衡框架（Punctuated-Equilibrium Framework） 

（一）拉斯维尔 

  1956年，拉斯维尔提出决策过程可以分为七个阶段，分别是 
  情报（intelligence ） 
  提议（ promotion ） 
  规定（prescription） 
  合法化（ invocation ）  
  应用（application）  
  终止（termination ） 
  评估（appraisal） 
  Lasswell,Harold.1956.the Decision Process.College Park: University of Maryland Press. 
（二）布鲁尔 

  1970年代中期，布鲁尔（Brewer,Garry D）提出 
  创始（Initiation） 
  预评（Estimation） 
  选择（Selection） 
  执行（Implementation） 
  评估（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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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止（Termination） 
（三）对过程阶段论的评价 

二、政策倡导联盟理论 

政治次系统，如果再扩展开来，把更多的政策研究者、媒体和利益相关者包括进来，就形成了

所谓的政策倡导联盟（Sabatier, Jenkins-Smith,1993)。几个大的联盟会形成相互竞争、又相互

合作的政治策略，达到操纵和控制政策演变的目的，从而使得民主政治演变成精英政治 

三、政策变迁的多源流分析理论 

金通认为政策决策过程是处在系统理性和渐进爬行主义的中间的一种状态，受到政策系统多种

源流的影响：首先是问题源流，其次是政策源流，第三是政治源流。只有当这三种源流汇聚到一起

时，才产生政策窗口，从而产生具体的决策。 

四、政策变迁的间断-平衡理论 

间断-平衡理论致力于解释一个简单的现象：政治过程通常由一种稳定和渐进主义逻辑所驱动，

但是偶尔也会出现不同于过去的重大变动。所以稳定性和变迁性都是政策过程的因素。 

五、社会政策过程的一般模式 

（一）辨识问题 

社会问题的建构过程，影响社会问题选择和建构的因素有： 

1、客观的影响程度和影响范围 

2、主观的感受程度和定义方式（Fuller and Myers, 1941） 

3、社会问题的可影响或干预的程度 

4、社会问题定义的传递机制和过程 

（二）政策议程的设置 

1．自下而上的倡导过程（公众议程）： 

体制内的倡导过程（指通过法定机构和程序进行政策倡导）； 

体制外的倡导过程（指通过社会行动来施加压力，引发政策关注）。 

2．自上而下的选择过程（政府议程）： 

行政部门和官僚发起的议程； 

资政部门发起的议程。 

3．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混合过程： 

自下而上的动员，政府积极反应； 

自上而下的动员，公众积极响应。 

（二）制定政策 

1、拟定政策方案 

2、采纳政策方案  

3、可行性研究  

4、政策合法化 

（三）实施政策 

1、制定实施细则 

2、政策宣传 

（四）政策评估 

1、定义 

2、评估类型 

（1）机构内评估者 

（2）机构外评估者 

（3）增权评估 

3、评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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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求评估 

（2）实施过程评估 

（3）结果评估 

六、社会政策制定内容 

1、是否行动 

2、确定政策对象 

3、福利水平的高低 

4、资源调动方式 

5、运作方式 

6、组织建设 

7、其它配套政策及措施 

第二节  社会政策制定过程与影响因素 

一、社会政策制定过程 

（一）构建政策议程 

1、政策议程：根据各项任务的轻重缓急而安排的制定社会政策的计划。 

（1）政府议程：政府对解决各种问题的优先性安排，即哪些问题应该优先解决。 

（2）公众议程：公众对哪些问题应该优先解决的计划安排。 

2、政府议程确立条件 

Cobb,Roger提出政府议程确立： 

（1）问题必须得到广泛关注 

（2）相当大量的公众必须有采取行动的要求 

（3）该问题必须是适当的政府单位所重视的。 

（二）方案设计 

1、开展基线调查：在一项政策行动开始之前，就该行动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的

现状做详细调查。 

2、初步方案设计：寻找实现目标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提供各种可供选择的多种备选方案。 

3、评估择优：竞争方案的比较、初步可行性研究、最优方案的初步确定。 

（三）试点 

1、试点 

2、试点步骤 

（四）决策与通过 

1、完全理性决策模式 

理性决策模式是假定决策者是一个理性的主体，并且是在充分掌握各类信息的条件下，按照利

益最大化原则做出正确决策。 

2、有限理性模式 

西蒙(Herbert Simon)提出，现实中的决策符合如下有限理性原则： 

并不考虑全部方案，而只是考虑有限数量的方案 

并不能同时比较所有方案，而是两两比较，二选一的过程 

并不按照最优原则，而是按照满意原则决策 

3、渐进决策(incrementalism) 

Lindblom对理性决策模型的批判 

（1）人类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有限的 

（2）决策所需的信息是不充分的 

（3）决策分析成本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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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难以形成令人满意的决策评估方法 

（5）事实和价值关系密切难以区分 

（6）相关变量构成变量系统的开放性 

（7）分析步骤的策略次序难以确定 

（8）政策问题表现形式的多样化 

渐进主义决策：采用连续比较的方法，只是考虑与现行政策具有微小差异的决策方案，只是比

较具体政策方案。 

断续渐进主义策略（the strategy of disjointed incremantalism）：决策者只考虑那些相互

之间差异微小，并与现状差异微小的政策方案。 

政策是通过不断的尝试、调整、再尝试、再调整实现变迁的。不同政党和利益集团之间通过谈

判和交易达到相互调适性调适（需求周围的积极反应）。 

4、混合扫描理论 

这个模式是由社会学家艾齐奥尼（Amitai Etzioni)提出的决策模式，他认为决策分为长远而

宏观的重大决策，以及日常而具体的细微决策。两种决策需要分别用不同的方法来决策。 

5、最优决策模式 

最优决策模式由政治学家德罗尔（Yehezkel Dror）提出的，认为决策过程需要融合理性因素

和非理性因素，最大限度地实现决策的最优化。一般来说，对于常规决策实行理性决策，对于非常

规决策，则要考虑非理性因素。 

（五）政策文本的发布 

（一）政策文本的内容和形式，包括： 

1、和以往政策的关系 

2、和配套政策的关系 

3、基本原则、指导方针、总体目标 

4、总体对象规模预测 

5、总体预算测算 

（二）政策文本的效力 

二、影响政策制定的主要因素 

（一）基本因素 

1、需求与社会问题 

2、政府和政党的目标： 

3、社会政策的预期效果 

4、社会政策行动的成本：  

（二）影响决策的其他因素 

1、利益集团 

2、公共舆论及大众传媒的影响 

3、领袖偏好及政府主管部门的影响  

4、突发性事件 

复习思考题： 

1、 启发式过程阶段论将社会政策过程分为哪些阶段？ 

2、 社会政策制定包括哪些阶段？ 

3、 比较理性决策和渐进决策。 

拓展阅读书目： 

1、迈克尔 希尔，2005 年，《理解社会政策》第 3 章“社会政策的制定”，刘升华译，商务印

书馆。 

2、黒尧，2004，《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第五章，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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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萨巴蒂尔，《政策过程理论》，三联书店，第一、二、三章。 

4、朱旭峰，“政策决策转型与精英优势”，《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 2期。 

5、王绍光，2006，“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第 5期。 

6、查尔斯•林布隆：《政策制定过程》，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7、Gerston, Larry N. 1997. Public Policy Making: Process and Principles. New York:M.E. Sharpe. 
8、Jansson, Bruces.1994. Social Policy: From Theory to Policy Practice. California: Brooks/ Cole 

Publishing Company. 

第十一章   社会政策实施的过程分析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社会政策实施的定义和意义，明确影响社会政策实施的要素，掌握社会

政策实施过程。 

课时分配：2课时 

第一节  社会政策实施的含义和意义 

一、社会政策实施的含义 

1、狭义的实施专指某项政策与法规、方案、决议、意见等的具体贯彻、推行和实施，不包括

一些准备和善后工作，也不包括对实施的监督与反馈。  

2、广义的实施则是指实施者为贯彻、落实社会政策指令，以达到预期目标的全部活动和整个

过程。  

二、影响社会政策实施的要素  

1、社会政策目标和方案 

2、社会政策实施者 

3、社会政策的实施手段或条件 

4、社会政策对象 

5、外部环境   

三、社会政策实施过程 

（一）、组织工作 

1、组织 

2、组织工作 

3、组织工作的内容 

（1）依据组织目标设计和建立一套组织机构和职位系统。 

（2）确定权责关系，从而把组织上下左右联系起来。  

（3）以组织关系为架构，通过与其他管理职能相结合，使组织成为高效运转的有机整体。 

（4）根据组织环境条件的变化，适时地调整组织结构。  

（二）、制定社会政策方案 

1、制定实施细则的方式 

（1）对社会政策条文的解释  

（2）制定行政计划（5W1H） 

2、社会政策实施细则的一般内容 

1、  受益者资格及其认定方式 

2、  对受益标准的具体规定 

3、  对受益者及相关机构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 

4、其他配套政策及措施的设计和运行  

（三）财政安排 

1、政府负担的部分――来自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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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险费――由国家、单位及在职员工共同按比例缴纳的社会保险收入； 

3、受益者负担的部分――在社会服务方面对受益者收取适当的服务费用的收入； 

4、其他收入――通过社会民间慈善捐款而取得的收入  

（四）政策宣传 

（五）资金分配和服务传递 

四、专业主义的治理架构和治理失效 

1、专业治理架构是指对于那些需要较多的自由裁量权限的事务领域，社会授权交给专业人员

来进行判断、决策和干预的治理模式。 

2、专业治理的失效是指专业人员出现的职业道德沦丧、专业技术滥用、专业组织失控等现象。 

五、服务对象的参与和消费者权利运动 

新公共管理主义下的公众参与方式： 

知情权与政务公开 

参与权与政策咨询 

自治权与社区自治 

监督权与舆论监督 

Arnstein(1969)曾经区分了社区参与的三个阶段和八个阶梯： 

第一阶段，没有参与，包括操纵和治疗两个阶梯； 

第二阶段是象征性参与，包括告知、咨询和安抚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市民权力，包括合作伙伴、授权和市民控制三个阶梯 。 

六、新公共管理主义的出现 

新公共管理运动（Clark and Newman, 1997)是为了回应 20世纪 80年代保守主义的消减政府

的冲击所提出了政府改革措施，它强调通过提高政府职责授权给社区、注重使命和效果、引入市场

竞争性和大众参与、把公众当成顾客而不是行政对象实行问责制等方法来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政

府要由划桨者成为掌舵者、由行政执行者成为一个企业家精神的创造者（奥斯本，盖布勒，2005） 

第二节   社会政策实施的分析路径 

一、社会政策实施的研究视角 

（一）自上而下的研究取向 

1、执行观 

研究问题：把中央政府的高层决策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探讨政策执行何以成功或失败？ 

它建立在普勒斯曼和威尔达吾斯基表达的执行观基础上。 

1、把政策过程视为一系列具有逻辑关系的阶段组成的：从以因果关系为基础的意向经由决策

再到行动。 

2、区分了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执行是把政策付之于行动的过程。 

总之，它以韦伯式的科层理论传统为知识基础，秉承了威尔逊的行政与政治的二分法理念，强

调组织的内部管理与控制及其外部环境对政策执行的可能影响（景跃进，1996：136-137）。 

3、前提假设 

假定一种并不存在的完美行政（景跃进，1996：133）。 

假定了明确的政策目标，把政策视为高层决策者的“财产”； 

价值观 

4、它是一种规范研究路径，体现来对政策执行过程的期望，蕴涵着两种重要的价值观。 

1、自由民主观——政策应该由人民选举的代表制定，由公共官员以自下而上的方式付诸实施； 

2、公共政策中的理性意味着在目标确定之后，会有追求实现这些目标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可

能受到严格的监督（黑尧，2004：129）。 

（二）自下而上的研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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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种路径 

（1）在行政组织内部，从“草根”的角度来探索行政执行的效率问题，即“基层官员的权力

观” 

（2）彻底放弃了科层组织的执行观，从多元行动者互动的角度来探索政策执行的过程，即执

行结构的研究（景跃进，1996：139）。 

2、执行观 

关注实际政策执行过程，认为执行过程与制定过程一样，是一个充满着连续不断的交易、谈判

和政治互动的复杂过程（黑尧，2004：129）。一、自上而下的社会政策实施研究取向 

（三）互动系统论研究取向 

1、由一般系统论到互动系统论 

根据系统理论，政策实施过程主要是取决于对系统的反馈和调节作用，以图达到期望的产出和

效果。而反馈和调节是主要的行政管理的措施。它假定行政人员都是一个非人格化的机械执行者，

通过上级领导的指挥和协调，就能够准确地、或者动态第趋近政策的目标，最后达至政策效果 

2、互动系统论下的互动模型 

社会政策实施过程的结构要素： 

设计者的意图 

决策者的意图 

执行者的意图 

制度环境 

资源环境 

二、政策执行偏差及其影响因素 

（一）有意行为的意外后果 

基予政策行动者各自的立场和动机，以及政治结构的影响，政策后果是一种不能确定的耦合性。 

既然是耦合性，所以可能出现政策目标偏离问题。主要表现为： 

政策变通（执行人员善意的有意为之）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执行人员恶意的有意为之） 

意外后果（非执行人员有意产生的偏离） 

（二）政策执行偏差：“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1）“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替换性执行； 

（2）“曲解政策，为我所用”——选择性执行； 

（3）“软拖硬抗，拒不顺从”——象征性执行； 

（4）搞“土政策”——附加性执行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社会政策实施？影响实施的因素有哪些？ 

2、社会政策实施包括哪些环节？ 

3、社会政策实施过程分析视角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安东尼.唐斯，《官僚制内幕》，郭小聪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黒尧，2004，《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中国青年出版社。 

3、威廉姆.尼斯坎南，《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王浦劬 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4、奥斯本，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共部门》，周敦仁等译，上海译文

出版社，2006。 

5、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 5期。 

6、周雪光，练宏，“政府内部上下级部门之间谈判的一个模型”，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

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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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思斌，2006，“社会政策实施与社会工作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第 2期。 

7、Pressman, J.M. and Wildavsky, A.1973. Implementation. Berkeley.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8、Mazmanian, D.,and Sabatier, P.1980.Policy implementation: A framework of analysis. 

Policy Studies Journal.Vol. 8. 

10、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作为制度运作与制定变迁方式的变通”，载《中国社会科学季

刊》，1997年冬季卷，总第 21期。 

9、景跃进， “政策执行的研究取向及其争论”，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春

季卷，收于景跃进著《政治空间的转换：制度变迁与技术操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十二章   社会政策评估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社会政策评估的含义、方法和程序，了解社会政策评估的标准。 

课时分配：2课时 

第一节   社会政策评估内涵与类型 

一、社会政策评估及其类型  

（一）含义：社会政策评估是指根据特定的标准，对社会政策进行衡量．检查评价和估计，以

判断其优劣的活动。 

（二）社会政策评估的意义 

二、社会政策评估的类型 

影响/效果评估 

服务计划执行情况评估 

成本效率评估 

赋权评估  

三、社会政策评估的基本要素 

1、社会政策评估主体  

（1）领导评估 

（2）社会政策执行机构评估  

（3）专家评估  

（4）群众评估 

2、社会政策评估对象（被评估的社会政策行动） 

（1）政策方案本身 

（2）政策实施的行动 

3、社会政策评估的内容 

（1）政策方案是否合理 

（2）政策实施行动是否得力 

（3）是否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第二节 社会政策评估的标准与方法 

一、社会政策评估的标准 

1、效果标准 

2、效率标准 

3、效应标准 

4、效益标准 

二、社会政策评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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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实验法 

标准实验法是指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来选择两组对象，一组作为控制组，另一组作为实验组。

对实验组进行政策干预，而对控制组则不干预。分别测量各自的前后数值，然后再把实验组和控制

组的测量值进行对比，从而反映出某种干预措施的实际效果。  

（二）准实验法 

准实验法也是随机分配实验组和控制组，但是没有前测数据，只有后测数据，来反映某种干预

措施的效果； 

因为没有前测数据，所以准实验法，相对标准实验法，其可信度就降低 

（三）个案研究 

根据某个政策或服务方案的逻辑模式，通过有目的的抽取样本，进行某个主题的半结构性访谈

和观察，获得资料，然后分析资料，对政策方案，进行判断。 

（四）统计调查方法 

是对某项社会政策实施以后，对其服务对象进行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从而判断政策效果，以

及对若干政策假设进行检验。 

（五）反思行动研究 

通过政策当事人参与到政策执行过程，在执行过程进行反思性检测和评估。 

二、社会政策的评估程序  

（一）准备阶段 

1、确立评估对象。 

2、制定评估方案。 

3、评估者和评估机构的选定。 

（二）实施阶段   

1、获取资料 

2、综合分析   

3、做出结论  

（三）总结阶段：撰写评估报告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社会政策评估？评估的标准通常都有哪些？ 

2、社会政策评估的方法有哪些？ 

3、社会政策评估的类型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美）费希尔，2008，《公共政策评估》，吴爱明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美）宾厄姆、菲尔宾格，2008，《项目与政策评估：方法与应用》， 朱春奎等译，复旦大

学出版社。 

3、（美）埃贡.G.古贝，伊冯娜.S.林肯 著，2008，《第四代评估》，秦霖，蒋燕玲译，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第十三章  社会政策的成本分析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成本分析的三种类型及其适用范围和优劣。 

课时分配：2课时 

第一节  成本-收益分析 

一、含义 

政策成本：为实现一定的目标付出或可能付出的，用货币来测定的价值牺牲。 

1、 由政府的社会政策所产生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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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包括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的成本 

3、 政策成本范围大于一般成本的范围 

政策收益：由政策产生的，可用货币来衡量的各种收入。效益包括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的收

入 

二、类型 

（一） 

1、内部成本-效益和外部成本-效益 

2、直接成本-效益和间接成本-效益 

3、可直接计算成本-效益和不可直接计算成本-效益：是否可用货币测量 

（二）区分成本 

1、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2、定价 Pricing 

3、持续多年的成本（Costs Over Multiple Years折现问题） 

4、货币通缩 

二、成本分析的类型 

成本-收益 Cost-Benefit 

成本-效益 Cost-Effectiveness 

成本-效用 Cost-Utility 

成本-可行性 Cost-Feasibility 

三、成本-收益分析 Cost-Benefit Analysis的起源 

1902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 River Harbor Act，第一次采用成本-收益分析 

政策分析者没有遵循科学标准，而是引来与他们的“印象主义”的判断。 

在 1950s and 1960s，经济学家建立了理论 

1、 收益与成本的比率 

净现值 Net present value 

敏感度测试 

经济影响分析 

四、步骤 

1、全面了解政策备选方案 

2、收集成本与效益的相关信息 

3、明确政策目标群体 

4、估计政策的成本-效益 

5、将成本与效益折现：考虑通货膨胀和利率的变化，根据成本与效益的现值来计算未来的成

本与效益 

6、估算成本与效益的风险性，提出政策建议。 

五、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 

一、净现值法：计算效益总额的现值与成本总额的现值之差，对政策方案作出评价。 

政策净现值=政策未来效益的总现值－政策未来成本的总现值 

NPV=∑Bi-Ci／（1+R） 

BI是第 i年的收益， Ci是第 i年的成本，R为折现率，N为政策执行年限。 

二、现值指数法：政策方案未来总收益的现值与总成本现值之比。 

PVI=∑Bi（1+R）／Ci（1+R） 

三、内部收益率法：使政策方案净现值等于零时的折现率 

∑Bi-Ci／（1+r）i=0 

R 为内部收益率，不同于 R，是政策方案在其寿命周期内未能收回成本的预计收益率，反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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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方案盈利能力的动态评价指标。 

1、 计算净现值，如果为正值，采用更高的折现率，直到净现值正值近于零 

2、 再继续提高折现率，直到测算出的净现值为负值，直到折现率近于零的负值 

3、 根据接近于零的相邻两个净现值的折现率，用线性插值法求得内部收益率。 

第二节  成本-效益分析 

一、什么是成本-效益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用于比较两个或多个具有相同目标的政策方案的成本和效果 

成本-效益分析下的条件是相关的 

成本-效益分析的优劣点 

不足： 

1、成本和效益的概念 

2、可靠性与有效性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中间结果和最终结果 Intermediate versus Final Outcomes 

CE Ratio：CER = C/E 

相关的问题 

1、 是否比较了相关的策略？ 

2、 关于效果的资料怎么样？ 

3、 效果资料是否反映了现实世界中是如何运用策略的？ 

Are the relevant strategies being compared? 
How good are the effectiveness data? 
Do the effectiveness data reflect how the strategy will be used in the real world? 
二、成本-效益分析与政策制定 

成本-效果分析为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用的信息，但不能提供所需的全部信息 

更大范围的平衡 Broad tradeoffs 

不能抓住合理、公平和可行性的一些要素 

每一个决策者都可能根据自己的价值观来做决定 

三、为什么没有使用成本-效果分析 

1、 缺乏标准化 Lack of standardization 

2、 感知是由假设推动的 

缺乏决策的集中化 

信息是否以有用的方式呈现？ 

我们应该关注政策还是个人？ 

由决策者来决定根据成本-效益分析暗指的花费数额来达到花费第二高的政策方案是否值得 

第三节 成本-效用分析 

一、成本-效用分析 Cost-Utility Analysis 

优点 

不足 

具体存活年限 Specifics on Saving Lives 

测量存活年限 Measuring Lives Saved 

存活年限（假设的寿命）是不平等的 

定性和定量的议题 

需要考虑平衡 tradeoffs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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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quo：在这个环境下，无新生命存活下来。 

方案 A：五个活下来，但有终身残疾。 

方案 B：两个活下来，但有轻微的残疾。 

哪一个方案更优？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成本-收益分析？ 

2、什么是成本-效用分析？ 

3、比较成本-收益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的适用与优劣？ 

拓展阅读书目： 

1、Steven Kelman. “Cost-Benefit Analysis: An Ethical Critique.” Journal on 

Government and Society Regulation .January/Feb1981) PP. 33-40.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Washington, D.C. 

2、John K. Roman,Aaron Chalfin, Jay Reid,Shannon Reid.Impact and Cost-Benefit Analysis 

of the Anchorage Wellness Court. 

 

社会工作伦理研讨课 
Seminar on Ethics of Social Work 

课程号：4230104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社会学院整合实务课组为社会工作系的实习本科生而设, 于实习后的第七学期后半学期开

课, 共 32学时, 目的为研讨实习经验.课程的主要焦距将放在培养学生以下能力: 

1. 社会工作的实习伦理 

2. 冷静面对常见的伦理难题 

3. 熟悉社工的价值观 

4. 掌握伦理决策的步骤 

5. 熟悉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社会工作者守则 

6. 比较中西方社工伦理的异同 

7. 探索符合本土社工的伦理原则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章 

参考学时：4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社会工作者守则 

一、总则 

中国社会工作者继承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吸收世界各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文明成果，

高举人道主义旗帜，以促进社会稳定和全面进步为己任。中国社会工作者通过本职工作，提倡社会

互助，调节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改善人际关系，为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建设服务。 

二、职业道德 

（1）热爱社会工作，忠于职守，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满足社会成员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合理要求而努力工作，并

不因出身、种族、性别、年龄、信仰、社会经济地位或社会贡献不同而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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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尊重人、关心人、帮助人。为保障包括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在内的人权而努力。注意维

护工作对象的隐私和其他应予保密的权利。 

（4）同工作对象保持密切联系，主动了解他们的需要，切实为之排忧解难。 

（5）树立正确的服务的目标，以关怀的态度，为工作对象困难问题的预防和解决，以及其福

利要求提供有效的服务。 

（6）清正廉洁，不以权谋私。 

三、 专业修养 

（1）确立正确的社会工作价值观和为专业献身的精神。 

（2）努力学习和钻研业务，不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和专业服务质量。 

（3）通过参加专业培训和进修，努力实现专业化，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效能。 

（4）运用专业的理论和知识与方法技能，帮助社会成员改进和完善社会生活方式，不断提高

生活质量，以利于民族素质的提高。 

（5）从广大群众的集体力量和创造精神中吸取专业营养，促进专业的发展与创新。 

四、工作规范 

（1）重视调查研究，深入了解社会成员的困难和疾苦，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帮助他们摆脱

困境。通过不断的调查研究，提高社会工作的服务水平。 

（2）对待工作对象，应平易近人，热情谦和，注意沟通，建立互相信赖的关系，努力满足他

们各种正当的要求，并帮助他们在心理和精神等方面获得平衡。 

（3）对待同行，应互相尊重，平等竞争，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在业务上，诚意合作，遇到

问题时，互相探讨，坦诚交换意见，或善意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促进专业水平、工作效率和

服务效能的提高。 

（4）向政府有关部门、社会有关方面反映社会成员需要社会工作解决的问题，以及对工作的

意见和建议。 

（5）向社会成员宣传贯彻国家有关社会工作的政策、方针和法规，鼓励和组织社会成员积极

参与社会事务。 

（6）对待组织和领导，应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主动献计献策，提供咨询意见，并自觉服

从决定，遵守纪律，维护集体荣誉，努力使领导和单位的计划实施获得最佳效果，圆满完成社会工

作的各项任务。  

第二节:  社会工作价值观的作用和内容 

每个人都具有对某些事物的喜爱和偏好。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动机，就是根据各自理想的

喜爱和偏好产生的。对这些偏好的追求就形成人们的价值，稳固、系统的价值，就是所谓的价值观。

社会工作价值观不同于个人价值观，它是需要经过系统学习和训练才能掌握并内化的专业群体价值

观。 

一、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含义 

一般而言，社会工作价值观，是指一整套用以支撑社会工作者进行专业实践的哲学信念。社会

工作价值观以人道主义为基础，充分体现了热爱人类、服务人类、促进公平、维护正义和改善人与

社会环境关系的理想追求，激励和指导着社会工作者的具体工作。虽然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具体的

社会工作实践各有特点，但对社会工作者来说，这样的终极理想和追求都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

说，社会工作价值观总体上与我们国家当前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理念也是相符的。 

但是，价值观不是抽象的文字，它包含着能够指导社会工作实践的具体内容。社会工作研究的

核心是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实践目标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恢复和增强人们的社会

功能，帮助人们妥善利用各种社会资源，积极主动地适应社会。因而，作为专业信念的社会工作价

值观必须建立在当时当地政治、法律、经济和社会福利制度所体现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以及传统文

化对社会环境的影响之上。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与我国相比都有较大差异，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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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我国在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过程中不能简单或全盘照搬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 

二、社会工作价值观的作用 

（－）理论作用 

1．社会工作价值观是构成专业社会工作的必要条件之一 

它既是构建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的哲学基础，也是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的依据。并且，社会工作

专业之所以有别于其他人类服务专业，其专业价值观体系是个重要标志。 

2．社会工作价值观是确定社会工作专业使命或目标的根据 

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是通过提供专业服务解困济贫，维护脆弱群体的权益，发展他们的潜能，

从而恢复和增强其社会功能，最终提升其生活福利水平。这样的使命或目标要求从业人员必须坚信，

社会能够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能够使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展自身，追求幸福；社会工作者通

过提供专业服务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们更好地获得社会的理解、支持和公平对待。 

3．社会工作价值观是专业教育的核心内容 

在社会工作教育和培训过程中，能否形成稳固、内化的专业价值观，是衡量学习者是否达至教

育目标的关键标准。大多数人在接受社会工作专业学习和训练之前，其个人价值观与社会工作专业

价值观都存在差异。我们并不要求个人价值观与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完全保持一致，但要求社会工

作的从业人员能够认识到个人价值观与专业价值观为什幺存在差异，以及如何调整可能存在的冲

突。 

（二）实践作用 

1．社会工作价值观是社会工作者的实践动力 

社会工作本质上属于道德实践。一名合格的社会工作者，会将服务对象的利益放在优先位置。

对人类的热爱，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支持，对人类潜能和对专业本身的信心，激励社会工作者克服

种种困难，完成助人使命。 

2，通过社会工作专业伦理标准这种形式，社会工作价值观可以指导社会工作者的实践 

一般来说，伦理标准越明确具体，这样的指导就越有效。虽然由于复杂的人类关系、有限的社

会资源以及专业本身的独特性，加上社会工作者自身的能力、水平等因素，社会工作实践会面临这

样那样的伦理困境，但国际社会工作发展的经验表明，社会工作伦理标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还是非

常重要的。 

3．社会工作价值观是促使社会工作者个人成长的有效力量 

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可以增强社会工作者的社会责任，丰富其人文情怀修养，使社会工作者具有

强烈的个人实现感，大大提升个人的生命价值。经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和实践训练，多数社会工作从

业人员都能够改进个人世界观和价值观，许多人已经把热爱人类、服务人类当作自己个人生活的主

导信念。 

4．社会工作价值观是维系社会期望和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关系的关键 

对我国的社会公众而盲，社会工作还是一种新的专业和职业。能否达到公众的服务期望，在多

大程度上达到他们的期望，取决于社会工作者的服务态度、服务精神和服务效果。虽然社会工作的

理论、方法和技术有助于解决问题和提升服务水平，但专业价值观在其中起的关键作用是不容忽视

的。社会工作者必须在服务过程中充分展示专业价值信念，才能获得公众的信赖和支持。 

三、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内容 

社会工作起源于西方，目前在大多奴西方国家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水平，社会工作价值观也比

较稳定。 

（－）戈登的社会工作价值体系 

戈登（Cordon）于 1965年提出的社会工作价值体系包含六个方面的内容： 

（1）个人应当受到社会的关怀。 

（2）个人与社会是相互依赖的。 

（3）每个人对他人都负有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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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个人除了具有人类共同的需要外，每个人也是独特而异于他人的。 

（5）民主社会的基本特质，在于每个人的潜能都能充分地实现，同时也意味着个人应当通过

社会参与而尽到其社会责任。 

（6）社会有责任提供途径以消除自我实现的障碍，以便个人的自我实现得以完成。 

（二）比斯台克的社会工作价值体系 

比斯台克（Biestek）于 1967年提出的社会工作价值体系包含九个方面的内容： 

（1）人的潜能。人有不同的潜能，这些潜能包括生理的、理智的、情感的、社会的、美感的

和心理的等。因此，除了社会上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应被尊重之外，社会福利服务也应注重社会功

能中人的潜能的存在。 

（2）人的责任。人有与生俱来的动力和责任以实现其本能。因此，个人应发挥潜能以实现社

会功能，从而完成自我实现。 

（3）人的权利。人有权利以适当的方法完成自我实现，但这些方法必须是建设性的，而且也

是与目标相关的。 

（4）人的基本需要。一是所有人都有其基本的人性需要；二是自我实现必须逋过潜能的发展

和成长过程才能完成：三是基本人性需要的满足及和谐的成长，必须依靠社会所提供和保护的机会，

才能得到保障。 

（5）社会功能。人的社会功能对于完成自我实现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应促使社会上每个人

的社会功能得以发挥。 

（6）社会的责任。社会有责任帮助个人完成自我实现，因而社会必须建立和维持公正、和平

和秩序，并且培育和自我实现有关的条件和资源。 

（7）社会的权利。社会有权利要求每一个人贡献自己的力量，以促进社会的健全和繁荣。社

会的繁荣是个人参与的结果，所以社会各项活动都必须通过每个人的关心、参与和活动才能实现：

而社会工作更应通过各种活动来增强这种力量。 

（8）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作为社会成员之一，每个人都有义务在自我实现过程中对公益有所

贡献。社会工作的任务是促进服务对象的健康成长，以便他们能够对社会有所贡献。 

（9）人的自我抉择权利。人有自我选择的能力，因而在完成自我实现义务的过程中，人应有

自我抉择的权利。自我抉择是培养责任、促进成长和实现自我的必要途径。 

（三）国际社会工作认同的社会工作价值观与基本原则 

1．国际社会工作认同的社会工作价值观 

目前，国际社会工作界把社会工作价值观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1）服务。社会工作者应当超越个人利益为他人提供专业服务。 

（2）社会公正。社会工作者追求社会变革，特别是与弱势群体一道工作，并代表他们寻求社

会变革。 

（3）个人的尊严和价值。社会工作者对每个人都给予关心和尊重，意识到个体的差异和文化

及种族上的多元性。 

（4）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性。社会工作者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变革工具。 

（5）诚信。社会工作者始终意识到专业的使命、价值观、伦理原则和伦理标准，并用与之相

适应的方式开展实际工作。 

（6）能力。社会工作者不断致力于增进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将他们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2．社会工作价值观与基本原则 

在操作层面，社会工作价值观可以概括为以下原则： 

（1）接纳。接纳意味着对所有的服务对象，社会工作者都应当保持宽容、尊重的态度，不因

为民族、性别、年龄、职业、社会地位、政治信仰、宗教信仰以及精神或生理残疾等因素而对他们

有所歧视、排斥，或拒绝提供服务。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要把接纳误解为认同服务对象的行为或

价值观。接纳是社会工作专业对公众的统一服务态度，是建立专业协助关系的伦理前提。每个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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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获得社会工作者提供的服务。至于认同还是反对服务对象的行为或价值观，则是后续过程中的

价值介入问题。 

（2）尊重。尊重的含义不仅在于对服务对象保持符合社会文化习俗的礼节和称谓，更重要的

是要深刻理解服务对象生命存在的价值、获得个人发展以及改善生活水平的权利和机会，并在此基

础上，为他们提供适当的资源和优质的专业服务，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对社会工作专业来说，

尊重是一种实践过程。举例来说，中华民族有尊老的传统。老年人的基本需要是维持健康，享受天

伦之乐，并消除社会交往中的孤独感。尊重老人，就要设法满足老人的健康、情感和社会交往等方

面的基本需要。而精神病、艾滋病患者和生理残疾者面临的最大困境在于社会歧视和基本生活能力

欠缺。尊重他们就意味着应当帮助他们康复或改善环境，并通过各种努力减少社会歧视，维护其正

当权益。 

（3）个别化。每个人都应当有权利和机会发展个性，社会工作者应当尊重服务对象的个体差

异，不应当使用一般或统一的服务方法回应他们的独特需要，要充分考虑到服务对象在性别、年龄、

职业、社会地位、政治信仰、宗教以及精神或生理残疾状况等方面存在的价值差异，及其与社会主

流价值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尊重个性化需求，充分挖掘个人潜能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不过，

不同的社会工作方法在应用个别化原则时应有所区别。个案工作方法最强调个别化原则，而小组工

作和社区工作方法则相对关注服务对象的共性需求。 

（4）自决权和知情同意。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社会工作者要与服务对象保持良好的沟通。社

会工作者有义务向服务对象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对象有权利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选择服务的内

容、方式并在事关服务对象利益的决策中起到主导作用。如果服务对象没有能力进行选择和决策，

社会工作者应根据法律或有关规定由他人代行选择和决策权利。自决权是个人尊严的体现。即便是

出于好意，我们一般也不赞成代替服务对象做决定，因为这样不利于服务对象发展自尊和挖掘潜能。 

（5）保密。社会工作者应当保护服务对象的隐私。未经服务对象允许，社会工作者不得向第

三者透露涉及服务对象个人身份资料和其他可能危害服务对象权益的隐私信息。特别情况下必须透

露有关信息时，社会工作者须向机构或有关部门报告，并告知服务对象有限度公开隐私信息的必要

性及相关保护措施。如果事情紧急必须打破保密原则而来不及报告时，社会工作者事后应当提供必

要的证据。 

（6）不批判。社会工作者本应将自身的价值观强加于服务对象，不应指责和批判服务对象的

言行和价值观，也不能向服务对象发泄自己的负面情绪。社会工作者可以和服务对象共同分享与服

务内容有关的自己的感受和经验，以及社会工作专业对有关问题的看法，并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

但不得直接或间接迫使服务对象接受。 

四、我国的社会工作价值观 

我国的社会工作是依据我国国情，并在借鉴西方社会工作价值、理论和方法基础上逐步发展起

来的。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是在执政党和政府直接领导和推动下开始起步的，加上传统文化对当代

社会的影响因紊，使得我国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内容必然有自己的特色。经过了近 30年的改革开放，

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流价值也由计划经济时期单纯强调国

家和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利益转变为三者并重，社会生活中多元文化并存。在吸收国际社会工作发

展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和当前社会工作的发展特点，在社会工作价值体系

建设方面还应当注重以下内容： 

1．强调社会和谐 

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应当建立于人们共同发展过程中的平等尊重、相互支持的基础上，应体现于

密切的社会关系之中。基于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制度，相对于西方社会对个人尊严和自由的推崇，

我们应该更加强调社会和谐。 

2．保持家庭和谐与稳定依然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家庭观念 

西方文化注重个人自由，我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的社会生活比较注重家庭的价值。因此，相比较

西方强调人们的个人尊严和权利，我国应更加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彼此宽容、相互支持和相互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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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重服务的“人情味” 

“人情味”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很有特色的内容。它以“仁爱”为基础，体现了我国人民自古以

来就重视社会交往中的情感支持和情感依赖。当前，在以理性和社会责任为基础的民主建设中，我

们的“人情味”将会是当代人类关系特征的重要补充。社会工作关注人的感受，关注人类关系，就

不能不重视“人情味”在我国社会工作价值观中的作用。 

4．重视道德建设 

我国是礼仪之邦，是道德社会，特别注重道德的力量。当前中共中央提出的“八荣八耻”不仅

是对社会公德的高度概括，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当前社会意识形态，其价值核心也应当成为

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基础之一。 

5．体现社会发展的要求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我国社会当前最重要的目标，社会工作价值观也应该对此有所反映。社会

工作价值观会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而适当调整。要立足本土、着眼发展

才能满足不断出现的新的社会需求和问题。 

持久、深入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发展，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趋势的形成，使得我们在

建构自己的社会工作价值体系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国际社会工作的已有成果，但要充分考虑我国社会

背景和社会意识形态，避免陷入追捧个人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和过分注重眼前利益的实用主义。社

会工作价值观不仅是社会工作专业的重要构成部分，同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公民道

德建设的有效补充。 

社会工作专业伦理是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具体化，制定和颁布社会工作专业伦理标准是社会工作

专业化的标志之一。现实、完善的社会工作伦理标准体系可以对社会工作从业者进行有效约束，并

指引社会工作实践活动。 

学习目标：回顾中国的助人价值观和伦理.比较中西方的社工协会伦理守则. 

知识单元 2：第二章  社会工作专业伦理 

参考学时：8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伦理的含义 

伦理是人们在人际关系方面所持有的价值信念和行为原则，它包括个人的自我行为控制和调节

以及对他人的行为期望标准。尽管价值观和伦理两个词经常混用，但它们还是有所区别的。伦理是

从价值观中推导出来的，必须与价值观协调一致。两者不同之处在于价值观关注的是好的和理想的

东西，而伦理关注的是实现理想过程中行为的正确与否或善恶问题。伦理主要通过个人自觉自律和

社会舆论来进行监督和约束，表现形式主要是强化人们的荣誉感或羞耻感。价值观是高度概括和抽

象的理念，而伦理对人们行为的期望和要求则更加具体。比如强调社会秩序、维护家庭的和睦与完

整是我国的传统价值观，而周到地侍奉尊长就是伦理规范。伦理一方面是在长期的社会文化发展过

程中约定俗成的，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也会直接影响伦理的发展。除了法律法规和行

政命令等强制性规范之外，伦理是维持社会秩序、行业信誉、家庭关系和其他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

它有着强制性规范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把伦理分为个人伦理、专业伦理和社会伦理三个层面。个人伦理是人们对

个人行为的特别控制和调适，其标准可能低于或高于社会伦理标准。比如，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注重对社会的贡献、轻视回报和索取往往成为道德楷模；而放纵自己、苛求他人、故意损害公共和

他人权益以满足私欲则会受到舆论的谴责。社会伦理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持有的共同的、最基本

的行为期望。通常专业伦理应该以社会伦理为基础，结合行业本身特点，形成特定的群体行为规范。 

第二节: 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的作用 

社会工作伦理属于专业伦理，是社会工作专业本身对社会工作从业者所提出的行为标准和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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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它集中反映了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是社会工作制度化的必要内容和显着标志之一。它的作

用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工作者自我约束和自我鼓励的道德规范 

社会工作价值观能够给予工作者具体有效的实践指引。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使社会工作价值观体

现得更加具体，因而使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更易于理解和践行。 

2．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的准则，也是服务对象要求社会工作者协助的依据 

专业伦理标准一旦颁布实施，就意味着服务群体开始全方位接纳有需求的人，意味着专业人员

的社会责任开始固化。社会工作者的存在价值就在于能够满足服务对象的服务需求。 

3．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共信的保护和保障的标准，也是与其他专业者共信互信的媒介。

古人说“人无信不立”，诚信是道德的基础。社会工作专业向服务对象和其他专业公布自己的行为

标准，就已经亮明了追求公正、正义和欢迎监督的态度。 

4．社会公众评价的标准 

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刚刚起步，大多数人还不了解社会工作专业和社会工作者。通过专业伦理

标准向社会公众标明社会工作的价值和使命，无疑将对我国社会工作的职业化进程产生积极的影响。 

5．社会工作专业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足从业人员团结合作的基础社会工作者对同事和机构

的行为同样受到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的约束。社会工作专业内部的学术、教育、管理和督导行为的价

值基础与服务实践的价值伦理应当保持一致。 

第三节: 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的特点 

社会工作伦理具有以下特点： 

1．服务对象利益优先 

社会工作强调人人平等，人人应当受到尊重，但服务对象的利益应当优先考虑。社会工作者要

尽量保护和发展服务对象的权益，这是社会工作专业伦理区别于其他专业伦理的最重要的特点。 

2．专业价值高于个人价值 

一般而言，能够认同社会工作价值观并投身于专业实践的人，其个人品德修养也较高。但是，

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处理具体案例时，可能会产生个人价值和专业价值之间的冲突。换句话说，专业

的要求可能有停于社会工作者的个人价值。比如某个社会工作者在处理有关儿童成长案例时发现自

己的价值观与崇尚家长制的父亲不一致，父亲希望孩子乖巧听话，但孩子渴望独立和获得父亲的尊

重，这时候社会工作者就可能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儿童利益优先原则和社会工作专业服

务标准应当取代社会工作者的个人家庭观念，同时要充分考虑服务对象的家庭文化和社会发展对孩

子未来的影响。 

3．约束和鼓励并重 

社会工作者肩负着变革社会和提升人类福利的特殊使命，工作常常涉及敏感、复杂的人际、心

理、行为、政治和文化内容，工作态度和道德行为对工作成效和专业形象至关重要，所以社会工作

专业对该专业成员的伦理行为一定要从严要求，既严格限制与专业价值相悖的言行，又积极鼓励与

专业价值相符的表现和知识创新。 

4．权威性 

社会工作专业伦理所包含的价值观和具体行为规范都是经过系统和严格论证并获准行业组织

通过的，见诸文字、条文清晰、规定明确、体系完整是社会工作伦理的要求。相对于社会和其他专

业领域，社会工作专业伦理是一种自律规范；但相对于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之间的专业关系而言，

这种专业伦理就属于强制规范了。 

第四节: 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的内容 

（－）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的主要内容 

社会工作专业伦理是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的具体化，其内容也体现了这个特点。目前，内容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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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社会工作专业伦理体系是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 1999年颁的《社会工作伦理守则》。该伦理守

则包括 6 个大项，51 个小项，细则达 155 条。综合欧美国家和部分亚洲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台湾

地区的社会工作伦理守则，可以发现，社会工作界对社会工作伦理守则应包含的基本内容是具有共

识的。不过在细则方面，各个国家和地区社会工作伦理守则之间有一些差异。这不仅因为各国各地

的社会工作专业化水平不同，还因为法律体系和社会制度不同，而且还有文化差异。 

社会工作专业伦理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方面： 

（1）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的伦理责任。主要包括：对服务对象的义务，自我决定，知情同

意，实践能力，文化能力，利益冲突，隐私和保密等。 

（2）社会工作者对同事的伦理责任。主要包括：尊重，保密，合作，咨询，服务的转介等。 

（3）社会工作者对工作机构的伦理责任。主要包括；督导和辅导，教育和培训，服务对象档

案管理，服务对象的转介，行政管理等方面的要求。 

（4）社会工作者作为专业人员的伦理责任。主要包括：实践能力，个人道德要求等。 

（5）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工作专业的伦理责任。主要包括：专业的完整性，评估和研究等方面

的要求。 

（6）社会工作者对全社会的伦理责任。主要包括：社会福利，公众参与，公共紧急事仵，社

会行动等方面的要求。 

第五节: 我国社会工作伦理标准的制定原则 

随着我国社会工作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制定一套适应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进程的社会工作伦

理标准。根据第二节对价值观的分析，我们认为，制定我国新的社会工作伦理标准，内容上应遵循

以下原则： 

1．现实原则和发展原则相承 

当前我国刚刚开始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需要解决大量的基础问题，比如工作理念、工作方法、

人员培训、岗位设置、业务分配等。此外，尽快出台与社会工作职业化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也是需

要重点考虑的。比如，2006年⒓月 29日修订通过，2007年 6月 1日正式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儿童社会工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但由于我国尚未制定有关反家庭

暴力法律，在精神病患者、残疾人、儿童、老人和妇女受虐问题上，社会工作还难以开展有力度的

工作。因此，我国新的社会工作伦理标准的内容不宜面面俱到，应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我国社会

工作职业化初期的特点，但又要给未来修订工作留下充足的发展空间。 

2．文化原则和政治原则互补 

传统文化对我国当代政治、社会制度和民众生活的影响还是不容忽视的，重视家庭的和睦完整，

重视伦理道德建设，重视集体主义观念，都体现了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

党的执政理念和政策方针代表着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必然对社会工作价值产生重要影响。新

的社会工作伦理标准一方面要体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同时又要注重我国

传统文化的价值。 

3．本上原则和国际原则并重 

人道主义是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的价值基础，这是国际社会工作界的共识。但是，社会工作的发

展不能背离具体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这也是国际社会工作界的共识。因此，新的伦理标准体系

应该立足我国实际，积极参考国际经验。 

第六节: 社会工作中的伦理难题及处理原则 

（一）伦理难题 

尽管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和专业伦理标准可以在书面上表述得准确无误，但在实践中，如何应

用这些价值标准来指导专业行为并非易事。原因在于：ˉ方面，以服务对象利益优先为目标的社会

工作专业伦理与社会伦理以及个人伦理并不完全一致；另一方面，人的行为并不能总是与其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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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一致，很多时候社会工作者的知识和能力的不足也会影响专业伦理的遵守。同时，人的非理性

行为也会与社会工作专业价值和伦理产生冲突。常见的社会工作伦理难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1．保密问题 

有效保护服务对象的隐私使其不受伤害，是社会工作伦理基本原则，但有时并不容易把握。这

种情况的出现有多个原因：比如在学校或福利院中，服务对象偷偷告诉社会工作者，他亲眼目睹了

另外一个男孩打骂欺负一个女孩，而打骂者也清楚只有该服务对象知道此事，并威胁他不准告发。

服务对象特别嘱咐社会工作者不能向外人透露此事。如果你是这个社会工作者，你会怎样做？专业

价值观要求你维护社会正义，为了防止受害者再次受到可能的伤害，你应当向有关人员和部门报告。

但这样的结果可能对你的这个服务对象造成不良后果：他不再信任你或社会工作者，他真的可能遭

到报复，他因“告密”行为不再受交往圈中其他人的欢迎。按照服务对象利益优先原则，你不能透

露对服务对象不利的信息。所以，你很可能陷入困境。除此之外，在行政干预、司法干预、研究需

要等方面，都可能存在着让社会工作者难以决断是否应当透露服务对象隐私资料的情境。 

2．情理法问题 

我国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视人情世故，人的成熟与否不见得指拥有了多少知识、为社会作出了多

少贡献、是否结婚生育等，而往往将是否熟谙人情世故作为衡量标准。所谓情，包括亲情、友情、

爱情、师生情、同事情等基于血缘和社会交往产生的情感。儒家哲学甚至将这些“情”上升至绝对

化的“理学”层次，不能轻易违背。所谓“理”，此处指社会工作专业伦理。“法”即法律和法规。

在实践中，情、理、法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比如，一对夫妇情感不和，长期分居，但由于孩子年幼，

双方勉强维持着婚姻。最近，丈夫发现妻子有了外遇，就立刻提出离婚，因为根据法律这样可以在

离婚时分得更多财产。妻子反对离婚，理由是对孩子成长不利。他们请求社会工作者帮助。如果你

是社会工作者，你会支持妻子正常的情感需求，还是丈夫基于法律的正当离婚要求？你会如何关注

儿童利益？ 

3．价值中立还是价值介入 

所谓价值中立，是指社会工作者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强迫服务对象接受专业价值观和个人价值

观，也不赞同服务对象的个人价值观。而价值介入则是指社会工作者应当在维护服务对象权益的前

提下劝说或主动影响服务对象接受专业或个人价值观，以便提高服务效率或改善服务效果。虽然社

会工作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实践，要求社会工作者把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放在首位，但在具体工作过

程中常常不容易作出伦理选择。坚持价值中立的认为，服务对象自决原则和不评判原则就表明了服

务对象受到了充分尊重。但是，坚持价值介入的一方认为，社会工作者不应当把自己当作机器，尤

其是服务对象迫切需要社会工作者给予价值支持的时候，更应当尽其所能履行专业服务职责。比如，

儿女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照顾患了慢性病的老父亲，就将他送入了老年公寓。在老年公寓，这位

老人向社会工作者哭诉了自己想回家的想法。社会工作者正好家中也遇到类似困难，正打算把自己

的父亲送进老年公寓。社会工作者如何面对这位住院老人的诉求？ 

4．个人利益和社会责任 

人们的个人利益总会与其社会责任存在差距，不过多数情况下不至于产生严重冲突。但是有时

你也很难决断。比如，一名社会工作者早晨起来发现三岁的女儿发高烧，病情严重。但她丈夫出差

在外，眼前也没有合适的人可以照看女儿，而她自己已经提前约了服务对象当天上午要进行一次非

常重要的面谈。她应该怎幺办？是履行母亲职责，照顾女儿，还是履行工作责任，去见服务对象？ 

5．自决原则和知情同意 

自决原则和知情同意只适合那些与服务对象利益攸关的选择和决策。社会工作者任何利用这个

原则牟取私利的行为都应禁止，不管服务对象是否出于自愿。比如，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接受服务对

象的性暗示和性要求，不得与服务对象发生性关系。但是，有些事情并不这幺简单，比如近年关于

安乐死的争论，社会工作者是遵守法律禁止对病人实施安乐死还是支持濒临死亡的服务对象接受安

乐死的意愿？还有，服务对象反复恳求社会工作者代替他们作决定，而社会工作者根据自己的知识

和能力也确实可以判断出自己的决定优于服务对象的决定，而决定的后果也不涉及重大利益，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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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打破服务对象自决原则？ 

（二）处理原则 

之所以将以上问题看作伦理难题，是因为我们并不容易根据既定的专业伦理标准来处理类似案

例。在此，我们参考美国学者拉尔夫•多戈多等人给出的处理伦理难题的几个原则建议。大多数情

况下，这些原则都会比较有效。但是如果问题过于复杂，社会工作者最好咨询有关专家和部门。需

要提醒的是，即便这些原则很重要，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也应该看它们是否适应当时当地的政治、

法律制度和社会文化背景。在遇到伦理难题时可以坚持如下原则： 

1．保护生命原则 

这一原则适合所有人，既适合保护服务对象生命，也适合保护其他人的生命。上述“个人利益

和社会责任”案例中，如果社会工作者并不会因为失约而危及服务对象或他人生命安全，而她又找

不到适当人选帮她照顾孩子，那幺她可以选择带孩子看病，并通知服务对象和机构。 

2．完全平等与差别平等原则 

如果各服务对象的实际需要都相同，而社会工作者所能提供的资源和服务又非常充分，可以给

予各服务对象平等的服务。如果资源不足，则可以区别对待。比如，在社会救助中应优先考虑给那

些家庭更加贫困、健康状况较差的服务对象提供援助。 

3 自主和自由原则 

尽管专业伦理强调要尊重服务对象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权利，但如果服务对象的自我决定涉

及对自身和他人的伤害时，社会工作者要进行干预，并设法将干预风险降到最低。这种情况下，服

务对象拒绝服从社会工作者的干预，应当被视为其缺乏行为能力。但是，如果干预的风险很大而收

益很小，服务对象拒绝接受干预就清有可原。保护生命原则永远是第一位的。 

4．最小伤害原则 

这一原则认为，当面临的困境有可能对人造成伤害时，社会工作者应尽可能避免或防止这样的

伤害。当不可避免会伤害到与问题有牵连的一方或另一方时，社会工作者应该永远选择造成的伤害

最小、带来的永久性伤害最少和伤害最容易得到弥补的方案。如果已经造成了伤害，社会工作者应

尽可能弥补。在上述“保密问题”案例中，社会工作者应当首先评估不同做法可能带来的不同后果，

然后选择对服务对象和受欺负女孩伤害最小的方法进行干预。同时，如果了解到打骂女孩的那个男

孩经常欺负别的孩子，可能社会工作者需要对他进行强行辅导。 

5．改善生活质量原则 

社会工作者选择的方案应促进尽可能多的人改善生活质量。如果你的方案保护了少数人的利

益，但会损害多数人的利益，那幺就需要改变方案。在上述“情、理、法”案例中，应该首先考虑

家庭多数成员的利益，而在“多数”一方，又要优先考虑儿童利益。 

6．隐私和保密原则 

社会工作者有责任在尽可能与法律要求和服务对象意愿保持一致的情况下，保护服务对象的隐

私。但是，如果披露资料能够防止对他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话，保密原则也可以打破。 

7．真诚原则 

社会工作者应当保持诚信，应当向服务对象和公众披镣所有可以披露的信息，尤其是那些与服

务对象利益密切相关的信息。但如果因为披露信息可能会给他人、社会公众或国家造成伤害和重大

损失，应遵守有关保密的法律和规章，并接受专家辅导。 

第七节: 社会工作专业守则 

（－）社会工作专业守则的含义与作用 

1．什幺是社会工作专业守则 

社会工作专业守则是社会工作者在专业服务活动中应该遵守的一套规则，它是有关社会工作者

“应该做什幺”和“不应该做什幺”的一些规定。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者的积极的助人活动，在社

会工作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积极的、创造性的工作十分重要。但是同时，社会工作者又是在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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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约束之下开展助人活动的。比如，社会工作者应该在法律框架下开展活动，应该遵守法律，接受

法律约束。同时，社会工作者还要受一系列行业规定的约束，在社会工作界认可的规则之下开展服

务活动，这些行业规定就是社会工作专业守则。实际上，社会工作专业守则是社会工作界共同制定

的、社会工作者在专业活动中应该遵守的、处理各方面关系的规定。 

社会工作专业守则是由社会工作界（或称专业团体）制定的。它有以下特征：第一，权威性。

社会工作守则是具有权威的社会工作团体制定的，是被社会工作者广泛认同的，因此具有权威性，

它要求社会工作者去遵守，而违背了专业守则将受到惩罚。第二，规范性。社会工作守则是关于社

会工作者的服务活动的规定，一般它表现为规范的条文，而且这些条文之间具有条理性。第三，目

的性。社会工作专业守则的目的是指导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行为，以保障社会工作者的服务能更有效

地实现目标。在这里，专业守则的约束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第四，相对稳定性。专业守则是

社会工作团体基于社会工作的性质，在研究了服务对象的社会需要、提供服务的现实条件、社会工

作者与服务对象的互动关系等方面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它涉及了社会工作所进行的专业服务

的基本方面，在一定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 

2．社会工作专业守则的作用 

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者秉持专业价值观、运用专业方法为服务对象服务的活动。在服务活动中、

社会工作者要同服务对象互动，与同事合作，并在服务机构的计划统筹下开展活动，因此必然会遇

到各方面的关系。社会工作者要妥善、恰当地处理好这些关系，以有效地完成助人任务。社会工作

专业守则就是社会工作者处理各方面关系的指导。 

社会工作专业守则对于促进社会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一，保障按专业要求开展工作。

专业守则是社会工作价值观和处理社会工作的基本关系经验的总结，它告诉社会工作者应该如何去

与相关各方打交道，保障自己的活动符合社会工作的要求。第二，有利于实现工作目标。专业守则

的规定是以恰当、有效地实现社会工作目标为导向的，遵循专业守则有利于社会工作者处理好与服

务对象、同行、机构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有效地实现工作目标。第三，有利于维护社会工作的专业

形象，提高社会认同。社会工作者虽然强调专业价值观的作用，但是由于他们在工作中会遇到许多

具体问题，所以会面临一些困境。专业守则在某些方面可以为处于困境中的社会工作者作出指导，

指明社会工作者应有的行为。这可以维护社会工作的专业形象，也可以进一步提高社会对社会工作

的认同。第四，有利于社会工作者的成长。专业守则是对社会工作者的基本要求，也是对社会工作

从业者的职业要求。社会工作实践是常做常新的，专业守则通过指导社会工作者的实践，使其养成

社会工作的职业精神，并不断成长。 

（二）社会工作守则的内容 

社会工作专业守则是一套有关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行为规范或约束。由于社会工作在世界范围

内有比较强的专业共识，所以，虽然各国社会工作守则可能有所差异，但是它们大体上是一致的。

社会工作专业守则涉及如下几个方面：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社会工作者之间的关系，社

会工作者与自己所处的工作机构的关系，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工作专业的责任，社会工作者对社会的

责任。 

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守则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1）尊重服务对象的权益。 

（2）严守服务对象的秘密。 

（3）公平服务大众。 

（4）重视同事的工作。 

（5）共同执行守则。 

（6）恪守公私分明。 

（7）信守机构政策。 

〈8）充实社会工作知识和能力。 

（9）促进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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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约束不当行为。 

（11）增进公众福利。 

（12）维护社会正义。 

上面的（1）～（3）说明了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应有的态度和行为；（4）～（5）是处理同

事间关系的规定；（6）～（7）说明的是社会工作者与机构的关系；（8）～（10）指出了社会工作

者对社会工作专业的责任；（II）～（12）是社会工作者对社会的责任。社会工作专业守则是一系

列规定，它要求每一个社会工作者用自己的行动去践行，同时，社会工作专业团体也设有专门机构，

处理严重违反专业守则者，以保障对社会的专业服务，提高专业队伍的服务水平。 

拓展阅读: 

李伟梁  库少雄 主编, <<社会工作实习与督导（第 2版）>>,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2.4 

学习目标：透视并重构专业社工的伦理.介绍常见的伦理冲突, 两难, 及解决策略. 学生将在

课堂上进行 “伦理辨论”以突显伦理两难情境中不同的处理方略. 

知识单元 3：第三章 

参考学时：10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关于理想的伦理议题 

无论是在专业机构还是非专业机构中实习，实习学生都可能碰到一些非理想的情景。例如，实

习学生很难和非专业出身的管理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进行业务沟通和交流，会感到在学校学到的很

多专业理论知识和社会服务的现实冲突很大，如尊重服务对象还是控制服务对象，是民主管理还是

尊重权威，是否严格坚持为案主保密。 

再次，在实习中实习学生会发现自己的一些想法不太现实。  

反思问题:实习中难免会面临各种价值矛盾, 请举例。 

第二节: 关于身份的伦理议题 

在实习中，学生拥有学习者和助人者的双重身份。 

应该告诉案主自己的实习身份吗？与医院实习学生一样，实习学生也需要经常思考一个问题：

实习过程中，实习学生对机构工作者与案主的服务过程能否进行直接的参与或观察，如果实习学生

身份“暴露”，案主是否会产生被“观摩”的不适应或不被重视的感觉。因此，实习学生需要考虑

的是如果其不告诉案主自己的实习学生身份，是否意味着“欺骗”？一般的建议是，实习学生需要

在最初的会面时，选择合适的时机向案主表明自己的实习学生身份。讲明自己的实习学生身份有助

于实习学生在与案主互动的过程中保持真实的自我，并有助于避免以后出现某些问题。 

可以接受案主的礼物吗？在实习中，实习学生在实务中可能会碰到这样的伦理拷问。一般来讲，

接受案主的礼物在伦理准则上是不允许的，如果机构没有机构规定相关的政策，实习学生可以为自

己制定一项规定，比如说，不接受价值超过 50元或者 100元的礼物。在特定的情况下，如果拒收

礼物会直接代理案主感情上的伤害，或者案主送礼的目的在于建立更好的关系以获得更好的服务

时，社会工作者或者实习学生也可以进行这样的变通处理：先收下礼物，到结案时再退回给案主，

或者适当的回赠价值相当的礼物给案主。 

与案主或同事约会是被允许的吗？实习结束后有必要继续和案主联系吗？与礼物问题一样，这

些都涉及专业关系。社会工作者和案主之间建立的是专业关系，而非好朋友关系。但是中国的人情

社会中，关系本位的文化传统影响无处不在，事实上要想建立纯粹的专业关系是很难的。社会工作

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能与目前案主发生性关系和性接触。与案主之间暧昧关系会影响专业关系。影响

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判断，影响社会工作者与案主提供最好的服务。同时，在实习期间与机构工作人

员约会也是不可取的，因为此时的身份还是学生身份。一旦约会失败或者关系破裂，既可能给其自

身带来感情伤害，又可能导致其与工作人员的关系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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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学生也可以要求领取酬劳吗？实习学生是可以从机构中领取酬劳的，必须视实习机构的政

策许可、实习机构的资金条件、劳动时间长短、劳动强度大小等因素综合而定，同时还必须获得学

校实习指导老师的同意。 

第三节:关于机构伦理的议题 

在实习中，以谁的需求为本位？谁是主角？督导必须在自己的需求、学生的需求和案主的需求

之间得到很好的平衡作用。 

部分的实习机构接受实习学生，往往是将学生视为免费劳动力，其只负责从事简单的打字、抄

写、出墙报、电脑操作工作，而忽略了他们社会工作者的身份专业，忽略了学生来自机构实习的真

正目的，只注重实习学生对机构的贡献。 

如果观察到一些非法的或不道德的事情，该怎幺办?可以揭发结构或同事的不当伦理行为，吗？

对于实习生来说，这是个比较困难的抉择。当实习学生在犹豫是否要揭发同事或者机构的不当行为

时，需要进行深思熟虑，和做出艰难的选择。如果实习学生确信某个工作人员的某种行为是违法机

构政策、道德伦理和法律的，可以私下将同事的问题和督导员反应，关于机构的问题可以和学校实

习指导老师讨论，相信他们可以决定下一步应该怎幺办？（库少雄，2003） 

第四节: 关于安全的伦理议题 

负责老师应该指导并帮助实习学生对实习机构，服务场所。服务项目和案主进行安全评估，在

实习手册上明确提出可能影响安全的相关因素，以提供实习学生作为安全评估或安全预防的参考。

当实习学生单独从事外展服务时，应随时携带负责老师和机构人员的电话，以应对可能遇到的紧急

情况，当服务对象或环境可能会对实习学生造成危险时，实习学生应当终止服务，尽快离开现场，

并立即联络负责老师或者相关工作人员。 

实习是否需要购买责任保险，一方面，主要取决于实习学生实习中受伤害的可能性；另外一方

面，则主要取决于实习学生可能会给实习服务对象造成伤害的可能性。 

实习学生如何处理性骚扰？除了对其危险性进行评估外，实习学生应该注意自身行为举止、穿

着打扮的恰当性，选择合适的机会会谈时间以及地点，以避免给对方传递衣着暴露、言语暧昧、交

往随意等错误信息，从而“诱发”性骚扰，甚至进一步的犯罪行为。实习学生如果经常受到对方的

骚扰，特别是当骚扰者利用其地位和权力进行威胁时，实习学生应该立即想督导员报告，不要英文

自己是学生或者是在机构实习一段时间，而选择忍气吞声或者沉默。实习学生必须熟悉相关的法律

和机构政策，这样才能理直气壮的保护自己。（库少雄，2003） 

第五节: 关于保密的伦理议题 

大多数学生在开始实习之前就已经知道了社会工作者替案主保密的重要性，但是所谓保密，往

往是相对的，但非绝对的。在实务工作总，社会工作者经常会碰到一些特殊情况而不可能做到为案

主绝对保密。例如，遇到虐待和伤害儿童的案主，虐待老人的案主，严重自杀企图或者伤害他人企

图的案主时，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应该迅速的想相关机关报告，或通知相关专

业人员，案主的家人或者可能受到侵害的人。 

但这种保密性并非是绝对的。当社会工作者需要将有关案例写成报告，并供机构存档，督导员

或者学校实习指导老师及同学交流讨论时，可能会涉及到“泄密”。因此，在描述案主的时候，不

要让人从实习学生的描述中推测出案主的身份。对案主的描述可以笼统一些，必要的时候可以省略、

巧妙处理一些细节。 

实习学生可以对案主进行录音、摄像或者摄影吗？是否涉及侵犯案主隐私的问题。有一些做法

或许可以帮助案主处理此类问题，如对录音的处理，使人们不再能听出原音，对录像或者照片，进

行处理，打上马赛克或模糊处理，或在摄录时尽量避免正面拍摄，也可以在摄录之前征得案主的同

意。并清楚的说明其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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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介绍社会工作实习的伦理议题及在国内常见问题. 学生需将在实习中遇见的伦理议

题呈现在课堂上, 进行研讨, 并于期末时交上反思报告.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社会工作者守则 2  

2 普世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内容和作用 2  

3 伦理的含义 2  

4 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的特点 2  

5 社会工作伦理标准的制定原则 2  

6 社会工作中的伦理难题及处理原则 2  

7 实习中的伦理议题（一）身份定位 2  

8 实习中的伦理议题（二）机构伦理 2  

9 实习中的伦理议题（三）安全伦理 2  

10 实习中的伦理议题（四）保密伦理 2  

11 实习中的伦理议题（五）自决伦理 2  

12 实习中的伦理议题（六）多重关系 2  

13 实习中的伦理议题（七）保护生命 2  

14 实习中的伦理议题（八）督导关系 2  

15 实习中的伦理议题（九）法律关系 2  

16 社工伦理本土化的讨论 2 交反思报告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所有社工专业必修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此课程将配合专业实习内容进行, 上课方式将以互动讨论为主, 故学生的参与及提问将

成为学习的其中一部份. 讲师将按学生在实习中的案例进行伦理分析和指导, 并教授伦理决策和

判断过程, 并鼓励同侪督导. 学生需熟记中国社会工作者的守则, 并参照国外社工专业伦理规范. 

讲师将发放补充的阅读材料, 以逹到最大的学习效能, 以将课堂知识与社会需求最适度的接轨。 

难点：社工在中国情境的应用，人在情境的理论框架，优势视角下的边缘群体，关系建立的伦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上课方式将以互动讨论为主，故学生的参与及提问将成为学习的其中一部份。 

2. 媒体方式呈现教材或影片等来启发学习。  

3. 辅助型阅读材料 

4. 案例角色扮演 

5. 实地考察 

教学手段： 

1. 过程式评估：平时作业报告的回馈，录像和录音的反馈及反思 

2. 总结式评估：期末实践报告 

3. 小组讨论：以小组为单位评估，促进同侪互助学习和监督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利用社工实验室进行模拟和录像，及记录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本课程鼓励学在課前完成指定閱讀, 並準備提問的材料, 以促進同儕間的討論及獨立思考空

間.课外实习的场所要事先和讲师讨论，经讲师同意后与机构签同意书，完成 400小时的实习 （参



10208 

《社工本科生实习手册》）。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课程要求:  

1） 课堂参与度: 由于此为实务研讨课程, 故学生的出席和参与度将作为评估的重点之一. 

学生需出席至少 80%的课堂学时, 才能及格. 每次上课学生需汇报实习中面对的伦理议题或两难, 

在老师指导下适当进行角色扮演, 问题解决, 批判反思和技巧练习.  

1）辩论赛: 学生将被随机分为四人一组, 抽题成为正反两方, 对争议式的社工伦理课题进行

辩论. 如: 保密例外原则, 多重关系的界限, 社工本土化等常见问题等等. 

2）自我反思: 学生在期末须交上一篇反思报告, 针对实习中所遇到的伦理议题进行整理, 并

综述中国社工伦理和国外的异同点. 字数限于 1500字左右.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朱眉华, 文军编, <<社会工作实务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2、<<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伦理守则>> 1997. 

3、李伟梁, 库少雄主编, <<社会工作实习与督导>>, 社会工作系列教材, “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1. 

（二）推荐参考书 

4、Alfred Kadushin & Daniel Harkness 著(美), 郭名倞等译, <<社会工作督导>>, 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 2008.  

5、Marion Bogo, Elaine Vayda(加)著, 曾家达等译, 《社会工作实习督导实务: 理论与过程》, 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执笔：陈心洁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整合社会工作研讨 
seminar of integration of social work 

课程号：4230104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在学生专业实习过程以及完成专业实习之后，对学生进行结合具体专业实

习中的问题和感受，给予具体的专业督导，提升学生的实务导向的专业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让学生围绕实习过程遭遇的案主实际问题，通过专业干预策略和技巧的研讨，

把不同专业理论、专业方法整合起来，提供处境化的反思对话，从而开启学生思路、提升专业能力、

解决实际问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研讨课：32学时 

知识单元 1：专业知识和专业实践的关系 

参考学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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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理论和行动的关系 

2．理论的评价 

学习目标： 

1．让学生就实习中遭遇的现实情景和案例,反思专业知识和专业实践的关系。 

2．使学生反思所学知识和所用知识的差异,以及如何转换所学知识为所用知识,成为一个自觉

的专业实践者。  

作业： 

1．默会知识、常识知识和形式知识之间的关系 

2．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在知识形成中的作用 

3．认识论和认识兴趣的关系如何 

4．行动理论的有效特征 

5．无效理论的重要原因是什么，请举例说明。 

知识单元 2：社会工作的专业能力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专业能力  

2．社会工作的专业能力  

3. 社会工作能力的转化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什么是专业能力、如何提升专业能力。 

2．掌握在实践中逐步成为一个技巧熟练的专业人员的方法。 

作业： 

1.要求学生提供实习案例，来呈现自己使用的理论，做出的专业判断，采取的行动策略和达到

的实践目的。 

2.接受其他学生的评论和反馈，看是否在案例中真正采取了相应的理论，以及是否在督导研讨

中开放自己态度和情绪，和大家进行坦诚对话，实现双向学习的效果。 

知识单元 3：专业关系的研讨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专业关系的不同纬度  

2．专业关系的不同情景下的弹性  

3. 调整专业关系的能力 

学习目标： 

1．让学生就专业关系进行反思和对话，从而增强学生对专业关系的弹性把握能力。  

2．使学生具备能够区分专业关系的不同内容要素、不同情景下的关系边界的变动、以及调整

专业关系的能力。 

作业： 

1．案例呈现：呈现专业实习中自己观察或亲自接触的案例，当中的专业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

的细致描述。 

2. 在呈现案例的基础上进行彼此的分享和讨论。 

知识单元 4：理解案主实际的问题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心理学中的人类成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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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学的人类成长理论  

学习目标： 

为学生就人类成长理论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进而对学生实习中遇到的案主实

际的问题提供分析，增加理解和认识。 

作业： 

撰写实习案例，并分析案例中运用到的相关理论，尤其是西方人类成长理论和中国处境下的本

土化模式之间的差异和共同性。 

知识单元 5：预估和专业判断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专业预估的框架  

2．专业预估的技巧  

3. 专业评估中的案主参与 

学习目标： 

主要就学生在专业实习中遭遇的评估技巧问题和如何进行专业判断进行督导，提升学生对案主

实际问题的评估能力和合适合理的判断能力。 

作业： 

提供一个专业案例，说明自己的资料收集过程和模板，并说明自己的专业判断和专业计划的逻

辑，然后阐述自己专业判断和案主的对话交流过程，呈现两者的互动关系等。 

知识单元 6：整合干预策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直接干预策略  

2．间接干预策略  

学习目标： 

主要是就学生在实习中遇到的案例干预策略的有效性和正当性进行督导分析，包括直接干预策

略和间接干预策略等，以及如何以案主的问题解决和能力增强为中心来整合不同的干预策略。 

作业： 

1.提供专业案例，在案例中围绕案主的问题解决，把各种干预策略组合成一个有机、符合逻辑

而又针对实际问题的整体。 

2.说明在案例的问题解决过程中各种干预手段选择标准，和实际执行效果。 

知识单元 7：经验整合和转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工作不同方法的整合 

2．个人性服务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整合 

3. 社会工作和实践处境的整合 

4. 专业实践和专业自我成长的整合 

学习目标： 

1．综合性地针对学生的实习经验进行反思对话，把专业理论、价值、技巧和个人的能力提升

融合起来。 

2．把实习情景下获得的实践方法转移到其他情景中去，提升学生的经验学习和转化能力。 

作业： 

根据自己的专业实习，提供一个个人的专业成长的自传，阐述自己如何运用专业知识于实际案例、

如何解决专业价值的冲突、如何对自己的人格、价值和能力进行挑战和考验以及发生的蝉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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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知识单元 1：专业知识和专业实践的关系 2  

2 知识单元 1：专业知识和专业实践的关系 2  

3 知识单元 2：社会工作的专业能力 2  

4 知识单元 2：社会工作的专业能力 2  

5 知识单元 2：社会工作的专业能力 2  

6 知识单元 3：专业关系的研讨 2  

7 知识单元 3：专业关系的研讨 2  

8 知识单元 4：理解案主世界的问题 2  

9 知识单元 4：理解案主世界的问题 2  

10 知识单元 4：理解案主世界的问题 2  

11 知识单元 5：预估和专业判断 2  

12 知识单元 5：预估和专业判断 2  

13 知识单元 6：整合干预策略 2  

14 知识单元 6：整合干预策略 2  

15 知识单元 7：经验整合和转移 2  

16 知识单元 7：经验整合和转移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学概论 社会工作导论 社区工作 小组工作 个案工作 

后续课程：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个人经验分享、交流与反思 

2.案例分析和角色示范 

3.督导和反映回观 

教学手段： 

多媒体、互联网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 30%，专业实习报告，占 70%。 

4、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五、推荐参考 

1.[德]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 

2.[美]克里斯.阿吉里斯，唐纳德.A. 舍恩，《实践理论:提高专业效能》，邢清清、赵宁宁等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3.[英]帕梅拉.特里维西克，《社会工作技巧：实践手册（第二版）》，肖莉娜 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2010。  

4.秦炳杰、陈沃聪、锺建华，《社会工作：基础理论》，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2002。 

5.黄光国编订，《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6.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 

7.谢立中，《日常生活的现象学社会学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8. Specht H. and Vickery, A. Integrating Social Work Method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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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Fook,J. Ryan, M. and Hawkins, L. Professional Expertis: Practice, Theory and Education for 
Working in Uncertainty. London: Whinting and Birch Ltd. 2000. 

 

社会服务项目策划与管理 
Social Service Projec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课程号：4230104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工作专业的选修课程。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理论学习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见课程进度表 

知识单元 2：不同领域社会服务的策划和管理 

参考学时：18学时 

学习内容：见课程进度表 

知识单元 2：实务操作演练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见课程进度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理论学习 2  

2 理论学习 2  

3 集体经济的策划和管理 2  

4 合作社的策划和管理 2  

5 中国集体村的策划和管理 2  

6 社会企业的策划和管理 2  

7 扶贫项目的不同定位和项目管理 2  

8 中国公共倡导项目的特点和经验 2  

9 中国慈善基金领域的发展 2  

10 如何撰写项目计划书和报告 2  

11 美国的社会经济的实践经验 2  

12 分组报告及评论 (一) 2  

13 分组报告及评论 (二) 2  

14 分组报告及评论 (三) 2  

15 分组报告及评论 (四) 2  

16 分组报告及评论 (五)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实务操作知识、掌握撰计划书和报告技巧、结合社工专业实际需要, 重视学生演述技巧

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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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社工是中国新兴专业, 具体项目策划与管理需求多变, 导师需要了解专业最新发展情

况.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教学、分组演述、模拟学习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总成绩由两部份组成。个人论文部份占总成绩的比例为 50%；分组 “模拟项目计划申请及项

目财政预算” 报告及评论部份占总成绩的比例为 50%。 

7、作业要求： 

○1   个人论文。学生须就导师指定的题目中选取一个以撰写个人论文。论文的阅读材料须包括

但不限于导师指定的阅读材料, 学生可自行参阅其他合适的材料，实际参与相关的社工机构活动及

找寻网上相关资料以支持论文的撰写。 

○2   分组 “模拟项目计划申请及项目财政预算” 报告及评论。2-3学生一组。每组设想自已

是一个民间社工机构的项目管理主任，现于该机构主持一个公共服务项目 [项目类型可以在农业合

作社、社会企业、劳工服务、公共倡导、环境保护、流动或留守儿童服务等领域中选取其中一个] 并

负责筹集下一年度的项目经费。学生须以导师提供的项目申请书格式, 向某假想的资助方提出项目

计划申请及相关的项目财政预算, 财政预算须合理并配合项目计划内容。 

每组设想自已于提交项目申请书后, 于项目评审阶段向资助方进行 40 分钟的演述, 并就项目

的宗旨、目标、对服务对象的正面影响、项目管理、可行性、资金运用等方面进行解释和辩护, 报

告后回应由扮演资助方评委的 “评论组” 及其他同学提出的评价及提问。演述当天须向各组及导

师预备一份 “模拟项目计划申请及项目财政预算” 副本。小组报告前两周, 每组学生须就选取的

项目类型及资金额咨询导师意见。报告后两周内，每组完成一份修订后约 2000字的 “模拟项目计

划申请及项目财政预算” 交予导师评分。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社会经济在中国》潘毅等 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1月。 

《港澳非营利组织发展比较研究》黎熙元等 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香港非营利组织》王名等编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执笔：梁柏能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海外中国研究（双语） 
Chinese Studies Oversea（Bi-lingual） 

课程号：4230104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介绍海外中国研究的发展状况；2、阅读研讨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专

著；3、分析海外中国研究在问题意识、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发展变化。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了解海外中国研究发展的基本状况，

掌握海外中国研究的范式转换。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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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教学：24学时 

知识单元 1：海外中国研究的兴起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天主教与欧洲中国研究。 

2．法国的“中国热”与汉学。 

3．德国、俄国的中国研究。 

4．日本的中国史研究。 

学习目标： 

1．了解天主教与欧洲中国研究兴起的关系。 

2．掌握欧洲各国的中国研究兴起的社会情景和学术情景以及各国的不同学术取向。 

3．掌握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特点。 

作业： 

阅读材料——张西平：《欧洲早期汉学史》，中华书局 2009年版。 

知识单元 2：美国中国研究的发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二战前美国的亚洲政策与中国研究。 

2．“冷战”时期美国中国研究的兴盛。 

3．美国民权运动与中国研究的范式转换。 

学习目标： 

1．了解二战前与冷战时期美国不同的亚洲政策对中国研究的影响。 

2．掌握美国二战后中国研究兴盛时期的研究重点。 

3．掌握 197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研究的范式转换以及研究趋势 

作业： 

阅读材料——刘广京：“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趋势”，载朱政惠编：《美国学者论美

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第 183-203页。 

知识单元 3：美国社会学的中国研究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美国分支社会学的建立与中国研究。 

2． 美国中国研究的范式转换与社会学视角 

3．美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问题研究。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各分支社会学建立时中国研究的位置和意义。 

2．掌握美国社会学的中国研究在 1970年代前后的不同范式。 

3．了解美国社会学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注点。 

作业： 

阅读材料——Perry, Ekizabeth etc. Chinese Society：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RoutledgeCurzon, 2010（Chap. 1&2） 

知识单元 4：海外中国研究中的社会转型研究（1）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海外中国研究对清季到民国的研究。 

2．海外中国研究对共产主义兴起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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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社会转型与海外中国研究。 

学习目标： 

1．了解海外中国研究关注清季、民国和共产主义兴起的学术理路。 

2．掌握海外中国研究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研究立场与理论取向。 

作业： 

阅读材料——Perry, Ekizabeth etc. Chinese Society：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RoutledgeCurzon, 2010（Introduction, Chap. 10&12） 

知识单元 5：海外中国研究中的社会运动研究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海外中国研究对工人反抗行为的讨论。 

2．海外中国研究对城市维权运动的讨论。 

学习目标： 

1．掌握海外中国研究对工人反抗行为的研究立场与理论取向。 

2．掌握海外中国研究对城市维权运动的研究立场与理论取向。 

作业： 

阅读材料——Perry, Ekizabeth etc. Chinese Society：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RoutledgeCurzon, 2010（Chap.3,6&8） 

知识单元 6：海外中国研究中的农村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农村研究与海外中国研究。 

2．海外中国研究对中国农村的经典研究与范式转换。 

学习目标： 

1．了解海外中国研究关注中国农村的学术理路。 

2．掌握海外中国研究对中国农村研究的范式转换及其不同理论取向。 

作业： 

阅读材料——Perry, Ekizabeth etc. Chinese Society：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RoutledgeCurzon, 2010（Chap.4,5&13） 

知识单元 7：全球化与海外中国研究的拓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经济全球化对海外中国研究的促进。 

2．后现代理论对海外中国研究的挑战。 

学习目标： 

1．了解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社会以及对海外中国研究的影响。 

2．掌握性别、族群研究的兴起给海外中国研究带来的新理路与新立场。 

作业： 

阅读材料——Perry, Ekizabeth etc. Chinese Society：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RoutledgeCurzon, 2010（Introduction, Chap. 7&11）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4个，共 8学时 

实验 1：中西文化交流与海外中国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阅读研讨朱政惠的《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以美国中国学的建立与发展为例，

讨论海外中国研究与中国社会转型、中西文化交流以及国际政治格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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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要求：熟悉海外中国研究的发展历程；研究海外中国研究与中国—全球的经济社会转型；

掌握海外学者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法。 

实验 2/3/4：海外中国研究学术专著研读（I/II/III）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分三次课程，要求学生对照阅读萧公权《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中英文版全书，并在课堂上汇报讨论相关部分的研究问题、关键概念、主要

论断及结论等 

实验要求：熟悉萧公权对中国农村的基本论述；研究萧公权对清季农村研究为海外中国学奠定

的研究理路；掌握萧公权研究中国农村和中国政治的基本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讲 海外中国研究的兴起（1） 2 传教士汉学、法国汉学 

2 第一讲 海外中国研究的兴起（2） 2 德国汉学、日本中国史研究 

3 第二讲 美国中国研究的发展（1） 2 1950年代前后建立 

4 第二讲 美国中国研究的发展（2） 2 1970年代的范式转换 

5 第三讲 美国社会学的中国研究（1） 2 范式转换 

6 第三讲 美国社会学的中国研究（2） 2 社会问题研究 

7 讨论课 1：中西文化交流与海外中国研究 2  

8 第四讲 海外中国研究中的社会转型研究（1） 2 对清季到民国的研究 

9 第四讲 海外中国研究中的社会转型研究（2） 2 对共产主义兴起的研究 

10 第五讲 海外中国研究中的社会运动研究（1） 2 工人的反抗行为 

11 第五讲 海外中国研究中的社会运动研究（2） 2 城市维权运动 

12 第六讲 海外中国研究中的农村研究 2  

13 讨论课 2：海外中国研究学术专著研读（I） 2  

14 讨论课 3：海外中国研究学术专著研读（II） 2  

15 讨论课 4：海外中国研究学术专著研读（III） 2  

16 第七讲 全球化与海外中国研究的拓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社会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海外中国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难点：海外中国研究的范式转换与社会转型研究。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以教师讲解课程重点与难点为主。 

2.课堂讨论：学生对教师指定的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专著进行研读，并在教师的主持和指导下，

在讨论课上进行汇报和讨论。 

教学手段： 

1.阅读材料：每一讲都提供相应的研究范例，要求学生进行研读。 

2.专著研读：学生对教师指定的海外中国研究的学术专著进行研读，并在教师的主持和指导下，

在讨论课上进行汇报和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可供圆桌讨论的教室、配有电脑和投影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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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选课学生需要根据教师指定、对海外中国研究的范例学术专著进行研读，研读以课后作业的形

式开展，不占用课堂教学的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本课程的考核分成四项：1.课堂表现（10%），学生需完成课前阅读和其它课程要求，

并积极参与课堂讨论，特别是全班共同阅读部分的讨论。2.专著研读报告（30%）：每位同学需按照

老师的指定，精读学术专著的中文版本，并对照阅读相应英文，在课堂上对阅读材料进行汇报，并

以 PPT 中英文对照展示阅读材料中的研究问题、关键概念、主要论断及结论等。需提交讨论报告

（word）一份，字数不限。3.课堂评议（20%）：选课同学需按照老师的指定，精读学术专著的中文

版本，与主讲同学讨论，并在主讲同学的课堂汇报后，进行评议。4期末作业（40%）：从老师列出

的学术关键词中选择两个，写作英文的小论文一篇。 

7、作业要求： 

选课学生需提交两次书面作业：1.学术专著的研读报告。2.学术关键词英文小论文。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无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Perry等编著《Chinese Society：Change，Conflict and Resistance》，RoutledgeCurzon

出版社，2010年 3月 第 3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朱政惠编《美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年 第 1版 

2. 蕭公權著《中國鄉村：論 19世紀的帝國控制》，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4年 第 1版。 

3. Hsiao,Kung Chuan著《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出版社, 1960年 第 1版。  

执笔：何江穗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15日 

 

社会工作实务专题（一）（劳工、妇女社会工作） 
Social Work Practice Theme I (Labor and Women Social Work) 

课程号：4230105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主要针对劳工和妇女的社会工作原理和方法上之社会工作实践教学。本课程的教学目的: 

熟练掌握社会工作实务技能，能及时回应工人及妇女的诉求，为工人群体、妇女群体、流动儿童群

体提供直接的专业服务，并藉以专业的服务提升社区品质, 训练高素质技能型社会工作人才。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 

通过课堂教学，要求学生掌握针对劳工和妇女方面的社会工作实务过程、方法和技巧。内容包

括: 民间组织运作、劳动法实践、劳动仲裁、行政诉讼、社会保险、留守及流动儿童、工伤及职业

病、工会组织、集体谈判、集体合同、企业社会责任、三方协商等方面 

参考学时：1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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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2 

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具备及时觉察劳工和妇女的问题和需要，并对之进行预估与计划，选择

合适的介入策略，运用不同的资源，帮助满足劳工和妇女的需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增强为他们提

供专业服务的能力。 

参考学时：16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2  

2 农民工的困境 2  

3 劳动法 2  

4 劳动仲裁 2  

5 行政诉讼 2  

6 工会组织 2  

7 集体合同 2  

8 集体谈判 2  

9 企业监督与企业社会责任 2  

10 留守及流动儿童 2  

11 工伤及职业病 2  

12 劳工与社会保险 2  

13 性侵犯及性骚扰 2  

14 妇女社会工作 2  

15 民间组织的角色及运作 2  

16 总结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操作实务、劳工及妇女群体的具体处境 

难点：理论掌握、实践操作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分组讨论。 

教学手段： 

1.讲课。 

2.录像。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学生根据课程内容进行一次小组微型社会调查及报告，以及完成一份个人期末论文。平时成绩

占总成绩的比例为 20%，主要由课堂表现构成；小组微型社会调查及报告占总成绩的比例为 40%；

期末论文占总成绩的比例为 40%。 

7、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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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组微型社会调研及报告 

2-3学生一组。每组访问两位昌平区的外来工(一男一女), 跟每位工人进行 2-3次每次约一小

时的访谈, 了解其: 工作性质、来京工作原因、家属及子女状况、生活主要成本、有否遭受歧视、

子女情况及教育开支、工资工时社保、过去工作经验、面对的主要困难、经历过的不合理待遇、处

理及应变方法、维权经验、求助途径、对未来生活的想象等。然后, 综合两个案: 指出在京外来工

的基本生存及工作状况, 以及面对的主要困难, 分析造成这些困难的社会及制度性原因, 以及提

出政策性的解决方法。完成访谈后, 在课堂上进行 45分钟的 PPT报告, 报告后回应由 “评论组” 

提出的评价及提问。PPT报告后两周内，完成一份约 3000字的小组文字报告。 

小组 PPT报告前一周, 学生须与完成访谈、报告大纲及报告草稿, 并咨询导师有关其 PPT报告

的意见. 。 

○2  分组劳工机构活动参与及观察、个人论文 

2-3学生一组。学期间, 每组参与约 2-3次由市内劳工或妇女机构所举行的工作或活动 (所选

活动须事先得导师及该机构同意). 完成后, 每名学生咨询导师意见, 选定一个与参与活动相关的

期末论文题目, 然后就课堂的学习内容及机构活动的参与及观察完成一份约 3000 字的期末论文。

所有学生的期末论文题目须第 10周前取得导师同意及确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李萤编着《中国农民工政策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孔繁华编着《劳动行政争议的理论与实践》，人民出版社，2012年 

执笔：梁柏能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社会工作实务专题三：司法社会工作 
Forensic social work 

课程号：4230105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让学生掌握司法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理解司法社会工作的问题，

清楚被害人权益与犯罪人权益；2、掌握司法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和不同司法社工领域的具体工作

方法，并且能够在实践中根据案例的具体情势恰当运用；3、促进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权益维护，提

高服刑人员改造效果，预防犯罪，解决纠纷，推动我国司法改革，促进社会和谐的建立。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司法社会工作的基础知识，了解

司法社工的概念，为将来社会工作实践、整合社会工作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方法

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6学时 

知识单元 1：司法改革与社会工作的介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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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典时代（18世纪晚期）的司法体制改革： 

专制君主时代（16-18世纪早期）的司法制度： 

权力是一种任意专断的绝对权力 

司法体系是君主意志的表现，是对挑战君权的罪行的惩罚，也是对公众的恐吓。 

司法权力的技术特征是一种残酷而放任的暴力表演。 

总之，正如福柯所言：司法酷刑是一种技术和艺术，也是一种表演仪式，“它是一种有差别的

痛苦制造方式，一种表明受刑者和体现惩罚权力的有组织的仪式。它表明法律体系怒不可遏、忘乎

所以、失去控制。”（1999：38）而酷刑的政治功能在于君主权力威力的展示，从而来达到恐吓的政

治效果 

2． “人道化”司法改革的惩罚技术的符号特征： 

第一，最少原则 

第二，充分想象原则 

第三，侧面效果原则 

第四，绝对确定原则 

第五，共同真理原则 

第六，详尽规定原则 

归纳起来，就是人道化改革之后的司法技术，仍然是一种惩罚，但是转向了一种更加普遍而温

和的惩罚，一种通过符号来确定的更加确定和容易想象的惩罚体系。这样的惩罚技术更加的确定和

有效，也更加经济节约。 

3. 西方古典司法改革对中国司法改革的影响 

首先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强调的也是宽严相济原则、罪刑相当原则，以体现刑罚的轻型化和人

道化，体现司法公正（just desert）。这个原则其实改变了中国原来的司法体系泛道德化、泛政治

化的传统，转为针对犯罪行为的适当惩罚。 

其次，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也区分不同犯人，对于未成年犯罪也基本上体现出过失犯的分类，

注重的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实行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针。 

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有地方探索未成年犯罪的社会调查和社会保护措施，1985 年发

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教育、预防青少年犯罪的通知》，规定对所有案件都要对少年生活背

景和环境进行适当调查，以便做出适当的明智的判决。 

1991年颁布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对违法犯罪青少年实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学习目标： 

   掌握西方国家刑事司法体系两次改革的基本精神 
    掌握西方国家形式司法体系改革导致的权力技术的变化 
    理解西方司法改革对中国未来司法改革的意义 
知识单元 2：司法社会工作的介入领域、理念和实践策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司法社会工作的介入领域：犯罪预防、权益维护、纠纷调解、犯罪矫正 

2. 司法社会工作的若干理念： 

. 法制主义 Vs. 能动主义 

个体权利 Vs.  社区团结 

.震慑主义 Vs. 社会重建 

司法公正（罪刑相当）Vs. 治疗恢复 

3. 司法社会工作实践策略: 

增权策略 

国家父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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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理机制 

长老机制 

沟通策略 

社区团结 

人本主义 

精神分析 

行为矫治 

认知/理情疗法 

社会学习 

学习目标：理解司法概念，明确司法相关概念与司法社工领域，清楚不同司法模式与社会工作

的关系状态，以及司法模式与社会工作的动态演进过程。 

作业： 

1、司法模式与社会工作的关系状态有哪些？ 

2、司法社会工作实践策略如何选择 

知识单元 3：犯罪社会学相关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自我-角色-认同理论 

2差别联结和强化学习理论 

3互动情景理论 

4社会失范理论 

5越轨反文化理论 

6犯罪机会结构理论 

7低下阶级文化理论 

学习目标： 

掌握犯罪社会学的不同理论流派，学会分别他们的差异和要点，并能够结合具体案例来应用其

分析。 

作业： 

1、 犯罪社会学的理论流派有哪些？ 

2、 如何应用犯罪社会学理论分析校园暴力问题？ 

知识单元 4：犯罪心理学相关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精神分析与违法犯罪 

2. 反社会人格与违法犯罪 

3. 一般人格理论和认知社会学习理论与违法犯罪 

4. 犯罪矫正的三大原则 

5. 再犯风险的八大要素 

学习目标： 

掌握犯罪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尤其是再犯风险的核心要素，理解犯罪矫正的三大原则。 

作业： 

1. 精神分析理论和犯罪的关系 

2. 反社会人格的主要特征 

3. 再犯风险的核心要素 

4. 犯罪矫正的核心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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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5：犯罪预防社工方案与服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犯罪预防社会工作概述。犯罪预防社会工作被界定为“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策略应

用于犯罪预防实践，从多类原因、多元主体及多种措施入手，防止犯罪发生或者减少犯罪发生，以

消除犯罪的原因和减少犯罪的机会”。同时，犯罪预防工作有其可能性和必然性。 

2. 犯罪预防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犯罪预防社会工作理论基础包含以下内容，犯罪预防的宏

观理论视角强调社会结构、文化等因素对犯罪行为的潜在影响，微观视角强调个体是生理、心理、

社会化过程对犯罪行为的影响，社会工作者应能够从两方面入手，既推动社会的变革，减少犯罪的

社会因素，同时推动个体、家庭、社会、社区对每一个个体心灵、需求的关怀，使其增强自身的抵

抗力，进而促进宏观和微观因素的彼此良性循环。犯罪预防社会工作实务内容，在具体实务中，社

工的工作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四个方面：面向所有公民的常规服务工作、面向高危人群的评估和干预

工作、面向犯罪嫌疑人群的衔接工作、倡导社会政策的制定工作。 

3. 犯罪预防社会工作方案与服务。犯罪预防个案工作一般按照接案与预估、制定服务计划、

实施服务计划、效果评估、结案与跟进五个步骤来进行。犯罪预防项目化工作一般按照制定工作目

标、设计方案、评估效果三个步骤进行。 

学习目标：理解犯罪预防社会工作的定义，掌握犯罪预防社会工作理论基础和犯罪预防社会工

作的具体实务内容，明确犯罪预防个案工作和项目性工作的一般工作步骤。 

作业： 

1、犯罪预防社会工作的定义？ 

2、犯罪预防社会工作理论基础有哪些？ 

3、犯罪预防社会工作的具体实务内容？ 

4、犯罪预防个案工作的一般工作步骤？ 

知识单元 6：被害人社工方案与服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被害人社会工作的理念与现实基础。被害人主要指那些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自然

人。被害人社会工作主要是基于恢复性司法理念、人权保护理念和社会福利理念。被害人社会工作

存在的现实基础有当今是社会环境、社会工作专业发展情况和来自被害人的需要。 

2. 被害人社会工作的实务框架。被害人社会工作的实务框架包括服务对象、工作内容、工作

方法三方面。被害人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是儿童虐待被害人、性侵犯被害人、家庭暴力被害人、暴

力犯罪被害人；工作内容包括被害人证人协助方案、被害人服务方案、被害人与加害人调解方案、

审前和解、安全邻里和犯罪预防方案、补偿方案；被害人社会工作的工作方法包括评估、危及介入、

调解、倡导三种方法。 

3. 我国被害人社会工作的机遇与挑战。我国被害人社会工作以刑事司法理念持续转型、构建

和谐社会的要求、来自被害人的迫切需求、社会工作的充分发展为契机发展起来。同时，我国被害

人社会工作面临专业工作方法的本土化碳素、提高跨机构间协调合作效能、加强被害人社工机构建

设、健全被害人保护机制四方面的挑战。 

学习目标：了解被害人社会工作的理念与现实基础，清楚被害人社会工作的实务框架的构成及

其具体内容，明确我国被害人社会工作的发展契机和挑战。 

作业： 

1、被害人社会工作的理念与现实基础分别是什么？ 

2、被害人社会工作的实务框架包括哪几部分？ 

3、我国被害人社会工作的发展契机有哪些？ 

4、我国被害人社会工作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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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7：犯罪矫治社工方案与服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如何理解犯罪教矫正社会工作。犯罪矫治社会工作将社会工作实施与矫正体系当中，由专

业人员或志愿人士在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的指引下，运用专业理论知识与方法技术为犯罪人或者

具有犯罪危险的人及其家人，在审判、服刑、缓刑、刑释或其他社区处遇期间，提供思想教育、心

理辅导、行为纠正、就业培训、信息咨询、生活照料等，使之消除犯罪心理结构、修正行为模式、

适应社会生活的一种福利服务活动。 

2. 犯罪教矫正社工方案和服务内容。犯罪矫正是个长期复杂系统的过程，需要各方面的专业

人员共同合作才能达到目的。其具体内容一般包括司法判决前的社会工作、监禁场所内的社会工作、

刑满释放后是社会工作、社区矫正中的社会工作、矫正社会工作评估五部分。 

学习目标：能够从概念等方面理解犯罪教矫正社会工作，明确犯罪教矫正社会工作的具体服务

内容和方案设计方法。 

作业： 

1、如何理解犯罪教矫正社会工作？ 

2、犯罪教矫正社会工作的服务内容有哪些？ 

知识单元 8：调解与仲裁的司法社工服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调解与司法社工服务。解制度是指经过第三者的排解疏导、说服教育，促使发生纠纷的双

方当事人依法自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分为人民调解、法院调解和行政调解三种类型。

司法社工服务和我国调解制度在本质、价值观、基本原则、功能、机构属性等方面有契合性。同时，

司法社工服务进入我国调解制度有可行性和重要性。 

2. 仲裁与社会工作服务。仲裁是指纠纷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非司法

机构的第三者审理，第三者就纠纷居中评判是非，并作出对争议各方均有约束力的裁决的一种解决

纠纷的制度方法或方式。仲裁在服务的公共属性、机构的第三部门属性、功能的相似性三方面与司

法社工具有相似性。司法社工服务在仲裁领域进行个案服务、调解服务。 

学习目标：了解仲裁的概念，明确司法社工服务和我国调解制度的契合性，理解司法社工服务

进入我国调解制度的可行性和重要性，清楚司法社工服务在仲裁领域可以提供哪些服务。 

作业： 

1、司法社工服务和我国调解制度在哪些方面具有契合性？ 

2、司法社工服务进入我国调解制度具有哪些可行性和重要性？ 

3、司法社工服务在仲裁领域可以提供哪些服务？ 

知识单元 9：禁毒领域的社工方案与服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毒品与毒品成瘾。毒品分为新型毒品和传统毒品，毒品成瘾被定义为一种慢性、复发性的

脑疾病，我国现行的禁毒模式主要有自愿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场所康复、社区康复五

中模式。 

2. 禁毒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务框架。禁毒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与方法在禁毒领域

的应用，是由专业的禁毒社工运用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对吸毒人员及其家庭提供帮助，旨在帮助吸

毒人员戒除毒瘾、保持操守，引导吸毒人员的自我重建，并改善他们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最终

恢复良好的社会功能顺利回归社会。其理论框架包括毒品成瘾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和社区照顾理

论。其实务框架也是按照找案、接案、收集资料与评估、制定服务计划来进行的。 

3. 禁毒社会工作的方法与技巧。方法和技巧包括个案工作和小组工作，具体来说，个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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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展，包括寻找案主、建立专业关系、接案、建档、收集资料与评估、制定服务计划 实施服务

计划、效果评估、结案与跟进服务等步骤。小组工作的开展——以同伴教育小组为例，具体步骤包

括同伴教育者的选择与培训、招募小组成员、设定小组工作的目标、拟定小组工作方案、根据工作

方案开展活动、小组评估、关于小组协议等。 

学习目标：了解毒品与毒品成瘾的概念，清楚我国现行的主要禁毒模式，理解禁毒社会工作的

概念与理论框架，能够掌握禁毒社会工作的具体方法与技巧。 

作业： 

1、我国现行的禁毒模式主要有哪些？ 

2、禁毒社会工作的概念与理论框架分别是什么？ 

3、禁毒社会工作的方法与技巧有哪些？ 

知识单元 10：信访领域的社工方案与服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信访与信访社会工作。信访社会工作主要是指社会工作者在信访领域，以利他主义为指导，

运用社会工作特有的方法技巧，优化信访事件，安抚信访人员，助理信访正义，维护信访秩序的职

业化服务活动。信访社会工作对信访活动有着重要意义，信访工作体制创新即承载形式需要社会工

作，同时社会工作能够为信访提供大量的理论与技巧支撑。 

2. 信访社会工作的目标、任务和内容。信访社会工作以维护公民及组织的基本权益、解决群

众的信访困难、为党政和人民沟通架起桥梁、维护社会秩序与稳定为目标。其内容包括信访基本工

作、信访代理、信访培训、回访下访、信访监督、社会支持和调查研究七个方面。 

3. 信访社会工作的原则与服务技巧。信访社会工作要坚持群众至上、宽容、助人自助与尽力

助人相结合、本土化等价值观。宏观信访工作包括优化信访实践、普及信访知识和维护信访秩序三

方面。微观信访技巧包括倾听、冷静、同理心、苦口婆心、爱心、允许适度反复、多种方法、主动

等。 

4. 信访社会工作中的风险规避。信访社会工作的风险来自于理念和具体工作两方面，理念风

险主要由刚性维稳、对新事物否定和唯上三中原因引发；工作风险则包括政治风险和过程风险。对

此，应在宏观部门方面和微观个人层面进行应对。 

学习目标：理解信访社会工作的概念，明确信访社会工作的目标、任务和内容，掌握信访社会

工作的原则与服务技巧，明确信访社会工作中的风险以及规避方法。 

作业： 

1、信访社会工作的概念？ 

2、信访社会工作的目标、任务和内容有哪些？ 

3、信访社会工作的原则与服务技巧有哪些？ 

4、信访社会工作中的风险有哪些？如何规避？ 

知识单元 11：监视、探视、收养的司法社工服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监视、探视、收养的司法社工服务概述。监视、探视、收养既有立法需求又有现实需要，

表现为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现象、父母离婚后未成年人监护缺失问题、农村留守儿童监护问

题、孤儿流浪儿的国家监护问题、离婚后探视权纠纷问题、违法寄养收养问题、灾后孤儿收养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司法社会工作有其自身的专业优势，表现为契合的价值理念、完善的需求评估、灵活

的介入方法和持续的服务过程。 

2. 监视、探视、收养的社会工作理论。监视、探视、收养的社会工作是指在相关法律规定下，

开展有关监视、探视与收养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其工作原理为儿童发展理论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3. 监视、探视、收养的社会工作服务。监视与探视的社工服务包括儿童及家庭评估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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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儿童最大利益”的监护与探视评估标准、监护与探视的具体司法社工服务方案。 

学习目标：理解监视、探视、收养的概念及其遇到的现实问题，以及面对这些问题，司法社会

工作自身的专业优势。了解监视、探视、收养的社会工作理论，掌握监视、探视与收养的具体社工

服务方法。 

作业： 

1、针对监视、探视、收养的现实问题，司法社会工作自身的专业优势有哪些？ 

2、监视、探视、收养的社会工作理论有哪些？ 

3、监视与探视的社工服务有哪些？ 

知识单元 12：精神障碍者的司法社工服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精神障碍司法社会工作概述。明确精神障碍的定义与分类。精神障碍司法社会工作是指社

会工作者运用已有的专业理念和知识技能在司法领域对精神障碍者提供的各种专业服务，旨在保护

其合法权益，促进其生理、心理及社会功能的恢复。同时，司法社会工作介入精神障碍领域有其必

要性和可能性。 

2. 精神障碍司法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精神障碍司法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包括整合的生理-

心理-社会模式、精神障碍复原哲学、最少限制性选择原则、治疗性法学等。 

3. 精神障碍司法社会工作服务与方案。民事强制收留与司法社工服务的具体工作步骤包括：申请、

可能性评估、民事审讯；刑事庭审与司法社工服务的具体工作步骤包括：参与司法精神鉴定、患者受

审能力的评估、危机评估与警告责任、作为专家证人的司法社工；庭审结束后的司法社工服务的具体

工作步骤包括：监狱系统司法社工服务、精神病院司法社工服务、个案管理、社区照顾实践。 

学习目标：明确精神障碍的定义与分类，明确司法社会工作介入精神障碍领域的必要性和可能

性，掌握精神障碍司法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能够应用精神障碍司法社会工作的具体服务与方案。 

作业： 

1、司法社会工作介入精神障碍领域有哪些必要性和可能性？ 

2、精神障碍司法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有哪些？ 

3、精神障碍司法社会工作的具体服务与方案有哪些？ 

知识单元 14：中国司法社工的现状与未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中国司法社会工作的历程。我们主要从三个阶段来了解中国司法社会工作的历程，分别是

小规模是司法社会工作（2002年之前）、司法社会工作组织化阶段（2002-2008年）、司法社会工作

推广阶段（2008年至今）。 

2. 我国司法社会工作模式特点。我国司法社会工作的优势与特点。我国司法社会工作的优势

与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政府主导、实践导向、人民参与、东方经验。我国司法社会工作的不足。

我国司法社会工作的不足主要包括以下内容：行政色彩过浓、体制不完备、理论落后、与法制社会

有一定矛盾。 

3. 影响中国司法社会工作推进的张力。影响中国司法社会工作推进的张力主要表现在以下方

面。合法性张力：“公权力”与民间性之间的张力；目标性张力：行政性与专业性之间的张力；独

立性张力：他组织与自组织之间的张力；匹配性张力：政府购买与自己寻找的张力。 

4. 我国司法社会工作的未来。 

学习目标：了解中国司法社会工作的发展阶段，明确我国司法社会工作的优势与不足，深入理

解影响中国司法社会工作推进的张力及其应对方法，能够认识到我国司法社会工作的未来。 

作业： 

1、中国司法社会工作的发展阶段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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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司法社会工作的优势与不足分别有哪些？ 

3、影响中国司法社会工作推进的张力有哪些？ 

4、我国司法社会工作的未来在哪里？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司法改革和司法社会工作的介入 2  

2 
犯罪社会学相关理论（上）：微观社会学视角（角色表演和角色支

持性偏差行为） 
2  

3 
犯罪社会学相关理论（下）：宏观社会学视角（差别连接和犯罪次

文化理论） 
2  

4 纠纷调解与社区变迁：中国社区调解的历史演变 2  

5 中国的社区调解与国外的另类纠纷解决机制（ADR） 2  

6 
矫正社会工作的基本理念：为了降低再犯率，还是为了司法公正？

（社区矫正的三原则：RNR原则） 
2  

7 矫正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上）：精神分析理论与挫折攻击理论 2  

8 矫正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下）一般人格和社会学习理论 2  

9 矫正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中）：病态人格与犯罪理论 2  

10 矫正社会工作的评估体系（上）：指标体系 2  

11 
矫正社会工作的评估体系（下）：基于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的青少

年涉案人员的评估案例 
2  

12 
矫正社会工作的干预策略（上）：各种惩戒型补偿措施

（retributive correction） 
2  

13 
矫正社会工作的干预策略（中）：各种恢复性治疗措施

（rehabilitative correction） 
2  

14 
矫正社会工作的干预策略（下）：社区和解性调解措施

（restorative correction） 
2  

15 
循证矫正 Vs反思性个案研究（evidence-based correction VS 

reflective case study）：基于北京市大兴区社区矫正案例 
2  

16 复习考核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工作概论、通用社会工作方法、犯罪社会学、犯罪心理学、 

后续课程：社会工作督导、整合社会工作、社会工作伦理、社会工作实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本课程教学重点主要是司法改革开辟出来的相关领域提供给社会工作的介入空间、介

入策略和方法，试图达到的社会后果。 

难点：犯罪社会学和犯罪心理学对司法社会工作的具体指导意义，以及如何处理和司法体制及

工作人员的权力关系，还有和服务对象之间的专业关系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教授。 

2.案例讨论。 

3.情景模拟 

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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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讲义。 

2. 案例。 

3. 相关视频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主要在课堂进行教学，需要多媒体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需要学生课外阅读相关参考资料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主要包括一次平时读书报告占 20%；一次平时影评占 10%；期末论文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何明升等编著《司法社会工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11月 第一版（教材获奖情况） 

（二）推荐参考书 

1. 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城、杨远婴 翻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2. Donald. A. Andrews and James Bonta. The Psychology of Criminal Conduct (Fifth edition). New 
Providence: LexisNexis Group. 2010. 

3. Katherine S. Van Wormer and Lorenn Walker. Restorative Justice Toda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2013. 

4 Albert K. Cohen and James F. Short “第二章，犯罪与少年越轨行为”，载 Robert Nisbet and 
Robert K. Merton著《当代社会问题》，郭振羽、罗伊菲 翻译，香港：国立编译馆，1980年。  

执笔：郭伟和  审稿：郭伟和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6月 30日 

 

社会工作实务四----家庭社会工作 
Family social work 

课程号：4230105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开设本课程教学旨在使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比较全面的了解家庭社会工作的基础知识、基本理

论、基本方法，领会不同类型家庭问题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和社会工作介入的具体方法和技巧，

提高家庭社会工作的能力和素质，为将来科学诊断和有效解决不同类型家庭问题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婚姻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婚姻的涵义 

2．婚姻的形式 

3. 婚姻的习俗及其社会学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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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婚姻的形式 

2．掌握婚姻的涵义 

3. 理解婚姻的习俗及其社会学涵义 

作业： 

1．简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形态的婚姻形式。 

2．简介几种婚姻习俗，并分析其社会学涵义。 

3．什么是婚姻的本质？对婚姻本质的解释经历过哪几个时期？ 

知识单元 2：家庭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家庭的概念 

2．家庭的性质 

3. 家庭的复杂性 

学习目标： 

1．掌握家庭的涵义、特征 

2．把握家庭结构的分类方法  

3. 理解家庭性质及其本质 

作业： 

1．社会学家们是如何解析家庭的？  

2．如何把握对现代家庭的定义？ 

3．如何理解家庭的性质及本质？ 

知识单元 3：家庭变迁与当代中国的家庭问题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变迁对家庭的影响  

2．中国的家庭变迁与当代中国的婚姻家庭问题  

3. 家庭变迁的方向预测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变迁与家庭进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2．掌握家庭变迁的理论  

3. 把握中国的家庭变迁与当代中国的婚姻家庭问题 

作业： 

1．西方学者是如何从结构功能论的视角论述社会变迁对家庭功能的影响的？ 

2．与中国的社会转型相对应中国的婚姻家庭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3．当前我国婚姻家庭出现的问题主要在哪几个方面？ 

4．你如何预测家庭未来的变迁方向？为什么？ 

知识单元 4：家庭社会学的研究与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国外婚姻家庭研究简述  

2．中国的婚姻家庭研究简史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外对婚姻家庭的研究方法  

2．了解我国婚姻家庭的发展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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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我国婚姻家庭研究的学术特点 

作业： 

1.简述我国的婚姻家庭问题研究学术活动的特点 

2.如何把握中国婚姻家庭的发展变化? 

知识单元 5：家庭社会工作的基本涵义与内容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家庭社会工作  

2．家庭社会工作的基本内容  

3. 家庭社会工作的一般方法 

4. 家庭治疗 

学习目标： 

1．了解家庭社会工作的历史发展……。 

2．掌握家庭社会工作的基本内容……。 

3. 基本掌握个案工作法、团体工作法、社区工作法、家庭治疗方法 

作业： 

1. 概括家庭社会工作的主要特点有哪些. 

2. 简述中国内地家庭社会工作的具体内容. 

知识单元 6：家庭社会学的主要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家庭生命周期理论 

2．家庭系统理论  

3. 结构功能理论 

4. 社会冲突理论 

5. 符号互动理论 

6. 社会交换理论 

7. 社会支持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家庭社会学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2．掌握家庭社会学理论的主要思想  

作业： 

1．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主要论点是什么？对中国家庭有什么现实意义？  

2．简述家庭系统理论的主要思想。 

3．简单论述社会冲突理论与结构功能理论的主要区别。 

4．符号互动论与家庭有关的研究主要涉及哪些方面？ 

5．简述社会交换理论的基本观点。 

知识单元 7：家庭治疗的理论与方法(上)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家庭治疗简介  

2．结构式家庭治疗  

3. 萨提亚家庭治疗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家庭治疗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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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结构式家庭治疗法、萨提亚家庭治疗法的基本理论观点、 

3. 了解家庭治疗的基本过程  

作业： 

1.试析结构式家庭治疗法的理论基础. 

2.简述萨提亚家庭治疗法的治疗策略. 

知识单元 8：家庭治疗的理论与方法(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德国系统式家庭治疗  

2．现代家庭治疗的其他模式简介  

3. 后现代学派对家庭治疗的发展 

学习目标： 

1．理解后现代学派与现代主义家庭治疗理念的异同  

2．了解系统式家庭治疗、鲍温家庭系统理论、行为主义家庭治疗、心理动力性家庭治疗、功

能性家庭治疗、策略性家庭治疗等家庭治疗的方法 

作业： 

1. 德国系统式家庭治疗的主要技巧是什么？ 

2. 简述后现代学派家庭治疗的发展过程. 

知识单元 9：家庭过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择偶  

2．结婚 

3. 我国一般的家庭过程及其发展任务  

4. 中年家庭 

5. 老年家庭与“空巢家庭” 

学习目标： 

1．了解对于择偶行为研究者是如何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理论解释 

2．掌握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中家庭过程各个阶段的主要任务 

3. 理解婚前准备的含义 

作业： 

1．对于择偶行为，研究者们是如何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理论解释的？ 

2．你怎样认识“性”在约会中的作用。 

3．婚前准备都包括哪几个层面？ 

4．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中家庭过程包括几个阶段？各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5．中年家庭结构的特点及所面临的问题有哪些？ 

6．我国老年“空巢家庭”结构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知识单元 10：家庭关系及其调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家庭关系的特点  

2．婚姻关系 

3. 亲子关系 

4. 其他亲属关系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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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影响家庭关系的内外因素 

2．掌握家庭关系的特点 

3. 了解中国社会家庭关系的变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作业： 

1．与其他社会关系比较家庭关系有什么特点？ 

2．影响家庭关系的内、外部因素有哪些？ 

3．简述中国社会的夫妻关系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的。 

4．亲子关系有什么特点？我国现阶段亲子关系的主要问题有哪些？试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5．现阶段中国家庭网的功能是什么？ 

知识单元 11：家庭危机及其应对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婚姻问题及其预防  

2．婚外恋  

3. 家庭暴力  

4. 离婚及辅导 

学习目标： 

1．理解家庭危机的涵义 

2．掌握应对家庭危机的策略 

3. 了解对家庭危机的防治与辅导方法  

作业： 

1．预防或减少婚姻危机应做好那几方面的婚前准备？ 

2．“动力婚姻”观念的涵义是什么？ 

3．试述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 

4．简述中西方学者关于离婚现象的理论探讨。 

5．如何认识离婚行为的负、正面影响？ 

知识单元 12：特殊家庭的辅导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单亲家庭 

2．“丁克家庭” 

3. 再婚家庭 

4. 同居家庭 

学习目标： 

1．了解单亲家庭、“丁克家庭”、再婚家庭、同居家庭等特殊家庭产生的原因  

2．把握特殊家庭的结构特点   

3. 掌握针对特殊家庭的辅导策略 

作业： 

1.试述特殊家庭产生的社会背景 

2.如何针对特殊家庭制定具体的辅导策略 

知识单元 13：婚姻家庭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婚姻家庭法的含义及特征 

2. 中国婚姻家庭法的变革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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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掌握婚姻家庭法的基本概念 

2. 了解中国婚姻家庭法的历史演变 

3. 探讨婚姻家庭法与中国社会发展、家庭变迁之间的联系 

4. 与世界各国的家庭法进行比较，发现家庭法在世界各国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认识不同国家

和民族的历史、现状和文化特点。 

作业： 

1．婚姻家庭法的调整范围是什么？   

2．试述婚姻家庭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变化过程。  

3．试论婚姻家庭法与家庭伦理和家庭习俗的关系。   

4．建国后中国内地的婚姻家庭法经历了几次修订？为什么？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4学时 

实验 1：萨提亚治疗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萨提亚家庭治疗的过程；家庭治疗师在萨提亚家庭治疗法中的角色、技巧。 

实验要求：分组 每组寻找一个案例 进行实验 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在实验中体现 

通过实验，掌握萨提亚家庭治疗法的治疗策略、治疗过程和主要模式；了解、体验治疗师在治

疗中的角色。 

实验 2：结构式家庭治疗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结构式家庭治疗的过程；家庭治疗师在结构式家庭治疗法中的角色、技巧。 

实验要求：分组 每组寻找一个案例 进行实验 结构式治疗模式在实验中体现 

通过实验，掌握结构式家庭治疗法的治疗策略、治疗过程和主要模式；了解、体验治疗师在治

疗中的角色。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婚姻概述 2  

2 家庭概述 2  

3 家庭变迁与当代中国的家庭问题 2  

4 家庭社会学的研究与发展  2  

5 家庭社会工作的基本涵义与内容 2  

6 家庭社会学的主要理论 2  

7 家庭治疗的理论与方法(上) 2  

8 家庭治疗的理论与方法(上) 2  

9 家庭治疗的理论与方法(下) 2  

10 家庭过程 2  

11 家庭关系及其调适 2  

12 家庭危机及其应对 2  

13 特殊家庭辅导 2  

14 婚姻家庭法 2  

15 实验一：萨提亚家庭治疗法 2  

16 实验二：结构式家庭治疗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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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修课程：社会工作概论 个案工作 小组工作 社区工作 

后续课程：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多媒体教学   

课堂讨论：课堂讨论结合案例分析(训练学生运用家庭社会工作的知识和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

婚姻家庭问题的能力) 

指导学生阅读相关参考资料进行自主学习 

教学手段： 

课件、邮箱、课堂演绎、互联网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试要求:期末论文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使用教材： 

张文霞，朱冬亮，《家庭社会工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二）推荐参考书 

参考资料：   

1．于晶利，刘丽艳《家庭社会工作实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2．朱东武，朱眉华《家庭社会工作》，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社会统计学 
Social Statistics 

课程号：423010573 

一、课程教学目标： 

社会统计学是“统计学”与“社会研究”的结合。在社会研究当中，最常用的结构化的经验资

料是问卷调查数据。开设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对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其内容涉及单变量分析、双变量分析和简单的多变量分析。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问卷调查研究的基本特征 

2．因果分析的基本逻辑 

3．问卷调查研究的方法论背景 

4．问卷调查研究的基本过程 

5．测量的四个层次 

6．统计分析的类型与本书的内容编排 

学习目标： 

掌握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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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教材第一章的思考、练习题。 

知识单元 2：描述统计单个变量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概括一个变量的分布 

2．集中趋势测量 

3．变异程度测量 

学习目标： 

掌握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作业： 

见教材第二章的思考、练习题。 

知识单元 3：描述统计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相关分析概述 

2．描述统计两个定类变量之间的关系 

3．描述统计两个定序变量之间的关系 

4．描述统计两个定比变量之间的关系 

5．描述统计定类变量与定比变量之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 

掌握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作业： 

见教材第三章的思考、练习题。 

知识单元 4：概率抽样与概率分布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概率抽样 

2．概率分布概述 

3．正态分布 

4．抽样分布 

5．抽样误差与样本的代表性 

学习目标： 

掌握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作业： 

见教材第四章的思考、练习题。 

知识单元 5：总体参数的估计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参数的点估计 

2．参数的区间估计 

3．样本规模的确定 

学习目标： 

掌握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作业： 

见教材第五章的思考、练习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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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6：假设检验的逻辑、方法与过程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研究假设与虚无假设 

2．检验虚无假设的逻辑与方法 

3．有关假设检验的几个问题 

4．大样本单个总体百分比的假设检验 

学习目标： 

掌握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作业： 

见教材第六章的思考、练习题。 

知识单元 7：总体中两个变量是否相关的假设检验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检验总体中两个定类变量是否相关 

2．检验总体中两个定序变量是否等级相关 

3．检验总体中两个定比变量是否线性相关 

4．检验两个总体的方差是否相等 

5. 检验总体中一个定类变量与一个定比变量是否相关 

学习目标： 

掌握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作业： 

见教材第七章的思考、练习题。 

知识单元 8：详尽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的含义 

2．详尽分析的基本内容 

学习目标： 

掌握本单元的学习内容。 

作业： 

见教材第八章的思考、练习题。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实验 1：……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实验 2：……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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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导论（二）（1学时） 

描述统计单个变量（一）（2学时） 
3  

3 描述统计单个变量（二） 3  

4 描述统计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一） 3  

5 描述统计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二） 3  

6 描述统计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三） 3  

7 概率抽样与概率分布（一） 3  

8 概率抽样与概率分布（二） 3  

9 
期中考试（2学时） 

总体参数的估计（一）（1学时） 

3 

 
 

10 
讲解期中考试试题（1学时） 

总体参数的估计（二）（2学时） 
3  

11 假设检验的逻辑、方法与过程（一） 3  

12 假设检验的逻辑、方法与过程（二） 3  

13 总体中两个变量是否相关的假设检验（一） 3  

14 总体中两个变量是否相关的假设检验（二） 3  

15 详尽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一） 3  

16 
详尽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二）（1学时） 

串讲、答疑（2学时）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研究方法。 

后续课程：统计软件应用。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PRE原理，抽样分布，假设检验的逻辑与方法，详尽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难点：PRE原理，抽样分布，假设检验的逻辑与方法，详尽分析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课堂讨论。 

3.课外阅读相关文献，并思考相关问题。 

教学手段： 

口头讲授。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主要是期中考试）占 20％，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个知识单元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主要是做教材中每章的思考、练习题。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教材《社会统计学——对问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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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用教材 

1. 游正林著《社会统计学——对问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9

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卢淑华编著《社会统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 3版。 

2.李沛良著《社会研究中统计应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 1版。  

执笔：游正林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教育心理学 
Educational Psychology 

课程号：42302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心理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教学过程中与心理学相关的诸多现象。2、学习与教育有关的心

理学理论；3、学习和探讨解决教育中出现的实际问题的心理学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使学生掌握教育心理学的基础知识、人的发展的

基本现象与原理、学生学习、动机、课堂管理以及教学评估的基本理论，了解与人的发展和教育现

象相关的一些具体概念，为矫正心理学、危机管理等后续课程和社会实践活动奠定必要的心理学专

业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4学时 

知识单元 1：关于学生和教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专家型教师的特点。专家型教师通过反省式思维来判断自己的行为正确与否，以及如何进

一步完善。他们的专业知识雄厚，具有很强的洞察力。学科内容知识、教育学知识和教育-内容知

识等三种知识对专家型教师至关重要。 

2．优秀的学生运用学习策略达到学习目标，并对采用的学习策略进行评估。他们具有高自我

效能感相信自己能够在学校取得成功。他们相信智力可以增长。 

3．教育心理学与优秀学生和教师的培养。教育心理学采用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利用心理

学的一般原理提高教学过程的质量与成果。 

学习目标： 

1．了解专家型教师的特点与优秀学生的特点。 

2．结合自身的学校学习，理解和分析教师和学生的表现。 

作业：描述自己遇到过的好老师或不好的老师。 

知识单元 2：人的发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认知发展：认知发展研究涉及的问题是认知发展形式是连续的还是有阶段的，是领域特殊

性的还是领域一般性的。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强调认知结构通过顺应和同化与外部环境保持平衡的过程。皮亚

杰提出了 4个发展阶段，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和形式运算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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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果斯基的认知发展的社会文化理论：强调儿童对外部环境中的相互作用与内化。最近发展区

概念指儿童现有的发展水平与通过环境的干预能够达到的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 

信息加工理论：强调在发展中认知过程的重要作用，提供了关于不同年龄的儿童解决认知任务

的详细模型。 

语言的发展：语言的发展包括 7个阶段，出生前对声音的反应、咕咕学语、咿呀学语、单词句、

双词句、电报式语言以及初级的成人句结构。 

2. 个性与社会性的发展： 

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人生的 8个发展任务，玛西亚的研究划分了自我统一性发

展的不同类型。 

依恋是与另一个人的情感联结，可以说是心理发展的重要心理基础。依恋被分为回避型、安全

型、反抗型等不同类型。 

儿童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也是社会性发展的重要方面，表现在友谊等社会生活的歌方面。 

皮亚杰除了前述认知发展方面的研究，还对道德认知发展进行了研究。柯尔伯格进一步深化这

一方面的研究，提出了道德认知发展的三个水平六个阶段理论。吉利根关注性别差异问题，强调了

关爱的道德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关于认知发展的三个主要理论以及个性与社会型发展的一些理论。 

2．掌握皮亚杰认知发展阶段理论的主要内容、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概念以及信息

加工理论的主要思路；掌握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关于依恋的研究、道德发展的相关理论。 

作业： 

皮亚杰的发现学习对学校教育的启示是什么？ 

论述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在教育中的意义。 

举例说明信息加工理论对学生学习的指导作用。 

结合社会冲突事件，试析道德发展的理论问题。 

知识单元 3：人的差异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智力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关于智力的研究是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智力理论也有了

很多变化和分歧，但从不同方面来说丰富了对智力的理解。关于智力的争论中，环境和遗传的作用

是学界争论多年的问题，还有基于智力的分组问题等。 

认知风格与学习风格的差异与学生在学校的学习表现有关。场独立型与场依存型，沉思型与冲

动型等是我们了解学生风格特点的方面。 

创造力指创造新颖的、高质量的和恰当产品的能力。心理学对创造力做了不同角度的说明。在

教学中，老师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提高学生在这方面的能力。 

2．特殊儿童：在教育中，特殊学生需要特殊的服务。特殊儿童有天才、智力落后。拉出去程

序、加速法、课程压缩法和丰富化等教育程序为天才儿童所准备。对于智力落后学生，也采用直接

教授认知策略、将课程分成小的步骤、提供鼓励并支持自尊。 

特殊的学习障碍包括阅读障碍、推理障碍和外语学习障碍等。这种学习障碍不同于智力障碍。 

注意力缺损多动症表现为难以集中注意力、多动和冲动行为。对这些儿童需要从座位的布局以

及其他技术来帮助克服障碍。 

情绪和行为障碍的儿童也不断增多，需要关注害羞、焦虑、反抗和攻击等表现。 

对于各种健康问题，老师也需要掌握相关的知识。 

3. 群体差异—社会经济地位、种族、性别和语言：有经验的老师必须对学生的身份和背景情

况有了解，如文化、民族、社会阶层、宗教等。 

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了学生的成就。同时，社会经济地位影响着家庭的教养类型，这一类型相应

地影响到学业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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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差异有社会性性别差异与生理性性别差异。在一些任务上存在稳定的性别差异，如在语言

和空间能力。 

语言差异对学生的学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双语教学有附加性与消减性两种类型。 

随着人口在世界范围内的移动，多元文化教育成为教育中不可忽视的方面。不同文化群体之间

存在不同的价值观，在学校中表现为不同的学习方式和沟通方式。教学活动需要考虑到不同文化会

有不同的思维和学习方式。 

学习目标： 

1．了解个体差异与群体差异的多种表现。 

2．掌握基于各种差异的教学方法。 

作业： 

谈一谈对天才儿童的教学方法可能存在的利弊问题。 

对于多动症儿童，教师和同学可以采用的支持性方法。 

对国内某少数民族的文化进行调查，举出在学校教育中需要关注的方面。 

知识单元 4：学生的学习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学习的行为理论：学习是经验导致的有机体行为、思维和情感的相对持久的改变。学习的行

为理论主要涉及可观察行为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 

经典性条件作用的学习：指无条件刺激产生无条件反射，将最初不能产生反射的条件刺激与无

条件刺激配对，反复出现几次，条件刺激就可能引起反射。 

操作性条件作用的学习：行为的结果会影响行为再次发生的概率。行为的结果有惩罚与强化。

强化有一系列强化程序。操作性条件反射可用来塑造行为和矫正行为。 

社会学习：学生可以通过观察别人的行为进行学习。注意是社会学习的关键。观察到的某种行

为的结果可以产生替代强化，学生也可以学会自我强化。 

2．学习的认知理论：主要涉及记忆的原理，包括标准记忆模型以及其他记忆模型。 

构造主义理论表明，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是构造的，而不是简单的再认。人们经常使用已经存在

的认知框架或图式来组织新信息。 

情境学习表明，社会因素在解释人们学习好坏的程度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学习的研究和理解

应该是在学习发生的背景之中。 

3. 思维：批判性的思维技巧使学生能够有目的为问题解决寻找解决方法。概念形成、推理、

问题解决是思维表现的几个主要方面。 

迁移是指先前的学习对当前的任务产生作用，这种作用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负的。 

思维教学的两种常见方法是独立训练程序和渗透式教育。 

学习目标： 

1．了解学习的各种理论。 

2．掌握学习理论的基本概念，加深对记忆和思维的理解。 

作业： 

根据操作条件作用的强化与惩罚，举例说明学生的学习。 

结合社会学习，论述榜样在学习中的作用。 

根据情境学习，描述自己对学习的理解。 

结合自己的学习过程，论述思维能力的训练与培养。 

知识单元 5：学习动机与课堂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学习动机：动机与学业成绩密切相关，诱因是指能够促进或阻碍行为的物体或事件。 

激励可分为内在激励与外在激励，内在激励来自个体内部，外在激励与环境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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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动机，有着行为主义、认知理论、社会学习理论以及人本主义的理论解释。 

激活水平、目标、需要、归因与信念对学习动机产生影响。 

2．课堂管理：由于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学生的管理变得越来越难。课堂管理指教师有效

地控制学生的方法和技术，目的是为所有的学生穿凿一个积极的学习环境。 

有效的管理是首先关注课堂上进行的或发生在他们周围的所有事情。而且同时处理好几件事

情，为课堂创造动力，保证活动之间衔接的流畅性。教师要给学生提出建设性的批评。 

制定并实施规则和程序时，教师应该考虑到一般环境和学生的相关背景。 

为了防止在课堂出现问题，教师应该提高沟通技巧。严格的纪律是处理错误行为的一种方法。

在决定采取行动处理一个问题之前，教师要判断责任的所在。对于教师老说，处理学校暴力事件是

个巨大挑战。 

课堂管理的特殊方法有，集体绩效系统、代币强化系统、权变协议系统。 

3.课堂教学：有经验的教师的课堂教学是高校的，其教学计划也是灵活和流畅的。 

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原则由直接教学技能和教师主导的教学方式组成。布鲁姆把教育目标划分

为认知、情感和心理，他提出的六层次认知目标对教育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直接教学法包括讲

解、复述和提问、课堂作业及家庭作业。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原则或建构性教学：此类教学使学生在教学中处于中心地位并起主体作

用。计划对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非常重要。发现法、分组讨论、合作学习是具体的学习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学生学习动机、课堂管理和课堂教学的基本内容。 

2．掌握动机的基本类型与影响因素、课堂管理的一些原则和方法、以及具体的教学方法。 

作业： 

举出自己学习动机发生变化的具体例子，分析动机的变化过程和影响因素。 

按小组观看学校暴力事件的网络视频并进行讨论。最后，对讨论内容进行分析， 

简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原则的具体方法。 

知识单元 6：评估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标准化测验：标准化测验通常是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建立了适当内容和分数比较标准的，按

照统一程序实施和评分的一种测量工具。常模参照测验通过与一套标准化分数比较，然后报告测验

分数。标准参照测验考察学生对某个学科中的知识的掌握程度。 

最常用的标准化测验是智力测验、性向测验、职业兴趣测验、成就测验。成就测验是学校中最

常用的标准化测验。 

测验的质量可以从样本、信度、效度等来评估。 

解释测验数据要用到许多统计量。如，频数分布、集中量、离散量、原始分数、标准分数、百

分等级等。 

标准化测验中存在需要关注的问题，如测验偏见指测验对某一群体的成员不公平。完全的文化

自由测验或许根本不可能建构。为了避免相关问题，真实性评估正在被开发 

2． 课堂评估：给教师和学生提供反馈信息，提高学生的动机和学习。评估有正式评估和非正

式评估，还有形成性评估和总结性评估。 

传统评估包括多项选择、填空、正误题、完成句子、匹配式和论文式问题。测验要考虑覆盖的

范围、测试的原因等。频繁的、短小的测验效果会更好。客观性测验和主观性测验各有用处。 

真实性评估要求学生像完成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那样，以同样的方式运用同样的解决问题的技能

和知识。档案袋和展示是真实性评估的其他类型。 

评分与成绩报告单要非常小心地进行。在计算分数时，相对的进步和绝对的成绩都要给予重要

的考虑。合约评分体系与基于曲线的评分是属于不同的评分系统。评分还有总分评分体系和百分等

级评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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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标准化测验的基本知识以及课堂评估的基本内容。 

2．掌握标准化测验的基本概念，熟悉不同的测验形式。 

作业： 

谈一谈自己在学校学习过程中围绕考试发生的事情。 

试析各种“高考加分”现象。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为 2个，共 8学时 

实践 1：读书报告与讨论——《心理工具》 

参考学时：4学时 

实践内容：围绕指定的心理学专著进行阅读报告与讨论。 

实验要求：熟读指定心理学专著，清楚地理解作者的主要观点，并与其他小组进行讨论，加深

内容的理解并体会报告和讨论的过程。 

实践 2：小组课题 

参考学时：4学时 

实践内容：按小组选定课题完成小型研究。 

实践要求：熟悉选题的过程，并通过实际的研究过程掌握研究方法，并对特定主题产生兴趣和

加深理解。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知识单元 1：关于学生和教师 2 课程说明 

2 知识单元 2：人的发展 2  

3 知识单元 2：人的发展—社会性发展 2  

4 知识单元 3：人的差异—个体差异、特殊儿童 2  

5 知识单元 3：人的差异—群体差异 2  

6 知识单元 4：学生的学习 2  

7 知识单元 4：学生的学习 2  

8 实践 1：读书报告 2  

9 知识单元 5：学习动机 2  

10 知识单元 5：课堂管理 2  

11 实践 2：小组课题 2 设计 

12 知识单元 5：学习动机与课堂 2  

13 实践 1：读书讨论 2  

14 知识单元 6：评估 2  

15 知识单元 6：评估 2  

16 实践 2：小组课题 2 展示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普通心理学、心理学研究方法、发展心理学、心理测量 

后续课程：文化间相互理解与心理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关于学习的理论、学习的动机、课堂教学、课堂管理。 

难点：结合实际的教育现象，深入理解教育心理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并探讨解决现实问题的

可能方法和思路。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直接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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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组讨论与学习。 

3. 小组课题 

教学手段： 

1.视频材料。 

2.新闻报道中的教育现象小讨论。 

3.小组课题与展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读书报告与小组课题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安排相应的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考察主要以小组课题为主，因为课题涉及主题选定、研究对象与方法的确定、数据

的收集与分析，整个周期比较长。平时要求学生勤思考，安排中期报告等形式来督促学生真正投入

到学习任务中去，避免最后仓促交卷。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斯腾伯格等编著《教育心理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年 9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柯祖林著《心理工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月 第 1版 

2. 格莱德勒著《学习与教学—从理论到实践》，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 1月 第 1版  

执笔：片成男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心理学专业英语 
English for Psychology 

课程号：42302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为准备在心理学领域使用英

语的学生提供心理学专业英语训练，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掌握基本的专业术语，提高听取专

业英文演讲和阅读专业英文文献的技巧，并尝试进行专业的英文口头报告、撰写英文学术论文。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课堂练习与课后作业，使学生熟悉心理学研究方法、认知心

理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比较心理学、生物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等各分支的心理学专业英

语基础及应用。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Introduction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Listening 
(1) Recommended listen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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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ing Psychology, TED talks, Open Courses 
(2) Dictation 
1) Taking notes in English 
Structure your notes (Cornell Note-taking System) 
Listen for overall understanding and concentrate more on only the important points 
Write key words and phrases that are to the point 
Try not copy word by word:abbreviations 
If you miss a point, do NOT dwell on it 
Keep notes in an orderly fashion 
Rewrite your notes 
Review your notes regularly 
2) Abbreviations 
Abbreviate words you use frequently and which you know the full spelling for 
Be familiar with typical Latin abbreviations  
2. Reading  
(1) Data base  
PsycINFO 
Pubmed 
Wiley online library 
SAGE journals   
Improve your vocabulary for reading comprehension 
Word roots and parts 
Explanations given in the text are preferable to those provided in a dictionary 
Using English-English dictionary 
3. Speaking  
(1) Correct pronunciation of scientific words 
Good pronunciation does not mean a perfect American or British accent 
Stress syllablesand words correctly 
General rules for pronunciation of words 
Each word has one stressed syllable 
The stress is always on a vowel 
Some of theses rules do NOT apply to all cases 
(2) Listen and Retell 
4. Writing  
(1) APA styl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style: Main sections of research paper 
Title page, Abstract, Introduction, Method, Results, Discussion, References, Appendices  
(2) Getting started: managing your literature 
Start searching the literature before writing  
Software for managing bibliographies: Endnote  
(3) Using instructions to authors 
Obtain the instructions to authors from the journal website before starting to write 
Look carefully at some recent issue of the journal 
Pay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style of literature citation, the use of headings and subheadings, and the 

design of tables and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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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ly before submitting your manuscript, check the instructions to authors again 
(4) Suggestions on how to start writing a paper 
You can start with whatever part of a manuscript you find easiest 
Many researchers begin by drafting the “Methods” section; many begin by drafting the figures and 

tables  
You may then proceed to the “Results” section 
“Discussion” and “Introduction” complement one another and could be written roughly at the same 

time  
Once you have drafted one section, feel free to draft the remaining sections in whatever order works 

best for you 
作业： 
1. Listening: dictation 
2. Reading 
Translation:translate and revise a recently published research paper, review or book chapter in 

psychology Choose one topic from textbooks or academic paper 
3. Speaking 
Presentation each week: Illustrate your opinion and argue for it, but do NOT show complete 

sentences on the screen and do NOT read your draft; answer the questions from each group 
4. Writing 
Abstract of a research article: APA style 

知识单元 2：Perspectives in Psychology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Listening 
(1) Exercise 
Discovering Psychology 01, 21:57~end 
TED talk: Dan Dennett: The illusion of consciousness 07:50~14:30 
(2) Dictation 
2. Reading 
(1) Group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2) How to deal with difficult sentences 
Identify the “headword” 
Identify the main verb 
Separate the phrases preceding and after the joining words (“and”, “or”, “but”) 
3. Speaking 
(1) Sentence stress 
Sentence stress is accent on certain words within a sentence 
The key information being communicated depends on which words are stressed in a sentence 
(2) Exercise 
Underline the stressed word(s) or parts in each sentence in normal speech 
(3) Listen and Retell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4. Writing  
(1) How to prepare the Title 
What is a good 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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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west possible words that adequately describe the contents of the paper  
Length of the title 
Avoid “waste” words 
Importance of syntax 
The title normally is NOT a sentence 
Abbreviations: Title should almost never contain abbreviations, chemical formulas, proprietary 

names, jargon, and unusual or outdated terminology 
(2) How to list the authors and addresses  
The order of the names 
There are no agreed-upon rules or generally accepted conventions 
Proper and consistent form 
Given name, middle initial, surname 
Whatever format a scientist choose, he or she should use it consistently in English-language 

scientific papers 
Listing the addresses 
Connect each author’s name and address   
(3) How to prepare the Abstract 
The abstract should provide a brief summary of each of the main sections of the paper 
State the principal objectives and scope of the investigation 
Describe the methods employed 
Summarize the results 
作业： 
State the principal conclusions   
1. Listening: dictation 
2. Reading 
Translation: translate and revise a recently published research paper, review or book chapter in 

psychology Choose one topic from textbooks or academic paper 
3. Speaking 
Presentation each week: Illustrate your opinion and argue for it, but do NOT show complete 

sentences on the screen and do NOT read your draft; answer the questions from each group 
4. Writing 
Abstract of a research article: APA style 

知识单元 3：Cognitive Psychology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Listening  
(1) Exercise 
Discovering Psychology: Cognitive Neuroscience 02:00 ~07:00 
Ted talks: Dan Ariely asks, Are we in control of our own decisions  11:10~end 
(2) Dictation 
2. Speaking  
(1) Developing ideas in a paragraph 
1) Discourse markers: 
Show that the part to follow agrees with the previous part 
Indicate the part to follow disagrees with the previous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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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ance markers  
Show the attitude of the writer to the information 
3. Speaking 
(1) Intonatio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voice to indicate to the listener whether the speaker are agreeing, disagreeing, 

questioning, proclaiming, or how they are feeling (excited, tired, etc.)   
Falling pitch 
Rising pitch 
(2) Short pause: to indicate there is more to come 
(3) Listen and Retell 
4. Writing  
(1) How to write the Materials and Methods section 
1) Purpose of the Materials and Methods section 
To describe the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then provide enough detail so that  a competent worker can 

repeat the experiment 
2) Methods 
Methods sections often include large numbers of simple past-tense, passive-voice verb constructions 
For methods the usual order of presentation is chronological 
Related methods should be described together, and straight chronological order cannot always be 

followed 
3) Headings 
Look at analogous papers in your target journal for subheadings  
When possible, construct subheadings that “match” those to be used in Results 
4) Measurements and analysis 
Be precise 
Statistical analyses are often necessary, but you should feature and discuss the data, not the statistics 
5) Need for references 
If the method has been published in a journal, the literature reference should be given   
6) Correct form and grammar 
Do NOT mix some of the Results in this section 
Do not make mistakes in grammar or punctuation 
Passive voice often can be used 
(2) Numbers 
Numbers: numerals or spell out the word 
Numerals should NOT be used to start sentences 
Larger numbers are written in numerals, but numbers less than 10 should be spelt out 
Exceptions: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When the number is directly linked to some category that has more than one type 
作业： 
State the principal conclusions   
1. Listening: dictation 
2. Reading 
Translation: translate and revise a recently published research paper, review or book chapter in 

psychology Choose one topic from textbooks or academic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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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peaking 
Presentation each week: Illustrate your opinion and argue for it, but do NOT show complete 

sentences on the screen and do NOT read your draft; answer the questions from each group 
4. Writing 
Abstract of a research article: APA style 

知识单元 4：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Listening 
(1) Exercise 
Discovering Psychology: The developing child 20:00~end 
Ted talks: Alison Gopnik: What do babies think? 12:20~end 
(2) Dictation 
2. Speaking  
(1) Proper use and pronunciation of numbers 
1) Years of events 
In terms of hundred if the year ends with two zeros 
For years in the 21st century, you can read the number as “n thousand and x” 
It is also acceptable to break up the year in two halves and say them separately 
The vowel “o” can be used to replace a zero when the tens’ digit is zero 
2) Date format 
The accepted date format in science usage is “date, month, year” 
Hours of the day 
3) Fractions 
Say the number of the numerator and add “-th” or “-ths” to the number of the denominator  
Exceptions 
Read out as the numerator over the denominator 
4) Decimal point 
Read the word one by one behind the decimal point and “point” for the decimal point  
5) Percentages 
Add “percent” after the number 
6) Power functions 
For the form Xn: X “to the power of” n  
Exceptions 
7) Unit of measurement and mathematical symbols 
(2) Listen and Retell 
3. Reading 
(1) Reading a scientific paper 
Make a specific questions your want the text to answer 
Do the findings agree with those of comparable previous investigations others have shown? If not, do 

the authors suggest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  
Start a paper by reading an abstract or a summary/conclusion 
It is not always necessary to read the entire article; it depends what your are looking for 
Reading just the abstract or a sentence or two of the paper is insufficient for citing 
Do NOT misquote someone’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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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ercise 
4. Writing  
(1) How to write the Results 
There are usually two ingredients of the Results section 
Give some kind of overall description of the experiments 
Present the data 
Results not only report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but also organize them in an easily digestible form- 

frequently by using visual/graphic representations    
Written language is therefore used in results sections to introduce, clarify and support graphic 

representations 
Results should be presented in the past tense 
The Results sec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and often the shortest 
Repetitive determinations should be given in tables or graphs 
Do not be verbose in citing figures and tables 
(2) How to design effective tables 
Do NOT construct a table unless repetitive data MUST be presented 
Present the data in the text, or in a table or in a figure. Almost never present the same data in more 

than one way.  
The data should be organized so that the like elements read down, not across 
Headings are clear enough to make the meaning of the data understandable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text 
It may has explanatory footnotes, but they do not repeat excessive experimental details 
It has horizontal lines but no vertical lines 
Check the instructions to authors of your target journal 
The title of a table should be concise and NOT divided into two or more clauses or sentences 
Define all or most of the abbreviations in the first table. The later tables can carry the simple footnote 

“Abbreviations as in Table 1.”  
(3) How to prepare effective graphs 
Sparse data or monotonously repetitive data do NOT need to be presented in either a table of a graph 
Graph vs. Table 
A table presents the exact numerical values 
A graph shows the trend or shape of the data 
It is rare to present the same data in both a table and a graph  
The sizes of letters and symbols must be based on the anticipated reduction in the publishing process 
Symbols and legends 
(4) Exercise 
作业： 
State the principal conclusions   
1. Listening: dictation 
2. Reading 
Translation: translate and revise a recently published research paper, review or book chapter in 

psychology Choose one topic from textbooks or academic paper 
3. Speaking 
Presentation each week: Illustrate your opinion and argue for it, but do NOT show complete 

sentences on the screen and do NOT read your draft; answer the questions from eac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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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Writing 
Abstract of a research article: APA style 

知识单元 5：Social Psychology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Listening 
(1) Exercise 
Discovering Psychology: The Power of the Situation 06:40~ 12:00 
Open UCLA: Intimate Relationships04 00:57:46~01:05:10 
(2) Dictation 
2. Speaking  
(1) Useful phrases for speech 
1) Opening words 
It is a great pleasure to be here with you today/this evening. 
It is a great pleasure and an honor to be here among you today/ at the Peking University. 
2) Presentation 
Good morning. In this lecture, I’m going to talk about … 
To begin with,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ell how... 
My theme for this lecture is...  
Today I would like to report to you on the result of… 
First... 
First/ First of all/First and foremost, 
The first thing to mention is… 
The first branch I’m going to talk about is… 
Second… 
And secondly, 
In addition, 
Furthermore, it is my personal opinion that… 
This brings me to my second point, which is about… 
In addition to the aforementioned issues… 
Third/ Fourth 
Let’s move on now to a third XXX 
The third XXX we wanted to study was the… 
Lastly… 
Lastly/Finally, I would like to mention… 
I want to conclude with a few words on/about… 
This brings me to my last point, which is that… 
Let me finish my speech by making a few comments about/on…  
I will conclude by mentioning… 
So, to sum up/to summarize… 
 (2) Listen and Retell 
3. Reading  
(1) Identify the writer’s level of confidence in the research or information 
(2) Exercises 
(3) Assig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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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4. Writing  
(1) How to write the discussion 
1) Discussion 
Interpret and make sense of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Discuss the relevance of these result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 to other research - often but not always 

the research reviewed in the introduction section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also commonly occur in discussion section, typically near the end of 

the section and article 
Discussion is usually the hardest section to write 
2) Components of the discussion 
Try to present the principles, relationships, and generalizations shown by the Results. 
Point out any exceptions and define unsettled points. 
Show how your results and interpretations agree (or contrast) with previously published work 
Discuss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d possibl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State your conclusions as clearly as possible 
Summarize your evidence for each conclusion 
3) Information types in Discussion section 
A brief summary statement regarding the overall purpose of the study 
A brief review of the major findings 
Interpretations and explanations of findings 
4) Possible limitations in the data or the way the data were collected 
5) General implications of the study - how what was found fits into the “wider world ” of research 
6)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2) Exercises 
作业： 
State the principal conclusions   
1. Listening: dictation 
2. Reading 
Translation: translate and revise a recently published research paper, review or book chapter in 

psychology Choose one topic from textbooks or academic paper 
3. Speaking 
Presentation each week: Illustrate your opinion and argue for it, but do NOT show complete 

sentences on the screen and do NOT read your draft; answer the questions from each group 
4. Writing 
Abstract of a research article: APA style 

知识单元 6：Comparative Psychology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Listening 
(1) Exercise  
Open Stanford: Human Behavioral biology 09 Ethology 01:22:32~01:27:22 
TED talks: Susan Savage-Rumbaugh: The real-life culture of bonobos 11:00~end 
(2) Dictation 
2. Spe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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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seful phrases for speech 
Making effective contributions to a seminar 
1) Ask for clarification and check understanding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 
I don’t quite understand. Could you say a bit more about…? 
2) Disagrees politely 
I’m not sure that’s true. I think/believe… 
I don’t think I agree with that. In my opinion/From my point of view… 
3) Links when not sure 
I don’t know if this has been said already, but… 
I am sorry. Has anybody made the point that…? 
4) Bring the discussion back 
As Dr. XXX said earlier… 
Going back to what Dr. XXX said a while ago, … 
Thinking about… If we can go back to XXX for a moment…   
(2) Listen and Retell 
3. Reading  
(1) Distinguishing between Facts and Opinions 
1) Facts and opinions are usually combined to generate arguments and questions 
Factual information 
The causes and effects 
2) Personal opinions 
Ideas derived from an assessment of facts, or entirely from own beliefs or thoughts 
(2) Exercises 
(3) Translation 
3. Writing  
(1) How to write the Introduction 
Rules for a good Introduction 
Present first the nature and scope of the problem investigated 
Briefly review the pertinent literature to orient the reader 
(2) State the method of the investigation 
Much of the Introduction should be written in present tense 
Include the use of the present simple, simple past, and present perfect tenses  
(3) Introduction can be broken down into a sequence of three units 
1) Establishing importance or generality 
By making an opening “importance claim” of generalizations  
By briefly reviewing past literature 
2) Indicating a lack, or gap 
To provide a route or “way in” to the research community for the author 
3) Filling the gap 
Where the author first gets the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his/her own research 
The first-person personal pronoun (I or We) appears commonly  
Gap-filling move can also give further details of the research 
(4) Exercises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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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the principal conclusions   
1. Listening: dictation 
2. Reading 
Translation: translate and revise a recently published research paper, review or book chapter in 

psychology Choose one topic from textbooks or academic paper 
3. Speaking 
Presentation each week: Illustrate your opinion and argue for it, but do NOT show complete 

sentences on the screen and do NOT read your draft; answer the questions from each group 
4. Writing 
Abstract of a research article: APA style 

知识单元 7：Biopsychology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Listening 
(1) Exercise 
Discovering Psychology: The behaving Brain 05:10~12:27 
TED talk: Daniel Wolpert: The real reason for brains 00:00~06:27 
(2) Dictation 
2. Speaking  
(1) Useful phrases for speech 
1) To clarify 
What I’m trying to say is… 
Don’t misunderstand me. 
2) To give an example 
For example/instance,… 
Let’s look at an example of this. /Let’s take… 
Look at it this way. (Imagine you are…) 
2) To restate 
Let me put it another way/ To put it another way, … 
That is to say,… 
By that I mean… 
3) To emphasize a major point  
The fact of the matter is, … 
Actually, … 
The point is that… 
4) To agree/disagree 
Exactly. 
I agree to some extent. 
I don’t agree with that because… 
5) To add points  
Not to mention the fact that… 
Plus there’s the fact that… 
Not only that, but… 
(2) Exercise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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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ading  
(1) Neural and Marked Vocabulary 
1) Neutral words 
Basic vocabulary   
Often have opposites (e.g. big/small; light/dark) 
Do not imply any particular view of writers 
2) Marked words 
Less frequent  
Apparent synonyms which are ‘marked’ for stance or opinion 
The appropriate use and interpretation are dependent on the context and collocation constraints 
(2) Exercises 
(3) Assignment 
Translation: Group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4. Writing  
(1) Phrases for academic English 
1) Introduction 
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interest in … 
Since the early 1960s, there have been intense efforts to… 
It remains unclear/controversial/inconclusive… 
Few studies/investigations/researchers… 
Although a considerable literature exis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and B, very little has been 

done attempting to … 
In this work/study, we examine/explore/develop/present… 
2) Discussion 
In this paper, we describe/report/introduce/discuss… 
These data seem/appear to support the interpretation that… 
These findings may/can/could be interpreted as follows 
These values allow us to generalize… 
This study has various shortcomings, but… 
It is impossible to generalize from these results, based on the fact that… 
Future search could focus on the following areas: ... 
作业： 
State the principal conclusions   
1. Listening: dictation 
2. Reading 
Translation: translate and revise a recently published research paper, review or book chapter in 

psychology Choose one topic from textbooks or academic paper 
3. Speaking 
Presentation each week: Illustrate your opinion and argue for it, but do NOT show complete 

sentences on the screen and do NOT read your draft; answer the questions from each group 
4. Writing 
Abstract of a research article: APA style 

知识单元 8：Abnormal Psychology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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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istening 
(1) Exercise 
Discovering Psychology: Psychotherapy 
12:45~22:24 
TED talks: SherwinNuland on electroshock therapy 02:37~07:04 
(2) Dictation 
2. Speaking  
(1) Useful phrases for speech 
1) Building an argument in a seminar 
Firstly/Secondly/Finally… 
To begin with/To start with/For one thing… 
Another point is/Moreover/Furthermore/In addition… 
2) Reasons and results 
Because/since/as… 
As a result/Consequently/Because of this… 
So/Therefore/Thus /Hence… 
3) Expressing degrees of confidence/tentativeness 
It is quite clear that…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A survey found that… 
The evidence does not support the idea that… 
Some people claim that… 
We could argue that… 
To some degree… 
4) Disagreeing 
I’m afraid that just isn’t true. 
I think we need a different viewpoint. 
On the other hand, you might want to say that… 
5) Confirming and continuing/adding a point 
That seems like a very good point Dr. X is making… 
Following on from what Dr. X has said… 
I’m going to expand the topic by mentioning… 
As well as this issue, we can also look at a very different issue. 
(2) Exercise 
(3)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3. Reading  
(1) Textual cohesion  
Referring back to words or ideas already mentioned with pronouns and determiners 
it/they/this/that/these…  
Its/his/her/their… 
where/which/who…   
the former… the latter…  
Some…, others… 
(2) Exercises 
4.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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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araphrasing 
When paraphrasing 
it is NOT sufficient to change a word here and there and leave most of the words and the basic 

sentence structure unchanged. This approach is known as ‘patch-writing’ and is considered to be 
plagiarism. 

It is also important NOT to change the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Attribute the material to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cite the source in the text 
(2) Paraphrase at sentence level 
Active to passive 
Use of synonyms  
Replacement subject 
Change in word order 
Make nouns and noun phrases from verbs 
(3) Use and Misuse of English 
(4) Exercises 
作业： 
State the principal conclusions   
1. Listening: dictation 
2. Reading 
Translation: translate and revise a recently published research paper, review or book chapter in 

psychology Choose one topic from textbooks or academic paper 
3. Speaking 
Presentation each week: Illustrate your opinion and argue for it, but do NOT show complete 

sentences on the screen and do NOT read your draft; answer the questions from each group 
4. Writing 
Abstract of a research article: APA style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第一章 Introduction 4  

2 第二章 Perspectives in Psychology 4  

3 第三章 Cognitive Psychology 4  

4 第四章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  

5 第五章 Social Psychology 4  

6 第六章 Comparative Psychology 4  

7 第七章 Biopsychology 4  

8 第八章 Abnormal Psychology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普通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

变态心理学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从听、说、读、写四个方面掌握心理学研究方法、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

学、比较心理学、生物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等各分支的英文专业术语，提高听取专业英文演讲和阅

读专业英文文献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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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完成专业的英文口头报告、撰写英文学术论文。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理论讲授与课堂练习相结合。 

2.课后阅读与讨论。 

教学手段： 

1.PPT授课，课堂听写与翻译练习。 

2.课后分组阅读与口头报告。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50%，期末听力测验与论文摘要撰写占 5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Jane Short (Author), Terry Phillips (Series Editor), English for Psychology in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Garnet Education; Student Manual/Study Guide edition, June 30, 2010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卡尔森著，苏彦捷等译《生理心理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 5月第 6版 

2. （英）希尔编，耿文秀 注释；大学英语拓展课程系列：牛津心理学英语图示教程， 2014

年 4月 1日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3.（美）戴，（美）盖斯特尔 编著，顾良军，林东涛，张健 主译，科技论文写作与发表教

程（第 7版） 2013年 1月 1日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执笔：张卓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1日 

 

心理学的新进展 
New Progress in Psychology 

课程号：4230200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当前心理学学科发展的特点和重点问题；2、了解心理学研究技

术与手段有哪些新的发展；3、了解积极心理学、社区心理学、生态心理学等新出现理论的基本观

点和内容；4. 了解中国心理学努力的目标和世界心理学的发展趋势。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文献阅读训练，使学生掌握生理心理学、暴力犯罪的神经心

理学证等基础知识，掌握循证矫正的理论与实践、社会心理学的工作原理和社区心理矫正的方法与

技术，了解文化心理学、积极心理学、进化心理学、生态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为后续毕业论

文的选题与写作及准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等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方法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生理心理学研究新进展：脑与暴力犯罪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讲 生理心理学研究新进展：脑与暴力犯罪 



10257 

1．犯罪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1）早期学说 

先天说：犯罪人在某些方面与其他人存在差异，正是这种差异引发犯罪行为 

后天说：任何人都可能犯罪，因为犯罪是由环境或社会因素导致的 

（2）生物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今天大多数的研究者认为导致犯罪的原因非常复杂，犯罪是生

物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3）影响犯罪行为的生物学因素 

1）早期的研究：颅相学、天生犯罪人理论、体型理论等 

2）现有研究从多水平、多角度探讨与犯罪行为相关的神经心理机制：行为、激素、神经递质、

脑结构、基因 

2. 暴力犯罪 

通常是指使用暴力、暴力胁迫或其他具有暴力性质的手段侵害他人生命健康和财产的犯罪行为 

（1）精神病态 psychopath 

1）一种表现在人际关系、情感、生活方式、反社会特质和行为方面的人格障碍，包括冲动、

控制力差，缺乏共情以及其他反社会行为等 

2）在普通人口中的比例大约为 1%，在成年囚犯中的比例为 15%-25% 

3）测量工具：R.D. Hare 编制的精神病态检核表修订版（Psychopathy Checklist-Revised, 

PCL-R） 

（2）反社会人格障碍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ASPD  

1）一般人群中的患病率为 0.2% ~ 3.3%，在物质滥用门诊、监狱等矫正机构的成年男性中，

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患病率高达 70%以上 

2）诊断标准：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5) 

（3）精神病态与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异同 

1）反社会人格障碍的患者中，仅有 20%~50%的个体同时满足精神病态的诊断 

2）根据 PCL-R等精神病态的诊断标准，符合精神病态的个体须表现出情绪缺陷；在 ASPD的多

个诊断标准中，情绪缺陷并非必要特征，DSM主要采用操作性标准，更强调可观察到的行为 

3）研究者多把个体的“反社会行为”而非“犯罪”作为研究对象，以减少不同法律体系对犯

罪定义的差异 

3. 暴力犯罪的脑基础 

（1）与反社会行为相关的脑结构：前额叶、杏仁核 

（2）神经影像学检测手段 

1）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 

2）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3）扩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 DTI) 

4）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PET) 

5）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single-photon emission computed tomography, SPECT) 

6）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3）前额叶 

1）前额叶的执行功能受损，可能导致个体难以控制自己的攻击性，  

2）多项前额叶结构和功能成像研究发现，前额叶的功能异常与攻击及反社会行为存在相关，

特别是局限性眶额皮层的损伤与攻击性增加密切相关 

3）案例：美国的罗伯诉西蒙斯案、美国的 Weinstein案 

（4）杏仁核 

1）杏仁核受损的个体，无法准确识别他人的恐惧表情，可能使个体对他人的社会评价功能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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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影响，很难学会控制自己的攻击行为 

2）脑成像研究发现，与正常对照组相比，精神病态者的双侧杏仁核的体积显著缩小，并与精

神病态评分呈正相关 

（5）前额叶与杏仁核的功能联系 

边缘系统与前额叶之间存在相互连接，杏仁核产生的情绪或冲动，如愤怒、嫉妒等，可能通过

前额叶皮层易化某暴力行为的实施 

4. 脑成像与司法实践 

（1）近年来，脑成像在美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日益增多，案例：Christopher Tiegreen案、

Brian Dugan案 

（2）反对意见 

脑结构和功能的改变，不意味着必然导致犯罪行为的产生；暴力行为的脑成像研究不具备实时

性；脑功能成像的判断依据大多来自实验室的群体样本研究，而不是绝对的诊断标准 

学习目标： 

1．了解犯罪行为的影响因素、暴力犯罪的定义，了解脑结构和功能的影像学检测方法，了解

与脑结构和功能异常相关的暴力犯罪实际案例。 

2．掌握精神病态的定义与测量工具，反社会人格障碍的定义与诊断标准，掌握与暴力行为相

关的脑结构，掌握暴力犯罪相关的前额叶皮层与杏仁核的结构和功能异常，熟悉脑成像研究的结果

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作业： 

1. 犯罪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2. 试述精神病态的定义和诊断标准。 

3. 精神病态与反社会人格障碍有哪些异同？ 

4. 如何检测与暴力犯罪相关的脑结构和功能异常？ 

5. 前额叶皮层与杏仁核如何影响人类的暴力行为？ 

6. 对于司法实践中暴力犯的定罪和量刑，现有的脑成像研究结果可能为其带来哪些影响？ 

知识单元 2：生理心理学研究新进展：基因与暴力犯罪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二讲 生理心理学研究新进展：基因与暴力犯罪 

1．基因 

（1）基因是遗传的基本物质和功能单位，是合成一种有功能的多肽链或者 RNA 分子所必需的

一段完整的 DNA序列 

（2）基因是染色体的一部分，染色体是遗传信息的载体，其主要成分是长链的脱氧核糖核酸

(deoxyribonucleic acid, DNA)和蛋白质；当染色体出现异常时，如发生数目或结构的畸变，则个

体可能表现出具有多种症状的综合征，被称为染色体综合征 

2. 遗传的基本规律 

（1）单基因遗传指某种性状（质量性状）或疾患主要受一对等位基因控制，又称孟德尔遗传  

（2）多基因遗传指某些性状（数量性状）或疾病的遗传基础是两对以上的多对基因 

1）易患性：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决定一个个体是否易于患病 

2）遗传度：遗传基础所起作用大小的程度 

（3）基因组 

1）基因组是指一个生命体遗传物质的总和；人类基因组包括细胞中的 24 条染色体和线粒体

DNA所含遗传信息的总和 

2）基因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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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基因在同一生物群体中的不同个体表现出至少两种基因型，在群体中发生的概率通常高于

1%；DNA多态性的两种主要类型：序列多态性、长度多态性 

3. 确定病因学相关基因的方法 

（1）基因组扫描法 

1）通过检测均匀分布在整个人类基因组的遗传标记，寻找与某疾患或特质相关的易感基因 

2）该方法适用于对未知基因进行探索性研究，但工作量大、费用昂贵，连锁分析的强度通常

较弱，难以用于检测复杂特质的基因 

（2）候选基因法 

1）将可能与某疾患相关的某个或某组已知基因作为候选基因，通过家系调查和连锁分析，确

定易感基因 

2）该方法的针对性强，能够较好地解释易感基因与行为之间的联系，但无法对未知基因开展

研究 

4. XYY综合征 

（1）XYY综合征，又称超雄，早期的遗传学研究发现：XYY个体在矫正机构和精神病院中的比

例显著高于一般群体 

（2）历史上的 XYY综合征 

法国的 Daniel Hugon案、澳大利亚的 Lawrence Hannel案、美国的 Richard Speck案 

（3）Witkin（1976）的研究发现 

1）XYY染色体异常并不会导致个体的攻击或暴力犯罪增加，尽管 XYY男性的犯罪记录（42%）

显著高于一般男性（9%），但多集中于非暴力犯罪； 

2）XYY组的平均智商与教育成就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男性，XYY染色体异常造成的智力缺陷及认

知功能受损，可能导致 XYY个体的犯罪行为增多 

5. 攻击与反社会行为的基因基础 

（1）攻击与反社会行为的候选基因 

前体基因、受体基因、转运体基因、代谢基因、转换基因、 

（2）5-羟色胺与攻击性 

1）大量的人类和动物研究均发现，低水平的 5-羟色胺与冲动性攻击行为之间存在稳定的相关 

2）5-HT的功能下降与情感障碍和焦虑障碍患者的自杀行为也存在相关：5-HT很可能在更基础

的水平参与冲动控制等神经心理机制的调节 

（3）多巴胺与攻击性 

1）大量的人类和动物研究均发现，多巴胺功能的增强与攻击性升高密切相关 

2）现有研究并未阐明多巴胺及其受体对攻击行为的确切调节机制，多巴胺系统中脑边缘通路

的完整性，似乎对攻击行为起到“允许”作用，参与攻击行为的发起和实施 

（4）5-羟色胺与多巴胺的相互作用 

1）神经解剖和药理学研究已发现，5-HT系统能够发出投射抑制多巴胺能神经元 

2）在动物和人类的攻击行为中，研究者均发现了 5-羟色胺和多巴胺水平的反向改变 

6. MAO-A基因 

（1）MAOA基因能够编码产生单胺氧化酶 A，主要负责 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等单

胺类神经递质的降解；单胺氧化酶 MAO具有两种不同的形式：MAO-A和 MAO-B 

（2）H.G.Brunner首次发现 MAOA基因对暴力行为的影响 

（3）MAOA基因对脑的影响 

1）MAOA基因多态性对脑结构和功能的影响：可能引发杏仁核和前额叶皮层等脑区的形态和功

能改变 

2）MAOA基因影响的性别差异 

3）案例：意大利的 Abdelmalek Bayout案、意大利的 Stefania Albertani案、美国 Brad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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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droup案 

（4）MAOA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7. 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 

（1）5-HTT包括两组等位基因：短等位基因和长等位基因 

（2）5-HTT基因多态性可能是攻击行为的遗传基础，短等位基因与暴力行为可能相关， 

（3）5-HTT基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8. 多巴胺受体基因 

（1）两类多巴胺受体基因的多态性与攻击和反社会行为密切相关：多巴胺 D2受体（DRD2) 和

多巴胺 D4受体（DRD4)基因 

（2）DRD2与 DRD4基因之间可能存在交互作用 

如果同时携带有这两种“风险”基因，个体出现青少年期品行障碍和成人期反社会行为的概率

显著升高 

9. 行为遗传学证据的局限性 

（1）基因能够影响行为，但基因本身无法直接编码或决定人类的任何行为 

（2）单个基因能够改变的是体内的某种蛋白质，而攻击和暴力等复杂行为，很可能受到成百

甚至上千个基因的调控，这些基因的多态性可能通过影响脑结构、脑功能和人格特质等，形成了个

体间不同的暴力犯罪倾向 

（3）基因对行为的影响，还取决于环境因素的作用 

学习目标： 

1．了解基因和染色体的定义，了解基本的遗传学规律，了解基因多态性的定义，了解如何确

定暴力相关特质的病因学基因。 

2．掌握 5-羟色胺和多巴胺对攻击与暴力行为的作用及两者的相互作用，掌握 MAOA 基因的多

态性对暴力行为的可能影响、MAOA 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掌握 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和多巴胺受

体基因的多态性对暴力行为的可能影响，熟悉早期研究对 XYY 综合征的误读及其对司法实践的影

响。 

作业题： 

1. 什么是基因多态性？DNA多态性的种类有哪些？ 

2. 如何筛选与攻击和反社会行为相关的候选基因？ 

3. 5-羟色胺和多巴胺对攻击性的作用是什么？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哪些？ 

4. MAOA 基因的多态性对脑结构和功能的影响有哪些？MAOA 基因如何对环境因素产生调节作

用？ 

5. 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与多巴胺受体基因如何影响个体的攻击性？ 

6. 攻击行为的遗传学研究结果对我们认识暴力犯罪有哪些启示？ 

知识单元 3  国外心理学新取向：积极心理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三讲 国外心理学新取向：积极心理学 

ß 问 题  

一 积极心理学的诞生及产生背景  

二 积极心理学概述：研究对象、目标、方法  

三 积极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积极情绪体验、积极人格特征、积极社会制度等  

四 积极心理学的意义与发展趋势  

五 国内外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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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 关于幸福的几个问题  

ß 我生活的大多数方面接近我的理想  

ß 我的生活条件是优良的  

ß 我对我的生活是满意的  

ß 迄今为止，我在生活中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重要东西  

ß 假如生活可以重新再过一次的话，我还是不想改变任何东西  

（七级，1-7计分）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点不同意，  

介于两点之间，有点同意，同意，非常同意 

ß 卡耐基的例子  

ß 在他父亲的眼中：全郡最调皮捣蛋，最难管教的孩子。  

ß 在他继母眼中：最聪明、最富热情的孩子，只是还没有找到激情的发泄口。  

“积极心理学是致力于研究人的发展潜力和美德等积极品质的一门科学。”                     

——谢尔顿和劳拉·金（2001）  

ß  Martin E.P. Seligman   1996年当选 APA主席， 开启“积极心理学”运动                                                         

ß 1997  Seligman提出“积极心理学”的思想 

ß 1998-1  艾库马尔会议 

ß 1998 在 APA大会上，吹响积极心理学运动的号角 

ß 2000 ·-1《美国心学家》出了一期关于积极心理学的专刊，3月又出了一期。Seligman与

Csikzentmihalyi刊登《积极心理学导论》，正式提出“积极心理学”概念 

ß 2002   Snyder与 Lopez主编的《积极心理学手册》的出版宣告了积极心理学运动的独立 

ß 积极心理学的定义、关注点  

一：产生背景  

社会背景 

1.种族和宗教冲突反思的结果--——寻找人性的积极面 

2.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困惑 

如美国，近 40 年经济增长很快但其国民的幸福指数几乎没有什么增长（Diener,2000），而在

这一时期抑郁症患者快速增长，几乎是 40年前的 10倍多，还呈现出低龄化倾向；同时，在社会稳

定和安全方面，青少年性犯罪、儿童自杀、吸毒等都出现了稳定的增长（Keyes&Haidt,2003） 

3.西方广大的普通民众对自己生活质量要求不断提高  

心理学渊源 

1.人格心理学理论（动机的机能自主性—习得性无助—习得性乐观） 

2.人本主义心理学（消极心理学------积极心理学） 

3.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心理健康运动 

二、积极心理学：概述  

研究方法 

一方面, 积极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继承了西方主流心理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取向, 借助于主

流心理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一些方法, 如实验法、问卷法和访谈法等。  

另一方面, 积极心理学也借鉴了人文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学习和继承了质化研究的一些优势

和长处, 吸收了经验性、过程定向(process- oriented)研究方法的一些优点, 并不断创新出新的

研究方法。强调与崇尚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的统一。 

研究目标 

在积极心理学看来, 心理学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去掉人心理或行为上的问题, 而是要帮助人

形成良好的心理或行为模式。即，依靠对问题的修补并不能为人类谋取幸福, 没有问题的人并不意

味着就一定是个健康、幸福的人。心理学必须转向于人类的积极品质, 通过大力提倡积极心理来帮

助人类真正到达幸福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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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心理学在理念上有一个理想的常模, 其目标是把所有人, 不仅仅是小部分有问题的人, 

尽可能地建设到一个它们所能达到的理想状态, 使人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三、研究内容  

ß 积极体验：正向价值的情绪  

ß 积极人格： 

1）提倡研究积极人格特质 

2）形成过程中各种因素交互作用 

3）强调能力和潜能在人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乐观型和悲观型解释风格 

ß 积极社会制度： 1）积极的国家制度 2）积极工作制度 3）积极教育 4）积极家庭系统 

ß 积极情绪体验  

ß 积极情绪体验与健康  

ß 积极人格特征  

ß 积极社会制度  

ß 积极情绪体验 

ß 积极情绪概念：  

1）正向价值的情绪：具有愉快和快乐的特性 

2）能激发个体产生接近性行为或行为趋向的一种情绪。 

积极情绪并不是完全分离的,众多积极情绪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和一致性。如：感官愉悦，

心理享受 

ß 功能： 

①扩散功能（Fredrickson，2002，“拓展—构建理论”：积极情绪体验扩大了个体瞬间的知—

行( thought-action)能力, 并帮助个体建立和增强从身体、智力到社会和心理的资源           

②对心理紧张的消解功能：心血管变化 

积极情绪体验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 

人们对自己整体生活的满意度与快乐感，是个人对自己生活的一种态度，是衡量个人心理健康

与生活质量的综合性指标。（Andrews&Robinson，1997） 

主体主观上对自己已有的生活状态正是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生活状态的一种肯定的态度和感受。

（Diener，2000） 

衡量指标：体验到快乐的情绪、较低水平的消极体验、较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 

积极情绪体验 

主观幸福感生成理论（任俊，107）  

（1）实现论：需要或目标的满足导致个体主观幸福感的产生，它是生活经验直接生成的结果，

是人生活体验数量的一种线性相加。（弗洛伊德，马斯洛）  

（2）信息加工判断理论：个体的愿望或已有的经验与外在刺激相互作用的结果。强调认知。  

（3）基因或人格特质论：相比即时的主观幸福感，更关注长期的主观幸福体验（enduring level 

of SWB）（不受收入和生活动荡的影响）  

ß 威尔逊（Wilson,1967）：一个幸福人人应该是“和有自尊的人结婚、年经、健康、受过良

好教育、收入较高、外向、乐观、不烦恼、有宗教信仰、有职业道德感、热情适度、性生活满意和

多才多艺。”（转引自，任俊，114）  

ß 积极情绪体验 

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 

二因素论：稳定的因素（心理储备） 

常变因素（心理收入）  

多因素论：各种不同的需要（需要层次理论） ：环境、生理、 交往、文化、成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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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 具体因素  

ß 经济因素：财富对民众幸福 影响是相对的。在中国，同一城市，富人比穷人更幸福。  

ß 文化模式：集体主义文化中，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以“美好生活”的外在社会标准为基础，
较少依赖自身的体验。  

ß 身体健康状况：健康与幸福正相关。运动尤其是跳舞（释放内腓肽，让人产生愉悦感），唱
歌＞听歌  

ß 人际关系：  

ß 宗教信仰等  

ß 主观幸福感的测量  

ß 量表测量法  

ß 行为记录法  

ß 他人评价法  

ß 生理指标检测法  

ß 认知测量法，如自传体回忆  

ß 相关指标确定法（如 GDP、人均收入、就业率等的合计）  

ß 随机情绪取样法（经验抽样法）  

ß 对待现在——福乐 

ß 福乐（flow）由西卡森特米哈伊提出 

ß 艺术家在画画时常常可以废寝忘食、不辞劳苦，一旦完成，马上失去兴趣 

产生的基本条件 

ß 挑战与才能的相互平衡 

ß 从事活动具有一定的结构性特征 

ß 主体自身的特点，自带目的性人格  

ß  对待未来——乐观 

ß （积极体验与坚定信念）  

ß 两种理论; 

天性论：人类的社会环境或文化只是助长或限制了这种天性的发展。 

学习论 

ß 行为主义者   乐观是人在特定情境中获得的一种特定的条件反射，是反应与强化之间的暂

时性联接。 

ß 社会学习者   乐观是由学习而来，不是单向的 S-R过程，而是一种相互作用的结果 

ß 对待未来——希望 

ß 培养儿童的希望 

帮助个体确立合适的愿望目标 

有意识锻炼克服困难的意志力 

发展个体的各种策略  

儿童希望量表（CHS）  

《成人性情希望量表》A-L 

（任俊，196）  

ß 积极情绪与健康 

积极的情绪状态(如乐观)可以增加人的心理资源,使人相信结果会更好。在面对压力事件时,

自我报告通常处于积极情绪状态的人更不易生病;而对于病人,那些处于积极情绪的人更愿意接受

医生的建议、配合治疗并进行锻炼。 

Taylor ，1992：对未来不现实的乐观信念能使个体免于疾病。  

AIDS 研究:保持乐观的病人比面对现实的病人的症状出现更晚,活得也更久。消极的预期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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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S症状更早出现. 

Labott ：观看滑稽和悲伤的录象片。（免疫系统） 

Salovey：积极情绪—消极情绪：负相关。 

具有高乐观主义和希望的人实际上更可能为自己提供有关自身疾病的不利的信息,因此更好地

准备去面对现实,即使他们的积极的结果猜想可能不符实际。 

ß 积极人格特征 

ß 塑造积极的人格特征( positive personality)是积极心理学的基础，积极心理学要培养和

造就健康人格,个体的人格优势会渗透人的整个生活空间,产生长期的影响。 

ß 积极人格特征的两个独立维度（Hillson 和 Marie，1999） （1）正性的利己特征( P I: 

positive Individualism) ,指接受自我、具有个人生活目标或能感觉到生活的意义、感觉独立、

感觉到成功或者是能够把握环境和环境的挑战; 

（2）与他人的积极关系( PR: positive relations with others) ,指的是当自己需要的时候

能获得他人的支持,在别人需要的时候愿意并且有能力提供帮助,看重与他人的关系并对于已达到

的与他人的关系表示满意。 

积极人格特征 

传统心理学的问题：忽视人格的共性；重视消极特性。 

积极心理学的基本观点：  

（1）强调人格心理学必须研究人内心所存在的积极力量, 只有人所固有的积极力量得到培育

和增长, 人性的消极方面才能被消除或抑制。 

（2）人格=内在因素×外部行为×社会环境 

例如：马格纽森（Magnusson，1992）生理成熟早的女孩子 

詹姆斯：如果你播下一个行为，你将收获一个习惯；播下一个习惯，你将收获一个性格；播下

一个性格，你将收获一种命运。  

（3）外在的行为和社会环境对人的生理机制产生着重大影响, 并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人的某

些生理机制的功能、结构等。 

 （4）人格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个体主动建构的过程，强调后天社会文化环境对人格的影响作用。            

积极人格特征 

习得性无助：对现实具有了一种无可奈何的信念，而不是他们真的无法理解自己的问题。 

ß 分类： 

乐观型解释风格： 

外部原因、暂时的→失败 

内在原因、长期的→成功 

悲观型解释风格： 

外部原因、暂时的→成功↘心理问题  

内在原因、长期的→失败↗  

影响因素： 

基因（Schulman） 

母亲的归因方式（Adler、Seligman等） 

教师的反馈方式（Dweck） 

社会媒体（Gerbner&Gross） 

生活经历（Bunce、Larsen&Peterson）                                                      

积极人格特征 

实现途径： 

1、增进积极体验 

积极体验：个体满意的回忆过去、幸福和从容不迫的感受现在并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一种心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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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感官愉悦+心理享受（核心） 

有意识的体验积极事件或积极结果的总时间量（PEA）—体验消极事件或消极结果的总时间量

（NEP）=纯积极体验量（WBA） 

培养：①个体追求积极体验的内在动机因素 

②外部的社会文化环境 

ß 积极人格特征 

2、培养良好的自尊 

自尊是一种个体自我评价后做出的并保持的一种对自己持赞许的看法，它表明了个体对自己的

能力、重要性和价值型的一种认同程度。简单的说，自尊是一种个人自我价值的判断，并且这种价

值判断能呈现于个体持有的对待自我的态度中。（Coopersmith） 

ß 情感成分：归属感和控制感（不同于胜任感） 

ß 自我认识→自我评价→自尊→自我认识→…… 

ß 性别差异： 

男性通过走在别人之前来获得自尊，女性通过与别人走在一起获得自尊。（Josephs） 

ß 测量：状态自尊量表（SSES）、罗森伯格自尊量表（RSE） 

ß 积极人格特征 

3、发展自我决定性（self-determination）：个体自己对自己的发展能做出某种合适的选择并

加以坚持。 

ß 形成： 

第一, 先天的学习、创造、好奇等本性的基础作用。 

第二, 吸收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外在的生活经历, 和自己本性中的学习、创造、好奇等品质相

结合, 转化为自己的内在动机和内在价值观。 

第三, 三种基本需要的充分实现。 

ß 自我决定理论（SDT）： 

ß 以内在动机为出发点，三种基本需要：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关系需要的满足时，人们会得

到幸福感,发挥潜能,并促进社会的发展，因此被视为人本质的生活目标。在他们看来,基本需要不

仅仅是心理发展的最低要求,同时也是社会环境必须提供给人们以促进其茁壮成长和心理学发展的

基本养料,阻碍这些需要满足不管在什么社会与文化背景都会导致消极的心理后果。 

积极的社会制度 

对生活质量产生影响：  直接影响模型、缓冲模型、特定领域模型。 

1、国家制度 

（1）树立新的国家发展目标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GDH（gross demestic happiness） 

对生活质量理解的发展：生物医疗模式→生物行为模式→生物-心理-社会模式 

（2）明确政府职能 

①提供公共物品②优先增加穷人财富③弱化金钱、  物质竞争④增进心理健康 

2、工作制度 

与生活满意度相关 0.50—0.60。（Judge&Watanabe，1993） 

员工：金钱行为→满意行为 

怎样创造： 

（1）工作特性模型（Job Characteristics Model，JCM）：把工作中最有代表意义的五大特征

因素抽取出来，然后针对每一项特征因素来制定相应的工作制度。 

Oldham（1996）：①技能的多样性②任务的同一性③任务的重要性④任务的自主性⑤任务的反

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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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求与控制模型（demand\control model）：员工的工作任务要求他自己提出（如制定工

作目标等），而在实现这些任务要求时管理人员或管理部门也要为员工留下一定的自我决定余地，

如让员工自己决定实现任务要求的工作步骤和工作方法等。 

（3）角色模型：管理者或管理部门要从工作角色的角度出发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使员工对自

己承担的角色有清晰了解；对员工的工作要求和期望要与角色相一致；给员工的角色要求既要有一

定的挑战性，又要被员工所控制。（Turner et al.，2002） 

3、积极教育 

传统教育：放大学生的问题，非人性化 

积极心理教育的特点： 

（1）以人为本 

（2）培养优点（教育的根本目标） 

（3）关注普通，关注天才  

对学校教育的启示： 

（1）积极心理学整合学校心理教育的目标 

（2）学校心理教育应从正面着手（健康指标：具有幸福感） 

（3）积极预防和治疗是学校心理教育必由之路 

（4）教育工作者也要培养自己的积极心理  

参见，张文新（2013），《青少年发展资源模型》，心理学进展                              

4、家庭系统 

（1）家庭亲密关系 

构成：  

①了解和被了解     

②归因：海德  归因模型：以情景或个体固有的性格、气质特征为根据解释他人行为。 

③接受和尊重（积极行为） 

④互惠（心理平衡原则） 

⑤连续性或长期性：计划-检验性行为-调整性行为（海德，2002） 

阶段：亲密感阶段，理解感阶段，尊重感阶段，期待感阶段 

（2）亲子关系（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共同养育的三种模式： 

相互对抗性模式 

分歧性模式 

和谐型模式 

家庭文化编码：地位型家庭文化编码 

（ Bernstein）  个人型家庭文化编码 

建议： ①言语交流、家庭仪式、家庭故事 

②做孩子的顾问或咨询师，不做经理人 

③社会机会的积极提供者 

启示：用欣赏的眼光看待孩子，多用赏识教育 

重视孩子优良品质的培养 

家长要尊重孩子，与孩子平等沟通，让孩子快乐学习，快乐生活 

培养孩子面对挫折的积极心态 

四  积极心理学：意义与发展趋势  

拓展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使其变得更 完整更平衡。同时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心理学的许多

研究领域转向人的积极层面，形成了一场积极心理学的运动，改变了人们在传统意义上把心理学仅

仅认为是解决心理问题、治疗心理疾病的错误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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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 积极心理学的发展趋势 

第一，以主观幸福感为核心的积极心理体验研究为主要方向。Daniel Kahneman 指出，目前体

验的快乐水平是积极心理学的基本建构基础。包括主观幸福感、适宜的体验、乐观主义和快乐等等，

正如 Diener（2000）所言：虽然人们已经对幸福的产生与发展过程有了相当的了解，但幸福主题

本身仍然存在众多值得研究的地方。特别在我国，幸福感研究刚刚起步，更有待开拓。 

第二，塑造积极的人格品质。 

积极心理学要培养和造就健康人格，个体的人格优势会渗透在人的整个生活空间，产生长期的

影响。                          

第三，必须把人的素质和行为纳入整个社会生态系统考察。即应该注意到人的体验、人的积极

品质与社会背景的联系性，因此，需要综合考察良好的社会、积极的社区以及积极的组织对人的积

极品质的影响， 

五、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十年来极度繁荣，由最初的理论介绍、工具开发，到各个层面的应用和理论探讨，再到

本土化的实证研究，如感恩、谦虚等。 苗元江（幸福感测量），邢占军（主观幸福感测量） 。但

临床应用和应用效果方面的实证研究还非常匮乏。  

ß 国外研究现状  

发展新的干预方法  

积极心理干预效果的实证研究  

积极心理理念下的培训：亲子关系、婚姻辅导、人力资源培训  

学习目标： 

1. 了解积极心理学的诞生及产生背景  

2 、积极心理学概述：研究对象、目标、方法  

3. 积极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4. 积极情绪体验、积极人格特征、积极社会制度等  

四 积极心理学的意义与发展趋势 

作业题： 

1.积极心理学的基本理念是什么？ 

2.什么是积极情感？如何培养？ 

3.讨论积极心理学对幸福感的研究。 

知识单元 4 国外心理学新取向：生态心理学与 社区心理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四讲 国外心理学新取向：生态心理学与 社区心理学 

一   生态心理学 

生态心理学的代表--罗格·加洛克·巴克  

(Roger Garlock Barker)(1903—1990)  

生态心理学的代表--吉布森  

1.1 生态心理学：界定  

 “运用生态学的视角与方法研究人与其环境关系的一门学科。” ——秦晓利 

两种生态心理学: 

⑴依据它们使用的方法来定义的，借用生态学理论与方法，是理论型的生态心理学，并且把它

称为生态学的生态心理学，包括巴克和吉布森以及他们继承人的理论. 

⑵依据问题来定义的，主要是针对生态危机而言的，是应用型的生态心理学，称之为生态危机

的生态心理学，包括罗扎卡(T.Rozak)以及温特(D.Winter)和郝沃德(G.Howard)的思想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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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生态心理学：背景  

19世纪 20年代以后，人类学蓬勃发展。人类学家通过现场研究所提供的民族志材料为心理学

提供了非西方背景和非实验室情境下的素材，使得心理学家开始意识到实验室研究过于简单化，心

理学的内容和形式都必须在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具体环境中研究。心理学中开始滋生两种与心理的现

实性研究相关的取向，一种就是生态心理学，另一种就是跨文化心理学取向。 

背景  

现代生态学的跨学科发展趋势：生态心理学家直接从生态学那里借鉴了名称、思想、方法。 

①提供了指导原则：生态学的总体原则，整体观、综合观、层次观、系统观、进化观，都已成

为生态心理学研究的指导原则。 

 ②具体方法。生态学的主要方法是野外观测方法——巴克的中西部现场研究站为应用的典范。 

1.3  产生与繁荣  

20c初-1950年代， 萌芽；1950-1970年代 ，确立；70年代以后发展和繁荣 

1、“国际生态心理学会”于 1981年秋成立。 

2、《生态心理学》杂志也于 1989年创刊 

3、美国几所著名大学也建立了生态心理学系和其他相关组织。参与的人员以及研究的成果都

迅速增加。 

4、生态心理学和传统心理学取向之间出现了进一步相互融合的现象:生态心理学研究为实验取

向研究提供研究任务和第一手研究资料，实验研究为生态心理学研究的任务和理论假设提供实验证

明和支持 

5、在各个研究领域的扩展 

6、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一是继续沿着巴克和吉布森开拓的理论方向，将生态学的方法和原

则应用到心理学当中来。二是研究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但使用的方法基本属于传统心理学的方法。  

2  生态心理学：基本观点  

2.1学科性质  

心理学仍然是一门科学，但不是像科学主义心理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一门像物理化学那样的

自然科学，而是一门描述的、自然历史的、生态的科学。 

生态心理学对科学精神的追求与价值追求是相结合的。  

2  生态心理学：基本观点  

2.2 研究对象  

人或有机体与环境的交互关系  

生态心理学家认为，being-in-a-world(动物)是在与它们的环境的交互作用的进化过程中存在

的实体，即动物不能脱离它们的环境而存在。  

2.3方法论原则——交互作用原则 

生态心理学家认为被传统心理学家所分离的两个方面的东西，如行为和心理、行为和环境，在

本体论上都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对子，因而在认识论上和方法论上，都不能对它们进行分离地

研究和解释。因此从方法论上，生态心理学家把交互作用原则作为首要原则运用于他们的研究之中。 

3  生态心理学：主要代表人物  

R.G.Barker (1903-1990)，开创了行为和环境交互关系 的现场研究，中西部现场研究站；行

为背景理论  

J.J.Gibson(1904-1979)：提出了与传统心理学完全对立的知觉理论—直接知觉理论，运用了

具有生态效度的实验方法。  

3  生态心理学：主要代表人物  

Urie Bronfenbrenner (1917-):发展多元系统理论模型，这个系统谱有四层系统，从小到大分

别是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倡导建立一门“人类发展生态学”。  

Neisser(1928-)：在认知科学和其他相关领域推广生态心理学；确立了生态心理学在现代认知



10269 

心理学研究中的战略地位。 1985 年《走向一种生态学取向的认知科学》和 1996 年《认知科学的

未来:一种生态学的分析》 。自我层次理论  

行为背景理论  

与某种行为特征相连的背景就被巴克称之为“行为背景”。行为背景的特征是： 

⑴行为背景是真实的: 

⑵一个行为背景的成员—---行为着的人和非人的成员一一相互有着一种同形的关系，即行为

和对象相互配合: 

⑶在一个行为背景内部的成员关系比一个行为背景中的成员和另一个行为背景中的成员的关

系有更紧密的联系，且更相互依存；（背景影响大于人格）  

⑷行为背景的人员的可替代性; 

⑸背景活动的完成有赖于人员数量的特定最小值: 

⑹行为背景是自动调节的、主动的系统。    

巴克等人在中西部现场研究站的研究，让巴克彻底放弃了从个体本身去寻找解释和预测行为的

传统研究模式，而转向了在与行为交互作用的行为背景中研究行为和背景关系的模式。  

与某种行为特征相连的背景就被巴克称之为“行为背景”。  

行为背景的功能本质和心理学意义成为巴克研究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也成为社会心理学的生

态学研究的基本理论。 

直接知觉理论  

知觉生态学研究  

1、传统知觉理论：间接知觉理论，我们对世界的意识是间接的，知觉是建立在感觉基础之上

的心理建构物。 

2、吉布森---直接知觉 

知觉是知觉者直接在与环境的交互过程中获得的。 

视崖实验 

多元系统理论 

1、布朗芬布伦纳，运用交互性原则对社会环境做了系统化分析/在巴克行为背景理论基础上 

2、将巴克关于环境和成员之间的嵌套关系的思想用层级化的多元系统谱表现出来； 

从小到大分别是：微系统、中系统、外系统和宏系统，每一个层次或水平的系统都与上级和下

级系统相互包含、交互作用。这种模式，将直接经验的微系统放在了由两个或更多的微系统组成的

中系统中，按照次序，又嵌套在非直接的社会联系的外系统中；每一个水平的系统又嵌套在社会文

化的风俗、价值和成规的宏系统中。 

中系统是一个合并微系统的系统。 

外系统将中系统延伸到包括其他特定的社会结构，包括正式的社会网络（如邻里关系，大众媒

体，政府机构，公共交通服务）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如桥牌俱乐部或宴会）。 

宏系统指文化或亚文化的横跨机构的模式，其他系统是它的具体展现，宏系统担任着给特定的

更低级系统传递信息以及给意识形态赋予意义与动机的任务。 

3、理论层面上和概念上补充、修改和扩大巴克的生态心理学主张，为具体的生态心理学研究

提供指导。  

图解  

Dalton[1](30)认为个体、社会以及系统之间在各个关系层上是相互依存的。  

个体位于一系列相互依存的关系层的最里面; 

微观系统是个体直接相互作用的环境，两者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创建、社会角

色的分担、共享任务的完成来实现的; 

组织由多种微观系统组成，如组成一所中小学的班级；  

社区可以被理解为多种组织或多种微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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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系统包括社会和文化,也包括超越当地社区的政府和经济机构。宏观系统构成了其他水平

运行范围内的关系，并进而影响个体、微观系统、组织和社区生活。 

自我层次理论 

1、自我认知的生态学研究/奈瑟 

2、5种不同的关于自己的知识： 

生态自我、人际自我、概念自我、暂时性外延的自我和私有的自我。 

前两个建立在知觉基础上，后三个建立在内省和思维之上。 

生态自我：被认为是位于和作用于直接物理环境的个体，从生态学角度上说，我能够看见（和

听到和感觉到）我确实在那里和我正在做什么。 

人际自我：忙于和其他人进行社会交互作用的个体，从人际角度上说，我能够看见（听到和感

觉到）和我在一起的人正在注视我和回应我。人际自我，像生态自我一样，从婴儿早期开始在概念

上就被给予和获得。 

自我层次理论 

概念自我或自我概念是一个关于他自己（或多或少永久性）特质和特性的心理表象。更少受到

环境约束，依赖于口头形式，并且在生命的第二年可能开始发展。 

暂时性外延的自我：是当个体认识自己，回忆自己，讲述自己，将自己联系到未来的时候的个

体自己的生活故事。这种“叙述性”自我似乎出现在四岁。 

私有的自我：在内省中形成。 

3、评价：奈瑟既注意到了有机体和他的环境的交互作用的一面（生态自我和人际自我中体现），

同时也注意到有机体内部机制的发展（暂时性外延自我和私有的自我中表现）。 

国外学者对生态心理学的共识： 

一，生态心理学强调环境或背景性因素的重要性，反对脱离环境孤立地研究有机体的心理或行

为。  

二，生态心理学对心理学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对背景性因素或实际情境的强调；新的因果

解释即多元的交互的因果解释；对应用学科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三，巴克和吉布森是被大家一致认同的生态心理学的重要人物。  

四，生态心理学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它有可能取代实验心理学的地位，成

为心理学的发展主流。  

国内研究 

直到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以传播西方生态心理学研究为主，缺少深层次的研究。 

所作研究以理论探讨为多 

在生态心理学的研究上较为全面的是秦晓利和易芳，但两者在对生态心理学的界定上存在差

异。 

二  社区心理学  

1 .1  定义 1  

社区心理学关注“在复杂的交互作用过程中, 连接个体行为和社会系统的心理学过程”。（1966）  

Dalton 等人认为社区心理学涉及个体同社区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合作研究与行动,社区心理学

家寻求理解并提高个体、社区与社会的生活质量。  

Duffy等认为社区心理学关切的焦点在于各种会影响到团体和组织(然后是归属于其中的个人) 

的社会问题、社会制度和环境;其目标是促进社区和个人的最大福利。 

1.1    定义 2  

社区心理学是心理学领域中一门新兴的交叉性应用学科,是在临床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基础

上发展形成。  

它采用跨学科特别是行动研究方法，研究在社区的多重层面展开,强调社会系统和社区情境对

人们的影响,以研究预防心理行为问题和促进社会能力的途径和措施为主要内容,并把重点放在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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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和发掘个体和社区的力量及资源方面,其最终目标是促进社区居民的心理健康和幸福。（刘盛敏，

陈永胜，2007） 

1.1 定义 3  

社区心理学从生态学水平上关注个体与社区、社会的关系, 通过相互合作研究和采取共同行动, 

社区心理学家致力于理解和提高个体、社区和社会的生活质量。（王广新，2008）  

社区心理学是力图在人们的真实背景和社会系统中理解和帮助人的学科及其实践 。（佐斌，

2001）  

1.2 产生  

1965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斯维姆斯哥特 Swampscott的第一次会议为标志。  

1966 年成立社区心理学分会 (APA 第 27 分会 ), 1987 年改为： the Society for 

CommunityResearch and Action,（简称 SCRA）  

70年代初相继出版：  

《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 

1975年 4月在美国德克萨斯州 Austin市召开标志性会议：关注对心理问题的预防以及对社会

胜任力的推进(尤其在学校中), 关注社会行动, 社会正义, 并且倡导解决诸如贫困、种族主义以及

性别歧视等问题。 

1.2 产生  

社区心理学在两个方面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  

从社会需求来看,美国心理卫生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兴起,为社区心理学的创建提供了实践的沃

土; 

从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 

临床心理学的预防思想和社会心理学的生态观点为社区心理学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行动研

究  等科学方法论的进步则使社区心理问题的研究成为现实。 

1.2 产生  

社区心理学两个方面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的。  

从社会需求来看,美国心理卫生运动和民权运动的兴起,为社区心理学的创建提供了实践的沃

土; 

从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 

临床心理学的预防思想和社会心理学的生态观点为社区心理学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行动研

究 

等科学方法论的进步则使社区心理问题的研究成为现实。 

社区心理学已成为全球性的事业  

欧洲社区心理学的出现比北美晚十年。英国于 1976 年和 1986 年相继出版了 Bender 

的 《社区心理学》和 Koch 主编的《社区临床心理学》  

[英国 1991 年创办了 《社区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杂志》  

拉丁美洲 ，1975 年波多黎各大学心理学系最早开设了名为“社区心理学” 的课程； 1977 年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开设了专门的社区心理学硕士课程 。80 年代之后 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社区

心理学不断得到发展。 

国际首届社区心理学会议于 2006年 6月在波多黎各举行。 

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社区问题的心理学研究与干预工作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 

2. 基本观点  

研究对象：关注的是个体与社区、社会的关系,致力于理解和提高个体、社区和社会的生活质

量。  

通过相互合作研究和采取共同行动, 社区心理学家  

研究方法：参与观测、个体定性访谈、个案研究、定量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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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问题：参见下表（佐斌，2001）  

社区心理学的核心价值 

1.社区感，指一种对社区的归属感, 社区成员互相关心与帮助。  

2.社会公正:公平、平等的分配资源、机会、责任。  

3.公民参与:社区成员共同参与,决定社区未来的能力. 

4.合作和团体力量: 

5.尊重人的多样性:承认社会和社区的多样性.自助型群体  

国外发展趋势：  

在奥斯汀会议以后的 25 年时间里, 在社区心理学中出现了几种趋势。每一种趋势都代表着一

种发展中的途径, 这几种趋势如下: 

ß 预防以及促进胜任能力;  

ß 社区建构, 公民参与以及授权;  

ß 理解人和文化的多样性；  

ß 社区心理学的生态学转向（凯利及其同事借鉴了生态学领域的概念后, 提出了作为社区心

理学框架的 4个生态学规则:相互依存、资源的循环、适应和延续）  

学习目标： 

1.了解生态心理学和社区心理学的含义和应用。 

2.理解积极“主动干预”的预防策略和“被动干预”治疗策略有效地结合。  

3. 理解公民参与与社会和谐的关系  

4. 了解弱势群体的保护 ，学习对现实问题的分析。 

作业题：  

1、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探讨大学生中的挂科现象，并设计一个干预方案。  

2、根据生态心理学的行为背景理论，分析探讨大学生的学校归属感及其培养。  

3.当前我国社区心理学的发展现状及应用前景。  

4.从社区心理学的角度探讨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路径。  

知识单元 5－6：东西方视野中的文化：跨文化心理学的探索及意义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 文化的视野: 文化的心理学定义 

∗ 人性的界定: 文化的认知行为维度 

∗ 文化心理学的实践意义 

∗ 如何科学地建设与宣传中国文化 

∗ 中国文化精神与大国心态 

一、 视野的界定: 文化的心理学定义 

（一） 为什么要跨文化比较? 

著名的美国文化观察家，法国作家, Alexis de Tocqueville, 承认在观察美国时，无时不刻

地都使之与法国比较. “没有比较，我的思路无法继续。” 

文化与差异：自由联想实验：“我们……” 

思考问题:文化的相似性与普遍性;共同性与个性 ? 

(二)文化的界定 

  1.什么是文化? 

符号意义系统 

例如: 语言 

价值意识系统 

例如：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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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认同概念 

例如：独立自我－依赖自我 ID 

社会经济系统 

例如：本土心理学 

心理认知系统 

例如：文化与认知理论 

2. 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 

客观文化:某一社会的生活方式，传统的物品、技术、思想、生活方式、社会群居和政治组织

的方式，以及宗教信仰和实践 . 

主观文化: 民族精神和气质，心理的深层结构. 

3.文化的东西方差异 

二、文化与认知理论的观点 

（一）文化是人的需要 

（二）文化是习惯与角度 

（三）文化是认知定势 

（四）文化的心理学视角 

1．价值观: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2．自我概念:个人自我/公共自我/集体自我 

独立性自我与依存性自我 

3．文化与认知模式 

（1）文化与归类、判断 

（2）反现实思维差异 

（3）文化与语言差异 

（4）文化与表情模式 

（5） 文化的发展心理学研究 

三、 跨文化心理学的实践意义 

（一）文化差异的理性判断 

思考：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么? 

（二） 文化对人的行为的广泛影响 

1． 文化心理学对经济学的挑战和贡献 

∗ 文化与欲望 (Buss et al, 1990; Iyenger&Lepper, 1999) 

∗ 文化与喜好 (Kim & Markus, 1999)  

∗ 文化与选择 (Peng, Wang, et al, under review) 

∗ 文化与风险认知 (Hess & Weber, 2000) 

∗ 文化与价值判断 (Levinsion& Peng, under review) 

∗ 文化与博弈 (Henrich et al, 2002) 

2． 文化心理学对经济及伦理学的挑战和贡献 

∗ 买礼物 

∗ 买房子 

∗ 买基金 

∗ 买股票 

∗ 挑配偶 

∗ 挑工作 

∗ 理性与非理性选择? 

文化与品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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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tane& Darley, 1970; Miller, 1984; Morris & Peng, 1994) 

（1）关系道德(Miller &Bershf, 1992) 

（2）情绪的作用 

 (Rozen et al, 1997; Haidt et al, 1993; Greene et al, under review) 

3． 文化心理学对美学的挑战和贡献 

（1）东西方群体对美的审视与理解差异 

（2）东西方艺术领域的表现差异：对象与背景 

…… 

（三） 文化市场的有效策略 

1．心理分析理论（欲望的满足） 

2．特征匹配理论（AIO) 

 活动 (activities)，工作，等等 
 兴趣(interests)，爱好，等等 
 视角 (opinions)，立场，等等 

表达习惯（habit）差异； 

辩论风格(style)的差异:  比喻对照和线性逻辑 

（四） 政治管理与文化模式 

四、科学地建设与宣传中国文化 

（一）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常见的几大误解： 

“太玄”   : 玄学,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不科学”:辩证法 

“不民主”: 官本位意志 

“不实用”:概括与模糊 

（二） 如何克服刻板印象？ 

1． 以具体要求体明确的方式阐述中国文化之精髓;  

2．以实证的方法来证明中国文化的实用性;/抽象与概括 

3．阐明文化的民主性:大众精神与普遍实用性 

4．阐明中国文化的适用性:  

文化自知性与自觉性:内容维度 

文化的观念性:非对抗的态度 

文化的有效沟通:主流核心概念与大众心理 

（三）智慧地面对敏感问题 

1．尊重对手/讲道理/道德制高点:人权民主与公平/               

2．个人性:信息之身份的个人性更具有说服力 

3．信息具体/信息中立/信息实用性(如中医理念) 

4．避免预警效应（/间接影响效果更好） 

/听众的好心情与态度改变 

人们更容易接受他们自己发现的理由，而不是别人告诉他们的理由。 

《深思录》 [法]帕斯卡 

五、文化精神与大国心态 

（一） 中国人的认识之道：朴素辩证主义 

1． 变化原则（现实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 

2． 矛盾原则（现实不是明确清晰的，而是充满矛盾的）； 

3． 妥协原则（辩证与折中） 

4． 协变性原则（所有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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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背景原则（整体主义，只有考虑到整体中各部分的相互关联性才有意义：整体论与分
析说） 

l 家庭观念 (道德义务)  

l 集体主义精神 

l 关系-人情 

l 地域观念(地缘) 

l 勤俭行为 

l 伦理 (以德为先) 

l 礼节 (礼仪之邦) 

l 面子 (自尊与表面自尊) 

l 教育 (左“孝”右“文”）  

l 辨证思维（西方：极化思维） 

…… 

n 西方人的朴素认识论强调本质, 恒定, 特性, 对象 

n 东方人的朴素认识论强调变易, 矛盾, 共性, 背景 

n 整体性思维与分析性思维有差异 

(二)东西方文化中可能的价值冲突 

² 个人主义 

² 利益分析 

² 挑战竟争 

² 坦率直接 

² 现在时观 

² 平等观念(领导 vs. 政府） 

² 怀疑权威 

…… 

（三）中国人的性格类型 

人性假设：性善论做人离地需要目标“至善” 

自我指向（张扬敏捷----淡泊随和）卓-和 

人际关系指向（体谅他人----自我关注）暖-热 

事物指向（坚韧沉稳----直率机敏）慎-敏 

卓热敏:最西化的人格类型:大学生群体 

和暖慎:最符合中国文化的人格类型:党政与企管人员 

（四）中国的大国心态 

1．目标设计 

中国人的心理健康：目标与调适 

理想的价值：个人与他人/集体精神 

理想的人格：认知/情感与道德 

心理学的价值(BIG 5) 

2．策略设计 

什么是理性思维？ 

理性与情感 

如何建立理想的心态？ 

COUNTERFACTUAL REASONING 

 3．思考维度 

奋进有为: 走向更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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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富强/人类责任担当; 

物质/精神: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助人为善…… 

l 不卑不亢:有原则,有定力 

文化自信,包容开放,价值自信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化心理学的含义及其实践意义。 

2.了解并掌握中国本土化的人格测量。 

3.了解文化与认知的关系。 

4.了解是东西方文化中可能存在的价值冲突。 

作业题： 

1.文化心理学的含义是什么？ 

2 . 如何克服文化中的刻板印象？ 

3.谈谈你所理解的人性观。 

知识单元 7：循证矫正的理论与实践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七讲：循证戒治的应用 

目前我国吸毒人员总量持续增长，新型毒品来势凶猛，吸毒人群呈现低龄化、多元化的趋势，

毒品与犯罪的关联紧密，吸毒现况依旧严峻。而强制隔离戒毒、自愿戒毒、社区戒毒等戒毒模式均

存在戒治成本高但收效不好，复吸率高居不下的问题。循证戒治是在戒毒过程中遵循科学证据对吸

毒人员进行结构化的干预，其目的是降低戒治成本，提高戒治效果，减低复吸率。在社区戒毒中引

入循证矫正的理念和做法，将有助于破解社区戒毒中所面临的体制不顺、目标不明确等困境，真正

使社区戒毒和康复成为我国行之有效的戒毒模式。 

学习目标： 

1．理解成瘾行为的生理-心理-社会模型。 

2．了解循证矫正的缘由。 

3. 了解循证戒治的理论与实践。 

4．掌握循证戒治的原则与方法。 

作业：比较成瘾行为与暴力犯罪矫治的异同。 

知识单元 8：暴力犯罪循证矫正的理论与实践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八讲：暴力犯罪循证矫正的理论与实践 

以风险-需求-反应性模型为理论指导，主要根据认知行为疗法设计矫正项目。风险-需求-反应

性模型是循证矫正的理论基础。根据风险原则，在成人暴力犯中评估出高风险的罪犯进行矫正；根

据需求原则，通过问卷、访谈、神经心理实验等多种方法确定高风险成人暴力犯的犯因性需求，并

由此设计矫正项目；根据反应性原则，在矫正项目的实施中采用有针对性的分类矫正项目，使之与

罪犯个体的能力和学习方式相适应。认知行为疗法是目前对罪犯矫正最具有效性的心理和行为矫正

模式，已成为国内外罪犯矫正的首选方法。认知行为疗法认为罪犯的心理和问题行为产生于错误的

思维方式和对现实的错误感知，只有帮助他们学会辨识并且改善这些不合理的信念、价值观、感知、

归因等认知方式，才有可能有效地改变其违法犯罪行为。 

学习目标： 

1．了解循证矫正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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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暴力犯罪循证矫正的实践探索。 

作业题： 

1.什么是风险-需求-反应性模型？ 

2.简要介绍什么是循证矫正？ 

3.罪犯心理矫治中常用的心理治疗方法有哪些？ 

知识单元 9：积极组织行为的研究及培训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积极组织行为学的概念和理论 

1) 积极组织行为学在现代企业员工培训中的重要价值。 

2) 心理资本为什么是重要的人才资本。 

3) 心理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区别，如何证明对企业经营业绩的贡献。 

2．积极组织行为的发展历史及与传统的行为强化和组织行为矫正的关系。 

3. 积极组织行为在全世界的推广和应用的案例 

1) 美国航空公司。 

2) 中国移动。 

3) 印度公司等。 

4. 积极组织行为学的心理学理论和研究基础：自我效能，归因等研究。 

5. 积极组织行为学的四个核心特质及其可以被改变的行为学实验证据。 

6. 通过学生分组课堂讨论，加深对积极组织行为学四个特征的理解。 

7. 在课堂上通过现场培训，让学生掌握在企业提升四个特征的培训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积极组织行为学的理论和四个核心特质。 

2. 了解在企业开展积极组织行为学研究的方法。 

3．掌握运用积极组织行为的理论在企业进行培训的方法。 

作业： 

1.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写出在司法系统进行积极组织行为培训的方案。 

2. 学生设计在某企业开展积极组织行为培训效果研究的方案。 

3. 学生制作积极组织行为培训的课件。 

难点： 

1. 学生没有企业工作的经验。而培训是一企业工作为背景展开的。解决方法：给学生讲解企

业的工作背景，由学生想象自己是企业员工。 

知识单元 10：通过案例教学让学生了解心理学在司法领域开展研究的方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司法领域对心理学的需求 

1) 选拔优秀法官的需求 

2) 警察心理压力和健康的需求 

3) 监狱服刑人员危险性评估的需求 

4) 社区服刑人员危险性评估的需求 

5) 监狱服刑人员心理矫治的需求 

2. 案例 1：选拔优秀法官的需求 

1) 通过司法考试和面试选拔法官的局限。 

2) 胜任力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3) 如何针对法官开展胜任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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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院系统与企业需求的差异。 

5) 在法院系统开展研究遇到的困难。 

6) 如何通过质性研究方法整理访谈和调研的结果。 

3. 案例 2：监狱警察心理健康的研究 

1) 监狱警察工作的特殊性 

2) 现有的监狱警察心理压力研究和学术会议的成果 

3) 监狱警察心理压力研究的方案设计 

4) 监狱警察心理压力的调研方法 

5) 调研结果的整理和统计分析的方法 

4. 案例 3：社区服刑人员的危险性评估 

1) 为什么要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危险性评估 

2) 现有评估方法的局限：社会学角度，监狱系统的角度 

3) 国外危险性评估的五代工具 

4) 国外工具运用于中国服刑人员的问题 

5) 危险性评估的理论设计 

6) 危险性评估的调研方法：焦点小组 

7) 危险性评估的软件系统开发 

8) 运用神经网络数学模型进行危险性评估的结果处理 

5. 如何撰写让司法单位能理解和认同的研究报告 

学习目标： 

1．了解司法领域对心理学的需求。 

2. 了解在司法领域开展心理学研究的特点以及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3. 掌握运用在司法领域开展心里学研究的方法：方案设计、访谈调研、软件开发、结果处理、

报告撰写。 

作业： 

1.学生写出以心理学专业知识能为司法系统做什么贡献。 

2.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询证矫正的框架下写出给服刑人员进行心理矫正的研究方案。要求

有理论框架、操作步骤、效果检验的方法。 

难点： 

1. 学生没有司法系统工作的经验。解决方法：用照片、计划书等实物材料给学生讲解司法系

统的一些实际情况。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 1讲：生理心理学研究新进展: 脑与暴力犯罪 3  

2 第 2讲：生理心理学研究新进展: 基因与暴力犯罪 3  

3 第 3讲 国外心理学新取向：积极心理学 3  

4 第 4讲 国外心理学新取向: 生态心理学与社区心理学 3  

5 第 5讲：东西方视野中的文化：跨文化心理学的探索及意义 1 3  

6 第 6讲：东西方视野中的文化：跨文化心理学的探索及意义 2 3  

7 第 7讲： 循证戒治的应用 3  

8 第 8讲：暴力犯罪循证矫正的理论与实践 3  

9 第 9讲 积极组织行为的研究及培训 3  

10 第 10讲 心理学在司法领域开展研究的方法 3  

11 课堂考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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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普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司法心理学 

后续课程：心理学研究方法、心理学专业英语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暴力犯罪的神经心理学机制、心理学在司法领域的应用、积极心理学与社区心理学。 

难点：循证矫正、基因与犯罪。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讨论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室。 

2. PPT展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相关心理学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注重过程性考察，每一主题学习完成后做一次作业，每次作业 20 分，5 次作业成

绩累积 100分。 

7、作业要求： 

每讲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课程的特点，参考重点书目和文献的基础上，编写详细教学大纲，无固定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1.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编，《技术，新发展——社会进化与心理进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年第 1版。  

2. 中国心理学会编著,《心理学学科发展报告》，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 1版。   

3. 任俊著，《积极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 1版。 

4. 秦晓利著，《生态心理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 1版。 

5. D.M.巴斯著，熊哲宏等译，《进化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 1版。 

6.马皑主编,《法律实践中的心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 1版。 

执笔：王国芳、张卓、刘建清、杨波、李林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6日 

 

社会学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课程号： 423020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心理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同时面向全校学生开设通识选修。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使学生掌握社会学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初步具备社会学的基本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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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认识社会、完善自我，并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 社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会的涵义 

2. 社会的特点 

3. 社会的功能 

4. 社会构成要素 

5. 社会的类型 

学习目标： 

1. 了解社会的类型和社会的功能 

2. 掌握社会的涵义 

3. 把握社会的构成要素及社会的特点 

作业： 

1.社会有什么特点？ 

2.简述社会的功能。 

3.社会有哪些要素构成？ 

知识单元 2：人的社会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会化的涵义和本质 

2. 人的社会化的过程和特点 

3. 社会角色 

学习目标： 

1. 了解社会化的涵义 

2. 掌握社会化的本质 

3. 了解人的社会化的过程 

4. 正确扮演社会角色，认识角色冲突的根源 

作业： 

1.简答社会化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2.简述继续社会化、再社会化、特殊社会化的关系。  

3.试析社会化对形成个性的有什么影响。 

知识单元 3： 社会互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会互动的涵义 

2. 社会互动的类型、形式和功能 

3. 社会互动的基本过程 

4. 集体行为的概念和种类 

5. 集体行为产生的条件 

学习目标： 

1. 了解社会互动的涵义 

2. 掌握社会互动的形式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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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掌握社会互动的基本过程 

4. 掌握集体行为的概念和种类 

5. 了解集体行为产生的条件 

作业: 

1.简述社会互动的含义是什么？ 

2.概述社会互动有哪些类型？ 

3.简述集体行为产生的条件。 

知识单元 4： 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会群体的涵义和类型 

2. 社会群体的功能 

3. 社会群体的结构和动力 

4. 社会组织的涵义和特征 

5. 社会组织的类型和管理 

6. 社会组织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影响 

学习目标： 

1. 把握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的含义 

2. 了解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的类型 

3. 掌握社会群体的功能与结构 

4. 了解社会组织的管理 

作业: 
1.简述社会群体的分类体系。  

2.简述基本群体的主要特点。 

3.简单论述如何增强群体的凝聚力。 

4.什么是社会组织？    

5.社会组织的正式结构和非正式结构各有什么特点？   

6.简述科层制及其特点。  

7.社会组织有哪些功能？ 

知识单元 5：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会分化 

2. 社会不平等 

3. 阶级分层与社会分层的关系 

4. 我国的社会分层 

5. 社会流动的功能和类型 

6. 社会流动的特征和条件 

7. 当前我国的社会流动 

学习目标： 

1. 了解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概念 

2. 了解我国当前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 

3. 掌握社会分层的客观必然性 

4. 掌握社会流动的功能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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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  

2.简述社会分层的标准。  

3.社会流动有什么特征？影响社会流动的社会因素有哪些？  

4.试析中国现阶段农村有哪些主要的社会阶层？ 

知识单元 6：社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区与社区研究 

2. 农村社区 

3. 城市社区 

4. 城乡关系 

学习目标： 

1. 掌握社区的涵义 

2. 了解农村和城市社区的基本特征与结构 

3. 掌握社区的要素、社区研究方法 

作业： 

1.什么是社区,社区的构成要素有哪些？  

2.简述社区服务对社区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3.社区发展的制约因素有哪些？  

4.你如何看待对我国城市化应道路的讨论？ 

知识单元 7： 社会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会制度的涵义、特征与类型 

2. 社会制度的构成与功能 

3. 制度建设与制度改革 

学习目标： 

1. 掌握社会制度的涵义 

2. 了解社会制度的功能及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3. 掌握社会制度的类型与结构 

作业： 

1.什么是社会制度？   

2.简述社会制度有哪些主要特性。   

3.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4.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知识单元 8： 社会控制及社会问题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会控制的涵义和特征 

2. 社会控制的手段 

3. 社会问题的概念 

4. 社会问题的特征及其治理 

5. 当前我国存在的主要社会问题 

学习目标： 

1. 理解社会控制和社会问题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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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了解社会控制和社会问题的关系 

3. 了解当前我国存在的社会问题 

4. 掌握社会控制的手段和社会问题的治理 

作业： 

1.简述社会问题产生的条件。  

2.试析社会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   

3.试论研究社会问题的意义和方法。   

4.什么是社会控制？ 

5.越轨行为有哪些类型？ 

知识单元 9： 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会保障的含义与内容，社会保障的理论与实践 

2. 社会工作的含义与种类，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3. 中国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 

学习目标： 

1. 重点掌握社会保障和社会工作的基本内容和社会意义 

2. 掌握社会保障和社会工作的理论、历史 

3. 了解我国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的成就和改革、发展问题 

作业： 

1.什么是社会保障？   

2.简答社会保障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3.改革和健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知识单元 10： 社会变迁和社会现代化 

参考学时：2学时 

主要内容： 

1. 社会变迁的涵义 

2. 社会变迁的类型 

3. 社会变迁的形式和阶段 

4. 社会现代化的涵义和特点 

5. 社会现代化的内容 

6. 社会现代化的标准 

7. 社会现代化的途径 

8. 城市化的定义和标准 

9. 城市化的后果与对策 

10. 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进程 

学习目标： 

1. 掌握社会变迁的涵义和类型 

2. 了解社会变迁的形式和阶段 

3. 了解社会现代化的涵义和特点 

4. 了解社会现代化的内容及标准 

5. 了解社会现代化的途径 

6. 掌握城市化的定义和标准 

7. 了解城市化的后果与对策 

8. 认识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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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什么是社会变迁？   

2.社会变迁的基本形式及其特点有哪些？   

3.简述现代化的涵义和内容。    

4.什么是中国社会现代化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知识单元 11：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参考学时：2学时 

主要内容： 

1. 社会调查研究概述 

2. 实际调查前的准备工作 

3. 调查资料的收集 

4. 调查资料的整理 

学习目标： 

1. 重点掌握社会调查研究的一般程序 

2. 掌握全面调查、抽样调查等方式的基本内容 

3. 掌握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体系和资料收集方法 

作业： 

1.试述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怎样划分的。 

2.问卷调查的设计原则有哪些？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社会 2  

2 人的社会化 2  

3 社会互动 2  

4 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 2  

5 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 2  

6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2  

7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2  

8 社区 2  

9 社会制度 2  

10 社会控制及社会问题 2  

11 社会控制及社会问题 2  

12 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 2  

13 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 2  

14 社会变迁和社会现代化 2  

15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2  

16 随堂考查 2  

四、说明  

1、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多媒体教学  

课堂讨论：结合案例分析(训练学生运用社会学的知识和理论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 

指导学生阅读相关参考资料进行自主学习 

教学手段： 

课件、课堂问卷、邮箱、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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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随堂考试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月第四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戴维·波谱诺：《社会学》（第十版），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2.亚历克斯·英克尔斯：《社会学是什么？——对这门学科和职业的介绍》，陈观胜，李培英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6月版。 

3. 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 1995年版。 

4. 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 2005年。 

5. 彼得·M·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孙非等译，华夏出版社 1988年。 

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7. 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 

8. 李培林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 9月出版。 

9. 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潘琪、张焱译，三联书店出版，1984。 

10.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基础》（第 8版）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 5月。 

 

罪犯心理矫治 
Psychological Treatment of Offender 

课程号：4230201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罪犯心理矫治是指促使罪犯的心理和行为发生积极变化的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行为矫正等活

动的总称。本课程包括罪犯心理矫治的理论问题、法律问题和伦理准则的论述，重点介绍罪犯心理

咨询与罪犯心理矫正的方法与技术（精神分析、认知疗法、道德推理训练、罪犯行为矫正，以及特

定类型犯罪人的矫治方法）、罪犯心理、行为评估与罪犯矫治评价。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系统的学习让学生了解并掌握罪犯心理矫治的基本理论知识，罪犯

心理评估技术以及罪犯心理矫治技术，并学会将课堂知识比较顺利地应用于实践。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罪犯心理矫治概念。 

2． 罪犯心理矫治的历史。 

3． 罪犯心理矫治的现状。 

学习目标： 

1．了解罪犯心理矫治的历史。 

2．了解罪犯心理矫治的现状。 

3．掌握罪犯心理矫治的概念。 

作业： 

Reading：罗大华主编，《犯罪心理学》司法部法学教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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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 16章。  

知识单元 2：罪犯心理矫治的理论基础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罪犯心理矫治的基本理论观点。 

2．犯罪即障碍论。 

3．罪犯心理矫治与罪犯权利。 

4．罪犯心理矫治的困难性。 

5．罪犯心理矫治中的伦理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罪犯的权利、罪犯心理矫治的困难性以及罪犯心理矫治中的伦理问题。 

2．掌握罪犯心理矫治的基本理论观点。 

3．掌握犯罪即障碍论。 

作业： 

小组学习:总结罪犯心理矫治中会遇到哪些伦理问题？分别如何在矫治实践中解决？ 

知识单元 3：罪犯心理矫治的程序与问题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罪犯心理矫治的步骤。 

2．罪犯心理矫治关系。 

3．罪犯心理矫治中的阻抗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罪犯心理矫治的基本程序、步骤。 

2．掌握如何处理与维护矫治过程中的特定关系。 

3．掌握矫治中存在的阻抗问题及其对策。 

作业： 

小组学习：设计一个模拟矫治情景，主要表现阻抗问题以及解决阻抗的对策。 

知识单元 4：罪犯评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罪犯评估的概述。 

2．罪犯评估的程序和方法。 

3．专门化的心理测验与评估。 

4．对特殊罪犯的心理诊断。 

学习目标： 

1．了解并掌握罪犯评估的主要内容、程序与基本方法、技术。 

2．掌握专门化的心理测验在罪犯评估中的作用与应用。 

作业： 

课后练习：练习罪犯心理评估中专门化的心理测验的使用和操作。 

知识单元 5：罪犯心理咨询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罪犯心理咨询概述。 

2．个别咨询。 

3．集体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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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罪犯心理咨询的其他方法。 

5．罪犯心理咨询的主要问题。 

6．危机干预。 

学习目标： 

1．了解罪犯心理咨询与罪犯心理矫正之间的关系、罪犯心理咨询中应注意的关键问题。 

2．掌握罪犯心理咨询的基本策略与技术（个别咨询与集体咨询技术等）。 

3．掌握罪犯危机干预的基本策略与方法。 

作业： 

小组学习：设计一个模拟矫治情景，主要表现罪犯心理咨询的基本策略与技术。 

知识单元 6：罪犯心理治疗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罪犯心理治疗概述。 

2．精神分析法。 

3．认知疗法。 

4．道德推理训练法。 

5. 其他疗法。 

学习目标： 

1．了解罪犯心理治疗的本质及其目标与局限性。 

2．掌握精神分析法、认知疗法、道德推理训练法等在罪犯治疗的方法体系中适应症、策略与

技术及其可能存在的问题。 

作业： 

小组学习：设计 3个模拟矫治情景，分别来表现精神分析法、认知疗法、道德推理训练法在罪

犯治疗的方法体系中适应症、策略与技术及其可能存在的问题。 

知识单元 7：罪犯行为矫正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罪犯行为矫正概述。 

2．代币强化法。 

3．厌恶疗法。 

4. 现实疗法。 

5. 行为合同。 

6. 其他行为矫正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罪犯行为矫正的基本原理（S-R，S-O-R，社会学习理论，认知行为说）。 

2．掌握有关罪犯行为矫正的基本概念。 

3．掌握主要矫正技术方法（代币制、厌恶法、现实疗法、合同行为法等）。 

作业： 

小组学习：设计模拟矫治情景，分别来表现主要的矫正技术方法（代币制、厌恶法、现实疗法、

合同行为法等）。 

知识单元 8：犯罪人愤怒控制训练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对愤怒的认识。 

2．愤怒控制训练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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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愤怒控制训练的程序。 

学习目标： 

1．了解并掌握愤怒的特点、愤怒的利弊，引起愤怒的原因及愤怒的预防。 

2．了解愤怒控制训练及其起源。 

3．掌握愤怒控制训练的基本方法及训练程序。 

作业： 

小组学习：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团体训练，练习愤怒控制训练的基本方法及训练程序。 

知识单元 9：对不同类型罪犯的心理矫治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暴力犯罪人的心理矫治。 

2．性犯罪人的心理矫治。 

3．酒精中毒犯罪人的心理矫治。 

4．毒品犯罪人的心理矫治。 

5. 少年犯罪人的心理矫治。 

6. 对其他犯罪人的心理矫治。 

学习目标： 

1．了解暴力犯罪、性犯罪、酒精中毒犯罪、毒品犯罪、少年犯罪的基本特点与犯罪人的心理

状态。 

2．重点掌握对暴力反罪人、性犯罪人、酒精中毒犯罪人、毒品犯罪人、少年犯罪人及其他犯

罪人的心理矫治策略。 

作业： 

小组学习：自选某种类型犯罪人，模拟情景，展开矫治程序。 

知识单元 10：对罪犯治疗效果的评价与改进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对罪犯治疗效果截然不同的评价。 

2．对罪犯矫治的改进与展望。 

3．有效的矫治计划的原则。 

学习目标： 

1．了解对罪犯治疗效果评价中存在着肯定性与否定性的意见。 

2．了解罪犯矫治的改进与展望。 

3．掌握对罪犯社区有效矫正的原则与特点。 

作业： 

Reading：Blackburn，Ronald著《犯罪行为心理学：理论、研究和实践》，吴宗宪等译，中国

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 10月第 1版，P336“关于矫正无效的争论”。 

（二） 实践教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2  

2 罪犯心理矫治的理论基础 2  

3 罪犯心理矫治的理论基础 2  

4 罪犯心理矫治的程序与问题 2  

5 罪犯评估 2  

6 罪犯心理咨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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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罪犯心理咨询 2  

8 罪犯心理治疗 2  

9 罪犯心理治疗 2  

10 罪犯行为矫正 2  

11 罪犯行为矫正 2  

12 犯罪人愤怒控制训练 2  

13 犯罪人愤怒控制训练 2  

14 对不同类型罪犯的心理矫治 2  

15 对不同类型罪犯的心理矫治 2  

16 对罪犯治疗效果的评价与改进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咨询心理学、犯罪心理学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罪犯心理矫治的有效性、罪犯心理评估技术、罪犯心理治疗技术、不同类型罪犯的心理

矫治。 

难点：罪犯心理评估技术、不同类型罪犯的心理矫治。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小组合作学习。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视频案例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罪犯心理评估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小组学习报告、学生出勤、课堂表现；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罪犯心理矫治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

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Clive R. Hollin主编 《罪犯评估和治疗必备手册》，郑红丽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

年 1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吴宗宪著《中国罪犯心理矫正技术》，法律出版社 2006年 1月第 1版 

2. Blackburn，Ronald著著《犯罪行为心理学：理论、研究和实践》，吴宗宪等译，中国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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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出版社，2000年 10月第 1版 

执笔：郑红丽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1日 

 

咨询心理学 
counseling psychology 

课程号：423020152－0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心理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重点掌握四大流派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基本理论与技术； 

2、掌握咨询会谈的基本技术； 

3、掌握心理咨询的总流程及相关的技术(包括房间的布置、咨询关系的建立，问题的诊断，目

标的确立，咨询效果的评估与巩固、咨询的结束等)。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基础知识、四

大流派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基本原理与技术，了解咨询与治疗的整个流程及所需要的技术。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一．心理咨询的定义 

无公认、统一的定义。 

心理咨询（counseling)是咨询者（Counselor）运用心理科学及相关学科的知识与技能，帮助

来访者（client）解决心理问题，增进心理健康的过程。 

二．心理咨询的类型 

据内容分： 

1）、障碍咨询：轻度心理障碍、精神病早期或康复期 

2）、发展咨询：人生发展各阶段遇到的问题   

据对象多少分： 

1）、个人心理咨询 

2）、团体心理咨询 

据方式分： 

1）、门诊 

2）、电话 

3）、现场 

4）、专栏 

5）、信函 

6）、网络等 

三、 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关系 

倾向性的意见认为： 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与心理咨询没有本质区别 

1、都注重建立良好的关系 

2、工作的对象有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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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用的理论与方法一致 

两者间的细微差别 

1、心理咨询以支持性、指导性会谈为主，心理治疗以治疗为主 

2、前者所需时间短，后者所需时间长 

3、前者解决的是轻度的心理问题 ，后者以障碍、疾病为主，程度重些 

4、前者在非医疗单位开展，后者一般在医疗单位进行 

5、前者工作者范围较广，后者以医务工作者为主 

四. 心理咨询过程 

1．建立咨询关系阶段  

对于来访者来说，良好的咨询关系能帮助他们对咨询者建立起足够的信任，以便最终能够披露

自己的内心世界。  

2．评估及确立目标阶段  

找出问题和困难后，咨询者与来访者还要一起制定预期目标，即来访者希望通过咨询而得到的

特殊结果。预期目标同样可为规划咨询策略提供有用的信息。  

3．干预策略的选择与补充阶段  

咨询者与来访者要在评估资料的基础上，选择并安排好行动计划或干预步骤，以使来访者取得

预期目标。制定干预步骤时，重要的是选择那些与问题及目标相关联的策略方法，而且不要让所选

择的策略与来访者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相冲突。  

4．评估及终止咨询阶段  

五、对心理咨询师的要求 

知识 

技能 

素质 

六、心理咨询的发展简史 

国外 

现代心理咨询的出现源于 19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 

发源地：美国 

1、最早的专业咨询服务：20世纪初美国职业指导运动 

Parsons（1908）波士顿   就业辅导局 

2、心理卫生运动：  

 1908 《康奈狄克州心理卫生协会》 世界第一个心理卫生组织 

3、第一次世界大战  心理测验的促进作用 

4、1930s 各方面问题的咨询；许多学校成立心理咨询机构 

5、1950s 辉煌时期： 1952年成立    APA  心理咨询学分会  

国内                                    

1.1949-1965：启动阶段  

神经衰弱的快速综合治疗 

2、1966-1977：空白阶段 

3、1978-1986：准备阶段 

1979年《医学心理学专业委员会》成立 

4、1987-今：初步发展阶段 

1987《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大医院、高校成立咨询门诊或中心 

1990年成立《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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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关系；心理咨询对从业者的要求；国内外心理咨询的发展简史。 

2．掌握心理咨询的含义与类型、心理咨询的过程。 

作业： 

1、 简答心理咨询的定义。 

2、 简答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关系。 

3、 简答心理咨询的基本过程。 

知识单元 2：咨询关系的建立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一、建立良好咨询关系的意义  

咨询关系也称咨访关系，是指咨询者与来访者（或称咨客、求询者）之间所发生的相互联系。 

心理咨询是建立在咨询关系基础上的一种活动。借助于这种关系，咨询者给来访者提供心理

上的帮助。只有创造良好的咨询关系，来访者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受咨询者的影响。可以说，

良好的咨询关系是促进来访者积极改变现状、发挥潜力的动力，本身就具有心理治疗的作用。 

二、咨询关系的特征  

咨询关系是一种咨询者对来访者的帮助关系，它不同于一般的人际关系，具有自己显著的特

征。  

1．咨询（治疗）关系是一种同盟关系  

格林森（Greenson）最早发明“治疗同盟”这一术语，他认为治疗关系是一种治疗合作伙伴关

系，咨询者与来访者要以互相配合的方式进行工作。 

  2．咨询（治疗）关系是一种隐蔽的、具有保密性的关系  
  3．咨询（治疗）关系是一种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统一的关系  
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全部过程，都要求治疗者保持客观的、中立的立场，只有这样，治疗者才

能对来访者的情况有正确的了解、客观的分析，并尽可能地提出适宜的处理办法。 

4．咨询（治疗）关系是一种受多重专业限制的关系  

咨询关系的另一显著特征在于它受到多重专业上的限制，这些限制对于咨询和治疗的成功是

十分必要的。 

三、影响咨询关系的主要因素  

咨询关系的建立、维持和发展既与咨询者有关，如咨询者对来访者的关怀、尊重、理解、温

暖、真诚以及咨询者的人格特征，都会影响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同时，亦与来访者本人有关，来

访者所表现出的咨询动机、合作态度、期望程度及对咨询者的反应等等，也都对咨询关系的建立

有影响。但尽管如此，在咨询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咨询者，咨询者应能运用自己的专业技

能使这种关系得以顺利地建立和发展起来。所以与咨询者有关的一些因素应是影响咨询关系的基

本因素或主要因素。  

1、 真诚 

2、 共情 

3、 积极关注 

4、 尊重与温暖 

学习目标： 

1．了解咨询关系的意义与特征。 

2．掌握影响咨询关系的因素及如何做。 

作业： 

1、影响咨询关系的因素主要有哪些？ 

知识单元 3：来访者心理问题的分类与评估 

参考学时：5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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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一、来访者一般情况和背景信息  

1、关于来访者身份的信息，如性别、年龄、出生地、居住地、文化程度、婚姻与否、职业、

民族、经济状况等； 

2、总体外观形象和行为，如相貌、有无残疾等； 

3、与现在问题有关的往事； 

4、以往的精神病史或心理咨询和治疗史； 

5、教育和工作背景； 

6、健康和医疗史； 

7、社会或成长史，包括宗教和文化背景、主要的价值观、主要成长事件、社会和休闲活动、

目前社会状况； 

8、家庭、婚姻、性历史； 

9、精神和神经系统（主要是大脑）状况。  

二、来访者求助解决的问题  

三、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般来说，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可能是先天遗传因素，也可能是后天环境因素，既

可能是心理社会因素，也可能是生物学因素，更可能是以上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咨询实践

中，可以沿以下途径寻求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精神分析途径  

弗洛伊德认为，症状仅仅是一种伪装，它们实际上代表一个人被压抑到无意识之中的本能欲望

或童年时代所遭受的痛苦与精神创伤。寻求来访者问题产生的原因，就要了解来访者个人生活史，

特别是早期经历中有无心理创伤。  

（二）反射—行为—学习路径  

在行为理论看来，人的许多心理问题和症状实际上就是非适应性行为（或称适应不良行为）。

非适应性行为如同适应性行为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习得的，即个体是通过学习获得了非适应性

行为的。因此，也同样可以通过学习来调整、矫正和改造它们，也可通过学习新的适应性行为来代

替它们。  

（三）人本主义途径  

要了解来访者的基本需要及其满足情况；了解来访者成长过程中的人际交往情况，特别是人际

交往对来访者自我概念形成的影响；了解来访者是否感受到自己的潜能与存在价值，是否发现生活

的意义。  

（四）认知途径  

认知途径认为个体认知上的歪曲与局限是造成其情绪障碍和行为适应不良的主要原因。寻求来

访者问题产生的原因，就要了解来访者的认知特点，尤其是来访者是否持有不合理的认知。  

四、评估来访者问题的主要手段  

1、心理测验  

随着咨询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的发展，心理测验已成为咨询心理学家确认来访者问题和临床心

理学家对患者症状进行诊断的重要手段。  

2、诊断性会谈  

诊断性会谈，也称会面诊断，是指咨询者通过与来访者的会谈，弄清来访者问题的性质、程度、

根源与实质的过程。它是心理评估的重要手段之一。  

五、咨询中常见的心理障碍与诊断 

1、创伤后应激障碍 

2、神经症 

3、进食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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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问题评估所需要的信息及手段、咨询中常见的心理障碍的表现。 

2．掌握四种心理学流派对心理问题产生原因的看法有何不同。 

作业： 

1、 神经症分哪几种类型。 

2、 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有哪些。 

知识单元 4：心理咨询的理论流派与技术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精神分析的理论与技术 

一、有关理论 

（一）、心理结构说 

1、意识（conscious）：能够被直接感知到的心理活动。 

2、潜意识（无意识，unconscious）：一些潜伏的、无法被察觉的心理活动，由原始的本能与

被压抑的欲望构成 

3、前意识（preconscious）：介于意识和潜意识之间，其中所包含的内容经回忆、提醒可召回

到意识部分中去。 

（二）、人格结构说 

1、本我（Id）：最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潜意识部分，由本能与欲望构成，要求无条件得到满足，

遵循“快乐原则”。 

2、自我（Ego）：从本我中分化出来的，处于本我和现实世界之间，受“现实原则”支配。 

3、超我（superego）：从自我中分化出来，是道德化了的自我，遵循“道德（完美、至善）原

则”。 

（三）、自我防御机制 

1、 压抑（repression）： 

2、 否认（Denial）： 

3、 退行(regression)： 

4、固着（fixation): 

5、置换（displacement）： 

6、 投射（projection）： 

7、反向形成（reaction formation）： 

8、抵消(undoing):  

9、升华等 

二、精神分析的技术 

1、 自由联想：Freud 1895 年创立，认为人在放松时浮在脑海的东西不是无缘无故的，借此

可挖掘无意识中的症结所在。让病人舒服躺好，把进入脑中的一切如实讲出来。 

2、 移情：求助者把对父母或过去生活中某个重要人物的情感转移到了咨询师身上的现象。 

3、 阻抗：来访者对心理咨询过程中自我暴露与自我变化的抵抗。 

4、 释梦：指将隐梦变成显梦的过程，即伪装潜意识的愿望混过稽查的过程。 

5、 催眠 

三、中国——钟氏领悟疗法 

（一）、基本观点：强迫症、恐怖症是源自幼年期精神创伤，是幼年时的恐惧体验在现在成年

人身上的再现，性变态是源自幼年性游戏活动，以致用幼年儿童的方式对付成年人的心理困难。 

（二）、治疗适应症：某些性变态、恐怖症和强迫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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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疗过程与方法 

1、采取直接会谈方式。每次 60－90分钟。当事人最好在每次治疗后写出总结和心得。 

2、初次会谈侧重了解症状、表现形式及产生发展全过程。评估是否是领悟疗法的适应症（强

迫症、恐怖症和某些性变态）。 

3、若是适应症，则向当事人说明：病是可以治好的；疗效更取决于当事人自己；当事人要主

动合作，善于领悟，并融会贯通。 

4、询问当事人的生活史和容易回忆起的有关经验，但不勉强深挖。 

5、引导当事人分析症状的性质，重点说明：症状是幼稚的；不符合成人的水平和特点；自己

是不自觉地运用了幼稚的手法来消除同样幼稚的恐惧，让当事人意识到自己的荒唐可笑。 

6、若当事人接受上述的分析，则进一步解释疾病根源在过去，甚至在幼年期；强迫症、恐怖

症是源自幼年期精神创伤。 

四、评价 

第二节  行为流派的理论与疗法 

一、 人性观 

     人是环境的产物，但新行为学者也注意到认知等的作用。 

二、 对心理问题的看法 

    人的行为的范围是一个连续体，由于所有的行为都遵循同样的学习原则，在性质上没有差

别。因此，行为理论家偏爱用“适应不良”代替“异常”这个术语。 

三、 理论 

（一）、巴甫洛夫条件反射 

１、条件反射的获得 

 以无条件反射为基础，一个中性刺激通过与无条件刺激配对，最后能引起原来只有无条件刺

激才能引起的反应。 

2、条件反射的泛化 

 某种特定刺激的条件反射形成后，另外一些类似的刺激，也可能会诱发出同样的条件反射。 

（二）、斯金纳操作性条件反射 

有机体做出一个特定的行为反应，导致环境发生某种变化，进而对有机体继后的反应产生影响：

鼓励或抑制此行为（强化）。 

（三）、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 

班杜拉认为一个人通过观察、模仿就能学习到其他人的行为反应，模仿学习是人们行为形成的

重要途径。 

四、 行为技术 

1、系统脱敏：原理－－交互抑制原理 

2、厌恶疗法：是将某种不愉快的或惩罚性的刺激与想要戒除的目标行为结合起来，使对原来

喜欢的刺激产生厌恶，达到使患者戒除或减少不良行为的目的。 

3、暴露疗法 

4、行为塑造：原理是操作条件反射的正强化。采用逐步晋级的方法，并在患者出现或完成期

望的动作时，给予奖励，以增加出现期望行为的次数。 

5、代币管制：通过实物强化改变行为。 

6、示范性疗法：榜样的作用。 

五、评价 

第三节  理性情绪疗法 

一、艾利丝理性情绪疗法的产生 



10296 

二、对人的看法 

人生而同时具有理性思考的潜能，也有非理性思考的倾向。人具有改变认知、情绪及行为的天

赋能力。  

三、不合理信念 

1、绝对化的要求：以自己的意志为出发点 

2、过度概括化：以偏概全。 

3、灾难化：一件不好的事发生将是非常可怕、糟糕的。 

四、ABC理论 

Ellis认为事件（a）本身并非是情绪或行为后果（c）之原因，反而人们对事件的想法、看法

或解释（非理性信念 b）才是真正原因所在。 

五、认知与情绪技术 

1、认知技术：  驳斥非理性念、认知的家庭作业。    

2、情绪技术：  合理情绪想象技术。 

3、行为技术：  系统脱敏、放松技术、示范。  

六、评价 

第四节 人本主义流派的理论与方法 

一、对人的看法 

人有自我实现、发展自己的潜能倾向。人有不需治疗者直接干预就能了解及解决自己困扰的极

大潜能，治疗者的任务就是启发这种潜能，而不是包办代替。 

二、治疗目标 

了解自己真实的想法、情感与行为，使自我概念与经验趋于和谐一致。 

三、 心理治疗的方法 

（一）、关系的建立 

（二）、非指导性会谈技巧 

放到会谈技术中讲。 

学习目标： 

1．了解精神分析（心理动力）、行为主义、理性情绪疗法与人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基本理

论。 

2．掌握四大流派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方法。 

作业：  

1、自我防御机制有哪些种类？试举例说明。 

2、精神分析的疗法有哪些？ 

3、简述系统脱敏疗法的基本原理与步骤。 

4、什么叫满灌疗法？它适于哪些人？ 

5、举例说明行为塑造法如何进行？ 

6、简答 ABC理论的基本内容。 

7、理性情绪疗法的技术有哪些？ 

8、比较精神分析流派、行为流派、认知流派与人本主义流派在心理问题产生的看法上有何不

同？ 

知识单元 5：心理咨询中的会谈技术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倾听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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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澄清（具体）技术 

（一）、何时用（When） 

在心理咨询过程中，一些来访者所叙述的内容是模糊不清、概括的。 

（二）、如何做（How） 

澄清反应要求来访者对于模棱两可的语句给予更清楚、更具体的描述。 

澄清反应通常以疑问句的形式表达。 

（三）、澄清的步骤 

1、确认当来访者的语言和非言语信息（当事人告诉我了些什么？） ； 

2、确认有无需要检查的模糊或混淆的信息； 

3、确定恰当的开始语，如“你能描述”、“你能澄清”、“你是说”等，用疑问句进行澄清； 

4、通过聆听和观察当来访者的反应来评估澄清反应的效果。 

二、内容反映 

（一）、定义：将来访者的主要情况或想法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 

（二）、步骤 

1、在心中重复或回忆当事人的信息 。 

2、选择适当的词语来表达：感官形式的语句。 

3、用所选择的词语把来访者信息中主要的内容用自己的语言表示出来， 用陈述句表达。 

4、通过聆听和观察来访者的反应来评价你的内容反映是否正确。 

三、情感反映 

（一）、定义：情感反映主要是对信息的情感部分进行再编排。 

（二）、步骤 

1、要注意聆听来访者信息中使用的情感词汇。 

2、注意来访者传递言语时的非言语线索。 

3、用自己的语言，把由语言和非言语线索获得的情感再反映给来访者。 

4、用一个合适的语句开始进行情感反映。 

5、在语句中加进情感发生的情景 

6、评估你的反应是否有效。 

四、归纳总结技术 

步骤： 

1、 当事人今天和以往对我讲了些什么？这些信息的关键内容和关键情感是什么？ 

2、 当事人今天和以往反复强调的是什么？其中的模式和主题是什么？ 

3、 可用于配合当事人使用的感觉词的语句是什么？ 

4、 怎样知道我所做的总结是否有效的？ 

第二节   指导性反应 

一、提问 

开放式与封闭式。 

二、质询 

把焦点集中在来访者的感受、想法和行动中明显存在的差异、矛盾、冲突的信息上；目的是帮

助来访者意识到这些差异与矛盾。 

三、解释 

咨询师运用有关理论来描述来访者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产生原因、实质等，以加深来访者对

自身心理与行为的了解，从而产生领悟，提高认识，促进变化。   

四、提供信息 

咨询过程中，咨询师为了协助来访者了解问题、解决问题时，在必要的情况下所提供的相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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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信息。 

第三节  非言语技巧 

一、 咨询师的非言语性线索 

1、面部表情： 

2、身段表情：  

3、言语表情： 

4、空间距离：  

二、 来访者沉默的处理 

1、思考（创造）性沉默：  

2、自发性沉默： 

3、冲突性沉默：  

第四节  来自来访者的阻力   

一、阻力的定义 

心理咨询中的阻力（resistance），也称阻抗，是指来访者在心理咨询过程中以公开或隐蔽的

方式否定咨询者的分析，拖延、对抗咨询者的要求，从而影响咨询的进展，甚至使得咨询难以顺

利进行的一种现象。  

二、阻力的主要类型及表现形式  

(一)阻力的主要类型  

阻力具有不同的类型，通常可分为内容阻力、性格阻力及关系阻力三类。  

1．内容阻力（content  resistance）  

所谓内容阻力是指来访者拒绝讨论某些特定的领域，因为这些领域使他们产生恐惧或痛苦。 

2．性格阻力（characterological  resistance）  

这类阻力在某些具有戒备心理的来访者身上表现明显。典型的情况是，他们拒绝讨论那些会

对他们构成威胁的观念、情感以及其他内容。他们常常采用的方式为反复辩解、退缩以及不礼貌

的言词。  

3．关系阻力（relational  resistance）  

这类阻力只存在于咨询者与来访者之间。它主要表现为来访者在心理上不愿攀近咨询者或从

心理上敌视、对抗咨询者。 

（二）阻力的常见表现形式  

1．迟到或擅自取消预约好的咨询  

2．把注意力指向咨询者  

一些来访者将谈话重点指向咨询者，使会谈脱离其应有的主题，分散了咨询者对来访者的问

题的注意力。  

3．原地踏步  

4．遗忘  

5．控制交谈的主题  

6．提出新的咨询要求  

7．回避咨询者提出的问题  

8．为自己的问题辩护  

9 ．为咨询关系的建立设定先决条件  

10．过多地纠缠以前发生的事情  

三、阻力产生的原因  

（一）来访者原有的非适应性行为仍有一定的心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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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来访者开始新的行为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三）来访者存在对抗咨询活动或咨询者的动机  

1．得到自己不需要改变的认可  

2．证实自己的某一决定  

3．证明是他人的过错  

4．操纵并控制他人  

5．证明他不需要帮助  

6．战胜咨询者  

7．满足他人的需要  

四、如何处理心理咨询中的阻力  

1．咨询者对阻力要持正确的态度  

（1）不要把认识阻力和处理阻力当作心理咨询中头等重要的大事。 

（2）不要因为存在阻力而指责来访者。  

（3）不要将来访者的阻力扩大化。  

（4）从本质上说，对成长的阻力是人性的一部分。 

2．适当放松警惕，解除戒备心理  

3．正确地进行判断，弄清到底是不是阻力  

4．准确区分不同种类的阻力  

5．咨询双方要适时交流各自的感受  

学习目标： 

1．了解内容反映、归纳总结技术与提问技术，了解来访者阻力的表现与原因。 

2．掌握澄清（具体）技术、情感反映、质询、解释、提供信息技术。 

作业： 

1、什么叫澄清（具体）技术？它何时用？ 

2、解释与释义（内容反映）有何区别？ 

3、来访者的沉默现象分几种？应怎样处理？ 

4、什么是阻力？其主要类型及表现形式有哪些？ 

5、简述阻力产生的原因。 

知识单元 6：咨询效果的评定与维持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咨询效果的评定  

在咨询的最后阶段，咨询者要做的是对干预措施的有效性以及是否达到咨询目标进行评估，

这种评估会使咨询者知道何时可以结束咨询，何时需要修补干预行动计划。而且，评估结果中显

现出的具体的进步也常常会鼓励、强化来访者。  

一、咨询效果的评定内容和工具  

（一）咨询的有效性、不良结果和效率  

1．有效性：指经过咨询和治疗后，来访者心理与行为出现的改进或积极变化。  

2．不良结果：指经过咨询和治疗后，来访者的问题、症状发生恶化或出现新问题，但必须注

意区分哪些是来访者原有不适、症状发展的必然结果，哪些是由咨询和治疗引起的。  

3．效率：指心理咨询和治疗的效果与花费在咨询和治疗上的人力、 物力、 时间和金钱之

比。两者的比值越大，说明咨询和治疗的效果越好。  

需要指出的是，在评定时上述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二）多种指标的综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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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定指标应包括主观的和客观的、定性的和定量的、即时性的和连续性的、不同评定者（包括

咨询者、来访者、旁观者）的，内容涉及症状、体征、心理状态、行为方式、人格成熟、社会功能

（如工作能力、社交能力、生活能力、学习能力）等诸多方面。  

（三）咨询效果的评定工具  

1．标准化的评定工具  

如韦克斯勒成人智力量表、瑞文标准推理测验、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卡特尔 16种人格因

素问卷（16PF）、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验（MMPI）、韦氏记忆成套测验等等；属于后者的 90 项症

状检核表（SCL—90）、Zung焦虑自评量表（SAS）、Zung抑郁自评量表（SDS）、汉密顿抑郁评定

量表（HRSD）、汉密顿焦虑评定量表（HAMA）、康乃尔医学指数（CMI）等。 

2．自设评定工具  

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致于常常不能选择到现成的评定工具来评定其效

果。此时，咨询者应充分了解来访者的情况，确定咨询的目标，在咨询前或咨询开始的时候设计

一个能够反映来访者问题的条目，并确定统一的评定方法和标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评定咨询效果所采用的工具或手段应与咨询初期对来访者问题的评估工

具或手段保持一致，这是有效评定咨询效果的必要条件之一。  

二、咨询效果的评定者  

（一）来访者对咨询效果的评定  

它是一种主观评定，因此受到的影响因素甚多，如 

1、社会赞许反应（亦即“哈罗—古德拜效应”） 

指来访者初见咨询者说“Hello”时，倾向于夸大自己的痛苦和问题，以使咨询者相信自己确

实需要帮助；当咨询结束来访者说“Good bye”时，便倾向于夸大自己的咨询效果，以使咨询者

高兴，并使自己觉得金钱和时间没有白花 

2、移情作用以及咨询者的隐含压力 

导致来访者的主观体验与实际效果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二）旁观者对咨询效果的评定  

这些旁观者既可以是家人、朋友、同事、同学，也可以是受过训练的“盲目的观察者”（指不

知来访者接受何种处理的人）或纯粹的研究者。  

（三）咨询者对咨询效果的评定  

一般来说，咨询者对咨询效果的评定比来访者自身的评定要较为客观。当然，咨询者也会受

自己的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偏差，从而减少客观性。  

三、咨询效果的评定时期  

（一）初期的效果评定  

当心理咨询开始时，常常马上可以观察到一些早期的效果。主要为自觉状态的改善，如焦

虑、不安、悲伤、忧郁、疑惑、气愤等情绪障碍，会有显著的改善。这种早期效果，主要归根于

几种原因。 

1、咨询开始，来访者因有所依靠而放心；有机会能倾诉，把过去所累积下来的烦恼或情绪压

抑发泄出来，感到心理上的舒适； 

2、受到咨询者的支持、鼓励与安慰，心情振作起来； 

3、对咨询者有信心，对将来产生希望等等。 

这种早期效果，多半是经过暗示而产生的短暂效果，往往不持久，可能又恢复到原来的状况。  

（二）中期的效果评定  

咨询进行若干个星期以后，早期效果已经消失，常常又恢复到本来的状况，进而慢慢出现中

期的效果。所谓中期的效果，主要是外显行为的改善。 

这种效果，可能是短暂的，上下出现波动，也可能是较长久性的，逐渐影响到性格上来，呈

现后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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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期的效果评定  

后期的效果，往往属于人格上的变化。一旦能达到这种地步，其效果维持得比较持久，可以

影响以后的生活。  

（四）远期的效果评定  

长期的跟踪评定。随访是评定心理咨询远期效果的重要方式。  

学习目标： 

1．了解咨询效果的评定内容和工具。 

2．掌握咨询的不同阶段咨询的效果呈现的特点及哈罗—古德拜效应。 

作业： 

1、在咨询的不同阶段，咨询的效果呈现哪些特点？ 

2、什么是哈罗—古德拜效应？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2学时 

实验：心理咨询流程的掌握与实践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学生扮演来访者与咨询师，以大学生常见的心理问题为例，以理性情绪疗法为主进

行咨询。 

实验要求：熟悉心理咨询的整个流程及所需要的理论与技术；研究分析来访者心理问题产生的

原因；掌握适合案例的具体咨询方法与过程。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2 
绪论（心理咨询的定义、类型、与心理治疗的关系、对从

业者的要求、中西方发展简史等）、 
4  

3 咨询关系的建立 1  

3-5 咨询中常见的心理问题分类与诊断 5  

6-11 四大流派的咨询理论与技术 12  

12-13 会谈技术 4  

14 咨询的整个流程（房间的布置--效果评估等） 2  

15 咨询的实践 2  

16 考查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四大流派的咨询与治疗技术、会谈技术。 

难点：精神分析的自我防御机制与解释、催眠与释梦、系统脱敏疗法、认知驳斥技术、会谈技

巧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教授。 

2.案例视频观摩。 

教学手段： 

1.PPT。 

2.视频。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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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让学生阅读有关的教科书。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乐国安 主编《咨询心理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 8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R．Sommers—Flanagan等著，陈祉妍等译《心理咨询面谈技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

年 5月 第 1版。 

2. 马建青等著《心理咨询流派的理论与方法》，浙江出版社，2006年 8月 第 1版。 

执笔：刘萃侠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1日 

 

危机干预 
Crisis Intervention 

课程号：4230201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了解常见的危机情境和一般性危机干预技术和评估手段。 

2、针对具体的危机情境，学习评估和干预的策略，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 

3、通过案例分析和角色扮演等手段，体验自己在危机情境中的感受和行为，实践所掌握的技

术和策略。 

4.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切实掌握有效危机干预的模式。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危机评估和危机干预的基础知识，

掌握现场危机干预、电话危机干预、自杀、家庭暴力、性暴力、工作场所侵犯等不同危机情境下的

干预策略和工作原理，了解创伤后应激障碍、危机干预六步法、危机与转危机点、平衡模式等概念，

为今后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等方面的工作奠定必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6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章 危机干预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危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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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机的定义 

危机是一种认识，当事人认为某一事件或境遇是个人的资源和应付机制所无法解决的困难。除

非及时缓解，否则会导致情感、认知和行为方面的功能失调。 

二、危机的特征 

（1）危险与机遇并存 

（2）复杂的症状 

（3）成长和变化的机缘 

（4）缺乏万能的或快速的解决方法 

（5）选择的必要性 

（6）普遍性与特殊性 

三、危机转移状态 

转危机点（transcrisis points）是危机转移状态的一个常见部分，他常以求助者发展到新的

阶段或出现问题的其他维度为标志。 

第二节 危机干预者的特征 

一、有成就的危机干预者的特征 

（1） 生活经验  

（2） 专业技巧 

（3） 镇静 

（4） 创造性与灵活性 

（5） 精力 

（6） 快速的心理反应 

二、其他特征 

坚韧、知足、勇气、乐观、现实、客观、冷静、自信和对人类战胜危机的信心。 

第三节  危机干预的理论 

一、危机干预中多元的文化观点 

㈠受文化偏见影响的假设 

㈡基于文化的有效帮助 

二、危机和危机干预的理论 

㈠基本危机理论 

林德曼和卡普兰提出的基本危机将危机看成是境遇性的或发展的，而不是病理性的。 

㈡扩展危机理论 

扩展危机理论通过将一般系统论、精神分析理论、适应理论和人际关系理论的成分整合并加入

基本危机理论，增强了基本危机理论。 

㈢应用危机理论 

应用危机理论将发展性的、境遇性的和存在主义的危机整合成为一个整体论的理论结构。为我

们将基本和扩展危机理论应用于实践提供了理论构架。 

㈣生态系统理论 

是一种正在发展的理论，它将发生危机的境遇放在整体的生态系统中进行考虑。将个人、事件、

环境和整体生态相互联系在一起。 

三、危机干预模式 

㈠平衡模式 

该模式将平衡定义为一种情绪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个人情绪是稳定的、受控制的，心理活动

是灵活的。不平衡则是一种表现为不稳定、失去控制或心理活动受限制的情绪状态。 



10304 

㈡认知模式 

认为危机来源于对生活困难和创伤的错误思维和信念。 

㈢心理社会转变模式 

认为人是遗传和环境学习交互作用的产物，危机是由心理、社会或环境因素引起的。此模式引

导我们从心理、社会和环境三个范畴来寻找危机干预策略。 

四、折中的危机干预理论 

折中的危机干预是指从所有危机干预的方法中，有意识的、系统的选择和整和各种有效的概念

和策略来帮助求助者。 

学习目标： 

1．理解进行危机干预所必需的基本理由、理论和概念等方面的信息。 

2．掌握危机的定义、特征，有效危机干预者的所具备的特质。 

3. 难点是危机干预特征的理解。 

作业题： 

1． 什么是危机和危机干预？ 

2． 简述危机干预的不同理论。 

3． 文化是如何影响对危机的认识及其干预的？ 

4． 成功的危机干预者的特征是什么？ 

知识单元 2：第二章 基本的危机干预技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危机干预的基本步骤和要求 

一、危机干预的六步法 

（1） 确定问题 

（2） 保证求助者安全 

（3） 给予支持 

（4） 提出并验证可变通的应对方式 

（5） 制定计划 

（6） 得到承诺 

二、评估求助者的精神状态与功能 

1．平衡状态：精神或情绪的稳定、平衡状态，或有机体的平衡状态。 

2．失平衡；稳定、平衡情绪的缺乏或破坏，或有机体的平衡状态遭到破坏。 

3．能动性：生理健康的状态，即一个人对不同心境、感受、情绪、需要、条件和影响，能自

动做出反应；对物理和社会世界的适应能力。 

4．无能动性：一种生理状态，即一个人对不同心境、感受、情绪、需要、条件和影响，不能

立即适应物理和社会世界。 

三、危机干预中的评估 

1． 评价危机的严重程度：认知状态、情感状态、精神活动 

2． 评估求助者目前的情绪状态： 

求助者目前的急性或慢性状态、求助者现有的情绪力量、评估情绪状态的策略 

3．评估替代解决方法、应付机制、支持系统和其他资源 

4．自杀危险性的评估 

5． 评估小结 

第二节 危机干预中的倾听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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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问方式 

1． 开放式提问 

一般是以“什么”或“如何”来进行，或者是要求深入和详细的表达。 

2． 封闭式提问 

用于向求助者了解特别的或具体的资料，他们用来对某些特别行为资料的确认，以“是”或“否”

来回答。 

二、自己的感受 

1． 不懂装懂式的陈述 

2． 表达自己的理解 

3． 价值判断 

4． 正强化 

5． 个人的完善 

6． 决定性说明 

三、人类发展的氛围 

根据罗杰斯的观点，最有效的帮助者能够为求助者的发展提供三项条件。这些条件他称之为投

情 、真诚与接纳。 

1． 投情的交谈与沟通 

参与、言语沟通性投情理解、非言语沟通性投情理解、用沉默作为沟通性投情理解。 

2． 真诚的沟通 

伊根列举了诚实的主要特征：角色自由、自然、没有防御、言行一致、分享自我。 

3． 接纳性沟通 

危机干预工作者除了无条件的尊重求助者外，还要完全接纳求助者的个人品质、观念、问题、

境遇。 

4．倾听 

四、如何进行危机干预 

（1） 非指导性咨询 

（2） 合作性咨询 

（3） 指导性咨询 

五、危机干预工作者的行动策略 

认识个体差异、评价你自己、保证求助者的安全、给求助者提供帮助、明确问题、考虑可替代

的应付策略、制定行动步骤、发挥求助者的应付优势、关注求助着的迫切需要、建立和使用工作关

系网、得到承诺与保证。 

学习目标： 

1.从实践者的角度全面掌握危机干预模式。 

2. 学会评估求助者的精神状态和功能，了解有效沟通的方法。其中包括讨论主要的技术和干

预概念。 

3.难点是学习如何进行干预。 

作业题： 

1． 如何对求助者的精神状态与功能进行评估？ 

2． 如何与求助者进行有效的沟通？ 

3． 简析危机干预工作者的行动策略。 

4． 练习：丽塔病例 

丽塔是我们咨询中的一个实例，这里列举出来是因为他能见解明了的说明危机干预的 6 个步

骤。 

丽塔，35岁，经商。他高中毕业并参加过职业学校的培训，经销汽车零件。以前从未咨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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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听一个从事学校咨询的好朋友建议来找危机干预工作者的。他自己有一个汽车零部件商店，并

招聘了一些机械工、维修工和服务人员。他工作非常努力并大部分时间花在工作管理上。丽塔的丈

夫为大专毕业的会计，他们有两个子女。女儿 13岁，儿子 8岁。虽然全家很少去教堂，别人并不

认为他们信教，担他们是教徒。他们的好朋友既不是教友，也不是工作上的同事。 

丽塔目前的问题很复杂，她长期感到抑郁和不满足。虽然自己意识到担很难找到恰当的方式来

摆脱。为了散心，她每周三个晚上参加舞会，并且许多周五和周六晚上参加活动。大多数的周日，

丽塔，杰克和他们的孩子驾车 1小时左右离家去湖边的别墅。他们的朋友主要是湖边居住的邻居。 

丽塔的婚姻生活不顺利已有数年，他与塞姆来往并发生性关系。塞姆是一个富有的二手车经销

商，他与塞姆相识是通过商业关系，他为塞姆的公司提供大量的汽车零部件。塞姆的定单使得丽塔

的事业非常成功。丽塔讲他与塞姆之间是一见钟情的，二人的感情如胶似漆，：“完全地相互深爱着

对方”。虽然仍于杰克生活在一起，但不在对他有任何爱意。 

根据丽塔所述，塞姆的婚姻也不幸福，他和他现在的妻子有两个小孩。丽塔说他非常想与塞姆

结婚，但他不想现在就告诉自己的两个孩子要离婚，同时非常担心自己的母亲会反对离婚。塞姆也

担心如果离婚与丽塔结和，他的妻子会“将其扫地出门”。塞姆给丽塔买了昂贵的汽车、高档时装

和珠宝首饰，并一同外出旅游，另外给丽塔高于定单的报酬，使得其事业兴旺。杰克并不知晓丽塔

与塞姆的商业往来，但他恼怒、嫉妒、抱怨和发脾气，而以前杰克很少这样对待丽塔。然而，最近

他变得特别不满意，愤怒和发脾气。近几个月来多次殴打丽塔，昨晚他虐待她最厉害，虽然未使丽

塔骨折，但手臂、腿和身体上留有许多青紫。丽塔穿上长晚装折住了这些青紫。 

丽塔讲，他只跟他的学校咨询员的好朋友讲了自己的问题，他害怕她的男朋友一旦知道她被打

成这样，会杀死她丈夫。她不敢去参加舞会，除非等到身上的青紫都消退掉。她对杰克非常仇恨，

但又非常自卑。她感到非常自责和抑郁，不过没想过要自杀。她感到压力非常大，包括来自子女、

杰克、自己的母亲的，甚至是来自塞姆的——他希望有更多的时间陪在丽塔身边。最近，丽塔与塞

姆相处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危险，他的抑郁使得其不再顾忌约会的地点。他来找危机干预工作者时已

是处在危机的边缘——情绪状态极度低落，能动性几乎丧失殆尽。丽塔决定将所有一切告诉危机干

预工作者，因为她感到自己“快丧失理智了”，但不敢告诉其他人，包括自己的老板、医生等。丽

塔以前从未找过危机干预工作者，但他认为这是最好的一种办法，尽管他感到向一个陌生人倾吐这

一切有点不自然。 

知识单元 3：第三章 危机案例的处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危机案例的处理与心理治疗案例处理的区别 

一、危机干预工作者与长期治疗工作者工作内容的比较 

治疗干预目标、原则、求助者的功能水平，及评估的比较 

二、三维检查与评估系统 

（1） 情感两表 

（2） 认识量表 

（3） 行为量表 

（4） 与危机前功能水平的比较 

三、神经科的检查 

第二节 不同危机情境的处理策略 

一、电话危机热线中的案例处理 

（1） 电话作为危机干预的一种工具：方便、匿名、自己支配、及时、节省有效等 

（2） 增强机构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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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电话咨询的策略：建立心理上的接触与沟通、确定问题、安全保证、制定计划、得到承

诺与保证。 

（4） 经常打电话和骚扰电话的种类 

偏执型、分裂型、分裂样型、反社会型、自恋型、歇斯底里型、依赖型、自卑型、强迫型、回

避型、被动—攻击型 

叩击电话者 

性骚扰电话 

处理技巧：多提开放式问题、限时、挂断、转接、隐匿性示范、处理制定处理原则 

（5） 处理有障碍的来电者：稳定情绪、不要对幻觉和妄想作解释、确定服用的药物、保持期

望的现实性、保持一定的职业距离、避免安抚、评估致死性。 

二、面谈的危机案例处理 

（1） 面谈常见的危机类型：慢性危机、社会/环境危机、发展性危机、各种类型兼而有之。 

（2） 社区精神卫生诊所的案例处理：就诊、看管或交托、住院治疗、入院检查、处理、固定、

短期安置、长期安置、24小时服务、、危机流动小组、危机转移状态 

三、长期治疗中过渡性危机的处理 

长期治疗中出现的一些危机情况，危机干预 6步发对这些情况很适用。 

（1） 焦虑反应 

（2） 退化 

（3） 疗程结束所致焦虑 

（4） 治疗过程中的危机 

（5） 精神发作 

（6） 支配的求助者 

四、困难案例的咨询 

（1） 总的原则 

（2） 处理难治性求助者 

五、个案处理过程中的保密性 

（1） 保密的原则：法律原则、伦理原则、道德原则 

（2） 伤害意图与提出警告的责任 

学习目标： 

1. 首先必须明确区分危机干预和心理咨询及心理治疗的异同。 

2. 重点比较危机干预工作者和心理治疗工作者在工作内容、治疗原则、助人模式、检查评估

过程等方面的异同，在不同危机情境中的处理策略。 

3. 难点是对求助者的精神状态与功能的评估。 

作业题： 

1．试比较危机干预工作者与长期治疗工作者工作内容上的不同。 

2．如何处理长期治疗中出现的一些危机情况？ 

3．简析个案处理过程中的保密性原则。 

4．练习：危机的检查评定 

7 人一组，每个人选择下述角色中的一个：（1）自杀求助者；（2）被人打了的求助者（3）冲

动、暴力的求助者（4）创伤后的求助者（5）物质滥用的求助者（6）性受害者（7）居丧的求助者。

每个人要根据自己所假定扮演的角色充分准备，在下次课堂练习时演练。仔细阅读本章的内容有助

于理解各自角色的内涵，这样才能在下次课堂练习时逼真的扮演危机的求助者。 

在下次课堂练习时，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角色表演 5分钟，而在其他人中选一个扮演咨询者。咨

询者的角色是了解有关病史，作严重程度的检查评估。当咨询者与求助者交谈时，其他人要旁听他

们的会谈，并根据三维检查表从认识、行为和情感三方面来评估问题的严重程度。根据你的观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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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中的有关内容，写下你的想法。角色扮演结束后，分别讨论各自的评分，尤其是要注意分析你

为什么给此评分，根据这个评分你要采取的干预方式是什么？不要担心你的练习不全面或对问题缺

乏了解，只要去做、多练习就行。注意，在学习的过程中没有错误的回答。 

知识单元 4：第四章 创伤后应激障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PTSD的动力学 

一、背景 

1．弗洛伊德 

认为心理创伤是个体面临一场晋级、可怕的威胁事件而引发的心理失衡状态。 

2．埃里克森 

认为创伤摧毁了个体的心理支柱，而这种心理支柱是基于过去曾发生和认为目前应发生的事件

的安全感之上。 

3.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两项重大事件 

第一，随着火车运输的发展以及火车事故的不断出现，内科及精神科医师开始遇到一些新的病

人，这些病人是如此在火车事故中没有身体的损伤但存在明显地心理创伤。    “铁路病” 

第二，随着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可怕的飞机、大炮的出现，又有一些如“炸弹休克”

和“战斗疲劳症”等术语用来描述那些没有明显的外伤但存在各种各样症状而失去战斗力的士兵的

特殊状态。 

二、PTSD的动力学 

（1）诊断分类 

（2）诊断问题 

（3）已存在的心理病态问题 

（4）生理反应 

（5）依赖于记忆的情感反应 

（6）发病率 

（7）残余影响 

（8）创伤类型的重要性 

（9）越南：原型 

（10）否认/麻木 

（11）反复的侵入性想象 

（12）家庭反应 

（13）PTSD适应不良特征的类型：死亡印记、受害者负罪感、无知觉状态、疏远及情感固结。 

（14）儿童和 PTSD 

第二节 干预策略 

一、对儿童的治疗 

1．评估 

2．治疗 

二、成人的评估 

三、恢复的各个阶段 

1．紧急或呐喊期 

2．情感麻木与否定期 

3．重复侵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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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反应转折期 

5．整合期 

四、治疗中应注意的事项 

1．早期的干预 

2．接纳的重要性 

3．治疗的风险 

五、退伍军人服务中心——一种有效的治疗模式 

（1） 交谈小组 

（2） 治疗步骤 

（3） 讨论小组 

（4） 生活适应小组 

（5） 家庭治疗 

（6） 个别干预 

（7） 帮助其他受害者 

学习目标： 

1. 了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基本特点及危害。PTSD精神卫生工作者经常遇到的一种常

见危机状态，心理创伤后可能出现自杀或物质滥用；而强奸、丧失、暴力等又可能使求助者陷入

PTSD之中。 

2.本章重点介绍创伤事件对幸存者长期的心理影响。 

3.重点了解创伤后的个体反应，难点是具体的干预策略。 

作业题： 

1．简述 PTSD的动力学模式。 

2．试述创伤性应应激反应的的各个阶段 

3．练习：安的案例 

安。沃太克是一个 44 岁妇女，最近参加了一项国立大学的毕业生服务活动。在整个课程学习

中，他一直是一个优秀而宁静的学生，现在是最后一个学期，目前他要在一个地区性家庭服务机构

中参与一项大规模的有关儿童性虐待的实践调查。她的指导老师在进行电话协调时发现安与她的调

查对象发生矛盾。 

特别是安对任何有可能存在儿童性虐待的家长充满对立和敌意。她变得过分的同情儿童，但其

干预的效率却很低。问题最后发展到她与她的指导老师就这些家长是否应该得到治疗发生了争论。

依安的意思，应马上把这些家长们投入监牢。 

当安与她的大学指导老师见面后，她小心的让她的导师相信自己在小时侯就曾受过某种形式的

性虐待。这种回忆使她很难受，她回忆说她 9岁那年曾被一个陌生人强奸过，还被狠狠地打了一顿，

丢在一旁，她度过了这场灾难，却因此受到了母亲责难。 

进一步调查发现，安还有许多未表露的对 35 年前那场事件的羞愧和愤怒，特别是关于他母亲

对这个创伤性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充满敌意的反应。他的第一次婚姻 只有六个月就夭折了，他拒绝

与此有关的的话题，自从 20 年前离异后，他没有异性朋友，没有约会，只有一个女朋友。她说她

十分孤独，与世隔绝，难以交友，尤其是，与任何男性的友谊绝对是不可能的。他说自己曾经接受

过治疗，但一点用也没有。安在沮丧、消沉和尖刻、愤怒的语言中徘徊。目前，她十分消沉，因为

他觉得最后一个能为自己坐点事情的希望也将破灭。他以同样口气抨击指导老师，因为老师怀疑他

是否可以继续进行着类实践活动。 

安还说当他开始这项活动时，晚上就开始失眠，他的睡眠困难来自于有关他母亲的噩梦，在梦

中，她死去的母亲总在指责它是性错乱者。他的老师推测他可能是 PTSD 的受害者，建议他与当地

专门研究性问题的专家联系，安迟疑了一下，但最后答应去试试。 

知识单元 5：第五章 自杀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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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第一节  对自杀的认识 

一、背景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我国每年 20 万人自杀人口是全球自杀者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中，农村

人口和妇女的自杀率要分别高于城市人口和男性。因此，有专家建议把自杀等伤害死亡纳入疾病控

制工作中，这样每年可避免很多人死亡。 

据全国伤害预防与控制会议提供的资料表明，中国每年有 70万人死于各类伤害，列前 3位的

死亡原因为自杀、交通事故和溺水。据估计，我国每年有 20多万人自杀身亡，其中 15岁至 34岁

和 60岁以上是自杀的高峰年龄段。 

二、自杀的动力 

㈠自杀人群的特征 

境遇特征、意动特征、情感特征、认知特征、人际关系特征 

㈡有关自杀的谬误 

1．与想自杀的人讨论自杀将诱导其自杀； 

2．威胁别人说要自杀的人不会自杀； 

3．自杀是一种不合理的行为； 

4．自杀者有精神疾病； 

5． 想过一次自杀，就会总想自杀。 

㈢评价内容 

危险内容、自杀线索、呼救信号 

㈣自杀危险水平的分类评估 

第二节 咨询想自杀的求助者 

一、学校自杀预防与干预 

1．学校危机反应计划应包括广泛和系统化的自然预防、干预以及“后干预”内容。 

2．校园危机干预体系。 

构建完善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校园危机干预体系，形成学生心理自助与助人的一级网络、

学生辅导员和危机干预兼职人员组成的二级网络、学校心理咨询中心专业人员组成的三级网络，是

危机干预系统建设的重要内容。这里重点包括网络的组织与运作机制的完善；各类人员的培训计划

与实施；形成学校的书面、正式、不断完善的自杀预防、干预和后干预计划等。 

二、咨询发展的危机：不同年龄的实例 

1．比利，11岁 

2．杰尼弗，17岁 

3．德巴拉，27岁 

4．罗依，73岁 

三、预防策略 

有效的自杀预防包括能使每一个社会面都能接触到，都受到影响，对自杀很敏感，并且都受到

广泛的教育与交流。 

㈠儿童、青少年预防策略 

1．电视和其他媒体应强调负责任的行为，并且应宣传地方服务； 

2．媒体教育节目不应描述真实的或虚构的自杀方法和自杀完成过程； 

3．班级讨论应强调应付合适的行动和资源。 

㈡成人预防策略 

1．危机工作者的思考 

2．家庭、朋友以及同事的思考 



10311 

㈢老年预防策略 

1．老年人自杀是因为急剧的生活改变或严重的健康问题 

2．珀金斯的“优点咨询模式” 

5预防 

有效的自杀预防包括能使每一个社会面都能接触到，都受到影响，对自杀很敏感，并且都受到

广泛的教育与交流。 

学习目标： 

1. 了解在危机干预工作中，处理有自杀念头的求助者的可能性总是会存在的。因此，危机干

预工作者对所有求助者自杀危险程度的了解与评估是非常重要的。 

2.本章的重点是如何运用危机干预的基本概念来处理有自杀念头的求助者，特别是学校中的自

杀预防与干预。 

3.难点是自杀危险水平的分类评估。 

作业题： 

1．了解你所生活的城市的自杀危机干预工作。 

2．自杀者有何特征？ 

3．简析校园危机干预模式。 

4．试评自杀的预防策略。 

知识单元 6：第六章 性暴力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性暴力概述 

一、背景知识 

1992年 4月 23日、美国公众获悉一条令人吃惊的关于强奸和性暴力的消息。 

由美国国家药物滥用学会资助，完成的一项综合研究结果显示，1990年有 683，000名美国妇

女被强奸，1210万名妇女在他们的一生中至少被强奸过一次。 

二、强奸的定义  

 我们在此使用的是由本尼迪克特 1985年提出的定义：任何强加于人的性行为。 

三、关于强奸及性虐待的一些资料 

1．强奸不是性； 

2．强奸是一种非自愿的行为； 

3．强奸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4． 强奸者来自于社会各阶层； 

5． 几乎所有被报道的性虐待犯罪者都是男性，而受害者大多为女性或儿童。 

6． 性暴力或性虐待者的心理创伤恢复，在人们的同情、理解、亲近和帮助下已大为增加。 

第二节 性暴力的根源及应对策略 

一、强奸的动力 

㈠心理和文化动力学： 

社会因素、文化因素 

㈡个人和心理因素 

㈢有关强奸的一些谬论 

1．强奸就是性； 

2．强奸是以满足性欲为动机的； 

3． 女性的挑逗引起强奸； 

4． 只有坏女人才会被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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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儿童性伤害的心理动力学 

㈠当代历史动力学 

㈡儿童性伤害的分期 

根据墨菲在 Sgroi提出的性虐待动力理论，性虐待者的行为可以划分为以下五阶段：试探、性

的相互作用、秘密、泄露、压抑。这几个阶段在家庭内外的性虐待中均可存在。  

三、儿童时期性虐待受害者的心理动力学 

㈠成年时期的心理动力学  

  约会强奸的危险 

㈡儿童时期的心理动力学 

㈢家庭动力学 

儿童时期性伤害的记忆 

四、干预的策略 

强奸和人身攻击：杰尼特案例 

（1） 儿童性伤害：苏茜案例 

（2） 成人性暴力受害者：珀尔案例 

学习目标： 

1. 了解历史上人们对于性暴力受害者的偏见。多年以来，人们对于强奸或其他形式的性暴力

现象的关注，主要在于其犯罪性。近年来，公众已将注意力转向设法帮助性暴力受害者。2.了解“约

会强奸”等关于性暴力的一些基本概念，重点掌握性暴力的动机及其干预策略。3.难点是儿童性伤

害的心理动力学。 

作业题： 

1．性暴力的根源是什么？ 

2．简述墨菲所提出的性虐待者行为的五个阶段。 

3．你是如何理解“约会强奸”的？ 

4．对遭受性暴力者如何进行干预？ 

5．练习：小组的模拟咨询（肖水源，329－330） 

知识单元 7：第七章 公共机构中的暴力行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人类服务工作环境中的暴力根源 

一、背景 

过去 20 年中，人类服务场所中的暴力事件急剧增多。但对受害者的关注和支持却相对忽视。

对此问题存在如下一些偏见： 

公共机构的过失 

工作人中的过失 

法律责任：卫生保健工作者可能会成为暴力行为的牺牲品，但同时也可能因其行为而受到法律

的指控 

二、引发暴力的因素 

1． 年龄 

2． 药物滥用 

3． 暴力行为史 

4． 心理障碍 

5． 家族史 

6． 相互影响 

7． 运动性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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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干预策略 

一、一般的干预策略 

（1） 安全分析和计划 

（2） 培训 

（3） 在治疗环境中的预防措施 

二、对青少年犯罪者的干预步骤 

1．进行教育 

2．避免冲突 

3． 安抚情绪 

4． 转移情绪 

5． 暂休 

6． 显示武力 

7． 隔离，约束或使用镇静剂 

三、对有暴力行为的老年人的干预策略 

㈠轻度定向障碍：克里夫的例子 

评价、获得信任、现实定向、忆旧疗法、定位、重现活力 

㈡严重的定向障碍：格雷斯的病例 

利用确认疗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在公共机构中引发暴力事件的主要因素 

2.掌握两种有代表性的干预对象的干预策略：青少年罪犯和罹患定向障碍的老年病人，同时学

习多种沟通技巧。 

3.掌握上述方法和技巧，既可帮助病人，也可使人类服务工作者避免成为攻击的目标。 

4.难点是如何对有暴力行为的老年人进行干预。 

作业题： 

1．人类服务工作环境中的暴力根源有哪些？ 

2．对青少年犯罪者的暴力行为如何进行干预？ 

3．定向障碍的表现是什么？ 

4．如何处理存在定向障碍的老年人的暴力行为？ 

5． 练习： 

“对付辱骂”（肖水源,665） 

“用确认疗法治疗一个定向障碍的病人” （肖水源,666） 

知识单元 8：危机中的人类服务工作者：过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认识“过劳” 

一、背景 

㈠专业服务工作者 

处于首位的易患者 

㈡定义 

过劳的早期定义产生于 19世纪 70年代。它源于精神病学概念，用于描述那些躯体、情绪、精

神、人际关系、行为严重耗竭的病人。最早它是被 H.弗雷登伯格确定为专业术语的，他用它来描

述那些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的志愿者。他们和他一起开展保健服务工作，然而再看问题的角度

和自身行为方面他们的表现却比许多其他的病人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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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非常广义的定义将过劳描述为一种内在的心理体验，它涉及情感、态度、动机和期望。处

于过劳状态意味着一个人为了维持自己生命的火焰，他的全部精力都快要作为燃料耗尽了。 

二、过劳的动力 

应激是机体对任何要求的非特异性反应，为了做好某项工作，人们需要一些压力，然而每个人

都有一个极限。这个极限由遗传、生物、行为、生理等因素决定，超出这个极限，压力就有害了。 

㈠过劳的基础 

1．角色混淆 

2．角色冲突 

3．负荷过重 

4．毫无成就感 

5．孤立 

6．丧失自主性 

㈡相关研究的结论 

1．过劳是一个心理生物学的过程 

2．所有的压力都可能会导致过劳 

3．过劳具有传染性 

4．男女对过劳的体验无差别 

5．过劳能引起个人和事业上的进步也能导致绝望和损伤 

㈢过劳的症状 

过劳具有多维现象，由行为、身体、人际关系和态度等多个维度组成。 

根据临床表现可以将过劳分成三个等级： 

1．特征阶段：具有弥漫性，涉及个人生活的第一个方面； 

2．状况阶段：预期性焦虑会导致工作人员全面陷入过劳； 

3．活动阶段：任何高度紧张的持续工作，都会削减危机干预工作者的工作热情。 

㈣过劳的分期 

埃德威奇将典型的过劳患者的病情分为四个阶段： 

1．热情 

2．停滞 

3．失望 

4．淡漠 

三、不同情境中的过劳现象 

㈠工作人员—求助者关系和过劳 

㈡组织机构中该受谴责的事物 

㈢私人开业者和过劳 

㈣对于“过劳”的自我认识 

第二节  对于“过劳”的干预策略 

一、评估 

第一， 我我们必须根据个人特点来确立其过劳程度。 

第二， 必须明确其工作情况如何。 

二、通过训练干预 

三、通过组织形式予以干预 

1． 社会支持系统 

2． 互助小组 

3． 关于过劳的研讨会 

4． 个人与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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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体干预 

对于处于淡漠阶段的个体，采用个别咨询 

五、关键事件应激报告 

㈠管理者的角色 

事前计划、识别潜在的危机点 

㈡CISD的发展 

（1） 非正式援助：是指在意外事故发生后进行的初步援助，特别是受过 CISD训练的在现场

的个人实施。 

（2） 正式援助：正式的援助包括七个步骤，通常在伤害事件 24 小时内进行，一般需要 2~3

小时。其这七个步骤是：介绍、发现事实、想法、反应、症状、指导、再进入。 

学习目标： 

1. 本章探讨了危机干预者中存在的过劳现象，为了提高个人的职能，也为了提高自身对社会

的价值，通过不断的学习或训练来获取和保持有益的态度、技巧和能力，是预防过劳的有效途径。 

2.重点了解过劳的表现及其预防措施。 

作业题： 

1．何谓过劳？引起过劳的原因有哪些？ 

2．过劳的表现是什么？ 

3．过劳的阶段性特征。 

4．如何以组织形式干预过劳？ 

5．练习：“史蒂夫的案例”（肖水源，768－769） 

知识单元 9：第九章 危机干预的发展趋势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危机干预专业的发展 

一、危机干预专业的发展 

㈠民间运动 

㈡志愿活动的重要性 

1．社会效益 

2．志愿者作为前线工作人员 

㈢专业咨询人员的必要性 

㈣成熟和强大的必要性 

制度化、专业化 

㈤危机干预发展的社会动力 

二、积极的、预防性的危机干预模式 

㈠现实生活中的危机干预 

㈡费用和有管理的保健 

㈢合作和联络 

㈣预防项目 

一级预防、二级预防、三级预防 

第二节 危机干预的发展趋势 

一、 危机稳定单元 

包括服务的协调、家庭提供者的筛选、需求的评估、转诊社区的使用等 

二、外延服务和危机处理小组： 

1． 快速反应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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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急性应激障 

3． 国家危机处理小组 

4． 建立外延服务组 

5． 接近危机人群 

6． 精神科急诊服务 

7． 生态系统论方法 

三、危机干预工作人员的情况汇报 

1． 灾难中危机干预人员的作用. 

2． 汇报情况的重要性 

3． 预防的措施 

4． 动态的情况汇报 

5． 保守秘密 

6． 理解 

四、电子延伸服务 

1． 急救电话危机服务 

2． 电子邮件延伸服务 

五、学校危机干预项目 

行动方案、预防方案 

六、警察和危机干预 

㈠警察角色的改变 

㈡警察和精神疾病或精神紊乱 

七、社区预防性危机干预服务的发展 

（1） 多学科合作的重要性 

（2） 需要富有创新性的联盟 

（3） 将来的发展方向 

学习目标： 

1.本章的目的有二，一是强调危机干预作为心理治疗学中一种强有力的、新型的和成熟的领域

的发展过程和重要性；二是促使危机干预工作者向更积极的、预防取向的、创造性的方向发展。 

2.重点掌握积极的、预防性的危机干预模式。 

作业题： 

1．简述危机干预事业的发展概况。 

2．简述积极的、预防性的危机干预模式。 

3． 危机干预服务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4． 在学校中如何建立危机干预的预警机制？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教学 2次，共 10学时 

实践 1：与专家研讨学校自杀危机干预体系的建构 

参考学时：3学时 

实践内容：聘请校内外从事大学生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工作并在危机干预领域有独特研究的专

家，与学生一起座谈讨论当前我国自杀危机干预的现状，以及在学校建立自杀危机干预体系的模式

与要求。 

实践要求：学生需要事先通过课堂学习和课下研读，熟悉自杀及自杀危机干预方面的相关理论

和研究，掌握自杀危机的评估和应对干预的策略和方法。 

实践 2：带领学生去北京回龙观医院观摩学习 

参考学时：7学时 

实验践内容：实地考察北京回龙观医院的自杀危机干预中心，了然自杀危机干预中心工作模式

和人员培训要求，学习电话危机咨询的技术，探讨危机干预工作者的过劳现象及其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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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要求：熟悉自杀及自杀危机干预方面的相关理论和研究，事先了解北京回龙观医院接诊病

人的特点，以及自杀危机干预中心的工作模式。通过现场专家的讲解与观摩，掌握电话危机咨询的

技巧，学习适时转介的技术和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危机干预概述 3  

2 第二章 基本的危机干预技术 3  

3 第三章 危机案例的处理 3  

4 第四章 创伤后应激障碍 3  

5 第五章 自杀 3  

6 第六章 性暴力 3  

7 第七章 公共机构中的暴力行为 3  

8 第八章 危机中的人类服务工作者：过劳 3  

9 第九章 危机干预的发展趋势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普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或精神病学、心理咨询 

后续课程：文化间相互理解与心理学研讨课、心理学新进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基本的危机干预技术、自杀危机干预、危机干预工作者的过劳现象。 

难点：不同情境下的危机案例的处理，创伤后应激障碍。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理论讲授。 

2.课堂讨论与角色扮演 

3.实地考察 

教学手段： 

1. PPT授课。 

2.现场观摩。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需要包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平时成绩占 70％+期末考察占 30％ 

平时成绩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实践教学的参与度；期末考察占

30％，考核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美]B.E.Gilliland,R.K.James著，肖水源等译：《危机干预策略》（上、下），中国轻工业

出版社，2000年，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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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军译：《危机干预与创伤治疗方案》，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年，第 1版。 

2．[美]V Mark Durand,David H.Barlow著，张宁等译：《异常心理学基础》，陕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2005年，第 1版。 

3． N.Webb主编，梁培勇校阅：《游戏治疗与危机处理》，台北：心理出版社，1998年第 1版。 

4.  [美]B.E.Gilliland,R.K.James著，高申春译：《危机干预策略》，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年 1月，第 1版。 

执笔：王国芳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6日 

 

健康心理学 
HEALTH PSYCHOLOGY 

课程号： 4230201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 心理因素在健康维护中的价值； 

2、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的内在联系； 

3、维护身心健康的基本对策与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心身健康基础知识、应激与健康

关系原理、心理卫生与对策原理与方法，了解健康的 BPS/4P基本理念，为心理卫生学、社会工作、

临床心理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及应用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课堂教学：32学时 

主要内容包括: 

健康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应激与对策、学习压力与工作倦怠、人际交往、健康行为模式、心理

咨询技术、危机干预策略，等等。  

第一章 绪论 

本章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本章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包括：健康心理学的定义、研究内容与意义，心理健康的定义、标准与

评估方法，健康心理学的发展简史等。  

重点：健康心理学的定义、心理健康的标准与评估方法、研究内容与健康心理学的发展简史。  

难点：健康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心理健康的标准与评估方法。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健康心理学的含义与研究内容  

一、什么是健康心理学  

为了理解健康心理学的对象与性质，引述几位学者对它的定义：  

1．健康心理学是心理学的一个新领域，主要研究行为卫生、生活方式和健全人格的形式，科

学的体质锻炼方法，危害人类健康的各种因素等。（朱智贤主编《心理学大辞典》）  

2．健康心理学是美国新建立的一个心理学分支，目的是把心理学的专业知识应用于预防医学，

即保持和促进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林传鼎主编《心理学辞典》）  

3．健康心理学集心理学专业知识、专门教育训练、科学研究于一体，以促进健康，防治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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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病因，确定与疾病有关的诊断和先前症状，也要分析有关的卫生策略，提出建议并促进其实现。

（荆其诚主编《简明心理学百科全书》）  

4．健康心理学主要研究如何由教育的历程，使人养成良好的习惯，学习为人处世之道及适应

环境的技能，从而维护身心健康，享受幸福美满的生活。（张春兴主编《张氏心理学辞典》  

5．综合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以一般正常人为对象，对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因素进行分

析研究，提出建议，增进一般人有关身心健康的知识，从而实践预防重于治疗的原则，以期达成健

康自求的理想（朱敬先，2005年）。  

6．探讨如何应用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维护和提高人们心理健康水平的科学（王登峰等，

2003年）。  

二、健康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健康心理学旨在保持与促进身心健康，预防与消除身心疾病。从这个研究目的出发，它主要研

究以下内容：  

1．心理健康的标准 ; 

2．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如应激源、应对、社会支持、自我概念、人际关系等 ; 

3．人生发展各阶段的身心健康（或各生活领域的身心健康）;  

4．心理障碍的诊断 ; 

5．心理问题与障碍的咨询与治疗 ; 

6．不良行为的矫正与防治：主要指对吸烟、酗酒、自杀等行为的矫正与防治 ; 

7．生理健康与自我保健：包括疾病概念与康复心理，常见疾病与自我保健。  

三、健康心理学的意义  

健康心理学作为一种应用心理学，其实践意义较为突出，主要有如下几点：  

1．有助于人们了解健康（包括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健康）的基本性质，为保持与促进

身心健康打下必要的认识基础。  

2．有助于人们了解各种身心疾病，以及社会生活中的非健康心理与某些不良行为，增强人们

的自我训练、自我保健、自我调控的意识与能力。  

3．有助于人们了解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知识，为防治心理疾病创造一定的条件。  

4．有助于人们了解人生各个阶段的身心特点，容易出现哪些方面的健康问题，使终身健康有

所保证。  

5．有助于人们预防因疾病而引起的心理病理反应。  

6．有助于人们减少或消除致病的危险因素和不良行为，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减少医疗保健

费用。  

第二节  心理健康的标准与评估方法  

一、心理健康  

（一）心理健康的概念  

1．健康的含义  

1948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成立时，在其宪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健康不仅仅是没

有病，而且是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和完全安宁。  

2．心理健康 (PPS模式与 4P模式) 

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个体，在高级神经功能和智力正常的情况下，情绪稳定、行为适

度，具有协调关系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以及在本身及环境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所能达到的心理最佳功

能状态。  

（二）心理健康的标准  

1．心理行为符合年龄特征  

2．人际关系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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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情绪积极稳定  

4．意志品质健全  

5．自我意识正确  

6．个性结构完整  

7．环境适应良好  

二、心理健康的评估方法  

需要依据心理健康标准，综合运用会谈法、观察法、心理测验法、医学检查法进行。  

1．会谈法  

会谈法是指咨询者通过与来访者谈话来了解其心理健康状况，达到评估其心理健康状况之目的

的一种方法。因此，这种会谈也叫做诊断性会谈。  

2．观察法  

观察法就是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地观察来访者的外部表现，如动作、姿态、表情、言语、态度

和睡眠等，来评估和判断其心理健康状况。  

3．心理测验法  

所谓心理测验就是用一些经过选择加以组织的可以反映出人们一定心理活动特点的刺激（如一

些日常生活中的事件），让受试者对此做出反应（如回答问题），并将这些反应情况数量化以确定个

体心理活动状况的心理学技术。  

4．医学检查法  

人的身心是相互作用的，有些心理障碍是大脑器质性改变和躯体障碍的结果，医学检查可以发

现有相应的异常变化，根据临床症状、体征和辅助检查结果（如脑电图、脑血流图、头部 X线、CT

检查等）可判断其心理障碍的原因。  

第三节 健康心理学发展简史  

健康心理学（health psychology）是近来在心理学领域内新兴的一门分支学科。 尽管健康的

心理学研究早在心理学的各个分支中进行着，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健康心理学只有十余年的短暂

历史。  

一、古代的研究  

人类对健康的认识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年代。  

1．远古时期，中国人将健康看作是阴阳平衡的结果、阴阳失去平衡就会导致疾病。因此，医

生采用恢复阴阳平衡的方法使患者重获健康。  

2．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则提出了体液学说，他认为人体内有四种基本体液：血液、

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当四种体液正常而均匀地混合时则为健康，若其中一种过多或过少都会引

起疾病。因而他特别强调促使体液平衡和自然治愈。这种对整体性的重视是东西方医学哲学看待健

康的精髓。  

二、生物医学模式  

公元 2世纪，著名罗马医生 C．盖伦提出了不同的健康观，认为疾病是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

强调疾病是由病原体（任何微生物和病毒）引起的。因而十多个世纪以来，医学界的注意力放在疾

病而非健康上。健康被狭义地定义为疾病的匿迹，即健康是消极状态（疾病）的消失。  

三、生物 -心理 -社会模式  

20 世纪初期，心理学已与人们的健康问题联系起来。人之所以会生病，往往不单纯是由细菌

侵害、病毒感染等生物因素所致，而是生物、心理与社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由于心理因素在健

康的保持与促进、疾病的预防与诊疗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因此，健康心理学便应运而生了。  

它作为心理学的一门独立分支，是 1978年在美国首先出现的──该年 8月，美国心理学会正

式成立了健康心理学分会，同年还创办了《健康心理学杂志》。1988年日本成立健康心理学会，在

我国，作为独立学科的健康心理学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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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前的状况  

健康心理学是一门兴起不久、发展迅速并且日益受到人们重视的新学科。正因为健康心理学是

一门兴起不久的实践学科，多是借用其他学科，如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心理咨询、精神病学

等学科的知识与方法，急需建立自己的知识与概念体系、中心理论与研究方法等。  

扩展: BPS 到 4P模式(理念)。 

复习与思考题  

1．根据你自己的理解，简答健康心理学的定义。  

2．简答健康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3．简述心理健康的标准。  

4．简述心理健康的评估方法。  

5．简答健康心理学研究的意义。  

6．简答健康心理学的发展简史。  

阅读书目  

1．王登峰等主编：心理卫生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1-27。  

2．朱敬先 著：健康心理学．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4-22。  

第二章 影响心理健康的因素 

本章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本章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包括：应激的含义、应激源的类型、人们对应激源的心理与生理反应、

应对方式、对应激源的自我调适方法、自我概念的定义、内容、自尊的定义与作用、提升自尊的方

法等。  

重点：应激源的类型、人们对应激源的心理与生理反应、应对方式、对应激源的自我调适方法、 

提升自尊的方法。  

难点：应激的含义、人们对应激源的生理反应、对应激源的自我调适方法、自我概念的内容。  

学时分配：6学时  

第一节 应激与心理健康  

一、应激的概念  

定义很多，归纳主要有三种：  

1．是一种刺激（stimulus）——应激源（stressor）  

2．是刺激造成的结果：如：紧张焦虑  

3．应对刺激的一种过程：如堵车：按喇叭/听音乐  

二、应激源  

（一）定义  

当刺激事件打破了个体原有的秩序与平衡，超出了个体的承受范围及能力所及，这种刺激就成

了应激源。  

（二）分类：内在——外在应激源（压力）  

1．内在应激源：来自个体内部的因素  

（1）躯体疾病：疼痛、死亡的恐惧  

（2）动机冲突：4种  

（3）挫折：挫折是个体在有目的的活动过程中遇到障碍或干扰，致使个人行为动机不能实现，

个人需要不能满足时的情绪体验。  

2．外在应激源：  

（1）天灾人祸等突发事件  

（2）重要生活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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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慢性的、长期的烦扰  

三、对应激源的反应  

1．心理反应：  

（1）认知：知觉范围过窄、思考的灵活性变差  

（2）情绪：振奋、斗志昂扬/忧虑、愤怒  

（3）行为： 退缩或奋争  

2．生理反应——三个阶段  

（1）报警反应期：短暂的生理唤醒期，使躯体为能够有力行动做好准备。  

（2）抵抗期：如果应激源持续下去，进入抵抗期。机体可以忍受并抵抗长时间的应激源所带

来的消耗作用。  

（3）衰竭期  

四、对应激源的应对  

1．应对的定义：个体为处理自认为超出自己能力、资源范围的特定内外环境要求，做出的不

断变化的认知和行为努力（Lazarus等，1984）。  

2．应对过程：  

（1）初级评估：判断紧张刺激的严重性  

（2）二级评估：资源的评估与方案的选择  

3．应对方式分类  

（1）问题指向的应对  

（2）情绪指向的应对  

五、对应激源的自我调适方法  

（一）心理防御机制  

人类在面临挫折时，常常会调动自身的适应机制，心理学称心理防御机制。  

常用的心理防御机制有：  

1．压抑（repression）：是个体把一些不被意识所接受的愿望与冲动，或痛苦的事件排斥到潜

意 

识中去的一个过程。  

2．否认（Denial）：有意无意拒绝那些使人感到焦虑痛苦的事件，似乎从未发生。  

3．退行（regression）：用较幼稚的方式来应对挫折与冲突，并满足欲望的防御机制。  

4．固着（fixation）：心理不成熟，停留在过去某一发展水平。  

5．置换（displacement）：把对某人或某事的、能引起焦虑的情感无意识地转移到另外的人或

事上。  

6．投射（projection）：把自己不良动机或恶意投射到别人身上。  

7．反向形成（reaction formation）：个体把难以接受的情感或冲动，以一种相反的情感或行

为表现出来。  

8．抵消（undoing）：  用象征性的事物或行为来抵消已发生的不愉快事情。  

9．升华等。  

（二）意义寻觅法  

意义寻觅法是一种自我寻找和发现生命的意义，树立明确的生活目标，以积极向上的态度来面

对和驾驭生活的心理自助方法。  

对生命和生活意义的探索和追求是人类的基本精神需要。人的健康心理需要精神层面的人生意

义来支撑。这是因为：  

1．精神追求可以使人关注未来的事情，忽略微小的心理波动，以良好的心态投入生活和工作

之中。  

2．有了精神追求，还可以使人有勇气面对各种困难，包括心理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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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知调控法  

心理问题常伴随情绪反应，对同一刺激，不同的评价将会引起不同的情绪反应。所以可以用调

整、改变认知的方法调控情绪反应和行为。认知调控方法是指当个人出现不适度、不恰当的情绪反

应时，理智地分析和评价所处的情境，理清思路，冷静地做出应对的方法。  

（四）活动调适法  

活动调适法是指通过从事有趣的活动，以达到调节情绪，促进身心健康的一类方法。包括读书、

写作、绘画、雕塑、体育运动、听音乐、歌唱、舞蹈、演戏、劳动等多种活动方式。  

（五）合理宣泄法  

合理宣泄就是利用或创造某种条件、情境，以合理的方式把压抑的情绪倾诉和表达出来，以减

轻或消除心理压力，稳定思想情绪。  

宣泄的主要方式有以下几种：  

1．倾诉  

2．书写  

3．运动  

4．哭泣  

（六）身心放松法  

放松训练是为达到肌肉和精神放松的目的所采取的一类行为疗法。人的生理活动与心理活动密

切相连，放松训练就是通过肌肉松弛的练习来达到心理紧张的缓解与消除。  

放松训练的方法有许多种，这里简要介绍五类简便易行的放松训练法。  

1．一般身心放松法  

常用的身体放松的方法有做操、散步、游泳、洗热水澡；常用的精神放松的方法有听音乐、看

漫画、静坐等  

2．想象性放松。  

在指导做想象性放松之前，应先让他们放松地坐好、闭上双眼，然后给予言语性指导，进而由

他们自行想象。例如,指示语是：“我静静地俯卧在海滩上，周围没有其他的人，我感受到了阳光温

暖的照射，触到了身下海滩上的沙子，我全身感到无比的舒适，微风带来一丝丝海腥味，海涛声……”

在给出上述指示语时，要注意语气、语调的运用，节奏要逐渐变慢，配合对方的呼吸。  

3．精神放松练习法  

就是通过引导注意力集中在不同的感觉上，达到放松的目的。比如可以指导他们把注意力集中

在视觉上：静心地看着一只笔、一朵花、一点烛光或任何一件柔和美好的东西，细心观察它的细微

之处；集中在听觉上：聆听轻松欢快的音乐，细细体味，或闭目倾听周围的声音。  

4．渐进性肌肉放松法  

在进行渐进性肌肉放松训练时，要注意选择不受干扰、温度适宜、光线柔和的房间或室外，让

他们坐姿舒适。然后引导他们想象最令自己松弛和愉快的情景，并在一旁用言语指导和暗示，逐步

使身体完全放松。  

5．深呼吸放松法  

当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感到紧张，而此时已无时间和场地来慢慢练习上述的放松方法时，可以教

给最简便的深呼吸放松法。  

第二节  自我知觉与心理健康  

研究发现：对自我认识不清晰、不精确，自知力不强，不能正确对待自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易导致误判自我，或自负、或自卑，从而导致诸多心理问题或人格障碍。  

一、自我概念的定义  

指一个人对自己存在的觉察，即自己认识自我的一切。 

二、自我概念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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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上看，概括地说，自我意识大致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生理自我，社会自我、心理自我和

道德自我。  

1．生理自我  

是个人对自己身躯（身高、体重、容貌、身材、性别等）的认识及温饱饥饿、劳累疲乏的感受

等。  

2．社会自我  

个体对自己在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中的角色的意识。即自己在集体中的地位及自己与他人相互

关系的评价和体验。  

3．心理自我  

是对自己心理品质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主要包括对自己性格、智力、态度、爱好等的认识和体

验。  

4．品德自我  

指对自己遵守道德行为规范、遵守法纪、生活和思想作风等方面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  

三、自尊的定义  

自尊（self-esteem）是个体对自己的整体评价，它反映了个体对自己是否满意。  

四、影响自尊的因素  

1．生活中的成败经验  

2．社会比较得来的信息：  

3．自己的内部标准  

五、自尊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自尊降低——抑郁  

六、提升自尊的方法  

1．向下社会比较  

2．选择性遗忘  

3．有选择地接受反馈  

4．缺陷补偿  

5．自我防御性归因：强调自己对好结果的作用，缩小自己对坏结果的责任  

6．自我设障：感到失败不可避免时积极搜寻乃至制造不利因素的过程  

第三节  影响心理健康的其他因素  

一、社会文化大环境  

目前竞争激烈，人们压力加大，心理问题增多。  

二、早期经验与家庭环境  

许多心理学家都相信，个体的早期经验对其心理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早期经验又与

个体的家庭教育和生长环境密切相关。如儿童早期与父母的关系、父母对儿童的态度。  

三、特殊的人格特征  

特殊的人格特征往往成为导致某种心理问题或心理障碍的内在因素之一。例如强迫性神经症，

其相应的特殊人格称为强迫性人格，其具体表现是谨小慎微，求全求美，自我克制，优柔寡断，墨

守成规，拘谨呆板，敏感多疑，心胸狭窄，事后容易后悔，责任心过重和苛求自己等。  

复习与思考题  

1．健康的定义。  

2．心理健康的标准有哪些？  

3．心理健康的评估方法有哪些？  

3．应激源的定义。  

4．应激源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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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们在应激状况下会产生怎样的心理反应？  

6．人们在应激状况下产生的生理反应有哪几阶段？  

7．Lazarus与 Folkman（1984）应对方式分成哪几类？  

8．什么叫心理防御机制？常见的有哪些？  

9．举例说明置换防御机制。  

10．什么叫认知调控法？举例说明。  

11．身心放松法有哪些具体的形式？  

12．自我概念包括哪些内容？  

13．什么是自尊？影响它的因素有哪些？  

14．自尊对心理健康有什么影响？应如何提升自尊？  

阅读书目  

1．王登峰等主编：心理卫生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第二章、第四章。  

2．颜世富 编著：心理健康与成功人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12； 167-187。  

第三章  学习、工作与心理健康 

本章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本章需掌握的知识点包括：常见的学习问题（包括学习动机与自信的缺乏、记忆力减退、注意

力涣散、考试焦虑等）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改善与调节，工作压力与职业枯竭等。  

重点：常见的学习问题（包括学习动机与自信的缺乏、记忆力减退、注意力涣散、考试焦虑等）

的原因与改善、职业枯竭的表现、原因与对策。  

难点：学习动机与自信的缺乏、记忆力减退、注意力涣散、考试焦虑的改善、职业枯竭的对策。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学习态度问题及其调适  

学习态度问题指愿不愿意学习的问题，包括由于学习动机不强、缺乏自信心等引起的学习问题。  

一、学习动机缺乏及其调适  

（一）动机的定义  

动机是由某种需要所引起的有意识的行动倾向。它是激励或推动人去行动以达到一定目标的内

在动因。  

（二）学习动机缺乏的表现及其原因  

对学习提不起劲来，一拿起书就觉得很厌烦，学习上拖拉、散漫  

（三）学习动机缺乏的原因  

1．学生的自身需要与目标结构  

2．学生的性格特征和个别差异  

3．学生的志向水平和价值观  

4．家庭环境与社会舆论  

5．教师的榜样作用  

（四）学习动机缺乏的改善  

1．提高认识  

了解学习的意义所在，是激发大学生学习动机最直接有效的途径。  

2．培养兴趣  

对所学专业厌倦，学习中无精打采，很少感受到学习成功所带来的快乐，是学习动机缺乏学生

的常见表现。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兴趣能让我们有选择、积极愉快地去探究某种事物或进行某项活

动。培养兴趣的途径有以下几种。  

（1）积极的自我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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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用积极的自我暗示  

（3）带着问题去学  

3．树立目标  

学习目的，是指学生进行学习所要达到的结果或实现的目标。学习动机作为促使学生达到学习 

目的的动因，总是以某种学习目的为出发点的，只有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才能产生强烈的学

习动机，保持高度的学习自觉性。  

二、自信缺乏及其调适  

（一）造成学生学习自卑心理的原因  

1．对自己认识不足，过低估计自己  

2．消极的自我暗示抑制了自信心  

3．挫折的影响  

（二）自卑的调节  

1．正确估计自己，培养自信心理  

2．与自己较劲，选准突破口，获得一次成功  

3．积极补偿，以勤补拙  

4．克服学习无助感，提高自我效能感  

第二节  学习技巧问题及其调适  

学习技巧问题主要指解决学习的方式方法、技巧等问题，包括记忆力减退、注意力涣散、考试

焦虑几个方面。  

一、记忆力减退及其调适  

1．记忆减退的原因  

（1）不良的学习和生活方式，如饮酒、熬夜、大量吸烟等容易导致力下降。  

（2）学习动机过强，严重的学习焦虑、紧张、烦恼等也会影响记忆力。  

（3）记忆不当，不了解记忆规律，死记硬背等，都会影响记忆效率。  

（4）注意力不集中，精力过于分散也不利于记忆效率。  

2．记忆减退的自我调节  

（1）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  

（2）掌握最佳记忆时间  

（3）动员多种感官参加学习和复习活动。  

（4）了解遗忘规律，及时复习  

（5）不断变换记忆的起始位置  

这是因为中间学习的单词受前摄抑制和后摄抑制两种影响之故。  

（6）善于把知识总结归类  

（7）过度学习  

过度学习的材料能避免遗忘。所谓过度学习是指把学习进行到超过那种刚好能回忆起来的程

度。  

二、注意力涣散及其调适  

1．定义  

注意是将心理活动指向和集中于一定的事物。人们周围的现实世界充满了各种信息刺激，人的

大脑只选择其中重要的刺激给予知觉，而忽略其他一些无意义的或不重要的刺激。这种指向某一类

信息的心理就是注意。一个人同时注意几件事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只有高度的专注才能适应高效

率学习的需要。  

2．注意力涣散产生的原因  

（1）学习动机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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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体情绪因素  

当我们处在心情沉闷、心绪烦乱的时候，自然是很难集中注意力的。  

（3）个体生理状况  

人在病中或非常疲倦的情况下，注意力常常是很难集中的。此外，过分紧张地加强注意往往导

致过度疲劳，反而影响注意力。  

（4）环境因素影响  

外界环境的干扰也是致使注意力分散的因素。  

3．注意力涣散的调适  

（1）利用目标明确,集中注意力  

（2）用期限效果集中注意力。对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设定一个完成期限，终了时间一到，就

会强迫你去完成它，这样可以集中精神完成不感兴趣的工作。  

（3）应用报酬效果集中注意力。首先，可以给自己定个奖赏，作为学习的报酬，这个报酬可

以依自己的需要和兴趣订立，其次，遇到困难的工作可用假想敌人和处罚来激励自己。  

（4）各种环境下强制训练注意力。  

三、考试焦虑及其调适  

考试焦虑是一种常见学习心理问题，是由于面临考试而引起的不安、忧虑、紧张甚至恐惧的情

绪状态。考试焦虑表现为过分担心考试结果，对自己信心不足；考前拼命看书，夜以继日，导致严

重失眠，头昏脑胀；有的同学甚至在考试中出现“晕场”、思维阻碍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学习。  

1．考试焦虑产生的原因  

过大的学习压力产生过强的学习动机，最终导致考试焦虑。一般来讲，最佳水平为中等动机强

度。比较简单的课题其最佳水平为较高的动机强度，比较复杂的课题，其最佳水平为较低的动机强

度。  

2．消除考试焦虑的方法  

（1）减轻压力，放下包袱  

（2）端正动机，改变认知  

部分大学生对自己的要求过高且常常绝对化，以偏概全或糟糕透顶，即认为考试失败会导致可

怕的后果。  

（3）劳逸结合，有张有弛  

（4）学会放松。  

第三节  工作压力与职业枯竭 （工作倦怠） 

一、职业枯竭  

1．定义与表现：情感枯竭、身心疲惫等  

2．高发人群：IT、广告、销售、律师、教师、咨询人员等  

3．原因  

（1）个人因素：期望太高、追求完美等  

（2）组织因素  

4．应对策略  

（1）个人  

（2）组织  

5．工作压力的预防  

二、职业女性的工作压力  

1．性别歧视  

2．角色冲突  

3．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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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学习动机缺乏的原因有哪些？  

2．学习动机缺乏时该任何调节？  

3．自信的缺乏应该任何调节？  

4．记忆力减退的原因有哪些？该如何提高？  

5．注意力涣散的原因有哪些？该如何改善？  

6．考试焦虑的原因有哪些？该如何改善？  

7．简述职业枯竭的表现、原因与对策。  

阅读书目  

1．刘善循．高效率学习方法与心理素质训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朱敬先 著：健康心理学．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第十三章。  

3．王敬群等 著：心理卫生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第十章。  

第四章  人际交往与心理健康 

本章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本章需掌握的知识点包括：人际交往的定义与意义、增进人际交往的技巧、性别角色的社会化、

大学生的异性交往的特点与类型、社交恐惧的表现及其原因，失恋的表现与心理辅导、网络交往的 

特点、出现的问题及其干预。  

重点：增进人际交往的技巧、大学生的异性交往的特点与类型、社交恐惧的表现及其原因，失

恋的表现与心理辅导、网络交往的特点、网络成瘾的干预。  

难点：增进人际交往的技巧、社交恐惧的表现及其原因，失恋的表现与心理辅导、网络成瘾的

干预。  

学时分配：8学时  

第一节  一般的人际交往  

一、人际交往的定义与意义  

人际交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良好的人际关系使人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得到支持和理解，给人精神上的愉悦和满足，促进

身心健康；不良的人际关系使人感到压抑和紧张，孤独和寂寞，身心健康就会受到损害。  

二、增进人际交往的技巧  

（一）克服人际认知的偏差  

1．首因效应  

所谓首因效应就是在人认识人的活动中，最初获得的关于对象的信息，在评价对象时起着重要

的作用。  

2．近因效应  

在人际认知活动中，最近的印象对人的特性的评价起重要作用。  

3．晕轮效应  

一个人如果被标明是好的，他就被一种积极肯定的光环笼罩，并被赋予更多的好的品质；相反

地，如果一个人被标定是坏的，他就被评定更多的坏品质。  

4．刻板印象  

它是指社会上对于某一类事物或人物产生的一种比较固定的、类化的看法。  

（二）努力提高人际吸引力  

人际吸引就是人们之间的喜欢、尊重、友谊和爱情，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  

影响人际吸引的多种因素，下面就是常见的几种主要因素。  

1．接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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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因素主要指空间距离、兴趣态度、职业背影等等因素的接近。  

2．互补因素  

当交往双方在能力特长、人格特质、需要欲求、思想观念等方面构成互相补偿的关系时，也会

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  

3．能力、品格  

对于才华的敬仰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人的天性。因此，一般来说，人们都喜欢聪明能干，而讨厌

愚蠢无知。与能力强的人交往，可以使我们学到不少东西，少犯错误，日臻完善。略有瑕疵的能人， 

使人感到真实可信，招人喜欢，因为“人无完人，金无赤足。”  

（三）树立恰当的自我意识  

不过于低估价自己，也不要高估价自己。过低评价自己往往产生自卑感，社会交往中缺乏勇气、

主动，自己连自己都不信任的人，很难引起别人的兴趣和关注，而这又助长自卑感。如此形成的恶 

性怪圈，越发减退社交的欲望，最终陷于社交萎缩和社交恐惧的误区。相反地，过高评价自己

往往 

使人产生自傲，看不到别人，在交往中自吹自擂、盛气凌人，根本不接受建议和批评。在工作

上出了问题自傲者往往推诿责任，因此，引人反感，不愿与其交往。  

（四）注意交谈对话艺术  

交谈是人类语言表达活动中一种最基本、最常用的方式。对话是交谈活动的基本形式，包括发

话者、受话者和对话内容三个方面。交谈对话是人际交往的重要方式，它可以沟通信息，联络感情，

以至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1．交谈对话的主要方式有：  

（1）商讨式交谈对话  

在一般的人际交往中，主体常常通过与交往对象的相互讨论，共同协商，以求得在某些问题的

一致意见，达成某种程度的合作与协议。  

（2）说服式交谈对话  

交往的一方完成就某个（或某些）问题对另一方进行劝导与说服。  

（3）静听式交谈对话  

这类交谈对话有时是在上级对下级征求意见时发生，目的是倾听下级对某些问题的反应。在一

般的人际交往中，表现在对话的一方把握不住对方的思路，通过静听争取时间，理清头绪，变被动

交谈为主动交谈  

（4）闲谈式交谈对话  

这是交往中常见的交谈对话方式。它没有什么明确的宗旨和专一的目的。  

2．交谈时的注意事项  

（1）不要随意打断他人谈话，扰乱人家思路；  

（2）不要因为自己注意力不集中，迫使他人再次重复谈过的话题。  

（3）不要连珠炮般地连续发问，以致他人难以应付。  

（4）不要对他人的提问漫不经心，言谈空洞。  

（5）不要随便解释某种现象，轻率地下断语，借以表现自己是内行。  

（6）不要当别人对某话题感兴趣时，你却感到不耐烦，立即将话题转移到自己感兴趣的方面

上去，等等。  

3．学会一点幽默  

常见的幽默技巧主要有：  

（1）一语双关：这是在说话时，故意使某些语词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双重意义的方法。  

（2）巧借反语：就是使用与本意相反的话来表达本意的一种方法。它的特点是正话反说，或

反话正说，表面上是一层意思，骨子里又是一层意思。  

（3）巧借谐音：口语是用声音表达的，利用谐音，音义结合，可以创造幽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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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假戏真作：就是明知对方说的不是真实的话，却当真话来回答  

第二节  异性交往的问题与调适  

一、婴幼儿期、儿童期性别角色的社会化  

1．穿衣打扮  

2．话语评价  

3．同性认同  

4．性问题  

二、青春期（初中生）的感情问题（以案例录像播放与讨论为主，1学时）  

1．性意识的觉醒  

2．追星  

3．早恋  

三、大学生的异性交往  

大学生性生理发育已基本完成，社会成熟与心理成熟已达较高水平，因而他们有了与自己倾慕

的异性谈恋爱的心理需要，并常付之于行动。  

（一）大学生恋爱的特点  

1．恋爱的浪漫色彩浓厚  

大学生的恋爱，对爱慕之情、人生看法较多，而很少甚至根本不谈结婚、家庭等具体问题。  

2．恋爱的自主性较强  

3．恋爱的盲目性较大  

大学生把在校期间谈恋爱作为一种取得生活经验的实践活动，或想作为一种消遣，千方百计想

跟异性交往，但他们在与对方恋爱中究竟爱是什么、为什么爱都没有弄清楚。  

4．恋爱的公开性  

（二）大学生恋爱的类型  

1．慰藉型  

2．友情型  

3．理想型  

4．志趣型  

5．功利型  

6．情欲型  

（三）大学生常见的异性交往问题  

1．异性恐惧症  

异性恐惧症属于恐怖性神经症的一种，其主要特征是：异性恐惧症患者一方面在异性面前感到

异常的紧张和恐惧，另一方面，他们又有与异性接近的强烈愿望  

其原因有: 

（1）有人认为，这可能与我国长期封建道德禁锢有关。因为，羞耻心和对自我形象的格外关

注是我们社会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羞耻心是产生对人恐惧症的社会心理基础。  

（2）在个人因素方面，异性恐惧症患者往往性格内向，腼腆，孤僻，行为正派，规范，甚至

有些刻板。  

（3）许多患者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特殊经历，如在幼年时期偶然目睹父母的性生活，偶然看

见过异性的生殖器；有的曾对某位异性产生向往和好感，遭到周围人的嘲笑和非议等。  

异性恐惧症的咨询与治疗见第六章。  

2．失恋  

失恋是指恋爱对象否定或中断恋爱关系的行为给当事人的巨大挫折。  

有学者根据失恋后的情绪行为表现，将失恋者归纳为下列几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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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智型  “不成伴侣成朋友”是这种理智型的典型表现。  

（2）升华型  这种人表现为在失恋后能把痛苦暂时避开，并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有意义的创

造性活动上，努力工作，以事业的成功来替代失恋的痛苦。  

（3）自责型  这种人表现为失恋后把心理挫折的反应和行为指向自己，认为对方不爱自己肯

定是自己的错或者是自己的长相、能力等方面太差所致。他们自艾自怨，消沉抑郁，觉得没有人会

喜欢自己。  

（4）闭锁型  这种人表现在失恋后总是冥思苦想，不断分析失恋的原因并将这种失败归于自

己的单纯和轻信，因而使自己的感情从浪漫开放转而抑郁闭锁。  

（5）报复型  这种人在失恋后把原来“狂热的爱”变成“狂热的恨”，他们不断地折磨对方，

甚至采取不当的手段侵害对方。  

失恋的心理辅导  

（1）认真倾听，引导宣泄  

（2）共同讨论，分析原因  

（3）“情绪定向性应付”，即通过适当的情绪调节和转移，来解轻痛苦。如，应用合理化效应、

让情感升华等。  

四、婚姻问题（以案例播放与讨论为主，2学时）  

1．择偶  

2．婚姻疲劳  

3．夫妻沟通问题  

4．婆媳关系  

5．子女的教养  

6．离异  

第三节  网络人际交往  

（以案例播放与讨论为主，1-2学时）  

一、网络人际交往的特点  

1．人际交往的广泛性  

2．隐匿性  

3．平等性  

4．时空的超越性  

二、网络人际交往的心理问题  

1．成瘾性-测量标准  

2．网络分裂性人格  

3．攻击性行为  

三、网络中的心理健康维护  

1．网络成瘾的干预  

2．虚拟和现实的整合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增进人际交往的技巧？  

2．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有哪些特点？  

3．在人际交往中常出现哪些认知偏差？  

4．怎样提高人际吸引力？  

5．在与人交谈时应注意什么？  

6．什么叫首因效应与近因效应？  

7．大学生恋爱有哪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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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失恋后的情绪行为表现，将失恋者归纳为哪几大类？  

9．异性恐惧的表现与原因各是什么？  

10．对失恋的人该如何辅导？  

11．网络人际交往有哪些特点？  

12．网络成瘾的表现有哪些？  

阅读书目  

1．王登峰等主编：心理卫生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第三、四、五、六、七、十二章。  

2．朱敬先 著：健康心理学．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第五、七章。  

3．王敬群等 著：心理卫生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第八章。  

第五章  心理障碍的咨询与治疗 

本章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本章需掌握的知识点包括：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概念、过程及两者的关系，创伤后应激障碍、神 

经症、心境障碍、进食障碍、性障碍的判断标准、原因及治疗。  

重点：创伤后应激障碍、神经症、心境障碍、进食障碍、性障碍的判断标准、与原因，精神分

析、行为主义、认知、人本主义、森田等流派对心理障碍产生原因的解释及其咨询与治疗的方法治

疗。  

难点：创伤后应激障碍、强迫症与恐惧症、抑郁症的诊断，精神分析、行为、认知、人本主义、

森田疗法等流派对心理问题与障碍产生原因的解释及其咨询与治疗的方法。  

学时分配：9学时。  

第一节  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概念  

一、心理咨询的定义  

目前无公认、统一的定义。  

心理咨询（counseling）是咨询者（Counselor）运用心理科学及相关学科的知识与技能，帮

助来访者（client）解决心理问题，增进心理健康的过程。  

二、心理治疗的定义  

心理治疗专家对病人实施的治疗方法与技术（狭义）。  

三、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关系  

（一）倾向性的意见认为：心理治疗（psychotherapy）与心理咨询没有本质区别  

1．两者都注重建立良好的关系  

2．工作的对象有重合  

3．采用的理论与方法一致  

（二）两者间的细微差别  

1．心理咨询以支持性、指导性会谈为主，心理治疗以治疗为主  

2．前者所需时间短，后者所需时间长  

3．前者解决的是轻度的心理问题 ，后者以障碍、疾病为主，程度重些  

4．前者在非医疗单位开展，后者一般在医疗单位进行  

5．前者工作者范围较广，后者以医务工作者为主  

四、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过程  

在心理咨询过程的阶段划分问题上，心理咨询家们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S.Cormier和 B.Cormier把咨询过程概括为 4个阶段: 

1．建立咨询关系阶段  

对于来访者来说，良好的咨询关系能帮助他们对咨询者建立起足够的信任，以便最终能够披露

自己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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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估及确立目标阶段  

帮助患者研究、了解自己和自己的问题。评估问题能使咨询者和来访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究

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究竟是什么促使来访者来进行咨询。  

找出问题和困难后，咨询者与来访者还要一起制定预期目标，即来访者希望通过咨询而得到的

特殊结果。预期目标同样可为规划咨询策略提供有用的信息。  

3．干预策略的选择与补充阶段  

咨询者与来访者要在评估资料的基础上，选择并安排好行动计划或干预步骤，以使来访者取得

预期目标。制定干预步骤时，重要的是选择那些与问题及目标相关联的策略方法，而且不要让所选

择的策略与来访者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相冲突。  

4．评估及终止咨询阶段  

这阶段要做的是评估咨询者干预措施的有效性，以及来访者取得目标的进展情况。这种评估会

使咨询者知道何时可以结束咨询，何时需要修补干预行动计划。而且，评估结果中具体可见的进步

也常常会鼓励、强化来访者。  

第二节  常用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方法  

一、精神分析的技术  

1．自由联想：Freud 1895年创立，认为人在放松时浮在脑海的东西不是无缘无故的，借此可

挖掘无意识中的症结所在。让病人舒服躺好，把进入脑中的一切如实讲出来。  

2．移情：求助者把对父母或过去生活中某个重要人物的情感转移到了咨询师身上的现象。  

3．阻抗：来访者对心理咨询过程中自我暴露与自我变化的抵抗。  

4．释梦：指将隐梦变成显梦的过程，即伪装潜意识的愿望混过稽查的过程。  

5．催眠  

6．解释：告诉来访者其症状与被压抑的挫折和冲突之间的关系，使病人获得领悟，从而摆脱

心理障碍、恢复心理健康。  

二、行为技术  

1．系统脱敏：原理－－交互抑制原理（反条件反射原理），即  

如果一个与焦虑状态相抗衡的反应，能够在焦虑状态的诱发刺激存在的时候表现出来，使得焦

虑反应受到完全的或部分的压抑，从而削弱诱发刺激和焦虑反应之间的联系。  

2．厌恶疗法：是将某种不愉快的或惩罚性的刺激与想要戒除的目标行为结合起来，使对原来

喜欢的刺激产生厌恶，达到使患者戒除或减少不良行为的目的。  

3．暴露疗法  

4．行为塑造：原理是操作条件反射的正强化。采用逐步晋级的方法，并在患者出现或完成期

望的动作时，给予奖励，以增加出现期望行为的次数。  

5．代币管制：通过实物强化改变行为。  

6．示范性疗法：榜样的作用。  

三、理性情绪疗法  

1．认知技术：ABCDE模型  

Ellis认为事件（a）本身并非是情绪或行为后果（c）之原因，反而人们对事件的想法、看法

或解释（非理性信念 b）才是真正原因所在。  

2．情绪技术：合理情绪想象技术。  

四、人本主义疗法  

人有不需治疗者直接干预就能了解及解决自己困扰的极大潜能，治疗者的任务就是建立良好的

咨询关系，提供安全的氛围，以启发来访者的潜能，使他们解决自己困扰。  

五、森田疗法  

1．顺应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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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思想矛盾，事实唯真  

3．忍受痛苦，为所当为  

第三节  主要的心理障碍及其治疗  

一、创伤后应激障碍  

1．定义：创伤后应激障碍：指在遭遇或目睹异乎寻常的威胁性或灾难性事件发生后，延迟出

现或长期持续的精神障碍  

2．它的主要表现：反复重温和体验灾难性事件，持续性回避和持续的警觉性增高。  

3．病因  

灾难性应激事件（如巨大的自然灾难、凶杀、亲人死亡、被强奸等）所造成的强烈的心理创伤

是本症的起病原因。  

心理创伤的发生也同病人对灾难性事件的不恰当应对或应对失败有关。  

5．治疗方法（案例）  

二、神经症  

（一）神经症概述  

1．神经症的定义：又称神经官能症，是一种由于心理因素造成的、致使大脑机能暂   时失调

的一组疾病的总称。轻度心理障碍  

2．神经症的特征  

（1）无器质性病变；  

（2）有自知力，能主动就医；  

（3）与现实未脱节，无幻觉、妄想等知觉与思维障碍；  

（4）社会适应能力正常或影响不大。  

3．神经症的主要分类  

（1）焦虑症  

（2）恐怖症  

（3）强迫症  

（4）神经衰弱  

（二）恐怖症  

1．定义：是一种持续地、非理性地害怕某一特定的物体、活动或者情境的神经症。  

2．分类：  

（1）场所恐怖症  

（2）社交恐怖症  

（3）单纯恐怖症  

3．原因分析  

（1）精神分析流派  

（2）行为主义  

（3）认知流派  

（4）森田流派  

4．治疗  

（1）精神分析疗法  

（2）行为疗法（系统脱敏、满灌疗法、行为塑造、示范等）  

（3）认知疗法  

（4）森田疗法  

（三）强迫症  

1．定义：强迫——冲动性障碍是以不能为个体主观意志所抗拒的、反复出现的观念和行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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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特征。  

患者认识到这些观念和行为是不必要的，不合理的，但却无法克制，以至于引起显著的焦虑或

痛苦的一种心理障碍。  

2．常见的强迫观念  

（1）强迫怀疑：对自己做过的事产生不必要的怀疑。  

（2）强迫回忆：患者对刚做过的或早已过去的事情反复回忆。  

（3）强迫联想：听见或看到某一事物，就会想到与这一事物有关或对立的事物。  

（4）强迫性穷思竭虑：反复思考某些毫无实际意义又得不出结论的问题。  

（5）强迫冲动：  

3．常见的强迫行为  

（1）强迫清洁：常见有强迫洗手，洗衣等。  

（2）强迫检查：大都继发于强迫性怀疑之后。  

（3）强迫计数：不由自主地数某些没有意义的事物。  

（4）强迫性仪式行为  

4．原因分析  

（1）精神分析流派  

（2）行为主义  

（3）认知流派  

（4）森田流派  

5．治疗  

（1）精神分析流派  

（2）行为主义  

（3）认知流派  

（4）森田流派  

三、进食障碍  

（一）神经性厌食症  

1．定义：有意地严格限制进食、使体重下降至明显低于正常标准或严重的营养不良，此时仍

恐惧发胖或拒绝正常进食的一种进食障碍。  

2．诊断标准  

3．原因分析  

4．治疗  

（1）行为主义  

（2）认知流派  

（3）森田流派  

（二）神经性贪食症  

1．定义：以反复发作性地、不可控制地、冲动性地暴食，继之采用禁食、过度锻炼、使用泻

药等方法避免体重增加为主要特征的进食障碍。  

2．诊断标准  

3．原因分析  

4．治疗  

四、性变态  

（一）定义  

性变态包括性心理方面的变态和性行为方面的异常。凡不采取一般常人与异性接近或交媾方

式，并且违反当时的社会习俗而获得性满足的行为，都称为性变态。  

（二）常见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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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异装癖  

异装癖是以穿着异性的衣服而得到性的满足的心理变态，男性居多。他们通常喜欢把自己从头 

到脚都打扮得象女性一样，包括内衣、长统丝袜、装饰品、化妆品等，然后对着镜子自我欣赏，

并希望得到别人的赞许。  

2．同性恋 (或称为“同性性取向偏好”) 

同性恋以同性为对象，从而获得性的兴奋与满足。 目前对于同性恋本身是否为变态，存在着

不同的意见。 

一般认为，除部分成因与遗传因素和内分泌失调有关之外，多数是幼年时性别角色认同发展不

良所遗留下来的后果。  

同性恋大致可分三类：  

（1）真正的同性恋，也称完全性同性恋，对异性存有排斥或厌恶心理。  

（2）双性两具可恋的同性恋，即同性恋和异性恋兼具，但侧重于同性恋一方。  

（3）境遇性同性恋，由于环境、条件所致。  

美国性学专家金赛的早期调查报告指出，在 5300名成年白人男性中，有过同性恋经验的占 37%，

其中绝对同性恋占 4%。  

3．恋物癖  

恋物癖是通过与异性穿戴或者佩戴过的物品的接触而引起性兴奋和满足的性心理变态。  

（三）原因分析  

1．遗传  

2．家庭的教养  

（四）治疗  

五、抑郁症  

1．定义：又称情感性精神障碍，是一组以显著而持久的情感高涨或低落为主要特征的精神障

碍。  

2．分类：  

（1）抑郁症  

（2）躁狂症  

（3）双相型心境障碍  

（4）持续性心境障碍  

3．主要表现：3低  

（1）情绪低落：无精打采——消沉、忧郁——悲观厌世、独坐伤心  

（2）思维迟钝：语调降低、语速变慢，回答问题前常有长时间的停顿  

（3）动作迟缓：动作缓慢、少动，甚至呈木僵状态  

4．改善措施  

（1）认知治疗  

（2）运动  

（3）光照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叫创伤后应激障碍？其主要特点有哪些？  

2．简述神经症的主要特征。  

3．简述恐怖症的判断标准与类型。  

4．简述强迫症常见的强迫观念与行为。  

5．简述强迫症的判断标准。  

6．什么是性变态？常见的类型有哪些？  

7．什么是同性恋？分哪几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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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抑郁症的主要症状有哪些？  

9．抑郁症的诊断标准有哪些。  

10．简述进食障碍的类型与各自的诊断标准。  

11．什么叫心理咨询？  

12．简答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关系。  

13．简答心理咨询的基本过程。  

14．精神分析的疗法有哪些？  

15．简述系统脱敏疗法的基本原理与步骤。  

16．什么是满灌疗法？它适于哪些人？  

17．举例说明行为塑造法如何进行？  

18．简答 ABC理论的基本内容。  

19．理性情绪疗法的技术有哪些？  

20．森田疗法治疗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阅读书目  

1．吉峰 编著：变态心理学。 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1-7，220-286，309-330。  

2．张伯源等 编著：变态心理学。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21，180-237。  

3．马建青等 著：心理咨询流派的理论与方法。浙江出版社，2006，1-287。  

4．乐国安 主编：咨询心理学。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69-95，209-349。  

第六章  自  杀 

本章教学目的与基本要求：  

本章需掌握的知识点包括：自杀的定义、分类、发生率，自杀的高发人群，自杀的心理过程，

自杀的干预与预防。  

重点：自杀的心理过程， 自杀的识别与预防。  

难点：自杀的识别、干预与预防。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自杀的概述  

一、自杀的定义  

是个体蓄意或自愿采取各种手段以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  

二、自杀的动机  

通过对自杀未遂者的事后回忆和自杀者的遗书进行分析，可得到下列自杀动机  

1．摆脱痛苦、逃避现实、实现精神再生；  

2．通过死后进入天堂获得人世间得不到的东西；  

3．为了某种目的或信仰牺牲自己；惩罚自己的罪恶行为（现实的或想象的）；  

4．保持自己道德上或人格上的完美；  

5．作为一种表达困境、向外界寻求帮助和同情的手段等等。  

三、自杀的分类  

（一）第一种分类（法国社会学家 Emile Durkheim）  

1．利他型：为了某种信仰、信念、正义事业或社会道德而自杀。  

2．利己型：为了表白自己，惩罚别人，给别人造成痛苦内疚或终生遗憾而自杀。  

3．失范型：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安，人们迷茫、不知所措，加之各方面的压力，易导致自杀。  

4．宿命型自杀：这是个人因种种原因，受外界过度控制，他们感到命运完全非自己可以控制， 

从而感到绝望与无助。  

（二）第二种分类（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自杀预防研究中心，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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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杀意念：是指轻生念头，但无自杀行为。  

2．自杀未遂：是指非致死性蓄意自我损害。  

3．自杀死亡：是指已造成致死性后果的自杀行为。  

（三）第三种分类  

1．情绪型（冲动型）；偶发事件引发，情绪失控下发生。  

2．理智型：有目的、有计划下进行。  

（四）按照自杀的方式分类  

1．窒息性：煤气、溺水、上吊。  

2．自残性：刀枪、跳崖、跳楼等。  

3．中毒性：服毒、安眠药、吞金、蛇咬。  

4．纵火自杀。  

三、自杀的发生率  

1．国外：男多于女  

2．国内：女多于男，且多在农村。  

第二节  自杀的识别与干预  

一、与自杀有关的因素  

1．有关死亡的经历  

自杀未遂史、童年父母去世、伴侣、同胞、密友去世  

2．精神疾病  

3．遭受其他心理压力与应激事件  

4．心理承受能力差  

5．宗教信仰与文化  

6．家庭、婚姻状况：完整  

7．社会经济地位：两端高  

8．年龄：青少年 老年  

二、自杀的心理过程  

分三个阶段  

1．自杀念头的萌生：遇到难以克服的应激事件，感到绝望，寻求解脱。  

2．自杀的彷徨：生与死的抉择与挣扎。  

3．平静阶段：已下定决心，显得好转与平静，以摆脱周围人的阻 碍与干扰。  

三、自杀预兆的识别  

除了部分激情性自杀者外，多数自杀者在自杀前都会有一定的预兆。精神病学家在长期的临床

工作中总结发现，病人有下列情况时，自杀的危险性大大增加：  

1．近期有过自伤或自杀未遂行为者，再次采取自杀行动的可能性很大。  

2．向亲友、同事、医务人员或在个人日记中流露出消极、悲观的情绪，表露出自杀的意愿。  

3．近期遭受了难以承受的巨大打击。  

4．当事人对某人、某事、某团体或社会有强烈的敌意攻击性，但对方太强大，此时可产生内

向攻击，引起自杀。  

5．与人讨论自杀的方法，或购买用于自杀的毒物、药物，或常在江河、高楼、悬崖徘徊，提

示患者可能已经有自杀计划。同时，原有自杀意愿的人有意掩盖自杀意愿，不再与他人谈论自杀，

是自杀行为即将发生的危险信号。  

6．难治性躯体疾病患者突然不愿意接受医学治疗，或情绪突然好转，或与亲友家人详细谈论

家庭今后的安排和打算时，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息。  

7．精神病患者，特别是忧郁症、精神分裂症、酒精及药物依赖者是公认的自杀高危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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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杀的预防-危机于预  

（一）定义  

危机于预是一种短期的心理治疗，帮助当事人处理迫在眉睫的问题，恢复心理平衡，度过危机。  

（二）危机干预的步骤：  

1．准确判断对自己或他人的危险性：  

2．发泄痛苦情绪---稳定情绪  

3．鼓励找寻与提供应对资源与方法：去掉盲点，拖延自杀  

4．得到承诺：感到失控时给我打电话+当地的自杀热线电话  

5．决定住院与转诊治疗：对于有强烈的自杀意念者，应采取暂时的强制性保护措施，不许独

处，与警方或其他心理健康工作者联系，防止意外发生。  

（三）自杀的预防  

1．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及有关预防自杀的知识  

2．减少自杀工具的可获得性  

加强有毒物质的管理；加强对精神药品的管理，控制药店出售，精神病人的药品应由家属保管；

加强枪支、易爆易燃物品的管理，在农村中加强团结对剧毒农药的管理等；此外，还要对某些自杀

多发的场所进行巡视、管理。  

3．建立危机干预机构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自杀？  

2．为什么我国女性自杀人数比男性多？  

3．自杀的高发人群有哪些？  

4．简答自杀的心理过程。  

5．您觉得有哪些措施可以减少大学生的自杀？  

阅读书目  

1．钱铭怡 著：变态心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段鑫星等 著：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 科学出版社，2006年，163-191。  

附加: 

总体复习（1学时）  

考试    （2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健康观念的演变与健康心理学理论） 3  

2 应激与健康 3  

3 自我知觉与健康 3  

4 学习、生活压力与工作倦怠 3  

5 人际交往与健康 3  

6 异性交往与健康 3  

7 网络交往与健康 2  

8 心理咨询与治疗 3  

9 咨询与治疗技术 2  

10 心理障碍与健康对策 4  

11 创伤、自杀及危机干预 3  

四、课程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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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心理卫生学、变态心理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应激与健康、危机干预 

难点：应激反应的生物学机制、防御机制与心理障碍。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 

2．案例分析与讨论法 

教学手段： 

1. PPT演示 

2.多媒体辅助教学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课堂过程考核与结课考核相结合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思考与阅读扩展材料作业。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择国家级应用心理学专业推荐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l 健康心理学  朱熊兆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4年。 

（二）推荐参考书 

l 心理卫生学  王敬群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年。 

l 压力管理策略 [美] B .SEAWARD 著 许 燕 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8年。  

l 健康心理学 [英] J. OGDEN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7年版。 

执笔：刘建清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6月  18   日 

 

社会工作概论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课程号：4230202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让学生掌握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理解社会问题分析模式和社会工

作的应对策略；2、掌握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和不同社工领域的具体工作方法，并且能够在实践中

根据案例的具体情势恰当运用；3、让学生掌握解决社会问题、保护弱势群体权益、增进社会福利、

促进社会正义的专业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社会工作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

为将来学习各种社会工作的专门方法以及进入社会工作各个分支领域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专业

知识和专业方法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 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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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6个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会工作的定义 

一、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 

社会学关于社会问题的界定： 

基于一定的社会价值和标准对某种社会现象的判断（Fuller and Meyers, 1941），包括主观价

值标准和客观的现象。 

是对特定社会现象的标定（Beck,1961），只强调主观的标签，不强调客观现象 

是对某种社会现象的认定、扩散、社会关注和界定的建构过程（Kissus and Spector, 1978），

由主观现象转向真正的社会互动过程。 

所谓基本需要（basic needs)，不同于个人需求（demand)，基本需要是从社会成员资格条件

出发规定的，而个人需求则是从个体的欲望出发界定的（多亚尔和高夫的基本需要论的福利观） 

二、社会功能与社会主体、社会结构的关系 

社会工作则强调从社会问题当事人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其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而当中由存

在着对个人问题的两种归因，一个是内在心理归因，另一个是外在社会环境归因。这构成 19 世纪

晚期两大社会工作传统——科学慈善事业和社区睦邻运动。 

从 1940年代，社会工作开始强调两种视角的融合下——“人与环境”互动论。 

三、社会工作的定义 

IASSW and IFSW 2004年的定义： （正义和福利论） 

社会工作专业促进社会变革，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赋权和解放，以提高人类福祉。利用人类

行为与社会系统理论，社会工作在人类与其环境结合点上进行干预。尊重人权与社会公正是社会工

作的基本原则。 

2008年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的定义： （正义和福利论） 

社会工作专业以促进人与社区的福利为目的。在人与环境的建构、全球视角、对人类多样性的

尊敬以及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知识指导下，社会工作目标通过下述途径实现：对社会和经济正义的

追求、对限制人权的环境的预防、消灭贫困以及提高所有人的生活质量。 

第二节 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的关系 

一、社会福利的定义 

社会福利是人们通过各种手段满足需求以后的效用感。它对应主观幸福状态和客观的福利手

段。所以一般都会用收入和财富来表示福利多少，因为这些都是满足需求的手段。（边沁的功利主

义的福利观） 

社会福利是指为保证个体参与特定的社群生活所必需的基本需要，从而确保一个人的成员资格

以及社群走向美好 

二、社会福利制度 

作为一种手段，是指通过各种方式，提供的满足社会目的的手段,其实就是社会福利制度 

福利的提供方式狭义的是指单向非报酬地提供，后来扩展为互惠性提供、市场交易。 

福利手段一般包括现金、代金券、物质、服务、机会和权利等。 

三、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的关系 

社会工作专业还是一个不完成的专业，需要处理直接服务和间接服务的关系。所谓直接服务就

是社会工作的传统工作，包括治疗、辅导、教育、倡导、信息收集和转介等；所谓间接服务就是社

会福利，包括计划、政策分析、项目开发、行政和项目评估等。 

第三节 社会工作的专业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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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社会工作发展简史 

起源于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慈善救助和睦邻运动。 

基于科学慈善事业的传统，社会工作发展出了临床社会工作实践，或者是狭义的专业个案社会

工作。主要就是运用心理学和微观社会学的理论，对个人及其生活环境进行的诊断（评判）、治疗

（干预），促进人与环境的协调和功能良好。到 60年代基本上形成了多元流派和折中主义的临床实

物（Turner，1996） 

睦邻运动的传统到 60年代发展成为系统的多元社区工作流派，而且从中派生出了小组工作。 

社区工作流派主要是分为地区发展模式、社会计划模式和社会行动模式（Rothman，1968）。 

上述个案工作（临床社会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在后来的整合或通用社会工作模式中，

被打破其专业界限，挑选其中的行动策略，统一为直接干预策略，以相对于间接干预策略。 

所谓的间接干预策略，是指通过对案主的环境进行干预而形成间接作用的手段和措施，比如调

整组织、政策倡导、改变程序、发挥影响力等 

二、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简史 

20世纪 20年代在一些教会大学开始有社会服务专业，包括燕京大学、上海沪江大学、南京金

陵女子大学、长沙湘雅医学院等。 

20世纪 30、40年代主要以民间社会救助和慈善服务为主，同时一些社会工作大师卷入了激进

的社会运动，比如雷洁琼先生。 

新中国建立后，取消民间慈善和福利，实行国家单位制福利体系，主要靠城乡单位来进行社会

保障和生活服务； 

同时民政部门提供剩余性福利救助以及特殊优待抚恤，来弥补单位制的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恢复社会工作教育，并逐步开放民间公益慈善

事业； 

进入 21 世纪，南方沿海地区开始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来实现民间社会工作服务和政府资助的合

作关系。 

同时，各种自发的民间社会行动已经开始出现，公民社会初见端倪。 

三、专业化的标准和动力 

专业社会工作：是指根据一套普适价值体系和相对科学的理论体系，积累发展出一系列经过验

证的有效的工作方法和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福利的职业体系。 

专业标准: 有专业伦理体系;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有自己的专业文化;有自己的专业组织和权威;

有社会的认可; 

四、专业化和去专业化的动力 

人们不再把专业当成是和社会的一项功能交换：专业提供能力和诚实换取社会的信任、获得相

对自由免于一般监视和干预、获得保护避免无品质的竞争、以及获得相当程度的收入和社会地位。 

人们越来越不相信专业真正能够发挥高品质的服务功能，而是宁可把专业当作一种意识形态，

来支配凡人的思想，赢取公众的认可。 

第四节 社会工作的学科基础和职业能力 

一、社会工作的学科基础 

社会学：不管是微观社会学、还是宏观社会学，都为探索人类互动及其产生的社会组织和结构，

提供了深刻的学理分析。然而，社会学没有发展出一套社会干预的手段。社会工作则吸纳这些社会

学理论，作为分析个人与环境互动的依据，评估个人的社会功能状态，分析干预的焦点和策略 

心理学：作为探索个人认知、情感、行为模式、人格结构的学科，心理学提供了洞察主体行为

的深刻工具，同时也发展出了它们自身的各种心理治疗流派。这些都对社会工作产生过强大的影响。

然而当今社会工作已经清楚地划清了和心理治疗的界限，社会工作利用心理学知识和部分治疗手

段，作为探索个人社会功能、干预人际互动关系、增强个人动力和能力的手段，而不再做深入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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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治疗。如果发现有严重心理问题，一般是转介给心理治疗师进行治疗。 

伦理学：伦理学，尤其是公正理论、福利理论等，对社会的组成方式、人际关系准侧、社会发

展目标都提出正当理由。社会工作是一门价值负载的道德实践者，一定会要对相关价值伦理问题有

深刻的体察和践行。 

政治学：有关社会权力和利益分配、调动的学科，它关于国家体制和政治制度的研究，为社会

工作提供了制度背景，尤其是福利国家形成后，这成了社会工作主要工作领域和工作对象。当然，

有关权力运行的微观基础研究，政治学也提供社会工作的微观权力动员和分配的政治实践视角。 

二、社会工作的职业能力 

学习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制

度和传统发展转变； 

掌握通用社会工作的实务模式，并能把个案、小组、社区、行政、政策等工作方法整合到一起，

服务于案主问题的解决； 

学习社会政策和相关的法律规定，并且掌握政策策划、分析、执行、评估的方法和能力，从宏

观上促进社会问题解决； 

通过课堂学习和实践过程，体会和反省社会工作的价值伦理，做一个强有力的道德实践者； 

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践过程，敏感不同信仰、民族、种族、性别、年龄、身体状况等人群的文化

差异，并融会在自己的服务过程，尊重差异，对案主增权； 

提供不同社会工作实务选择方向，加深特殊问题、特殊领域的理解、分析和干预能力； 

通过社会工作实践，在服务案主的同时，进行社会倡导和行动，促进社会公正和人权落实； 

本章教学环节主要包括：课下阅读、课堂讨论和讲授 

教学目的 

1. 让学生掌握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尤其是它的社会功能、它的制度背景、它的专业能力和

专业化过程等。 

2. 掌握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的关系、社会工作应对社会问题的策略、社会工作的专业能力等 

作业： 

1．社会问题的认定过程 

2．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体及社会结构的关系 

3．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的关系 

4．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条件 

5．社会工作的专业能力 

本章拓展阅读书目。 

1．第一章：社会工作概述，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2．第一章：什么是社会工作，[美]法利，斯密斯，博伊尔等《社会工作概论》，隋玉杰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3. 第六章：专业主义与专业训练，[英]丽娜.多米内利，《社会工作社会学》刘梦等译，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Chapter 3: social work as a creative blending of knowledge, values and skills. Louise 

G. Johnson, 1998. Social Work Practice: A Generalist Approach. Allyn and Bacon. 

5．education policy and accreditation standart of conci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2008 

6．“Global standards for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socal work profession”，

IASSW and IFSW,2004 

7．（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知识单元 2： 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和伦理守则 

参考学时：6个课时 

学习内容： 



10344 

第一节 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 

一、 西方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是指相信人是自己的主人、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承认的需求、维护人权、鼓励自我

实现等。乌托邦是基于各种理想而产生对人际关系和社会状态的想象和实验，推动社会改革。 

二、 科学理性主义 

实证主义是科学主义精神，主张通过经验研究来验证逻辑推论，获得真理知识。 

三、 基督教伦理 

主要是马克斯.韦伯分析提供一种西方资本主义世俗伦理，他认为资本主义发生的文化基础是

新教伦理。他详细研究了各个新教学派的伦理主张，以及对比资本家的一些行为规范，发现他们之

间有高度的一致性。主要包括上帝选民、天职观念、自我克制、节俭、勤奋、成就、荣耀上帝、自

我救赎等。 

四、 公正与社会乌托邦理想 

乌托邦是基于各种理想而产生对人际关系和社会状态的想象和实验，推动社会改革。 

五、 马克思主义及批判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和阶级关系，主张通过无产

阶级觉悟，通过集体革命来实现社会的进步，进入一个平等和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 

批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问题根源在于过度相信工具理性，进而异化了生产关系，所以要通过

批判反思来醒觉人的异化，恢复一种本真的人性和人际关系。 

第二节 社会工作的伦理守则 

一、 对案主的伦理责任 

尽责、保密、单向受益、禁止性接触、能力范围、 

二、 对同事的伦理责任 

相互合作、提供转介和接受转介、信息传递 

三、 对服务机构的伦理责任 

维护机构利益、保护机构秘密、促进机构发展 

四、 对自己专业能力的伦理责任 

尽自己所能、不做超出自己专业能力的事情 

五、 对社会工作专业的伦理责任 

推动专业发展、维护专业共同体 

六、 对社会公正的伦理责任 

促进社会公正、倡导社会进步 

第三节 社会工作的伦理守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一、 中国文化中的“羞耻”与“面子” 

把基于伦理关系的人际原则作为个人的心理体验核心，而且这个伦理关系的心理体验取决于公

众场合或想象性的公众监督。 

二、 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 

以己为中心，根据亲属远近和熟悉程度，有弹性地划分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根据密切程度来

处理社会事务。 

三、 中国社会“情”、“义”、“理”之间的关系 

人情是人际关系的核心，义是人际关系的最高原则，法是人际关系的底线。 

四、 中国传统政治的“王道”精神 

国家的道统是阳儒阴法：表面上依靠各类士绅推行儒家的长幼尊卑秩序，把仁慈与孝亲作为其

道德核心；里子中则奉行法家的权威秩序，靠严刑峻法来维护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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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 

1. 让学生掌握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和伦理守则， 

2. 以及体会社会工作专业价值伦理的两难困境。 

作业：复习思考题： 

1．西方社会工作的价值基础是什么？ 

2．西方社会工作的伦理守则包括那些部分？ 

3．西方社会工作价值伦理和中国传统问题如何相互调适？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1．Code of ethic of NASW，1996年制订，2008年修订 

2．[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苏国勋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 

3．[法]让-保罗 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 译，世纪出版集团、上

海译文出版社，2008。 

4．[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5．[德]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8。 

6．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7．费孝通，《乡土中国与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8．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知识单元 3： 专业自我和建立专业关系 

参考学时：6个课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专业自我 

一、建立个人反思的框架要素 

1．个人的成长经历 

2．个人的社会抱负 

3．个人对人际关系的敏感度 

4．个人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度 

二、个人成长经历的研讨 

三、专业自我的品质特征 

1）成熟(maturing)：是指社工自己也要成长、敢于接受挑战，体验新事物，享受生活的奋斗

过程。 

2）创造性(creativity)：是指保持智识上的开放和接纳态度，不固守成规，愿意把自己的知

识当做一种暂时的方案，不担心复杂性和矛盾性，也能容忍冲突。 

3）观察自己的能力(capacity to observe self)：是指自我觉醒、自我爱恋、自我尊重、自

我信任、自我接纳，同时也能认识别人、爱别人、尊重别人、接纳别人等能力，这种能力要求你灵

活、幽默、准备学习、接受自己的局限和开放性。 

4）帮助别人的欲望(desire to help)：助人的欲望来自于能够对自己的生活进行选择和控制，

从而做出承担。他不是被迫的，而是发自自己内心的一种欲望。 

5）勇气(courage)：社工必须愿意承担如下职业风险：失败、卷入麻烦、不知所措的情景、打

破舒适、被谴责和滥用、不断地卷入未知领域甚至遭受威胁。 

6）敏感性(sensitivity)：因为案主通常是遭受困境，所以他们都自然地保护他们，这要求社

工要有能力观察到细微的变化，做出推测，进行同理，避免刻板印象等。 

第二节 专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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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关系的品质要素 

同理（empathy）、 

无条件积极尊重（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 

真诚（congruence）三项（Rogers, 1957） 

建立专业关系的技巧 

个别化原则(individualize)； 

接纳原则(accept)； 

承认原则(acknowledge)； 

理解关怀原则(understanding and concern)； 

非批判原则(non-judgment)； 

案主参与自我决定原则(self-determine)； 

保密原则（confident)。 

学习目的： 

1． 让学生反思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现时的价值观及人生观，从而觉悟和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的关

系， 

2． 让学生理解专业关系的品质和掌握建立专业关系的技巧。 

3． 要求学生能够完成课下个人成长报告，参与课题讨论，积极反思专业自我，练习专业关系

的建立技巧。本章教学环节：课堂研讨 2个学时、课堂练习 2个小时、课堂讲授 2个小时 

本章作业： 

1．撰写个人成长经历，并做课堂报告 

2．什么是专业自我的品质特征 

3．什么是专业关系的特征 

4．建立专业关系的技巧有哪些 

本章扩展阅读： 

1．Chater 6: the worker. Louise G. Johnson. Social work Practice: a generalist approach.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8. 

2. Chapter 5: relationship-building skills: communicating with empathy and 

authenticity. Hepworth, Dean H. Rooney, Ronald, H. Larsen, Jo Ann. Direct Social Work 

Practice: theory and Skills fifth edition.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知识单元 4：社会工作的通用过程模式 

参考课时：3个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会工作的通用实务框架 

一、人在环境下框架 

强调“人在环境”（person-in-environment）中这个基本观念。也就是说，它不是独立看待

个人、或者社会，而是认为个人嵌入在社会环境中的，在社会互动中发挥功能，促进个人和社会的

和谐发展。 

二、生态系统框架 

一般系统理论主要由 Von Bertalanffy1971年做出了全面阐述，包括这些概念：结构、边界、

功能、均衡、能量交互、熵和负熵、分化等 

生态理论的基本概念如下： 

生态平衡：强调物种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生物链条，以及各个物种之间结成的生物群落的整体平

衡。 

环境适应性：是指每个物种对生物群落，以及生物群落对外界环境适应和自然演变。把物竞天



10347 

择、适者生存当作基本生物界规律。 

个体生态位置（niche）：每个生物体经过一定的环境适应，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态位置，这

个位置提供了个体生存的资源依附和限制压力。 

演进的信念：相信整个自然界的物种存在一种自然的演进过程，演进过程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

的过程，但是反对人为的干预和改变自然演进过程。 

三、问题解决模式 

最早社会工作届提出解决问题模式的芝加哥大学的是 Helen H. Perlman（1957）,她针对当时

诊断学派和功能学派的争论，提出了一种折中但比较实用的社会工作干预模式——解决问题模式。 

五、 优势视角和增权策略 

优势视角他们不去通过对问题进行诊断和治疗，而是注意挖掘当事人自己的优势和解决方案，

并给予支持和鼓励，不断放大和增强行动效果。（Saleebey，2002） 

另外，社会工作特别重视增权（empower），也就是消除案主的无力感和无助感，通过人际关系

改善、社会资源公正分配，来增强案主的力量和能力（Lee，2001） 

第二节 社会工作的通用过程划分 

一、建立关系 

建立关系（engagement)是指通过适当的沟通技巧，迅速建立温暖、放松的互动关系，从而增

强案主的动机，主动地合作、参与到问题的探索和解决过程。 

二、预估和计划 

评估(assessment)是指从问题的属性、持久性、严重性、可改变性等方面来评估案主的问题，

同时评估案主个人的欲望、需求、应对能力、力量和局限以及动机。然后再评估影响案主问题的生

态环境中各项因素的充分性、优势和弱点、成功和失败等。 

计划(planning)是指经过评估之后，和案主一起协商出行动目标，然后在此基础上，确定行动

的策略和步骤，以及双方的角色和责任等 

三、干预和执行 

干预策略(intervention)是指工作者要选择经过研究有效的、可行又针对案主具体情境的手段

来协助案主解决问题。所谓的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evidence-based practice）或者研究引导的

实践（research-informed practice)（CSWE，2008 

在执行计划阶段，重要的是增强案主的自我效能感、自我觉醒和处理不当关系性反应，以及监

控进程。 

四、结案与评估 

这个阶段的任务主要是评估工作过程和效果，稳定和学习移植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步地解开合

作关系等。 

学习目的： 

1. 让学生掌握社会工作通用的实务过程， 

2. 掌握各个阶段的基本任务和方法。 

作业： 

1．社会工作如何看待人在环境下这一概念？ 

2．如何理解生态系统框架？ 

3．问题解决过程的基本要素是什么？ 

4．如何理解优势视角和问题解决的关系？ 

5．社会工作实务过程四个阶段的任务是什么？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1．Chapter 4: social work as problem-solving process; chapter 5: social work as 

intervention into human transaction. Louise G. Johnson. Social work Practice: a gener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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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8. 

2. Chapter 3: overview of the helping process. Hepworth, Dean H. Rooney, Ronald, H. 

Larsen, Jo Ann. Direct Social Work Practice: theory and Skills fifth edition.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3．第一章：人的力量。[美]Saleebey, Dennis 编著 《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

李亚文、杜立杰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 

知识单元 5： 社会问题的预估和需求分析 

参考学时：6个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会问题的预估 

一、个人麻烦与社会议题（案例分析） 

富士康员工“连环跳”事件分析 

建筑工地的工伤事故分析 

二、社会问题的定义和原因分析（案例分析） 

同上 

三、解决社会问题的三种思路：功能改善、主体能动性和结构转型 

社会功能是指当个体能够从社会环境中获得资源，满足其需求，完成其成长和社会角色任务的

一种状态。 

所以功能可以分解为个体需求和社会条件两个方面，如果双方可以配合，互相满足，那么就是

功能良好；反之，则是功能失调。 

主体能动性是提升社会功能的微观基础 

社会结构是提升社会功能的宏观因素 

第二节 需求分析 

一、由社会问题转化为社会需要 

把社会问题转化为社会需要是社会工作的微观服务的一个方向，从而转化成社会福利和社会辅

导的起点。 

二、价值目的引导下的目标分解 

目标分解的标准： 

具体化 

可实现 

时间限制 

结果导向 

清晰 

排出优先顺序 

学习目的： 

1. 让学生掌握社会工作临床实务中对社会问题的评估框架和方法， 

2. 并学会把社会问题的分析转化为需求评估和干预计划。 

作业： 

1．分别给三个个案，把学生分成三个小组，分别就一个个案联系问题分析技巧 

2．让三组学生就各自的个案练习需要评估和目标分解。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1．[美]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陈永强 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2．Chapter 11 Assessment. Louise G. Johnson. Social work Practice: a gener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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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8. 

3. chapter 8 multidimensional Assessment. Hepworth, Dean H. Rooney, Ronald, H. Larsen, 

Jo Ann. Direct Social Work Practice: theory and Skills fifth edition.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知识单元 6： 通用社会工作的干预策略和干预计划 

参考学时：6个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直接干预策略 

一、引入资源策略 

根据案主的需要引入相关资源，包括资金、实物、临时庇护等。 

二、处理危机策略 

认知——情绪——行为——关系四位一体的自我构成； 

肯定——社交技巧——压力管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建设 

反思——批判——觉醒——增权的渐进过程； 

解构——符号建构——论述——权力技术的后现代转向 

三、支持性策略 

包括鼓励、协助、能力建设、角色扮演、压力疏解等 

四、调解策略 

包括调解亲密关系和家庭关系、调解朋辈关系、调解职业关系、调解法律纠纷等 

五、小组活动策略 

包括互助小组、成长小组、社会目标小组等 

第二节 间接干预策略 

一、卷入有影响的他人 

二、服务协调 

三、发展新项目和挖掘新资源 

四、环境改变策略 

五、改变组织结构和程序 

六、社会倡导 

第三节 制定和执行干预计划 

一、制定干预计划 

干预计划包括问题的陈述和判断，社会需要评估，干预目标，行动策略，方案的组织，等 

二、执行干预计划 

执行干预计划包括如何分解工作员和案主的职责，建立工作协议，通过定期的见面来评估计划

的执行，建立肯定和鼓励机制，评估成效和应用成效。 

教学目的： 

1. 让学生掌握社会工作的两大类干预策略， 

2. 以及据此掌握编制专业干预计划的能力。 

作业 

1．根据所学目标分解和干预策略，结合自己的案例制定一个干预计划 

本章扩展阅读:  

1. chapter 13 direct practice actions; chapter 14 indirect practice actions. Louise 

G. Johnson. Social work Practice: a generalist approach.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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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apter 14 enhancing client’s problem solving, social skills, assertiveness and 

stress management. Chapter 15: modifying environment, developing resources and planning. 

Hepworth, Dean H. Rooney, Ronald, H. Larsen, Jo Ann. Direct Social Work Practice: theory 

and Skills fifth edition.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知识单元 7：社会工作干预策略和计划上：社会功能性问题与功能改良学派 

参考学时：6个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问题解决模式 

一、问题解决模式的哲学基础 

根据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论述，解决问题是日常生活的一种状态，它具有循环性和不可逆性

的特征，具体过程包括感觉、反思和行动三个阶段。所以，每个人都会面临问题，只是一般情况下，

他自己已经根据常规方法解决了问题，使生活可以继续延续。当我们说一个人适应良好，不是说没

有问题，而是问题在可管理范围或者说容易管理。所有这些说明他的自我功能良好。 

二、个人问题的因素分析 

1）实质性手段和资源缺乏导致的问题纠结； 

2）因为无知和误解导致的问题纠结； 

3）因为情绪和物理能量的枯竭导致问题的纠结； 

4）有些纠结问题是因为个人过高的情绪，以至于压倒了他的理性或打败了他的意识控制； 

5）也可能他已经从属于长期的情绪，乃至成为情绪的牺牲品，以至于不能思想和行动； 

6）有些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发展出系统性的行为习惯或者有序的思考和计划方式。 

三、解决问题的基本模式 

1）提供治疗性关系，从而支持案主，以及影响他的和问题有关的情绪； 

2）提供系统但是灵活方法，从而让案主可以讨论和处理他的问题； 

3）提供适当的机会和帮助，从而让案主可以执行和完成他的行动计划。 

第二节 任务中心和危机干预模式 

一、任务中心模式基本原则 

任务中心模式把问题划分为目标问题和问题背景，进而紧紧围绕目标问题，协商出一个个案计

划，包括对问题排序、设定行动目标、分解任务和行动步骤、评估成效、结束任务等。（Epstein, 1988） 

任务中心模式下，并不强调对强调案主的精神分析以及生活历史分析，而是比较强调解决问题

的资源和技巧。社会工作者主要任务是帮助案主提供解决目标问题的资源和训练相应的行动技巧。 

二、任务中心模式的基本过程 

对社会问题进行更加细致的分解和排序 

确定可操作的任务目标 

制定行动措施，实现既定目标 

评估行动成效，巩固行动成效。 

三、危机的类型和危机周期 

危机的类型包括： 

按照表现指标分为认知偏执、情感压力、行为偏差。 

按照来源分为：个人人格类型，以及社会压力来源。 

危机周期一般分为：威胁事件增大—个人应对常模失灵—危机激发状态—提供密集辅导，隔离

压力源—降低危险性—反思成长—提升应对能力。 

四、危机干预的策略和方法 

危机干预策略包括：危险程度评估，迅速建立关系，辨识问题紧迫性，处理感觉和情绪，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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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方案 

危机干预模式主要包括平衡模式，认知模式和心理转折模式等。 

第三节 生命模式 

一、生命模式的基本框架 

根据人生发展历程，在不同阶段面临的环境压力和以及转折期的问题，基于自我心理学的应对

策略概念，以及增权、反压迫等理念，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整合社会工作模式。 

把人们对环境的相互适应分解为个人的应对资源和环境中的影响因素两个部分，分别阐述双方

的互相调试，最终达至相互适合的满意度 

二、生命周期的时间模式 

生命历程是指个体的人生出生、成长、就业、成家等生命历程，及其独特特征； 

历史时间是指个体生命所处时代特征； 

个人时间是指个体自身感受的生命历时意义； 

社会时间是指时代发生的影响个体生活的重大事件。 

三、个人生命的压力源 

强制力是指支配性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强制力； 

剥削力是指支配性群体对弱势群体的剥削能力； 

居住环境是指个体的生存环境； 

具体空间（niche）就是个体在社会环境中的具体位置； 

生命历程遭遇的正常转折压力。 

四、应对生命压力的策略 

关联性是指个人的社会纽带，也就是我们熟知的社会关系网； 

效能是指个体的社会作用力的实际检验和主观态度； 

能力是指个体实际拥有的社会互动认知、判断和技巧等综合能力； 

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对自己的全面评估； 

自尊是指个体对自己的价值承认和欣赏； 

自我引导是指个体对涉及自己及他人权利的行为，有自我负责、调解和控制能力 

学习目的： 

1. 让学生进一步掌握功能视角下的问题分析模式 

2. 以及相应的解决问题策略。 

作业： 

1．结合问题解决模式，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解决模式 

2．任务中心模式下的解决问题策略是什么？ 

3．结合危机干预模式，反思一下自己如何看待危机，如何摆脱危机？ 

4．谈谈你个人生命中经历了那些压力和危机？ 

5．谈谈你应对生命压力和危机的策略和资源。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1．第五章：危机干预和任务中心模式。[英]马尔科姆.派恩，《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冯亚丽，

叶鹏飞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第七章，系统和生态视角。[英]马尔科姆.派恩，《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冯亚丽，叶鹏飞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知识单元 8 ：社会工作干预策略和计划中：个人主体性问题与反省治疗学派 

参考学时：6个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心理分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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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神分析基本原理 

把人的精神状态分为意识、半意识和潜意识。而且重点放在潜意识，认为潜意识决定一个人的

行为功能。 

在人格的发展过程中，根据自我的本能的满足途径，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首先是所谓的口腔

期，这是婴儿在 1岁以内的性本能的满足期；其次是肛门期，这是 1到 3岁时期；再次是性器官期，

这是 3到 6岁；然后是潜伏期，6到 12岁；再者是性成熟期，13岁以后。 

二、客体关系理论和自体客体理论 

所谓客体关系是指婴儿自我形成过程中（三岁前）需要努力处理的自我和他者的分别。这种关

系主要是通过和母亲的交往，得以体验形成的。个体自我逐渐由自我中心（出生到 1 个月）、共生

（依附）关系（1到 4个月）、分离-个别化（4到 36个月），最后形成独立的身份。这时，自我认

识到他和外部世界是分离的，而外部客体是永恒的，这样，自我就是一种健康、稳定、安全、自主

状态。 

科胡特认为，个体人格的形成在于生命早期中获得一种整合的客观自我。而这个客我是通过一

种同理性的环境养成的。 

三、精神分析的基本技巧 

建立同理性关系 

探索—描述—宣泄 

建立角色示范 

建立反思性情景 

直接影响 

改变人际关系环境 

第二节 人本主义模式 

一、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基于人本主义，对个人的需求做出了层次划分，从而鼓励人们由低

级层次，逐步地迈向高级层次，去鼓励人们实现自我价值和个人潜能，最终形成完善的人格。 

二、罗杰斯的人本主义模式 

罗杰斯（C. Rogers）是人本主义心理辅导的大师，其继承者特拉科斯、卡克霍夫（Truax & 

Carkhuff）等人发扬光大了其思想。人本主义辅导理论强调心理辅导中的辅导关系，认为应该以案

主为中心，不加任何引导地跟随案主，并给予反馈和澄清，从而由案主自己不断地探索和形成自己

的自我身份。 

三、存在主义辅导模式 

存在主义对心理学和社会工作临床实践最具影响的是法国卡缪和萨特的思想。他们有关荒谬的

体验以及从这种真实体验中发展和搜寻意义的方法，都对社会工作临床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

N. Thompson( 1992)的存在主义社会工作以及 U. Glassman and L. Kates(1990)的人文主义的小

组工作等。 

第三节 认知行为模式 

一、行为主义理论 

所谓古典行为主义又叫反应性条件反射（respondent conditioning)。是指一个刺激产生一个

反应这样的机械性神经关系。要想产生一个期望的行为模式，就不断地施加规则的刺激，从而产生

某类稳定的行为模式，直到拿掉刺激以后，理想行为模式仍然能够继续发挥作用。 

操作性条件反射（operant conditioning)是指通过对某个行为的后果进行强化，来获得一种

理想的行为模式。 

二、社会学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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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Bandura）看来，行为主义过于机械化，忽视了人们对社会行为的主

观感知和积极认同。而班杜拉又没有陷入过分注重主观意识，而是选择经验阶段，来研究人们的行

为学习模式 

三、认知行为主义 

认知行为疗法试图整合主观认知和客观行为之间的联系，提出一种更加结构化和程序化的综合

干预方案，来对某种行为进行治疗。根据其侧重点不同，又分为偏重行为的治疗方案和偏重认知的

治疗方案。 

四、理情行为主义 

艾利斯的理性主义行为理论主要观点是我们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主要是由非理性、不现实的思想

观念引起的，而这些非理性的思想观念主要是来自于社会生活中的极端宗教信条或不当的家庭教育

等，表现为当事人心目中的各种自我言说，或者是各种绝对的生活信条，或者是各种精神想象或图

画。正是这些内在精神现象影响了我们的行为和情绪。而这些精神现象既不是潜意识的，也不是简

单的机械性行为反应。 

学习目的： 

1. 让学生掌握心理学的三大理论传统 

2. 及其对个体人格和行为的治疗和矫正原理。 

作业： 

1．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三大心理学流派对待人格理论有什么分别？ 

2．这三大心理学流派的治疗技术有什么分别？ 

本章扩展阅读： 

1．第二章：精神分析。[美]理查德.S.沙夫，《心理治疗与咨询理论：观念与案例》，董建中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第五章：存在主义治疗。[美]理查德.S.沙夫，《心理治疗与咨询理论：观念与案例》，董建

中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第六章：个人中心治疗。[美]理查德.S.沙夫，《心理治疗与咨询理论：观念与案例》，董建

中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第八章：行为治疗。[美]理查德.S.沙夫，《心理治疗与咨询理论：观念与案例》，董建中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第九章：理性情绪治疗。[美]理查德.S.沙夫，《心理治疗与咨询理论：观念与案例》，董建

中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第十章：认知治疗。[美]理查德.S.沙夫，《心理治疗与咨询理论：观念与案例》，董建中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知识单元 9：社会工作干预策略下： 制度结构性问题与激进转型学派 

参考学时：6个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激进社会工作 

一、马克思主义 

一般认为马克思者的思想分为青年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关注的劳动异化问题；而

晚期马克思关注的阶级结构问题。 

所谓劳动异化或疏离，是指因为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一种金钱至上的交易关系，而不是一

种真正的人道的社会关系。这样劳动过程不是掌握在劳动者手里，而是被雇佣来纳入资本生产过程。

这样劳动者就失去了对劳动过程和及其劳动产品的掌握，进而也就失去了人性的本来面貌。 

晚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要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阐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

筑之间的关系，批判德国思想中黑格尔的主观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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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韦伯的理性分析之间对话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

思想。法兰克福学派的中坚力量包括乔吉.卢卡奇（György Lukáci）、马克思.霍克海默（Marx 

Horkheimer）、西奥多.阿道诺（Theodor Adorno）、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三、激进社会工作策略 

保罗.弗雷勒影响了许多进步社会工作，包括加拿大的 Peter Leonard(1975；1997), Robert Bob 

Mullaly(1993，1997,2003)，等人。他们都把马克思主义和葛兰西、批判理论进行了对接，来推进

当代激进和批判社会工作实践。 

第二节 女性主义社会工作 

一、女性主义理论 

法国哲学家、作家西蒙.D.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1949）才是历史上第

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女性次属地位的社会建构过程。 

沿着波伏娃说的女性气质的社会处境建构，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学者南希.乔德罗（Nancy J. 

Chodorow）在 1979年出版了著名的《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一书。 

受西蒙.波伏娃和雅奎斯.拉康（Jacques Lacan）的影响，在 20世纪 70年代出现了一批激进

的女性主义者，包括法国的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茱莉亚.克里斯特娃（Julia Kristeva)、

海伦.西克如斯（Hélène Cixous)，美国的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等人。 

到 20是世纪 80、90年代才开始出现了一批针对激进女性主义的后结构主义的解构性阅读。这

里代表作包括 1987年英国 Chis Weedon的《女性主义实践与后结构主义理论》，以及 1990年美国

Judith Butler的《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等作品。 

二、女性主义社会工作 

Dominelli（2000）的女性主义社会工作，具体实务原则如下： 

认识女性的多样性； 

尊崇女性的优势； 

取消女性群体的特权，真正的尊重男女平等； 

视女性为积极的行动者，能够做出自己的决定； 

识别社会背景和女性个体的联系性； 

为女性提供表达自身需求和解决方案的空间； 

承认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将女性个人的问题重新定义为公共议题； 

确保满足女性需要的方式的整体性，即将她们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 

认清人类关系的相互依赖性； 

解决个人问题是，要寻找其集体性的解决方法 

第三节 反歧视社会工作 

一、文化多元主义 

文化模式及其关系关系问题，在美国的发展历史上，形成的如下发展线索，如果提炼出其核心

叙事模式，是可以运用到其他族群关系上去的：同化理论（assimilation)、文化融合理论

（acculturation)、文化冲突理论（cultural conflict theory）（Robbins, Chatterjee and 

Canda,1998:119-141）。 

二、多元文化下的族群关系 

文化多元主义下的文化融合问题成为一种美国社会文化变迁的主流叙事，也成为美国文化模式

的样板，在全世界来宣扬和推广。当然，从 19 世纪以来，就不断有人从权力—冲突关系来描述和

分析美国的族群关系。这派理论集中在权力不平等性、经济分成和压迫问题。他们关注的是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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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殖民化、制度性歧视，突出了文化和经济适应过程的强制性质（Feagin & Feagin, 1993: 45) 

三、多元文化下的身份认同和抗战政治 

对于社会工作来言，关心的是在多元文化下个人的社会化过程和身份认同的形成问题。有关这

个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维二元文化适应模式，到二维二元文化适应模式。 

对于 N.Thompson（2003）来言，他关注的是如何在一个多元文化背景下，防止文化歧视问题。

所以他强调的社会工作实务原则是如何增加文化敏感性，提供机会和资源给少数民族群体，让他们

能够建构出一种积极的民族身份认同，以积极的身份和主流文化互动，并参与到社会结构的流动过

程，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流动。 

对于 Dalrymple & Burke(1995）来言，他们关注的是反压迫问题。所以他们相比较来言就更

加激进。他们提出的实践原则如下：采取增权的工作取向，和工作对象建立伙伴关系一起工作，尽

量减少对他们文化的影响，而是协助他们一起来解决问题。 

学习目的： 

1. 让学生加深理解结构主义和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2. 并能够批判性反思社会压迫、歧视和排斥问题。 

作业： 

1．请结合富士康跳楼事件，反思中国打工阶级的阶级地位和问题 

2．请结合《大工地》一书，反思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劳动条件和应对策略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1．第十一章：从激进视角到批评视角。[英]马尔科姆.派恩，《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冯亚丽，

叶鹏飞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第十二章：女性主义视角。[英]马尔科姆.派恩，《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冯亚丽，叶鹏飞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第十三章：反歧视、文化和民族敏感。[英]马尔科姆.派恩，《现代社会工作理论》，冯亚丽，

叶鹏飞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主体的形成》，任焰翻译，九州出版社，2011。 

5．第五章：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沈原，《市场、阶级与社会化：转型社会学的重要

议题》，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6．潘毅、卢晖临、张慧鹏，《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7．应星，《气与抗争性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8．(巴西)保罗.弗莱雷，《受压迫者的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知识单元 10： 社会工作的后现代转向 

参考学时：3个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后现代转向 

一、表征危机和语言学转向 

罗蒂认为，哲学能否真正担当这个最后裁判所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奠定在一种通过语言来反映

世界的认识论基础上。而 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转向语言学转向。而语言学发展的一个

重要突破是语言的意义不再是透明的确定的意义，而是取决于语言使用的情景和互动过程。这样人们

用于表征这个世界的象征符号体系出现了危机，那么人认识世界的结果就失去了工具性保证。 

二、建构主义 

结构主义符号学认为，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都是由符号结构决定的。符号结构才是一切意义

体系的根源，要研究社会和精神问题，就要从符号结构意义出发。在社会学中的集中代表人物是布

迪厄的思想，他被认为是建构结构主义者，就是说客观社会结构和主观心理结构都是被符号体系建

构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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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结构主义 

福柯认为，20世纪 50年代，他面临的哲学宏大叙事是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的争执，为了跳出

这两大叙事的霸权地位，他受到当时戏剧家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戏剧《等待戈多》

的启发，跟随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谱系学思路，去探索那些处于边缘的而又能够折射出权力运行特点

的琐碎之事 

第二节 叙事治疗 

一、叙事治疗的哲学基础 

Chambon提出了如下针对社会问题的社会探寻原则： 

1．把科学探寻当成是令人不安的工作（unsettling work），从现有的模式离开才可以开放出

提问的新道路。 

2．通过追寻具体实践和知识形式的创造过程来对现实的理解历史化，把他们当作一种历史效

果而不是真理。 

3．仔细检查实践和文本，揭露隐藏的模式和效果，从而增强我们对权力显现的不同方式的理

解。同时，考虑实践和话语的多重功能。 

4. 把主体和行动及知识联系起来，从而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做”构成了行动者，社会工作行

动如何创造出了案主和工作者。这也可以解释为把知识和实践的形式当作某种规则系统下的允可的

行动，这样也就可以想到那些行动都是可以修正和穿越的。 

5．探索新的命名事务的可能性，作为实践者和学者，我们在复杂的描述中，在书写的效果中，

在和听众的关系中，我们都是在探索命名事务的新可能性。 

二、叙事治疗的基本技巧 

而具体的叙事治疗路径，怀特提出了如下六个步骤： 

第一步问题外化，要把当人事叙事的问题和当事人分开，不要做问题的个人归因，因为这容易

导致谴责当事人； 

第二步是重写故事，主要是邀请当事人重新讲述故事，治疗师帮助寻找罅隙和断裂，发现一些

特殊意义事件。 

第三步是重组会员，也就是把当人事的故事人物进行重新组合，找见重要的支持者和伙伴，去

除不主要的成员。 

第四步是定义仪式，也就是对原来的仪式重演，引起共鸣，然后对仪式的意义进行重新定义。 

第五步是突显特殊意义事件，借此来建构新的生活目标，提供再出发的方向。 

第六步是搭建新的行动框架，帮助当事人建立新的行动伙伴，建立新行动模式。 

教学目的： 

1.理解后现代视角与社会工作的行动策略 

作业： 

1．请阐述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分别 

2．结合具体案例，谈谈叙事治疗的问题外化策略的应用。 

本章扩展阅读书目： 

1．[加拿大] Chambon, Adrienne S. Irving, Allan. Epstein, Laura，《福柯与社会工作》，

王增勇 译，台北：心理出版社，2005 

2．[澳]麦克.怀特 《叙事治疗的工作地图》，黄孟姣译，台北：张老师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08。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上 3  

2 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下 3  

3 社会工作基本价值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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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会工作基本价值下 3  

5 社会工作的专业伦理 3  

6 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上 3  

7 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上续 3  

8 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中 3  

9 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中续 3  

10 社会工作理论框架下 3  

11 社会工作的理论框架下续 3  

12 社会工作的过程模式 3  

13 社会工作的专业关系 3  

14 社会工作的评估和计划 3  

15 社会工作干预策略 3  

16 复习考核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心理学 

后续课程：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模块、社会问题模块、社会工作实务领域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本课程教学重点是社会工作专业的理论基础和专业方法。 

难点：本课程的难点是如何成为一个专业自我，运用专业方法分析解决实际社会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教授。 

2.案例讨论。 

3.情景模拟 

教学手段： 

1. 讲义。 

2. 案例。 

3. 相关视频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主要在课堂进行教学，需要多媒体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需要学生课外阅读相关参考资料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主要包括一次平时读书报告占 20%；一次平时影评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美］法利，斯密斯，博伊尔等《社会工作概论》，隋玉杰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美）Saleebey,《优势视角——社会工作实践的新模式》，李亚文、杜立婕译，华东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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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04。 

（澳）迈克尔.怀特，《叙事治疗的工作地图》，台北：张老师文化。 

（奥地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 

（美）埃里克.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孙名之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美）弗洛姆，《逃避自由》，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 

（美）卡尔.罗杰斯，《个人形成论：我的心理治疗观》，杨广学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美）阿布拉姆.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 

（美）玛格丽特.米德著，《萨摩亚人的成年》，周晓虹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 

（美）兰西.雀朵洛，《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病社会学》，台北：群学出版社，2003年。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 

（英）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的性、爱和爱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新世界出版社，第 1版 2010 

（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上海三联书店，2009 

（美）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英）T·H·马歇尔，《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巴西)保罗.弗莱雷，《受压迫者的教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法）法农，《黑皮肤，白面具》，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法)埃米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美）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7。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美）麦克.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 

code of ethic of NASW，1996年制订，2008年修订 
education policy and accreditation standart of concil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2008 
“Global standards for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socal work profession”，IASSW and IFSW,2004. 
Louise G. Johnson, 1998. Social Work Practice: A Generalist Approach. Allyn and Bacon. 
Hepworth, Dean H. Rooney, Ronald, H. Larsen, Jo Ann. Direct Social Work Practice: theory and 

Skills fifth edition.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Guo,weihe.Tsui,ming-sum.“from resilience to resistance: A Reconstruction of strengths perspective 

of social work”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2010,53(1),1-13. 
Chu,William C.K.Tsui,Ming-sum.Yan,Miu-chung. “social work as a Moral and political 

practice”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2009 52(3)287-298. 
执笔：郭伟和  审稿：郭伟和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6月 30日 

 

实用人事测量与选拔 
Personnel Test and Selection 

课程号：4230202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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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心理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让学生学习和掌握人事测量的基础知识、测量的编制和实施、以及良好

测量所要求具备的基本条件，更重要的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熟练掌握不同人事测量的实际

应用。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第一章 人事测量概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人事测量的历史、掌握心理测量的性质、类型以及心理测量的

功能。从而对心理测量学有一个概要性的认识，并为随后各章的学习打下基础。 

学时分配：两学时 

第一节 心理测验的定义  

一、行为样本 

行为样本：代表总体行为特征，可提供足够有用的信息、反映个体行为特征的一组行为，即要

保证行为样本具备一定数量和具有代表性。 

二、标准化 

1. 测验题目的标准化： 

2. 实施过程和记分的标准化： 

3. 选用有代表性的常模：  

三、难度的客观测量 

1. 测验题目的难度水平影响到测验的客观性。 

2. 在编制心理测验时要力求避免出现这两种情况。“天花板效应”和“地板效应”。 

3. 选择题目时，通常以通过某一题目的人数的百分数来作为难度的指标。 

四、信度  

1. 测验结果跨时段的一致性——被测者在不同时间所测结果一致； 

2. 测验内容的一致性——同一测验内的各部分题目所测的是同一种行为或行为特征； 

3. 不同评分者之间的一致性——不同评分者对同一测验结果的评分一致。 

五、效度 

效度通常是指测量结果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即所测结果是否反应了所想要考察的心理特征。效

度指标可以分为效标关联效度、内容效度和构想效度三种。 

第二节 心理测验的种类 

一、智力测验、能力倾向测验、成就测验、人格测验 

1. 智力测验：测量人的一般能力； 

2. 能力倾向测验：测量个体潜在的某种才能，了解其发展倾向； 

3. 成就测验：测量个体某种学科或训练的成绩，了解其已经达到的水平； 

4. 人格测验：评价、测量个体的情绪、兴趣、态度、价值观、动机、性格等非认知的特点。 

二、个别测验和团体测验 

根据测验实施的方式，测验可分为个别施测和团体施测的测验。 

三、速度测验和难度测验 

1. 速度测验一般包含许多较容易的题目，但时间限制非常严格，测查的是个体在给定时间内
完成题目的数目。 

2. 难度测验测量的是个体解答难题的最高能力，测验中包含许多难度较大的题目，但对测验
时间的限制并不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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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字测验和非文字测验 

1. 文字测验的项目只包括文字材料，如词汇、句子等，其优点是实施方便，但测验结果容易
受被测者文化背景的影响。 

2. 非文字测验包含有非文字材料，要求被测者操作这类测验，它不受语言文化的影响，但测
验较为费时，一般不易于团体施测。 

五、描述性测验、诊断性测验、预测性测验 

1. 描述性测验目的在于对个体的心理特征进行描述，如各种人格测验。 

2. 诊断性测验能够对个体的某一心理问题进行诊断，如 MMPI。 

3. 预测性测验的目的在于能通过测验结果来预测个体将来的行为表现，如能力倾向测验。 

六、最高作为测验和典型作为测验 

1. 最高作为测验要求被测者尽其所能地完成测验，测验测量的是个体的最高限度，所有成就
和能力测验都属于最高作为测验。 

2. 典型作为测验则只要求个体按通常的习惯方式反应，许多人格测验、兴趣测验和态度测验
都属于典型作为测验。 

第三节 心理测验的功能 

一、甄选 

在人事领域，心理测验可以用来对人才进行选拔。心理测验的运用可以使人事决策更为科学、

准确，并可大大提高甄选效率。 

二、安置 

心理测验可以对个体的兴趣、人格、能力等多方面进行分析，为实现人才的合理安置提供信息。 

三、诊断 

心理测验能够对个体行为的多个方面进行比较，从而确定他的相对长处和短处，为决策提供信

息。 

四、建立和检验假设 

心理测验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中具有建立和检验假设的功能，我们可以用心理测验来收集资

料和发现问题。 

五、评价 

1. 测验能够提供关于个体的行为的描述，从而为对被测者进行评价提供依据。 

2. 心理测验的应用领域广泛，尤其是在现在的人事选拔中，心理测验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重视。 

作业： 

1. 什么是人事心理测量？ 

2. 心理测量的类型有哪些？ 

3. 心理测量的功能有哪些？ 

拓展阅读材料： 

1. 王垒著．实用人事测量.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第一章 人事测量概论 第三章 人

事测量的基本类型. 

2. 车宏生. 心理测量与人才选拔. 海口：南海出版社，2004. 第一章 引论. 

3. 陈绍建．心理测量. 北京：时代文化出版公司，1994. 第一章 概论 第四章 测验的常模

和分数的解释 第五章 信度 第六章 效度. 

第二章 人事测量工具的建立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建立人事测量工具的基本内容，掌握测验题目编制的方法、基

本程序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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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分配：两学时 

第一节 测验目标分析 

一、测验目的的确定 

测验的目的是指测验作什么用。测验的编制程序会因其目的不同而有许多变化，而且在编题时

题目的范围和难度都有差异。 

二、测量的对象 

在编制测验时，还应该考虑使用测验的团体的组成和特点，针对的对象不同，测验采取的形式、

测验的题目的编写、测验的难度、取样的范围都可能有所不同。 

三、测量的目标 

测量目标是指测验所测量的心理变量或行为特征。在实际过程中，测验的编制者必须把测验的

目标转换成可操作的测量指标，这种转换过程我们称之为操作化或目标分析过程。 

 第二节 测验题目的编写技术 

一、题目的来源 

1. 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是从已经出版的各种标准测验中选择合适的题目。 

2. 理论和专家的经验。 

3. 临床的观察。 

4. 描述人格的术语。 

5. 注意事项： 

(1) 材料的来源要尽可能地丰富； 

(2) 材料要有普遍性，尽量避免文化背景差异的影响。 

二、命题的原则 

1. 针对题目内容的原则： 

(1) 要求题目的内容符合测验的目的，避免贪多而乱出题目； 

(2) 内容取样要有代表性，符合测验计划的内容； 

(3) 各个试题必须彼此独立，不可互相牵连，切忌一个题目的答案影响对另一个题目的回答。 
2. 针对题目语言的原则 

(1) 使用准确的当代语言，不要使用古僻艰深的词句； 

(2) 文句须简明扼要，既排除与解题无关的陈述，又不要遗漏解题的必要条件； 

(3) 最好一句话说明一个概念，不要使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观念； 

(4) 意义必须明确，不得暧昧或含糊，尽量少使用双重否定句。 

(5) 针对题目表达的原则 

(6) 尽量避免主观性和情绪化的字句； 

(7) 不要伤害被试感情，避免涉及社会禁忌或隐私； 

(8) 避免诱导和暗示答案； 

(9) 避免被试难以回答的问题（被试没有明确结论或羞于启齿的问题）。 

3. 针对题目理解的原则 

(1) 题目应有确切答案，不应具有引起争议的可能（创造力测验、人格测验例外）； 

(2) 题目内容不要超出收测团体的知识和能力范围； 

(3) 题目的格式不要引起误解。 

三、题目的分类 

1. 根据对被试的要求不同而分为提供型和选择型题目： 

(1) 提供型题目要求被试提供答案，如论文题、简答题、填充题； 

(2) 选择型题目要求被试在几个选项中选择正确答案，如是非题、匹配题、填充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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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一种常见的分类是分为论文题和客观题： 

(1) 客观题的记分具有客观性。 

(2) 论文题由两个或多个评分者可能回给某一回答评以不同的分数。 

四、常用题目类型与编制要领 

1. 论文题 

(1) 测量被试组织材料的能力、综合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可以避免被试随机猜测答案的可
能。 

(2) 作为一般原则，在可以有客观测验施测时尽量不采用论文题形式。 

(3) 在编制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任务应清楚而且明确，使被试了解要求； 

第二，题目的数量不要太多，以免变成速度测验； 

第三，在编制题目时应该有一个理想答案，同时对另外一些可接受的答案有所规定和说明。 

2. 选择题 

(1) 选择题在结构上包括两个部分：题干；选项。 

(2) 选择题适用于文字、数字和图形等不同性质的材料，可以考察记忆分析、鉴别推理、理
解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也可以考察被试对某一事物的看法和观点。 

(3) 选择题的优点在于适用范围广，从一般知识到复杂能力测验均可使用；评分较为客观；
题意明确，被试的反应简单，容易记分；题量可以较大，考察的范围更广。 

(4) 选择题的不足之处在于诱答难以编制；通过选择题较难测出组织能力、表达能力和创造
性。 

3. 是非题 

(1) 是非题的共同特征是只有两种可能的反应，而其中一种是肯定的（同意、正确、是），另
一种是否定的（不同意、错误、非）。 

(2) 是非题容易受被试反应定势和猜测的影响，测验分数较不可靠。 

(3) 是非题可以很快书写和阅读，因此题量可以较大，便于广泛取样；记分也比较客观。 

4. 匹配题 

(1) 匹配题包括多个反应项和多个刺激项，用反应项来匹配刺激项。 

(2) 匹配题可以是完全匹配（刺激项与反应项的数量相等），也可以是不完全匹配（反应项目
多于刺激项目）。 

(3) 通常刺激项目和反应项目分别排成两列。 

(4) 匹配题容易编制而且可以在短时间内测量大量相关联的材料，覆盖面较广。 

(5) 但它一般只能测验简单记忆的事实材料，并且要求编制的选项必须是同质的。 

5.  简答题 

(1) 要求受测者用一个正确的词或句子来完成或填充一个未完成句子的空白，或者是提供一
个正确的答案。 

(2) 不受猜测的影响。 

(3) 不能测量更为复杂的知识和能力，由于题目有时也会有多个答案，故计分不能完全客观。 
6. 操作性测验 

(1) 纸笔的操作测验：虽用纸笔但偏重于模拟情境下知识的应用。 

(2) 辨认测验：包括各种不同真实性程度的测验情境。 

(3) 模拟操作测验：强调正确的程序，被试需要在模拟情境下完成与真实活动相同的动作。 

(4) 工作样本操作测验：真实性最高，包括了真实作业的全部要素，但是在有控制的条件下
去完成的。 

7. 面试 

(1) 面试是一种要求被试用口头语言对考官提出的问题进行反应的评价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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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试的评价方法在人员招聘考核中应用最为广泛。 

(3) 面试较纸笔测试更富有人情味，因为主试与被试之间有互动关系。 

(4) 面试还能评价一些个人品质，如吸引力、风度、气质、说话神态、警觉、坦率、及口头
表达能力等。 

(5) 面试要求比笔试更高一级的智力水平，提供了口头交流和社会互动的实践。 

(6) 面试很难有作弊的可能，被试没有机会，甚至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掩饰。 

(7) 面试缺乏心理计量学的严格性，易受主试者个人偏见或歧视的影响；同时面试较为费时，
只能提供有限的反应样本，无法用来评价大量的被试。并且，一般情况下面试往往缺乏计划。 

(8) 面试效果的好坏主要取决于面试的主持者。面试主持者必须对面试主题有充分的了解，
对于所要求的反应有清晰的认识。 

第三节 测验的编排和组织 

一、题目的选择 

1. 检查题目是否符合细目表中某一细格的要求。 

2. 根据细目表对各部分所要求的比例选择适当数量的测题，使测验尽量覆盖整个细目表的内
容。 

3. 检查题目是否叙述明确清楚，是否提供了额外线索。 

4. 检查题目十分适合将要施测的对象和施测的条件。 

5. 检查题目的难度是否恰当，一般来说难度定为 0.50较为合适。 

6. 检查所选择的题目是否彼此独立，没有重叠，即回答某一问题所需的知识与能否回答其它
问题无关。 

二、测验的编排 

1. 将测量相同因素结果的测题排列在一起。 

2. 尽可能地将同一类型的测题组合在一起。 

3. 测题的排列按由易到难的顺序。 

三、测验的预试 

1. 预试对象必须和将来正式测验准备测试的对象相似，取样是应注意其代表性，一般不少于
30人。 

2. 预试的实施过程与情境应力求与将来正式测验时的情况相似。 

3. 预试的时限可稍宽些，最好使每个受测者多能将题目答完，以搜集充分的反应资料，是统
计分析的结果更为可靠。 

4. 在预试过程中，应将被试的各种反应情形随时加以记录。 

5. 预试完成后，可以根据预试结果进行项目分析。 

四、测验的手册 

1. 测验的一般情况：标题名称、作者、施测形式、记录形式。 

2. 测验目的和功用。通常手册应指出测验可用于何种情境，如选拔、指导、临床应用，以及
将要测量的能力、特质行为类型是什么。 

3. 测验编制的理论背景和选择题目的依据。许多手册还提供选择题目的统计指标。 

4. 测验的实施方法、时限及注意事项。包括指示语的充分性和对主试的训练要求。 

5. 测验的标准答案和记分方法。 

6. 常模资料，包括常模表、常模适用的团体及对分数的解释以及样本的选择方法。 

7. 测验的信度资料和效度资料，以及这些资料取得的条件和情境，包括调查的样本和时间。 

作业： 

1. 如何编制人事测量量表？ 

2. 命题原则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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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什么是预测试？做预测试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4. 讨论测验手册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拓展阅读材料： 

1. 陈绍建．心理测量. 北京：时代文化出版公司，1994. 第二章 心理测验的编制. 

2. 王垒著．实用人事测量.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第四章 如何建立人事测量工具. 

3. 郑日昌，蔡永红，周益群．心理测量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第二章 心理测

验的编制. 

第三章 人事测量在现实中的应用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人事测量在现实工作中的测量是如何实施和应用的，掌握人事

测量的一般原则和流程。 

学时分配：两学时 

第一节 现实工作中的人事测量 

一、人事测量的原因 

1. 选拔：根据企业经营目标所要求的人力资源规格、规模、质量招聘人才，并安置到事先规
定的岗位上从事所要求的工作，以实现期望的绩效。 

2. 培训：考察现有人力资源状况，针对人力资源现状与企业目标要求之间的差距进行培训，
以满足企业要求。 

3. 考核：包括绩效考核和个人考核 

4. 晋升：根据新拟晋升的职位进行测评，确保人与工作的匹配。 

二、人力资源的概念 

1. 人力资源：指人所具备的能按一定要求完成一定工作的各种躯体的和心理的素质或准备，
包括个体的能力、技能、个性、动机模式等，以及由个体的人构成工作团队乃至整个组织时所产生

的整体特性和效力。 

2. 人—事匹配：任职者具备该工作岗位所要求的素质并达到规定的水平，获得最大绩效，这
种人和岗位的对应关系就是人—事匹配。 

三、人事测量流程 

1. 诊断岗位素质需要，制订人—事对应表 

(1) 回忆关键事件：请该岗位的有成就的任职者回忆在该岗位上任职的过去一年里发生了

哪些最关键的重要的事件，主要是那些最考验人、最能体现任职者素质的事件。 

(2) 界定关键行为和方法：针对这些事件，请任职者写出应采取哪些必要的措施，应当表

现哪些恰当的行为。 

(3) 说明采取关键行为和方法所要求的素质：说明要恰当的采取各种关键行为和措施，当

事人应具备哪些基本的素质，同样把它们列出一个表。 

(4) 对各种素质内容分配权重：以 20分为总分，对 5种素质的重要性分别评分，越认为某

种素质重要，评分就越高，但 5种素质的评分之和必须是 20分。 

2. 寻找评估相应人力资源的方法和工具 

3. 实施测评 

4. 评定测评效果 

第二节 人才测评的工具和方法 

一、各类测量内容和相应的工具 

1. 知识：是指以概念及其关系的方式存储和积累下来的经验系统。这里主要指与岗位工作相
对应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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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能：是以动作活动的方式固定下来的经验系统。这里是指岗位工作所要求的具体的操作
活动。 

3. 智力因素：智力是指一般能力，（包括感知觉、注意力、记忆、言语、思维） 

4. 非智力因素：情绪、动机、气质、个性、综合素质 

二、企业人才测评的技术组合 

1. 针对人事业务目的的组合：针对不同的人事作业目的，如招聘、选拔、培训，组合不同测
量工具。 

2. 针对岗位与职务的组合：根据评价的岗位、职务不同，选择不同工具。 

3. 针对企业文化的组合：根据不同的企业文化选择不同测量工具。 

三、测量的管理 

1. 目的的管理：要进行人事测量，首先必须澄清目的，目的不清的人事测量，有滥用测量的
嫌疑。 

2. 技术的管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人力资源部门应当拥有、掌握一定范围、规模的人事测
量技术和工具，或至少熟知有关技术并了解获得相应工具的渠道。 

3. 现场的管理：实施测量的组织安排和管理应标准化。 

4. 安全的管理：人事测量作业必须遵循安全原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它可能涉
及到保密性、劳资关系、企业稳定。 

5. 应用的管理：为人事招聘、选拔、安置提供依据；为组织普查现有人力资源，培养队伍，
预测未来可能的发展等提供依据。 

作业： 

1. 什么是关键事件法？如何实施关键事件法？ 

2. 测量的管理包括哪些内容？ 

拓展阅读材料： 

1. 陈绍建．心理测量. 北京：时代文化出版公司，1994. 心理测验的编制. 第一章 概论. 

2. 王垒著．实用人事测量.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第十章 人事测量在现实中的应

用. 

3. 车宏生. 心理测量与人才选拔. 海口：南海出版社，2004. 第一章 引论. 第二章 选拔

工作的基础－工作分析. 

第四章 个性品质测验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学习掌握个性品质测验心理测量的常用量表 16PF、DISC 和管理人

员人格测试的使用方法。 

学时分配：两学时 

第一节 卡特尔 16种人格因素测验（16PF） 

一、测验目的与功能 

(1) 目的：利用成熟的人格测验方法对管理者或应聘人员的人格类型进行诊断，可为人事安置、
调整和合理利用人力资源提供建议。16PF广泛用于人员的选拔和评定。 

(2) 功能：可以了解应试者在环境适应、专业成就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表现。广泛应用于心理
咨询、人员选拔和职业指导的各个环节，为人事决策和人事诊断提供个人心理素质的参考依据。 

二、测验的特点： 

1. 运用因素分析方法编制的。 

2. 自陈量表。 

3. 优点是高度结构化了的，实施简便，计分、解释都比较客观、容易。 

4. 缺点是：受情境影响、回答不一定能反应其真实情况、反应定势和反应风格影响测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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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适用对象 

本测验是评估 16 岁以上个体人格特征的最普遍使用的工具，广泛适用于各类人员，对对象的

职业、级别、年龄、性别、文化等方面均无限制。 

四、测验的构成 

(3) 十六种人格特质： 

(A) 乐群性     (B) 敏锐性 

(C) 稳定性     (E) 影响性 

(F) 活泼性     (G) 规范性 

(H) 交际性     (I) 情感性 

(L) 怀疑性     (M) 想象性 

(N) 隐密性     (O) 自虑性 

(Q1) 变革性    (Q2) 独立性 

(Q3) 自律性    (Q4) 紧张性 

(4) 测验由 187道题组成，共 16个分量表。 

(5) 16 种因素的测题采取按序轮流排列，以便于计分，并保持受试者做答时的兴趣。每一测
题有三个备选答案。 

五、测验的施测过程 

1. 纸笔作答  

2. 计算机施测 

3. 注意的事项 

(1) 使应试者真实做答。  

(2) 注意甄别应试者的反应风格，即答题倾向性。  

(3) 注意考察应试者是否有社会赞许倾向，特别在用于对应聘者的筛选测验中。 

(4) 如果需要在本测验中可加入测谎量表，作为监控手段。 

第二节 DISC个性测验 

一、测验目的与功能 

1. 目的：作为管理者甄选、录用、岗位安置的依据。 

2. 功能：把个体处于这样一种管理情境中，描述个体的优势，在工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以及一
些个体倾向等，能使个体更加清楚地了解自己的个性特征，企业也可以有针对性地考察应聘个体是

否具有对企业、对职位来说十分关键的人格特征，以此作为筛选人员的标准之一。 

二、测验的特点 

1. 适合一般、正常的个体。 

2. 与管理绩效相关，能很好地描述应试者的个性特征（优势、劣势等），并能预测其领导素
质和情绪稳定性等。 

3. 测验时间短，简单易行。 

三、适用对象 

1. 面临升学、就业的选择的大、中学生  

2. 社会上的一般人员 

3. 管理人员 

四、测验的构成 

DISC个性测验由 24组描述个性特质的形容词构成，每组包含四个形容词，这些形容词是从支

配性（D）、影响性（I）、稳定性（S）和服从性（C）和一些干扰维度出题的，要求被试从中选择一

个最适合自己和最不适合自己的形容词。 

五、测验的施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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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ISC个性测验不限定时间，整个测验大约需要十分钟左右。 

2. 纸笔作答或计算机施测均可，可以集体施测。 

3. 依据预定的参试人数选择好适宜的测验地点，布置考场。考场环境应安静整洁、无干扰，
采光照明良好。 

4. 准备测验所用的如下材料：问卷、铅笔、橡皮，保证每位应试者有以上完整的测验材料及
用品。 

5. 安排考生入场，并宣布测验注意事项。 

6. 检查应试者完成了所有题目后，回收问卷，测验结束。 

第三节 管理人员人格测验 

一、测验目的与功能 

1. 目的：作为管理者甄选、录用、安置的依据；为人力资源的选用和配置提供参考性建议。 
2. 功能：从 12 个与管理绩效密切相关的人格特点对人进行描绘，了解应试者在行为风格、

思维和处事方式方面的特点，并且能够预测应试者的组织管理潜力，对其适宜的发展方向和组织环

境提出建议。该测验适合于对管理人员的选拔和职业指导，为人事决策和人事诊断提供参考依据。 

二、测验的特点 

1. 该人格测验是根据“大五”人格模型及经大量研究证明与管理绩效有关的 7 项人格维度

（自控性、自信心、A型人格、成就动机、权力动机、面子倾向）构建成的一项个性测验。 

2. 其中的“面子倾向”是对个体的人情取向、面子观念对管理行为的影响进行分析的维量，
是体现中国人特点的个性维量。 

3. 高度结构化，实施简便，计分、解释都比较客观、容易。 

4. 测验是自陈量表，优点是高度结构化，实施简便，计分、解释都比较客观、容易。 

5. 被试常因情境的改变而作出不同的反应，测验的信度不如智力测验等认知性测验。 

6. 个体行为总是受到情境与人格的交互作用影响等固有因素有关。 

7. 被试对问卷的回答不一定能反应其真实情况。 

8. 反应定势和反应风格影响测验结果。 

三、适用对象 

1. 本测验适用对管理人员的评估，以及对管理岗位侯选人员的甄选。 

2. 该测验广泛适用于各种岗位。 

四、测验的构成 

1. 该测验针对 12个人格维度进行考查，它们分别是正性情绪倾向、负性情绪倾向、乐群性、

责任心、广纳性、内控性、自控性、自信心、A型人格、成就动机、权力动机、面子倾向。 

2. 测验题目以三择一的选择题形式出现，主要是要求应试者对自我行为和思维方式的进行描
述、评价，并在三个选项中选择符合自己情况的选项。 

3. 测验共有 160 题，每一人格因素由 10-15 个测题组成的量表来测量，12 种因素的测题采

取按序轮流排列，以便于计分，并保持受试者做答时的兴趣。 

五、测验的施测过程 

1. 依据预定的参试人数选择好适宜的测验地点，布置考场。 

2. 考场环境应安静整洁、无干扰，采光照明良好。 

3. 准备好测验所用的测验材料及用品。 

4. 安排考生入场，并宣布测验注意事项。  

5. 检查应试者完成了所有题目后，回收题本和答题纸，测验结束。 

六、维度定义  

1. 正性情绪倾向：倾向于体验正性情绪，对自己感觉良好，也称为正性影响力。 

2. 负性情绪倾向：倾向于体验到负性情绪，用负性的眼光看待自我和周围世界的人格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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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称为负性影响力。 

3. 广纳性：个体有独创性，广泛接受各种刺激，有广泛兴趣，愿意冒险的倾向。 

4. 责任心：个体表现为认真、审慎和坚忍的倾向。在许多组织环境中，责任心都是十分重要
的。 

5. 乐群性：与他人相处融洽的倾向。乐群性是一个用来区分个体是否善于与人相处的人格特
质。 

6. 内外控：用来描述人们在对于自己对他们周围环境或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到底有多大的控制
力的问题上的看法。 

7. 自控性：人们试图控制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式的倾向。 

8. 自信心：人们为自己和自己的能力感到自豪的倾向。了解自信心对在管理中对行为的理解
有一些帮助。自信心会影响人们对活动和工作的选择。 

9. A型人格： 

10. 成就动机：喜欢接受挑战性的任务，希望达到个人的高目标的倾向，企业家和管理者通常
有较高的成就动机。 

11. 权力动机：希望控制或影响他人的行为、情绪的倾向。 

12. 面子倾向：看重面子问题，一方面维护自己的面子，另一方面为顾及情面为他人留面子，
不做自认为使自己或他人丢面子的事情的倾向。 

作业： 

1. 讨论 16PF的使用及分数的解释？ 

2. 什么是 DISC个性测验？如何实施？ 

3. 管理人员人格测验有哪些维度？ 

拓展阅读材料： 

1. 车宏生. 心理测量与人才选拔. 海口：南海出版社，2004. 第三章 纸笔测验. 

2. 陈绍建．心理测量. 北京：时代文化出版公司，1994. 第十一章 人格测验. 

3. 王垒著．实用人事测量.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第四章 如何建立人事测量工具. 

第十一章 基本测验：个性品质测验. 

第五章 职业适应性测验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学习并掌握职业适应性测验的常用量表：生活特性问卷、需求测验、

职业兴趣测验。 

学时分配：两学时 

第一节 生活特性问卷 

一、测验目的与功能 

1. 目的：生活特性问卷是为评定个体的动机水平而编制，测验从权力动机、成就动机、亲合
动机、风险动机 4个方面描述应试者的动机模式和强弱程度。 

2. 功能： 

(1) 可揭示个体的动机模式特征，评估动机与职业的匹配度，有助于个人了解自我，估计工
作满意度，作出适当的自我设计和调整。 

(2) 有助于预测员工的行为表现、稳定性，是有效地控制管理人员和选拔合格应聘者的重要
信息支持。 

(3) 可帮助管理者了解控制组织成员的动机结构、水平，并进行有效的激励，以提高组织绩
效和员工满意度。 

二、测验的特点 

1. 从近代激励理论中关于员工行为动机基本概念出发，以风险动机、权力动机、亲和动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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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动机为维度构建而成。 

2. 这些维度与人们的工作绩效以及参与管理活动中的效能是有必然联系的。 

3. 测验在设计构成上有高度的目标指向性，是通过揭示个体的动机水平和需求模式来有效预
测其未来的工作表现和绩效，以及个体自身的工作满意度。 

4. 本测验将是评定应聘人员与应聘职位匹配度、揭示职员动机模式实行有效激励政策的必备
适用工具。 

三、适用对象 

本测验广泛适用于各行业、各层次人员，特别是面临择业、改行或求职的应聘者，用于评估其

动机与职业的匹配程度。 

四、测验的构成 

1. 本问卷测试的是风险动机、权力动机、人际亲和动机、成就动机四种动机。每种动机选定
11至 15道题目加以测试。 

2. 每道题目陈述一个观点，应试者根据他对此观点的同意程度七点评分，如“完全同意”评
“7”分，“完全不同意”评“1”分。 

3. 将题目随机排列编成生活特性问卷，问卷由 51道题目组成。 

五、测验的施测过程 

1. 测验不限定时间，要求应试者凭直觉做答，不用过多考虑。测验时间大约为 20分钟。 

2. 纸笔或计算机作答 

3. 可集体施测。 

4. 安排考生入场，并宣布测验注意事项。 

5. 检查应试者完成了所有题目后，回收问卷，测验结束。 

六、维度定义 

1. 风险动机：指决策时敢于冒险，敢于使用新思路、新方法，不惧怕失败的动机。 

2. 权力动机：指人们力图获得、巩固和运用权力的一种内在需要，是一种试图控制、指挥、
利用他人行为，想成为组织的领导的动机。 

3. 人际亲和：指人对于建立、维护、发展或恢复与他人或群体的积极情感关系的愿望。其结
果是引导人们相互和睦、关心，形成良好的人际氛围。 

4. 成就动机：指人们发挥能力获取成功的内在需要，一种克服障碍，完成艰巨任务，达到较
高目标的需要。是对成功的渴望，它意味着人们希望从事有意义的活动，并在活动中获得完满的结

果。 

七、本测验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 

1. 不同职位（岗位）要求从业者的适宜的动机状态各有不同，表现在各种动机的重要程度不
同，每一项动机的适宜定位水平不同，因此，我们不能统一地设定动机水平优劣的分数标准。 

2. 针对不同类型的工作对素质或素质组合及水平的需要，考察具体职位的动机要求，确定考
察动机水平的标准与具体职位的对应关系。 

第二节 需求测试 

一、测验目的与功能 

1. 目的：需求测试是测查应试者对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和自
我实现的需求程度，可帮助个人全面了解自我的需求状况和需求的主次形态，并可定性、定量分析

员工总体需求分布模式以及各种需求的强弱程度。 

2. 功能：可揭示各层次员工的需求结构，根据这个结构可了解团体中需要的分布、形态，这
是安排组织激励、调度员工士气的基本环节。为组织人事工作、动机激励、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依据。 

二、测验的特点 

1. 本测验的设计和建构参照了马斯洛的需求层级理论所提出的五种层次的需求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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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本测验可把握应试者的主要需求方向，帮助他们全面了解自我的状态，作出良好的职
业设计和规划。 

3. 通过本测验可相应地安排不同的激励政策，引导提高各级员工的动机水平，提高工作满意
度，增强忠诚度和稳定性。 

三、适用对象 

1. 广泛适用于任何希望了解自我状态的个体和各行业、各层次人员。 

2. 适用于对企业全体在职人员的集体施测，可了解各级员工的需求构成，为实施有效激励措
施提供建议和依据。 

四、测验的构成 

1. 测验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编制，以该理论体系中的五种基本需求，每种需求选定 10

至 16道题目加以测试。 

2. 每道题目陈述一个观点，应试者根据他对此观点的同意程度七点评分，如“完全同意”评
“7”分，“完全不同意”评“1”分。将题目随机排列编成需求测试问卷，测验由 67道题目组成。 

五、测验的施测过程 

1. 测验时间约为 30分钟。纸笔或计算机作答。 

2. 依据预定的参试人数选择好适宜的测验地点，布置考场。考场环境应安静整洁、无干扰，
采光照明良好。 

3. 准备好测验所用的如下材料：测验纸、铅笔、橡皮，保证每位应试者有以上完整的测验材
料及用品。 

4. 安排考生入场，并宣布测验注意事项。 

5. 检查应试者完成了所有题目后，回收测验，测验结束。 

六、维度定义 

1. 生理需要：指各种用于满足生存的需要，如饮食、睡眠、住房等。 

2. 安全需要：指对安全、稳定、依赖的需要，希望免受恐吓、焦躁和混乱的折磨。 

3. 归属和爱的需要：指对爱、情感、友谊、归属和社会交往的需要。希望拥有朋友、爱人和
亲人。如果得不到满足个体会感到空前强烈的孤独。 

4. 自尊的需要：指对于自己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对于自尊、
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 

5. 自我实现的需要：指个体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实现人生价值的需要，也就是说一个人生
下来具有什么样的潜能，他就希望成为这样的人。 

第三节 职业兴趣测验 

一、测验目的与功能 

1. 目的： 测量职业（工作活动）特点和个体特点之间的匹配关系，为人们职业选择的重要

依据和指南。 

2. 功能：  

(1) 从个人择业方面来说，职业兴趣测验是帮助人们明确自己的主观性向，从而能得到最适
宜的活动情境并给予最大的能力投入。 

(2) 职业兴趣测验不但对就业人员的择业有指导意义，而且对管理人员的选拔和安置也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 

(3) 职业兴趣测验还可以在能力鉴定的基础上甄别可能取得最大效益和成功的活动（职业）。 
二、测验的特点 

1. 大部分的人可被归于六种人格类型的一种。 

2. 现实社会中存在六种不同的环境氛围。 

3. 人们倾向于寻找和选择那种有利于他们技术、能力的发挥、能充分表达他们的态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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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价值、并使自己能扮演满意角色的环境。 

4. 一个人的行为是他本人个性和环境特征相互作用的结果。 

5. 个体类型和环境类型的一致性、和谐度的程度可由一个六角形模型来解释和评估。 

6. 个体内部或环境内部自己的相容性程度也可以用一个六角形模型来决定。 

7. 个体或者环境的区分度可由职业的编码、所绘的结果剖面图以及两者共同来解释。 

三、设计的特点： 

1. 汲取了国外以往测验的优点和其职业兴趣的理论框架，根据中国人以及中国职业的特点设
计，符合中国的国情。 

2. 题目的设计具有隐蔽性，尽量避免了使受测者有对职业的优劣感，降低了社会赞许性。 

3. 各维量的题目合并混排，降低了测验题目维量属性的可猜测性，适合各类人员测评的需要。 
4. 针对管理人员而言，可区分管理人员与非管理人员的兴趣模式，特别是不同类型管理工作

所需要的职业兴趣模式。 

四、适用对象 

1. 面临升学、就业的选择的大、中学生。 

2. 处于最初择业阶段的社会上的一般人员。 

3. 企业选择管理人员。 

五、测验的构成 

1. 采取艺术取向、事务取向、经营取向、研究取向、操作取向、社交取向六种职业偏好作为
测量维度。 

2. 六种兴趣维度共设计60个条目，包括活动、工作、技能三个方面。 

六、测验的施测过程 

1. 依据预定的参试人数选择好适宜的测验地点，布置考场。考场环境应安静整洁、无干扰，
采光照明良好。 

2. 准备好测验所用的如下材料：问卷、铅笔、橡皮，保证每位应试者有以上完整的测验材料
及用品。 

3. 安排考生入场，并宣布测验注意事项。 

七、维度定义 

1. 艺术取向：较开放、好想象、独立、有创造性。 

2. 事务取向：较顺从、务实、细心、节俭、做事利索、很有条理、有耐性。 

3. 经营取向：热爱交际、冒险、精力充沛、乐观、和蔼、细心、抱负心强。 

4. 研究取向：逻辑性强、好奇、聪明、仔细、独立、安详、俭朴。 

5. 技能取向：真诚、谦逊、敏感、务实、朴素、节俭、腼腆。 

6. 社交取向：助人为乐、有责任心、热情、善于合作、富于理想、友好、善良、慷慨、耐心。 
作业： 

1. 什么是生活特性问卷？它有哪些特点？ 

2. 讨论需求测验与马斯洛需求理论的关系？ 

3. 简述职业兴趣测验的基本内容。 

拓展阅读材料： 

1. 车宏生. 心理测量与人才选拔. 海口：南海出版社，2004. 第三章 纸笔测验. 

2. 陈绍建．心理测量. 北京：时代文化出版公司，1994. 第十二章 兴趣、态度和价值观测

量. 

3. 王垒著．实用人事测量.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第十二章 职业适应性测验. 

第六章 能力测验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掌握人事测量中常用的能力测验：能力倾向测验、数量分析能力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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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管理人员逻辑推理测验、沟通能力测验等的目的、功能、测验特点、适用对象、测验构成、维

度构成等。 

学时分配：两学时 

第一节 能力倾向测验 

一、测验目的与功能 

1. 目的：多项能力与职业意向咨询从与职业活动有关的六个维度对人进行测评，能显示出个
体的相对能力强弱，并给出个体适宜的职业排序，从而为职业咨询提供信息。 

2. 功能：显示个体在各项能力的相对强弱，并给出适宜的职业排序。从而为职业咨询、分类
和企业人员安置提供了科学可靠的信息。 

二、测验的特点 

1. 能力倾向测验，一般指测量从事某种职业或活动的潜在能力的评估工具。 

2. 能力倾向测验分类：一般能力倾向测验，特殊能力倾向测验和多因素能力倾向测验。 

3. 测验的结果不是一个总分或 IQ，而是一组不同能力倾向的分数，它们提供了一种智能剖面

图，显示了个体在以上六项能力上的强弱分布。 

4. 根据剖面图上的强弱分布，给出适宜的职业排序，并指出最适宜的职业应具备的教育水平
和关键能力，从而为职业咨询提供依据。 

5. 可在计算机上进行，也可以纸笔方式作答，能很方便地进行团体施测。 

三、适用对象 

1. 大、中学生 

2. 社会上的一般人员 

3. 本测验不适用于管理人员。 

四、测验的构成 

1. 语言理解和组织能力有 20道题目。 

2. 概念类比有 50道题目。 

3. 数学能力有 40道题目。 

4. 抽象推理有 45道题目。 

5. 空间推理有 60道题目。 

6. 机械推理有 70道题目。 

五、测验的施测过程 

1. 本测验共有六个分测验，每一部分测验都有严格的限制时间。整个测验大约需要两个半小
时。 

2. 测验有两种实施方式：纸笔作答和计算机施测。 

3. 计时，注意监督应试者不能提前翻看或做后一部分的题目。 

六、维度定义 

1. 语言理解和组织能力：考察对语言表达的基本理解，对语法规则、语义、语言习惯的熟练
掌握程度。 

2. 概念类比能力：考察对概念关系的理解，对逻辑的理解和进行类比的能力。 

3. 数学运算能力：考察对数关系的理解和掌握，对各种运算规则的熟练和对各种数学现象的
敏感力。 

4. 抽象推理能力：考察对事物变换所反映出的内在规律的敏感性，对事物的抽象、概括的逻
辑分析能力。 

5. 空间推理能力：考察对图形进行表象加工、旋转的能力，尤其是考察人们通常所指的空间
认知和形象思维的能力。 

6. 机械推理能力：考察人们对一般自然常识、物理现象的认识水平，考察人对基本的物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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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和机械规则的敏感性和掌握程度。 

七、本测验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 

1. 多项能力与职业意向咨询可用于测查大、中学生和社会上一般人员的能力素质水平，不适
合于管理人员的招聘和选拔。 

2. 多项能力与职业兴趣的结果可对照来看，因为能力＋兴趣才是职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个体
要根据自身特点进行协调，以使能力和兴趣有最大程度的重合。 

第二节 数量分析能力测验 

一、测验目的与功能 

1. 目的： 

测查应试者对数量图表等信息的敏锐感和分析能力，对其数量分析能力进行测查评定。 

2. 功能： 

(1) 对数值、图表的敏感性 

(2) 快速的综合分析能力 

(3) 一定的快速数字估算能力 

二、测验的特点 

1. 难度测验，有考试时间的限制 

2. 题型为单项选择题，每题有且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3. 测验由若干图表分析题构成，其中每组图表分析题内包含 1至 3个图表和与图表有关的 2

至 6道单项选择题。要求应试者通过对图表显示内容的分析，对每道题做出正确选择。 

4. 适用于有一定学历水平的人员。 

三、适用对象 

本测验适于在中层管理人员选拔中作为能力考核的工具，适用于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或相当学

历的应试人员。 

四、测验的构成 

1. 测验包括 5组图表分析题，每组图表分析题内包含 1至 3个图表和与图表有关的 2至 6道

单项选择题，共计 25道题。 

2. 所有项目均为五择一的多重选择形式。 

3. 要求应试者在 20分钟内完成。 

4. 鼓励应试者对不能完成的题目进行随机猜测，测验不进行倒扣分。 

五、测验的施测过程 

1. 依据预定的参试人数选择好适宜的测验地点，布置考场。考场环境应安静整洁、无干扰，
采光照明良好。 

2. 准备好测验所用的如下材料：测验题本、专用答题纸、铅笔、橡皮，保证每位应试者有以
上完整的测验材料及用品。 

3. 安排考生入场，并宣布测验注意事项。 

4. 计时，注意监督应试者。 

5. 测验时间到，回收题本和答题纸，测验结束。 

第三节 管理人员逻辑推理测验 

一、测验目的与功能 

1. 目的：帮助企业选拔具有很强的分析能力，能迅速深入地加工信息，找到问题关键，并善
于分析语言文字表达的信息，能基于事实而非主观臆断地做出判断的优秀管理人才。 

2. 功能：测查应试者思维的准确、敏锐程度，逻辑推理的严密性和连贯性 

二、测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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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难度测验，有考试时间的限制。 

2. 题型为单项选择题，每题有且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3. 测验由若干逻辑推理题构成，其中每道逻辑推理题内或者包含一段对前提假设的描述，要
求应试者根据假设推出合理的结论；或者提供一段对某一事件的结论，要求应试者在各选项中找出

使结论成立的前提假设。 

4. 为使应试者熟悉测验题型，正式测验前安排有练习时间。 

5. 适用于有一定学历水平的人员。 

三、适用对象 

本测验适于在中层管理人员选拔中作为能力考核的工具，适用于大学本科或以上学历或相当学

历的应试人员。 

四、测验的构成 

1. 测验包括若干组逻辑推理题，每组逻辑推理题内包含一段描述性文字及 1至 5道单项选择

题，每道选择题含有五个选项，所有题目均为五择一的多重选择形式，共 23道选择题。 

2. 要求应试者在 20分钟内完成。鼓励应试者对不能完成的题目进行随机猜测，测验不进行

倒扣分。 

五、测验的施测过程 

1. 测验严格限定时间，测验时间为 20分钟。 

2. 纸笔或计算机作答。 

3. 依据预定的参试人数选择好适宜的测验地点，布置考场。 

4. 准备好测验所用的如下材料：测验题本、专用答题纸、铅笔、橡皮，保证每位应试者有以
上完整的测验材料及用品。 

5. 安排考生入场，并宣布测验注意事项。 

6. 计时，注意监督应试者。 

7. 测验时间到，回收题本和答题纸，测验结束。 

第四节 沟通能力测验 

一、测验目的与功能 

1. 目的：鉴别有潜力的营销人才，为选拔和培训营销人员。 

2. 功能：了解应试者在沟通中把握人际信息的敏感性及其对事物的洞察、预见和分析能力。 

二、测验的特点 

1. 包括性测验与沟通能力测验。 

2. 测验出题的内容和形式结合测验目的具体设计。 

三、适用对象 

1. 营销人员 

2. 面临职业选择的毕业生和其他人员 

3. 企业应聘人员 

4. 企业在职人员 

四、测验的构成 

1. 测验由 90道题组成，分为敏感性测验和沟通能力测验两部分。 

2. 每一部分各有 45道题，每个问题有四个答案供选择。 

3. 第二部分分成两个分测验：沟通倾向与营销常识。 

4. 测验包括维度： 

(1) 敏感性 

(2) 沟通行为倾向 

a. 开放式沟通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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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操纵式沟通倾向 

c. 非沟通倾向 

(3) 营销常识 

五、维度定义 

1. 敏感性（S）：指对人际事物的洞察、预见和分析能力。 

2. 沟通行为倾向： 

(1) 开放式沟通倾向（K）：在沟通中非常讲究策略，善于接纳别人的观点，善于理解别人的

立场，具有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技巧，善于平衡不同价值观，具有协调能力。 

(2) 操纵式沟通倾向（C）：在沟通中策略性不强，以自我为中心，不善营造良好的沟通气氛，

不能为自己在不同意见间的周旋留下足够空间。 

(3) 非沟通倾向/营销意识（F）：在沟通中缺乏营造良好沟通气氛的意识，对各种有关营销的

机遇敏感性不高，不会主动积极地寻找和把握交流沟通的机会，对问题的处理缺乏人际沟通取向的

考虑，而往往采取非沟通途径的做法。 

3. 营销常识（I）：是关于营销实务各类活动一般原则、方法以及某些普遍观念。营销常识是

指导营销人员应付各种营销情境、实现高绩效的必要知识储备，与个体的教育背景和业务经验有关。 

六、本测验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 

1. 敏感性和沟通能力两部分测验可作为一整套测验使用，也可以作为独立测验分别使用。 

2. 在强调从业者的人际适应力、人际敏感度的行业中使用时，应考虑使用敏感性测验。 

3. 本测验的测评结果可为营销人员下一步的培训提供建议，用于有的放矢地设计培训课程，
获得良好的培训效果。 

4. 营销意识的强弱由维度非沟通倾向（F）的分值大小而定，同时参考开放式与操纵式绝对

分值的差额。一般上述差额越大，F值越小，沟通有效性越大，营销意识越强。 

作业： 

1. 人事测量中常用的能力测验有哪些？ 

2. 能力倾向测验的测验特点有哪些？ 

3. 为什么要对管理人员进行数量分析能力测验？ 

4. 沟通能力测验由哪些维度构成？ 

拓展阅读材料： 

1. 车宏生. 心理测量与人才选拔. 海口：南海出版社，2004. 第三章 纸笔测验. 

2. 陈绍建．心理测量. 北京：时代文化出版公司，1994. 第九章 能力倾向测验. 

3. 王垒著．实用人事测量.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第十三章 基本测验：能力测验. 

第七章 基本调查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基本调查的要求、调查的内容，掌握基本调查的方法、程序和

技巧。 

学时分配：两学时 

第一节 个体行为评估 

一、工作感觉评定 

1. 调查的目的与功能 

(1) 目的：测查应试者对现任工作的满意度，为组织了解员工的工作态度，预测其工作效率
和稳定性提供信息。 

(2) 功能：解员工对工作的满意状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组织内部的管理和分工的合理和有
效程度，为管理效能诊断和组织发展、变革提供重要信息。 

2. 本调查的特点：直接询问员工感受的问卷调查法是最为有效的测量工具。 



10376 

3. 适用对象：广泛适用于各行业、各层次人员，特别适于对需要进行管理诊断、团队建设，
以及处于组织变革、发展阶段的特定单位和部门的全体人员进行集体测查。 

4. 调查问卷的构成：评定由 18 个题目构成，每个题目是关于对现任工作看法的描述，包括

行为上、认知上和感情上三方面。 

5. 施测过程 

(1) 依据预定的参试人数选择好适宜的调查地点，布置考场。考场环境应安静整洁、无干扰，
采光照明良好。 

(2) 准备好调查所用的如下材料：调查、铅笔、橡皮，保证每位应试者有以上完整的调查材
料及用品。 

(3) 安排考生入场，并宣布调查注意事项。 

(4) 检查应试者完成了所有题目后，回收调查，调查结束。 

6. 调查结果的使用建议 

(1) 个体层面： 

a. 背景特征 

b. 能力  

c. 性格  

d. 学习 

e. 价值观  

(2) 工作相关层面  

a. 对心智有挑战性的工作 

b. 公平的待遇 

c. 支持性的工作环境 

d. 支持性的同事  

(3) 团体层面 

a. 团体的任务需要其成员们用到各种高层次的技能； 

b. 团体的任务由一组完整而有意义的工作组成； 

c. 执行团体任务时，各项工作的成果对组织内外的人们有着显著的影响； 

d. 团体的任务可以提供其成员们工作自主权，自己可以决定该如何去执行； 

e. 执行团体任务中的各项工作时，会定期产生各种可靠的资讯回馈，显示出团体的绩效有多
好。 

f. 组织内或团体内沟通的不确定性越低，员工的满意感就会越高。沟通上的扭曲、含糊、以
及不一致性都会增加不确定性，因此对员工满足度会有负面影 响。 

g. 环状与交错型沟通网路最为民主，往往有最高的工作满意感。选择使用正确的沟通通路、
澄清术语、使用回馈，可以提高沟通的效果。 

(4) 组织层面 

a. 组织结构  

b. 人力资源政策与实务  

c. 绩效考核与激励的反映 

d. 组织文化 

e. 工作压力 

二、价值取向评估 

1. 目的与功能 

(1) 目的： 测查应试者在社会、理论、唯美的和经济-政治的 4种价值取向的相对强度。

可鉴别兴趣分化，评定动机水平。 

(2) 功能： 一方面企业管理者可了解自己的价值取向，并把自己的价值取向正确而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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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用到企业的日常管理活动中去；另一方面，可揭示员工价值取向构成模式，为培养员工多元化兴

趣（包括理论探讨、经营管理、审美活动、社会交往），建设和发展企业文化提供依据。 

2. 本调查的特点 

采用问卷形式，让受试者评定对代表不同用价值追求的多种活动的兴趣情况，依据应试者的兴

趣强弱程度来确定价值观的强度排序，从而可揭示个人的价值观体系。 

3. 适用对象 

本调查广泛适用于各行业、各层次人员，特别适于对需要进行管理诊断、团队建设，以及处于

组织变革、发展阶段的特定单位和部门的全体人员进行集体测查。 

4. 调查问卷的构成 

评定四种价值取向：理论取向、经济-政治取向、唯美取向、社会取向。每个维度有 20个条目，

共有 80个条目。应试者判断每个条目的陈述是否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5. 维度定义  

(1) 理论取向 

重视事情的真理，爱好科学实际，一般不拘于人情，重理轻利、重理轻欲；有很强的能力，超

群的智慧和真才实学；追求逻辑和理性，强调经由批判而理性的方法发掘真理。 

(2) 经济-政治取向 

注重功利，追求实用性，讲究经济效益，强调权力的取得与影响力，认为人生的物质享受比精

神享受更重要。其对财富的热心追求，一是为了自尊，二是为了生活上的享受，比较一心向往幸福、

舒适的生活。 

(3) 唯美取向 

追求艺术美感，强调形式与和谐性，做事总想尽善尽美；比较讲究事物的和谐美、人际的和谐

美和自然的和谐美；追求丰富多彩的生活，追求美的世界。 

(4) 社会取向 

重视人际关系，讲究博爱、平等和公平；追求真正的友谊、忠诚的爱心、希望世界和平，强调

人群中的爱。自己能够诚诚恳恳、乐于助人，体谅他人。喜欢民主和睦的集体。 

第二节 领导行为评估 

一、沟通方式评定 

1. 调查的目的与功能 

(1) 目的：测查管理者是否了解正确的上下沟通的知识、概念和技能。 

(2) 功能：沟通方式评定可反映管理层对正确的人际沟通的基本概念和技能的掌握程度，考
察是否能够正确处理组织中的人际关系，不同于人际圆滑或世故。 

2. 调查的特点 

(1) 取代表涵盖面最大的向上、向下和横向沟通三个层面的一些具体情景。 

(2) 这些情景或者比较尴尬，难于应付，或者存在着潜在的利益冲突，都有一定的难度。考
察的是应试者是否有正确处理的意见，从而反应其掌握的沟通技能、概念的程度和综合应用有效沟

通原则的水平。 

3. 适用对象 

适用于管理人员，特别是中层管理者。 

4. 调查的构成 

本调查包括 12个问题，每个题提供一些情境问题，备选答案有 A、B、C三个，是针对题干所

述问题的三种处理方式，要求应试者从中选出他认为最合适的处理方式。 

5. 调查结果的使用建议  

(1) 控制 

(2) 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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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情感表达 

(4) 资讯流通 

6. 如何有效地克服沟通中的障碍和偏差，有以下建议： 

(1) 利用回馈：向讯息接受者询问有关讯息内容的相关问题，或有讯息接受者以他的话把讯
息重复一遍，可看出对方是否已了解了，从而避免误解和错误。 

(2) 简化语言：讯息传送者应慎选字眼，简化语言，使之能够被接受者完全“了解”。 

(3) 主动倾听：主动倾听需要全神贯注地听，主动地搜寻对方话中的意义。 

(4) 控制情绪：情绪可以大大扭曲讯息的意义，不论是接受还是表达时这种扭曲都无法避免，
因此注意管理和保持情绪状态处于平静。 

二、冲突应付方式评定 

1. 调查的目的与功能 

(1) 目的：测查应试者在各种冲突情境中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反映出其应付冲突的方式和
风格。 

(2) 功能：通过该调查，应试者可以确定自己的冲突处理风格，从而有效地指导和修正自己
的行为。 

2. 本调查的特点 

调查采用自评式问卷形式，选取代表三种类型的冲突处理风格：非抗争型（退避与顺应）、解

决问题型（统合与妥协）和抗争型（竞争）的典型行为方式和态度建构而成，有很大的概括性。 

3. 适用对象 

适用于管理人员，特别是中层管理者。 

4. 调查的构成 

本调查包括 30 个题目，每个题是一个陈述句，要求应试者针对句中所述情况与自己的符合程

度，在题目后“1-7”中圈出相应的分数。 

5. 有关术语定义 

(1) 合作性：指某一方试图满足对方需求的程度。  

(2) 肯定性：指某方试图满足自己需求的程度。 

(3) 竞争（肯定的与不合作的）：当一个人只追求到自己的目标和获取利益，而不顾虑冲突对
方的影响时，此行为为竞争或支配。 

(4) 统合（肯定的与合作的）：当冲突的双方都着眼于问题的解决，澄清彼此的异同，而不是
顺应对方的观点。 

(5) 退避（不肯定的与不合作的）：指一个人承认冲突的存在，却采取退缩或压抑的方式。 

(6) 顺应（不肯定的与合作的）：当一个人希望满足对方时，可能会将对方的利益摆在自己的
利益之上。为了维持彼此的关系，某一方愿意自我牺牲。 

(7) 妥协（中等肯定与中等合作）：双方都必须付出某些代价，同时也有一定获益。 

二、 工作习惯评定 

1. 调查的目的与功能 

(1) 目的：测查管理者的官僚倾向，是否能接受或偏好严格的制度和规范化模式。偏好过强
或过低均不适宜。 

(2) 功能：评估个人对工作稳定性的需要，了解对制度化工作模式的态度和对企业制度的接
受或习惯程度。 

2. 本调查的特点 

(1) 本评定以科层结构的概念为基础，围绕科层结构的以下特征来构建，概括了大多数机械
式组织结构模式的特征，也反映了高度复杂化和正式化的典型特征。 

(2) 分工细密：每个人的工作都设计成简单、例行性程度高，而且定义清楚的任务，一人负
责一摊，不能互相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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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职权层级清楚严谨：结构由多层的职位阶层构成，低职位受到次高职位的监督控制，资
讯网络流向有限（大多数往下沟通），很少由低层次人员参与决策。 

(4) 高度正式化：为确保工作品质的整齐性，及管制员工的在职行为，制定了许多规定与处
理流程，供员工依循。 

(5) 不讲人情：交易或各种事情的处理均一板一眼，不讲人情，以避免个人喜恶及性格的影
响。 

(6) 凭资格与贡献论聘用与升迁：甄选及升迁的决定，均应依照个人的技术资格、能力及在
职绩效。 

3. 适用对象 

适用于管理人员，也可对同一单位或部门的全体人员适用。 

4. 调查的构成 

本调查包括 20 个题目，每个题是一个陈述句，要求应试者针对句中所述情况与自己的符合程

度，在题目后相应的横线上画圈。 

三、 变革意识评估 

1. 调查的目的与功能 

(1) 目的：测查管理者对事物变化的敏感性，对待事物的灵活性和创新意识。 

(2) 功能：测评变通性，尤其是打破现状而求变化的变革意识。变革意识是企业是许多公司
是否长期生存的根基，需要做经常、持久的工作来加以强化。 

2. 本调查的特点 

本调查通过考察应试者对事物看法的广度和所持态度的固执程度来了解其变通性。 

3. 适用对象 

适用于企业员工、管理人员，特别是中层管理者。 

4. 调查的构成 

本调查包括 20 个题目，每个题是一个陈述句，要求应试者针对句中所述情况与自己的符合程

度，在题目后“1-6”中圈出相应的分数。 

5. 调查结果的使用建议 

培养适宜开发变革意识和创造性的组织气候，应在以下五个方面创立充分条件： 

(1) 保持良好的开放式沟通。 

(2) 创造良好的团结合作气氛。 

(3) 从事开发创造活动的人员与操作人员适度分离。 

(4) 容许创造性研究人员有一定的弹性时间。 

(5) 切忌过早下结论和批评。 

第三节 团体行为评估 

一、团体健康度测试 

1. 调查的目的与功能 

(1) 目的： 用于帮助人们了解自己团体的现状。 

(2) 功能：本测试从共同领导、团体工作技能、团队气氛、团队凝聚力、成员贡献水平 5 个

方面来描述团队现状，从而指导人们更有效地进行团队建设和团队学习。 

2. 本调查的特点 

调查以配合默契的优秀团队在上述 5个方面的表现为标准，受测团队的状态越接近这一标准，

可以说越健康，预测团队绩效会越好。 

3. 适用对象 

受诊断团队的所有成员。 

4. 测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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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由 25个题目构成，每个维度下有 5个题，每个题是一个陈述句，应试者根据各个陈述符

合其所在团队的程度进行 1-4评分。 

5. 维度定义 

(1) 成员共同领导的程度：指一个团体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并有义务分享一份领导责任，一
个团队是大家共同来领导的。 

(2) 团队工作技能：指成员在一起工作相处的技巧。 

(3) 团队氛围：指团队成员共处的情绪和谐度和信任感。 

(4) 凝聚力：指团队成员对目标的一致性。 

(5) 团队成员的贡献水平：指团队成员为实践自己的责任所付出的努力和成就程度。 

二、团体绩效评定 

1. 调查的目的与功能 

(1) 目的：评估团体在完成任务的团队成员互动过程中协调、配合的气氛，团体内部的凝聚
力、团体工作技巧以及成员-领导互动模式的有效性。 

(2) 功能：通过揭示团队成员互动运作机制的有效程度，评估团队绩效，据此结果可有的放
矢地进行团队建设，有效提高成员士气，形成和保持良好的团队绩效水平。 

2. 本调查的特点 

调查以普遍的高绩效团体在互动运作和配合中出现的典型行为表现、活动状态和气氛特征为标

准，通过自评问卷的形式了解具体某个团队的运作状况与标准的接近程度，以此来评估该团体的绩

效水平。 

3. 适用对象： 受诊断团队的全体成员。 

4. 调查的构成： 

评定由 20 条关于团体工作运作的描述构成。要求应试者依据自己所在团队的实际情况对每一

条目做“基本否定”或“基本肯定”的判断。 

5. 调查结果使用建议 

如何考察影响团体绩效的因素？ 

(1) 团体所面临的外部条件会影响团体的绩效，如组织策略、职权结构、甄选程序、薪酬制
度等，这些因素决定了外在条件对该团体的支持程度。 

(2) 团体潜在的绩效水准绝大部分决定于成员的素质。通过评价成员所具备的与工作相关的
能力可大致预测该团体部分绩效，但团队大小、执行任务的类型、团队领导者的作风，团体内部的

冲突等因素都会影响团体绩效。 

(3) 高度不确定性任务需要处理更多的资讯，越依赖团队的配合，如果团体沟通不良、领导
不佳、内部冲突迭起会影响团队绩效。 

(4) 团体凝聚力在不同团体规范的作用下对团体绩效的影响不同。 

作业： 

1. 讨论个体行为评估可以使用哪些量表评定？ 

2. 讨论领导行为评估可以使用哪些量表评定？ 

3. 讨论团体行为评估可以使用哪些量表评定？ 

拓展阅读材料： 

1. 车宏生. 心理测量与人才选拔. 海口：南海出版社，2004. 第三章 纸笔测验. 

2. 王垒著．实用人事测量.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第十四章 基本调查. 

第八章 基于情景的测验——公文筐测验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学习，理解公文筐测验的基本内容和理论，掌握公文筐测

验的基本方法、步骤和实施技巧等。 

学时分配：两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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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文筐测验 

一、公文筐测验 

1. 公文筐测验是一种情境模拟测验，是对实际工作中管理人员掌握和分析资料、处理各种信
息，以及做出决策的工作活动的一种抽象和集中。 

2. 测验在假定情境下实施。 

3. 情境模拟一个公司所发生的实际业务、管理环境，提供给受测人员的信息包括涉及财务、
人事备忘录、市场信息、政府的法令公文、客户关系等十几份甚至更多的材料。 

4. 这些材料通常是放在公文筐中的，公文筐测验因此而得名，又叫文件筐测验。 

5. 公文筐测验是测评管理人才的重要工具，它为中、高层管理人员的选拔、考核、培训提供
了一项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测评手段，为企业的高层人力资源计划和组织设计提供了科学可靠的

信息。 

二、公文位测验与评价中心 

1. 在目前的管理人员评价中，测查管理能力的最有效方法是评价中心技术，尤其在选用管理
人员时，评价其是否具备较好的管理能力，这种方法最为常用。 

2. 评价中心技术的预测效度在现有各种方法中是最高的。 

3. 公文筐测验是评价中心技术的主要工具之一。 

4. 评价中心技术：是把受评人置于一系列模拟的工作情境中，由企业内部的高级管理人员和
外部的心理学家组成评价小组，采用多种评价手段，观察和评价受评人在这些模拟工作活动中的心

理与行为，以考察受评人的各项能力或预测其潜能，了解受评者是否胜任某项拟委任的工作以及工

作成就的前景，同时，还可以了解其欠缺之处，以确定重点培训的内容和方式。 

5. 评价中心技术的主要评价手段包括：诊断性面谈、投射测验、纸笔测验、小组问题解决、
无领导小组讨论、角色扮演法以及公文筐测验。 

6. 公文筐测验是评价中心技术中最主要的活动之一（它在评价中心技术中使用频率最高，达
95%），也是对管理人员潜在能力最主要的测定方法。 

三、公文筐测验的优点 

1. 具有灵活性，可以因不同的工作特性和所要评估的能力而设计题目。 

2. 作为一种情境模拟测验，它可以对个体的行为做直接的观察。 

3. 由于把人置于模拟的工作情境中去完成一系列工作，为每一个被试都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相等的情境。 

4. 它能预测一种潜能，这种潜能可使人在管理上获得成功。 

5. 由于公文筐测验能从多个维度上评定一个人的管理能力，它不仅能挑选出有潜力的管理
人才，还能训练他们的管理与合作能力，使选拔过程成为培训过程的开始。 

6. 在实践中，公文筐测验除用作评价、选拔管理人员外，还可用于培训，提高管理人员的
管理技巧、解决人际冲突和组织内各部门间的摩擦的技巧，以及为人力资源计划和组织设计提供

信息。 

四、公文筐测验的取材 

在测验材料的设计上，主要围绕管理者的能力取材：自身素质基础、社会实践体验、所掌握

的有关知识。                 

第二节 公文筐测验的实施 

一、测验目的与功能 

1. 目的：考察高层管理者综合性管理技能，尤其是考察总经理一级管理者的胜 

2. 功能：针对高层管理者的胜任要求，考察计划、授权、预测、决策、沟通等方面的管理
能力，特别是考察综合各类业务信息、审时度事、全面把握、处变不惊、运筹自如的素质。 

二、测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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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情景性强 

2. 综合性强 

三、适用对象 

适用对象为具有较高学历的人（大专以上）或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部门经理以上），它可

以为企业有针对性地选拔中、高层管理人员或考核现有管理人员。 

四、测验的构成 

1. 测验材料，即提供给被试的资料、信息，是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包括信函、备忘录、投
诉信、财务报表、市场动态分析报告、政府公函、账单等。 

2. 测验中所用的材料共有十几份，每份材料上均标有材料编号，材料是随机排放在公文筐
中的，被试在测验的各个部分都要用到这些材料。 

3. 答题册，供被试对材料写处理意见或回答指定问题，是被试惟一能在其上写答案的地
方，评分时只对答题册上的内容进行计分。 

4. 答题册包含总指导语和各分测验的指导语。它提供了完成测验所需的全部指导信息，完
成各部分分测验所需的指导语在各部分开始时给出。 

五、测验的施测过程 

公文筐测验有四个分测验，每一分测验都有严格的时间控制，总计时间为 15分钟。 

六、维度定义 

1. 工作条理性：得分高的被试能有条不紊地处理各种公文和信息材料，能根据信息的性质
和轻重缓急对信息进行准确地分类，能注意到不同信息间的关系，有效地利用人、财、物、信息

资源，并有计划地安排工作。 

2. 计划能力：得分高的被试能非常有效地提出处理工作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主要表现在能
系统地事先安排和分配工作，识别间题及注意不同信息间的关系，根据信息的不同性质和紧迫性

对工作的细节、策略、方法做出合理的规划。     

3. 预侧能力：得分高的被试能全面系统地考虑环境中各种不同相关因素，对各种因素做出
恰当的分析，并做出合乎逻辑的预测，同时对预测能提出行之有效的实施方案。     

4. 决策能力：该维量得分高的被试对复杂的问题能进行审慎的剖析，能灵活地搜索各种解
决问题的途径，并做出合理的评估，对各种方案的结果有着清醒的判断，从而提出高质量的决策

意见。     

5. 沟通能力：得分高的文章要求语言非常流畅，文体风格与情境相适应、能根据不 

七、本测验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 

1. 公文筐测验的适用对象为中、高级管理人员，它可以帮助企业选拔优秀的管理人才或考
核现有管理人员。 

2. 测验时间比较长（一般约为两个小时），因此它常作为选拔和考核的最后一环使用。 

3. 公文筐测验从技能角度和业务角度进行考察。 

4. 公文筐测验对评分者的要求较高。 

作业： 

1. 什么是公文筐测验？ 

2. 什么是评价中心法？ 

3. 如何实施公文筐测验？ 

4. 公文筐测验有哪些优缺点？ 

拓展阅读材料： 

1. 车宏生. 心理测量与人才选拔. 海口：南海出版社，2004. 第五章 无领导小组讨论和文

件筐测验. 

2. 王垒著．实用人事测量.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第十五章 基于情境的测验. 

第九章 基于情境的测验：无领导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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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学习了解无领导小组讨论的基本定义和特点，掌握编制讨论题

的方法和要求和实施无领导小组讨论的全过程。 

学时分配：两学时 

第一节 无领导小组讨论 

一、无领导小组讨论 

1. 无领导小组讨论是指由一组应试者组成的临时工作小组，讨论给定的问题，并做出决
策。 

2. 由于这个小组是临时拼凑的，并不指定谁是负责人，目的就在于考察应试者的表现，尤
其是看谁会从中脱颖而出，成为自发的领导者。 

二、测验的优缺点 

1. 优点： 

(1) 能检测出笔试和单益面试所不能检测出的能力或者素质； 

(2) 能观察到应试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3) 能依据应试者的行为特征来对其进行更加全面、合理的评价； 

(4) 能够涉及到应试者的多种能力要素和个性特质； 

(5) 能使应试者在相对无意之中暴露自己各个方面的特点； 

(6) 能使应试者有平等的发挥机会从而很快地表现出个体上的差异； 

(7) 能节省时间、并且能对竞争同一岗位的应试者的表现进行同时比较； 

(8) 广范应用于非技术领域、技术领域、管理领域和其他专业领域等。 

2. 缺点： 

(1) 对测试题目的要求较高； 

(2) 对考官的评分技术要求较高，考官应该接受专门的培训； 

(3) 对应试者的评价易受考官各个方面的影响（如偏见和误解），从而导致考         官对

应试者评价结果的不一致； 

(4) 应试者有存在做戏、表演或者伪装的可能性； 

(5) 指定角色的随意性，可能导致应试者之间地位的不平等； 

(6) 应试者的经验可以影响其能力的真正表现。 

三、讨论题的编制步骤 

1. 工作调查：进行有关的工作分析，了解拟任岗位所需人员应该具备的特点、技能。根据
岗位的这些特点和技能来进行有关试题的收集和编制。 

2. 案例收集：收集拟任岗位的相关案例，所收集的相关案例应该能充分地代表拟任岗位的
特点，并且能够让应试者处理时有一定的难度。 

3. 案例筛选：对收集到的所有原始案例进行甄别、筛选，选出难度适中、内容合适、典型
性和现实性均较好的案例。 

4. 编制讨论题：对所筛选出的案例进行加工和整理，使其符合无领导小组讨论的要求。 

5. 讨论题的检验：讨论题编制完成以后，可以对相关的一组人（不是应试者）进行试测，来
检查该讨论题的优劣，检查此讨论题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 

6. 讨论题的修正：检验完后，对于那些效果好的讨论题便可以直接使用，而对于那些不好
的讨论题则要进行修正，直至其达到预期的效果。 

四、讨论题的要求 

1. 讨论题的数量： 对于每组应试者而言，至少应有两个讨论题，以留作备用。 

2. 讨论题内容： 所用的讨论题，在内容上应与拟任岗位相适应，是一个独立的高度逼真的

与实际工作有关的问题，即要求讨论题的现实性和典型性都要好，以达到最大程度的情境模拟。 

3. 讨论题难度： 讨论题一定要一题多义，一题多解，有适当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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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题立意：编制的题目要从大处着眼，内涵深刻，讨论题的内容一定要具体，即编制
的题目要从小处入手，具体、实在。 

5. 角色平等：对于那些适用于角色分工的讨论题，讨论题本身对角色的分工在地位上一定
要平等，而不能造成应试者之间有等级或者优劣的感觉。 

五、讨论题的形式     

1. 开放式问题：所谓开放式问题，是其答案的范围可以很广、很宽。主要考察应试者们思
考问题时是否全面、是否有针对性、思路是否清晰、是否有新的观点和见解。 

2. 两难问题：是让应试者在两种互有利弊的答案中选择其中的一种。主要考察应试者分析
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以及说服力等。 

3. 多项选择间题：此类问题是让应试者在多种备选答案中选择其中有效的几种或对备选答
案的重要性进行排序。 

4. 操作性间题：给应试者一些材料、工具或者道具，让他们利用所给的这些材料，设计出
一个或一些由考官指定的物体来，主要考察应试者的主动性、合作能力以及在一实际操作任务中

所充当的角色。 

5. 资源争夺间题：此类问题适用于指定角色的无领导小组讨论。是让处于同等地位的应试
者就有限的资源进行分配，从而考察应试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分析问题能力、概括或总结能力，

发言的积极性和反应的灵敏性等。 

第二节 无领导小组讨论的实施 

一、测验目的和功能 

1. 目的：通过模拟团队环境，考察应试者的领导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某些个性品质，
诊断应试者是否适合胜任某一管理职位。 

2. 功能：检测应试者的组织协调、口头表达、洞察力、说服力、感染力、处理人际关系的
技巧、非言语沟通等各个方面的能力，以及自信程度、进取心、责任心、灵活性、节绪控制等个

性特点和行为风格，以评价应试者之间的优劣。 

二、测验的特点 

无领导小组讨论的突出特点是具有生动的人际互动性，能看到许多自笔测验乃至面试看不到

的现象，对预测真实团队中的行为有很高的效度。 

三、适用对象 

具有领导潜力的人或某些特殊类型的人群。 

四、测验时间 

无领导小组讨论的时间一般是 30一 60分钟左右。整个讨论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考官宣读试题，应试者了解试题，独立思考，列出发雇提纲，一般规定为 5 分钟

左右。 

第二阶段：应试者轮流发言阐述自己的观点。 

第三阶段：应试者交叉辩论，不但继续阐明自己的观点，而且要又别人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

见，最后达成某一协议。 

五、测验的施测过程 

1. 准备阶段 

2. 具体实施阶段 

3. 评价阶段 

4. 总结阶段 

六、维度定义 

1. 组织行为。主要考察应试者在小组讨论中是否主动发言，阐述自己的观点，以及能顾全
大局，积极主动地请他人发言，并向他人提出疑问，及时纠正跑题，使讨论继续进行下去，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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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综合他人意见的广度，针对大家的观点，适时概括、总结，并拿出一致性的意见。 

2. 洞察力。主要考察应试者在讨论中是否能针对题目，澄清前提条件，提出新颖、独到的
观点或见解，在阐述自己观点时能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对题目分析透彻，并搜集证据来支持自

己的观点。 

3. 倾听。主要考察应试者是否专心聆听他人的见解，并及时与他人进行沟通，在讨论中不
随便打断别人的谈话，别人插人自己的阐述时能接受，而不是拒绝。 

4. 说服力。括两方面的内容：口才、逻辑性及表达。 

5. 感染力。包括关注对象、语调、手势、他人反应等。 

6. 团队意识。要求应试者们密切合作，拿出一致性的意见，要注意角色定位，不能在讨论
中以自我为中心，忽视了整个团队。 

7. 成熟度。是对应试者的总体把握。如在讨论中，与他人交谈时显示出的成熟风度，与工
龄、工作经验成正比。 

七、本测验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 

1. 评分者在观察被试的行为和言语表现时，不要因为被试的某些人格特点而对被试造成不
应有的偏见，这样会使结果失之偏颇。 

2. 评分过程中，要求多名评分者对同一被试的不同能力要素分别打分，取其平均值作为被
试的最后得分，这样的结果才科学、公正。 

 

作业： 

1. 什么是领导小组讨论？它有哪些优缺点？ 

2. 如何编制讨论题？ 

3. 讨论如何实施无领导小组讨论？ 

拓展阅读材料： 

1. 车宏生. 心理测量与人才选拔. 海口：南海出版社，2004. 第五章 无领导小组讨论和文

件筐测验. 

2. 王垒著．实用人事测量.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第十五章 基于情境的测验. 

第十章 基于情境的测验：结构化面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学习了解结构化面试的目的、功能、特点，掌握结构化面试的

基本过程和方法。 

学时分配：两学时 

第一节 结构化面试的概念 

一、结构化面试 

1. 与一般面试相比，结构化面试对面试的考察要素、面试题目、评分标准、具体操作步骤进
一步规范化、结构化和精细化。 

2. 统一培训面试考官，提高评价的公平性，从而使面试结果更为客观、可靠。 

3. 使同一个职位的不同应聘者评估结果之间具有可比性。  

二、结构化面试的目的 

1. 目的：面试是通过考官与考生直接交谈或设置考生于某种特定情境中进行观察，了解考生
素质状况、能力特征及求职应聘动机等情况，从而完成对考生适应职位的可能性和发展潜力的评价

的一种测评技术。  

2. 功能：考察应试者的举止仪表、言语表达、综合分析、应变能力等多方面的表现，做出量
化分析和评估。  

三、为什么要实施结构化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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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便企业和应聘者双方沟通。企业（或部门）领导（同事）可以有个直观印象，提高接纳
度。 

2. 结构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操作的规范、标准化，便于提高效率。 

3. 很多企业缺乏科学的选拔工具，面试唯一可行的选择。 

4. 一些岗位对形象、气质有要求。 

四、结构化面试的结构性 

1. 面试考核要素（工作分析）结构化，并作为评分标准的基础。 

2. 面试题目的结构化（内容、种类、编制），不同类型的题目与测评要素相对应。 

3. 评分标准结构化（要素得分、所占比例、总分、考官评语、与其他测评工具的得分的合成，
有一定比率）。 

4. 组建面试考官、监督员及考务人员队伍结构化。 

5. 选择与布置考场结构化。 

6. 具体操作步骤结构化。 

第二节 结构化面试的实施 

一、面试考官应具备的十项特征  

1. 良好的个人品格和修养。 

2. 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 

3. 丰富的社会工作经验。 

4. 良好的自我认知能力。 

5. 善于把握人际关系。 

6. 熟练运用各种面试技巧。 

7. 能有效地面对各类应聘者，控制面试的进程。 

8. 能公正、客观地评价应聘者。 

9. 掌握相关的人员测评技术。 

10. 了解组织状况及职位要求。 

二、结构化面试的考察要素 

1. 考察应试者的综合能力： 

(1)  举止仪表  

(2)  言语表达  

(3)  综合分析能力  

(4)  动机与岗位匹配性  

(5)  人际协调能力  

(6)  计划、组织、协调能力  

(7)  应变能力  

(1) 情绪稳定性  

2. 考察应试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1) 专业性知识水平和培训经验 

(2) 专业应用水平和操作技能 

(3) 一般性技术能力水平 

(4) 外语水平 

三、常见问题类型 

1. 导入性问题：请你用二、三分钟的时间简单介绍一下你自己的基本情况（请讲一下你我们
公司的了解）。 

2. 行为性问题：有什么特长，描述成功组织的一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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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能性问题：你怎么看待大学扩招和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 

4. 意愿性问题：工作待遇差，要下基层，提拔的机会比较少。 

5. 情境性问题：目击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你有什么办法。 

6. 应变性问题：我们对你的书面材料很满意，所以才请你面试，但是说实话，你在面试中的
表现却令我们很失望。你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7. 其他问题：请讲讲你自己的缺点；你对工资待遇的期望。 

四、实施中考官的注意事项 

1. 对招聘职位/岗位有充分了解，熟悉职位要求。 

2. 语言规范，发音清楚，语速适中。 

3. 心思集中，避免面试过程被中途打断。 

4. 注意观察应试者的非语言行为，能够敏感地捕捉有关信息，主要包括一个人的仪表、风度、
手势、体态变化、眼神、面部表情、言语表情、身段表情等。 

5. 注意避免轻易下判断，以第一印象取人，应始终以客观、负责的态度观察与评价应试者的
行为表现及答问状况。 

6. 善于倾听，一方面应善于听取应试者的陈述，让他有充分表达思想的机会，另一方面考官
应避免发表个人观点或对事物的价值性判断，防止应试者投其所好。 

7. 注意控制面试节奏，把握好面试时间。 

8. 考官提问应简洁、明了，不对问题做反复解释；按时间要求把握好进度，对某些问题不要
与应试者纠缠。  

五、考官面试操作技巧 

1. 提问。 

2. 倾听 

3. 观察。 

六、结构化面试的问题 

1. 大学生的社会经验有限。 

2. 考察过去取得的成绩还是在未来工作情境下的表现。 

3. 做答真实性的问题。 

4. 时间短暂的问题。 

5. 难以提问深入的问题。 

6. 表现的是思想而非行为。 

7. 对考官的要求较高。 

8. 单一考官还是多个考官。 

作业： 

1. 什么是结构化面试？它的结构如何？ 

2. 结构话面试主要考察哪些方面的内容？ 

3. 进行结构化面试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拓展阅读材料： 

1. 车宏生. 心理测量与人才选拔. 海口：南海出版社，2004. 第四章 面试. 

2. 王垒著．实用人事测量.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第十五章 基于情境的测验. 

十一章 面向高绩效管理的测验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学习并掌握“面向高绩效管理的测验”所包含的 10 个工具的使用

方法。 

学时分配：两学时 

第一节 人际敏感能力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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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说明 

1. “人际敏感能力测验”是一个测查管理者一般沟通常识的测验。 

2. 它包括 80个陈述题目，均以现实生活和管理中的现象为内容。 

3. 描述常见的人际关系，反映了生活、工作中常见的恰当和不恰当的沟通概念和行为，考
察关于正确的言语或非言语沟通的方法或概念，对思想、情感、事实的表达提供了参考。 

二、分数评价 

该测验把原始分转换为标准分后，按“很低”到“很高”五个等级给出评价。 

三、参考 

本测验是以生活、工作实例为内容建立起来的，由于它十分接近真实情境，因此对预测被测者

的真实人际技巧有较高的效度。 

样题举例 

第二节 管理变革测验 

一、一般说明 

本测验是用来帮助管理者了解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对企业组织中引人的变革，以及有关引人变革

的方法有正确的了解。 

二、分数评价 

1. 分数的评价是基于对近 2千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管理者进行测试得到的常模。 

2. 其标准分是最后依据统计学规律得到的转换分数，实际上是百分等级。 

三、参考 

1. 有关的人员通常会抵触变革，因为他们不理解变革的目的。 

2. 一旦声明要开始一项变革，应向变革所涉及到的人最大限度地提供信息。 

3. 如果有关人员知道管理是要不断寻求变革，他们会更倾向于接受变革。 

4. 如果变革被看作是基于个人抱负，则往往会受到抵触。 

5. 如果员工因他们额外的工作得到奖赏，则会工作得更好。 

样题举例 

第三节 团队指导技能测验 

一、一般说明 

1. 本测验是用来帮助管理者检查自己是否了解对自己所在团队的成员进行指导的正确知识
和方法。 

2. 这个测验强调进行指导的具体的方法和一般常识，而不是理论。 

3. 涉及内容包括绩效评估、绩效标准、指导面谈与培训。 

二、分数评价 

1. 分数的评价是基于对近 2千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管理者进行测试得到的常模。 

2. 其标准分是最后依据统计学规律得到的转换分数，实际上是百分等级。 

3. 该测验把原始分转换为标准分后，按“很低”到“很高”五个等级给出评价。 

三、参考 

1. 最理想的是，管理者了解下属的优缺点。 

2. 管理者不仅应指导下属的工作技能，而且要指导下属待人接物的人际社交技能。 

3. 指导的一个根本目的是要查出并说明造成不良绩效的所有原因。 

4. 如果管理者真正倾听下属的意见，下属会更多地发表自己的见解。 

5. 对下属的指导与对下属的评价应分开进行。 

6. 如果指导在正常的工作环境以外进行，通常效果会更好。 

7. 如果下属感到能自由而自信地与管理者交谈，下属的绩效往往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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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题举例 

第四节 自我实现测验 

一、一般说明 

1. 这个测验是帮助管理者了解自己有哪些需要尚未得到满足，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成为
行为的原因和驱动力量。 

2. 共有六个方面的需要：生物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关系归属的需要，尊重与自尊的需
要，独立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3. 整个测验由 28组题目。 

二、分数评价 

1. 该测验的常模是基于 6百多名来自不同国家的企业管理人员的测验结果制定的。 

2. 其标准分是最后依据统计学规律得到的转换分数，按照从 “很低”到“很高”五个等级

来评定。 

四、参考 

这个测验基本上是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设计的，用以考察管理者的需求定位，进而了

解其工作动机。 

样题举例 

第五节 人际关系管理测验 

一、一般说明 

本测验是用来帮助管理者了解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掌握对待他人的正确态度。这些关系涉及到上

级、同事、下属。 

二、分数评价 

1. 本测验是基于对近 2千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管理者进行测试建立起来的。 

1. 标准分是最后依据统计学规律得到的转换分数，采用百分等级。 

2. 该测验把原始分转换为标准分后，按“很低”到“很高”五个等级给出评价。 

三、参考 

1. 管理者应当签署所有的书面文件材料。 

2. 组织中会有相当一些少数派员工，他们有可能会给该企业带来麻烦。 

3. 管理者不应当参加部门性的社交活动。 

4. 员工之间的冲突常常是由他们的个性差异造成的。 

5. 管理者不应当忽视组织中盘根错节的关系。 

样题举例 

第六节 沟通技能测验 

一、一般说明 

1. 本测验是用来帮助管理者了解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掌握正确沟通的常识和方法。 

1. 内容涉及到与上级、同事、下属的沟通，下达命令，引人变革，语言及非语言沟通等
等。 

二、分数评价 

1. 本测验是基于对近 2千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管理者进行测试建立的。 

2. 标准分是最后依据统计学规律得到的转换分数，采用百分等级，再转换为从“很低”到
“很高”五个等级。 

三、参考 

1. 得到充分沟通和鼓励的员工，工作绩效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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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管理者向员工征求建议时，他的影响力往往会提高。 

3. 对工作条件的抱怨有时真正反映了员工受伤害的情感。 

4. 管理者应当从员工的角度来看待员工的抱怨意见。 

5. 在工作现场说话的音量反映了热情的程度。 

6. 最好的管理者听多于说。 

样题举例 

第七节 XYZ管理方式测验 

一、一般说明 

1. 本测验考察管理者的基本管理理念，它设计 X、Y、Z三种不同的对人类本性的假设。 

2. X假定：认为人类基本上是动物性的，是由生物冲动所驱使的，是为了追求金钱和物质满

足而生存的，它的基本交往模式是竞争。 

3. Y假定：认为人类的本性基本上是寻求自我实现，人的本性是善的，是由人性所驱使的，

它的基本交往模式是合作。 

4. Z假定：认为人类的本性基本上是理性的，它寻求理性并由理性所约束。人生来既不是善

的，也不是恶的，而是可能在后天影响下成为善的或恶的。人是由智慧所驱使的，它的基本交往

模式是独立。 

二、分数评价 

1. 本测验的常模是基于 6百多名来自不同国家的企业管理人员的测验结果制定的。 

2. 其标准分是最后依据统计学规律得到的转换分数，最后采用“很低”到“很高”五个等
级评定对不同假设的倾向程度。 

样题举例 

第八节 基本管理风格测验 

一、一般说明——潜在的理论背景 

1. 两种取向：工作取向和关系取向。 

2. 四种类型：高低不同的两种取向可形成四种不同的管理风格类型。 

二、分数评价 

1. 把所得的四种管理风格的分数合计起来，可看出各种风格的表现程度。 

2. 分数被转换为标准分，按“很低”到“很高”五个等级来解释。 

三、参考——四种管理风格的解释 

1. 分离式管理：工作取向和关系取向均较低 

2. 关系式管理：低工作取向和高关系取向。 

3. 治业式管理：高工作取向而低关系取向，注意力集中于工作，十分强调工作的完成。 

4. 整合式管理：既强调工作取向，又注重关系取向。 

样题举例 

第九节 管理情境技巧测验 

一、一般说明 

本测验帮助管理者鉴别 8种方式中哪种是在日常的管理实践中有效的或必要的。 

二、分数评价 

1. 将所得原始分数填人设计好的对照表，即可看到各方面的评定结果。 

2. 最后转换为标准分，再按“很低”到“很高”五个等级来评定。 

三、参考 

1. 执行式：执行式管理者同时具有高工作取向和高关系取向，而他们所工作的环境恰恰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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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采取这种方式，因此这种管理方式非常有效，这类管理者有较高绩效。 

2. 妥协式：妥协式管理者是那些在那种只适用于一种取向或者工作、关系取向都不适宜的
环境中同时采取高工作取向和高关系取向的管理者，因此他们的鼓励效果较差。 

3. 慈善式：实际上是慈善化的独裁式，这种管理者采取高工作取向和低关系取向，而他们
所处的环境恰恰适合这种管理方式，因而他们绩效很好，管理有效。 

4. 开发式：开发式管理者采用高关系取向和低工作取向，而他们所处的环境恰好适于这种
管理方式，因此这类管理效果很好。 

5. 传道式：传道式管理者采用高关系取向和低工作取向，但这种管理行为不适于其所处的
环境，因此管理效果很差。 

6. 独裁式：独裁式管理者采取高工作取向和低关系取向，而他们所处的环境不适于这种管
理方式，因而他们的管理效果很差。 

7. 官僚式：官僚式管理者采取低工作取向和低关系取向、而他们所处的环境适合于这种方
式，因此他们的管理有效果。 

8. 回避式：回避式管理者采取低工作取向和低关系取向，而他们所处的环境不适合于这种
方式，因此他们的管理效果很差。 

样题举例 

第十节 组织绩效测验 

一、一般说明 

这个测验是用来帮助管理者了解自己所处的企业组织及有关管理的绩效取向及实际产出效果

的。 

二、分数评价 

1. 本测验共有 80 个题目，均为是非判断类型，即判断每一个题目中的陈述是否符合个人情

况。 

2. 分数被转换为标准分，采用标准 10，再按“很低”到“很高”五个等级评定。 

三、参考——各维度内容 

1. 下属关系：在多大程度上认为上级管理者运用绩效和效率作为管理的方法。 

2. 上级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对下级运用绩效取向的方法。 

3. 同事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与同事的关系促进绩效产出。 

4. 权威定位：在多大程度上管理者对具体职位上的权威做出正确的清晰准确的定位和理
解。 

5. 资源：在多大程度上运用充分的资源实现高绩效产出。 

6. 产出氛围：在多大程度上所处的环境适宜于高绩效取向。 

7. 产出效益：在多大程度上绩效取向具有潜在的效益。 

8. 有效管理信息：在多大程度上管理信息系统被认为是恰当的、可满足需要的。 

样题举例 

作业： 

1. 讨论高绩效管理的有关测验包括哪些测量工具？ 

2. 如何有效实施面向高绩效管理的测验？ 

拓展阅读材料： 

1. 车宏生. 心理测量与人才选拔. 海口：南海出版社，2004. 第三章 纸笔测验. 

2. 王垒著．实用人事测量.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第十六章 面向高绩效管理的测

验. 

第十二章 人事测量工具的组合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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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并掌握人事测量工具的组合基本原理和内容。 

学时分配：两学时 

第一节 测验组合设计的含义 

一、测验组合设计的目的 

1. 各种测评技术和测验工具都各有所长。它们的功能不同，适用对象和解释范围不同。 

2. 需要针对组织的需求，适应个人、组织和职位的特点，通过测验专家对各种测验技术和工
具的熟练把握、灵活运用，选择出最全面、有效的测验组合。 

3. 对基本测验的组合运用即是评价系统的高级功能。 

二、评价系统的深度使用 

1. 评价系统的高级功能是指对该系统的深度使用，从而可达到的更具综合性、复杂性更具有
应用价值的功能。 

2. 深度使用的思路包括：测验本身能用于那些更为复杂的目的？不同测验相互结合能产生什
么新的贡献等。 

3. 这些高级功能是设计测验组合方案的指导原则。 

第二节 企业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评价系统回顾 

一、企业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评价系统 

1. 个性品质测验。 

2. 职业适应性测验 

3. 能力测验。 

4. 组织行为评估。 

5. 情境模拟测验。 

6. 面向高级绩效的开发测验。 

样例：企业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评价各项工具的汇总表。 

二、企业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评价系统的特点： 

1. 客观性：剔除会受评估人员主观影响的不可靠的参照标准，把应试者放在平等的地位进行
比较。 

2. 标准化：指进行测验时限定条件和程序的一致性。 

3. 常模：是一大批与求职者相似的被测验者在该测验中所得分数的分配。把这一分配作为测
量求职者分数的标准化样本，用来确定他们在被测能力方面的相对水平。通常使用的测验常模有百

分比常模和标准分布常模两种。 

4. 信度：也称可靠性，是指测验分数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5. 效度：指一个测验在测量某项心理特征时所具有的正确程度。 

第三节 测验的组合和设计论证 

一、一般程序 

1. 确定考评目的 

(1) 为人事测量具体方案的设计指明了方向。 

(2) 确立后期对测量目标、效果进行评估监控的依据。 

2. 需求分析 

(1) 需求分析建立在在对施行人事测量的企业有全面、深入的认识基础。 

(2) 人员素质考核因素是整个人事测量的技术性考核目标，考核因素是否全面、敏感、有效
决定了整体人事测量工作的质量和可实现价值。，所以要求人员素质的考核因素必须反映：企业文

化和理念的要求岗位工作的要求岗位职责的要求个人可发展性的要求适应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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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人员素质考核的内容：个性品质职业适应性；技能资格认证水平；基本能力；职业能力；
管理技能。 

(4) 需求分析的步骤： 

a 工作分析之上，具体确定每一职位所要求的能力、个性品质以及职业适应性和匹配度这

三方面的要点。 

b 构建各个要点之间的整合关系。 

c 围绕上述分析得出的考评要素组织测验项目。  

3. 测验手段：简述各个测验项目的功能，采用的理由。 

4. 预期结果：从直接的分数报告到对后期工作的指导意义以及对更大范围员工的影响均应提
及。 

5. 实施过程：具体实施的程序，及有关时间、地点等细节工作的安排、落实。 

6. 考评时间：每项测验的时间长短及具体的时段安排。 

7. 费用预算或报价 

二、论证技巧 

1. 要紧扣目的。 

2. 要有逻辑性，体现合理性。 

3. 结合企业的经营理念、文化追求来论证，体现量体裁衣的服务品位 

4. 充分肯定企业/客户需求的重要性、迫切性和正当性，在认识上体现共识。 

三、测验组合原则 

1. 以满足企业/客户方的要求为目的，充分体现对该需求的呼应 

2. 以工作分析为基础，突出重点，全面考评 

3. 以对企业或职位来说十分关键的素质作为评估重点，考虑经济原则 

4. 以能力、个性评估、职业适应性（动机、需求、兴趣）三大块为基本测评内容。 

作业： 

1. 为什么要进行测验组合？ 

2. 企业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评价系统包括哪些内容？有什么特点？ 

3. 讨论如何进行测验组合？应该遵循什么原则/ 

拓展阅读材料： 

1. 车宏生. 心理测量与人才选拔. 海口：南海出版社，2004. 第六章 评价中心. 

2. 王垒著．实用人事测量.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第十七章 人事测量的组合原理. 

第十三章 针对不同管理目的的人事测量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针对不同管理目的的人事测量主要理论，掌握招聘、培训、开

发、晋升等不同管理目的所使用的具体人事测量的方法和操作。 

学时分配：两学时 

第一节   用于招聘的测验组合设计 

一、招聘操作概述 

1. 功能： 

(1) 为组织不断充实新生力量，实现组织内部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组织扩大经营规模和
调整生产结构提供人力资源上的可靠保证。 

(2) 减少人员流动。因为所甄选录用的人才都能胜任工作并对所从事的工作感到满意。 

(3) 减少人员初始培训与能力开发的开支。 

(4) 管理活动更多地放在使良好的员工变得更好上，而不是将太多管理时间放在使一些不够
称职的员工变得好一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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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征： 

(1) 甄选录用程序是标准化的，每位通过甄选系统的人都经历同样数量和类型的选拔程序。 

(2) 甄选录用系统以有效的顺序排列各种程序。 

(3) 甄选录用系统能提供明确的、客观可靠的决策点。 

(4) 甄选录用系统能保证充分容纳确定求职者是否胜任工作所必需的信息。 

(5) 甄选录用系统可防止在了解求职者背景情况时出现预料之外的重复。 

(6) 甄选录用系统能更突出求职者背景情况中的最重要方面，设计一个有效的 甄选录用

系统就能按照需要多次包容重要方面的情况。 

(7) 甄选录用系统在提供有关工作和组织的信息时能消除不必要的重复。 

二、应用于招聘的人事测量 

1. 测量内容： 

(1) 对应试人员能力特征的诊断及发展潜能的预测。  

(2) 对应试者个性品质及职业兴趣进行测定。  

(3) 情境模拟法是一种在控制的情境模拟状态下进行的练习，在行为模拟过程中，求职者表
现出与组织目标方面相关的行为。 

2. 人员选拔策略 

(1) 择优策略：指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所有应聘人员的情况，从能力、性格、动机、兴趣等

各个角度和层次上做广泛测查，依据职位要求综合性地评估各人的优势水平、与职位要求的匹配程

度，选择综合优势靠前的人员。 

(2) 劣汰策略：指依据职位的要求定出从业人员所必须具备的能力上的基线水平，通过能

力测验筛选出能力达不到基本要求的人员。 

3. 录用的决策时，人事测量数据的使用建议： 

(1) 通过专门的人事测评小组或评价员会议对测评数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 

(2) 一旦对所有的评价维度都做出了综合评价，每个评价员都要复查这种“维度形象”，并
对该求职者的总的情况做一评价小结。 

样例：测验组合设计范例 

第二节 用于培训和开发的测验组合设计 

一、培训与开发操作概述 

1. 内涵：组织通过学习、训导的手段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知识水平和潜能发挥，最大限度
地使员工的个人素质与工作需求相匹配，进而促进员工现在和将来的工作绩效的提高。 

2. 目的： 

(1) 提高员工的工作能力，增强组织或个人的应变和适应能力。 

(2) 提高和增强组织企业员工对组织的认同和归属。 

(3) 培训和开发是企业的义务和责任，接受教育培训是职工的权利。 

3. 培训与开发的操作模式 

第一阶段：培训与开发的需要分析和评价 

第二阶段：培训与开发的实施 

第三阶段：培训效果的评估 

第四阶段：培训目标的达成阶段 

第五阶段：培训与开发的反馈。 

4. 培训与开发的需求分析 

(1) 组织的需求分析。 

(2) 工作任务的需求分析。 

(3) 人员需求分析：包括人员的能力、素质和技能分析；针对工作绩效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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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培训训与开发的操作要素 

(1) 确定培训的水平或层次 

(2) 明确落实实施培训的责任 

(3) 培训的内容要求 

(4) 确定培训的评价方法 

6. 培训的操作实施原则 

(1) 培训的激励原则 

(2) 认识个体差异的存在 

(3) 在培训中要创造实践的条件 

(4) 培训过程中的反馈和强化 

(5) 设置明确的培训目标 

二、应用于培训开发的人事测量 

1. 作为培训与开发需求分析的必要工具。 

2. 为培训的内容设计提供依据。 

3. 用于培训实施中的目标管理 

4. 用于培训效果的评价 

第三节 用于晋升的测验组合设计 

一、晋升操作概要 

所谓晋升，是指职员转入职责或职权更大的，威信和声誉更高的，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更

多，相应工资待遇更好的职务工作。 

1. 晋升的标准：候选人是否能够承担晋升所达到的职位的职务工作标准，以及是否满足完成
职务所需要的能力要求。 

2. 晋升考评体系以及人事测量的运用 

(1) 原理：建立标准化的、有预测力的考评体系，将候选人的考评结果从高到低排序，以

数据来作为晋升的主要依据。 

(2) 应用程序： 

a 按岗位进行工作分析 

b 选取相关的预测因子 

c 实施考评 

二、应用于晋升的人事测量 

1. 基层主管人员的晋升选拔——候选人的品质  

(1) 管理意识 

(2) 智力 

(3) 分析能力 

(4) 信息沟通能力 

(5) 正直 

2. 中层和上层主管人员的晋升选拔——选用测量工具  

(1) 管理人员人格测验 

(2) 情境模拟测验。 

(3) 面向高绩效的管理开发系列测验。 

第四节 用于考核的测验组合设计 

一、考核操作概述 

人事考核的概念从内涵上说是对人或事的评价。从外延上说，人事考核就是有目的、有组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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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常工作中的人进行观察，记录、分析和评价。 

1. 人事考核的内容 

成绩考核与业绩考核能力考核态度考核潜力测评与能力开发 

2. 人事考核与人事测量的比较  

(1) 人事考核是企业内的管理活动；而人员心理测评等活动，只是一种咨询诊断工作。 

(2) 人事考核是一种例常性制度，为企业经营战略服务，为企业人事管理服务；人员心理测
评等活动通常是帮助企业招聘、选拔、录用、评价和开发人才，可根据某个企业或组织的临时性要

求从外部帮助企业。 

(3) 人事考核是对日常工作中的人进行评价，根据事实和职务工作要求，考核人 对组织的

实际贡献，强调人的特殊性；人员心理测评则依据“客观量表”、“统计分析”，对人本身的属性

进行评价，分出优劣，强调人的共性。 

(4) 人事考核在对人的评价过程中包含对人的管理、监督、指导、教育、激励、 和帮助等

功能；而人员心理测评不具有这些功能，测评活动本身要求“中立”，测评过程开始到结束，不对

被测评对象的行为发生实质性的影响。 

(5) 人事考核与人员心理测评同是作为评价人的方法，二者是不矛盾、不相互排斥的。 

二、应用于考核的人事测量 

1. 人事测量在考核中的应用 

(1) 适用心理测评，丰富考核科目  

(2) 能力测验作为潜能考核的重要手段  

2. 用于考核的心理测验设计原则 

(1) 多项能力测验管理数量分析能力测验预测管理潜力 

(2) 管理逻辑推理能力测验 

(3) 公文筐测验 

(4) 小组讨论 

(5) 面向高绩效的管理潜能开发测验 

第五节 用于激励的测验组合设计 

一、激励操作概述 

1. 员工激励是组织中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其核心就是如何利用有效的激励措施以及建立科学、合理、规范的激励制度来激发人的工
作积极性和提高人在工作中的满意度，进而保证较高的工作绩效。 

3. 激励的实质就在于如何利用有效的外在刺激去激发人的内在动机，达到激发潜能，发挥能
力、努力工作，达到组织目标的目的。 

二、应用于激励设计的人事测量 

1. 人事测量在激励制度中的应用 

通过心理测验了解员工内心的需求趋势、动机水平构成，针对性地建立组织的激励制度。 

2. 用于激励的测验组合原则 

测验组合设计立足于员工的动机、需求、兴趣、价值取向这几方面。 

作业： 

1. 什么是应用于招聘的人事测量？有哪些特点？ 

2. 讨论如何对培训和开发的测验组合进行设计？ 

3. 晋升的人事测量包括哪些部分？ 

4. 如何区别人事考核与人事测量？ 

拓展阅读材料： 

1. 王垒. 人力资源管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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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垒著．实用人事测量.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第十八章 针对不同管理目的的

人事测量. 

第十四章 针对不同对象的人事测量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针对不同对象的人事测量的基本内容，掌握

各种测验组合的设计和实施。 

学时分配：两学时 

第一节 用于个体层次的测验组合设计 

一、个体性评估服务 

1. 能力结构诊断 

(1) 基本能力评估：多种能力倾向测验 

(2) 综合能力考评：沟通能力测验、逻辑推理测试、公文筐测验和小组讨论（情境模拟测验） 
(3) 职业经理人：面向高绩效的管理潜能开发系列测验。 

2. 个性特征描述 

(1) 个性作描述：卡特尔 16种人格测验 

(2) 行为倾向作预测：DISC测验是必须完成的测验 

3. 性向定位 

(1) 个人的兴趣取向：职业兴趣测验 

(2) 动机需求模式：生活特性问卷、需求测试 

(3) 价值观取向：价值观评定 

二、企业的少数个人评估 

1. 低表面效度的测验：能力测验、行为模拟 

2. 有可相互参照检验维量的测验：职业兴趣测验和价值观取向测验配合使用；个性测验、动
机需求测验配合使用 

3. 在测验指导语中解释消除应试者顾虑，强调真实作答的必要性。 

4. 人事测量实施者应以客观的第三方角色出现，要求应试者的重要关系人回避。 

第二节 用于团体层次的测验组合设计 

一、目的 

帮助企业解决在人力资源管理或改革中遇到的问题，问题所在便是测评的内容所在。 

二、方法 

测验实施中采用集体测验的形式，在相同的时间、场地内所有人员同时测验。 

三、对象 

企业的在职员工，在测验的同时，还必须完成日常的工作，因此选用测验的项目不宜多，最好

在半天之内完成，或分阶段（几个半天）完成。 

第三节 用于组织层次的测验组合设计 

一、组合原则 

1. 测验必须是较为简洁短小、操作方便的测验。 

2. 测验适用目的应与研究目的一致。 

3. 需要做多个测验的可分成几次完成，但测验都必须相对短小简洁。 

样例：激励因素调查案例 

作业： 

1. 用于个体层次的测验组合包括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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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论如何进行针对团体层次的测验组合设计？ 

拓展阅读材料： 

1. 王垒. 人力资源管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 王垒著．实用人事测量.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第十九章 针对不同对象的人事

测量. 

第十五章 针对企业特征和需求的人事测量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针对企业特征和需求的人事测量组合设计的基本概念和理论，

掌握针对企业特征和需求的人事测量的设计和实施方法、步骤。 

学时分配：两学时 

第一节 针对不同行业特征的测验组合设计 

一、针对企业行业特征的组合分析 

1. 行业性质的不同，都有它各自的行业特点和规范，这种行业规范就反映了对从业人员在能
力、个性特征、适宜的动机需求结构等方面的要求。 

2. 对不同行业人员的测评内容和考查因素都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在测验设计上应反映出行业
的特点。 

3. 不同行业的发展水平不同，管理规范程度不同，也可能影响对从业人员的水平要求。 

4. 行业背景因素应在测验设计中予以考虑，可适用有适宜难度的测验，或针对性地设定适宜
的考查选拔标准。  

二、测验设计范例 

1. 客户背景： 

(1) 委托客户是某国大型集团公司，从事文化产业。 

(2) 是一个以投资、管理为主题，以资本运营为纽带，依托高科技、高知识含量的文化产业
集团。 

(3) 最局影响力的业务项目是策划组织具有重大的纪念意义和广泛策动力的庆祝活动。 

2. 测验的目的： 

考评中层管理职位的应聘人员的思维分析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个性特征及个人的动机水平，

为正确合理地选拔优秀人才提供科学的参考意见。 

3. 需求分析和论证 

对上述中层管理职位，我们首先做了详细的职位分析，无论是策划人员还是管理人员，必须具

备： 

(1) 良好的心理素质：优秀的管理、策划人员必须具备良好的个性品质和心理健康水平，这
是具有多方面的业务开拓和环境适应能力的前提，尤其是锐意开拓、善于创新、精于决策、乐于负

责等心理素质 

(2) 熟练的管理技能和良好的合作能力、领导能力：管理人员必须具备综合管理技能，尤其
要有与职位要求相符合的组织、协调、监督、操作等管理技能和严谨有序、积极合作的工作风格，

讲究领导艺术，符合该集团的形象追求。 

(3) 敏捷的思维创意和文字能力：好的“点子”往往来自于敏锐的思维推理和分析、灵活多
样的思维模式，也是较强的语言驾驭能力的前提。  

4. 测评手段 

(1) 个性品质测验 

a 卡特尔 16种人格因素测验：系统了解应试者的人格特征。预测应试者的工作稳定性、工作

效率、压力承受能力等。从整体上把握个体的性格特征。 

b DISC个性测验：从服从性、影响力、稳定性、控制力等方面对人进行描述，以了解应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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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领导素质以及情绪的稳定性等，并综合分析其优劣势所在和适宜的工作环境。 

c 生活特性问卷：了解应试者的工作动机模式和强弱程度（包括成就动机、权利动机、风险
取向、人际亲和等）。 

(2) 管理能力测验 

小组讨论（现场录像）：是一种情景测验，通过实际观察应试者参予模拟专题讨论过程中的行

为表现，评估其组织能力、分析洞察力、综合协调能力及在团队意识、人际合作、成熟度方面的表

现，同时可对其情绪控制力、口头表达能力、团队协调和应变、引导能力进行直接评价。 

(3) 思维测验 

语言逻辑分析测验：通过上下文的语义分析进行逻辑推理，对个体的一般推理能力和言语理解

能力进行评估。有助于了解应试者思维的严密性、发散性和思维的灵敏程度。 

5. 测评结果 

(1) 对各应试者的个性特点、弱点、成就动机和组织沟通能力作出具体描述，评定其能力和
心理素质与应聘职位的匹配程度，对可发展的潜力和适宜的发展方向作出专家解释。 

(2) 对管理人员的选拔和培训提供参考意见。 

(3) 通过应用心理测评手段，提高人力资源开发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对 推进人事管理的科

学化、现代化是一个有利的尝试。 

(4) 加强企业员工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的紧迫感，激励员工实现更大的自我价值。 

第二节 针对企业其他特征的测验组合设计 

一、针对企业规模特征的组合分析 

1. 规模小的企业： 

(1) 企业组织结构简单，层次少，组织成员少，往往人事管理职能不完善。 

(2) 对这类企业的应用测评可在基础的人事职能上做一些替代性的工作。 

(3) 在测验设计上应面向个人做比较详细的测查，必要时可做包括面试在内的一整套人员甄
选程序。 

(4) 对小规模企业一般不做团体层次或组织层次的测评。 

2. 规模大的企业 

(1) 组织结构复杂，人员数量大，人事管理系统比较健全。 

(2) 需要通过测评来收集一些辅助性的信息为制定有效激励政策提供参考。 

(3) 测查团队绩效和团队健康度，为实现高效的团队合作和提高团队成长力服务。 

二、针对企业文化特征的组合分析 

1. 企业文化： 

(1) 企业文化是企业中长期形成的共同思想、作风、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是一种具有企业
个性的信念和行为风格。 

(2) 企业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它把经济活动中最具有能动性和可塑性的
人放在重要的地位，重视人的因素、人的管理、人的塑造，强调心灵的感召和情感的凝聚。 

(3) 企业文化一经形成，便对企业的管理方式发生直接的作用。 

(4) 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的根本理念与经营方针的出发点和依据。 

(5) 企业文化代表了全体企业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追求，与企业文化相和谐的思想和方
法对员工来说更易于接受，也能更有效地影响员工。 

2. 针对不同企业文化进行相应测验设计 

(1) 根据不同企业文化对性地使用不同内容的测验，使测评的结果更有实用性和应用价值。 

(2) 家庭式企业文化：测验设计重在考查员工的团队健康度和团队合作绩效，以及员工的成
就动机、亲和动机强度，这些方面的数据有助于企业对员工进行合理的教育、安置和团队组合。 

(3) 效率管理型企业文化：测验设计重在考查员工的个人技术水平和开发创造力，同时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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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的科层意识，中等以上的科层意识适于严格规范化的管理模式。 

作业： 

1. 讨论如何针对不同行业制定测量方案？ 

2. 简述对不同规模的企业如何制定测量方案？ 

3. 什么是企业文化？如何针对企业文化进行测验设计？ 

拓展阅读材料： 

1. 车宏生. 心理测量与人才选拔. 海口：南海出版社，2004. 第六章 评价中心. 

2. 王垒著．实用人事测量.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第二十章 针对企业特征和需求

的测验. 

第十六章 人事测量结果的报告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掌握不同人事测量报告的撰写格式、评价方法和技巧。 

学时分配：两学时 

第一节 个人报告的撰写 

一、格式 

1. 写明测评机构的名称和测评时间 

2. 写明被试的个人信息： 

包括考号、姓名、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务等，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取舍。 

3. 注明测评项目： 

要根据被试进行各项测验的先后顺序或其它顺序标明各个测评项目，每个被试接收测验的数量

和种类可能不一样，要根据真实情况填写。 

4. 测评结果：指的是各项测验的结果图表等，不包含书面解释。 

5. 结果分析：指的是各个测验的书面解释。 

6. 总评： 

针对该被试各项测验的综合情况和测评的目的需求，评价该被试的优势和不足，需要提高的方

面以及适合发展的方向。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7. 复核意见： 

此意见一般由专家来填写，仔细检查报告的准确性，有无明显的漏洞，并针对报告撰写人的工

作进行评价。 

8. 报告撰写人和复核人及日期 

在报告上注明报告撰写人和复核人的姓名及日期。拿到报告的委托方和个人可以就任何不明白

的地方向报告撰写人进行咨询。 

一、 评价的方法和技巧 

1. 总评方法 

(1) 通读、研究测评结果，注意看应试者的得分体现出他在哪些维度上有优势，哪些维度

上不足，形成对个体特征构成的形象认识。 

(2) 针对应试者接受测评的目的，在相关方面上做概括性论述，阐明其个体特征对其追求

的目标而言有何优劣势，并提出可行性建议，有助于其目标的达成。 

2. 总评技巧 

(1) 总评难度大，对评审人员的要求高，为保证测验解释的质量，在总评时应注意以下几方
面，以保证做出公正、客观的评议。 

(2) 宽容倾向或严厉倾向，要严格依据分数解释标准来评议，不可过分宽容或过分严厉。 

(3) 极端化倾向或中心化倾向，以偏盖全倾向，即所谓一错百错，一好百好，缺乏对事实的
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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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逻辑推断倾向，即不是始终按测验所得结果进行评议，而是进行逻辑判断，譬如，某人
有知识，就推断他一定具有判断力。主要原因是缺乏对各项考核要素的充分理解。 

(5) 好恶倾向，即评审人员在自己喜欢的方面、得意的方面，考核就严，自己讨厌的方面，
自己不擅长的方面考核就宽，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 

(6) 避免“联想效应”，“联想效应”又称“晕轮效应”，即因为在某一方面表现好或者坏，
受此影响就对此人的其他方面给予过高或过低评价，而不是依据事实对应试者作客观的评价。 

3. 复核的方法 

(1) 复核人的工作可依据如下步骤进行： 

a 首先要判别报告撰写人对应试者的总体评价是否全面、准确、中肯，是否出现前后矛盾； 

b 其次是检查各项解释是否客观、贴切和适当，对偏颇之处提出修改意见； 

c 最后对总评中不全面之处做补充，对于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应提出强调。查实应试者是

否存在掩饰作假的可能。 

(2) 复核还应包括对报告行文、错别字以及标点使用正误的检查。 

(3) 复核人应当是具有丰富经验的人事测量专家，但如果没有顾问咨询条件的话，可以组成
多人复核小组，按复核方法要求的步骤多人穿插配合进行。 

样例：个人报告 

第二节 总体报告的撰写 

一、格式 

1. 测查的设计 

(1) 介绍测查内容，包括使用的测验工具的介绍，测查的对象说明，测查的目的和预期结果。 
(2) 对测查指标加以说明，包括各维量的理论分值区间，测验维量所涵盖的主要内容，分数

的解释。 

2. 团体测查结果 

(1) 描述接受测查的对象的级别层次、部门、数量等一般情况。 

(2) 对各项测验结果的数据分布特点、统计结果的含义加以概括说明。 

(3) 将有可比性或有比较价值的两个或多个不同的群体进行特别考察，对他们在所测的共同
项上加以比较，在方法上根据需要可使用多种推论统计方法。 

(4) 进一步说明比较的结果，内容包括不同群体存在何种，分数的差异大小、显著性检验结
果，和由此可推论的结论。 

(5) 分数分布分析。为了直接地观察、分析测查结果，将各个测验维量的分数制成分布图。
更重要的是对各分布图进行解释，说明分布特征所反映的问题和情况。 

3. 讨论与分析 

(1) 对员工在各项测验指标上的得分特点所反映的现状加以概括说明。 

(2) 对存在趋势或现状水平与公司文化追求或管理目标进行比较，说明差距或解释原因。 

(3) 对上述现状或问题在人力资源管理乃至组织的经营管理上重要性加以说明，提出在人事
管理、激励政策、培训教育或文化建设等多方面的建议。 

(4) 建议可包括提出需要特别谨慎处理的问题、对难度较大的问题的处理办法、对需要加强
培训和训练的方面等。 

4、附录（表、图） 

将报告内容中所涉及的所有数据表格和分布图按顺序编号排列，附在报告正文之后，供阅读者

参考。 

二、分析与讨论的技巧 

1. 在描述基础上进行逻辑分析或判断 

2. 侧重揭示心理状态或行为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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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仅注重对单一维量的分析，而且重视对过程和维量相互关系的分析 

作业： 

1. 如何撰写个人测量报告？ 

2. 讨论如何为企业撰写总体人事测量评价报告？ 

拓展阅读材料： 

1. 车宏生. 心理测量与人才选拔. 海口：南海出版社，2004. 第六章 评价中心面试. 

2. 王垒著．实用人事测量.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第二十二章 人事测量结果的报

告.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人事测量概论 2  

2 人事测量工具的建立 2  

3 人事测量在现实中的应用 2  

4 个性品质测验 2  

5 职业适应性测验 2  

6 能力测验 2  

7 基本调查 2  

8 基于情景的测验——公文筐测验 2  

9 基于情境的测验：无领导小组讨论 2  

10 基于情境的测验：结构化面试 2  

11 面向高绩效管理的测验 2  

12 人事测量工具的组合原理 2  

13 针对不同管理目的的人事测量 2  

14 针对不同对象的人事测量 2  

15 针对企业特征和需求的人事测量 2  

16 人事测量结果的报告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心理测量 心理统计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能力测验 品质测验 。 

难点：测验报告的编写。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学生报告。 

3.请测评公司人员来讲座。 

4.到测评公司参观。 

5.学生上机操作测验。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 

实验室的测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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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到测评公司参观 2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写论文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论文占 70％。 

7、作业要求： 

三到四次小组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实务性强的教材，有助于学生掌握具体的操作方法。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王垒著．实用人事测量.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二）推荐参考书 

1. 车宏生. 心理测量与人才选拔. 海口：南海出版社，2004 

2. 陈绍建．心理测量. 北京：时代文化出版公司，1994 

3. 鲁袭、高欣、马永生编译. 评价中心——人才测评的组织与方法.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1 

4. 徐升华等著. 人才测评. 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0 

5. 郑日昌，蔡永红，周益群．心理测量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6. George C. Thornton III, 1992, Assessment Centers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7. Paul Jansen, Ferry de Jongh, 1997, Assessment Centres : A Practical Handbook, John 
Wiley & Sons. 

执笔：李林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2日 

 

领导心理学 
Leadership Psychology  

课程号：4230202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心理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从中西方领导者的实际出发，对领导心理的许多

重要理论进行了探讨，力求做到科学性、系统性与实用性相结合。通过教与学的一系列活动,使学

生形成”以人为中心”的现代管理核心观念,掌握领导科学的基本理论,培养科学领导的思维方法与

技巧.学习的重点在于掌握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培养运用知识指导工作实践的能

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第一章 领导心理概述 

本章教学目的和重点、难点： 

1．深刻理解不同时期的领导论。 

2．正确理解领导与领导者概念的内涵及其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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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解领导职责的两重性及领导者的作用。 

4．正确区分与领导相关的一些问题。 

课时分配：2课时  

第一节 领导现象与不同时期的领导论 

一、 领导现象 

任何人类聚集的地方都有领导现象的存在。 

二、 不同历史时期的领导论 

对于领导现象的关心是从人类文化史发端时就同时存在的。现概述几种不同历史时期的领导

论： 

（一） 柏拉图的领导论 

理想的领导者必须是由贤王哲人称王治国。 

（二） 罗马时代的领导论 

不管是法律，还是土建工程，虽然有形式或本质上的不同，但这些全都是统治世界的手段，是

法律手段，土建手段的统治。 

（三） 中世纪的领导论 

中世纪的领导论其实质是神权与王权的领导。 

（四） 文艺复兴时期的领导论 

要根据领导者个人的权谋技术和力量来左右政治。君主就是那种在业已没有普遍性安定的令人

难以预料的急剧变化的社会中，仅仅凭借个人力量和智谋来应付变化的领导者。 

（五） 马克思 韦伯的统治类型 

统治是一个或几个“统治者”对另外的一个或几个“被统治者"发号施令，对被统治者的行动

影响的过程。 

韦伯将统治结构类型分为：合法统治（Legale Herschaft）；传统统治（Traditionale 

Herschaft）；神权统治（Charismatische Herschaft）。 

（六）《伟人论》的领导论 

领导行为的有效性的因素是伟人。 

（七） 环境决定论的领导论 

    首脑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和现实环境的限制去“创造”历史。 

第二节 领导与领导者的概念 

一 、领导的界定 

在过去的 50年中，发展出超过 65种不同的分类系统来定义领导的维度（Fleishman等，1991）。

其中的一个分类系统，直接与我们的讨论相关的，是 Bass（1990，11-20页）提出的框架。他建议

一些定义应将领导视为群体发展过程的焦点 。其他一些理论将领导定义为领导者给组织带来变革

的行为或行动。 

虽然有多种途径来对领导进行界定，但有几个成分是领导的核心。它们是（a）领导是一个过

程，（b）领导包括影响，（c）领导发生在一个群体情境中，和（d）领导包括目标实现。基于这些

成份，我们给领导如下的定义。领导是一个个人影响一个群体去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的过程。 

将领导界定为一个过程意味着它不是一个特质，而是发生在领导和其追随者之间的事件。 影

响力是领导者的必备要素。没有影响力，领导就不存在。 

领导包括对目标的关注。这意味着领导必须涉及指导一群个体去实现一些任务或目标。领导将

他们的能量用在那些努力去共同实现一些事情的个体身上。因为，领导发生在个体为同一目标行事

的情境中，并在这种情境中发挥作用。 

二 、 领导者的概念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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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是一个被委派到某一职位上具有职权、责任和义务来完成组织目标与目的的人。 

那些从事领导活动的人将被视为领导，而那些领导所指导的人将被视为追随者。领导者和追随

者都共同投身于领导过程中。领导者需要追随者，追随者也需要领导者（Burns,1978；Jagoo 1982；

Heller & Van Til, 1983； Hollander,1992）。虽然领导者和追随者紧密相连，但领导者发动领导，

创造沟通的连接，并承担维持领导的责任。 

 与领导相关的几个问题 

除了定义的问题之外，讨论与领导的本质相关的几个问题也是重要的。在这节我们将论述如下

一些问题：领导作为一种特质与领导作为一个过程存在怎样的区别；任命的领导与自发出现的领导

有怎样的区别；以及权力、强制和管理与领导有怎样的区别。 

一 、特质与过程领导 

我们都听过诸如“他生来就是个领导”或“他是一个天生的领导”之类的陈述。这些陈述通

常是由那些持特质观点的人表达的，特质观点认为某些人具有特殊的固有的或天生的特质或特

性，这使他们成为领导，并且这些特质或特性使他们区别于非领导者。一些用于确定领导者的个

人特质包括生理特点（如高度），人格特征（如外向）和能力特质（如雄辩）（Bryman,1992）。  

将领导描述为特质与将其描述为过程是非常不同的 。两种理论的差异在于特质理论将领导视

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程度上所具有的资产或一系列资产（Jago,1982）。 而过程理论认为领导是存

在于情境中的一个现象，这使得领导适合于任何人。作为一个过程，领导可以在领导行为中观察

到（Jago,1982），并且是可以学习的事物。  

二、 指定的与自发出现的领导 

一些人成为领导是因为他们在组织中具有正式的职位，而另一些成为领导则是因为团体的其

他成员对其的反应方式。这两种普通的领导形式分别被称为指定的领导和自发出现的领导。基于

在组织中拥有某个职位的领导被称为指定的领导。团队领导，工厂领导，部门领导，总监和行政

官员都是指定领导的样例。 

但在一个具体的情境中，被指定担任领导岗位的人并不总是成为真正的领导。如果一个人被

其他人认为是组织或群体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成员，无论这个人的工作头衔是什么，这个人都会成

为自发出现的领导。  

三 、领导和权力 

权力的概念与领导是相联系的，因为它是影响领导过程的一部分。权力是产生影响的能力或

可能性。当人们具有影响他人的信念、态度和行动方向的能力时，他们就具有权力。  

French和 Reven确定了五个普遍和重要的权力类型：（a）报偿，（b）强制（c）理性（d）

指示，和（e）专家。这几种权力的每一种类型都增强了领导影响他人态度、价值观和行为的能力。 

讨论领导时，领导常常会被描述为权力的控制者，是支配其他人的个体。在这种情形下，权力

被视为一个领导者用于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与这种权力观点相反，Burns(1978)从关系的角度来

强调权力。Burns认为权力不是领导用于达成他们自己目标的实体，而是发生在关系之中，并且应

该被领导者和追随者用于实现他们共同的目标。 

四 、领导和强制 

强制是领导具有的多种权力类型中的一种。强制包括使用力量来影响变革。这意味着领导通

过在工作环境中操控惩罚和报偿以影响他人去做某事。强制通常包括使用威胁、惩罚和负性报

偿。德国的希特勒和德克萨斯州维可的 David Koresch都是使用强制的经典例子，他们两者都使用

权力进行错误的行为。 

对强制和领导进行区分是重要的，因为它充许我们对诸如希特勒、Jones和 Koresch等人的行

为加以区分。在我们对领导的讨论中，强制型领导将不被作为理想领导的模型。我们的定义认为领

导是那些影响一群个体朝向一个目标所具有的。使用强制的领导对他们自己的目标感兴趣，很少关

注下层的希望和需要，使用强制与和追随者共同工作去实现一个共同目标是相背的。 

五 、领导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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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是一个在许多方面与管理相似的过程。领导包括影响，管理也包括。领导关注有效的目

标实现，管理也同样。一般而言，管理的许多功能是与我们在本章开头对领导的定义相一致的活

动。 

但领导与管理也有区别。对领导的研究可以追述到 Aristotle,而管理是在世纪之交的时候出

现的。当时随着我们工业社会的发展，管理被创造出来做为降低组织中的浑沌状态和使组织更有

效运做的一种手段。管理的首要功能，Fayol(1916)最先界定，是计划、组织、配制和控制。这些

功能至今仍是管理领域的内容。 

图 1.2 领导与管理的比较 

管理 领导 

“提供次序和一贯性” 

计划/预算 

组织/安置 

控制/问题解决 

“提供变革和运动” 

远景建设/战略规划 

联盟人们 

激励/鼓舞 

来源：引自 John P Kotter的《领导于管理的区别》（1990，3-8页）  

对于控制和问题解决的活动来说，管理关注的是开发激励系统去鼓动员工队伍，问题解决，

监控完成目标的进程，和当工作偏离轨道时进行更正活动。与此相对，领导强调激励和鼓舞个

人，给他们授权，和激励他们去满足未实现的需要。 

作业： 

1． 如何正确理解领导现象？ 

2． 什么是领导和领导者？ 

3． 试述与领导有关的问题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赵国祥.管理心理学[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第一版，35-47. 

[2]张明正,徐泰玲,赵铁民,李聪明.管理心理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

社,1997第一版，52-79. 

[3]凌文辁,郑小明,张治灿,方俐洛.组织心理学的新进展[J].应用心理学,1997,3(1):11—18. 

第二章 特质理论和领导行为 

本章教学目的和重点、难点： 

1．了解特质理论的发展过程。 

2．理解并掌握几种主要的领导特质。 

3．分析特质理论起作用的过程。 

4．认识与分析特质理论的优缺点。 

课时分配：2课时。 

第一节 特质理论概述 

一、 特质理论的发展历程 

在整个 20世纪里，特质理论是最早对领导进行系统研究的理论之一。 

（一）20世纪早期 

在 20世纪早期，研究人员对领导特质加以考察以探究是什么使特定的人成为伟大的领导者。

由此而产生的理论被称为“伟人”理论，这是因为它们关注于鉴别伟大的社会、政治和军事领导者

（例如 Tomas Jefferson，Abraham Lincoln，Mahatma Gandhi）所拥有的天生的品质和个性。这

种理论认为这些特质是人天生的，而且只有“伟大的”人才拥有这些特质。在这一时期中，研究集

中于确定这些使领导者明显有别于追随者的特定的特质（Bass，1990；Jago，1982）。 

（二）20世纪中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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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特质理论受到一些研究的挑战，这些研究对领导特质的普遍适用性提出质疑。

在 1948年发表的一篇重要的文献综述中，Stogdill指出，没有什么固定的特质群能够使领导者在

多种情境中区别于非领导者。具有一定领导特质的个体在某种情境下是领导者，但在另一种情境下

则可能不是领导者。领导应当被重新定义为在某种社会情境中的人际关系，而不是个人所拥有的特

质数量（Stogdill，1948）。  

（三）20世纪后期 

学术界对于用特质理论解释特质如何影响领导的兴趣有所复苏（Bryman，1992）。例如，通过

对许多以前的特质研究进行新的分析后，Lord、De Vader和 Alliger（1986）发现，人格特质与人

们对领导的知觉之间有强烈联系。Similarly Kirkpatrick和 Locke（1991）已经宣称，有效的领

导者在几个关键方面明显地有别于其他类型的人  

简而言之，特质理论仍然存在，并且生存得很好。它开始的时候强调鉴别伟人的品质；后来，

它又包容了情境对领导的影响；现在它又回来重新强调特质在有效领导中的重要角色。 

二 、领导特质的实证研究 

（一）Stogdill的两个调查 

Stogdill的第一个调查鉴别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领导特质，这些特质涉及到个人如何在各种群

体中成为领导者。他的结果表明，通常扮演领导角色的个体与一般的群体成员在如下几方面存在差

异：（a）智力；（b）机敏；（c）洞察力；（d）责任；（e）主动性；（f）坚定；（g）自信；（h）善于

社交。 

Stogdill在 1974年发表的第二个调查分析了 163个新的研究，并且将这些研究的发现与他在

第一个调查中所报告的发现进行了比较。第二个调查在描述特质和领导的角色时更为平衡。第一个

调查表明领导主要是由情境因素决定的，而不是由人格因素决定的，但是第二个调查更为恰当地指

出，人格和情境因素都决定着领导。 

（二）Mann的研究 

Mann（1959）进行了一项类似的研究，对 1400多项关于人格和小群体领导的研究发现进行了

检验，但是他对情境因素如何影响领导的重视程度较低。虽然 Mann的结论是试探性的，但是他指

出人格特质可以将领导者从非领导者中区分出来。他的结论鉴别出了如下几个领导者特质：智力、

果敢的判断、统御、外向、恒心。 

（三）Lord的研究 

Lord等人（1986）采用了一种名为元分析的更为复杂的方法对 Mann在前面所提出的发现进行

了再次评定。Lord和他的同事发现，智力、果敢和统御与个人对领导者的知觉有显著的相关。根

据上述发现，这些作者认为人格特质可以在跨情境下用于领导者和非领导者。 

（四）Kirkpatrick和 Locke的研究 

Kirkpatrick和 Locke（1991）指出“领导者与其他人是明显不同的”（p. 59）。通过对以前研

究的定性分析，Kirkpatrick和 Locke认为，领导者在 6个特质上有别于非领导者：驱动力、领导

的动机、诚实正直、自信、认知能力和业务知识。根据他们的观点，这些特质可以是个人天生的，

也可以是习得的，或者是两者都有。  

第二节 几种主要的领导特质分析 

一个世纪的特质理论的研究给了我们什么有用的启发？答案是一长串的特质列表，这些特质是

“要成为”领导者的人们所希望拥有的，或者是希望去培养的——如果他们希望被别人视为领导者

的话。这一长串列表中较为核心的特质是：智力、自信、果断、正直和社交性。一、 智力 

智力或智力能力与领导有积极的联系。具有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知觉能力和推理能力显得使

人成为更优秀的领导者。虽然能够成为聪明的人是一件好事，但是研究也表明，一个领导者的智力

能力不能与他/她的下属差别太大。  

二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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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是另一个能够帮助一个人成为领导的特质。自信是指确信自己的能力和技能的能力。它包

括自尊似乎、自信感，以及自己能成就大事的信念。领导包括影响他人，而自信使领导者能够确信

自己施加影响的努力是正确的和恰当的。 

三 、果断 

许多领导者都表现出果断这一特质。果断是指使工作得以完成的意愿，包括了主动性、坚定、

统领和驱动力等个性。具有果断特质的个体愿意坚持自己的主张，积极主动，并且他们具有面对阻

碍保持坚定的能力。果断这一特质也包括在某些情境下，当追随者需要给予指导时表现出统御力。 

四、 正直 

正直是另一个重要的领导特质。正直是指诚实和值得信任的品质。倾向于做事坚持原则并承担

责任的人，往往表露出正直这一特质。具有正直特质的领导者会激发他人的信任，因为别人可以信

任他们能够做到他们所承诺的事情。他们是忠诚可靠的，不会欺骗别人。总之，正直这一特质使领

导者成为可信的人，并值得我们去信赖。 

五 、社交性 

领导者最后一个重要特质是社交性。社交性指的是领导者寻求良好的社会关系的倾向。表现出

社交性的领导者是友好开朗的，待人礼貌、得体，并且善于社交。他们对别人的需求很敏感，并且

总是表现出对别人的关怀。社会领导者拥有很高的社交技能，并且与他们的追随者间营造合作的人

际关系。 

第三节 特质理论作用过程和优缺点分析 

一 、特质理论的应用 

特质理论认为，如果位于管理职位的人具有所期望的领导特质，那么组织就能够运行得更好。

组织通常会利用人格测验工具去发现恰当的人选。 

特质理论也被用于开发个人自我意识和个人开发。管理者可以通过分析自己拥有的特质，来了

解他们的优势和缺陷，而且他们还可以了解组织中其他人对他们的看法。特质评估可以帮助管理者

确定自己是否拥有晋升或调任到组织的其它职位上所需要的品质。  

二 、特质理论的优点 

特质理论有几个很明显的优点： 

a) 特质理论很有吸引力。它很明确地迎合了我们认为领导者就是那些社会中“优异的”、“领
导潮流的”人的观点。 

b) 有一个世纪的研究去支持它。没有什么理论能够拥有特质理论所炫耀的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这种研究传统上的优势和资历给予特质理论信度上的检验，而其它理论则不具有。 

c) 更多是在概念层次上的，它突出了领导过程中领导者的能力。 

d) 特质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基准，使我们清楚要想成为领导者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
提高。 

三 特质理论的缺点 

除了优点以外，特质理论也有几个缺点： 

第一， 特质理论没有界定出一个权威性的领导特质群。虽然在过去的 100年间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但是这些研究的发现有时仍旧是模糊的、不确定的。 

第二， 特质理论没有将情境考虑进去。那些拥有能够使其在某种情境下成为领导者的特质的

人，可能在另一个情境下可能就不能成为领导者。 

第三， 这种理论建立在对什么是“最重要的”的领导特质的严重的主观臆断之上。 

第四， 没有将特质与领导成果联系在一起。它注重特质的鉴别，但是却没有指出领导特质是

如何影响群体成员及其工作的。 

第五， 特质理论不是一个有效的培训开发方法。即便能够确定权威性的特质，讲授新的特质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因为特质是不易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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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特质理论有哪几个发展过程？ 

2． 分析评述几种主要的领导特质？ 

3． 特质理论的应用有哪些？ 

4． 试析特质理论的优缺点？ 

拓展阅读书目： 

[1]时勘,卢嘉.管理心理学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应用心理学,2001,7,(2):52—56. 

[2]安应民.管理心理学新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第一版，89-96. 

[3]刘霞,潘晓良.世纪之交的中国管理心理学:问题与危机[J].管理科学,1998,(4):11—14. 

第三章 风格理论和领导行为 

本章教学目的和重点、难点： 

1．了解风格理论的研究概况。 

2．深刻理解 Blake和 Mouton的管理（领导）坐标模型。 

3．学习风格理论如何应用到实践中。 

4．正确理解风格理论的优缺点。 

课时分配：2课时。 

第一节 风格理论研究概况 

风格理论与在前面章节中讨论过的特质理论有相当的不同。特质理论强调的是领导者的人格特

征，而风格理论强调的是领导者的行为。风格理论特别关注领导者做了些什么以及怎么去做的。在

将研究重点从领导能力转向领导者风格或行为的过程中，风格理论拓展了关于领导的研究，包括了

领导者在不同情景下对待下属的行为方式。 

一 、俄亥俄州的研究 

研究者发现下属们对问卷的回答聚类为两类普遍的领导者行为：工作管理和关心人（Stogill，

1974）。工作管理是一种典型的任务行为，包括诸如组织工作、确定工作内容的结构、定义角色责

任和规划工作活动。关心人则是典型的关系行为，包括在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建立基于工作上的友

谊、尊敬、信任和相互欣赏等。 

二、 密歇根大学的研究 

密歇根的研究项目将领导行为分为两类：员工取向和生产取向。员工取向指领导者在与下属交

往过程中非常强调人际关系。这类领导者将职工作为平等的人对待，赞赏他们的个性，对员工的个

人需要十分关注（Bowers & Seashore，1966）。员工取向与俄亥俄研究中的关心人十分相似。 

生产取向指强调工作技术和生产的领导行为。从这个取向出发，工人们被看作是使工作完成的

方法和途径（Bowers & Seashore，1966）。生产取向与俄亥俄研究中工作管理的维度相类似。  

第二节 Blake和 Mouton的管理（领导）坐标模型 

    这个模型被广泛应用于组织训练和发展中。管理坐标现在又被称为领导方格，它要回答的

问题是：领导者如何通过两个因素—关心生产和关心员工—帮助组织达到他们的目的。 

关心生产指领导者如何考虑完成组织的任务。它有着广泛的行为范围，包括关注政策决定、新

产品发展、处理问题、工作负荷和销售量等。事实上，关心生产指的是关注组织完成目标所需的一

切过程和事件（Blake & Mouton，1964）。 

关心员工是指领导者如何对待组织中有共同目标的成员。这种关注包括建立组织义务和信任，

提高员工的个人价值，提供好的工作条件，保持合理的薪酬结构和促进好的社会关系（Blake & 

Mouton，1964）。 

领导（管理）坐标将关心生产和关心员工联系在同一个模型中，作为两个交叉的坐标轴（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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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水平坐标代表领导者关心生产的程度，垂直坐标代表其关心员工的程度。每根轴都有 9

个数量级，分数 1代表最小程度的关心，9代表最大程度的关心。通过将分数标在坐标轴上可以表

示不同的领导类型。领导方格描述 5种主要的领导类型：权威-顺从型领导（9，1），乡村俱乐部式

领导（1， 9），无为而治式领导（1，1），中庸式领导（5，5），和团队管理型领导（9，9）。 

图 3.1 领导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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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威-顺从型领导（9，1） 

（9，1）的领导类型强调任务和工作要求，除了将人作为完成工作的工具外，不强调其他人本

身的因素。这类领导者与下属之间除了以布置工作为目的的行为外，没有其他的联系。这种管理类

型是结果驱动型，人被看作是达到结果的工具。（9，1）型领导者一般被认为控制欲强，喜欢苛求，

动机水平高，有霸气。 

（二）乡村俱乐部式领导（1，9） 

（1，9）的领导类型指对人际关系十分关心，而对任务完成并不在意。（1，9）型的领导者不

强调生产，他们更在意人的态度和情感，他们试图使下属的个体需要和社会需要吻合起来。他们总

是试图创造一种积极的气氛，这种气氛是惬意的，乐于助人的，舒适的，没有矛盾的。 

（三）无为而治式领导（1，1） 

（1，1）的领导类型指的是那种既不关心生产也不关心人际关系的领导者。这类领导者虽然成

为了领导，但他们的行为与领导无关、甚至是退缩的。（1，1）型的领导者很少与下属交流，他们

被看作是冷漠、不负责任、听天由命和缺乏兴趣的人。 

（四）中庸式领导（5，5） 

（5，5）的领导类型指的是那些妥协的领导者，他们对任务的进展和完成任务的人有着中等程

度的关心。他们在关心人和强调工作需要之间找到了平衡。他们妥协的特点使其放弃给员工一些生

产方面的压力，也降低了其对员工需要的关注。为了达到平衡，（5，5）型的领导者总是避免冲突，

乡村俱乐部式领导： 

更关心人的需要，通过

建立良好关系来创造一

个友好、舒适的组织氛

团队管理型领导： 

工作的完成依靠高承诺的员工；

实现组织目标过程中的相互依

赖促成信任和相互尊重的人际

关系。 

中庸式领导： 

组织绩效的取得来自于对完成工作的需要和将

士气保持在一个满意水平之间求得平衡。 

无为而治式领导： 

投入最少量的努力使必要的工作

完成，对支持组织成员是适合的。 

权威-顺从型领导： 

工作的效率来自于对工作的条件

进行布置，使人的因素的影响尽

可能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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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又强调生产和人际关系应达到适当水平。这类领导者被描述为权宜的，他们力图保持中游的，

是弱的反对者，对于进步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 

（五）团队管理型领导（9，9） 

（9，9）的领导类型对任务和人际关系都非常强调。这使组织中的参与和团队工作发展到很高

的程度，并且满足员工的基本需要，使员工参与工作并对工作负责任。一些用来描述（9，9）型领

导者的短语有：刺激参与，行动确定，问题公开，主次分明，坚持到底，行为开放和乐于工作。 

在领导坐标所描述的 5种主要类型之外，Blake和他的同事们又定义了两种其他的领导类型，

这两种领导类型混合了领导方格的多个方面。 

（一） 家长式/母亲式 

家长式/母亲式指的是一个既应用（1，9）类型，又应用（9，1）类型，但却没有把两者结合

起来的领导者（见图 3.2）。这种类型又被称为“慈善独裁者”，这类领导者举止亲切，但所做的一

切都是为了完成组织目标。  

（二）机会主义 

机会主义类型指的是那些为了达到个人进步，随意结合 5种基本领导类型的领导者。 

第三节 风格理论的应用和优缺点分析 

一、 风格理论的应用 

在培训和发展咨询领域，国内有许多课程是利用风格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几乎所有的这些课

程都设计得很相似，包括对经理提问以确定他对下属的任务行为和关系行为。参加者使用这些评定

结果来改进他们总体的领导风格。 

一项专门应用风格理论来指导设计的培训和发展课程是 Blake和 Mouton的领导坐标（原来的

管理坐标）讨论会。坐标讨论会的内容有关于增加产量、增进士气和获得雇员承诺。  

简单来说，风格理论几乎应用于领导者的各个行为方面。这种方法被作为一个模型应用于许多

培训和发展询公司，它们以它为指导教会经理们如何增加他们的效率和组织的产出。 

二、 风格理论的优点 

风格理论对我们理解领导过程有几方面重要的贡献： 

第一， 风格理论标志着领导研究重点的转移。在风格理论出现之前，研究者对领导的研究局

限于人格特质（见第二章）。风格理论拓宽了领导研究的范围，将领导行为及其在不同情境下的变

化包括了进来。 

第二， 广泛的领导风格研究对这种方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了验证,并支持其信度。 

第三， 在概念水平上，风格理论的研究者们确定了领导者的领导风格是由两种主要行为类型

组成：任务行为和关系行为。 

第四， 第四，风格理论是有启发性的。它为我们提供了广泛的概念框架，应用它有助于我们

理解领导的复杂性。 

三 对风格理论的批评 

尽管有其优点，风格理论仍存在一些弱点： 

首先，对领导风格的研究并没有充分说明领导者的类型与行为结果有怎样的联系。 

其次，这种方法没有找到在各种情境下都有效的统一的领导类型。 

最后，这个学说认为最有效的领导风格是高—高类型（即高任务取向和高关系取向）。虽然一

些研究者（如 Blake和 McCanse，1991；Misumi，1985）指出高—高类型的经理领导效率最高，但

仍然不能一概而论。 

作业： 

1． 简述风格理论的研究概况？ 

2． 评析 Blake和 Mouton的管理（领导）坐标模型？ 

3． 风格理论有哪些实际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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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风格理论的优缺点分析？ 

拓展阅读书目： 

[1]CAPT Third Biennial Leadership Conference Proceedings Leadership And the 

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Centerfor Applicationsof。Psychological 

Type,Inc.Washington,D.C.1999:15-56 

[2]敖小兰.中国领导干部人格类型研究.心理科学,2004,27(3):731-734 

第四章 情景理论和领导行为 

本章教学目的和重点、难点： 

1．理解几种不同的领导风格。 

2．了解不同类型员工的发展水平。 

3．分析情景理论的现实应用。 

4．正确认识情景理论的优点和不足。 

课时分配：2课时。 

第一节 情境下的领导风格和发展水平 

一、 情境下的领导风格 

领导风格是指一个个体试图去影响别人的行为模式。它包括指导性（任务）行为和支持性（关

系）行为。指导性行为在下列方面帮助团队中的成员：为团队中的成员给出指导、设定目标和评估

的方案、设定时间流程、明确角色以及表明任务是如何被完成的。指导性行为通常通过单向的沟通

来明确应该完成什么任务，怎样去完成以及由谁负责。支持性行为可以帮助团队的成员使他们对自

己、自己的同伴以及所处的环境感到更加舒适。支持性行为是一个双向沟通和反应的过程，表明了

对他人的社会和情绪上的支持。支持性行为的例子有要求输入、问题解决、表扬、对自己的信息共

享以及倾听。支持性行为通常是与工作相关的。 

领导的风格可以依据指导性和支持性行为进一步分成四个不同的类别。 

(一)  高指导－低支持风格 

在这种方式下，领导者将沟通的重点放在目标的获得，他们花尽可能少的时间来进行支持性的

行为。使用这种方式，领导者为下属提供指导，明确要完成什么样的目标以及如何去完成，然后仔

细地监督他们的工作。 

（二） 高指导－高支持的风格 

在这种风格中领导沟通的重点既是目标的获得又是满足员工的社会－情绪需要。这种指导的风

格要求领导者通过给与员工支持和接受员工的信息而将他们自己融入到员工中去。 

（三） 高支持－低指导的风格 

通过这种方式领导者并不仅仅关心目标的完成，而是使用支持性的行为来开发员工完成任务所

需要的技能。支持性的方式包括倾听、表扬、要求提供信息输入以及提供反馈。 

（四） 低支持－低指导的风格 

通过这种方式领导者提供很少的任务和社会支持，使员工有很高的自信和动机来完成任务。授

权型的领导者会和下属一起进行机会、讨论控制的细节以及目标的明确。一旦就所需要完成的任务

达成了共识，这种方式要求员工依据自己认为合理的方式来进行并对任务的完成负责。 

二 、情境下员工的发展水平 

关于发展水平的图示见图 4.1的下部。发展水平描述的是一个员工在面对一项具体的任务时，

各种不同水平的承诺和能力的组合。这样的水平的描述是针对不同的任务来进行的，并不是用来给

员工打上标签。 

在一个具体的任务中，员工可以被分成四类——D1，D2，D3和 D4，从低的发展水平到高的发

展水平。具体而言，D1型的员工能力较低而承诺较高。任务对他们而言是全新的，他们并不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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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知道应该如何去完成任务，但是他们面对挑战时显得比较激动。D2型的员工具有一定的能力，

但是承诺比较低。他们已经学会了一定的工作，但是对这份工作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动机。D3型员

工有中等和较高的能力但是缺乏承诺，他们已经完全具备了完成工作的能力，但是并不能确定仅仅

依靠他们的力量就能够完成工作。最后是 D4型的员工，他们的发展水平是最高的，具有较高的能

力和承诺来完成工作。他们具备完成工作的技能并且具有很高的动机来完成工作。 

第二节 情景理论的应用及长处和不足 

一 、情景理论的应用 

情境型领导理论在咨询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因为这种方法很容易概念化，同时也很容易直接运

用。  

在一个组织中，这种方法的原理可以运用到组织的不同水平上。它可以应用于一个大型的公司

中的首席执行官与其部门经理；也可以运用于一个集成工厂中的团队领导与一个小型的生产工人的

团队。中层经理可以运用情境型领导来指导员工会议，部门的领导可以用来规划组织中结构性的调

整。  

在一个项目的初始阶段，思想的形成是很关键的，情境型的领导可以得到运用，同样在项目的

不同的发展阶段，项目的实施变得很重要时，情境型的领导也可以适用。情境型领导的可变的特性

使其可以在不同的项目中依据下属发展水平的高低来加以运用。因为情境型领导强调要适应下属，

所以当在一个项目中的下属的能力和承诺都发生变化时，很适合使用这个理论。 

就情境型领导理论的广度而言，它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的组织、任何的水平以及几乎所有的任

务。这是一个有广泛应用价值的模型。 

二 、情景领导理论的长处 

领导的情境理论有几个优点，特别是对于实际操作者而言： 

第一个优点就是在市场中能够经得住考验。情境理论是最具盛名的理论之一，并且在组织中对

领导进行培训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情境理论被企业认为是一个可靠的模型，可以用来将一个个体

培养成有效的领导者。 

情境型领导的第二个优点是其实际操作性。情境型领导很容易被理解，容易被接受并运用到各

种不同的情境中。 

情境型领导的第三个优点是其规范性价值。许多的领导理论本质上来讲是描述性的，而情境型

领导理论则是操作性的。它将告诉你在不同的环境中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 

情境型领导的最后一个优点是强调了领导者灵活性的概念（Craef，1983；Yukl，1989）。情境

型领导强调领导者需要找出下属的需求然后改变其领导的风格，因此领导不可能自始至终采用一种

领导的风格；他们必须愿意改变他们的风格来满足情境的要求。 

三、 情景领导理论的不足 

尽管情境型领导在领导的培训和开发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它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下面的

这些批评指出了情境型领导理论存在的一些弱点，可以帮助我们在学习和实践中对这一理论的一般

运用有一个更加全面和平衡的看法。 

对情境型领导理论的第一个批评是，只有很少的研究来证明由这个理论所提出的假设和观点。 

对情境型领导理论的第二个批评直接指向了理论所涉及的下属发展水平中的模棱两可的的概

念。模型的倡导者并没有明确指出“承诺”如何与“能力”相结合形成发展的四个阶段（Yukl，1989）。 

对情境型领导的下一个批评是模型是如何将领导者的风格与下属的发展水平相吻合的。 

对情境型领导的最后一个批评来自与模型所匹配的领导力问卷。情境型领导的问卷主要关注的

问题是让被测试者分析不同的工作相关的情境，并且选择最好的领导方式来适应这个情境。问卷的

结构是要求被测试者用具体的情境型领导的术语（例如，指导型，教练型，支持型和授权型）来描

述领导的风格，而不是使用其他的领导行为。因为被测试者能够回答的最佳答案早就已经预先设定

了，这个问卷是存在偏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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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区分几种不同的领导风格的特点？ 

2． 情景理论有哪些具体的应用？ 

3． 分析情景领导理论的优点和不足？ 

拓展阅读书目： 

[1]蔡华俭,朱臻雯,杨治良.心理类型量表(MBTI)的修订初步.应用心理学,2001,7(2):33-37 

[2]邱霈恩著.现代领导测评.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第一版，97-101。 

第五章 案例分析讨论 

本章教学目的： 

在案例讨论中巩固已学的知识，并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使学生全面掌握所学知识。 

课时分配：2课时。 

案例一   Sandra Coke 是 Great Lakes Foods（GLF）公司的研发副总裁，GLF 是一家拥有将

近 1000名员工的大型快餐公司。受最近一次机构重组的影响，Sandra必须选择一个人作为新的研

究总监。这个总监将直接向 Sandra 报告，并且负责新产品的开发和测试。GLF 的研发机构大约有

200名员工。对总监的选拔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Coke女士受到来自于 GLF总裁和董事会的要

求提高企业总体增长率和生产率的压力。 

Sandra 已经选出了 3 个候选人。每个候选人都处在相同的管理层级上。她很难在他们中间做

出最终选择，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很强的资历。Alexa Smith是 GLF的老员工，他在高中时从

收发室的兼职做起，毕业后他在公司的 10个不同的职位上工作过，直到成为新产品营销部的经理。

Alexa的工作绩效评价一直都将她描述为非常有创造性、非常富有洞察力。在 GLF任职期间，她开

发了 4种新产品，并将它们推入了市场。Alexa在整个 GLF公司还以非常执着的工作精神而闻名，

一旦开始了一个项目，她就会一直坚持将这个项目完成。也许就是这种品质，使得她参与的 4项新

产品的开发和营销都取得了成功。 

新职位的第二个候选人是 Kelsey Metts，她已经在 GLF工作了 5年，现任产品质量控制经理。

Kelsey 在公司中是出了名的聪明。在她加入 GLF 前，她获得了哈佛大学的 MBA 学位，她的成绩在

班级里名列前茅。人们在谈起 Kelsey的时候，都认为她是那种有朝一日成为自己公司的总裁的人。

Kelsey 还非常漂亮。在她所有的工作绩效评定中，她的社交性和人际关系技巧的得分都非常高。

公司中所有的主管都认为跟 Kelsey Matt 共事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加入 GLF 以来，Kelsey 已经将

两条生产线推上了市场。 

Brian Murphy是第三位候选人，他在 GLF已经干了 10年了，而且高层管理者在探讨战略计划

和设定公司方针的时候，总是向他咨询。Brian非常关心 GLF愿景的建立，他自始至终都是公司的

人。他坚信 GLF的价值观，他积极地促进公司的目标。在 Brian的绩效评定中，他超出前两个候选

人的品质就是他的诚实和正直。在 Brian手下工作的员工都相信 Brian是公正的、始终如一的。Brian

在 GLF非常受尊敬。在任期中，Brian已经参与了 3条新生产线的开发工作。 

Sandra Coke所面对的挑战就是要选出最佳人选担任新设立的总监职位。由于她觉察到了来自

上级管理层的压力，她知道她必须为新的的职位选择最佳领导者。 

问题 

根据特质理论的信息： 

l Coke女士应当选择哪个候选人？ 

l 特质理论在哪些方面会有助于这种选拔过程？ 

l 在这个案例中，特质理论显露出了哪些不足？ 

案例二   马克·杨是一家大医院敷药部的负责人，他管理着 20名员工。在来到这家医院之前，

他的职业是独立承包商。在医院他获得了这样一个新设立的职位，因为医院相信目前的所开展的敷

药服务有必要进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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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任前，马克化了 4个月分析敷药服务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他的发现支持了他的感觉，敷药

服务是无效并且高成本的。这导致了马克对这个部门进行了彻底的重新组织，他设计了新的工作程

序，并且重新制定了工作行为的标准。 

马克承认，当他开始他的新工作时，他是“完全的任务取向”，就像一个部队里的操练教官，

不征询任何来自下属的意见。从马克的观点来看，医院这种环境下是不允许犯错误的，所以他必须

十分严格，以使他的下属在医院环境的约束下出色地工作。 

随着时间的流逝，马克的领导风格变得轻松了，他不再过多苛求。他将领导的责任分担给两位

副手，由他们直接向他负责，但他本人与员工们的联系也相当密切。每个星期，马克总要带一些员

工到当地的流动酒吧吃肉饼。他喜欢与员工们开玩笑，并且打成一片。 

马克为他的部门感到非常骄傲。他说他总是想成为一个教练，他觉得他领导部门的感觉就是如

此。他乐于与员工们共事，他说他特别喜欢看到当员工们意识到他们独立的工作获得成功时两眼发

亮的表情。 

由于马克的领导，敷药部的进步十分快，他们被医院的其他员工认为是护理部门中产出最大的。

在对医院所有服务的打分中，敷药服务获得了 92%的最高分。 

问题 

l 从领导风格的观点来看，你如何描述马克·杨的领导？ 

l 他的领导风格如何随时间改变？ 

l 从一般意义上说，你认为他更多地属于任务取向型的领导还是关系取向型的领导？ 

l 如果他使用 Blake和 Moutons的领导坐标测验，你认为他将得到怎样的分数？ 

案例三   Bruce Cannon 是一个有五年历史的小型塑料工厂的小业主，一共雇佣了大约 20名

工人。这个工厂主要是由 3个部门组成的：工程部、销售部和生产部。每一个部门都有一个单独的

经理。 

Jim Day 是工程部的经理。他是一个资历很深的工程师，同时也是公司中最老的员工。Jim 被

雇佣主要是因为他在工程方面的能力以及工作经验（他已经有 55岁了）。在加入这个公司之前，他

作为福特汽车公司的一名工程师已经工作了 20 年。他被他的同伴视为是一个非常有能力、脾气非

常温和并且热爱工作的人。 

这几周以来，Jim花费了他大量的时间来为公司完成一个长期的规划。他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

创造性的模型，运用这个模型来对公司未来的原材料、设备、公司发展以及人事的费用进行决策。

Jim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公司的高层管理层已经对他的初步设想进行了反馈。 

 Beth Edwards 领导的是公司的销售部门，这是公司中最小的一个部门。Beth 是最近才被

公司聘用的，他在一个另一个产品领域有 15年的销售经验。Beth被他的同伴视为是一个工作动机

很强的人，但是对于本公司的产品，他缺乏必要的知识积累。Beth 的目标是将公司的年销售量增

加 30%。但是第一季度的销售量表明，仅仅增加了 2%。 

尽管 Beth 在进入公司以后公司的业绩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最近在他的部门中出现了一些问

题。他的下属开始谈论他对塑料工业知识的匮乏。在讨论新产品时，Beth 总是感到很困惑，同时

在向外边的客户介绍公司的优势时，他存在着一定的困难，因为他似乎还没有了解这种类型塑料公

司是如何运作的。 

Steve Lynch是生产部门的经理，他毕业后就一直呆在公司。高中毕业后他进入公司并在一线

工作，由于他工作非常努力而进入了公司的管理层。他的目标是进行流水线生产和将成本降低 10

％。他对生产的前前后后都了如指掌，但是对于自己的新角色，生产部门经理，还是有一点惴惴不

安。事实上，Steve害怕作为一个经理他可能会遭到失败。他并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准备好了让别人

来依靠自己，因为一直以来他都是依赖于别人来进行生产。工厂的主人，Bruce对 Steve还是很有

信心，他们进行了好几次会谈，以使 Steve明确自己的角色并确信他能够胜任这份工作。Bruce确

信 Steve将成为一个出色的生产经理。 

Bruce Cannon 每星期都与各个部门的经理进行会谈，谈论各个部门员工的工作是如何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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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体目标相吻合的。在下一周的工作会议中，他打算与经理们讨论在各个不同的部门中应该实施

什么新的程序来提高部门的长期绩效。Bruce正在考虑该以何种方式应对每个经理。 

问题 

根据情境型领导的基本假设 

l 根据 SL II模型的发展水平 ，如何将这三个经理置于这个模型之中？ 

l 如果你是 Bruce Cannon，你会对这三个经理采取同样的行为吗？ 

l 对于你来说，与哪一个经理的会谈将是最困难的，而与哪一个经理的会谈将是最容易的？ 

为什么？ 

第六章 领导者的交往与沟通 

本章教学目的和重点、难点： 

1．理解领导着交往的意义。 

2．分析领导者聆听效率的途径。 

3．认识领导者成功谈话应遵循的原则。 

4．了解提高领导者有效信息沟通的方法。 

课时分配：2课时。 

第一节 领导者交往的一般概念 

一 、领导者交往的意义 

领导者与下属保持经常性的交往具有协调和保健的意义。 

协调意义是指，领导者通过与下属的交往，可以协调彼此的行为，使之保持平衡，避免发生误

解，干扰、矛盾与冲突。领导者与下属扮演的角色不同，因而对问题的立场与态度也不相同，容易

产生误会、矛盾，甚至发生冲突。通过交往可以将信息传递给群体各成员，消除误解，减少冲突，

解决矛盾。 

保健意义是指，领导者的交往对自己与下属的身心健康极为有利。因为人都有合群的需要，通

过彼此间的交往，诉说各自的喜怒哀乐，会增进领导者与下属之间的情感与思想的交流，产生一种

亲密感。 

二 、提高领导者有效交往的方式 

领导者要成为主动型的人际交往者，主动地同下属来往，使别人感受到你的亲切与关怀。领导

者在与他人交往时，常采取以下的动作方式。 

第一类为情感交流时的动作方式： 

1． 提高对方的地位，表示鼓励、支持或赞成对方的意见。 

2． 消除紧张气氛，面带笑容或显出满意的表情。 

3． 表示同意、接受和理解。 

4． 消极地对待意见、不予帮助，提出相反看法。 

5． 表现出紧张极不满情绪，拒绝表示意见。 

6． 表示反对、贬低发言者的地位，肯定自己的地位。 

上述前三项是起协调作用的情感交流，后三项是起分离作用的情感交流。 

第二类为发挥不同程度的协调作用的动作方式： 

1． 提供方法。 

2． 提供意见，评论并分析意见，表示意图和感情。 

3． 提供问题，给予信息。 

4． 询问消息。 

5． 询问方法。 

6． 询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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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前三项是表示给予了什么动作，后三项为表示询问什么样的动作。 

第二节 领导者的聆听与谈话 

一、 领导者的聆听  

（一）领导者聆听的意义 

  1．聆听能集中更多人的智慧，开阔眼界和思路。 

  2．聆听下属讲话，能使对方感到领导者十分重视自己的意见，产生被承认的满足感，从而

加深彼此的信任感。 

  3．聆听下属对工作的看法和建议，能有效地激励下属工作的热情，增加其参与意识和进取

意识。 

  4．聆听能发现自己和下属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纠正；同时也可以及时了解下属的需

求，期望、忧愁和不满，加强了沟通。 

（二）主动倾听的心理分析 

主动倾听这种方式对下级的自我印象不构成威胁，从而下级也不必自我辩解或否认错误，这使

他们能现实地探索自己的行为，分析并得出结论，然后能使自己自我校正与改善。 

为了取得主动倾听的有效结果，领导者要遵守以下步骤： 

1． 听取所有意见。 

2． 揭示他人的感情 

领导者要让讲话者正视自己的感情，并让他明白，你同情他。 

3． 注意各种暗示 

4． 主动权交与对方 

（三）领导者聆听效率提高的标准 

聆听是一种领导者的交流手段，为了提高聆听效率，领导者要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听话能力与

听话技术，以下一些效果可作为聆听效率是否提高的指标： 

1． 能解释谈话人的面部表情。 

2． 能理解谈话人用词的意图。 

3． 能理解弦外之音。 

4． 能对谈话人内容进行全面评估，而不在乎他具体谈些什么。 

5． 能明确谈话人提出的假设。 

6． 能把谈话人的观点和事实分开。 

7． 能用自己的语言准确重述谈话人的想法。 

8． 能注意到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谈话人的真正想法，问题所在，谈话目的。 

（四）我国领导者主动倾听的意义与实施 

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是领导者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表现。组织人事部门采取主动倾听

的途径，有利于考察、识别干部；宣传部门通过主动倾听可以深入了解职工心态。 

领导者在实施时要注意以下方面，才能锐化听力： 

1． 主动听取每一个人的谈话，善于接受意见，不固执己见。 

2． 除了讲一两句表示确信的话外，保持安静不打断别人讲话。 

3． 密切注意谈话人的用词。 

4． 分析谈话人的态度。 

5． 领悟谈话人的弦外之音。 

6． 不要急于评价。 

7． 不要与谈话人有争强斗胜的心理。 

8． 要理解谈话人的用词和术语所表达的意思。 

9． 避免主观片面。 



10418 

10． 重复说过的话和数字，以及用笔记录一天的事件，来增加记忆时间。 

11． 注视谈话人的外表动作，根据他的身体动作和面部表情来判断，他的表里是否一致。 

二 、领导者的谈话 

（一）领导者谈话的意义 

1．谈话是领导者口头形式的信息沟通 

2．谈话是领导者与下属的感情交流 

3．谈话有助于领导者消除下属的偏见，增强信心。 

（二）领导者谈话的作用 

1．监督作用 

2．参与作用 

3．指示作用 

4．悉人作用 

（三）领导者谈话的形式 

1．多种形式的口头交往 

领导者使用的基本手段有五种：文件通讯、电话、未经安排的会晤、经过安排的会晤、视察。 

2．预先安排的会晤 

预先安排的会晤主要进行三种活动：礼节性、制定对策和谈判。 

（四）谈话的最佳时刻 

什么时间同下属谈话最为有效呢？一般说来最好在战略性的时刻进行。所谓战略性的时刻是

指，下属在做期中总结的时候，下属在完成了一项特别任务的时候，下属在开始执行一项新的计划

的时候，或者下属在向上级汇报一个月工作成绩的时候，等等。 

（五）领导者的谈话技巧 

领导者与各方面人交谈，除了要有自己的谈话风格外，还应掌握以下技巧： 

1． 善于激发下属讲话的愿望。 

2． 善于启发下属将真情实话。 

3． 善于抓重要问题。 

4． 善于将谈话兴趣引向深入。 

5． 善于掌握评论的分寸。 

6． 善于表达对谈话的热情与兴趣。 

7． 善于克制自己，避免冲动。 

8． 善于对付谈话中的停顿。 

9． 善于把谈话中的公事与私事区分开。 

10． 善于通过现象看本质。 

第三节 领导者的信息沟通 

一、 领导者的信息沟通概述 

领导者的信息沟通，就是将领导者的意见和观念传递给他人，传递信息的媒体可以是语言、文

字、符号以及表情动作。在沟通过程中，有三个基本要素：信息源，即信息的发送者；信息，即传

递的内容；接受者。 

领导者通过信息沟通，至少可以达到以下三个目的： 

1． 通过组织内的沟通，可以了解职工的需求、员工的士气、各部门的关系、管理的效能等，
以便为决策提供参考。 

2． 改变下属的态度。党工作群体内需要推行某一种政策时，领导者及时与他人进行信息沟通，
有助于改变他们原先的态度，从而表现出合作的行为。 

3． 建立与改善人际关系。信息沟通不仅能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同时个人也因思想和情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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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达，从而感到心情舒畅，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二、 领导者信息沟通的方式 

领导者信息沟通的方式，可以分为正式信息沟通与非正式信息沟通两种。 

正式沟通。是由工作群体的组织机构本身所建立的沟通途径。其中有可以分为几种形态：下行

沟通、上行沟通、口头沟通与书面沟通。 

非正式沟通。是在正式沟通渠道之外进行的信息传递和交流。例如，私下交换意见、传播小道

消息等。 

三 、提高有效信息沟通的方法 

领导者在进行信息沟通时，要注意以下一些问题，以提高信息沟通的效果： 

1． 沟通前必须系统地思考将要沟通的信息，对接受者及可能受到该项沟通之影响者的情况予
以周密考虑。 

2． 检查沟通的真正目的。领导者必须检查一下，自己做这个沟通真正希望得到的是什么？ 

3． 考虑沟通时的一切环境情况，如社会的环境、过去的沟通情况等，这些都对沟通的成败有
颇大的影响。 

4． 计划沟通内容时，应尽可能征求他人的意见，这样可以获得更多人的支持。 

5． 沟通时一方面要主要内容，同时也要主要语调，对方不但受信息内容的影响，也受如何表
达这项信息的方式的影响。 

6． 尽可能传达有效的信息。 

7． 应有必要的反馈跟踪与催促。 

8． 沟通时不仅要着眼于眼前，也应着眼于未来。 

9． 领导者要言行一致。 

10． 领导者应该成为一个信息沟通中的“善听者”，在听取他人的陈述时，应专心致志，

始能明了对方再说些什么。 

四 、领导者在信息沟通时的行为准则 

领导者在与下属进行信息沟通时，要遵守以下的准则： 

1． 避免提出带有指控含义的问题而使下属处于被动地位。 

2． 领导者在与下属沟通时，不要用简单的方式粗暴地指责，如：“你干吗不思而行！” 

3． 领导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一致性。 

4． 沟通时要保持头脑冷静。 

5． 领导者不能在有第三者在场时批评下属。 

6． 不要使用警告语与说教语。 

作业： 

1． 试述领导者交往的重要意义？ 

2． 如何提高领导者的聆听效率？ 

3． 分析领导者应具有哪些谈话技巧？ 

4． 试述提高领导者有效信息沟通的方法？ 

拓展阅读书目：   

[1]梁宁建主编.当代认知心理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第一版，124-153。 

[2]孙时时,颜世富主编.管理心理学.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0第一版，169-176。 

[3]俞文钊编著.管理心理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第一版，352-379。                       

第七章 领导者的激励功能 

本章教学目的和重点、难点： 

1．理解领导者自身情感具有的激励作用。 

2．认识领导者的期望激励对下属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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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领导者的公平激励对下属的重要性。 

4．分析使领导者的激励动机与效果统一的途径。 

课时分配：2课时。 

第一节 领导者的情感激励 

一、 领导者自身情感的特征 

人有喜、怒、悲、愤等体验，这使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一种带有独特色彩的反映形式。情感

就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的一种反映，具有肯定或否定的性质，如快乐、满意、爱恋、哀怨、憎恨

等。 

人的情感具有两极性，积极的情感可以提高人的活动能力，消极的情感则削弱人的活动能力。 

领导者的情感决定着他的工作能力，并对下属的情感产生影响。在良好的情感状态下，领导者

会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带着一种满意感来完成自己的工作。 

   领导者个人的情感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领导者的健康状况首先影响领导者的情感。 
    领导者的工作效果是影响情感的重要因素。 
    工作日的的安排也会影响领导者的情感。 
   领导者与上级、下属的人际关系如何，同样影响他的情感。 

    家庭和个人因素有时也影响领导者的情感。 
二 、领导者非言语的情感激励效应 

各种情感首先在人们的脸上得到充分的反映，正如人们所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下属只要看

一下领导者的脸色，就能知道他的情绪大致如何了。脸部表情还具有沟通思想的作用，表明领导者

对事物的态度。 

手势是表现情感的一种形式。借助手势，领导者可以就下属应该如何行动做出指示。 

三、 领导者言语的情感激励效应 

领导者要注意赋予谈话以浓厚的感情色彩，如果忽略了这一点，会引起下属的消极的心理反应。 

领导者在谈话时要有一定的幽默感。具有幽默感的领导者对职工尤其是青年人的吸引力很强。 

四、 领导者的情感移入 

情感移入有两层意思：一是对他人情感的认知；二是对他人有共鸣性的情感反应。共鸣性的情

感反应的产生依赖于个人对他人情感状态进行认知判断的程度。 

领导者要了解下属的情感，并作出相应的情感反应。领导者观察到下属正在经验着某种情绪时，

通过下属的面部表情、声音、姿势可以体验到类似的情绪，这就是设身处地地替别人想一想，想象

一下自己处于这种情况下会具有怎样的情绪状态。 

领导者还应该认识与体验不同下属的不同情感需求。例如，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

不同个性特征的下属，对领导者的情感也会产生不同的需求与反映。 

第二节 领导者的期望激励 

一、 期望理论概述 

期望理论，是一种从“外在的目标”去激励下属积极性的激励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的固定

要求决定了他的行为与行为方式。每一个人的工作都建立在对未来方向的某种期望上，这样就在个

人的活动与某种目标及结果之间建立某种联系。 

美国心理学家佛隆（V.H.Vroom）于 1964年首先使用以下的公式来描述期望理论： 

激励力量=效价×期望值 

用符号表示为：M=V×E      式中，M为激励力量；V为效价，指个人对他所从事的工作或所

要达到目标的价值的估价；E为期望值，指个人对某项目标能够实现的概率的估计。 

这个公式的含义是，当一个人对某项结果（或目标）的效价很高，而且他判断出自己获得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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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可能性也很大时，那么，用这一目标或结果来激励他是非常起作用的。 

二、 领导者本身的激励力量 

下属所期望的对象不仅是物，也可以是人。领导者本身对下属来说也是一种重要的激励因素。

但是，领导者能不能成为调动下属积极性的重要激励力量，也取决于领导者本身的效价与期望值的

高低。领导者是否为下属所信任，领导者在下属眼中的被信任程度，决定了领导者效价的高低。这

也就是下属相信与不相信领导者的问题。 

领导者自身的激励力量就在于自己的平时行为表现，这种激励力量越大，那么对下属的号召力

也越大。应该认为领导者的最大成功之处，是能够成为下属的真正的激励力量与期望对象。 

第三节 领导者的公平激励 

领导者是指挥者，指挥灵不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是否处事公平。一个领导者能否在

工作群体里指挥自如，一呼百应，这同他处事公道不公道有直接的关系。 

一、 公平理论概述 

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于 1967年提出公平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人们总是要把自己的努力和所

得的报酬，与一个和自己条件相等的人的努力与报酬进行比较，如果两者之间的比值相等，双方就

有公平感。如果一方的比值大于另一方，另一方就会产生不公平感，反之亦然。 

二、 公平理论在总结评比中的作用 

总结评比的目的，主要是通过总结工作成绩和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评选出先进的群体与个人，

为调整工资，提升职称等打下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领导者要遵循人们的心理活动规律，搞好总结评比，力争做到公平，群众自然会产生公正感。

如果领导者在评比中是客观的、公正的，但是下属仍然有不公正的感觉，这就要做思想政治工作，

帮助下属正确对待自己与别人的成绩与缺点。 

在具体的评比方法上，我们建议少评全面模范，多平单项先进。 

三、 奖惩中的公平激励 

奖励与惩罚，是强化积极性的重要手段，领导者在使用这一手段时，要特别注意讲公道。如果

奖励不公道，奖励本身就失去了激励作用。这是因为，奖罚都不是目的，奖是为了调动群众的积极

性，奖罚公道才能使受奖者干劲倍增，受罚者口服心服，迎头赶上。 

第四节 领导者的激励动机与效果 

一 、领导人动机与效果不统一的表现 

首先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上来分析动机与效果不统一的几种表现： 

（一） 辛辛苦苦，劳而无功 

（二） 好心好意，出力不得好 

（三） 众说纷纭，评价不一 

二、 动机与效果不统一的心理分析 

主观上的心理原因可以有以下几种： 

（一） 只注意自己是好心，而不顾对方的需求感 

（二） 不具体分析需要的层次与变化，千篇一律的处理方法 

（三） 只顾办好事，不顾职工的公平感 

三 、如何才能使动机与效果统一 

怎样才能做到主观上有着一心一意为职工办好事的动机，而又能得到广大职工的赞许与满意的

效果呢？ 

（一） 要站在职工的角度去考虑职工的需求 

（二） 为职工办好事，要注意需要的不同层次，不要搞一刀切 

（三） 为下属办好事，要注意公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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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为下属办好事，要少说多做 

（五） 为下属办好事，还要注意归因问题 

作业： 

1． 试述领导者自身情感的激励效应？ 

2． 通过实例说明，领导者的期望激励的实际意义？ 

3． 通过实例说明，领导者的公平激励的实际意义? 

4． 如何才能使领导者的激励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 

拓展阅读书目： 

[1]邢占军,有效领导的心理学依据,理论学刊,1999,No16,109-113. 

[2]王沛,当代领导心理学和理论与研究述评,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01,No13,89-90 

第八章 领导－成员交换理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重点、难点： 

1．理解领导者与下属的关系。 

2．认识领导形成过程。 

3．掌握 LMX理论的应用。 

4．识别 LMX理论的优势与不足。 

课时分配：2课时。                               

第一节  领导－成员交换理论概述 

一、 早期研究 

在交换理论的第一个研究之中，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在于，由领导者发起而形成的与其每个下属

之间的垂直联系的本质，后来人们把这个研究称为垂直二元联系。一个领导者同作为一个整体的工

作单位的关系被看作是一系列的垂直二元。在评定这些垂直二元的特征时，研究者发现了两种普遍

的联系（或者关系）类型：那些以被扩展与协商的角色责任（额外角色）为基础的垂直二元联系，

称为内集团，另一个类型则是以正式雇佣合同（规定角色）为基础的垂直二元联系，称为外集团 。 

二 、随后研究 

在早期的一系列研究之后，LMX理论的焦点出现了变化。鉴于这个理论的先期研究主要针对的，

是内集团和外集团之间差异的本质，接下去的研究就着重于，LMX理论如何同组织效能相结合。而

且，这些研究还格外关注，领导－成员交换的质量如何同领导者、下属、集体和整个组织的积极后

果相联系（Graen & Uhl-Bien, 1995）。  

实质上，以上的这些发现清楚地表明，能够建立良好工作关系的领导者会为他的组织带来更多

的利益。当领导者和下属进行良好的交换，他们会感觉更好，完成任务更多，而组织也就获得了成

功。 

第二节 领导形成 

在随后研究中的发现，推动了 LMX理论的最新研究，这些研究关注于领导者与下属之间的交换

如何应用于“领导形成”（Graen k. Uhl-Bien. 1991）。领导形成是研究领导的规范方法，它强调

一个领导者应该同他或她的所有下属开发高质量的交换，而不仅仅只是少数的下属。它尝试着使每

个下属都感到，他或她是内集团的一部分，并且这么做就可以避免，成为外集团所带来的不公正或

消极的影响。  

Graen和 Uhl-Bien（1991）提出，领导形成分三个阶段逐渐开发：（a）陌生人阶段，（b）熟人

阶段，和（c）成熟的合作者阶段。在阶段一，也就是陌生人的过程中，在领导－下属二元中的交

互作用通常都受到角色束缚，很大程度上是契约的关系。领导者和下属在规定的组织角色范围内彼

此关联。他们的交换质量较低，同我们在本章前面所提到的外集团成员比较相似。下属遵从于正式



10423 

的领导者，这些领导者有等级地位，并因此获得经济报酬和领导控制权。这些下属在此阶段中的动

机是自我利益，而不是团体的利益（Graen & Uhl-Bien, 1995）。 

阶段二，熟人阶段，这始于领导者或下属为改进职业取向的社会交换而给出的“提议”，这些

提议包括分享更多的资源和个人或工作信息。对领导者和下属来讲，这都是一个检测阶段，以评估

下属是否愿意承担更多的角色与责任，领导者是否愿意为下属提供新的挑战。在这一时期，严格的

由工作描述所支配、限定角色的交互作用转换成为二元关系，并向新的关联方式发展。根据 LMX理

论的测量结果，可以说，领导者同下属交换的质量有所改善。在熟人阶段成功的二元集合开始发展

出彼此间更多的信任与尊重。他们也都倾向于更少地关注自我利益，而更多地关注团体的愿景和目

标。 

阶段三，成熟的合作关系，以高质量的领导－成员交换为标记。那些在他们的关系中发展到此

阶段的个体，体验到与其他人之间拥有高度的相互信任、尊重，以及义务。他们的关系经受了考验，

并且发现他们能够相互依靠。在成熟的合作关系中，领导者和下属之间具有高度的互惠性；每个人

都影响着别人，也受到别人的影响。此外，成员可以为了获得支持和额外的协助而相互依靠。  

要评估领导－成员交换，研究者通常都采用一个简明的问卷，请领导者和下属报告他们工作关

系的效力。这个问卷会评估回答者在同其他人交换中所表达出的尊重、信任，和义务。在本章的结

束部分，会提供给你一个 LMX问卷的版本，用它可以分析你自己的领导－成员关系。 

第三节 LMX理论的应用于优缺点分析 

一、LMX理论的应用 

LMX理论提出的理念能够被组织中所有水平的管理者所应用。例如，LMX理论能够被用来解释，

CEO如何与高层管理者中特定个体建立特殊关系的途径，以开发新的战略战术的公司目标。并且，

它也可以被用来解释，工厂中生产线管理者如何挑选少量工人，来完成他们工作单位生产配额。  

此外，LMX理论的观点能够被用来解释，个体如何在组织中建立关系网络，来帮助他们更有效

地完成工作（Graen & Scandura, 1987）。一个有高质量合作关系网络的人能够号召很多人来帮助

解决问题，并提高组织的目标。 

LMX理论还可以被应用在不同类型的组织中。它适用于传统商业、教育和政府背景，甚至志愿

组织的背景。想象一个社区领导，他发起了一个帮助老年人的志愿计划。为了使这个计划有效地运

做，这个领导者依赖于少数志愿者，这些人比其余的志愿者更可靠、更乐于献身。这个同可靠志愿

者的小群体密切合作的过程，就可以由 LMX理论的原理来解释 。 

总之，LMX理论告诉我们，要意识到我们如何同我们的下属相联系。  

二、LMX理论的优点分析 

LMX理论对于我们理解领导过程有几个积极的贡献： 

首先，它是个描述性很强的理论，在直觉上，它可以根据工作单位对组织的贡献多和贡献少，

或者对组织贡献最小，使得对工作单位的描述有意义。 

第二，LMX理论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是唯一一个把二元关系的概念放在领导过程中心焦点的

领导理论。 

第三，LMX理论是值得注目的，因为它把我们注意的目光引导到领导过程中沟通的重要性。  

第四，有大量的研究证实，LMX理论的实践如何同积极的组织结果相联系。在 Graen和 Uhl-Bien

（1995）的研究综述中指出，它同绩效、组织承诺、工作气候、革新、组织公民行为、授权、程序

和分配公平、职业发展，以及很多其它的重要组织变量有关。通过把 LMX理论的使用同实际结果相

联系，研究者就能够验证理论，并增加它的实用价值。 

三、LMX理论的批评 

由 LMX理论产生的最显而易见的批评就是，表面上它同公平的基本人类价值观相矛盾。  

对 LMX理论的第二个批评就是，这个理论的基本理念并没有完全展开。例如，它不能完全解释，

高质量领导－成员交换创立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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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 LMX理论中，有一些关于测量领导－成员交换的问题被提了出来 （Graen & Uhl-Bien, 

1995）。在过去的几年中，利用领导－成员交换量表的不同版本来测量交换，所以它们的结果常常

无法直接进行比较。 

作业： 

1．如何理解领导者与下属的关系？ 

2．试析领导形成过程？ 

3．LMX理论有哪些应用？ 

4．LMX理论有哪些优势与不足？ 

拓展阅读书目： 

[1]卢盛忠等著.组织行为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第一版，231-346。 

[2]ScheinE.H.OrganizationCultureandLeadership:AdynamicView.SanFrancisco:Jossey-Ba

ss,1985。 

第九章  团队领导理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重点、难点： 

1．认识团队领导的功能 

2．理解团队领导的结果 

3．正确分析领导与团队效力模型 

4．掌握领导与团队效力模型的应用 

课时分配：2课时。 

第一节   概述 

组织的团体或者工作团队中的领导已经成为领导理论与研究中最普遍的、发展也最快的课题之

一。团队是组织的团体，由相互依赖的、拥有共同目标的、并为了完成这个目标而必须相互合作的

成员构成。例如，这类团体可包括项目管理团队、特别工作队、工作小组、常务委员会、质量检测

小组和改良小组。  

一、 团队领导的重要功能 

20世纪 60年代，McGrath最先阐明了领导在达到团队效力上所起的重要功能。领导的重要功

能包括两方面的行为：（a）监督与采取行动（b）关注团队内部问题与关注团队外部问题，这就引

出了团队领导的以下四种功能： 

1. 诊断团队的不足之处（监督 / 内部） 

2. 采取补救措施来改进不足（采取行动 / 内部） 

3. 预见到即将发生的环境变化（监督 / 外部） 

4．对环境变化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采取行动 / 外部）。（Hackman & Walton, 1986, p. 76） 

二、 团队领导的复杂性 

从能够随时随地正确选择执行何种功能这一要求上来看，团队领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Fisher（1985）将领导者比喻为媒介，或根据信息采取行动的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拥有许多信念，

并且信念之间存在松散的联系，能根据发生事件中的相关信息做出判断，而不仅仅凭借个人信念。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在领导工作时，脑子里有很多关于行动或功能的想法，能准确无误地将这些应用

于不同的情境。 

三、 团队领导的结果 

除了具有功能性和复杂性之外，团队领导也必须讲求实际，注重团队的需求与结果。人们通常

会根据组织工作小组或团队的效力及所获得的成就来判断其成败与否。团队领导理论必须将焦点放

在团队工作卓有成效的原因，或团队的过人之处上面。领导者不能仅仅只是认知地分析，然后就采

取行动来改进团队，而应该重视团队目标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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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清晰明确、鼓舞人心的目标 

团队目标需要是非常清晰明确的，好让成员能够知道绩效目标是否已经实现。一个命令下达得

极其模糊，然后去要求成员做出细节，这样的团队是不会取得成功的（Hackman, 1990）。另外，目

标还需具有参与性，并能鼓舞人心，这样，成员就会确信这项任务是有价值的，并且是重要的。团

队的失败往往是由于他们让其他事情取代了他们的目标。 

五、 结果驱动的结构 

团队需要寻找最佳的结构来完成目标。团队或工作小组有着不同的工作内容。高层管理团队一

般处理权力和影响力，任务部门提出想法和制定计划，客户服务部门与顾客打交道，生产部门则专

攻技术（Hackman, 1999）。他们可以概括成三种类型：问题解决团队、创意团队和策略团队。  

六、 胜任的团队成员 

团体应该由适当数量和适当成分混合的成员来完成团队的全部任务。另外，团队需要为团队成

员提供足够的信息、教育与培训，使他们能够成为能胜任的成员或者保持胜任能力（Hackman & 

Walton, 1986）。作为一个整体，团队成员需要具备必要的技术能力来完成团队目标。成员个人也

必须能够协调好人际关系。  

七、 统一的承诺 

人们比较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称一个工作小组为一个“团队”，但仅仅将它看作是一个个体

的集合（Hackman, 1990）。团队并不是那么产生的，还需要仔细设计和开发。优秀团队发展了一种

一致性的或者认同的观念。通过团队成员在投入工作进程的各方面来经常地培养加强这种团队精神

（Larson & LaFasto, 1989）。 

八、 协作的氛围 

建立在真诚坦率、言行一致、互相尊重的基础上的信任，对于营造一种协作的氛围十分必要，

团队成员在这样的氛围中，可以专心致力于解决问题，坦诚地与人交流，相互倾听他人的意见，自

由地开拓冒险，甘愿相互为对方做出奉献（Larson & LaFasto, 1989）。 

第二节  领导与团队效力模型 

Hughes et al.（1993）提出了一个模型，模型整合了团队领导的重要功能、参与过程中的复

杂性和对团队效力的关注。他们的领导与团队效力模型建立在一个团队行为的系统模式上，包括输

入量（个体、团队和组织），通过量（过程），与输出量（目标完成情况、团队工作结果）。  

 在输入方面 ，模型说明，不同个体因素，如成员兴趣、技能、价值观和行为，与不同的外部

背景因素如奖励、信息和教育系统一样，也可以影响团队的设计。团队设计本身也会因为其在如何

结构化任务、团队如何组成、存在什么权力关系和发展什么规范准则等方面的不同，影响到绩效。 

在过程方面，该模型列出了四个层次的过程因素：（1）努力程度，（2）知识/技能，（3）战略，

（4）团队动力。模型进一步指出这四层因素的每一层与输入的相应层次如何互相影响。你会注意

到模型中团队设计方框中 G-1层次是任务结构，与之相对应的是过程度量中的P-1层次（努力程度）。

团队领导者可利用这样的层层分析，来了解团队功能的复杂性，和诊断团队出现的问题。  

在领导方面，模型说明了领导者怎样象媒介一样利用该模型加工信息，和怎样有助于发现和解

决团队中存在的问题。Hughes et al.（1993）建议领导者应该仔细研究团队来发现任何过程问题，

在发现问题之后使用层次法分析可能的输入，然后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解决问题。 

在物质资源方面，模型将这些要素分别列出，并指出如果缺乏了这些要素，再出色的领导和设

计也无法发挥效力。 

团队效力是该模型的最后一个成分，模型也同样说明了工作结果对成功的工作小组或团队的必

要性。一个小组是否取得成效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成果是使用该成果的客户可以接受的吗（产

出质量）？第二，小组作为一个整体仍然能够发挥有效功能吗（团队合作精神）？                 

第三，团体中的个体成员对工作成果及其表现满意吗（满意度）？  

第三节  领导与团队效力模型的应用和优缺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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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领导与团队效力模型的应用 

存在将团队效力方法应用于领导组织的团队的实践中去的许多方法，这些方法试图诊断出可能

有的任何团队问题所在。一种方法是使用模型本身，通过对模型中各个图框及层次来分析团队。例

如，如果团队形式上没有成效（团队效力），领导者就会诊断是否存在适当的物质资源，或者过程

度量中是否出现了问题。如果注意到过程方面出现了问题，领导者可以根据层次分析判断什么输入

可能导致这一问题。领导者（领导）能够以变化设计或教导的形式，采取适当措施来减少问题和改

进工作条件。 

二  、领导与团队效力模型的优点 

该模型的优势之一是，它通过聚焦于真实组织中的工作团队及其需要的领导，解答了早期小型

团体研究所无法回答的许多问题。 

模型的优势之二是，它为团队领导提供了一个复杂而又认知的向导，帮助他们设计并维持一个

卓有成效的团队，特别是当团队表现低于标准水平的时候。 

模型的另一个优势是，它考虑了组织中领导者及其追随者的角色变化。 

此外，团队领导的这一方法也有助于选择团队领导者。  

模型的最后一个优势就是它具有启发性，也就是说，它能暗示对未来研究的各种想法。 

三 、 领导与团队效力模型的缺点 

现有方法的不足之一在于整个模型没有完全得到支持或检验。 

这一理论方法除了过于复杂之外，也不能使领导者当场解决特定情境中出现的问题。 

最后，团队效力方法为领导培训指明了新方向，可以被称为是该模型的优势之一。但是，这些

领导培训的方向还很模糊、复杂，有些让人无法接受。 

作业： 

1．团队领导有哪些功能？ 

2．影响团队领导有效性的因素有哪些？ 

3．试析领导与团队效力模型？ 

4．领导与团队效力模型的应用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Bass BM. Leadership and performance Beyond expectations.NewYork:Free Press,1985:16~20 
[2]Kouzes JM,PosnerBZ.Theteam Leadership practices inventory:measur2 Ing leadership of 

teams.SanFrancisco:Animprint of Jossey2BassInc.Pub2 lishers,1992 
 [3]DenHartogDN, VanMuijenJJ,KoopmanPL.Transactionalversus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ananaly2Sis of the MLQ.Journal of Occupation2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1997,70(1):19~34                             

第十章  领导心理动力学方法 

本章教学目的和重点、难点： 

1．理解心理动力学方法的发展历程。 

2．掌握心理动力学方法的几个重要概念。 

3．了解心理动力学方法的应用。 

4．正确认识领导心理动力学方法的优势和不足。 

课时分配：2课时。 

第一节 概述 

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有了第一次领导经验。至少在一段时间以内，父母成为我们

的领导者。这就为心理动力学方法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父母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给我们扎

下了对领导根深蒂固的情感。当我们认为一个组织有“家长式作风”时，父母的形象就起了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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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领导心理动力学方法研究的出现起源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Freud，1938）。对

于那些当时的常用治疗方法对之不起作用的病人，弗洛伊德尝试理解和帮助他们。他使用催眠法，

发现的确可以帮助一些病人克服痛苦，这些病人的症状是歇斯底里性麻痹。后来他又发现催眠并不

必需，只要让病人说出他们的过去就会获得足够的疗效。 

弗洛伊德的工作吸引了许多追随者。这个学说最有名的信徒是卡尔·荣格，他最终献身于心理

学事业。时至今日，荣格心理学被广泛接受，而经典的心理分析理论近年来却没有那么热了。然而

领导的心理动力学说是基于弗洛伊德和荣格两个人的工作之上建立起来的。 

心理动力学方法学的坚定支持者是阿布拉汗·泽尼科（1977），他是哈佛大学的管理学教授。

心理动力学方法在特质领导者学说的书籍中也有出现（Hummel，1975；Schiffer，1973；Wner，Jobe，

& Ferrono，1984-1985）。心理动力学的一个分支理论是心理历史学，这类理论试图通过从历史的

观点来解释领导者的行为，比如林肯或希特勒的行为。这些研究综述了领导者们的个人经历记录，

特别是研究了他们的家庭背景。在不同的领导心理动力学方法中，有一些共同的基本思想。 

第二节 领导心理动力学方法中的几个重要概念 

一 、 家庭出身 

第一个概念是家庭出身，它是理解成人行为的基础。 心理动力学观点认为儿童在生活开始时，

必然是非常自我中心的个体，与成人相比更像是动物。在婴儿早期，父母的角色主要是满足孩子的

需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父母对依赖性强的孩子控制得较多，但同时孩子通过自己的需要，对父

母也有一定的控制。每次婴儿一哭，父母就会报以食物、抚摸或干净的尿布。 

二、  成熟或个体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变得更独立于父母，他们对直接物质满足的需要变少了。这种现象持续

在学前、幼儿园、小学和初中时代。在每个成功的发展阶段，孩子都离家庭更远了，虽然孩子的社

会性更强了，但是他们内化了父母的标准，来监督、分析和判断。 

三  、依赖和独立 

成年人可能会发现他们和一个独裁型的领导者或是一个分享型的领导者产生关系，成人团队成

员对领导的反应方式是其与权威者（特别是父母）过去交往方式的一个函数。从心理动力学的观点

来看，个体可能以依赖、反依赖、独立的态度对待领导者。依赖的实质是自我谅解。反依赖的行为

是逆反性的，拒绝领导者的指导。独立则在当下属通过进行事实评价确定领导的意图时出现，这主

要是评价领导行为意图的相对可能性和各种价值。这类下属会接受对他们有意义的指导性意见，同

时对他们不赞成的意见提出质疑。 

四、  退化和自我掩蔽 

让我们把主题带回到讨论中，父母肩负的是孩子社会化的责任。这意味着要教会孩子是非的分

别，社会可接受行为与不可接受行为的分别。错误和不可被社会接受的行为是要受到惩罚的。例如，

绝大多数父母会告诉他们的孩子打人、特别是打父母是不对的。然而对冒犯自己的人，孩子仍然有

攻击的冲动。父母的惩罚——也许是言语上的责骂或是关禁闭——教会孩子不要打人，甚至最终教

会孩子不要感到生气。这个过程用术语来描述就是退化。  

荣格心理学引入了掩蔽的概念（Jung，1923）。这个概念与退化的概念有一些关系。个体掩饰

的是人格的一部分，这部分是不能被意识所接受的，因而它的出现不被允许。例如，一个女领导者

因为自己有着较高的道德标准和没有缺点而骄傲。而她可能非常的圆滑有礼，通过注意自己的表达，

同时在某些事上保持模糊的态度，她在组织的复杂人际关系中能生存下来。  

五  、关系分析 

艾利克·本恩建立了一个普及流行的心理动力学模型，名为“交互作用分析”（Berne，1961；

Harris，1967）。它也被称作“关系分析”。本恩标出了三个自我状态：父母，成人和孩子。这些术

语显然与家庭角色有关。在本恩看来父母的自我状态倾向于控制和养育。孩子的自我状态倾向于玩



10428 

乐或叛逆。成人的自我状态则使个体热衷于事实评价，以找出情景到底是什么，可能的应对选择有

哪些，以及每种行为的可预测结果。这种分析模式的要点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第三节  心理动力学方法的应用和优缺点分析 

一 、 心理动力学方法的应用 

临床工作和个人成长都强调增强个体的洞察力。心理动力学的基础建立在无意识和家庭中儿童

早期情绪反应模式的发展。那些能够意识到这些习得的模式并弄清楚的人就能够增加他们的洞察力

进而改变行为。 

因此，心理动力学方法在领导中的应用包括领导者对自身情绪反应和原因的洞察力的日趋敏

锐。领导者也可能对心理动力学逐渐了解而开始试图去理解下属的行为反应。  

要增进领导者和下属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商业组织中，现有的一个方法是通过人格测验让个

体评估自己的个人类型。让所有的人包括经理、专家、职员、流水线工人等去做一个标准的心理测

验是很容易的，如 Myers-Briggs类型测验，其结果从四个维度反映人格。  

心理动力学理论在实践中应用的最终目标似乎是用测验结果去理解和比较各种类型，但人类能

够使用语言，所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就在于人际关系。当一个团队中能够像谈论自身和他们的

工作那样去谈论他们的人际关系，那就会有一个良好而有效的人际关系。  

二 、心理动力学方法的优点 

心理动力学方法的最大优点是它引导人们分析领导者和下属的关系。 

第二个优点是，心理动力学方法的统一性。 

心理动力学的另一个优点是它强调洞察领导者内心的需要，认为领导者应该通过有意识地回顾

自己童年问题和家庭环境来洞察自己。谈论和写下这些问题，领导者能够洞察自己，使自己理解自

己在当前情境下的情感来源。 

三 、 批评 

第一，显然，大部分心理动力方法的早期研究是基于临床观察和对有严重精神疾患病人的治疗

之上的。这是一种变态心理学而不是研究正常心理的。 

另外的批评集中在临床心理学家研究的主观本质上。虽然每个精神病学家或是心理学家所依赖

的洞察力表面上是来自于来访者的信息或是图式，但实际上这些洞察会被咨询家本人无意识的先行

预期所干扰。 

心理动力学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它主要只关注领导的心理以及影响领导与下属关系的心理因素。

换句话说，它忽略了组织因素，包括组织的文化、结构和组织面临的各种任务和挑战。 

最后还有一个局限性就是心理动力学方法无助于传统的训练。领导者必须经历个人成长和洞察

力发展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会贯穿于他整个领导阶段。 

作业： 

1．简述心理动力学方法的发展历程？ 

2．心理动力学方法的有哪几个重要概念？ 

3．心理动力学方法的应用有哪些？ 

4．试析领导心理动力学方法的优势和不足？ 

拓展阅读书目： 

[1]霍团英.中青年处级干部心理健康及人格特征调查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

志,2004,12(4):303~306 

[2]吴正,张厚粲.大五人格理论与人事测评中的人格结构分析.心理科学,1999,22（3):209~212 

[3]翟洪昌等.管理人员个性的因子分析及其科学评价问题的研究.心理科学,2002,2 

[4]赵国祥.185名处级领导干部的个性特质的研究.心理科学,2002,2   

第十一章  女性与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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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教学目的和重点、难点： 

1．了解女性领导角色发展的历史。 

2．分析女性领导的风格。 

3．正确认识新世纪女性领导的类型。 

4．正确区分女性领导的优点和不足。 

课时分配：2课时。 

第一节  女性领导概述 

在过去的二十年来，性别与领导已成为大众媒体的热门话题。近来成百上千的杂志报纸都刊登

着讨论诸如“冲破玻璃天花板”，“女性与半价美元”，“蜂王综合症”和“女性可选择的领导风格”

这样的文章。 

一、 历史上的女性领导 

历史上女性领导角色的真实情况常常充斥着政治的情感。作为现代进程中的一部分，近十年来，

女性女性领导者的地位也往往被扭曲，或是缩小，或是夸大。事实上应当说，在本世纪，在政府，

商业，非盈利社团和社会运动等所有领域中，都有女性参与工作并担任领导职位。但同时，担任领

导的妇女往往是极少数，远远少于与她们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 

二、 两次世界战争期间的女性领导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数十年间，女性出于选择同时也是环境的需要，被引入商界和政

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期征兵将白种美国男性招募入伍，留下女性和黑人充当劳动力。事实证明，

女性在商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起着关键作用，使美国的商业能得以维持。但是当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后，男性又回到了“他们”的岗位，而女性则发现自己在商业和政府中的位置被别人替代了。

除了少数例外，女性渐渐又回到了她们的传统角色：母亲，主妇，教师，护士和秘书。 

三、 50、60年代的女性领导 

50年代，出现了结婚和一股复古的，渴求在市郊生活的美国梦的热潮。房子，家用车，度假

旅游和豪华家用品成了新生代的梦想。由于仅靠一个人的收入就可以维持家庭，甚至可以过上富庶

的生活，生育高峰使上千万的妇女更多的是呆在育婴室而非在会议室里。 

 到 60年代初之前，由于经济状况的更具挑战性和避孕药的流行，女性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

计划生育使女性能施展人生抱负，决定自己以何种方式贡献社会。为了事业，很多女性宁愿不结婚，

或是晚婚晚育。60年代中期，出现了离婚率上升。离异妇女由于财力和能力方面的缺乏，往往只

能从事低级和兼职工作。 

从 60年代末开始，由于自身在职业和家庭中的所受的挫折，妇女运动应运而生，有力的吸引

了公众的注意力并最终影响了政策。  

四、 80年代至今的趋势 

妇女运动，促使大量团体和职业组织的产生，并继续施加压力，使法律条文印刷在禁止歧视的

书籍上（比如第七条，禁止在雇佣中的性别歧视）。同时，国内的情绪也发生着变化。生育高峰出

生的一代长大成人，他们对自身及孩子有着不同的期望。男女进入大学的比例大致相同。女性只要

愿意，就可以随意延后结婚和生育时间，她们可以规划自己的人生，并学习技能以成就事业。 

这个趋势至今仍方兴未艾。无论是出于经济需要还是自由选择，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与男性竞

争着相同的工作和机会。 

第二节 女性领导风格 

一 、 女性领导特点 

这些发现并不令人惊奇，女性领导的观点认为组织领导具有的特点与 Rosener调查中女性的观

点非常相似。在一次对大学妇女中心和妇女研究项目的研究中，Griggs（1989）对其中的相似观点

进行了归纳，阐明了图 11.1的表中的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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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 可能有助于区别“男性”和“女性”的领导方式的一些女性化的特点 

l 根据征求全体人员意见后进行决策 

l 将权力视为可以被分享的关系型术语 

l 鼓励有创造性的方法来解决冲突 

l 建立支持性的工作环境 

l 在工作场合提倡多样化 

二 、 群体一致的决策方式/参与的结构 

男性化管理方法是将职员进行纵向划分，上级告诉下级如何做。在组织结构和决策方面这种领

导风格更接近于独裁式领导。与这种领导模式相反的是 Helgesen（1990）的网状概念。根据她自

己的研究工作和与 Gilligan（1982）共同的研究，Helgesen 将女性领导方式描述为从组织中心出

发的领导，而男性则趋向于等级式领导。  

三 、 权力 

权力被视为是一种共同的源泉——可以共同学习和分享。男性化的观点视权力为凌驾别人于之

上，而女性化的观点却视权力为融合于别人之中（Maier et al.，1993）。从这种女性化的视角来

看，权力是一种联系，而非等级。从联系的角度谈权力，意味着权力是一种具有合作和相互依赖性

质，而不是竞争和统治性质的模型（Hartsock，1979）。 

四、  信息和技能共享 

在组织生活中，信息和专长常常被看作权力的来源；事实上，French和 Raven关于权力的经

典著作将专长定义为一个重要的来源。女权主义观点承认这个权力基础，但如何在组织内共享信息

和技能可以区分女权主义的观点与男性化的观点。女权主义领导在本质上更趋向教育，领导者承诺

共享信息和技能，这样别人可以同时成为出色的组织参与者和领导者。 

第三节  新世纪的女性领导者 

一、  授权型领导 

向较低的指导型领导迈出的一小步就是向团队成员进行授权。在这种领导风格下，团队是很难

自主领导的。给团队成员的假象是他们有机会有一天表现得像一个领导，但是实际上，领导者仍掌

握这所有的绳索。 

二  、选择型领导 

一个上司可以将团队领导的选择任务交给团队自身去处理。这一项任务当然赋予了团队成员很

大的权力，并且强调了他们独立解决问题的责任。然而，团队中的人际关系，必须得到充分的发展，

使得领导者的选择合乎全体意见。若票数接近，或者出现一个占少数的强硬反对派在旁边呐喊，都

会使先前的努力成为泡影。 

三 、 领导分享 

在这一领导方式中，领导本身的性质有所改变。从领导者的角度来看，领导分享意味着领导者

角色在五个方面的重新定义： 

l 旧概念中的领导者在决策中显示出比团队成员更多的知识、经验和智慧。而新概念中的领
导者则对其他人表明在决策中如何去获得知识、经验和技能。 

l 旧概念中的领导者指示团队成员应该去做什么。而新概念中的领导者则与团队成员共同决
定该采取什么行动。 

l 旧概念中的领导者花更多的时间去讲，而新概念中的领导者则花更多的时间去听。 

l 旧概念中的领导者不鼓励冒险并对团体成员的失误进行惩罚。新概念中的领导者则鼓励创
新并接受冒险行为和偶尔的失败，将之作为学习曲线的一部分。 

旧概念中的领导者对团队成员的智力、动机和可信赖程度抱较低的态度，而新概念中的领导者

则尊重团队成员并看重他们的贡献。 

这儿所描述的几种领导方式是由女权主义的领导观点提出来的。这一观点与 90年代及之后的



10431 

组织需求相联系，这引起了一场关于无性领导的争论，即一种无视性别差异的领导。 

四、女性领导理论的优缺点分析 

（一） 这一章从女权主义观点以及技能指向观点提供了思考领导与性别问题的几种思路。在

这一方法中有几点优点： 

首先，这一方法对大量关于女性与管理的研究加以了重视，而这与组织中团队工作新的重点是

相吻合的。 

第二，这种方法提供了一种途径去挖掘”男性化”和”女性化”两种领导风格的优点。 

第三，这一方法体现了各种文献中所提倡的原则。当一个组织处于全球竞争的环境中，面临熟

练劳动力的缺乏，并意识到美国劳动力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变化时，多样化的技能和对种族、性别、

文化的思考就成为了竞争优势。 

最后，这种方法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性别会产生影响吗？在解释什么因素使领导者成功和有效

率时，有研究提出了另外的观点，这是对这一领域知识主体的补充。 

（二）批评 

对这一方法最根本的批评是它是否对“男、女性之间有无差别”这一问题关注的太多。 

第二点批评是这一方法几乎只关注了白人女性的经历，不能推广到全部女性。 

还有一个批评是将性别因素作为一个单独变量考虑可能会导致重视差别甚于包容。 

作业： 

1．试析女性领导角色发展的历史？ 

2．分析女性领导的风格？ 

3．新世纪女性领导的有哪几种类型？ 

4．区分女性领导理论的优点和不足？ 

拓展阅读书目： 

[1] 欧炳进,张育新,林克惠,蒙绪新编著.人事管理学.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

260-275。 

[2] 李强,李昌,唐素平主编.管理心理学.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190-216。 

[3] 苏东水著.管理心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357-376。 

第十二章  案例分析讨论 

本章教学目的： 

在案例讨论中巩固已学的知识，并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应用中，使学生全面掌握所学知识。 

课时分配：2课时。 

案例一  Carly Peters主管 Mills，Smith & Peters公司广告办事处的创意部门。这个办事

处有大约 109名员工，其中 20人在创意部门为 Carly工作。这个办事处很典型地有 10个主要的客

户以及一些更小的客户。在这个国家中，它很有声望，是最好的广告和公众关系代理之一。 

在创意部门，有四个主要的客户团队。每个团队都由一个助理创意主管所领导，这些助理主管

直接向 Carly 报告。此外，每个团队都有一个广告文案编写人、一个艺术指导和一个制作艺术家。

在 Mills，Smith & Peters，客户团队由 Jack、Terri、Julie和 Sarah带领。 

Jack和他的团队同 Carly相处得相当好，他们出色地为办事处的客户完成工作。在所有团队

中，Jack的团队最有创意和才能，也最愿意为 Carly额外地多做一些事。结果，当 Carly 要向上

层管理者展示客户的时候，她经常采用的是 Jack的团队。Jack和他的团队成员都对 Carly很信任，

而 Carly也很信任他们。Carly并不担心向 Jack团队分配额外的资源，或者允许他们自由支配自

己的客户，因为他们总能为她获得胜利。 

Terri的团队在办事处绩效也很好，但是 Terri对她的团队从 Carly那里得到的对待感到不满

意。她感觉 Carly不公平，因为 Carly更偏向 Jack的团队。例如 Terri的团队由于风险太大，而

被建议不要继续一个广告活动，而 Jack的团队却因为开发一个非常刺激的广告活动而受到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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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i感到，Jack的团队是 Carly的宠物——他们得到最好的任务、客户和预算。Terri发现自己

很难抑制对 Carly的恨意。 

象 Terri一样，Julie也担心，她的团队不属于接近 Carly的核心集团中。她再三地注意到，

Carly 更喜爱其它团队。例如，每当有额外的人员被指派给团队项目的时候，总是其它团队获得最

好的编写人和艺术指导。Julie感到很迷惑，为什么 Carly没有注意到她的团队或者试图来帮助他

们工作。她感到 Carly低估了她的团队的能力，因为 Julie了解，她团队的工作是无庸质疑的。 

尽管 Sarah部分地同意 Terri和 Julie对 Carly的观察，但是她并没有感到对 Carly领导的任

何敌意。Sarah已经为这个办事处工作了近 10年，没有什么事情使她烦心。她的客户团队从没有

“令世人震惊”，但是也从没出现问题。Sarah把她的团队和它的工作更多的是当作一个“螺母和

螺栓”的机械操作，团队被分配一项任务，而他们只是落实它。处在 Carly核心集团中，会要求在

晚上或周末投入额外的时间，而为 Sarah 带来更多头痛的事情。因此，Sarah安于当前她的角色，

她并没有什么兴趣要试图改变部门工作的方式。 

问题 

以 LMX理论原理为基础 

l 你对 Carly在 Mills，Smith & Peters的领导有什么观察结果？ 

l 这里是否有内集团和外集团？如果有，他们分别是谁？ 

l Carly同四个团体的关系，以什么方式有利于或不利于办事处整体目标的实现？ 

l 你认为 Carly应该改变她对待助理主管的方法吗？ 

l 如果应该，她分别应该做些什么？ 

案例二  Jim Towne是一家大型公用事业公司的电脑部门主管，同时也是行政副经理的下属。

副经理要求他为公司将来的电脑使用制定一个计划。过去，公司的每个部门都有自己处理电脑服务

的一套办法。部门的另外两名成员是工程主管 Jay Jefferson和生产主管 Sally Monroe。他们分

别是工程副经理和生产副经理的下属，他们经常在控制成本的决策上受到各自经理的奖励。在团队

决策方面，Towne对 Jefferson和 Monroe没有领导权。他只是担任团队协助者的角色。所有的成

员在其各自的领域中专业能力都极强，在公司中工作多年，且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们过去在任何项

目中都没有过合作。 

开始工作后不久，在团队动力方面立刻出现了问题。团队成员应该通过讨论来达成解决问题的

共识。但是当 Towne向行政副经理汇报时，他却修改了报告中的一些措辞与信息，想以此在团队决

策的过程中拥有更多的控制权。 

他为对其他两名成员没有直接领导权而感到沮丧，同时也因为他们不愿配合任何决定，而为资

金的耗损感到头痛。Towne的卑鄙行为导致了其他两名成员对他的不信任，在以后的会议中，他们

总是不断争吵，否定他的想法和建议。 

问题 

回答问题时，请参照图 9.2的领导与团队效力模型。 

l 是什么个人因素导致了团队在 P-4团队动力方面的问题？ 

l 团队成员间的哪些交互行为导致了问题的发生？ 

l 团队中的权力问题是什么？ 

l 从团队环境的角度来说，团队应该进行怎样的结构重组或者策划？ 

案例三  亚利桑那学生领导会议（the Arizona Student Leadership Conference）每年为 200

名高中生学生举行了一次露营。朱伦·费尔南德兹是这一组织的执行主管，是一位迅速建立高效团

队的专家。她扮演的是一个协调人的角色，而不是一个“主管”。 

今年她雇用了 15名顾问组成一个队伍去指导和开展这一会议活动。按照传统，她要求每个顾

问提前一星期到达，来帮助她做计划。她在会议时并没有为顾问们预先准备一份活动进程安排，而

是在第一次会议时向他们提出两个问题： 

1. 今年你们想举行什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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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什么你们认为这些活动与大会的目标是相符的？ 

朱伦促进了顾问之间的讨论，但把大部分的决策权交给了整个团队。今年团队决定进行一系列

的活动去证明所有人都有领导能力，只是有时候得改变一下对”领导者”的传统的认识。 

会议指定一天为”沉默日”。这天中要计划许多活动，但每个顾问和学生都不能交谈。那些原

先被认为安静而被埋没的学生这时站了出来，开始负责一些活动。 

讨论题 

1. 为什么这个团队在一起工作很融洽？ 

2. 为什么说这个会议是成功的？ 

3. 当最终的责任落到你的肩头时，放弃对这样一个计划的控制会使你感到困难吗？ 

4. 你认为朱伦放弃了过多的权力吗？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领导心理概述 2  

2 特质理论和领导行为 2  

3 风格理论和领导行为 2  

4 情景理论和领导行为 2  

5 案例分析讨论 2  

6 领导者的交往与沟通  2  

7 领导者的激励功能 2  

8 领导－成员交换理论 2  

9 团队领导理论 2  

10 领导心理动力学方法 2  

11 女性与领导 2  

12 案例分析讨论 2  

13 学生读书报告 2  

14 学生读书报告 2  

15 企业参观学习 2  

16 企业管理者讲座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普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领导的风格理论 

难点：团队领导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学生报告。 

3.请企业管理者来讲座。 

4.到企业参观。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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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到企业参观 2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写论文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论文占 70％。 

7、作业要求： 

三到四次小组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国外最新权威教材的译本。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安德鲁·J.杜伯林著. 王垒译. 领导力(第四版) 精要版.中国物价出版社. 2007年. 

（二）推荐参考书 

1. 胡月星. 现代领导心理学.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5年. 

2. 吴岩. 领导心理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3. 美 亚利桑那大学 安弗莎妮•纳哈雯蒂 领导学（原书第 4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4. 美 克利夫•里科特斯(Cliff Ricketts) 著 戴卫东译，领导学：个人发展与职场成功(第二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 美 理查德•哈格斯（Richard L.Hughes），罗伯特·吉纳特（Robert C.Ginnett），戈登·柯

菲（Gordon J.Curphy）著，朱舟译，领导学：在经验积累中提升领导力，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6. 美 普度著. 路大永译. 西点的 10堂领导课. 中信出版社. 2007. 

7. 狄恩·乔斯佛德 玛丽·乔斯佛德. 领导心理学(The Portable MBA经典全集) .  汕头大

学出版社.  2003.  

8. 领导 上下 MBA/MPA必修公共课程甘华鸣,李湘华 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2 

9. 于绍乐 编著 西点军校精英训练教程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当当价：21.25 元 

10. 卡耐基《领导艺术》（英文原版）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7 当当网有售 

执笔：李林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2日 

 

犯罪心理研讨课 
CRIMINAL MIND SEMINAR 

课程号： 4230203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教学目标： 

1、掌握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分析的基本原理； 

2、了解典型类型犯罪人的心理与行为特征； 

3、了解犯罪心理对策与技术。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犯罪心理分析的基础知识、精神

分析原理、行为主义及认知原理，以及犯罪心理预防、罪犯改造策略，为刑事司法心理学、罪犯改

造心理学、法律心理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学科体系基础，为将心理学知识运用于刑事法律实践

提供心理学原理与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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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教学内容：共 14章 

第一章 导论 

教学内容：本学科概况介绍（对象、任务、方法与历史）          

教学方法：讲述与答问 

教学时数：2学时 

第一节 犯罪心理学的对象和任务 

一、犯罪心理学的对象 

1.什么是犯罪 

根据我国刑法（1997）的规定，犯罪是指严重危害社会、依照法律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犯罪的三个属性：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惩罚性。 

2.犯罪心理学的对象 

第一，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在犯罪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问题。 

第二，对犯罪人的理解。 

第三，犯罪心理、犯罪行为的关系。 

二、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1.犯罪心理学的基本问题 

2.个体犯罪心理形成、发展和变化的理论 

3.不同类型犯罪及犯罪人的心理分析 

4.犯罪心理学理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三、犯罪心理学与邻近学科的关系 

法律心理学与司法心理学 

刑法学 

犯罪学 

普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 

法律心理学 

四、犯罪心理学的任务 

案例分析：“纽约炸弹狂人”的心理学特征描述 

布鲁塞尔博士对纽约炸弹狂的 15点推论 

心理学特征描述（psychological profile） 

任务：犯罪人的心理描述 

揭露犯罪心理与打击犯罪 

犯罪行为的预测与控制 

第二节 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一、犯罪心理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1.客观性 

是指研究者对待客观事实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能歪曲事实，也不能主观臆测。  

2.系统性 

是指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部分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机能的整体。  

3.理论联系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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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伦理性 

二、犯罪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1.观察法 

是指研究者通过感官或借助于一定的科学一起，有目的、有计划地考察和描述犯罪人地各种行

为表现来收集资料的一种方法。 

优点：在自然条件下进行，资料真实可靠。 

缺点：研究者处于被动地位；影响因素多，难以进行精确的分析；受观察者本人条件的影响。 

2.调查法 

是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收集有关犯罪人的资料，研究犯罪心理特点和规律的方法。 

（1）问卷法 

（2）访谈法 

3.测验法 

是指使用标准化测验量表来测量犯罪心理特点的方法。 

4.实验法 

是在控制的条件下对某种心理现象进行观察，以了解心理现象因果关系的方法。 

5.案例分析法 

就是选择典型的各类案例进行分析，从中发现犯罪人犯罪心理形成、发展和变化规律的方法。  

案例 1.2 玛丽的“圆周假设” 

三、非实验性数据因果关系推断的方法  

1.交叉时滞平面分析(cross-lagged panel analysis, CLPP） 

2.路径分析 

四、犯罪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1.以问题为中心，主义采用多种方法和探讨课题 

2.注意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 

3.用相互作用的理论思路来分析犯罪心理现象 

第三节 犯罪心理学的历史回顾 

一、西方国家犯罪心理学的发展 

1.早期犯罪心理学思想 

2.现代犯罪心理学的诞生与发展 

3.当代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现状 

二、我国犯罪心理学发展的历史回顾 

1.我国古代的犯罪心理学思想 

2.我国现代犯罪心理学的发展 

1980S起，犯罪心理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思考题：1犯罪心理学在犯罪学科中的地位； 

2 犯罪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第二章 现代西方犯罪心理学的主要理论 

教学内容：精神分析、行为主义、认知学派的犯罪心理学观点 

教学时数：4学时 

教学方法：讲述与苏格拉底法 

第一节 犯罪行为的精神分析理论 

一、 精神分析学派的发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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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精神分析与新精神分析运动 

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 

1.潜意识论 

意识 

前意识 

潜意识 

2.人格结构学说以及人格发展理论 

3.本能论 

4.焦虑论 

三、弗洛伊德的犯罪观 

1.犯罪行为产生的原因 

2.对犯罪行为的防治 

四、阿德勒的犯罪观 

1.犯罪的原因和动机 

2.对犯罪的防治 

五、其他学者对犯罪行为的精神分析 

1.运用潜意识理论分析犯罪人的无意识犯罪动机 

2.运用人格结构理论分析犯罪人的人格缺陷 

（1）犯罪者的自我及其特征 

（2）犯罪者超我的缺陷 

3.运用人格发展理论分析犯罪行为 

4.运用心理防卫机制来解释犯罪人的心理 

六、精神分析犯罪理论的评价 

贡献： 

第一，使我们充分认识到生物学因素在犯罪行为中的巨大作用 

第二，大大扩展勒犯罪心理学的研究范围 

第三，引起我们对犯罪人早期经历的关注 

局限：本能论倾向、缺乏足够的实证数据支持 

第二节 行为主义心理学与犯罪行为 

一、行为主义心理学概述 

二、社会学习理论 

1.社会学习理论的主要观点 

（1）人类行为的学习途径——观察学习和亲历学习 

（2）人类行为的起因——三元交互作用论 

（3）人类行为的自我调节 

2.社会学习理论对攻击行为的解释 

（1）攻击行为的获得机制 

（2）攻击行为的启动机制 

（3）攻击行为的保持和自我调节机制 

三、其他学者的研究 

四、对行为主义犯罪理论的简评 

积极性方面：客观性研究与研究方法论 

消极性方面：对主体主动性及生物性的忽视； 

具有机械论解释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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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道德认知发展与犯罪 

一、皮亚杰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 

二、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 

1.柯尔伯格的研究方法  

道德两难问题 

2.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模式 

第一阶段 服从与惩罚取向阶段 
前习俗水平 

第二阶段 工具性目的与交换阶段 

第三阶段 人际和谐与遵从阶段 
习俗水平 

第四阶段 社会和谐与制度维护阶段 

第五阶段 社会契约取向阶段 
后习俗水平 

第六阶段 普遍伦理原则阶段 

三、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与犯罪 

四、简单的评价 

对主体智慧、理性与道德性及认知方式的重视 

思考题： 

论述与评价精神分析、行为主义、认知学派的犯罪心理学观点 

第三章 犯罪心理的静态分析 

主要内容：犯罪心理与生物学因素、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关系。 

教学时数：2学时 

教学方法：讲述与资料演示 

第一节 生物学因素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一、影响犯罪心理形成的生物学因素及其特征 

二、遗传因素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1.家族史研究 

2.双生子研究 

3.染色体研究  

三、年龄、性别因素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四、神经生物及生物化学因素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五、人体生物节律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第二节 心理因素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一、个体的人格倾向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1.需要和动机 

2.价值观 

二、个体的人格特征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1.性格与犯罪心理  

2.气质与犯罪心理 

第三节 社会环境因素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一、家庭环境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1.家庭结构缺陷对犯罪心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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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庭教养方式不当 

案例 期望不当，酿成恶果 

二、学校环境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三、社区环境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四、工作环境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第四节 犯罪心理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是一个复杂、有机的整体系统 

二、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系统中各因素之间具有层次上的差异 

思考题：性格与犯罪心理的关系； 

家庭教育模式与犯罪心理形成的关系； 

第四章 犯罪心理的动态分析 

主要内容：犯罪心理形成的模式特点 

犯罪行为发生的机制 

教学时数：2学时 

教学方法：案例教学 

第一节 犯罪心理的形成 

一、犯罪心理形成的基本模式 

1.渐进式 

2.突发式 

3.机遇式 

二、犯罪心理形成的过程 

1.不良的交往与模仿 

2.个体对消极社会信息的选择 

3.形成不健全的人格 

4.违法尝试获得体验 

5.犯罪意向萌发 

第二节 犯罪行为的发生 

一、犯罪情境 

1.侵害对象 

2.现场条件 

3.现场气氛 

二、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心理互动 

1.犯罪行为发生前的心理互动 

2.犯罪过程中的心理互动 

3.犯罪行为发生后的心理互动 

三、犯罪行为发生的过程 

1.预谋型犯罪行为的发生过程 

2.无预谋的犯罪行为的发生过程  

第三节 犯罪心理的发展变化 

一、犯罪人在犯罪不同阶段的心理特点 



10440 

1.犯罪前的心理状态 

2.犯罪过程中的心理状态 

3.犯罪后的心理状态 

二、犯罪心理的良性转化 

1.犯罪心理良性转化的条件 

2.犯罪心理良性转化的类型 

三、犯罪心理的恶性发展 

1.犯罪心理恶性发展的条件 

2.犯罪心理恶性发展的征兆 

3.犯罪心理恶性发展的阶段 

思考题：以典型案例说明犯罪行为发生的模式。  

第五章 犯罪动机 

主要内容：犯罪动机的产生与发展变化 

教学时数：2学时 

教学方法：讲述与案例法 

第一节 需要与动机 

一、需要的概述 

1.需要的概念 

是指个体和社会生活中必需的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2.需要的种类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1）生理需要 

（2）安全需要 

（3）归属与爱的需要 

（4）尊重的需要 

（5）认知、审美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二、动机概述 

1.动机的概念 

动机是激发和维持个体进行活动，并导致该活动朝向某一目标的心理倾向或动力。 

2.动机的种类 

3.动机的理论 

（1）本能论 

（2）驱力论 

（3）需要论 

（4）诱因论 

（5）认知一致论 

第二节 犯罪动机及其形成 

一、犯罪动机的概述 

1.犯罪动机的概念 

2.犯罪动机的特征 

主观性 

相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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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性 

低级性 

复杂性 

3.犯罪动机的功能 

激发 

指向 

维持和调节 

4.犯罪动机的分类 

5.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的关系 

二、犯罪动机的形成 

1.一定强度的需要促使形成犯罪动机 

2.外部诱因引起的犯罪动机 

3.内在需要与外在诱因交互作用形成犯罪动机 

第三节 犯罪动机的转化 

一、犯罪动机转化的类型 

1.表现在不同时间阶段的动机转化 

2.表现在不同发展方向的动机转化 

二、影响犯罪动机转化的因素 

1.影响犯罪动机转化的主体因素 

2.影响犯罪动机转化的客观因素 

第四节 犯罪动机的特殊形式 

一、不明显的犯罪动机 

1.少年犯 

2.精神病犯罪人 

二、激情犯罪的动机 

思考题：需要与犯罪动机之间的关系； 

犯罪动机转化的条件分析。 

第六章 人格与犯罪 

主要内容：犯罪人格 

教学时数：2学时 

教学方法：案例法与讨论 

第一节 人格概述 

一、什么是人格 

1.人格的涵义 

源于拉丁文的“person”，意指面具。 

2.人格的基本特征 

整体性 

独特性 

稳定性 

社会性 

二、人格类型论与特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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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格类型论 

（1）生物学类型论 

（2）心理学类型论 

（3）价值观类型论 

2.人格特质论 

（1）奥尔波特的特质论 

（2）科特尔的人格特质论 

（3）艾森克的特质理论 

（4）大五人格  

第二节 犯罪人格 

一、什么是犯罪人格 

1.犯罪人格的涵义 

犯罪人格是犯罪人特有的导致其犯罪行为发生的心理特征的综合，是一种严重的反社会人格。 

2.犯罪人格的形成 

二、有关犯罪人格的研究 

1.使用人格测验量表对犯罪人格进行描述 

2.采用访谈法对罪犯犯罪人格的研究 

3.从大量研究中归纳出与犯罪密切相关的人格特征 

三、研究犯罪人格的意义 

1.理论意义 

（1）对犯罪人格的研究可以使对犯罪原因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加深对犯罪产生这一问题

的理解； 

（2）犯罪人格的研究为预测、预防犯罪开辟了新的途径，为制定科学的刑事政策提供参考； 

（3）犯罪人格在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结构化中的意义。 

2.研究犯罪人格在犯罪人司法处遇实践中的意义 

思考题：犯罪人格的特征 

第七章 不同主体犯罪心理分析 

主要内容：青少年犯罪、女性犯罪、特殊犯罪人的心理分析 

教学时数 4学时 

第一节 青少年犯罪心理分析 

一、青少年犯罪的身心基础 

1.青少年时期的生理发育特点 

2.青少年时期身心矛盾与犯罪的关系 

3.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冲突与犯罪的关系 

二、青少年犯罪的行为特征 

1.模仿性和易受暗示性 

2.情景性 

3.戏谑性 

4.情绪性 

5.反复性 

三、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分析 

1.青少年的生理发育尚未完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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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少年的体能强壮、精力充沛 

3.青少年的欲求量多、最强烈 

4.青少年遇到的矛盾最多、最复杂 

案例分析：三个少年练胆杀人案件 

第二节 女性犯罪心理分析 

一、女性犯罪的心理基础 

1.认知特点 

2.情感和意志特征 

3.个性特点 

二、女性犯罪的特点 

1.犯罪数量上的差异 

2.犯罪类型上的特点 

3.犯罪手段上的特点 

4.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特点 

5.犯罪处遇上的特点 

三、女性犯罪的心理分析 

1.女性杀人犯罪的心理分析 

2.女性财产犯罪的心理分析  

第三节 特殊人群犯罪心理分析 

一、吃亏心理 

二、攀比心理 

三、“补偿”心理 

四、掩盖心理 

五、享受心理 

六、贪婪心理 

七、侥幸心理 

八、随大流心理 

九、冒险心理 

十、蒙混心理 

第四节 不同经历犯罪人心理分析 

一、初犯心理分析 

1.初次犯罪的心理状态 

2.初次犯罪的动机 

二、累犯心理分析 

1.累犯的人格特征 

2.累犯的心理特征 

三、惯犯心理分析 

1.惯犯的心理特征 

2.惯犯的行为特征 

思考题：青少年犯罪的心理特征与行为特点； 

女性犯罪的心理特征。  

第八章 几种主要犯罪类型的心理分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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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财产、暴力与性犯罪的心理分析 

教学时学：2学时 

教学方法：案例法与讨论 

第一节 财产犯罪心理 

一、财产犯罪概述 

1.财产犯罪的概念及类型 

2.财产犯罪的特征 

二、盗窃犯罪心理 

1.盗窃犯罪地点的选择 

2.盗窃犯罪的心理特征 

三、诈骗犯罪心理 

1.诈骗犯罪的一般特点 

2.诈骗犯罪人的心理特征 

3.诈骗犯罪中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心理互动 

第二节 暴力犯罪心理 

一、暴力犯罪概述 

1.暴力犯罪的概念及类型 

2.暴力犯罪的类型 

3.暴力犯罪人的一般特征 

二、杀人犯罪心理 

1.杀人犯罪的一般特征 

2.杀人犯的心理特征 

三、抢劫犯罪心理 

1.抢劫犯罪的一般特征 

2.抢劫犯罪的类型 

3.抢劫犯罪人的心理特征 

第三节 性犯罪心理 

一、性犯罪概述 

1.性犯罪的概念及类型 

2.性犯罪人的一般特点 

二、强奸犯罪心理 

1.强奸犯罪的一般类型 

2.强奸犯罪的心理分析 

3.强奸犯罪人的心理特征 

4.强奸犯罪中被害人问题的有关研究 

思考题：暴力犯罪与性犯罪与本能力量的联系 

第九章 几种主要犯罪类型的心理分析（下） 

主要内容：邪教、毒品与智能犯罪的心理分析 

教学时数：2学时 

教学方法：案例法与讨论 

第一节 邪教犯罪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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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邪教犯罪概述 

1.邪教的含义 

2.邪教犯罪的概念与范围 

3.邪教犯罪的特征 

二、“法轮功”人员的心理分析 

1.“法轮功”人员的一般特征 

2.练习“法轮功”的动机 

3.“法轮功”的精神控制 

4.“法轮功”痴迷者的人格特征  

第二节 毒品犯罪心理 

一、毒品犯罪概述 

1.毒品的含义 

2.毒品犯罪的概念及类型 

3.我国毒品犯罪的现状及特点 

二、毒品犯罪人的心理特征 

1.犯罪动机 

2.错误的认识 

3.偏颇的人生价值观 

4.毒品犯罪人的人格特征 

三、吸毒人员的心理分析 

1.吸毒者的人格特征 

2.吸毒者初次吸毒的动机 

3.吸毒后心理上的变化 

4.吸毒与犯罪行为 

案例：一个吸毒者的心理变化轨迹 

第三节 计算机犯罪心理 

一、计算机犯罪概述 

1.计算机犯罪的概念及类型 

计算机犯罪是指非法侵入受国家保护的重要计算机信息系统及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并造成严

重后果的应受到刑法处罚的危害社会的行为。 

2.计算机犯罪的特点 

（1）犯罪技术具有专业化 

（2）犯罪手段具有隐蔽性 

（3）犯罪后果具有严重的危害性 

（4）犯罪空间具有广泛性 

（5）犯罪类型具有新颖性 

（6）犯罪惩处的困难性 

3.计算机犯罪的发展趋势 

二、计算机犯罪人的心理特征 

1.法律意识薄弱，缺乏道德感 

2.智力水平高 

3.犯罪动机 

4.计算机犯罪人的人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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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邪教犯罪、毒品犯罪心理与行为特点的分析 

第十章 过失犯罪心理 

主要内容：过失犯罪心理 

教学时数：2学时 

教学方法：讲述法 

第一节 过失犯罪心理概述 

一、过失犯罪的概念和类型 

1.过失犯罪的概念 

2.过失犯罪的类型 

3.过失犯罪与注意义务的违反 

二、过失犯罪心理与故意犯罪心理的区别 

1.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不同; 

2.犯罪心理的内容不同; 

3.犯罪心理的机制不同。 

第二节 引起过失犯罪的客观诱因 

一、情境因素 

1.自然方面的意外情境 

2.社会方面的意外情境 

二、舆论因素 

三、工具因素 

1.使用熟练工具 

2.使用陈旧工具 

3.使用高科技工具 

第三节 过失犯罪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 

一、过失犯罪人的生理特征 

1.生理缺陷或疾病 

2.疲劳状态 

3.麻醉与醉酒 

4.其他生理因素 

二、过失犯罪人的心理特征 

1.过失犯罪人的认知特征 

（1）认识上存在错觉 

（2）注意品质不良或违反注意义务 

（3）记忆的缺陷与失误 

2.过失犯罪人的情绪和态度特征 

3.过失犯罪人的意志特征 

4.过失犯罪人的性格与气质特征 

5.过失犯罪人的智能特征 

6.过失犯罪人的无意识因素 

三、过失犯罪人的不良行为习惯 

1.日常生活中的不良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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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操作中的不良习惯 

案例：锅炉工忘记关气阀致人烫死案 

思考题：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的心理差异 

第十一章 群体犯罪心理 

主要内容：群体犯罪心理的形成与特点 

教学时数：2学时 

教学方法：讲述 

第一节 概述 

一、什么是群体 

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内相互作用，直接或间接地使有效地相互作用在持

续性、广泛性和融洽性上达到密切地程度，并自身形成一个内部准则，知道价值地实现。 

二、群体的分类 

1.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 

2.大群体和小群体 

三、群体心理效应 

四、群体犯罪的概念和类型  

第二节 群体犯罪的心理学基础 

一、群体归属感 

二、从众 

三、服从 

四、去个性化 

五、模仿和感染 

六、群体无意识理论 

第三节 各类群体犯罪的心理分析 

一、一般共同犯罪的心理分析 

1.一般共同犯罪的概念和特点 

一般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没有特殊的组织形式、只是为了实施某一特定的违法犯罪行为而

临时或事先纠合起来的群体犯罪形式。 

2.一般共同犯罪中角色心理分析 

二、团伙犯罪 

1.团伙犯罪的概念 

2.团伙犯罪群体形成的心理原因 

3.团伙犯罪中角色心理分析 

三、有组织犯罪 

1.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和特征 

2.有组织犯罪群体形成的心理原因 

权威与服从 

模仿与学习 

暗示与教唆 

冒险转移 

群体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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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组织犯罪中角色心理分析 

四、集群犯罪 

1.集群犯罪的概念 

2.集群犯罪的特点 

自发性； 

行为狂热； 

非常规； 

持续时间短暂。 

3.集群犯罪的过程 

4.对集群犯罪的理论解释——紧急规范理论 

5.集群犯罪中角色心理分析 

案例：张君团伙系列抢劫杀人案件 

思考题：分析群体犯罪心理形成的过程与行为特征 

第十二章 变态犯罪心理 

主要内容：各类型变态（人格障碍、性变态、精神病）犯罪心理特征 

教学时数：4学时 

教学方法：案例法与讨论 

第一节 概述 

一、变态心理概念 

1.变态心理与常态心理 

2.变态心理的判断标准 

3.变态心理的常见类别 

二、变态心理的形成原因 

1.变态心理的生物基础 

2.心理因素在变态心理产生中的作用 

3.心理变态的社会文化根源 

三、变态心理与犯罪行为 

1.变态心理者的犯罪现象概述 

（1）变态心理的发生率 

（2）变态心理者的犯罪率 

2.变态心理现象与犯罪行为 

（1）感知觉变态与犯罪行为 

（2）注意变态与犯罪行为 

（3）记忆变态与犯罪行为 

（4）思维变态与犯罪行为 

（5）情绪情感变态与犯罪行为 

（6）意志变态与犯罪行为 

（7）智能变态与犯罪行为 

（8）意识变态与犯罪行为 

3.变态心理患者犯罪的基本特点 

（1）变态心理者犯罪的动机 

（2）变态心理者犯罪的行为特征 

（3）变态心理者在犯罪后的一般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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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格障碍与犯罪行为 

一、人格障碍概述 

1.什么是人格障碍 

是一种人格在发展和结构上明显偏离正常，以致不能行之有效地适应正常地社会生活的心理行

为表现。 

2.人格障碍的特征 

从儿童、少年时期开始出现品德问题 

人格结构某些成分过分或畸形发展 

无自知之明 

相对稳定，顽固 

二、人格障碍与犯罪 

1.人格障碍者犯罪的基本特点 

2.人格障碍类型与犯罪 

（1）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2）偏执型人格障碍 

（3）情感型人格障碍 

（4）爆发型人格障碍 

（5）轻佻型人格障碍 

（6）怪癖型人格障碍 

三、人格障碍犯罪人的法律责任能力  

第三节 性变态与犯罪行为 

一、性变态概述 

1.性变态的概念 

2.性变态与人格障碍 

3.性变态与性犯罪 

二、性变态与犯罪 

1.性变态者违法犯罪的特点 

2.性变态类型与犯罪 

三、性变态犯罪人的法律责任能力  

第四节 精神病与犯罪行为 

一、精神病概述 

1.精神病的概念 

是一种心理机能完全紊乱的精神疾病，是一种严重的心理变态状态。 

2.精神疾病患者的变态心理特征 

二、精神病与违法犯罪 

1.精神病人违法犯罪的特点 

行为无法自控 

动机模糊或难于理解 

手段极其残忍、凶狠 

2.精神病的类型与犯罪 

（1）精神分裂症 

（2）偏执型精神病 

（3）情感性精神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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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反应性精神病 

（5）脑外伤精神病与犯罪行为 

三、精神病人的法律责任能力 

1．发病期间； 

2．无刑事责任能力； 

3．相对（有限）责任能力； 

4．民事责任能力。 

思考题：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犯罪的特点； 

性变态犯罪的心理分析。 

第十三章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 

主要内容：犯罪心理测试的原理与技术 

教学时数：2学时 

教学方法：讲述与演示 

第一节 概述 

一、什么是“犯罪心理测试技术” 

测谎仪“polygraph”——多道生理心理描记仪 

二、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历史 

1.最早的“神裁法” 

米判法 

热试法 

水试法 

2.智力型的测试法 

3.现代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出现与发展 

4.当今心理测试仪的前沿研究 

第二节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原理及其测试方法 

一、基本原理的争论 

1.“恐惧”假设 

2.“冲突”理论 

3.“条件反射”理论 

4.“应激”理论 

5.“动机”理论 

6.“认知唤醒”理论 

二、常见的犯罪心理测试方法 

相关/不相关问题测试法（R/IR） 

控制问题测试法（CQT） 

紧张峰测试法（POT） 

犯罪情景测试法（GKT） 

第三节 中国的犯罪心理测试技术 

一、中国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发展历史 

二、中国的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程序 

犯罪心理痕迹动态描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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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题阶段 

测前访谈阶段 

实测阶段 

图谱评判阶段 

测后讯问阶段 

思考题：分析罪犯心理测试技术的原理及其缺陷 

第十四章 罪犯心理矫治 

主要内容：罪犯心理矫正的原理与技术 

教学时数：4学时 

教学方法：讲述（与参观） 

第一节 概述 

一、罪犯心理矫治的内涵及其在改造中的作用 

1.什么是罪犯心理矫治 

2.罪犯心理矫治在改造工作中的作用 

（1）促进了我国罪犯改造工作科学化的进程 

（2）促进了罪犯改造工作质量的提高 

（3）促进监狱人民警察素质的提高 

二、罪犯心理矫治的操作体系 

三、罪犯心理矫治的组织实施 

第二节 罪犯心理评估技术 

一、什么是罪犯心理评估 

是罪犯心理矫治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它是评估者根据心理测验的结果，加上调查、观察多得到的

多方面的资料，对被评估的罪犯个体或群体的心理特征做出有意义的解释和科学的价值判断过程。 

二、罪犯心理评估的一般过程 

1.确定评估目的和评估标准 

2.资料收集阶段 

3.具体评估阶段 

4.评估结果的使用阶段 

三、心理测验的实施方法 

1.准备 

2.施测 

3.收尾 

四、罪犯心理评估报告的一般格式 

案例：关于罪犯李威的心理评估报告 

第三节 罪犯心理咨询与治疗技术 

一、什么是罪犯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 

1.罪犯心理咨询 

2.罪犯心理治疗 

二、罪犯心理咨询的基本过程及操作技巧 

1.心理咨询前的准备 

2.了解情况，建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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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诊断分析，明确咨询目标 

4.选择方案，帮助指导 

5.评估咨询结果，结束咨询关系 

三、罪犯心理治疗的主要方法和技术 

1.精神分析疗法 

案例：精神分析疗法在罪犯心理矫治中的应用 

2.行为疗法 

3.理性情绪疗法 

第四节 罪犯心理危机干预技术 

一、什么是罪犯心理危机 

二、什么是罪犯心理危机干预 

三、罪犯心理危机干预的过程与方法 

1.通过评估确定干预对象 

2.激发有心理危机的罪犯主动寻求心理咨询的愿望 

3.让罪犯释放消极情绪与能量 

4.帮助罪犯掌握一定的自我调节与自我矫治方法，提高自己处理心理危机的能力 

5.跟踪考察，巩固成效 

思考题：罪犯心理评估的内容； 

行为主义原理在罪犯矫正中的应用； 

分析认知矫正技术。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2学时 

实验 1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测试仪 

实验要求：熟悉犯罪心理测试理论；研究特定类型犯罪心理测试的原理；掌握心理测试的基本

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学科发展） 2  

2 犯罪心理学理论 4  

3 犯罪心理静态因素 2  

4 犯罪心理动态分析 2  

5 犯罪动机与犯罪人格 2  

6 暴力犯罪心理 2  

7 性犯罪心理 2  

8 青少年犯罪心理 2  

9 群体犯罪心理 2  

10 过失犯罪心理 2 选择性教学内容 

11 变态犯罪心理（人格障碍） 2  

12 变态犯罪心理（性变态与精神病） 2  

13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 3  

14 罪犯心理改造 3 选择性教学内容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10453 

先修课程：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 

后续课程：刑事司法心理学、罪犯改造心理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各类型犯罪人的犯罪动机 

难点： 犯罪心理的演化；变态犯罪心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核心讲授法。 

2. 典型案例分析法。 

3．专题分组讨论法 

教学手段： 

1.分解式讲解 

2.多媒体演示 

3．适时参观或专家报告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测试仪与 EPT技术）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5课时 

典型案件分析 

犯罪专题报告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课堂中典型案件的心理分析报告：（30%）与专题研究报告（结课论文）：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见各章节教学内容）。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择国内主流的现行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犯罪心理学》，罗大华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版），国家十二·五规划法学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犯罪心理学》，刘邦惠 主编，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犯罪心理学》，罗大华 马皑 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犯罪心理学》，[美]C. BARTOL 杨波 等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执笔：刘建清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日 

 

测谎技术研究研讨课 
Lie-detec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Seminar 

课程号：4230203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理解测谎仪的工作原理和主流测谎仪器的基本构造；2、掌握

犯罪测谎测试的应用领域及基本操作步骤；3、了解测谎技术最前沿的进展——认知神经科学测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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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4、掌握测谎研究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5、了解测谎技术结论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以及目

前的认识。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测谎技术的基础知识、现代生理

测谎的原理，实施测谎的各阶段具体技术，相关的学术研究与争论。让学生初步掌握测谎的操作技

术，进一步深化对于运行于司法背景下的心理学技术和方法的理解，并对于测谎技术的前沿问题有

一定深入的把握。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测谎技术的历史和现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测谎技术的科学还是伪科学之争。 

2． 测谎的早期探索——神裁法。 

3． 所罗门式的测谎尝试。 

4． 科学主义思潮下的测谎技术。 

学习目标： 

1．了解围绕着测谎技术科学性的争议。 

2．掌握测谎技术的历史。 

3．掌握测谎技术的现状 

作业： 

初步认识、熟悉和简单操作测谎仪 

知识单元 2：说谎的界定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日常生活中的说谎及其社会心理学研究。 

2．谎言分类学与语言学研究。 

3．错误信念、说谎与欺骗。 

4．测谎技术背景下的说谎的定义。 

学习目标： 

1．了解说谎的社会心理学、分类学与语言学研究。 

2．掌握错误信念、说谎与欺骗三者的区别与联系。 

3．掌握本课的说谎的定义，从而真正理解测谎技术所识别的对象——说谎的内涵。 

作业： 

Readings: Trovillo, P.Y.. A History of Lie Detection.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1939, 29(6):pp.848–881. 

DePaulo, M. B., Kashy, D. A., Kirkendol,S. E., Wyer, M. M. & Epstein, J. A.. Lying 

in Everyday Lif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6,(70):pp.979-995.  

知识单元 3：测谎技术的理论基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测谎技术的称谓之惑。 

2．测谎的理论基础。 

3．说谎时大脑发生了什么？ 

4．说谎时可能经历的过程。 

学习目标： 

1．了解关于测谎技术的称谓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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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测谎的生理基础和理论基础。 

3．掌握说谎时可能经历的过程。 

作业： 

Reading：[英]Aldert Vrij,说谎心理学，郑红丽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章。 

知识单元 4：非言语行为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基本概念。 

2．姿势与态度、头部和面部。 

3．胳膊、手、腿和脚。 

4．副语言行为和神经语言行为。 

学习目标： 

1．了解什么是非言语行为分析测谎技术和神经语言行为分析测谎技术。 

2．掌握基本的通过分析常见行为来测谎的假设。 

3．掌握基本的通过分析副语言行为来测谎的假设。 

作业： 

Reading：[英]Aldert Vrij,说谎心理学，郑红丽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5年版：第 2-3章。 

知识单元 5：言语行为线索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提问技术的历史发展。 

2．不相关问题、相关问题、对照问题和投射问题。 

3．言语行为线索测谎技术。 

学习目标： 

1．了解提问技术的历史发展。 

2．掌握不相关问题、相关问题、对照问题和投射问题及其编制。 

3．掌握基本言语行为线索测谎技术。 

作业： 

Reading：[英]Aldert Vrij,说谎心理学，郑红丽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5年版：第 4章。 

知识单元 6：陈述内容分析技术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基本理论基础。 

2．SVA和 CBCA。 

3．SCAN。 

4．SCAN的应用。 

学习目标： 

1．了解关于陈述内容分析技术的基本理论基础。 

2．了解 SVA、CBCA、SCAN实施的基本技术。 

3．掌握 SVA、CBCA和 SCAN技术的实施步骤。 

作业： 

Reading：[英]Aldert Vrij,说谎心理学，郑红丽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5年版：第 5-6章。 

知识单元 7：仪器测谎——polygraph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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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测谎的生理指标。 

2．反测谎以及反－反测谎。 

3．polygraph测谎的实施。 

学习目标： 

1．了解仪器测谎 polygraph技术常用的生理指标关于测谎技术。 

2．了解常见的反测谎以及反－反测谎方法。 

3．掌握 polygraph测谎的实施及操作。 

作业： 

按照严格的 polygraph测谎的实施过程练习基本的测谎实验。 

知识单元 8：提问技术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相关／不相关测试法。 

2．紧张峰测试法。 

3．对照问题测试法。 

4．隐蔽信息测试法。 

5．其他测试法。 

学习目标： 

1．了解提问技术的基本原则。 

2．了解其他测试法。 

3．掌握相关／不相关测试法、紧张峰测试法、对照问题测试法和隐蔽信息测试法。 

作业： 

用测谎仪的软件分别编制相关／不相关测试法、紧张峰测试法、对照问题测试法和隐蔽信息测

试法的例子。 

知识单元 9：评图技术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经验性评图技术。 

2．量化的评图技术。 

3．整体评图。 

学习目标： 

1．了解评图技术的基本原则。 

2．了解经验性评图技术。 

3．掌握基本的量化评图技术。 

作业： 

用量化评图技术练习对测试结果的评分。 

知识单元 10：认知神经科学测谎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fMRI、ERP及 P300测谎的理论基础。 

2．经典 fMRI测谎研究。 

3．经典 ERP（P300）测谎研究。 

4．总结测谎研究的研究范式。 

学习目标： 

1．了解认知神经测谎技术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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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经典的认知神经测谎研究。 

3．掌握测谎研究的具体研究范式。 

作业： 

总结测谎研究的研究范式，并以这些范式为模版来设计自己的研究范式。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测谎技术的历史和现状 2  

2 说谎的界定 2  

3 说谎的界定 2  

4 测谎技术的理论基础 2  

5 非言语行为分析 2  

6 言语行为线索分析 2  

7 陈述内容分析技术 2  

8 仪器测谎——polygraph 2  

9 仪器测谎——polygraph 2  

10 提问技术 2  

11 提问技术 2  

12 评图技术 2  

13 评图技术 2  

14 测谎实验 2  

15 认知神经科学测谎 2  

16 认知神经科学测谎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实验心理学、犯罪心理学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测谎技术的发展历史、仪器测谎实施、提问技术、评图技术。 

难点：测谎范式的总结、仪器测谎的实施、评图技术。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实验操作演示。 

3.小组合作学习。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视频案例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测谎仪以及测谎仪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小组学习报告、学生出勤、课堂表现；期末考试占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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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测谎技术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郑红丽编著《测谎技术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 5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Aldert Vrij著《说谎心理学》，郑红丽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年 1月 第 1版 

2. Blackburn，Ronald著著《犯罪行为心理学：理论、研究和实践》，吴宗宪、刘邦惠等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 10月第 1版 

执笔：郑红丽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1日 

 

教育社会学 
sociology of Education 

课程号：4230203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教育社会学基础知识、教

育与社会的互动原理、教育适中等原理，了解教育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为社会学专业相关的后续课

程奠定必要的教育社会学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教育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 

2．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 

3.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及其发展动向 

4.教育社会学的方法论 

5.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 

6.教育调查研究的具体技术 

7.教育调查研究的程序和步骤 

学习目标： 

1了解教育社会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教育社会学的方法论。 

2．掌握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掌握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具体技术。 

3.熟悉教育调查研究的过程和步骤。 

作业： 

1．教育社会学产生的历史条件是什么？ 

2．教育社会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代表人物是什么？ 

3．如何认识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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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范围是什么？ 

5．什么是规范性研究方法和验证性研究方法？ 

6．教育社会学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有哪些？ 

7．教育调查研究的程序和步骤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略） 

知识单元 2：经济与教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生产力与教育。 

2．商品经济与教育。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与教育 

学习目标： 

1.了解教育的生产性功能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的特性，。 

2．掌握商品经济与教育之间的关系 

作业： 

1．解释教育的生产性功能是什么？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发展不平衡性表现在哪里？ 

拓展阅读书目（略） 

知识单元 3：政治与教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政治对教育的影响 

2.教育对政治的反作用 

学习目标： 

1了解政治对教育制度的影响。 

2．掌握政治对教育目的的影响。 

3.熟悉教育与社会成员的政治社会化之间的关系。 

作业： 

1．什么是政治？ 

2．政治对教育目的的影响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略） 

知识单元 4：文化与教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民族文化特点与教育 

2.文化的传递、传播与教育 

3.文化选择与教育 

4.文化变迁与教育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化的传递与传播与教育之间的关系。 

2．掌握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教育的文化选择功能以及教育文化选择功能机制完

善的途径。 

3.熟悉文化变迁中教育的作用。 

作业： 

1．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传递？什么是文化传播？ 

2.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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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什么说教育是实现文化传播的重要机制？ 

4.教育的文化选择功能体现在哪里？ 

5.如何完善教育文化机制的完善？ 

拓展阅读书目（略） 

知识单元 5：青年文化与教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教育对青年文化的引导与控制 

2.青年文化对教育的影响与促进 

学习目标： 

1了解青年文化产生的背景，明了青年文化与师生之间的关系。 

2．掌握我国青年文化的特点，掌握教育对青年文化的作用。 

3.熟悉校园文化的积极功能与消极功能。 

作业： 

1．青年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2. 我国青年文化有什么特点？ 

3．教育对青年文化的作用是什么？ 

4. 校园文化的积极功能与消极功能是什么？ 

5. 青年文化与师生关系如何？ 

拓展阅读书目（略） 

知识单元 6：人口、生态环境与教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人口与教育的关系 

2.我国的人口现状及其发展趋势对教育发展的影响 

3.教育的生态环境  

4.教育生态的结构层次 

5.教育生态的规律 

学习目标： 

1了解教育对人口的影响、教育生态环境的多维性和教育生态的各种结构层。 

2．掌握我国人口的状况及发展趋势及其对教育的影响、教育生态的各种规律。 

3.熟悉人的年龄层次与教育的结构层次。 

作业： 

1．教育对人口的影响是什么？ 

2. 我国人口状况对教育有什么影响？  

3. 我国人口的发展趋势对教育有什么影响？ 

4．如何理解教育生态环境的多维性？ 

5.人的年龄层次和教育的结构层次是什么样的？ 

6.什么是教育的花盆效应？整体效应？边缘效应？ 

7.为什么说教育的竞争机制导致了教育的协同进化？ 

拓展阅读书目（略） 

知识单元 7：社会变迁与教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变迁与教育的关系 

2.社会变迁中的教育措施 



10461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变迁中采取的教育措施的缘由。 

2．掌握教育是社会变迁的动因、反映、条件的根据。 

3.熟悉社会变迁的不同观点。 

作业： 

1．什么是社会变迁？ 

2.为什么说教育是社会变迁的动因？ 

3.社会变迁中采取的教育措施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略） 

知识单元 8：社区与教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社区与教育关系 

2.学校与社区的关系 

3.社区文化与教育 

学习目标： 

1了解社区教育的类型。 

2．掌握社区的特征，学校在社区发展中的功能，以及社区在教育发展中的功能。 

作业： 

1．什么是社区和社区文化？ 

2.学校在社区教育中的功能有哪些？ 

3.社区在发展教育中的功能有哪些？ 

4.社区文化对教育的影响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略） 

知识单元 9：学校组织的社会学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学校组织的性质 

2.学校组织的结构 

3.学校组织的文化 

学习目标： 

1.了解学校组织结构。 

2.学校组织的性质。 

3.熟悉学校的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的内涵 

作业： 

1．学校组织的性质是什么？ 

2.如何理解学校组织的结构为异质结构？ 

3.如何理解学校组织的教师文化与学生文化？ 

4.如何理解学校组织的制度文化与非制度文化？ 

拓展阅读书目（略） 

知识单元 10：班级的社会学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国外班级社会学理论 

2.班级的社会因素及其特征 

3.班级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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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班级的发展水平及其建设 

学习目标： 

1了解国外班级社会学的理论。 

2．掌握班级的社会功能及其指标，掌握教师在班级建设中的作用。 

3.熟悉班级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文化。 

作业： 

1．帕森斯班级社会学理论是什么？ 

2.班级集体的社会本质特征包括哪些？ 

3.班级的社会化功能是什么？ 

4.班级的个性功能表现在哪里？ 

5.班级的社会功能指标一般包括哪些指标？ 

6.教师在班级建设中的作用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略） 

知识单元 11：教师的社会学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作为社会成员的教师 

2.作为学校成员的教师 

作为社会化承担者的教师 

4.作为社会化承受者的教师 

学习目标： 

1了解教师与家长不同的社会责任。 

2．掌握教师的社会权利及影响教师的控制方式、教师社会化的内容及过程。 

3.熟悉影响教师实际权威的影响因素。 

作业： 

1．教师的社会权利有哪些？ 

2. 如何理解教师的双重角色？ 

3. 教师的实际权威影响因素有哪些？ 

4. 教师社会化的内容及过程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略） 

知识单元 12：家庭与教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家庭的功能 

2.家庭因素对教育的影响 

3.家庭中的教育诸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家庭的功能。 

2．掌握家庭教育的特殊性、家庭教育优化的“适中”原理。 

3.熟悉城乡家庭教育的差异。 

作业： 

1．家庭教育的特殊性表现在哪里？ 

2.家长的文化程度对子女的影响表现在哪里？ 

3.子女出生次第不同对性格的影响表现在哪里？ 

4.家长与子女之间的心理偏差是什么？ 

5.家庭教育中的“适中”原理表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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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书目（略） 

知识单元 13：个体社会化与教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各年龄阶段社会化的特点与教育 

2.影响社会化的诸因素与教育 

3.社会化过程与教育 

学习目标： 

1了解个体化的内涵及纵横结构。 

2．掌握分析社会化与教育的关系、影响个体社会化的因素及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3.熟悉各个年龄阶段社会化的特点及与教育的关系。 

作业： 

1．个体社会化是什么？ 

2. 如何理解个体社会化与教育的关系？ 

3.儿童和青年社会化与教育的关系是什么？ 

4.影响社会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5.学校内角色互动过程包括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略） 

知识单元 14：性别差异与教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性别差异研究及其教育意义 

2.学校教育中的性别差异 

3.性别差异的成因与教育对策 

学习目标： 

1了解性别的差异。 

2．掌握男女生差异的成因和针对性差采取的教育措施。 

3.熟悉男女生的生物学差异、心理差异及社会学差异。 

作业： 

1．什么是性别差异？ 

2.性别差异研究的教育学的意义是什么？ 

3.男女性的社会学差异是什么？ 

4.针对性别差异采取的教育对策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略）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2  

2 经济与教育 2  

3 政治与教育 2  

4 文化与教育 2  

5 青年文化与教育 2  

6 人口、生态与教育 2  

7 社会变迁与教育 2  

8 社区与教育 2  

9 学校组织的社会学分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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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班级的社会学分析 2  

11 教师的社会学分析 2  

12 家庭与教育 2  

13 个体社会化与教育 2  

14 性别差异与教育 2  

15 总复习 2  

16 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学相关课程 

后续课程：经济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等专业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经济与教育、政治与教育、文化与教育、社会变迁与教育、个体社会化与教育等。 

难点：经济与教育、政治与教育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班级讨论等。 

教学手段： 

1.多媒体辅助教学。 

实践教学环境 

课程自主学习 

2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主要采纳鲁洁教授主编的《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鲁洁主编《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 7月 第 2版（1995年获全国第三届普

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等） 

（二）推荐参考书 

1. 谢维和著：《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 4月第 1版  

执笔：李慧敏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文化间相互理解与心理学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psychology 

课程号：4230203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心理学专业的专业研讨课程课程。 



10465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认识文化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2、了解文化与心理学的相关研

究领域和内容；3、从文化的视角对人的心理和行为进行分析。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使学生掌握文化与心理学的相关基础知识、文化

的基本问题、文化与心理的相互作用过程，对社会文化现象可从文化的视角加以分析和讨论，为毕

业论文的写作等奠定必要的专业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8学时 

知识单元 1：理解跨文化心理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跨文化心理学是批判性地并比较性地研究文化如何影响人的心理的科学。跨文化心理学考察

的是心理学的多样性及其背后的原因，通过比较性研究，考察文化规范与行为之间的联系。跨文化

心理学试图发现文化与生活在此文化中的个体心理间有意义的联系。 

2．与心理学有关的知识可以分为 4种类型加以考察，科学的、流行的、意识形态的和法律的。 

3.跨文化心理学中存在多种研究取向，进化论取向解释生物学因素如何影响人类行为并成为人

类文化的自然基础。社会学取向、生态文化取向、文化混合取向、综合取向、本土理论等。 

4.种族优越感和文化多元主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问题是跨文化心理学研究遇到的一些基

本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跨文化心理学的基本概念、问题与历史背景。 

2．掌握跨文化心理学的基本取向。 

作业： 

请你论述当今社会文化分裂和文化全球化的趋势。 

知识单元 2：跨文化研究方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跨文化心理学研究方法可以分为两类，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 

2． 定量研究包括从比较的视角对人类行为的某个方面进行测量，最重要的统计方法是相关
法，还可以检验两个样本之间的差异。 

3． 定性研究通常在自然环境中进行，被试在非研究环境中进行日常活动。 

4． 跨文化心理学家使用所有典型的心理研究方法，观察、调查、实验、内容分析、心理传记、
焦点群体、元分析以及其他方法。 

5． 抽样和翻译等是跨文化研究会遇到的实际问题，需要谨慎对待和解决。 

6． 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结果趋向于绝对论和相对论。支持绝对论取向的心理学家认为，心理
现象在所有文化中都是相似的，但特定过程和行为的出现因文化不同而不同。支持相对论取向的心

理学家认为人类行为是复杂的，只有在其发生的文化情境中才能得以理解。 

7． 跨文化心理学家应当避免概括化偏差。 

学习目标： 

1．了解跨文化研究方法的基本类型，以及与文化相关的方法论问题。 

2．掌握具体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内容分析等定性的研究方法。 

作业： 

设计一项研究，对自己感兴趣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质性研究。 

知识单元 3：跨文化心理学的批判性思考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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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批判性思维是学习跨文化心理学研究的最基本和最有价值的成分。可以从多方面提供特定
的问询及问题解决策略，进行批判性思维，矫正我们有问题的思维方法。 

2． 在描述各种现象，尤其是社会现象时，人们使用的语言反映了自己的价值观、偏向、喜好
及厌恶。因此，不仅提供所描述的对象信息，还提供描述者的相关信息。 

3． 所有现象既有相似又有不同，这取决于评估的维度和分类指标。 

4． 巴纳姆式陈述是对所有人都适用的“均码”描述，但并没有提供可以区分出特定群体或个
人的区别性信息。 

5． 同化偏差指，透过图式的有色眼镜看待世界，出现对信息的不同程度的失真、误解和失效。 
6． 另外，还有典型性偏差、自证预言、相关与因果的混淆、信念固着效应等。 

学习目标： 

1．了解跨文化研究中容易出现的各种偏差现象，充分认识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 

2．掌握各种具体偏差现象，并结合具体例子进行说明。 

作业： 

举例说明生活中存在的各种思维偏差现象。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3个，共 24学时 

实践 1：令人感动的小学生作文比较 

参考学时：8学时 

实验内容：选择两篇感动人们的小学生作文，分析情感生活的文化特点。 

实验要求：熟悉心理学对情绪的经典研究，并从文化差异的视角对所选的分析材料进行分析，

掌握分析文本材料从中发现文化影响的方法。 

实践 2：关于“手机通话”规则的比较研究 

参考学时：8学时 

实验内容：进行相异文化间的模拟交流，对手机通话的规则进行比较，分析文化特点及其表现。 

实验要求：规则是理解文化现象以及文化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方式的重要线索，通过模拟

交流过程了解态度和意识的差异，并对作文内容进行比较，对规则问题进行深入和系统的分析。 

实践 3：文化与心理学研究：自选主题 

参考学时：8学时 

实验内容：自选主题并设计研究。 

实验要求：自行选题并设定要研究的问题，找出进行比较的线索。掌握进行跨文化心理学研究

的整个过程以及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知识单元 1：理解跨文化心理学 2  

2 知识单元 2：跨文化研究方法 2  

3 知识单元 2：跨文化研究方法 2  

4 知识单元 3：跨文化心理学的批判性思考 2  

5 实践 1：令人感动的小学生作文比较 2  

6 实践 1：令人感动的小学生作文比较 2  

7 实践 1：令人感动的小学生作文比较 2  

8 实践 1：令人感动的小学生作文比较 2 成果展示 

9 实践 2：关于“手机通话”规则的比较研究 2  

10 实践 2：关于“手机通话”规则的比较研究 2  

11 实践 2：关于“手机通话”规则的比较研究 2  

12 实践 2：关于“手机通话”规则的比较研究 2 成果展示 

13 实践 3：自选主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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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实践 3：自选主题 2  

15 实践 3：自选主题 2  

16 实践 3：自选主题 2 成果展示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普通心理学、心理学研究方法、发展心理学 

后续课程：毕业论文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系统掌握跨文化心理学的基本问题，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中的批判性思维。 

难点：具体研究方法中的定性研究方法的掌握，以及实际比较研究中思路的形成与比较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直接讲授。 

2.合作学习。 

3.小组讨论。 

教学手段： 

1.媒体材料。 

2.研究结果展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课外自主学习和分析工作。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分别对不同主题进行分析并展示自己的研究结果。要求对问题和现象进行深入的质

性分析，挖掘出独到的分析线索，训练研究方法。 

7、作业要求：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希雷等著《跨文化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1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布鲁纳 著 《教育的文化》，远流出版公司，2003年 10月 第 1版 

2. 史密斯 等著 《跨文化社会心理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年 7月 第 1版  

执笔：片成男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管理心理学 
Managment Psychology 

课程号：4230204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心理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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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掌握下列知识：当今组织所处时代的文化、技术和经济环境；管理心理学的知识体系和理
论流派；影响个体行为的生活背景、能力、人格、知觉、价值观、态度等因素及对应的激励方法；

团队的结构、沟通、冲突、决策、领导等团队动力学因素及有效的团队建设和管理；组织的结构、

组织变革及组织的咨询和发展技术。 

2. 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个体和组织进行有效管理，从而充分发掘员工的潜力并实现组
织整体收益的最大化。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第一章 管理心理学概述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管理心理学的含义、关注的关键目标、基本的

概念和理论体系、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以及在组织管理中的重要实践价值，从而对管理心理学有一

个概要性的认识，并为随后各章的学习打下基础。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管理心理学的目标：从技术为本的管理到以人为本的管理 

一、管理心理学的定义： 

1. 定义：管理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包括个体、群体和组织三个层次，在组织中的行为的知
识并加以应用的学科，致力于寻找人的更有效的行为方式。 

2. 科学和应用的结合：管理心理学既是一门科学，在这一领域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和概念发
展充实进来，同时又是一门应用学科，一个组织的成功经验会很快地得到推广并传播开来。 

二、以技术为本和以人为本： 

1. 目前中国是工程师治国的时代，工科出身的管理者和学管理心理学出身的管理者在管理的
理念上最大的区别在于：以技术为本还是以人为本。 

2. 某种程度上，教育、医疗系统的改革难度要大于修建三峡大坝和发射神州飞船，因为涉及
到系统内复杂的人的因素。一个好的政策如何能被组织中的人所接受，非常能够考验管理者的管理

能力。 

3. 科技使我们了解“机器的动力学”，而管理心理学的学习使我们了解“人的动力学”。 

三、组织的动力学系统 

1. 动力学系统：管理心理学致力于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人在组织中的行为。组织是多个
个体为了共同目标而组合起来的社会单元。组织中的人、结构、技术以及组织运作的环境相互作用

形成一个动力系统，我们对组织动力学的理解需要在这样一个框架内进行。 

2. 人力资源的观点：人力资源的观点关心员工的成长和发展，以获得更强的能力，更多的创
造，更大的成就，因为人是所有组织、所有社会的核心资源。我们需要牢牢记住的是，组织为人服

务而存在，而不是人为服务组织而存在。没有个人的成长就没有组织的发展。 

第二节 管理者的职能和角色以及管理者需要具备的技能 

一、什么是管理者 

通过别人来完成工作。进行决策、分配资源、指导别人工作。 

二、管理者的职能 

法国的工业家法约尔提出管理者的职能是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 

三、管理者的角色 

人际角色、信息传递者角色、决策角色。 

案例：为什么买糖水的可口可乐的经理可以到高科技的苹果公司当总裁。 

四、管理者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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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技术技能 

2. 人际技能 

3. 概念技能。 

第三节 管理心理学的基础：实证研究及包括的方法 

一、实证研究 

1. 实证性：组织行为学的理论不是建立在个人经验和直觉上，而是建立在实证研究上。 

2. 研究方法：必须通过案例研究、现场和实验室实验、调查等方式收集可靠的数据，并通过
科学的统计分析证明我们的理论。 

二、实践、理论和研究的关系 

这个过程是一个实践、理论和研究三者不断循环的过程。 

第四节 管理心理学涉及的重要学科 

一、心理学 

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以及改变人的心理或行为的学科。 

二、社会学 

人在社会系统中扮演的角色及人际关系，研究人在相互联系、构成群体和组织时所表现出来的

复杂现象。 

三、社会心理学 

以人际行为为研究对象，探讨社会、团体环境中个体及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心理活动、行为表

现的原因和方式。 

四、人类学 

研究人类和人类活动。 

五、政治学 

以政治环境下的个体行为和团体行为为研究对象，以冲突的结构、权力的分配、人们如何操纵

权力维护个人利益为研究主题。 

第五节 管理心理学面对的新挑战 

一、知识经济与创新 

1. 知识经济：我们已经从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再进入到信息社会。例如，美国的工业
在国民经济中已经不占主导地位，信息产业和服务业已经取而代之。 

2. 创新型组织：这个时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了对创新空前的渴求。
从管理心理学的角度，应当如何培养创新型的组织和创新型的个人？ 

 

二、全球化与文化（思维方式）的冲突 

1. 地球正在被压平：地球正在变成一个地球村。 

2. 文化的融合和冲突：一方面全世界的人在同一天看同一部好莱坞的大片，另一方面文化的
冲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我们应当如何适应不同的文化背景？ 

三、知识型员工的增加与学习型组织 

1. 知识型员工与个人成长的需要。 

2. 学习型组织所需要的制度和文化。为什么我们有众多的高校和工程师，却没有相应的科技
创新成果？ 

四、80年代新人类的登场 

1. 我们父辈：要做一颗螺丝钉，干一行爱一行。 

2. 超级女生：想唱就唱，要唱的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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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课程需要达到的目标 

一、掌握管理心理学的知识体系 

二、学会管理心理学的思维方式 

三、能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个人成长和解决实际问题 

课堂讨论题： 

1. 管理心理学应该实现的目标？  

2. 我对本课程的期望？ 

作业： 

1. 你自己的语言给管理心理学下个定义，你认为管理心理学是研究什么的，与其他学科，比
如社会学，相比有什么特色。 

2. 请思考管理心理学为什么对组织而言是重要的，请列举一些具体的有价值的应用。 

3. 假设你的朋友说“管理心理学只服务于管理层的利益，所以是一门自私的、操纵别人的学
科”，你将如何答对？ 

4. 请思考组织和人的关系，你如何看待“组织需要人，人也需要组织”这句话？ 

拓展阅读材料： 

1. 王垒编著.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一章 组织管理心理学概

说. 

2. 弗雷德·鲁森斯著. 王垒等译校. 组织行为学.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第一章 关

于人和组织的动力学. 

3.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第一章 什么是组织行为学. 

第二章 管理心理学理论的发展和理论流派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管理心理学理论的主要流派和发展演化的历

史。掌握两种基本的人性假说和对应的管理实践。了解四种不同的管理模型及其适用的组织环境。

了解管理心理学研究的三个层次。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早期管理心理学理论 

一、泰勒的科学管理 

如何摊大利润的大饼，通过科学的分析提高劳动生产率。例子：为钢铁公司的员工确定“公平

的一天”的劳动量。通过为“头等工人”工作的“动作分析”设计出标准动作。 

二、行为科学管理 

管理者必须通过他人来完成工作，因此管理者必须了解行为科学。神奇的霍桑实验。 

三、运筹学 

包括规划论、博弈论、排队论、储存论、搜索论和统筹论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应用，合

理调动巨大的资源。 

第二节 人性的假设：X理论与经济人、Y理论与自我现实的人以及超 Y理论 

一、X理论与经济人 

1. 人性的假设 

（1) 人们都不喜欢工作，普遍逃避工作。 

（2) 人们都缺乏责任感，没有抱负，尽可能规避风险。 

（3) 大部分人都在强制、控制、威胁或惩罚下才会工作。 

2. 管理办法：管理者的任务就是压制和控制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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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Y理论与自我现实的人 

1. 人性的假设 

（1) 对人而言，工作就象娱乐和休息一样自然。 

（2) 人并不是生来就懒惰的，他们之所以会偷懒，是过去的经历使然。 

（3) 人们为了完成肩负的使命，会进行自我指导和自我控制。 

（4) 每个人都是有潜力的，在适当的条件下，他们会接受甚至要求承担责任。每个人都是有

工作方面的想象力、天赋和创造性的。 

2. 管理办法：管理者的任务就是发展员工的潜力，并且帮助他们释放自己的潜能，从而实现

双方共同的目标。 

三、超 Y理论 

权变的观点，还是 X理论与 Y理论的大杂烩。 

第三节 四个模型：独裁模型、看护模型、支持模型、社团模型 

一、独裁模型：工业革命的主导模型 

1． 模型的基础：权力 

2． 管理定位：权威、命令和惩罚 

3． 员工定位：服从而非尊重管理者 

4． 员工的精神状态：依赖老板 

5． 被满足的员工需要：为了生存需要，不得不忍受老板的剥削 

6． 效果：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铁路，开办了巨型钢铁厂，缔造了生机勃勃的工业文明，但受到
工人的强烈抵制。 

案例：海尔公司的军事化管理 

二、看护模型 

独裁模型下，员工虽然不会公开的反抗，但是会以各种方式暗地里进行反抗。为了消除员工的

敌对情绪，提高员工的满足感和安全感，看护模型应运而生。 

1． 模型的基础：经济资源 

2． 管理定位：金钱、薪酬福利、终身雇佣 

3． 员工定位：安全感和收益 

4． 员工的精神状态：依赖组织 

5． 被满足的员工需要：安全需要，员工工作感觉心情愉悦 

6． 效果：增加了对组织的依赖，降低了对老板的依赖，工作更加稳定，但仍然是被动式合作，
不会产生强烈的工作动机。 

案例：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国有企业的企业办社会。 

三、支持模型 

看护模型最突出的缺点是，员工并没有在任何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也没有被激

励去发展他们本应获得的更大的才能。虽然员工心情愉快，但他们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感到自我实

现或被激励。 

1． 模型的基础：以领导而不是权力或金钱为基础。 

2． 管理定位：支持。管理层为员工提供了一种氛围以帮助员工逐渐成长发展，并完成既符合
组织利益又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员工定位：工作绩效。 

4． 员工的精神状态：员工产生对组织的参与感和任务投入感。 

5． 被满足的员工需要：地位和被认可的需要。 

6． 效果：唤醒了工作驱力。 

案例：惠普公司如何度过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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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团模型 

对于没有固定程序的工作，在脑力劳动环境，在有相当的工作自由的地方，社团模型往往会更

为有效。 

1． 模型的基础：伙伴关系，共同的目标。员工感到是被需要的，是有用的。觉得管理者也是
在不断做出贡献，于是更容易接受并且尊重管理者在组织中的角色。 

2． 管理定位：团队工作。管理者不象是老板，更象是连接员工的桥梁。 

3． 员工定位：有责任感的行为。员工感到有义务去提高质量标准从而为自己的工作和企业赢
得声誉。 

4． 员工的精神状态：自律，约束自己在团队中的表现。 

5． 被满足的员工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成就感。 

6． 效果：一定的工作热情 

案例：研究所；研发中心。 

第四节 管理心理学关注的三个层次：个体、群体和组织 

一、个体层次 

包括影响个体行为的生活背景、能力、人格、知觉、价值观、态度等因素及对应的激励方法 

二、团队的层次 

团队的结构、沟通、冲突、决策、领导等团队动力学因素及有效的团队建设和管理 

三、组织的层次 

组织的结构、组织变革及组织的咨询和发展技术。 

课堂讨论题： 

1. 如何认识 Y理论提出的人追求“自我实现”？  

2. 企业的员工应当被视为“工作机器”吗——应如何看待华为公司员工的过劳死？ 

3. 小型案例：新厂长？ 

作业： 

1. 为什么泰勒的“科学管理”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效果，并被工人所抵制？ 

2. 你支持 X理论还是 Y理论，请给出你的依据。 

3. 请简要陈述独裁模型、看护模型、支持模型、社团模型的差别，不同的模型各自适合什么
样的组织？ 

拓展阅读材料： 

1. 王垒编著.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二章 组织管理心理学基

本理论发展概况. 

2. 弗雷德·鲁森斯著. 王垒等译校. 组织行为学.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第二章 组

织行为模型. 

3.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第一章 什么是组织行为学. 

第三章  个体差异与学习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个体差异对组织管理的重要意义。了解人口统

计学因素的内容以及不同背景员工的特点。掌握智力、多元智力和情绪智力的概念及相互关系。掌

握职业兴趣的内涵和维度，了解职业兴趣的测量。掌握三种学习理论及强化策略。以及关于行为修

正的问题.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衡量个体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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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统计学因素 

1. 性别 

（1) 性别与工作表现 

（2) 性别与出勤和离职 

2. 年龄 

（1) 年龄与更换工作 

（2) 年龄与工作绩效 

（3) 年龄与工作满足感 

4. 婚姻状况 

（1) 婚姻与工作绩效 

5. 家庭构成 

（1) 家庭构成与出勤率 

（2) 家庭构成与工作满足感 

6. 工作年限 

（1) 工作年限与工作绩效 

（2) 工作年限与出勤率 

（3) 工作年限和离职率 

第二节 能力 

一、能力：智力、多元智力、情绪智力、创造力 

1. 智力和多元智力：智力测验主要测量个体总体的心理能力。 

（1) 算术：快速而准确的运算能力 

（2) 言语理解：理解读到的和听到的内容，理解词汇之间关系的能力 

（3) 知觉速度：迅速而准确地辨认视觉上异同的能力。 

（4) 归纳推理：确定一个问题的逻辑后果，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 

（5) 演绎推理：运用逻辑来评估某种观点的价值的能力。 

（6) 空间视知觉：但物体的空间位置变化时，能想象出物体形状的能力。 

（7) 记忆力：保持和回忆过去经历的能力。 

2．情绪智力 

(1) 情绪智力为什么得以广泛传播和应用 

(2) 情绪智力的维度：认识自己情绪智力的能力，妥善处理自己情绪智力的能力，自我激励
的能力，认识他人情绪的能力，人际关系的管理能力。 

(3) 情绪智力的测量 

3．创造力 

(1) 创造力的维度：发散思维和思维的新颖性 

(2) 创造力的测量：Guilford创造力测验 

二、能力的分类：心理能力，体质能力 

1. 心理能力   

（1) 七个维度：算术、言语理解、 知觉速度、归纳推理、演绎推理、空间视知觉、记忆力。 

2. 体质能力 

（1) 力量因素：动力力量  躯干力量  静态力量  爆发力 

（2) 灵活性因素：广度灵活性  动力灵活性 

（3) 其他因素：躯体协调性  平衡性  耐力 

 三、能力-工作的匹配 

高工作绩效对人的具体心理能力与体质能力的要求，取决于工作本身对能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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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职业兴趣 

一、职业兴趣的六维度结构 

职业兴趣反映了职业（工作活动）特点和个体特点之间的匹配关系，是人们职业选择的重要依

据和指南。包括六个维度： 

1. 艺术取向：喜欢艺术性工作，如音乐，舞蹈，歌唱等。 

2. 事务取向：喜欢传统性的工作，如记帐，秘书，办事员，以及测算等。 

3. 经营取向：喜欢诸如推销、服务、管理类型的工作。 

4. 研究取向：喜欢各种研究性工作，如实验室研究人员，医师，产品检查员等。 

5. 技能取向：喜欢现实性的实在的工作，如机械维修，木匠活，烹饪，电气技术等。 

6. 社交取向：喜欢社会交往性工作，如教师，咨询顾问，护士等。 

二、Holland职业兴趣测验 

第四节 学习与行为塑造 

一、学习理论 

1. 经典条件反射理论 

经典条件反射理论的实验：巴甫洛夫的狗 

2. 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 

操作条件反射理论的实验：斯金纳的猫。 

3. 社会学习理论 

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模仿进行学习。 

案例：雷锋的力量有多大。 

二、行为塑造 

1. 强化程序 

（1) 连续强化：每一次理想行为出现，都给予强化。 

（2) 间断强化：分比率强化与间距强化 

（3) 比率强化：当某一行为重复了一定数量后个体才可得到强化 

（4) 间距强化：在第一次恰当行为之后要再经历一段时间才得到强化 

2. 强化方式 

（1）正强化：在想要的行为发生后提供令人快乐的结果 

（2）负强化：在员工没有做应该或需要做的事情时所采用的行为。 

三、行为修正 

1. 过程：准确寻找相关行为—图示行为—选择一种随机强化 

2. 行为修正的问题：个别差异  群体规范  伦理行为 

案例 1：人为什么喜欢赌博。 

案例 2：高科技股票的投资狂潮。 

课堂讨论题： 

1． 为什么首届中科大少年班的天才们未能获得事业的成功？ 

2． 一个团队领导要怎样才能有效地使用处罚手段？ 

作业： 

1． 请阐述智力与情绪智力的区别。 

2． 请思考你的生活和消费习惯有多少是通过社会学习获得的? 

3． 对高层领导而言，哪些能力对成功尤其重要？ 

拓展阅读材料： 

1．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第二章 个体行为的基础. 第四章 人格与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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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垒，李林，梁觉，综合智力：对智力概念的整合，心理科学，1997年，第二期。 

3． Armstrong T. 罗吉台译. 人生的七大智慧. 中国计划出版社，1997：1-5. 

4． 罗伯特 格雷戈里 心理测量：历史、概述与应用.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英文），2004. 

5． 王垒著. 实用人事测量.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6． 陈绍建. 心理测量. 北京：时代文化出版公司，1994. 

7． Goleman，D.，Emotional intelligence. New York：Bantam Books，1995：42-44，81-83，

161-162. 

第四章   价值观、态度、工作满意度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价值观、态度和工作满意度的定义及之间的区

别，了解常用的测量工具，熟悉不同时代员工价值观的差异。掌握心理契约和经济契约之间的差异，

理解经济契约的重要性。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价值观 

一、定义：价值观是一套关于事物、行为的优劣、好坏的最基本的信念或判断。 

二、罗克奇价值观调查：工具性价值观和终极性价值观 

1. 工具性价值观：实现终极价值观的手段，或者是个体喜欢的行为模式。 

2. 终极性价值观：理想的终极存在状态。个体愿意用整个生命去实现的目标。 

三、Hofstede的文化价值观理论和 Globe项目 

1. Hofstede的文化价值观理论 

（1）不确定性规避：对于结构化、清晰化的情境的喜好程度。 

（2）权力距离：对于机构和组织内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接纳程度。 

（3）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喜欢以个体为单位还是以集体为单位活动。 

（4）长期取向的文化下，人们总是想到未来，并且重视节俭和持久。 

2. Globe项目 

（1) 决断性 

（2) 未来取向 

（3) 性别差异 

（4) 不确定性规避 

（5) 权力距离 

（6) 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 

（7) 组内集体主义 

（8) 绩效取向 

（9) 人本取向 

四.价值观的七个层次 

反应性的；宗教的；自我中心的；一致性；操纵的；社会中心的；存在的 

五、价值观随时代的演变以及冲突 

1. 婴儿潮一代的价值观 

2. X一代的价值观 

3. 超女时代的价值观 

第二节  态度 

一、态度的定义及种类 

1. 定义：态度是对人，客体，事物所持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反映了对人客体事物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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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种类：对工作的满足；对工作的投入；对组织的认同。 

二、认知失调理论：当人的行为和态度之间出现矛盾时，人就会产生认知失调。人们会通过改

变行为、改变态度、寻找其他因素来降低认知失调。 

案例：梁山好汉的认知失调。 

三、自我觉知理论：传统的观点认为态度决定行为。但是自我觉知理论认为，当人们被问及某

一事物的态度时，人们实际上是先回忆针对这一事物的行为，然后根据行为推导出态度。 

四、工作投入和组织承诺 

1． 工作投入：测量一个人从心理上对其工作的认同程度，以及认为他的绩效水平对自我价值
的重要程度。 

2． 组织承诺：情感承诺、规范承诺、持续承诺。 

第三节  工作满意度 

一、工作满意度：是员工对自己工作喜欢或不喜欢的感情和情绪。 

1. 工作满意度的测量：单条目还是多条目。 

2. 工作度与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 决定工作满意度的因素： 

1. 工作的挑战性 

2. 公平的待遇 

3. 良好的工作环境 

4. 合作的同伴 

三. 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1. 对生产力的影响 

2. 对旷工与辞职的影响 

四、心理契约与经济契约 

1. 心理契约：组织和员工之间不仅仅存在单纯意义上的经济契约，还存在隐含的心理契约。
只有员工和组织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心理契约，员工的工作动机才能被充分调动。在员工加入某个组

织时，尽管员工本人通常并不觉察，他实际上与组织签定了一份非书面的心理契约。 

2. 心理契约与经济契约的区别：经济契约后者是指以时间、才智和体力换取工薪、休息和适
当的工作条件。心理契约界定了每一个员工对社会系统的投入——包括贡献和期望——的条件。员

工同意给予一定的忠诚、创造力及额外的心理努力，作为交换，他们寻求工作安全感、公平合理的

待遇（人的尊严）、与同事之间的报答关系，以及组织支持他们实现发展的愿望。 

课堂讨论题： 

1. 如何看待理想被辞退员工说“联想不是家”？ 

2. 对比态度中的认知成分与情感成分？ 

3. 为什么中国的管理者和员工会有“打工者”心态？ 

4. 管理者可以创造出快乐的员工吗？ 

5. 如果你是组织的管理者，你会采用什么方法来提高员工的满意度？ 

作业： 

1. 分析婴儿潮一代、X一代和超女时代的价值观的差异。 

2. 认知失调理论和自我觉知理论有什么区别？ 

3. Hofstede的文化价值观理论认为文化价值观包括哪些维度？ 

拓展阅读材料：  

1． 王垒编著.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五章 知觉对个体行为的

影响. 第六章 价值观、态度、对工作的满足. 

2． 弗雷德·鲁森斯著. 王垒等译校. 组织行为学.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第四章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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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系统与组织文化. 

3．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第三章 价值观、态度和工作满意度. 第五章 知觉和个体决策. 

第五章 知觉与个人决策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什么是知觉及影响知觉的因素，包括的组织中的应用，掌握知

觉与个人决策之间的联系，掌握理性决策模型与直觉模型，及应该如何做出决策与改善决策，了解

决策可能面临的道德问题。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知觉 

一、知觉的定义： 

个体为了对自己所在的环境赋予意义而组织和解释他们感觉印象的过程。 

二、影响知觉的因素 

1. 知觉者：许多个体因素所包括过去的经历，兴趣，动机，期望，习惯等会影响或反映到人
的知觉中来。 

2. 知觉对象：知觉对象的特征会影响知觉。 

3. 知觉的情境：当客体，事物，活动出现或发生在并非其寻常出现或发生的时间、地点.环

境，都会影响人的知觉，进而影响行为。 

三.社会知觉 

指在社会情境中以人为对象的知觉 

 1.归因理论：观察行为时总是判断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原因所引起的 

（1) 区别性：在相同情况下是否大多数人都会作出同样的行为。  

（2) 一致性：行为是否反常。  

（3) 一贯性：一个人的某种行为是否频繁出现。 

2.其它影响因素： 

（1) 选择性知觉：在某一时刻只是以对象的部分特征作为知觉的内容。 

（2) 刻板印象：根据一个人属于哪一类社会团体或阶层，根据这一社会团体或阶层人的典

型行为方式来判断这个人的行为。 

（3) 第一印象：在最初的接触中给别人留下的印象。 

（4) 月晕效应：了解一个人时，可能被他的某种突出的特点所吸引，以致忽视了其他特点

或品质。 

（5) 投射作用：把别人假想成和自己一样，认为自己有的特质别人也有。 

案例：面试中的第一印象。 

三、组织中的运用 

1. 招聘面试 

2. 绩效期望 

3. 自我实现预言 

4. 绩效评估 

5. 员工努力 

四、与决策的联系 

决策是针对知觉问题所做出的反应。        

第二节  个人决策 

一、决策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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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性决策模型：在具体的限定条件下做出稳定的价值最大化的选择。 

（1) 六个步骤： 

界定问题所在—确定决策标准—给标准分配权重—开发备选方案—评估备选方案—选择最佳

方案。 

（2) 理性模型假说： 

a． 问题清晰：假定决策者对于决策情境拥有完整全面的信息。 

b． 所有选项已知：假定决策者可以确定所有的相关标准，并能列出所有的可行性方案。 

c． 偏好明确：假定决策标准和备选方案的价值可以量化和排序。 

d． 偏好稳定：假定具体的决策标准是恒定的。 

e． 没有时间和费用的限制：理性决策者可以得到有关标准和备选方案方面的丰富信息。 

f． 最终选择效果最佳：将选择评估分数最高的方案。 

2. 在组织中做出实际的决策 

（1) 有限理性 

（2) 直觉模型 

（3) 识别问题 

（4) 开发备选方案 

（5) 做出选择：用启发法，包括易获性启发法与代表性启发法。 

二、个体差异在决策中的体现 

1. 决策风格：包括两个维度，思维方式和个体对模糊性的容忍力，分为四类。 

（1) 分析型风格：对模糊性有强容忍力，希望行到更多信息，是仔细的决策者。 

（2) 概念型风格：倾向于使用来自多种渠道的数据，关注长期效益。 

（3) 指示型风格：寻求理性，关注短期效益。 

（4) 行为型风格：关注下属与短期效益，努力回避冲突并寻求接纳。 

2. 组织的限制： 绩效评估，奖励体系，正规规则，系统中强加的时间限制，历史惯例。 

3. 文化差异 

三、决策中的道德问题 

1. 三种道德决策标准 

(1) 功利主义：目标是最大限度提供最佳效益，有利于提高效率和产量，忽视一些个体的人
权。 

(2) 注重人权：要求决策者的行为要符合人权法案中对基本自由与权利的规定，所创设的工
作环境受法制过度约束，妨碍了生产率和工作效率。 

(3) 注重公正：要求个体公正无偏地执行规则，鼓励了一种降低冒险、革新和生产率的应得
权利的观念。 

2. 道德与民族文化 

不同民族文化下道德标准不同。 

课堂讨论： 

1. 你认为什么因素能区分出优秀决策者与不良决策者 

2. 讨论“在大多数情况下，组织中的个人决策是一个非理性的过程”？ 

3. 什么组织因素会限制决策者？ 

作业： 

1. 我们对自己活动的知觉与对于他人活动的知觉有什么差异？ 

2. 在有效的决策中直觉有什么作用，什么时候它可能最有效？ 

3. 不道德的决策更多来自决策者个体的影响，还是来自决策者所在工作环境的影响？请解
释。 

4. 什么是理性决策，在什么条件下切实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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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材料： 

1.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五章 知觉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2. 赫尔雷格尔著. 组织行为学.第九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第三章 知觉与归因. 

第二章 人格与态度 

3.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第五章  知觉与个人决策 

第六章 人格与情绪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什么是人格及决定个体人格的因素，掌握大五人格模型的关键

特质，及基本的人格测试的基本方法，了解人格特质对组织的影响。了解什么是情绪，情绪的基本

维度与外在影响因素，掌握在组织行为中情绪理论的应用。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人格 

一、人格的定义 

1． 定义：人格是稳定的、习惯化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它贯穿于人的整个心理，是人的独
特性的整体写照。 

2． 作用：人格渗透到个体的所有行为活动中，影响个体的活动方式、风格和绩效。大量研究
和实践表明：一些样式的人格类型和工作绩效有着特定的关系，不同人格类型的个体所适宜的管理

环境也不同。 

3． 应用：利用成熟的人格测验方法对管理者和员工的人格类型进行诊断，可为人事安置、调
整和合理利用人力资源提供建议。 

二、人格的决定因素 

1. 遗传：由胚胎决定的那些因素。 

2. 环境：对人格形成施加外部压力的因素：成长的背景文化；早年的生活条件；家庭，朋友
及社会群体规范；其它我们体验到的影响因素。 

3. 情境：人格在不同情境下会有所改变。 

三、常用人格测验 

1. 16PF 

（1) 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人格及能力研究所卡特尔教授采用系统观察法、科学实验法以及因

素分析统计法，经过二、三十年的研究确定十六种人格特质，并据此编制了测验量表。 

（2) 从乐群性、敏锐性、稳定性、影响性、活泼性、规范性、交际性、情感性、怀疑性、想

象性、隐密性、自虑性、变革性、独立性、自律性、紧张性 16 个相对独立的人格特点对人进行描

绘，并可以了解应试者在环境适应、专业成就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表现。 

（3) 在人事管理中，16PF能够预测应试者的工作稳定性、工作效率和压力承受能力等。 

2. 大五人格：大五人格是目前世界上应用最为广泛的人格测验，从正性情绪倾向、神经质、
乐群性、责任心、广纳性五个维度对个体的人格进行评估。每个维度下面又包含 5到 7个子维度。 

（1)正性情绪倾向的个体倾向于体验正性情绪，对自己感觉良好，也称为正性影响力。 

（2)神经质的个体倾向于体验到负性情绪，用负性的眼光看待自我和周围世界的人格特质，也

称为负性影响力。 

（3)广纳性反映个体有独创性，广泛接受各种刺激，有广泛兴趣，愿意冒险的倾向。 

（4)责任心反映个体表认真、审慎和坚忍的倾向。在许多组织环境中，责任心都是十分重要的。 

（5)乐群性反映个体与他人相处融洽的倾向。是一个用来区分个体是否善于与人相处的人格特

质。 

3. 内外控：这个测验考察人们是否相信命运、运气或一些外部力量对他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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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决定性作用。 

4. A型人格和 B型人格 

（1)A 型人格：A 型人格是管理者中常见的一种人格倾向，反映为有强烈的成就动机、竞争意

识，并有强烈的紧迫感，较为急躁和有敌意；有一种要在较短时间做大量工作的要求；往往较难相

处，容易与其属下和同事发生冲突；不适合作那些需要大量人际间交流的工作。 

（2)B型人格：B型人格与 A型人格相反，很少有时间上的紧迫感和其它类似的不耐烦，充分

享受娱乐和休闲，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实现自己的最佳水平，充分放松而不内疚。 

四、人格与组织行为 

1. 主要的人格特质对组织行为的影响 

（1） 内外控：个体对于自己命运根源的认知。包括内控型和外控型。内控型的人在工作上会

做得更好。 

（2） 马基雅维思主义：这类人更愿意操纵别人，赢得更多利益，更难被别人说服，却更多地

说服别人。 

（3） 自尊：人们喜爱或不喜爱自己的程度。自尊与成功预期正相关，自尊心弱的人更容易受

外界影响。 

（4） 自我监控：个体根据外部情境因素调整自己行为的能力。高自我监控的人有更强的适应

性，更关注他人的生活。 

（5） 冒险性：与管理者接受回避风险的倾向相关 

2. 人格-工作的匹配 

个体的人格特点与他的职业环境之间需要匹配，并且这点决定了员工对工作的满意度和流动意

向。 

第二节  情绪 

一、情绪的概念 

一种强烈的情感，直接指向人或物。 

二、情绪的维度 

1． 多样化：情绪有几十种之多，包括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六种基本情绪：愤怒、害怕、悲
伤、快乐、厌恶、惊奇。 

2． 强度：面对激发情绪的同样刺激，个体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人们在情绪表达强度的内在能
力上存在差异。 

3． 频率和持久性：情绪表达的时间与次数。 

三、情绪的影响因素 

1. 性别：女性的情绪表达更多。 

2. 组织影响：不同组织对情绪表达的要求不同，也对情绪有着不同的影响。 

3. 文化影响：在不同文化下，情绪的表达恰当性不同。 

四、情绪在组织行为中的应用 

1. 能力与选拔   

2. 情绪智力  五个维度：自我意识、自我管理、自我激励、感同身受、社会技能 

3. 决策 

4. 动机 

5. 领导 

6. 人际冲突 

7. 工作场所中的行为偏差 

课堂讨论： 

1． 描述大五模型中的各项因素，哪一项因素在预测行为方面最有价值，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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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论“遗传决定人格”。 

3． 民族文化如何影响情绪表现？ 

作业： 

1． 管理者能否管理情绪？如果可能的话，他们能够管理什么情绪？ 

2． 在一些情境当中，明显的情绪表现可以提高工作绩效，请举一些例子。 

3． 来自同一国家的人们是否有共同的人格类型，请解释？ 

4． 情绪智力是什么？它为什么重要？ 

拓展阅读材料： 

1．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四章 个体行为基础. 

2． 赫尔雷格尔著. 组织行为学.第九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第二章 人格与态度. 

3．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第四章 人格与情绪. 

第七章 需要与动机理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要层次理论，理解不同需要层次之间的关系和

区别。熟悉常见的动力类型及在管理实践中的意义。掌握目标设置理论、期望理论、公平理论几个

常见的动机理论。熟悉工作特征模型和参与管理这两个代表性的动力理论的应用实践。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早期理论 

一、需要层次理论与颠峰体验 

1. 低级需要 

（1) 生存的需要：第一个水平的需要涉及基本的生存，包括对食物、空气、水、睡眠的生理

需要。 

（2) 安全的需要：第二个水平的需要则主要是针对身体安全（例如脱离危险的工作环境）和

经济安全（例如不解雇的承诺，或是舒适的退休计划）。 

2. 高级需要 

（1) 爱和归属的需要：第三个水平主要包括爱、归属和工作中心交际卷入（友谊与和睦的同

事）。 

（2) 尊重的需要：第四个水平的需要包括对尊重和地位的需要，包括对个人价值和能力的感

觉。有能力的感觉来源于他人的肯定，能够提供地位。 

（3) 自我实现的需要：第五个水平的需要是自我实现，它是指拥有一个人可能具有的所有特

点，完全利用个人的能力，将才能发挥到最大限度。自我实现反映了能力和驱力。 

二、三重需要理论和能力动机 

1． 成就动机：是一些人所具有的试图追求和达到目标驱力。一个拥有这种驱力的个体希望能
够达到目标，并且向着成功前进。成功对于个体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其本身的原因，而不是随之而来

的报酬。 

2． 亲和动机：是争取在争取社会基础上与人交往的驱力。具有强烈亲和需要的管理者也许很
难成为有效的管理者。对亲和取向型管理者来说，分配挑战性的工作，指导工作活动，及监督工作

的有效性会有困难。 

3． 能力动机：是争取在某些方面有所专长，使得个体能完成高质量工作的驱力。具有能力动
机的员工寻求工作熟练，以发展和运用他们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为荣耀，在工作中面临困难时努力创

新。 

4． 权力动机：是试图影响他人和改变环境的驱力。具有权力动机的人希望制造对组织的影响，
并且愿意为此承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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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源性动机与外源性动机 

1. 内源性动机：出于工作本身带来的满足感。 

2. 外源性动机：出于工作带来的报酬和奖励。 

第二节 当代理论 

一、目标设置理论 

1． 目标：是未来绩效所要达到的目标，目标可以帮助员工关注于那些对于组织更为重要的
项目，鼓励较好的计划以分配关键资源（时间、金钱和能量），并且激发为达到目标而作的行动计

划准备。 

2． 目标设置：作为一个激励过程起作用，是因为它产生目前绩效与期望绩效之间的矛盾。
目标设置能否成功的首要关键是建立和强化员工的自我效能感。 

3． 目标设置的元素：目标设置作为一种激励工具，当其所有的主要元素都存在时，它将能
够发挥最大的效用。 

（1) 目标接纳：有效目标不仅需要被理解，而且需要被接受。简单地给员工分配工作，特别

是难于完成的目标，不可能形成员工对目标的承诺。 

（2) 具体性：目标应该尽量是具体、清楚和可衡量的，这样员工可以知道什么程度属于达到

目标。 

（3) 挑战性：大部分员工在面对较难达到目标时，比面对较易目标更加努力工作。前提是，

在给定的员工经验和资源条件下，这些目标仍旧必须是可以达到的。 

（4) 绩效监视：是观察行为、检查产出或者研究有关绩效指标的文件，它可以给员工提供暗

示，说明他们的工作是重要的，他们的努力是需要的，并且他们的贡献是有价值的。 

（5) 绩效反馈：适时提供有关任务完成情况的数据或判断。如果没有绩效反馈，员工就像是

在“黑暗中工作”，不能正确产生自己是否成功的判断。 

二、公平理论 

1． 公平理论：员工倾向于通过比较自己的产出与投入以及与他人的产出—投入比率（不常
是报酬的绝对水平）进行比较，来做出公平性判断。 

2． 对觉察到的不公平的可能的反应。 

三、期望理论 

1． 期望理论：Vroom 认为动机是三种因素的产物：一个人需要多少报酬（效价）；个人对努

力产生成功绩效的概率估计（期望）；以及个人对绩效可以获得报酬的估计（工具性）。这个关系可

以用下式表达：效价 × 期望 × 工具 = 动机。 

2． 三个因素： 

（1) 效价：指个体对获得报酬的偏好强度。 

（2) 期望：指员工对工作努力能够导致完成任务的信念强度。 

（3) 工具性：是指员工对一旦完成任务就可以获得报酬的信念。 

第三节 实践中的应用举例： 

一、工作特征模型 

1． 工作生活质量：指整体工作环境是否对人们有益。工作生活质量方案是另一种组织可采用
的方式，用以完成改进工作和工作条件的责任，使得它既适合于员工，又能保持组织的财务健康发

展。 

2． 工作扩大化：只有狭窄的工作广度的员工，有时会得到更多的职责，以减少他们工作中的
单调乏味。 

3． 工作丰富化：采用不同的方法，它通过在工作中加入额外的激励性因素以使工作带来更多
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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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特征模型： 

（1) 技能的多样性：技能的多样性使员工从事需要不同技能的各种业务。 

（2) 工作同一性：它使员工能完成一项完整的工作。 

（3) 任务的重要性：指员工所知觉到的一件工作对他人的影响程度。 

（4) 自主性：使员工对有关工作的决策拥有一定自由决定权和控制权。 

（5) 反馈：指告知员工有关他们绩效如何的信息。可以直接来自工作本身（任务反馈），或来

自管理者和其他员工的评价。 

二、参与管理 

1． 参与管理 

2． 质量监督小组 

课堂讨论题： 

1． 我们为什么要工作——如果你重大奖，得到 500万美金，你会选择不工作吗（工作伦理）？ 

2． 医生为什么想要收红包，医生应该收红包吗？ 

3． 如何看待政府要求不同地区、不同系统的公务员同工同酬问题？ 

4． 常言到重奖之下出勇夫，中国如果要出诺贝尔奖得主，重金刺激是否会见效？ 

作业： 

1． 工作特征模型都包含哪些维度？ 

2． 常见的动机有哪些，权力动力和成就动机有什么区别？ 

3． 需要层次理论讲人的需要分为哪些层次，你认为合理吗？ 

拓展阅读材料： 

1.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七章 组织中的激励. 第八章 激励理

论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 

2. 弗雷德·鲁森斯著. 王垒等译校. 组织行为学.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第五章 激

励的基础. 第六章 动机的应用. 

3.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第六章 基本的动机概念. 第七章 动机：从概念到应用. 

第八章  动力理论的应用：激励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在工作中对动力理论的应用，掌握工作中的激

励方式，了解目标设置的基本理论，并且从实务角度了解如何在组织中激励员工的动机以提高绩效，

提高生产率。了解一些现代管理中普遍流行的技术方法。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目标管理 

一、目标管理的涵义 

目标管理的基本核心是强调组织群体共同参与制定具体的，可行的且能够客观衡量效果的目

标。 

二、目标管理的四个主要要素： 

1． 目标具体化：明确具体的描述预期的成果。 

2． 决策参与：目标并不是由上级单方面指定而由下级部门依从执行的，目标设定应由所有群
体共同制定，并共同元宝如何衡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3． 目标设定：规定目标完成的期限。 

4． 绩效反馈：要不断向员工指出目标的实现程度或接近目标的程度，使他们能够了解工作的
进展，掌握工作进度，以如期完成目标。 

三、目标管理与目标设置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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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者分歧 

（1) 目标管理主张设定具体的目标和提供绩效反馈，主张参与决策。 

（2) 而目标设置则认为应由上级指派任务。 

（3) 从实际角度看，参与决策可以有效地诱导员工认定难度较大的目标。 

四、个体差异与目标设置及管理 

第二节  行为矫正 

一、行为矫正的概念 

又被称为组织行为矫正，是强化理论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 

二、行为矫正五个步骤 

1. 确认与绩效有关的行为 

2. 测量有关行为 

3. 确认工作行为的情景因素 

4. 拟订并执行一项策略性干预措施 

5. 评估绩效改进的情况 

三、组织行为矫正的应用 

在各大型企业都有所应用，实施组织行为矫正的方法，影响了管理者对员工的态度和方式，提

供更多绩效反馈，赞美与物质鼓励。 

第三节  参与管理 

一、参与管理的概念 

让下属人员实际上分享上级的决策权。有多种形式。 

二、参与管理的作用 

1. 可以让了解更多情况的人有所贡献。 

2. 现代工作任务依赖程度很高，需要彼此协商。 

3. 可以使参与者对作出的决定有认同感，有利于决策的执行。 

三、质量监督小组 

最广泛的一种参与管理形式。指八到十位员工及一督导员组成一个小组，定期集会—通常每周

一次，占用工作时间—讨论质量方面的难题，分析问题的原因，提出解决方案，监督实施修正计划。 

四、参与管理的具体应用 

参与管理有助于满足员工对责任，成就感，认同感，成长以及自尊的需要。在许多国家都在广

泛的应用。 

第四节  其他几种具体应用技术 

一、绩效薪金制 

1. 概念    

是指采用的计件工资，工作资金，利润分成，纯利分红，也就是把报酬同绩效相结合。绩效可

以是个人绩效，部门绩效，组织绩效。计件工资和分红制使用最广。 

2． 绩效薪金制的应用 

目前使用很广泛，和以往那种每年按生活费用指数加薪的方法相比，更为合理。 

二、弹性福利制 

1. 概念：指允许员工在各种可能的福利方案中按自己的实际生活需求进行选择。 

2. 从理论上看：符合期望理论，将组织提供的报偿与员工的个人目标相结合。激励作用显著。 
三、双轨薪金制 

1. 概念：对年资不同的员工，实施不同的付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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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种形式：一种是把薪水暂时定在较低的工资水平，然后一点一点提升，直至最高薪水；
一种是让年资短的员工薪水永远低于年资长的员工。 

3. 应用方面：八十年代被广泛应用，除非加以改进，否则很难指望它能维持员工士气和生产
力。 

四、弹性工作制 

1． 概念：指在固定工作时间长度的前提下，灵活地选择工作的具体时间方式。 

2． 几种形式： 

（1) 缩短每周工作天数。 

（2) 弹性工作时间。  

3． 应用：实施比较广泛，成功率也较高，主要应用于一些小公司。 

第五节  激励中的特殊问题 

一、激励专业人员 

金钱与晋升通常处于次要地位，更有一些特殊原则。 

二、激励应急工 

应急工处于流动地位，提供成为长期工的机会是一种主要激励。 

三、激励多元化的工作队伍 

反映出员工的不同需要，在于灵活性。 

四、激励缺乏技能的服务性人员 

提供更为弹性的工作时间，提高工资福利。 

五、激励从事高度重复性工作的工作 

提供一种干净而美观的工作环境，充分的工间休息时间。 

课堂讨论： 

1. 强性利益计划与员工的绩效有关系吗？如果有，请说明这样做有什么优点与不足？ 

2. 在实行双轨薪金制时，员工作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 

3. 联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哈弗斯荣誉：“如果你不能对目标进行限定和测量，那么你就不能
实现这一目标。”从目标设置和测量的角度来说，这句话有什么意义？ 

作业： 

1. 一个国家的文化是否会对高绩效员工奖赏计划的类型产生影响？ 

2. 考虑行为矫正目前在我国的应用。 

3. 考虑参与管理方式应用中的利弊。 

拓展阅读材料： 

1.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八章 激励理论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 

2. 赫尔雷格尔著. 组织行为学.第九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第六章 工作的激励：

目标设置和奖赏系统. 

3.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第七章  动机：从概念到应用. 

第九章  群体行为概述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群体的概念及类型，了解群体发展的两种模型，

掌握非正式群体和正式群体的区别，以及非正式群体的特点和对组织管理的意义。熟悉群体决策中

固有的一些缺陷，以及如何克服这些缺陷。并了解群体行为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群体的定义类型及发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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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体的定义 

为实现特定的目标，两个以上的个体组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集合体。 

二、群体的类型 

1． 命令群体：科长和科员组成的群体。 

2． 任务型群体：辩论赛成员组成的群体。 

3． 利益型群体 

4． 友谊型群体：各种社团。 

三、群体发展的阶段 

1. 五阶段模型：群体发展有五个明显阶段：形成阶段—震荡阶段—规范阶段—执行阶段—解
体阶段。 

2. 有明确截止日期的临时群体的发展阶段：间断—平衡模型。 

四、群体的结构 

1. 正式领导 

2. 角色：人们对于在某一社会单元中占据特定位置的个体所期望的一套行为模式。 

（1) 角色认同：在一种角色中，它的态度与实际行动保持一致。 

（2) 角色知觉：个体对于自己在特定情境中应该如何表现的认识与了解。 

（3) 角色期待：在某个特定情境中别人认为你应该表现什么样的行为。 

（4) 角色冲突：个体所面对的两个或多个角色期待是相互矛盾的。 

3. 规范：所有群体都有自己的规范。规范的主要类型：绩效规范、形象规范、社交约定规范。 
4. 地位：他人对于群体或群体成员的位置或层次进行的一种社会界定。 

5. 群体规模 

社会惰化：个体在群体中工作不如单独一个人工作时更努力的倾向。 

6. 群体构成 

7. 群体内聚力：成员之间相互吸引力以及他们更愿意留在组织中的程度。 

第二节  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 

一、正式群体 

1. 概念：正式群体是指由组织结构界定的，工作分配很明确的群体。个体行为由组织目标规
定，并且指向组织目标。 

2. 目的：正式群体成立的目的有很多，或要求成员创意，作决定，讨论方案和谈判资源或者
提供状况报告及接收有益反馈。 

二、非正式群体 

1． 群体动力学 

2． 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前者由组织建立，有公开身份，有奋斗目标。而后者建立在共同
喜好、彼此相似和友谊的基础之上。非正式组织是工作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3． 非正式群体和正式群体的区别： 

(1) 非正式群体是个人、社会关系的网络，并非由正式组织建立和要求，而是在人际交往中
自发而生。 

(2) 非正式组织关注的是人及其关系，而正式组织强调以权力、责任体现的正式地位。 

(3) 非正式的权力，属于个人，而正式权威则依附于职位，一个人只有在那个职位上才拥有
它。 

(4) 非正式权力带有个人色彩，而正式的权力则有官方色彩。 

(5) 非正式组织内的权力由群体成员而并非由经理授予；因此，它并不依照正式指令链传
递。它来自同僚而不是正式级别中的上司，它能够跨越组织职能分界到达另一部门，由于受人们

的情感支配，这种权威要相对不稳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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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非正式组织无法象正式组织那样被管理层控制。 

4．非正式群体的优势： 

（1) 正规的计划、政策都是预先制订，失之灵活。自发而又灵活的非正式关系却可以更好地

满足某些要求。 

（2) 能够缓解管理负担。 

（3) 填补经理能力的空白。 

（4) 给工作群体带来欢满意感与稳定性。 

第三节  群体决策 

一、群体与个人 

1．群体决策的优点 

（1）提供更全面更完整的信息 

（2）增加了观点的多样性 

（3）产生了更高质量的决策 

2. 群体决策的缺点 

（1）浪费时间  

（2）从众压力下会导致不同意见受到明显压制 

（3）责任不明 

3. 与个人决策相比 

准确度更高，速度更低 

二、群体决策技术 

1. 头脑风暴法 

（1) 定义：是用于小组鼓励创造性思维的常用方法。参与者信奉四项基本原则 

（2) 特点： 

a． 创意要尽可能多。 

b． 放纵想象力和创造力，随心所欲。 

c． 建在已有创意的基础上，或对其扩展、合并。 

d． 不得批评他人的创意。 

2. 名义小组技术 

（1) 定义：决策过程中对群体成员的讨论或人际沟通进行了限定，成员首先进行个体决策。 

（2) 步骤：成员写下自己的想法与观点—贡献自己的想法观点并不讨论—开始讨论—独自对

这些观点排序，选用选择人数最多的方法 

3. 电子会议 

将名义小组技术与复杂的电脑技术相结合 

三、群体的弱点 

1． 群体思维：会议最令人信服的批评之一在于它们常常导致妥协和盲从，这种紧密团结的群
体使得个人思想与组织思想一致的倾向称之为群体思维。 

2． 极化倾向：一些研究表明许多群体倾向于冒险的思维。这种倾向意味着与个人单独行动相
比较，他们更愿意以一个共同的群体来拿组织的资源去碰碰运气。 

3． 投入的升级：尽管理性证明某个行动将导致失败，群体成员仍坚持倡导采取该行动。甚至
分配额外的资源给这个项目。 

4． 责任分散：几个人共同承担责任就等于任何人都不承担责任。 

课堂讨论： 

1. “群体的内聚力越强，生产率越高”，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请说明理由？ 

2. 群体决策质量是否永远优于个体决策的质量？请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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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认为劳动力多元化对于群体绩效和员工满意度有何影响？ 

作业： 

1. 描述群体发展的五阶段模型。 

2. 地位与规范有什么关系。 

3. 什么是群体思维？它对群体决策的质量有何影响？ 

拓展阅读材料： 

1．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九章 团体行为概要. 第十章 沟通与

团体决策. 

2． 赫尔雷格尔著. 组织行为学.第九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第八章 群体与团队行

为. 

3．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第八章  群体行为的基础. 

第十章  沟通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了解沟通的基本知识，包括沟通的定义功能过程及方向等，掌握双

向沟通及其中所面临的障碍，了解促成有效沟通的因素，以及如何善用这些因素以更好的沟通，掌

握向上或向下沟通中面临的问题以及问题的解决，了解在沟通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组织中

的小道消息与谣言。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沟通的基本知识 

一、沟通的定义 

指信息在人与人之间的传递。目标是使接收者理解信息的含义。 

二、沟通的功能 

四个功能：控制  激励  情绪表达  信息 

三、双向沟通的过程 

1． 双向沟通定义   是指发信息者将信息传递至接收者的一种方法。 

2． 过程 

（1) 产生想法 

（2) 编码：将要传递的信息转换为恰当的文字、图表或其他符号，以便进行传递。 

（3) 传递：按选择的方式进行传递，如备忘录、电话或直接访谈等。信息传递者还要选择传

递渠道 

（4) 接收：信息传递使他人可以接收到信息。 

（5) 解码：对信息进行解码以便信息能够被理解。 

（6) 接受：接受是选择性的和有程度的，接收方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信息是否被完全接受还

是、部分接收。 

（7) 使用：接收者可以置之不理，或按照信息指示诉诸工作，或为将来存储信息，或采取其

他措施。 

（8) 反馈：接收者可以置之不理，或按照信息指示诉诸工作，或为将来存储信息，或采取其

他措施。 

3． 双向沟通的潜在问题 

（1) 防御式推理：当产生矛盾会有可能极端化，人们可能采用防御式推理，会产生意欲控制

和争胜的动机。这些目的无意会妨碍有效的沟通。 

（2) 认知失调：当人们接触到与内在价值观、先前的决策或其他已有的信息不一致的信息时

所产生的内心冲突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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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保全面子：试图使自己所看重的自我概念免受攻击。为双方的关系造成紧张，甚至使双

方绝交。 

四、沟通的方向 

1． 下行沟通   

（1) 概念：指信息由权威较高的阶层流向较低的阶层的过程。 

（2) 需要：工作指令、绩效反馈、新闻、社会支持。 

2． 上行沟通 

（1) 概念：指信息由权威较低的阶层流向较高的阶层的过程。 

（2) 问题：沟通的延迟  信息的过滤  信息的扭曲 

（3) 改善措施：提问  倾听  与员工会谈  开放策略  参加社团活动 

3． 水平沟通 

同一工作群体的成员之间，不同工作群体但同一层级的成员之间，同一层级的管理者之间，或

任何等级相同的人员之间的沟通。 

第二节  人际沟通与组织沟通 

一.人际沟通 

1. 口头沟通：常见的口头沟通包括演说，正式的一对一讨论及小组讨论等 

（1) 优点：快速传递与快速反馈 

（2) 缺点：信息失真的潜在可能性大 

2. 书面沟通：包括备忘录，信件，组织内部发行的期刊，布告栏以及其他任何传递书面文字
或符号的手段。 

（1) 优点：有形或以核实，便于保存 

（2) 缺点：耗费时间，缺乏反馈 

3. 非言语沟通：包括身体动作，说话的语调或用词的重音，面部表情以及发送者和接受者之
间的身体距离等。 

二、组织沟通 

1. 正式的小群体网络 

（1) 链式：遵循正式命令链，精确性高。 

（2) 轮式：依赖于一个核心人物作为所有群体沟通的管道，有利于领导者的出现。 

（3) 全通道式：所有群体成员自由地做出贡献，没有一个人处于绝对领导的角色。 

2. 非正式系统 

（1) 小道消息 

a． 特点：不受管理层控制；多数员工认为比高级管理层通过正式渠道发布的信息更可信更
可靠；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其内部人员的自我利益。 

b． 传播形式： 

a) 簇式传播：每一个传播环节都是把信息传递给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是主要的传播方式。 
b) 单线传播：每个人只告诉另外一个人 

c) 闲聊式：每个人告诉所有人 

d) 随机式传播：每个人随机的告诉其它人 

（2) 谣言：谣言是那些没有可靠的事实依据标准而被传播的小道消息，它是小道消息中没有

被证实的不真实的内容。它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信息的模糊而又令人感兴趣。 

3. 电脑辅助沟通 

（1) 电子邮件 

（2) 电话会议 

第三节  沟通的障碍及当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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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效沟通的障碍 

1. 过滤：发送者有意操纵信息，以使信息显得对接受者更为有利。主要决定因素是组织的层
级数目。 

2. 选择性知觉：接受者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动机，经验，背景及其他个人特点有选择地去看
或者去听信息。 

3. 信息超载：超过个体加工资料的能力。 

4. 情绪：情绪会影响接受者对信息的解释。 

5. 语言：年龄，教育和文化背景是这方面的最重要的三个影响变量。 

6. 沟通恐惧：一些人总有一定程度上的沟通恐惧。 

二、有关沟通的当前问题 

1. 男性与女性的沟通障碍：男女在沟通风格上存在一定差异。 

核心：男性通过交谈来强调地位，而女性则通过交谈来建立联系。 

2. 沟通中的沉默：沉默也是一种十分有力的沟通形式，有着很丰富的内涵。 

3. “政治上准确的”沟通 

强调用词准确，平衡沟通的准确性与语言的谨慎性。 

4. 跨文化沟通 

（1) 文化障碍：语义造成的障碍。词汇内在含义造成的障碍。口气和语调差异造成的障碍，

认知差异造成的障碍。 

（2) 文化情境：不同文化中，情境的重要性存在差异。分高文化情境与低文化情境。 

课堂讨论： 

1. 回忆你曾经做过的一个工作和情景，说出其中沟通失败或低效沟通的例子。讨论如何将沟
通过程应用这个情景，什么地方（沟通中的八个步骤）出了问题？ 

2. 观察你自己的行为，讨论你有哪些典型的非语言沟通习惯？你用它们分别表示什么？你是
否有某些行为会引起别人的误解？ 

3. 讲一个你曾听到过的小道消息，说明它是怎样传给你的？它的准确性如何？ 

作业： 

1. 根据本章学过的知识评价电子邮件系统。它的沟通过程的八个步骤是怎样的？使用电子邮
件系统时，最常见的沟通障碍有哪些？怎样克服或至少是减少这些障碍？ 

2. 对比上行沟通与下行沟通。 

3. 对比高情境文化与低情境文化。 

4. 哪些条件激发了小道消息的出现？ 

拓展阅读材料： 

1.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十章  沟通与团体决策. 

2. 弗雷德·鲁森斯著. 王垒等译校. 组织行为学.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第十章 沟

通. 

3.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第三章  沟通的管理.  

第十一章  领导、授权与参与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领导的概念，熟悉领导的特质理论，行为理论，

及领导风格的权变方法，掌握新魅力领导的概念和维度。以及领导理论的一些新进展。熟悉授权的

概念及性质，以及一些参与的理论，条件与类型。包括了解一些参与的局限性与应用方面的问题。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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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导的概念 

领导是影响和支持他人积极工作以达到目标的过程。在部分上取决于特质（它提供了领导的潜

力）和角色行为。 

二、领导的特质理论与行为理论 

1．领导的特质理论 

（1) 核心：在领导与非领导之间的区分重在强调个人特质与特点。 

（2) 局限性：没有普遍适用性的特质可以在所有情境下预测领导。在分离原因与结果方面的

证据还不明显， 

2．领导的行为理论 

（1) 核心：强调具体的行为方式，注重通过训练培养相应的行为风格，看重后天教育。 

（2) 俄亥俄模式：主要寻找领导行为的独特方面，以两大类来概括领导行为：工作管理与关

心人 

a． 工作管理：领导者为了达成目标而在规定或确立自己与部属的角色时所从事的行为活动。 
b． 关心人：领导者注重人际关系，乐于同下属建立互相信任，尊重的关系，重视员工的感

觉。 

（3) 密西根模型：强调两个描述领导行为的维度，员工取向与生产取向 

a． 员工取向：注重人际关系，主动了解员工需要，积极满足他们的需要。 

b． 生产取向：强调工作技术和任务进度，关心工作目标的达成，不重视人的因素，把员工
视为达成目标的工具。 

（4) 行为理论的缺陷：对影响成功与失败的情境因素欠考虑 

3.领导胜任力模型 

三、权变理论 

1. 概念：主张随着具体情况而改变领导方式的理论。 

2. 费德勒权变模型： 

（1) 核心：该模型是建立在前述的工作导向和员工导向基础上，认为最合适的领导风格是取

决于整体环境是否适宜以及适宜的程度。随着环境发生改变，领导要求也应改变。 

（2) 内容：在确定环境坚领导效能的影响中有三个权变维量：领导者与下属的关系、工作结

构、职权。 

3. 赫塞和布兰查德的情境领导模型 

（1) 核心：该模型认为影响领导者风格选择的重要因素是下属的发展（成熟）程度。 

（2) 内容：与员工发展相配合的主要有四种风格：指示、推销（教练）、参与（支持）和授权。 

（3) 缺陷：视了其它一些确定领导风格的重要成分，并且它缺乏广泛认可的研究基础。 

4. 领导的路径—目标模型 

（1) 核心：有效领导者应帮助下属明确可实现目标的途径，减少障碍和危险，促成目标的实

现。 

（2) 四种领导行为：指导式领导、支持性领导、参与式领导、取向式领导。 

（3) 其他因素的影响：两大类因素影响着领导行为与绩效间的关系：下属控制范围处的环境

因素、下属的个人特性。 

四、新魅力领导理论 

1. 新魅力领导理论与交易型领导 

2. 新魅力领导的关键特征 

（1) 理想化的影响力：唤醒并鼓舞其它人，从而共同通过额外的个人努力来完成任务。下属

希望认同这些领导者及其任务，并且对这种领导者形成了强烈的感情，投入了巨大的信心和信任。 

（2) 鼓舞性激励：鼓舞性领导者以最简单的方式说明共享的目标和互相理解，他们提供了前

景，说明什么是可能的，如何获得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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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性刺激：领导对下属的思想和价值进行理性刺激，帮助其它人用新的方式来考虑旧的

问题，下属被鼓励来质疑他们自己的信念、假设和价值，并且在适当时候，质疑领导者的信念、假

设和价值。 

（4) 个体化关怀：理解并分担其它人所关切的事情和发展的需要，并且以独特的方式对待每

个个体。 

第二节 授权 

一、授权的定义 

通过与员工共享相关信息，并让其控制影响工作绩效的因素，来给员工提供更多的自主权的过

程。 

二、授权的优点 

（1) 助于消除导致无能为力的条件。 

（2) 有助于增强员工的自我效能感。 

三、授权的方法 

（1) 帮助员工精通工作（给予适当的培训、指导、并引导他们取得最初的成功）。 

（2) 允许更多的控制（允许他们自由决定工作绩效，并对结果承担责任）。 

（3) 提供成功的角色模型（允许他们观察已成功完成工作的同事是如何做的）。 

（4) 利用社会强化和劝说（给予称赞、鼓励、和能够提高员工自信心的口头反馈 ）。 

（5) 给予情感支持（通过更好的角色定义、任务支持和真诚的关注减轻员工的压力和焦虑）。 

四、授权的过程 

1. 解除无权力状态：变革、领导、奖励系统、工作。 

2. 加强与工作相关的自我效能：精通工作、控制与承担责任、角色榜样、强化、支持。 

3. 对授权的知觉：才能、高价值取向、工作意义、才干的不断运用。 

4. 绩效 

第三节 参与 

一、参与的概念 

群体条件下，通过个人的脑力和感情的投入，使得他们能够为组织目标的实现做出贡献并分担

责任。包括投入、贡献、责任。 

二、参与的好处 

1. 带来更高的产量和更佳的质量。 

2. 促进动机，减少了冲突和压力 

3. 建立了更好的沟通 

三、参与的过程 

1. 参与计划 

2. 纳入情境因素 

3. 投入智力与情感 

4. 输出 

（1) 组织：高产出、更好的质量、创造性、革新。 

（2) 员工：被接纳、更好的绩效、减少应激、满意度。 

四、参与的先决条件 

1. 在行动前，必须要有充裕的时间实行参与。参与在紧急情况下很难奏效。 

2. 参与的潜在收益应该大于成本。 

3. 参与的主题必须与员工有关，能引起员工的兴趣。 

4. 参与者应当具备参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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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参与者必须能互相沟通。 

6. 无论哪一方都不应感到参与使他们的职位受到威胁。 

7. 只能发生在群体的工作自由范围内。 

五、参与方案 

1. 协商式管理：管理者要求员工思考问题、分享他们的专长、并在管理者作出决策前提出自
己的看法。 

2. 建议计划：是一种正式计划，用来鼓励员工建议对工作的改进。 

3. 全面质量管理：让每一个人都投入到在操作中不断寻求改进的过程中去。 

4. 中层管理委员会：是用来提高组织最高管理层之下的管理人员参与程度的一种群体机构。 

5. 自我管理团队：是一种自然工作群体，它被赋予了高度的决策自主权，并被希望能控制他
们自己的行为和结果。 

课堂讨论题： 

1. 领导与普通人有何不同？ 

2. 比尔•盖茨的魅力何在？ 

3. 民主选举的领导一定是能力最强的领导吗？ 

4. 参与怎样才能同时增加管理者与员工的权力？ 

5. 考虑你的老师对管家角色的运用。她或他用什么办法表现伙伴关系建设、服务与授权。 

作业： 

1. 非正式群体和正式群体相比有什么特点，有哪些优势？ 

2. 群体在决策时有哪些可能的弱点？ 

3. 新魅力领导理论认为一个优秀的领导应当具备哪些特征？ 

4. 说明授权对于你有什么含义。试举一个你真正感到被授权的例子。 

5. 列出参与带来的一些好处。根据可能提供好处的程度不同，比较各方案。 

拓展阅读材料： 

1.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九章 团队行为概要. 第十章 沟通与

团队决策. 第十一章 领导.  

2. 弗雷德·鲁森斯著. 王垒等译校. 组织行为学.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第九章 领

导授权与参与 第十三章 非正式群体和正式群体. 第十四章 团队和团队建设. 附录 1 领导者素质

的新模型. 附录 3 新魅力领导和转换型领导. 

3.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第八章 群体行为的基础. 第九章 理解工作团队. 第十一章 领导的基本观点. 第

十二章 当代领导问题. 

第十二章  权力政治和冲突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权力的定义及定义权力的七个基础，掌握权力

的使用条件，了解政治观点重要性，以及引发政治行为的个人及组织因素，熟悉政治行为的道德问

题。了解冲突的定义，以及关于冲突的几种观点，掌握冲突的过程和几中冲突的类型，及解决冲突

的方法。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权力 

一、权力的定义 

1. 定义：指个体 A对于个体 B的行为发生影响的能力。 

2. 性质：权力具有依赖性 

（1) 一般假设：B对 A的依赖性越高，则 A对 B拥有的权力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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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生来源：来源于所控制的资源的重要性，稀缺性及不可替代性。 

二、权力的分类：依权力的基础不同 

1. 正式权力：以个体在组织中所处的位置为基础，来自正式职权或来自对信息的控制 

（1) 强制性权力：在惧怕的基础上。 

（2) 奖赏性权力：源自于服从来而的益处。 

（3) 法定性权力：来自于控制和使用组织资源的正式职权。 

（4) 信息性权力：来自对信息的获得与控制。 

2. 个人权力：来自于个体独特的特点，有三种权力基础：专业知识  他人尊重和敬佩    个

人魅力 

（1) 专家性权力：来自于专长技能和知识。 

（2) 参照性权力：基础是对拥有理想资源或个人特质的人的认同。 

（3) 魅力性权力：是参照性权力的一种延伸，来源于个体的人格特点与人际交往风格。 

三、权术 

1. 定义：权力拥有者为了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的一些标准化的做法。 

2. 权术的维度与策略 

（1) 合理化：使想法符合逻辑或合理化 

（2) 友情：在提出请求前，表示友好  

（3) 结盟：争取组织中其他人对自己的拥护 

（4) 谈判：通过谈判使双方互利互惠 

（5) 硬性指示：使用直接和强硬的做法 

（6) 高层权威：从组织的更上级那里获得支持以强化要求 

（7) 规范的约束力：运用组织制定的奖惩规定 

3. 影响权术的因素 

（1) 管理者的相对权力 

（2) 管理者的目的 

（3) 管理者对成功的期望 

（4) 文化背景的不同 

第二节  政治活动 

一、政治活动的定义  

1. 定义：一些在组织正式角色中并不要求的活动，但它们会影响到组织内部的利益分配。 

2. 分类 

（1) 合法的政治行为：符合规范的，日常的政治行为。 

（2) 非法的政治行为：包括暗中破坏，告密，象征意义的抵抗行为等。 

二、引发政治行为的因素 

1. 个人因素：一些人格特质需要等因素可能与政治行为有关。更容易卷入政治行为的因素人
格特质：高自我监控、内控、权力需要较强的员工。 

2. 组织因素：政治活动更容易受组织因素的影响。有以下特征的组织更容易引发政治行为：
缺乏信任、角色模糊、绩效评估体系不明确、零和的报酬分配体系、民主化决策、在高度压力状态

下完成工作以及自私的高层管理者 

三、政治活动对员工的影响 

1. 对于政治水平和理解水平高的员工，在政治活动多的组织绩效水平会提高。 

2. 对于政治水平和理解水平低的员工，在政治活动多的组织绩效水平会下降。 

3. 不同文化背景下政治活动的影响也不相同。 

四、政治活动的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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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德决策指标的基础：非功利性、利和公正。 

2. 政治活动的道德问题存在争议。 

第三节  冲突 

一、冲突的定义 

当一方感觉到另一方对自己关心的事情产生不利影响，或将要产生不利影响所开始的一个过

程。 

二、冲突的几种观点 

1. 传统观点：所有的冲突都是不良的，消极的，并且常常与暴乱，破坏和非理性同时使用，
以强化其消极意义。应该避免。 

2. 人际关系观点：对于所有群体和组织而言，冲突都是与生俱来的，由于无法避免，我们应
该接纳冲突，有时也会对工作绩效有益。 

3. 相互作用观点：鼓励冲突。和平安定的组织容易变得静止对改革迟钝，鼓励管理者要维持
一种冲突的最低水平，使群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三、冲突的过程 

1. 阶段一：潜在的对立或失调 

前提：沟通  结构  个人变量 

2. 阶段二：认知和人格化 

潜在的对立和失调表现出来 

3. 阶段三：行为意向 

冲突处理的行为意向：竞争、协作、折衷、回避、迁就 

4. 阶段四：行为 

公开的冲突：冲突各方的行为及对方的反应 

5. 阶段五：结果 

提高群体绩效、降低群体绩效 

课堂讨论： 

1． 请描述关于依赖性的总体假设，它意味着什么? 

2． 权力与政治活动之间有什么关系? 

3． 你认为竞争与冲突不同吗?请解释。 

4． 你是否同意一个观点：参与是一种发现差异并解决冲突的最佳办法，请讨论。 

作业： 

1. 五种权力基础中哪些来源于个人，哪些来源于组织? 

2. 给政治行为下个定义，为什么政治活动是组织生活中的事实? 

3. 在哪些条件下冲突会对群体有益? 

4. 管理者如何在他的部门中激发冲突? 

拓展阅读材料： 

1.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十二章  冲突. 

2. 赫尔雷格尔著. 组织行为学.第九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第九章  权力与政治行

为  第十章  冲突与谈判. 

3.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第十三章  权力与政治  第十四章  冲突与谈判. 

第十三章  组织结构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组织结构的概念及性质，决定的主要因素，以

及组织结构的分类，掌握虚拟组织和无边界组织的概念及特点，熟悉不同组织结构的有利因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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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不同组织设计对员工作为的意义。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组织结构的概念 

一、组织结构的定义：界定了对工作任务进行正式分解，组织和协调的方式。 

二、组织结构的六个因素 

三、 特殊形式的组织 

第二节  组织结构的分类 

一、机械式与有机式结构 

二、简单型结构 

三、功能型结构 

四、产品型结构 

五、矩阵式结构 

集中人力，能充分发挥人才潜能，同时协调各部门职能，是功能型结构与产品型结构的融合 

第三节  组织设计的一些新方案 

一、团队结构 

二、虚拟组织 

三、无边界组织 

第四节  组织结构的决定因素 

一、战略 

二、组织规模 

三、技术 

四、环境 

五、组织设计与员工行为 

作业： 

1. 管理层可以采取哪些方式进行部门化? 

2. 对比虚拟组织与无边界组织之间的差异? 

3. 概述环境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 

4. 哪类企业最适于创新战略?哪类最适于成本最小战略?哪类最适用于模仿战略? 

第十四章  组织文化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组织文化的含义，以及组织文化形成和表征。

掌握构成组织文化的几个共同特点，明确组织文化对员工和组织和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了解决定

与维系组织文化的因素，以及可供管理层选择的社会化方案。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组织文化的基本知识 

一、组织文化的定义 

二、组织文化的特征 

三、组织文化的分类 

四、民族文化对组织文化的影响 

五、 组织文化与组织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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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组织文化的功能创建与维系 

一、组织文化的功能 

二、组织文化的束缚 

三、组织文化的创建与维系 

四、员工学习组织文化的方式 

第三节  创建有益的组织文化 

一、创建道德的组织文化 

二、建设回应顾客的组织文化 

作业： 

1. 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文化这间有什么差异? 

2. 哪些因素决定了组织的亚文化? 

3. 对比组织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差异。 

4. 语言与组织文化有什么关系? 

5. 管理层如何建设道德文化? 

 

第十五章  组织的变革与发展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推动变革的力量，以及阻碍变革的个体原因和

组织原因，了解组织变革的抵制力量，熟悉变革的演化阶段，以及卢因的三步变革模型。了解组织

发展的观念与目标，掌握组织发展的技术，以及相应的成效评估。 

学时分配：3学时 

第一节  组织变革 

一、组织变革的动力 

二、组织变革的阻力 

三、克服变革阻力的策略 

四、推行组织变革的做法 

五、当代管理者面对的关键变革问题 

第二节  组织发展 

一、组织发展的观念与目标 

二、推动变革的组织发展的人文技术 

三、推动变革的组织发展的结构技术 

四、组织发展的成效评估 

作业： 

1. 为什么参与方式被认为是降低变革阻力的有效技术? 

2. 卢因的三步变革模型是怎样处理变革阻力? 

3. 为什么变革常常会成为组织中的政治问题? 

第十六章  人力资源政策与实践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人员选拔的方案，掌握绩效模拟测验的方法与

优势，熟悉绩效评估的目的动机与内容，以及绩效评估的对象与实施者，掌握绩效评估的方法与改

进。了解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学时分配：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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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人员选拔 

一、人员选拔的目的： 

二、人员选拔的方案 

三、培训与开发方案 

四、培训的方法 

五、职业生涯开发 

第二节  绩效评估 

一、绩效评估的目的 

二、绩效评估的标准 

三、评估的实施者 

四、绩效评估的方法 

五、绩效评估的改进 

六、绩效反馈 

七、团队绩效评估 

第三节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几个问题 

一、人员选拔 

不同的国家重视不同的选拔技术，选拔也要基于当地文化规范与社会价值观 

二、绩效评估 

不同文化对绩效评估的重视度不同。考虑四种文化维度：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个人与环境的

关系，时间取向和责任点。 

课堂讨论： 

1. 设计一个帮助员工开发人际交往技能的培训方案，并描述这个方案，这一方案与你用于帮
助员工改善道德行为的方案有什么不同? 

2. 你能发现运用 360度绩效评估时，存在什么问题吗?具体说明是什么样的问题? 

3. 工作分析与绩效评估之间有关系吗?如果有，是什么关系? 

作业： 

1. 什么是工作分析?它与组织人员选拔活动有什么关系? 

2. 对比正式培训与非正式培训的差异 

3. 在帮助员进行职业生涯开发方面，组织可以做什么? 

4. 组织的绩效评估体系如何影响员工的行为? 

拓展阅读材料： 

1.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第十三章 组织结构. 第十四章 组织变

革与发展. 

2. 弗雷德·鲁森斯著. 王垒等译校. 组织行为学.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第十二章  

人际行为   第十六章  应激与咨询. 

3.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第十七章  人力资源政策与实践.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管理概述 3  

2 变化中的组织环境 3  

3 理论流派和发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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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体行为的基础：传记特征、学习和能力 3  

5 人格 3  

6 价值观 态度 工作满意度 3  

7 知觉和归因 3  

8 动机需求与过程 3  

9 动机：从概念到应用 3  

10 积极组织行为学 3  

11 沟通 3  

12 决策 3  

13 压力 冲突 3  

14 群体 3  

15 政治 权力 3  

16 组织设计 文化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心理学 

后续课程：人力资源管理、领导心理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管理心理学理论。 

难点：企业咨询。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学生报告。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国外经典。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弗雷德·鲁森斯著. 王垒等译校. 组织行为学（第 11版）.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9 

（二）推荐参考书 

2. 王垒编著. 组织管理心理学.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 弗雷德·鲁森斯著. 王垒等译校. 组织行为学.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4. 斯蒂芬·P·洛宾斯著. 孙健敏 李原译. 组织行为学（第 10 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10500 

出版社，2005. 

5. 朱永新. 管理心理学.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6. 王垒著. 实用人事测量.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7. 陈绍建. 心理测量. 北京：时代文化出版公司，1994  

执笔：李林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2日 

 

犯罪学 
Criminology 

课程号：4230204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通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对中国的犯罪问题作全面的理论分析，使学

生对犯罪现象有个基本的了解；对犯罪学的核心和主干问题——犯罪原因有个较全面、多层次的掌

握；对犯罪预防有个轮廓的印象。  

犯罪学既是一门综合性的基础理论学科，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犯罪学对犯罪现象、犯

罪原因、犯罪预防等内容进行深入研究，运用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学科知识，

系统分析犯罪活动的现状、特点，研究犯罪活动规律，探索犯罪活动成因，预测犯罪活动的发展趋

势，提出既有一定理论深度，又可操作的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基础思想方法和策略。对于其它法学学

科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章 犯罪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性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犯罪学的概念 

一 、犯罪学概念的由来及其科学含义 

（一） 犯罪学概念的由来 

（二） 犯罪学的科学含义 

二、狭义犯罪学 

三、广义犯罪学 

（一）广义犯罪学不仅研究犯罪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和规律，而且研究预防犯罪的对策。 

（二）美国学者萨瑟兰等认为犯罪学应包括三门主要学科：（1）法之社会学。（2）犯罪原因学。

（3）刑法学。 

第二节 犯罪学的研究对象 

一、犯罪现象 

（一）犯罪现象的本质属性 

（二）犯罪情况、特点和规律 

1．犯罪情况 

2．犯罪特点 

3．犯罪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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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犯罪结构和犯罪分类 

1．犯罪结构 

2．犯罪分类 

（1）犯罪分类是根据刑法规定的各种犯罪，按照一定标准归并为不同类型。 

（2）犯罪分类有刑法学的犯罪分类和犯罪学的犯罪分类。 

（四）犯罪人 

1．犯罪人是犯罪的自然人和法人。 

2．被害人是研究刑事被害人的状况特点、类型、被害原因以及被害预防等方面的问题。 

二、犯罪原因 

（一）研究犯罪原因的基本理论，包括犯罪原因、概念、特征、分类、因果关系及其方法论 

1．犯罪原因的概念 

2．犯罪原因的分类 

3．犯罪原因的研究方法 

（二）犯罪的社会因素 

（三）犯罪的主体因素 

三、预防犯罪 

（一）概念 

（二）预防犯罪的基本理论 

（三）犯罪预测 

（四）犯罪预防的主体结构及其作用 

（五）预防犯罪的措施体系 

第三节 犯罪学的学科性质及体系 

一、犯罪学的学科性质 

（一）由于犯罪学的研究对象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 

（二）犯罪学是需要运用社会学和法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的交叉和综合性学科。 

1．犯罪学不仅有法学的内容，而且要以法学为基础。 

2．犯罪学又有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内容。 

二、犯罪学的学科体系 

（一）“四论”体系、“三论”体系等理论体系。 

（二）犯罪学的学科体系由犯罪学绪论、犯罪现象论、犯罪原因论、犯罪预防论和犯罪学各论

所构成。 

1．犯罪学绪论 

2．犯罪现象论 

3．犯罪原因论 

4．犯罪预防论 

5．犯罪各论 

第四节 犯罪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一、犯罪学与刑法学的关系 

（一）两者的联系 

1．犯罪学中的犯罪概念是以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为基础，刑法学研究具有一定法律特征的犯

罪行为，决定着犯罪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2．刑法学对犯罪行为和犯罪人的分类方法是犯罪学研究的必要条件。 

3．刑法学研究的刑罚制度和惩罚方法也是犯罪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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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者的区别 

1．犯罪学的研究对象是犯罪现象、犯罪原因和犯罪预防，而刑法学的研究对象是犯罪与刑罚。 

2．刑法学是一门规范性法学，而犯罪学是法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是实证学科。 

3．犯罪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减少和预防犯罪的发生，因此它研究的内容不仅包括刑法所

规定的犯罪行为，也包括其他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以及不良行为。 

二、犯罪学与监狱法学的关系 

三、犯罪学与刑事诉讼法学的关系 

四、犯罪学与犯罪心理学的关系 

五、犯罪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一）两者的研究对象是交叉的。犯罪现象及其原因是两者共同的研究对象。 

（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社会试验等方法是犯罪学研究可以借用的。 

六、犯罪学与经济学、教育学和伦理学的关系 

学习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犯罪学的概念，理解犯罪学的内涵和外延，这门学科所研究的内容和体

系，划清犯罪学和其他学科的界限，为全面、系统地学习犯罪学的主要内容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业： 

思考题： 

1．犯罪学的涵义、特征？ 

2．狭义和广义犯罪学的区别？ 

3．犯罪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及其地位？ 

4．犯罪学研究的功用？ 

知识单元 2：第二章 西方犯罪学的历史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18 世纪的古典犯罪学派 

一、西方犯罪学理论的思想渊源 

（一）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强大的宗教势力桎梏着人类的文明发展，刑罚思想具有浓厚的神学

色彩。18 世纪，欧洲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以孟德斯鸠等学者为代表，无情的批判了封建

专制统治，同时对刑事司法制度也展开了揭露和批判。 

（二）犯罪古典学派的兴起 

1．18 世纪的犯罪古典学派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它的诞生标志着西方对人类犯罪行为进行自然

主义探讨的开始。 

2．犯罪古典学派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学者贝卡利亚（Beccaria）、英国学者边沁（Bentham）

和德国学者费尔巴哈（Feuerbach）等人，其中以贝卡利亚最具代表性。 

二、犯罪古典学派理论 

（一）贝卡利亚 1764 年出版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影响深远，被誉为刑法学和犯罪学领域

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他在书中明确提出了罪行法定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人道化原则。 

（二）在解释犯罪原因方面，古典犯罪学派提出了“自由意志论”的观点。他们认为一个人只

要达到一定年龄，除精神病人外，其犯罪行为完全是他的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 

（三）古典犯罪学派在研究犯罪原因时开始涉及社会方面的因素。 

（四）在预防犯罪方面，古典学派提出了几个重要的观点。 

1．法律控制论。 

2．心理强制论。 

3．报应刑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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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由于古典学派忽视了影响犯罪的其他因素，在修订古典学派原则的过程中，新古典学派

产生了，主要有几点主张： 

1．人的意志并非绝对自由 

2．环境可以影响人的意志 

3．主张对意志部分自由者减轻处罚 

4．允许专家出庭作证 

第二节 19 世纪末的实证犯罪学派 

一、实证学派的产生 

（一）随着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急需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但是古典学派并没

有缓解严重的犯罪，随着菲力等学者的批判，在 19 世纪末期，实证学派应运而生。 

（二）实证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梭、菲力和加罗法洛。 

二、龙勃罗梭的犯罪人类学理论 

（一）龙勃罗梭通过对士兵和尸体的研究，大量对比分析，断定犯罪与人类的生理结构有关，

提出了著名的天生犯罪人理论。 

（二）由于不断遭受批评以及其他学者的建议，龙勃罗梭逐步修正了天生犯罪人理论，将犯罪

人分为四种类型。 

（三）龙勃罗梭的犯罪学理论对于西方犯罪学的产生、发展乃至当代犯罪学的发展都有极其深

远的影响。其《犯罪人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犯罪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式诞生，龙勃罗梭则被

尊称为犯罪学的鼻祖。 

三、菲力的犯罪社会学理论 

（一）菲力的“三因素说” 

（二）菲力的“犯罪饱和法则” 

（三）菲力的“刑罚替代措施”概念 

四、加罗法洛的犯罪学理论 

（一）加罗法洛在具体解释犯罪原因时，强调心理因素的作用。他把犯罪分为自然犯罪和法定

犯罪两种；与此相适应，将犯罪人分为真正的犯罪人和非真正的犯罪人两大类。加罗法洛将真正的

犯罪人分为四类：谋杀犯、暴力犯、财产犯和风俗犯。 

（二）加罗法洛提倡全球性的刑事政策。 

五、两大学派的比较 

（一）历史背景与研究方法的差异 

（二）犯罪原因论的差异 

（三）刑事责任论的差异 

（四）刑罚裁量依据的差异 

（五）刑罚目的论的差异 

第三节 当代犯罪社会学 

一、当代犯罪社会学概述 

二、社会结构理论 

（一）“文化冲突”理论 

（二）紧张理论 

（三）亚文化理论 

亚文化理论认为，在西方社会下层存在很多不同的亚文化群，并将之分为三种类型：（1）犯罪

团伙；（2）殴斗团伙；（3）颓废团伙。 

（四）社会生态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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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激进派犯罪学理论 

三、社会化过程理论 

（一）社会学习理论 

（二）社会控制理论 

（三）标签理论 

1．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犯罪学家莱默特、贝克等人。标签理论从对行为的社会解

释角度来认识犯罪，认为人的行为并不取决于事物的内在性质，而是取决于社会解释方式，它们被

称作什么，以及由其名称所引起的含义。 

2．标签理论认为，贴标签是违法犯罪的催化剂。 

3．一些标签理论还从“初级越轨”向“次级越轨”的转化来说明标签化对犯罪形成过程的影

响。 

（四）整合理论 

1．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犯罪学家约瑟夫·威斯、德尔伯特·埃利奥特、多伦斯·桑

伯瑞等人。 

2．威斯等人将社会控制理论和社会结构理论进行了整合，提出了社会发展理论，认为个人的

性别、种族和经济状况等因素与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相关，这种因素对人的行为选择有重大影响。 

3．埃利奥特等人将紧张理论、学习理论和控制理论综合在一起，也形成了一种整合理论，认

为紧张感、社会化程度不足以及生活在一个解体的社区这三种因素，会导致青少年缺乏正常的制约。 

4．桑伯瑞对上述两种整合理论进行再度整合，提出了多因素相互作用理论，他强调指出，影

响青少年犯罪的各种因素是相互作用的。 

第四节 当代西方犯罪学研究的特点 

一、多因素的犯罪原因理论日益受到重视 

二、重视犯罪预防理论的研究 

三、青少年犯罪问题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 

四、犯罪学研究领域逐步扩大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初步了解犯罪学的发展历史，了解西方和前苏联各种犯罪学理论以

及当代西方犯罪学研究的情况。 

作业： 

思考题： 

1．犯罪古典学派的主要理论？ 

2．简述实证学派理论的主要内容？ 

3．简述文化冲突理论的主要内容 

4．评析萨瑟兰的不同接触理论？ 

知识单元 3：第三章 犯罪现象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犯罪现象的概念和特性 

一、犯罪现象的概念 

（一）犯罪现象是一种社会法律现象，它是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全部犯罪行为的

总称。 

（二）把犯罪现象作为犯罪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认识论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摆脱对犯罪行为孤立的就事论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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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高对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 

二、犯罪现象的研究内容 

（一）犯罪状况。 

（二）犯罪特点 

（三）犯罪规律 

三、犯罪现象的特性 

（一）阶级性 

（二）法律性 

（三）社会性 

（四）历史性 

（五）时间性 

（六）空间性 

（七）因果性 

第二节 犯罪现象的结构和分类 

一、犯罪现象结构 

（一）犯罪现象的概念 

（二）犯罪现象结构是由各种不同类型的犯罪构成的，各种不同类型犯罪又有很大的差别，因

此，对犯罪现象结构的分析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犯罪现象的分类 

（一）犯罪现象的分类可以按不同的标准进行 

1．按照犯罪现象的基本构成要素，可以分为犯罪人、犯罪行为、被害人、犯罪后果等。 

2．根据已被揭示程度，可以分为显犯罪现象和隐犯罪现象。 

3．根据犯罪与被害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分为犯罪现象和被害现象。 

（二）刑法学的犯罪分类 

1．以犯罪行为侵犯的不同客体和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可以分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

共安全罪等。 

2．根据犯罪构成的不同主观要件，可以分为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 

3．根据犯罪形态的不同，可以分为个体犯罪和共同犯罪。 

4．根据犯罪的责任年龄，可以分为少年犯和非少年犯。 

5．根据犯罪人是否有前科，可以分为初犯和累犯。 

6．根据犯罪人的自然属性，可以分为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 

（三）犯罪学的犯罪分类 

1．根据犯罪现象的时空分布，可以分为城市犯罪和农村犯罪。 

2．根据犯罪行为的性质，可以分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暴力犯罪等 

3．根据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可以分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普通刑事犯罪和轻微违法犯罪。 

4．根据犯罪的形态，可以分为单个犯罪、团伙犯罪和集团犯罪。 

5．根据犯罪主体的生理因素，可以分为男性犯罪和女性犯罪等。 

6．根据犯罪人的主观恶性程度，可以分为初犯和惯犯。 

7．根据刑满释放人员在法定期限内是否再犯罪，可以分为原有犯罪和重新犯罪。 

第三节 犯罪现象的时空分布 

一、犯罪时间和空间是犯罪活动的存在形式 

二、犯罪现象的时间分布 

（一）犯罪现象的时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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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犯罪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 

（三）犯罪在不同季节的特征 

（四）犯罪在时日之间的变化 

三、犯罪的空间分布 

（一）城市与农村犯罪现象的不同分布状况 

（二）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后进地区犯罪现象的不同分布 

第四节 犯罪现象的科学评估 

一、犯罪形势的概念及科学评估的意义 

（一）犯罪形势的概念。 

（二）科学评估犯罪形势的意义。 

二、犯罪形势评估的基本内容 

（一）犯罪的数量和质量指标 

1．犯罪的数量指标。 

2．犯罪案件的年增长幅度。 

3．犯罪的质量指标。 

4．重大刑事犯罪案件和重大经济犯罪案件的年增长幅度。 

5．突出犯罪类型的数量指标。 

6．犯罪人的数量指标。 

（二）社会控制指标 

1．打击力度。 

2．发动群众的程度。 

3．领导责任制的落实状况。 

4．物质保障的状况。 

（三）影响犯罪的社会因素 

（四）群众安全感指标 

1．群众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态度。 

2．群众对严重侵犯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的案件及其后果的承受能力。 

3．群众对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和司法部分的信任感，以及对其工作效率和作风的评价。 

4．群众对非法侵害的可能性的估计。 

三、犯罪形势评估的原则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二）坚持科学性原则 

（三）坚持综合分析的原则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掌握犯罪的概念，把握犯罪现象的本质和特征，了解研究犯罪现象的意义。 

作业： 

思考题： 

1．犯罪现象的概念和特性？ 

2．简析犯罪现象结构。 

3．简述犯罪现象的评估。 

知识单元 4：第四章 新中国犯罪现象的状况、特点及规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建国初期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犯罪现象的状况、特点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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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49 年—1954 年犯罪现象的状况和特点 

（一）1949 年—1954 年是新中国的起步时期，当时最突出的犯罪是残余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所

进行的极为猖獗的政治破坏活动。 

（二）除此之外，旧社会遗留的流氓、盗匪、妓女等残渣余孽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也很突出。 

（三）这一时期的犯罪现象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1．从犯罪类型上看，主要是以政治性的杀人、爆炸、宣传煽动等案件。 

2．从犯罪主体上看，基本上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余的反动势力和作为这些反动势力社会基

础的社会渣滓，人民内部犯罪的比例很小。 

3．从犯罪年龄看，以中老年人占绝大部分，约占 75％。 

二、1955 年—1958 年犯罪现象的状况和特点 

（一）由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运动，政府对社会进行控制管理

的严密有效程度达到了高峰。因此，从 1955 年开始，刑事案件逐渐减少，社会治安状况良好。 

（二）这一时期的犯罪现象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刑事犯罪现象得到有效预防，社会转型时期的混乱局面得到有效控制。 

2．犯罪现象虽然有起伏波动，但呈总体较低水平的波动。 

三、1959 年—1961 年犯罪现象的状况、特点 

（一）1959 年—1961 年由于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产生剧烈的社会振荡，突出表现就是犯罪

现象增多。 

（二）这一时期的犯罪现象有以下几个特点： 

1．犯罪案件的数量与当时的经济形势有密切的关系。 

2．从犯罪类型看，多数为贫困和饥饿所驱使的侵犯财产犯罪，特别是盗窃、抢劫和诈骗犯罪

最为突出。 

3．从犯罪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旧社会的阶级敌人、反动分子和敌对势力作案的相对减少，

而新生的犯罪分子和人民内部的蜕化变质分子犯罪的增加较多。 

4．从犯罪手段上看，流窜犯罪突出。 

四、1962 年—1965 年犯罪现象的状况和特点 

五、1949 年—1965 年犯罪现象的几条主要规律 

（一）犯罪现象与国民经济、国内国际政治形势息息相关。 

（二）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政治犯罪比较突出。 

（三）国家政权机器可以控制和减少犯罪。 

第二节 十年动乱时期犯罪现象的状况、特点和规律 

一、十年动乱时期犯罪现象的状况 

（一）十年动乱期间，社会急剧动荡，出现了 1961 年以后的又一次犯罪高峰。 

（二）十年动乱期间，有两种犯罪活动最为突出，对国家和公民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第一种

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进行的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犯罪活动。第二种是一些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党羽骨干、爪牙和打砸抢分子，公然进行大规模的派系武斗。 

二、十年动乱时期犯罪现象的特点 

（一）十年动乱时期的许多犯罪活动是在当时极左路线横行、民主与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背景

下，“合法”地公然进行的，具有公开性、普遍性、持续性。 

（二）十年动乱时期，许多刑事犯罪活动与政治动乱交织在一起。 

（三）流氓犯罪活动猖獗。 

（四）青少年犯罪数量大大增加，逐步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十年动乱时期犯罪现象的规律 

（一）政治动乱、经济停滞、信仰动摇和道德滑坡是十年动乱时期犯罪现象猖獗的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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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动乱毒害了青少年，造成青少年犯罪的大量增加。 

（三）十年动乱期间，犯罪现象猖獗，经济和社会发展缓慢、停滞的事实说明，如果犯罪预防

机制削弱和破坏，犯罪现象与犯罪预防的平衡关系被破坏，整个社会秩序就会失衡，社会就不可能

正常地运转和发展。 

第三节 改革开放以来犯罪现象的状况、特点和规律 

一、1977 年—1982 年犯罪现象的状况、特点 

（一）1977 年—1982 年犯罪现象的状况 

（二）1977 年—1982 年犯罪现象的特点 

1．犯罪数量连年大幅度上升，犯罪案件的恶性复杂程度明显加剧，犯罪形势越来越严峻。 

2．以获取物质为目的，发生在经济领域、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主要主体的犯罪现象，也即通常

所说的经济犯罪迅速泛滥，成为与治安犯罪同等严重的犯罪现象。 

3．犯罪主体及其组织形式出现了新的特点。 

4．犯罪现象开始出现地域特点。 

二、1983 年—1986 年犯罪现象的状况 

三、1983 年—1986 年犯罪现象的特点 

（一）犯罪现象的起伏性在这一时期得到充分体现。 

（二）在刑事犯罪处于低速增长乃至负增长的同时，经济犯罪却呈现总量增长、形式日趋复杂

的态势。 

（三）各地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异造成犯罪现象的地区分布上的特征日益明显。 

四、1987 年至今犯罪现象的状况和特点 

（一）犯罪数量持续大幅度增加。 

（二）这一时期犯罪结构比以前时期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型犯罪不断出现。 

（三）犯罪手段发生了重大变化。 

（四）犯罪主体发生了重大变化。 

（五）在犯罪现象的地理分布上，逐步形成了东部地区的犯罪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南部地区高

于北部地区的格局。 

五、对改革开放以来犯罪增长现象的思考 

（一）恶性增长。 

（二）正常增长。 

（三）负增长。 

第四节 中外犯罪现象比较研究 

一、国外犯罪现象概述 

（一）发达国家的犯罪现象 

（二）发展中国家的犯罪现象概述 

二、中外犯罪现象比较 

（一）犯罪是困扰世界各国的共同的社会问题。 

（二）中国是世界上犯罪率比较低的国家。 

（三）中国的犯罪现象正在走向“现代化”。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新中国成立后犯罪现象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能用辨证的和历史

的唯物主义观来分析我国的犯罪情况，掌握犯罪规律以期使我们对其发展趋势有一个正确的了解，

取得同犯罪做斗争的主动权。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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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新时期我国犯罪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2．现阶段我国犯罪现象持续增长的因素？ 

3．犯罪状况、犯罪特点、犯罪规律是什么？ 

知识单元 5：第五章 犯罪行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述 

一、犯罪行为的概念 

（一）犯罪行为是犯罪现象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犯罪行为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应受到处罚的行为。 

（三）犯罪行为是一种客观的外在活动。 

二、犯罪行为的构成要素 

（一）犯罪时间。 

（二）犯罪空间。 

（三）人。 

（四）犯罪工具。 

（五）行为方式。 

第二节 犯罪行为的类型 

一、犯罪行为类型的概念 

二、按照社会危害性大小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 

（一）在法国，有重大犯罪与轻微犯罪之分。 

（二）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按法定刑轻重将犯罪分为四类：轻罪；中等严重的犯罪；严重犯罪； 

特别严重的犯罪。 

（三）我国有的学者将犯罪行为分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普通刑事犯罪、轻微的违法犯罪三种类

型。 

三、按照犯罪侵犯的客体不同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 

（一）侵害国家法益的犯罪 

（二）侵害社会法益的犯罪 

（三）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 

四、按照行为的性质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 

（一）自然犯罪 

（二）法定犯罪 

（三）我国学者将犯罪行为分为以下五类： 

1．财产犯罪 

2．暴力犯罪 

3．智能犯罪 

4．风俗犯罪 

5．破坏犯罪 

五、按照行为形成的方式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 

（一）作为的犯罪行为 

（二）不作为的犯罪行为 

六、按照犯罪人实施犯罪的主观罪过心理，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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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意犯罪行为 

2．过失犯罪行为 

3．无罪过犯罪行为 

七、按照犯罪的公开程度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 

1．司法犯罪 

2．公开犯罪 

3．实际犯罪 

八、按照犯罪形成的特点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 

1．蓄谋性犯罪行为 

2．突发性犯罪行为 

3．连带性犯罪行为 

第三节 犯罪行为形成的过程 

一、犯罪决意 

（一）概念。 

（二）类型。 

1．预谋犯罪决意。 

2．机会犯罪决意。 

3．激情犯罪决意。 

二、犯罪行为准备 

（一）概念。 

（二）表现。 

1．准备犯罪工具 

2．学习犯罪技术 

3．收集犯罪情报 

4．制定犯罪计划 

（三）犯罪人可能会因为各种主客观的因素影响而放弃犯罪行为，即放弃犯罪决意。促使犯罪

人放弃犯罪行为准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主观方面的因素。 

失望 

恐惧 

会晤 

2．客观方面的因素。 

共同犯罪人之间产生分裂 

实施犯罪的障碍难以排除 

三、犯罪行为实施 

（一）概念。 

（二）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可能出现两种特殊情况： 

1．犯罪行为的实施遇到阻碍。阻碍包括可以克服的阻碍和无法克服的阻碍。 

2．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突发新的动机。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初步了解犯罪行为的形成过程。 

作业： 

思考题： 

1．犯罪行为的概念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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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犯罪行为的形成过程。 

3．犯罪学的犯罪行为与刑法学的犯罪行为的联系与区别？ 

知识单元 6：第六章 犯罪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犯罪人的概念 

一、犯罪人的概念 

（一）犯罪人是指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其他严重社会越轨行为，应受法律和道德责罚的自

然人和法人。 

（二）犯罪人的特征 

1．犯罪人是外显的严重反社会行为的实施者。 

2．在犯罪学中，犯罪人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 

3．在犯罪学中的犯罪人研究始终是以犯罪自然人为基本标本的。 

二、犯罪人概念的外延 

（一）如何确定犯罪人概念的外延，是一个具有争议的问题。它与犯罪学中应当如何坚持犯罪

的法律定义还是非法律定义这一争论直接相联系。 

（二）犯罪学中的犯罪人概念不同于并且外延宽于刑法学中的犯罪主体概念。 

（三）犯罪人概念较之犯罪主体概念在外延上已经有所扩展，这种扩展是由犯罪学的学科性质

和特点所决定的。 

第二节 犯罪人的本质属性 

一、人以及犯罪人的一般属性 

（一）犯罪人与非犯罪人并无本质区别 

（二）对人以及犯罪人一般属性的理解。 

1．人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和融合，其中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 

（1）应当承认，人来源于动物，并且至今还带有动物性即自然属性的一面。 

（2）应当承认，人不同于一般的动物，确切说，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一种文化动物，社会属

性才是人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本质属性。 

（3）还必须承认，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融合，而不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简单

凑合。 

2．人是一种具有理性和自我意识的精神性存在，或者说，人是一种具有自由意志的精神性存

在。 

3．从原处意义上讲，人性是非善非恶的或者善恶相融互渗的；从实际意义上讲，在人的后天

发展中，人既可能发展成善的，也可能发展成恶的。 

二、犯罪人的特殊属性——反社会性 

（一）犯罪人的反社会性的概念 

1．犯罪人的反社会性，是指犯罪人的人格所呈现出的与社会规范和价值准则相悖的品质或者

倾向。 

2．犯罪人的反社会性蕴含于犯罪人的整个人格结构之中，是犯罪人人格结构所呈现的一种整

体性或者综合性倾向。 

（二）犯罪人反社会性的征表 

1．具有错误的信念体系。这里说的信念体系，是指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系统的观

念形态。 

2．具有歪曲的需要结构或者需要的满足经常处于挫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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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我意识发展欠缺。 

4．具有不良的性格特征。 

5．不良行为方式或生活形式的习癖化。 

第三节 犯罪人的分类 

一、犯罪人分类的概念及意义 

（一）犯罪人分类是基于一定目的和标准对犯罪人进行类型划分的过程和结果。 

（二）犯罪人分类是一种科学认识和科学操作活动，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科学的犯罪人分类是人类对犯罪现象的本质和内在结构的理性认识成果，反过来，这种成

果又可以推动对犯罪现象的理性认识和理论研究的深入。 

2．建立科学的犯罪人类型体系，有利于犯罪调查统计工作的进行和对现时犯罪状况加以精确

描述。 

3．再次，科学的犯罪人分类，有利于犯罪预防和罪犯矫正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犯罪人类型 

（一）龙勃罗梭最早进行了犯罪人分类，他把犯罪人分为天生犯罪人、准天生犯罪人、精神病

犯罪人、机会犯罪人和激情犯罪人等五种类型。 

（二）德国犯罪学家和刑法学家李斯特把犯罪人分为机会犯罪人和状态犯罪人两大类，后来又

分为正常竞争能力不足的犯罪人、怠惰与愚昧性犯罪人、社会不良状态犯罪人、风土性犯罪人、恶

癖性犯罪人以及固执性犯罪人等六种类型。 

（三）现代犯罪学的犯罪人分类的标准多种多样，尚不存在一种统一的犯罪人分类的综合性分

类标准，几种比较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1．根据性别分为男性犯罪人和女性犯罪人； 

2．根据犯罪经历分为初犯、再犯和累犯，或者分为职业犯罪人和业余犯罪人； 

3．根据年龄分为成年犯罪人和未成年犯罪人等等。 

第四节 犯罪人的实证研究 

一、犯罪生涯研究 

（一）概念。 

（二）内容。 

1．犯罪成员 

2．犯罪频率 

3．犯罪的严重程度 

4．犯罪生涯长度 

（三）研究方法 

1．出生群体研究 

2．自我报告研究 

3．对特定区域内的已知犯罪人的个人犯罪史资料进行纵向分析 

4．实地观察 

二、犯罪人口研究 

（一）犯罪人的性别 

（二）犯罪人的年龄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犯罪人的生物生理特质和心理特征，准确理解犯罪人的概念。 

作业：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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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犯罪人的概念 

2．犯罪人的本质属性 

3．犯罪人分类的概念及意义 

知识单元 7：第七章 被害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被害人的概念与特征 

一、被害人的概念 

（一）本章所称被害人，是指由于受犯罪行为侵害因而遭受一定程度损害的自然人、法人、其

他组织和国家。该定义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1．范围仅限于“受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 

2．被害人必须“遭受一定程度损害”。 

（1）所指“损害”，既包括有形而具体的物质性损害，也包括无形而抽象的非物质性损害。 

（2）所指损害的“一定程度”，并非一概以“现实损害”为标准，具体应根据不同罪种区别对

待。 

3．被害人的外延包括“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和国家”。 

（1）被害人均具有一定的“人格”特点。 

（2）被害人的身份是在被侵害的社会关系中得以体现的。 

（3）国家之所以也能成为被害人，是由其维护整个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这一特殊主体的地位

决定的，因此，在危害国家安全罪等罪名中，被害人即为国家。 

4．被害人是危害结果的直接承受者本人。 

二、被害人的特征 

（一）被害性。 

1．被害的倾向性。 

2．被害的易感性。 

3．被害的受容性。 

（1）“预先认同”型 

（2）“长期容忍”型 

（3）“处境容忍”型 

（4）“性格隐患不加控制”型 

（5）“状态隐患不加控制”型 

4．被害的诱发性。 

5．被害的承受性。 

（二）自塑性，又称“角色”塑造 

1．对其自身之“被害人角色”具有塑造作用。 

（1）在其心理原因方面：  

（2）在其个性原因方面： 

2．对加害于自身之“犯罪人角色”具有促成作用。 

（1）“犯罪人角色”与“被害人角色”是以相互对应的形式而存在的。 

（2）被害人是用自身的致害因素来塑造加害于自身之“犯罪人角色”的。 

（3）被害人塑造加害于自身之“犯罪人角色”的特性，在偶发性犯罪、激情性犯罪等中表现

得更为清晰和直观。 

（三）定向性，又称“罪、害”定向性 

1．对加害人所犯之“罪”具有定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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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被害人自身所受之“害”具有定向作用。 

（四）可责性，又称归责可能性，  

1．其故意性的致害因素大多具有应当被谴责的责任。 

2．其过失性的致害因素往往具有可以指责的余地。 

3．其意外或正常情况下的致害因素一般不具有可责性。 

第二节 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对应共存关系 

（一）概念。 

1．载体上的“对偶对称性”。 

2．角色上的“预先自塑”性。 

3．参与上的“刑事伙伴”性。 

4．作用上的“互补合作”性。 

二、二元原因关系 

（一）概念。 

1．加害原因之“一元”。 

2．被害原因之“一元”。 

3．二元原因的结合共同引发其互动过程。 

三、彼此作用关系 

（一）概念。 

1．“被害”与“犯罪”均是动态概念。 

2．被害人与犯罪人均是积极主体。 

3．双方是以“互相影响、彼此作用”的方式推进其互动过程的。 

4．其“彼此作用”可以有多种模式。其“彼此作用”的多种模式有如：（1）“单向利用”模式；

（2）“单向诱发”模式；（3）“相向加害”模式；（4）“变敌对为融洽”模式。 

四、刺激反应关系 

（一）概念。 

1．被害人的致害因素作为一种“刺激”，是犯罪人产生加害“反应”的前提。 

2．加害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不过是针对被害人所予刺激而作出的一种非法加害“反应”。 

3．“刺激与反应”对于双方主体而言，均具有相向性、互为性、循环往复性和缺一不可性。 

4．“刺激与反应”在被害过程的各个阶段均可出现。 

五、被害转化关系 

（一）概念。 

1．双方均是以对方为客体而互动着的。 

2．矛盾的双方均有可能成为最终的被害人或犯罪人。 

3．“加害被害关系”的不同形态体现了被害转化关系。 

4．被害转化关系在被害过程的各个阶段中均可发生。 

六、互塑、共塑关系 

（一）概念。 

1．双方是形影相随的一对“刑事伙伴”。 

2．双方以“互补协作”的方式完成其互塑、共塑过程。 

3．加害原因和被害原因是互塑、共塑双方角色的前提和材料。 

4．“刺激与反应”是互塑、共塑双方角色的内在机制和具体塑造过程。 

七、归责可能关系 

（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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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归之“责”主要是指“原因之责”，也即双方在推进互动过程之原因方面的“加害原因之

责”和“被害原因之责”。 

2．“原因之责”不等于“刑事之责”，更不是让被害人去对犯罪人所犯之罪共同承担“刑事责

任”；强调“原因之责”旨在预防、避免或减少被害。 

3．“归责可能”的基础源于双方共同推进了互动过程。 

4．“归责可能”的常见类型，如“完全无责任的被害人”、“有一定责任的被害人”等类型。 

八、刑事对立关系 

（一）概念。 

1．对“权益”的非法侵害或合法保护，是刑事对立关系产生的前提。 

2．刑事对立关系是双方互动关系的本质所在。 

3．刑法意义上的刑事对立关系主要体现在实体权益方面。 

4．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刑事对立关系主要体现在诉讼地位、诉讼权利等方面。 

第三节 被害人的类型 

一、概念 

二、以犯罪性质为划分标准 

（一）暴力犯罪的被害人 

（二）财产犯罪的被害人 

（三）性犯罪的被害人 

（四）经济犯罪的被害人 

三、以其生理特征为划分标准 

（一）少年被害人 

（二）老年被害人 

（三）女性被害人 

（四）智能低下或精神上有缺陷的被害人 

四、以其心理特征为划分标准 

（一）贪财型被害人 

（二）轻浮型被害人 

（三）轻信型被害人 

（四）暴怒型被害人 

五、以其有责程度为划分标准 

（一）无任何过错和责任的被害人 

（二）责任小于加害人的被害人 

（三）责任等同于加害人的被害人 

（四）责任大于加害人的被害人 

（五）属于真正罪犯的被害人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初步掌握被害人的概念，明确被害人和犯罪人的关系以及在犯罪过程中被害

人和犯罪的辩证关系。 

作业： 

思考题： 

1．被害人的概念和特征 

2．简述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互动关系 

知识单元 8：第八章 犯罪原因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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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第一节 研究犯罪原因的重要意义 

一、对预防犯罪的实践意义 

（一）研究犯罪原因，有利于客观、全面的认识犯罪问题的复杂性， 端正预防犯罪的工作态 

（二）研究犯罪原因，有利于探明犯罪规律，增强控制犯罪的能力。 

（三）研究犯罪原因，有利于不断的完善社会机制，弥补各部门、各机关团体、各企事业单位

和基层组织的漏洞。 

二、国家立法与司法的理论意义 

（一）犯罪原因研究对于国家立法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犯罪原因研究对司法工作的理论指导意义。 

三、犯罪研究的科学意义 

第二节 犯罪原因的概念、特性 

一、犯罪原因的概念 

二、犯罪原因的特性 

（一）综合性 

（二）复杂性 

（三）系统性 

（四）等级性 

（五）动态性 

第三节 犯罪原因认识与研究的历史演进 

一、古文明时期 

二、中世纪时期 

三、文艺复兴时期 

四、进现代时期 

五、当代时期 

第四节 犯罪原因的分类 

一、犯罪原因分类的价值 

（一）犯罪原因的分类研究，有利于认识犯罪原因的内部结构。 

（二）犯罪原因的分类研究，有利于界定各种犯罪原因的概念、避免罪因研究上的混乱。 

（三）犯罪原因的分类研究，有利于犯罪原因的理论建设与预防犯罪的实践。 

二、犯罪原因分类的多元标准 

三、犯罪原因分类的内容 

（一）按犯罪原因的作用范围标准，犯罪原因可分为整体犯罪现象的原因、犯罪类型的原因和

具体犯罪行为的原因。 

（二）按犯罪原因的作用程度标准，犯罪原因可分为犯罪根源、犯罪原因、犯罪条件和犯罪相

关因素。 

（三）按犯罪原因的哲学意义标准，犯罪原因可分为对偶式的主客观原因、内外部原因和普遍

与特殊原因。 

（四）按犯罪原因的社会内容标准，犯罪原因可分为社会原因、经济原因、政治原因、文化原

因、生物原因、心理原因、自然原因等。 

第五节 犯罪原因体系及其结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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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犯罪原因体系的科学含义 

二、犯罪原因体系的内部结构、层次 

三、研究犯罪原因体系及结构层次的价值。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犯罪原因的概念，明确犯罪原因体系及其结构层次。 

作业： 

思考题： 

1．研究犯罪原因的重要意义。 

2．犯罪原因的概念和特性 

3．犯罪原因的体系及其结构层次 

知识单元 9：第九章 犯罪根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犯罪根源的概念 

一、犯罪根源的概念 

二、犯罪根源的特征 

（一）犯罪根源的终极性 

（二）犯罪根源的相对性 

（三）犯罪根源的间接性 

（四）犯罪根源的现实性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的犯罪根源 

一、不同社会的犯罪根源不同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犯罪根源 

三、关于犯罪根源的“残余论” 

第三节 犯罪根源与犯罪的联系 

一、统治者的“以法保护下”的犯罪 

二、贫困造成的被统治者的犯罪 

第四节 犯罪根源理论的意义及其局限 

一、研究犯罪根源的意义 

（一）研究犯罪根源，有利于认识犯罪本质和犯罪发展变化规律。 

（二）研究犯罪根源，促进了犯罪学的产生和发展。 

（三）研究犯罪根源，推进了犯罪的治理和预防。 

二、犯罪根源在理论上的局限 

（一）犯罪根源在理论上的局限 

（二）研究犯罪根源要适度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犯罪根源的概念，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犯罪根源，明确犯罪根

源和犯罪的联系。 

作业： 

思考题： 

1．犯罪根源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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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犯罪根源理论上的局限？ 

3．人类产生犯罪的根本性原因是什么？ 

4．社会存在犯罪现象的成因是什么？ 

知识单元 10：第十章 犯罪的社会及环境因素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犯罪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概述 

第二节 犯罪的政治因素 

一、阶级斗争 

二、政治体制的弊端 

（一）权力缺乏制约。 

（二）干部终身制。 

（三）官僚主义。 

（四）官员腐败。 

三、政策失误 

第三节 犯罪的经济因素 

一、多种经济成分的冲突 

二、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真空漏洞 

1．金融领域犯罪严重 

2．假冒伪劣产品泛滥 

3．伪造假发票倒卖活动严重 

三、分配不公 

四、经济发展不平衡 

五、商品经济的负效应 

第四节 犯罪的文化因素 

一、传统文化对犯罪的影响 

二、西方文化对犯罪的影响 

三、文化冲突对犯罪的影响 

四、亚文化与犯罪 

五、文化市场管理松弛，为不良文化的泛滥开了方便之门 

第五节 犯罪的教育因素 

一、学校教育 

1．义务教育远远没有普及。 

2．应试教育片面追求升学率而形成一系列不良结果。 

3．教育结构的单一化与缺陷。 

二、家庭教育 

1．对子女关心不够，在教育的问题上放任自流。 

2．过分溺爱，放纵子女。 

3．父母双方教育意见不统一。 

第六节 犯罪的思想道德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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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犯罪的思想因素 

1．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 

2．拜金主义思想。 

3．享乐主义思想。 

二、道德问题与犯罪 

1．道德转型期带来的问题。 

2．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冲突激烈。 

3．社会道德水准出现了下滑趋势。 

第七节 犯罪的法制因素 

一、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二、公民守法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 

三、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权代法、以言代法、以钱代法严重侵蚀着法制的肌体，也成为违

法犯罪产生的重要原因 

（一）执法体制不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二）执法体制不健全，力量薄弱，执法机关普遍经费不足。 

（三）执法人员政治、业务素质有待提高。 

（四）消极腐败现象严重感染了司法干部队伍。 

第八节 犯罪的人口因素 

一、人口数量过于庞大 

二、出生性别比失调。 

第九节 犯罪的环境因素 

一、犯罪的社会环境因素 

（一）家庭环境。 

1．家庭成员作风不正或者有犯罪行为。 

2．父母离婚、父母双亡或者一方死亡、无人照顾孩子。 

3．父母不和，或者经常吵架，或者干脆分居。 

（二）社区环境 

首先，社区中正气不压邪气，对坏人坏事缺乏舆论压力与钳制手段。 

其次，社区中存在不良交往对象。 

再次，社区中存在娱乐场所及其他公共复杂场所。 

（三）生活方式及有关的生活环境 

二、犯罪的自然环境因素 

（一）地理环境与犯罪 

（二）季节与犯罪 

（三）时间与犯罪。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初步了解犯罪的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以及其他对犯罪产生影响的

诸多因素。 

作业： 

思考题： 

1．犯罪的社会原因是什么？ 

2．犯罪的自然环境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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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犯罪与阶级斗争的关系？ 

4．犯罪与经济的联系？ 

5．犯罪与文化的联系？ 

6．犯罪与宗教的关系？ 

7．犯罪与家庭的关系？ 

8．学校教育与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联系？ 

知识单元 11：第十一章 犯罪的主体因素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犯罪主体因素概述 

一、犯罪主体因素的概念、特征 

二、犯罪主体因素的内容及主体各因素间的关系 

第二节 犯罪的生理因素 

一、年龄因素 

二、性别因素 

三、其他生理因素 

第三节 犯罪的心理因素 

一、犯罪主体的意思因素 

（一）犯罪主体的反社会意识 

其一，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价值观是对人存在的价值的看法，对人生意义的评价。正确的

价值观是依对社会的发展为标准衡量的。 

其二，缺乏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社会主义社会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必须具有社会主义的道德

观念。社会主义道德就是无产阶级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 

其三，无视社会主义法制。公民的法制观念一般是指人们对国家法律的看法和态度，以及对某

些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 

（二）犯罪主体的反社会意识与行为的关系 

一是违法犯罪行为的动机性和目的性  

二是违法犯罪行为的计划，也是犯罪主体的意识活动，违法犯罪行为的策划是实现违法犯罪目

的的一个思维过程。 

三是支配犯罪行为的错误理论观点。 

二、犯罪主体的需要、动机 

（一）犯罪主体需要的特征 

1．个人需要同社会要求处于对立状态 

2．个人的需要不符合个人的条件 

3．个人的低级需要在主体的需要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二）犯罪动机的构成 

1．为满足物质需要而引起的违法犯罪动机 

2．为满足性欲需要而引起的犯罪动机 

3．出于维护自尊和权益的需要而引起的违法犯罪动机 

4．由于虚荣或偏爱的需要引起的违法犯罪动机 

第四节 人格异常与犯罪 

一、人格异常概念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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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识能力、情绪反映、和意志行为发展的不协调。 

2．理智活动和本能反映的不协调 

3．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不协调 

二、人格异常与犯罪 

（一）人格异常的犯罪学评价 

1．辨认能力的消弱和丧失。 

2．自制力减弱。 

3．自知力衰退及丧失。 

（二）人格异常与犯罪 

1．病态人格与犯罪 

首先，偏执型病态人格者易实施攻击性行为。 

其次，癔病型病态人格者易实施性犯罪。 

再次，无情性病态人格者易实施暴力等犯罪。 

最后，谎言癖、偷窃癖、纵火癖等变态人格也是个人犯罪的重要原因。 

2．性变态与犯罪 

第五节 犯罪主观因素与犯罪客观因素的关系 

一、犯罪主观因素与犯罪客观因素的关系 

二、研究犯罪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意义 

（一）科学的反映了客观实际 

（二）在理论上具有重要的方法意义 

（三）不尽可以明确的反映出唯物论与唯心论、辨证唯物论与机械唯物论的区别，而且反映出

辨证唯物论解释社会问题，包括解释犯罪问题的科学威力。 

三、犯罪主观因素与犯罪客观因素的关系 

（一）犯罪行为根源与社会客观实际。 

（二）相对意志自由在犯罪行为形成的实施过程中的作用。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基本掌握犯罪的主体要素，了解人格异常与犯罪的关系，搞清犯罪主观因素

与犯罪客观因素的关系。 

作业： 

1．犯罪主体因素的概念？ 

2．犯罪主观因素和犯罪客观因素的关系？ 

3．精神异常与犯罪？ 

4．故意与犯罪？ 

5．过失与犯罪？ 

6．犯罪心理的形成与外化？ 

知识单元 12：第十二章 犯罪预防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犯罪预防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一、犯罪预防的概念 

（一）学术界关于犯罪预防的狭义、广义理解 

（二）犯罪预防的科学含义及特征 

1．预防犯罪的主体是国家和社会，而不仅仅是国家刑事司法机关。 

2．犯罪预防的对象是全体社会公民，而不仅仅是具有犯罪危险的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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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犯罪预防的目的是防范、减少与根治犯罪。 

4．预防犯罪的措施是一系列的对策体系。 

5．预防犯罪是一个控制过程。 

二、犯罪预防的地位 

三、犯罪预防的重要性 

（一）犯罪预防有利于避免和减少犯罪给社会造成的损失 

（二）犯罪预防与利于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 

（三）犯罪预防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四）犯罪预防是全人类的共同呼声 

第二节 犯罪预防的依据与困惑 

一、犯罪预防的可能性 

（一）犯罪预防的可能性的争论 

（二）犯罪预防可能性的原理 

1．规律的可知性原理。 

2．因果联系原理。 

3．量变质变原理。 

4．行为科学原理。 

二、犯罪预防的现实性 

（一）犯罪预防现实性的状况 

（二）犯罪预防现实性的理由 

1．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预防犯罪提供了物质保障，从根本上是预防犯罪从可能变为现实。 

2．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预防犯罪创造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保证了预防犯罪的可能性转变为现

实性。 

3．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预防犯罪创造了现实的科技手段。 

4．国际范围内的努力与合作，为犯罪预防提供了国际条件。 

三、犯罪预防的长期性 

四、犯罪预防的艰巨性 

（一）犯罪现象是一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其规律是很难把握的 

（二）犯罪行为的形成和发展是非线性的多因素的综合产物，其行为人的心理是很难预测

的 

（三）犯罪行为的理想模式与现实条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各项措施的落实十很难做到的 

第三节 犯罪预防的手段与方法 

一、犯罪预防的手段 

（一）犯罪预防的手段的含义 

（二）犯罪预防手段的内容 

1．按犯罪预防的手段的自身性质划分，可以分为教育手段、经济手段、文化手段、行政手段、

法律手段和技术手段。 

2．按照犯罪预防手段的作用功能划分，可分为排除手段、疏导手段、控制手段、威慑手段、

和矫正手段。 

二、犯罪预防的方法 

1．保护性预防。 

2．疏导性预防 

3．限制性预防 

4．惩戒性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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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改造性预防 

6．被害预防 

第四节 犯罪预防的体系 

一、犯罪预防体系的历史考察 

第一，以发展农业经济为基础 

第二，以礼教为主体 

第三，以机构和制度为保证 

第四，强调严刑峻法 

二、犯罪预防体系的依据和内容 

（一）犯罪预防体系的依据 

（二）犯罪预防体系的内容 

1．社会预防。 

2．心理预防。 

3．治安预防。 

4．刑罚预防。 

三、犯罪预防体系的特点 

（一）有序性 

（二）层次性 

（三）动态性 

（四）整体性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犯罪预防的概念及其重要性，掌握犯罪预防的方法，了解犯罪

预防的依据，明晰犯罪预防的体系。 

作业： 

思考题： 

1．预防犯罪的概念及其重要性 

2．预防犯罪的方法 

3．预防犯罪的体系 

知识单元 13：第十三章 预防犯罪的方针与原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预防犯罪的方针 

一、预防犯罪方针的含义及各种提法 

二、综合治理——中国预防犯罪的总方针 

（一）综合治理的基本含义及特征 

第一，综合治理是在各级党委和 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 

第二，综合治理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第三，采用多种方法、手段和措施治理。 

第四，综合治理的对象具有多元性。 

第五，综合治理的目标具有一定的层次性、综合性。 

（二）综合治理方针的形成和发展 

（三）综合治理方针确立的科学依据 

1．犯罪原因的多元性、复杂性决定了预防方针的综合性。 

2．犯罪原因的系统性要求预防犯罪必须实行综合治理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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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时期严峻的犯罪现实，打击与改造工作实践，迫切需要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4．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综合治理方针的实行，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三、综合治理的基本内容 

（一）综合治理的基本任务及其工作要求 

1．综合治理的基本任务。 

2．综合治理的工作要求 

（二）综合治理的目标 

1．综合治理的最终目标。 

2．综合治理的主要目标。 

3．综合治理的具体目标。 

（三）综合治理的工作范围 

1．打击 

2．防范 

3．教育 

4．管理 

5．建设 

6．改造 

四、综合治理的领导体制 

（一）综合治理领导体制的含义 

（二）中央综合治理的领导机制 

（三）地方各级综合治理的领导机构 

（四）各部门的综合治理领导机构 

（五）综合治理领导机构的职权 

第二节 预防犯罪的基本原则 

一、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的原则 

二、治标预防与治本预防相结合的原则 

三、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原则 

四、系统化原则 

五、法制原则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犯罪预防的方针和基本原则。 

作业： 

思考题： 

1．犯罪预防的方针？ 

2．犯罪预防的基本原则？ 

3．综合治理的涵义、特征？ 

4．综合治理的六大环节是什么？ 

5．平安建设与综合治理的关系？ 

6．综合治理与构建和谐社会？ 

知识单元 14：第十四章 犯罪的社会预防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社会预防概述 

一、社会预防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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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预防的特点 

（一）社会预防的核心目的是创造一个健康完善、和谐的社会，提供一个能够抑制犯罪和其他

消极现象的社会环境 

（二）社会预防的主体与客体（具体指向）之间具有同一性或统一性 

（三）社会预防特别强调社会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与预防犯罪规划及策略的相互衔接 

（四）社会预防是一种积极和治本性预防措施 

第二节 社会预防的功能 

一、社会建设功能 

二、社会整合功能 

三、社会控制功能 

四、社会化功能与社会心理调节功能 

第三节 宏观社会预防 

一、社会改革——社会本体的建设与完善 

（一）两个文明建设协调进行，提高社会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水平 

（二）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克服社会弊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三）正确引导社会文化变革，，实现社会价值的重整和统一 

（四）恰当调整阶级关系，改善人际关系，制造宽松的政治气氛 

二、社会政策——社会问题的控制阀 

（一）概说社会政策是国家和政党制定的旨在协调社会关系，避免或解决社会问题，保证经济

与社会平稳、均衡发展的方针原则和计划的总和。社会政策有着重要的预防犯罪价值。 

（二）社会政策的完善 

1．经济与社会协调原则。 

2．效率与公平兼顾原则。 

3．内在一致原则 

4．成本——效益原则 

三、道德、法制与行政——社会控制的三种力量 

（一）道德 

（二）法制 

1．立法环节。 

2．执法环节。 

3．法制宣传和教育环节。 

（三）政府行政 

第四节 微观社会预防 

一、环境设计与空间预防 

二、社区、群体和个人对犯罪的预防和参与 

（一）社区参与 

1．开展安全文明小区建设活动。 

2．开展社会工作和社区服务 

3．制定乡规民约、城市文明公约等群众自律性的行为规范 

（二）群众自治 

1．治安联防 

2．人民调解 

3．共青团、妇联、工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对其成员进行的各种组织和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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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事业单位的自我管理和自我保护 

1．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开展经营业务。 

2．建立健全工作纪律和经营管理制度。 

3．加强对本单位职工和工作人员的管理和教育，经常开展法制教育、职业道德教育。 

4．加强对本单位的治安保卫工作和增强治安保卫意识。 

（四）公民个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防卫 

1．遵守法律和社会道德规范，自我约束。 

2．增强自我防卫的意识和能力，采取必要的财产保护和人身保护措施以及报警求助措施，减

少被害的可能性。 

3．要勇于和犯罪行为作斗争。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社会预防的概念，了解社会预防的功能，明确宏观社会预防和

微观社会预防的关系。犯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伴生现象，它的孕育和生长，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人类

社会及其社会的自身状况，因此，它的减少或者消灭，也最终取决于人类及其社会的自我克服能力

和自我完善程度。社会对犯罪现象的这种自我克服过程，我们称之为犯罪的社会预防。 

作业： 

思考题： 

1．社会预防的概念？ 

2．社会预防的功能？ 

3．宏观社会预防和微观社会预防的关系？ 

4．情景预防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5．社会转型与犯罪的社会控制？ 

6．社会失范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7．社区预防与社区建设的关系？ 

知识单元 15：第十五章 犯罪的心理预防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犯罪心理预防概述 

一、犯罪心理预防的概念 

（一）人是一种精神性的生物实体，不仅有本能和直觉，而且有理性和意识。 

（二）犯罪人往往表现为人格品质的欠缺者变异，这种缺陷和变异进而导致社会认知能力、社

会适应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的低下或者丧失，导致他们在一定社会背景和具体场合下作出违法犯罪

行为的选择。 

二、犯罪心理预防的原理和特点 

（一）犯罪心理预防的核心目的是使人养成健全的人格，是人的完善、人的内在充实。 

（二）心理预防不赞赏那种“物质般加在个体身上”的纯粹外在控制，而是特别强调人的自我

控制与外在社会控制之间的相对均衡。 

（三）心理预防是一个过程，确切的说，是指人的社会化过程包括人的自我修养过程，而不是

指某几种纯心理学技术或措施的简单集合。 

（四）心理预防是一种积极预防，其对象主要是未犯罪的正常人，而不是罪犯、变态人格者和

精神病患者。 

第二节 犯罪心理预防的功能 

一、人格塑造和养成功能 

二、心理调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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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观激励功能 

四、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功能 

五、社会控制功能 

第三节 犯罪心理预防的基本途径 

一、社会化——社会对个体人格的塑造 

（一）不断完善社会，创造一个有利于人格健全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 

（二）传授社会文化和社会规范 

1．传授和学习社会文化和社会规范的形式 

（1）家庭教育 

（2）学校教育 

（3）劳动集体教育 

（4）人际互动 

（5）文化传播媒介 

2．社会文化和社会规范传授与学习的主要内容 

（1）道德规范 

（2）法律规范 

（3）社会习俗与行为常模 

（4）科学文化知识 

（三）大力开展心理卫生工作和心理健康咨询活动 

二、自我修养——人格的自我养成和完善 

（一）加强自我修养 

（二）善于自我调节 

第四节 变态人格的矫治 

一、物理疗法（理疗） 

二、精神分析疗法 

三、行为疗法 

四、人本主义疗法 

五、生物反馈疗法 

六、认识领悟心理疗法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心理预防的概念，了解心理预防的功能，明确心理预防的基本

途径。 

作业： 

思考题： 

1．心理预防的概念？ 

2．心理预防的原理？ 

3．心理预防的基本途径？ 

4．心理健康与心理预防的关系？ 

5．自杀防范与犯罪心理预防？ 

6．“八荣八耻”与犯罪控制？ 

7．宗教意识与犯罪心理预防？ 

知识单元 16：第十六章 犯罪的治安预防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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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治安预防概述 

一、治安预防的概念、特征 

（一）治安预防是指国家专门性预防机构通过治安管理与惩戒活动所能达到的实现预防违法犯

罪目标的社会控制活动及措施。 

（二）治安预防具有以下特征： 

1．治安预防的主体是公安机关。 

2．治安预防的对象是全体社会公众尤其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和轻微违法犯罪人。 

3．治安预防的目标是为了预防、控制和减少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证社会安定和

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 

4．治安预防的手段是治安行政管理部门为实现预防违法犯罪的目标，依法对社会治安秩序实

行控制管理的各种措施和方法。 

5．治安预防是预防犯罪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是最为直接的一项专门性预防措施。 

二、治安预防的任务 

（一）预防与发现各种违法犯罪行为 

（二）预防与查处治安灾害事故 

（三）惩戒与教育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 

三、治安预防的措施与方法 

（一）治安预防措施与方法的概念和特征 

1．治安预防的措施与方法是指治安预防的主体为了实现治安预防的目标，达到社会治安的目

的，依法对社会治安秩序实行控制管理的各种手段的总称。 

2．特征： 

（1）强制性 

（2）多样性 

（3）互补性 

（二）治安预防措施与方法的内容 

1．惩戒措施 

2．管理措施 

3．专业措施 

4．教育改造措施 

5．技术措施 

四、治安预防的特点 

（一）预防工作的专门性 

（二）预防行为的行政执法性 

（三）预防措施的特殊强制性 

（四）预防内容的广泛性和复杂性 

第二节 治安管理的功能及其原则 

一、治安预防的功能 

（一）行为规范与导向功能 

（二）惩戒与教育功能 

（三）社会公共安全的维护与保障功能 

二、治安预防的原则 

（一）依法与科学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二）公开管理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原则 

（三）严格管理与文明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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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 

第三节 治安管理 

一、户口管理 

（一）户口管理的概念 

（二）户口管理的基本内容 

1．户籍管理 

2．居民身份证管理 

3．暂住人口管理 

4．重点人口管理 

（三）户口管理在预防犯罪中的作用 

1．户口管理可以准确及时的了解社会人口信息及基本情况。 

2．实行居民身份证管理，有利于严密社会治安管理，不仅能及时发现控制各种违法犯罪分子，

而且可以直接查获一些流窜犯和在逃犯。 

3．加强户口管理能为预防犯罪提供有序的社会环境。 

4．户口管理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人口盲目无序的流动。 

二、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 

（一）概念 

（二）公共场所的管理与防控 

1．注重对公共场所发展总量实行宏观调控。 

2．加强治安防范宣传教育。 

3．坚持安全检查制度，及时排除隐患。 

4．组织治安联防，布哨巡逻。 

5．集中整治突出的治安问题。 

三、特种行业管理 

（一）概念 

（二）特种行业管理在预防犯罪中的作用 

（三）特种行业的管理与防控 

1．旅馆业的管理与防控 

2．旧货业的管理与防控 

3．印刷业的管理与防控 

4．刻字业的管理与防控 

四、危险物品管理 

（一）概念 

（二）危险物品的管理内容 

1．认真做好危险物品生产经营审批登记工作。 

2．建立严密的安全监督检查制度。 

3．收缴散失在社会上的危险物品。 

4．广泛进行安全防范宣传教育。 

5．依法办事，严肃查处违法行为。 

（三）意义 

第四节 劳动教养 

一、劳动教养的概念及其适用对象 

（一）概念 

（二）适用对象 



10530 

1．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员； 

2．结伙杀人、抢劫防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 

3．有流氓、卖淫、盗窃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等等 

二、劳动教养在预防犯罪中的作用 

（一）劳动教养是防范犯罪之网的重要一环。 

（二）劳动教养起到净化社会面的作用。 

（三）劳动教养是教育、挽救和改造违法者的一种重要形式。 

（四）劳动教养手段的实施，对于社会上的违法犯罪和危害社会治安行为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 

第五节技术预防 

一、概念与作用 

（一）概念 

（二）作用 

1．可以隐蔽或保护犯罪侵害的目标，减少案件的发生机会。 

2．有助于监控案发现场和现行犯罪分子，便于及时破案。 

3．可以发现认定犯罪分子。 

二、技术预防的种类与应用范围 

（一）装备的种类 

1．报警系统 

2．监听系统 

3．监视系统 

4．探测系统 

5．防护系统 

（二）技术预防的应用范围 

三、技术预防应注意的问题 

（一）各种设备装置应由公安机关负责管理 

（二）用于技术预防的设备器材，其安装要避免引起人身伤害。 

（三）安装适用时要分别不同情况给予一定控制。 

（四）技防与人防必须密切配合 

（五）加强对设备的保养、检查和维修。 

（六）严格控制知密范围。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治安预防的概念，了解治安预防的功能和原则。 

作业： 

思考题： 

1．治安预防的概念及其特征？ 

2．治安预防的功能和原则？ 

3．劳动教养在预防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 

4．治安处罚与犯罪控制？ 

5．技术预防在预防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 

6．治安预防与社会预防的关系？ 

知识单元 17：第十七章 犯罪的刑罚预防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刑罚预防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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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罚预防的概念、特征 

（一）刑罚预防的概念 

（二）特征： 

1．其主体是行使国家刑罚权的各部门。 

2．其作用机制和途径，存在与其自身所特有的功能作用与具体方法之中。 

3．它是针对特定犯罪人的一种特殊预防。 

4．它以刑罚目的为目的。 

二、刑罚预防的特点 

（一）罪后性 

（二）惩戒性 

（三）多维性 

（四）专门性 

（五）局限性 

三、刑罚预防的地位 

第二节 刑罚预防的功能 

一、刑罚预防的含义 

二、特殊预防功能及其作用过程 

（一）概念 

（二）对象 

（三）人类历史上四种特殊预防的理论与实践 

1．威慑 

2．剥夺犯罪能力 

3．感化教育 

4．惩罚与改造相结合 

（四）特殊预防的作用机制 

1．惩罚：威慑；辨别；感化 

2．改造 

三、一般预防功能及其作用过程 

（一）概念 

（二）对象 

1．潜在犯罪人 

2．被害人 

3．法盲 

4．守法公民 

（三）一般预防的作用机制 

（四）一般预防功能的具体表现 

1．对潜在犯罪人具有一般威慑效应。 

2．对被害人及其家属有安抚效应。 

3．对不懂法者具有一般辨别效应。 

4．对守法公民具有鼓舞效应。 

第三节 监狱——刑罚预防的重要环节 

一、监狱在刑罚预防中的地位与作用 

二、监狱的设置及其运行机制 

三、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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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刑罚预防的效益 

一、概念 

二、刑罚预防效益的总体评价 

三、刑罚预防犯罪效益的评价视角 

第五节 刑罚预防的效能原则 

一、含义 

二、内容 

（一）必然性原则 

（二）及时性原则 

（三）适度性原则 

（四）适时性原则 

（五）协调性原则 

（六）合法性原则 

三、认识与研讨刑罚预防效能原则的价值 

（一）立法价值 

（二）司法价值 

（三）对“严打”斗争的价值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刑罚预防的概念和功能，了解监狱在刑罚预防中的地位，把握

刑罚预防的效能原则。 

作业： 

思考题： 

1．刑罚预防的概念和特征？ 

2．刑罚预防的功能？ 

3．刑罚预防的效能原则？ 

4．死刑与预防犯罪？ 

5．监禁刑与预防犯罪？ 

6．非监禁刑与预防犯罪？ 

7．社区矫正与犯罪控制？ 

8．非刑罚方法与犯罪预防？ 

知识单元 18：第十八章 被害预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被害预防的概念、特点与意义 

一、被害预防的概念 

二、被害预防的特点 

（一）与犯罪预防具有“对应性”。 

（二）预防层次上的“多重性”。 

（三）具有多方面的“综合性”。 

三、被害预防的意义 

（一）被害预防是整个刑事防范体系中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被害预防可以充分发挥群众的预防作用。 

（三）被害预防较犯罪预防更为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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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被害预防的内容、形式和途径 

一、被害预防的内容 

（一）被害预防的总体内容 

1．对加害方的预防。 

2．对被害方的防范。 

（二）被害预防的重点方向 

1．易被害群体。 

2．易被害空间。 

3．易被害时间。 

二、被害预防的形式 

（一）被害前预防 

（二）被害中预防 

（三）被害后预防 

三、被害预防的途径 

（一）全社会的“宏观被害预防” 

（二）社区内的“中观被害预防” 

（三）具体个体的“微观被害预防” 

第三节 被害预防的关键 

一、被害原因的概念 

二、被害原因的分类及其不同层次 

（一）被害原因的分类 

以其作用为分类标准，可分为：1．诱发性的被害原因。2．易感性的被害原因。以其是否具有

普遍性为分类标准，可分为：1．一般性被害原因。2．个别性被害原因。 

（二）被害原因的不同层次 

1．应当受谴责的被害原因。 

2．可以被指责的被害原因。 

3．无可指责的被害原因。 

三、被害原因的性质及其不同机能 

（一）被害原因的性质 

（二）被害原因的不同机能 

1．直接诱发被害发生的机能。 

2．供犯罪人选择作案目标，确定侵害对象的目标。 

3．恶性转换被害性质，扩大被害程度的机能。 

第四节 被害预防中的刑事损害赔偿与补偿 

一、被害人的刑事损害赔偿 

（一）概念 

（二）享有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主体 

1．被害人个人。 

2．因被害而死亡之被害人的财产继承人。 

3．虽未直接遭受犯罪行为侵害但却为此有物质损失的其他个体。 

4．缺乏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之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 

5．受犯罪行为侵害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6．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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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保险公司。 

（三）应作出赔偿的义务主体 

1．具有完全赔偿责任的成年犯罪人。 

2．未成年人等限制责任能力人犯罪时，其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 

3．已被执行死刑之犯罪人的遗产继承人。 

4．附带民诉案件审结前自然死亡之犯罪人的遗产继承人。 

5．对犯罪行为所致物质损失负有连带责任的特定公民。 

6．对被告人的赔偿负有民事责任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四）赔偿范围 

1．物质损失 

2．某些精神损失 

二、被害人的刑事损害补偿 

（一）概念 

（二）法律性质及补偿要件 

1．法律性质。 

损害赔偿型 

生活保障型 

灾害补偿型 

2．补偿要件。 

（一）理论依据 

1．国家责任说。 

2．分担厄运说。 

3．社会福利说。 

（二）基本原则 

1．保护原则。 

2．实事求是的原则。 

3．货币补偿原则。 

4．福利原则。 

（三）基本内容 

1．补偿的对象及范围。 

在所涉犯罪类型方面。 

在加害人的有关条件方面。 

在被害人的有关条件方面。 

2．补偿金额及除外、减额事由。 

3．补偿机构和补偿程序。 

第五节 人身与财产被害预防 

一、人身被害预防 

（一）伤害，杀人犯罪中的人身被害预防 

1．防止因交往不慎而被伤被杀。 

2．防止因矛盾激化而被伤被杀。 

3．防止因首先实施非礼行为而被伤被杀。 

4．防止因财而被伤被杀。 

5．防止因奸情而被伤被杀。 

6．防止因婚恋家庭纠纷而被伤被杀。 

7．防止因流氓斗殴而被伤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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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防止因不适当反抗，追捕等而被伤被杀。 

（二）性犯罪中的人身被害预防 

1．防止在发案高峰期内被害。 

2．防止因交往不慎而被害。 

3．防止因疏于防范而被害。 

4．防止因单独活动而被害。 

5．防止因作风轻佻而被害。 

6．防止因离家出走而被害。 

7．防止因不愿报案而屡遭被害。 

8．防止因不讲策略而招致杀身之害。 

二、财产被害预防 

（一）盗窃罪中的财产被害预防 

1．在总体上防止因防范松懈而被害。 

2．防止因遭入室盗窃而被害。 

3．防止因遭扒窃，拎包而被害。 

4．防止因车辆被盗而遇害。 

（二）抢劫犯罪中的财产被害预防 

1．防止因路途抢劫而被害。 

2．防止因室内抢劫而被害。 

（三）诈骗犯罪中的财产被害预防 

1．在总体上防止因自身的过错而被骗。 

2．防止因缺乏识别能力而被骗。 

3．防止因贪图不当经济利益而被骗。 

4．防止因贪图其他利益而被骗。 

一是要防止因找门路升学就业而被骗。 

二是要防止因贪图享受，崇洋媚外而被骗。 

三是要防止因迷信权贵，攀龙附凤而被骗。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被害预防的概念和特点，了解被害预防的内容、形式和途径，

明确被害预防的关键。 

作业： 

思考题： 

1．被害预防的概念和特点？ 

2．被害预防的内容和形式及其相互关系？ 

3．被害预防的关键？ 

4．从犯罪预防到被害预防再到犯罪加被害预防说明了什么，其理论依据有哪些？ 

5．刑事和解、恢复性司法、社区矫正中的被害人预防与保护问题？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犯罪学的研究对象及其学科性质 2  

2 第二章 西方犯罪学的历史发展 2  

3 第三章 犯罪现象概述 2  

4 第四章 新中国犯罪现象的状况、特点及规律 2  

5 第五章 犯罪行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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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六章 犯罪人     2  

7 第七章 被害人 2  

8 第八章 犯罪原因概述 2  

9 第九章 犯罪根源 2  

10 第十章 犯罪的社会及环境因素 2  

11 第十一章 犯罪的主体因素 2  

12 第十二章 犯罪预防概述 2  

13 第十三章 预防犯罪的方针与原则 2  

14 
第十四章 犯罪的社会预防   

第十五章 犯罪的心理预防 
2  

15 
第十六章 犯罪的治安预防 

第十七章 犯罪的刑罚预防 
2  

16 第十八章 被害预防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工作概论，社会心理学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犯罪原因、犯罪根源、犯罪的社会及环境因素、犯罪的主体因素、犯罪预防。 

难点：犯罪原因、犯罪根源、犯罪的社会及环境因素、犯罪的主体因素、犯罪预防。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讲解。 

2.讨论课 

3.观看视频 

教学手段： 

1.使用 PPT 

2.播放视频 

3.布置课题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32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查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无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许章润主编：《犯罪学》，法律出版社，2016年 

（二）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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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 斯蒂芬·E.巴坎著：《犯罪学:社会学的理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2. 张远煌主编：《犯罪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3. 江山河著：《犯罪学理论》，格致出版社，2008-01-01 

4.  (意)加罗法洛著:《犯罪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 12月 

5. 李明琪主编：《西方犯罪学概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 

6. 康树华，张小虎主编：《犯罪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08-01 

7. 吴宗宪著：《西方犯罪学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08-01 

8. 王牧主编：《新犯罪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04-01  

执笔：黎安  审稿：黎安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发展心理学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课程号：4230205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心理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系统了解和掌握发展心理学的体系；2、关注人类发展的问题，结合

自己感兴趣的现象，进行初步的分析和研究；3、精读专著，加深对经典理论的学习。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发展心理学的基础知识、认知发

展理论、社会文化理论等主要的发展理论，了解发展心理学主要的概念，为教育心理学等后续课程

奠定必要的理论和研究取向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2学时 

知识单元 1：发展心理学及其研究方法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发展心理学基本问题 

发展是指个体从受孕到死亡这个过程中的系统的连续性和变化。“系统”要强调的是有序的、

模式化的和相对持久的变化，不包括暂时的变化。发展科学就是对发展现象的研究。 

发展的原因：导致人的发展变化有两个重要过程。一是成熟，指个体按照遗传基因中预先设定

的生物程序的发展。二是学习。关于人的发展的激烈争论是在特定的发展变化中成熟与学习二者哪

个起了更大作用。 

发展研究的目标可以说，主要有三个目标。描述，解释和使发展最优化。 

关于发展的一些基本观点是，发展是一个持续和渐变的过程；发展是一个整体过程；发展有着

一定的可塑性；发展具有历史和文化背景特性； 

19世纪晚期出现了对儿童进行系统研究。达尔文的婴儿传记有着很大的影响。霍儿（G. Stanley 

Hall）被看作发展心理学的奠基人，他用问卷法对儿童做了大量的研究。弗洛伊德也提出了一个有

关儿童和儿童期的革命性的思想。 

2．发展心理学研究方法 

科学方法是追求知识时的一种态度或价值观，要求调查者必须客观，必须用数据来证明他们所

创建的理论。 

收集数据：要对人的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必须找到进行测量的方式。科学的测量必须满足信度

和效度两方面的要求。 



10538 

具体的研究方法有，自我报告法：收集信息和检验假设时经常使用的自我报告法有访谈法、问

卷法（包括心理测验）和临床法；观察法：研究者直接观察儿童的行为，而不是向他们提问；个案

研究法：指研究者广泛收集个体生活中的各种信息，通过分析个体生活中的历史事件来检验发展假

设的一种研究方法；人种志研究法：一种常用于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形式，研究者与某个文化或亚

文化群体的成员住在一起，进行广泛的观察和记录，弄清文化对发展中的儿童和成人的影响；心理

生理学方法：测量儿童生理过程与身体、认知、社会化或情绪行为和发展之间关系的一种研究方法，

特别在解释婴幼儿心理和情感体验时非常有用。 

研究类型有相关设计和实验设计。相关设计：用来表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有意义的相关，尽管

变量之间是相关的，但是不一定有因果联系。实验设计：实验设计是严格地评估两个变量之间可能

存在的因果关系。 

发展研究设计有横断设计、追踪设计和序列设计。横断设计是在同一时间点上研究不同年龄的

人。追踪设计：在某一时间段内对同一群体进行反复观察。序列设计是通过选择不同年龄的被试并

对其进行追踪，将横断设计和追踪设计的优点结合起来。跨文化比较研究是对来自不同文化或亚文

化背景的被试的发展进行观察、测试和比较。 

学习目标： 

1．了解关于发展的基本观点。 

2．掌握发展的研究方法。 

作业：根据自己的经历，思考和提出你感到疑惑的有关发展的具体现象或问题。 

知识单元 2：人类发展的理论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人类发展的基本问题和争论 

发展理论中存在争论的三个基本问题，天性与教养的问题：发展理论家关于先天素质和环境影

响在人的发展中哪个更重要的争论；主动与被动的问题；连续性与阶段性问题：个体发展变化是连

续的量变过程还是不连续的质变过程。 

2．关于发展的主要理论 

精神分析理论： 

弗洛伊德的心理性欲理论指出，人的发展是一个冲突的过程；人作为一个生物体，具有基本的

性和攻击本能，这些本能需要得到满足，但在社会规范中这些动机不受欢迎且必须被限制。人格的

三个成分有本我、自我和超我。性心理发展经历五个阶段。 

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观接受了弗洛伊德许多观点，但并没有完全赞同。他认为人一生面临

八个主要危机或冲突，提出了人格发展的八个阶段。 

作为新精神分析理论，许多精神分析理论家对人的发展研究做出了很有意义的贡献。如，霍妮、

阿德勒、沙利文等。 

学习理论： 

华生的行为主义的基本假设是有关人类发展的结论应该以可观察的外显行为为基础，儿童的发

展完全取决于养育环境和父母的对待方式。 

斯金纳的操作学习理论提出动物和人类往往重复那些导致愉快结果的行为，压制导致不愉快结

果的行为。独特的操作学习经验形成人的习惯。 

班都拉的认知社会学习理论。观察学习是班都拉理论的核心部分，是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而进

行的简单学习。他强调，人具有认知能力，能够思考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关系。班都拉强烈反对把儿

童看作环境影响的消极接受者，认为积极的人、个体的行为、环境之间是相互作用的。 

认知发展理论： 

皮亚杰把智力定义为有助于有机体适应环境的基本生命过程。随着儿童的成熟，能够获得更复

杂的“认知结构”能够帮助他们很好地适应环境。皮亚杰提出了认知发展的四个主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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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理论首先对皮亚杰理论提出重大挑战，认为儿童的认知发展是一

个社会文化传递活动，反对认知发展阶段的固定顺序观，指出皮亚杰大大忽视了文化对人类发展的

重要影响。 

信息加工理论认为，儿童的认知加工与电脑类似，随着年龄发展大脑的硬件和软件也发生变化，

并且认为认知发展是连续的并非阶段式的。 

进化论的观点： 

进化论的基本假设是，所有动物生来就有许多生物性的程序化行为，这些行为是进化的产物且

有利于生存的适应性行为。进化论者（习性学家）主要关注天生的或本能的反应，即物种成员共有

特征以及使个体沿着相似的轨迹发展的因素，还认为早期经验非常重要。 

生态系统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对环境的影响做详细分析，承认生物因素和环境因素交互影响着人的发展。该理

论把发展的生态环境分为微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宏系统。 

学习目标： 

1．了解发展心理学家争论的关于发展的基本问题。 

2．掌握发展理论的基本框架。 

作业：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发展问题，试着从不同的理论取向描绘问题的基本框架和探讨的

思路。 

知识单元 3：遗传对发展的影响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遗传基础知识 

遗传密码：受精卵里的遗传物质是染色体－基因－DNA。 

受精卵的生长表现为，生殖细胞通过减数分裂产生配子，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结合形成一个有

46条染色体的受精卵。受精卵通过有丝分裂进行自我繁殖。 

多胞胎：双胞胎分为同卵双生子与异卵双生子。 

性别：性染色体由 X染色体和 Y染色体共同组成。 

基因的表达方式有，简单显性－隐性遗传、共显性、性连锁性遗传、遗传印记、多基因遗传。 

染色体和基因异常：染色体异常分为性染色体异常、常染色体异常。染色体异常的原因有多种；

基因异常； 

2．遗传对心理与行为的影响 

研究遗传作用的方法有，选择性繁殖、家庭研究。 

遗传对智商的影响：智商是一个中度可遗传的属性； 

遗传对人格的作用表现为中度可遗传，环境也产生影响； 

精神疾病和不正常行为方式均有一定的遗传基础，但是环境对此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遗传与环境共同促进发展 

遗传与环境对发展都有很重要的作用，需要努力弄清楚这两个重要的影响源是如何联合或者交

互作用来促进人的发展和变化。 

导向原则：指遗传把表现型限制在一个很少量的发展结果里；一个高度被导向的属性，基因把

其发展沿着一条预先决定好的道路引导，因此环境对所显现出的表现型的作用很小。 

反应范围原则：基因型建立了对不同种类的生活经历做反应的可能范围，即基因型为一个人面

对不同环境可能展现出的表现型设定了范围。 

基因型－环境相关性：被动的基因型－环境相关指亲生父母提供给孩子的养育环境受父母自己

的基因影响，并因此与孩子自己的基因型相关；唤起的基因型－环境相关指遗传的特征影响他人对

我们的行为，并因此影响了发展所处的社会环境；主动的基因型－环境相关指我们的基因型影响我

们偏爱和寻求的环境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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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和复习遗传的基础知识。 

2．掌握遗传与环境对心理行为发生作用的方式。 

作业：人们平常对亲子之间的异同进行谈论时有何特点？ 

知识单元 4：孕期、围产期以及新生儿期的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孕期发展 

不同孕期的发展：胚种期，孕期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从怀孕开始直到受精卵完全固着在子宫壁

上；胚胎期，孕期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从怀孕第三周到第八周，在此期间主要器官和生理结构成形；

胎儿期，孕期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从怀孕的第九周到胎儿出生为止，在此期间，所有的主要器官开

始发挥功能，胎儿生长迅速。 

孕期发展的环境影响：致畸因素，致畸因素指任何一种可能导致发育中的胚胎或胎儿生理畸形、

生长严重受阻甚至导致死亡的疾病、药物和其他环境因素；母亲自身的特点，除了致畸因素以外，

母亲的营养、情绪状态、母亲的年龄都可能对怀孕有影响；出生缺陷的预防 

2．围产期和出生 

围产期环境是指出生时所处的环境，包括生产时母亲所用药物、生产过程的操作以及刚出生时

的社会环境等的影响。 

出生过程：第一产程，生产过程的第一阶段，从子宫第一次周期性的收缩开始，到子宫颈完全

张开为止；第二产程，生产过程的第二阶段，胎儿从产道产出，离开母体，也叫胎儿娩出期；第三

产程，胎儿出生以后排出胎盘的过程。 

婴儿的经历：婴儿的特征；对婴儿状况的评价，按 Apgar量表，观察 5个标准特征（心率、呼

吸尝试、肌肉弹性、皮肤颜色、反射敏感性），进行评分。还有新生儿行为评价量表（NBAS）。 

围产期的社会环境：母亲的体验；父亲的体验； 

出生并发症：缺氧症；早产；低体重并发症 

3．新生儿对生活的准备 

新生儿的反射：新生儿具有一整套有用的先天反射系统。反射是指对刺激的一种自发的和自动

的反应。生存反射指一些较为精细和复杂的行为模式，具有很明显的适应价值，如，呼吸反射、眨

眼反射、瞳孔反射等；原始反射指许多原始反射被看作人类进化的遗迹，在后来的时间里逐渐消失，

如巴宾斯基反射等。 

新生儿的状态：新生儿表现出的睡眠和觉醒水平，一天经历 6种新生儿状态。在出生的第一年

中，睡眠与啼哭模式呈现出有规律的变化。抚慰婴儿的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孕期、围产期、新生儿的基本特点。 

2．掌握新生儿的反射。 

作业：谈一谈并交流自己面对新生儿时的（可能）感觉。 

知识单元 5：生理自我的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成熟与发展概述 

身高和体重的变化：身高的变化，生长速度非常不均匀。2岁时达到最终身高的一半。从两岁

到青春期，身高每年增长大约 7厘米。 

体重的变化：4－6个月时体重达到出生时的 2倍，第一年结束时增加到 3倍，2岁时达到 4倍。 

身体比例的变化：新生儿的身体比例看起来头特别大，占整个身体的四分之一。人到成年时腿

长占整个身高的 50％，头仅占 12％。儿童的生长遵循头尾发展原则与远近发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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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骼发展：新生儿的头骨中有几块是可以弯曲的软骨。身体的其他部位随着儿童的成熟发育成

更多的骨骼。骨龄：X光片可以显示骨骼的数量及硬化的程度。 

肌肉发展：新生儿出生时具备将来所具有的所有肌肉纤维。肌肉的发展也遵循头尾原则与远近

原则。 

生理发展的差异：生理发展是一个非常不均匀的过程，身体的不同系统可能表现出独特的生长

模式。不同个体的发展速度也表现出一定差异。在生理生长和发展方面存在着一些有趣的文化差异。 

2．大脑的发展 

婴儿出生时，大脑占成人脑重的 25％，到 2岁时大脑重量达到成人的 75％。 

神经系统的发展及其可塑性：细胞分化和突触发生——在大脑神经元迁移到的具体位置决定该

神经元承担什么样的功能。一般婴儿有比成人更多的神经元和神经连结；经验的作用——早期经验

在大脑和神经系统的发展中有重要作用。在生命早期，大脑的发展并不单纯是成熟程序的展开，而

是生物因素和早期经验两者结合的产物。丰富的环境刺激可以促进未成熟的、具有可塑性的大脑神

经元的发展。 

大脑分化和生长：大脑所有的部位并不是都以相同的速度生长。出生时，发展最好的区域是脑

的低级中枢。大脑最先发育成熟的部位是初级运动区和初级感觉区。髓鞘化——随着大脑细胞的分

裂和生长，一些神经胶质细胞开始产生一种被称作髓磷脂的蜡性物质，在单个神经元周围形成一层

髓鞘，使得神经冲动的传递更为容易。髓鞘化也遵循一定的时间顺序；大脑偏侧化——大脑是最高

级的脑中枢，由两半球组成，通过胼胝体连结在一起。大脑是功能偏侧化的器官。 

3．动作发展 

婴儿在出生后的一年里，控制自身运动和执行动作技能方面有很大进步。 

动作发展的基本趋势：动作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是腹部着地平躺时可以抬起下巴。动作发展遵

循特定的顺序。 

对动作发展的解释：成熟论，认为动作发展是一种先天的程序逐渐展开的过程，遵循由上到下、

由内到外的顺序；经验（练习）论假说：不否认成熟对动作发展的重要作用，但是认为动作技能的

练习机会也很重要。成熟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动力系统假说，把动作技能看作是对先前

已经掌握能力的重新建构，其目的是为了发现更有效的探索环境或满足其他目的的手段。 

精细动作的发展：自主够物动作技能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又表现出个体差异，而且研究者们对

视觉信息在自主够物动作的发展中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手的操控技能的发展，是 4－6 个月大的

婴儿获得有关物体信息的最主要的手段；早期动作发展的心理意义，在于当婴儿获得够取和抓握感

兴趣的物体的能力，又能够爬行或行走去探索自己感兴趣的物体时，除了娱乐功能以外，对认知能

力和社会性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儿童期和青少年期的动作发展：随着儿童的成熟，动作技能提高迅速；如，跳跃、跑步、投掷、

骑自行车等大肌肉运动；小肌肉运动与手眼协调，如 3岁可以系钮扣、系鞋带、复制简单图形等。 

4．青春期的发展 

青春发育加速期：指生理生长速度迅速增加，标志着青春期的到来。身高、体重、体型都有明

显变化。 

性成熟与性行为特征：女孩的性发育，大多数女孩 9－10岁时开始性成熟；男孩的性发育，11

－12 岁时性成熟开始；生理和性成熟的个体差异与长期趋势，生理和性成熟的个体差异较大。长

期趋势是指现在社会中个体成熟比过去提早，身材比过去高大的趋势；性行为特征，青春期因为雄

性激素增多个体的性驱力急剧升高，在性教育和性态度上存在文化差异。如今，青少年在形态度和

性行为方面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性传播疾病、少女怀孕和生育等是需要关注的社会问题。 

青春期的心理影响：对生理变化的普遍反应，青少年对自己的长相、身材、体重、性特征的反

应会不一样，还存在性别差异；青春期变化的社会影响，在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成人仪式”。在

青春期，青少年变得更加独立，经常与父母争吵等表现出亲子关系上的变化。青春期开始时间的早

晚对个体的社会适应带来相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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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生理发展的原因和相关因素 

生理发展是遗传和环境二者复杂的，不断交互作用的产物。 

生理机制：个体基因类型的影响，除了人类共同的基因类型以外，个体还遗传了一套独特的基

因组合，受其影响；荷尔蒙的影响，荷尔蒙在孩子出生以前就开始影响发展。内分泌腺有脑垂体、

甲状腺、肾上腺、睾丸、卵巢等，分别分泌不同的激素，发挥不同的作用。 

环境的影响：营养，饮食是影响人类生长和发育最重要的因素。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非常严重

的问题。消瘦症、夸休可尔症、维生素／矿物质缺乏、营养过剩等是营养不良的症状；疾病，常见

的儿童疾病有风疹、水痘、肺炎等对儿童的生理发展影响不大。胃肠疾病和上呼吸道疾病等会影响

儿童认知发展；情绪压力和关爱的缺失，虽然身体健康但承受太多压力，缺乏关爱的儿童在各种发

展指标上不如其他人。非气质性发育不良是一种婴儿生长失调现象，由于养护者缺乏关注和爱心所

导致。另外，还有剥夺性矮小症。 

复习题： 

1． 简述身体成长的基本趋势。 

2． 大脑的发展有什么特点。 

3． 早期动作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心理学意义？ 

4． 如何理解青少年在青春期里的变化。 

学习目标： 

1．了解生理发展的基本情况与规律。 

作业： 

知识单元 6：早期的认知基础：感觉、知觉和学习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关于感知觉发展的研究 

关于感知觉发展的早期理论：先天论与后天论；丰富化理论与分化理论； 

研究婴儿的感知觉的方法：视觉偏好法；习惯化方法；诱发电位法；高振幅吮吸； 

2．婴儿的感觉能力 

视觉 

听觉 

味觉和嗅觉 

触觉、温度觉和痛觉 

3．婴儿的视知觉 

图案和形状知觉：婴儿早期的图案知觉（0－2个月）；婴儿后期的图形知觉（2个月－1岁）； 

婴儿的三维空间知觉：大小恒常性；婴儿使用图示线索的能力；婴儿深度知觉的发展； 

4．婴儿的跨通道知觉 

各种感觉的整合性 

跨通道知觉的发展 

对跨通道知觉的解释 

婴儿知觉的前瞻性观点：儿童期的知觉学习；吉布森的分化理论；文化对知觉的影响 

5．基本的学习过程 

习惯化：学习和记忆的早期证明 

经典条件反射 

操作条件反射 

观察学习 

学习目标： 

1．了解与儿童早期发展中的认知基础各方面。 



10543 

2．掌握与认知基础相关的基本心理学概念。 

作业：思考认知基础各方面之间的联系问题，如何综合说明实际的发展问题。 

知识单元 7：认知发展：皮亚杰理论和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观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基本概念：什么是智力？认知图式；认知过程；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感知运动阶段（0－2 岁）——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模仿的发展；

客体永久性的发展；前运算阶段（2－7 岁）——前概念期；直觉期；具体运算阶段（7－11 岁）；

形式运算阶段（11、12岁以后）——假设演绎推理，像科学家一样思考 

对皮亚杰理论的评价：皮亚杰的贡献；对皮亚杰理论的挑战； 

2．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观 

文化在智力发展中的作用 

早期认知能力的社会起源和最近发展区 

语言在认知发展中的作用 

对维果斯基观点的总结及其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皮亚杰和维果斯基关于认知发展的理论框架与思路。 

2．掌握两个理论中的基本概念。 

作业：结合自己高中时期的学习，试着从两种不同的理论角度解释学习过程。 

知识单元 8：语言和沟通技能的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关于语言的基础知识 

音韵学：语言的声音系统，将语音组合起来产生有意义的语言单位的规则。 

词法：语音如何构成有意义单词的规则。 

语义学：单词和句子表达的意义。 

句法：语言的结构，具体说明单词和语法标记怎样组合以产生有意义的句子的规则。 

语用学：在社交背景下如何恰当有效地使用语言的规则。 

2．关于语言发展的理论 

习得论（或经验论）的观点 

先天论的观点 

交互作用的观点 

3．语言的发展阶段 

前语言时期 

单词句阶段 

电报句阶段 

学前时期的语言学习：语法的发展；语义的发展 

童年期与青少年期的语言学习：句法的进一步发展；语义学和语言意识；沟通技能的进一步发

展 

4．第二语言的学习 

双语与语言熟练程度 

双语与认知发展 

双语教育：双向双语教育—讲英语（或其他优势语言）的儿童和对该语言熟练程度有限的儿童

每天用一半的时间学习原来的语言，另一半时间接受第二语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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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语言发展的不同阶段。 

2．掌握语言获得中的认知策略。 

作业：分小组谈论自己在外语学习中感到的问题。 

知识单元 9：情绪发展和亲密关系的建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情绪的发展 

情绪的表达和控制：初级或基本情绪的发展——最初可以表现出好奇、悲伤、厌恶和满足。2-7

个月之间出现愤怒、悲伤、快乐、惊讶和恐惧；次级或复杂情绪的发展——快 2岁时表现出尴尬、

害羞、内疚、嫉妒和骄傲等。父母对儿童自我评价性情绪的体验和表达有显著影响；情绪的社会化

和自我调节——每个社会都有一系列的情绪表达规则，规定着在各类场合下哪些情绪可以表达而那

些不可以表达。根据情绪规则，婴儿必须对自己的情绪加以调节和控制。对情绪的有效调节包括对

情绪唤起的抑制、维持和增强，能使人积极应对面临的挑战，和谐地与人交往。 

情绪的识别和理解：社会参照——7-10 个月之间，婴儿可以在不确定的情境中借助他人的表

情做出判断。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参照越来越频繁，并且扩展到父母以外的人；情感交流——18-24

个月时，在家庭关于情绪体验的交流有助于婴儿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感受；情绪理解在后期的

发展——整个儿童阶段，对他人情绪表达的识别和理解都在稳步发展。 

情绪和早期社会性发展：情绪在早期社会性发展中，具有影响养护者的行为的功能以及对周围

环境做出适当反应的功能。 

2．气质及其发展 

气质的成分：公认的 5个成分有活动水平、易怒性或消极情绪性、可安抚性、恐惧性、社交性。 

对气质的影响因素：遗传的影响——气质是个体行为差异的生理基础，受遗传影响，较为稳定，

气质的许多方面都是受遗传影响；环境的影响——气质的遗传程度只是中等，还受环境的影响。可

以说，遗传对气质的影响力常常被环境影响所修正。 

早期的气质类型和后期的发展：气质类型——大部分婴儿的气质可以归入容易型、困难型、迟

缓型等三种；气质类型与儿童的适应——气质类型会影响儿童将来面对各种环境时的反应；儿童的

气质与抚养——气质可以改变，而且是否改变取决于儿童气质类型和父母教养方式的拟合度。 

3．情感依恋 

关于情感依恋：依恋是对生活中某一特定个体的强烈情感联系，父母－婴儿是一种相互的联系；

同步互动——婴儿和养护者之间建立起的日常协调性对依恋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婴儿依恋的形成阶段：四个阶段——无社会性阶段、未分化的依恋阶段、分化的依恋阶段、多

重依恋阶段 

依恋的理论：关于依恋有以下四种重要的理论，精神分析理论、学习理论、认知发展理论、生

态学理论。 

依恋质量的个体差异：依恋的质量表现在是否有安全感上，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安全型依恋、

抗拒型依恋、回避型依恋、组织混乱或方向混乱型依恋 

对依恋安全性的影响因素：抚养质量；婴儿的特点 

依恋与后期的发展：婴儿若与基本依恋对象建立安全依恋会有更好的发展，依恋质量对儿童有

长远影响。 

4．情感的发展与养育 

婴儿期和儿童期社会剥夺的后果：社会剥夺——有些婴儿在出生后 1－2 年里与成人的接触非

常有限，不能与任何人形成依恋。这样的儿童在头一年的后半期行为有所变化；对早期社会剥夺有

害性的解释——对早期剥夺造成的伤害，有着不同的解释。如，母亲剥夺假设和社会刺激假说；早

期剥夺的可修复性——社会性剥夺的儿童如果改变环境，有可能克服许多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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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职业、日托等对早期情感发展的影响：托儿的现状；高质量托养的特点——物质条件、

儿童与养护者比例、养护者特征与标准、玩具与游戏、家庭联系、许可证等是评价高质量托养的指

标。 

学习目标： 

1．了解情感发展的一般特点，养育的影响。 

2．掌握依恋的类型和研究方法。 

作业：结合依恋，如何解读留守儿童的情感问题？ 

知识单元 10：自我和社会认知的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自我的发展 

自我概念的发展：自我的出现——许多发展学家认为新生儿没有自我意识，但是部分学者认为

新生儿具有区分自我和环境的能力，可以分化自我和他人。18－24 个月大的婴儿表现出了明显的

自我认知；学前儿童的自我认知——有些学者指出，学前儿童的自我概念不仅仅局限在自我的表面

特征，在他们用语言表达心理特征之前已经有了初步的自我概念；儿童中期及青春期自我的概念—

—这时的儿童对自己的描述扩展到自己恒定的内在品质。从儿童期到青春期，个体的自我概念变得

更加心理化、更抽象化、更加完整一致。 

自尊：自尊的发生和发展——4－7 岁的儿童可能处于自我膨胀阶段，倾向于在所有方面积极

评价自己。从 8岁起，儿童的自我评估和他人对其的评价越来越接近。到青春期，个体对自我价值

的评价集中到人际关系方面。社会因素对自尊的影响——在儿童自尊的形成中父母的作用至关重

要。到了青春期，同伴群体对自尊的影响变得更加明显。 

我认同感的发展：自我认同感的水平，青少年的自我认同感可以分为 4类不同水平，即，认同

感混乱、提前结束、延缓偿付、认同感获得。认同感形成的发展趋势——埃里克森认为认同危机在

青春早期出现，大约在 15－18 岁得到解决。但是这一年龄常模偏乐观。自我的不同方面获得认同

感的过程也显得很不平衡。影响认同感形成的因素——认知发展、教养方式、学校教育和更广泛的

社会文化因素影响认同感的形成。 

2．社会认知的发展 

人际知觉的发展：儿童对他人的知觉从行为比较阶段到心理结构阶段，再到心理比较阶段。 

社会认知发展的理论：关于社会认知的认知理论，有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和塞尔曼的角色采

择分析。 

对社会认知发展的影响因素：与同伴的游戏和矛盾等社会经验对人际知觉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帮

助。。 

学习目标： 

1．了解自我与社会认知发展的主要方面。 

2．掌握主要理论和研究。 

作业：结合自己的经历，按小组谈论和交流不同时期的自我认知。 

知识单元 11：攻击行为、利他主义和道德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攻击行为的发展 

攻击行为：是任何施加于生物体的有意的伤害行为，且被伤害者会力图避免这种行为。 

攻击行为的种类：通常分为敌意性攻击和工具性攻击。 

婴儿期攻击行为的起源：观察研究表明一岁末时婴儿开始萌发工具性攻击行为；二岁幼儿因玩

具产生的冲突数量有增无减，但是可以通过非攻击性策略来解决冲突。 

攻击行为的发展趋势：一般趋势——2－3 岁时，没有具体对象的发怒越来越少，而运用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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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进行反击；3－5 岁之间，身体攻击逐渐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形式的语言攻击；在童年中

期，由于获得解决争端的策略，身体攻击和言语攻击减少，但是敌意性攻击有所上升。性别差异—

—相关资料显示，男性的身体攻击、言语攻击的平均水平一般高于女性。 

作为稳定特质的攻击性：攻击对很多个体来说是一种相当稳定的特质。 

攻击行为的个体差异：儿童的攻击性水平有很大差别，但只有少数儿童的行为可被称为习惯性

攻击；高攻击性儿童可以分为主动攻击者和被动攻击者。 

控制攻击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的方法：创造非攻击性的环境；消除攻击产生的强化结果；社会认

知干预 

2．亲社会行为的发展 

利他主义的起源：在儿童接受任何正规的道德训练之前，他们可能会有类似亲社会行为的表现；

婴幼儿对同伴表现出同情心和同情行为。 

利他主义的发展趋势：从整体来说，婴幼儿自发满足他人利益的自我牺牲行为相对较少；从小

学低年级开始，分享与助人等亲社会行为越来越普遍；没有证据表明，女孩比男孩更乐于助人和富

有同情心。 

社会认知和情感因素对利他主义的影响：除了角色扮演能力影响助人行为和同情心以外，亲社

会道德推理和移情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亲社会道德推理，指在决定是否要付出一定代价表现帮助、

分享或安慰行为的过程中，个体所做的思考和判断；移情是指一个人体验他人情绪的能力。移情唤

起是利他行为的重要中介。 

3．道德发展 

道德的定义：指帮助个体明辨是非并由此表现相应行为的一系列原则或观念，个体会对表现出

合乎道德的行为感到自豪，而对违反标准的行为感到内疚或其他不愉快的情绪体验。 

道德的成分：有三个道德成分，即，情绪或情感成分、认知成分和行为成分。 

关于道德发展的精神分析解释：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格包括非理性的本我、理性的自我以及

道德化的超我。儿童在生殖器期通过认同父母来内化父母的道德标准。 

皮亚杰的道德发展理论认为，儿童的道德发展存在一个前道德时期和两个道德阶段，在从他律

道德向自律道德转换的过程中，认知成熟和社会经验起着一定作用。 

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提出了三个道德水平以及六个阶段，分别有着不同的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攻击行为、亲社会行为、道德发展的基本知识。 

2．掌握道德发展理论的基本概念。 

作业：结合一法律事件进行讨论，从道德发展理论对不同观点进行评价。 

知识单元 12：家庭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家庭 

对家庭的理解：家庭在社会中承担的最重要的任务是照顾年幼者并促使其社会化；家庭是一个

复杂的系统，是社会系统、发展系统和嵌套系统。 

社会变化中的家庭：社会的变化改变了典型的家庭结构和家庭生活的特征，表现在以下几点。

单身者增多；结婚时间的主动推迟；分娩率降低；离婚和再婚增多；更多的单亲家庭 

2．父母的教养方式 

教养方式的两个主要维度：接纳或反应性——指父母对孩子提供支持、对孩子需要敏感的程度

以及当孩子达到期望时乐于提供关爱和表扬；命令或控制性——指父母对孩子限制和控制的程度。 

四种类型的教养方式：根据教养方式的两个主要维度，可以组合出四种不同类型的教养方式。

专断型教养方式；权威型教养方式；纵容型教养方式；未参与型教养方式 

儿童教养中的社会阶层和种族变量：不同社会阶层在教养方式上存在差异，经济上处于劣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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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层的父母表现出强调顺从和对权威的遵从，更多的限制性和专断性，更多使用体罚管教策略

等；儿童教养中的种族差异，由于所处社会的文化背景或生态环境的不同，不同种族的父母可能会

持有明显不同的儿童教养信念和价值观。 

青少年时期亲子关系的重新调整：青少年期最重要的发展任务是获得成熟和健康的自主性。自

主性指在没有他人的帮助下完全独立地做出决定、控制生活事务的能力。在青少年寻求自主性的过

程中，重新调整与父母间的关系，使之变得更平等。 

3．兄弟姐妹及其关系的影响 

新婴儿降生时家庭系统的变化：随着婴儿的降生，母亲对较大孩子的关爱和注意都会减少，兄

弟姐妹间的对抗也随之产生。 

童年期的兄弟姐妹关系：大多数年长的孩子一般都能迅速地适应拥有弟弟妹妹，他们地焦虑减

少，早期的问题行为不再出现。但是，发生冲突也是正常的。 

兄弟姐妹关系的积极作用：在个体发展的过程中，兄弟姐妹产生的积极作用有提供情感支持、经

常照顾年幼的弟妹、经常教给弟妹新技能、兄弟姐妹之间的交往可以促进许多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 

独生子女的特征：关于独生子女的研究指出，独生子女有着相对较高的自尊和成就动机水平，

较高的智力能力，更能够与同伴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不会因为没有兄弟姐妹而处于不利地位。 

4．家庭生活的多样性 

现代社会的家庭已经相当多样化，需要考察家庭生活的诸多变化。 

收养家庭：大部分养父母能够与收养的孩子形成很强的情感联系。大多数被收养的儿童比机构

养护的儿童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开放的收养系统可能对孩子们更有利。 

同性恋家庭：长期以来，社会上非常反对同性恋家庭养育孩子。但是，并没有证据表明同性恋

父母对孩子的发展产生明显的消极影响 

家庭冲突和离婚的影响：离婚并不是单一的生活事件，而是一系列长期事件。离婚之前的一段

时间，家庭冲突往往变得剧烈，儿童会变得极度抑郁，还有焦虑和行为失调等表现；离婚的直接作

用，离婚对父母造成经济和心理等方面的压力，因此变得急躁、缺乏耐心等，不能对孩子做出敏感

的反应。对儿童产生的影响也非常复杂，儿童的年龄和气质类型等关系到父母的离婚对他们的影响

程度；对离婚的长期反应，离婚还具有后期的负面效应，表现出学业困难和心理抑郁。离婚家庭中

适应良好的儿童也会表现出延迟的负面效应；离婚带来的问题并非全是消极的。 

再婚和混合家庭：混合家庭对孩子的影响取决于儿童的年龄和性别，以及组合方式。混合家庭

的形式有母亲－继父家庭和父亲－继母家庭。 

5．儿童虐待问题 

儿童虐待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比起身体上的虐待，强烈且不断重复的心理虐待和忽视对儿童的

发展更为有害。 

虐待者的特征：在吸烟饮酒、受虐经历、不安全的情感体验、奉行专断型教养方式等方面，虐

待儿童的父母和不虐待儿童的父母之间存在差异。但是，要准确预测虐待者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受虐者的特征：某些儿童比其他儿童更容易成为虐待的受害者，如，情感反应迟钝、活动过于

反常、急躁易怒、冲动或多病等。但是，儿童的特征不能单独预测和解释虐待的发生。 

社会背景的触发因素：有压力的家庭环境更容易促使虐待的发生；家庭所处的广阔的社会背景

如邻里、社区等会影响儿童受虐待的可能性；家庭所处的广泛的文化背景也会影响儿童受虐待的可

能性。 

虐待和忽视的结果：受到虐待或忽视的儿童倾向于表现出很多严重的问题，包括智力、学业、

抑郁、社会焦虑、低自尊等；虐待和忽视对儿童造成的社会性和情感性伤害会持续很长时间；许多

受虐待或忽视的少年具有很强的可塑性。 

虐待和忽视的对策：虐待和忽视的预防——通过对婴儿和父母的评价，有效识别高危人群；控

制虐待——说服虐待型父母接受一定的服务，如 24小时热线或危机中心。提供情感支持和学习有

效的教养方式及应对技能的机会。有时，强制性干预措施是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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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家庭的形式及其变化。 

2．掌握家庭教养方式的类型。 

作业：请思考儿童虐待的危害性；对留守儿童，如何提供社会支持？ 

知识单元 13：家庭以外的影响因素－电视、学校、同伴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电视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影响 

电视在生活中的渗透：近几十年，电视已经渗透到儿童的生活，儿童看电视的时间比其他任何

活动时间都要长。对电视影响的研究指出，随着电视的引入，儿童的阅读技能和创造性有所下降，

社区交往活动减少，攻击行为增加等。 

电视素养的发展：电视素养指一个人对信息如何在电视屏幕上传送的理解能力；8，9 岁以前

的儿童对电视节目内容的加工比较零碎，从童年中期开始对电视节目的理解能力迅速增长。 

电视潜在的消极影响：电视暴力的影响；电视作为社会刻板印象的一个来源；儿童对商业信息

的反应 

电视作为一种教育工具：教育电视与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亲社会节目虽然有一定局限，但是其

积极效应远超过消极效应；电视有助于认知发展，促进儿童重要认知技能发展的节目，对儿童有利。 

2．电脑时代 

电脑在学习中的运用：电脑在课堂学习中的使用有很多益处，如，练习、文字处理、编程序等

有利于儿童认知发展此外，在同伴关系方面也没有消极影响，可以促进社会技能的发展。 

电脑是否起消极作用：电脑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危害，引起了争论。这些危害主要有以下三种，

电子游戏的危害；对社会不平等的担忧；对网络的担忧； 

3．作为社会化动因的学校 

学校是儿童认知发展和社会性发展的重要因素。 

影响有效教育的因素：学生主体因素；成功学校的学校氛围；学生和学校之间的“最佳拟合” 

学校教育的跨文化比较：一些跨文化研究指出，亚洲学生和美国学生在学业成绩上存在差异，

这些差异似乎在反映教育态度和教育实践的文化差异。文化差异表现在，班级指导与学习时间；父

母参与；学生参与；重视勤奋。 

4．作为社会化动因的同伴 

同伴的作用：同伴是相互之间具有同等地位的人。年龄稍有不同，也可以认为是同伴；同伴交

往的频率，在 2－12岁之间儿童与同伴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长，与成人交往越来越少；同伴的影响，

父母和同伴是社会化的重要动因，与同伴的良好交往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同伴社交性的发展：社交性指一个人在社会交往中与别人交往和寻求他人注意或赞赏的意愿。

婴幼儿的同伴社交性——到 6 个月时出现真正的交往。12－18 个月的幼儿有了更加复杂的互动行

为，对他人的行为能够做出更适当的行为反应；学前儿童的社交性——2－5 岁儿童不仅更加喜欢

与人交往，而且交往范围也越来越广；童年中期和青少年的同伴社交性——童年中期的同伴交往更

多出现在真正的同伴群体中。青春早期的儿童与同伴交往的时间更多。 

同伴接纳和受欢迎：同伴接纳，指一个儿童被同伴重视和喜欢的程度。根据测量，可以分为受

欢迎、被拒绝、被忽视、有争议四种类型；影响同伴接纳的因素有教养方式、气质特点、认知技能、

面部吸引力和行为因素。 

儿童与他们的朋友：友谊，指两个个体之间忠诚和相互的情感为特征的亲密而又持久的关系。

在不同时期，友谊的主要基础是不同的；儿童在与朋友的交往中，表现出依恋以及利他行为等等；

朋友的功能——朋友可以提供安全感和社会支持；有助于社会事务处理能力的提高；可以对成年期

的恋爱关系做准备；友谊质量——友谊确实有着质量的差异，影响着儿童的适应和发展。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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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现代生活中影响儿童发展的各种因素。 

2．掌握对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思路。 

作业：结合自己的经历，讨论电子游戏对自己的影响。讨论社区环境对儿童的影响。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内容为 2个，共 8学时 

实践 1：心理学经典的阅读与讨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实践内容：阅读维果斯基的《思维与语言》 

实践要求：熟悉著作的基本内容；研究和分析书中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和观点；掌握问题意识和

研究方法。 

实践 2：小组课题 

参考学时：4学时 

实践内容：3-4人分一个小组，选择某一主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完成小组课题。 

实验要求：熟悉自己的身边存在的发展现象；研究其中的自己比较感兴趣的问题；掌握分析现

象，设计研究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导入； 

发展心理学及其研究方法 
2 布置课程 

2 
人类发展的理论 

遗传对发展的影响 
2  

3 孕期、围产期以及新生儿期的发展 2  

4 生理发展 2  

5 早期的认知基础：感觉、知觉和学习 2  

6 认知发展：皮亚杰理论 2  

7 认知发展：维果斯基理论 2  

8 语言和沟通技能的发展 2  

9 情绪发展和亲密关系的建立 2  

10 自我和社会认知的发展 2  

11 攻击行为、利他主义和道德发展 2  

12 
家庭 

家庭以外的影响因素－电视、学校、同伴 
2  

13 读书报告第 1次：报告 2 结合认知发展内容安排 

14 读书报告第 2次：讨论 2  

15 小组课题：中期报告 2  

16 小组课题：最终成果演示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普通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心理学史 

后续课程：教育心理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维果斯基理论、依恋理论、道德发展研究。 

难点：对发展的基本问题的理解、对发展的不同方面的融会贯通。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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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组讨论 

3.小组课题 

教学手段： 

1.视频材料 

2.参考文献阅读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2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为了淡化一次考试，除了考试（50%），还采用以小组完成课题的考察形式，以及心

理学专著的阅读理解与读书报告，课堂小组讨论的考查。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Shaffer等编著《发展心理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 7月 第 1版（教材获奖情况） 

（二）推荐参考书 

1. 弗拉维尔 等编著，邓赐平 等译《认知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7月 第 1版 

2.  Guy R. Lefrancois 著，王全志等译：《孩子们－儿童心理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7月 第 1版  

执笔：片成男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犯罪心理学 
CRIMINAL PSYCHOLOGY 

课程号：42303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教学目标： 

1、掌握犯罪心理与犯罪行为分析的基本原理； 

2、了解典型类型犯罪人的心理与行为特征； 

3、了解犯罪心理基本对策与技术。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犯罪心理分析的基础知识、精神

分析原理、行为主义及认知原理，以及犯罪心理预防、罪犯改造策略，为刑事司法心理学、罪犯改

造心理学、法律心理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学科体系基础，为将心理学知识运用于刑事法律实践

提供心理学原理与技术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教学内容：共 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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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教学内容：本学科概况介绍（对象、任务、方法与历史）          

教学方法：犯罪心理分析技术引导、讲述与答问 

教学时数：2学时 

第一节 犯罪心理学的对象和任务 

一、犯罪心理学的对象 

1.什么是犯罪 

根据我国刑法（1997）的规定，犯罪是指严重危害社会、依照法律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犯罪的三个属性：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罚惩罚性。 

2.犯罪心理学的对象 

第一，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在犯罪心理学研究中的应用问题。 

第二，对犯罪人的理解。 

第三，犯罪心理、犯罪行为的关系。 

二、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1.犯罪心理学的基本问题 

2.个体犯罪心理形成、发展和变化的理论 

3.不同类型犯罪及犯罪人的心理分析 

4.犯罪心理学理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应用 

三、犯罪心理学与邻近学科的关系 

法律心理学与司法心理学 

刑法学 

犯罪学 

普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 

法律心理学 

四、犯罪心理学的任务 

案例分析：“纽约炸弹狂人”的心理学特征描述 

布鲁塞尔博士对纽约炸弹狂的 15点推论 

心理学特征描述（psychological profile） 

任务：犯罪人的心理描述 

揭露犯罪心理与打击犯罪 

犯罪行为的预测与控制 

第二节 犯罪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一、犯罪心理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1.客观性 

是指研究者对待客观事实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能歪曲事实，也不能主观臆测。  

2.系统性 

是指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部分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机能的整体。  

3.理论联系实际  

4.伦理性 

二、犯罪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1.观察法 

是指研究者通过感官或借助于一定的科学一起，有目的、有计划地考察和描述犯罪人地各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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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表现来收集资料的一种方法。 

优点：在自然条件下进行，资料真实可靠。 

缺点：研究者处于被动地位；影响因素多，难以进行精确的分析；受观察者本人条件的影响。 

2.调查法 

是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收集有关犯罪人的资料，研究犯罪心理特点和规律的方法。 

（1）问卷法 

（2）访谈法 

3.测验法 

是指使用标准化测验量表来测量犯罪心理特点的方法。 

4.实验法 

是在控制的条件下对某种心理现象进行观察，以了解心理现象因果关系的方法。 

5.案例分析法 

就是选择典型的各类案例进行分析，从中发现犯罪人犯罪心理形成、发展和变化规律的方法。  

案例 1.2 玛丽的“圆周假设” 

三、非实验性数据因果关系推断的方法  

1.交叉时滞平面分析(cross-lagged panel analysis, CLPP） 

2.路径分析 

四、犯罪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1.以问题为中心，主义采用多种方法和探讨课题 

2.注意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 

3.用相互作用的理论思路来分析犯罪心理现象 

第三节 犯罪心理学的历史回顾 

一、西方国家犯罪心理学的发展 

1.早期犯罪心理学思想 

2.现代犯罪心理学的诞生与发展 

3.当代犯罪心理学的研究现状 

二、我国犯罪心理学发展的历史回顾 

1.我国古代的犯罪心理学思想 

2.我国现代犯罪心理学的发展 

1980S起，犯罪心理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思考题：1犯罪心理学在犯罪学科中的地位； 

2 犯罪心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第二章 现代西方犯罪心理学的主要理论 

教学内容：精神分析、行为主义、认知学派的犯罪心理学观点 

教学时数：4学时 

教学方法：讲述与苏格拉底法 

第一节 犯罪行为的精神分析理论 

一、 精神分析学派的发展概况 

经典的精神分析与新精神分析运动 

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基本理论 

1.潜意识论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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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意识 

潜意识 

2.人格结构学说以及人格发展理论 

3.本能论 

4.焦虑论 

三、弗洛伊德的犯罪观 

1.犯罪行为产生的原因 

2.对犯罪行为的防治 

四、阿德勒的犯罪观 

1.犯罪的原因和动机 

2.对犯罪的防治 

五、其他学者对犯罪行为的精神分析 

1.运用潜意识理论分析犯罪人的无意识犯罪动机 

2.运用人格结构理论分析犯罪人的人格缺陷 

（1）犯罪者的自我及其特征 

（2）犯罪者超我的缺陷 

3.运用人格发展理论分析犯罪行为 

4.运用心理防卫机制来解释犯罪人的心理 

六、精神分析犯罪理论的评价 

贡献： 

第一，使我们充分认识到生物学因素在犯罪行为中的巨大作用 

第二，大大扩展勒犯罪心理学的研究范围 

第三，引起我们对犯罪人早期经历的关注 

局限：本能论倾向、缺乏足够的实证数据支持 

第二节 行为主义心理学与犯罪行为 

一、行为主义心理学概述 

二、社会学习理论 

1.社会学习理论的主要观点 

（1）人类行为的学习途径——观察学习和亲历学习 

（2）人类行为的起因——三元交互作用论 

（3）人类行为的自我调节 

2.社会学习理论对攻击行为的解释 

（1）攻击行为的获得机制 

（2）攻击行为的启动机制 

（3）攻击行为的保持和自我调节机制 

三、其他学者的研究 

四、对行为主义犯罪理论的简评 

积极性方面：客观性研究与研究方法论 

消极性方面：对主体主动性及生物性的忽视； 

具有机械论解释倾向 

第三节 道德认知发展与犯罪 

一、皮亚杰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 

二、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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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柯尔伯格的研究方法  

道德两难问题 

2.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模式 

第一阶段 服从与惩罚取向阶段 
前习俗水平 

第二阶段 工具性目的与交换阶段 

第三阶段 人际和谐与遵从阶段 
习俗水平 

第四阶段 社会和谐与制度维护阶段 

第五阶段 社会契约取向阶段 
后习俗水平 

第六阶段 普遍伦理原则阶段 

三、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与犯罪 

四、简单的评价 

对主体智慧、理性与道德性及认知方式的重视 

思考题： 

论述与评价精神分析、行为主义、认知学派的犯罪心理学观点 

第三章 犯罪心理的静态分析 

主要内容：犯罪心理与生物学因素、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关系。 

教学时数：2学时 

教学方法：讲述与资料演示 

第一节 生物学因素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一、影响犯罪心理形成的生物学因素及其特征 

二、遗传因素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1.家族史研究 

2.双生子研究 

3.染色体研究  

三、年龄、性别因素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四、神经生物及生物化学因素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五、人体生物节律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第二节 心理因素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一、个体的人格倾向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1.需要和动机 

2.价值观 

二、个体的人格特征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1.性格与犯罪心理  

2.气质与犯罪心理 

第三节 社会环境因素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一、家庭环境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1.家庭结构缺陷对犯罪心理的影响 

2.家庭教养方式不当 

案例 期望不当，酿成恶果 

二、学校环境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三、社区环境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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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环境与犯罪心理的形成 

第四节 犯罪心理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是一个复杂、有机的整体系统 

二、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系统中各因素之间具有层次上的差异 

思考题：性格与犯罪心理的关系； 

家庭教育模式与犯罪心理形成的关系； 

第四章 犯罪心理的动态分析 

主要内容：犯罪心理形成的模式特点 

犯罪行为发生的机制 

教学时数：2学时 

教学方法：案例教学 

第一节 犯罪心理的形成 

一、犯罪心理形成的基本模式 

1.渐进式 

2.突发式 

3.机遇式 

二、犯罪心理形成的过程 

1.不良的交往与模仿 

2.个体对消极社会信息的选择 

3.形成不健全的人格 

4.违法尝试获得体验 

5.犯罪意向萌发 

第二节 犯罪行为的发生 

一、犯罪情境 

1.侵害对象 

2.现场条件 

3.现场气氛 

二、犯罪人与被害人的心理互动 

1.犯罪行为发生前的心理互动 

2.犯罪过程中的心理互动 

3.犯罪行为发生后的心理互动 

三、犯罪行为发生的过程 

1.预谋型犯罪行为的发生过程 

2.无预谋的犯罪行为的发生过程 

第三节 犯罪心理的发展变化 

一、犯罪人在犯罪不同阶段的心理特点 

1.犯罪前的心理状态 

2.犯罪过程中的心理状态 

3.犯罪后的心理状态 

二、犯罪心理的良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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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犯罪心理良性转化的条件 

2.犯罪心理良性转化的类型 

三、犯罪心理的恶性发展 

1.犯罪心理恶性发展的条件 

2.犯罪心理恶性发展的征兆 

3.犯罪心理恶性发展的阶段 

思考题：以典型案例说明犯罪行为发生的模式。 

第五章 犯罪动机 

主要内容：犯罪动机的产生与发展变化 

教学时数：2学时 

教学方法：讲述与案例法 

第一节 需要与动机 

一、需要的概述 

1.需要的概念 

是指个体和社会生活中必需的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2.需要的种类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1）生理需要 

（2）安全需要 

（3）归属与爱的需要 

（4）尊重的需要 

（5）认知、审美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二、动机概述 

1.动机的概念 

动机是激发和维持个体进行活动，并导致该活动朝向某一目标的心理倾向或动力。 

2.动机的种类 

3.动机的理论 

（1）本能论 

（2）驱力论 

（3）需要论 

（4）诱因论 

（5）认知一致论 

第二节 犯罪动机及其形成 

一、犯罪动机的概述 

1.犯罪动机的概念 

2.犯罪动机的特征 

主观性 

相对性 

动态性 

低级性 

复杂性 

3.犯罪动机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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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 

指向 

维持和调节 

4.犯罪动机的分类 

5.犯罪动机与犯罪目的的关系 

二、犯罪动机的形成 

1.一定强度的需要促使形成犯罪动机 

2.外部诱因引起的犯罪动机 

3.内在需要与外在诱因交互作用形成犯罪动机 

第三节 犯罪动机的转化 

一、犯罪动机转化的类型 

1.表现在不同时间阶段的动机转化 

2.表现在不同发展方向的动机转化 

二、影响犯罪动机转化的因素 

1.影响犯罪动机转化的主体因素 

2.影响犯罪动机转化的客观因素 

第四节 犯罪动机的特殊形式 

一、不明显的犯罪动机 

1.少年犯 

2.精神病犯罪人 

二、激情犯罪的动机 

思考题：需要与犯罪动机之间的关系； 

犯罪动机转化的条件分析。 

第六章 人格与犯罪 

主要内容：犯罪人格 

教学时数：2学时 

教学方法：案例法与讨论 

第一节 人格概述 

一、什么是人格 

1.人格的涵义 

源于拉丁文的“person”，意指面具。 

2.人格的基本特征 

整体性 

独特性 

稳定性 

社会性 

二、人格类型论与特质论 

1.人格类型论 

（1）生物学类型论 

（2）心理学类型论 

（3）价值观类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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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格特质论 

（1）奥尔波特的特质论 

（2）科特尔的人格特质论 

（3）艾森克的特质理论 

（4）大五人格 

第二节 犯罪人格 

一、什么是犯罪人格 

1.犯罪人格的涵义 

犯罪人格是犯罪人特有的导致其犯罪行为发生的心理特征的综合，是一种严重的反社会人格。 

2.犯罪人格的形成 

二、有关犯罪人格的研究 

1.使用人格测验量表对犯罪人格进行描述 

2.采用访谈法对罪犯犯罪人格的研究 

3.从大量研究中归纳出与犯罪密切相关的人格特征 

三、研究犯罪人格的意义 

1.理论意义 

（1）对犯罪人格的研究可以使对犯罪原因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加深对犯罪产生这一问题

的理解； 

（2）犯罪人格的研究为预测、预防犯罪开辟了新的途径，为制定科学的刑事政策提供参考； 

（3）犯罪人格在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结构化中的意义。 

2.研究犯罪人格在犯罪人司法处遇实践中的意义 

思考题：犯罪人格的特征 

第七章 不同主体犯罪心理分析 

主要内容：青少年犯罪、女性犯罪、特殊犯罪人的心理分析 

教学时数：3学时 

第一节 青少年犯罪心理分析 

一、青少年犯罪的身心基础 

1.青少年时期的生理发育特点 

2.青少年时期身心矛盾与犯罪的关系 

3.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冲突与犯罪的关系 

二、青少年犯罪的行为特征 

1.模仿性和易受暗示性 

2.情景性 

3.戏谑性 

4.情绪性 

5.反复性 

三、青少年犯罪的心理分析 

1.青少年的生理发育尚未完全成熟 

2.青少年的体能强壮、精力充沛 

3.青少年的欲求量多、最强烈 

4.青少年遇到的矛盾最多、最复杂 

案例分析：三个少年练胆杀人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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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女性犯罪心理分析 

一、女性犯罪的心理基础 

1.认知特点 

2.情感和意志特征 

3.个性特点 

二、女性犯罪的特点 

1.犯罪数量上的差异 

2.犯罪类型上的特点 

3.犯罪手段上的特点 

4.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特点 

5.犯罪处遇上的特点 

三、女性犯罪的心理分析 

1.女性杀人犯罪的心理分析 

2.女性财产犯罪的心理分析 

第三节 特殊人群犯罪心理分析 

一、吃亏心理 

二、攀比心理 

三、“补偿”心理 

四、掩盖心理 

五、享受心理 

六、贪婪心理 

七、侥幸心理 

八、随大流心理 

九、冒险心理 

十、蒙混心理 

第四节 不同经历犯罪人心理分析 

一、初犯心理分析 

1.初次犯罪的心理状态 

2.初次犯罪的动机 

二、累犯心理分析 

1.累犯的人格特征 

2.累犯的心理特征 

三、惯犯心理分析 

1.惯犯的心理特征 

2.惯犯的行为特征 

思考题：青少年犯罪的心理特征与行为特点； 

女性犯罪的心理特征。 

第八章 几种主要犯罪类型的心理分析 

主要内容：财产、暴力与性犯罪的心理分析 

教学时学：4学时 

教学方法：案例法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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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财产犯罪心理 

一、财产犯罪概述 

1.财产犯罪的概念及类型 

2.财产犯罪的特征 

二、盗窃犯罪心理 

1.盗窃犯罪地点的选择 

2.盗窃犯罪的心理特征 

三、诈骗犯罪心理 

1.诈骗犯罪的一般特点 

2.诈骗犯罪人的心理特征 

3.诈骗犯罪中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心理互动 

第二节 暴力犯罪心理 

一、暴力犯罪概述 

1.暴力犯罪的概念及类型 

2.暴力犯罪的类型 

3.暴力犯罪人的一般特征 

二、杀人犯罪心理 

1.杀人犯罪的一般特征 

2.杀人犯的心理特征 

三、抢劫犯罪心理 

1.抢劫犯罪的一般特征 

2.抢劫犯罪的类型 

3.抢劫犯罪人的心理特征 

第三节 性犯罪心理 

一、性犯罪概述 

1.性犯罪的概念及类型 

2.性犯罪人的一般特点 

二、强奸犯罪心理 

1.强奸犯罪的一般类型 

2.强奸犯罪的心理分析 

3.强奸犯罪人的心理特征 

4.强奸犯罪中被害人问题的有关研究 

思考题：暴力犯罪与性犯罪与本能力量的联系 

第九章 群体犯罪心理 

主要内容：群体犯罪心理的形成与特点 

教学时数：3学时 

教学方法：讲述 

第一节 概述 

一、什么是群体 

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内相互作用，直接或间接地使有效地相互作用在持

续性、广泛性和融洽性上达到密切地程度，并自身形成一个内部准则，知道价值地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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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群体的分类 

1.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 

2.大群体和小群体 

三、群体心理效应 

四、群体犯罪的概念和类型 

第二节 群体犯罪的心理学基础 

一、群体归属感 

二、从众 

三、服从 

四、去个性化 

五、模仿和感染 

六、群体无意识理论 

第三节 各类群体犯罪的心理分析 

一、一般共同犯罪的心理分析 

1.一般共同犯罪的概念和特点 

一般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没有特殊的组织形式、只是为了实施某一特定的违法犯罪行为而

临时或事先纠合起来的群体犯罪形式。 

2.一般共同犯罪中角色心理分析 

二、团伙犯罪 

1.团伙犯罪的概念 

2.团伙犯罪群体形成的心理原因 

3.团伙犯罪中角色心理分析 

三、有组织犯罪 

1.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和特征 

2.有组织犯罪群体形成的心理原因 

权威与服从 

模仿与学习 

暗示与教唆 

冒险转移 

群体极化 

3.有组织犯罪中角色心理分析 

四、集群犯罪 

1.集群犯罪的概念 

2.集群犯罪的特点 

自发性； 

行为狂热； 

非常规； 

持续时间短暂。 

3.集群犯罪的过程 

4.对集群犯罪的理论解释——紧急规范理论 

5.集群犯罪中角色心理分析 

案例：张君团伙系列抢劫杀人案件 

思考题：分析群体犯罪心理形成的过程与行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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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变态犯罪心理 

主要内容：各类型变态（人格障碍、性变态、精神病）犯罪心理特征 

教学时数：6学时 

教学方法：案例法与讨论 

第一节 概述 

一、变态心理概念 

1.变态心理与常态心理 

2.变态心理的判断标准 

3.变态心理的常见类别 

二、变态心理的形成原因 

1.变态心理的生物基础 

2.心理因素在变态心理产生中的作用 

3.心理变态的社会文化根源 

三、变态心理与犯罪行为 

1.变态心理者的犯罪现象概述 

（1）变态心理的发生率 

（2）变态心理者的犯罪率 

2.变态心理现象与犯罪行为 

（1）感知觉变态与犯罪行为 

（2）注意变态与犯罪行为 

（3）记忆变态与犯罪行为 

（4）思维变态与犯罪行为 

（5）情绪情感变态与犯罪行为 

（6）意志变态与犯罪行为 

（7）智能变态与犯罪行为 

（8）意识变态与犯罪行为 

3.变态心理患者犯罪的基本特点 

（1）变态心理者犯罪的动机 

（2）变态心理者犯罪的行为特征 

（3）变态心理者在犯罪后的一般表现 

第二节 人格障碍与犯罪行为 

一、人格障碍概述 

1.什么是人格障碍 

是一种人格在发展和结构上明显偏离正常，以致不能行之有效地适应正常地社会生活的心理行

为表现。 

2.人格障碍的特征 

从儿童、少年时期开始出现品德问题 

人格结构某些成分过分或畸形发展 

无自知之明 

相对稳定，顽固 

二、人格障碍与犯罪 

1.人格障碍者犯罪的基本特点 

2.人格障碍类型与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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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2）偏执型人格障碍 

（3）情感型人格障碍 

（4）爆发型人格障碍 

（5）轻佻型人格障碍 

（6）怪癖型人格障碍 

三、人格障碍犯罪人的法律责任能力 

第三节 性变态与犯罪行为 

一、性变态概述 

1.性变态的概念 

2.性变态与人格障碍 

3.性变态与性犯罪 

二、性变态与犯罪 

1.性变态者违法犯罪的特点 

2.性变态类型与犯罪 

三、性变态犯罪人的法律责任能力 

第四节 精神病与犯罪行为 

一、精神病概述 

1.精神病的概念 

是一种心理机能完全紊乱的精神疾病，是一种严重的心理变态状态。 

2.精神疾病患者的变态心理特征 

二、精神病与违法犯罪 

1.精神病人违法犯罪的特点 

行为无法自控 

动机模糊或难于理解 

手段极其残忍、凶狠 

2.精神病的类型与犯罪 

（1）精神分裂症 

（2）偏执型精神病 

（3）情感性精神病 

（4）反应性精神病 

（5）脑外伤精神病与犯罪行为 

三、精神病人的法律责任能力 

1．发病期间； 

2．无刑事责任能力； 

3．相对（有限）责任能力； 

4．民事责任能力。 

思考题：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犯罪的特点； 

性变态犯罪的心理分析。 

第十一章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 

主要内容：犯罪心理测试的原理与技术 

教学时数：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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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讲述与演示 

第一节 概述 

一、什么是“犯罪心理测试技术” 

测谎仪“polygraph”——多道生理心理描记仪 

二、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历史 

1.最早的“神裁法” 

米判法 

热试法 

水试法 

2.智力型的测试法 

3.现代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出现与发展 

4.当今心理测试仪的前沿研究 

第二节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原理及其测试方法 

一、基本原理的争论 

1.“恐惧”假设 

2.“冲突”理论 

3.“条件反射”理论 

4.“应激”理论 

5.“动机”理论 

6.“认知唤醒”理论 

二、常见的犯罪心理测试方法 

相关/不相关问题测试法（R/IR） 

控制问题测试法（CQT） 

紧张峰测试法（POT） 

犯罪情景测试法（GKT） 

第三节 中国的犯罪心理测试技术 

一、中国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的发展历史 

二、中国的犯罪心理测试技术程序 

犯罪心理痕迹动态描绘阶段 

编题阶段 

测前访谈阶段 

实测阶段 

图谱评判阶段 

测后讯问阶段 

思考题：分析罪犯心理测试技术的原理及其缺陷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2学时 

实验 1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测试仪 

实验要求：熟悉犯罪心理测试理论；研究特定类型犯罪心理测试的原理；掌握心理测试的基本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学科发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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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犯罪心理学理论 4  

3 犯罪心理静态因素 2  

4 犯罪心理动态分析 2  

5 犯罪动机与犯罪人格 4  

6 暴力犯罪心理 2  

7 性犯罪心理 2  

8 青少年、女性犯罪心理 3  

9 群体犯罪心理 3  

10 变态犯罪心理（人格障碍） 3  

11 变态犯罪心理（性变态与精神病） 3  

12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 

后续课程：刑事司法心理学、罪犯改造心理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各类型犯罪人的犯罪动机 

难点： 犯罪心理的演化；变态犯罪心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核心讲授法。 

2. 典型案例分析法。 

3．专题分组讨论法 

教学手段： 

1.分解式讲解 

2.多媒体演示 

3．适时参观或专家报告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犯罪心理测试技术（测试仪与 EPT技术）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5课时 

典型案件分析 

犯罪专题报告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课堂中典型案件的心理分析报告：（30%）与专题研究报告（结课论文）：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见各章节教学内容）。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择国内主流的现行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犯罪心理学》，罗大华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版），国家十二·五规划法学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犯罪心理学》，刘邦惠 主编，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犯罪心理学》，罗大华 马 皑 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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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心理学》，[美]C. BARTOL 杨波 等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 

执笔：刘建清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6月 12日 

 

经典影视中的现代社会 
Modern Society in Classical Movies 

课程号：4230301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旨在以电影为媒介，通过对经典影视作品的分析、

解读和讨论，为学生将在社会学理论和中国社会等课程中学习的有关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打下基

础，引导学生将现代社会理论和经验现实相结合，熟悉理论问题中的抽象概念和思想如何具体化为

经验现实中的具体人物和故事，揭示现代社会的核心基本问题。通过对影视文本的细致分析和讨论，

人物性格和行动逻辑的分析，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抽象的学术问题如何活生生地存在于现代社会的

生活之中。通过对这些作品的鉴赏，可以更充分地了解社会学的历史背景和所针对的现实，为以后

更深入地理解社会学理论和中国社会课程做准备，逐渐培养起更直观地把握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与

相关理论的洞察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课堂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现代社会的基本构成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通过多部经典电影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和问题 

学习目标： 

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 

知识单元 2：西方各国现代社会的不同模式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通过多部经典电影了解西方现代社会的不同模式 

学习目标： 

了解西方现代社会几个主要国家的不同模式。 

知识单元 2：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通过多部经典中国电影了解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 

学习目标： 

了解中国面对现代社会而产生的诸多问题和挑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2    

3    

4 现代社会基本问题 1：职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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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代社会基本问题 2：经济 3  

6 现代社会基本问题 3：法律 3  

7 现代社会基本问题 4：政治 3  

8 英国现代社会传统 3  

9 美国现代社会传统 3  

10 日本现代社会传统 3  

11 中国现代社会基本问题 1：家庭 3  

12 中国现代社会基本问题 2：革命 3  

13 中国现代社会基本问题 3：城乡 3  

14 中国现代社会基本问题 4：组织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西方社会学理论（上）（下），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学史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通过电影文本的分析和解读，力求使学生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问题。 

难点：培养学生电影分析能力，培养学生对现代社会基本问题的意识和把握。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影视文本分析。 

2.经验生活与理论的结合。 

教学手段： 

1.观看和启发 

2.思考和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最好有好的投影仪。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更多影视作品的推荐和自由鉴赏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学生通过结合社会学概念来分析和讨论电影作品，撰写作业和报告。 

7、作业要求： 

每 4次课程结束布置相应作业。期末撰写影评论文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择能够为现代西方社会理论和中国社会课程打基础的参考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推荐参考书 

皮埃尔·莫内：《自由主义思想文化史》，曹海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葛志强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0、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何兆武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雅克·巴赞：《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执笔：王楠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10568 

陈述与心理学研究 
statement and psychological research 

课程号：4230301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心理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了解目击证言、自白、虚假自白的基本问题； 

2、掌握相关的心理学研究提出的基本概念和结果等； 

3、大体了解心理学对陈述分析的思路和方法以及可能性； 

4、尝试对各种陈述材料进行分析，提高陈述分析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与目击证言、自白、虚假自白等

法律陈述相关的心理学基础知识、了解法律实务中的心理学相关问题，如人物辨认中需要注意的问

题与原理、陈述分析的各种方法与思路，了解提高陈述有效性的访谈法等，为学生能把心理学与法

学结合起来并且应用到法律实践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目击证言与心理学研究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目击证言在误判中的重要性：在误判中，目击证言是导致错误的重要因素。 

2．心理学对目击证言的研究内容：Kassin等人（2001）对目击证言的心理学研究内容做的调

查研究 

3．目击证言影响因素的分类 

4．影响目击证言的知觉过程：物理条件、注意、情绪等 

5．影响目击证言的记忆因素：符号化、记忆改变、事后信息影响、重复回忆等 

6．作为人际沟通的证言：询问的顺序、提问类型、面谈人员的反馈、共同回忆 

学习目标： 

1．了解目击证言在审判中的重要性。 

2．掌握与目击证言相关的心理过程。 

作业： 

结合具体案例或影视作品，分析影响目击证言的心理过程。 

知识单元 2：自白与虚假自白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自白的基本问题：自白指嫌疑人对罪行的供认，在审判中会成为最具损害性的证据。自白

发生的比例、自白（以及抗拒自白）的原因 

2．自白对警察的重要性：证据的强弱、自白与补充证据等 

3．自白的形式：审讯的可视化 

4．自白与嫌疑人特性：年龄、犯罪类型、前科等 

5．自白的理论模型：雷德的自白模型、自白的决策模型、自白的认知与行为模型、自白的精

神分析模型、自白的相互作用过程模型等 

6．虚假自白：什么是虚假自白？ 

7．虚假自白的原因： 



10569 

8．虚假自白的类型：“自愿型”、“被强迫迎合型”、“被强迫认同型” 

9．虚假自白的过程：询问技术与策略、人格特征等。 

学习目标： 

1． 了解自白的基本问题。 

2．了解自白与其他证据之间的关系。 

3．掌握自白与嫌疑人的特性之间的关系 

4．了解虚假自白的定义 

5．虚假自白的类型 

6．虚假自白的过程 

作业： 

审讯的可视化会对自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如何全面了解虚假自白的过程？ 

知识单元 3：陈述与语言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表征：定义与类型、人的世界的结构 

2．对周围世界的认识水平 

3．语言：种类、特点、表达与理解 

4．语言世界：身体世界与语言世界、语言的视点性、语言的对话性、体裁等 

5．讲述：讲述中的视点、讲述世界的临场模型、超越临场性的讲述 

6．故事：故事的形成论、故事及其框架、我的故事与临场模型……。 

学习目标： 

1．了解表征以及表征世界在人的世界中的意义。 

2．了解语言世界的心理学特点。 

3．掌握讲述中的临场模型概念 

4．从框架和临场模型的视角理解故事 

作业： 

以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为例，分析故事中讲述的临场模型。 

知识单元 4：分析陈述的心理学方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分析陈述的心理学方法类别 

2．Undeutsch 的真实陈述分析：判断真伪的线索有证人的发展阶段与人格、供述的动机、供

述的历史（第一次供述到确定供述）、供述的态度、供述本身的内容；列出了真实供述的 15个特征； 

3．Trankell的陈述分析：供述的现实分析是指分析成为问题的供述是否正确描述事件的真实

情况，与供述者是否愿意说真实情况无关。 

4．现实监控：7个指标 

5．浜田式供述分析：关于供述分析的基本观点；供述分析的基本程序与方法 

6．图式接近法：具体的分析方法、图式接近法的特点……。 

学习目标： 

1．了解陈述分析方法的类别。 

2．掌握各种分析方法的基本特征与思路。 

作业： 

选择适当的文本材料，采用自己感兴趣的分析方法进行分析，或者尝试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分析。 

知识单元 5：提高供述有效性的心理学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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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人物辨认程序：人物辨认的基本问题、照片辨认与列队辨认中的问题、人物辨认中的确信

度 

2．调查面谈法：调查面谈法的几种类型、原初的认知访谈法、认知访谈的强化版 

3．会话管理：会话管理的目的、阶段与过程。 

学习目标： 

1．了解人物辨认程序的法律规定以及相关的心理学问题。 

2．掌握调查面谈法的基本技法。 

…… 

作业： 

进行一次访谈，比较结构访谈法与认知访谈法的的效果。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导入；目击证言与心理学研究 3  

2 目击证言与心理学研究 3  

3 自白与虚假自白 3 视频材料，讨论 

4 自白与虚假自白 3  

5 自白与虚假自白 3  

6 陈述与语言 3  

7 陈述与语言 3 陈述材料的分析 

8 分析陈述的心理学方法 3  

9 分析陈述的心理学方法 3 分析训练 

10 提高供述有效性的心理学技法 3  

11 提高供述有效性的心理学技法 3 访谈法的实践 

12 课程论文报告 3 按小组进行报告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心理学导论、社会心理学；或者刑诉法、证据法学 

后续课程：犯罪心理学、审判心理学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从心理学的视角对陈述进行分析的思路与技法。 

难点：与陈述相关的语言世界与心理学研究。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讲授基本的知识。 

2.学生分成小组进行讨论与完成课题。 

教学手段： 

1.视频材料应用于学生讨论。 

2.多种陈述材料用于学生的分析训练。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为了便于进行小组讨论等，需要桌椅能够移动。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增加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约 12课时），包括课堂阅读文献材料，观看视频材料进行课堂讨论

和发言，分析文本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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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缺课超过 4次，不给成绩；为了强调课程内容的实践性，结合课程内容布置若干微

课题，完成系列小组论文，对学生进行形成性评估。 

7、作业要求： 

作业结合到小组课题进行布置。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暂时选用以下文献。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姜丽娜 著 《证人证言研究中的心理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年。 

（二）推荐参考书 

1．浜田寿美男 著  片成男 译 《自白的心理学》，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6年 

2．高木光太郎 著 片成男 译 《证言的心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 

3．马皑 浜田寿美男 主编 《中日法律心理学的课题与共同可能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 

执笔：片成男        审稿：王国芳         审定：社会学院 

制（修）订时间：2015年 6月 17日 

 

社会工作实务专题（五）（多元文化社会工作） 
（ ）Specific Issues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5 Multicultural Social Work  

课程号： 4230301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1970 年代以来，在西方社会女权运动、原住民及新移民运动争取完整的公民资格权利的倡导

下，西方主会逐渐了解性别、族群差异的存在及身分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多元文化社会工作”的

对立面主要有两个，一为“普遍主义的社会工作”，另一为“主流文化的社会工作”。“多元文化社

会工作”对于“主流文化的社会工作”和“普遍主义的社会工作”最主要的批判，乃针对其忽视多

样性(diversity)和压制性(oppression)的存在。多元文化社会工作系指在尊重不同文化的原则下，

推行社会工作或福利服务，也就是说，社会福利的提供，不仅只一种模式，因为这种统一的模式，

通常是主流文化下的产物，若强加于其它文化下，则弱势文化恐被吞噬、同化。因此利用多元文化

社会工作推动社会福利，较能尊重文化之间差异，进而在不影响其它文化下，进行福利服务。 

较完整而扼要地说，多元文化是会工作基于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社会正义

(social justice)的价值理念，重视跨文化服务(cross-cultural practice)能力的培养，并运用

充权、反压制或反压迫(anti-oppression)的理论观点，来进行干预或介入的社会工作方式，其目

的在于修正“主流文化的社会工作”和“普遍主义的社会工作”的缺失，使社会工作追求美好的社

会理想和使人人都能获有幸福生活之可能的价值理念，更能充分实践。如少数民族的社会福利制度，

就是以多元文化社会工作观点在实施，一方面尊重少数民族既有的文化，不因平等的社会工作介入

而消失，另一方面立法保障较为弱势的少数民族，使其能与其它民族在立足点上平等。 

多元文化社会工作课程包括两大方面内容，理论和实务。理论部分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多元

文化理论的介绍；其次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工作，包括社会工作本土化的问题；最后是面对多

元文化的社会工作。第二部分则是多元文化能力在社会工作实务上的应用。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掌握多元文化的渊源和争论；2、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工作；3、社会工作如何面对多元文化；

4、对多元文化下的社工实务的进一步了解。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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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了解在尊重各种不同文化的原则下，推行社会工作或福利服务。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2学时 

知识单元 1：课程介绍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课程介绍 

1．学习本课程的意义 

2.  课程的主要内容。 

3．课程的教学目标。 

4.  课程的作业和考核方式。 

5.  对学生的要求 

学习目标： 

1．了解本课程的具体内容、教学目标、考核方式和具体要求。 

2．掌握本课程的具体内容、教学目标、考核方式和具体要求。 

作业： 

观看相关视频，复习本章内容，预习下章内容 

知识单元 2：多元文化的兴起及争议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多元文化的兴起。 

2． 多元文化主义的内涵 

3． 多元文化主义及其基本探究途径 

4． 对多元文化的争议。 

学习目标： 

1．了解多元文化的兴起、内涵和基本探究途径。 

2．掌握多元文化的兴起的原因和存在的争议。 

作业： 

观看相关视频，复习本章内容，预习下章内容 

知识单元 3：基督教和社会工作的兴起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基督教和社会工作兴起的关系。 

2．为什么说，社会工作主要起源于基督教新教。 

学习目标： 

1．了解基督教和社会工作兴起的关系。 

2．掌握基督教和社会工作兴起的关系。 

作业： 

观看相关视频，复习本章内容，预习下章内容 

知识单元 4：多元文化和社会工作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多元文化社会工作兴起的原因。 

2．多元文化社会工作的内涵。 

3. 跨文化服务的一般原则。 

4. 多元文化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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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多元文化社会工作实务的架构 

学习目标： 

1．了解多元文化社会工作的起源、内容、基本理论、原则和实务架构。 

2．掌握多元文化社会工作的起源、内容、基本理论、原则和实务架构。 

作业： 

观看相关视频，复习本章内容，预习下章内容 

知识单元 5：传统中国和社会工作本土化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传统中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 

2．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契机和困难。 

学习目标： 

1．了解传统中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契机和困难。 

2．掌握传统中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契机和困难。 

作业： 

观看相关视频，复习本章内容，预习下章内容 

知识单元 6：佛教和社会工作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佛教助人利他的相关理论。 

2．佛教社会工作的兴起。 

3.  佛教和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佛教助人利他的相关理论；佛教社会工作的兴起和佛教和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 

2．掌握佛教助人利他的相关理论；佛教社会工作的兴起和佛教和社会工作之间的关系。 

作业： 

观看相关视频，复习本章内容，预习下章内容，递交期中论文 

（二） 实务教学：10学时 

知识单元 1：民族社会工作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工作的族群文化敏感性。 

2．民族社会工作的具体理论、策略、实践方法和注意事项。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工作的族群文化敏感性；民族社会工作的具体理论、策略、实践方法和注意事项。 

2．掌握社会工作的族群文化敏感性；民族社会工作的具体理论、策略、实践方法和注意事项。 

作业： 

观看相关视频，复习本章内容，预习下章内容 

知识单元 2：创伤社会工作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创伤社会工作的定义和内容。 

2．创伤社会工作的具体理论、策略、实践方法和注意事项。 

学习目标： 

1．了解创伤社会工作的定义和内容；创伤社会工作的具体理论、策略、实践方法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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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创伤社会工作的定义和内容；创伤社会工作的具体理论、策略、实践方法和注意事项。 

作业： 

观看相关视频，复习本章内容，预习下章内容 

知识单元 3：老人社会工作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老人社会工作的定义和内容。 

2．临终关怀的社会工作实践的相关内容和方法策略。 

3.  老人社会工作的具体理论、策略、实践方法和注意事项。 

学习目标： 

1．了解老人社会工作的定义和内容；临终关怀的社会工作实践相关内容和方法策略；老人社

会工作的具体理论、策略、实践方法和注意事项。 

2．掌握老人社会工作的定义和内容；临终关怀的社会工作实践相关内容和方法策略；老人社

会工作的具体理论、策略、实践方法和注意事项。 

作业： 

观看相关视频，复习本章内容，预习下章内容 

知识单元 4：学校社会工作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学校社会工作的定义和内容。 

2．学校社会工作实践的相关内容和方法策略。 

3.  学校社会工作的具体理论、策略、实践方法和注意事项。。 

学习目标： 

1．了解学校社会工作的定义和内容；学校社会工作实践相关内容和方法策略；学校社会工作

的具体理论、策略、实践方法和注意事项。 

2．掌握学校社会工作的定义和内容；学校社会工作实践相关内容和方法策略；学校社会工作

的具体理论、策略、实践方法和注意事项。 

作业： 

观看相关视频，复习本章内容，预习下章内容 

知识单元 5：总结和讨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总结。 

2．讨论。 

学习目标： 

1．了解本课程的所有内容。 

2．掌握相关知识点。 

3.  发现学生尚未掌握的部分，难点，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作业： 

观看相关视频，递交期末论文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介绍 2  

2 多元文化的兴起及争议 2  

3 多元文化的兴起及争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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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督教和社会工作的兴起 2  

5 基督教和社会工作的兴起 2  

6 多元文化和社会工作 2  

7 多元文化和社会工作 2  

8 传统中国和社会工作本土化 2  

9 传统中国和社会工作本土化 2  

10 佛教和社会工作 2  

11 佛教和社会工作 2  

12 实务：民族社会工作 2  

13 实务：创伤社会工作 2  

14 实务：老人社会工作 2  

15 实务：学校社会工作 2  

16 总结和讨论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学概论、社会工作概论、社会心理学 

后续课程：灵性社会工作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多元文化的兴起、多元文化的争议、宗教和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本土化 

难点：多元文化的兴起、多元文化的争议、宗教和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本土化。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讲解。 

2.讨论课 

3.观看视频 

教学手段： 

1.使用 PPT 

2.播放视频 

3.布置课题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32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吴天泰、庄晓霞、刘弘毅等编著《多元文化社会工作》，松慧有限公司出版社，2011 年 03

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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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菁芬、莫藜藜等编著《多元取向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松慧有限公司出版社，2006 年

03月 第 1版 

执笔：黎安  审稿：黎安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0日 

 

社会学概论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课程号：50402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心理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同时面向全校学生开设通识选修。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使学生掌握社会学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初步具备社会学的基本角度，

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认识社会、完善自我，并为后续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 社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会的涵义 

2. 社会的特点 

3. 社会的功能 

4. 社会构成要素 

5. 社会的类型 

学习目标： 

1. 了解社会的类型和社会的功能 

2. 掌握社会的涵义 

3. 把握社会的构成要素及社会的特点 

作业： 

1.社会有什么特点？ 

2.简述社会的功能。 

3.社会有哪些要素构成？ 

知识单元 2：人的社会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会化的涵义和本质 

2. 人的社会化的过程和特点 

3. 社会角色 

学习目标： 

1. 了解社会化的涵义 

2. 掌握社会化的本质 

3. 了解人的社会化的过程 

4. 正确扮演社会角色，认识角色冲突的根源 

作业： 

1.简答社会化的具体内容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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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述继续社会化、再社会化、特殊社会化的关系。  

3.试析社会化对形成个性的有什么影响。 

知识单元 3： 社会互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会互动的涵义 

2. 社会互动的类型、形式和功能 

3. 社会互动的基本过程 

4. 集体行为的概念和种类 

5. 集体行为产生的条件 

学习目标： 

1. 了解社会互动的涵义 

2. 掌握社会互动的形式和功能 

3. 掌握社会互动的基本过程 

4. 掌握集体行为的概念和种类 

5. 了解集体行为产生的条件 

作业: 

1.简述社会互动的含义是什么？ 

2.概述社会互动有哪些类型？ 

3.简述集体行为产生的条件。 

知识单元 4： 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会群体的涵义和类型 

2. 社会群体的功能 

3. 社会群体的结构和动力 

4. 社会组织的涵义和特征 

5. 社会组织的类型和管理 

6. 社会组织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影响 

学习目标： 

1. 把握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的含义 

2. 了解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的类型 

3. 掌握社会群体的功能与结构 

4. 了解社会组织的管理 

作业: 

1.简述社会群体的分类体系。  

2.简述基本群体的主要特点。 

3.简单论述如何增强群体的凝聚力。 

4.什么是社会组织？    

5.社会组织的正式结构和非正式结构各有什么特点？   

6.简述科层制及其特点。  

7.社会组织有哪些功能？ 

知识单元 5：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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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分化 

2. 社会不平等 

3. 阶级分层与社会分层的关系 

4. 我国的社会分层 

5. 社会流动的功能和类型 

6. 社会流动的特征和条件 

7. 当前我国的社会流动 

学习目标： 

1. 了解社会分化和社会不平等的概念 

2. 了解我国当前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 

3. 掌握社会分层的客观必然性 

4. 掌握社会流动的功能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作业： 

1.什么是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  

2.简述社会分层的标准。  

3.社会流动有什么特征？影响社会流动的社会因素有哪些？  

4.试析中国现阶段农村有哪些主要的社会阶层？ 

知识单元 6：社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区与社区研究 

2. 农村社区 

3. 城市社区 

4. 城乡关系 

学习目标： 

1. 掌握社区的涵义 

2. 了解农村和城市社区的基本特征与结构 

3. 掌握社区的要素、社区研究方法 

作业： 

1.什么是社区,社区的构成要素有哪些？  

2.简述社区服务对社区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3.社区发展的制约因素有哪些？  

4.你如何看待对我国城市化应道路的讨论？ 

知识单元 7： 社会制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会制度的涵义、特征与类型 

2. 社会制度的构成与功能 

3. 制度建设与制度改革 

学习目标： 

1. 掌握社会制度的涵义 

2. 了解社会制度的功能及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3. 掌握社会制度的类型与结构 

作业： 

1.什么是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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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述社会制度有哪些主要特性。   

3.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4.当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知识单元 8： 社会控制及社会问题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会控制的涵义和特征 

2. 社会控制的手段 

3. 社会问题的概念 

4. 社会问题的特征及其治理 

5. 当前我国存在的主要社会问题 

学习目标： 

1. 理解社会控制和社会问题的概念 

2. 了解社会控制和社会问题的关系 

3. 了解当前我国存在的社会问题 

4. 掌握社会控制的手段和社会问题的治理 

作业： 

1.简述社会问题产生的条件。  

2.试析社会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   

3.试论研究社会问题的意义和方法。   

4.什么是社会控制？ 

5.越轨行为有哪些类型？ 

知识单元 9： 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会保障的含义与内容，社会保障的理论与实践 

2. 社会工作的含义与种类，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3. 中国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 

学习目标： 

1. 重点掌握社会保障和社会工作的基本内容和社会意义 

2. 掌握社会保障和社会工作的理论、历史 

3. 了解我国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的成就和改革、发展问题 

作业： 

1.什么是社会保障？   

2.简答社会保障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3.改革和健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原则有哪些？ 

知识单元 10： 社会变迁和社会现代化 

参考学时：2学时 

主要内容： 

1. 社会变迁的涵义 

2. 社会变迁的类型 

3. 社会变迁的形式和阶段 

4. 社会现代化的涵义和特点 

5. 社会现代化的内容 

6. 社会现代化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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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社会现代化的途径 

8. 城市化的定义和标准 

9. 城市化的后果与对策 

10. 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进程 

学习目标： 

1. 掌握社会变迁的涵义和类型 

2. 了解社会变迁的形式和阶段 

3. 了解社会现代化的涵义和特点 

4. 了解社会现代化的内容及标准 

5. 了解社会现代化的途径 

6. 掌握城市化的定义和标准 

7. 了解城市化的后果与对策 

8. 认识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进程 

作业： 

1.什么是社会变迁？   

2.社会变迁的基本形式及其特点有哪些？   

3.简述现代化的涵义和内容。    

4.什么是中国社会现代化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知识单元 11：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参考学时：2学时 

主要内容： 

1. 社会调查研究概述 

2. 实际调查前的准备工作 

3. 调查资料的收集 

4. 调查资料的整理 

学习目标： 

1. 重点掌握社会调查研究的一般程序 

2. 掌握全面调查、抽样调查等方式的基本内容 

3. 掌握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体系和资料收集方法 

作业： 

1.试述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怎样划分的。 

2.问卷调查的设计原则有哪些？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社会 2  

2 人的社会化 2  

3 社会互动 2  

4 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 2  

5 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 2  

6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2  

7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2  

8 社区 2  

9 社会制度 2  

10 社会控制及社会问题 2  

11 社会控制及社会问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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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 2  

13 社会保障与社会工作 2  

14 社会变迁和社会现代化 2  

15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2  

16 随堂考查 2  

四、说明  

1、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多媒体教学  

课堂讨论：结合案例分析(训练学生运用社会学的知识和理论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 

指导学生阅读相关参考资料进行自主学习 

教学手段： 

课件、课堂问卷、邮箱、互联网 

2、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随堂考试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月第四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戴维·波谱诺：《社会学》（第十版），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2.亚历克斯·英克尔斯：《社会学是什么？——对这门学科和职业的介绍》，陈观胜，李培英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6月版。 

3. 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 1995年版。 

4. 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赵月瑟译，上海译文出版 2005年。 

5. 彼得·M·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 孙非等译，华夏出版社 1988年。 

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7. 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 2001年版。 

8. 李培林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 9月出版。 

9. 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潘琪、张焱译，三联书店出版，1984。 

10.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基础》（第 8版）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 5月。 

 

当代中国社会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课程号： 5040201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必修/主干）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本课程通过对中国社会学经验研究的介绍以及相关社会学理论知识的讲解，使学生掌握从社会

学角度理解与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的基础结构与重要社会问题的方法。同时，通过课程学习，对中国

社会学的学术传统与学术发展史有相对系统的了解。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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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研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社会学是什么？ 

a.社会学的典型错误定义：研究“社会”的？用社会学的视野来解释和理解“社会” 

b.社会学的产生及其总体问题意识：有关时代命运与现代性的学问 

c.米尔斯有关社会学想象力的定义 

2． 社会学的基本思维方式 

a. 社会结构 

b. 历史视野 

c. 实践机制 

d. 精神气质 

3． 当代中国社会与社会转型 

a. 何谓“转型”：孙立平的理解：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与制度的变更 

b. 扩展至比“转型”更为广阔的历史时空：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巨变：清末民初、抗日战争
胜利与解放战争胜利、集体化-单位制时期、改革开放 

c. 处理中国社会转型的前因后果与重要现象，诸多横切面：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品格及其历
史根源、“革命”与社会、政治与社会、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生活与社会阶层 

4． 中国社会研究的基本范式 

a. 现代化范式：现代化范式是最早产生影响、也是影响最广的一个理论范式。最早可以追溯
到韦伯。 

b. 国家-社会范式 

国家-社会范式实际上已经是当代社会学或者说当代中国研究中运用最为广泛的一个范式。我

们笼统地讲，这一范式实际上将某一文明的区分为国家（主要指涉政权系统）与社会（自然状态）

之间的分野。在具体的中国当代研究中，这一范式直接应用在中国当代社会的研究中。这一范式在

中国研究中，也产生了两种基本取向：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社会对国家的抵抗、渗透与改造。 

学习目标： 

1．了解当代中国社会这门课程的基本要求、开课目的。 

2．重点掌握中国社会研究的两种主要范式。 

知识单元 2：中国传统社会的品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政治系统：封建与郡县 

2-1 封建（Feudalism）本义：封土建国、封邦建国  指殷周王族的亲戚子弟率领族人到各地

建立附属政权，以解决幅员辽阔的国土和家族安全问题的制度。【非常明显，这是遥远的周代所建

立的制度】 

2-2中国的封建制：西周武王和周公东征消灭殷王室的统治权后，为管辖广土民众而利用宗法

系统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制度，其主从关系较具有血缘纽带性和伦理色彩。 

2-3西方的封建制度：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崩溃之后，盗匪横行，民众各自寻求地方上握有强

权的贵族出面保护，贵族通过提供保护获得对民众和土地的控制权，由此建立起一种互惠性契约关

系，即“契约封建制，这种封建制并非主要依靠血缘关系建立，而是西欧的庄园制。 

2-4两者共同点：土地、人民和权力被层层分封；领有家邑、采地的世袭贵族对上面的王者是

承担着军事及财赋义务的封臣，具备政权独立性；对其分封范围内的庶众有着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宰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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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宗法制：西周封建制度的基础 

2-1：源流：殷人崇拜祖先，也讲究“大宗”、“小宗”，但是还没有形成系统的宗法制度。殷朝

的王伟实行的是“不定”的规则：有时候是“兄终弟及”，有时候则是“父死子继”，在帝王小乙之

前主要是兄弟之间的传递，在以后也是父死以后的子继。周代宗法制的基本内容在《礼记•丧服小

记》和《大传》中都有详细记录。首先是和殷商的不同：“殷道亲亲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 

3． 郡县制 

3-1 郡县与专制： 

即使是秦帝国之后的郡县制，也不能用“专制”简单的抽象概括——王室与政府、皇权与相权

之间，存在着制衡的机制。至少在宋代以前，相权所代表的政府权力（官僚）是制衡皇权的重要机

制。同时，随着封建世袭的逐渐打破，在官僚选任中，越来越重视“贤能”，真正意义上的“士人

政府”开始渐渐兴起。 

4． 社会秩序：“家国”一体与礼法秩序 

4-1亲亲：亲其所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尚书•周书•康诰》：封，元恶大憝，蚓惟不孝不友。子弗衹服厥父事，大份厥孝心；于父不

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不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弗兹，不

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 

解释：人的罪恶，没有什么可以比得上是不孝、不友的；做儿子的不能恭敬地服行父道，这会

让其伤心，这就是不孝；如果做父亲的不爱自己的孩子，那就是不慈；做弟弟的如果对自己的兄长

不恭不敬，那么此为不恭；相反地，如果做哥哥的不念幼子可哀，而对其弟不友爱，那就是不友。

如果是这样，那么社会的道德规范也就乱了，一家也就会大乱，全社会各家都大乱，一个国家也就

彻底乱了。 

4-2尊尊：尊其所尊。 

在某种意义上反映的是政治关系。不允许犯上作乱，不允许不守“本分”。 

4-3礼之传统：周礼 

西周礼治之目的：“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礼与名分 

礼与法 

义利之辨 

5． 差序格局：人伦关系的“公与私” 

西洋社会：如同一捆柴式的团体格局， 

中国社会：“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

影响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旧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

的圈子不一定相同。” 

6． 中央地方关系：双轨政治 

双轨：由自上而下的皇权和自下而上的绅权所构成，县以上的政治通过正式的官僚机构来实现

政治整合；县以下的政治奉行无为而治，政权悬空，通过乡绅用私人关系实现社会整合。所谓“皇

权不下县”。 

士绅：在双轨政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身在民间，却行使统治职能，在学术上一般被

称为“民间统治精英”，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行使统治职能时所依赖的资源，并不是由国家所赋予的

行政性治理权，而是来自非正式的影响力，包括由威望、知识、财富和能力等所派生的影响力，士

绅构成了国家政权与民众之间的中介与纽带。 

学习目标： 

1．了解构成中国传统社会基本品质的诸多要素，尤其是对封建的本义、封建与郡县。 

2．掌握差序格局与双轨政治这一对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概念。 

作业：阅读费孝通《乡土中国》一书中“差序格局”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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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3：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长时段之变： 

A． 君权与相权失衡-君主专制家阿强与政治上的腐败日益。（知识点：明代内阁制度与洪武废

相；行省制度的延续与地方行者的低效率；清代胥吏问题之遗祸） 

B． 科举的衰退与八股文的兴起。唐代考试，一定要考律诗，就因为古诗不容易定标准，判优
劣，律诗要限定字句，平平仄仄，要对得工整，一字不合法就不取。标准“客观”。宋代不考诗赋

考经义，可是麻烦也来了，仁义道德，你背了就会说，这个东西怎么分辨好坏呢？到了明代，竟然

渐渐演变出一个固定的格式来。违反了这个格式就不取。八股文实际上也就成了变相的律师。这就

是不从“顶层设计”而只是为了应对一个问题而做出权宜性改变的麻烦。考经义是因为觉得诗赋“无

用”；经义渐渐难以分辨好坏，所以有了八股经义。 

2. 中时段之变 

A. 清代长时间开疆拓土的“意外后果” 

B. 清代政府的空前腐败【清代地方政府；加之后来的战争赔款，更加造成了买官卖官的剧烈】 

C. “天下”观念的崩塌【所谓“天下”观念，并非是单纯“疆土”不固的概念；这里讲一下

民族国家的概念（nation-state）；而天下的概念：历史文明的概念；中国人历来认为自己的文化

理想和生活方式代表了人类最高的成就，所以理所当然地居于天下的中心，而其他民族则是处于边

缘地位的“夷狄”，所以素来，汉民族与其他民族所建立的关系是朝贡体制，形成了藩属关系。所

以，所谓的船坚炮利打破的不仅仅是版图与疆域，而是对固有生活理想和生活形态的冲击】 

3. 短时段之变    

A. 1864  湘军兴起与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事化严重 

B. 1895  甲午战败与民族主义兴起：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强调“力”，有三种力量

迅速兴起：维新变法派（康有为）；军事力量派（袁世凯；北洋军阀）；革命派（孙中山领导） 

C. 1901  清末新政与建立现代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央集权向下延伸；创建警察与新军；废除

科举创办新型学堂；历史的吊诡：“权力内卷化”的问题【所谓权力内卷化，是指国家行政权力越

来越下延却越发造就了行政效率的低下和基层社会的混乱】 

4. 经济的内卷化与资本力量 

A. 过密化与内卷化（involution） 

在人口增加的情况下（轻徭薄赋的“意外后果”），土地本身的总量并未发生变化，于是增加了

的人口投入到原有的单位土地面积之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产量，但是由于

本质上并未有改变生产技术与耕作制度，所以中国清中期以后的农业生产出现了极高的土地生产率

和极低的劳动生产率，即所谓的“内卷化”问题 

B. 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冲击与商业化的影响 

•“开放”的时代风险：商业化飞速发展 

•商业化的高度发展以及开放之后外国工业产品的大量涌入实质上极度摧残了原有的乡村手工

业与乡村工业，造成了陈翰笙笔下的 1920-1930年代的乡村社会的破产与劳动力的大量外流 

C. 费孝通等人：乡村工业的发展路径 

学习目标： 

1．了解构成三个时视角下中国传统社会瓦解的逻辑有机制。 

2．掌握权力内卷化与经济过密化这两个概念。 

作业：阅读费孝通《江村经济》一书 

知识单元 4：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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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代中国社会的总体性危机： 

A. 主权危机，政治分裂 

B. 社会解组，一盘散沙 

C. 道统崩溃，人心失序 

D. 资本冲击，经济凋敝 

2. 民国保甲制度对传统地方社会自治秩序的巨大冲击 

3. 清末之后中国社会的权威危机： 

A. 对权威概念的介绍：权威=权力+合法性 

B. 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功因素：领袖个人魅力、同盟会组织程度较高、有较为完整的
政治纲领 

C. 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局限：军事力量薄弱、个人威信的局限、民族主义的强烈影响 

4. 不彻底的革命：民国的实验及其失败 

A. 国民党作为你现代政党：推翻清王朝为目的的全国性政党；按照布尔什维克原则展开的组
织建设；民国政府（党国体制）：领袖控制政党-政党渗透国家-国家渗透社会 

B. 国民党失败的原因：缺少统一、明确、有力的意识形态；缺少社会基础的职业政治集团，
既无力处理社会危机，也无力组织社会革命 

C. 日本入侵 

5.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面对总体性危机的全面应对和解决。 

学习目标： 

1． 了解近代中国社会所面对的总体性危机 

2．掌握权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作业：阅读下述文章：杨奎松：“中共党史”，载曾业英主编《当代中国近代史研究（1949-2009）》，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陈耀煌：“从中央到地方：三十年来西方中共农村革命史研究述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所集刊》，2010年总第 68期； 

知识单元 5：总体性社会的建立及其基本品格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1949-1978中国社会发展的三个基本方向： 

1） 全面启动现代化和工业化建设 

2） 进行新的政治治理和社会整合 

3）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和新的社会风俗 

2.现代化与工业建设 

1）扭曲的宏观价格政策（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资本稀缺的环境中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

从而人为压低资本、原材料生产等生产要素和生活必需品价格）——城乡分治——城乡二元结构—

—通过价格剪刀差强制将农业生产用以供给城市工业 

2）“短缺经济”与再分配体制：为了将短缺的资源配置到重工业部门，因此需要抑制市场机制，

从而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分配体制 

3） 工矿企业国有化与农业高度集体化导致的相对低效率，“大锅饭” 

3.政治治理与社会整合 

1）新中国成立：国家垄断着绝大部分既有的资源，而且在新的资源出现后，利用国家的强制

性权力，将其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对于任何潜在的控制稀缺资源的竞争对手，也总是利用政

治或行政的力量加以摧毁；在这个意义上，原来社会结构中处于中间层或者民间统治精英的这一层

面完全消失了，国家与民众构成了直接互动的两层。 

2）社会整合方式的转变：从血缘性/契约性的社会整合到行政性社会整合【强调“社会”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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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机体与共同体的“自主性”】 

3.总体性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单位 

2-1  本质：资源再分配的体制+对社会进行政治动员与控制的体制 

2-2  单位的形成 

A． 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相对较少地依靠正式的国家机器，而更多地依靠以就业场所为基本环节

的行政组织网络 

B． 这样一种“生产领域”的政治安排以及社会的组织方式，造成了一个显著的后果：单位对

国家、个人对单位的全面依附 

2-3  单位制得以形成的三个因素： 

A. 新中国政治关系的历史特点：根据地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由此实行了大体平均的“公家”

对“个人”的供给制（供应基本生活必需品）；后来转变为根据地的等级供给制；实际上，供给制

背后所体现的组织原则和具体分配方式在公共部门以各种方式继承下来 

B. 工业化模式与社会经济条件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必须保证对城市居民的粮油供给，

而农业又不足以提供的情况下，国家政权实行了对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国家一方面限制企业对职工

的解雇和职工的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又以户口登记制度来限制农民自发流入城市。 

C. 对科层制的破坏：无法完成常规化的制度建设，直接掌握群众的政治关系模式从而带来人

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家长制权威，缺乏追求平等与自由的公民发展空间。 

2-4  单位的制度化特征 

单位制的两方面性质：依据效率原则的技术性质；适应特定制度安排的仪式性质 

A. 短缺经济和福利的单位分配制 

B. 多重控制项（非经济标准的评价机制：计划生育、环境污染、职工生活、思想状况） 

C. 结构科层化与功能科层化的分离 

D. 永久性就业 

4.总体性社会组成的基本单元：人民公社 

概说：人民公社制度：1950 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在农村实行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国家通过

指令性生产计划、产品统购统销，严禁长途贩运和限制自由商业贸易，关闭了农村的生产要素市场，

同时以户籍管理制度隔绝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从而使国家政权本身成为农村中土地、劳动力和

资本的决策者、支配者与收益者。 

起源：国家工业化战略的需要（特别是重工业），由此需要强化国家对经济资源的集中动员和

利用，由此新中国控制农业剩余的最好也是代价最低的办法就是改造农村土地所有制，建立人民公

社制度，一方面通过政治运动变更了过去的土地所有权，另一方面也通过政治运动再次变更了土地

所有权，实现了所谓的“集体化”。 

基本特征：一大二公 

一大：规模大；“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公：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高，【这种公有化的组织方式后来直接进入了生活领域，包括公共食

堂，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政社合一：以公社为单位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乡政府的行政官吏组织的合一。 

学习目标： 

1.了解人民公社制度的起源与基本特征 

2．掌握单位制的基本特点、形成机制及其历史效果 

作业：阅读下列书目：华尔德著，龚小夏译，《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知识单元 6：经济变革与社会变迁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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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地承包制改革 

1） 农业生产与家庭经营 

A． 农业的基本特点：杜润生：农业受自然界变化多端的多种因素的制约，需要有人细心地、
随机应变地以高度主人翁的责任感来照管它；农业的收益集中在最终产品上，这就要求把生产者的

利用和最终经济成果挂上钩；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要努力地养地，

使生产者从长远利益出发，高度关怀土地。 

B． 家庭经营的社会意义 

小农家庭是一个集生产、消费、教育、抚养于一体的社会基本经济细胞，土地是这个细胞的经

济命脉，男耕女织是它的基本经济结构，它具有持久的稳定性、分工的自然性、决策的灵活性与权

威性。 

2） 治理、民情与“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 

一言以蔽之：“统分结合”的双重体制：一方面，摒弃了“大锅饭”与“农业社会主义”的基

本制度安排；另一方面，保留了“社会主义的新传统”：“对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坚持”。 

原因：1）城乡二元结构之下，农民无法享受单位制之下的福利待遇，土地是其安身立命之本，

只有土地集体所有，才能确保农民不失根本 2）传统小农单纯的平均主义以及“革命”之后的原子

化状态往往对可能的规模经营产生影响，保留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提供了资源基础上再组织的可能

性 3）这是户籍制度之下，进城务工人员的安全底线 

2.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 

总论：到 1990年乡镇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当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3.4%，到 2000年，这一

数字上升到 27.4%，从 1980-1990年代，农村非农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人数从 3057万人增加到 8673

万人 

乡镇企业在这一时期的成功所引发的困惑： 

其一，乡镇企业的产权一般属于集体或基层政府（村办企业与乡镇企业，前者属于村集体经济

组织；后者则属于乡镇政府），这其中会遇到明显的“委托-代理”问题。 

其二，乡镇企业毫无疑问属于“乡土”企业，如何在规模经济的浪潮中获益？ 

其三，乡镇企业的劳动力大体上是农民而非所谓的产业工人，而乡镇企业本身也并非现代企业，

许多企业连解雇不合格劳动力的权利都并不具备。 

这样一种企业，如何在一定时期内，处于“成功”的位置？ 

1）“中国模式”引发的经济学悖论 

“中国模式”中，没有真正的产权所有者，也没有清晰的权利与激励来管理企业，但是在西方

经典经济学的讨论中，清晰界定的产权及其相关的激励机制和组织结构被认为是企业成功的前提条

件。由此，“中国模式”以及由乡镇企业所带来的中国经济增长给传统经济学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2）乡镇企业的基本特点 

A.大多坐落于村庄、集镇等比较典型的农村地区，一般远离中心城市，交通不够便捷，企业对

于市场和产品信息的需求很难便利满足 

B.乡镇企业投资规模很大，无论是乡办企业还是村办企业，一般都在“农工商联合总公司”的

牌子下面，这是一个规模巨大的联合企业 

3）乡镇企业的乡土性 

*企业中的“乡土性”：经营者在企业经营中类似于家长制的权威支配通过对村庄中土地调整以

及其他公共事务的支配关系建立起来，由此，村庄中的“社会关系”被带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乃

至分配中。 

例：一个村民或其亲属可能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失去在村办企业中的工作，另一个村民或其

亲属可能因为在村级事务中配合了村干部的要求而在企业中得到奖金或者升职。同样，如果一个村

庄企业的经营者对某些员工的管理感到棘手，虽然他不能解雇员工，甚至不能对其直接做出惩罚（这

明显是产权模糊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但是他可以通过村庄中的事务或者关系来进行某种“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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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惩罚，比如拖延、阻挠村民所需要的一些证明文件，如“不给盖公章”。 

3. 国家对劳动关系的调控 

1） 四种研究劳资关系的社会学视野 

利己主义（egoist）：雇主和雇员都能通过竞争性劳动力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追求自我利

益 

一元主义(unitarist)：劳资双方的利益和目标是一致的，资方可以通过沟通、改善管理来化

解矛盾。 

多元主义(pluralist)：劳资之间的冲突不可能仅仅通过市场或者仅仅通过加强管理来完成，

个体工人的谈判力量明显弱于公司（资方）的谈判力量，因此，工人需要成立独立工会来与资方抗

衡，也需要政府通过建立集体谈判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相关的劳动法律制度等来调控劳资关系的

运行。 

批判主义：雇佣关系实际上是争夺权力与控制的一种斗争，劳资冲突不可避免，劳资冲突并不

限于劳动场所和经济领域，而是更大的社会性冲突或阶级冲突。 

2） 国家对劳资关系的调控阶段 

A. 1949-1956  企业改造为“单位” 

B. 1957-1979  在国营企业内部制造认同 

C. 1979以后：改革国企的干群关系 

3） 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进程的三点教训 

（1）没有真正建立起选拔领导干部、制约领导干部的权力的有效机制，这不但造成一些企业

经营者的经营管理水平低下，而且致使一些企业经营者的私欲越来越膨胀，越来越敢胡作非为，他

们甚至以牺牲企业的利益为代价来追逐个人的私利，常常给企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2）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干群之间的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平衡，在领导干部面前，

职工群众逐渐沦为弱者。在这种情况下，急需真正建立起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的有效机制，然

而，事实并非如此。 

（3）没有及时调整有关的意识形态。这里所说的有关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强

调领导干部要走群众路线，要以身作则，不能搞特殊化；二是强调职工是国有企业的主人，否定国

有企业工人是雇佣劳动者，宣扬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在正式推行市场化改革以后，党和政府

并没有调整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强调和宣传，问题是这种意识形态及相关的一些政策规定在现实中很

难得到贯彻执行。这样，当职工群众拿领导干部的实际表现与党和政府提倡的理想的行为规范进行

比较时，很容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差距而产生不公正感。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强调和宣传，也使得企

业经营者（或领导干部）与劳动者（职工群众）之间的关系的性质一直模糊不清，这实际上影响了

在国有企业内部建立规范化的劳动关系。 

国家对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的调控 

学习目标： 

1.了解乡镇企业的乡土性的具体含义 

2.掌握社会学视野下劳动关系的四种理论范式 

作业：观看电影《钢的琴》，结合所学到的知识，写一篇电影观后感，不少于 1500字 

知识单元 7：政治治理与社会结构：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及其改革 

1） 一元化领导下的具体制度 

A. 党委制和党组制 

B. 党管干部的制度 

C. 分口管理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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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双重领导的制度 

E. 有关案件审批的制度 

2） 改革领导制度的思路 

A. 一元化领导的必然问题，权力过哦纷纷集中，地方灵活性受限 

B. 邓小平同志在 1980年 8·18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改革的六个方向：修宪以增进民主，防止

权力过分集中；实行机构改革，干部队伍年轻化；实行党政分开，党管大政方针，强化政府在党的

政治领导下的职权；实行政企分开、政校分开，逐步推行企业的厂长负责制与院校的校长负责制；

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各级党委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 

3） 行政吸纳政治： 

A. 渊源：金耀基描述香港社会时的基本讲法，它指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即“政府把社会中精
英或精英集团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吸收进行政决策机构，因而获致某一层次的‘精英整合’，此一

过程赋予了统治权力以合法性，从而一个松弛的、但整合的政治社会得以建立起来”。 

B. 特征：具体到大陆而言，是指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制度与政治框架的改变，
而是以政府治理为重点的改革，党对大政方针的领导必须要得到确保，但这种领导可以也应该通过

授予政府部门以具体部署的权力而得到改善。因此，政府部门的改革并不仅仅是技术性或从效率着

手的，而是承担着确保和改善党的政治领导的功能。 

2.  行政机构改革的三个阶段 

1）1980年年代改革：党政分开 

A.1980年 8•18讲话后中央开始减少简直和副职，党委主要领导一般不再兼任政府主要领导 

B.1982 年修宪与修订党章，强调党应该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同时建立了老干部的离

休制度 

C.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集中进行了党政分开工作改革的各种实践 

要点：1980 年代的简政放权：中央向地方放权，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放权，政府综合部门向

企业主管部门放权，政府企业主管部门向企业放权。 

2）1990年代的机构改革 

A. 1992年党的十四大，党对于仅仅在“政治领导”这一定位不再满意，而是在新的党章中将党

的领导定位在“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这一提法，这意味着党在组织上不仅要负责向国家政权

机关推荐重要干部，而且在企事业单位和党的基层组织也要强调党在干部人事等大政问题上的支配

权。此外，十四大党章也再次确定了党的思想领导地位，这表明新一届的中央领导人更加重视党在

思想文化和教育战线上的主导作用。而在党组问题上更可以明显见到这个时期的政策变化。十三大

取消了在国家机关设立党组的规定，而在十四大的党章中，不仅恢复了十二大党章中关于在国家机

关建立党组的规定，而且给党组的任务新加上一项重要职能：“讨论和决定本部门的重大问题”。由

此规定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党更加重视政府里党组的作用，党通过党组加强了对政府的统一领导。 

B. 党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调整（党与各级人大） 

•党加强了对人大的领导：凡属政治方面的立法，人大都要在制定该法律前呈报中央，而有关

政治、重大经济和行政方面的法律，在提交人大或常委会审议前也要报送中央审批；在不少地方，

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成为一种新的惯例，以利于将党的意志顺利转化为国家政权机关的意志，也

有助于提升人大的规格和地位。 

•党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事，充分行事立法权。党（包括人大里的党组）也强调要在宪

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关于国家事务的重要主张，是作为建议向人大提出的，必须经过法定程序

才能成为国家意志，党与人大并不存在组织上的上下级关系，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并不能直接享有最

高国家权力。如果因为某些原因党的主张和建议尤其是在人事方面的建议没有完全通过法定程序，

党也不能强行改变法定程序的结果 

3）21世纪的机构改革 

首先，关于“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这一点主要是着眼于减少企业和基层领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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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因此是在企业、农村、社区和乡镇等基层组织中实施的，而省市县以上的党政机构并没有出现

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扩大的现象。与 1990年代相同，进入 21世纪后，地方县级以上党委常委中，

基本上除了政府机构的一二把手外，其他都是专司党务的领导干部。 

其次，关于“减少领导职数”。这一点在省市县三级的党委机构里主要体现为减少党委副书记，

实行常委分工负责。2004年不少地方实现了“一正三副”模式，而 2006年后，各地党委普遍实现

了“一正两副”模式。 

再次，关于“撤并党委和政府职能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门”。由于种种原因，1990年代各级党

委陆续成立了一些与政府某些工作有交叉的机构，比如，1998 年分别成立了中共中央大型企业工

作委员会以及中共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这些机构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分工重叠等

问题。十六大后中央开始对此进行调整。在 2003 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中央企业工委演化为国

资委，而中央金融工委演化为银监会，因此这两个机构都从中共中央机构序列转化为国务院机构序

列。考虑到原来这两个机构担当的人事任命权，现在也一并移交给国务院，其意义非同小可，当然，

现在在不少地方党委中还设有教育工委、农工委、工交工委等机构，有些地方甚至还有社会工委、

卫生工委这样的机构。这反应出在“加强党的领导”的氛围下精减党委工作机构的复杂性。不过，

与 1980年代前机构独立、人员庞大的党委工作机构有所不同，21世纪出现的这些涉及政府事务的

党工委，除了有时由某位常委兼任工委书记外，其大部分成员乃至办公地点都是在政府相应的部门

里。因此，这些机构更像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而且党工委所涉及的主要还是党自身的建设，并

不直接对业务进行领导或干预，所以与以党代政时期的党工委或党委分口领导还是有很大不同的。 

2003 年的行政机构改革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下进行的。这次改革的突出特点是抓住

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监管职能。比如，

建立国资委，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建立银监会，建立监管体制；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改为直属机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行政工作的法制化和透明

化。  

2007 年召开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并在既有的政企分开、政资分开、

政事分开的要求外还新加上了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并提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

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并统筹党委、政府和人大、政协机构设置，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

构及其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现象。 

3. 人事制度及其改革 

1） 改革前的干部人事制度 

•党管干部作为基本原则 

•分部分级的管理方式 

•德才兼备与“任人唯贤” 

2） 1980年代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A. 以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为突破口，推进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 

B. 改革统得太死的干部管理制度，实行纵向分权、横向分流的管理改革 

C.  建立干部年度考核制度 

D.  改革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提高其民主性与公开性 

3） 1990年代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A. 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规范化与民主化的加强 

B. 政治锦标赛体制与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制度的发展 

C. 干部交流制度的发展：干部交流和回避制度的建立对于丰富领导干部的阅历，积累经验，

开阔视野和思路，对于促进被交换地区的经济增长，对于避免任职官员与当地的亲属、朋友和同学

之间结成利益关系网络，克服腐败现象和裙带主义都具有积极的影响。 从政治锦标赛的角度来看，

干部定期异地交流还可以减弱地方官员因为晋升博弈的零和性而从事恶性竞争的程度。因为干部的

平级调动和定期轮换会减弱官员过于维护本地利益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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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1世纪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A. 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及其配套制度的整体改革 

B. 干部考核制度的调整 

C. 《公务员法》的颁布 

以往是政府机构的行政人员单称为公务员，而党务工作者、群众团体是参照公务员管理。而在

《公务员法》中，对公务员的定义是：“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

福利的工作人员。”这就意味着把党务工作者、人大政协干部、群众团体工作人员、甚至检察官和

法官都与政府工作人员一并纳入了公务员行列，这部法律也因此不再被称为《国家公务员法》。有

学者认为这正是党管干部原则在公务员系统中所得到的法律支持。但学界就此也有不同的看法，有

人认为将法官和检察官列为公务员，有悖于司法改革的方向；还有人认为这种分类办法体现的是党

政不开的管理方式。   

学习目标： 

1.了解《公务员法》的实行的意义 

2.掌握“行政吸纳政治”的基本内涵 

作业：阅读文章：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

1期。 

知识单元 8：中央-地方关系的演化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1） 概念界定：狭义的中央地方关系（财政） 

2） 政府的财政职能：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稳定经济及发展经济 

3） 政府财政作为“公共财政”：因为政府配置、提供的资源、物品和服务具有公共性质，我
们一般将这些物品和服务称为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这无疑是相对于“私人物品和服务”而言的。 

4） 财政体制中的监督与激励：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制定财政体制的时候，还会考虑监督和激
励的问题。所谓监督，就是通过体制来规范下级政府的收入和支出行为，以使得下级政府不会将财

政资金低效率地支出。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监督，除了会使用审计、检查等手段之外，在财政体

制上则会通过“补助”或“转移支付”来影响下级政府的行为。一般而言，财政补助分为两种，一

种被称为“一般性补助”（General Purpose），没有指定补助的用途；另一种被称为“专项补助”

（Earmarked or Specific Purpose），是指资金都附带有明确的用途，下级政府不得将资金挪作他

用。在补助的两种形式中，一般性补助没有监督作用，但是专项补助对下级政府的影响比较大。因

为规定了具体的支出用途，所以上级政府不但有理由对这部分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而且专项资金

的种类、数量和拨付方式都会直接制约下级政府的行为。所谓激励，则是上级政府力图通过财政体

制鼓励地方政府尽量多地增加财政收入，实现财政收入的连续、快速增长。例如上级政府可以采取

包干制的办法，将超过包干的收入部分全部留在下级政府以实现对财政增收的激励。 

2. 改革前的中央-地方关系 

1）1949-1958  高度集权的基本局面：“统收统支”制度 

建国初期，为了平抑物价、解决财政困难和支持抗美援朝，中央政府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财政

“统收统支”制度，规定财政收入中除公粮 5-15%的地方附加以外，所有公粮的征收、支出、调度，

全部统于中央。税收方面，除了批准征收的少量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也

都由中央政府调度使用。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军队、行政和投资，也都由中央政府统一全国的编制和

供给标准。 

2）1958-1961  财政分权与《论十大关系》 

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对本地区的工农业生产指标进行调整，可以安排本地区的建设投资和人力、

财力、物力以及公共事业项目。工业产品中，国家计委统一管理的产品种类也大幅减少。中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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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的财政收入比重 1959 年下降到只占财政总收入的 20%。在生产的其他方面，如基建审批权、

物资分配权和招工计划全也都全面下放。地方基本可以自主基建投资，中央统配和部管物资从 1957

年 532种减为 1958年 429种，到 1959年更减少为 285种。职工人数和城镇居民数量大幅度增加。 

这种全面放权一方面迅速刺激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却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问题主要表现为严

重的“浮夸风”以及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调，其根源却是伴随着全面放权出现的地方政府指标竞赛行

为。1958-1960年，各种钢铁和粮食的“卫星”满天飞，浮夸风吹遍了各级大大小小的地方政府，

指标竞赛竟然导致了主要的产品产量指标完全失真。各地区纷纷追求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各种工

业项目遍地开花，每年上马的大中型项目都超过“一五”时期的项目总和。经济结构严重畸形，在

此期间，重工业增长了 2.33倍，轻工业增长了 47%，农业下降了 22.7%。最后的结果导致了国民收

入和财政收入的大幅度下降，在农业上更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3）1961-1966  行政、经济管理与财政关系上的重新集权时期 

在财政方面，上收了地方财权和财力，中央与地方实行的是“总额分成”的财政体制。这种体

制的特点是不再划分中央固定收入和地方固定收入，而是“一揽子”计算中央和地方的所有预算收

入，各省份将自己所有的预算收入减掉预算支出之后，按照这个余额占预算收入的比重与中央进行

总额分成。这个“总额分成”的比例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每年一变，每年都按照上一年收入和支

出的差额进行重新计算。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省某年收入增长过快，其下一年上解中央的比例就会

快速增长。经济管理权限的集中有利于结束在大跃进期间造成的国民经济的混乱局面，对于国民经

济的恢复作用是明显的。 

    4）1966-1970年代中期：再此有条件的放权阶段。“文革”之后，中央提出以“块块”为

主的管理国民经济的基本思路，1970 年国务院直属的部委机关由 90 个精简合并为 27 个，中央各

部委直属企业大量下放到地方。同时扩大地方投资的管理权，国家规定建设任务，地方负责包干建

设。 

3. 改革初期的财政包干制与工业化：1990年代中期以前 

1）“分权”而非“放权”：财政包干制 

中央在制定体制的时候考虑了对地方的激励作用，但是在计划经济的调控系统之下，物资配置

权和企业管理权在“条条块块”系统之间会经常发生调整，财政体制也经常相应地随之变动，中央

经常不会遵循制定政策时对地方的“承诺”，地方也很难和中央进行讨价还价，所以财政体制对地

方政府增收的激励非常有限。在这个意义上，中央对地方的权利下放只能称之为“放权”而不能叫

做“分权”。 

2）制度之精神：干制总的精神就是“包”，“包”的前提就是将中央——地方各自的收支权限

划分清楚，中央包给地方的是收支总数，而不对地方的增收、减支的权利多加干预。这种“一揽子”

包干实际上赋予了地方政府相对稳定的配置物资、管理企业的权限，地方政府开始逐步变成有明确

的利益和主体意识的单位，而不再是被“条条”系统不断分割的、相对零散的“块块”。 

3）“放水养鱼”模式与财政包干制 

包干制将地方的经济发展速度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挂钩，使得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就要提高地方经济发展速度。随着实行大包干的省份越来越多，地方政府之间也就经济发展展开了

区域间的竞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竞争已经不同于改革前“锦标赛”大规模放权时期的竞争：在

锦标赛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更具政治目的；而在包干制下，由于地方政府的收入直接与经济

发展相联系，这种竞争除了政治目的之外，也具备了实际的经济利益。这就是财政分权导致的地方

政府“放水养鱼”的竞争模式。 

4. 分税制改革 

1）概念：广义的分税制改革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税制改革，即税种的重新划分

和调整，另一个是财政体制的改革，即中央和地方重新划分和调整各自的财权和事权。 

2）背景：根据 1984-1993年间的书局，全国财政收入每增加 1元钱，中央财政收入增加 0.12

元，地方财政收入增加 0.88 元。如果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会持续下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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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干制的协议下，中央财政也无法集中地方的收入，所以支出比重也不会增加。这构成了中央试

图结束财政包干制、推出分税制改革的基本背景。 

3）中央-地方财政体制方面的改革 

第一，根据中央和地方支出责任的划分，按税种来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税种划分为中央税、

地方税和共享税三大类。总的原则是除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外，中央企业的税收归中央，

地方企业的税收归地方。消费税则不论中央地方企业都归中央。中央和地方共享税种是增值税（中

央 75%、地方 25%）、资源税（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其他资源税归地方）、证券交易税（中央地

方各 50%）。 

第二，实行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为了保证税收大省发展企业的积极性和照顾既得利益的

分配格局，分税制规定了税收返还办法和转移支付制度。中央财政从收入增量中拿出部分资金，选

取对地方财政收支影响较为直接的客观性与政策性因素，并考虑各地的收入努力程度，确定转移支

付补助额，重点用于解决地方财政运行中的主要矛盾与突出问题，并适度向民族地区倾斜。税收返

还和转移支付制度旨在调节地区间的财力分配，一方面既要保证发达地区组织税收的积极性，另一

方面则要将部分收入转移到不发达地区去，以实现财政制度的地区均等化目标。 

第三，分设中央、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实行分别征税。同时，初步开始改变过去按企业隶属关

系上缴税收的办法。按分税制的设计，所有企业的主体税种都要纳入分税制的划分办法进行分配。

在分税制改革以前，地方政府的税务财政不分家，而分税制改革将税务系统独立出来并且“垂直化”，

各地的税务系统直接对上级税务部门负责。由于税务部门直接隶属于国家税务总局，所以这不但能

够保证中央财政收入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增长，而且能够保证财政收入在 GDP中的比重随着

地方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 

5. 土地财政与城市化 

1）基本模式：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只有地方政府有权将农业用地征收、开发和出让，

供应日益紧缺的城市建设用地，并且征收农业用地的补偿费用等成本远低于城市建设用地出让价

格。地方政府低价征收农业用地，进行平整、开发后，可以招拍挂等形式在土地二级市场上出让。

在东部沿海地区，地方政府通过这个过程迅速积累了规模巨大的土地出让收入。根据一些调查，在

东部的一些县市，土地收入的规模相当于甚至大于当地财政预算收入的规模。利用大规模的土地出

让收入和已征收的大量城市建设用地，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担保和土地抵押的方式取得更大规模

的金融贷款来投入城市建设。这样以来，土地收入——银行贷款——城市建设——征地之间形成了

一个不断滚动增长的循环过程。 

2）土地财政与地方政府收入构成：财源构成：除了包括通过土地征收、开发和出让过程中直

接得到的土地收入之外，还包括城市建设过程中迅速增长的以建筑业、房地产业等营业税为主的预

算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全部属于地方收入，无需与中央政府共享。因此，新世纪激烈的城市化过程

是与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的行为取向密不可分的。这也成为我们理解新世纪地方政

府行为和中央——地方关系的关键所在。 

学习目标： 

1.了解土地财政的基本模式 

2.掌握“放水养鱼”模式的基本内涵 

作业：阅读文章：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 年第 6

期 

知识单元 9：中国社会的分层与流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改革前的社会分层与流动 

1）反经济的社会分层结构 

2）身份制下的社会分层与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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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会主义国家的五种身份： 

A.阶级身份 

农村在实行土地改革时就根据占有生产资料的状况、有无剥削或剥削的程度划分出了地主、富

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等家庭与个人成分。而城市在 1954-1956年期间也同样比照此标准并参考个

人职业划定了城市中的阶级成分：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店员、中产阶级、工商业建地主、

小业主、手工业者、职员、自由职业者、城市贫民等。这些阶级成分又被分别归为无产阶级、半无

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等类。这样就分别在城乡解决了依靠谁、团结谁、打

击谁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城乡社会的政治与阶级结构。这种阶级身份（“家庭出身”）

曾被规定为几代承袭，并在城乡的“四清”运动与“文革”中被复查与再确认，通过权威的政审制

度及人事档案制度记录在个人档案中，作为个人政治先进性的重要标准。阶级身份具有一定的先赋

性及难于改变性，在 1978年前对就业、招生、招工、提干、入党、晋升等有着很大影响。 

B.城乡居民身份 

为了在封闭的状态下完成农民和农业向工业化提供积累的战略目标，国家于 1955 年开始实行

户口制，一方面将农民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使他们丧失了向城市流动的自由，另一方面又根据不

同的户口实行完全不同的资源配置，城市居民在单位制中所享受的各种福利是农村居民在人民公社

中无法享受到的。严格的户籍制形成了城乡相互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城乡差异成为我国最基本的

社会分层，城乡身份也带有强烈的先赋性和难以改变性。 

C.干部与工人身份 

在城市中的就业者还有两种基本身份的差别：干部和工人。这种差别来源于 1949 年后建立起

来的人事档案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招工与招干被明确地区分开来，一个人在档案中属于干部还是

属于工人，也有着十分明确的界定。尽管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中工人是领导阶级，干部是人民的公仆，

但实际上，无论是在工资级别、工作待遇、出差补助上，还是在住房分配、医疗保障、退休待遇上，

干部的待遇都要大大优于工人。干部与工人这两种身份虽然一般不具有先赋性，而同样难以改变，

由工人身份转为干部身份，其难度堪比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 

D.单位身份 

改革前，中国城市就业大多是所谓的“铁饭碗”制度，一个人终生就业于一个单位的现象非常

普遍，少有单位间的调动。这样，单位成了多数人终生活动的场所。而一个人所生活和所依赖的单

位在资源、地位、声望等方面又有着很大的差异。比如全民所有制的单位比集体所有制的单位的福

利待遇就要好得多。因此，围绕单位本身的差异，单位人所具有的单位身份也就显示出明显的差异。

在不同单位之间的差异较大，而同一单位成员之间的差异较小。 

E.干部级别身份 

1955 年国家建立起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统一级别和统一工资标准，按照这些规定，干部被分成 30

个级别，每个级别对应相应的工资标准和福利待遇。这就是干部的分层体系。这个体系不仅是对干部

本身的分层，而且是全社会分层的基础和主线，这即所谓的“官本位制”。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那样

的动乱时期也未能根本动摇这一制度，那些被“下放”的干部到了农村后仍被视为上层人。 

2.改革初期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1）经济分层取代政治分层：十一届三中全会终结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并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塑了新的经济分层机制 

2）身份制的衰落：1978年后的改革对原来的社会分层构成的一个最大冲击就是身份制的衰落，

身份不再作为区分社会地位的基本标杆。 

3）新的社会阶层崛起：有调查研究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阶层分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

会管理者阶层，该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所占比例为 2.1%；经理人员阶层，该阶层所占比例为

1.5%；私营企业主阶层，该阶层的比例为 0.6%；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该阶层的比例为 5.1%；办事

人员阶层，该阶层的比例为 4.8%；个体工商户阶层，该阶层的比例为 4.2%；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该阶层的比例约为 12%；产业工人阶层，该阶层的比例为 22.6%；农业劳动者阶层，该阶层的比例



10595 

为 44%；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者阶层，该阶层的比例为 3.1%。 

4）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倒丁字形” 

由于户籍制度在改革中未受根本触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也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因此，城市社

会的分层体系与农村社会的分层体系，几乎是完全独立运转的。城市社会的下层群体人数较少，而

处于下层与中层之间的群体比例比较高，而且在城市中出现了明显的中间阶层群体，虽然其比例远

低于中下层群体的比例。而农村居民普遍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几乎不存在社会分层较高的群体。

虽然自 1990 年代以来有上亿的农民工在城市流动务工，但他们受户口等制度限制无法真正融入到

城市中，因此仍属于农村的社会分层体系。因此，有学者把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称之为“倒丁字型”，

构成“倒丁字”底下那一横的就是人数众多的农村社会阶层，包括农民工；而构成“倒丁字”那一

竖的是城市中的不同阶层，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别。这种结构表明社会阶层结构存在着严重的不

协调，资源在社会阶层分布的不平均，社会阶层之间缺乏缓冲或过渡，面临着对立或冲突的关系。

这种紧张关系在 1990中后期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更加明显。 

3.改革近期的社会分层与流动 

1）社会分层结构的定型化趋势 

2）社会聚合与社会分化趋势的交织（1990年代中期） 

3）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心态失衡 

4）社会中坚间层的复杂性 

学习目标： 

1.了解“倒丁字型”社会结构的基本内涵 

2.掌握身份制社会的基本特征 

作业： 

阅读李友梅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一书。 

知识单元 10：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消费社会的兴起：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 

1）从“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的转换 

2）张力与失衡：消费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3）消费主义的弥散 

2.网络社会的兴起 

1）互联网技术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 

·网络社会的来临改变了我们的阅读与写作方式 

·互联网社会最大限度地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 

·消费主义遇上网络社会 

2）互联网时代的民意表达：表达与抗争 

3）互联网社会的内在困境：真实与虚幻 

3.宗教在中国社会的兴起 

1）制度性宗教与分散性宗教：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有自己的神学、仪式

和组织体系，独立于其他世俗社会组织之外分散性宗教（diffuse religion）：神学、仪式、组织

与世俗制度和社会秩序其他方面的观念和结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分散性宗教的信仰和意识发展为

有组织的社会体系，同时也是作为社会组织整体的一部分。（儒家何以被理解为一种宗教形态？儒

家的基本形态实际上都体现在我们的家族体系、帝国观念以及日常行为中）。 

2）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变化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被视为“控制性上层建筑”，对于宗教采用的是封闭型的管控办

法，甚至采用行政手段取消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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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变化：1982年第 19号文件：“政治上团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 

A.作为“宗教文化”的宗教 

B.作为“社会事务”的宗教：宗教的社会化，宗教事务作为“社会事务”进行管理 

3）宗教兴衰的不同因素 

·价值与信仰层面的结构性变化：改革开放将宗教从“人民的鸦片”解放出来的同时，也赋予

了宗教信仰以新的生长空间。 

· 改革开放以来公共文化缺失与宗教兴起。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各种压力之下的情感慰藉与心

灵寄托。现有的公共文化体系无法起到慰藉人们心灵的时候，宗教会取而代之。在农村尤其明显（农

村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社会功能） 

·宗教的兴盛与宗族的弱化（在目前农村基督教传播最快的地区，如河南、安徽、山东、浙江

等地，都是宗族势力相对较弱的地区。 

学习目标： 

1.了解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这一转换的实质意义 

2.掌握制度性宗教与分散性宗教这一对基本概念 

作业：阅读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的第一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课程导论：社会学与中国社会研究 2  

2 中国传统社会的品质 2  

3 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上） 2  

4 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中） 2  

5 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下） 2  

6 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上） 2  

7 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下） 2  

8 总体性社会的建立及其品格 2  

9 经济变革与社会变迁（上） 2  

10 经济变革与社会变迁（中） 2  

11 经济变革与社会变迁（下） 2  

12 政治治理与社会结构：国家建设与政府行为 2  

13 中央-地方关系的演化（上） 2  

14 中央-地方关系的演化（下） 2  

15 中国社会的分层与流动 2  

16 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必修/主干）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品质、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与政府行为、我

国从 1949 年以来宏观经济体制的演变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变迁。这些是本课程的教学重

点。  

难点：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封建制度与郡县制度的转化、中国社会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化、分

税制对当代中国地方社会的影响、互联网时代对中国当代社会社会运动与民意表达的影响。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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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后阅读与讨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设备的应用 

2.传统课堂讲授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每次专题都要求学生在课后完成课程布置的阅读材料。学生的课程自主

学习主要体现在提前阅读相关文献并进行小组讨论等方面。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论文占 80％。 

7、作业要求： 

每个知识单元之后，会布置相应作业。作业的形式主要以布置阅读材料为主。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中国社会》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应星等编著《中国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3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应星等编著《中国社会学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执笔：孟庆延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社会心理学 
Social Psychology 

课程号：5040201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主干）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系统掌握社会心理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2、熟悉社会心理学家提出问题、形成

假设、验证假设的思维方式；3、培养学生应用社会心理学知识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现象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社会中的自我，社会信念与社会

判断，态度与态度改变，人际吸引与亲密关系，社会影响，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亲社会行为，

攻击行为等社会心理学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成果，为后续的心理学课程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社会心理学概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心理学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取向 

（1）社会心理学的思想渊源 

1)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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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性与教养之争 

3) 理性与非理性之争 

（2）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先驱者 

1) 法国： 

i. 孔德 A.Comte￡.1779-1857，指出社会行为受个人和情境两方面影响； 

ii. 迪尔凯姆 E. Durkheim, 1858-1918，提出个体表征与集体表征； 

iii. 塔特 G. Tarde, 1843-1904，The Laws of Imitation； 

iv. 勒庞 G. Le Bon, 1841-1931，对群体心里的考察。 

2) 德国： 

i. 黑格尔 G. W. F. Hegel, 1770-1831，自我与他人的互动； 

ii. 冯特 W. Wundt, 1832-1920，现代心理学的创始人。 

3) 英国： 

i. 达尔文 C. Darwin，1809-1882，进化社会心理学。 

（3）社会心理学的诞生 

1) Triplett, N.D. (1898). The dynamogenic factor in pacemaking and competition，

第一个社会心理学实验：研究社会助长效应 

2) McDougall, W. (1908).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sychology，建立在关于本能的假设

之上的社会心理学 

3) Ross, E. A. (1908). Social Psychology，提出心理面、心理流以及个体与群体的心理

相互作用 

（4）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发展 

1） 美国的社会心理学： 

i. 奠基人：奥尔波特兄弟。弗劳德 Floyd. H. Allport,经典教科书《社会心理学》（1924）

“没有什么群体心理学，只有个体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不能站在个体心理学的对立面，它只是个体

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同样，意识只属于个体。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个体的科学。社会心理学是关于个

体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意识的研究。” 高登·奥尔波特 Gordon W. Allport,社会心理学“科学的研

究人们的思维、感受和行为如何受到真实或者想象中的他人的出现的影响”。 

ii. 1920’s –1930’s态度研究的兴起。 

iii.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重视社会问题的研究；欧洲心理学家移居美国。 

iv. 1940’s to 1950’s 重大理论和实验的发展时期：海德 F. Heider 的归因理论，人际关

系理论和平衡理论；L Festinger 的认知失调与社会比较理论；S. Milgram 的服从研究；S. Asch

的从众研究等。 

v. 1960’s激进主义：研究重点转向刻板印象、偏见、攻击行为、利他行为等。 

vi. 1970’s心灵主义：归因模型，认知吝啬，图式，启发式，自我怀疑与重新界定。 

2） 欧洲的社会心理学 

i. 理论倾向：注重社会心理学的“社会”方面。 

ii. 有影响的理论：H. Tajfel 的社会认同理论以及 S．Moscovici 的少数派影响和社会表征

理论。 

2．社会心理学的界定 

（1）什么是社会心理学 

1) 定义：研究人们如何看待他人、如何互相影响、以及人们与他人的相互关系的科学
(Myers,2008)。 

2) 个体与情境的关系：“Man as both creature and the creator of social world in which 

he lives” 

i. 不同个体对同一情境有不同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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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情境对个体的选择 

iii. 个体对情境的选择 

iv. 不同情境会启动个体的不同方面 

v. 个体对情境的改变 

vi. 情境对个体的改变 

3)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问题：研究人们如何看待他人、如何互相影响、以及人们与他人的
相互关系的科学 

4) 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观点 

i. 我们建构了社会现实 

ii. 社会直觉通常强大但有时也很危险 

iii. 社会影响塑造行为 

iv. 个人态度和性格倾向塑造行为 

v. 社会行为有其生物性基础 

vi. 社会心理学原理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十分广泛 

5) 社会心理学 = 常识？ 

i. 后见之明偏差 

3. 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1）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目标与程序 

i. 研究的四大目标：描述、因果分析、理论建构和应用 

ii. 研究过程：选择研究主题、查找相关文献、形成研究假设、确定研究方法、收集数据、分
析数据、报告结果 

2） 形成并验证假设 

i. 理论：一套原则的整合，他们可以对所观察到的事件进行解释与预测，理论是科学性的速
记 

ii. 假设：描述事件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的可验证的命题 

3） 选择研究参与者 

i. 总体与样本：有代表性的样本 

ii. 获取有代表性样本的最好方式：随机抽样 

iii. 研究中的样本偏差：过度使用大学生样本；少数民族团体很少被选取；自愿参与的抽样方
式 

4） 研究设计的不同类型 

i. 相关设计：两个或多个变量间的自然关系 

ii. 实验设计：在控制其他无关变量的同时，通过操纵一个变量看另一个变量的变化来探讨变
量间的因果关系 

5） 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常见偏差 

i. 实验者偏差：实验者有意无意的表现会影响被试的行为 

ii. 参与者偏差：仅仅是被试知道自己在被研究这一点就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行为 

6）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效度 

i. 内部效度：确保只有自变量对因变量造成了影响，而没有其他无关变量 

ii. 外部效度：研究结果能被推广到其他群体、其他情境下的程度 

iii. 内外部效度的权衡（trade-off）：同一个研究问题，既用场地实验来进行考察，又通过实

验法在实验室里做高度控制的研究，如果得到一致的结论那么内外部效度均较高 

7）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伦理问题 

i. Informed Consent知情同意：告知任何可能的风险，告知被试有权利在任何时候退出 

ii. Minimal Risk 风险最小化：保护被试，尽量避免身体或者心理上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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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ebriefing 通告：研究结束后充分告知研究程序、假设、被试的反应等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史，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2．掌握社会心理学是研究人们如何看待他人、如何互相影响、以及人们与他人的相互关系的

科学；掌握我们建构了社会现实等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观点。 

作业： 

1．什么是社会心理学？ 

2. 社会心理学有哪些重要基本观点？ 

3. 举例说明并解释后见之明偏见。 

知识单元 2：社会中的自我：自我概念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自我概念测查练习 

1） 在一张纸上，完成以下填空题： 

i. 我是  _________________ 

ii. 我是  _________________ 

iii. 我是  _________________ 

iv. 我是  _________________ 

v. 我是  _________________ 

2） 不同类型的回答的编码方式 (Hong, et al, 2002) 

i. 身体特征：身高、体重、肤色、眼睛、头发；健康状态；对自己外形的判断 

ii. 人格特质：概括性的个人特征（如，保守的，自私的，喜欢社交的，不成熟的） 

iii. 能力特征：特殊能力或知识技能（如，擅长打篮球，会说英语） 

iv. 心理过程：态度（不关心政治的人），认知（会很容易记住别人名字的人），信念（信上帝
的人），价值观（看重自由的人），兴趣爱好（喜欢大自然的人），动机（工作非常努力的人），需要

和愿望（需要他人关爱的人），情绪感受（很幸福的人） 

v. 社会角色和身份：国际、种族、性别、社会角色等（如，学生） 

vi. 行为：过去、现在或即将进行的活动，任务，习惯，行为（正在上钢琴课的人） 

vii. 责任和职责：应该具备的特征，应该完成的职责、义务（必须上交个人所得税的人） 

viii. 权利：个人的权利与特权（有选举权/自由言论权的人） 

ix. 不能被编码的回答：与自我概念无关的回答（有一个 8岁的妹妹的人）或者编码者难以理

解的回答（是一朵云） 

2．什么是自我概念 

1） 自我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中心 

i. 自我参照效应：人们会对那些跟自己相关的信息加工得更快，记忆的也更好。 

ii. 天真现实主义：人们会倾向于用自己作为判断是否正常或者是否正确的标准。比如，开车：
“比我慢的是傻子，比我快的是疯子” 

iii. 聚光灯效应 Spotlight Effect：人们会夸大他人对自己外表和行为的关注程度。研究证

据：Gilovich, et al (2000)的 T恤实验 

iv. 透明度错觉 Illusion of transparency：我们会夸大自己的情绪被他人觉察出来的程度。

研究证据：Kenneth Savitsky and Thomas Gilovich (2003) 

2） 什么是自我概念? 

i. 自我概念就是对于“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回答 

ii. 是我们对自己的个人特征的所有认识的总和 

iii. 可能的自我：理想自我 ideal self，现实自我 actual self，害怕自我 feared 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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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我图式 Self-schema 

i. 图示是我们组织自己所处世界的心理模板 

ii. 自我概念是以自我图示的形式表征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的 

iii. 自我图示包含了你评价自己的各个维度/方面，比如，独立 VS.依赖；男性化 VS. 女性化 

iv. 自我图示会影响我们对信息的加工速度(Markus, 1977) 

4） 自我概念的发展：我们的自我概念取决于哪些因素？ 

i. 文化与自我：个体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对自我的影响 

ii. 我们扮演的社会角色是“我是谁”的重要组成部分 

iii. 社会比较：我们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价自己的能力和观点 

iv. 社会认同：我们把自己归类到某一个群体的程度体现了我们的社会认同，社会认同是我们
如何定义自己的重要方面 

v. 他人对自己的评价：镜像理论——我们通过他人作为一面镜子来了解我们自己 

学习目标： 

1．了解自我概念的内涵以及自我概念的发展受何种因素的影响。 

2．掌握聚光灯效应、透明度错觉、上行/下行社会比较等概念。 

作业： 

1.  什么是自我概念？ 

2.  自我概念的发展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3.  什么是聚光灯效应？ 

4.  什么是透明度错觉？ 

5.  什么是上行/下行社会比较，他们分别会给个体带来什么感受？ 

知识单元 3：社会中的自我：自尊与知觉到的自我控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自尊 

1） 自尊是个体对自己的评价 

2） 自尊是自我的评价或情感成分：Do I like me? 

i. 个体可以对自我进行总体评价或者具体的评价 

ii. 评价结果可以是：积极的、消极的、中性的、模糊的、矛盾的等等 

3） 高自尊 

i. 对自己的积极评价 

ii. 源自准确的，具体的，全面的评估 

4） 低自尊 

i. 对自己的消极评价 

ii. 源自认知扭曲以及对自己的不合理信念 

5） 自尊的一般研究结论 

i. 多数人的自尊是偏高的 

ii. 自尊会随情境的变化有所起伏 

iii. 我们常常处于对自尊的维护过程中，比如自我设障 

iv. 少数人有真正的，长期的低自尊 

6） 高自尊是否等于自恋？ 

i. 自恋：认为自己优于其他人，执迷于个人成就，并且相信自己应该受到特殊对待 

ii. 自恋的人往往是低自尊 (Myers, 2011)  

2．如何测量自尊 

1) 外显自尊：自我报告。如：Rosenberg (1965)自尊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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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内隐自尊：自尊的自动化的、无意识成分。 

i. 内隐联想测验 Implicit Association Task：将与自我相关的词语（I, me, myself）与

积极词汇（holiday, warmth）或者消极词汇（cockroach, vomit）相关联，做按键反应；记录反

应时；对比两种条件下反应时的长短 

ii. 姓名偏爱 name-liking作为一种内隐自尊 

3.  高自尊的优劣 

1) 益处 

i. 更多的积极情绪体验 

ii. 更少的情绪波动 

iii. 自尊影响表白态度：风险高低的调节 

2) 高自尊的黑暗面 

i. 膨胀的自尊常与讨厌的和粗野的行为相关 

ii. 过早出现性活动的男性青年通常具有高自尊 

iii. 青少年帮派领导通常具有高自尊 

iv. 恐怖分子通常具有较高的自尊 

4.  提升自尊的方法（Nathaniel Branden） 

1) integrity正直：言行一致、遵守诺言、保持道德前后一致 

2) self-consciousness 自我意识：清楚与我的价值、需要和目标相关的事物，改正而不掩

盖错误 

3) Purposesfulness有目的的生活：追求内心的目标，为人生目标而生活 

4) self-responsibility自我责任：为自己的存在、欲望、幸福、自尊负责 

5) self-acceptance自我接纳：不一定全部喜欢，但接受自己，接受不足但不以此定义自己 

6) self-assertiveness自我肯定：敢于自由表达和维护自己的思想、信念和情感 

5.  知觉到的自我控制 

1) Self-efficacy自我效能感 

i. 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组织并执行某一行为所持有的信念。是个体对自己完成某项任务或
者实现某个目标的能力的信心。比如，我能戒烟成功吗？下周的考试我能考好吗？ 

ii. 自我效能感会影响：我们对任务的选择，我们付出的努力程度，我们遭遇困难时的坚持性，
我们对自己、他人和任务的看法等 

iii. 高自我效能感与以下结果相关：更好的学业成绩，更好的社交技能，在面对不确定时能更
好的应对压力，更好的克服恐惧的能力和技巧 

2) Locus of Control 控制点 

i. 控制点是人们将自己行为的结果知觉为：由自身努力或行为决定----内控；由机遇或者外

部力量决定----外控 

ii. 控制点量表测查项目举例： 

a) Do you believe that your can solve most problems if you just don't fool with them? 

b) Do you believe that if somebody studies hard enough s/he can pass any subject? 

c) Do you believe that when bad things are going to happen they just are going to 

happen no matter what you try to do to stop them? 

d) Do you think that hard work or luck wins basketball games? 

3) Learned Helplessness versus Self-Determination习得无助与自我决定 

i. 人或动物在反复的消极事件中无法体验到控制感，而习得的无助感和听任摆布 

ii. 研究证据：塞利格曼 1965实验 

iii. 习得无助的结果： 

a) 动机方面：降低努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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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认知方面：学习效果更差 

c) 情绪方面：抑郁 

4) 自我决定 Self-Determination 

i. 人类行为是由主观意志或者自我决定的信念 

ii. 个人的行为是他们充分自主选择的结果 

iii. 人们行为是由目标引导的、受自我调节的、自主的这样一种信念 

学习目标： 

1．了解自尊的概念，高自尊、低自尊的表现、来源和影响结果，自尊的多种测量方式，提升

自尊的方法，自我效能感、控制点、习得无助与自我控制等知觉到的自我控制的不同方面。 

2．掌握高自尊与自恋的区别。 

作业： 

1．什么是自尊？ 

2.  高自尊、低自尊的区别体现在哪些方面？ 

3.  高自尊等于自恋吗？ 

4.  如何测量自尊？  

5．个体知觉到的自我控制体现在哪些方面？ 

知识单元 4：社会中的自我：自我服务偏差与自我呈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自我服务偏差 

1) 自我服务偏差：我们以积极的眼光看自己的倾向 

2) 自我服务偏差的不同体现： 

i. 把成功归因于内部原因，失败归因于外部原因 

ii. 婚姻中的自我服务偏差：夫妻双方谁干的家务活更多？（Ross & Sicoly, 1979） 

iii. 高于平均效应：我们认为自己在一些积极的能力、品质上比一般人好的倾向 

iv. 非现实乐观 Unrealistic optimism：人们认为自己未来的境遇会比其他人更好的倾向 

v. 虚假普遍效应 False consensus effect：人们过高估计他人对我们观点的赞同程度 

vi. 虚假普遍效应 False consensus effect：人们过高估计他人对我们观点的赞同程度 

vii. 虚假独特性效应 False uniqueness effect：在能力方面，当我们干的不错或获得成功时，

虚假独特效应更容易发生，我们会觉得自己的才智和品德超乎寻常 

3) 我们为什么会有一系列自我服务偏差？ 

i. 避免抑郁 

ii. 避免焦虑 

iii. 激励我们朝向可以实现的目标 

iv. 维护自尊 

v. 但也可能导致不开心，攻击，非现实的期望 

2．自我呈现的本质 

1) 什么是自我呈现？ 

i. 我们试图控制他人对我们的印象的过程，包括：你在他人面前表现和不表现什么，你怎么
向他人表现，什么时候表现等 

2) 为什么要自我呈现？ 

i. 获取资源 

a) 吸引/保持社会支持 

b) 获得物质上的资源 

c) 获得地位（从而可以获取其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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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建构好的自我形象：他人如何看我 & 我如何看我 

iii. 有助于使得社会活动更加顺畅 

3) 什么时候会自我呈现？ 

i. 当他人注意我们的时候 

ii. 当他人影响着我们是否达成目标的时候 

iii. 当目标非常重要的时候 

iv. 当个体认为观察者对自己有消极印象的时候 

4) 哪些人更倾向于自我呈现？ 

i. 公开自我意识强的人 

ii. 具有很强的自我监控的人 

5) 自我呈现的策略 

i. ingratiation 讨好：使自己看起来更受人喜欢 likeable 

a) 表达对他人的喜欢 

b) 制造相似性 

c) 使自己外表更具吸引力 

d) 谦虚 

ii.  self-promotion 自我提升：使自己看起来更有能力 competent 

a) 将自己的表现公开给别人看 

b) 告诉别人自己的能力 

c) 通过一些道具来显示能力 

d) 自我设障 

iii. 使自己看起来更强大 powerful(intimidation 胁迫) 

a) 展示象征地位/权利的物品：CEO 等有权力的人通常拥有一些物品，通过利用这些外在物

品获取他人的敬佩和尊重 

b) 炫耀性消费：在房屋、汽车、陵墓上无节制的消费 

c) 沾光：展示与成功的、有地位的人/时间的关联，以提升自我形象 

d) 躲晦气：与不成功的、低社会地位的人保持距离 

e) 非言语支配：高社会地位的人通常倾向于：说话时与听众保持目光接触，更少的注意别人
说话，打断别人，身体接触 

学习目标： 

1．了解自我服务偏差的概念和它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同方面的表现，个体存在自我服务偏差的

原因，了解自我呈现的概念和不同的自我呈现的类型及具体策略。 

2．掌握非现实乐观、高于平均效应、虚假普遍效应、虚假独特效应、自我设障等心理学现象。 

作业： 

1．什么是自我服务偏差，举例说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服务偏差的表现。 

2. 根据目的的不同，自我呈现包含几种不同的类型？每种类型的自我呈现包含哪些具体策

略？ 

3．举例说明什么是非现实乐观、高于平均效应、虚假普遍效应、虚假独特效应、以及自我设

障。 

知识单元 5：社会信念与社会判断：归因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归因 

1) 归因理论之父 F. Heider“Humans are meaning-seeking creatures, like “naïve 

scientists”. They habitually ask “why?”in response to events in their soci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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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 world.” 

2) 什么是归因？ 

i. 人们将结果归于一种或多种原因的推断过程 

ii. 知觉到的原因，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原因 

a) 对他人行为的归因 

b) 自我归因 

2．归因理论 

1) 海德的现象模型 

i. 归因研究的奠基石：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1958) 

ii. 归因就是由可观察的行为推断出不可观察的原因的过程 

iii. 为什么归因： 

a) 理解行为 

b) 预测结果 

c) 获得控制感 

iv. 海德的现象模型： 

a) 内部归因 internal attributions：从能力、特质、努力、态度、意愿等个体内部找原因 

b) 外部归因 external attributions：从任务难度、运气、其他人等环境方面找原因 

c) 个体倾向于：对成功做内部归因，对失败作外部归因 

2) 一致性推断理论 Theory of Correspondent Inferences 

i. 提出者：E. Jones & K. Davis, 1965 

ii. 归因过程是从行为到特质的推断过程 

iii. 人们认为他人的行为反映了其稳定的内在倾向 

iv. 支持证据：Uleman, 1989; 2008 

3) 协变与完型理论 Models of  Covariation& Configuration 

i. 提出者 H. Kelley, 1967; 1972 

ii. 基于单次观察做出的归因 

a) 折扣原则：如 A可能导致 C，B也可能导致 C，则 C是由 A产生的可能性就要折扣了，此

为折扣原则。 

b) 扩大原则：如果 A可能导致 C，B可能抑制 C，则 C是由 A产生的可能性就要扩大了，此

称扩大原则。 

iii. 基于多次观察做出的归因： 

a) 一致性：别人在相似情境下是否反应一致；一致性高---外部归因 

b) 特异性：行为者在其他情境下是否会表现出该行为；特异性高：外部归因 

c) 一贯性：行为者是否无论何时都表现出该行为；一贯性高：内部归因 

4) 动机的归因理论 Attributional Theory of Motivation 

i. 提出者 B. Weiner, 1986; 1995 

ii. 获得成功或遭遇失败的原因可以从三个方面划分 

a) 内外因 

b) 稳定性 

c) 可控制性 

5) 成败归因的四种最常见类型：能力，努力程度，任务难度，运气 

3．归因误差 

1) 基本归因误差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判断他人的行为时，往往低估外在因素

的影响，而高估了内在或个人因素。（特质推断） 

2) 行为主体与观察者偏差 Actor-Observer Bias：行为者倾向于进行情境归因，观察者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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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特质归因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的归因模型以及基本归因偏差的类型、表现和原因。 

2．掌握内外部归因、折扣原则、扩大原则等概念。 

作业： 

1．什么是归因？我们为什么会不自觉的进行归因？ 

2．举例说明归因的理论模型。 

3. 具体说明什么是基本归因误差和行为主体与观察者偏差？ 

知识单元 6：社会信念与社会判断：解释与记忆的建构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知觉并解释事件 

1) 我们从未客观的知觉和解释过事件 

2) 我们的预断和预期会使我们的知觉和解释有偏差 

3) “We respond not to reality as it is but to reality as we construe it” 

2．执拗 Belief Perseverance：我们原有的观念、态度很难被消除 

3．建构记忆：我们的记忆不是摄像机，并不能准确地记录发生的事件 

1) 记忆的虚构 

i. Carli (1999) Barbara 和 Jack的故事实验 

ii. Elizabeth Loftus的一系列虚假记忆研究 

2) 自传体记忆 

i. 我们以自我图式的方式组织我们的个人历史：图式是与我们的预期和对自己的信念一致的 

ii. 我们会通过这个图式过滤掉一些不符合图式的记忆：时间越推迟，我们的记忆越一致，也
越不准确 

iii. 研究证据 Hyman and Pentland(1996) 

3) 启动效应 

i. 激活记忆中的特定关联 

ii. 研究证据：Balcetis & Dale, 2003 

学习目标： 

1．了解我们知觉到的社会现实是存在偏差的，了解记忆是建构性的，而不仅是简单的对客观

现实的重构。 

2．掌握虚假记忆、自传体记忆、启动的概念。 

作业： 

1．如何理解“We respond not to reality as it is but to reality as we construe it”？ 

2. 结合具体研究证据，说明记忆的建构性。 

知识单元 7：社会信念与社会判断：社会判断与自我履行预言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直觉式判断 

1) 两种判断系统(D. Kahneman） 

a) intuitive system 直觉系统：自动加工 

b) rational system理性系统：有控制的加工 

2) 我们是“cognitive misers”认知吝啬者，偏好直觉思维 

3) 不理性，不擅长提出问题-收集数据-得出结论的科学、理性过程 

4) 过度依赖鲜活的趣闻型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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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倾向于记得假设-验证的案例，忘记假设-未验证的案例 

2．判断的过度自信 

1) 过度自信现象 

2) 高估自身的信念的准确性 

a) 绝大多数学生都会很自信的低估完成作业或论文需要花费的时间 

b) 投资专家自信的认为他们能够在股市取得成功 

c) 后见之明偏见 

3) 验证偏差 

a) 只搜寻或者只注意哪些验证了自己预想的信息的倾向 

b) 研究证据：Snyder and Swann (1978) 

3. 启发式 

1) 什么是启发式 

a) 在做判断和决策中使用的“心理捷径” 

b) 用简单的经验法则指导决策过程 

c) 在不确定世界中至关重要 

d) 通常导致有效的判断，但有时会有偏差 

2) 启发式的类型 

a) 代表性启发 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人们倾向于根据个体与原先形成的关于总

体的刻板印象是否一致，来进行判断和决策的现象；一致性（代表性）越高的个体，判断具有总体

特征的概率就越大 

i. 热手效应：相信成功导致成功，失败导致失败 

ii. 吃什么是什么现象：Meigs, 1984 

b) 易得性启发 Availability heuristic：人们倾向于根据事物在知觉或记忆中获得的难易

程度，来判断其出现的概率或原因的现象。 

c) 锚定与调整启发 Anchoring and Adjustment Heuristic 

4. 反事实思维 

1) 什么是反事实思维：事件发生之后，想象可能发生但实际并未发生的其他可能的情况 

a) 一般当人们经历了预料之外的或者消极的事件时 

b) 人们通过反事实思维让自己感觉更好，或者帮助自己为未来做好准备 

c) 上行/下行反事实思维：比现实更好/差的可能性 

2) 反事实思维对情绪的影响：Medvec, Madey, & Gilovich, 1995对金银铜牌获得者的情绪

研究 

5. 情绪与判断 

1) 情绪影响判断 

a) 不开心的个体会更聚焦于自身，更易陷入沉思 

b) 开心的个体会更精力旺盛、有创造性，更耐挫折更宽容有爱 

2) 研究证据：Forgas et al. (1984)  

6. 自我履行预言 

1) 什么是自我履行预言现象 

a) "If you think something will happen, it will happen“ 

b) 研究证据：罗森塔尔效应 Rosenthal & Jacobson (1968) 

2) 行为验证 

a) 自我履行预言的一种 

b) 研究证据 Snyder, Tanke, and Berscheid(1977)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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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社会判断中存在的各种偏差，了解社会判断偏差出现的原因包括对直觉启发式的依赖，

情绪的影响等，了解反事实思维对情绪的影响。 

2．掌握代表性启发式、易得性启发式、锚定调整启发式、反事实思维、自我履行的诺言的概

念。 

作业： 

1. 举例说明什么是代表性启发式、易得性启发式和锚定调整启发式？ 

2. 什么是反事实思维，举例说明不同类型的反事实思维对情绪的影响？ 

3. 举例说明什么是自我履行的诺言？ 

知识单元 8：态度：态度的本质以及态度与行为的关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态度研究为什么重要？ 

1) 个体水平 

a) 影响知觉、思维和行为 

b) 影响对新信息的解释以及对相关信息的提取 

2) 个体间水平 

a) 关于态度的信息是沟通的常见内容，使得社会行为更可预测 

b) 改变态度可以改变我们和他人的行为 

3) 群体内水平 

a) 内群体和外群体态度是合作与冲突的基础 

2．什么是态度？ 

1) 态度的定义 

a) 态度是对特定人或事物的评价性反应，通过个体的信念、感受或行为意向体现出来 

i. 是对态度对象的评价的总结 

ii. 是对人、物或者事件的一种持久的、一般的评价 

2) 态度作为假设中的构念 

a) 不能直接被观察到 

b) 通过口头/书面表达或外部行为等间接手段测量 

3) 态度的两大基本要素 

a) 态度对象 

i. 具体/抽象/事物/动物/人…… 

ii. 表示特定态度的概念：比如偏见：对某个社会群体的消极态度；自尊：对自己的态度；价
值观：对抽象实体的态度 

b) 评价的心理过程 

i. 不可直接观察…… 

ii. 介于态度对象与行为反应之间 

iii. 来源于经验 

iv. 体现在一些外显的指标上 

4) 态度的成分 

a) 单一成分模型：态度是对态度对象的特质性的情绪反应 

b) 三成分模型（ABC模型） 

i. 认知成分 

ii. 情感成分 

iii. 行为成分 

5) 内隐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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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影响个体判断和行为的评价性倾向，但个体并没有意识到其影响 

b) 提取态度的过程无需努力、不受控制，是自发的、自动化的 

3．态度的结构 

1) 态度的内部结构 

a) 是一个连续体的两极还是不同维度？ 

b) 期望-效价原则 Fishbein(1967)：态度等于个体认为态度对象存在某种属性的可能性乘以

对该属性的评价的总和 

2) 态度间结构 

a) 内群体和外群体态度是合作与冲突的基础 

b) 对不同对象的态度在记忆中的组织方式 

c) 平衡理论 Balance Theory (Heider, 1946,1958) 

4. 态度与行为的关系 

1) 态度能够预测行为吗？ 

a) 人们表达来的态度常常不能预测他们的实际行为 

b) 研究证据：LaPiere’s Study (1934)，Wicker (1969) 

c) 道德伪善 Moral hypocrisy 

i. 我们想要表现得有道德，尽管我们的行为并非真的如此 

ii. 研究证据：Batstonet al (1999) 

iii. 人们常常做他们知道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 

2) 什么时候态度能够预测行为？ 

a) 当对态度的社会影响被降低 

i. The Bogus Pipeline 虚假通道以减少社会赞许性，研究证据 Jones & Sigall, 1971 

ii. Compatibility Principle 兼容性原则 (Ajzen & Fishbein, 1977)：总体的态度无法预

测具体情境下的行为，两者在具体程度上一致时才能预测 

3) 行为对态度有影响吗？ 

a) 角色扮演：研究证据 Zimbardo, 1971斯坦福监狱实验 

b) 登门槛现象 Foot-in-the-door phenomenon：人们答应了一个小要求之后倾向于答应后面

更大的要求的倾向 

c) 邪恶行为：人们做出了邪恶行为之后，在未来更容易做出更多的邪恶行为 

4) 为什么行为会影响态度？、 

a) 认知失调理论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i. 提出者：Leon Festinger 

ii. 认知与行为的不一致会产生失调，失调将导致心理上的压力，驱使个体减少这种不适，除
非！有外部原因能为失调找到理由，降低不适 

iii. 研究证据：Festinger& Carlsmith(1959) 

b) 自我知觉理论 Self-perception theory(Bem, 1972) 

i. 当我们不确定自己的态度时，会通过行为和行为情境来推断我们的态度 

c) 自我呈现理论 Self-presentation theory(Tedeschi, 1981) 

i. 我们想在别人面前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是一致的 

ii. 社会性使得我们改变我们的态度 

学习目标： 

1．了解态度的定义、成分和结构，了解态度和行为的关系：态度对行为有何影响及其原因，

行为对态度有何影响及其原因。 

2．掌握态度的三成分模型，平衡理论，等门槛效应，认知失调理论，自我知觉理论和自我呈

现理论，掌握 Zimbardo, 1971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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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  什么是态度？请举例说明。 

2.  态度能否预测行为？为什么？ 

3.  行为会否影响态度？为什么？ 

知识单元 9：态度：说服与态度改变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不需意识努力的说服过程 

1) 态度的条件作用 

a) 经典条件作用---形成联结，研究证据：Berkowitz & Knurek(1969) 

b) 操作性条件作用---行为结果的强化或惩罚，研究证据：Hildum& Brown (1956) 

2) 情绪作为信息假设 

a) 个体用自己的情绪作为判断自己对事物的态度的信息 

b) Schwarz & Clore (1983)发现: 

i. 晴天访谈的被试情绪好于雨天访谈的被试 

ii. 晴天访谈的被试生活满意度好于雨天访谈的被试 

iii. 但当评价前指出天气的问题之后，态度不受天气的影响 

3) 启发式过程假设：很多人并没有真正地了解态度对象，只是依赖启发式 

2．需要意识努力的说服过程 

1) 信息学习路径(Hovland et al, 1953)：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众等各个因素共同影响

态度改变 

a) 传播者的可信度影响态度改变 

b) 传播者的外貌吸引力影响态度改变 

2) 仅仅是想着态度对象:想着态度对象会增强我们态度的强度：积极态度越积极，消极态度

越消极 

3.  睡眠者效应 The sleeper effect：Hovland et al (1949)发现，有的态度效果 9 个月之

后测得的强度比 5天之后更强 

4. 说服技术 Persuasion Techniques 

1) 信息重复：神奇数字 3，研究支持了信息重复对说服的影响 

2) 拒绝-让步：Rejection-then-retreat: 提要求之前，先提一个比实际要求大得多的、肯

定会被拒绝的要求，再提本来的小要求，更容易被答应 

3) 稀有 Scarcity原则：物以希为贵 

学习目标： 

1．了解通过经典/操作条件作用改变态度的过程，情绪对态度的影响，了解有意识的改变态度

的方式。 

2．掌握睡眠者效应，，联系实际掌握各种说服技术。 

作业： 

1．通过哪些方法可以使个体在没有意识努力的情况下改变态度？ 

2. 个体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有意识的改变自己的态度？ 

3. 具体说明现实生活中常见的说服技术。 

知识单元 10：人际吸引与亲密关系：合群与孤独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合群 

1) 什么是合群 



10611 

i. 寻找他人的陪伴的倾向，不管对他人的感受如何 

ii. 研究证据：Schachter(1959） 

2) 合群动机：人们在压力之下寻找陪伴的时候他们想得到什么？ 

i. 社会比较： 

a) 社会比较理论(Festinger, 1954) ：人们通过与相似他人的比较来评估自己的态度、能力

和情绪，尤其当人们对自己不确定时更需要社会比较 

b) Schachter(1959)发现笔试倾向于让等待做同一个实验的人陪伴，而不是其他无关的人陪

伴 

ii. 降低焦虑 

a) 威胁和抑郁情境下，个体会向有同情心的他人寻求情感支持 

b) 从而减少焦虑 

iii. 信息寻求 

a) 寻求关于威胁的信息：人们在不确定情境下，会通过相似的他人寻求信息 

b) 研究证据：Kulikand Mahler (1989) 

3) 合群的结果 

i. 降低焦虑：研究证据：Amoroso and Walters (1969) 

ii. 社会支持：社会支持的缓冲效应：社会支持能缓冲压力事件的影响 

2．孤独 

1) 什么是孤独 

iii. 一种由社会关系的缺乏引起的复杂的情感反应 

iv. Shaver and Rubinstern(1980）孤独包含四类情绪体验 

a) 绝望 

b) 沮丧 

c) 自我藐视 

d) 厌烦 

v. 孤独与独处不同 

a) 人们有时宁愿独处，但并不感到孤独 

b) 当实际的人际联系（质上或者量上）没有达到希望的水平时，孤独就会产生 

2) 孤独的原因 

a) 情境方面：生活中的变化，但不会导致长期的孤独 

b) 个人方面：较差的社会技能，社会关系，愤世嫉俗等等 

c) 验证行为和孤独的恶性循环 

学习目标： 

1．了解合群的概念，合群的结果，了解孤独的概念和原因。 

2．掌握孤独与独处的区别，人类合群的基本动机类型。 

作业： 

1．什么是合群？ 

2. 我们为什么有合群的倾向？ 

3. 什么是孤独，它与独处是否等同? 

4. 青少年和老人谁更感觉孤独？为什么？ 

知识单元 11：人际吸引与亲密关系：友谊与浪漫关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人际吸引？  

1) 人际吸引是个体对另一个人的积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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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际吸引的水平从厌烦的对象到亲密的朋友逐渐升高 

2．人际吸引的影响因素 

1) 临近性 

a) 地理上的临近会促进人际吸引 

b) 研究证据 Festinger, Schachter, & Back, 1950 学生宿舍友谊研究；Byrne 和 Buehler

（1955）对小学生的调查 

c) 原因： 

i. 接近→更多出现次数→ “单纯曝光效应” 

2) 相似性 

a) I Like who is like me 

b) 研究证据：Newcomb’s (1961) 

3) 外貌吸引力性 

a) 是人们对他人最初喜欢程度的最强决定因素之一 

b) 怎样才算“外貌有吸引力” 

i. 平均长相效应 

ii. 外貌吸引力在不同文化有所不同 

iii. 外貌吸引力在同一文化的不同时代也有所变化 

c) 外貌吸引力的非言语线索：Monica Moore观察女性在单身酒吧吸引异性的非言语姿势 

d) 我们对他人的外貌吸引力的感受如何：取决于是同性还是异性 

e) 外貌吸引力的匹配现象，不匹配时，通常是女性外貌强于男性 

4) 联结导致吸引 

a) 喜欢/讨厌一个人仅仅是因为他长得像你喜欢/讨厌的人，研究证据 Lewicki(1985) 

5) 对外貌出众者的刻板印象 

a) What is beautiful is good美即是好/晕轮效应 

b) 研究证据：Berscheid和 Walster（1972），被试认为外貌出众的人比外貌普通的人： 

i. 具有更强的社会交往能力 

ii. 从事更好的职业 

iii. 拥有更美满的婚姻 

iv. 更受大众的欢迎 

v. 更有可能获得成功等 

3．友谊 

1) 什么是友谊 

a) 个体间的一种相互依赖关系，包含： 

i. 与对方行为一致的意愿 

ii. 将对方的兴趣纳入考虑的意愿 

b) Hays, 1988的研究结果： 

i. 有益开始于互相的吸引 

ii. 有益的特征是自愿的相互依赖 

c) 互惠性：友谊的最重要原则(Argyle and Henderson, 1985) 

2) 自我表露 

a) 一种特殊的对话，在对话中双方互相分享私密的信息和感受 

b) 做一个朋友的重要方面就是自我表露 

c) 自我表露的原因 

i. 社会赞同 

ii. 关系发展 



10613 

iii. 自我表达 

iv. 自我澄清 

v. 社会控制 

d) 表露的风险 

i. 失去控制 

ii. 遭遇淡漠、拒绝、甚至背叛 

3) 友谊的性别差异 

a) 女性友谊：聊私密的话题包括情感和遇到的问题 

b) 男性友谊：共同的兴趣，一起从事活动 

c) 男性在友谊关系中得到更多的尊重，但女性得到更多的情感支持 

d) 原因： 

i. 对亲密的标准不同 

ii. 女性社交技能更强 

e) 进化的观点： 

i. 男性在狩猎和斗争时需要合作，发展出工具性友谊关系 

ii. 女性必须发展和维系社会关系来照顾和养育小孩，发展处亲密性友谊关系 

4) 友谊的文化差异 

a) 比起东方社会，西方文化下的友谊： 

i. 更加自由选择 

ii. 更不永久 

iii. 更个人主义 

b) 东方文化下与高地位个体建立友谊的愿望更强 

4. 不同种类的爱 

a) Hendrick and Hendrick1986;1992 

i. 同伴之爱：基于友谊和相互兴趣和信任 

ii. 实用之爱 

iii. 癫狂之爱，过山车之爱 

iv. 激情之爱：基于身体吸引的爱 

v. 游戏之爱：自我中心的爱，与多个性伴侣的游戏 

vi. 无私之爱，自我牺牲的爱，以对方的利益为重 

b) 社会心理学中两种被普遍接受的爱的类型（Hatfield 1988） 

i. 友爱 Companionate love：互相尊重信任；较少情绪反复无常；在高质量的友谊中也会出

现 

ii. 情爱 passionate love：认知上被对方强烈占据；生理唤醒和较大的情绪波动；不现实的

评价；持续时间相对较短 

c) 情爱可能部分源自错误归因 

i. 研究证据：Dutton and Aron(1974)  

ii. 可以解释一见钟情现象 

5. 爱的三元理论 

a) Robert J. Sternberg，1988 

i. 亲密：爱的动机成分，对方出现时体验到唤醒 

ii. 激情：爱的情绪成分，分享情绪感受，互相理解 

iii. 承诺：爱的认知成分，长期维系关系的决心，与对方在一起的需求，忠诚 

b) 七种类型的爱 

i. 圆满的爱：理想但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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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喜欢：异性纯友谊 

iii. 浪漫的爱：性伴侣 

iv. 同伴的爱：婚姻后期 

v. 空洞之爱：无基础结婚 

vi. 愚蠢的爱：闪婚 

vii. 迷恋：只有激情 

6. 单恋 

a) 单恋常见吗？ 

i. 单恋经历非常常见 

ii. 研究证据 Bringle& Winnick, 1992；Hill, Blakemore, & Drumm, 1997；Aron, Aron, &Allen, 

1998 

b) 拒绝者和求爱未果者如何看待他们的经历？研究证据 Baumeisterand Wotman, 1992 

7. 择偶 

1) 理想的择偶标准 

2) 爱与婚姻：你会与一个你不爱的人结婚吗？ 

3) 长期和短期关系 

4) 之前的性关系 

5) 经济前景好重要吗？ 

6) 外貌重要吗？ 

7) 年龄差异重要吗？ 

8) 和蔼可亲-支配性 

8. 力量的平衡 

1) Power：个体有意影响他人的行为、想法或者感受的能力 

2) 在有的关系中力量是平衡的，有的一方力量大于另一方 

3) 平衡导致共同的、“独立而平等”的决策过程 

4) 双方意见达成一致一致是幸福感的关键 

5) Blumstein & Schwartz, 1983美国异性恋夫妻 

a) 力量平衡：64% 

b) 男性主导：27% 

c) 女性主导：9% 

6) 女性主导关系的幸福感较低 

7) 决定双方力量大小的因素 

a) 社会规范和态度 

b) 相对资源持有量 

c) 更少兴趣原则（Waller, 1938） 

学习目标： 

1．了解临近性、相似性、外貌吸引力、联结等人际吸引的影响因素，了解不同理论对爱的类

型划分，了解爱与错误归因的关系。 

2．掌握爱的三元理论，单纯曝光效应，美即是好效应。 

作业： 

1．结合研究证据说明临近性、相似性、外貌吸引力、联结对人际吸引的影响。 

2. 爱是源于错误归因吗？为什么？ 

3. 介绍爱的三元理论。 

4. 举例说明什么是曝光效应？ 

5. 举例说明什么是美即是好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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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2：社会影响：社会促进、社会惰化、从众和创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助长 

1) 什么是社会助长？ 

a) 当他人的出现激励了个体时，个体会倾向于：在简单任务上表现得更好，在复杂任务上表
现的更差 

b) 前提是：他人出现，个体的表现可能会被评价 

c) 研究证据：Triplett,  1897自行车赛车手研究： 

2) 为什么仅仅是他人的出现就能促进我们的表现？ 

a) 社会促进理论（B. Zajonc, et al, 1969）： 

i. 他人的出现会使我们产生生理上的唤醒，进而激励我们的行为 

ii. 生理唤醒会强化个体的优势反应 

iii. 任务难度不同时个体的优势反应不同：任务简单或熟悉：优势反应就是表现得好；任务困
难或复杂：有时反应就是表现的不好 

b) 分心-冲突理论（Sanders, Baron and Moore, 1978） 

i. 他人出现导致分心——注意力关注任务和观众两方面 

ii. 注意力的冲突导致唤醒程度的提高 

iii. 而评价性的观众会导致更大的注意力冲突，产生更大的唤醒 

3) 真实生活中的社会促进：J.Michaels and his colleagues (1982)打台球实验 

2．社会惰化 

1) 什么是社会惰化？ 

1) 当他人的出现让我们觉得更加放松、更偷懒 

2) 当个体的努力需要与他人的汇聚在一起完成一个共同的目标时，个体减少自身努力的倾向 

3) 研究证据：Ringelmann1920首次研究社会惰化现象：拔河任务 

4) 性别与文化差异：Karauand Williams (1993) 

i. 男性的社会惰化倾向比女性更高 

ii. 西方文化下人们的社会惰化倾向比亚洲文化下更高 

5) 任务难度与评价 

6) 期望效价理论 

3. 从众：多数派影响 

1) 什么是从众 

a) 改变自己的认知、观念或行为以使其与群体规范一致的倾向 

b) 微妙的：有可能并没有人试图影响我们 

c) 规范：特定群体在特定情境下被普遍接受的行为或者思维方式 

i. 可能是外显的明确规范：规则、法律  

ii. 可能是内隐的不成文规范，如时尚或穿衣风格 

d) 脚本与规范 

e) 脚本：关于日常生活当中的社会事件发生的典型过程的假设或知识的组合 

f) 规范常常被个体内化，从而成为脚本的内容 

2) 从众的经典研究 

a) M. Sherifused的游动效应：群体→规范→从众 

b) S.Asch的直线判断范式：群体→从众→规范 

3) 从众的调节变量：什么情况下更会/不会从众？ 

a) 群体人数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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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任务的重要性和不确定性 

c) 在场的同盟 

4. 创新：少数派影响 

1) 少数派影像的例子： 

a) 毛泽东：真理总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b) 邓小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众 

2) Moscovici对从众研究的批判 

a) 很多年来，社会影响都被等同为从众 

b) 社会影响研究中的“从众偏差”： 

i. 将少数人与群体的关系视作依赖关系 

ii. 研究的情境有限：都是从众对群体有利的情况，而不是重视创新性的情境，比如艺术，科
学等等 

c) 从众研究关心社会控制，而不是社会变革 

i. 社会变革就是典型的少数影响多数的例子 

3) 少数如何影响多数？ 

a) 行为风格的一致性 

i. 对事情持有明确的立场 

ii. 坚定的捍卫并宣扬自己的立场 

iii. 持续抵御来自大多数人的压力 

b) 一致性的两种成分 

i. 跨时间的一致性：个体在不同时间的一致性或稳定性 

ii. 共时性一致性：少数派内部的个体间一致性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助长、社会惰化及其原因，了解从众的两种研究范式，以及从众效应受哪些因素

的影响，了解创新的研究证据。 

2．掌握社会助长、社会惰化、从众和创新的概念。 

作业： 

1. 举例说明什么是社会助长和社会惰化。 

2. 造成社会助长和社会惰化现象的原因。 

2. 从众的两种经典的研究范式是什么？两者有什么区别？ 

3. 从众的效果受哪些因素的调节？ 

知识单元 13：社会影响：服从、群体思维与群体极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服从 

1) 什么是服从 

a) 实施权威人士发布的指令 

b) 服从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权威人士有权力提出要求 

2) S. Milgram(1963, 1965)的服从研究 

3) Milgram（1974）：对之前实验做改变 

4) 反思 Milgram的贡献 

a) 研究非常具有说服力，因为非常简单、真实，同时发现的结果却又令人不安 

b) 揭示了人性的黑暗面 

c) 伦理问题 

2．去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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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责任的消失 

a) 当我们处于群体情境下的时候，我们会失去自我意识和评价的现象 

b) 因此我们的注意力不再放到我们自己身上，进而导致冲动行为和越轨行为的增加 

2) 影响去个性化的因素 

a) 群体大小 

i. Mullen (1986)回顾了美国 1899-1946年间关于处私刑的报道 

ii. 发现人数越多，他们杀害被害者的暴力、野性程度更大 

b) 匿名化 

i. 当个体不容易被确定身份的时候，他们更倾向于表现出一些不符合规范的或者破坏性的
行为 

ii. 研究证据：E. Diener, 1976万圣节前贯彻 1352名西雅图小孩“trick or treat”；Johnson 

& Downing (1979) 

c) Zimbardo Zimbardo’s (1969)的去个性化模型 

3. 群体思维 

d) 群体思维是一个决策过程，它过度追求群体成员之间达成一致，因此会为了群体的和谐压
制反对意见。这常常会导致并非最优化的决策过程，甚至可能导致坏的决策过程 

e) 大多数人假设多个人的头脑会表现得比一个人的头脑更好——“人多力量大”，“三个臭
皮匠赛过诸葛亮”，有时事实并不是这样 

f) 案例：挑战者号，哥伦比亚号 

g) 如何避免群体思维 

i. 领导应该公平无私 

ii. 应该邀请局外人提出他们的观点 

iii. 群体应该被分为多个小的群体 

iv. 应该鼓励成员公开/私下发表自己的真实意见 

4. 群体极化 

1) 群体极化的定义 

a) 群体做出比单个成员更加极端的决策的倾向 

2) 为什么会出现群体极化 

a) 有说服力的陈述：我们听到他人的陈述越有说服力，我们的态度变得越极端 

b) 社会比较：观点被支持激励成员变得更极端以在群体中更加凸显 

c) 社会类别：为了将内群体与外群体拉开距离，我们会高估我们群体的独特地位 

学习目标： 

1．了解研究服从的重要意义，反思 Milgram 服从研究的贡献，了解群体心理的主要表现及其

影响因素。 

2．掌握. S. Milgram(1963, 1965)的服从研究，去个性化、群体思维、群体极化的概念。 

作业： 

1．简述 Milgram的服从研究及其启示。 

2. 举例说明什么是去个性化？ 

3. 举例说明什么是群体思维？ 

4. 举例说明什么是群体极化？ 

知识单元 14：刻板印象、偏见与歧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刻板印象、偏见与歧视？ 

1) 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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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特定群体成员具备的个人特质所持有的信念；刻板印象可能是过度推论的、不准确的，
以及对新信息具有阻抗性的 

b) 研究证据：Katz & Braly (1933)的调查 

c) 刻板印象的三种水平 

i. 公开的：我们对他人表达出来的关于特定群体的信念 

ii. 私下的：我们意识到的对特定群体的信念，但不会跟别人表达出来 

iii. 内隐的：我们意识不到的心理联结，会指导我们的判断和行为，尽管我们对这一过程并没
有觉察 

d) 刻板印象威胁 

i. 自我相关的刻板印象的激活对学业表现的影响 

ii. 害怕证实刻板印象可能会导致更差的表现 

2) 偏见 

a) 对某个群体及其成员的消极的预断 

3) 歧视 

a) 对某个群体及其成员的不合理的消极行为 

i. 个体间歧视 

ii. 制度化的歧视：在法律、政治、社会以及经济制度中；直接的：部队不招同性恋士兵；间
接的/细微的：录用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不录用少数民族 

b) 公开的歧视减少了，但存在一些微妙的歧视形式 

i. 象征主义：对外群体成员做出的细微的行为 

ii. 倒转的歧视：矫枉过正，反而对目标对象更好 

iii. Gaertner and Dovidio (1977) 
4) 区分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 

a) 刻板印象：对特定群体成员的信念 

b) 偏见：对特定群体成员的消极感受 

c) 歧视：指向特定群体成员的消极行为 

d) 刻板印象不必然带有情绪方面的成分，也不必然导致歧视 

e) 偏见是非常危险的，会助长消极的结果：降低自尊甚至种族屠杀 

5) 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的普遍存在 

a) 种族主义 

i. 个体对特定种族持有刻板印象，带有偏见的态度，以及歧视性的行为 

ii. 制度性的将特定种族的成员置于次定地位 

b) 性别主义 

i. 个体对特定性别持有刻板印象，带有偏见的态度，以及歧视性的行为 

ii. 制度性的将特定性别的成员置于次定地位 

2．原因与结果 

1) 现实冲突理论 

a) 提出者 Sinclair and Kunda(2000) 

b) 有限的资源导致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从而增大了偏见和歧视 

c) 研究证据 Sherif et al. (1953, 1955, 1961 1961) 

2) 社会类别理论 

a) 我们倾向于给予一些特征将人归类（性别、种族等） 

b) 这一认知过程将导致： 

i. 高估不同类别（群体）之间的差异性 

ii. 低估同一类别（群体）之内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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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内群体-“我们” 

iv. 外群体-“他们” 

c) 外群体同质性效应：将外群体成员之间知觉为比内群体成员之间更加相似 

d) 民族优越感 Ethnocentrism：对自己民族群体、国家或宗教优于其他的信念，以及对其他

群体的蔑视 

3) 社会身份理论 

a) 我们的社会身份（群体成员）是自我的重要方面 

b) 我们会将内群体与外群体进行比较 

c) 从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诋毁中获得自尊 

d) 对外群体的歧视可以修复自尊 

4) 偏见作为一种自动化的思维 

a) 自动化思维：无意识的、非有意的、不由自主的、无需努力的；研究证据：Payne, 2001  

i. 受控的思维：有意识的、有意的、自主资源的、需要努力的 

ii. 偏见在自动化思维水平比在受控的思维水平上更顽固 

b) 刻板印象激活：研究证据 Bargh et. al, 1996 

3．减少刻板印象、偏见与歧视 

1) 无知假设 

a) 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仅仅是因为我们不了解真实情况 

b) 然而告知更多关于外群体的信息之后不一定能有效的降低 

2) 目标假设 

a) 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源自于个体在追求目标过程中的个体-情境互动 

b) 干预的个体-情境互动的不同方面 

3) 接触假设 

a) 仅仅是让不同群体的成员互相接触就能够减少偏见 

b) 因为错误的刻板印象将被证明是不准确的 

c) 接触有效减少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的前提： 

i. 两个群体的成员必须地位平等 

ii. 两个群体要有共同的目标 

iii. 两个群体要有积极互动的机会 

iv. 有权威人士的支持 

学习目标： 

1．了解现实生活中刻板印象、偏见与歧视的表现，解释刻板印象、偏见与歧视的形成原因的

不同理论观点，了解减少刻板印象、偏见与歧视的多种方法。 

2．掌握刻板印象、偏见与歧视，以及三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作业： 

1．分别举例说明什么是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 

2. 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的形成原因是什么？ 

3. 如何减少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社会心理学概论 2  

2 社会中的自我：自我概念 2  

3 社会中的自我：自尊与知觉到的自我控制 2  

4 社会中的自我：自我服务偏差与自我呈现 2  

5 社会信念与社会判断：归因 2  



10620 

6 社会信念与社会判断：解释与记忆的建构 2  

7 社会信念与社会判断：社会判断与自我履行预言 4  

8 态度：态度的本质以及态度与行为的关系 2  

9 态度：说服与态度改变 2  

10 人际吸引与亲密关系：合群与孤独 2  

11 人际吸引与亲密关系：友谊与浪漫关系 2  

12 社会影响：社会促进和社会惰化 2  

13 社会影响：服从、群体思维与群体极化 2  

14 刻板印象、偏见与歧视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社会心理学的知识体系、基本理论、经典研究和常用的研究方法；掌握社会中的

自我，社会信念与社会判断，态度与态度改变，人际吸引与亲密关系，社会影响，刻板印象、偏

见与歧视等。 

难点：掌握关于社会关系和社会思维的理论模型，熟悉社会心理学的经典研究及其启示，了解

认知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理论讲授为主。 

2. 实践应用讨论为辅。 

3. 参与社会心理学实验。 

教学手段： 

1. PPT授课，课后阅读。 

2. 参与实验。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心理学实验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要求课后阅读教材，并应用在论文写作当中；课上分组讨论，应用社会心理学知识于生活实践当中。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撰写论文 2 篇，内容为应用社会心理学知识于生活实践当中，每篇占 30％；参与

社会心理学研究，占 4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David C. Myers著，侯玉波等译，《社会心理学》，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年 11月 7日，

第 1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库恩著，郑钢译，《心理学导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4年 1月，第 13版 

2. 格里格，津巴多著，王垒，王甦等译，《心理学与生活》，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年 11月，

第 19版  

执笔：高钦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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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导论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y 

课程号：5040201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学校社会科学类通识主干课，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主干）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培养学生对心理学的兴趣，了解心理学的思考方式，掌握基本的心理学研究方法； 

2、让学生了解一些真正的心理健康常识，能够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注重身心健康，悦纳自己； 

3、为法学、管理学等涉及到人的学科提供知识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借鉴。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课堂演示和讨论，使学生掌握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基本事实

和基本理论，了解心理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对各个领域的研究现状和发展，培养学生对心理学的兴

趣，为学生本专业的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初步认识心理学（绪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心理学是什么？ 

心理学是人类认识自己的一门学问，是爱与灵魂的学问；心理学是一门与人类幸福密切相关的

科学；心理学是研究心理和行为的科学。（举例说明） 

2．心理学的历史（简单提及）：  诞生，当前的理论形态。 

3. 心理是什么？ 

通过心理现象，说明心理的本质。 

4. 心理学研究什么？ 

说明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并澄清对心理学的一些误解。了解科学心理学的真谛。 

5.心理学与生活：生活处处皆心理。 

说明心理学问题的多样性，心理学与我们生活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心理学的真正研究内容，研究对象。消除误解。 

2．消除对心理学的可能误解。 

作业： 

举例说明，某个事件或现象说明的心理学研究内容。 

知识单元 2：通往幸福的路上（做身心健康者）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何谓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测试 

2．正确认识自己、悦纳自己：给大学生的金玉良言 

3.  焦虑和恐惧：如何摆脱 

4.  人格扭曲与犯罪 

5.  心理不健康、心理疾病 

学习目标： 

1．了解心理健康测试 

2．掌握基本的心理调节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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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犯罪的人格因素 

4. 掌握心理疾病的一般表现。 

作业： 

对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某个心理事件进行剖析，并尝试用相关技巧进行演练。 

试对某个犯罪案例进行人格或精神疾病方面的解读、剖析。 

知识单元 3：感官会欺骗我们吗？(感觉和知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感觉与知觉：人脑对事物的个别属性的认识；客观事物直接作用于感官而在头脑中产生的

对事物整体的认识。感觉剥夺实验（简要介绍） 

2．视觉及其基本现象：视觉系统、暗适应和明适应、视觉后像、 盲视 

3．知觉的基本特性：选择性、整体性、恒常性和理解性 

4．错觉：多种形式（举例）（证言报告的真实性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感知觉的基本现象。 

2．掌握视觉的基本现象，能对生活中的特定现象进行解释。 

作业： 

举例说明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错觉现象。 

知识单元 4：潜意识、催眠和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着重介绍 3对意识状态的比较和辨析 

1．意识和潜意识（弗洛伊德） 

2．睡眠和催眠（催眠在法律实践中的使用） 

3. 梦和白日梦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的意识状态。 

2．掌握催眠的基本特点 

作业： 

试对不同意识状态对个人生活、工作或学习的影响进行阐述分析。 

知识单元 5：可敬、可怕的记忆(学习和记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巴甫洛夫的研究和斯金纳的研究 

2.认知——社会学习、情境学习： 

潜在学习：托尔曼老鼠走迷津的研究 

观察学习：班杜拉的研究。榜样的影响 

3. 证人证言：虚假的记忆（记忆专家和普通人的常识比较） 

4．记忆现象：舌尖现象、记忆的遗忘、记忆内容的改变。 

5.  记忆障碍：AD症(Alzheimer’s Disease)、科萨科夫综合症(korsakoff’s syndrome) 

和遗忘症(amnesia)【举例】 

学习目标： 

1．了解心理学关于学习的几种重要理论和基本的记忆现象。 

2．掌握主要学习理论的基本概念。 

3．了解各种记忆障碍的表现和可能带来的影响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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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一个案例，没有其他有效证据，你认为证词的可信性如何衡量？ 

2.请回忆自己学习某一门技能的过程，结合学习理论加深对自己的学习经历的理解。 

知识单元 6：聪明程度怎么测量（智商及其智力测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智力是什么？ 

2．智力测量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智商】【智力测试】 

3. 智力的个体差异 

学习目标： 

1．了解智力的基本维度。 

2．掌握智商测试的基本原理。 

知识单元 7：我们如何交流(思维和语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语言和语言的世界。 

2．语言的获得： 

学习理论：强化 

乔姆斯基的语言获得理论：普遍语法与语言获得装置 

共同注意与心理理论。 

3.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4.讲述与故事 

学习目标： 

1．了解语言的基本特点。 

2．掌握语言世界中的表征世界、临场模型、讲述等心理学问题。 

作业：收集具体情境中人们的话语，试着根据临场模型进行分析和解释。 

知识单元 8：驱动行为的力量（动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动机与需要：动机与行为效率的关系；需要层次理论对个体特定行为（犯罪）的解释。 

2．人类的动机：生理性动机（饮食、性等）和心理性动机（社交、成就等）。 

3. 动机的相关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人类的基本动机。 

2．掌握需要层次理论的基本内容。 

作业：对自己某一行为的动机进行剖析。 

知识单元 9：追求幸福（情绪、压力和健康）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情绪的基本介绍，产生的原因、特性与状态，情绪变化与控制的依据 

2．情商 EQ 

3.常见的情绪问题 

4.学做情绪的主人，驾驭你的情绪：学习一些专门的技巧   

5. 心理压力的自我应对 

学习目标： 

1．了解情绪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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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一些控制或调解情绪的技巧。 

知识单元 10：我们有何不同（人格）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人格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气质/性格；遗传与环境。 

2． 反社会人格与犯罪：举例 

3．主要的人格理论：类型论（t型人格、内外倾、体液说、血型说等）和特质论(16特质、大

五人格等)。 

4. 人格测验：MMPI,16PF，EPQ， 临床人格量表, TAT,罗夏墨迹测验等【人格测验】 

学习目标： 

1．了解人格相关的研究及其与犯罪的关系。 

2．了解并通过量表或测试自测自己的人格。 

作业： 

对某一影视作品中的特定角色进行人格剖析。 

知识单元 11：人的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发展的基本介绍：原因、过程、特点、研究方法等 

2. 遗传与环境对个体发展的影响：遗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和交互决定论 

基因和环境相关性：被动的基因型/环境相关；唤起的基因型/环境相关；主动的基因型/环境相关。 

3．个体发展的阶段及其特点、心理表现和人生课题 

4．生理发展、认知发展和社会性发展 

5．关于发展的理论 

人类发展的基本问题和争论有天性与教养、主动与被动、连续性与阶段性的问题。 

精神分析理论、华生的行为主义、斯金纳的操作学习理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极端理论，认知发展的四个主要阶段，感知运动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

算阶段、形式运算阶段；维果斯基的文化历史理论，信息加工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有关发展的基本问题和理论。 

2．掌握关于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与基本概念。 

作业：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谈发展过程中的危机。你遇到的危机是什么，如何处理的，以及

如何看待？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初步认识心理学 2  

2 通往幸福的路上（做身心健康者） 2  

3 通往幸福的路上（做身心健康者） 2  

4 感官会欺骗我们吗？(感觉和知觉) 2  

5 潜意识、催眠和梦 2  

6. 可敬、可怕的记忆(学习) 2  

7. 可敬、可怕的记忆(学习) 2  

8. 聪明程度怎么测量（智商及其智力测试） 2  

9 聪明程度怎么测量（智商及其智力测试） 2  

10 我们如何交流(思维和语言) 2  

11 驱动行为的力量（动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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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追求幸福（情绪、压力和健康） 2  

13 追求幸福（情绪、压力和健康） 2  

14 我们有何不同（人格） 2  

15 我们有何不同（人格） 2  

16 人的发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均可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心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心理加工过程、个性特征研究发现的基本规律。 

难点：如何运用心理学知识解释相关问题，应用于生活实践。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操作演示。 

3.课堂讨论 

4.课堂练习和作业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实验仪器台。 

3.个人电脑及其应用程序软件。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多位老师合上课程，每位老师的结课当堂开卷考试，多次结课成绩相加后即为最终

考试成绩，注重全过程、随堂考查。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罗伯特·费尔德曼等著黄希庭等译《心理学与我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年 9月  

（二）推荐参考书 

1. Richard Gerrig / Philip Zimbardo 等著，王垒/ 王甦等译《心理学与生活》，人民邮电

出版社，2003年 10月  

执笔：刘兆敏、王国芳、片成男、唐希媛  审稿：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家庭社会学 
sociology of family 

课程号： 4040701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同时面向全校学生开设通识选修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旨在使学生掌握家庭社会学的基本知识、基础理论，并运用所学知识认识婚

姻与家庭的本质，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家庭观，具备分析解决家庭问题的基本视角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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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章 绪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家庭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 

2. 家庭社会学的内容和逻辑体系 

3. 家庭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学习目标： 

1. 使学生认识家庭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 

2. 了解家庭社会学的内容和逻辑体系 

3. 初步掌握家庭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作业： 

1．简述家庭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  

2．家庭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什么？   

3．简述家庭社会学与其他学科关于家庭研究的联系与区别。  

4．家庭社会学如何为家庭实践服务？ 

知识单元 2：第二章 婚姻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婚姻的涵义 

2. 婚姻的形式 

3. 婚姻习俗及其社会学涵义 

4. 婚姻的本质 

学习目标： 

1. 使学生理解婚姻的涵义 

2. 通过对婚姻形式及婚姻习俗的了解更深入地理解其所蕴含的社会学涵义 

3. 了解不同社会、不同文化的婚姻制度，为进一步的学习做准备。 

作业： 

1．简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形态的婚姻形式 

2．简介几种婚姻习俗，并分析其社会学涵义 

3．什么是婚姻的本质？对婚姻本质的解释经历过哪几个时期？ 

知识单元：第三章 家庭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家庭的概念 

2. 家庭的性质 

学习目标： 

1． 使学生在掌握家庭概念的基础上认识家庭的性质，把握家庭的本质 

2． 要求学生阅读相关参考书，为进一步研究家庭做准备 

3． 在教师的指导下观察各类家庭生活和家庭现象 

作业： 

1．社会学家们是如何解析家庭的？  

2．如何把握对现代家庭的定义？  

3．如何理解家庭的性质及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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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4：第四章 家庭过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择偶 

2. 结婚 

3. 我国一般的家庭过程及其发展任务 

4. 中年家庭 

5. 老年家庭与空巢家庭 

学习目标： 

1. 要求学生在深入了解择偶理论的基础上，把握择偶的基本原则，更进一步了解约会与恋爱
的功能。 

2. 认识婚姻准备的必要性和婚姻的涵义。 

3. 了解我国一般的家庭过程及其发展任务。 

4. 初步掌握运用相关理论和知识分析和研究家庭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探索解决方法。 

作业 

1．简述对于择偶行为，研究者们是如何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理论解释的？  

2．谈谈你对约会功能的认识。  

3．婚前准备都包括哪几个层面？   

4．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中家庭过程包括几个阶段？各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5．中年家庭结构的特点及所面临的问题有哪些？  

6．我国老年“空巢家庭”结构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知识单元 5：第五章 家庭结构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家庭结构的概念 

2. 家庭结构的分类 

3. 家庭结构的变迁 

学习目标： 

1. 掌握家庭结构的分类方法 

2. 认识各类家庭结构的特征 

3. 了解家庭结构的变迁，尤其是近代中国家庭结构的变迁及其原因 

4. 能够灵活运用家庭结构的分类方法，分析家庭形式多元化产生的新型家庭结构的特征，进
一步探讨未来家庭结构的变化发展趋势。 

作业 

1．家庭结构的涵义是什么？  

2．如何对家庭结构进行分类？  

3．简述影响家庭结构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4．当代中国家庭结构有什么的特点？ 

知识单元 6：第六章 家庭关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家庭关系的特点 

2. 夫妻关系 

3. 3亲子关系 

4. 其他亲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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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家庭网 

学习目标： 

1. 掌握家庭关系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2. 学会运用有关方法，探索解决家庭关系中各种问题的科学途径 

3. 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家庭开展社会调查，分析当前社会转型期出现的新型家庭关系中
存在的新问题。 

作业： 

1．与其他社会关系比较家庭关系有什么特点？  

2．影响家庭关系的内、外部因素有哪些？   

3．简述中国社会的夫妻关系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的。   

4．亲子关系有什么特点？我国现阶段亲子关系的主要问题有哪些？试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5．现阶段中国家庭网的功能是什么？ 

知识单元 7：第七章 家庭功能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家庭功能的概念 

2. 家庭功能的分类 

3. 家庭功能的变迁及其原因 

学习目标： 

1. 掌握家庭功能的基本概念 

2. 学会分析影响家庭功能的主要因  

3. 结合当前中国家庭的现状，更深一步的理解家庭功能变迁的原因 

作业： 

1.什么是家庭功能？为什么说家庭功能既有正功能又有负功能？  

2.家庭功能一般包括哪几个方面？   

3.影响家庭功能的外部社会因素和内部家庭因素是什么？ 

4.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家庭功能有什么特点？ 

知识单元 8：第八章 家庭管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家庭管理的内容 

2. 家庭经济管理 

3. 家务劳动管理 

4. 家庭闲暇生活安排 

5. 家庭生育计划 

学习目标： 

1. 掌握家庭管理的概念 

2. 了解家庭管理的内容进而认识学习家庭管理的重要性 

3. 积极观察日常生活，将课堂教学与生活实践相结合 

作业 

1. 简述进行家庭管理的必要性？  

2．家庭管理包括哪些具体内容？  

3．家庭管理应遵循什么原则？ 

知识单元 9：第九章 婚姻家庭法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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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 婚姻家庭法的含义及特征 

2． 中国婚姻家庭法的变革历史 

学习目标： 

1. 掌握婚姻家庭法的基本概念 

2. 了解中国婚姻家庭法的历史演变 

3. 探讨婚姻家庭法与中国社会发展、家庭变迁之间的联系 

4. 与世界各国的家庭法进行比较，发现家庭法在世界各国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认识不同国家
和民族的历史、现状和文化特点。 

作业： 

1．婚姻家庭法的调整范围是什么？   

2．试述婚姻家庭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变化过程。  

3．试论婚姻家庭法与家庭伦理和家庭习俗的关系。   

4．建国后中国内地的婚姻家庭法经历了几次修订？为什么？ 

知识单元 10：第十章 家庭伦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家庭伦理的基本概念 

2. 家庭伦理的内容 

3. 中国家庭伦理的演变 

学习目标： 

1. 认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家庭伦理在婚姻家庭中的作用 

2. 探讨在社会转型时期，家庭伦理容易出现“失范”的原因 

3. 结合当前我国社会结构重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新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的冲突和婚姻家庭
关系形态的多元化趋势的现状，进一步认识构建新的家庭伦理道德的必要性。 

作业： 

1. 什么是家庭伦理？简述家庭伦理的主要内容？  

2．家庭伦理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3．试论近代中国的社会运动对传统中国家庭伦理的冲击及其意义？ 

知识单元 11：第十一章 家庭习俗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家庭习俗的基本概念 

2. 家庭习俗的基本内容 

3. 中国家庭习俗的变革 

学习目标： 

1. 了解家庭习俗是如何与家庭伦理道德一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婚姻与家庭中发挥作用
的。 

2. 了解婚姻家庭法、家庭伦理道德和家庭习俗的联系与区别 

3. 观察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更为新颖、显示个性追求多元化的家庭习俗，分析并思考家庭习俗
是如何反映文化的变迁、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的更替以及人际关系的变化的。 

作业： 

1．试述人类学家是如何通过对家庭习俗的研究来推测出人类的家庭发展史的。  

2．促使家庭习俗变革的动因是什么？  

3．简述家庭习俗与家庭伦理的联系与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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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2：第十二章 家庭危机与应对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婚姻问题及其预防 

2. 家庭暴力 

3. 离婚 

学习目标： 

1. 把握家庭危机的概念 

2. 能够应用相关理论分析和解释家庭危机产生的原因 

3. 了解预防和应对家庭危机的方法  

作业： 

1．预防或减少婚姻危机应做好那几方面的婚前准备？ 

2．“动力婚姻”观念的涵义是什么？ 

3．试述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 

4．简述中西方学者关于离婚现象的理论探讨 

5．如何认识离婚行为的负、正面影响？ 

知识单元 13：第十三章 家庭社会学的研究与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国外婚姻家庭研究简述 

2. 中国婚姻家庭研究简史 

学习目标： 

1. 了解西方家庭社会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2. 熟悉中国家庭社会学的发展过程 

作业： 

1．简述西方关于婚姻家庭研究的历史过程。 

2. 20世纪 60年代开始西方学者对婚姻家庭的研究有什么特点？ 

3. 简述“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婚姻家庭研究的状况。 

4．2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婚姻家庭研究的主要议题有哪些？ 

知识单元 14：第十四章 家庭社会学的主要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 

2. 家庭系统理论 

3. 结构功能理论 

4. 社会冲突理论 

5. 符号互动论 

6. 社会交换理论 

学习目标： 

1. 了解家庭社会学的理论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建构起
来的概念框架和观察视角。 

2. 能够运用家庭社会学的理论分析婚姻家庭现象、解释婚姻家庭中出现的问题。 

作业： 

1．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主要论点是什么？ 

2． 对中国家庭有什么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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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简述家庭系统理论的主要思想。 

4． 简单论述社会冲突理论与结构功能理论的主要区别。 

5． 符号互动论与家庭有关的研究主要涉及哪些方面？ 

6． 简述社会交换理论的基本观点。 

知识单元 15：第十五章 家庭的起源、演化和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家庭出现之前人类两性关系状态 

2. 血婚制家庭 

3. 伙婚制家庭 

4. 偶婚制家庭 

5. 个体混家庭 

学习目标： 

1. 较系统地了解家庭的产生及其发展过程。 

2. 能够认识和理解自然选择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家庭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作业： 

1．认为人类历史上客观存在两性杂交关系阶段的依据是什么？ 

2．什么原因使得人类两性关系从杂交关系中产生出第一个禁例？ 

3．简述伙婚制家庭的特点？ 

4．为什么说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是个体婚产生的根本原因？ 

知识单元 16：第十六章 家庭变迁与当代中国家庭问题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现代化对家庭变迁的影响 

2. 中国的家庭变迁与当代中国婚姻家庭问题 

3. 家庭变迁的方向预测 

学习目标： 

1. 理解家庭一定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2. 把握家庭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它将反映社会制度的发展状。 

3. 能够运用本章所学知识分析社会变迁给婚姻家庭带来的影响。 

作业： 

1．简述西方学者是如何从结构功能论的视角论述社会变迁对家庭功能的影响的？ 

2．与中国的社会转型相对应中国的婚姻家庭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3．当前我国婚姻家庭出现的问题主要在哪几个方面？ 

4．你如何预测家庭未来的变迁方向？为什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绪论 2  

2 第二章 婚姻概述 2  

3 第三章 家庭概述 2  

4 第四章 家庭过程 2  

5 第五章 家庭结构 2  

6 第六章 家庭关系 2  

7 第七章 家庭功能 2  

8 第八章 家庭管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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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九章 婚姻家庭法 2  

10 第十章 家庭伦理 2  

11 第十一章 家庭习俗 2  

12 第十二章 家庭危机与应对 2  

13 第十三章 家庭社会学的研究与发展 2  

14 第十四章 家庭社会学的主要理论 2  

15 第十五章 家庭的起源、演化和发展 2  

16 第十六章 家庭变迁与当代中国家庭问题 2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 

先修课程：社会学概论 

后续课程：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多媒体教学   

课堂讨论结合案例分析(训练学生运用家庭社会学的知识和理论分析现实婚姻家庭现象的能

力) 

指导学生阅读相关参考资料进行自主学习 

教学手段： 

课件、课堂问卷、邮箱、互联网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试要求: 期末论文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邓志伟、徐榕：《家庭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2．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于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W.古德 ：《家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 

4．【芬兰】E.A.维斯特马克：《人类婚姻史》一卷、二卷、三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5．【法】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主编、袁树仁等译：《家庭史》，三联书店，1998年版。 

6．J·罗斯·埃什尔曼：《家庭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7．【英】马林诺夫斯基著、李安宅译：《两性社会学》，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8．【加】大卫·切尔：《家庭生活的社会学》，中华书局，2005年版。 

9．徐安琪：《世纪之交中国人的爱情和婚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10．邓伟志：《近代中国的家庭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雷洁琼：《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婚姻家庭的新变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2．五城市家庭研究项目组：《中国城市家庭》，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3．风笑天：《独生子女：他们的家庭、教育和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4．沙吉才：《当代中国妇女家庭地位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美】曾文星：《家庭关系与家庭治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6．蓝明春等编译：《婚姻与家庭模式的选择》，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7．沈崇麟、杨善华：《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 

18．张健、陈一筠：《家庭与社会保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19．【美】贝克尔：《家庭经济分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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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美】贝克尔：《生育率的经济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21．张文霞、朱冬亮：《家庭社会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22．巫昌祯：《婚姻家庭法新论----比较研究与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3．巫昌祯：《婚姻与继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4．于静：《家庭法新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5．于静：《比较家庭法》，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6．史尚宽：《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7．章海山：《家庭伦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8．R.T.诺兰：《伦理学与现实生活》，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29．蔡治平：《家庭伦理与法律常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0．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31．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三联书店，2000年版。 

32．迈克尔·米特罗尔、雷因哈德·西德尔：《欧洲家庭史》，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33．A·托夫勒、朱志焱 译：《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 

34．邓伟志、徐新：“当代中国家庭的变动轨迹”，《社会科学》2000年 10期。 

35.沈崇麟、杨善华、李东山：《世纪之交的城乡家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6.徐安琪、叶文振：《中国婚姻质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37.巫昌祯、王德意、杨大文:《当代中国婚姻家庭问题》，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宗教社会学 
Sociology of Religion 

课程号：52301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必修/主干）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先介绍学科基础知识（第 1、2章），接着分别详细介绍世界各大宗教（第

3、4、5、6、7、8章），然后介绍不同的社会学理论对这宗教题的研究和观点（9、10、11章），以

此启发学生对宗教现象进行社会学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就科学的兴起、宗教遇到的挑战和宗教的未

来进行探讨（第 12、13、14、15、16章），最后探讨中国人的信仰（第 17章）。本课程的目的是使

学生能够了解宗教现象的复杂性、特殊性，掌握宗教现象的判定原理，具备分析宗教现象的实际能

力。能够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功能主义、冲突论、互动论和后现代主义等，对当代宗教现象、它

们的相互关系及其存在的原因进行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理解和剖析。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章  宗教社会学简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宗教。 

宗教的词源 

宗教的定义 

宗教的元素 

世界十大宗教 

世界主要宗教信徒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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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神学和佛学 

神学 

佛学 

第三节：宗教学 

宗教学 

宗教学分支：宗教史学、宗教文献学、宗教人类学、宗教文化学、宗教现象学、宗教哲学、宗

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语言学 

第四节：宗教社会学 

定义和内容 

学习目标： 

1．了解宗教、神学和佛学、宗教学、宗教社会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2．掌握宗教、神学和佛学、宗教学、宗教社会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作业： 

思考题：试问宗教、神学和佛学、宗教学、宗教社会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知识单元 2：第二章  宗教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宗教学研究的范式变革。 

第一，旧范式断言宗教是错谬的和有害的，新范式则认定宗教行为同其他人类行为一样，主要

是理性的。 

第二，旧范式预言宗教会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注定要衰落直至消亡，新范式则指出宗教变化同

现代化没有必然的联系。 

第三，旧范式把宗教当作其他东西的附带现象，是件“外衣”，竭力挖掘在宗教之外的所谓实

质（人的属性、社会、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等），把宗教对于社会道德等方面的正面影响归约为宗

教之外的那个所谓实质所带来的影响。新范式则既承认不同社会因素对于宗教现象的影响，又把宗

教现象当作有其自身本质的宗教存在。 

第四，旧范式把宗教当成心理现象，即把宗教看成是属于个人的，不同心理性格的人对宗教有

不同的接纳，比如认为有些人的心理状态容易陷入膜拜邪教。新范式则把宗教当作社会现象，是属

于社会的或社会群体的。 

第五，旧范式认定宗教多元性有损宗教自身发展，认为宗教的辉煌时期是一个宗教的垄断时期，

比如，把中世纪的西欧天主教当作宗教常态，而把近现代的宗教多元局面当作非常态，当作一切宗

教共同走向消亡的一个过渡阶段。新范式则认为宗教多元性会带来宗教总体的兴盛，而宗教多元性

才应该是常态。 

第二节：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 

社会行动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一，目的合理性行动。这种行动把对外界以及他人行为的期待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 

二，价值合理性行动。它表现为对纯粹自身行为本身的绝对价值所持的自觉信仰，无论这种价

值是表现在伦理上、美学上、宗教上，还是表现在其他方面。这种行动并不考虑有无现实的成效。 

三，情感或情绪的行动。即由于现实的感情冲动和感情状态所引起的行动。 

四，传统的行动。即通过习惯而进行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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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分析模型:系统行为的内部分析法 

宏观现象之间的关系可以分解为三块，首先是个人行动的结果影响着他人的行为，这是宏观到

微观的转变，其次是个人有目的的行动，最后是个人行动的结合产生宏观水平的结果，这是微观到

宏观的转变。于是，解释宏观现象，包括解释三种类型的关系：宏观到微观的转变、个人有目的的

行动以及微观到宏观的转变。 

学习目标： 

1．了解宗教学研究的范式变革、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分析模型:系统行为的内部分析法。 

2．掌握宗教学研究的范式变革、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分析模型:系统行为的内部分析法。 

作业： 

思考题： 

1.试述宗教学研究的范式变革。 

2.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的特点。 

3.简述分析模型:系统行为的内部分析法。 

知识单元 3：第三章  犹太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犹太人与犹太教。 

犹太人。 

犹太人口与分布 

犹太人不可思议的成就 

第二节：犹太教基本教义 

犹太教 

犹太教是世界上首个崇拜单一主神（一神信仰）(YHWH 希伯来语:“ה ו ה י  ”)的宗教，是希

伯来人内部的民族宗教。 

先知亚布拉罕 

基本教义 

严守十诫和律法。 

相信犹太人是天主的选民 

期盼弥赛亚的降临，拯救整个犹太民族。 

第三节：犹太教伦理 

1.原罪和弥撒亚情节 

2. 契约与诚信 

3. 禁欲主义和戒律：十诫 

4. 公平与公正大于仪式 

第四节：犹太教的文化观 

《塔木德》Talmūdh 塔木德 

第五节：犹太教的政治观 

犹太人把“自由”这个概念作为民族存在的基础已经有三千年了。 

“平等”是指在遵循律法的责任上，每个人都没有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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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犹太教的经济观 

犹太人应该被称作“节俭家” 

第七节：深远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犹太人与犹太教、犹太教基本教义、犹太教伦理、犹太教的文化观、犹太教的政治观、

犹太教的经济观和犹太教的影响。 

2．掌握犹太人与犹太教、犹太教基本教义、犹太教伦理、犹太教的文化观、犹太教的政治观、

犹太教的经济观和犹太教的影响。。 

作业： 

思考题： 

1. 犹太教基本教义。 

2. 犹太教的伦理观 

3. 犹太教的文化观 

4. 犹太教的政治观 

5. 犹太教的经济观 

6. 犹太教对世界的深远影响 

知识单元 4：第四章  基督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基督教简介 

第二节：基督教的经典 

基督教基本经典是基督教圣经，由《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两大部分构成，有四十余位执

笔作者，前后写作时间跨越约 1600年。 

第三节：基督教基本教义 

1. 独一神（或唯一天主／独一上帝） 

2. 三位一体：独一神有圣父、圣子、圣灵（又译为圣神）三个位格，圣父是万有之源，圣子

是耶稣基督，圣神是神的灵。 

3. 创造：神创造了天地万物，最后照自己圣洁良善的形象造人，乃是造男造女，名为亚当和

夏娃。 

4. 罪与死： 

5. 基督救赎： 

6. 复活与永生： 

第四节：基督教伦理 

有很多的圣经经文说明“爱”是基督教信仰的道德观的最重要的一点，神对人最大的诫命是要

爱神、爱人。另外，基督教也强调认罪、悔改、饶恕、谦卑等等。“十诫”和“登山宝训”是圣经

中对道德的比较集中的论述。 

第五节：基督教礼仪和组织形式 

关于圣礼，天主教规定七件圣事，即圣洗、坚振、告解、圣体、圣品、终傅和婚配。东正教圣

礼也是七件。抗罗宗的古典派信义会、圣公会和归正会只采用两种圣礼，即洗礼和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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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基督教与现代性 

1.爱与平等 

2．殉道 

3.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学习目标： 

1．了解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基督教的伦理、基督教礼仪和组织形式、基督教与现代性之间的

关系。 

2．掌握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基督教的伦理、基督教礼仪和组织形式、基督教与现代性之间的

关系。 

作业： 

思考题： 

1.基督教的基本教义 

2.基督教的伦理 

3.基督教礼仪和组织形式 

4.基督教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知识单元 5：第五章  伊斯兰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伊斯兰教简介 

伊斯兰教的宗教习俗包括五功，是为“念、礼、斋、课、朝”，五功是穆斯林需要奉行的五个

义务。 

第二节：伊斯兰教基本教义与伦理。 

伊斯兰教的基本神学观念是认主学，即是伊斯兰教的一神论。 

穆斯林认为古兰经是真主的原话，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经籍。 

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先知，他是创立伊斯兰教的宗教、政治及军事领袖。 

第三节：伊斯兰教仪式与组织 

五功：清真言、萨拉赫、天课、斋戒、朝觐： 

沙里亚法规(字面解作“前往温泉胜地的道路”)是由传统伊斯兰学术界所建立的伊斯兰法律，

大部分的穆斯林都坚守沙里亚法规。 

主流的伊斯兰法律并没有将“宗教事务”及“国家事务”分开，阿訇既是法学家，也是神学家。 

殡葬 

圣战 

第四节：伊斯兰教与现代性讨论 

伊斯兰世界的刻板印象“好战”与“恐怖主义” 

沉重的传统（地理、历史和文化） 

被西方长期殖民的伤害 

与基督教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被妖魔化 

现代性进程中的挫折：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平等 

 结论：伊斯兰教恰恰是解铃之钥 

第五节：“革命”的西方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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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被奴役者的犹太教 

追求爱与平等的基督教 

源自边缘游牧部落的伊斯兰教 

学习目标： 

1．了解伊斯兰教基本教义与伦理、伊斯兰教仪式与组织、伊斯兰教与现代性讨论。 

2．掌握伊斯兰教基本教义与伦理、伊斯兰教仪式与组织、伊斯兰教与现代性讨论。 

作业： 

思考题： 

1.伊斯兰教基本教义与伦理 

2.伊斯兰教仪式与组织 

3.伊斯兰教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知识单元 6：第六章  新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历史背景： 

第一节：新教简介 

新教，即基督教新教，是由 16 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会的教会和基督徒形成的一系

列新宗派的统称，与“公教”、“正教”并列为基督教三大派别。 

第二节：历史。 

产生的背景： 

教派的形成： 

神学的发展： 

第三节：新教的基本教义 

新教强调因信称义、信徒人人都可为祭司和《圣经》具有最高权威三大原则。这是和天主教针

锋相对的，是新教各派共同的特点。 

因信称义： 

信徒皆祭司： 

圣经为最高的权威： 

圣礼： 

第四节：新教的组织制度 

新教一般有三种制度：主教制、长老制和公理制。一般来说，公理制比较多教会采用。 

主教制： 

长老制： 

公理制： 

政教关系： 

第五节：新教与现代性 

欧洲宗教改革运动（1517-1648） 

首先，路德否认宗教权威，阐述了世俗法律的重要性和教理自由解释权的合理性。 

其次，路德又在宗教体制上确立了地方自治、地方教区自由发展的合理合法性。 

最后，在社会生活方面，路德也大胆挑战当时的某些清规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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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停滞是很多社会的常态，是那些因素导致社会变迁/演进？ 

是宗教改革还是文明复兴？是宗教改革导致文明的转型，还是文明的转型导致宗教革命？ 

学习目标： 

1．了解新教产生的背景、新教的基本教义、新教的组织制度、新教与现代性之间的甚深关系。 

2．掌握新教产生的背景、新教的基本教义、新教的组织制度、新教与现代性之间的甚深关系。 

作业： 

思考题： 

1.新教产生的背景。 

2.新教的基本教义。 

3.新教的组织制度。 

4.新教与现代性之间的甚深关系。 

知识单元 7：第七章  印度宗教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印度的宗教。 

印度是世界上受宗教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宗教的影响深入到它的社会与文化的每一部分。宗

教在这个国家及其绝大部分人民的生活中扮演中心和决定性的角色。 

印度是一个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国家，宗教也众多，几乎能在印度找到世界上所有的宗教，被

称为“宗教博物馆”。 

印度的主要宗教： 

印度教(HINDUISM)：82%；伊斯兰教(ISLAM)：12%；基督教(CHRISTIANSM)：2.3%；锡克教

(SIKHISM)：1.9%；佛教(BUDDHISM)：0.8%；耆那教(JAINISM)：0.4%，祆教、犹太教和巴哈伊教也

是有影响的宗教，但人数稍少。尽管宗教在印度的影响很大，但是也有不少人接受无神论和不可知

论。 

第二节 印度教 

一、历史起源： 

二、信仰和学说 

1.多神崇拜的主神论 

2.四种姓分立 

3.因果报应及生死轮回 

4.祭祀万能与崇尚苦行 

5.承认吠陀的权威 

三、派别 

师摩多派（Smārtism）、毗湿奴派（Vaishnavism）、湿婆派（Shaivism）、性力派（Shaktism） 

四、伦理观和社会观 

社会等级制度 

四、总结 

无法对印度教作出一个准确的定义，它既是有神论的宗教，又是无神论的宗教，既是多元论的

宗教，又是一元论的宗教；既是禁欲主义的宗教，又是纵欲主义的宗教；既是宗教信仰，也是生活

方式等等。 

第三节 锡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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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教义 

第四节 耆那教 

耆那宇宙观 

信仰和实践 

学习目标： 

1．了解印度的宗教状况、印度教的教义和状况、锡克教的教义和状况、耆那教的教义和状况。 

2．掌握印度的宗教状况、印度教的教义和状况、锡克教的教义和状况、耆那教的教义和状况。 

作业： 

思考题： 

1.印度的宗教状况。 

2.印度教的教义和状况。 

3.锡克教的教义和状况。 

4.耆那教的教义和状况。 

知识单元 8：第八章  佛教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佛教简介。 

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的悉达多·乔达摩（佛号释迦牟尼）在大约西元前 6

世纪对于佛弟子所开示的教导，后发展为宗教。在世界上尤其是对于东亚和南亚地区具有广泛的影

响。至 2010年，全世界约有 8亿左右佛教信众，人数仅次于基督教、伊斯兰教。 

正是婆罗门在政治、文化、思想等领域的特权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会现状革新的思潮，史称「沙

门新思潮」（梵文：Sramana），其中就包含了宗教改革的佛教。在公元前六世纪到五世纪，出现了

各种非婆罗门思想，主要有以下六个流派：阿耆多派、散惹夷派、末伽梨派、不兰迦叶派、波浮陀

派、尼干子派，被戏称为裸行外道，后来发展成为耆那教。至今，耆那教在印度仍有信仰者 

第二节 背景及历史   

第三节 基本教义 

佛教的基本教义从解脱众生苦难为出发点，以四谛十二缘起为核心。 

轮回 

三法印 

四圣谛 

四圣谛分为三转十二行 

十二因缘 

第四节 部派 

某些佛教信仰者认为：佛教各宗派之间并无明显矛盾，只是修学方法的重点和次第不同。 

第五节 戒律 

佛教徒(佛弟子)可分为出家众和在家众。依性别，在家众可分为优婆塞、优婆夷等二众。出家

众再细分出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式叉摩尼称五众，与在家二众合称七众。 

学习目标： 

1．了解佛教的背景及历史、佛教的基本教义、佛教的组织和部派、佛教的戒律。 

2．掌握佛教的背景及历史、佛教的基本教义、佛教的组织和部派、佛教的戒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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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思考题： 

1.佛教的背景及历史。 

2.佛教的基本教义。 

3.佛教的组织和部派。 

4.简述佛教的戒律。 

知识单元 9：第九章  宗教与社会整合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概念。 

社会整合：社会不同的因素、部分结合为一个统一、协调整体的过程及结果。亦称社会一体化。

它是与社会解体、社会解组相对应的社会学范畴。社会整合的可能性在于人们共同的利益以及在广

义上对人们发挥控制、制约作用的文化、制度、价值观念和各种社会规范。 

社会解组 

社会解体 

第二节 涂尔干的宗教观 

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 

第三节帕森斯的宗教观 

AGIL 

第四节 宗教与认同建构 

1.标准或典范。 

2.作为参照群体的宗教社会网络。 

3.同神的互动。 

4.维持认同变迁的机制。 

5.意义和安全体系。 

尽管每种宗教在信徒的认同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种过程的本质却相当不同。 

基于社区的认同 

个人主义的认同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整合、社会解组和社会解体的定义；涂尔干的宗教观；帕森斯的宗教观；宗教与

认同建构。 

2．掌握社会整合、社会解组和社会解体的定义；涂尔干的宗教观；帕森斯的宗教观；宗教与

认同建构。 

作业： 

思考题： 

1. 社会整合、社会解组和社会解体的定义 

2. 涂尔干的宗教观 

3. 帕森斯的宗教观 

4. 宗教与认同建构 

知识单元 10：第十章  宗教与社会冲突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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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第一节 基本概念。 

冲突的产生及功能 

具体冲突的原因可能是各种各样的，但归根结柢是由社会不平等造成的，其中主要是财产、权

力和声望分配的不平等。冲突的破坏作用显而易见，但也有刺激社会进步的作用。 

对冲突的社会功能，社会学界存在不同意见。结构功能主义对冲突采取否定态度，而冲突理论

则强调冲突的正功能，认为一个社会中存在错综复杂的冲突，可以防止社会分裂和社会僵化。 

第二节 宗教冲突的学说 

社会整合意味着社会冲突，冲突可以是建设性或者毁灭性的。冲突是文化革新的主要源泉，也

是锻造我们现有传统的熔炉。暴力冲突是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的基本构成部分，与宗教活动紧密相关。

我们不必担心冲突本身，要警惕的是为暴力活动所加剧的争斗。现代主义、多元文化融合主义和现

代暴力工具的独特汇流所造成的问题并不是冲突，而是毁灭。 

异端邪说之见 

第三节 宗教与暴力的问题 

每个宗教信仰都有一个关于暴力使用的矛盾主题，从而引起诸多混乱和矛盾。 

暴力的宗教根源 

西方的战争神 

东方宗教中的暴力说 

第一，在东方的宗教体系中，不论是印度教和佛教，还是其它的耆那教和道教，教义的核心都

是强调非暴力。 

第二，东方的宗教教义不如西方（基督教）有权威，它们跟多样化，不受束缚。不会强制性地

要求选择立场。 

第三，甘地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现代人对印度教和基督教中暴力概念的理解，强调了以前处

于次要地位的教义，即非暴力。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冲突的基本概念、关于宗教冲突的学说、宗教与暴力的问题。 

2．掌握社会冲突的基本概念、关于宗教冲突的学说、宗教与暴力的问题。 

作业： 

思考题： 

1.社会冲突的基本概念。 

2.关于宗教冲突的学说。 

3.宗教与暴力的问题 

知识单元 11：第十一章  宗教与非暴力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对暴力的宗教批判 

1.暴力违背了人的本性，或者违背了宇宙万物的天性 

2.暴力除了制造出一系列暴力活动，从长远看没有任何效用 

3.暴力是一种罪恶，是不正义的行为，神不愿看到暴力 

第二节 宗教对非暴力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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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的非暴力历程。 

甘地的非暴力主张有三个宗教论点： 

1.非暴力是宇宙的法则。 

2.甘地向人们示范了，即使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非暴力也一样可行。 

3.甘地相信，非暴力在道德上高于暴力，即使在一个人奋战时也应执行到底。 

转变观念 

1.用传统标准批判当前的战争 

2.将古老的战争故事精神化宗教化，使之成为服务于非暴力斗争的寓言 

3.动员宗教组织的各种资源去反对暴力，倡导非暴力 

4.将宗教信仰中的道德思想散播到更广泛的文化中，使宗教信仰世俗化，而不再封闭在宗教的

“包裹”内 

用旧标准做新批判 

战争故事宗教化 

团体组织资源 

宗教非暴力的世俗化 

宗教和非暴力的社会运动 

亚欧非暴力抗议 

第三节 伊斯兰教与非暴力 

和其它宗教一样，伊斯兰教也包含有战斗和反战两种主题。各种宗教信仰都有一个暴力矛盾论，

伊斯兰教也不例外。 

非暴力的两个方面 

《古兰经》悖论 

伊斯兰教传统中的非暴力斗争 

伊斯兰教的非暴力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 

伊斯兰教与公平 

第四节 混乱还是统一 

社会学的想象力 

多元文化下的宗教宽容 

冲突和变革的故事 

学习目标： 

1．了解对暴力的宗教批判、宗教对非暴力的贡献、伊斯兰教与非暴力、多元文化下的宗教宽

容。 

2．掌握对暴力的宗教批判、宗教对非暴力的贡献、伊斯兰教与非暴力、多元文化下的宗教宽

容。 

作业： 

1.对暴力的宗教批判 

2.宗教对非暴力的贡献。 

3.伊斯兰教与非暴力。 

4.多元文化下的宗教宽容 

知识单元 12：第十二章  宗教与现代性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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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Modernity）是指一种新的、与以前不同的社会秩序。强调创新、变化和进步的一个

权力、知识与社会实践的特殊聚合体。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

现代性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了高效率的

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为核心的价值理念。 

第二节 帕森斯的模式变量 

模式变量的五对范畴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扩散性与专一性，情感性与中立性，先赋性与自获

性，私利性与公益性。 

第三节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韦伯试图论证下面这个假设：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有相关性，而且是正相关。 

它的思路可简单表述如下：首先他发现在任何社会都大量存在这两种现象（或极端）：1.对一

切戒律的鄙视，由此带来对财富的不择手段的攫取和毫无约束的挥霍。2.对世俗的鄙视，由此带来

对金钱的鄙夷和对社会义务的漠视或逃避。而这两种人生观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有较大的抵触。 

第四节 《现代化的本质》 

作者认为现代化的本质在以下四个方面：1.政治上三权分立民主制，有制度化的行政官僚。2.

经济上，实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3.社会上，由公民组织成目的化功能化的团体，比如学校医院，

基于原则事务的同事关系取代了传统的基于地缘血统的主仆君臣关系。4.文化上，理性的普遍主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科学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取代了特殊主义(老乡，同宗族关系)，个人主义取

代了传统的习俗观念。 

于歌的基本结论是，现代化的本质是什么呢，是制度层面上的普遍主义，和灵魂层面上的个人

主义。主要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英语国家，在对上帝主权的信靠中，脱离各种传统主义、特殊主义

对世界的割据，建立了一个普遍主义的世界观及制度范式。并在“因信称义”的《圣经》教导中，

唤醒了每一个个体位格的真实、尊贵和责任。从而激发出源源不断的个人主义的创造力。从瑞士到

荷兰，从英格兰到美利坚，民族国家的崛起，不过是这一世界观的平面设计。 

学习目标： 

1．了解现代性的基本概念、帕森斯的模式变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现代化的本质》。 

2．掌握现代性的基本概念、帕森斯的模式变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现代化的本质》。 

作业： 

思考题： 

1. 现代性的基本概念。 

2.帕森斯的模式变量。 

3.《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4.《现代化的本质》 

知识单元 13：第十三章  宗教与科学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宗教与科学的起源和关系。 

第二节：宗教与科学的不同发展方向 

第三节：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宗教与科学的同一起源、宗教与科学的不同发展方向、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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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宗教与科学的同一起源、宗教与科学的不同发展方向、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作业： 

思考题： 

1.宗教与科学的起源和关系。 

2.宗教与科学的不同发展方向。 

3.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知识单元 14：第十四章  宗教与政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基本概念。 

政教合一制度（caesaropapism） 

政教分离(英语：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指的是宗教权力和国家、政府的统治权

力的分割， 

宗教自由或信仰自由是指一个人可以在一个社会中自由选择其宗教信仰和在这个社会中公开

参加这个宗教信仰的仪式和传统或者选择不信仰任何宗教而不必担心受社会的迫害或歧视。 

台湾的宗教信仰 

第二节：印度教与政治 

第三节：佛教与政治 

第四节：基督教与政治 

第四节：伊斯兰教与政治 

学习目标： 

1．了解宗教与政治的基本概念、印度教与政治、佛教与政治、基督教与政治、伊斯兰教与政

治。 

2．掌握宗教与政治的基本概念、印度教与政治、佛教与政治、基督教与政治、伊斯兰教与政

治。 

作业： 

思考题： 

1.宗教与政治的基本概念。 

2.印度教与政治。 

3.佛教与政治。 

4.基督教与政治。 

5.伊斯兰教与政治。 

知识单元 15：第十五章  现代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虽然现代世界的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和民主革命产生的文化思想，与 21 世界早期的文化思想

之间存在相当紧密的连续性，但是很多人都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后现代时代，这个时代正在经

历另一次变革，其重要性完全不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此变革。本章研究过去二百年间发生的两次

文化巨变：现代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对宗教的双重危机，以及它们在世界文化和宗教中引起的不同

反应。 

第一节 从地方性宗教到世界性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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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每个主要宗教都根源于某个地方性的原始宗教，它们通常是某一部落或氏族的信仰，有

着具体的地理位置。随着这些原始宗教的传播，它们与其他文化形式相会交融，变得更为国际化。 

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根源非但没有跟随那些旧传统就此没入历史的洪流，反而深刻地影响了每

个宗教后来发展的形式。 

（1）它的内部多样性 

（2）结构分化 

（3）陷入现代主义的两难境地 

第二节 现代主义的挑战 

宗教叛乱——危机的开始 

历史权变问题 

相对论问题 

反抗现代主义 

1.罗马天主教与现代主义 

2.反抗现代主义的继续 

第三节 现代主义危机的历史结局 

现代文化包含两个同时进行却又互相矛盾的趋势：日益一致性和日益多样化。现代主义挑战传

统宗教的直接后果如下： 

1.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个人主义取代宗教传统。 

2.公共生活世俗化、宗教私有化，使抱有不同信仰的人们可以有一个共同的社会生活。 

3.传统形式复苏 

4.准宗教形式的建设，履行了传统宗教如民间宗教和民族主义的许多社会职能和心理职能。 

5.通过融合过程，创建宗教信仰和实践的新形式。 

第四节 现代主义危机与 21世纪 

一方面，宗教信仰这一概念在工业社会遭到世俗思想的质疑；另一方面，来自宗教思想各个流派

的人们接触到其它传统的各种观念，关于那个编织细密、几乎无缝的神圣帷幕的观念，明显已经过时。 

第五节 多元文化主义的危机 

一旦发生文化冲突，每个传统的神圣帷幕都被迫在文化市场上进行竞争，并因此公开面对潜在

消费者的仔细审查。现代主义唤起的多元文化主义，已经促成以下后果： 

1.反现代主义运动，诸如基督教抗议神学和伊斯兰传统主义 

2.来自拉丁美洲和妇女运动的解放理论 

3.新的宗教和准宗教形式，如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民间宗教和民族主义。 

4.宗教融合，即，使不同宗教传统的要素以一个新的（经常会引起争议的）方式融合在一起的

宗教发展运动 

文化战争与反神学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从地方性宗教到世界性宗教带来的变化、现代主义的挑战、现代主义危机的历史结局、

现代主义危机与 21世纪、多元文化主义的危机。 

2．掌握从地方性宗教到世界性宗教带来的变化、现代主义的挑战、现代主义危机的历史结局、

现代主义危机与 21世纪、多元文化主义的危机。 

作业：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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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地方性宗教到世界性宗教带来的变化。 

2.现代主义的挑战。 

3.现代主义危机的历史结局。 

4.现代主义危机与 21世纪。 

5.多元文化主义的危机 

知识单元 16：第十六章  新兴宗教运动：宗教的未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伴随着古代宗教以传统主义、各种宗教复兴及宗教重建等形式重生，作为对现代主义的回应，

一些新的宗教形式也应运而生，其中包括公民宗教和综合性的宗教运动。综合性的宗教运动将怀有

不同兴趣的特殊群体凝聚在一起，融合了各种宗教传统与世俗力量。新世纪的宗教复兴，是古代仪

式和信仰的新旧动态混合的，也是近期宗教运动复兴和社会运动诸如女性运动及环境运动之类的对

宗教信仰和制度的影响所致。随着全球化步伐加快，全球文化的交汇及对广泛社会变迁的应对，使

得精神生活变得更加有趣和多样。 

第一节 公民宗教与民族主义。 

公民宗教这一概念，最初由卢梭和托克维尔提出。涂尔干曾就宗教在集体生活中的作用发表过

独到的见解，与公民宗教的观点基本相似。公民宗教之所以广泛流行主要原因有二： 

（1）人口移民及人为构建的国家（通常由殖民大国建立）中存在多元信仰体系，公民宗教可

以保证文化统一 

（2）公民宗教可以在功能上替代传统宗教，后者往往由于跟旧秩序联合而颇受非议（特别再

社会主义国家） 

地球村中的公民宗教 

第二节 宗教融合与新兴宗教运动 

新兴宗教运动的社会学意义 

美国的新宗教 

自始至终，宗教多样化一直是美国历史的显著特征。 

1.并非所有新宗教都完全一样 

2.源于亚洲的反文化运动 

3.女神崇拜 

4.新基督教与神恩复兴运动 

5.都有谁参加 

6.“信仰网络” 

7.新宗教运动与反新宗教运动 

8.洗脑和教化 

9.如何对待新宗教 

第三节 宗教的新形式 

世俗论的一种观点提出，现代世界中新的文化形式，实际上是一种无形的宗教。卢曼认为“个

体自治，自我表达、自我实现、精神气质流动、性欲及家族主义”的中心文化主题，以及其他一些

稍微次要的主题，共同构成所谓“无形的宗教”，因为它们自称在现代文化中有“神圣地位”，却没

有明确的传统宗教组织。 

宗教仪式和世俗仪式几乎只有一线之隔，两者沿着同一社会形式发展，从最神圣到最世俗。在

现代与后现代社会，从政治运动和电视广告到摇滚音乐会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等，在涂尔干看来，这



10648 

些世俗仪式履行了众多的宗教职能，促进了社会团结和集体身份建构。 

第四节 妇女运动 

1.妇女与牧师 

2.非父权制传统 

3.女神与半神 

第五节 环境运动 

第六节 建构与重构宗教生活 

学习目标： 

1．了解公民宗教与民族主义、宗教融合与新兴宗教运动、宗教的新形式、宗教中的妇女运动、

宗教中的环境运动、建构与重构宗教生活。 

2．掌握公民宗教与民族主义、宗教融合与新兴宗教运动、宗教的新形式、宗教中的妇女运动、

宗教中的环境运动、建构与重构宗教生活。 

作业： 

思考题： 

1.公民宗教与民族主义。 

2.宗教融合与新兴宗教运动。 

3.宗教的新形式。 

4.宗教中的妇女运动。 

5.宗教中的环境运动。 

6.建构与重构宗教生活 

知识单元 17：第十七章  中国人的信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中国人的性格》和精神追求。 

第二节《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 

第三节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第四节 法家的核心思想和理念 

第五节 结论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人的性格》和精神追求、《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杨庆堃《中

国社会中的宗教》、法家的核心思想和理念。 

2．掌握《中国人的性格》和精神追求、《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杨庆堃《中

国社会中的宗教》、法家的核心思想和理念。 

作业： 

思考题： 

1.《中国人的性格》和精神追求。 

2.《王权的图腾化(政教合一与中国社会)》。 

3.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 

4.法家的核心思想和理念。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宗教社会学简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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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  宗教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2  

3 第三章  犹太教 2  

4 第四章  基督教 2  

5 第五章  伊斯兰教 2  

6 第六章  新教 2  

7 第七章  印度宗教   第八章  佛教 2  

8 第九章  宗教与社会整合 2  

9 第十章  宗教与社会冲突 2  

10 第十一章  宗教与非暴力 2  

11 第十二章  宗教与现代性 2  

12 第十三章  宗教与科学 2  

13 第十四章  宗教与政治 2  

14 第十五章  现代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 2  

15 第十六章  新兴宗教运动：宗教的未来 2  

16 第十七章  中国人的信仰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宗教与社会整合、宗教与社会冲突、宗教与现代性、政教关系、新兴宗教运动。 

难点：宗教与社会整合、宗教与社会冲突、宗教与现代性、政教关系、新兴宗教运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讲解。 

2.讨论课 

3.观看视频 

教学手段： 

1.使用 PPT 

2.播放视频 

3.布置课题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32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查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无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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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莱斯特·库尔茨：《地球村里的诸神：宗教社会学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 罗纳德·L. 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一种宗教社会学:a sociology of religion.

第八版》，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 

2. 胡安宁：《宗教社会学：范式转型与中国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 马克斯·韦伯著 康乐, 简惠美译：《宗教社会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4. (美) J·M·Yinger 编著 李向平, 傅敬民译：《宗教社会学经典快读》，北京:宗教文化出

版社，2006  

执笔：黎安  审稿：黎安 审定：社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9日 

 

现代调查理论与方法 
Survey Research Method 

课程号：3070300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行政管理和公共事业管理等）的专业必修课程（专业选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 了解社会调查的历史及其现代社会调查的特点。 

2、 掌握完成一项社会调查所需的程序、步骤、策略及其所要注意的问题。 

3、 掌握统计资料的分析方法，以及如何将研究的成果呈现出来。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使学生掌握社会调查的基础知识、社会研究的原

理、统计分析的原理，了解社会调查中的概念，为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

研究方法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2课时  

学习内容： 

一、 社会科学研究概说 

二、 社会调查及其历史 

学习目的： 

了解社会科学研究的性质和特点，以及社会调查的历史发展 

作业：科学研究的特点是什么？ 

知识单元 2：选择调查课题 

参考学时：1课时 

学习内容： 

一、调查课题的选择 

二、课题的明确化 

学习目的： 

课题选择对于整个调查工作和调查过程具有重大的意义，本单元要求掌握选题的技巧。课题的

选择是本章的重点，而课题的明确化则是难点。 

作业：请根据选题的原则选择一个调查课题，并对课题的目的和主要研究内容进行说明。 

知识单元 3：调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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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课时  

学习内容： 

一、调查目的  

二、研究对象  

三、时间框架 

学习目的： 

学习如何对整个调查研究工作进行规划，确定研究的最佳途径。其中对研究对象的分析是难点，

而有关调查目的和时间框架的问题需要学生了解和理解。 

作业：试述描述性调查、解释性调查、探索性调查的特点及其关系。 

知识单元 4：测量 

参考学时：2课时 

学习内容： 

一、概念、变量及指标 

二、操作化 

三、测量及其层次 

四、评估测量质量的标准：信度与效度 

学习目的： 

测量是社会调查中关键的步骤和内容。测量的层次是这一章的重点，而信度与效度及其它们之

间的关系是难点。 

作业：试将“越轨行为”、“上进心”、“媒介接触”操作化为一组测量指标。 

知识单元 5：抽样 

参考学时：2课时 

学习内容： 

一、抽样与抽样调查 

二、非概率抽样 

三、概率抽样 

学习目的： 

抽样是选择调查对象的程序和方法，在整个调查中关系重大。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抽样的

基本术语和非概率抽样方法及概率抽样方法。 

作业：什么是抽样中的随机性？ 

知识单元 6：问卷设计 

参考学时：5课时 

学习内容： 

一、问卷的类型和结构 

二、问卷设计基本原则 

三、问卷设计主要步骤 

四、问卷设计的具体方法 

学习目的：问卷是社会调查中收集资料的一种工具，问卷设计是社会调查过程的难点之一。通

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问卷的类型和结构，以及基本原则和主要步骤，重点和难点是问卷设计的具

体方法。 

作业：找几份实际社会调查中所用的问卷，结合本章的内容，对这些问卷进行分析和评价。 

知识单元 7：资料收集 

参考学时：4课时 

学习内容： 

一、自填问卷 



10652 

二、结构式访问 

学习目的： 

资料收集是社会调查中最复杂、最辛苦的一项工作。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了解如何做自填问卷

和结构式访问。 

作业：试比较个别发送法、邮寄填答法、集中填答法各自的优缺点，并说明在实际应用中应注

意什么。 

知识单元 8：资料整理 

参考学时：2课时 

学习内容： 

一、原始资料的审核与复查 

二、资料的编码与录入 

学习目的： 

了解和理解如何对原始资料进行某种特定方式的处理，使之成为进行统计分析的基本数据。 

作业：找几篇社会科学刊物上的调查报告，看看它们采用了哪些统计图表。 

知识单元 9：单变量描述统计 

参考学时：5课时 

学习内容： 

一、变量的分布 

二、集中趋势分析 

三、离散趋势分析 

学习目的： 

变量统计描述是对某一变量的数量特征所作的描述，它是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统计。通过本章

学习了解集中趋势分析和离散趋势分析以及变量的分布。 

作业：某校去年新生中女生的比例为 40%，在今年招收的新生中，随机抽取 100名进行调查，

发现女生为 38名。问今年招收的新生中女生比例是否有所下降。 

知识单元 10：双变量统计分析 

参考学时：5课时 

学习内容： 

一、交互分类表 

二、消减误差比例 

三、相关分析 

学习目的：双变量分析是人们用来探索变两间的各种关系，探索社会现象发生、发展和变化规

律的有用工具，是多变量分析的基础和准备。了解相关分析，消减误差比例和交互分类表。 

作业：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二）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环节为调查研究  共 6学时 

参考学时：6学时 

实践内容：设计问卷，发放问卷，回收问卷，统计分析 

实践要求：自己选题，设计问卷，并根据问卷回收的资料撰写研究报告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绪论 3  

2 选择调查课题和调查设计 3  

3 测量 3  

4 抽样 (一) 3  

5 抽样（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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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问卷设计（一） 3  

7 问卷设计（二） 3  

8 资料收集和整理 3  

9 单变量的统计分析 3  

10 双变量的统计分析 3  

11 完成一份问卷调查 3  

12 完成一份问卷调查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是一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课程，与其他的课程虽然关系紧密，但并不是先修课程与后

续课程的关系。一名大学本科生，不需要其他的先修课程也完成可以听得懂。它本身就是一个独立

的研究方法，也不必有什么后续的课程与之相联系。 

2、课程重点与难点 

重点：抽样方法、问卷设计方法 

难点：统计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程除课堂讲授外需学生自己进行一项调查研究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风笑天著：《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第五版。本教材是普通高等教

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郝大海：《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2、艾尔．巴比著，《社会研究方法》，华夏出版社 2009年版 

 

伦理学原理 
The Principle of Ethics 

课程号：30703007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掌握伦理学的基本理论；2、了解当代伦理学的前沿问题；

3、认识到伦理与自身的密切关联，从而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并对社会和谐与进步发挥应有的

作用。 

本课程从探讨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与研究方法入手；追溯中西方伦理思想的历史演变

与主要思想特征；追究道德的起源、本质与功能；分析基本的道德范畴如义务、良心、幸福，道德

选择与道德评价，道德教育与道德修养；关照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道德建设，如家庭美德、职业道德、

社会公德；直面当前作为热点的应用伦理学问题，如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网络伦理等内容。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10654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2.对伦理学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 

3.伦理学的基本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掌握“伦理”、“道德”各自的含义及其之间的区分； 

2.掌握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正确处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 

作业：如何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理解“伦、理、道、德”的含义？ 

知识单元 2：伦理学与有关学科的关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伦理学与哲学 

2.伦理学与人类学 

3.伦理学与社会学 

4.伦理学与美学 

5.伦理学与心理学 

学习目标：了解伦理学与相关学科，比如哲学、美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关系，

进一步把握伦理学的特点。 

作业：伦理学与哲学、美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区别与联系有哪些？ 

知识单元 3：研究伦理学的任务与方法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研究伦理学的任务 

2.研究伦理学的方法 

3.伦理学研究与现时代 

学习目标： 

1.了解研究伦理学的任务，确立学习的目的； 

2.掌握学习研究伦理学的方法，学会如何研究伦理学。 

作业：研究伦理学的方法有哪些？ 

知识单元 4：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演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春秋战国时期的伦理思想 

2.秦汉至清代的伦理思想 

3.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特点 

学习目标：在总体上了解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演变进程以及主要的思想观点，把握中国传统伦

理思想的总体特点。 

作业：儒、道、墨、法家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5：西方伦理思想的演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伦理思想 

2.中世纪的宗教伦理思想 

3.近代西方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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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现代西方伦理思想 

5.西方伦理思想的主要特点 

学习目标：在总体上了解西方伦理思想的演变进程以及主要的思想观点，把握西方伦理思想的

总体特点。 

作业：西方伦理思想的特点是什么？ 

知识单元 6：道德的起源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旧伦理学说的道德起源说 

2.科学的道德起源说 

学习目标：了解在道德起源问题上的诸多不同观点，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道德起源说的科学

性。 

作业：科学的道德起源说是什么？ 

知识单元 7：道德的本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 

2.道德是特殊的规范调节方式 

3.道德是一种实践精神 

学习目标：通过本节学习，使学生掌握道德的本质，特别是要理解道德的深层本质。 

作业：如何理解道德是一种实践精神？ 

知识单元 8：道德的功能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道德的社会功能的定义与道德的社会规定性 

2.道德认识功能的特殊性 

3.道德调节功能的特殊性 

学习目标：了解道德的社会功能，认识到道德功能的特殊性。 

作业：道德的调节功能有哪些特殊性？ 

知识单元 9：道德范畴的概述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道德范畴的涵义 

2.道德范畴的形成过程 

3.道德范畴在规范体系中的地位 

学习目标：明确道德范畴的涵义，把握道德范畴的特殊性以及道德范畴在道德规范体系中的地

位。 

作业：道德范畴的涵义什么？ 

知识单元 10：道德义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道德义务的涵义 

2.道德义务的社会基础 

3.道德义务的特点 

学习目标：明确义务范畴的涵义，把握义务范畴的社会基础以及道德义务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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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道德义务的特点有哪些？ 

知识单元 11：良心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良心的涵义 

2.良心的社会基础 

3.良心在道德行为过程中的作用 

学习目标：明确良心范畴的涵义，把握良心范畴的社会基础以及良心在道德行为过程中的作用。 

作业：道德良心在道德行为过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知识单元 12：幸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幸福的涵义 

2.幸福的特点 

3.获得幸福的条件 

学习目标：明确幸福范畴的涵义，把握幸福的特点以及获得幸福的条件。 

作业：“好人一生平安”吗？ 

知识单元 13：道德选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道德选择的机制 

2.道德选择的自由 

3.道德选择的实现 

学习目标：明确道德选择的机制；理解道德选择的自由；把握道德选择的实现。 

作业：如何理解道德选择中的自由问题？ 

知识单元 14：道德评价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道德评价的标准 

2.道德评价的根据 

3.道德评价的方式 

学习目标：了解道德评价的标准，明确道德评价的根据，掌握道德评价的方式。 

作业：如何理解“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观点？ 

知识单元 15：道德教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道德教育的含义 

2.道德教育的过程及其特征 

3.道德教育的方法 

4.道德教育的社会制约因素 

学习目标：了解道德教育的含义、道德教育的过程及其特征，掌握道德教育的方法，明确道德

教育中的社会制约因素。 

作业：如何进行道德教育？ 

知识单元 16：道德修养 

参考学时：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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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道德修养的含义 

2.道德修养的基本矛盾 

3.道德修养的途径与方法 

4.道德境界 

学习目标：了解道德修养的含义，认识到道德修养的基本矛盾，把握道德修养的途径与方法，

努力提高个人的道德境界。 

作业：道德修养中存在哪些矛盾？ 

知识单元 17：家庭美德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家庭在伦理中的地位 

2.家庭美德的内涵及其社会作用 

3.家庭美德的主要规范 

学习目标：明确家庭在伦理中的始点性地位，了解家庭美德的内涵及其社会作用，把握家庭美

德的主要规范。 

作业：家庭在伦理中的地位是什么？ 

知识单元 18：职业道德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职业道德的内涵与特征 

2.职业道德的主要规范 

学习目标：了解职业道德的内涵与特征，掌握职业道德的主要规范，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自觉

遵守。 

作业：职业道德的主要规范有哪些？ 

知识单元 19：社会公德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公德的内涵与特征 

2.社会公德的主要规范 

3.加强社会公德的措施 

学习目标：了解社会公德的内涵与特征，掌握社会公德的主要规范，明确加强社会公德建设的

措施，积极遵守社会公德。 

作业：社会公德的主要规范有哪些？ 

知识单元 20：应用伦理学概述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伦理学的“应用”转向 

2.“应用”什么？ 

3.“应用”于什么？ 

4.如何“应用”？ 

学习目标：了解应用伦理学的基本概况，掌握应用伦理学之“应用”含义。 

作业：如何理解应用伦理学的“应用”涵义？ 

知识单元 21：环境伦理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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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当前的环境问题 

2.中外学术界探讨的主要环境伦理问题 

学习目标：了解当前严重的环境问题，认识到自然的价值和权利，积极投身环境伦理的建设之

中，倡导国际环保正义。 

作业：在环境问题上应该遵循“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 

知识单元 22：生命伦理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生命伦理的难题 

2.生命伦理的基本原则 

学习目标：了解生命伦理面临的一系列难题，掌握生命伦理的基本原则，以便化解生命伦理的

难题。 

作业：如何对待“安乐死”？ 

知识单元 23：网络伦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网络世界的伦理问题 

2.网络伦理规范 

3.网络伦理建设 

学习目标：了解网络世界存在的诸多伦理问题，掌握网络伦理规范，加强网络伦理建设，以便

净化网络空间。 

作业：“网恋”是否具有伦理合理性？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知识单元 1：伦理学的研究对象 3  

2 
知识单元 2：伦理学与有关学科的关系 

知识单元 3：研究伦理学的任务与方法 
3  

3 知识单元 4：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演变 3  

4 知识单元 5：西方伦理思想的演变 3  

5 
知识单元 6：道德的起源 

知识单元 7：道德的本质 
3  

6 
知识单元 8：道德的功能 

知识单元 9：道德范畴的概述 
3  

7 
知识单元 10：道德义务 

知识单元 11：良心 
3  

8 知识单元 12：幸福 3  

9 知识单元 13：道德选择 3  

10 知识单元 14：道德评价 3  

11 
知识单元 15：道德教育 

知识单元 16：道德修养 
3  

12 知识单元 17：家庭美德 3  

13 
知识单元 18：职业道德 

知识单元 19：社会公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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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知识单元 20：应用伦理学概述 

知识单元 21：环境伦理 
3  

15 
知识单元 22：生命伦理 

知识单元 23：网络伦理 
3  

16 复习、答疑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道德的本质、道德的功能、道德的诸范畴、道德选择、道德评价、道德教育、道德修养、

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道德建设。 

难点：道德的本质、道德选择、道德修养、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道德建设。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讨论法。 

教学手段： 

1.传统教学手段。 

2.电化教学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考试与平时测评相结合。课程总评中，期末考试成绩占 70%，平时成绩占 30％，

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国家重点教材，或者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伦理学原理》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伦理学》编写组：《伦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2年 5月第 1版（“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罗国杰《伦理学》，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2.章海山、张建如：《伦理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3.魏英敏：《新伦理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4.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5.任继愈：《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6.赵敦华：《西方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7.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 1964年版。 

8.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商务印书馆 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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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卢风、肖巍：《应用伦理学导论》，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2 年版。 

10.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执笔：赵庆杰  审稿：     审定：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31日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 
Principl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课程号： 3070600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旨在通过理论教学，研究思想政治的基本含义、范畴、对象、过程、机制，从而为现代公民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培养奠定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规律：从对象到价值 

参考学时：18学时 

学习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概论。 

2．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论。 

3．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论。 

4、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论。 

5、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条件和障碍 

学习目标： 

1．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过程、价值。 

2．掌握相关概念、方法论及原理。 

作业：阅读相关书籍。 

知识单元 2：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机制 

参考学时：18学时 
学习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沟通机制。 

2．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评价机制。 

3．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态环境的构成。 

4．思想政治教育学实施的组织。 

5.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目标机制。 

学习目标： 

1．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机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目标、内容、方法和途径等。 

2．理解和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机制的基本原则以及各种教学方法。 

作业： 

（1）论文习作：生态学原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和启示。 

知识单元 3：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组织实施论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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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想政治教育学实施的社会系统保障 

2．思想政治教育学实施的组织原则 

3. 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实践 

学习目标： 

1．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与实施 

2．理解和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学基本原理与创新实践的结合 

作业：（1）课外阅读相关书籍并在课堂展示和讨论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概论 3  

2 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论 3  

3 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论 3  

4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论 3  

5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条件和障碍 3  

6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沟通机制 3  

7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评价机制 3  

8 课堂讨论 3  

9 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态环境的构成 3  

10 思想政治教育学实施的组织 3  

11 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的目标机制 3  

12 思想政治教育学实施的社会系统保障 3  

13 思想政治教育学实施的组织原则 3  

14 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与实践 3  

15 课堂讨论 3  

16 总结与复习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社会心理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后续课程：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理论基础、主要内容、实施过程及价值目标。 

难点：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条件和障碍、思想政治教育学的评价

机制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案例分析。 

3.课堂研讨。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60％。 

7、作业要求：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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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邱柏生、董雅华 著：《思想政治教育学新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 10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仓道来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 3月第 1版，2006年 1月第 3次

印刷 

2. 陈立思主编：《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 5月第 1版。 

3. 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 7月第 3版。 

执笔：王嘎  审稿： 审定：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30日制订，2016年 6月 10日修订 

 

思想政治教育史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课程号：3070601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科学地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2、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规

律。3、总结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4、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知识、思想政治教

育原理、政治社会化原理，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概念，认识专业的研究范畴和专业研究

的基本方法等为进一步深造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第一专题  思想政治教育的初创和形成时期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的创立 

（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传播 

（2）思想政治教育的创立 

2.黄埔军校的思想政治教育 

（1）黄埔军校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机构 

（2）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 

（3）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4）黄埔军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 

3.《古田会议决议》---思想政治工作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1）《古田会议决议》的基本内容 

（2）《古田会议决议》的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 

4.工农红军的思想政治教育 

（1）健全政治工作条例和组织机构 

（2）思想政治工作是红军生命线原则的确立 

（3）思想政治教育为反“围剿”斗争服务 

学习目标： 

1．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思想政治教育创立的关系，了解黄埔军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工农红

军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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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对于革命的极端重要性。 

3．掌握黄埔军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掌握《古田会议决议》的主要精神。 

作业： 

1.试述黄埔军校时期的党代表制如何发挥文武平衡作用。 

2.试述黄埔军校时期政治部的主要职能。 

3.《古田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知识单元 2：第二专题  思想政治教育的成熟时期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宣传教育 

2.关于群众的教育 

（1)群众教育的性质和特点 

（2）群众教育的要求 

（3）群众教育的实践 

（4）群众教育的成果 

3.关于日本军人教育 

（1）教育日本军人的方式 

(2）教育日本军人的学校 

(3)对日本军人教育成果 

4.关于干部的教育 

（1）干部的恐慌 

（2）关于干部教育的思想 

（3）关于干部教育的内容和形式 

5.延安整风运动是党内教育的伟大创举 

（1）延安整风运动的发生和发展 

（2）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 

6.《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标志着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成熟 

（1）《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基本思想 

（2）《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精神在实践中的运用与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不同阶级阶层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 

2.认识对不同的对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异。 

3.掌握对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形式和重要性，掌握《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的内容和意义。 

作业： 

1.试述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形式。 

2.《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内容和意义。 

知识单元 3：第三专题  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时期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连队的教育工作 

（1）立功运动 

（2）团结互助运动 

（3）新式整军运动 

2.建国初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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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献   

学习目标： 

1.了解连队教育工作的主要形式，了解对广大农民和国统区人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与解放战争

胜利的关系。 

2．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要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 

3．掌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内容和意义。 

作业: 

1.试述解放战争中作为诉苦的操作方法。 

2.《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知识单元 4.第四专题 思想政治教育的曲折前进严和重挫折时期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曲折前进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教训 

（1）正确估计形势是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 

（2）开展调查研究，发扬民主，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优良作风 

（3）榜样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形式 

（4）加强理论学习，繁荣文学艺术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 

 2.“文化大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挫折和教训 

学习目标： 

1.了解思想政治教育遭受曲折和严重挫折的原因和危害。 

2.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与政治环境的关系。 

作业: 

1.试述典型塑造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2.试述样板戏作为一种政治仪式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局限。 

知识单元 5：第五专题  思想政治教育的拨乱反正和发展的新时期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邓小平理论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指针 

（1）对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2）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四有”新人 

（3）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4）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2．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探索 

（1）思想政治教育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服务 

 (2)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过程中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 

（3）探索会主义市社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路子 

学习目标： 

1.了解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主要内容、基本原则和方法，以及新时期对思想政治

教育的新探索。 

2．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期内容和形式创新的重要性。 

3．掌握邓小平理论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指针。 

作业： 

1.试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2.试述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维度。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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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2 第一专题  思想政治教育的初创和形成时期(1) 2  

3 第一专题  思想政治教育的初创和形成时期(2) 2  

4 第一专题  思想政治教育的初创和形成时期(3) 2  

5 第二专题  思想政治教育的成熟时期(1) 2  

6 第二专题  思想政治教育的成熟时期(2) 2  

7 第二专题  思想政治教育的成熟时期(3) 2  

8 第三专题  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时期(1) 2  

9 第三专题  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时期(2) 2  

10 第三专题  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时期(3) 2  

11 第四专题 思想政治教育的曲折前进和严重挫折时期(1) 2  

12 第四专题 思想政治教育的曲折前进和严重挫折时期(2) 2  

13 第四专题 思想政治教育的曲折前进和严重挫折时期(3) 2  

14 第五专题  思想政治教育的拨乱反正和发展的新时期(1) 2  

15 第五专题  思想政治教育的拨乱反正和发展的新时期(2) 2  

16 第五专题  思想政治教育的拨乱反正和发展的新时期(3)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政治学原理 

后续课程：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专题研究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思想政治教育的著名论断、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一般与特殊）。 

难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现代性、思想政治教育不同时期的局限性、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 

2.讨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影印资料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

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讨论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5、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耀灿等编著《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9月 第 3版（教

材获奖情况）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浦劬著《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5月 第 3版 

2. 王沪宁等编著《政治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7月 第 1版  

执笔：刘媛媛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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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 
Foreign Ideological & Political Education Comparation 

课程号： 30706013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清晰地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在各个国家都存在这样一

个事实，生动地看到思想政治教育在各个国家有不同的表现，通过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性和个性

的认识、了解，运用这些知识、理论去分析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问题，提出一些相应的对

策。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相关概念辨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思想政治教育概念。 

2．公民教育概念。 

3．公民教育历史梳理。 

学习目标： 

1．了解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背景。 

2．掌握相关概念。 

作业： 

阅读相关书籍。 

知识单元 2：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演进。 

2．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3．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4．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途径。 

5．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教育的制度、美国公民教育的基本情况，包括美国公民教育的历史、目标、内容、

方法和途径等。 

2．理解和掌握美国公民教育的各种理论以及各种教学方法。 

作业： 

（1）论文习作：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美国公民教育的特点、模式研究。 

（2）案例分析 

1、“木犀草号”案例： 

从澳大利亚出发的“木犀草号”在行船过程中发生了沉船事故，只有船长杜德里，大副斯蒂芬，

水手布鲁克斯，和侍者，一个叫派克的 17岁孤儿，共四人活了下来。  

    在海上漂流两周后，什么食物都没有了，派克不听劝喝了海水以后身体变虚弱。这时，身长提

议抽签决定一个人死掉成为另外三个人的食物，可水手布鲁克斯反对，最后也没抽成。又过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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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长让水手扭过头去，让大副杀了派克，当然之前船长还是亲自为派克做了祷告。尽管水手良心不

忍没参与杀人，但最后他还是分享了作为食物的派克的尸体。再四天后，他们被营救，被送回英国，

并被逮捕----被控杀人。他们辩解的理由是:当时的情况，杀死人却挽救了三个人，是值得的。但

法庭不依，认为谋杀就是谋杀，最后判定三人死刑。  

讨论两个问题:（1）如果你当时是船长，你会怎么做? 

（2）你是法官你会怎么判定?是不是谋杀? 

案例解析：可以从功利主义和道德至上主义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和讨论，可以参考耶鲁大学的公

开课。 

公开课的视频地址 http://rotator.youkulabs.com/?f5483534o1p0 

2、考文垂事件 

二战不列颠战役中，德国想要炸毁英国的一个城市——考文垂。当时英军已经破译了德军的密

码，得知德军将实行月光奏鸣曲计划对考文垂进行毁灭式轰炸。但德军还不知道英军已经破译了密

码。所以当时英军方面很难抉择：是截获德军战机，解救考文垂，同时却让德军知情英军已破译德

军的密码，再重新换一套密码；还是牺牲考文垂，来获取德军更重要的密码呢？？两相权衡之下，

英军选择了后者。考文垂市被夷为平地。这个就是考文垂事件。 

讨论：如果你是英军决策者，你会如何决策？为什么？ 

（3）角色扮演 

表演内容：请大家选择一个道德两难情境进行角色表演。 

表演要求：全班学生按 3人一组分组，各组选择道德两难情境，设置情境，在了解、适应角色

后，进行表演，最后汇报，除口头报告外，还要写出书面报告。 

知识单元 3：英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英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变迁。 

2．英国思想政治教育背景分析。 

3．英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4．英国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途径。 

5．英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学习目标： 

1．了解英国教育的制度、文化、英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情况，包括英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历

史、目标、内容、方法和途径等。 

2．理解和掌握英国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理论背景以及各种教学方法。 

作业： 

论文习作：中英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英国公民教育的特点、模式研究。 

知识单元 4：法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演进。 

2．法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3．法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 

4．法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5．法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途径。 

6．法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国教育的制度、文化、法国公民教育的基本情况，包括法国公民教育的历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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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方法和途径等。 

2．理解和掌握法国公民教育产生的理论基础和特征。 

作业： 

（1）论文习作：中法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法国公民教育的特点、模式研究。 

知识单元 5：德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德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演进。 

2．德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 

3．德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4．德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途径。 

5．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教育思想。 

学习目标： 

1．了解德国教育的制度、文化、德国公民教育的基本情况，包括德国公民教育的历史、目标、

内容、方法和途径等。 

2．理解和掌握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教育思想。 

作业： 

（1）论文习作：中德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德国公民教育的特点、模式研究。 

知识单元 6：加拿大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加拿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演变。 

2．加拿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概念。 

3．加拿大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4．加拿大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途径。 

5．加拿大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观点。 

学习目标： 

1．了解加拿大教育的制度、文化、加拿大公民教育的基本情况，包括加拿大公民教育的历史、

目标、内容、方法和途径等。 

2．理解和掌握加拿大多元文化特征和加拿大公民教育的新观点。 

作业： 

（1）论文习作：中加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加拿大公民教育的特点、模式研究。 

知识单元 7：澳大利亚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澳大利亚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演变。 

2．澳大利亚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3．澳大利亚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 

4．澳大利亚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体系。 

5．澳大利亚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澳大利亚教育的制度、文化、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基本情况，包括澳大利亚公民教育

的历史、目标、内容、方法和途径等。 

2．理解和掌握澳大利亚的模式和特点。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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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习作：中澳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特点、模式研究。 

知识单元 8：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演变。 

2．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3．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4．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 

5．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学习目标： 

1．了解新加坡教育的制度、文化、新加坡公民教育的基本情况，包括新加坡公民教育的历史、

目标、内容、方法和途径等。 

2．理解和掌握新加坡的模式和特点。 

作业： 

（1）论文习作：中国和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新加坡公民教育的特点、模式研究。 

知识单元 9 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演变。 

2．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3．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4．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教育的制度、文化、日本公民教育的基本情况，包括日本公民教育的历史、目标、

内容、方法和途径等。 

2．理解和掌握日本的模式和特点。 

作业： 

（1） 论文习作：中国和日本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日本公民教育的特点、模式研究。 

知识单元 10：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演变。 

2．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3．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和方法。 

4．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学习目标： 

1．了解韩国教育的制度、文化、韩国公民教育的基本情况，包括韩国公民教育的历史、目标、

内容、方法和途径等。 

2．理解和掌握韩国的模式和特点。 

作业： 

（1）论文习作：中国和韩国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韩国公民教育的特点、模式研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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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3  

4 角色扮演 3  

5 英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3  

6 法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3  

7 德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3  

8 加拿大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3  

9 加拿大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3  

10 澳大利亚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3  

11 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3  

12 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3  

13 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3  

14 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3  

15 韩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3  

16 复习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思想政治教育史、西方政治思想史 

后续课程：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理论基础、主要内容。 

难点：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角色扮演。 

3.案例分析。 

4.课堂研讨。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8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2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陈立思等编著《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11月 第 1版（21世

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二）推荐参考书 

1. 唐克军等编著《比较公民教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7月 第 1版。 

2. [加]威尔.金里卡著《当代政治哲学》，刘莘译，三联书店出版社，2004年 1月 第 1版。 

执笔：虞花荣  审稿： 审定：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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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课程号：3073600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在知识目标方面，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和把握共和国前 30年曲折

发展的历史进程。2、在能力目标方面，通过教学，使学生在掌握基本史料的基础上，提升分析、

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3、在德育目标方面，通过教学，提高学生的人文历史素养，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历史观、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前 30年的历史，为思想政治教育专

业的专业学习与研究打下基础。要求学生在学习中做到几个方面的结合：全面把握与重点理解相结

合、史与论相结合、课堂学习与研究讨论相结合、学习教材与阅读参考资料相结合。在把握中华人

民共和国历史发展脉络、掌握基本史实的基础上，对重大历史问题形成自己的思考，提高学生认识

历史问题、分析历史问题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开场白 

2．新中国成立的准备 

3．新中国的诞生 

4．新中国的初步巩固 

5．新中国初期的外交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近代以来仁人志士为建立新中国而进行的曲折斗争，了解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了解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条件、历史过程和历史经验；了解为

巩固新中国而进行的斗争；了解建国之初的外交政策与方针。 

2．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掌握民主共和制度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掌握《共同纲领》的基本

内容；掌握巩固政权的主要措施；掌握建国初的三大外交政策。 

作业： 

1．简述人民共和国方案的形成过程与主要内容。 

2．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意义和基本经验。 

3．评述《共同纲领》。 

4．简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研讨：建国初为什么要替外蒙古独立辩护？ 

知识单元 2：共和国民主改革的全面展开与国民经济的恢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抗美援朝与各项民主改革 

2．国民经济的恢复 

3．就有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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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建国初的三大运动及其对新中国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了解

为恢复国民经济所进行的斗争及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的概况；了解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方针及对旧有文

化教育制度的改革；了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概况。 

2．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掌握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及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基本情况；掌握三

反、五反运动的基本情况；掌握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特别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情况。 

作业： 

1．简述七届三中全会的主要内容。 

2．简评建国初的三大运动。 

3．建国初对旧有文化教育制度作了哪些改革？ 

4．简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研讨：评《武训历史调查记》。 

知识单元 3：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施 

3．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一五”计划的顺利实现 

4．思想和文化建设的发展 

5．国防建设与和平外交的成就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原因、实质及其局限性；了解一五计

划的实施及其巨大成就；了解统购统销政策与高度集中统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主要表现；了

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制定及其主要内容；了解实行三大

改造的原因、过程及其意义和不足；了解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伟大历史意义；了解思想文化领域的

学习运动和批判运动；了解国防建设及和平外交所取得的成就。 

2．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掌握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与贯彻情况；掌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的实施情况；掌握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实施及其主要内容；掌握三大改造的决

策与实施情况；掌握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的历史意义；掌握建国初实施和平外交所取得的重大成

就。 

作业： 

1．渡时期总路线是如何提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如何评价？ 

2．试论三大改造的必要性、可能性、意义及局限性。 

3．简述第一部《宪法》的主要内容。 

研讨：为什么放弃建设新民主主义？ 

知识单元 4：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开始 

2．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制定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3．纠正“左”倾错误的开始及中断，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的召开 

4．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的斗争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八大前后中共对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探索及其所取得的

成果；了解反右派斗争的发动、原因及其严重后果；了解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背景、原因、发动过程及其经验教训；了解中共发现问题后及时采取的纠“左”行动；了解庐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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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原因、过程及其恶果；了解 50年代后半期中国外交、国防的基本情况。  

2．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八大前后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掌握反右派运动的基本情况；掌握三面红旗的提出、推进及其严重后果；掌握庐山会议的基本情况

与恶果；掌握中苏分裂的概况及其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影响。 

作业： 

1．试论八大前后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2．简评反右派斗争。 

3．简评三面红旗。 

4．简评庐山会议 

5．简评中苏交恶 

研讨：大饥荒饿死人了吗？到底饿死了多少人？ 

知识单元 5：在调整政策、战胜困难中进一步探索建设道路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与“八字”方针的制定 

2．经济、政治、文化全面调整，十年建设的成就 

3．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 

4．国家经济建设战略重点的转移 

5．保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霸权主义，对外关系的发展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 20世纪 60年代初国民经济面临的严重困难；了解中共中央为

战胜困难所作出的艰苦努力；了解八字方针的提出和调整工作的逐步进行；了解十年建设的巨大成

就；了解思想、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及其与“文革”发生的关系；了解 60

年代初保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了解“文革”前对外关系的状况。  

2．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左”倾错误造成的极端严重的困难；掌握七千人大会的基

本情况；掌握 60 年代初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全面调整；掌握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重大

成就；掌握“左”倾错误再度发展的具体表现及其与文革的关系；掌握对台方针政策的发展演变。 

作业： 

1．60年代初为什么要调整国民经济？采取了哪些措施？ 

2．简评七千人大会。 

3．简述十年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4．60年代初“左”倾错误继续发展表现在哪些方面？ 

研讨：50年代中期至 60年代前期对台方针政策的重大变化。 

知识单元 6：共和国发展中严重曲折的十年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2．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纠正“左”倾错误努力的受挫 

3．全面整顿的成效及其挫折，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及其发动过程；了解林彪和江青反

革命集团的情况；了解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安定局势、大力整顿与发展经济的努

力与斗争；了解“文革”期间经济、国防和外交领域取得的成就；深刻认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

教训。  

2．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掌握文革发生的原因及其过程；掌握文革错误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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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掌握林彪集团覆灭的基本情况；掌握全面整顿的基本情况；掌握“四人帮”覆灭的基本情况；

掌握文革的重大危害；掌握文革的经验教训。 

作业： 

1．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2．邓小平复出后在哪些方面进行了整顿？ 

3．简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研讨：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4 开场白、第一章第 1节 3  

5 第一章第 2、3、4节 3  

6 第二章 3  

7 第三章第 1、2节 3  

8 第三章第 3、4、5节 3  

9 第四章第 1、2节 3  

10 第四章第 3、4节 3  

11 第五章第 1、2节 3  

12 第五章第 3、4、5节 3  

13 第六章第 1、2节 3  

14 第六章第 3节 结课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后续课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共和国方案形成的历史过程；《共同纲领》的主要内容；建国初三大运动的基本情况；

三反五反运动的基本情况；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基本情况；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与推进；《中

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主要内容；三大改造的基本情况；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及其历史意义；

中共八大前后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三面红旗的内容、推进与严

重后果；反右派运动的基本情况；庐山会议与反右倾的基本情况与严重后果；大饥荒的真相；七千

人大会的基本情况；全面调整的主要内容；“左”倾错误再度发展的主要表现及其与文革的关系；

文革的发动、发展的历史过程；文革中全面治理整顿的主要内容及其挫折；文革的危害与历史教训。 

难点：为什么放弃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建设中两种趋势和倾向；“左”倾错误一再

发生的原因；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文革何以能够发动起来；怎样认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怎样认识前三十年的历史地位。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传统讲授法 

2．课堂讨论 

3．专题研讨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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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方法：采用平时成绩+期末考试的形式 

考核要求：在期末总评分数中，平时成绩占 20%，期末考试占 80%。平时成绩由考勤和研讨两

部分组成，各占 10%。 

7、作业要求： 

每章作业由思考题和研讨题两部分组成。思考题供学生课后思考并作为期末考试的重点参考内

容，研讨题在每章结束后开展讨论。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 5月第三版（普通高等教育“十

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版。 

2．郭德宏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3．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编委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北京团结出版社 1996

年第 1版。 

5．林蕴辉、范守信、张弓著：《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 1版。 

6．(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第 1版。 

7．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年第 1版。 

8．王年一著：《1949至 1989年的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第 1版。 
执笔：胡尚元  审稿：  审定：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8日 

 

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iplomacy 

课程号：3220100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交理论；2、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把握我

国的外交方针，理解我国外交政策，了解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3、研究把握 21世纪初期中国外交

战略与策略；4、在国际重大事件中提高观察问题和判断问题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讨论，使学生掌握国际关系基础知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

理论、中国外交原则，了解中国国际战略基本概念。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毛泽东外交思想理论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新中国外交方针与政策。 

2．中苏、中印、中美关系的演变。 

3. 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及影响。 

4.  70年代中国外交的大发展。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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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毛泽东外交思想，外交风格，外交策略。 

2．掌握“一边倒”外交方针、“两面开弓”战略、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作业： 

分析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影响。 

分析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主要原因。 

分析中美苏大三角的形成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大影响。 

知识单元 2：邓小平外交理论与实践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 

2．邓小平关于中国外交的思想理论。 

3. 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中国外交决策。 

学习目标： 

1．掌握邓小平外交理论的精髓与基本内涵。 

2．掌握改革开放后我国外交工作的重大调整。 

3.  掌握邓小平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作业： 

1.冷战后的国际环境为中国提供了哪些机遇和挑战。 

2.邓小平时代观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知识单元 3：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 

参考学时：21学时 

学习内容： 

1．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点。 

2. 大国关系的调整与变化。 

3. 周边关系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4. 国家安全问题。 

5. 中国多边外交的原则和特点。 

6.“一带一路”战略等。 

学习目标： 

1．掌握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 

2. 掌握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3. 掌握习近平外交新思维、新特点。 

作业： 

1. 分析中国的综合国力与中国的国际定位。 

2. 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3. 结合实际分析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个，共××学时 

实验 1：……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实验 2：…… 

参考学时：×学时 

实验内容：…… 

实验要求：熟悉……；研究……；掌握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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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 论 3  

2 第一章 开创新中国外交  3  

3 第二章 曲折发展的中国外交 3  

4 “两个拳头出击”的对外斗争方针 3  

5 第三章 国际战略方针的调整 “一条线”的战略 3  

6 第四章 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 3  

7 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环境 3  

8 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分析 3  

9 讨论：毛泽东、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 3  

10 第五章 全方位的中国外交  新型大国关系 3  

11 周边关系 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3  

12 第六章 国家安全与新型安全观 3  

13 第七章 积极开展多边外交，走和平发展之路 3  

14 讨论：结合实际，讨论我国周边安全问题 3  

15 第八章 关于习近平外交理念和构想的阐释 3  

16 总复习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毛泽东外交理论、邓小平外交理论、习近平外交新思维。 

难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交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中国的国际定位、我国外交理论对外交实践

的指导作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历史与现实研究相结合。 

2. 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相结合。 

3. 经济考察与政治研究相结合。国内经济与政治研究相结合；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与国际

政治研究相结合。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课堂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堂讨论前，要求提前在课下做好准备。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

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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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世界经济与政治》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杨公素等编著《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1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逸舟等主编：《中国外交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9月第 1版。 

2. 秦亚青等著：《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 12月第 1版。 

2. 许振洲等主编：《自主·理解·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 60年》，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2年 3月第 1版。  

执笔：卫灵  审稿：林海虹 审定：马克思主义学院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31日 

 

中国政党史 
History of Chinese Parties 

课程号：32201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专业必修（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关于政党的基本理论；2、了解中国政党的产生与发展历史；3、

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的历史必然性；4、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党制度理论。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关于政党的基础知识、政党政治原理、了解中国

政党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了解中国政党制度形成的过程，为后续的政治理论课程奠定必要的历史和

在理论基础，并为以后的研究生专业课程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学时 

知识单元 1：政党和政党政治概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政党概念。 

2．政党基本理论。 

3. 政党政治概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关于政党的概念。 

2．掌握关于政党的基本理论。 

3. 掌握关于政党政治的基本理论。 

作业： 

中西政党概念的比较。 

知识单元 2：中国近代政党的产生与实践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近代政党的产生。 

2．清末资政院政党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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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民初政党及政党政治的尝试。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近代政党的产生情况。 

2．了解清末民初政党的出现及政党政治实践。 

3. 了解相关人物及其政党政治思想。 

作业： 

民初政党政治失败原因分析。 

知识单元 3：中国国民党史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国民党历史变迁。 

2．中国国民党的思想理论。 

3. 中国国民党主要人物及思想。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国民党的历史。 

2．掌握中国国民党的思想理论。 

作业： 

1. 简评孙中山政党政治思想。 

2. 简评中国国民党政党政治实践。 

知识单元 4：中国共产党史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 

2．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 

3. 中国共产党主要历史人物及思想。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 

2．掌握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 

作业： 

1. 简评三三制。 

2.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分析。 

知识单元 5：中国各民主党派史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民主党派的产生。 

2．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与旧政治协商会议。 

3. 新中国成立之后各民主党派的发展。 

4. 民主党派主要历史人物及其思想。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民主党派产生与发展的历程。 

2．掌握各民主党派的政治思想。 

作业： 

试析中国各民主党派从中立到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转变。 

知识单元 6：港台政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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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港政党。 

2．台湾政党及政党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香港政党。 

2．了解台湾的政党和政党制度。 

作业：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改造分析。 

知识单元 7：中国政党制度概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 

3. 政党制度的中西比较。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过程。 

2．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理论。 

3. 掌握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点。 

作业： 

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 

2. 通过中西比较，分析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点。 

（二） 研讨教学  本课程研讨为 2个，共 4学时 

研讨 1：民初政党政治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研讨内容：研讨民初政党政治失败原因 

研讨要求：熟悉民初政党发展状况；研究民初资产阶级党人的政党思想。 

研讨 2：中西政党和政党制度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研讨内容：中西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分析 

研讨要求：熟悉中国政党和政党制度理论；了解西方政党政治基本状况。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讲 政党和政党政治概论 2  

2 第一讲 政党和政党政治概论 2  

3 第二讲 中国近代政党的产生与实践 2  

4 第二讲 中国近代政党的产生与实践 2  

5 研讨：民初政党政治分析 2  

6 第三讲 中国国民党史 2  

7 第三讲 中国国民党史 2  

8 第三讲 中国国民党史 2  

9 第四讲 中国共产党史 2  

10 第四讲 中国共产党史 2  

11 第五讲 中国各民主党派史 2  

12 第五讲 中国各民主党派史 2  

13 第五讲 中国各民主党派史 2  

14 第六讲 港台政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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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第七讲 中国政党制度概论 2  

16 研讨：中西政党和政党制度分析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中国政党产生发展的历史和政党制度的形成。 

难点：中西关于政党和政党制度的理论比较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研讨。 

……………… 

教学手段： 

1.讲授。 

2.视频。 

………………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课堂（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0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思考题。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中国政党史》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等编著《××××》，××××出版社，××××年××月 第×版（教材获奖情况） 

（二）推荐参考书 

1. ×××等编著《××××》，××××出版社，××××年××月 第×版 

2. ×××等编著《××××》，××××出版社，××××年××月 第×版  

执笔：周爱华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2日 

 

西方哲学 
Western Philosophy 

课程号：322010063-01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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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了解西方哲学的发展线索和主要理论进路，通过回归哲学史

上的大师和经典，回归重要的哲学问题，回归严格的哲学论证，回归哲学的反思与批判功能；2、

让学生在把握不同时期的哲学形态与思维范式下的各种哲学流派、主要人物、核心观念、代表性命

题及其论证的基础上，学会按照哲学的方式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养成哲学地思维的习惯；3、鼓

励学生勤于并善于思考，自觉提高其理性的反思、怀疑和批判、创新素质，进而，根本上增强学生

的思维能力，弘扬人文精神。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课堂研讨，以及课后的文本阅读，使学生掌握有关元哲学的

基础知识、希腊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原理、中世纪士林哲学的主要问题、近代认识论与方法论，了

解不同时期和不同范式的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理性基础、思维方式、理论旨趣，为伦理学、美学、

政治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引言——西方哲学家的哲学理解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元哲学问题 

1.1什么是哲学 

——从词源学来看 

——从与常人的世界观不同来看 

——从哲学的功能来看 

——从与具体科学的关系来看 

——从与其它意识形态的关系来看 

——从研究对象来看 

1.2 哲学的研究对象 

所谓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每一种哲学用以解释并构造理论体系的依据或基本原则。正如费希特

所说：我们想把每种哲学提出来解释经验的那个根据称为哲学的对象，因为这个对象似乎只是通过

并为着这个哲学而存在的。 

——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研究对象——“天上的事物”，因而哲学只是自然哲学，追问世界

万物的本原、始基，是宇宙本体论或存在论。 

——苏格拉底把哲学的研究对象从研究“天上的事物”转向探究“人间的事物”，指向人生和

社会自身，开启了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研究领域。 

——柏拉图把哲学的对象限定在可知世界的理念。认为，哲学不仅研究宇宙、自然的理念，而

且研究社会、人生中的理念，哲学从而成为寻求事物之共同的、根本的共性、本质的学问，而非偶

性的现实事物。 

——亚里士多德等则把哲学宽泛地理解成各种理论学科（包括数学、含自然哲学在内的物学、

形而上学）、实践学科（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等）和创制学科（包括诗学、修辞学等）的统称。

他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哲学研究对象的古希腊哲学家。在《形而上学》中，他多次言及哲学的对象问

题，认为哲学就是关于原因和本原的理论学科。哲学的对象是事物的原因和本原，就是关于存在的

存在。 

——阿奎那认为哲学就是理论哲学（包括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知识学等）。他依循着亚里士

多德关于哲学对象的界定，指出哲学的对象是在存在上不依赖于物质而在概念上往往也不依赖于物

质的东西（即事物的共性和本质）。 

——康德把哲学看成是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包括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等）的综合。在

其《判断力批判》导论中提出，人类心灵的机能可分为三种，相应地哲学的领域有三个：相应于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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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机能——知性的自然概念领域，相应于欲求机能——理性的自由概念领域，相应于愉快或不愉快

的体验机能——判断力的艺术领域。因此，哲学的范围是自然现象、道德现象和审美现象。 

——一些中国哲学家把哲学等同于宇宙论（含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人生论（含道德哲学和

人生哲学）和知识论（含知识学和逻辑学）总称。胡适认为，哲学的对象是关于宇宙、知识、人生、

教育、政治、宗教等的普遍根本问题。 

1.3哲学的基本问题 

——恩格斯认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与 

存在的关系问题。” 

——原因  以世界整体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所涉及的问题多种多样，但有一 

类问题是哲学需要着重加以解决的基本矛盾，一切哲学派别在本质上回避不了、必须给与直接

或间接的回答，因而是各种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它的解决规约和影响着其它哲学问题的原则、方

向。这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贯穿哲学史、认识史始终，只是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 

现形式： 

在远古时代：以萌芽的形式表现为梦与肉体、“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灵魂不死的观

念”、“万物有灵的观念”；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它的“朴素形式”表现为对世界的本原、基质是“原初物质”还是理念问

题的思考。 

在中世纪，神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经院哲学内部唯名论与唯实论之间关于个别与一般关系的争

论。 

在近代，它被获得了“完全的形式”，即主要探究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 

——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具体展开，显示的是其本体论内涵与认识论内涵。 

1.4哲学的思维特性 

比较哲学与科学、宗教、艺术的思维特性，从研究对象、目的、手段、性质、功能、主体和评

价等方面加以比较。 

1.5哲学的功能 

——哲学的学术功能 

——哲学的人生功能 

——哲学的普遍价值观功能 

——哲学的时代导航功能 

2.西方哲学的历史演变 

2.1哲学与哲学史 

2.2西方哲学的历史分期 

2.3西方哲学理论形态和思维范式的演变 

2.4西方哲学主要流派 

3.为什么要学习西方哲学 

4.如何学习西方哲学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各种哲学形态、理论范式的演变，以及它们之间的继承与

批判关系。  

2．从总体上掌握一般元哲学问题，如对哲学本身的理解，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思维本性，

哲学基本问题，哲学的功能等。 

3. 明确学习西方哲学的目的和意义，并为下一步学习做好准备。 

作业：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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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哲学的思维本性，它与科学、艺术、宗教等其它意识形式的区别如何？ 

2.什么是哲学史？怎样理解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 

3.西方哲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哲学形态，其理论理路如何？ 

4.研究和掌握西方哲学有何重要意义？ 

拓展阅读书目： 

1.邬昆如主编：《哲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2.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3.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导言，商务印书馆 1959年版。 

知识单元 2：爱智慧的起源——古希腊哲学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古希腊罗马哲学导语 

2．早期希腊自然哲学 

2.1米利都学派的本原论 

——泰勒斯：水是万物的始基 

——阿那克西曼德：万物的本原是无限者 

——阿那克西美尼：气是万物的本原 

2.2毕达戈拉斯学派的数目哲学 

——数是万物的本原  

——宇宙是天体的和谐 

——灵魂学说 

2.3赫拉克利特的素朴辩证法 

——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 

——万物根据逻各斯而生成 

——对立面的统一 

2.4爱利亚学派的存在哲学 

——克塞诺芬尼的一神思想 

——巴门尼德的存在哲学 

——芝诺对存在的辩护 

2.5多元论哲学 

——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 

——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论 

——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 

3.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 

3.1智者的启蒙 

——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 

——高尔基亚：无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认识——即使能认识存在，也无法把它说

出来告诉别人 

3.2苏格拉底的德性论 

——认识你自己 

——德性即知识 

——“是什么”的问题 

3.3柏拉图的理念论 

——理念 

——可知世界与可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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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说和灵魂转向说 

——对理念论的反思于修正 

——模仿创世论 

——柏拉图哲学的影响 

3.4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 

——方法论与知识观 

——本原原因论 

——运动论 

——存在——实体论 

——灵魂论 

——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 

学习目标： 

1．知晓这一时期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和逻辑线索。 

2．把握西方哲学开端处的古希腊时期的主要哲学流派、哲学家及其关键命题、核心思想和论

证方式。 

作业： 

复习基本概念与命题： 

始基  智者 四根说 种子论  原子论 影象说 认识你自己  苏格拉底的方法  理念  回忆说  

知识的四个等级  理想国  第一哲学（形而上学）  第一实体  四因论  不动的推动者 潜能与现

实  中庸之道  快乐论  太一  水是万物的本原（泰勒斯）  美德乃是一种和谐（毕达戈拉斯）  人

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赫拉克利特） 存在是唯一的（巴门尼德）  飞矢不动（芝诺） 事物的

始基是原子和虚空（德谟克利特） 运动是原子所固有的（德谟克利特）  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

泰戈拉）  自知自己无知（苏格拉底）  事物的原因是理念（柏拉图）  学习不过是回忆（柏拉图）  

哲学是本体之学（亚里士多德）  心灵好比是蜡块（亚里士多德）  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

（伊壁鸠鲁）  最高的善不作任何判断（皮浪）  自然是自动的，不受神的支配（卢克莱修）  

思考题： 

1．智者学派以前的希腊哲学家的思想特点是什么？ 

2．我们可以怎样来论证说哲学从泰勒斯开始？ 

3．赫拉克利特说万物处于变化状态，而巴门尼德则主张相反的观点。请对此进行讨论和说明。 

4．智者派把古希腊哲学带入了一个新时期。描述一下在这个时期产生的哲学问题，那些智者

派成员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5．苏格拉底寻找何种方法来达到对善的洞见的？他如何看待善的洞见、善行和幸福之间的关

系？柏拉图的理念论为什么被看作是追随了苏格拉底承认普遍有效道德存在的信条？ 

6．“柏拉图的理念论为伦理政治规范和价值提供了一个普遍有效的基础”。讨论这个论断的根

据是什么？ 

7．说明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并讨论两者之间的关系看有什么异同？ 

8．我们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碰到形式和质料、潜在和现实的概念。说明这些概念的含义及它

们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作用。 

拓展阅读书目： 

The Art and Thought of Heraclitus: An Edition of Fragments with 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edited by Charles H. Kahn, Cambridge,1989.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edited by G.S.Kirk and J.E.Raven, Cambridge,1964. 
Gorgias, translated by B.Jowett, Oxford,1892. 
The Symposium, translated by B. Jowett, Oxford,1892. 
Ion, 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 Oxford,1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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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o, 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 Oxford,1892. 
Phaedo, 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 Oxford,1892. 
The Republic, translated by Benjamin Jowett, Oxford,1892. 
The Nichomachean Ethics; Posterior Analytics; Metaphysics; Rhetoric, seeing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revised Oxford translation(2vols.),edited by Jonathan Barnes, Princeton, NJ,1984. 
Marcus Aurelius, Meditations, Ware, 1997. 
Marcus Tullius Cicero, selected Letters, Oxford,1925. 
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6年版。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59年版。 

悌利：《西方哲学史》（上），商务印书馆 1995年版。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 1998年版。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邓晓芒：《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7年版。 

知识单元 3：信仰的时代——中世纪哲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教父哲学 

1.1护教学者：游斯丁——伊里奈乌——德尔图良 

1.2教父哲学的体系初创者：基督教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派 

——克莱门 

——奥里根 

1.3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 

——论自我意识 

——上帝的认识与信仰 

——上帝从无中创造世界 

——灵魂的不朽、堕落与获救 

——历史神学 

1.4教父哲学的尾声：伪狄奥尼修斯与波爱修 

2．经院哲学 

2.1早期经院哲学 

——中世纪哲学之父：爱留根纳 

——辩证法与反辩证法的斗争 

——安瑟尔谟 

——阿伯拉尔 

2.2经院哲学的繁荣 

——拉丁阿威洛依主义 

——早期弗兰西斯教派：亚历山大和波纳文图拉 

——多米尼克教派：阿尔伯特 

——托马斯·阿奎那 

2.3经院哲学的解体 

——罗吉尔·培根 

——登斯·斯各脱 

——威廉·奥卡姆 

——艾克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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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中世纪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在知晓其发生、发展与衰亡脉络。 

2．把握期间主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观点、概念、命题和论证。 

3. 知晓哲学与宗教、唯名论与唯实论、共相与殊相、神学与辩证法、科学与信仰等问题的争

论。 

作业： 

复习基本概念与命题： 

经院哲学 唯名论  维实论（实在论）  双重真理  双重经验  四障碍说  神学意志论  奥康

的剃刀  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上帝之城高于世人之城（奥古斯丁） 理解而后信仰（阿伯拉尔）  

哲学是神学的奴仆（阿奎那） 要认识真理必须进行实验（罗吉尔·培根）  存在就是个体的存在

（奥卡姆） 

思考题： 

1．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对西方哲学的贡献有那些？ 

2．请说明奥古斯丁对上帝、人类和世界的观点之要点。亦请说明他的两个国度理论和历史学

说。 

3．请讨论奥古斯丁关于知识和宗教信仰之间关系的看法。 

4．唯名论与唯实论（实在论）的斗争是围绕什么问题展开的？这场斗争经历了两个阶段，各

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双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谁？ 

5．请说明阿奎那是如何设法调和哲学和基督教的（参照他对自然认识的观点）。 

6．请说明阿奎那对法律及其基础的看法 

7．阐释作为实验自然科学思潮的代表人物罗吉尔·培根的主要哲学思想。 

拓展阅读书目： 

St.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translated by Marcus Dods, New York, 1994. 
St.Augustine, Against the Academicians, translated by Peter King, Indianapolis, IN,1995. 
St.Augustine, Confessions, translated by Henry Chadwick, Oxford,1991. 
St.Augustine, On Being and Essence, Thomas Aquinas, Toroto,1949. 
Thomas Aquinas, On the Truth of the Catholic Faith, 5vols, New York, 1955-57. 
Martin Luther, Works:American Edition(55vols.),edited by Jaroslav Pelikan and Helmut. Lehmann, 

St Louis/Philadelphia, 1955-. 
Gilson, E., History of Christian Philosophy in the Middle Ages,London,1980. 
Hyman, A.& Walsh,J.,Philosophy in the Middle Ages, Indianapolis,1974.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 

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周伟驰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年版。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上中下），王晓朝译，上海三联书店 2006年版。 

奥古斯丁：《独语录》，成官泯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年版。 

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二卷），商务印书馆 1959年版。 

悌利：《西方哲学史》（上），商务印书馆 1995年版。 

知识单元 4：人的苏醒——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 

参考学时：自学 

学习内容： 

1．人文主义运动和政治哲学 

1.1人文主义运动的一般特征 

（1）人文主义 

（2）人文主义运动的缘起 

（3）人文主义运动的特征（从研究、论证上帝的存在转向探究人性和人的存在；从关注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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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转向注重此岸世界；从考察神人关系转向思索人物关系；从赞美完满的神之善转向发现世俗的伦

理之善） 

1.2马基亚维利的政治哲学 

（1）马基亚维利的人性观 

（2）统治的基础不是美德而是权利 

（3）作为权术的政治：目的总是为手段辩护 

2．古典哲学的复兴 

2.1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园 

（1）马尔西略·费奇诺 

（2）乔万尼·皮克 

2.2庞波纳齐的亚里士多德主义 

——背景 

——皮埃特洛·庞波纳齐对灵魂不死的否认 

——皮埃特洛·庞波纳齐对心灵智力的三种划分 

2.3蒙台涅的怀疑主义 

——蒙台涅其人其著 

——“我知道什么”（在蒙台涅看来，“其实，人连宇宙的分毫也不能认识，更谈不上指挥和

控制宇宙了”。人类经过了一切的尝试和探索，在这纷纭复杂的知识和各种各类的事物之中，除了

空虚之外，找不到任何坚实可靠的东西，因此就抛弃了自命不凡的心理，承认了自己本来的地位）  

——“自然生活”的社会理想（在那里，“没有买卖，不懂文学，没有数学，没有长官或政治

家这种名称，用不着奴隶，没有贫富现象，没有契约，没有继承，没有分割，除坐食之外无所事

事……”） 

3．宗教改革运动 

3.1宗教改革运动及其目标 

宗教改革的三大目标：第一，整顿由于有人滥用罗马会议，由于许多僧侣们生活放荡而遭到破

坏的教律。第二，按照先前遭到镇压的某些运动的方针改革教义，并返回原始的质朴状态。第三，

放松教义的控制，准许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地根据《圣经》作出自己的判断。 

3.2路德的“因信称义”说（见路德的《基督教的自由》一书） 

——因信称义”说的提出 

——“因信称义”说的论证 

3.3加尔文的“先定”说 

宇宙中的一切都归于上帝的永不更改的“先定”。 

3.4宗教改革的意义及其历史局限性 

4．新时代的曙光 

4.1尼古拉·库萨 

——论三种极大 

——人及其认识能力 

——认识是有学问的无知 

4.2布鲁诺 

——论世界的原因、本原和统一性 

——宇宙的统一和世界的众多 

——对立面的一致 

——真理与认识 

学习目标： 

1．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作为从立足于信仰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到立足于理性的近代哲学的



10689 

过渡形态，以及所凸现出以人的苏醒为主题的时代特征。 

2．通过学习人文主义运动和政治哲学、古典哲学的复兴、宗教改革运动、新时代的曙光等内

容，把握这个时期哲学的基本观点。 

作业 

思考题： 

1．人文主义思潮的基本内容是什么？怎样评价？ 

2．宗教改革三大目标及其哲学意义何在？ 

3．“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伦理学和政治学是相互联系的，而马基亚维利则把伦理学和政治学分离

开来”，讨论这段话，并澄清马基亚维利对政治学的看法。 

4．简述庞波纳齐关于灵魂的学说。 

5．请阐述蒙台涅的怀疑主义。 

6．试说明布鲁诺的世界观、认识论及辩证法思想。 

拓展阅读书目： 

1．马基亚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 

2．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 3卷），商务印书馆 1960年版。 

3．《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

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 

4．布鲁诺：《论原因、本原与太一》，商务印书馆 1984年版。 

5．悌利：《西方哲学史》（上），商务印书馆 1995年版。 

6．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 1998年版。 

7．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知识单元 5：自我意识的确立——欧洲大陆哲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笛卡尔 

笛卡尔其人其书： 

1.1命题： 

——我思故我在； 

——真实可靠的知识来自天赋的理性 

1.2方法论和认识论 

—— 方法论原则 

（四条：一是怀疑的、反思的态度；二是分析的方法；三是综合方法；四是完全列举和归纳的

方法） 

——理性演绎法 

A.哲学作为一切知识的基础，必须从一个清楚明白、无可置疑的基本原理推出来的严密的科学

体系，因此，以几何学为模型，将演绎法看成哲学的根本方法。  

B. 理性演绎法包括两个部分：直观和演绎。C.哲学的基本原理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他们必

须是明白而清晰的，人心在注意思考它们时，一定不能怀疑它们的真理”；“我们关于别的事物方

面所有的知识一定是完全依靠那些原理的，……” 

——天赋观念 

上述满足两个条件的基本原理就是天赋观念；天赋观念是笛卡儿哲学乃至唯理论哲学的基础，

它包括天赋观念直接呈现说、天赋观念潜在发现说、天赋能力潜存说；根据来源不同观念有三种类

型 

——怀疑方法 

不同于怀疑论的怀疑，前者以怀疑为目的，后者以怀疑为手段，是方法论上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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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形而上学 

——我思故我在 

（Cogito, ergo sum，这是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它不是推论，而是直观的真理） 

——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 

（上帝存在是笛卡儿形而上学的第二条原理，但它是在确立了我思基础上才得以确立的） 

——关于外部事物存在的证明 

（物质存在是笛卡儿形而上学的第三条原理） 

——心身关系 

（笛卡儿哲学的核心问题，主张身心二元论，但身心如何沟通成为问题） 

1.4物理学（物理学，即自然哲学，持的是一种机械唯物论的立场） 

——物体即广延（具有可分割性） 

——运动及其规律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与多样性，是与物质的可分割和运动有关；运动的原因有两种：普遍原因

和特殊原因，上帝是世界的创造者和推动者） 

——天体演化假说 

结语：笛卡儿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它以批判性的反思、科学方法和理性精神

清理了经院哲学的废墟，重建了形而上学的基础，为近代哲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开辟了不同以往

的新道路，缔造了以蓬勃向上的理性主义为核心的新的时代精神。同时，天赋观念的提出为唯理论

与经验论围绕认识论问题的争论拉开序幕。 

2．斯宾诺莎 

斯宾诺莎其人其书： 

2.1命题： 

——实体是自身原因； 

——规定就是否定；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2.2实体学说 

——实体的界定 

在斯宾诺莎看来：“实体（substantia），我理解为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换言

之，形成实体的概念，可以无须借助于他物的概念。” 

实体(substantia)是在自身之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实体的特性：自因的、无限的、

永恒的、不可分的、惟一的；作为神、自然的实体。 

——属性 

斯宾诺莎给属性下的定义是：“属性（attributus），我理解为由知性（intellectus）看来是

构成实体的本质的东西。” 

所谓“属性”即实体的本质。按照实体的本性，它的属性是无限的，但是“从知性看来”亦即

就人的认识限度而论，我们只知道其中的两个属性，这就是思维和广延。因此，思想与广延之间的

关系是既相互同一，又相互区别而独立存在。 

首先，思维与广延是同一的，“观念的次序和联系与事物的次序和联系是相同的”。 

其次，思想与广延各自独立，是不能相互限制的。 

——样式 

斯宾诺莎给样式所下的定义是：“样式（modus），我理解为实体的分殊，亦即在他物内通过他

物而被认知的东西。” 

按照他的观点，宇宙间只有一个实体，万事万物乃是这个实体的特殊表现形式，它们既相互区

别又相互联系、互相制约，构成了一幅千差万别的统一图景。 

2.3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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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宾诺莎哲学中，实体是基础和核心，也是认识的对象。认识的目的是通过认识实体而

达到至善的最高境界，因而是从有限进展到无限的桥梁。 

——斯宾诺莎的认识论以实体一元论和心物两面论为其前提。宇宙间只有一个实体，思想与广

延是它的两个本质属性，而它们的特殊状态则构成了自然万物。因此，一方面“人的心灵是神的无

限理智之一部分”，亦即有限的理智，因而是能够认识实体及其属性的；另一方面，尽管思想不可

能影响广延，广延也不可能影响思想，但是两者作为同一个实体的属性是一致的，所以认识了观念

的次序也就等于认识了事物的次序。斯宾诺莎就是以这种方式在思想与广延之间建立了同一性，从

而保证了认识的客观有效性。 

——严格说来，实体是认识的唯一对象。我们对实体的认识有两条途经，一是从神圣的自然必

然性去认识，即对实体本身的认识；一是从实体的样式，即具体事物去认识实体。作为唯理论者，

斯宾诺莎主张我们的认识应该从最高原则出发去认识具体事物，所以第一种方式是最高的方式，不

过他也不排斥第二种方式，因为“我们理解个别事物愈多，则我们理解神也愈多”。 

（1）知识分类 

斯宾诺莎在《知性改进论》中把知识分成了四类：（1）“传闻知识”，即由传闻或者由某种任意

提出的名称或符号得来的知识；（2）“泛泛的经验”，即尚未由理智所规定的经验知识；（3）“推论”，

这是由于一件事物的本质从另一件事物推出而得来的知识，这种知识并不必然正确，因为推论有可

能出错；（4）“直观”，即纯粹从一件事物的本质来考察一件事物。 

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又将这四类知识归结为三种： 

第一种是“意见或想象”，包括前两类知识在内。这种知识是没有确定性的，更不能使我们洞

见事物的本质。  

第二种是“理性知识”，即由推论而得来的知识，如数学知识。 

第三种是“直观知识”，这是由神的某一属性的客观本质的正确观念出发，进而达到对事物本

质的正确知识。这种知识能够直接把握事物的本质而不会陷入错误，因而是最高的认识。 

（2）真观念 

在斯宾诺莎看来，“真理本身、事物的客观本质（即思想中的本质）或事物的真观念”三者指

的是同一个东西。所以，真观念就是关于事物的本质的真理性认识，它的特性是：“（一）真观念是

简单的或由简单的观念构成的，（二）真观念能表示一物怎样和为什么存在或产生，（三）真观念的

客观效果在心灵中，与其对象的形式本身相符合”。 

斯宾诺莎的“真观念”与笛卡尔的“天赋观念”有所不同，它们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经过

直观的认识活动而获得的。 

（3）方法论 

斯宾诺莎的方法就是以几何学为模型的理性演绎法。他认为，“正确的方法就在于认识什么是

真观念，将真观念从其余的表象中区别出来，又在于研究真观念的性质使人知道自己的知性的力量，

从而指导心灵，使依一定的规范来认识一切必须认识的东西，并且在于建立一些规则以作求知的补

助，以免枉费心思于无益的东西”，所以，“好的方法在于指示我们如何指导心灵使依照一个真观念

的规范去进行认识”。 

因此，斯宾诺莎的方法就是首先建立一个清楚明白的、自明的普遍概念即真观念，然后按照规

范或规律进行推论，构成观念的体系，也就是以几何学方法为模型的理性演绎法。作为唯理论的创

始人，笛卡尔实际上只在他的物理学中使用了几何学方法，斯宾诺莎则在他的影响之下，使用几何

学方法来构造整个哲学体系。例如他的代表作《伦理学》由定义、公理、命题、推论、绎理等组成，

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演绎系统，几乎就象是一部几何学著作。 

2.4伦理学 

斯宾诺莎哲学的根本目的是追求人的自由和幸福，以达到至善和神人同一的至上境界。因此，

他的本体论是基础，认识论是手段，而其最终的归宿则是伦理学。 

斯宾诺莎伦理学的主要问题是，既然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他因”的，都受严格的因果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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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支配，那么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如何可能达到至善的道德境界呢？应该说，本体论和认识论已

经为此指明了方向：由于人具有天赋的认识能力，能够认识万物的本质即实体或神，因而有可能摆

脱单纯的样式状态，通达自由的境界。 

（1）情感与理性 

情感与理性是人类心灵的两大基本要素。 

人有情感，动物也有情感。情感主要表现为痛苦、快乐和欲望。每个人都根据他的情感来判断

或估量善恶，快乐是善，痛苦为恶。但是，如果人完全由情感支配，等于完全受命运摆布，那么他

和动物一样都是情感的奴隶。如果人的行为和欲望都由外在的力量所决定，那么也就谈不上道德不

道德了。 

理性与情感不同，它能够使人认识神、知神、理解神，从而产生对神的理智的爱。换言之，唯

有理性能够使人认识万物的本质，摆脱受奴役的状态。 

因此，仅仅受情感或意见支配的人与由理性指导的人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行为，不论他

愿意与否，完全不知道他所作的是什么，而后者的行为，不是受他人的支配，而是基于自己的意志，

而且仅作他所认识到在他的生活中最为重要之事，亦即仅追求一所最愿望的对象”，所以前者是奴

隶，后者则是自由人。 

于是，我们通达至善而成为自由人的唯一途经就是对神的认识：“心灵的最高的善是对神的认

识，心灵的最高德性是认识神”。 

人生在世所追求的善可以分为相对的善和绝对的善。由情感所规定的善是相对的善，理性所追

求的至善才是真正的善、绝对的善。 

（2）至善 

在斯宾诺莎哲学中，“至善”是认识的最高目的，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它的最后归宿。 

所谓“至善”是真正的善，最高的善，它是“一经发现和获得之后，我便可以永远享受连续无

上的快乐”的东西，是“一切具有这一品格的个体都可以共同享受的东西”，“简言之，就是认识人

的心灵与整个自然相一致”。 

“至善”是绝对的善，而不是相对的善。 

“至善”亦是普遍的，而不是个人私有的东西，否则它就是相对的、个别的和偶然的东西了。 

（3）自由 

在斯宾诺莎看来，自由就是出于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行动和生活：“凡是仅仅由自身本

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决定的东西叫做自由。反之，凡一物的存在及其行为均按

一定的方式为他物所决定，便叫做必然或受制”。 

斯宾诺莎哲学是一种严格的决定论，强调一切事物都出于神的必然性。不过，他实际上区别了

两种必然性，一种是外在的、强制性的必然性，一种是内在的或“自由的”必然性。在某种意义上

说，他所理解的自由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当然不是对外在的必然性的认识，而是对自身本性的必

然性的认识。 

3. 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其人其书： 

3.1命题 

心灵是有花纹的大理石； 

能动性是一般实体的本质； 

世界上找不出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 

3.2机械论的局限 

(1)机械论的实体观必然会陷入“不可分的点”与“连续性”之间的矛盾。 

(2)机械论的实体观无法解释许多经验事实，也不能说明生物的运动变化。 

(3)机械论的实体观不仅难以说明物质世界的本质，更不能解释感觉现象和思想现象。 

莱布尼茨意识到，必须抛弃单纯从量或广延的角度说明自然事物的观点，应该从质的角度，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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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性的角度，寻求一种单纯的、无形体的永恒实体作为万物的基础。于是，莱布尼茨继布鲁诺之

后，区分了三种“点”：（1）“数学上的点”是不可分的，但是它没有广延，只是抽象思维的产物而

没有现实的存在；（2）“物理学的点”具有现实性，不过它是无限可分的，因而不是具有统一性的

实体；（3）“形而上学的点”是既现实存在又是真正不可分的实体。这种“形而上学的点”就是“单

子”。 

3.3单子论 

实体作为世界万物的本质，一方面必须是不可分的单纯性的，必须具有统一性，另一方面必须

在其自身之内就具有能动性的原则。这样的实体就是“单子”。所谓“单子”就是客观存在的、无

限多的、非物质性的、能动的精神实体，它是一切事物的“灵魂”和“隐德来希”（内在目的）。 

（1）单子的特性 

——单纯性   

单子是单纯的精神实体。“单子”这个概念源于希腊语 monas，意即一个或单纯，毕达戈拉斯

学派的“一”或“一元”就是这个概念。 

——复多性 

单子是无限多的。因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复合的和无限的，因而组成这些事物的单纯实体就不

是两个或三个（笛卡尔），也不是一个（斯宾诺莎），而是无数多个。 

——永恒性 

单子是单纯的实体，因而没有广延、形状或部分，所以是不可分的。这就是说，单子不会象自

然事物那样通过各个部分的组合而产生，通过各个部分的分解而消灭。 

“单子是只能突然产生、突然消灭的，这就是说，它们只能通过创造而产生，通过毁灭而消失”。 

——单子之间相互独立 

单子之间没有“物理的影响”，不存在任何真正的相互作用。莱布尼茨形象地说：“单子并没有

可供某物出入的窗户。” 

——质的区别  

单子是单纯的，没有广延，因而相互之间不存在量的差别而存在着质的差别。 

——单子是自因 

单子一定是自身完满的“自因”：“我们可以把一切单纯实体或创造出来的单子命名为‘隐德来

希’，因为它们自身之内具有一定的完满性，有一种自足性，使它们成为它们的内在运动的源泉，

也可以说，使它们成为无形体的自动机”。 

莱布尼茨将单子的这种内在的原则和能动的本性称之为“力”，每个单子都是一个“力的中心”，

它表现为“欲求”或“欲望”，单子就是在“欲求”的推动下自己实现自己的本性的。由此可见，

莱布尼茨所说的“力”不同于机械论的外力，而是事物的内在目的。 

（2）单子的等级 

单子作为单纯的精神实体具有“知觉”和“表象”的能力，由于单子“知觉”的清晰程度有所

不同，在单子之间存在着质的差别，因而整个宇宙可以看作是一个单子的等级系列。 

单子之间可以划分为无限多的等级，主要的等级有：无意识的无机物以至植物，它们的单子只

有最不清晰的一些“微知觉”，莱布尼茨也称之为“原始的隐德来希”；动物的灵魂具有较清晰的知

觉和记忆，可称之为真正的灵魂，当然还只是感性灵魂；人的灵魂具有更清晰的知觉和自我意识，

即理性灵魂，有了“统觉”和“理性”；在人之上还有无数更高级的生物或单子，例如“天使”；最

高的单子就是上帝，他是唯一的创造一切单子的单子，全知、全能、全善，因而是“单子的单子”

或“太上单子”。 

（3）连续性原则 

从“单子的单子”上帝到最低级的单子，其间存在着无限多的等级，这些等级之间没有分离的

间隔，因而整体是连续的。不仅如此，每个单子从一种知觉到另一种知觉的发展，也具有连续性。 

（4）预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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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在创造每一个单子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了一切单子的全部发展情况，他在安排好了每个单

子各自独立的发展变化的同时，也使其余的单子各自作相应的变化发展，因而全部单子的变化发展

就自然而然地和谐一致，始终保持着整体的连续性。因此，整个宇宙就好像是一支庞大无比的交响

乐队，每件乐器各自按照预先谱写的乐谱演奏不同的旋律，而整个乐队所奏出来的是一首完整和谐

的乐曲。 

3.4认识论 

一般说来，莱布尼茨的认识论以单子论为基础和前提，或者说，他的认识论思想是单子论的组

成部分，即关于人的心灵这种单子如何表象或知觉宇宙万物的学说。 

（1）对经验论的批判 

莱布尼茨揭示了感觉经验的局限性。他认为“人类的认识与禽兽的认识的区别”在于“禽兽纯

粹凭经验，只是靠例子来指导自己，因为就我们所能判断的来说，禽兽决达不到提出必然命题的地

步，而人类则能有经验证明的科学知识，也是因为这一点，禽兽所具有的那种联想功能，是某种低

于人所具有的理性的东西。” 

（2）天赋观念论 

首先，莱布尼茨的天赋观念论比笛卡尔更彻底，他从单子的单纯性和内在原则出发，主张我们

的所有观念都是天赋的：“我一向并且现在仍然赞成笛卡尔先生曾主张的对于上帝的天赋观念，并

且因此也认为有其他一些不能来自感觉的天赋观念的。现在，我按照这个新的体系（指单子论――

引者注）走的更远了；我甚至认为我们灵魂的一切思想和行为都是来自它自己内部，而不能是由感

觉给予它的”。 

其次，莱布尼茨也接受了洛克对天赋观念论的批评，放弃了“天赋观念直接呈现说”，而发挥

了“天赋能力潜存说”。 

（3）两种真理 

既存在推论的真理、必然的真理，也存在事实的真理、偶然的真理。检验这两种真理有两个不

同的原则，即矛盾原则和充足理由原则。 

“我们的推理是建立在两个大原则上，即是：（1）矛盾原则，凭着这个原则，我们判定包含矛

盾者为假，与假的相对立或相矛盾者为真。以及：（2）充足理由原则，凭着这个原则，我们认为：

任何一件事如果是真实的或实在的，任何一个陈述如果是真的，就必须有一个为什么这样而不那样

的充足理由，虽然这些理由常常总是不能为我们所知道的。也有两种真理：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

理。推理的真理是必然的，它们的反面是不可能的；事实的真理是偶然的，它们的反面是可能的。” 

学习目标： 

1．了解以自我意识、心灵的自明性为阿基米德点的近代唯理论哲学的认识论。 

2．着重掌握笛卡尔、斯宾诺萨、莱布尼茨等哲学家的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伦理学学说。 

3.进一步理解西方近代哲学所实现的认识论或知识论转向。 

作业： 

复习题： 

天赋观念  单子  前定和谐（预定和谐）  自然神论  两种真理 

我思故我在  神即实体即自然  心灵是有花纹的大理石（“天赋能力潜存说”）  

思考题： 

笛卡儿世界观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他的认识论学说是怎样的？ 

请解释笛卡儿哲学中的有条理的怀疑的作用。 

笛卡儿是如何得出“我思故我在”的？这个命题在他的思想中起什么作用？ 

请解释笛卡儿对灵魂（思维）与肉体（广延）的关系的看法，并讨论内在于这个观念的一些问

题。 

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是怎样的？如何理解他的认识论、方法论以及伦理学？ 

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和前定和谐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他的认识论与笛卡儿的认识论有何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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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书目： 

Descartes,R., A Discourse on Method, seeing Philosophical Works of Descartes, Cambridge, 1931. 
Descartes,R., Meditation on the First Philosophy, seeing Philosophical Works of Descartes, 

Cambridge, 1931. 
笛卡儿:《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 2000年版。 

Spinoza, Baruch, Ethics, thanslated by R.H.M.Elwes, London, 1919.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 

Leibniz, Gottfried, Monadology, thanslated by Robert Latta, Oxford, 1898. 

《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祖庆幸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版。 

悌利：《西方哲学史》（上），商务印书馆 1995年版。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 1998年版。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知识单元 6：经验的发现——17世纪英国哲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经验论哲学 

1.1经验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1.2经验论（empiricism）的主要主张 

认为经验或感性认识是人的一切知识或观念的唯一来源，轻视，甚至否定理性认识的作用和确

定性的认识论。经验分为两种，一种是外部经验即感觉，另一种是内部经验即内省。主张感觉论的

哲学家否认内省经验，只承认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唯一来源。经验论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分。唯

物主义经验论认为经验来源于客观实在，外物作用于人的感官才引起感觉经验。唯心主义经验论则

否认经验的客观来源，认为经验是主观自生或上帝赋予的。经验论与唯理论或先验论相对立，并长

期进行论争。 

1.3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对立 

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对立主要是认识论的对立，而不是哲学基本路线的对立。不能将经验论等同

于唯物主义，将唯理论等同于唯心主义。他们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各执一端，各自包含有部分真理，

而在长期的论争中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互为补充，共同推动着人类认识的发展。 

2．培根：经验论鼻祖 

培根其人其书: 

2.1命题 

——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的观念起源于经验； 

——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 

2.2四假象说 

所谓假相（idols，亦译作“幻相”、“偶像”），即盘踞在人的头脑中的一些错误观念，它们形

成了成见或偏见，使人们不能正确地认识到真理，严重妨碍了科学的复兴。培根根据这些错误的不

同来源把假相分为四类，即“族类的假相”、“洞穴的假相”、“市场的假相”和“剧场的假相”，并

对它们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 

“族类的假相”是人类天性中普遍存在的缺陷。由于人类在认识事物时，不是以客观事物本身

为尺度，而是以自己的主观感觉和成见为尺度，从而在对自然事物的认识中掺杂着许多主观的成分。

“人类的理智就好象一面不平的镜子，由于不规则地接受光线，因而把事物的性质和自己的性质搅

混在一起，使事物的性质受到了歪曲，改变了颜色。”[4] 

“洞穴的假相”是由于个人的特性而产生的假相。因为每个人的心理和体质各有特点，所受的

教育和成长的环境、阅读的书籍、崇拜的权威亦有不同，这就难免使自然之光曲折和变色，从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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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些成见和偏见。 

“市场的假相”是由于人们在相互交往过程中语词使用不当而产生的假相。人们相互往来，如

同市场上交际一样，必然会使用语言。如果对名称和概念的规定和理解不当，就会以假冒真，名实

不符，造成错误的观念，形成假相。 

“剧场的假相”是从各式各样的哲学体系以及错误的论证方法中移植到人们心中的假相。培根

说：“因为在我看来，一切流行的体系都不过是许多舞台上的戏剧。根据一种不真实的布景方式来

表现它们所创造的世界罢了。”[5]如果人们误将哲学家精心制造的理论体系当成了现实，就会陷入

“剧场假相”。 

2.3自然哲学 

培根认为，除了上帝这个第一推动者而外，自然界自己就是自己的原因。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

的，物质是万物的本原，这就是“原初物质”。所谓原初物质是一切事物的本原、一切原因的原因，

但它本身不为其他本原所产生和决定。物质是永恒存在的，“无物生于无”、“无物化为无”这是自

然界的两条基本原则。“物质的绝对量或总数是保持不变，无增无减的”，[6]“任何火，任何重量

即压力，任何强暴，以致如何长时间，都不能把物质的哪怕是极小极小的任何部分化为无，它永远

总有在那里，永远占着某些空间。” 

物质本身是能动的，运动是物质本身所固有的特性。 

“形式”是培根自然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具有丰富的含义。“形式”有许多重要的特征：（1）

形式和物质不可分离。他批判了柏拉图把形式和物质割裂开来、把形式观念化的唯心主义的观点，

肯定了形式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与物质不可分离。（2）形式是事物的内在本质规定性。“因为

既然一物的形式就是此物本身，而事物与形式的区别不过是表面的与内在的、外在的与内在的之间

的区别。”[10]（3）形式的普遍性。一个人如果熟悉了形式，“就能够在极不相同的实体中抓住自

然的统一性”。[11]（4）形式是为数不多的、永恒的和不变的。（5）形式的效用性。 

正如马克思所说：“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

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的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 

2.4经验论的基本原则 

培根在近代哲学中第一个提出了经验论的基本原则，主张一切知识都起源于经验，同时亦认识

到了感觉经验的局限性，主张将经验与理性结合起来。所有这些，使他在近代哲学中为经验论的产

生准备了基本的条件。 

科学认识的对象是自然，认识的目的在于发现自然事物的“形式”即规律，而人们对于自然事

物及其规律的认识在实质上是对客观存在的“世界模型”的“模仿”。所以，“知识就是存在的表象”，

[14]存在的真理同知识的真理是一个东西，两者的差异亦不过如同实在的光线同反射的光线的差异

罢了。培根的这一论述可以说是近代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一个初步表述。 

2.5经验归纳法 

第一步，收集材料。 

第二步，运用“三表法”来整理材料。培根提出的三种例证表是：（1）“具有表”，把具有所要

考察的某种性质的一些例证列在一起。（2）“接近中的缺乏表”，在这里列举出与上表中的例证情形

近似可是却没有出现所要考察的某种性质的一些例证。（3）“程度表”或称“比较表”，在这里列举

出按不同程度出现的所要考察的某些性质的一些例证。培根认为，列出了三个表，这只是做好了归

纳的准备工作。 

第三步，进行真正的归纳。 

培根所谓真正的归纳又分为三个小步骤：（1）排除法，即排除和拒绝这样一些性质：这些性质

是在有给定的性质存在的例证中不存在的；或在给定性质不存在的例证中存在的；或者在这些例证

中给定性质减少而它却增加，或给定性质增加而它却减少的。在进行这种排除的过程中已经为真正

的归纳打下了基础。（2）根据三表所列示的事例，做一次正面地解释自然的尝试，就是通过排除之

后得出正面的结论。（3）纠正解释偏差的几种帮助。培根列举了九种帮助，如“具有优先权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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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法的改正”，“按题目的性质改变研究方法”等等。这九种“帮助”旨在较正以上程序中的失

误，以求得尽可能准确的结论。 

3．霍布斯 

霍布斯其人其书: 

3.1命题：一切运动都是机械运动 

3.2认识论和方法论 

霍布斯的认识论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培根的经验论原则，另一方面也受到了笛卡尔唯理论的影

响。 

对霍布斯来说，哲学的对象是物体，因而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由外部对象所引起的感觉而获得

的：“如果现象是我们借以认识一切别的事物的原则，我们就必须承认感觉是我们借以认识这些原

则的原则，承认我们所有的一切知识都是从感觉获得的。” 

所以，“知识的开端乃是感觉和想象中的影像，这种影像的存在，我们凭本能就知道得很清楚。” 

由此，他批判了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认为观念只是有形物体的反映，它们只能通过感觉

来自外界，“没有什么观念是从我们心里产生并且居住在我们心里的”。 

上帝、灵魂、天使等观念都不过是由人们的抽象思维对那些可见事物的观念进行推理得来的。 

“一切观念最初都来自事物本身的作用，观念就是事物的观念。当作用出现时，它所产生的观

念也叫感觉，一个事物的作用产生了感觉，这个事物就叫做感觉对象”。因而，“‘感觉’就是一种

影像，由感觉器官向外的反应及努力所造成，为继续存在或多或少一段时间的对象的一种向内的努

力所引起”。 

霍布斯一方面坚持经验论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亦认识到感觉经验的局限性。 

在经验论哲学家中，霍布斯比较重视理性认识的作用。在他看来，一切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

“但是认识它们为什么存在，或者根据什么原因而产生，却是推理的工作”。 

他把理性认识划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给概念所表示的事物命名并恰当的使用名称；第二步，

把一个名称和另一个名称连接起来组成断言和命题；第三步，把一个命题另一个命题连接起来，进

行推论直到得出有关问题所属名词的全部结论，这就是科学知识。 

霍布斯认为，哲学就是由因及果和由果溯因的推理的知识，哲学的方法就是“根据结果的已知

原因来发现结果、或者根据原因的已知结果来发现原因时所采取的最便捷的道路”。 

3.3自然哲学 

霍布斯依据伽利略机械力学原理，发展了培根的唯物主义，建立了系统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

亦即以“物体”概念为核心的“自然哲学”。 

（1）物体 

所谓的“物体”，就是客观存在的、具有广延的东西。他给“物体”下的定义是：“物体是不依

赖于我们思想的东西，与空间的某个部分相合或具有同样的广袤。” 

（2）偶性 

霍布斯对物质特性的了解，表现在他关于“偶性”的学说中。他给偶性下的定义是：“某个物

体借以在我们心里造成它自身的概念的那种能力。” 

霍布斯把偶性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一切物体普遍具有的性质，亦即广延和形状。所谓“广延”

即长、宽、高的量度，是物体的根本特性。物体还有另一类特性，这就是不为一切物体所共有，只

为某些物体所特有的偶性，如动、静、色、声、味等。第一类偶性除非物体消灭了，它们才会消灭。

第二类偶性则不同，它们可以产生和消灭，也可以被另外的偶性所取代，但是物体并不消灭。 

（3）运动 

霍布斯所理解的运动只是机械性的位置移动：“‘运动’是不断地放弃一个位置，又取得另一个

位置”。 

（4）因果性 

霍布斯认为哲学就是探求因果性的科学。他不仅象培根那样排斥了目的因，而且也排斥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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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只保留下来质料因和动力因。当一个物体在另一个物体中产生和消灭某种偶性时，亦即一个物

体作用于某一个物体时，“动作者”的能力就是动力因，“被动者”的能力就是质料因。两者之间的

关系就是原因与结果的关系。 

3.4公民哲学 

哲学的对象是物体。自然哲学研究“自然物体”，公民哲学研究“人工物体”即社会和国家，

不过还有处于两者之间的“人”，他既是自然物体，又是人工物体的创造者和组成部分。因而哲学

思考的逻辑顺序就是从物体到人性，然后是社会和国家，这就构成了哲学体系的三个部分：自然哲

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政治哲学是霍布斯哲学的中心，也是他对后世

影响最大的部分。霍布斯继马基亚维利和格劳秀斯之后，在人性论的基础之上，依据自然法理论和

社会契约论，制订了他的“公民哲学”，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两部分。 

4. 洛克 

洛克其人其书: 

4.1命题： 

——人的心灵是一块白板 

——凡在理智中的，无一不是在感觉中 

4.2批判天赋观念论 

天赋观念论者的主要论据是所谓“普遍同意说”。他们断言，宗教、道德、数学和逻辑学中的

一般观念和原则是人们所普遍同意的，这就证明它们在人们心中是天赋的。 

洛克指出，根本不存在全人类普遍同意的天赋原则，如逻辑中的“同一律”和“矛盾律”以及

数学中的公理、定理等等，儿童和白痴就不知道。不仅如此，道德的规范和宗教的信条在不同的时

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亦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 

天赋观念论者辩解说：天赋观念论是潜存在人们心中的，尽管儿童开始并不知道这些天赋原则，

但当他学会使用理性之后，就会把这些潜在的原则发现出来。   

洛克针对这种“潜存说”指出，如果说人的心灵具有天赋观念而不理解它，这是荒诞的。因为

我们说心灵具有某些观念，就是说它们为心灵所理解，或是说这个观念“在理解中”。如果说在理

解中的观念而不被理解，那是自相矛盾的。实际上，要知道或是理解那些原则，必须经过一个学习

的过程。 

洛克还进一步驳斥天赋观念论者的理论前提——上帝观念天赋说。上帝观念也不是人人都有

的，比如历来就有一些无神论者以及新近发现的许多民族，他们就没有上帝观念。即使信仰上帝的

人，他们对上帝的观念各有不同，也不是普遍同意的，这都说明上帝观念也不是天赋的。 

哲学上的天赋观念论是为了解决认识问题的，而洛克则认为用不着假设天赋观念，我们完全可

以合理地解决问题。实际上，“人们单凭运用他们的自然能力，不必借助于任何天赋的印象，就能

够获得他们所拥有的全部知识；他们不必有任何这样一种原始的概念或原则，就可以得到可靠的知

识”。洛克的解决办法就是“白板说”。 

如果没有天赋观念，我们的知识尤其是真理性知识从何而来呢？在洛克看来，“能力是天赋的，

知识是后得的”，人类具有接受感觉、形成观念和知识的“天赋能力”，由此就可以说明我们的知识

的来源。他假定人的心灵就如同一块“白板”(tabula rasa)，上面原本没有任何标记。后来通过

经验便在上面印上了印痕，形成了观念和知识。所以，洛克哲学的基本原则是，“心灵是一张白纸”，

“知识源于经验”。 

4.3经验 

洛克指出：“我们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知识归根到底都是导源于经验的。我们对

于外界可感物的观察，或者对于我们自己知觉到、反省到的我们的心灵的内部活动的观察，就是供

给我们的理智以全部思维材料的东西。这两者乃是知识的源泉，从其中涌出我们所具有的或者能够

自然地具有的全部观念。”   

这就是说，一切知识来源于经验，经验分为对外的感觉和对内的反省，我们思维的全部材料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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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都从这两者而来。这就是说，作为知识的来源的经验有两个方面，一是感觉，一是反省。 

感觉也被称为“外感觉”。我们的感官在受到外部事物的刺激时，将对于事物的知觉传达到心

灵里，于是我们就得到了关于外部事物的形状、运动、色、声、味以及一切可感性质的观念。我们

的观念的大部分导源于感觉，即由外感觉传入心灵之中的知觉。 

反省也被称为“内感觉”。我们在运用理智考察它所获得的那些观念时，我们还知觉到自己有

各种心理活动。当心灵反省这些活动时，它们便提供给我们另一类观念，这些观念是不可能从外部

获得的。这类观念有：知觉、思想、怀疑、信仰、推论、认识、意欲以及心灵的一切作用。 

因此，感觉的对象是外界事物，而反省的对象则是内在的心理作用。它们是互相独立的两种知

识源泉，正是这两种经验在心灵这张白纸上写下了观念的文字。所以，无论我们有多么丰富的想象

力，都不可能超出感觉和反省所提供的那些观念之外。 

4.4观念 

一切观念来源于经验，经验就是对外部事物的感觉和对内部心理活动的反省，它们在心灵上留

下的痕迹就是观念。 

“观念”(idea)是洛克哲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用以表示人的心灵所知觉、所思想的直接对象、

材料、基本元素。他借鉴了笛卡尔对“观念”一词的运用，不过其含义更加广泛，既指人类思维的

直接对象，也是知识的基本材料，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由观念构成的。 

洛克把观念分为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 

（1）简单观念 

所谓简单观念就是由外部事物及其属性直接作用于感官而产生的感觉观念，和心灵对自身心理

活动的直接反省而产生的反省观念。简单观念有两个基本特点，这就是被动性和单纯性。 

（2）两种性质的观念 

首先，洛克把物体的性质区分为第一性的质（primary qualities）和第二性的质（secondary 

qualities）。 

与物体的两种性质相对应，在我们心中也存在着两种性质的观念。物体的第一性的质在我们心

中产生了体积、广延、形状、运动、静止、数目等简单观念，物体的第二性的质在我们心中产生了

颜色、声音、气味、滋味等简单观念。 

两种性质的观念虽然产生的途经是一样的，但是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第一性的质

的观念是对物体性质的真实反映，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原型”与“摹本”的关系。第二性的质的观

念就不同了，这类观念尽管也是由物体中的运动刺激感官而产生的，然而在物体中却不存在它们的

“原型”，所以只是心灵对物体性质的主观反映。 

（3）复杂观念 

所谓“复杂观念”就是由几个简单观念所组成的观念。心灵虽然在获得简单观念时完全是被动

的，但是它也有自己的作用：它能够以简单观念为材料和基础来构成其他的观念，这样组成的新观

念就是复杂观念。 

心灵利用简单观念来构成其他观念的能力和作用主要有三种：（1）组合作用；（2）比较作用；

（3）抽象作用。 

4.5知识 

所谓知识就是理智对于两个观念的契合或矛盾的一种知觉，亦即对于两个观念之间关系的认

识。因此，我们的知识只与我们的观念有关，观念是知识的对象。于是，洛克对观念之间的关系、

知识的等级、知识的实在性和范围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1）观念之间的关系 

——同和异 

——关系 

——共存或必然联系 

——实在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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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知识的等级 

理智按照观念之间不同的关系来形成知识，观念之间的关系不同，知识的清晰程度亦有所区别，

这就形成了知识的等级。知识有三个等级，它们从高到低排列为直观的知识、证明的知识和感觉的

知识。 

——直观的知识 

——证明的知识 

——感觉的知识 

（3）知识的实在性 

——一切简单观念都是与事物符合一致的 

——除了实体观念之外，一切复杂观念都是与自身相契合的 

（4）人类知识的范围 

既然我们的知识是关于观念之间关系的认识，而观念之间的关系有四种，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

观念之间的四种关系来判定知识的范围。 

1）同或异；2）共存或必然的联系；3）关系；4）实在的知识。 

4.6社会政治学说 

洛克是英国“光荣革命”时期辉格党人的主要思想家。继格劳秀斯、霍布斯等人之后，他依据

人性论，利用“自然法”理论，论述了国家的起源、本质和政府形式等问题，系统地制定了社会政

治学说。 

（1）自然状态 

洛克象霍布斯一样通过自然状态说来解释社会和国家的起源，不过在他看来，人类最初的自然

状态并非象霍布斯所说的那样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而是一种人人平等自由的和平

状态。 

虽然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享有自由和平等的权利，但是这些权利是没有保障的。由于缺乏明确、

公认的法律，也没有公共权力充当裁判者并保证正确判决的执行，因而在自然状态中就存在着违反

自然法，侵犯别人的自然权利的现象。于是，人们便通过协商，订立契约，建立政府来保护公民的

自然权利。国家由此而产生了。  

（2）政府的性质 

人们订立契约，建立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自然权利，所以人们并不是象霍布斯所说的

那样，将全部自然权利都交给专制的政府或君主，他们所放弃的唯一的自然权利只是维护自然法，

惩罚犯罪者的执行权，政府的权利仅此而已，根本没有专断的统治权。按照洛克的学说建立起来的

政府是一个以保护公民的自然权利为唯一目的的民主政府。 

（3）法制和分权学说 

洛克认为，一个国家绝不能听任统治者凭个人意志实行专制统治，必须制订人人都要遵守的法

律，统治者也只能根据法律进行统治。法律的性质是保障公民的自然权利，其目的不是限制自由，

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 

为了防止君主专制，洛克提出了政权分散、互相制约、三权分立的“分权”学说，主张国家的

立法权、行政权和联盟权（外交权）分由不同的部门掌握，不要集中在政府和君主一人之手。其中

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利，根据立法权的所属，我们可以把政府的形式区分为民主制、寡头制和君主制。 

5．休谟 

休谟其人其书: 

5.1命题 

——因果关系是一种习惯性联想； 

——单称判断推不出全称判断 

5.2经验论的基本原则 

休谟象巴克莱一样是从洛克经验论出发的，不过洛克和巴克莱称之为“观念”的东西，休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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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知觉”。知觉是知识的基本要素，包括感觉、情感、情绪、思维等所有的意识活动。知觉

分为两类，一类是“印象”(impressions) ，一类是“观念”(ideas)。“两者的差别在于：当它们

刺激心灵，进入我们的思想和意志中时，他们的强烈程度和生动程度各不相同。进入心灵时最强最

猛的那些知觉，我们可以称之为印象；在印象这个名词中间，它包括了所有初次出现于灵魂中的我

们的一切感觉、情感和情绪。至于观念这个名词，我用来指我们的感觉、情感和情绪在思维和推理

中微弱的意象。”[5]印象和观念的差别也就是感觉和思维的差别，不过按照休谟的理解，两者之间

的差别在于强烈和生动程度不同，所以只是量的差别而已。 

按照休谟的观点，除了印象和观念之外，我们的知觉（不论印象或是观念）还有另一种区别，

这就是简单与复合之间的区别。简单观念直接摹写简单印象，复合观念或是来自对复合印象的摹写，

或是来自对简单观念的排列和组合。总而言之，一切观念或思想最终来源于印象即感觉经验。 

于是，休谟提出了“人性科学”的两条基本原则： 

第一条原则可以称之为“印象在先原则”， 强调“观念是印象的摹本”、“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

实际上是经验论的基本原则。 

第二条原则也可以称之为“想象自由原则”，即是说，观念虽然由印象而产生，但是在心中却

可以自由地结合，从而产生出印象中所没有的东西。 

5.3温和的怀疑论 

既然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觉，那么感觉是从何而来的呢？在这个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上，休谟采

取了存疑的态度，走向了“温和的怀疑论”。 

休谟说：“至于由感官所发生的那些印象，据我看来，它们的最终原因是人类理性所完全不能

解释的，我们永远不可能确实的断定，那些印象还是直接由对象发生的，还是被心灵的创造所产生，

还是由我们在造物主那里得来的”。 

休谟从彻底的经验论立场出发，认为唯物主义者（例如洛克）主张有一个独立存在的外部世界，

我们心中的知觉是它的摹本或表象，乃是毫无根据也是无法证明的偏见。 

在休谟看来，唯心主义者（例如巴克莱）将感觉的来源归结为心灵或是上帝同样没有根据。所

谓“上帝”这个最高的实体同唯物主义的“物质”一样超越了感觉经验，它们的存在都是悬而未决

的，既无法认知，也不可能证明。不仅如此，“心灵”或“自我”也是超验的东西。我们只能感知

到时刻变化着的、各种各样的特殊知觉，根本感知不到一个抽象的、一般的“自我”。所谓“心灵”

或“自我”不过是“以不能想象的速度互相接续着，并处于永远流动和运动之中的知觉的集合体，

或一束知觉”。 

因此，在感觉的来源问题上，休谟的回答既不同于唯物主义，也不同于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

而是采取了存疑的立场。 

5.4因果观 

休谟经验论的第一条原则是“印象在先原则”，第二条原则是“想象自由原则”。虽然我们所有

的观念最终都可以归结为印象，不过心灵也有它的作用，它可以通过联想自由地对观念进行组合或

分解，由此便形成了复合观念和知识。显然，知识的形成一定是有规则的，否则就没有统一的知识。

在休谟看来，想象组合观念的联想规则有三条，这就是 1）类似关系，2）接近关系和 3）因果关系。 

在前两种关系中，“心灵都不能超出直接呈现于感官之前的对象去发现对象的真实存在或关

系”，它们只是观念的组合或分解，并不涉及外在的对象。因果关系就不同了。“唯一能够推溯到我

们感官以外，并把我们看不见、触不到的存在和对象报告于我们的，就是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通常被看作是自然界中最普遍的客观规律，甚至被视为社会和人性的必然法则。休谟

对此表示存疑：既然我们的知识实际上被局限在感觉经验之内，那么我们有什么根据将因果关系推

溯到感觉之外去呢？它能否为我们的知识提供客观性和必然性的基础？于是，他深入研究了因果观

念。 

（1）两种知识 

休谟认为人类理智的对象可以自然地分为两种，这就是“观念的关系”和“实际的事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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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应，知识也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关于观念的知识，一类是关于事实的知识。 

“关于观念的知识”包括几何、代数、三角等数学知识。“这类命题只凭思想的作用，就能将

它发现出来，并不以存在于宇宙中某处的任何事物为依据。纵然在自然中并没有圆形或三角形，欧

几里得所证明的真理仍然保持着它的可靠性和自明性。” 

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事实的知识，由于经验归根结底是或然的，例如“太阳明天将不出来”

与“太阳明天将要出来”都是可能的，所以是没有矛盾的。 

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把物理学等看作是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呢？这完全是因为我们的因果观

念。 

休谟对此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每一个有开始的存在的东西也都有一

个原因这件事是必然的呢？第二，我们为什么断言，那样一些特定原因必然要有那样一些的特定结

果呢？我们的因果互推的那种推论的本性如何，我们对这种推论所怀的信念的本性又是如何？” 

（2）因果知识的来源 

首先，因果关系的发现是不可能通过理性，而只能通过经验的。 

那么，经验是如何从过去推断未来、从已知推断未知、从个别推论一般呢？这实际上是一个归

纳推理，它由两个命题所组成，一个命题是“我曾经见到这样一个表面上相似的事物经常有这样一

个结果跟随着”；另一个命题是：“我预见到别的表面上相似的事物也会有相似的结果跟随着”。一

个是前提，一个是结论。 

休谟说：“我承认一个命题可以从另一个命题正确的推断出来，而且我知道事实上它经常是这

样推论出来的”[20]。但是，这两个命题之间的联系既不是直观的，也不能由任何推理而得到证明。 

由此看来，或然的归纳推理在逻辑上是得不到证明的，也就是说归纳推理如何从全体过渡到结

论、从个别过渡到一般，即归纳的合理性问题，在逻辑上是得不到证明的，这就是休谟百思不得其

解、不得不向公众提出来的著名的所谓“归纳问题”，现代西方哲学家称之为“休谟问题”。 

（3）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 

既然经验不可能告诉我们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那么我们的因果观念是从何而来的呢？

休谟认为，尽管经验不能提供因果之间必然联系的证明，多次重复的经验亦并不比单一例证提供更

多的东西，但是它们却能够以一定的方式影响我们的心灵。当我们经常性地经验到事件 A之后总有

事件 B相随时，这就使我们对事件 A的经验与对事件 B的经验之间产生了某种习惯性的联想，这就

是所谓“必然联系”观念的来源。 

因此，“习惯”乃是因果观念的基础。 

于是，休谟得出了结论：“根据经验来的一切推论都是习惯的结果而不是理性的结果”。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休谟强调说，“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 

（4）因果关系的定义 

休谟根据他对因果关系的考察，给因果关系下了两个定义： 

第一个定义：原因是“先行于、接近于另一个对象的一个对象，而且在这里凡与前一个对象类

似的一切对象都和与后一个对象类似的那些对象处在类似的先行关系和接近关系中”。 

第二个定义：“一个原因是先行于、接近于另一个对象的一个对象，它和另一个对象那样地结

合起来，以致一个对象的观念就决定心灵去形成另一个对象的观念，一个对象的印象就决定心灵去

形成另一个对象的较为生动的观念”。 

总之，就经验的限度而论，因果关系并不是具有客观性的必然联系，而是思想中的习惯性联想

的结果。如此说来，休谟的不可知论不但使经验论的理想破灭了，而且也使唯理论的理想陷入了困

境。 

5.5宗教怀疑论 

从休谟第一部著作《人性论》到他的最后一部著作《自然宗教对话录》，宗教问题始终是休谟

思考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且他一贯对宗教持怀疑论的态度。当然，休谟不是无神论者（他甚至认为

无神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是怀疑论者。这就是说，上帝的存在既不可能被证实，也不可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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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证。从这种怀疑论的立场出发，休谟批判了关于上帝存在的各种证明。 

学习目标： 

1．与唯理论哲学相比较，了解其认识论、方法论的特质。 

2．主要把握 17世纪英国哲学唯经验论的代表人物及其基本主张。 

作业： 

复习题： 

四假相说  经验归纳法   双重真理说   白板说    

知识就是力量  一切运动都是机械运动  人的心灵是一块白板  存在就是被感知 

因果关系是一种习惯性联想  单称判断推不出全称判断 

思考题： 

为什么说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科学的始祖？ 

简述霍布斯的哲学思想，为什么说他是近代第一个机械唯物论者？ 

洛克是怎样看待知识和感性经验（知觉）之间的关系的？ 

贝克莱是主观唯心主义者还是客观唯心主义者？有人说他是感觉论的唯心主义，你如何理解？ 

休谟怀疑论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他如何阐释因果关系的？ 

拓展阅读书目： 

Watkins,J.W.N., Hobbes’ System of Ideas, London, 1973.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5年版。 

霍布斯：《论公民》，应星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in The English Philosophers from Bacon to 

Mill, New York, 1939. 

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 1959年版。 

Berkeley, George, A Treatise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J.Warnuk, London,1967. 

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

室编译，商务印书馆 1981年版。 

Hume,David,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edited by Ernest C. Mossner, Harmondsworth, 

1985. 

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 1957年版。 

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悌利：《西方哲学史》（上），商务印书馆 1995年版。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 1998年版。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知识单元 7：启蒙理性——18世纪法国哲学 

参考学时：课下自学 

学习内容： 

1．孟德斯鸠 

1.1命题：法是由万物的本性派生出来的必然关系 

1.2法的精神 

关于法的理论是孟德斯鸠社会政治学说的基础。在法语中，Loi一词有法、法律、规律等多种

含义。孟德斯鸠从广义上将“法”规定为“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也就是贯穿于一

切事物之中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就此而论，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上帝有上帝的法，物质世界

有物质世界的法，兽类有兽类的法，人类有人类的法。世界上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存在都是必然的，

存在着一个“根本理性”，而“法就是这个根本理性和各种存在物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存在物彼

此之间的关系”。因此，孟德斯鸠试图通过对人类社会的法的研究，寻求治国安邦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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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在进入社会状态之前处于自然状态之中，遵从“自然法”而生活，它根源于我们的生命的

本质即自然本能。自然法有四条，即和平、寻找食物的意图、相互之间经常存在着自然的爱慕和过

社会生活的愿望。这种从人类自然本性中派生出来的自然法就是人类社会固有的规律。 

人类的一般法就是人类的理性，每个国家的政治法律等社会制度都是人类理性在特殊情况下的

具体体现。法律制度不仅与国家政体的性质和原则有关，而且与各个国家的气候、土壤、面积大小

等自然条件有关，与各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也有关系。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就构成了“法的精神”，

只有符合这一精神的社会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 

1.3政体的性质和动力原则 

按照孟德斯鸠的观点，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是从政体的性质和原则中引申出来的，政体的性质

和原则决定着国家的各种制度。所谓政体就是国家政权构成的形式。“政体的性质是构成政体的东

西；而政体的原则是使政体行动的东西。一个是政体本身的构造，一个是使政体运动的人类的感情。” 

在世界历史上存在过三种政体，即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这三种政体的区别是，“共

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执政，不过参

照固定的和确立了的法律；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

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共和政体的性质是人民拥有最高权力，它的原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性质

是君主拥有最高权力，不过他依据法律来行使权力，它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性质是个人

依据意志和爱好来治理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 

孟德斯鸠认为民主制和君主制都是合理的政体，专制政体则是不合理的政体。在专制国家中，

法律等于零，君主的意志统治着一切，这样的国家总是按照恐怖的原则实行残暴统治的。 

他推崇君主制。在他看来，君主制区别于专制制度的标志是它遵循固定的根本法进行治理，而

这种根本法是不容许专横任性的。 

1.4权力分立与政治自由 

从政治自由和政治体制相关联的角度讲，要实现政治自由，首先就要防止权力的滥用。一切有

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好像给一种权力添加重量，使它能够和另一种权力相抗衡”。于是，孟德斯鸠提出了权力分立、

相互制衡的思想。 

“每个国家有三种权力：（一）立法权力；（二）有关国际法事项的行政权力；（三）有关民政

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立法权具体体现为制定临时或永久的法律、

修正或废止已制定的法律；行政权体现为对外宣战或媾合、派遣或接受使节、维护公共安全，防御

侵略；司法权表现为惩罚犯罪或裁决私人诉讼。这三种权力必须分开，使它们相互独立，分掌于不

同的人、不同的机关手中，使它们相互制约，保持平衡，这样才能建立起政治自由的国家。 

1.5地理环境决定论 

孟德斯鸠对法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把法放在各种关系的总体联系中来考察，认为法和一个国家

的政体、气候、土壤、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及宗教有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些因素的关系的总和就称

作“法的精神”，只有体现了法的精神才是合理的法律。一个国家的法律必须与其特殊的法的精神

相一致，不能机械地照搬他国的法律，“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一个国家的话，那是非

常凑巧的事”。 

孟德斯鸠从文化等诸多综合因素入手来考察社会政治制度，尤其强调地理环境的重要意义。在

他看来，地理环境对于一个民族的性格、风俗、道德和精神面貌及其法律性质和政治制度具有决定

性的作用。 

2．伏尔泰 

2.1命题：万物艺术证明创造主的存在；宗教是人类理性的大敌和败类 

2.2经验论 

伏尔泰继承了洛克的经验论，反对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形而上学。他对洛克推崇备至，甚至说“只

有洛克才可以算是我们的时代胜似希腊最辉煌的时代的伟大榜样。从柏拉图到洛克，其间什么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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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只有洛克在一部满篇真理的书中阐明了‘人类理智’；其中所有道理都很明晰，因而使这

部书完美无瑕。”伏尔泰认为洛克哲学已经穷尽了真理，是无法超越的，所以他自己的哲学不过是

对洛克哲学的阐释和具体发挥而已。 

由于机械论立场的限制，伏尔泰并不是彻底的唯物论者，而是比较典型的自然神论者。 

2.3自然神论 

使伏尔泰走上自然神论道路的是牛顿。牛顿的物理学把世界理解为一个机械系统，以物体之间

作用与反作用的外在因素解释运动，因而最终不得不借助于超自然的原因即上帝来充当宇宙的第一

推动者。伏尔泰象牛顿一样无法避免机械自然观所遇到的困难，认为“运动并不是凭自身而存在的；

因此必须求助于一个最初的推动者。……整个自然界，从最遥远的星辰直到一根草芒，都应当服从

一个最初的推动者”。虽然伏尔泰承认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第一推动者，但是他从自然神论出发，

认为上帝在创造了世界并对世界实施了第一次推动之后就不再干预世界，他在为自然界立法并使

“世界机器”运转之后就永远休息了，于是世界就按照自身的规律运动着。这种自然神论被马克思

和恩格斯看作是唯物主义的一种形式，同样具有反宗教神学的意义。 

2.4社会政治思想 

与 17、18 世纪大多数政治思想家一样，伏尔泰的社会政治学说也是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的，

不过他的观点有其自己的特色。 

伏尔泰把自然法看作人为法的基础和根据，认为自然法就蕴含在人性之中。他指出，“一个社

会要存在下去，就必须有一些规律。正如每种游戏必须有一定规则一样。”尽管在不同的国家、不

同的历史时期中，约定的法律、习惯和风尚不断地变化，而且人类历史充满了种种罪恶，但是基于

人性的东西是永恒不变的。任何社会都把遵守他们的法律的人称为“君子”，把违背法律的人叫做

“罪犯”，可见无论在什么地方，善与恶都是对社会有利或是有害的行为。确实存在着一些自然法

则，它们是社会的永恒联系和根本的法律。因此，人为法越是接近于自然法，社会就越是公正和和

谐。就此而言，法律是自然的女儿。 

3．卢 梭 

3.1命题：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 

3.2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卢梭的社会政治学说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揭示了“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之间的矛盾。

在他看来，要解决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问题，首先必须回溯到人类的“自然状态”，以展示人

的本性，由此才能说明造成不平等的原因所在。当然，要从现代人身上追溯人的原始状态是非常困

难的，而且这种“自然状态”也许从来就不曾存在，所以当我们分析这种状态的时候，与其说是历

史的事实，不如说是某种逻辑上的“假设”。于是，卢梭使用抽象的分析方法，把“人所形成的人”

即社会人与自然人加以比较，将剔除人的社会性之后所剩下的东西看作人的自然本性，由此来研究

决定人的本性的自然规律，说明人类社会的基础和不平等的起源。 

卢梭关于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他认为私有制并不是天赋的自然权

利，而是历史的产物，它是人类一切灾难痛苦的罪魁祸首。然而在他看来，正是由于私有制是文明

社会的基础，而我们又不可能重新退回到自然状态之中区，所以私有制是不可能被消除的，我们只

能限制和约束它。 

由此出发，卢梭描述了人类社会不平等的发展阶段。 

3.3社会不平等的发展阶段 

在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是自然不平等即生理上的不平等，一种是社会不平等即精神上或

政治上的不平等。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差异在自然状态下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社会状态下，不仅社

会不平等，即使是自然不平等，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私有制是文明社会的开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础，而社会发展的结果就是社会不平等的产生和

深化。社会不平等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法律和私有财产权的设定是第一阶段；官职的设置是

第二阶段；合法的权力变成专制的权力则是第三也是最后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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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社会契约论 

自由和平等是卢梭社会政治哲学的最高目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探讨了不平等的

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所关注的则是如何实现社会平等的问题。由于人类不可能回归平等的

自然状态，所以卢梭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社会秩序中，从人类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情况着眼，

能不能有某种合法的而又确切的政权规则”。 

在卢梭看来，“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比

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种变化是怎么形成的？我不清楚。是什么才使这种变化成为合法的？我自信

能够解答这个问题。” 

卢梭的目的是寻找一种真正合法的社会契约来取代以往以牺牲人的自由平等为代价的社会契

约。 

像近代政治思想家们一样，卢梭认为构成一切权利的基础的社会秩序并非源于自然，而是建立

在约定之上的。自然与暴力都不能成为合法权利的基础，契约才是“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

所以，社会契约是合法权利和正常的政治制度的必要条件和前提。 

4．拉美特利 

4.1人是机器 

按照拉美特利的观点，心灵依赖于身体，是肉体的一部分和原动力，因而都是由物质构造的，

都服从于机械运动的规律。 

拉美特利直接继承了笛卡尔的机械自然观。笛卡尔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物质事物都服从于机械运

动的规律，动物包括人的肉体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自动机，以机械的方式对外部刺激做出反映，因而

提出了“动物是机器”的论断。但是，笛卡尔又是一位二元论者，他认为人的心灵是一种非物质性

的东西，不服从于机械运动的规律。拉美特利反对笛卡尔的二元论，他把机械论的思想贯彻到底，

继笛卡尔提出“动物是机器”之后，提出了“人是机器”的思想。 

然而，拉美特利基于机械唯物论对于人的理解具有严重的局限性。 

4.2心灵和身体的关系 

拉美特利认为，心灵和肉体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根本问题，他围绕着这一根本问题将哲学分为

唯物论体系和唯灵论（即唯心论）体系两大类。 

唯灵论采取的是先天的方法，笛卡尔们、马勒伯朗士们，莱布尼茨们和沃尔伏们从上帝和精神

出发的玄想和空谈，对我们没有任何益处。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将物质心灵化，而笛卡尔的二元论认

为人身上有两种不同的实体，就好像他们亲眼所见并曾经好好数过一样，这是十分荒谬的。 

与此相反，唯物论采用的是后天的方法，即通过经验和观察从人体的器官中把心灵解剖分析出

来。只有经验和观察才能作为我们的指导，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医生才有发言权，所以在那些曾是哲

学家的医生们的记录里，处处都是经验和观察；而那些不曾作为医生的哲学家们，一点经验和观察

都没有；至于神学家们，他们的晦涩的学问正好歪曲了这个问题，把人们引向了各种偏见和宗教狂

热上面去，使人们对于人体的机械作用一无所知。 

拉美特利本人既是医生又是哲学家，他力图用当时的先进医学知识来论证唯物主义，用生理心

理学来说明心灵和身体的关系。 

拉美特利试图通过经验的观察表明心灵的特性明显地依赖于身体的状况。在他看来，每个人个

性特征的不同是由不同的体质造成的。身体有病，心灵也会出现疾病。他还考察了食物等于人的精

神和性格的影响。 

他的结论是：“各式各样的心理状态，是和各种身体状态永远紧密的关联着的。” 

4.3无神论思想 

拉美特利认为“自然界只有一个唯一的物体”，那就是物质。万物有生有灭，而物质却是永恒

的存在，因为它凭自身而存在。他把物质元素称为“面粉团子”，声称植物、动物和人都是由它构

成的，区别只在于它们是“面粉团子”以不同方式变化而成的。作为一个机械唯物论者，拉美特利

用力学观点解释物质的特性，认为广延和运动力是物质的两种根本属性。在此基础之上，拉美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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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地批判了宗教神学。 

5．孔狄亚克 

5.1命题 

我们的一切知识和一切能力……都来自感观 

5.2对唯理论的批判 

孔狄亚克从洛克经验论的立场出发，批判了笛卡尔等人的唯理论，特别是天赋观念论。我们的

一切观念都来自感觉，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来源，天赋观念论明显是违背经验的。按照天赋观念论，

我们只能在远离感觉的观念中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必须相信清楚明白的观念是由一个不会欺骗人

的实体即上帝铭刻在我们心中的。实际上，这不仅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反而会产生一些荒唐可笑

的意见。所以，我们应该抛弃天赋观念论的假设。 

孔狄亚克也批判了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莱布尼茨的单子是脱离了肉体的精神性实体，他用以说

明单子的力和知觉也是不依赖于肉体的力和不依赖于感官的知觉。然而实际上，如果没有对象作用

于感官从而造成印象，灵魂就不可能体验到任何东西。所以，莱布尼茨在单子问题上“什么也没有

说明”，他的体系“完全是儿戏”。 

孔狄亚克亦从感觉论的立场出发，批判了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象“实体”这样的抽象观念不

过是存在于感觉观念中的东西的总和，并不能增加我们的知识。“我们在我们的认识对象上面觉察

到的，是一些不同的性质；……但是我们并不能发现那种作为它们的基础的东西”即实体，所以实

体的本性是不可知的，将实体看作是自因而且是万物的原因更是有欠妥当。 

5.3感觉论 

孔狄亚克继承了洛克的经验论思想，主张“我们的一切知识和一切能力……都来自感官，或者

说得更确切一点，都来自感觉”。与洛克不同的是，孔狄亚克否认反省是观念的来源。“洛克分别了

我们的观念的两个来源：感觉和反省。只承认一个来源，要更确切一些：这一方面是因为反省在原

则上只不过是感觉本身，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与其是观念的来源，不如说是观念借以从感觉导出的途

径。”可见在观念的来源问题上，孔狄亚克把经验论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彻底化了。 

6．爱尔维修 

6.1命题：人的本性是自爱 

6.2肉体的感受性 

爱尔维修把人类的认识活动和社会活动最终归结为肉体的感受性 

6.3利益论 

6.4环境和意见 

由于爱尔维修把人类的认识活动和社会活动最终归结为肉体的感受性，那么人和外部世界、包

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就是一种“刺激－反映”的关系或作用与应答的关系。外部事物对人

发生作用，而人的精神对这些作用作出反应和回答，在爱尔维修看来，这就是教育。人的精神和一

切才能都是在同外部世界发生这种关系的过程中发展和完善的。人身上的精神、美德和天才是教育

的产物。爱尔维修在此所说的教育并非学校教育、课堂教育和家庭教育，而是指人的一切生活条件

的总和及环境对人的影响。人周围的一切事物，人的一切际遇，人所遇到的一些事件，都是人的“教

师”，人无处不在受教育，无时不在作学生。人和周围的环境（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发生关系的

过程就是受教育的过程，环境和教育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而说人是教育的产物，实际上也就是

说人的精神和才能都是环境的产物。 

爱尔维修坚持“环境决定意见”的观点，即把人看作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环境和教育决定着

人的思想观念、风俗、性格、美德和幸福。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教育产生出人的不同意见。要改变

人的意见，必须改善教育，改造环境，环境对于意见起决定作用。 

但是，由于爱尔维修认为在环境中最根本的东西是政治形式，在政治形式中最重要的是法律，

因而“法律造成一切”，“人的善良乃是法律的产物”，良好的立法就会迫使人们道德。所以，“各个

民族的兴盛并不依靠它们的宗教纯洁，而是依靠它们的法律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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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环境决定意见”，环境产生的社会教育作用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和精神；另一方面，“意

见决定环境”，天才人物的正确思想和伟大精神通过立法而成为改变环境的决定力量。“人是环境的

产物”与“意见支配世界”形成了一个“二律背反”。 

7．狄德罗 

7.1命题：物质是异质的；感受性是物质的普遍特性 

7.2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运动 

狄德罗哲学代表了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的最高水平，它力图超越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机械

论，尽力勾画出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自身运动，反对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待世界。

虽然狄德罗哲学的形成受到了拉美特利的影响，但是他的哲学和拉美特利极端的机械论有很大的区

别。 

狄德罗坚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各种

事物和现象不可能是孤立的。“如果现象不是相互联系着，就根本没有哲学”。 

狄德罗用物质的运动来解释世界的质的多样性。 

将世界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思想贯彻到生物学领域，狄德罗提出了生物进化论的思想。 

7.3观察、思考和实验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狄德罗继承和发展了英国哲学家培根和洛克的经验论。首先，狄德罗

坚持感官是观念的来源、感觉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的唯物论原则，反对巴克莱的感觉唯心主义。 

狄德罗将哲学和哲学家分为两种，一种是实验的哲学，一种是理性的哲学。实验哲学有很多的

仪器而很少观念。他们毕生从事于聚集材料，是劳苦的工匠。理性哲学家有很多观念而根本没有仪

器，他们是骄傲的建筑师，专门忙于设计蓝图，却让别人动手操作。实验哲学注意搜集新的事实；

理性哲学则注重对照、比较和联系。因而，以上两种哲学都是片面的，需要的是将两者结合起来，

让经验和理性联姻。理论和实验应该相互结合而不可偏废一方。 

狄德罗哲学代表了 18世纪唯物主义哲学的最高水平，它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 17、18世纪的机

械唯物论而开始向辩证法进步，为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诞生

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狄德罗毕竟还没有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水平，他的

理论仍然带有朴素唯物主义和机械论的特征。  

8．霍尔巴赫 

8.1命题：宗教是“潘多拉的箱子”；宇宙是一条原因和结果的无穷锁链 

8.2自然的整体性和必然性 

霍尔巴赫把宇宙看作是一切存在物的总汇，认为自然是物质的总体。“自然，从它最广泛的意

义来讲，就是由不同的物质、不同的配合，以及我们在宇宙中所看到的不同的运动的集合而产生的

一个大整体。”自然中的每一个存在物都是有别于其他存在物的一些特性、配合、运动或活动方式

所产生的整体。 

人也是一个整体，因为它也是由某些物质配合而成的，按照有别于其他存在物的方式而活动的。 

个别的事物和自然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个别存在于整体之中，依赖于整体，不能

离开整体而独立。“它们的特殊本性，是依赖于那个大的整体的一般体系，是依赖于它们只是作为

部分的那个普遍的自然的体系的，凡是存在着的事物必然与普遍自然的体系联系着。” 

如果说自然是由物质构成的整体，那么“物质”又是什么？ 

霍尔巴赫力图对“物质”作出新的定义，他的基本思路是：第一，从物质的特性来了解物质。

我们虽然不认识物体的原素，但我们可以认识它的一些特性或性质。物质之所以被称为物质，是由

于它是由这些特性构成的。“一切物质的共同特性是广延、可分性、不可入性、形状、可动性、或

为某个物质的运动所引动的性质。”第二，从物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在我们身上产生的后果来了

解物质，即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我们对于物质的认识来了解物质。霍尔巴赫坚持可知论的原则，

认为物质是作用于我们的感官，可以被我们所认识的东西。 

“因此，对于我们说，物质一般地就是以任何一种方式刺激我们感官的东西；我们归之于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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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物质的那些特性，是以物质在我们内部所造成的不同印象和变化为基础的。” 

为了说明运动的因果联系和规律性，霍尔巴赫将因果性等同于必然性，把一切联系都看作是必

然联系，把一切运动和变化都看作是必然的，最终否定了偶然性，将自然界看作是一个完全由必然

性支配的体系。 

霍尔巴赫将他的机械决定论贯彻到人的活动领域，认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的人其活动和其他物

质事物的活动一样，服从于同样的必然规律，人没有一刻是自由的。霍尔巴赫公然将自己的哲学体

系称为“宿命论的体系”，并极力为宿命论辩护。他论证道：“人是自然产物，存在于自然之中，服

从自然的法则，不能超越自然。”人的活动都是他固有机械的本质和特性的必然产物以及客观环境

作用的必然结果。霍尔巴赫的唯物主义从坚持客观世界运动的因果性和规律性出发，走向了把一切

都归为必然，完全否认偶然的宿命论，使他在社会道德领域彻底否定了人的意志自由。 

8.3对宗教的批判 

在霍尔巴赫哲学中，对宗教神学的批判与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直接结合在一起，在当时的历

史条件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的战斗的无神论思想成了后来法国大革命的动员号。批判宗教，

宣扬无神论是贯穿霍尔巴赫一生的主题。  

霍尔巴赫之所以反复强化他的决定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用物质世界自身的规律

性和必然性来代替神迹和天意。 

霍尔巴赫分析了斯宾诺莎的“泛神论”，认为它反对到自然之外去寻找神，反对有一个超自然

的神，是正确的，但是他把神融化在自然之中，把自然本身当作神，仍然保留了神的观念。虽然泛

神论和自然神论都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但它们的唯物主义都是不彻底的。 

霍尔巴赫分析了宗教产生的认识论根源，认为宗教产生于对自然的无知。在遥远的古代，“散

居的野蛮人，对于自然规律只是一知半解，或根本一无所知；……整个自然对他们就是一个谜。” 

霍尔巴赫还分析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宗教产生于无知和恐惧，而统治阶级出于统治的需要

利用了人们的无知。 

霍尔巴赫揭穿了宗教在道德、政治、科学、民族以及个人的幸福等多方面造成的种种危害。 

以霍尔巴赫为代表的法国无神论者对宗教的激烈批判是启蒙运动的重要成果，在西方哲学史上

写下了与众不同的独特篇章，不过这种批判也有其理论上的局限性。他们认识到了宗教的不良的社

会后果，但是却没有看到宗教的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 

学习目标： 

1．了解启蒙运动思想家们的主要著作、命题、观念和论证方式。 

2．重点把握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拉美特利、孔狄亚克、爱尔维修、狄德罗和霍尔巴赫

等代表人物的思想。 

作业： 

思考题： 

什么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理论来源？他们的理论贡献和局限如何理解？ 

试描述孟德斯鸠的法哲学思想？ 

拉美特利是如何阐释心灵和身体的关系的？ 

请比较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的异同。 

拓展阅读书目： 

Burke,E., Reflection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Oxford, 1993. 
Malthus, T., An Essay on Population, London,1967. 
Montesquieu, On the Spirit of the Laws, London, 1975. 
Rousseau,D.，The 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London,1975. 
Cassirer, E., The Philosophy of Enlightenment, Boston, 1955.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悌利：《西方哲学史》（上），商务印书馆 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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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 1998年版。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知识单元 8：体系的时代：(18-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康德 

康德其人其书: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思想使哲学深入到了一个新的理论维度，不仅对

近代哲学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清理，引发了蔚为壮观的德国古典哲学运动，而且对现代西方哲学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康德“前批判时期”的思想是“非批判的”，属于唯理论的莱布尼兹－沃尔夫学派，在自然哲

学方面有一定的成就，1755 年匿名发表的《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在这

部著作中，康德运用牛顿力学的成果研究太阳系的起源，首次提出了天体演化的星云假说，史称“康

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被恩格斯誉为打开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上

的第一个缺口。在深入研读了休谟的著作之后，康德受到很大启发，开始走上了批判哲学之路。 

“批判时期”从 1781年开始，康德陆续出版了《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第一版，1787年第

二版）、《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年）、《道德形而上学原理》（1785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

年）、《判断力批判》（1790 年）、《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1793 年）和《道德形而上学》（1797

年）等著作。 

1.1命题 

纯粹理性批判是哲学的出发点；科学知识是先天综合判断； 

人为自然立法；纯粹理性的二率背反是不可避免的； 

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 

人是目的 

1.2哥白尼式革命 

康德登上哲学舞台的时候，正是以启蒙主义为主导精神的近代哲学陷入困境之时。康德批判地

继承了启蒙主义的基本精神，并且将启蒙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康德哲学被誉为哲学史上的一

场革命，通常被人们称之为“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上的革命意味着哲学方向的转变，而康德的

确扭转了哲学的方向。 

（1）康德哲学的问题 

康德所面临的哲学问题其实也就是德国古典哲学所面临的问题，这就是理性、自由和形而上学

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形而上学问题，这个问题贯穿了他的全部哲学思考。 

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使哲学在认识论问题上走进了死胡同，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近代哲学的

启蒙主义以崇尚理性、提倡科学和推进知识为己任，然而经验论与唯理论之间的争论却使这些理想

出现了落空的危险。它意味着我们不仅不能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而且作为科学知识之基础

的理性本身也发生了动摇。因为科学知识是理性的产物，无论是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无法被证实，

还是理性无法证实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结果是一样的，那意味着理性本身成了问题。 

当然，对于近代哲学来说，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在启蒙主义的基本精神

内部发生了矛盾，这就是理性与自由之间的冲突。 

对康德来说，无论知识问题还是自由问题，其实都与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相关，那就是形而上

学问题。 

这就是康德所面对的哲学问题，我们可以把他的问题概括为“在一个严格遵守自然法则的世界

上，人究竟有没有自由，有没有独立的价值和尊严”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都与知识有关，所以康

德便从知识问题入手来解决这些问题。 

（2）哥白尼式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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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论问题上，康德主张“调和”经验论与唯理论。他一方面同意经验论的原则－－一切知

识都必须来源于经验，另一方面亦赞同唯理论对经验论的批评－－对科学知识来说仅有经验是不够

的，它们的普遍必然性只能是先天的。但是这样一来，我们便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如果知识必须建

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知识就不可能有普遍必然性；如果知识有普遍必然性，它就必须是先天的而

不可能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康德用一句话把这个难题摆了出来：我们如何能够先天地经验对象？ 

一方面，我们的知识的确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但是另一方面，进行认识活动的主体本

身亦具有一整套认识形式，由于这些认识形式在经验之先并且作为经验的条件而存在于我们的头脑

之中，因而便使知识具有了先天性或普遍必然性。换言之，经验为知识提供材料，而主体则为知识

提供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整理的形式，知识就其内容而言是经验的，但就其形式而言则是先天的。

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由此就得到了证明。 

这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康德哲学革命。 

（3）批判哲学 

所谓“批判”也就是对理性的分析和考察。在康德看来，以往的形而上学错就错在它们通常只

是武断地论定，当它们提出这样或者那样的理论教条时，没有去考察一下我们的理性究竟有没有这

样的认识能力。与这种“独断论”不同，康德主张在对事物下判断之前，先来分析我们的认识能力。 

显然，表面上看康德直接的分析对象是我们的科学知识和认识能力，而实际上其最终的目的却

是为了解决形而上学问题。 

康德的意图是通过对科学知识普遍必然性的来源的分析确立一种衡量知识是否是科学知识的

一般标准，然后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形而上学，看一看它究竟有没有资格被称之为科学。 

康德对理性认识能力的批判是其哲学思想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他对理性的全部领域进行了

考察，从而形成了由三大批判组成的“批判哲学”：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主要考察理性的认

识能力，康德称之为“理论理性”；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考察理性的实践能力或者说意志能

力，康德称之为“实践理性”；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考察的“判断力”则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

性之间起沟通作用的中间环节。 

1.3理论理性 

知识的基本单位不是概念而是判断，因为单个概念不能构成知识。 

判断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分析判断，一类是综合判断。 

“综合判断”还可以划分为“后天的综合判断”与“先天的综合判断”，唯有“先天综合判断”

才能构成科学知识。 

科学知识作为先天综合判断其中的“先天性”是从哪里来的呢？知识可以分为质料与形式两个

方面。质料是通过后天的经验所获得的知识内容，使这些经验质料构成知识则是主体认识能力的工

作，因而主体的认识能力就构成了知识的形式。如果科学知识具有普遍必然性，这种普遍必然性就

只能有一个来源，那就是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 

因此在康德看来，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也就是“先天综合判断是如何可能的”问题，而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证明理性的确具有先天的认识形式。 

康德把专门研究主体之先天认识形式的理论称为“先验哲学”。 

所谓“先验”（transzendentale）与“超验”（transzendent）是相对的： “先验”指的是关

于先天的，关于先天认识形式的理论体系就是“先验哲学”；而“超验”指的则是超出认识形式之

外的形而上学对象，那是不可知的领域。 

先验哲学的问题就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它具体分为“纯粹数学知识是如何可能

的”、“纯粹自然科学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和“一般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三个问题。  

《纯粹理性批判》一书考察理性认识能力的部分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先验感性论”，

它研究的是感性的先天认识形式；另一方面是“先验逻辑”，它又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先验分

析论”，讨论的是“真理的逻辑”，研究知性范畴对于经验的立法作用；其二是“先验辩证论”，讨

论的是“幻相的逻辑”，研究理性之理念超越经验的界限所造成的先验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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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验感性论 

（2）先验分析论 

（3）先验辩证论 

1.4实践理性 

人类理性有两种功能，一是认识功能，一是意志功能，康德称前者为理论理性，称后者为实践

理性。在近代哲学中，康德是把实践范畴引入哲学的第一人，不过他所说的实践还只限于伦理学的

范围。 

实践理性是自由的领域。如果说理论理性的法则是自然法则，那么可以说实践理性的法则乃是

道德法则。 

（1）自然法则与道德法则 

（2）自由即自律 

（3）定言命令  

（4）实践理性的公设 

二元论是康德哲学的基本性质，不过康德并不是因为无可奈何而走向二元论的，而是自觉地以

二元论作为其哲学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表现与物自体、现象界与本体界、自然法则与道德法则、

必然与自由、理智世界与感觉世界等等的二元对立，就没有康德哲学。我们可以说，康德正是从二

元论的立场出发来从事他的批判工作的。然而，二元论可以是康德哲学的出发点，但却不是康德哲

学的最终目的，这就使他不得不面临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的协调统一的问题。 

1.5判断力 

康德在哲学领域中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为理性的两种功能－－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划

界”，目的是使它们互不侵犯，相安无事，各行其事，各得其所。然而，它们之间的界限固然分明

了，两者之间的统一性乃至整个哲学体系的统一性却成了问题。就此而论，所谓实践理性的“优先

地位”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原则，还需要具体的说明和论证。于是康德写作了《判断力批判》，试

图以“判断力”作为中介来解决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问题。 

（1）判断力 

（2）美学 

（3）目的论 

1.6康德哲学的评价 

2．费希特 

费希特其人其书: 

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曾这样形容康德之后的德国哲学：“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的道路，因此

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一群出色的大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的土地上，就像用魔法呼唤出来

的一样。”[1]费希特就是被这魔法唤起的第一位真正有创造性的哲学家，他继承并推进了康德所开

创的事业，成为德国古典哲学承前启后的思想大师。 

费希特生前发表的主要著作有：《略论知识学的特征》（1794）、《全部知识学的基础》（1794－

1795）、《以知识学为原则的自然法权基础》（1796）、《知识学新说》（1797）、《以知识学为原则的伦

理学体系》（1798）、《论人的使命》（1800）、《论锁闭的商业国》（1800）、《现时代的根本特点》（1804）、

《极乐生活指南》（1806）、《对德意志民族的讲演》（1808）等。 

2.1命题 

自我设定自身和非我； 

实践理性是一切理性的基础 

2.2知识学的基础 

按照费希特的观点，哲学的任务是说明一切经验的根据，因而哲学就是认识论，他亦据此而把

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 

在认识中有两个因素，一个是物，一个是理智。如果抽去了物，就保留下了一个理智自身。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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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抽去了理智，就保留下了一个物自身。 

因而只有两种哲学是可能的，这就是独断论（它的极端形式是唯物论）与唯心论。两者争论的

焦点是，究竟应当为了理智的独立性而牺牲物的独立性，还是反过来为了物的独立性而牺牲理智的

独立性。 

由于独断论无法说明从物到理智的过渡，因而无法说明知识并且将其从一个最高原理中推演出

来，而唯心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只有唯心论的立场是可能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唯心论

都是可能的，真正合理的唯心论应该是从康德哲学出发的批判的唯心论或先验唯心论。 

于是，费希特便为了自我的独立性而牺牲了物的独立性，将康德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合为一

体，形成了“绝对自我”的概念。所谓“绝对自我”既不是经验的自我，也不是超验的自我，而是

所有的自我意识中的先验要素，即自我意识一般。这个“绝对自我”是一切知识和经验的实在性的

根据和先验的源泉，因而也是知识学的最高根据和出发点。 

（1）本原行动 

在某种意义上说，费希特将康德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融为一体，赋予了自我以行动的功能，

他称之为“本原行动”。 

费希特把这种“在完成抽象、撇开能加以抽象的一切所留下的东西”，即抽象者本身称为“自

我”。自我这一容易引起歧义的概念并不等同于经验个体的人或作为类概念的人，就连人们称为自

己的身体也是自我之外的某种东西。自我的自我性是意识做出区分之前，使意识得以可能的主－客

统一体，是使人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而作为人的存在的根据，它是指主体的绝对的自主性、独立性

或能动性。费希特有时也称这一自我概念为理智(Intelligenz)、自我性(Ichheit)或理性。 

这也就是说，在自我意识中出现的自我，本质上不是意识的事实（Tat），而是使意识及其对象

得以可能的东西，是造成意识事实的行动（Handlung）。所以，费希特把自我看作是某种“本原行

动”（Thathandlung）：“它同时既是行动者，又是行动的产物；既是活动着的东西，又是由活动制

造出来的东西；行动与事实，两者是一个东西，而且完全是同一个东西；因此，‘自我存在’乃是

对一种本原行动的表述，但也是对整个知识学里必定出现的那唯一可能的本原行动的表述。” 

在知识学中，理智直观所直观到的是自我意识得以可能的本原行动，亦即主客同一体，因而是

“前反思”、“前思辨”或“前哲学的”。在这一直观中，主体与客体、行动与思维尚未区分开，它

是反思前的我思、自我意识前的自我意识，或人在浑然蒙胧的世界中能够说“我”、“我存在”的原

初的自觉。所以，“自我”、“本原行动”和“理智直观”表达的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因为如果没

有本原行动，也就根本不会发生理智直观活动。理智直观所直观到的无非就是本原行动，本原行动

在理智直观中发现了自身，本原行动或理智直观才称为自我。 

（2）知识学的基本原理 

如果人类知识是一个统一的体系，它就应该有一个绝对第一的和无条件的原理。如果它的确是

绝对第一的原理，它就只能是不可证明和不可规定的。所以，这个第一原理是一种“本原行动”，

即集行动与事实、原因与结果为一身东西，它存在于意识之中，是一切意识的基础和出发点。 

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反思和抽象在意识中寻求这个第一原理。如果这个原理是人类知识的第一

原理，那么我们从知识的任何方面入手都应该可以回溯到它。   

由此出发，费希特制订了知识学的基本原理。 

第一原理：自我设定自己本身。 

第二原理：自我设定非我。 

第三原理：自我在自身中设定一个可分割的非我与可分割的自我相对立。 

（3）理论知识学的基础 

理论知识学亦即通常的认识论，它的基础是“自我设定自己是受非我规定的”。它的工作是建

立世界，并赋予其实在性。 

（4）实践知识学的基础 

理论知识学探讨的是如何获得合乎真理的认识，说明客观的、自在的东西如何成为主观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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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东西。实践知识学则探讨如何使真理性的认识变为现实，说明主观的的东西如何实现为客观的

东西。 

实践知识学的规则是“自我设定自己是规定非我的”。在理论自我中，自我与非我之间的关系

是因果关系，而在实践自我中，自我与非我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在理论自我中表

现为认识对象的自然界，现在成了主体借以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 

2.3法权哲学 

按照费希特的最初构想，实践知识学不是单纯形式的，而是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在实践知识学

的基础之上可以建立起美学、神学、自然法权学说和道德哲学等实在的哲学学科。从本质上说，实

践知识学的根本目的就是说明自由是如何可能以及如何实现的，费希特在耶拿时期最为关注的也正

是有关自由实现形式的法权哲学与伦理学，前者关涉的是外在的自由，后者关涉的是内在的自由。 

他在法权哲学中第一次推演出个体自我的概念，认为个体的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不但在本

质上是自由的，而且具有一种自由的效用性，即具有从事表象活动和意志活动从而使客观物质世界

发生变化的能力。一个具有自由能力的个体概念是法权哲学与伦理学得以建立的出发点。 

作为个体的自我既是具有物质躯体的感性存在物，又是具有意志决断能力的理性存在物，而个

体追求独立性、实现自由的要求又是以其他个体的自由效用性为前提和界限的，因为“人（所有真

正有限的存在物）只有在人群中间才成为人……如果确实应当存在着人，就必定存在着许多人”，

“社会意向属于人的基本意向。人注定是过社会生活的”。 

费希特在此揭示了人的社会本质，在他看来，承认他人的主体性地位是自我意识、自由意识得

以产生的最高条件，法权关系与伦理关系所确立的自由关系就是作为社会成员和主体的各个个体通

过相互限制、相互要求又相互给予来实现的。 

费希特并不把主体性单纯理解为自我意识，而是赋予它以现实的能动性，从而把法权和伦理关

系纳入社会关系中加以考察，突破了康德伦理学的形式主义局限，为法权哲学和伦理学充实了丰富、

具体的现实内容。 

2.4伦理学 

法权领域和道德领域同时作为实践的领域，它们的规律都是从最高的知识学原理中推导出来

的，前者包含的是权利概念，后者包含的则是义务概念。法权所约束的是个人的随意性而不是良心，

道德规律则无条件地要求履行责任。对于自由的实现来说，道德是目的，法权不过是手段。 

费希特区分了三种自由，即先验的自由、尘世的自由和政治的自由。 

“伦理学高于任何其他专门的哲学学科。 

2.5知识学的演变 

——知识学的演变 

——宗教哲学 

——国家学说 

——历史哲学 

3．谢林 

谢林其人其书: 

谢林一生的学术与政治生涯大体上可以分为对比鲜明的两个时期：充满理性主义激情的真诚的

青春思想和后期的宗教神秘主义哲学。谢林自己把他早期的思想概括为同一哲学，它包括阐释绝对

从客观到主观的自然哲学和阐释绝对从主观到客观的先验哲学两部分，晚年主要讲授神话哲学与启

示哲学。他生前发表的主要著作有：《自然哲学观念》（1797）、《论世界灵魂》（1798）、《自然哲学

体系的初步纲要》（1799）、《先验唯心论体系》（1800）、《布鲁诺或论事物的自然的与神圣的原理》

（1802）、《哲学与宗教》（1804）、《对人类自由本质的哲学探讨》（1809）等。包括生前未定稿的《世

界时代》和晚年的讲演在内的共计 14卷的全集由谢林的儿子于 1856年至 1861年编辑出版。 

3.1命题：主体和客体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只有自由和必然的统一才使历史成为可能 

3.2自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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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费希特主要关注的是自我、主体或人的问题，那么对自然、客观世界的重视则成为谢林

哲学的发源地与生长点，这也是谢林为德国古典哲学开辟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于是，谢林不再把非我看作是由自我设定的，而是把自然看作是与自我一样自身就具有实在性

的东西。这样一来，自然哲学就成为哲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自然哲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仅仅着眼于自然的表面与外在的客观事物，只考察自然界的局部现

象，而是把自然看作是一个整体，着眼于自然的内在的动力结构和普遍原理，探究自然之为自然的

构成条件。因此，谢林把自然哲学称为“思辨的物理学”，它为自然科学提供前提和准则。 

自然是喑哑的或无意识的理智，即尚未成熟的理智，因而在它的现象中仍然无意识地透露出理

智特性的光芒。一切自然科学的必然趋向是从自然出发而达到理智的东西，它们的最高成就就是把

一切自然规律完全精神化，亦即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所以，自然哲学乃是一个主观性不断增长的

过程，它所阐述的是无意识的理智由“原始冲动”而两重化，在同一与差别的矛盾的推动下，从“质

料”、“无机物”到“有机体”，最终产生精神的发展过程。 

自然哲学的真正目的是赋予自然规律以精神的意义，使之成为直观和思维的规律，在谢林看来，

“完善的自然理论应是整个自然借以把自己溶化为一种理智的理论”。 

3.3先验哲学 

自然哲学从客观出发，描绘的是从自然到精神的历程。先验哲学从主观出发，研究的是精神生

活的发展，即从主体到客体、从精神到自然的创造过程。 

谢林把先验哲学称为“关于知识的知识”，而“一切知识都以客观的东西与主观的东西的一致

为基础”，也就是说，在先验哲学中，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是统一的，二者同时存在，是一个

东西。 

这种直接的同一性存在于自我意识中，自我意识是先验哲学的出发点，对客观东西的意识不过

是自我意识对自身活动的限制，“纯粹意识在用各种方式加以规定和限定时就得出了经验意识”。 

因此，对先验哲学来说，“主观的东西是第一位的东西，而且是一切实在的唯一根据，是解释

其他一切的唯一原理。” 

在谢林看来，任何真正的哲学体系都必定在自身内具有自己存在的根据，先验哲学也不例外：

“先验哲学并不过问在我们的知识之外可能会有我们知识的什么最终根据，而是只问在我们知识自

身之内我们不能超越的最终东西是什么？他在知识之内寻找知识的原理”。 

按照谢林的观点，先验哲学的根据只能是这样一个“点”，在这个“点”内，同一的东西与差

别的东西是同一个东西，如果知识中没有这样一个“点”，表象与对象就不可能符合一致。于是，

谢林像费希特一样，首先从“A＝A”的同一命题入手来寻找同一与差别同一的“点”。 

谢林则认为，在这个“自我意识”中就包含着同一与差别的统一，因为“我＝我”乃是自我以

自身为对象，一方面有同一性，另一方面作为主词的我与作为宾词的我亦表现为差别性。所以“自

我意识”本身就是同一与差别的统一，因而这个“同一命题”其实也是“综合命题”。 

因此，自我意识就是知识中的最高原则，它是惟一可能的同一而综合的命题。 

先验哲学以主观的东西为对象，从考察理智活动开始，描述了自我意识的历史，它包括三个阶

段：理论活动、实践活动和艺术活动。 

3.4同一哲学 

谢林认识到，自然哲学和先验哲学的相加还不能构成全部的真理，将二者统一起来的最彻底的

方式是绝对的同一。 

谢林把费希特的哲学看作是主观的，因为作为知识学最高原理的自我是主观的主客同一体；自

然哲学的出发点则是客观的主客同一体，因而具有客观的意义。此时，谢林要把二者综合到一个更

高的统一体中，即主体与客体的绝对同一。 

他认为，哲学必须发端于一个绝对同一的本原，它既不是主体，也不是客体，更不能同时是这

两种东西，而只能是绝对的同一性。而所谓绝对的同一性实质上是指主体与客体尚未分离的本原，

是绝对的理性或精神，主体与客体、观念与实在不可分地结合在这种绝对理性之中，它就是宇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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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本身，无物存在于理性之外，万物都在理性之内，理性是派生主体与客体的唯一本原。 

所以，哲学的观点就是理性的观点，哲学的知识就是关于事物本来是怎样的知识，也是事物在

绝对或理性之中是怎样的知识。 

绝对同一的精神本原由于自身不自觉的原始冲动，产生出原始对立，从而一分为二，其中无意

识的精神活动构成了自然，有意识的精神活动构成人的认识与意志活动。 

自然和精神在时间上和逻辑上没有先后之分，它们的发展构成了两个不同的“级次”，发展的

最高级次是绝对，绝对同一既是哲学的起点，又是哲学的终点。 

因此，自然哲学与先验哲学都是有局限的，都没有达到绝对的同一，二者不过是从不同的方向

对这一绝对同一性所作的或客观或主观的描述。 

3.5启示哲学 

谢林又断言，思维并不先于存在，而是存在先于思维，所以积极的或肯定的哲学必然从存在出

发。 

作为出发点，存在必须是必然性的存在，但又不能像消极的、否定的哲学那样，仅仅具有逻辑

的或思维的必然性，而是必须能够被经验到的。 

在谢林看来，这样的存在只能是行动着的、向人的经验启示自身的人格上帝，一个有生命活力

的神。 

如此一来，一切现实的经验事物都是这个人格神的启示，上帝的存在和启示而不是理性成为哲

学思辨的对象，积极的或肯定的哲学也就变成了宗教哲学，它主要由两部分构成：未完成的宗教哲

学和已经完成的宗教哲学，即神话哲学与启示哲学。 

4．黑格尔 

黑格尔其人其书: 

4.1命题 

哲学是思想中集中把握了的时代； 

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真理；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 

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自然界是自我异化的精神； 

矛盾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原则； 

科学表现为一个自身旋转的圆圈； 

真理是具体的； 

实践理念高于理论理念 

4.2精神现象学 

黑格尔哲学发端于他的第一部成熟著作《精神现象学》。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首次尝试使用一种辩证的方法来阐述他的哲学思想。与以往的哲

学家们不同，黑格尔没有使用“理性”而使用了“精神”这个概念来表示人的本性。 

“精神（ Geist）”不同于理性或意识，不是单纯的认识能力，也不只是自我意识或个体主体，

而是能够包容一切的具有实体性、历史性、社会性的能动性主体。 

当人们一谈到自我意识、主体或理性的时候，通常所指的乃是区别于外部世界的主观性的领域，

而黑格尔意义上的“精神”其本性却是当它超出自身时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同一性，因而“精神”不

仅是真正的能动性的力量，而且是客观性的实体性因素。 

在他看来，“精神”超出自身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精神”成为它自己的过程，其结果就是“精

神”将涵盖一切而成为“绝对精神”。对黑格尔来说，这同时亦是“绝对即精神”的最好也是唯一

的证明。 

《精神现象学》所描述的是人类精神经过艰苦漫长的认识活动从关于现象的知识而通达关于本

质的知识的过程，这个“一般科学或知识的形成过程”也就是“关于意识的经验的科学”：“意识在

这条道路上所经过的它那一系列的形态，可以说是意识自身向科学发展的一篇详细的形成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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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类精神认识绝对的过程同时也就是绝对自己成为绝对精神的过程，因而《精神现象学》

亦可看作绝对精神之形成过程的生成史或“史前史”。 

——黑格尔哲学的问题 

——理性的自我批判 

——精神的“探险旅行” 

4.3实体即主体 

《精神现象学》的结果是人类精神经过艰苦漫长的辩证运动终于达到了“绝对知识”，亦即认

识了绝对，实际上这个过程也就是绝对自我认识、自我完成的过程。 

换言之，绝对在人类精神的认识活动中获得了自我认识，从而成为了现实的绝对亦即“绝对精

神”。 

由此，黑格尔便证明了其哲学的最高也是最基本的原则――“实体即主体”，黑格尔所有的哲

学原则都与这个原则有关，或者说，都是从这个基本原则推演而来的。 

——实体即主体 

——思想的客观性 

——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4.4逻辑学 

《逻辑学》以《精神现象学》为其前提：“意识，作为显现着的精神，它自己在途程中解脱了

它的直接性和外在具体性之后，就变成了纯知，这种纯知即以那些自在自为的纯粹本质自身为对象。

它们就是纯思维，即思维其本质的精神”。所以，《精神现象学》乃是“纯科学概念的演绎”，而《逻

辑学》便以这些“纯科学概念”作为它的研究对象。 

在黑格尔哲学中，“逻辑学”相当于传统哲学中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地位。 

——历史与逻辑 

——阴影的王国 

——世界的逻辑结构 

黑格尔的《逻辑学》（大逻辑）分为“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两大部分，其中“客观逻辑”

分为“存在论”和“本质论”，“主观逻辑”是“概念论”。《哲学全书》中的逻辑学部分（小逻辑）

则没有区分“客观逻辑”和“主观逻辑”，而是直接划分为“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 

第一编“存在论” 

第二编“本质论” 

第三编“概念论” 

4.5哲学全书 

通常我们所说的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就是《哲学全书》的体系。黑格尔对于哲学体系的思考由来

已久，因为这乃是康德、费希特和谢林试图解决而没能最终解决的难题。在他看来，哲学是科学，

而唯有当它是一个体系的时候才真正称得上是科学。所以在黑格尔出版发表了《精神现象学》和《逻

辑学》之后，如何将哲学构成为一个科学的体系就成了摆在他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哲学全书》 

——逻辑、自然和精神 

——哲学体系 

通常我们把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顺序理解为“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实际上在

黑格尔看来，他的哲学体系不仅仅这一种排列方式，作为自我运动的“圆圈”，哲学可以从任何地

方开始。在《哲学全书》的结尾之处（第 575、576、577 节），黑格尔分别以逻辑、自然和精神为

“中项”提出了三个推论： 

第一个推论：逻辑理念－－自然－－精神。自然作为逻辑理念与精神的“中项”展开于这两个

极端之间，它是直接性的存在，在时间上在先的东西； 

第二个推论：自然－－精神－－逻辑理念。精神作为自然与逻辑理念的“中项”，是自然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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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目标，因而是先于自然的，它能够在自然中认识到逻辑理念，从而使自然得到提升而返回自己的

本质； 

第三个推论：精神－－逻辑理念－－自然。逻辑理念作为精神与自然的“中项”，乃是这两者

的绝对实体，它把自己区分为自然与精神，将它们规定为自己的显现。因而逻辑理念在逻辑上是真

正在先的。 

《哲学全书》以绝对精神成为真正的现实而告结束。据此人们经常指责黑格尔狂妄自大到了极

点，自以为自己可以而且确实穷尽了所有的真理。黑格尔确实说过：“那在时间上最晚出的哲学体

系，乃是前此一切体系的成果，因而必定包括前此各体系的原则在内；所以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哲

学体系，必定是最渊博、最丰富和最具体的哲学体系。”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以通常的观点

来理解黑格尔为哲学所确立的终点。《哲学全书》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永恒的自在自为地存在

着的理念，作为绝对精神，永恒地实现自己、产生自己、享受自己。”由此可见，哲学并不因为认

识了绝对精神就停滞不前了，它还在运动着，只不过这种运动与以往不同，它是一种永恒的、无限

的运动。 

4.6形而上学的终结 

毫无疑问，黑格尔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形而上学家，他一方面使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哲学家们所

怀抱的让哲学成为科学的理想最终得以实现，另一方面亦使形而上学这一古典哲学曾经走了 2000

多年的哲学之路终于走到了尽头。形而上学的观念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但亦象

一个人临终之前的回光返照一样，不过是走向了最后的辉煌而已。 

我们可以说黑格尔既是最好的形而上学家，也是最坏的形而上学家：他是最好的形而上学家，

因为没有哪个哲学家能够像他那样建立起如此恢宏、如此庞大乃至如此“合理”、如此严密的形而

上学体系；然而由于传统形而上学这条路最终被历史证明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最好的形而上

学家当然也就是最坏的形而上学家。 

总而言之，黑格尔哲学标志着形而上学的完成，同时亦标志着形而上学的终结。20 世纪西方

哲学的众多流派大多从反形而上学起家，它们以黑格尔哲学为靶子，猛烈地批判了形而上学。  

那么，黑格尔哲学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首先是黑格尔哲学的理性主义与唯心主义。在古典哲学中，理性主义往往也就是唯心主义，因

为它的根据和基本原则建立在宇宙的合理性之上，这个原则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理性统治世界”。 

在当代哲学看来，黑格尔企图穷尽绝对真理实在是狂妄自大，而他将宇宙自然的本质或实体看

作精神或理性更是没有根据的。 

唯心主义者如黑格尔一方面认为我们能够认识事物的本质，另一方面又据此而主张事物的本质

即是共相因而也就是概念、理性或精神，这不过是一种循环论证。 

因此，无论黑格尔哲学看上去多么精致，无论它体现了怎样美好的理想，归根结底是建立在虚

幻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当代哲学一般地排斥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放弃了理性统治世界这种乐观的

理性主义立场，因而黑格尔哲学即使不被看作是美丽的谎言，最好的结果也就是某种美丽的梦幻而

已。 

5．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其人其书： 

5.1命题 

只有人本学是真理； 

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人是思维与存在的统 

5.2黑格尔哲学批判 

在费尔巴哈看来，有生命的个体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生存的，他的哲学也必然是时代的产物，

而不可能是人类认识的终点，真理毕竟是时间的女儿。因此那种认为黑格尔哲学是绝对真理的谬论，

不过是企图创造出“类”在一个个体中得到完满实现的主观妄想。同时，哲学对象不是黑格尔的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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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理念或绝对精神。“哲学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本质”，“哲学是关于真实的、整个的现实界的科学；

而现实的总和就是自然（普遍意义上的自然）。” 

“感性的、个别存在的实在性，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用我们鲜血来打图章担保的真理。” 

费尔巴哈以人本学的基本原则为武器，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这是他由理性到人的决定性

一步。但他虽然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却又把它简单地弃置一旁，而没有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

它，也许费尔巴哈并未真正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 

5.3人本学 

费尔巴哈曾把他自己的学说概括为人和自然两个词。他的“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

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因而也就是将人本学连同自然学当作普遍的科学”。 

“自然界这个无意识的实体，是非发生的永恒的实体，是第一性的实体。” 

空间是现实实体的第一个标记。 

时间则是现实事物变化、发展和连续的标记。 

在自然界里没有什么神的统治，有的只是自然的力量和法则。自然到处活动，到处化有，一切

都只是在内在联系之下、凭着内在联系而进行的，只是由于必然性、凭着必然性而进行的。 

不过，自然虽然在时间上是第一性的实体，但在地位上则不是第一性的。人作为自然界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时间上是第二性的实体，但在地位上却是第一性的。人不仅是哲学的对象，而

且也是历史的、国家的、法律的、宗教的和艺术的本质。这就是说，人本学是费尔巴哈哲学体系的

核心。 

人本学的基点是：人是现实存在的感性实体。人作为最现实的、最真实的存在，是有血有肉的

人。人不是抽象的思辨的精神实体，也不是一架比较复杂的机器，而是有生命的实体，达到了“物

质的东西和精神的东西的真实的、非臆造的、现实存在的统一”。 

生命源于自然，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但直接从自然中产生的人，只是单纯的自然人，而不是人，

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这样，费尔巴哈就把认识论意义的感性提升到本体论意义的

感性存在，赋予感性以真和现实性的意义，从而把自然界当作一切感性的实在事物的总和，建立了

人本学的感性哲学。     

5.4宗教批判 

人本学作为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唯物主义，首先把锋芒指向了唯灵主义，肯定人是灵魂与肉体的

相统一的实体，人的精神、意志、思想和情感等属于灵魂的东西，是依赖于肉体的存在的。 

他明确宣布，人的本质不仅是宗教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宗教的对象和本质；宗教是人

的本质的异化，神学的秘密就是人本学。 

学习目标： 

1．了解 18-19 世纪体系化的德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建构方式、以及不同哲学体系之间的相互

关系。 

2．重点掌握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著作、范畴、命题、问题域、理论特征和根本内容。 

作业： 

复习题： 

名词解释： 

先天综合判断 先天直观形式 先天思维形式 物自体和现象 二律悖反 绝对命令 绝对自我 自

我和非我 绝对同一 同一——差异、对立、矛盾——同一  艺术直观 绝对精神 纯粹理念 扬弃 外

化 异化 人本主义 爱的宗教 

主要命题： 

纯粹理性批判是哲学的出发点；科学知识是先天综合判断；人为自然立法；纯粹理性的二律悖

反是不可避免的；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人是目的；自我设定自身和非我；实践理性是一切理性的

基础；主体和客体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只有自由和必然的统一才使历史成为可能；哲学是思想中集

中把握了的时代；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真理；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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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都是合理的；自然界是自我异化的精神；矛盾是推动整个世界的原则；科学表现为一个自身旋

转的圆圈；真理是具体的；实践理念高于理论理念；只有人本学是真理；神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人

是思维与存在的统一。 

思考题： 

1．康德认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他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 

2．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是怎样的，其基本特征是什么？ 

3．康德“二律悖反”对辩证法的贡献体现在哪里，它有何局限？ 

4．费希特是如何批判康德哲学的，他对唯心辩证政法的发展有何理论贡献？ 

5．如何理解谢林的同一哲学？ 

6．怎样理解黑格尔的思辨的辩证法？ 

7．试阐释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命题。 

8．费尔巴哈怎样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建立其人本学唯物主义的？ 

拓展阅读书目： 

Kant,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lated by Norman Kemp Smith, London,1873. 
Kant,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anslated by.J.Paton, London,1958. 
Kant,Critique of Judgment, translated by Werner J. Pluhar, Indianapolis, IN,1987.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1981年版。 

邓晓芒：《黑格尔辩证法演讲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张世英：《自我实现的历程：〈解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知识单元 9：哲学的变革——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西方哲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继承 

1.1黑格尔学派的解体 

如果说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兴起标志着黑格尔派的解体，那么也可以说，就思想史而言，对费

尔巴哈人本学的超越标志着青年黑格尔运动的终结。如果说 1848 年革命毫不客气地把全部哲学都

撇在一边，连费尔巴哈本人也被挤到后台去了，那么思想上的批判和超越早在 1845 年就完成了：

首先是施蒂纳的虚无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批判，其次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的超越。 

（1）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兴起 

（2）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的超越 

1.2非理性主义 

（1）叔本华 

1）作为表象和意志的世界 

2）从悲观走向虚无的人生哲学 

（2）克尔凯郭尔 

1）“那个个人” 

2）主观真理论 

3）精神之旅 

（3）尼采 

1）重新估价一切价值 

2）权力意志与超人哲学 

1.3实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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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孔德 

（2）穆勒 

（3）斯宾塞 

（4）马赫主义 

1.4古典哲学的复兴 

（1）新黑格尔主义 

（2）新康德主义 

1.5马克思主义 

2.科学主义思潮下的分析哲学运动 

导语 

2.1罗素 

2.2维特根斯坦 

2.3逻辑实证主义 

3．人文主义思潮下的现象学运动 

导语 

3.1胡塞尔 

3.2海德格尔 

3.3伽达默尔 

学习目标： 

1．了解现代西方哲学对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及其实体论形而上学所实现的哲学变革。 

2．掌握现代哲学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继承，科学主义思潮下的分析哲学运动，以及人文主

义思潮下的现象学运动。 

作业： 

思考题： 

1．如何看待非理性主义思潮？ 

2．什么是现代哲学的“两大思潮”和“两大运动”？ 

3．现代哲学对传统主体性哲学变革的意义何在？ 

拓展阅读书目： 

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洪汉鼎：《现象学十四讲》，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陈启伟：《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 1讲：引言——西方哲学家的哲学理解 6 其中 1学时研讨 

2 同上  其中 1学时研讨 

3 第 2讲：爱智慧的起源——古希腊哲学 12 其中 1学时研讨 

4 同上  其中 1学时研讨 

5 同上  其中 1学时研讨 

6 同上  其中 1学时研讨 

7 第 3讲：信仰的时代——中世纪哲学 6 其中 1学时研讨 

8 同上  
本讲后同学自己阅读并讨论：人的

苏醒——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 

9 第 4讲：自我意识的确立——欧洲大陆哲学 6 其中 1学时研讨 

10 同上  其中 1学时研讨 

11 第 5讲：经验的发现——17世纪英国哲学 6 其中 1学时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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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上  

本讲后同学自己阅读并讨论：启蒙

理性：18世纪法国哲学 

 

13 
第 6讲：体系的时代——(18-19世纪)德国古

典哲学 
9 其中 1学时研讨 

14 同上  其中 1学时研讨 

15 同上  其中 1学时研讨 

16 
第 7讲：哲学的变革——19世纪末 20世纪初

的西方哲学 
3 其中 1学时研讨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西方思想史 

后续课程：西方政治哲学、伦理学、教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一是元哲学问题；二是希腊自然哲学的宇宙观；三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实

体论形而上学；四是中世纪神学下凸显出来的哲学史上极为重要的哲学争论；五是比较近代唯理论

与经验论的异同，把握其争论的焦点；六是“休谟问题”及其对康德哲学的影响；七是康德哲学认

识论上的哥白尼式革命与道德实践何以可能；八是黑格尔辩证法及其对后世哲学的意义。 

难点：一些著名命题的逻辑论证；哲学与启蒙、哲学与时代、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哲学形态的

转换及其机制；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争论与相互学习；科学、神学、政治与哲学的关系；哲学的思

维特性与特质；哲学观与方法论的变革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为确保本课程教学内容的科学性、系统性，以及结构的合理性，试图通过回归哲学史上的大

师和经典，回归重要的哲学命题，回归严格的哲学论证，彰显哲学的反思与批判功能。 

2.依循哲学就是爱智活动这一学科特性，在教学中将注重使用启发式教学法，加强师生间的课

堂互动与对话，并采取符号互换、角色互换的方式调动学生学习和思考的主动性。 

3.以问题导向，引导学生学习和研读西方哲学的经典文本，并展开讨论。每次课用 1学时让学

生走向讲台讲解他们的读书体会和对问题的思考，然后老师回应并予以点评。 

教学手段： 

1.使用 PPT课件授课。 

2.引进互助机制，延伸课堂教学，建立课后读书与研讨小组，确保拓展阅读和自学内容的学习

效果。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本课程无在实验意义上的实践教学，所以不涉及实践教学环境问题）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本课程主要是课堂授课，并增加学生研讨与教师点评的课上互动环节。课外学习不计算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采取考试与考查相结合的方法，按照百分制计算，期末闭卷考试占 80 分，平

时成绩占 20分。平时考核内容包括：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为达到上述教学目的，要求学生在认真听讲、积极思考并参与课堂互动的基础上，立足教材但

不止于教材，结合课程指南给出的参考文献以及本大纲推荐的拓展阅读书目，自觉扩大阅读量，至

少要精读一本西方哲学家的经典文本，在与教师、文本的对话中，学习如何致思，并打下扎实的哲

学基本功底。 

7、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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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章结束均布置了相应作业，详见每个知识点后的作业与拓展阅读部分。要求同学们认真完成

每次授课后老师布置的规定性动作。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一）选用教材 

赵敦华著《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邓晓芒、赵林著《西方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4月第 1版。 

2.张志伟等编著《西方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6月第 1版。 

3.赵敦华著《西方哲学经典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7月第 1版。 

执笔：张秀华 审稿：       审定：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1月 6日 

 

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Selective Reading of Marxist Original Works 

课程号：32201007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2、领略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博大精深；

3、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现实问题。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带领学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使学生能够领略到马克思主义思想

的博大精深。通过原著的阅读，帮助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诞生、具体理论的背景、语义与涵

义。在原著的阅读中，结合理论分析现实问题，帮助学生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涵义 

2．马克思主义理论创作史 

3.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 

学习目标： 

1．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内容 

2．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含义 

3. 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过程 

作业： 

阅读《马克思传》 

知识单元 2：马克思主义哲学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3. 《德意志意识形态》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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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 

2．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 

作业： 

阅读以上文献 

知识单元 3：政治经济学 

参考学时：24学时 

学习内容： 

1．《资本论》第一卷 

2．《资本论》第二卷 

3.《资本论》第三卷 

学习目标： 

1．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2．理解《资本论》三卷的结构 

3.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现实经济问题 

作业： 

阅读《资本论》 

知识单元 4：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阅读《共产党宣言》 

2．阅读《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主义理论 

2．掌握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划分 

作业： 

阅读上述文献 

知识单元 5：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今的新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当代马克思主义学派 

学习目标： 

1．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发展 

2．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当代问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3  

2 阅读《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3  

3 阅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3  

4 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 3  

5 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 3  

6 阅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3  

7 阅读《资本论》劳动价值论部分 3  

8 阅读《资本论》劳动价值论部分 3  

9 阅读《资本论》剩余价值论部分 3  

10 阅读《资本论》剩余价值论部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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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阅读《资本论》资本的积累理论 3  

12 阅读《资本论》资本的流通理论 3  

13 阅读《资本论》资本的分配过程 3  

14 阅读《共产党宣言》 3  

15 阅读《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3  

16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今的新发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含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难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读书指导法 

3.案例分析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案例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读书笔记、课堂展示与讨论共占 50%。期末考试占 50%。 

7、作业要求： 

读书笔记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著，《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

版社，2009年。 

执笔：靳晓春  审稿： 审定：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8日 

 

马克思主义哲学 
Marxist Philosophy 

课程号：32201008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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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什么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 

3．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4．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为主线，全面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立场、基

本观点和基本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观察问题、变革现实的科学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是指导我们正确认识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

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

专业的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育，是中国社会主义高校的本质特征和根本任务之一。树

立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通过对本门课程的学习，帮助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大学生学习、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并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学习确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最终在将来的工作和生活中践行马克思主义真理。 

二、教学内容与学时安排： 

知识单元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哲学基本问题 

2．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基本形态 

3．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必然性及其基本特征 

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5．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系 

第一节  哲学的一般规定性 

一、什么是哲学 

1、哲学的对象 

2、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 

3、哲学与宗教 

二、哲学的性质和功能 

1、哲学的性质 

 (1)哲学的时代性 

 (2)哲学的阶级性 

(3) 哲学的民族性 

2、哲学的功能 

(1)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2)   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哲学理论 

三、哲学的基本问题 

1、哲学基本问题的含义 

2、如何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3、把哲学基本问题说成是无意义“伪问题 ”的错误表现 

四、哲学派别的划分 

1、哲学派别划分的标准：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 

(1)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及其具体形态 

唯心主义及其基本形式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立和斗争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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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元论和二元论 

(3) 哲学党性原则 

2、可知论和不可知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 

(1) 可知论 

(2) 不可知论 

3、辩证法与形而上学 

4、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特点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1、社会历史条件 

2、科学前提 

3、理论来源 

4、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和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与创新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 

(1)  它是对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概括 

(2)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观点 

(3)  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

(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2、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 

(1)   无产阶级的阶级性 

(2)  “批判的武器 ”——改造世界的哲学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现时代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意义 

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2、科学的发展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1)  必须坚持实践的观点 

(2)  必须坚持创新的观点 

(3)  必须坚持发展的观点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两次历史性飞跃： 

1、毛泽东哲学思想 

(1)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实践论》 

(2) 唯物主义辩证法：《矛盾论》 

(3) 唯物主义历史观：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  实现了实践观和价值观的统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2)  实现了两点论和系统论的统一，继承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3)  实现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统一，继承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4)  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协调统一，继

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及社会文明观 

(5)  实现了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统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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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和方法 

一、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1、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2、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3、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二、努力学习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1、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1）学习理论，武装头脑，要努力在掌握理论的科学体系上下功夫，在掌握基本原理及其精

神实质上下功夫，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用于指导实践上下功夫 

（2）坚持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 

2、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行动的指南 

（1）在思想上自觉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定信念，梳理

和坚定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2）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3）不断增强服务社会的本领 

学习目标： 

掌握哲学的基础性问题，重点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 

作业： 

1．为什么说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2．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3．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的地位和

作用？ 

4．大学生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才能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 

知识单元 2：世界的物质同一性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物质的根本属性及其特征 

2．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现代意义 

3．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 

4．人类社会的产生及其物质性 

5．物质和意识的关系 

6．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哲学依据 

第一节  世界是物质的统一体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 

 1、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物质观 
 2、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物质观 
 3、列宁的物质定义及其意义 
 (1) 列宁的物质定义(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 
 (2) 列宁的物质定义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运动观) 

 1、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概念 
2、物质和运动的关系：划清辩证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界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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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运动和静止的关系 
 4、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及其规律性 
 (1) 物质运动形式的多样性 
 (2) 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性 
三、空间和时间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时空观) 

 1、辩证唯物主义的时间和空间概念 
 2、物质的存在形式是空间和时间：运动着的物质与时间和空间不可分 
 (1) 运动着的物质不可能离开空间和时间：划清与唯心主义时空观的界限 
 (2) 空间和时间也不可能离开运动着的物质： 

划清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时空观的界限 
 时间和空间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哲学意义 
 (3) 自然科学(现代宇宙学)的“大爆炸 ”论 
 3、空间时间的无限性和有限性 
 4、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时空观的意义 
四、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1、物质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 
 (1) 唯心主义的观点 
 (2) 二元论的观点 
 (3) 旧唯物主义的观点 
 (4) 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2、世界物质统一性的科学和哲学证明 

 (1)科学证明 
 (2)哲学证明 
 坚持世界统一性的原则 
 坚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则 
 坚持物质多样性的统一的原则 

3、树立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观点，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1) 从实际出发，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根本要求 

(2) 什么是从实际出发 

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出发 

从发展着的客观实际出发 

从实际出发，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 

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从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出发 

(3)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 

第二节  人类的意识活动 

一、意识的起源 

1、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 

2、意识是社会的产物 

二、意识的本质 

1、意识是人脑的机能 

2、意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 

(1) 意识是主观形式和客观内容的统一 

意识反映形式的主观性：感性形式和理性形式 

意识内容的客观性：正确反映和错误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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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意识的结构(系统) 

从内容上分：知、情、意的统一 

从发生的自觉程度上分：潜意识和显意识 

从意识活动的指向性分：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 

从意识的主体分：个体意识和群体意识 

从意识的高低层次分：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 

三、意识的能动作用 

1、意识的能动作用：能动地反映世界和 能动地改造世界 

2、意识能动作用的性质 

3、意识能动作用的物质制约性 

4、坚持唯物辩证的意识能动性原理，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1) 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唯 心主义观点 

(2) 反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 上学 

学习目标： 

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以及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掌握意识的起源、

本质和作用的原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作业： 

1．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及其现代意义？ 

2．如何理解人类社会的物质性？ 

3．如何理解意识及其能动性？ 

4．如何理解实事求是的内涵及其哲学基础？ 

知识单元 3：物质世界的辩证本性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发展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 

2．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3．系统论与矛盾论的关系 

4．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5．度的涵义与实践中的适度原则 

6．辨证否定观及其方法论意义 

第一节  唯物辩证法是关于物质世界联系和发展的科学 

一、唯物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 

 1、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范畴 
 2、联系的客观普遍性 
 3、联系的复杂多样性 
 4、普遍联系的条件性 
 5、唯物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 
二、唯物辩证法是关于发展的科学 

 1、事物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运动、变化和发展 
 2、发展是前进或向上的运动和变化 
 3、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过程性 
 4、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性 
 5、唯物辩证法是关于发展的科学 

三、唯物辩证法的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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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 
 (1) 联系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 
 (2) 划清唯物辩证法与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界限 
 2、唯物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统一 
 3、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理论体系 
 4、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四、唯物辩证法与现代自然科学方法 

第二节  对立统一规律 

一、矛盾及其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1、唯物辩证法的矛盾概念 
 2、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种基本属 性 
 3、矛盾的同一性 
 4、矛盾的斗争性 
 5、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辩证统一 
 (1) 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互联结 
 (2) 坚持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辩证统一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矛盾在事物运动发展中的作用 

 1、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1) 发展的实质：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 
 (2) 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3) 矛盾的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4) 矛盾对立面统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 
 2、内因和外因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1) 什么是内因和外因 
 (2) 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 
 (3) 坚持内外因辩证关系原理的实践意义 
三、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1、矛盾的普遍性 
 (1) 矛盾的普遍性的含义 
 (2) 差异就是矛盾 
 (3) 坚持矛盾观点和矛盾分析方法 

2、矛盾的特殊性 

 (1) 矛盾的特殊性的含义 
 (2) 矛盾的特殊性的主要表现 
 矛盾性质的特殊性 
 矛盾地位的特殊性 
 矛盾解决形式的特殊性 
 (3)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3、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 

 (1)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2) 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3) 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的方法论意义 

第三节  质量互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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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质、量、度 

 1、质 
 (1) 质的规定性 
 (2) 质与事物的存在直接同一 
 (3) 质与属性 
 (4) 事物的质是多方面的 
 (5) 正确认识事物的质的意义 
 2、量 
 (1) 量的规定性 
 (2) 量与事物的存在不直接同一 
 (3) 事物的量是多方面的 
 (4) 正确认识事物的量的意义 
 3、度 
 (1) 度的规定性 
 (2) 正确认识事物的度的意义 

二、量变和质变及其相互转化 

 1、量变、质变与度 
 2、量变和质变的相互转化 
 (1) 量变转化为质变 
 (2) 质变转化为量变 
 (3) 量变——质变——量变：质量互变规律 
 3、量变和质变及其相互转化的根源 
 4、坚持质量互变的辩证关系，反对形而上学 
 (1)激变论 
 (2)庸俗进化论 
三、质量互变的普遍性和复杂性 

 1、质量互变的普遍性 
 2、质量互变的复杂性 
 (1) 量变和质变的形式具有多样性 
 (2) 量变和质变的相互渗透 
 (一)量变中渗透着质变：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存在着部分质变 
 (二)质变中渗透着量变：在质变过程中存在着量的扩张 
四、质量互变规律的基本内容及其实践意义 

 1、质量互变规律的基本内容 
 2、坚持质量互变规律的实践意义 
 (1) 坚持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 
 (2) 坚持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 
 (3) 坚持改革、发展与稳定的统一 

第四节  否定之否定规律 

一、肯定和否定 

 1、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 
 (1) 肯定(方面、因素、阶段)和否定(方面、因素、阶段)的对立 
 (2) 肯定和否定的统一 
 2、辩证的否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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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辩证的否定是事物的自我否定 
 (2) 辩证的否定是事物发展的环节和联系的环节 
 (3) “扬弃 ”：作为事物发展和联系环节的统一的否定 
 3、坚持辩证的否定观的意义 
 (1) 坚持辩证的否定观，反对形而上学的否定观 
 (2) 坚持科学的分析方法，反对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 
二、否定之否定 

 1、辩证内容：事物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 
 2、辩证形式：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螺旋式或波浪式) 
 (1) 事物发展的前进性 
 (2) 事物发展的曲折性 
 (3) 事物发展的周期性：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 
 (4) 把握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辩证统一原理的意义 
三、否定之否定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1、否定之否定的普遍性 
 2、否定之否定的特殊性 
 (1) 否定形式的特殊性 
 (2) 曲折发展的特殊性 
 (3) 相对于其他规律的特殊性 
 3、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基本内容 
四、新生事物的不可战胜性 

 1、新事物和旧事物 
 2、新生事物不可战胜的原因 
 3、新生事物成长道路的曲折性 
 4、坚持新生事物不可战胜性原理的意义 

学习目标： 

掌握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和总特征，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物质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基本内

容、实质和作用，把握其方法论意义，提高辩证思维能力。 

作业： 

1．如何理解事物的发展是自我运动、自我发展？ 

2．为什么说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 

3．如何理解辨证否定观？辨证的否定观有何重大的方法论意义？ 

4．联系实际思考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的重要意义。 

知识单元 4：认识、真理与科学的思维方法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认识对实践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 

2．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认识本质的科学理解 

3．认识的辩证运动和认识过程的实现机制 

4．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关系，辨证思维的基本方法 

5．真理及其绝对性和相对性，真理检验标准问题上的唯物论与辩证法 

6．价值的本质，真理与价值的统一 

第一节  人类的实践活动 

一、实践的本质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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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实践的本质 
 (1)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实践概念 
 旧唯物主义的观点 
 唯心主义的观点 
 现代西方哲学的观点 
 (2)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 
 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矛盾本性和本质的科学分析 
 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科学规定 
 2、实践的特点 
 (1) 实践是客观的、物质的和感性的活动 
 (2) 实践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自觉活动 
 (3) 实践是社会性的、历史性的活动 
二、实践的结构和过程 

 1、实践的结构 
 (1) 实践主体 
 (2) 实践客体 
 (3) 实践中介 
 2、实践的过程 
 (1) 实践过程的含义 
 (2) 实践过程的基本环节 
 确立实践目的和实践方案 
 实践操作 
 反馈和调节 
三、实践的基本形式 

 1、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 
 2、处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实践 
 3、创造精神文化的实践 
 4、各种实践形式的相互关系 
四、实践在认识中的基础地位 

 1、实践产生了认识的需要 
 2、实践为认识提供了可能 
 3、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4、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第二节   认识的本质和特征 

一、认识的本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认识本质的科学理解) 

 1、认识的反映性特征 
 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本质区别：反映论还是先验论。 
 (1) 唯心主义认识论：先验论 
 主观唯心主义： 
 客观唯心主义：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特征： 
 (2) 唯物主义认识论：反映论 
 一般反映论的特征： 
 第一、认识是关于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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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认识能够提供客观世界的正确映象。  
 (与不可知论的本质区别) 
 2、认识的社会性和能动性特征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本质区别：实践观点和辩证观点 
 (1) 反映具有模写性 
 (2) 反映具有创造性 
 3、结论：认识的本质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于客体的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 

二、认识的基本结构 

 认识系统的基本要素：认识主体、认识客体、认识工具。 
 1、认识主体：具备一定认识能力并从事一定认识活动的人。 
 (1) 认识主体的属性： 
 自然属性： 
 社会属性：实践是人(主体)的存在方式 
 (2) 认识主体的基本形式： 
 个体主体 
 集体主体 
 类主体 
 2、认识客体 
 (1) 人既可以是认识主体也可以是认识客体 
 (2) 认识客体与客观事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3) 认识客体的基本类型 
 自然客体——自然科学 
 社会客体——社会科学 
 思维客体——思维科学 
 3、认识工具 
 (1) 物质认识工具 
 一般实践活动的物质认识工具 
 专门实践活动的物质认识工具 
 (2) 精神认识工具 
 思维要素：概念、范畴 
 思维方法：思维路径或思维程序 

结论：认识主体通过一定的认识工具作用于认识客体，是认识 的基本要素的具体结合方式，

构成认识结构的具体内容，形成认识。 

三、认识的历史演化 

 1、人类认识的历史继承性 
 (1) 认识内容的继承性 
 (2) 认识形式的继承性 
 2、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性 
 (1) 认识内容发展的规律性 
 (2) 认识形式发展的规律性 
 (3) 认识发展的加速度性 

第三节   认识的辩证过程 

一、由实践到认识 

 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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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感性认识 
 (1) 感性认识的含义 
 (2) 感性认识的特点：生动性、形象性 
 (3) 感性认识的形式：感觉、知觉、表象 
 第一、感觉 
 第二、知觉 
 第三、表象 
 2、理性认识 
 (1) 理性认识的含义 
 (2) 理性认识的特点：抽象性 
 (3) 理性认识的形式：概念、判断、推理 
 第一、概念 
 第二、判断 
 第三、推理 
 3、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 
 (1)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相互区别和相互对立 
 感性认识：对于事物现象的反映 
 理性认识：对于事物本质的反映 
 (2)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相互联系和辩证统一 
    ①感性认识中渗透着理性认识 
 第一、主体理性的价值观念、目的要求影响和制约着感知活动的方向。 
 第二、主体已有的理性知识影响和制约着感性认识的深度和水平。 
 第三、感性认识的结果必须借助于理性形式来描述，感觉经验只有通过理论解释才能成为人类

科学知识的构成要素。 
 ②理性认识中渗透着感性认识 
 第一、理性认识从感性认识发展而来， 包含着感性认识的丰富内容。 
 第二、理性认识必然要运用一定的感性物质手段 
 4、必须反对割裂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辩证关系的错误观点 
 (1) 哲学史上的经验论和唯理论 
 (2) 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 
 5、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机制和条件 
 (1) 基础和前提——丰富而合乎实际的感性材料 
 (2) 正确途径——运用理性思维对感性材料进行科学抽象和概括 
二、由认识到实践：认识过程中的第二次飞跃 

 1、这一飞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 只有使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才能使它得到检验、完善和发展 
 (2) 只有使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去，才能实现认识的根本目的 
 结论：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 更重要、意义更伟大 
 2、认识过程中两次飞跃的辩证关系 
 (1) 相互区别 
 第一次飞跃解决的是认识世界、形成思想的问题。 
    第二次飞跃解决的主要是改造世界、实现思想的问题，同时又是认识过程的继续和完成。 
 (2) 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第一次飞跃是第二次飞跃的准备。 
 第二次飞跃是第一次飞跃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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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飞跃包含第一次飞跃的成果，因而比第一次飞跃具有更大的能动性。 
 3、实现第二次飞跃的机制和条件 
 (1) 必须正确处理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2) 必须使理论为群众所掌握 
三、认识的全过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 

 1、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人们认识具体事物的辩证运动过程 
 2、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人们的认识不断地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
的辩证运动过程 
 3、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人们的认识无限发展的辩证运动过程 
 4、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体现了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1) 认识辩证运动过程的基本矛盾：主观和客观的矛盾 
 (2) 认识和实践的矛盾是主观和客观矛盾的具体化：主观和客观矛盾的展开和解决 
 (一) 认识是主观反映客观 
 (二) 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 
 (三) 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统一的具体性和历史性 
 (四) 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5、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认识辩证运动过程原理的方法论意义 
 (1) 认识论和认识路线 
 (2) 认识路线和群众路线 

第四节    认识的真理性及其检验标准 

一、真理的客观本质 

 1、真理的含义 
 (1) 真理与正确的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 
 (2) 真理与客观事物 
 2、真理的客观性 
 (1) 真理内容的客观性 
 (2) 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客观性 
 3、真理一元论与真理多元论 
 4、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1) 真理只有一个，发现真理和发展真理必须采取科学态度 
 (2) 真理对任何人和阶级都一视同仁，必须尊重真理和按真理办事 
 5、坚持客观真理论，反对唯心主义的主观真理论 
 (1) 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2) 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 
二、真理的辩证特性 

 1、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同一个客观真理的两种不同的属性 
 (1) 绝对真理：真理的绝对性 
 ①从真理的内容说，承认了客观真理也就承认了绝对真理。 
 ②从人类的认识本性说，承认了世界的可知性也就承认了绝对真理。 
 (2) 相对真理：真理的相对性 
 ① 相对真理的含义 
 ②真理相对性的原因分析 
 第一、从整个客观世界来看。 
 第二、就特定事物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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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 

 ①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相互渗透 
 第一、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之中 
 第二、相对真理包含并表现绝对真理 
 ②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辩证转化 
 (4) 反对割裂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辩证关系的形而上学真理观 
 ①独断主义 
 ②相对主义 
 (5)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辩证关系原理的意义： 
 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客观真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

一 
 ②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结合起来 

2、真理和谬误 

(1) 谬误的含义 

(2) 真理和谬误的对立与统一 

 ①真理和谬误的对立 
 ②真理和谬误的统一 
 首先，真理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 
 其次，真理和谬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第一、真理向谬误的转化的三种情形 
   第二、谬误向真理转化的三种情形 

(3) 真理和谬误辩证关系原理的方法论意义 

三、真理的检验标准 

 1、真理的检验标准的含义 
 2、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真理检验标准 
 3、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真理标准的科学解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 只有实践才能成为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的原因 
 ①是由真理的本性决定的 
 ②是由实践的特点决定的 
 (2) 理论(包括正确理论)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3) 逻辑证明不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4、实践标准的绝对性(确定性)和相对性(不确定性) 
 (1) 实践标准的绝对性(确定性) 
 (2) 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不确定性) 
 (3) 反对割裂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的错误倾向 
 ①否认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唯心主义、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 
 ②否认实践标准的相对性：教条主义和独断论 
四、真理和价值的关系 

 1、实践关系、认识关系和价值关系：贯穿实践和认识关系中的目的性和意义问题 
 2、价值的本质 
 (1) 价值的含义 
 (2) 价值是一种特定的效益关系 
 (3) 价值形态的多样性 
 ①哲学的价值范畴与经济学的价值范畴 
 ②区分哲学价值的多参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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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真理和价值的关系 
 (1) 真理和价值的区别：物的尺度和人的内在尺度 
 (2) 真理和价值的联系与统一 
 ①真理中包含价值因素，真理本身就具有价值。 
 ②价值中包含真理因素，价值的实现过程离不开对真理的认识和运用  

第五节    科学的思维方法 

一、科学思维方法的重要性 

 1、科学思维方法的含义 
 (1) 科学的思维方法即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法 
 (2) 从形式上看，科学思维方法是认识的中介、规则和程序 
 (3) 从内容上看，科学思维方法是对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的正确反映 
 2、科学思维方法的历史发展 
 (1) 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 
 (2) 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法 
 3、科学思维方法的功能 
 (1) 它可以提高人们的的辩证思维能力，帮助人们获取正确的认识 
 (2) 它能够帮助人们做好各项实际工作 
 4、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法的科学体系 

二、归纳和演绎 

 1、归纳和演绎的含义  
 (1) 归纳 
 ①含义：从个别到一般 
 ②类型：完全归纳和不完全归纳 
 (2) 演绎 
 ①含义：从一般到个别 
 ② 结构：前提、逻辑规则、结论 
 2、归纳和演绎的客观基础： 
 客观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个别与一般、性与共性的辩证关系 
 3、归纳和演绎的辩证关系：相互联系、相互补充 
 (1) 归纳离不开演绎，没有演绎就没有归纳 
 (2) 演绎离不开归纳，没有归纳就没有演绎 
 (3) 必须反对把归纳和演绎割裂开来的错误 倾向 
三、分析和综合 

 1、分析和综合的含义 
 (1) 分析 
 ①含义 
 ② 矛盾分析法是科学分析的最基本的方法 
 (2) 综合 
 ①含义 
 ②综合是把事物的各个部分在思维中再现出来，达到对事物的全面的具体的认识，而不是机械

的相加。 
 2、分析和综合的客观基础：客观世界中存在着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3、分析和综合的辩证关系 
 (1) 分析和综合相互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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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分析和综合相互转化 
 (3) 反对把分析和综合的辩证关系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 
四、抽象和具体 

 1、抽象和具体的含义 
 (1) 抽象 
  ①抽象的含义 
  ②抽象是事物某一方面的规定性的反映 
 (2) 具体 
  ①具体的含义 
 ②感性具体和理性具体 
 2、具体——抽象——具体(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1) 从具体到抽象(从肯定到否定) 
  ①含义：从感性的具体达到抽象的 规定 
②方法：分析方法。理想化方法。 

(2) 从抽象到具体(从否定到否定之否定) 

①含义：从抽象的规定达到思维中的具体 

②方法：综合方法。 

③必须注意的问题 

 第一、作为出发点的抽象，必须反映事物的最一般和最基本的本质规定。 
 第二、作为逻辑终点的理性具体，应当是事物的诸多本质规定性的有机统一的整体。 
五、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1、历史的东西 
 (1) 客观现实本身发展的历史过程 
 (2) 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过程 
 2、逻辑的东西：逻辑范畴之间的次序、层次、关系等等。 
 3、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1) 含义及其客观根据 
 (2) 逻辑的东西与客观现实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统一 
 (3) 逻辑的东西与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过程的统一 
 (4) 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有差别的统一 
 4、逻辑与历史的有差别的统一，决定了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之间的有差别的统一。 
 (1) 历史的方法 
 (2) 逻辑的方法 
 (3) 历史的方法和逻辑的方法的关系：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①历史的方法离不开逻辑的方法 
 ②逻辑的方法需要历史的方法的补充 
学习目标： 

掌握人类认识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树立科学的实践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

点；遵循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和认识发展规律，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掌握科学的思维方

法，理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的自觉性和能力。 

作业： 

1．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怎样总结以往哲学的思维教训，正确揭示出人的认识本质的？ 

2．为什么说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 

3．如何理解认识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4．为什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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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何理解真理和价值、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辨证统一关系？ 

6．为什么说唯物辩证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 

7．辨证思维方法对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有什么意义？ 

知识单元 5：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基本结构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区别 

2．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 

3．生产力的构成及其基本特征 

4．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5．生产关系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地位 

6．社会的政治结构及其核心 

7．社会的观念结构及其文化的本质和功能 

第一节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生活的本质 

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1、自然环境 
 (1) 自然环境的概念 
 (2) 自然环境的作用 
 ①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② 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不起决定作用 
 (3) 保护自然环境与维护生态平衡是中国 的基本国策 
 2、人口因素 
 (1) 人口因素的概念 
 (2) 人口因素的作用 
 ①人口因素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②人口因素对社会发展不起决定作用 
 (3) 实行计划生育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3、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1) 生产方式的概念 
 (2) 生产方式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 
 ① 决定社会的性质及社会形态的更替 
 ②决定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和改造 
 ③决定不同社会的人口状况的特点和人口变化的特殊规律 

二、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 

 1、没有物质生产劳动的实践，就没有人类社会的产生 
 2、实践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劳动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 
 (1) 人类劳动的根本标志是制造工具 
 (2) 人类劳动是有目的性、计划性的自觉活动 
 (3) 人类劳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 
 (4) 人类劳动是人积极作用于自然界的过程 
 3、物质生产劳动的实践是人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1) 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是维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 
 (2) 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是推动社会文明发展的决定力量 
 (3) 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决定人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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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劳动范畴：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 
三、社会有机体及其结构 

 1、社会有机体的概念 
 (1) 社会有机体和社会形态 
 (2) 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 
 2、人类社会有机结构的一般特征 
 (1) 客观物质性 
 (2) 系统整体性 
 (3) 发展规律性 
 3、人类社会有机系统的基本功能：自我组织、自我调节 

第二节    社会的经济结构 

一、社会经济结构的一般特征 

 1、社会经济结构的概念 
 (1) 经济结构与生产力 
 (2) 经济结构与生产关系 
 (3) 经济结构与经济基础 
 (4) 经济结构与经济制度 
 2、社会经济结构的一般特征 
 (1) 社会经济结构具有属人性 
 (2) 社会经济结构具有客观性 
 (3) 社会经济结构具有复杂性 
二、生产力的构成和特点 

 1、生产力的概念 
 (1) 生产力：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2) 生产力：解决的是社会与自然的矛盾 
 (3) 生产力：标志人类改造自然的程度 
 2、生产力的基本构成要素 
 (1) 实体性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 
 (2) 智能性要素：科技、教育、管理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第一生产力 
 3、生产力质(性质)和量(水平)的规定性 
 4、生产力的客观物质性 
三、生产关系的构成和类型 

 1、生产关系的概念 
 (1) 生产关系与四个环节 
 (2) 生产关系与三个方面 
 (3) 生产关系与所有制关系 
 (4) 生产关系体系的多层次性 
 2、生产关系的基本类型 

四、阶级：在特定经济结构中处于特定地位的人群共同体 

 1、阶级的起源 
 (1)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2) 阶级的产生和形成与暴力 
 (3) 基本阶级和非基本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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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阶级的本质 
 (1) 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 
 (2) 划分阶级的经济标准 
 3、阶级斗争 
 (1) 阶级斗争的概念 
 (2) 阶级斗争的复杂性 
 ① 阶级斗争的主体的复杂性 
 ② 阶级斗争的形式的复杂性 
 ③ 阶级斗争历史上“最后的斗争” 
 (3) 阶级斗争的动力作用及其表现 
 ①阶级斗争与社会基本矛盾 
 ② 阶级斗争动力作用的表现：社会的质变过程与量变过程 
 4、阶级分析方法 

第三节   社会的政治结构 

一、社会政治结构的一般特征 

 1、政治结构的概念 
 (1) 政治结构与上层建筑 
 (2) 政治结构与政治上层建筑 
 2、政治结构的一般特征 
 (1) 政治结构的强制性 
 (2) 政治结构的阶级性 
 (3) 政治结构的相对独立性 

二、社会政治结构的内容和核心 

 1、社会政治结构的内容 
 (1) 制度层面 
 (2) 设施层面 
 2、政治结构的核心：国家政权 
三、国家的实质、类型和职能 

 1、国家的起源 
 2、国家的实质 
 3、国家的类型：国体和政体 
 4、国家的职能 
 5、国家消亡 

第四节   社会的意识结构 

一、社会意识结构的一般特征 

 1、意识结构的概念：社会意识形态 
 (1) 意识结构和上层建筑 
 (2) 意识结构和思想上层建筑 
 2、意识结构的一般特征 
 (1) 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的依赖性：具体性和历史性 
 (2) 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 
 ①相对独立性的概念 
 ②相对独立性的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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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社会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二、意识形态诸形式及其特点 

 1、艺术 
 2、道德 
 3、宗教 
 4、政治法律思想 
 5、哲学 

三、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 

 1、反映功能和创造功能的统一 
 2、规范功能和评价功能的统一 
 3、控制功能和教育功能的统一 
学习目标： 

掌握实践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弄清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了解生产力是整个社会有机结构的

基础，国家政权是上层建筑体系的核心力量。 

作业： 

1．为什么说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2．如何理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3．如何理解国家的本质？ 

4．试述文化的社会作用，阐明我们建设文化强国的重大意义。 

5．既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为什么同一时代条件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却丰富多彩，

差异很大甚至产生对立呢？搞清楚这些道理，对于我们提高自己思想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会有什么帮

助？ 

知识单元 6：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人类历史的创造者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2．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 

3．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4．科学技术革命在社会发展的作用 

5．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第一节   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过程 

一、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1、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对社会发展规律性的认识 
 2、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思想 
 3、社会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的含义 
二、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 

1、物质动力是基础动力 

 (1) 物质动力及其作用 
 (2) 物质动力和精神动力 
 2、基本矛盾是核心动力 
 (1) 基本矛盾及其作用 
 (2) 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阶级斗争 
 3、人民群众是主体动力 
 (1) 人民群众及其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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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个人特别是杰出人物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4、社会发展动力的具体性和历史性 
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革命和改革 

 1、社会革命 
 (1) 社会革命的含义：狭义的理解和广义的理解 
 (2) 社会革命的根源 
 (3) 社会革命的一般规律：暴力革命 
 (4) 社会革命的作用 
 2、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改革 
 (1) 改革及其社会作用 
 (2) 社会主义改革 

四、社会发展道路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1、社会发展道路的统一性 
 (1) 社会形态演进和发展的基本方向的统一性 
 (2) 社会形态演进的基本次序的统一性 
 (3) 同类社会形态的国家和民族具有共同的本质 
 2、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1) 非典型社会形态的出现 
 (2) 社会形态发展的跳跃性 
 (3) 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局部、暂时的倒退 
 3、社会形态发展道路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第二节   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一、社会发展规律的特点 

 1、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的活动密切联系 
 2、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的意识的作用密切联系 
 3、社会发展规律与人的利益密切联系 
 4、社会发展规律具有具体性和历史性 
二、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 

 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1) 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 
 (2)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 
 2、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 
 3、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4、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的意义 
三、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 律 

 1、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1) 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 
 (2) 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2、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 
 3、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4、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的意义 

第三节   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一、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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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科学 
 (1) 科学的本质 
 (2) 科学的特点 
 (3) 科学的分类 
 2、技术 
 (1) 技术的本质 
 (2) 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3、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和特征 
二、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 

 1、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的具体体现 
 (1) 认识功能 
 (2) 生产功能 
 (3) 经济功能 
 (4) 政治功能 
 2、社会条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功能的制约性 
 (1) 社会生产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2) 社会制度和阶级关系制约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进程及其社会后果 
 (3) 社会的精神因素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 
三、现代科技革命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1、现代科学技术革命 
 (1)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含义 
 (2)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产生的历史条件 
 (3)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特征 
 2、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作用 
 (1)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2) “技术决定论”评析 

第四节   人类历史的创造者 

一、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决定力量 

 1、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在人类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根本对立 
 (1) 唯心史观的观点：英雄史观(唯意志论和宿命论) 
 (2) 唯物史观的观点：群众史观 
 2、人民群众的概念 
 3、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的具体表现 
 (1) 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 
 (2) 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3) 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4、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社会制约性 
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1、个人的概念 
 2、杰出人物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 
 3、杰出人物的作用 
 (1) 杰出人物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 
 (2) 对杰出人物的作用必须坚持历史主义态度和阶级分析方法 
 (3) 人民群众和杰出人物创造历史作用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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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 

 1、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相互关系 
 2、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 

四、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1、党的群众观点 
 2、党的群众路线 
 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历史观与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4、坚持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  
学习目标： 

掌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关

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状况的规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

规律；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

政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作业：  

1．如何理解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及其现实意义？ 

2．如何理解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及其现实意义？ 

3．如何理解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 

4．阐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及其重大现实意义。 

5．如何理解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6．社会发展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结果，可历史事件又是人们意志的“合力”造成的，两者

不矛盾吗？这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怎样的关系？ 

7．我们应该如何在实践中坚持群众观点，做到以人为本，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和谐社会？ 

8．概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内涵及其重大意义。 

知识单元 7：历史进步与人的发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人的发展及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2．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性和主体行为的选择性 

3．社会发展道路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4．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 

5．人的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一节  历史进步与人类文明 

一、社会历史进步的趋势 

 1、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关于社会进步的观点 
 (1) 悲观论或循环论的观点 
 (2) 有限进步论的观点 
 2、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进步的观点 
 (1) 社会进步的实质 
 (2) 社会进步趋势的表现 
 (3) 社会进步的根源 
 ①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进步的最深刻的根源 
 ②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 
 ③人类社会实践的根本目的和要求 

二、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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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文明是社会历史进步的尺度 
 2、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3、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 
 4、社会文明的历史发展 

第二节   人的本质和价值 

一、人的本质 

 1、马克思主义以前关于人的本质的观点 
 2、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论断 

二、人的价值 

 1、人的价值与人的本质 
 (1) 人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2) 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 
 (3) 人的价值问题实质上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2、人 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 
 3、人的社会价值的主导地位 
三、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 

 1、人的价值观 
 2、人的人生观 
 3、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相互关系 

第三节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共产主义社会 

一、自由和必然 

 1、自由的本质与体现 
 2、自由的相对性：自由是以必然性为基础的 
 3、观念上的自由和“实在的自由” 
 4、自由实现的环节：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第四节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一、人的发展的历史进程 

 1、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内在联系方面看，人的发展的三个阶段： 
 (1) 人的“依赖关系”时期或前资本主义时期 
 (2) 以物的纽带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或 资本主义时期 
 (3)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 会生产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 上 的

自由个性”的阶段 
 2、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 
三、人类解放与共产主义社会 

 1、人类解放 
 2、共产主义社会 
 (1)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2) 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史前社会的结束 与真正人的社会的开始：自由的人 
学习目标： 

认识历史进步的趋势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人的本质和价值；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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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如何理解社会形态更替的决定性和主体选择性的关系？ 

2．为什么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3．如何理解人的自由与必然的关系？ 

4．如何理解人的全面发展？ 

5．既然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又要人们去努力追求？既然共产主义的最

终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什么说“共产主义渺茫”论是错误的？请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予

以正确理解。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3  

2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3  

3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3  

4 世界的物质统一性 3  

5 物质世界的辩证本性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3  

6 物质世界的辩证本性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3  

7 物质世界的辩证本性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 3  

8 认识、真理与科学的思维方法 3  

9 认识、真理与科学的思维方法 3  

10 认识、真理与科学的思维方法 3  

11 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基本结构 3  

12 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基本结构 3  

13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人类历史的创造者 3  

14 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人类历史的创造者 3  

15 历史进步与人的发展 3  

16 历史进步与人的发展 3  

四、说明  

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后续课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本课程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正确认识自然、社会及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要求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理解马克思

主义哲学理论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观察问题、变革现实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难点：本课程难点是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去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提

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 

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案例式教学。 

2. 文本研读教学。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 

2. 案例视频。 

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10750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期末考试占 80％。平时成绩考核内容有：学生课

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作业要求： 

参看每单元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9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 8月第 1版。 

2.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著作导读》编写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著作导读》，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 2月第 1版。 

3.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8月第 6版。 

4．陈先达、杨耕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第 3版。 

执笔：赵卯生  审稿：赵卯生 审定：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0日 

 

中国近代文化史 
A CULTUR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课程号： 4070102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近代中国的衣、食、住、行及娱乐、文艺的变迁等六大专题为切入点，

在教学中展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通过上述的讲授，使本专业学生对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整体

状况，尤其设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过程有清晰的了解； 

2.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运用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历史问题
的能力，为将其培养为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3. 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中国文化现代化历史过程的基础知识，了解中
国近代文化的概念，为中国近现代基本问题研究方向的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课堂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文明和文化的释义。 

2．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与范畴。 

3．学习文化史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化的概念。 

2．对中国近代文化史有整体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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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掌握学习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方法。 

作业： 

思考题：什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 

知识单元 2： 专题一 “垂衣裳而天下治”：近代中国服饰风格的变迁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服饰传统 

2.近代服饰的衍变 

3.近代服饰风格 

学习目标： 

1．了解近代服饰风格的流变，对中国近代文化史有专题性认识。 

2．掌握中国近代服饰风格在现代化影响下的趋向。 

作业： 

试述近代服饰变迁与女性解放的关系。 

知识单元 3： 专题二 “民以食为天”：近代中国饮食文化的变迁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饮食历史的回顾 

2.近代中国饮食的变化 

3.近代饮食变化的特点 

学习目标： 

1.了解近代饮食文化的变迁，对中国近代文化史有专题性认识。 

2.掌握中国近代饮食文化在现代化影响下的趋向。 

作业： 

试述近代中国饮食文化的变迁与民族资本食品企业的关系。 

知识单元 4：  专题三 近代中国建筑文化的变迁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古代建筑的回顾 

2.近代中国建筑的变迁 

3.近代建筑发展的特点 

学习目标： 

1. 了解近代建筑文化的变迁，对中国近代文化史有专题性认识。 

2.掌握中国近代建筑文化在现代化影响下的趋向。 

作业： 

试总结近代中国建筑形式的变迁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 

谈谈你对保护古建筑的看法。 

知识单元 5：  专题四 近代中国交通方式的变迁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古代交通的回顾 

2. 近代交通的变化 

3. 近代交通发展的特点 

学习目标： 

1. 了解近代交通方式的变迁，对中国近代文化史有专题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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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中国近代交通方式在现代化影响下的趋向。 

作业： 

试论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交通工具的变迁关系。 

知识单元 6：  专题五 近代中国娱乐方式的变迁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古代娱乐方式的回顾 

2. 近代娱乐方式的变化 

3. 近代娱乐方式变迁的特点 

学习目标： 

1. 了解近代娱乐方式的变迁，对中国近代文化史有专题性认识。 

2.掌握中国近代娱乐方式在现代化影响下的趋向。 

作业： 

从游园形式的变迁试论中国近代有无“公共空间”。 

知识单元 7：  专题六 近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变迁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中国传统文学的回顾 

2. 近代文学思潮 

3. 近代文学变革的特点 

4、以音乐为例观近代中国艺术的变迁 

学习目标： 

1. 了解近代文学艺术的变迁，对中国近代文化史有专题性认识。 

2.掌握中国近代文学艺术在现代化影响下的趋向。 

作业： 

试论新文化运动对近代文学变迁的影响。 

知识单元 8：  专题七 近代中国文化发展大势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近代文化的源与流（发展线索） 

2、近代文化结构的变化 

3、近代文化价值观的变化 

4、近代文化的特征学习目标： 

1. 了解近代中国文化的变迁大势，对中国近代文化史有整体性认识。 

2.掌握近代中国文化在现代化影响下的趋向。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2 专题一 近代中国服饰风格的变迁（上）； 2  

3 专题一 近代中国服饰风格的变迁（下）； 2  

4 专题二 近代中国饮食文化的变迁（上）； 2  

5 专题二 近代中国饮食文化的变迁（下）； 2  

6 专题三 近代中国建筑文化的变迁（上）； 2  

7 专题三 近代中国建筑文化的变迁（下）； 2  

8 实践教学：组织学生参观景山公园，登顶景山，参观北京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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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轴线，实地观摩近代中国居民与公共建筑的变迁。 

9 专题四 近代中国交通方式的变迁（上）； 2  

10 专题四 近代中国交通方式的变迁（下）； 2  

11 专题五 近代中国娱乐方式的变迁（上）； 2  

12 专题五 近代中国娱乐方式的变迁；（下） 2  

13 专题六 近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变迁（上） 2  

14 专题六 近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变迁（下） 2  

15 专题七 近代文化发展大势（上） 2  

16 专题七 近代文化发展大势（下） 2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中国近代文化在现代化潮流的影响下变迁的趋向。 

难点：传统与求变的关系把握。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专题讲授与学生参与式教学结合。 

2. 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结合。 

教学手段： 

1. 利用多媒体手段，在讲授过程中播放视频、展示实物、分析史料结合。 

2. 通过实地考察景山公园、观察北京城的中轴线，让学生对近代建筑文化的变迁得到感性、

直观的认识。 

3、学生课堂展示，促成师生互动。。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平时作业完

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开卷）。 

作业要求：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的随堂作业，学生期末有一个大作业展示。 

4、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目前本课程的教材将引进张昭军、孙燕京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华书局，2012年版。）

在实际讲授课程后，将着手结合本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教学用书。 

本课程的课件将结合引进教材及相关教学参考论著，自主开发设计，并将不断引进、补充学科

前沿知识。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昭军、孙燕京主编：《中国近代文化史》，中华书局，2012年 12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孙燕京：《急进与慢变：晚清以来社会变化的两种形态》，商务印书馆，2011年 9月，第 1

版。 

2. 严昌洪：《20世纪中国社会生活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 2月，第 1版。 

3.孙燕京：《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6月，第 1版。 

4.刘志琴主编：《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3月，第 1版。 

5、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8月，第 1版。 

6.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12月，第 1版。 

执笔：周增光  审稿：××× 审定：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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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人物研究 
Research on Character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课程号： 40708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些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或人物群体；2、运用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证分析及评价党史人物；3、廓清对一些有争议的党史人物的歧见及误解。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如何界定党史人物 

    二、近年来党史人物研究的成果 

    三、关于党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一）史料与党史人物评价    

（二）评价标准与党史人物评价   

（三）评价党史人物应遵循的普遍原则 

学习目标： 

1．了解党史人物的含义；了解近年来党史人物研究的成果，对该领域有一个初步认识。 

2．探讨党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及原则。 

作业： 

1.观看与党史人物相关的纪录片。 

2.阅读感兴趣的参考书目。 

知识单元 2：从成功学的角度解读毛泽东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毛泽东的领导智慧 

（一）毛泽东的用人之道  （二）毛泽东的决策艺术  （三）毛泽东的学习方法  

二、毛泽东与蒋介石之比较 

（一）家庭环境    （二）教育背景    （三）地域文化差异   （四）性格  

（四）社会环境    （五）历史贡献及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作为领袖的毛泽东具有的特质、对中国历史及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2．通过两党领袖人物的对比引申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党政治及其特征。 

作业： 

1.阅读感兴趣的参考书目。 

2.就本专题的热点问题进行课堂讨论。 

知识单元 3：中共早期领袖的悲情人生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陈独秀 

（一）终身的反对派，永远的新青年 （二）关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三）陈独秀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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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四）凄凉的江津岁月 

二、瞿秋白 

（一）革命斗士   （二）文坛才子   （三）瞿秋白的盲动主义错误   （四）关于多余的话 

学习目标： 

1．通过中共早期领袖的曲折经历再现中共处于幼年时期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即还不善于把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 

2．分析和反思他们出现错误的原因、教训及对中共的影响；澄清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实之辞。 

作业： 

1.阅读感兴趣的参考书目。 

2.就本专题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研讨。 

知识单元 4：中共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中共特科的“龙潭三杰” 

二、熊向晖：闲棋不闲、冷子不冷 

三、郭汝瑰：蒋介石身边的超级卧底 

四、阎宝航：周恩来单线联系的特殊人物 

五、关露：从上海滩才女到打入汪伪７６号的红色特工 

学习目标： 

1．了解那些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的无名英雄。 

2．感受革命成功来之不易。 

作业： 

1.阅读感兴趣的参考书目。 

2.就本专题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课堂研讨。 

知识单元 5：红色掌柜陈云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陈云生平介绍 

二、从商务印书馆的学徒到中共的经济专家 

（一）陕甘宁边区初显身手     （二）上海财经大战     

三、陈云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四、大跃进时期的陈云 

五、陈云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 

学习目标： 

1．了解陈云对中共经济建设的贡献及影响。 

2．以陈云为线索，呈现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曲折探索过程。 

作业： 

1.阅读感兴趣的参考书目。 

2.就本专题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课堂研讨。 

知识单元 6：丁玲：在女性与革命之间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丁玲人生中的重要阶段 

    二、在女性与革命之间 

    三、丁玲冤案及其历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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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作为革命者、女性、文艺工作者这几重角色的丁玲。 

2．分析丁玲现象背后的原因、以史为鉴。 

作业： 

1.阅读感兴趣的参考书目。 

2.就本专题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课堂研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2  

2 从成功学的角度解读毛泽东 2  

3 从成功学的角度解读毛泽东 2  

4 从成功学的角度解读毛泽东 2  

5 中共早期领袖的悲情人生 2  

6 中共早期领袖的悲情人生 2  

7 中共早期领袖的悲情人生 2  

8 中共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2  

9 中共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2  

10 中共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2  

11 红色掌柜陈云 2  

12 红色掌柜陈云 2  

13 红色掌柜陈云 2  

14 丁玲：在女性与革命之间 2  

15 丁玲：在女性与革命之间 2  

16 丁玲：在女性与革命之间 2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对所讲人物的取材。毕竟他们的一生经历了很多，选取哪些方面直接会影响到教学效果。 

难点：如何评价对中共历史发展有各方面影响的这些人物。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课堂授课。 

2.学生课堂研讨。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线下讲授与线上教学平台 BB的相辅相成。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重视过程学习，突出考查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尽量使用在学界较有影响力的著作，并结合当前研究热点，新史料的发掘产生的新观点等也会

吸收到讲课中。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著：《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4月第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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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参考书 

1. 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解放军出版社 2007年版。 

  执笔：张文灿  审稿：张文灿    审定：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研究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课程号：42201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本课程通过对在 20世纪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

关系的解读，认识两种制度产生、发展、变化的进程和内在规律；2、使学生了解当前资本主义金

融危机的成因与影响，了解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3、以对两制认识为基础，在实

践中学会运用科学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理性对待两种制度，并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中

国模式的认识和理解。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

的相关基础知识、了解资本主义危机与成因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了解金融危机、资本积累等

相关概念，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完整体系和学位论文写作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为当代

中国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研究提供学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资本主义：理论和历史。即了解资本主义的含义、资本主义制度怎样建立、资本主义产生

的历史意义 

2、社会主义：理论和历史。即了解社会主义的含义、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主张、社会主义从

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及意义。 

学习目标： 

1．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从政治思想到政治运动，再到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认识资本主

义是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

和资本剥削雇佣劳动者基础上的社会制度； 

2．掌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论是从政治思想上说，或从政治运动上讲，或从国家制度上看，

都是天然的宿敌，但在特定的时空又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主体。 

作业： 

1、什么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制度是怎样确立的？ 

2、如何全面理解社会主义及其涵义？ 

3、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基本主张是什么？  

4、社会主义怎样完成了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  

5、如何认识列宁晚年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思想及意义。 

知识单元 2  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发展阶段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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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和主要动因 

2、从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3、“第三条道路”与资本主义的调整 

学习目标： 

1、了解在不同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及其政策演变。 

2、 掌握战后资本主义经历的波动和曲折发展过程。认识到不同历史时期错综复杂、风云变幻

的国际形势和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特征，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作业 

1、 试分析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因及其影响？  

2、 怎样全面理解凯恩斯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内在关系。  

3、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政策及影响各是什么？ 

4、 传统民主社会主义遭遇哪些危机？ “第三条道路”与传统民主社会主义相比，进行了那

些调整？ 

5、 西方资本主义政策调整的原因及其影响怎样？  

知识单元3 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模式和类型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 

2、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 

3、后发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 

4、资本主义“中心-外围”结构和世界体系 

学习目标：了解二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呈现出新的特点，并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格

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2、掌握当代资本主义分化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类型，两大类型各自又包含许多不同

的发展模式，认识不同模式的特点及影响。  

作业 

1、 怎样理解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  

2、 分析比较莱茵模式、日本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特点怎样？  

3、 后发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4、 资本主义“外围-中心”结构是怎样形成的？特征是什么？ 

5、 怎样评价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 

知识单元 4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本质特征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 

2、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结构 

3、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思潮 

4、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和阶级关系变化的动因 

学习目标： 

1、掌握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变化，把握资本主义在新的条件下的发展趋势； 

2、了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垂死

性问题。  

作业 

1、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和微观运行机制有哪些？ 

2、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怎样进行民主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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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谈谈你对资本主义文化思潮的认知。 

4、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变化的动因及趋势是什么？ 

知识单元5 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与改革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偶然中的必然：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形成的主客观原因 

2、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是与非 

3、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改革到演变的回顾与反思 

4、冷战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与缓和 

学习目标： 

1、掌握 20世纪传统社会主义走过的历程，探寻斯大林时期建立的对其他国家产生了极大影响

的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即苏联早期社会主义模式的选择的主客观原因、功过是非， 

2、了解并探讨社会主义改革的动因和苏东社会主义演变对中国改革的启示意义。 

作业 

1、苏联早期社会主义模式形成的主客观原因是什么？  

2、怎样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功过是非？ 

3 、怎样全面理解社会主义改革及苏东社会主义改革的成败得失？  

4、冷战初期两大阵营对立的形成及其表现。 

5、怎样从两制关系的角度评价苏东剧变？  

知识单元6 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苏联和东欧社会演变及社会主义力量重组与发展前景 

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力量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3、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 

4、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 

学习目标： 

1、掌握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演变及社会主义力量重组与发展的前景； 

2、了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现状和趋势，从而对社会主义发

展的曲折性有全面认识。  

作业 

1、怎样全面理解苏联和东欧社会演变及社会主义力量重组和发展前景 

2、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力量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怎样？  

3、怎样理解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历程？  

4、怎样评价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  

5、如何全面评价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和开放及其前景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 3 第一单元 

2 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和主要动因 3 第二单元 

3 第三条道路与资本主义的调整 3 第二单元 

4 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资本主义模式 3 第三单元 

5 资本主义“中心-外围”结构和世界体系 3 第三单元 

6 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 2 第四单元 

7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结构 2 第四单元 



10760 

8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思潮 2 第四单元 

9 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与改革 3 第五单元 

10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从改革到演变的回顾与反思 3 第五单元 

11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力量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3 第六单元 

12 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 2 第六单元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研讨、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后续课程：无 

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一）重点： 

后发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政策及其影响、资本主义“中心-外围”结构

和世界体系、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变化的动因、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苏联社会主

义模式形成的现实因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与探索。 

（二）难点：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政策及其影响、从“超越左与右”到第三条道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思

潮、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阶级结构的新变化、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演变的

反思、苏联和东欧社会演变及社会主义力量重组与发展前景。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法。 

2.课堂讨论法。 

3.读书指导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论文写作过程与控制。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推荐课外阅读书目，课堂导读与讨论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考核内容有：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发言及讨论占 3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思考题。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无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靳辉明、谷源祥编著：《当代资本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上下卷）。海南出版社，2004 年

12月版  

2、 蒲国梁、熊光清著：《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 5月版 

（二）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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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书目 

黄宗良等编：《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版 

（美）戴维·施韦卡特著：《反对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8年 5月第二版版 

（英）Ｉ．梅扎罗斯著：《超越资本－一种过渡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11月第一版 

陈林等著：《激进，温和，还是僭越？ --当代欧洲左翼政治现象审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 7月第一版 

郑异凡著：《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4月第一版 

伊凡•亚历山大著：《真正的资本主义》，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一月第一版 

张彤玉、丁为民等著：《嬗变与断裂：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４年５月第一版 

蒲国良主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4月第一版 

 靳辉明、罗文东等著：《当代资本主义新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12月第一版 

苏珊• 斯特兰奇著：《赌场资本主义》，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2年 8月第一版 

米歇尔•阿尔贝尔著：《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 10月第一版 

禹贞恩著《发展型国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4月第一版 

汉娜•阿伦特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4月第一版 

卡尔• 曼海姆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出版社，2000年 9月第一版 

丹尼尔•贝尔著 ：《意识形态的终结》，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 9月第一版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商务出版社，1989年 3月第一版 

马克思•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商务出版社，1987年 5月第一版 

胡安• 林兹  阿尔福莱德•斯泰潘著：《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 

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4月第一版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新华出版社 2010年 3月

第二版 

执笔：林海虹 审稿：      审定：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5日 

 

谈判实务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egotiation 

课程号：4220100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谈判学基础知识 

2．谈判和谈判者 

3．谈判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 

4．谈判策略和禁忌 

5．谈判口才和谈判礼仪 

开设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在社会实践、求职面试、日常工作等人际交往（代表自己或组织）

中赢得主动、实现预期目标的自觉意识、实际能力和内在素养。提升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和素养，

对学生的学校人际交往、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将来的就业和工作有较大的帮助。 

二、教学内容与学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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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总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谈判学的基本内容 

2．谈判活动的要素及其分类 

3．当代主要谈判理论及代表人物简介 

第一节     谈判学的内容与学习方法 

一、谈判学的基本内容 

1，谈判的基本活动规律和基本特征。 

2，谈判的主要类型； 

3，谈判活动对谈判者的基本要求； 

4，谈判语言的运用与谈判思维方式； 

5，谈判的组织形式与谈判的基本结构与谈判效果的影响； 

6，谈判心理、环境、气氛之间的相互关系； 

7，谈判信息对谈判的作用过程； 

8，谈判的数学及经济分析方法； 

9，政治谈判、外交谈判、经贸谈判、事务性谈判等之间的共性与差异； 

10，特定的政治、经济、法律及社会文化背景及谈判的制约作用等等 

二、谈判学的研究与学习方法 

一般都是采用数学分析、案例分析和心理分析方法。还有专题讲座的方法、咨询与诊断的方法、

讨论的方法等等 

谈判学的应用性特征决定了我们必须走出研究所、走出实验室、走出课堂。在掌握谈判知识与

掌握谈判艺术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只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会产生出真正的谈判家。 

专业培养与短期培训相结合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培养不同层次的谈判人员具有积极作用。 它

既考虑了长远的人才需求，又可以顾及眼前的实际需要。 

现场观摩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学习、掌握、启发谈判思维，了解、熟悉、利用谈判环境具有

极好的帮助作用。 

第二节     谈判活动的要素及其分类 

一、谈判活动的基本要素 

(一)谈判主体 

(二)谈判客体 

(三)谈判目的 

(四)谈判结果 

人一生中要经历数不清的谈判。在有些谈判中也可能出现“怪圈”，但大多数“怪圈”通过谈

判者的主观努力和智慧都是可以破解的。 

在我国，努力减少“不完整谈判”活动的意义是现实而巨大的，它有利于提高中国人的办事 效

能，减少无效工作量。当然，这既需要学术界的探索和实践家的努力，也需要或者说更关 键的还

要取决于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 

二、谈判的种类 

1，按照谈判的规模，即谈判项目的多少，谈判内容的复杂程度和涉及谈判的人员范围等，可

将谈判分为大型谈判与中、小型谈判。 

2，按照谈判所涉及的利益性质，可将谈判分为商务性谈判和非商务性谈判。 

3，按谈判的时间长短，可分为长期谈判与中、短期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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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谈判各方的相互关系的好坏与对立程度，可将谈判分为对抗性谈判(争议性谈判)与非对

抗性谈判(非争议性谈判)。 

5，按谈判内容与谈判目标的关系，可将谈判分为实质性谈判与非实质性谈判。 

6，按参与谈判各方的身份与对谈判议题和内容的准备与关切情况，可将谈判分为正式谈判与

非正式谈判。 

7，按谈判各方的交往方式，可分为直接谈判与间接谈判。 

8，按有无第三方作为中间人介入，可将谈判分为“受调停谈判”与“无调停谈判”。 

9，按谈判各方的诚意，可将谈判分为真实谈判(中心谈判)与非真实谈判(陪衬谈判)。 

除了按上述标志对谈判进行分类外，还可以根据时间上的特征将谈判分为约定性谈判与偶遇 

性(机遇性)谈判；根据参与谈判的集团或个人在数量上的特征将谈判分为双边谈判与多边谈判；根

据谈判的公开性程度分为秘密谈判与公开谈判， 

第三节    当代主要谈判理论及代表人物简介 

一、马斯洛的“谈判的需要理论 ” 

作为人类行为基本要素的七种需要类型与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 尊重需要、

自我实现需要、认识与理解需要、美的需要)理论。 

二、马什的“谈判结构理论” 

谈判通常由六个阶段构成，即：谈判计划准备阶段；谈判开始阶段；谈判过渡阶段(对谈判开

始阶段的回顾、总结)；实质性谈判阶段；交易明确阶段；谈判结束阶段。 

三、比尔·斯科特(Bill Scott)的“谈判技巧理论” 

谈判技巧理论将谈判方针归纳为三种：谋求一致的方针；皆大欢喜的方针；以战取胜的方针。 

四、约翰·温克勒的“谈判实力理论” 

谈判技巧运用的依据和成功的基础是谈判实力，建立并加强自己谈判实力的基础又在于对谈判

的充分准备和对对方的充分了解。 

五、费希尔等人的“原则谈判法”(Principled negotiation)。 

这种理论根据价值和公平的标准达成协议，它不采用诡计，也不故作瓷态；它使谈判者既能得

到希望的结果，又能不失风度。 

学习目标： 

谈判有着悠久的历史。而谈判学的产生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近半个世纪的事情 。

对谈判理论、原则、作风、策略、方法、技巧和经验等进行系统的总结、研究与应用，在西方已日

益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 

作业： 

1．谈判活动的基本要素有哪些？ 

2．简述约翰·温克勒的“谈判实力理论”？ 

3．简述马什的“谈判结构理论”。 

知识单元 2：谈判者与谈判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谈判者的特征与素质 

2．谈判能力 

3．谈判角色 

4．谈判者行为规范 

第一节      谈判者的特征与素质 

谈判者的行为以什么为基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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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四大要素：谈判者素质、谈判能力、谈判角色、谈判中的行为规范。其中，谈判者素质

是最基本的要素。 

一、谈判者的一般特征 

弗雷德·查尔斯·艾克尔对一个完美无缺的谈判家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做了这样的描述：“一个

完美的谈判家的特征是心智机敏，而且具有无限的耐性；能巧言掩饰，却不 欺诈行骗；能取信于

人，而不轻信他人；能谦恭节制，但又刚毅果敢；能施展魅力，又不至为他人所惑；能拥巨富、藏

娇妻，而不会为钱财和女色所动。” 

1．作为政治家谈判家，除了要有广博的知识和远见，要有坚定的意志和不畏艰险、不屈不挠

的精神外，还必须审慎地在政治舞台上采取行动，并对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理智而认真的分析

和估计，同时，要表现出自信、宽宏大量、容忍反对意见甚至指责，在非实质性问题上能屈尊、谅

解等品质 特征。历史的大量事实证明，公众对于具有廉洁、诚实、谦逊、宽容、坚毅、果敢等品

质特征(无论事实上是否具有这些特征)的政治家总是拥戴和支持的。 

2．商务谈判者的一般特征是由其从事的具体职业决定的，其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在涉及利

益的实质问题上他们异常敏感，对于利益的获取与让步都遵从自己的价值准则。 

3．法官、律师、税务人员、治安人员、审讯人员等作为某种意义上的谈判者，无论其个人的

真实目的如何，一般都表现出严谨守职、依法办事的自居特征。 

4．管理者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谈判者。在大多数情况下管理者在处理人的问题中对权力的运用

以及他所希望达到的目标都是公开的。但管理者在处理人的问题中对权力的运用用以及他所希望达

到的目标又是隐蔽的，帕金森定律与马太效应广泛地发挥着作用。 

二、谈判者的基本素质 

(一)清晰的思路与敏锐的辨识能力 

(二)刚毅的手腕与谋略巧妙运用的能力 

(三)较强的心理平衡能力和角色扮演意识 

谈判越是复杂大型化，越应注意克制情绪。一触即怒是危险的。 

第二节      谈判能力 

一、谈判能力结构 

谈判能力结构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个体的谈判能力结构。另一方面是指群体的谈判

能力结构。 

二、一般谈判能力 

1，恰当地运用和不露声色地观察“行为语言”的能力。 

2，谈判者应对与谈判活动相关的重要数据、惯例、人物、对方的姓名、爱好者等有着较好的

记忆力。 

3，谈判者应具有较强的倾听对方意见和表达自己意图的能力。 

4，谈判者应具有善于从对方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并设身处地地思维的能力。 

5，谈判者还应具有巧妙地制造或应对僵局的能力。 

三、影响谈判能力的主要因素 

1.谈判者拥有的权力及其对权力运用的技巧； 

2.参与谈判各方的实力对比及其在谈判过程中的变化； 

3.谈判者的人际吸引力； 

4.谈判环境条件； 

5.谈判信息的搜集、分析、运用的技巧； 

6.谈判班子的协调、配合状况与人际关系； 

7.谈判各方拥有的物质设施条件； 

8.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及谈判者把握机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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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班子内部人员之间的协调、配合状况与人际关系对于是否能够有效地统一行动、一致对外，

增强集体谈判能力而不是彼此“内耗”具有极大的影响。这尤其对于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 

谈判各方拥有的物质设施条件，如通讯设备、交通设施、计算机配置、建筑物(尤其是谈判 地

点的)抗干扰程度、窃听装置、监视装置、打印及复印设备等对于减轻谈判者的精力及体 力负担，

加强谈判“场内”与“场外”的联系、加快办事效率等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四、提高谈判能力的基本途径 

1.通过主观努力，学习和掌握谈判的基本理论、原则及方法；熟悉和了解本专业范围内及相 关

专业的基础知识，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 

2.努力培养自己健康、成熟的人格，善于控制自我和善于观察别人。 

3.积极参与谈判实践活动，认真总结经验。 

四、谈判者应知常识和基本职业习惯 

1.注重社交场合的礼节及道德规范，讲究仪表美。 

2.守时、守信用；谈话应注意文明、达意、艺术、得体。 

3.不轻易显露自己的外语水平，尤其是在谈判活动中。 

4.不在公共场所谈论谈判议题及打算。 

5.在谈判间隙，一般不要将谈判文件留在谈判室内。 

6.尽量将重要数据记于脑中，放在谈判桌上的谈判方案最好是提纲性的。 

7.一般情况下不借用对方的通讯、复印设施或委托对方服务人员代办电报、电传等业务。 

8.善于与对方的个人结交朋友，了解他们各自不同的个性特征与爱好，寻求情感的交流与影响。 

第三节    谈判角色 

一、谈判角色的学习与认知 

谈判角色的学习是一种复杂的综合性的学习过程，是在谈判活动中与我方人员的配合下以及 

在与对方人员的相互作用中进行的。 

谈判角色的认知(或被认知)是根据对方(或我方)所表现出来的谈判行为(包括言语、表情、姿

态、爱好、人际关系等)来进行的，其目的在于认识或判断对方(或我方)的地位或身份。 

二、谈判角色行为分析 

社会认知具有选择性特征。谈判者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与价值准则来对谈判活动中的各种信息

作出种种估计与猜测，按照趋利避害的原则来决定取舍。 

三、第一印象在谈判中的作用 

谈判者应注意避免在对对方的认知过程中由于第一印象产生的干扰。 

第四节     谈判者行为规范 

首先，判者都应本着平等待人的精神，既注重自己的尊严，又尊重对方的人格。 

其次，要注意辨别和认清谈判的性质，把握谈判与交往的基本原则。 

第三，不要随便推翻自己在对手面前已经做出的决定。 

第四，要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献身精神，勇于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第五，遵守国际法准则，注意国际惯例的影响。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掌握有关谈判者的基本知识。 

作业： 

1．简述弗雷德·查尔斯·艾克尔对一个完美无缺的谈判家的一般特征所做的描述。 

2．简述谈判者的基本素质。 

3．如何分解谈判者的谈判能力结构？ 

4．简述谈判者的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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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3：谈判思维与谈判语言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谈判思维及其心理基础 

2．“晕轮效应”的含义 

3．典型的谈判思维方式 

4．谈判语言运用的技巧 

第一节      谈判思维及其心理基础 

一、导致谈判思维障碍的主要原因 

1，观念的僵化导致偏见的产生，而偏见正是导致谈判思维障碍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因。 

2，“晕轮效应” 

3，无意识的假设 

4，行动者——旁观者效应 

5，纠缠细节、贪图全面胜利 

二、谈判者的谈判思维方式 

(一)谈判思维的心理基础 

依心理活动的倾向性，一般将性格划分为两类：外倾型，心理活动外在、开朗、活泼、善交 际；

内倾型，心理活动内在、深沉、文静、不合群。 

依人的独立性的强弱，还可将性格划分为两类：独立型，自主性好，不易受其它因素干扰，善

于发挥自己的能力；顺人型，顺应性强，易受暗示，容易接受别人意见，随大流。 

一般地说，谈判者在整个谈判活动中应努力使自己具有和保持下面所要求的心理状态： 

1.深沉。 

2.理智。 

3.调节。 

(二)几种典型的谈判思维方式 

1.获得谈判实力为主的思维方式。 

2.反询问思维方式 

3.先进后退思维方式。 

4.“晕轮效应”思维方式。 

5.伪假设思维方式(“迷魂汤”思维方式)。 

6.因势利导思维方式(“牵牛鼻”思维方式)。 

7.以我为主思维方式(反因势利导思维方式) 

8.调停者——仲裁者思维方式 

第二节      谈判语言 

一、谈判语言分类 

口头谈判语言，电话谈判语言，书面谈判语言，函电谈判语言。 

二、谈判语言的一般要求 

(一)文明礼貌 

(二)清晰易懂 

(三)流畅大方 

三、谈判语言运用的技巧 

(一)倾听的技巧 

(二)提问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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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提问方法有： 

①一般性提问 

②诱导性提问 

③直接性提问 

④间接性提问 

⑤探索性提问 

⑥陈述性提问 

⑦强迫选择性提问 

⑧多主题提问 

⑨迂回性提问 

⑩跳跃式提问 

○11模糊性提问 

○12反诘性提问 

(三)回答的技巧 

1.把握回答要领 

2.注意回答方法 

(1)不彻底回答 

(2)不确切回答 

(3)阻碍继续追问的回答 

(4)反问理由的回答 

3.讲究回答技巧 

(1)如果你想让对方明确地知道你的回答，其技巧是：简洁。 

(2)如果你暂不清楚对方意图而又必须回答时，其技巧是：回答之时加上许多假设条件，且让

这些条件尽量地不现实 

(3)如果在谈判中你的回答出现漏洞，不要惊慌，其补救的技巧是：责备第三者的错误，或归

咎于双方政策，或声称“也许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 

(4)如果对方抓住你回答的弱点，并以此要你做出答复时，其技巧是：对这个弱点来一个自我

欣赏，避免强辩。 

(四)说服的技巧 

1.创造说服对方的条件。 

2.说服的一般技巧。 

(1)在谈判中进行说服应寻求并强调与对方立场一致的地方。 

(2)要诚挚地向对方说明，如果接受了你的意见将会有什么利弊得失。 

(3)恰当地把正在争论的问题与已经解决的问题联系起来。 

(4)如果有两个以上的信息要传递给对方，首先应传递较好的信息。 

(5)在提出意见之前，应充分把赞成和反对的理由都讨论一遍。 

四、幽默语言在谈判中的特殊作用 

(一)幽默语言的特点 

幽默语言与滑稽语言、讽刺语言不同。 

(二)幽默语言在谈判活动中的作用 

1.幽默语言有助于创造和谐的谈判气氛。 

2.幽默语言可以传递感情、暗示意图。 

3.幽默语言可以使批评变得委婉友善。 

4.幽默语言有助于避免尴尬、缓和气氛。 

5.幽默语言能增加辩论的力量、避开对方的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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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幽默语言能为谈判者树立良好形象。 

(三)幽默感的培养 

幽默感决定于对语言的措辞、时机、停顿、连贯、音调、语气等的运用和把握的尺度。 

幽默感的培养：首先，是知识的积累和其表达方式的修养；其次，是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热爱

之心；第三，是各种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特别是看待问题时的角度与深度。 

学习目标： 

通过本节学习，使学生掌握并熟练运用谈判思维和谈判语言。 

作业： 

1．哪些因素能导致谈判思维障碍？ 

2．简述“晕轮效应”及其形成过程。 

3．简述“行动者——旁观者”效应。 

4．简述幽默语言及其培养途径 

知识单元 4：谈判信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谈判信息的搜集与识别 

2．谈判信息的传递与保密 

第一节       谈判信息的搜集与识别 

一、谈判信息的搜集 

(一)合法搜集谈判信息的途径和方法 

凡是在一定范围内的不违反有关法令、法规搜集谈判对手有关信息的途径和方法，都可以视作

“合法”。 

1.从对手现在或过去的雇员中搜集信息 

(1)从应聘人员中探取谈判信息 

(2)从对手内部受排挤的人员中套取情报 

(3)在会议或社交场合通过与对手的重要助手或顾问的交往探取情报 

(4)通过帮助对手的雇员获得情报 

(5)聘请顾问向对手的有关人员了解情况 

(6)从对手的日常行为中搜集有用信息 

2.从曾与对手打过交道的人中获取信息 

(1)访问那些与对手打交道曾经成功或失败的人，了解并体会他们的主观感受 

(2)买通客户提出某些虚假要求 

(3)从在对手领导部门的工作人员中了解信息 

(4)通过对手的供货商了解对方信息 

(5)加入客户的某些活动 

3.从文献资料中获取信息 

(1)研究对手在公开场合的行为举止、照片、录音、录像及影片 

(2)密切关注对手的招聘启事及求助广告 

(3)通过银行账户了解对手的财政状况 

4.直接观察或试探性地刺激对手。 

(1)购买对手的产品进行研究 

(2)观察对手的垃圾 

(3)参观对手的公司 

(4)收集对手的设计、生产、计划、销售等技术和管理科室扔弃的纸张、图纸、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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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法”搜集谈判信息的途径和方法 

凡是在特定社会制度或一定范围内与国家、政府、有关组织、团体等的法令、法规、制度、政

策等相违背的获得对手有关谈判信息的途径和方法，都可以视作“非法”。有时，虽然看来合法，

但却与特定社会规则、习惯、伦理道德观相违的谈判信息搜集途径和方法，也会被视为“非法”。 

1，利用窃听和色情来搜集情报，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 

2，在对方阵营安插间谍充当信息源，是各国政府、各大公司、各个团体……充分重视并普遍

采用的有效手段 

二、谈判信息的识别 

谈判信息的识别过程细致复杂，它要求谈判者或有关专家具有广博的知识、社会经验和敏捷 的

思维、辨识能力。不仅如此，在进行情报辨析的时候，还必须注意几个问题： 

首先，必须把谈判信息与谈判的环境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分析 

其次，对获得的谈判信息应尽可能地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证实，如果从彼此互不相涉的信息渠道

获得的该谈判信息是一致或大体相同的，则证实了该谈判信息是可靠或比较可靠的。 

第三，当对方直接、明确地将意图表达出来时，应注意从合适的角度去理解和分析 

第四，要对有关场合和特定背景环境中的暗示具有职业的敏感 

第五，当对方反常地向你提供大量信息时等于没有提供信息 

第二节     谈判信息的传递与保密 

一、谈判信息的传递 

(一)谈判信息的传递方式 

谈判信息的传递渠道不同，信息的失真程度就不同。 

1.明示 

2.暗示 

暗示是明示的一种补充。尤其是当谈判各方在态度不明朗的情况下，暗示是一种极好的信息传

递方式，它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直接对抗。 

3.意会 

它是谈判信息的发出方与谈判信息的接受方早已有了信息交流的准备，早已对信息交流的背景

有所了解，早已就信息传递的渠道达成了某种默契，为了避免直接明示或暗示给各自带来的不利影

响，为了避免信息泄密而采取的谨慎的谈判信息传递方式。 

(二)谈判信息的传递时机 

谈判者在确定和把握谈判信息传递时机时，应注意下面几个问题： 

1.是否非此时传递不可? 

2.传递的后果和对方的反应可能如何？ 

3.希望的传递效果是什么? 

4.自己对预后是否有准备或对策? 

(三)谈判信息的传递场合 

谈判者在选择谈判信息传递场合时应注意下面几个问题： 

1.是否要自己亲自出面? 

(1)是否要亲自面对对方? 

(2)是否要有第三方在场? 

(3)第三方与各方的关系如何? 

2.是否有请第三方传递信息? 

(1)第三方传递时自己是否要在场? 

(2)第三方传递信息的可靠性(保真度)如何? 

(3)第三方与各方的关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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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否选择“场外”传递信息? 

(1)对方与自己的私交如何? 

(2)对方的事业心与灵活性怎样? 

(3)对方的谈判经验如何? 

4.是否选择公开场合传递信息? 

(1)公开场合下双方是否有退路? 

(2)公开场合下可能有哪些意外因素? 

(3)不公开传递信息会怎样? 

二、谈判信息的保密 

(一)谈判信息保密的一般安全要求 

谈判信息保密的程度与其传递的范围大小，传递的环节多少有直接关系。 

如果谈判信息的传递是在谈判双方之间进行，凡重大的问题则应努力通过直接交流传递，尽量

避免让第三方传 达或采用通讯技术手段(如电报、电传、电话、信函等)。 

如果谈判信息的传递是在谈判者本方内部进行，则应事先拟定好谈判的方案，给予直接参与 谈

判的主谈人以相应的权力，尽量减少本方的长距离信息传递。。 

(二)暗语的运用 

一般说来，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具有重要作用的人物的名字，预定的行动程序；特殊条款的磋 商

与接受问题；重要的环境国素等都应严格保密，必要时以暗语表示。 

(三)谈判信息保密的一般技术措施 

1.在室内时可以开大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及其它有干扰作用的音源以保护和掩盖谈话声 。 

2.在室外可以边散步或在噪音大的交通工具上(如摩托呈、摩托艇)谈话，并不时改变环境。 

3.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传递信息 

(四)谈判信息保密的一般管理措施 

从管理上讲，应加强以上措施以减少泄密的危险。 

1.采取严格的资料保密措施 

2.选择守口如瓶、稳重的人参加谈判 

3.不需要知道该谈判信息的人，尽量不要让他知道。需要参与的人，只让他知道必要的信息部

分。 

4.若有贿赂的事件应立刻提出报告，严肃处理，不能允许有任何例外的情形发生。 

5.提供给对方的资料应尽量减少。 

6.要在有关场合安排和布置一些监听的人，以便随时知道对方想到刺探的事情和刺探的动因。 

7.绝对保护安插在对方的信息源，且知情者愈少愈好。 

8.重大谈判还应不时更换谈判场所，以防窃密。 

9.将工作人员与外界无关者隔离，消除他们见面的机会。 

10.最后的底牌只能让关键人物知道 

11.坚决处罚违反保密制度的人 

12.谈判期间尽量不要更换服务员，以免为他人插足造成有利之机。 

学习目标： 

通过本节学习，使学生掌握如何搜集与识别谈判信息，如何做到谈判信息的保密。 

作业： 

1．合法搜集谈判信息的途径和方法有哪些？ 

2．“非法”搜集谈判信息的途径和方法有哪些？ 

3．简述谈判信息的传递方式。 

4．如何实现谈判信息的尽可能保密？ 

知识单元 5：行为语言及其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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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行为语言的认识 

    2．行为语言的观察与运用 
    3．个人交往空间的划分 
    4．行为语言的划分 

第一节       行为语言的认识 

一、行为语言的心理基础 

尼尔伦伯格认为：人的行为语言由三大要素构成，即：本能、智力和习惯。 

在谈判活动中正确分析并把握行为语言，了解、判断(推测)其心理基础具有积极意义。 

通过研究行为语言可以有效地探索引发这类行为的心理因素，判断对方的思想，决定己方的对

策。同时可以有意识地运用行为语言传达信息，促使谈判 朝着有利于己方的方向发展。但要注意，

如果一个人经过适当培训就可以成为老练的“谎言家”或骗子。观察行为语言不仅一点儿用没用，

而且容易令人上当。 

二、行为语言的认知 

行为语言的认知是行为语言观察和运用的基础。 

(一)行为语言交际手段的特点 

1．是其对环境的依赖。 

2．行为语言在交际中有一定的连续性，单独一个动作是很难传递信息的。 

3．行为语言交际手段的形式具有多样性。 

（二）行为语言交际手段的作用 

1．行为语言可以作为口头语言的一种补充，起到辅助表达、增加力量、加重语气的作用。 

2．行为语言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代替语言表达意图或情绪。 

3．行为语言可以暗示某些不便言明的意图、要求、条件、传递出与口头语言一致或相反的信

息。 

4．行为语言可以传递某些语言不便于或不可能传递的感情。 

5．行为语言在某些场合会起到调节人的情绪的作用。 

(三)行为的语言交际手段的弊端 

行为语言交际手段对语言环境的要求更高，要求接受信息的人对交际的背景有一定了解，否则

交际就可能产生障碍甚至引起 与初衷相反的结果。 

1．行为语言无论其内涵多么丰富，都必须通过“动作”、“声调”等具体行为来表现，同一

行为可以传递不同的信息，如果没有交际背景，恐怕就难以识别出语言的真意了。反过来老练的谈

判者总是善于利用人们对行为语言交际背景了解的差异，恰当地给出信息，让该接收信息的人容易

识别，使不该接触该信息的人难以识破个中奥秘。 

2．不同的行为可以传递相同或相似的信息。于是给判断这些动作表达的究竟是相同的还是不

同的信息带来了困难。 

3．在人际关系比较复杂，人事矛盾比较突出的情况下，行为语言与人的真实行为间的距 离不

易被人识别。 

(四)行为语言认知的特点 

1.人的行为语言的认知具有选择性 

2.人对行为语言的认知反应具有显著性 

3.人对行为语言的认知行为具有自我控制性 

(四)影响行为语言认知的因素 

1.行为语言产生的环境。这个环境包括两方面，一个是行为语言产生的背景，另一个是行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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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产生的当时情境。 

2.认知者本身的特点。认知者的经验不同，看待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与深度就不同。认知者的生

活方式和性格决定了他对特定行为语言的反应程度。认知者的需要，直接决定着他的认知结果和认

知倾向。 

3.认知对象本自的特点。 

4.社会刻板印象的作用。社会刻板印象对于认知者易产生先入为主的作用。 

5.逻辑推理的定势作用。 

第二节     行为语言的观察与运用 

一、行为语言的观察 

行为语言可以巧妙地表明一个人对特定问题的姿态与看法。 

对个体姿态应当从各方面进行一系列与环境相关的观察。 

(一)姿势与“姿态簇” 

一个姿势在表达功能上相当于语言中的一个单词，它可能有着不同的意思。 

“姿态簇”是指由各种相关姿势结合而成的群体，它可以是由时存在的多个姿势的复合体， 也

可以是一个接一个发生的连续动作。如两臂叠抱在胸前，双手同时握成拳头，两脚交叉的动作就是

一组“姿态簇”；先将左腿架在右腿上，又将右腿架在左腿上，反复交替，一会儿摘下眼镜，一会

儿又戴上眼镜等也是一组“姿态簇”。 

(二)直觉与直观印象对行为语言观察的影响 

人的直觉在观察行为语言的过程中的影响不容忽视。谈判学家尼尔伦伯格把直觉定义为有意识

的无数细微观察的集合体。 

(三)行为语言与语言的一致性的观察 

对于“姿态簇”的观察和注意语言行为语言的一致性，是对对方传递信息作出正确判断的重 

要方法。 

(四)脸部表情的意义 

在所有的行为语言中，人们认识最趋一致的就是脸部表情。 

在谈判会议中，要可以观察到脸部表情的各种变化。老练的谈判者不会忽略对方脸部一丝一毫

的信息。 

人的表情和姿态在人类的各上种族间分竟是否具有同一性? 

达尔文曾就这个问题在全世界做了大量的调查。他要求那些受过训练的观察者回答这个问题时

要“经过认真观察，而不能凭印象。”达尔文提出的问题是： 

1.眼睛和嘴巴张大，眉毛扬起，是否表明惊愕? 

2.害羞时一定会脸红吗?这种脸红会延展到什么部分(如耳根、脖子、额头等等)? 

3.人在愤怒或挑衅时，是否有昂首挺胸、或皱起眉头、或握紧拳头的动作? 

4.一个人在深思问题或极力想解开疑团时，会皱起眉头眯起眼睛吗? 

此外还有一些别的基本问题。达尔文收到36封来自世界各地的回信，从这些答复中得知人类面

部表情具有的含意极为相似。 

人的眼睛所传达的神情在谈判中不容忽视。眼神往往反映着一个人的心态。 

对脸部表情的观察，只是整个行为语言观察的一部分，因此应当把其与身体各部位的表情、 声

调、环境等联系起来，以提高判断的准确性。 

(五)身段表情的意义 

在身段表情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双手的表情。不过，我们需提防别人利用身段表情说谎。 

(六)言语表情和仪表的意义 

言语表情的重要性并不低于脸部表情和身段表情。实验同样证实，让人判断以各种情绪的腔调

念出的英文字母的录音时，其判断的准确性几乎和辨别脸部表情时一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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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一个人的仪表也对行为语言的观察与判断会产生影响。谈判者的形象效果的一部分

也来自仪表美。 

二、行为语言的运用 

行为语言的运用取决于两大要素的影响：一是谈判者的行为语言能力；二谈判者的谈判目的 。 

谈判者的行为语言能力，是谈判者行为语言素养的外在表现。 

观察和训练是提高一个人的行为语言能力的最好方法。训练的目的是为了使你的行为语言给人

以自然的感觉。 

第三节      交往空间 

一、交往空间的概念 

所谓交往空间，就是指交往者彼此间为了保持自己的领域以获得心理平衡而对交往距离和空间

进行控制和调整的范围。影响交往空间的因素主要有社会文化习俗、社会生活环境、人与人之间的

亲密与熟悉程度等。 

二、个人交往空间的划分 

根据霍尔的研究成果，卡莱罗、尼尔伦伯格、亚兰·皮兹等人又从心理学、人际关系学、行 为

科学等方面对个人交往空间的距离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划分，得出了西方文化环境中人 的个人

交往空间距离，一般分为四个区域： 

(一)亲密交往空间(约0至18英寸) 

这个区域是个人最重要的领域，人会把它看作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来保护，只有亲密的人才准

接近，如妻子或丈夫、父母、恋人、子女、亲密的朋友、亲戚等。 

(二)私人交往空间(约18英寸至4英尺) 

这是人们在与熟悉的同事、邻居、老师、同学和一般朋友交往时所保持的距离。 

(三)社会交往空间(约4至12英尺) 

如对陌生人、新来的职员和不太熟悉的人等，人们交往时通常保持这样的距离。 

(四)公共距离空间(约12英尺以上) 

当一个在作演讲或上课时，一般会取这个距离。 

我国由于社会文化习俗、社会生活环境等与西方有一定差异，因此在个人交往空间的划分上 不

一定与上面的情况相同。 

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或在狭窄的电梯里的人们由于无法控制和调整空间距离，他们的表情是极

有意思的。人们的眼光互不接触，若是在车上，人们尽力地朝车窗外看(不得已才看别人的背)；若

是在电梯里，人们会不时看表示楼层的数字板。人们的脸部会保持扑克脸的表情——不露出情绪。 

三、谈判座位对谈判者的心理影响 

谈判座位的安排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台桌和椅子的大小选择；二是台桌或椅子的相对位置。 

经理面前的写字台越大，越强调着他的处境和权力的优越感。 而被动的一方坐着远离那张大

写字台的一条小凳子，则越感受到自己的不利。 

在外交谈判场合，如果是双边谈判，则双方的主谈者应该居中坐在平等而相对的位子，谈判桌

应该是长而宽绰、明净而考究的，其他谈判人员一般分列两旁而坐。 

如果是多边谈判，则各方的主谈者应该围坐在圆桌相应的位子，圆桌通常较大，也可分段而置，

翻译人员及其他谈判工作人员一般围绕各自的主谈者分别两旁而坐，也可坐于主谈者的身后， 

(一)台桌或椅子的安排应注意下面几个问题： 

1.如果谈判较正式，台桌或椅子的安排应给人以平等的感觉；如果谈判是非正式的，台桌或椅

子的安排应注意有利于创造和谐的谈判气氛。 

2.座位应避免刺眼的光线直射，除非是在审讯的场合。 

3.桌面上可根据需要放置一些必要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如国旗插杆、公司标志物、花卉)

或摆放一些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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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避免在桌面上放置电话、台钟之类易产生干扰的东西。 

5.某些不适宜摆上谈判桌但又必需的东西(如文件、资料)可放在谈判桌的下面一层或置于身后

的桌上、或交给随同人员保管。 

(二)桌角式安排对谈判者的心理影响 

桌角式安排给谈判者带来的心理感受是和善轻松的。 

(三)合作式安排对谈判者的心理影响 

合作式安排给谈判者带来的心理感受是亲切随意的。 

(四)对抗(竞争)式安排对谈判者的心理影响 

这种安排会给谈判者造成一种竞争的气氛，它极可以暗示着某种对抗的情绪。在 

(五)独立式安排对谈判者的心理影响 

独立式安排通常意味着谈判者彼此之间不想与对方打交道，经常见于图书馆、公园或饭店、食

堂里。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掌握行为语言及其有效运用的基本知识和技巧。 

作业： 

1．简述行为语言的心理基础和行为语言的认知。 

    2．如何观察与运用行为语言？ 
    3．简述个人交往空间及其划分标准。 
    4．简述直觉与直观印象对行为语言观察的影响。 
知识单元 6：谈判作风比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 

2．中西方谈判作风的比较 

3．对先谈原则与先谈细节、重立场与重利益的分析 

4．中西方国民性的差异性分析 

第一节        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 

经验丰富的谈判者在自己的谈判实践中，会根据打交道的对手的特点和所处的环境条件，做好

相应的谈判准备，赢得谈判桌上的优势。 

一、中西方国民性的差异及其在谈判中的体现 

国民性是指一个国家和民族所特有的(共有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性。 

在谈判桌上如果有“体面”和“利益”，中国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体面，而西方人则会毫不迟

疑地选择利益。 

正确地看待中西方存在的这种国民性的差异，有助于我们及时地纠正自己的缺点，强化自身的

优势，利用对方的缺点，瓦解对方的优势。 

(一)“面子” 

由于历史悠久，文化昭明，容易使人自觉可以无求于人，于是优点变成了缺点，“自傲的偏见”

使得某些中国人喘不过气，包袱沉重，甚至固步自封，面子心理渗透到几乎所有的领域。“撑场面”

随处可见。 

英国谈判学家比尔·斯科特告诫他的同行说，“中国人极重‘面子’，在谈判中，如果要迫使

中国人做出让步，则千万注意，不要使他在让步中丢面子。同样地，如果我们从原来的强硬立场上

后退，也不必在他们面前硬撑，这对我们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事。最后的成交协议，必须是被他的

同事认为是保住了他的‘面子’，或为他增光的协议。” 

“面子”的消极面的实质是“护短”、“捂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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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历史上，开拓者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建立了特有的生活方式。他们崇尚奋斗和独立行动，

性格外露，充满自信。热情奔放的情绪在社交中随处可见。美国人在国际交往中，他们总是十分自

信地步入谈判场合，率直地发表见解，能迅速把谈判引向实质性问题。 

(二)守旧、嫉护与超脱、中庸 

保持自己的长处的最好办法就是不断地创新和探索，靠发扬而不是靠固守。 

中国人在因循守旧。祖上传下的东西，后人往往容易不分青红皂白地继承。在谈判中，遇到新

问题不是冷静地分析和思考，而是习惯于照老套办法，习惯于向上级“请示”，不创新可以“少犯

错误”，这几乎成了中国人的工作信条。“安定”、“祥和”、“和蔼”、“和气”等词语，在新

年时都被写在红纸上，贴上大门， 于是中国人就感到置身于“幸福”之中。然而这种幸福又是极

其脆弱的。 

美国人对交往的概念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对方独立性基础上的。施恩、代劳以及模糊的经济关系

在美国人看来是难以接受的，为了维护虚假的人际关系而身不由己的、被迫的行为会被人看作人格

歧变和对他人人格极大的侮辱。 

(三)伦理与法制 

中国文化习惯地回避从法律上考虑，而是着重于伦理道德上来考虑，往往在“法制”中也夹杂

着“人治”色彩；而大多数西方人却恰恰相反，西方人对于纠纷的处置惯用于法律手段，而不是靠

道德、良心的作用。 

二、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背景概要 

(一)德国 

德国人给别人最深刻的印象是具有坚强无比的自信心、敏智的头脑、对人对己严格的苛求，缺

乏融通性，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和特殊的优越感。 

德国人素质较好，待人有礼，尊重人格，不论谈判对手来自发达国家还是来自落后的第三世界。

宗教对德国人的影响很深。 

(二)法国 

法国人被认为是富有人情味，很珍惜人际关系，待人稳重而诚恳的民族。 

与法国人打交道的人时常抱怨这种“朝令夕改”的协议，  

法国人很重视社交场合和谐的气氛，把客人冷在一旁被认为是极不礼貌的行为。 

法国人决不把餐桌看作交易的延伸，他们不欣赏这类“场外”功夫。 

在国际性的谈判中，法国人被认为有三个主要特点：态度诚恳易于接触；喜欢就所有问题先横

向铺开谈判个“八九不离十”，再在原有协议的轮廓上细化或修改；较少考虑采用集团的力量而着

重于依赖自己。 

(三)英国 

英国人在谈判中对问题的看法是很注意逻辑，当他们遇到纠纷时，一般不会轻易地向对方道歉，

有时甚至因此而陷入僵局。 

英国人重视等级，尊重知识。要想获得英国人的尊重或说服他们，要么你自己有一定的社会地

位；要么你在他们面前表现 出有知识、有教养。“规矩”和“逻辑生”是你同英国人打交道的基

本条件。 

(四)北欧诸国 

北欧人办事计划性强，较务实。 

北欧人在谈判中善于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但不善于讨价还价。他们直率而固执，因此与北

欧人打交道一般应采取灵活和积极的态度。 

(五)中东地区 

他们重视名誉，喜欢结成紧密和稳定的部落式集团。中东人缺乏时间观念。 

中东人在谈判之前一般会花费较多的时间进行社交。 

中东人等级观念极强，贫富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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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非洲 

非洲各部族的对立意识很强，对国家的感情较为淡漠。 

非洲人认为有钱人帮助贫穷的人是天经地义的。在国家关系上，他们也同样认为富国在经济上

援助穷国是理所当然的。 

就人的性格而论，西非人比较温柔，而东非人比较强悍。 

非洲的国家和组织、公司都是属于集权型的，如果赢得了其领导者的尊重、友谊和信任，则谈

判中的 很多问题都是极容易获得解决的。 

(七)东南亚地区 

印尼人很有礼貌，但其内心世界很深。若是交往不深，虽然彼此间看来亲亲热热，但仍难以推

心置腹。 

泰国人极重面子，如果能善为利用，对谈判中赢得我方优势是有很大帮助的。 

印度人等级观念很强，尤其尊重并信奉佛教，僧侣和工商业者极有地位。 

在与东南亚人打交道时，最好能有一口流利的英语，否则会被认为未受过良好教育而遭蔑视 。

即使是与华人相交往。也是如此。 

第二节      中西方谈判作风的比较 

一、先谈原则与先谈细节 

中国谈判作风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先谈原则，后谈细节”。这与西方的谈判作风不同，如美 国

人在参与世界事务中的典型观念是“先谈细节，避免讨论原则”。西方人通常认为细节是问题的本

质，细节不清楚，问题实际上就没有得到解决。因而他们比 较愿意在细节上多动脑筋，对于原则

性的讨论比较松懈。 

很多事实都告诉了我们一个经验：由于西方人对中国的这种谈判作风的不适应，结局往往是比

较有利于中国人的。 

先谈原则，后谈细节的做法之所以普遍受到中国高水平的谈判者的重视，有几个原因： 

首先，先谈原则可确立细节谈判的基调，它可成为控制谈判范围的框架。 

其次，我们可以利用先就一般原则交换意见的机会来估计和试探对方，看看对方可能有哪些弱

点，是否缺乏耐性。 

第三，在先谈原则的基础上再谈细节可以很快地把原则性协议转变成目标性协议。 

第四，先谈原则可以赢得逻辑上或道德上的优势。 

第五，通常原则问题的讨论可以在与对方的上层人物的谈判中确立下来，从而既避免了与实质

性谈判中的下层人员(这些人对具体问题很精明)可能的摩擦，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们的举动。 

二、重集体与重个体 

事实上，中西方在谈判中都既重集体又重个体。但西方人比较强调集体的权力，即“分权” ；

强调个体的责任。中国人比较强调集体的责任；强调个体的权力，即“集权”。 

由于这种差异，在谈判场合便出现了两种现象：西方人表面看来是一两个人出场，而他们的身

后却往往有着一个高效而灵活的智囊群体或决策机构。中方则是众人谈判，一人拍板! 

三、重立场与重利益 

中国人比较重立场，而西方人比较重利益。中国人在谈判中对于立场特别敏感。立场争执往往

会使谈判陷入僵局，导致彼此的尖锐对立。多年的合作伙伴，会因此而分道扬镳。 

西方人对利益看得比立场更为重要，这尤其表现在他们对谈判结果的考核评价上。 

由于西方的谈判者重效果而轻动机，他们对立场问题往往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在谈判中努力

追逐利益。 

学习目标： 

通过本节学习，使学生掌握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西方国民性的差异性及其在谈判中的作

用。 



10777 

作业： 

1．如何看待中国人的“面子”现象？ 

2．简述德国人的文化传统及其对谈判的影响。 

3．简述美国人的文化传统及其对谈判的影响。 

4．简述日本人的文化传统及其对谈判的影响。 

5．请分点比较中西方谈判作风。 

知识单元 7：谈判策略及其运用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谈判需要理论的应用 

2．原则谈判法 

3．谈判圈理论 

4．谈判策略与反策略 

第一节        “谈判需要理论”的应用 

依照谈判需要理论制订谈判策略，至少应把握住两个要点：一是通过满足对方所希望 的“基

本需要”来获得对方相应的让步；二是本方应制订出尽可能多而灵活的、彼此可替代 的谈判策略。 

一、生理需要 

(一)谈判者为对方的生理需要着想 

(二)谈判者使对方为其自身的生理需要着想。 

(三)谈判者同时为对方和自己的生理需要着想 

(四)谈判者违背自己的生理需要 

(五)谈判者不顾对方的生理需要 

(六)谈判者同时损害对方和自己的生理需要 

二、安全需要 

(一)谈判者为对方的安全需要着想 

(二)谈判者使对方为其自身安全需要着想 

(三)谈判者同时为对方和自己的安全需要着想 

(四)谈判者违背自己的安全需要 

(五)谈判者不顾对方的安全需要 

(六)谈判者同时损害对方和自己的安全需要 

三、归属需要 

(一)谈判者为对方的归属需要着想 

(二)谈判者使对方为其自身的归属需要着想 

(三)谈判者同时为对方和自己的归属需要着想 

(四)谈判者违背自己的归属需要 

(五)谈判者损害对方的归属需要 

(六)谈判者同时损害对方和自己的归属需要 

四、尊重需要 

(一)谈判者为对方的尊重需要着想 

(二)谈判者使对方为其自身获得尊重的需要着想 

(三)谈判者同时为对方和自己的尊重需要着想 

(四)谈判者违背自己获得尊重的需要 

(五)谈判者不顾对方获得尊重的需要 

(六)谈判者同时损害对方和自己获得尊重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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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我实现的需要 

(一)谈判者为对方的自我实现需要着想 

(二)谈判者使对方为其自身的自我实现需要着想 

(三)谈判者同时为对方和自己的自我实现需要着想 

(四)谈判者违背自己的自我实现需要 

(五)谈判者不顾对方的自我实现需要 

(六)谈判者同时损害对方和自己的自我实现需要 

六、认识与理解的需要 

(一)谈判者为对方认识与理解的需要着想 

(二)谈判者使对方为其自身认识与理解的需要着想 

(三)谈判者同时为对方和自己的认识和理解需要着想 

(四)谈判者违背自己认识与理解的需要 

(五)谈判者不顾对方认识与理解的需要 

(六)谈判者同时损害对方和自己的认识与理解的需要 

七、美的需要 

(一)谈判者为对方美的需要着想 

(二)谈判者使对方为其自身的美的需要着想 

(三)谈判者同时为对方和自己美的需要着想 

(四)谈判者违背自己的美的需要 

(五)谈判者不顾对方美的需要 

(六)谈判者同时损害对方和自己的美的需要 

第二节      原则谈判法 

一、原则谈判法的基本思想 

原则谈判法不主张在立场的争执上倾注精力。 

任何一种谈判策略是否可取，可以用三个标准来判定：首先，如果有 达成协议的可能，它就

应该有助于产生明智的协议；其次，这种谈判策略应该有效率；第三 ，这种谈判策略要有利于，

或至少不伤害各方的关系。 

二、把人与问题分开 

(一)认清谈判者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中的人 

(二)每个谈判者都有两种利益。 

(三)立场争执会把实质性利益与关系利益置于冲突状态中 

(四)原则谈判法主张把实质性利益与关系利益分开，直接处理人的问题。 

三、重点是利益而不是立场 

谈判中的基本问题不是在立场上的冲突，而是在双方需求、欲望、关切和恐惧 方面的冲突上。

这些利益的冲突是立场冲突的更深刻的背影原因。 

调和双方利益而不是双方立场，这种方法行之有效的原因有二： 

（一）是每一种利益通常都有多 种满足的途径和方式； 

（二）不是在对立立场的背后所存在的共同性利益，常常多于冲突性利益。  

四、努力寻求有益的解决办法 

把选择方案的“构思行为”(设计)与“判断行为”(评价)分开 ；运用“头脑风暴法”进行不

断的创新。帮助对方克服困难，使其感到做出决定是比较容易的事。 

五、坚持客观的标准 

原则谈判法主张依照原则，而不是根据压力来进行谈判。谈判者应当把注意力放在问题的价值

上，而不是对方的耐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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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者设法引入尽可能多的具有科学优点的客观标准，就可能为产生明智的协议打下基础。 

原则谈判法强调，在用客观标准进行谈判时要把握三个基本要点： 

1.把每项问题都以双方共同寻求的客观标准来决定。 

2.要以理性来确定标准以及标准的应用。 

3.绝不屈服于压力，而只屈服于原则。 

第三节       谈判圈理论 

一、“谈判圈”的概念 

谈判圈乃是谈判者群体(谈判班子、协调联 络班子、情报人员及机构、专家顾问……等等)通

过对谈判活动进行层次上的划分，对人员分工与协作进行合理的安排，以迅速增强现场谈判实力为

手段，以有效地实现或灵活地调整 既定谈判目标为目的的一种策略。 

二、谈判层次的划分 

谈判圈理论将谈判分为四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层次： 

(一)核心层 

核心层是由谈判的权力人物及智囊人员组成的。 

(二)中心层 

中心层是由现场谈判人员组成的。 

(三)力量层 

力量层是由本方未参与谈判但直接影响着谈判实力的人员、机构及其资金、装备、信誉、形 象、

号召力等组成。 

(四)关联层 

关联层是由本方不能直接控制或直接施加影响、但对谈判会产生制约作用的更大范围的各种政

治、经济、技术、舆论、环境、突发事件等因素组成，即通常所说的国际大气候的影响。 

三、信息是谈判者的财富、谈判圈的纽带 

从某种意义上说，谈判是一种团体赛，更是一种信息传递的比赛。一方的力量强并不一定必然

导致谈判实力也强，这当中的关键是信息是否占优势。 

四、专家制定方案，领导进行决策 

第四节      策略与反策略 

策略与反策略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谈判领域中考虑对方“合作的利己主义过程”的产物 。

策略与反策略始终贯穿整个谈判过程。 

一是针对目标的策略。 

二是针对手段的策略。 

三是针对纠纷的策略。 

学习目标： 

通过本节学习，使学生在原则谈判法和谈判圈理论的基础上，掌握中谈判需要理论。 

作业： 

1．简述谈判需要理论的基本内容。 

2．简述原则谈判法及其运用技巧。 

3．简述“谈判圈”理论？ 

4．简述谈判层次的划分标准。 

知识单元 8：谈判分析与评价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谈判计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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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谈判效果评价 

3．计划分析的方法  

4．谈判数学与经济分析的方法 

第一节      谈判计划分析 

一、谈判计划分析的内容 

 (一)计划制定的分析 

谈判计划的制定要求简明、具体、灵活、具有一定预见性。 

(二)人员安排分析 

(三)计划内容分析 

(四)物质条件分析 

二、谈判计划分析的方法 

(一)集中思考 

(二)文字分析 

第二节       谈判效果评价 

一、评价者的确定 

由谈判者的直接领导人(顶头上司)充当评价者 

让不参与谈判的“专家”来进行相对独立的评价工作 

二、评价程序 

探查阶段是对谈判活动应该取得和已经取得的效果进行一次全面的寻查。 

询问阶段是评价者证求有关人员(如谈判者、翻译、领导者、工作人员、专家顾问)对上述问题

的看法。 

讨论阶段是通过意见的交流，提出对现有谈判效果的基本评价，列出成功与失误的原因分析。 

总结阶段是对评价结论进行归纳，并提出改进的措施和建议。 

三、评价方法 

从大类上分，可以把谈判效果评价方法分为事前评价法、事中评价法、事后评价法。 

第三节     常用的谈判数学与经济分析方法 

一、线性规划法 

线性规划的方法有助于存在着各自不同利益的约束条件下，找到实现谈判目标的最佳值。 

二、决策树法 

决策树法可以帮助谈判者在举棋不定的时候，寻找出最大可能对自己有利的方案。 

三、盈亏分析法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重视谈判计划分析、谈判效果评价及其方法。 

作业： 

1．简述谈判计划分析的内容及其方法。 

2．简述谈判效果的线性规划法及其运用。  

3．简述谈判效果的决策树法及其运用。  

4．简述谈判效果的盈亏分析法及其运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总论 3  

2 总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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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谈判者与谈判理论 3  

4 谈判者与谈判理论 3  

5 谈判思维与谈判语言 3  

6 谈判思维与谈判语言 3  

7 谈判信息 3  

8 谈判语言及其运用 3  

9 谈判作风比较 3  

10 谈判策略及其运用 3  

11 谈判分析与评价 3  

四、说明 

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批判性思维、心理学 

后续课程：领导学  

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本课程重点围绕谈判学的基本理论和实践策略及语言艺术，以古今中外的经典案例展开

教学。 

难点：本课程难点是培养学生发现、分析、批判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的谈判

能力和谈判水平。 

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案例式教学。 

2. 研讨教学。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 

2. 案例视频。 

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期末考试占 60％。平时成绩考核内容有：学生课

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作业要求： 

参看每单元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章瑞华、 徐志华 、黄华新等著：《现代谈判学(修订版)》，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0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罗杰·道森著:《优势谈判》，刘祥亚译，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2008 年 1

月第 1版。 

2. [美]杰勒德·尼伦伯格、亨利·卡莱罗著：《谈判的艺术》，陈琛译，新世界出版社，2012

年 3月最新版。 

3. 李力刚著：《谈判说服力》，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 7月第 1版。 

4．贾扶栋、任芳进编著:《双赢谈判》，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 6月第 1版。 

执笔：赵卯生  审稿：赵卯生 审定：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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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科学 
Leadership 

课程号：4220100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让学生了解领导学的研究对象；2、掌握领导学研究的内容；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让学生掌握领导学的基础知识，领导思想的历史演变，领导

学所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原理。为学生以后走向社会打下基本的知识基础和面向现实的心理准备。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学生需要懂得领导学的研究对象，同时也要懂得领导学和管理学之间的关系。 

2．学生需要把握领导体制演变的几个历史阶段。 

学习目标： 

1．了解领导体制的历史演变中的三个阶段和其演变的历史根源。 

2．掌握现代领导职能，领导原理和领导方法。 

作业： 

1． 怎样认识领导科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2． 西蒙在决策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知识单元 2：决策篇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 学生学习的知识点是领导决策的本质，其中的决策类型。 

2。学习领导决策中的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 

3。信息艺术，咨询艺术和决定艺术。 

学习目标： 

1．了解决策类型中的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 

2．掌握非程序化决策的地位和意义。 

作业： 

1。什么是失效规律？理解和掌握这一规律的意义？ 

2。为什么说没有不同方案不能决断？ 

知识单元 3：发动篇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 学习领导者发动的艺术，中国古代和西方发动的理论。 

2． 学习领导者的用人艺术，用人的基本原则。 

3． 学习用权艺术和协调艺术。 

学习目标： 

1． 了解发动的几种形式和方法。 

2． 掌握领导者用人的基本原则。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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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分权和授权？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2． 发动的基本形式是什么？ 

知识单元 4：素质篇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学生要学习的内容是领导者的个体素质和领导群体素质。 

2． 学习内容是领导者的创造思维和开发创造力的途径。 

3． 领导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优化领导群体结构的原则。 

学习目标： 

1． 了解现代领导者必须具备的素质和领导群体结构。 

2． 掌握领导创造思维的方法。 

作业： 

1． 用人的基本程序是什么？ 

2． 领导宽度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3． 权力的二重性是什么？ 

4．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5：效能篇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学习内容即提高领导效能的途径。 

2． 评价考核领导效能的原则和方法。 

学习目标： 

1． 了解领导效能的计算公式。 

2． 掌握提高领导效能的途径和评价领导效能的原则和方法。 

作业： 

1． 什么是领导效能？ 

2． 领导效能在领导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 

3． 提高领导效能的途径有哪些？ 

4． 评价考核领导效能的方法是什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领导学的对象 3  

2   领导思想史 3  

3   领导职能与方法 3  

4   决策基本原理概述 3  

5   信息艺术 3  

6   咨询艺术 3  

7   领导者的决断艺术 3  

8   处理突发事件的艺术 3  

9   发动艺术和协调艺术 3  

10   领导用人艺术和用权艺术 3  

11   领导个体素质和群体素质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先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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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课程：无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领导学研究的对象；现代领导的职能；决策的基本类型；决断艺术；发动艺术 

和咨询艺术；领导者个体素质和群体素质。 

难点：领导原理和方法；领导用权艺术；优化领导群体结构的原则。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板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学生积极思考和注重实际教学案例的讨论，考核内容有如学生出勤情况       

及课堂讨论发言次数和随堂作业的完成质量。平时成绩占 10%，期末成绩占 9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领导科学》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高建德主编《领导科学》，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 12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孙钱章等编著《新领导力全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1月 第 1版 

2. 罗伯特。吉纳特等编著《领导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2月 第 1版  

执笔：朱广学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6月 27日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Contemporary World Economy and Politics  

课程号：4220101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本科 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系统讲授世界经济与政治体系形成、发展、变化的基本进程及其主要规律，对当代世界经

济与政治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分析；2、对影响世界格局走向的重要力量，进行政治、经济、文化、

军事等多层面的分析与比较研究；3、多角度探讨当代中国外交所处国际关系的领域与层次，全方

位分析我国周边安全环境，理性评价中国外交的历史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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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案例分析，使学生掌握世界经济与政治基础知识，指导学生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分析和认识复杂的国际问题，全面了解中国迅速上升的国际地

位与面临的严峻挑战，深刻领会和理解我国新时期的外交战略选择，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研究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与知识背景。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世界经济与政治体系形成、发展、变化的基本进程及规律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冷战时期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 

2．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对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影响。 

3．世界政治多级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冷战时期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所经历的不同阶段，及其发展的深层动因与主要特点。 

2．掌握经济全球化的基本概念、发展进程和主要特征，理性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矛盾与

问题，理解经济全球化对于世界政治的深刻影响。 

2．掌握世界多级化的基本概念、政治政治格局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多极化趋势下的力

量对比态势，理解世界多极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正确认识世界多极化发展进程的

曲折性。 

作业： 

1.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 

2.为什么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 

3.为什么说经济因素对世界政治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 

4.如何认识世界多极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知识单元 2：对影响世界格局走向的重要力量的分析与比较研究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 影响力日趋增强的国际组织。 

2. 影响世界格局走向的发达国家中的重要力量:谋求世界主导地位的美国、在联合中发展的欧

洲、全面谋求大国地位的日本、力求重振大国雄风的俄罗斯。 

3. 影响世界格局走向的发达国家中的重要力量 

学习目标： 

1．了解国际组织的发展趋势及其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中的作用。 

2．了解美国霸权国经济实力地位的演变、政治权力地位的制衡与变革，掌握冷战后美国谋求

世界主导地位的对外战略的演变调整、主要影响因素、主要特征及动向。 

3．了解欧洲联盟的一体化进程及其促进因素，探讨欧盟一体化进程对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

影响，理解欧盟东扩给欧盟一体化进程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4．了解战后日本经济与政治的政策调整，掌握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外交政策的主要表现及其

制约因素。 

5．了解冷战后俄罗斯经济与政治转型的基本进程和主要影响，掌握冷战后俄罗斯力求重振大

国雄风的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发展走势。 

6．了解冷战后民主化浪潮对发展中国家的深刻影响，掌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南南合作与南北

关系发展的新趋势，理解印度、巴西、南非等地区重要力量的崛起对世界产生的影响。  

作业： 

1、为什么说当今世界上如果没有联合国，国际社会也会创建一个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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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 

3、分析欧盟一体化进程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对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影响。 

4、试析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外交政策演变过程及其制约因素。 

5、试分析俄罗斯与独联体的关系及其发展走势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 

6、试分析发展中大国崛起的国际影响及外交战略重点。 

知识单元 3：当代中国外交的背景与战略分析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当今世界时代主题的转换及其依据。 

2. 世界主要力量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主张 

3. 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安全观的变革。 

4. 冷战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以及中国外交政策的新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时代主题转换的科学依据和重要意义，分析世界主要力量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利益

分歧，认识到建立国际新秩序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理解中国关于建构国际新秩序的基本立场和

外交实践。 

3.了解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的国际背景及安全观发生的相应变革，掌握中国新安全观的

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 

4.掌握冷战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及其国内外背景。 

作业： 

1、如何理解在构建国际新秩序过程中的主要力量博弈。  

2、试析全球化条件下安全内涵的扩展和深化 。 

3、为什么说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 

4、如何理解冷战后中国外交的战略调整。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冷战时期的世界经济与政治 3 专题研讨 1学时 

2 经济全球化及其发展趋势 3 专题讨论 

3 世界多极化及其发展趋势 3 案例讨论 

4 影响力日趋增强的国际组织 2  

5 谋求世界主导地位的美国 4 专题研讨 1学时 

6 在联合中发展的欧洲 2  

7 全面谋求大国地位的日本 3 案例讨论 

8 力求重振大国雄风的俄罗斯 3 案例讨论 

9 艰难奋进中的发展中国家 1 学生自学 

10 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安全观的变革 2  

11 当今时代主题与建立国际新秩序 2 结合学生自学 

12 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中国 2 学生分组分专题讲授 

13 总结与考查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本科新生第一学期课程） 

后续课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冷战后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基本格局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影响冷战后世界格局走向的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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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力量的外交战略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因素、冷战后中国适应时代主题的转变和安全环境的变化所

采取的外交战略调整。 

难点：世界经济格局与世界政治格局的区别和相互影响、冷战后中美日三边关系的调整与亚太

地区安全、发展中大国崛起与“修昔底德陷阱”、如何理解时代主题转换背景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讲授。 

2.分组专题研讨。 

3.体验学习教学法。 

4.指导阅读 

教学手段： 

1.多媒体课件展示。 

2.邮件、微博等互联网互动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3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重视课堂研讨过程与论文写作质量。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

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专题论文占 2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布置作业，用于课堂研讨；期中布置专题论文。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本研究所卫灵教授自主编写《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理论教学

教材 。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卫灵主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2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正毅 张岩贵著《国际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 11月 第 1版 

2. 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月 第 1版 

3.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4月 第 1版 

4. 倪世雄著《国际关系理论探索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5月 第 1版 

5. 蔡拓等著《国际关系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 6月 第 1版 

6. 蔡拓等著《全球问题与当代国际关系》，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执笔：范亚新  审稿：××× 审定：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Political System of Contemporary China 

课程号：4220101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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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深入了解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产生与发展

的完整历史脉络，为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2、在把握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历史发展脉

络的基础上，全面了解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现状，结合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现状的分析，提

供一个立体性的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视角，为提升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与问题观察能力提供

有效促动力，使学生形成自己的思考，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3、通过教学，对学生进

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使学生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并在一

定程度上学习和掌握治国兴政的理论。本课程的教学将大大加强学生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了解

与深入理解，帮助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认识问题、

分析问题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相关课堂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相关基础知识和

政治制度运行的基本原理与基础性规律，了解政治制度概念的内涵及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发育和

发展的内在逻辑。为形成思想政治专业课程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奠定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初创。 

2．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学习目标： 

1．了解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建立及其向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转变，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曲折发展

和“左”倾错误泛滥及其对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危害。 

2．掌握共和国政治制度建立的历史必然性；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性质、特点和作用；共和国政

治制度发展与完善的曲折历程；当前中国政治制度改革与完善的必要性。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建立及其向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转变。 

2. 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性质、特点和作用。 

3. “文革”对于共和国政治制度建设所提供的经验教训。 

知识单元 2：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2．民民主专政制度的性质与特点。 

3. 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历史任务。 

学习目标： 

1．了解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的历程，新时期之后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发展，在人

民民主专政的实践中，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正确处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 

2．掌握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性质与特点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历史任务的变

化。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2．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性质与特点。 

3．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民主专政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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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3：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涵和职能。 

3.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性质与特点。 

学习目标： 

1．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酝酿到建立、发展的曲折历程，了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涵与

职能、性质与特点。 

2．掌握如何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切实实践的现实思路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规划。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酝酿到建立、发展的曲折历程。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涵与职能。 

3．如何保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切实实践。 

4. 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知识单元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人民政协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2．人民政协制度的基本职能与任务。 

3．完善和发展人民政协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从创立到发展、完善的曲折历程；了解人民政协制度的基

本职能与任务。 

2．掌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发展的现实规律，以及不断完善与发展

人民政协制度的相应观念与举措。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 理解人民政协制度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的曲折。 

2．人民政协制度的基本职能与任务。 

3．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完善与发展人民政协制度。 

知识单元 5：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特点和作用。 

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形式。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从酝酿到建立、发展的曲折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形式。 

2．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特点与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本质区别。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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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党制度。 

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特点与作用。 

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本质区别。 

4.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形式。 

知识单元 6：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制度的建立。 

2．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制度的曲折发展。 

3．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制度的健康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央与地方各级行政制度建立时的基本思路与框架，了解其曲折发展的历程。 

2．掌握新时期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制度的健康发展的规律，形成继续完善相关制度规定

的思考。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制度建立的基本思路与框架。 

2．中央与地方各级行政制度曲折发展的历程。 

3．新时期之后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知识单元 7：共和国国防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共和国国防制度的确立与国防建设的初步展开。 

2．保卫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反对霸权主义。国防现代化任务的确定 

3．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加强和军队改革整编的成就。 

学习目标： 

1．了解了解共和国国防制度确立与初步展开的历程, 了解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的军队在保卫国家

的主权和安全方面的贡献, 解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和新时期军队改革整编的情况与成就。 

2．掌握建国以来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内在基本规律，形成继续完善相关制度规定的思考。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共和国国防制度确立与初步展开的历程。 

2．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历程。 

知识单元 8：共和国外交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共和国外交制度的建立与建国初期的外交关系。 

2．共和国外交制度的巩固与发展。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3．文化大革命”运动对共和国外交制度的冲击。毛泽东提出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中美、

中日关系的正常化。 

4．共和国外交制度的新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共和国外交制度的建立和建国初期外交关系的发展，了解共和国外交制度在 1960年代

的巩固与发展和 1970年代中国外交制度的曲折与发展。 

2．掌握当代中国外交制度发展与调整的基本规律，形成继续完善相关制度规定的思考。。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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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习与思考题： 

1．新中国外交制度的基本原则。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 

3．“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 

4.新时期外交政策的调整。 

知识单元 9：共和国人口、教育、干部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共和国人口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2．共和国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3．干部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共和国人口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了解共和国教育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了解共和国干部

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2．掌握共和国人口、教育、干部制度建立与完善的内在规律，思考当代中国人口问题、教育

制度改革和干部制度改革的的对策和出路。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共和国人口的现状及人口问题的由来，中国 

2．《共同纲领》对共和国教育制度的相关规定。 

3．共和国教育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及相关举措。 

4. 共和国干部制度的初期构架。 

5．共和国干部制度改革的相关思路。 

知识单元 10：共和国司法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共和国司法制度的初步建立。 

2．共和国司法制度的发展与曲折。 

3．共和国司法制度的全面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共和国司法制度初步确立的基本情况；了解共和国司法制度的发展与曲折；了解新时

期之后共和国司法制度的全面发展。 

2．掌握共和国司法制度的发展与曲折的内在逻辑，掌握中国历史与现实情境下司法建立的规

律性，以形成对当代中国司法建设的理性评判。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 建国初期人民司法制度的特点。 

2．如何理解共和国司法制度的发展与曲折。 

3．新时期之后共和国司法制度的全面发展。 

知识单元 11：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 

2．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特点和作用。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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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解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了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曲折发展；了解民族区

域自治制度的特点与作用。 

2．掌握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历史与现实规律，形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影响民

族政策变量的理性认知。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民族区域自治原则的提出过程及历史根据。 

2．民族区域自治的曲折发展历程。 

3．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特点与作用。 

￭(二)实践教学 

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和国政治制度的 

建立与发展 
3  

2 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3  

3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3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3  

5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3  

6 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3  

7 共和国国防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3  

8 共和国外交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3  

9 共和国人口、教育、干部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3  

10 共和国司法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3  

11 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和国政治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中央和地方各级行政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共和国外交制度的建立与发

展。 

难点：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建立与发展的历史基础、理解当代中国各项政治制度的选择与演

变、理性看待“左”倾错误泛滥与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曲折、客观评判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的理想建构与现实实践、中国特色情境下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与完善的现实选择。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法。 

2. 专题研讨法。 

3．读书讨论法。 

教学手段： 

1. 历史与现实文本资料分析。 

2．历史与现实影像资料展示。 

3．相关主题案例分析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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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要求学生根据每个知识单元的内容所及进行课堂讨论的资料准备，以完成自主学习的过程，无

课外实验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根据本课程的本质特点，本课程教材选用的原则是专业性与跨学科

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在注重选用教材的高质量专业性的同时，注意选择史论结合的相关参考书目配

合与充实教学过程。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浦兴祖等编著《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12月 第 1版（教育部全国

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二）推荐参考书 

1.陈明显等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 6月 第 1版。 

2.郑谦等编著《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发展概要》，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年 11月 第 1版。  

执笔：侯松涛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2日 

 

中西文化比较 
The compar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课程号：422010182—0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思政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同时也欢迎全校有兴趣的同学选修。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对中西文化的基本脉络有全面的了解；2、对中西方文化的主要差异

有基本的认知和理解；3、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原因有较为深刻的理解；4、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树立

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中西文化比较课程以中西方“本体论”的比较、中西方人性观的比较、中西方思维方式的比较、

中西方信仰观的比较为主线，以中西方思想史上有代表性的人物和元典如苏格拉底、柏拉图、马克

思、孔子、老子、惠能、《道德经》等为依据，来解读中西方文化的共性和差异，目的不仅在于培

养学生对于中华文化的自信，也在于塑造学生的多元文化格局和视野。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6学时 

知识单元 1：中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比较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对中西方哲学关于本体论的认知，加以梳理、总结和对比分析。 

学习目标：本体论是文化的“根”，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某一个文化形态的基本面貌和致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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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通过对本体论问题的思考和比较，使得学生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有更深刻的理解。 

作业：中西方文化的“本体论”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对中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什么？ 

知识单元 2：中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比较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对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总结、透析、梳理和比较。 

学习目标：西方文化产生的二元对立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与中国文化衍生的多元共生的思

维方式，不仅在思考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区别，而且对当今人类社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多元社会里，

我们应该摒弃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自觉秉持多元共生的文化理念。对中西方思维方式的比较，对

于我们理解今天重大的社会问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知识单元 3：中西方文化的人性观比较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中西方文化如何塑造了“人”的概念 

学习目标：对中西方关于人性的论述，有全方面的把握。一个文化形态，如何理解“人”，某

种程度上决定了创造出什么样的文化形态。 

作业：结合文艺复兴和儒家对于人性的理解，谈一下自己对“人到底是什么”的理解。 

知识单元:4：中西方文化的信仰观比较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中西方文化解决“信仰”问题的方式。  

学习目标：对中西方的信仰模式作出整体性的分析和比较，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人类的终极拯救

问题。 

作业：结合基督教和佛教的历史和教理，比较二者对于人类救赎问题的不同看法，并谈一下自

己的理解。 

知识单元 5：经典解读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以《道德经》为蓝本，在深入解读文本元典的同时，阐释中西方文化对于不同问题

的理解。  

学习目标：深入理解元典精神和智慧。 

作业：《道德经》为什么引起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等人的高度赞扬？其中有哪些值得我们深

思的文化现象？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讨论和答疑三次，共 7学时 

在讨论和答疑中，推进学生对于中西文化的理解。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引论 2  

2 中西方本体论问题 2  

3 中西方本体论问题 2  

4 中西方思维方式问题 2  

5 中西方思维方式问题 2  

6 中西方人性观问题 2  

7 中西方人性观问题 2  

8 中西方信仰观问题 2  

9 中西方信仰观问题 2  

10 经典解读《道德经》为例 2  

11 经典解读《道德经》为例 2  

12 经典解读《道德经》为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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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经典解读《道德经》为例 2  

14 经典解读《道德经》为例 2  

15 讨论和答疑 2  

16 讨论和答疑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人文通论方面的课程 

后续课程：经典解读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中西方的本体论比较。 

难点：中西方信仰问题的比较。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以重要历史人物为节点解读思想史。 

2．以文化史上的元典为依据解读文化内涵。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网络畅通。 

4、实践教学环境 

自由讨论。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布置中西方的经典数目，课下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写出有深度的论文。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中西文化比较方面的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郭继承著《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中的国学智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 1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郭继承著《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年 10月 第 1版 

2. 韩震、赵敦华等人撰写或者编著的《西方哲学史》。  

执笔：郭继承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领导艺术与技巧 
Art  of  Leadership 

课程号：4220102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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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让学生了解领导学的研究对象；2、掌握领导学研究的内容；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让学生掌握领导学的基础知识，领导思想的历史演变，领导

学所研究的基本内容和原理。为学生以后走向社会打下基本的知识基础和面向现实的心理准备。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学生需要懂得领导学的研究对象，同时也要懂得领导学和管理学之间的关系。 

2．学生需要把握领导体制演变的几个历史阶段。 

学习目标： 

1．了解领导体制的历史演变中的三个阶段和其演变的历史根源。 

2．掌握现代领导职能，领导原理和领导方法。 

作业： 

3． 怎样认识领导科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4． 西蒙在决策理论上的主要贡献是什么？ 

知识单元 2：决策篇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 学生学习的知识点是领导决策的本质，其中的决策类型。 

2。学习领导决策中的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 

3。信息艺术，咨询艺术和决定艺术。 

学习目标： 

1．了解决策类型中的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 

2．掌握非程序化决策的地位和意义。 

作业： 

1。什么是失效规律？理解和掌握这一规律的意义？ 

2。为什么说没有不同方案不能决断？ 

知识单元 3：发动篇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 学习领导者发动的艺术，中国古代和西方发动的理论。 

2． 学习领导者的用人艺术，用人的基本原则。 

3． 学习用权艺术和协调艺术。 

学习目标： 

1． 了解发动的几种形式和方法。 

2． 掌握领导者用人的基本原则。 

作业： 

1． 什么是分权和授权？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2． 发动的基本形式是什么？ 

知识单元 4：素质篇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学生要学习的内容是领导者的个体素质和领导群体素质。 

2． 学习内容是领导者的创造思维和开发创造力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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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领导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优化领导群体结构的原则。 

学习目标： 

1． 了解现代领导者必须具备的素质和领导群体结构。 

2． 掌握领导创造思维的方法。 

作业： 

1． 用人的基本程序是什么？ 

2． 领导宽度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3． 权力的二重性是什么？ 

4．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知识单元 5：效能篇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学习内容即提高领导效能的途径。 

2． 评价考核领导效能的原则和方法。 

学习目标： 

1． 了解领导效能的计算公式。 

2． 掌握提高领导效能的途径和评价领导效能的原则和方法。 

作业： 

1． 什么是领导效能？ 

2． 领导效能在领导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 

3． 提高领导效能的途径有哪些？ 

4． 评价考核领导效能的方法是什么？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领导学的对象 3  

2   领导思想史 3  

3   领导职能与方法 3  

4   决策基本原理概述 3  

5   信息艺术 3  

6   咨询艺术 3  

7   领导者的决断艺术 3  

8   处理突发事件的艺术 3  

9   发动艺术和协调艺术 3  

10   领导用人艺术和用权艺术 3  

11   领导个体素质和群体素质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无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领导学研究的对象；现代领导的职能；决策的基本类型；决断艺术；发动艺术 

和咨询艺术；领导者个体素质和群体素质。 

难点：领导原理和方法；领导用权艺术；优化领导群体结构的原则。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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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堂讲授。 

2.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板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学生积极思考和注重实际教学案例的讨论，考核内容有如学生出勤情况       

及课堂讨论发言次数和随堂作业的完成质量。平时成绩占 10%，期末成绩占 9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领导科学》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高建德主编《领导科学》，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 12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孙钱章等编著《新领导力全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1月 第 1版 

2. 罗伯特。吉纳特等编著《领导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2月 第 1版  

执笔：朱广学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6月 27日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Society Develop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课程号：42203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全体学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了解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 

2、增进学生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了解，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3、增强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和问题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当代社会发展的基

本理论、中外发展观的演变、了解中国社会发展概况以及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为思想政治教

育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社会发展的涵义与我国社会发展研究概况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发展的定义、特点、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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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当代社会发展研究兴起的背景、我国社会发展研究的基本状况。 

3.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导论》课程的知识体系、理论框架。 

学习目标： 

1.掌握社会发展的涵义、特点、类型等基本问题。 

2.了解目前学术界社会发展的研究概况。 

作业：总结迟发外生型社会发展的特点及发展中的优劣条件。 

知识单元 2：当代主要社会发展理论介绍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现代化理论 、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的主要观点。 

2．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 

3. 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中国发展理论的探索。 

学习目标： 

1．了解几种社会发展理论的观点，掌握发展观演进的脉络。 

2．理解科学发展观提出的重大意义。 

作业：分析现代化、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的优缺点及对后发展国家的启示。 

知识单元 3  全球化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参考学时：4时 

学习内容： 

1．全球化的历史轨迹与发展趋势。 

2．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型发展的意义。 

3. 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发展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学习目标： 

1．了解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特点。 

2．掌握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发展理论的主要内容。 

作业：思考马恩跨越发展理论对我国发展道路的重要意义。 

知识单元 4  社会发展的代价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发展代价的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社会发展的“度”和支付原则。 

2．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代价产生的成因。 

3. 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代价支付与补偿存在的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发展代价的规律及其产生的原因。 

2．掌握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代价支付与补偿的特点、原则。 

3.理解在当代中国树立代价意识的重大意义。 

作业：思考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树立代价意识的重要意义。 

知识单元 5   社会发展动力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 

2．当今世界社会发展动力分析。 

3.我国文化软实力存在的问题及解决。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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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主要内容。 

3. 了解当今世界科技和文化对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 

作业：如何促进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知识单元 6  当代社会发展模式的比较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历史作用、功能及其选择原则。 

2．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以及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模式的主要特点。 

3.关于“中国模式”的涵义、特点。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发展模式的含义、历史作用、特征、功能等相关问题。 

2．掌握当代几种主要社会发展模式的特点。 

3. 了解中外学界对“中国模式”的主要观点。 

作业：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我国发展模式的选择有什么启示。 

知识单元 7 社会转型与社会失衡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转型的含义、特征及其当代意义。 

2．社会转型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3.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 

4.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失衡问题及其解决。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转型的基本含义及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2．了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转型和趋势，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失衡的表现及原因。 

3.理解解决社会失衡问题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作业： 

分析我国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的成因。 

知识单元 8   社会协调与社会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协调、协调机制的含义；社会协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2．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失调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协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2．了解我国转型期社会发展失调的表现、原因及应对措施掌握。 

3. 理解解决社会失调问题对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作业：如何解决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失调问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社会发展的涵义与我国社会发展研究概况 4  

2 主要社会发展理论综述 4  

3 全球化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4  

4 社会发展代价理论 4  

5 社会发展动力理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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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社会发展模式的比较 4  

7 社会转型与社会失衡 4  

8 社会协调与社会发展 2  

9 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后续课程：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问题研究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发展观的演变、当代发展模式的比较、我国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社会发展动力理论、

代价理论及社会转型理论、社会协调理论。 

难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中的问题解决。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专题讲授法、比较法、课题讨论 

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40％，期末考试成绩占 60％。 

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期末考试情况。  

5、作业要求： 

根据每章布置的作业组织课堂讨论、主题发言、撰写心得。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专业学生的知识需求，以社会发展问题为中心，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诠释当代中

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诸问题，增强对我国国情的了解。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自编 

（二）推荐参考书 

1.刘祖云主编：《发展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版。 

2.鲍宗豪主编：《当代社会发展导论》，华东师大出版社会 1999版。 

3.严强、魏姝主编：《社会发展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版。 

4.高燕宁、卢萍、柳春清著:《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概论》，人们出版社，2005版。 

5.高峰等著：《社会发展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版。 

6.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7.余金成著：《社会主义的东方实践》，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8.邱耕田著：《低代价发展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月版。 

9.毛园芳著：《社会发展与社会代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 1月版。 

10.郑杭生著：《减缩代价与增促进步》，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5月版。 

11.陈正良著：《中国“软实力”发展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 11月版。 

12.唐代兴著：《文化软实力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 12月版。 

13.高占祥著：《文化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8月版。 

14.孙谦著：《中国现代化发展动力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 6月版。 

15.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 

16.张明玉等：《技术跨越战略与管理》，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17.徐贵相著：《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 9月版。 

18.沈云锁、陈先奎主编：《中国模式论》，人民出版社，2007年 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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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胡伟等著：《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1月版。 

20.裘援平、柴尚金、林德山著：《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与“第三条道路”》，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4

年 4月版。 

21.童星著：《发展社会学与中国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6月版。 

22.袁金辉著：《冲突与参与：中国乡村治理改革 30年》，郑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 11月版。 

23.吴鹏森著：《社会学与现代化发展难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6月版。 

24.杨桂华著：《转型社会控制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6月版。 

25.孙立平著：《转型与断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 4月版。 

26.刘祖云著：《从传统到现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1月。 

27.朱厚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 57页。 

28.吴忠民：《社会公正论》，山东人们出版社，2004年版。 

29.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30.杨宜勇：《公平与效率——当代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31.刘再星主编：《中国区域经济：数量分析与对比研究》，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年版。 

32.王小鲁、樊纲主编：《中国地区差距：20年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 

33.邓翔：《经济趋同理论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实证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34.吴浙：《经济转型与起飞时期的地区差距与区域政策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年

版。 

徐逢贤等：《跨世纪难题：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执笔：李云智    审稿：    审定：     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Outline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课程号：10706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国情、国史；2、明白“四个选择”；3、能够运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近代以来的重要历史事件、人物等。 

开设本课程，旨在帮助学生了解和认识中国近代以来的国情、国史，明白历史和人民为何、如

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改革开放。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一）资本主义初期殖民与贸易的特性（二）传统中国的特征（三）鸦片战争的性质 

二、反侵略战争失败的原因 

外因：侵略势力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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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因：“己弱”，国家机器运转不灵。具体表现：（一）主板陈旧：皇帝无能（二）硬盘狭小：

体制不灵（三）软件过时：人才匮乏（四）防火墙失效：军备废驰 

三、后发现代化的命运 

（一）后发现代化的特征（二）近代中国人民的两大历史任务 

学习目标： 

1．了解近代以来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以及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过程、失败的原

因等。 

2．掌握近代中国人民的两大历史任务。 

作业： 

3.观看相关教学视频，如《圆明园》、《大国崛起》等。 

4.学习 BB教学平台上本专题的微课程、原始文献以及阅读感兴趣的参考书目。 

知识单元 2：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及其政治遗产 

（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起因（二）太平天国的制度建设（三）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失败及

原因（四）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政治遗产  

二、洋务运动及其挫败 

（一）洋务运动得以进行的原因（二）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三）洋务运动的意义（四）洋务

运动挫败的原因  

三、从戊戌变法到清末新政 

（一）由边缘知识分子推动的戊戌维新运动 

第一、戊戌维新运动的背景；第二、维新变法的酝酿与准备；第三、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 第

四、戊戌变法运动的意义、失败原因及教训  

（二）清末新政 

第一、庚子之变重启改革进程；第二、清末新政的内容；第三、清末新政的阶段性成就；第四、

立宪运动及其失败  

学习目标： 

1．了解晚清三次改革：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的内在逻辑；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前

因后果及其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2．掌握并分析晚清改革遭遇挫折和失败的原因、教训及对当下中国改革的借鉴。 

作业： 

1.学习 BB教学平台上本专题的微课程、原始文献以及阅读感兴趣的参考书目。 

2.就本专题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小组研讨。 

知识单元 3：革命、共和与军阀割据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一、革命成为时代的选择 

（一）20世纪的中国 （二）革命运动的兴起 （三）反清力量的汇聚  

二、辛亥革命及其意义 

（一）武昌首义（二）中华民国的建立（三）袁世凯的崛起及清帝退位（四）辛亥革命的意义  

三、从复辟帝制到军阀割据 

（一）从民国总统到“洪宪称帝” （二）北洋裂变与军阀割据的出现（三）辛亥革命失败的

原因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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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临时政府的性质及袁世凯走向复辟帝制

的来龙去脉。 

2．分析和反思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体悟中国社会从专制帝制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复杂和曲

折。 

作业： 

1.学习 BB教学平台上本专题的微课程、原始文献以及阅读感兴趣的参考书目。 

2.就本专题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小组研讨。 

知识单元 4：从新文化运动到大革命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一、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 

（一）新文化运动  

1.新文化运动发起的背景； 2.新文化运动的发起； 3.新文化运动的内容； 4.新文化运动的

意义与不足 

（二）五四运动  

1.何为五四； 2.五四运动为何能爆发； 3.五四运动的两个阶段； 4.五四运动的历史特点  

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共建党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1.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2. 社会主义思潮的进一步传播； 3. 社会主义同其他流派、思潮

的论争； 

（二）中共建党  

1. 建党条件； 2.中共一大的召开； 3.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特点； 4. 中共成立后中国革

命的新局面  

三、国共第一次合作与大革命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  

1.国共合作的缘起； 2.两党合作基础及形成； 3. 国共合作后的新局面 

 （二）大革命高潮与失败  

1. 南方革命政府的发展； 2.北伐； 3.国共分裂  

学习目标： 

1．了解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从各家思想中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的

背景、过程及影响；了解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意义；了解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动因、贡献及大革命失败

的原因、教训等。 

2．掌握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活动等。 

作业： 

1.学习 BB教学平台上本专题的微课程、原始文献以及阅读感兴趣的参考书目。 

2.就本专题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小组研讨。 

知识单元 5：历史的大选择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两条道路的竞争 

（一）国民党：党国的弱势独裁  

1.训政体制的基本确立； 2.特务组织建立和保甲制的推行； 3.中央军事力量的强化和庐山军

官训练团； 4.新生活运动的开展； 5.十年建设 

（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新道路  

1.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新探索； 2.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3.反“围剿”战争的失败； 4.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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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性转折  

二、抗战的危与机 

（一）局部抗战与救亡运动（二）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 

（三）面对危机的不同应对 

国民党方面： 1.坚持训政体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2.片面军事路线、动员机制

缺乏效率； 3. 忽视民生、腐败横行 

共产党方面： 1.探索人民民主政权建设； 2.整体持久抗战机制； 3.党政军群一体  

三、大决战 

（一）和平统一的尝试  （二）为新中国而奋斗  （三）国共成败之因  

学习目标： 

1．了解 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后，双方所选择和实践的社会转型路径及各自的特点；了解

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及各自所作出的贡献；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略以及

在抗日根据地的民生、民主建设；了解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局势及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

等。 

2．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分析国共成败之谜。 

作业： 

1.学习 BB教学平台上本专题的微课程、原始文献以及阅读感兴趣的参考书目。 

2.就本专题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小组研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2  

2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2  

3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2  

4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2  

5 革命、共和与军阀割据 2  

6 革命、共和与军阀割据 2  

7 革命、共和与军阀割据 2  

8 革命、共和与军阀割据 2  

9 从新文化运动到大革命 2  

10 从新文化运动到大革命 2  

11 从新文化运动到大革命 2  

12 从新文化运动到大革命 2  

13 历史的大选择 2  

14 历史的大选择 2  

15 历史的大选择 2  

16 历史的大选择 2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历史的四个大选择，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选择了

改革开放。 

难点：如何评价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事件及人物。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课堂授课。 

2.微课程支撑下的翻转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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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线下讲授与线上教学平台 BB的相辅相成。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重视过程学习。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考试占 70％。 

4、作业要求： 

学生组成若干学习小组，通过文献检索、问卷、口述访谈、实地录制微课等方式自主探究与

中国近现代史相关的热点、难点问题。并通过小组课堂展示、小组间交流讨论、提交多样化的研

究报告等环节，实现理论学习与实践研究相结合，达到过程学习、互助学习的目的。 

5、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使用教育部统编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5 修订版）；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

主编写操作指导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辅导读本》。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马工程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5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8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张文灿等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辅导读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2. 李松林主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体系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年版。 

3. 朱志敏主编：《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用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执笔：黄东  孔祥宇 王强  张文灿  周增光（按姓氏拼音排名） 审稿：张文灿   

审定：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5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Introduction to system of theori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课程号：122010076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实验班（法学、涉外法学及数理金融）的通识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在知识目标方面，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和把握世界社会主义思潮

与实践 500年的发展脉络；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构想与实践、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走

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过程；了解和把握 20世纪 50—60年代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

理论与实践成果；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在能力目标方面，通过教学，使学

生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系统学习与深刻领会，提升认识、分析及解决现实问题的能

力。3、在德育目标方面，通过教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与理论水平，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教学，使学生全面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理论来

源，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与理论精髓，为实验班学生的专业学习

与研究打下坚实的政治理论基础。要求学生在学习中做到几个方面的结合：全面把握与重点理解相

结合、史与论相结合、课堂学习与研究讨论相结合、学习教材与阅读参考资料相结合。在把握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核心要义的基础上，提升学生的理论与思维水平，提高他们认识、分析及解

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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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社会主义简史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到科学 

2．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 

3．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全球 

4．社会主义创新：从一国到多国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社会主义从思想到实践的历史脉络。具体而言，使学生了解社

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了解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的发展；了解社会主义制度从一

国到全球的发展；了解社会主义创新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 

2．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从宏观上掌握社会主义从思想到实践的 500 年发展史脉络；掌握

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全球的发展演变；掌握社会主义创新从一国到多国的实践经验。 

作业： 

1．为什么把《乌托邦》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 

2．简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演变。 

3．简评西欧民主社会主义。 

4．简评越南的政治改革。 

研讨：由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大型纪实性刊物《炎黄春秋》，在 2007年第 2期发表了署

名谢韬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评述此文的核心观

点。 

知识单元 2：中国社会主义之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建设新民主主义 

2．向社会主义过渡 

3．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中共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构想（政治、经济与文化政策）及其在

根据地、解放区的实践；了解建国后中共放弃新民主主义构想，通过三大改造走上社会主义的过程

与经验教训；了解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的乌托邦实践及其所带来的

巨大危害。 

2．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掌握，中共从民主革命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构想到社会主义改造的

历史进程，掌握超越阶段的乌托邦实践给社会生产力发展及人民群众带来的巨大危害，从而凸显正

确认识和把握国情的重要性。 

作业： 

1．简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 

2．简评过渡时期总路线。 

3．简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 

研讨：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

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

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

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

主要是防止“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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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中国社会主义之路，谈谈你的看法。 

知识单元 3：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探索的背景 

2．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探索成果 

3．“左”倾错误的理论与实践 

4．纠正“左”倾错误中及“调整时期”的探索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中共八大前后，中共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背景；

了解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探索成果。要求学生掌握，中共在 50 年代中期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

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掌握这些成果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逻辑与历史关

系。 

2.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严重

的“左”倾错误；了解中共中央在纠正“左”倾错误过程中继续探索的理论成果；了解 60 年代初

“调整时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要求学生掌握反右派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化运动、反右倾运动等“左”倾错误的理论根源；掌握在纠正“左”倾错误和“调整时期”的探索

成果，以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逻辑与历史联系。 

作业： 

1．简述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背景。 

2．简述中共八大前后关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探索成果。 

3．评述 50年代后期“左”倾错误及其理论依据。 

4．简述纠正“左”倾错误及“调整时期”的探索成果。 

研讨：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

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

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

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结合建国后对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历史，谈谈你对这段话的认识。 

知识单元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历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的形成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内涵和体系的建构 

3． “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建构 

4．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论观点的建构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的提出与建构 

6．中国梦与四个全面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构的具体过程。具体而言，使学生了

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题是怎么形成的；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内涵和体系是如何建

构的；了解“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是如何建构的；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理

论观点是如何建构的；了解“中国特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如何提出与建构的；了解十八大以来中

国梦与四个全面等理论观点的建构。 

2．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构的历史进程；掌握“中国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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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的内涵；掌握中国梦与四个全面等新理论的内涵及其实践价值。 

作业： 

1．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构的历史进程。 

2．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 

3．简评中国梦。 

4．简述“四个全面”的主要内容。 

研讨：2007年初，即 17大召开之前，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杂志发表了中央党校哲学教

研部副主任董德刚的一篇文章，在党内外引起热议。 

请结合这篇文章，谈谈你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认识。 

知识单元 5：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了解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理论的科学含义与主要特征；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基本路线与基本纲领。  

2．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社掌握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科学含义与主要特征，科学认识和

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掌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及其与基本路线、基本纲

领的逻辑关系。 

作业： 

1．简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含义。 

2．简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 

3．简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4．简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研讨：2014 年 9 月，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在《红旗文稿》撰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

理》，指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

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

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

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 

请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理论，谈谈你们对当代中国阶级斗争的看法。 

知识单元 6：社会主义本质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主义的本质 

2．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社会主义本质论提出的背景；了解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科学内涵

与重要意义；了解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掌握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科学内涵与重要意义；掌握社会主义的根

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掌握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间的关系。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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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述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科学内涵与重要意义。 

2．简评科学发展观。 

3．简述三步走发展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中国梦之间的关系。 

研讨：当代中国何以会在姓社姓资问题上纠缠不休？ 

知识单元 7：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2．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 

3．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必须坚定不移

地推动改革，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  

2．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掌握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历史背景；掌握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

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掌握改革开放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掌握正确处理改革、

发展、稳定之间关系的原则；掌握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进改革开放。 

作业： 

1．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2．为什么说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3．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 

研讨：孙立平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请针对这篇文章的主要论

据，谈谈你们的看法。 

知识单元 8：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改革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4．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了解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分配制度的内涵；了解推动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理论观点；掌握经济体制改革

的基本内容；掌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内涵。 

作业： 

1．简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 

2．简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内涵。 

3．如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研讨：学习围绕《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展开的论战。请就所有制问题，谈谈你的

看法。 

知识单元 9：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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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3．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4．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目标；了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主要组成部分；了解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法治中国”的目标和任务；了解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要

求。  

2．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必须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掌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掌握依法治国的内涵及“法治中国”的目标和任务；

掌握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要求。 

作业： 

1．如何理解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2．简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要组成部分。 

3．简述法治中国的目标与任务。 

4．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哪些基本原则？ 

研讨：谈谈你心目中的民主政治 

知识单元 10：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2．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3．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发展教育文化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了解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了解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发展教育文

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2．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涵；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作业： 

1．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 

2．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 

3．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研讨：请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谈谈对普世价值的看法。 

知识单元 11：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 

2．保障和改善民生 

3．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内涵；了解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主要举措；了解如何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2．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掌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掌握十八大提出的社会建设

主要目标；掌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要求。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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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 

2．十八大提出的社会建设的主要目标有哪些？ 

3．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哪些提高和改善民生的新要求？ 

研讨：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

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温家宝前总理

在 2009年 2月 31日的一次讲话中引用过这句话。) 

请从和谐社会建设的角度，谈谈对这段话的理解。 

知识单元 12：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总体要求 

2．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3．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新部署

与 2020 年的目标；了解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了解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的基本国策。  

2．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掌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生态建

设的新部署；掌握生态文明理念的内涵；掌握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作业： 

1．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有哪些？ 

2．简述生态文明理念的内涵。 

3．简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研讨：当前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有哪些？ 

知识单元 13：实现国家统一的构想与实践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港澳问题、台湾问题的由来与差异 

2．对台方针从武力解放到和平解放的转变 

3．“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确立 

4．港澳问题的成功解决 

5．两岸关系的进展与未来走向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港澳问题与台湾问题的由来与差异；了解中共对台方针的发展

变化；了解“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内涵；了解港澳问题成功解决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贡

献；了解两岸关系的新进展及未来走向。  

2．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对台方针从武力解放到和平解放的转变；掌握“一纲四目”

和“一国两制”的基本内涵；掌握新世纪新阶段中共对台政策的新变化。 

作业： 

1．港澳问题与台湾问题有何本质区别？ 

2．简评“一纲四目”。 

3．简述“一国两制”的基本内涵。 

4．简述新世纪新阶段中共对台政策的发展演变。 

研讨：当前影响两岸和平统一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知识单元 1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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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外交和国际战略理论的形成依据 

2．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学习目标： 

1．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外交和国际战略形成的依据有哪些；了解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

的依据与重要意义；了解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了解中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  

2．通过本章教学，要求学生掌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掌握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依

据与内涵；掌握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掌握中国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战略的内涵。 

作业： 

1．为什么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2．简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依据及其内涵。 

3．简评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4．简评中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 

研讨：阅读网络文章《林冲答记者问》。当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否会影响中国走和平发展之

路？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开场白 3  

2 单元 1 3  

3 单元 2 3  

4 单元 3 3  

5 单元 4 3  

6 单元 5 3  

7 单元 6 3  

8 单元 7 3  

9 单元 8 3  

10 单元 9 3  

11 单元 10 3  

12 单元 11 3  

13 单元 12 3  

14 单元 13 3  

15 单元 14 3  

16 复习·答疑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历程；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五大建设）；

“一国两制”的构想与实践；和平外交政策与对外开放战略。 

难点：为什么放弃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左”倾错误一再发生的原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

论的建构；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的不断扩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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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传统讲授法 

2．课堂讨论 

3．专题研讨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采用平时成绩+期末考试的形式 

考核要求：在期末总评分数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考试占 70%。平时成绩由考勤（10%）和

研讨（20%）两部分组成。 

7、作业要求： 

每章作业由思考题和研讨题两部分组成。思考题供学生课后思考并作为期末考试的重点参考内

容，研讨题在每章结束后开展讨论。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5 年修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年 8月第 5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2．《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3．《江泽民文选》，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年版。 

5．《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 

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年版。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年版。 

执笔：胡尚元  审稿：  审定：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0日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Generality of Mao Zedong Thought an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课程号：122010096 

一、目标要求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 在知识目标方面，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的基本理论观点和基础知识，包括它们产生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历史地

位和指导意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

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轨迹，使学生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社

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弄清楚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要中国化，什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解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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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掌握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精神实质。 

2. 在能力目标方面，通过教学，使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分析社会现

实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思辨能力、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 

3. 在德育目标方面，通过教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与理论水平，使学生了解国情、民情、

党情，注重知和行的统一，将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内化”为自身的内心需要和行为动机，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他们确立科学社会主义信仰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引导学生正确认识

肩负的历史使命，强化服务社会、敢于担当、报效国家的责任意识，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4. 要求学生了解历史、理清思路、明确概念、把握内涵、联系实际、全面分析、提高认识，

实现科学认知、根本认同、薪火传承、坚定信仰的总体目标，在学习中做到全面把握与重点理解相

结合、史与论相结合、课堂学习与研究讨论相结合、学习教材与阅读资料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理想与行动相结合。 

二、重点难点 

1. 教学重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历程；探索中国自

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社会主义本质和总任务；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五大建设）；“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与实践；和平外交政策与对外

开放战略；党的建设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2. 教学难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建构；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总体布局的不断扩展，特别是“生态文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重要历

史人物和党的历史评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腐败现象的蔓延和党领导的反腐败斗

争。 

三、理论教学 

知识单元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理论成果 

参考学时：6学时 

教学内容：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发展 

2. 毛泽东思想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4. 思想路线与理论精髓 

学习目标： 

1. 基本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的思想路线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要求把握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等相关内容，并准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

大理论成果之间的内在关系。 

2. 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党的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要求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

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最新成果，深刻领会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3. 明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意义，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两大理论成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重要性。 

4. 帮助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客观分析社会现象，客观看待历史问

题、社会问题，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理论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坚定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想信念。 

重点难点：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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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大理论成果的科学体系、主要内容、精神实质及其相互关系。 

思考问答： 

1.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联系实际谈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 

2. 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积累了哪些经验？ 

3.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理论成果之间既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4. 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5. 如何把握党的思想路线基本内容各个方面的关系？ 

课堂研讨： 

1. 当人类即将迈入 21世纪的时候，全球最引入注目的事件之一就是“千年伟人”的评选。英

国广播公司（BBC）于 1999年秋天，在国际互联网上经过反复评选，最后的结果是：马克思排在第

一位，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排第二。路透社后来又邀请政、商、文艺和学术各界的知名人士评

选“千年伟人”，对 39名候选人的投票相差不大，爱因斯坦仅以一分优势领先甘地和马克思。马克

思被评为“千年伟人”说明了什么？ 

2. 1980 年 8 月 21 日，邓小平就如何评价毛泽东接受了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法拉

奇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

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

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

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

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 344页。）根据这段材料，结合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

辰 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谈谈如何坚持全面正确的历史观科学评价毛泽东和党的历史。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教授在 2015年第 10期的《求是》杂志

上发表了一篇《马克思主义岂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结合这篇文章，根据所学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相关知识，谈谈对历史虚无主义本质的认识。 

阅读文献： 

1.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2.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选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3.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 

4.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5.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

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6.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

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7. 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十八

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知识单元二：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 

参考学时：3学时 

教学内容：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依据 

2.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 

3.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学习目标： 

1. 了解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

结合，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开辟独具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新道路，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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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过程。 

2. 掌握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内涵；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中国革命成功经验的科学总

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的重要内容，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理

论指南。 

3. 通过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使学生深入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认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

律。 

重点难点： 

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 

2.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与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比较。 

3.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及评价。 

4.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正确理解和处理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 

思考问答： 

1. 如何理解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及“两步走”之间的关系？ 

2. 如何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3. 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4. 如何认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必要性及重大意义？以毛泽东为

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这条道路的开辟做出了哪些巨大贡献？ 

课堂研讨： 

2009年，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将军出版了一本名为《苦难辉煌》（北京：华艺出版社，2009年）

的党史专著，颇受读者欢迎。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一再追问：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从最初的几十个人，

仅仅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就打败了强大的对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历史给国民

党很多机会，却只给共产党很少机会，但是共产党抓住了这仅有的机会，实现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从几十人的小党发展到今天 8000 多万人的大党，由弱到强，披荆斩棘，中国共产党的

力量来自哪里？作者回答：我们拥有一批顶天立地的真人。他们不为钱，不为官，不怕苦，不怕死，

只为胸中的主义和心中的信仰。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程，谈谈“主义”和

“信仰”是如何成为“力量”的。 

阅读文献： 

1.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2.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3.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4.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 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 

5.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6.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7.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8.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9.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1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1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11. 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 

12.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年。 

13. 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上下卷、民国上下卷），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知识单元三：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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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教学内容： 

1. 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 

2. 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 

3.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 

学习目标： 

1. 了解和明确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适合中国特点

的重大成果，深刻领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涵和提出的历史必然性，掌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

积累的丰富的历史经验。 

2. 通过教学，使学生充分认识 20世纪中叶在我国进行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必

要的，也是成功的，是革命性的改革，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具有重大的社会变革意义。 

重点难点： 

1.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与性质。 

2. 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独创性。 

3.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的意义。 

思考问答： 

1. 为什么说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社会？ 

2. 怎样理解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3. 如何正确全面评价 20世纪 5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 

4. 为什么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课堂研讨： 

1. 电视剧《大宅门》讲述了中国百年老字号“百草厅”药铺的兴衰史以及医药世家白府五代

人的恩恩怨怨。“百草厅”的原型是我国久负盛名的中医药企业——同仁堂。经过社会主义改造，

同仁堂发生了很大变化，销售额不断上升，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较大贡献，结合《同仁堂的新生》

（《北京同仁堂史·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第 44—49页）

和孙洪群、金永年《公私合营前后的北京同仁堂》（《北京党史》2000年第 4期），谈谈对资本主义

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的认识。 

2. 20 世纪 50 年代初，在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涌现了很多先进的集体，其中有一面我

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鲜红旗帜——河北省遵化县西铺村的“穷棒子社”。它以勤俭创业的非凡业

绩，受到了毛主席的表彰，被赞誉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穷棒子社”从三条驴腿起家，依靠

自己的力量，克复重重困难，赢得了一个接一个的丰收年，用事实对那些散布合作社要“穷散架”

的人，做出了强有力的回答。到 1954年秋天合作社扩充增加到 148户，实现了全村合作化。历史

从这里揭开新的一页。——訾辉：《被誉为“整个国家形象”的穷棒子社》，《中国档案报》2003年

8 月 22 日。根据“穷棒子社”的案例，谈谈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原则和途径的看法，以及对社

会主义制度确立意义的认识。 

阅读文献： 

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2. 毛泽东：《革命的转变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泽东文集》第 6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9年。 

3. 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毛泽东文集》第 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 

4. 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文集》第 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知识单元四：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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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教学内容： 

1.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 

2.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学习目标： 

1. 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党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初步探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理论成果，理解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重大意义，把握社会主

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经验教训。 

2. 通过学习，使学生客观看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这一段艰辛曲折的历史，全面理解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容，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从而坚定道路自信。 

重点难点： 

1. 全面了解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2.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经验教训。 

3. 正确理解改革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 

思考问答： 

1. 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2.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 

3. 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中取得了哪些重要的理论成果？ 

课堂研讨： 

阅读《爸爸在伟大实践中结出的“苦果”》（李敏：《我的父亲毛泽东》，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第 381—389 页），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党对社会主义认识发生曲折的原因是什么，我们

今天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探索中的失误。 

阅读文献： 

1.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 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2.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 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 

3.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毛泽东文集》第 8 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1999年。 

4.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 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 

5. 毛泽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文集》第 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2卷（1949—1978），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1年。 

知识单元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 

参考学时：6学时 

教学内容： 

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2. 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理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 

（1）社会主义的本质 

（2）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 

3.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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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面深化改革 

（2）扩大对外开放 

学习目标： 

1. 通过学习，使学生认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性，认清中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的重要意义，深刻理解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

矛盾、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准确把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 

2. 通过学习，要求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的

提出过程，掌握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内容及特点，使学生领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要求理解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及深

刻内涵，使学生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归根结底要靠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要靠先进的

理念和科学的方法；要求明确党关于发展战略的思想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科学内涵。 

3. 通过学习，使学生理解改革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了解深化改革的目标，正确认识改革

的性质，明确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深刻理解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以及当前处理三者关

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着力点；把握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原由、开放的布局与进程，进一步扩大开放

的思路与途径，以及如何防范和化解对外开放风险。 

4. 通过本章学习，可以更加深刻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石各类理论的科学内涵和重

大意义，提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石总体全面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客观理性分析当

前社会上出现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使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担负的历史使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理想和走中国道路的信心，促使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自己的青春正能

量。 

重点难点： 

1. 科学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实质及其内在关系。 

3.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 

4. 中国梦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 

5. 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6.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思考问答： 

1. 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与阶段性问题？ 

2. 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统一？ 

3. 如何理解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辨证统一？ 

4. 为什么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5. 如何认识中国梦与当代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关系？ 

6. 为什么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第二次革命？ 

7. 在新的历史起点下全面深化改革，如何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8.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 

课堂研讨： 

1. 阅读《一道世纪性的难题》（《“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教学案例》，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 103—104页）。出现在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犯了超越

社会发展阶段的错误，这成了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不能破解的一道世纪性难题，结合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理论，谈谈问题的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迟迟得不到解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

导集体，回答了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未能破解的一道世纪性难题，邓小平又是如何解答的？ 

2. 播放视频《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结合华西村的发展历程，谈谈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3. 结合个人经历、家乡变化，谈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和原因是什么？中

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风险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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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5 年 3 月 2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全文分为：前言；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

作重点；合作机制；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中国积极行动；共创美好未来九个部分组成。“一带一

路”战略布局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外交的新格局。根据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谈谈“一

带一路”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战略意义。 

阅读文献： 

1.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 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9年。 

2. 邓小平：《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 

3. 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4. 邓小平：《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邓小平文选》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 

5. 邓小平：《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3年。 

6. 习近平：《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人民日报》2012

年 11月 30日。 

7. 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

版社，2014年。 

8. 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年。 

9.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知识单元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参考学时：3学时 

教学内容： 

1. 五位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 

2.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3.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4. 全面依法治国 

5.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学习目标： 

1. 通过“五位一体”总布局的概说，帮助学生了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演

变过程，整体把握总布局内容体系以及各部分之间相辅相成有机整体的内在联系，领悟提出总布局

的意义。 

2. 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涵，理解选择这一道

路的必然性；掌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理解依法治国的内涵、意义和要求，知

晓“法治中国”的目标和任务，增进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了解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总

体要求、基本原则与目标任务，使学生不仅认识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也要

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重点难点： 

1.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大意义。 

2.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原因。 

3.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要组成部分。 

4. “法治中国”的目标与任务。 

5. 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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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问答： 

1.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形成有何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 如何正确理解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3. 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全面依法治国的含义是什么？实行依法治国的意义何在？ 

课堂研讨： 

1. 张维为教授通过走访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丰富的阅历，在《中国为什么要走自己的政治道

路》（《欧洲世界》2013 年第 1 期）一文中通过常识判断、经验实证、绩效表现、体制竞争、中国

模式五个方面的深刻剖析，有力地回应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指责和臆测。结

合近代中国历史实际和所学知识，谈谈中国的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比较的优越性所在，为什么

说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繁荣发展中国，而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如何正确认识和

评价改革开放 3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2. 1945年 7月，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讨论历史周期率的话题。黄炎培说，中国历代王朝更

替频繁，兴——衰——兴——衰的发展周期，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

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

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

支配力。”他以此问题问毛泽东，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

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就是举世瞩目的“窑洞谈话”。结合这一谈话，谈谈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因和意义。 

3. 结合“复旦投毒案”和“雷洋‘嫖娼’死亡案”，讨论我国法治国家建立的意义和目前存在

的问题。 

阅读文献： 

1.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2.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 9月

6日。 

3. 沈志华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全 10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 

4. 浦兴祖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知识单元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参考学时：3学时 

教学内容：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改革 

2.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4. 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 

学习目标： 

1. 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我国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内涵，

科学把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引导学生以历史的观点评价我国在不同时期采取的不同经济体制；使

学生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确立的过程，理解我国确立基本经济制度的原因，以

及坚持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要求；使学生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的内涵，

理解按劳分配的原因以及坚持按劳分配主体地位的意义，理解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因、形式与意

义，明确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和解决办法。 

2. 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点、机遇，以及怎样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

新常态，把握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性和基本要求，引导学生辨证地看待我们在创造“中国式

奇迹”的同时所面临的“中国式难题”，增进学生对我们党现行重大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认同。 

重点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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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2. 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3. 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 

4.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思考问答： 

1.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什么说它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2. 为什么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能搞私有

化和单一公有制？ 

3. 如何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 

4.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上实现了哪些重大的突破

和创新？ 

5.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制度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课堂研讨： 

1. 根据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点和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性、重要性，谈谈在评价地方

政府工作时，我们为什么不再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论英雄。 

2. 阅读温源《国企做强是垄断带来的吗？》（《光明日报》2013 年 5 月 9 日），根据所学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相关知识，谈谈怎样看待国有经济的“进”与“退”现象。 

阅读文献： 

1.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 3卷，北京：人

民出版社，1993年。 

2.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

讨班上的讲话》，《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3. 萧国亮、隋福民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0）》，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年。 

知识单元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参考学时：3学时 

教学内容： 

1.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2.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 

3.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学习目标： 

1. 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历程、基本内涵与坚持这一

道路的基本要求，增强对我国文化发展道路的认同与自信。 

2. 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及其相互

关系，培养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性。 

3. 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理解文化强国的内涵和基本要求。 

重点难点： 

1. 核心价值观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 

2. 核心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 

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建设的成就与经验。 

思考问答： 

    1. 怎样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主要内容？ 

2. 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 

3. 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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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研讨： 

1. 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谈谈对“普世价值”问题的认识。 

2. “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来

的，可参见他的中译本专著《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小约瑟夫·奈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

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

的“软实力”，并认为，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和重要。自此以后，“文化软实

力”一词在全球风靡。许多国家都将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文化为

什么如此重要？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相关知识，谈谈中国应该建设怎样的文化来提高

自己的“软实力”。 

3. 几十年来，许多普通而又平凡的人用他们的行动在演绎、传承着“雷锋精神”，像江苏省连

云港市“雷锋车”班组，自觉坚持学雷锋做好事，连续 50 年从未间断。概括而言，就是一种热爱

祖国、热爱人民、自强不息、团结互助、乐于奉献的崇高价值追求，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生动诠释，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正能量。同学们认为什么是“雷锋精神”？市场经济需不需要“雷锋

精神”？ 

阅读文献： 

1. 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江泽民文选》第 1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6年。 

2. 张顺清、李金山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 

3. 夏杏珍主编：《六十年国事纪要（文化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知识单元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参考学时：3学时 

教学内容： 

1.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2. 保障和改善民生 

3.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学习目标： 

1. 在了解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过程的基础上，明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掌

握我国当前社会建设的目标和新要求。 

2. 了解民生建设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把握当前我国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所采取的方针政

策的基本内容。 

3. 了解当前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必要性以及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思路与重点工作。 

重点难点： 

1.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 

2.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建设的主要目标。 

3.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要求。 

思考问答： 

1.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政府应发挥怎样的作用？ 

2. 如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课堂研讨： 

结合当前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医疗等领域的社会不公正现象，谈谈我们应如何

看待当前社会建设面临的新问题。 

阅读文献： 

1.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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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4年。 

3. 邓伟志：《和谐社会笔记》，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知识单元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建设 

参考学时：3学时 

教学内容： 

1. 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理念 

2.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3.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学习目标： 

1. 通过学习，使学生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和意义，把握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

的总体要求及其实质，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引导学生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理念。 

2. 通过学习，使学生深刻领会我国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及一系列具体措施，特别

是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具体措施，提升保护地球、保护家园从我做起的责任意识，提高学生对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重要性的认识。 

重点难点： 

1. 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总体要求。 

2.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理念的基本内涵。 

3.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思考问答： 

1. 怎样理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2. 如何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3.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有哪些？政府和个人应分别扮演怎样的角色？ 

课堂研讨： 

1. 针对目前部分地区出现的过分注重经济增长而忽略生态文明建设的情况，河北省政府决定

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各地的干部考核体系中，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2. 任仲平在《人民日报》2013 年 7 月 22 日发表了题为《生态文明的中国觉醒》一文，全文

分“有两张地球的老照片曾经深深刺痛中国人的心”、“形势的确不容乐观”、“今天的中国，就处在

生态环境矛盾的激化期”。试就此论断谈谈自己的看法。 

3. 前一段时间由柴静自费拍摄的纪录片《雾霾调查：穹顶之下》震撼全国，也引起了颇多质

疑，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知识，谈谈《穹顶之下》的利弊得失。 

阅读文献： 

1. 习近平：《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年。 

2. 李惠斌等主编：《生态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知识单元十一：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理论与实践 

参考学时：3学时 

教学内容： 

1.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2.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及其实践 

（1）“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和发展 

（2）“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 

（3）“一国两制”构想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 

（4）新形势下对台湾工作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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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通过学习，引导学生深刻领会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掌握“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构想的依据、基本内容和重大意义，正确理解我们党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立场、战

略策略和方针政策，了解“一国两制”构想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掌握新形势下我国解决台湾

问题的基本方针。 

2. 通过教学，引导学生理解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以及二者的结合；教育学生在实际

生活中清醒认识台湾问题和其他领土主权问题；培养学生具有崇高的爱国情操，坚定实现祖国完全

统一的信心，积极投身于促进祖国完全统一的伟大事业。 

重点难点： 

1. 正确认识台湾问题的由来与实质及与港澳问题的差异。 

2. 认清“台独”的实质及我们的做法。 

3.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内容的丰富和发展。 

4. 两岸关系的进展及未来走向。 

思考问答： 

1. 如何理解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2. 新形势下如何努力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3. 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的重要意义是什么？ 

课堂研讨： 

1.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经说过：“自古以来，即使当时的纷争可

能蹂躏了中国，大多数的中国人总是绝对相信，统一是会重新实现的。”（《美国与中国》，北京：世

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 95页。）谈谈对这句话的理解。 

2. 2016 年 5 月 20 日，台湾地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正式接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职务，民进党重

新上台执政，给两岸关系带来了变数。试讨论当前影响两岸和平统一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台湾问题

一直没有解决，为什么非要解决不可？新形势新环境新阶段下应如何有力地同“台独”势力作斗争？ 

阅读文献： 

1. 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文选》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2. 江泽民：《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江泽民文选》第 1卷，北京：人民出

版社，2006年。 

3. 胡锦涛：《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4. 《反分裂国家法》，《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5. 胡锦涛：《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十七大以来重要文

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6. 习近平：《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年。 

7. 连横：《台湾通史》（上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知识单元十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 

参考学时：3学时 

教学内容： 

1. 外交和国际战略形成的依据 

（1）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2）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 

（3）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 

2.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1）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根据和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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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3）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学习目标： 

1. 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当今世界的基本特点，坚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深刻学

习和理解我国新时期外交战略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基本原则、主要宗旨、发展趋

势，掌握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战略内涵，真正领会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2. 帮助学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国际观分析和观察当今世界复杂多变的国际现象，引导学生

懂得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与国内建设的辩证关系，增强学生对各种国际现象的鉴别能力和判断能

力，使学生逐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观，增强对当前中国外交政策的认同，自觉与中央保持一致，

在涉外活动中维护国家形象，自觉维护国家主权。 

重点难点： 

1. 时代主题的转换。 

2.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3. 中国道路选择与中国崛起。 

4. 中国和平发展对世界格局的影响。 

5. 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6. 钓鱼岛和南海争端以及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 

思考问答： 

1. 如何理解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2. 如何认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发展趋势？ 

3. 新形势下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哪些变化？ 

4. 中国为什么要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5. 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在新时期，我们应如何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战略？ 

6. 如何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课堂研讨： 

1. 结合历史与现实，谈谈如何理解“国强必霸不适合中国”。 

2. 就近期钓鱼岛和南海紧张局势，介绍一下我国的基本立场和政策主张，并谈谈我们怎样才

能在涉及领土主权的外交事务中应付裕如，立于不败之地。 

3.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谢缵泰绘制了一张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时局图，是旧中国百年屈

辱地位的形象写照，这张时局图说明了什么？为什么我们能再次在国际舞台上站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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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献： 

1.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问题》，《毛泽东文集》第 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2. 邓小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邓小平文选》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 

3. 江泽民：《共同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江泽民文选》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年。 

4.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

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5. 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2013年 4月 8日。 

6.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60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 6月 29日。 

7.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年》（增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 

8. 吴建民：《外交案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9. 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 王泰平、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全 3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1999年。 

知识单元十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与依靠力量 

参考学时：3学时 

教学内容： 

1.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1）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2）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3）全面从严治党 

2.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1）一切为了人民 

（2）实现共同富裕 

（3）坚持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 

3.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 

（1）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力量 

（2）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3）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4.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保障 

（1）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2）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 

学习目标： 

1. 通过学习，要求学生熟练掌握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理解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根本保证，深刻领会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充分认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

须改善党的领导，明确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和全面从严治党，培养学生

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看待党的建设的理想状态和现实状态，提高学生运用辩证眼光看待

复杂问题的能力，正确理解党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使学生坚定维护党的领导，自觉树立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2. 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目的，正确认识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把握中国当代工人阶级队伍的新特点、新变化和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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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特点、变化趋势，掌握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任务，理解党的民族、宗教政

策和国防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帮助学生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认清人民群众是历

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只有夯实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重点难点：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3. 党所处历史方位发生新变化和党面临的新考验新危险。 

4.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5. 共同富裕与贫富分化 

6. 爱国统一战线 

7. 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8. 国防安全的重要性 

思考问答： 

1. 怎样理解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2. 为什么说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怎样改善党的领导？ 

3. 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4. 怎样做到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意义是什么？ 

5. 如何正确理解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 

6.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正确理解工人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 

7. 为什么说新的社会阶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8. 为什么说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 

9. 如何认识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的重要意义？ 

课堂研讨： 

1. 由京沪五位青年学者合著的《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2015 年）一书上市仅一周便在三大网点热销断货。他们分析了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得失，不仅旗帜鲜明地支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而且诚挚地指出在新技术的时代如何改善党

的建设和如何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概括起来，这本书主要阐述了两个道理：第一，办中国的事必

须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中国共产党只有信仰人民才能领导人民。因此，这本书在新时代重

新诠释了毛泽东的那段著名的话：“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

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归根结底，作为传统中国主流政治思想的民本

主义讲的也是政府要信仰人民，把人民当作上帝。信仰人民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

伟大道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读后也毫不吝惜赞美之词，他为本书撰写的序言《要警

惕共产党的国民党化》同样引发了社会热议。通过阅读此书，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

心、根本目的和依靠力量理论，谈谈自己的心得；潘维的“序”为何提出要警惕“国民党化”，是

指什么，试用领导核心理论解读应如何避免“国民党化”？ 

2. 伴随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这一群体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

部分。结合身边实际，利用所学知识，谈谈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农民工问题。 

3. 从 1978年至 2010年 33年间，我国国防费占 GDP和财政支出比重双双呈现下降趋势，为了

经济发展，军队曾两度进入“忍耐期”。2010年我国 GDP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关于 201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10年国防费占 GDP的比重只有 1.34%，这是自 2002

年以来的最低点。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被贴上了“中国威胁论”的标签。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国防建

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应以何样态度和行动回应“中国威胁论”？ 

阅读文献： 

1. 《中国共产党章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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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 

3.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 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4.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5. 邓小平：《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邓小平文选》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4年。 

6. 邓小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邓小平文选》第 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4年。 

7. 邓小平：《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邓小平文选》第 2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1994年。 

8. 江泽民：《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江泽民文选》第 2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9.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 3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 胡锦涛：《在国务院第五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

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11.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12. 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

《人民日报》2013年 4月 8日。 

13.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 10月 9

日。 

14. 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2015年 4月 29日。 

15. 习近平：《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四、课程进度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注 

1 第一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理论成果 3 吴韵曦 虞花荣 

2 第一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理论成果 3 吴韵曦 虞花荣 

3 第二讲：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 3 侯松涛 刘媛媛 

4 第三讲：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与实践 3 刘媛媛 李云智 

5 第四讲：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与实践 3 侯松涛 李云智 

6 第五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 3 虞花荣 吴韵曦 

7 第五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 3 虞花荣 吴韵曦 

8 第六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 3 周爱华 刘媛媛 

9 第七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3 周爱华 刘媛媛 

10 第八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3 李云智 侯松涛 

11 第九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3 周爱华 林海虹 

12 第十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建设 3 林海虹 吴韵曦 

13 第十一讲：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理论与实践 3 虞花荣 林海虹 

14 第十二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 3 侯松涛 林海虹 

15 第十三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与依靠力量 3 李云智 周爱华 

16 复习·答疑 3 教学组 

五、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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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 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随堂讨论 

（3）专题研讨 

教学手段：多媒体 

3. 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4. 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5. 考核方法与要求 

考核方法：采用平时成绩+期末考试的形式 

考核要求：在期末总评分数中，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考试占 70%。平时成绩由考勤（10%）和

研讨（20%）两部分组成。 

6. 作业要求： 

每章作业由思考题和研讨题两部分组成。思考题供学生课后思考并作为期末考试的重点参考内

容，研讨题在每章结束后有选择性地开展讨论。 

六、参考书目 

1. 选用教材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2015年修订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 8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2. 基本文献 

（1）《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2）《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3）《江泽民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5）《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初稿：刘晨   审稿： 胡尚元  审定：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4日 

 

统一战线与依法治国 
United front and Rule of law 

课程号：5070102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近期教学目标是：积极贯彻落实中央统战部、教育部的有关文件精神，实施马克思主

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认真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在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的有关原理、学说、方法、制度体系与

实践经验引进课堂进行系统讲授和分析，帮助学生从全面依法治国的思想维度掌握中国特色的马克

思主义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现状、发展趋势、具体制度与实践经验的有关内容，形成对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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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与法治化，以及统一战线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的正确认识，为学生全面理解“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提供讨论平台，为

学生未来报考硕士研究生相关专业奠定基础。 

本课程的远期教学目标是： 

1.将该课程建设成为上级统战部门认可、全国高校同行公认的“统一战线与依法治国”领域的

创新课程。 

2.拓宽法学教师和法科学生对法学知识体系的新认知，将“统一战线与依法治国”领域的相关

知识纳入到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体系之中，促成“统一战线相关法律法规”的教学、研究成为全国

法学教育课程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 

3.条件成熟时，推动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尝试开设统战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方向，拓展

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的就业领域，为全国统战系统干部提升理论水平和专业素养提供教育平台。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4学时 

知识单元 1：基础理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第 1讲 统战工作史与基本理论 

2．第 2讲 统一战线与依法治国 

学习目标： 

1．了解统战工作史与基本理论。 

2．掌握统一战线与依法治国的基本原理。 

作业： 

每次专题讲座提供 1篇听课体会。 

知识单元 2：具体制度 

参考学时：18学时 

学习内容： 

1．第 3讲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 

2．第 4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 

3. 第 5讲 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与中国特色的民族宗教关系 

4. 第 6讲 中国特色的海内外同胞关系 

5. 第 7讲 “一国两制”与港澳台关系 

6. 第 8讲 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统一战线工作与新的社会分层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 

2．了解、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 

3. 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与中国特色的民族宗教关系 

4. 了解、掌握中国特色的海内外同胞关系 

5. 了解、掌握“一国两制”与港澳台关系 

6. 了解、掌握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统一战线工作与新的社会分层理论 

作业： 

本讲座听课体会 1篇。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3个，共 9学时 

实验 1：考察我校民主党派建设状况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第 9讲 结合法大实际谈民主党派如何加强自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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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要求：熟悉民主党派建设理论；研究民主党派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实验 2：考察校内雕像等法大精神的有形载体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第 10讲 统战工作与法大精神传承 

实验要求：熟悉统战工作的基本方法；讨论法大精神传承的有关问题。 

实验 3：考察我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状况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第 11讲 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与我校党外代表人士 

实验要求：熟悉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基本制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 1讲 统战工作史与基本理论（含开班式） 

主要内容：（1）对本课程的内容、教学方式、课程考核方

式等的基本介绍；（2）统一战线工作历史发展、重要地位

和作用；（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理论与政策，

重点介绍中央主要统战工作文件，讲授 2015年 5月 18日

施行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的基本

框架和主要内容。 

3 

教学分工：高浣

月（校党委副书

记、教授）或王

称心（校党委统

战部部长、副教

授） 

2 

第 2讲 统一战线与依法治国 

主要内容：（1）结合我国法治实践状况讲述我国依法治国

理论的形成与发展；（2）结合依法治国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探讨依法治国与统一战线的内在逻辑联系。 

3 

教学分工： 蒋立

山（法学院 教

授） 

3 

第 3讲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 

主要内容：（1）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2）结合我国相关

政策、法律、法规，讲述中国特色的政党关系与多党合作

制度；（3）世界政党制度和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之比较，并

引导学生形成正确认识（如我们为何不能搞西方政党制

度）。（4）如何健全与完善相关制度与法律，促进政党关

系和谐。 

3 

教学分工：柯华

庆（民盟法大支

部主委、法学院 

教授） 

4 

第 4讲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 

主要内容：（1）介绍有关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制度的党内

法规；（3）相关党内法规介绍。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与发展（包括介绍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与参政议政的区别）；（2）结合相关政策、

法律、法规讲述中国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现状，分

析存在的问题；（3）从法治国家角度分析协商民主与选举

民主的区别，了解全国政协与西方议会的区别、了解中国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区别，帮助

学生从宪法学角度认识作为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人大制

度和作为中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4）结合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战略探讨健全与完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的可行性方案。（5）结合高校实际情况，探讨基层民主协

商制度建设问题。 

3 

教学分工：王萍

（民建法大支部

主委、民商经济

法学院 副教授） 

5 
第 5 讲 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与中国特色的民族宗教

关系 
3 

教学分工：梁文

永 (民盟中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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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1）结合《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

行）》，讲述中国特色的民族关系；（2）讲述以中国三大基

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民族法律

体系、涉及民族关系的党内法规和相关文件精神介绍。（3）

重点讲述我国宗教事务管理体制及宗教法律法规与政策，

涉及宗教关系的统战党内法规介绍。（4）结合《中国共产

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讲述“五大统战关系”中

的民族宗教关系；（5）当前民族、宗教工作的总体形势及

其热点问题；（6）新形势下统一战线民族工作的总体形势

及其热点问题，引导学生对“疆独”、“藏独”问题形成正

确认识；（7）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讲述如何依法处

理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和纠纷。 

制委员会副主

任、常州大学中

国财税法治战略

研究院执行院

长、史良法学院 

教授) 

6 

第 6讲 中国特色的海内外同胞关系 

主要内容：（1）讲述“五大统战关系”中的海内外同胞关

系，涉及海内外同胞关系的统战党内法规介绍；（2）讲述

当前海内外华人华侨基本状况与涉及的法律问题，中国的

侨务法律体系，华人华侨关系中的国际法问题等；（3）结

合《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介绍海外统

一战线工作职能和当前我国海外统一战线工作的总体形

势，分析存在问题等；（4）中国古代处理海内外同胞关系

的相关规定，如闭关锁国政策、和亲及随从处理安置政策、

中国古代华人治安管理制度等；（5）案例分析：联系国际

公法、国际私法等部门法视角，以俄罗斯与克里米亚的俄

罗斯人等案例为例，分析一个国家对于生活在他国的侨民

的法律与政策，等等。（6）国外处理海内外同胞关系的法

律规定，如关于海外留学、工作人员的规定、种族问题的

规定等；（7）完善我国处理海内外同胞关系法律法规的思

考，结合中国古代和国外的经验，结合当代中国国情，以

及国家现有处理海内外同胞关系的政策、法律法规等，从

立法、执法等各层面给出建议。 

3 

教学分工：辛崇

阳（法律硕士学

院副院长、教授） 

7 

第 7讲 “一国两制”与港澳台关系 

主要内容：（1）结合《香港基本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解释，讲述香港问题及其依法处理情况；（2）结合《澳

门基本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解释，讲述澳门问题及

其依法处理情况；（4）结合《反分裂国家法》，讲述台湾

问题及其对台政策；（5）比较港、澳、台的基本形势及其

不同特征，引导学生对港澳台问题形成正确认识，重点探

讨如何做好港澳台青年工作。 

3 

教学分工：焦洪

昌（农工民主党

中央委员、法学

院副院长、教授） 

8 

第 8 讲 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统一战线工作与新的社会分

层理论 

主要内容：(1)重点讲述非公经济、非公经济组织及非公

经济人士的法律地位，我国宪法有关国有经济与非公经济

的规定等；（2）相关党内法规介绍。 

3 

教学分工：岳清

唐（九三学社法

大支社主委、商

学院 副教授） 

9 
第 9讲 结合法大实际谈民主党派如何加强自身建设 

主要内容：（1）民主党派简介与界别划分；（2）结合《中
3 

教学分工：李净

（民进法大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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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讲述民主党派在

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机关建设方面的基本

情况。（3）结合高校特点探讨如何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

设。 

主委、科学技术

教学部主任、教

授） 

10 

第 10讲  法大精神与统战历史上的党外代表人士 

主要内容：（1）重点讲述法大统战精神传承，介绍法大著

名党外人士雷洁琼（副教务长、民进）、钱端升（首任院

长、民盟）、费青（副教务长、民盟）、潘汉典等知名人士

对法大统战工作、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学学科建设等做出的

巨大贡献；（2）.统战工作与法大精神的形成与传承。 

3 

教学分工：白晟

（法学院 副教

授） 

11 

第 11讲 新形势下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含结业式） 

主要内容：（1）结合有关政策与党内法规，讲述中国共产

党培养使用党外代表人士的重要性，结合统战工作实践讲

述如何发现、储备、培养和使用党外代表人士，尤其是高

校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出现的新思路、新问题；（2）介

绍中国政法大学的有关统战工作制度；（3）对学生未来职

业生涯中如何处理好与职业有关的各种统战关系提出意

见和建议。 

3 

教学分工：王称

心（校统战部部

长 副教授） 

12 考试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暂无 

后续课程：暂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统一战线与依法治国的基本关系 

难点：如何理解统战工作与法大精神传承？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专题讲座。 

2.实地考察。 

3.接力教学。 

教学手段： 

1.理论分析。 

2.案例分析。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特殊要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特殊要求。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与考查相结合 

考核要求：落实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次专题讲座提供 1篇听课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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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暂无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暂无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中央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执笔：梁文永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0日 

 

中国近现代政治人物评析 
Analysis of Chinese modern political People 

课程号：5070410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对政治人物评价的基本方法 

2.初步了解中国近现代几个重要人物的事迹 

3.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学会正确的看待历史和未来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教学使得学生掌握历史学的基础知识、了解历史唯物主义、了解人物评

价的标准，为学生进一步进行自行学习和把握世事提供一个初步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导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历史评价贯彻历史写作始终 

2.历史评价的几个特点 

3.如何认识历史本体论 

学习目标： 

1.了解历史评价的特点 

2.掌握历史本体论的特点 

（二）曾国藩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曾国藩的基本事迹 

2.曾国藩的修身做事之法 

学习目标： 

1.了解晚清政局与曾国藩及湘军的关系 

2.辨析曾国藩成功之法的现代价值 

（三）慈禧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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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慈禧的基本事迹 

2.慈禧在晚清近代化中的作用 

学习目标： 

1.了解晚清时局与慈禧个人的联系 

2.客观评价慈禧一生功过 

（四）李鸿章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李鸿章的洋务事迹 

2.李鸿章在甲午至于庚子的作用 

学习目标： 

1.了解洋务运动与李鸿章的关联 

2.客观评价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作用 

（五）袁世凯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袁世凯与民初政治 

2.袁世凯称帝前后的力量博弈 

学习目标： 

1.了解民初宪政格局 

2.客观评价袁世凯的历史功过 

（六）蒋介石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蒋介石一生基本事实 

2.蒋介石在抗战中的作用 

学习目标： 

1.对蒋介石的功过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2.对蒋介石的做事手段有一个客观评价 

（七）汪精卫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汪精卫一生基本事实 

2.汪精卫抗战投敌的原因分析 

学习目标： 

1.客观评价汪精卫功过 

2.对汉奸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八）毛泽东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毛泽东同志一生基本事实 

2.毛泽东同志人生几个关键阶段分析 

学习目标： 

1.正确认识毛泽东同志的通过 

2.学习毛泽东的志业及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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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导论、曾国藩 3  

3 曾国藩、慈禧 3  

4 慈禧、李鸿章 3  

5 李鸿章 3  

6 袁世凯 3  

7 袁世凯、蒋介石 3  

8 蒋介石 3  

9 汪精卫 2  

10 汪精卫、毛泽东 2  

11 毛泽东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与《中国近现代纲要》构成有效联系，互为补充。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评价的基本方法、历史人物的关键时刻的把握 

难点：客观的历史价值观的确立、多维评价体系的认识、历史人物关键时刻的复杂性的了解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老师讲述、课题讨论 

教学手段：PPT辅助、视频资料播放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每讲提供推荐书目，供学生课下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课堂表现占 30%，最后作业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相关著名作品，详见如下。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黎澍主编：《马恩列斯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2.[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年版。 

 3.邓京力：《历史评价的理论与实践》， 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苏同炳：《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年版。 

2.萧一山：《曾国藩传》，东方出版社 2009年版。 

3.杨国强：《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彷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三联书店 2008年版。 

执笔：黄东  审稿：××× 审定：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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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World Economy and Politics 

课程号：52201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指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去分析和认识复杂的

国际社会与国际问题；2、深刻领会和理解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战略与策略。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基础知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外交理论、了解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多极化、全球化、多边外交等概念、为中国外交、国际

政治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与世界格局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当代世界政治及其发展趋势。 

2．当代世界经济及其发展趋势。 

学习目标： 

1．掌握世界政治格局、国际秩序、世界多极化等基本知识点，把握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规律。 

2． 掌握世界经济格局、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集团等基本知识点。把握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

走势。 

作业： 

1. 分析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2. 分析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影响。 

知识单元 2：世界主要力量的经济、政治、外交  

参考学时：18学时 

学习内容： 

1．美国政治、经济和外交战略。 

2．欧盟一体化进程及其问题。 

3. 日本经济、政治与对外关系。 

4. 苏联解体及俄罗斯的对外战略。 

学习目标： 

1．了解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亚太战略的调整及实质。 

2．分析日本走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动向。 

3.  掌握俄罗斯外交战略及俄美关系的走向。 

4. 把握冷战后大国间博弈与竞争格局。 

作业： 

1.分析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 

2.分析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制约因素。 

3.分析俄罗斯对外战略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目标。 

知识单元 3：中国外交战略及全球性问题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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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外交战略及其调整 

2. 邓小平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及内涵 

3.  21世纪以来中国外交理论与外交实践 

4. 时代主题与全球性问题。 

学习目标： 

1. 把握我国的外交方针、外交政策、外交基本原则。 

2. 对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正确认识。 

3. 把握时代主题，了解全球性问题的国际治理 

4、学习习近平外交新思维。 

作业： 

1. 我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2. 阐述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及其国内外背景。 

3. 新时期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背景和意义。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个，共××学时 

………………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世界政治格局，世界经济格局 3  

3 保持超级大国地位的美国 3  

4 联合与动荡中的欧洲 3  

5 全面谋求大国地位的日本 3  

6 力求重振大国雄风的俄罗斯 3  

7 应对挑战和机遇的发展中国家 3  

8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 3  

9 中国与国际组织 3  

10 时代主题和全球性问题 3  

11 总复习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关系史 

后续课程：国际政治、国际组织、中国外交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世界格局、大国关系、周边外交、中国外交战略及其调整。 

难点：国际秩序、中国国际定位、外交原则和理念。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经济考察法。 

2. 历史分析法。 

3. 力量对比分析法。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课堂讨论。师生互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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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需要查找资料、阅读必要的书籍、杂志，准备讨论稿等。共 4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卫灵主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4月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版。 

2. 秦亚青著：《国际体系与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 

3. 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4.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著《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 

5. 亨利·基辛格著《大外交》，海南出版社出版社，2012年2月第1版。 

6. 张广宇著：《冷战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与政治右倾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 周弘主编：《欧盟是一支怎样的力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版版。 

8. 卫灵、孙洁琬著：《邓小平外交思想探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版。 

执笔：卫灵  审稿：林海虹 审定：马克思主义学院 

制订时间：2016年 6月 16日 

 

生死哲学与智慧 
Philosophy and Death 

课程号：5220100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反思生命的意义；2、了解死亡的价值；3、了解中西哲人的生死智慧。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中西思想史上思想家对于生死的态度与生死智慧的教学与研讨，是学生

理解生命的意义与生命的尊严，了解死亡的价值，培育人文精神与生命关怀，从而达到提升生命质

量与生命境界的目的。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生命的追问——课程导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生命的意义，死亡的价值 

1．什么是人及人的存在方式。 

2．生命意义的追寻。 

学习目标： 

1．了解生命与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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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本课程的学习方法与基本理论。 

作业： 

阅读托尔斯泰的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 

知识单元 2：中国传统生死智慧——儒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儒家思想基础及其生死哲学与智慧 

1．儒家思想基础。 

2．儒家的生死观及生命智慧。 

学习目标： 

1．了解儒家的思想。 

2．掌握儒家生死智慧的价值与意义。 

作业： 

观看日本电影《入殓师》。 

知识单元 3：中国传统生死智慧——道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道家思想基础及其生死哲学与智慧 

1．道家思想基础。 

2．老子的生死智慧。 

3．庄子的生死智慧 

学习目标： 

1．了解道家学说。 

2．掌握老子和庄子的生死智慧。 

作业： 

阅读《老子》文本 

知识单元 4：中国传统生死智慧——佛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佛学基础及其生死哲学与智慧 

1．佛教常识。 

2．佛教的生死智慧。 

3．禅宗的生死智慧。 

学习目标： 

1．了解佛教常识。 

2．掌握佛教生死智慧。 

作业： 

观看纪录片《中华佛缘》 

知识单元 5：中国传统生死智慧——道教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道教基础及其生死哲学与智慧 

1．道教常识。 

2．道教的生死智慧。 

学习目标： 

1．了解道教基础知识。 

2．掌握道教生死智慧。 

作业： 

观看电影《身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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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6：古希腊生死哲学与智慧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古希腊思想基础及其生死哲学与智慧 

1．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思想。 

2．苏格拉底的生死智慧。 

3．柏拉图的生死智慧。 

学习目标： 

1．了解古希腊思想。 

2．掌握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生死智慧。 

作业： 

观看电影《日落号列车》 

知识单元 7：基督教生死哲学与智慧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基督教思想及其生死哲学与智慧 

1．基督教常识。 

2．《圣经》的生死智慧。 

学习目标： 

1．了解基督教常识。 

2．掌握《圣经》的生死智慧。 

作业： 

观看专题片《新圣女公墓》、《贝尔拉雪兹公墓》 

知识单元 8：西方近现代生死哲学与智慧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西方近先代思想及其生死哲学与智慧 

1．了解叔本华、海德格尔。 

2．叔本华的生死哲学。 

2．海德格尔的生死哲学。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脉络。 

2．掌握叔本华的生死哲学。 

3．掌握海德格尔的生死哲学。 

作业： 

观看电影《生活在继续着》 

知识单元 9：自杀与生命选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自杀与生命选择 

1．什么是自杀？ 

2．哲学与自杀。 

3．宗教与自杀。 

4．自杀的法律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自杀问题。 

2．掌握哲学、宗教与法律对待自杀的态度。 

作业： 

观看电影《极度寒冷》、《樱桃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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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讲   生命的追问——导言 3  

2 第二讲   中国传统生死智慧：儒家 3  

3 第三讲   中国传统生死智慧：道家 3  

4 第四讲   中国传统生智慧：佛教 3  

5 第五讲   中国传统生死智慧：道教 3  

6 第六讲   古希腊的生死哲学与智慧（上） 3  

7 第七讲   古希腊生死哲学与智慧（下） 3  

8 第八讲   基督教生死哲学与智慧（上） 3  

9 第九讲   西方近现代生死哲学与智慧 3  

10 第十讲   自杀与生命选择 3  

11 结课考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哲学或思想史基础课程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从思想史视角探寻人生的意义，认识死亡，克服死亡的恐惧。 

难点：中西思想史。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师生研讨。 

教学手段： 

1.以讲授为主，研讨为辅。 

2.观看教学电影。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

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生死哲学与智慧讲稿》。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段德智著《西方死亡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10月 第 1版。 

2. 冯沪祥著《中西生死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罗斯著，邱瑾译《论死亡和濒临死亡》，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社，2005年 5月 第 1版. 

2. 傅伟勋著《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06年 6月 第 1版 

3. [美]谢利·卡根著《耶鲁大学公开课 死亡》，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 4月 第 1版 

执笔：解启扬  审稿：解启扬 审定：马克思主义学院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6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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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大纲》导读 
Outline of Chinese history 

课程号：5900001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4.掌握钱穆《国史大纲》的基本内容与论点 

5.以此书为经脉了解中国历史的核心问题 

6.学习历史，掌握线索，明变明道。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引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钱穆对中国历史演变特点的论述 

2.近代历史学派的分野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外历史对比的作用于限度 

2.掌握历史学派与学家的特点 

（二）上古三代之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古代文明发展的几种假说 

2.封建制度的特点 

学习目标： 

1.文明存续与扩张的规律 

2.制度沿革与创新的关系 

（三）春秋战国之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各国变法的内容与特点 

2.几种代表学说的内容和特点 

学习目标： 

1.个人、时代与变法成败的关系 

2.儒道法三家的同异 

（四）秦汉之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秦代实行法治的辨析 

2.秦汉同异 

3.王莽理想主义 

学习目标： 

1.法家与法治的关系 

2.黄老之治的实际及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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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儒家理想主义的建构 

（五）魏晋南北朝之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魏晋政治变化的特点 

2.五胡乱华的经过 

3.玄学与九品中正 

学习目标： 

1.了解民族融合的特点 

2.了解玄学与社会之关系 

（六）隋唐五代之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隋唐科举制的实施 

2.府兵制与均田制 

3.安史之乱 

学习目标： 

1.了解科举制的时代特色 

2.藩镇割据的辩证看待 

（七）两宋之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积贫积弱的特点 

2.唐宋之变 

学习目标： 

3.宋代分权制衡的特点与缺失 

4.为何不能进入现代社会 

（八）元明之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元代统治特点辨析 

2.明代政治的特点与流弊 

3.晚明的变化 

学习目标： 

1.正确认识元代不是征服王朝 

2.晚明为何不能走向资本主义社会 

（九）清代之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清代统治的特征 

2.清代学术变化的特点 

学习目标： 

1.清代治理的良善与弊病 

2.清代学术的科学特色与时代关联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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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引论 3  

2 引论 3  

3 上古三代之部 3  

4 春秋战国之部 3  

5 秦汉之部 3  

6 魏晋南北朝之部 3  

7 隋唐五代之部 3  

8 两宋之部 3  

9 元明之部 3  

10 清代之部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与本人讲授的《中国近现代纲要》《中国近现代政治人物评析》构成有效联系，互为补

充。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国史大纲》各章节要义的掌握、中国历史演变的特征与分析 

难点：时间有限内容众多的平衡、具体关键点分析如何到位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老师讲述、专题讨论 

教学手段：PPT辅助、视频资料播放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每讲提供推荐书目，供学生课下阅读。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课堂表现占 30%，最后作业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相关著名作品，详见如下。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2013年 8月版。 

（二）推荐参考书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 

白寿彝：《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199年版。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三联书店 1979年版。 

吴宗国：《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执笔：黄东  审稿：××× 审定：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10848 

新闻理论 
Journalism theories 

课程号：3070400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学习新闻理论及新闻分析方法，帮助学生在新闻实践中掌握专业分

析视角与解读新闻事件的能力，调整知识结构，加强公共对话的意识，在未来的新闻工作中体现出

剖析事件的理论能力。 

《新闻理论》是新闻学专业的核心主干课程和入门课，是培养学生新闻理论知识及其应用能力

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本课程通过对新闻、新闻媒介、新闻权利等新闻理论的基本内容的研究性学习，

让学生掌握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基本原理和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提升学生的理论素养。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课程内容一方面包括新闻学理论重要基本概念：新闻价值、新闻客观性、新闻真实、新闻职业

精神与职业规范等主题；另一方面还会介绍社会学、政治学对新闻业的分析方法，如传播与公众意

见的形成与表达、新闻媒体与舆论等等。 

要求学生思考“学新闻理论的意义是什么？” 本课程在授课前需要对研究对象达成三个层面

上的共识。首先，记者是一种事业、职业，而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其次，学生需要形成对新闻业的

认识——它是组成当今社会的重要社会机制。最后，我们需要学会一种社会科学的思考方式，并了

解这种思考方式对我们自身的作用（反身性），社会学理论/视角的意义并不是它们“有用”，而是

能通过我们的思维来塑造我们的行动。 

新闻学导论 

l 课程简介 

核心概念：新闻价值、新闻客观性、新闻真实、新闻职业精神与职业规范等主题 

从给新闻下定义到以新闻业为分析对象 

了解新闻业在社会中是如何运作的、学会基本的分析方法 

l 案例互动 

我们为什么看新闻？ 

我最近看的新闻 

印象最深刻的新闻事件 

l 学会寻找思考角度：新闻如何影响我们？ 

新闻媒体应该做什么？ 

新闻媒体正在做什么？ 
如果前两个问题的答案有差异，为什么？ 

我们可以怎样改造媒体？ 

新闻媒体如何向我们描述社会与文化？我们的社会与文化如何影响新闻媒体？ 

新闻媒体如何影响个人的态度与行为？ 

什么是新闻？ 

l 案例 

从举例来看，以上各则材料各自具有哪些要素，使之成为新闻？（抽象化） 

你认为哪则新闻最接近你心目中“新闻”的定义？ 

它们之间差异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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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新闻的计划性与突发性： 

新闻媒体既如实地报道令人震惊的事情，比如一架飞机撞击白宫草坪，也报道那些常规的和预

期的、但仍可成为合格的新闻的事情。新闻社会学应当能够理解新闻中混合着的机会与意图、常态

与灾祸、正式与意外、期望与惊奇、直叙与穿插。 

l 什么是新闻？ 

新闻的定义，不仅仅是“具有新闻性(newsworthiness)的事件” (同义反复)。新闻不是抽象

或自足的观念。它存在于与其他事物的关联当中。 

在新闻传播学术领域对新闻的定义有各种说法，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 

1、 报道论 

报道论认为新闻是一种报道或传播活动 

陆定一（1943）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 

李大钊：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 

王中：新闻是新近变动的事实的传布。      

2、事实论 

胡乔木的新闻定义：新闻是一种新的、重要的事实。 

徐宝璜：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 

邵飘萍：新闻者，最近时间内所发生，认识一切关系人生兴味、实益之事物现象也。 

3、工具论（手段论） 

甘惜分(1980)：新闻是报道或评述最新的重要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 

日本小野秀雄：新闻是根据自己的使命，对具有现实性的事实的报道和批判，是用最短时距的

有规律的连续出现来广泛传播的经济范畴的东西。 

新闻价值论 

l 新闻价值的作用 

并非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能被媒体报道 

那么，记者如何确定哪些是新闻，哪些不是新闻？ 

这就是新闻价值的作用—— 

如果一个事件具有新闻价值，才能得以报道。 

新闻价值论——新闻实践当中一种判断新闻的手段 

l 新闻价值(news value)的定义： 

一个有“新闻性”(newsworthiness)的故事所需具备的特点或因素 

时新性 Timeliness: New and/or timely  

Currency: Being talked about 

重要性 Impact or consequence 

显著性 Prominence of people/countries 

接近性 Proximity: Physical and/or psychological 

冲突性 Conflict 

新奇性 Unusual nature of the event, or the “usual unusual events” 

l 思考：新闻价值可以按从小到大排列吗？ 

新闻的时效性 

l 时效性的三个层面 

新鲜度 recency：最新揭露的信息。将原先已经发生，但未受注意的事件揭露于众，就能赋予

这件事情“新鲜度”。 

即时性 immediacy：新闻处理过程耗时少。如今，新闻报道的“即时性”不再由信差的脚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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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而是由现代的传播科技，以及各媒体的运作方式与效率来决定。 

时事性 currency：与读者目前所关切的事务相通。公众的兴趣是新闻“时事性”的决定因素，

但需要由编辑的新闻判断 (news judgment) 来中介。 

l 新闻的时效性——新闻和信息的区别是什么？ 

时效性——新闻具有一种得知后，必须及时告知公众的特质，而这正是新闻与其他种类资讯的

基本差异。 

时间因素在新闻制作过程中的角色： 

新闻报道中普遍使用“今天”“昨天”等形容词，用来强调新闻发生的时效 

新闻通稿 (press release) 都是在事件发生前即送达各新闻媒体，而通稿上所载的发稿时间，

都已为配合媒体真正发布新闻的时间而预作调整。 

l 新闻的时效性——新闻和知识的区别是什么？ 

由于时效性的限制，新闻的本质是短暂的，与长久性的知识有着基本的差异 

知识的两种基本形态：“知晓”性的知识 (acquaintance with)与“理解”性的知识 

(knowledge about) 

所有的新闻都可被定义为“及时的知晓” (timely acquaintance with)；相对而言，“知识”

则“牵涉较多的抽象意念，它可能与人们对事件本身的直接经验完全不同” 

l 新闻与时间关系产生的矛盾对新闻工作的影响 

截稿期限的压力会产生什么后果？专业水准与准确性。 

独家新闻 scoop/exclusive：新鲜度与即时性的效益同时获得最极致的发挥。 

一组矛盾：新闻的时效性——独家新闻 VS 新闻的真实性——核实过程。 

新闻的真实性 

l 真实是新闻的首要原则 

n 新闻的立足点：与公众相关的事实。 

n 希望得到真实信息，这是人的基本欲求。因为新闻是人们了解和思考自己身外世界的主要
依据，所以有用和可靠成为最受重视的素质。真实会产生安全感，因为安全感来自知晓。真实是新

闻的本质。 

n “新闻真实”不只是准确（accuracy）。它是一个去伪存真（sorting-out）的过程，它

是报道与公众、被报道者和新闻工作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n 新闻的首要原则——超功利地追求真实——最终将新闻与其他形式的传播区别开来。 

n 真实性作为新闻实务的原则：来自于事实的稀缺性----“评论是自由的，但事实却是神圣

的。” 

l 新闻与事实的关系 

一、新闻真实的双重范畴 

1、新闻真实的主观范畴（认识论） 

1）只有当人们开始认识和反映客观事物时，才会出现真实性问题。因此，真实是一个认识论

问题，而非本体论问题。 

2）新闻报道中的真实性也不是针对新闻事实的，而是针对报道而言的，是一个在新闻报道过

程中产生的认识论问题。 

2、新闻真实也是一种客观范畴（事实） 

1）没有客观事实就没有报道的真实 

2）新闻的真实不以媒体的意识为转移 

3）客观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和前提，永远是第一性的东西 

新闻真实的双重含义 

1、微观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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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对所报道的事件、人物、数字、引用的思想观点等都必须准确可靠。 

2、宏观真实： 

则是指准确的报道全面的真实,是总体的真实、普遍的真实，涉及到对事实本质的认识与全部

事实的科学把握。 

总之，新闻真实是指，新闻中不仅某个具体事实符合实际，而且反映全面事实的真相。 

l 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的现象 

n 新闻工作面临的基本矛盾：具体事件的纷繁复杂与新闻报道不可避免的简约。 

n 疏于全面地掌握事实，而着意于“用事实说话”，很容易使新闻实践变成一个按需取材的
裁剪事实的过程。用个案“过度代表”某种现象、人为制造并不存在的因果逻辑、缺乏事实根据的

推断和评论等情况，屡见不鲜。 

n 对“假新闻”现象的探讨，比较以下三对概念：新闻造假与新闻失实；过失造假与故意造
假；失察与故意造假 

l 真实是新闻的首要实践原则 

n 新闻试图从一个令人迷惑的世界里找到真实，它首先从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误

导性信息（disinformation） 或自吹自擂的信息中剥离出有用的信息，接着观察社群的反应，然

后再完成去伪存真的过程。 

n 新闻界不应匆忙加入背景和解释，而应集中精力进行综合和确证。把流言、影射、琐事、
宣传排除在外，专注于报道中真实和重要的内容。(《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 

n 新闻所追求的真实：一种操作性的或实用的真实，这种真实不是绝对的或哲学意义上的真
实。它不是化学方程式那样的真实。新闻工作能够而且必须追求那些我们日常能够使用的真实。 

新闻客观性 

l “客观性”作为一种报道方式 

1，将事实与意见（包括价值判断）分开； 

n Spatial separation of facts from opinion 

2，以超脱情感的中立观点表述事实； 

n objectification: turning judgments into facts 

3，努力做到公平和平衡，为事实涉及的各方提供应答机会，给受众提供全面的信息。 

n Balance of viewpoints: The he-said-she-said story 

n Attribution and quotation 

l 客观性的演变：客观性原则如何成长为新闻业的道德规范和准则？ 

n 客观性报道 

n 解释性报道 

n 批判性新闻 

l 对客观性概念的争议 

n 记者不可能绝对客观，只能遵循一套相对客观的职业规范/实践准则：新闻客观性通过一

系列“组织机制”和“策略性的仪式”的形式被表达出来。 

n 为客观性辩护：客观性总是为自己开辟着道路。在这个意义上，客观性被称为新闻传播业
的“一个不死的上帝” 

新闻生产：新闻工作者所受约束和影响 

l 事实如何变成新闻？ 

新闻生产是新闻赋予事件以公共属性的过程 

l 组织/机构层面的新闻生产流程 

News bias 新闻偏向 （VS 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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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judgment 新闻判断 (个体、组织) 

News routine 常规 e.g. typification (VS classification) 

News source 记者与消息源的关系 

新闻网 News net 

新闻线路 News beats：地区新闻；跑口、跑线；专刊比如文化体育 

l 新闻从业者的社会化 

记者的社会化 

组织内的社会化； 

新闻编辑室内部的“社会控制” 

l 记者作为专业团体 

l 新闻工作者的风格 

新闻文本与框架分析 

l 什么叫新闻框架？ 

媒体的内容框架如何被设置？ 

媒体的内容框架是什么？ 

受众如何接收和理解媒体框架（受众框架）？ 

l 限定新闻叙述框架的因素： 

新闻的选题 

信源的选择 

记者的提问 

l 练习：新闻文本的框架分析 

新闻的规范性理论 

l 公共领域 Public sphere 

参与者表达意见不受限制 

作为政府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缓冲地带 

公共领域由一系列沟通机制组成，事实与观点的流通组成了共同的知识，这即是集体政治行动

的基础。 

而在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介成为了最为重要的社会经验进行共享、沟通的平台 

l 新闻与舆论 

什么是舆论？它在民主社会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什么是民意调查？新闻工作者在使用这些民意调查时存在着何种问题？ 

新闻媒介是如何描述舆论的？ 

新闻描述舆论的方式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媒体与公共领域 

新闻媒介与舆论 

新闻媒体的权利与义务 

l 第一节 公众的知情权与新闻媒体的采访报道权 

主要包括采访权，报道权，对信息的编辑权，核实义务，均衡报道的义务。 

新闻媒体的采访权从那里来？ 

公众的知情权范围是公众信息，既有政府的、社会组织的、还有企业的、个人的信息。 

目前争议――公众对企业信息的知情权到底有多大？ 

l 第二节 公众的接近权与新闻媒体均衡报道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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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接近权：公众使用、监督媒体，通过媒体表达意愿、回答他人质疑的权利。这是一种公

民个人的媒体使用权。20世纪60年代产生这个概念。 

新闻媒体有义务对事件、报道中正反方观点进行均衡报道，给与双方同样的版面进行报道。 

l 第三节 新闻媒体的编辑权与核实的义务  

n 编辑权的起源和背景  
二战后，日本搞“民主化”，1948年后，新闻媒体中新闻专业人员与财阀的矛盾越来越深，编

辑权由谁掌握成为争论话题。1948年2月，日本新闻协会发表声明：媒体编辑权应属于媒体从业人

员。 

编辑权运动是西方２０世纪媒体组织内部关于新闻自由主体资格归属的争夺运动，它历时近一

个世纪，大大影响了人们对现代社会新闻工作者专业职责的认识。 

在此背景下， 联邦德国新闻界和法学界提出了“内部新闻自由”的问题。 

n 关于编辑权的争论实质： 

就编辑权的本质而论，编辑权实际上是“外部新闻自由”在媒介组织内部的延伸，是一种“内

部新闻自由”。 

新闻媒介不仅要享有免于外部强制性控制——政府控制的自由，同时，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价值

规范还要求新闻记者免于内部控制——资本尤其是劳动雇佣关系控制的自由。 

新闻出版自由  

l 新闻出版自由 

第一个出版自由的文献——《论出版自由》 

书报检查的内在矛盾导致新闻出版自由理念的提出 

18世纪两个载入新闻出版自由理念的宪法性文献 

1.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1条 

2.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19世纪关于言论自由的文献——《论自由》 

20世纪以来共产党人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文献 

l 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理论讨论 

1. 新闻出版自由公认应受到四方面的法律限制 

2. 新闻出版自由是谁的自由？ 

3. 不能将“传媒是新闻出版自由的主体”搬到中国 

4. “信息自由”更能全面体现公民的自由权利 

5. 关于新闻业自由主义政策的三句话 

  观点的自由市场。 

 自行调节的过程。 

 传媒的社会责任——指自律层面的社会责任。 

6. 关于“新闻出版自由”使用“Liberty of the Press”表达的意见 

新闻媒体的功能 

l 一种泛化认识：传媒是舆论的表达者 

l 从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定性传媒职能 

1. 新闻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 

2. 把传媒的职能比喻为“喉舌” 

3. 传媒的职能表现为某种“工具” 

4. 列宁关于“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观点 

5. 传媒教育、引导群众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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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刊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与传媒的党派属性 

7. 法西斯主义对传媒性质或职能的极端错误的认识 

8. 传媒与政治的关系 

l 关于传媒的四大基本职能 

拉斯韦尔和赖特关于传媒四大职能的观点 

第一，对环境进行监测。 

第二，是社会各部分为适应环境而建立相互关系。 

第三，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 

第四，提供娱乐。 

l 关于传媒的“舆论监督” 

超越传统新闻工作：新媒体与公共新闻 

l 公共新闻运动起源 

公共新闻又称“公民新闻”，英文为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让所有受一个社会公共议题影响的人都能在报道中表达自己的声音（参与、互动） 

1、“对话式”新闻学鼓励对话，而公共新闻学鼓励商议。 

2、 公共新闻学希望让民主更加理性和清晰。这意味着让每一个团体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

放弃专业主义的传统特权。 

l 互联网与新闻 

网络新闻如何兴起与巩固？ 

新兴媒体对传统媒体的挑战 

“微时代”网络新闻的发展 

传媒人的应对：如何重塑新的职业认同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新闻学导论 3  

2 什么是新闻？  3  

3 新闻价值论 3  

4 新闻的时效性 3  

5 新闻的真实性 3  

6 新闻客观性（一） 3  

7 新闻客观性（二） 3  

8 新闻生产：新闻工作者所受约束和影响 3  

9 新闻生产：记者与消息源的关系 3  

10 新闻文本与框架分析 3  

11 新闻文本与框架分析：练习 3  

12 新闻的规范性理论（一） 3  

13 新闻媒体的权利与义务 3  

14 新闻出版自由  3  

15 新闻媒体的功能 3  

16 超越传统新闻工作：新媒体与公共新闻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现代媒介概论 

后续课程：传播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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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客观性、新闻的规范性理论。 

难点：新闻出版自由。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师教授、案例分析、课后小组讨论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阅读老师布置的课堂文献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课堂作业占 20%；期末考试占 60％。 

6、阅读要求： 

每节课布置相应阅读材料，要求课前阅读。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陈力丹 著《新闻理论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6月 第一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赫伯特.甘斯/著，石琳/译 《什么在决定新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9月。 

2. 【美】迈克尔·舒德森/著，徐桂权/译 《新闻社会学》，华夏出版社，2010年 4月。  

执笔：邓力  审稿：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5日 

 

新闻伦理 
Media Ethics 

课程号: 407060132-0、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是培训新闻传播职业伦理理念及规范的课程，是面向新闻

专业学生开设的专业必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使学生了解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传播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关系，借此明晰信息传

播行业发展目标与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2）了解职业伦理问题即价值问题，了解价值主体性原则、

价值排序与伦理风险；（3）了解特殊情境中的报道规范与特定的价值排序原则；（4）了解中外媒体

伦理规范的起源发展和现状、趋势；等等。 

新闻伦理关注的是传播主体的行为规范。它既属于新闻理论中“传播主体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也是采、写、编、评等信息生产环节均可能涉及的问题，是从职业素养角度对新闻业务、史、论的

横向打通。本课程从传播行业在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入手，首先明确伦理问题是价值性问题而

非科学性问题，既而明确价值主体性原则、价值性规范与技术性规范的区别、主体性层面的真实、

客观标准，等等，进而分专题讨论隐性采访、减小伤害以及各类领域报道中的特殊的价值排序原则。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第 1周）：绪论：新闻伦理的概念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新闻伦理研究范畴界定 

2．我国新闻伦理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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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新闻伦理属于新闻传播工作者的职业伦理。 

2．了解这一研究的兴起及相关课程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知识单元 2（第 2-3周）：记者与消息源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消息源的基本概念 

2．消息源的种类 

3、消息源的使用规范 

学习目标： 

1．了解记者与消息源之间存的各种关系，学会不同的情况的不同应对。 

2．掌握匿名消息源的评估及使用标准，慎用匿名消息源。 

3、合理怀疑消息源 

4、掌握权威消息源的种类，学会辨别权威消息源的方法 

作业： 

讨论《北京青年报》2009年“护口护照事件”以及美国《新闻周刊》亵渎古兰经事件。 

知识单元 3（第 4-6周）：利益冲突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利益冲突的基本概念 

2．明显和隐性的利益冲突种类 

3、有偿新闻与有偿不闻 

4、车马费专题 

5、付费新闻专题 

学习目标： 

1．了解与传播行业相关的多元利益主体，区别核心、边缘利益主体的特点。 

2．掌握明显及隐性的利益冲突的种类。 

3、明确车马费与有偿新闻、红包的区别。 

4、撑握付费新闻的本质、各国媒体的基本判断原则。 

作业： 

--讨论 2012年车马费调查结果。 

--讨论有偿新闻与车马费的关系。 

--讨论采访对象要求收费的合理性及应有的共识。 

知识单元 4（第 7周）：减小伤害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催生新闻伦理规范的两个条件 

2．新闻伦理规范文本的纷争 

3、我国的新闻伦理规范发展现状 

学习目标： 

1．了解新闻行业的自我规约起源于外界的批评和行业的自觉意识。 

2、掌握两个“自由”的不同含义 

3、熟悉美国新闻规约制定发展的过程，及最初比较集中的两个矛盾焦点。 

4、明确掌握规约的目的在于“三个保护”。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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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挪威《报纸、电视及广播规约》的内容及结构。 

知识单元 5（第 8周）：新闻伦理规范的起源与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催生新闻伦理规范的两个条件 

2．新闻伦理规范文本的纷争 

3、我国的新闻伦理规范发展现状 

学习目标： 

2．了解新闻行业的自我规约起源于外界的批评和行业的自觉意识。 

4、掌握两个“自由”的不同含义 

5、熟悉美国新闻规约制定发展的过程，及最初比较集中的两个矛盾焦点。 

4、明确掌握规约的目的在于“三个保护”。 

作业： 

讨论挪威《报纸、电视及广播规约》的内容及结构。 

知识单元 6（第 9周）：古代先贤的伦理观对现代媒介的启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古代哲学家的价值标准如何应用于现代媒体 

2．媒体伦理的价值主体性 

3、专业伦理标准与终极目标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无知之幕、中道、功利主体等经典价值排序 

2、熟悉经典哲学家的代表性观点 

3、掌握专业伦理标准与终极目标的关系 

作业： 

讨论：用功利主义原则分析隐性采访。 

知识单元 7（第 10周）：隐性采访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隐性采访概述 

2、隐性采访的合理性 

    3、实施隐性采访的思考步骤 
    学习目标： 
    1、了解隐性采访的分类 
    2、能够准确分析进行未经许可采访的原则并判断其是否合理 

3、了解并能够对界定“公共利益”持谨慎态度 

4、掌握实施隐匿身份采访的思考步骤 

作业： 

讨论：对青岛《城市信报》将隐性采访作为日常报道手段的看法。 

知识单元 8（第 11周）：传播的示范效应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传播中的示范效应理论 

2、示范效应的表现与现实案例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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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了解在自杀等反社会行为的报道中，报道效果是最重要的价值。 
    2、能够分析“公众知情权”与“公众不知情权”的适用 
    3、对有“示范效应”的新闻事件的播报原则 
作业： 

讨论：三联生活周刊朱令案报道分析。 

知识单元 9（第 12周）：人质劫持事件的报道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暴力案例报道的特殊性 

2、人质劫持事件报道的基本思路 

学习目标： 

1、了解“人质劫持事件”报道的价值排序。 

2、人质劫持事件中的“公众知情权”与“公众不知情权”如何在技术上加以配合。 

作业： 

讨论：2010年菲律宾人质劫持事件报道问题分析。 

知识单元 10（第 13周）：“悲伤”报道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悲伤作为一种情绪的敏感性 

2、悲伤的分级与不同的采写摄思路 

学习目标： 

1、了解悲伤与隐私相关。 

2、熟悉中外新闻史上与悲伤相关的拍摄及刊发、讨论的经典事件 

3、掌握“救人还是拍摄”这一矛盾的解决思路。 

作业： 

讨论：报道悲伤情境的思路。 

知识单元 11（第 14周）：图片伦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及其根源 

2．区分技术性修改与伦理性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修改、摆拍、调整、虚光等不同技术手段带来的问题。 

2．掌握历史上一些著名的图片修改事件。 

作业： 

讨论：领袖人物的媒介塑造（广播、电视、搜索引擎）是否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图片伦理”？ 

知识单元 12（第 15周）：死刑报道规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媒介呈现死亡的多种形式 

2．死亡直播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学习目标： 

1．了解历史上媒体报道死亡、刊播尸体及媒体直播死亡的历史事件。 

2．掌握基本的死亡报道及直播规范。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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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央视“直播糯糠死刑”引发的讨论及思考路径。 

知识单元 13（第 16周）：媒体伦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区分媒体伦理与记者、编辑伦理 

2．新闻伦理=媒体伦理+从业者伦理 

学习目标： 

1．了解媒体伦理与从业者伦理相对应的责权利的不同。 

2．掌握不同责任主体适用的不同的伦理标准。 

作业： 

讨论：分析北京电视台与郭德纲的多次冲突，明确伦理解度的判断依据和解决思路。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概念及研究对象 3  

2 消息源（一）：合理怀疑消息源 3  

3 消息源（二）：慎用匿名消息源 3  

4 利益冲突（一）：有偿新闻 3  

5 利益冲突（二）：车马费 3  

6 利益冲突（三）：付费新闻 3  

7 减小伤害 3  

8 新闻职业伦理规范的起源与发展 3  

9 古代先贤的伦理观对现代媒介的启示 3  

10 隐性采访专题 3  

11 传播的“示范效应”专题 3  

12 人质劫持事件报道专题 3  

13 “悲伤”报道专题 3  

14 图片伦理专题 3  

15 死刑报道专题 3  

16 媒体伦理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理论、新闻编辑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伦理两难、价值排序、利益冲突、减小伤害。 

难点：难点在于从哲学角度对“真实”标准进行再界定。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法 

2.多学科理论结合应用 

教学手段： 

1.规范介绍。 

2.多媒体教学手段结合。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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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支持及执行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教学理念。 

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其中：当周“新闻传播伦理问题”的案例展示占 20%、出勤、

课堂参与讨论情况占 10%；期末卷面成绩占 70%。 

5、作业要求： 

每位同学都将进行一次“当周新闻传播伦理问题”的案例展示，这将作为平时成绩计入考试。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选择的智慧：职业传播者网络传播伦理问题、案例

与对策》，作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阴卫芝著，《选择的智慧：职业传播者网络传播伦理问题、案例与对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年。 

（二）推荐参考书 
1、蓝鸿文、郑保卫主编《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2、[美]史密斯著，李青藜译，《新闻道德评价》，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执笔：阴卫芝 审稿：阴卫芝  审定：新闻学院 

制订时间：2016年 6月 23日 

 

传播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课程号：30706020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介绍传播学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2、系统阐述自我

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相关的概念、理论框架及前沿研究；3、讲解大众传播发生、

发展和演化的历史与规律；系统讲解大众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4、培养学生运用传播学

知识和理论认识、分析和解决各种现实的传播现象、问题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从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

场出发，正确认识人类社会传播发生与发展的历史与规律；系统理解和掌握传播学的基本概念；系

统理解和掌握大众传播学基础理论内容，包括传播的一般原理以及关于大众传播者、大众传播媒介、

大众传播的受众、大众传播的效果、大众传播的内容、大众传播活动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的基本理

论；掌握研究和分析传播活动的基本方法，具备运用所学知识、理论和方法对各类传播活动进行分

析研究的初步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第一章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基本问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总论 

一、传播学兴起前的传播研究 

二、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 

三、美国传播学学科的建立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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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对传播学的接纳 

其他学科研究成果对传播学形成的贡献：传播学的学科基础主要是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

“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政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统计学、符号学等等。 

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传播学的区别 

社会学对传播学的贡献表现在两个方面。 

心理学对传播学的贡献也表现在两个方面。 

从著作看传播学走上历史舞台的轨迹。 

上世纪 90年代以后的传播学研究以及未来发展。 

四、我国传播学的发展——传播学怎样成为了“当代显学”。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传播学在

中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引进和介绍、学习（20世纪 70年代末－90年代初）；第二阶段，推广、普及和自

主研究（1993 年－1997 年）；第三阶段，学科地位的标志性确立和传播学学术繁荣的开始（1997

年－至今）。 

传播学在中国的未来愿景 

张国良：有没有中国的传播学 

第二节   传播学研究的对象 

传播的定义和特点。 

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这样一个定义，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认

识和把握人类社会传播的客观规律。 

把握这个定义时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这些方面同时也是人类社会传播的基本特点。 

第一，社会传播是一种信息共享活动。 

第二，社会传播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 

第三，从传播的社会关系性而言，它又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 

第四，传播成立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传受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 

第五，传播是一种行为，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系统。 

对传播学及其研究对象已有的认识： 

施拉姆的观点。 

美国传播学者梅尔文·德弗勒的观点。 

英国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的观点。  

我国学者戴元光、沙莲香、李彬、郭庆光、胡正荣的观点。 

第三节  传播学 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 

一、社会传播的系统性 

大众传播区别于其他社会信息系统的特点体现在： 

1、是专业传播机构从事的有组织的传播活动。 

2、传播对象是广泛而分散的、不定量多数的一般社会成员。 

3、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息。 

4、传播内容是公开的，有别于私下或内部传播活动； 

5、大众传播也有反馈机制，但相对延迟或影响力有限（当代有所改观）。 

二、社会信息系统的特点 

学者布里克指出社会的环境适应过程需要五种要素。 

社会信息系统的特点： 

1、是一个开放系统。 

2、是由各种子系统相互连结、相互交织而构成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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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一个具有双重偶然性的 系统。 

4、是一个自我创造、自我完善的系统。 

三、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与社会发展 

从微观到宏观，传播学研究对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都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与传播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交往理论为我们提出了几条重要原则 

一、在人类交往活动的大系统中把握传播 

我们可以从一些表述中理解这一概念 

（一）、如“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等表述所体现的，它指的是以物为

媒介的人与人的交往关系; 

（二）、如“观念、思维、人的精神交往”等表述所体现的，它同时也指 以“语言”为媒介的

人与人的精神交往关系。 

精神交往理论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行为主义传播学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表现在: 

1、行为主义传播学把传播基本上是作为孤立的精神或心理现象来看待的，他们往往单纯地就

信息研究信息、就传播研究传播。 

2、马恩认为，精神交往是精神生产相联系的，离开了精神生产，也谈不上精神交往。 

3、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精神生产既然是一种生产，就必然有它的产品。 

二、从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辩证关系中把握传播 

人类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起源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活动 

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关系反映着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关系 

三、研究传播学，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服务 

需要把握以下原则： 

第一，正确处理 “批判”和  “借鉴”的关系; 

第二，实现传播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 

第三，研究传播学，要从为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这一基本宗旨出发。 

四、如何学好传播学 

一、用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学习传播学 

二、努力涉猎传播学的边缘学科 

三、将传播理论与具体的传播实践相结合 

学习目标： 

1．重点掌握信息、传播、社会信息、社会传播、信息社会、传播学等名词概念，以及社会传

播的特点、社会信息系统的特点。 

2．了解传播学的早期思想源流，了解人类传播的四个历史阶段和我国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方针

与步骤规划。了解物质生产、物质交往与精神生产、精神交往的辩证关系。 

作业： 

1.思考传播学形成的时代背景。 

2.思考传播学中国化的进程与趋势。 

拓展性阅读书目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美]赛佛尔，[美]坦卡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  

《人类传播理论》（第九版）,[美] 斯蒂芬•李特约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传播理论》,[美]斯蒂文•小约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埃弗里特•罗杰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传播学概论》 （第二版）[美]施拉姆、波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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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第 5 版）,［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清

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论》,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知识单元 2：第二章 人类传播的历史与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从动物传播到人类传播 

一、动物社会的传播现象 

动物社会传递信息的常见信号 

1、气味。2、发光。3、超声波。4、动作。5、声音。 

二、动物传播的局限性 

三、劳动创造了人类的语言 

语言的产生，是完成从动物传播到人类传播之巨大飞跃的根本标志。 

关于语言的起源的推测： 

“汪汪”理论（布谷说、摹声说）认为语言是通过模仿自然声音 (如狗叫、布谷鸟、雷鸣或波

涛)而形成的;古希腊斯多葛派哲学家；达尔文；德国语言学家保罗。 

手势说：有学者认为，原始语言并不是有声语言，而是“手势语”。人们很早注意到打手势可

以表达一定的意思。苏格拉底；德国心理学家冯特；苏联马尔 100-150万年 

“感叹”理论（呸呸理论）认为讲话是由偶然地表达感觉或感情所产生;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鲁；

我国学者刘师培；黎锦熙 

“唱歌”理论，认为语言是从传播感情或欢庆事件的原始歌声中演化而来的; 

劳动呼声说： “吆一嗨一嗬”理论，认为语言是从用力时发出的号子声演变的。19 世纪 70

年代法国语言学家诺瓦雷 

社会契约论:认为语言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古希腊迭奥多尔  西齐列斯基 ；18 世纪法国启蒙

思想家卢梭 

恩格斯对语言起源的论述 

四、人类语言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日本著名生物学家永野为武指出的人类语言的五个特点。 

特例:狗与《天堂》 

能动性和创造性是人类语言区别于动物界信号系统的最根本的特征。 

1、人类语言具有超越历史时间和空间的能力，它不仅能够表述现在，而且能够表述过去和未

来;不仅能够表述眼前的事物，而且能够表述在遥远空间发生的事情。 

2、人类语言具有无限的灵活性，可以表达任何具体的、抽象的甚至虚构的事物，在表达内容

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 

3、人类语言具有发音的经济性，以有限的几十种元音和辅音，配之以声调 变化，能够组合成

数十万以上的语音单词。 

4、人类语言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第二节   人类传播的发展进程 

一、口语传播时代 

语言传播的深远意义： 

首先，人类使用语言这种符号系统进行传播，使得人类可以用语言概念进行思维，从而大大提

高了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适应世界的能力。 

其次，人类使用语言这种符号系统进行传播，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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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语的局限性： 

二、文字传播时代 

文字是人类传播发展史上第二座重大里程碑。 

文字的起源 

两种记事方式：实物记事（结绳、串珠、刻木）；图画记事 

（结绳记事 、契刻记事、图画记事） 

案例：北美印地安人有名的奥杰布哇（Ojibwa）女人的情书 

古老文字（我国甲骨文、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埃及圣书字、中美洲玛雅文字） 

文字发明的重要意义： 

首先，文字克服了音声语言的转瞬即逝性，它能够把信息长久保存下来，使人类的知识、经验

的积累、储存不再单纯地依赖人脑的有限记忆力; 

第二，文字能够把信息传递到遥远的地方，打破了音声语言的距离限制，扩展了人类的交流和

社会活动的空间; 

第三，文字的出现使人类文化的传承不再依赖容易变形的神话或传说，而有了确切可靠的资料

和文献依据。一句话，文字的产生使人类传播在时间和空间两个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革。 

三、印刷传播时代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谈印刷媒介: 

表达性：它们能传送范围广阔的思想和感情 

记录永久性:可以超越时间 

迅速性:可以跨越空间 

分布性:可以达到所有阶层的人们。       

四、电子传播时代 

电子传播的媒介，可以分为有线和无线两种系统。 

人类传播演进过程的 6阶段说： 

(一)符号和信号时代。  (二)说话和语言时代。 (三)文字时代。 (四)印刷时代。(五)大众传

播时代。（六）网络传播时代。 

人类传播演进的规律 

1、传播手段与传播媒介的进步贯穿整个人类存在的过程，而且其发展进步呈加速度发展趋势。 

2、传播与人类社会文化的积累与发展密切相关。 

3、传播是经济及社会形态的直接产物。一种传播类型必定是一种社会类型的反应。 

第三节  信息社会与信息传播 

一、传播媒介的进化与社会发展 

哈特把有史以来的传播媒介分为三类 

1、示现的媒介系统。 

2、再现的媒介系统。包括绘画、文字、印刷和摄影等等。 

3、机器媒介系统。 

二、信息爆炸与信息社会 

三、迎接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到来 

学习目标： 

1. 通过对人类传播历史的回顾，了解人类传播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对自己传播能力的不断突破

以及新媒介不断产生的过程。 

2. 了解传播时代的发展已经将人类带入信息时代，探索信息时代中传播的重要意义和未来的

走向。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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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定义微传播时代特征。 

2.探讨传播与社会控制。 

拓展性阅读书目 

《帝国与传播》（中文修订版），[加]伊尼斯 著，何道宽 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5年 

《传播的偏向》，（加）伊尼斯著，何道宽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3年 01月 

《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 （美）哈特著，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12月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埃弗里特•罗杰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知识单元 3：第三章 人类传播的符号与意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符号在人类传播中的作用 

一、符号的意义 

海德格（Martin Heideggar）的观点。 

古罗马时期的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的观点。 

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观点。 

美国社会学家伦德贝格的观点。 

皮尔斯、索绪尔的定义。 

二、信号与象征符 

美国符号学的倡始人皮尔士把符号分为 10大类 66种，对不同种类的符号的性质、结构和功能

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符号与征候：可论证性，因果关系 

符号 (sign)分为信号(signal）和象征符 (symbol)两大类。 

具体而言,信号具有以下特点: 

(1)信号与其表示的对象事物之间具有自然的因果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自然符号都是信

号。 

(2)信号与其 表示的事物之间通常具有一对一的固定对应关系。 

英国学者 C.K.奥格登和 L.A.瑞恰兹的语义三角图 

象征符的性质: 

(1)象征符必须是人工符号，是人 类社会的创造物;(水木俚语) 

(2)象征符不仅能够表示具体的事物，而且能够表达观念、思想等抽象的事物; 

(3)象征符不是遗传的，而是通过传统、通过学习来继承的; 

(4)象征符是可以自由创造的，这就是说象征符在与其指代的对象事物之间不需要有必然的联

系，它们的关系具有随意性。 

三、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 

传播学一般也将人类使用的符号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大类。 

四、符号的基本功能 

符号的基本功能有三个方面： 

一是表述和理解功能 

二是传达功能 

三是思 考功能。 

第二节  人类传播中的意义交流 

一、关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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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分析，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可由下列四种方式得知： 

1、形象：包括文字、数字、音符以及各种图形等。 

2、声音：包括人类的口语、音乐、动物的叫声、自然界所发出的声音或者其它由人为而产生

出的声音。 

3、光亮与颜色：包括表示各种意义的灯光，图案、徽章及地图等。 

4、动作：包括姿态、眼神、手势、表情、身体对某事物的反应动作等。 

皮尔斯（1931-58）与奥古登和理查德兹（1923）针对符号如何产生意义，发展出非常相似的

模式。二者都认为：符号、使用者，和外在实体之间的三角关系是研究「意义」所不可或缺的方法。  

皮尔斯的「意义的元素」  

奥古登与理查德兹「意义的元素」  

二、符号意义的分类 

1、明示性意义 (denotation)与暗示性意义 (connotation)。 

2、外延意义 (denotation)与内涵意义 (connotation)。 

3、指示性意义(referential meaning)和区别性意义 (deferential meaning)这是符号学中的

分类三、传播过程中的意义 

1、传播者的意义。 

2、受传者的意义。 

3、情境意义。 

符号之外意义的原由 

第一，不能以明确的符号形式表达出来的意义不是清晰的意义，只能说是模糊的意义或意义的

胚芽。 

第二，符号与意义的关系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形式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与丰富的社会生活实

际相联系的意义具有多变性。 

第三，人类整体驾驭符号表述意义的能力是无限的，而作为个人这种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我们

在日常传播活动中往往会出现 "辞不达意"的情况。 

第四，至于情境意义，也可以说是由一系列情境符号及其相互组合所形成的意义。 

第三节  象征性社会互动 

一、人类的象征行为 

象征性互动理论 (symbolic interaction theory) 内涵。 

象征性互动理论的三个主概念。 

布鲁默的理论。 

三个基本前提: 

(1)人是根据 “意义”(关于对象事物的认识)来从事行动的; 

(2)意义是在 “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 

(3)意义是由人来 "解释"的。 

二、象征性社会互动与传播 

共通的意义空间在传播中的作用。 

意义的交换的前提。 

共通意义空间的两层含义： 

一是对传播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等符号含义的共通的理解， 

二是大体一致或接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意义的交换或互动只能通过共通的部分来进行。 

三、象征性文化与现代社会 

现代文化的象征性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 C·吉尔兹对文化的符号性和象征性的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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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 J·伯德利亚尔的“意义”的消费观点。 

案例分析：现代艺术的符号学分析 

"风格传播" 

原因探讨 

案例分析：天涯社区热帖《贵族与世家》的符号学解读 

学习目标： 

1. 重点掌握符号的定义和功能、信号与象征符的区别、意义的定义及其分类。 

2. 一般掌握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概念及其特征。 

3. 了解理解什么是情境意义、象征行为。 

作业： 

1.怎样理解微信朋友圈的点赞行为。 

2.试分析微信朋友圈的传播禁忌。 

拓展性阅读书目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美]赛佛尔，[美]坦卡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  

《人类传播理论》（第九版）,[美] 斯蒂芬•李特约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传播理论》,[美]斯蒂文•小约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意义的输出<达拉斯>的跨文化解读》， [英]利贝斯，卡茨 著，刘自雄 译/华夏出版社 2003

年 08月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法）鲍德里亚著；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 01月 

《消费社会》，（法）鲍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0月  

《普通语言学教程》，（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年 10

月 

《传播的观念》,陈卫星,人民出版社,2004年  

《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李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知识单元 4：第四章 人类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传播的基本过程 

一、传播过程的构成要素 

施拉姆曾经将传播过程概括为八个要素： 

信源（source）：即信息的来源，是传播过程的开始。   

讯息（message）：是传播的内容，行将用于交换的信息组合。 

编码者（encoder）：负责将讯息译制为可用于传输或表达的形式如声音、电子信号等。  

渠道（channel）：传播讯息所依赖的介质、通道或信息传输系统。   

解码者（decoder）：与编码者作用相反，负责将编码者编译过的符号还原为接收者能够理解的

讯息存在形式。   

接受者（receiver）：是传播的目的地与终端。   

反馈（feedback）：介于信源与接受者之间的一种结构，是由接受者在接受讯息后对信源的一

种后续的反向传播。信源可以利用反馈来对后续传播做出相应的调整。   

噪音（noise）：是信息传播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附加、减损、失真或错误。 

六个要素、五要素说。 

二、几种主要的传播过程模式 

模式：科学研究中以图形或程式的方式阐释对象事物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具有双重性质: 

(1)模式与现实事物具有对应关系，但又不是对现实事物的单纯描述，而具有某种程度的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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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定理化性质; 

(2)模式与一定的理论相对应，又不等于理论本身，而是对理论的一种解释或素描，因此，一

种理论可以有多种模式与之相对应。 

模式的功能：组织 organizin、预测 predictions、启发 heuristic测量 measuring 

模式的评价标准：普遍性、启发性、准确性、原创性、简约度如何。 

 (一)传播过程的直线模式 

拉斯韦尔 5W模式。 

香农—韦弗的数学模式。 

意义。 

线性传播过程模式的缺陷 

1、将传播过程看作起于一点、止于一点的直线、单向的过程。没有信息的回路与反馈。 

2、将传播看作非环境互动的静态过程。只是内部发生的活动，不考虑人的主观性，忽视社会

的客观制约性。 

3、容易把传播者和受传者的角色、关系和作用固定化 

格伯纳的传播总模式。  

 (二)传播过程的循环和互动模式 

奥斯古德——施拉姆的循环模式。 

意义和局限。 

其缺点是未能区分传受双方的地位差别，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传授双方的地位很少是完全平等

的。 

其次，这个模式虽然能够较好地体现人际传播尤其是面对面传播的特点，对大众传播过程却不

能适用  

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 

韦斯特利—麦克莱恩模式 

韦斯特利—麦克莱恩模式的特点是： 

第一、信息选择具有多样性：传播来源可以在各种事件中进行选择，大众传播媒介由可以在各

种信息来源中选择，同时大众媒介也可以在各种事件中直接进行选择。  

第二、传播系统具有自动调节性。社会上数量众多的大众媒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在这种竞

争的过程中，它们也互相取长补短、自动调节，以适应社会优胜劣汰的发展机制。 

第三、信息反馈具有重要性。只有反馈才能真正保证传播过程中所有要素间关系的系统性。 

不足 

1、它认为三个参与者之间是平衡的、互利的，整个系统完全自我调节，事实上，传播过程中

三个参与者之间是很少平衡。 

2、它夸大了大众传播过程的一体化程度，而现实中，每一方都会追求各自的不同的目标  

3、它过分强调了传播者对社会的独立性。 

传播过程的特点  

1．动态性。2．序列性。3．结构性。 

第二节  系统模式下的社会传播结构 

赖利夫妇的系统模式 

该模式的意义。 

马莱兹克关于大众传播过程的系统模式 

德弗勒的美国大众媒介体系模式 1970 

田中义久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 

麦奎尔的“媒介联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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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重点掌握传播过程的构成要素，传播过程的特点，“5W”模式、传播过程的直线模式和循环

模式、社会传播的系统模式理论的主要内容。 

2．了解相关学科有关传播过程的理论，如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等等。 

作业： 

1.如何界定微传播时代的传播要素与模式。 

2.试析现有传播模式理论的不足。 

拓展性阅读书目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美]赛佛尔，[美]坦卡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  

《人类传播理论》（第九版）,[美] 斯蒂芬•李特约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传播理论》,[美]斯蒂文•小约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大众传播模式论》,[英]麦奎尔、温德尔,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二十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张国良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美］费斯克等 新华出版社年，2014年  

《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编 新

华出版社,2004年 

《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名著选读》，熊澄宇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 03月 

《传播学关键词》，陈力丹，易正林编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 01月 

知识单元 5：第五章 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人内传播 

人内传播的定义  

一、人内传播的过程与结构 

人内传播一般是由感受刺激、神经传导、大脑活动和肌体反应等若干环节和要素构成的 

二、作为能动的意识和思维活动的人内传播 

人内传播主要环节或要素: 

（1）人内传播的正常形式 

心理学中，个人的认知过程包括感觉、知觉、记忆、思维和言语、想象等内容。人的内向传播

同样也有这样几种形式。 

（2）人内传播的异常形式 

1)睡眠状态和做梦 

2)酒精中毒与毒品服务。 

3)催眠 

4）高峰体验和沉思状态（陆机：思接千载，心游万仞） 

对人内传播的几点理解   

（1）人内传播过程不是孤立的内在处理过程，它的两端即信息的输入和输出都与外部环境保

持着连接。 

（2）人内传播虽然表现为人的生理机制的活动，但其本质则是人的意识对社会实践活动的能

动反映，它同人类的其他社会活动一样具有社会性和实践性。 

（3）人内传播对外部世界的反应不是的消极、被动的，而是一种积极能动的行为。 

（4）人内传播是人类最基本的传播活动，是其他各种传播活动的基础。 

三、作为社会心理过程的人内传播 

(一)米德的“主我”与“客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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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布鲁默的“自我互动”理论 

布鲁默的“自我互动”理论对我们理解社会传播与个人自我的关系有一定的帮助。从这一理论

角度我们可以看出，人的传播不仅在个人与社会他人之间进行，而且在个人与自己本身之间进行，

这就是人的自我传播，自我传播与人的其他类型传播一样，具有很强的社会性。 

(三)内省式思考——人内传播的一种形式 

米德认为，内省式思考不仅是一个横向的社会过程，而且是一个将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的、纵

向发展和创造的过程。换句话说，也就是在这种活动中，个人会把自己迄今为止有关该问题的社会

经验和知识积累（作为有意义的象征符而保存在头脑中的记忆信息）全部调动起来，对它们的意义

重新进行解释、选择、修改和加工，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与新的状况相适应的新的意义和行为。由此

而言，内省式思考也是超越既有意义开创新意义、超越既有行为方式开创新的行为方式、与人的未

来发展密切相关的一种活动。  

第二节  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的特点： 

(1) 人际传播传递和接收信息的渠道多，方法灵活。 

(2) 人际传播的规定性不强、随意性较大。 

(3) 人际传播双向性强，反馈及时，互动频度高。 

(4) 人际传播的保密性强。   

人际传播的特点和社会功能： 

1、人际传播传递和接收信息的渠道多，方法灵活。 

2、人际传播的信息的意义更为丰富和复杂。 

3、人际传播双向性强，反馈及时，互动频度高。 

4、与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相比，人际传播属于一种非制度化的传播。 

人际传播的限制： 

(a) 发出的信息往往只在瞬间起作用。  

(b) 覆盖面小，复制信息的能力不强。 

(c) 适应面不及大众传播媒体广。 

自我表露的评价尺度 

1、表露的量。因人而异， 相互间表露的信息量成正比。 

2、表露的积极或消极性质。与彼此间亲密程度有关。和陌生人接触一般是先积极、再中性、

最后为消极的。 

3、表露的深度。 

4、表露的时间选择。  

表露的对象大致有四种: 

(1)与你关系十分密切的人;  

(2)与你关系不深，但仍在发展或因某种机遇使之成为表露对象;  

(3)与你刚开始互相熟悉的人; 

(4)与你素不相识者。研究表明，不再见面的陌生人外，人们的表露对象多为挚爱亲朋。 

哈约里之窗。 

人际传播与自我表达 

(一)人际传播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媒体”传播 

(二)姿态的传播功能 1、强调语言  2、补充语言   3、代替语言   4、控制语言   5、表达

超语言的意义。 

(三)外观形象与自我表达 金正匡 

(四)自我表达与社会价值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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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传播与符号互动 

1、人际传播的语言符号及其伴生符号  

2、人际传播的非语言符号  

传播学的研究结果显示，人际传播要圆满进行并取得效果，必须使之具备五个要素，即：（1）

开放性（openness）；(2)移情作用（empathy）；（3）支持性（supportiveness）；（4）积极性

（positiveness）；（5）平等（equality）。  

案例分析：苏格拉底引导术 

学习目标： 

1. 了解传播类型是研究传播活动系统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了解不同的传播类型彼此独立有相互交织构成人类传播系统。 

作业： 

1.当下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研究的前沿成果有哪些？ 

2.试析社交媒体的发展对人际传播的影响。 

拓展性阅读书目 

《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美]赛佛尔，[美]坦卡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   

《心灵、自我与社会》，（美）米德（Mead,G.H.） 著，赵月瑟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年

06月  

《人际传播：多元视角之下》，（美）巴克斯特，（美）布雷思韦行 著，殷晓蓉 等译，上海译

文出版社 2010年 12月 

《人际传播学》， 薛可，余明阳 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 12月 

《人际传播（第十版）》， （美）德维托（DeVito，J.A.）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05月 

《人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论 》， 王怡红 著，人民出版社 2003年 02月  

知识单元 6：第六章 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群体传播 

一、群体的概念 

群体与组织 3点不同。 

群体的本质特征。 

群体的分类 

库利的观点： 

M·韦伯观点； 

L·威瑟的观点 

(二)群体的社会功能和意义 

群体的社会功能 

群体对个人的意义。 

二、群体传播及其内部机制 

群体的成立、生存和发展的条件。 

(一)群体传播与群体意识的形成 

群体意识。 

群体传播中信息的流量和流向对群体意识的影响。 

群体意识一旦形成，也会对群体传播产生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成员个人的态度和行为的

制约作用上。 

(1)对群体内的传播活动起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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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来自群体外部的信息或宣传活动的效果，群体规范同样具有重要影响。 

(二)群体规范在群体传播中的作用 

群体意识的核心内容。 

群体规范的功能。 

美国凯利和沃卡尔特 1952年的实验 

结论:成员的群体归属意识越强，对群体的忠诚度就会越高，因而对与群体规范不相容的宣传

也就越能表现出较强的抵制态度。 

群体压力与趋同心理 

群体压力的概念。趋同心理的概念。 

谢里夫自动移动光效果研究 

所罗门·阿什（Solomon Asch）所作的“线段实验”（1955－1956） 

群体是人生存不可缺少的社会空间，主要有三种群体心理导致了群体压力和趋同行为的产生。 

两种普遍情况。 

理论评价。 

三、集合行为中的传播机制 

集合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的概念 

关于集合行为的争论: 

集合行为条件： 

1、结构性压力。2、触发性事件。 

3、正常的社会传播系统功能减弱，非常态的传播机制活跃化。 

非理性的特殊传播机制的种类 

第一种:群体暗示与群体感染。 

第二种:群体模仿与"匿名性" 

第三种:集合行为中的"信息流"。 

流言的概念。 

美国心理学家 G·W·奥尔波特的流言公式。 

1、 集合行为中的流言的特点。 

案例分析：A《萨达姆据传发出死亡威胁 证人故拒绝出庭作证 》  央视国际 (2005 年 10 月

25日 09:14)B《因传言桉树会致孕妇产怪胎 广东肇庆毁掉万棵树》 

集合行为的形式  

1．骚动   

2．传闻 

第二节 组织传播 

一、组织与组织传播 

(一)组织的概念与结构特点 

广义。狭义。 

组织的结构特点。 

社会组织的种类：帕森三类说。布劳和斯科特四类说。爱森尼三类说。 

关于组织传播的定义。几个共同点：(1)组织传播产生在一复杂开放的系统中，此一系统与其

所处之环境会互相影响；(2) 组织传播涉及讯息传递的流程、方向、目的与使用之媒介；(3) 组织

传播牵涉到人的态度、感情、关系与技巧。 

组织传播是组织为达成适应内外环境的目标而进行的讯息传递与理解的互动活动。  

(二)组织传播及其功能 

美国戈德哈伯：组织传播系由各种相互依赖 关系结成的网络，为应付环境的不确定性而创造



10873 

和交流信息的活动。 

所谓组织传播，就是以组织为主体的信息传播活动。 

组织传播的层面与网络 

组织传播的层面 

系统层面：个人系统、二人交流、小群体系统和组织系统 

功能层面： 

生产功能——组织行为的发生方向，协作和控制活动的发生以输出成果等 

创新功能——导引系统变化和产生新观点 

维持功能——保持系统整体性和凝聚力 

结构层面： 

不同层级有不同的传输消息的形式、方式、规则或状态，其复杂性随层级的提高而提高 

法瑞斯：交流负载 

组织传播的网络 

法瑞斯 1977年《传播与组织》 

组织传播的功能：内部协调。指挥管理。 决策应变。形成共识。 

另一种表述组织传播的功能：“组织活力的源泉”、“组织关系的粘合剂”、“组织功能的润滑油”、

“组织机体的防腐剂” 。 

组织传播的要素 

要素：1、信息 2、相互依赖 3、网络 4、过程 5、环境 

也有人认为:组织的内部结构通常由以下因素组成：  

（1）一定数量的成员   （2）有某种活动目标 （3）规范性的组织章程   （4）有一种

权威的分层体系 （5）有一定的物质设备，以作为组织活动的场所和工具  

二、组织内传播的过程与机制 

(一)组织内传播的正式渠道 

纵向传播又区分为下行传播和上行传播。 

1、下行传播，即有关组织目标、任务、方针、政策的信息，自上而下得到传达贯彻的过程。 

2、上行传播的意义。 

3、横向传播（水平传播） 

横向传播的概念。 

与纵向传播相关的两种现象 

1、连续传播 

2、守门现象 

(二)组织内传播的非正式渠道 

非正式渠道传播的几个特点。 

组织内传播的非正式渠道的作用。 

(三)组织内传播的媒体形式 

三、组织外传播及其形态 

(一)组织的信息输人活动 

如 POS系统。 

(二)组织的信息输出活动 

就现代组织而言，这种宣传活动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公关宣传、广告宣传和企业标识系统 

(CIS)宣传。 

学习目标： 

1. 了解群体传播是在人内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基础上形成的，而组织传播又是群体传播中一种

特殊的类型，二者构成了传播类型中的中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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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人内传播和人际传播是人类社会性的体现，本章将对二者的特点、机制和功能作系统

地研究，它们也是从传播过程研究向传播系统研究过渡的桥梁。 

作业： 

1.试析 95后社群传播的特点。 

2.思考微信圈群传播的治理路径。 

拓展性阅读书目 

《预知社会—群体行为的内在法则 》，（英）鲍尔著，暴永宁译，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0 年 07

月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法）勒庞 著，冯克利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 01月 

《组织传播论》，顾孝华 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年 01月 

《组织传播学：结构与关系的象征性互动》， 胡河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 01月 

《组织传播理论学派与传播过程》(第 3版英文影印版)，（美）米勒（Miller，K.） 著，北京

大学出版社 2004年 01月 

知识单元 7：第七章 大众传播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大众传播的定义、特点与社会功能 

大众传播的概念 

“大众传播”概念出处。杰诺维茨、德弗勒、Sullivan、刘建明、沙莲香、郭庆光等的定义。  

二、大众传播的特点 

1、大众传播中的传播者是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专业化媒介组织。 

2、大众传播是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信 息的活动。 

3、大众传播的对象是社会上的一般大众，用传播学术语来说即 “受众”。 

4、大众传播的信息既具有商品属性，又具有文化属性 

5、从传播过程的性质来看，大众传播属于单向性很强的传播活动。 

6、大众传播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传播。 

三、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 

(一)拉斯韦尔的。三功能说。 

1、环境监视功能。 

2、社会协调功能。 

3、社会遗产传承功能。 

(二)赖特的"四功能说" 

1、环境监视 。 

2、解释与规定。 

3、社会化功能。 

4、提供娱乐 。 

(三)施拉姆对大众传播社会功能的概括 

1982 年出版的 《男人、女人、讯息和媒介》(中译本为 《传播学概论》)一书中，从政治功

能、经济功能和一般社会功能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  

四、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功能观 

1、社会地位赋予功能。 

2、社会规范强制功能。 

3、作为负面功能的“麻醉作用”。 

1980<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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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获得消息情报 2社会化 3动力 4辩论和讨论 5教育 6发展文化 7娱乐 8一体化 

第二节  大众传播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关于诞生标志： 

施拉姆的观点。郭庆光认为。 

发展阶段： 

1、大众报刊 

2、电报、电影、广播 

3、电视 

4、新媒体 

一、大众报刊与大众传播 

二、电报、电影、广播 

电报本身并不是大众传媒，但它为大众传播提供了快速有效的通信手段，作为现代重要传播媒

介的通讯社，它是在电报技术发明之后才出现和发展起来的。  

电影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其出现迄今约有 100多年的历史。 

广播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进入家庭的大众电子媒介。广播技术最早出现在西方。由于物理学

的发展，出现了电话，无线电等传播机器。世界上公认的第一个标准广播电台是美国匹茨堡的 KDKA

电台。1920年 11月 2日，KDKA电台以报道哈定和柯克斯在总统选举中的得票数目开始了营业。至

1922年美国的广播电台已经发展到近 500家。 

法国时广播。 

英国的广播。 

俄国的广播。 

中国的广播。 

美国的广播。 

广播这种声音媒介的特点有： 

  1、跨时空性。 
  2、即时性。 
  3、较强的亲和力。 
  4、易接受性。 
  5、多功能性。 
  印刷媒介和电视的优势即为广播的不足之处，如便携性、易存性等。 

三、电视 

电视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即使在网络出现以后，到目前为止，电视仍然是最具影

响力的媒体。早在 60年代中期，德国社会学家 W.林格斯就把电视与原子能、宇宙空间技术的发明

并称为“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事件”，认为电视是“震撼现代社会的三大力量之一”。 

二次大战后到 20 世纪末，电视的发展经历了由黑白到彩色、由地上波传输到卫星传输、由信

号模拟到数字化的变革过程，每一次发展都大大加强了电视媒介的影响力。在进入 21世纪的今天，

电视媒介的发展正在面临着一场新的革命，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多媒体技术使电视的表现手段更多彩，传输的信息质量更高； 

（2）数字压缩技术的进步使电视进入多频道化时期； 

（3）电脑和网络技术大大提高了电视传播的双向性； 

（4）卫星传输技术的普遍采用使电视传播进入了一个跨国传播和全球传播的时代。 

声像媒介的特点有： 

1、 声像媒介视听兼备，受众可以同时接受到不同符号的信息，从而也产生相应的特殊参与感。

受传者对电视、电影等声像媒介的接触是在家庭或其他小群体中进行的，因而声像媒介对各种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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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影响十分巨大。而群体对个人又有着很大的影响，群体成员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会使声像媒介的

效果更加突出。大众传播与群体传播结合起来，其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2、声像媒介借助声像手段来重现具体的事件场景，具有极强的现场感和真实感，可以对受众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产生独特的潜移默化效果。尤其是对于儿童，这种效果更加明显。 

3、声像媒介特别是电视最适于传播商业信息。电视以其强烈的视听觉冲击力而使广告真实化、

生动化，并以其广受欢迎的节目增强了广告的可接受性。 

新媒介的发展。 

第三节  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 

一、大众媒介与现代人的生活 

二、关于大众传播社会影响的两种观点 

一种是 “基于乐观主义期待”的肯定态度；一种是 “怀疑主义”的忧虑态度。 

乐观派 

早期的乐观主义观点以美国政治学家 J·布莱士为代表 

法国学者塔尔德：报刊造就了现代舆论的主体——公众。 

美国社会学家 C·H·库利： “印刷意味着民主”。 

三、大众传播、信息环境与人的行为 

(一)人与环境互动过程的变化 

(二)大众传播与现代信息环境 

所谓信息环境，指的是一个社会中由个人或群体接触可能的信息及其传播活动的总体构成的环

境。信息环境具有社会控制的功能，是制约人的行为的重要因素。 

大众传播在形成信息环境方面的优势 

(1)大众传播通过信息的大量生 产、复制和大面积传播，能够在短时间内将同类信息传遍整个

社会，造成普遍的 信息声势; 

(2)这种优势，还与它所传达的信息的特性密切相关。大众传播的信 息的特性，简言之即公开

性、权威性、显著性和直达性。 

(三)现代社会中“信息环境的环境化”现象 

李普曼关于“拟态环境”的论述 

藤竹晓——“信息环境的环境化”趋势。 

认识大众传播发挥社会影响力的主要机制和外部条件。 

学习目标： 

1. 重点掌握大众传播的定义、特点。 

2. 一般掌握拉斯维尔、施拉姆等人关于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的代表性观点。掌握信 

息环境、拟态环境的定义。正确认识大众传播的社会影响，以及大众传播对社会信息环境、人

的行为的突出影响。 

3. 了解大众传播诞生与发展的基本情况，了解对大众传播社会影响的不同观点。 

作业： 

1.怎么理解媒介融合？ 

2.试析当前传统媒体转型的困境与出路。 

拓展性阅读书目 

《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第 5 版）,［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清

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大众传播模式论》,[英]麦奎尔、温德尔,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二十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张国良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美］费斯克等 新华出版社年，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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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编 新

华出版社,2004年 

《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常昌富、李依倩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公众舆论》,[美]李普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知识单元 8：第八章 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传播控制与控制研究 

1、传播控制 

大众传播的社会控制，顾名思义，就是指社会上的各种因素和力量对大众传播实施的控制。 

大众传播的社会控制是广泛存在着的。任何社会都会出于其本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

需要而对大众传播加以控制。而其控制的程度、方式和手段，主要取决于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制

度，同时也会受这个社会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条件的影响。 

社会控制可分为政府控制、经济控制、公众控制和传播组织内部控制等。 

2、 控制研究 

控制研究的重点，是研究传播制度和社会制度对传播媒介所施加的控制和造成的影响。 

第一节  传播制度与媒介控制 

什么是传播制度  

一、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 

来自于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是媒介所受到的控制力量中最主要的部分. 

1、规定传媒组织的所有制形式。 

2、对传播媒介的活动进行法制和行政管理。。 

3、限制或禁止某些信息内容的传播 

4、对传播事业的发展制定总体规划或实行国家援助。  

二、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控制 

垄断资本控制传播事业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三、广大受众的社会监督控制 

1、个人的信息反馈。 

2、结成受众团体，以群体运作方式对媒介活动施加影响。 

3、诉诸于法律手段。 

4、通过影响媒介的销售市场来制约媒介活动。 

5、形成社会舆论。 

第二节  关于传播制度的几种规范理论 

麦奎尔:1极权主义理论;2自由主义理论 3社会责任 4苏联共产主义媒介理论 5民主参与的媒

介理论 6发展中国家的媒介理论 

报刊的四种理论  

 一、极权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 

理论的思想渊源：  

理论背景：15世纪中叶近代印刷技术发明后不久欧洲封建专制主义的气候；近代报刊的诞生；

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的发展；等等 

极权主义的媒介规范理论的主要内容。 

我国清代的极权主义传播制度。 

二战期间的现代极权主义传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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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 

多种规范理论：有的属于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有的则在制度外起着一种牵制作用。 

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和外部矛盾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一)自由主义媒介规范理论 

原理原则: 

形成背景： 

荷兰哲学家、思想家斯宾诺莎 

英国诗人、政治家约翰·弥尔顿 

英国的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米尔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思想家和革命家托马 斯·潘恩、托马斯·杰佛逊等人。 

约翰·弥尔顿——自由主义媒介规范理论重要理论基础 

美国学者 F·S·席伯特：现代自由主义理论中两个重要原则“观点的公开市场”和“自我修

正过程”，就是从弥尔顿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恩格斯谈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版自由的本质。 

对理论的评价： 

(二)社会责任理论——美国 “新闻自由委员会”在 40年代提出 

理论提出的原因和社会背景。 

社会责任理论内容。 

原理原则。 

民主参与理论。 

民主参与理论也称受众参与理论，是在 20世纪 7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和媒介集中

垄断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在美国和欧洲、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一种新的媒介规范理论。 

美国学者 J·A·巴隆的 〈媒介接近权:为了谁的出版自由〉(1973 年出版)、B·H·巴格迪坎

的 〈传播媒介的垄断〉(1983年出版)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主要观点。 

民主参与理论的核心价值是多元性、小规模性、双向互动性、传播关系的横向性或平等性。 

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 

(一)社会主义媒介规范理论的渊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人民报刊”思想 

我党的相关理论 

(二)苏联社会主义传播制度的建立及其媒介规范理论 

(三)我国社会主义传播制度和规范在探索中发展 

四、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制度和媒介规范理论 

英国学者 D·麦奎尔的归纳和概括 

(1)大众传播活动必须与国家政策保持同一轨道，以推动国家发展为基本任务; 

(2)媒介的自由伴随着相应的责任，这种自由必须在经济优先的原则和满足社会需求的原则下

接受一定限制; 

(3)在传播内容上，要优先传播本国文化，优先使用本民族语言; 

(4)在新闻和信息的交流合作领域，应优先发展与地理、政治和文化比较接近的其他发展中国

家的合作关系;  

(5)在事关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利害问题上，国家有权对传播媒介进行检查、干预、限制乃

至实行直接管制。 

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 

六、发展中国家的媒介规范理论。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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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播制度与媒介控制的关系。 

2．了解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对媒介的控制手段。 

3．了解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媒介规范理论。 

作业： 

1.试析当前自媒体治理的技术困境与法律风险。 

2.试析网信办的职责与边界。 

拓展性阅读书目 

《论出版自由》，（英）弥尔顿 著，吴之椿 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 

《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美］费斯克等 新华出版社年，2014年  

《获取信息：新闻、真相和权力》,［英］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新华出版社,2004年  

《权力的声音：美国的媒体和战争》,张巨岩,三联书店,2004年  

《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美〕新闻自由委员会 展江 等译/2004年 08月/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新闻：政治的幻象》（第五版）,［美］W•兰斯•班尼特,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  

《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文森特•莫斯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知识单元 9：第九章 传播媒介的性质与作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作为工具和技术手段的传播媒介 

传播媒介大致有两种含义: 

第一，指信息传递的载体、渠道、中介物、工具或技术手段; 

第二，指从事信息的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社会组织，即传媒机构。 

认识传播媒介的意义及原则 

一、意义 

1、把握传播媒介的特点及规律，充分认识我们进行传播活动的物质手段。“工”与“器” 

2、遵循传播媒介的基本规律，不断改进传播工作。 “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3、认清传播媒介发展方向，顺应进步的潮流。 

原则 

施拉姆：认识和分析传播媒介（包括人际传播）的原则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 

1、它们所刺激的感官 2、反馈的机会 3、速度的控制 4、讯息代码不同 5、增殖力量 6、保存

信息的力量 7、克服弃取的力量 8、满足专门需要的力量 

对大众传播来说的原则 

1、媒介的传播手段 符号导致了媒介在时间、空间上的差异 

2、媒介的时效性 

3、媒介的持久性 

4、受众参与媒介的程度 

两个基本观点 

1、各有长短 

2、传播媒介在相互竞争中及新型媒介的冲击下，不得不扬长避短，以求进一步生存与发展。 

一、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 

理论 20世纪 60年代至 70年代初曾在西方国家引起轰动 

施拉姆：说不定正是由于麦克卢汉才使得 “媒介这个曾经主要是艺术家、细菌学家和大众传

播学家才使用的词风靡一时” 

麦克卢汉三个著名的观点:“媒介即讯息”、“媒介:人的延伸”和“热媒介与冷媒介”“地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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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意义与局限性 

意义： 

开拓了从媒介技术出发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并强调了媒介技术的社会历史作用。 

关于 “媒介即人的延伸”的观点对我们理解不同媒介的作用机制富有启迪意义 

关于 "地球村"的预言，符合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 

理论的片面性。 

施拉姆的评价。 

梅罗维茨的媒介理论 

（1） 应把情境视为信息系统。 

（2） 每种独特的行为需要一种独特的情境。 

（3） 电子媒介促成了许多旧情境的合并。 

对梅罗维茨媒介理论的评析 

进步性。 

但是，这一理论也存在着显而易见地缺陷，主要有 3条。  

二、媒介工具和技术的现实社会影响 

另两方面的研究： 

1、考察媒介内容的影响，例如李普曼对 “拟态环境”的分析以及藤竹晓关于 “拟态环境的

环境化”观点等; 

2、考察媒介的形式或工具特性的影响。 

(一)"电视人"和"容器人"概念 

"电视人"的概念 

林雄二郎在 《信息化社会:硬件社会向软件社会的转变》(1973年)中提出。 

容器人 

中野收《现代人的信息行为》(1980年) 提出.  

(二)电视与人的"充欲主义" 

佐藤毅在 1986年发表的〈人的自律〉一文中探讨了电视与日本人的自私化和 “充欲主义”价

值流行的关系。 

三、新媒介的发展趋势及其冲击 

(一)新媒介的特点与性质 

1、传播过程的双向性的增强。 

2、多媒体化和媒介功能的融合。 

3、媒介资源的丰富化。 

4、信息传播的全球化。 

防止幼稚的“电子乌托邦” TeletOpia思想 

电子乌托邦思想历史渊源 

麦克卢汉对 “电子乌托邦” 的影响。 

 第二节  作为社会组织的大众传媒 

一、传播者与大众传媒 

二、大众传媒的组织目标与制约因素 

传播学家麦奎尔的相关理论 

(一)大众传媒的经营目标 

传媒的经济收益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二)大众传媒的宣传目标 

(三)公共性与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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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大众传媒是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信息生产者和提供者，在满足社会的普遍信息需求方面

起着一种公共服务的作用; 

第二，大众传媒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道德具有广泛而强大的影响

力，这种影响力涉及到普遍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共生活; 

第三，大众传媒是某些 "稀有"公共传播资源 (例如广播电视使用的电波频率)的受托使用者，

作为公共财产的使用人，它们必须对社会和公众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这种公共性和公益性，是大众传媒的权利基础:大众传媒拥有最大限度的采访权、言论权、编

辑权和刊载权，并拥有广泛的舆论监督的权利。 

另一方面，公益性和公共性也对大众传媒产生重要的制约，它要求传媒的活动必须符合社会公

共利益 

三、传媒组织在信息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大众传媒通常会提供哪些信息?它们是怎样提 供信息的?它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些信息而不是另

外一些信息? 

Q1：新闻选择的“把关人”理论 

Q2：大众传媒的“把关”标准 

Q3：批判学派：现代资本主义传媒与统治阶级 

Q4：“把关” 过程的实质 

学习目标： 

1. 重点掌握麦克卢汉的相关媒介理论。 

2. 了解、分析新媒介的发展趋势和现实冲击。 

3. 重点掌握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目标和制约因素。 

作业： 

1.怎样理解“用户即媒介”。 

2.Uber有没有可能成为一种媒介。 

拓展性阅读书目 

《媒介论争：19 个重大问题的正反方辩论》,［美］埃弗利特•E•丹尼斯、约翰•C•梅里尔,北

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  

《交流的无奈――传播思想史》,[美]彼得斯,华夏出版社,2003年 

《机器新娘——工业人的民俗》，〔加〕麦克卢汉 著，何道宽 译/2009年 03月/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 (加)麦克卢汉 著，何道宽 译/2011年 07月/译林出版社 

《娱乐至死》，（美）波兹曼（Postman，N.） 著，章艳 译/2015年 05月/中信出版社 

知识单元 10：第十章 大众传播的受众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受众的含义 

大众传播的受众 

第一节    大众与大众社会理论 

一、"大众"的概念 

大众与群体、群集、公众 

大众的主要特点。 

大众与权力精英 

大众社会理论的相关论述。 

二、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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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的贵族主义观点 

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政治家托克威尔——《美国的民主制》 

19世纪末，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朋 

20世纪西班牙的奥特伽—— 

(二)对法西斯极权主义的批判 

20世纪 30年代后，大众社会理论发生变化，脱离贵族主义立场，并成为批判法西斯极权主义

制度的武器，其代表人物是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 

主要着眼于产业化和资本主义大众民主制的内在 矛盾，分析大众的"异化"及其社会结果，并

试图由此说明法西斯体制出现的社会原因。 

(三)战后美国的大众社会理论 

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考察美国当代的各种社会病理现象，美国出现了一批大众社会论者：密

尔斯、李斯曼、孔豪瑟 

(四) 评价大众社会理论 

大众社会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它的精英史观。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是格格不入

的。 

大众社会理论认为大众社会的成立的六个基本条件。 

三、大众社会理论与传播学砰究 

大众社会论立场的受众观 

清水几太郎的相关理论。 

关于清水几太郎的评价。。 

德弗勒归纳的大众传播受众研究的经典理论 

四种类型。 

1、受众的个人差异论 

个人差异论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选择性和注意性理解。 

2、受众的社会分类论 

社会分类论不囿于个体差异而强调群体内部的统一性，同时又注意到了群体之间的差异性，这

是其优于个人差异论的地方。个人差异论注重个人性格和心理上的差异；而社会分类论则看到了社

会群体的特征差异。可以说，社会分类论是对个人差异论的修正与改进。 

案例分析：《笨小孩》的受众诉求 

3、受众的社会关系论 

社会关系论是拉扎斯菲尔德、贝雷尔森和卡茨等人的研究成果。 

案例分析：北大、清华与中央财经大学对安全套的不同态度 

4、受众的文化规范论 

第二节 几种主要的受众观 

克劳斯：受众按其规模可以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 

一、作为社会群体成员的受众 

"伊里 调查" 

二、作为 "市场"的受众 

D·麦奎尔理论的三个立论基础。 

"受众即市场"时代变迁 

麦奎尔的四个追问。  

三、作为权利主体的受众 

传播权 (the right to communicate)。 

知晓权 (the right to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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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接近权 (the right of access  to  media)。 

受众的心理选择过程 

选择性注意 

从传播者如何适应受众的选择性注意考虑，传播媒介的信息要想具有吸引力，必须遵循的原则。 

选择性理解  

选择性记忆  

选择性记忆的三个阶 

第三节  “使用与满足” 

一、受众的传媒接触动机和使用形态 

(一)对广播媒介的“使用与满足"研究 

哥伦比亚大学广播研究室的 H·赫 卓格的研究。 

(二)对印刷媒介的"使用与满足"研究 

贝雷尔森总结人们对报纸的六种利用形态。 

研究小结。 

(三)对电视媒介的"使用与满足"研究 

D·麦奎尔研的四种基本类型： 

1、心绪转换 (diversion)效用  2、人际关系 (personal relations)效用  3、自我确认 

(personal identity)效用 4、环境监测 (surveillance)效用    

关于受众行为的动机与目的的其他说法 

日本学者和田洋一（1981）的观点。 

台湾学者郑贞铭（1978）的观点。 

张隆栋（1982）的观点。 

彼得 桑德曼的观点。 

梅尔文·德弗勒的观点。胡正荣的观点。 

二、传媒接触的社会条件因素 

(1)人们接触传媒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特定需求，这些需求具有一定的社会和个人心理起

源。 

(2)实际接触行为的发生需要两个条件，其一是媒介接触的可能性，即身边必须要有电视机或

报纸一类的物质条件，其二是媒介印象，即媒介能否满足自己的现实需求的评价，它是在以往媒介

接触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 

(3)根据媒介印象，人们选择特定的媒介或内容开始具体的接触行为。 

(4)接触行为的结果可能有两种，即需求得到满足或没有得到满足。 

(5)无论满足与否，这一结果将影响到以后的媒介接触行为，人们会根据满足的结果来修正既

有的媒介印象，在不同程度上改变对媒介的期待。 

三、对 "使用与满足"研究的评价 

意义： 

"使用与满足"研究局限性 

受众研究的方法 

一、反馈与受众调查  

二、受众调查的种类、方法和手段 

1、种类 

（1）民族志学访谈法；（2）知情人访谈法；（3）应对式访谈法；（4）叙事访谈法；（5）焦点

组访谈法。 

内容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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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实验法 

2、方法和手段 

我国受众调查的发展概况 

学习目标： 

1．重点掌握大众、受众的概念及其主要特点，受众在大众传播过程中的基本权利，受众媒介

接触动机和使用形态的基本类型。 

2．认识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与演化，大众社会成立的条件。理解作为“社会群体成员”的受

众观，以及“受众即市场”的观点。正确认识个人所处的社会条件对媒介接触行为的影响。 

3．了解“使用与满足”过程模式及其含义，以及“使用与满足”的不同类型。 

作业： 

1.分析受众研究的前沿问题。 

2.思考如何增强用户粘度。 

拓展性阅读书目 

《受众研究读本》，（英）迪金森 等编，单波 译/2006年 06月/华夏出版社 

《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英）泰勒（Taylor,L.），（英）威利斯（Willis,A.） 著，

吴靖，黄佩 译/2005年 04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受众分析》，麦奎尔 著，刘燕南 等译/2006年 03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二十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张国良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  

《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美］费斯克等 新华出版社年，2014年  

《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编 新

华出版社,2004年 

《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常昌富、李依倩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知识单元 11：第十一章 传播效果研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传播效果研究的领域与课题 

一、传播效果的概念含义 

传播效果的双重含义: 

第一，它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说服性传

播，指的是通过劝说或宣传来使受传者接受某种观点或从事某种行为的传播活动，这里的传播效果，

通常意味着传播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传播者的意图或目的。 

第二，它指传播活动尤其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

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体，不管这些影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显在的还是潜在

的。 

传播效果产生的过程 

传播效果的产生过程主要是从以下方面进行考察： 

  认知层面：关注、记忆、知识 
  态度层面：认识、观念、爱憎、立场 
  行为层面：支持、反对、行动 
  传播效果的三个层面 
以报刊、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的社会效果的三个层面: 

1、环境认知效果。 2、价值形成与维护效果。  3、社会行为示范效果。 

传播效果的类型 

从时间上考虑，可以分为短期效果和长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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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与传播者意图的关联上，可以分为预期效果和非预期效果; 

从效果的性质上，可以分为积极 (正)效果、消极 (负)效果、逆反效果等， 

此外还有一些效果的中间形态。 

英国学者 P·戈尔丁关于传播效果的分类 

短期的非预期效果案例 

“恐惧斗室”广告激怒华人 耐克公司坚持不撤 

大陆连续剧泄密解放军斩首战？ 台认真研究观看 

传播效果发生的类型有以下各种： 

个人效果。 

新闻认知效果。 

集体效果。 

媒介运动效果。 

发展中的创新扩散效果。 

社会控制效果。 

现实的解释和意义的建构。 

文化变化效果。  

考察具体过程的传播效果必须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课题: 

 1、传播主体与传播效果 

 2、传播内容与传播效果 

 3、讯息载体与传播效果 

 4、传播技巧与传播效果 

 5、传播对象与传播效果 

英国传播学者 D·麦奎尔关于大众传播的效果和影响问题三种理论。 

第二节  传播效果研究的历史与发展 

传播效果研究的发展阶段 

一、早期的 "子弹论"或 "皮下注射论" 

“子弹论”、“魔弹论”或“皮下注射论” 

背景；理论核心；评价。 

二、“传播流”研究与“有限效果”理论 

方法：社会调查法、心理实验法 

(一)、《人民的选择》的“假说” 

“政治既有倾向”假说 

“选择性接触”假说 

“意见领袖”和“两级传播” 

(二)《个人影响》和 《创新与普及》 

“中介因素"概念 

罗杰斯《创新与普及》 1962 

背景；贡献；主要内容。 

《大众传播效果》与“有限效果论” 

大众传播效果的 “五项一般定理”: 

三、"说服性传播"的效果研究 

四、70年代以来的宏观效果理论 

大众社会理论与传播学砰究 

70年代后，在对 “有限效果论”进行批评和反思的基础上，传播效果研究领域又出现了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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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理论模式或假说，包括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知沟”研究、“培养分

析”以及 “编码与释码”研究等等。 

第三节   传播效果的产生过程与制约因素 

制约传播效果的因素 

一、传播主体与传播效果 

1、信源的可信性效果 

霍夫兰关于“可信性与说服效果”的关系的考察 

"休眠效果" 

二 传播技巧与传播效果 

“一面提示”与“两面提示” 

“两面提示”的“免疫效果 

案例分析：词典规范之争 

"明示结论"与"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诉诸理性"与"诉诸感情" 

案例分析：广告实例 

警钟效果 (恐惧诉求) 

三、传播对象与传播效果 

意见领袖的作用 

基本特征 

考察群体对个人行为的影响有两个基本视角， 

受传者的个性与传播效果 

日本传播学者饱户弘的分类，个人的可说服性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与特定主题相关的可说服性——2、与特定议论或诉求形式相关的可说服性    —  3、一

般可说服性  与主题或说服形式无直接关系，受个人性格和个性所规定的、对他人意见容易接受或

排斥的倾向。 

贾尼斯 “自信心假说" 

学习目标： 

1．重点掌握传播效果的概念含义和层面，子弹论、“有限效果”论、传播流、政治既有倾向、

选择性接触、意见领袖、两级传播、“补强”论、信源的可信性效果、“休眠”效果、一面提示与两

面提示、诉诸理性与诉诸感情、警钟效果等名词概念。 

2．一般掌握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发展阶段，理解受众自身的属性对传播效果的制约。 

作业： 

1.怎样理解说服中的期望法则和对比法则？ 

2.比较诉诸理性与诉诸感情两种传播类型的适用性。 

知识单元 12：第十二章 大众传播的宏观效果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大众传播与环境认知——“议程设置理论” 

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 

理论缘起 

美国传播学家 M·E·麦库姆斯和 D·L·肖 

1972年在 《舆论季刊》上发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 

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就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所做的一项调查研究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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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库姆斯和肖的发现： 

在选民对当前重要问题的判断与大众传媒反复报道和强调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的对应

关系。 

根据这种高度的对应关系，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 "议事日程"的

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 "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 (salience)的方式，

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D·麦奎尔和 S·温达尔关于 "议程设置功能"假说的示意图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特点： 

第一，传播效果分为认知、态度和行动三个层面，“议程设置功能”假说的着眼点是这个过程

的最初阶段，即认知层面上的效果。 

第二，“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所考察的，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

道活动所产 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 

第三，"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是从事"环境 再构成作业"的

机构。 

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 

上世纪 20年代，李普曼：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是一种营造 “拟态环境”活动 

40年代末，拉斯韦尔进一步提出了大众传播具有“环境监测功能” 

50年代和 60年代   B·C·科恩“在许多场合，报刊在告诉人们应该‘怎么想”时并不成功，

但是在告诉读者“想什么”方面，却是惊人的成功” 

主要结论： 

第一：媒介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方面产生效果，但能非常成功地告诉受众应

该想些什么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媒介这种影响个人认知变化的作用是大众传播效果的重要体现之

一。 

第二：议程设置理论所考察的对象并非局限于一时一地、一人一事，而是大众传播媒介在较长

时期内综合的社会效果。并且，这种效果通常是媒介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协同中体现出来的。 

理论发展： 

1999 年，基于传播环境的巨大变化，麦考姆斯和肖在提出“议程设置”假说后的第十七年对

该理论重新进行了修正，提出了一个源于而又高于“议程设置”的新假设——“议题融合论”。 

“议题融合论”和“议程设置”假说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在于“议题融合论”研究的出发点是社

会大众，着重研究社会大众为何使用各类传播媒介，如何使用传播媒介以及使用传播媒介所达到的

社会效果；而“议程设置”则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研究出发点，研究的重点是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影

响受众 

议程设置的 “议题”实例：《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的案例。 

受众属性对议程设置效果的影响 

从受众角度来看，受众拥有自身的自主性、社会性，在接触媒介内容时，在各个层面都会有所

选择，因而受众的属性对议程设置的效果也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些属性主要包括： 

  （1）受众对各种议题的经验程度：经验越是间接，受媒介的影响越大； 
  （2）受众对媒介信息的接触量：接触量越大，受媒介影响越大； 
  （3）人际传播的频度：对媒介的议程设置效果有“抑制”和“强化”两种作用； 
  （4）受众的阶层属性：传媒的“议程设置”对知识水准高、政治关心程度高以及高层人士的
影响较小（郭庆光，1999）。 
议程设置理论的特点是： 

第一：“议程设置功能”研究的重点是受众接受大众媒介的信息后在认知方面所起的反映和变

化。至于人们在态度和行为层面所可能产生的后续反应，议程设置理论并不否定。 

第二：“议程设置功能”是以宏观的视角对大众传播这一有机系统在较长的时段内所产生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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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长期的、整体的、宏观的社会效果进行考察，而非局限于一时一地、一人一事。 

第三：“议程设置功能”理论暗示了这样一种媒介观，即传播媒介具有“环境再构成”功能。 

第四：“议程设置功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仍然轻视了公众自身的选择和人际传播在真实传播过

程中所起的作用。 

“议程设置功能”假说的相关概念和理论 

（1）理论出发点。 

（2）议程设置的三种机制： 

“0/1”效果或称“知觉模式”：传媒报道或不报道某个“议题”，会影响到公众对该“议题”

的感知。 

“0/1/2”或称“显著性模式”：媒介突出强调某些议题，公众就会突出重视这些议题。  

“0/1/2……N”效果或称“优先顺序模式”：传媒对一系列“议题”按照一定的优先顺序所给

予的不同程度的报道，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的重要性顺序做出的判断。  

大众传媒主要通过这三种机制来设置议程的。从“感知”到“重视”再到按其重要程序度排出

“优先顺序”。 

（3）不同媒介具有不同的特点： 

不同的媒介在议程设置上的特点也不相同。报纸的“议程设置”对较长期议题的“重要性顺序

排列”影响较大，而电视的“热点化效果”（spot-lighting effect）比较突出；报纸的新闻报道

形成“议程”的基本框架，而电视新闻报道则挑选出“议程”中若干最主要“议题”加以突出强调。 

（4）议程设置的“议题”： 

个人议题：私下认为重要的议题。 

公众议题：认为大部分人都重视的问题。 

谈话议题：在与别人谈话时认为重要的议题。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意义与问题 

意义： 

议题设置功能对我国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1、宣传观念的转变。2、受众意识的增强。 

不足之处。 

第二节 大众传播、社会心理与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 

理论背景 

三个命题构成 

第一，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 

第二，意见的表明和 “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 

第三，大众传播通过营造“意见环境”来影响和制约舆论。 

传播媒介对人们的环境认知活动产生影响的因素有三个: 

(1)多数传 媒的报道内容具有高度的类似性 (产生"共鸣效果");(2)同类信息的传达活动 在

时间上具有持续性和重复性 (产生"累积效果");(3)媒介信息的抵达范围具 有空前的广泛性 (产

生 "遍在效果")。 

一、关于“沉默的螺旋”理论的主要概念——“舆论” 

  关于“沉默的螺旋”理论的主要概念——“舆论”： 
   （1）卢梭：公共意见， 
  （2）库利：社会互动的有机体的意见。 
  （3）行为科学：多数人的意见。 
  （4）舆论的形成即社会合意的形成。 
  （5）社会心理学：是表面上的“多数人意见”，是可以操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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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舆论的形成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和人们对“意见环境”的认知三者作用的结果。 
  （7）人们对“意见环境”的认知会带来压力或安全感。导致“多数意见”的诞生——舆论。 
  （8）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 
二、“沉默的螺旋”理论涉及的主要作用因素 

麦奎尔认为，“沉默的螺旋”理论所关注的主要因素为以下四点：大众媒体，人际传播和社会

关于个人的意见表达，个人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固定意见气候洞察力 （麦奎尔，大众传播理

论，第十四章）。 

三、“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发展和意义 

对 “沉默的螺旋"理论的评价 

第三节 大众传播的潜移默化效果——“培养理论” 

“培养”理论也称为 “教化分析”、“涵化分析”等等。这一理论的研究始于 20世纪 60年代

后期。传播媒介对人们的现实观究竟具有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怎样发生的？ 这些问题都是“培

养”理论所分析研究的。 

一、“文化指标研究” 

“文化指标研究” 

属于 60年代后期的一项综合系统研究,包括三个部分 

1、“制度分析”  

2、“讯息系统分析” 

3、“培养分析” 

“制度分析” 

二、“培养”理论 

格伯纳的“文化指标研究”在传播界享负盛名，而“培养”理论更为世人熟悉。 

1、“培养分析”的研究方法 

2、 “培养分析”的研究结果 

3、“培养”理论的基本结论 

电视是“培养分析“关注的焦点。这是因为它在“共识“的形成过程中有着天然的优势： 

（1）受众优势 

受众数量多、接触频繁、忠诚度高。由于不需要识字能力，各种阶层的人都能轻松接受电视节目。 

（2）感官优势 

电视节目凭借声光电优势对人的多种感官形成立体式的冲击。 

（3）文化优势 

第四节 大众传播与信息社会中阶层分化——“知识沟”理论 

一、“知识沟”理论的出现 

  1970年，蒂奇诺等人在大量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知识沟”理论。 

二、对“知识沟”理论的否定 

  与“知识沟”理论持相反意见的是艾蒂玛等人提出的“上限效果”理论。 

三、N.卡茨曼的“信息沟”理论 

  1974年，N.卡茨曼从新传播技术发展的角度着眼，提出了"信息沟"理论，其主要观点包括：  
  （1）新传播技术的应用必然会使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量和信息接触量都有所增大，但并不是每
个社会成员都能够均等地获得新技术应用所带来的利益。 
  （3）现有的信息富裕阶层通过及早采用和熟练使用这些先进的信息处理机器，能够拥有相对
于其他人的信息优势。 
  （4）在社会信息化过程中，新的媒介技术会不断出现并以逐步加快的速度更新，因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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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的发展趋势可能会是“老沟”未平、“新沟”又起（郭庆光，1999）。 
学习目标： 

1．重点掌握传播效果的概念含义和层面，子弹论、“有限效果”论、传播流、政治既有倾向、

选择性接触、意见领袖、两级传播、“补强”论、信源的可信性效果、“休眠”效果、一面提示与两

面提示、诉诸理性与诉诸感情、警钟效果等名词概念。 

2．一般掌握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发展阶段，理解受众自身的属性对传播效果的制约。 

认识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理解“沉默的螺旋”假说，认识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社会心

理和舆论三者的关系。掌握“培养分析”的基本观点，以及“知沟”假说及其现实意义。 

作业： 

1.思考手机媒体终端的普及是扩大了信息沟还是相反？ 

2.宏观效果研究的前沿问题有哪些？ 

拓展性阅读书目 

《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美］洛厄里、德弗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编 新

华出版社,2004年  

《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常昌富、李依倩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传播效果研究——起源、发展与应用 》， 段鹏 著/2008年 11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有效传播（第七版）》， （美）甘布尔 等著，熊婷婷 译/2005年 01月/清华大学出版社 

知识单元 13：第十三章 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从国际传播到全球传播 

一、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概念 

国际传播的概念 

国际传播是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其基本主体是国

家，还包括： 

1．国际机构——以国家为单位建立的政府间常设机构，如联合国等。 

2．超国家机构——指其决定对成员国政府拥有拘束力的国际机构，如欧盟、世界贸易组织等等。 

3．同盟或地区集团——具有期限性的联盟组织，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等等。 

4．跨国组织或运动——如教会、国际红十字会、国际奥委会、世界环保组织、世界妇女大会

等等。 

5．国内各种集团或组织——如政党、工会等等 

6．个人——如社会活动家、知名专家学者或舆论领袖 

全球传播的概念 

将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融为一体，以整个地球世界为范围的传播则称为全球传播。 

1．与跨国传播科技的发展和全球信息化密切相关（卫星通信技术、跨国广播电视、计算机通

信网络等） 

2．主要媒介是广播、电视、报刊、国际电话、传真、个人电脑以及因特网上电子邮件、数据

库等 

3．人们作为“地球村”的一员而思考和行动。 

4．研究 “文化、国家发展、对外政策、国际纷争及其解决、信息流通、霸权主义、意识形态、

大众传播制度、人权与民权、战争与和平”等众多的争论领域。 

二、全球信息化的影响和冲击 

1、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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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治全球化的加速 

3、文化的交流、融合、摩擦和冲突的全球化 

所谓全球化，就是“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受到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的制约和影响，或者反过

来．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对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具有指向意义；以此种关系将远隔地区相互连结，

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强这种关系”的过程。 

第二节  关于世界信息传播秩序的争论 

一、世界信息生产和流通的失衡状况 

信息传播秩序 

由于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同．当今世界存在着严重的“信息富有国”和“信息贫困国”两

极分化现象，造成了世界信息单向流通的不平等结构。如报纸发行量发达国家占 70%；电影出口量

占 80%；通信卫星占 90%。 

二、“新世界信息秩序”论争 

相关争论：《阿尔及尔宣言》《新德里宣言》《大众传媒宣言》《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 

核心：是如何看待信息的“自由流通”问题。发达国家主张世界信息流通应该是绝对自由的，

不应受到各国政府的人为干预；发展中国家主张自由首先应该表现为对各国各民族的传播权利和机

会的尊重和保障。 

它体现了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中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现实利益的尖锐矛盾和冲突。 

第三节 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研究中的若干课题 

一、国际报道中的新闻价值问题 

二、信息与国家主权 

信息主权即一个国家对本国的信息传播系统进行自主管理的权利。包括 (1)对本国信息资源的

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2)不受外部干涉，自主确立本国的信息生产、加工、储存、流通和传播

体制；(3)对本国信息的输出和外国信息的输入进行管理和监控。 

个别传播大国有可能凭借自己的技术优势，通过“劫持”他国电信系统，阻断信息和数据往来

等手段来达到其政治目的。（黑客） 

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主张，与拥有领土、领空、领海、资源以及社会制度的主权一样、一个国家对

自己的信息传播资源和传播制度同样应该拥有主权，这是在信息时代保障国家主权完整的重要条件。 

文化安全 

三、文化帝国主义 

它指的是来自发达国家、包含着与支配者利益相关的文化价值或观点的商品、时尚或生活方式

等流向发展中国家市场．创造出某些特定的需求或消费形态，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程度

上受到外国(主要是西方)文化的侵害、取代或挑战，受支配程度越来越高的状况。 

文化帝国主义 

特点；1、它是以强大的经济、资本实力为后盾通过市场而进行的扩张过程：2、它是一种文化

价值的扩张，即通过含有文化价值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而实现的全球性文化支配；3、由于信息产

品的文化含量最高(或者说信息本身就是文化产品)．那么很明显，这种文化扩张主要是通过信息产

品的传播而得到实现的。  

“跨文化交流”的含义。 

学习目标： 

1. 重点掌握国际传播的概念，全球传播的概念及其特点。 

2. 一般掌握国际新闻选择中的价值标准，信息主权及其与国家主权的关系。认识文化帝国主

义的特点和实质。 

3. 了解信息全球化的冲击和影响，世界信息生产和流通的失衡状态及其性质，“世界信息新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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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争，冷战后霸权主义的主要策略。 

作业： 

1.试析当下我国对外传播策略的得失。 

2.文化传播的前沿问题有哪些？ 

拓展性阅读书目 

《媒体等同》,[美]巴伦•李维斯、克利夫•纳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文化帝国主义》,[英]汤林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理解通俗文化》,[美]约翰•费斯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通俗文化理论导论》,[美]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商务印书馆,2014年  

《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英]尼克•斯蒂文森,商务印书馆,2013年  

《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美］,艾英戈、金德著,新华出版社,2004年  

《获取信息：新闻、真相和权力》,［英］格拉斯哥媒介研究小组,新华出版社,2004年  

《权力的声音：美国的媒体和战争》,张巨岩,三联书店,2004年  

《新闻：政治的幻象》,［美］W•兰斯•班尼特,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 

知识单元 14：第十四章 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学派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传播学的起源、形成与发展 

传播学为什么形成于 20世纪初至 40年代的美国？ 

一、从传播媒介的发展情况来说，在这个时期的西方国家，大众报刊和电影已经高度普及，作

为新的电子媒介的广播事业发展也十分迅速。 

二、从历史和社会环境来说，当时正值世界范围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 

第三，在此时期，与传播学有着许多衔接点的一些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文

化人类学等都己经有了充分发展，为传播学提供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基础。 

两个直接的原因： 

一、美国是世界上传播业最发达的国家，为媒介和传播研究提供了最合适的环境和社会条件; 

二 、1933年德国纳粹党执政后，大批欧洲学者为躲避法西斯迫害而逃亡到美，推动了美国社

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 

一、传播学的早期学术思想源流  

思想源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欧洲源流，二是美国 

欧洲源流中包括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塔尔德和他的模仿理论，德国社会学家西默尔和他的网络理

论。 

杜威对传播学的影响。 

库利在传播学中地位。 

帕克 和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对传播学的形 成产生的影响。 

米德的贡献。 

李普曼 对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的贡献 

二、传播学的奠基者和学科开创者  

(一)拉斯韦尔的宣传与传播研究 

(二)卢因与"把关人"研究 

(三)霍夫兰与说服效果实验 

(四)拉扎斯菲尔德与经验性传播学研究 

(五)施拉姆与传播学科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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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论和控制论对传播学的贡献 

与信息传播技术有关的通信工程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等 20 世纪的新兴科学对传播学的 影

响。 

(一)香农的信息论与传播学 

(二)威纳的控制论与传播学 

第二节 传播学的主要流派 

一、传播学的经验学派 

(一)经验性方法的意义及其局限性 

经验性方法论有三个基本前提 

(1)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具有自身的客观性，这些客观性可以通过一定的科学方法加以揭示; 

(2)人类有能力开发或设计出揭示社会现象之客观性的科学方法; 

(3)任何关于社会现象的理论和假设，都能够通过一定的科学方法得到证明或否定，因此，经

验性方法论与社会科学中的实证立场是联系在一起的。 

经验性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则 

(1)研究程序应具有客观性和可重复性，用于调查和分析的方法和技术不能随意变更，以便为

其他学者提供验证的手段; 

(2)社会科学家的首要目标，是收集和提供关于理论假设时无可争议的科学数据材料; 

(3)通过公开的学术讨论，建构关于社会现象的一般理论模式或“定理” 

经验性研究方法的评价 

第一，社会现象和人的行为无限复杂，而可观察、可测定、可量化的经验材料是有限的，尤其

是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的理性和精神活动，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单纯地用经验材料就能够加以说

明。 

第二，目前所依赖的程序或技术主要是问卷调查或控制实验。 

第三，主要是个人或小群体层面上的经验材料，在研究现实的社会微观现象方面具有一定的效

用，在考察社会的历史过程以及宏观社会结构方面缺乏有效的手段。 

第四，研究者难以做到"纯客观"的态度。 

(二)美国的经验学派  

经验学派的主要研究成果 

二、传播学的批判学派 

(一)批判学派的由来及其立场 

拉扎斯菲尔的评价。 

罗杰斯的评价。  

(二)批判学派中的主要流派 

政治经济学派 

伯明翰学派 

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装置"的功能: 

霍尔与"赋予意义" 

"文化研究"学者的主要观点 

第一，大众传播是资本主义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规定社会关系、行使政治统治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功能，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第二，大众传播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二是品的消费过程。 

第三，讯息符号是与一定的价值体系或意义体系结合在一起的。 “支配性的”价值体系、“从

属性”价值体系、“激进的”价值体系 

第四，由于符号的多意性和受众社会背景的多样性，受众可以对文本讯息作出多种多样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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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尔：“优先式解读”、妥协式解读、 "对抗式解读" 

"文化研究"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 

 3、意识形态"霸权"理论 

 4、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 

学习目标： 

1. 学习传播学，不仅要把握它的基本原理和概念，而且应该了解这门学问的发生、发展历史，

这有助于我们对这门学问的系统理解。 

2. 传播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学派，了解这些学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兼容并收才

能推陈出新。 

作业： 

1.试析传播学先驱们的学术贡献。 

2.理解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概念。 

拓展性阅读书目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美]埃弗里特•罗杰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传播学概论》 （第二版）[美]施拉姆、波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  

《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第 5 版）,［美］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清

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德]哈贝马斯,学林出版社,1999年 

知识单元 15：第十五章 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传播学与调查研究 

一、传播学调查研究的类型 

东京大学教授铃木裕久曾经概括过传播学调查的十四种不同分类方式 

二、调查研究的基本过程 

1、准备阶段。调查课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理论研究型的;一种是实务型的。 

2、实查阶段。3、数据处理阶段。 

第二节 抽样调查法 

根据调研人员主观介入的有无，抽样方法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意抽样 (非概率抽样)，另一

种是随机抽样 (概率抽样)。有意抽样多用于事例研究或特殊题目的调查，而随机抽样则是现代最

普遍、最常用的方法。 

随机抽样 

(一)简单随机抽样 SRS  

简单随机抽样方法与掷或抽签的原理相同，其好处是能够保证对象总体中的每个单位都有被选

中的同等概率机会。( 抽签法、随机数字表法 ) 

首先，由于乱数表通常由数页组成，最先必须随机决定表的页号。 

其次，决定表中数字的读取方向。 

根据对象总体规模决定所抽取数字的位数。  随机数字表  

(二)系统抽样 

系统抽样也称等距抽样，基本做法是在随机排列的对象总表 (如居民名册、 电话簿等)中随意

选取第 1个样本，其他样本按一定间隔加以抽出即可。  

等距抽样经常最为简单随机抽样的代替物使用，所得到的样本几乎与简单随机抽样的样本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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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层抽样 

分层抽样也称分类抽样，即将对象总体中的所有单位按照一定属性预先分成若干类别 (层)，

分别进行随机抽取。分层抽样的好处是: 

（1）精确:由于总体中常有少数特殊单元，用简单随机抽样得到的样本中，这些特殊单元所占

的比例容易过高或过低，而影响估计量的精度，分层抽样可以将这些特殊单元做为一层，从而避免

上述情况，使样本更具代表性。 

（2）可以根据需要对各层的特性加以比较。 

（3）从管理和实施上看，比简单随机抽样便利得多。  

(四)多级抽样 

多级抽样（Multistage sampling）又叫多阶段抽样。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复杂的、大规模

的调查中，调查单位一般不是一次性直接抽取到的，而是采用两阶段或多阶段抽取的办法，即先抽

取大的单元，在大单元中再选取小单元，再在小单元中选取更小的单元，这种抽样方式称为多级抽

样。  

(五)整群抽样(cluster sampling)  

 常用的非概率抽样技术： 

（一）偶遇抽样 ( 方便抽样 )  

常见的未经许可的街头随访或拦截式访问、邮寄式调查、杂志内问卷调查等都属于偶遇抽样的

方式。它的优点是花费小（包括经费和时间）、抽样单元可以接近、容易测量并且合作。缺点是存

在选择偏差，如被调查者的自我选择、抽样的主观性偏差等。这种抽样不能代表总体和推断总体。 

（二）判断抽样  

判断抽样是基于调研者对总体的了解和经验，从总体中抽选“有代表性的”“典型的”单位作

为样本，这种方法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 

（三） 配额抽样  

配额抽样是根据总体的结构特征来给调查员分派定额，以取得一个与总体结构特征大体相似的

样本。配额保证了在这些特征上样本的组成与总体的组成是一致的。在进行配额抽样时，要特别注

意配额与调查结果之间的密切联系。另外，运用此抽样方法时，要严格控制调查员和调查过程。 

（四）雪球抽样  

雪球抽样是先随机选择一组调查对象，访问这些调查对象之后，再请他们提供另外一些属于所

研究的目标总体的调查对象，根据所提供的线索，选择此后的调查对象。 

选择适当的抽样方法 

抽样设计的难点和关键 

根据：研究目的、内容、总体的情况、 

研究的精度要求、经费的多少 

原则：适用性、科学性、可操作性 

确定样本量的大小。 

二、问卷设计 

(一)问卷的构成 

问卷的一般结构： 

1、问卷一般分成三部分，开头、正文和结尾 

2、以最一般的问答题开始，避免有威胁性的或难答的问题 

3、开头部分是启动，会影响答卷人对所要发生事情的期望 

4、确保问卷的正文部分自然地从一个主题过度到另一个 

5、按照对被访者来说是合乎逻辑的有意义的顺序来安排项目 

6、最敏感的问答题和有威胁性的问答题放在后面部分 

7、人口基本情况的问答题列在最后面，万一有人不答，数据仍有一定价值 

问卷制作的一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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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教授铃木裕久:(1)采用通俗易懂的口语体;(2)避免使用属于特殊群体的语汇或专业

语汇和缩写词;(3)避免使用暖昧、多义的词语;(4)避免非现实的或虚构想象式的提问;(5)避免主观

诱导式提问;(6)避免提问调查对象记忆模糊的问题;(7)在一个间项中避免双重提问 (询间性质不

同的两个问题);(8)留意提问顺序的影响 (前项提间可能会对后项提问的回答产生特定影响);(9)

将调查对象容易拒绝回答的问题，尽可能放在后面。见《构造问答题常见错误举例》 

(三)问题的回答方式 

多项选择法。评价法。排序法。自由回答法。 

调查问卷有哪些主要类型： 

按调查方式分： 

自填式问卷--问答题易读易懂；封面信和填写说明要详细 

电话访问问卷--问卷不能过长；问答题简单明了； 

不能使用有长串选择答案的问答题 

面访问卷--可结合使用卡片；要妥善处理敏感性和个人隐私问题  

按问卷的结构分： 

无结构型问卷--探索性研究中常用 

结构型问卷  

按问答题的形式分： 

封闭式问卷（封闭式问答题为主） 

开放式问卷（开放式问答题为主） 

开放式问答题和封闭式问答题各有什么优缺点 

开放题： 

优点--回答自由度、深度答案的机会；探索问题的灵活性； 

感情或动机方面的信息；设计问卷时没有预见到的回答； 

在探索性研究中使用,可节约测试时间和成本 

缺点--收集和分析答案费事、费时；编码困难（内容分析法）  

封闭题： 

优点--便于被访者回答；答案易有一致性；便于统计分析 

缺点--“其它项问题（按开放式问答题处理； 

用探索性研究或试调查可以解决困惑。 

第三节 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的定义和特点 

贝雷尔森(1952年)内容分析是一种对明示的传播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描述的调查方法。 

1、客观性 

2、系统性 

3、普遍性 

克里潘多夫：传播内容中既有“明示讯息”，也有“潜在讯息”，后者无法直接观察到，难以量

化，但绝不可以忽视。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内容分析逐渐从狭义向广义发生变化，主张定量考察和定性考察相结合

的学者越来越多。 

内容分析的课题大致可以概括归纳如下: 

1、不同时期传播内容的纵向比较分析     

2、同一时期传播内容的横向比较 

3、特定时期的传播内容分析  

4、不同媒体间的比较  

5、分析传播内容与传播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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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析传播内容对传播效果的影响  

7、分析传播内容与受传者的关系  

8、考察传播内容与宏观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误区： 

案例分析：《互文性与广告》 

三、内容分析的程序和技术 

(一)分析对象的选定  

铃木裕久： 

“信源”层面上的抽样 

“传播单位”层面上的抽样；"讯息"层面上的抽样。 

(二)内容的解析操作 

通常有三种，即:(1)单词或象征符;(2)句子或段落;(3)整条讯息。 

传播学研究中，根据 “言及对象”(说的是什么)和“言及方式”(如何说的)进行分类是较为

常用的方法。 

"言及对象"的分类。 

"言及方式"的分类主要有: 

1、媒体形态 (使用的传播媒介是什么); 

2、表述的形态 (语法、句法或统词论意义上的形态); 

3、策略手段 (使用的是什么样的修辞方法或宣传技巧)。 

(三)量化表示的方法 

在把作为分析对象的讯息全部加以解析、分类和类型分配之后，接之而来的是如何显示结果的

问题。在有定量可能的情况下，应尽可能采用量化表示的方法。内容分析中常用的量化表示方法有

以下几种: 

1、出现的有无  

2、出现的频度 

3、传播的时间量和空间量 

4、传播的强度 

案例：李克量表的举例（儿童的现代化观念）  

第四节 控制实验 

学者们较为关注的条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信源的条件可信性 

2、信息内容的条件    

3、传播方法和技巧的条件提示法、说理法和诉求法具有什么样的说服效果; 

4、受传者的社会条件    测试受传者的各种社会属性、群体归属关系、群 体规范等对他们接

收信息具有什么样的影响; 

5、受传者的个性条件  

二、控制实验的基本程序与技术 

1、确定实验课扩一实验课题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假说发现型，另一种是假说验证型。 

2、选定实验对象 

3、制作信息测试材料 

4、实施测试 

5、提出实验报告 

总结 

学习目标： 

1．重点掌握几种主要随机抽样方法和问卷设计原则，内容分析的目的、特点、原则及量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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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方法，控制实验的特点、条件及方法。 

2. 认识调查在传播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掌握传播学调查研究一般分哪些阶段。 

3．了解文化指标与大众传播内容的关系。 

作业： 

1.试析大数据时代的社会调查走向。 

2.理解文化指标理论的研究路径。 

拓展性阅读书目 

《传播统计学》,柯惠新、祝建华、孙江华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  

《大众传播研究：现代方法与应用》,[美]迈克尔•辛格尔特里,华夏出版社,2002年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基本问题 3  

2 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与发展 3  

3 人类传播的符号与意义 3  

4 人类传播的过程与系统结构 3  

5 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 3  

6 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 3  

7 大众传播 3  

8 传播制度与媒介规范理论 3  

9 传播媒介的性质与作用 3  

10 大众传播的受众 3  

11 传播效果研究 3  

12 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上) 3  

13 大众传播的宏观社会效果(下) 3  

14 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 3  

15 传播学研究史和主要流派 3  

16 传播学调查研究方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现代媒介概论  新闻理论 

后续课程：社会调查方法  新闻伦理 传播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传播学的发展背景、传播效果、传播类型。 

难点：传播媒介、传播研究新领域、传播研究方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案例分析法。 

……………… 

教学手段： 

1.现代教学手段。 

2.……。 

………………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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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程论文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郭庆光编著《传播学教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4 月 第 2 版（教材

获奖情况） 

（二）推荐参考书 

1. 段鹏编著《传播学基础：历史、框架与外延（第二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 年 9

月 第 2版 

2. （美）李特约翰编著，史安斌译《人类传播理论（第九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10

月 第 9版  

执笔：刘徐州   审稿：王天铮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5日 

 

现代媒介概论 
Introduction to Modern Mass Media 

课程号：3070602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现代传播媒介的基础知识 ；2、掌握各种媒介的特点与概况；3、

了解媒介组织和行业发展，了解各种媒介的业务、管理和运营；4、理解当前传播格局的形成过程

和媒介的发展趋势。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广泛的媒介调研作业，使学生掌握现代传播媒介的基础知识，

认识各种媒介的传播特点，并能从媒介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的互动关系出发，理解当前

传播格局的形成过程和媒介的发展趋势，培养学生的理论水平和媒介素养。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后

续诸多课程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44学时 

知识单元 1：总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课程简介 

2．基础知识与基本理论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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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本课程的主要学习内容和意义 

2．掌握与大众传播媒介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 

3. 了解传播媒介的发展沿革及其规律 

4. 为之后各章节的学习奠定基础 

作业： 

1.什么是媒介？根据历史演进时序，媒介可以分为哪些类别？ 

2.试阐述媒介和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 

知识单元 2：图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图书概述 

2．图书出版简史 

3. 中外图书出版现状 

4. 图书出版实务 

5. 数字时代的图书媒介 

学习目标： 

1．掌握图书这一大众传播媒介的定义、特点和功能。 

2．了解图书出版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及其发展规律。 

3. 熟悉图书出版实务。 

4. 对图书的发展前景有一定的认识和思考。 

作业： 

1.概述图书出版的流程。 

2.在图书出版史上，技术发展起着怎样的一个作用？你认为未来会出现什么新的载体？纸本书

是否会最终消亡？ 

知识单元 3： 报纸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报纸概述 

2.报纸媒介发展简史  

3.中外报业现状 

4.报业实务 

5.数字时代的报纸        

学习目标： 

1.掌握报纸媒介的含义、特点和功能； 

2.了解报纸媒介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及其发展规律，熟悉报纸出版实务； 

3.对报纸的发展前景有一定认识和思考。 

作业： 

1.在你看来，未来报纸的发展趋势会如何？ 

2.调研北京市场上的都市报。 

知识单元 4：杂志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杂志概述 

2.杂志简史 

3.中外杂志的现状  

4.杂志出版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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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字时代的杂志 

学习目标： 

1.掌握杂志媒介的定义、分类、功能和特点； 

2.了解杂志出版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及其发展规律，熟悉杂志出版实务； 

3.对杂志的发展前景有一定的认识和思考。 

作业： 

1.在周围的人中进行杂志阅读的小型调查，选择某一份杂志为研究对象，思考其读者定位是否

合理。 

2.关注某一份新闻杂志一段时间内的报道，在选题、角度、报道方式上与同期的报纸进行比较。 

知识单元 5：电影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电影概述 

2.电影发展简史 

3.中外电影的现状 

4.电影制作流程 

5.数字时代的电影 

学习目标： 

1.掌握电影媒介的定义、特点和功能； 

2.了解电影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及其发展规律，熟悉电影制作实务； 

3.对电影的发展前景有一定的认识和思考。 

作业： 

1.电影媒介的诞生，在人类文明进程具有怎样的意义？ 

2.电影媒介的特点是什么？ 

3.新媒体对电影产业的影响。 

知识单元 6：广播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广播媒介概况 

2.中外广播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 

3.广播实务 

4.数字时代广播的发展趋势 

学习目标： 

1.了解广播媒介的含义和传播特点； 

2.了解广播的发展历史和传播实务； 

3. 把握广播媒介的发展趋势。 

作业： 

1.选择一段典型的广播新闻报道，分析其报道特点。 

2.选取一个网络电台，分析它与传统电台相比的特点。 

3.分析广播未来的发展趋势。 

知识单元 7：电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电视媒介概述 

2.电视的发展历史 

3.电视传播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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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电视媒介的发展趋势 

学习目标： 

1.了解电视媒介的含义和传播特点； 

2.了解电视的发展历史和传播实务； 

3. 把握电视媒介的发展趋势。 

作业： 

1.列举电视媒介的特点。 

2.试述电视媒介的发展趋势。 

知识单元 8：互联网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互联网的发展历史与特点 

2.网络媒体的类型及发展 

3.自媒体与社会化媒体 

4.互联网带来的问题与管理 

学习目标： 

1.了解互联网这一媒介的定义、历史及现状。 

2. 理解互联网媒介的传播特点与发展趋势。 

3. 思考 21世纪媒体的特点。 

作业： 

1.网络媒体的传播特点？ 

2.网络媒体带来的问题都有哪些？目前已有的解决方案分别是什么？我国目前对网络媒体是

如何进行管理的？ 

3.挑选你经常去的网站，分析你喜欢它的原因。 

知识单元 9：新媒体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新媒体 

2. 移动互联网与手机媒体 

3. 社交媒体 

4.其他类型的新媒体 

5.新技术与新媒体的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什么是新媒体？ 

2. 把握新媒体对于传统传播方式的变革与发展趋势。 

作业： 

1.什么是新媒体？ 

2.移动新媒体的概念、特征及管理。 
知识单元 10：媒介发展的规律与趋势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影响媒介发展的因素 

2．人类信息需求的发展 

3. 媒介发展的趋势 

学习目标： 

1．了解影响媒介发展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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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媒介发展的趋势。 

作业： 

1.人们的信息需求与新媒体的出现是什么样的关系？ 

2.未来媒介还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发展趋势？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4学时 

实验：媒介调研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各小组根据各自选题进行课外调研作业，并在课上进行演示。若条件允许，安排到媒体单

位进行一次实地参观调研。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总论 4  

2 图书 4  

3 报纸 4  

4 期刊 4  

5 电影 4  

6 广播 4  

7 电视 4  

8 互联网 4  

9 新媒体 4  

10 新媒体 4  

11 媒介的发展规律与趋势 4  

12 实践教学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新闻理论、传播学概论、新闻传播史、新闻编辑、媒介技术、媒介经营管理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各种媒介的含义与特点、媒介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媒介的发展规律与趋势。 

难点：新媒体、媒介的发展规律与趋势。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 

2. 案例教学 

3. 讨论教学 

4. 体验教学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在线资源共享 

3. 课堂讨论 

4. 课后调研 

5. 实地参观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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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课时，各小组根据各自选题进行课外调研作业，并在课上进行演示。若条件允许，安排到媒

体单位进行一次参观。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小组演示表现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择中英两本专业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新闻与大众传媒通论》，李永健、展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2.《大众传播动力学：数字时代的媒介》（第九版），（美）约瑟夫·R·多米尼克著，傅玉辉改

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5月。（英文） 

（二）推荐参考书 

1. 《大众传播动力学：转型中的媒介》（第 12版），[美] 约瑟夫·R·多米尼克著，黄金、蔡

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2. 《今日媒介：理解媒介、文化和技术》（第四版, 影印），（美）Joseph Straubhaar等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 《大众传媒通论》，邵培仁、海阔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4. 《大众媒介导论》，王宇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 

5. 《新媒体概论》，石磊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加）马歇尔·麦克卢汉著，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

年版。 

7. 《大众传播概论：媒介认知与文化》(美)斯坦利·J·巴伦著 刘鸿英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8年版。 

8. 《媒介与冲击：大众媒介概论》(美) 雪莉·贝尔吉，赵敬松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9. 《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英）史蒂文森著，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 2001

年版。 

10. 《传媒的历史与分析-大众媒介在加拿大》，(加)玛丽﹒崴庞德著，郭镇之译，北京广播学

院出版社 2003  

执笔：许冬生  审稿：许冬生 审定：光明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广播电视采编制作（媒介技术二） 
Radio and television editorial production 

课程号：30706024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学习该课程后，掌握电视摄像、广播电视音频、视频编辑的基本知识

和基本技能，达到独立从事广播电视前期拍摄和后期编辑工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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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镜头的拍摄、场面过度、声画结

合的知识、剪辑原理，了解影视作品的制作流程，为新闻编辑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专业技术基

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7学时 

知识单元 1：认识蒙太奇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蒙太奇    

蒙太奇这一术语的含义，中外艺术家们从不同角度作过许多阐释。虽大同小异，但至今尚没有

一个公认的统一的定义。其中代表性较强的定义有：    

“把动作的各个镜头在一定顺序下连接(装配)成一个完整的艺术品，这就是蒙太奇。”(库里肖

夫，《电影导演基础》)。    

“将若干个片断构成场面，将若干个场面构成段落，将若干个段落构成一部片子的方法，就叫

蒙太奇；”(普多夫金，《论电影编剧、导演和演员》)。    

“蒙太奇，实际就等于文章的句法和章法。”“所谓蒙太奇就是依照情节的发展和观众注意力和

关心的程序，把一个个镜头合乎逻辑地，有节奏地连接起来，使观众得到一个明确的印象和感觉，

从而使他们正确地了解一件事的发展的一种技法。”“实际就等于文章的句法和章法。”(夏衍《写电

影剧本的几个问题》)。    

可以从系统科学角度作如下表述：    

蒙太奇是指对构成艺术系统的视听造型元素、表意元素、链接元素进行有机组合，以形成具有

一定艺术功能的表现手段、思维方法、操作技巧的总和。    

蒙太奇概念的内涵 

包括三个方面： 

（1）蒙太奇是一种反映现实的独特的形象思维方法(即蒙太奇思维)。（2）蒙太奇是一种艺术

的基本结构手段、叙述方式。（3）蒙太奇是一种具体的编辑、制作、表达方法与技巧。    

蒙太奇中视听造型元素、表意元素、链接元素之间的组合遵循一定的逻辑与艺术规律，包括各

元素间的组合规律与总体组合规律。元素间的组合规律有匀称和比例、对称和均衡、反复和节奏、

暗示和呼应等；总体组合规律主要有：表象与主题的统一、和谐与多样的统一。    

蒙太奇对比 

广义蒙太奇是与狭义蒙太奇相对的概念。狭义蒙太奇是指镜头及镜头系列等视觉元素与音响、

音乐、解说等声音元素之间剪辑和组合，其核心是画面组接的章法。广义蒙太奇则不局限于影视中

的视听组合，它随着艺术的种类、结构和功能的增加，以及科技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入而不断拓

展。    

主要区别体现在以下方面：符号方面；媒介方面；信息方面；细节方面，结构、艺术形式方 

蒙太奇的理论基础与结构功能    

蒙太奇之所以具有科学性和艺术生命力，是因为它有生理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技术学、

美学、系统论等方面的广泛理论基础。就艺术功能而言，主要表现为如下方面：构成整合，创造运

动，再造时空，营造气氛，调控节奏，诱发想象，升华主题，展示风格。 

2、长镜头 

以纪录片为例。纪录片因为要还原生活、展示过程，采用最具纪实色彩的长镜头是很自然的事。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许多纪录片中所谓的长镜头，水分过多，缺少信息量，显得没有张力，而且

往往是严重破坏了片子的节奏。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长镜头。 

长镜头是与场面调度直接联系的。场面调度出自法文，始用于舞台剧，指导演对一个场景内演

员的行动路线和演员之间的交流等活动进行艺术性处理。 后来被借用到电影艺术中，指导演对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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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画框中事物的安排，引导观众从不同角度、不同距离去观察银幕上的活动。它包含演员调度与镜

头调度两个层次。演员调度指导演通过演员的运动方向、所处位置的变动，以及演员交流的动态与

静态的变化等，建构画面的不同造型、不同景别，揭示人物关系及情绪的变化；镜头调度是指导演

运用摄影机位的变化，如推、拉、摇、移、升、降等，俯、仰、平、斜等不同视角，以及远景、全

景、中景、近景、特写等不同景别的变换，获得不同角度和不同视距的镜头画面，展示人物关系、

环境气氛的变化，以及事件的进展。 

巴赞倡导长镜头是要通过合理的场面调度，用不间断的镜头记录人和事物在一段时间内的运动

状态，其重要的目的是为了遵守空间的统一性，从而保证影片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长镜头本质上与蒙太奇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纵深场面调度的长镜头又称“镜头内部蒙太奇”

（In-camera editing），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蒙太奇。 

可见长镜头并不只是简单的指一个镜头纪录的时间相对的长，更应该注重的是这相对长的镜头

所展示出来镜头语言的丰富性、内容的丰富性和情绪变化的丰富性。在纪录片的拍摄中，不可能有

演员的调度，因此，镜头的调度就显得尤其重要，要通过镜头的调度去真实而全面的反映人物活动

及事件的过程。 

那些没有灵魂的所谓的长镜头，是最容易拍的镜头，甚至可以说是偷懒和逃避。而真正意义上

的长镜头，应该是最难拍的镜头，它需要调动综合器官，还有综合素质。  

短纪录片《达比亚》中有多处长镜头，有的 5分多钟，有的 3分多钟，然而，我们看的时候一

点也没觉得长。关键是镜头调度的非常到位，完整地记录了整个场景人物的关系，有足够的信息量，

而且有丰富的镜头内部语言的变化，以及准确的节奏。 

学习目标： 

1．了解蒙太奇和长镜头的流变。 

2．掌握几种常见的叙事和抒情蒙太奇，掌握长镜头的优缺点和使用场合。 

作业： 

蒙太奇和长镜头对比，各有哪些优缺点？ 

知识单元 2：镜头的景别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景别的表现功能 

1、远景 情绪性景别，一般在抒发情感，渲染气氛方面发挥作用 

2、全景 介绍性景别，又称定位镜头 

3、中景 叙述性景别，动作和交流 

4、近景  较强交流性 

5、特写 主观性强，强调性和暗示性 

(1)强调主要内容和揭示事物性质 

(2)表示时间省略 

(3)制造悬念和戏剧效果 

(4)代替隐含动作 

(5)转移观众注意力 

戏剧性强，小景别 

真实性强，大景别 

二、景别的视觉效果 

1、相同时间长度，景别越小，时间感越长，所以小景别剪辑长度要短于大景别 

2、同一运动主体相同速度，景别越小，动感越强 

三、景别的组合效果和运用 

1、同一主体（或相似主体），在角度不变或变化不大的情况下，前后镜头的景别变化过小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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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大，都会致使视觉跳动感强烈。 

弥补的办法：插入其他镜头，或改变景别，或改变拍摄角度 

2、运用不同景别镜头组合可以实现有层次地描述事件的目的 

3、利用镜头连接中景别的积累或对比，营造情绪氛围 

（1）同景别镜头组合 营造积累效果 

（2）两级景别的对比连接，增强视觉冲击力 

四、镜头外部运动与镜头组接原则 

第一，前后镜头的主体具有呼应关系时，固定镜头与运动镜头相连，应视情况决定镜头相接处

起落幅的取舍。比如： 

镜头 1：跟镜头：运动员带球前进、射门 

镜头 2：固定镜头：观众欢呼 

这两个镜头相接时，跟镜头不需要保留落幅，直接从动切换到固定镜头即可。再比如： 

镜头 1：固定镜头：一个人坐在行进的车窗边远眺 

镜头 2：移镜头：田野美好风光 

这两个镜头组接时，也不必要保留移镜头的起幅。通过上述实例，我们发现，表现呼应关系时，

相互衔接的两个镜头中，运动镜头是跟和移两种形式时，固定镜头与运动镜头相接处的起幅和落幅

往往被去掉。如果相互衔接的两个镜头中，所拍摄的运动镜头是推、拉、摇等形式时，固定镜头与

运动镜头的起幅和落幅就要留着。比如，用一个固定镜头拍一个人进门，惊讶地发现自己家被盗了，

后面接着看到家中一片狼籍的摇镜头。这两个镜头连接时，摇镜头的起幅应保持短暂停留。 

第二，前后镜头不具备呼应关系时，固定镜头与运动镜头相连，镜头相接处的起幅和落幅要保

持短暂的停留。 

学习目标： 

1、了解景别的划分标准，理解景别的表现功能和组合效果。 

2、掌握远全中近特景别运用。 

作业： 

特写的表现功能是什么？运用时有什么注意事项？ 

知识单元 3：镜头组接的类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固定镜头之间的组----静接静 

1、一组固定镜头的组接，应设法寻找画面因素外在的相似性。画面因素包括许多方面，如环

境、主体造型、主体动作、结构、色调影调、景别、视角等等。相似性的范围是十分广阔的，相似

点要由创作者在具体编辑过程中确定。比如，可以把西湖美景的镜头按照春、夏、秋、冬顺序组接；

也可以把游人观赏、划船、照像、购物组接在一起。 

2、画面内静止物体的固定镜头相互连接时，要保证镜头长度一致。长度一致的固定镜头连续

组接，会赋予固定画面以动感和跳跃感，能产生明显的节奏效果和韵律感。如果镜头长度不一致，

有长有短，那么观众看了以后就会感到十分杂乱，影响镜头的的表现。 

3、画面内主体运动的固定镜头相互连接时，要选择精彩的动作瞬间，并保证运作过程的完整

性。比如一组表现竞技体育的镜头，百米的起跑、游泳的入水、足球的射门、滑雪的腾空、跳高的

跨杆这五个固定镜头组合。因为选择了精彩的动作瞬间，观众会感受到画面很强的节奏感，这些镜

头的长度不可能一致。 

二、运动镜头之间的组接----动接动 

1、主体不同、运动形式不同的镜头相连，应除去镜头相接处的起幅和落幅。主体不同是指若

干个镜头所拍摄的内容不同；运动形式不同是指推、拉、摇、移、跟等不同的镜头运动方式。例如，

报道 50周年庆典新闻中的一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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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画面内容 

摇镜头，天安门城楼； 

推镜头，升旗仪式； 

摇镜头，国旗护卫队敬礼； 

拉镜头，从几位儿童拉出天安门广场大全景 

这些运动镜头在组接时，要求在运动中切换，只保留第一个摇镜头的起幅和最后一个镜头的落

幅，而四个镜头相接处的起幅和落幅都要被去掉。此外，尽量选择运动速度较相近的镜头相互衔接，

以保持运动节奏的和谐一致，使整段画面自然流畅。 

2、主体不同，运动形式相同的镜头相连，应视情形决定镜头相接处的起幅、落幅的取舍。第

一，主体不同，运动形式相同、运动方向一致的镜头相连，应除去镜头相接处的起幅和落幅。比如

在介绍优美的校园环境时，一次次的拉出形成一步步展示的效果，使观众从局部看到全部，从细部

看到整体。第二，主体不同，运动形式相同但运动方向不同的镜头相连，一般应保留相接处的起幅

和落幅。例如： 

镜头 1：游行方队(右摇镜头) 

镜头 2：领人观看(左摇镜头) 

这两个镜头都是摇镜头，前一个是右摇，后一个是左摇。在组接时，两镜头衔接处的起幅和落

幅都要作短暂停留，让观众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如果把衔接处的起幅和落幅去掉，形成了动接动的

效果，那么观众的头便会像拨浪鼓一样随着镜头晃来晃去，一定是不太舒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主体没有变化，左摇右摇的镜头是不能组接在一起的，推拉镜头也一样。 

三、法治广播影视节目创作要遵循镜头组接规律。 

1、镜头的组接必须符合观众的思想方式和片子表现规律 

要符合生活的逻辑、思维的逻辑，不符合观众就看不懂。表达的主题一定要明确，在这个基础

上根据观众的心理要求选用镜头、组接镜头。  

2、镜头组接的几种类型 

一般来说，同一个场面有几种蒙太奇类型。  

前进式：这种叙述句型是指景物由远景、全景向近景、特写过渡。用来表现由低沉到高昂向上

的情绪和剧情的发展。  

后退式：这种叙述句型是由近到远，表示有高昂到低沉、压抑的情绪，在影片中表现由细节到

扩展到全部。  

环行：是把前进式和后退式的句子结合在一起使用。由全景——中景——近景——特写，再由

特写——近景——中景——远景，或者我们也可反过来运用。表现情绪由低沉到高昂，再由高昂转

向低沉。这类的句型一般在故事片中较为常用。  

在镜头组接的时候，如果遇到同一机位，同景别又是同一主体的画面是不能组接的。因为这样

拍摄出来的镜头景物变化小，一副副画面看起来雷同，接在一起好像同一镜头不停地重复。在另一

方面这种机位、景物变化不大的两个镜头接在一起，只要画面中的景物稍有一变化，就会在人的视

觉中产生跳动或者好像一个长镜头断了好多次，破坏了画面的连续性。  

是指拍摄的画面是否有跳轴现象。画面中主体，以及镜头自身的运动方向、位置都一致就不跳

轴，否则就跳轴，跳轴的画面除了特殊的需要外是难以组接的。  

4、镜头组接要遵循“动接动”、“静接静”规律  

如果画面中同一主体或不同主体的动作是连贯的，可以动作接动作，达到顺畅简洁过渡的目的，

称为“动接动”。如果两个画面中的主体运动不连贯，或者中间有停顿，那么这两个镜头的组接，

必须在前一个画面主体做完一个完整动作停下来后，接上一个从静止到开始的运动镜头，这就是“静

接静”。 

5、镜头组接的时间长度  

远景中景等镜头大的画面包含的内容较多，观众要看清画面内容所需时间长些，镜头要长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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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景、特写等镜头信息量较少，画面停留时间可短些。  

在同一幅画面中，动的部分比静的部分先引起人们注意。如果重点表现动的部分，画面要短些；

表现静的部分，画面应稍长。  

6、镜头组接的影调色彩统一  

如果把明暗或者色彩对比强烈的两个镜头组接在一起（除了特殊的需要外），会使人感到生硬

和不连贯。  

7、镜头组接节奏  

影片节奏除了通过演员的表演、镜头的转换和运动、音乐的配合、场景的时间空间变化等因素

体现以外，还需要运用组接手段，严格掌握镜头的尺寸和数量，调整镜头顺序，删除多余枝节。 

学习目标： 

1．了解镜头组接的几种规律和特点。 

2．掌握动接动、动接静的运用。 

作业： 

论述法治电视节目镜头组接的规律。 

知识单元 4：技巧转场和无技巧转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一、技巧转场的方法  

一般用于情节段落间的转换，强调的是心理的隔断性，目的是使观众有较明确的段落感。主要

有以下几种形式： 

1、淡出与淡入  

淡出是指上一段落最后一个镜头的画面逐渐隐去直至黑场，淡入是指下一段落第一个镜头的画

面逐渐显现直至正常的亮度，淡出与淡入画面的长度，一般各为 2秒，但实际编辑时，应根据电视

片的情节、情绪、节奏的要求来决定。有些影片中淡出与淡入之间还有一段黑场，给人一种间歇感，

适用于自然段落的转换。 

2、划像 

分为划出与划入，还可分为横划、竖划、对角线划等，一般用于两个内容意义差别较大的段落

转换。  

3、.叠化 

指前一个镜头的画面与后一个镜头的画面相叠加，前一个镜头的画面逐渐隐去，后一个镜头的

画面逐渐显现的过程。叠化主要有几种功能：用于时间的转换，表示时间的消逝；用于空间的转换，

表示空间已发生变化；用叠化表现梦境、 想像、回忆等；表现景物变幻莫测、琳琅满目、目不暇

接。 

4、翻页 

指第一个画面像翻书一样翻过去，第二个画面随之显露出来。现在由于三维特技的大发展，翻

页已不再是某一单纯的模式。 

5、停帧 

前一段落结尾画面的最后一帧作停帧处理，使人产生视觉的停顿，接着出现下一个画面，这比

较适合于不同主题段落间的转换。 

6、运用空镜头 

运用空镜头转场的方式在影视作品中经常看到，特别是早一些的电影中，当英雄人物牺牲之后，

经常接转苍松翠柏、高山大海的空镜头，主要渲染情绪，增加感染力。 

除以上常见的转场方法，技巧转场还有正负像互换、焦点虚实变化等。  

二、无技巧转场 

与情节段落转换时强调的心理的隔断性不同，无技巧转换强调的是视觉的连续性。主要有以下

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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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同主体转换 

通过主体的运动、出画入画，或摄像机跟随主体的移动，从一个场景进入另一个场景。二是上

下两个镜头之间的主体是同一类物体，但并不是同一个，假如上一个镜头主体是一只书包，下一个

镜头的主体是一只公文包，这两个镜头相接，可以实现时间或者是空间的转换，也可以同时实现时

空的转换。 

2、遮挡镜头转场 

在上一个镜头接近结束时，被摄主体挪近以至挡黑摄像机镜头，下一个画面主体从摄像机镜头

前走开，以实现场合的转换。上下两个相接镜头的主体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用这种方法转场，

能给观众视觉上较强的冲击，还可以造成视觉上的悬念，同时也使画面的节奏紧凑。 

3、主观镜头转场 

主观镜头转场是按照前后镜头间的逻辑关系来转场，显得自然，也可以引起观众的探究心理。 

此外，还有特写转场、承接式转场、动势转场、隐喻式转场、运动镜头转场、声音转场、两极

镜头转场等。 

学习目标： 

1．了解什么叫转场，影视作品中为什么要用到转场。 

2．掌握无技巧转场和技巧转场的特点与应用。 

作业： 

论述特写和声音转场在纪录片中的应用。 

知识单元 5：音视频的内部节奏和外部节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一、内部节奏和外部节奏 

影视作品叙事中的节奏形态是多重的，最基本的有内部节奏和外部节奏。 

内部节奏是由情节发展的内在矛盾冲突或人物的内心情绪起伏而产生的节奏，外部节奏 是由

画面上一切主体的运动以及镜头切换的速度产生的。 

内部节奏的产生除了人物的言语动作外，还可通过场面调度和蒙太奇手法来实现。 

内部节奏与外部节奏有时是一致的，有时不一致。不管怎样，都应该依据影视作品内容和结构

的要求来安排起伏变化，并做到内外节奏的有机统一。  

以纪录片为例。 

因为纪录片主要是对现实生活的纪录，其节奏通常会有两个特点，一是以现实生活为基调的纪

录片比起虚构片而言，节奏相对较慢；二是主要把握现实生活本身的内在节奏，这种对于节奏的把

握，靠的是对于生活感受和理解。因此，纪录片在还原生活的时候，已经加入了作者因素。 

二、几种具体的节奏形态  

叙述者作为“经历者”的节奏。 

往往是作者追随某个事件的进程，并对它进行记录和描述。生活本身的节奏就应该是它的节奏。

如果生活是处于一种常态下，它的节奏自然就是准确的，如果生活已被人为打乱， 节奏也是被打

乱的。这个时候对于节奏的把握，应该清醒。 

观摩分析：《半个世纪的乡恋》。 

片中所描述的韩国慰安妇李天英的寻亲生活，就是被企业家和媒体打乱了，因此，她回国由不可

能变得可能了，其代价是她的情感也被强加了别的成分。她回国后的许多事情并非出于她内心的需求，

而是被商业化、政治化。这并不是生活的原生态，节奏也就不是原来的形态。遗憾的是，片子的作者

依然把被改变了的生活节奏当作了生活原来的节奏，看起来难免会觉得不自然和缺乏人情味。 

2、叙述者作为“认知者”的节奏。 

这种节奏形态是把叙述者作为生活的认知者，是作者认识理解生活后表述生活的一种节奏。它

是对生活内部节奏的描述。 

3、叙述者作为“全知者”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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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节奏形态是把叙述者作为生活的全知者，是作者透视透析生活后的一种叙述节奏。  

4、营造的节奏 

以纪录片为例，在纪录片的创作中，要营造一种节奏，只能是外部节奏的变化，而不应触及生

活内部的节奏，不然真实性会大打折扣。 

学习目标： 

1．了解内部节奏和外部节奏的作用。 

2．掌握内部节奏和外部节奏的运用，掌握几种具体的节奏形态。 

作业： 

结合一部电视作品分析内部节奏和外部的运用情况。 

知识单元 6：音频的作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音频的表现形式 

1、音频的并列  

这种声音组合即是几种声音同时出现，产生一种混合效果，用来表现某个场景。如表现大街繁

华时的车声以及人声等等。但并列的声音应该有主次之分的，要根据画面适度调节，把最有表现力

的作为主旋律。  

2、音频的遮罩  

在同一场面中，并列出现多种同类的声音，有一种声音突出于其他声音之上，引起人们对某种

发生体的注意。  

3、接应式音频交替  

即同一声音此起彼伏，前后相继，为同一动作或事物进行渲染。这种有规律节奏的接应式声音

交替，经常用来渲染某一场景的气氛。  

4、转换式音频交替  

即采用两声音在音调或节奏上的近似，从一种声音转化为两种声音。如果转化为节奏上近似的

音乐，既能在观众的印象中保持音响效果所造成的环境真实性，又能发挥音乐的感染作用。充分表

达一定的内在情绪。同时由于节奏上的近似，在转换过程中给人以一气呵成的感觉，这种转化效果

有一种韵律感，容易记忆。  

5、声音与“静默”交替  

“无声”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表现手法，在影视片中通常作为恐惧、不安、孤独、寂静以及

人物内心空白等气氛和心情的烘托。  

“无声”可以与有声在情绪上和节奏上形成明显的对比，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在暴风雨

后的寂静无声，会使人感到时间的停顿，生命的静止给人以强烈的感情冲击。但这种无声的场景在

影片中不能太多，否则会降低节奏，失去感染力，产生烦躁的主观情绪。  

第二节 影视节目中的声音处理 

在上面的内容中，我们介绍了影视节目中声音的类别以及处理方法。声音除了与画面的关系外，

声音与声音之间的关系，也必然成为不可避免的经常存在的问题。因此，画面在解说、音响、音乐

的密切配合下，才能取得完美的艺术效果。如果我们孤立地去处理解说、音乐效果，那就很容易香

港偿失，使得影片杂乱无章。这样的话，即不能反映现实，反而不能造成真实的感受。事实上，我

们经常在观看某种东西时，都去侧耳倾听一个来自别处的声音。或者由于我们过于被某种所吸引，

以至于不能听到冲向我们耳朵的其他声音。基于这些理由，在影片中，声音必须像画面一样，经过

选择，多种声音必须作统一的考虑和安排。  

第三节 声音处理的注意问题 

在考虑如何使用各种声音在影片中得到统一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影片中尽管可以容纳多

种声音，但在同一时间内，只能突出一种声音。因此统一各种声音，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尽可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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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同一时间使用各种声音，设法使它们在影片中交错开来。  

在影片中各种声音，要有目标有变化有重点的来运用，应当避免声音运用的盲目、单调和重复。

当我们运用一种声音时，必须首先肯定用这声音来表现什么，必须了解这种声音表现力的范围，必

须考虑声音的背景，必须消除声音的苍白无力、堆砌和不自然的转换，让声音和画面密切结合，发

挥声画结合的表现力。 

学习目标： 

1．了解音频的表现形式。 

2．掌握音频的并列与转换。 

作业： 

思考音效的作用和使用。 

知识单元 7：认识纪录片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上世纪九十年代，纪录片有过一段大众化的辉煌时期，那时候纪录片占据了电视台的一些黄金

时段，不仅涌现出了一批大众化纪录片精品，像《望长城》、《我们的留学生活》等，很多电视台还

开办了纪录片栏目，比如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北京电视台

的《纪录》等，都曾有很高的收视率。后来纪录片陷入了低谷。新世纪以来，纪录片一直在“爬坡”，

虽然期间也出现过几部具有社会影响和美誉度的作品，像《再说长江》、《大国崛起》、《姐妹》、《成

长的秘密》等，还有一些纪录片频道开播，像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以及世

界地理、全纪实、发现之旅、老故事、先锋记录、DV 生活等收费频道，但这一切只是巩固了纪录

片的小众化阵地，纪录片并没有因此走出低谷，走向大众。 

一、当前纪录片存在的问题 

1、体制内创作两极分化 

在多数省电视台和地市电视台，纪录片创作却远不如人意，甚至没有专门的创作队伍。沦为纪

录片的播出平台。而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则抓住机遇，联合百家地方电视台，打造中国纪录片制播

联盟，构建中国纪录片联播网，旗下的《纪录中国》栏目已在 90 多家地面频道播出，中央电视台

也因此更加独领风骚、一家独大。 

2、民间创作力量低迷 

国内的独立纪录片创作一直没有停滞，但近些年，无论作品还是创作者，其影响力越来越弱，

越来越局限于小众化传播、甚至圈子里的人际传播。 

3、大众对纪录片认识不足 

4、纪录片商品化程度低 

二、纪录片的复兴之路 

《舌尖上的中国》为纪录片走向大众化、市场化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借鉴。 

1、反面的教训 

《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出了很多问题，招致的批评甚至远远多于赞誉，主要有这么几个问题： 

是讲美食还是讲故事？是再现生活，还是表现生活？此外，还有“摆拍和原生态”、“模仿和抄

袭”等问题。之所以出了这么多问题，主要还在于纪录片创作多年形成的小众化思维，以及“偏安

一隅”形成的表达习惯，还不能适应当前时期大众化的要求，而当《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出人意

料地大获成功后，第二季要怎么走，要用一种什么样的视角和立场来做纪录片，如何处理小众化和

大众化的关系，就找不着感觉了 

2、正面的经验 

选取的是平民化的大题材，围绕着美食做文章，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乡恋乡愁，不同于那种

历史感很强的严肃的宏大叙事。采用了类碎片化的叙事方式，在纪录片的类型化上进行了有益的探

索。类型化是影视节目走向大众化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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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纪录片要打造自己的品牌 

纪录片要走向大众化，关键是如何将创作人才从一盘散沙、各自为战和偏安一隅的状态中组织

起来，激发出潜力，创作出具有社会影响力和美誉度的良品、精品。 

学习目标： 

1．了解纪录片的发展历程，现在存在的问题。 

2．掌握几种类型的纪录片，理解商业纪录片和艺术纪录片的异同。 

作业： 

思考纪录片如何走向大众化。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9个，共 27学时 

实验 1、不同景别角度机位镜头的拍摄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 

一、 不同景别的视觉效果 

所谓景别的视觉效果，就是景别给观众造成的感觉，表现同样的事物、表现同样的动作，采用

的景别不同，给观众造成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第一：是在相同的时间里，景别越小，感觉时间越长。比如全景和特写，全景景别大，特写景

别小，四秒钟的全景镜头你的感觉就是四秒，而四秒钟的特写镜头，给人的感觉却要长一些，比四

秒钟要长。作为编辑，在剪辑镜头的时候，大景别的镜头就要剪辑得长一些，小景别的镜头就要剪

的短一些，全景剪四秒，特写剪两秒，在感觉上两个镜头时间长度是一样的。 

第二：是同一主体在相同的运动速度下，景别越小，动感越强。比如运动员跑 1万米，速度是

不快的，用全景来表示，你看到他在画面奔跑的速度是不快的，但是用特写镜头来表示，比如用特

写来拍他的脚，你就会觉得他速度很快，入画出画用了很短的时间，感觉他在画面上一闪就过去了，

速度很快。这是一个感觉，画面的景别给人造成的一种感觉。 

二、 景别的组合运用 

一般来说，在叙事段落中，表现同一主体，前后两个镜头的景别变化不要过小或者过大，否则

都会造成画面跳动，让人感觉不适。 

先来看一下景别变化过小的情况。 

在新闻节目中我们在编辑同期声的时候，当被采访者的话语一旦被删减——话语被删减就连带

着镜头被剪断——这样前后两个镜头的景别如果没有变化，或者变化不大，画面就会跳动。 

这种情况我们经常遇到，弥补的办法就是：在两个镜头中间插入其它镜头，比如说带有台标的

话筒的镜头；或者变换一下说话人的景别，比如由特写变为中景；但变换说话人的景别你得事先拍

到才行，你没有拍到他的中景那也就无从变换，就只能是插入别的镜头了。用插入镜头或者变换景

别的方法，转移观众的注意力，消弱镜头间断带来的不适。 

另一种情况是景别差别过大，由远景大全景一下子跳到特写，或者由特写一下跳到远景大全景，

也都会引起画面的跳动，让人感觉不适。 

因此，在一般的叙事剪辑中，应避免同一主体前后镜头景别差别过大或者过小。 

在一些抒情性或者表意性段落中，为了突出视觉效果，制造某种视觉刺激或者强化某种情绪，

可以采用与非常规的景别处理方式： 

第一：就是同类景别的镜头组合，用来制造一种积累效果。比如说足球运动员射失点球的镜头，

同样景别的一组镜头组合在一起，最后一个镜头是 94年世界杯巴乔射失点球的镜头，再配上音乐，

来表达一种悲怆的意味。 

第二：就是两极景别的对比组接，比如远景大全景接特写，或者特写接远景大全景，用这种对

比和反差给视觉以强烈刺激，表达某种独特的感受。 

实验要求：熟悉景别的不同作用；研究不同镜头的拍摄方法；掌握切镜头和运动镜头的拍摄方法。 

实验 2：拍摄综合运动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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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 

综合运动镜头： 

摄象机在一个镜头中把推拉摇移跟升降等各种运动方式，不同程度地有机结合起来，所拍摄的

镜头 

综合运动大致有两种情况 

一是先后：如推摇镜头，拉摇镜头等  

一是包容：多种运动方式同时进行，如移中带推，边移边摇等 

其作用和表现力： 

有利于记录和表现一段相对完整的情节 

一个场景或一个场景的一部分及其内部的关系 

综合运动镜头的拍摄注意事项： 

除特殊情绪对画面的特殊要求外，镜头的运动要平稳 

镜头运动的每一次转换，力求与人物动作和方向转换一致 

始、终处要有起幅落幅，转换处要看清楚 

注意不要拍虚了，尤其是推的时候；不要让拍摄者影子进入画面出现穿帮现象 

实验要求：熟悉熟悉推拉摇移升降跟等运动镜头，在此基础上练习综合运动镜头拍摄，研究掌

握摄像技术中较为复杂的综合运动镜头的拍摄。 

实验 3：运动剪辑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 

编辑在编辑镜头时要考虑三种运动形式：主体的运动、摄像机的运动和剪辑率，主体的运动指

的是画面中人和物的运动；摄像机的运动包括摄象机的推拉摇移升降；剪辑率，指的是镜头转换的

频率，表示镜头转换的快慢。主体的运动、摄像机的运动和剪辑率构成了电视的动态结构。 

运动剪辑的基本原理 

编辑在剪辑运动的时候要考虑三个因素：速度、方向、和动势。速度和方向好理解，动势就是

运动的趋势，比如举起一个物体，在放手之前，物体受重力的作用，有一个下落的趋势，这就是动

势。在剪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依据动势，省略中间过程，比如上一个镜头是手举物体的镜头，下

一个镜头就可以接物体砸在地上的镜头，而省略其下落的过程。 

在运动剪辑中，应充分考虑这三个因素，一般来说，可以遵循下面的原则。 

1、等速度连接。 

上下镜头无论是运动主体之间、还是镜头之间，都尽可能保持速度的大体相同，速度大体相同

才会给人一种平稳流畅的感觉。不要有的快有的慢，速度不一致，就会产生跳跃感，让人看了不舒

服。 

有些时候，上下镜头中运动主体或者摄像机的推拉摇移速度不一样，但是为了叙事抒情，我们

还得要用，这种情况非常普遍，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上下镜头的运动

由慢到快，或者由快到慢，循序渐进，不要忽快忽慢。 

当然这都是一般原则，在一些情况下，要的就是运动的不和谐，来表达特殊的情绪、情感，那

么就可以利用速度的不一致。利用速度的一致性还可以完成场面或段落的过渡。运动剪辑时，除了

等速度连接之外，还有同运动方向、同动势相接。 

2、同运动方向、同动势相接 

在编辑运动镜头时，我们一般不采用一推一拉，左右横摇的组合方式。把镜头推上去又拉回来，

从左边摇到右边又从右边摇到左边，一般不会这么做。镜头推上去，加几个切镜头，注意这种切镜

头要一组一组地用，一般不加一个切镜头就完事了，而是要加一组切镜头，然后才能再把镜头拉回

来。摇镜头也是这样，镜头摇过去，加一组切镜头再摇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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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现有序运动时要注意利用动势，使运动的连接协调一致。比如体操运动员向上跳起，接跳

高运动员挑到最高端，再接跳水运动员往下跳，利用动势形成一个优美的运动弧线。 

同方向、同动势相接是一般的原则，特殊情况下也会反其道而行之。一般说来，在电视新闻，

专题，和纪录片中，也就是我们的电视新闻学研究的范围中，大多采用一般原则：同速度相接、同

方向、同动势相接；而在文艺片电视剧电影中，打破这些一般原则反其道而用之的情况比较常见，

尤其在现在的电影，导演们特别喜欢彰显个性，在形式的运用上没有一定之规。 

实验要求：熟悉运动剪辑的基本原理；研究和掌握运动剪辑的方法。 

实验 4：主体动作的分解和组合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 

主体动作的分解和组合，概念很简单，着重看一下几种表现手法 

第一是分解法 

分解法是对主体的动作过程不省略，而是用不同景别或角度的分切镜头表现同一个完整的动作

过程。分解法的剪辑点一般选在动作转换的瞬间停留处，在瞬间停留处转换镜头。我们知道在动作

转换处都有几帧镜头是静止不动，这几帧就是瞬间停留处，比如翻页的动作，翻页是一个完整的动

作，但在这一个过程中也有一个瞬间的停留，（演示）分解法就是在瞬间停留处转换镜头。 

一般来说，在分解法中将 动作瞬间停留处，瞬间停留的那 1——2帧全部留在上一个镜头，下

一个镜头从动的那一帧用起。 

第二是省略法 

分解法是动作过程不省略，而省略法是着眼动作片断的组合，省略了部分动作过程，尽管省略

了部分过程，却给人一种没有省略、很连贯的感觉。 

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 

一是用有代表性的动作片断的直接跳接。上一个镜头在动作的某个瞬间停留处切出，下一个镜

头在动作的另一个瞬间停留处切入。省略了两个或几个瞬间停留处之间的动作过程。除了瞬间停留

处外，没有明显的瞬间停留处的动作过程，就可以依据运动方向或动势来进行转换。比如一个人进

入小巷、走入家中的过程，就可以这么剪，上一个镜头是走入小巷后走了一段，下一个镜头是他推

门走入家中，两个镜头中的运动方向和动势是一致的，依据运动方向和动势进行剪辑。 

二是利用插入镜头使两个局部动作连接在一起。一个人在厨房作菜，前一个镜头是将菜倒入锅

中，中间插入一个人物表情特写，下一个镜头接菜已炒好倒入盘中的镜头，通过插入的表情特写镜

头就省略了炒菜的过程。 

分解法和省略法，主要是针对同一主体动作的连贯，而不同主体的运动，在编辑时要注意以下

几点： 

一是利用主体运动方向和动势的一致性。如果上下镜头的主体，运动的方向或者动势一致，那

么观众的视线就可以自然连贯。上一个镜头 A从画左冲出，下一个镜头 B从画右冲入，运动方向和

动势都是向左的，两者的速度如果再大致相同，那么这样的连接就很流畅。如果上一个镜头 A从画

左冲出，下一个镜头 B从画左冲入，运动方向和动势是相反的，这样的连接是不流畅的，一般来说

是不用的。 

二是利用主体位置的相似和一致。不同运动主体，或者同一运动主体不同的动作，在组接时，

一般要注意上下镜头中位置的相似和一致。比如上个镜头中 A在画面的左侧开始运动，那么下个镜

头中，B也应在左侧开始运动，上下镜头中主体位置要和谐。这是一般情况而言，在一些时候为了

表达的需要，主体位置也不重合，比如上个镜头中，A 在画左开始运动，下个镜头中，B 在画右开

始运动，上下镜头产生一种跳跃的不匹配的美，这些都要灵活运用。 

实验要求：熟悉什么叫主体动作；研究和掌握主体动作分解组合的方法。 

实验 5：叙事剪辑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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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 

叙事剪辑分为简单叙事剪辑和复合叙事剪辑 

1、简单叙事剪辑 

用最简单的最主干的几个镜头来说清一个动作过程或者一个情节。 

基本模式： 

前进式 

（1）镜头组合特点：叙述由远到近，镜头景别由大到小。 

（2）叙事特点：这是一种符合人们感知事物的习惯 

后退式 

（1）镜头组合特点：叙述由近到远，景别由小到大。 

（2）叙事特点：一般用小景别强调最富有吸引力的部分，造成先声夺人的效果；或者利用局

部镜头的不明确性，制造悬念效果。 

片段组合式（省略式） 

将一个完整的运动过程中的几个主要片段组接在一起的叙述方式 

并不侧重景别的表现的意义，而是突出必备内容，省略不必要的中间过程。单机拍摄即可。 

在电视的创作中很多时候很难采用多机分镜头拍摄，单机片段组合式是比较常见的 

2、复杂（复合）叙事剪辑        

在简单叙事的基础上进行补充强化，从而实现立体的全方位的完整叙事 

简单和复合之间，是树干和树的关系 

老和尚讲故事 

在这里前进叙事和后退叙事，不仅仅是景别的变化，而成为了一种思路 

一、处理好主镜头和关系镜头 

主镜头：即主干镜头，主要的叙事镜头，是表现动作和情节的主要镜头 

关系镜头：与主镜头相关联的镜头，附属镜头 

关系镜头可分为插入镜头和切出镜头： 

1、插入镜头：与主镜头内容本身相关的镜头，能够细致地表现主镜头的相关细节 

（1）突出细部 

（2）烘托气氛 

（3）丰富叙事 

2、切出镜头：不是主镜头内容的一部分，只有逻辑上的关系，但也附属于主镜头 

（1）表现两个视觉中心的关联 

（2）表现与主镜头相关的内容  回忆攀登雪山，接现在的雪山镜头 

（3）表现想象梦境错觉等 

（4）表现同一时间的其他空间画面，如现场直播的多点直播 

二、分剪插接 

将一个镜头分成几段，中间插入其它镜头 

分剪插接的作用：弥补镜头在数量上不足，不至于太单一太单调； 

制造紧张气氛和戏剧效果，充分渲染情绪； 

调整叙事节奏 

是强调情绪和节奏的一种叙事剪辑 

对两个和多个采访对象的剪辑中常用到分剪插接，采访话语之间相互呼应、相互佐证或者冲突 

实验要求：熟悉什么是叙事剪辑，有有些类型；研究掌握叙事剪辑的方法。 

实验 6：表现的剪辑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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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的剪辑 

（一）表现剪辑的含义和依据 

1.表现的剪辑：又称表现蒙太奇，是一种以加强艺术表现力和情绪感染力为主要目的的剪辑类

型。它以镜头的对列为基础，通过不同内容镜头的对列形成的冲击来产生比喻、象征、联想等效果。 

2.表现剪辑的依据：表现剪辑的目的不在于叙述情节，而在于表达意义、哲理。其镜头组合的

逻辑依据不是连续的时空关系，而是上下镜头之间的意义。 

（二）表现剪辑的各种形式 

1、平行的剪辑 

在一个蒙太奇段落中，让两条以上不同时空、相同时空、同时异地或同地异时的线索交替出现、

平行发展，把它们统一于一个共同的主题或情节，强调内在的逻辑性。 

2、对比的剪辑 

通过镜头（或场面、段落）之间在内容上、形式上的强烈对比，产生相互强调、相互冲突的作

用，从而表达创作者的某种寓意，强化作者所要传达的情绪、思想。对比的因素包括： 

（1）画面内容的对比 

（2）画面造型的对比 

（3）声画的对比 

（4）节奏的对比 

3、积累的剪辑 

将一组在内容、性质、景别、运动等要素方面有联系或相似的镜头组接在一起，通过不断叠加

的积累效应，树立一种主题或思想，又称为“主题蒙太奇”。 

积累的剪辑其画面组接的依据不是时空或情节上的连贯，而是画面内含或外在形式上的类似，

可以建构一种诗意的效果，传递强烈的情绪。在运用时，要注意选取同类的、成组的、富有典型形

象的镜头。 

4、象征的剪辑 

在画面组合时，借助某一视觉形象，让观众通过联想和想象，产生另外一种新的引申的涵义。

以情节中特定的情境为依托，经常源于共通的文化语境产生象征涵义，具有较为强烈的情绪色彩，

是创作者艺术化地表达自己内心感受和思想的方式。 

  5、隐喻的剪辑 
  通过镜头（或场面）的对列或交替，将具有某种类似特征的不同事物进行类比，含蓄而形象地

表达作者的某种寓意，或传递某种情绪色彩。 
  与象征剪辑不同，隐喻的剪辑是要通过两个视觉形象的对比来说明问题，用一个形象的意义来

比喻另一个形象的意义。而象征剪辑经常情况下只是对一个画面形象的引申。 
  隐喻剪辑应寻求一种贴近和自然性，不能牵强，也不能太直露，而应追求新颖、含蓄。 
实验要求：熟悉和掌握表现剪辑的几种方法。 

实验 7：音视频的剪接点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 

剪接点就是两个镜头之间的转换点。 

  剪接点选择是否恰当关系到镜头转换与连接是否流畅，是否符合观众的视觉感受，是否满足节

目的叙事需要，是否能体现艺术的节奏。准确掌握镜头的剪接点是保证镜头转换流畅的首要因素，

选择恰当的剪接点是电视剪辑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总体而言，剪接点可以分为两大类：画面的剪接点和声音的剪接点。 

  一、画面的剪接点。包括： 

  1、叙事剪接点 

  以观众看清画面内容（或情节发展）所需要的时间长度为依据的剪接，这是电视节目中最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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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剪接依据。 

  画面剪接不仅是创作者艺术表现的需要，同时必须考虑观众观赏的需要。每一次镜头转换都意

味着观众注意力的转移，因此叙事剪接点是从一个视觉形象转移到另一个视觉形象的转换点，需要

保证让观众看清画面的内容，理解画面的含义。 

  镜头长度的取舍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但一般情况下，保证镜头的“低限长度”，即观众看清

内容的最低限度的时间长度即可。通常在没有连续动作衔接或者情绪、戏剧效果要求的前提下，可

以通过主题的统一将不同镜头衔接起来，让观众看清画面内容，满足叙事需要即可。以镜头“低限

长度”衔接表现主题，这是电视编辑最基本、最常见的方式。 

  2、动作剪接点 

  以画面的运动过程（包括人物动作、摄像机运动、景物活动等）为依据确定的剪接点。这种剪

接结合实际生活规律，目的是使内容和主体动作的衔接转换自然流畅，是构成电视片外部结构连贯

的重要因素。 

  动作剪接也是为了使叙事更清晰明白，但更着眼于动作的连贯性，着眼于人们视觉、心理的感

受。 

  除了镜头内部主体的运动之外，摄像机的运动方式也是重要的参考依据。摄像机运动的方向、

速度、方式、起幅和落幅对镜头衔接的视觉连贯性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寻找最佳的剪接点，会使动

作剪辑产生行云流水般流畅的视觉感受。 

  3、情绪剪接点 

  以心理活动和内在的情绪作为依据确定的剪接点。情绪剪接点结合镜头的造型特点来连接镜

头，目的是激发情绪表现。 

  情绪剪接点要以人的心理活动为基础，以人物在不同环境下的喜、怒、哀、乐为依据，结合镜

头的特征选择剪接点。 

  情绪剪接是主观色彩比较明显的剪接。在以情绪为依据进行剪接时，画面视觉的流畅性被放在

次要的位置，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才是最主要的。它可以很好地表现创作者情绪的起伏和叙事的跌

宕。 

  4、节奏剪接点 

  影视作品在叙事和表现的过程中，其动作、情绪、剧情等都会产生一定的节奏，以这些节奏为

依据，用比较的方式来处理镜头的长度和衔接位置，结合画面的造型元素来确定的剪接点。 

  节奏剪接点的选择一定要在节奏上体现出来，同时节奏又必须与内容相匹配。节奏剪接点要通

过镜头的长短搭配，形成一定的节奏，而节奏的依据则应根据影视作品的内容、情绪和剧情来确定。 

  二、声音的剪接点。包括： 

  1、对白的剪接点 

  对白的剪接主要以语言为基础，以对话内容为主要依据，结合剧情和人物性格、语言速度、情

绪、节奏来选择剪接点。 

  2、音乐的剪接点 

  主要以片中出现的乐曲的主题旋律、节奏、节拍等为基础，以剧情内容，主体的动作、情绪、

节奏为依据，结合镜头造型的规律，处理音乐长度，准确选择剪接点。 

  3、音响的剪接点 

  包括歌舞、戏剧及各种特殊效果音响。需要根据剧情的特定情境，以人物的动作和情绪为依据，

衬托人物情绪、渲染人物内心活动、烘托人物性格。在剪接时要注意音响“强”与“弱”的搭配。 

  音响的剪接不像对白和音乐那样受画面的严格限制，它既从属于画面，又有着很高的自由度，

主要根据剧情、氛围的需要来确定。 

  4、解说词的剪接点 

  以解说词的内容为依据，根据画面内容和解说词内容的比较来确定剪接点。 

  解说词与画面的配合主要考虑内容的对位或交错，与画面内容搭配进行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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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总的来看，尽管可以将剪接点的选择分为各种类型，但在实际操作中，各种剪接点之间

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画面、声音、剧情、情绪、节奏等都对剪接点的选择产生影响。创作人

员必须全面综合地考虑各种因素，以实现剪接点选择的最佳方案。这需要通过大量的实践积累经验，

从而培养编辑人员的画面感觉。 

实验要求：熟悉剪接点的分类；研究画面和声音的剪接点；掌握各种剪接点方法。 

实验 8：音视频的转换和转场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 

段落的转换 

包括大的段落、片段、场景的转换 

段落转换划分的依据： 

1、时间的转换 

2、空间的转换 

3、情节的转换 

具体的转换方式： 

特技转场（技巧转场） 

1、淡入、淡出（渐显 渐隐） 

2、叠化 

使得转换更为紧凑 

3、定格 

4、划像 

5、翻转翻页 

6、多画屏分割 

直接切换（无技巧转场） 

0、硬切 

1、利用黑场（黑画面）最简单的转场  

2、利用承接因素 

3、利用反差因素  内容的对比，以及两极镜头的转换等  

4、利用遮挡元素 

5、利用景物镜头 

6、利用特写镜头 

7、利用主观镜头差 

8、利用声音 

利用声音的呼应关系 

利用声音的反 

9、利用动势和运动 

出画入画也是转换的重要手段 

实验要求：熟悉音视频段落、情节和场景的转换；研究和掌握转场的方法。 

实验 9：匹配原则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 

一、位置的匹配 

  指上下镜头的同一主体在同角度或同方向变化景别时，要保持在上下画面中大致相似的位置

上；具有对应关系的不同主体应放在相反的位置上。从逻辑关系上来说应该有一种空间上的统一性，

从视觉的角度来说要有一种流畅和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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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镜头中的同一主体，在画面的位置一般应保持在画面的同一侧；当主体向同一方向运动时，

剪接点的位置应选择在上下镜头主体形象重合的时候或者在同一区域中的时候；在组接大全景时，

还可以考虑将主体放置在对称位置上进行镜头组接。 
   二、方向的匹配 
  在画面特性中强调了： 
  1、画面物体运动方向的统一 
  2、视线的一致性 
  3、轴线 
  在电视作品中，绝大多数情况下，镜头段落都是由一系列从不同角度拍摄的镜头构成，在剪辑

时需要注意各种关系，设定相同的方向。否则就会造成方向的不匹配，从而导致观众的理解混乱。 
三、色彩、影调的匹配 

一般情况下，在选择镜头和连接镜头时，还需要考虑影调、色彩的统一和匹配，在总体上保持

色彩、影调的一致，使画面风格统一。否则会因为色彩和影调的反差而导致视觉跳动，影响观众的

收视感受。 

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有意的明暗搭配、色彩变化来抒发特定的情感，表达特定的情绪。 

以上介绍了镜头组接的匹配性原则。需要明确的是，这些原则都是镜头组接的一般性规律，但

在实际创作中，往往出于某些特殊的目的，要达到特别的艺术效果而有意打破这些原则，创造出特

殊的情绪和表达方式。因此，对匹配性原则不能当作教条来理解，应根据创作的实际需要，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在充分掌握一般性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运用这些原则。 

实验要求：熟悉匹配原则；研究掌握匹配的方法，以及跳轴。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认识蒙太奇 3  

2 镜头的景别 3  

3 镜头组接的类型 3  

4 技巧转场和无技巧转场 3  

5 内部节奏和外部节奏 3  

6 音频的作用 3  

7 电视纪录片 3  

8 不同景别机位角度镜头 3  

9 拍摄综合运动镜头 3  

10 运动剪辑 3  

11 主体动作的分解组合 3  

12 叙事剪辑 3  

13 表现的剪辑 3  

14 音视频的剪接点 3  

15 音视频的转场 3  

16 匹配原则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平面设计 

后续课程：纪录片创作，新媒体编辑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切镜头、运动镜头、综合运动镜头的拍摄，画面的转场，画面的剪辑和声音的处理。 

难点：长镜头的拍摄，画面剪接点的选择，动作、情绪和节奏剪接点的运用，跳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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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和演示 

2、讨论 

3、练习 

教学手段： 

1、多媒体实验设备 

2、音视频工作站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用到新媒体实验室，PREMIERE软件，和摄像机，话筒、灯光等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理论部分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并和学生讨论，实验部分带领学生进行，有问题随时解答。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训练。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

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30%；期末考试占 5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

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高晓红等编著《电视摄影与编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月 第 3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王晓红等编著《电视画面编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 12月 第 2版 

2. 黄秋生等编著《电视摄像实验教程》，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2月 第 1版  

执笔：徐亚萍  审稿：     审定：光明新闻与传播学院学院/新闻学研究所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0日 

 

新闻媒介管理 
News Media Management 

课程号： 307060313 

课程教学目标 

第一，使学生理解我国对媒体进行管理的宏观制度环境与市场环境；第二，使学生认识新闻媒

介的经营管理原理和生产流程；第三，使学生了解新闻媒介的经营管理现状和实战经验；第四，培

养学生不同于一般“编辑”、“记者”的思维方式，即“媒介经营管理者”的思维方式。为了达到

以上目标，课程按照以媒介经营的外部环境到内部管理的内在逻辑来安排结构框架，以媒介内在的

生产链条来安排课程的顺序，力求能够清晰而简洁使学生明了这门课程的基本框架结构。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媒介经营管理概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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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媒介经济的基本概念 

2．媒介管理有两种意义 

3. 信息产品的性质和功能 

4. 传媒经济产业化运作的两种基本方式 

学习目标： 

1．了解媒介经济的基本概念，能够阐明媒介经济与媒介管理的关系。 

2．知晓媒介管理宏观和微观两种意义，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 

3. 能够根据信息产品性质和功能，展开媒介产品的经济分析 

4．能够运用“传媒经济产业化运作的两种基本方式”原理，展开对现有媒介产品的商业模式

分析 

作业： 

讨论分析，“今日头条”的运作基本方式是什么？  

知识单元 2：我国新闻媒介经营管理的外部环境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外部环境分析？为什么要展开对媒体的外部环境分析？ 

2．我国媒体的外部环境分析包括哪些内容？ 

3．我国媒体制度环境的特点 

4．我国媒体市场环境的特点 

5．我国媒体技术环境的特点 

学习目标： 

1．理解媒介外部环境分析的内容和结构，以及背后的原因 

2．认知我国目前媒体环境处于剧烈的变革期 

3．能够分析我国媒体制度环境的现状及成因 

4．知晓文化体制改革为媒体带来发展机遇 

5．能够通过实例分析，技术给传媒业带来的巨大挑战。 

作业： 

分析“报社”作为一种媒介组织，在新技术新媒体背景下将何去何从？ 

知识单元 3：媒介组织结构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组织的基本概念 

2． 组织结构的基本概念 

3． 管理跨度与管理层次 

4． 职权与职能的划分 

5． 组织结构设计的基本原则 

6． 媒介组织的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 

7． 媒体的运营机制 

8． 我国媒体的主要运行机制 

学习目标： 

1． 了解组织的概念，了解组织结构设计对组织的意义 

2． 理解管理跨度和管理层次对组织结构的意义 

3． 理解组织结构设计的基本原则，并能应用这些基本原则分析媒体组织的结构 

4． 能够运用基本原理设计媒体的组织结构，使得组织结构更好的为战略目标服务 

5． 理解媒体组织结构与媒体运营机制的关系 

6． 能够分析不同组织结构对媒体及媒体集团运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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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能够运用所学原理，分析媒体组织结构的优劣 

作业： 

根据目前的媒体运营环境，分析某一有着特殊战略目标的媒体集团组织结构是否合适 

知识单元 4：内容产品与编辑部管理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 内容产品的定义 

2． 内容产品的主要特点 

3． 内容生产的关键要素 

4． 市场定位的概念 

5． 读者定位、编辑定位和市场定位 

学习目标： 

1． 了解内容产品的概念，主要形式和本质特征 

2． 知晓定位对内容产品的重要性，并能够结合市场的状况和实例进行分析 

3． 熟知现代媒体内容生产的关键要素 

4． 在媒体融合背景下，编辑部管理应注意哪些问题 

5． 分析技术对媒体内容生产的营销 

作业： 

分析一个互联网内容产品，分析其读者定位和内容定位上的特点。 

知识单元 5：媒体的发行业务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发行的基本概念 

2．发行在媒介经营中的地位和作用 

3. 发行业务与媒体生产其他环节的关系 

4. 报纸发行的几大环节及其关系 

5. 报纸发行的几种类型及沿边趋势 

6. 发行网络的建设 

7. 报纸发行的营销推广 

学习目标： 

1．知晓发行、征订、零售、发行时间等的基本概念，了解零售与整订、征订与投递、批发与

配送之间的区别，理解发行在媒介经营中的地位和作用，并能结合具体媒体案例，分析发行在其运

营中的地位和作用。 

2．了解发行量与内容、广告之间的关系，理解发行结构的定义和种类。 

3. 知晓发行类型的含义和划分标准，理解发行类型的作用，能够判断发行类型和走势。 

4. 了解建立发行网的基本方法，掌握我国现有发行网络产业化运作的规律，能够完成报纸发

行营销推广策划工作。 

作业： 

案例分析：结合北京“小红帽”发行公司、重庆商报、宁波日报等发行营销推广的实践，分析

发行促销如何有的放矢，如何扭转低级的物化倾向？ 

知识单元 6：新闻媒介的广告经营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广告经营在媒体经营中的地位和作用 

2．媒介广告经营的实质 

3. 媒介相关的广告种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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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广告经营现状 

5. 制约媒体广告经营的因素 

6. 媒体广告经营的制度 

7. 媒体广告部日常经营管理 

8．媒体的广告营销策略剖析 

学习目标： 

1．了解广告经营在媒体经营中的地位和作用，理解广告经营的实质，能够辨识广告种类，且

能够分析我国广告经营现状。 

2．掌握制约媒体广告经营的因素，理解媒体间广告竞争格局的形成和表现，能够判断地域广

告市场的规模及发展趋势。 

3. 了解各类媒体广告经营制度的利弊和适用情况，理解我国广告经营制度选择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4. 了解媒体广告部日常经营管理事项，明晰价格管理、发稿管理、收款管理、明细账管理、

信息化管理的基本内容和管理方式。 

5. 能够结合具体案例，系统剖析媒体广告营销策略。 

作业： 

论文：谈谈你大数据背景下广告的精准投放的看法。 

知识单元 7：媒介组织的领导和人力资源管理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理论 

2．媒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描述体系 

3. 媒介人力资源战略与计划 

4. 媒介员工招聘与选用 

5. 职业教育与员工培训 

6. 绩效考核与薪酬 

7. 员工职业发展 

学习目标： 

1. 了解领导、激励等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理论，能够应用在媒介组织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上。 

2. 了解媒介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描述体系，理解媒介人力资源战略和计划的内涵，能够根据

媒体情况，制定其中长期的人力资源战略和计划。 

3. 掌握媒介员工招聘、选用、培训的基本原则、种类、形式、流程等。 

4. 理解媒介绩效考核的目的，掌握绩效考核的内容、方式以及对应的奖惩措施等，明晰员工

薪酬体系的构成以及薪酬设计的基本原则和实施方案。 

5. 了解员工职业发展的内涵、意义、原则、步骤等，能够根据具体案例，涉及员工发展规划。 

作业： 

论文：你如何看待媒体对员工的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哪一个更重要？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媒介经营管理概论 3  

2 我国新闻媒介经营管理的外部环境（一） 3  

3 我国新闻媒介经营管理的外部环境（二） 3  

4 媒介组织结构（一） 3  

5 媒介组织结构（二） 3  

6 内容产品与编辑部管理（一） 3  

7 内容产品与编辑部管理（二） 3  



10925 

8 内容产品与编辑部管理（三） 3  

9 媒体的发行业务（一） 3  

10 媒体的发行业务（二） 3  

11 媒体的发行业务（三） 3  

12 新闻媒介的广告经营（一） 3  

13 新闻媒介的广告经营（二） 3  

14 新闻媒介的广告经营（三） 3  

15 媒介组织的领导和人力资源管理（一） 3  

16 媒介组织的领导和人力资源管理（二） 3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新媒体环境对传媒业的影响、媒体的组织结构、内容产品的定位、新闻媒介的广告经营、

媒介组织的领导和人力资源管理。 

难点：媒体的发行业务、媒体广告业务。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课堂讲授 

第二， 嘉宾讲座 

第三， 案例教学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是论文），期末成绩占 80％。 

4、作业要求： 

参见前述作业。 

5、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他人编著的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辉锋著《媒介管理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 8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罗伯特•G•皮卡德著，《媒介经济学》，远流出版公司 

2、宋建武著，《媒介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唐绪军著，《报业经济与报业管理》，新华出版社 

4、袁舟著，《媒体集团的经营与管理：新加坡报业控股的成功之道》，汕头大学出版社 

5、胡正荣著，《媒介管理研究—广播电视管理创新体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6、6、周鸿铎

著，《传媒产业经营实务》，新华出版社   

执笔：王天铮 鞠宏磊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9日 

 

媒介技术(一)平面媒体采编技术 
Planar media editing technology 

课程号：3070603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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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新闻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是媒介技术系列课程的第一部分和基础部分。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学习和掌握必备技能；2、了解并理解相关理论；3、积累实践操作

经验。 

开设本课程，主要是让学生掌握三个方面的能力, 即新闻摄影、平面设计和排版设计。 其中, 

新闻摄影课重点于在通过实践教学, 指导学生掌握新闻摄影理论、 学会使用各类数码相机以及拍

摄技巧; 平面设计旨在指导学生学习使用 Photoshop 等相关软件,进行数码照片的参数调整,以及

海报、封面等相关设计工作; 排版设计旨在指导学生学习使用方正飞腾、方正飞翔、Adobe 

Indesign、Adobe DPS等相关软件, 进行书报、杂志、移动端新媒体等的编辑和设计工作。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学时 

知识单元 1：摄影理论与新闻摄影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摄影的起源与发展。 

2．新闻摄影理论。 

学习目标： 

本章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通过介绍摄影的起源与发展对摄影技术和摄影艺术的发展简史

进行讲解，使同学们了解最基本的摄影理论常识、提升相关专业知识水平和素养、培养欣赏水平和

兴趣。第二部分通过对新闻摄影理论的讲解，使同学们了解新闻摄影的基本理论、新闻摄影与普通

摄影的异同、新闻摄影的专业规范等，为后续学习打下基础。 

作业： 

荷赛历年获奖作品赏析。 

知识单元 2：摄影器材的选择和使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数码相机的结构和分类。 

2．数码相机参数常识。 

3．数码相机的使用 

4．标准持机姿势 

学习目标： 

本章将通过讲解数码相机的基本结构和常见参数标准, 向同学们介绍数码相机的基本种类和

必备相关常识。通过介绍数码相机的使用和持机姿势,使同学们掌握正确的拍摄方法。 

作业： 

利用电商网站，查找并选择符合自身需求的相机型号。 

拍摄形似 26个字母的校园场景。 

知识单元 3：摄影构图（人像）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基本构图法则 

2．人像摄影构图 

学习目标： 

这一章将学习什么是基本的构图原则，以及人像拍摄的基本技巧。 

作业： 

拍摄 5张具有不同景别的人像照片。 

知识单元 4：摄影构图（风光）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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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风光摄影常识 

2．风光摄影的拍摄 

学习目标： 

这一章将学习风光摄影的基本技巧。 

作业： 

拍摄 5张风光类照片。 

知识单元 5：微距摄影和静物摄影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微距摄影的器材 

2．微距摄影的拍摄技巧 

3．静物摄影的器材 

4．静物摄影的拍摄技巧 

学习目标： 

这一章将学习微距摄影和静物摄影的基本技巧。 

作业： 

拍摄 5张微距类照片，其中应包含两张静物。 

知识单元 6：Adobe Photoshop CS6使用入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Photoshop 简述 

2．工作区基础知识 

3．使用面板和菜单 

4．工具箱 

5．查看图像 

6．标尺、网格和参考线 

7．预设、增效工具和首选项 

8．数字图像基础知识 

9．图像大小和分辨率 

10．创建、打开和导入图像 

11．存储和导出图像 

12．Adobe Bridge软件的使用 

学习目标： 

本章将通过讲解 Adobe Photoshop Creative Suite 6(下文简称 Photoshop)软件的工作区界

面、面板和菜单、基本工具、系统预设和首选项等内容,使同学们对 Photoshop 软件的基本使用方

式拥 有初步的印象,具备调整Photoshop 软件工作状态使之适应不同的工作需要的能力,为后续学

习实践做好准备。通过讲解数字图像基本常识、 颜色模式、 文件格式等内容使学生理解基本的数

字图概像念以及如何获取图像、导入图像和调整图像的大小。 

作业： 

下载并安装 Adobe Photoshop CS6试用版并完成首选项设置。 

使用 Adobe Bridge配合 Photoshop软件打开、转换并存储不同的图像格式。 

知识单元 7：颜色基础知识和色调调整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颜色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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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取颜色 

3．色彩管理 

4．颜色和色调调整工具 

5．调整图像颜色和色调 

6．快速调整图像 

学习目标： 

了解颜色基础知识和概念，使用 RGB 或 CMYK 等颜色模型以多种方式来描述颜色。了解在

Photoshop 中,如何选择适合图像的颜色以及如何使用或调整该颜色。 

作业： 

使用之前拍摄的人像和风光摄影作业照片进行调色练习。 

知识单元 8：修饰和变换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调整裁剪、旋转和画布 

2．修饰和修复图像 

3．校正图像扭曲和杂色 

4．调整图像锐化程度和模糊程度 

学习目标： 

学习使用 Photoshop中的修饰和变换功能改变图像、校正扭曲或缺陷、创造性地处理图片元素、

添加或移去项目、锐化或模糊、或将多个像图合并成全景图。 

作业： 

使用 Photoshop内置功能进行照片修饰和合成的练习。 

知识单元 9：选区和蒙板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建立选区 

2．调整像素选区 

3．移动和拷贝选定的像素 

4．通道 

5．存储选区和使用蒙版 

6．通道计算 

学习目标： 

了解选区和蒙板的概念，学习掌握对部分图像应用更改的方法。本章内容着重于像素选择工具

和技术。 

作业： 

使用 Photoshop内置功能进行照片局部选择和变形的练习。 

知识单元 10：图层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图层基础知识 

2．图层的操作 

3．图层的管理 

4．设置不透明度和混合 

5．图层效果和样式 

6．调整图层和填充图层 

7．非破坏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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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图层复合 

学习目标： 

了解图层的基本概念和使用方法，掌握非破坏性图像编辑。 

作业： 

使用 Photoshop内置功能进行图层使用的练习。 

知识单元 11：增效工具、文字工具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滤镜基础知识 

2．滤镜效果参考 

3．应用特定的滤镜 

4．添加光照效果 

5．创建文字 

6．编辑文字 

7．设置字符样式 

8．创建文字效果 

学习目标： 

学习和了解 Photoshop增效工具中滤镜的基本概念和使用方法，掌握文字工具的编辑和使用方

法。 

作业： 

使用滤镜和文字工具制作艺术字效果。 

知识单元 12：平面设计基础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平面设计基本原则 

学习目标： 

了解和掌握平面设计的基本概念和原则。 

作业： 

综合使用 Photoshop的各项功能设计并制作一张信息图。 

知识单元 13：方正飞腾基本操作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认识方正飞腾 

2．工作环境的设置 

3．基本操作 

4．文字块操作 

5．文字编辑 

6．页操作 

7．图元 

8．图像的排版 

9．表格的排版 

10．层的使用和管理 

11．版式设计的基本原则和注意事项 

学习目标： 

学习和掌握方正飞腾软件的基本功能和使用技巧，了解纸媒排版的基本要求和注意事项。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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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正飞腾软件和 Photoshop软件，设计并制作两版报纸或 4P杂志。 

知识单元 14：方正飞翔基本操作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认识方正飞翔 

2．与方正飞腾相通的操作和不同点 

3．互动效果工具的添加和使用 

4．工程文件的预览、导出、ipad展示和发布 

学习目标： 

学习和掌握方正飞翔软件的基本功能和使用技巧，了解移动媒体排版的基本要求和注意事项。 

作业： 

使用方正飞翔软件和 Photoshop软件，设计并制作 4页基于 ipad的互动杂志。 

知识单元 15：Adobe Indesign CS6 基本入门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工作区 

2．版面 

3．文档与文本 

4．样式 

5．排版规则 

6．表格 

7．绘图与图形 

8．框架与对象 

9．动态文档 

10．分色 

11．InCopy和 InDesign协作 

学习目标： 

学习和掌握 Adobe Indesign CS 6软件的基本功能和使用技巧，了解纸媒排版的基本要求和注

意事项。 

作业： 

使用 Indesign软件和 Photoshop软件，设计并制作两版报纸或 4P杂志。 

知识单元 16：Adobe DPS 基本入门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快速入门 

2．设计和版面 

3．交互式叠加 

4．作品集和文章 

5．作品集发布 

6．DPS App Builder 

7．分析和服务 

学习目标： 

学习和掌握 Adobe DPS组件的基本功能和使用技巧，了解移动媒体排版的基本要求和注意事项。 

作业： 

使用 DPS组件和 Photoshop软件，设计并制作 4页基于 ipad的互动杂志。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6个，共 2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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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1：数码单反相机使用入门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阅读说明书并对照实物，了解数码单反相机的按钮布局和基本操作。了解数码

单反相机的结构和镜头搭配。 

实验要求：熟悉各型数码单反相机的功能键；研究功能菜单内容；掌握基本操作方法。熟悉数

码单反相机的结构；研究数码单反相机的镜头搭配；掌握镜头拆装和相关附件使用方法。 

实验 2：摄影器材的使用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使用实机练习，熟悉并掌握数码单反相机的操作方法。 

实验要求：熟悉数码单反相机的使用；研究数码单反相机的操作技巧；掌握标准持机方法。 

实验 3：摄影构图（人像）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实际拍摄，了解并掌握摄影构图的基本方法。 

实验要求：熟悉摄影构图的基本方法；研究不同景别和参数对人像摄影的影响；掌握人像摄影

构图和造型方法。 

实验 4：摄影构图（风光）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实际拍摄，了解并掌握摄影构图的基本方法。 

实验要求：熟悉摄影构图的基本方法；研究不同角度和参数对风光摄影的影响；掌握风光摄影

构图的基本方法。 

实验 5：微距摄影和静物摄影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自制静物台和实际拍摄，了解并掌握微距摄影和静物摄影的基本方法。 

实验要求：熟悉微距摄影和静物摄影的基本方法；研究不同参数和布光方法对微距摄影和静物

摄影的影响；掌握微距摄影和静物摄影的基本方法。 

实验 6：Adobe Photoshop CS6使用入门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实际操作，了解并掌握 Photoshop软件的基本工作界面和参数设置方法。通过

实际操作，了解并掌握数字图像的常识和常见参数规格。 

实验要求：熟悉 Photoshop 软件的基本工作界面；研究不同参数对软件运行的影响；掌握

Photoshop 工作区和首选项的配置原则和方法熟悉 Adobe Bridge 软件的基本功能和使用方法；研

究各类数字图像格式的优劣和应用领域；掌握 Photoshop中图像文件相关操作的基本方法。。 

实验 7：颜色基础知识和色调调整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实际操作，了解并掌握颜色相关的基本常识以及 Photoshop软件中颜色模式和

参数设置方法。 

实验要求：熟悉 Photoshop软件中色彩相关工具；研究不同颜色模式的差异和应用领域；掌握

Photoshop中颜色选择和调整的方法。 

实验 8：修饰和变换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实际操作，了解并掌握 Photoshop软件中画布的概念与作用，以及图像调整类

工具的使用方法。 

实验要求：熟悉 Photoshop软件中图像调整的相关工具和菜单项；研究不同图像模式的特点和

应用领域；掌握 Photoshop中图像调整的操作方法。 

实验 9：选区和蒙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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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实际操作，了解并掌握 Photoshop软件中通道和蒙板的概念与作用，以及全部

选择类工具的使用方法。 

实验要求：熟悉 Photoshop软件中选择类相关工具；研究通道和蒙板的作用和应用领域；掌握

Photoshop中区域选择和变形的操作方法。 

实验 10：图层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实际操作，了解并掌握 Photoshop软件中图层的概念与作用，以及图层样式的

设置与使用方法。 

实验要求：熟悉 Photoshop软件中图层相关工具；研究图层的作用和应用领域；掌握 Photoshop

中图层应用和图层样式的使用方法。 

实验 11：增效工具、文字工具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实际操作，了解并掌握 Photoshop软件中增效工具和文字工具的使用方法，以

及平面设计中文字运用的基本原则。 

实验要求：熟悉 Photoshop软件中的增效工具和文字工具；研究滤镜的作用和应用效果；掌握

艺术字的设计和制造方法。 

实验 12：平面设计基础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实际操作，了解并掌握平面设计的基本原则。 

实验要求：综合使用 Photoshop软件中的各类工具，设计和制造一张海报。 

实验 13：方正飞腾基本操作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实际操作，了解并掌握方正飞腾软件的基本功能和使用方法。 

实验要求：熟悉方正飞腾软件的基本功能和工具；研究纸媒排版的基本原则；掌握纸媒版式设

计的基本方法。 

实验 14：方正飞翔基本操作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实际操作，了解并掌握方正飞翔软件的基本功能和使用方法。 

实验要求：熟悉方正飞翔软件的基本功能和工具；研究移动媒体排版与纸媒排版的异同；掌握

移动媒体版式设计的基本方法。 

实验 15：Adobe InDesign CS6基本入门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实际操作，了解并掌握 Adobe InDesign CS6软件的基本功能和使用方法。 

实验要求：熟悉 Adobe InDesign CS6 软件的基本功能和工具；研究纸媒排版的基本原则；掌

握纸媒版式设计的基本方法。 

实验 16：Adobe DPS基本入门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实际操作，了解并掌握 Adobe DPS组件的基本功能和使用方法。 

实验要求：熟悉 Adobe DPS组件的基本功能和工具；研究移动媒体排版与纸媒排版的异同；掌

握移动媒体版式设计的基本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摄影理论与新闻摄影理论 3  

2 摄影器材的选择和使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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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摄影构图（人像） 3  

4 摄影构图（风光） 3  

5 微距摄影和静物摄影 3  

6 Adobe Photoshop CS6使用入门 3  

7 颜色基础知识和色调调整 3  

8 修饰和变换 3  

9 选区和蒙板 3  

10 图层 3  

11 增效工具、文字工具 3  

12 平面设计基础 3  

13 方正飞腾基本操作 3  

14 方正飞翔基本操作 3  

15 Adobe Indesign CS6 基本入门 3  

16 Adobe DPS 基本入门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媒介技术系列课程、新闻信息处理方法系列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提升学生相关实际操作能力。 

难点：平衡讲述深度和难度与学生基础和接受能力差异之间的矛盾。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教师实操演示。 

3．学生实验实践 

4．课后作业练习和课外学习材料阅读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演示 

2．实物展示与演示 

3．实操练习与指导 

4．作品欣赏与点评。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新闻学院自有实验室、PC图像工作站、Mac图像工作站、数码单反相机、Adobe系列软件、方

正系列软件、摄影棚相关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108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核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作业完成情况及课内实验情况各占 25%；期末综合

实验及作品创作占 5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结课后由任课教师统一评分。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了实验操作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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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Adobe Photoshop CS6官方帮助文档 

2．对应型号数码单反相机说明书 

3．方正飞腾官方帮助文档 

4．方正飞翔官方帮助文档 

5．Adobe InDesign CS6官方帮助文档 

6．Adobe DPS官方帮助文档 

（二）推荐参考书 

参考资料名称 主编姓名 出版社 

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最新修订

版Ⅱ）（上） 

中国摄影出版社 译 美国

纽约摄影学院 编 
中国摄影出版社 

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最新修订

版Ⅱ）（下） 

中国摄影出版社 译 美国

纽约摄影学院 编 
中国摄影出版社 

美国新闻摄影教程 肯尼思·科布勒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ADOBE PHOTOSHOP CS6标准培训教材 ACAA 专家委员会 DDC 传

媒 主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 

ADOBE INDESIGN CS6基础培训教材 
ACAA 专家委员会 DDC 传

媒 主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推荐培训

教材：方正·飞翔排版实战教程 
韦冰 著 印刷工业出版社 

思想的眼睛：布列松论摄影 [法]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中国摄影出版社 

版面设计的原理 伊达千代&内藤孝彥 中信出版社 

文字设计的原理 伊达千代&内藤孝彥 中信出版社 

色彩设计的原理 伊达千代 中信出版社 

写给大家看的设计书 Robin Willians 人民邮电出版社 

视觉繁美：信息可视化方法与案例解析 Manuel Lima 机械工业出版社 

图解力：跟顶级设计书学作信息图 木村博之 人民邮电出版社 

摄影师的视界：迈克尔弗里曼摄影构图

与设计 
迈克尔弗里曼 人民邮电出版社 

摄影师的思想：迈克尔·弗里曼摄影构

思与创作 
迈克尔弗里曼 人民邮电出版社 

光线与用光：迈克尔·弗里曼数码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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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体技术 
Network media technology 

课程号：30706034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了解网页制作的流程； 

2、看懂基本的 html代码； 

3、掌握用 fireworks软件切图和制作矢量图的基本技巧。 

4、掌握 Dreamweaver软件进行网页设计的基本技巧 

5、JOOMLA的使用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网络媒体技术的基础知识、网页

运行的原理、，为新闻编辑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技术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网页设计的基本概念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网络技术概论 

1． 网站的概念 

a) 基本概念 

b) 网页和网站 

2． 网站制作的流程和思路 

a) 站点策划 

b) 构思草图 

c) 美工设计 

d) 图形制作 

e) 脚本编程 

f) 图形页面整合 

g) 测试发布，用户确认 

3． 分栏式结构的技巧和要求 

4． 优秀网页设计赏析 

学习目标： 

1．了解网页设计的基本流程。 

2．掌握网页设计图的构建。 

3. 学习优秀网页设计的布局方式 

作业：策划一个新闻网站首页，画出设计图，体会新闻网站的策划流程。 

知识单元 2：超文本标记语言 HTMI基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html导论 

2． html概述 

3． html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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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结构 

5． 头部标签 

6． 文字标记极其属性 

7． HTMI 文件的保存 

学习目标： 

1．了解 html的基本知识。 

2．掌握 html代码的基本结构。 

3．掌握 html文字标记的使用 

作业：写一段代码，实现三段文字分别呈现不同颜色、字体、大小、对其方式等。 

知识单元 3：超文本标记语言 HTMI应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图片标记及其属性 

2． 超级链接标记及其属性 

a) 绝对路径 

b) 相对路径 

3． 表格标记及其属性 

4． 多媒体标记及其属性 

5． 表单标记及其属性 

6． 框架极其属性 

学习目标： 

1．了解两种超级连接的不同。 

2．掌握 html图片标记、链接标记、表格标记、多媒体标记、表单标记以及框架标记的使用。 

作业：写一段代码，实现三段文字分别呈现不同颜色、字体、大小、对其方式等。 

知识单元 4：Fireworks网络图像优化处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Fireworks概论： 

a) Fireworks的特点 

b) Fireworks的优势 

2． Fireworks的环境熟悉 

a) 掌握工作区布局的设定、存储工作区、隐藏面板 

b) 掌握各种视图模式、显示模式以及网页编辑界面和网站管理界面的切换 

c) 熟悉各种面板，包括常用面板、属性面板等 

3． 图像格式区别 

4． 网络图像格式的优化（尺寸、分辨率、色阶、输出格式和质量等）  

5． 切图 

6． 动态滤镜 

7． 切片和热点 

8． 图层和蒙版 

9． 掌握与其它程序，如 Photoshop 和 Flash 交换颜色值 

学习目标： 

1． 本部分内容旨在教会学生理解和区分 JPEG 与 GIF 图像格式之间的应用区别。 

2． 学习利用 Fireworks 进行网络用图像优化和修饰技术。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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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一个图片形式的网页切割成适当的小图，用适当的图片格式 

2． 将一张图片优化为特定的样子 

3． 进行网页设计三剑客软件之间的颜色值交换 

知识单元 5：GIF 的透明与动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静态 GIF和动画 GIF 

2． 静态 GIF的制作 

a) GIF图片的背景透明 

b) GIF图片的优化 

3． GIF动画制作 

a) 画布的使用 

b) 使用帧面板创建动画 

l 帧面板的使用 

l 动画控制 

l 时间控制 

l 循环控制 

c) 使用补间实例创建动画 

d) 图片的大小调整和保存 

e) GIF动图嵌入网页设计 

学习目标： 

1．了解 GIF动图的制作技巧。 

2．掌握 GIF嵌入网页的技巧。 

作业：完成一个 gif的 banner图 

知识单元 6：矢量图的绘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图形图像基础 

a) 矢量图与位图 

b) 图像的颜色模式 

c) 图像常用文件格式 

2． 绘制基本图形 

a) 基本绘图工具 

b) 绘制开放式路径 

c) 绘制闭合式图形 

3． 填充与描边 

a) 设置颜色 

b) 设置渐变 

c) 使用“描边”调板 

d) 实时上色与实时选择 

4． 对象的基本操作 

a)  选取与变换对象 

b) 对齐与分布对象 

c) 排列与群组对象 

5． 案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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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正确区分矢量图和位图。 

2．掌握矢量图制作技巧。 

作业：根据前几周完成的新闻网站定位，自己设计一个适合该网站的 LOGO。 

知识单元 7：Dreamweaver概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Dreamweaver概论： 

c) Dreamweaver的特点 

d) Dreamweaver的优势 

2． Dreamweaver的环境熟悉 

d) 掌握工作区布局的设定、存储工作区、隐藏面板 

e) 掌握各种视图模式、显示模式以及网页编辑界面和网站管理界面的切换 

f) 熟悉各种面板，包括常用面板、属性面板等 

g) 掌握网页文件的预览、编辑浏览器列表、设置临时文件预览 

3． 站点资源管理  

a) 熟练掌握资源面板, 资源的收藏、归类、添加和删除，查看和刷新 

b) 掌握创建资源别名、使用资源面板应用颜色和链接 

c) 掌握新建并设置一个站点，本地和远程信息的设置，站点地图查看模式 

d) 掌握 Index.html 文件和 Images 文件夹 

e) 掌握连接远端主机，上传本地文件到服务器，下载文件到本地 

f) 掌握比较和同步本地文件与远端文件 

g) 掌握查找断开的、外部的和孤立的链接 

4． 文字编辑 

a) 文档的页面属性、边距、链接、标题 

b) 熟练掌握拼写检查、查找与替换 

c) 熟练掌握输入空格、回车的特殊要求和方法 

5． 图像 

a) 熟练掌握常用于网站的三种图像格式，图像的插入、基本编辑、图像热点的设置 

b) 掌握图像的编辑选项，Fireworks 最优化、裁切、重新取样、亮度对比度、锐化 

c) 掌握插入图像占位符、鼠标经过图像、Fireworks Html 和导航条，创建网站像册 

6． 多媒体对象 

a) 掌握插入 Flash、Flash 按钮、Flash 文本，设置 Flash 属性 

b) 掌握插入 Director Shockwave 影片、插入 Applet、ActiveX 对象 

7． 链接 

a) 熟练掌握建立链接，链接的多种设置方法、链接的四种状态 

b) 掌握设置下载文件的链接、设置电子邮件链接、为电子邮件链接加入主题、抄送等信息 

c) 掌握插入日期、存储时自动更新设置、插入注释 

d) 掌握命名锚记，设置锚链接、在外部网页中设置锚链接 

学习目标： 

1． 了解 Dreamweaver的独特优势 

2． 熟悉 Dreamweaver的面板布局 

3． 掌握站点建设的基本技巧 

4． 了解 Dreamweaver文字、图像和多媒体处理的基本知识 

作业：自己建立一个规范空站点，并融会贯通完成文字、图像和多媒体处理的页面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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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8：超级链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链接的重要意义 

2． 链接路径 

a) 绝对路径，为文件提供完全的路径  

b) 相对路径，相对路径最适合网站的内部链接  

c) 根路径：是指从站点根文件夹到被链接文档经由的路径 

3． 连接的四种状态 

a) a:link 设定正常状态下链接文字的样式   

b) a:active  设定鼠标单击时链接的外观   

c) a:visited 设定访问过的链接的外观     

d) a:hover  设定鼠标放置在链接文字之上时，文字的外观 

4． 创建链接 

a) 外部链接 

b) 内部链接 

c) 热点区域的链接 

d) 下载文件的链接、 

e) 电子邮件链接  

f) 锚记链接 

l 命名锚记  

l 设置锚链接 

l 在外部网页中设置锚链接 

学习目标： 

1． 了解超级连接的重要意义以及三种不同路径方式 

2． 熟悉各种链接的设置技巧 

作业：使用空连接和锚机链接建一个小说类网页 

知识单元 9：排版与设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标尺和网格的使用方法 

2． 插入和编辑水平线、控制水平线的颜色、粗细 

3． 图文混排及设置图文间距 

4． 层 

a) 绘制层 

b) 嵌套层 

c) 层面板 

d) 卷动层 

e) 层 Z 轴 

f) 层剪辑 

g) 转换层 

5． 跟踪图像 

6． 布局模式 

a) 标准模式 

b) 扩展表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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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布局模式的概念和应用 

7． 优秀排版案例分析 

学习目标： 

1. 学习布局的基本技巧 

2. 熟练掌握层的使用 

作业：完成层的使用案例 

知识单元 10：表格与表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表格的使用 

a) 插入表格 

l 快捷插入 

l 表格的选定（行、列、单表格） 

b) 表格的参数设置 

l 长宽 

l 间距 

l 填充 

l 边框 

c) 表格的增减 

d) 表格的格式化 

e) 嵌套式表格的意义 

f) 嵌套表格的使用案例展示 

g) 嵌套表格的选定 

h) 导入导出表格数据 

2. 认识表单 

a) 表单的组成 

l  网页中进行描述的表单对象  

l  应用程序  

b) 认识表单对象 

l 表单：“表单”在文档中插入表单。任何其他表单对象，如文本域、按钮等，都必须插入
表单之中，这样所有浏览器才能正确处理这些数据。 

l 文本域：“文本域”在表单中插入文本域。文本域可接受任何类型的字母数字项。输入的
文本可以显示为单行、多行或者显示为项目符号或星号（用于保护密码）。 

l 复选框：“复选框”在表单中插入复选框。复选框允许在一组选项中选择多项，用户可以
选择任意多个适用的选项。 

l 单选按钮：“单选按钮”在表单中插入单选按钮。单选按钮代表互相排斥的选择。选择一
组中的某个按钮，就会取消选择该组中的所有其他按钮。例如，用户可以选择“是”或“否”。 

l 单选按钮组：“单选按钮组”插入共享同一名称的单选按钮的集合。 

l 列表/菜单：“列表/菜单”使您可以在列表中创建用户选项。“列表”选项在滚动列表中显

示选项值，并允许用户在列表中选择多个选项。“菜单”选项在弹出式菜单中显示选项值，而且只

允许用户选择一个选项。 

l 跳转菜单：“跳转菜单”插入可导航的列表或弹出式菜单。跳转菜单允许您插入一种菜单，
在这种菜单中的每个选项都链接到文档或文件。请参见创建跳转菜单。 

l 图像域：“图像域”使您可以在表单中插入图像。可以使用图像域替换“提交”按钮，以
生成图形化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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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文件域：“文件域”在文档中插入空白文本域和“浏览”按钮。文件域使用户可以浏览到
其硬盘上的文件，并将这些文件作为表单数据上传。 

l 按钮：“按钮”在表单中插入文本按钮。按钮在单击时执行任务，如提交或重置表单。可
以为按钮添加自定义名称或标签，或者使用预定义的“提交”或“重置”标签之一。 

l 标签：“标签”在文档中给表单加上标签，以<label></label>形式开头和结尾。 

l 字段集：“字段集”在文本中设置文本标签。 

c) 案例和运行代码实例 

学习目标： 

1. 熟练掌握表格和表单的应用 

作业：完成一个简单的提交留言页面以及一个网页跳转菜单 

知识单元 11~12：CSS样式表基础和应用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CSS样式概述 

2. CSS优点  

a) 改变浏览器的默认显示风格  

b) 页面内容和显示样式分离  

c) 可以重用样式表 

d) 方便网站维护 

3. CSS构造规则 

4. 创建 CSS样式  

5. 修改 CSS样式表  

6. 删除 CSS样式表  

7. 选择器类型 

a) 类选择器 

b) 标签选择器 

c) 高级（ID、伪类选择器等）选择器 

8. CSS的链接方式 

a) 外联式 CSS样式表  

b) 内联式 CSS样式表 

c) 嵌入式 CSS样式表 

9. 样式的混合使用 

10. 综合实例——超级链接模拟成表单按钮，即当鼠标指针移动到一个超级链接上的时候，超
级链接的文本或图片就会像被按下一样，有一种凹陷的效果。其实现方式通常是利用 CSS 中的 

a:hover 属性，当鼠标经过链接时，会将链接向下、向右各移 2个像素，这时候显示效果就好像按

钮被按下。 

学习目标： 

1． 掌握附加外部样式表，链接方式和导入方式 

2． 掌握新建样式，类、标签和高级，新建样式表文件和仅对该文档 

3． 掌握修改文字和链接样式、修改背景图片的位置和重复，固定和滚动 

4． 掌握设置区块，中文文字间距、对齐和缩进 

5． 掌握编辑文件头内容，定义 Meta 元数据、关键字、说明、自动刷新、跳转等 

作业：完成课堂上讲授的多个实例 

知识单元 13： 模板、库和框架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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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 模板 

a) 创建模板 

l 直接创建模板 

l 将普通网页另存为模板 

l 从文件菜单新建模板 

b) 定义可编辑区域 

l 可编辑区域 

l 可选区域 

l 重复区域 

l 可编辑可选区域  

c) 删除和修改可编辑区域 

d) 模板的保存和更新 

e) 创建基于模板的页面 

f) 多模板页的切换和管理  

2. 库 

a) 创建库 

b) 插入库 

c) 更改库    

3. 制作框架网站 

a) 创建框架 

b) 使用预制框架集 

c) 鼠标拖动创建框架 

d) 保存框架 

e) 编辑框架式网页 

f) 改变框架大小 

g) 删除框架 

h) 设置框架属性 

i) 设置框架属性 

j) 制作框架页面 

学习目标： 

1． 了解模板、库和框架的理论知识 

2． 熟悉模板、库和框架的具体操作 

作业：模仿财新网站，进行一个模板页设计 

知识单元 14： 行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了解行为 

与行为相关的有三个重要的部分——对象、事件和动作。 

a) 对象(Object) 

b) 事件(Event) 

c) 动作(Action)  

d) Dreamweaver内置行为动作  

e) 第三方厂商行为库  

2． 应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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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行为面板 

b) 创建行为 

c) 选择对象 

d) 添加动作 

e) 调整事件 

3．  行为的应用 

a) “播放声音”实例 

b) 设置状态行文本 

c) 网页中的变色按钮 

学习目标： 

1． 掌握显示事件、调用 JavaScript、交换图像、显示/ 隐藏层 

2． 掌握网页菜单、检查插件浏览器、控制 Flash、设置状态栏文本 

3． 掌握检查插件、播放声音、弹出广告窗口（单击弹出和自动弹出） 

作业：完成课堂上示范的三个实例 

知识单元 15： Dreamweaver和 Fireworks综合案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个站点案例的综合实战 

学习目标： 

1． 温习前期学习的基本知识 

2． 独立进行站点设计和案例分析 

3． 灵活使用模板、表格、表单、链接、热点、切图、CSS完成网页设计 

作业：将之前课堂学习的内容融会贯通，完成课堂上示范的站点设计 

知识单元 16：移动网页技术 H5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制作工具 

2. 图片  

3. 形状元素 

4. 按钮 

5. 音乐 

6. 特殊效果 

7. 发布 

8. 模板 

9. 排版 

10. 色彩搭配 

11. 案例 

学习目标： 

1． 了解 H5的主要制作流程 

2． 掌握 H5网页制作的基本操作 

作业：自拟主题，采用一种 H5工具，完成一个网页设计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6个，共 16学时 

实验 1~16：案例模拟操作 

参考学时：16学时 

实验内容：就每次课程的案例和作业，进行课堂操作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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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要求： 

熟悉每次课程讲授的理论知识； 

研究网页设计的前台操作技巧和后台代码写作技巧； 

掌握网页设计的基本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网络技术概论 3  

2 超文本标记语言 HTMI基础 3  

3 超文本标记语言 HTMI应用 3  

4 Fireworks网络图像优化处理 3  

5 GIF 的透明与动画 3  

6 矢量图的绘制 3  

7 Dreamweaver概论 3  

8 超级链接 3  

9 排版与设计 3  

10 表格和表单 3  

11 层叠样式表基础 3  

12 层叠样式表应用 3  

13 模板 3  

14 行为 3  

15 Dreamweaver和 Fireworks综合案例 3  

16 移动网页技术 H5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平面媒体采编技术（媒介技术一）  

后续课程：新闻编辑学、媒体融合技术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HTML的基本代码、fireworks的切图和图片优化、Dreamweaver的基本操作和布局。 

难点：网页设计技术多而繁杂，技巧太多。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与《光明日报》共建。 

2.课堂讲授。 

3.课堂练习。 

教学手段： 

1.音视频案例资料。 

2.教学课件。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本课程需要在机房完成，计算机需要配备 Dreamweaver和 Fireworks系列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由于网页设计技巧较多，而且是属于实践设计课程，课程需要学生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还

需要在课外花较多的时间投入到设计实践中。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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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80%，需要学生完成

一个网页设计、一个矢量图设计和一个 LOGO设计。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见第五部分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李东博著，《Dreamweaver+Flash+Photoshop网页设计从入门到精通》，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6-1 

（二）推荐参考书 

1. 何丽编，《精通 DIV+CSS网页样式与布局（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01-01  

2. 王大远编，《Div+CSS 3.0网页布局案例精粹》，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02-01 

3. 廖旻可、吴涛涛著，《Joomla!建站步步通》，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年 1月   

4. 李东博著，《Dreamweaver+Flash+Photoshop网页设计从入门到精通》，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6-1 

5. 何新起著，《Dreamweaver CS6完美网页制作——基础、实例与技巧从入门到精通》，人民

邮电出版社，2013-9-1 

6. 张国勇、邹蕾著，《完全掌握——Dreamweaver CS6白金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1  

7. 腾飞科技、孙良营著，《巧学巧用 Dreamweaver CS6、Flash CS6、Fireworks CS6 网站制

作》，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1-1 

8. （美）皮尔斯 著，何晨光译，《移动 Web开发高级教程——使用 WordPress、Joomla!和 

Drupal》，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5-1 

9. 贺雪晨，网络多媒体技术应用教程，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4-1  

执笔：郑满宁  审稿：王佳航 审定：新闻传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7日 

 

新闻信息处理方法（一）新闻采访学 
The News Interview 

课程号：30706030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了解新闻采访的重点，对象；2、握新闻及法制新闻采写的基

本技能和方法；3、培养具有强烈好奇心、怀疑精神和批评态度；4、培养敏锐的观察和高超的采访

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新闻采访基础知识、采访基本概

念——包括新闻采访的性质、特点、作用等，为新闻写作、新闻编辑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和

实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2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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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主要讲述新闻采访基础理论与实践知识。 

讲述的内容涉及以下几个层面： 

1 概念层面——新闻（法制新闻）采访的性质、特点、作用；采访及采访权，采访与写作的关

系； 

2 本体层面——记者及其沿革以及对记者的基本素质要求； 

3 技法层面——新闻采访的策划与准备，采访的方式方法和技巧等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该课程的地位、教学目的、课程的主要内容，知悉教师对本课进行教学

的基本理念，明确本学科的人才需求现状，为今后系统学习新闻理论知识，掌握新闻理论的精髓，

有目的、有重点地培养新闻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 

知识单元 2：采访及法制新闻采访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新闻采访概述。 

2．采访权概述。 

3．法制新闻采访。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从概念上了解新闻采访及其法制新闻采访的相关概念。包括新闻采访和法制

新闻采访的含义、特点、作用以及法制新闻采访的范围；采访权的性质、特点及权源，在采访权问

题上应注意的问题等；从理论上为今后从事新闻采访实践打下厚实的基础。要求同学抓特点、找联

系，结合参考书目，深入理解概念。 

掌握采访的特点、了解采访的作用以及采访权的特点和作用是本章解决的重点和难点，在了解

新闻采访、法制新闻采访及采访权特点和作用的基础上，明确采访目标，掌握采访规律，规范行使

采访的权力。 

作业： 

1、简述新闻采访的含义。 

2、与调查研究活动相比，新闻采访具有哪些特点？ 

3、新闻采访的作用有哪些？ 

4、何谓第一手材料？举例说明第一手材料的对记者采访的重要性。 

5、谈谈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关系。 

知识单元 3：新闻采访的主体——记者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记者及其历史沿革。 

2．记者的职业道德。 

3．记者的求实精神。 

4．记者的廉洁作风。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对新闻记者的历史沿革、职业道德要求有一个全面了解，其中包括中西方记

者的历史发展脉络、记者职业道德自律、记者的求实精神和廉洁作风等。要求同学在学习和回顾记

者历史、了解记者职责的同时，结合相关参考书目，明确和牢记记者所肩负的责任和历史使命。 

记者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规律以及掌握记者的职业道德规范要求是本章学习的重点和难点。 

作业： 

1、一名合格的记者应具备哪些修养和素质？ 

2、如何加强记者的职业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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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列举出新闻侵权行为的表现。 

《中国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5、记者采访为什么要坚持求真求实的态度？谈谈你对“求真求实”概念的理解。 

知识单元 4：新闻采访的策划与实施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新闻采访选题与策划。 

2．法制新闻采访及选题策划的实施。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同学们对新闻线索、以及发现线索的渠道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在训练和增

强新闻的敏感性的同时，掌握采访选题策划的基本要领，为采访及法制新闻采访的实施奠定基础。

学习本章内容，要求同学们在学习基本理论和技巧的同时，注重采访的实施，多进行采访的模拟和

实践。 

新闻采访活动的实施，通常是从寻找、获取和落实新闻线索起步的。因此，如何发现新闻线索、

确定新闻选题和做好采访前的全面准备工作，就成为本章学习的重点和难点。 

作业： 

1. 何谓新闻线索？发现新闻线索的渠道主要有哪些？ 
2. 简述在采访过程中新闻线索的作用。 
3. 培养记者新闻敏感力的具体要求有哪些？ 
4. 简述采访计划的主要内容。 
5. 如何做好新闻采访的准备工作？  
6. 以某著名学者为采访对象，确定采访选题、拟定一个采访提纲。 
7. 怎样才能做好报刊法制专访的采访？ 
8. 谈谈电视法制新闻采访的特点有哪些？ 
9. 电视法制新闻采访的特殊性和难点是什么？ 
10. 策划一个电视法制访谈节目，并组织实施。 

知识单元 5：新闻采访的方式方法一——直面采访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对人物的采访（直面采访）。 

2．对突发事件的采访。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同学们对新闻采访的方式、方法等技巧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并将其

运用于新闻采访实践，在不断学习和灵活掌握的基础上，培养和增强同学们新闻采访的能力，为后

一步的新闻写作做好全面的准备。学习本章内容，要求同学们在学习直面采访方式、方法等技巧的

同时，深入采访实际，灵活加以运用。 

新闻采访的方式、方法作为采访的基本技能、技巧，反映了一个记者的采访的基本功力和水平，

也是本章学习的重点和那难点。 

作业： 

1、 提问的类型和技巧都有哪些？ 

2、 简述突发事件的种类和特点，媒体应如何应对突发事件？ 

3、 模拟电视访谈栏目，进行一次一对一的现场人物采访，选题自定。 

知识单元 6：新闻采访的方式方法二——隐性采访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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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隐性采访的概念和特点。 

2．隐性采访的方式及作用。 

3．隐性采访手段的合法使用。 

4．隐性采访应注意的问题。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同学们对隐性采访及其采访的方式、方法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培养

和增强同学们新闻采访的敏感力，了解在什么情况下使用隐性采访手段，并注意隐性采访手段的规

范性合法性，为后一步的新闻写作阶段做好全面准备。学习本章内容，要求同学们在学习隐性采访

方式、方法等技巧的同时，深入采访实际，灵活加以运用。 

在什么情况下使用隐性采访手段，注意隐性采访手段的规范性、合法性，灵活掌握隐性采访的

技能、技巧是本章学习的重点和难点。 

作业： 

如何理解隐性采访的必要性？ 

结合实际谈谈怎样依法实施隐性采访，避免法律纠纷？ 

知识单元 7：新闻采访的方式方法三——其他采访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书面采访。 

2．会议采访。 

3．电话及因特网上采访。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同学们对新闻采访的其他采访类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并并掌握起

采访技巧，在不断学习和灵活掌握的基础上，培养和增强同学们新闻采访的能力，为后一步的新闻

写作训练做好全面的准备。学习本章内容，要求同学们在注意学习不同采访类型的采访方式、方法

和技巧的同时，深入采访实际，灵活加以运用。 

学习和了解不同新闻采访的不同类型，掌握各类采访类型的采访方式、方法、技巧，是本章学

习的重点和难点。 

作业： 

采访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可采用书面采访？怎样进行书面采访？ 

为什么要建立新闻发布制度？ 

参加记者招待会前应作哪些采访准备？ 

座谈会采访和记者招待会采访在运作上个有些什么特殊要求？ 

以班或小组为单位，举行一次模拟记者招待会，然后采写出一则报道。 

电话采访有哪些弊端？运作中应注意什么？ 

网络采访有什么特点？怎样在网上采访？ 

做一次网上采访（选题自拟），并写下自己的采访体会。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有两个采访实操主题，共 6学时 

实验 1：课堂模拟新闻发布会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根据主题进行发布会策划，并实施  

实验要求： 

1、 每班分三组进行，每组预先设定好自己的发布内容，并通知其他媒体（另两组学生）。 

2、 发布方要紧扣新闻主题，分工明确、策划严密、具备可行性。 

3、 “记者”（另两组学生）根据已有的新闻线索发问并追问。 

实验 2：人物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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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每个同学通过社交媒体联系一位新闻人物，并通过面对面采访为主的采访方式对其

进行采访。 

实验要求： 

1、 通过社交媒体与新闻人物取得联系，锻炼通过网络搜集新闻线索、通过社交媒体结识并达
成采访意向的能力。 

2、 采访以面对面采访为主，提问表达清晰、准确。 

3、 能对自己的采访过程进行反思，对采访得来的资料进行梳理成文。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3  

2 绪论 3  

3 采访及法制新闻采访   3  

4 采访及法制新闻采访   3  

5 采访及法制新闻采访  3  

6 新闻采访的主体——记者 3  

7 新闻采访的策划与实施 3  

8 新闻采访的策划与实施 3  

9 新闻采访的方式方法一——直面采访 3  

10 新闻采访的方式方法一——直面采访 3  

11 新闻采访的方式方法一——直面采访 3  

12 新闻采访的实操练习——人物采访 3  

13 新闻采访的方式方法二——隐性采访 3  

14 新闻采访的方式方法二——隐性采访 3  

15 新闻采访的方式方法三——其他采访 3  

16 新闻采访的方式方法三——新闻发布会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新闻理论、 

后续课程：新闻写作、新闻编辑、多媒体新闻播报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采访基本概念——包括新闻采访的性质、特点、作用等、明了采访本体层面——包

括新闻记者的道德修养、职责和素质等、熟练采访技法层面——包括访问的原则、条件，以及采访

的方式、方法等。 

难点：突显新闻及法制新闻采访的学科特色。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 

2. 案例分析。 

3. 课堂讨论 

4. 采访模拟训练 

5. 录像观摩 

教学手段： 

1. 注重司法案例在教学中的引入。 

2. 在理论讲述中紧紧结合媒体的融合变革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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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入不同媒体的融合报道案例、新媒体报道案例 

4. 推进三级新闻实践平台的建设 

5. 课堂研讨与模拟训练相结合 

6. 课堂讲授与采访实践相结合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有放映机、话筒、能放视频、PPT。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堂讲授共计 36学时；其他环节 12课时。包括课堂讨论、课堂提问、作业练习、作业讲评、

模拟采访等；其中模拟采访训练 6课时，观摩采访录像 3课时，课堂讨论 3课时、总计 12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姚广宜编著《法制新闻采访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9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罗以澄编著《新闻采访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年 3月版。 

2、徐亚平、丁小燕编著《新闻采访》，新华出版社，2005年 12月版。 

3、贾刚为编著《新闻采访技巧》，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年 7月版。 

执笔：孟盈  审稿：孟盈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4日 

 

新闻信息处理方法（二）新闻文本写作 
The News Text Writing 

课程号：30706027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是新闻专业的重要基础课之一。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了解全媒体产生的背景、全媒体背景下新闻采写的共同规律；

2、不同媒体的新闻采写技巧；3、培养“全媒体、大传播”业界变革的背景下的“全媒体记者”。 

教学要求： 

1、做好课前预习，坚持到课，认真听课，把握课程要点； 

2、课堂踊跃发言，主动参与互动及模拟教学； 

3、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按时完成多媒体新闻文本写作作业； 

4、拓展视野，扩大图书资料的阅览量，努力把握学科新动向和新特点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2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包括课程的基本体系、基本内容，教学的基本理念、新闻人才观，当前“全媒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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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业界变革背景，“全媒体记者”新闻人才的需求现状，以及我们的培养目标等。 

2、 全媒体型新闻人才的需求，是随着媒体融合的进程不断加快而出现的。媒体融合，使各类
传媒因介质差异而产生的鸿沟逐渐被填平。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使所有的媒体都能够成为提供各种

形态新闻产品，并通过各种载体发布新闻信息的“内容提供商”。 新闻媒体的这种转型，必然对新

闻从业人员提出新的工作任务和专业要求。 

新闻专业的核心课程包括：新闻理论、新闻采访写作、新闻史、新闻法规、新闻伦理等。 

新闻文本写作的地位——是新闻专业核心课程中的重中之重，是对新闻理论的实践与应用。 

3  “全媒体、大传播”业界变革背景和“全媒体记者”新闻人才的培养是本章解决的重点和

难点。 

“全媒体”新闻人才的要求—— 

能为报纸做文字报道和图片摄影， 

能为全媒体集团旗下的网站、手机报、电子显示屏等提供多种媒体形态的新闻。 

全媒体型新闻人才的最大特点，就是掌握了多媒体采制和传播的技能，能够同时承担：文字、

图片、音频、视频等报道任务，为多种不同媒体提供新闻作品。 

“复合型”新闻人才的要求—— 

立体性，即既有深厚的人文功底、扎实的传播理论基础，又具有现代传播技能； 

高能性，即集采编与制作于一身； 

多面性。 

“应用型”新闻人才的要求——“只有下水才能真正学会游泳”。 

注重人文基础 

强化专业技能 

打破传统的专业之间的壁垒， 

在具有丰富知识积累和跨媒体思维的“宽”“厚”基础上，掌握专业媒体工作的技能 

“创新型”新闻人才的要求—— 

批判性思维 

创新性思维 

新闻专业实践贯穿于学习的全过程 

4. 如何使学生真正成为全媒体新闻采写所需要的合格人才，首先要了解全媒体产生的背景 

5. 要明晰全媒体背景下新闻采写的共同规律以及不同媒体的新闻采写技巧。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该课程的地位、教学目的、课程的主要内容，知悉教师对本课进行教学

的基本理念，明确本学科的人才需求现状，为今后系统学习新闻理论知识，掌握新闻理论的精髓，

有目的、有重点地培养新闻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 

知识单元 2：全媒体新闻写作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全媒体新闻写作的内涵与发展。 

“全媒体”是在具备文字、图形、图像、动画、声音和视频等各种媒体表现手段基础之上进行

不同媒介形态（纸媒、电视媒体、广播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 之间的融合，产生质变后

形成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全媒体通过提供多种方式和多种层次的各种传播形态来满足受众的细分

需求，使得受众获得更及时、更多角度、 更多听觉和视觉满足的媒体体验。 

“全媒体”体现的不是“跨媒体”时代的媒体间的简单连接，而是全相位融合——网络媒体与

传统媒体乃至通讯的全面互动、网络媒体之间的全面互补、网络媒体的自身的全面互溶，总之“全

媒体”的覆盖面最全、技术手段最全、媒介载体最全、受众传播面最全。 

2．全媒体新闻写作的特点、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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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新闻是指建立在跨媒体基础上，具有多媒体、互动、聚合等特质的新闻内容生产。 

全媒体运作的新闻融合式新闻生产是指： 

全媒体运作下新闻记者运用所有媒体手段和平台来构建大的报道体系——包括以多媒体方式

采集新闻，通过网站、手机报、传统报纸、数字报刊，以及多媒体视屏实现多级发布。改变了传统

的采编流程，按新闻内在传播规律运作，使集团从“第一时间采写”向“第一时间发布”的转变。 

3全媒体新闻写作的融合与转换 

全媒体新闻融合业务体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在同一平台上特定主题报道中的多种媒体手段的深层结合。 

不同手段的新闻报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是分散的、彼此独立的。一个多媒体报道应该是

一个完整的报道方案：每一种手段发挥其特长，不同手段之间取长补短，真正产生“1”+“1”＞

“2”的效果。   

第二、各种媒体平台的报道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全媒体新闻既意味着多种媒体手段的应用，也

意味着多种平台的利用。 

全媒体新闻的理想境界，是针对不同平台的特点，将一次采集的素材，在多个平台上多次利用，

并且形成一个合理的报道圈。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从概念上了解全媒体新闻文本写作的基本概念。包括全媒体写作的内涵与发

展；全媒体新闻写作的特点、地位和作用；全媒体新闻写作的融合与转换。从理论上为今后从事新

闻文本写作实践打下厚实的基础。要求同学抓特点、找联系，结合参考书目，深入理解感念。 

作业： 

1、简述全媒体新闻写作的特点。 

2、思考全媒体新闻写作意义。 

3、如何理解全媒体新闻融合业务。 

知识单元 3：全媒体新闻写作的共同规律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新闻写作的要求。 

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原则 

新闻报道失实的原因 

如何避免新闻失实 

新闻写作的基本要素 

媒介选择新闻的标准 

2．新闻写作的技巧。 

迅速播报（消息）——挖掘全部真相（通讯、调查性报道、特写、专访）——深度解读（解释

性新闻、述评性新闻、评论） 

用事实说话 

选择典型事实说话，运用再现场景说话，运用背景资料说话，借助直接引语说话 

3．新闻写作的价值要素。 

时效性：新鲜 快速 简短 

可读性：具体 生动 通俗 

针对性：信息 知识 思想 

4．新闻语言的运用。 

准确、简洁、鲜明、生动 

新闻语言要有时代感 

新闻语言应有不同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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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消息与通讯对于语言的要求有所不同。 

第二、新闻语言风格取决于新闻事件本身的基调。 

第三、新闻语言风格还取决于人物报道中被采访者的语言个性。 

第四、白描是新闻语言的主要特征 

“白描”是指是指文字描写的具体方法，即不尚修饰，不用或少用形容渲染，以质朴的文笔，

力避浮华、做作，简练而直接地勾勒出事物的特征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对全媒体新闻写作的共同规律有一个全面了解，其中包括新闻写作的原则、

要求、新闻写作的技巧、新闻写作价值要素和新闻语言的运用。要求同学在学习新闻写作规律、了

解新闻写作技巧的同时，结合不同媒体的传播特点，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和业界案例，思考新闻文本

在各媒体间转换的原则和方式。 

作业： 

1、讨论：一篇好新闻要求具备几要素？ 

2、请评析一篇你认为优秀的新闻作品 

知识单元 4：报纸新闻写作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消息的写作。 

消息是新闻报道的主要体裁 

消息有特殊的结构方式 

倒金字塔式 

正金字塔式 

新华体 

华尔街日报式 

平铺直叙式 

2．通讯的写作。 

通讯是一种详细、生动的新闻报道体裁。 

它是我国新闻报道中的常见文体  

是运用叙述、描写、抒情、议论等多种手法，具体、生动、形象地反映新闻事件或典型人物的

一种新闻报道形式。它是报纸、广播电台、通讯社常用的文体。 

人物通讯、工作通讯、事件通讯、概貌通讯 

3．深度报道的写作。 

深度报道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它不仅能鲜明地提出问题，充分暴露矛盾，更重要的是借助思

辨的力量，能够触及问题的实质，对实际工作起着促进和建设的作用。 

深度报道篇幅长、题材大，牵涉的方面多，文章结构较一般的报道复杂 。 

在报道手法上，深度报道对事实的阐释采用分析的方法。它不是“为记载事实而记载事实”。

可能在深度报道中见到的是一个接一个的事实，但决不是一种事实的再现，而是采用再现的手段达

到它的表现目的。 

在报道思维上，深度报道冲破“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通过对事物的全方位扫描，多侧面多

层次地再现新闻事物的立体形象。在肯定一个事物时，既不夸大它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回

避它曾经有过或确实存在的积极方面的因素。 

深度报道常常抛弃“证实性”思维，运用“证伪性”思维。 

4．新闻评论的写作。 

新闻评论的特点： 

新闻性：现实的针对性，强烈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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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性：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态度，从思想、政治、理论高度分析问题。 

面向广大受众，吸引群众参与，引导社会舆论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同学们对报纸新闻的几种类型：消息、通讯、深度报道、新闻评论有一个

全面的把握，能够熟练掌握倒金字塔、正金字塔、新华体等多种类型的消息写作，完成至少两篇消

息写作、一篇通讯及一篇新闻评论，并以分组实践的形式，以小组为单位深入调查完成一篇深度报

道。学习本章内容，要求同学们在学习基本理论和技巧的同时，注重不同新闻文本写作中新闻事实

的呈现层次，多进行新闻采写实践。 

作业： 

主体和导语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如何理解主体的任务？ 

写好消息主体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如何认识消息体裁的优劣。 

写一篇倒金字塔新闻。 

找出一篇长通讯，将其改写成短消息，并说明改写的理由。 

选题与立论是何关系，立论的要求是什么？ 

如何处理好论点和论据的关系？  

知识单元 5：广播新闻写作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广播新闻概述。 

2．广播消息写作概述。 

3．广播深度报道写作 

运用广播传播手段对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作深入分析并预示其发展方向的一种新闻报道形式

和手法。 

衡量深度报道，不是看篇幅长短，也不仅仅看是否属于连续性报道，关键看这种报道是否揭示

了新闻事物、事件的本质、价值及规律，是否具有舆论引导力度。 

短新闻照样可以成为深度报道。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同学们对新广播新闻传播特点、广播新闻消息、广播深度报道写作有一个

全面的了解和把握，并将其运用于广播新闻文本写作实践。学习本章内容，要求同学们掌握报纸新

闻文本向广播新闻文本的转换，根据广播新闻传播特点，结合采访实际，应用到广播新闻文本写作

中。 

作业： 

广播新闻消息写作与报纸新闻消息写作有何异同？ 

采写广播深度报道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知识单元 6：电视新闻文本写作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电视新闻文本写作概述。 

2．电视短新闻文本写作。 

运用电视媒体迅速及时、简单扼要地报道新闻事实的一类新闻体裁。它力求以最快的速度、最

简洁的语言报道新闻事实，同时需要遵循电视的传播规律，以便于声音或声像传播、便于用口说耳

听的方式方法描述事物。 

3．电视评论节目。 

电视评论的特点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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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评论的独特样式——电视述评  

电视评论的独特样式——谈话类评论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同学们对电视新闻传播特点、电视新闻消息、电视评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和把握，并将其运用于电视新闻文本写作实践。学戏本章内容，要求同学们掌握报纸新闻文本向电

视新闻文本的转换，根据电视新闻传播特点，结合采访实际，应用到电视新闻文本写作中。 

作业： 

1、谈话类节目的形态与传播优势何在？ 

2、电视述评与报纸述评有哪些区别？ 

知识单元 7：网络新闻写作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网络新闻写作的特点和要求。 

2．网络新闻写作的要求及注意事项。 

3．博客新闻的采写制作。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同学们了解网络传播的特点、网络新闻写作的特点、要求，博客新闻写作。 

作业： 

1、网络传播的优势何在？ 

2、建立一个微博，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思考微博的影响力指标体系。 

知识单元 8：手机新闻写作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手机新闻概述。 

2．手机新闻传播特点。 

新闻时效性强。 

新闻文体丰富。 

新闻阅读方便。 

新闻互动及时。 

3手机新闻写作模式、要求及技巧。 

时效性和原创性。 

声像并存。 

划分层次。 

有针对性地写作及互动式写作。 

可以将手机新闻的客户群体划分为潜在客户、不活跃客户、活跃客户、退订客户四大类别。 

细分目标用户群，可以针对不同的 目标用户发展个性化的服务。 

读者自己选择内容、版式、色彩，甚至发送时间等。 

建立分类信息数据库和分类客户数据库，在分类的基础上利用手机短信功能实施互动式写作。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同学们了解手机传播的特点、手机新闻写作的传播特点、写作要求，模式

和技巧。 

作业： 

1、手机传播的优势何在？ 

2、你常看手机新闻报么？你觉得手机新闻报的版面与纸质报纸版面有何区别？新闻文本内容有何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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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9：全媒体新闻写作的创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全媒体新闻写作理念。 

把报纸、电视台、电台等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手 机、手持智能终端等新兴媒体传播通道有

效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的平台传播给受众 

全媒体新闻写作的特点： 

掌握多媒体采制和传播的技能，能够同时承担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报道任务，为多种不

同媒体提供新闻作品。 

2． 全媒体新闻写作要求。 

需要记者进行全方位的全景式报道。 

确立特定的叙事格式 

框架是编辑、记者在新闻生产中必不可少并坚持运用的东西，是框架，是一个偶尔发生的事实

变成了一次事件，事件又变成了一则新闻报道。 

使新闻事件转化为可以常规加工和传播的原料；使得本来在时间上无序的新闻事件，有一个可

行的生产调度图。 

3．全媒体新闻写作的创新思维方式。 

学习目标： 

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同学们了解全媒体新闻写作的文本概念、全媒体新闻写作新理念、全媒体

新闻写作新要求、全媒体新闻写作创新思维方式。 

作业： 

考察一个全媒体新闻实践的案例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6学时 

实验 1：深度报道采写作业及成果观摩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深度报道的采访与写作 

实验要求：熟悉深度报道的采访与写作流程，掌握正确的深度报道采写方法，根据选定主题进

行深度报道采写。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3  

2 全媒体新闻写作概述 3  

3 全媒体新闻写作的共同规律——新闻真实 3  

4 全媒体新闻写作的共同规律——新闻语言 3  

5 报纸新闻写作——消息 3  

6 报纸新闻写作——通讯 3  

7 报纸新闻写作——深度报道 3  

8 报纸新闻写作——评论 3  

9 广播新闻写作 3  

10 广播新闻写作 3  

11 电视新闻文本写作 3  

12 电视新闻文本写作 3  

13 网络新闻写作 3  

14 手机新闻写作全媒体新闻写作的创新   

15 深度报道采写作业及成果观摩 3  



10957 

16 深度报道采写作业及成果观摩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新闻理论、 新闻采访 

后续课程：新闻编辑、多媒体新闻播报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新闻写作的基本体裁特点、结构、写作方法——包括新闻消息、通讯和评论；熟练

掌握新闻文本写作在不同媒介语言中的转化；熟练采访技法层面——包括访问的原则、条件，以及

明确新闻记者的道德修养、职责和素质。 

难点：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积累文本写作经验。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 

2. 案例分析。 

3. 课堂讨论 

4. 采访模拟训练 

5. 录像观摩 

教学手段： 

1. 注重司法案例在教学中的引入。 

2. 在理论讲述中紧紧结合媒体的融合变革现实。 

3.引入不同媒体的融合报道案例、新媒体报道案例 

4. 推进三级新闻实践平台的建设 

5. 课堂研讨与模拟训练相结合 

6. 课堂讲授与采访实践相结合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有放映机、话筒、能放视频、PPT。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堂讲授共计 36学时；其他环节 12课时。包括课堂讨论、小组讨论、深度报道采写等；其中

深度报道采写作业及成果观摩 6课时，课堂讨论 3课时、全媒体新闻采写实训 3课时，总计 12学

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刘明华、徐泓、张征著《新闻写作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马少华、刘洪珍著《新闻评论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张从明编著《全媒体新闻采写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9月版。 

3、Kelly Leiter,Julian Harriss 著，宋铁军译《全能记者必备：新闻采集、写作和编辑的

基本技能（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执笔：孟盈  审稿：孟盈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10958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4日 

社会调查方法 
Social Survey Research Method 

课程号：30706028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使学生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充分认识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及实际工作中的重

要作用。 

2、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现代社会调查方法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术。 

3、通过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树立起一种科学的理念，学会用科学的方法认识和分析社会事

实。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2学时 

知识单元 1：社会调查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社会调查的概念与特征  

2、社会调查的作用  

3、社会调查的类型  

4、抽样调查的概念与特点  

5、社会调查的一般程序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研究的基本框架及社会调查在其中的位置。 

2．掌握抽样调查的概念与特点。 

3．掌握社会调查的一般程序。 

作业： 

回答问题：普遍调查和抽样调查各自的优缺点有哪些？ 

知识单元 2：选择调查课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调查课题的选择。 

2．课题的明确化。 

学习目标： 

1．了解课题选择的基本策略。 

2．掌握课题的明确化的概念和基本方法。 

作业： 

将下列的研究问题明确化：（1）农村青年的价值观研究；（2）青少年犯罪问题调查研究 

知识单元 3：调查设计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以目的不同的调查类型。 

2． 分析单位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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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查的具体方案设计 

学习目标： 

1． 能够正确区分探索性调查、描述性调查和解释性调查三种不同的类型 

2． 明确分析单位的不同类型，能够区分层次谬误和简化论两种错误 

3． 能够进行简单社会调查的方案设计 

作业： 

根据老师提供的调查实例，说明每个调查的分析单位。 

知识单元 4：抽样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概率抽样的基本概念和特点 

2． 概率抽样的主要类型和抽样方法 

3． 非概率抽样的主要类型和抽样方法 

学习目标： 

1． 能够正确区分概率抽样和非概率抽样 

2． 能够熟练运用主要的概率抽样方法进行抽样 

作业： 

围绕“北京市大学生媒体接触状况调查”的调查主题，设计一个概率抽样方案。 

知识单元 5：测量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了解测量的概念及概念、变量、指标等概念 

2． 掌握概念的操作化过程 

3． 掌握测量层次的概念和运用 

4． 了解评估测量质量的标准：信度与效度 

5． 掌握不同量表的功能和使用方法 

学习目标： 

1． 能够掌握测量的概念，并能针对某一概念进行正确的操作化 

2． 能够区分不同概念的测量层次 

3． 了解测量信度和效度的概念 

4． 熟练掌握量表的使用方法 

作业： 

针对某一份报纸，设计一个量表，测量读者对它的整体印象。 

知识单元 6：问卷设计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问卷的本质、类型和基本结构 

2． 问卷设计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步骤 

3． 问卷设计的具体方法 

学习目标： 

1． 了解问卷的类型和结构以及问卷设计的步骤。 

2． 掌握问卷设计的具体方法。 

作业： 

围绕“北京市大学生媒体接触状况调查”的调查主题，设计一份问卷。不少于 20题。 

知识单元 7：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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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资料收集的类型和程序 

2． 原始资料的审核与复查 

3． 资料的编码 

学习目标： 

1． 能够针对不同的调查内容选择合适的资料收集方法 

2． 了解对原始资料进行处理的方式，学会编码。 

作业： 

根据老师提供的问卷，进行编码。 

知识单元 8：数据录入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SPSS软件的基本特点 
    2. 数据结构 
    （1） 变量名 
    （2） 数据类型 
    3. 数据录入步骤 
    （1）单选题的录入 
    （2）多选题的录入 
    （3）读取其他格式数据 
    4. 数据的编辑 
    学习目标： 
    1. 了解 SPSS软件的功能与特点 
    2. 掌握如何利用 SPSS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编辑 
    作业：根据课堂提供的 SPSS数据文件分析其数据的类型和结构，并进行数据的编辑练习。 
知识单元 9：数据整理（一） 

参考学时: 3学时 

    学习内容： 
    1. 计算 
    2. 重新分组 
    3. 计数 
    4. 排序 
    5. 拆分 
    6. 选择个案 
    7. 分类汇总 
    8. 加权 
    9.合并 
学习目标：掌握利用 SPSS 软件完成变量的计算，重新分组，计数，排序、拆分和选择个案、

分类汇总、加权、合并数据的方法。 

作业：根据课堂提供的数据文件进行计算，重新分组，计数，排序和拆分、选择个案、分类汇

总、加权、合并数据。 

知识单元 10：单变量统计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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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频数与频率 

2. 集中趋势统计量 

（1）平均数 

（2）中位数 

（3）众数 

3. 离散趋势分析 

（1）全距 

（2）标准差 

（3）方差 

（4）四分位差 

（5）离散系数 

4. 数据的分布 

（1）正态分布 

（2）峰度 

（3）偏度 

5. 区间估计 

（1）总体均值的区间估计 

（2）总体比例的区间估计 

    学习目标： 
    1. 理解平均数、中位数、众数、全距、四分位差、标准差、离散系数等概念，掌握不同类型
变量适用的统计量类型。 
    2. 掌握利用 SPSS软件完成频数分析、集中趋势分析和离散趋势分析。 
    3. 理解区间估计的概念，掌握利用 SPSS进行区间估计的方法。 
    作业：根据提供的数据文件对各种类型的变量进行描述统计分析。 
知识单元 11：双变量统计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1）相关关系 
    （2）因果关系 
    2. 相关系数 
    （1）皮尔逊相关系数 
    （2）lambda系数 
    （3）Gamma系数 
    （4）Eta系数 
    3. 比较均值 
    4. 列联表 
    5. 卡方检验 
    学习目标： 
    1. 理解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的概念，了解二者之间的区别。 
    2. 了解各种相关系数的计算方法和适用的变量类型，并掌握利用 SPSS进行相关系数计算的方
法。 
    3. 掌握利用 SPSS进行比较均值、列联表和卡方计算的方法。 
    作业：根据提供的数据文件分析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并对结果进行解释。 
知识单元 12：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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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条形图  

2. 线图 

3. 饼图  

4. 箱图 

5. 直方图 

6. 茎叶图 

    学习目标：掌握利用 SPSS软件制作各种统计图形的方法 
    作业：根据提供的数据文件对指定的变量做出统计图。 
知识单元 13：参数检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 

2. 统计推断的基本方法 

3. 单样本 t检验 

4. 两独立样本 t检验 

5. 两配对样本 t检验 

6. 单因素方差分析 

    学习目标： 
    1. 理解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和分析步骤。 
    2. 掌握单样本 t检验、独立样本 t检验和配对样本 t检验以及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概念、适用条
件，以及利用 SPSS进行相应操作的方法。 
    作业：根据提供的数据文件，选择合适的参数检验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并对结果进行解释。 
知识单元 14：非参数检验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单样本非参数检验  

2. 两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  

3. 两配对样本非参数检验  

4. 多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  

5. 多配对样本非参数检验 

学习目标： 

1. 理解参数检验和非参数检验的差别 

2. 掌握各种非参数检验的概念、适用条件，并学会运用 SPSS完成相应的操作。 

作业：根据提供的数据文件，选择合适的非参数检验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并对结果进行解释。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6学时 

实验 1：调查方案设计和实施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4-5人一组，自选主题完成调查方案和问卷设计，并根据调查方案实施样本量不低

于 50人的问卷调查。 

实验要求：熟悉抽样方案的设计；掌握问卷设计和问卷收集的方法 

实验 2：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根据分组完成的问卷调查利用 SPSS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和数据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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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要求：掌握各种题型的数据编码和录入方法，根据数据利用各种单变量和双变量统计分析

方法独立完成数据分析。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社会调查概述 3  

2 选择调查课题 3  

3 调查设计 3  

4 抽样 3  

5 测量 3  

6 问卷设计 3  

7 资料的收集和整理 3  

8 实验环节：调查方案设计和实施 3  

9 数据录入 3  

10 数据整理 3  

11 单变量统计分析 3  

12 双变量统计分析 3  

13 统计图 3  

14 参数检验 3  

15 非参数检验 3  

16 实验环节：数据录入和统计分析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新闻采访学 

后续课程：新闻编辑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测量、问卷设计、单变量统计分析、双变量统计分析。 

难点：参数检验、非参数检验、回归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 

2. 案例教学法 

3. 实践教学法 

4. 互动式教学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分组实践 

3. 案例研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新闻学专业网络实验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课内实验占 40%；期末考试占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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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业要求： 

学生应根据每次课要求独立或分组完成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风笑天编著《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09 年 6 月第四版（普

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薛薇等编著《SPSS统计分析方法及应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1月 第三版 

执笔：张森 毕秋灵  审稿：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3日 

 

新闻编辑学 
News Editing 

课程号：330011002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新闻编辑学是新闻学专业本科新闻业务课程中的必修课，课时 64 学时。本教学大纲编写的目

的是概要性规范本课程教学内容和考核范围，为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提供基本依据和参照。 

新闻编辑学是研究新闻编辑工作规律的学科，实践性很强，且伴随着媒介形态的变化而不断发

展。为反映本学科的前沿动态和发展趋势，强化课程应用性和前瞻性，新闻编辑学致力于培养有平

面媒体编辑、视频编辑、网络媒体编辑、移动社交媒体等多种媒介编辑技能的全能型编辑，重新设

计和优化了课程内容。 

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业务 7门必修课程分为两个序列：媒介技术系列、新闻信息

处理方法系列。媒介技术系列主要讲授媒体编辑技术，新闻信息处理方法系列为新闻采访学、新闻

文本写作、数据新闻报道、新闻编辑学。在这一课程体系里，新闻编辑课程是技术系列和方法系列

的结合点，学生需要在这门课程中能够制作完成不同媒介的完整的内容产品。课程尝试使用模拟编

辑部教学法，实施多媒体新闻处理平台上的实验教学模式，并加大操作能力的平时成绩考核，以鼓

励学生提高动手意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 

第一章 概 论 

本章学习目标：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新闻编辑工作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方法，了解国内外新闻编

辑领域的最新情况和发展趋势，掌握现代新闻编辑的最新技术手段。 

授课内容 ：新闻编辑工作的规律、原理和操作方法，包括宏观新闻编辑业务与微观编辑业务

两个层面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学时分配：4 学时 

一、新闻编辑学课程简介及学习方法 

1. 课程内容 

新闻编辑工作的规律、原理和操作方法，包括宏观新闻编辑业务与微观编辑业务两个层面的相

关知识和技能。 

2. 与传统新闻编辑课程的区别 

集纳多种媒介平台的全媒体新闻编辑学体系，涵盖平面媒体新闻、广电新闻、网络新闻的编辑

技巧，并且注重新闻信息在多媒体平台的传播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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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编辑业务实践正在发生变化，这改变了编辑工作的内容及对编辑人才业务技能的需求。新

一轮技术革命给传播业带来的变革影响深远。因传媒技术创新而带来的媒介融合渗透在技术、市场、

资本等各个领域，最终也使得媒介组织内部的内容生产走向融合。内容生产领域的融合给媒体编辑

部带来结构性调整，新闻信息采集与编辑处理的流程发生重大改变，这种变化不仅仅改变了媒介对

编辑人才的需求，也给高校的新闻编辑学课程带来挑战： 

媒介融合趋势要求新闻采编人员成为熟练掌握平面、音视频、网络等不同媒介产品的通用型人

才，而目前的高校新闻编辑课程仍是按照培养适应不同媒介编辑工作的专门人才而设的； 

传统编辑学的内容设置以编辑工作的流程划分，融合媒介编辑部改变了编辑工作的内容，新闻

编辑学也需要打破原来的框架，重整编辑课程的内容； 

业界对编辑人才的技能需求将发生转变，高校新闻编辑学需要加强对学生新闻报道解读及策划

能力的培养。 

3. 讲授方式介绍 

案例教学和模拟新闻编辑部的情境教学方式，辅以相关实验环节。 

二、编辑工作内容及其流程 

（一）新闻编辑的概念 

广义：所有对新闻作品进行编辑加工的人，任何一个在网络上发布新闻信息的人都有可能扮演

这个角色。 

专业概念：新闻机构中专职从事大众传播工作的新闻编辑。 

新闻编辑工作是新闻媒介产品生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多道工序组成，新闻编辑工作各工

序安排的程序就是新闻编辑工作流程。 

（二）不同媒介编辑工作流程 

1. 平面媒体编辑工作流程：以报纸为例，新闻期刊编辑类同 

报纸是以刊载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的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印刷出版物，是大众传播的一种重要载

体，具有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 

报业作为信息产业的一部分，是由报纸生产和报纸销售两大系统有机组成。 

报纸编辑部是负责报纸编辑出版工作的组织机构。 

编辑部的结构：《人民日报》编辑部结构；《纽约时报》编辑部结构 

编辑工作种类 

报纸编辑部工作流程 

2. 广播电视编辑工作流程：以电视为例，广播新闻编辑类同 

电视新闻编辑是电视节目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工种。其工作内容包括： 

节目的生产者——后期； 

节目的播出者； 

节目的把关人。 

电视新闻编辑工作的宏观、中观、微观层面 

3. 网络编辑工作流程 

（1）网络新闻编辑的角色特点： 

兼具被动性与主动性； 

以整合为主的工作蕴含原创性； 

网络媒体最主要的“把关人”之一； 

一个跨专业、跨媒体的工作。 

（2）网络新闻业务与传统新闻业务的区别： 

新闻资源的全面循环利用； 

层次化、网络化的新闻组织方式； 

实时的文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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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采访与写作； 

新闻报道中各种层次的互动。 

（3）网络新闻编辑的四个层面 

4. 融合媒体编辑流程 

传统新闻编辑部的转型：单纯的新闻采编部门——知识管理部门 

传统新闻编辑的转型：幕后策划——公众的对话者、论坛的主持人 

记者的转型：多技能记者(mobile reporter)。有时候又被称作为“背包记者”，他们擅长新闻

采访、摄影和制作音频或是视频短片等多种技能。多技能记者不能把自己只看做报纸或电视记者，

而是要考虑从报纸新闻到网络图片故事等在内的新闻报道的所有手段，最后将新闻制作成最适宜的

呈现形式。 

2014 年，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涌现了很多融合媒体编辑部案例，内容编辑、程序员、

设计师、社交媒体编辑共同进入编辑部。 

三、媒介形态变化与新闻编辑工作 

1. 报纸的出现与新闻编辑的确立 

报纸编辑部内部分工的演变过程 

新闻编辑作为一种职业，最早是在报纸编辑领域中出现的，报纸是新闻信息的第一代载体。 

文字编辑——图片编辑——版面编辑 

编辑的“细分”：经济编辑、文教编辑、副刊编辑……报纸网络编辑 

“大编辑部小经营部”——编辑部与经营部两分开 

2. 广播电视系统的编辑体制——从“后期”向“前期”的渗透 

“大编辑部”体制，就是在传统编辑系统基础上升格出的一种中控系统，以这个系统为中枢展

开新闻节目生产的机制。 

在这种体制下，编辑功能出现分化：“事务性”功能和“调度性”功能。 

3. 互联网新闻的编辑——从“粘贴”到“解读” 

粘贴新闻：“粘贴自己”——新浪粘贴式（求快、求全） 

编辑新闻：改别字、做标题——审核真实性、追加原创内容 

组织新闻：形式组织——内容组织 

解读新闻：编辑解读——专家解读——网友讨论 

4.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编辑部转型 

四、新闻编辑工作特点 

1. 采与编的差异 

工作性质不同 

工作目的不同 

工作方式不同 

2. 采对编的要求 

指挥得当 

稿件处理得当 

个人修养与作风过硬 

3. 新闻编辑工作的特点与作用 

对新闻传播活动的“总设计”与“总指挥” 

对新闻传播活动的“集大成”和“总把关” 

对新闻素材的“再认识”和“再创作” 

五、编辑人才培养 

1. 新闻编辑的多重角色 

谋划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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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协调 

组织调度 

修正把关 

2. 新闻编辑的知识结构 

基础知识 

百科知识 

专业知识 

3. 新闻编辑的能力结构 

信息能力 

鉴别能力 

整合能力 

创造能力 

组织能力 

写作能力 

现代化技术与工具的运用能力 

4. 新闻编辑的职业道德修养 

复习与思考题： 

1、以案例说明融合媒体的编辑流程的优劣。 

2、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编辑需具备哪些素质和能力？ 

实验作业： 

学生组建模拟编辑部，完成媒体产品观察作业 

知识单元 2 

第二章  新闻媒体的定位与新闻产品设计 

学习目标：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新闻媒体的定位与新闻产品设计和操作方法，了解国内外新新

闻媒体的定位与新闻产品设计的最新情况和发展趋势。 

授课内容：新闻媒体定位的基本原理、新闻编辑方针是编辑学课程重点概念，定位和编辑方针

决定了稿件选择、修改、策划等具体微观的编辑业务。学生在本章学习基本原理和新闻产品设计技

能。 

学时分配：4学时 

一、 新闻媒体定位的基本原理 

二十世纪是美国消费经济崛起时代，消费增长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广告业的

繁荣，广告理论的研究也同时逐步展开。从 20 世纪初至 20，30 年代的初创期，40，50 年代的罗

瑟·瑞夫斯的 USP理论，60年代大卫·奥格威的品牌形象理论，70年代艾·里斯和杰·特劳特的

定位理论的提出，80年代品牌个性理论和 CI理论，90年代的整合营销理论等等。在媒体企业化运

作之后，这些理论都逐步被引进内容生产领域。特别是定位理论，因为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媒

体越来越重视内容生产的差异化。 

1. 关于定位的一般原理 

简单地说。定位是对产品在未来的潜在顾客的脑海里确定一个合理的位置。定位的基本原则不

是去创造某种新奇的或与众不同的东西，而是去操纵人们心中原本的想法，去打开联想之结。  

定位理论的创始人艾·里斯和杰·特劳特于 1969年 6月在《广告行销杂志》发表了《定位：

同质化市场突围之道》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定位”一词，用来指在产品模仿日盛的市场环境里新的

市场竞争策略和手段。此后，在 1972年的 4月 24日，5月 1日和 5月 8日在《广告时代》期刊上

连续发表了系列定位文章，公开宣称：“现在创造性已一去不复返，麦迪逊大街把戏的新名词是定

位。”宣称创意时代的结束，定位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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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媒介定位 

新闻媒介定位在新闻编辑学范畴中要解决的问题是：媒介的服务对象是谁，媒介为这些服务对

象做什么 

媒介的受众定位是确定媒介的目标受众，是在对媒介市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媒介产品的市

场占位做出的决策。 

媒介的功能定位，指确定媒介所要担负的职能和所要发挥的功用，是立足于受众需求和传播目

的对媒介产品的决策。 

媒介定位以及媒介定位的改变，使媒介生存环境发生变化，或者媒介自身条件发生变化的结果，

因此媒介生存环境和内部环境中各项因素的变化是媒介定位的客观依据。 

3. 媒介定位的客观依据 

（1） 受众   

（2） 媒介的控制者 

（3） 广告客户 

（4） 传通中介 

（5） 竞争者 

案例：《华西都市报》的定位分析 

《逻辑思维》的定位分析 

二、 编辑方针 

1. 定义：编辑方针是新闻媒介根据自己的定位与发展战略制定的编辑工作准则。是结合媒介
的特性，将办报（台）方针具体落实到编辑工作中，进一步规定编辑工作中的传播对象、工作目标

和操作水平。 

2. 编辑方针的具体内容包括：媒介的受众对象、新闻传播的内容、传播的水准和媒介的风格
特色 

案例：《京华时报》的编辑方针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编辑方针  

三、新闻产品设计 

1. 不同新闻产品类型介绍 

新闻产品是媒介产品中以传播新闻为主要职能的那一部分，如报纸的新闻版组、新闻版；广播

电视的新闻频道及新闻性节目，网络媒介的新闻网页等。 

媒介产品以树状结构存在 

2. 新闻产品设计的内容 

（1）整体规模设计 

确定报纸新闻版组或新闻版、广播电视新闻频道或新闻栏目、网络媒介新闻频道或新闻网页在

整个媒介产品中所占的比重，如版面总量、时间总长等。 

（2）内部结构设计  设计新闻产品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报纸各个新闻版面及其中主要栏

目的设计、广播电视各新闻栏目的设计、网络媒介中各新闻网页及其主要栏目的设计等。 

（3）外部形象设计  确定外包装、风格特色等 

3. 新闻产品设计的程序 

（1）设计预备阶段 

指从产生策划意图、着手准备，到方案设计之前的一段时间。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调查传媒市

场与媒介内部情况，细分受众与广告市场，寻找媒介新闻产品发展的空间。 

（2）方案设计阶段 

A确定目标受众，制定编辑方针 

B拟定与优选新闻产品设计方案 

（3）试行方案阶段 



10969 

案例：《北京青年报》的新闻版组设计和改革 

复习与思考题： 

阅听一周，试比较两家媒体的编辑方针。 

实验作业： 

各个模拟编辑部设计一款内容产品。 

知识单元 3 

第三章 新闻报道的策划与组织 

学习目标：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新闻报道策划的理论，并能运用相关理论完成不同媒介的新闻

报道策划工作。 

授课内容：新闻报道策划是新闻编辑通过对新闻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实现最佳传播效果的创造

性活动，结合案例讲授新闻报道策划的概念、发展历程、在编辑工作中的重要意义及如何进行新闻

报道策划。 

学时分配：8学时 

一、新闻报道策划及其主要类型 

1. 什么是新闻报道策划 

新闻报道策划是新闻编辑通过对新闻资源的开发与配置，实现最佳传播效果的创造性活动。新

闻报道策划的主要内容包括：选题决策、报道方案设计、在报道实施过程中接受反馈并修正设计方

案。 

报道策划是一个先于报道运作，又与报道共同运行的持续的过程。 

特点：阶段性；滚动性；风险性 

三个阶段：选题与预备阶段；方案设计阶段；报道实施与调控阶段 

新闻报道策划本质上是主客观相结合的产物。 

报道策划应遵循的原则：取信原则；创新原则；变通原则；实效原则；可行原则 

2. 报道策划的主要类型 

（1）根据报道客体发生状态划分—— 

可预见性报道策划：对能够提前获知的事件性新闻和非事件性新闻的报道策划 

非可预见性报道策划：对无法预见的突发事件的报道策划 

（2）根据运行时态划分—— 

周期性报道策划：报社新闻采编部门对日常新闻报道的一种常规性策划，策划时间具有周期性

特点 

非周期性报道策划：根据报道需要临时进行的报道策划 

（3）根据运行方式划分—— 

独立型报道策划：报道策划独立存在，与其他策划活动无关的报道策划 

非独立型报道策划：与其他策划活动（主要为公益活动）有关联，并相互间发生作用的报道策

划 

二、报道策划的选题决策 

1. 发现新闻线索与确立报道效果目标 

（1）广泛收集信息： 

报道客体的信息：客观存在的新闻事实 

报道接受者的信息：读者对新闻信息的需求 

报道竞争者的信息：媒介进行报道的条件 

报道效果的目标，是报道者根据报道策划前期所掌握的信息，在对新闻报道可能取得的社会效

果的预测的基础上所希望达到的目标。报道效果目标，为报道策划指明了方向，报道方案的设计将

围绕实现这一目标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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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报道选题决策的共性规律 

（1）基于传播主体的可操作规律 

（2）基于客观事实的价值规律 

（3）基于受众的适宜性规律 

实际需要进行报道策划的选题： 

可以预知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活动和事件性或非事件性新闻 

非可预知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突发性事件 

新闻媒介自己设立的重要问题性报道、活动性报道 

3. 报道选题决策的个性化 

（1）根据新闻传播主体的差异 

媒介定位、媒介功能、载体、媒介所处环境、媒介内部条件（资金、设备、人才、管理、机制

等）的差异 

（2）根据受众的差异性和受众需求的差异性 

新闻编辑在新闻选择中对新闻事实的鉴别都是以自己所在的媒介的受众为参照系的； 

但新闻媒介的社会公器性质决定了新闻传播既要面向受众、服务于受众，但同时又要正确地引

导受众。 

三、新闻报道方案设计 

1. 确定报道范围与重点 

报道范围：全部报道客体的组合，规定了报道面、报道对象 

报道重点：报道客体中最重要的内容和思想 

2. 设计报道规模与进程（版面配置、栏目配置） 

报道规模：报道的时间、空间与人力三方面因素组合的概念 

报道进程：报道全过程中对时段的分割与安排 

3. 制定发稿计划 

报道进程中各阶段刊出新闻稿件的统筹规划，包括确定选择何种媒体进行报道、每条稿件的题

目、内容、体裁和篇幅，确定稿件刊出的先后次序与具体时间，稿件在版面上的位置（稿件在播出

时段的安排）等。 

（1）发布方式的选择 

全媒体发布方式：平面媒体、互动媒体、电子媒体在报道进程中分别担任何种任务和角色，发

布顺序上的选择和区分。 

手机、网络媒体：实时性，即时消息播报、预告 

广电媒体：直播报道，现场报道，现场互动 

平面媒体：深度解读 

网络媒体：场外受众互动 

复合媒体发布方式：是否需要全媒体报道，从人力、资金配置上的平衡出发进行选调 

单一媒体发布方式：适合媒介性质的发布内容 

（2）内容和形式的配合 

消息：时效性强 

通讯、纪录片：信息详细、生动 

调查报告：深刻、具有一定观点性 

评论、访谈：表达立场观点、引导社会舆论 

新闻图片、图示、背景资料…… 

（3）发稿目录：事先对版面设计（栏目编排设计）进行考虑并据此确定发稿目录 

4. 设计报道结构与报道方式 

（1）报道结构：报道各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组合排列所呈现的外在形式。其组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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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包括时间（时机）、空间（版面、层次和节目组合）、角度、广度、深度和传播符号。 

常见报道结构归类：线型结构模式；放射型结构模式；收束型结构模式；网状结构模式。 

（2）报道方式：将零散的新闻稿件整合为报道整体的操作模式，即新闻编辑根据报道目标，

运用某种手法组织若干相关报道，使之形成具有一定报道规模或持续一定时间的报道整体。 

以编辑组织安排稿件的特点划分—— 

集中式：在短期内组织大规模、多篇幅的稿件集中于一定的版面或时段，形成较大的盛世，具

有强烈、醒目的效果。 

系列式：着重于组织报道事物各个侧面的稿件，集不同角度的报道于一体，使报道具有一定的

深度和广度，具有启迪性。 

连续式：紧跟事件或问题的发展变化进行追踪，连续发出报道，反映其全过程，取得及时、深

入、扣人心弦的报道效果。 

以编辑组织报道活动的行为特点划分—— 

组合式：集中一组稿件反映同一时间、不同地点的同类情况，或同一主题、不同门类的情况，

形成较大的报道规模。 

受众参与式：吸引并组织受众参与报道活动，受众的活动与意见构成报道的主要课题。 

媒介介入式：新闻媒介直接参与报道客体（一般是社会公益性活动），成为其中的重要角色。 

媒介联动式：新闻媒介相互合作，联手展开某一报道，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扩大传播效

果。 

四、报道力量配置与报道运行机制 

报道力量配置是指参与报道的人力、资金和技术设备的配置。 

报道运行机制是指为实施报道而临时建立的组织机构、工作流程及其管理制度。 

报道越重要，报道规模越大，报道方式越多样化，报道需要投入的力量也就越大，运行机制也

就越复杂。   

案例：以直播报道为例。一场直播报道，最能考验一家媒体的报道力量配置是否科学，其报道

运行机制设计是否合理，很多媒体通过直播报道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新闻报道策划能

力。因此我们能从直播报道案例中来考察媒体的报道力量配置与报道运行机制。 

1. 人力配置 

广播电视直播 

现场直播报道的诸元素： 

事件现场、演播室（包括总主持人、嘉宾、专家等）、现场记者、背景资料（包括文字、镜头

资料片断、专题、人物采访等）、包装（包括总片头、小片头、宣传片及广告等） 

（1）事件现场： 

现场在直播报道中的意义：现场是新闻的原点；现场时记者采访报道的起点；现场是受众兴趣

的焦点。（周勇《电视新闻编辑教程》P127） 

现场记者，形成小组队，如日食报道中按照地点设立报道小组 

每个报道小组应包括：现场主持人，出境记者，现场采访记者，摄像记者 

（2）演播室： 

主持人、嘉宾、专家（演播室嘉宾和电话采访专家，电话连线的境外记者） 

（3）前期策划 

以上是“直播小组”，前期应该还有“专题小组”、“资料小组” 

下面我们具体来分析人力配置上的职责—— 

主持人的作用：调度作用；衔接作用；补充作用；评点作用。 

出境记者的功能：体现媒体的能力；在现场及时传递信息；表达媒介的观点和视点；采访的作

用；体现记者的个性化感受。 

出镜记者的任务：引导受众关注现场重要的信息；提供合适的背景信息；协调和演播室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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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 

（4）背景报道 

包括文字、画面史料、人物采访等，是对新闻事件的补充和说明 

（5）机位 

机位的设置是实现节目总体构想、形成视觉语言的重要步骤。不同机位的设置，提供了多种镜

头组合方式，从而为现场直播提供了广阔的视觉表现空间 

（6）包装 

2、网络即时播报与网络直播 

与电视直播的异同比较：继续讨论日食直播，从央视国际相关专题网页设置分析网络直 

播的人力配置 

滚动新闻部工作流程： 

传统上，和其他行业比，媒体一般不太重视生产流程的设置和优化，这和新闻机构每天面对许

多突发事件有关——但现在欧洲的一些传媒公司开始要轻一些来自制造业的专家帮助他们优化六

成。为了保证滚动新闻产品质量的稳定性，我们至少要从三个方面优化工作流程： 

A、明晰滚动报道的具体运作步骤——如接到第一条消息后，我们应该在几分钟内发出短信和

网上简讯，多少分钟内电话连线前方记者，多少分钟内视频记者应到达现场拍摄……这些环节必须

有科学而清晰的规定，才能保证在具体操作中每一个环节都顺畅。 

B、部门间合作流程优化——对报纸而言，“滚动新闻”是一个新生事物，成功运作需要许多部

门的配合，因此相关部门要配置 24 小时值班手机，当有新闻需要即时发布时，前方记者可以直接

电话联系到网站的值班编辑，编辑一边签发稿件一边向有关负责人报备——这样既保证快速反应又

让管理者了解整体情况，避免因为层层上报而贻误战机。另外，各部门值班编辑的联系也能保持畅

通无阻，确保在各个传播平台上（包括网络、手机等）同时发布最新信息。 

C、内部流程的优化——前方记者一般有明确的分工，网站内部也需要有人统筹，将文字、图

片、视频、手机短信等内容进行分工，责任到个人，保证工作忙而不乱。 

滚动新闻部人员配置： 

平面媒体的后续：深度解读 

2. 设备配置： 

（1）电视直播系统 

摄像机位设置 

包装推介系统：片头、宣传片、屏幕美化的其他因素 

资料系统 

（2）网络直播系统 

（3）融合媒体的直播系统 

五、报道的实施与调控 

新闻报道实施是对新闻报道方案的执行。 

新闻报道调控是指在实施方案的过程中不断接受信息反馈，并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修正原先的

方案，确保新闻传播活动取得理想的效果。 

1. 报道实施与信息反馈 

报道者的反馈 

报道对象的反馈 

有关部门和主管单位的反馈 

受众的反馈 

2. 报道方案的修正 

修正报道思路 

调整报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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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报道规模 

改变报道方式 

调整报道力量与报道机制 

复习与思考题： 

什么是新闻报道策划？新闻报道策划有哪些类型？ 

举例说明几种基本的新闻报道机构和报道方式的特点。 

实验作业： 

各模拟编辑部完成不同媒介新闻报道的同题策划。 

知识单元 4 

第四章  新闻信息选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学习目标：分析和选择新闻稿件事新闻编辑业务中的重要一环，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媒体新闻

信息筛选的规律，具备初步的新闻信息判断能力。 

授课内容:新闻信息选择的意义和方法，结合媒体实例讲述媒体新闻信息选择的５个标准。 

学时分配：4学时 

新闻信息的选择包括稿件的选择，但是由于目前编辑提前介入、全程跟踪，更重要的是选题的

选择。 

一、新闻信息选择的意义和程序 

1. 为什么要进行新闻信息选择 

分析与选择稿件有助于落实新闻媒体的编辑方针 

需要性选择   

分析与选择稿件有助于合乎新闻媒体的容量要求 

被迫性选择 

2. 新闻信息选择的类型 

按主体来分：记者选择； 记者选择信息写稿  记者选题  记者选稿 

编辑选择； 编辑选题  编辑选稿  

按新闻信息的类型来分：独家信息 

第一手信息 

跟进型选题 

资讯型信息 

3. 新闻信息选择的程序 

粗选  信息筛选是新闻编辑的一项常规性工作 

复选  主要是总编室的编辑或版面主编对已经初选的新闻稿件进行再一轮的分析和选择，这轮

选择更多的要考虑版面的限制和要求。复选也是精选，大部分稿件经过复选就可以编排见报了 也

有还需要再选的 

定选  需要由总编和编委会集体审定决定 

二、基于媒介特征的新闻信息选择 

全媒体的时代，信息需要基于媒介特征进行取舍 

媒介符号系统比较 

 报纸 广播 电视 网络 

第一类重要符号 文字语言 有声语言 视觉性非语言符号

（图像）、有声语言符

号（口语）、听觉性语

言符号（音响）、体语

(动作、姿势、类语言) 

文字语言符号、

视觉性非语言符

号（图片、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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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重要符号 视觉性非语

言符号（图

片、版面、

色彩） 

听觉性非语言

符号 

文字语言 有声语言符号、

听觉性非语言符

号（音响） 

第三类重要符号    视觉性非语言符

号（图像）、体语 

电视新闻：报道性 纪录性 即兴性 

网络新闻：时效 互动 噱头 

报纸新闻：深度 

三、基于新闻评价的新闻信息选择 

新闻评价包括三个方面：真实性评价、新闻价值评价、新闻表现评价。 

1. 真实性评价：真实是新闻的第一生命。 

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内涵：事实真实 公正真实 本质真实 

真实性评价：真实是新闻的第一生命。 

2. 新闻价值评价 

新闻价值的五要素 

及时：四种情况 

A事实一变动就马上报道。 

B一种变动，虽然不是马上发生，但是是新的变动。 

C、很早就发生但是才知道 

D、预告性 

新意 

重要： 

接近 

（2）新闻价值结构  

叠加原则：即将多种新闻价值要素所体现出来的新闻价值相加，以求得新闻价值的总量 

补充原则：即以其他新闻价值要素所包含的高价值含量补某一新闻价值要素含量不足 

排除原则：全部或大部新闻价值要素含量均很弱，新闻价值结构就十分脆弱，这样的新闻需要

排除，不予选用 

（3）新闻价值观  

3. 新闻表现评价 

新闻写作的基本要求   阅读效率   阅读兴趣 ：准确 清楚 好看 

四、基于社会评价的新闻信息选择 

1. 社会评价的标准及其把握 

  社会评价：对新闻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的评价就是社会评价。 

  社会评价包括对可能产生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道德等各方面的社会效果的评价，其

中政治的评价占最重要的地位。 

社会效果的把握 

社会效果的好坏与报道的是新闻事实的正面、负面没有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效果的好坏与报道的是新闻事实的正面、负面没有关系。 

2. 社会效果的考察 

以社会效果性质划分，有正面、负面效果、中性效果之分 

以社会效果的主次划分，有主效果、副效果之分 

副效果是很多事件有主效果和副效果   

以社会效果的表现来区分，有显性效果和隐性效果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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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关于社会效果的明文规定 

b)有些违背新闻职业道德，会损害报纸的形象。 

如何考察社会效果 

第一，将新闻稿件的内容与发布新闻的时机与社会背景结合起来考虑，要认真分析受众心理，

立足于全局 

第二，分析稿件的社会效果，要辩证看问题 

第三，对于社会效果的判断，要注意合理、合法，杜绝有明显危害性的新闻 

五、基于新闻适用性评价的新闻信息选择 

1. 根据媒介的受众定位与功能定位，分析新闻稿件的媒介适宜性 

2. 根据同题报道“差异化”原则，分析稿件的媒体适宜性 

3. 根据媒体的性质与容量，从把握重点与平衡的角度分析新闻稿件 

复习与思考题： 

1、如何判断稿件的新闻价值？ 

2、为何不同媒体会选择不同的新闻做头条，影响他们判断的因素是什么？ 

实验作业： 

各模拟编辑部根据自己的策划方案选定素材。 

知识单元 5 

第五章  单个新闻产品的处理——文本编辑的基本方法 

学习目标:改稿是一项最基本的新闻编辑业务，也是新闻编辑的一项常规性工作，要求学生熟

练掌握分析和修改稿件的方法，并具有实际操作能力。 

授课内容：文本编辑的基本方法，文本修改的标准。 

学时分配：8学时 

一、文本编辑的意义 

1. 文本：新闻文本是新闻的物质载体形式。受众对新闻文本的理解不是对支离破碎的符号理
解，而是对符号组合形成的意象或意义的解读，人们常说字里行间蕴含一种情感，正是印证了文本

符号组合而形成的传播力。可以说，文本是符号的集合。 

2. 文本编辑的意义 

改稿是编辑一项基本业务，也是新闻编辑的一项常规性工作。对文本的修改主要是为了使文中

事实和观点准确。 

二、文本修改的方法 

1. 基于真实标准的修改 

（1）编辑应该防止三种造假  

被采访对象造假 

记者造假 

转载对象造假 

（2）假新闻的表现 

虚构、添加、拼凑、夸张、偏颇、孤证、回避、幻影、假象、导演 

（3）发现事实虚假的方法：  

分析消息源  

避免单一消息源（三角型原则）  

无消息源的是攒稿  

非权威消息源需要证实  

匿名消息源需要证实 

分析文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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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不合逻辑之处 

作者身份与采写条件 

适当调查 

2. 基于准确标准的修改 

事实准确 

观点正确 

稿件中涉及的观点及意见准确 

对副效果等注意引导 

防止媒体审判  

防止判断错误 

文本的观点，既有显在的观点，也含有隐性的意见 注意平衡性，既包括文字也包括画面 

3. 基于清楚标准的修改 

（1）文体规范 

（2）便于阅读的各种处理手段 

4. 基于适用标准的修改 

（1）文体适用的修改：改写、分篇、综合 

改写：改变主题和角度、调整结构、改变体裁 

分篇的条件：内容重要、报道内容较丰富 

（2）篇幅适用的修改：增补、压缩 

压缩： 

Ａ对新闻材料按与主题关系紧密度排队和取舍，以突出主题 

Ｂ对新闻内容多重点并列的稿件保留骨架，摘取精华 

Ｃ保留的材料一以当十、避免雷同 

Ｄ删字、删句、删段、删意相结合 

增补：Ａ增补资料：介绍新闻中的人物、事件、地点的历史、背景和知识 

Ｂ回叙：连续报道中对已发表的报道内容的简要复述 

Ｃ增补新闻事实：请记者或作者对稿件中遗漏的新闻要素进行增补，或对过于简单的内容加以

补充和解释 

5. 基于好看标准的修改 

（1）细节的处理 

（2）结构  每一种形式有特定的优点和用途 

（3）数字  好的编辑明白数字的力量 

（4）广播电视文稿的处理方式 

（5）简洁 

（6）专业术语、行话的处理 

（7）视觉处理讲故事的效果超过文字   

三、文本修改需要注意的问题 

1. 将稿件放在新闻媒体的参照系中，确定最佳修改方案 

2. 根据改稿时的实际情况与需要，确定谁来修改 

3. 使用正确的校对符号 

4. 尊重作者的意见，使稿件保持原来的特色 

5. 认真细致，防止出现新的差错 

6. 注意语言文字的规范性，并使用有意义的新生语言 

复习与思考题： 

1、修改稿件的方法有哪些，请找到一篇长篇通讯，把它修改成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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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避免稿件修改中产生新问题？ 

3、请把一篇平面媒体发布的文章改写成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的文章。 

实验作业： 

各模拟编辑部完成小组策划中文稿的修改。 

知识单元 6 

第六章  单个新闻产品的处理——文本的提升与修饰 

学习目标：对于当代新闻编辑来说，除了修改稿件使其适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使其更

具卖点。本章结合案例，使学生学习到如何把一篇平庸稿件改得更有看点，适合媒介竞争需要。 

授课内容：新闻文本提升的意义、挖掘新闻文本新闻价值、使新闻文本在行业竞争中有创新性、

有差异化的方法。 

学时分配：4学时 

一、新闻文本内容的提升 

1. 提升的意义 

（1）新闻文本内容的提升是指新闻传播者对已经加工过的新闻信息资源进行再度加工以提高

新闻信息资源的利用率（被共享程度）从而提高新闻传播者收益的新闻传播活动。 

（2）通过提升文本内容，达到对于事实相关的未知领域的更多认知，达到对事实新闻价值认

识的较高水准 

2. 新闻文本内容提升的方法 

（1）新闻价值的发现 

拎出原稿没发现的更具价值的新闻点 

抓新闻点 一是审视原稿新闻价值 

一是去看新闻事实的新闻价值  

（2）增加判断 

增加对新闻事实意义的解读  

增加意见性信息 

（3）差异化处理  

首发稿件本报角度 

非首发稿件从定位来考虑读者角度 

二、新闻文稿的修饰 

1. 基于分层阅读的修饰 

导文 

插图 

文字修饰（电视节目） 

分类：标题字幕；整屏字幕；滚动字幕；语音字幕；角标字幕 

2. 新闻标题的制作 

（1）新闻标题的主要功能 

（2）新闻标题的种类 

大标题 

单篇新闻标题 

标题新闻 

实题与虚题 

（3）新闻标题的结构 

单一式 

复合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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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标题制作的方法 

从新闻中选择列入标题的内容 

确定标题的立场态度和感情色彩 

确定标题的结构和表现手法 

（5）锤炼标题的文字 

3. 通讯标题的制作 

（1）点到为止，引而不发：通过提示或暗示吸引读者阅读 

（2）可实亦可虚：  

（3）可以不具备新闻要素 

（4）宜静宜动 

（5）不要求构成完整句子 

4. 评论标题的制作 

5. 不同媒介标题的特点 

（1）网络新闻标题的特点 

（2）电视新闻标题的特点 

不超过一行 

突出一点，不及其余 

多用动词，增加动感 

显示时间：新闻开始 10秒之后的第 1秒处 

停留时限：单行 10个字显示 10秒 

复习与思考题： 

1、举例说明同题报道的新闻信息选择方法 

2、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编辑需具备哪些素质和能力？ 

实验作业： 

各模拟编辑部为作业中的文本修改标题。 

知识单元 7 

第七章  新闻信息单元——新闻信息的组织与发展 

学习目标：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不同新闻媒介如何把单稿变成新闻单元的，学生在学习相关知

识的同时，能熟练配置新闻信息。 

授课内容：新闻信息的组织和发展有哪些新趋势，学习不同媒介新闻信息组织和发展的方法。 

学时分配：8学时 

一、相关概念 

新闻信息的组织与发展是将若干有内在联系的单稿或单个节目组合起来，并作资料、最新信息

或观点的补充，使之成为系统的新闻信息单元。 

新闻信息的组织是指将若干具有某种内在联系或共同特点的稿件组织为一个稿群，使之成为媒

介新闻产品中相对独立的一个组成部分。 

新闻信息的发展是指单个新闻产品的新闻信息在呈现过程中经过补充及解释，得以扩展。 

二、报纸新闻信息的组织与发展 

1. 稿件组织 

（1）同题组合  稿件之间的关联有:主题相同 内容相同 形式相同等 

同题组合：组合内容相同的稿件,从稿件内容的同一性中归纳主题；组合内容对立的稿件,从稿

件内容的矛盾中提炼主题；组合内容互为补充的稿件,从稿件内容的互补性中概括主题   

同题组合的优势: 能够使稿件之间的凝聚力增强,报道主题得到升华,并且减少重复,节约了版

面.缺陷是,将若干条稿件集中编排,每条稿件的重要性因此不能充分体现;多条稿件连排,版面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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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 

同题集中的编排方式,要注意对组合的稿件进行必要压缩,将相互重复的内容删去. 

（2）专栏组合 以集纳性的专栏集中主题相关联的稿件. 

专栏的定义：专栏报纸、网页和广播电视节目相对独立的一部分，由某些具有特征的稿件，按

照某种特殊的编排形式组成。 

专栏的类型：从稿件构成划分，单一型专栏、集纳型专栏 

从专栏的传播方式划分，单向告知式 双向问答式 多向讨论式 

专栏组合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要求被组合的稿件具有共性特征，编辑处理稿件时要提炼其共同的主题，从而突出某种编排思

想 

（3）集中编排 又称集纳，就是将若干条内容相关的稿件集中在一起刊登 

集纳与同题集中不同，各条稿件保留自己的标题 

与专栏不同，非连续的，没有栏名 

2. 稿件发展  

稿件发展是对已有的稿件作资料、观点或最新信息的补充。补充单稿的不足 

（1）配评论 为重要的新闻稿件配发简短的评论。 

配评论 借题发挥 深化主题 

（2）加按语 评论性按语 说明性按语 解释性按语 

（3）配资料 新闻编辑为新闻稿件补充配发的资料，是对新闻的一种拓展 

从内容上看  新闻背景 新闻人物 新闻地理 科学知识 词语解释 

从形式上看 文字 照片 图示 

（4）配新闻 

是对新闻稿件中新闻事实的一种发展。新闻编辑在处理一些意义重大或内容复杂的新闻稿件

时，越来越多地运用配新闻的手法来扩大报道的信息量 

配相关新闻 

配最新新闻 

三、期刊的新闻产品单元设计 

1. 新闻信息的组织 

（1）组织方式 

栏目  封面报道 

（2）如何配置  编排 

期刊的编排和节奏    

期刊的编排按栏目编排  

栏目设计以丰富为宜 

节奏有张有弛  

封面故事为杂志重心   

2. 期刊新闻信息的发展 

封面故事的相关配置 

四、电视媒体的新闻产品单元设计 

1. 电视新闻节目类型的简单回顾 

2. 电视新闻节目的组织 

（1）消息类电视节目的组织 

编排思想 是基于编辑方针基础上关于节目编排的思考 

编排技巧 

a选择头条突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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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美国电视界提出的概念，新闻编排要遵循 3个重要概念 峰谷、节奏、分段 

分段是将一次节目分成几个部分  结构型段落 自然段落   

节奏要流畅  

C组合式报道  又叫包裹式新闻集纳   

编排文案： 

引言，是主持人和播音员的介绍语 吸引收看新闻 

串联词：上下新闻之间承上启下的简短议论、介绍，上面已经播出的新闻的简要回顾、评介和

下面播出的新闻的主旨，或新闻中心的简要提示。 

结束语：是新闻播报完毕后对新闻的感想、议论以及和观众的交流。 

（2）电视新闻杂志的编排 

（3）电视新闻频道的编排   

3. 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 

（1）事实性信息的发展 

配短片  

配资料 

连线   

（2）意见性信息的发展 

编后话和后缀短评增加 

评论员或嘉宾 东方时空 

观众评论 

五、网络新闻信息的组织与发展 

1. 网络新闻信息单元   克服新闻信息碎片化  提升网络媒体竞争力 

文字信息的组织与发展 

（1）以层次化信息构成的文字报道单元  跨行收费查询 

层次 1  标题 

层次 2 内容提要 

层次 3 正文 

层次 4 关键词或背景链接 

层次 5  相关文章或评论的延伸性阅读 

（2）多角度稿件构成的新闻信息单元  中国公布新修订的渎职侵权犯罪立案标准 

（3）以时间为线索整合的新闻信息单元  中美撞机 

多媒体新闻信息单元 

FLASH 新闻信息单元 

2. 网络新闻专题 

（1）网络新闻专题的角度 

纵向延伸  从时间的坐标轴上探索某一个已有的选题的延伸可能性，也可以向未来的时间点发

展，即对某些尚未发生但可能发生的事件做出预测与前瞻性报道 

横向拓展  即从已有选题出发，搜索与之相邻的、类似的话题，寻找适合的报道对象。它也可

以是从事件背景中进行的拓展。 

多点聚合  用一个主题将零散的现象或事件统领起来，作为新闻报道的对象 

单点分解  将一个主题分解为若干子主题，从中寻找新的报道落点 

（2）栏目与结构设计 

网络新闻专题的内容分为核心信息、周边信息、辐射信息。后两个信息有一定模式，通常对应

的栏目有：背景资料、相关知识、同类专题等，因此，栏目策划的重心在核心信息部分 

核心信息的设计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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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时间为维度 

以空间为维度 

以人物为维度 

以社会环境为维度 

以意见态度为维度 

网络新闻专题的结构： 

平行聚合式 

层层递进式 

观点争鸣式 

网络新闻专题的手段 

文字、图片、音视频、FLASH 时间线 互动 

3. 互动环节配置 

设计：  

① 适合设置互动的新闻议题： 

  情感类 
  监督类 
  探讨类 
  释惑类 
② 互动方式： 

  利用热线电话、短信平台、网络征集线索、稿件和信息 
  演播室观众互动——现场面对面、网络视频 
  内容改造成适合网络、手机的形式发布 
  在网络论坛延伸扩展（讨论、投票等） 
  选载“博客” 
  …… 
管理： 

  设置专门的管理人员 
  形成联动式新闻报道 
  开设固定的新闻栏目 
六、移动社交媒体新闻信息的组织和发展 

微博 

微信 

头条号 

直播自媒体 

七、全媒体环境下新闻信息的组织与发展 

1. “全媒体”概念及发展现状 

（1）概念   

“媒介融合” (Media Convergence) 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 伊契尔 ·索

勒 ·普尔（ Ithiel De Sola Pool）提出。 1983年他在其《自由的科技》 (The 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一书中提出了“传播形态融合”（ the convergence of modes）。他认为：数码电子科技

的发展是导致历来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聚合的原因。 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

趋势。最初人们关于媒介融合的想象更多的集中于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 。  

全媒体概念最早来自于美国的一家家电公司，他提供了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网站的服务，

产生了全媒体概念。今天全媒体就是综合运用各种表现形式，如文、图、审、光、电全方位立体化

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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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媒体发展态势 

（3）全媒体的几种模式 

以报业集团为例 

报纸编辑部体制的三大模式：今日美国模式  坦帕模式   芝加哥论坛报模式 

报纸全媒体布局的四大模式： 

（1）网站主导模式：发挥主流影响力，拓展全媒体运作空间 

目前，众多的报刊集团已由单纯的报社联合体转变为“N报 N刊一网站”媒体结构。在这些报

业集团所属的网站中，一些获得市场认可的网站逐渐发展成熟，成为母报集团在全媒体布局中的重

要战略基点。在网站主导的全媒体运作模式上，报业集团往往也经历了以下的三个层次，报纸自办

网站、报网互动、全媒体主轴。 

（2）纵向延伸模式：强势内容带动集团发展，形成媒体集群 

（3）技术先行模式:搭建系统平台，全媒体流程再造 

（4）跨界整合模式：整合传媒核心资源，多维一体加速扩张 

2. 全媒体时代新闻信息的组织与发展 

案例：广州亚运会 

全媒体发展趋势下，新闻信息的组织与发展的新变化 

（1）、全媒体时代，新闻信息的组合与发展不是一种模式。新闻报道由单一媒体独立运行转

向多种媒体。 

（2）新闻信息在多个终端呈现，却最终在一个平台聚合。无限存储；调用数据便捷。 

（3）用户内容生产的重视。美新闻学者斯蒂芬把公民新闻报道分为 11个层次：开放公共评论、

公民提供素材、信源开放型报道、公众建立博客、编辑部建立博客、建立独立经过编辑的公民新闻

网站、建立未经编辑的公民新闻网站、增加印刷版、公民记者跟专业记者相融合、专业新闻与公民

新闻整合等 

（4）话题的去中心化 

（5）高互动 

复习与思考题： 

1、稿件配置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2、举例说明电视信息配置的方法。 

3、直播类新闻如何组织和发展内容？ 

知识单元 8 

第八章  新闻信息的展示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四种新闻媒介产品设计和包装的方法，了解国

内外新闻产品视觉设计的最新潮流。 

授课内容：不同媒介设计的规律、原理和操作方法，重点为报纸版面设计方法、图片编辑方法。 

学时分配：8学时 

一、图片编辑 

1. 常见的图片种类 

（1）照片 新闻照片 非新闻照片  

（2）漫画   

（3）图示 统计图表、示意图、新闻地图 

（4）图饰 用美术图案点缀和烘托报纸的报头、报眉、标题、栏题、版头或版面的其他部位，

使整个版面更加美观生动，恰当地运用图饰还能使版面编排思想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2. 图片的地位和作用 

（1）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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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值万言”，其实这个词当时是一个人编的，(fred r barnard) 1927 年，有轨电车广告

公司的一名经理 并称出自日本的哲学家 当时引起争议，严肃报纸的编辑很抗拒，觉得图片会浪费

版面 20 世纪 30 年代才扭转这一局面。现在，报纸、杂志、网络、电视等非常依赖图片、图表、

视频的综合使用。 

图片的力量：情感 传递信息  可以使抽象的事物具体化，使远方发生的新闻事件和灾难富（2）

图片的作用 

纪实性作用证实性作用 

解说性作用 

装饰性作用 

视觉冲击性作用 

3. 图片的选择 

（1）选择标准 

图像与真实性 

照片质量  

摄影记者和有经验的图片编辑可能会从技术的角度讨论照片的构图、取景和光线的运用，但是

照片的问题最终可以归结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它看起来如何？ 

一张质量普通的照片如果新闻价值很大，那么它就值得刊登 

焦距：拍摄物的形状和细节得以清晰地展示出来，前景和背景得以清楚地区分，对焦成功，极

少数照片，焦虚可以容忍，比如运动的腿，一般情况下，焦虚的照片要淘汰 

清晰度  

对比度  色彩需要生动鲜明，不能互相冲突或做作 

（2）照片内容：   

    新闻价值 
    生动性 
（3）图片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编辑在处理照片时一样要进行伦理判断和编辑判断，照片和文字一样也会歪曲事实，误导或冒

犯受众，或损害某人的名誉。 

敏感照片：死亡图像  震骇图像  破坏品位   

隐私权问题   

4. 新闻照片的编辑方法 

（1）如何调整照片尺寸 

通盘考虑：这幅照片是全版的主打照片吗 

这幅照片的质量和内容允许放大吗 

这幅照片是否包含很多内容或细节不适合小尺寸？ 

这幅照片将与多少则报道或其他图片元素一起刊发？ 

一般规则：主打横向照片  至少 3栏，细长型横照片 4-5栏 

主打纵向至少 2栏 

细节很多很复杂的照片不适合做次要照片 

（2）编写照片的文字说明 

图片说明提示   

（3）制作照片的标题 

写实性的标题   

写意性的标题   

5. 新闻漫画和新闻图示编辑 

（1）新闻漫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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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性漫画 

漫画插图 

（2）新闻图示编辑 

统计图表：趋势图、曲线图、表格 一览表 

示意图 

新闻地图 

图表组合 

图表编辑的原则：复杂信息的简洁展示，警惕图表中的“钟声与口哨”（bells  and whistles)，

指纯属好看而非为了解释新闻的视觉效果和装饰手法，制图者的真本事就是把错综复杂的事情变得

超级简洁明了。传播新闻是为了满足受众需要，而不是考验他们的耐心。 

案例：华盛顿邮报的新闻照片编辑原则  

二、报纸版面设计 

（一）报纸版面的基本知识 

1. 什么是版面 

2. 版面的基本功能 

导读 

导向 

标志 

3. 版面设计的原则 

版面是报纸的面孔。就像一个人一副面孔一样,报纸版面的不同各如其面 

（1）彰显视觉中心  

最初,报纸编辑工作大约只是集稿、校订、排序,很少有图片。当今的报纸已进入“读图时代”,

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新闻图片可快速吸引读者的眼球。报纸的视觉中心就是最吸引读者的“点”,

也称“焦点”,焦点是版面上最受注目的地方。在这最受注目的地方放置重要图片和重要标题便会

更加突出视觉中心。通常说的“四最”,即把某一版上最大的图片,用最大字号的标题,配到一篇最

长的新闻稿上,放在版面最佳的位置;同时还有“五点”式,即放置在五个吸引眼球的位置。五点依

次是:左上、右上、中心、左下、右下。这都是经常被采用的方法手段。  

当今又是厚报时代,一份报纸多达几十版,彰显视觉中心 

（2）对比中的和谐  

对比的运用在版式设计中是最常见的。如:浓淡、明暗、曲直、聚散、疏密、深浅、大小、动

静、虚实、整碎,各种对比的“度”只要把握得当,就会使主旨更加突出,就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从近年获奖报纸版面看,注重整体性、追求简约化、体现秩序感,成为新的美学追求。  

（3）均衡与呼应  

均衡是版面美的重要因素,也是一种和谐。但均衡得四平八稳就会缺乏生气,显得呆板,而不讲

究均衡则又会给人以不稳定感。 

（4）结构和空白  

4. 版面术语 

印张 开 

报型  对开报的长宽比例是 1.397：1，四开报的长宽比例是 1.444：1。从 20世纪末开始，异

型版面，都市快报 1.629：1 

版序 

版组 

版心 

基本栏 变栏 通栏  

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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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眼 

报线 眉线 报眉 

中缝  

头条 双头条 倒头条 假头条  

通版 

（二）版面语言 

1. 版面空间 

理解概念： 

2. 版面空间：表现报纸编排思想的一定大小的纸张所提供的空间叫版面空间。 

3. 强势：版面吸引读者注意的特性 

版面空间中包含的要素  

（1）区域 

自然版序和版序 

配合报纸讲述版序，使学生学会判断不同版的重要程度。 

要闻版的地位优于其他版，如何充分利用要闻版 

要闻版登导读 

文转其他版 

题在要闻版，文在其他版 

概要在要闻版，详情在其他版 

区序 

要求学生学会判断不同版位的重要程度。 

（2）面积  在运用版面空间时，除了要注意空间的次序外，还要注意版面空间的大小，版面

空间大小不同，所显示的强势也不同。占据的空间越大，给读者的视觉刺激也越强烈，越引起读者

的注意。 

文稿占据空间的大小不是看正文，而主要是看标题所占空间的大小。一是指标题的长度，一是

指标题的厚度。 

图片越大强势越大。 

（3）距离  东方早报大火的版面被诟病 

（4）形状 

不同的形状会带来不同的心里感受，如方形、矩形比较端庄。 

重叠的图形，会觉得完整的外形比不完整的更靠前 

4. 版面的编排手段 

版面的编排手段包括 字符、图像、线条、色彩 

字符： 

在报纸的版面编排中，字符的形的不同外部特征就可以给读者不同的心理感受，因而也是表现

编排思想的重要编排手段。 

各种字号、字体有不同的特点，他们所具有的强势不同，字体所具有的风格色彩也不完全相同。 

图像： 

是构成报纸外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图像与字符相比，在增强版面强势、美化、活泼版面上具有

优势。 

线条  

具有多重功能 

强势作用 

重要的稿件可以借助线条使其突出 

区分作用 在稿件之间加线条可以使稿件清楚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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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情作用 各种线条由于形状不同，风格色彩也不同。 

美化作用 版面适当运用线条，可以使整个版面增加变化，显得比较生动 

色彩   

    可以传情 不同的色彩给人以不同的心理感受 
    可以增加强势 当一个版局部套色时，这个局部就可以因此突出。  
    可以成就美感 运用色彩，版面会富有变化 
    可以表意 当版面以相应的色彩差来表现新闻的内容所涉及的客观事物的色彩时，新闻内容的
特征和意义可以借此获得更形象、鲜明的展现。 
（三）版面的布局结构 

概念 

定义。版面的布局结构是版面上各篇稿件相互结合的表现形式。 

1. 稿件的布局结构 

排列 

穿插 

2. 题文关系（配合版式设计来展示） 

服从易读的要求 ：题对文要有统领关系，阅读省力。 

（1）易读性强的标题形式 

盖文题 串文题 上左题 左竖题 旗式左竖题  

（2）易读性弱的标题形式 

上中心竖题 对角题 文包竖题 对角竖题 碑式竖题 腰带题 左侧题 盖文题 

（3）、易读性更弱的标题形式 

上右题 中右题 右竖题 

3. 转接关系 

（1）栏的转接要注意以下几点 

不能跳栏 

不能逆转 

同一栏中不能转入两条不带标题的文字 

要尽量避免在文章告一段落的时候转栏 

转入另一栏应避免文碰文 

从上一栏转到下一栏，下一栏接的地方不要低于上一栏转的地方 

（2）版的转接要注意几点 

转文注明接转来源 

转到另一版的文字不宜太短 

转的地方应该告一段落 

不能逆转 

（四）版式 

版式：版面的基本形式，是版面在特定的报型之中，通过版面区域功能划分及稿件布局结构所

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模式。 

版面美的基本规则：变化与统一相结合 

决定报纸版式设计的基本要素 

1. 报型 

报型是指报纸的面积大小及长宽比例 

都市快报  查查报型 

2. 版心及基本栏的设计 

3. 版面各区域的功能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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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式设计 

4. 西方国家报纸的版式变化 

美国新闻界对版式的分类： 

垂直式和水平式 

（1）垂直式版面的特点：大量采用短标题，文从上端排到底部 

垂直式版面的优劣：优点：比较整齐、严肃，编排比较容易 

弱点：标题放在短栏里，分行多，阅读不方便 

长标题少，版面缺乏吸引力 

版面左右完全对称，很多时候内容服从形式 

一篇新闻要从上面读到底，不方便 

大标题集中在上半版。版面头重脚轻 

（2）水平式版面的特点：大部分新闻采用长栏题，短栏题用得较少文章不是一栏垂直到底。

而是自左到右向水平方向发展 

水平式版面的优点：标题醒目 

可以用标题体现新闻价值的大小 

文章便于阅读 

版面比较匀称 

本环节配合以具体版式讲解 

（3）垂直与水平混合式  20世纪后半期，这种版式成为西方报界主流 

主要特点 

第一，版面以横排为主，横竖结合，避免单调 

第二，头版在变化中讲求连续。版面样式的连续通过固定的部分，如刊头、索引等所得 

第三，重视图片 

第四，标题字号比前一时期缩小，注重字体的一致性，版面上稿件数量减少，为报纸创造了一

种结构生动而平稳的期刊式外表。 

第五，基本栏减少、加宽，使版面更加优雅、简单。对重要新闻或有特色的长新闻加框，框的

尺寸可以很大，框内的新闻往往配图片，用细线 

（4）静态模块式 

模块：是版面上以矩形编排一篇或一组相关稿件所形成的相对独立的部分。 

模块式设计：以基本栏规定的网格为基础，每篇稿件都形成一个规则的矩形，用围框或周围留

空与其他稿件分开，读者阅读时不会发生串行或误读，更加方便快捷。编辑也可迅速撤换稿件。 

特点 

第一、采用静态设计，版面完全以模块为基础确定整体结构框架，并规定专栏版位和形式，稿

件题文格式、标题字体字号、色彩与线条的使用规则，每天的版面设计都是在这个大框架下进行，

不轻易改变。报纸的各个版组及其中各版的结构框架也基本固定并风格一致，塑造完整统一的报纸

形象和风格 

第二，对模块的设计包括单稿模块与多稿模块组合的模块两类 

第三，重视彩色图片，较多使用示意图 

第四，重视稿件的精编和内容提示，标题结构简单，字体统一，字号较大，重视版面留白；色

彩鲜艳；版面结构清晰 

5. 我国报纸的主要版式类型 

综合式、重点式、集中式版面 

根据内容编排上的不同特征，版面可分为综合式、重点式、集中式版面 

（1）综合式 整个版面包含的稿件较多，它们之间虽然有主次之分，但不强调这种区分 

（2）重点式 特别强调版面的某一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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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排方法：要赋予重点稿件以相对的强势 

要注意版面其他部分对重点的烘托 

如果全版只有一个重点，可以利用上半版，如果有两个重点，可以采取对称的方法来安排 

（3）集中式 用一个版或一个版的篇幅来刊登一个主题或某一方面的内容 

编排方法 求多样 

求气势 

求统一 

穿插式和排列式 

（1）穿插式 稿件的整体在版面上呈四边形以上的多边形，稿件与稿件不是重叠的，而是穿插

的，即稿件与稿件是相互咬合在一起。 

优点 

稿件与稿件错落相间，版面有较多的曲折，比较生动；而且稿件几次穿插，藏头藏尾，长稿显

短，避免臃肿 

短处是，转折较多，组版比较困难，阅读不方便 

（2）排列式 

整篇稿件 排得比较整齐，稿件的整体在版面中呈规则的四边形，稿件与稿件相互重叠。 

优点：端正、自然 

缺点：缺少必要的变化，版面显得呆板 

排列式版式有多种表现形式 

（3）齐列式 版面划分成若干栏，栏线不割断或基本不隔断，稿件上下完全重叠，整齐排列。 

整体错落式 版面的栏线被隔断，稿件呈大小不同的矩形，错落相间。整齐而有变化。 

（4）穿插与排列混合式  

优点 组版灵活 

缺点：版面统一感较弱。 

规则对称式和非规则对称式 

（五）版面设计的流程 

1. 进行前期版面策划，确定编排思想 

版面的编排思想 

编排思想是版面的灵魂 

版面编排包含着对稿件所反应的客观事实的评价。评价所依据的基本思想就是编排思想。 

树立正确的编排思想 

首先是分析稿件，包括如下内容 

（1）稿件的重要性分析 如果是新闻就要对它的新闻价值和社会意义做出估量。有了这种准确

的判断，稿件安排会各得其所。 

（2）稿件的性质分析 要明确稿件是进行正面教育的，讨论的还是批判的，不同性质的稿件在

版面上应该给予不同处理 

（3）稿件的感性色彩分析 要根据稿件的内容和报纸的态度，确定稿件在版面上应该具有什么

感情色彩。考虑版面引导作用、表情作用的发挥 

（4）稿件间的相互关系分析 相同关系还是相异关系 

（5）考虑稿件与广告的关系处理 

2. 把握版面信息量和用稿量 

3. 配置稿件 

4. 编写导读 

5. 通读全篇稿件 

确定或调整标题的内容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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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或调整题文的栏宽 

考虑是否临时需要其他稿件的配合 

考虑版面的大致轮廓 

6. 计算篇幅 

伸与缩 

7. 画版样 

8. 看大样 

大样要着重检查以下几个方面： 

全版的标题、文字在思想、事实等方面是否有不准确、不妥当的地方 

标题的大小、位置、字体、字号是否恰当 

全版标题与各版标题是否有不应有的矛盾、重复现象 

整个版面的布局是否恰当 

图片说明、标题与文字是否享福，有无张冠李戴的情况 

图片是否有倒置的情况 

转接是否正确 

（六）激光照排的流程 

文字录入 

图象图形录入 

组版 

发排 

制版 

印刷 

三、期刊版式设计 

1. 关于期刊设计的一些术语  

封面（封一 ） 

封底（封四） 

书脊（封脊） 

封套（又称套封、包装袋等） 

夹页（又称插页，包括征订卡、读者调查表、招聘表等） 

卷首页：目录之后，版权页之前。这里是杂志出版人或主编的个人天地，作为开场白。 

版权页：是指杂志版权、出版机构和制作人的记录页。按有关规定记录刊名、出版社、发行者、

印刷者、印数、开本、印张、出版年月、定价、刊号等项目。版权页主要供读者了解杂志的出版情

况。 

天头 

地脚 

对版 双数页码与相邻于后的单数页码组成的一对版 

暗页码 ：不排页码又占页码的内页，一般用于超版心的插图、空白页或隔页 

2. 期刊版面的设计 

分栏：按照风格的不同，可以将正文分成不同的栏 

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版式设计所追求的完美欣赏个必须符合主题的思想内容，这是版式设

计的前提  

强化整体布局：将版面各种编排要素（图与图、图与文字）在编排结构及色彩上作整体设计。 

四、网页版式设计  

1. 网页的功能 

网页是计算机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实际应用的产物，因此，网页同时具备计算机技术和多媒体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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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基本功能。其主要功能包括：展示功能、超链接功能、检索功能以及统计和计算功能等。 

2. 网页的设计原则 

A，加强整体的结构组织和方向视觉秩序。如水平结构、垂直结构、斜向结构、曲线结构等。 

B，加强文案的集合性。将文案中多种信息组合成块状，使版面具有条理性。 

C，加强展开页的整体特征。  

3. 网页排版布局的一般步骤 

（1）构思 

根据网站内容的整体风格，设计版面布局。 

（2）初步填充内容 

这一步就要把一些主要的内容放到网页中，例如，网站的标志、广告条、菜单、导航条、计数

器等。 

（3）细化 

在将各主要元素确定好之后，下面就可以考虑文字、图像、表格等页面元素的排版布局了。在

这一步，设计者可以利用网页编辑工具把草案做成一个简略的网页，当然，对每一种元素所占的比

例也要有一个详细的数字，以便以后修改。 

网页体现编辑意图的方法 

4. 设计误区 

在设计网页时，如果设计不当，就会造成网页虽美观，但运行缓慢，甚至无法正常运行的现象。

为了避免上述现象发生，列举几个常见的设计误区，以便引起重视。 

片面追求版面效果 

使用纵向的导航栏 

使用多种媒体形式 

规则化 

五、电视形象设计 

1. 电视形象包装的原则 

（1）电视媒体形象设计的核心是着眼全局、维护形象的统一性 

电视媒体视觉识别系统的形象设计对象往往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 

电视台——频道——栏目——节目，不同层次相互包容，共同构造电视媒体的整体形象。 

（2）有独特的符号意义，形象鲜明而简洁 

（3）时尚：电视媒体形象包装应该和电视技术、观众需求相适应，不断发展更新，并且要进

行维护和巩固。 

台与频道在更新形象包装时还应注意一下几个方面： 

首先，更新包装不要太频繁，否则将不利于电视台和频道稳定的整体形象的塑造。 

其次，进行包装改革要注意保留原有品牌的特征元素。 

2. 台与频道形象设计的具体内容 

电视媒体的视觉形象设计包括台、频道和栏目等层面的包装。 

台和频道的包装包括台标或频道标识、形象宣传片、导视等。 

栏目包装包括节目形象宣传片、节目标识（logo）、演播室设计、片头、片尾、片花、主持人

造型及语言风格设计等。 

六、交互设计 

1、交互设计在于定义人造物的行为方式(the "interaction",即人工制品在特定场景下的反应

方式）相关的界面。交互设计作为一门关注交互体验的新学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产生了，它由

IDEO的一位创始人比尔·摩格理吉（Bill Moggridge）在 1984年一次设计会议上提出，他一开始

给它命名为“软面（Soft Face）”，由于这个名字容易让人想起和当时流行的玩具“椰菜娃娃（Cabbage 

Patch doll）”，他后来把它更名为“Interaction Design”，即交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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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互设计的原则 

3、交互设计案例分析 

复习与思考题： 

1、请尝试分析都市类报纸版式设计的新趋势。 

2、请跟踪浏览一个网站，并指出其版面语言运用的优缺点。 

3、请分享一个你认为出色的交互设计的案例，并说明理由。 

实验作业： 

各模拟编辑部完成第一个作业，讲评分享不同媒介的新闻作品。 

知识单元 9 

第九章  全媒体新闻信息处理实验 

学习目标：旨在通过一种有效教学模式的探索,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合作探究，树立创新思想

和创新观念，能从课堂学习转换为终身学习，以应对毕业后瞬息万变的传媒界。  

授课内容：通过实验，使同学们创新性地学习如何在全媒体时代进行新闻信息的传播。 

学时分配：4学时 

一、概述 

（一）背景 

传统媒体的全媒体战略是为顺应媒介融合趋势的自救图新之策，与此同时进行的是广播、电视

等其他传统媒体的全媒体转型。“媒介融合”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 I·浦尔

教授提出，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在媒介融合时代，媒体编辑的职责

和素质要求大大高于当今的传统要求。 

为培养能迎接新挑战的编辑人才，新闻编辑学课程内容重新设计成全媒体新闻编辑。课程设计

成 72 课时的半实验课程，在多媒体新闻处理实验室授课。学生既需要掌握编辑方法和理论知识，

也需要在全媒体新闻处理平台上完成电视节目、报纸、期刊、网络新闻专题的制作。对技能部分的

训练，通过模拟编辑部的单个媒介作品训练和一次开放式融合编辑部的模拟实验共同完成。 

（二）理论依据 

全媒体新闻信息处理实验教学的理论依据是活动教学法。“活动教学是一种强调通过增加学生

自主参与的各种外显活动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能动性、创造性, 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 全面

提高学生素质的教学[ 全国活动教学研讨会, 1996( 6) ]。”
 

主体教育理论、自我教育理论是活动式教学的教育学基础中的主要部分。活动式教学以在教学

过程中建构具有教育性、创造性、实践性、操作性的学生主体活动为主要形式, 以鼓励学生主动参

与、主动探索、主动思考、主动实践为基本特征。以“以活动促发展” 为基本教学指导思想——

以主动学习为基本习得方式——侧重以问题性、策略性、情感性、技能性等程序性知识为基本的学

习内容�。 

二、实验过程 

全媒体新闻信息处理实验是开放性的，鼓励学生自主创新，自行讨论设计实验流程，并总结实

验成果，这对于培养学生的理念，启发学生毕业后能自主面对变化的媒介环境非常有意义。 

（一）实验目标 

提高学生综合能力，以使学生理解编辑部操作的全过程，使其掌握全媒体信息处理方法，并具

有开阔视野和创新意识。 

技能目标：使学生掌握融合编辑部全媒体新闻信息处理的基本方法，学生能够在多媒体信息处

理平台完成事件的全媒体报道，并动手做出产品。 

认知目标：学生在操作中全面梳理、深入理解新闻信息处理的基本知识。 

理念目标：全媒体集团的内容生产是顺应媒介融合趋势的试验，一切还在变动之中，同学们需

要明白趋势是什么，并能顺应趋势创新和创造。创新意识的培养是最重要的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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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目标：编辑需要组织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编辑工作是编辑部的最后一道工序。让同学们

在实验工作者树立团队合作意识。 

（二）实验环境 

多媒体新闻信息处理平台。 

方正针对政法大学的需求，结合多媒体新闻信息处理技术发展的现状和国内外相关技术积累设

计了全媒体流程业务实验平台，在资源整合和流程整合层面上包括了视音频处理平台、网络媒体处

理平台和平面报纸媒体处理平台。最终的实验系统是一个以信息采集与资源共享为基础，以可定制

的多媒体信息加工和产品生成与分发流程为依托，覆盖完整新闻信息生态价值链，面向最终用户实

现多渠道、跨媒体、全球化新闻信息服务与营销的解决方案。 

实验课程在这一平台上进行。 

（三）实验实施 

全媒体新闻信息处理实验分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教师讲解实验规则：实验时间 4 课时。全班共同完成，20 名同学分成 7 个小组，分

别是新闻发言人小组、全媒体策划部、全媒体新闻中心、电视编辑部、报纸编辑部、网络编辑部、

手机媒体编辑部。新闻发言人小组负责设立情境，作为消息源出口，其他小组报道。 

第二步：教师宣布实验开始，题目为北京大雪。 

第三步：实验实施。 

1. 新闻发言人小组自由创设情境，召开新闻发布会。该组同学模拟气象局新闻发言人、交通部
门新闻发言人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并扮演居民等其他不同角色接受记者采访。 

2. 全媒体策划部迅速开始策划，通知各媒体编辑部按计划报道。   

3. 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外出采访，一次性采集视频、图片、文字新闻。 

4. 各编辑部制作新闻产品。 

5. 各编辑部按照媒介特性发布新闻产品。移动终端、社交媒体、网络率先发布新闻、电视台直
播了新闻发布会并制作了定时新闻，而后网络推出网络新闻专题，聚合了其他媒介的产品。在 3小

时后报纸编辑部推出整版专题。 

6. 教师带领各编辑部共同分析总结，并修改作品。 

复习与思考题： 

1、媒介融合给新闻编辑工作带来哪些影响？ 

2、全媒体集团的新闻信息处理有哪些变化，哪些新趋势？ 

知识单元 10 

第十章  模拟编辑部限时实验 

学习目标：要求同学们自选选题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另一个媒介产品作业。在模拟编辑部里，每

位同学承担编辑部的不同角色，教师全程提供辅导。 

学时分配：8学时 

模拟编辑部教学法是指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生为主体，运用所学知识，借助实验室设备，模

仿媒体编辑部的一种实践性教学活动。 

模拟编辑部在 16 周教学周里全程运行，在开学第一周，同学们自行组建模拟编辑部，每个编

辑部 4人左右，将完成报刊编辑、网络或视频编辑作业，每个编辑部最终将完成不同类型的 2个媒

介产品。编辑部中不同学生扮演不同的角色，例如报纸编辑部，有主编、责编、美编；电视编辑部

有主持人、摄像、后期编辑等。模拟编辑部需要充分的分工协作。 

在 1-12 周，模拟编辑部将跟随教师授课进度同步完成一个同题作业，编辑部体验不同编辑部

的新闻竞争，同时学会策划、文本制作、稿群配置、视觉展示等不同环节不同媒介的编辑手段和方

法。 

从本章节开始，即第 14-15周，同学们将自选选题限时完成另一个媒介产品作业。在模拟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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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里，每位同学承担编辑部的不同角色，教师全程提供辅导。 

实施过程： 

1. 确定模拟编辑部任务。 

本实验，模拟编辑部必须按照规定选取与第一个作业不同的媒介产品制作任务。 

按照教学内容设计，每个编辑部在 18周内将完成不同媒介的 2个媒介产品，分别为一期 4个

版的报纸新闻专题或一期杂志多篇文章组成的封面报道，一期网络新闻专题（含原创网络视频）、

一期 10分钟的电视节目或新媒体视频节目，一个自主创意的新媒体作品。 

 在课程设计之初，模拟编辑部的工作任务做了充分考虑。任务量适中，做出四种媒介产品

则课业繁重，做出 1种，则训练不全面。因而每个模拟编辑部要求完成 2种作业。同时对学生的选

择做出限制，比如不能 2个作业分别选择报纸和期刊，以确保学生文字图片编辑和音视频编缉技能

都得到训练。 

2. 实施时间：2周。 

3. 教师在课堂课外全程跟踪辅导。 

4. 编辑部展示成品及点评。媒介作业完成之后，在作业展示周，全班共同观摩和评点作业。
这个环节模拟编辑部的评报和评节目过程，不仅树立同学们的信心，调动同学们的积极性，也就其

中重难点问题进行点评，深化所学知识，对问题及时把握和纠正。 

（二）实践教学：本课程实验为 7个，课堂实验时间为 15学时，课后实验课堂评价时间大约

6学时。 

实验 1：媒介产品设计 

参考学时：课后实验时间 3学时，课堂实验评价时间 1学时。 

实验要求：每 4个同学一个模拟编辑部，共分为报纸、期刊、网络、电视编辑部，各编辑部设

计一个媒介产品，并写出编辑方针、产品方案。 

实验 2：新闻报道策划 

参考学时：课后实验时间 3学时，课堂实验评价时间 1学时。 

实验内容：各编辑部提交一个新闻报道的策划案，此作业为同题报道策划实验，题目由教师拟

定。教师同时设定一个模拟情境。 

实验要求：各组提交报道策划案，以 PPT形式展现，随堂提问，随堂讨论，结束后点评。 

实验 3：新闻稿件筛选 

参考学时：课后实验时间 3学时，课堂实验评价时间 1学时。 

实验内容：请各个模拟编辑部根据上一章已经做出的新闻报道策划，选择稿件，使制作新闻专

题版面的素材完备。 

实验要求：对所选稿件进行选稿理由的分析和讨论 

实验 4：选稿、改稿 

实验内容：请各个模拟编辑部根据前面已经做出的新闻报道策划，对选择好的稿件，进行修改。 

实验要求：模拟编辑部每位同学都需对稿件进行修改，并选出最佳改稿。 

实验 5：制作标题 

参考学时：课后实验时间 3学时，课堂实验评价时间 3学时。 

实验内容：请各个模拟编辑部给修改好的稿件制作标题。 

实验要求：各模拟编辑部针对同题新闻同质化的问题思考解决方案。 

实验 6：制定配置方案 

参考学时：课后实验时间 3学时，课堂实验评价时间 3学时。 

实验内容：请各个模拟编辑部配置稿件，并展示配置方案，总结原来修改的稿件在组成新闻信

息单元之后的不足，并及时做出补充。 

实验 7：全媒体新闻信息处理实验 

参考学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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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20 名同学分成 7 个小组，分别是新闻发言人小组、全媒体策划部、全媒体新闻中

心、电视编辑部、报纸编辑部、网络编辑部、手机媒体编辑部。新闻发言人小组负责设立情境，作

为消息源出口，其他小组报道。 

实验要求：要求同学们理解全媒体编辑部操作的全过程，使其掌握全媒体信息处理方法。 

实验 8：模拟编辑部限时实验 

参考学时：8学时 

实验内容：同学们将自选选题限时完成另一个媒介产品作业。在模拟编辑部里，每位同学承担

编辑部的不同角色，教师全程提供辅导。 

实验要求：学生在两周时间内完成与第一个新闻作品不同的另一种媒介的新闻报道作品。要求

在 8学时内完成策划、组稿、编辑、设计等全部环节。 

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新闻编辑学概论 4  

2 新闻媒体的定位与新闻产品设计 4  

3 新闻报道的策划与组织 4  

4 新闻报道的策划与组织 4  

5 新闻信息选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4  

6 单个新闻产品的处理——文本编辑的基本方法 4  

7 单个新闻产品的处理——文本的提升和修饰 4  

8 新闻信息单元——新闻信息的组织与发展 4  

9 新闻信息单元——新闻信息的组织与发展 4  

10 新闻信息的展示 4  

11 新闻信息的展示 4  

12 新闻作品汇报与讲评  4  

13 全媒体新闻信息处理实验 4  

14 模拟编辑部限时实验 4  

15 模拟编辑部限时实验 4  

16 复习答疑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业务 7门必修课程分为两个序列：媒介技术系列、新闻信息

处理方法系列。媒介技术系列主要讲授媒体编辑技术，新闻信息处理方法系列为新闻采访学、新闻

文本写作、数据新闻报道、新闻编辑学。在这一课程体系里，新闻编辑课程是技术系列和方法系列

的结合点，学生需要在这门课程中能够制作完成不同媒介的完整的内容产品。 

先修课程：新闻采访、新闻写作、电视采编技术、平面媒体采编技术、网络媒体编辑技术。 

面向对象：新闻学专业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模拟编辑部在 16 周教学周里全程运行，在开学第一周，同学们自行组建模拟编辑部，每个编

辑部 4人左右，将完成平面媒体编辑、网络或视频编辑、新媒体创意作业，每个编辑部最终将完成

不同类型的 2个媒介产品。这两个媒介作品为课程重点，也是难点，需要学生全面回顾并综合运用

所需的所有新闻业务课程知识，并具有新闻编辑的实际操作能力。 

3、课程的教学方法 

模拟编辑部教学法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全媒体多功能实验室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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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为 64学时-100学时左右。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试卷占 50%。 平时成绩考核内容模拟编辑部的两

个不同媒介的新闻作品。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蔡雯、许向东、方洁：《新闻编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7月。 

（二）推荐参考书 

1. 郑兴东、陈仁风、蔡雯：《报纸编辑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2. 石长顺：《电视编辑原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3. 雷蔚真：《电视策划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4. 蔡雯、赵劲、许向东：《新闻编辑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 

5. 蔡雯：《新闻报道策划与新闻资源开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 

6. 张子让：《当代新闻编辑》，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7. 蔡雯：《新闻发现、采集与表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8. 蔡雯：《新闻编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9. 赵鼎生：《西方报纸编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10. 保罗 M.莱斯特：《视觉传播——形象载动信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11、多萝西.A.鲍尔斯等：《创造性地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12、西蒙·罗杰斯：《数据新闻大趋势：释放可视化报道的力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13、方洁：《数据新闻概论：操作理念与案例解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 6月。 

14、詹新惠：《新媒体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15、许向东：《信息图表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执笔：王佳航 

2016年 6月 25日 

 

新闻舆论学专题研究 
Research on public opinion studies 

课程号：4070501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介绍舆论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等 

2、帮助学生掌握舆论监测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3、提供分析社会热点事件的视角和“宏大叙事” 

4、把握不同话语场域舆论传播和变动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 

5、介绍和培养政府危机管理和企业品牌公关的意识和技巧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向学生介绍和解读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网络舆情经典案例，提供网络舆情

应对的模拟实战环境，引导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和分析，使学生对网络舆情的概念、演变、类

别、形成、标志、控制、应对等各方面有更深入的理解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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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基础知识部分，主要讲述和介绍传统舆论学的基础知

识和基本原理；二是网络舆情的理论部分，主要讲述网络舆情的基本理论和最新前沿议题；三是网

络舆情的研究方法部分，主要介绍目前网络舆情监测与预警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包括一些基本软件

的基本操作技巧。 

本课程包括课堂讲授、课堂讨论、案例解析、动手训练等实践环节。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舆论概念及比较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对舆论概念的不同定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和解释，然后以历史为线索，考察中外不同时期

舆论形态和舆论概念的演变规律，以利于学生较为宏观地把握舆论现象。 

1. 基础知识部分 

a) 舆论的定义与舆论要素 

a) 意见、态度、民意、舆论与舆情的基本概念 

b) 民意、舆论和舆情的区别与联系 

2. 舆论的八要素 

a) 舆论的主体——公众 

b) 舆论的客体 

c) 舆论自身 

d) 舆论的数量 

e) 舆论的强烈程度 

f) 舆论的持续性 

g) 舆论的功能表现 

h) 舆论的质量 

3. 舆论形态的历史演变 

a) 中国古代舆论形态及其演变 

b) 西方世界舆论形态及其演变 

思考 1：李普曼说的“头脑中的想象”、孟小平说的“信念”和时蓉华说的“共同信念”等没

有公开表达出来的个体意识或群体意识是否也属于舆论的一部分？ 

思考 2：“多数人”这一模糊概念数量上如何界定？ 

思考 3：把大众传媒或媒介的言论等同于社会舆论 

学习目标： 

1．了解舆论的定义。 

2．掌握舆论的八大要素。 

作业： 

1、就最近的某一个舆论事件，分析舆论的八大要素  

知识单元 2：舆论形成和状态标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我国社会已经走进“大众麦克风”时代。越来越

多的民众开始学会通过网络平台传达信息、交流思想、表达诉求，使用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

自媒体工具维护自身利益。在网络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由无数网民构成的网络舆论场，网络舆论场

的诞生和发展逐渐瓦解、破坏了多年来传统媒体占主导地位的旧舆论格局。本单元主要讲解在新的

形势下，如何理解舆论形成的一般过程和状态标识。 

1. “天价烟”案例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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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舆论形成的一般过程 

a) 第一个阶段：问题的发生 

b) 第二个阶段：舆论领袖的发现 

c) 第三个阶段：意见的发生 

d) 第四阶段：事实与意见信息的传播 

e) 第五阶段：意见的互动与整合 

f) 第六阶段：舆论形成 

3. 舆情发展发展的六大时期 

a) 潜伏期 

b) 爆发期 

c) 延伸期 

d) 反复期 

e) 缓解期 

f) 长尾期 

4. 舆论的状态标示 

a) 舆论分布 

i. J分布 

ii. 双众数分布 

iii. 正态分布 

a) 舆论强度 

b) 舆论稳定性 

c) 舆论的存在形态 

i. 潜舆论 

ii. 显舆论 

iii. 行为舆论 

思考： 

大众媒体在舆论形成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学习目标： 

1．了解舆论形成的一般过程和舆论的分类。 

2．掌握舆论控制的一般技巧。 

作业： 

寻找一个近期的舆论事件，分析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意见领袖。 

知识单元 3：舆论存在形式与控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在多方作用下，目前国内舆论往往出现几种倾向，容易给社会安定团结和民众的生

产生活造成负面影响，本单元主要讲解舆论存在形式，以及不同形式舆论的引导方式和技巧，增加

正能量，提高社会凝聚力。  

1. 舆论的存在形式 

a) 讯息形态的舆论 

b) 观念形态的舆论 

c) 艺术形态的舆论 

2. 舆论的控制 

a) 对传播的控制 

b) 对对象的控制 

c) 对问题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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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舆论引导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a) 及时发声原则 

b) 解决问题原则 

c) 态度诚恳原则 

d) 遵循规律原则 

e) 注重有效原则 

4. 中国当前网络舆论的突出倾向 

a) 爱国公正 

b) 批判主义 

c) 民族主义 

d) 民粹主义 

e) 实用主义 

5. 突发事件网络舆论引导技巧 

a) 快说事件 慎报原因 

b) 持续发布 不留空间 

c) 快速切割 弃车保帅 

d) 意见领袖 为我所用 

e) 新闻推出 配发解读 

f) 服务媒体 沟通记者 

g) 盯舆论场 重针对性 

学习目标： 

1． 了解舆论引导和控制的重点难点。 

2． 学习舆论引导和控制的基本原理 

3．掌握舆论引导和控制的技巧。 

作业： 

1、就新近发生的某个舆情事件，分析其中反映的突出倾向。 

知识单元 4：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中国社会整体上已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和突发事件的高发期。经济社会发展越快，就越有可

能产生更多的社会矛盾。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缘于利益格局调整的很多潜在矛盾逐步

显性化，进而爆发一些影响较大的突发事件。本单元主要讲解这些舆情事件产生的社会背景，帮助

学生更深入地理解舆论的产生机制。 

1． 媒介生态的变化 

2． 网络社会的崛起 

a) 网络社会的特点 

b) 社会危机常态化 

c) 社会危机常态化的数理基础 

3． 处于深刻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特征 

a) 我国步入了中等程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阶段 

b) 经济社会的变迁速度过快 

c) 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失衡 

d) 社会资源分配不公 

e) 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弱化，社会权威结构失衡 

f) 国家一元化的管理模式和“守土有责”的管理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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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民众利益诉求渠道不畅，社会代偿机制不健全 

h) 传统舆论和信息管控手段和模式的效力在不断下降 

4． 中国社会现阶段大众心理 

a) 网络化生存和网络社会的崛起对人类心理的普遍影响 

b) 网络技术范式形塑网络化逻辑 

c) 超文本话语表达方式改变话语权力和权力逻辑 

d) 网络族群改变了人际互动和个体存在形式 

e) 较为普遍和严重的“相对剥夺感” 

f) 强烈的受挫心理和情绪 

g) 普遍的焦虑感 

h) 人际关系冷漠化 

5． 当下中国网民心理场域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2．掌握从社会背景的角度分析社会舆论的视角和技巧。 

作业： 

1、 近来的舆情事件中，网民对某件事情的具体愤怒很容易转变为对此类事件的抽象愤怒，试
着从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的角度进行分析为何会出现“二代”现象。 

知识单元 5：群体性事件与社会舆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舆情是较多群众关于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等等表现的总和。

本单元将主要讲解中国的社会舆情究竟有哪些特点。 

1． 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舆情危机 

a) 现代风险的媒介化存在 

b) 风险社会中的危机传播 

2．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的形成与传播效果理论的呼应 

a) 群体性事件与网络舆情反映：议程设置理论 

b) 群体性事件、群体心理与网络舆情：沉默的螺旋理论 

c) 网络舆情的放大效果：蝴蝶效应理论 

3． 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中的群体怨恨心理 

a) 群体怨恨心理与网络舆情的怨恨动员 

l 群体怨恨的心理来源 

l 网络舆情的怨恨动员 

b) 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群体怨恨现象 

l “共景监狱”下的社会管理 

l 权力过敏下的怨恨心理 

c) 网络互动传播模式下的群体怨恨心理 

l 在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只狗 

l 远在天涯却近在咫尺 

l 网络群体极化 

d)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的心理诱因 

l 弱者道德优势心理 

l 想象的征服心理 

l 群体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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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群体性事件中政府与网络的博弈 

l 媒体控制与民意“喷泉” 

l 主动合作与危机平复 

4．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的引导 

f)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的管理误区 

l 反应迟缓 

l 鸵鸟政策 

l 一味否认 

g) 网络舆情危机管理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l 网络舆情危机管理的国际经验 

l 国外网络舆情危机管理的启示 

h)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管理的阶段及其重点 

l 潜伏期：密切关注 及时控制 

l 酝酿期：读懂危机 对症下药 

l 爆发期：抑制火势 防止蔓延 

l 衰减期和平息期：冷静观察 免生意外 

i) 政府对群体事件网络舆情的管理 

l 政府对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管理的关键环节 

l 坦诚、真实、负责：政府对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的引导原则 

l 健全政府对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的管理机制 

j) 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引导 

l 传统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引导 

l 网络媒体对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引导 

学习目标： 

1． 了解群体怨恨的产生原因。 

2． 群体性事件爆发和网络舆情的关系。 

3．学习国外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引导技巧。 

4. 掌握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的研判和引导技巧 

作业： 

1、找一个最近的群体性新闻事件，分析其中网络怨恨的形成过程。 

知识单元 6：两个舆论场的演变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新媒体的产生与繁荣，必然会带来舆论格局的新变化，原来主要以传统主流媒体为主导的舆论

格局被打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不断壮大，使得舆论的发生机制、内

容、语境都发生变化。本单元主要梳理了建国以来我国舆论场的演变历史，引导学生客观看待两个

舆论场。 

1． 十八大以前的舆情演变 

a) 1976年唐山大地震：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 

b) 1995年华西都市报的创办：民间舆论场萌芽 

c) 1997年互联网进入中国：两个舆论场的提出 

d) 2003年孙志刚案：网民成为民间话语场域的主体 

e) 2006年铜须门事件：网络社会成熟中的阵痛。 

f) 2009年 8月新浪微博上线：社会话语能量的极大释放 

g) 2011年初微信面世：重塑社会族群和网络社会话语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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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2012年网络反腐 

2． 十八大以来的舆情演变 

a) 2013年 8月的打击网络谣言专项行 

b) 2013年 9月张家川事件：民间舆论与官方话语的对抗冲击 

c) 2014年 3月东莞扫黄事件：官方话语的独自彷徨 

讨论与思考：应该如何看待民间舆论场上网络反腐？ 

视频：网络反腐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两个舆论场的舆情演变历史 

2．掌握分析舆论场演变的多重维度 

作业： 

阅读罗昌平“打铁记”并分析其影响。 

知识单元 7：主流媒体的舆情应对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究竟是什么因素引发了媒体生态环境的剧变，推动了全球媒体格局的深度调整和变

革，在剧变和危机面前，媒体该如何顺应时代潮流，调整发展战略？在重大变革、剧烈竞争、深度

整合、局部洗牌的格局下，谁能引领当代舆论场？ 

1. 网络信息时代新闻信息传播的新特点 

a) 传播主体由专业性、精纯性、职业化变为多元性、混杂性、大众化 

b) 传播方向由单向变为互动、多向 

c) 传播手段由单一的、平面的变为多维的、立体的 

d) 传播路径由集束式变为发散式 

e) 传播空间由国别性、区域性变为全球性、开放性 

f) 传播过程由相对固定的、断续的传播变为移动的、全程性的传播 

g) 传播效果由受众被动性的服从性的接受变为受众主动性的自主性的认知 

h) 传播载体由设置行业门槛的专营媒介扩展到大众化社会化的智能终端 

2. 媒体的生存选择与发展趋势 

a) 顺应网络信息时代用户需求开展集成服务 

l 为什么要开展新闻信息集成服务 

l 新闻信息集成服务的内涵与特点 

l 如何开展新闻信息集成服务 

b) 顺应网络信息时代传播规律变革生产方式 

l 现有生产体系的不适应性 

l 生产流程再造 

l 媒体生产组织架构的重塑 

l 突破口的选择与总体的推进 

c) 实施科学管理争取效率和效益最大化 

l 媒体原有管理体系已经滞后 

l 现代管理的基本要求 

l 媒体内部管理体制与机制的改造 

d) 发挥先进技术对媒体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l 确立技术先行理念 

l 媒体技术开发和运用的基本原则 

l 提升核心产品的技术支撑力 

l 技术研发与实验室建设 



11002 

3. 对媒体传播与发展的理性思考 

a) 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提高主流价值观传播的影响力、有效性 

l 舆论导向的重要性 

l 主流价值观的构成 

l 如何提高主流价值观传播的影响力、有效性 

b) 以科学的思维认识网络信息时代媒体传播与发展规律 

l 科学的思维方式的要义 

l 媒体传播与发展新趋势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冲击 

l 把握客观规律重在调整思维方式 

c) 以系统性观点认识网络信息时代的媒体发展趋向 

l 世界是系统性的外在 

l 媒体发展的系统性内涵 

l 传媒系统中单个媒体的适应性 

案例：光明日报 

学习目标： 

1．了解主流媒体舆情应对原因和理念。 

2．掌握主流媒体舆情应对的一般方法。 

作业： 

1、 国外媒体是否也会进行“舆情应对”？若有，他们是如何操作的？ 

知识单元 8：国际舆论战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不论是在经济还是政治领域，国际间摩擦越来越多，国际纷争背后往往都有舆论战的身影，爆

料和辟谣真假莫辨。作为以攻心为目的的特种信息战，舆论战成为双方实现军事战略和政治图谋的

利器。作为舆论战载体，传媒在战争中的角色不再仅是报道者，同时亦成为战争进程直接或间接的

“参与者”。 

1. 什么是国际舆论战争。 

2. 舆论战的重要性。 

3. 目前的国际舆论格局。 

4. 美国的对外舆论战。 

5. 日本的对外舆论战。 

6. 我国的对外舆论战。 

7. 媒体应对转型： 

a) 全球化战略：从本土媒体向跨国媒体转变 

b) 现代化战略：从传统媒体向现代媒体转变 

c) 综合化战略：从单一媒体向综合媒体转变 

学习目标： 

1．了解其他国际舆论战的特点。 

2．掌握正确看待各国舆论的一般方法。 

案例 1：从利比亚战争中的国际舆论战 

案例 2：马航悲剧背后的大国舆论战 

案例 3：二战期间的舆论战争 

思考：国际舆论战争的本质是什么？ 

作业： 

1、就近期的国际新闻事件比如（TPP、南海基地等），搜集外媒报道，并且分析我国应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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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 

拓展阅读书目： 

吴杰明编，《军事舆论引导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2013-12-1 

王庚年编，《国际传播研究丛书:国际舆论传播新格局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1 

知识单元 9：谣言传播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谣言是传播是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伴随着日新月异的信息媒介的发展，提供了谣

言传播的温床，谣言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危害。因此，如何分析谣言的传播机制及控制谣言的

传播，是当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 

1. 案例导入（全国范围内的“抢盐”、微信朋友圈“抢孩子”） 

2. 谣言的定义 

3. 哪些领域是谣言重灾区？ 

4. 谣言的传播模型 

5. 谣言产生机制 

a) 谣言的产生 

b) 谣言的评价 

c) 谣言的传播 

d) 谣言的影响 

6. 谁在散布谣言？ 

7. 谣言中的法律问题？ 

8. 谣言背后的社会心理 

9. 谣言的识别 

10. 国内外的研究情况 

11. 谣言一定是洪水猛兽吗？ 

学习目标： 

1． 了解谣言传播的理论。 

2． 了解谣言产生的原因。 

3． 把握谣言背后的社会心理。 

4． 认识谣言传播中的法律问题。 

2．掌握辨识谣言的基本技巧。 

作业： 

1、 总结谣言散步的基本套路 

2、 总结不同社会组织在阻击谣言传播中扮演的作用 

3、 分析当代大学生在阻击谣言传播中发挥的作用 

参考文献： 

周裕琼著，《当代中国社会的网络谣言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6-1 

李若建著，《虚实之间：20世纪 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2-1 

知识单元 10：网络水军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网络水军即受雇于网络公关公司，为他人发帖回帖造势的网络人员，以注水发帖来获取报酬；

他们一方面在创造营销价值，一方面也扰乱了网络秩序，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

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网络水军管理、约束和惩治，本单元主要探讨网络水军隐秘的

产业运作、社会影响以及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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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水军的定义 

a) 网络推手 

b) 网络水军 

c) 网络营销 

d) 缘起与发展 

2． 网络推手的传播学批判与辩护 

a) 网络推手的传播学批判 

b) 网络推手的传播学辩护 

3． 隐秘的网络水军组织和运作过程 

a) 热点借势与情绪造势 

b) 网络推手的行为特征 

c) 网络推手背后的利益链条 

d) 职业化发展趋势 

4． 网络水军的社会影响 

5． 如何识别网络水军 

e) 查找各大论坛是否同时有相同的主题帖 

f) 内容里带有商业字眼 

g) Google Trencls、百度指数 

h) 检查该发帖 ID的其他内容，是否为商业行为 

i) 检查回帖 

6． 如何正确认识网络水军 

7． 其他国家对“网络水军”的管理 

视频：梦鸽请水军 

3Q大战中的网络水军 

讨论：网络水军在舆情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应该如何正确看待网络水军？ 

1． 了解网络水军的定义和运作流程。 

2． 从宏观的角度理解网络水军。 

3． 掌握识别网络水军的技术。 

作业： 

1、 从最近的舆情事件中，寻找网络水军的蛛丝马迹 

2、 探索在新媒体条件下新的网络水军识别技术 

延伸阅读：吴玫，曹乘瑜著，《网络推手运作揭秘：挑战互联网公共空间》，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1-1 

知识单元 11：舆论测量和研究方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互联网的发展催生了更加复杂的舆论情况，再加上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均对社会舆情

产生了重要影响，监管难度加大，本单元主要探讨网络舆情监测的各种技术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 

1． 网络舆情的监测研究 

a) 网络舆情监测的基本原理 

b) 目前国内主要网络舆情监测系统介绍 

c) 网络舆情监测的未来发展方向 

2． 电话调查（CATI） 

a) 电话调查原理 

b) 电话调查注意问题 

c) 如何看待调查问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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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络调查法及 SPSS软件的操作 

a) 统舆论调查法及其历史演变 

b) 网络调查法的要点及其问卷设计 

c) 网络调查法的数据处理及其解读 

4． 网络内容分析法 

a) 传统舆论内容分析法及其历史演变 

b) 网络内容分析法的基本操作要点 

5． 社会网络分析（SNA）及 UCInet软件的操作 

a) 社会网络分析分析基础知识 

b)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网络舆情传播路径、传播结构的实证研究 

c) UCInet软件的操作及其数据结果解读 

6．   实验法（认知神经科学实验法） 

a) 原理介绍 

b) 实验设计 

c) 数据处理及解读 

7． 网络舆情报告的撰写 

a) 舆情报告撰写的步骤 

b) 舆情报告的基本结构 

c) 舆情报告的注意事项 

学习目标： 

1．了解舆情报告的书写方式。 

2．掌握舆情报告测量的基本方法。 

作业： 

1．就近期发生的新闻事件，自己写一个网络舆情报告。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2学时 

实验 1：新近舆情事件的梳理和舆情应对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选择近期政府部门应对网络舆情的典型案例，让同学利用已学的理论进行梳理，通过

案例回放、点评等形式，剖析应对和处置网络舆情的成败得失，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并进行评析。 

实验要求：熟悉舆论的基本理论；掌握舆论监测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实验 2：模拟新闻事件舆情应对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设计网络舆情案例，让同学们分别不同角色（比如政府、企业、媒体等），进行舆

情应对实战练习。 

实验要求：熟悉社会热点事件的视角和“宏大叙事”；研究介绍和培养政府危机管理和企业品

牌公关的意识和技巧；掌握不同话语场域舆论传播和变动的基本规律和应对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舆论概念及比较、舆论形成和状态标识 3  

2 舆论存在形式与控制 3  

3 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 3  

4 群体性事件与社会舆论 3  

5 两个舆论场的演变（主流媒体舆情应对） 3  

6 国家之间的舆论战争 3  

7 谣言传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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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网络推手与网络水军 3  

9 舆论测量和研究方法 3  

10 国家之间的舆论战争 3  

11 实验教学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新闻理论 

后续课程：危机管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财经新闻的基本理念、财经新闻的记者素质、财经新闻的故事化写作、财经媒体的发展

演变、财经新闻专题策划、基本财经知识。 

难点：财经新闻与时政新闻的区别与联系、财经新闻的采写技巧、财经新闻的理念变化、如何

看待经济发展趋势。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与《光明日报》共建。 

2.课堂讲授。 

3.课堂讨论。 

4.小组工作。 

教学手段： 

1.音视频案例资料。 

2.教学课件。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进行课件展示和小组汇报。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会建设课程公邮，教学资源上网能解决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自学、以及由于课堂信息量

大给学生做笔记带来一定困难。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见第五部分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韩运荣，喻国明 著，《舆论学原理、方法与应用（第 2版）》，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二）推荐参考书 

1. 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 6月 1日第 1版 

2. 韩运荣，喻国明 著，《舆论学原理、方法与应用（第 2版）》，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3. 许静等编著《21世纪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舆论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03月 1日第一版 

4. 李衍玲，《舆论学精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2-01 

5. 邵培仁，《媒介舆论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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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扎勒著，陈心想等译，《公共舆论（政治心理学前沿译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3-01-01 

7. 林语堂著，王海，何洪亮主译，《中国新闻舆论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06-01 

8. 匡文波著，《新媒体舆论：模型、实证、热点及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03-01 

9. 曹茹，王秋菊著，《心理学视野中的网络舆论引导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10-01 

10. 唐涛著，《网络舆情治理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09-01  

11.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著，《如何应对网络舆情——网络舆情分析师手册》 ，新华出版社，

2011-11-01 

12. 曾胜泉，《网络舆情应对技巧》，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05-01  

13. 方兴东,熊剑主编，《网络舆情蓝皮书（2013—2014）》，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03-01 

14. 王兰成著，《网络舆情分析技术》 ，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10-01 

15. 刘上洋主编，《100例经典系列：中外应对网络舆情 100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2-03-01 

16. 孟建，裴增雨编，《网络舆情的收集研判语有效沟通》，五洲传播出版社，2013-01-01 

17. 王国华，曾润喜，方付建 编著，《解码网络舆情》，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09-01 

18. 查伦·李，陈宋卓涵 译，《公众风潮：互联网海啸》，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 

19.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20. 以色列，任文科译，《微博力》，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执笔：郑满宁  审稿：王佳航  审定：新闻传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7日 

  

新闻侵权专题研究 
Research on media torts law 

课程号：4070600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1.了解新闻侵权实践 

2.学习新闻传播伦理和法律知识 

3.学习互联网等新媒体侵权相关法律和政策 

4.了解互联网+侵权新类型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系新闻传播法实务系列课程之一。课程以新闻传播法律实践为主线，以新闻传播和言论

表达超越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合法限度为基点，从侵权行为法学的视角研究中国新闻媒体及其新

闻报道侵害公民、法人的合法权利的典型案例，介绍我国的新闻侵权立法进程，对大众传播媒介侵

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姓名权等侵权行为进行类型化研究，对比英美法系侵权

行为法在新闻侵权领域的立法和司法经验，探索平衡新闻自由与公民人格权矛盾冲突的法治之道，

理解和认识中国特色的新闻侵权法律制度和基本理论。 

新闻侵权在网络时代已被赋予新的含义，随着网络平民化的发展，以新闻主体发布为着眼点的

新闻侵权构成已经无法适应发展潮流。现代意义上的媒体侵权应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传统新闻侵权，

二是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侵权。本课程主要偏重新时期网络时代中媒体侵权的风险规避与权利救济

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两部分：1.传统媒体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2.新闻媒体侵权类型化研究。 

新闻事实基本真实 

事实基本真实，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确立的新闻侵权抗辩事由。如果媒体报道的事实是基

本真实的，那么，新闻媒体的报道就不存在侵权问题，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权威消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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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消息来源，是抗辩事实不真实的新闻侵权抗辩事由。英美侵权法对诽谤诉讼有特许报道的

辩护事由，对官方文书和官方人员在某些场合下的言论的正确报道免负损害名誉的责任。 

新闻连续报道 

连续报道，是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被多数学者所接受。也有人反对连续报道为新闻侵权抗辩

事由。连续报道是新闻侵权抗辩事由中的完全抗辩。符合连续报道要求的新闻报道，可以完全对抗

新闻侵权请求权，不构成新闻侵权责任。 

报道特许发言 

报道特许发言，是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报道特许发言，是指新闻媒体在报道具有特许权的新

闻人物的发言时，由于该新闻人物具有特许权，即使其发言有侵权的内容，新闻报道也不因为报道

该新闻人物的言论而被追究侵权责任。 

媒体公正评论 

新闻评论是新闻媒体结合重要的新闻事实，针对普遍性关注的实际问题发表的论说性的意见，

诸如社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编者按语、专栏评论、述评等。评论不是事实，仅仅是一种意见、

看法的表述。公正评论是对抗新闻侵权的正当抗辩事由，能够完全阻却新闻侵权请求权，媒体不承

担侵权责任。我们在起草侵权责任法草案专家建议稿中，都规定了这个抗辩事由。 

公众知情权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美国兴起“知情权运动”，知情权被广泛地援用并成为一个具

有国际影响的权利概念，成为与新闻自由、创作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概念密切相关的一个

权利概念。知情权给新闻业、出版界等舆论单位及时报道新闻事件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 

公众人物 

公众人物，是指因其特殊地位或者表现而为公众所瞩目的人物，如各级政府官员、主动寻求公

众评价的各种公开的候选人、体育艺术明星、因重大不凡表现而影响社会的发明家和企业家等。他

们的表现或与公共利益有重大关系，或为大众关心的焦点，因此成为公众人物而自愿暴露在公众面

前，因而应对公众的评论有所容忍。 

批评权力机关 

批评公权力机关，也是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构成对法人的诽谤，必须具有必要的条件。 

公共利益目的特许报道 

公众利益目的，是新闻侵权抗辩的一个重要事由，能够全面对抗新闻侵权请求权，是完全抗辩。

特别是在批评性的新闻报道中，公共利益目的完全可以对抗新闻侵权请求权，免除新闻媒体的侵权

责任。 

报道的新闻性 

新闻性，是对于图片新闻构成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有的学者认为具有新闻价值是最一般的抗

辩事由，其实，这种主张更多的是指满足公众知情权。在确认满足公众知情权为新闻侵权抗辩事由

的基础上，将新闻性主要作为对抗图片新闻的抗辩事由，更为准确，也更容易把握。对于图片新闻

报道，如果利害关系人主张侵害肖像权的新闻侵权责任，新闻性是最好的抗辩，是完全抗辩。 

受害人承诺 

受害人承诺，也叫做受害人同意或者受害人允诺，是指受害人容许他人侵害其权利，自己自愿

承担损害结果，且不违背法律和公共道德的一方意思表示。这种承诺，是侵权行为的一般抗辩事由，

当然也是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 

为本人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报道 

为本人或者第三人利益，是新闻侵权的一个抗辩事由，但其适用的范围较窄，不是一个普遍的

抗辩事由。 

对号入座抗辩 

“对号入座”，历来是对他人主张作品所描写的人物主张侵权的一个抗辩事由，不仅是新闻作

品，其他文字作品都有对号入座的现象。新闻作品同样有对号入座的问题，因此，“对号入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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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可以对抗新闻侵权请求权，免除新闻媒体的侵权责任。 

报道、批评对象不特定 

报道、批评对象不特定，是指媒体所报道的、所批评的对象不是特定的人，无法确定侵权行为

的受害人。没有特定的受害人，无法构成侵权责任，因此，报道、批评对象不特定是新闻侵权的抗

辩事由。 

如实报道的抗辩 

如实报道，也称为事实如此，是指新闻所报道的事实是真实的事实，新闻媒体在报道时并没有

进行加工、篡改，也没有进行增删。 

转载者责任 

转载，作为一个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是不完全抗辩，不能完全对抗新闻侵权请求权，但是能

够部分对抗新闻侵权请求权，是减轻新闻侵权责任的抗辩。转载也称之为重复公布或者传递。 

文责自负抗辩 

文责自负应当是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因为文责自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撰稿人应

当对他们所报道的事实的准确性负责”的体现，不仅符合我国新闻媒体的性质以及实现宪法赋予公

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及批评、建议等权利的需要，也是符合我国《民法通则》确认的过错责任原则

的。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媒体侵权导论 3  

2 网络侵权的双重身份论 3  

3 媒体侵权的抗辩词概述 3  

4 媒体报道底线与伦理 3  

5 媒体侵权的主要类型 3  

6 网络新媒体侵权特征与法律规定 3  

7 媒体侵权中的“原告”与“被告” 3  

8 网络自媒体侵权的特征与法律应对 3  

9 新闻侵权的现有法律基础与传播法展望 3  

10 人格权与新闻侵权 3  

11 总结与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侵权责任法 

后续课程：网络侵权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媒体侵权抗辩词 

难点：互联网+的侵权形式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师教授、案例分析、课后小组讨论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阅读老师布置的课堂文献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论文写作 

考核要求：平时的展示和期末的论文 

6、阅读要求： 

国外比较法查找、国内判决书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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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朱巍 《法律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2. 杨立新 王利明 《人格权与新闻侵权》，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4年版 

 

经典影视作品专题研究 
Study on Classic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课程号：4070602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涵养学生的影视艺术感觉，提高学生影视艺术鉴赏的审美品位，丰富学

生影视艺术作品分析的路径和方法，提升学生影视艺术作品批评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影视艺术的发展历史，熟悉影视艺术的基本

理论，理清影视作品的核心元素，掌握影视批评方法和技巧，并通过对中外优秀影视作品的欣赏培

养审美情趣，提高独立审美的能力，最终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第一章 影视艺术总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引言 

一、影视传播、影视艺术、影视文化的地位 

电影电视作为一种功能最齐全、覆盖面最广、普及性最强的大众传播媒介，在现代社会中具有

难以估量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当前，电影电视正在适应数字传播手段和技术的发展，应对经济全球

化对于媒介的挑战，继续成为社会的主流传播媒介。因而，影视传播研究不仅在大众传播学学科中

占有中心位置，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也受到了广泛重视。揭示影视文化的大众文化属性，

即它的商业性、娱乐性、通俗性、技术性和全球性，进而论及与精英文化、主导文化、民间文化以

及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关系。 

二、影视分立、影视合论与本课程的侧重 

1．影视艺术的审美差异 

传播工具不同；传播媒体不同；传播场合不同；传播容量；表现手段 

2．影视合流的现实境遇 

技术的发展带来传统分类标准的困惑。影视合流与影视合论的现实图景。 

3．本课程的侧重 

本课程侧重以电影为研究对象。作品分析及相关方面兼及电视作品。 

第二节  影视艺术本体探讨 

一、已往谈讨电影本体的多种角度和倾向 

第一，求同论与求异论的争辩。 

第二，手段论与对象论的对立。 

第三，蒙太奇论与长镜头论的相峙。 

第四，语言论与符号论的更迭。 

第五，各种综合论的纷呈。各种艺术因素的综合；抒情与叙事的综合；整体与部分的综合；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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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与艺术的综合；蒙太奇论对长镜头的综合。 

二、对影视的整体认识 

1．影视作为一种艺术样式。 

影视艺术是一种时空综合性的艺术。 

影视艺术是在运动中造型，主要是动态艺术，然而也是动静结合的艺术。 

从存在方式看，影视艺术包括了许多矛盾关系、连接、对立、互补、运动着的矛盾统一体，包

括着创作过程和欣赏过程。前者是主体（创作者）、客体（生活现象）通过载体（艺术形式及其语

言、技巧）相互作用的结果。主体运用载体所特有的思维方式认识和把握客体，又经过载体特有的

形式和语言、技巧把对课题的认识凝定下来，变成为客观实在的影片；后者是受体（欣赏者）、主

体（创作者）经过载体（影视作品）相互作用的结果。 

2．影视作为一种文化产业。 

现代艺术的商品性。影视市场营销新观念、影视生意经、票房及收视率追求。 

3．影视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 

现代科学技术的产物。科学与艺术的综合。作为大众媒介的审美教育功能、审美认识作用、审

美娱乐作用、负面作用。 

第三节  影视艺术的特征 

一、逼真性与假定性的统一。 

1．切近现实生活原貌的逼真性。 

2．其他艺术难以企及的逼真性。 

3．和假定性有机交融的逼真性。影像画面虽然逼肖于现实生活，但并不等同于现实，像服装、

化妆、道具、布景等都是人造的现实。电影还可打破现实中的视听逻辑，如镜头的运动、主观色彩、

主观音响等，而其中最大的假定性则是被视为电影生命线的蒙太奇。二度空间与三度空间的矛盾；

摄影光学镜头的限制；景别距离的影响；胶片等媒介的影响。人类视知觉的理解性、选择性、恒常

性。 

二、叙事方式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统一。 

1．有限性：。 

2．无限性： 

三、艺术手段的综合与融汇。 

影视艺术对各门艺术既综合其神，也综合其形；影视艺术综合所有的艺术形式是一种“全面综

合”；影视艺术对各门艺术的综合，不是仅以它种艺术之所长，而是融合多门艺术与自己特性相“合”

的表现功能，剥离其与自己特性能不相“合”的特质，使被综合的艺术元素化合质变为一崭新的艺

术。 

四、以导演为中心的集体创作过程。 

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录音、美工、服装、化妆、道具、剪辑、后期制作（洗印、拷贝）、

制片、发行、企宣等参与共同完成电影的整个过程。 

五、影视是视听结合，以视觉为主的艺术。 

视听结合，声画兼备是影视区别于其他艺术样式的主要标志，也是其艺术魅力所在。“看”是

影视观众的心理定势；“动”的具象性是影视的根基；“化”现实的一切为动的视象。 

学习目标： 

1. 了解影视传播、影视艺术、影视文化等相关概念。 

2. 明确有关影视艺术基本认识的各种观点。 

3. 了解影视艺术的基本特性。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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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怎样理解影视的文化产业属性。 

2．怎样理解“影视艺术离不开故事和情节”？ 

3．为什么逼真性是影视有别于其他艺术的重要特性之一？ 

4．影视艺术的假定性表现在哪些方面？试举例说明。 

拓展阅读书目及网站 

波布克：《电影的元素》，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 

郑洞天：《电影导演基础》，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 

王志敏：《现代电影美学基础》，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 

李少白：《影心探赜：电影历史及理论》，中国电影出版，2000年版。 

吴贻弓、李亦中：《影视艺术鉴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版 

许南明、富澜、崔君衍：《电影艺术词典》（修订版），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 

金元浦、尹鸿、勇赴：《影视艺术鉴赏》，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9版。 

胡克等：《当代电影理论文选》，北京广播学院出版，2001版。 

张卫等：《当代电影美学文选》，北京广播学院出版，2001版。 

本课程课外阅读的网络资源（略） 

知识单元 2：第二章 电影艺术发展概览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阶段 

形成期（1895 年——1927 年）。从爱迪生、卢米埃尔在美国和法国发明电影之日起，经历了

从短片到长片，从单镜头到多镜头剪接，从而形成视觉语言的二十多年历史。 

发展期（1927 年——1945 年）。在这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电影获得了声音和色彩，具备了

电影艺术的一切必要的表现元素。人们对反对无声电影的经验开始了总结，并且在运用音响和色彩

方面，在探索电影形象表现潜力方面都展开了认真的研究和实验。  

成熟期（1945 年至今）。电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进入了艺术上的精益求精阶段，并在

同其他艺术的关系上，从过去单纯的摹仿吸收进行到有取有舍的阶段。 

其他电影发展分期研究。 

第二节  世界电影创作思潮 

一、卢米埃尔的纪实电影 

卢米埃尔的影片明显的特点是纪实性。由于影片直接地拍摄真实的生活，给观众以身临其境的

亲切感。他们的纪录社会和家庭生活的影片，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写实主义的开路先锋。 

二、梅里爱的“戏剧电影” 

三、格里菲斯与好莱坞的崛起 

鲍特对电影的贡献。 

四、爱森斯坦和苏联蒙太奇学派 

蒙太奇的产生才使电影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对蒙太奇贡献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的

大卫•格里菲斯和前苏联的谢尔盖•爱森斯坦。 

前苏联电影艺术家爱森斯坦在深入研究格里菲斯的“平行剪接”技巧以后，精心加以改良和发

展，把蒙太奇艺术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爱森斯坦最长于运用特写去揭示事物的内涵或内在情绪，

把特写这种手法从原来只表现视觉远近变化提升到更高的水平，产生了质的飞跃。 

爱森斯坦提出的“杂耍蒙太奇”理论，使蒙太奇艺术进入了新的领域。所谓“杂耍蒙太奇”，

就是把对观众有强烈冲击力的片断加以剪辑来表达一种思想，在观众心理上产生一种冲击力。《战

舰波将金号》中著名的敖德萨阶梯那个场面的拍摄，正是因为这种手段的成功运用而使其成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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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艺术的典范。库里肖夫、维尔托夫、普多夫金对电影艺术规律的探索与实验。 

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特征：①在题材内容上，新现实主义者总是把镜头对准战争期间和战

后意大利的社会现实；②在形象塑造上，新现实主义影片总是通过普通人真实生活遭遇来反映意大

利当时社会的种种现实问题；③在影片拍摄上，新现实主义电影发展了一整套最大限度地追求真实

的拍片方法，诸如：主张“用日常生活事件来代替虚构的故事”；反对“表演”，尽量起用非职业

演员；提倡走出摄影棚，到现实生活的真实场景中去拍摄。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地位和影响。 

六、法国“新浪潮”运动 

早在 20 年代以法国为中心的先锋运动，作为世界电影史上第一次革新运动，提出反情节、反

理性的主张，则是对电影戏剧化的最早冲击。继新现实主义流派之后，50年代后期到 60年代初兴

起的法国新浪潮运动，追求的是与传统结构完全背道而驰的随意性结构，形成了世界电影史上规模

巨大的第三次革新运动。 

法国新闻界把 1958 年至 1959 年间涌现的一股由不知名的青年人竞相拍摄影片的热潮称之为

“新浪潮”。 

“新浪潮”电影的基本特征：第一，新浪潮导演们在摄制影片中明显表现出的制片技术和方法

上的革新。第二，新浪潮导演们提倡在电影创作中展示导演的个人风格，鼓吹“作者论”。第三，

在结构形式和表现手法上，新浪潮导演们表现了彻底的反传统精神。 

影响与启示。 

左岸派评析。 

七、新德国电影运动 

新德国电影运动。20 世纪 60 年代初出现的旨在振兴德国电影的运动。由 26 位德国青年电影

创作者，联名发表的《奥伯豪森宣言》，成了联邦德电影的转折点。60 年代中期，新德国电影运

动掀起了第一个创作高潮。新德国电影的真正复兴是七八十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有文德斯、赫尔措

格、法斯宾德和施隆多夫等人。内容上表现出对富裕的联邦德国社会中资产阶级的踌躇满志、无所

作为的消极心态的极大愤慨，镜头中洋溢着高昂的革新热情并不时闪射出人道主义精神的光辉，启

发人们对于德国历史的反思和对德国现实的思考。 

八、现实主义成为主潮的“现代电影” 

第三节  美国好莱坞电影和当代其他国家电影简况 

一、美国好莱坞电影 

三四十年代是美国好莱坞电影的鼎盛时期。经历了 20年代以来激烈的竞争和兼并以后，到 30

年代初期，好莱坞的电影生产和发行，形成了由八大公司垄断的格局。 

为了追求高额利润，强化商业价值，好莱坞形成了制片厂制度、明星制度和类型电影的创作方

法等一整套固定的模式。 

1．制片厂制度 

（1）细密分工，流水作业 

（2）制片人专权 

（3）“垂直控制”的发行系统 

20年代末，八家超级大制片公司是从制片、发行到放映的“垂直控制”的垄断性企业。 

2．明星制度 

3．类型电影 

类型电影是电影艺术走向商品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制片商为了牟取高额利润，经常揣摸观众心

理，迎合观众欣赏趣味，体察市场动向，一旦发现某部影片受到观众欢迎，就加以临摹仿制，生产

出一批题材样式基本相似的影片，这就逐渐形成了类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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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70年代初以来，美国电影经历了困顿和低谷之后，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由旧

好莱坞走向新好莱坞。新好莱坞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对影片内容真实性的追求，现实主义倾向有所加

强，不同程度地触及一些大大小小的敏感的社会问题。题材内容日益广泛，艺术上有新发展，形成

了多元化的格局。 

二、当代的欧洲电影、伊朗电影、日本电影、韩国电影、越南电影简况（自学）学习目标：使

学生了解世界电影百余年历程中所走过的艺术之路，识记期间涌现的推动电影艺术发展的重大的创

作思潮和代表人物，体悟世界电影发展的脉络和规律。 

学习目标： 

1. 了解世界电影百余年历程中所走过的艺术之路。 

2. 识记期间涌现的推动电影艺术发展的重大的创作思潮和代表人物。 

3. 体悟世界电影发展的脉络和规律。 

第四节  旧中国电影（1905～1949） 

一、第一代电影人：民族电影意识初萌·郑正秋 

1．教化电影观念与家庭伦理情节剧 

郑正秋早期的电影宗旨。 

2．正秋的选择（文明戏的题材）。 

3明星影片公司的选择（《难夫难妻》与《孤儿救祖记》的成功）。 

4．作为类型的家庭伦理情节剧（人物谱系：严父、慈母、歹夫、怨妇、孝子；叙事框架：歹

夫的道德危机，严父与孝子联合克服）。 

5．家庭伦理情节剧的文化含义：社会改良（歹夫一代的无力承担，通过道德教化，从过去和

将来中找寻希望）的时代关切；穿透民族心理的历史叙事。 

6．家庭伦理情节剧与民族电影类型 

从郑正秋到蔡楚生到谢晋；从《姊妹花》（1933）到《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到《天云山

传奇》（1980）；最成功的票房保证：最煽情的中国电影；最大量的本土观众；最良好的意识形态

环境：最多的政府奖励；最好的群众口碑；最有前景的大陆电影类型：类型策略的历史选择。 

7．侯曜、史东山等其他第一代中国电影人对伦理道德的影像阐发。家庭/伦理片、历史/古装

片、武侠/神怪片等类型影片的道德诉求。 

二、第二代电影人：东方美学与中国电影的经典创造·费穆 

1．费穆其人 

2．费穆电影里的传统文化 

A《天伦》、《小城之春》里的“礼”。 

B《斩经堂》、《生死恨》等戏曲片：作为传统文化的影像。 

C《天伦》、《小城之春》里的“意境”。 

D《小城之春》里的中国戏曲美学蕴涵。 

3．电影：东方电影诗学 

A娴熟电影技巧（好莱坞、苏联电影影响：流畅叙事与对比蒙太奇） 

B浓郁的民族风格（题材中国化、导演的诗词绘画戏曲手段、镜头与画面的温厚：平远长单、

意境营造） 

C深刻的文化心理（情感欲望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冲突，“发乎情、止乎礼”的东方文化心理） 

4．孙瑜、蔡楚生、史东山、吴永刚、沈西苓、沈浮等第二代中国导演的民族意识，《神女》、

《马路天使》、《小城之春》、《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的古典美学。 

第五节  新中国电影（1949～  ） 

一、第三代电影人：民族电影探索成就·谢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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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谢晋其人 

2．主流电影形态 

A政府鼓励：十七年 11部；文革 3部（《海港》、《春苗》、《磐石湾》）“样板戏电影”；

新时期 16 部：获文化部优秀影片、金鸡奖、华表奖 6 部/次；1998 年获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

奖。 

B观众支持：获大众电影“百花奖”5部/次；《红色娘子军》、《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

等影片的票房业绩。 

C学者关注：“谢晋电影模式”探讨（1987年）；谢晋电影研究。各种批评模式的运用：伦理、

社会、政治、美学、电影本体、文化。 

3．民族电影元素 

A主流思想+家庭伦理+动人情感+曲折情节 

B 选材：政治晴雨、大众心理；结构：家与国的故事；音乐、变焦：煽情策略；情节：历史、

时代与人生的巨大变迁。 

C政治与道德的置换策略 

作为目的的“国”；作为手段的“家”；作为中介的“伦理”。 

家与国的置换；道德与政治的置换。 

政治所需、大众所求 

二、第四代导演的历史意识及其在中国电影史上的独特地位 

1．第四代的界定 

2．诗化历史：第四代导演的主体意识 

（一）时空复现的叙事策略 

（二）温柔敦厚的影像表达 

（三）身心投入的情感结构 

3．第四代导演的艺术取向 

A 吴贻:弓：诗意风格和人文内涵  “散文电影”《城南旧事》（1982）。 

B杨延晋：直面现实，展示伤痛 

C乡村电影导演：胡柄榴、吴天明 

D“第四代”当中的活跃分子：黄健中、腾文骥和谢飞 

E“第四代”女导演 

三、第五代心得：影像、民族与历史 

1．第五代其人 

2．整体艺术倾向 

A影像：质感、力度（造型、空间） 

B民族：反思、批判（文化、人性） 

C历史：静观、重构（悲剧、体验） 

3．张艺谋民族电影奇观 

《红高粱》、《菊豆》、《活着》、《英雄》 

民俗：作为老中国的象征 

传奇：在文化与资本之间 

商业：导演品牌的营构 

4．陈凯歌、黄建新、周晓文等导演的电影特色 

四、第六代：存在、个体与尘世关切 

1．张元、王小帅、贾樟柯等导演的艺术探索 

2．与第五代的比较 

第六节  港台电影 



11016 

一、香港电影 

香港电影起步较早，初期发展却相当缓慢。1913 年到 1933 年仅摄制了 28 部无声影片。1933

年后开始拍摄有声电影，以“粤语片”形成了地域特色。 

1．分期 

初创；黄金；转型；繁荣；90年代以来 

2．代表导演 

李瀚祥和的导演艺术；王家卫电影；吴宇森电影；许鞍华电影 

二、台湾电影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好莱坞类型电影是怎样形成的？它在创作上的主要倾向是什么？ 

2．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勃兴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其艺术特点表现在哪些方面？它作为一种

运动意义何在？ 

3．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基本特征表现在哪些方面？它对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 

4．谈谈你对当代韩国电影的看法。 

5．中国 30年代电影的基本经验有哪些？ 

6．谈谈 40年代后半期中国电影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经验。 

7．评价第五代导演的创新和成就。 

8．谈谈你对王家卫影片的看法。 

9．为什么说娱乐影片的兴起不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也表明了中国电影的进步？ 

拓展阅读文章及网站 

拓展阅读书目 

1．彭吉象：《影视鉴赏》，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2．[法] 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5年 09月版。 

3．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 译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年 05月版。 

4．邵牧君：《西方电影史概论》，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4年 4月版。 

5．游飞，蔡卫：《世界电影理论思潮》，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02年版。 

6．李幼蒸：《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年 10月版。 

7．张凤铸：《影视艺术前沿：影视本体和走向论》，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1999年版。 

8．李少白：《影史榷略》，化艺术出版社 2003年版。 

9．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0年版。 

10．李道新：《中国电影史学建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年版。 

知识单元 3：第三章 影视剧作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影视剧作的地位及特性 

一、剧作的涵义及地位 

1．影视剧作的涵义 

一般包括影视剧本、影视分镜头剧本和影视完成台本等三种不同的形式 

2．影视剧作的地位 

贝拉•巴拉兹、黑泽明、夏衍等的观点。 

二、影视剧作的特性 

1．具有银幕表现的视觉造型性 

影视剧作的视觉造型性主要体现于人物造型和环境造型两个方面。人物造型主要依赖于人物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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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内心世界的“物化”。环镜造型主要依赖于场面的选择和气氛的渲染。 

2．对声音元素的规定性 

影视中声音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对话。由于影视是以视觉为主，听觉为辅的艺术，它的视觉表现

手段比之戏剧要强有力得多，因此，凡能用视觉表现的要尽量不用对话。 

影视音乐。音响。 

3．蒙太奇思维的必要性 

第二节  剧作的创作要素 

一、前提的设置 

1．前提的设置必须独特、集中，只有这样才能被安置于梗概中。梗概是简明扼要地勾勒出整

部电影故事的一两句话，类似于凤凰卫视电影台或 CCTV6节目导视里的介绍词。 

2．对于风格的把握务必要保持清晰一致，故事的主干必须一目了然，而情节发展的驱动力则

必须真实可信，足以使人物的行为得到观众的认同。 

3．人物角色必须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易于动人，适于出演。 

4．故事本身要为人物提供有待克服的冲突和苦恼。 

5．文体必须反映出你对影视摄制用语的理解。 

6．一般影视剧的梗概能暗示出是如何处理故事中人物的驱动力的，虽然往往用精练的一两句

话，就能揭示出剧中角色特有的冲突，并能马上引起观众的兴趣。 

影视示例。 

二、故事的创作 

1．类型和主题 

主题的含蓄性、多义性、深刻性和独特性。 

2．情节模式 

影视剧作的情节一般也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等基本环节，有的还有序幕和尾声。 

20世纪初期，法国戏剧家乔治·波尔蒂总结出 36种戏剧情节套路。这里列举如下模式： 

A爱与浪漫—— 

B危难与幸存—— 

C复仇—— 

D成功与成就—— 

E探究与追寻—— 

F团体和家庭纽带—— 

G奇幻—— 

H回归—— 

第三节  人物塑造和结构 

一、人物性格的构成 

1．性格的现实依据 

2．人物性格的情感渗透 

3．人物性格的现实性与情感性的统一 

二、不同的性格类型 

1．扁平人物 

所谓扁平人物，又叫类型人物，按照福斯特的说法，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造

出来的”，其性格特征是单一的。 

2．圆形人物 

所谓圆形人物，是指那些综合了社会地位、思想立场、情感方式、精神面貌、气质特征等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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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和各种形体外貌因素的形象。他们比扁平人物更丰满、更生动、更具有审美价值。圆形人物的

性格特征，除多面性（即丰富性）外，还有其非稳定性（即发展变化）的一面。 

三、人物及其关系的设置 

（一）主次及群像式人物的设置 

1．主要人物 

2．次要人物 

3．群像式人物 

（二）人物关系的设置 

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作为社会生活反映的影视剧作的人物关系设

置的方式自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最基本的是从性格对比的角度设置人物关系。 

四、人物性格的刻划 

性格是人物的灵魂，看到了性格，就看到了人，抓住了性格，人物就活脱了。 

1人物设置好特定的情境 

情境应成为人物行动的必然依据。 

2．描写好人物在特定情境中的动作 

如果说情境是使性格得以充分展示的依据，那么动作则是展现性格的手段。动作包括外部动作

和内部动作两个方面。 

外部动作： 

内部动作： 

五、“方法派编剧” 

下面这些方法可用来加强角色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1．终极目标 

是塑造人物 的主要因素。每个人物，无论在镜头中出现的时间多么短暂，也必定有个重要的

目标有待他完成。这个因素自然将每个角色彼此区分开来。 

2．动作串联线 

动作串联线是一种概念化的长线，它能显示出每个角色是否能严丝合缝地嵌如你的主要目标

中。 

3．人物意图 

意图代表了每场戏中人物的客观行为。每场戏的意图可能各不相同，甚至一场戏中也未必保持

统一的意图——如果有适当的动机。意图的表现。 

4．人物动机 

动机解释了这个人为什么要达成那个意图。角色的可分析性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多层面了解人物

的机会，同时也为人物的言行烙印上独有的人性色彩。它有助于传达每个角色情感深处的潜台词。 

5．人物的紧迫感 

紧迫感同意图和动机的概念密不可分。它告诉观众这个人物是多么急切地渴求着达成目标、实

现愿望。其中规律：紧迫感愈强烈，戏剧冲突就愈激烈。如果一个人十分渴望实现某个目标，而且

要在前进的旅途中克服重重险阻，此时，戏剧张力就会逐级地升华为情感张力。 

6．人物的处境 

处境是人物在某特定场景中心理和物理状态的综合。只有把客观的既定条件与人物心理、行为

和心态合为一体，剧本中的世界才会更加鲜活逼真。 

7．在场景中每时每刻都营造出真实感 

人物对于其在一场戏中所经历的事情的反应一定要给人真实感。包括一场戏中所有的细节，同

时也包括其他人物的印迹、客观环境的作用以及人物每时每刻的心理现状。特别是一些人物私秘时

刻是建构人物内心情感的重点所在，要让观众真切地感受到这些人物是多么的体贴、残暴、可笑、

温柔、不安。将脆弱性和人情味融入每个角色，使人物更容易为观众所认同，令他们的行为举止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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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层次感和立体感。 

8．“如果……怎样”法 

在一部优秀的悬疑片剧中，往往人物身上充斥着各种超乎寻常的转折点——情节中的意外和变

向、掩人耳目的假相、难以预知的事件。 

“如果……怎样”法可以用来制造新鲜的意外，在剧情推进的过程中，“如果……怎样”问的

越多，人物可能会越鲜活、越有魅力、演绎性越强。当然也要把握好度。 

性格弧线。 

六、影视剧作的结构 

1．影视剧作结构的含意 

2．戏剧式结构的基本特征 

3．散文式结构的基本特征 

4．小说式结构的基本特征 

5．中国心理电影和两方意识流电影学习目标：使学生了解影视剧作的涵义及其在影视艺术创

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熟悉影视剧作的元素与技巧。 

学习目标： 

1. 了解影视剧作的涵义及其在影视艺术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2. 熟悉影视剧作的元素与技巧。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谈谈影视剧作分析需要把握的要素？ 

2．影视剧作如何设置人物关系？设置人物关系应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 

3．要塑造具有真实感和表现力的人物要注意哪些因素？ 

4．戏剧式结构的影视作品的长处和短处何在？ 

本章拓展阅读书目 

1．[美]理相德·A.布鲁姆：《电视与银幕写作：从创意到签约》徐璞 译，华夏出版社 2003年

版。 

2．夏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7月版。 

3．汪流著：《电影剧作结构样式》，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1999 年版 

4．陈吉德著：《影视编剧艺术》，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06年版 

5．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 结构 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年 9

月版 

6．悉德﹒菲尔德（Syd Field） ：《电影剧作者疑难问题解决指南:如何去认识，鉴别和确定

电影剧本写作中的问题》，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2年版 

7．刘立滨：《电影剧作教程》，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4年版 

8．[法]让·克洛德·卡里叶尔 帕斯卡尔﹒博尼茨：《剧作练习——法国影视教材》，中国电影

出版社 2001年版 

9．菲尔德：《电影剧本写作基础：从构思到完成剧本的具体指南》，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2年版 

10．周涌：《影视剧作元素与技巧》，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1999年 6月版。 

知识单元 4：第四章 影视艺术的影像：构图与景别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构图 

一、镜头的界定 

马尔丹的经典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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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拍摄角度讲： 

从剪辑角度讲：  

从观众角度讲： 

二、构图 

“画格”构图的理论探讨，即画格的写实性、表意性、隐喻象征意义、符号学意义等方面的探

讨。巴赞、爱森斯坦、米特吕、克拉考尔等人的著作多有论述。 

三、构图的美学原则 

1．美学原则 

2．主题服务原则 

3．变化原则 

四、关于封闭性构图 

五、构图观念的变化 

其一，由于影视运动特性，一些人认为所谓构图的均衡、完整、统一不再体现在一幅幅单一的

画面上。 

其二，随着影视空间观念的变化，画面结构的理解也和过去不同。 

第二节  景别 

一、景别的划分 

1．景别划分所指的对象应该是是被摄主体； 

2．通常的作法是以画格中截取成年人身体部分的多少为划分的标准。 

二、景别类型 

1．远景镜头 

摄影（像）机离拍摄对象比较远，画面开阔，景深悠远。 

作用：A介绍环境。B抒情。 

远景拍摄的影响因素： 

①、季节因素： ②、时间因素：③、天气因素④、机位、光线因素： 

2．全景镜头 

表现成年人的全身或场景全貌的影视画面。 

3．中景镜头 

表现成年人膝盖以上或场景局部的画面。 

4．近景镜头 

表现成年人的胸部以上或物体局部的影视画面。 

处理全景、中景、近景这些常用镜头需要注意： 

A这三类镜头中，全景往往是拍摄一场戏的总角度。它制约着这一场戏中的所有的分切镜头的

光线、影调、色调、以及被摄对象的方向和位置。 

B由于中景是表演场面中的常用镜头，所以全景、中景、近景这三类常用镜头中，中景又是”

常用中的‘常用”。所以，处理中景镜头时，要使人物和镜头调度富于变化，同时还要使构图新颖

完美。所以，在一部常规影片中，中景处理的好坏，往往是决定这部影片影像成败的关键。 

5．特写镜头 

特写是电影元素中的一种特殊元素，它多用来表现人的头部，和被摄主体的细部。 

特写元素在影视中的作用探讨。 

特写与“好莱坞的介绍方式”。 

景别元素的简单评价。 

景别的主观性。 

景别决定影视作品的风格。如戏剧性因素较强的影片，（不论是商业片还是艺术片），它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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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要运用或者说是依赖近景、特写等较小的景别，来突出其戏剧化特征，来把观众带入其波澜曲折、

催人泪下的戏剧化情境；与它相反，戏剧性因素较弱，追求生活化的电影，它们则也必然更多地使

用全景、远景等较大的景别，来减弱人为的戏剧化的倾向，把观众带入那种朴实自然、具有浓郁生

活气息的非戏剧化情境。学习目标：了解影视艺术的构图、景别的美学原则和相关规律。 

第三节  运动 

一、运动的构成 

影视的运动主要由两方面组成：被摄对象运动；摄影机运动。 

影视的运动又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 

1．被摄对象运动： 

2．摄影机运动： 

3．综合运动： 

二、摄影机运动的主要方式 

三、运动在影视中的作用（摄影机运动） 

1．使影片形成一种“动”的美感。摄影机的推拉摇移跟，使影像富于变化，避免了呆板和僵

化。 

2．增加了影片的真实感。自然界万物，特别是人，主要是以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摄影机

的运动使电影更接近生活中的自然形态。 

3．“运动”能造成强烈的“视觉刺激”，所以，它是商业片实现票房价值的一种重要手段。有

些商业片的片种就是建立在运动元素的基础之上的，如武打片、警匪片、追逐片等等。 

4．摄影机的运动是实现“长镜头效果”的重要手段。而长镜头效果又可以使影片具有纪实主

义作品的美学特征和艺术魅力。 

四、“长镜头创作方法”与“蒙太奇创作方法” 

世界电影创作有两大体系：“长镜头创作方法”与“蒙太奇创作方法”。 

1． 两种创作方法的不同： 

A 剧化与生活化（作品的审美特征）：戏剧化与生活化是众多艺术作品所呈现的两种主要的审

美特征。 

B 表现与再现（艺术家的创作态度）：表现与再现是艺术家反映生活、进行艺术创作的两种主

要创作状态。 

C 导师与朋友（制作者与欣赏者的关系）：一个是居高临下的指点江山，一个是朋友式的相互

交流。 

D“写”与“读”（时代特征） 

2． 两种创作方法的文化、哲学背景： 

A“镜”与“窗”——审美需求： 

B理性与感性——把握方式 

C、西方与东方——世界构成。 

3． 两种创作方法的优势与劣势。 

“长镜头的创作方法”： 

 “太奇的创作方法”： 

五、影视中的运动处理 

创作中如何处理运动元素（主要指摄影机运动）： 

1．总的运动风格： 

2．具体人物的运动处理： 

3．具体场景、具体段落的运动处理： 

4．现场能够为运动提供的可能性与观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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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角度 

一、镜头角度与视点的划分 

摄影机的拍摄角度主要指镜头与水平之间的夹角，通常有三种： 

平拍－－ 

俯拍－－ 

仰拍－－ 

镜头的视点指的是镜头所模拟的眼睛，也有几种： 

客观镜头－－ 

主观镜头－－ 

正反打镜头－－ 

鬼视点－－ 

动物视点－－ 

二、角度在影视中的作用 

三、角度与景深 

1．清晰区与模糊区 

2．全景深 

四、角度与镜子 

镜子作为道具： 

1．镜子为电影观众提供了双表演区。 

2．镜子是现实与非现实、现实与艺术的交汇点。 

3．镜子是冥冥中洞察一切的一双眼睛。是肉眼凡胎的人通往灵魂，通往上帝的神秘通道。 

五、角度与艺术学习目标：了解影视艺术镜头应用的角度和运动的相关原则和规律。 

学习目标： 

了解影视艺术的构图、景别的美学原则和相关规律。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影视影像中的运动主要由哪些方面的内容构成？ 

2．举例说明推、拉、摇、移、跟在电影中的作用？ 

3．谈谈你理解的长镜头创作方法和蒙太奇创作方法 

4．镜头的角度主要有哪些变化？ 

5．举例说明，不同的角度会产生什么不同的艺术效果？ 

拓展阅读书目 

1．马赛尔·马丹尔：《电影语言》（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0年 11月版） 

2．许南明、富澜、崔君衍：《电影艺术词典》（修订版），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 

3．颜纯钧：《电影的读解》（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6年 5月版） 

4．苏牧：《荣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年出版 

5．张会军：《影像造型的视觉构成：电影摄影艺术理论》，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2年版。 

6． [美] 史密斯：《影像设计：摄影构图技巧》，薛林，杨丽杰 译，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年版。 

7．[英]沃德：《电影电视画面：镜头的语法》，范钟离，黄志敏 译，华夏出版社 2004年版。 

8．葛德：《电影摄影艺术概论》，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5年版。 

9．刘书亮：《影视摄影的艺术境界》，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03年版。 

10．郑国恩：《影视摄影艺术》，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11．张会军，穆德远：《银幕创造：与中国当代电影摄影师对话》，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0年版。 

12．黄匡宇：《当代电视摄影制作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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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5：第五章 影视艺术的影像：光和色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光效 

一、光效 

马赛尔•马尔丹：光线“是创造画面表现力的决定因素”；“对于一部影片来说，照明的‘电影

性’是它取得艺术威望的丰富合法的源泉。”光线于影视摄影不但是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而且也

是影视艺术家的一种潜力巨大的表现手段。因此追求光线效果便成为影视摄影（像）艺术家奋斗的

目标。 

（一）光效及其种类 

所谓光效，是自然光和人工光在客观环境里及画面中产生的各种效果。它是影视表现时空现实

的重要艺术元素。光效可分如下两类： 

1．按光源划分： 

自然光：阳光、天空光的照明； 

人工光：灯光的照明。 

2．按光线的性质划分： 

散射光（软光）； 

直射光（硬光）； 

3．按造型的性质划分： 

主光： 

A、照明被摄物的主要光线，它决定着该场景中的总的照明的格局； 

B、多用硬光，并且它使被摄物有明显的阴影； 

副光： 

A、它是辅助主光的光线，它主要用来对主光照明被摄物所产生的明显的阴影提供适当的照明，

（注意不应把阴影全部消除，还应使被摄物的阴影部分有一定的造型效果）。 

B、多用软光（散射光）。 

4．按光位划分： 

顺光（正面光）优点： 

侧光： 

逆光： 

顶光： 

脚光： 

5．从美学角度分，有风格化的绘画性光效和纪实的自然性光效两种。 

风格化的绘画性光效，又叫“戏剧光效”或装饰性光效，是指人物形象及环境的修饰、美化和

对细部加工的光效。其特点在于画面应具有绘画性或戏剧舞台照明的光线造型效果。这种光效，较

多地带有影视创作者的主观色彩，用光考究，”舞台味”较浓。但造型细腻、精美，富有立体感，

装饰性强。 

纪实的自然性光效，又称”写实性光效”，追求自然光效的照明，其特点是：强调光源的投射

方向，光源的强弱明暗变化，要有生活的依据，要同银（屏）幕表现的自然环境相统一。 

（二）光效的造型功能 

曝光作用；造型功能；造型作用；构图作用；戏剧作用。 

（三）投影和影调 

1．投影 

光线投射在被摄对象上而产生的阴影，谓之投影。它在影视片中经常可以见到，其作用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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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银（屏）幕空间。（2）制造悬念，暗示情节。 

2．影调 

影象所表现的景物的明暗层次。它是摄影构成可视形象的基本要素，是处理造型、构图以及烘

托气氛、表达情感的重要手段。 

亮调、暗调、硬调、软调、中间调 

第二节  色彩 

一、色彩的总体把握 

为了让色彩真正进入“角色”，影视艺术家必须对色彩作总体把握。 

1．确定影视片的色彩基调 

所谓色彩基调，是指一部影视片色调构成的总倾向。也就是以一种颜色或几种邻近颜色为主导，

使全片呈现某种和谐、统一的色彩倾向。它赋予影视片或明快或压抑或庄重等总的气氛。它是彩色

影视摄影艺术的一个重要表现手段。 

2．设计全片色彩总谱 

3．各个画面的色彩设计。 

4．局部色相设计 

为了表现主题刻意赋予某人物（往往是他们的服饰）以特殊的色彩；为了表现主题刻意赋予某

物体以特殊的色彩。赋予某人物或者物体以特殊的色彩的时候，应注意以下两点： 

Ａ、尽量使它出现的自然，不露或少露人为的痕迹； 

Ｂ、注意作为背景或陪衬的周围环境人或者物的与这些特殊色彩的搭配，使画面均衡、协调，

符合构图美的要求。。 

5．彩色片、黑白片交替出现 

出于结构的需要，或者是出于主题的需要是否在影片中安排彩色片、黑白片交替出现。 

二、色彩的剧作功能 

1．塑造人物形象 

2．显示人物的心绪 

3．点明时空变化 

4．暗示情节发展。 

5．传达主题思想学习目标：了解影视艺术光效的种类及其造型功能；了解影视艺术作品色彩

的总体把握原则及其剧作功能等。 

学习目标： 

1. 了解影视艺术光效的种类及其造型功能。 

2. 了解影视艺术作品色彩的总体把握原则及其剧作功能等。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什么是风格化绘画性光效？其特点如何？ 

2．光效的造型功能表现在哪些方面？ 

4．举一部你认为色彩处理有特点的影片，谈它好在哪里？ 

4．色彩在电影中有什么作用？ 

拓展阅读书目 

1．马赛尔·马丹尔：《电影语言》（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0年 11月版） 

2．许南明、富澜、崔君衍：《电影艺术词典》（修订版），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 

3．颜纯钧：《电影的读解》（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6年 5月版） 

4．[美] 维尔《影视照明》，方捻，方针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5．张会军：《影像造型的视觉构成——电影摄影艺术理论》，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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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 史密斯：《影像设计：摄影构图技巧》，薛林，杨丽杰 译，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年版。 

7．苏牧：《荣誉》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年出版 

8．[英]沃德 ：《电影电视画面：镜头的语法》，范钟离，黄志敏 译，华夏出版社 2004 年

版。 

9．葛德：《电影摄影艺术概论》，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5年版。 

10．刘书亮：《影视摄影的艺术境界》，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03年版。 

11．郑国恩：《影视摄影艺术》，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12．张会军，穆德远：《银幕创造：与中国当代电影摄影师对话》，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0 年

版。 

13．邵长波：《电视色彩创作技巧》，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03年版。 

知识单元 6：第六章 影视艺术的剪辑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剪辑的相关概念 

一、影视剪辑的作用和意义 

苏联导演普多夫金：“拍摄电影’这种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应该把这种说法从电影术语中取

消。电影不是拍摄成的，而是剪辑成的。” 

作用：1．表现一种特殊的电影的时空关系：即压缩时空和延伸时空。2．调整影片的节奏。3．蒙

太奇作用 

二、影像剪辑的几个术语 

1．剪接点：上个镜头与下个镜头中间的那个交接点。好的剪接点能使前后的镜头衔接自然流

畅。寻找好的剪接点，是电影剪辑的主要内容之一。 

2．光学技巧剪辑： 

通过光学印片方法和其它方法的特殊处理，连接前后两个镜头。如： 

①、淡出、淡入（渐显、渐隐）：②、化出、化入：③、“划”（划出、划入）：④、叠印： 

⑤翻页 ⑥停帧 ⑦运用空镜头 

3．无技巧剪辑： 

即“切”（跳切）：前后两个镜头不借用任何光学技巧直接相接。 

四种无技巧转场的方式及其运用特点。 

利用反差因素、利用遮挡元素、利用景物镜头、利用声音：A、利用声音过渡的和谐性自然转

换到下一段落中，其中，主要方式是声音的延续、声音的提前进入、前后段落声音相似部分的叠化。

B、 利用声音的呼应关系实现时空大幅度转换。C、利用前后声音的反差，加大段落间隔，加强节

奏性。 

其他的无技巧转场说法： 

相同主体转换——一 

主观镜头转场—— 

特写转场—— 

承接式转场—— 

动势转场—— 

三、影像剪辑的蒙太奇思维 

1．类型 

（一）叙述性蒙太奇 

以交代情节、展示事件为主旨的一种蒙太奇类型。按照情节发展的时间流程、逻辑顺序、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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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来分切组合镜头、场面和段落，表现动作的连贯，推动情节的发展，引导观众理解剧情。它

是影视艺术中最基本的、常用的叙述方式。优点是脉络清楚、逻辑连贯，明白易懂。叙述性蒙太奇

根据叙述方式一般可进一步细分： 

A连续蒙太奇 

在影视艺术中用得很普遍，就象通常讲故事、说评书惯用的方式一样，沿着一条单一的情节线

索，按照事件的逻辑顺序，有节奏地连续叙述，表现出其中的戏剧跌宕。 

A其优缺探讨。 

B颠倒蒙太奇 

C复现式蒙太奇 

D平行蒙太奇 

E交叉蒙太奇 

（二）表现性蒙太奇 

以加强艺术表现力和情绪感染力为主旨的一种蒙太奇类型。它以镜头的对列为基础，通过相连

或相叠镜头在形式上或内容上相互对照、冲击，从而产生一种单独镜头本身不具有或更为丰富的涵

义，以表达情绪，表现寓意，揭示含义，激发观众的联想，启迪观众思考。 

A对比蒙太奇 

B隐喻蒙太奇 

C心理蒙太奇 

D抒情蒙太奇 

2．常见蒙太奇连接技巧 

蒙太奇连接技巧是指影视艺术片各场面之间、段落之间、层次之间的组接方法，是结构一部影

视片时所要掌握的相当重要的艺术技巧。 

A人物式 

B动作式 

C物件式 

又称道具式。指用同一物件或道具把两个镜头（或两段）连接起来。 

4．相似式 

指将上下镜头按某画面的相似点连接起来。相似式连接能使镜头组接流畅。它包括两种情况：

（1）上下两个镜头包含的是同一类物体；（2）上下两个镜头所摄主体在外形上相似。 

D对话式 

E画外音式 

F音乐式 

G音响式 

H叫板式 

I反叫板式 

3．蒙太奇与长镜头共存 

蒙太奇和长镜头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 

第二节  剪辑的基本原则 

一、镜头的组接规律 

1．镜头的组接必须符合观众的思想方式和影视表现规律 

镜头的组接要符合生活的逻辑、思维的逻辑。生活逻辑原则。叙事逻辑原则。 

2．景别的变化要采用“循序渐进”的方法 

循序渐进地变换不同视觉距离的镜头，可以造成顺畅的连接，形成了各种蒙太奇句型。 

——前进式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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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退式句型：  

——环行句型： 

同一机位，同景别又是同一主体的画面的组接原则。 

3．镜头组接中的拍摄方向，轴线规律 

所谓的“轴线规律”是指拍摄的画面是否有“跳轴”现象。在拍摄的时候，如果拍摄机的位置

始终在主体运动轴线的同一侧，那么构成画面的运动方向、放置方向都是一致的，否则应是“跳轴”

了，跳轴的画面除了特殊的需要以外是无法组接的。 

假想轴线；反打。 

4．镜头组接要遵循“动接动”、“静接静”的规律 

5．镜头组接的时间长度 

首先是根据要表达的内容难易程度，观众的接受能力来决定的，其次还要考虑到画面构图等因

素。另外，一幅或者一组画面中的其他因素，也对画面长短直到制约作用。 

6．镜头组接的影调色彩的统一 

7．镜头组接节奏 

二、声音的剪辑 

1．声音的组合 

声音组合即是几种声音同时出现，产生一种混合效果，用来表现某个场景。如表现大街繁华时

的车声以及人声等等。但并列的声音应该有主次之分的，要根据画面适度调节，把最有表现力的作

为主旋律。 

2．声音的并列 

将含义不同的声音按照需要同时安排出现，是它们在鲜明的对比中产生反衬效应。 

3．声音的遮罩 

在同一场面中，并列出现多种同类的声音，有一种声音突出于其他声音之上，引起人们对某种

发生体的注意。 

4．接应式声音交替 

即同一声音此起彼伏，前后相继，为同一动作或事物进行渲染。这种有规律节奏的接应式声音

交替，经常用来渲染某一场景的气氛。 

5．转换式声音交替 

6．声音与“静默”交替” 

 三、连接镜头与穿插镜头 

美国导演唐·利文斯顿把影像剪辑中的镜头分为两大类：连接镜头与穿插镜头。 

1．连接镜头： 

在一个叙事单元中，后一个镜头包括前一个镜头中的一部分内容。一部电影是由许多相对独立

的叙事单元组成。一个叙事单元又是由许多在不同场景拍摄的镜头组成。那么，在一个叙事单元的

这一组镜头中，为了保持动作和叙事的连贯，使观众觉得“不跳”，这一组镜头主要应该由连接镜

头组成。 

2．穿插镜头： 

在一个叙事单元中，这一个镜头不包括它的前一个镜头中的一部分内容。 

穿插镜头在电影中的作用： 

①延长或缩短某个动作的表现时间（延长或缩短时空）。“奥德萨台阶”。 

②使影像的表现丰富和富于变化。 

③作“掩护镜头”。在组接镜头的时候，如果发生场景、人物的不连接以及种种前后不一致的

时候，可以插入一些穿插镜头来充当”掩护镜渡，把观众从这个主体引向另一个主体。学习目标：

概述影视编辑的工作性质内容、手段及目的；探讨蒙太奇这种影视语言的思维方法及叙事方式、影

视画面的组接原则和技巧；阐明影视编辑中场面过渡的方法及声画组合原则方法。使学生了解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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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片种剪辑创作 的基本理论和具体技巧、方法。 

学习目标： 

1. 了解影视编辑的工作性质内容、手段及目的。 

2. 掌握蒙太奇这种影视语言的思维方法及叙事方式、影视画面的组接原则和技巧。 

3. 了解影视编辑中场面过渡的方法及声画组合原则方法。 

4. 了解影视各片种剪辑创作 的基本理论和具体技巧、方法。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选一段具有剪辑意识的电影剧本，谈如何理解剪辑应该体现在剧本阶段？ 

2．何为剪接点？ 

3．何为连接镜头？何为穿插镜头？ 

4．何为假想轴线？何为真假反打？ 

5．连接好前后两个镜头，应该注意做到哪些内容？ 

6．何为蒙太奇句子？ 

7．试述影视镜头衔接的方法及镜头、镜头段落转换的技巧。 

8．简析影视编辑的逻辑原则。 

拓展阅读书目 

1．马赛尔·马丹尔：《电影语言》（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0年 11月版） 

2．《电影艺术词典》（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6年 12月版） 

3．《电影的读解》（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5年 4月版） 

苏牧：《荣誉》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0年出版 

傅正义：《影视剪辑编辑艺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3年版。 

詹宏：《影视制作与编辑综合实训》，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5年 10月版。 

段晓明：《影视编辑学》，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年 12月版。 

[英]卡雷尔·赖兹、盖文·米勒《电影剪辑技巧》。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1998版。 

李停战，周炜：《数字影视剪辑艺术与实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年 05月版。 

张晓锋；《电视编辑思维与创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2年版。 

黄著诚：《实用电视编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0年版。 

知识单元 7：第七章 影视批评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影视批评的功能、特征、类型与形态 

一、地位 

1．从影视艺术传播的角度来看 

2．从艺术学科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 

二、功能 

在三大关系中体现影视批评的具体功能：批评与创作的关系、批评与观众的关系、批评与批评

的关系。 

三、标准 

1．思想标准： 

主题、内涵、意蕴 

2．艺术标准： 

艺术性＝艺术形式＋艺术技巧＋艺术修养 

3．娱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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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批评要求”以影视的方式来研究影视”，要考虑到其大众化的特色。 

视听享受、心理满足、精神陶冶。 

四、类型 

影视批评一词被用来描述各种关于影视的写作。其中新闻性评介和学术性批评的区别可以表现

在以下六个方面： 

（1）读者（2）风格（3）时间性（4）词汇（5）长度（6）论证 

第二节  影视批评传统理论和方法 

一、场面调度批评 

场面调度意指电影导演依据影片的艺术构思对“画框”内的人、景、物、事的安排。它引导观

众从不同距离、不同角度观察银幕生活。电影场面调度的基本构成包含：演员调度与镜头调度。有

了场面调度的构想，才能进行镜头调度。两者又是不可分割的创作手段。调度方法没有固定模式，

常用的有：纵深场面调度，重复性场面调度，对比性场面调度，象征性场面调度等等。场面调度在

推动人物感情的变化、表现人物性格和内心活动、表现人物关系变化、渲染场面气氛，及交待时空

等等方面发挥作用。电影场面调度作用的发挥是电影诸艺术元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场面调度的基本元素 

1．场地和布景 

①布景中的器材和道具 

②材料的属性 

③器材、道具或角色在布景中的位置安排 

2．服装是角色认同的关键   服装－改变外貌－改变身份 

3．灯光：是以自然光或人造光源，照射演员、物体或者某一场景的不同方式。 

4．表演：语言、动作除了具有叙事功能之外，还具有不同的表意作用。 

（二）场面调度的两种基本类型 

1．蒙太奇式的场面调度 

2．长镜头的场面调度 

（三）运用场面调度批评的注意点 

1．必须以系统化的方式看待场面调度 

2．把场面调度系统和大的影评系统相联系 

二、作者批评 

1．“作者论”的标准 

第一，导演是否能够纯熟地驾驭电影技术。 

第二，导演是否在自己所创作的所有作品中注入一贯的特殊的主题内涵、电影语言的风格特征。 

第三，衡量一个导演是否”作者”的标准是，即使在平庸的剧本和”片厂制度”的束缚下，仍

能在作品中感受到导演的激情和生命力。 

2．作者批评的原则与方法 

（一）对”作者”资格的认定：独特、鲜明、一贯的个人风格 

（二）注重考察作者思想艺术风格形成的原因 

（三）注重对作者潜意识的研究 

三、类型批评 

1．类型电影的形成与电影类型批评 

类型电影是好莱坞电影的基本模式，形成于 20 世纪二三四十年代，经典的西部片、喜剧片、

歌舞片、强盗片、战争片、科幻片、爱情片、恐怖片等类型在这时被确立，成为美国电影业用来组

织制作者和发行影片、评论家用来指导观众观影的标准。 

而作为一种电影批评理论的类型批评（genreoriticism）是在 20世纪 60年代中期和 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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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从文学的类型理论引进到电影批评之中。开启人及其研究有克拉考尔的《从卡里加里到希特

勒》、路易斯·雅各布森的《美国电影的兴起》以及查尔斯·海姆和葛林伯格的《四十年代的好莱

坞》。 

电影类型批评产生的背景。 

随着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叙事学、意识形态理论一步步介入了类型批评中，“类

型”被认为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 

2．类型电影的文化内涵 

是一种倡导娱乐和消费的大众文化。 

是一种工业产品，其机制建立在电影制作者和观众默契的基础上，默契的生成要靠长期的工业

生产实践，默契建立在一整套从形式到内容构成的惯例和规则。 

从快感制造来说，类型电影是一种“过度的、浅白的、煽情、互文的文本”（约翰·费斯克，

2001）。 

3．类型电影的分类、特征与辨认 

英国电影学者丹尼尔·钱德勒将经典类型片的特征归结为在叙事、人物、基本主题、场景、形

象、电影技巧等方面的相似性。 

阿而特曼的七大特征：二元性、重复性、累积性、可预见性、怀旧性、象征性、功能性。 

《影视类型学》：“外部形式和基本情感的复合体”，一为创造集体神话，塑造当代英雄；二

是模式化的形式体系和定型化人物；三是非写实主义手法。 

好莱坞电影的娱乐性被总结为“梦幻性机制、情节剧结构、奇观化风格、煽情形修辞和通俗性

叙事”（尹鸿） 

“没有一种简单而确切的方式可以用来定义类型片，最好被认为是观众和电影制作者凭直觉进

行的粗略分类。辨认一种类型片最好的方法不是给它下一个抽象的定义，而是去了解在不同历史时

期和地区的观众和电影制作者是如何凭直觉区分不同类型片的。” 

（克莉丝汀·汤普森，2004） 

4．类型、反类型与非类型 

“类型”与“反类型”是一组二元对立。反类型电影是对类型电影的对抗和颠覆，非类型电影

则是与类型电影无涉的影片。 

反类型的特征，形式上具有： 

互文性：具有可以辨认的类型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说，反类型也是类型电影。 

颠覆性：改写类型模式，颠覆观众的心理预期 

更具体地说，反类型电影往往具有：时空交错的叙事模式，渺小灰色至少是平凡的主人公，反

常规的镜头语言，断裂化、碎片化、狂欢化、游戏化、承认裂缝与矛盾的文本，对生活与环境的荒

诞化表现。 

第三节  影视批评的现代理论和方法 

一、精神分析批评 

1．神分析的理论背景 

注重于电影人物的精神分析研究的著作《电影：一个心理学研究》（1950，玛萨·沃尔芬斯坦

和纳森·列茨著）认为电影凝聚了大众共同的梦想、神话、和恐惧。另一本著作《好莱坞：梦幻工

厂》（1950，豪坦斯·鲍德尔迈克尔）以一种人种学的方法描述了制造这些梦想的神话的好莱坞。 

70 年代中期开始的精神分析批评和传统的精神分析批评有明显的区别。以法国《传播》杂志

1975 年的特刊“精神分析和电影”为标志，显示符号学的方法开始为新的精神分析的概念，如窥

视癖、窥淫癖、和恋物癖，以及拉康（Jacques Lacan）的镜象阶段、想象、和符号的概念所影响。 

2．从弗洛伊德到荣格 

（一）从弗洛伊德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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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创作的动因—力比多。 

狩猎于幽密的精神森林：捕捉潜意识。 

探寻通往混沌王国的迷径：梦的解析。 

心灵构造揭秘：破解人格三元：本我、自我和超我。 

创作主题和批评方法：两大情结——俄底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厄勒克特拉情结

（electra complex）恋父。 

艺术家与精神病。 

（二）荣格 集体无意识 

A无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 

B集体无意识与影视创作 

3．拉康的镜像理论与后精神分析 

拉康现代精神分析的三个层面：想象－象征－真实。 

D拉康理论对于现代电影的影响 

拉康学派的影评人认为，观众和银幕的关系即观影的活动，可被视为代替了一种想像的状态：

对整体性和丰富性的欲求；解除我们自身的现实匮乏感、分离感的欲望： 

1．“我”的主体性建构 

2．主体置换： 

3．精神分析与电影结缘的意义 

4．精神疾病的特征和性质极大地刺激了拍片人的想象力，为日益枯竭的题材来源打开了柳暗

花明的大门，为垂死挣扎中的情节剧注入了起死回生的新鲜血液。 

5．电影也需精神疾病作为其情节工具和底色，以推动观众对人类自身行为的再认识，为银幕

增添丰富、有趣而异乎寻常的光彩。 

6．一大批以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为线索的优秀影片重现了好莱坞影坛昔日的辉煌。 

二、意识形态批评 

1．意识形态批评的来源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 

2．意识形态批评的意义与价值 

第一，影评人要揭发电影在故事层面和符号运用层面的幻觉——灯光、剪接等符码的运用，造

成时间和空间连续的幻觉。 

第二，影评人要推崇并支持那些在主题或形式上真正激进或具革命性的影片。 

三、女性主义批评 

1．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背景 

2．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领域 

在过去 20 年间，在学术界的女性主义政治和妇女研究的语境中，女性主义电影研究把它有关

电影的性别分析扩展到许多领域：对种族、阶级、性向、和民族的表现的质询；把电视和录像等媒

体纳入它的研究范畴；对电影史学的重新思考；重新审视其与大众消费文化的关系 

3．女性主义批评分类 

反映论批评。 

符号学和意识形态批评。 

精神分析批评。 

四、叙事学批评 

1．叙事学的基本分析类型 

2．叙事范式与批评实践 

五、后现代主义批评 

1．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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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后现代主义思想对电影研究的影响，有必要理清三个关于现代主义的主要思想脉络。

这三个思想脉络是发生在哲学的、社会－文化的、和美学领域里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辩论。哲学辩

论。社会－文化辩论。美学辩论。 

2．现代主义的特征 

A．后现代主义的语境特征 

社会特征：后工业社会、商品逻辑、电子信息和科学技术泛滥 

知识特征：数字化、符号化、商品化 

文化特征：零散化、边缘化、平面化、无深度 

心理和思维特征：分裂、模糊、偶然、不确定、非连续、不可表达、不可设定 

生活方式特征：游戏化 

B．后现代主义理论特征 

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反对绝对主义，主张相对化或“非中心化”，用“延异”解构“逻

各斯”中心主义，反对形而上学论。 

反基础主义；反总体性；反主体性。 

3．后现代主义文化分类及其特点 

A．后现代主义文化分类 

后现代性文化（杰姆逊） 

强调文化的大众性、世俗性与消费性。 

后现代主义文化（利奥塔） 

强调知识分子文化的哲学性、消解性。 

如：后结构主义、解“元叙事”的艺术等。 

B．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 

其评价标准为解构中心、颠覆权威、戏仿崇高神圣，真正的“先锋派”，带有对二元论的尖锐

批判 

后现代主义文化为大众文化提供了“解救”，抛弃了意义、信念、价值的重负，用一种“游戏”

的方式，满足大众的“轼父”愿望。后现代性文化提供万民同乐的幻觉，而后现实主义理论则为其

提供理论合法性。 

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与电影 

后现代电影的三个特征： 

电影工业组织本身的“后现代”特色。 

电影在多方面被证明具有后现代的趋向，或提供了后现代社会的图像。 

电影被视为表现了与后现代文化实践特征相关的美学特征。学习目标：了解影视批评的功能、

特征、类型与形态，掌握传统影视批评理论包括场面调度批评、作者批评、类型批评等理论的重要

思想、观点、方法，并尽可能灵活、有效地运用到影视艺术鉴赏与批评实践活动当中。使学生熟练

掌握精神分析电影理论、意识形态电影理论、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叙事学理论、后现代主义的基本

概念、主要观点、代表人物和主要分析方法，并能运用它们进行初步的文本分析。 

学习目标： 

1. 了解影视批评的功能、特征、类型与形态。 

2. 掌握传统影视批评理论包括场面调度批评、作者批评、类型批评等理论的重要思想、观点、
方法，并尽可能灵活、有效地运用到影视艺术鉴赏与批评实践活动当中。 

3. 熟练掌握精神分析电影理论、意识形态电影理论、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叙事学理论、后现
代主义的基本概念、主要观点、代表人物和主要分析方法，并能运用它们进行初步的文本分析。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影视批评的标准如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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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区别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试举两个例子并加以说明。 

4．何谓“传统批评”与“现代批评”？ 

5．中国类型片及类型批评的特点。 

6．“作者批评”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7．分析中国传统电影批评所擅长的社会、政治、伦理批评方法。 

8．试以拉康的镜像理论，对某部影片进行镜头分析。 

9．后现代主义批评的特征。 

10．精神分析批评的意义。 

11．意识形态批评的主要范围。 

12．怎样理解“后现代主义文化与当代中国电影电视”。 

拓展阅读书目 

1．陈犀禾 吴小丽：《影视批评》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2．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手册》，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 

3．李道新：《影视批评学》，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4．周安华：《现代影视批评艺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5．Tim Bymater Thomas Sobchack：《电影批评面面观》，李显立译，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6．陈晓云等：《作为文化的影像——中国当代电影文化阐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

版。 

7．[美] Robert Lapsley & Michael Westlake：《电影与当代批评理论》，（台湾）远流出版社，

1997年版。 

8．戴锦华：《镜与世俗神话——影片精读 18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 9月第 1版 

9．[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英] 戈林•麦凯波：《戈达尔：影像、声音与政治》，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 

11．朱辉军：《电影形态学》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 

知识单元 8：第八章 电视专题片研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电视专题概说 

一、电视专题节目的界定 

电视专题节目，是指主题相对统一，能对主题作全面、详尽、深入的反映，与综合节目相对应

的一种电视节目。从字面意义理解，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名词。但事实上，“电视专题节目”

作为中国电视中一个约定俗成广泛运用的概念，为电视理论界和创作界带来了长达数年的争论。 

二、电视专题节目的一般创作流程  

前期拍摄阶段： 

前期拍摄阶段涉及为获取原始的图像素材和原始的声音素材所进行的一系列工作，主要包括：

通过策划确定选题，根据节目的总体构思确定节目的内容与形式，选择符合节目内容与形式要求的

拍摄现场，组织现场拍摄，通过摄录获得所需要的图像和声音素材等。 

后期编辑阶段：  

后期阶段涉及对原始素材进行鉴别、选 择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处理，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节

目形态的一系列工作。主要包括:根据总体构思对所拍摄的内容进行编排，画面的剪辑，配音、配

乐合成，特技及字幕合成等。后期编辑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剪辑”来进行的，所以后期的工作最主

要的内容就是剪辑。 

电视专题节目的创作一般流程图： 

策划→ 选题→采访→构思→提纲编写→拍摄计划→拍摄→熟悉素材→整理素材→修改脚本→



11034 

挑选素材→编辑提纲→编辑→包装→检查→ 拷贝→成片  

三、电视专题节目的策划 

选题策划 

采访策划 

嘉宾策划 

编排与播出策划 

结构策划 

第二节  电视专题节目的主要类别  

一、人物类专题节目的特点 

二、事件类电视专题节目的特征 

三、概貌类电视专题节目的特征 

四、状物类电视专题节目的特征 

五、社会问题类电视专题节目的特征 

六、其他类电视专题节目的特征 

第三节 电视专题节目的叙事与结构 

一、如何创作有好看故事的专题片 

1、主题事件化； 

2、事件故事化； 

3、故事人物化； 

4、人物细节化； 

5、细节画面化。 

二、故事化的手法 

1、解说词写出来的故事；（最底层的手法） 

2、话筒采访出来的故事； 

3、画面语言展示出来的故事。（最理想的手法） 

三、专题片的结构取决因素 

（一）生活事件本身 

（二）现场的取材方式 

（三）主题 

（四）结构的观念 

四、板块结构 

（一）人物作为板块（二）时间作为板块（三）地域作为板块（四）主题作为板块 

板块式结构由于各板块独立成篇，互相之间的联系较松散，各个部分的关系往往没有线状结构

中各部分的关系紧密，而显得较为松散，特别是单部电视节目运用这种结构类型时，结构呆板的毛

病更为明显。 

但是正因为比较松散，所以组合又比较灵活，在遇到片子的各个部分或片内的各叙事元素无法

勉强地连为一体的时候，板块式结构有其灵活性，所以板块结构比较适合大型系列片作为总体结构 

五、在专题节目中常用的贯穿因素 

无论线形结构还是板块结构，都可以借助某些表现手段作为贯穿因素，最常用的就是歌，物件、

细节。 

六、兴奋点设计 

电视专题节目要吸引观众，在叙事中应当不断有兴奋点。兴奋点的出现，可以使观众不断得到

新的信息或受到新的刺激，激发和维持观众的观看兴趣。如果没有兴奋点，讲述就会显得枯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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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人，观众的兴趣起不来，叙事就会失败。  

一般说来，新的环境、新的人物、新的事件是兴奋点；凡是含有冲突、和解、情节的变化或转

折的内容是兴奋点；生动的细节、信息量丰富的内容、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也是兴奋点，总之，

凡是能激起观众兴趣的，都是兴奋点。 

七、情节和情绪的推进   

兴奋点的使用，不是重复，而是上升或深入，也就是说，如果一部电视专题节目情节性较强，

那么在情节上要不断有变化，要层层推进。无论情节还是情绪，都要“螺旋式上升”。 

情绪的推进和编导对人物内心的情绪的掌握是分不开的。  

八、专题节目中的结尾方式 

（一）自然结束 

（二）呼应开头 

（三）点明主题 

（四）用主人公自己的话作结尾 

（五）营造意境 

（六）精彩场面回放学习目标：电视专题是电视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课的主要目的是让学

生全面了解、熟悉专题片（包括纪录片）的具体节目形态，掌握其基本制作流程，锻炼学生动手能

力，使学生初步具备专题片的制作能力。 

学习目标： 

1. 全面了解、熟悉专题片（包括纪录片）的具体节目形态。 

2. 掌握基本制作流程，锻炼学生动手能力，使学生初步具备专题片的制作能力。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电视专题策划的要素有哪些？ 

2．中国电视专题发展经过了哪几个阶段？ 

3．经典电视专题片的标准有哪些？ 

4．自选一部城市形象专题片对其视觉语言和听觉语言进行分析。 

5.自选一部大学形象专题片，分析片中抒情的方式和在片中的作用。 

6.分析《舌尖上的中国》的成功原因。 

拓展阅读书目 

1．胡智峰：《电视节目策划学》（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2. 石长顺：《电视专题与专栏：当代电视实务教程（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 

3. 蔡尚伟：《电视专题》，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年。 

4. 高鑫，周文：《电视专题》，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08年。 

知识单元 9：第九章 影视文化与价值观传播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参考学时：3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影视文化的地位 

1、影视文化是人类生活的精神伴侣 

从使用和满足的角度看，影视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给人们带来快感、娱乐、逃避和陪伴。 

快感：影视作品中的快感来自于奇观、逃生体验、两性关系、秩序与均衡、惊奇与幽默的某种

组合 

娱乐：娱乐不仅来源于快感，也可以从信息中获得。这种娱乐的获得常常表现在满足人类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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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心之中。病态好奇：禁忌、恐怖、异类 ；健康的好奇：探索未知世界。 

逃避：在影视剧中暂时忘掉充满压力的现实世界，是产生娱乐的另一心理机制。 

20世纪 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每周上座人数达到 8千万。二战期间：美国电影院的观众

每周高达八千五百万。 

陪伴：影视也通过给人们提供一种精神伴侣，从而带来娱乐的效果。 

2、人类社会的影像记录 

影像：作为记录人类社会的一种方式与介质 

对象：从具体的物事到抽象的理念 

样式：类型丰富题材多样 

3、大众文化的核心形态 

文化的四层面：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 

影视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影响力：通俗性、流行性、娱乐性 

影视文化的时代性 

4、最国际化的传播内容 

影视传播符号使然 

跨文化传播与影视文化 

从影视节看影视的国际传播 

字幕组与影视传播 

5、现代艺术的集大成 

电影：人类第七种艺术  

诗(文学) —— 语言艺术 \ 想象艺术 

音乐、 舞蹈 ——  表演艺术 \ 时间艺术 

绘画、 雕塑 、建筑 ——  造型艺术 \ 空间艺术 

影 视 ——  综合艺术 

卡努杜: "电影是运动的造型艺术，它既参与时间艺术的行列，也侧身于空间艺术之中。" 

6、影视作为一种文化产业 

影视作为文化产业的先导地位、主导地位和传导地位 

我国影视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第二节 影视文化的媒介属性 

1、设置社会议程 

议程设置更多的通过故事、寓言、思想、情感来进行综合表达 

影视文化设置议程的深刻性、艺术性、人文性带有强烈的社会现实境遇 

案例分析：《非诚勿扰 2》里的议程设置 

2、社会地位赋予 

用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观点看来，影视具有社会地位赋予功能，即任何一种现象、问题、意

见、商品、人物、组织或社会活动，只要得到影视的记录、呈现及演绎，就会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

进而获得很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 

3、社会协调功能 

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媒介，影视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利益协调和社会意见引领的功能，直接而

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对引导社会舆论向理性和客观的方向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发

挥着重要作用。 

4、“麻醉功能” 

用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观点看，人们如果过度沉溺于影视提供的表层信息和通俗娱乐中，同

样也会不知不觉地失去社会行动力，而满足于“被动的知识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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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剧《大长今》的“麻醉功能” 

怎样理解“绿色电视剧” 

第三节 影视文化的符号规则 

1、假定性 

德国著名心理学家雨果·闵斯特堡曾颇为精到地从视觉和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过这个问题，他指

出，观众在电影中“所看到的运动好象是真正的运动，实际上是他自己心中制造出来的。连续的画 

的残像，并不能完全代替尚未中断的外部刺激，这就是说，其中的必要条件是内在的心理活动，把

支离破碎的局面统一起来，形成连续运动的观念。因此，电影的纵深，不过是纵深的暗示。 换言

之，那是用我们自身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纵深，而不是实际存在的纵深"。 

瑞典大导演英格玛·伯格曼曾说过:“我的那架东倒西歪的摄影机是我的第一个魔术箱。即使到今

天，我仍然以一种孩子式的兴奋心情提醒我自己说，我实际上是一个魔术家，因为电影根本上是一种

欺骗人的眼晴的玩意儿 ——当我放映一部影片时，我就是在做一件欺骗人的勾当。我用的那种机器在

构造上就是利用人的某些弱点，我用它来随意拨弄我的观众的感情，使他们大笑或微笑，使他们吓得

尖叫起来，使他们对神仙故事深信不疑，使他们怒火中烧、惊骇万状、心旷神怡、神魂颠倒或者厌烦

莫名、昏昏欲睡。因此我是一个骗子手，而在观众甘心受骗的情况下，又是一个魔术家。” 

2.艺术性 

从存在方式看，影视艺术包括了许多矛盾关系、连接、对立、互补、运动着的矛盾统一体，包

括着创作过程和欣赏过程。前者是主体（创作者）、客体（生活现象）通过载体（艺术形式及其语

言、技巧）相互作用的结果。主体运用载体所特有的思维方式认识和把握客体，又经过载体特有的

形式和语言、技巧把对课题的认识凝定下来，变成为客观实在的影片；后者是受体（欣赏者）、主

体（创作者）经过载体（影视作品）相互作用的结果。  

3、两难结构和多重结构 

影视叙事与结构 

两难结构 

多重结构 

4、诉诸情感 

情感的呈现与效果 

情感的穿透力 

案例分析：一则广告 

第四节 影视文化与价值观涵化 

1、涵化理论 

含义、提出、内容 

影视文化涵化效果的体现 

2、美国影视中潜藏的价值观 

故事、形象与文化输出 

案例分析：《肖申克的救赎》中的价值观 

3、中国影视价值观的当代建构 

类型片与价值观传播 

思想性、艺术性与娱乐性 

案例分析 

学习目标： 

1、 理解影视文化的媒介特点 

2、认识文化的符号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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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案例分析 

知识单元 10：第十章 微电影研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微电影兴起的时代背景 

第二节  微电影的审美特征 

第三节  微电影的类型发展 

第四节  微电影发展走势 

学习目标： 

1、 理解微电影的发展背景。 

2、梳理微电影类型及走势 

作业： 

案例分析 

知识单元 12：第十二章 期末考察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影视艺术总论 3  

2 电影艺术发展概览 3  

3 影视剧作 3  

4 影视艺术的影像：构图和景别 3  

5 影视艺术的影像：光和色 3  

6 视艺术的剪辑 3  

7 影视批评 3  

8 电视专题片研究 3  

9 影视文化与价值观传播 3  

10 微电影研究 3  

11 期末考察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现代媒介概论、 

后续课程：纪录片制作、多媒体播报、广播电视采编技术、文化产业前沿问题研讨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影视发展思潮、总论、 

难点：影视文化与价值观涵化、微电影研究。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观摩法。 

……………… 

教学手段： 

1.现代教学手段。 

2.……。 

………………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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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

检测情况；作品分析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戴锦华：《电影批评》（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 2月 

（二）推荐参考书 

1. 马赛尔·马丹尔编著《电影语言》，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社，1980年 

2. 许南明等编著《电影艺术词典》（修订版），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 

3．颜纯钧编著《电影的读解》，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年 

4．张会军编著《影像造型的视觉构成：电影摄影艺术理论》，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2年 

5．葛德编著《电影摄影艺术概论》，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5年 

6．刘书亮编著《影视摄影的艺术境界》，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03年 

7．郑国恩编著《影视摄影艺术》，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年 

8．黄匡宇编著《当代电视摄影制作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 

9. 王功山编著《影视作品评论与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  

执笔：刘徐州  审稿：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5日 

 

西方新闻媒体专题研究 
Studies on News Media in Western Countries 

课程号：4070501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对当代西方传媒业有较为深入的了解。 

2、培养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国际化视角。 

开设本课程，旨在以专题研究的方式，介绍西方各国当代新闻媒体的发展现状、特点和趋势，着

重对西方新闻传播的体制、业务特点、经营管理、政策法规以及西方新闻传播理论和思潮等内容进行

探讨。课程学习采取教师课堂讲授与学生课后调研、课堂专题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课程的教学

目的是让学生对当代西方传媒业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培养学生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国际化视角。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当代西方新闻媒体发展概况 

参考学时：4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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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西方新闻媒体的基本制度。 

2．当代西方新闻媒体的发展趋势。 

学习目标： 

1．了解通过教学使学生了解西方各国当代传媒业的整体发展概况。 

2．掌握西方各国当代传媒业，把握其主要发展趋势，从而为之后各专题的学习研讨奠定基础。 

知识单元 2：美国报业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美国报业概况 

2．个案研究：《今日美国》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这一世界报业大国的报业发展现状和特点。 

2．掌握美国代表性报纸的风格特色，并总结美国报业发展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作业： 

1、 英美典型报纸个案研究：《纽约时报》（美. New York Times） 

2、 西方报业的新动向  

知识单元 3：英国报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英国报业概况 

2．英国的代表性报纸 

学习目标： 

1．了解英国这一传统报业大国的报业发展现状和特点。 

2．掌握英国代表性报纸的风格特色，并总结英国报业发展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作业： 

1.英美典型报纸个案研究：《每日电讯报》（英. Daily Telegraph） 

2.英美小报的特色及存在原因 

知识单元 4：日本报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报业王国的骄人表现 

2．高发行量的奥秘 

3．新媒体竞争下的日本报业 

学习目标： 

1．了解日本的报业发展现状和特点。 

2．掌握日本代表性报纸的风格特色，总结日本报业发展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作业： 
日本报业发展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知识单元 5：西方杂志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当代西方杂志业发展特点 

2．美国杂志业 

3. 英国杂志业 



11041 

4. 新媒介环境下的杂志 

学习目标： 

1．了解通过教学和讨论使学生了解西方杂志业的发展现状和特点。 

2．掌握西方杂志业的风格特色，并总结西方杂志业发展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作业： 

新媒体挑战下的西方杂志业 

知识单元 6：西方的广播电视体制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广播电视体制的类型 

2．美国的广播电视 

3. 西欧、日本的广播电视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的广播电视体制发展现状和特点。 
2．掌握西方的广播电视体制的风格特色，总结西方的广播电视体制发展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作业： 

1.西方公共广播电视体制的发展与困境 

知识单元 7：西方广播电视节目专题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电视新闻类节目 

2．西方电视休闲娱乐类节目 

3. 西方电视节目的播出与制作特点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广播电视节目发展现状和特点。 

2．掌握西方广播电视节目的风格特色，总结西方广播电视节目发展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作业：  

1.英美电视节目个案研究 

1） 新闻杂志型节目：《60分钟》（60 Minutes） 

2） 新闻消息类/访谈类：Larry King Live 

3） 脱口秀： The Tonight Show，Oprah Winfrey 

4） 真人秀：《幸存者》Survivor 

知识单元 8：西方新媒体的发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新媒体产业发展概况 

2．美国的新媒体产业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新媒体发展现状和特点。 

2．掌握美国的新媒体产业的风格特色，总结美国的新媒体产业发展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知识单元 9：国际传媒集团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主要国际媒介集团个案研究 

2．国际传媒集团的经营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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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通过教学和讨论使学生了解主要国际媒介集团发展现状和特点。 

2．掌握国际传媒集团的风格特色，并总结国际传媒集团发展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作业： 

1.国际传媒集团个案研究 

2.新媒体背景下国际传媒集团的变革与发展 

知识单元 10：西方新闻传播理论专题研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基本框架 

2．自由主义传媒理论 

3. 新闻专业主义  

4. 公共新闻学 

5. 西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基本学派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基本框架。 

2．掌握西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基本学派。 

作业： 

1.关于《传媒的四种理论》的学习和思考 

知识单元 11：西方媒体新闻理念与报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新闻报道的客观主义理论 

2．新新闻主义 （New Journalism） 

3. 西方新闻报道风格之一：客观性报道 

4. 西方新闻报道风格之二：故事化新闻叙事 

学习目标： 

1．了解西方新闻报道发展现状和特点。 

2．掌握西方新闻报道的风格特色，总结西方新闻报道发展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作业：  

1.从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看美国媒体新闻理念与新闻报道的组织方式。 

2.西方媒体涉华报道：“妖魔化中国”？ 

3.中西新闻报道对比：同题报道研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西方新闻媒体的基本制度 2  

2 当代西方新闻媒体的发展趋势 2  

3 美国报业 2  

4 美国报纸个案研究 2  

5 英国报业 2  

6 日本报业 2  

7 西方杂志业 2  

8 西方的广播电视体制 2  

9 西方的广播电视节目形态 2  

10 西方的广播电视节目个案研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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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西方新媒体的发展 2  

12 国际传媒集团研究 2  

13 新媒体背景下国际传媒集团的变革与发展 2  

14 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 2  

15 西方媒体新闻理念与报道特点 2  

16 考查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现代媒介概论、新闻理论、新闻采访、新闻写作 

后续课程：传播学理论、媒介经营与管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西方新闻媒体的基本制度与特点、西方新闻媒体的发展现状与趋势、西方新媒体的发展 

难点：西方新闻媒体的基本制度与特点、西方的广播电视体制、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西方媒

体新闻理念与报道特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授 

2. 案例教学 

3. 讨论教学 

4. 学生演示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在线资源共享 

3. 课堂讨论 

4. 课后小组调研与演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要求每位学生至少参与一次小组课后调研作业。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小组演示表现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无自主编写教材。但教学内容大量采用最新资讯和研究成果，不拘泥于某一本现成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西方新闻事业概论》，李良荣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全球传播格局》，明安香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2、《传媒的四种理论》，（美）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等著，戴鑫译，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版； 

3、《美国：超级传媒帝国》，明安香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4、《全球传播》（第二版），（美）伽摩利珀著，尹宏毅主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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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传媒全球化与中国崛起》，明安香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6、《西方媒体的法制、管理和自律》，魏永征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7、《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徐耀魁主编，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8、《中西方新闻传播：冲突·交融·共存》，顾潜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执笔：许冬生  审稿：许冬生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媒体融合技术 
Multi-Media Technology 

课程号：4070603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将之前三个学期所学的专业必修课——平面、视音频、网络

——所涵盖的三门技术，在一个媒体项目中进行融合互通。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所有媒体产品生产技术的相互结

合和转换，并将创意通过具体的技术实现出来。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9学时 

知识单元 1：微视频的发展与视频直播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视觉内容。 

2．听觉内容。 

3.   微视频的发展与传播 

4.   视频直播的技术与实现 

学习目标：了解各种移动视频媒体产品的传播形式和制作技术，完成适合网络传播的微视频作品。 

知识单元 2：新媒体人机交互形式与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基于 iPad的交互式多媒体制作。 

2．基于 HTML5的交互式多媒体制作。 

3.    UI、UE、UX的发展与实现 

4.    Xcode、Adobe Experience Design、Sketch等工具的学习与实践 

学习目标：灵活结合多种媒体形式，制作交互式媒体产品。 

知识单元 3：虚拟现实视频的发展与制作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全景视频的拍摄技巧。 

2．Kolor AutopanoVideo、VideoStitch等工具的学习与实践。 

学习目标：制作基于 VR设备的视频媒体产品。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3个，共 24学时 

参考学时：24学时 

实验内容：实验 1：完成适合网络传播的微视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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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2: 制作交互式媒体产品。 

实验 3: 制作基于 VR设备的视频媒体产品。 

实验要求：使用之前学习过的各种媒体技术和软件，完成三项媒体产品实验中的至少两项。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微视频的发展与视频直播 3  

2 新媒体人机交互形式与发展 3  

3 虚拟现实视频的发展与制作 3  

4 微视频与网络视频直播实验 3  

5 交互设计基础实验 3  

6 VR视频体验与创作实验 3  

7 综合实验 3  

8 综合实验 3  

9 作品讲评 3  

10 综合实验 3  

11 综合实验与作品讲评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媒介技术一、二、三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多媒体形式的相互结合与转换。 

难点：多媒体形式的相互结合与转换。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授。 

2．教师实操演示。 

3．学生实验实践 

4．课后作业练习和课外学习材料阅读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演示 

2．实物展示与演示 

3．实操练习与指导 

4．作品欣赏与点评。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新闻学院自有实验室、PC图像工作站、Mac图像工作站、数码单反相机、Adobe系列软件、方

正系列软件、摄影棚相关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大于 66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作业完成情况及课内实验情况各占 25%；期末综合

实验及作品创作占 50％。 

7、作业要求： 

每周均布置相应实验作业，结课后由任课教师统一评分。 



11046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Adobe Photoshop CS6官方帮助文档 

2．对应型号数码摄像机说明书 

3．方正飞翔官方帮助文档 

4．Adobe DPS官方帮助文档 

5．Xcode官方帮助文档 

6．Adobe Experience Design官方帮助文档 

7．Sketch官方帮助文档 

（二）推荐参考书 

参考资料名称 主编姓名 出版社 

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最新修订

版Ⅱ）（上） 

中国摄影出版社 译 美国纽约摄影学

院 编 
中国摄影出版社 

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最新修订

版Ⅱ）（下） 

中国摄影出版社 译 美国纽约摄影学

院 编 
中国摄影出版社 

美国新闻摄影教程 肯尼思·科布勒 
陕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ADOBE PHOTOSHOP CS6标准培训教材 ACAA专家委员会 DDC传媒 主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 

ADOBE INDESIGN CS6基础培训教材 ACAA专家委员会 DDC传媒 主编 人民邮电出版社 

北京北大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推荐培训

教材：方正·飞翔排版实战教程 
韦冰 著 印刷工业出版社 

思想的眼睛：布列松论摄影 [法]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  中国摄影出版社 

版面设计的原理 伊达千代&内藤孝彥 中信出版社 

文字设计的原理 伊达千代&内藤孝彥 中信出版社 

色彩设计的原理 伊达千代 中信出版社 

写给大家看的设计书 Robin Willians 人民邮电出版社 

视觉繁美：信息可视化方法与案例解析 Manuel Lima 机械工业出版社 

图解力：跟顶级设计书学作信息图 木村博之 人民邮电出版社 

摄影师的视界：迈克尔弗里曼摄影构图

与设计 
迈克尔弗里曼 人民邮电出版社 

摄影师的思想：迈克尔·弗里曼摄影构

思与创作 
迈克尔弗里曼 人民邮电出版社 

光线与用光：迈克尔·弗里曼数码摄影

用光完全指南 
迈克尔弗里曼 人民邮电出版社 

图灵交互设计丛书：设计师要懂心理学 Susan Weinschenk 人民邮电出版社 

版式设计：日本平面设计师参考手册 
Designing 编辑部 编 周燕华，郝

微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一本摄影书 赵嘉，爱摄影工社  电子工业出版社 

布光拍摄修饰：斯科特·凯尔比影棚人

像摄影全流程详解 
[美] Scott Kelby 著 李立新 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 

执笔：杨明 审稿：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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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前沿问题研讨 
Seminar on Culture Industry Frontiers 

课程号：4070603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文化产业前沿问题研讨课是以交流互动性为特色的研讨课程，采取“问题导向型”（PBL）的教

学方法，探索跨学科教育和研究的创新与改革。课程由教师设计问题和引领讨论，以学生为主体分

析问题，使学生在接触具体问题的过程中，了解和掌握文化产业领域的研究前沿，培养他们剖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和研究能力，引导学生把握问题的实质，提高规范研究和规范撰写科学论

文或研究报告的综合能力。同时，本课程还将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领导能力，

培养具有较高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理论教学：22学时 

知识单元 1：经济文化一体化与文化产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经济、文化？ 

2、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内涵和表现是什么？ 

3、经济文化一体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是什么？ 

4、一国或地区如何实现经济文化一体化的科学发展？ 

21 世纪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愈加明显，经济与文化呈现出彼此依存、相互促进和共同

发展的态势，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显著。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扩展，经济与文化

一体化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它改变着就经济谈经济，就文化谈文化的传统思维方式，使经济与文化

相互渗透，塑造和发挥国家、区域和企业的优势。 

经济与文化一体化，既指二者要素的相互渗透及发展过程的一体化，又指其发展结果的一体化。

就其表现形态看，既有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又有二者复合的文化产业群。一体化的最终结果是

经济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同时提升。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的发展变化和表现来解构经济文化一体化。 

经济文化一体化不仅反映了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为我国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了一个新

思维。经济文化一体化的科学发展模式是我国、各省、市、地区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

择，只有因地制宜，让文化成为经济、融入经济、引领经济，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

康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内涵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剖析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3．掌握测算文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方法。 

作业： 

请分析在经济文化一体化背景下，我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 

知识单元 2：文化产业相关概念研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文化产业 

2．文化产业的分类 

3．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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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并

强调，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 

什么是文化产业？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因此，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众说纷纭。全国政协与文

化部组成的文化产业联合调查组（2001）认为，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产品服

务的经营性行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产业的定义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

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不过，这些概念似乎是同义反复，不能解决我们对与文化产

业本质问题的疑问。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深

化文化体制改革，整合现有统计资源，充分发挥各部门文化管理的优势，建立科学的文化产业统计

体系，全面系统地搜集和整理文化产业统计资料，2003年 7月 22日成立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牵头，

国家统计局、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文物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

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等单位参加的“文化产业统计研究课题组”。 

从广义上讲，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上是指语言、文学、

艺术及一切意识形态在内的精神产品。《文化产业分类》从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和课题组的研究宗旨

出发，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其概念界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活动，以

及与这些活动有关联的活动的集合。 

根据上述界定，文化及相关产业的范围包括提供文化产品（如图书、音像制品等）、文化传播

服务（如广播电视、文艺表演、博物馆等）和文化休闲娱乐（如游览景区服务、室内娱乐活动、休

闲健身娱乐活动等）的活动，它构成文化产业的主体；同时，还包括与文化产品、文化传播服务、

文化休闲娱乐活动有直接关联的用品、设备的生产和销售活动以及相关文化产品（如工艺品等）的

生产和销售活动，它构成文化产业的补充。 

本讲主要就是针对什么是文化产业，哪些属于文化产业以及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区别进行探讨。 

学习目标： 

1．掌握文化产业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2．辨析世界各国的文化产业分类和统计范围。 

3．比较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能够厘清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 

作业：思考和研讨 

1．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 

2．世界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知识单元 3：文化产业是如何形成的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产业的构成要素。 

2．文化产业的形成过程。 

3．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 

文化产业究竟是如何形成？现有的理论文献不多，即使有，也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分析，原因和

过程分析的学术性不足。有些学者用经济文化化和文化经济化进行分析，有的学者用消费需求提升、

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进行解释，本专题将引导学生利用产业组织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等对文化产业

的形成过程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探讨。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化产业产生的过程。 

2．掌握文化对产业的深刻影响。 

作业：思考和研讨 

与文化艺术相关的产品可以产业化吗？ 

知识单元 4：文化产品的经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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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文化产品的经济特性 

2．文化产品生产的特点 

3．文化产品消费的特点 

问题一：我们阅读报纸或者观看节目，与我们消费面包有什么不同？  

问题二：以《京华时报》和《超级女声》为例，两者同样是文化产品，那么这两种文化产品在

阅读或观看过程中又有什么不同？ 

问题三：我们在消费上述两种文化产品时，除了消费者获得个人的效用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

影响？ 

通过思考上述问题，我们可以对文化产品的性质或者特征，尤其是经济特性进行深入的探讨。

文化产品，是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的商品，是指具有特定文化或精神含量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与

物质产品的使用价值来满足人们具体的物质需要不同，文化产品虽然在形式上也能被消费，有些文

化产品也存在物质形态，但是，它却直接作用于人的精神，带来更多精神上的满足。另外，文化产

品还具有准公共性和外部性。 

学习目标： 

1．了解文化产品与物质产品的属性差异。 

2．掌握文化产品的几种经济特性。 

3．在把握文化产品的经济特性的基础上深入辨析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的特点。 

作业：请思考 

既然文化产品有这样的经济特性，那么它们对文化企业乃至文化行业的性质会有什么影响呢？ 

知识单元 5：文化产业的赢利模式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相关概念界定。 

2．文化产业的盈利模式。 

3．当今文化产业盈利模式的发展演变。 

赢利模式的思想是在美国的亚德里安·斯莱沃斯基等几位学者合著的《发现利润区》（Profit 

Zone）中被系统提出的，后续的研究者对赢利模式都有各自的见解。本讲将研讨什么是赢利模式，

文化产业的赢利模式又是什么，文化产业的兴起是否拓展了原有的赢利方式、如何设计赢利模式等

相关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的内涵。 

2．掌握文化产业盈利模式的特点。 

3．能够根据不同文化行业和文化企业的特性设计商业模式 

作业：思考 

1．文化产业的传统赢利模式和新赢利模式有什么不同？ 

2．新媒体背景下文化产业的盈利模式。 

知识单元 6：纸质传媒产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纸质传媒产业的构成。 

2．传统传媒产业的转型。 

3．报业的盈利模式 

纸质传媒产业是一个较为广泛的概念，主要包括报业、期刊业或出版业，本专题将以报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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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分析报业的特征、报业的发展、报业的赢利模式乃至报业的市场结构等。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化类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大。报纸作为一种文

化产品，在需求的拉动下产出能力迅速提高。尽管我国政府对报纸刊号进行严格的控制，但报纸的

种数仍然大幅增加 。1990 年报纸总种数 有 1444种，2003年增加到 2119种。随着新技术、新手

段的不断出现，新媒体呈现出了迅猛发展的态势，传统报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人认为“报

业的冬天来了”。传统报业如何应对新媒体的挑战，已成为报界广泛关注的课题。研究报业的发展

情况并探讨报业发展中的问题以及报业的利润来源具备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许多研究指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其实是一个逐渐融合的过程，而且两者融合的进程在不断加

快，形成多媒体互动共赢的局面，这将会成为今后的一种趋势。 

学习目标： 

1．了解报业的生产消费特点。 

2．掌握国内外现代报业的盈利模式。 

3．能够对报业企业的生产运营进行诊断分析。 

作业：思考和研讨 

报业的未来在何方？ 

知识单元 7：电影产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电影产业的特征。 

2．电影产业的盈利模式。 

3．好莱坞电影产业的运营模式。 

4．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现状。 

电影是世界范围内最具有发展潜力的文化产业，也是最绿色环保、最具经济牵引力和眼球消费力

的文化产业。中国电影也是如此，尽管目前的年度产业收益还远不及航空业、汽车制造业等，但是其

持续数年的快速增长和市场收益的高效提升，也已经一定程度上彰显了电影产业的巨大发展潜能。 

我国电影的市场化是在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之后被提上日程的，自 1993年开始，在计划经济

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大背景下，电影业也开始进行市场化探索。进入新世纪以来，

中国电影有了新的气象，每年一度的华表奖、金鸡奖、百花奖、百合奖、童牛奖、评选出的多部电

影精品和优秀影片足以说明了中国电影的非凡进步，使我们感受到了创作者们不但继承和延续了

80年代末至 90年代初中国电影的第二次高潮的经验和传统，而且也清晰地感受到了创作者们在现

实题材领域里的坚持不懈与开拓，探索和创新能力又胜于以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的电影导

演是与时代同步的。 

但是与其他行业比较，电影改革的步伐相对滞后。其主要原因在于对电影属性的认识存在偏差。

而从当今世界电影产业的发展趋势来看，电影产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因此，认识电影的产业属性，并对电影产业的赢利模式、发展现状以及我国电影业发展过程中的问

题等进行分析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目前我国电影产业发展面临两大压力：首先国外各大制片商不断推出超级大片，其次是国内多

种娱乐方式和盗版音像制品的冲击。我国电影处于内外交困的尴尬境地。此外，我国电影正经历着

由事业转向产业、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变革，产业格局的重塑过程中必然出现各种利益的权衡

与较量。 

本专题将探讨我国电影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对策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电影产业的发展。 

2．掌握电影产业生产和消费的特征。 

3．能对我国电影产业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分析. 



11051 

作业：思考分析 

我国电影产业如何走出去？ 

知识单元 8：广播产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广播产品的特点。 

2．广播业的特征。 

3．广播业的盈利模式。 

4．媒体融合时代的广播业发展。 

广播在电视、广播、报刊三大传统媒体中相对弱势，一些问题可能会因为这种原因而更加突出、

明显，具有代表性。实际上，不管是从广告收入、产业规模还是从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来说，广播都

屈居下风，与电视与报纸相差甚远。2002年中国媒介广告收入为 903亿元，其中广播仅为 21.9亿

元，和电视（231.03亿元）、报纸（188.48亿元）相比，相差以百亿元计。近几年，虽然广播广告

增长率相当高，但是由于基数过小，差距进一步拉大。同时，后起之秀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已经

对广播形成巨大的威胁。根据统计结果，2005、2006 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以达到 27 亿和 50

亿。广播“广老三”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1983年左右，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排名中广播为 53%，

报纸为 34%，电视仅为 13%，仅仅二十年这种格局就发生了重大变化，2002年的统计数据只有 7500

万人首选广播。而近年来，互联网的用户也迅速上升，网民数量已经过亿，，互联网正在以信息的

及时性、互动性与海量逐步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媒介之一。 

从国外广播业的生存状况看，广播业虽然在很多方面不及电视，却活得相当自在，甚至比电视

利润率更高，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对中国的广播业来说，要看的是为什么同样面临着电视、

报刊和网络的巨大冲击，国内外的广播发展速度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广播要发展，从国外能学的

有哪些？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与可能找到的答案又是什么？适合中国广播发展的道路在哪里？中国

广播应该如何进行战略定位与产业的转型，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广播作为现代传媒之一，同报纸等媒体产业一样，具有双重属性，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的传统

观念的影响，人们往往过分强调广播的社会性而削弱了其商品性，本讲着重探讨广播产品和广播业

的特性，分析广播业的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探讨由于其商品性存在而带来的赢利模式，改变

包括学生在内的很多人的的传统观念，树立经营理念。 

此外，以往的广播都是一种免费收听，而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广播产品开始由公共品走向准

公共品，因而数字化的广播可以像有线电视一样由于提供准公共品而向用户收取费用，如美国的

XM 电台就是通过数字卫星向用户提供各种类型的音乐节目，从而可以向用户出售价值数百美元的

数字接收机和每个月 10 美元左右的收听费，这是一种新的收费模式。开播仅半年，听众人数达到

了 13.65万。除了 XM卫星广播公司，在美国还有 Sirius卫星广播公司．付费收听很可能会成为未

来广播的一个发展趋势。因此，在本专题中，我们也将关注数字电视的发展现状。 

学习目标： 

1．了解广播产品和广播业。 

2．把握新媒体时代对广播业发展的影响。 

3．能够提升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作业：思考分析 

数字广播技术的出现对广播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知识单元 9：电视产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电视产业的特征。 

2．电视产业的盈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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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视产业的未来发展。 

电视产业是传媒产业的重要分支，也是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1998 年我国广播电视产业化、

集团化起步，在经历了各地集团化的改革之后，目前已经到了一个迈进市场化大门的时刻，它的显

著标志体现为各广播影视集团趋于完成以架构产业链为改革核心的资源整合。因此，研究电视产业

的特征、赢利模式、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等非常重要。 

这些年来，数字电视成为电视产业发展的重头戏，卫星电视也蓬勃发展，有线电视网络孕育了

丰富的资源，电视产业的受众面也越来越广泛。 

中国有线电视产业的发展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体制创新、网络整合和增值业务的开展。就数

字电视而言，体制创新和网络整合将有效推进网络规模和用户规模的扩大，提升网络的规模化运行

效率；增值业务的不断发展将使数字电视 ARPU 值逐步得以提升。抓住这三方面内容的发展从而促

进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数和 ARPU 值增长，是推动中国数字电视行业收入和规模提升的关键。其中，

数字电视产业将与 3G 移动通信、新一代互联网共同成为二十一世纪信息产业的支柱。本讲还将针

对这些年的发展形势和发展状况对上述内容进行系统的讨论和分析。本讲的主要内容是电视产业及

其价值链的概念及特征；电广传媒广告、节目、网络三大电视主业及其他业务发展现状；数字电视

产业价值链发展趋势等。 

学习目标： 

1．了解电视产业的基本运作方式。 

2．掌握分析电视产业发展问题的方法。 

3．探究电视产业发展创新的路径。 

作业：思考分析 

我国电视产业的模仿与创新。 

知识单元 10：音乐产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音乐产品的内容和特点。 

2．音乐产业的特征。 

3．音乐产业的产业链和盈利模式。 

4．新媒体对传统音乐产业的影响。 

音乐产业（也称视听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产业组成部分中最具商品

属性的行业之一，同时也是作为文化产业模式中的“艺术”这一层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文化

产业中，艺术市场已逐渐成为带动中国文化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艺术产业”这一名称，

在 1993 年被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教授提出。依据钱学森关于艺术产业的详细阐述，我国精神经

济学与艺术经济史学的创始人李向民教授将其分为三类：一是艺术生产部门；二是艺术传播部门；

三是艺术经营部门。 明显地，无论是哪一类，音乐产业都在其中有所涉及，比如各类营业性表演

团体或个人，音乐文本印刷部门、音像唱片发行部门等。对“音乐产业”的概念界定，并不是为了

强调“艺术产业”中与音乐相关的产业的特殊性，而是旨在让所有从事音乐事业的人，从各个方面

重视音乐事业的完善性，从而由小到大、由个人到集体，从普通生活着眼到整个社会文化经济，这

样才能规范我国艺术产业市场，并对我国音乐产业的构建有一个整体全面地把握。 

随着音乐产业进入新世纪的整合期，我国的音像音乐尤其是流行音乐是最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

音乐具有伴随性，只要人们不是想从事专业的音乐职业，几乎都不需要后天的专门培养，也正因为

此，音乐尤其是流行音乐具备了最广泛的大众基础，这也是音乐能够产业化的前提。本专题重点在

于研讨和分析音乐产业的概念、特征、赢利模式、版权对音乐产业的影响、音乐产业市场结构等。 

在赢利模式的分析中，我们将比较分析传统音乐产业和线上音乐产业的价值链及其构成。在传

统音乐产业链中，内容提供商主要指唱片公司，他们处于产业链的最上端，占有绝对的地位。其次

是音像产品生产厂商，主要指制作音像制品的厂家，如光盘厂商，卡带厂商。而在线音乐产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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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它的形成和变化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利益分配、技术更新、版权斗争、政

府法规诸多因素影响着它的产生和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音乐产品的特点和音乐产业的特性。 

2．掌握音乐产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 

3．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应用知识的能力。 

作业： 

1．比较传统音乐产业与线上音乐产业的产业链和赢利模式？ 

2．线上音乐的出现和迅速发展对传统音乐产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考试： 

参考学时：2学时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教学以 3-5个专题研学为主，共 10学时，穿插到理论教学中。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经济文化一体化与文化产业 3  

2 文化产业相关概念研讨 3  

3 文化产业是如何形成的 3  

4 文化产品的经济性质 3  

5 文化产业的赢利模式 3  

6 纸质传媒产业 3  

7 电影产业 3  

8 广播产业 3  

9 电视产业 3  

10 音乐产业 3  

11 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经济学原理、产业经济、管理学、现代媒介概论、传播学 

后续课程：文化经济学、文化传播、文化产业政策法规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厘清和系统掌握各类主要文化产业的产品内容、产业特征、产业链、产业组织及其商业

模式。 

难点：大数据、新媒体等将给文化产业的发展带来重大的机遇和挑战，深入分析这些变化及其

如何应对这些变化，以创新和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本课程的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以文化产业的相关理论和实践为主要线索，深入探索与文化产业相关的前沿领域，采取

“问题导向型”（PBL）的教学方法，以教师引导、全员讨论和多媒体等为主要教学手段（根据实际

情况，可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做讲座或共同进行研讨），结合国内外最新的文化产业相关问题和热点

问题确定研讨主题，从问题入手，采取案例研讨、理论研讨、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研讨的形式对研讨

主题进行开放式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有投影、网络等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要求学生课后搜集和阅读大量文献资料，组织小组讨论实施调研访谈等。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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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包括平时考核和期末考核两部分，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实验

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及表现；期末成绩占 5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胡惠林主编：《文化产业概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 9月。 

（二）推荐参考书 

1．欧阳友权：《文化产业通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 3月。 

2. 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3月。 

3．名和太郎著, 高增杰等译：《经济与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 

4．顾江：《文化产业研究》（第 1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8月。 

5．平狄克、鲁宾费尔德：《微观经济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9月。 

6．亚德里安·斯莱沃斯基：《发现利润区》，中信出版社，2003年 8月。 

7．亚德里安·斯莱沃斯基：《利润模式》，中信出版社，2002年 6月。 

8．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5年 8月。 

9．张艳艳：“中外电视传媒的‘双向’赢利模式”，《青年记者》，2003年第 4期。 

10．向勇：《文化产业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2月第 1版。 

11．王艳萍：“我国报业市场结构与产业绩效分析”，《商业时代》，2006年 17期。 

12．苏文胜：《论政府、市场在电影发行放映业中的作用——兼论转型时期准公共物品供给》，

《经济体制改革》，2001年第 4期。 

13．张江艺：《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14．刘志强、李俊健：“广播媒体产业化研究状况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6 年

第 9期。 

15．李永军：“浅谈媒体多元化时代广播的发展空间”，《新闻知识》，2006年第 8期。 

16．袭延春：“我国广播媒体的困境与发展对策”，《理论观察》， 2005年第 3期。 

17．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主编）：《2006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2006年 1月。 

18．洪浚浩：“美国电视产业的总体特点”，《传媒精神》，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9．余丽丽、商娜红：“我国有线电视网络产业化现状研究”，《新闻大学》， 

20．李怀亮：《文化巨无霸：当代美国文化产业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4月。 

21．迈克尔.利兹、彼得.冯.阿尔门：《体育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3月。 

22．曹可强：《体育产业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8月。 

23．刘微：“在线音乐产业 VS传统音乐产业的多角度深析”，互联网试验室，2006年 4月 4日。 

执笔：张宏伟  审稿：张宏伟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0日 

 

媒介经济学前沿问题研讨课 
Seminar on Media Economics Frontiers 

课程号：4070603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与媒介经济学相关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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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入了解世界和我国媒介经济研究和媒介经济发展与实践状况； 

3、掌握媒介经济学研究方法； 

4、能够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剖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媒介经济学的基础知识、媒介经

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媒介经济发展原理，培养学生自主研究的能力，提高学生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2学时 

知识单元 1：媒介经济学导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2．什么是媒介经济 

媒介经济是基于信息公开而广泛的传播所产生的经济活动。 

在现今的传播技术条件下，媒介经济的范围一般包括以下媒体的经济活动： 

1）新闻信息传媒：报纸、广播、电视、新媒体 

2）一般信息传媒：互联网、杂志、图书、电影、音像制品(录音、录像磁带、光盘)等。 

3.媒介经济学 

1）媒介经济学旨在研究形形色色的媒介操作者，如何在各种资源均属有限而非无限的前提下，

满足阅听人、广告业者与社会在资讯与娱乐等方面的各种欲求与需要。 

2）媒介经济学的源流 

3）媒介经济学研究的传统和派别 

4.媒介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5.媒介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6.媒介经济学与媒介管理学的区别 

学习目标： 

1．了解媒介经济的基本概念。 

2．掌握媒介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3．理解媒介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研讨： 

1.媒介经济学有什么特别之处？ 

2.能想出经济学的理论和观点在传媒背景下应用面临的一些挑战吗？ 

知识单元 2：媒介产品的经济特性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媒介与媒介产品。 

大众媒介产品分两类：（1）信息产品本身。如：出版物、电影、专题片等。（2）广告服务。是

服务性产品，这类产品在形态上不独立，依附于一定的载体。 

2．新媒体背景下媒介产品的新形态。 

3.媒介产品的经济特征 

1）媒介产品作为信息产品的一般特性 

2）媒介信息产品的精神性 

3）媒介信息产品的准公共产品性 

4）媒介信息产品的外部性 

4．广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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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内容产品与广告 

6.媒介产品与知识产权 

学习目标： 

1．了解媒介产品的内涵和外延。 

2．掌握媒介产品的经济特性。 

3．深入理解经济特性对媒介经济管理的影响。 

研讨： 

社交媒体产品的经济特性。 

Case Study：WeChat、Twitter、Facebook、Youku Tudou、YouTube 

知识单元 3：媒介产品需求与供给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媒介产品的需求。 

1）概念 

需求是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所愿意并能够购买的某种产品的数量。它蕴含两个条件：消费者愿

意购买；消费者有能力支付价格。它是一个流量，只能以某一特定时期计量。媒介产品的需求是指

受众与广告客户在一定时期内所愿意并能够购买的媒介商品的数量。 

2）媒介需求的影响因素 

3）媒介需求函数 

4）需求曲线和需求弹性 

一般而言，媒介产品是一种正常商品，随着价格的上升，其需求量减少，随着价格下降，其需

求也随之逐渐增加。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若某种商品的价格越高，则其需求量越小；价格越低，其需求量越

大。 

5）需求弹性与媒介决策 

2．媒介产品的供给 

1）概念 

媒介供给是指媒介生产者在某一特定时间内，在每一价格下对一种媒介商品愿意而且能够提供

出售的商品数量。同样，这一概念也蕴含两个因素：一是媒介生产者的意愿；二是媒介生产者的生

产能力。 

2）媒介产品供给的影响因素 

影响媒介产品生产供给的因素很多，例如商品的价格、生产技术、生产成本、相关商品的价格、

生产者对市场价格和供求状况的预期等。 

3）媒介产品的供给函数、供给曲线与供给弹性 

一般而言，媒介商品的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这表明媒介商品的供给量与商品的价格成同方

向运动，即商品价格上升（或下降）时，其供给量增加（或减少）。 

3．媒介市场价格的决定 

学习目标： 

1．了解媒介产品的需求与供给内涵和条件。 

2．掌握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及其应用。 

研讨： 

媒介产品的需求弹性与定价策略。可以某一具体的媒介产品为例进行分析。 

知识单元 4：媒介消费者的选择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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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媒介消费者 

• 媒介产品的购买者在市场经济中同样也是以消费者的角色而出现，他们对媒介产品的接受
与抵制是以消费的形式来体现。 

• 媒介有受众与广告客户的双重消费者。  

• 受众消费、广告客户消费、媒介生产商的关系：受众作为消费者、广告客户既是消费者又
是媒介生产的重要资助者、媒介作为产品的生产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 

• 受众的类型 

2. 受众与广告客户消费的特征 

受众消费者的消费 

广告客户的消费 

3. 媒介消费者决策： 

效用论 

边际效用递减 

媒介消费者决策：受众与广告商如何选择并且使用不同的媒介和媒介产品，以及这些受众与广

告商消费了多少数量的不同媒介商品。 

媒介消费者均衡 

学习目标： 

1．了解媒介消费者相关概念。 

2．掌握媒介消费者决策的基本原理。 

3.  学会用媒介消费理论解释消费者行为决策。 

研讨：媒介产品销售组合与媒介受众决策 

知识单元 5：媒介产品的生产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媒介生产与成本 

媒介生产的界定 

媒介生产的成本及其种类 

2．媒介生产函数 

媒介生产函数表示媒介企业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物质技术关系。 

3．媒介生产者均衡 

在成本既定的情况下，媒介生产者希望这些成本能产生出最大量产出。这与媒介消费者希望在

预算既定情况下得到最大化的效用是一样的。 

4. 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 

5. 范围经济 

规模经济是媒介产业成长壮大的途径之一，范围经济则为另一途径。前者是通过扩大一种产品

的生产实现的（譬如提高一部影片拷贝的产量），后者则是通过媒介向其他相关行业或不相关行业

扩张，生产两种或两种以上商品或服务实现的。 

6. 媒介产业的分散与非居间化 

学习目标： 

1．了解媒介生产的内涵。 

2．掌握媒介成本的各种类型和核算范围。 

3. 能用媒介生产的相关原理分析现实问题 

研讨： 

媒介生产的最优边界如何确定（尤其是在媒体融合的时代）。 

新媒体时代的专业生产与用户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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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6：媒介市场结构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媒介市场结构的界定。 

媒介市场结构是媒介产业内企业间市场关系的表现形式及其特征。主要包括：卖方之间、买方

之间、买卖双方之间、市场内已有的买卖方与正在进入或可能进入该市场的买卖方之间的关系。集

中体现为市场的竞争和垄断关系。 

2.媒介市场结构的基本类型 

3.媒介市场结构的影响因素和衡量指标 

1）市场集中度：指某一产业市场中卖方或买方的数量及其相对规模（即市场占有率）的分布

结构。 

2）产品差别化：产品差别化：指企业在其提供给顾客的产品上，通过各种方法造成足以引发

顾客偏好的特殊性，使顾客能够把它同其他竞争性企业提供的同类产品有效地区别开来，从而达到

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的目的。 

3）进入和退出壁垒：进入壁垒是指准备进入或正在进入的新企业在与产业内已有企业竞争的

过程中 ，遇到的障碍和不利因素。退出壁垒是指企业在退出该产业或市场时面临的障碍和不利因

素。 

4．SCP范式：SCP理论是 20世纪 30年代哈佛大学学者创立的产业组织分析的理论。最初由哈

佛大学教授梅森首先提出。作为正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哈佛学派以新古典学派的价格理论为基础，

以实证研究为手段，按结构，行为，绩效对产业进行分析，构架了系统化的市场结构(Structure)--

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的分析框架。纵观中国的产业组织研究领域，SCP

分析范式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理论活力和应用空间，因此，SCP分析范式往往是人们分析特定产业问

题的首选分析范式。但其在应用和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媒介市场结构的类型和特征。 

2．掌握度量媒介市场力量和媒介市场结构的指标。 

3．能够运用 SCP范式分析问题。 

阅读：侯艳良. 谈 SCP范式在中国的应用与新发展. 产业观察,2011年第 5期. 

研讨： 

1.如何界定媒介市场的有效范围？ 

2.传媒产业集中的趋势会阻碍多样化吗？请用所学的媒介经济学原理分析。 

背景资料：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5/forum_zp070723.html 

传媒业的集中化和垄断化。默多克是这一过程中的成功者，而布莱克则因经营不善而一败涂地。

其他如《纽约时报》也已经成为同时拥有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巴黎《国际先驱论坛报》和十 多

份其他报章杂志的大型国际报业集团，而《华盛顿邮报》则同时拥有《新闻周刊》、多家电视台以

及年收入超过 17亿美元的卡普兰教育公司。 

    大众传媒成为传媒老板政治观点的传声筒。美国百年老刊《大西洋月刊》前几年刊登文章

《默多克时代》，便总结美国将出现“报纸刊登的是事实真相经过筛选的版本”的情况。英国《卫

报》的调查则显 示，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夕，默多克集团属下的所有 175家报纸，毫无

例外都以编辑部社论等言论公开支持开战。这是阅读英语和其他传媒必须日益注意的现实。 

知识单元 7： 媒介企业行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企业行为总论 

2．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媒介企业行为模式 



11059 

3．完全垄断条件下的媒介企业行为模式 

4．垄断竞争条件下的媒介企业行为模式 

5．寡头垄断条件下的媒介企业行为模式 

6．国际媒介市场企业竞争与合作 

学习目标： 

1．了解媒介企业行为基本概念和理论。 

2．掌握不同市场结构下的媒介企业行为模式和均衡条件。 

3.熟悉当今世界媒介集团的企业及其行为情况 

研讨： 

1. Case Study：马云及其扩张的商业版图 

2014年 9月 19日，阿里巴巴以 68美元的发行价成功上市，成为纽交所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首个交易日，代号为 BABA的股票大涨 38.1%。全球媒体为之惊呼。马云兴奋地表示：“今天，我们

收获的不是钱，而是人们的信任。” 

在阿里庞大的生态圈内，有 800万名网商、2.5亿名活跃买家、90万名快递从业人员、5万名

淘宝模特……而自在美成功上市起，阿里巴巴已不止于一个互联网贸易平台，而是走上了国际化、

多元化的道路。上市一年间，阿里“帝国”的版图扩展到了新的领域。 

同时，IPO就像一把双刃剑，马云和阿里巴巴的每一个毛孔，都被置于放大镜之下。 

但世事无常，不久，阿里巴巴股价的大涨势头戛然而止，陷入了长达 10个月的震荡下行之路，

市值缩水达 1407亿美元。2015年 8月 24日，阿里巴巴首度跌破发行价，之后仍难掩颓势。9月 8

日美股收盘，阿里巴巴股价已经从最高峰时的 119.15美元跌到 60.91美元，市值跌至 1530亿美元，

不敌腾讯。在过去的 10个月里，阿里巴巴的市值与顶峰时相比，已蒸发了相当于 4个京东的市值。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阿里股价跌破发行价的短短几天之后，阿里股价差强人意的表现也

引来外媒的“毒舌”报道，指出阿里的股价被高估，未来还会下跌。北京时间 9月 16日，美股市

场上，阿里巴巴股价反弹 3.59%至 64.85美元，涨幅超大盘，收复周一失地，在中概股中涨幅较大，

算 是 以 股 价 上 涨 “ 回 应 ” 了 《 巴 伦 周 刊 》 的 言 论 。（ 资 料 来 源 ：

http://yn.winshang.com/news-526928.html） 

2.基于报业、出版、广电、网络等传媒细分领域各自的不同特点，你认为它们各自更适合哪些

融资方式及融资方式组合?为什么?   

3. 当今世界媒介集团的竞争与合作理念与策略。 

知识单元 8： 媒介劳动力市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劳动力的相关概念和理论 

马克思对劳动力的阐述：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是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

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劳动力与劳动者：劳动者是指 16 岁以上或者在工作，或者在积极地寻找工作，或者因为暂时

失业而等待被召回的所有人。 

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 

劳动力价格：工资率、工资和收入 

2.劳动力需求和供给模型 

3.媒介劳动力市场 

媒介劳动力市场的类型 

媒介劳动力市场均衡 

媒介职业者收入的决定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与媒介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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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媒体对媒介劳动力市场的冲击 

学习目标： 

1．了解劳动力和媒介劳动力的相关概念。 

2．了解媒介劳动力市场的类型。 

3．掌握媒介劳动力市场的薪酬决定 

4．应用理论分析媒介劳动力市场的现实问题 

研讨：媒介职业市场 

1.Journalism vs. Economics 

Robert Picard’s “Why journalists deserve low pay,”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y 

19, 2009). 

2.传媒业中的产品经理 

3.自媒体内容创作者补贴？激励？ 

李 岩 . 自 媒 体 补 贴 只 能 救 急 不 能 救 穷 . 腾 讯 文 化 ,2015-09-21. 

http://cul.qq.com/a/20150921/011855.htm。 

近日，今日头条宣布重奖自媒体写作者，承诺未来 12 个月内“让至少一千个人每个月至少获

得一万块以上的回报”。无独有偶，一点资讯宣布“将把所有内文页广告收益全部返还内容生产者”

加入这场“补贴大战”的除了内容提供商，还有淘宝这样的大咖。本周淘宝也宣布，“在其平台上，

优质内容创作者与机构在三年内可共享 20亿市场佣金。” 

众所周知，在传统媒体日渐萧条的当下，很多媒体停业、裁员，而网络媒体的日子其实也不好

过，不能消化太多传统媒体人。这一项项真金白银的补贴重奖措施，让以写作为生的人肾上腺素急

剧上升，更让很多濒临失业或正在失业的媒体人看到了不上班也能过体面生活的机会。然而这些看

上去很美的补贴政策，真的能救活失业媒体人吗？ 

4.媒体转型与职业选择 

知识单元 9：新媒体经济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新媒体经济的兴起 

2. 新媒体与新媒体资源 

1）新媒体资源的内容 

2）新媒体资源的特点 

3.新媒体产业链 

4.新媒体经济的特点及其对媒体经济的挑战 

5.新媒体经济的商业模式 

学习目标： 

1．了解新媒体的概念。 

2．分析新媒体经济对其他产业的影响 

3. 掌握新媒体经济的实质。 

研讨： 

1.Case Study：YouTube—An Alternative to TV? 
MIKE SHIELDS. YouTube Is a Viable TV Alternative for Advertisers, but Some Are Wary of 

Commitment.http://blogs.wsj.com/cmo/2015/08/09/youtube-is-a-viable-tv-alternative-for-advertisers-but-
some-are-wary-of-commitment/ 

Aditya Pisharody. The Future of Television: Will broadcast and cable television networks survive the 
emergence of online streaming? 
http://www.stern.nyu.edu/sites/default/files/assets/documents/con_04296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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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媒体经济中传统媒体企业的创新与发展 
知识单元 10：媒介产业与经济增长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媒介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媒介经济是国民经济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的成长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密切关联，并以

其特有的方式，对国民经济整体发挥着自身的影响。 

媒介产业的统计范围 

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体的影响 

2． 媒介经济与国民经济总体的相关指标分析 

3． 媒介经济与国民经济总体的比例关系 

在国际媒介经济学界，衡量媒介经济与国民经济总体的关系，有一个相对常数假说。其核心观

点是，媒介消费支出（包括厂商的媒介广告购买支出和消费者购买媒介的支出）占经济总量的百分

比会维持一个固定的比例。 

4．媒介经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学习目标： 

1．了解媒介产业的统计范畴。 

2．掌握衡量媒介产业贡献的指标和方法。 

3．深入分析媒介产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研讨： 

“影响经济增长的媒介作用模式”,请阅读以下材料进行分析。 

围绕着传媒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问题，国内外学者们提出了三种基本模式： 

技术推广模式：这种模式将传媒经济发展的动力归结为传播技术的发明，认为近现代科学发现

和传播技术发明创造了社会新需求。传播技术推广创造新的社会需求，同时推动着经济活动的发展，

该模式无论是从历史发展角度上，还是从社会实践的表征上都是正确的。 

市场拉引模式：市场拉引模式将媒介市场的动力归结为市场的需求。 社会的习惯、消费水平

及消费结构决定着媒介产品的方向，从市场消费结构方面向媒体提供信息，媒体便根据市场需求信

息来研究制作新的媒介产品。 

N-R关系模式：社会需求（N）与媒介资源（R）作为决定传媒经济发展的两个相互依存、互为

条件的主题，传播活动刺激社会需求，社会需求的增长使媒介经营资源紧缺，此时，就会刺激传播

活动解决媒介市场资源创新的紧缺问题。一旦成功，经济便会得到促进和发展。樊纲教授提出了用

体制结构系数——社会需求和媒介资源的产出比——来表示市场化的过程和经济结构的变化。由此

可以认为，社会需求与媒介资源这两个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主题是引起媒介发展的客观动力源，

同时也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阅读文献: 

梁昊光. 传媒经济与传媒增长.决策参考.2003年第 4期. 

李本乾.媒介经济与中国经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 

丁兴华.台湾媒体与经济增长之关系探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13. 

随堂考试：2学时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教学以专题研学为主，共 10学时，穿插到理论教学中。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媒介经济学导论 3  

2 媒介产品的经济性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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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媒介需求与供给 3  

4 媒介消费者的选择 3  

5 媒介产品的生产 3  

6 媒介市场结构 3  

7 媒介企业行为 3  

8 媒介劳动力市场 3  

9 新媒体经济 3  

10 媒介产业与经济增长 3  

11 随堂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原理、管理学、产业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闻媒介管理、现

代媒介概论等 

后续课程：文化产业前沿问题研讨、文化经济学、广告学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媒介需求与供给、媒介消费与生产、媒介市场结构与企业行为、新媒体经济等。 

难点：把握媒介企业和媒介产业的特质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传媒业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

展的影响及衡量、媒介制度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以媒介经济的相关理论和实践为主要线索，深入探索与媒介经济相关的前沿领域，在介

绍基本知识的基础上以教师引导、全员讨论和多媒体等为主要教学手段（根据实际情况，可邀请一

些专家学者做讲座或共同进行研讨），从具体的问题入手，采取案例研讨、理论研讨、理论与案例

相结合等研讨形式对研讨主题进行开放式讨论和剖析。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有投影、网络等。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该课程要求学生在课余时间进行大量的文献搜集、阅读和梳理，要求自主进行小组研讨、调研

等。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实验完成情况及平时随

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及表现；期末考试占 5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赵曙光，《媒介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9。 

（二）推荐参考书 

1. Robert G．Picard，《媒介经济学—概念与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8月。 

2. Alan B．Albarran等，《全球媒介经济学——世界媒介市场的商业化、集中化与整合》 ，   

3. 吉莉安·道尔：《理解传媒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9月。 

4. 吴信训：《现代传媒经济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5. 喻国明：《传媒经济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6. 宋建武：《媒介经济学原理及其在中国的实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7. 张守文、周庆山：《信息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8. [日]科学技术与经济协会. 蔡振阳、蔡林海(译)：《信息产业的前景》，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1988年。 

9. Vincent Mosco.冯建三、程宗明(译)：《传播政治经济学——再思考与再创新》，台湾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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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 

10. 本·巴格迪坎：《传播媒介的垄断》，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 

11.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 

12. 黄升民(编)：《中国广告的实证分析》，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 

13. 张金海：《广告经营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 

14. 韦尔伯·斯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 

15. 梁能(主编):《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的实践和美国的经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 

执笔：张宏伟  审稿：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5日 

 

媒介运营案例分析 
Case-Studies of Media Management 

课程号：4070603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传媒经济学前沿领域知识；2、理解并熟悉运营案例写作方法；

3、在进行媒介运营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实践案例分析研究。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传媒经济基础知识、传媒管理学

基本原理、原理，了解传媒经济学领域案例分析研究基本概念，为新闻学、传播学、传媒经济学等

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学术研究和专业实习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1学时 

知识单元 1： 传媒经济基础理论及案例分析基础知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中国传媒产业发展历程 

a) 有中国特色的传媒产业发展历程 

b) 传媒产业的双重属性 

c) 传媒产业的双重市场 

2． 案例分析写作的基本要求 

a) 学术研究的一般规范 

b) 实证研究与案例研究的差别 

c) 媒介运营案例分析的具体要求  

3. 课程具体要求 

a) 学习传媒经济学基本知识 

b) 了解案例分析研究基本方法 

c) 实践案例分析基础写作 

学习目标： 

1． 了解传媒经济学基础知识 

2． 掌握案例分析研究基本方法 

3. 实践案例分析研究初步写作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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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读一篇媒介运营案例分析文献 

2. 参考阅读《传媒经济学》张辉锋 著 第一章 

3. 关注传媒产业最新动态新闻 

知识单元 2：电视节目内容产品市场及案例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中国电视产业结构及特点 

a) 中国电视产业结构历史及形成过程 

b) 中国电视产业的突出特点：同质化竞争 

c) 同质化竞争的形成原因：电视产品的属性及中国电视产业的特殊性 

2．解决电视产业内同质化竞争的方法及策略 

a) 短期策略：运用蓝海战略，发现分众需求 

b) 中期策略：进行版权引进，保护知识产权 

c) 长期策略：实行台网联动，创造现象级节目 

3. 电视产业内节目选择模型 

a) 电视产业内节目选择的一般模型 

b) 中国电视产业及节目选择模型 

c) 解决中国电视产业同质化竞争的根本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电视产业的结构及特殊性 

2．掌握解决电视产业同质化竞争的方法 

3．了解电视产业内的节目选择模式 

作业：阅读《理解传媒经济学》第四章 

知识单元 3：电视剧产业及案例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我国电视剧产业发展史 

a) 初创时期的电视剧产业 

b) 文革时期的电视剧产业 

c) 复苏时期的电视剧产业 

d) 发展时期的电视剧产业 

e) 走向成熟的电视剧产业 

2. 电视剧制播分离体制的作用及问题 

a) 中国电视剧制播分离体制改革 

b) 制播分离体制改革的神话 

c) 制播分离体制改革及其问题 

3. 电视剧产业同质化竞争及其突破路径 

a) 电视剧产业同质化竞争现象及其原因 

b) 根据节目选择模型针对电视剧产业同质化竞争进行的分析 

c) 台网联动时代解决同质化竞争的实践及方法 

学习目标： 

a) 掌握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史 

b) 理解制播分离体制在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c) 了解台网联动时代解决同质化竞争的实践及方法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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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理解传媒经济学》第五章 电视制作 

知识单元 4：电影产业及案例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电影产业的内容制作与营销策略 

a) 美国电影在社会心理层面对于全球主流文化认知的塑造 

b)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视角下的美国电影产业 

c)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美国电影产业 

2. 美国电影营销的全球化策略 

a) 美国电影营销的结构与流程 

b) 美国电影营销的传播效果 

c) 美国电影营销的窗口化策略 

3. 中国电影营销的本土化策略 

a) 经济“新常态”下电影营销及社会心理 

b) 新媒体环境下的主动受众及的粉丝经济 

c) 电影受众群体代际更新及类型片的营销策略 

学习目标： 

1. 理解电影产业内容制作与营销的基本策略 

2. 了解美国电影营销的全球化策略 

3. 实践中国电影的本土化策略 

阅读： 

《理解传媒经济学》第六章 国际电影业 

知识单元 5：跨文化传播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及案例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折扣”及其形成原因 

a) 东西方文化差异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 

b) “文化折扣”的定义及形成原因 

c) 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文化折扣”及其形成根源 

2. 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历史起源 

a) 东西方文化差异在社会认知和自我认知领域的具体表现 

b) 东方文化的形成与社会体制的关系 

c) 东方式社会体制形成的历史原因 

3. 全球化时代的认知共性及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表现 

a) 全球化时代的认知共性及其具体表现 

b) 心理理论及人类的语言交流 

c) 寻找全球化时代的跨文化传播共识 

学习目标： 

1. 了解“文化折扣”的定义及具体形成原因 

2. 了解东西方认知差异及形成东西方认知差异的历史原因 

3. 理解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过程中的策略 

知识单元 6：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内容产品生产及案例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媒介融合的定义及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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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媒介融合的历史及定义 

b) 媒介融合对于传播 5W的改变 

c) 媒介融合对于受众时空观念的重构 

2. 媒介融合背景下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 

a) 媒介融合对社会等级的重构 

b) 媒介融合对于用户信息使用的合法性研究 

c) 媒介融合与社会资本 

3.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三网融合 

a) 三网融合涉及的利益主体及特点 

b) 三网融合的产业构架 

c) 媒介融合背景下传媒产业发展策略 

学习目标： 

1. 了解媒介融合的历史、定义及其对于日常生活的改变 

2. 理解媒介融合背景下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 

3. 理解媒介融合背景下的三网融合及其在传媒产业中的实践 

作业： 

阅读：《理解传媒经济学》第八章 

知识单元 7：创意城市及案例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创意城市及形成创意城市的必要条件 

a) 媒介与城市的关系 

b) 形成创意城市的必要条件 

c) 创意城市的特征 

2. 以伦敦为例谈西方创意城市的特点 

a) 伦敦的历史文化积淀 

b) 伦敦的现实产业格局 

c) 伦敦的创意产业资源 

3. 以香港为例谈东方创意城市的特征 

a) 香港对于创意人才的聚合作用 

b) 香港对于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凝聚作用 

c) 香港社会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 

学习目标： 

1. 了解创意城市的基本特征及形成创意城市的必要条件 

2. 以伦敦为例了解西方社会创意城市的基本特点 

3. 以香港为例了解东方社会创意城市的基本特点 

作业： 

阅读：《传媒经济学案例教程》第六章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4个，共 12学时 

实验 1：媒介融合背景下的电视产业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小组作业对于媒介融合背景下的省级卫视品牌建设策略进行研究 

实验要求：熟悉中国电视产业结构；研究省级卫视品牌建设策略；掌握运用案例分析进行电视

产业内容产品的具体方法。 

实验 2：跨文化传播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 



11067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小组作业对于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进行研究 

实验要求：熟悉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的具体战略；研究成功走向海外的中国文化产品及其跨文

化传播的策略；掌握运用案例分析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具体方法。 

实验 3：内容产品的互联网思维及内容产品研究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小组作业对于内容产品的互联网思维及案例进行研究 

实验要求：熟悉媒介融合特点及其对于内容产品生产的改变；研究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内容产品

生产；掌握媒介融合背景下内容产品生产的具体方法。 

实验 4：互联网时代的内容产品的跨媒体运作研究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小组作业对于互联网时代内容产品跨媒介经营进行研究 

实验要求：熟悉内容产品的跨媒体运营及其基本特点；研究粉丝经济及新媒体环境下的主动受

众；掌握新闻媒体环境下的主动受众的分析及案例研究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传媒经济基础理论及案例分析基础知识 3  

2 电视节目内容产品市场及案例分析 3  

3 电视剧产业及案例分析 3  

4 电影产业及案例分析 3  

5 跨文化传播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及案例分析 3  

6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内容产品生产及案例分析 3  

7 创意城市及案例分析 3  

8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电视产业 3  

9 跨文化传播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 3  

10 内容产品的互联网思维及内容产品研究 3  

11 互联网时代的内容产品的跨媒体运作研究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中国电视产业的基本结构及其特殊性、中国互联网产业的特点及其对于传媒产业的流程

再造、跨文化传播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问题研究。 

难点：电视产业中的节目选择模式、媒介融合及内容产品的互联网思维研究、新媒介环境下的

主动受众及其文化消费特征。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传媒经济学理论研究 

2. 媒介运营案例分析 

3. 理论分析及小组报告 

教学手段： 

1.  理论研究 

2. 案例解读 

3. 报告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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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每 3课时课堂学习配合 4-6课时课外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论文占 60％。 

7、作业要求： 

每课时后阅读教程中相关章节并结合传媒产业发展中的前沿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

究。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新闻传播学理论及案例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

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吉莉安·道尔著《理解传媒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9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张辉锋著《传媒经济学》，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 2月 第 1版 

执笔：滕乐  审稿：×××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5日 

 

新闻伦理案例分析 
Case Study on Media Ethics  

课程号: 407060392-01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案例课系列。本课程是面向新闻专业及全校学生开设的专业

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了解“大传播”概念下，互联网技术给传播渠道、传播主体带来的巨大变化，并对新型

的传播格局有着基本的认识；（2）明确大传播理念下，传播主体分为职业传播者和非职业传播者两

类，明确其传播行为规范的共性和特性；（3）总结不同主体的网络传播行为规范应与其职业规范本

身一致；等等。 

新闻伦理案例分析课是一个零门槛、以传播行为案例研讨为主要内容的课程。它不仅关注职业

传播者的传播行为、职业传播者的社交媒体行为，还关注非职业传播者的社交媒体行为，比如职业

律师、医生、大学生、高校教师、网红等等。 

每次课一个主题，每个主题包括一类（或一个）代表性案例，在课上重点分析，本课程不在于

得出什么结论，而是根据最新出现传播案例，从多角度探讨其传播行为，最终的目标是：以适应技

术发展的思路和观点，以传播目的和效果最大化的目标，分析和讨论不同主体的传播规范。每次课

程的主题和案例的选取，将根据当年媒体发展的最新特点，适当调整。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传播格局变迁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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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传播新型格局概述 

2．职业传播者与非职业传播者的共性与特殊性 

学习目标： 

3．了解职业传播者与非职业传播者在传播规范中的异同。 

4．了解本课程将要研究的几类传播主体。 

5．分组及确定研究案例类型。 

第一部分：职业传播者与社交媒体 

知识单元 2：职业传播者网络传播行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职业传播者概念 

2．职业传播者网络传播概念 

3、职业传播者网络传播特点及分类 

学习目标： 

1．了解职业传播者的网络传播行为，掌握“事实”和“观点”信息传播的规范。 

2．掌握职业传播者网络行为经常出现“利益冲突”的冲突。 

小组案例： 

讨论职业媒体人在微博上的表现。 

讨论职业媒体人在微信上的表现。 

知识单元 3：传播“事实类”和”观点类”信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事实类信息的概念 

2．在社交媒体发布或转发“事实类”信息的规范 

3．观点类信息的概念。 

4．掌握：职业媒体人传播观点类信息的规范要求。 

学习目标： 

1．了解职业媒体人传播的“事实类”信息应当不先于所在媒体发布。 

2. 了解职业媒体人传播的“观点类”信息应当与所在媒体观点保持一致。 

3．掌握转发事实类信息的规范。 

4.掌握转发观点类信息的基本原则。 

案例： 

--央视主持人发布“老酸奶”信息。 

---BBC资深编辑“微博杀事件”、南方周末评论员发表反对“同性恋婚姻”事件。 

知识单元 4：开设微信公号的行为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微信公号的传播特点及传播规则。 

2、职业媒体人公号开设情况个案分析。 

学习目标： 

1、了解媒体人开设公号与“兼职”的关系。 

2、分析什么样的网络行为属于“兼职取酬”。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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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神磊磊”公号发布内容与职业角色的关系。 

知识单元 5：传统媒体的三微一端信息发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传统媒体的“三微一端”运行现状。 

2．分析传统媒体与其“三微一端”之间信息发布的关系。 

学习目标： 

1、讨论传统媒体与其官微在发布形式上的关系。 

2．讨论传统媒体与其官微在发布内容上的关系。 

案例： 

薛蛮子事件中，新华社在微博上公开反对央视播出薛蛮子视频，对此现象进行讨论。 

知识单元 6：社交媒体、传统媒体和公众舆论的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舆论引领者的基本特征。 

2、伦敦骚乱中，英国传统媒体与政府配合，引导社交媒体舆论的事件。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交媒体传统媒体格局。 

2、掌握社交媒体信息传播规律及其与传统媒体的关系 

案例： 

伦顿骚乱事件中，传统媒体的思路及行为方式分析。 

第二部分：非职业传播者的社交媒体行为 

知识单元 7：大学生社交媒体行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大学生的社交媒体行为特点 

2．在校大学生的社交媒体行为规范 

3、国外大学生社交媒体行为规范参照 

学习目标： 

1、了解大学生社交媒体使用中的问题。 

2、掌握避免利益冲突及发布信息的原则。 

3、明确应避免在社交媒体上参与讨论有关学校的事情。 

案例： 

---上传教师课件、食堂拍摄情侣、讨论学校相关事项。 

知识单元 8：高校教师社交媒体行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高校教师群体社交媒体行为特点。 

2．高校教师社交媒体规范。 

3、美国高校教师社交媒体行为规范参照。 

学习目标： 

1、了解高校教师社交媒体使用中的问题。 

2、明确其应当的使用原则。 

3、掌握避免与学校、学生间的利益冲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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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上传学生的信息、讨论学校的事情、发表不符合教师职业身份的观点。 

知识单元 9：律师社交媒体行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律师群体使用社交媒体的特点。 

2、律师社交媒体使用规范。 

学习目标： 

1、了解律师群体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 

2、依据其执业准则判断其行为的是否符合其职业规范。 

案例： 

夏俊峰案、山东平度等事件中，律师在微博上的行为分析。 

知识单元 10：医生社交媒体行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医护人员使用社交媒体的特点。 

2、医护人员社交媒体使用规范。     

学习目标： 

1、了解医护人员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 

2、依据其执业准则判断其行为的是否符合其职业规范。 

案例： 

手术室自拍事件分析 

知识单元 11：随堂考查 

参考学时：3学时 

考试内容：在所讨论的主题中，任意选取一个题目，完成一篇案例分析。 

要求：主题清晰，观点明确，一事一议，符合写作规范 

字数：3500-4500字 

形式：标题、摘要、至少 5个脚注。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传播格局变迁 3  

2 职业传播者网络传播行为 3  

3 传播“事实类”和“观点类”信息 3  

4 开设微信公号的行为分析 3  

5 传统媒体的三微一端信息发布 3  

6 社交媒体、传统媒体和公众舆论的关系 3  

7 大学生社交媒体行为 3  

8 高校教师社交媒体行为 3  

9 律师社交媒体行为 3  

10 医生社交媒体行为 3  

11 随堂考查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新闻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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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职业传播者的网络传播行为规范。 

难点：难点在于所讨论的一些问题没有定论，而在于多角度的综合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法 

2.多学科理论结合应用 

教学手段： 

1.小组作业。 

2.课上讨论。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支持及执行淡化一次考查、注重全过程的教学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

包括学生出勤、小组作业、课堂参与讨论的情况；期末案例研究占 50%，12周随堂考查上交。 

5、作业要求： 

作业以小组为单位，根据教师教授主题选取研究题目。课上展示、组织讨论。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选择的智慧：职业传播者网络传播伦理问题、案例

与对策》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推荐参考书 

1、阴卫芝著，《选择的智慧：职业传播者网络传播伦理问题、案例与对策》，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2014年 

2、维克托.舍恩伯格等著，《大数据时代》，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 

3、[美]史密斯著，李青藜译，《新闻道德评价》，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执笔：侯月娟  审稿：侯月娟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5日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 
Methods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课程号：4070604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理解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了解实证研究的基本过程； 

2、掌握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理解如何进行文献综述、研究设计等工作； 

3、了解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体系，掌握调查研究、实验研究、文献研究、实地研究等研究方

式的具体操作技术，并能根据研究的议题选择适合的研究方式。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体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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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科学研究的概念与特征 

2．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与学科特点 

（1）研究对象 

（2）学科特点 

3. 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体系 

（1）方法论 

（2）研究方式 

（3）具体方法和技术 

4. 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 

（1）方法论背景 

（2）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异同 

5. 理论与研究的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社会科学研究的特征与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特征。 

2．理解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体系的三个层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3. 掌握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异同。 

作业：找一篇发表在《新闻传播学研究》杂志上的论文进行阅读，分析这篇论文采取的是哪种

研究方式，所用的具体资料收集方法是什么？ 

知识单元 2：选题与文献回顾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研究问题及其来源 

2．选题的标准 

3. 研究问题的明确化 

4. 文献回顾 

学习目标： 

1．理解研究课题与研究问题之间的差别，了解新闻传播学选题的标准。 

2．掌握如何将一个研究课题明确为具体的研究问题的方法。 

3. 掌握文献回顾的写作方法。 

作业： 

查找有关“危机公关”的学术文献，并完成一篇 2000字的文献综述。 

知识单元 3：研究设计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研究的类型 

（1）探索性研究 

（2）描述型研究 

（3）解释型研究 

2. 研究性质 

（1）理论性研究 

（2）应用型研究 

3. 研究方式及其选择 

4. 分析单位 

5. 研究的时间维度 

6. 撰写研究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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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目标： 
    1. 了解不同的研究类型和研究性质 
    2. 理解分析单位的概念。 
    2. 掌握如何选择研究方式，并掌握研究计划书的撰写方法。 
    作业：自选主题完成一份研究计划书。 
知识单元 4： 测量与操作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测量的概念与层次 

2. 概念、变量与指标 

3. 操作化的含义与作用 

4. 操作化的方法 

    学习目标： 
    1. 掌握测量的四种层次的概念及它们之间的差别。 
    2. 理解概念、变量、指标的含义。 
    3. 掌握如何将抽样的概念操作为具体的可测量的指标。 
    作业：对“媒介影响力”这一概念进行操作化。 
知识单元 5：调查研究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调查研究方法的概念与特点 

2. 调查研究法适用的研究议题 

3. 调查研究的步骤 

4. 撰写调查研究论文 

学习目标：掌握如何运用社会调查方法完成一项具体研究。 

作业：从新闻传播学期刊中选择一篇采用调查研究方法完成的论文，分析其在资料收集、论文

撰写上的优缺点。 

知识单元 6：实验研究法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实验及其基本要素 

2. 实验的逻辑 

3. 实验的特点 

4. 实验研究的程序 

5. 寻找两组相同的对象 

6.对自变量的操纵 

7.实验的分类 

（1）实验室实验与实地实验 

（2）标准实验与准实验 

8.基本实验设计 

9.影响实验正确性的因素 

    学习目标： 
    1. 理解实验研究的逻辑和基本要素。 
    2. 掌握如何在实验中寻找两组相同的对象。 
    3. 理解各种实验的类型和实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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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从新闻传播学期刊中选择一篇采用实验研究法完成的论文，分析其实验的设计过程。 
知识单元 7：文献研究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文献的类型 

2. 文献研究的类型 

3. 内容分析的概念 

4. 内容分析的程序 

5. 二次分析的含义、步骤、优缺点 

6. 现存统计资料分析的概念、步骤、资料质量 

7. 文献研究的特点 

    学习目标： 
    1. 理解文献研究法的适用议题以及特点。 
    2. 掌握运用内容分析方法完成文献研究的具体技术。 
    3. 理解二次分析法和现存统计资料分析法的步骤和资料质量的评价。 
    作业：选择一个月内某家媒体的官微账号，对其新闻报道的选题进行内容分析。 
知识单元 8：实地研究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实地研究 

    1. 实地研究的概念和类型 
    2. 实地研究的过程 
    3. 观察法 
    （1）观察的概念及其类型 
    （2）观察者的角色 
    （3）观察法的特点 
    4. 无结构访谈法 
    （1）无结构访谈的含义及分类 
    （2）进行无结构访谈的要点 
    （3）访谈控制的方法 
    （4）集体访谈 
    5. 实地研究方法的特点及应用 
    学习目标： 
    1. 理解实地研究的特点适用的研究议题 
    2. 掌握观察法、无结构访谈法的操作技术。 
    作业：自选主题完成一份访谈提纲。 
知识单元 9：定性资料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定性资料的特点 

2. 定性资料分析的目标 

3. 定性资料分析的特点 

4. 实地资料的整理 

5. 定性资料分析的基本过程 

    6. 常用的定性资料分析方法 

    （1）连续接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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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举例说明法 

    （3）比较分析法 

    （4）流程图方法 

    学习目标： 

    1. 理解定性资料的特点和分析目标。 

    2. 掌握常用的定性资料分析方法。 

    作业：阅读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分析作者是如何进行定性资料分析的。 

知识单元 10：撰写研究论文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论文及其类型 

    2. 论文的一般结构 

    3. 论文的撰写步骤 

    4. 论文的“沙漏”形式 

    5. 论文的格式 

    6. 引文规范 

    学习目标：  

    1. 了解论文的类型 

    2. 掌握论文的基本构成和论文的写作规范。 

    作业：从《新闻传播学研究》杂志中选择三篇研究论文，逐一概况其构成部分及结构，并进行

比较。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体系 3  

2 选题与文献回顾 3  

3 研究设计 3  

4 测量与操作化 3  

5 调查研究法 3  

6 调查研究法、实验研究法 3  

7 实验研究法 3  

8 文献分析法 3  

9 实地研究法 3  

10 定性资料分析、撰写研究论文 3  

11 撰写研究论文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新闻采访学 

后续课程：新闻编辑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概念的操作化、内容分析法、观察法、无结构访谈法。 

难点：实地研究法与定性资料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讲授法 

2. 案例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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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互动式教学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分组讨论 

3. 案例研讨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上网教学设备。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案例讨论；

期末考试占 70％。 

6、作业要求： 

学生应根据每次课要求独立或分组完成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柯惠新编著《传播研究方法》，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 2月第 1版（普通高等教育“十

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风笑天编著《社会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8月 第 4版 

2. 风笑天编著《社会研究设计与写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10月第 1版 

执笔： 毕秋灵  审稿：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7日 

 

现代沟通艺术 
The Art of Modern Communication 

课程号：4070800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课程性质：本课程是新闻学专业的一门选修课，是一门实践性的新闻传播专业素质教育类课程，

是一门训练口语表达和沟通能力的实践性很强的实践性课程。课程在现代社会沟通理论、交往理论、

新闻传播理论和语言与艺术理论的指导下培养学生人际沟通、社会交往和公共表达能力。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1、通过本课程的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实战模拟训练，使学生熟练掌握人际

传播、言语沟通与非言语沟通、社会交往和职业交际的基本理论知识和礼仪规范；2、培养学生实

际运用所学知识进行有效表达、沟通、交流、交际的基本技能；3、全面提高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

生的人际沟通、公共表达、社交礼仪、论辩演说和职场公关等方面的能力和素养。 

本课程内容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通过课堂讲授让学生掌握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的基本知识理

论和规范礼仪，二是通过课堂实训培养学生实际运用所学知识进行有效沟通、交际、表现自我的基

本技能，如演讲、社交、论辩和职场方面的语言表达和人际沟通能力。具体包括交际学与沟通学、

人际关系与人际沟通、沟通的心理与行为理论、社交礼仪与知识等理论知识；课堂实训教学部分，

包括口语表达与思维、言语沟通与非言语沟通、演讲辩论与逻辑、日常交际与礼仪、说服宣传与修

辞、推销谈判与策略等。 

授课方式：分为讲授和实训，采用“教、学、做三合一”的教学形式，力争使课堂既生动有趣

又富有实效，通过参训，激发您自身的潜能，在学习、生活和今后的工作中，拥有积极的心态；与

人交往更有热忱，并能激励他人，成为一名处处受欢迎的人。具体教学方式包括：知识讲授、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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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现场模拟、沟通游戏、角色扮演、能力测试、模拟实训等。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0学时 

知识单元 1：人际传播与人际沟通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人际传播理论概说 

（1）什么是人际传播； 

（2）人际传播的网络； 

（3）人际传播的功能和特点； 

（4）人际传播的基本理论：库利“镜中我”理论、六度分离理论、符号互动论、社会模仿论、

人际关系三维理论、海德平衡理论、奥斯古德调和理论、认知失调和一致论、意见领袖论、社会判

断理论、人际关系管理理论、 

（5）人际传播与人际沟通 

第二节、人际传播的基本模式 

（1）亚里士多德传播模式 

（2）拉斯韦尔五 W模式 

（3）香农—韦弗线性模式 

（4）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 

（5）丹斯螺旋模式 

（6）纽科姆模式 

（7）詹森传播模式 

第三节、沟通与人际沟通 

（1）沟通的界定与学说：沟通(Communication)是指在社会交往中，人们借助符号系统(语言、

文字、图像、记号)、形体手势及物质环境传递、理解信息、情感和思想的互动性社会行为。主要

学说有：(1)共享说，(2)交流说，(3)影响(劝服)说，  (4)符号(信息)说等。 

（2）人际沟通 

（3）沟通的功能与意义：人的本质属性决定人需要沟通；“我”与沟通：人格塑造与沟通；自

我沟通、人际沟通、灵魂沟通。 

（4）沟通意识：是指借助媒介建立联系关系、寻求交流和达成共同意识的一种积极的精神行

为。它是一种有意识的理性精神活动，而不是无意识心理反映。它是人的社会属性的本质表现，是

建立社会关系的内在驱动器。 

第四节、人际沟通学 

（1）人际沟通学的概念：人际沟通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沟通行为的新兴边缘性、综合应用的社

会学科。人际沟通学从人类的社会交往出发，采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人类沟通心理与行为

的规律性，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挖掘人的内在潜力，提高沟通能力，发挥人们合作的社会优势，

促进社会的发展。 

（2）人际沟通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研究人际沟通心理与行为的规律性，人际沟通、群体沟

通、领导沟通的行为特征，沟通理论与技巧在特殊情境下的应用及其有效性。 

（3）人际沟通学的主要内容：人际传播与人际沟通基本理论、非语言沟通和语言沟通；自我

表达沟通与倾听和反应沟通；正式沟通与非正式沟通；单向沟通与双向沟通；影响沟通与营造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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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沟通等。 

学习目标： 

1．了解人际传播基本理论和主要模式、认识人际沟通的价值和意义。 

2．掌握人际传播的常见模式，能够熟练运用人际传播理论和恰当模式进行人际沟通和互动交

流。 

作业： 

1．书本知识和文凭意味着什么? 

2．良好的沟通能力意味着什么? 

3．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4．你认为成功的要素有哪些?为什么? 

5．人际沟通的基础训练——自我介绍。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沟通与人际沟通的定义。 
    2．简述人际沟通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及学科特征。 
    3．你如何理解智商、情商与财商的意义? 
    4．如何认识沟通对于人生的意义？成功的标志是什么?是金钱?是健康?还是其他?为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人际传播教程》薛可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2、《沟通学思想引论》（第 1、2章）赵升奎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05年 7月版 

2、《现代沟通学》（第 1、2章）李谦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年 8月版 

3、《人际关系与沟通艺术》（第 1、2章）张自慧著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4年 4月版 

知识单元 2：人际关系与人际沟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人际关系 

1、人际关系的概念与特点。 

（1）人际关系的概念：人际关系是在社会生活和实践的活动过程中，个体所形成的对其他个

体的一种心理倾向及相应的行为。它是通过交往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关系。 

（2）人际关系的特点：互动性；渐进阶段性；动态性；情意性；社会性；复杂性。 

2、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观念。 

3、影响人际关系的因素：满足需要；交际准则；情绪状态；时间与空间；控制因素； 

4、人际关系的作用：了解自己；控制环境；提高效率；增进身心健康；促进行为的改变。 

第二节 人际沟通的特征与影响因素 

1、人际沟通及其与人际关系的区别与联系 

人际沟通是人们运用语言符号系统或非语言符号系统传递和理解信息的过程。人际沟通与人际

关系既有一定的区别，又有密切的关系。人际沟通又是人际关系在行为上的反映。 

2、人际沟通的特征 

1) 双向互动性。 

2) 统一符号。 

3) 双重手段。 

4) 对动态情境的相同理解。 

5) 社会普遍性。 

3、影响人际沟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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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观因素 

2) 客观因素 

3) 社会因素 

第三节 人际沟通的过程和形式 

1、沟通要素及过程 

沟通要素包括：信息、发送者、编码、渠道、解码、接收者、反馈和噪音。其中：信息、发送

者、渠道(媒介)和接收者，被认为是沟通模型的四个主要因素。 

沟通一般包括六个步骤或程序。 

2、沟通的形式： 

(一)按照是否面对面分：(1)直接沟通 (2)间接沟通。 

(二)按照语言的运用形式分：(1)语言沟通(2)非语言沟通。 

(三)按沟通的组织程度分： (1)正式沟通 (2)非正式沟通。 

(四)按沟通信息有无反馈分：(1)单向沟通 (2)双向沟通。 

(五)按传递信息的方式分：(1)书面沟通 (2)口头沟通。 

学习目标：本章主要介绍人际关系与人际沟通的基本概念，通过理论分析让学生认识人际沟通

对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重要性。重点和难点是认识和理解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观念和人际关系特

征。 

作业：课堂实训 

1、人际沟通的形式训练  

2、人际沟通能力测试  

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人际关系的概念、特征。 
    2．举例分析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观念及其特点。 

3．人际沟通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4．人际沟通的基本要素是什么？主要形式有哪些？ 

拓展阅读书目： 

1、《沟通学思想引论》（第 3章）赵升奎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05年 7月版 

2、《现代沟通学》（第 3、4章）李谦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年 8月版 

3、《人际关系与沟通》（第 1、2、3 章）曾仕强等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4、《人际沟通与谈判》（第 2章）李家龙等著，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5年版 

知识单元 3：沟通的心理与行为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需要与激励理论 

一、人的需要与动机：需要是产生动机的直接原因。 

二、需要的层次性和多样性是人的本质 

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及其认识： 

三、生理：维持生命的物质需要 

四、安全：职业、医疗、管理、心理、环境、避免监控等 

五、爱与归属：血缘、同事、异性之爱、人与人之间的爱 

六、尊重：自尊、他人的尊重、荣誉、成就感 

七、自我实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潜力得到最大发挥 

四、内在需要是激励人们不断实现自我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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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感受与知觉理论 

一、感觉、知觉和思维是行为的重要心理因素：感觉越敏感丰富、知觉越完整全面 

二、知觉的形成 ：知觉对象与背景。知觉归类：连续、封闭、接近、相似原则。知觉判断 

三、知觉错误（偏见）：这是人际沟通认识层面的最大问题。主要表现有：知觉防御；首因效

应；近因效应；哈罗效应（晕轮效应）；投射效应；刻板印象等。 

第三节  价值观和兴趣影响理论 

一、价值观影响个人、群体和组织的行为。格雷夫斯的七个等级。 

二、兴趣爱好、态度影响行为和潜能 

1、兴趣爱好的动力作用和开发作用 

2、学习理论：榜样模仿与行为塑造可以形成和改变态度 

3、功能主义：为我所用，态度受个人心理需求支配。 

第四节  气质、性格与行为理论 

一、气质影响沟通方法和效果 

多血质（活泼型）、粘液质（安静型）、胆汁质（兴奋型）、抑郁质（抑郁型） 

二、塑造别人喜欢的性格：九型人格理论 

第五节  群体心理与行为 

一、群体类型：职能性群体、工作任务群体、兴趣友谊群体、利益型群体、情感型群体、亲缘

型群体、爱好型群体、信仰型群体 

二、群体心理： 群体护卫心理；群体规范心理；从众心理；群体凝聚心理。 

三、心理与行为训练方式 

（一）心理暗示训练 

（二）态度训练 

（三）行为训练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沟通的心理与行为的基本概念，通过案例和实训让学

生理解和认识沟通行为与个体心理之间的关系及其关理论，从而逐步解决对于沟通与人际交往的一

些心理障碍和心理问题。重点和难点是心理问题实训练习的设计。 

学时分配：（4课时）其中实训练习之 3安排课时 2课时。 

作业与实训练习： 

1、气质测试训练 

2、公共表达中的心理调试实训 

3、动画片配音练习 

4、胆量练习 

复习与思考题： 

1．试分析价值观与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 

2．举例分析需要层次理论对你生活、工作、学习的影响。 

3．谈谈人的动机结构、优势动机对行为的影响 

4．结合自身分析气质、性格对你的行为方式和职业规划的影响。 

5．如何认识群体心理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6．兴趣与心理、行为之间存在哪些关联性，你是如何认识的？ 

拓展阅读书目： 

1、《沟通学思想引论》（第 4、5章）赵升奎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05年 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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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际沟通与谈判》（第 4—7章）李家龙等著，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5年版 

知识单元 4：言语表达与沟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语言与符号 

1. 符号和意义 

2. 言语传播的原则 

3. 符号的功能 

第二节 言语表达的内涵及层次 

1．言语表达的层次 

当一个人在具体的环境中运用某种语言符号说出了话，这就是言语。言语表达有两个层次： 

基础层次：指人们运用语言知识进行听说读写等活动的过程 。 

交流层次：指运用言语进行交际的能力。即根据不同的社交环境，恰当地、得体地使用语言与

他人沟通的能力。  

2.话语的意义 

话语是能够表达一个完整意思或思想的语义整体。 

话语的意义可分为：话语传达意义、 话语生成意义 

两者相互关联，却不完全一致。 

话语传达意义:指话语本身的字面意思和发话者的意图与态度。 

话语生成意义：即话语接受者对话语传达意义的领会和理解。 

【沟通提示】 

话语传达意义是话语生成意义的基础和前提，话语生成意义体现了话语传达意义的实现价值。 

话语生成意义与受话者本身的素质、经验，话语产生的环境，发话者与受话者的角色关系等因

素密切相关。 

第三节 思维、语言与行动 

1、语言对思维的影响 

2、言语行为 

第四节 口语表达和有声语言的训练 

口语表达公共表达（如演讲、报告等）主要是运用有声语言来传递信息、说服听众的。表达者

首先应了解讲有声语言技巧的特色——嗓音、节奏、声情，同时也应了解公共表达中有声语言与口

语、文艺语言的异同。有声语言技巧必须经过扎实认真的训练才能熟练掌握。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言语沟通和公共表达的基础知识，通过课堂讲授让学

生认识和基本掌握日常口语交际和言语沟通的符号系统、功能作用和基本技能。  

作业与实训练习： 

1、口语表达基本功练习（一） 

2、口语表达基本功练习（二） 

复习与思考题： 

1．谈谈有声语言训练的主要方法及其对你自己的有效性。 

2．举例分析自己在无声语言表达方面存在的问题。 

3．谈谈口语表达的内在素养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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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阅读书目： 

1、《公务员口才》（第 1—3章）中国和平出版社 2003年版 

2、《实用口才训练教程》（第 1—2编）方位津等著，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知识单元 5：非言语表达与沟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非言语表达的作用 

非言语表达：指言语表达之外的有意义的交际符号的运用。 

1) 非言语表达可以补充和加强言语表达的信息 。 

2) 非言语表达有时可以替代言语表达 。 

3) 非言语表达对言语表达的信息可予以修正。 

【沟通提示】 

当言语表达与非言语表达产生矛盾的时候，人们更愿意相信非言语表达。 

因为非言语表达具有原发性。而言语信息发送具有可操作性。  

第二节、非言语表达的种类 

副言语、体态语、客体语、行动语 

（1）副言语：指各种有声而无固定意义的声音符号系统。包括语速、声调、音量、音质和语

气词的运用。 

【沟通提示】 

对于说话者而言，副言语是表明情绪或态度的重要工具； 

对于听话者来说，通过副言语可较为有效地判断说话者的意图。 

【情景模拟】 

（2）体态语（肢体语言） 

指人们在交流过程中，通过身体姿态、手势、面部表情和眼神传达出来的信息。 

【课堂沟通训练】    

（3） 客体语 

指不由人体产生的，但在沟通中具有向信息接受者传递某种信息功能的元素。包括： 

服装服饰：可彰显人的个性、情感和态度。  

表意物：指在某一文化中，具有特定含义，能够传达某种信息的物品。 

空间距离：指交往中使用周围空间的方式及与他人保持的距离。反映了人们关系的亲疏程度。 

方位时位：指通过对表达开始的时间的定位和控制而传递特定信息的交际符号。   

（4）行动语 

行动语指人们沟通交往中，一系列前后连贯，能表达某一完整意思的动作。 

【特别提示】 

行动语与体态语不同。它不是一个动作、一个表情，而是一连串动作的信息传递。 

以行动语进行沟通，既要注意其约定俗成的社会意义，更要注意由沟通双方的个人经验构成的

解释这一行动的背景，要精心设计。 

学习目标： 

1、认知和熟练掌握非语言表达的 9种类型和使用规范 

2、熟练使用非语言沟通技巧 

作业与实训练习： 

1、非言语沟通与言语沟通有什么区别？ 

2、哪些文化因素会影响非言语沟通的过程和效果？ 



11084 

3、在什么情况下对非言语行为的解读是模棱两可的？ 

4、中西方是如何对待“沉默”的？ 

5、请你观察男女在对非言语信息进行解码和编码时有什么差异，这种差异是否在谈话、谈判

或解决矛盾冲突中给女性带来了优势？ 

知识单元 6：社交礼仪与社交口才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社交礼仪概说 

1、礼仪是指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行为规范与准则。具体表现为礼貌、礼节、仪表、

仪式等。 

2、礼仪的特性。正确交往必须遵守一定的基本原则。交往的基本原则是人们在交往中处理和

调整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交往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相互关系

的集中反映，它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的。 

礼仪的特性：共同性、继承性、统一性、差异性、阶级影响性、时代发展性。 

3、交往的基本原则主要有：第一，平等尊重原则。第二，互利互惠原则。第三，信义原则。

第四，友爱协作原则。 

4、礼仪的功能：沟通功能、协调功能、维护功能、教育功能。 

二、个人礼仪的基本内容 

个人礼仪是社会个体的生活行为规范与待人处世的准则，是个人仪表、仪容、言谈、举止、待

人、接物等方面的个体规定，是个人道德品质、文化素养、教养良知等精神内涵的外在表现。其核

心是尊重他人，与人友善，表里如一，内外一致。 

1、仪容礼仪 

2、体态礼仪 

3、表情礼仪 

4、着装礼仪 

5、配饰礼仪 

6、交际礼仪（言谈举止礼仪） 

三、社交口才 

1、认识社交口才。社交口才是培养社交能力的重要一环，是最为神奇的公关密码。它是一个

人内在气质的言语表现，是一个人的涵养的外观。 

2、社交口才的日常运用场合：自我介绍与居间介绍、接待与拜访、赞扬与批评、拒绝与应对、

劝慰与道歉、交谈与说服等 

3、社交语言的基本要求。包括：招呼语言、介绍语言、提问语言、拒绝语言、交谈语言等。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社交礼仪与口才基础知识 ，并通过课堂实训让学生

认识和基本掌握社交礼仪的原则、基本内容、规范及其要求。重点和难点是社交礼仪的实训与社交

口才的练习。 

课堂实训 6： 

1、社交口才实训——拒绝练习 

2、社交口才实训——劝服练习 

作业与思考题： 

1．社交礼仪的内容有哪些？ 

（4）社会交往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5）社交语言的得体性主要表现哪些方面？ 

拓展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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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交技能与自信心训练》（第 4部分））戴王磊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2、《交流学十四讲》（第 3—9讲）吴建民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知识单元 7：公共演讲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演讲的准备和组织 

一、演讲的概念和特点 

二、演讲的准备和组织：演讲是一个复杂立体的表达过程，要想演讲成功，必须进行一系列的

全面准备工作。具体步骤和内容包括： 

1、明确要求  收集材料     

2、了解听众  熟悉环境    

3、理清思路  拟订提纲    

4、起草讲稿  反复推敲    

5、认真讲练  灵活用稿  

第二节    几种演讲的训练 

一、演讲的基本类型：演讲分命题演讲、即席演讲、论辩演讲等几种类型；命题演讲是事先有

准备的演讲；即席演讲是事先没有准备的演讲；论辩演讲是辩护自己、反驳别人的的交锋。  

二、几种主要的演讲形式的要求和训练 

1、命题演讲    

2、即席演讲    

3、论辩演讲  

课堂实训 5： 

1、公共演讲实训——命题演讲 

2、公共演讲实训——即席演讲 

3、公共演讲实训——告知性演讲 

学习目标：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演讲基础知识和应当具备的基本素养，通

过课堂实训让学生认识和基本掌握公共演讲的类型、程序、要求和训练方法。  

作业与思考题： 

1．演讲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2．演讲主要有哪些类型，各自的要求是什么？ 

3.谈谈告知性演讲与说服性演讲的区别？ 

4.谈谈即兴演讲需要注意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5.论辩演说的特点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第四章 《公务员口才》（第 4编））方位津等著，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第五章 《演讲的艺术》（第七版）（第 2—5编）S·卢卡斯编著，海南出版社 2002年版 

第六章 《卡耐基演讲与口才》（第 2—3篇）戴尔·卡耐基著，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6年版 

知识单元 8：辩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辩论概述 

一、辩论的定义 



11086 

1. 辩论的定义 2. 辩论的组成 3. 辩论的三要素 

二. 辩论的特征： 

1. 立场鲜明；2. 辩答巧妙；3. 逻辑严密；4. 用语精练；5. 言语攻击 

三. 辩论的作用： 

1. 格物致知, 探求真理；2. 明辨是非, 捍卫真理；3. 锻炼思维, 培养口才；4. 增进了解, 促

进沟通； 

四. 辩论的种类： 

1. 学术辩论；2. 决策辩论；3. 法庭辩论；4. 专题辩论；5. 模拟辩论；6. 日常辩论 

五、辩论的准备：1、辩论审题与立论；2、辩论材料的准备；3、辩论谋略的制订；4、辩论稿

的撰写；5、辩论制胜要诀；6、个人综合素质的培养；7、辩论的演练。 

第二节 立论技巧训练 

1. 辩论中的概念与判断：隐含判断及其在论辩中的运用；直言判断及其在论辩中的运用 

2. 辩论中的推理：联言推理及其在论辩中的运用；选言推理及其在论辩中的运用；、假言推
理及其在论辩中的运用；二难推理及其在论辩中的运用。 

3. 辩论与归纳、演绎、类比推理 

第三节 反驳技巧训练 

一、 辩论中的同一律问题 

二、 辩论中的矛盾律与排中律问题 

三、 辩论中的充足理由律问题 

四、 归谬法与辩论技巧 

五、辩论逻辑与语言素养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辩论口才基础知识 ，并通过课堂实训让学生认识和

基本掌握辩论的特点及其要求。重点和难点是辩论实训练习的设计。 

课堂实训 7：辩论实训—— 自由式辩论 

作业与思考题： 

1．辩论的作用是什么 

2. 辩论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2．辩论有哪些种类，各自的要求是什么？ 

3. 立论有哪些技巧？ 

4.驳论有哪些技巧？ 

5.论辩逻辑的内容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卡耐基演讲与口才》（第 4篇）戴尔·卡耐基著，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6年版 

2.《口才训练 15讲》（（第 11—13讲）孙海燕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知识单元 9：组织或职场沟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求职面试沟通的技巧 

一、 面试概述 

1、面试是测查和评价人员能力素质的一种考试活动。面试是一种经过组织者精心设计，在特

定场景下，以考官对考生的面对面交谈与观察为主要手段，由表及里测评考生的知识、能力、经验

等有关素质的一种考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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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试是公司挑选职工的一种重要方法。面试给公司和应招者提供了进行双向交流的机会，能使

公司和应招者之间相互了解，从而双方都可更准确做出聘用与否、受聘与否的决定。 

2、面试的具体形式：个别面试；小组面试；成组面试； 

3、面试的主要内容：从理论上讲，面试可以测评应试者任何素质，但在人员甄选实践中，我

们并不是以面试去测评一个人的所有素质，而是有选择地用面试去测评它最能测评的内容。 面试

测评的主要内容如下：仪表风度；专业知识；性格品行；工作实践经验；口头表达能力；综合分析

能力；反应能力与应变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自我控制能力与情绪稳定性；工作态度；上进心、进

取心；求职动机；业余兴趣与爱好。 

二、面试沟通的特点 

1、面试以谈话和观察为主要手段； 

2、面试是一个双向沟通的过程； 

3、面试内容灵活性； 

4、面试对象的单一性； 

5、面试时间的持续性； 

6、面试交流的直接互动性。 

三、面试沟通的基本技巧及其训练 

第二节 推销口才与谈判 

一、推销口才 

1、推销：推销就是说服顾客购买商品或劳务.推销是面谈交易,整个推销活动中,从接近顾客到

解除疑虑,直到最后成交,都离不开口才。 

2、口才是成功推销的核心：好口才可以自如地与顾客进行交谈；好口才可以激发顾客购买欲

望；好口才可以消除顾客疑虑；好口才帮助信任沟通；好口才能够缓解推销气氛；好口才能导致实

质性的转变。 

二、推销口才的原则和策略 

三、推销口才与沟通方法训练 

四、谈判的原则和技巧 

1、谈判的类型与程序 

2、谈判的基本原则 

3、谈判的准备 

4、谈判常用的策略与技巧 

学习目标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本章主要介绍职场沟通的基础知识 ，并通过课堂实训让学生认识

和基本掌握职场沟通的特点及其要求。重点和难点是职场沟通实训练习的设计。 

作业与思考题： 

1．面试沟通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2. 面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面试的礼仪要求是什么？ 

3. 推销口才有哪些主要技巧？ 

4. 谈判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人际沟通与谈判》（第 15--18章）李家龙等著，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5年版 

2.《口才训练 15讲》（（第 14讲）孙海燕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训练习为 6个，共 1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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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 

项目 
实训内容（可选择） 实训标准 

考核方案及 

实施方法 

所用

时间 

1、自我推

介与形象

管理训练 

自我介绍 

自我展示 

自我表现 

真实、得体、艺术性

地展示自我形象 

采用言语表达、肢体展示、

艺术表演等方式展示自

我，获得好的公众形象。 

2 学

分 

2、口语表

达基本素

质训练 

朗诵和讲故事训练 

语言表达技能、技巧训

练 

普通话的标准度 

声音的调控度和美化 

口语朗诵的艺术性 

故事讲述的投入度 

面对公众的胆量 

抽签朗诵 

角色扮演讲述故事 

2 学

时 

3、体态语

言表达训

练 

1、 演讲训练及比赛 

2、 举行故事会 

3、 哑剧表演 

1、 演讲语言的逻辑
性、现场的表现； 

2、 态势语言的运用 

教师提供演讲题目，鼓励

学生上台演讲，并进行成

绩评定。 

2 学

时 

4、口语艺

术技能技

巧训练 

1、公共问题圆桌研讨会 

2、召开主题座谈会 

1、说话的流利性； 

2、听说的准确性； 

3、语言组织的严密性； 

4、说话的逻辑性； 

指导学生分组进行口语、

听说能力训练织相教师

提供训练资料，由学生进

行课堂练习。 

2 学

时 

5、命题、

即兴演讲

训练 

1、模拟“答记者问”； 

2、自信心培养训练； 

3、写演讲辞并上台演

讲； 

 

1、根据学生的反应灵

活程度； 

2、上台的表现、即兴

发挥如何； 

3、演讲辞的内容、语

言，是否吸引听众； 

教师进行引导、鼓励让学

生大胆上台。 

2 学

时 

6、辩论训

练 

1、情景反驳训练； 

2、组织辩论赛； 

 

1、理解的正确性； 

2、发言次数、参与活

动的积极性； 

1、教师提供典型资料，

指导学生分组讨论；2、

老师指定论题，评分，让

学生查阅资料组织辩论 

2 学

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第一章  人际传播与人际沟通理论 2  

2 第二章  人际关系与人际沟通 2  

3 实训一  自我推介与形象管理  2  

4 第三章  沟通的心理与行为理论 2  

5 第四章  言语表达与沟通  2  

6 实训二  口语表达基本素质训练 2  

7 第五章  非言语表达与沟通 2  

8 实训三  体态语言表达训练 2  

9 第六章  社交礼仪与社交口才 2  

10 第七章  公共演讲 2  

11 实训四  口语艺术技能技巧训练 2  

12 第八章  辩论 2  

13 实训五  命题或即兴演讲训练 2  

14 第九章  组织与职场沟通 2  

15 实训六  辩论训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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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考试 2  

合计  3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传播学概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口语表达与思维、言语沟通与非言语沟通、演讲辩论与逻辑、日常交际与礼仪、说服宣

传与修辞、推销谈判与策略。 

难点：如何通过生动有趣又富有实效的课堂讲授和实训练习的内容设计，通过参训，激发学生

参与人际沟通、公共表达和自我表现的潜能。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授课方式：分为讲授和实训，采用“教、学、练三合一”的教学形式，力争使课堂既生动有趣

又富有实效，通过参训，激发您自身的潜能，在学习、生活和今后的工作中，拥有积极的心态；与

人交往更有热忱，并能激励他人，成为一名处处受欢迎的人。 

具体教学方式包括：知识讲授、案例讨论、现场模拟、沟通游戏、角色扮演、能力测试等。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座位可移动的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阅读、作业和课外训练，12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作业和课内实训占 40%；期末考

试占 4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 ： 

选用教材： 

《现代沟通学》（第 2版）李谦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年 8月版 

《人际传播教程》（第 12版）约瑟夫·A·德维托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推荐教学参考书： 

《言语沟通学概论》吕行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年 12月版 

《人际沟通与谈判》李家龙等著，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5年版 

《沟通学思想引论》赵升奎著上海三联书店 2005年版 

《人际沟通技巧》范文琼等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现代管理沟通实务与案例》张岩松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演讲学教程》邵守义等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 2月 2版 

《生活中的传播》（第 4版）茱莉亚·伍德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人际传播学》薛可 余明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 

执笔：姚泽金  审稿：王天铮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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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史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journalism 

课程号：43001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从宏观上，本课程将新闻传播史切入到近现代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考

量，引导学生思考“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2、从中观上，本课程注意梳理新闻事件、新闻人物对

新闻史的影响和作用，引导学生在中外新闻传播史对比中有所感悟和启迪；3、从微观上，本课程

将重点讨论当今和未来媒介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让学生真正感受媒介融合时代的历史紧迫感和强烈

创新意识。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系统介绍中、外各国新闻传播的发展脉络以及彼此之间存在的共同规律

与差异，以中外不同时期新闻媒体、新闻记者和新闻作品为主要内容，探讨中外新闻传播的形成、

发展及演变规律，引领学生以史为鉴，汲取丰富的历史养分。从而培养学生树立崇高的宏观视野、

批判精神和新闻理想，提升学生的新闻理论素质和新闻专业精神。该课程以课堂讲授和案例教学为

主要教学方法，并附之以多媒体教学和学生作业互评为教学手段。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第一部分 中国篇 

第一章 中国新闻事业的诞生与初步发展 

教学内容 1、中国新闻事业的诞生；2、中国新闻事业的初步发展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早期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历程，了解各自产生的历史背景 

教学重点 新闻事业发展对社会进程的推动作用 

第一周 教学时间 3学时 

第一节 古代报纸的出现 

一、唐代的进奏院和进奏院状 

1、孙樵和“开元杂报” 

2、敦煌进奏院报 

二、宋代的邸报和小报 

1、邸报的有关制度 

2、民间小报的诞生与发展 

三、元明的新闻事业 

1、元代的新闻事业 

2、明代邸报、邸抄和急选报 

3、起义农民的新闻传播活动 

第二节 近代新闻事业的传入 

一、近代报纸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 

二、传教士办报 

1、英文报纸 

《字林西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等 

2、中文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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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公报》、《申报》等 

第三节 清末民初新闻事业的发展 

一、第一批国人近代报刊的出现 

1、天平天国的办报思想 

2、王韬与《循环日报》 

3、第一批国人办报的特点 

二、维新运动中的新闻事业 

1、梁启超与《时务报》 

2、维新派的新闻思想 

3、维新派报刊的业务改进及进步作用 

三、清末民初新闻事业的发展 

1、 海外保皇派报刊的活跃 

2、 《中国日报》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的兴起与发展 

3、 《民报》和《新民丛报》的大论战 

4、 内地革命报刊的出现与“苏报案” 

5、 袁世凯的“癸丑报灾” 

6、 名记者的涌现：黄远生、邵飘萍和林白水 

思考题： 

1、以近代报纸为例，结合当代中国的新闻传媒，决定新闻事业发展的经济、文化等要素有哪些？ 

2、近代报刊的新闻思想对现在有何影响？ 

第二章 新民主新闻事业的初步形成 

教学内容  1、新民主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我党所办报刊；2、民营报刊的特色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国共两党新闻传播事业的初步发展历程，了解我党所办报刊的

历史使命 

教学重点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与初步发展 

第二周 教学时间 3学时 

第一节 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事业 

一、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 

1、《新青年》 

2、《每周评论》 

3、《湘江评论》 

4、《共产党》 

5、《劳动界》 

二、中国共产党党报系统的建立 

1、《向导》 

2、《中国青年》 

3、《劳动周刊》 

三、国共合作报刊的出现与发展 

1、 统一战线报刊的兴旺 

2、 《热血日报》、《红色中华报》等 

3、革命宣传打败反革命宣传 

第二节 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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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闻统制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1、 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网的迅速建成 

2、 战时党营新闻事业的扩张 

3、 战后党营新闻事业从一统天下到全面溃败 

二、民营新闻事业的发展 

1、《大公报》 

2、《申报》 

3、文人论政的实质分析 

思考题： 

1、我党办报理念与革命进程的关系 

2、民营报刊新闻思想中“文人论政”的实质剖析 

3、战后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为何从一统天下到全面溃败？ 

第三章 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壮大与全面胜利 

教学内容 1、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壮大与全面胜利；2、我党新闻理论初步形成的表现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共产党新闻传播事业胜利的内在原因 

教学重点 共产党新闻理论思想的探索、形成与成熟 

第三周 教学时间 3学时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一、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1、延安《解放日报》的创办 

2、新华社的发展 

3、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的大发展 

二、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新闻事业 

1、民营报刊的进步与改革 

2、邹韬奋的新闻思想 

3、范长江的西北通讯 

4、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 

三、大后方和沦陷区的新闻事业 

1、《新华日报》在斗争中成长 

2、沦陷区伪满统治下的新闻事业 

3、上海“孤岛”抗日新闻事业的奋斗 

第二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一、国统区新闻事业的发展 

1、国民党新闻事业的扩张 

2、国统区共产党的办报活动和民营新闻的兴起 

3、新闻界争取自由的斗争 

二、解放区新闻事业的发展 

1、新华社的转移其军事宣传报道 

2、反“客里空”运动 

3、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从农村走向城市 

4、毛泽东、刘少奇关于新闻工作的谈话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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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客里空”运动对我们当前新闻界的启示 

2、试述我党新闻理论形成的几点表现对当前新闻界有何指导作用？ 

第四章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闻事业 

教学内容 1、拨乱反正中的新闻事业；2、改革开放中的新闻事业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新闻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了解新闻改革的指导方向 

教学重点 新闻改革的经验教训及指导方向 

第四周 教学时间 3学时 

第一节 拨乱反正中的新闻事业 

一、新闻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始末 

2、《光明日报》的作用 

3、新闻界的态度 

第二节 改革开放中的新闻事业 

一、加强经济报道 

1、《人民日报》的读者来信 

2、《经济日报》的典型报道 

3、《经济参考报》的创刊 

二、新闻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 

1、清除精神污染 

2、关于人道主义的辩论 

3、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讨论 

三、新闻改革的经验教训及其指导方向 

1、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 

2、禁止“有偿新闻” 

3、新闻要“新、短、多、广” 

4、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第三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事业的发展 

一、市场经济的建立及其对新闻事业的影响 

1、规模有了更大发展 

2、经营管理日益受到重视 

3、对外交往日益频繁 

4、新闻界不良现象的出现 

二、新闻业务的改进和传播技术的现代化 

1、版面增多，“周末版”的出现 

2、解释性报道、深度报道的出现 

3、激光照排及彩印 

4、卫星传版 

三、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研究的繁荣 

1、新闻院系的增加 

2、新闻学刊物的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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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课题的前沿性、学术性和实用性 

第四节 台港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 

一、台湾新闻事业的历史 

1、光复前后的新闻事业 

2、南京“国民政府”迁台后的新闻事业 

3、台湾当局对新闻事业的控制 

4、报禁解除后的新闻事业 

二、香港新闻事业的历史 

1、早期的新闻事业 

2、1949年以来的报业 

3、当前新闻事业现状 

思考题： 

1、有关真理标准讨论中新闻界的作用 

2、改革开放初期新闻改革的经验教训 

3、九十年代初新闻改革的指导方针 

第五章 中国新闻事业在新世纪的光荣使命 

教学内容 1、三项学习；2、三种精神；3、三重责任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新闻事业自身的改革趋势，了解全球化时代新闻事业的方向 

教学重点 “三项学习”、三种精神”与“三重责任”的内在联系 

第五周 教学时间 3学时 

第一节 “三项学习”重塑传媒形象 

所谓“三项学习”活动是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

德三项教育内容展开学习。 

一、新闻业界 

1、自觉坚持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服务，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贯穿始终 

2、把走转改、学改结合，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贯穿始终 

3、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着力提高舆论引导水平贯穿始终 

4、把深化改革，加强管理，促进新闻事业健康顺利发展贯穿始终 

二、新闻学界 

1、高等教育的发展要体现世界性的“普遍智慧”和民族性的“特殊智慧” 

2、传媒教育应当注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 

3、新闻学教育是传媒素质、专业理念的教育，而不只是一种传播技能、方法的教育 

第二节 “三种精神”彰显专业主义 

一、史学家的求实精神 

提倡史学家的求实精神，就要做到新闻真实。与此对立的“虚空”就是搞“客里空”、刮“浮

夸风”、华而不实、哗众取宠，就是解构传媒苦苦追寻的权威性，诋毁传媒苦心孤诣打造的品牌形

象，消解传媒孜孜以求的公信力 

二、政治家的人文精神 

如果说政治家的大局意识是传媒人立足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必备的利器，那么，人文精神

的情怀便是传媒人工作的立足点。造就二者兼具的政治家型新闻人才，是新闻事业发展的必然需要，

也是坚持政治家办报的根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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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企业家精神语义中最为核心的是创新精神。成功来自创新，创新是艰难之事，传媒人要具备企

业家的创新精神，须具备怀疑的品质、学习的品质、敢闯敢试的品质 

第三节 “三重责任”构建和谐社会    

一、传媒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履行构建和谐社会的稳压责任 

“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 

二、传媒要切实加强舆论监督，履行构建和谐社会的预警责任 

传媒要为人民群众提供表达意见和呼声的渠道和空间，在媒体上对公共事务开展交流、沟通和

讨论，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和批评 

三、传媒要有效运用对外传播，履行构建和谐社会的扬声责任 

“外知世界”就要了解世界的进展、文化和理解方式。“内知国情”就是要知道我国的实际情况 

思考题： 

1、新闻界开展“三项学习”活动的目的、作用和影响。 

2、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事业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 

第二部分：外国篇 

第六章 英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教学内容  1、近代英国的报业状况；2、现代英国的报业状况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发达国家现代报业的产生和发展，了解其共性与特点 

教学重点 现代报业 

第六周 教学时间 3学时 

第一节 近代报业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政治：早期报业与封建压制 

二、经济：资产阶级革命 

三、文化：启蒙思想、乌托邦主义             

第二节 近现代报纸 

一、《泰晤士报》 

二、《每日电讯报》 

三、《卫报》 

四、《金融时报》 

五、《经济学家》 

第三节 近现代报团 

一、新闻国际公司 

二、镜报报业公司 

三、汤姆林集团公司 

四、观察家报集团 

第四节 广播电视业的发展历程               

一、独家垄断时期 

1、1922 年 12 月，马可尼公司联合其他 5 家无线电企业，组建了民营的英国广播公司。后改

组为公营的英国广播公司（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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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36年，BBC建立了电视台 

二、“双头垄断”时期 

1、独立广播公司的建立  

BBC独家垄断，战后英国允许开办商业电视，建独立电视局负责管理。英国决定开放商业广播

时，1972年将独立电视局改名为独立广播局（IBA），同时管理商业电视和广播。这种格局称为 BBC

和 IBA的“双头垄断” 

2、面对竞争的英国广播公司 

《1990年广播法》：1992年正式施行。新广播法的基本意图是要开放广播电视市场，创设更为

自由的竞争环境，以促进广电事业的繁荣，同时要求切实保证节目质量 

第五节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特色 

一、政治 

1、大众与政府之间平衡的工具 

2、具有各政党党派的公共行为模式形成的塑造能力 

二、经济 

1、在行政和财政方面受政府和议会的制约 

2、又有自主经营的权利和业务上的独立性 

三、业务 

1、分为国内和国外两部分 

2、惯用客观报道手法；娱乐节目比较正统 

3、一贯重视受众反馈研究 

四、未来 

1、如何成为数字化时代媒体的执牛耳者 

2、新闻报道是否需要坚持一贯的风格 

3、如何处理与政府的互动关系 

思考题： 

1、英国资产阶级报纸产生的时代背景 

2、《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对我国的启示 

3、在业务上，BBC对 CCTV有哪些启示？ 

第七章 法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教学内容  1、近代法国的报业状况；2、现代法国的报业状况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发达国家现代报业的产生和发展，了解其共性与特点 

教学重点 现代报业 

第七周 教学时间 3学时              

第一节 近现代报业的开端 

一、法国报业进入现代阶段的重要标志： 

商业性报纸日趋兴旺，在报业中的影响日益扩大 

二、巴黎四大日报： 

1、《小新闻报》 

2、《小巴黎人报》 

3、《晨报》 

4、《新闻报》 

第二节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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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类报纸的兴衰 

1、《人道报》 

2、《解放报》 

二、各类报团的出现 

1、普鲁沃斯特集团 

2、柯蒂集团 

3、温德集团 

4、帕特诺特报团 

第三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 

一、报业的演进 

二、兼并和垄断 

1、40年代后期到 50年代初。实力较为雄厚的大报崭露头角 

2、50年代中期到 60年代。全国垄断格局形成 

3、70年代以后，区域性报业垄断继续加强；出现了称霸全国的超级报团 

第四节 当代状况 

一、按习惯分 

1、巴黎报纸 

2、外省报纸 

二、报团和垄断情况 

1、埃尔桑报团 

2、阿歇特集团 

3、阿莫里报团 

4、世界出版集团 

5、马亚德报团 

三、重要报纸 

1、《世界报》 

2、《费加罗报》 

3、《法兰西晚报》 

四、重要期刊 

1、 《快报》 

2、 《巴黎竞赛画报》 

3、 《鸭鸣报》 

思考题： 

通过阅读一个月的《参考消息》列举几家法国的报刊 

第八章 德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教学内容  1、近代德国的报业发展进程；2、现代德国的报业发展进程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发达国家现代报业的产生和发展，了解其各自特点 

教学重点 发达国家近现代报业发展进程的各自特点 

第八周 教学时间 3学时 

第一节 早期报业的发展 

一、古登堡印刷机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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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期刊物的出现 

三、封建势力压制报业发展 

第二节 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报业 

一、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报刊 

二、革命中的无产阶级报刊 

三、社会民主党的报刊 

第三节 两次大战时期的报业 

一、一战前后的报业 

二、二战期间的报业 

三、二战时期的新闻宣传 

第四节 二战后的报业 

一、联邦德国的报业 

二、民主德国的报业 

三、两德统一后的报业 

思考题： 

1、二战后德国新闻体制的改革 

2、影片《窃听风云》观后感 

 第九章 美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教学内容  1、近现代美国的报业发展进程；2、当代美国报业的特点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美国现代报业的产生和发展，了解其时代背景 

教学重点 美国近现代报业的各自特点 

第九周 教学时间 3学时 

第一节 殖民地时期的报刊 

一、殖民地的开辟和报纸诞生的环境 

二、民办报纸《新英格兰报》 

三、富兰克林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四、争取新闻自由与曾哥案件 

第二节 独立战争中的报刊与报业活动家 

一、殖民政府对报刊的压制 

二、爱国报纸和保皇派报纸 

三、革命宣传家 

1、亚当斯 

2、潘恩 

3、托马斯 

第三节 政党报纸时期 

一、第一时期（1783-1801） 

1、联邦派报人和报纸 

2、反联邦派报人和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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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争的焦点 

二、第二时期（1801-1833） 

1、杰斐逊的新闻自由观 

2、各派通过报纸论战 

3、报刊的发展 

三、第三时期（1833-1860） 

1、两党形成 

2、杰克逊总统提倡民主自由 

第四节 新式新闻事业 

一、普利策和《世界报》 

1、《圣路易斯电讯报》起家 

2、《世界报》起飞 

3、新闻思想与社会贡献 

4、两大遗嘱：普利策新闻奖和哥伦比亚新闻学院 

二、赫斯特和《纽约新闻报》 

1、与普利策竞争 

2、黄色新闻的泛滥 

3、煽动美西战争 

4、教唆刺杀麦金莱总统 

第五节 现代报业的特点 

一、跨媒介与跨行业垄断发展 

1、报团的兴衰变化 

2、有关政策法规的出台 

3、报业的普遍亏损 

二、美国报业史上的典型事件 

1、扒粪运动 

2、沙利文诉纽约时报案 

3、五角大楼事件 

4、水门事件 

三、报纸的“自由”与“保守” 

1、两种社会思潮 

2、两种倾向的报纸 

3、新趋势：保守媒体咄咄逼人 

第六节 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历程 

一、初始阶段 

1、最早获得营业执照的是西屋电气公司在匹兹堡办的 KDKA电台，1920年 11月 2日正式播音 

2、三足鼎立的局面：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 

二、20世纪 30-40年代是美国广播事业成长的黄金时代 

1、内容趋于对象化、专门化 

2、电台更为地方化、小型化，数量继续增长 

3、商业电台一直是美国广播业的主体 

4、罗斯福的“炉边谈话” 

5、肯尼迪、里根式的“电视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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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国广播电视的属性 

1、美国广播电视长期实行私有私营体制 

2、公共广播电视 

第七节 广播电视的管理 

一、联邦通讯委员会 

1、目的 

2、构成 

3、影响 

二、广播电视业的自律 

1、1930年的国家广播协会 

2、1952年的全国广播电视工作者协会 

三、广播电视法令 

1、1934年广播法 

2、1996年电信法 

第八节 默多克新闻集团的广电经营理念 

一、以跨媒体方式实现运作效益最大化 

1、跨媒体扩大规模 

2、提高资源利用率 

3、增进品牌知名度 

4、扩大促进广告业务 

二、紧抓财务管理以助其资本运营 

1、全球并购 

2、以优质资产上市 

3、注重年度财务预算 

三、抓住开发新技术带来的发展机遇 

1、1990年，英国天空广播公司 

2、1998年，第一个数字电视平台 

3、1999年，利用数字化技术推出体育频道 

思考题： 

1、美国现代报团出现的历史背景 

2、如何分析美国报纸的“自由”与“保守” 

3、美国广电有几种属性？ 

4默多克的广电理念 

第十章 日本新闻事业的发展 

教学内容  1、近代日本的报业发展进程；2、现代日本的报业发展进程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发达国家现代报业的产生和发展，了解其各自特点 

教学重点 发达国家近现代报业发展进程的各自特点 

第十周 教学时间 3学时 

第一节 军国主义统治时期 

一、强化管理机构 

二、限制报道内容 

三、控制纸张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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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强行合并报纸 

第二节 全国性报纸 

一、《读买新闻》 

二、《朝日新闻》 

三、《每日新闻》 

四、《产经新闻》 

五、《日本经济新闻》 

第三节 垄断情况 

一、都在东京、大阪以及其他主要城市设立本社，分别出报 

二、除出版报刊外，还兼营广播电视，有广告和其他文化事业公司，是传播媒介集团 

三、兼营大众传播以外的行业 

第四节 解密日本报纸的高发行量 

一、良好读报习惯 

二、内容高质量 

三、成熟的发行体制 

四、定价高，不打价格战 

思考题： 

1、日本报纸高发行量的原因 

2、通过阅读一个月的《参考消息》列举几家日本的报刊 

第十一章 俄罗斯新闻事业的发展 

教学内容  1、近代俄罗斯报业发展历程；2、当代俄罗斯报业现状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俄罗斯报业的发展进程，了解其报业转型的特点 

教学重点 苏联新闻改革的经验教训 

第十一周 教学时间 3学时 

第一节 沙俄时期的报业               

一、沙俄早期报纸介绍 

1、《新闻报》 

2、《莫斯科新闻》 

3、十二月党人报刊活动 

二、资产阶级办报 

1、资产阶级报刊的产生 

2、民粹派的报刊《俄国财富》 

三、无产阶级办报 

1、《火星报》 

2、《前进报》 

3、《无产者报》 

4、《新生活报》 

5、《明星报》 

6、《真理报》 

第二节 苏联时期的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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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维埃政权初建阶段 

1、取缔资产阶级反动报刊，建立社会主义的新闻体系 

2、新经济政策时期报刊方式的调整 

二、革命胜利前后列宁的主要报刊思想 

1、宣传组织作用 

2、党性原则 

3、新闻出版自由 

4、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 

5、群众办报和舆论监督 

三、苏联新闻体制的特点 

1、新闻媒介全部国有 

2、媒介管理高度集权 

3、媒介功能只重宣传 

4、信息来源十分单一 

5、媒介言论高度统一 

四、苏联第一部新闻法《全苏新闻法》 

1、取消了新闻审查制度 

2、规定各种组织或公民个人都有权办报 

3、扩大了办报人的自主权限 

第三节 俄罗斯当前报业现状               

一、多元化的媒体归属形式 

1、官办报刊 

2、政党报刊 

3、商办报刊 

二、多样化的媒体调控形式 

1、行政手段 

2、经济手段 

3、法律手段 

思考题： 

1、苏联新闻改革失败的原因？ 

2、当前俄罗斯新闻法建设情况。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中国新闻事业的诞生与初步发展 3  

2 新民主新闻事业的初步形成 3  

3 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壮大与全面胜利 3  

4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闻事业 3  

5 中国新闻事业在新世纪的光荣使命 3  

6 英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3  

7 法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3  

8 德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3  

9 美国新闻事业的发展 3  

10 日本新闻事业的发展 3  

11 俄罗斯新闻事业的发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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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新闻理论、传播学概论 

后续课程：现代媒介概论、新闻伦理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我国近代报业传入的历史背景、发达国家新闻事业的转型、全球传播一体化的文化传承、

世界各国的网络管理、中外新闻事业史比较研究。 

难点：我国建国前后新闻政策的变化、我国新闻事业在新时期的属性、西方国家新闻管制、中

外新闻自由比较。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案例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作业互评。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方汉奇等编著《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10月第 2版（北京市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2. 郑超然等编著《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10月第 1版（国家级重

点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哈艳秋 袁军等编著《中国新闻事业史教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 2月第 1版 

2. 李磊 著《外国新闻史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 4月第 1版  

执笔：王永亮  审稿：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0日 

 

纪录片制作 
Documentary Production 

课程号：43001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解纪录片的历史发展和主要流派；2、从创作者的角度学习纪录片创

作思想和实现手法；3、在作品赏析与讨论中了解纪录片的创意、拍摄的基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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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镜头语言的基础知识、纪录片的

创作原理、制作原理，了解纪录片的纪录、纪实和虚构的概念，为新闻编辑课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

的音视频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17学时 

知识单元 1：纪录片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通过对纪录片的范畴与属性的学习，让学生对纪录片与电视纪录片有初步的概念。 

教学重点和难点：教学重点是纪录片与电视纪录片的概念。难点是电视纪录片的意义。 

通过对纪录片的演变及学派的学习，让学生知道研究中外纪录片创作观念演变，对探讨中国电

视纪录片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教学重点和难点：教学重点是中外纪录片创作观念演变。难点是“电影眼睛”理论和“英国纪

录学派”。 

学习目标： 

1、了解纪录片的概念，电视纪录片的概念，了解纪录片的启蒙。理解新闻纪录影片的兴起和

纪录风格的开创。 

2、掌握电视纪录片的意义。熟练掌握电视纪录片的技巧误区。 

掌握世界纪录电影三巨匠（帕尔·罗伦兹，莱尼·里芬斯塔尔，尤里斯·伊文斯）的生平。熟

练掌握“电影眼睛”理论和“英国纪录学派”。 

作业： 

梳理纪录片学派的流变。 

知识单元 2：纪录片的艺术审美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通过对有中国特色的纪录片－专题片的学习，让学生了解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演变过程，

探讨中国电视纪录片的特点和特色。 

教学重点和难点：教学重点是了解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历程。难点是专题片创作的理论，专题片

创作的方法和步骤。 

2．通过对纪录片的艺术特性与审美特性的学习，让学生了解纪录片的本性在于视听形象纪实

性，纪实之谓包含物质技术效果和人的主观认识双重作用。具体表现为若干特性。 

教学重点和难点：教学重点是纪实本性与政论性，纪实本性与真实性，纪实本性与文献性。难

点是纪录片的审美功能和审美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历程。了解纪录片艺术特性的概念。 

2、掌握专题片创作的理论，熟练掌握专题片创作的方法和步骤。 

作业： 

理解纪录片的纪实本性与政论性，纪实本性与真实性，纪实本性与文献性。 

知识单元 3：纪录片的前期创作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通过对纪录片的结构方式的学习，让学生了解纪录片结构的定义在第一层面上包容了双重

含意：一是指电视节目的外部结构；一是指电视节目的内部结构。第二层面上又可以将内部结构细

分为：叙事式结构；抒情式结构。或者：传统式结构；非传统式结构。或者：主观式叙述结构；客

观式叙述结构；主客观交替式叙述结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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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和难点：教学重点是电视纪录片的各种结构。难点是绘圆法，设定中心线法，阶梯式

递进法。 

2、通过对纪录片的前期创作的学习，让学生了解纪录片的前期创作包括策划选题、采访、搜

集文字和形象资料、拍摄和录音等项工作，为后期编辑加工做好各种必要准备。拍摄和录音是最重

要的前期创作活动。作品的风格样式，也必须在前期创作中确定和孕育。 

 教学重点和难点：教学重点是纪录片创作的选题策划与前期采访。难点是纪录片创作的采访

与拍摄。 

学习目标： 

1、了解纪录片的前期创作的概念。理解纪录片的风格样式必须在前期创作中确定。 

2、掌握纪录片的采访，拍摄，录音。熟练掌握纪录片的选题策划与前期采访。 

作业：熟悉纪录片的各种结构 

知识单元 4：纪录片的后期创作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通过对纪录片的后期创作的学习，让学生了解纪录片的后期创作包括素材整理、编辑提纲、

画面剪辑、配音、配乐、撰写解说词等项工作。 

教学重点和难点：教学重点是纪录片创作的后期编辑流程。难点是纪录片后期编辑的方法。 

2、通过对电视纪录片的界定与探讨的学习，让学生了解中外学术界的专家对电视纪录片作过

很多论述，但是由于电视纪录片创作观念一直处在不断发展中，所以至今人们都不能为其下一个确

切的定义来。 

教学重点和难点：教学重点是电视纪录片的几次界定。难点是对电视纪录片的探讨。 

学习目标： 

1、了解纪录片的后期创作的概念。理解纪录片的后期创作的内容。 

2、掌握纪录片的后期创作的步骤。熟练掌握纪录片的后期创作的方法。 

作业： 

纪录片后期制作注意的事项有哪些？ 

知识单元 5：电视纪录片的界定与探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通过对电视纪录片的界定与探讨的学习，让学生了解中外学术界的专家对电视纪录片作过

很多论述，但是由于电视纪录片创作观念一直处在不断发展中，所以至今人们都不能为其下一个确

切的定义来。 

教学重点和难点：教学重点是电视纪录片的几次界定。难点是对电视纪录片的探讨。 

2、通过对电视纪录片与文化的学习，让学生了解电视纪录片不属于艺术和艺术品之列。它也

不因归属谁就身价上升，也不因不归属谁就身价降低，它具有自身存在的永恒价值。它的艺术是发

现的艺术、选择的艺术，它的价值在于通过纪录，真实地反映现实，而带给人们某种历史或现实的

启迪。 

教学重点和难点：教学重点是电视纪录片中的民族文化特点。难点是对电视纪录片创作手法的

探讨。 

学习目标： 

1、了解电视纪录片界定的概念。理解电视纪录片探讨的意义。 

2、掌握电视纪录片的几次界定。熟练掌握电视纪录片进入了影视合流时代。 

作业： 

梳理电视纪录片中民族文化的意义。 

知识单元 6：电视纪录片的风格及其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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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通过对电视纪录片的风格的学习，让学生了解世界纪录片创作领域相继出现的创作模式归

纳起来有：说教型的“格里尔逊式”、直接型的“真实电影”、发现型的“访问谈话式”、参与型的

“反射式”。这些纪录片模式的发展趋向是叙事和表现方法由封闭性走向开放性，由说教性走向多

义性，朝着纪实观念逐渐受到重视的方向发展。 

教学重点和难点：教学重点是电视纪录片中的各种风格。难点是对电视纪录片创作风格的运用。 

2、通过对电视纪录片创作的实践，让学生全面实践电视纪录片的艺术创作技巧，并充分掌握

相关创作设备的技术特点和操作方法。 

教学重点和难点：教学重点是电视纪录片创作的流程。难点是电视纪录片创作的方法和技巧。 

学习目标： 

1、了解电视纪录片创作的方法。理解电视纪录片创作技巧的重要意义。 

2、掌握……。掌握电视纪录片的各种风格。熟练掌握中外电视纪录片创作风格的差异。 

作业： 

思考：如何将电视纪录片创作理论与创作实践进行有机结合。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5个，共 15学时 

实验 1：纪录片的选题和创意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学生分组，找出选题，根据选题，确定创意 

实验要求：熟悉纪录片的创作流程中的前期准备；研究选题的方法；掌握纪录片创意方法，如

何找到切合创作实际的选题和合情合理的切实可行的创意。 

实验 2：纪录片的文案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根据选题和创意，设计出纪录片的拍摄文案，要对纪录片的主题、故事、情节，甚

至一些细节进行必要的准备。 

实验要求：熟悉纪录片文案的制作，设计合理的分场景和分镜头；研究纪录片的文案，符合音

视频的创作规律；掌握音视频文案的设计方法。 

实验 3：纪录片的拍摄(上)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开始根据文案，拍摄纪录片，拍摄时充分运用镜头语言的多样性，多景别多角度多

机位地拍摄，注意光线的运用，纪录片的拍摄虽然不必在形式上过于追求美感，但镜头还是要尽量

工整。 

实验要求：熟悉摄像机的应用；研究镜头语言的表现方法；掌握纪录片拍摄的方法。 

实验 4：纪录片的拍摄（下）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纪录片可以以固定镜头为主进行拍摄，也可以加上推拉摇移跟甩升降等基本运动镜

头，以及综合运动镜头，比如摇推、拉摇镜头等，还可以使用长镜头。当然，长镜头虽然真实性强，

但节奏比较慢，冗余信息多，所以可以用但不能多用，一般用于空间相对集中、叙事节奏较快的情

节。 

实验要求：熟悉运动镜头的拍摄；研究长镜头的纪实性；掌握 各种镜头的拍摄方法。 

实验 5：纪录片的剪辑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编辑在编辑镜头时要考虑三种运动形式：主体的运动、摄像机的运动和剪辑率，主

体的运动指的是画面中人和物的运动；摄像机的运动包括摄象机的推拉摇移升降；剪辑率，指的是

镜头转换的频率，表示镜头转换的快慢。主体的运动、摄像机的运动和剪辑率构成了纪录片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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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 

实验要求：熟悉剪辑的表现作用；研究剪辑的类型；掌握叙事、运动和情绪剪辑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纪录片概述 2  

2 纪录片的艺术审美 3  

3 纪录片的前期准备 3  

4 纪录片的后期制作 3  

5 电视纪录片的界定与探讨 3  

6 电视纪录片的风格赏析 3  

7 纪录片的选题和创意 3  

8 纪录片的文案制作 3  

9 纪录片的拍摄（上） 3  

10 纪录片的拍摄（下） 3  

11 纪录片的剪辑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广播电视采编制作 

后续课程：新闻编辑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镜头的拍摄，镜头画面组接，场面过度，声话组合等技巧。 

难点：纪录片的创意、拍摄、剪辑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和演示 

2、讨论 

3、练习 

教学手段： 

1、多媒体实验设备 

2、音视频工作站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用到新媒体实验室，PREMIERE软件，和摄像机，话筒、灯光等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理论部分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并和学生讨论，实践部分带领学生进行，有问题随时解答。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30%；期末考试占 5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纪录片创作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

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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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 Alan Rosenthal 著等编著《纪录片编导与制作》，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12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何苏六等编著《纪录片创作完全手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 12月 第 2版 

2. 比尔·尼科尔斯等编著《纪录片导论》，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年 7月 第 1版  

执笔：史兴庆  审稿：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6日 

 

财经新闻报道 
Financial news report 

课程号：43001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了解财经基本知识； 

2、了解财经新闻的采写规范； 

3、正确识别财经新闻报道。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向学生介绍和解读具有鲜明特色的财经新闻报道案例，提供财经新闻报道

的实战环境，引导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和分析，使学生对财经新闻报道的基本报道形式、报道

技巧、报道的特点与问题、报道背后的基本财经知识等有更深入的理解和应用。 

本课程包括课堂讲授、课堂讨论、案例解析、动手训练等实践环节。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9学时 

知识单元 1：财经新闻的前世今生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财经新闻报道 

财经新闻又叫经济新闻，现存的几种观点有： 

“财经新闻”就是“新近发生的经济事实的报道”； 

“财经新闻就是报道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新闻，或者以经济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新闻”； 

“所谓财经新闻就是关于人们如何进行经济选择和经济决策的报道”。 

本课程使用的定义：“财经新闻是通过大众媒介传播具有社会经济认知价值的新近事实信息”。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的财经新闻是较为广义的概念。因为狭义的财经新闻主要是指金融与

证券报道。 

2. 财经新闻报道的源流与现状 

（1）、财经新闻发展阶段 

a) 财经新闻的萌芽 

b) 财经新闻的形成 

c) 财经新闻报道的发展 

d) 财经新闻报道的深化 

（2）、我国财经新闻报道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地位和作用 

a) 经济计划时期：报道与宣传合而为一的倾向 

这段时间，财经新闻报道的主要作用在于服务于政权建设的需要，政治服务作用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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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新闻价值的回归 

（3）、财经新报道何以升温？ 

（4）、财经新闻报道中的突出问题： 

a) 财经类媒体与经济发展地位和水平不适应 

b) 财经新闻报道人员素质不高 

c) 财经新闻报道的许多报道可读性差、信息量不足 

d) 存在着重报道、轻服务的倾向 

e) 宣传思维和报道理念落后，有待于提高，以适应走向世界的需要。 

3.财经新闻报道的分类 

（1）、按媒介载体分： 

报刊财经新闻、广播财经新闻、电视财经新闻、网络财经新闻 

（2）、按题材分： 

宏观经济报道、微观经济报道、产业经济报道、国际经济报道、其他经济报道。 

（3）、按内容分： 

金融保险新闻、产业财经新闻、商业贸易新闻、财税新闻等。 

学习目标： 

1．了解财经新闻报道的基本概念。 

2．掌握财经新闻报道的基本理念。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财经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2．与其他专业新闻相比，财经新闻报道有什么特点？ 

3．我国的财经新闻报道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拓展阅读书目 

1．胡润峰等著：《财经新闻报道与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年 10 月。 

2．刘笑盈编著：《经济学与经济新闻报道》，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年 5 月。 

知识单元 2：财经新闻的媒体和受众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美国的财经报纸 

（1）、报纸——《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 

a) 华尔街日报的定位和亮点 

b) 华尔街日报的变革历史 

c) 华尔街日报的写作特点和风格 

（2）、通讯社——Bloomberg News 

a) 彭博社的定位和亮点 

b) 彭博社的发展历史 

c) 彭博社的写作特点和风格 

（3）、杂志——《福布斯》、《商业周刊》、《财富》 

a) 《福布斯》 

l 采写特点 

l 定位 

l 历史贡献 

b) 《商业周刊》 

l 采写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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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定位 

l 历史贡献 

c) 《财富》 

l 采写特点 

l 定位 

l 历史贡献 

d) 三本杂志的比较 

2. 英国的财经报纸 

（1）、金融时报 

a) 发展历史 

b) 内容分布 

c) 报道特色 

（2）、路透社 

a) 发展历史 

b) 内容分布 

c) 报道特色 

3. 日本的财经报纸 

（1）、日本经济新闻 

a) 发展历史 

b) 内容分布 

c) 报道特色 

4. 中国的财经报纸 

a) 财经媒体的分类和发展阶段 

b) 《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特色 

c) 《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道特色 

d) 《经济观察报》的报道特色 

e) 《中国经营报》的报道特色 

f) 《财经》的报道特色 

5. 不同报纸的产品定位对财经新闻报道特色的影响。 

案例：几种主要报纸的读者定位 

《经济观察报》——“高端读者”、“四有新人”（“中国社会拥有财富、拥有权力、拥有思想、

拥有未来的实力阶层”） 同时还拥有中国独一无二的 TOP100 商务俱乐部——华商俱乐部。 

《第一财经日报》——“三最人群（最具决策力、最具消费力、最具影响力的最有价值的阅读

人群 ）”，具体包括中国的商界领袖、管理精英、金融投资专业人士、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工作管理

者 、创业家和相关知识阶层。 

《21 世纪经济报道》——“商务人士、企业经理人、专业人士” 

《中华工商时报》——“以广大工商界人士及所有关心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海内外读者为服务对

象”产品定位决定了报纸和报道风格报道风格的要素构成：新闻选择、文风、社论、版面编排等。 

学习目标： 

1．了解财经媒体的世界格局 

2．掌握财经媒体的报道范围 

3.  财经媒体的受众特征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每一个财经媒体脱颖而出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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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财经媒体受众和国际受众有何区别？ 

3．国际上财经媒体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4. 未来我国的财经新闻报道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5．如何实现财经媒体的差异化竞争 

拓展阅读书目: 

1．谭云明等：《财经新闻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1年 10月。 

2．安雅·谢芙琳：《当代西方财经报道》复旦大学出版社; 第 1版 (2007年 3月 1日)。 

知识单元 3：财经报道的基本理念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财经新闻报道的特性 

财经新闻含有巨大的信息量，国民经济运行状况、股市变动状况是财经新闻的主要报道范畴，

其作用在于可以促进市场经济中信息的有效够个，为参与市场经济的社会公众服务。 

（1）、 真实性 

案例：《深圳商报》刊载《传长虹在美国遭巨额诈骗，受骗金额可能高达数亿》 

（2）、 客观性 

案例：《“北京首富”李晓华涉案》 

（3）、 时效性 

警示案例：“苏三山事件” 

（4）、 平衡性：包括微观的平衡和宏观的平衡 

案例：《炒期指：一朵带刺的玫瑰》 

（5）、 专业性：与其他新闻相比，专业性强，对采编人员要求高。 

案例：《中国经营报》：《奥的斯坐困中国局》 

（6）、 精准性 

案例：《基金黑幕》 

（7）、 独立性 

中外财经媒体对于独立性的自我要求 

（8）、 有政治意识、国家意识 

案例：97年沪深股市报道 

（9）、 理论性 

案例：《民企和央企》 

（10）、 深入浅出 

案例：2010年 4月 14日的《环球财经连线》(傍晚版)关于反映古巴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枯燥、

乏味的“硬新闻” 

（11）、 观点制胜 

案例：《安然破产案:70年前悲剧的重演》 

学习目标： 

1． 深入了解财经新闻的特征。 

2． 正确判断一篇财经新闻的优劣。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阅读当周不同风格的财经新闻，留存并课堂分享优秀报道。 

2.  财经新闻的受众是精英阶层，如何理解报道宏观的平衡性？ 

拓展阅读书目: 

1．贺宛男、佟琳、唐俊：《财经专业报道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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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尧小锋 ：“《经济观察报》和《 21 世纪经济报道》的风格解读”， 我写传媒网，2003-6-12，

引自《新闻记者》。 

3．莫林虎著：《财经新闻经典报道选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2月。 

知识单元 4：财经报道的从业者素养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财经记者面临的风险 

（1）、 来自信息源 

案例 1：《炒蒜高手掷千万买走百斤金条》 

案例 2:《不实股评第一案》 

（2）、 来自被报道对象 

案例 1：仇子明 

案例 2：富士康和第一财经日报 

（3）、 来自主管部门 

案例 1：财新记者庞皎明 

案例 2：《银广夏陷阱》 

（4）、 来自媒体 

案例：一财和富士康和解 

（5）、 来自自己 

案例：芮成钢 

2． 财经记者应该如何应对？ 

（1）、 财经记者的前景 

（2）、 财经记者的走向 

（3）、 财经媒体的用人标准 

（4）、 财经记者的培养 

3． 财经记者的财经知识  

（1）、 记者非经济学家 

记者不要以经济学家的语言讲话 

要让经济学家用记者的语言讲话 

（2）、 记者就是记者 

不要自己说话，记者不要当评论家 

让专家来解释，要请专家发表言论 

（3）、 学院流派和新闻客观 

学者越专越偏执 

记者要做局外人 

（4）、 宏观思考重于微观知识 

财经记者需要思考 

像领导一样思考 

学习目标： 

1． 树立正确的新闻观，了解财经新闻记者的禁忌。 

2． 掌握成为优秀财经记者的技巧。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阅读当周不同风格的财经新闻，留存并课堂分享优秀报道。 

拓展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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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贺宛男、佟琳、唐俊：《财经专业报道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年 8 月。 

2. 财经锋汇栏目组著：《财经大趋势：财经热点怎么看，怎么办》，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2月。 

知识单元 5：财经报道的写作训练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报道角度的选取（一定要有解读）  

股票的涨跌，与记者的报道角度有关，与记者对数字解读有关报道角度来源于对数字的解读，

数字解读的关键是数字的相关性  

（1）、 销售额、市场份额与赢利变化的关系  

（2）、 利润来源和主营业务的关系  

（3）、 企业业绩增长和行业整体走势的关系  

（4）、 纵向和横向对比的关系   

记者要选取最符合事实的报道角度  

财经记者的第一要务：通过对事实和数字相关性的深入分析，将企业的真实情况告诉读者。 

2、 数字的运用  

（1）、 少而短：导语中数字一般不要超过 3个  

1位数和 2位数比较好记，整数比较好记 除非特别重要，一般不要超过 4位数 如何简化数字：

四舍五入或进位 尾数不重要时，可省去“约”、“近”等  

（2）、 不要把数学题留给读者  

要自己做换算：外币、制式换算；增长幅度的计算  

（3）、 分数比百分数更简单 D标准度量  

（4）、 平均不是中线：人均收入不是中线收入  

（5）、 大数法则：数字的变化时间越长越接近平均值  

（6）、 抽样调查：需要注明误差率，尤其是结果的差别在误差范围内时。如高出 5个百分点，

误差为正负 3% 

3、 常见的报道结构 

（5）、 （起）抛出新闻主旨：应拨开短期纷争的迷雾，放长远眼光看问题 

（6）、 （承）列举支撑性观点支持主旨：短期纷争不成问题、大小股东都希望公司更好 

a) 大小股东对投资回报利益趋同——观点支撑：大小股东同时的增持行为 

b) 大小股东对公司发展愿景趋同——观点支撑：大股东在公司交易、经营上的支持；大股东
在房地产业务上给予公司的便利；小股东在互联网转型、战略投资者引入方面做出的努力等 

（7）、 （转）欲扬先抑，重点是扬：（抑）承认在不同的立场上，二者有冲突的磨合期；再

次强调观点：（扬）应注重长远发展利益 

（8）、 （合）增强观点立场：落笔公司目前成果，给读者想象空间 

案例：《康佳变革大戏》 

学习目标： 

1． 了解财经新闻写作的特殊规律。 

2． 掌握财经新闻写作技巧。 

3． 独立完成一次合格的财经新闻写作。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根据当周的财经新闻报道，进行点评和改写 

拓展阅读书目: 

1．李本乾等：《财经新闻》，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 7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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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颢等：《财经新闻二十一讲》，中国经济出版社，第 1版 (2012年 1月 1日)。 

3. 财经锋汇栏目组著：《财经大趋势：财经热点怎么看，怎么办》，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2月。 

4．莫林虎著：《财经新闻经典报道选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2月。 

知识单元 6：财经新闻策划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策划 

（1）、 策划的定义 

（2）、 选题创新性 

（3）、 注重专业视角 

（4）、 注意联系与对比 

（5）、 以受众为核心 

（6）、 前瞻性 

（7）、 理论性 

2． 财经新闻报道策划视角 

案例：周永康案 

教皇去世 

郭美美事件 

3． 具体策划的步骤 

（1）、 选题筛选 

c) 媒体定位：  

l 宏观环境：国家现行的基本制度、经济条件、主要矛盾、法律规范、民情民俗等。  

l 微观环境：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考察。  

l 受众：媒体定位关键在于在普通人当中区分出自己的目标受众，并根据目标受众的 

l 需要创造出比竞争对手更能让受众满意的产品和服务来。策划需要对受众按照科学的理论
依据进行划分。  

d) 内容定位：  

l 内容的构成：信息，数据，分析，背景，观点，故事，娱乐。  

l 内容定位方法：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视角；体现专业水准的财经视角；体现财 

l 经媒体优势的利益视角。 

（2）、 制定实施方案 

e) 对策划选题的充分理解和把握 

f) 合适的执行人员 

g) 充分的新闻资源（人力资源、财力资源、人脉资源） 

（3）、 策划方案执行 

a) 确定总牵头人（跨部门、有适当奖罚权、资源调配能力） 

b) 相应的管理措施跟进（绩效调整） 

c) 反馈机制的建立，改进原先策划 

d) 有多种预案（经济事件往往是出于混沌状态，走向不明。申奥是否成功、wto谈判是否成

功） 

4． 策划的要素 

（1）、 目标：长期和短期 

（2）、 运作和表现形式：深挖式、跟踪式、全景式、陈列式 

（3）、 实施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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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施时间控制 

（5）、 策划成果扩大 

5、练习：就新近新闻事实，进行随堂新闻策划联系 

学习目标： 

4． 了解财经媒体进行新闻策划的大致流程。 

5． 掌握新闻策划的技巧。 

6． 独立完成一次合格的财经新闻策划。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根据当周的新闻线索，为不同的财经媒体进行新闻策划。 

拓展阅读书目: 

1．普利策获奖财经新闻报道系列文章 

2．沈颢等：《财经新闻二十一讲》，中国经济出版社，第 1版 (2012年 1月 1日)。 

3. 财经锋汇栏目组著：《财经大趋势：财经热点怎么看，怎么办》，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2月。 

知识单元 7：财经新闻的新媒体发展趋势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财经媒体的转型 

（1）、 财经媒体的跨媒体、集团化发展趋势 

（2）、 向研究型转型 

案例：2007年成立的第一财经研究院 

（3）、 数据库的竞争成为焦点 

（4）、 互联网金融服务商 

服务内容具体包括:金融资讯、金融数据、信息交流、培训教育、分析工具、理财工具、交易

工具等 

案例：新华社网络财经资讯服务的承载平台——新华 08 

2． 财经新媒体分类 

（1）、 网站专题（二维码上报） 

a) 形式发展： 

l 从编辑型专题到采访型专题 

l 从事件性专题到非事件性专题 

l 从客观性专题到主观性专题 

l 从“堆砌式”多媒体专题到“混凝土式”多媒体专题 

b) 特点 

l 既具集成性又具延展性 

l 既具实时性又具延时性 

l 为多种信息手段的有机结合提供了空间 

l 信息相互连通 

l 具有深度互动潜能 

案例：《21世纪网》“816 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日本经济新闻》 

思考：“付费墙”给财经新闻网站带来的问题？ 

（2）、 “通讯社”   

案例：《第一财经新闻社》 

（3）、 微博 



11116 

案例：《经济观察报》丝总量高达 221 万人次，在财经报纸及其他平面媒体的微博粉丝量上处

于领先位置。 

案例：财新网 

（4）、 微信公众号 

a) 传统媒体的微信公众号： 

案例：《第一财经日报》有关的微信平台现在已经多达 10 个，其中包括 

TMT组的 EXTRA、包括海外投资平台“中国汇”、《第一财经日报》、第一财经证券、第一财经创

投联盟、第一财经同乐坊等等。 

b) 自媒体财经类微信公众号 

（5）、 客户端 

a) 新闻客户端 

案例：第一财经新媒体 iphone、android客户端、第一财经广播 iphone客户端、《第一财经日

报》iPad客户端、《第一财经周刊》iPad客户端。 

b) 产品客户端 

案例：第一财经证券iPad、iphone客户端，CBN金融蓝皮书，以及第一财经理财手机。 

思考：移动客户端单一化还是分散化？是“推出一个第一财经客户端”还是“按照子媒体推出

多个客户端”？ 

3． 财经新媒体呈现原则 

（1）、 突出特色与资源优势 

（2）、 合理体现信息的关系与层次 

（3）、 保持完整线索以克服碎片化 

（4）、 变平面堆积为深度拓展 

（5）、 提高互动的特色与有效性 

学习目标： 

1． 了解财经媒体进行新媒体转型的原因和发展趋势。 

2． 掌握财经新媒体写作和策划的技巧。 

3． 独立完成一次合格的财经新媒体新闻写作。 

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 

1．根据当周的新闻线索，为不同的财经媒体进行新媒体策划。 

拓展阅读书目: 

1．李本乾等：《财经新闻》，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 7月 1日。 

2．沈颢等：《财经新闻二十一讲》，中国经济出版社，第 1版 (2012年 1月 1日)。 

3. 财经锋汇栏目组著：《财经大趋势：财经热点怎么看，怎么办》，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2月。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3个，共 3学时 

实验 1：财经时事新闻分析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就本周发生的财经类大事件进行分析，总结中外媒各媒体（可包括平面媒体、电视

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报道，分析其优势和劣势，并进行改写。同时，对涉及该事件的财经知识进行

介绍和解读，内容将涉及股市、货币、黄金等资本市场。 

实验要求：熟悉财经新闻报道的基本理念；研究多家媒体的报道内容；掌握分析财经新闻报道

的一般方法。 

实验 2：传统财经新闻改写 

参考学时：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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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就一条新闻线索，针对不同的财经新闻媒体定位，进行财经新闻的写作，并进行分

组讨论，总结经验教训。 

实验要求：熟悉财经新闻报道的基本理念和财经新闻策划和写作的流程；掌握不同种类财经新

闻报道的写作要求；掌握财经新闻报道策划和写作的一般方法和技巧。  

实验 3：新媒体财经新闻写作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就一条新闻线索，针对不同的财经新闻媒体定位，进行财经新闻网络专题策划和社

交媒体稿件的写作，并进行分组讨论，总结经验教训。 

实验要求：熟悉财经新闻报道的基本理念和财经新闻策划和写作的流程；掌握新媒体平台上财

经新闻报道的写作要求；掌握新媒体平台上财经新闻报道策划和写作的一般方法和技巧。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财经新闻报道的前世今生 3  

2 财经新闻的媒体和受众（上） 3  

3 财经新闻的媒体和受众（下） 3  

4 财经报道的基本理念（上） 3  

5 财经报道的基本理念（下）、新闻分析 3  

6 财经报道的从业者素养（上） 3  

7 财经报道的从业者素养（下） 3  

8 财经新闻的写作训练（上）、新闻改写 3  

9 财经新闻的写作训练（下）、课堂写作联系 3  

10 财经新闻的报道策划 3  

11 财经新闻的新媒体发展趋势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理论 

后续课程：新闻编辑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财经新闻的基本理念、财经新闻的记者素质、财经新闻的故事化写作、财经媒体的发展

演变、财经新闻专题策划、基本财经知识。 

难点：财经新闻与时政新闻的区别与联系、财经新闻的采写技巧、财经新闻的理念变化、如何

看待经济发展趋势。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与《光明日报》共建。 

2.课堂讲授。 

3.课堂讨论。 

4.小组工作。 

教学手段： 

1.音视频案例资料。 

2.教学课件。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进行课件展示和小组汇报。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会建设课程公邮，教学资源上网能解决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自学、以及由于课堂信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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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给学生做笔记带来一定困难。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核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见第五部分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谭云明，祝兴平等编著《财经新闻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 10月 1第 1版  

本书吸收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总结财经新闻专家学者和财经媒体从业人员长期的经验，既

有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完善的理论体系，又符合本科生的教学特点。 

（二）推荐参考书 

1. 李本乾等：《财经新闻》，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 7月 1日。 

2. 沈颢等：《财经新闻二十一讲》，中国经济出版社，第 1版 (2012年 1月 1日)。 

3. 财经锋汇栏目组著：《财经大趋势：财经热点怎么看，怎么办》，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

2005年 2月。 

4. 莫林虎著：《财经新闻经典报道选读》，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2月。 

5. 贺宛男、佟琳、唐俊：《财经专业报道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年 8 月。 

6. 安雅•谢芙琳：《当代西方财经报道》复旦大学出版社; 第 1版 (2007年 3月 1日)。 

7. 胡润峰等著：《财经新闻报道与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年 10 月。 

8. 刘笑盈编著：《经济学与经济新闻报道》，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年 5 月。   

执笔：郑满宁  审稿：王佳航 审定：光明新闻传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15日 

 

法治新闻报道 
legal news  

课程号：4300100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掌握采写技巧：介绍法治报道的对象、类型、范围、规律和法治新闻采访与写作的基本方法，

使学生初步了解和掌握法治报道的生产技巧； 

2、了解行业概况：分析国内法治媒体(及相关媒体)的历史、现状与趋势（以报纸和电视媒体

为主），关注一些经典个案，使学生对法治媒体的发展有整体的基本认知； 

3、进行理论思考：结合法治报道与消息源、法治记者职业伦理、法治报道与社会控制等专题

的分析，使学生在法治报道新闻实践中保持活跃思考。 

开设本课程，旨在让学生了解与法治新闻报道相关的基础理论、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并会使

用这些理论、原则等进行相关的案例分析，提升相应实务操作水平。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法治新闻报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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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法治新闻报道的理论视点 

1、法治报道与司法独立 

2、法治报道与公民权利 

3、法治报道与公共政策 

4、法治报道与社会控制 

5、法治报道与记者素养/职业伦理 

第二节 法治新闻报道的要素与特征 

1、 法治新闻报道的要素 

2、 法治新闻报道的特征 

法治新闻与法制新闻 

法治新闻与社会新闻的关系 

法治新闻与政法宣传的关系 

3、 法治新闻的社会功能 

第三节 法治新闻的发展轨迹 

1、 中国古代法治新闻的形态与样式 

2、 近代法治新闻的报道理念和走向 

3、 当代法治新闻报道的类型和观念 

第四节 法治新闻研究综述 

1、 法治新闻研究的基本范式 

2、 法治新闻研究的关键词分析 

3、 法治新闻研究新进展 

学习目标： 

明确法治新闻报道的概念、类型、功能及相关历史发展 

让学生掌握： 

1、法治新闻报道的特性有哪些？ 

2、观察法治新闻媒体的总体风貌、存在问题和走向。 

3、搜集国外有关法治新闻报道的相关研究。 

4、试析法治新闻研究的方法。 

作业： 

1.思考新传播格局、新舆论生态环境中法治新闻概念的流变。 

2.考察境外有没有法治新闻报道，其内涵和外延具有怎样的规定性。 

课后阅读 

1．《新闻实践与政治控制：以当代中国灾难新闻为视》，田中初 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1月 

2．《新闻舆论监督与公共权力运行》，朱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 01月 

3. 《专业新闻报道》，张柏兴，汪宗保，龙长征 编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知识单元 2：法治新闻的消息来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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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消息源的分类与培养 

一、什么是消息源： 

（一）消息源的定义及分类 

1、定义： 

消息源指的是记者采访的对象，记者获得新闻线索的来源，或是对事件发表评论的人或组织。 

2、消息源的分类： 

（1）权威机构 

（2）实名消息源 

（3）匿名消息源 

二、记者与消息源 

（一）记者与消息源的关系 

1、互为依存 

没有消息源，记者也不能称其为记者。消息来源是新闻媒体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没有一个记

者能超出他的消息来源，记者提供信息的质量也要取决于消息来源的质量。 

2、彼此各存心思 

（二）记者与消息源关系中易引发的问题 

1、从消息源的立场进行判断 

（1）立场一致 

（2）替消息源说话 

2、消息源的信息不完全准确 

（1）采访中与消息源的关系 

（三）与消息源打交道的原则 

1、尊重对方的权利，尽量不伤害对方 

2、对消息源的要求有条件的接受 

（四）消息来源于现场观察 

（五）消息来源的培养 

（六）消息来源的可信度评估 

第二节 关于消息来源的规范 

一、关于消息来源的几个基本问题  

1、使用消息来源的基本原则  

（1）诚实原则：即提供有关消息来源的信息时必须诚实，不欺骗造假。 

（2）透明原则：即尽可能向受众提供有关消息来源的信息，以使受众对消息来源的情况有一

个比较具体明确的认知，以便对消息来源及其提供信息的可信度能有所判断。  

（2）透明原则：即尽可能向受众提供有关消息来源的信息，以使受众对消息来源的情况有一

个比较具体明确的认知，以便对消息来源及其提供信息的可信度能有所判断。  

（3）多源核实原则：即通常情况下，报道应具有多个消息来源相互佐证，而不应依靠单一消

息来源做报道。 

2.关于消息来源审稿的政策  

二、关于匿名消息源 

1、匿名消息来源的使用条件  

一般情况，使用匿名消息来源应具备下述条件：  

（1）来源可靠，信息准确而重要  

（2）非观点性、推测性、攻击性言论  

（3）不得以使用  



11121 

2．使用匿名消息来源应注意的问题  

（1）谨慎评估  

（2）多源核实 

（3）予以解释 

（4）编辑的权力和责任  

（5）获得批准 

（6）遵守诺言 

3、使用单一匿名消息来源 

三、归属 

四、与消息来源打交道 

五、对匿名消息源的写作表达 

在匿名源的写作表达上，有以下四种形式： 

可公开引用 

不得公开引用 

只当作背景 

模糊背景。 

六、各国关于“匿名消息来源”的规定： 

（1）新闻记者应保守秘密，不许在法庭上或在其他机关与调查机关之前，说出秘密消息的来

源。”以个人为消息源的道德要求是：记者既要尊重消息来源，更要依法竭力保护消息来源，而且

要以批判的眼光利用消息来源。 

（2）只有提供明确出处的报道，《星报》才能做到最好的为读者服务”。当消息来源不署名时，

必须表明这一消息通过其它渠道已经得到证实。 

（3）“要特别小心的公布你的消息来源，因为一旦公布，事后你的消息提供者可能会不承认。

记者和编辑一定要清楚的知道什么是提供信息者许可的，是可以说出他们的姓名，还是根本不能提

到他们的身份？ 

（4）在中国，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制定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没有为“新

闻来源”保守秘密的提法，但有“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的规定。截止至目前，仅有一

起因媒体保护消息源而差点输了官司的案例。 

第三节  案例分析 

从消息源的角度分析媒体对河北大学校园交通肇事案报道的得失。 

学习目标： 

了解消息源的分类和保护手段，熟悉法治新闻报道中消息来源的规范。 

明确：1、记者与消息源的关系为什么说是复杂的？ 

2、世界各国在对待匿名消息源的态度上有哪几种？我国的情况是什么？ 

作业： 

1.思考法治新闻报道在采用微博微信自媒体消息源时应注意什么？ 

2.考察国外专业媒体选择消息源的媒体规范。 

课后阅读： 

1、 《西方新闻报道规范：采编标准及案例精解》， 张宸 编著，复旦大学出版 2008难 

2、《新闻专业主义研究》，吴飞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3.《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黄旦，复旦大学 2005年 

知识单元 3：法治新闻报道的准确性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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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准确性的含义及重要性 

一、准确性的含义 

二、准确的重要性 

三、导致不准确的因素 

四、如何提高法治报道的准确性 

第二节 关于准确性的规范 

一、消息来源与准确性  

路透社：准确意味着对非来源于我们资料的消息来源做适当归属，无论是报道、图片或动态影

像。准确必须要诚实溯源。我们准确和无偏见的声誉取决于我们消息来源的可信性。  

BBC:我们应努力目击事件，收集第一手信息。如果不可能，我们应采访第一手消息来源。必要

时，要证实他们的证词。  

职业新闻记者协会（SPJ）：任何可能的时候，都要指明消息来源。公众应该有尽可能多的信息

来判断消息来源的可靠性。[7]  

二、事实与准确性  

新闻报道要用事实说话，寻找事实、求证事实是记者的使命。事实方面的不准确要比语法错误

对新闻报道的危害大得多，在某些情况下会严重损毁传媒的声誉，可以说，新闻报道的准确性主要

表现在新闻事实的准确。  

路透社：准确意味着我们的图像和报道必须反映事实。以夸张的手法或以耸人听闻的方式处理

资料对记者是有诱惑力的，但这样做会歪曲事实，误导读者和观众。同样，视觉新闻不应以任何方

式增加或减少影像中的事实，因为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做法可能造成虚构并严重损坏我们的声誉。

如此行事可能招致包括解雇在内的纪律处罚。  

美联社：我们既不会有意将错误的信息置于用来出版或广播的资料中，也不会改变图片或影像

内容。在我们的新闻报道中不可以捏造任何东西。我们不使用笔名、合成人物或虚构的名字、年龄、

地点、日期。在视频或音频报道中，我们不导演或再现事件，不用把一个事件的音响效果或图像、

声音用于另一个事件。我们不以欺骗的方式通过添加声音来修饰或虚构一个事件。引入任何中性声

音（例如环境音）必须事先同资深编辑商量。  

BBC:我们不应歪曲所知道的事实，将杜撰的材料充当事实，或者有意做任何误导我们受众事情。

我们可能需要对材料进行标注以避免产生此类问题。  

三、核实与准确性  

核实是保证新闻报道准确性的最重要方式。疏于核实是新闻报道失之准确的一个主要原因。  

BBC:我们必须检查核实信息、事实和文件，特别是那些从因特网上获得的东西。这可能包括确

认公布资料的人或组织及其资料的准确性。即使因特网上最令人信服的资料也可能徒有其表。  

《洛杉矶时报》：质疑所有可疑的断言是派稿编辑和文字编辑的职责。假借诸如“可论证地”

或“可能”之类的词、使用未经证实或无法核实的断言是不可接受的。我们的工作就是告诉读者什

么是真实的，什么不是。  

四、署名与准确性  

路透社：只有当作者或在编辑部做报道的记者出现在电头注明的地点时，我们的报道才在标题

下署名。其他有贡献于报道的记者或自由记者，应在报道末附加行提到他们的名字和所在地点。  

五、消息头与准确性 

通常，消息头由三个要素构成，传媒名称、发稿地点、发稿时间。它告知受众这样的事实——

记者是在消息头显示的日期和地点写报道或提供主要信息。  

六、记录与准确性  

BBC 的规范： 我们必须准确、可靠、同步记录所有重要的调查谈话和其他相关信息。我们必

须准确记录同匿名消息来源和嘉宾的谈话，只要可能录音更好。我们必须保存调查记录，包括书面



11123 

和电子邮件，背景记录和文件。记录应适当保存以备再次核实，特别在写稿时，并且如果必要可供

其他制作组人员使用。当我们播出匿名消息来源的重要指控时，必须保存作为报道基础的全部采访、

谈话和信息记录。 

第三节 案例分析： 

对重庆打黑报道中有关谢才萍报道的反思 

学习目标： 

了解法治新闻确保准确性的采编标准和规范。 

明确：1、法治新闻报道中导致不准确的因素有哪些？ 

2、找一个失之准确的法治新闻报道的实例，并分析，拿出解决思路。 

作业： 

1.思考重庆打黑期间新闻报道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2.考察境外专业媒体如何确保报道的真实性。 

课后阅读： 

1.《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 》，（美）科瓦齐，（美）罗森斯蒂尔

著，刘海龙，连晓东译/2011年 0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2. 《西方新闻报道规范：采编标准及案例精解》， 张宸 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年 01月 

3、《新闻专业主义研究》，吴飞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 05月 

4、《新闻报道新教程：视角•范式与案例解析》，林晖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知识单元 4：法治新闻报道的公正性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公正性的定义和基本要素 

一、公正的定义 

二、公正的基本要素 

完整性 相关性 正直性 诚实性 准确性  平衡性  无偏见 合乎伦理 

三、新闻报道失之公正的表现方式 

1、 报道不完整或片面 

2、 使用无关信息 

3、 报道失之正直 

4、 报道不诚实 

5、 报道失之平衡 

6、 报道有偏见  

7、 匿名指控  

8、 报道不准确 

9、 歧视 

10、不尊重报道对象 

11、错而不更正 

四、导致不公正的因素 

1. 政治因素 2利益因素 3性别因素 4种族因素 5个人好恶 

五、公正与偏见 

1. 偏见的类型 2.偏见的特性 3.如何编码偏见 

六、法治报道常见问题分析 

第二节 关于公正性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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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避免偏见 

二、中立 

《纽约时报》的规范： 

准确公正报道争议、冲突或辩论的所有各方，而不支持、偏袒任何一方 

语言措词要中立 

迅速彻底纠正错误。 

三、报道冲突、指控或批评 

西方媒体关于报道指控的规范 

四、报道争议 

五、个人观点 

路透社、BBC 、美联社的规约 

六、避免使用匿名消息来源 

七、报道自身 

传媒有时会对自身报刊主管部门做报道，这也是记者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如何能公正地

报道自身，尤其是对自身做负面报道。 

第三节 引用的使用  

一、引语的定义与类型 

二、引语的效果 

增强真实感；增强准确性；增强生动性；增强现场感，体现个性化 

三、引语的使用 

1. 何时使用引语；2.好引语的语言特点；3.引述动词及其修饰词的使用 4.引语的量与质；

5.使用引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四、有关引语的规范 

（一）引语的不改与改 

1.不修改引语的原则；2.修改引语的情况 

（二）使用引语的原则 

1.不编造引语；2.指明来源和背景；3.语言的使用；4.引语的完整性 

学习目标：使学生了新闻报道公正性的内涵、基本要素及其影响因素，了解有关法治新闻报道

公正性的媒体规范。 

明确：1.以公正性为观测点审视一篇法治新闻报道的得失。 

2.使用引语有哪些基本原则？ 

3.报道争议、冲突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作业： 

1.思考使用引语时如何最大限度地规避主观性。 

2.思考如何甄别自媒体新闻报道中的公正性？ 

课后阅读 

1.《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新闻从业者须知和公众的期待 》，（美）科瓦齐，（美）罗森斯蒂尔

著，刘海龙，连晓东译/2011年 01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2. 《西方新闻报道规范：采编标准及案例精解》， 张宸 编著/2008年 01月/复旦大学出版 

3、《新闻专业主义研究》，吴飞著/2009年 05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新闻报道新教程：视角•范式与案例解析》，林晖 著/2005年 10月/复旦大学出版社 

5. 《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 （加）哈克特，（加）赵月枝 著，沈荟，周雨 译

/2010年 12月/清华大学出版社 

知识单元 5：法治报道的采访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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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采访的方式和对象 

一、采访方式：公开/ 隐性采访 

1.公开采访 

——专门采访 

——会议采访 

——驻地采访 

——书面采访 

——电话采访 

——追踪采访 

——网络采访 

2.隐性采访 

（1）特点：隐藏身份、未经同意 

（2）分类：观察式（旁观者身份、不介入事件本身） 

介入式（参与事件） 

（3）利弊：利——避开障碍、突破封锁、有现场感、打击力强、为批评报道及舆论监督提供

确凿证据       

弊——降低公众对媒体道德和专业准则的信任、引诱犯罪 

（4）原则：必须与公共利益有关 

不主动扮演事件角色、是记录者而非创造者 

不针对未成年人和国家机密 

制定严格的操作流程、经组织许可、与有关部门紧密沟通 

二、采访对象：立法与司法机关 

1.人大系统 

2.法院系统 

3.检察系统 

4.公安系统 

5.司法行政系统 

三、不同场所及对象采访策略： 

1.“两会采访” 

2.案发现场采访：不要破坏案发现场、灵活采访、采取适当保护措施。不能像被访人泄漏国家

机密、不能威胁、引诱、暗示等非法手段。 

3.法庭采访 

4.看守所、监狱采访（办理相关手续、相关人陪同） 

5.刑场采访 

第二节  采访问题设计 

一、采访要素 

1. 明确采访目的；2.背景调查；3.采访策划；4.电话采访 5.需要牢记在心的一些要点 

二、提问 

1. 开放式问题和封闭式问题 

2. 提问的顺序：漏斗 

3. 使采访开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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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过滤性问题 

5. 探究型（加强型）问题 

6. 概念界定型的提问 

7. 数字问题 

8. 评论问题 

9. 创造性问题 

10. 诱导性问题、内容过剩问题和垃圾问题 

第三节 类型及方法 

一、法治新闻（消息） 

——标题：简洁、醒目、生动、忌低俗 

——导语：有事实要素、吸引人阅读 

二、法治评论 

——新闻评论：有的放矢，有感而发 

——必须严肃公正 

——“法眼”观之，不超越法律范畴 

三、深度报道（法治）：注意少用歧视性语言、侮辱性语言（如对女性、弱势、外地人、被告、

犯罪嫌疑人等的称谓） 

四、华尔街日报体 

1、“华尔街日报体”的特稿结构 

2、“华尔街日报体”的特稿 

3、启示 

立足事实，注重戏剧冲突；平实叙述，切忌过分渲染；把握中心，紧扣新闻主题（①、一开始

就要引起读者的兴趣。②、顺着这条思路向读者提供他确实应该知道的事实。③、回答逐步展开的

事实所提出的任何问题，使读者保持信心,④、避免使读者在结尾时感到失望） 

学习目标：（一）使学生了解法治新闻采访的基本要素、类型、原则和技巧。 

明确：1. 一次成功的法治新闻策划要把握哪几个环节？ 

2. 分析一个法治新闻采访实例，区别其中所提问的问题的类型。 

3. 采访突发法治事件有哪些要求？ 

4. 隐性采访的类型和需要注意的问题。 

（二）通过有关知识和理论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和了解法治新闻写作的规律和方法，提高新闻

写作的水平。 

明确：1. 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如何根据“接近性”原理选择最佳报道角度。 

2.何谓新闻背景？消息为什么要加新闻背景？怎样才能写好新闻背景？ 

3.“华尔街日报体”的开头有什么特色？ 

作业： 

1.思考“浅阅读”对法治新闻报道的影响。 

2.思考法治报道如何讲故事？ 

课后阅读 

1.《创造性的采访》（第三版），（美）梅茨勒 著，李丽颖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 

2.《法制新闻采访教程 》，姚广宜 主编，巢立明 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3.《专业采访报道学》第二版， 蓝鸿文 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 

4、刘明华，徐泓，张征著:《新闻写作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美）特德怀特著:《广播电视新闻写作与报道》，新华出版社 

6、刘海贵 尹德刚:《新闻采访写作新编》，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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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报道如何深入：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张志安著，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6

年； 

8.《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张志安著，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7 

9. 《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威廉•E.布隆代尔 ,华夏出版社 2006年 

知识单元 6：法治新闻报道与隐私权保护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隐私、隐私权与新闻报道 

一、隐私的概念与范围 

二、隐私权的概念与特征 

三、隐私权与新闻采访报道权 

四、隐私权与公共利益 

五、隐私权与公众人物 

六、新闻侵犯隐私权的判断标准 

七、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八、侵犯隐私权的行为类型 

九、侵权免责 

第二节 关于隐私（权）的规范 

一、隐私与公众利益 

路透社：你应始终考虑你正在报道的细节是否会增加报道的新闻价值或者是否它是无理由的，

它的发表是否符合公众利益。对侵犯隐私诉讼的一个辩护是，发表符合公众利益。法庭会区分符合

公众利益的东西和公众感兴趣的东西。关于名人或政客猥亵的闲谈或流言蜚语可能是公众感兴趣的

东西，但它们的发表未必符合公众利益。  

BBC：没有适当的理由，BBC 禁止侵犯隐私，无论在世界何处。为行使我们的表达和信息自由

权，这是绝对必要的。为此，当为揭示公众利益而调查、证实问题时，我们必须工作于一个框架之

内：尊重个人隐私，公平待人。如果没有一种清楚的公众利益，私人行为、信件和谈话不应进入公

众领域。  

PCC:每个人有权利获得对其私人和家庭生活、住所、健康和包括数据传播在内的通信的尊重。

如果未经同意侵犯任何个人的私生活，编辑应有正当的理由。在涉及未满 16 岁儿童的事件中，编

辑必须证明存在比儿童的正常的至关重要的利益更重要的特殊公众利益。  

此外，丹麦《全国新闻伦理规约》规定，只有事件明显与公众利益有关联，新闻界才可进行报

道，否则不应报道可能会侵害神圣的私人生活的信息。  

二、隐私权与未成年人 

美联社：我们一般不指明被控犯罪或是犯罪证人的未成年人的身份，不同寻常的情况除外。我

们也不播发能识别这些人身份的图片或视频。例外情形必须咨询高级编辑。  

路透社：在你拍摄和发表未成年人的照片时，应始终保持敏感。在多数司法权中，未成年人属

于一种特殊的保护者类别，并且他们被裁决为没有能力作出法律上有效的同意。因此，即使你获得

孩子的拍摄许可，如果他们的家人或监护人提出异议，它必然不会对侵犯他们隐私权的诉讼有任何

保护。 

三、隐私权与性犯罪受害者 

未成年人在多数国家的法律中都被列为特殊的保护对象，西方传媒也非常注重对未成年人隐私

的保护。  

美联社：我们一般不指明被控犯罪或是犯罪证人的未成年人的身份，不同寻常的情况除外。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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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不播发能识别这些人身份的图片或视频。例外情形必须咨询高级编辑。  

路透社：在你拍摄和发表未成年人的照片时，应始终保持敏感。在多数司法权中，未成年人属

于一种特殊的保护者类别，并且他们被裁决为没有能力作出法律上有效的同意。因此，即使你获得

孩子的拍摄许可，如果他们的家人或监护人提出异议，它必然不会对侵犯他们隐私权的诉讼有任何

保护。  

此外，日本民间广播放送联盟要求对不满二十岁的少年罪犯的报道基本上都采用匿名的方式。  

三、隐私权与性犯罪受害人  

美联社：一般不指明那些说他们已遭性攻击的人的身份，不同寻常的情况除外。也不播发能识

别这些人身份的图片或视频。成年受害人自己公布身份的将是例外。对于例外情形的处理必须咨询

高级编辑/主管。 

BBC：依照法律，强奸和其他性犯罪受害人包括未成年人应自动保证从他们作为性犯罪受害人

提出控告那一刻起终身为其匿名。这些限制仅适用于已确定此人是据称的性侵犯的受害人，但不妨

碍在其他的情况下确定此人的身份。如果受害人同意，他们的身份可以被识别。但是这种同意应是

书面的，并且决不应是任何压力的结果。做出同意的人应认识到身份被识别的风险性。  

PCC：如果没有充分正当的理由，并且法律允许，禁止传媒指明性攻击受害人的身份，或发表

可能提供其身份的资料。在涉及性侵害的事件中，禁止指明 16 岁以下受害人或证人的身份，即使

法律不限制这样做。在涉及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害事件的任何传媒报道中， 禁止指明未成年人的

身份。 如果受害未成年人的身份可能被确认，禁止使用“乱伦”一词。必须小心报道中不要有任

何暗示被指控者和未成年人关系的东西。 

四、隐私权与公众人物 

路透社：对公众人物，如政治家或名人，只要他们是事件的一部分并且只要他们不在有隐私权

的地方，他们的照片可以被拍摄和使用。名人和公众人物更可能提出侵犯隐私诉讼，他们更能意识

到他们的权利，并有办法提出诉讼。如果你获得来源有问题或在非公共场所拍摄的照片或胶片，尤

其是用远摄镜头拍摄的，那么建议你要格外谨慎。  

BBC：通常只报道名人与法律有关的私人行为，通过对其广为人知的行为本身或者行为结果的

报道，提出更为广泛的公共问题。被其他传媒公布的事实不能证明 BBC报道它就是正当的。 

五、隐私权与场所限制 

1．非公共场所：  

BBC：个人隐私权受到特定区域的限制。因此，如果没有正当的编辑理由，不经允许，我们通

常不应披露那些透露一个人的住宅或家庭准确位置的信息。在私人领地录音录像前通常要征得同

意。当合法居住者要求我们离开私人领地时，我们通常应离开，因为未经同意访问私人领地能构成

民事侵权。因此，如果你不知道怎样做，在任何时候要向节目法律顾问寻求建议。  

PCC：在进入医院或类似机构的非公共区域进行采访前，记者必须指明自己的身份并获得其负

责人的允许。对侵犯个人隐私的限制尤其与医院或类似机构采访密切相关。未经同意，在私人场所

对个人进行拍照是不可接受的。  

路透社：在非公共场所，一个人可以有一种隐私期待，在这一场所拍摄的照片很可能侵犯这个

人的隐私权，但是界限不总是绝对的。非公共场所一个人有理由有隐私期待，这 包括旅馆的阳台、

海滩的私人区域、饭店和办公室后面的隐蔽部分。  

2．公共场所  

BBC：人们在诸如机场、火车站和大型购物中心等公共场所或半公共场所不能期望与在自己家

一样的隐私权。然而即使在公共场所，人们也能合理地期望得到隐私权，例如当某人正在一个公共

场所或半公共场所接受医生治疗时，就有一种更大的隐私期望。然而，在公众能进入的普通场所，

未经事先允许，录音录像可能是正当的，例如大型购物中心、火车站、机场，或者在我们有理由相

信非法或反社会行为正在被曝光的地方。  

路透社：在一些情况下，在公共场所的街道或建筑的外面获得的照片或胶片已被裁决侵犯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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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尤其是关于那些抓拍的悲痛的或对此人有羞辱性的照片，并且发表这些照片不存在公众利益。 

六、隐私权与准许 

由于隐私主体对自己的隐私有支配权，如果获得其允许，自然就不构成侵权（未成年人以及其

他不能做出法律上有效的同意的人除外）。因此，避免隐私侵权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获得当事人的

准许。  

BBC：如果没有清楚的公共利益或已得到允许，我们不应侵犯他人隐私。因为关系到隐私，如

果个人或组织要求我们停止录制节目或现场直播，如果继续进行没有正当的编辑理由，我们通常应

这样做。如果没有获准秘密录制，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应公开地操作。当我们的视听设备不像小型电

视摄像机、便携式摄像机或固定的网络摄影那样显而易见时，这尤其重要。我们也许需要通知人们

让他们知道我们正在录制节目，并允许他们避开我们。  

PCC：一旦被人要求停止（采访），禁止记者继续提问、打电话、追随或拍照；在被要求离开时，

也不能继续留在他们的财产上，并且禁止跟随他们。  

此外，英国独立电视委员会（ITC）从业守则规定，未经被采访人的同意，不得将在私人住宅

内进行的采访加入到相关节目中去，除非此处涉及到公共利益。同样的要求也适用于具有个人隐私

权合理期待的其他地方，如饭店、教堂等。 

七、隐私权与隐性采访 

BBC：必须证明存在一个清楚的公共利益，秘密记录才是正当的。对 BBC 来说，秘密记录是一

个有价值的工具，但是秘密记录通常应成为一种最后的手段，误用或过度使用能使人怀疑或贬低它

的效果。所有关于秘密记录的建议必须预先被每个部门的相关高级编辑批准。而作为揭露公共利益

问题的调查工具，秘密记录用于以下三种情况：  

．有清楚的现存记录或其他证据表明存在犯罪行为或意图。  

．事实表明，公开的方式不可能成功。  

．为提供证据的目的，秘密记录成为必要。  

BBC还规定，未经主人、居住者或代理准许，使用未被注意的录制设备记录私有地产时，必须

咨询编辑策略总监。  

PCC：禁止传媒寻求获得或发表通过隐藏的相机或秘密监听装置得到的资料。或者通过侦听私

人或移动电话、信息或电子邮件；或者通过未经授权地转移文件或照片。通常只有在为公共利益并

且通过其他方式不可能获得资料的情况下，才允许使用不实或秘密手段 

八、隐私权与跟随搜捕 

跟随搜捕是指记者跟随警方、消防人员等政府机构工作人员执行公务。跟随搜捕过程中，与隐

私权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记者能否随同政府官员、警察或消防员进入私人领地？这些政府机构有权

允许新闻界进入私人领地吗？下面是 BBC关于跟随搜捕的规范：  

只有存在清楚的公众利益，并且仔细考虑包括隐私、许可和非法侵入等编辑和法律问题之后，

我们才能跟随搜捕。当我们决定在私人领地跟随搜捕时，我们通常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1、保证人们明白我们正在为 BBC录音录像。  

2、征得居住者同意。  

3、如果遭居住者拒绝，应立即离开，除非存在明显的公众利益。 

学习目标：本章重点是使学生了解新闻侵权的主体、客体分别是什么，法治新闻侵犯隐私权的

表现及其规制。 

明确：1、新闻侵权的主体分别有哪些？ 

2、新闻侵权的客体分别有哪些？ 

3、媒体审判的定义？ 

4、新闻侵犯隐私权的判断标准。 

5、法治报道侵犯隐私权的行为类型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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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思考新闻报道如何更好地保护儿童权益。 

2.梳理境外专业媒体对自杀报道的规范。 

课后阅读 

1、魏永征、张咏华、林琳，《西方传媒的法制、管理和自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徐迅著，《中国新闻侵权纠纷的第四次浪潮》，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 

3、康为民主编，《传媒与司法》，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4、张西明、康长庆著《新闻侵权：从传统媒介到网络》，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5、顾理平著，《新闻侵权与法律责任》，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6、陈堂发著，《授权与限权：新闻事业与法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7、[美]吉尔摩等著，粱宁等译，《美国大众传播法：判例评析（第六版）上、下册，北京，清

华大学出版社，2002。 

8、《西方新闻报道规范：采编标准及案例精解》， 张宸 编著，复旦大学出版 2008年 01月。 

知识单元 7：法律风险与报道犯罪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法律风险 

一、记者与诽谤 

1.诽谤的定义、要素和类型 

（1）诽谤的定义与类型 

（2）诽谤的构成要素 

（3）造成诽谤的两种方式：直接诽谤、间接诽谤 

2.如何防范诽谤 

真实性辩护；公正评论辩护；特权辩护；同意辩护；答辩权辩护；更正辩护 

3.有关诽谤的几种误解 

（1）交代消息来源可以避免诽谤 

（2）使用他人资料可以避免诽谤 

（3）不指名道姓可以避免诽谤 

（4）获得同意可以避免诽谤 

二、记者与藐视法庭 

1.美国的情况 

2.英国的情况 

第二节 法庭报道和犯罪报道 

一、法庭报道 

1.报道对公正审判的影响 

2.司法公开与记者的权利 

3.法律对报道的限制 

（1）美国法规对新闻报道的限制 

（2）英国法规对新闻报道的限制 

（3）中国法规对新闻报道的限制 

4.法庭记者应具备的素质和应掌握的基本信息 

（1）法庭记者应具备的素质 

（2）法庭记者应掌握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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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庭报道应注意的问题 

（1）务求客观公正，避免有罪推定 

（2）慎重公开当事人的身份 

（3）注意原被告双方的动机 

（4）避免审判前采访证人 

（5）对错误的判决应有所警觉 

（6）公正、准确地使用法庭记录 

（7）清楚交代来源 

二、犯罪报道 

1.记者应掌握的信息 

2.犯罪报道的消息来源 

3.犯罪报道应注意的问题 

有罪推定；失之公正；片面依靠某些消息来源；把随意的议论当权威的结论；过度报道暴力和

性犯罪；危及受害人。 

4.国内犯罪报道的痼疾 

不破不报；有罪推定，传媒审判；涉官案件难报。 

第三节 相关规范 

一、合法采集新闻 

BBC、纽约时报、路透社的相关规范。 

二、犯罪报道和法庭报道 

这两类报道是很容易引起诉讼的报道领域。 

1.无罪推定 2.不鼓励刺激犯罪 3.犯罪手段的描述 4。对犯罪家庭的报道 5.向罪犯付酬 6.犯罪

重建 

三、身份问题 

是否公开当事人或相关人的身份？这是犯罪报道和法庭报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青少年的身份 

2.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3.犯罪受害人的身份 

四、报道劫持人质事件 

1.不泄密 2.不介入 3.权衡信息的发表 

学习目标：本章重点是使学生了解法治新闻报道的法律风险，掌握法庭新闻、犯罪新闻报道时

的相关规范。 

明确：1.新闻重建犯罪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2.在法庭未判决犯罪嫌疑人有罪之前，对其的报道应注意哪些问题？ 

3.报道劫持人质事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4.法庭新闻的记者应具备怎样的素质、应掌握哪些基本信息？ 

作业： 

1.思考如何看待电视上的“庭审节目”？ 

2.思考案件报道如何规避法律风险。 

课后阅读 

1.《西方新闻报道规范：采编标准及案例精解》， 张宸 编著，复旦大学出版 2008年 01月。 

2．《守望正义：法治视野下的犯罪新闻报道》，朱颖著，人民出版社 2008年 

知识单元 8：法治人物报道 

参考学时：3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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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第一节   典型报道的理论、应用与反思 

一、中国典型报道产生的根源 

1.典型报道产生的外部条件 

2.典型报道的产生的内部原因 

新闻理论的支持；领导人倡导和推动；时代需要与要求； 

二、典型报道的生存土壤 

1.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为典型报道的生存提供了强力支持 

2.中国传统文化为典型报道长期生存奠定了根基 

3.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典型报道提供了哲学生存基础 

4.模仿理论等心理学理论为典型报道的长期生存提供了前者依据 

三、典型报道的社会意义 

1.典型报道巨大传播效果的成因 

价值取向契合；迎合时代召唤；传媒介入； 

2.典型报道的社会功能和作用 

传播信息；引导舆论；促进社会化；社会整合与动员；榜样引导与示范；时代象征，历史写照；

道德建设风向标； 

四、典型报道的现实困境 

1.逆反心理的不断增强 

2.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思潮 

3.榜样示范效应的持续弱化 

4.受众认知能力和主体意识的提高 

五、典型报道的出路和改进 

1.更新报道观念 

2.满足受众心理需求 

3.创新报道方法 

4.为先进典型“降压” 

5.消减大众文化和后现代主义的冲击 

第二节  法治人物报道策略 

一、 法治人物报道的现实困境 

二、法治人物报道策略选择 

1.法治人物报道要来源于真实的生活，不能造假或拔高。 

2.以事写人，最好是有冲突的故事。 

3.写人要写具体言行。 

4.写人要写独特细节。细节描写是写活人物的关键。学会用感人的情节和细节使故事出情。写

作手法是捕捉主人公在某个特定环境中所流露的动人情节,而这情节对读者又是陌生的,不曾见过

的,否则,情感共鸣就会因“似曾相识”而大大减弱。 

5.写人要写内心世界。 

只有写人物的思想、感情、情绪..因为人们的思想能够互相交流，引起共鸣，喜怒哀乐能够互

相感染。写人要写内心世界，并不是要求你单纯地去写一个人物的内心活动，而强调更多的是通过

写一个人的事迹，来反映他的精神世界。 

6.写人要写社会意义。 

第三节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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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帅交警孟昆玉报道分析 

人民警察左利军报道分析 

学习目标：本章重点是使学生了解典型报道的社会意义和现实困境，掌握法治人物报道的优化

路径。 

明确：1. 法治人物报道的社会意义。 

2. 法治人物报道的现实困境。 

3. 结合具体案例如何创新法治人物的报道方法。 

作业： 

1.思考当下正面典型法治人物报道的难点和出路。 

2.研究一篇你认为比较经典的法治人物报道的文本，梳理其优点与不足。 

课后阅读 

1. 《典型报道：理论、应用与反思》， 朱清河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年 11月  

2. 《典型报道的受众心理实证研究 》，丁迈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8年 08月 

知识单元 9： 案件报道(上)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第一节   郑州扫黄“裸照门”事件报道分析 

媒体观察  相关启示  个案精解 

第二节   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报道分析 

媒体观察  相关启示  个案精解 

第三节   刑法第 9次修订报道分析 

媒体观察  相关启示  个案精解 

学习目标：通过典型个案解读，向学生介绍法治报道的对象、类型、范围、规律和法制新闻采

访与写作的基本方法，使学生初步了解和掌握法制报道的生产技巧。 

明确：1.分析法治新闻报道与公共权力的法治化二者之间的关系。 

2.分析法治新闻报道与个人权利的保障二者之间的关系。 

3.法治新闻系列报道的相关规律。 

4.立法新闻报道的特性。 

作业： 

1.思考深度报道的要素构成和文本特征。 

2.思考案件报道的价值选择。 

课后阅读 

1. 《报道如何深入：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张志安著，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6

年； 

2.《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张志安著，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7

年； 

3.《潜入深海：深度报道 30年幕后轨迹》，张志安 主编，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0年 

4. 《同题新闻大比拼 》，郭光华 著，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6年 

5. 《案件新闻的传播及其写作》， 李华文 著，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知识单元 10：案件报道(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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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罗彩霞事件报道分析 

媒体观察  相关启示  个案精解 

第二节   赵作海事件报道分析 

媒体观察  相关启示  个案精解 

第三节   河北大学交通肇事案报道分析 

媒体观察  相关启示  个案精解 

学习目标：通过典型个案解读，向学生介绍法治报道的对象、类型、范围、规律和法制新闻采

访与写作的基本方法，使学生初步了解和掌握法制报道的生产技巧。 

明确：1.如何看待法治报道的娱乐化现象。 

2.法治报道广受关注的原因。 

3.法治报道同质化的表现。 

作业： 

1.思考法治报道与社会控制的关系。 

2.思考法治报道与社会信任。 

课后阅读 

1. 《报道如何深入：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张志安著，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6

年； 

2..《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张志安著，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7

年； 

3.《潜入深海：深度报道 30年幕后轨迹》，张志安 主编，南方日报出版社 2010年  

4. 《同题新闻大比拼 》，郭光华 著，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6年 

5. 《案件新闻的传播及其写作》， 李华文 著，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知识单元 12：课程考察 

参考学时：3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治新闻报道概述 3  

2 法治新闻的消息来源 3  

3 法治新闻报道的准确性 3  

4 法治新闻报道的公正性 3  

5 法治新闻采写 3  

6 法治新闻报道的隐私权保护 3  

7 法律风险与报道犯罪 3  

8 法治人物报道 3  

9 案件报道分析（上） 3  

10 案件报道分析（下） 3  

11 结课考察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多媒体播报、新闻采访、新闻写作 

后续课程：新闻报道策划、新闻伦理案例分析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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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法治新闻报道的公正性、法治新闻报道的准确性、法治新闻报道的隐私权保护 

难点：法律风险与犯罪报道、法治新闻报道案例分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课堂讨论法 

3. 观摩法 

4.案例分析法 

教学手段： 

1.现代化教学手段 

2.现场教学 

………………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王勇著《大众传播与社会越轨行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 1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刘斌： 《法治新闻传播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2．《报道如何深入：关于深度报道的精英访谈及经典案例》，张志安著，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6年； 

3.《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张志安著，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7年； 

4.《法制新闻采访与写作》，刘斌/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年；  

5.《法制新闻实证研究：对媒体法制新闻报道的监测与分析》,姚广宜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6.《法制新闻研究》,慕明春著,人民出版社 2011年 ; 

7.《法制新闻话语叙事研究》,薛朝凤,法律出版社 2012年. 

执笔：刘徐州  审稿：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5日 

 

文体新闻报道 
Culture, Entertainment and Sports News 

课程号：430010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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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新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提升学生在文体新闻中获取、编辑、表达与交流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2、对文体新闻及其实践的过程、方法、效果进行正确评价的能力。 

3、了解文体报道的基本知识，从而对文体信息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责任感。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文体新闻报道的基础知识、文体

新闻报道的基本原理，了解文体新闻相关概念，为新闻学、传播学和新闻报道和编辑等后续课程奠

定必要的课程基础。（注：本模板所有划线部分，为仅供参考的文字。撰写完毕应将下划线去除。）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文体新闻报道的基本理论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基本理论 

1.文体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 

2.文体新闻报道中的观察 

3.文体新闻报道中的构建背景 

4.文体新闻报道中的采访原则 

学习目标： 

1．了解文体新闻报道中如何选题和挖掘新闻 

2．掌握文体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 

知识单元 2：娱乐新闻报道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娱乐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 

1．娱乐新闻报道的基本理论 

2．娱乐新闻报道中的基本要求 

3. 娱乐新闻报道的技巧 

学习目标： 

1．了解娱乐新闻新闻报道背后的基本逻辑 

2．掌握娱乐新闻报道的基本技巧 

知识单元 3：体育新闻报道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娱乐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 

1．体育新闻报道的基本理论 

2．体育新闻报道中的内在逻辑 

3. 体育新闻报道的技巧 

学习目标： 

1．了解体育新闻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 

2．掌握体育新闻报道的基本技巧 

知识单元 4：文化新闻报道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文化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 

1．文化新闻报道的基本原理 

2．文化新闻报道中的要求 

3. 文化新闻报道的技巧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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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文化新闻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 

2．掌握文化新闻报道的基本技巧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3学时 

实验 1：体育（或文化、娱乐）新闻报道的撰写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体育（或者文化、娱乐）新闻报道的实习撰写 

实验要求：熟悉实践方法；研究基本要求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文体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 3  

2 文体新闻报道中的观察 3  

3 文体新闻报道中的构建背景 3  

4 文体新闻报道中的采访原则 3  

5 娱乐新闻报道的基本理论 3  

6 娱乐新闻报道中的基本要求 3  

7 娱乐新闻报道的技巧 3  

8 体育新闻报道中的内在逻辑 3  

9 体育新闻报道的技巧 3  

10 文化新闻报道的基本原理 3  

11 文化新闻报道的技巧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新闻学教程、新闻采访学 

后续课程：社会学、传播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文体新闻报道的基本原理、文体新闻报道的实践、娱乐新闻报道中的伦理 

难点： 重视不足。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授法 

2.讨论法 

教学手段： 

1.PPT  

2.视频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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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梅尔文·门彻著《新闻报道与写作》，世界图书出版社，2014年 2月 第 11版 

执笔：聂书江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新闻传播法实务 
Practice of Media Law 

课程号：430010072 

一、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同时也面向全校学生开设。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旨在

通过新闻传播法的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大红传播法学的基础知识，传媒法与传媒

诉讼的基本原理，培养健全的传媒法素养和合格的传媒法律诉讼技能。具体包括：（1）帮助学生了

解我国新闻传播领域和新闻记者执业过程中所需遵守的基本法律规范，认知我国传媒法律制度与外

国传媒法的差异性及其原因；（2）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大众传播活动和新闻职业过程中的法律风险

和权利保护、权利救济途径和知识；（3）帮助学生学会处理新闻传播活动中常见的法律纠纷和各类

诉讼。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24学时 

知识单元 1：新闻传播与表达自由的宪法权利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界定及其价值； 

2、言论内涵的扩张与表达自由涵盖的范围； 

3、我国法律对于表达自由的规定； 

4、国际法和其他国家关于表达自由的规定； 

5、表达自由的限制。 

学习目标： 

1．了解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基本概念、主要内涵和法律规范。 

2．理解和领会表达自由的价值及各种不同的思想观念和理论。 

3、掌握表达自由这一宪法权利的权利属性及其相对性，理解对于表达自由的合法限制和违法

侵害，掌握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新闻传播和表达自由基本权利的一般知识和技能。 

作业与思考题： 

1、表达自由的价值有哪些？是如何进行论证的？ 

2、我国对于表达自由、言论自由的规定与外国有何不同？ 

3、新闻采访是自由的吗? 

4、表达自由为什么要受到限制？限制的标准如何确定？ 

5、我国对于表达自由、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有哪些法律上的限制？ 

6、举例说明哪些限制属于事先限制。 

案例研讨和模拟法庭： 

（1）案例研讨：美国焚烧国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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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拟法庭：彭水诗案 

知识单元 2：信息公开、知情权与国家安全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公民知情权的理论基础和权利内涵 

（2）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基本内容 

（3）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现状和难点 

（4）信息公开和知情权的边界：国家安全和国家秘密 

（5）新闻工作者的保密义务与法律风险 

学习目标： 

1．了解公民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保密法的基本内涵和主要法律规范。 

2．掌握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与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之间的界限。 

3、熟练我国新闻单位保密审查制度，领会新闻从业人员应该遵守的保密义务。 

作业与思考题： 

1、请论述知情权的宪法权利基础。 

2、政府信息公开的意义何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有哪些特点？ 

3、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什么要规定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范围？而美国则只规定了不

得公开的范围？ 

4、国家秘密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它的义务主体是谁？ 

5、新闻单位和新闻从业人员有哪些保密义务/ 

案例研讨和模拟法庭： 

（1）案例研讨：五角大楼文件案 

（2）模拟法庭：马骋诉上海市规划局信息不公开案 

知识单元 3：新闻传播与司法公开公正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司法公开与审判公开的意义和内涵 

（2）新闻传播与司法公开之间的关系 

（3）新闻传播与司法公正之间的矛盾冲突 

（4）我国对于大众传播与司法之间关系的相关规定 

（5）外国对于传媒与司法之间关系的规制 

学习目标： 

（1）了解司法公开、审判公开的基本内涵和限制。 

（2）认知大众传播对于司法公开和司法公正不同影响。 

（3）认识“媒体审判”及其危害。 

（4）掌握我国对于新闻媒体报道和公开传播司法案件审判信息的限制。 

（5）了解国外不同法系国家对于传媒报道司法程序的不同规制。 

 作业与思考题： 

（1）司法公开的意义是什么？司法公开与审判公开有何不同？ 

（2）我国审判公开的基本要求有哪些?目前存在什么问题？ 

（3）刑事案件的侦查和起诉程序中哪些信息不得公开和报道？为什么？ 

（4）新闻记者接近法庭信息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5）何种情形属于“媒体审判”？有何危害？ 

（6）导致言论自由与公正审判之间冲突的原因是什么？ 

（7）如何平衡新闻传播与司法公开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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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处理司法独立与表达自由之间关系应该坚持什么原则，案件报道的边界在哪里？ 

（9）目前我国媒体在“监督司法”过程中引发出的问题有哪些? 

案例研讨和模拟法庭： 

（1）案例研讨：美国罗德尼金被警察殴打案 

（2）模拟法庭：药家鑫案与媒体报道 

知识单元 4：有害信息的传播限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淫秽色情内容的传播限制 

（2）恐怖暴力内容的传播限制 

（3）宣扬邪教内容的传播限制 

（4）宣扬封建迷信、种族歧视、仇恨言论等内容的传播限制 

（5）外国对于淫秽色情、恐怖暴力、种族歧视、仇恨、挑衅言论等内容传播的限制 

（6）我国关于公开传播淫秽色情、恐怖暴力、种族歧视、仇恨挑衅言论等内容的法律责任的

规定。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对于淫秽色情、恐怖暴力、种族歧视、仇恨、挑衅言论等内容传播的法律规范

和法律责任。 

（2）正确理解限制上述内容传播的原因和理由。 

（3）掌握识别和判断构成淫秽色情、恐怖暴力、种族歧视、仇恨、挑衅言论的法律上的认定

标准。 

作业与思考题： 

（1）如何区分“淫秽”和“色情”内容？ 

（2）如何判断是什么“夹杂淫秽内容的出版物”？ 

（3）我国法律关于“淫秽物品”的认定标准是什么？与国外相比有何不同？ 

（4）我国对于恐怖暴力内容的限制有何特点？ 

（5）为什么要限制淫秽色情、恐怖暴力、种族歧视、仇恨、挑衅言论等内容的公开传播？西

方国家在这些方面是如何规范的？ 

（6）如何认识外国采取分级制度来限制这些有害信息和内容的传播？ 

案例研讨： 

（1）法国《查理周刊》讽刺伊斯兰教先知遇袭案 

（2）情色六月天案 

知识单元 5：新闻传播与人格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人格权的概念、特征、意义和性质 

（2）人格权的权利类型：一般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 

（3）名誉权和隐私权的内涵 

（4）大众传播请饭人格权的构成要件 

（5）媒体侵害名誉权的侵权方式、法律责任和抗辩事由 

（6）媒体侵害隐私权的侵权方式、法律责任及其豁免事由 

（7）媒体侵害肖像权与合理使用的界限 

（8）英美等国的反诽谤法律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人格权法律保护的基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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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知大众传播侵害人格权的不同方式、形态和法律责任 

（3）掌握新闻媒体侵权诉讼的基本知识和防范应对知识。 

作业与思考题： 

（1）人格权的特征是什么？ 

（2）大众传播媒介侵害名誉权如何从法律上进行认定和抗辩？ 

（3）大众传播活动侵害隐私权的方式有哪些？如何进行抗辩？ 

（4）诽谤政府和官员是否构成名誉侵权？ 

（5）公共人物的名誉权诉讼有何特殊性？ 

（6）诽谤罪成立的要件是什么？ 

（7）我国媒体侵权法律制度存在哪些问题？ 

案例研讨与模拟法庭： 

（1）案例研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 

（2）模拟法庭：范志毅名誉侵权案 

知识单元 6：新闻媒介传播商业信息规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新闻传播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仿冒、假冒和抢注媒体品牌、商标和标识；针对媒体的商

业贿赂、媒介传播中的虚假宣传、侵犯商业秘密行为等。 

（2）大众媒介传播和披露证券信息的规范：内幕信息违规披露的法律责任、证券信息的指定

披露制度、传媒投资咨询（证券期货）人员的资格准入制度。 

（3）媒体广告法律规范：广告内容准则、特殊产品广告准则、广告行为准则、广告的监督管

理、广告违法的法律责任。 

学习目标： 

（1）了解大众传播媒介传播商业信息的法律规范和法律责任 

（2）理解大众媒介虚假宣传、违法披露内幕信息、违法投资咨询和荐股、社交媒体证券违法

违规行为、虚假和违法广告的认定。 

（3）掌握大众媒介传播商业信息的基本规范和基本原则。 

作业与思考题： 

（1）为什么要对大众媒介传播商业信息进行规范？ 

（2）大众传播媒介侵害商业秘密的行为有哪些？ 

（3）大众媒介传播证券信息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存在哪些违法行为？ 

（4）如何认定虚假广告？发布虚假广告的责任是什么/ 

（5）广告代言人的法律责任是什么？ 

案例研讨： 

（1）“带头大哥 777”王秀杰非法经营案 

（2）重庆万州电视台虚假广告案 

知识单元 7：大众传播与著作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著作权的基本内容：著作权的主体、客体及其权利内涵。 

（2）著作权与公共利益的平衡：不适用著作权保护的情况；合理使用制度；法定许可适用制度。 

（3）传播者的权利：领接权、传播者权 

（4）侵犯著作权行为的法律责任：违约责任、侵权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著作权法律保制度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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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解和认知新闻媒体中时事新闻为什么不受保护 

（3）掌握媒体合理使用的边界和侵犯著作权司法诉讼知识 

作业与思考题： 

（1）什么是著作权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 

（2）如何理解新闻作品的著作权问题？ 

（3）媒体转载有哪些注意义务？ 

（4）合理使用包括那些方式？ 

（5）领接权在网络传播时代呈现出哪些特点？ 

（6）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内容服务者侵犯著作权的法律责任有何不同? 

案例研讨和模拟法庭： 

 (1) 案例研讨：今日头条是否构成侵权？ 

（2）模拟法庭：新京报诉浙江在线侵犯著作权案 

知识单元 8：新闻媒体管理法律制度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特殊新闻信息发布管理制度：重要政务新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作品、汛情疫情震情、

突发事件应对和核事故应急管理、气象预报、地图信息等。 

（2）新闻记者和记者站管理制度 

（3）报刊出版管理制度 

（4）广播电视管理制度 

（5）电影管理制度 

（6）互联网新闻传播与信息服务管理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我国各类特殊信息发布的基本规定 

（2）认知我国传媒体制和行政管理基本规范 

（3）掌握审批制这一我国新闻媒体管理的基本制度特征及其对于新闻从业者的基本要求。 

作业与思考题： 

（1）为什么要对特殊新闻信息实行统一发布制度？ 

（2）新闻报道与经营活动分开的规定包括哪些内容？随着传媒改革的深入，这种分开的规定

面临什么问题？ 

（3）我国对于记者和记者站的管理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4）主管主办制的实质是什么？ 

（5）我国广播电视管理体制有何特点？广播电视体制改革面临什么问题/ 

（6）我国电影审查制与西方的分级制有何区别和联系？ 

（7）我国对于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管理有何特点？存在哪些问题？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个，共××学时 

实验 1：新闻媒体名誉侵权实务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模拟法庭：范志毅名誉侵权案 

实验要求：熟悉名誉权侵权诉讼的基本知识；研究新闻侵权的构成要件和抗辩事由；掌握新闻

侵权的应诉方法和基本技巧。 

实验 2：新闻传播侵害隐私权实务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模拟法庭--人肉搜索第一案 

实验要求：熟悉隐私权法的基本知识；研究大众传播侵害隐私权的构成要件和抗辩事由；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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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侵害隐私权的应诉方法和技巧。 

实验 3：新闻采访权的限制与边界问题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模拟法庭--无锡日报诉中国足协案 

实验要求：熟悉新闻采访权的内涵、本质和法律意义；研究新闻媒体采访权利的合法边界和适

用范围；掌握媒体采访权遭受剥夺和限制的应对方法。 

实验 4：微博表达的法律边界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模拟法庭--微博第一案：金山诉周鸿祎案 

实验要求：熟悉微博的特点和表达自由的基本理论；研究微博博主的身份地位与其在表达上的

注意义务；掌握互联网表达侵权诉讼的基本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新闻传播与表达自由的宪法权利 3  

2 信息公开、知情权与国家安全  3  

3 新闻采访权边界问题：无锡日报诉中国足协案 3 模拟法庭 

4 新闻传播与司法公开公正 3  

5 有害信息的传播限制 3  

6 新闻传播与人格权 3  

7 新闻媒体名誉侵权实务：范志毅名誉侵权案 3 模拟法庭 

8 新闻媒介传播商业信息规范 3  

9 新闻传播侵害隐私权实务：人肉搜索第一案 3 模拟法庭 

10 大众传播与著作权 2  

11 微博表达的法律边界:金山诉周鸿祎案 3 模拟法庭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法学理论、民法学、民诉法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表达自由理论、名誉侵权诉讼、隐私侵权诉讼、著作权侵权诉讼、网络侵权诉讼。 

难点：名誉权侵权与诽谤罪、网络著作权诉讼、网络表达的法律边界。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法。 

2.模拟法庭实践教学。 

教学手段： 

1.采用微课手段，录制微课视频，突出展示重要的知识点，配套一些辅助性在线播放的观摩课

例、课件和教学资源，形成一个教学主题鲜明、类型多样、结构紧凑的主题单元资源包，实现教师

和学生的共同参与和合力完成教学任务的新的教学模式。 

2.引入模拟法庭，通过让学生实际模拟司法诉讼的角色体认和诉讼技巧的训练，提升学生传媒

法的理论素养和司法诉讼实务能力。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模拟法庭教室、PPT、网络。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程自主学习：6学时 

课外实验：案例研讨、模拟法庭准备和训练，1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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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学生参与课堂和实务训练全的过程考核。期末总评中，平时成

绩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模

拟法庭）占 30%；期末考查占 4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都布置了相应作业和思考题。 

8、教材选用  

陈绚《大众传播法规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陈绚等编著《大众传播法规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2月 第 1版（教材

获奖情况） 

（二）推荐参考书 

1. （美）约翰 D泽莱兹尼等编著《传播法案例：自由、限制和现代媒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 6月 第 1版 

2. 杨磊、周大刚等编著《起诉媒体：新闻法律热点问题透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年 6

月 第 1版  

执笔：姚泽金  审稿：姚泽金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4年 11月 5日 

 

多媒体播报 
Multimedia Journalism  

课程号：30706035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作为新闻专业的高级进修课之一，本课程的教学旨在使学

生了解多媒体播产报生的背景、多媒体播报的特点、规律以及融合不同媒体进行新闻采、编、播的

技巧，以求在“全媒体、大传播”业界变革的背景下培养“全媒体记者”。为此，本课程在每章结

尾特别设计了操作性强的实战练习, 增强学生实践技能培训的实用性。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第一章 绪论 

学时：3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该课程的地位、教学目的、课程的主要容，

知悉教师对本课进行教学的基本理念，明确本学科的人才需求现状，为之后理解并掌握多媒体新闻

播报理念、方法打下良好的基础。 

本章的知识点：包括课程的基本体系、基本内容，教学的基本理念、新闻人才观，当前“全媒

体、大传播”业界变革背景，“全媒体记者”新闻人才的需求现状，以及我们的培养目标等。 

本章的学习重点和难点：“全媒体、大传播”业界变革背景和“全媒体记者”新闻人才的培养

是本章解决的重点和难点，如何使学生真正成为全媒体新闻采写所需要的合格人才，首先要了解全

媒体产生的背景，二要明晰全媒体背景下新闻采写的共同规律以及不同媒体的新闻采写技巧。 

第一节 本课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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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的主要内容  

该课主要讲述多媒体播报的基础理论与业界的媒介融合现状。本研究方向具有多学科交叉的边

缘性特点，需要吸收、融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新闻传播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逻辑学、

教育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以多媒体信息传播为核心，研究如何运用多种媒介和终端，全天候、

全方位、立体化展示传播内容。  

二、课程所涉及的主要问题 

辨识媒体 媒体类型：平面、电子、网络 不同媒介的传播特点 媒体选择新闻的标准及喜好 媒介融

合的创新实验实例 播音艺术 学习多媒体播报，首先要解决上述基本问题，了解了“全媒体、大传播”

的业界变革背景、网络时代受众心理、网络时代媒介传播特点，即多媒体播报的原则、规律、需求、

方向，与之相关的多媒体播报问题也就应刃而解。 

三、本课程的地位及教学目的 

新闻专业的核心课程包括：新闻理论、新闻采访写作、新闻法规、新闻伦理、传播主体的播音

艺术、节目主持艺术，也包括受众的收听、收视心理和审美鉴赏等。本研究方向具有多学科交叉的

边缘性特点，需要吸收、融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新闻传播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逻辑学、

教育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 

新闻文本的采写编播是全媒体播报课程的核心内容，也是对新闻信息处理方法系统学后习的综

合实践应用。全媒体型新闻人才的需求，是随着媒体融合的进程不断加快而出现的。媒体融合使各

类传媒因介质差异而产生的鸿沟逐渐被填平。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使所有的媒体都能够成为提供各

种形态新闻产品、并通过各种载体发布新闻信息的“内容提供商”。新闻媒体的这种转型，必然对

新闻从业人员提出新的工作任务和专业要求。 

第二节 教学理念 

一、欲成优秀新闻人才必先做好人 

大学教育首先培养的是人，是教会这些未来的年轻人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人。这个“人”要具备

健康的思想情感、良好的道德情怀、开阔的胸襟、热情的为人、淡化的自我、世界的眼光和团队精

神。大学教育其次培养的才是人才，这种人才应该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力、强烈的求知欲、平

民的视角，能够与人平等相处、欲成优秀新闻人，还应抱持人性关怀。真正有良知的记者，应记录

真实的中国，并以其人文理想推动中国的文明与进步，应具有一种俯仰天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

的情怀。 

二、理论实践相结合的理念 

多媒体新闻播报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它的任何教学安排都以增强学生实践能力为目的。

新闻学教育应是面向社会，培养开放型人才的阳光课堂。不但要有理论高度，更要有实践经验，综

合运用多媒体平台进行的新闻播报更是如此。本方向的研究成果对于多媒体播报实践具有直接指导

作用，对于不断提高多媒体新闻播报质量，多出精品节目，提升传播主体的艺术创造水平和受众的

欣赏层次，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案例教学的理念 

案例教学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经典的多媒体新闻播报案例。第二，多媒体新闻集团。 

第三节 中国新闻界对人才的需求 

一、人才培养的现状 

新闻教育中教学和实践脱节的现象比较严重。媒体融合时代，急缺集采、写、摄、录、编、网

络技能运用及现代设备操作等多种能力于一身的人才。 

二、对人才的要求 

从实践看，主要需要这样三类人才：复合型、应用型、创新型 

“全媒体”新闻人才的要求：能为报纸做文字报道和图片摄影、能为全媒体集团旗下的网站、

手机报、电子显示屏等提供多种媒体形态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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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型新闻人才的最大特点，就是掌握了多媒体采制和传播的技能，能够同时承担文字、图

片、音频、视频等报道任务，为多种不同媒体提供新闻作品。 

“复合型”新闻人才的要求：立体性，即既有深厚的人文功底、扎实的传播理论基础，又具有

现代传播技能；高能性，即集采编与制作于一身；多面性。 

“应用型”新闻人才的要求：“只有下水才能真正学会游泳”，注重人文基础 强化专业技能 

打破传统的专业之间的壁垒，在具有丰富知识积累和跨媒体思维的“宽”“厚”基础上，掌握专业

媒体工作的技能。 

“创新型”新闻人才的要求： 批判性思维 创新性思维 新闻专业实践贯穿于学习的全过程。 

复习与思考题： 

1、多媒体播报涉及哪些内容？ 

2、结合本课程的教学目的，谈谈自己对“全媒体、大传播”媒介背景的认识。 

3、现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新闻人才，结合实际谈谈自己的体会。 

拓展阅读书目： 

1、李希光等.《全球新传播》.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6月版. 

 2、李希光等.《媒体的力量》.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6月版. 

3、李希光.《转型中的新闻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5月版. 

4、托马斯•弗里曼（Thomas L. Friedman）.《世界是平的》.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5、(美)A·托夫勒.《第三次浪潮》. 黄明坚（译）. 中信出版社2006年. 

第二章 现代媒体中的传播者 

学时：3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从概念上了解媒介即信息,第一批播音员,现代媒

体的发展,传播者时代。从理论上为今后从事多媒体播报实践打下厚实的基础。要求同学懂历史、

明现状、抓特点、找联系,结合参考书目,深入理解概念。 

本章的知识点: 

媒介即信息 

第一批播音员 

现代媒体的发展 

传播者时代 

本章的学习重点和难点:理解传播者时代是本章解决的重点和难点。其他各部分为新闻基本的

理论梳理。 

第一节 媒介即信息  

一、媒介即信息的内涵  

1964年,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出版了《理解媒介》，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而

又倍感迷惑不解的论断: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媒介即信息。媒介即信息包含两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

新媒介引入新尺度。“任何媒介 (即人的延伸) 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

的; 我们的何任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第二

层:一种媒介是另一种媒介的内容。任何媒介的内容必然包含着文字、音频、图像等等的符号或其

他的可以传输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又是一种媒介。如“文字的的内容是言语,文字是印刷的内容,

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等等。  

二、媒介即信息的意义  

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是麦克卢汉所要强的调

“媒介即信息”的意义。 每一种新媒介产生都开创了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的新方式, 媒介是社会

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也 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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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即是讯息的理论突破在于：第一, 它突破了人们对媒介的狭隘的认识, 把媒介的概念的范

围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大,对人类科技、社会活动和人类使用工具的性质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对它们的

性质、功能和作用从独特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第二,它重新认识了媒介的性质,强调了媒介的自身的作用,把媒介的内容和媒介的存在形式进

行了综合的考察。它完全超越了传统的如何使用媒介才是至关重要的观点。 

这个理论的贡献：使人们能够充分认识到媒介的性质和特点, 媒介对社会的作用和功能, 媒介

是以怎么的样一种方式来影响人类的生活和促进社会的进步的。这种超越传统的对媒介的理解开阔

了人们的视野,启发了人们的世界的认识方法。麦克卢汉的另一名言“the medium is an extension 

of people”或是对“人即信息”的富有前瞻性的另一种说法。媒介即是讯息这一理论对大众传媒

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传播什么、怎么传播”VS 媒介对人的影响，在一般人观念中大

众媒介的内容是至关重要的即“传播什么、 怎么传播”等问题，很少关注媒介自身对社会生活和

人类心理产生的影响问题,在媒介批评中也很少关注这个问题。“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

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 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

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这已经是非常明确地说明媒介的发展和诞生必然会使人

类的生活标准改变,或是引进新的标准。媒介即是讯息的理论的第二个含义可以使人们对大众媒介

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竞争和合作的关系如何处理给予启示,媒介之间是相互作用的,电视、报纸、广

播和网络之间的平衡非常重要。 

三、全媒体新闻写作的内涵 

(一)全媒体的概念：全媒体的概念并没有在学界被正式提出。它来自于传媒界的应用层面。媒

体形式的不断出现和变化,媒体内容、渠道、功能层面的融合,使得人们在使用媒体的概念时需要意

义涵盖更广阔的词语,至此，“全媒体”的概念开始广泛适用。“全媒体”是在具备文字、图形、

图像、动画、声音和视频等各种媒体表现手段基础之上进行不同媒介形态(纸媒、电视媒体、广播

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 之间的融合,产生质变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全媒体通过提

供多种方式和多种层次的各种传播形态来满足受众的分细 需求,使得受众获得更及时、更多角度、

更多听觉和视觉满足的媒体体验。 

(二)全媒体的特点：“全媒体”体现的不是“跨媒体”时代的媒体间的简单连接, 而是全相位

融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乃至通讯的全面互动、网络媒体之间的全面互补、网络媒体的自身的全

面互溶,总之“全媒体”的覆盖面最全、技术手段最全、媒介载体最全、受众传播面最全。  

(三)全媒体新闻写作的特点：全媒体新闻是指建立在跨媒体基础上,具有多媒体、互动、聚合

等特质的新闻内容生产。全媒体运作的新闻融合式新闻生产是指: (1)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成为战略

资源,而在工业社会中,战略资源是物资、能源或资本; (2)整个社会以知识为基础,价值的增长主要

靠知识,而不是劳动; (3)先进的通讯与信息系统成为社会改革的手段,日益渗入日常生活,给人们

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带来一场深刻变革。  

第二节 第一批播音员  

播音员(英语:announcer),或称为播报员: 从事电台、 电视台新闻报道等电子媒体节目播音工

作的人, 而“播报员”一词, 通常又特指电视台的播音人员。  

不老的声音: 最早的女国际播音员魏琳,原名蒋玲玲,籍贯浙江杭州,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任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英语播音员。建国后,历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播音

员、英语播音组组长。中国最早的播音员李娟是北京广播学院的第一批播音专业学员,1961年被分

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73年李娟被选调入中央电视台。1980 年中央电视台推出晚间黄金

时段的《新闻联播》。成为全国收 视率最高的名牌节日的第一批主播。从事播音工作达35年,一度

是家喻户晓的播音明星,在80年代主持《新闻联播》期间曾多次采访来华的外国首脑。  

第三节 现代媒体的发展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着一种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媒介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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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媒体融合”是国际传媒大整合下的新作业模式,“简单地说,就是把报纸、电视台、电台等传

统媒体,与互联网、手机、手持智能终端等新兴媒体传播通道有效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

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的平台传播给受众”。这种新型整合作业模式已逐渐成

为国际传媒业的新潮流。 

媒体融合使各类传媒因介质差异而产生的鸿沟逐渐被填平。传统媒体如报社、电台、电视台、

通讯社等，都将不再仅仅生产一种形态的新闻产品,也不再仅仅依靠某一种终端载体为受众提供新

闻信息。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使所有的媒体都能够成为提供各种形态新闻产品,并通过各种载体发

布新闻信息的“内容提供商”。  

第四节 传播者的时代  

一、传播者时代的意义 

网络传播改变了原有的传播者地位、作用: 传播主体广泛，传播者和受众可以任意互换角色，

受众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受众的主体地位得以体现,不仅可以主动地获取

或发布信息,而且可以实现无时空限制的流交沟通。 

二、网络时代的传播特点 

网络传播的特点势必影响着网络新闻编采特点,另一方面, 网络新闻在编采过程中也要时时刻

刻注重网络传播的特点。 

网络传播媒体相较传统媒体的优势和特点:网络传播信息的速度和规模、 影响的地域范围以及

表现形式等都远远超过以往的大众媒体,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按照

学者们的归纳,网络传播主要有以下优势:  

第一、信息量大,速度快。网络以其超链接的方式将存储信息的容量无限放大, 而传统媒体却

要受版面、频道、时间等因素限制。在信息传播效率上, 传统媒体所要发布的信息都必须经过采集、

筛选、加工等多个环节才嫩巩固传递给受众, 而网络传播将这个过程大大缩短, 网络信息可以实现

即时更新, 大到国际、 国家大事，小到生活琐事,均能在网上得到同步反映。  

第二、传播手法多样。网络传播不仅集传统媒体传播手段之大成, 而且在传播过程中可以把文

字、声音、图像等融为一体,实现以往各种传统传播手段的整合,满足了受众多方面需要。 

第三、传播过程多向互动。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是以传播者为中心的单向、线性传

播,传播主体和受众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 而在网络信息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众可以任意互换角色,

受众既是信息的者接受者,也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受众的主体地位得以体 现,不仅可以主动地

获取或发布信息,而且可以实现无时空限制的交流沟通。  

第四、交流具有开放性。 在网络上, 人们可以在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之间就文化传统、 思

想观念、 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进行交流。网络传播是完全开放的,全球共享、广泛参与

是其鲜明特征。传播主体广泛。传统信息发布主体是某个具体的电台、电视台或者报社、杂志社。

而在互联网上, 每个网民都可以是信息发布者。同时,网络还具有传统媒体所没有的虚拟性,网络传

播主体可以匿名,网民随意出入自由发言,发言机会均等。  

三、网络时代需求的人才特点 

新闻媒体的“全媒体”转型,必然对新闻从业人员提出新的工作任务和专业要求:如一些走在

改革前沿的报社已经成立了“全媒体新闻中心”,将辖下所有媒体的记者聚集在同一个新闻采集平

台上，不仅要为报纸做文字报道和图片摄影, 还要同时为报社的网站、手机报、 电子显示屏等提

供多种媒体形态的新闻。 新华社提出“全媒体业态”的目标后,也要求各分社记者同时采集文字、

图片和音视频新闻。新闻工作者从“单媒体型”转向“全媒体型”是媒体融合发展的客观需要。  

本章复习与思考题:  

1、简述网络时代传播特点。  

2、思考全媒体新闻传播时代需求的多媒体融合人才特点。  

本章拓展阅读书目:  

1、豪斯曼.《美国播音技艺教程(第五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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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托马斯•弗里曼(Thomas L. Friedman). 《世界是平的》.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湖南

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3、(美)A·托夫勒.《第三次浪潮》. 

第三章 多媒体新闻播报概述 

学时：3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对多媒体新闻播报有一个全面了解,其中包括多媒

体新闻播报的体系、概念、特点等。要求同学在学习多媒体新闻体系、了解多媒体传播现状趋势的

同时,结合不同媒体的传播特点,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和业界案例,深入理解新闻融合式的新闻生产方

式。 本章有案例观摩分析课2节, 选取研究案例分别是:以烟台日报传媒集团为代表的新闻融合式

的新闻生产;新华社多媒体中心音频部在汶川地震一周年的报道中,为多媒体形态融合打造的一个

成功案例。  

本章的知识点:多媒体新闻体系、多媒体新闻播报的概念及特点。本章的学习重点和难点:多媒

体新闻播报的概念及特点。  

第一节 多媒体新闻体系  

全媒体传播态势：随着多媒体的融合,我们国家已经出现了以新华社与一些报业集团为代表的

全媒体传播态势。  

一、什么叫全媒体  

“全媒体”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全媒体”是人类现在掌握的信息流手段的最大化的集成

者。从传播载体工具上分可分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音像、电影、出版、网络、电信、卫星

通讯等等; 从传播内容所依重的各类技术支持平台来看, 除了传统的纸质、声像外,基于互联网络和

电讯的 WAP、GSM、CDMA、GPRS、3G、4G 及流媒体技术等等。2、“全媒体”并不排斥传统媒体的

单一表现形式, 在整合运用各媒体表现形式的同时仍然很看重传统媒体的单一表现形式, 并视单

一形式为“全媒体”中“全”的重要组成。 3、“全媒体”与“跨媒体”的区别并非媒体间的简单

连接, 而是全相位融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乃至通讯的全面互动、网络媒体之间的全面互补、

网络媒体的自身的全面互溶。总之“全媒体”的覆盖面最全、技术手段最全、媒介载体最全、受众

传播面最全。4、“全媒体”在传媒市场领域里的整体表现为大而全, 而针对受众个体则表现为超

细分服务。举例来说,对同一条信息,通过“全媒体”平台可以有各种纷繁的表现形式,但同时也根

据不同个体受众的个性化需求以及信息表现的侧重点来对采用的媒体形式进行取舍和调整。如在对

某一楼盘信息展示时,用图文来展示户型图和楼书中描述性的客观信息;利用音频和视频来展示更

为直观的动态信息; 同时,对于使用宽带网络或3G手机的受众则可用在线观看样板间的三维展示及

参与互动性的在线虚拟装修小游戏等等。  

二、全媒体与跨媒体的区别 

1、全相位融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乃至通讯的全面互动、全面互溶。 

2、根据需求和其经济性来结合运用各种表现形式和传播渠道——“全媒体”不是大。“全媒

体”超越“跨媒体”的也就是在于其用更经济的眼光来看待媒体见的综合运用, 以求投入最小

——传播最优——效果最大。一个媒体的全媒体产品未必一定要完全通过自己的平台发布。与内容

包装商、渠道提供商、平台提供商等共同完成产品的多种形式生产、 多种渠道传播、多种平台“贩

卖”,可能是媒介融合带来的产业重组与流程再造的更深层含义。 

三、全媒体在国外的研究历史 

玛莎-斯图尔特生活全媒体公司  

1999 年 10 月 19 日,玛莎-斯图尔特生活全媒体公司成立。这个公司拥有并管理多种媒体,

包括四种核心杂志、34 种书籍、一栏荣获艾美奖的艺术电视节目、一栏在 CBS 电视台播出的电视

周刊节目This Morning。不仅如此,MSO还管理一个名为AskMartha的报纸专栏(其内容提供给230多

家报纸)、一个在美国 330 多家广播台播出的节目、一个拥有 17 万注册用户的网站。玛莎-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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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特生活全媒体公司是美国当时最有名的家政公司之一, 它通过旗下的“全媒体”传播自身的家

政服务和产品。  

回顾 1999 年,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得到长足发展,互联网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起步发展。媒介

内容通过报纸、杂志、电视节目、网站等不同的媒介形态得以表现。然而,囿于当时的技术条 件限

制, 玛莎-斯图尔特生活全媒体公司并没有实现如今所有的媒介形态 如手机电视、 户外电视等。 

当时的“全媒体”只停留在扩张阶段,只求拓展新的媒介形态,而没有注重“全媒体”中传统媒体 

和新媒体的融合问题。  

四、全媒体在国内的发展  

1999 年至 2007 年间,各行各业对于“全媒体”的提及都是在文章中点到为止, 2007年开

始,“全媒体”出现在文章中的频率越来越高。 这种对“全媒体”认识上的进步与信息技术和通讯

技术的发展是分不开的。2008年,“全媒体”开始在新闻传播领域崭露头角。许多媒体从业者纷纷

提出“全媒体战略”或“全媒体定位”。报纸、电视、广播、出版、广告  

等行业的“全媒体”发展呈现出两种方式: 一是“扩张式”的全媒体, 即注重手段的丰富和扩

展,如新兴的“全媒体出版”“全媒体广告”; 二是“融合式”的全媒体,即在拓展新媒体手段的

同时,注重多种媒体手段的有机结合,如已经探索一年多的“全媒体新闻中心”“全媒体电

视”“全媒体广播”。 

案例分析、观摩分析 

学时：2 

1、烟台日报传媒集团  

2008 年 3 月在全国首开先河,整合集团所有媒体记者,组建了“全媒体新闻中心”,开始了从

传统报业到“全媒体”的运作方式、生产流程以 及各种运营平台的探索。一方面单一的印刷报 纸

分化成多种产品形态,如手机报纸、数字报纸等;另一方面媒介生产流程进一步细分、专业化。 

2、新华社探索多媒体新闻播报形态  

新华社多媒体中心音频部在汶川地震一周年的报道中,为多媒体形态融合打造了一个成功案

例。据悉,多媒体中心此次试运行中,首次采取以权威发布的新闻稿件作为解说、配合相关视频资料

进行报道 

小结：基于对以上概念的理解，全媒体新闻传播模式是: 受众需求推动下的媒介创新之举、技

术发展过程中的进步表现、世界媒体业的普遍现实。全媒体新闻是指建立在跨媒体基础上,具有多

媒体、互动、聚合等特质的新闻内容生产。全媒体运作的新闻融合式新闻生产是指:全媒体运作下

新闻记者运用所有媒体手段和平台来构建大的报道体系，包括以多媒体方式采集新闻,通过网站、

手机报、传统报纸、数字报刊,以及多媒体视屏实现多级发布。改变了传统的采编流程,按新闻内在

传播规律运作,使集团从“第一时间采写”向“第一时间发布”的转变。  

第二节 多媒体新闻播报的概念及特点 

一、多媒体新闻播报 

同一个新闻采集平台不仅要为报纸做文字报道和图片摄影, 还要同时为报社的网站、手机报、

电子显示屏等提供多种媒体形态的新闻掌握了多媒体采制和传播的技能, 能够同时承担文字、图

片、音频、视频等报道任务,为多种不同媒体提供新闻作品。 

记者对新闻事实进行全方位的全景式播报。一次生产、多形态展示、多渠道发行、多介质阅读。

全媒体记者与媒体合作的方式： 

供稿：文字稿件、图片、视频 

提供线索 (博客也为媒体提供线索)  

接受采访 

网络播报 

二、多媒体新闻播报的特点 

理想境界:业务融合、手段融合、内容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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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同一平台上特定主题报道中的多种媒体手段的深层结合。不同手段的新闻报道是一个

有机的整体,而不是分散的、彼此独立的。一个多媒体报道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报道方案，每一种手

段发挥其特长,不同手段之间取长补短,真正产生1+1> 2的效果。   

第二、各种媒体平台的报道是一个有机的体系, 全媒体新闻既意味着多种媒体手段的应用,也 

意味着多种平台的利用。全媒体新闻的理想境界,是针对不同平台的特点,将一次采集的素材,在多

个平台上多次利用，并且形成一个合理的报道圈。     

第三,新闻事实在媒体的呈现层次:迅速播报(消息)——挖掘全部真相(通讯、调查性报道、特

写、专访)——深度解读(解释 性新闻、述评性新闻、评论)  

本节复习与思考题: 

1、分析一个你所了解的多媒体新闻播报案例,思考它的经验和得失。 

2、思考多媒体新闻播报的写作意义。  

第四章 多媒体播报的共同规律 

学时：3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对多媒体播报的共同规律有一个全面了解,其中包

括新闻文本的转换、多媒体传播方式下新闻事实的展现层级、多媒体播报原则,考察多种媒介语言

的运用。要求同学在学习多媒体播报共同规律的基础上,理解全媒体新闻文本转换的方式, 特别是

网络新闻的文本特征。  

本章的知识点:新闻文本、新闻文本的转换、多媒体传播方式下新闻事实的展现层级、 网络新

闻的文本特征。 

本章的学习重点和难点:新闻文本的转换、网络新闻的文本特征。 

第一节 全媒体新闻文本的转换 

一、万变不离其宗的需求动力 

媒介即讯息: 

媒体融合的进程 

网络传播的特点 

网络传播习惯 

媒介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二、全媒体新闻文本转换  

1.新闻文本  

新闻文本是新闻的物质载体形式。新闻文本有其独特的价值,内容、符号、结构和单元生成  

2.各媒体语言的构成种类及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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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本的交互性  

1、何为“交互性”?  

“交互性”是指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双向互动传播。 网络文本的交互性是网络文本的首要特

征。 网络新闻文本的交互功能深刻地改变了传统媒介的拓扑结构,严重地动摇了信息把关人的地位,

使传播中媒体一方对受众单向交流的垄断被打破。  

2、网络新闻文本的交互性的两重含义: 一方面是指作为对内容进行控制的“交互性”, 即用户

在因特网上获得信息时可以有更多的自主权,可以自己控制并有选择地获得信息; 另一方面指作为

反馈的“交互性”,即观众可以随时就自己接收到的一则信息作出评价和反 馈。这种反馈信息不是

原信息的附属物, 而是和原信息一起构成一个双向流动甚至多次反复的互交性文本。  

3、交互性局限：首先, 当受众对内容进行选择时, 面对众多的信息, 很可能仓促地作出了也

许是至关重要必未正确的选择;其次,在受众的反馈上,那些即时的反馈往往趋于简单甚至肤浅。传

统媒体却可以通过信息把关人的作用,引导受众进行选择,并筛选出有意义的反馈。 多媒体播报人

可以充当信息把关人的作用,引导受众进行选择,并及时筛选有意义反馈。第三、只有拥有电脑并能

使用互联网的人才能享有这种交互性。多媒体融合播报打破媒体壁垒界限,共享交互性。  

二、文本的历时性  

历时性文本已经在网络上出现,在时效性上显示出传统新闻文本难以比拟的优势。 网络新闻文

本可以是由紧随新闻事件变动的若干事实要素构成的一个完整的文本。通过记录每一个重要时间点

的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将信息传达给网民, 而且滚动式快讯能和新闻事件同步发出。 

局限:与报纸的新闻文本相比毕竟显得枯燥,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对受众的吸引力 多媒体

播报可以通过多种媒介语言的融合打破枯燥,满足试听以及事实层次上的各种需求。  

三、文本的超文本结构  

1、什么是超文本? 所谓超文本,是指设计成模拟人类思 维方式的文本,在一个数据文件中又包

含有其他数据文 件的链接,用户单击文本中加标注的一些特殊关键单词和图像,就能打开另一个文

本。  

2、超文本的作用和意义：超文本结构带来了文本空间上的立体化, 使得网络新闻文本不再是

传统新闻文本的线性的平或 面的结构而是网状的多维立体结构。 超文本结构大大增 加了新闻报

道的综合性、受众阅读的可选择性和自主性。  

3、如何运用超文本进行文本写作：在运用超文本方式进行写作时,通常采用将材料分层的做法: 

把最关键的信息作为第一层次写作(树干层次), 相关详细信息作为第二或第三层次提供(枝叶层

次)。用一个骨架的方式描述对象,而有关的细节,分别用超链接给出,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决定进

入哪一个方面细节的阅读。 多重链接进行分层写作,能够较好地体现网络文本的超文本结构。这种

立体式的文本一方面层次分明, 主次清楚, 极大地方便观众对新闻的阅读, 另一方面也优化了空

间配置。  

四、文本表现形式的多媒体化 

同时提供文字、声音、图像新闻,满足不同观众对不同形式新闻信息的需求。目前很多新闻网

站都已经利用多媒体新闻手段,但是,各种手段之间还缺乏有机地内在联系。 

复习与思考题:  

如何将文字、平面图像、音频、视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立体化新闻文本?  

拓展阅读书目: 

1、Kelly Leiter,Julian Harriss 著,宋铁军译:《全能记者必备:新闻采集、写作和编辑的基

本 技能(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 

2、Bruce D.Itule, Douglas A. Anderson 著,贾陆依、华建昌译:《当代媒体新闻写作与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五章 多媒体新闻播报的基础——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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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时：5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 对多媒体新闻播报的基础——采访有一个全面了 

解,其中包括新闻源的收集、多媒体采访要求、多媒体采访的技巧,在采访资料中捕获事实涵义, 新

闻事实在媒体中的呈现层次。要求学生通过模拟采访的训练,初步掌握多媒体新闻播报的采访思路、

技巧。 

本章的知识点:新闻源的收集、多媒体采访要求、多媒体采访的技巧,在采访资料中捕获事实涵

义,新闻事实在媒体中的呈现层次。 

本章的学习重点和难点:新闻源的收集、在采访资料中捕获事实涵义, 新闻事实在媒体中的呈

现层次。 

第一节 信息来源  

一、新闻来源: 事实的提供者。在新闻工作中有两种含义: 1、指新闻稿的来源; 2、指新闻所

依据的事实来源和新闻转发来源。  

二、发现新闻——新闻敏感 

三、 新闻采集的基本流程与要求  

四、新闻采集的方式与方法 

1、 个别访问 2、 集体访问 3、 特殊方式采访 4、 采集的深化  

五、 报纸新闻采集  

1、 报纸新闻采集的特征 2、 报纸记者的观察记录 3、 报纸记者的思辨能力  

六、 广播新闻采集  

1、 广播新闻采集概述 2、 广播新闻的现场采访报道 3、 广播新闻现场音响的采录  

七、 电视新闻采集  

1、 电视新闻采集的个性特点 2、 电视新闻采集的选题 3、 电视新闻采集的策划 4、 电视新

闻采集的摄录编技巧 5、 出镜新闻记者的素质要求 6、 电视新闻采集的强势发展  

八、 新媒体新闻采集  

1、 网络新闻采集 2、手机新闻采集  

九、在采访中捕获事实涵义 

第二节 新闻事实在媒体的呈现层次 

 
复习与思考题: 

模拟采访场景设定及练习 

拓展阅读书目:  

1、Kelly Leiter,Julian Harriss 著,宋铁军译:《全能记者必备:新闻采集、写作和编辑的基

本 技能(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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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ruce D.Itule, Douglas A. Anderson 著,贾陆依、华建昌译:《当代媒体新闻写作与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  

第六章 多媒体新闻播报的内容——文本 

学时：6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对多媒体新闻播报的内容——基于新闻文本的事

实传播, 有一个全面了解。其中包括新闻文本构成的原则、要求、技巧、新闻文本价值要素和闻新

语言的运用。要求同学在学习新闻写作规律、了解新闻写作技巧的同时, 结合不同媒体的传播特点，

参考相关研究成果和业界案例,思考新闻文本在各媒体间转换的原则和方式。  

本章的知识点:新闻文本构成要素、技巧,新闻文本价值要素和新闻语言的运用。 本章的学习

重点和难点:新闻文本价值要素和新闻语言的运用。  

第一节 新闻文本写作的要求 

一、新闻写作的真实性原则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 真实性:新闻报道必须反映客观事物的原貌。 新闻报道的具体事实必须真实

准确 1、确有其事 2、构成新闻的基本要素必须准确无误 3、新闻中引用的各种资料必须准确无误 4、

新闻所反映事实的环境、过程、细节、人物的语言、动作必须真实 5、新闻中涉及人物的思想认识

和心理活动等,必须是当事人所述 新闻报道的整体概括与分析要符合客观实际 1、现象真实与本质

真实要辩证统一 2、微观真实与宏观真实要有机结合 3、新闻报道的多层次真实  

二、新闻报道失实的原因  

导致新闻失实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客观环境方面的原因,也有传播者主观方面的原因。新闻

报道失实分为两类:  

1、体制性失实 体制性失实是指因某种价值观对新闻报道发生强烈作用时而造成的新闻失实。  

2、经济性失实 经济性失实是指由于金钱等经济利益对新闻报道发生强烈作用时所造成的新闻

失实。  

3、故意失实与非故意失实 故意失实：这类失实是指媒体或者新闻报道者事先明知报道内容不

符合客观事实,具有虚假成分,但却出于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有意为之所导致的新闻报

道失实。非故意失实,也称业务性失实，这类失实是指新闻报道者并无故意造成失实报道的动机,

而是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或影响,未能按照客观事实的本来面目如实做出报道所导致的新闻

失实。  

三、新闻写作如何避免失实 

1、在确定主题和选择报道角度时要坚持独立思考  

2、在谋篇布局时要避免片面性  

3、在写情节细节时严禁想当然  

4、培养质疑意识,注意核对引用资料  

5、描写要有分寸感  

6、注明新闻来源 7、严格执行稿件送审制度  

四、新闻文本基本要素  

1、新闻文本基本要素  

何时 (WHEN)、 何地(WHERE)、 何人 (WHO) 、 何事(WHAT)、何故(WHY),后来增加了一个 要

素,即如何(HOW),用英文字头简称“5W1H”,被人们称为新闻六要素。 

2、新闻文本价值要素  

新闻价值是新闻事实本身所包含的满足社会需求的素质的总和,是新闻本身之所以存在的客观

理由。 新闻价值要素包括真实性、时新性等不变要素和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等可变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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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媒体选择新闻的标准  

1、新闻评价 2、社会评价 3、适用性评价  

第二节 新闻文本写作的技巧 

一、如何为媒体写作  

1、 媒体文本的要求 受限制的写作:组合产品与版面观念 传媒产品与读者观念: “读者关心

这个事吗?” “读者能够读完这篇报道吗?” 核心理念:为传播而写作  

2、 媒体文本写作的基本要求 阅读效率 阅读趣味 专业性要求  

3、 新闻事实在媒体的呈现层次: 迅速播报(消息)——挖掘全部真相(通讯、调查性报道、特

写、专访)——深度解读(解释 性新闻、述评性新闻、评论)  

二、新闻为何要用事实说话 

1、什么叫用事实说话? 一种说法是: 通过客观地叙述新闻事实及其背景来体现观点、 发表意

见。 另一种说法是:者记 把思想观点藏在精心选择的某些事实里,让受众通过事实自己领悟其中的

道理。  

2、为什么要用事实说话? 第一、事实是新闻的本源,没有事实就 没有新闻。 第二、事实胜于

雄辩 新闻报道坚持用事实说话,因为事实本身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第三、事实最符合受众的需要 

人们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关注传媒,主要想获取信息。  

三、选择典型事实说话  

何谓典型事实? 

第一、它必须是鲜活的读者所未知的事实 

第二、它必须具有重要性而且是具体的事实 

第三、接近性可以强化典型事实 

第四、有的放矢也是选择典型事实的一个标准 

四、通过再现场景说话  

何谓“再现场景”? 就是把新闻事实的某些现场情景具体地描述出来, 使新闻报道做到有神、

有形, 使读者仿佛亲历其境、亲眼所见,这种方法自然会加强可信性和说服力。  

五、运用背景材料说话  

1、善于联想 这是一种通过把所报道的新闻事实, 与其他一件或几件事实关联起来陈述的方法, 

暗示与导引 读者进行联想,从而得出结论。  

2、善于对比 把两件事或更多的事实放在一起对比, 横向对比, 纵向对比都可以, 这样有助于

发现问题认, 识事物的本质。新闻写作也常常采用这个方法来发表无形的意见。  

3、不同的背景材料表现不同的观点 报道同一件新闻事实, 由于选择和运用了不同的背景材料, 

从阅读的效果分析, 会对读者判的 断产生不同的影响;从用事实说话的写作方法分析,记者可以表

现不同的倾向性和观点。  

4、综合立体地使用背景材料加大说话的深度和力度 多层次的丰富的背景材料的运用, 既可以

增加文章的可阅读性, 也可以更加深入地分析新事闻 件的意义同时可以增加新闻的可信度  

六、借助“直接引语”说话 直接引语是指记者通过采访得来的被采访者的原话。  

第三节 新闻文本价值要素  

新闻价值要素包括真实性、时新性等不变要素和重要性、 显著性、 接近性、 趣味性等可变

要素。 

一、时效性:新鲜 快速 简短  

新鲜: 1、要加强今日新闻的采写 2、学会在报道中把最新鲜、最精彩的信息或内容“拎”出来,

用最明显的形式摆在读者的面前  

快速: 1、学会集中精力,不受外界干扰,在不同的工作条件下都能迅速投入写作。 2、学会和 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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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打腹稿的习惯。3、熟练掌握新闻各种文体的写作要领,特别要得心应手地运用消息写作的技巧和

方法. 4、善于准备好各种写作素材,灵活地组成“预制构件”。 5、注意培养自己口述新闻的能力。 

简短:  

新鲜、快速与简短有密切的关系： 

篇幅短了,在有限的版面和时间里,可以多发新闻报道,传递更多的信息。简短有助于突出新鲜

的内容,长篇大论很容易把新闻湮没掉。 

简短还有助于快,新闻报道写得越长,所花费的时间也就越多,发稿自然快不了。  

对以上概念的理解—— 1、坚持一事一报。说清楚一件事,比说清楚几件事要简便得多,容易写

短。 2、要注意把主题破小,把角度选小,把架子搭小,突出最有新闻价值的事实。 3、化整为零,

可以多一些滚动报道、组合报道或连续报道。 4、挤掉水分,只讲事实。  

二、可读性:具体 生动 通俗  

具体: 1、选题角度、报道内容要具体 2、新闻报道的叙述以及情节、细节也要具体 生动: 1、 在

某些方面“生动”与上文中讲到的“具体”是联系在一起的, 一般来说越是写得“具体”就越容

易生动。 2、新闻报道一定要“见人”,这是让稿件“活”起来的一个关键。 3、新闻报道能否生动,

与结构也有很大的关系。  

通俗: 1、解决“新闻官腔”的问题。 2、要学会“第二种翻译”,用浅显的文字、生动的比喻

或者老百姓熟悉的语言来讲述、表达或说明新闻报道中的内容。 3、巧妙地处理新闻报道中的数字。  

三、针对性:信息 知识 思想  

针对性: 1、即明确这条新闻是写给谁看的——受众 2、明确为什么而写。你的报道是针对什么

问题而发的,通过它要引导或影响读者到什么目标上去。 这两层意思可概括为两句话:了解传播对象,

明确传播目的。  

信息量大: 1、学会多侧面地进行报道,或称写“立体化新闻”。 2、学会抓特点。 3、学会使用

新闻背景 4、用尽可能少的信息符号传递尽可能多的新闻信息  

知识量大: 1、加大新闻报道中的知识含量,即是要讲究科学性,要注意挖掘和展示信息背后的

某种客观规律。 2、这种增加,不仅是简单的数量增加,更重要的是在质量上的增加,即在报道的选

材、角度上都要比单纯信息的报道更深入一步挖掘思想深度: 思想深度决定新闻报道的影响力。 

四、找好新闻角度  

新闻角度: 记者发现事实、挖掘事实、表现事实的着眼点或入手处。 1、角度选择是否得当与

新闻价值的大小直接相关 新闻角度选得准, 新闻价值倍增。 反之, 选得不准, 报道老一套、 一般

化, 就会削弱新值闻。价 2、不同的角度讲不同的话,有不同的报道效果 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多面性, 

因此对同一件新闻事实,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报道它。 角度不同新,  

闻价值可能不同,因此表达的思想意义也就不同。 3、角度选得好可以出独家新闻 独辟蹊径,

从一个新的角度、一个别人所未走过的路径,发掘出事实的新的新闻价值。 4、什么是最佳角度? 读

者的需要就是最佳角度  

根据不同读者群的定位寻找最佳报道角度  

一般来说,这个角度应该是新闻事实与你所在传媒的“导向定位”和主要受众群需求这三者

“聚焦”的结果。  

第四节 新闻语言的运用  

一、什么是新闻语言?  

根据新闻学的原理: 通过新闻媒介, 向受众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 传播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时

息 所使用的文字语言就叫做新闻语言。  

二、新闻语言的特征  

1、准确、简洁、鲜明、生动 2、新闻语言要有时代感 3、新闻语言应有不同的风格 

第一、消息与通讯对于语言的要求有所不同。 第二、新闻语言风格取决于新闻事件本身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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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第三、新闻语言风格还取决于人物报道中被采访者的语言个性。 第四、白描是新闻语言的主

要特征“白描”是指是指文字描写的具体方法,即不尚修饰,不用或少用形容渲染,以质朴的文笔,

力避浮华、做作,简练而直接地勾勒出事物的特征。 

三、如何使用白描语言  

1、 多用动词、用准动词 在新闻写作时掌握多使用动词的要领, 既能把人物和事件写“活”, 

使人如见其人、 如闻其声; 也能把环境和景象写“活”,使人如临其境  

2、 多使用子概念 多用具体的语言去写作。真实的东西都是具体的,具体的东西往往是生动的。 

3、 多使用大白话 在这里是指群众语言,老百姓说的话,或者叫大众口语。 大众口语生活气息浓, 

大都具有通俗明白、平易近人、生动形象的特点。用群众的语言写新闻能为大多数读者喜闻乐见,

还能使新闻具有独特的风格。  

本章的复习与思考题:  

1、讨论:一篇优秀新闻文本要求具备几要素?  

2、请评析一篇你认为优秀的“融媒介”新闻文本 

本章拓展阅读书目:  

1、刘明华、徐泓、张征著:《新闻写作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  

2、张从明等:《全媒体新闻采写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9 月版。  

第七章 传播信息  

课时：3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 对全媒体新闻传播有一个全面了解, 其中包括如

何展现事实 (多媒体文本加强优势) 的技巧、 主持人语言艺术分析、 博客新闻的采写编播。要求

同学掌握主持艺术,并在自己的博客中尝试新闻的多媒体融合播报。  

本章的知识点:多媒体文本加强优势、主持人语言艺术分析、博客新闻的采写编播。  

本章的学习重点和难点:主持人语言艺术分析、博客新闻的采写编播  

第一节 如何展现事实  

一、新闻为何要用事实说话 

1、什么叫用事实说话？ 

一种说法是: 通过客观地叙述新闻事实及其背景来体现观点、 发表意见。 另一种说法是: 记

者把思想观点藏在精心选择的某些事实里,让受众通过事实自己领悟其中的道理。  

2、为什么要用事实说话? 第一、事实是新闻的本源,没有事实就 没有新闻。 第二、事实胜于

雄辩 新闻报道坚持用事实说话,因为事实本身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第三、事实最符合受众的需要 

人们读报纸、听广播、看电视、关注传媒,主要想获取信息。  

二、选择典型事实说话  

何谓典型事实? 

第一、它必须是鲜活的读者所未知的事实 

第二、它必须具有重要性而且是具体的事实 

第三、接近性可以强化典型事实 

第四、有的放矢也是选择典型事实的一个标准 

三、通过再现场景说话  

何谓“再现场景”? 就是把新闻事实的某些现场情景具体地描述出来, 使新闻报道做到有神、

有形,使读者仿佛亲历其境、亲眼所见,这种方法自然会加强可信性和说服力。  

四、运用背景材料说话  

1、善于联想 这是一种通过把所报道的新闻事实, 与其他一件或几件事实关联起来陈述的方法, 

暗示与导引 读者进行联想,从而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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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善于对比 把两件事或更多的事实放在一起对比, 横向对比, 纵向对比都可以, 这样有助于

发现问题认, 识事物的本质。新闻写作也常常采用这个方法来发表无形的意见。  

3、不同的背景材料表现不同的观点 报道同一件新闻事实, 由于选择和运用了不同的背景材料, 

从阅读的效果分析, 会对读者判的 断产生不同的影响;从用事实说话的写作方法分析,记者可以表

现不同的倾向性和观点。  

4、综合立体地使用背景材料加大说话的深度和力度 多层次的丰富的背景材料的运用, 既可以

增加文章的可阅读性, 也可以更加深入地分析新闻事件的意义同时可以增加新闻的可信度。 

五、借助“直接引语”说话 直接引语是指记者通过采访得来的被采访者的原话。  

第二节 主持人语言艺术分析 

主持人是多媒体新闻播报中直接出面与受众打交道的最活跃的人,集社会性和人际性于一身、 

具有亲和力的传播者。 他们在节目中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 在节目中处于主导地位, 通过有声语

言传播信息、 串多联 种媒体文本、串联节目、表述观点,与受众平等沟通交流,驾驭节目进程。  

一、主持人的语言共性  

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 以文字和声音两种物质形态诉诸人的视觉和听觉。 广播电视节主

目 持人以有声语言主持(新闻评论类、谈话类、文娱类)节目,在主持语言上有这样一些共性。  

1、口语  

“用生活化的语言, 加以提炼和扬弃后, 变成自己的文字, 一种属于电视的文字。 生僻的眼

字 儿尽量少用, 形容词太多也让人感到累赘。”摈弃日常口语的随意性、 冗余性等缺陷, 保留口

语的通俗性、 简洁性、 生动性、 灵活性点的,特 兼有书面语的规范性、集中性、有序性。 主持

人的语言, 应当是强调规范性的大众口语, 汲取书面语的精粹口语, 讲究艺术、 富性于、个 应对

得体的机智口语。  

2.简洁  

尽量少说废话, 减少装饰性词汇, 降低夸张, 充分利用有效时间给观众以更多的信息思和想

上 的启示。  

3.准确 公正、客观、全面的形象  

4.鲜明  

5.平实  

6.幽默  

幽默在谈话类、 文娱类节目中主持人运用得比较多。 幽默的语言运用, 既表现了主持人的智

慧敏锐、胸怀和语言能力,也能在节目中起到融洽气氛、轻松有趣、感悟哲理的效果。  

二、主持人的语言个性  

1、个性化语言 2、个性化表达 3、融合于节目  

三、主持人的语言功力  

主持人面向大众的语言传播, 受汉语语言体系的规范化、 标准化制约, 也受到社会政治、济、

经 文化要求的制约。主持人的语言是节目的主干, 主持人语言、 语用的基本水准, 对语言运用度

的,态 都直接影响节目的整体质量。  

1、吐字归音清晰准确 2、亲和力、感染力  

四、主持人的语言角色  

对音色语言的总体把握——准确规范,清晰流畅;圆润集中,朴实明朗;刚柔并济,虚实结合;色

彩丰富,变化自如。 

第三节 博客新闻采编制作  

一、博客的概念和特点  

“博客”(Blog 或 Weblog)一词源于“WebLog(网络日志) ”的缩写,是一种十分简易的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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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个人信息发布方式。 

博客概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频繁更新( Frequency) 、简洁明了(Brevity)和个性化 

(Personality)(Evan Williams)。 

博客概念及特点总结:  

博客是每周 7 天,每天 24 时运转的言论网站,这种网站以其率真、野性、无保留、富于思想 而

奇怪的方式提供无拘无束的言论。(佩姬•努南的解释)  

博客是互联网上最新的发展潮流,是继 E-mail、BBS、ICQ(IM)之后,出现的第四种网络交流方

式。博客是用带着索引的文字进行对话的咖啡屋。(Rebecca Blood 著《博客手册》，The Weblog 

Handbook) 

博客就是一个人未经编辑的声音( The unedited voice of a person)(戴夫·温纳(Dave 

Winer))  

博客 (Weblog) 是这样一个按照时间顺序摆列的集合, 集合中的元素是被公开发布, 并能够

通 过互联网被访问到的独立的思想泡泡(thought bubbles),博客中的每条内容是博客们当时在想 

什幺的思想快照。(James Snell)  

博客之于知识,就像 Napster 之于音乐,Linux 之于软件(博客中国)  

博客代表着“新闻媒体 3.0”:旧媒体(old media)→→新媒体(new media)→→自媒体 (we 

media)(Dan Gillmor)  

博客是媒体的开放源代码运动 

博客是内容的开放源代码运动 

博客——知识经济2.0(姜奇博客是一个“快捷易用的知识管理系统”(Dylan Tweney) 博客是

“个人主页 2.0”(博客中国) 博客是新型的“协同媒体” 博客是“个人网上出版物(社区)”  

博客是“草根记者”......  

博客是网络时代的个人“读者文摘”  

博客的三大主要作用为: 个人自由表达和出版;知识过滤与积累;深度交流沟通的网络新方式。 

二、博客新闻的采写制作  

1、 博客新闻写作特点: 自媒体,为传播而写作 个性化写作 文本更为灵活多样(评论、杂文、特

写、消息、通讯、诗歌、文学作品、调查报告、图片、视频等) 为传播而表现 (多种设计、多种形

式)  

2、博客的写作技巧 两个问题:要说什么?说清楚了么?  

三、网络时代要求具备怎样的记者素质? 

培养数字化记者: 一、把握全局的综合能力要强; 二、验证、过滤与解读信息的能力要强; 三、

在第一时效赶到现场直接采访的能力要强; 四、 运用网络与数码技术进行采访写作的能力要强; 

五、平等交流的能力要强。  

本章的复习与思考题:  

在自己的博客中尝试新闻的多媒体融合播报。  

拓展阅读书目： 

1. 张颂著:《广播电视语言艺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  

2. 张颂著:《播音主持艺术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  

第八章 新闻播音基础  

课时：3 

本章教学目的和基本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 对新闻播音基础有一个全面了解, 其中包括播音 

业务基本功、 广播电视新闻播音、 即时播报策略的应用。 要求同学在学习播音业务基本功、 练

发习 音技巧的同时,注意即时播报策略的应用,分小组实践,锻炼多媒体融合采编播报能力。 

本章的知识点:播音业务基本功、即时播报策略的应用、锻炼多媒体融合采编播报能力。 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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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重点和难点:多媒体融合采编播报能力实践。  

第一节 播音业务基本功  

1.吐字用音的基本功: 就是吐字清晰、声音圆润、普通话标准。其次,必须结合播音的特点进行

练声,持之以恒。  

2.语言技巧的基本功: 语言技巧是表情达意的手段。语言技巧主要包括:重音、停连、语气、节

奏四大基本技巧, 必须天天练习,反复琢磨,才能运用自如。  

3.快速准备稿件的基本功: 分析理解稿件是新闻播报应具备的一种能力。 为了适应新闻时效性

强的特点,新闻播报要能在较短时间迅速地掌握文章主题、播出的目的、内容的重点、播出的基调。

这需要平时坚持练习、总结经验,才能准确表达出稿件的意涵。  

第二节 广播电视新闻播音  

网络视频观摩、实践课 

即时播报的策略 新闻即时播报成为常态, 因为, 在掌握了常规的内外部播报技巧之外, 如何

拿起稿件就完成任务,成为了大家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 

如何快速备稿:  

播音主持工作属于“二度创作” 在既定的新闻文本基础进行的有声语言创作。  

备稿六步: 即划分层次、概括主题、联系背景、明确目的、找出重点、确定基调, 在现实情况

中,由于时间关系来不及逐步去仔细分析, 有的时候甚至“三步并作两步”快速备稿。可以用以下

的方法完成如下的准备工作: 

第一步:快速阅读 

根据以往对新闻各个文体格式的判断迅速划分出层次, 并迅速概括主题, 同时要把稿件当不

中 熟悉的细节和不确定的内容自此勾画出来,以便进一步和核实和确认。如有搭档,则在搭档播报

上一条新闻的时候快速浏览自己即将要播报的内容。手边一定要时刻准备一本最新版的权威汉语词

典, 男女主持人播报过程中的彼此提醒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步:熟悉稿件  

要能够联系背景, 明确稿件的传播目的, 找到稿件的重点, 并确定好播音的基调, 同时也以

可 把具体的停连、终因、语气、节奏等等的外部技巧在稿件上做一个简单标注,方便播读。 了解

各种各样的新闻背景。 除了部分的科技资讯不是常见的, 其他的综合新闻、 财经新闻都等 是当

下国内外正在发生的事情。 平时多练基本功,多看书报杂志,多关注新闻动态。 

小结: 通常说:“稿件是依据, 理解是基础”。 在即时播报新闻的过程里, 不能因为时间仓促

就放弃 了备稿的可能性,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尽可能多地做一些熟悉、分析、理解的功课。 只

有产生了强烈的播讲愿望, 才会恰到好处地运用语言技巧去表达稿件的内容, 收到较好的效果。  

拓展阅读书目：  

1.徐恒著:《播音发声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年版。  

2.豪斯曼著:《美国播音技艺教程(第五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 3  

2 现代媒体中的传播者 3  

3 多媒体新闻播报概述 3  

4 案例观摩分析 2 烟台日报传媒集团、新华社 

5 多媒体新闻播报共同规律 3  

6 多媒体新闻播报的基础——采访 3  

7 课堂讨论及时间 3 包括模拟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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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多媒体新闻播报的内容——文本 3  

9 传播信息 3  

10 新闻播音基础 3  

11 媒体采写播报实践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媒介技术一、媒介技术二、媒介技术三、新闻信息处理方法一、新闻信息处理方法

二、新闻信息处理方法三、新闻信息处理方法四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在“全媒体、大传播”的传媒变革背景下，培养“全媒体全能记者”的新闻教育改革目

标，旨在培养能够综合运用多种媒介和终端, 全天候、全方位、立体化展示传播内容的全媒体播报

复合型人才。 

难点：随着时代的发展、媒介进步而不断创新、变化的新闻报道技巧、新闻播报方式，同时符

合新闻传播自身的特征和规律。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课堂讲授、案例分析、课堂讨论、采访模拟训练、录像观摩等。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本课程加绪论共计九章，36课时。其中课堂讲授共计 28学时；其他环节 8课时。包括课堂讨

论、小组讨论、多媒体采写播报、案例观摩分析等，其中课堂讨论及实践 2 课时,多媒体采写播报

4课时，案例观摩分析 2课时，总计 8学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堂讨论和参与占 10%；期末考

试占 6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张从明等:《全媒体新闻采写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9月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李希光等.《全球新传播》.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6月版. 

2. 李希光等.《媒体的力量》.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6月版. 

3. 李希光.《转型中的新闻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5月版. 

4. 托马斯•弗里曼（Thomas L. Friedman）.《世界是平的》.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5. (美)A·托夫勒.《第三次浪潮》. 黄明坚（译）. 中信出版社2006年.  

6. 豪斯曼.《美国播音技艺教程(第五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 

7. Kelly Leiter,Julian Harriss 著,宋铁军译:《全能记者必备:新闻采集、写作和编辑的基

本技能(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8. Bruce D.Itule, Douglas A. Anderson 著,贾陆依、华建昌译:《当代媒体新闻写作与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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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刘明华、徐泓、张征著:《新闻写作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10. 张颂著:《广播电视语言艺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 

11. 张颂著:《播音主持艺术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 

12. 徐恒著:《播音发声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社科文献出版社, 2001年. 

执笔：徐亚萍  审稿：     审定：光明新闻与传播学院学院/新闻学研究所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0日 

 

广告策划与文案 
Case Study: Advertising Planning and Copywriting 

课程号：4300100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对广告策划的原理、技巧、程序与具体运作，以及

广告文案的写作原理有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并能熟练地结合企业广告活动进行广告策划与文案写

作。通过课堂多媒体案例展示和赏析，使学生掌握广告策划的方法和技能，富有创造性地完成广告

策划与文案写作活动。 

开设本课程，是为了让学生可以适应全球化、商业化的传播环境中，如何理解广告、公关等在

大众媒体、互联网与手机媒体上的传播原理、传播过程与传播效果，从而帮助学生思考媒介产品的

多层面属性。对于未来想从事广告、公关相关行业的学生，本课程的开设是帮助他们树立基本的审

美规则，并帮助一部分同学完成第一步广告策划的作品。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 学时 

知识单元 1：策划的概念 

参考学时：1 学时 

学习内容： 

一、词源 

1. 中文释义： 

与计谋相关的一种行为过程和方法系统。 

2. 英文词源： 

Strategy + Plan 

3. 日文同义： 

企划 

二、现存观点介绍 

1. 策划是一种程序，在本质上是一种运用脑力的理性行为。 

2. 策划就是通过精心安排的宣传和其他手段，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进行操纵。 

3. 条条大路通罗马，最近的只有一条，策划就是找出这条路。 

4. 策划是赋予商品文化价值、精神价值，创造高附加利润的智力劳动过程。 

5. 策划是从一个初始的创意开始，经过审时、度势、驾驭战术、进行推演和运作，使无人顾

及的产品变为炙手可热的商品，点石为金的过程。 

三、策划的定义 

整合各类现有资源和潜在资源，判断事物变化的趋势，确定可能实现的目标和结果，再按此来

设计，选择能产生最佳效果的资源配置与行动方式，进而形成决策计划的复杂的思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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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策划的过程看，一个完整的策划基本上包含了预测和决策两大步骤； 

2. 从策划的内容看，一个完整的策划就是“审时度势的战略策划”和“行权达变”的战术策

划的有效组合。 

3. 从策划的性质看，策划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综合性思维工程。 

4. 从策划的范围看，策划普遍存在于人类行为之中。 

四、策划与计划的界定 

1. 两者的存在状态不同 

策划：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为了实现目标而进行的创造性思考和创造性实践的过程。准

确地说应被称为“策划活动”。 

计划：是静态的概念，是关于实现策划目标的行动方案，是为了达到目标所作出的从现在到未

来的时间安排表。 

计划是策划活动的最终产物，没有策划也就无所谓计划。 

2. 两者的产生方式不同 

策划是一种创造性的智力活动，它是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丰富的想象和创意的活动，它需要策

划者具有较高的智慧。 

计划则是一项机械性的工作，只要掌握一定的写作模式，就可以按部就班地拟定各项程序和细

节，无须创意。 

学习目标： 

1．了解策划的含义。 

2．掌握策划的组成部分，及完成步骤。 

知识单元 2广告策划的概念、特点及作用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一、广告策划的概念 

1. 广告策划，是根据广告主的营销计划和广告目标，在市场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出一个与市

场情况、产品状态、消费群体相适应的经济有效的广告计划方案，并加以评估、实施和检验，从而

为广告主的整体经营提供良好服务的活动。 

2. 广告策划五大要素 

① 策划者 

② 策划依据 

③ 策划对象 

④ 策划方案 

⑤ 策划效果评估 

二、广告策划的作用 

1. 保证广告活动的计划性 

① 选择和确定广告目标和诉求对象 

② 选择广告媒体和最有效的推出方式 

③ 有计划地安排广告活动的进程和次序 

④ 合理分配和使用广告费用 

⑤ 争取最好的广告效益 

2. 保证广告工作的连续性 

① 总结和评价以前的广告活动 

② 保证广告活动不间断、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出 

③ 与以前的广告活动保持有机联系 

④ 确保前后广告活动在效果上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11164 

3. 保证广告活动的创造性 

通过广告策划，可以把各个领域的创意高手聚集起来，利用集体的智慧，集思广益、取长补短、

激发创意，从而保证广告活动每个环节都充满创意。 

4. 保证广告活动的最佳效果 

① 表现广告内容的特性 

② 发挥广告功能 

③ 降低成本、减少损耗、节约广告费用 

④ 形成广告规模效应和累积效应 

⑤ 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近期效益和长远效益 

三、广告策划的特点 

1. 目标性 

2. 系统性 

3. 思维性 

4. 智谋性 

5. 操作性 

6. 变异性 

7. 超前性 

案例分析：时报广告奖 

亚太地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广告奖项。由台湾《中国时报》举办，至今已经进行了 22 届。历

届评委均由台湾广告界最权威的人士担任，获奖作品大多成为台湾广告史上的经典作品，大多获奖

者也都成为台湾广告业界的风云人物。 1978年，台湾《中国时报》为庆祝出刊第 10000号，创设

“时报广告设计奖”，评选报纸广告 和杂志广告两类作品。 自第三届（1980年）起，更名为“时

报广告金像奖”，更加注重作品全方位的表现。第十一届（1988年）起，增加电视广告作品的评奖。 

1990年，创立“时报亚太广告奖“，邀请亚太地区优秀广告作品和评委参加。 

  时报广告金像奖 Times Advertising Awards 
  时报华文广告奖 Times International Chinese Advertising Awards 
  时报亚太广告奖 Times Asia-Pacific Advertising Awards 
时报广告金犊奖 Young Times Advertising Awards 

金手指网路广告奖 Click Awards 

Timesawards 时报广告俱乐部网站 http://www.timesawards.com/ 

学习目标： 

1．了解“广告策划”的含义。 

2．掌握“广告策划”之于营销传播的作用。 

作业： 

参阅互联网上关于亚太时报广告奖的资料，观摩其获奖广告，并。 

知识单元 3广告策划的基本原则 

参考学时：1 学时 

学习内容： 

一、真实性原则 

判定虚假广告的具体表现： 

1. 把劣质商品说成优质商品 

2. 隐瞒商品的缺陷，甚至隐瞒于人体有害的问题 

3. 进行不能兑现或根本不准备兑现的承诺 

4. 愚弄消费者，把缺点说成优点 

5. 有意夸大商品的有点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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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量原则 

1. 提炼广告信息 

2. 选择信息通道 

3. 确保信息流向 

三、针对性原则 

“贪得无厌的心理使品牌落入一个完全丧失个性的下场，欲振乏力，一事无成。在今天的商场

中，一个四不像的品牌很难立足，就好像太监无法当皇帝一样。” 

——广告创意大师大卫•奥格威 

四、心理原则 

1. 消费者接受广告信息的五个心理阶段 

① 引起注意 

② 激发兴趣 

③ 刺激欲望 

④ 加强记忆 

⑤ 诱发购买 

2. 搭配好广告信息的事实部分和心理部分 

心理性因素既要统率广告文稿的编写，又要贯穿于广告文稿之中。 

3. 广告策划必须遵循人们的认识规律和程序 

① 正程序 

② 逆程序 

案例赏析：运用逆程序的广告经典案例 

五、法律道德原则 

1. 遵循法律原则，以法律为准绳，在合法的基础上展开广告策划，不能只顾本组织的利益而

置法律于不顾。 

2. 遵循道德原则，不能违背人们的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图腾禁忌、风俗习惯。 

知识单元 4 广告调查的概念及原则 

参考学时：1 学时 

学习内容： 

一、概念 

1、广义 

指围绕着广告及广告运动，为研究其形成、发展的规律和趋势而进行的一系列系统的、科学的

探究活动。 

广义的广告调查既包括广告主调查、行业市场调查、广告公司调查和广告文化调查等宏观的调

查，也包括具体操作调查，如广告文案、主题调查、广告媒体调查、广告效果调查等等。 

2、狭义 

指为了策划、制作和发布成功有效的广告而开展的一切调查研究活动。包括： 

① 广告主题和文案调查 

② 广告媒体调查 

③ 广告效果测试 

二、广告调查与市场调查 

1. 市场调查的功能对于企业管理而言 

① 首先是描述，即收集并陈述事实，例如，行业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消费者对产品的

认知、态度和购买行为等。 

② 其次是诊断，即要解释所收集的信息或活动，例如，为什么要建议产品采用这类设计风格，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形态的销售终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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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最后是预测，即在分析市场的基础上，如何利用市场中已经出现的机会。 

2. 广告调查与市场调查之间是一种从属关系，广告调查是市场调查在广告运动中的具体应

用。 

市场调查是为了整体的市场营销决策和运作而进行的，而广告调查则是为某一局部目标而进行

的，这个局部目标通常都是根据广告活动的不同环节来设定的。 

三、广告调查的指导原则 

1. 科学性原则 

2. 客观性原则 

3. 系统性原则 

4. 时效性原则 

5. 伦理性原则 

知识单元 5广告调查的兴起与发展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一、广告调查的历史 

1879年，纽约艾耶广告公司用电报向全美各地的报纸出版商询问有关脱粒机的市场供求状况。

这是最早的广告调查。 

1. 广告调查的三个阶段： 

① 第一阶段（1900-1960） 

集中在美国，大部分是对心理效果的测评，多以实验心理学的方式调查广告效果。 

② 第二阶段（1961-1969） 

广告传播效果时代，即以调查传播效果作为广告调查的主要模式。 

③ 第三阶段（1970-        ） 

系统研究时代，上升到对广告整个销售效果、即时效果与长远效果的综合调查。 

2. 广告调查的未来发展 

① 有关广告对社会影响的研究； 

② 对特定对象（如小孩）的影响的研究； 

③ 调查方法的可信度与妥当性比较研究； 

④ 媒体的情报来源效果研究； 

⑤ 广告课题设定、商品定位及区隔关系研究； 

⑥ 反复效果与效果减退的研究。 

知识单元 6 广告调查的分类 

参考学时：2 学时 

学习内容： 

一、宏观研究调查 

1. 广告主调查 

广告主战略调查、广告主组织调查、广告主品牌调查、广告主产品调查、广告主文化调查 

2. 行业市场调查 

市场规模调查、市场结构调查、市场竞争状况调查、潜在市场调查、市场前景调查、同类产品

领域的调查 

3. 广告公司调查 

业务运作、客户服务制度、代理收费项目、代理收费标准与方式及财务管理 

4. 广告文化调查 

对广告在当地所产生的文化进行研究和了解 

二、具体操作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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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告主题和文案调查 

① 主题（concept或 theme）调查—— 

检测表现主题能否引起消费者兴趣，是否赢得消费者的关注以及是否与商品和商品效用相适应

等。 

② 文案调查（copy test）—— 

对广告文案及广播、电视广告、网络广告所作的调查，当广告文案接近完成阶段时，选择最优

的方案，进行出稿前的最后检查，以便收集广告文案长期品质管理的资料。 

2. 候选媒体调查 

包括广告媒体质与量的调查，对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及户外广告、车体广告、

海报等个别媒体及网络等的调查，调查消费者对这些媒体接触程度及这些媒体的特性。 

3. 广告效果调查 

包括销售效果调查和心理效果调查。广告活动的目标不外乎两个方面： 

① 提高商品的销售额，增加利润，使企业获得经济效益； 

② 使商品或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为企业长远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知识单元 7 广告调查的操作流程 

参考学时：4 学时 

学习内容： 

一、明确广告调查的目的 

1. 为什么要调查？ 

2. 调查中想了解什么？ 

3. 调查结果有什么样的用处？ 

4. 谁想知道调查的结果？ 

二、 调查设计和准备阶段 

1. 设计调查的项目 

2. 设计调查的工具 

3. 确定调查的空间 

4. 确定调查的时间 

5. 确定调查的对象 

6. 确定调查的方法 

7. 落实调查人员、经费和工作量安排 

8. 组建调查队伍 

三、搜集资料数据 

1. 这个阶段是调查的主体部分，主要任务时具体贯彻调查设计中所确定的思路和策略，按照

调查设计中所要确定的方式、方法和技术进行资料数据的搜集工作。 

2. 资料搜集方式： 

调查法、实验法、文献法、焦点小组法、深入访谈法…… 

四、资料的处理与分析 

1. 资料的整理：分类、编号、计数列表等 

2. 资料的分析：指出资料所显示的意义 

3. 资料的阐释：说明这个研究的结果与已有的知识之间的关系 

五、结果的解释与提交调查报告 

1. 调查报告是一种以文字和图表将整个工作所得到的结果系统地、集中地、规范地反映出来

的形式。 

2. 报告内容通常包括调查题目、目的、过程与方法、结果统计分析、调查结论与可行性建议

及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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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理解广告市场调查的概念及原则； 

2. 认识广告调查的发展史； 

3. 掌握广告调查的类别和具体操作步骤； 

作业： 

在分组建立策划小组的基础上，按照广告调查的操作流程，实施广告市场调查。 

知识单元 8 广告创意 

参考学时：6 学时 

学习内容： 

一、广告创意的含义 

一是“小创意”观，是从“广告是一门艺术”这一基本观点出发，因此把广告创意理解为广告

文案或图案的设计和制作； 

二是“大创意”观，认为，广告活动中凡是涉及创造性活动的领域都有创意的存在，广告创意

是为广告主题服务，为广告战略、策略和各个运作环节服务的创造性思维。 

二、广告创意与广告主题 

广告主题是广告创意活动的基础。 

广告主题的概念： 

广告主题是指广告所要宣传和明确表达的中心思想，也是广告为达到某个目的所要说明和传播

的基本理念。 

几个要点： 

创意必须紧紧围绕和全力表现广告主题。 

创意要服从主题，为主题服务。 

不同品牌的创意概念： 

l 可口可乐品牌创意概念就是“可乐见证快乐心动”； 

l 百事可乐则是“音乐/激情/永不满足”。 

l 何氏是“毫无准备的清凉感受”； 

l 曼妥思薄荷糖是“顿生灵感的幽默”。 

广告创意必须是能够与受众沟通的巧思妙想，一般化、简单化的构思也能表现广告主题，但一

定算不上是真正的广告创意，充其量也只能说是低劣的创意。 

三、广告创意的特征 

1. 单一性 

广告创意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单一性，即简洁明了地表现广告主题，这样才会使人过目不忘，印

象深刻。 

2. 原创性 

广告创意很讲究原创性。原创是指构思不落俗套，新颖脱俗想象出于一般人的思维模式。 

原创性表现为两个方面： 

① 独特性 

即“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 即“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独特的观念、视

角、形式、手法等都能够使创意从信息的汪洋大海中脱颖而出。独特是一则创意成功必不可少的要

素。 

② 新颖性 

原创性的第二个表现则是新颖，即“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缺乏创新性的广告始终

是要被人遗忘的。新颖才是精彩的前提，成功的阶梯，才能以崭新的表现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刺激，

留下深刻的印象。 

3. 形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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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则广告作品都要确立一种形象，不论是以文字为主、声音为主，还是以图像为主。广告

必须借助一定的广告形象使创意的核心思想得到具体的表现和诠释，否则，就空有一些抽象的理念

框架而得不到文字、图像和声音等符号的血肉来填充。 

4. 关联性 

与产品、消费者、市场状况相关联，这既是广告创意的特征，也是原则。 

四、广告创意的思维 

1. 广告创意的思维角度 

常见的创意角度有三种： 

其一，广告创作者以自我为中心，从自我表现的角度创意。 

这种角度把广告主与消费者的利益放在了附属地位，主要想表现个人的艺术才华。由此产生的

创意，可能会是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作品，甚至也能获奖，但能否与目标消费者产生共鸣、与广告

主的广告目标取得一致，则不得而知。这类广告近年已经减少，其创意的局限性已经为大多数人所

认同。 

其二，以企业、产品为中心，站在广告主的立场上进行广告创意。 

这种创意角度在生产导向时代极为盛行。舒尔兹教授在其著作《整合营销传播》一书中曾说，

那时通常是广告主要求广告代理商为产品做广告，于是广告业务人员赶赴广告主的工厂或办公室去

收集产品资料，有时文案人员也会陪同前往。如果这项产品属于科技产品，广告公司也会获准参加

工程设计会议，得知更多产品特性和其他相关知识。回来后，广告代理商根据产品的各种相关设计

制作广告，然后经过广告主层层关卡的批准和修改后定案，完全不知道应该向目标对象咨询意见。 

所以，杰出的市场调查专家乔治• 盖洛普博士早在1970 年就说，“这就是为什么自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来广告进步不多的原因，因为广告之针对产品本身，完全忽略可能购买的消费者。”而到

了 20世纪 90 年代，由于媒介的激增、产品的丰富和消费者选择权的加强，以产品为中心的广告

已经越来越难以奏效，生产导向的创意角度陷入困境。 

其三，以消费者为中心，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进行广告创意。 

站在消费者的立场，就是要求广告主和广告人对消费者进行深入的调查和研究，真正了解目标

消费群的欲望、兴趣、好恶、价值观念和生活形态等，并由此确定广告信息和构思的最佳传播形式

与途径。 

2. 广告创意的思维方法——6 W 设问法 

6 W 设问，是根据六个疑问词从不同的角度检讨创新思路的一种设计思维方法。因这些疑问词

中均含有英文字母“W”，故而简称为6W 设问法。 

① 为什么（why）——即产品设计的目的。 

用来检讨设计目的究竟是想解决原有产品的缺陷，还是开发全新产品；是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还是想保护环境适应潮流。 

② 是什么（what）——即产品的功能配置。 

用来分析产品基本功能和辅助功能的相互关系如何，消费者的实际需要是什么。 

③ 什么人用（who）——即产品的购买者、使用者、决策者、影响者。 

用来了解消费对象的习惯、兴趣、爱好、年龄特征、生理特征、文化背景、经济收入状况究竟

怎样。 

④ 什么时间（when）——即产品推介的时机以及消费者的使用时间。 

企业根据产品消费的时间，合理安排生产，把握好产品的营销策略等等。 

⑤ 什么地方用（where）——即产品使用的条件和环境。 

针对什么样的地点和场所开发产品，有哪些受限和有利的环境条件。 

⑥ 如何用（how）——即消费行为。 

如何考虑消费者的使用方便，怎样通过设计语言提示操作使用等等。 

五、广告创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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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告创意 ABC 

ABC 分别来自三个英文单词的字头: Ammal（动物）Beauty（美人儿）、Child（小孩）。也有

人称为“3B”。3B 的意思与ABC 如出一辙，它们也分别来自三个英文单词的字头：Baby（婴儿）、

Beaut（美人儿）、Beast（野兽）。 

2. 二原则 

詹姆斯• 韦伯• 扬认为，不管产生创意的一般基础原则是什么，最重要的原则只有两项。 

① 创意完全是把原来许多旧要素作新的组合； 

② 将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的能力大部分在于了解要素相互关系的本领。 

六、广告创意表现 

1. 创意脚本的元素构成 

① 基本创意点； 

② 故事大纲（情节设计）； 

③ 感情中心； 

④ 逻辑中心； 

⑤ 视觉借代物； 

⑥ 画面形象（ABC 或其他）； 

⑦ 产品名称体现； 

⑧ 产品特点表现； 

⑨ 中心广告语（广告词）； 

⑩ 企业名称表现； 

⑪ 企业形象表现； 

⑫ 统一整体画面。 

2. 广告表现的要素构成 

① 文字。这里讲的文字，即是广告内容的承担者，组成广告文案；又是构图要素之一。文字

在一幅图中可以组成不同的点、线、面。也就是说，在现代广告中，文字并不只有单一功能，即传

达广告内容，它还是广告构图要素。它不仅传达直接信息，也传达间接信息。 

② 构图。视觉广告离不开构图，无论是电视、平面广告，都是通过一定构图形式来表达特定

内容。 

③ 色彩。色彩在广告中起到装饰作用，更重要的是色彩本身也传达直接与间接信息。 

④ 附加价值。除商品之外的所有内容都构成所谓附加价值。如人物、道具、情节。附加价值

是广告最常用的手法之一。早期广告的典型形式就是一个美女捧着要推销的商品向人们注目微笑。

直至今天，美女仍是追逐要的附加价值之一。 

3. 成功广告创意表现的特征 

① 广告应能立刻引起注意。 

一则广告能否立刻引起注意，是广告产生说服作用的前提。不能引起注意的广告将被淹没，即

使有再好的主题与策划也无济于事。广告要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使人驻足观看，这一点非常重要。 

一个广告要引起注意，必须有两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具有刺激性；二是符合广告对象的意向

性（需要、兴趣、偏好）。一般讲，凡是能满足人们需求和兴趣的事物都可能成为被注意的对象。 

此外，反常的东西也会引起注意。 

② 广告能引导人的视线去注意广告的主要部分。 

广告被人看到部分应该是它的主要部分，即广告的主题，而不应该是广告的附加值或其他内容。 

③ 广告的主要部分必须容易被记忆。 

如果人们看广告，那么就应让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记住广告的主要内容。虽然记忆要靠重复，

但看一眼能否留下印象（实际也是一种记忆）应作为衡量一则广告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 

④ 广告能引起预期的联想和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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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的视觉要素本身可能形成间接信息，即感觉和联想，改革创意表现不仅要利用这种特点，

而且必须防止由于设计上的疏忽而造成视觉要素引起与主题完全相反的感觉和联想。 

上面的四个特点不是简单的先后关系，而是并存关系。比如，能够立刻引起注意的要素本身可

能就是广告主题，注意本身已完成了视觉引导。而人们看主题的同时，也已经接受了间接信息。 

学习目标： 

1．了解广告创意的含义，及广告创意所具有的特征。 

2．掌握广告创意与广告主题之间的关系。 

作业： 

案例分析：选择广告创意较好的帮助品牌传达其品牌精髓的案例，做好案例综述。 

知识单元 9 广告文案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一、广告表现的原则 

广告表现是广告创意的承载者，是将广告创意完整而准确地表达出来到一个重要步骤。大体说

来，广告表现包括两大内容，即广告文字上的（或称语言上的）表现——广告文案，广告艺术上的

表现——广告设计。 

广告表现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才能真正实现广告的预期目标。这些原则主要是： 

广告表现必须要为广告目标服务 

广告表现如果不为广告目标服务，诉求方式选得不对，就很可能与原本意图相违，达不到预想

的效果。 

广告表现应该符合特定媒体的特性 

不同广告媒介决定了媒体表现力的不同，必须结合具体的媒体特征来展开思维，有效地实现创

意的需求。 

二、广告文案的创作要求 

1. 广告文案的总体创作要求 

广告文案涉及到不同的媒体、不同的结构部分时，各有不同的创作要求。但总体上来看，广告

文案的创作要求重要有以下两点： 

① 意在笔先——下笔之前吃透广告创意。 

② 语言表达准确到位——文案有说服力，不拖沓，吸引受众，叫到位。 

2. 广告文案的诉求策略 

① 理性诉求策略 

理性诉求作用于受众的理智动机，一般是通过晓之以理，以理服人。具体表现在这种广告总向

受众讲明产品、劳务和特殊功效，以及可给消费者带来显著的利益。 

② 感性诉求策略 

又叫“情感诉求策略”。与理性诉求策略相对应的是，感性诉求作用于人们的情感或情绪，以

情动人。 

3. 不同媒体文案的撰写要求 

① 印刷广告文案 

l 标题要醒目。 

l 正文和随文要写得完整清楚。 

② 广播广告文案 

l 要针对具体的受众讲话，将受众角色引入到广告的谈话中来。 

l 要选择受众信任的传播媒体。 

l 注意营造一定的语言氛围。 

③ 电视广告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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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声话对位。 

l 广告口号要简短易记。 

l 文案要对观众所写。 

三、广告文案的构成及撰写 

1. 广告标题 

① 标题的结构 

引题＋正标题（主标题）＋副标题。 

常见的标题形式有以下几种： 

单一的正标题、引题＋正题、正题＋副题、引题＋正题＋副题。 

② 标题的撰写原则 

l 简洁凝炼 

l 新颖独特 

l 易读易记 

2. 广告正文 

① 正文的类别 

承诺性广告正文、描述性广告正文、幽默性广告正文、故事性广告正文、论说性广告正文。 

② 正文的写作要求： 

l 第一句必须写好 

l 直述要点，切莫含糊其辞 

l 力求生动亲切 

四、优秀广告文案欣赏 

学习目标： 

1．了解广告文案应当坚持的原则。 

2．掌握广告文案的构成及各自的撰写要求。 

作业： 

根据特定题目，撰写一则电视或者广播广告文案。 

知识单元 10 经典广告语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一、广告语的概念及作用 

1. 广告语的概念 

2. 广告语的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 加深印象 

② 长远销售 

③ 树立形象 

二、广告语的特点 

1．强调信息的穿透力 

2．讲究语言的技巧 

3．富有持久的鼓动性和号召力 

三、广告语的写作要求 

1．突出产品的个性或企业精神，有强烈的品牌意识 

2．富有亲和力或感召力 

广告语要产生一定的效果，通常采用两种方法。 

① 亲和力。 

② 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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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语言简洁流畅，容易背诵，容易流传 

4．构思新颖独特，不能人云亦云 

5．契合公众心态，发掘文化内涵 

四、广告语的写作过程 

1. 确定最重要的信息内容。 

2. 寻找最能与消费者沟通的表达方式。 

广告语的表达技巧： 

① 返璞归真法 

② 幽默引人法 

③ 唤起共鸣法 

④ 烘云托月法 

⑤ 正话反说法 

⑥ 赞赏顾客法 

3. 提炼最精粹、最到位的语言。 

五、广告语创作误区 

1．自吹自擂 

2．空洞无物 

3．牵强附会 

4．文字游戏 

5．格调低下 

六、精彩广告语欣赏： 

1．雀巢咖啡：味道好极了 

2．M&M 巧克力：只溶在口，不溶在手 

3．百事可乐：新一代的选择 

4．大众甲壳虫汽车：想想还是小的好 

5．耐克：just do it 

6．诺基亚：科技以人为本 

7．戴比尔斯钻石：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8．麦氏咖啡：滴滴香浓，意犹未尽 

9．柯达：串起生活每一刻 

10．山叶钢琴：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 

11．人头马 XO：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 

12．鹿牌威士忌：自在，则无所不在 

13．德芙巧克力：牛奶香浓，丝般感受 

14．可口可乐：永远的可口可乐，独一无二好味道 

学习目标： 

1．谈谈广告语的特点及作用。 

2．掌握写作广告语的注意事项。 

作业： 

收集 5 条精彩广告语并加以点评。 

知识单元 11广告评奖及作品欣赏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一、国际广告赛事及评奖 

主要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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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里奥广告奖 

⊙ 戛纳广告奖 

⊙ 纽约广告奖（节） 

⊙ 伦敦广告奖 

⊙ 莫比广告奖 

⊙ 坎城广告大奖 

以上是著名的国际五大奖项。 

⊙ 艾菲奖 

⊙ 国际招贴展与萨维那奖 

⊙ 亚太广告节 

⊙ 欧洲比佳广告节 

⊙ 意大利米兰广告节 

⊙ 莫斯科国际广告节 

⊙ 金铅笔广告峰会 

⊙ 日本广告电通奖 

⊙ 日本 ACC 赏 

⊙ 香港 4As 广告创作大奖 

⊙ 台湾广告金像奖 

⊙ 龙玺奖 

⊙ 时报亚太广告奖 

⊙ 联合国特别奖项 

这里尤值一提的是戛纳广告节上的饕餮之夜，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发现了广告的娱乐性并将广告

文化与广告艺术发扬光大，这便是它历经 20 多年兴盛不衰的原因。 

戛纳国际广告节： 

戛纳广告作品（1）——（6） 

下面介绍其他几个重要国际广告奖项： 

纽约广告奖——评奖范围及奖项： 

联合国特别奖项： 

1990 年纽约广告节专门为联合国公共信息部门设立了联合国大奖，授予那些把联合国的宗旨 

及种种设想，诠释得最为出色的公益广告作品。 

克里奥广告节： 

克里奥广告奖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世界性广告大奖，1959 年，美国人 Wallace 

A．Ross 创办，目的是让广告界中的创意佳作脱颖而出。 

莫比杰出广告奖： 

莫比广告奖创建于 1971 年，是和戛纳广告奖、纽约广告奖、伦敦广告奖、克里奥广告奖并列 

的国际五大广告奖项。 

伦敦国际广告奖： 

这项国际大奖，自 1985 年正式创立以来，每年的 11 月在英国伦敦开幕并颁奖。有近百个国

家 

和地区参加，近年来报名作品均在万件以上，所有的获奖者将得到一座铜像。铜像为一个展翅

欲飞、企图飞跃自我的超现实主义的人类外形。1998 年度中国内地首度闯入决赛。 

坎城广告大奖： 

坎城广告大奖△源于坎城电影节。地点：法国。1954 年，由电影广告媒体代理商发起组织了 

坎城国际电影广告节，希望电影广告能同电影一样受到世人的认同和瞩目。此后，坎城同威尼

斯开始轮流举办此项大赛，1977 年坎城正式成为永久举办地。1992 年组委会又增加了报刊、招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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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平面的竞赛项目，这使得坎城广告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国际大奖。 

艾菲奖： 

艾菲奖（EFFIE AWARDS）创立于 1968 年，是纽约美国营销协会为表彰每年度投放广告达到 

目标，并获得优异成绩的广告主、广告公司所专门设置的特别广告奖项。 

国际招贴画展与萨维那奖国际招贴画展是于 1987 年在国际教科文组织、法国文化部、巴黎政

府及部分法国企业的赞助下创立。从此，每年春夏之际在巴黎大皇宫展出，是很受观众瞩目的展览 

亚太广告节 

亚太广告节是亚太地区广告界的盛会。举办地点在泰国。中国是广告协会是亚太广告节的发起 

组织之一。来自本地区各国和地区的广告界人士每年云集泰国，出席有国际广告界专家主讲的

广告峰会和论坛。从本地区各国和地区选送广告作品中评选出的获奖作品将在此展示，供参观者赏

析。 

香港 4As 广告创作大奖（又称金帆奖） 

香港 4As 广告创作大奖由成立于 1957 年的香港广告商会（简称香港 4As）在 1984 年设立，

每 

年 6 月颁奖。香港 4As 创作大奖（又称金帆奖）每年主题不同，例如 99 年为“香港制造”。 

台湾广告金像奖（设“金格奖”、“亚太广告奖”、“世界华文广告奖”、“金犊奖”等）： 

龙玺全球华文广告奖：  

二、中国广告赛事及评奖 

在我们频频参加国际广告大赛的同时，国内的各种广告大赛也应运而生。主要赛事有：中国广

告节、中国之星设计奖（四届）、时报世界华文奖（五届）、时报金犊奖（四届）、金手指网络奖、

中国广告摄影奖（两届）、广州日报全国报纸优秀广告奖、中国平面设计大展、香港专业摄影师公

会双年展、澳门设计双年展，广东、新疆、河南、广州、顺德广告优秀作品评审、以及深圳平面广

告双年奖等。 

中国广告节： 

中国广告节是广告业界的盛会，是中国广告业最权威、最专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国家级 

展会。 

广告个项奖——“公交杯”全国公交广告创意设计大赛获奖作品 

2004 年 9 月在中国广告协会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广协公交委员会主办第二届“公交杯”全国 

公交广告创意设计大赛。由专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按车身、户外、公益三种形式，从参赛的

30多个报送作品中，共评选出金奖 3 名，银奖 6 名，铜奖 9 名，优秀奖 10 名。 

中国广告人热衷于各种广告大赛，不外乎以下原因： 

1．对个人而言，得奖至少有三大好处: 

（1）是让别人认识你。 

（2）是引起别人的注意。 

（3）是增加知名度。 

2．即使没有得奖，参与赛事对广告人也有不少益处。参赛者既可以获得一个业内交流的平台， 

又可以获得一个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机会，还可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 

3．对于广告公司而言，广告公司的作品获奖，可以成为广告公司开发客户的敲门砖。 

4．对于整个广告行业来说，广告赛事的繁荣有利于广告创意水平的提高与国外先进广告观念 

的引进，从而提升全行业的专业水准。 

5．对于消费者而言，通过广告大赛，可以看到更多优秀的广告。 

6．对于广告赛事的主办者而言，通过举办各种广告赛事可以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中国与世界广告水平的差距 

1．是巨大的文化差异。 

2．客户的发展水平也在制约着广告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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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广告的恢复和发展时间短。 

4．广告奖项还没有一个规范的评价标准和相应的评估体系 

三、纳国际广告获奖作品赏析 

戛纳国际广告节重视的是原创性、震撼性、相关性。 

以下具有“观念性”的五个大奖作品，让我们体会到“感觉”、“个性”、“沟通”与“简洁”，

让我们认识到“意见最为统一”的作品的美妙。 

1．做“感觉”的大奖作品（见演示）——《乳头》这个让西方广告人激动不已，而让亚洲广 

告人“一头雾水”的作品。 

2．极具“个性”的大奖作品（见演示）——福克斯体育网》是一个谁也抄不去的杰出广告。 

3．历届评比意见最为一致的大奖作品（见演示）——《刹车的痕迹》是一幅趋于完美的平面 

作品，它为哑剧增添了声音，使平面熠熠生辉。 

4．做：“沟通”的大奖作品（见演示）——《耐克滑板》系列在 1998 年成为影视全场大奖 

（图 2—4）。 

5．极其“简洁“的大奖作品（见演示）——1996 年在夏纳，《安全别针》。 

知识单元 12 媒体工作坊 

参考学时：3 学时 

学习内容： 

一、 操作方式 

由教师设置新闻媒体的工作环境，让学生以团队协作的方式解决报道过程中的难题，通过教学

双向交流，共同研究成功和失败的广告策划经验，从而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主动手能力。 

二、 媒体工作坊框架理念 

1. 为“媒体工作坊”设计虚拟媒体、工作流程、团队角色、报道条件和工作困境等教学模式。 
2. 以小组划分广告策划部，分组进行课外广告策划活动； 

3. 将策划成果在课堂上进行展示； 

4. 小组之间讨论和总结。 

三、 媒体工作坊评价体系 

1. 团队任务：设计广告策划方案（自选题材） 

个人人物：写作广告文案（指定选题） 

2. 评价过程 

① 课堂案例分析 

② 交流、讨论 

3. 评价方式 

策划方案及文案展示及总结 

作业： 

1. 选择一个产品或企业，分析其广告策划活动的特点，并为其策划一类媒介上的广告活动，

通过课堂展示小组广告策划方案，并做出小组评价。 

2. 以特定的产品写作广告文案，通过课堂展示成果，并对文案进行评价。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 个，共 0 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策划的概念 1  

1. 广告策划的概念、特点及作用 2  

2. 广告策划的概念、特点及作用 1  

2. 广告策划的基本原则 1  

2. 广告调查的概念及原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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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告调查的兴起与发展 3  

4. 广告调查的分类 2  

4. 广告调查的操作流程 1  

5. 广告调查的操作流程 3  

6. 广告创意 3  

7. 广告创意 3  

8. 广告文案 3  

9. 经典广告语 3  

10. 广告评奖及作品欣赏 3  

11. 媒体工作坊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市场营销学》、《管理学》、《广告学概论》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基于市场营销学、传播学等对于受众进行定位分析成为本课程最终重要的部分，旨在帮

助学生理解如何从对于广告营销传播的前期进行决策策划。 

难点：挑选具体品牌案例，让学生进行实操性的定位分析以及策划方案的生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理论讲授。通过对于广告学、市场营销学、管理学、传播学中对于广告策划、创意、文案等

方面的理论介绍。 

2.案例分析。通过对于国内外广告相关经典案例的分析与举例，使得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市场

营销、品牌与广告发展的经典里程碑，从而加深对课程的理解。 

教学手段： 

1.将课程切割成不同的子话题，对每一个子话题进行介绍，并在课堂进行研讨。广告策划与文

案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层面，而每个层面都有一些经典案例。在课堂上，教师将带

领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案例切割，并带领学生进行深入的研讨。 

2.学生进行团体协作。在课堂上，学生会被分为不同的小组，教师带领不同的小组进行理论与

案例综述，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作业积分，完成整个学期的平时成绩考核。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 30 %，期末论文 70%。 

因为课程设置为研讨课的行使，因此平时成绩主要是指学生进行课堂参与的表现，主要包含：

1、学生进行课堂发言等的表现。2、对一些最新话题在课下进行综述的整体表现。 

期末论文将要求学生针对具体的品牌的广告策划案例或者对具体的品牌进行策划案的撰写。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由教师自行编写讲义以适应社会化媒体的快速发展。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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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用教材 

1. 沈虹：《广告创意文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二）推荐参考书 

1．何辉：《广告文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执笔：崔凯  审稿：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6日 

 

新闻报道策划案例分析 
Case Study: Designing of News Reports 

课程号：4070601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理解新闻报道策划在新闻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2、掌握新

闻报道策划的方法和技能，并加以应用；3、富有创造性地完成新闻策划活动。 

开设本课程，使学生具有一定的新闻报道策划的意识、技巧和能力。通过课堂多媒体案例讨论

和组织学生分组实验操练，使学生掌握新闻报道策划的方法和技能，富有创造性地完成新闻策划活

动。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7学时 

知识单元 1：新闻报道策划的理论原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什么是新闻报道策划 

2. 新闻报道策划得主要类型 

3. 新闻报道策划的原则 

学习目标： 

1．理解新闻报道策划的内涵，以及在新闻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2．理解新闻报道策划的本质； 

3. 掌握新闻报道策划的主要类型，能自主选择案例分析其策划类型。 

作业： 

1. 什么是新闻报道策划？有策划与无策划会有什么不同？ 

2. 分析近期重大新闻报道的类型及其特点。 

知识单元 2：新闻资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新闻资源的内涵 

2. 新闻资源的开发 

3. 新闻资源与新闻传播活动 

学习目标： 

1. 认识新闻资源的内涵及特性； 

2. 掌握新闻资源开发的方式，并熟练运用案例进行分析； 

3. 理解新闻资源与新闻传播活动的关系。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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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新闻资源？新闻资源与新闻传播活动有何关系？  

2. 新闻报道活动中对新闻资源的开发方式有何创新？ 

知识单元 3：新闻选题策划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新闻选题策划的共性与个性 

2. 新闻线索发现与新闻信息源开发 

学习目标： 

1. 认识新闻资源的共性与个性； 

2. 通过案例分析，总结新闻选题策划的方式； 

3. 理解新闻信息源开发对新闻选题策划的作用。 

作业： 

1. 通过比较不同媒介对同一新闻事件的报道，分析其选题策划的特色。 

2. 如何创新新闻信息源开发的方式？ 

知识单元 4：新闻资源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信息资源分析 

2. 媒介资源分析 

3. 环境资源分析 

4. 受众资源分析 

学习目标： 

1. 认识新闻资源的四大类信息； 

2. 通过案例分析，分析总结新闻资源开发对于新闻报道策划的影响。 

作业： 

1. 新闻资源有哪四大类信息？ 

2. 新媒体对于受众资源的开发有何创新方式？ 

知识单元 5：新闻报道结构与方式设计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报道结构与方式的差别 

2. 报道结构的主要类型 

3. 新闻报道的主要方式 

4. 新闻报道方案设计的主要内容 

学习目标： 

1. 认识新闻报道的结构类型； 

2. 掌握新闻报道的方式设计； 

3. 了解新闻报道方案设计的步骤和内容。 

作业： 

1. 媒体融合后新闻报道如何策划？ 

2. 试图为某一新闻事件的报道设计报道方案。 

知识单元 6：新闻报道方式的创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新闻众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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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闻众筹 

学习目标： 

1. 了解互联网时代新闻报道策划方式的发展变化； 

2. 理解新闻众包、新闻众筹的运用前景； 

3. 学习新闻众包的策划方式。 

作业： 

1. 举例说明新闻众包的运用前景。 

2. 举例说明新闻众筹的运用前景。 

知识单元 7：新闻报道的组织与调控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新闻报道的组织结构 

2. 报道进程中的信息控制 

学习目标： 

1. 认识新闻报道的组织结构； 

2. 掌握新闻报道过程中的信息控制渠道； 

3. 要求学生通过课外案例操作来深刻理解新闻报道的团队合作方式。 

作业： 

1. 新闻报道的组织机构的意义及其设置步骤？ 

2. 举例说明信息控制对于新闻报道策划的作用。 

知识单元 8：新闻报道策划的误区——“新闻炒作”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新闻报道策划与“新闻炒作”的区别 

2. 避免新闻报道策划异化的原则 

学习目标： 

1. 区分新闻报道策划与“新闻炒作”之间的本质差别； 

2. 通过案例分析总结杜绝“新闻炒作”的方法。 

作业： 

1. “新闻炒作”与新闻报道策划有无必然联系？ 

2. 通过例举和分析案例，谈谈如何避免新闻炒作。 

知识单元 9：新闻报道策划的难点与对策——报道时机和报道分寸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报道时机的设定与控制 

2. 报道分寸的把握 

学习目标： 

1. 报道时机的种类； 

2. 通过案例分析初步理解报道时机选择对新闻报道的重要性； 

3. 掌握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的报道分寸。 

作业： 

1. 结合案例，说明报道时机对报道效果的影响。 

2. 结合案例，谈谈应该如何把握负面报道的分寸。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5学时 

实验 1：经典媒体报道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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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学生以团队合作方式，选择某一家新闻媒体的经典报道，分析其报道策划活动的典

型性，并对此做出评价。 

实验要求：评价新闻媒体报道策划活动的特色，树立正确的媒体活动观，提升对优秀报道作品

的赏析水平。 

实验 2：新闻报道选题策划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由教师设置新闻媒体性质，学生独立为新闻媒体的特殊报道策划选题。 

实验要求：学以致用，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和动脑意识，具备新闻报道策划的创意思维。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新闻报道策划的理论原理 3  

2 新闻资源 3  

3 新闻选题策划 3  

4 新闻资源分析 3 布置实验 1的课外作业 

5 新闻报道方式的创新 3  

6 新闻报道结构与方式设计 3  

7 新闻报道的组织与调控 3  

8 新闻报道策划的误区——“新闻炒作” 3  

9 
新闻报道策划的难点与对策——报道时机和报道

分寸 
3  

10 实验 1：经典媒体报道案例分析 3  

11 实验 2：新闻报道选题策划 2 布置实验 2的随堂考查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新闻学原理、新闻采访、新闻写作 

后续课程：新闻编辑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新闻报道选题策划、新闻资源分析、新闻报道策划的难点与对策。 

难点：新闻报道策划的误区、新闻报道策划的新发展、与本课程相关的所有实验环节。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案例教学。 

2. 实验教学。 

3. 教学工作坊。 

教学手段： 

1. PPT讲解。 

2. 文献阅读。 

3. 课堂讨论。 

4. 课堂展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配备联网电脑、音视频播放设备及软件的实验室或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自主学习时间占总授课时间的 50%以上；课外实验课时达 10课时以上，平均每周 1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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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实验作业完成情况；期末随堂考查占 5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新闻报道策划案例分析教学大纲；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

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蔡雯编著《新闻报道策划与新闻资源开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蔡雯编著《新闻资源开发设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 1版 

2. 吴海荣编著《新闻整合、展示与增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 1版 

3. 蔡雯等编著《新闻编辑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 1版 

4. 蔡雯等编著《新闻编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 3版 

5. 国内外各大媒体对重大新闻的报道  

执笔：黄金  审稿：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30日 

 

跨文化传播(全球理解项目)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Global Understanding Program) 

课程号：5070103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根据授课的双重形式分为两部分： 

1. 在课程讲授部分，教师会介绍跨文化传播的几个议题，学生应该—— 

l 通过阅读课程材料，学会理解并欣赏多元文化和不同的世界观。 

l 思考多元文化与不同世界观如何影响传播。 

l 了解影响跨文化传播的几个因素。 

l 在不同的个人与生活场景中，感受文化差异与相似之处（比如关于大学生活；家庭与文化
传统；生活意义，宗教；刻板印象与偏见等） 

2. 而在与国外课堂视频连线阶段，学生可以通过文字、视频面对面的形式，亲身参与到与国

际学生的跨文化交流当中，学生应该—— 

l 通过聆听双方教师讲座，了解对方国家文化概况，并就自己感兴趣的方面提出问题，进行
交流。 

l 学会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效沟通交流的基本社交手段——真实呈现个人对文化的理解，
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获取对方信息，特别关注自己的连线伙伴的信息。 

l 能够就相关主题进行有效交流，提高对本国文化及对方文化的认识，能够回答主题相关的
问题，并对交流内容进行反思，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 

l 进行初步团队合作尝试，并掌握课程网络交际方法。 

开设本课程的目的，是在全球化趋势下，培养学生的多元视角与跨文化沟通能力。这种跨国跨

校的教育模式，在不同国家甚至包括发起者美国各所大学中，都属领先的高校教育手法。本项目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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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效果得到了实证研究的证明，相关教育研究者调查发现，参与这门课的学生在课程结束后，对于

不同文化与社会更具文化包容性、具有更多元视角，更加符合全球化这一趋势下人才培养的要求。

这正符合了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学生培养目标中的国际化标准：这门课要求学生能够在掌握跨文化沟

通的理论之外，还能够在实践层面与不同国家的学生进行一对一讨论、完成小组项目，在了解他国

文化时也能够积极开展对外传播。 

本课程是“全球理解项目”的参与者，它是由美国东卡罗莱纳大学 (East Carolina University) 

自 2003 年起发起的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跨文化教育项目，目前课程合作伙伴已遍布全球五大洲。这

门课程采用视频会议技术、虚拟教室技术，网络交互技术等，使学生能够坐在本国课室，享受留学

式的跨文化交流机会。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本项目已形成成熟的教学模式，每学期中，计划与一至两所大学合作开设视频网络交互课程。 

上课周将分为两种教学模式进行划分：在本地授课时间内，教师将讲授本专业即跨文化传播的

相关理论与跨文化人际交流的教学内容，并有针对性地讲授关于即将连线的各国的文化社会内容；

在连线时间内，已作好充分准备的学生，将与对方国家的学生就规定主题进行沟通，规定主题包括

了校园生活、家庭结构、传统文化、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生命价值等话题，此外也有少量时间让

学生自由发挥。 

理论教学：12学时 

本地讲授课堂： 

连接时段之外的课程内容将由教师讲授，内容为跨文化传播的核心概念、理论与实践。 

1. 课程导论：传播与文化 

为何学习跨文化传播学？ 

传播与文化 

跨文化传播的理论 

n 学习跨文化交流的必要性 

密切跨文化交流时代的出现 

空间：交流模式从纵向转为横向，世界在变小 

时间：信息传递在加快 

人员：跨文化交流日益平民化 

n 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原因 

科学技术的发展 

全球经济一体化 

移民日益增多 

多元文化的发展 

2. 何为跨文化传播 

文化的定义 

关于“文化”的辩论：亨廷顿ＶＳ萨伊德 

社会学的文化概念 

人类学的文化概念 

l 如何处理文化差异 

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价值判断 

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如何处理文化差异？ 

l 传播 Communication的定义 

劝服说 

卡尔·霍夫兰：信息发送者通过渠道把信息传给信息接受者，以引起反应的过程，既传送者传

递刺激，以影响接受者行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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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说 

亚历山大·戈德：交流是使一个人或数个人所独有的信息，化为两个人或更多人所共有的过程。 

本课程中的定义：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受者共享信息的过程。 

l 跨文化传播的定义 

在中文里，并没有对应”communication”的合适概念 

communication:“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ideas or feelings.”(柯林斯最新英语

词典) R.马礼逊：Communicate with 相通， to communicate information,通达，传达。1821年。

从这里，跨文化交流的困难之处可见一斑。 

同文化交流 

跨文化交流模式 

了解交流  

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跨文化传播的三层含义： 

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  

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跨文化传播 

上述两个层面形成的实际传播过程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性的变化 

3.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中心课题 

l 研究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观念信仰的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说明和理解意
义。 

l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传统：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修辞学 

l 跨文化传播研究目标 

（1）描述特定文化之间传播的性质，揭示文化的异同； 

（2）基于对文化异同的理解，研究消除人们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传播差异的途径； 

（3）最终更好的理解自己的文化。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连线为 8次，共 24学时 

课堂规模：16人（或可增减几位） 

分组：除了第一次连接之外，其它课上，学生被分为两组（每组 8个）。每一个话题的讨论中，

一个组使用 IRC“交谈”，另一组使用小组的同步视频会议。 

l 第一次连接课堂：只使用小组视频会议的形式 

n 学生自我介绍 

n 各个学校教师讲授（不超过 40分钟的）课程内容，介绍自己国家/文化/大学 

n 讲授视频将被放在全球理解项目的网站上。如果课堂上没有时间讲授，不同学校参与者可
以在课后下载观看这些内容。 

l 讨论课堂：第一次连接之后的所有连接课堂 

n 学生应在连线开始前作好准备。 

n 学生分为两组，交替进行同步视频会议与“交谈”。 

n 学生应在连线开始前作好与对方学生交流的准备。 

n 小组连接时间仍然是每次 50 分钟，每个讨论课堂一共连接两次，两组的交谈形式进行轮

替。 

n 讨论话题：日常话题有五个，其中一个可自由发挥。 

u 主题 

u 大学生活 

u 家庭与文化传统 

u 生活意义，宗教 

u 刻板印象与偏见 

u 自由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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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小组陈述：最后一次连线课堂 

n 每个学生与对方学生组成队友，合作完成协作项目的课堂展示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Introduction of the course; 
Team-work training: group presentation formality 

3 Local 

2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Concepts 3 Local 
3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 3 Local 

4 
Introduction to our first partners university; 
Web-learning training with Mr. Yang Ming;  

2 Local 

5 

Topic 1 & 2 
Campus Life 
Family Traditions 

3 
Linking: Videoconference 
and online interaction 

6 

Topic 3 & 4  
Meaning of Life; 
Prejudice and Stereotypes 

3 
Linking: Videoconference 
and online interaction 

7 

Topic 5 
Free Topic 
Local: Introduction to our second partner 
university 

3 
Linking: Videoconference 
and online interaction 
Local 

8 

Topic 1 & 2 
Campus Life 
Family Traditions 

3 
Linking: Videoconference 
and online interaction 

9 

Topic 3 & 4  
Meaning of Life; 
Prejudice and Stereotypes 

3 
Linking: Videoconference 
and online interaction 

10 
Topic 5 
Free Topic 

3 
Linking: Videoconference 
and online interaction 

11 
Collaborative Projects presentation 
Sharing reflection 

3 
Linking: Videoconference 
Local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跨文化传播的实践性。 

难点：学生课堂表达需要稍作准备，并积极与国外学生的沟通协调。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 课堂规模：16人（或可增减几位） 

• 国际学生：不超过 20% 

• 学分：有学分要求，或设为必修课程，以保证学生全勤率。 

• 学生考勤：非常重要。学生需保证全勤。 

• 课外沟通：及时回复对方。  

• 课前/课后调查：必须有 90%学生参与调查 

• 沟通：48小时内回复邮件。所有课堂沟通事项都需要在课堂时间之前完成。可用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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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pe、chat等 。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学生技术要求： 

• 学生邮箱：学生个人邮箱，邮件地址较专业化 

• 学生课外交流：每个学生小组自行决定 

o 比如：邮件、聊天软件、Skype、社交网络 

课室设施要求： 

• 同步视频会议技术：H.323协议 

o 硬件 codec 

o 软件 codec 

• 备用同步联接： Skype 

o 每所大学必须设立一个在课堂使用的 Skype帐户，并加入联系人名单。 

• 同步“交谈”（课堂内）：IRC 

o 9台电脑 

• 电脑：最少十台电脑（一台用于同步视频，一台技术帮助，八台学生交谈） 

• 网络：256k的最低互联网连接速度，上传或下载 

技术： 

• 试连接：视频会议试连接。第一次课前的 1-2周内，skype与 IRC分别试连接。 

o 第一次课 2周前，各学校的技术支持，需要与对方的技术支持联系，建立试连接。 

o 试连接需要在不同环境下进行，包括视频会议、Skype的视频及音频功能、IRC. 

o 每台机器需要尝试视频会议 5分钟以上，测试其运转。 

• 技术支持老师到场：技术支持老师需要在所有课堂时间到场，以及登陆 IRC。需要同时在

INTL和特定连接的聊天室。参见下面的聊天室命名协议。 

• 聊天室命名： 

o 技术聊天室：两校校名首字母，比如 ABCUECU 

o 学生聊天室：两校校名首字母+数字，比如 ABCUECU1,ABCUECU2 

• 掉线后备计划：课前十分钟建立连接 

o 若连接不畅，关掉重新连接 

o 若连接仍不畅，试其它 ip地址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学生应了解对方国家当下时事，学生应阅读对方国家的英文报纸，并开展以下： 

o 课内讨论 

o 在讨论区讨论 

o 写总结短文 

o 想一想可以与对方一起探讨哪些问题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要求每位学生都参与一个和对方小组合作的项目，占平时成绩 40%。 

学生考勤：每一次连线都是经过各方协调之后的跨国课堂，学生必须保证全勤。无特殊原因迟

到扣除 10分，缺席扣除 30分。 

7、作业要求： 

日常反思：每一次连接之后，要求学生有所反思，形式多种： 

o 学生写个人日记，可以也可以不被阅读或评分 

o 学生写网络日志 

o 发表在讨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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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内容可以包括： 

o 当天讨论亮点 

o 同学或对方同学的某些评论或态度，让你觉得惊讶的 

o 对当天讨论的内容有哪些想法？ 

o 与某个国家连线结束之后，写一篇总结，谈谈你对方国家的整体印象，或你的感受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教材如下。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美] 拉里·A·萨默瓦等著《跨文化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第 4版中文版。英

文原版为: Samovar, L. A., Porter, R. E., & McDaniel E. R.: “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 7th 
edition, Boston: Wadsworth. 

执笔：邓力  审稿：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5日 

 

广告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Advertising 

课程号：5070303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理解与广告相关的基本概念；2、把握广告活动的基本运作规律；3、

实践和掌握广告策划的过程和技巧。 

本课程主要研究广告活动的过程及其规律，包括广告传播的演进、广告运作的基本原理和规则、

广告活动的管理等多方面的内容，系统讲授广告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广告运作的基本流程及影响

广告活动的各环节、各因素的构成、特点、作用，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新型综合性学科。旨在使学

校各专业的学生了解现代广告的特性，掌握广告传播规律，培养学生的广告认知能力、广告传播能

力和兴趣，拓展学生的眼界，提高广告素养，并能有效帮助学生在完成学习的过程中奠定良好的策

略思维基础，增强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媒介经济、媒介管理、文化产业

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7学时 

知识单元 1：引言和广告概述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广告定义和本质特征 

“广告” 的英文和起源：Advertising和 Advertisement 

广告概念的不同界定 

综合各种说法：广告是广告主以付费方式，通过特定媒体的艺术表现形式来传达商品信息，推

广商品和服务，影响消费者的态度和行为，以达到促销目的的一种大众传播活动。  

二、广告的本质、分类和广告活动 

1．广告的本质 

广告是付费的信息传递和活动付费、广告信息传播的控制权、长效投资、广告预算、广告效果； 

广告必须明确广告主明确回报主体、明确广告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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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是经过“艺术处理”的信息：增强影响力、感染力和诱导力； 

广告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传播； 

广告是对被管理的信息定位并向目标市场进行的传播活动； 

广告采用说服方法以期达到改变或强化观念和行为。 

2．广告的分类 

按产品生命周期划分； 

按广告媒介划分； 

按市场区域； 

按接受者类别划分； 

按广告的直接目的划分； 

按广告诉求方式划分。 

3．广告活动 

三、广告学的研究对象及构成体系 

1．广告学的研究对象 

2．广告学的构成体系 

包括广告基础理论、广告发展过程：基本发展阶段；发展条件；实务运作的发展脉络、广告运

作的基本原理和策略、广告业的经营与管理、广告法规与伦理等内容。 

3．广告学与传播学、市场营销学和公共关系学的区别与联系 

学习目标： 

1．了解广告的内涵和外延。 

2．掌握生命周期理论及其在广告学中的应用。 

3．辨析与广告学相关的学科 

作业： 

1．思考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广告的指导意义是什么？ 

2．观看经典广告片，分析广告的类别和特点。 

知识单元 2：广告发展简史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广告的起源与演进 

1.早期的广告活动 

2. 机器印刷的影响 

3. 工业革命的冲击 

4. 广告业的形成 

二、中国广告发展简况 

1.古代广告 

2.近现代广告 

3.我国广告业的发展 

三、外国广告发展简况 

现代广告产生于欧美地区，先是英法等国家，然后是美国成为世界广告的代表。 

学习目标： 

1．了解广告发展的历史、演进路径和演进规律 

2．不同时期广告体现的特点 

3. 掌握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广告特点。 

作业： 

1.现代广告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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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媒体广告的形式和定价方式。 

知识单元 3：广告组织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广告组织的定义及演进 

1．广告组织的定义：广告组织是为了对广告工作实行有效管理，以便更好地完成各项广告业

务而设立的对广告活动进行计划、实施和调节的经营机构。 

2．广告组织的产生 

3．广告代理业职能演进：为媒体服务时期、为广告主服务时期、全面服务时期、整合传播时期 

4.广告组织的扩展 

二、专业广告组织 

美国广告协会（4A）的定义：专门从事广告和营销计划、广告作品以及其他促销工具的制作与

准备的创意人员和工商人员组成的独立机构。 

1. 专业广告组织的类型 

按照职能划分：全功能广告公司、部分功能广告公司 

按照经营的范围划分：全国性与区域性广告公司、地方性广告公司 

按照规模来分：大型广告公司和中小型广告公司 

专属广告公司：由企业自己建立、完全附属于自身的广告公司 

我国广告公司的几种类型：大型综合性广告公司、合资广告公司、中小型广告公司和广告作业

机构 

2. 专业广告组织的构成和职能 

广告公司的机构设置 

广告公司的业务部门 

三、广告代理制度与交易费用 

1.广告代理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2.广告代理制的内容 

学习目标： 

1．掌握广告公司的种类 

2．了解企业广告部门的职责 

3．了解专业广告组织的组织结构类型和特点 

4．掌握广告代理制度与交易费用 

作业： 

1.两种国际广告代理制度分别指什么？ 

2．我国的广告代理制及推行代理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知识单元 4：广告策划与整合营销传播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一、广告策划概述 

1. 广告策划的概念 

广告策划就是通过细致周密的市场调查与系统分析，充分利用已经掌握的知识（信息、情报与

资料等）和先进的手段，科学、合理、有效地部署广告活动的进程。 

2. 理解广告策划 

（1）广告策划的目的是追求广告进程的合理化与广告效果的最大化； 

（2）企业的营销策略是广告策划的根本依据； 

（3）广告策划有其特定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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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广告策划应该是广告运动的整体策划； 

（5）广告策划必须以市场调查为依据； 

（6）广告效果的测定方法与标准应该在广告策划中预先设定。 

3. 广告策划的基本内容 

二、广告策划的原则与路径 

1.广告策划的利益主导原则 

2.广告策划的目标性原则 

3.广告策划的操作性原则 

4.广告策划的战略与战术原则 

三、整合营销传播 

1. 整合营销传播的定义 

整合营销传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简称 IMC）又称整合营销沟通或统

合营销传播，目前已经成为广告营销界最为流行的营销传播理论之一。目前公认的整合营销传播理

论的集大成者是美国著名学者唐·舒尔茨。舒尔茨及全美广告协会对整合营销传播的定义为： 

“一种作为行销传播计划的概念。确认一份完整透彻的传播计划有其附加价值存在，这份计划应

评估不同的传播技能在策略思考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一般广告、直接回应、销售促进以及公共关

系——并且将之结合，透过天衣无缝的整合以提供清晰、一致的讯息，并发挥最大的传播效果。” 

2. 整合营销思想的两个主要内容 

3. 整合营销传播的特性 

4. 整合营销传播的发展层次 

5. 整合营销案例 

学习目标： 

1．了解广告策划的内容 

2．掌握广告策划的原则 

3. 理解整合营销传播理论及应用 

作业： 

整合营销传播的核心思想是什么？为什么整合营销传播要求将广告与诸营销要素加以整合？ 

知识单元 5：广告调研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案例 

一、广告调研的定义和分类 

1.广告调研是指采用科学的方法，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步骤，有计划、有目的、有系统地搜集、

分析与广告活动有关的消费者信息、传播媒体的信息、产品和企业信息以及广告效果信息等的调查

活动。 

2.广告调研的分类 

（1）按调研的地域 

（2）按调研在整体广告活动中的顺序 

（3）按调研的信息来源不同 

（4）按调研工作的方式不同 

（5）按调研对象数量的不同 

二、广告调研的内容 

1.营销调研 

2.广告环境调研 

3.广告媒体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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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广告效果调研 

三、广告调研的方法 

文案市场调研 

实地市场调研 

广告媒体调研 

四、广告调研的具体步骤 

五、广告调查机构 

学习目标： 

1．了解广告调研的内容。 

2．掌握广告调研的方法。 

作业： 

1．如何确定广告目标市场？ 

2．产品特性分析包括哪些内容？ 

3．再确认调查法和辅助联想法的优劣比较。 

知识单元 6：广告心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案例 

一、广告心理与消费者行为。 

1.广告心理及成功广告的心理学标准 

2.广告心理的几个重要理论与消费者行为 

广告心理的 AIDMA法则 

消费者购买决策的 CDP模型 

广告传递的视觉沟通 

消费者的需求动机理论与广告激发 

二、广告活动中的心理反应过程 

1．认知反应 

2．情感反应 

3. 意向反应 

三、说服策略与广告诉求 

1.改变消费者态度的说服策略 

2.消费者的情感与广告诉求 

学习目标： 

1．了解广告活动中的心理反应过程 

2．掌握广告心理的 AIDMA法则 

3．理解和运用消费者的需求动机理论与广告激发 

作业： 

1．广告对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2．广告能创造需求吗？ 

3．广告中诱发情感的广告元素有哪些？ 

知识单元 7：广告定位与创意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案例 

一、广告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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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广告定位理论的形成 

2．广告定位的角度分类 

3.广告定位的方法 

4.广告定位的步骤和要求 

5.广告定位的策略 

二、广告创意 

1.广告创意原则 

广告创意是对如何表现广告主题的构思。广告创意的原则有相关性原则、创造性原则、冲击力

原则和策略性原则。 

2.广告创意中的思维活动 

3.广告创意的方法 

4.广告创意策略 

学习目标： 

1．掌握和运用广告定位和广告创意的方法 

2．熟悉和运用广告定位和广告创意的策略 

作业： 

1.广告定位理论的发展演进 

2.市场领导者、跟随者和挑战者如何为自己定位？ 

知识单元 8：广告媒介选择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案例 

一、广告媒介的类别和特点 

1．广告媒介的类别 

2．广告媒介的特点 

二、广告媒介的选择程序 

1.调查研究 

2.广告媒体的评价 

3.确立媒体目标 

4.选择媒体方案  

5.评估媒体方案  

6.组织实施 

三、广告媒介的选择策略 

1.影响媒体选择的因素 

2.广告媒体选择的原则 

3.广告媒体选择的方法与步骤 

4.选择最佳媒体组合 

5.安排媒介排期 

学习目标： 

1．了解广告媒介的分类与特点 

2．深入分析广告媒介组合的特点 

3．掌握媒体选择策略 

4．理解媒介排期 

作业： 

1．不同媒介组合的特点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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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媒介方案的实施条件分析都包括哪些？ 

知识单元 9：广告效果评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案例 

一、广告效果的含义、特性和意义 

1.广告效果的含义 

广告效果，是企业通过媒体传播广告之后，目标消费群受到的影响。从广告效果的形成过程来

看，广告效果可以划分为广告认知效果、广告心理效果和广告销售效果三个层面。 

广告效果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2. 广告效果的特性 

间接效果性、时间推移性、效果累积性、效果复合性、效果耗散性。 

3. 广告效果测评的意义 

二、测定广告效果的重要指标 

1.广告费用占销率法 

2.广告费用增销率法 

3.单位费用促销法 

4.单位费用增销法 

5.弹性系数测定法 

三、广告效果的测定方法 

1．实验法 

2．问卷法 

3.产品销售效果的分析 

4.市场占有率变化描述 

5.利润与利润率的变化比较 

6.购买者截询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广告效果评估的标准 

2．深入理解测定广告效果的几个重要指标 

3．掌握广告效果评估的方法 

作业： 

1.如何进行广告效果的评估实施与分析？ 

2.以某个广告活动为例，分析其广告效果。 

考试： 

参考学时：2学时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6学时 

实验：广告策划实务，学生分组进行。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以命题或自由选题的方式实施广告策划和比稿。 

实验要求：熟悉广告策划的原则和环节；研究广告策划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掌握广告策划的

方法和技巧。策划符合命题背景和目标，有创意，方案可行。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引言和广告概述 3  

2 广告发展简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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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告组织 3  

4 广告策划与整合营销传播 3  

5 广告调研 3  

6 广告心理 3  

7 广告定位与创意、实验 3  

8 广告媒介选择、实验 3  

9 广告效果评估、实验 3  

10 实验 3  

11 随堂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现代媒介概论》、《市场营销学》、《心理学》、《管理学》、《传播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广告相关范畴的界定、广告学的基本问题、广告组织与管理、广告策划、新媒体广告、

整合营销传播等。 

难点：广告策划的原则、广告策划的实施环节、广告效果评估、广告媒介策略、新媒体广告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广告学概论》是一门应用性、综合性较强的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应当注意： 

（1）要系统、全面、准确地阐述现代广告活动的基本原理与实务； 

（2）对中国广告活动中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要做准确的介绍与把握； 

（3）增加案例教学的比重、文字教材、音像教材中要突出典型案例的剖析 

（4）日常的面授辅导应着重于重点的归纳、难点剖析以及作业讲解。建议作业以综合练习和

案例分析为主。 

（5）增强课程的生动性和卷入性，多以案例开头，顺理成章地引入新的课程内容，使学生便

于接受的提升学习兴趣、提高理解程度。 

（6）全程使用多媒体课件教学。 

（7）设置教材和参考数目。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有电脑、投影仪和网络的教室或实验室。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20-50％，考核内容有：学生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和课内实验占 10%；

期末考试占 80-5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倪宁：《广告学教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1月版。现已更新至《广告

学教程》（第三版）。（21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陈培爱：《广告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 8月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

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蒋旭峰等（主编）：《广告策划与创意》，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年 10月版。 

2.蔡嘉清：《广告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9月版。  

3.陈培爱：《中外广告史》，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年 8月第 2版。 

4.陈培爱：《现代广告学概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 8月版。 

5.寇菲：《广告·中国》，中国工商出版社，2003年 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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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苗杰：《现代广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6月第 2版。 

7.何辉：《当代广告学教程》，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 3月版。 

8.张金海、姚曦：《广告学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4月版。 

9.张浩达、萧雁蜇：《简明广告实用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6月版。 

10.白光：《中外理性广告语经典与点评》，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 10月版。 

11.吴柏林：《广告策划与策略》，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 9月版。 

12.柴少恒（编）：《广告文案写作与赏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 1月版。等等。  

执笔：张宏伟  审稿：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15日 

 

文化与传播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课程号：5070307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专业的专业必修（选修）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必

修/主干）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通过学习文化与传播研究交叉学科的前沿知识，掌握文化与传播间

的关系；2、通过学习文化传播与文化心理学交叉学科的前沿知识，掌握跨文化传播的技能；3、通

过学习文化心理学与传播心理学交叉学科的前沿知识，掌握文化与认知研究的最新成果。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文化与传播研究的基础知识、文

化心理学基本原理、传播心理学原理，了解文化与认知的概念，为媒介经济学、传播心理学、跨文

化传播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知识与专业实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3学时 

知识单元 1：文化与传播：定义、本质及相互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传播的五个层次 

a) 人内传播 

b) 人际传播 

c) 组织传播 

d) 群体传播 

e) 大众传播 

2． 传播的六个特征 

a) 传播是传递 

b) 传播是控制 

c) 传播是游戏 

d) 传播是权力 

e) 传播是播撒 

f) 传播是共享和互动 

3． 传播的七种争议 

a) 不可避免性与不精确性 

b) 可控性与无意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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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互惠性与策略性 

d) 共享性与自我中心性 

e) 交际性与引导性 

f) 过程性与内容性 

g) 语言性与非语言性 

学习目标： 

1．了解传播的五个层次 

2．掌握传播的六种特征 

3．研读传播的七种不确定性 

作业：阅读《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 刘海龙 著 第一章 《传播的六种话语》 

知识单元 2：人类的传播起源与传播的性别差异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人类的传播起源与人类的性选择 

a) 进化论视角下的传播特质 

b) 新达尔文主义与传播的性别差异 

c) 性选择理论：竞争与选择 

2． 人类的传播起源与心理理论 

a) 性选择与传播起源 

b) 欺骗、高代价信号与不利条件原理 

c) 人类的性选择与亲代投资理论 

3． 人类的传播特征与人类的文化创造 

a) 人类与其他物种在语言使用上的异同 

b) 心理理论与人类的语言交流 

c) 社会认知与人类的语言进化 

学习目标： 

1．了解人类的传播起源与人类的性选择 

2．掌握人类的传播起源与心理理论的相互关系 

3．掌握人类的传播特征与人类的文化之间的关系 

作业：阅读《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伊莱休·卡兹 著 常江 译 第二章 《赫佐格<论借来的

体验>在“主动受众”争鸣中的地位》 

知识单元 3：文化与传播：定义、本质及相互关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心理理论：定义、表征及元表征 

a) 心理理论的定义 

b) 心理理论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 

c) 心理理论在同一文化中的表现 

2. 心理理论与个体发展 

a) 心理理论的发展与心理理论缺失所带来的结果 

b) 发展心理学视角下的心理理论  

c) 心理理论在不同物种中的表现 

3. 心理理论对于大众传媒的影响 

a) 心理理论与大众传媒 

b) 心理理论与第三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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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三人效果与大众传媒的社会影响 

学习目标： 

1． 了解心理理论的定义以及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 

2． 掌握心理理论与个体心理发展至今的关系以及跨物种的表现 

3． 掌握心理理论对于大众传媒的影响和大众传媒的第三人效果 

作业：阅读《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刘海龙 著 第三章《大众传播的影响：社会心理取

向》 

知识单元 4：东西方文化差异及跨文化传播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现象 

a) “文化折扣”的定义及造成文化折扣的原因 

b) 文化传播框架下的“文化折扣”研究 

c) 造成“文化折扣”的核心因素 

2． 东西方文化差异及其历史起源 

a) 东西方认知差异及其具体表现 

b) 东西方认知差异的历史和社会起源 

c) 全球化语境下的“认知不对称”现象 

3． 东西方认知共性及其在文化传播中的表现 

a) 东西方认知共性及人类的传播起源 

b) 人类的传播起源：心理理论、社会认知与自我认知 

c) 寻找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核心问题：寻找普世价值 

学习目标： 

1． 了解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现象 

2． 掌握东西方文化差异及其历史起源 

3． 掌握全球化时代东西方认知共性及跨文化传播的核心问题 

阅读：《跨文化沟通心理学》彭凯平 王伊兰 著 第四章 《文化与心理》 

知识单元 5：中国文化的特质以及如何传播中国文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三大误区的超越 

a)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b) 适合中国人的就一定适合外国人 

c) 越是传统的就越是优秀的 

2．跨文化传播中刻板印象的克服以及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之道  

a) 以具体明白的方式阐述中国文化的精髓 

b) 用实证精确的方法证明中国文化的科学性 

c) 用大众传播的方法阐释中国文化的民主性 

d) 用平等务实的方法阐述中国文化的实用性 

3. 西方人在跨文化传播中对于中国文化易于接受的思维方式 

a) 变化原则 

b) 矛盾原则 

c) 整体性原则 

学习目标： 

1． 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及其在跨文化传播中对于超越文化误区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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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款文化传播中的刻板印象以及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需要强调的优势 

3． 掌握西方人在易于接受的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 

阅读：《跨文化沟通心理学》彭凯平 王伊兰 著 第十六章 《如何宣传中国文化》 

知识单元 6：电视节目内容产品市场及案例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中国电视产业结构及特点 

a) 中国电视产业结构历史及形成过程 

b) 中国电视产业的突出特点：同质化竞争 

c) 同质化竞争的形成原因：电视产品的属性及中国电视产业的特殊性 

2．解决电视产业内同质化竞争的方法及策略 

a) 短期策略：运用蓝海战略，发现分众需求 

b) 中期策略：进行版权引进，保护知识产权 

c) 长期策略：实行台网联动，创造现象级节目 

3. 电视产业内节目选择模型 

a) 电视产业内节目选择的一般模型 

b) 中国电视产业及节目选择模型 

c) 解决中国电视产业同质化竞争的根本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电视产业的结构及特殊性 

2．掌握解决电视产业同质化竞争的方法 

3．了解电视产业内的节目选择模式 

作业：阅读《理解传媒经济学》第四章 

知识单元 7：电视剧产业及案例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我国电视剧产业发展史 

a) 初创时期的电视剧产业 

b) 文革时期的电视剧产业 

c) 复苏时期的电视剧产业 

d) 发展时期的电视剧产业 

e) 走向成熟的电视剧产业 

2. 电视剧制播分离体制的作用及问题 

a) 中国电视剧制播分离体制改革 

b) 制播分离体制改革的神话 

c) 制播分离体制改革及其问题 

3. 电视剧产业同质化竞争及其突破路径 

a) 电视剧产业同质化竞争现象及其原因 

b) 根据节目选择模型针对电视剧产业同质化竞争进行的分析 

c) 台网联动时代解决同质化竞争的实践及方法 

学习目标： 

a) 掌握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史 

b) 理解制播分离体制在中国电视剧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c) 了解台网联动时代解决同质化竞争的实践及方法 

作业：阅读《理解传媒经济学》第五章 电视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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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8：电影产业及案例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电影产业的内容制作与营销策略 

a) 美国电影在社会心理层面对于全球主流文化认知的塑造 

b)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视角下的美国电影产业 

c) 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美国电影产业 

2. 美国电影营销的全球化策略 

a) 美国电影营销的结构与流程 

b) 美国电影营销的传播效果 

c) 美国电影营销的窗口化策略 

3. 中国电影营销的本土化策略 

a) 经济“新常态”下电影营销及社会心理 

b) 新媒体环境下的主动受众及的粉丝经济 

c) 电影受众群体代际更新及类型片的营销策略 

学习目标： 

1. 理解电影产业内容制作与营销的基本策略 

2. 了解美国电影营销的全球化策略 

3. 实践中国电影的本土化策略 

作业：阅读《理解传媒经济学》第六章 国际电影业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3个，共 9学时 

实验 1：人类传播起源与性别差异：从流行文化产品的视角进行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小组报告 

实验要求：熟悉不同性别的传播策略；研究不同性别的传播策略对于流行文化产品的影响；掌

握从性别差异的视角对于文化产品进行分析研究的方法。 

实验 2：跨文化传播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针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的内容产品进行的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小组作业对于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进行研究 

实验要求：熟悉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的具体战略；研究成功走向海外的中国文化产品及其跨文

化传播的策略；掌握运用案例分析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具体方法。 

实验 3：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影视剧产业：从媒介融合的视角对于内容产品的互联网思维进行的文本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小组作业对于媒介融合背景下的省级卫视品牌建设策略进行研究 

实验要求：熟悉中国电视产业结构；研究省级卫视品牌建设策略；掌握运用案例分析进行电视

产业内容产品的具体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文化与传播：定义、本质及相互关系 3  

2 人类的传播起源与传播的性别差异 3  

3 文化与传播：定义、本质及相互关系 3  

4 东西方文化差异及跨文化传播 3  

5 中国文化的特质以及如何传播中国文化 3  

6 电视节目内容产品市场及案例分析 3  

7 电视剧产业及案例分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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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影产业及案例分析 3  

9 人类传播起源与性别差异：从流行文化产品的视角进行分析 3  

10 
跨文化传播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针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

中的内容产品进行的分析 
3  

11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影视剧产业：从媒介融合的视角对于内容产

品的互联网思维进行的文本分析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电视产业中的节目选择模式、媒介融合及内容产品的互联网思维研究、新媒介环境下的

主动受众及其文化消费特征 

难点：文化心理学与传播学交叉领域研究、文化心理与认知科学交叉领域研究、文化与认知研

究前沿问题解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文化心理学理论研究 

2.认知心理学案例研究 

3.小组讨论与成果展示 

教学手段： 

1.  理论研究 

2. 案例解读 

3. 报告展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每 3课时课堂学习配合 4-6课时课外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论文占 60％。 

7、作业要求： 

每课时后阅读教程中相关章节并结合传媒产业发展中的前沿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新闻传播学理论及案例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

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彭凯平、王伊兰 著《跨文化沟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09年 9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彭凯平、钟年 编著《心理学与中国发展》，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年 1月第 1版 

执笔：滕乐  审稿：×××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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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广告与营销 
New Media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课程号： 5070503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紧跟时代的变革，分析和阐释新媒体背景下广告业的发展变化与演

进趋势；2、介绍不同媒体形态及技术应用下，广告业的新型实战案例并剖析其内在特点；3、培养

不同专业学生对新型广告与营销方式方法与实战案例的鉴赏、鉴别及分析能力；4、展开在新的媒

介发展背景下广告业参与主体的发展现状、战略选择以及日常经营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开设本课程，是在新媒体改变传统信息传播格局，新技术与大数据再造广告与营销业的背景下

提出和设计的。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新媒体广告营销基础知识，了解精

准广告、内容营销等基本概念，为新闻传播、市场营销等专业的学生提供来自新媒体广告营销的最

新实战案例，拓展相关专业学生的创意思维，提升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新媒体环境下的广告营销业变革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新媒体环境下的“广告媒体”变革 

2．传统广告业产业链条和角色分工的变革 

3．广告主的变化 

4．消费者行为的变迁 

5．大数据和社交媒体时代的消费者特征 

学习目标： 

1．了解数字媒体时代传播业的整体变革趋势。 

2．掌握在新技术和新媒体条件下，广告业生态环境的变化。 

3．掌握消费者消费行为变化的特点 

作业：通过调查你身边的 10 个普通消费者，了解目前消费者在媒体阅读、网络消费方面的新

特点。 

知识单元 2：大数据时代的精准广告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大数据精准广告的发展历程 

2．大数据精准广告的生态体系 

3．大数据精准广告的特点和技术方法 

4、大数据精准广告存在的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大数据精准广告中的各类市场参与主体和生产流程的变化。 

2．掌握大数据精准广告技术原理和基本数据分析原理 

3． 分析大数据精准广告与消费者隐私的关系和存在的问题 

作业： 

1．分享一则你对精准广告的体验。 

2．展开对淘宝直通车等精准广告平台的研究 

知识单元 3：社交媒体时代的内容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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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内容营销基本概念和发展趋势 

2、内容营销关键要素 

3、社交媒体营销案例与讨论 

4、新媒体营销创意 

学习目标： 

1．了解内容营销的基本概念和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经典案例。 

2．掌握社交媒体时代内容营销的新机遇和新特点 

3．掌握内容营销的关键性要素 

4． 能够应用基础理论知识展开新媒体营销创意 

作业： 

研究国内外一些企业的内容营销策略和典型案例。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新媒体营销概论 3  

2 数字营销环境变化 3  

3 大数据精准广告的发展历程 3  

4 大数据精准广告的生态体系 3  

5 大数据精准广告的特点和技术方法 3  

6 大数据精准广告存在的问题 3  

7 内容营销概论 3  

8 内容营销关键要素 3  

9 社交媒体营销案例与讨论 3  

10 新媒体营销创意 3  

11 课程考核 3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新媒体环境的变革趋势、内容营销的概念、内容营销的关键要素。 

难点：大数据精准广告的生态体系、大数据精准广告的特点和技术方法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案例教学法 

教学手段： 

1.教师案例讲授 

2.学生案例研究和写作 

3．学生案例讲授 

3、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本课程注重课程全过程的考察，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

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论文占 60%。 

4、作业要求： 

每一知识单元之后都有作业。 

5、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11203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和目前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自主编写课程教学材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1. 鞠宏磊著，《大数据时代的精准广告》，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 8月 

2. 乔•普利兹著，《自营销互联网方法》，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 5月  

执笔：鞠宏磊  审稿：     审定：光明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0日 

 

心理应激微反应司法应用 
Micro-Expressions 

课程号：53001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关于行为科学与微反应分析的基础理论、基本方

法、基础技术和逻辑思路。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关于行为科学与微反应分

析的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基础技术和逻辑思路。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16学时 

知识单元 1：错误的行为科学分析方式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个人体验的主观经验和感觉。 

2．不能经受实践检验的理论猜想。 

学习目标：了解各种错误的行为科学分析方式及其错误原因。 

知识单元 2：行为科学基础理论知识 

参考学时：14学时 

学习内容： 

1．中枢神经的反应机制和分工机制。 

2．解剖学和认知心理学。 

学习目标：了解人体行为的规律和分类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16学时 

实验：由同伴叙述一段情节，实验者负责录像并分析，撰写实验报告。被试如果叙述为真，需要提交

可验证情节的物证。 

参考学时：16学时 

实验内容：由同伴叙述一段情节，实验者负责录像并分析，撰写实验报告。被试如果叙述为真，

需要提交可验证情节的物证。。 

实验要求：由同伴叙述一段情节，实验者负责录像并分析，撰写实验报告。被试如果叙述为真，

需要提交可验证情节的物证。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各种错误的行为科学知识 2  

2 正确的行为科学基础理论 14  



11204 

3 实验 2  

4 实验 2  

5 实验 2  

6 实验 2  

7 撰写实验报告 4  

8 分析比对物证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微表情和身体微反应 

难点：提问设置刺激源。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理论讲授。 

2.学生实验。 

教学手段： 

1.理论讲授。 

2.学生实验。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新闻学实验室，各类媒体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方法为主，实验技术为辅，课内实验占 100%。 

7、作业要求： 
无。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姜振宇著《掌控者》，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 08月 第 1版。 

执笔：姜振宇 审稿：×××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危机传播：策略、方法与应用 
Crisis Communication：Strategies，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课程号：53001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新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11205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提升学生处理危机事件中有关信息传播的综合能力。 

2、对危机传播及其实践的过程、方法、效果进行正确评价的能力。 

3、了解危机传播的基本知识，从而对危机传播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责任感。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危机传播的基础知识和基本原理，

了解危机传播相关概念，为新闻学、传播学和政治传播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课程基础。（注：本

模板所有划线部分，为仅供参考的文字。撰写完毕应将下划线去除。）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6学时 

知识单元 1：危机与危机传播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基本理论 

1.危机的定义 

2.作为战略的危机管理 

3.危机发展观 

学习目标： 

1．了解危机与危机传播的关系 

2．树立正确的危机观 

知识单元 2：危机管理与危机传播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危机管理的流派与危机传播 

1．危机管理的流派 

2．危机传播机制 

3. 谣言传播 

学习目标： 

1．了解危机管理的流派 

2．了解谣言传播的机制 

知识单元 3：危机预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风险管理与危机预警 

1．风险管理 

2．危机预警体系 

3. 危机预警的制度条件 

学习目标： 

1．了解风险管理的基本要求。 

2．掌握危机预警的基本情况 

知识单元 4：对话范式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对话范式的基本内容 

1．“二分法”与对话范式 

2．“事实与价值”模型 

3. 议题管理 

学习目标： 

1．了解“事实与价值”模型的基本要求。 

2．掌握议题管理的基本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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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5：信息发布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信息发布的基本内容 

1．危机信息发布 

2．危机修辞 

3. 信息发布的策略 

学习目标： 

1．了解信息发布的基本内容 

2．掌握信息发布的基本技巧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3学时 

实验 1：危机信息的发布会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危机传播中信息发布实践 

实验要求：熟悉实践方法；研究基本要求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危机、危机传播与流派 4  

2 危机传播机制与谣言传播 4  

3 风险管理与危机预警体系 4  

4 危机预警的制度条件 4  

5 “二分法”与对话范式 4  

6 “事实与价值”模型 4  

7  “事实与价值”模型 4  

8 危机信息发布与策略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新闻学教程、传播学教程 

后续课程：社会学、传播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危机传播的基本原理、危机传播的“事实-价值”模型 

难点： “事实-价值”模型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授法 

2.讨论法 

教学手段： 

1.PPT  

2.视频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11207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胡百精著《危机传播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4月 第 1版 

执笔：聂书江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网络传播知识通论 
General knowledge of Network Communication 

课程号：530010042 

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各学院的通识课。 

开设本课程的目标：通过学习网络传播知识通论，认识该课程的学科性质及其在新闻传播学中

的地位和作用；初步掌握现代网络传播的特点、基础理论、传播模式等，并将有关的理论、知识运

用到网络传播活动中，分析网络传者、受众的点面关系、行为模式、基本规律等问题。通过学习，

从多元视角探索网络传者和受众关系的变化，掌握网络议程设置、推广模式，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新

闻业对现代人素质的全面要求，同时还应努力实践网络内容传播，提高实际网络传播活动的能力和

效率。基于此，本课程是中国政法大学面向全校各专业的公选课，课程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

和社会等层面来深入剖析网络传播的特点，分别介绍网络传播基本理论、网络新闻知识、网络发展

存在的问题、网络宏观管理、网络传播类型、网民特征、网络中的新闻传播者、网络传播的社会影

响和网络传播与民主政治等知识，从理论与实践对网络传播进行了梳理。本课程最终启发学生，网

络是现实世界的镜子和泄压阀，通过认识网络，我们可以更多地理解现实世界的状态，也可以更好

地认识自身。 

通过本课程使学生了解掌握网络传播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传播方式，有着与传统媒体截然不同

的新特征。有鉴于此，本课程以人类的网络传播活动为研究对象，内容涉及广泛。通过对网络传播

基本理论、网络新闻知识、网络发展存在的问题、网络宏观管理、网络传播类型、网民特征、网络

中的新闻传播者和网络传播的社会影响等知识内容的概述，引导学生认识网络传播理论知识，对网

络传播的宏观影响及传播现象有初步的了解，所以，认识网络对于现实世界的作用才可以更好地理

解这个社会的未来趋向。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第一章 网络传播的产生及其特点 

教学内容 1、网络的发展历程及其现状；2，网络传播的特点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网络对传播格局的影响，了解网络传播的特点 

教学重点 网络的特点 

第一周 教学时间 2学时 

第一节 互联网的产生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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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69-1986年 

1、互联网非民用化 

2、局域网促进了 Internet的发展 

二、1986-1995年 

1、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建立 NSFnet，互联网的民用化 

2、World wide web（万维网）标志着商业化完成 

三、1995年至今 

1、传统媒体向互联网渗透 

2、媒介集团与信息行业巨头合作 

第二节 网络传播的属性和特点 

一、属性 

1、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媒体的特点 

2、第四媒体 

3、媒介融合 

二、特点 

1、无可比拟的时效性和全时性 

2、传播内容的海量性和开放性 

3、传播过程的双向性和交互性 

4、传播方式的虚拟性 

5、传播形态的多媒体 

6、传播环境的个性化 

第三节 网络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一、侵犯隐私权：人肉搜索 

二、侵犯消费权：虚假信息 

三、侵犯名誉权：网络暴民 

思考题： 

1、比较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各自特点和优势 

2、网络存在的问题中侵犯了受众哪些权益 

第二章 网络传播受众研究 

教学内容 1、网民基本特征；2，受众理论；3、网民素养与伦理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网民行为特征，了解网民的素养与伦理 

教学重点 网民的素养与伦理 

第二周 教学时间 2学时 

第一节 网民基本特征分析 

一、 个体性 

二、 社会性 

三、 虚拟性 

四、 自主性 

五、 参与性 

第二节 网络时代的受众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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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受众理论 

二、 网络受众的显在需求、内在需求 

三、 网民心理与匿名环境、虚拟环境、互动环境 

第三节 网民行为特征分析 

一、 受众市场定位 

二、 受众信息消费行为与习惯 

三、 受众对网站的忠诚度 

第四节 网络社会的网民素养与伦理 

一、 真实性 

二、 客观性 

三、 平衡性 

四、 公益性 

五、 建设性 

思考题： 

相比其他媒体，为什么感觉网络中非理性的言论较多？ 

阅读书目： 

廖梦君 现代传媒的价值取向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第三章 网络传播效果研究 

教学内容 1、网络传播效果；2，网络传播与议程设置；3、网络传播与沉默的螺旋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网络议程设置的特点，了解网络中是否存在沉默的螺旋 

教学重点 网络中沉默的螺旋的形成机制 

第三周 教学时间 2学时 

第一节 网络传播效果的含义 

一、 网络传播效果的表现方式 

二、 网络传播效果形成的复杂性 

第二节 网络传播与“议程设置”理论 

一、 议程设置与议程融合理论 

二、 网络中是否存在议程设置 

三、 网络议程设置的特点 

四、 网络议程设置的基础作用机制 

第三节 网络传播与“沉默的螺旋” 

一、沉默的螺旋假说简介 

二、网络中是否存在沉默的螺旋 

三、网络中沉默的螺旋的形成机制 

思考题： 

试结合一个具体案例来分析网络中的沉默的螺旋 

第四章 网络传播管理研究 

教学内容 1、世界各国对网络的管理；2、我国网络管理的应对措施 



11210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网络社会存在的问题，了解各国对新媒体的管理政策 

教学重点 韩国及我国关于网络实名制的争论 

第四周 教学时间 2学时 

第一节 世界各国管理网络的通行做法 

一、国家安全置于首位 

二、建规立制，依法管理 

三、网上执法，警方配合 

四、发挥监看组织作用 

第二节 韩国网络实名制兴废始末 

一、2007年，韩国正式实施网络实名制 

二、实名制对“网络暴力”收效甚微，反而抑制了正常沟通 

三、社交网站兴起后，实名制名存实亡 

四、2012年 8月，网络实名制被判违宪 

第三节 网络实名制在我国的争论 

一、利 

1、清理网上垃圾信息 

2、减少漫骂 

3、减少虚假信息 

4、有利于社会稳定 

二、弊 

1、不利于网络商户的推广 

2、影响了用户情绪的宣泄 

3、个人隐私信息容易泄漏 

4、会造成“民声”失声 

思考题： 

韩国网络管理对我国的启示 

网络链接： 

http://play.163.com/special/jianzheng_44/ 

http://china.findlaw.cn/special/wangluoshimingzhi/ 

第五章 网络传播流行语研究 

教学内容 1、网络传播流行语的特征；2，网络传播流行语出现的深层原因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在当下中国，网络流行语已是举足轻重的社会现象，了解网络

流行语是舆情呈现和语言变异的重要指标 

教学重点 网络传播流行语折射的社会生态变化 

第五周 教学时间 2学时 

第一节 传播特征 

一、网络自造词比重大增，与时政事件关系减弱，网络流行语呈现“恶搞-时政-个体”的嬗变 

二、由网民自传播进入“网民-媒体”复合传播阶段，影响社会词汇的频率、比例提升，草根

网民对社会生态的影响力增大 

三、部分流行语不断发酵升温，词义逐渐变异、词汇不断衍生，显示出较强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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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微博“热点话题”等成催生网络流行语的一大动因 

第二节 折射的社会生态变化 

一、“特定群体”网络流行语的盛行，显示社会群体分化更为明显，年轻网民群体价值观出现

独立、批判、返童趋向 

二、负面时政事件引发的网络雷语大幅减少，显示舆情应对能力和网络舆论环境好转 

三、正能量网络流行语增多，显示网民群体对向上、健康生活态度的追求 

四、网络流行语“走出去”与“引进来”增多，网络语言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 

第三节 一些问题和担忧 

一、一些网络流行语包含低俗、色情成分 

二、热衷篡改古诗词、生造词句 

三、无厘头、娱乐化网络流行语增多 

思考题： 

列举一个案例，分析网络传播流行语所折射的社会生态变化 

第六章 网络传播精英主义研究 

教学内容 1、网络传播中的精英主义趋势；2、网络传播中精英主义趋势的效果与意义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在当今的网络传播中已经出现明显的精英主义趋势，了解探析

精英主义趋势的效果与意义 

教学重点 网络传播中精英主义趋势的效果与意义 

第六周 教学时间 2学时 

第一节 网络传播中的精英主义趋势概述 

一、大众社会理论 

二、差异性 

三、逆向反馈 

第二节 网络传播中出现精英主义趋势的原因 

一、多样性 

二、差异化 

三、层级性 

第三节 传播过程中精英主义趋势的效果与意义 

一、网络传播中精英主义趋势的正反效果 

1、追求高端、满足优越感、属于平民的网络文化 

2、虚假信息泛滥，谣言纠正困难，网络信息难以监管 

二、网络传播中精英主义趋势的现实意义 

1、正向应用法顺应人人皆有的网络精英主义思维，以制造高端的方式引导受众产生对自我的

精英认同感，以此获得优越感和满足感，即“制造高端” 

2、逆向应用法则是通过创造更低级的群体来反面提升受众的相对社会地位，以此来提供精英

认同感，产生优越感和满足感，即“补充大众” 

思考题： 

通过近期一个个案，分析网络传播中精英主义趋势的效果与意义 

第七章 网络传播集体行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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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1、网络集体行动的概念；2、网络社群内部的凝聚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不同地域网络社群针对“周亮解说门”的讨论方式与传播路径，

了解借此促进网络社群内部的凝聚 

教学重点 网络社群针对“周亮解说门”的讨论方式与传播路径 

第七周 教学时间 2学时 

第一节 “周亮解说门”中苏北社群的集体行动：地域共同体的网络发声 

一、“周亮解说门”属于典型的由网络舆论引发的网络集体行动事件 

二、网络集体行动发生的去时空化 

第二节 上海社群网络行动的特殊性：“弱势自我”的强势表达 

一、隐藏文本的使用 

二、“弱势自我”的强势发声 

第三节 矛盾冲突的多重性：“周亮解说门”在不同区域的传播路径分析 

一、意象挪用：脱离创造者的开放的意义空间 

二、逃离污垢：江北的“消失”与苏中的想象 

三、集体行动的缺席：网络世界中苏南社群的相对沉默 

思考题： 

通过一个个案，借助网络集体行动理论，分析如何促进网络社群内部的凝聚 

网络链接：http://v.qq.com/page/l/0/k/l00152pejak.html 

第八章 网络传播商业模式研究 

教学内容 1、美国数十种网络创业模式；2、如何借鉴国外成功模式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美国数十种网络创业模式，了解如何借鉴其成功模式因 

教学重点 美国数十种网络创业模式的特点 

第八周 教学时间 2学时 

第一节 网络门户 

一、雅虎（YAHOO）和美国在线（AOL） 

二、专业垂直门户 

三、综合垂直门户 

四、搜索引擎 

第二节 网上销售 

一、低价万岁 

二、交互咨询做参谋 

三、相关信息集大成 

四、完善配送系统 

第三节 商务的电子化 

一、在线采购 

二、硬件在线销售 

三、“黄页”上网 

第四节 第四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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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独家信息资源 

二、新闻背景 

三、电子杂志 

四、网上娱乐 

第五节 虚拟社区 

一、爱好者的客厅 

二、网上沙龙 

三、商业社区 

四、儿童乐园 

思考题： 

结合国内成功个案，分析如何借鉴美国数十种网络创业模式 

网络链接：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5/0911/c1004-27570271.html 

第九章 网络传播暴力研究 

教学内容 1、网络暴力形成的内外原因；2，网络暴力的治理措施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人肉搜索”是网络暴力形成的内在原因，了解网络暴力的应

对措施 

教学重点 网络暴力的治理措施 

第九周 教学时间 2学时 

第一节 个案：十大网络暴力人肉事件 

http://news.yzdsb.com.cn/system/2015/05/12/014193535.shtml 

第二节 网络媒体的原因 

一、网络的匿名、虚拟性等特征为网络暴力的形成提供了温床 

二、“人肉搜索”是网络暴力形成的内在原因 

第三节 网民的原因 

一、网民的年轻化及从众心理使其容易失去理性 

二、网民的自我表达及狂欢心理使其易于宣泄恶搞 

第四节 外界管理的原因 

一、网络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二、网络“把关人”的相对缺失 

第五节 网络暴力的应对措施 

一、加快网络立法建设，加强网络技术管理 

二、联合传统媒体监管，强化网上舆论引导 

三、加大网站监管力度，规范网上传播内容 

四、推进社会民主进程，提升网民媒介素养 

思考题： 

世界各国如何治理网络暴力 

第十章 网络传播水军研究 



11214 

教学内容 1、网络水军的分类；2，网络水军的治理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网络水军的多样性及信用机理，了解网络水军的科学治理 

教学重点 网络水军的科学治理 

第十周 教学时间 2学时 

第一节 人人不只一面——网络水军的多样性 

一、零分党——正义召唤的自由水军 

二、五毛党——权力组织的御用水军 

三、阉党——企业豢养的商业水军 

第二节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网络水军的信用机理 

一、水军的正义信用——无组织的组织力量 

二、水军的商业(利益)信用——集体无意识背后的主观意志 

第三节 萝卜加大棒——网络水军的科学治理 

一、加快完善相关网络法律体系 

二、提高政府公信力，塑造政府形象 

三、战略性区别对待各类网络水军 

四、加强网站以及媒体的自律 

五、采取切实有效的监管措施 

思考题： 

在网络水军的科学治理中，网民自身如何作为 

网络链接： 

http://quan.sohu.com/pinglun/cyqemw6s1/422230012 

第十一章 网络传播两权研究 

教学内容 1、网络社会中权力与权利的平衡关系；2，推进网络社会管理的良性发展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网络社会中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如何？两者建立平衡关系，何以

推进网络社会管理？使学生了解能否有助于网络社会的规范运行、良性发展？ 

教学重点 网络社会管理中的应对措施 

第十一周 教学时间 2学时 

第一节 网络社会中的权利与权力关系 

一、权利与权力的边界虚化 

二、权利与权力的冲突加剧 

三、权利与权力的互构性增强 

四、“知识”、“知能”决定网络社会中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第二节 网络社会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网络维权失序 

二、网络社会失责 

三、网络管理失当 

第三节 网络社会管理中的应对策略 

一、深化认识网络社会“两权”关系，创新网络社会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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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入了解网络社会“两权”特质，改进网络社会管理手段 

三、完善网络社会管理法规，建构“两权”平衡新机制 

四、实行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责任共担，实现“两权”平衡软着陆 

思考题： 

谈谈自身在网络传播中两权运用的认识 

第十二章 网络传播隐私权研究 

教学内容 1、网络传播中隐私权的泄露；2、网络传播中如何保护隐私权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新媒体环境下的个人隐私保护越来越被社会和个人所重视，了

解隐私保护研究迫在眉睫 

教学重点 网络传播中如何保护隐私权 

第十二周 教学时间 2学时 

第一节 网络发布隐私信息的种类 

一、个体标识信息 

二、准标识信息 

三、敏感信息 

四、非敏感信息 

第二节 网络传播环境下个人隐私泄露的表现 

一、个人标识信息泄露 

二、准标识信息泄露 

三、敏感信息泄露 

第三节 网络传播环境下个人隐私泄露的原因 

一、个人意识层面 

二、技术层面 

三、经济利益层面 

第四节 网络传播环境下对个人隐私保护的建议 

一、个人意识层面 

二、技术层面 

三、认证组织层面 

四、媒介素养层面 

五、法律层面 

思考题： 

列举一个案例，提出如何在网络传播环境下对个人隐私保护的建议 

第十三章 微博舆情引导研究 

教学内容 1、微博舆情引导现状；2、微博在公共事件中所起作用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微博也是一把双刃剑，了解如何适时、适度地去引导舆论的走

向 

教学重点 微博舆情引导的对策 

第十三周 教学时间 2学时 

第一节 微博舆情引导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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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事件传播的舆论中心 

二、舆论传播周期的缩短 

三、舆论影响力大 

第二节 微博舆论引导所起的积极作用 

一、可以满足群众知情权 

二、可以产生蝴蝶效应 

三、信息快速传播 

第三节 公共事件中微博舆情引导呈现的问题 

一、侵犯隐私、泄露个人信息 

二、传播不实信息，导致谣言四起 

三、不满情绪的导火索 

第四节 微博舆情引导的对策 

一、掌握舆情动向 

二、重视意见领袖 

三、重视媒体发声 

思考题： 

结合一个个案，分析如何适时、适度地去引导舆论的走向，发挥微博舆情信息公开的助推器、

危机化解的社会监督者的作用 

第十四章 “微信”公信力研究 

教学内容 1、“微信”的特点；2、“微信”的自我净化功能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微信”的特点，了解结合“微信”的自律和政府监管将能够

很好的遏制虚假信息泛滥的势头，不会让“微信”成为微信 

教学重点 “微信”的自律和政府监管 

第十四周 教学时间 2学时 

第一节 “微信”的定位特性  

一、强烈的实名性和个人性  

二、受严格限制的社交圈  

三、独特的陌生人交际圈  

第二节 “微信”信息传播的特性  

一、“微信”弱大众传播性质的点对点人际传播方式  

二、变异的大众传播——“朋友圈”和“公众平台”  

三、独特的精准传播特性  

第三节 虚假信息对“微信”公信力的削弱及对策  

一、公信力的定义及虚假信息的主要形式和危害  

二、“微信”采取的避免虚假信息的方法及评价  

三、“微信”对于虚假信息的自我净化功能  

四、如何应对虚假信息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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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一个个案，分析如何结合“微信”的自律和政府监管将能够很好的遏制虚假信息泛滥的势

头    

第十五章 网络舆论监督研究 

教学内容 1、网络舆论监督的优缺点；2、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规制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在网络舆论监督优缺点的基础上，趋利避害，运用法律手段发

挥其长处，规制其缺点，使其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网络监督权，同时净化

网络环境，通过网络舆论监督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教学重点 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规制 

第十五周 教学时间 2学时 

第一节 网络舆论监督的优越性 

一、在时间方面，舆论监督的形成具有快速、便捷的优势 

二、网络媒体在监督的实质上拥有极大的普及性 

三、在主体上，网络舆论监督可以确保人民群众成为舆论监督的核心 

四、在效果上，网络舆论监督能够取得比较令人满意监督效果 

第二节 网络舆论监督的功能 

一、约束公共权力，推进公平正义 

二、表达民情民意，化解公共危机 

第三节 网络舆论监督的弊端 

一、网络舆论监督中消息的精确性无法得到保障 

二、网络舆论监督可能导致侵权 

三、可能存在以网络舆论监督之名行非法牟利之实 

四、网络舆论监督可能影响司法公正 

五、网络舆论监督可能危害公共安全 

第四节 网络舆论监督的法律规制 

一、网络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等人格权的冲突与平衡 

二、网络舆论监督与保护国家机密的冲突与平衡 

三、网络舆论监督与司法权的冲突与平衡 

思考题： 

结合正反两个个案，分析如何用法律手段发挥网络舆论监督长处，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网络链接： 

http://www.tangdou.com/v38/dAMcNQNjwzxDwA2.html 

第十六章 中美网络传播跟帖研究——以美国雅虎新闻、中国网易新闻为例 

教学内容 1、美国雅虎新闻网络跟帖；2、中国网易新闻网络跟帖 

教学目标 通过讲解使学生掌握通过探究中国网民和已经成熟和更早习惯使用网络浏览新闻的

美国网民们的跟帖行为的差异，了解中国网民目前走在互联网发展的今天还有那些方面可以改进 

教学重点 对比美国雅虎新闻网络跟帖和中国网易新闻网络跟帖 

第十六周 教学时间 2学时 

第一节 两网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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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易新闻简介  

二、雅虎新闻简介  

第二节 中美新闻跟帖比较  

一、草根式评论  

二、观点两级分化严重  

三、跟帖与新闻的关系  

四、点赞的多少  

第三节 产生差异的原因探究  

一、政治制度差异  

二、新闻制度差异  

三、法律差异  

四、规则差异  

个案链接：http://news.ifeng.com/a/20151001/44773486_0.shtml 

思考题： 

结合正反两个个案，分析如何用法律手段发挥网络舆论监督的优势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网络传播的产生及其特点 2  

2 网络传播受众研究 2  

3 网络传播效果研究 2  

4 网络传播管理研究 2  

5 网络传播流行语研究 2  

6 网络传播精英主义研究 2  

7 网络传播集体行动研究 2  

8 网络传播商业模式研究 2  

9 网络传播暴力研究 2  

10 网络传播水军研究 2  

11 网络传播两权研究 2  

12 网络传播隐私权研究 2  

13 微博舆情引导研究 2  

14 微信公信力研究 2  

15 网络舆论监督研究 2  

16 中美网络传播跟帖研究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新闻理论、传播学概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通过学习，从多元视角探索网络传者和受众关系的变化，掌握网络议程设置、推广模式，

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新闻业对现代人素质的全面要求，同时还应努力实践网络内容传播，提高实际网

络传播活动的能力和效率。 

难点：本课程最终启发学生，网络是现实世界的镜子和泄压阀，通过认识网络，我们可以更多

地理解现实世界的状态，也可以更好地认识自身。引导学生认识网络传播理论知识，对网络传播的

宏观影响及传播现象有初步的了解，所以，认识网络对于现实世界的作用才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社



11219 

会的未来趋向。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法 

2.案例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 

2.作业互评。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彭兰：网络传播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匡文波：网络传播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雷跃捷、辛欣：网络新闻传播概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2] (美)罗森诺 网络法：关于因特网的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03版 

[3]（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崛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版 

[4] 刘文富：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商务印书馆，2002版 

执笔：王永亮  审稿：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0日 

 

传播社会学 
Communication Sociology 

课程号： 5300100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通过传播社会学相关理论和案例的教学与研讨，使学生系统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知识、了解传播

社会学的主要概念，能够运用传播社会学的独特视角进行科学研究，并对当前一些社会现象进行分

析和解读。具体为： 

1、系统掌握传播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视角。 

2、了解传播与人的现代化、社会生活、社会舆论、社会整合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3、了解社会对传播现象和行为的影响和决定性作用 

4、能够熟练运用传播社会学视角对当下流行的社交网络、影视剧热播、“果粉”现象等传播现

象和传播行为进行分析和解读。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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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传播视野下的现代社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现代性”的概念和内涵。 

2．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及其转向。 

学习目标： 

1．了解现代性的一般理论。 

2．掌握从现代性的视角对现代社会进行分析。 

作业： 

精读： 

《媒体现代：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对话》（马杰伟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 1-3章；

泛读第 4-8章。 

延伸阅读（不作要求）：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 

知识单元 2：传播社会学：一个既成熟又年轻的学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传播社会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 

2．传播社会学的主要理论渊源。 

3．传播社会学的发展脉络。 

学习目标： 

1．了解什么是传播社会学。 

2．掌握传播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视角。 

作业： 

精读： 

《大众传播社会学》（张咏华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2章； 

泛读： 

《媒介社会学：信息化时代媒介现象的社会学解读》（张宁著，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四、五章 

知识单元 3：传播与人的社会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人的社会化 

2. 传播对人的社会化的影响机制 

3. 传播与人的现代化 

学习目标： 

1. 了解人的社会化的概念 

2. 掌握传播对人的社会化的影响机制 

3. 了解人的现代化的一般理论 

作业： 

1. 精读：《大众传播效果效果研究的里程碑》（[美] 洛厄里等著，刘海龙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09年版）第 2、11、13、15章。 

2. 泛读： 

《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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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消逝》（尼尔.波兹曼著，吴艳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传媒社会学》（塞伦.麦克莱著，曾静平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知识单元 4：传播与社会生活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关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社会学认知 

2. 传播对人类生活方式（消费、流行与闲暇）变迁的影响 

3. 传播在当代社会文化形成中的作用 

学习目标： 

1． 了解消费主义的兴起 

2． 掌握流行的传播学意涵 

3． 了解闲暇社会的来临 

作业： 

1. 精读： 

《大众传播社会学》（竹内郁郎著，张国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0 章消费生

活、第 11章流行、第 12章余暇、第 15章大众文化 

2. 泛读： 

《大众传播学》（张咏华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六章“大众传播与当代社会

文化”、第七章“大众传播与日常生活” 

3. 延伸阅读（不作要求）： 

《有闲阶级论》（凡伯伦著，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消费社会》（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知识单元 5：传播与社会舆论（宣传、流言）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舆论的涵义及其形成 

2. 传播与舆论的关系 

3. 意见领袖概念的提出 

4. 公共领域理论的兴起 

学习目标： 

1. 掌握舆论的运行机理 

2. 掌握传播在舆论形成中的作用机制 

3. 了解意见领袖概念和公共领域理论的主要内容 

作业： 

1. 精读： 

《公众舆论》（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章、

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 

《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埃弗雷特.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5

年版）第七章 

2. 泛读： 

《谣言》（卡斯.R.桑斯坦著，张楠迪杨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人民的选择：选民如何在总统选战中做决定》（保罗.F.拉扎斯菲尔德著，唐茜译，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知识单元 6：传播与社会整合（意识形态）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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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 社会整合、社会认同的一般理论 

2. 信息社会的运行特点 

3. 社会运动的一般理论 

4. 传播在信息社会整合中的作用机制 

学习目标： 

1. 了解社会整合、社会认同的意涵及一般理论 

2. 掌握信息社会的特点及运行机制 

3. 了解社会运动的一般理论 

4. 掌握传播在信息社会整合中的作用机制 

作业： 

1. 精读： 

《大众传播社会学》（竹内郁郎著，张国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 14章、第 16

章。 

2. 泛读：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古斯塔夫.勒庞著：《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北京：法律出

版社，2011年版）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 2版）》（赵鼎新著，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知识单元 7：传播与社会（国家）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发展传播学主要理论视野 

2. 传播在社会（国家）发展中的作用 

学习目标： 

1. 系统掌握发展传播学的主要概念和理论 

2. 能够用发展传播学的视角进行问题分析和解读 

作业： 

1. 精读： 

《媒介社会学》（戴维.巴勒特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年版）第三章“传播媒介和国

家” 

《大众传播学》（张咏华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八章“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 

2. 泛读 

《大众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威尔伯.施拉姆著，金燕宁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科克.约翰逊著，展明辉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 

知识单元 8：社会决定传播：对当前流行传播现象和行为的传播社会学解读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了解社会对传播的影响和决定性作用 

2． 尝试运用传播社会学视角对当今流行的传播现象和行为进行分析和解读 

学习目标： 

1. 能够掌握社会对传播的决定作用机理 

2. 能够掌握运用传播社会学视角对影视剧热播、社交网络（SNS）、“果粉”、大数据等热点传

播现象和传播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能力。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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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读： 

《世界是平的》（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何帆等译，湖南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章、

第三章、第四章 

《大数据时代》（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等著，盛杨燕等译，2013年版）第一部分“大数据时

代的思维变革” 

《大众媒介与社会》（詹姆斯.库兰、米切尔.古尔维奇著，杨击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第 8篇“新闻生产社会学” 

2. 泛读： 

《乔布斯传》（沃尔特.艾斯克森著，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3. 延伸阅读（不作要求）：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欧文.戈夫曼著，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心灵、自我和社会》（乔治.赫伯特.米德著，赵月瑟译，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知识单元 9：总结：媒介化现代的来临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对本课内容做系统梳理和总结 

2. 介绍“媒介化现代”概念的基本内涵和影响 

学习目标： 

1. 能够对本课内容形成大概的轮廓并作出简明扼要的复述 

2. 基本掌握和了解“媒介化现代”概念的基本内容，并能以此为视角进行科学研究。 

作业（暨课程考查论文）： 

围绕传播社会学研究主题，结合当前社会某一热点问题，以“传播社会学视角下的×××”为

题写一篇学术论文，不少于 3000字。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绪论：传播视野下的现代社会 3  

2 传播社会学：一个既成熟又年轻的学科 3  

3 传播与人的社会化 3  

4 传播与社会生活——消费、流行与闲暇 3  

5 传播与社会舆论——宣传 3  

6 传播与社会舆论——流言 3  

7 传播与社会整合、社会运动 3  

8 传播与社会发展 3  

9 社会决定传播——“果粉”现象、社交网络流行的传播社会学解读 3  

10 社会决定传播——影视剧热播的传播社会学解读 3  

11 总结：媒介化现代的来临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 

1. 传播与人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社会舆论和社会整合、社会发展等诸方面之间的关系 

2. 社会对传播的影响和决定机制 

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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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社会相关理论的学习和理解 

2. 传播社会学相关理论的学习和理解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教师讲授 

2．课堂讨论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演示 

2．重点论文传阅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期末考查占 80％；平时成

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会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在新闻传播学和社会学界均有一定影响力的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冯波主编：《传媒社会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6月第一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马杰伟、张潇潇著：《媒体现代：传播学与社会学的对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11

月第 1版。 

2.  詹姆斯.库兰、米切尔.古尔维奇著，杨击译：《大众媒介与社会》，华夏出版社，2006年

6月第 1版。 

3.  塞伦.麦克莱著，曾静平译：《传媒社会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月第 1版。 

执笔：张森  审稿：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6日 

 

网络侵权理论与实践 
Research on internet torts law 

课程号：530010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1.了解网络侵权实践 

2.学习网络传播技术基本知识 

3.学习网络侵权相关法律和政策 

4.了解互联网+侵权新类型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课程核心内容是：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被侵权人的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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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的范围、被通知的网络用户的反通知权利、通知人的赔偿

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的判断标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 

课程的学习目标是：1.掌握网络传播基本知识；2.能够独立处理网络侵权案件；3.能够明确网

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范围；4.了解网络新型侵权类型。 

【网络用户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 

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认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由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自己承担赔

偿责任。 

法官在判决时，应当直接引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不必引用第六条第一款规定。 

【其他行为人利用网络实施侵权行为】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以外的其他行为人利用网络实施侵权行为，或者侵害网络服

务提供者的民事权益的，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确定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的通知】 

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被侵权人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的，

应当采用书面通知方式。通知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一）通知人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地址； 

（二）要求采取必要措施的侵权内容的网络地址或者足以准确定位侵权内容的相关信息； 

（三）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 

（四）通知人对通知书的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被侵权人发送的通知不能满足上述要求的，视为未发出有效通知，不发生通知的后果。 

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负有超出通知人书面通知请求列明的网络地址或者检索方式进行搜索、一并

删除的义务 

【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符合前条规定的书面通知后，经审查认为存在侵权的较大可能性的，应当

及时删除涉嫌侵权的内容，或者予以屏蔽，或者断开与涉嫌侵权的内容的链接，或者采取其他必要

措施，并同时将通知转送提供内容的网络用户。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及时”，是合理、适当的时间，一般应当在七天之内。被

通知人的网络地址不明无法转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将通知的内容在信息网络上公告。 

通知人主张采取屏蔽或者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经审查后认为屏蔽或断开链

接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或难以判断相关内容是否构成侵权的，可以要求通知人提供相应的担保。

对于担保的数额和方式问题，双方可以协商确定，但不应超过可预期的损失范围。被侵权人不提供

担保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不采取屏蔽或者断开链接的必要措施。 

【采取停止服务措施】 

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根据通知人的通知，或者自行对多次警告但仍然在网络上实施侵权行为的

网络用户，采取停止服务的必要措施。 

采取前款规定的必要措施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不承担违约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连带责任的范围】 

被侵权人的通知所述侵权行为属实，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删除、屏蔽或者断开

链接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侵权的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损害的扩大部分，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之日起第七日后发生的损害。对此，网络服务提

供者应当与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被通知的网络用户的反通知权利】 

被通知的网络用户接到网络服务提供者转送的通知书后，认为其提供的内容未侵害通知人权利

的，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反通知，要求恢复被删除的内容，或者取消屏蔽、恢复与被断

开链接内容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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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款所称的反通知，应当包含下列内容： 

（一）反通知人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地址； 

（二）要求撤销已经采取必要措施的内容、名称和网络地址； 

（三）被采取必要措施的行为不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 

（四）反通知人承诺对反通知的真实性负责。 

被采取停止服务措施的网络用户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的，可以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取消停

止服务必要措施，请求的内容，参照本条第二款规定进行。 

【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反通知的义务】 

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书面反通知后，经审查认为被采取必要措施的内容不构成侵权的，应当及

时恢复被删除的内容，或者取消屏蔽，或者恢复与被断开的内容的链接，同时将反通知人的反通知

转送通知人。 

通知人对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前款规定的措施有异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不能再通知

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或者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反通知人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本条第一款规定的“及时”，亦为七天。 

【其他网络用户的反通知权利】 

因通知人主张采取屏蔽等措施，造成其他网络用户民事权益损害的，其他网络用户有权提出反

通知。 

其他网络用户提出反通知的要求和后果，适用本指引第七十六条和第七十七条规定。 

【通知人的赔偿责任】 

通知人发出通知不当，网络服务提供者据此采取删除、屏蔽或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给网络服

务提供者或者反通知人以及其他网络用户造成损失的，通知人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第六条第一款的

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的判断标准】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规定的“知道”，是指网络服务提供者已经知道网络用户实施的

侵权行为的存在。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已经知道：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对被诉的侵权内容主动进行选择、整理、分类； 

（二）被诉的侵权行为的内容明显违法，并置于首页或其他可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明显所见的位

置。 

【必要措施的界定】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所称的必要措施，应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形式以及阻止侵

权后果的适当性进行判断，不以权利人的主张为依据。必要措施的采取不应对合法信息的传播造成

阻碍。 

网络服务提供者已经尽到合理审查义务，且采取的必要措施未超过合理限度的，不承担违约责

任或侵权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 

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被侵权人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

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网络用户为共同被告，也可以直接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赔偿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连带责任超出自己应当承担的份额的，有权向侵权的网络用户追偿。 

【通知人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或者反通知人】 

通知因反通知后网络服务提供者取消必要措施，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侵权的，应当审查侵权

网络用户实施的网络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责任。 

反通知人的行为构成侵权责任，反通知行为即为滥用权利，构成侵权责任。通知人只起诉网络

服务提供者的，应当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受反通知取消必要措施时是否尽到必要注意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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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已经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对反通知进行了审查的，尽管反通知人先前的行为已经构成

侵权，但由于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具有过错，不承担侵权责任，侵权责任应当由反通知人承担。通知

人可以另行起诉，或者追加反通知人为被告，并直接确定该反通知人承担侵权责任。 

（二）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尽到必要的审查义务，接受反通知、取消必要措施中有过错的，应

当与反通知人承担连带责任。 

反通知人的行为不构成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取消必要措施是正当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

通知人对反通知人或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诉讼请求。 

【对其他用户的反通知通知人起诉】 

在通知人就其他网络用户行使反通知权利，网络服务提供者取消必要措施而提出起诉的，无论

网络用户实施的网络行为是否构成侵权，都应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的必要措施是否侵害了其他网

络用户的民事权益为判断标准： 

（一）侵害了其他网络用户民事权益的，应当驳回通知人对其他网络用户或网络服务提供者的

诉讼请求； 

（二）没有侵害其他网络用户民事权益的，应当驳回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诉讼请求，由其他网

络用户承担滥用反通知权利的法律后果。 

网络服务提供者取消必要措施没有过错的，不承担侵权责任；有过错的，应当与其他网络用户

承担连带责任。 

【反通知人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或者通知人】 

反通知人提出反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接受反通知，没有及时取消必要措施的，有权向法

院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可以同时起诉通知人。人民法院应当着重审查反通知人在网络上实施的

行为是否构成侵权。 

反通知人的行为构成侵权，则属于滥用反通知权利，不仅对其原来实施的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责

任，而且对情节较重的滥用反通知权利的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反通知人的诉

讼请求；对方（包括通知人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反诉，追究其侵权责任，也可以另案起诉。网

络服务提供者的诉因是反通知行为侵害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追究。 

反通知人的行为不构成侵权，其行使反通知权利是正当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及时取消必要

措施的行为构成侵权或者违约，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对反通知人承担民事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主

张被侵权人共同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通知人为共同被告，判令通知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

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责任后，可以向通知人行使追偿权。 

反通知人的行为不构成侵权，网络服务提供者已经取消必要措施的，反通知人不能起诉网络服

务提供者，而应当起诉通知人。通知人的行为构成侵权责任，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其他网络用户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 

作为采取必要措施的受害人，其他网络用户有权起诉网络服务提供者和通知人。可以采取以下

规则处理： 

（一）其他网络用户起诉，不受网络用户实施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的约束，不论是否构成侵权

行为，其他网络用户的民事权益受到采取必要措施的侵害，网络服务提供者和通知人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二）网络用户的行为不构成侵权，通知人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已经构成侵权，

其他网络用户起诉侵权的理由成立，可以追究网络服务提供者以及通知人的侵权责任，他们应当承

担连带责任。 

（三）网络用户的行为构成侵权，采取的必要措施不当，侵害了其他网络用户的民事权益的，

其他网络用户有权起诉，首先应当由通知人承担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连

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过错的，不承担侵权责任，由通知人承担责任。 

（四）网络用户的行为构成侵权，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必要措施符合法律规定，其他网络用户

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驳回其他网络用户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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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网络侵权导论 3  

2 网络侵权的双重身份论 3  

3 避风港规则及其滥用 3  

4 红旗规则的解释与案例 3  

5 虚拟人格侵权 3  

6 虚拟财产与判例 3  

7 通知与反通知规则辨析 3  

8 互联网+侵权的类型 3  

9 网民权益保护 3  

10 大数据＋与精准广告 3  

11 总结与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侵权责任法 

后续课程：媒体侵权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网络侵权具体规则 

难点：互联网+与大数据＋的侵权类型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师教授、案例分析、课后小组讨论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阅读老师布置的课堂文献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论文写作 

考核要求：平时的展示和期末的论文 

6、阅读要求： 
国外比较法查找、国内判决书的阅读。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朱巍 《法律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2. 朱巍  《论互联网的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演艺经纪 
Performance Management 

课程号：53001008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演艺经纪的法律法规，完成一定程度的法律实务工作；2、熟悉

演艺经纪行业的基本状态；3、熟练运用媒体视角分析评价演艺行业的重大事件；4、指导学生参加

国家的演艺经纪资格考试，获取相应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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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演艺经纪的法律法规基础知识、

大众传播的原理，了解演艺经纪的概念，为文化产业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0学时 

知识单元 1：演艺市场基础知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文化市场概论 

2．演出概论 

3. 演出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4. 演出市场的基本制度 

学习目标： 

1．了解营业性演出行政许可制度、演出经纪制度、演出合同制度三大制度 

2． 掌握实务领域的基本情况 

作业： 

根据各自兴趣形成研究小组 

知识单元 2：演出经纪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经纪人概述 

2．演出经纪人 

3. 演出经纪人的资格与素质 

4. 演出经纪人的业务内容 

学习目标： 

1．了解经纪关系的法律特征 

2． 掌握经纪人从事的基本项目，项目的前期工作，经纪业务的基本流程与重点。 

作业： 

研究小组进行项目选择 

知识单元 3：演出制作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演出制作团队及分工 

2．演出制作流程 

3. 舞台工程基础知识 

4. 演出安全 

学习目标： 

1．了解演出制作团队的构成及工作内容。 

2． 掌握演出的工程基础常识及安全法律。 

作业： 

研究小组进行项目跟踪及汇报 

知识单元 4：演出市场营销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演出市场概况 

2．演出产品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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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演出市场调查与预测 

4. 项目运作的环节与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演出市场的产品周期 

2． 掌握项目运作的重点。 

作业： 

研究小组进行项目跟踪及汇报。 

知识单元 5：演出法规与演出合同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合同的基本条款 

2． 演出合同特点 

3．演出合同类型及要素 

4. 演出合同签订的陷阱 

学习目标： 

1．了解演出合同的类型和基本条款 

3． 掌握演出合同的草拟与履行。 

作业： 

1、 修改合同 

2、 草拟合同 

知识单元 6：艺人经纪与危机管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艺人经纪概述 

2．艺人经纪实务 

3. 媒体公关 

4. 危机管理 

学习目标： 

1．了解艺人经纪实务 

2． 掌握艺人相关权利的侵权与保护。 

作业： 

1. 根据前期阶段的实务研究与分析，制作 PPT,进行小组项目汇报。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共 12学时 

实践课程课下完成，课上汇报与评析。时间在每次课程第三节。 
实践 1：互联网信息调查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互联网获取相关信息，进行调研实践研究。 

实验要求：熟悉建构理论下的媒体信息；研究标的公司的基本项目运作规律；掌握获取及验证

有效信息的方法。 

实践 2：演出制作与市场营销 
参考学时：2学时 

实践内容：就演艺产品进行策划 

实验要求：熟悉不同演艺产品特性；研究演艺产品规律；提出营销方案。 

实践:3： 审阅草拟合同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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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内容：草拟及修改合同。  

实践要求：能根据相关信息，独立完成合同。 

实践 3： 媒体危机公关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掌握经纪人媒体公关的基本技巧、思路与方法。 

实验要求：熟悉演出产品的媒体营销；研究艺人经纪的媒体策略；掌握具体的公关方法。 

实践 4： 研究小组报告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完成小组研究项目。 

实践要求：研究者具备一定的课题研究的思路。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演艺市场基础知识 3  

2 演出经纪人 3  

3 演出制作 3 其中一节实践课 

4 演艺产品 3 同上 

5 市场营销 3 同上 

6 演出法规 3 同上 

7 演艺合同 3 同上 

8 合同审阅与草拟 3 同上 

9 艺人经纪与危机管理 6 其中两节实践课 

10 小组 PPT研究报告 2 两节实践课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娱乐文化传媒产业上市公司案例研究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了解演艺经纪实务，根据实务完成基本的法律合同。  

难点：以法律的视角分析判断演艺经纪实务，能够在媒体时代，获取分析运用有效信息进行演

艺经纪的法律实务工作。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解 

2.课堂谈论 

教学手段： 

1.课程内容的现实运用。 

2．线上与线下分析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互联网平台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研究小组的研究与 PPT的制作。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注重全过程考核理念，每次实践课程即为考核成绩。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即课内

实践占 3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小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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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占 20% ，期末采用考核方式占总成绩的 50％。 

7、作业要求： 
每节课均有相应课内作业或报告。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演艺经纪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

主编写实践指导大纲。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中国演出家协会编著《演出经纪人培训教材》 未公开出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编著《舞台艺术基础知识》 未公开出版。 

2、张朝霞 主编 《当代艺术管理论丛》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年 6月第 1版 

执笔：万蓉  审稿：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9日 

 

文化娱乐传媒上市公司案例研究 
The Case Study of Entertainment Listed Company 

课程号：5300100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通过上市公司公开信息判断法律性质及法律后果。2、获得公司上市

的整体法律框架。3、综合运用法律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公司上市的基础知识、了解 IPO、

PE、VC的基本概念，为上市公司的法律合规审查提供必要的基本技能。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2学时 

知识单元 1：文化娱乐传媒上市公司基本格局 
参考学时：学时 2 

学习内容： 

1． 了解公司上市的目的 

2． 国内资本市场现有目标公司类型分析 

学习目标： 

1．对所研究的目标公司有基本的概念。 

2．掌握获取资料信息的重要网站平台 

课堂作业：确定研究小组分组 

知识单元 2：资本市场体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介绍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体系及各自特点 

学习目标： 

1．了解不同资本市场的偏好企业 

2．掌握不同市场的财务条件 

课堂作业：根据课程内容提出问题，并猜想答案。 

知识单元 3：IPO流程 



11233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 IPO的基本流程与环节 

学习目标： 

1．了解流程 

2．掌握核心环节及注意要点 

课堂作业： 

在课堂上查询有关公司的上市阶段 

知识单元 4：VC、PE与对赌协议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介绍 PE、VC、对赌协议的基本格式 

2．掌握不同形式融资方式的法律风险 

学习目标： 

1．了解中国的投融市场 

2．掌握融资方式的操作路径 

课堂作业： 

修改对赌协议 

知识单元 5：上市标准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列出所有上市要求 

2．进行案例分析，并给出每次分析后的法律要点 

学习目标： 

1．了解从一般信息获取法律信息的技巧。 

2．掌握资料分析的思路与方法。 

课堂讨论：根据上市案例信息进行分析讨论。 

知识单元 6：IPO律师工作报告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律工作报告的基本要件。 

2．上市业务中律师工作内容。 

学习目标： 

1．了解上市业务中律师的基本功能。 

2．掌握尽职调查的技巧与方法。 

课堂作业：完成指定的网上尽调工作 

知识单元 7：研究汇报 
参考学时：2学时 

汇报内容： 

1、 自主选取案例公开信息。 

2、 进行资料跟踪分析。 

3、 提出问题及对策建议。 

考核目标： 

1、 根据既有资料发现问题，厘清思路。 

2、 提出法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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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形成基础报告。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践为 10个，共 10学时 

实践课程：通过媒体阅读六个上市公司公开资料，并根据公开资料提出问题。 
参考学时：10学时 

实践内容：每次相关课程教授完毕的第三节课，阅读网上公开资料，并提出相应问题，教师进

行相应的实务指点。 

实践要求：熟悉信息背后的法律事实；研究冲突信息交叉信息的关联性；掌握网络调查研究的

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文化娱乐传媒上市公司基本概况 3 其中 1课时网络资料分析 

2 中国资本市场体系概况 3 其中一课时信息分析 

3 上市流程 3 其中一课时信息判断 

4 VC、PE、对赌协议 3 其中 1课时为案例分析 

5 历史沿革 3 其中 1课时为案例分析 

6 上市公司高管 3 其中 1课时为案例分析 

7 上市公司股权 3 其中 1课时为案例分析 

8 上市公司资产 3 其中 1课时为案例分析 

9 上市公司的日常运营 3 其中 1课时为案例分析 

10 律师工作报告 3 其中 1课时为网络调查 

11 研究汇报 2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公司法（优先）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具备综合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 

难点：特定公司的案例与知识点的有机结合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直接讲授 

2. 与现实同步的网络信息案例分析 

教学手段： 

1. 互联网查询成为课堂重要手段 

2. 获取运用多元信息 

3. 课堂进行充分的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互联网平台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10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日常的案例分析成为成绩的重要部分。期

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

情况；期末考试占 50％。 

7、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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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作业需在有效时间内当课堂完成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案例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案例。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各大交易所网络平台的公开信息。 

（二）推荐参考书 

1. 考林·霍斯金斯 斯图亚特·迈克法蒂耶 亚当·费恩著 《全球电视和电影》，新华出版社，

2003年 10月 第 1版 

2. 张远堂 雷霆 著《公司投资并购重组》，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 5月 第 1版  

执笔：万蓉  审稿：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9月 9日 

 

媒体侵权判例研究 
Research on media relate tort 

课程号：5300101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1.了解媒体侵权实践 

2.学习媒体传播技术基本知识 

3.学习媒体侵权相关法律和政策 

4.了解互联网+侵权新类型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课程核心内容是：媒体侵权责任的主体和义务、媒体侵权责任的客体、媒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媒体侵权行为类型、 媒体侵权责任案件的抗辩事由、网络侵权责任、媒体侵权案件的侵权责任方

式 

课程核心的学习目标：掌握媒体侵权基本责任构成，能够了解我国媒体容易侵权的领域，能够

简单处理表达自由和媒体侵权之间的关系，能够应对新媒体侵权基本类型。 

【媒体定义】 

媒体，是指能够交流、传播信息的一切工具。法官审理媒体侵权责任案件，应当注意传统媒体

与新媒体的区别，充分关注新媒体的传播特性对媒体侵权责任构成条件的影响。 

传统媒体一般是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也包括书籍、电影等。 

新媒体是指在人类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引入新技术，表现出新特点的媒体形式。在目前，新媒体

更多的是指网络媒体，即互联网，包括 QQ、微博、博客等。同时，新媒体也包括移动电视、手机

电视、手机新闻报等新兴形式。 

新媒体传播与传统媒体传播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新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的单向传播的局限性，开辟了双向传播、多向

传播的广阔渠道； 

（二）审查把关人的缺失使得媒体传播的门槛降低，信息量的增加对媒体的审查义务发生显著

影响； 

（三）新媒体综合各种类型的传播，在技术上实现了人们在同一媒体上随心所欲进行各种类型

的传播。 

【转载媒体】 

转载，是指媒体刊登其他媒体上已经发表的作品。转载其他媒体上已经发表的作品的媒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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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媒体。 

法官审理转载作品侵权案件时，应当注意原作品与转载作品的区别，并适当区分刊登原作品媒

体与刊登转载作品媒体的侵权责任。媒体转载的作品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主要承担及时更正、道

歉的法律责任，转载作品造成损害后果扩大的，法官可根据损害后果的扩大程度确定损害赔偿责任。

但转载媒体转载作品与被转载作品不一致的，转载媒体对不一致内容发生的损害后果承担侵权责

任；媒体不得以自动转载为由要求免除审查义务。 

应当区分转载的著作权侵权和人格权侵权的审查义务：侵害著作权的，审查要求注明转载出处

和支付报酬，并需要审查是否存在抄袭、剽窃行为；侵害人格权的，需要审查是否存在显而易见的

不真实情况或侮辱、诽谤、不当评论等情形，以及其他凭借基本的媒体职业规范就能识别的明显不

当之处。 

【新闻材料提供者】 

因提供新闻材料引起的人格权侵权纠纷，认定是否构成侵权，应区分以下两种情况： 

（一）主动提供新闻材料，致使他人名誉等人格利益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人格权； 

（二）因被动采访而提供新闻材料，且未经提供者同意公开，媒体擅自发表，致使他人名誉等

人格利益受到损害的，对提供者一般不应当认定为侵害人格权；虽系被动提供新闻材料，但发表时

得到提供者同意或者默许，致使他人人格利益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人格权。 

法官在审理媒体侵权案件时，对于作品侵害他人其他民事权益的，新闻材料提供者的民事责任

承担应当参照前款规定处理。 

【编辑和记者】 

法官审理媒体侵权责任案件，不应将编辑和记者作为被告。记者采写稿件、编辑对稿件进行编

辑加工，均为职务行为，相应法律后果应当由媒体承担。媒体承担责任后，可以向有过错的记者或

者编辑追偿。 

【通讯员】 

通讯员,是指为媒体采写新闻报道、主动提供新闻材料、反映情况的媒体编外人员。 

通讯员因其过错行为造成他人权益损害，构成媒体侵权的，应当自行承担侵权责任。媒体未尽

必要审查义务的，也应承担侵权责任。 

媒体对通讯员的稿件所涉事实和评论予以修改、歪曲，或添加不当标题，导致报道失实或文章

内容、标题违背通讯员稿件的原意，造成他人损害的，通讯员能够证明不知晓修改情况或曾就修改

问题提出异议但媒体仍坚持修改的，由媒体承担侵权责任，通讯员不承担责任。 

【其他作者】 

其他作者，是指除通讯员之外，向媒体投稿的除了新闻作品之外的其他题材作品的作者。 

其他作者与媒体之间的侵权责任关系，适用本指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 

【被告确定】 

因媒体报道或其他作品发生的媒体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应根据原告的起诉确定被告。只诉作者

的，列作者为被告；只诉媒体的，列媒体为被告；对作者和媒体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媒体均列

为被告。但作者与媒体为隶属关系，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媒体为被告。 

作者因在履行职务职务外的过错行为导致他人民事权益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 

法官在审理网络侵权案件时，应当区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不同类型，予以不同处理。广义的网

络服务提供者分为： 

（一）网络接入提供者，是指为信息传播提供光缆、路由、交换机等基本设施或为上网提供接

入服务或为用户提供电子帐号的主体。在技术上，接入提供者无法编辑信息，也无法对特定信息进

行控制。网络接入提供者对网络内容不承担注意义务。 

（二）网络内容提供者，是指自己组织信息向公众传播的主体。网络内容提供者应承担与传统

媒体相同的注意义务，适用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确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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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是指为用户提供服务器空间，或为用户提供空间供用户阅读他人

上载的信息或自己发布信息进行实时信息交流，或使用超文本链接等方式的搜索引擎为用户提供在

网络上搜索信息工具的主体。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规定

确定注意义务。 

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所称网络服务提供者，是指依照其提供的服务形式有能力采取必要措施

的信息存储空间或者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等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也包括在自己的网站上发表作品

的网络内容提供者，包括前款第（二）项和第（三）项列举的网络服务提供者。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认定】 

网站登记备案信息、网站中标示的信息载明的经营者，是网站经营者。网站登记备案信息、网

站中标示的信息所载明的经营者不一致的，除有相反证据证明外，可以认定网站登记备案信息、网

站中标示的信息所载明的经营者为共同经营者。域名持有者注册信息可以作为证明网站经营者身份

的初步证据，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 

网站上的相关信息直接与他人紧密联系，与网站登载的经营者、域名持有者的注册信息不同的，

如原告能够提供相关证据证明或锁定该他人是网站的实际控制人或实际受益人的，可以认定该他人

是网站的实际控制人、网络广告等的实际受益人、广告主等侵权主体，完成被告是否适格的认定。 

网站经营者即为网络服务提供者。 

【网络用户】 

网络用户是指利用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的网络实施网络行为的人。网络用户利用网络侵害他人

民事权益的，应当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承担侵权责任，或者依据该条第二款和第

三款承担连带责任。 

【被侵权人】 

被侵权人包括媒体侵权的直接受害人及受侵害的死者的近亲属。 

媒体侵权行为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等人格利益的，死者的近亲属有权起诉。

受侵害的死者的近亲属可以作为权利主体。 

死者的近亲属包括父母、配偶、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兄弟姐妹。 

【媒体侵权案件的管辖】 

受理媒体侵权案件时，被侵权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可以认定为侵权结果发

生地。涉及多个被告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

都有管辖权。如果被告之一提起管辖权异议，要求按照“主要被告、主要侵权行为地管辖”的，受

诉人民法院为查清事实，便于案件审理，可以将案件移送主要被告住所地或主要侵权行为地人民法

院管辖，但收案人民法院是被侵权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的除外。 

【名誉权】 

名誉是指人们对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品德、才能及其他素质的社会综合评价。 

名誉权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其自身属性和价值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享有的保有和

维护的人格权。 

媒体、作者、新闻材料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等媒体侵权行为人因其过错侵害他

人名誉权，致其社会综合评价降低的，构成媒体侵害名誉权责任。 

【信用权】 

信用是指民事主体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在社会上获得的相应的信赖与评价。 

信用权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其所具有的经济能力在社会上获得的相应信赖与评价

所享有的保有和维护的人格权。 

媒体、作者、新闻材料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等媒体侵权行为人因其过错侵害他

人信用权，造成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经济信赖与评价降低的，构成媒体侵害信用权责任。 

【隐私权】 

隐私，是指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当事人不愿他人知道或他人不便知道的信息，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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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愿他人干涉或他人不便干涉的个人私事和当事人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个人领域。隐私

有下列三种形态： 

（一）私人信息，为无形隐私； 

（二）私人活动，为动态隐私； 

（三）私人领域，为有形隐私。 

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领域进行支

配和维护的人格权。 

媒体、作者、新闻材料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等媒体侵权行为人因其过错侵害他

人隐私权的，构成媒体侵害隐私权责任。 

【姓名权】 

姓名是用以确定和代表自然人并与其他自然人相区别的文字符号和标记。 

姓名权是自然人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姓名的人格权。姓名权包括自我命名权、姓名

使用权和改名权。 

媒体、作者、新闻材料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等媒体侵权行为人因其过错行为侵

害他人姓名权的，构成媒体侵害姓名权责任。 

【名称权】 

名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等主体在社会活动中用以确定和代表自身，并区别于他人的文字符

号和标记。 

名称权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决定、使用、改变自己的名称，依照法律规定转让名

称，并排除他人非法干涉、盗用或冒用的人格权。 

媒体、作者、新闻材料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等媒体侵权行为人因其过错行为侵

害他人名称权的，构成媒体侵害名称权责任。 

【肖像权】 

肖像是指通过绘画、照相、雕塑、录像、电影艺术等形式使自然人外貌在物质载体上再现的视

觉形象。 

肖像权是自然人对在自己的肖像上所体现的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肖像权保护的利益包括肖像

所体现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 

媒体、作者、新闻材料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等媒体侵权行为人因其过错侵害他

人肖像权，造成肖像的精神利益或者物质利益受到损害的，构成媒体侵害肖像权责任。 

【著作权】 

著作权又称为版权，是指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作品的作者及其相关主体依法对作

品所享有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它是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依法享

有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总称。 

著作人身权是指作者基于作品的创作而产生的，有关作者身份及其利益，由其本人专属享有的

著作权；著作财产权是无体财产权，是基于作者基于创作作品人类智慧所产生的财产权利。 

媒体、作者、新闻材料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等媒体侵权行为人因其过错侵害他

人著作人身权或者著作财产权的，构成媒体侵害著作权责任。 

【其他权利及利益】 

媒体、作者、新闻材料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用户等媒体侵权行为人违反对他人民事

权利不可侵犯的法定义务，侵害自然人或者法人的其他人格权利，或者违反保护他人的法律、故意

违背善良风俗侵害自然人或者法人的人格利益，造成损害的，构成媒体侵权。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媒体侵权导论 3  

2 人格权概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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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誉权、肖像权、信用权侵权构成与案例 3  

4 隐私权、网络隐私权、虚拟人格隐私权 3  

5 姓名权、荣誉权、安宁权、被遗忘权 3  

6 新闻侵权的抗辩事由概述 3  

7 新闻真实、新闻性、公共利益和公众知情权 3  

8 公众人物与网络公众人物的表达权 3  

9 表达自由与网络实名制 3  

10 自媒体侵权类型 3  

11 总结与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侵权责任法 

后续课程：网络侵权理论与实践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具体人格权和媒体侵权责任构成 

难点：网络人格权、新媒体侵权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师教授、案例分析、课后小组讨论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阅读老师布置的课堂文献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论文写作 

考核要求：平时的展示和期末的论文 

6、阅读要求： 

国外比较法查找、国内判决书的阅读。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朱巍 《法律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大众传播与媒介素养 
Mass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literacy 

课程号：5300101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主干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 掌握新闻传播的入门知识，了解大众传媒的特点、种类、工作流程，以及大众传播系统工
作的基本原理，理解大众传播运作的基本规律。 

2、 提升学生对大众传播信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思辨能力，学生能够理性地、
批判性地去解读传媒信息，也能够理解大众传媒与其他社会系统，例如政治系统、法律系统、文化

系统等的关系。 

3、 提升学生的传播应用能力和创造能力，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维护传播伦理与道德，能够应
对媒体采访等多种大众传播形式，也能够创造性地运用自媒体平台发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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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大众传播的基础知识、大众媒介

运营的基本原理，了解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政治传播、危机公关、传播社

会学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媒介理论基础和人文社会学科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6学时 

知识单元 1：认识传播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传播的基本概念 

2．新闻的生产 

3. 传播制度与政策 

学习目标： 

1．了解传播者、媒介、受众、传播过程及模式等大众传播涉及的基本概念，掌握媒介融合动

机与演变、大数据背景下的传播业变化等前沿知识，理解全媒体背景下个人在传播业中的角色，启

发学生思考国家、社会团体和个人应如何应用传播媒介。 

2．知晓新闻生产的主体、新闻的基本构成要素、新闻采制流程、采编视角、审核标准等，了

解大数据背景下新闻生产的变化，以及新闻业的发展趋势。掌握辨别假新闻的方法，理解新闻对政

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 

3. 知晓极权传播制度、自由资本主义传播制度、讲求社会责任的资本主义传播制度和社会主

义传播制度，并能够对比分析各类制度。结合国内外传播实践，了解代表性的国家现行传播政策，

探讨我国限娱令、限广令的利弊。 

作业： 

1. 案例分析：哪些新闻是假新闻。 

2. 论文：谈谈对我国限娱令或限广令的看法。 

知识单元 2：理解传播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媒介传播与国家治理 

2．媒介传播与社会 

3. 互联网＋的传播法展望 

4. 影视文化与现代社会 

学习目标： 

1．了解媒体传播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影响，掌握媒体对社会传播结构和社会系统互动方

式的重塑，探讨如何提高政府对媒体运用水平的对策。 

2．知晓媒介传播的社会功能，理解传播与社会结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传播是怎样

建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 

3.  了解网络侵权法律法规，能够结合国内外网络侵权典型案例，对网络侵害版权和人格权侵

权理论和实践作出综合解释和法律判断。 

4.  了解影视文化的内涵、变迁和影响因素，以及影视艺术和社会文化的相互影响，提升学生

影视作品鉴赏能力和自创影视作品的艺术水准。 

作业： 

1. 论文：谈谈你对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公共帐号的看法。 

2. 调查报告：完成大学生群体的媒介交往调研报告。 

3. 案例分析：网络侵权案例的法律判断。 

4. 案例分析：如何评价《北平无战事》的收视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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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策划书：分别制作向美国和尼日利亚传播中国书法文化的策划书。 

知识单元 3：传播应用 
参考学时：11学时 

学习内容： 

1．传播伦理与新闻道德 

2．危机传播与舆情管理 

3. 媒介技术与自媒体传播技能 

4. 广告、公关与社交媒体营销 

学习目标： 

1. 掌握新闻传播、人际传播、政治传播、文化传播、广告传播的伦理基本内容，理解自媒体

时代职业新闻人和非职业传播者的新闻道德。通过模拟情景，引导学生遵守新闻道德。 

2. 了解危机传播的主体、特点、流程等，危机处理的基本原则和危机传播中谣言的辨析方法，

掌握新媒体时代舆情管理的新特点和新手段。通过模拟情景，提升学生危机处理的基本能力和对流

言、谣言的辨析能力。 

3. 了解基础媒介技术，掌握写作编辑自媒体内容的基本技巧，能够运用自媒体做好大学生个

人形象传播。 

4. 了解全媒体环境下广告、公关与社交媒体营销的特点、相互关系、创意、管理与应用，掌

握大数据对三者的影响。通过模拟情景，提升学生自媒体平台的广告、公关与整合传播实际操作能

力。 

作业： 

1. 论文：你如何看待新闻道德 

2. 案例分析：辨别哪些是谣言以及如何处理谣言。 

3. 拍摄一组体现 24节气中某一节气的照片。 

4. 策划书：做一份就业时向用人单位推荐自己的策划书。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传播的基本概念 3  

2 新闻的生产 3  

3 传播制度与政策 3  

4 媒介传播与国家治理 3  

5 媒介传播与社会 3  

6 互联网＋的传播法展望 3  

7 影视文化与现代社会 3  

8 传播伦理与新闻道德 3  

9 危机传播与舆情管理 3  

10 媒介技术与自媒体传播技能 3  

11 广告、公关与社交媒体营销 2  

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传播伦理与新闻道德、危机传播与舆情管理、国际传播与媒介霸权、媒介传播与国家治

理、媒介传播与社会。 

难点：媒介传播与国家治理、媒介传播与社会、互联网＋的传播法展望。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与手段： 

第一，课堂讲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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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嘉宾讲座 

第五， 案例教学 

第四，全景式教学（即教师创设模拟情景，指定学生“角色扮演”，学生自主、合作完成角色

任务。该教学方法能够激发学生的内在潜力，主动进入自主学习状态，切实提升实践应用能力。团

队计划课程结束后，分组开展课下全景式教学辅导，有助于学生将课程所学知识融汇贯通。） 

3、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新闻实验室讲授媒体摄影摄像技术。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自主阅读一些参考书目，前往新闻实验室联系图片和视频编辑技术。合计 12课时。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是学生出勤），期末成绩占 80％。 

6、作业要求： 
参见前述作业。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用他人编著的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艳秋著《理解媒介素养：起源、范式与路径》，人民出版社，2012年 8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陆晔等著《媒介素养：理念、认知、参与》，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 9月版 

2. 匡文波著：《新媒体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3. 熊澄宇、金兼斌主编：《新媒体研究前沿》，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4. 姜进章著：《新媒体管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5. 魏永征：《新闻传播法教程（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6. 陈绚著：《新闻传播伦理与法规教程》，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7. 刘建明等著：《舆论学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8. 陈力丹著：《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9. 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年版。 

10. 邵培仁、陈兵著：《媒介管理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版。 

11. 郎劲松著：《中国新闻政策体系研究》，新华出版社 2003年版。 

12. 魏永征著：《新闻传播法教程（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13. 郑保卫主编：《新闻法制学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14. 宋克明著：《美英新闻法制与管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8年版。 

15. 顾理平著：《新闻侵权与法律责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年版。 

16. 徐迅主编：《新闻（媒体）侵权研究新论》，法律出版社 2009年版。 

17. 陈堂发著：《授权与限权：新闻事业与法制》，新华出版社 2001年版。 

18. 展江、吴薇主编：《开放与博弈：新媒体语境下的言论界限与司法规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 

19. 胡百精著：《危机传播管理——流派、范式与路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20. [英]弥尔顿著，吴之椿译：《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 1989年版。 

21. [美]赫伯特·阿特休尔著，黄煜等译:《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 1989年版。 

22. [美]唐·R.彭伯著，张金玺、赵刚译：《大众传媒法(第十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23. [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编，汪凯、刘晓红译：《媒介研究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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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新华出版社 2004年版。 

24. [英]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著，吴靖、黄佩译：《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25. [美]史密斯著，李青藜译：《新闻道德评价》，新华出版社 2001年版。 

26. [美]梅尔文.门彻著，展江译：《新闻报道与写作》，华夏出版社 2005年版。 

27. [美]谢丽尔·吉布斯、汤姆·瓦霍沃著，姚清江等译：《新闻采写教程——如何挖掘完整

的故事》，新华出版社 2004年版。 

28. [美]布雷恩·S·布鲁克斯、 詹姆斯·L·平森、杰克·Z·西索斯，李静滢、刘英凯译：

《编辑的艺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29. [美]斯蒂文·小约翰著，陈德民、叶晓辉译：《传播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

版。 

30. [美]斯蒂芬·李特约翰、凯伦·福斯著，史安斌译：《人类传播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31. [美]安东尼·刘易斯著，徐爽译：《言论的边界》，法律出版社 2010年版。 

32. [美]克利福德·G·克里斯蒂安等著，蔡文美等译：《媒体伦理学：案例与道德论据》，华

夏出版社 2000年版。 

33. [美]利昂·纳尔逊·弗林特著、萧严译：《报纸的良知：新闻事业的原则和问题案例讲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34. [美]沃尔特·李普曼、詹姆斯·赖斯顿等著，展江译：《新闻与正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09年版。 

35. [美]鲁斯·兰尼斯·史密斯等著，王海、胡帆、宋长青译：《宣传、传播和舆论指南》，中

山大学出版社 2008年。 

36. [美]艾尔·巴比著，邱泽奇译：《社会研究方法（第十一版）》，华夏出版社 2009年版。 

37. [美]约翰·C.雷纳尔著：《传播学研究导论（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38. [美]理查德·克雷格著，刘勇主译：《网络新闻学:新媒体的报道、写作与编辑》，中国时

代经济出版社 2010年版。 

39. [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著，刘君译：《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

的三重维度》，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40. [加拿大]罗伯特·洛根著，何道宽译：《理解新媒介：延伸麦克卢汉》，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41.  [美] 新闻自由委员会著，展江译：《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年。 

42.  [美] 米尔斯著，陈强，张永强 译，社会学的想像力（三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2012年版。 

执笔：王天铮  审稿：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9日 

 

《万历十五年》导读  
An Academic Research on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课程号：5900001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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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导读性介绍，让学生了解黄仁宇先生的名著《万历十五年》的基本内容，基本思想，

及书籍写作背后的时代背景和学术环境。并以此为索引，了解 20 世纪后半叶国际国内史学界在理

论研究、研究方法及史学研究知道思想方便的重大改革。 

2、通过对于《万历十五年》的讲解，带领学生在细读明史的基础上，系统地了解中国古代社

会，领略史学界前沿成果，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东西文化比较，反思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拉开差距

的历史、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因素，为系统地形成批判性社会科学研究思维，打下基础。 

3、 通过对于《万历十五年》的分析，为学生系统性介绍公共史学的理论知识，从而引导学生

了解建立在社会心理学基础上的文化传播理论，并以此为契机，向学生介绍跨学科的社会科学研究

方法和理论体系，为培养学生成为一名严谨、科学，具备国际化视野和本土化精神的学者而努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有关明史研究的基础知识、了解

历史学研究的基本原理、了解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概念，为文化与传播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史学知

识和社会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第一讲《万历十五年》概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了解黄仁宇先生的生平及名著《万历十五年》的诞生过程： 

a) 关于黄仁宇先生的生平，学生需要了解：黄仁宇早期工作经历，辗转赴美之后的学术生涯，
《万历十五年》在美国诞生的社会背景。 

b) 关于《万历十五年》的诞生过程，学生需要了解：黄仁宇在美国工作后的学术经历，主要
学术观点，与美国主流学术界的差异，以及在改背景下《万历》一书的出版历程。 

2． 了解《万历十五年》入华及在中国的流传历程： 

a) 《万历十五年》诞生初期该书流传如中国的状况。 

b) 《万历十五年》对于史学界的影响。 

c) 《万历十五年》对于文学界的影响。 

3. 了解“国学热”的诞生背景及公共史学的发展，并将《万历十五年》的在中国的流传、影

响和研究放置在改背景下进行解读，发现《万历》一书在学术界及在大众文化传播领域的重要意义。 

学习目标： 

1．了解黄仁宇先生生平。了解《万历十五年》诞生经过及入华背景。了解《万历十五年》对

于中国的史学界、文学界、社会科学界的影响，及其对于中国公共史学但是的重大意义。 

2．掌握关于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历史学家主要理论体系，公共史学发展动向，了解在中西文化

冲突交融的背景下“国学热”的历史背景、意义及价值，并在这一宏观背景下解读名著《万历十五

年》的多重社会意义。 

作业： 

1、 阅读：《万历十五年》序言，了解黄仁宇先生生平及该书的成书经过。 

2、 阅读：黄仁宇先生自传《黄河清山》，了解学术史背景下的《万历十五年》。 

3、 阅读或观看一部“国学热”背景下的代表作，了解公共史学的特点、意义及影响力。 

知识单元 2：第二讲 万历皇帝与张居正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张居正的生平及其与万历皇帝的关系 

1． 万历皇帝生平以及张居正对于万历皇帝的教育 

a) 了解万历皇帝的身世背景，以及张居正对于万历皇帝的教育对于万历皇帝性格形成过程的
影响。 

b) 了解万历皇帝与张居正矛盾的核心及实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于帝国制度的体制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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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深入剖析。 

2． 张居正改革及其历史评价问题 

a) 张居正改革在万历年间得以成功进行的体制性因素 

b) 张居正身后家族遭遇带给后人的启示 

c) 张居正改革的社会影响及其评价 

学习目标： 

1．了解万历皇帝基本生平。在了解万历皇帝生平的基础上，研究张居正对于万历皇帝的教育

与张居正改革之间的关系。 

2．掌握张居正改革的精髓，体会张居正在特殊政治体制之下的改革思路，认识到张居正改革

的不足，并从张居正及其家族悲剧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 

作业： 

1. 阅读：《万历十五年》第一章《万历皇帝》 

2. 参考阅读：樊树志《张居正与万历皇帝》 

3. 推荐观看：电视剧《大明王朝 1566嘉靖与海瑞》了解张居正改革的宏观历史背景 

知识单元 3：第三讲  张居正改革及其评价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改革的定义及张居正改革的具体内容 

a) 了解史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中对于“改革”一词的定义。比较张居正改革与历史上的诸多
改革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异同。了解张居正改革的关键之处。 

b) 了解张居正对于财税制度的改革，及其社会影响；了解张居正对于人事制度的改革，及其
社会影响。 

c) 对于张居正改革正负两方面的评价，并理清张居正改革及其与张居正身后家族悲剧的关
系。认识到张居正改革的实质，并解读张居正身后家族悲剧的原因。 

2. 张居正改革话语体系的塑造及其历史建构过程 

a) 张居正作为改革家的历史形象探源，根据时间顺序从明朝至当代对于张居正作为改革家的

历史形象塑造。 

b) 各个时代塑造张居正为改革家的社会心理背景。 

c) 张居正被塑造为改革家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3. 张居正改革的历史启示 

a) 张居正执政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b) 张居正执政问题的实质。 

c) 张居正执政问题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学习目标： 

1. 了解张居正改革与历代改革的异同 

2. 认识张居正改革的实质 

3. 通过对于张居正改革的认识了解帝国时代改革成败的经验，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做出
更加理性客观具有建设性的认识。 

作业： 

1. 阅读：《万历十五年》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 

2. 推荐阅读：樊树志《国史十六讲》第十二讲《明帝国的专制政治》 

3. 推荐观看：纪录片《故宫》第四集《指点江山》 

知识单元 4：第四讲  首辅申时行与万历皇帝的国本之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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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时行的生平与万历朝的“国本之争” 

a) 首辅申时行及其生平简介 

b) 首辅申时行及其执政评价 

2. 万历皇帝的“国本之争” 

a) 万历皇帝“国本之争”的定义 

b) 万历皇帝“国本之争”的经过 

c) 万历皇帝“国本之争”对于明朝中后期政局的影响 

3. “国本之争”的本质及“国本之争”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博弈 

a) “国本之争”过程中万历皇帝的困境 

b) “国本之争”过程中官僚集团的考量 

c) “国本之争”过程中首辅申时行的困境 

d) “国本之争”的本质 

4. “国本之争”背后的体制性症结 

a) 帝国制度下君主集权与有限皇权之争 

b) 帝国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问题 

c) 帝国制度的体制性症结 

学习目标： 

1. 了解万历时代首辅申时行的生平、历史评价及其原因 

2. 了解万历时代“国本之争”的过程、实质及其对于明朝中后期政局的影响 

3. 了解万历时代“国本之争”的体制性症结以及全球化时代帝国制度衰落的原因 

作业： 

1. 阅读：《万历十五年》第四章《活着的祖宗》 

2. 参考阅读：孟宪实《唐高宗真相》 

3. 推荐观看：纪录片《激变玄武门》 

知识单元 5：第五讲  跳出明史看海瑞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海瑞生平及其简介。 

2. 多维视角中的海瑞 

a) 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 

i. “海笔架”事件 

ii. 革除常例的淳安知县 

iii. 海瑞骂皇帝事件 

iv. 徐阶退田事件 

v. 张居正时代的海瑞 

vi. 最后的亮相 

b) 偏执症患者海瑞 

c) 失败的改革家海瑞 

3. 作为文化现象的海瑞 

a) “文革”与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b) 大众传媒与流行文化视角下的海瑞 

c) 海瑞作为一个文化产品的意义 

4. 海瑞与大明王朝 

a) 海瑞成为“模范官僚”是“现代性”的体现 

b) 海瑞现象的出现是官场明规则与潜规则的激烈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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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海瑞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管理体系失灵的表现 

学习目标： 

1. 了解海瑞生平及其对于明代社会的意义 

2. 了解海瑞形象的塑造以及明朝的社会背景 

3. 了解海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及其背后的社会心理背景 

作业： 

1. 阅读：《万历十五年》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2. 参考阅读：王培公著《海瑞》。 

3. 推荐观看：电视剧《海瑞斗严嵩》、电视剧《海瑞》、电视剧《大明王朝 1566：嘉靖与海

瑞》。 

知识单元 6：第六讲  孤独的将领戚继光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戚继光生平及简介 

a) 戚继光出身、人生经历及历史评价 

b) 戚继光诗作及其青年时代的英雄志向 

2. 黄仁宇先生对于戚继光境遇的解读 

a) 戚继光受到张居正重视的历史原因 

b) 戚继光与张居正维系友好个人关系的原因 

c) 戚继光在张居正执政之前的抗倭历史 

3. 戚继光作为民族英雄的话语建构 

a) 戚继光抗倭背后的历史细节 

b) 戚继光成为民族英雄的历史原因 

c) 民族英雄的建构与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 

4. 英雄叙事背后的社会心理 

a) 什么样的人会被塑造成“民族英雄” 

b) “民族英雄”的共同特点 

c) 戚继光成为民族英雄的原因 

5. 英雄书写背后的历史反思 

学习目标： 

1. 了解戚继光抗倭的历史功绩及其受到张居正重视的原因 

2. 了解戚继光被建构为民族英雄的历史原因及社会背景 

3. 了解英雄叙事背后的社会心理因素以及英雄书写背后的社会历史反思 

作业： 

1. 阅读：《万历十五年》第六章《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2. 参考阅读：杨念群《何处是江南》 

3. 建议观看：纪录片《抗倭名将戚继光》 

知识单元 7：第七讲  帝国的背影：公共史学视野下的“国学热”与“历史热”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了解公共史学的基本概念 

a) 公共史学、传统史学与新史学之间的关系 

b) “国学热”的兴起与近代以来的意识形态变迁 

c) “国学热”的兴起与当代社会心理及受众心理的关系 

2. 从历史形象到历史真相：“社会表征”视角下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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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社会表征”的定义 

b) 历史形象、民间形象、历史真相三者之间的关系 

c) 历史作为一种社会表征：社会建构理论视野下的“历史热”  

3. “社会表征”视野下的公共史学：帝国叙事话语体系的问题 

a) “统一”的话语体系及其背后所掩藏的问题 

b) “道德”的评价体系及其背后所隐藏的博弈 

c) 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关系 

学习目标： 

1. 了解“国学热”“历史热”形成的意识形态原因及社会心理背景 

2. 了解社会建构理论视野下对于中国历史的社会表征及其社会实质 

3. 了解中国式历史叙事的特点以及通过历史形象探求历史真相的方法 

作业： 

1. 阅读：《社会表征》 莫斯科维奇 著 

2. 参考阅读：《秦汉魏晋史探微》 田余庆 著 

3. 建议观看：纪录片《复活的军团》、纪录片《楚国八百年》、纪录片《帝国的兴衰》 

知识单元 8：第八讲  帝国的崛起：中华帝国时代的建立原因及其历史影响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中华帝国的建立过程及其话语构建 

a) 从“秦灭六国”到“秦楚相争”：帝国建立的话语构建 

b) 从“后战国时代”到“巫蛊之祸”：西汉早期对于帝国制度的探索 

c) 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中国帝国的形成原因及其历史走向 

2. 中华帝国自近代以来所遭遇的冲击及其反应 

a) 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 

b) 有限皇权论 

c) “李约瑟难题”与中国近代化问题 

3. 东西比较视野下的帝国时代 

a) 历史地理学的视角 

b) 文化人类学的视角 

c) 进化心理学的视角 

学习目标： 

1. 了解中华帝国的建立过程原因历史影响及其形成过程中的特殊性 

2. 了解近代以来中华帝国的衰落原因以及共和制度的探索过程 

3. 了解东西方比较视野下的中华帝国以及东西方差异历史原因 

作业： 

1. 阅读：《秦与楚》张正明著 

2. 参考阅读：《从晚清到民国》唐德刚 著 

3. 建议观看：电视剧《走向共和》  

知识单元 9：第九讲 帝国的惆怅：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中华帝国的兴起与衰落 

a) 从封邦建国到天下一统：集权制度的必然性 

b) 从伦理治国到官员代理：帝国时代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c) 从内在矛盾到共和之路：帝国时代政治经济的内在矛盾与共和制的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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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帝国制度的政治与经济系统 

a) 帝国制度与中央机关 

b) 地方行政与官员选拔 

c) 政治经济与问题所在 

3． 帝国制度与社会心理的形成 

a) 从改革到改良：帝国时代的政治体制建立方式 

b) 从出世到入世：帝国时代知识分子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竞合选择 

c) 从理想到现实：中国社会制度的形成与社会心理的重塑 

学习目标： 

1. 了解中华帝国的兴起与衰落的历史原因及其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 

2. 了解专制主义与有限皇权的关系并理解其对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影响 

3. 了解中国政治文化对于社会心理的影响并探索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之路 

作业： 

1. 阅读：《中国思想史》葛兆光 著 

2. 参考阅读：《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祝总斌 著 

3. 建议观看：话剧《圣人孔子》 

知识单元 10：第十讲 走出帝国时代：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形成原因及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研
究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文化产品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形成“文化折扣”的原因 

a) “文化折扣”的定义及几个重要形成因素 

b) 导致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形成“文化折扣”的原因 

c) 东西方文化差异及其在发展心理学中对于认知形成的影响 

2. 导致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因素及突破路径 

a) 导致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历史性因素 

b) 现代社会中的“认知不对称”现象及其形成原因 

c) 认知心理学视角下的东西方文化差异及跨文化传播 

3. 人类认知共性及中国文化走出去 

a) 心理理论及自我意识 

b) 发展心理学视角下的传播研究 

c) 文化全球化视野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策略 

学习目标： 

1. 了解“文化折扣”的概念及其形成原因 

2. 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在认知心理学层面的具体表现、影响及形成原因 

3. 了解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核心问题及策略 

作业： 

1. 阅读：《思维版图》 理查德·尼斯贝特 著 

2. 参考阅读：《全球电视和电影：产业经济学导论》 考林·霍斯金斯、斯图亚特·迈克法蒂

耶、亚当·费恩 著 

3. 建议观看：纪录片《长城：中国的故事》第四集《远征》  

知识单元 11：第十一讲 书评写作说明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书评写作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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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书评写作的类型 

b) 书评写作的性质 

c) 书评写作的核心三要素 

2. 常见刊物的书评格式要求 

a) 标题要求 

b) 内容要求 

c) 引文要求 

3. 书评样稿 

a) 普通书评样稿 

b) 书评论文样稿 

c) 作业格式要求 

学习目标： 

1. 了解书评写作的要点 

2. 了解常见刊物的书评格式要求 

3. 参阅样稿写作书评 

作业： 

1. 阅读书评写作介绍性论文 

2. 提交书评写作摘要和大纲 

3. 进行《万历十五年》书评写作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个，共 3学时 

实验：《万历十五年》书评写作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书评写作学习及点评 

实验要求：熟悉书评写作内容；研究书评写作结构；掌握学术类书评写作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讲《万历十五年》概论 3  

2 第二讲 万历皇帝与张居正   

3 第三讲  张居正改革及其评价   

4 第四讲  首辅申时行与万历皇帝的国本之争   

5 第五讲  跳出明史看海瑞   

6 第六讲  孤独的将领戚继光   

7 第七讲  帝国的背影：公共史学视野下的“国学热”与“历史热”   

8 第八讲  帝国的崛起：中华帝国时代的建立原因及其历史影响   

9 第九讲 帝国的惆怅：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   

10 
第十讲 走出帝国时代：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形成原因及全球化时

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研究 
  

11 第十一讲 书评写作说明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万历时期中国逐步开始落后于世界的原因、世界史背景下的帝国时代、近代以来中国走

出帝制的努力行为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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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帝制中国的形成原因、帝制中国内社会心理形成机制、全球化时代中国走向世界所面临

的机遇与挑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根据教材进行细致解读 

2. 根据专题进行深入讲解。 

3. 根据专题进行分组讨论。 

教学手段： 

1. 教材讲解  

2. 小组讨论 

3. 多媒体展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自主学习：每 3课时要求课后进行相应的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论文占 6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有三项相应作业。 

要求第一项为毕完成作业，旨在复习巩固课上学到的知识。 

第二项为选择完成作业，旨在提高相应领域知识面。 

第三项为专业，旨在为专业研究打下基础。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教材选用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英文版，相互辅助阅读。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黄仁宇著《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14年 8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英）崔瑞德、（美）牟复礼等编著《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 2

月 第 1版 

执笔：滕乐  审稿：××× 审定：光明新闻传播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5日 

 

高等数学（一） 
Higher Mathematics 

课程号：30901003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与公共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获得：1.函数与极限；2.一元函数微积分
学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运算技能，为学习后继课程和进一步获取数学知识奠定必要

的数学基础。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通过各个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学生具有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

能力、空间想象能力、运算能力和自学能力，还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 



11252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函数和极限以及一元微积分的基

础知识，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函数和极限 

参考学时：20学时 

学习内容： 

1．函数。 

2．极限。 

3．连续。 

学习目标： 

1. 理解函数的概念及函数的奇偶性、单调性、周期性和有界性。 

2. 理解复合函数和反函数的概念。 

3. 熟悉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及其图形。 

4. 理解极限的概念，掌握极限四则运算法则及换元法则。  

5 理解极限存在的夹逼准则，了解单调有界准则，会用两个重要极限求极限。 

6. 了解无穷小、无穷大以及无穷小的阶的概念。会用等价无穷小求极限。 

7. 理解函数在一点连续和在一个区间上连续的概念，了解间断点的概念，并会判别间断点的类型。 

8. 了解初等函数的连续性和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介值定理和最大、最小值定理)。 

作业：总习题一：5,10,13 

习题 2-1：2,4  习题 2-2: 1，5  习题 2-4:3  习题 2-5: 2（1,3,5,7）,3(1,2) 

习题 2-6：3(1,3,5)  习题 2-7: 2，4,5(1,3)  习题 2-8: 3.4 

总习题二：3,11 

知识单元 2：一元函数微分学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导数与微分。 

2．导数的应用。 

3．中值定理。 

学习目标： 

1. 理解导数和微分的概念，理解导数的几何意义及函数的可导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关系。 

掌握导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和复合函数的求导法，掌握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了解微分的四

则运算法则。 

3. 了解高阶导数的概念。 

4. 掌握初等函数一阶、二阶导数的求法。 

5. 会求隐函数和参数式所确定的函数的一阶、二阶导数。会求反函数的导数。 

6. 理解罗尔定理和拉格朗日定理，了解柯西定理和泰勒定理。 

7. 会用洛必达法则求不定式的极限。 

8. 理解函数的极值概念，掌握用导数判断函数的单调性和求极值的方法。会求解较简单的最

大值和最小值的应用问题。 

9.  会用导数判断函数图形的凹凸性，会求拐点，会描绘函数的图形。 

作业：习题 3-1:7(1,3,5),15 习题 3-2:4,5(1,3,5,7,9)  习题 3-3:1(1,3,5,7),4 

习题 3-4:2,3(1,3)  习题 3-5:7(1,3,5) 总习题三：6,7,9(2,4,6),12 

习题 4-1:2(1,2),4  习题 4-2:1(2,4,6,8,10,12,14,16) 习题 4-3:6(1,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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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4-4:1(1,3)    习题 4-5:3,5  总习题四：1,4 

知识单元 3：一元函数积分学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不定积分。 

2．定积分。 

3．定积分的应用。 

学习目标： 

理解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掌握不定积分的基本公式、换元法和分部积分法。 

1. 理解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了解可积条件。 

2. 理解变上限的积分作为其上限的函数及其求导定理，掌握牛顿-莱布尼兹公式。 

4. 掌握定积分的换元法和分部积分法。 

5. 了解定积分的近似计算法。 

6. 掌握用定积分表达一些几何量与物理量的方法。 

作业：习题 5-1：1（单数题）习题 5-2：1（21-42的双数题） 

习题 5-3：1（单数题）习题 5-4：双数题  总习题五：1（双数题） 

习题 6-1：1 习题 6-2:1（2,4） 习题 6-3：2（双数题）,3 

习题 6-4：1（双数题）3（1,3）习题 6-5:1（单数题） 习题 6-7:3（1,2） 

总习题六：1,2,5(2,4)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新生军训   

2 新生军训   

3 新生军训   

4 

新生课  数学学习的重要性与学习方法 

集合的概念   映射与函数    

复合函数   反函数 初等函数 

4 

联系高中知识，引入大学数

学内容 

重点为反函数的定义及理解 

5  函数关系  经济学中的常用函数   习题课 4 总结本章内容重点难点 

6  数列的极限 函数的极限 无穷小与无穷大 4 极限的定义的理解 

7 
 极限运算法则 极限存在准则  两个重要极限 

 无穷小的比较 
4 

利用两个重要极限和无穷

小替代原则计算极限 

8  函数连续性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性质  习题课 4 
闭区间连续函数性质的应

用 

9 

 导数的概念 求导法则  基本初等函数求导公

式 

 高阶导数 隐函数 函数的微分 边际与弹性   

 习题课 

4 
理解导数概念，重点在计算 

隐函数的导数计算是重点 

10  中值定理 洛必达法则 导数应用 4 中值定理的证明及应用 

11  函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泰勒公式  习题课 4 掌握求函数极值的方法 

12  不定积分的概念和性质 换元积分法 4 理解不定积分的概念 

13  分部积分法 有理函数的积分 习题课 4 重点为不定积分的计算 

14  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 微积分基本公式 4 定积分的概念 

15 

 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及分部积分法 

 反常函数  Γ－函数 定积分的几何应用  习

题课 

4 
定积分的计算 

总结本学期内容 



1125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高中数学 

后续课程：高等数学（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1．函数、极限、连续 

重点：函数概念，复合函数概念，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及其图形，极限概念，极限四则运算法

则，连续概念。 

难点：极限的ε—N、ε—δ定义，求极限。 

2．一元函数微分学 

重点：导数和微分的概念，导数的几何意义及函数的可导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关系，导数的四则

运算法则和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基本初等函数、双曲函数的导数公式，初等函数的一阶、二阶导数

的求法，罗尔定理和拉格朗日定理，函数的极值概念，用导数判断函数的单调性和求极值的方法。

导数的应用 

难点：复合函数的求导法，隐函数和参数式所确定的函数的高阶导数，泰勒定理。 

3．一元函数积分学 

重点：不定积分和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不定积分的基本公式，不定积分、定积分的换元法与

分部积分法，变上限的积分作为其上限的函数及其求导定理，牛顿—莱布尼兹公式，用定积分表达

一些几何量（如面积、体积、弧长）。 

难点：变上限函数的求导，换元积分法，广义积分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应用多媒体上课，结合画图软件的应用，使学生对数学概念有直观的认识和了解。 

2. 加强学生和教师，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流，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3. 在讲授的过程中穿插课堂提问和讨论，激发学生的思维。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课堂提问及讨论。 

3. 习题课。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适应本学科的教学要求以及学生的学习需求。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吴传生、陈盛双、管典安、王卫华、黄小为等编著《经济数学——微积分（第三版）》，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11月 第 3版（“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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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吴传生、陈盛双、何朗、陈东红、韩华、万源、朱慧颖等编著《经济数学——微积分（第

三版）学习辅导与习题选解》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 1月 第 1版  

执笔：张铭  审稿：×××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0日 

 

高等数学（一） 
Higher Mathematics 

课程号：30901003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心理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获得：1.函数与极限；2.一元函数微积分

学；3.多元函数微积分学；4.无穷级数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运算技能，为学习后继

课程和进一步获取数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通过各个教学环节逐步培

养学生具有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运算能力和自学能力，还要特别注意培

养学生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函数和极限、一元微积分、多元

微积分以及无穷级数的基础知识，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65学时 

知识单元 1：函数和极限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函数。 

2．极限。 

3．连续。 

学习目标： 

1. 理解函数的概念及函数的奇偶性、单调性、周期性和有界性。 

2. 理解复合函数和反函数的概念。 

3. 熟悉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及其图形。 

4. 理解极限的概念，掌握极限四则运算法则及换元法则。  

5 理解极限存在的夹逼准则，了解单调有界准则，会用两个重要极限求极限。 

6. 了解无穷小、无穷大以及无穷小的阶的概念。会用等价无穷小求极限。 

7. 理解函数在一点连续和在一个区间上连续的概念，了解间断点的概念，并会判别间断点的类型。 

8. 了解初等函数的连续性和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介值定理和最大、最小值定理)。 

作业：总习题一：5,10,13 

习题 2-1：2,4  习题 2-2: 1，5  习题 2-4:3  习题 2-5: 2（1,3,5,7）,3(1,2) 

习题 2-6：3(1,3,5)  习题 2-7: 2，4,5(1,3)  习题 2-8: 3.4 

总习题二：3,11 

知识单元 2：一元函数微分学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导数与微分。 

2．导数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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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值定理。 

学习目标： 

2. 理解导数和微分的概念，理解导数的几何意义及函数的可导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关系。 

掌握导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和复合函数的求导法，掌握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了解微分的四

则运算法则。 

3. 了解高阶导数的概念。 

4. 掌握初等函数一阶、二阶导数的求法。 

5. 理解复合函数的微分不变性。 

6. 理解罗尔定理和拉格朗日定理。 

7. 会用洛必达法则求不定式的极限。 

8. 理解函数的极值概念，掌握用导数判断函数的单调性和求极值的方法。会求解较简单的最

大值和最小值的应用问题。 

9.  会用导数判断函数图形的凹凸性，会求拐点，会描绘函数的图形。 

作业：习题 3-1:7(1,3,5),15 习题 3-2:4,5(1,3,5,7,9)  习题 3-3:1(1,3,5,7),4 

习题 3-4:2,3(1,3)  习题 3-5:7(1,3,5) 总习题三：6,7,9(2,4,6),12 

习题 4-1:2(1,2),4  习题 4-2:1(2,4,6,8,10,12,14,16) 习题 4-3:6(1,3),8(2,4) 

习题 4-4:1(1,3)    习题 4-5:3,5  总习题四：1,4 

知识单元 3：一元函数积分学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不定积分。 

2．定积分。 

3．定积分的应用。 

学习目标： 

3. 理解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掌握不定积分的基本公式、换元法和分部积分法。 

4. 理解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了解可积条件。 

5. 理解变上限的积分作为其上限的函数及其求导定理，掌握牛顿-莱布尼兹公式。 

4. 掌握定积分的换元法和分部积分法。 

5. 了解定积分的近似计算法。 

6. 掌握用定积分表达一些几何量与物理量的方法。 

作业：习题 5-1：1（单数题）习题 5-2：1（21-42的双数题） 

习题 5-3：1（单数题）习题 5-4：双数题  总习题五：1（双数题） 

习题 6-1：1 习题 6-2:1（2,4） 习题 6-3：2（双数题）,3 

习题 6-4：1（双数题）3（1,3）习题 6-5:1（单数题） 习题 6-7:3（1,2） 

总习题六：1,2,5(2,4) 

知识单元 4：多元函数微分学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多元函数的概念。 

2．偏导的定义及计算。 

3．多元函数的极值及应用。 

学习目标： 

1. 理解多元函数的概念。 

2. 了解二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性的概念。 

3. 理解偏导数和全微分的概念，了解全微分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了解一阶全微分形

式的不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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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掌握复合函数一阶偏导数的求法，会求复合函数的二阶偏导数。 

7. 理解多元函数极值与条件极值的概念，会求多元函数的极值。了解求条件极值的拉格朗日
乘数法，会求解一些较简单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应用问题。 

作业：习题 8-1：4   习题 8-2：5   习题 8-4：3  习题 8-6：3，4 

知识单元 5：多元函数积分学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二重积分的概念和性质。 

2．二重积分的计算。 

学习目标： 

1. 理解二重积分、三重积分的概念及性质。 

2. 掌握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直角坐标、极坐标)，了解三重积分的计算方法(直角坐标、柱面

坐标、球面坐标)。了解重积分的换元法。 

3. 会用重积分和曲线积分以及曲面积分求一些几何量与物理量。 

作业：习题 9-1：3  习题 9-2：1(1,3) ，5(2,,4) 

知识单元 6：无穷级数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无穷级数的概念和性质。 

2．无穷级数的审敛法。 

3．条件收敛和绝对收敛。 

4．函数的无穷级数的展开。 

学习目标： 

1. 理解无穷级数收敛、发散以及和函数的概念，熟悉无穷级数基本性质及收敛的必要条件。 

2. 掌握几何级数和 p--级数的收敛性。 

3. 了解正项级数的比较审敛法和极限审敛法，掌握正项级数的比值审敛法。 

4. 了解交错级数的莱布尼兹定理，会估计交错级数的截断误差。 

5. 了解无穷级数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的概念以及绝对收敛与收敛的关系。了解绝对收敛级数

的一些基本性质。 

6. 理解函数项级数的收敛域及和函数的概念。 

7. 掌握比较简单的幂级数收敛域的求法。 

8. 了解幂级数在其收敛区间内的基本性质。 

9. 了解函数展开为泰勒级数的充分必要条件。 

10. 会将一些简单的函数间接展开成幂级数。 

11. 了解幂级数在近似计算上的简单应用。 

作业：习题 11-1：3(1,2)  习题 11-2：3 习题 11-3：2(1,3,5,7) 

习题 11-4：2(1,2,3)，7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新生军训   

2 新生军训   

3 新生军训   

4 

新生课  数学学习的重要性与学习方法 

集合的概念   映射与函数    

复合函数  反函数 初等函数  习题课 

5 

联系高中知识，引入大学数学

内容 

重点为反函数的定义及理解 



11258 

5 
数列的极限 函数的极限  

无穷小与无穷大  极限运算法则  
5 极限的定义的理解 

6 

极限存在准则  两个重要极限 

无穷小的比较 

函数连续性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习题课 

5 

利用两个重要极限和无穷小

替代原则计算极限 

闭区间连续函数性质的应用 

7 导数的概念 求导法则  基本初等函数求导公式 5 理解导数概念，重点在计算 

8 高阶导数 函数的微分  习题课 5 隐函数的导数计算是重点 

9 
中值定理 洛必达法则 导数应用  

函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习题课 
5 

中值定理的证明及应用 

掌握求函数极值的方法 

10 
不定积分的概念和性质 换元积分法 

分部积分法 有理函数的积分 习题课 
5 

理解不定积分的概念 

重点为不定积分的计算 

11 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 微积分基本公式 5 定积分的概念 

12 
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及分部积分法 

定积分的几何应用  习题课 
5 定积分的计算 

13 

多元函数基本概念  偏导数的定义及计算 

全微分  多元复合函数求导法则 

多元函数的极值及应用  习题课 

5 

理解多元函数的概念 

掌握多元函数偏导数的计算 

以及多元函数极值的计算 

14 二重积分的概念、性质及计算   习题课 5 
理解二重积分的概念并掌握

计算方法 

15 
常数项级数的概念和性质  正项级数审敛法 

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 
5 

理解级数的概念 

掌握判断级数收敛的方法 

16 

泰勒级数与幂级数 

函数的幂级数展开 

习题课 

5 
掌握泰勒级数和幂级数的展

开方法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高中数学 

后续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1．函数、极限、连续 

重点：函数概念，复合函数概念，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及其图形，极限概念，极限四则运算法

则，连续概念。 

难点：极限的ε—N、ε—δ定义，求极限。 

2．一元函数微分学 

重点：导数和微分的概念，导数的几何意义及函数的可导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关系，导数的四则

运算法则和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初等函数的一阶、二阶导数的求法，罗

尔定理和拉格朗日定理，函数的极值概念，用导数判断函数的单调性和求极值的方法。 

难点：复合函数的求导法。 

3．一元函数积分学 

重点：不定积分和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不定积分的基本公式，不定积分、定积分的换元法与

分部积分法，变上限的积分作为其上限的函数及其求导定理，牛顿—莱布尼兹公式，用定积分表达

一些几何量（如面积、体积、弧长）。 

难点：变上限函数的求导，换元积分法，广义积分等。 

4．多元函数微分学 

重点：多元函数的概念，偏导数和全微分的概念，复合函数—阶偏导数的求法，多元函数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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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条件极值的概念。 

难点：求抽象复合函数的二阶偏导数，求条件极值的拉格朗日乘数法。 

5．多元函数积分学 

重点：二重积分的概念，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直角坐标、极坐标)。 

难点：利用直角坐标、极坐标求二重积分。 

6．无穷级数 

重点：无穷级数收敛、发散的概念，几何级数和 P—级数的收敛性，正项级数的比值审敛法，

莱布尼兹判别法，比较简单的幂级数收敛区间的求法，展开函数为幂级数。 

难点：正项级数的比较审敛法，交错级数的莱布尼兹定理，求幂级数的收敛域及和函数，函数

展开为泰勒级数。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应用多媒体上课，结合画图软件的应用，使学生对数学概念有直观的认识和了解。 

2. 加强学生和教师，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流，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3. 在讲授的过程中穿插课堂提问和讨论，激发学生的思维。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课堂提问及讨论。 

3. 习题课。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适应本学科的教学要求以及学生的学习需求。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吴传生、陈盛双、管典安、王卫华、黄小为等编著《经济数学——微积分（第三版）》，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11月 第 3版（“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吴传生、陈盛双、何朗、陈东红、韩华、万源、朱慧颖等编著《经济数学——微积分（第

三版）学习辅导与习题选解》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 1月 第 1版  

执笔：张铭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0日 

 

高等数学（二） 
 Higher Mathematics 

课程号：309010043 

一、课程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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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是政治与公共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获得：1.空间解析几何；2.多元函数微积

分学；3.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4.无穷级数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运算技能，为学习

后继课程和进一步获取数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通过各个教学环节逐

步培养学生具有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运算能力和自学能力，还要特别注

意培养学生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空间解析几何、多元函数微积分、

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以及无穷级数的基础知识，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等后续课程奠定必

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空间直角坐标系。 

2．空间曲线和曲面。 

3．向量及其计算。 

学习目标： 

1. 理解空间直角坐标系 

2. 理解曲面方程的概念，了解常用二次曲面的方程及其图形，了解以坐标轴为旋转轴的旋转
曲面及母线平行于坐标轴的柱面方程 

3. 了解空间曲线的参数方程和一般方程 

4. 了解曲面的交线在坐标平面上的投影 

5. 理解向量的概念及其表示 

6. 掌握平面的方程和直线的方程及其求法            

作业：习题 7-1：5，6  习题 7-2: 2  习题 7-3:3  习题 7-4: 2 

知识单元 2：多元函数微分学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多元函数的概念。 

2．偏导数的定义及计算。 

3．全微分的定义及应用。 

4.  多元函数的极值及应用 

学习目标： 

1. 理解多元函数的概念。        

2. 了解二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性的概念。 

3. 理解偏导数和全微分的概念，了解全微分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了解一阶全微分形
式的不变性。        

4. 掌握复合函数一阶偏导数的求法，会求复合函数的二阶偏导数。       

5. 会求隐函数的偏导数。 

6. 理解多元函数极值与条件极值的概念，会求多元函数的极值 

作业：习题 8-1:4    习题 8-3:4  习题 8-4:2, 3,5 

习题 8-5:3, 4  习题 8-6:1,4  

知识单元 3：多元函数积分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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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重积分的概念和性质。 

2．二重积分的计算。 

学习目标： 

8. 理解二重积分的概念和性质。 

9. 掌握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直角坐标系和极坐标系方法。 

10. 掌握二重积分的积分换序以及直角坐标系和极坐标系之间的转换。 

作业：习题 9-1：3, 4(1,2)  习题 9-2：1, 2, 5, 10, 11 

知识单元 4：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 

2．一阶微分方程的分类及解法。 

3．可降阶的二阶微分方程的分类及解法。 

4．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 

5．差分方程的概念及结构。 

6．一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的解法。 

7．二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的解法。 

学习目标： 

1. 理解微分方程的概念及解的结构。 

2. 掌握一阶微分方程的分类及解法。 

3. 掌握可降阶的二阶微分方程的分类及解法。 

4. 掌握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 

5. 理解差分及差分方程的概念，了解差分方程解的结构。 

6. 掌握一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的解法。 

7. 掌握二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的解法。 

作业：习题 10-1：3, 7   习题 10-2：2(1,3,5), 3(1,3,5,7),4(2,4,6,8).7 

习题 10-4：1(1,3,5,7), 2(2,3)  习题 10-5：4, 6(1,3,5,7) 

习题 10-6：5   习题 10-7：3(2,4,6,8)  习题 10-8：2(2,4,6) 

知识单元 5：无穷级数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常数项级数的概念和性质。 

2．正项级数的概念及其审敛法。 

3．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的概念及判断。 

4．泰勒级数与幂级数的展开。 

5．幂级数展开的应用。 

学习目标： 

1. 理解无穷级数收敛、发散以及和函数的概念，熟悉无穷级数基本性质及收敛的必要条件。 

2. 了解正项级数的比较审敛法和极限审敛法，掌握正项级数的比值审敛法。 

3. 掌握交错级数的审敛法。 

4. 了解无穷级数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的概念以及绝对收敛与收敛的关系。了解绝对收敛级数

的一些基本性质。 

5. 掌握比较简单的幂级数收敛域的求法。 

6. 了解幂级数在其收敛区间内的基本性质。 

7. 了解函数展开为泰勒级数的充分必要条件。 

8. 会将一些简单的函数间接展开成幂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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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了解幂级数在近似计算上的简单应用 

作业：习题 11-1：3(1,3), 4(2,4,6)   习题 11-2：1(单数题), 2, 3(双数题) 

习题 11-3：2(1,3,5,7)       习题 11-4：2(双数题), 3,6(单数题)     

习题 11-5：1(1,3), 2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空间直角坐标系  柱面与旋转曲面 3 
理解空间直角坐标系的建立 

掌握柱面与旋转曲面的概念 

2 
 空间曲线及其投影  二次曲面  

 平面与空间直线    习题课 
3 

了解空间曲线的投影 

了解二次曲面的概念 

3  多元函数基本概念   偏导数及其应用 3 
了解多元函数的概念 

掌握偏导数的定义及计算 

4  全微分及其应用    多元复合函数求导法则 3 

理解全微分的概念和形式不

变性，掌握多元复合函数求

导方法 

5  隐函数求导公式     3 掌握隐函数求导方法 

6  多元函数的极值及应用    习题课 3 掌握多元函数极值计算方法 

7  二重积分的概念及性质 3 理解二重积分的概念和性质 

8  二重积分的计算   习题课 3 掌握二重积分的计算方法 

9  微分方程基本概念     3 
了解微分方程的概念和 

解的结构 

10  一阶微分方程 一阶微分方程的经济应用  3 掌握一阶微分方程的解法 

11 
 可降阶的二阶微分方程 

 二阶常系数线性微分方程  
3 

掌握这两种二阶微分方程的

解法 

12 

 差分与差分方程的概念  线性差分方程的结

构 

 一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  

3 

了解差分方程的概念及解的

结构 

掌握一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

程的解法 

13 
 二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 

 差分方程的简单经济应用 
3 

掌握二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

程的解法 

14 
 常数项级数的概念和性质 正项级数及其审敛

法 
3 

了解级数的概念和性质 

掌握正项级数的审敛法 

15 
 任意项级数的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 

 泰勒级数与幂级数 
3 

掌握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的

概念 

掌握泰勒级数与幂级数的展

开 

16  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的应用  习题课 3 了解幂级数展开的应用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一） 

后续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1．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 

重点：空间直角坐标系，曲面及其方程，平面及其方程，空间直线及其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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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空间曲线及其方程，二次曲面及其方程。 

2．多元函数微分学 

重点：多元函数的概念，偏导数与全微分的概念及求法，多元复合函数求导法则，隐函数求导

公式，多元函数极值与求法。 

难点：偏导数及全微分的概念，多元复合函数求导法则，隐函数求导公式，极值求法。 

3．多元函数积分学 

重点：二重积分的概念与性质，二重积分的计算，二重积分在几何方面应用。 

难点：二重积分的计算，直角坐标系与极坐标系之间的转换。 

4. 微分方程与差分方程 

重点：微分方程解的结构，一阶微分方程和二阶微分方程的分类及解法。 

差分方程的概念，及其解的结构，一阶和二阶常系数线性差分方程的解法。 

难点：各类微分方程及差分方程的分类和解法。 

5. 无穷级数 

重点：常数项级数的概念、性质及审敛法，幂级数的收敛半径与收敛区间的求法。 

难点：常数项级数的审敛法，泰勒级数泰勒公式。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应用多媒体上课，结合画图软件的应用，使学生对数学概念有直观的认识和了解。 

2. 加强学生和教师，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流，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3. 在讲授的过程中穿插课堂提问和讨论，激发学生的思维。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课堂提问及讨论。 

3. 习题课。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适应本学科的教学要求以及学生的学习需求。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吴传生、陈盛双、管典安、王卫华、黄小为等编著《经济数学——微积分（第三版）》，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11月 第 3版（“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吴传生、陈盛双、何朗、陈东红、韩华、万源、朱慧颖等编著《经济数学——微积分（第

三版）学习辅导与习题选解》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 1月 第 1版  

执笔：张铭  审稿：×××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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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数学（二） 
Advanced Mathematics (II) 

课程号：309010045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主要内容为：空间解析几何、多元微分、二重积分与

三重积分、无穷级数。本课程要求学生学习该课程后具备以下知识与能力： 

（1）掌握从事工商管理工作所需的数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2）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能力与表达能力； 

（3）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学生学完本课程后，掌握高等数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运算技能。通过各个教学环节

逐步培养学生具有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自学能力，以及运用所学知识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学习本课程后，应达到以下基本要求： 

（1）正确理解多元函数的基本概念； 

（2）掌握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与解法；掌握重积分的基本思想与求重积分的基本方法；掌握

曲线积分、无穷级数的基本概念和求曲线积分无穷级数的基本方法；  

（3）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4）具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较强的创新思维，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能力与表达

能力，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80学时 

知识单元 1：微分方程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 

2．齐次方程，一阶线性微分方程，可降阶的高阶微分方程，高阶线性微分方程，常系数线性

微分方程，常系数非线性微分方程的解法。 

学习目标： 

1. 理解微分方程的概念。 

2. 掌握各类微分方程的类型判别与解法。            

知识单元 2：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向量及其线性运算。 

2．数量积、向量积。 

3．平面及其方程，空间曲线及其方程。 

4.  曲面及其方程，空间曲线及其方程 

学习目标： 

1. 理解向量的概念及运算法则 

2. 理解曲面方程的概念，了解常用二次曲面的方程及其图形，了解以坐标轴为旋转轴的旋转

曲面及母线平行于坐标轴的柱面方程 

3. 了解空间曲线的参数方程和一般方程 

4. 了解曲面的交线在坐标平面上的投影 

5. 掌握平面的方程和直线的方程及其求法 

知识单元 3：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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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0学时 

学习内容： 

1．多元函数的基本概念。 

2．偏导数的定义及计算。 

3．全微分的定义。 

4.  隐函数的求导公式。 

5.  方向导数与梯度的概念 

6.  多元函数的极值及应用 

学习目标： 

1. 理解多元函数的概念。        

2. 了解二元函数的极限与连续性的概念。 

3. 理解偏导数和全微分的概念，了解全微分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了解一阶全微分形
式的不变性。        

4. 掌握复合函数一阶偏导数的求法，会求复合函数的二阶偏导数。       

5. 会求隐函数的偏导数。 

6. 理解多元函数极值与条件极值的概念，会求多元函数的极值。 

知识单元 4：重积分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二重积分的概念和性质。 

2．二重积分的计算。 

3.三重积分的概念和计算。 

学习目标： 

1. 理解二重积分、三重积分的概念和性质。 

2. 掌握重积分的计算方法：直角坐标系和极坐标系方法。 

3. 掌握重积分的积分换序以及直角坐标系和极坐标系之间的转换。 

知识单元 5：曲线积分与曲面积分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1．对弧长的曲线积分。 

2．对坐标的曲线积分。 

3．格林公式及其应用。 

4．对面积的曲面积分。 

5．对坐标的曲面积分。 

6．高斯公式，斯托克斯公式。 

学习目标： 

1. 理解对弧长和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概念。 

2. 掌握对弧长和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计算方法。 

3. 理解对面积和对坐标的曲面积分的概念。 

4. 掌握对面积和对坐标的曲面积分的计算方法。 

5. 掌握格林公式、高斯公式、斯托克斯公式。 

知识单元 6：无穷级数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常数项级数的概念和性质。 

2．正项级数的概念及其审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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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的概念及判断。 

4．泰勒级数与幂级数的展开。 

5．幂级数展开的应用。 

学习目标： 

1. 理解无穷级数收敛、发散以及和函数的概念，熟悉无穷级数基本性质及收敛的必要条件。 

2. 了解正项级数的比较审敛法和极限审敛法，掌握正项级数的比值审敛法。 

3. 掌握交错级数的审敛法。 

4. 了解无穷级数绝对收敛与条件收敛的概念以及绝对收敛与收敛的关系。了解绝对收敛级数

的一些基本性质。 

5. 掌握比较简单的幂级数收敛域的求法。 

6. 了解幂级数在其收敛区间内的基本性质。 

7. 了解函数展开为泰勒级数的充分必要条件。 

8. 会将一些简单的函数间接展开成幂级数。 

9. 了解幂级数在近似计算上的简单应用 

四、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 

可分离变量的微分方程 

齐次方程 

5  

2 

一阶线性微分方程 

可降阶的高阶微分方程 

高阶线性微分方程 

5  

3 

常系数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常系数非齐次线性微分方程 

习题课 

5  

4 

向量及其线性运算 

 数量积 向量积 

平面及其方程  

5  

5 

空间直线及其方程     

 曲面及其方程 

空间曲线及其方程   

习题课 

5  

6 
 多元函数的基本概念 

偏导数 
5  

7 
 全微分 

多元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 
5  

8 

 隐函数的求导公式 

多元函数微分学的几何应用 

方向导数与梯度 

5  

9 

 多元函数的极值及其求法 

最小二乘法   

习题课 

5  

10 
 二重积分的概念与性质 

二重积分的计算法 
5  

11  三重积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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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积分的应用 

习题课 

12 
 对弧长的曲线积分 

对坐标的曲线积分 
5  

13 
 格林公式及其应用 

对面积的曲面积分  
5  

14 

 对坐标的曲面积分 

高斯公式  斯托克斯公式 

习题课 

5  

15 
 常数项级数的概念和性质 

常数项级数的审敛法 
5  

16 

 幂级数 函数展开成幂级数 

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的应用 

习题课 

5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一） 

后续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1. 微分方程的解法 

重点：微分方程解的结构，一阶微分方程和二阶微分方程的分类及解法。 

难点：各类微分方程分类和解法。 

2. 向量代数与空间解析几何 

重点：空间直角坐标系，曲面及其方程，平面及其方程，空间直线及其方程。 

难点：空间曲线及其方程，二次曲面及其方程。 

3．多元函数微分法及其应用 

重点：多元函数的概念，偏导数与全微分的概念及求法，多元复合函数求导法则，隐函数求导

公式，多元函数极值与求法。 

难点：偏导数及全微分的概念，多元复合函数求导法则，隐函数求导公式，极值求法。 

4．重积分 

重点：二重积分、三重积分的概念与性质，二重积分、三重积分的计算，重积分在几何方面应

用。 

难点：重积分的计算，直角坐标系与极坐标系之间的转换。 

5. 曲线积分与曲面积分 

重点：对弧长和对坐标的曲线积分的概念与计算，对面积和对坐标的曲面积分的概念与计算，

格林公式及其应用，高斯公式，斯托克斯公式 

难点：曲线积分、曲面积分的计算 

6. 无穷级数 

重点：常数项级数的概念、性质及审敛法，幂级数的收敛半径与收敛区间的求法。 

难点：常数项级数的审敛法，泰勒级数，泰勒公式。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采用启发式教学方式。教师讲授课程要求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同时，设计

讨论性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学生以听课为主，并参与讨论。 

2. 应用多媒体教学，使学生对数学概念有直观的认识和了解。 



11268 

3. 加强学生和教师，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流，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课堂提问及讨论。 

3. 习题课。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9、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适应本学科的教学要求以及学生的学习需求。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同济大学数学系编著《高等数学（下册）》（第七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7月 第 7

版（“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同济大学数学系编著《高等数学习题全解指南（下册）》（第七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8月 第 1版  

执笔：石丽伟  审稿：×××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日 

 

高等数学 
Higher Mathematics 

课程号：30901007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社会学专业和社会工作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获得：1.函数与极限；2.一元函数微积分

学；3基本的概率论的基础知识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运算技能，为学习后继课程和

进一步获取数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通过各个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学生

具有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运算能力和自学能力，还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

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函数和极限、一元微积分以及基

本概率论的基础知识，为数理统计、线性代数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函数和极限 

参考学时：15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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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函数。 

2．极限。 

3．连续。 

学习目标： 

1. 理解函数的概念及函数的奇偶性、单调性、周期性和有界性。 

2. 理解复合函数和反函数的概念。 

3. 熟悉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及其图形。 

4. 理解极限的概念，掌握极限四则运算法则及换元法则。  

5 理解极限存在的夹逼准则，了解单调有界准则，会用两个重要极限求极限。 

6. 了解无穷小、无穷大以及无穷小的阶的概念。会用等价无穷小求极限。 

7. 理解函数在一点连续和在一个区间上连续的概念，了解间断点的概念，并会判别间断点的

类型。 

8. 了解初等函数的连续性和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介值定理和最大、最小值定理)。 

作业：总习题一：5,10,13 

习题 2-1：2,4  习题 2-2: 1，5  习题 2-4:3  习题 2-5: 2（1,3,5,7）,3(1,2) 

习题 2-6：3(1,3,5)  习题 2-7: 2，4,5(1,3)  习题 2-8: 3.4 

总习题二：3,11 

知识单元 2：一元函数微分学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导数与微分。 

2．导数的应用。 

3．中值定理。 

学习目标： 

1. 理解导数和微分的概念，理解导数的几何意义及函数的可导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关系。 

2. 掌握导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和复合函数的求导法，掌握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了解微分
的四则运算法则。 

3. 了解高阶导数的概念。 

4. 掌握初等函数一阶、二阶导数的求法。 

5. 会求隐函数和参数式所确定的函数的一阶、二阶导数。会求反函数的导数。 

6. 理解罗尔定理和拉格朗日定理，了解柯西定理和泰勒定理。 

7. 会用洛必达法则求不定式的极限。 

8. 理解函数的极值概念，掌握用导数判断函数的单调性和求极值的方法。会求解较简单的最

大值和最小值的应用问题。 

9.  会用导数判断函数图形的凹凸性，会求拐点，会描绘函数的图形。 

作业：习题 3-1:7(1,3,5),15 习题 3-2:4,5(1,3,5,7,9)  习题 3-3:1(1,3,5,7),4 

习题 3-4:2,3(1,3)  习题 3-5:7(1,3,5) 总习题三：6,7,9(2,4,6),12 

习题 4-1:2(1,2),4  习题 4-2:1(2,4,6,8,10,12,14,16) 习题 4-3:6(1,3),8(2,4) 

习题 4-4:1(1,3)    习题 4-5:3,5  总习题四：1,4 

知识单元 3：一元函数积分学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不定积分。 

2．定积分。 

3．定积分的应用。 



11270 

学习目标： 

4. 理解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掌握不定积分的基本公式、换元法和分部积分法。 

5. 理解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了解可积条件。 

6. 理解变上限的积分作为其上限的函数及其求导定理，掌握牛顿-莱布尼兹公式。 

4. 掌握定积分的换元法和分部积分法。 

5. 了解定积分的近似计算法。 

6. 掌握用定积分表达一些几何量与物理量的方法。 

作业：习题 5-1：1（单数题）习题 5-2：1（21-42的双数题） 

习题 5-3：1（单数题）习题 5-4：双数题  总习题五：1（双数题） 

习题 6-1：1 习题 6-2:1（2,4） 习题 6-3：2（双数题）,3 

习题 6-4：1（双数题）3（1,3）习题 6-5:1（单数题） 习题 6-7:3（1,2） 

总习题六：1,2,5(2,4) 

知识单元 4：基本概率论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随机事件的概率。 

2．一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3．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学习目标： 

1. 理解随机事件的概念。 

2. 学会计算随机事件的概率。 

3. 理解条件概率的定义，掌握乘法公式，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公式。 

4. 理解事件的独立性。 

5. 理解随机变量的概念。 

6. 掌握离散型随机变量和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概念及其分布函数。 

7. 会计算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数学期望、方差、协方差和相关系数、矩。 

作业：习题 1-1：2（单数题） 习题 1-2：4，9   习题 1-3：7，8    习题 1-4：7 

习题 2-2：4     习题 2-3：4    习题 2-4：5，6   习题 2-5：4，5 

习题 4-1：7，9  习题 4-2：8，9，10  习题 4-3：2，3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数学学习的重要性与学习方法 

集合的概念   映射与函数    

复合函数   反函数 初等函数 

3 

联系高中知识，引入大学数

学内容 

重点为反函数的定义及理

解 

2  函数关系  经济学中的常用函数   习题课 3 总结本章内容重点难点 

3  数列的极限 函数的极限 无穷小与无穷大 3 极限的定义的理解 

4 
 极限运算法则 极限存在准则  两个重要极限 

 无穷小的比较 
3 

利用两个重要极限和无穷

小替代原则计算极限 

5  函数连续性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性质  习题课 3 
闭区间连续函数性质的应

用 

6 

 导数的概念 求导法则  基本初等函数求导公式 

 高阶导数 隐函数 函数的微分 边际与弹性   

 习题课 

3 
理解导数概念，重点在计算 

隐函数的导数计算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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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值定理 洛必达法则 导数应用 3 中值定理的证明及应用 

8  函数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泰勒公式  习题课 3 掌握求函数极值的方法 

9  不定积分的概念和性质 换元积分法 3 理解不定积分的概念 

10  分部积分法 有理函数的积分 习题课 3 重点为不定积分的计算 

11  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 微积分基本公式 3 定积分的概念 

12 

 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及分部积分法 

 反常函数  Γ－函数 定积分的几何应用  习题

课 

3 定积分的计算 

13  随机事件及其概率   条件概率  独立性 3 条件概率的计算是重点 

14  一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3 计算随机变量的分布 

15  数学期望   方差 3 数学期望和方差的计算 

16  协方差  相关系数 矩 3 计算协方差和相关系数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高中数学 

后续课程：数理统计、线性代数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1．函数、极限、连续 

重点：函数概念，复合函数概念，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及其图形，极限概念，极限四则运算法

则，连续概念。 

难点：极限的ε—N、ε—δ定义，求极限。 

2．一元函数微分学 

重点：导数和微分的概念，导数的几何意义及函数的可导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关系，导数的四则

运算法则和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基本初等函数、双曲函数的导数公式，初等函数的一阶、二阶导数

的求法，罗尔定理和拉格朗日定理，函数的极值概念，用导数判断函数的单调性和求极值的方法。

导数的应用 

难点：复合函数的求导法，隐函数和参数式所确定的函数的高阶导数，泰勒定理。 

3．一元函数积分学 

重点：不定积分和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不定积分的基本公式，不定积分、定积分的换元法与

分部积分法，变上限的积分作为其上限的函数及其求导定理，牛顿—莱布尼兹公式，用定积分表达

一些几何量（如面积、体积、弧长）。 

难点：变上限函数的求导，换元积分法，广义积分等。 

4. 基本概率论 

重点：随机事件及其概率的计算；条件概率的定义及计算；独立性的概念；离散型及连续型随

机变量及其分布函数；随机变量数字特征的计算及性质：数学期望，方差，协方差等。 

难点：随机变量的概念理解；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的计算；数学期望、方差、协方差等数字特

征的计算及性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应用多媒体上课，结合画图软件的应用，使学生对数学概念有直观的认识和了解。 

2. 加强学生和教师，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流，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3. 在讲授的过程中穿插课堂提问和讨论，激发学生的思维。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课堂提问及讨论。 



11272 

3. 习题课。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适应本学科的教学要求以及学生的学习需求。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吴传生、陈盛双、管典安、王卫华、黄小为等编著《经济数学——微积分（第三版）》，高

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11月 第 3版（“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2. 吴传生、彭斯俊、陈盛双、王展青等编著的《经济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三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12月 第 3版（“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吴传生、陈盛双、何朗、陈东红、韩华、万源、朱慧颖等编著《经济数学——微积分（第

三版）学习辅导与习题选解》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 1月 第 1版 

2. 吴传生、王展青、朱华平、陈建业、吕小红等编著的《经济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第

三版）学习辅导与习题选解》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 1月 第 1版  

执笔：张铭  审稿：×××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0日 

 

线性代数 
Linear Algebra 

课程号：30902042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经济学、工商管理、国际商务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线性代数》是高等学校各专业

的重要基础课。由于线性问题广泛存在于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某些非线性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

转化为线性问题，尤其是在计算机日益普及的今天，解大型线性方程组、求矩阵的特征值与特征向

量等已成为科学技术人员经常遇到的课题，因此学习和掌握线性代数的理论和方法是掌握现代科学

技术以及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和手段，同时也是实现前述各专业培养目标的必备前提。本课程

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科学技术中常用的矩阵方法、线性方程组及其有关的基本计算方法。使学生具有

熟练的矩阵运算能力及用矩阵方法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的能力。从而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后续课程和进

一步提高打下必要的数学基础。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了解行列式的定义，掌握行列式的性质及其计算； 

2、理解矩阵（包括特殊矩阵）、逆矩阵、矩阵的秩的概念； 

3、熟练掌握矩阵的线性运算、乘法运算、转置及其运算规律； 

4、理解逆矩阵存在的充要条件，掌握矩阵的求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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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掌握矩阵的初等变换，并会求矩阵的秩； 

6、理解 n维向量的概念，掌握向量组的线性相关和线性无关的定义及有关重要结论； 

7、掌握向量组的极大线性无关组与向量组的秩； 

8、了解 n 维向量空间及其子空间、基、维数等概念； 

9、理解克莱姆（Cramer）法则，理解非齐次线性方程组有解的充要条件及齐次线性方程组有

非零解的充要条件； 

10、理解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空间、基础解系、通解等概念，熟练掌握用行初等变换求线性方程

组通解的方法； 

11、掌握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概念及其求解方法，了解矩阵相似的概念以及实对称矩阵

与对角矩阵相似的结论； 

12、了解向量内积及正交矩阵的概念和性质，了解二次型及其矩阵表示，会用配方法及正交变

换法化二次型为标准形； 

13、了解惯性定理、二次型的秩、二次型的正定性及其判别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线性代数基础知识、基本概念、

性质、定理，为运筹学、金融数学、时间序列分析、数学建模以及经济、金融、管理等专业后续课

程奠定必要的理论知识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5学时，实践教学：3学时 

知识单元 1：行列式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行列式的定义、性质和运算。 

2．克莱姆法则。 

学习目标： 

1．了解行列式的定义、熟练掌握行列式的性质。 

2．掌握二阶、三阶、四阶行列式的计算法，会计算简单的 n阶行列式。 

3. 理解并会应用克莱姆法则。 

作业： 

通过作业，使学生熟练掌握利用行列式的性质计算行列式的值，利用克莱姆法则求解线性非齐

次/齐次方程组。 

知识单元 2：矩阵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 矩阵的概念，单位矩阵、对角矩阵、三角矩阵、对称矩阵以及它们的性质； 

2. 矩阵的线性运算，矩阵的乘法，方阵的幂，方阵乘积的行列式，矩阵的转置，逆矩阵的概念； 

3. 矩阵可逆的充分必要条件，伴随矩阵； 

4. 矩阵的初等变换和初等矩阵，矩阵的等价； 

5. 矩阵的秩，初等变换求矩阵的秩和逆矩阵的方法。 

学习目标： 

1. 了解矩阵的概念； 

2. 理解单位矩阵、对角矩阵、三角矩阵、对称矩阵以及它们的性质； 

3. 掌握矩阵的线性运算、乘法、转置，以及它们的运算规律； 

4. 了解方阵的幂、方阵乘积的行列式； 

5. 理解逆矩阵的概念，掌握逆矩阵的性质，以及矩阵可逆的充分必要条件； 

6. 理解伴随矩阵的概念，会用伴随矩阵求矩阵的逆； 

7. 掌握矩阵的初等变换，了解初等矩阵的性质和矩阵等价的概念，理解矩阵的秩的概念，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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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用初等变换求矩阵的秩和逆矩阵的方法。 

作业： 

通过作业，使学生熟练掌握矩阵的各种运算，理解伴随矩阵、初等矩阵和初等变换的概念，熟

练掌握利用初等变换求矩阵的秩，熟练掌握矩阵可逆的判断及逆矩阵的求法。 

知识单元 3：向量及向量组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1. 向量的概念； 

2.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的概念和性质； 

3. 向量组的极大线性无关组的概念； 

4. 向量组的等价和向量组的秩的概念，向量组的秩与矩阵的秩之间的关系； 

5. 向量空间、子空间、基、维数等概念； 

6. 向量的内积，正交矩阵及其性质。 

学习目标： 

1. 理解 n维向量的概念，理解向量组线性相关、线性无关的概念； 

2. 了解并会运用有关向量组线性相关、线性无关的有关结论； 

3. 了解向量组的极大线性无关组和向量组的秩的概念； 

4. 熟练掌握向量组的极大线性无关组及秩的求法； 

5. 了解向量组等价的概念； 

6. 了解向量组的秩与矩阵的秩的关系； 

7. 了解 n维向量空间、子空间、基、维数等概念； 

8. 了解向量的内积、正交矩阵的概念和性质。 

作业： 

通过作业，使学生熟练掌握向量组的线性相关、线性无关的概念及判断，熟练掌握向量组的极

大线性无关组和秩的求法，了解向量组的等价、向量的内积、正交矩阵的概念。 

知识单元 4：线性方程组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线性方程组解的性质和解的结构； 

2. 齐次线性方程组有非零解的充分必要条件，非齐次线性方程组有解的充分必要条件； 

3. 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基础解系、通解和解空间的概念，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通解，用行初等

变换求解线性方程组的方法。 

学习目标： 

1. 理解齐次线性方程组有非零解的充分必要条件及非齐次线性方程组有解的充分必要条件； 

2. 理解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基础解系、通解及解空间的概念； 

3. 理解非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及通解的概念； 

4. 掌握用行初等变换求线性方程组通解的方法。 

作业： 

通过作业，使学生熟练掌握其次线性方程组有非零解的判断及基础解系的求解方法，并能熟练

掌握非齐次线性方程组有解的判断及其求解方法。 

知识单元 5：特征值及特征向量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1. 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概念、性质及求法； 

2. 相似矩阵的概念及性质； 

3. 矩阵可相似对角化的充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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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对称矩阵的相似对角矩阵。 

学习目标： 

1. 理解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概念及性质； 

2. 熟练掌握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求解方法； 

3. 理解相似矩阵的概念、性质及矩阵可相似对角化的充分必要条件。 

作业： 

通过作业，使学生熟练掌握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概念、性质及求法，理解矩阵的相似概

念和矩阵可相似对角化的充分必要条件。 

知识单元 6：二次型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1. 二次型及其矩阵表示； 

2. 二次型的秩，惯性定律的结论； 

3. 用配方法、合同变换法、正交变换法化二次型为标准型； 

4. 二次型及系数矩阵的正定性及其判别法。 

学习目标： 

1. 掌握二次型及其矩阵表示； 

2. 了解二次型秩的概念，了解惯性定律； 

3. 掌握用配方法、合同变换法、正交变换法化二次型为标准型的方法； 

4. 掌握二次型及系数矩阵的正定性及其判别法。 

作业： 

通过作业，使学生熟练掌握二次型的矩阵表示及用配方法、合同变换法、正交变换法二次型为

标准型的方法，并能判断二次型和其系数矩阵的正定性。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3个，共 3学时 

实验 1：行列式、矩阵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行列式的概念、计算及克莱姆法则的结论。矩阵的概念及其各种运算和运算规律；

逆矩阵的概念、矩阵可逆的判断及逆矩阵的求法；矩阵秩的概念、矩阵的初等变换，以及用矩阵的

初等变换求矩阵的秩和逆矩阵的方法。 

实验要求：熟悉行列式性质、计算方法；掌握克莱姆法则方法。矩阵可逆的充分必要条件的证

明，初等矩阵及其性质，分块矩阵及其运算。 

实验 2：向量及向量组、线性方程组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n维向量及向量组的线性相关性的概念和有关结论；向量组的极大无关组和秩的概

念及其求法；向量组的秩与矩阵的秩的关系；向量组等价的概念。线性方程组解的性质和解的结构，

齐次线性方程组有非零解的充分必要条件及非齐次线性方程组有解的充分必要条件；齐次线性方程

组的基础解系、通解及解空间的概念，非齐次线性方程组解的结构及通解；用行初等变换求线性方

程组通解的方法。 

实验要求：向量组线性相关、线性无关的定义，向量组线性相关、线性无关的有关结论的证明；

向量组的极大线性无关组的求法。齐次线性方程组有非零解的充分必要条件及非齐次线性方程组有

解的充分必要条件的证明；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基础解系、通解及解空间的概念；用行初等变换求线

性方程组通解的方法。 

实验 3：特征值及特征向量、二次型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概念、性质及求法，相似矩阵的概念及性质；矩阵可相

似对角化的充分必要条件，实对称矩阵与对角矩阵相似的结论。二次型的概念、二次型的矩阵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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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惯性定律的结论，了解用配方法、合同变换法、正交变换法化二次型为标准型的方法，二次

型及系数矩阵的正定性的概念及其判别方法。 

实验要求：相似矩阵的概念、性质及矩阵可相似对角化的充分必要条件。二次型的概念和矩阵

表示，惯性定律的证明，二次型及系数矩阵的正定性及其判断。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1．行列式的定义、性质； 3  

2 1．行列式的性质和运算； 3  

3 1．克莱姆法则。 3  

4 

1. 矩阵的概念，单位矩阵、对角矩阵、三角矩阵、

对称矩阵以及它们的性质； 

2. 矩阵的线性运算，矩阵的乘法，方阵的幂，方

阵乘积的行列式，矩阵的转置； 

3  

5 
1. 逆矩阵的概念，矩阵可逆的充分必要条件，伴

随矩阵； 
3  

6 1. 矩阵的初等变换和初等矩阵，矩阵的等价； 3  

7 
1. 矩阵的秩，初等变换求矩阵的秩和逆矩阵的方

法。 
3 

理论教学 2节，实践教

学 1节 

8 

1. 向量的概念； 

2. 向量组的线性相关与线性无关的概念和性质； 

3. 向量组的极大线性无关组的概念； 

3  

9 

1. 向量组的等价和向量组的秩的概念，向量组的

秩与矩阵的秩之间的关系； 

2. 向量空间、子空间、基、维数等概念； 

3. 向量的内积，正交矩阵及性质。 

3  

10 

1. 线性方程组解的性质和解的结构； 

2. 齐次线性方程组有非零解的充分必要条件，非

齐次线性方程组有解的充分必要条件； 

3  

11 

1. 齐次线性方程组的基础解系、通解和解空间的

概念，非齐次线性方程组的通解，用行初等变换求

解线性方程组的方法。 

3 
理论教学 2节，实践教

学 1节 

12 
1. 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的概念、性质及求法； 
2. 相似矩阵的概念与性质 

3  

13 
1. 矩阵可相似对角化的充分必要条件； 

2. 实对称矩阵的相似对角矩阵 
3  

14 
1. 二次型及其矩阵表示； 

2. 二次型的秩，惯性定律的结论； 
3  

15 
1. 用配方法、合同变换法、正交变换法化二次型

为标准型； 
3  

16 1. 二次型及系数矩阵的正定性及其判别法。 3 
理论教学 2节，实践教

学 1节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运筹学、金融数学、数学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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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n阶行列式定义、行列式按行（列）展开、矩阵乘法运算、逆矩阵的定义及其运算、矩

阵的秩、矩阵的初等变换、线性方程组解的存在性及其解法、向量组的线性表示、线性相关/线性

无关、向量空间、向量内积、长度、正交及正交化与正交矩阵、矩阵的相似、特征值、特征向量及

其应用、矩阵对角化、化二次型为标准形的方法，正定二次型、正定矩阵。 

难点：n阶行列式定义、行列式按行（列）展开、矩阵乘法运算、逆矩阵的定义及其运算、矩

阵的秩、矩阵的初等变换、线性方程组解的存在性及其解法、向量组的线性表示、线性相关/线性

无关、向量空间、向量内积、长度、正交及正交化与正交矩阵、矩阵的相似、特征值、特征向量及

其应用、矩阵对角化、化二次型为标准形的方法，正定二次型、正定矩阵。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主要是以课堂讲授为主，兼有习题课、讨论课。 

教学手段：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主要是以课堂讲授为主，兼有习题课、讨论课。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配有 Matlab、Mathtype软件即可。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48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方式为命题考试，题目类型包括选择、判断、填空、

计算、证明以及综合应用。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专业需求，选择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吴传生等编著《经济数学——线性代数》，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9月 第 2版（普通高

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居余马等编著《线性代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2月 第 2版. 

2. Steven J.Leon等编著《Linear Algebra with Applications》，第 8版. 

3. 北京大学数学系编著《高等代数》，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8月第 2版.  

执笔：肖滢  审稿：刘淑环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9日 

 

高等数学（一） 
 Higher Mathematics 

课程号：309030035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经济学、国际商务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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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获得：1.函数与极限；2.一元函数微积分

学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运算技能，为学习后继课程和进一步获取数学知识奠定必要

的数学基础。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通过各个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学生具有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

能力、空间想象能力、运算能力和自学能力，还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函数和极限以及一元微积分的基

础知识，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78学时 

知识单元 1：函数和极限 

参考学时：18学时 

学习内容： 

1．函数。 

2．极限。 

3．连续。 

学习目标： 

1. 理解函数的概念及函数的奇偶性、单调性、周期性和有界性。 

2. 理解复合函数和反函数的概念。 

3. 熟悉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及其图形。 

4. 会建立简单实际问题中的函数关系式。 

5. 理解极限的概念，掌握极限四则运算法则及换元法则。  

6. 理解极限存在的夹逼准则，了解单调有界准则，会用两个重要极限求极限。 

7. 了解无穷小、无穷大以及无穷小的阶的概念。会用等价无穷小求极限。 

8. 理解函数在一点连续和在一个区间上连续的概念，了解间断点的概念，并会判别间断点的

类型。 

9. 了解初等函数的连续性和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介值定理和最大、最小值定理)。 

作业：习题 1-1：1（单数题） 习题 1-2: 5 习题 1-3:5,6  习题 1-4:3,4  

习题 1-5: 1(双数题) ,3  习题 1-6: 1,2,4（双数题）习题 1-7:5 

习题 1-8: 7  习题 1-9：3（单数题），4（双数题）习题 1-10:2，3，6 

总习题一：9（双数题），10,13 

知识单元 2：一元函数微分学 

参考学时：30学时 

学习内容： 

1．导数与微分。 

2．导数的应用。 

3．中值定理。 

学习目标： 

3. 理解导数和微分的概念，理解导数的几何意义及函数的可导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关系。 

2. 掌握导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和复合函数的求导法，掌握基本初等函数、双曲函数的导数公式。

了解微分的四则运算法则和一阶微分形式不变性。 

3. 了解高阶导数的概念。 

4. 掌握初等函数一阶、二阶导数的求法。 

5. 会求隐函数和参数式所确定的函数的一阶、二阶导数。会求反函数的导数。 

6. 理解罗尔定理和拉格朗日定理，了解柯西定理和泰勒定理。 

7. 会用洛必达法则求不定式的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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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理解函数的极值概念，掌握用导数判断函数的单调性和求极值的方法。会求解较简单的最

大值和最小值的应用问题。 

9.  会用导数判断函数图形的凹凸性，会求拐点，会描绘函数的图形。 

10. 了解有向弧与弧微分的概念。了解曲率和曲率半径的概念。 

11. 了解求方程近似解的二分法和切线法。 

作业：习题 2-1:9,16  习题 2-2:6（8,10）,8（8,10），11（7,8,9,10） 

习题 2-3:1（双数题），3,4  习题 2-4:1,8（2,4） 习题 2-5:3（双数题） 

总习题二：8,11,12 

习题 3-1:9,12  习题 3-2:1（双数题） :习题 3-3:5,7  习题 3-4：10（2,4,6）,13 

习题 3-5:6,17  习题 3-6：3,5  总习题三：10,12,14,17 

知识单元 3：一元函数积分学 

参考学时：30学时 

学习内容： 

1．不定积分。 

2．定积分。 

3．定积分的应用。 

学习目标： 

1. 理解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掌握不定积分的基本公式、换元法和分部积分法。 

2. 理解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了解可积条件。会求简单的有理函数的积分。 

3. 理解变上限的积分作为其上限的函数及其求导定理，掌握牛顿-莱布尼兹公式。 

4. 掌握定积分的换元法和分部积分法。 

5. 了解广义积分的概念以及广义积分的换元法和分部积分法。 

6. 了解定积分的近似计算法。 

7. 掌握用定积分表达一些几何量与物理量的方法。 

作业：习题 4-1:2（,18,20,22,24,26）习题 3-2:2（双数题） 习题 3-3:12-24的双数题 

习题 3-4:12-24的双数题   总习题四：4（双数题） 

习题 5-1:2,3（2,4） 习题 5-2:5,8（单数题） 

习题 5-3:1（12-26单数题），7（单数题） 习题 5-4:1（6,8,10） 

总习题五：5，11（单数题） 

习题 6-2:5,8,19,28   总习题六: 6,8,10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新生军训   

2 新生军训   

3 新生军训   

4 
新生课  数学学习的重要性与学习方法 

映射与函数   数列的极限 函数的极限  
6 

联系高中知识，引入大学

数学内容，注重极限定义

的理解 

5 
无穷小与无穷大  极限运算法则 极限存在准则  

两个重要极限 无穷小的比较 
6 

利用两个重要极限和无

穷小替代原则计算极限 

6 
函数的连续性与间断点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习题课 
6 

闭区间连续函数性质的

应用 

7 

导数的概念 几何意义 可导与连续的关系 

函数的和、差、积、商求导法则  反函数的求导法

则 

6 
理解导数概念，重点在计

算 



11280 

8 
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则 基本初等函数求导公式  

高阶导数 
6 基本求导公式的掌握 

9 
隐函数及由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的导数   

相关变化率 微分  习题课 
6 

隐函数的导数计算是重

点 

10 
罗尔定理  拉格朗日中值定理 柯西中值定理   

洛必达法则 
6 中值定理的证明及应用 

11 

泰勒公式 函数的单调性的判定法  

曲线的凹凸性与拐点 

函数的极值及其求法 最大值与最小值问题 

函数图形的描绘  习题课 

5 

利用导数性质画函数图

像 

掌握求函数极值的方法 

12 不定积分的概念 换元法   6 理解不定积分的概念 

13 分部积分法 有理函数的积分  习题课 6 重点为不定积分的计算 

14 定积分的概念 定积分的性质  微积分的基本公式  6 定积分的概念 

15 定积分的换元法 定积分的分部积分法    6 定积分的计算 

16 
反常积分 Γ－函数 定积分在几何学上的应用  

习题课 
6 

了解反常积分 

总结本学期内容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高中数学 

后续课程：高等数学（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1．函数、极限、连续 

重点：函数概念，复合函数概念，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及其图形，极限概念，极限四则运算法

则，连续概念。 

难点：极限的ε—N、ε—δ定义，求极限。 

2．一元函数微分学 

重点：导数和微分的概念，导数的几何意义及函数的可导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关系，导数的四则

运算法则和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基本初等函数、双曲函数的导数公式，初等函数的一阶、二阶导数

的求法，罗尔定理和拉格朗日定理，函数的极值概念，用导数判断函数的单调性和求极值的方法。

导数的应用 

难点：复合函数的求导法，隐函数和参数式所确定的函数的高阶导数，泰勒定理。 

3．一元函数积分学 

重点：不定积分和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不定积分的基本公式，不定积分、定积分的换元法与

分部积分法，变上限的积分作为其上限的函数及其求导定理，牛顿—莱布尼兹公式，用定积分表达

一些几何量（如面积、体积、弧长）。 

难点：变上限函数的求导，换元积分法，广义积分等。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应用多媒体上课，结合画图软件的应用，使学生对数学概念有直观的认识和了解。 

2. 加强学生和教师，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流，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3. 在讲授的过程中穿插课堂提问和讨论，激发学生的思维。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课堂提问及讨论。 

3. 习题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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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适应本学科的教学要求以及学生的学习需求。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同济大学数学系编著《高等数学（第七版）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7月 第 7版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同济大学数学系编著《高等数学（第七版）习题全解指南 上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年 7月 第 1版  

执笔：张铭  审稿：×××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0日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一）概率论 
Probability Theory and Statistics （一）Probability Theory 

课程号：335010036 

一、课程教学目标：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一）概率论》课程是经济学（成思危现代金融菁英班）专业的专业必修

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理解随机事件、随机事件的频率、概率、独立性、条件概率等概念.； 

2、熟练掌握随机事件的运算、概率的基本性质、概率的乘法公式. 

3、掌握古典概型和几何概型，会计算这两种概型中某些较为复杂事件的概率. 

4、掌握全概公式、贝叶斯公式，会求解有关问题. 

5、理解和掌握随机变量、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列. 

6、理解和掌握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等概念. 

7、熟练掌握几种常见的离散型和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分布. 

8、会求几种简单的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9、熟练掌握几种常见的随机变量的期望与方差的求法，会求随机变量函数的期望. 

10、理解和掌握切贝雪夫不等式. 

11、理解多维随机变量及其联合分布（离散型变量的联合分布列，连续型变量的联合分布密度）

的概念，熟练掌握离散型和连续型二维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密度，分布函数的求法及它们之间的关

系. 

12、掌握边际分布的求法，理解随机变量之间的独立性. 

13、会求多维随机变量的函数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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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会求多维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期望、方差、协方差、相关系数等）. 

15、理解条件分布与条件期望的概念，会求条件分布、条件期望. 

16、掌握特征函数的概念和性质；掌握利用特征函数求矩的方法. 

17、掌握依概率收敛与依分布收敛的概念；知道判断弱收敛的方法. 

18、理解大数定律的意义，掌握几个常用的大数定律. 

19、理解中心极限定理的意义，掌握几个常用的中心极限定理. 

20、能运用中心极限定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概率论的基本概念，基本思想与

基本方法，掌握几种常见的随机模型，培养学生处理随机现象的能力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

决有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与辩证思维能力。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数理

统计》、《多元统计分析》、《随机过程》等后续课程的学习和进一步获得近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奠定必

要的随机数学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96学时 

知识单元 1：随机事件及其概率 

参考学时：24 学时 

学习内容： 

1．随机事件及其运算 

2．概率的定义及其确定方法 

3．概率的性质 

4．条件概率 

5．随机事件的独立性 

学习目标： 

1. 理解随机事件、样本空间、随机事件的频率、概率、独立性、条件概率等概念. 

2. 熟练掌握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基本运算. 

3. 掌握概率的基本性质，会应用这些性质进行概率计算. 

4. 掌握古典概型和几何概型，会计算这两种概型中某些较为复杂事件的概率. 

5. 熟练掌握条件概率、乘法公式、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公式及其应用. 

6. 理解事件独立性的概念；会应用事件的独立性进行概率计算. 

作业： 

以课后习题为主。通过作业加深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强化计算方法。 

知识单元 2：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参考学时：30学时 

学习内容： 

1．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2．随机变量的数学期望 

3．随机变量的方差与标准差 

4．常用离散型分布 

5．常用连续型分布 

6．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7．分布的其它特征数 

学习目标： 

1. 理解和掌握随机变量、分布函数、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列；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概率

密度、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等概念. 

2. 熟练掌握几种常见的离散型和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并会利用概率分布计算有关事件的

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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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解随机变量的期望、方差的概念，熟练掌握几种常见的随机变量的期望与方差的求法，

会求随机变量函数的期望. 

4. 理解和掌握切贝雪夫不等式. 

作业： 

以课后习题为主。通过作业加深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强化计算方法。 

知识单元 3：多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参考学时：24学时 

学习内容： 

1．多维随机变量及其联合分布 

2．边际分布与随机变量的独立性 

3．多维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4．多维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5．条件分布与条件期望 

学习目标： 

1．了解随机向量（多维随机变量）的概念；了解二维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函数、联合分布律、

联合分布密度的概念和性质，并会计算有关事件的概率. 

2．掌握二维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与联合分布的关系. 

3．熟练掌握离散型和连续型二维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密度，分布函数的求法及它们之间的关

系. 

4．理解随机变量独立性的概念，并会应用随机变量的独立性进行概率计算. 

作业： 

以课后习题为主。通过作业加深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强化计算方法。 

知识单元 4：大数定律与中中心极限定理 

参考学时：18学时 

学习内容： 

1．特征函数 

2．随机变量序列的两种收敛性 

3．大数定律 

4．中心极限定理 

学习目标： 

1．掌握特征函数的概念和性质；掌握利用特征函数求矩的方法. 

2．理解依概率收敛与依分布收敛的意义.； 

3．理解大数定律的意义，掌握几个常用的大数定律. 

4．理解中心极限定理的意义，掌握几个常用的中心极限定理. 

5．能运用中心极限定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作业：以课后习题为主。通过作业加深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强化计算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1.1课程绪论，概率，随机事件的关系及运算 6 第一章 

2 1.2随机事件频率，古典概型，几何概型，公理化定义 6  

3 1.3概率极限，概率函数连续；条件概率，全概公式 6  

4 1.4贝叶斯公式，随机事件独立，二项概型及应用 6 一节习题课 

5 2.1随机变量概念及分布，分布函数 6 
第二章 

一节无纸化考核（第一章） 

6 2.2连续型随机变量概率密度、分布函数，数字期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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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3随机变量函数期望，方差。常见离散型随机变量 6  

8 2.4常见离散和连续型随机变量分布 6  

9 2.5随机变量函数分布，分布的其它特征数 6 一节习题课 

10 3.1多维随机变量及其联合分布、边际分布 6 
 第三章 

一节无纸化考核（第二章） 

11 3.2随机变量的独立性，多维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6  

12 3.3多维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多维随机变量特征数 6  

13 3.4条件分布与条件期望 6 一节习题课 

14 
4.1随机变量序列的两种收敛性  

4.2特征函数（1） 
6 

第四章 

一节无纸化考核（第三章） 

15 4.2特征函数（2） 6  

16 
4.3大数定律   

4.4中心极限定理 
6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数学分析、高等代数 

后续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多元统计分析、随机过程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随机事件的关系及运算、概率的定义、性质、求法，条件概率与事件的独立性、全概公

式、贝叶斯公式。随机变量的概念及随机变量的分布。多维随机变量，联合分布（离散型随机变量

的联合分布列，连续型变量的联合分布密度）的概念，二维均匀分布与二维正态分布，边际分布的

求法，多个随机变量的独立性，多维随机变量的函数的分布，多维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期望、方

差、协方差、相关系数等），条件分布与条件期望；大数定律和中心极限定理。 

难点：随机事件关系，随机变量的概念及随机变量的分布，条件分布与条件期望，随机变量序

列的收敛性。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主要是以课堂讲授为主，兼有习题课、讨论课。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教室配有 Matlab、Mathtype软件。 

2. 主要是以课堂讲授为主，兼有习题课、讨论课。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

容有：三次上机无纸化考试，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

占 60％，方式为命题考试，题目类型包括选择、填空、计算、证明以及综合应用。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专业需求，选择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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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峁诗松，程依明，濮晓龙 编著《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高教出版社，2011年 2月 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峁诗松，程依明，濮晓龙 编著《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习题与解答》 

2. (美) sheldon.M.Ross著，郑忠国，詹从赞译，《概率论基础教程》（第 8版），人民邮电出

版社. 

3. 何书元编著《概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执笔：刘淑环  审稿：×××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6日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Statistics （一）Mathematical Statistics 

课程号：335010036 

一、课程教学目标：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二）数理统计》课程是经济学（成思危现代金融菁英班）专业的专业必

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知道总体、个体、样本、样本容量、统计量等概念。 

2．熟练运用 SPSS计算样本均值、样本方差、样本矩。 

3. 了解样本分布函数，熟练运用 SPSS作各种统计图形。 

4. 理解并掌握正态总体的某些常用统计量的分布，知道分位点的概念。 

5. 掌握卡方分布、t分布、F分布的构成模式、性质和它们的图形，并会查表。 

6. 理解充分统计量的概念，会用因子分解定理求充分统计量。 

7. 知道点估计和区间估计的概念。 

8. 掌握矩估计法和最大似然估计法的性质，了解 EM算法。 

9. 熟练掌握估计量无偏性、有效性、一致性的概念和判断。 

10. 掌握最小方差无偏估计。知道均方误差的概念，了解充分性原则，会用 C-R不等式。 

11. 掌握贝叶斯估计，知道常见分布的共轭先验分布。 

12. 掌握区间估计枢轴量的确立方法。 

13. 掌握单个正态总体均值和方差的区间估计。 

14. 掌握两个正态总体均值差和方差比的区间估计。 

15. 了解大样本下非正态总体参数的区间估计。 

16．理解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与概念。 

17. 掌握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理解两种错误的含义并会计算两类错误。 

18. 理解假设检验和置信区间的关系，掌握单个正态总体均值和方差的假设检验。 

19．掌握两个正态总体的均值差和方差比的假设检验。理解成对数据的检验方法。 

20．了解其它分布参数的假设检验。 

21. 掌握似然比检验与分布拟合检验，会用列联表进行独立性检验。 

22. 知道正态性检验和非参数检验的各种方法。 

23．理解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有关概念和统计模型。 

24．熟练用 SPSS计算总离差平方和、组间平方和、误差平方和，知道方差分析表含义。 

25. 知道多重比较的概念，并熟练用 SPSS进行多重比较。 

26. 掌握方差齐性检验的概念，知道常用的检验方法——Hartley检验、Bartlett检验和修正

的 Bartl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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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理解最小二乘法求回归系数及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原理。 

28．掌握回归系数的最小二乘估计，熟练运用 SPSS建立回归模型，并进行显著性检验，会根

据模型进行估计与预测。 

29．掌握一元非线性回归问题化为线性回归模型的常用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基本思想

与基本方法，了解大量实际问题的类型及与数理统计学的联系，掌握常见的抽样分布及经典的统计

推断方法，培养学生处理随机现象的能力和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有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

养学生的科学思维与辩证思维能力。为成思危金融实验班专业的《多元统计分析》、《随机过程》等

后续课程的学习和进一步获得近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奠定必要的数理统计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96学时（课堂授课学时：72 学时；实验学时：24学时） 

知识单元 1：统计量及其分布 

参考学时：12 学时 

学习内容： 

1．总体与样本 

2．样本数据的整理与显示 

3．统计量及其分布 

4．三大抽样分布 

5．充分统计量 

学习目标： 

1．知道总体、个体、样本、样本容量、统计量等概念。 

2．知道样本均值、样本方差、样本矩的概念，能熟练运用 SPSS计算。 

3. 了解样本分布函数，会用 SPSS作各种统计图形。 

4. 理解并掌握正态总体的某些常用统计量的分布。 

5. 知道分位点的概念并会查表。 

6. 掌握卡方分布、t分布、F分布的构成模式、性质和它们的图形。 

7. 理解充分统计量的概念，会用因子分解定理求充分统计量。 

作业： 

以课后习题为主。通过作业加深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强化计算方法。 

知识单元 2：参数估计 

参考学时：24学时 

学习内容： 

1．点估计的概念与无偏性 

2．矩估计及相合性 

3．最大似然估计与 EM算法 

4．最小方差无偏估计 

5．贝叶斯估计 

6．区间估计 

学习目标： 

1. 知道点估计和区间估计的概念。 

2. 掌握矩估计法和最大似然估计法的性质，了解 EM算法。 

3. 熟练掌握估计量无偏性、有效性、一致性的概念和判断。 

4. 掌握最小方差无偏估计。知道均方误差的概念，了解充分性原则，会用 C-R不等式。 

5. 掌握贝叶斯估计，知道常见分布的共轭先验分布。 

6. 掌握区间估计枢轴量的确立方法。 

7. 掌握单个正态总体均值和方差的区间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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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掌握两个正态总体均值差和方差比的区间估计。 

9. 了解大样本下非正态总体参数的区间估计。 

作业： 

以课后习题为主。通过作业加深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强化计算方法。 

知识单元 3：假设检验 

参考学时：18学时 

学习内容： 

1．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与概念 

2．正态总体参数假设检验 

3．其它分布参数的假设检验 

4．似然比检验与分布拟合检验 

5．正态性检验 

6. 非参数检验 

学习目标： 

1．理解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与概念。 

2. 掌握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理解两种错误的含义并会计算两类错误。 

3. 理解假设检验和置信区间的关系，掌握单个正态总体均值和方差的假设检验。 

4．掌握两个正态总体的均值差和方差比的假设检验。理解成对数据的检验方法。 

5．了解其它分布参数的假设检验。 

6. 掌握似然比检验与分布拟合检验，会用列联表进行独立性检验。 

7. 知道正态性检验和非参数检验的各种方法。 

作业： 

以课后习题为主。通过作业加深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强化计算方法。 

知识单元 4：方差分析与回归分析 

参考学时：18学时 

学习内容： 

1．方差分析 

2．多重比较 

3．方差齐性检验 

4．一元线性回归 

5. 一元非线性回归 

学习目标： 

1．理解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有关概念和统计模型。 

2．熟练用 SPSS计算总离差平方和、组间平方和、误差平方和，知道方差分析表含义。 

3. 知道多重比较的概念，并熟练用 SPSS进行多重比较。 

4. 掌握方差齐性检验的概念，知道常用的检验方法——Hartley 检验、Bartlett 检验和修正

的 Bartlett。 

3．理解最小二乘法求回归系数及一元线性回归模型的原理。 

4．掌握回归系数的最小二乘估计，熟练运用 SPSS建立回归模型，并进行显著性检验，会根据

模型进行估计与预测。 

5．掌握一元非线性回归问题化为线性回归模型的常用方法。 

作业：以课后习题为主。通过作业加深学生对基本概念的理解，强化计算方法。 

知识单元 5：SPSS上机实验 

参考学时：24学时 

学习内容： 

1．SPSS使用基本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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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置信区间，假设检验 

3．方差分析，相关分析  

4. 回归分析（一元和多元），因子分析 

学习目标： 

1．熟练掌握 SPSS基本操作，知道菜单各项功能，熟练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2. 熟练进行单一样本、独立样本 T检验、配对样本、卡方拟合优度检验 

3．熟练用 SPSS计算总离差平方和、组间平方和、误差平方和，知道方差分析表含义。 

4. 熟练进行回归分析，因袭分析，主成份分析 

作业：将教材相关部分的例题和书后习题，建立数据文件，做相关的各种统计分析。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5.1总体与样本 

5.2 样本数据的整理与显示 

5.3 .统计量及其分布 

6 
第五章 统计量及其分布 

（共 12课时） 

2 
5.4.三大抽样分布 

5.5 充分统计量 
6  

3 

6.1 点估计的概念与无偏性 

6.2 矩估计及相合性 

6.3 最大似然估计与 EM算法 

6 
第六章 参数估计 

（共 24课时） 

4 
6.4 最小方差无偏估计 

6.5 贝叶斯估计 
6  

5 6.6 区间估计 6  

6 各种估计量的建立及各种评价标准 6 习 题 课 

7 
7.1 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与概念 

7.2 正太总体参数假设检验 
6 

第七章 假设检验 

（共 18课时） 

8 
7.3 其它分布参数的假设检验 

7.4 似然比检验与分布拟合检验 
6  

9 
7.5 正态性检验 

7.6 非参数检验 
6  

10 
8.1 方差分析 

8.2 多重比较 
6 

第八章 方差分析与回归

分析（共 18课时） 

11 
8.3 方差齐性检验 

8.4 一元线性回归 
6  

12 8.5一元非线性回归 6  

13 实验一 SPSS使用基本操作 6 上机实验（共 24课时） 

14 实验二  置信区间，假设检验 6  

15 实验三  方差分析，相关分析 6  

16 实验四  回归分析（一元和多元），因子分析 6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数学分析、高等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一）概率论 

后续课程：多元统计分析、随机过程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样本数据的整理与显示，样本均值及其抽样分布，样本方差和样本标准差，次序统计量

及其分布，五数概括与箱线图，三大抽样分布的构成模式，充分统计量，点估计的无偏性、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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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合性，渐近无偏性，均方误差，最小方差无偏估计，C-R不等式，贝叶斯估计，区间估计，正态

总体均值、方差的假设检验，其它分布参数的假设检验，似然比检验，分布拟合检验，正态性检验，

非参数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比较，方差齐性检验，一元线性回归，一元非线性回归。 

难点：次序统计量及其分布，三大抽样分布的构成模式，充分统计量，最小方差无偏估计，C-R

不等式，贝叶斯估计，似然比检验，分布拟合检验，正态性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比较，方差

齐性检验，一元非线性回归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主要是以课堂讲授为主，在讲授的过程中穿插课堂提问和讨论，激发学生的思维。 

2. 实验结合 SPSS软件应用，使学生对数理统计概念统计方法有直观的认识和体验。 

3. 加强学生和教师，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流，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教室配有 Matlab、Mathtype、SPSS软件。 

2. 以课堂讲授为主，兼有习题课、学生讨论课、上机实验课。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

容有：上机实验，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60％，

方式为命题考试，题目类型包括选择、填空、计算、证明以及综合应用。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9、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专业需求，选择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峁诗松，程依明，濮晓龙 编著《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高教出版社，2011年 2月 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峁诗松，程依明，濮晓龙 编著《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习题与解答》 

执笔：刘淑环  审稿：×××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6日 

 

管理数学 
Management Mathematics 

课程号：7090200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工商管理双学位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获得：1.函数与极限；2.一元函数微积分

学；3.概率及其数字特征；4.数理统计；5.线性代数初步等方面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运算

技能，为学习后继课程和进一步获取数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通过各

个教学环节逐步培养学生具有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运算能力和自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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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具有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函数和极限、一元微积分、概率

初步以及数理统计、线性代数的基础知识，为管理类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函数 极限 连续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函数。 

2．极限。 

3．连续。 

学习目标： 

1. 理解函数的概念及函数的奇偶性、单调性、周期性和有界性。 

2. 理解复合函数和反函数的概念。 

3. 熟悉基本初等函数的性质及其图形。 

4. 理解极限的概念，掌握极限四则运算法则及换元法则。  

5 理解极限存在的夹逼准则，了解单调有界准则，会用两个重要极限求极限。 

6. 了解无穷小、无穷大以及无穷小的阶的概念。会用等价无穷小求极限。 

7. 理解函数在一点连续和在一个区间上连续的概念，了解间断点的概念。 

8. 了解初等函数的连续性和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介值定理和最大、最小值定理)。 

作业：每章选择适量课后习题。 

知识单元 2：一元函数微分学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导数与微分。 

2．导数的应用。 

学习目标： 

1. 理解导数和微分的概念，理解导数的几何意义及函数的可导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关系。 

2. 掌握导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和复合函数的求导法，掌握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了解微分
的四则运算法则。 

3. 了解高阶导数的概念。 

4. 掌握初等函数一阶、二阶导数的求法。 

5. 理解复合函数的微分不变性。 

6. 会用洛必达法则求不定式的极限。 

7. 理解函数的极值概念，掌握用导数判断函数的单调性和求极值的方法。会求解较简单的最

大值和最小值的应用问题。 

8.  会用导数判断函数图形的凹凸性，会求拐点，会描绘函数的图形。 

作业：以课后习题为主 

知识单元 3：一元函数积分学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不定积分。 

2．定积分。 

3．定积分的应用。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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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解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掌握不定积分的基本公式、换元法和分部积分法。 

2. 理解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了解可积条件。 

3. 理解变上限的积分作为其上限的函数及其求导定理，掌握牛顿-莱布尼兹公式。 

4. 掌握定积分的换元法和分部积分法。 

5. 掌握用定积分表达一些几何量的方法。 

作业：以课后习题为主 

知识单元 4：线性代数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矩阵。 

2．行列式。 

3．线性方程组。 

4. 矩阵特征值 

学习目标： 

1．理解矩阵和行列式的概念及性质。掌握矩阵的运算法则和行列式的性质 

2．理解线性方程组有唯一解、有无穷解和无解的条件。 

3．理解求线性方程组的高斯消元法。 

作业：以课后习题为主 

知识单元 5：概率论基础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概率及其基本概念。 

2. 概率的计算公式。 

3．随机变量的概念与分布。 

4. 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学习目标： 

1．理解随机试验、随机事件和概率概念。掌握求事件概率的方法。 

2．理解随机变量的分布，掌握求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律、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密度函数

以及它们的分布函数的方法。 

3．理解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掌握其简单运用。 

作业：每章选择适量课后习题。 

知识单元 6：数理统计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 

2. 参数估计。 

3．假设检验。 

4. 相关与回归分析。 

作业：以课后习题为主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新生课  数学学习的重要性与学习方法 复合函数  反函数 初等

函数   
3  

2 
数列的极限 函数的极限  无穷小与无穷大 

极限运算法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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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极限运算法则  极限存在准则  两个重要极限 3  

4 函数连续性 闭区间上连续函数的性质  习题课 3  

5 导数的概念  基本初等函数求导公式  求导法则 3  

6 高阶导数 函数的微分  习题课 3  

7 洛必达法则 导数应用 习题课 3  

8 不定积分的概念和性质 换元积分法 分部积分法 3  

9 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  微积分基本公式 3  

10 
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及分部积分法   定积分的几何应用  广义

积分  习题课 
3  

11 矩阵的概念 矩阵的计算  逆矩阵  行列式 3  

12 解线性方程组  特征值 3  

13 随机事件与概率  概率的计算公式与运用 3  

14 随机变量的分布   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3  

15 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  区间估计 3  

16 假设检验  相关与回归分析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高中数学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1．函数、极限、连续 

重点：函数概念，复合函数概念，极限概念，极限四则运算法则，连续概念。 

难点：极限的ε—N、ε—δ定义，求极限。 

2．一元函数微分学 

重点：导数和微分的概念，导数的几何意义及函数的可导性与连续性之间的关系，导数的四则

运算法则和复合函数的求导法，基本初等函数的导数公式，初等函数的一阶、二阶导数的求法，函

数的形态分析。  

函数的单调性和求极值的方法。 

难点：复合函数的求导法。 

3．一元函数积分学 

重点：不定积分和定积分的概念及性质，不定积分的基本公式，不定积分、定积分的换元法与

分部积分法，变上限的积分作为其上限的函数及其求导定理，牛顿—莱布尼兹公式，用定积分表达

一些几何量（如面积、体积）。 

难点：变上限函数的求导，换元积分法，广义积分等。 

4．线性代数 

重点：矩阵的运算，行列式的定义，线性方程组的求解。 

难点：行列式的计算，线性方程组的解的结构。 

5．概率论简介 

重点：古典概率的计算，概率的计算公式，随机变量的分布，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难点：连续型随机变量的分布，期望与方差的计算。 

6．数理统计 

重点：简单随机抽样，抽样分布，参数估计，假设检验。 

难点：抽样分布，假设检验。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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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现象、实际问题出发引出理论知识，或介绍知识的发现过程、应用实例，来调动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培养学生探究知识、应用知识的自觉意识。 

2. 讲授中给学生留下较大的思考空间，启发学生积极思考，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观察、想象

和思维能力。 

3. 讲解重点、难点，而一般的知识鼓励学生自学并教给学生自学方法。 

教学手段： 

1. 合理利用多媒体技术等进行教学。 

2. 采用讨论式、研究式教学，鼓励学生自主思考。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使用教材配套的课程软件进行教室多媒体教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进行课前预习，每周有适量习题作为课后作业。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服务于教学，必须尊重教学规律，尊重知识发展的特性，尊重教学对

象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刘淑环、刘崇丽、闫红霞等编著《高等数学》，华文出版社，2002年 3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张国楚、徐本顺、王立冬、李祎等主编《大学文科数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3月 第

2版 

执笔：石丽伟、刘崇丽  审稿：×××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日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课程号：40902005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心理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使学生获得：1.随机事件的概率；2.随机变量的

分布；3.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4.数理统计等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和基本运算方法，为学习后继课

程和进一步获取数学知识奠定必要的数学基础。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通过各个教学环节逐步培养

学生良好的数学训练，提高学生抽象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培养学生的运算能

力、抽象思维能力、想象能力以及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数学思想、

数学方法、数学的应用价值在人们身上长期发挥作用，培养勇于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心理学专业

具有数学素养新型的人才。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事件描述，概率计算，随机变量



11294 

的分布，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的基础知识，为心理学专业的统计分析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

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随机事件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随机事件的概念及运算。 

2．概率的统计定义、古典定义及公理化定义。 

3. 概率的基本性质、加法公式、条件概率与乘法公式。 

4. 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 

5. 事件的独立性，独立随机试验伯努利公式。 

学习目标： 

1．了解样本空间的概念，理解随机事件的概念，掌握事件间的关系及运算。 

2．掌握理解概率、条件概率的概念，掌握概率的基本性质，会计算古典型概率；掌握概率的

加法、乘法公式以及全概率公式、贝叶斯公式。 

3. 理解事件独立的概念，掌握用事件的独立性计算概率；理解重复独立试验的概念，掌握伯

努利概型概率的计算。 

作业： 

习题 1-1，习题 1-2，习题 1-3，习题 1-4，第一章总习题 

知识单元 2：一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一元随机变量及其概率分布的概念。 

2．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及其性质。 

3．离散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分布、连续型随机变量的概率密度以及它们的性质 

4. 几种常见的离散型分布和连续型分布。 

5. 一元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学习目标： 

1．掌握随机变量及其分布的概念。掌握分布函数的概念。了解与随机变量有关的事件的概率。 

2．掌握概率分布、概率密度与分布函数之间的关系，并灵活运用它们的性质。 

3. 掌握 0－1分布、二项分布、泊松分布和超几何分布。掌握二项分布的近似计算（用泊松分

布）。掌握均匀分布、指数分布和正态分布。 

4. 掌握求一元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的方法。 

作业： 

习题 2-1，习题 2-2，习题 2-3，习题 2-4，习题 2-5，第二章总习题 

知识单元 3：多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1．二维随机变量及其联合分布的概念。 

2．二维随机变量的分布函数及其性质。 

3. 离散型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边缘分布及条件分布，以及它们的性质。 

4. 连续型随机变量的联合密度、边缘密度及条件密度，以及它们的性质。 

5. 随机变量的相互独立性。 

6. 二维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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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二元随机变量、联合分布、边缘分布、条件分布的概念。 

2．掌握离散型随机变量的联合分布律。已知联合分布，会求边缘分布和条件分布。 

3. 了解用二元分布求简单事件的概率。 

4．掌握二元均匀分布，二元正态分布。 

5. 掌握随机变量独立性的概念，以及独立的充要条件及其性质。 

6. 掌握求简单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
{ } { }X Y XY X Y X Y, ,max , ,min ,+

分布 

作业： 

习题 3-1，习题 3-2，习题 3-3，习题 3-4，习题 3-5，第三章总习题 

知识单元 4：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1．数学期望及其性质。 

2．方差及其性质。 

3.协方差与相关系数 

4.矩，协方差矩阵 

5.二维正态分布 

学习目标： 

1．掌握数学期望、方差、协方差、相关系数和不相关的概念。 

2．掌握数学期望、方差、协方差和相关系数的计算方法。 

3. 掌握常用分布的数学期望和方差 

4. 掌握随机变量函数的数学期望 

5.了解期望、方差的简单应用 

6.了解切比雪夫不等式及其应用 

作业： 

习题 4-1，习题 4-2，习题 4-3，习题 4-4，5   第四章总习题 

知识单元 5：大数定律与中心极限定理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随机变量序列依概率收敛， 

2．伯努利大数定律、切比雪夫大数定律特例、辛钦大数定律。 

3. 林德伯格－列维定理（独立随机变量之和的极限分布）、棣莫弗－拉普拉斯定理（二项分布

以正态分布为极限分布）。 

学习目标： 

1．了解依概率收敛的概念，了解大数定律的条件和结论以及它们的实际意义。 

2．掌握中心极限定理的条件和结论，并会用于计算有关随机事件的概率。 

作业： 

习题 5-1，2 

知识单元 6：样本及抽样分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总体、样本和统计量的概念。频率直方图，样本分布函数。 

2．样本均值、样本方差、样本 k阶原点矩、样本 k阶中心矩。 

3. 几个常用分布：卡方分布、t分布、F分布及分位点。 

4. 正态总体的某些常用统计量的分布。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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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总体、样本、统计量等概念。 

2．了解卡方分布、t分布、F分布的定义和它们的图形，掌握分位点的概念并会查表。 

3. 掌握样本均值、样本方差的计算，掌握正态总体的某些常用统计量的分布 

作业： 

习题 6-1，习题 6-2，习题 6-3，习题 6-4，   第六章总习题 

知识单元 7：参数估计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点估计的概念，矩估计法，最大似然估计法。 

2．评价估计量优劣的标准：无偏性、有效性及一致性。 

3. 区间估计的概念，单个正态总体的均值和方差的置信区间。 

4. 两个正态总体的均值差和方差比的置信区间。 

5. 大样本下非正态总体参数的置信区间，0－1总体中参数 p的置信区间。 

学习目标： 

1．掌握参数的点估计的概念，掌握矩估计法和最大似然估计法。 

2．了解估计量的一致性，并验证估计量的无偏性及比较估计量的有效性。 

3.  。掌握单个正态总体的均值和方差的区间估计，两个正态总体的均值差和方差比的区间估

计。 

4. 了解大样本下非正态总体参数的区间估计。 

作业： 

习题 7-1，习题 7-2，习题 7-3，4   习题 7-5，习题 7-6   第七章总习题 

知识单元 8：假设检验 

参考学时：7学时 

学习内容： 

1．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基本步骤以及检验中可能产生的两种错误。 

2．单个正态总体的均值和方差的双侧假设检验，单侧假设检验。 

3. 两个正态总体的均值和方差的双侧假设检验。 

4. 大样本下非正态总体参数的假设检验。总体分布的检验。 

学习目标： 

1．了解假设检验的基本思想，掌握假设检验的基本步骤，了解检验中可能产生的两种错误。 

2．掌握单个正态总体的均值和方差的假设检验。 

3．两个正态总体的均值和方差的假设检验。 

4．了解大样本下非正态总体参数的假设检验，了解总体分布的假设检验 

5.了解 p值检验法 

作业： 

习题 8-1，习题 8-2，习题 8-3，习题 8-4   习题 8-5，习题 8-6   第八章总习题 

知识单元 9：线性回归分析与方差分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回归的概念。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回归系数的最小二乘估计。 

2．相关性检验。非线性问题化为线性问题。 

3. 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有关概念，总离差平方和，组间平方和，误差平方和，方差分析表。 

学习目标： 

1．了解最小二乘法求回归系数及一元线性回归方程，了解相关性检验以及简单预测。 

2．了解非线性问题化为线性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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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有关概念，了解计算总离差平方和、组间平方和、误差平方和的方

法，了解方差分析表。 

作业： 

习题 9-1，2，3   习题 9-4      第九章总习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随机事件与概率 6  

2 第二章 一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6  

3 第三章 多维随机变量及其分布  7  

4 第四章 随机变量的数字特征 7  

5 第五章 大数定律与中心极限定理 3  

6 第六章 样本及抽样分布 3  

7 第七章 参数估计   6  

8 第八章 假设检验    7  

9 第九章  线性回归分析与方差分析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高中排列组合、微积分、线性代数 

后续课程：心理统计分分析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古典概型、贝努里概型、贝叶斯公式、随机变量概率分布、分布函数，概率密度函数、

随机变量的独立、随机变量函数分布、常用分布、数学期望、方差，协方差与相关系数、中心极限

定理、抽样分布、参数点估计、参数置信区间、假设检验。 

难点：古典概率计算、贝叶斯公式应用、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的边缘分布与条件分布、连续型

随机变量函数的分布、数学期望及其应用、中心极限定理应用、抽样分布、极大似然估计法、假设

检验。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应用多媒体上课，结合画图软件的应用，使学生对数学概念有直观的认识和了解。 

2. 加强学生和教师，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流，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3. 在讲授的过程中穿插课堂提问和讨论，激发学生的思维。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课堂提问及讨论。 

3. 习题课。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进行课前预习，每周有适量习题作为课后作业。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测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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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服务于教学，必须尊重教学规律，尊重知识发展的特性，尊重教学对象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吴传生等编著《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 12月 第 3版 

（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峁诗松等编著《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2月 第 2版 

2. 吴传生等编著《学习辅导与习题选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1月  

执笔：刘崇丽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5月 21日 

 

计算机网络技术与应用 
Computer Network Technology & Application 

课程号：10901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计算机网络发展历史阶段；2、理解 TCP/IP 网络协议 3、掌握

网络应用技术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计算机网络基础知识、网络互联

基本原理、了解网络通信、分类、拓扑结构、网络体系、局域网访问控制技术等概念，为本科生使

用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服务本专业提供必要的科学素质和思维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0学时 

知识单元 1：计算机网络概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网络的产生与发展。 

2．Internet发展。 

3. 网络的功能 

4. 网络的组成与分类 

5. 拓扑结构 

6. 网络协议体系 

学习目标： 

1．了解产生与发展、功能、组成与分类。 

2．掌握拓扑结构和网络协议体系。 

作业： 

举例说明网络在日常生活学习中的具体应用。 

知识单元 2：数据通信基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通信系统构成及概念。 

2．模拟信号传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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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信号传输技术 

学习目标： 

1．了解通信系统构成、信息、信号、通信概念。 

2．掌握模拟信号、数字信号、通信系统性能指标。 

3. 掌握模拟信号的基带传输、频带传输和数字传输 

4. 掌握数字信号的信源编码、信道编码和差错编码 

5. 掌握几种常用基带信号 

作业： 

从通信的角度来描述字符串”CHINA”是如何从主机 A传输到主机 B中的，用波形图描述传输

过程。对于要传输的字节进行奇偶校验，加上校验码以后要传输的比特流是什么？这种校验能发现

错误的概率有多大？ 

知识单元 3：传输介质和设备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传输介质。 

2．网络设备。 

3．传输介质和网络设备的比较 

学习目标： 

1．了解同轴电缆、粗缆、细缆、屏蔽双绞线、非屏蔽双绞线、单模光纤、多模光纤和无线介质。 

2．掌握网卡地址、传输速率、全双工、 半双工。 

3. 掌握网络集线器、网络中继器 

4. 掌握网络交换机、网桥 

5. 掌握网络路由器、广播域、冲突域、转发方式 

作业： 

比较几种不同传输介质的优缺点？说明每一种的传输介质的应用环境？ 

知识单元 4：计算机局域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局域网概念及组成。 

2．信道共享技术。 

3．无连接工作方式 

4.  CSMA/CD协议 

5.争用期 

学习目标： 

1．了解局域网概念、拓扑结构。 

2．掌握静态划分信道方法。 

3. 掌握动态划分信道方法 

4. 掌握以太网概念 

5. 掌握 CSMA/CD协议 

作业： 

相距 1000米的两个站点，争用期为多少？ 

知识单元 5：计算机广域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广域网概念。 



11300 

2．Internet发展。 

3．Internet的组成、服务和特点 

学习目标： 

1．了解广域网概念及拓扑结构。 

2．掌握 Internet发展阶段、APARNET概念。 

3. 掌握 Internet服务应用、特点 

作业： 

描述网络发展简史 

知识单元 6：TCP/IP分层体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OSI/RM参考模型。 

2．TCP/IP协议模型。 

3．五层模型以及几种模型的对应关系 

学习目标： 

1．了解 OSI/RM参考模型。 

2．掌握物理层概念。 

3. 掌握数据链路层概念 

4. 掌握网络层概念 

5. 掌握传输层概念 

6. 掌握应用层概念 

作业： 

几种不同网络协议模型表述的异同？ 

知识单元 7：IP协议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Ip地址表示方法。 

2．点分十进制。 

3． 分类 IP地址的数量和空间 

学习目标： 

1．了解抽象的互联网。 

2．掌握分类 IP地址的表示方法。 

3. 掌握分类 IP地址的范围 

4. 掌握 IP地址的特殊规定 

5. 掌握的点分十进制与二进制的关系 

作业： 

将点分十进制的 IP地址:202.205.64.80转换为二进制形式,指出其网络部分和主机部分 

将点分十进制的 IP地址: 10.6.1.78转换为二进制形式指出其网络部分和主机部分 

将点分十进制的 IP地址: 192.168.1.1转换为二进制形式,指出其网络部分和主机部分 

将点分十进制的 IP地址: 148.168.1.1转换为二进制形式,指出其网络部分和主机部分？ 

知识单元 8：IP地址与硬件地址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硬件 MAC地址概念。 

2．虚拟互联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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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硬件地址和 IP地址的转换 

学习目标： 

1．了解硬件地址 MAC的特点。 

2．掌握 IP地址的重要特点。 

3. 掌握地址解析 ARP协议 

4. 掌握逆向地址解析协议 RARP协议 

5. 掌握透明传输含义 

作业： 

什么我们不直接使用硬件地址进行通信？ 

知识单元 9：IP 数据报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IP数据报概念。 

2．IP数据报格式。 

3．IP数据报固定首部 

学习目标： 

1．了解 IP数据报首部各字段含义。 

2．掌握源 IP地址和目的 IP地址。 

3. 掌握标识、标志和片偏移 

4. 掌握其他字段含义 

5. 掌握分组转发算法 

作业： 

需分片的 3800字节的数据报，如何分成 1400字节的数据报片？ 

知识单元 10：划分子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二级 IP地址到三级 IP 地址。 

2．子网划分方法。 

3．子网掩码 

学习目标： 

1．了解二级 IP 地址的不足。 

2．掌握子网掩码运算。 

3. 掌握子网划分的本地意义 

4. 掌握子网划分的外部意义 

5. 掌握子网划分后的分组转发过程 

作业： 

将一个 C 类地址网络号为 202.205.88.0 的二级地址划分三级结构，子网数量为 6，子网掩码

是什么？ 

知识单元 11：TCP协议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UDP协议概念。 

2．TCP协议概念。 

3．端口概念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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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 UDP协议首部。 

2．掌握 TCP协议首部含义。 

3. 掌握滑动窗口概念 

4. 掌握 TCP连接概念 

5. 掌握客户端服务器方式 

6. 理解 TCP协议和 UDP协议的异同 

作业： 

有哪些熟知端口？ 

知识单元 12：域名系统 DN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域名系统概述。 

2．域名结构。 

3. 域名类别 

4．域名管辖范围、授权域名服务器 

5. 域名解析 

学习目标： 

1．了解域名空间、顶级域名。 

2．掌握域名管辖范围。 

3. 掌握域名服务器 

4. 掌握递归查询 

5. 掌握域名与 IP地址的关系 

作业： 

如何申请一个域名？ 

知识单元 13  WWW信息服务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WWW概述。 

2．WWW结构。 

3. 超链接、超文本和超媒体 

4．统一资源定位符 URL 

5. 超文本传送协议 HTTP 

6. 介绍浏览器功能 

学习目标： 

1．了解 WWW概念和工作方式。 

2．掌握 WWW工作过程。 

3. 掌握 URL一般形式以及缺省形式 

作业： 

列出一个完整的 URL，并指出各部分含义？ 

知识单元 14  FTP、Email、Telnet以及搜索引擎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FTP概念以及常用 FTP客户端。 

2．Email概念及工作原理。 

3. POP3协议及 SMTP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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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远程登陆 Telnet概念 

5. 搜索引擎工作原理 

学习目标： 

1．了解常用网络服务内容。 

2．掌握 FTP文件下载方法。 

3. 掌握 Email地址格式 

4. 掌握发送邮件和接收邮件方法 

5. 掌握远程登陆和搜索引擎的用法 

作业： 

举例说明不同网络应用的各自应用环境？ 

知识单元 15：网络安全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网络安全概述、因素和目标。 

2．网络安全策略。 

3. 防火墙概念、功能、类型和规则 

4．防范黑客 

5. 网络安全习惯 

学习目标： 

1．了解网络安全概述、因素和目标。 

2．掌握网络安全的定义。 

3. 掌握访问控制策略 

4. 掌握防火墙技术的用法 

5. 网络安全的防范措施 

作业： 

根据自身，制定适合实际的网络安全策略和方法？ 

知识单元 16：网络接入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网络接入技术发展概述。 

2．Modem拨号接入。 

3. ADSL接入技术 

4．社区局域网接入 

5. 无线 WIFI接入 

6 .共享接入 

学习目标： 

1．了解网络接入技术现状及发展。 

2．掌握局域网接入和无线 WIFI接入。 

作业： 

各种不同接入技术的优缺点？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2个，共 24学时 

实验 1：用集线器搭建简单的网络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以 1台服务器，3台 PC机为例： 

一台 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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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块 UTP接口的网卡 

4台 PC机 

个 RJ45接头（水晶头） 

若干米 UTP双绞线 

实验要求：熟悉双绞线传输介质特性；研究集线器的作用；掌握简单的传输介质和网络设备连

接方法。 

实验 2：绘制校园网拓扑图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根据了解和推测,画出我校校园网拓扑图,并标出承担通信任务的网络传输介质和网

络设备的名称 

实验要求：熟悉网络拓扑结构；研究不同的网络设备的功能；掌握局域网连接方法。 

实验 3  使用模拟器软件扩展局域网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按照拓扑结构，使用 YS-RouteSim软件添加计算机、网络设备和传输介质，并模拟

操作环境，设置网络设备的参数。 

实验要求：熟悉扩展局域网方法；研究扩展网络的方法不同对网络性能的影响；掌握网络设备

的用法。 

实验 4  IP地址与 MAC地址的映射关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在命令行窗口中，查询 ARP协议的命令参数 

实验要求：熟悉地址解析协议；研究静态绑定和动态绑定的区别；掌握如何获取地址解析结果

的方法。 

实验 5  使用抓包软件分析 IP数据包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使用 wireshark抓取 IP数据包，指出 IP首部各个部分，并区分各自含义 

实验要求：熟悉 wireshark的安装和使用；研究 IP首部字段；掌握首部含义的分析方法。 

实验 6  常用网络命令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在命令行窗口分别执行 PING\ipconfig\arp\netstat\tracert\route等命令 

实验要求：熟悉常用网络命令；研究各个命令的参数；掌握快速获取网络环境配置的方法。 

实验 7  使用抓包软件分析 TCP报文数据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使用 wireshark抓取 TCP数据报文，指出 TCP首部各个部分，并区分各自含义 

实验要求：熟悉 wireshark的安装和使用；研究 TCP首部字段；掌握 TCP首部含义的分析方法。 

实验 8  使用抓包软件分析 DNS请求数据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使用 wireshark抓取 DNS请求数据，指出 DNS服务所使用的端口号 

实验要求：熟悉 wireshark的安装和使用；研究 DNS请求；掌握首部含义的分析方法。 

实验 9  使用抓包软件分析 HTTP请求数据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使用 wireshark抓取 HTTP请求数据，指出 HTTP服务所使用的端口号 

实验要求：熟悉 wireshark的安装和使用；研究 HTTP请求和工作过程；掌握首部含义的分析

方法。 

实验 10  使用抓包软件分析指出 FTP、Email 和 Telnet的服务器端口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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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使用 wireshark 抓取 FTP、Email 和 Telnet 请求数据，指出各自服务所使用的端

口号 

实验要求：熟悉 wireshark 的安装和使用；研究 FTP、Email 和 Telnet 请求和工作过程；掌

握首部含义的分析方法。 

实验 11  配置 Windows的防火墙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打开 Windows的防火墙，配置相关参数和规则，阻止相应的访问 

实验要求：熟悉 Windows的防火墙的打开方法；研究防火墙的规则；掌握防火墙控制访问的方法。 

实验 12  配置代理服务器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在 Windows中配置 VPN服务器和 VPN客户端 

实验要求：熟悉代理服务器；掌握 VPN的配置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计算机网络概论、数据通信基础 4  

2 传输介质和设备、用集线器搭建简单的网络 4  

3 绘制校园网拓扑图、计算机局域网 4  

4 使用模拟器软件扩展局域网、计算机广域网 4  

5 TCP/IP分层体系、IP协议 4  

6 IP地址与硬件地址、IP地址与 MAC地址的关系 4  

7 IP 数据报 4  

8 使用抓包软件分析 IP数据包、划分子网 4  

9 TCP协议 4  

10 常用网络命令、使用抓包软件分析 TCP报文数据 4  

11 域名系统 DNS、使用抓包软件分析 DNS请求数据 4  

12 WWW信息服务、使用软件分析 HTTP请求数据 4  

13 FTP、Email、Telnet以及搜索引擎 4  

14 网络安全 4  

15 FTP、Email、Telnet服务器端口  配置防火墙 4  

16 网络接入、配置代理服务器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计算机概论》 

后续课程：《网络安全技术》、《电子证据》、《电子政务》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计算机网络定义、组成、分类、拓扑结构、CSMA/CD、TCP/IP分层协议、IP地址、端口、

统一资源定位符、MAC地址、DNS域名、子网划分、虚拟网络、TCP连接、客户端服务器、HTTP协

议、FTP协议、SMTP协议、POP3协议、TELNET协议。 

难点：协议、通信系统、带宽、子网掩码、路由转发、透明传输、虚拟网络、可靠服务、五层

协议、地址转换、逻辑地址、分组交换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多媒体教学。 

2.实验指导。 

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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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互软件实现实时互动。 

2.网络资源分享。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投影设备、电子交互软件辅助以及实验所用模拟器软件和抓包分析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实验自评和互评，课外调查计算机网络发展状况和网络安全风险评估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实验、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6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徐万涛等编著《计算机网络实用技术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1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谢希仁等编著《计算机网络》，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 6月 第 6版 

2. Andrew S. Tanenbaum 等编著《Computer Networks (5th Edition)》，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年 10月 第 5版  

执笔：张扬武  审稿：郑宝昆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6月 10日 

 

多媒体技术与应用 
Application of Multimedia Technology 

课程号：1090100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熟悉多媒体技术的理论基础及应用前景；2、熟练掌握 Photoshop软

件处理图像；3、熟练掌握 Flash软件制作动画。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多媒体技术基础知识、Photoshop

图像处理技术以及 Flash动画制作技术。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多媒体技术概述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多媒体技术的特点 

2. 多媒体信息和文件 

3. 多媒体关键技术及其标准 

4. 多媒体技术的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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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 了解多媒体技术的概念及应用领域。 

2． 熟悉多媒体技术中的媒体元素。 

3． 掌握多媒体关键技术及其标准。 

作业： 

1. 什么是多媒体技术？它有哪些特点？ 

2.国际电信联盟将媒体分为哪几类？ 

3. 多媒体技术的应用领域有哪些？ 

知识单元 2：多媒体个人计算机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从 PC到 MPC 

2. 中央处理器的本地信号处理 

3. CD-ROM与 DVD-ROM驱动器 

4. 音频信息处理和声卡 

5. 图形、图像处理和显示卡 

6. 视频信息处理和视频卡 

7. MPC的外部设备 

8. Windows的免费多媒体软件 

学习目标： 

1．掌握 MPC的基本组成 

2．熟悉主要外围设备的工作原理及技术指标 

作业： 

1. 简述 WAV文件与 MIDI文件的区别？ 

2. 图形与图像有什么不同？  

3. 声音质量的高低与哪些因素有关？ 

4. 简述 AVI文件与 MPEG文件的差别。 

5. 为什么说“存储空间巨大”是音、视频文件的共同特征？ 

6. 简述 CD光盘与 DVD光盘的主要区别。 

7. 为什么多媒体文件是可以压缩的？请举例说明。 

8. 数据压缩有哪些重要标准？简述它们的适用范围。 

9. 举例说明多媒体网络应用的交互性和实时性。 

10. 举例说明多媒体技术在教学方面的应用。 

11. 与传统教学相比，CAI课件有哪些优点？ 

12. 举例说明电子出版物的当前应用。 

13. 声卡、显示卡与视频卡是 3种常用的多媒体功能卡。试简单介绍它们的作用。 

14. 何谓声音的数字化？有哪些指标将影响声音数字化的质量？ 

15. 什么是 MIDI文件？它与 WAV文件有什么不同？ 

知识单元 3：其他多媒体设备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触摸屏 

2. 数码相机 

3. 视听设备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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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有哪些常用的多媒体外围设备 

2. 熟悉常用设备的工作原理 

作业： 

1. 列举你所知道的多媒体数码产品。 

2. 什么是触摸屏？简述触摸屏的主要应用？ 

3. 触摸屏有哪些类型？试比较它们的优缺点。 

4. 试比较数码相机与传统相机的异同。 

5. 数码相机有哪些主要技术指标？ 

6. 对数码照片可以进行哪些后期处理？ 

7. 数码随身听有哪些类型？各适用于什么用户？ 

8. 什么是 MP3音乐？它有什么特点。 

知识单元 4：多媒体素材制作概述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多媒体素材 

2. 数据制作 

3. 图像数据制作 

4. 动画数据制作 

5. 声音数据制作 

6. 视频数据制作 

7. 音、像制作工具的特点 

学习目标： 

1. 了解多媒体素材的采集方法 

2. 熟悉多媒体作品制作的流程 

作业： 

1. 什么是多媒体素材？它通常包括哪些内容？制作多媒体素材的一般步骤是什么？ 

2. 获取文本数据通常有哪些方法？ 

3. 怎样制作艺术字？艺术字通常采用什么存储格式？ 

4. 采集图像数据可以有哪些来源？初始采集的图像用什么进行加工？ 

5. 什么是动画？试比较制作动画的传统方法与现代方法的不同。 

6. 为什么动画尤其是网页动画的画面不宜太大？ 

7. 采集声音数据有哪些常用的方法？可以使用哪些工具？ 

8. 采集视频数字信息可能使用哪些设备？其一般步骤为何？ 

9. 视频编辑有哪些基本功能？试简单说明。 

10. 什么是音效处理？简要描述 3D音效的意义。 

知识单元 5：Photoshop CS5 概述及工具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界面与工具 

2. Photoshop面板的使用 

学习目标： 

1. 了解 Photoshop CS5的工作界面 

2. 熟悉 Photoshop CS5的工具和工作面板 

作业： 

1. 简述 Photoshop CS5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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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述 Photoshop CS5的工具箱各类工具的用途？ 

3. Photoshop CS5的工作面板主要有哪些？如何打开和关闭工作面板？ 

知识单元 6：图像的选取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使用选择工具 

2. 使用套索工具 

3. 魔棒工具 

4. 其它选择方 

5. 调整选区 

学习目标： 

1. 掌握利用工具创建选区的方法 

2. 掌握调整和编辑选区的方法 

作业： 

1. 对于所给图像，利用工具和命令创建选区。 

2. 对创建的选区进行编辑操作。 

知识单元 7：图像的创作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在 Photoshop CS5中绘图 

2. 使用形状工具 

3. 使用色彩进行创作 

4. 对选区和图层进行描边处理 

5. 图像的裁切、度量及注释 

学习目标： 

1. 掌握绘图工具的使用 

2. 熟练使用钢笔工具画图和抠图 

3. 熟悉辅助工具的使用 

作业： 

1. 利用 Photoshop CS5的绘图工具绘制图形。 

2. 利用钢笔工具绘制路径。 

3. 利用钢笔工具精确抠图。 

知识单元 8：图像的修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对图像进行修饰处理 

2. 擦除图像 

学习目标： 

1. 掌握各种图像修饰工具的使用方法 

2. 掌握各种擦除工具的使用方法 

作业： 

1. 利用修饰工具修饰图像。 

2. 利用修复工具修复图像。 

3. 利用图章工具复制和修复图像。 

4. 利用擦除工具擦除图像以创建特殊效果的图像，或者利用擦除工具进行抠图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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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9：使用路径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创建路径 

2. 编辑路径 

学习目标： 

1. 了解 3种绘图模式 

2. 掌握创建路径的方法 

3. 掌握编辑路径的方法 

作业： 

1. 利用绘图工具和钢笔工具绘制形状和路径。 

2. 对所绘制的形状和路径进行编辑操作。 

知识单元 10：使用图层 

参考学时：2学生 

学习内容： 

1. 简单图像的制作 

2. 图层的特点及分类 

3. 图层的使用 

学习目标： 

1. 了解图层的概念和分类 

2. 熟悉图层面板的使用 

3. 掌握图层的建立和编辑方法 

4. 掌握图层混合模式的使用方法 

5. 掌握图层样式的使用方法 

6. 掌握各类蒙版的使用方法 

作业： 

1. 什么是快速蒙版？举例说明快速蒙版在 Photoshop中的应用。 

2. 什么是图层蒙版？它与快速蒙版有何不同？ 

3. 通过图层的混合模式对图像进行色调的调整。 

4. 为图像添加图层样式。 

5. 使用蒙版制作特殊效果的图像。 

知识单元 11：使用通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通道调板的使用 

2. 颜色通道的运用 

3. Alpha通道的运用 

学习目标： 

1. 了解通道的概念和作用 

2. 熟悉通道面板的使用 

3. 掌握与通道有关命令的使用 

作业： 

1. 使用通道调整图像的色调。 

2. 使用通道存储和编辑选区。 

3. 使用“应用图像”命令处理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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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计算”命令处理图像。 

知识单元 12：图像色彩处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调整色阶 

2. 亮度∕对比度 

3. 调整色彩平衡 

4. 阈值设置 

5. 色彩调整曲线 

6. 调整色相/饱和度 

7. 匹配颜色 

8. 替换颜色 

9. 渐变映射 

10. 通道混合器 

11. 色彩平衡 

12. 色彩反相 

学习目标： 

掌握每个调整图像色调与色彩命令的使用方法 

作业： 

使用色彩/色调调整命令调整图像的色彩与色调，如处理曝光不足、曝光过度的图像，修正层

次、色彩不好的图像。 

知识单元 13：使用滤镜技术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使用传统滤镜 

2. 使用新滤镜 

3． 使用滤镜插件 KPV7.0 

学习目标： 

1. 了解 Photoshop CS5滤镜的作用 

2. 掌握各种滤镜的使用方法 

作业： 

1. 使用特殊滤镜处理图像。 

2. 使用普通滤镜处理图像。 

知识单元 14：FlashCS5基础知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FlashCS5功能介绍和概述 

2. Flash界面介绍 

3. Flash的工具 

学习目标： 

1. 了解 Flash CS5的工作界面 

2. 了解 Flash CS5的工具箱 

3. 掌握 Flash CS5的绘图工具的使用 

作业： 

利用绘图工具绘制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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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15：FALSH CS5 对象介绍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对象的种类介绍 

2. FlashCS中对象的来源 

3. 元件及元件库的使用 

学习目标： 

1. 熟悉对象的编辑方法 

2. 掌握元件的建立方法 

3. 熟悉库面板的使用 

作业： 

在动画中建立图形、按钮、影片剪辑元件，利用元件实例制作动画。 

知识单元 16：Flash帧和图层的基本操作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概念 

2. 图层基本操作 

学习目标： 

1. 熟悉帧的概念 

2. 掌握各类帧的使用方法 

3. 熟悉图层的基本操作 

作业： 

在不同的图层上绘制图形，最终形成一幅完整的矢量图。 

知识单元 17：Flash动画制作初步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基本概念 

2. 简单动画制作 

学习目标： 

1. 掌握逐帧动画的制作方法 

2. 掌握补间动画的制作方法 

作业： 

1. 利用逐帧动画制作一个人行走的动画。 

2. 利用补间动画制作一个对象沿路径运动的动画。 

3. 利用形状补间动画制作一个从形状变为文字的动画。 

知识单元 18：Flash高级动画制作技巧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遮罩动画 

2. 引导线动画 

3. 复合动画制作 

学习目标： 

1. 掌握遮罩动画的制作方法 

2. 掌握引导线动画的制作方法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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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作百叶窗动画实现两张图像的切换效果。 

2. 制作一个小球沿路径运动的动画效果。 

知识单元 19：声音和视频的编辑和使用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导入外部声音和视频 

2. 引用声音 

3. 编辑声音 

4. 给按钮加上声效 

学习目标： 

1. 掌握在动画中导入音频和视频的方法 

2. 掌握为按钮链接音频的方法 

3. 熟悉声音的编辑方法 

作业： 

1. 为动画添加背景音乐。 

2. 为按钮的不同状态添加不同的声音文件。 

3. 在动画中嵌入视频文件。 

知识单元 20：场景与动画发布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场景的创建与编辑操作 

2. 测试影片 

3. 测试场景 

学习目标： 

1. 熟悉场景的编辑方法 

2. 掌握影片和场景的测试方法 

作业： 

1. 在一个动画中使用多个场景。 

2. 将动画生成 SWF格式的文件。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6个，共 32学时 

Photoshop CS5部分 

实验 1：创建选区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使用创建选区的工具和命令创建选区 

实验要求：掌握各类选区的创建方法。 

实验 2：绘图工具的使用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利用绘图工具绘制图形 

实验要求：掌握各类绘图工具的使用方法。 

实验 3：修饰工具的使用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使用修饰工具修饰图像 

实验要求：掌握各种修饰工具修饰图像的方法。 

实验 4：图层的使用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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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使用图层编辑修饰图像 

实验要求：掌握图层的使用方法。 

实验 5：蒙版的使用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使用蒙版处理图像 

实验要求：掌握蒙版处理图像的方法。 

实验 6：通道的使用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利用通道修饰图像 

实验要求：掌握利用通道修饰图像的方法。 

实验 7：形状、路径的使用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利用绘制形状和路径的工具绘制形状和路径 

实验要求：掌握形状和路径的绘制方法。 

实验 8、实验 9：图像色调的调整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利用相关命令调整图像的颜色和色调 

实验要求：掌握调整图像颜色和色调命令的使用方法。 

实验 10：滤镜的使用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使用滤镜修饰图像 

实验要求：掌握滤镜的使用方法。 

Flash CS5部分 

实验 11：绘图工具的使用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使用绘图工具绘制图形 

实验要求：掌握绘图工具的使用方法。 

实验 12：元件、实例、库的使用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创建 3类元件以及实例和库的使用 

实验要求：掌握元件的创建方法。 

实验 13：简单动画的制作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制作逐帧动画和补间动画 

实验要求：掌握逐帧动画和补间动画的制作方法。 

实验 14：高级动画的制作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制作遮罩动画和引导动画 

实验要求：掌握遮罩动画和引导动画的制作方法。 

实验 15：对象与文字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编辑对象，制作文字动画 

实验要求：熟悉对象的编辑操作；掌握制作文字动画的方法。 

实验 16：声音和视频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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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在动画中使用声音和视频 

实验要求：掌握在动画中运用声音和视频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多媒体技术理论基础 2  

2 多媒体软、硬件系统 2  

3 Photoshop选区的创建 2  

4 Photoshop绘图工具的使用 2  

5 Photoshop修饰工具的使用 2  

6 Photoshop图层的使用 2  

7 Photoshop形状、路径的使用 2  

8 Photoshop通道的使用 2  

9 Photoshop图像色调的简单调整 1  

10 Photoshop图像色调的高级调整 2  

11 Photoshop滤镜的使用 1  

12 Flash绘图工具的使用 2  

13 Flash元件、实例、库的应用 3  

14 Flash简单动画的制作 2  

15 Flash高级动画的制作 3  

16 在 Flash中使用音频和视频、场景与测试发布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数字媒体技术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多媒体的概念与元素、Photoshop绘图工具的使用、Photoshop选区的创建、Photoshop

图层与蒙版的使用、Photoshop形状与路径的使用、Photoshop通道的使用、Photoshop调色技法、

Photoshop滤镜的使用。Flash绘图工具的使用、Flash动画的制作。 

难点：Photoshop选区的创建、Photoshop图层与蒙版的使用、Photoshop通道的使用、Photoshop

调色技法、Flash高级动画的制作。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课堂讲解知识点和典型案例。 

2.上机实验，举一反三。 

教学手段： 

1.制作多媒体课件。 

2.多媒体教室授课。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l Intel.Core.2Duo或 AMD Phenom. II处理器；需要 64位支持。 

l 需要 64 位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dows Vista Home Premium、Business、Ultimate 或

Enterprise（带有 Service Pack 1）或者 Windows 7。 

l 2GB内存（推荐 4GB或更大内存）。 

l 4GB 可用硬盘空间用于安装；安装过程中需要额外的可用空间（无法安装在基于闪存的可
移动存储设备上）。 

l 1280×900像素的屏幕，OpenGL 2.0兼容图形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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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编辑压缩视频格式需要转速为 7200r/min的硬盘驱动器；未压缩视频格式需要 RAIDO。 

l ASIO协议或 Microsoft Windows Driver Model兼容声卡。 

l 需要 OHCI兼容型 IEEE1394端口进行 DV和 HDV捕获、导出到磁带并传输到 DV设备。 

l 双层 DVD（DVD+/-R刻录机用于刻录 DVD；Blu-ray刻录机用于创建 Blu-ray Disc媒体）兼

容 DVD-ROM驱动器。 

l GPU加速性能需要经 Adobe认证的 GPU卡。 

l 需要 Quick Time7.6.6软件实现 Quick Time功能。 

l 在线服务需要宽带 Internet连接。 

l 正版 Adobe Photoshop CS5和正版 Adobe Flash CS5。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根据课程进度及学生掌握情况，由任课老师自主安排。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40％，期末考试占 6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多媒体技术与应用》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陈莲等编著《多媒体技术与应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 8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Adobe 公司编著《Adobe Photoshop CS5 中文版经典教程》，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 年 11

月 第 1版 

2. Adobe公司编著《Adobe Flash CS5中文版经典教程》，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年 11月 第

1版  

执笔：陈莲  审稿：郭梅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6月 12日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 
Databas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课程号：1090100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文科学生适应当今社会的现代化信息处理需求；2、掌握数据库原

理及应用技术；3、帮助学生通过对数据库的建立、操作、管理和程序设计来解决本专业信息处理

的应用问题；4、培养人文、社会、管理、法律学科的信息管理应用人才。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数据库基础知识、数据库基本原

理、Access 操作原理，了解数据库应用有关概念，为信息系统的设计与管理、法律信息管理系统

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和操作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0学时 

知识单元 1：数据库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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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数据库、数据库管理系统和数据库应用系统的基本概念及功能。 

2．数据库设计及其方法。 

3．数据库逻辑模型、关系型数据库及其特点。 

4．E-R 转换关系模型。 

5．关系型数据库中的关系运算和关系的完整性。 

6．关系查询语言的功能与特点。 

7．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概念。 

学习目标： 

1．掌握数据库、数据库管理系统和数据库应用系统的基本概念。 

2．了解数据库模型与基本结构。 

3．掌握关系数据库的相关知识和特点。 

4．了解关系查询语言。 

5．了解面向对象设计、编程的基本概念。 

6．了解数据库设计的思路和方法。 

作业： 

1．数据库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什么？ 

2．什么是数据模型？分为几类？各有何特点？ 

3．什么是关系的完整性？它体现在那几个方面？ 

4．什么是 SQL 语言，它能实现数据库管理的哪些功能？ 

5．数据库设计通常分为哪几个阶段， 试述各阶段的重要作用。 

6．什么是 E-R 图，它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如何体现实体间的各种关系？ 

7．试述 E-R 转换关系的基本规则。 

8．简述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 

9．设计一个“教师管理系统”数据库，包含以下基本信息：教师基本信息、教师授课信息、

班级基本信息、教师工资信息。 

知识单元 2：ACCESS 系统及其工作环境与方式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Access 的界面。 

2．Access 的对象。 

学习目标： 

1．了解 ACCESS 系统的特点、组成和主要功能。 

2．了解 Access 的运行环境。 

3．掌握 Access 界面及对象（表，查询，窗体，报表，页，宏，模块）。 

4．了解数据的存储和组织（数据库、表）和 Access 设计开发工具。 

作业： 

1．Access 数据库管理系统有哪些功能和特点？ 

2．Access 的主界面都有哪些元素，试述各自的功能。 

3．如何进入和退出 Access？ 

4． Access 数据库中有哪些对象，这些对象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知识单元 3：数据库、表的基本操作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创建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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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表中字段的属性。 

3．表中数据的编辑方法。 

4．索引和主键的创建。 

5．表间关系的创建和编辑。 

学习目标： 

1．熟练掌握创建数据库的方法。 

2．掌握数据库的打开与关闭。 

3．熟练掌握表的建立及其操作。 

4．掌握索引的概念及建立方法。 

5．掌握表间关系的建立与修改。 

6．熟练掌握表的编辑与维护。 

作业： 

1．在 ACCESS 中如何创建数据库？ 

2．试述在 ACCESS 中创建表的方法。 

3．简述表的结构及建立。 

4．ACCESS 表中有哪些数据类型？ 

5．在 ACCESS 中如何设置字段属性及相关信息。 

6．什么是主键，其作用是什么？ 

7．如何创建表间关系，创建表的关系应注意什么？ 

8．在 ACCESS 中有几种索引，它们各自的作用和设置有何不同？ 

9．使用查阅属性有什么优点？ 

10．如何对 ACCESS 表进行修改和编辑？ 

11．如何对 ACCESS 表进行排序？ 

12．如何对已建关系的表实施关系完整性检验？ 

知识单元 4：查询及其基本操作 

参考学时：12学时 

学习内容： 

1．查询的概念和功能。 

2．查询的基本方法。 

3．查询的设计规则。 

4．SQL 语言。 

学习目标： 

1．掌握查询的基本概念。 

2．掌握查询的基本功能。 

3．掌握查询的规则、设计方法和应用。 

4．掌握 SQL 语言及其查询应用。 

作业： 

1．什么是查询？ 查询有什么功能？ 

2．查询有哪些类型？查询和表有何不同？ 

3．在 ACCESS 中如何创建查询？ 

4． 使用设计视图创建查询主要包含哪些内容？ 

5． 交叉表查询、参数查询、操作查询各有什么特点？ 

6． 什么是 SQL 查询？它有什么特点和功能？ 

7．试述 SQL 语言各功能语句的含义。 

知识单元 5：窗体及其基本操作 

参考学时：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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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窗体的特点。 

2．窗体的创建方法。 

3．控件及其使用方法。 

4．利用窗体实现数据库应用系统的基本功能。 

5．记录筛选。 

学习目标： 

1．了解窗体的类型、视图、控件及结构。 

2．熟练掌握使用向导和设计器创建窗体的方法。 

3．熟练掌握窗体控件的使用。 

4．掌握修改窗体格式的方法。 

5．掌握对窗体结构进行修改的方法。 

6．掌握如何对窗体进行设计。 

作业： 

1．使用窗体能完成什么功能？ 

2．窗体有哪几种视图方式？ 

3．窗体由哪几部分组成？ 

4．窗体中的工具箱有何用处？ 

5．工具箱有哪些常用的控件对象？ 

6．在窗体设计视图中，如何选择数据源？ 

7．如果在一个已经创建完成了的窗体上添加子窗体？能在需要时对这个新添加的子窗体单独

进行编辑操作吗？ 

8．如何为窗体设定数据源？ 

9．在窗体数据源中可以使用几个表或查询表吗？ 

知识单元 6：报表及其基本操作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报表的特点。 

2．报表的创建方法。 

3．报表的排序与分组。 

4．报表中的计算。 

5．报表的编辑。 

6．预览及打印报表。 

学习目标： 

1．掌握报表的建立与设计方法。 

2．掌握报表的编辑方法。 

3．掌握在报表中应用控件。 

4．掌握在报表中分组。 

5．掌握在报表中汇总计算。 

6．掌握预览及打印报表的方法。 

作业： 

1．什么是报表？报表的作用是什么？ 

2．报表的类型有哪些？ 

3．如何使用“设计”视图创建一个报表？ 

4．报表中有哪些节？与窗体的节相比较说明各节的作用。 

5．在打印报表时，各节的内容是如何显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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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简述利用向导创建报表的过程。 

7．报表的视图有几种？每种视图的功能是什么？ 

8．如何实现报表的排序、分组和计算？ 

9．如何在带有分组报表的页脚加入计算公式？ 

10．如何在报表标题下加入一条横线？ 

11．如何在报表中加入日期和页码？ 

12．如何使用“页面设置”对报表页面进行相关设置？ 

知识单元 7：宏及其基本操作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宏的概念。 

2．宏的种类。 

3．宏的创建。 

4．宏的运行。 

5．宏的应用。 

学习目标： 

1．了解宏的基本概念。 

2．掌握宏的创建和执行宏操作方法。 

3．掌握使用常见宏的操作方法。 

作业： 

1．什么是宏？什么是宏组？什么是条件宏？ 

2．宏的主要功能是什么？ 

3．简述创建宏的操作步骤。 

4．简述创建宏组的操作步骤。 

5．简述创建带条件宏的操作步骤。 

6．怎样调试宏？ 

7．如何运行宏？ 

8．什么是控件中的“事件”？ 

9．如何为窗体中的控件指定宏？ 

11．如何在宏中设置操作参数的提示？ 

12．如何在窗体上创建运行宏的命令按钮？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6个，共 24学时 

实验 1：Access 系统和界面操作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打开、关闭数据库 

实验要求：熟悉 Access数据库的各种对象；掌握打开、关闭数据库的方法。 

实验 2：Access 数据库、表的操作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创建数据库、创建表和设置表间结构 

实验要求：熟悉表的结构；掌握创建表、导入数据、导出数据的方法。 

实验 3：查询和 SQL 语言的操作  

参考学时：8学时 

实验内容：创建查询、数据统计和计算、为其他对象提供数据源。 

实验要求：熟悉查询的各种视图模式；掌握创建和运行查询的方法。 

实验 4：ACCESS 窗体操作 

参考学时  6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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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窗体的结构与创建 

实验要求：熟悉窗体的各种视图和控件；掌握创建窗体的方法。 

实验 5：ACCESS 报表操作 

参考学时 2学时 

实验内容：报表的设计与创建 

实验要求：熟悉报表的排序与分组、报表中的计算；掌握创建报表的方法。 

实验 6：ACCESS 宏操作与窗体的综合练习 

参考学时：5学时 

实验内容：宏的设计与运行 

实验要求：熟悉宏的概念和特点；掌握创建和运行宏的方法以及与窗体的综合练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知识单元 1 4  

2 知识单元 2、实验 1、知识单元 3 4  

3 知识单元 3 4  

4 知识单元 3 4  

5 知识单元 3、实验 2 4  

6 知识单元 4 4  

7 知识单元 4 4  

8 知识单元 4 4  

9 知识单元 4、实验 3 4  

10 知识单元 4、知识单元 5 4  

11 知识单元 5 4  

12 知识单元 5、实验 4 4  

13 知识单元 5、知识单元 6 4  

14 知识单元 6、实验 5 4  

15 知识单元 6、知识单元 7 4  

16 知识单元 7、实验 6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计算机应用基础 

后续课程：信息系统的设计与管理、法律信息管理系统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数据库、数据库管理系统和数据库应用系统、数据库概念设计与实体联系、数据库逻辑

模型及关系模型、Access 数据库中的对象及其作用、表的定义和创建、设置字段属性和主键、查

询的功能和方法、查询的设计规则、使用向导和设计器创建窗体的方法、使用报表向导和设计器创

建报表、报表的预览和打印、宏的概念、创建宏、使用宏定制菜单。 

难点：E-R 转换关系模型规则、关系运算和关系的完整性、索引的设置与使用、表间关系的创

建和编辑、SQL语言及其使用、窗体控件的使用方法、在报表中分组排序数据、汇总计算常用的报

表控件、运行和调试宏。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电子讲稿。 

2. 案例介绍。 

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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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堂讨论。 

2. 实践操作。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1. 配置大屏幕投影和多媒体教学机房。 

2. 配备一定的上机实践练习，上机与讲课的比例应不小于 1:2。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3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占 6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数据库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马颖琦等编著《数据库基础与应用——Access案例教程（高等学校通识教育系列教材）》，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9月 第 1版 

2. 黄都培等编著《数据库应用案例教程（教育部大学计算机课程改革项目规划教材）》，清华

大学出版社，2015年 1月 第 1版  

执笔：刘振宇、宗恒  审稿：宗恒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0日 

 

程序设计基础 
Foundation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课程号：109010062 

一、课程性质与教学目标： 

课程性质 

《程序设计基础》是一门学习软件编程、软件开发的先导课，它适用于一年级学生软件启蒙教

育。为了适应学生学习，该课程并不纯粹讲软件基础学科的算法理论、结构理论和工程思想，而是

以 C#语言为突破口，在讲解 C#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灌输软件思想。采用 C#语言示例教学法，既让

学生学会了 C#语言的基本知识，同时，也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了解一些程序设计方法及软件工程

思想，从而为今后学习软件开发打下基础。该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和实用性都很强的课程。  本课程

的任务是使学生通过学习和微机操作实践，了解和掌握 C#语言的主要特点，掌握 C#语言的各种语

法和数据结构，同时通过学习和实践使学生对程序设计思想（尤其是结构化程序设计思想）有一定

的了解。为进一步学习计算机及其相关专业的后续课程打下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结构化程序设计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概念，初步掌握使

用计算机语言进行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和方法，建立起对程序设计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认识，培养学

生应用计算机解决和处理实际问题的思维方法与基本能力，养成良好的程序设计风格，为后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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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奠定程序设计基础。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   

1．了解程序设计技术的形成和发展，理解程序设计的基本概念 

2．掌握面向过程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3．掌握以程序设计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4．充分理解结构化程序设计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特点 

5. 初步掌握 C#语言面向过程的程序设计方法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程序编

写、调试和测试能力。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要求学生不仅掌握程序设计的基本原理及编程技术，而且应

掌握至少一个 C#语言的开发环境及基本的程序调试和测试的方法。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理论教学：32学时 

实践教学:  32学时 

知识单元 1：程序设计概论 

参考学时：4学时(理论 2，实践 2) 

学习内容： 

1. 结构化程序设计 

2. 函数式程序设计 

3.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4. 事件驱动的程序设计 

5. 逻辑式程序设计 

学习目标： 

1. 了解程序设计的一般过程 

2. 了解思维与语言、算法与数据结构、算法与程序间的关系；通过程序设计语言发展历史，
了解各语言的特点 

3. 理解语法的语法图描述 

4. 了解程序设计范式的演化 

实验: 

思考面向过程和面向对象的区别和联系 

知识单元 2：算法设计基础 

参考学时：4学时(理论 2，实践 2) 

学习内容： 

1． 算法的描述 

2． 结构化程序设计初步 

3． 算法的计算复杂性 

4． 常用算法设计策略 

学习目标： 

1. 初步掌握结构化算法设计 

2. 能够进行简单的算法复杂性分析 

3. 初步了解分治与递归 

实验: 

编写“HelloWorld” 

知识单元 3：基本数据类型 

参考学时：8学时(理论 2，实践 2) 

学习内容： 



11324 

1． 数据对象 

2． 基本数据类型 

3． 变量与常量 

4． 类型的意义 

学习目标： 

1. 了解数据在计算机中的存储方式 

2. 掌握常用数据类型、变量及常量的使用 

实验： 

完成整型、字符型、字符串以及容器类的变量赋值 

知识单元 4：操作及其控制 

参考学时：12学时(理论 6，实践 6) 

学习内容： 

1. 基本操作与运算符 

2. 表达式 

3. 语句（组合，分支和循环） 

4. 预处理指令 

学习目标： 

1. 掌握数据的基本运算 

2. 掌握 C#的表达式和主要语句 

3. 掌握 C#提供的流程控制 

4. 熟悉 using等预处理指令 

实验： 

完成成绩的等级划分、数据位数的统计、输出 1-1000以内的水仙花数 

知识单元 5：函数与数据控制 

参考学时：8学时(理论 4，实践 4) 

学习内容： 

1. 函数的定义和说明 

2. 数据控制（形参、实参、传值） 

3. 函数的顺序控制 

4. 常用系统函数 

学习目标： 

1. 掌握函数的定义和使用方法 

2. 理解函数的重载 

3. 深入理解函数参数的传递及变量作用域 

4. 了解函数的嵌套调用 

实验： 

输出 50项斐波拉契数列 

知识单元 6：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参考学时：4学时(理论 4，实践 4) 

学习内容： 

1. 面向对象方法学 

2. 基本概念 

3. 面向对象分析 

4. 面向对象设计 

学习目标： 

1. 深入理解面向对象方法学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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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面向对象的重要基本概念 

3. 理解和掌握对象模型、动态模型、函数模型等概念 

4. 能够进行简单面向对象分析和设计 

5. 掌握构造函数、析构函数、类型转换函数等特殊成员函数 

实验： 

实现小汽车类，根据小汽车类生成多个对象，设置为不同的颜色、车门数量等 

知识单元 7：C#控件 

参考学时：8学时(理论 4，实践 4)  

学习内容： 

1. C#中的窗体类 

2. 控件的使用 

学习目标： 

掌握 C#中的窗体类 

掌握程序运行中各种控件的使用 

实验： 

制作简单登录验证窗体，完成登录验证、信息提示和窗体跳转 

知识单元 8：综合实验 1 

参考学时：8学时(理论 4，实践 4) 

学习内容： 

学习制作简易计算器 

学习目标： 

掌握窗体设计 

掌握控件使用 

掌握简单控制语句 

实验： 

制作简易计算器 

知识单元 9：综合实验 2 

参考学时：8学时(理论 4，实践 4) 

学习内容： 

学习制作 1对多聊天工具 

学习目标： 

1． 了解线程 

2． 了解 socket编程 

实验： 

制作 1对多聊天工具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第一章 程序设计概论 4  

2 第二章 算法设计基础 4  

3 第三章 基本数据类型 8  

4 第四章 操作及其控制 12  

5 第五章 函数及其控制 8  

6 第六章 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4  

7 第七章 C#控件 8  

8 第八章 综合实验 1 8  

9 第九章 综合实验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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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基本数据类型、分支与循环、函数、类的定义和实现 

难点：算法复杂性分析、循环控制、函数数据的控制、对象操作 

2、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应用多媒体上课，结合编译，使学生对编程有直观的认识和了解。 

2. 加强学生和教师，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流，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3. 在讲授的过程中穿插课堂提问和讨论，激发学生的思维。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课堂提问及讨论。 

3. 实验。 

3、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学。 

4、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进行课前预习，每周有适量习题作为课后作业。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 

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期末考试

占 60％。 

6、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实验。 

7、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载体，服务于教学，必须尊重教学规律，尊重知识发展的特性，尊重教学对象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郑阿奇，梁敬东 编著《C#程序设计教程》，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 8月第 2版。 

执笔：韩司  审稿：郑宝昆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6月 10日 

 

文科高等数学 
Advanced Mathematics for Liberal Arts Students 

课程号：109020174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实验班的通识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正确理解极限、导数、微分和积分的基本概念； 

2、掌握极限的基本思想与求极限的基本方法。 

3、掌握导数、微分、积分的基本原理和求解微积分的基本方法； 

4、掌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基本概念。 

5、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开设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高等数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运算技能。通过各个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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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逐步培养学生具有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自学能力，以及运用所学知

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65学时 

知识单元 1：微积分 

参考学时：55学时 

学习内容： 

1．微积分的基础和研究对象——极限和函数。 

2．导数和微分的概念；求导数的法则和基本初等函数的求导公式；微分公式和法则。 

3. 导数的应用问题，包括洛必达法则、函数的性质和图像。 

4. 不定积分的概念；基本积分公式；不定积分的运算法则和技巧。 

5. 定积分的概念和性质；定积分的计算。 

学习目标： 

1．了解极限、导数、微分、积分的基本概念。 

2．掌握求极限的基本方法。 

3. 掌握导数、不定积分和定积分的计算方法。 

作业： 

每章选择适量课后习题。 

知识单元 2：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随机现象的概念，事件的关系及运算。 

2. 概率的定义和计算。 

3．随机变量的概念。 

4. 期望值和方差的概念和性质。 

5. 统计中的基本概念；统计推断和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基本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的基本概念。 

2．掌握事件的关系及运算。 

3. 掌握条件概率、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公式。 

作业： 

每章选择适量课后习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微积分的基础——集合、实数和极限，微积分的研究对象——

函数 

数列极限 

3 

2 
 

2 
函数极限，极限应用的一个例子——连续函数 

习题课 

3 

2 
 

3 
函数的局部变化率——导数 

求导数的方法——法则与公式 

3 

2 
 

4 
局部变量的估值问题——微分及其运算 

习题课 

3 

2 
 

5 
局部变量的估值问题——微分及其运算 

习题课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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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值定理 

洛必达法则 

3 

2 
 

7 
单调性、极值和最大最小值 

曲线的绘制 

3 

2 
 

8 
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念 

基本积分公式 

3 

2 
 

9 
换元积分法 

分部积分法 

3 

2 
 

10 
定积分的概念和性质，可积条件 

微积分基本定理 

3 

2 
 

11 
定积分的换元积分法和分部积分法 

非正常积分，定积分的应用，习题课 

3 

2 
 

12 
随机事件，概率、条件概率 

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公式 

3 

2 
 

13 
随机变量，期望和方差， 

统计，统计推断，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3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初等数学 

后续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导数的定义与计算、不定积分的概念、基本积分公式、定积分的概念与计算。 

难点：求导法则、中值定理、换元积分法与分部积分法、微积分基本公式。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从现象、实际问题出发引出理论知识，或介绍知识的发现过程、应用实例，来调动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培养学生探究知识、应用知识的自觉意识。 

2. 讲授中给学生留下较大的思考空间，启发学生积极思考，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观察、想象

和思维能力。 

3. 讲解重点、难点，而一般的知识鼓励学生自学并教给学生自学方法。 

教学手段： 

1. 合理利用多媒体技术等进行教学。 

2. 采用讨论式、研究式教学，鼓励学生自主思考。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使用教材配套的课程软件进行教室多媒体教学。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进行课前预习，每周有适量习题作为课后作业。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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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国楚、徐本顺、王立冬、李祎等编著《大学文科数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3月 第

2版（面向 21世纪课程教材；“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

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张国楚、张召生等编著《大学文科数学学习辅导》，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年 12 月 第 1

版 

执笔：石丽伟  审稿：×××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日 

 

信息系统设计与管理 
Design and Management For Information System  

课程号：10903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管理专业的专业限选课程/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同“管理信息系统”）是高等院校信息管理类专业的一门重要的核心课程，它以计算

机为主要支撑技术，以各行业（含法律、心理等人文社会学科）管理信息及业务的科学化、系统化、

现代化、智能化为目标，集管理、信息、计算机、行为、系统工程学等多学科为一体的新型边缘课

程。可以说，现今各行业的事务管理都离不开计算机及其信息系统，在今天的大数据信息社会的高

校中开设此类课程，旨在通过信息系统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指导学生知晓现代管理、信息系

统、计算机等学科的理论思想、掌握计算思维与信息系统分析、设计的方法及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

和信息系统工具，对企事业等社会组织中的各种业务管理和决策信息进行收集、存储、检索、分析、

使用的能力，继而对信息系统开发、组织、管理和实施的能力，提高信息系统综合应用和创新的能

力。 

本课程侧重运用计算思维对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开发、管理方法和技术的学习，是一门综合

性、实用性、技术性较强的课程。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通过本门课的教与学，应使学生符合： 

⑴ 信息社会的要求 

社会的进步、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各行业的管理业务科学化、管理手段的现代化、管

理数据信息化，以增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适应整个社会信息化环境； 

⑵复合、创新性人才培养的需求 

二十一世纪需要培养大量既懂本专业业务管理又懂信息技术的复合型创新、创业人才，由他们

搭建各行业管理业务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桥梁”，掌握现代科学管理和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和方法，

来辅助各行业管理应用。 

通过本门课的教与学，应使学生达到下列基本要求： 

⑴了解和掌握信息的概念、特征以及信息管理的含义； 

⑵了解和掌握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内容、体系结构和主要功能； 

⑶了解和掌握信息系统的技术基础、开发环境与发展应用的新技术和趋势； 

⑷理解计算机是如何工作的，学会运用计算思维方法分析信息系统的工作流程； 

⑸了解和掌握组织中管理信息系统的层次和作用及其在企事业管理中的主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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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了解组织、规划、设计管理信息系统的意义、步骤； 

⑺了解信息系统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掌握各种系统分析工具的使用； 

⑻了解信息系统开发的过程和方法，学会编写开发各阶段的主要文档； 

⑼了解信息系统设计的过程和方法，学会对系统总体设计及功能模块划分； 

⑽学会使用各种设计工具对信息系统进行功能模块、编码、数据存储、输入输出等设计； 

⑾了解信息系统实施的过程和任务；掌握一种系统开发软件实现基本管理应用和编程； 

⑿了解如何对信息系统进行维护、管理和评价。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信息与信息系统 

本单元主要介绍信息的概念与定义，信息的特性和价值，数据与信息的关系，信息化与信息管

理的概念；系统的概念、特征和结构；以及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功能，信息系统的发展，信息技

术对社会各行业管理的影响和作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 数据与信息 

1．数据与信息的概念 

2．信息的特征和分类 

3．信息的度量与价值 

二 信息技术与信息管理 

1．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对社会的影响 

2．国内外企业信息化概况 

3．管理的高级阶段——信息管理 

三 系统的概念与特征 

1．系统的定义 

2．系统的特征 

3．系统的基本结构和功能 

4．系统思想与方法 

四 信息系统 

1．信息系统的定义 

2．信息系统的主要功能 

3．信息系统应用与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和掌握信息的概念、特征以及信息管理的含义； 

2．了解信息技术对国家信息化和各行业管理业务的促进作用； 

3.  掌握系统的模型、特征；系统集成的概念和重要性； 

4.  信息系统的主要特点和功能； 

5.  学会用系统的思想、观点和模型来观察和分析事物与问题。 

作业与课程实践： 

见《“信息系统设计与管理”课程思考与实践练习》（附件） 

知识单元 2：管理信息系统概述 

本单元主要介绍组织中的各层管理活动、决策的概念与类型，决策的基本过程；管理信息系统

的概念、分类及应用发展；信息系统对管理决策的支持。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 组织中的管理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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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中的管理活动与管理层次 

2．实体组织的基本结构和业务模式 

3．组织各层管理信息活动（信息为组织中的主流） 

4．管理业务对信息的需求 

二 信息系统与决策支持 

1．决策的概念 

2．决策过程的阶段 

3．决策的科学化 

4．决策问题的基本类型 

三 管理信息系统（MIS） 

1．管理信息系统的定义 

2．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要素 

3．管理信息系统对组织管理和决策的支持 

4. 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发展 

学习目标： 

1. 了解和知晓组织中的各层管理活动对信息及其管理技术的不同需求； 

2. 了解信息流在管理业务中的重要地位；现代信息管理方法与技术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3. 了解决策智能化、科学化的发展方向； 

4. 了解管理信息系统的定义、类型与当今国内外管理信息系统的应用发展； 

5. 了解管理信息系统对管理和决策的支持作用。 

6. 能根据决策问题的特征分析具体决策问题的结构化程度。 

作业与课程实践： 

见《信息系统设计与管理课程思考与实践练习》（附件） 

知识单元 3：信息系统的技术基础 

本单元主要介绍信息技术的前沿与发展及其对信息系统的支撑；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五项功能及

其软硬件构成；计算机操作系统及其功能；计算机办公事务处理、计算机网络与数据库技术基础；

数据组织、存储方法，数据模型、数据库、关系模式、数据库规范化等理论；关系数据库的基本模

式。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 数据处理与信息管理 

1. 计算机信息处理 

2. 计算机操作系统及其功能 

3. 计算机信息处理的主要功能 

4. 信息处理的软硬件环境与技术 

5. 办公事务处理软件 

二 数据库技术及其管理 

1．数据存储、管理与数据库 

2．数据库的特点与发展 

3．数据库及数据库管理系统 

4.  数据的逻辑模型 

5. 关系数据库及规范化理论 

6. 关系数据库的基本操作 

三 计算机网络技术 

1．计算机网络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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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络的拓扑结构 

3．网络域名与协议 

4．网络的服务功能 

5. 基于网络的信息系统模式 

6.  Internet/Intranet在管理中的作用 

学习目标： 

1．了解计算机信息处理的基本概念、功能和主要技术； 

2. 了解计算机软硬件结构、功能； 

3. 掌握计算机操作系统及对文件管理和存储方法。 

3. 了解数据库的基本原理、技术，数据模型和规范化理论； 

4. 了解关系数据库模型及关系数据库的基本组成； 

5. 掌握某种关系数据库管理软件的基本操作。 

6. 知道计算机网络的拓扑结构、基本服务和种类； 

7. 了解局域网、国际互联网、企业信息网的特征和功能； 

8. 了解网络在管理中的作用和网络平台上的信息系统的基本模式。 

注：本单元的部分内容为管理信息系统的基础先修课，其中大部分应在“计算机应用基础”、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和“计算机网络”等计算机一、二层课程中学习并掌握，教师可侧重于帮助

学生复习和回顾与管理信息系统密切结合的计算机信息技术，安排学生以课外自学、交读书笔记或

专题小论文的形式，完成本章节的教学指导。 

作业与课程实践： 

见《“信息系统设计与管理”课程思考与实践练习》（附件） 

课堂实践：ACCESS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基本操作（见大纲“课程设计与应用实践”） 

知识单元 4：信息系统的规划与开发 

本单元主要介绍信息系统规划和开发方法。通过学习，学生应领会管理信息系统战略规划的意

义与作用；掌握诺兰模型各阶段的内容和特点，能利用诺兰模型分析具体组织中管理信息系统开发

所处的阶段，并对信息系统进行规划、选择合理的开发方式。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一 信息系统开发与规划 

1. 信息系统开发的目的和要求 

2. 诺兰（ NOLAN）模型 

3. 信息系统规划的重要意义 

4. 信息系统开发策略与方式 

二 制定 MIS战略规划的常用方法 

1．关键成功因素法（CSF） 

2．企业系统规划法（BSP） 

3. 企业流程重组（BPR） 

三 信息系统开发方法 

1. 结构化生命周期法 

2. 原型法 

3. 面向对象法 

4. 计算机辅助开发法 

学习目标： 

1. 了解管理信息系统战略规划的内容及其组织工作的内容； 

2. 能阐述制定管理信息系统战略规划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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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企业系统规划法（BSP）和关键成功因素法（CSF）的概念和工作过程。 

4. 掌握企业流程重组的概念及企业流程重组涉及的内容； 

5. 了解管理信息系统开发的方式和策略；熟知结构化生命周期法、原型法、面向对象法及计
算机辅助（CASE）方法开发管理信息系统的思路和过程。 

作业与课程实践： 

见《“信息系统设计与管理”课程思考与实践练习》（附件） 

课程实践： 

访问某组织的管理信息系统，了解其处于诺兰模型的哪个阶段，并用关键成功因素法（CSF）

或企进行分析和规划；提出建议：该企业更适宜用哪种方式和方法进行开发。 

知识单元 5：信息系统分析 

本单元主要介绍信息系统分析的意义以及信息系统分析的全过程：管理业务的调查、用户需求

分析、组织结构和功能分析、业务流程分析、数据与数据流程分析、功能/数据分析，系统可行性

研究，新系统逻辑方案的制定。通过学习，使学生能针对简单的管理实际业务制作业务流程图、数

据流程图、数据字典；能根据实际业务问题分析系统功能决策（处理逻辑），使用判断树、判断表

或结构化语句予以描述。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一 信息系统分析与调查 

1．信息系统分析的目标和意义 

2．可行性分析的内容与方法 

3．系统调查的内容和方法 

4.  可行性分析报告  

二 管理业务调查 

1．MIS的基础和环境 

2．管理业务调查的内容 

3．组织结构及其职能 

4．组织机构调查 

5．管理职能调查 

三 管理业务流程调查 

1．管理业务流程 

2．管理业务中的信息流 

3. 描述管理业务流程的图表（管理业务流程图、信息功能关系图） 

四  管理业务中的数据抽象和分析 

1. 数据流图的意义和作用 

2. 数据流图的制作与层次划分 

3. 数据流图中各元素分析 

4. 数据流图转换数据字典 

五  管理业务中的功能分析 

1. 系统功能与决策分析 

2. 决策功能分析工具（决策树、表、结构语句） 

3. 数据/功能格栅图 

4. 系统分析报告 

学习目标： 

1. 了解信息系统分析的目标、内容和方法；掌握数据分析的工具； 

2. 熟知管理业务调查中需要收集的资料内容；学会从组织中分析管理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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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掌握数据流图的功能、意义和绘制方法； 

4. 学会分析数据流图各层次和各部分关系； 

5. 掌握数据字典的构成和定义的内容，学会将数据流图转换为数据字典； 

6. 了解信息系统功能分析的意义和作用；掌握描述功能分析（处理逻辑）的方法和有关工具； 
7. 全面把握系统分析的过程，掌握系统分析阶段各文档及报告的编写，以及新系统逻辑方案

的设计。 

作业与课程实践： 

见《“信息系统设计与管理”课程思考与实践练习》（附件） 

知识单元 6：信息系统设计 

本单元主要介绍信息系统设计中的系统总体设计内容、功能模块设计、代码设计、输入输出设

计和数据存储设计的原则和方法。通过学习使学生能结合所学过的应用软件及其设计方法，进行简

单系统的功能模块设计、代码设计、输入输出设计和数据存储设计。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一 信息系统总体设计 

1. 系统设计的任务 

2. 系统设计的基本原则 

二 系统功能结构设计 

1. 系统功能模块结构 

2．模块及其层次分解、模块划分原则 

3．功能模块控制 

4. 系统功能/数据格栅图与子系统划分 

三  代码设计 

1. 代码的作用与功能 

2. 代码的设计原则 

3. 代码的种类 

4. 代码校验 

四  系统输入、输出设计 

1．输入设计原则 

2．输入设备的选择 

3．输入校验 

4．输入格式设计 

5．系统安全控制和权限设计 

6．系统输出格式和界面设计 

五 数据存储设计 

1．数据存储的意义 

2．数据文件的分类 

3．数据文件设计 

4．数据库的概念设计 

5．数据库的逻辑结构设计 

6．E-R图与关系模型转换 

7．关系数据库设计 

学习目标： 

1. 了解信息系统设计的重要性以及设计任务和意义； 

2. 熟悉系统总体设计的方法和系统功能模块划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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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信息系统的硬件和网络拓扑结构； 

4. 掌握简单系统功能模块划分方法； 

5. 了解代码的基本种类，学会进行简单的代码设计； 

6. 学会借助相关的应用软件进行系统的输入、输出格式、界面和系统的权限设计。 

7. 了解数据存储在信息系统中的重要意义和功能； 

8. 熟知数据库设计的基本规则； 

9. 掌握运用概念模型设计实际业务管理的实体联系（E-R）图； 

10. 了解关系数据库规范化理论，掌握 E-R模型转换关系规则； 

11. 学会利用专门的数据库管理软件进行关系表的结构设计。 

作业与课程实践： 

见《“信息系统设计与管理”课程思考与实践练习》（附件） 

知识单元 7：信息系统实施、维护和评价 

本单元主要介绍系统实施和管理的主要工作；系统实施中的软件开发工具；信息系统开发过程

的程序设计方法及程序的基本结构；信息系统转换方式；系统运行、调试和维护的基本方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一 信息系统实施的主要工作 

1．系统实施的组织与计划 

2．计算机软硬件设备配置 

3．系统运行、调试和管理 

4．系统管理人员培训 

二 程序设计与运行 

1．程序设计的目标 

2．程序设计方法与工具 

3．程序设计的基本结构 

4．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 

5．程序运行与调试 

6. 系统软件开发工具 

三 系统转换与维护 

1. 系统转换方式 

2. 系统运行与维护方法 

3．数据的更新与管理 

四 系统的测试、评价 

1. 信息系统评价的意义 

2. 信息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学习目标： 

1. 了解信息系统实施的任务； 

2. 会使用信息系统开发常用的软件工具； 

3. 了解计算机程序的基本结构； 

4. 学会用具体应用软件编写简单程序； 

5. 了解信息系统的转换方式； 

6. 了解系统的运行维护的方法。 

7. 了解信息系统的评价方法 

作业： 

见《“信息系统设计与管理”课程思考与实践练习》（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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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践：围绕一个组织的管理信息系统，了解其项目管理、软件质量管理、文档管理、信息

安全管理、系统评价的内容。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约为 8个、32学时 

大致分为三类： 

1.课堂实验—验证型（带着学生做，直接给答案） 

2.基本实验—启发型（给出思路，引导学生思考） 

3.综合实验—拓展型（由学生自己设计自行解决） 

从 1到 3，由简到难。 

实验 1：信息系统分析工具之一（组织管理业务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组织结构图、业务流程图、信息关联图 

实验要求：熟悉信息系统分析工具-组织结构图业务流图、信息关联图的用法；掌握组织结构

图的画法。 

实验 2：信息系统分析工具之二（管理业务数据分析）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数据流图、数据字典制作 

实验要求：熟悉信息系统分析工具-数据流图和数据字典的图符和描述；掌握二层数据流图的

画法和数据字典的制作，并能分析其中的各项含义。 

实验 3：信息系统分析工具之三（管理业务决策分析工具）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决策树、决策表、决策结构语句 

实验要求：熟悉并能看懂各类决策分析；掌握任意一种决策工具对决策问题进行分析的方法。 

实验 4：信息系统设计工具之一（概念模型设计）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数据收集-概念模型（E-R图）设计。 

实验要求：熟悉用 E-R图描述实体、关系的方法；能够针对实际管理业务绘制 E-R图。 

实验 5：信息系统设计工具之二（关系数据库设计）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关系数据库中表结构的设计 

实验要求：熟悉关系数据库设计和优化方法；掌握 E-R图转换关系表的规则，会使用某种关系

数据库管理系统建立并设计表和表结构。 

实验 6：信息系统设计工具之三（系统输入、输出设计）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数据库的输入格式和输出界面设计。 

实验要求：熟悉系统输入输出设置属性，学会使用某种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设计表中输入、输

出格式和有效性。 

实验 7：信息系统分析工具之四（编码和控制权限设计）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编码设计和系统安全权限设计。 

实验要求：熟悉和理解不同类型编码的使用；掌握使用某种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设计数据代码

和安全控制权限的方法。 

实验 8：信息系统程序设计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结构程序设计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实验要求：熟悉各种计算机程序结构和面向对象程序设计工具和方法；掌握使用某种关系数据

库管理系统（如 ACCESS的模块、对象、属性、事件、方法和宏）对各功能模块进行程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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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实验：借助各章节所学的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工具和数据库自行开发一个小型信息系统（将

上述各实验串在一起，统一调试、运行，可以自命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知识单元 1、知识单元 2 3 

2 知识单元 2、知识单元 3 4 

3 知识单元 3、知识单元 4 3 

4 知识单元 5 4 

5 知识单元 5 4 

6 知识单元 5 4 

7 知识单元 5 4 

8 知识单元 6 4 

9 知识单元 6 4 

10 知识单元 6 4 

11 知识单元 6 4 

12 知识单元 6 4 

13 知识单元 7 4 

14 知识单元 7 4 

15 知识单元 7 4 

16 知识单元 7 4 

各部分内容包含案例讲解、

实践练习、课堂讨论、作业

点评等。 

17 考试 2-4  

四、说明  

1、本课程要求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信息系统设计与管理”是一门技术和方法的综合应用，它旨在借助计算机信息系统实现对各

行业的信息管理。 

⑴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始终应以计算机信息系统解决事务管理问题为主线，考虑计算机是如
何解决这类问题的，贯穿计算思维方法，并将这些方法融入教学实践过程中。 

⑵ 信息系统是多学科、多技术的综合整体： 

集管理、行为、系统工程、计算机、数学等学科为一身；是信息的理论、系统的思想、数学的

方法、计算机的技术、管理的应用。 

⑶ 信息系统与电子“各”务的关系：  

在信息社会中，电子信息技术是现代管理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将信息技术与各行业管理相结合

且应用于各个领域和专业，从而可派生出“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电子财务”、“电子档务”、

“电子法务”等等。 

本门课为计算机的三层课，面向的学生对象应了解本专业管理业务，具有一定的计算机信息处

理知识和本专业业务管理知识，有一定的管理实践经验，具有对相关信息进行调查、收集、分类、

分析的能力。 

先修课程：  

⑴计算机应用技术基础（计算机基础知识、计算机系统组成、计算机操作系统、计算机信息处

理方法、办公事务软件、计算机网络基础等） 

⑵数据库技术及应用（掌握一种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的使用） 

⑶管理学及相关专业课程（侧重应用实践：熟悉各项管理业务，并能对管理信息进行调查、存

储、分析和设计）。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信息系统基本概念、结构、功能；信息系统规划和开发方法；信息系统分析工具（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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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图和数据字典的制作、决策分析图表的制作）；信息系统设计工具（代码、数据存储、输入、输

出、安全控制设计）；信息系统结构化程序设计和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方法，管理信息系统综合分

析、设计、管理应用。 

难点：信息系统分析工具（数据流图和数据字典的制作、决策分析图表的制作）；信息系统设

计工具（代码、数据存储、输入、输出、安全控制设计）；信息系统结构化程序设计和面向对象的

程序设计方法，管理信息系统综合分析、设计、管理应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作为高等院校高年级的学生，应具备用系统的观点与方法来观察、分析、处理实际管理应用问

题的基本素质。本课程是在学生学习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并掌握了一定的计算机基础知

识及应用技能以及数据库操作的前提下，侧重对信息系统的分析设计方法和技术的讲述，旨在通过

理论讲授、案例教学、课程设计、上机操作等环节，使学生了解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概念、工作流

程，学会利用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及信息系统的组织、设计和管理方法，对实际管理业务信息

进行综合分析及处理。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重点讲授课程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信息系统开发的过

程、基本开发理论、开发方法及相关开发环境、开发工具等。学生在学习（预习、听课和复习）过

程中应重点理解和掌握本课程所涉及的基本概念、目标、原则、方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注意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尽可能使用案例教学。 在教学方法上注重探索式教学方式、启发式教学方式，

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或者教师给出问题，鼓励学生自由组成团队解决问题，同时应注意运用课

堂提问和课堂讨论的方式。在本门课的教学过程中，应安排案例教学及学生实验，重视实际应用。

在理论教学结束后，安排课程设计环节，让学生结合实际设计一个小型的信息系统。 

1.理论讲解 

2.课堂讨论 

3.案例演示 

4.实践操作 

教学手段： 

1.多媒体计算机机房教学。 

2.实验操作练习。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要求配置大屏幕投影和多媒体教学设备进行电子讲稿、案例介绍，配备一定的上机实践练习和

课程设计。 

多媒体教学用机的软硬件环境：P4 以上机型，主频、内存、显存高，速度快，硬盘大并有一

部分可供教师开放使用。软件：Windows XP以上、Office 201X 、SQL Server/Access/Visual FoxPro

数据库管理系统软件、WinZip或 Rar 压缩软件，正版杀毒软件等。能上局域网、多媒体演示。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要求学生能留出 16学时以上的自学、预、复习和实验操作时间。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平时成绩：50% 

1) 平时出勤、听课、参与讨论（10） 

2) 思考练习（40题抽部分）（10） 

3) 实践操作练习（系统分析、设计、数据库操作）（15） 

4) 综合应用练习（自命题：从组织管理业务开始，借助各章节所学的信息系统分析、设计工
具和数据库自行开发一个小型信息系统）（15） 

期末测试：50% 选择、填空、简答（含综合分析设计题） 

具体参见《信息系统设计与管理》综合练习题（附件），整个过程采用《通用教学系统》评测。 

7、作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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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管理信息系统实用教程》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 清华大学出版社 (汪维清等著) 

（二）推荐参考书 

1.《管理信息系统概论（通识教育）》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 清华大学出版社 (王晓

静  等著) 

2.《信息系统分析设计与管理》 -----高等教育出版社 （甘仞初  等著） 

3.《管理信息系统》----- 高等教育出版社 (黄梯云 等著) 

4.《管理信息系统习题集》 -----高等教育出版社（黄梯云  等著） 

5.《管理信息系统开发案例》 -----高等教育出版社（于本海  等著） 

6.《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高等教育出版社 (戴伟辉  等著) 

7.《信息时代的管理信息系统》----- 机械工业出版社 (( 英)斯蒂芬. 哈格 等著) 

其它有关信息系统与数据库应用、程序设计方面的相关教材 

执笔：黄都培  审稿：郑宝昆 审定：科技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8日 

 

法律信息管理系统 
Law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课程号：10903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数据库设计的基础知识和数据库的

基本操作和 SQL语言的使用以及数据的安全管理等内容（SQL Server）；2、掌握 VBA数据库编程中

的 OLEDB技术；3、利用 ADO接口技术实现 VB调用 SQL Server数据库，从而完成一个小型的法律

信息管理系统。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 SQL Server 基础知识、VBA 的

技术原理、ADO接口技术的原理与使用，了解数据库关系模型的完整性约束、数据库与程序之间的

接口技术、SQL语言等概念，为学生实现本专业的数据库管理系统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SQL  Server基础知识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数据库技术的基础知识。 

2．数据库关系模型。 

3．关系模型的完整性约束 

4．SQL语言 

学习目标： 

1．了解数据库技术的基本概念。 

2．掌握数据库关系模型以及关系运算。 

3．熟练掌握 SQL语言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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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法律信息系统的数据库结构、建立相关数据表之间的关系模型 

知识单元 2：VB程序设计基础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概念。 

2．VB编程的基础知识。 

3．VB中的窗体和控件 

学习目标： 

1．了解 VB程序设计的开发环境以及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思想。 

2．掌握常用数据类型、运算对象、运算符与表达式。 

3．熟练掌握结构化程序控制的三种基本结构，并能熟练编写程序。 

4．熟练掌握子程序、函数过程设计与参数传递的方法。 

5．了解数据库与文件的基本操作 

作业： 

1． 利用 VB编程的循环语句和分支语句，结合窗体控件，制作小型计算器文件。 

2． 利用数据库与文件的基本操作，简单制作记事本文件 

知识单元 3：数据库编程的 ADO技术 

参考学时：16学时 

学习内容： 

1. 数据库引擎及其体系结构基本概念。 

2. 数据库引擎版本选择和安装。 

3. 数据库访问接口技术 

4. 数据访问对象（DAO） 

5. ActiveX数据对象（ADO） 

6. 利用 VBA（或者 VB）+ADO操作当前数据库 

7. 利用 VBA（或者 VB）+ADO操作本地数据库 

8. 利用 VBA（或者 VB）+ADO操作网络数据库 

9. 数据库程序的打包及发布 

学习目标： 

1. 了解数据库引擎及其体系结构基本概念。 

2. 掌握数据库引擎版本选择和安装。 

3. 了解数据访问技术（DAO）。 

4. 熟练掌握 ActiveX数据对象（ADO）。 

5. 熟练掌握利用 VBA（或者 VB）+ADO操作当前数据库 

6. 熟练掌握利用 VBA（或者 VB）+ADO操作本地数据库 

7. 掌握利用 VBA（或者 VB）+ADO操作网络数据库 

8. 基本掌握数据库程序的打包及发布 

作业： 

1． 利用 ADO技术操作当前数据库，完成自己的法律信息系统与 VB或者 VBA的对接。 

2． 利用 ADO技术操作本地数据库，完善自己的法律信息系统的具体程序代码的实现。 

3． 利用 ADO技术操作网络数据库，实现法律信息系统的远程访问及改写功能。 

4． 把法律信息系统打包成 EXE文件并模拟发布。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3个，共 32学时 

实验 1：建立法律信息系统的基本框架 

参考学时：8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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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设计该系统的结构、建立其基本框架 

实验要求：在熟悉数据库关系模型的完整性约束的前提下，利用该系统的 E-R图，设计该系统

的机构，建立其基本结构，掌握创建数据库的基本方法。 

实验 2：熟悉 VB程序设计基础 

参考学时：8学时 

实验内容：制作小型计算器文件和简易记事本文件 

实验要求：在熟悉面向对象概念、VB 程序设计、循环结构、分支语句、程序调用的基础上，

分析微软提供的计算器的功能和记事本的功能，研究这两个软件的实现方法，完成这两个软件的制

作。 

实验 3：熟练掌握数据库编程的 ADO技术 

参考学时：16学时 

实验内容：开发自己的法律信息系统，完成与 VB（或 VBA）的对接，利用 ADO技术实现当前数

据库、本地数据库、网络数据库的访问，并打包发布。 

实验要求：在熟练掌握数据库引擎和数据库接口技术的基础上，开发自己的法律信息系统，完

成与 VB（或 VBA）的对接，利用 ADO技术实现当前数据库、本地数据库、网络数据库的访问，并打

包及模拟发布。 

三、课程进度表 

周

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SQL Server基础知识：数据库技术的基础知识。 4 理论教学 2+实践教学 2 

2 SQL Server基础知识：数据库关系模型。 4 理论教学 2+实践教学 2 

3 SQL Server基础知识：关系模型的完整性约束 4 理论教学 2+实践教学 2 

4 SQL Server基础知识：SQL语言 4 理论教学 2+实践教学 2 

5 VB程序设计：面向对象程序设计的基本概念。 4 理论教学 2+实践教学 2 

6 VB程序设计：VB编程的基础知识。 4 理论教学 2+实践教学 2 

7 VB程序设计：VB中的窗体和控件 4 理论教学 2+实践教学 2 

8 VB程序设计：VB中的窗体和控件 4 理论教学 2+实践教学 2 

9 ADO技术：数据库引擎及其体系结构基本概念。 4 理论教学 2+实践教学 2 

10 ADO技术：数据库引擎版本选择和安装。 4 理论教学 2+实践教学 2 

11 ADO技术：数据库访问接口技术 4 理论教学 2+实践教学 2 

12 ADO技术：数据访问对象（DAO） 4 理论教学 2+实践教学 2 

13 ADO技术：ActiveX数据对象（ADO） 4 理论教学 2+实践教学 2 

14 ADO技术：利用 VBA（或者 VB）+ADO操作当前数据库 4 理论教学 2+实践教学 2 

15 ADO技术：利用 VBA（或者 VB）+ADO操作本地数据库 4 理论教学 2+实践教学 2 

16 ADO技术：数据库程序的打包及发布 4 理论教学 2+实践教学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计算机概论、程序设计基础、Access数据库应用技术 

后续课程：动态 WEB数据库开发（编写本大纲时没有开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关系数据模型的完整性约束、SQL语言、VB程序设计、ADO技术。 

难点：关系数据库完整性约束的实现、SQL语言的复杂查询、VB的函数调用、ADO技术访问三

类数据库。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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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讲授 

2. 操作演示 

教学手段： 

1. 任务驱动 

2. 分组研讨 

3. 上机指导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需安装 SQL Server 2010、VB，为了适应不同学生的需求，还需安装 Access（可选）。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定成绩的方式、加强过程性学习，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

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容包括：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

期末考试占 60％。 

7、作业要求： 

每周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法律信息系统》理论教学教材（编写本大纲时还未

完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编写本大纲时还未完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张浩军等编著《数据库设计开发技术案例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 5月  

（二）推荐参考书 

1. 杨学全等编著《SQL Server实例教程》，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年 6月 第 2版 

2. 龚沛曾等编著《Visual Basic程序设计简明教程 6.0》，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5月 第 2版 

执笔：宗恒  审稿：郑宝昆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0日 

 

数字媒体技术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课程号：10903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数字媒体技术基础知识；2、掌握基本视频处理技术 

数字媒体技术是通过现代计算机和通信手段，综合处理文字、声音、图形、图像、视频、动画

等信息，使抽象的信息变成可感知、可管理和可交互的技术，融合了数字信息处理技术、计算机技

术、数字通信和网络技术。其所涉及的关键技术及内容主要包括数字信息的获取与输出技术、数字

信息存储技术、数字信息处理技术、数字传播技术、数字信息管理与安全等。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数字媒体技术的基本知识和原理，以及典型的技术方法，

理解不同媒体类型的特点与整合，熟练运用视频及音频处理技术。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数字媒体技术概论 



11343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媒体概念及特性。 

2． 数字媒体概念、特性及传播模式。 

3． 数字媒体内容产业。 

学习目标： 

1． 掌握媒体概念及特性。 

2． 掌握媒体概念、特性及传播模式。 

3． 了解数字媒体技术发展趋势、研究领域、应用领域。 

作业： 

1． 什么是媒体？什么是数字媒体？ 

2． 数字媒体的研究和开发领域有哪些？ 

知识单元 2：数字音频技术基础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音频技术及特性。 

2． 音频数字化。 

3． 数字音频质量及格式。 

4． 数字音频技术应用。 

学习目标： 

1． 掌握音频技术及特性。 

2． 掌握音频数字化。 

3． 了解数字音频质量及格式。 

4． 了解数字音频技术应用。 

作业： 

1． 模拟音频获取和处理所涉及的设备有哪些？ 

2． 模拟声音信号数字化基本过程是什么？ 

知识单元 3：数字图像的处理技术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图像颜色的模型 

2． 图像的基本属性及种类 

3． 数字图像的获取技术 

4． 图像创意设计与编辑技术 

5． 数字图像技术的应用 

学习目标： 

1． 掌握图像颜色的模型 

2． 掌握图像的基本属性及种类 

3． 掌握数字图像的获取技术 

4． 了解图像编辑技术 

5． 了解数字图像技术的应用 

作业： 

1． 简述 RGB颜色模型如何表示颜色，他的主要应用领域有哪些？ 

2． 简述数码相机的工作原理，其参数指标有哪些？ 

知识单元 4：数字视频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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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电影与电视 

2． 电视图像数字化 

3． 数字视频的获取 

4． 数字视频编辑技术 

5． 数字视频后期特效处理技术 

6． 数字视频技术的应用 

学习目标： 

1． 了解电影与电视 

2． 了解电视图像数字化 

3． 了解数字视频的获取 

4． 掌握数字视频编辑技术 

5． 了解数字视频后期特效处理技术 

6． 了解数字视频技术的应用 

作业： 

1． 世界上主要的彩色电视制式是哪几种？ 

2． 隔行扫描、非隔行扫描是什么？ 

3． 电视机和计算机的显示器各使用什么扫描方式？ 

4． 相对于模拟视频，数字视频的优势表现在哪些方面？ 

5． 视频采集卡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6． 后期特效处理所包含的内容有哪些？使用特效有什么用? 

知识单元 5：数字动画技术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动画概述 

2． 二维动画技术 

3． 三维动画技术 

4． 数字动画技术的应用 

学习目标： 

1． 掌握动画概念 

2． 了解二维动画技术 

3． 了解三维动画技术 

4． 了解数数字动画技术的应用 

作业： 

1． 动画可以分为哪几种类型？ 

2． 传统动画的制作过程是怎样的？ 

3． 数字二维动画和传统二维动画有哪些相同点和不同点？ 

4． 数字三维动画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 

知识单元 6：数字媒体压缩技术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数据压缩及分类 

2． 通用的数据压缩技术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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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了解数据压缩及分类 

1． 了解通用的数据压缩技术 

2． 掌握霍夫曼编码 

作业： 

1． 多媒体数据的信息冗余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2． 运动图像的压缩标准有哪些？ 

知识单元 7：数字媒体存储技术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1． 内存储技术 

2． 外存储技术 

3． 光盘存储技术 

学习目标： 

1． 掌握内存储器功能、原理 

2． 掌握外存储器功能、原理 

3． 掌握光盘存储器功能、原理 

作业： 

1． 光盘如何分类？光盘存储信息的原理与磁盘存储信息的原理有何区别？ 

2． 简述 CD-ROM的工作原理。 

3． CD-ROM驱动器有哪些技术参数？ 

知识单元 8：数字媒体的传输技术 

参考学时：1学时 

学习内容： 

流媒体传输技术 

学习目标： 

1． 掌握流媒体传输技术特点 

2． 了解流媒体传输技术基本原理 

3． 了解流媒体传输技术应用 

作业： 

1． 什么是流媒体？流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有何特点？ 

2． 简述流媒体的传输过程和基本工作原理。 

3． 流媒体系统包括哪三个部分？目前三大主流的流媒体格式及协议是什么？ 

知识单元 9：Premiere的基本操作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项目文件的基本操作 

2． 序列的基本操作 

3． 轨道的基本操作 

学习目标： 

1． 掌握项目文件的基本操作 

2． 掌握序列的基本操作 

3． 掌握轨道的基本操作 

作业：Premiere的基本操作 

知识单元 10：采集和导入素材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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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 采集素材 

2． 导入素材 

学习目标： 

1． 了解素材的采集 

2． 掌握素材的导入 

作业：采集和导入素材 

知识单元 11：素材的编辑和管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编辑素材 

2． 分离素材 

3． 创建新素材元素 

学习目标： 

1． 掌握素材编辑方法 

2． 掌握素材分离方法 

作业：素材的编辑和管理 

知识单元 12：视频切换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视频切换 

学习目标： 

掌握视频切换方法 

作业：视频切换 

知识单元 13：视频特效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视频特效 

学习目标： 

掌握设置视频特效方法 

作业：视频特效 

知识单元 14：添加音频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音频的基本操作 

2． 调节音频音量 

3． 为音频添加过渡和特效 

学习目标： 

1． 掌握音频的基本操作 

2． 掌握音频音量调节方法 

3． 掌握音频过渡和特效 

4． 掌握调音台的使用 

作业：添加音频 

知识单元 15：创建字幕与图形对象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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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 创建字幕文字对象 

2． 修饰字幕对象 

3． 绘制字幕图形对象 

4． 编辑字幕对象 

学习目标： 

掌握字幕与图形对象的基本操作 

作业：创建字幕与图形对象 

知识单元 16：色彩校正与运动效果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校正视频色彩 

2． 创建运动效果 

学习目标： 

1． 掌握视频色彩校正方法 

2． 掌握运动效果创建方法 

作业：色彩校正与运动效果 

知识单元 17：合成影片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影片的合成 

学习目标： 

掌握影片合成的方法 

作业：合成影片 

知识单元 18：输出影片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影片的输出 

学习目标： 

掌握影片输出的方法 

作业：输出影片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6个，共 32学时 

实验 1：Premiere的基本操作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Premiere的基本操作 

实验要求：Premiere的基本操作。 

实验 2-3：采集和导入素材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采集和导入素材 

实验要求：熟悉采集和导入素材。 

实验 4-5：素材的编辑和管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素材的编辑和管理 

实验要求：熟悉素材的编辑和管理。 

实验 6-7：视频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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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视频切换 

实验要求：熟悉视频切换方法。 

实验 8-9：视频特效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视频特效 

实验要求：熟悉视频特效设置方法。 

实验 10-11：添加音频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添加音频 

实验要求：熟悉添加音频方法。 

实验 12-13：创建字幕与图形对象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创建字幕与图形对象 

实验要求：熟悉创建字幕与图形对象方法。 

实验 14：色彩校正与运动效果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色彩校正与运动效果 

实验要求：熟悉色彩校正与运动效果设置方法。 

实验 15：合成影片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合成影片 

实验要求：熟悉合成影片方法。 

实验 16：输出影片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输出影片 

实验要求：熟悉输出影片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数字媒体技术概论、数字音频技术基础 2  

2 数字图像的处理技术、数字视频及编辑 2  

3 数字动画技术、数字媒体压缩技术 2  

4 数字媒体存储技术、数字媒体的传输技术 2  

5 Premiere的基本操作 2  

6 采集和导入素材 2  

7 素材的编辑和管理 2  

8 视频切换 1 2  

9 视频切换 2 2  

10 视频特效 1 2  

11 视频特效 2 2  

12 添加音频 2  

13 创建字幕与图形对象 2  

14 色彩校正与运动效果 2  

15 合成影片 2  

16 输出影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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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数字媒体基础知识、数字视频处理。 

难点：数字媒体压缩技术、数字媒体传输技术、创建字幕与图形对象、色彩校正。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讲授与实践相结合  

教学手段： 

大屏幕投影、机房授课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u Intel.Core.2Duo或 AMD Phenom. II处理器；需要 64位支持。 

u 需要 64 位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dows Vista Home Premium、Business、Ultimate 或

Enterprise（带有 Service Pack 1）或者 Windows 7。 

u 2GB内存（推荐 4GB或更大内存）。 

u 4GB 可用硬盘空间用于安装；安装过程中需要额外的可用空间（无法安装在基于闪存的可
移动存储设备上）。 

u 1280×900像素的屏幕，OpenGL 2.0兼容图形卡。 

u 编辑压缩视频格式需要转速为 7200r/min的硬盘驱动器；未压缩视频格式需要 RAID 0。 

u ASIO协议或 Microsoft Windows Driver Model兼容声卡。 

u 需要 OHCI兼容型 IEEE1394端口进行 DV和 HDV捕获、导出到磁带并传输到 DV设备。 

u 双层 DVD（DVD+/-R刻录机用于刻录 DVD；Blu-ray刻录机用于创建 Blu-ray Disc媒体）兼

容 DVD-ROM驱动器。 

u GPU加速性能需要经 Adobe认证的 GPU卡。 

u 需要 Quick Time7.6.6软件实现 Quick Time功能。 

u 在线服务需要宽带 Internet连接。 

u 正版 Adobe Premiere Pro CC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根据课程进度及学生掌握情况，由任课老师自主安排。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占 40％，期末考试占 60％。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刘清堂等编著《数字媒体技术导论》，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08年 3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刘慧芬编著《数字媒体——技术•应用•设计（第 2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 3月 第

2版 

2. Adobe 公司著《Adobe Premiere Pro CC 经典教程》，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 年 4 月 第 1

版 

 执笔：郭梅    审稿：陈莲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12日 

 



11350 

网络安全技术 
Network Security Technology  

课程号：1090300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必修课程。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理解计算机网络安全的基本知识、原理及其应用技术，主要包括：

计算机网络安全概述和基本安全问题；网络安全技术的基本概念、内容和方法；网络协议安全、安

全体系结构、网络安全管理技术、安全服务与安全机制、无线网安全技术及应用；入侵检测技术、

黑客的攻击与防范技术；身份认证与访问控制技术；网络安全中的密码与压缩技术；病毒及恶意软

件的防护技术；防火墙技术及应用；操作系统与站点安全技术、数据与数据库安全技术；电子商务

网站安全技术、网络安全解决方案及综合应用等。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网络安全的内涵在不断的延伸，从最初的信息保密性发展到信息

的完整性、可用性、可控性和不可否认性，进而又发展为“攻（攻击）、防（防范）、测（检测）、

控（控制）、管（管理）、评（评估）”等多方面的基础理论和实施技术。网络安全是一个综合、交

叉学科领域，要综合利用数学、物理、通信和计算机等诸多学科的长期知识积累和最新发展成果，

不断发展和完善。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信息安全最基本的

原理、方法和技术。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本课程共分为 12章，每章要点及教学目标如下所示： 

第 1章 网络安全概述 

本章要点: 网络安全的概念、技术特征、研究目标及内容，网络面临的威胁及其因素分析，网

络安全模型、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关键技术，保护网络安全技术法律法规，安全技术评估标准和准

则，网络安全设计与建设的原则和步骤。 

教学目标： 

● 掌握网络安全的概念、技术特征、研究目标及内容 

● 了解网络面临的威胁及其因素分析 

● 掌握网络安全模型、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关键技术 

● 了解保护网络安全技术法律法规 

● 理解安全技术评估标准和准则 

● 掌握网络安全设计与建设的原则和步骤 

第 2章 网络安全技术基础 

本章要点:  网络协议安全，网络安全层次体系，安全服务与安全机制，虚拟专用网 VPN技术,

无线局域网安全,常用网络安全命令。 

教学目标： 

 ● 了解网络协议安全 

 ● 理解网络安全层次体系 

 ● 理解安全服务与安全机制 

 ● 掌握虚拟专用网 VPN技术 

 ● 掌握无线局域网安全 

 ● 掌握常用的网络命令 

第 3章 网络安全管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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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要点： 网络安全管理概念、内容及功能，安全管理的原则及制度、防护体系规范和政策，

网络安全管理技术、策略及主机网络防护、网络安全管理解决方案。 

教学目标： 

● 掌握网络安全管理概念、内容及功能 

● 理解安全管理的原则及制度、防护体系规范和政策 

● 掌握网络安全管理技术、策略及主机网络防护、网络安全管理解决方案 

● 了解实体安全防护有关技术  

● 了解软件安全有关技术 

第 4章 黑客攻防与入侵检测 

本章要点：黑客攻击的目的及攻击步骤，黑客常用的攻击方法，防范黑客的措施，黑客攻击过

程，并防御黑客攻击，入侵检测系统概述。 

教学目标： 

● 了解黑客攻击的目的及攻击步骤 

● 熟悉黑客常用的攻击方法 

● 理解防范黑客的措施 

● 掌握黑客攻击过程，并防御黑客攻击 

● 掌握入侵检测系统的概念、功能、特点、分类、检测过程和常用检测方法 

第 5章 身份认证与访问控制 

本章要点： 身份认证技术的概念、种类和方法，数字签名技术及应用，访问控制技术及应用，

安全审计技术及应用。 

教学目标 ： 

● 理解身份认证技术的概念、种类和方法 

● 了解登录认证与授权管理 

● 掌握数字签名技术及应用 

● 掌握访问控制技术及应用 

● 掌握安全审计技术及应用 

第 6章 密码与加密技术 

本章要点： 密码技术相关概念、密码学与密码体制，数据及网络加密方式，密码破译方法与

密钥管理，实用加密技术。 

教学目标： 

● 掌握密码技术相关概念、密码学与密码体制 

● 掌握数据及网络加密方式 

● 了解密码破译方法与密钥管理 

● 掌握实用加密技术，包括：对称/非对称加密、单向加密技术、无线网络加密技术、实用综

合加密方法、加密高新技术及发展 

● 了解数据压缩的基本概念和使用方法 

第 7章 数据库系统安全技术 

本章要点：数据库系统安全的概念、安全性要求，数据库系统的安全框架与特性，数据库的数

据保护，常见数据库攻击方法，数据库系统的数据备份和恢复概念、策略和方法，网络数据库的安

全管理措施。 

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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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数据库系统安全的概念、组成和安全性要求 

● 熟悉数据库系统的安全框架与特性 

● 理解数据库的数据保护三个方面：安全性、完整性和并发控制 

● 熟悉几种常见数据库攻击方法，并能用于防御实践 

● 理解数据库系统的数据备份和恢复概念、策略和方法 

● 了解网络数据库的安全管理措施 

第 8章 病毒及恶意软件的防护 

本章要点：计算机病毒的概念及发展历史和趋势，病毒的产生原因及来源、病毒的分类、特点、

中毒表现，病毒的组成结构、传播方式、触发与生存、特种及新型病毒实例分析，病毒检测、清除、

防护、病毒和反病毒的发展趋势，恶意软件概念、分类、防护和清除，最新杀毒软件应用。 

教学目标： 

● 了解计算机病毒发展的历史和趋势 

● 理解病毒的定义、分类、特征、结构、传播方式和病毒产生 

● 掌握病毒检测、清除、防护、病毒和反病毒的发展趋势 

● 掌握恶意软件概念、分类、防护和清除 

● 熟悉最新杀毒软件应用 

第 9章 防火墙应用技术 

本章要点： 防火墙的概念与特点，防火墙的分类，防火墙的工作原理，防火墙的体系结构，

企业防火墙的应用。 

教学目标： 

● 掌握防火墙的概念 

● 掌握防火墙的功能 

● 了解防火墙的不同分类 

● 掌握 SYN Flood攻击的方式及用防火墙阻止 SYN Flood攻击的方法 

第 10章 操作系统安全与站点安全 

本章要点：Windows 操作系统的安全性，Windows 操作系统的安全配置， UNIX 系统安全性和

安全配置，Linux操作系统的安全性和安全配置，Web站点的安全和 Web站点的安全策略，系统和

信息恢复。 

教学目标： 

● 掌握 Windows操作系统的安全并熟悉 Windows系统的安全配置 

● 了解 UNIX操作系统的安全性，了解 UNIX系统安全配置 

● 掌握 Linux操作系统的安全性，掌握 Linux系统安全配置 

● 掌握 Web站点的安全和 Web站点的安全策略 

● 了解系统和信息恢复，掌握系统恢复的过程 

第 11章 电子商务安全  

本章要点：电子商务的安全需求，电子商务的 SSL、SET 协议，基于 SSL 协议 Web 服务器构

建，移动电子商务的安全与 WPKI 技术。 

教学目标： 

● 了解电子商务的安全需求 

● 理解电子商务的 SSL、SET 协议 

● 掌握基于 SSL 协议 Web 服务器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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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移动电子商务的安全与 WPKI 技术 

第 12章 网络安全方案设计 

本章要点：网络安全方案概念和内容，安全方案目标及设计原则和质量标准，安全方案的需求

分析和主要任务， 安全方案分析与设计、安全解决方案案例，实施方案与技术支持、检测报告与

方案编写。 

教学目标： 

● 了解网络安全方案概念和内容 

● 理解安全方案目标及设计原则和质量标准 

● 理解安全方案的需求分析和主要任务 

● 掌握安全方案分析与设计、安全解决方案案例 

● 掌握实施方案与技术支持、检测报告与方案编写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网络安全概述、网络安全威胁事件调查 4 理论 2学时，实验 2学时 

2 
网络安全体系，安全服务与机制，VPN技术，无线

网络安全 
4 理论 2学时，实验 2学时 

3 
网络安全管理概述，网络安全管理方法，实体防护

安全 
4 理论 2学时，实验 2学时 

4 
黑客攻击的目的及步骤；常见黑客攻防技术，防范

攻击的措施和步骤 
4 理论 4学时 

5 入侵检测概述 4 理论 2学时，实验 2学时 

6 身份认证概述，登录及授权管理，数字签名技术 4 理论 2学时，实验 2学时 

7 访问控制及安全审计技术、密码技术概述 4 理论 2学时，实验 2学时 

8 密码破译与密钥管理、 4 理论 4学时 

9 常用加密技术应用 4 理论 2学时，实验 2学时 

10 数据保护，数据备份 4 理论 2学时，实验 2学时 

11 
恢复数据的安全管理、计算机病毒概述，病毒传播

机理 
4 理论 2学时，实验 2学时 

12 病毒的检测清除与防护；恶意软件的查杀和防护 4 理论 2学时，实验 2学时 

13 防火墙的类型及特点，防火墙的功能、原理及应用 4 理论 2学时，实验 2学时 

14 Windows安全、Web站点的安全  理论 2学时，实验 2学时 

15 
电子商务安全技术标准；证书服务与 SSL设置；电

子商务解决方案 
4 理论 4学时 

16 
安全方案目标及标准，安全方案需求分析，安全方

案设计 
4 理论 4学时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计算机概论》、《计算机网络技术与应用》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网络安全定义、安全技术评估标准和准则、网络安全层次体系、网络安全管理概念、防

范黑客的措施、入侵检测系统的概念、身份认证技术的概念、数字签名技术、访问控制、安全审计、

对称/非对称加密、数据库系统安全、计算机病毒概念、防火墙、操作系统的安全、电子商务 SSL、

SET 协议、网络安全方案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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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网络安全层次体系、黑客、入侵检测、身份认证、加密技术、非对称加密、SSL、SET 协

议、数字签名技术、防火墙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采用案例驱动的教学方式，通过大量的安全实例，不仅提高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同时

通过实验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使得学生能够较好地胜任后续课程的学习以及工作。 

教学方法： 

1.多媒体教学。 

2.实验指导。 

教学手段： 

1.交互软件实现实时互动。 

2.网络资源分享。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Windows操作系统、SQL server数据库和虚拟局域网（VPN）实验室、多媒体教室、投影设备、

电子交互软件辅助以及实验所用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实验自评和互评，课外调查计算机网络发展状况和网络安全风险评估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6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实验、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4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讲义；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

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网络安全技术及应用(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上海市高校优秀教材奖即上海高校精

品课程教材)，贾铁军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第 2版)，2014.9(两版 8次印刷) ； 

2.网络安全技术及应用实践教程(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上海市高校精品课程配套教

材)，贾铁军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2(两版 5次印刷)  

3. 网络安全实用技术(上海市高校精品课程)（第 2版），贾铁军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6(两

版 4次印刷） 

（二）推荐参考书 

1. 计算机网络安全教程(第 2版) 石志国等，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2 

2. 计算机网络安全教程实验指导，石志国等，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11  

执笔：张扬武  审稿：郑宝昆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6月 10日 

 

电子证据 
digital  evidence 

课程号： 1090300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11355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的通识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电子证据的取证技术、取证过程

涉及的法律问题，熟悉取证的流程、技术细节，掌握证据分析的关键技术。搭配实践教学环节，个

案分析技术及在法庭出示中的具体细节。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概述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有关概念   

2、 电子证据的发展历史   

3、 电子证据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4、 电子证据在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学习目标：首先，介绍电子证据的相关概念、发展历史和现状，尤其是在中国的发展，然后分

析目前电子证据发展中面临的技术、法律问题。 

作业： 

课后作业包括两类。一类是选择题，用于学习者进行自我测试；另一类是主观作业题，学习者

进行互评以增强和巩固学习效果。 

知识单元 2：相关的法律规和技术规范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 宪法 

2、 刑法 

3、 民法 

4、 其他法规和部门规定   

5、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6、 技术规范   

学习目标 

了解目前国际国内有关电子证据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 

作业：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汇总  

知识单元 3：现场勘查技术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保护现场   

2、 现场勘查   

3、 保护证据   

4、 获取易失证据   

学习目标： 

了解和掌握现场勘查的详细流程，熟悉现场保护、勘查、证据保护和易失证据获取的细节 

作业：现场勘查全流程分析 

知识单元 4：单机取证技术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基于一种静态的视点，即事件发生后对目标系统的静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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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取证检查中，保护目标计算机系统，避免发生任何的改变、伤害、数据破坏或病毒感染； 

2、搜索目标系统中的所有文件。包括现存的正常文件，已经被删除但仍存在于磁盘上（即还

没有被新文件覆盖）的文件，隐藏文件，受到密码保护的文件和加密文件； 

3、全部（或尽可能）恢复发现的已删除文件； 

4.、最大程度地显示操作系统或应用程序使用的隐藏文件、临时文件和交换文件的内容； 

5、如果可能并且如果法律允许，访问被保护或加密文件的内容； 

6、分析在磁盘的特殊区域中发现的所有相关数据。特殊区域至少包括下面两类：①所谓的未

分配磁盘空间——虽然目前没有被使用，但可能包含有先前的数据残留；② 文件中的“slack”空

间——如果文件的长度不是簇长度的整数倍，那么分配给文件的最后一簇中，会有未被当前文件使

用的剩余空间，其中可能包含了先前文件遗留下来的信息，可能是有用的证据； 

7、打印对目标计算机系统的全面分析结果，然后给出分析结论：系统的整体情况，发现的文

件结构、数据、和作者的信息，对信息的任何隐藏、删除、保护、加密企图，以及在调查中发现的

其它的相关信息； 

8、给出结论。 

学习目标：熟悉单机取证的流程、技术细节，掌握单机证据分析的关键技术 

知识单元 5：网络取证技术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 网络取证相关技术   

2、 网络取证的步骤   

3、 网络取证的技术规范和步骤   

学习目标： 

了解和掌握网上跟踪犯罪分子或通过网络通信的数据信息资料获取证据的技术，包括 IP 地址

和 MAC 地址的获取和识别技术、身份认证技术、电子邮件的取证和鉴定技术、网络侦听和监视技

术、数据过滤技术及漏洞扫描技术等 

作业：  配合取证实验 

知识单元 6：移动取证技术、云取证技术、物联网取证技术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移动取证技术 

2、 云取证技术 

3、 物联网取证技术 

学习目标： 

了解目前移动取证、云取证及物联网取证的发展状况，了解目前技术发展，讨论其中的法律问

题。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2个，共 32学时 

实验 1：电子证据法律法规、取证相关规范总结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要求：熟悉各国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 

实验 2：单机取证技术 4个 

参考学时：10学时 

实验内容：安全策略、日志查看、内存转储、系统分析与监控工具、自启动分析、信息隐藏、

数据恢复，取证专业工具介绍   

实验要求：详细分析技术细节，形成实验报告 

实验 3：网络取证技术 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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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12学时 

实验内容： 网络数据包协议分析、电子邮件调查、网络公证与取证云  

实验要求：详细分析技术细节，形成实验报告 

实验 4：案例分析 

参考学时：8学时 

实验内容：典型案例讨论 

实验要求：选取 8个实际案例，详细案例分析，形成案例研讨报告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概述 2  

2.  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分析及实验 4  

4 现场勘查技术 4  

5 单机取证技术及实验 18  

9 网络取证技术及实验 22  

12  移动取证、云取证、物联网取证 6  

14  典型案例研讨 8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单机取证技术、网络取证技术 

难点：单机取证技术、网络取证技术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法 

2.自主型教学法 

3.启发式教学法 

4.合作学习教学法 

教学手段： 

1.信息化教学。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学校公共计算机实验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 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4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

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40%；期末考试占 60％。 

7、作业要求： 

每部分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王立梅、刘浩阳主编：《电子数据证据基础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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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永浩主编：《电子数据司法鉴定实务》，法律出版社 2011年版。 

陈学权著：《科技证据论——以刑事诉讼为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米尔建·达玛斯卡：《漂移的证据法》，李学军等译，何家弘审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李学军著：《物证论——从物证技术学层面及诉讼法学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版。 

李学军等著：《物证鉴定意见的质证路径和方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郭金霞著：《鉴定结论适用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张建伟著：《证据法要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麦永浩等主编：《计算机取证与司法鉴定》，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 

刘方权编译：《犯罪侦查中对计算机的搜查扣押与电子证据的获取》，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6 年

版。 

王永全等主编：《信息犯罪与计算机取证》，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何家弘主编：《证据调查》（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刘品新主编：《电子取证的法律规制》，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年版。 

蒋平等编著：《数字取证》，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蒋平等编著：《电子证据》，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戴士剑等主编：《电子证据调查指南》，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4年版。 

杜春鹏著：《电子证据取证与鉴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 

执笔：王立梅  审稿：郑宝昆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6月 5日 

 

电子政务 
Electronic Government 

课程号：109030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必修课程。 

本课程也可以作为公共管理专业和行政管理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电子政务是指高效、开放的政府凭借计算机技术、现代通信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安全可靠的

网络平台上行使管理职能、开展的有关政务活动。通过这门课的学习，我们可以了解电子政务相关

的技术基础，了解电子政务系统及其规划和发展战略，提高学生运用现代科技实现政务管理的能力。

本课程也是一门政务管理和信息技术交叉的课程。 

2、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注意掌握电子政务的基本概念和内涵，理解电子政务发展的社会背景，

掌握电子政务的基本运作模式，领会一些国家和地区电子政务发展的进程、特点，并能够分析这些

国家和地区发展电子政务给我们的启示。 

3、本课程通过对电子政务的内涵、动因、模式、流程的介绍，使学习者初步了解高效政府的

管理方式、运营理念，并在此基础上能够设计出适合于政府现代化管理的工作流程。 

4、在本课程课堂教学的同时，还安排了大量实践操作课程，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学生理

解电子政务相关概念、相关技术及管理方法。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与电子政务相关的基础知识、技

术原理、操作方法，了解电子政务的相关概念、运行平台、发展方向，为行政管理、公共管理等相

关管理专业的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技术基础。 

由于电子政务是未来政府的发展方向，所以本课程也为即将从事公务员工作的人员提供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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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储备。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电子政务概述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电子政务的基本概念、理论、功能、特点、模式。 

2．电子政务与传统政务。 

3．国内外电子政务的发展情况。 

4．电子政务系统。 

学习目标： 

1．由于本知识单元涉及诸多电子政务的基本概念、基本问题，是本课程学习的基础。在学习

的过程中要注意了解电子政务的基本概念和内涵，理解电子政务发展的社会背景，掌握电子政务的

基本运作模式，领会一些国家和地区电子政务发展的进程、特点，并能够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

电子政务给我们的启示。 

2．掌握传统政务与电子政务的差别、电子政务的基本模式、电子政务系统的基本结构。 

作业： 

⑴简述传统政务与电子政务的区别。 

⑵简述电子政务的基本模式及其功能。 

⑶论述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过程。 

⑷简述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主要任务。 

⑸绘图表示我国电子政务系统的逻辑结构。 

知识单元 2：电子政务与办公流程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电子政务内网办公系统。 

2．流程管理与电子政务。 

3．政务流程的设计与优化。 

学习目标： 

1．了解政务内网的办公系统、政府流程与电子政务的密切关联、工作流管理在电子政务中的

应用。 

2．掌握政府流程设计的基本规则、政府流程优化的方法技巧、流程图的绘制方法。 

作业： 

⑴电子政务与政府流程的关系？ 

⑵工作流管理在电子政务中的作用？ 

⑶政府流程设计的基本规则？ 

⑷怎样才能使政府流程化繁为简？ 

知识单元 3：电子政务的技术基础 

参考学时：10学时 

学习内容： 

1．计算机网络概述。 

3．互联网与电子政务。 

4．数据库、知识管理、决策支持系统。 

5．社会化管理。 

6．电子政务系统的安全保障。 

7．电子政务系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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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计算机网络与电子政务相关的基础知识，了解数据库、知识管理、决策支持系统对电

子政务的影响，了解电子政务系统的安全保障问题。了解电子政务系统运行的案例。 

2．掌握如何利用互联网开展电子政务，掌握如何利用现代化技术进行社会化管理的方法。 

作业： 

⑴Internet在电子政务中的作用？。 

⑵电子政务系统的网络架构是如何构建的？ 

⑶什么是电子政务服务技术？ 

⑷数据仓库技术在电子政务应用中的作用？ 

⑸什么是决策支持系统？ 

⑹公钥基础设施有哪些部分组成？ 

⑺入侵检测的分析方式有哪几种？各有哪些优缺点？ 

⑻电子政务信息安全的相关技术有哪些？ 

知识单元 4：政务网站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如何建立政府网站。 

2．政务网页设计。 

3．政府网站的运行与管理。 

学习目标： 

1．了解政务网站的特点、作用和种类，了解政务网站的构建、运行过程和发展规律。 

2．掌握政务网站的设计方法、相关技术、政务网页设计的基本方法。 

作业： 

⑴应该如何建设政务网站？ 

⑵政府网站的构建和运行过程包括哪些阶段？其中哪几个阶段最为关键？ 

⑶如何做到一站式服务？ 

⑷政府网站规划的步骤有哪些？ 

⑸政府网页设计中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11个，共 32学时 

实验 1：访问政府外网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 

步骤一：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站 www.gov.cn 

步骤二：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保护部网站 www.mep.gov.cn 

步骤三：访问北京市环境保护局网站 www.mep.gov.cn 

步骤四：访问北京市质监局网站 www.bjtsb.gov.cn 

步骤五：访问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网站 www.baic.gov.cn 

实验要求：熟悉电子政务的基本模式；研究政务外网的栏目设置及政府外网内容的详细情况；

掌握相关政府网站的基本结构及政府外网的一站式办公的操作方法。 

实验 2：访问政务内网的办公系统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 

步骤一：访问网站 www.cupl.edu.cn 

步骤二：进入“办公系统”或我校“信息化平台”，观看教师的演示说明。 

实验要求： 

⑴了解行政办公系统（电子政务内网）结构、办公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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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以内部办公人员角色访问学校内部办公系统。初步了解系统内各部门的职能、具体职责、机

构设置、办公流程。 

熟悉政务内网的栏目构成；研究政务内网功能、特点；掌握政务内网的使用方法。 

实验 3：组织结构设置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 

步骤一：访问网址 10.6.12.210(如网址更改请向任课教师查询) 

步骤二：在“育软电子政务平台”输入用户名“Admincupl” (密码同用户名，如发生更改请

向任课教师查询) 

步骤三：按教师要求设置组织结构 

实验要求： 

熟悉政务内网的行政结构；研究设置扁平化的政务内网组织结构；掌握政务内网组织结构设置

方法。 

实验 4：用户、角色、权限设置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 

设置行政系统的用户、角色、权限等。 

实验要求： 

熟悉角色与权限的关系；研究如何匹配角色与权限；掌握本系统角色、权限和用户的设置方法。 

实验 5：文档设置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 

⑴设置电子公文文档的相关内容。 

⑵设置公文文档中所使用的相关要素。 

⑶对发文、收文及其它类型的文档模版进行选择和设置。 

实验要求： 

熟悉行政机构电子公文的格式；研究如何在电子公文模板中增减相关要素；掌握各类电子公文

模板的设置方法。 

实验 6：工作流设置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 

⑴ 对本系统进行可视化工作流设置。 

实验要求： 

熟悉工作流设置的步骤，理解工作流概念；研究各节点工作流应设置的内容；掌握工作流设置

的方法。 

实验 7：模拟办公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 

⑴起草电子公文文档。 

⑵选择文档流程。 

⑶成文发布。 

实验要求： 

熟悉和体验各节点公文的处理、签发；研究电子政务平台对公文处理的基本内容、存在的问题、

和可改进的方法；掌握电子公文的处理方法和无纸化办公的基本操作步骤。 

实验 8：公共信息发布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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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 

⑴设置发布公共信息的工作流。 

⑵起草发布网络公共信息的电子文档。 

⑶成文发布公共信息。 

实验要求： 

熟悉和体验公共信息的流程设置；研究电子政务平台对公共信息发布的新途径、新方法；掌握

发布公共信息的工作流设置方法和操作步骤。 

实验 9：各类管理图形设计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 

⑴系统流程图。 

⑵工作活动流程图。 

⑶事务分析流程图。 

⑷文件流程图。 

⑸程序流程图。 

⑹跨职能流程图。 

⑺组织结构图。 

⑻项目日程图。 

⑼因果图。 

实验要求： 

熟悉各类流程图；研究各类流程图绘制的基本原理；掌握各类流程图绘制方法。 

实验 10：建立政务网站及政务网页设计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 

⑴建立政务网站。 

⑵设计政务网页。 

实验要求： 

熟悉政务网站的运营特点；研究符合电子政务的网页平台对公共信息发布的新途径、新方法；

掌握政务网页设计方法。 

实验 11：计算机网络相关实验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 

⑴计算机组网。 

⑵网络操作常用命令。 

⑶绘制网络布局结构图。 

实验要求： 

熟悉计算机网络相关知识和概念；研究如何搭建电子政务内网和外网；掌握计算机网络组网的

相关技术。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3 电子政务基本理论 2  

4 电子政务系统 2  

5 国内和国外电子政务发展概况 2  

6 电子政务系统与政务流程管理 2  

7 政务内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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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电子政务与办公流程 2  

9 政务流程设计的基本方法 2  

10 政府管理常用流程图的制作与设计 2  

11 政务外网与政务网站的建立；政务网页设计 2  

12 电子政务的技术基础 2  

13 计算机网络概述 2  

14 互联网与电子政务 2  

15 数据库与知识管理 2  

16 社会化管理 2  

17 电子政务系统的安全保障 2  

18 电子政务系统案例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数据库，计算机概论，计算机网络技术与应用。 

后续课程：管理学、行政管理、公共管理。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电子政务基本理论、电子政务系统、政务网站建设与政务网页设计、政务管理图形设计、

管理、电子政务安全保障。 

难点：政务流程设计、政务网站建设与政务网页设计、电子政务安全保障。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课堂讲解。 

2. 结合电子政务平台演示操作。 

3. 案例讲解。 

教学手段： 

1.实验课程上完成电子政务相关操作练习。 

2. 实验课程上完成教师布置的综合课程设计作业。 

3. 通过电子政务平台进行相关的系统设置及模拟办公。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计算机网络教室，无线路由器，育软电子政务平台，visio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堂教学和实验课相结合，部分实验课内容需课外完成。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课内实验占 40%；期末考试占 60％。 

7、作业要求： 

每章节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每周有实验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的理论教学课件（PPT）做为本课程主要教材，并参考人

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电子政务教程》（赵国俊主编）；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

操作指导教程。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赵国俊主编《电子政务教程》，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3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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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覃征等编著《电子政务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 11月 第 2版 

执笔：赵晶明  审稿：郑宝昆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26日 

 

社会科学大数据分析 
Big Data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ce 

课程号：1090300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必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培养人文社科学生了解并掌握有关的大数据分析概念、理论、知

识和应用技能； 

2、适应复合性人才培养的需求，培养大量既懂专业业务又懂信息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 R语言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基于统计机器学习的社会

科学大数据分析基础知识，数据分类、聚类原理，了解随机事件、概率、条件概率等概念，为概率

论与数理统计、数据分析技术、统计与统计分析、电子商务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和编程操作

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数据结构与类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数据的属性与度量。 

2．向量、矩阵、列表。 

3．离散变量与连续变量。 

4．数据集的一般特征。 

学习目标： 

1．掌握向量、矩阵、列表等不同数据类型的含义和区别。 

2．掌握名义变量、顺序变量、等距变量和等比变量的概念 

3．掌握数值型变量、字符串变量和逻辑变量的含义及表达。 

4．了解数据集的一般特征。 

作业： 

以课堂练习题为主。 

知识单元 2：数据预处理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数据聚集。 

2．抽样。 

3．维归约。 

4．离散化。 

5．误差与噪声。 

6．精度、偏倚和准确率。 

7．离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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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掌握抽样的概念和方法。 

2．掌握维归约的概念和技术。 

3．掌握精度、偏倚和准确率的概念。 

4．了解数据聚集的概念。 

5．了解离散化概念。 

6．了解误差与噪声的概念，及其产生原因。 

7．了解离群点的概念。 

作业： 

以课堂练习题为主 

知识单元 3：探索数据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频率、众数、百分位数。 

2．均值与中位数。 

3．极差与方差。 

4．散点图、直方图、箱线图、饼状图。 

5．经验累计分布图。 

6．高维数据视图。 

学习目标： 

1．掌握频率、众数和百分位数概念。 

2．掌握均值与中位数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3．掌握极差与方差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4．掌握散点图、直方图、箱线图、饼装图的含义。 

5．了解经验累计分布图的含义。 

6．了解其他高维数据视图方法。 

作业： 

根据要求，使用 R语言绘制给定数据集的散点图、直方图、箱线图和饼状图。 

知识单元 4：统计机器学习与回归基础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统计机器学习的含义和种类。 

2．统计机器学习的评价指标。 

3．过拟合。 

4．偏差－方差困境。 

5．简单线性回归。 

6．最小二乘法。 

7．多元线性回归。 

8．相似性和相异性的度量。 

学习目标： 

1．掌握统计机器学习的概念和评价指标。 

2．掌握过拟合的概念。 

3．掌握简单线性回归分析。 

4．掌握最小二乘法原理。 

7．了解偏差－方差困境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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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了解多元线性回归概念。 

9．了解相似性和相异性的度量原理。 

作业： 

根据数据集，进行简单线性回归分析，并对有关数据相关性进行解释。 

知识单元 5：分类与监督学习 

参考学时：14学时 

学习内容： 

1．分类器概念及性能评估方法。 

2．贝叶斯分类器及其应用。 

3．最近邻(KNN)分类器及其算法。 

4．逻辑斯蒂(logistic)分类器及其应用。 

5．决策树算法算法及其应用。 

6．支持向量机算法及其应用。 

学习目标： 

1．掌握最近邻(KNN)分类器算法及其应用。 

2．掌握逻辑斯蒂(logistic)分类器算法及其应用。 

3．掌握决策树算法及其应用。 

4．了解朴素贝叶斯分类器概念及原理。 

5．了解支持向量机算法及其应用。 

6．了解分类器性能评估方法。 

作业： 

根据数据集特征和任务要求，选择合适的分类器对数据进行分类预测，并对结果进行解释和评

价。 

知识单元 6：聚类与非监督学习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聚类分析概念及类型。 

2．聚类分析评价指标。 

3．K均值(K-Means)。 

4．层次聚类。 

学习目标： 

1．掌握聚类分析概念及分类。 

2．掌握逻辑斯蒂 K均值算法及其应用。 

3．了解层次聚类概念及原理。 

4．了解聚类分析评价指标。 

作业： 

根据数据集特征和任务要求，进行 K均值聚类预测，并对结果进行解释和评价。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6个，共 32学时 

实验 1：R语言开发环境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R studio IDE开发环境 

实验要求：熟悉 R studio开发环境的使用；掌握 R脚本与 R console调试方法。 

实验 2：数据可视化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制作数据散点图、散点图、直方图、箱线图、饼状图等。 



11367 

实验要求：掌握从文件中读入数据集方法；熟悉使用相关命令绘制不同的数据视图方法。 

实验 3：简单线性回归分析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对数据进行简单线性拟合 

实验要求：熟悉 lm()函数使用；掌握简单线性数据拟合方法。 

实验 4：最近邻(KNN)分类器算法应用 

参考学时：7学时 

实验内容：KNN算法及其应用 

实验要求：熟悉 KNN算法；掌握 KNN分类器对数据分类预测的方法。 

实验 5：决策树算法应用 

参考学时：7学时 

实验内容：决策树算法及其应用 

实验要求：熟悉决策树算法；掌握决策树分类器对数据分类预测的方法。 

实验 6：K均值算法应用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K均值算法及其应用 

实验要求：熟悉 K均值算法；掌握 K均值算法对数据进行聚类预测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3 知识单元 1、实验 1 4  

4 知识单元 2、实验 1 4  

5 知识单元 3、实验 2 4  

6 知识单元 3、实验 2 4  

7 知识单元 4、实验 3 4  

8 知识单元 4、实验 3 4  

9 知识单元 5、实验 4 4  

10 知识单元 5、实验 4 4  

11 知识单元 5、实验 4 4  

12 知识单元 5、实验 4、实验 5 4  

13 知识单元 5、实验 5 4  

14 知识单元 5、实验 5 4  

15 知识单元 5、实验 5 4  

16 知识单元 6、实验 6 4  

17 知识单元 6、实验 6 4  

18 知识单元 6、实验 6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计算机基础 

后续课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据分析技术、统计与统计分析、电子商务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统计机器学习、回归分析、最邻近分类器、决策树算法。 

难点：机器学习评价指标、支持向量机算法、显著性检验、极大似然算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应用多媒体教学，结合 R 编程算法实现，使学生对统计机器学习的概念有直观的认识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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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2. 加强学生和教师，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流，重视学生编程操作的能力。 

3. 在讲授的过程中穿插课堂提问和讨论，激发学生的抽象思维和逻辑分析能力。 

教学手段： 

1. 多媒体教学。 

2. 课堂互动及讨论。 

3. 上机操作实验。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R、R studio、外网访问。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课外学习，以及结合本专业内容进行课外实验练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60％，考核内

容为作业完成情况；期末考试占 40％；学生出勤占 10%，作为总成绩加分。 

7、作业要求： 

知识单元 3、4、5、6结束后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遵循服务于教学，尊重教学规律和尊

重知识发展特性的原则，编写有关理论和实验的课件。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陈封能等编著《数据挖掘导论(完整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年 1月 第二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薛毅等编著《统计建模与 R软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 4月 第 1版 

2. 阿兰.祖尔等编著《R语言初学者指南》，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 9月 第 1版  

执笔：刘振宇  审稿：郑宝昆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5月 28日 

 

计算机概论 
concepts of computer science 

课程号：50901017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了解计算机在信息化社会中的作用，掌握计算机的组成及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基本结构、

主要技术指标、和如何安全使用计算机。 

2．掌握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及主要的功能，领会软件系统的组成与分类，熟练掌握 Windows

的基本功能。 

3．熟练掌握办公软件 Word、Excel、PowerPoint的基本操作方法，并能熟练地处理实际问题。 

4．掌握多媒体技术的基本概念，了解多媒体关键技术，理解多媒体元素及处理，学会使用常

用多媒体设备及多媒体信息处理工具。 

5．掌握 Internet的基础知识和操作使用，具备利用网络获取信息的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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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了解数据库基本概念，掌握数据库系统的基本组成，理解结构化查询语言，知晓数据库的

应用。 

7．了解程序设计的基本过程，掌握程序设计语言的组成，掌握算法的概念、要素、特征及算

法的表示方法。 

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是当代大学生须知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课程是为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入

学后开设的第一门计算机课程。通过对教学内容的基础性、科学性和前瞻性的研究，体现以有效知

识为主体，构建支持学生终身学习的知识基础和能力基础。本课程加强基础理论教育、注重应用技

能的培养，通过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让学生不仅学会使用计算机的基本操作，而且掌握计算机的

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较全面系统地掌握计算机软、硬件

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基本概念，掌握典型软、硬件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及其使用方法，了解软件设计

与多媒体、数据库等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处理技术，同时兼顾计算机应用领域的前沿知识，

为推行素质教育，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型人才，并在综合思维能力、综合表达能力及

综合设计能力诸方面均能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一定的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15学时 

知识单元 1： 计算机软硬件基础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计算机系统基础知识。 

2．计算机常用的数制及字符编码 

3．计算机硬件。 

4．计算机软件。 

5．计算机操作系统。 

6．计算机应用领域与系统安全。 

学习目标： 

1．了解计算机在信息化社会中的作用。 

2．掌握计算机的组成及计算机的工作原理、基本结构、主要技术指标。 

3．掌握操作系统的基本概念、主要的功能，和如何操作计算机操作系统。 

4．掌握如何安全使用计算机。 

作业： 

1．简述计算机的发展阶段。 

2．简述计算机系统的组成。 

3．计算机硬件系统的基本结构是什么？并说明每个部件的功能。 

4．分别说明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的功能。举例说明哪些是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 

5．什么是计算机病毒？ 

知识单元 2：多媒体技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多媒体技术基础。 

2．声音媒体。 

3．图形与图像媒体。 

4．动画媒体。 

5．视频媒体。 

6．多媒体处理工具。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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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掌握多媒体技术的基本概念。 

2．了解多媒体关键技术。 

3．理解多媒体元素及处理。 

4．学会使用常用多媒体设备及多媒体信息处理工具。 

作业： 

1．什么是多媒体？媒体分为哪几类？ 

2．简述多媒体技术的应用? 

3．什么是多媒体计算机系统？ 

4．多媒体元素有哪几种基本类型？每种类型试举 1-3种最常用的扩展名。 

5．请说出至少三种常用的图形图像文件格式？ 

6．简述.WAV格式文件和.MID格式文件的区别？ 

7．举出五种常用的多媒体设备。 

知识单元 3： 计算机网络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计算机网络基础。 

2．局域网基础。 

3．Internet基础与应用。 

4．网络信息安全。 

5．网页制作与网站建设。 

学习目标： 

1．了解计算机网络相关概念。 

2．掌握 TCP/IP协议以及 IP地址。 

3．掌握 Internet的基础知识和操作使用。 

4．具备利用网络获取信息的基本技能。 

5．了解网络安全相关常识。 

作业： 

1．什么是网络拓扑结构？常见的网络拓扑结构有哪些？ 

2．局域网常用的协议有哪些，其各自的作用是什么？ 

3．如何把一个常用的网址添加到“收藏夹”中？如何将“收藏夹”中的地址分类整理？如何

删除“收藏夹”中不用的地址？ 

4．举出 IP地址、域名、URL、邮件地址的例子各一个，并描述它们的组成。 

知识单元 4：数据库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数据库系统概述。 

2．数据库设计。 

3．结构化查询语言（SQL）。 

4．数据库保护。 

5．数据库应用。 

学习目标： 

1．了解数据库基本概念。 

2．掌握数据库系统的基本组成。 

3．理解结构化查询语言。 

4．知晓数据库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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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 

1．数据管理技术发展的三个阶段，各阶段的特点。 

2．数据库、数据库管理系统、数据库系统的概念。 

3．实体、实体的属性和实体之间的关系。 

4．列举数据库的几个实际应用。 

知识单元 5：程序设计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程序设计基本概述。 

2．常见的程序设计语言。 

3．程序设计方法。 

4．算法和数据结构。 

学习目标： 

1．了解程序设计的基本过程 

2．掌握程序设计语言的组成。 

3．掌握算法的概念、要素、特征及算法的表示方法。 

作业： 

1．什么是算法？它有何特征？如何描述算法？ 

2．如何理解“算法+数据结构=程序”？ 

3．对常见数学问题写出简单算法。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4个，共 18学时 

实验 1：WORD应用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图文混排、长文档排版 

实验要求：熟悉 word 的基本操作；掌握文本、图形、表格、页面布局、模板、以及目录等的

排版方法。 

实验 2：EXCEL应用 

参考学时：6学时 

实验内容：数据统计 

实验要求：熟悉 excel的基本操作；掌握公式和函数的使用，图表的使用，数据的相关操作。 

实验 3：POWERPOINT应用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个人自我展示 

实验要求：熟悉 PowerPoint 的基本操作；掌握文本排版，图形、表格、声音、视频等文件的

插入，模板的使用，幻灯片效果制作及幻灯片放映等。 

实验 4：Internet资源的使用与检索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常用资源的检索 

实验要求：熟悉 Internet的基本使用；掌握专业资源的查找与下载方法等。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3 计算机软硬件基础 3  

4 多媒体技术 3  

5 计算机网络 3  

6 数据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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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程序设计 3  

8 WORD应用 1 3  

9 WORD应用 2 3  

10 EXCEL应用 1 3  

11 EXCEL应用 2 3  

12 POWERPOINT应用 3  

13 Internet资源的使用与检索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数据库管理与应用、多媒体技术与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与应用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计算机系统的组成与层次结构、信息的表示与采集、主机系统、计算机存储程序工作原

理、操作系统的功能、文件管理、网络拓扑结构、网络体系结构、IP地址、程序设计的基本过程、

程序设计语言的组成、算法的概念和表示方法、多媒体计算机系统的组成、多媒体元素及处理、数

据库系统的组成、word应用、excel应用、PowerPoint应用。 

难点：信息的表示与采集、算法的概念和表示方法、word 应用、excel 应用、PowerPoint 应

用。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本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即集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网络教

学为一体。 

1．课堂讲授 

在多媒体教室中采用电子教案授课，授课时以基本知识点为主结合计算机的特点，边讲、边演

示，尤其是随着计算机的发展，注意引入学科新知识、新动态，提高授课质量，加大课堂信息量。 

2．实验 

实验教学对理论教学的实际运用，在网络环境下以 Windows 为平台，各章节配备相应的实验

案例进行实验，并要求写出实验报告，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 

3．网络 

充分发挥网络技术在辅助教学中的作用，参考网络教程、典型例题、交互式上机练习，方便学

生在课外时间自主学习，培养学生上网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 

2．课堂互动及分组讨论。 

3．上机操作实验。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计算机实验室，Windows+office。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建议学生参阅互联网上的相关慕课课程，以及在实际环境中运用。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30%；期末考试占 6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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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相关教学讲义与课件；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

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李凤霞等编著《大学计算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9月 第 1版（教育部大学计算机

课程改革项目规划教材） 

2.赵万龙主编《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5月第 1版（普通高等教育

“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 

3.周星宇著《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上机实验与习题》，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 5月第 1版  

执笔：郑宝昆  审稿：计算机教研室全体教师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6月 10日 

 

文科高等数学 
Advanced Mathematics for Liberal Arts Students 

课程号：5090102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全校学生的通识主干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正确理解极限、导数、微分和积分的基本概念. 

2、掌握极限的基本思想与求极限的基本方法. 

3、掌握导数、微分、积分的基本原理和求解微积分的基本方法. 

4、掌握概率论的基本概念. 

5、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一些简单的实际问题. 

开设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掌握高等数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运算技能。通过各个教学

环节逐步培养学生具有抽象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和自学能力，以及运用所学知

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数学思想、数学方法、数学的应用价值在人们身上长期发挥作用，培

养勇于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文科专业具有数学素养新型的人才。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 

知识单元 1：课程概况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实例分析：用数学方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若干实例 

2．欣赏数学思想与数学方法的魅力 

学习目标： 

使学生养成主动用数学思维分析、求解实际问题的意识，调动学生进一步深入学习高等数学知

识的兴趣。 

知识单元 2：微积分 

参考学时：24学时 

学习内容： 

1．微积分的基础和研究对象——极限和函数 

2．导数和微分的概念；求导数的法则和基本初等函数的求导公式；微分公式和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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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导数的应用问题，包括洛必达法则、函数的性质和图像、经济学中的应用 

4. 不定积分的概念；基本积分公式；不定积分的运算法则和技巧 

5. 定积分的概念和性质；定积分的计算 

6. 广义积分的概念及其简单运算 

学习目标： 

1．了解极限、导数、微分、积分的基本概念.理解极限方法蕴含的思想. 

2．掌握求极限的基本方法. 

3. 掌握导数、不定积分和定积分的计算方法. 

4. 会用微分、积分方法分析、求解简单的实际问题. 

作业： 

每章选择适量课后习题。 

知识单元 3：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参考学时：9学时 

学习内容： 

1．随机事件的关系、运算，随机事件概率的定义 

2. 随机事件的概率计算 

3．随机变量及其分布的概念，常见的分布 

4. 随机变量数学期望和方差的概念、性质及计算 

学习目标： 

1．了解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的基本概念. 

2．掌握随机事件的关系及运算. 

3. 知道随机事件概率的几种定义，掌握古典概型、二项概型. 

4. 熟练应用概率加法公式. 

5．掌握条件概率、全概公式和贝叶斯公式. 

6．会求简单随机变量的分布及其数字特征. 

7. 知道几个常见分布及其数字特征. 

作业： 

每章选择适量课后习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3 课程绪论，用数学方法求解趣味问题实例分析 3 数学漫话 

4 
极限概念刻画及其蕴含的哲学思想，极限运

算法则，重要极限，极限计算， 
3 一元微积分 

5 无穷小量。函数连续 3 
无穷小概念，阶的比较，性质，连

续概念，闭区间连续性质 

6 
函数的局部变化率——导数概念及其计算， 

微分概念及其运算 
3 导数定义，运算。 

7 函数性态分析，边际分析，弹性分析 3 
单调，凹凸，极值与最值，拐点，

渐近线，边际，弹性 

8 不定积分 3 

一元积分方法——矛盾转化与逆

向思维，原函数与不定积分的概

念，基本积分公式，凑微分法，换

元法，分部积分法， 

9 定积分，广义积分 3 
定积分的概念，牛莱公式，简单应

用，广义积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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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随机事件的概率定义，古典概型，条件概率。 3 
四个定义，古典概型，加法公式，

条件概率 

11 概率乘法公式，全概率公式和贝叶斯公式 3 乘法公式，独立，全概、逆概 

12 随机变量的分布与数字特征 3 
常见分布，数学期望，方差，变异

系数 

13 结课考查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初等数学 

后续课程：数学建模、MATLAB与数学实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用数学语言描述实际问题，极限思想与方法，导数的定义计算与应用、不定积分的计算、

定积分的概念与计算，随机事件概率模型的建立与求解，随机变量分布 

难点：用数学语言描述实际问题，极限计算，中值定理，积分计算，随机事件的关系及运算，

随机事件的概率计算，随机变量分布。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从现象、实际问题出发引出理论知识，或介绍知识的发现过程、应用实例，来调动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培养学生探究知识、应用知识的自觉意识。 

2. 讲授中给学生留下较大的思考空间，启发学生积极思考，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观察、想象

和思维能力。 

3. 讲解重点、难点，而一般的知识鼓励学生自学并教给学生自学方法。 

教学手段： 

1. 合理利用多媒体技术等进行教学。 

2. 采用讨论式、研究式教学，鼓励学生自主思考。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使用多媒体教室。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鼓励学生进行课前预习，每周有适量习题作为课后作业。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50％，考核内

容有：课程结课论文、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查占 50%，

采取命题开卷考核形式。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拟自主编写出版《文科高等数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拟自主编写适宜教材 

（二）推荐参考书 

1. 张国楚、徐本顺、王立冬、李祎等编著《大学文科数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3月 第

2版（面向 21世纪课程教材；“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

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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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淑环、刘崇丽、闫红霞、肖滢编著《数学方法与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 

3. 刘淑环、刘崇丽、闫红霞编著《高等数学》（经济。法律专业），华文出版社 

执笔：刘淑环  审稿：×××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6日 

 

金融数学 
Financial Mathematics 

课程号：5090102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金融数学为全校各专业本科生通选课程，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金融数学是以与货

币的流通发行和运用过程相关的所有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并运用数学的方法进行定量研究和应

用的学科。 

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掌握金融数学的基本模型和方法，提高学生利用定量化分析技术处

理金融问题的能力，为进一步学习、研究现代金融理论打好基础。教学过程采取课堂讲解、案例教

学、课堂讨论相结合的方式。 

本课程要求学生了解和掌握基本数学工具，能够将学到的金融数学方法与分析技术运用到实际

的研究工作中。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0学时，实践教学：2学时 

知识单元 1：常见金融概念与相关数学模型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基本概念及模型。 

2．无套利原理。 

3. 单期双叉模型。 

4. 预期收益率和风险。 

5. 远期合约。 

6. 买入和卖出期权。 

7. 货币、债券、股票、期货与人寿保险。 

学习目标： 

1．了解行金融数学的基本概念及模型、无套利原理。 

2．掌握单期双叉模型、预期收益率、风险的基本定义。 

3. 理解远期合约以及期权的结构特点。 

作业： 

本单元的全部课后习题。 

知识单元 2：无风险资产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货币的时间价值 

1.1 单利 

1.2 周期性复利 

1.3 货币现值 

1.4 抵押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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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年金 

1.6 连续复利 

1.7 不同复利计息方法的比较 

2 债券 

2.1 零息债券 

2.2 息票债券 

2.3 债券收益、零息债券的收益 

学习目标： 

1. 了解货币的时间价值的概念； 

2. 理解单利、复利、现值、抵押贷款、年金以及连续复利的基本定义及相关性质； 

3. 理解零息债券以及息票债券的结构特征； 

4.  掌握不同复利计息方法、零息债券以及息票债券的收益； 

作业： 

本单元的全部课后习题。 

知识单元 3：风险资产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 收益与风险 

1.1 收益率 

1.2 预期收益率 

1.3 风险 

2 双叉模型 

2.1 风险中性概率 

2.2 鞅性 

2.3 连续时间模型 

3 资产定价初步 

4 连续时间模型 

学习目标： 

1. 掌握收益率、预期收益率以及风险的概念及性质； 

2. 理解风险中性概率的含义、现实描述以及有关结论； 

3. 理解鞅性的含义以及其在金融数学领域中的应用； 

4. 掌握连续时间模型的特点； 

5. 熟练掌握资产定价理论初步； 

作业： 

本单元的全部课后习题。 

知识单元 4：债券投资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浮动利率。 

2. 单一债券投资 

3. 债券的投资组合 

4. 期限结构 

5. 远期利率及货币市场 

学习目标： 

1. 理解浮动利率的基本概念及性质； 

2. 熟练掌握单一债券投资以及投资组合的预期收益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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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解远期利率及货币市场。 

作业： 

本单元的全部课后习题。 

知识单元 5：投资组合管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自融资及可预测策略 

2. 两只股票组合 

3. 多只有价证券的组合 

4.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学习目标： 

1. 了解自融资及可预测策略的定义； 

2. 熟练掌握两只或多只股票组合投资的预期收益及风险计算方法； 

3. 理解资产定价模型。 

作业： 

本单元的全部课后习题。 

知识单元 6：远期合约和期货合约的价值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远期合约的定价 

2 远期合约的时间价值 

3 期货合约的定价与时间价值 

3.1 期货对冲 

3.2 最佳对冲比率 

3.3 股指期货 

学习目标： 

1. 掌握远期合约的定价； 

2. 了解远期合约的时间价值； 

3. 掌握期货对冲以及最佳对冲比率的计算的方法； 

4. 了解股指期货。 

作业： 

本单元的全部课后习题。 

知识单元 7：现实应用——人寿保险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基本模型 

1.1 模型 

1.2 死亡密度 

1.3 随机变量 T的模型 

2 人寿保险 

2.1 终身及定期人寿保险 

2.2 两类标准型人寿保险 

学习目标： 

1. 掌握模型基本结构以及死亡密度； 

2. 了解随机变量 T的模型结构； 

3. 掌握终身及定期人手保险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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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掌握两类标准型人寿保险的计算方法。 

作业： 

本单元的全部课后习题。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2学时 

实验 1：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金融投资结构设计及研讨。 

实验要求：能够对给定的多只风险资产以及无风险资产进行资源配置，并能够准确分析此投资

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以及风险，并能够对将来值进行估计设计投资方案。 

实验 2： 

参考学时：1学时 

实验内容：人寿保险模型研讨。 

实验要求：根据不同年龄、不同死亡率的人群分别设计人寿保险方案，并能够计算出其当前支

付总额，即保险费额度，以及对此方案的风险进行度量。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3 
1． 常见金融概念与相关数学模型 

2． 货币的时间价值——单利、周期性复利 
3  

4 
1． 货币的时间价值——货币现值、抵押贷款、年金、连续复利、
不同复利计息方法的比较  

3  

5 
1．债券——零息债券、息票债券； 

2．债券收益、零息债券的收益。 
3  

6 
1. 收益与风险——收益率、预期收益率、风险 

2. 双叉模型——风险中性概率、鞅性、连续时间模型； 
3  

7 

1. 资产定价初步 

2. 连续时间模型 

3. 浮动利率 

3  

8 

1. 单一债券投资 

2. 债券的投资组合 

3. 期限结构 

4. 远期利率及货币市场； 

3  

9 

1. 自融资及可预测策略 

2. 两只股票组合 

3. 多只有价证券的组合。 

3  

10 

1. 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2. 远期合约的定价 

3. 远期合约的时间价值 

3  

11 

1. 期货合约的定价与时间价值——期货对冲、最佳对冲比率、

股指期货 

2. 金融结构设计研讨 

3 

理论教学 2课

时，实践教学

1课时 

12 
1. 基本模型——模型、死亡密度、随机变量 T的模型 

2 人寿保险——终身及定期人寿保险 
3  

13 
1. 两类标准型人寿保险； 

2. 模型研讨。 
2 

理论教学 1课

时，实践教学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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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可以作为数学知识的拓展应用型课程，侧重量化分析，亦可作为经济学专业的补充内容。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使学生掌握金融数学的基本模型和方法，提高学生利用定量化分析技术处理金融问题的

能力，为进一步学习、研究现代金融理论打好基础。  

难点：了解和掌握基本数学工具，能够将学到的金融数学方法与分析技术运用到实际的研究工

作中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主要是以课堂讲授为主，兼有习题、讨论。 

教学手段：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主要是以课堂讲授为主，兼有习题、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配有 Matlab、Mathtype、Lingo软件即可。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15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开卷考试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研讨表现、作业完

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方式为开卷测试。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思考问题。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专业需求，选择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吴志坚、肖滢编著，《金融数学入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 9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吴岚，黄海编著，《金融数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2. 蔡明超译，《金融数学》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4年版 

3. 兹维·博迪，罗伯特·C·莫顿，《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4. 张亦春编著，《金融市场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5. 李子奈编著，《计量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 

执笔：肖滢  审稿：刘淑环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9日 

 

现代科技概论 
Introduction to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课程号：509020013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现代科技各个领域的基本概念和原理；2、了解现代科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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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应用；3、了解现代科学技术对法律的影响；4、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该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现代科技各个领域（材料、能源、信息、生

物技术、环境科学、激光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了解现代科技的发展和

应用，了解现代科学技术对法律的影响，让学生用较少的时间对现代科技有较全面地了解，在提高

学生科学素养的同时，以便学生毕业后更好地适应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48学时 

知识单元 1：总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科学与技术。 

2．现代科学技术与革命。 

3．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大事记。 

4．现代技术革命。 

学习目标： 

1．了解科学与技术的含义。 

2．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概念。 

3．了解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 

3．了解现代科技革命的主要特点、方向和研究方法 

4．了解各国对现代科技革命的反响。 

作业： 

1．现代科学技术的定义。 

2．现代科学技术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知识单元 2：自然科学基础学科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数学的研究对象、分支以及发展。 

2．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分支以及发展。 

3．化学的研究对象、分支以及发展。 

4．天文学的研究对象、特点、内容以及发展。 

5．地球科学的研究对象、特点、内容以及发展。 

6．生物学的研究对象、内容以及发展。 

学习目标： 

1．掌握自然科学六大基础学科的名称。 

2．了解自然科学六大基础学科的研究对象、分支或者研究内容。 

3．了解自然科学六大基础学科的由来、现状与前景。 

作业： 

1．自然科学六大基础学科包括哪些学科。 

2．自然科学六大基础学科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关系是什么。 

3．自然科学发展中对你有哪些启发？ 

知识单元 3：材料科学技术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材料科学技术的基本知识。 

2．金属材料的概念、分类以及几种新兴金属材料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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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无机非金属材料的概念、分类以及性质。 

4．有机高分子材料的概念、分类、发展历史以及发展趋势。 

5．复合材料的概念、分类以及应用。 

6．纳米材料的概念、性质、发展以及应用。 

7．智能材料的概念以及应用。 

8．两种功能材料简介。 

9．国内外开发的新材料及发展趋势。 

学习目标： 

1．了解材料科学技术的基本知识。 

2．掌握材料的分类、发展以及材料科学技术的概念。 

3．掌握金属材料、复合材料、纳米材料、智能材料等概念。 

4．了解各种新材料的特点和应用。 

作业： 

1．材料科学技术的定义及其地位。 

2．材料科学技术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3．材料有哪些种分类？如何划分？ 

4．什么是智能材料，你了解哪些智能材料？ 

5．举两种你了解的新材料谈谈它的特点及应用状况。 

知识单元 4：能源科学技术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能源的概述。 

2．太阳能及其利用。 

3．原子核能及其利用。 

4．水力发电和风能的利用。 

5．氢能的特点、制备、贮存及利用。 

6．地热能及其利用。 

7．新发电方式。 

8．生物质能及其利用。 

9．节能的概念及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能源的发展以及研究发展趋势。 

2．掌握能源的概念、能源的分类以及各种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特别是太阳能和核能的开发

和利用。 

3．了解节能的概念及重要性。 

作业： 

1．简述能源的概念。 

2．简述核能的利用。 

3．说明太阳能的光电转换的应用。 

4．举例说明能源与环境的关系。 

知识单元 5：信息科学技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信息的概述。 

2．微电子技术的概念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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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及构成。 

4．通信技术的含义、分类及现代通信技术。 

5．信息技术的巨大影响及发展趋势。 

学习目标： 

1．了解信息的概念和特点。 

2．掌握信息科学技术的概念、组成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3．了解微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 

4．掌握现代通信技术的概念及组成。 

作业： 

1．信息的定义及其特征。 

2．信息科学技术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3．信息科学技术的概念及其组成。 

4．现代通信技术包括哪些技术？有哪些发展趋势？ 

5．光纤通信的特点。 

6．什么是移动通信？ 

知识单元 6：环境科学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环境和环境问题概述。 

2．大气环境污染及防治。 

3．水环境污染及防治。 

4．噪声公害及控制。 

5．其它污染及控制。 

6．环境保护与环境管理。 

学习目标： 

1．了解环境和环境科学的概念。 

2．掌握环境问题的分类。 

3．掌握大气、水体、噪音、固体废物和其它污染产生的原因。 

4．了解各种污染的控制，环境管理以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作业： 

1．什么是环境问题？ 

2．主要大气污染物有哪些？ 

3．水体中有机污染物有哪些？ 

4．说明噪音的危害。 

知识单元 7：激光科学技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简述爱因斯坦的理论。 

2．激光的产生和特性。 

3．激光器构成及种类。 

4．激光的应用及其发展。 

学习目标： 

1．了解三种类型的跃迁。 

2．掌握激光产生的原理、激光的概念、特性以及应用。 

3．掌握激光器的结构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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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了解激光的发展。 

作业： 

1．自发辐射、受激辐射的定义。 

2．激光科学技术的应用范围。 

3．激光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4．激光器的发展趋势。 

5．激光的概念。 

知识单元 8：生物工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生物工程的定义及分支。 

2．酶工程及应用 

3．发酵工程及应用 

4．细胞工程及应用 

5．基因工程及应用 

6．生物工程的展望 

学习目标： 

1．了解生物技术的概念、生物技术的应用以及生物技术对法律的影响。 

2．掌握生物工程的四大分支（酶工程、发酵工程、细胞工程和基因工程），重点掌握基因工程

和细胞工程。 

作业： 

1．生物工程的四大分支以及核心。 

2．生物技术的影响。 

知识单元 9：空间科学技术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空间科学技术的基本概念和发展。 

2．运载器技术。 

3．航天器技术。 

4．发射与测控技术。 

5．我国航天科技的伟大成就。 

6．空间技术的应用及展望。 

学习目标： 

1．了解空间技术的概念、发展和应用。 

2．掌握空间科学技术的一些基本概念：航空、航天、航宇、宇宙航行以及三个宇宙速度。 

3．了解运载器技术和航天器技术。 

4．了解我国航天科技的伟大成就。 

作业： 

1．什么是宇宙速度？三个宇宙速度的数值是多少？ 

2．航天器包括哪些类型？ 

3．空间技术的概念。 

知识单元 10：海洋技术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海洋探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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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丰富的海洋资源。 

3．海洋管理与保护。 

学习目标： 

1．了解海洋的探测技术。 

2．掌握丰富的海洋资源。 

3．了解海洋管理与保护的重要性 

作业： 

1．海洋资源有哪些? 

2．海水资源的开发有哪些? 

知识单元 11：现代科学技术中的法律问题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科技与法律的关系。 

2．科技法的含义和渊源。 

3．现代科学技术立法概况. 

学习目标： 

1．了解科技与法律的关系。 

2．掌握科技法的含义。 

3．了解有关科技立法的状况。 

作业： 

1．现代科学技术与法律的关系。 

2．现代科学技术的立法状况。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3 第一章 总论 3  

4 第二章 六大基础学科（数理化） 3  

5 第二章 六大基础学科（天地生） 3  

6 第三章 材料科学技术：概述、金属、无机非金属 3  

7 
第三章 材料科学技术：有机高分子、复合、纳米、智能、两

种功能材料，发展趋势 
3  

8 第四章 能源科学技术：概述、太阳能及利用 3  

9 
第四章 能源科学技术：原子核能、水力发电和风能、氢能、

地热能、新发电方式、生物质能、节能 
3  

10 第五章 信息科学技术 3  

11 第六章 环境科学：概述、水环境 3  

12 
第六章 环境科学：大气环境、噪声、其他污染、环境保护与

环境管理 
3  

13 第七章 激光科学技术 3  

14 第八章 生物工程 3  

15 第九章 空间科学技术：概述、运载器技术 3  

16 
第九章 空间科学技术：航天器、发射与测控技术、空间技术

的应用及展望 
3  

17 第十章 海洋技术 3  

18 第十一章 现代科学技术中的法律问题 3  

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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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没有特殊要求。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材料科学技术、能源科学技术、信息科学技术、环境科学、激光科学技术、生物工程。 

难点：材料的分类、核能产生的条件、各种污染的治理技术、激光产生的原理、基因工程和细

胞工程、运载器技术。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改变了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注重讲授、灌输的教学方法和模式，而注意突出学生的主体

地位，采取灵活多样的多种方式，除了“激情投入”的讲授法，还采用“启发式”教学法、“双向

交流”教学法、“跟踪与反馈”教学法等，多种方式穿插在教学的整个过程中，调动学生学习的能

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使学生从依赖教师到能够独立自主地学习，成为教学活动和自身发展的主

体。 

教学手段： 

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将多媒体课件与相关视频资料相结合，加大课堂信息量，并增加课外

相关新技术、新知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本课程部分内容要求学生在课外自主学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现代科技概论理论教学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李净、唐红洁编著《新编现代科技概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 11月 第 2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林德宏等编著《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05月 第 1版 

2. 赵祖华等编著《现代科学技术概论》，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年 08月 第 1版 

执笔：张红岩  审稿：唐红洁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6日 

 

数学建模 
Mathematical Modeling 

课程号：50902009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数学建模是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的一专业课。它是研究如何将数学方法和计算机知识结合起来

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是集经典数学、现代数学和实际问题为一体的一门新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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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是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本课程主要介绍数学建模的概述、初等模型、简

单优化模型、微分方程模型、差分方程模型、概率统计模型、图论模型、线性规划模型等模型的基

本建模方法及求解方法。 

数学建模是继本科生高等数学之后为了进一步提高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基本技能，培

育和训练综合能力所开设的一门新学科。通过具体实例的引入使学生掌握数学建模基本思想、基本

方法、基本类型，学会进行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并能进入一个实际操作的状态。通过数学模型有

关概念、特征的学习和数学模型应用实例的介绍，培养学生数学推导计算和简化分析能力，熟练运

用计算机能力；培养学生联想、洞察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培养学生应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4学时，实践教学：8学时 

知识单元 1：建立数学模型以及初等模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稳定的椅子问题。 

2．商人过河问题。 

3.  人口增长问题。 

4.  公平席位问题。 

5． 划艇比赛成绩问题。 

6.   动物身长和体重。 

学习目标： 

1．使学生正确了解数学描述和数学建模不同于常规数学理论的思维特征，了解数学模型的意

义及分类，掌握建立数学模型的一般方法及步骤。 

2．掌握比例方法、类比方法、图解法、定性分析方法及量纲分析方法建模的基本特点。能运

用所学知识建立数学模型，并对模型进行综合分析。 

作业：P23   3、7、9，     

P55   1、4 

知识单元 2：简单的优化模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存贮模型。 

2，森林救火。 

3，血管分支。 

4，冰山运输。 

学习目标： 

1. 了解优化模型的建立思想，理解优化模型的一般意义，掌握优化模型求解方法； 

2. 建立和求解优化模型，能够适当的对复杂问题进行简化，并对结果进行合理化分析； 

3. 确定优化的目标是什么，寻求的决策是什么，决策受到哪些条件的限制； 

4. 设计合理的简化假设； 

5. 对定量分析的结果进行检验。 

作业： 

P79   2、5、6 

知识单元 3：数学规划模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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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奶制品的生产与销售。 

2．自来水输送与货机装运。 

3．汽车生产与原油采购。 

4．接力队的选拔与选课策略。 

5．饮料厂的生产与检修。 

6．钢管和易拉管的下料。 

学习目标： 

1. 熟练掌握单纯形方法，深刻理解线性规划模型的基本特点，理解优化模型的一般意义，能

结合计算机软件 LINGO解线性规划模型，并能够对结果进行描述。 

作业： 

P130   1、3、4 

知识单元 4：微分方程模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传染病模型。 

2．济济增长模型。 

3．药物在体内的分布与排除。 

4．微分方程稳定性理论简介。 

5．捕鱼业的持续收获。 

6．食饵-捕食者模型。 

学习目标： 

了解微分方程定性与稳定性理论及变分法的基本理论， 深刻理解用微分方程，微分方程定性

与稳定性，及变分法建模的基本特点。熟练掌握微分方程，微分方程定性与稳定性理论及变分法建

模方法。 

作业： 

P173   1、3、8 

知识单元 5：概率统计模型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随机存贮策略。 

2．随机人口模型。 

3．航空公司的预订票策略。 

4．广告学中的学问。 

5．牙膏的销售量问题 。 

6．软件开发人员的薪金问题。 

7．投资额与生产总值和物价指数。 

8．马氏链知识简介。 

9．健康与疾病。 

10．钢琴销售的存贮策略。 

学习目标： 

了解概率分布方法，多元统计方法及马氏链的基本理论。熟练掌握概率分布方法，马氏链建模

方法。 

作业： 

P293   4、5、12 

知识单元 6：层次分析法建模 



11389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层次分析模型及其建模特征； 

2. 循环比赛的名次； 

3. 社会经济系统的冲量过程分析； 

4. 效益的合理分配； 

5. 选举规则公正性评判。 

学习目标： 

了解层次分析法，深刻理解层次分析法建模的基本特点，熟练掌握层次分析法建模方法。 

作业： 

P268   4、8 

知识单元 7：模糊数学及其建模方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模糊数学绪论； 

2. 模糊集合及其运算； 

3. 模糊聚类分析； 

4. 模糊模式识别； 

5.  模糊综合评价； 

6.  模糊线性规划。 

学习目标： 

了解模糊数学基本概念，理解模糊数学建模机理、建模的基本特点，熟练掌握模糊数学建模方法。 

作业： 

阅读教辅材料。 

知识单元 8：建模论文的撰写以及论文导读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 论文的撰写——选题、构思； 

2. 建模问题分析、基本假设、模型建立、模型求解、结果检验； 

3. 研读经典数学建模论文，从中学习行文方法； 

4. 研读近几年优秀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以及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论文。 

学习目标： 

了解理工类研究论文的书写规范，学习理解优秀论文。 

作业： 

在给定的二十篇数学建模论文中任选五篇经行研读。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4个，共 8学时 

实验 1：LINGO软件的使用方法（1）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 

⑴  LINDO软件的基本功能。 

⑵  非线性规划的求解。  

⑶  LINGO软件的主要菜单命令。  

⑷  LINGO软件与外部文件的接口 

实验要求：通过实验，使学生了解 LINGO软件的基本功能，掌握 LINGO软件的求解过程，以及

熟悉 LINGO软件的主要菜单命令,能用 LINGO软件解非线性规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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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2：LINGO软件的使用方法（2）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 

（1）一个飞行管理问题。  

（2）钢管的订购和运输。  

（3）露天矿生产的车辆安排。 

（4）空洞探测。 

（5）奶制品的生产与销售。 

实验要求：在中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选择了部分典型赛题，分析其优化建模过程，说明

如何应用 LINGO软件包求解这些赛题。 

实验 3：用 Matlab进行统计回归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 

（1） 数据的录入，保存和调用。 

（2） 基本统计量。 

（3） 直方图的描绘。 

（4） 参数估计。 

（5） 假设检验。 

（6） 施肥效果分析。 

 实验要求：回归分析是一种常见的统计分析方法，应用十分广泛，通过练习，使学生掌握用

Matlab进行统计回归分析的软件实现。 

实验 4：用 Matlab解拟合问题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 

（1） 系数的确定。 

（2） 多项式拟合。 

（3） 线性最小二乘拟合。 

（4） 非线性最小二乘拟合。 

（5） 水塔流量的估计。 

  实验要求：拟合也是根据一组数据构造一个函数作为近似。通过练习，使学生掌握用 Matlab

进行数据拟合的软件实现。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3 1．建立数学模型以及初等模型。 3  

4 1．简单的优化模型。  3  

5 1．数学规划模型。 3  

6 1. 数学规划模型（续）以及 LINGO软件使用。 3 
理论教学 1课时，实践

教学 2课时 

7 
1. LINGO软件包求解部分优化建模问题； 

2. 微分方程模型。 
3 

理论教学 1课时，实践

教学 2课时 

8 1. 微分方程模型（续）。 3 
理论教学 2课时，实践

教学 1课时 

9 1. 概率统计模型。 3 
理论教学 2课时，实践

教学 1课时 

10 1. 层次分析法建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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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 模糊数学及其建模方法。 3  

12 1. 论文的撰写以及论文导读。 3  

13 1. 建模竞赛优秀论文讲评及研讨。 2 
理论教学 1课时，实践

教学 2课时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一般没有先修课程，若先修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统计，模型设计及分析方法

就会更多。 

后续课程：运筹学、金融数学、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各专业

课程关于量化分析的问题研究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使学生掌握数学建模基本思想、基本方法、基本类型，学会进行科学研究的一般过程，

并能进入一个实际操作的状态。  

难点：通过数学模型有关概念、特征的学习和数学模型应用实例的介绍，培养学生数学推导计

算和简化分析能力，熟练运用计算机能力；培养学生联想、洞察能力,综合分析能力；培养学生应

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主要是以课堂讲授为主，兼有习题、讨论以及上机实践。 

教学手段： 

本课程的教学方法主要是以课堂讲授为主，兼有习题、讨论以及上机实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多媒体教室，配有 Matlab、Mathtype、Lingo软件即可。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24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由于该课程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不能完全照搬传统课程的教学和考核。因此建议理论

考核应与实践考核相结合。 

课程考核方法：论文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研讨表现、作业完

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方式为综合应用型论文。 

7、作业要求： 

每个专题结束均布置相应思考问题。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专业需求，选择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姜启元等编著《数学模型》（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 7月 第 3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刘来福等译《数学建模方法与分析》，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2. 谭永基等编著，《经济管理数学模型案例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 谢金星等编著，《优化建模与 LINDO/LINGO软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执笔：肖滢  审稿：刘淑环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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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Science 

课程号：5090202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主干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环境科学的基础知识；2、了解环境污染防治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3、了解环境相关法律法规知识；4、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和环保意识。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该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环境科学基础知识，了解环境污染防治的基

本原理和方法、环境相关法律法规知识，从而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保护、改善环境、参与可持续

发展的能力，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环境伦理道德观，培养起坚定、自觉的环境保护意识，从而成为具

有保护和改善环境，参与可持续发展实践能力的新一代大学生。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3学时 

知识单元 1：绪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环境的概念，环境的组成，环境的特性。 

2．环境问题及分类，环境问题的由来、发展、实质、特点及其启示。 

3．环境科学的发生和发展，环境科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环境科学的分科。 

学习目标： 

1．理解环境的基本概念，掌握环境的组成，了解环境的特性； 

2．掌握环境问题的概念及分类，了解环境问题的由来、发展、实质、特点及其启示； 

3．了解环境科学的发生和发展，知道环境科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了解环境科学的分科。 

作业： 

1．什么是环境？环境问题是怎样产生的？ 

2．环境科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是什么？ 

知识单元 2：大气环境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大气的结构和组成。 

2．大气污染和主要污染物。 

3．几种典型的大气污染类型。 

4．污染物在大气中的迁移与扩散。 

5．大气质量标准及管理。 

6．大气污染的综合防治。 

学习目标： 

1．掌握大气圈的概念及其结构，了解大气的组成。 

2．掌握大气污染源的种类，掌握大气污染物的分类，了解大气中主要污染物对人体的影响。 

3．了解典型的大气污染类型。 

4．理解影响大气污染的气象因子和地理因素。 

5．了解大气质量标准，了解城市空气质量日报的内容。 

6．了解大气污染的综合防治技术。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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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光化学烟雾？其形成条件是什么？对人体有哪些危害？ 

2．哪些气象条件与大气污染密切相关？其中哪些可以减轻大气污染？哪些使大气污染加重？ 

知识单元 3：水体环境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水体环境概述。 

2．污染物在水体中的化学转化。 

3．水环境污染控制及管理。 

4．水污染控制技术。 

学习目标： 

1．了解地球上水的分布，了解水的循环模式。 

2．掌握水质、水质指标与水质标准的概念。 

3．掌握水体污染的概念及污染源的种类。 

4．知道水体自净作用的原理和过程，掌握水环境容量的概念。 

5．了解污染物在水体中的化学转化过程。 

6．了解水污染防治的目标与任务，水污染防治的原则，了解废水处理的主要技术及废水处理

主要流程。 

7．了解全球水污染现状，了解我国水污染现状。 

作业： 

1．简述水体污染和水体自净。 

2．常用的有机物污染指标有哪几类。 

知识单元 4：土壤环境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土壤污染与土壤自净。 

2．土壤污染物的分类、来源及其危害。 

3．土壤中的主要污染物及其迁移转化。 

4．土壤污染的综合防治。 

学习目标： 

1．了解重土壤污染与土壤自净的概念。 

2．掌握土壤污染物的分类，了解土壤污染物的来源及其危害。 

3．了解土壤中的主要污染物及其迁移转化方式。 

4．了解土壤污染的控制技术。 

作业： 

1．什么是土壤污染？土壤污染的基本特点有哪些？ 

2．土壤污染物有哪些？人们应如何减少土壤中的污染物？ 

知识单元 5：固体废物与环境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固体废物的来源、种类及特点。 

2．固体废物的的污染途径及危害。 

3．固体废物的综合防治。 

学习目标： 

1．掌握固体废物的的概念，了解固体废物的来源、种类及特点。 

2．了解固体废物的的污染途径及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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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固体废物的控制原则。 

4．了解固体废物的处理和处置技术，理解固体废物资源化。 

作业： 

1．什么是固体废物？如何理解其概念。 

2．简述固体废物的处理和处置方法。 

知识单元 6：物理环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噪声污染与控制。 

2．电磁辐射污染与控制。 

3．放射性污染与控制。 

4．光污染与控制。 

学习目标： 

1．掌握噪声的概念，了解噪声的来源与分类。 

2．了解噪声的物理量度指标，如声压、声强、声压级、A声级等。 

3．了解噪声的危害愈控制。 

4．了解电磁辐射污染的概念、来源、危害及控制。 

5．了解放射性污染的概念、来源、危害及控制。 

6．了解光污染的概念、来源、危害及控制。 

作业： 

1．什么是物理环境？主要的物理环境问题有哪些？ 

2．噪声污染的主要来源有哪些？其相应的控制措施有哪些？ 

知识单元 7：生物环境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及其价值。 

2．生物多样性锐减原因及生物多样性保护。 

3．生物污染概念、分类及其来源。 

4．生物污染的危害与控制。 

5食品污染的概念、来源及控制。 

学习目标： 

1．掌握生物多样性的概念，了解生物多样性的价值。 

2．了解生物多样性锐减原因及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3．了解生物污染概念、分类及其来源。 

4．了解生物污染的危害与控制。 

5．了解食品污染的概念、来源及控制。 

作业： 

1．什么是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具有哪些价值？ 

2．如何预防控制食品污染？请谈谈你自己的看法。 

知识单元 8：全球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温室效应的作用及对全球的影响。 

2．臭氧层破坏的原因、危害及保护臭氧层的途径。 

3．酸雨的形成、分布、危害及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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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洋污染的危害、特点及防治策略。 

5．可持续发展理论及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学习目标： 

1．了解全球性环境问题，了解温室效应、臭氧空洞、酸雨、海洋污染的概念。 

2．了解可持续发展理论。 

3．了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作业： 

1．人类将如何应对温室效应加剧的趋势。 

2．海洋污染的来源有哪些？如何保护海洋环境？ 

3．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如何理解其内涵。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0个，共 0学时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3 第 1章 绪论 3  

4 
第 2章 大气环境：结构与组成、大气污染与主要污染物、几种典

型的大气污染类型 
3  

5 
第 2章大气环境：污染物在大气中的迁移与扩散、大气质量标准

及管理、大气污染的综合防治 
3  

6 第 3章水体环境：水体环境概述、污染物在水体中的化学转化 3  

7 第 3章水体环境：水环境污染控制与管理、水污染控制技术 3  

8 
第 4章土壤环境：土壤污染与土壤自净、土壤污染物及其危害、

土壤中的主要污染物及其迁移转换 
3  

第 4章土壤环境：土壤污染的综合防治 2 
9 

第 5章固体废物与环境：概述 1 
 

10 第 5章固体废物与环境 3  

11 第 6章物理环境 3  

12 第 7章生物环境 3  

13 第 8章全球环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 3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是一门涉及学科较广的课程，与生态学、地理学、气象学、化学、经济学、管理学、法

学密切相关。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环境的基本概念、大气环境结构和组成、大气污染源的种类，大气污染物的分类、水质

指标与水质标准的概念、水体污染的概念及污染源的种类、土壤污染物的分类、土壤重金属污染和

化学农药污染的概念、固体废物的处理、处置和利用、噪声污染与防治、环境评价的含义和分类、

全球环境问题。 

难点：影响大气污染的气象因子、废水处理的几种技术、噪声的物理量度指标、电磁辐射污染

与防治、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的程序、内容和方法、环境监测中污染物的分析方法、可持续发展理论。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采用启发式教学、案例教学和讨论相结合的方法。 

对环境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概念采取启发式教学的方式进行讲解，对污染防治内

容和环境影响评价等知识采取与案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环境法律法规以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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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等知识采取以老师的讲授为引导，与学生的阅读、思考、陈述、发问、讨论相结合的教学

方式。 

教学手段： 

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将多媒体课件与相关视频资料相结合，加大课堂信息量，并增加课外

相关新技术、新知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本课程部分内容要求学生在课外自主学习。要求参阅与环境有关的国内外论文杂志及报刊，及

时了解世界环境问题新动态。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考核要求：提倡淡化一次考试、注重全过程的理念。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

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期末考试占 8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选定了高等学校的优秀教科书，内容结构严谨、逻辑清晰、通俗易懂，与现实生活和社会联系

紧密，每章都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与思考题，既便于学生的学，又便于教师的教，很适合非专业的人

学习与参考。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方淑荣等编著《环境科学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 6月 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刘培桐等编著《环境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12月 第 2版 

2. 杨志峰等编著《环境科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 11月 第 2版 

3. 左玉辉等编著《环境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7月 第 1版  

执笔：张红岩  审稿：唐红洁 审定：科学技术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6月 6日 

 

排球（VolleyBall） 
 

排球（一） 116030081 

排球（二） 116030091 

排球（三） 116030101 

排球（四） 116030711 

 

一、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的性质 

排球课程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两种。第一、二学年为必修课程，第三学年为选修课程。排

球课程主要以身体练习及教学比赛为主要手段，通过合理、科学的体育锻炼、专项技战术学习和排

球理论讲授过程，让学生了解排球运动锻炼价值及特点，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

的目标。 

（二）课程的目的 



 

11397 

排球课程的设置本着由简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使学生能较系统地学习和掌握排球基本理论

知识、裁判法、技术、技能及战术。通过排球技术、战术的学习，使学生基本掌握锻炼身体的方法

和手段，并能持之以恒的加以锻炼，为终身体育锻炼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课程的任务 

1、了解排球运动规律及特点，培养学生对排球运动的兴趣与爱好。 

2、学习和掌握排球基本技术——传球、垫球、发球、扣球、拦网等，并能合理运用各项技术

进行排球比赛。 

3、掌握排球基本战术，并在比赛中能进行简单的战术配合。 

4、在全面发展学生一般身体素质的基础上，提高专项身体素质水平——力量、速度、弹跳力、

耐力、灵活性、柔韧性等，增强体质。 

5、培养良好的体育道德品质，树立勇敢、顽强、机智、灵活、刻苦、钻研的作风，加强团结

协作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 

6、 学习排球竞赛裁判法及规则，能担任比赛的组织和裁判工作。 

二、教学大纲内容 

排球《1》 

（一）基本技术 

1、排球的准备姿势和移动 

2、双手正面传球技术 

3、双手正面垫球技术 

4、发球技术：（1）男生学习正面上手发球（2）女生学习正面下手发球。 

5、介绍背传、跳传、侧垫、背垫、挡球技术 

6、介绍扣球的助跑起跳及挥臂动作 

7、介绍六人接发球轮次站位 

（二）专项理论 

排球运动的起源和发展 

 (三) 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排球《2》 

（一） 基本技术 

1、 复习双手正面传球、双手正面垫球、发球技术、扣球的助跑起跳及挥臂动作 

2、学习二传技术 

3、学习一传技术 

4、学习正面扣球技术（四号位一般高球） 

5、学习拦网技术 

6、介绍扣半高球、快球、短平快、平拉开、梯次、交叉、快球时间差等技战术 

（二） 基本战术 

1、 学习“中一二”接发球进攻战术 

2、 学习“边一二”接发球进攻战术 

（三） 教学比赛 

（四） 专项理论 

排球规则及裁判法 

排球《3》 

（一）基本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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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复习二传、一传、扣球、拦网技术 

2、 学习调整传球技术 

3、 学习发球（男生飘球、女生上手发球） 

4、 学习扣快球（女生为半高球） 

5、 发、垫、传、扣的串连技术 

6、 介绍处理球（球落后场和网前的情况下） 

7、 介绍轻打、吊球技术 

（二）基本战术 

1、 “无拦网”情况下的防守战术 

2、 “单人拦网”情况下的防守战术 

3、 介绍“双人拦网”下的防守阵形 

（三）裁判实习及教学比赛 

（四）专项理论 

排球运动技战术分析 

排球《4》 

（一）基本技术 

1、复习双手正面传球、双手正面垫球、发球技术、扣球技术 

2、复习扣快球技术（男生）扣快球（女生）半高球 

4、复习拦网技术 

3、学习二传技术（正面和背面传球 

4、介绍吊球、轻打、短平快、平拉开、后排攻、交叉、跳发球等技术和战术 

（二）基本战术 

1、接扣球及其进攻战术（“无拦网”情况下；“单人拦网”情况下；“双人拦网”情况下）。 

2、接拦回球及其进攻战术。 

3、介绍“插上”接发球战术。 

（三）教学比赛 

（四）裁判实习 

（五）专项理论 

排球技战术介绍及如何欣赏排球比赛。 

排球（VolleyBall）课程考试内容、标准和方法 

排球《1》 

一、考试内容 

自传、自垫、发球（男生正面上手发球、女生正面下手发球）、身体素质、排球理论、课堂表

现。 

二、考试标准 

1、自传、自垫 

（1）标准：从出手点至球上升最高点距离一米以上 

（2）评分参照： 

5次——10分，10次——20分，15次——30分，20次——40分，25次——50分 

30次——60分，35次——70分，40次——80分，45次——90分，50次——100分 

（3）考试要求 

每人只给一次机会，若申请第二次考试，达到满分只为 80分，依此比例推算其他相应分数。

在一次考试中必须连续传球或垫球，出现持球或高度不够的传垫球在考试中不计为一次传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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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技术评定（占每项达标分数的 30%）  

技评考察点：注意手臂或手指的击球部位、击球点、准备姿势和移动、传送动作。 

评分标准 

分 值 技 评 标 准 

90—100分 击球部位击球点正确，球感好，传送动作协调、熟练，移动积极 

80—89分 击球部位击球点正确，球感一般，传送动作较为熟练，无明显错误。 

70—79分 击球部位击球点正确，传送动作协调性差、但动作无根本错误。 

60—69分 击球部位击球点不是很正确，传送动作协调性差，不够熟练积极。 

2、发球 

（1）标准：男生正面上手发球、女生正面下手发球，每人发球十次。站在发球区内发球，球

落至对方场区内为好球。 

（2）评分参照 

1个好球——30分，2个好球——40分，3个好球——50分，4个好球——60分 

5个好球——70分，6个好球——80分，7个好球——90分，8个好球——100分 

（3）考试要求：每人只给一次考试机会。 

（4）技术评定（占每项达标分数的 30%） 

技评考察点：注意击球手的击球部位、击球点、准备姿势和抛球动作。 

评分标准 

分 值 技 评 标 准 

90—100分 击球部位击球点正确，球感好，传送及抛球动作协调、熟练， 

80—89分 
击球部位击球点正确，球感一般，传送及抛球动作较为熟练，无明显错

误。 

70—79分 击球部位击球点正确，传送及抛球动作协调性差、但动作无根本错误。 

60—69分 击球部位击球点不是很正确，传送及抛球动作协调性差，不够熟练积极。 

三、考试方法 

1、自传球、自垫球、发球进行随堂考试 

2、理论考试：统一安排集中考试。 

3、身体素质：按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分。 

4、 课堂表现：对学生的参与意识、学习态度、进取精神、提高幅度、考勤等方面进行 

综合评定。 

排球《2》 

一、考试内容 

接发球、二传球、扣球、身体素质、排球理论、课堂表现。 

二、考试标准： 

1、接发球 

（1）标准：球垫起的高度在 1.8米以上，落至 3号位之间的网前，能组织进攻的球为好球，

共十次接发球。 

（2）评分参照： 

1个好球——30分，2个好球——40分，3个好球——50分，4个好球——60分 

5个好球——70分，6个好球——80分，7个好球——90分，8个好球——100分 

（3）考试要求：每人只给一次考试机会。 

（4）技术评定（占每项达标分数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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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评考察点：注意手臂的击球部位、击球点、准备姿势和移动、传送动作。 

评分标准： 

分 值 技 评 标 准 

90—100分 击球部位击球点正确，球感好，传送动作协调、熟练，移动积极 

80—89分 击球部位击球点正确，球感一般，传送动作较为熟练，无明显错误。 

70—79分 击球部位击球点正确，传送动作协调性差、但动作无根本错误。 

60—69分 击球部位击球点不是很正确，传送动作协调性差，不够熟练积极。 

2、扣球 

（1）标准：扣四号位一般高球。助跑起跳动作正确，挥臂有鞭甩动作，空中击球至对方场区

内为好球。共十次扣球。 

（2）评分参照： 

1个好球——30分，2个好球——40分，3个好球——50分，4个好球——60分 

5个好球——70分，6个好球——80分，7个好球——90分，8个好球——100分 

（3）考试要求：每人只给一次考试机会。 

（4）技术评定（占每项达标分数的 30%）：  

技评考察点：注意助跑起跳动作、挥臂动作、击球点、是否包满球、击球的速度与力量。评分标准 

分 值 技 评 标 准 

90—100分 
助跑起跳动作协调、起跳点正确、挥臂鞭打动作明显、击球点准确，包满

球、球速快且有力量 

80—89分 
助跑起跳动作协调、起跳点正确、挥臂鞭打动作明显、击球点不是很准，

没包满球、球速快 

70—79分 
助跑起跳动作一般、起跳点正确、挥臂鞭打动作明显、击球点不是很准，

没包满球、球速不快 

60—69分 
助跑起跳动作不协调、起跳点不正确、挥臂鞭打动作不明显、击球点不准，

没包满球、球速慢 

三、考试方法 

1、接发球：考试人站在 6号位，抛球人隔网在进攻线附近抛低平球至考试人体前，教师给予

评分。 

2、扣球：教师站在三号位的位置传球或抛球，考试人在 4号位连续扣球。 

3、理论考试：统一安排集中考试 

4、身体素质：按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分。 

5、 课堂表现：对学生的参与意识、学习态度、进取精神、提高幅度、考勤等方面进行 

综合评定。 

排球《3》 

一、考试内容 

扣快球（占期末总分 30%）、临场比赛考核（占期末总分 20%）裁判能力考核（占期末总分 10%），

身体素质、排球理论、课堂表现 

二、考试标准 

1、扣快球（男生）、扣半高球（女生） 

（1）标准：助跑起跳时机正确，空中击球至对面场区内为好球。 

（2）评分参照： 

1个好球——30分，2个好球——40分，3个好球——50分，4个好球——6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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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好球——70分，6个好球——80分，7个好球——90分，8个好球——100分 

（3）考试要求：每人只给一次考试机会。 

（4）技术评定（占每项达标分数的 30%）：  

技评考察点：注意助跑起跳动作、挥臂动作、击球点、是否包满球、击球的速度与力量。 

评分标准 

分 值 技 评 标 准 

90—100分 
助跑起跳动作协调、起跳点正确、挥臂鞭打动作明显、击球点准确，包

满球、球速快且有力量 

80—89分 
助跑起跳动作协调、起跳点正确、挥臂鞭打动作明显、击球点不是很准，

没包满球、球速快 

70—79分 
助跑起跳动作一般、起跳点正确、挥臂鞭打动作明显、击球点不是很准，

没包满球、球速不快 

60—69分 
助跑起跳动作不协调、起跳点不正确、挥臂鞭打动作不明显、击球点不

准，没包满球、球速慢 

2、临场比赛考核（技评） 

根据学生在比赛中表现出的技战术水平及发挥的情况给予评分 

三、考试方法 

1、扣快球（半高球）：教师在 3号位传球，学生自己抛球上步扣球，连续扣球。 

2、临场比赛考核：每个学生安排 1-2局比赛，根据临场比赛技战术发挥情况分别评分。 

3、理论考试：统一安排集中考试。 

4、身体素质：按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分。 

5、课堂表现：对学生的参与意识、学习态度、进取精神、提高幅度、考勤等方面进行 

综合评定。 

排球《4》 

一、考试内容（100） 

裁判能力考核（20%）、临场比赛考核(30%)身体素质（20%）、排球理论（10%）、课堂表现（20%）。 

二、考试标准 

1、裁判能力考核 

（1）标准：教师根据学生裁判实际水平给予评分。 

（2）评分参照： 

1）判罚得当  2）鸣哨及时、准确  3）手势基本正确   4）精神面貌好 

2、临场比赛考核:：教师根据学生在比赛中表现出来的技战术水平、比赛意识及拼搏精神给予

评分。 

三、考试方法 

1、裁判能力考核：结合教学比赛，随时安排。 

2、临场比赛考核：每个学生安排 1-2局比赛，根据临场比赛技战术发挥情况分别评分。 

3、理论考试： 

4、身体素质：按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分。 

5、课堂表现：对学生的参与意识、学习态度、进取精神、提高幅度、考勤等方面进行 

综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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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FootBall） 
 

足球（一） 116030111 

足球（二） 116030121 

足球（三） 116030131 

足球（四） 116030721 

 

一、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的性质 

足球专项课 1－4 学期为必修课程。主要以身体下肢练习，以踢、停、传球为主要手段，通过

合理、科学的体育锻炼方法和足球理论讲授，让学生了解足球运动的锻炼价值及特点，培养学生对

足球运动的兴趣与爱好，达到增强体质与健康和提高足球运动技术的目标。 

（二）课程的目的 

足球课程的设置本着由简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使学生能较系统的学习和掌握足球的基本理

论知识、裁判法、基本技术和战术。通过足球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基本掌握锻炼身体的方法和手段，

并能持之以恒的加以锻炼，为终身体育锻炼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课程的任务 

1、了解足球运动的规律及特点，培养学生对足球运动的兴趣与爱好。 

2、学习和掌握足球基本技术——踢球、停球、传球、过人、射门、守门等，并能合理运用各

项技术进行足球比赛。 

3、掌握足球基本战术，并能在比赛中进行简单的战术配合。 

4、全面提高学生的力量、速度、耐力、灵敏、柔韧性等综合身体素质。 

5、培养良好的体育道德品质，树立勇敢、顽强、机智、灵活、刻苦、钻研的作风，实现个性

与集体主义精神的完美结合。 

6、学习足球竞赛裁判法及规则，能担任比赛的组织和裁判工作。 

二、教学大纲内容 

足球《１》 

（一） 基本技术 

1、通过练习颠球、踩球等技术达到熟悉球性的目的 

2、学习脚背外侧运球 

3、学习脚内侧运球 

4、学习脚背内侧踢球 

5、学习脚内侧停球 

6、学习脚内侧停反弹球 

7、学习大腿停球 

8、学习掷界外球 

（二） 基本战术 

学习“斜传直插”（踢墙式）二过一战术 

（三） 教学比赛 

练习在实践中基本技、战术的应用 

足球《２》 

一、基本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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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习头顶球 

2、学习胸部停球 

3、学习用不同部位停各种方向的空中球 

4、学习脚背正面踢球 

5、学习脚背内侧踢长传球 

6、学习脚内侧踢弧线球 

二、基本战术 

1、 学习直传斜插二过一战术 

2、 学习居后插上二过一战术 

三、教学比赛 

练习在实践中技战术的应用 

四、专项理论 

足球发展简史与概论 

足球《３》 

一、基本技术 

1、学习踢反弹球 

2、学习跑动中停球技术 

3、接滚动球脚背内侧射门 

4、接滚动球脚背正面射门 

5、接滚动球脚背外侧射门 

6、运球与运球过人技术 

二、基本战术 

1、介绍比赛阵形。 

2、学习“回传反切”二过一战术 

3、学习“交叉掩护”二过一战术 

三、教学比赛及学生裁判实习 

四、专项理论 

足球规则及裁判法 

足球《４》 

一、基本技术 

1、几种抢截球技术 

（1）学习正面抢截球 

（2）学习侧面抢截球 

（3）学习侧后面抢截球 

2、学习侧面和侧后铲球技术 

3、学习假动作过人 

4、学习守门员技术 

5、学习跳起头顶球射门技术 

6、学习凌空射门技术 

二、基本战术 

1、不同位置队员的主要职责及相互配合 

2、学习局部防守战术 

3、学习定位球进攻及防守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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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比赛 

提高实践中技战术应用能力和提高比赛能力 

四、专项理论 

足球技战术理论 

足球课程考试内容、标准和方法 

足球《１》 

一、考试内容 

颠球、运球、身体素质、足球理论、课堂表现。 

二、考试标准 

1、颠球：只可用脚颠球，标准如下。 

要求：头、胸、大腿颠球只能作为过渡，在这些部位颠球超过两次以上只按一次计算。脚颠球

只有连续两次以上才可以计入总的次数。失误后不得用手拣球重新开始。 

 男生个数 女生个数 
100 25 15 
90 17 10 
80 12 8 
70 8 6 
60 6 4 

2、M型运球测试。从 A点出发，经过 B、C、D、E，最后到达 F点。要求每次变向都从外侧运

球。如图： 

 

 

 

 

 

 

 

 

三、考试方法和成绩评定 

1、随堂考试 

2、理论考试，采取闭卷方式 

3、身体素质考试 

按《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评分 

4、 课堂表现 

综合评定学生考勤和学习中的参与意识、学习态度、进取精神、提高幅度等情况 

足球《2》 

一、考试内容 

接停球射门、踢准、身体素质、足球理论、课堂表现。 

二、考试要求和标准： 

1、踢远：以踢出的球落点的远近评定成绩（含 10分技术评定分）。 

男生：20米及格，40米满分，20米以上，每米 2分。 

女生：12米及格，20米满分，12米以上，每米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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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脚弓射门准确度测试： 

男生与女生罚球点球。根据球进门的不同区域，获得相对应的分值。男生踢 10 次，女生踢 5

次，累计分数为最终成绩。A、C区域宽为 1.5米。 

男生：A=10分,B=2分,C=5分 

女生：A=20分,B=5分,C=10分 

 

3、足球理论课考试：   

《足球发展简史与概论》 

三、考试方法和成绩评定：同《足球 1》 

1、随堂考试 

2、理论考试 

采取闭卷方式 

3、身体素质考试 

按《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评分 

4、 课堂表现 

综合评定学生考勤和学习中的参与意识、学习态度、进取精神、提高幅度等情况 

足球《3》 

一、考试内容 

射门技评、运球过杆射门、身体素质、足球理论、课堂表现等 

二、考试标准  

1、运球过杆射门： 

 

 

 

 

（1）要求：从中线开始运球，依次绕过 5个立杆，射门球进。 

（2）标准：运球开始记时，球进门停表。   

（3）考试要求：按照排名，结合优秀率，给出相应的分数，最高 95，最低 60分。 

2、射门技评： 

 

 

 

 

 

（1）在罚球区外任意一点踢定位球射门，每人踢 5次。 

（2）教师根据其射门的技术动作运用、连贯性，射出球的球速、力量和效果进行评分。 

3、足球理论课考试：《足球规则与裁判法》 

三、考试方法和成绩评定： 

1、随堂考试 

2、理论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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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闭卷方式。 

3、身体素质考试 

按《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评分。 

4、课堂表现 

综合评定学生考勤和学习中的参与意识、学习态度、进取精神、提高幅度等情况。 

足球《4》 

一、考试内容 

踢准、实战比赛、身体素质、足球理论、课堂表现等。 

二、考试标准 

1、踢准： 

 

 

 

 

（1）评分标准：按踢出的球的落点距离靶心远近评分。 

（2）考试要求：每人试踢 3次，以最好的一次计算得分。 

2、实战比赛: 

半场 9V9比赛，看每位球员在各自位置上的综合表现，包括技术运用和战术意识表现力。 

3、足球理论课考试  

《足球基本技战术概论》 

三、考试方法和成绩评定： 

1、随堂考试 

2、理论考试 

采取开卷、闭卷和口试相结合方式 

3、身体素质考试 

按《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评分 

4、课堂表现 

综合评定学生考勤和学习中的参与意识、学习态度、进取精神、提高幅度等情况 

 

篮球（BaskeBall） 
 

篮球（一） 116030051 

篮球（二） 116030061 

篮球（三） 116030071 

篮球（四） 116030701 

 

一、 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性质 

篮球课程一、二年级为必修课程，三年级为选修课程。 

（二）课程的目的 

培养学生对篮球的兴趣、爱好，并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以此作为终身体育的手段。 

（三）课程的任务 

1、技术：以行进间技术、组合技术为主，以行进间投、突、传、运以及组合技术为核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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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班的教学形式应与学生的实际水平和能力相适应。 

2、战术：以传切、掩护、突分、关门、换防、挤过、补防等为基础，以快攻及防快攻、盯人

以及进攻盯人、区域联防以及进攻区域联防战术为核心，辅以教学比赛。各班的战术教学，应根据

学生的实际水平和能力有针对性地安排。 

3、身体活动能力：一般和专项身体活动能力的练习应始终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应注意连

续性、全面性和趣味性，教师应根据各个班的实际情况灵活掌握。 

4、 专项理论课：技、战术分析及裁判法为主，教师应突出理论联系实际。 

5、能力培养：能力的培养应始终结合教学进行。在培养自学生我锻炼身体的能力及提高体育

活动能力的基础上提高综合能力，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二、教学大纲内容 

篮球《1》 

（一）基本技术、技能 

基本姿势（防守姿势、前转身、后转身）、基本步法（侧身跑、倒退跑、交叉步跑、后退转侧

身跑），急停（一步急停、两步急停），耍球（含篮球游戏），原地双手胸前传、接球，原地运球，

行进间运球及运球上篮，原地单手肩上投篮，体前变向运球，两三人之间简单的传接配合。 

（二）专项活动能力 

各种全身协调性练习，各种力量练习 

（三）一般身体活动能力 

健身跑及综合素质练习 

篮球《2》 

（一）基本技术 

1、转身运球，背后运球，持球突破、勾手或反手跑投篮 

2、单手肩上传球，体侧传球、勾手传球，单手胸前传球，跳投 

（二）基本战术 

传切、掩护、策应、突分、攻守联防 

（三）、专项理论 

1、篮球运动简介 

2、篮球运动特点及锻炼价值 

3、基本技术分析 

（四）专项素质训练 

篮球《3》 

（一）基本技术 

胯下运球，背后传球，抢篮板球技术，防守技术 

（二）基本战术 

快攻发动，攻守半场人盯人防守 

（三）专项理论 

1、基本战术分析； 

2、基本技术分析。 

（四）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篮球《4》 

（一）基本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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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球急停跳投，投、突、传球的衔接动作 

（二）基本战术 

攻守全场人盯人防守，攻守全场夹击防守 

（三）专项理论 

1、规则裁判法 

2、篮球比赛的组织与竞赛 

（四）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篮球课程考试内容、标准和方法 

篮球《1》 

一、考试内容 

1、半场运球折返跑投篮（男生）；三分线运球折返跑投篮（女生） 

2、全场运球折返跑投篮（男生）；全场运球折返（女生） 

3、专项理论考试 

4、考勤表现：考勤、课堂表现（态度、具体学习效果）评定。 

5、身体素质测试：根据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定。 

二、考试标准 

半场和三分线运球折返跑投篮得分标准 

得 分 跑投篮（次） 
100 8 
90 7 
80 6 
70 5 
60 4 
50 3 
40 2 

 

 

全场运球折返跑投篮得分标准                                 全场运球折返得分标准 

得 分 时间（秒） 得 分 时间（秒） 

100 12” 100 11” 

95 12”5 95 11”5 

90 13” 90 12” 

85 13”5 85 12”5 

80 14” 80 13” 

75 14”5 75 13”5 

70 16” 70 14”5 

65 17” 65 16” 

60 18” 60 17” 

50 19” 50 18” 

40 20” 

 

40 19” 

三、考试方法 

1、半场和三分线运球折返跑投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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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正确，不走步,三步动作明显，每次必须脚踩中线（男生）或三分线（女生） 

2、全场运球折返跑投篮(男生) 

一侧底线运球开始计时,全场折返跑投篮,球不进补进,一来一回,第二次跑投篮球进停表 

3、全场运球折返（女生） 

一侧底线运球开始计时，至另一侧底线折返，返回到起始底线停表 

篮球《2》 

一、考试内容 

1、定点投篮 

2、全场运球折返跑投篮（女生）；全场综合练习（男生） 

3、专项理论考试 

4、考勤表现：考勤、课堂表现（态度、具体学习效果）评定。 

二、考试方法 

1、定点投篮： 

罚球线上投篮，每人十次 

2、全场运球折返跑投篮 

一侧底线运球开始计时，全场折返跑投篮，球不进补进，一来一回，第二次跑投篮球进停表。 

3、全场综合练习 

一侧底线运球开始，做一次体前变向运球突破，然后传球至前方罚球线上同学，徒手跟 

进，接传球跑投篮，两个来回，变向、传接球跑投篮各 4次。 

三、考试标准 

1、 定点投篮得分标准 

男生         女生 

得 分 投中（次） 投中（次） 

100 7 6 

90 6 5 

80 5 4 

70 4 3 

60 3 2 

50 2 1 

40 1  

2、 全场运球折返跑投篮得分标准 （女生） 

得 分 时间（秒） 

   100 17” 

    95 17”5 

    90 18” 

    85 18”5 

    80 19” 

    75 19”5 

    70 20” 

    65 21” 

    60 22” 

    50 23” 

    4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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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全场综合练习标准（男生） 

（1）、体前变向运球动作 20分，变向动作、侧肩动作、跨步动作明显 

（2）、跑投篮 20分 

（3）、传接球 20分 

以上动作协调、连贯、到位 40分。 

篮球《3》 

一、考试内容 

1、罚球线距离五点投篮 

2、全场综合练习 

3、专项理论考试 

4、考勤表现：考勤、课堂表现（态度、具体学习效果）评定。 

5、身体素质测试：根据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定。 

二、考试方法 

1、以篮框中心点在地面的投影为圆心，以这一点到罚球线距离为半径划圆，同学站左右零度

角、左右四十五度角、罚球线中点的位置，各投篮两次。 

2、 全场综合练习（女生） 

一侧底线运球开始，做一次体前变向运球突破，然后传球前方罚球线上同学，徒手跟进，接传

球跑投篮，一个来回跑投篮 2次。 

3、 全场综合练习（男生） 

一侧底线运球开始，先做一次体前变向运球突破（变向动作、侧肩动作、跨步动作。明显），

紧接着做一次转身运球（重心平稳，无明显起伏，中枢脚明显、固定，转身迅速、到位，换手运球），

然后传球至前方罚球线上同学，徒手跟进，接传球跑投篮。两个来回跑投篮 4次。 

三、考试标准 

1、五点投篮标准 

男生         女生 

得 分 投中（次） 投中（次） 

100 7 6 

90 6 5 

80 5 4 

70 4 3 

60 3 2 

50 2 1 

40 1  

2、全场综合练习标准（男生） 

（1）体前变向运球动作 20分，变向动作、侧肩动作、跨步动作明显 

（2）转身运球 20分，其中保持重心 5分，中枢脚 5分，转身动作 5分，换手动作 5分 

（3）传接球 20分 

（4）跑投篮 20分  

以上动作协调、连贯、到位 20分。 

3、全场综合练习标准（女生） 

1、体前变向运球动作 20分，变向动作、侧肩动作、跨步动作明显 

2、跑投篮 20分 

3、传接球 20分 

以上动作协调、连贯、到位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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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4》 

一、考试内容 

1、一分钟投篮 

2、半场对角跑投篮 

3、专项理论考试 

4、考勤表现：考勤、课堂表现（态度、具体学习效果）评定。 

二、考试方法 

1、一分钟投篮 

以篮框中心点在地面的投影为圆心，以这一点到罚球线距离为半径划圆，同学每次均由圆外投

篮，自投自抢，时间为一分钟。 

2、半场对角跑投篮 

持球从中场右角开始，运球跑投篮，进球后，运球至中场左角，折返后运球跑投篮，进球后，

运球至中场右角。男生两个来回跑投篮 4次，女生一个来回跑投篮 2次。 

三、 考试标准 

1、一分钟投篮标准                           2、半场对角跑投篮 

男生         女生                          男生        女生 

得 分 投中（次） 投中（次） 得 分 时间 时间 

100 7 5 100 30” 16” 

90 6 4 

 

95 31” 17” 

80 5 3 90 32” 18” 

70 4 2 85 33” 19” 

60 3 1 80 35” 21” 

50 2  75 37” 23” 

40 1  

 

70 39” 25” 

65 41” 27” 

60 43” 30” 

50 46” 35” 

40 50” 40” 

 

乒乓球（Table Tennis） 
 

乒乓球（三） 116030311 

乒乓球（四） 116030771 

 

一、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的性质 

乒乓球课程为必修课程。主要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通过合理、科学的体育锻炼过程，达到

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为主要目的。 

（二）课程目的 

通过乒乓球基本技术、战术及专项素质的练习，掌握一定的基本技术；培养兴趣和竞争意识，

建立终身体育思想和自觉锻炼身体的习惯；养成良好的思想品质和优良的作风以及团结协作和勇于

拼搏的精神。  

（三）课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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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习乒乓球的基本技术，逐步掌握正手、反手的攻防技术、发球、步法和基本战术，并应

用于比赛中。 

2、战术部分中根据乒乓球体积小、重量轻、速度快和变化多的特点，在斗智斗勇中合理有效

的运用近台快攻、长短结合等变化多样的战术。  

3、学习乒乓球竞赛法和裁判法，能担任比赛组织和裁判工作。 

二、教学大纲内容： 

乒乓球《3》 

（一）基本技术 

正手攻球、反手推挡（拨）、搓球、上下旋发球、站位和步法 

（二）基本战术 

单一技术的战术运用包括：发球技术的战术运用和正反手攻球技术的战术运用 

（三）乒乓球理论 

1、乒乓球运动发展史 

2、乒乓球运动特点及锻炼价值 

（四）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乒乓球《4》 

（一）基本技术 

正手拉弧圈球、反手推攻、正反手攻球结合、侧旋发球和步法 

（二）基本战术 

结合技术的战术运用包括：发球抢攻技术的战术运用和相持对攻技术的战术运用 

（三）乒乓球理论 

乒乓球竞赛法和裁判法 

（四）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考试内容、标准和方法 

乒乓球《3》 

一、 考试内容：正手攻球、反手推挡、身体素质、课堂表现。 

二、 考试标准 

正手攻球评分标准 

得分 一推一攻（次） 技评标准 

90~~100分 30 速度快、中等力量、动作协调 

70~~80分 25 速度较快、较有力量、动作较协调 

50~~60分 20 速度、力量一般、动作较协调 

30~~40分 15 技术动作较差、协调性差 

反手推挡评分标准 

得分 反手推挡（次） 技评标准 

90~~100分 30 速度快、力量大、动作协调 

70~~80分 25 动作较快、力量较大、动作较协调 

50~~60分 20 速度、力量一般、动作较协调 

30~~40分 15 技术动作较差、协调性差 

三、考试方法 

1、正手攻球：一人推球一人攻球，计攻球者次数，同时教师给予技术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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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手推挡球：两人相互反手推挡球，同时计两人各自次数，教师给予技术评定。 

3、身体素质：按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分。 

4、课堂表现：对学生参与意识、学习态度、人际关系、进取精神、提高幅度、考勤等方面进

行综合评定。 

乒乓球《4》 

一、专项技术评分 

1、按比赛名次评分：建议采用分组单循环比赛办法。 

得分 实战 

50分 同班单打比赛名次前 1/3 

40分 同班单打比赛名次中 1/3 

30分 同班单打比赛名次后 1/3 

（1）第一阶段 

抽签分 3个组单循环：小组前 3名进入 A组进行第二阶段； 

小组后 3名进入 B组进行第二阶段。 

（2）第二阶段 

A组采用单循环比赛办法：获前 6名同学成绩评定为 50分。 

获后 3名同学成绩评定为 40分。 

B组采用单循环比赛办法：获前 3名同学成绩评定为 40分。 

获后 6名同学成绩评定为 30分。 

2、教师根据学生的基本技术评分 

得分 基本技术情况 

50分 技术动作规范协调、效果好 

40分 技术动作较规范协调、效果较好 

30分 技术动作较规范协调、效果一般 

20分 技术动作较差、不够协调、效果稍差 

二、课堂表现：根据学生考勤、学习进取精神、学习提高幅度、团结协作表现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三、身体素质：按本学期要求评分。 

四、专项理论：开卷答题。 

羽毛球（Badminton） 
 

羽毛球（三） 116030341 

羽毛球（四） 116030761 

 

一、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的性质 

羽毛球课程为选修课程。主要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通过合理、科学的体育锻炼过程，让学

生了解羽毛球运动锻炼价值及特点，培养学生第羽毛球运动的兴趣与爱好，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

康和提高体育素养的目标。 

（二）课程的目的 

羽毛球课程的设置本着由简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使学生能较系统的学习和掌握羽毛球基本

理论知识、裁判法、技术、技能及战术。通过羽毛球技术战术的学习，使学生基本掌握锻炼身体的

方法和手段，并能持之以恒地加以锻炼，为终身体育锻炼打下坚实的基础。（三）课程的任务 

1、掌握羽毛球运动的基本技术、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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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羽毛球专项课练习和素质练习，使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 

3、通过羽毛球专项课培养学生顽强拼博，独立思考能力。 

4、了解羽毛球运动起源，发展、教授羽毛球基本理论知识。 

5、培养学生的对羽毛球运动的热爱，加强锻炼意识。 

二、教学内容 

羽毛球《3》 

（一） 基本技术 

1、学习握拍，准备姿势和移动步伐 

2、学习正手发高远球技术 

3、学习正手击打高远球的技术 

4、学习挑球技术 

5、学习前场技术（搓、勾、推球） 

6、学习后场技术（高、吊、杀球） 

（二）专项理论 

羽毛球运动的起源和发展史 

（三）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羽毛球《4》 

（一）基本技术学习：正手发网前球、反手发球。 

1、巩固与提高单打基本技术（高、吊、杀、搓、勾、推球） 

2、学习单打的比赛规则 

3、学习单打的基本战术与打法（防守反击、下压上网、拉吊突击） 

（二）专项理论 

羽毛球竞赛裁判法及规则 

（三）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羽毛球课程考试内容、标准和方法 

羽毛球《3》 

一、考试内容 

正手发高远球，正手击直线高远球、身体素质、课堂表现 

二、考试评分标准 

1、正手发高远球评分标准： 

分  值 标   准 

90——100 握拍正确，转体动作连贯，出球有高度，动作协调一致，落点好。 

80——89 握拍较正确，转体动作较连贯，出球有一定高度，动作比较协调，落点较好。 

70——79 握拍较正确，转体动作较连贯，出球有一定高度，动作协调不好，落点较好。 

60——69 握拍较正确，转体动作不连贯，出球有一定高度，动作协调不好，落点不稳

定。 

60分以下 握拍错误，转体动作不连贯，出球过平，动作协调不好，落点差。 

2、 正手击直线高远球 

分  值 标   准 

90——100 挥拍击球动作连贯，一致，击球点高，球飞行的路线高远，能落在对方场区

底线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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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9 挥拍击球动作连贯，一致，击球点较高，球飞行的路线较高，较远，能够落

在对方场区底线附近. 

70——79 挥拍击球动作较连贯，击球点较高，球飞行的路线较高远，并能够落在对方

场区底线附近。 

60——69 挥拍击球动作较差，击球点较低，球飞行的路线较高远，并能够在对方后场

区附近。 

60分以下 基本动作不能连贯的将球击出，球不能落在对方后场区。 

三、考试方法 

1、正手发高远球（每人发 10个球） 

每人独立完成发球次数，教师根据学生完成情况给予技术评定 

2、正手击直线高远球（每人击 10个球） 

一人发高远球一人正手击直线高远球，计击高远球者次数，教师根据学生完成情况给予技术评

定 

3、身体素质：按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分。 

4、课堂表现：对学生参与意识、学习态度、进取精神、提高幅度、考勤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羽毛球《4》 

（一）考试内容：比赛、课堂表现、身体素质。 

分  值 标  准 

90——100 获胜场次多，技战术运用合理，动作规范，身体素质好，赛场上

精神状态好。 

80——89 获胜场次较多，技战术运用较合理，动作较规范，身体素质较好，

赛场上精神状态好。 

70——79 获胜场次一般，技战术运用一般，动作规范一般，身体素质较好，

赛场上精神状态较好。 

60 获胜场次少，技战术运用不合理，动作不规范，身体素质一般，

赛场上精神状态较好。 

  60以下 获胜场次少，技战术运用不合理，动作不规范，身体素质不好，

赛场上精神状态不好。 

（二）考试标准：单打比赛。   

（三）考试方法 

1、比赛采取男、女分组单打比赛。第一阶段：分组循环第二阶段：交叉赛或全班大循环比赛 

2、身体素质：按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分。 

3、 课堂表现：对学生参与意识、学习态度、进取精神、提高幅度、考勤等方法进行综合评定。 
 

网球（Tennis） 
 

网球（一） 116030441 

网球（二） 116030471 

网球（三） 116030461 

网球（四） 116030741 

 

一、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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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课程为选项课程。主要以身体练习及教学比赛为主要手段，培养学生对网球运动的兴趣与

爱好，通过合理、科学的体育锻炼、专项技战术学习和网球理论讲授过程，让学生了解网球运动锻

炼价值及特点，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的目标。 

（二）课程的目的 

网球课程的设置本着由简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使学生能较系统地学习和掌握网球基本理论

知识、裁判法、技术、技能及战术。通过网球技术、战术地学习，使学生基本掌握锻炼身体的方法

和手段，并能持之以恒的加以锻炼，为终身体育锻炼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课程的任务 

1、了解网球运动的规律及特点，培养学生对网球运动的兴趣与爱好。 

2、学习和掌握网球基本技术——正手击球、反手击球、发球、截击（正手截击、反手截击）、

接发球、高压球、放小球等，并能合理运用各项技术进行网球比赛。 

3、掌握网球基本单双打战术，并能在比赛中使用和进行简单的战术配合。 

4、在全面发展学生一般身体素质的基础上，提高专项身体素质水平——力量、速度、耐力、

灵活性、柔韧性等，增强体质。 

5、培养良好的体育道德品质，树立勇敢、顽强、机智、灵活、刻苦、钻研的作风，加强团结

协作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 

6、学习网球竞赛裁判及规则，能担任比赛的组织和裁判工作。 

二、教学大纲内容： 

网球《1》 

（一）基本技术 

1、网球的握拍方法 

2、网球的准备姿势和移动 

3、正手击球 

4、反手击球  

（二）专项理论 

网球起源与现代网球的发展 

（三）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网球《2》 

（一）基本技术 

1、正手截击 

2、反手截击 

（二）基本战术 

网球单、双打战位及底线相持战术 

（三）教学比赛 

（四）专项理论 

网球礼仪和比赛时的各种注意事项 

（五）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网球《3》 

（一）基本技术 

1、上手发球技术 

2、高压球技术 

（二）基本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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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打战术方法：底线、上网、综合。 

（三）教学比赛 

（四）专项理论 

网球单打技术的演变及发展趋势 

（五）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网球《4》 

（一）基本技术 

1、反弹球技术 

2、凌空抽击 

3、放小球技术 

（二）基本战术 

1、双打战术方法：发球局战术、接发球局战术。 

（三）教学比赛 

（四）专项理论 

网球双打战术的演变及发展趋势 

（五）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网球课程考试内容、标准和方法 

网球 《1》 

一、 考试内容 

正手击球、身体素质、学习态度与课堂表现、理论考试 

二、 考试评分标准 

表 1 网球课程正（反）手击球技评标准 

分      值 标               准 

90――100 
握拍、准备姿势正确 , 步法调整到位 , 引拍及时 , 前挥击球 , 击球随挥 , 球

的飞行路线平稳 , 击完球后及时回位 

80――89 握拍、准备姿势正确 , 步法调整到位 , 引拍及时 , 前挥击球 , 击球随挥 

70――79 握拍正确、引拍及时，前挥击球 

60――69 击球时，拍头不下掉、手腕不松 

60分以下 无法作出基本正确的动作 

表 2 网球课程正（反）手击球技评标准 

得分 100 90 80 70 60 50 40 

好球（次） 9 8 7 6 5 4 3 

三、 考试方法 

1、正手击球：教师在网对面送十个球给学生，学生用正手将球击过网，不出端线、单打边线

为一记好球。 

2、身体素质：按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分。 

3、 课堂表现：对学生参与意识、学习态度、进取精神、提高幅度、考勤等方面进行综 

合评定。 

网球《2》 

一、 考试内容 

反手击球、身体素质、学习态度与课堂表现、理论考试 

二、 考试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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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与网球《1》同等 

三、 考试方法 

1、反手击球：教师在网对面送十个球给学生，学生用反手将球击过网，不出端线、单打边线

为一记好球。 

2、身体素质：按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分 

3、课堂表现：对学生参与意识、学习态度、进取精神、提高幅度、考勤等方面进行综 

合评定。 

4、 理论考试为开卷考试 

网球《3》 

一、 考试内容 

上手发球、身体素质、学习态度与课堂表现、理论考试 

二、 考试评分标准 

分值 标准 

90――100 
站位正确 , 抛球稳定，发球全在区域内有力 , 速度较快 , 飞行路线平稳 , 击

球动作非常协调 

80――89 站位正确 , 速度较快，击球动作协调，基本连贯 

70――79 站位基本正确，击球动作正确  

60――69 站位基本正确，击球动作基本正确 

60分以下 不能基本完成上手发球动作 

三、考试方法 

1、上手发球：学生发球左区 5 球，右区 5 球，共 10 个球，落在正确区域内为好球。 

2、身体素质：按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分。 

3、学习态度与课堂表现：对学生参与意识、学习态度、进取精神、提高幅度、考勤等方面进

行综合评定。 

4、理论考试为开卷考试 

网球《4》 

一 考试内容：比赛、课堂表现、身体素质。 

二 考试标准：单打比赛。   

分  值 标  准 

90——100 
获胜场次多，技战术运用合理，动作规范，身体素质好，赛场上

精神状态好。 

80——89 
获胜场次较多，技战术运用较合理，动作较规范，身体素质较好，

赛场上精神状态好。 

70——79 
获胜场次一般，技战术运用一般，动作规范一般，身体素质较好，

赛场上精神状态较好。 

60 
获胜场次少，技战术运用不合理，动作不规范，身体素质一般，

赛场上精神状态较好。 

60以下 
获胜场次少，技战术运用不合理，动作不规范，身体素质不好，

赛场上精神状态不好。 

三  考试方法 

1、比赛采取男、女分组单打比赛。第一阶段：分组循环  第二阶段：交叉赛或全班大循环比赛 

2、身体素质：按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分。 

3  课堂表现：对学生参与意识、学习态度、进取精神、提高幅度、考勤等方法进行综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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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理论考试为开卷考试 

 

棒、垒球（Baseball and Softball） 
 

棒垒球（一） 116030351 

棒垒球（二） 116030361 

棒垒球（三） 116030371 

棒垒球（四） 116030751 

 

一、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的性质 

通过棒垒球课程的学习和锻炼，培养学生棒垒球运动的兴趣与爱好，增强学生体质，增进健康

和提高体育素养为目标。 

（二）课程的目的 

 使学生了解棒垒球运动，参与棒垒球活动。通过学习基本技术、战术及专项素质的学习，掌

握一定水平的棒垒球竞赛技，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 

（三）课程的任务 

1、学习棒垒球规则，了解棒垒球运动的竞赛方法。 

2、学习棒垒球基本技术，逐步掌握传接球、挥棒、跑垒、结合技战术运用到实战中。 

3、学习棒垒球竞赛法和裁判法，具备基层组织比赛和裁判工作。 

二、教学大纲内容 

棒垒球《1》 

（一）基本技术学习 

1、 学习上手传球、练习投球 

2、 学习接平直球、地滚球 

3、 学习挥棒、击球、练习打抛击球 

4、 跑垒、如何跑上一垒 

（一） 专项理论 

棒垒球的起源、特点、锻炼价值用国内外发展情况 

（三）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棒垒球《2》 

（一）基本技术学习 

1、学习内场传球技术 

2、学习外场接腾空球技术 

3、学习各位置的防守技术 

4、学习击球、触击、垒上跑垒员战术配合 

5、教学比赛 

（二）专项理论 

棒球观赏指引、基础棒垒球规则 

（三）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棒垒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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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攻技术学习 

1、学习进一垒跑垒员偷向二垒技术 

2、学习如何连续进垒 

3、介绍滑垒、扑垒技术、抢分技术 

4、教学比赛 

（二）专项理论 

棒垒球规则 

（三）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棒垒球《4》 

（一）防守技术学习 

1、垒上无人和一垒有人的防守技术 

2、一、二垒有人的防守技术 

3、一、三垒有人的防守技术 

4、满垒有人的防守技术 

5、教学比赛 

（二）专项理论 

《裁判法》 

（三）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三、棒垒球课考试内容、标准和方法 

棒垒球《1》 

一、考试内容：垒间传球、接球。棒垒球掷远、身体素质、课堂考勤与表现。 

二、考试标准： 

1、垒间传球：传接、接球各 10次，满分 80分，技术评定 20分。 

技术评定标准 

得分 技评标准 

15－20分 判断准确、动作协调、球速快而准确 

10－15分 判断准确、动作连贯 

5－10分 能接到球和将球传到位 

5分 传球不准确，接球失误较多 

0分 怕球、传球偏离较大 

2、垒球掷远 

性别 得分 100 90 80 70 60 

男生 距离（米） 40 35 30 25 20 

女生 距离（米） 30 25 20 15 10 

三、考试方法 

1、垒间距离 15米，接球时必须单脚踏于垒上，在脚不离垒情况下如接不到来球，判定对方传

球扣分。传球时不允许助跑，在单脚踏垒情况下可上步。 

2、掷远考试助跑距离不得超过 5米。 

四、身体素质按国家大学生体质健康统一测试评分 

五、课堂表现：综合学生考勤、学习态度、参与意识进行评定。 

棒垒球《2》 

一、考试内容：垒间传球、接球。棒垒球投准、理论考试、课堂考勤与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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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试标准： 

1、垒间传球：传接、接球各 10次，满分 80分，技术评定 20分。 

技术评定标准 

得分 技评标准 

15－20分 判断准确、动作协调、球速快而准确 

10－15分 判断准确、动作连贯 

5－10分 能接到球和将球传到位 

5分 传球不准确，接球失误较多 

0分 怕球、传球偏离较大 

2、投准考试：按一定距离向直径约一米的圆圈内传球。 

性别 次数 2 2 2 2 2 

男生 距离（米） 7 8 9 10 12 

女生 距离（米） 6 7 8 9 10 

三、考试方法 

1、垒间距离 20米，接球时必须单脚踏于垒上，在脚不离垒情况下如接不到来球，判定对方传

球扣分。传球时不允许助跑，在单脚踏垒情况下可上步。 

2、投准考试共 10次，圆圈直径约 1米，各投 10次，每次 10分。 

四、课堂表现：综合学生考勤、学习态度、参与意识进行评定。 

棒垒球《3》 

一、考试内容：抛击考试、垒间跑考试、理论考试、身体素质、课堂考勤与表现。 

二、考试标准：  

1、挥击考试：抛击 10次，共 80分，技术评定 20分。 

技术评定标准 

得分 技评标准 

15－20分 握棒姿势正确、动作协调，击球距离大于 30米 

10－15分 握棒姿势正确、动作协调、击球距离大于 20米 

5－10分 握棒姿势正确、挥击动作不协调，距离大于 20米 

5分 握棒姿势正确、挥击动作不协调，距离小于 20米 

0分 握棒姿势不正确，动作不协调，距离小于 10米 

2、垒间跑：  

性别 成绩 100 90 80 70 60 

男生 时间（秒） 13 13.5 14 14.5 15 

女生 时间（秒） 18 19 19.5 20 21 

三、考试方法 

1、挥击考试：由专人身前抛球，击中一次 8分，允许两次擦棒球重打。 

2、垒间跑：垒球场地，由本垒出发，依次踏 1、2、3 垒后回到本垒，跑出开表，间距行进不

得偏离 1米以上，漏踏垒成绩不效。 

四、身体素质按国家大学生体质健康统一测试评分 

五、课堂表现：综合学生考勤、学习态度、参与意识进行评定。 

棒垒球《4》 

一、考试内容：接球投准考试、接腾空球考试、理论考试、课堂考勤与表现。 

二、考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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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接球投准考试：接地滚球投准 10次，共 80分，技术评定 20分。 

技术评定标准 

得分 技评标准 

15－20分 判断准确、动作协调、球速快而准确 

10－15分 判断准确、接球稳定、动作连贯 

5－10分 判断准确、接球稳定、动作缓慢不连贯 

5分 接球不稳，动作不连贯 

0分 多次漏球、传球偏离较大 

2、垒间跑：  

技术评定标准 

性别 接腾空球距离 

男生 30米 

女生 25米 

三、考试方法 

1、接球传球考试：由专人距离 10米抛地滚球，接球后向直径约 1米的圆圈内投球，投中得 8

分，技术评定 20 分。距接球人三米处画线，抛出的地滚球过线后计时，至投入圆圈结束计时，耗

时不得超过 3秒。 

2、接腾空球考试：由专人抛球，规定距离内接球，每人 10次，一次 10分。  

四、课堂表现：综合学生考勤、学习态度、参与意识进行评定。 

 

藤球(Sepaktakraw)  
 

藤球（一） 116030171 

藤球（二） 116030181 

藤球（三） 116030191 

藤球（四） 116030731 

 

一、 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 课程的性质 

藤球课程为体育必修课。主要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通过合理、科学的体育锻炼过程，达到

增强体质、增进健康为主要目标。 

（二） 课程的目的 

通过藤球基本技术、战术及专项素质的练习，使学生了解藤球运动的规律及其特点，掌握一定

的基本技术和战术，培养学生对藤球运动的兴趣与爱好，建立终身体育思想和主动锻炼身体的习惯，

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 

（三） 课程的任务 

1． 学习了解藤球运动起源与发展、学习掌握藤球运动技术与战术、学习藤球竞赛规则及裁判法。 
2． 学习藤球的基本技术：掌握藤球的准备姿势和移动、脚内侧踢球技术及多点控制球技术，

学会藤球踢发球和手抛球技术。学会藤球扣球、拦网技术。 

3． 根据藤球运动动作技巧性高、位置固定，突出个人技术的特点，在比赛中充分发挥个人特
长，使其特长溶入集体战术之中。 

二、 教学大纲内容 

藤球《1》 

（一） 基本技术：准备姿势和移动、脚内侧踢球、脚背正面颠球、低点踢发球、手抛球。 



 

11423 

（二） 基本战术：发球战术、一次球战术。 

（三） 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藤球《2》 

（一） 基本技术：脚内侧左右交替踢球、脚背大腿控制球、头顶球、高点发球、二传。 

（二） 基本战术：二次球战术、头顶球。 

（三） 专项理论：藤球运动概述。 

（四） 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藤球《3》 

（一） 基本技术：双人对传球、接发球、头扣球、脚底踏扣球。 

（二） 基本战术：接发球强攻。 

（三） 专项理论：藤球技术战术分析。 

（四） 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藤球《4》 

（一） 基本技术：脚外侧踢球、传球技术、钩扣球、拦网 

（二） 基本战术：拦网个人战术 

（三） 专项理论：藤球竞赛规则及裁判法。 

（四） 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三、藤球课程考试内容、标准和方法 

藤球《1》 

一、 考试内容：脚内侧踢球、低点发球、手抛球、身体素质、课堂表现与出勤 

二、 考试标准 

1脚内侧踢球评分标准 

数      量 得      分 技      评      标      准         

     5    50 踢球技术动作差 协调性差 

    10    60 踢球技术动作一般 

    15    70 踢球动作较稳定 动作较协调 

    20    80 踢球动作基本正确 

    25    90 踢球动作较正确 控制较好 

    30   100 踢球动作正确 控制球平稳 

2低点发球评分标准 

数量 得分 技  术  评  定  标  准 数量 得分 技   术   评   定   标   准 

 8 100 发球动作有力速度快 落点好  4  60 技术动作一般 协调性略差 

 7  90 发球动作较有力 落点较好  3  50 技术动作较差 协调性较差 

 6  80 发球力量速度一般 动作协调  2  40  

 5  70 发球动作正确 动作协调一般  1  30  

3．手抛球评分标准 

数量 得分 技   术   评   定  标  准 数量 得分 技   术   评   定   标   准 

 8 100 抛球动作协调球体平稳到位  4  60 技术动作合格 落点差 

 7  90 抛球动作协调 落点好  3  50 技术动作协调性差 落点差 

 6  80 抛球动作协调球体飞行较稳  2  40 动作协调性差  抛球不到位 

 5  70 球体飞行较平稳落点稍差  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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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试方法 

1、 脚内侧踢球 

每人脚内踢球三次，计成绩最好的一次，同时教师给予技术评定。 

2、低点发球 

   一人抛球一人发球，每人发球 10次，同时教师给予技术评定。 

3、学生站在四分之一圈内，每人抛球 10次，同时教师给予技术评定。 

4、身体素质：按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分。 

5、课堂表现：对学生参与意识、学习态度、进取精神、提高幅度、考勤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藤球《2》 

一、 考试内容：二传、头顶球、半场变向移动、身体素质、课堂表现与出勤 

二、 考试标准 

1．二传评分标准 

数 量  得 分 技   术   评   定 数 量 得 分 技   术   评   定 

  8 100 技术正确传球平稳到位   4  60 传球落点方向一般动作较协调 

7  90 技术正确传球较到位   3  50 传球落点方向略差动作不协调 

  6  80 技术较正确传球较到位   2 40 传球落点方向差动作不协调 

  5  70 技术基本正确落点稍差   1  20 技术动作差  协调性差 

2．头顶球评分标准 

数 量 得 分 技   术   评   定 数 量 得 分 技   术   评   定 

 8 100 头球力量大速度快落点好  4  60 头球力量速度一般落点较差 

 7  90 力量较大速度较快落点好  3  50 技术动作略差协调性差 

 6  80 力量速度一般落点较好  2  40 技术动作较差动作不协调 

 5  70 力量速度一般落点差  1  20  

3半场变向移动评分标准 

得分 成绩男 成绩女 得分 成绩男 成绩女 得分 成绩男 成绩女 得分 成绩男 成绩女 

100 9″0 10″0 75 10″0 11″0 50 11″0 12″0 25 12″0 13″0 

 95    9″2 10″2 70 10″2 11″2 45 11″2 12″2 20 12″2 13″2 

 90 9″4 10″4 65 10″4 11″4 40 11″4 12″4 15 12″4 13″4 

 85 9″6 10″6 60 10″6 11″6 35 11″6 12″6 10 12″6 13″6 

 80 9″8 10″8 55 10″8 11″8 30 11″8 12″8  5 12″8 13″8 

三、 考试方法 

1． 二传 

学生站在发球圈，接教师抛来的球进行二传，传球 10次同时教师给予技术评定 

2． 头顶球 

学生站在网前用头顶教师隔网抛来的球 10次，同时教师给予技术评定 

3． 半场变向移动 

学生每人测两次，计成绩最好的一次 

4． 身体素质：按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分 

5． 课堂表现：对学生参与意识、学习态度、进取精神、提高幅度、考勤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藤球《3》 

一、 考试内容：接发球、两人对传、身体素质、课堂表现和出勤。 

二、 考试标准： 

1．接发球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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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量 得 分 技     术      评       定  数 量 得 分 技   术   评   定 

  8 100--90 接发球平稳起球有一定的高度   4   60 接球不稳起球不高 

  7   90 接发球平稳 接球动作正确   3   50 接球动作差球不稳 

  6   80 接发球较平稳接球动作基本正确   2   40 接发球动作较差 

  5   70 接球动作基本正确起球高度不高   1   20  

2．两人对传评分标准 

得    分    两人对传（对）   技   术   评   定   标   准 

90…100       15 传球动作正确球速平稳配合默契 

70…80 10 传球动作基本正确球速较平稳 

50…60        5 传球动作差球速不平稳 

30…40        3 传球动作较差动作不协调 

三、 考试方法： 

1． 接发球 

学生站在发球圈附近，接教师隔网抛来的球，共接十次同时教师给予技术评定。 

2． 两人对传 

两人对传，同时计两人的各自次数，同时教师给予技术评定。 

3． 身体素质：按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分。 

4． 课堂表现：对学生参与意识、学习态度、人际关系、进取精神、提高幅度、考勤等方面进
行综合评定。 

藤球《4》 

一、 考试内容：扣球、拦网、实战比赛、身体素质、课堂表现和出勤 

二、 考试标准： 

1．拦网分标准 

数量 得分 技  术   评    定 数量 得分 技   术   评   定 

  8  100 起跳时机好高度高选位准   4   60 拦网动作基本正确协调性稍差 

  7   90 起跳时机一般但高度较高   3   50 技术动作略差、协调性差 

  6   80 起跳时机一般高度稍差   2   40 技术动作较差、动作不协调 

  5   70 起跳时机一般高度较差   1   20  

2．扣球评分标准 

数量 得分 技  术   评   定 数量 得分 技   术   评   定 

  8  100 助跑起跳好、击球点高、准

确有力、线路落点好 

  4   60 扣球动作基本正确、协调性稍差 

力量落点差 

  7   90 扣球技术正确、较有力、落

点较好 

  3   50 技术动作略差、协调性差 

  6   80 扣球技术基本正确、力量略

差 

  2   40 技术动作较差、动作不协调 

  5   70 扣球技术略差、击球时机落

点稍差、 

  1   20  

三、 考试方法 

1、 拦网 

教师站在球场一侧用脚将球踢过球网，学生观察踢球动作并看准时机起跳拦网，拦网十次同时

教师给与技术评定。 

2、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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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站在发球圈附近将球传至球网上方，学生观察传球线路和落点并选择时机起跳扣               

球，扣球十次同时教师给与技术评定。  

3、实战比赛 

教师根据比赛实战情况给学生评定比赛实战成绩。 

4、身体素质：按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分。 

5课堂表现：对学生参与意识、学习态度、人际关系、进取精神、提高幅度、考勤等方面进行

综合评定。 

 

散打（SanDa） 
 

散打（一） 116030201 

散打（二） 116030211 

散打（三） 116030221 

散打（四） 116030791 

 

一、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的性质 

散手课程为必修课程，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通过合理的、科学的体育锻炼过程，达到增强

体质、增进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为主要目标。 

（二）课程的目的 

通过散手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锻炼身体的方法和手段，磨练学生的意志品质，培养学生良

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掌握武术散手理论知识和技术。 

（三）课程的任务 

通过教学，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了解散手的发展过程，掌握散手中踢、打、摔、拿等基本技术

和技巧。培养学生的高尚武德、拼搏精神、热爱祖国、弘扬民族文化，发展学生的特长和个性，培

养竞争意识和对散手运动的兴趣爱好。 

二、教学大纲内容 

散打《1》 

（一）基本技术 

1、基本步法：前进步、后退步、收步、撤步、上步、进步、退步、插步、垫步、纵步、闪步、

调闪步、侧跨步、换步。 

2、基本拳法：直拳、摆拳、勾拳、转身左右鞭拳。 

（二）组合技术 

拳法的组合：左右冲拳、左右摆拳、左右勾拳、左冲右摆、左摆右冲、左摆右勾、左冲右鞭。 

（三）专项理论 

散手运动的概述及价值 

散打《2》 

（一） 基本技术 

1、基本步法：前进步、后退步、收步、撤步、上步、进步、退步、插步、垫步、纵步、闪步、

调闪步、侧跨步、换步。 

2、基本腿法：蹬腿、揣腿、鞭腿、勾腿、摆腿、扫腿、劈腿。 

（二）组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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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法的组合: 左右蹬腿、左右揣腿、左右鞭腿、左蹬右揣、左揣右鞭、左鞭右蹬。 

（三）专项理论 

散手运动竞赛规则及裁判法 

散打《3》 

（一） 基本技术 

1、基本拳法：直拳、摆拳、勾拳、转身左右鞭拳。 

2、基本腿法：蹬腿、揣腿、鞭腿、勾腿、摆腿、扫腿、劈腿。 

3、基本防守法 

（1）接触性防守：拍挡、挂挡、拍压、外抄抱、里抄抱、外截、掩肘、阻挡、阻截、里挂。 

（2）非接触性防守：提膝、收步、后闪、侧闪、下躲闪、跳步躲。 

（二）组合技术 

1、拳法组合和腿法组合 

2、拳腿的组合：左右冲拳接右鞭腿、左蹬腿接左右冲拳、左鞭腿接右鞭右摆拳、左摆拳右冲

拳接侧踹腿、左冲拳接坐踹右鞭腿、左冲拳右摆接右蹬腿。 

（三）应用技术 

1、主动进攻技术 

2、防守反击技术 

（四）专项理论 

散手组合技术在实战中的运用 

散打《4》 

（一） 基本技术 

1、基本摔法：抱腿摔、抱腰搂腿摔、压胫搂腿摔、夹胫摔、叉腰摔、接臂摔、接腿勾摔、顺

牵摔、接腿上托摔、爬拿摔。 

2、基本跌法：前滚翻、后滚翻、鱼跃抢背、前倒、后倒、侧倒、左右斜后倒。 

3、武术式摔跤的跤法：脚部摔法、腿部摔法、腰臀摔法、手部摔法、肩头摔法。 

（二）组合技术 

拳摔的组合：左冲拳接抱腿前顶、左摆拳接抱腿旋压，左冲拳右摆拳接抱腿顶摔、左冲拳接夹

胫过背摔、左摆拳夹颈挑摔、侧身爬拿摔。 

（三）实战演练 

（四）专项理论 

散手运动欣赏及竞赛组织 

三、散打课程考核内容、标准 

一、 考核内容：专项技术、实践、素质、考勤及课堂表现。 

二、专项技术及实践标准    

散打《1》 

分数 标准                  （1）拳法 

85——100 组合动作连贯、协调、熟练，击打效果明显 

75——84 组合动作连贯、较熟练，击打效果较明显 

60——74 组合动作不协调、组合动作能基本连续完成 

60以下 组合动作不能完成 

散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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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 标准                   （2）腿法 

80——100 腿法组合动作连贯、协调、熟练，高度动作标准 

80——60 腿法组合动作较连贯、不协调、熟练，高度动作较差 

60以下 腿法组合动作不连贯、不协调、熟练，高度动作没有 

散打《3》 

分数 标准                   （3）综合拳法腿法 

80——100 拳腿技术动作连贯、协调、熟练，干净利落，反应快  

80——60 拳腿技术动作基本连贯、协调性不好，反应基本好 

60以下 动作技术不连贯、防守进攻没有 

散打《4》 

 分数 标准                   （4）摔法 

80——100 技术动作连贯、协调、熟练，干净利落，反应快，敢于进攻动作好  

80——60 技术动作基本连贯、熟练协调性，反应一般，没有明显进攻 

60以下 动作不连贯、熟练和协调性没有，没有反映 

 

跆拳道（Taekwondo） 
 

跆拳道（一） 116030261 

跆拳道（二） 116030271 

跆拳道（三） 116030281 

跆拳道（四） 116030801 

 

一、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的性质 

跆拳道课程在一、二、年级设为必修课程,三年级为选修课。使学生经过科学、合理的身体锻

炼体现其哲学和教育的价值，跆拳道的学习和实践，首先可外修身体、内修性情。学员学会做自己

的同时懂得尊重他人，并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和提高自信心，其次通过“以礼始、以礼终” 的尚

武教育，完善自我、提高武道素养，培养积极健康的心理，在学武的同时也能受到精神洗礼。 

（二）课程目的 

跆拳道外可锻炼身体、内可修性情。通过具体的锻炼方式增强身体的柔韧性、力量性、协调性、

和灵敏、速度等素质，而强力型的对抗性运动培养了坚强的意志品质，增强人的胆量和自信心。柔

软轻快的基本功练习培养了人的忍耐性。“以礼始、以礼终”的尚武教育 ，体现出真正的自我意

识，培养良好的思想品质和优良作风。跆拳道练习也是人格的形成和导引。 

（三）课程任务 

1、学习基拳法、肘法、踢法、步法、防守技法提高身体的协调性、柔韧性、灵敏感性、和身

体力量等素质，改善肌肉质量、增强体质提高胆量和自信心。 

2、学习跆拳道品式体验武道精神，内修性情。通过踢击脚靶提高腿部肌肉力量和柔韧性，外

修身体。增强身体的忍耐性和意志力。 

3、通过两人组合练习或集练习培养人与人交往的礼节和团队合作精神，并学会尊重他人。发

声与动作配合来激发身体浅力、使身心合一、并培养人的注意力。 

4、跆拳道在使用技术的同时还是比较安全的，在模似实战和实战中斗智斗勇、学会各种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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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运用，培养勇猛顽强,拼搏向前的优良品质。 

5、在三年级跆拳道设为选修课时将学习跆拳道裁判方法，模似比赛及临场裁判实践，除了进

行技术实践和功力测验还将进行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方面的评判。 

6、跆拳道的学习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必将有一个连续的长久的情感体验过程，在不断的

学习和实践中锻炼和提高。 

二、教学大纲内容 

跆拳道《1》 

（一）基本技术 

1、前踢、横踢、下劈 

这三种基本踢击方法--撑握踢击要领，要高质量完成好踢击方法必需提高整体身体素质，加强

柔韧性协调性练习，并严格要求基本功 

2、中下格挡、中格挡、及中上格挡 

用心去体验每一个动作的进功防守的含义、需要反反复复长期的艰苦磨练才能领会武道的真正

内涵 

3、礼节及品式教学 

提高武术的道德修养，增强身体的灵敏性、协调性等能力 

4、踢脚靶 

着重提高肌肉的力量及柔韧性 

（二）专项身体素质 

以提供跆拳道技术所需要的各种身体能力为主。例如跑，跳，柔韧和力量等 

（三）理论教学 

1、学跆拳道知识及武术的伦理道德，即传统文化的学习 

2、跆拳道的段位制度，跆拳道的基本内容，在我国的开展情况，尚武精神及礼节，练武术基

本常识及注意事项,加强柔韧练习，练习的长期性和连续性。传统文化教育使学生习武的兴趣和决

心的到提高，必须循序渐进 

跆拳道《2》 

（一）基本技术 

1、基本踢法 

撑握并能运用其中一种踢法于实战中，进一步加强腿的柔韧及力量练习 

2、基本格挡 

进一步领悟格挡的使用方法，并加强手臂的抗击打练习、体现进攻和防守武术含义 

3、品式教学 

进一步规范动作，发力要准。精、气、神运用要足 

4、踢靶练习 

发挥自觉积极性，让学员多踢、多练还可以组织两人和多人的练习或集体操练 

5、进攻与防守 

经常做模似的想象的进攻、防守练习，启发个人智慧。以锻炼人健全的思维 

（二）实战 

是检验练习者的训练水平，只有敢于实践不怕困难，勇敢拼博才能真正培养健康--健全的人格 

（三）身体素质训练 

（四）专项理论 

跆拳道基本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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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3》 

（一）基本技术 

1、前踢－横踢－下劈腿的组合 

要求动作连惯性好，协调能力强，腿法清楚并能控制好节奏 

2、基本踢法－步法的组合 

要求步法轻快准确，步法与腿法动作的组合协调有力 

3、 步法－格挡－反击腿法的组合 

要求反击动作的时机要迅速，有力，准确 

4、品式教学 

要求体现出进攻和防守的含义，动作要求简捷明快刚柔相济 

5、进攻－防守 

设计多种简短组合反复进行习练，还可以编排好对练模式两人进行反复练习 

（二）模拟实战－实战 

是一种综合能力的考验，可以全面提高各项身体能力，要求对自己的身体能力要有信心，敢于

实践勇于拼搏 

（三）身体素质训练 

（四）专项理论 

跆拳道基本战术                                                                                                                                                                                         

跆拳道《4》 

（一）基本技术 

1、后踢--后旋踢--组合步法的配合，在原有基础上学习 

2、--后旋踢的脚靶练习，力求在动作正确的时候踢的准确 

3、踢—教学并练习，动作正确的时候踢的迅速，有力，准确 

4、进行穿护具对踢练习，是进行对各种腿法距离感觉，空间感觉，时间感觉的掌握 

（二）模似实战--实战 

是进行对各种腿法实践运用，是对技术的运用和心理品质的检验 

（三）身体素质训练 

三、跆拳道课程考试内容、方法、评定标准及方法 

跆拳道《1》 

得分                          技评标准                        考试方法 

 

                   品式演示---腿法正确、有力、精神饱满， 

   85 ~~ 100       各项身体素质良好、勇猛顽强敢于拼搏。       1. 单独操练。 

                                                             2. 踢靶操练。 

   60 ~~ 84      能按动作规格练习,进攻--防守意识差。           3. 两人攻防操练。 

                                                             4. 实战检验。 

                                                              要求：反应快、 

   60分以下     进攻--防守意识差、动作无力不协调。              敢于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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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2》 

得分                          技评标准                         考试方法 

 

                   品式演示刚劲有力、攻防方法明确，柔韧好 

   85 ~~ 100       动作协调。前踢、横踢、下劈能把握要领。       1. 单独操练。 

                                                               2. 踢靶操练。 

   60 ~~ 85       动作不熟、踢腿无力、格挡方法不明确。          3. 攻防对踢。 

                                                               4. 实战检验。 

                                                              要求：反应快、 

   60分以下       柔韧差、动作不协调、散乱。                  敢于拼搏、有攻防。              

 

跆拳道《3》 

得分                          技评标准                        考试方法 

 

                   腿法组合连惯、腿法与步法清楚，攻防明确 

   85 ~~ 100       进攻--防守时机掌握的好。整体能力强。        1. 单独操练。 

                                                              2. 组合踢靶操练。 

   60 ~~ 85       腿法--步法--攻防组合能力差。                  3. 两人攻防操练。 

                                                              4. 实战检验。 

                                                              要求：反应快、有组 

   60分以下     腿法组合差、动作没有力量不协调。            合进攻、 敢于拼搏。              

跆拳道《4》 

得分                          技评标准                      考试方法 

 

                 能较好完成后踢、后旋踢、能运用腰胯动作， 

   85 ~~ 100    有较好的基本踢法、能作旋风踢基本攻扎实。     1. 单独操练。 

                                                            2. 步法--踢靶操练。 

   60 ~~ 85      基本踢法撑握的好，不能完成后踢及后旋踢。    3. 两人攻防护具踢。 

                                                            4. 模拟实战、实战。 

                                                              要求：反应快、会用      

   60分以下     对所学基本踢法都不能撑握。基本功明显差。    战术攻防，敢于拼搏。              

 

                                                           

定向越野（Cross Country Orienteering） 
 

定向越野（三） 116030251 

定向越野（四） 116030811 

 

一、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一）课程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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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课程为选项必修体育课程。主要以身体练习为主要手段，通过合理、科学的体育锻炼过程，

让学生了解定向运动锻炼价值及特点，培养学生对定向运动的兴趣与爱好，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

康和提高体育素养的目标。 

（二）课程的目的 

定向课程的设置本着由简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使学生能较系统的学习和掌握定向运动基本

理论知识、技术、技能及比赛规则。通过定向运动学习与实践，使学生基本掌握锻炼身体的方法和

手段，并能持之以恒地加以锻炼，为终身体育锻炼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课程的任务 

1、了解定向运动起源、发展，掌握定向运动的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技术。 

2、通过定向运动专项课练习和素质练习，使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 

3、通过定向运动专项课培养学生意志品质，独立思考能力。 

4、培养学生的对定向运动运动的兴趣，加强锻炼意识。 

二、教学大纲内容   

定向《3》 

（一）基本技术 

1、认识定向运动，掌握定向运动的分类。 

2、学会正确使用指北针及掌握辨别方向的一些常识和技巧。 

3、 学会目测距离。 

4、 计算出自己步行和中速跑 100米分别需要的步数。 

5、 识图（比例尺计算，图例中的符号，等高线计算），路线的选择方法。 

（二）素质练习： 

1、一般体能训练 

2、专项体能训练 

（三）专项理论 ： 

定向运动的起源和发展史 

定向《4》 

（一） 基本技术 

1、 通过各种练习，提高读图识图和选择比赛路线的能力。 

2、 掌握《检查点说明》中的主要符号。 

3、 学习无线电定向技术。 

（二）素质练习： 

1、一般体能训练 

2、专项体能训练 

（三）专项理论 ： 

定向运动技战术及裁判规则 

三、定向运动课程考试内容、标准和方法 

定向运动《3》 

 

一、考试内容 

技能、技评、身体素质、课堂表现 

二、考试评分标准 

1、技评标准：找点正确率 90%以上优秀；找点正确率 80%及格；找点正确率 80%以下不及格。 



 

11433 

2、技能标准：全年级定向班学生考试成绩排名（按时间或按积分分值排名）。 

3、身体素质：按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分。 

4、课堂表现：对学生参与意识、学习态度、进取精神、提高幅度、考勤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定向运动《4》 

一、考试内容 

技能、技评、身体素质、课堂表现 

二、考试评分标准 

1、技评标准：找点正确率 100%以上优秀；找点正确率 90%及格；找点正确率 90%以下不及格。 

2、技能标准：全年级定向班学生考试成绩排名（按时间或按积分分值排名）。 

3、身体素质：按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分。 

4、课堂表现：对学生参与意识、学习态度、进取精神、提高幅度、考勤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轮滑（Roller Skating）  
 

轮滑（一） 116030451 

轮滑（二） 116030481 

轮滑（三） 116030491 

轮滑（四） 116030781 

 

一、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的性质 

轮滑课程为必修课程。主要以身体练习和兴趣培养为主要手段，让学生了解轮滑运动的锻炼价

值及特点，达到增强体质、增进健康和提高体育素养的目标。 

（二）课程的目的 

轮滑课程的设置由简到繁，由易到难，有层次，突出重点，逐步提高的体系，并根据我校学生

身体条件、身体素质状况、各种能力差异和基础水平，结合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提高学生的身

体素质水平，使学生成为终身体育的受益者。 理论与实践教材从素质教育的目的出发，符合社会

主义的教育方向，培养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之才。 

（三）课程的任务 

1、通过轮滑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轮滑基本的理论知识、技术和技能，培养学生对轮滑运动

的兴趣，提高运动能力，养成良好的体育健身意识，为终身体育奠定基础。 

2、通过轮滑学习和锻炼，提高学生有氧代谢能力，改善心肺功能，增强四肢和躯干的肌肉力

量、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和平衡能力。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进一步增强体质，通过《学生体质健

康标准》。 

3、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体育锻炼的基本方法和养生保健的基本知识，培养学生对身体机能

进行自我评价和独立进行科学锻炼身体的能力。 

4、结合轮滑运动的特点，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思想品德，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培养学生勇于拼搏、机智灵活、勇敢顽强的精神。 

二、教学大纲内容 

轮滑《1》 

（一）基本技术 

1、基本站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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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替正滑技术 

3、单腿支撑滑行技术 

4、弯道压步技术 

5、惯性轻弯技术 

6、减速停止技术 

7、直线滑跑的起跑技术 

8、冲刺技术 

（二）专项理论 

1、轮滑运动的起源与发展 

2、轮滑的作用与特点 

轮滑《2》 

（一）基本技术 

1、直道滑行的蹬地技术 

2、直道滑行的收腿技术 

3、直道滑行的下轮技术 

4、直道滑行的惯性滑进技术 

5、直道滑行的摆臂技术 

6、弯道滑行的蹬地技术 

7、弯道滑行的收腿技术 

8、弯道滑行的下轮技术 

9、弯道滑行的惯性滑进技术 

10、弯道滑行的摆臂技术 

11、入弯道技术 

12、出弯道技术 

13、正滑与倒滑转换技术 

（二）专项理论 

1、轮滑运动安全卫生常识 

2、轮滑技术理论 

轮滑《3》 

（一）基本技术 

1、交替正滑技术 

2、弯道压步技术 

3、单腿直线惯性滑行技术 

4、惯性轻弯接压步技术 

5、“Ｓ”行滑跑技术 

6、画“葫芦”技术 

7、交替倒滑技术 

8、倒滑压步技术 

9、正滑接倒滑技术 

10、倒滑接正滑技术 

11、“８”字滑行 

（二）专项理论 

1、轮滑运动的技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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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轮滑运动的竞赛规则 

轮滑《4》 

（一）基本技术 

1、正滑接倒滑技术 

2、倒滑接正滑技术 

3、交替倒滑技术 

4、倒滑压步技术 

5、双脚并步前过桩技术 

6、双脚并步倒过桩技术 

7、双脚剪刀步前过桩技术 

8、双脚剪刀步后过桩技术 

9、单脚前过桩技术 

10、单脚倒过桩技术 

11、单脚蹲式过桩技术 

（二）专项理论 

1、轮滑运动欣赏 

2、花样轮滑的竞赛规则 

三、考试内容、标准和方法 

轮滑《1》 

一、 轮滑专项技术考试内容 

1、男生：直道滑行 500米（计时）。 

2、女生：直道滑行 300米（计时）。 

二、考试标准 

轮滑选项课考核计时项目及评分标准 

  分值 

    成绩 

项目 

性别 100 95 90 85 80 75 70 65 60 55 50 45 40 

300米跑（秒） 女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100 

500米跑（秒） 男 50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105 110 

三、 考试方法 

1、 一人次在环形跑道全速滑行考试要求的距离，由教师负责发令和计时。 

2、 理论课考试：统一安排集中考试（以闭卷答题形式）。 

3、 身体素质：按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分。 

4、课堂表现：对学生参与意识、学习态度、人际关系、进取精神、提高幅度、考勤等方面进

行综合评定。 

轮滑《2》 

一、 轮滑专项技术考试内容：男女生田径场直道滑行 100米。 

二、考试标准 

轮滑选项课考核计时项目及评分标准 

        分值 

    成绩 

项目 

性别 100 95 90 85 80 75 70 65 60 55 50 45 40 

100米跑（秒） 女 18 19 21 23 25 27 30 35 40 45 50 5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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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米跑（秒） 男 14 14.5 15 16 18 20 22 26 30 35 40 45 50 

三、考试方法 

1、教师负责计时，可多人次在田径场直道处全速滑行考试要求的距离。 

2、理论课考试：统一安排集中考试（以闭卷答题形式）。 

3、身体素质：按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分。 

4、课堂表现：对学生参与意识、学习态度、人际关系、进取精神、提高幅度、考勤等方面进

行综合评定。 

 四、体育成绩考核 

 轮滑选项体育课考核采用结构考核，综合评分方法进行，体育成绩用百分制记分，各项考核

内容及其比重（见表 2） 

轮滑《3》 

一、 轮滑专项技术考试内容： 

1、轮滑刹车技术 

2、正、反压步技术（“8”字绕行） 

二、考试标准 

轮滑选项课技术考核评分标准 

分值 技   评  标  准 

90-100分 动作协调优美、滑行流畅、技术运用合理 

80-89分 动作协调自然、直线滑行较顺畅、转弯技术合理 

70-79分 动作协调、直线、转弯滑行技术合理 

60-69分 动作较协调、直线、转弯滑行技术一般 

60分以下 动作不协调、直线滑行不稳、转弯技术不合理 

轮滑《4》 

一、 轮滑专项技术考试内容： 

1、倒压步技术 

2、基本过桩技术 

二、考试标准 

轮滑选项课技术考核评分标准 

分值 技   评  标  准 

90-100分 动作协调优美、滑行流畅、技术运用合理，协调，速度快 

80-89分 姿势正确、动作协调自然、滑行技术较顺畅合理，速度较快 

70-79分 姿势一般、动作较协调、滑行技术合理，速度适中 

60-69分 动作较协调、滑行技术一般、有多余动作、速度较慢 

60分以下 动作僵硬，吃力，不协调，速度慢 

 

健美操 
 

健美操（一） 116030141 

健美操（二） 116030151 

健美操（三） 116030161 

健美操（四） 11603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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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介绍、目的与任务、要求 

(一)、课程介绍 

健美操运动是一项融体操、舞蹈、音乐为一体，以有氧练习为基础，以健、力、美为特征的体

育运动项目。它通过多种组合练习，提高人体心肺功能，达到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健美形体的目

的。 本课程主要讲授健美操运动的基本理论知识、技术动作、套路组合和竞赛规则，介绍健美操

的基本创编以及国内外发展的最新动态与趋势。  

（二）课程的目的与任务 

1、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实行“完全开放式教学”。 

2、使学生掌握健美操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技能，学会自我锻炼的手段与方法。 

3、促进学生身体的正常发育，增强肌肉、韧带和内脏器官的功能，发展柔韧性等基本素质，

增强体质，增进健康。 

4、培养学生正确的身体姿势，协调人体各个部位的肌肉群，形成正确优美的体态。 

5、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的审美观念，乐观进取的精神和增强终身体育的健身意识。 

（三）课程要求 

1、教师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的专长与潜力，将基本技术和基本知识融于教学之中。以学生为中

心，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和动态的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果。 

2、培养学生自觉锻炼的能力与习惯，不断提高学生的生理心理的综合素质，增强学生体质。 

二、教学大纲内容 

健美操《1》 

（一）专项技术 

1、健身健美操基本动作。 

  （1） 基本步伐：弹动、踏步、走步、一字步、V 字步、Mambo、点地、并步、侧交叉步、

半蹲、弓步、移重心、后屈腿、吸腿、摆腿、踢腿、跑、弹踢腿跳、双脚跳、开合跳、并步跳、点

跳。 

(2)上肢动作：手型、屈伸、摆动、举、冲拳、前推、上提、绕和绕环。 

2、全民健身操 2级规定动作。 

（二）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健美操《2》 

（一）专项技术 

1、健身健美操基本动作。 

  （1）基本步伐：弹动、踏步、走步、一字步、V 字步、Mambo、点地、并步、侧交叉步、半

蹲、弓步、移重心、后屈腿、吸腿、摆腿、踢腿、跑、弹踢腿跳、双脚跳、开合跳、并步跳、点跳。 

(2)上肢动作：手型、屈伸、摆动、举、冲拳、前推、上提、绕和绕环。 

（3）爵士舞基本动作。 

  2、全民健身操 3级规定动作及自编爵士舞动作组合。 

（二）专项理论 

健美操的基本动作与基本技术及记写方法。 

（三）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四）特殊课种介绍：教师根据本班学生实际水平自定。 

健美操《3》 

（一）专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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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身健美操基本动作。 

  （1） 基本步伐：弹动、踏步、走步、一字步、V 字步、Mambo、点地、并步、侧交叉步、

半蹲、弓步、移重心、后屈腿、吸腿、摆腿、踢腿、跑、弹踢腿跳、双脚跳、开合跳、并步跳、点

跳。 

(2)上肢动作：手型、屈伸、摆动、举、冲拳、前推、上提、绕和绕环。 

（3）有氧踏板的基本动作。 

2、全民健身操 4级规定动作及自编有氧踏板动作组合。 

（二）专项理论 

健美操运动概述。 

（三） 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四） 特殊课种介绍 ：教师根据本班学生实际水平自定。  

健美操《4》 

（一）专项技术 

1、健身健美操基本动作。 

（1）基本步伐：弹动、踏步、走步、一字步、V 字步、Mambo、点地、并步、侧交叉步、半蹲、

弓步、移重心、后屈腿、吸腿、摆腿、踢腿、跑、弹踢腿跳、双脚跳、开合跳、并步跳、点跳等。 

(2)上肢动作：手型、屈伸、摆动、举、冲拳、前推、上提、绕和绕环。 

（3）拉丁健美操基本动作 

2、全民健身操 5级动作及自编拉丁健美操动作组合。 

（二）专项理论 

健美操的音乐与编排。 

（三） 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四） 特殊课种介绍：教师根据本班学生实际水平自定。       

三、健美操课程考试内容、标准与方法  

一、 考试内容： 

1、 专项技术：全民健身操 2—5级规定动作。 

2、 专项理论。 

3、 身体素质。 

4、 课堂表现。 

二、 专项技术考试标准 

得分 标准 

85-100 动作熟练、幅度大、体现“健、力、美”、与音乐节奏合拍。 

70-80 动作熟练、幅度较大、与音乐节奏合拍。 

69-60 随音乐节奏能完成整套动作。 

60分以下 有较严重的中断动作或时间与音乐节奏不合拍。 

三、 考试方法 

1、 专项技术：采取个人独立完成成套动作的方式进行评定。 

2、 专项理论：以答卷形式完成 。 

3、 身体素质：根据全国大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定。 

4、 课堂表现：对学生参与意识、学习态度、考勤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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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体（Shape） 
  

形体（一） 116030511 

形体（二） 116030521 

形体（三） 116030531 

形体（四） 116030861 

  

一、课程的性质、目的、任务和要求 

（一）课程的性质 

形体课程为一、二年级必修课 

（二）课程的目的 

通过由简到难、循序渐进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充分体会形体课的美感，同时可以改变学生的形

体原始状态，提高灵活性，增强可塑性，提高学生的形体表现力。并培养学生对形体运动的兴趣与

爱好，基本掌握锻炼身体的方法和手段，建立终身体育的思想。 

（三）课程的任务 

1、通过柔韧的拉伸，加强学生身体柔韧的伸展性，改善肌肉的基本线条。 

2、根据形体训练的特点，逐步提高学生的身体协调性、动作的节奏感以及舞姿的优美感和表

现力。 

3、通过器械练习，了解形体这门课的多元化，使学生对形体训练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 

（四）教学要求 

1、徒手动作：通过肩、胸、腰、髋的拉伸，增强肌肉、韧带的伸展性，增强体质，增进健康。 

2、组合动作：通过连贯的舞蹈组合练习，强化学生的舞姿，身体姿态的优美感、表现力和节

奏感。 

3、器械练习：结合器械的组合动作，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协调能力和舞蹈动作。 

二、教学大纲内容： 

形体《1》 

（一）专项技术： 

1、柔韧练习：肩、胸、腰、髋柔韧。 

2、基本练习：手位、波浪、行进间舞步。 

3、组合练习：配乐基础舞蹈组合一套。 

（二）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形体《2》 

（一）专项技术 

1、柔韧练习：肩、胸、腰、髋柔韧。 

2、移动组合：中间移动组合，步法组合。 

3、舞蹈练习：舞蹈基本动作、舞蹈组合练习。 

（二）专项理论 

1、形体概述。 

（三）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形体《3》 

（一）专项技术 



 

11440 

1、柔韧练习：肩、胸、腰、髋柔韧。 

2、跳跃练习：小跳、中跳。 

3、器械练习：扇子舞基本动作、扇子舞组合练习。 

（二）专项理论 

1、形体基本素质训练 

（三）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形体《4》 

（一）专项技术 

1、柔韧练习：肩、胸、腰、髋柔韧。 

2、编排练习：徒手舞蹈编排。 

3、舞蹈练习：舞蹈基本动作、舞蹈组合练习。 

（二）专项理论 

1、避免运动损伤 

（三）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三、形体课程考试内容、标准和方法 

形体《1》 

 

一、考试内容：徒手舞蹈组合、身体素质、课堂表现。 

二、考试标准 

得分 标准 

85~100 
成套动作舞姿优美 伸展 细腻 表现力强，动作与动作衔接连贯，动作与音乐的

配合节奏准确，且融为一体，具有明显的个人舞蹈风格 

70~84 
成套动作标准，舒展 模仿能力较好，动作与动作的衔接连贯，中间无停顿，动

作与音乐的节奏准且，表现力一般。 

60~69 
基本完成成套动作，动作不够舒展，舞姿不够优美，动作与音乐节奏基本准确，

无明显失误 

60以下 
不能顺利完成整套动作，动作与音乐配合不上，出现忘动作错动作等导致组合无

法完成。 

（二） 考试方式 

1徒手舞蹈组合：采取个人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评定。 

2、身体素质：根据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定。 

3课堂表现：根据学生的出勤率、练习态度、进取精神和动作的提高幅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形体《2》 

一、考试内容：舞蹈组合、专项理论、身体素质、课堂表现。 

二、考试标准 

得分 标准 

85~100 
成套动作舞姿优美 伸展 细腻 表现力强，动作与音乐的配合节奏准确，且融为

一体，具有明显的个人舞蹈风格 

70~84 
成套动作标准，舒展 模仿能力较好，动作与音乐的节奏准且，表现力一般。无

失误。 

60~69 
基本完成成套动作，动作不够舒展，舞姿不够优美，动作与音乐节奏基本准确，，

无明显重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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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以下 不能顺利完成整套动作，动作与音乐配合不上，出现忘动作等导致组合无法完成。 

三、考试方式 

1、舞蹈动作组合：采取个人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评定。 

2、身体素质：根据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定。 

3、专项理论：闭卷答题。 

4、课堂表现：根据学生的出勤率、练习态度、进取精神和动作的提高幅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定。 

形体《3》 

一、考试内容：扇子组合、专项理论、身体素质、课堂表现。 

二、考试标准 

得分 标准 

85~100 
成套动作舞姿优美 伸展 细腻 表现力强，器械运用流畅，动作与器械配合默契

动作与音乐的配合节奏准确，且融为一体，具有明显的个人舞蹈风格 

70~84 
成套动作标准，舒展 模仿能力较好，器械运用顺利，动作与器械配合无停顿，

动作与音乐的节奏准且，表现力一般。无失误。 

60~69 
基本完成成套动作，动作不够舒展，舞姿不够优美，动作与音乐节奏基本准确，

器械动作完成勉强，无明显重大失误 

60以下 
不能顺利完成整套动作，动作与音乐配合不上，出现器械失误 2次以上或出现忘

动作等导致组合无法完成。 

三、考试方式 

1、器械动作组合：采取个人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评定。 

2、身体素质：根据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定。 

3、专项理论：答卷。 

4、课堂表现：根据学生的出勤率、练习态度、进取精神和动作的提高幅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定。 

形体《4》 

一、考试内容：舞蹈组合、专项理论、身体素质、课堂表现。 

二、考试标准： 

得分 标准 

85~100 
成套动作舞姿优美 伸展 细腻 表现力强，动作与音乐的配合节奏准确，且融为

一体，具有明显的个人舞蹈风格 

70~84 
成套动作标准，舒展 模仿能力较好，动作与音乐的节奏准且，表现力一般。无

失误。 

60~69 
基本完成成套动作，动作不够舒展，舞姿不够优美，动作与音乐节奏基本准确，

无明显重大失误 

60以下 不能顺利完成整套动作，动作与音乐配合不上，出现忘动作等导致组合无法完成。 

三、考试方式 

1、舞蹈动作组合：采取个人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评定。 

2、身体素质：根据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定。 

3、专项理论：答卷。 

4、课堂表现：根据学生的出勤率、练习态度、进取精神和动作的提高幅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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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舞蹈（Sports Dancing） 
 

体育舞蹈（一） 116030501 

体育舞蹈（二） 116030511 

体育舞蹈（三） 116030631 

体育舞蹈（四） 116030821 

 

一、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的性质 

体育舞蹈为我校开设的体育必修课程。体育舞蹈（或称国际标准交谊舞），是现代国际社会流

行的一种国际性的竞技舞蹈，它有严格的训练规范和竞技规则，不仅能发展学生身体的协调性、柔

软性、灵活性，和良好的身体姿态，还可以发展学生的艺术素质，提高表现力、创造力、鉴赏能力，

陶冶情操，能够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 

（二）课程的目的 

本课程通过系统的体育舞蹈教学，使学生在参与体育舞蹈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习的基础上，

形成良好的锻炼习惯和终身体育意识，具有较高的体育文化素养和欣赏能力。在学习，体现热情、

奔放、浪漫等不同的风格特点提高学生的自信心表现力、创造力和社交活动能力，陶冶情操、塑造

健力美综合素质培养学生综合性的人体动态造型艺术，在兴趣的基础上，更科学、合理的健康学生

的体魄。 

（三）课程的任务 

1、发展学生身体的协调、灵活性，改善身体姿态。学习掌握体育舞蹈的基本知识及华尔兹、

探戈、北京平四（水兵舞）的基本步伐、组合和花样。对舞蹈的音乐、起源、风格和基本节奏，要

基本掌握。对体育舞蹈要有全面的了解。 

2、身体健康目标： 

通过体育舞蹈教学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提高学生健康水平，形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在舞蹈中体验运动的乐趣和成功的感觉，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人际关系。 

3、心理健康目标： 

通过体育舞蹈教学培养学生的表演欲、富于表现力、感染力，体现健康、青春的气质。提高学

生向上、自信、并具有时代气息。主张——服、容、辞、德、行的统一。 

二、教学大纲内容 

体育舞蹈《１》 

（一） 基本技术 

1、 音乐节奏的培养 

2、 舞蹈基本训练 

3、 华尔兹 

4、 北京平四（水兵舞）组合 

（二） 身体素质训练 

基础素质及专项素质练习 

（三）专项理论 

体育舞蹈的发展史，重点介绍摩登舞的分类特点，以及体育舞蹈的基本知识，锻炼价值 

体育舞蹈《２》 

（一）基本技术 

1、乐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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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舞蹈基本训练 

3、探戈、伦巴舞步组合 

（二）身体素质训练 

专项及一般身体素质练习 

（三） 专项理论 

拉丁舞的特点，重点介绍伦巴和恰恰舞步节奏，特点，锻炼价值；简介体育舞蹈的赛事，最新

动态及一般规则 

体育舞蹈《３》 

（一）专项技术 

学习华尔兹和探戈的铜牌动作 

（二）身体素质训练 

专项及一般身体素质练习 

（四） 专项理论 

如何组织简单的小型比赛 

体育舞蹈《4》 

（一）专项技术 

学习华尔兹和探戈动作 

（二）身体素质训练 

专项及一般身体素质练习 

（五） 专项理论 

如何组织小型比赛 

三、体育舞蹈课程的考试标准和评定方法 

如何构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体育教学评价体系，如何选择评价内容、方法、形式、标准等是

摆在我们广大教师面前的巨大课题。作为评价的执行者,应该充分发挥评价的扩展功能，激励和改

进学生的学习行为，引导和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强调评价内容的全面性和综合性，关注学生的

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能力。注重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发展。为此探究如下： 

1、 体育舞蹈评价内容 

1） 身体健康评价——身体形态、素质体能、生活习惯 

2） 心理健康评价——情绪要素、自我概念要素、意志要素 

3） 情感方面评价——认知艺术、追求艺术、内涵的行为指标 

4） 技能方面评价——熟练性、准确性、协调性和自动化程度 

2、 体育舞蹈评价方法 

1） 重视质性评价，以质性评价量化评价 

2） 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注重差异性评价 

3、 体育舞蹈评价形式 

1） 对照标准为各个指标打分或评级 

2） 以人为本，强调评价的人文性、参与性和教育性，适合于难以量化的教育领域         

3） 考试内容 

（1）平时表现：出勤情况、课堂表现。 

（2）平时考试：根据课堂的理论与实践和随堂的考试情况给予评定。 

（3）技术动作：技评，组合与套路。 

4、 考试的方式及标准 

（1）考试方式——采取 a、b、c三种考评方式 

a、男女舞步自由组合，根据课堂内容随堂技术评定，期末综合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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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根据本学期所学，期末任选一种舞蹈、在 1分 30秒内完成考试 

c、期末任选一种舞蹈已比赛的形式进行考试 

（2）考核标准——（评价方案）：初级班（一般标准评价）   

1）姿态、基本舞态、步态、神态与音乐协调一致 

2）舞蹈的风格、特点、结构及花样、组合套路的完成自然流畅 

3）基本姿态和技术动作轻松准确、造型优美，风格突出，富有创意 

4）舞蹈中表情自然、大方、自信，富于表现，体现健康、青春的气质 

评价标准——分值（40分） 

评价标准扣分表 

分   值 评分因素 一  般 较 差 不可接受 

1）25分 考核标准 1） 扣 0．3-0．5 扣 0．6-1.0 1．1或更多 

2）25分 考核标准 2） 扣 0．3-0．5 扣 0．6-1.0 1．1或更多 

3）25分 考核标准 3） 扣 0．3-0．5 扣 0．6-1.0 1．1或更多 

4）25分 考核标准 4） 扣 0．3-0．5 扣 0．6-1.0 1．1或更多 

 

瑜伽（Yoga） 
 

瑜伽（一） 116030541 

瑜伽（二） 116030551 

瑜伽（三） 116030561 

瑜伽（四） 116030841 

 

一、课程的性质、目的与任务 

（一）课程的性质 

瑜伽课程为一、二年级的必修课。 

（二）课程的目的 

通过瑜伽课程的介绍，使学生了解这门新兴课程，产生对瑜伽的兴趣、爱好，并树立终身体育

的意识，以此作为终身体育的手段。 

（三）课程的任务 

1、根据瑜伽的特点，协调人体各部位的肌肉群，使人的体形匀称和谐的发展。 

2、通过瑜伽不同层次的练习，舒缓身体各部位的疲劳，缓解精神压力。 

3、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学生更好的在课程中享受乐趣。 

二、教学大纲内容 

瑜伽《1》 

（一）专项技术 

1、单个动作练习：根据组合里的动作，将较复杂的动作进行分解练习。 

2、基本动作组合： 以基础动作为主，在音乐的配合下，辅助柔韧牵拉，连贯的完成。 

（二）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瑜伽《2》 

（一）专项技术 

1、单个动作练习：根据组合里的动作，将较复杂的动作进行分解练习。 

2、初级组合： 将初级动作的组合在配乐的情况下，结合瑜伽的呼吸，连贯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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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项理论 

1、瑜伽概述 

2、腹式、胸式呼吸 

（三）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瑜伽《3》 

（一）专项技术 

1、单个动作练习：根据组合里的动作，将较复杂的动作进行分解练习。 

2、中级组合： 将中级动作的组合在配乐的情况下，结合瑜伽的呼吸、冥想，连贯的完成。 

（二）专项理论 

1、瑜伽的作用与特点 

2、瑜伽的基本冥想 

（三）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瑜伽《4》 

（一）专项技术： 

1、单个动作练习：根据组合里的动作，将较复杂的动作进行分解练习。 

2、中高级组合： 将中高级动作的组合在配乐的情况下，结合瑜伽的呼吸、冥想，连贯的完成。 

（二）专项理论： 

1、瑜伽的派系 

2、瑜伽冥想 

（三）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三、瑜伽课程考试内容、标准和方法 

瑜伽《1》 

二、考试内容：基本动作组合、身体素质、课堂表现。 

三、基本动作组合考试标准（12个动作） 

得分 标准 

85~100 
成套动作优美 伸展 准确 稳定性好，动作与动作衔接连贯，要求动作有始有终。

动作 呼吸与音乐融为一体。 

70~84 
成套动作标准，舒展 稳定性较好，动作与动作的衔接连贯，中间无停顿，动作 呼

吸与音乐配合协调。 

60~69 基本完成成套动作，动作不够舒展，稳定性较差，无重大失误 

60以下 不能顺利完成整套动作，出现 2次以上无法独立完成的难度动作，。 

三、考试方式 

1、基本动作组合：采取个人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评定。 

2、身体素质：根据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定。 

3、课堂表现：根据学生的出勤率、练习态度、进取精神和动作的提高幅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定。 

瑜伽《2》 

一 考试内容：初级整套动作、专项理论、身体素质、课堂表现。 

二 初级整套动作考试标准（12个动作） 

得分 标准 

85~100 成套动作优美 伸展 准确 稳定性好，动作与动作衔接连贯，要求动作有始有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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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 呼吸与音乐融为一体。 

70~84 
成套动作标准，舒展 稳定性较好，动作与动作的衔接连贯，中间无停顿，动作 呼

吸与音乐配合协调。 

60~69 基本完成成套动作，动作不够舒展，稳定性较差，无重大失误 

60以下 不能顺利完成整套动作，出现 2次以上无法独立完成的难度动作， 

三、考试方式 

1、初级整套动作：采取个人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评定。 

2、身体素质：根据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定。 

3、专项理论：开卷答题。 

4、课堂表现：根据学生的出勤率、练习态度、进取精神和动作的提高幅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定。 

瑜伽《3》 

一、考试内容：中级整套动作、专项理论、身体素质、课堂表现。 

二、中级整套动作考试标准（12个动作） 

得分 标准 

85~100 
成套动作优美 伸展 准确 稳定性好，动作与动作衔接连贯，要求动作有始有终。

动作 呼吸与音乐融为一体。 

70~84 
成套动作标准，舒展 稳定性较好，动作与动作的衔接连贯，中间无停顿，动作 呼

吸与音乐配合协调。 

60~69 基本完成成套动作，动作不够舒展，稳定性较差，无重大失误 

60以下 不能顺利完成整套动作，出现 2次以上无法独立完成的难度动作， 

三、考试方式 

1、中级整套动作：采取个人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评定。 

2、身体素质：根据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定。 

3、专项理论：开卷答题。 

4、课堂表现：根据学生的出勤率、练习态度、进取精神和动作的提高幅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定。 

瑜伽《4》 

一 考试内容：中高级整套动作、专项理论、身体素质、课堂表现。 

二 中高级整套动作考试标准（12个动作） 

得分 标准 

85~100 
成套动作优美 伸展 准确 稳定性好，动作与动作衔接连贯，要求动作有始有终。

动作 呼吸与音乐融为一体。 

70~84 
成套动作标准，舒展 稳定性较好，动作与动作的衔接连贯，中间无停顿，动作 呼

吸与音乐配合协调。 

60~69 基本完成成套动作，动作不够舒展，稳定性较差，无重大失误 

60以下 不能顺利完成整套动作，出现 2次以上无法独立完成的难度动作， 

三、考试方式 

1、中高级整套动作：采取个人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评定。 

2、身体素质：根据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定。 

3、专项理论：开卷答题。 

4、课堂表现：根据学生的出勤率、练习态度、进取精神和动作的提高幅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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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体操（Rhythmic gymnastics）  

 

艺术体操（一） 116030601 

艺术体操（二） 116030611 

艺术体操（三） 116030621 

艺术体操（四） 116030851 

 

一、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一）课程的性质 

艺术体操课程为一、二年级必修课 

（二）课程的目的 

通过有简到难、循序渐进的学习，使学生能够充分体会艺术体操的美感，并培养学生对艺术体

操运动的兴趣与爱好，基本掌握锻炼身体的方法和手段，建立终身体育的思想。 

（三）课程的任务 

1、通过柔韧的纤拉，加强学生身体柔韧的伸展性，改善肌肉的基本线条。 

2、根据艺术体操的特点，逐步提高学生的身体协调性、动作的节奏感以及舞姿的优美感。 

3、通过器械练习，了解艺术体操这门课的多元化，使学生对艺术体操运动有更深的了解和认

识。 

二、教学大纲内容： 

艺术体操《1》 

（一）专项技术： 

1、柔韧练习：肩、胸、腰、髋柔韧。 

2、基本练习：手位、波浪、行进间舞步。 

3、组合练习：配乐基础舞蹈组合一套。 

（二）专项理论：艺术体操概述。 

（三）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艺术体操《2》 

（一）专项技术 

1、柔韧练习：肩、胸、腰、髋柔韧。 

2、移动组合：中间移动组合，步法组合。 

3、器械练习：绳操基本动作、绳操组合练习。 

（二）专项理论 

1、艺术体操徒手动作专业术语。 

2、艺术体操器械介绍。 

（三）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艺术体操《3》 

（一）专项技术 

1、柔韧练习：肩、胸、腰、髋柔韧。 

2、跳跃练习：小跳、中跳。 

3、器械练习：球操基本动作、球操组合练习。 



 

11448 

（二）专项理论 

1、艺术体操比赛规则介绍 

2、艺术体操绘图 

（三）专项身体素质训练 

艺术体操《4》 

（一）专项技术 

1、柔韧练习：肩、胸、腰、髋柔韧。 

2、编排练习：徒手舞蹈编排。 

3、器械练习：圈操基本动作、圈操组合练习。 

（二）专项理论 

1、艺术体操编排 

2、艺术表演、比赛欣赏 

三、艺术体操课程考试内容、标准和方法 

艺术体操《1》 

一、考试内容：徒手舞蹈组合、专项理论、身体素质、课堂表现。 

二、考试标准 

得分 标准 

85~100 
成套动作舞姿优美 伸展 细腻 表现力强，动作与动作衔接连贯，动作与音乐的

配合节奏准确，且融为一体，具有明显的个人舞蹈风格 

70~84 
成套动作标准，舒展 模仿能力较好，动作与动作的衔接连贯，中间无停顿，动

作与音乐的节奏准且，表现力一般。 

60~69 
基本完成成套动作，动作不够舒展，舞姿不够优美，动作与音乐节奏基本准确，

无明显失误 

60以下 
不能顺利完成整套动作，动作与音乐配合不上，出现忘动作错动作等导致组合无

法完成。 

（三） 考试方式 

a) 徒手舞蹈组合：采取个人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评定。 

2、身体素质：根据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定。 

3、课堂表现：根据学生的出勤率、练习态度、进取精神和动作的提高幅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 

艺术体操《2》 

一、考试内容：绳操组合、专项理论、身体素质、课堂表现。 

二、考试标准 

得分 标准 

85~100 
成套动作舞姿优美 伸展 细腻 表现力强，器械运用流畅，动作与器械配合默契

动作与音乐的配合节奏准确，且融为一体，具有明显的个人舞蹈风格 

70~84 
成套动作标准，舒展 模仿能力较好，器械运用顺利，动作与器械配合无停顿，

动作与音乐的节奏准且，表现力一般。无失误。 

60~69 
基本完成成套动作，动作不够舒展，舞姿不够优美，动作与音乐节奏基本准确，

器械动作完成勉强，无明显重大失误 

60以下 
不能顺利完成整套动作，动作与音乐配合不上，出现器械失误 2次以上或出现忘

动作等导致组合无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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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试方式 

1、器械动作组合：采取个人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评定。 

2、身体素质：根据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定。 

3、专项理论：开卷答题。 

4、课堂表现：根据学生的出勤率、练习态度、进取精神和动作的提高幅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定。 

艺术体操《3》 

一、考试内容：球操组合、专项理论、身体素质、课堂表现。 

二、考试标准 

得分 标准 

85~100 
成套动作舞姿优美 伸展 细腻 表现力强，器械运用流畅，动作与器械配合默契

动作与音乐的配合节奏准确，且融为一体，具有明显的个人舞蹈风格 

70~84 
成套动作标准，舒展 模仿能力较好，器械运用顺利，动作与器械配合无停顿，

动作与音乐的节奏准且，表现力一般。无失误。 

60~69 
基本完成成套动作，动作不够舒展，舞姿不够优美，动作与音乐节奏基本准确，

器械动作完成勉强，无明显重大失误 

60以下 
不能顺利完成整套动作，动作与音乐配合不上，出现器械失误 2次以上或出现忘

动作等导致组合无法完成。 

三、考试方式 

1、器械动作组合：采取个人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评定。 

2、身体素质：根据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定。 

3、专项理论：答卷。 

4、课堂表现：根据学生的出勤率、练习态度、进取精神和动作的提高幅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定。 

艺术体操《4》 

一、考试内容：圈操组合、专项理论、身体素质、课堂表现。 

二、考试标准： 

得分 标准 

85~100 
成套动作舞姿优美 伸展 细腻 表现力强，器械运用流畅，动作与器械配合默契

动作与音乐的配合节奏准确，且融为一体，具有明显的个人舞蹈风格 

70~84 
成套动作标准，舒展 模仿能力较好，器械运用顺利，动作与器械配合无停顿，

动作与音乐的节奏准且，表现力一般。无失误。 

60~69 
基本完成成套动作，动作不够舒展，舞姿不够优美，动作与音乐节奏基本准确，

器械动作完成勉强，无明显重大失误 

60以下 
不能顺利完成整套动作，动作与音乐配合不上，出现器械失误 2次以上或出现忘

动作等导致组合无法完成。 

三、考试方式 

1、器械动作组合：采取个人独立完成的方式进行评定。 

2、身体素质：根据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评定。 

3、专项理论：答卷。 

4、课堂表现：根据学生的出勤率、练习态度、进取精神和动作的提高幅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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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保健（Traditional Health Care） 
 

体育保健（一） 116030381 

体育保健（二） 116030391 

体育保健（三） 116030401 

体育保健（四） 116030871 

一、课程的性质、目的和任务 

（一）课程的性质 

体育保健课程（康复课）是为体弱、患慢性疾病和伤残学生开设的体育课程，作为他们的体育

必修课程。通过理论学习、使学生了解保健体育健身的道理和锻炼价值，传统武术和气功作为防治

疾病的手段，具有健康身心、祛病延年的价值，而又无毒副作用，随时可进行锻炼。实践部分重点

学习太极基本筑基功，掌握二十四式太极拳、扬式太极拳，结合导引、吐纳、静功、动功的练习以

此康复身体提高太极拳练习水平。辅助以保健按摩、易筋经、欣赏古典音乐进行太极拳练习，使学

生产生兴趣并达到乐而好之，掌握这些保健方法使其能伴随终生。 

（二）课程的目的 

康复课主要以中国传统武术中的太极拳、气功中的导引、吐纳、静功、站桩功为练习手段，其

目的在于有效地促使学生健康和康复，逐渐地增强体质，打下较好的身体基础和养成体育锻炼的习

惯，使学生掌握一两种终身受益的健身方法。 

（三）课程的任务 

1、通过康复课的教学使学生树立与疾病斗争的信心并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增进健康。 

2、根据学生，生理，病理特点，进一步促进学生身体正常发育和身体机能全面发展，提高自

身整体素质，增强身体对社会、自然环境的适应能力，提高适应生活的能力。 

3、使学生正确认识体育锻炼的重意义，掌握保健体育的基本理论知识、卫生常识和科学锻炼

的方法。 

二、教学大纲内容 

教学大纲只列出教材内容，保健体育课只针对身体条件较差不能很好完成学业的学生而开设，

有些内容是反复练习才能达到康复健身效果，通过理论学习结合娱乐性体育使学生建立信心、增加

自我锻炼的时间，根据不同情况和个体差异加强柔韧、力量、灵敏、协调练习。 

体育保健《1》 

（一）基本技术 

1、动功、静功。 

2、太极拳基本进退步法和桩功。 

3、易经筋功法 

4、二十四式太极拳的“云手”，“揽雀尾”，“单鞭”， “右蹬腿双惯耳” ，“左右下势

独立”， “ 海底针”，“闪通背”，“转身搬拦捶”---等基本动作，分别独立掌握。 

5、24式太极拳。 

（二）身体素质练习 

增加身体力量、柔韧和协调性的多种练习。 

（三）专项理论 

桩功功法 。    

体育保健《2》 

（一） 基本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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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巩固、提高易筋经及二十四式太极拳进退步法、桩功水平。 

2、学习提高二十四式太极拳练习水平。 

3、观赏并学练四十二式太极拳。 

（二）身体素质 

增强身体整体能力，严格要求功法练习。 

（三）专项理论 

基本步法、身法。 

体育保健《3》 

（一）基本技术 

1、在以上基本功基础上学习二十四式太极拳完整动作。 

2、基本功好的学员学练四十二式太极拳。 

（二）身体素质 

各种一般身体素质的练习，提高学生身体的综合能力。 

（三）专项理论 

二十四式太极拳演练的步奏。 

体育保健《4》 

（一）基本技术 

1、复习、巩固、提高二十四式太拳水平，并能完整的练习。 

2、复习、巩固、提高四十二式太拳水平，并有针对性的教学。 

（二）专项理论 

太极拳的呼吸及节奏控制要领。 

说明 

由于体育保健课的特殊性，所以对大部分学生只要求掌握二十四式太拳，要求更专业，以点带

面。根据练习情况可结合音乐伴奏进行练习。经过四个学期的教学不仅让学生增强体质，更主要是

学习和继承传统文化。使学生能真正掌握这些知识、成为他们自己的东西并受益于此。中国传统武

术历经几千年发展，积累了丰富的训练方法和理论。总结出一套系统的恢复疲劳保持良好心理状态

的理和法。它们与现代体育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点。武术中的力量、耐力、灵敏、协调、柔韧

等素质的训练、必须与意念、呼吸紧密结合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体的潜能和最适宜地协调人体各

系统间的机能。太极拳要求在练拳时用意念始终保持放松状态，本身就对调节身心具有良好作用。

能防治疾病具有无毒无副作用、无需昂贵的医疗器械、设施及疗效显著等优点。是人人可获得的康

复、健身、休闲方式。 

体育保健课的考核内容、标准 

体育保健《1》 

一、考试内容及要求 

1、能掌握易筋经的练习方法。 

2、能独立修练太极动功、静功 30分钟以上。 

3、能口述练习要领。 

二、考试标准 

65分~~~75分能较好掌握练习要领，动作协调。 

60分~~~65分不能完成动作、方法不清。 

60分以下  无故缺勤达三分之一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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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保健《2》 

一、考试内容及要求 

1、能练习基础功法、具有自觉性。 

2、能掌握 “云手、揽雀尾、单鞭” 动作练习方法。 

二、考试标准 

65分~~~75分能撑握八式、十六式太极拳练习要领。 

60分~~~65分不明要决只是摆动作。 

60分以下  无故缺勤达三分之一以上，不认真上课。 

体育保健《3》 

一、考试内容及要求 

1、能完整练习八式、十六式太极拳，动作连惯。 

2、能记忆二十四式太极拳动作。 

二、考试标准 

65分~~~75分 八式、十六式太拳动作熟练，能体现太极拳的特点。 

60分~~~65分 能记忆动作但不具太极拳基本特点。 

60分以下：无故缺勤三分之一以上，又不认真上课。 

体育保健《4》 

一、考试内容及要求 

1、能记忆练习完二十四式太极拳全套动作。 

2、基本体现太极拳松、静、慢、匀、圆特点。 

二、考试标准 

65分~~~75分 具有太极拳特点、能完整的记忆练习。 

60分~~~65分 动作不能记忆、精神不集中方法不清。 

60分以下 ：无故缺课三分之一以上，不认真上课。 

备注：体育保健课程的最高分数（满分）为 75分。 

附：（一）50米跑评分标准 

男      生 女      生 

得  分 标  准 得  分 标  准 

100分 6”3 100分 7”8 

95分 6”4 95分 7”9 

90分 6”5 90分 8”0 

85分 6”6 85分 8”1 

80分 6”7 80分 8”2 

75分 6”8 75分 8”3 

70分 6”9 70分 8”4 

65分 7”0 65分 8”5 

60分 7”1 60分 8”6 

55分 7”2 55分 8”7 

50分 7”3 50分 8”8 

45分 7”4 45分 8”9 

40分 7”5以上 40分 9”以上 

（二）800米跑（女）、1000米跑（男）、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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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1000米） 女生（800米） 

得  分 标  准 得  分 标  准 

100分 3’15” 100分 3’10” 

95分 3’20” 95分 3’15” 

90分 3’25” 90分 3’20” 

85分 3’30” 85分 3’25” 

80分 3’40” 80分 3’30” 

75分 3’45” 75分 3’35” 

70分 3’50” 70分 3’40” 

65分 3’55” 65分 3’45” 

60分 4’00” 60分 3’50” 

55分 4’05” 55分 3’55” 

50分 4’10” 50分 4’00” 

45分 4’15” 45分 4’05” 

40分 4’16”以上 40分 4’06”以上 

 

大学生创业实践 
Undergraduates’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课程号： 50609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掌握和提升创业的基本流程和基本方法，激发学生的创业意

识和企业家精神；2、使学生掌握和灵活运用开展创业实践活动的基本技能，提高创办和管理企业

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小组讨论与角色体验相结合、经验传授与

创业实践相结合等方式，把知识传授、思想碰撞和实践体验有机统一起来，切实提升学生的创业能

力及素养，促进学生创业、就业和全面发展。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大学生创业实践导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创业与创业精神 

1.1 创业的概念与功能 

1.2 创业的要素与类型 

1.3 创业意识与创业精神 

2.创业实践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2.1创业实践概念 

2.2大学生创业实践的基本要求 

2.3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与提升 

3.大学生创业实践的时代背景 

3.1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态势 

3.2建设创新型国家对创新型人才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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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4．大学生创业实践的现状与对策 

4.1 我国大学生创业实践的现状 

4.2 大学生创业实践的问题与不足 

4.3 改进大学生创业实践的对策 

学习目标：了解创业与创业意识、创业精神的基本概念，了解大学生创业实践的时代背景、大

学生创业实践的现状及解决对策，理解创业实践与创新创业能力培养间的辩证关系，增强对开展大

学生创业实践必要性的认识。 

本章的重点包括：创业意识、创业精神与创业实践的基本概念，国家促进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引

导政策等。创业和创业精神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背景下的意义和价值 

本章的难点：政法院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必要性：开展创业实践在学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中的意义与价值。 

思考与练习： 

1.创业实践对于政法院校大学生成长成才有什么现实意义？ 

2.国家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的优惠政策主要有哪些方面？   

知识单元 2：创业机会与资源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创业机会识别 

    1.1  创意与机会 

    1.2  创业机会的特征与类型 

    1.3  创业机会的来源 

    1.4  影响机会识别的关键因素 

    1.5  识别创业机会的一般过程 

    1.6  识别创业机会的行为技巧 

    2.创业机会评价 

    2.1  有价值创业机会的基本特征 

    2.2  个人与创业机会的匹配 

    2.3  创业机会评价的特殊性 

    2.4  创业机会评价的技巧和策略 

    3.创业风险识别 

    3.1  机会风险的构成与分类 

    3.2  系统风险防范的可能途径 

    3.3  非系统风险防范的可能途径 

    3.4  创业者风险承担能力的估计 

    3.5  基于风险估计的创业收益预测 

    4.商业模式开发 

    4.1 商业模式的定义和本质 

    4.2 商业模式和商业战略的关系 

    4.3 商业模式因果关系链条的分解 

    4.4 设计商业模式的思路和方法 

    4.5 商业模式创新的逻辑与方法 

学习目标：通过本部分教学，使学生了解创业机会及其识别要素，了解创业风险类型以及如何

防范风险，了解由创业机会开发商业模式的过程，掌握商业模式设计策略和技巧。 

本章的重点包括：创业机会的识别与评价、创业风险的识别与评估、商业模式设计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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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难点主要是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以及创业风险评估等，认识有价值的创业机会是有风险

的。 

思考与练习： 

1.运用头脑风暴法，小组讨论产生 2至 3个创业机会，并进行创业风险识别。 

知识单元 3：创业团队管理与风险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创业团队及其对创业的重要性 

2. 创业团队的优劣势分析 

3. 组建创业团队的策略及其后续影响 

3.1 组建创业团队的策略 

3.2 组建创业团队的后续影响 

4. 创业团队的管理技巧和策略 

4.1 创业团队的管理技巧 

4.2 创业团队的管理流程 

5. 领导创业者的角色与行为策略 

5.1 领导创业者的角色 

5.2 领导创业者的行为策略 

6. 创业团队的社会责任 

学习目标：通过本部分教学，使学生认识创业团队的重要性，学习组建创业团队的思维方式及

其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掌握管理创业团队的技巧和策略，认识创业团队领袖的角色与作用。 

本章的重点包括：管理创业团队的技巧和策略，创业团队的领导者及团队的社会责任等。 

本章的难点主要是认识创业团队是团队而不是群体。团队中成员所作的贡献是互补的，而群体

中成员之间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互换的。同时，创业团队管理的重点是维持团队稳定的前提下发

挥团队多样性优势。 

思考与练习： 

1. 案例分析《一群精英的失败创业》； 

2. 案例分析《创业型公司管理中的一点无奈》。 

知识单元 4：创业者的压力管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压力的产生及其性质 

1.1压力的产生机制 

1.2压力的性质 

2.创业过程中常见的压力及其反应 

2.1常见的压力 

2.2压力状态下常见的反应 

3.压力的影响 

3.1积极影响 

3.2消极影响 

4.压力管理 

4.1认知策略 

4.2行为策略 

4.3接纳承诺策略 

学习目标：了解压力产生的机制与性质，认知到压力对自我和创业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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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压力管理的技术和方法。 

本章重点：压力管理的策略 

本章难点：认识到压力并非只有消极作用，一定程度上的压力是有积极意义的，要学会接受压

力状态下的想法和感受；认识自己以前应对压力的无效的方法，重新掌握积极有效的应对方法。 

思考与练习： 

1. 觉察一周内自己的想法，看看这些想法对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的影响，并作记录。 

知识单元 5：创业项目申报与实践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创业项目的评价标准。 

1.1 一般评选的流程 

1.2 创业项目的创新性 

1.3 创业项目的可行性 

2． 创业项目申报技巧。 

2.1  前期准备 

2.1.1  指导老师的作用 

2.1.2  创业计划书的制作标准 

2.1.2  PPT、视频等的要求 

2.2  现场答辩 

2.2.1  语言表达技巧 

2.2.2  团队分工与配合 

3.主要创业赛事评比介绍 

3.1  国家级创业项目 

3.2  创青春创业大赛 

3.3  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 

3.4  北京市创业设计大赛 

学习目标：通过本部分教学，使学生认识创业项目的评价标准，了解创业项目评比的基本规律、

一般答辩过程和所需准备等，掌握创业项目申报的方法。 

本章的重点包括：创业项目的评价标准以及创业项目申报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部分 

本章的难点主要是使学生了解创业项目申报中的现场答辩技巧。 

思考与练习： 

1. 模拟一次商业计划书的答辩会。 

知识单元 6：创业计划书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创业计划的内容 

    1.1 创业计划的基本结构 

    1.2 创业计划中的信息搜集 

    1.3 市场调查的内容和方法 

    2. 撰写与展示创业计划 

    2.1 研讨创业构想 

    2.2 分析创业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2.3 凝练创业计划的执行概要 

    2.4 把创业构想变成文字方案 

    2.5 创业计划书的撰写和展示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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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通过本部分教学，使学生认识创业计划的作用，了解创业计划的基本结构、编写过

程和所需信息等，掌握创业计划书的撰写方法。 

本章的重点包括：创业计划书的主要内容，如产品（服务）创意、创意价值合理性、顾客与市

场、创意开发方案、竞争者分析、资金和资源需求、融资方式和规划以及如何收获回报等。 

本章的难点主要是使学生了解撰写创业计划的方法，创业计划展示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以

及创业计划各构成部分的相对重要性。 

思考与练习： 

1. 完成一份完整的商业计划书。 

知识单元 7：初创企业与法律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初创企业与法律导论 

1.1 创业与法律的关系 

1.2 创业相关法律的渊源 

1.3 创业法律风险防范 

2．初创企业与企业法 

2.1企业法律形态的选择 

2.2 企业登记 

2.3企业治理 

2.4 企业运营 

3. 初创企业与合同法 

3.1 合同的订立 

3.2 合同的效力 

3.3 合同的履行 

3.4 违约责任 

4. 初创企业与劳动法 

4.1 劳动合同 

4.2 企业劳动规章制度 

4.3 劳动基准 

4.4 社会保险 

5. 初创企业与知识产权法 

5.1 著作权 

5.2 商标权 

5.3专利权 

5.4 商业秘密 

6. 初创企业与纠纷解决程序法 

6.1 调解 

6.2 仲裁 

6.3 诉讼 

学习目标：通过本部分教学，使学生认识初创企业与法律的关系，了解创业相关法律的渊源和

基本内容，掌握初创企业最需要的基本法律知识，防范创业中的法律风险。 

本章的重点包括：创业相关法律的渊源、企业法对初创企业的规定、初创企业如何在遵守劳动

法的前提下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初创企业如何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等。 

本章的难点主要是如何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尽可能防范各种法律风险，如违约的风险、侵权的

风险、违反劳动法的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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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练习： 

1.完成一份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 

2.完成一份企业劳动规章制度。 

知识单元 8：创业案例分享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顺丰快递解析 

1.1 顺丰快递发展历史 

1.2 顺丰快递成功之道 

2． 法大校友创业案例——贺氏天翔创业项目解析 

2.1  贺氏天翔创业项目发展历程 

2.2  发展现状及挑战 

3． 法大校友创业案例——宠爱时代项目解析 

3.1  宠爱时代项目发展历程 

3.2  发展现状及挑战 

学习目标：通过本部分教学，使学生了解创业项目的产生过程、遇到的问题及应对办法。重点

掌握创业项目成功或失败的相似点，难点在于分析创业项目发展的趋势。 

思考与练习： 

1. 撰写一篇创业案例分析。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一、大学生创业实践导论 4  

2 二、创业机会与资源 4  

3 三、创业团队管理与风险 4  

4 四、创业者的压力管理 4  

5 五、创业项目申报与实践 4  

6 六、创业计划书 4  

7 七、初创企业与法律 4  

8 八、创业案例分享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以实践为导向，是在《创业基础》课程基础上设置的进阶课程，通过运用模拟软件、现

场教学等方式，努力将相关教学过程情境化；同时，注重多种校内外实践途径的有效拓展，将课堂

知识与创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创业能

力。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详见各单元学习目标。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旨在通过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小组讨论与角色体验相结合、经验传授与创业实践相结

合等方式，把知识传授、思想碰撞和实践体验有机统一起来，切实提升学生的创业能力及素养，促

进学生创业、就业和全面发展。 

3.1 设计真实的学习情境。通过运用模拟软件、现场教学等方式，努力将相关教学过程情境化，

使学生更真实地学习知识、了解原理、掌握规律。 

3.2 提供完备的支持条件。根据课程教学需要提供基本的教学条件，重点提供创业模拟实验室、

模拟教学软件、创业信息资源等。 



 

11459 

3.3 拓展有效的实践途径。通过在校内组织开展创业项目设计、创业计划大赛以及创业社团活

动，通过在校外组织开展创业者访谈、创业项目考察、企业创办等活动，将课堂知识与创业实践紧

密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创业能力。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通过创业计划书、创业实训等多种形式，重在考核学生的创业实践能力。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美）布兰克、（美）多夫著：《创业者手册：教你如何构建伟大的企业》，机械工业出版

社 2013年版。  

2. 北京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北京大学党委政策研究室编：《北大 15堂创业课》，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16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国际劳工组织编：《大学生 KAB创业基础》（修订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年版。 

2. 李家华等著：《创业基础》（第 2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3. 李家华主编：《创业基础》（普通本科学校创业教育示范教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执笔：解廷民（第一讲）；李超（第二、三和六讲）；刘希庆（第四讲）；徐庆（第五和八讲）；杨飞（第七讲）。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11月 29日 

 

职业生涯发展与规划 
Career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课程编号：510030011  

一、课程的教学任务和目的 

作为公共课，既强调职业在人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又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通过

激发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自主意识，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促使大学生理性地规划自身未来的发展，

并努力在学习过程中自觉地提高就业能力和生涯管理能力。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帮助大学生树立起职业生涯发展的自主意识，树立积极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和就业观念，把个人发展和国家需要、社会发展相结合，确立职业的概念和意识，愿意为个人

的生涯发展和社会发展付出积极的努力。 

本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八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部分：树立生涯与职业意识 

第一讲  职业规划的概念及意义 

第二讲  职业规划的方法与过程 

第二部分：职业生涯的规划 

第三讲  认识自我 

第四讲  了解职业世界 

第五讲  了解环境 

第六讲  职业决策 

第三部分：职业管理与发展 

第七讲  职业生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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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  职业适应与发展 

二、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既有知识的传授，也有技能的培养，还有态度、观念的转变，是集理

论课、实务课和经验课为一体的综合课程。态度、观念的转变和技能的获得比知识的掌握重要，态

度、观念的改变是课程教学的核心，因此，它的经验课程属性更为重要。 

在教学中，应当充分发挥师生双方在教学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教师要引导学生认识到职业生

涯与发展规划的重要性，了解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的过程；通过教师的讲解和引导，学生要按照课

程的进程，积极开展自我分析、职业探索、社会实践与调查、小组讨论等活动，提高对自我、职业

和环境的认识，做出合理的职业发展规划。 

本课程应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讲授与训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可采用课堂讲授、典型

案例分析、情景模拟训练、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社会调查、实习见习等方法。 

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除了教师和学生自身的资源之外，还需要使用相关的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工具，包括职业测评、相关图书资料等；可以调动社会资源，采取与外聘专家、

成功校友、职场人物专题讲座和座谈相结合的方法。 

三、参考教材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第二版）》   

全国高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组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 09月  

四、考核方式 

1.在评价内容方面，要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以及实际形成的职业发展规划能力两大

方面进行评价。职业发展规划是和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的，需要评价的学生职业发展规划能力，包括

对个人和工作世界的了解程度、短期和长期职业发展目标的制定和实施情况。 

2.在评价重点方面，采用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应加强过程评价。提倡每个学生

建立成长档案，记录职业发展规划过程中的自我了解、职业了解和职业决策过程。 

3.在评价方式方面，要采用定量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于知识可以使用考试等量化的评

价方式；对于实际的操作能力，可以通过学生的自我评价，学生之间互相评价以及老师和学生的访

谈等方式进行。 

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建立生涯与职业意识 

通过本部分的学习，使大学生意识到确立自身发展目标的重要性，了解职业的特性，思考未来

理想职业与所学专业的关系，逐步确立长远而稳定的发展目标，增强大学学习的目的性、积极性。 

第一讲 职业发展与规划导论 

教学目标：通过介绍职业对个体生活的重要意义以及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介绍与分析，激

发大学生关注自身的职业发展；了解职业生涯规划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思路；明确大学生活与未来职

业生涯的关系。 

教学内容：  

1.职业对个体生活的重要意义、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  

2.所学专业对应的职业类别，以及相关职业和行业的就业形势； 

3.职业发展与生涯规划的基本概念； 

4.生涯规划与未来生活的关系； 

5.职业角色与其他生活角色的关系； 

6.大学生活（专业学习、社会活动、课外兼职等）对职业生涯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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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课堂活动与小组讨论。 

课堂活动：绘制生命彩虹图 

第二讲 影响职业规划的因素 

教学目标：使学生了解影响职业发展与规划的内外部重要因素，为科学、有效地进行职业规划

做好铺垫与准备。 

教学内容： 

1.影响职业生涯发展的自身因素； 

2.影响职业生涯发展的职业因素； 

3.影响职业生涯发展的环境因素。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课堂活动、小组讨论、案例分析 

拓展阅读书目：《幸运绝非偶然》（美）约翰 D.克虏伯，（美）AI.S 列文 著，泊洋译，长江文

艺出版社 

第二部分：职业发展规划 

通过本部分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自我、了解职业，学习决策方法，形成初步的职业发展规划，

确定人生不同阶段的职业目标及其对应的生活模式。 

第三讲 认识自我 

教学目标：引导学生通过各种方法、手段来了解自我，并了解自我特性与职业选择和发展的关

系，形成初步的职业发展目标。 

教学内容： 

1.能力与技能的概念；能力、技能与职业的关系；个人能力与技能的评定方法；  

2.兴趣的概念；兴趣与职业的关系；兴趣的评定方法；  

3.人格的概念；人格与职业的关系；人格的评定方法； 

4.需要和价值观的概念；价值观与职业的关系；价值观的评定方法； 

5.整合以上特性，形成初步的职业期望。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使用测评工具、案例分析。 

课堂活动：兴趣岛游戏（帮助同学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 

复习与思考题：课下登陆我校就业信息网（www.cupl.edu.cn）完成朗途职业测评 

拓展阅读书目：《现在，发现你的优势》作者：（美）白金汉 等著，方晓光译 

第四讲 了解职业 

教学目标：使学生了解相关职业和行业，掌握搜集和管理职业信息的方法。 

教学内容： 

1.我国对产业、行业的划分及概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状况；国内外职业分类方法； 

2.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因素； 

3.根据设定的职业发展目标确定职业探索的方向； 

4.职业信息的内容：工作内容、工作环境、能力和技能要求、从业人员共有的人格特征、未来

发展前景、薪资待遇、对生活的影响等； 

5.搜集职业信息的方法：可利用学校、社区、家庭、朋友等资源。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分组调查、课堂讨论等。 

课后作业：以小组为单位完成目标职业的调研报告，包括职业性质、组织结构、发展前景、职

业准入途径等 

拓展阅读书目：《100个最具前景的职业（文科版）》，陈畅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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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了解环境 

教学目标：使学生了解所处环境中的各种资源和限制，能够在生涯决策和职业选择中充分利用

资源。 

教学内容： 

1.探索学校、院系、家庭以及朋友等构成的小环境中的可利用资源； 

2.了解国家、社会、地方区域等大环境中的相关政策法规、经济形势，探索其对个人职业发展

的意义和价值。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完成作业。 

复习与思考题：如何充分利用我所掌握的资源？ 

第六讲 职业发展决策 

教学目标：使学生了解职业发展决策类型和决策的影响因素，思考并改进自己的决策模式。引

导学生将决策技能应用于学业规划、职业目标选择及职业发展过程。  

教学内容： 

1. 决策类型；职业生涯与发展决策的影响因素（教育程度、工作及家庭对决策的影响，个人

因素及环境因素）； 

2.决策相关理论；决策模型在职业生涯与发展决策过程中的应用； 

3.做出决策并制定个人行动计划；  

4.识别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提高问题解决技能； 

5.识别决策过程中的消极思维，构建积极的自我对话。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个人经验分析、课后练习。 

课堂活动：决策风格测试、决策平衡单游戏 

第七讲 职业生涯管理 

教学目标：职业生涯管理是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企业帮助员工制定职业

生涯规划和帮助其职业生涯发展的一系列活动。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职业生涯管理的基本内容。 

教学内容： 

1.什么是职业生涯管理？ 

2.职业生涯管理的分类 

3.职业生涯管理的特征 

4.职业生涯管理的内容 

职业路径 

职业选择 

工作——家庭联系  

职业咨询 

5.职业生涯管理有效性标准 

6.职业生涯管理的意义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经验分享。 

第八讲 职业适应与发展 

通过本部分学习，使学生了解学习与工作的不同、学校与职场的区别，引导学生顺利适应生涯

角色的转换，为职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一节 从学生到职业人的过渡 

教学目标：引导学生了解学校和职场、学生和职业人的差别，建立对工作环境客观合理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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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上做好进入职业角色的准备，实现从学生到职业人的转变。 

教学内容： 

1.学校和职场的差别；学生和职业人的差别；  

2.初入职场可能会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方式。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经验分享。 

第二节  工作中应注意的因素 

教学目标：使学生了解影响职业成功的因素，积累相关技能，发展良好品质，成为合格的职业

人。 

教学内容： 

1.影响职业成功的因素——所需知识、技能及态度的变化； 

2.有效的工作态度及行为； 

3.工作中的人际沟通； 

4.职业道德培养。 

教学方法：职场人物访谈、实习见习。 

课后活动：完成一个生涯人物访谈 

 

创业基础 
Entrepreneurial foundation 

课程号： 51003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使学生掌握开展创业活动所需要的基本知识； 2.使学生具备必要的

创业能力；3.使学生树立科学的创业观； 4.建构法科学生特殊的创业体系。以教授创业知识为基

础，以锻炼创业能力为关键，以培养创业精神为核心。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创业理论教学与思维实操训练，使学生掌握创业相关基础知识、了解创

新型创业原理，创业思维概念，学会商业模式构建、创业计划书设计。为《大学生创业实践》、 《大

学生创业实务》等后续课程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28学时 

知识单元 1：创新思维与创业者品质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创新思维。 

1.1创新思维与成功创业的关系 

1.2创新思维构成 

1.3五色思维原理的起源与运用 

2．创业者品质。 

2.1创业者性格分析 

2.2创业者的素质与能力 

2.3创业团队的组织品质 

学习目标： 

1．了解创业思维的本质。 



 

11464 

2．掌握五色思维概念，理解并运用该模型分析问题。 

3．理解创业者品质构成，创业者必需的素质和能力，并领悟创新思维在创业中的重要作用。 

作业：1.五色思维中，你觉得自己的哪些思维比较强，哪些思维比较弱并分析原因。 

2.你身边对你生活影响最深的人是谁？他（她）有哪些特别的思维？为什么？ 

知识单元 2：创新理论与创业模式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创新与创业的历史发展。 

1.1中国封建时期创新历史 

1.2马克思的创新理论 

1.3近现代西方创新与创业理论 

2．创新理论的新模型。 

2.1中国改革发展模式与创新 

2.2四层创新金字塔模型解析 

2.3管理创新与制度创新 

3．新时代的创业模式。 

3.1四种创业模式分析 

3.2以人为本的创业模式 

学习目标： 

1．把握经济发展中创新的本质。 

2．了解东西方经济管理理论对创新的解释。 

作业：1.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如何适应当下的社会？ 

2.互联网时代草根创新需要什么样的体制创新？ 

知识单元 3： 价值设计与机会发现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价值创造原理。 

2．价值设计方法。 

2.1价值设计图 

2.2 价值金字塔模型 

2.3 蓝海战略的价值曲线模型 

3．创业机会的发掘。 

3.1创新机遇与顾客创造 

学习目标： 

1．理解价值创造的原理和程序。 

2．掌握并熟练应用价值设计图方法。 

3．理解并学会使用价值金字塔理论进行价值创造实践。 

作业：1.从创意到满足最终需求经过哪些过程？ 

2.价值理论如何理解创新？ 

3.如何发现和识别客户？ 

4.如何分析社会重大问题和发现需求？ 

知识单元 4： 商业模式设计与开发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商业模式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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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商业模式的模型。 

2.1商业模式画布 

2.2 价值网络建模 

2.3 服务蓝图设计 

3．开发设计商业模式。 

学习目标： 

1．理解商业模式的概念。 

2．学会商业模式的模型。 

3．掌握设计商业模式的方法。 

作业：1.互联网企业的商业模式与传统制造业是否存在根本不同？ 

2.生活中有哪些商业模式在未来能够存在百年以上？ 

3.中国未来最具价值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知识单元 5： 资源整合与创业融资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整合创新资源。 

1.1创新资源的概念与分类 

1.2市场中资源的网络化 

1.3 创新资源的获取与利用 

1.4创新资源的开发与整合 

2．运用创业资本。 

2.1融资筹备 

2.2 创业融资渠道 

2.3 天使投资 

2.4风险投资 

2.5融资策略 

学习目标： 

1．了解创新资源的概念和分类。 

2．学会创新资源的获取和整合方法。 

作业：1.创新资源包括哪些？ 

2.每种创新资源各自包括什么内涵，如何作用于创新项目和企业？ 

3.创业与融资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创业融资这么重要？ 

4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有什么区别，它们各自的运作流程是怎样的？ 

知识单元 6： 创业计划于企业开办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创业计划。 

1.1为什么要撰写创业计划？ 

1.2创业计划书的类型 

1.3 创业计划书的构成要素 

1.4创业计划书的自我检查 

1.5向投资者陈述创业计划 

2．企业开办方式。 

2.1企业所有制与架构 

2.2 初创企业开办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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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理解创业计划在创业过程中的作用。 

2．了解创业计划书的读者和主要作用。 

3．了解创业计划书的构成要素，并撰写一份创业计划书。 

4．了解企业类型和注册流程。 

作业：1.创新与创业项目计划书如何构成？ 

2.请你上网搜寻一份创业计划书，并指出此计划书的优点和不足。 

3.上网搜索你所在城市对创业公司提供了哪些政策支持？ 

知识单元 7： 创新实践与创新管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创业中的人力资源管理。 

1.1创业者必备的素质 

1.2创新者的习惯 

 1.3 团队建设与人才吸纳 

2．创业中的项目管理。 

2.1项目计划与项目执行 

2.2 精益创业 

3．创业中的绩效管理 

学习目标： 

1．学习如何从创新到创业的过渡。 

2．了解实体市场和在线市场的规律。 

3．体会信用的价值和作用。 

4．掌握创新和创业的管理方法。 

作业：1.你适合创业吗？ 

2.你认为创业者需要具备哪些特质？ 

3.你对精益创业的理解。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2个，共 4学时 

实验 1：五色思维游戏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在一个群体中，主持人给每个人发出绿色、红色、蓝色、紫色、黄色五种标签贴纸

各一个，分别代表生命思维、批判思维、美学思维、设计思维与经济思维。然后主持人给每个人发

一张 A4 纸，用来书写姓名制作名牌，名牌可以做成任何形状。接下来，每个人轮流拿着名牌向所

有人介绍自己。在所有人介绍完毕后，每个人都把自己手中分别代表五种思维的标签贴纸贴到自己

认为这种思维最强、给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人的名牌上。投票结束后，主持人开始记票，通过记票筛

选出五种思维最强的人以及所有票数加起来做多的人。 

实验要求：通过这种游戏，自我验证或者找出身边五色思维中拥有突出特长的人，以及五色思

维发展均比较强的人，指导个人创新发挥特长，规避短板。 

实验 2：商业模式开发设计模拟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将学生分成若干组，每组 5-10不等， 以召开创新实践会议的方式，发现市场真实

需求，找感兴趣的题目并选定一个创业方向。第一步：设定观察研究方向，每名同学以自我专业背

景为观察对象，最终确定一个提交会议讨论；第二步：头脑风暴，一起完成商业模式画布。第三步：

原型设计，完成价值网络模型；第四步：实施筹备，完成服务蓝图设计。 

实验要求：熟悉商业模式开发过程；研究创业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价值；掌握构建商业模型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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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步骤和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一、创新思维与创业者品质 4  

2 二、实验 1：五色思维游戏 2  

3 三、创新理论与创业模式 4  

4 四、价值设计与机会发现 4  

5 五、商业模式设计与开发 4  

6 六、实验 2：开发设计一个真实的商业模式 2  

7 七、资源整合与创业融资 4  

8 八、创业计划于企业开办 4  

9 九、创新实践与创新管理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大学生创业实践》、《大学生创业实务》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创新思维、创业模式开发、融资、创业计划书设计。 

难点：创业基础虽然是理论课程为主，但是每一理论又是鲜活实践的反映，实践内容的适当加

入，深入浅出的将理论思维贯彻其中，让学生具备理论思维，指导具体实操是本课程的难点。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理论讲授辅之以大量案例分析；穿插教学中的实验，体验式感受理论思维；以实际

经验传授结合创业实践展示创业理论。将理论知识传授、创新创业思维训练和实践体验系统化，提

升学生创新思维理论基础，磨砺学生创新创业思维，锻炼学生创新创业潜力，为学生学习规划、职

业发展、生涯规划全面提升提供理论资源。 

1.理论教学采用比较式教学方法，将传统创业理论、创新思维进行近现代和东西方比较。 

2.以实验体验方式锻炼理论思维能力，让思维训练鲜活化，实践化。 

教学手段： 

1. 通过运用模拟软件、实验教学等方式，努力将相关创新创业思维训练过程情境化，使学生

更真实地学习知识、了解原理、掌握规律。。 

2. 对校内的创业计划书设计大赛、“我来当老板”创业大赛，“创青春”创业大赛的跟进介

绍，具体项目的实际分析，清晰化背后的创新创业思维，培养学生通过观察实践项目理论化原因分

析，通过所掌握理论素养实践化创新创业项目。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一般多媒体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2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课内实验占 10%；期末考试以创业论文的方式考察，占 70％。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教材选用依据本课程特点，创业基础理论的学习务必与实践紧密结合，选择有理论深度，又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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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丰富实践案例的教材，同时，教材内容不必紧跟当下经济发展大趋势，内容要新颖，观点要突出。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李家华等著：《创业基础》（第 2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蔡剑等编著《创业基础与创新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3月 第 1版。 

2. 张玉利等编著《创业管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 7月 第 3版。 

3. 黄俊等编著《创业理论与实务:倾向、技能、要素与流程》， 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 1

版。  

执笔：管晓立  审稿：     审定：     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11月 26日 

 

就业与求职 
Employment and job hunting 

课程编号：510030411 

一、课程的教学任务和目的 

通过教学活动，帮助学生了解国家毕业生就业政策、人才市场需求形势和发展趋势，帮助学生

初步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了解与把握就业政策、就业步骤、求职基本方法与能力培养，为提高自

身就业竞争力打下良好基础。 

本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分为以下方面： 

第一章 人才市场与大学生就业 

第二章 劳动人事制度与就业政策 

第三章 主要行业入职途径与发展 

第四章  职业能力培养与提升 

第五章 就业信息收集与利用 

第六章 求职准备与应聘方法 

第七章 角色转变与事业成功 

第八章 深造及其他 

二、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 

课题讨论 

小组互动 

职场体验 

案例分析 

三、参考教材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第二版）》   

全国高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组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3年 09月  

四、考核方式 

考查 

平时成绩与期末成绩相结合的考查方法，具体为：简历制作（20%）+模拟面试（20%）+期末成

绩（60%）=最终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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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第一章 人才市场与大学生就业 

教学目标：帮助大学生了解就业市场的主要特点与基本职能，掌握参加就业市场、进行双向选

择的基本途径与方法，帮助大学生提高就业市场意识与市场竞争能力。 

教学要求：帮助大学生培养就业市场意识与市场竞争能力。 

第一节  大学生就业市场 

一、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形成 

二、大学生就业市场的类别 

三、大学生就业市场简介 

第二节  大学生就业市场的特点 

一、市场主体的特殊性 

二、就业市场的实效性 

三、就业市场的区域性 

四、就业市场的行业性 

第三节  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功能 

一、信息服务 

二、双向选择 

三、其它配套服务 

四、相对降低市场风险 

教学方法：播放就业形势视频 

课堂活动：分组讨论，我眼中的大学生就业难 

第二章 劳动人事制度与就业政策 

本章目标：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就业现状，调整就业观念和择业心态，形成合理的就业期望。 

教学要求：使毕业生了解和掌握当前就业形势和就业政策。 

第一节 劳动人事制度改革 

一、什么叫聘用制度？ 

二、聘用制改革的目的与意义  

三、怎样建立和推行聘用制度？  

第二节 大学生就业政策 

一、现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及历史沿革 

二、引导和鼓励大学生到西部、基层就业的优惠政策 

三、具体的毕业生就业政策 

拓展阅读书目：《100个最具前景的职业（文科版）》，陈畅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三章 主要行业入职途径与发展 

本章目标：使学生了解公务员、企业、事业单位与社会团体等三大类单位的主要特点、用人制

度、企业文化，避免就业的盲目性与随意性，进一步实际规划、完善自身的职业生涯规划，为即将

开始的求职做好必要的观念、知识、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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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结合案例讨论，使学生对各类就业单位及用人制度的认识更加感性具体。 

第一节 政府机关                        

一、公务员制度 

二、公务员录用政策与流程 

三、如何应对公务员考试 

第二节  企业用人制度 

一、公有制企业 

二、民营企业 

三、高新技术企业 

四、外资企业 

第三节 事业单位 

一、事业单位概述 

二、事业单位用人制度 

三、社会团体用人制度 

课后作业：职场体验，完成目标职业的职业准入调研 

拓展阅读书目：《100个最具前景的职业（文科版）》，陈畅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 

第四章 职业能力培养与提升 

本章目标：使大学生初步了解就业岗位与能力等职业素质基本要求，并有针对性加以培养和提

升，为以后顺利地就业与求职打下良好地基础。 

教学要求：结合大学生专业学习以及职业领域的特定素质和能力要求，通过教学使学生切实提

高自己的就业竞争力。 

第一节 就业岗位与胜任能力要求 

一、核心竞争力要求 

二、行业通用能力要求 

三、职业特定能力要求 

第二节 就业能力培养与提升 

一、适应能力拓展 

二、沟通能力拓展 

三、文字表达能力拓展 

四、团队合作能力拓展 

五、决策能力拓展 

六、自我管理能力拓展 

七、创新能力拓展 

课堂活动：分享故事，大学以来我最成功的一件事，分组讨论，发现和总结自己的能力 

拓展阅读书目：《现在，发现你的优势》作者：（美）白金汉 等著，方晓光译 

第五章 就业信息收集与利用 

本章目标：使毕业生能够及时、有效地获取就业信息，建立就业信息的搜集渠道，帮助毕业生

提高信息收集与处理的效率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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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要求：使毕业生了解掌握就业信息的收集筛选方法以及主要就业渠道。 

第一节  就业信息收集筛选方法 

一、了解就业信息；  

二、搜集就业信息；  

三、分析与利用就业信息。 

第二节  拓宽就业渠道的途径 

一、就业实习－热身机会不容错过 

二、学习交流－他山之石为我所用 

三、校友学长－信息收集不容忽视 

四、就业实习与实践 

课堂活动：分组讨论：我如何获得一次暑期实习的机会；全班分享 

第六章 求职准备与应聘方法 

本章目标：培养毕业生良好的就业素质，使其掌握求职的基本技能。 

教学要求：使毕业生掌握准备求职材料的基本要求、求职信息搜集的方法以及如何参加面试、

笔试，了解求职中着装和礼仪的注意事项，并能在求职择业中自觉地运用。 

第一节 求职材料的准备 

一、求职信的写作 

二、简历的准备 

三、如何写好感谢信 

四、推荐信的准备 

五、鉴定材料的准备 

六、相关证书的准备 

第二节 笔试应对 

一、笔试类型 

二、笔试常见问题 

三、笔试的方法 

第三节 面试准备 

一、面试类型 

二、面试常见问题 

三、面试的方法 

第四节 着装与礼仪 

一、着装的原则 

二、了解企业的风格与特点 

三、求职的基本礼仪 

教学方法：角色扮演、模拟面试 

课堂活动：模拟结构化面试并点评 

模拟无领导小组讨论并点评 

第七章 角色转变与事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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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目标：掌握相关职场文化和知识，帮助毕业生顺利完成从校园人向职业人的角色转换。 

教学要求：使毕业生认识到步入社会后角色转换的重要性，积极适应社会，迈好成功的第一步。 

第一节 校园人向职业人的转变 

一、校园人与职业人的区别与联系 

二、慎重对待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三、顺利度过试用期 

四、调整心态，适应社会 

第二节  努力实践，奋斗成才 

一、态度决定成败 

二、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三、建功立业所需的几种品质 

教学方法：职场体验日  职场面对面 

第八章 深造及其他 

本章目标：使学生了解继续深造与职业发展的关系，避免盲目性与随意性；了解继续深造的基

本常识、国家政策、步骤与途径等内容；了解自主创业等其他就业项目和形式。 

教学要求：通过教学活动，使学生对使学生对继续深造的认识更加感性具体，初步了解自主创

业以及其他就业项目和形式。 

第一节  考研   

一、考研与职业发展 

二、考研形势分析 

三、考研准备与实战 

第二节  留学 

一、出国留学与职业发展 

二、出国留学政策与申请 

三、留学中介机构及注意事项 

第三节 其他就业项目与形式 

一、志愿服务西部或基层 

二、三支一扶 

三、就业见习与挂职锻炼 

第四节 自主创业 

一、大学生创业概述 

二、大学生创业政策与法规 

三、大学生创业意识与能力的培养 

课后活动： 

1.考研、出国经验交流会 

2.创业大讲堂 

3.创业设计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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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职业素养提升 
Improving undergraduates` career competence 

课程号：51009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职业素养决定大学生的职业发展前景，也影响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乃至人生发展道路。通过本课

系统的学习，提升大学生的职业素养，唤醒大学生的职业意识，加强大学生的职业态度和职业能力

训练。促进学生从“校园人”向“职业人”的转变，先人一步适应职场生活，从容应对职场挑战。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职业素养提升与职业发展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职业素养 

1.1概念与功能 

1.2职业素养的内容与分类 

1.3职业素养的主要影响因素 

2.职业素养对职业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2.1职业发展的概念与内涵 

2.2不同职业对职业素养的特定要求 

2.3职业素养对职业发展的影响与作用 

3.职业素养提升的内容与方法 

3.1大学生职业素养的主要内容 

3.2大学生职业素养的提升途径 

3.3大学生职业素养的提升方法 

学习目标： 

了解职业素养、职业发展的基本概念，基本内容，充分认识到职业素养提升对大学生就业求职

与职业发展的重要性及意义；了解并掌握职业素养的一些基本知识及提升职业素养的方法。 

本章的重点包括：职业素养及职业发展的基本概念、基本内容，职业素养对职业发展的重要影

响，大学生职业素养提升的主要途径与方法。 

本章的难点：主要是对职业素养内涵及其对职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影响的理解与认识。 

思考与练习： 

1.职业素养提升对大学生职业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 

2.大学生提升职业素养的主要途径与方法有哪些？   

知识单元 2：人际沟通与交往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人际交往对于职业发展的意义 

2.职业生涯中常见人际沟通问题分析 

2.1不敢交往 

2.2不愿交往 

2.3不善交往 

2.4不会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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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缺乏技巧 

3.阻碍有效沟通的四大因素 

3.1道德评判 

3.2进行比较 

3.3回避责任 

3.4强人所难 

4.有效沟通的四个过程 

4.1观察 

4.2感受 

4.3需求 

4.4请求 

学习目标：通过本部分教学，使学生了解人际沟通和交往对职业发展的意义，了解职业生涯中

常见的沟通问题以及原因，掌握有效沟通的策略和技巧。 

本章的重点包括：有效沟通的策略与技巧。 

本章的难点主要是让学生认识到职业生涯中阻碍有效沟通的障碍，改变错误的沟通习惯和方

法，掌握有效沟通的策略与技巧。 

思考与练习： 

1.试着利用课堂所学的沟通策略与周围同学进行沟通，并写感受。 

知识单元 3：自我效能与时间管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自我效能管理 

1.1自我效能概述 

1.1.1自我效能的概念 

1.1.2自我效能的理论 

1.1.3自我效能的测量 

1.2自我效能理论在生涯领域的应用 

1.2.1自我效能理论在生涯领域的具体化：生涯自我效能 

1.2.2生涯自我效能的形成与发展 

1.2.3生涯自我效能对个体生涯发展的影响 

1.2.4生涯自我效能感的提升 

2.时间管理 

2.1心理测试：你需要时间管理么 

2.2时间概述 

什么是时间 

时间的特性 

什么是时间管理 

2.3时间管理策略 

2.4克服拖延 

2.4.1心理测试：你的拖延症到了什么程度 

2.4.2人为什么会拖延 

2.4.3克服拖延的策略 

学习目标：  

帮助学生了解自我效能感、时间管理、拖延的基本概念和影响因素，教授学生掌握自我效能感

的提升策略和方法，掌握时间管理、克服拖延的策略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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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点：自我效能的提升策略、时间管理策略、克服拖延的策略。 

本章难点：自我效能感的理解以及提升方法、如何有效的克服拖延。 

思考与练习： 

1、制定一份时间管理表。 

知识单元 4：情绪与压力管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压力的产生及其性质 

1.1压力的产生机制 

1.2压力的性质 

2.职业生涯过程中常见的压力及其反应 

2.1常见的压力 

2.2压力状态下常见的反应 

3.压力的影响 

3.1积极影响 

3.2消极影响 

4.压力测试 

5.压力管理 

5.1认知策略 

5.2行为策略 

5.3接纳承诺策略 

学习目标： 

了解压力产生的机制与性质，认知到压力对自我和职业生涯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掌握压力

管理的技术和方法。 

本章重点：压力管理的策略 

本章难点：认识到压力并非只有消极作用，一定程度上的压力是有积极意义的，要学会接受压

力状态下的想法和感受；认识自己以前应对压力的无效的方法，重新掌握积极有效的应对方法。 

思考与练习： 

1、觉察想法对情绪的影响：觉察一周内自己的想法，看看这些想法对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的影

响，并填写记录表。 

知识单元 5：团队协作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团队概述 

1.1团队的力量 

1.2如何理解团队精神 

2.团队的形成 

2.1团队的形成过程与形成阶段 

2.2团队的形成途径 

3.团队价值方向的确立 

3.1价值方向在团队运行中的意义 

3.2明确团队价值方向的方法 

4.团队运行中障碍的克服 

4.1外部障碍的克服 

4.2内部障碍的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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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了解团队的作用，通过活动体验使学生掌握团队建立的方法，明确团队的价值方向。 

本章重点:通过活动体验建立团队，培养团队的合作精神，明确团队运行的价值方向。 

本章难点：让学生通过活动体验，掌握如何建立一个高效的合作团队的技巧和方法。 

思考与练习： 

1、写一个建立合作团队的策划方案 

知识单元 6：法律职业素养要求与培养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律职业概述 

1.1法律职业的外延 

1.2法官、法官助理 

1.3检察官、检察官助理 

1.4律师、律师助理 

1.5法务人员 

1.6政府法制工作人员 

1.7法学教师 

2．法律职业人应具备的素养 

2.1法律职业的准入 

2.2法律职业人的政治素养 

2.3法律职业人的业务素养 

2.4不同法律职业对素养要求的差别 

3.法律职业素养的培养 

3.1大学阶段的培养 

3.1.1专业知识的学习 

3.1.2参加社会实践 

3.1.3专业实习 

3.1.4科研能力的训练 

3.2入职后的职业训练 

4.法律职业生涯规划 

4.1生存 

4.2发展 

学习目标：通过本部分教学让学生了解法律职业概况，了解法律职业人应具备的素养、了解法

律职业素养的培养，结合自身情况制订法律职业生涯规划。 

本章重点：让学生了解法律职业人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培养学生基本的法律素养。 

本章难点：法律职业素养是一个过程，通过该课程要学生掌握培养法律职业素养的途径，并通

过实践提升自己的法律素养。 

思考与练习： 

1、有从事法律职业意向的同学制订法律职业生涯规则。 

2、没有从事法律职业意向的同学谈谈对法律职业素养的看法。 

知识单元 7：职场法大人校友分享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大学生活分享 

1.1  学业 



 

11477 

1.2  社团 

1.3  生活 

1.4  其他 

2．求职与就业规划 

2.1  职业规划 

2.2  求职过程 

2.3  求职感悟 

3. 职场成长感悟 

3.1  职场新人 

3.2  职场生存 

3.3  职场进阶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大人校友大学学业、生活等规划，以及与职业规划的衔接。 

2．掌握职场法大人校友成长轨迹，重点是了解校友的职场感悟，难点是启发自己的职业规划。 

思考与练习： 

1、做一次职场法大人校友访谈 

知识单元 8：职业素质拓展训练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职场环境。 

1.1   自然环境 

1.2   社交环境 

2．职业技能。 

1.1  职业 office 

1.2  职业英语 

1.3  有效沟通 

3. 职业发展 

3.1  知识 

3.2  能力 

3.3  价值观 

学习目标： 

1．实地参观一家用人单位，通过参观了解单位所处环境，通过座谈了解职场所需技能及职场

发展的核心要素。 

2．掌握职场技能，重点和难点是理解职业能力提升和职业发展的关键影响要素。 

思考与练习： 

1、开展“一日助理”活动，让全班每位学生都有一天时间担任某单位部门主管以上职员助理

的机会，深入体会职场氛围。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一、职业素养与职业发展 4  

2 二、人际沟通与交往 4  

3 三、自我效能与时间管理 4  

4 四、情绪与压力管理 4  

5 五、团队协作 4  

6 六、法律职业素养要求与培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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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七、职场法大人校友分享 4  

8 八、职业素质拓展训练 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本课程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是学生职业规划、职业选择以及创业的基础，

能够为其它专业课程的学习提供有力支撑，奠定坚实基础，使学生拥有良好的职业态度和持久的职

业热情，弥补学生社会能力及方法能力培养的缺失和不完善。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详见各单元学习目标。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通过理论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角色体验、职业体验等方式，把知识传授、思想碰撞和

实践体验有机统一起来，切实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与职业能力。 

1、注重活动体验，通过实际的训练，使学生掌握各种职业能力。 

2、拓展有效的实践途径。通过校友分享、职场体验等方式，将课堂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职场生活，认识职业素养的作用，提升职业能力。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通过平时作业、结构化面试、无领导小组讨论等多种方式进行考核。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庄明科，谢伟著：《大学生职业素养提升》，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年版  

（二）推荐参考书 

1.侯士兵，杨薛雯编，大学生职业发展素养，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  

2. 伍大勇编，大学生职业素养，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年  

执笔：解廷民（第一讲）；刘希庆（第二、三、四、五讲）；陈宜（第六讲）；徐庆（第七、八讲）。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订时间：2016年 11月 29日 

 

心理健康 
psychological health 

课程号： 51003040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本课程旨在提高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增强大学生

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心理保健能力，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帮助大学生成功走向社会，让大学生生了

解一些心理健康的一般知识，认识现实心理健康的重要意义，并掌握一些可操作的方法。开设本课

程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独立生活、社会交往和自我心理调试以及心理危机应对的能力，并

为将来进入激烈的社会竞争，提前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1479 

1．心理健康的意义与价值。 

2．健康与心理健康。 

3.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标准； 

4.大学生常见心理问题与障碍类型表现…… 

学习目标： 

1．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意义。 

2．掌握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标准，了解大学生常见心理问题与障碍。 

知识单元 2：大学生自我意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何为自我。 

2．自我的作用。 

3.自我从何而来 

4.自我的提升 

学习目标： 

1．了解大学生自我意识的特点以及大学生自我意识的误区。 

2．掌握大学生如何建立正确的自我意识的策略。 

知识单元 3：大学生情绪情感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情绪。 

2．情绪的作用。 

3.如何体验情绪 

4.如何管理情绪 

学习目标： 

1．了解大学生情绪情感特点。 

2．掌握大学生常见情绪障碍与自我调节的方法。 

知识单元 4：压力管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压力是什么。 

2．压力的来源。 

3、压力的作用 

4、如何管理压力 

学习目标： 

1．了解压力的来源。 

2．掌握压力调适的方法。 

知识单元 5：大学生人际关系心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交往与心理。 

2．踢开交往绊脚石。 

3.人际交往润滑剂 

4.享受亲密关系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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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人际关系的类型及影响因素及大学生人际关系发展的特征。 

2．掌握人际关系的心理调适及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基本方法。 

知识单元 6：大学生学习心理与考试焦虑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新时代的学习。 

2．怎样进行大学学习。 

3.培养创新能力 

4.如何应对考试焦虑 

学习目标： 

1．了解大学生学习特点。 

2．掌握大学生常见学习心理问题类型及应对策略。 

知识单元 7：大学生恋爱心理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什么是爱情。 

2．爱情的实质。 

3.如何发展爱情 

4.如何应对恋爱冲突 

5.如何应对失恋 

学习目标： 

1．了解大学生恋爱心理困惑。 

2．掌握解决大学生性心理困扰的方法。培养健康的恋爱心理。 

知识单元 8：珍爱生命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生命教育与死亡教育的意义。 

2．培养正面积极、乐观进取的生命价值观。 

3.面对困境时摆脱痛苦的方法 

4.对自杀的误解与自杀前的征兆及预防 

学习目标： 

1．了解生命的意义。 

2．掌握如何明确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2  

2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2  

3 大学生自我意识 2  

4 大学生自我意识 2  

5 大学生情绪情感 2  

6 大学生情绪情感 2  

7 压力管理 2  

8 压力管理 2  

9 大学生人际关系心理 2  

10 大学生人际关系心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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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大学生学习心理与考试焦虑 2  

12 大学生学习心理与考试焦虑 2  

13 大学生恋爱心理 2  

14 大学生恋爱心理 2  

15 珍爱生命 2  

16 珍爱生命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详见各单元学习目标。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通过理论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角色体验等方式，切实提升大学生的心理素质。 

4、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写《大学生心理健康与自我成长》，北京出版社，2011

年 12月 

执笔：刘希庆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国际商事模拟仲裁庭 

（维斯国际商事模拟仲裁大赛）课程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Moot（WILLIAM C.VIS MOOT） 

课程号：4030102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培养学生涉及国际商事贸易争端的法律研究分析能力；2、培养学生英语

口头庭辩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理论教学与实践训练，使学生掌握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础知识，并能够运

用国际商事仲裁及国际贸易法基本知识及基本原则，就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并展开庭辩，充分锻炼学

生的逻辑思维以及运用英语进行庭辩的能力。为学生日后赴海外继续留学深造及参与律师事务所及

仲裁机构实务打下坚实基础。由于本课程和知识传授的传统课程不同，以模拟法庭技能为基础，本

课程突出锻炼学生的法律研究能力和庭辩能力。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16学时  

知识单元 1：仲裁的基本理论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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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商事仲裁基本概念。 

2．国际商事仲裁规则介绍。 

3．国际商事仲裁中的管辖权 

4．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法律适用 

5．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仲裁员 

6．国际商事仲裁的基本程序 

学习目标： 

1．初步了解国际商事仲裁的基本特点及国际商事仲裁规则概况。 

2．在特定国际商事仲裁规则下，掌握其有关管辖权、法律适用及仲裁员当事人义务等相关方

面的规定，并能够在具体案例中加以分析与运用。 

知识单元 2： CISG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CISG中关于国际商事买卖合同成立的规定 

2．CISG中关于国际商事买卖合同履行及风险承担的规定 

3．CISG中关于国际商事买卖合同违约的规定 

学习目标： 

1．了解 CISG公约的主要内容及条款。 

2．掌握 CISG公约中涉及买卖合同履行及违约方面的规定，并可运用相关规定及相应原则处理

及分析模拟仲裁案件中的争议。 

知识单元 3：法律研究方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使用法律案例数据库的基本方法及查阅案件的方法 

2．寻找相关专著并支持本方观点论证的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相关法律案例数据库的使用方法。 

2．掌握寻找相关专著并组织支持本方观点论证的方法 

（二） 实践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3个，共 16学时  

实践 1：研究及文书写作 

参考学时：4学时 

实践内容：对 Vis辩论赛组委会公布的题目及案情做出有针对性的分析，经过提纲整理、小组

内部讨论，尝试完成书状部分内容的写作并进行修改。 

实践要求：熟悉题目基本案情；研究案情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掌握在已有材料以及理论支持

的上对案情进行分析的方法。 

实践 2：庭辩基础 

参考学时：6学时 

实践内容：根据事先分组情况，在草拟辩论稿的基础之上，听取教练组及其他专家和老师的意

见，对口头辩论稿进行打磨和修正。并按照比赛的要求和程序进行试讲。 

实践要求：熟悉口头庭辩的规则；研究本方的立场和观点组织庭辩陈词；掌握庭辩中相应的回

答、强调以及反驳的技巧。 

实践 3：模拟练习 

参考学时：6学时 

实践内容：按照模拟仲裁庭的规则要求，组织学生进行模拟演练，并由教练组进行选拔 

实践要求：适应正式比赛氛围，对学生的前期准备工作进行全面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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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2 
介绍国际商事仲裁的基

本理论 
4 

学生需要事先阅读介绍国际商事仲裁的材料，对于国

际商事仲裁的大致流程已有基本认知。 

3-4 
讲解 CISG（联合国国际

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6 

学生需事先通读 CISG条款，并对其中的关键性条款

（如合同履行、违约、违约救济等）有了解 

5-6 讲授法律研究方法 6 学生需事先对与几大法律数据库有所了解。 

7-8 研究及文书写作 4 

在三周里，需要学生就模拟仲裁庭辩论赛委员会公布

的题目进行研究，并写出文书初稿。初稿在经过小组

讨论以及教练指导后至少修改 4-5次后成稿。在三周

中，学生需要就研究内容提交相应的研究报告至少

3-5份。 

9-10 庭辩训练 6 

在三周里，需要学生就研究内容草拟庭辩稿，并在小

组讨论中不断修正。小组讨论后，将由教练组对庭辩

技巧等进行指导，并对学生的口头庭辩表现进行评判。

学生将至少进行 2-3轮口头训练。 

11-12 模拟练习 6 

最后三周的模拟练习，将全程模仿模拟仲裁庭比赛的

程序进行。学生经过认真准备后接受教练组的检验，

并结合课堂表现，给予最终成绩。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民法、合同法、民事诉讼法、国际私法 

后续课程：国际贸易法、仲裁法、国际商事仲裁法、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研究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庭辩技巧、法律文书写作能力。 

难点：逻辑思维能力、简练清晰的表达能力、深入研究的能力、法律文书写作的基本表达。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讲授制。 

2.小组讨论与分别辅导相结合。 

教学手段： 

1.示范与模仿。 

2.模拟法庭实际操作，学生直接模拟仲裁，口头庭辩或者书面上以一个正方或反方的身份，而

不是以学生的身份（rule play）。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模拟法庭，录音、录像设备，多媒体教学设备。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读案件，写文书，练口头 先自行研究才能实验  

实验课时：练口头、写，需要先行呈现一个文书或口头表达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不设专门的期末考试，以学生（队员）在平时讨论中的表现、提交的研究成果、

庭辩训练时的表现为准对学生进行评分。 

7、作业要求： 

每次授课结束或小组讨论结束后，均要求学生提交训练心得或个人研究成果。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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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编历年比赛最佳 Memo，并以目前国际通行的 Vis 模拟仲裁庭训

练材料作为教材。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The Danubia Files: Award Writing Lessons From the Vis Moot，Louise Barrington, Napolao 
Casado Filho, Claudio Finkelstein 

2.比赛题目，来自网站：https://vismoot.pace.edu/Login?ReturnUrl=%2FTeamDashboard 
3.最佳 memo，来自网站：https://vismoot.pace.edu/Login?ReturnUrl=%2FTeamDashboard（每年

更新） 
（二）推荐参考书 

1. Jorg Risse, The Complete (but Unofficial) Guide to the Willem C. Vis Commercial Arbitration 
Moot, Beck/Hart (November 1, 2013) 

2. Born, Gary B.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Forum Selection Agreements: Drafting and Enforcing 
Hague: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3 

3. Schlechtriem, Peter; Schwenzer, Ingeborg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CISG), 2nd (English) ed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执笔：董京波  审稿：国际经济法研究所 审定：国际法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年 10月 2日 

 

痕迹物证收集鉴定实验课 
Trace evidence collection and identification experiment course 

课程号：52701001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主要是针对全校法学专业的学生，以及我校向北京市其他高校开放的学生开设的关于痕

迹物证的发现、提取、固定、保全以及检验鉴定方法的实验课程。其目的是培养学生掌握基本的痕

迹物证在收集、鉴定过程中对其证据可靠性可能产生的影响，使学生通过实验理解和把握在诉讼过

程中如何从痕迹物证生成的内在过程审查痕迹物证的可靠性，从而正确地适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实验辅导教学：10学时 

知识单元 1：手印、足迹物证的发现与提取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现场手印的发现和提取。 

（1）发现手印的要求和原则。发现手印的要求：全面细致，不遗漏现场手印。不破坏现场手

印。不遗留新的手印。发现手印的原则：先重点后一般、先静观后动手、先观察后处理。 

（2）寻找手印的重点部位。从现场进出口寻找手印。从现场中心部位寻找手印。从犯罪嫌疑

人遗留在现场的物品上发现手印。 

（3）发现现场手印的一般方法。透射光观察法、反射光观察法、哈气法仪器观察法。在观察

手印时可以借助各种仪器，如蓝光灯、长、短波紫外线、多波段光源等。 

（4）手印的显现方法。根据显现作用原理，无色汗液手印的显现方法，主要包括物理显现法、

化学显现法和理化显现法。物理方法主要有粉末显现法、熏染法、激发光致荧光显现法。化学方法

主要有硝酸银显现法、茚三酮显现法、“502”粘合剂显现法等。  

2.足迹的发现和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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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寻找现场足迹的重点部位和方法。寻找足迹的重点部位：作案现场的出入口、犯罪的中

心现场、作案人来去的路线、作案人守候藏身伺机作案处、作案人掩埋尸体和隐藏赃物处、作案人

踩踏攀登过的物品上、通过被害人的足迹去发现作案人足迹、根据其他痕迹物证寻找、从大小便痕

迹处寻找。寻找足迹的方法主要有：利用光线观察寻找、利用静电吸附法寻找足迹、用多波段光源

发现足迹。 

（2）提取足迹的方法。主要有：照相提取法、静电吸附法、实物提取法、粘取法、制模法。 

学习目标： 

通过学习掌握： 

1．了解犯罪现场手印、足迹的发现方法。 

2．掌握现场上各种手印、足迹物证的显现、提取、固定和保全的方法，其中包括手印的重点

寻找部位、显现手印的各种物理、化学方法，足迹的提取方法，要求对各种方法能够熟练运用。 

作业： 

1.试述碘熏显指印的原理、应用方式以及适用的客体。 

2.试述硝酸银显现手印的原理以及适用客体。 

3.试述 502显现手印技术的原理、方法以及适的客体。 

4.灰尘指纹的提取方法、潜血手印的显现原理、胶带粘面上遗留手印的显现方法。 

5.试述粉末显现手印中有哪些常用的显现粉末以及各种粉末的刷显方法。 

6.观察法寻找手印的具体方式。 

知识单元 2：手印鉴定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手印鉴定概述。 

（1）手纹及其组成。手纹，是指手掌面上由乳头状凸起的摩擦脊线形成的花纹，也即手面乳

突花纹。在人的手掌上布满着细小的凸凹乳突纹线，其形态呈有规则的定向排列的线条状。凸起的

线条称为乳头状摩擦脊线，凹下的线条称为犁沟线。手纹包括指纹、指节纹和掌纹。 

（2）手印及其组成。手印是手指、手掌面皮肤乳突花纹 接触客体所留下的印痕，反映了手的

形态结构特征和手掌面乳突花纹特征。手印相应包括指印、指节印和掌印。 

2.指纹的特性。人的指掌乳突线花纹具有人各不同、各指不同和终身不变的基本特性。            

（1）各人各指不同。 

（2）指纹终身不变。 

（3）触物留痕的客观性。 

（4）排列有序的规律性。 

（5）认定人身的直接性。 

3.皮肤乳突花纹的形态结构及其分类。 

（1）指纹乳突纹线的形态、结构。 

单一纹线。是构成乳突花纹最基本的单元，是纹线自始至终的流程中所呈现出的基本形态。最

常见的可分为以下七种：弓形线、箕形线、环形线、螺形线、囊形线、曲形线、直形线。 

细节纹线。乳突纹线在流程中的局部形态和细微结构叫细节纹线。是指纹鉴定的主要依据。主

要包括：纹线的起点、终点、分歧、结合、（小）钩形线、棒形线、桥形线、眼形线、点状线等。

此外，在皮肤乳突花纹的形态结构中还会出现伤疤和脱皮。 

纹线系统。在对手掌面乳突纹线的认识中发现，单一纹线在手掌面上的分布并不是杂乱无章，

而是相同的单一纹线组合在一起，占据一定的位置，并相互构成复杂的花纹图案。这种由许多形态

相同的单一纹线所构成的纹线群称为纹线系统。根据其所在位置分为内部花纹系统、外围纹线系统

和根基线系统。 

指纹的三角。由于三种纹线系统流向不同，必然在一定位置汇合并构成的“三角”形状，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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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纹三角。指纹三角的特征可表现为三角的结构、位置、数量和形态。 

（2）指纹的分类。按十指指纹分类法，指纹分为三类九种： 

弓型纹。弓型纹由弓形线和横直线组成，三种纹线系统不完备，无三角的一类指纹。 按照弓

型纹中弓形线的形态变化，又把弓型纹分为弧形纹和帐形纹两种。 

箕型纹。是内部花纹系统由箕形线构成，一般具备一个三角，三种纹线系统完备的一类指纹。

箕型纹的基本分类有左箕和右箕；正箕和反箕两种。 

斗型纹。指三种纹线系统完备，一般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三角的一类指纹。斗型纹的内部花纹

形态复杂、多样，依其形态变化又分为：环形斗、螺形斗、囊形斗、曲形斗、杂合斗五种。 

4. 手印鉴定的依据和方法。 

（1）鉴定的依据特征。手印鉴定通常以纹线的一般特征和特定特征为依据。 

指纹的一般特征，指反映手印的种类属性的特征，是认定同一的前提条件，否定同一的重要依

据。主要包括：花纹种类（纹型）。如弓型、箕型、斗型、混杂型以及这四大类型中的各种具体形

态；局部乳突纹线的一般形态；乳突线花纹中心至三角的间隔线数及距离；三角追迹线终点的位置；

角的类型；屈肌褶纹的形态；纹的一般形态；指掌各部位的外形结构和大小、粗细。 

指纹的特定特征，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手的本质属性的特征，是作出手印鉴定意见（认定同一

或否定同一）的主要依据。一定数量的“总和” 相等或相异将构成认定或否定意见的充分条件。

具体包括：乳突纹线的细节特征和其他特征的具体形态、大小、方向、角度、构成形式所在位置及

其相互间的关系等；乳突线花纹的中心和三角的具体形状、结构以及中心与三角的位置关系和构成

的角度等；伤疤、条屈肌褶纹的具体形态、面积大小、所在位置及其与其他细节特征和周围乳突纹

线的相互关系等。 

（2）手印鉴定的步骤和方法。手印鉴定一般先未知后已知，先一般后特殊，即先检验检材后

检验样本；先进行乳突线花纹的一般特征比对，后进行乳突纹线个别特征比对。 

6. 手印鉴定意见的评断与运用。 

（1）手印鉴定意见科学可靠性的审查。对手印鉴定意见科学可靠性的评断应当从鉴定主体资

格、鉴定资料、鉴定意见依据特征的数量和质量、手印的发现、显现、提取、保全、鉴定的方法等

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2）手印鉴定意见的运用。在刑事案件的调查中，手印鉴定意见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在案件

现场的活动过程事实，为案件侦查、寻找犯罪嫌疑人提供重要的线索、划定侦查范围，通过对现场

手印与指纹档案样本之间的同一认定，确定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民事、行政案件中，手印鉴定意

见常常涉及到手印鉴定意见所认定的人是否为民事权利和义务的享有人、承担人或证明材料的真实

提供人。  

学习目标：  

1．了解人手皮肤乳突花纹的结构和特性，学会运用手印的发现和提取技术方法。 

2．掌握手印鉴定的依据和方法及手印鉴定意见的评断与运用等基本知识，熟悉指纹自动识别

系统及其操作。 

作业： 

1.试述指纹三角、纹线系统的概念。 

2.试述指纹的特性。 

3.试述手印鉴定依据的特征。 

4.试述手印鉴定的程序和方法。 

5.试述手印鉴定意见的审查评断方法以及如何运用。 

知识单元 3：赤足迹与步法特征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步法特征，又称行走运动形态特征，是人体行走运动规律特点在成趟足迹或单个足迹中的综合



11487 

反映，它包括步幅特征和步态特征。 

（二） 实验教学  本课程实验为 9个，共 22学时 

实验 1：粉末法显现汗潜手印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选用几种常用的粉末显现不同客体上的汗潜手印。 

实验要求：了解粉末法显现汗潜手印的机理及几种常用粉末的性能、适用的客体范围，掌握粉

末法显现汗潜手印的操作方法。 

实验 2：碘熏显、“502”胶熏显汗潜手印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碘熏法、“502”胶熏显法显现几种客体上的手印。 

实验要求：了解碘熏染法、“502”胶熏显法显现汗潜手印的机理及几种常用碘熏染材料和“502”

胶熏显的性能及适用的客体范围，掌握碘熏染法、“502”胶熏显法显现汗潜手印的具体操作方法。 

实验 3：茚三酮显现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硝酸银溶液、茚三酮溶液显现各种纸张、本色木上的手印。 

实验要求：了解硝酸银溶液、茚三酮溶液显现法显现汗潜手印的具体内容、机理及适用的客体

范围，掌握几种常用溶液的配制方法、操作方法以及减薄与消退方法。 

实验 4：平面足迹与立体足迹的提取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用静电发生仪提取一枚平面加层足迹；用石膏粉提取一枚完整足迹。 

实验要求：掌握高压静电发生仪提取足迹的过程及方法，了解摩擦起电和复写纸提取足迹的过

程，掌握用石膏粉和硅橡胶提取立体足迹的过程及操作方法。 

实验 5：手印捺印与测量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 

（1）指头三面捺印：左右手十指指头（正面、左右侧面）滚动捺印。 

（2）手指、手掌平面捺印：左右手拇指单独捺印和四联指平面捺印、左右手全手（指、掌）

平面捺印。 

（3）局部捺印：对指尖、指节、左右两侧三角、中心花纹、掌上部某指根区及手掌外侧区、

内侧区、腕部、虎口等局部区域的捺印。 

（4）手印测量：测量手印全长，手印内边缘长、外边缘长、各指全长，各指根至指头花纹中

心长，手掌长和宽等。 

实验要求：了解手印捺印的范围、种类和要求，熟练掌握手印捺印的操作步骤及手印各个主要

部位的定点测量方法。 

实验 6：手指乳突花纹的三个系统及纹型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1）标示出每个纹型的三个系统（弓型纹除外）；（2）分析每个手指的花纹类型。 

实验要求：熟悉指头乳突花纹的流向规律和结构特点；熟练掌握三个系统的划分方法，乳突花

纹的分类规则、内容和界限。 

实验 7：指纹细节特征分析及标识 

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1）描绘出所给手印的乳突纹线形态；（2）标出每枚指印的全部细节特征。 

实验要求：熟练掌握乳突纹线的细节特征，明确细节特征的命名原则，学会细节特征标示的方

法。 

实验 8：赤脚印特征的观察与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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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3学时 

实验内容：（1）测量赤脚印的全长及各部位宽度，并分别指出所属类型。（2）标出赤脚印的各

部位形状，并指出所属类型。（3）标出赤脚印各区域出现的乳突纹线构成的花纹。（4）标出赤脚印

的其他特征。 

实验要求：掌握测量赤脚印的方法、步骤，学会寻找、确定赤脚印形象特征的要领和方法。 

实验 9：步法特征的观察与标示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1）标出一趟足迹中的步幅特征。（2）标出一趟足迹中各阶段出现的步态特征。 

实验要求：掌握成趟足迹中步幅特征（步长、步宽和步角）的测量方法，掌握行走各阶段中步

态特征的形成原因及其痕迹反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知识单元 1：手印、足迹物证的发现与提取 5  

2 知识单元 2：手印鉴定 3  

3 知识单元 3：赤足迹与步法特征 2  

4 实验 1：粉末法显现汗潜手印。 2  

5 实验 2：碘熏显、“502”胶熏显汗潜手印。 2  

6 实验 3：硝酸银、茚三酮显现法。 2  

7 实验 4：平面足迹与立体足迹的提取。 4  

8 实验 5：手印捺印与测量 2  

9 实验 6：手指乳突花纹的三个系统及纹型分析 2  

10 实验 7：指纹细节特征分析及标识 3  

11 实验 8：赤脚印特征的观察与标示 3  

12 实验 9：步法特征的观察与标示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证据法学》。 

后续课程：《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重点在于对手印、足迹两种痕迹物证的收集、固定和保全方法的把握。 

难点：在于手印、足迹物证发现提取的实务操作。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 实验教学法。 

教学手段： 

1.多媒体教学手段、PPT。 

2.实验演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主要涉及痕迹显现提取实验室。 

实验设备：多波段光源、静电提取仪、粉末、化学试剂等耗材。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课程自主学习：20课时 

课外实验课时：12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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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作业要求： 

按时完成每个实验课程内容。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已自主编写了《现场勘查实验指导》和《司法鉴定学实验指导》。 

执笔：郭金霞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15日 

 

法医学中的人体功能评价与赔偿 
Forensic evaluation of function and compensation in personal injury 

课程号： 52701002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必修/主干）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学习有关法医学中人体功能评价与赔偿鉴定的基础知识； 

2、学习手功能评定的基本方法； 

3、学习听力、听器损伤评定的基本方法。 

4、学习视力、视器损伤评定的基本方法。 

5、学习神经系统损伤评定的基本方法。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实验 1：手损伤的功能评定与计算  

参考学时：8学时 

实验内容： 

1. 手功能评定方法溯源； 

2. 手部缺损的评定实验； 

3. 手部运动功能的评定实验； 

4. 手部感觉功能的评定实验； 

5. 手功能复合计算实验； 

6. 赔偿金额计算实验； 

7. 案例模拟实验。 

实验要求：熟悉手功能评定原则；研究手部缺失、运动功能、感觉功能和复合计算的方法；掌

握手功能评定方法和赔偿计算。 

实验 2：听力听器损伤的功能评定 

参考学时：8学时 

实验内容： 

1.听器解剖结构辨别； 

2.声阻抗实验； 

3.听觉诱发电位实验； 

4.脑干听觉诱发电位实验； 

5.伪聋鉴别实验； 

6.案例模拟实验。 

实验要求：熟悉听力听器功能评定原则；研究声阻抗实验、听觉诱发电位、脑干听觉诱发电位

和伪聋鉴别实验的方法；掌握听力听器功能评定方法和赔偿计算。 

实验 3：视力视器损伤的功能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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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8学时 

实验内容： 

1.视器解剖结构辨别； 

2.视野检查实验； 

3.眼球检查实验； 

4.复视检查实验； 

5.眼的辅助检查实验； 

6.视觉诱发电位实验 

7.案例模拟实验。 

实验要求：掌握视力视器、眼球、复视和眼的辅助检查方法、视觉诱发电位实验。掌握中枢神

经系统检查法、周围神经系统检查法。 

实验 4：神经系统损伤的功能评定 

参考学时：8学时 

实验内容： 

1.中枢神经系统检查实验； 

2.周围神经系统检查实验； 

3.运动协同检查实验； 

4.反射检查实验； 

5.辅助检查实验； 

6.案例模拟实验。 

实验要求：掌握中枢神经系统检查法、周围神经系统检查法 

三、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刘技辉，《法医临床学》，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年 9月，第 1版. 

2. 刘兴本，《法医临床学实验指导》，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年 9月，第 1版。 

（二）推荐参考书 

1. 国家技术监督局，《GB 18667-2002.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2年。 

2. 赵新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18667-2002）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宣贯

材料》，四川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 1版。 

执笔：狄胜利 杨天潼 郭兆明  审稿：王 旭 审定：证据科学研究院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13日 

 

毒品与微量物证 
Drug and Micro Trace Evidence 

课程号： 5270200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掌握毒品相关的基础知识、毒品鉴定的重要意义以及不同种类毒品的鉴别方法； 

2、熟悉不同种类的微量物证在揭示涉案事实真相过程中的表达方式，建立通过微量物证还原

案件过程的视角和能力。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与毒品以及微量物证等科学证据相关的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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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毒品的检验方法以及微量物证的分析途径，深入理解科学证据概念，为《刑事诉讼法》、

《刑法》、《司法鉴定概述》等课程奠定必要的实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实验 1：毒品和吸毒行为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案例示范的形式，帮助同学们了解毒品的定义、毒品的特征、毒品的种类、吸

毒方式的讲解，帮助同学们了解吸毒的危害、 

实验要求：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将掌握毒品的定义、种类和不同的吸毒方式，认识

毒品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巨大危害性。了解联合国对于毒品的分类方法和每一类毒品的基本特征。 

实验 2：世界毒品的发展史和泛滥形式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以史料分析的形式，帮助同学们了解世界毒品的发展史和泛滥形式。 

实验要求：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将掌握毒品发展时间表，毒品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和

泛滥情况，全世界毒品的主要种植地，全世界吸食毒品的人数，全世界毒品的贩运渠道，以及全世

界禁毒面临的新课题。在此过程中，同学们将了解世界毒品泛滥的新形势和国内外毒品打击面临的

新问题；掌握全世界毒品种植区、贩运渠道和消费渠道。 

实验 3：毒品鉴定及其意义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案例示范的形式，帮助同学们了解毒品鉴定的意义，掌握毒品的鉴定技术。 

实验要求：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在毒品的鉴定意义方面，同学们将了解在侦查初期，为贩

毒案件是否成立（立案）提供证据；毒品检验为审判机关定罪量刑提供证据；毒品检验为毒品来源、

走私贩毒渠道提供依据及信息；毒品检验为戒毒工作提供依据。在毒品的鉴定技术方面，同学们将

了解形态检验、组织检验、成分检验（包括 GC/FID、GC/NPD法、GC/MS法、HPLC法、TCL法、CET

等方法）、化学检验法等毒品检验途径。最后，同学们将通过案例介绍的形式深入体会多种类的毒

品鉴定方法。 

实验 4：鸦片类毒品鉴识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结合动手实验与图像资料赏析的形式，帮助同学们掌握鸦片类毒品鉴识方法。（见

实验方案一和实验方案五） 

实验要求：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将了解鸦片类毒品的主要成分，包括鸦片、吗啡、

海洛因以及杜冷丁等；掌握鸦片类毒品的提取方法，如“有机溶剂直接提取固体检材”，或者“固

相萃取法提取水解后的尿样”；学会制备毒品的标准储备液的配制和标准化操作；掌握鸦片类对拼

的常用检验方法——气相色谱法；以观看录像的形式了解鸦片类毒品的制作过程。在此过程中，同

学们将了解鸦片类毒品检验的方法和适用条件，掌握鸦片类毒品的形貌、毒性和中毒症状。 

实验 5：大麻类毒品鉴识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结合动手实验与图像资料赏析的形式，帮助同学们掌握大麻类毒品鉴识方法。（见

实验方案二） 

实验要求：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将掌握（1）大麻类毒品的定义和特点；（2）大麻

类毒品的种植和收割过程；（3）大麻类毒品的毒性及中毒症状；（4）大麻类毒品的提取方法：缉毒

得到的大麻一般为大麻叶、大麻树脂、大麻油，须经提取后方可进行检验，血和尿等检材须水解后

以液—液提取或液—固提取；（5）大麻的外观检验法，即在显微镜下观察大麻植物的外形特征。在

此过程中，同学们将了解大麻类毒品检验的方法和适用条件；掌握大麻类毒品的形貌、毒性和中毒

症状。 

实验 6：可卡因类毒品鉴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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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结合动手实验与图像资料赏析的形式，帮助同学们掌握可卡因类毒品鉴识方法。（见

实验方案三） 

实验要求：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将了解：（1）可卡因类毒品的主要成分；（2）可卡

因类毒品的毒性及中毒症状；（3）可卡因类毒品的提取方法：固体检材可直接用有机溶剂提取，脏

器组织等可采用液液萃取或固相萃取法；（4）可卡因类毒品的化学显色法；（5）可卡因类毒品的种

植和收割过程；（6）可卡因毒品在国际上泛滥的原因和特点。在此过程中，同学们将了解可卡因类

毒品检验的方法和适用条件；掌握可卡因类毒品的形貌、毒性和中毒症状。 

实验 7：苯丙胺类毒品鉴识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结合动手实验与图像资料赏析的形式，帮助同学们掌握苯丙胺类毒品鉴识方法。（见

实验方案四） 

实验要求：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将了解：（1）苯丙胺类毒品的主要成分；（2）安非

他明类毒品的毒性和中毒症状；（3）苯丙胺类毒品的提取方法：检材处理粉末状或液体检材，因其

是水溶性的，可用水溶解，也可将溶于水的可疑粉末，调成碱性后用乙醚等有机溶剂提取，取乙醚

层加乙酸蒸干，残留物用乙酸乙酯溶解，可取样分析，检材为尿时，先调为酸性，加乙醚提取酸性

层，再按上述方法处理后，可取样分析；（4）苯丙胺类毒品的化学显色法。在此过程中，同学们将

了解安非他明类毒品检验的方法和适用条件；掌握安非他明类毒品的形貌、毒性和中毒症状。 

实验 8：建立毒品防范意识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以案例研究的形式，帮助同学们建立毒品防范意识。 

实验要求：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将针对如下案例进行细致研究：（1）出现毒品的主

要场所和案例；（2）警惕网络交友成为毒品的扩散源和案例；（3）国外吸食毒品的主要场所和案例；

（4）警惕快递运毒和案例；（5）警惕国际旅行运毒和案例；（6）毒品相关的洗钱和黑社会；（7）

毒品相关的走私和人体藏毒；（8）珍爱生命，一生远离毒品案例；（9）热爱社会，与毒品犯罪作斗

争案例。在此过程中，同学们将掌握如何清醒的认识毒品吸食和毒品犯罪行为，加强自身防范，远

离毒品，为国家反毒品法制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做出积极的贡献。 

实验 9：纤维的颜色与形态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以显微镜观察的途径，帮助同学们深入了解纤维证据从颜色、纵向形态以及横截面

形态等几方面体现出的证据信息和证明能力。 

实验要求：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将深入体验当观察视角从宏观领域转移至微观领域

时，微量物证（以纤维证据为代表）自身载有的多维度的证据信息，以及对于犯罪时间、犯罪地点

和犯罪途径的全方位的证明能力。在此过程中，同学们将熟悉纤维样品的制样方式，掌握纤维染料

的提取和观察方法，了解纤维的纵向形态特征和横截面形态特征，客观把我以纤维证据为代表的微

量物证的“不确定性”以及“无限度接近同一认定”的证明力。 

 

 

 

 

 

 

 

        

图 1 纤维证据的颜色信息（左）与形态特征（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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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 10：纤维的分布与转移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使用荧光染料纤维，深入观察纤维证据的分布于转移 

实验要求：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将使用特殊的织物样品（以具有荧光性能的纤维制成），

在假定的犯罪活动场所进行分布于转移性试验。同学们将通过织物纤维抖落以及织物纤维直接接触

桌椅等物品的形式，感受纤维证据的第一次转移途径；随后，同学们将通过日常生活的途径，接触

纤维第一次转以后负载的客体（人体或桌椅等物品），深入感受纤维证据的第二次转移现象。在此

过程中，同学们将学会如何洞察纤维证据分布与转移的，建立基于纤维证据的分布于转移反向构建

犯罪活动的能力，并掌握纤维证据潜在污染性。 

 

 

 

 

 

 

图 2 纤维证据的二次转移模型 

（本图片选自基于纤维二次转移确定纤维屑作为示踪物质的探讨，《中国司法鉴定》，2015，64（5）：46-49） 

实验 11：纤维证据与犯罪活动的证明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示范性实验，了解纤维证据的证明视角，掌握纤维证据对于犯罪活动的证明途

径。 

实验要求：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将分别感受（1）通过单位面积内纤维的保留数量

辨别犯罪时间；（2）基于特异性纤维的识别准确判断犯罪活动的发生地点；（3）通过被害人衣物纤

维的分布，区分“犯罪分子侵害被害人的行为”与“犯罪分子谎称的救护被害人的行为”。在此过

程中，同学们将形象地感受以纤维证据为代表的微量物证的证明途径。 

实验 12：油漆物证样品的制备 

参考学时：4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塑料包埋法和树脂包埋法对油漆样品进行前处理。（见实验方案六、七） 

实验要求：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将分别感受：（1）具有多层结构的油漆证据; （2）

了解层结构信息提升油漆证据证明力的途径；（3）塑料和树脂包埋法制备油漆样本的方法；（4）包

埋法在交通肇事案件中的应用和价值。 

实验 13：显微红外法分析油漆物证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显微镜观察与红外光谱研究，帮助同学们拓展科学证据视野，了解其他种类微

量物证的证明途径。（见实验方案八） 

实验要求：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将分别掌握：（1）多层结构油漆样本在傅里叶红外

光谱显微镜下的制备方法；（2）傅里叶红外光谱法检验油漆的主要优势；（3）多层油漆经过切片处

理的红外分析谱图解析。 

实验 14：扫描电镜法分析油漆物证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显微镜观察与图片研究的形式，帮助同学们拓展科学证据视野，了解其他种类

微量物证的证明途径。（见实验方案八） 

实验要求：油漆由主要成膜物质、次要成膜物质和辅助成膜物质组成。通过扫描电镜/能谱仪

对次要成膜物质中的各种常见的无机颜料和填料进行检验，从而确定油漆的元素组成。 

（1）具有多层结构的油漆证据，了解层结构信息提升油漆证据证明力的途径；（2）具有特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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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形态特征的孢粉证据，掌握“孢粉的产生时间与犯罪时间”、“孢粉的特定分布于犯罪地点”等

问题之间的对应关系；（3）断裂灯丝、特征土壤等其他类型的微量物证。 

实验 15：其他种类的微量物证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显微镜观察与图片研究的形式，帮助同学们拓展科学证据视野，了解其他种类

微量物证的证明途径。（见实验方案九） 

实验要求：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将分别感受：（1）多层结构的油漆证据系统分析方

法；（2）具有特异性形态特征的孢粉证据，掌握“孢粉的产生时间与犯罪时间”、“孢粉的特定分

布于犯罪地点”等问题之间的对应关系；（3）断裂灯丝、特征土壤等其他类型的微量物证。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毒品和吸毒行为 2 观看实物、视频和案例演示 

2 世界毒品的发展史和泛滥形式 2 采用统计数据、统计图表 

3 毒品鉴定及其意义 2 采用案例, 鉴定报告 

4 鸦片类毒品鉴识 2 实验方案（一、五） 

5 大麻类毒品鉴识 2 实验方案（二） 

6 可卡因类毒品鉴识 2 实验方案（三） 

7 苯丙胺类毒品鉴识 2 实验方案（四） 

8 建立毒品防范意识 2 查看鉴定报告，讨论 

9 纤维的颜色与形态 2 显微镜观察、图片研究 

10 纤维的分布与转移 2 学生分组实验 

11 纤维证据与犯罪活动的证明 2 案例研究 

12 油漆物证样品的制备 4 实验方案（六、七） 

13 显微红外法分析油漆物证 2 实验方案（八） 

14 扫描电镜法分析油漆物证 2 实验方案（八） 

15 其他种类的微量物证 2 实验方案（九） 

总计  3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本科对于同学们先修课程无要求。 

后续课程：对于同学们后续学习的《刑事诉讼法》、《刑法》、《司法鉴定概述》以及《证据法》

等相关课程，本课程的学习内容可以帮助同学们深入理解相关法律理论，以贴近司法实践的角度掌

握相关法律条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与指纹显现、毒品鉴识以及微量物证分析相关的化学知识。 

难点：显微镜检验法、毒品化学显现法、毒品提取方法、纤维样品的制备与观察方法。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显微镜观察 

2.图片研究 

3.化学反应实验 

4.仪器分析实验 

5.案例研究 

6.分组模拟实验 

教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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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验法 通过化学实验和仪器分析，掌握毒品检材的提取纯化方法和定性识别方法。 

2.讲授法：讲授法是最基本的教学方法，对重要的理论知识的教学采用讲授的教学方法，直接、

快速、精炼的让学生掌握毒品相关的专业知识。 

3.案例教学法：列举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审理和讨论，引发学生做出判断和

评价。 

4.讨论法: 通过开展课堂讨论，培养思维表达能力，让学生多多参与，亲自动手、亲自操作、

激发学习兴趣、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教学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本实践教学活动将在证据科学研究院下属的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

研究所内开展。该单位具备完成本课程所需要的指纹显现实验室以及化学分析实验室，此外该单位

还具有 Cary 50型紫外分光光度计、Nicolet-6700傅立叶红外光谱仪、Quanta200扫描电镜-Edax

能谱仪、VSC2000 光学成像仪等分析仪器；此外，本实验室还具备 Waters 超高液相色谱、Varian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等分离分析设备，能完成指纹显现、毒品鉴识以及微量物证分析等实验环节。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选课同学可以跟去兴趣出发，在课前适当地自主学习法庭科学以及司法鉴定相关内容，了解科

学证据的种类及特定，为更好地完成本实验课程奠定基础。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指纹显现阶段的实验情况占 30%；毒品鉴识阶段的实验情况占 30%；微量

物证检验阶段的实验情况占 30%；。 

7、作业要求： 

每单元结束时，均应提交相应的实验报告，并详细记录实验方法、实验材料、实验过程、实验

结果与讨论。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罗亚平.《痕迹检验教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 

2.刘景宁. 毒物及微量物证分析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二）推荐参考书 

1. Best practice manual for fingerprint examination[R]. ENFSI-BPM-FIN-01. 2015  

2.法医毒物分析（国家“十五”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3.郝红霞译, 法医毒物分析手册，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执笔：王元凤、郝红霞  审稿：刘建伟 审定：证据科学研究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15日 

实验方案目录 

实验方案(一)鸦片类毒品鉴识 

实验方案(二)大麻类毒品鉴识 

实验方案(三)可卡因类毒品鉴识 

实验方案(四)安非他明类毒品鉴识 

实验方案(五)标准储备液的配制 

实验方案(六) 油漆样品的塑料包埋法制备方法 

实验方案(七) 油漆样品的树脂包埋法制备方法 

实验方案(八)红外光谱和扫描电镜法检验油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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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案(九) 油漆的系统分析方法 

实验方案(一)鸦片类毒品鉴识 

1  实验目的    

了解和掌握涉毒案件检材（块状物、粒状物、膏状物）中鸦片主要成份吗啡定性分析方法。 

2.1 原理 

鸦片中的吗啡、可待因等主要成分经提取净化后，用 GC/MS法定性检测；用 GC/FID 法进行定

量分析。检材提出物与标准对照品比较，以 Rt 值定性，以峰面积为依据，用内标法或外标法计算

检材中吗啡、可待因的含量。 

2.2 试剂 

所用试剂均可为分析纯 

2.2.1 无水乙醇，氯仿，异丙醇，无水甲醇等 

2.2.2 0.5％醋酸水液（V/V） 

PH8.7±0.2碳酸盐缓冲液：1mol/LNaHCO3液，用 1mol/LNa2CO3调节为 pH值 8.7±0.2，临用时

配制。 

2.2.3 药物的标准对照液   

1）单个标准对照品的储备液（按标准对照品自由碱形式配制）各药物的换算比例 

盐酸吗啡/吗啡=321/285=1.13 

2）配制方法：根据所配制储备液的浓度和体积，算出所需各对照品碱基重量，再乘以各对照

品的换算比例值即得出各自盐形式的称重量准确值，然后将此值除换算系数及配制浓度，即可得出

加入有机溶剂体积。 

本组标准对照品不宜多配，因其保存时限较短，一般配制 5mL,浓度 2.0mg/mL。 

准确配制：吗啡单一标准储备液 2.0mg/mL乙醇液，—10Cº保存，使用期一年。 

3） 单一标准使用液（使用期半年） 

吗啡 0.3mg/mL乙醇液 

4）混合标准液（使用期半年） 

精确量取各单标储备液：吗啡 0.30mL 可待因 0.20mL 罂粟碱 0.20mL 蒂巴因 0.20mL 同于一

只干净的 5mL具塞玻璃试管中，加无水乙醇 2.10mL 密封保存。 标准浓度：吗啡 0.3mg、可待因、

罂粟碱、蒂巴因各 0.2mg/mL乙醇液。 

5）内标物储备液和标准液 

2.0mg/mLSKF525A(proadifen)无水乙醇储备液（使用期一年） 

0.2mg/mLSKF525A无水乙醇标准液（使用期半年） 

2.3  仪器及设备 

2.3.1  Varian GC/MS仪和 Varian GC/FID仪 

2.3.2  漩涡振荡器 

2.3.4  十万分之一分析天平 

2.3.4  移液枪（20~200µL  50~1000µL） 

2.3.5  超声波清洗器 

2.3.6  台式离心机 

2.3.7  恒温浓缩装置 

2.3.8  其它常用的玻璃仪器 

2.4  仪器分析条件 

2.4.1  GC/MS分析参考条件 

色谱柱：HP-1、 HP-5、 DB-5 等极性相当的 30m×0.25mm×0.32µm MS型弹性石英毛细柱 

柱温（程序升温）150℃（2 min）→25℃/min →280℃（1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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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样口温：280℃ 

载气：He流量 1mL/min  分流比  20：1 

质谱条件：离子阱温  150℃   传输线温 260℃ 

灯丝  10uA  Target  15000 

倍增器电压：自动调谐值 

溶剂延迟 3min  扫描时间  1.00s 

质量范围  50~500amu 

扫描方式   SCAN 

2.4.2  GC/FID分析参考条件 

色谱柱：HP-1、HP-5、DB-5 等极性相当的弹性石英毛细柱 30m×0.25mm×0.32µm。或者上述
极性的宽口径用石英毛细柱（15m×0.53mm×0.32µm柱）。 

柱温（程序升温）200℃（2min）→10℃/min →280℃（15min） 

进样口温：280℃   检测器温：FID 280~300℃ 

载气：高纯 N2   1.0~1.5mL/min  分流比  10:1~20:1   尾吹 20mL/min 

燃气：H2    助燃气：空气   氢气和空气为仪器设备最佳比例，一般为 1:10 

3  操作步骤 

3.1  试样的制备 

3.1.1  无水乙醇溶解法 

准确称取检材 100.0mg，于 15mL 具塞试管中，加无水乙醇配制成 10.0mg/mL 储备液，浸泡震

荡超声各 20min以上，直到底部成粉状，离心取上清液 4mL左右转移至 5mL具塞试管备用。 

3.1.2  碱性提取法 

准确称取检材 500.00mg，于 50mL具塞试管中，加 0.5%醋酸液 25.0mL定量浸泡 1小时以上，

超声震荡使之彻底溶解，离心取其中醋酸液 2.0~3.0mL于 15mL具塞试管中，加 1~2滴 0.5M NaOH

液调节 pH值 8，加 0.5~1.0碳酸盐缓冲液（pH8.7±0.2）混匀，加 2.0mL氯仿-异丙醇（3:1）振

荡 20min以上，离心分出有机相层直接进样分析。 

当发现检材中有效成分检不出时，可分出有机相层，60℃下吹空气至干，再加氯仿-异丙醇（3:1）

0.2~0.5mL定容后再分析。 

3.1.3注意：鸦片多具块状很难溶解，无论是乙醇直接溶解还是醋酸液直接浸泡，最好浸泡过

夜，使之完全溶解定性定量才准确。 

这里制样采用检材量比较大，主要考虑鸦片是多种成分的不均匀混合物，而且有真、假、掺假

鸦片之说。缉毒中多见大块状物，很难物理混匀，为了使检验结果更具有代表性，故取量较大，一

般取 0.1~0.5g较好。 

3.2  定性检验 

检材经 3.1项处理后得清液，在设定好的 GC/MS、GC/FID的条件下进行定性检验。 

3.3  定量分析 

3.3.1试样制备 

    1）准确称取检材 100.0mg，2份，按 3.1项规定的方法处理检材，得检材的上清液。 
    2）取检材的上清液 200µL，加 0.20mg/mL的内标乙醇液 200µL混匀待分析。 
    3）定量标准对照溶液，取含吗啡 0.3mg加 0.2mg/mL内标乙醇液 200µL混匀备用，临用时新
配。 

3.3.2  进样分析 

    1）检查设备是否处于设定条件的最佳状态，特别 GC/MS法定量。仪器状态要求更加严格。 
    2）注入溶剂甲醇或乙醇，清洗色谱柱及整个系统。 
    3）注入混标液 2~3次，每次进样 1µL饱和色谱系统，使各标准对照品出峰保留时间和峰面积
值稳定后才可正式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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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定量进样 
    取检材试样、标准对照液 1µL 依次注入色谱柱系统中，每个试样进针 2~3 次。记录吗啡、可
待因、内标物标准的 Rt值和峰面积，记录各检材试样和吗啡、内标物各相对应的 Rt值和峰面积。 
    5）定量计算 
    统计各检材试样中吗啡、内标物各相对应的峰面积，计算出各药物成份的峰面积平均值。 
    统计出定量用标准对照的吗啡，内标物各相对应的峰面积，计算出各药物成份的峰面积平均值。 
    统计各检材试样、标准对照品进样的浓度，如吗啡原混标时溶液为 0.30mg/mL，和 0.2mg/mL
内标液按 1:1稀释后，它们各自的浓度为吗啡  0.15mg/mL 内标 0.10mg/mL。 
    再比如 100.0mg 检材用 10mL 乙醇定容提取，其浓度为 10.0mg/mL 取一定量，按 1:1 用
0.20mg/mL内标液稀释后分析，此时检材试样的浓度为 5.0mg/mL、内标液浓度 0.10mg/mL。 
   定量计算公式： 
定量校正因子求得：以标准对照与内标物混合标液中求出 

               内标标内 CACAf ××=
 

式中： 

内A
：内标物的峰面积平均值 

标C
：混标中待测前物的浓度（mg/mL） 

标A
：待测药物的峰面积平均值 

内C
：混标中内标物物的浓度（mg/mL） 

定量计算公式： 

%100)100/( ×
×

××
=

检内

内检

CA
CAf

ggW
 

 式中： 

f ： 待测药物的校正因子 

检A
：检材中待测药物的峰面积平均值 

内A
：检材中内标物的峰面积平均值 

内C
：检材中内标物物的浓度（mg/mL） 

检C
：检材的浓度（mg/mL） 

4  检验结果 

4.1 定性结果 

4.1.1 鸦片中主要成分吗啡质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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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啡质谱图 

4.1.2 检出限（以标准品计） 

GC/MS：吗啡 20ng   

GC/FID：吗啡 20ng 

5  检验结果评价 

5.1  定性 

无论是用 GC/MS 或 C/FID 定性，必须做到质谱特征和 Rt 值的完全一改性。Rt 值的误差小于

0.05%. 

实验方案(二)大麻类毒品鉴识 

A. 取样 

取样方法是为了得到正确而有意义的化学分析，因为法庭科学实验室用于定性定量的药物只需

很少量的物质，重要的是这一小部分是完全代表整体的，取样应保证符合分析化学的原则，并按国

家的药典或分析化学协会的机构规定。 

也许由于法律上的原因不能按正常规则取样和混匀，例如分析工作者想保留一部分作为直观的

证据，此外，对两块大麻树脂都需要分别地进行化学分析，而不是对其中一块进行分析，因为每一

块都已被查获的官员分别作为物证。分析者要对每一物证在送法院前分别得出结论。 

为了保留有价值的材料和争取时间，法庭分析者必须寻找一切可能机会使用已审定过的取样系

统，减少定量测定所需的数量，法庭分析者也需要和查获的官员以及法律界全体职员讨论个别的情

况。 

大麻制品对分析者提出一个特殊问题即被检验的物品体积特别大，而化学检验只需一小部分，

在此情形下不可能弄均匀，分析家必须确保全部的物品或查获来的物品是属于被控制的药物。 

外观检验在粉末药物的检验中只起很小的的作用，在大麻制品的分析中不应过分强调。大麻绝

大多数是松散的植物，近年来非法交易的大麻明显趋向压成片状，因为大量的大麻压成很结实的片

状，贩运时被查出的危险小得多，压成片状也易于包装，并可防止散发出大麻的特殊气味，此外压

缩后的大麻适合做成商品罐头，再贴上合法的食品材料标签。 

大麻树脂多数是片形，在大规模走私贩运中大麻片常常是包好的，查获的大麻可能里面是单包，

也可能是许多包。 

1.  单包取样 

当提交的样品是单包材料，取样最简单。大麻多数是一种松散的植物，应将样品从容器或包装

中取出，放在一个干净的塑料包中并称净重，然后分析者应仔细地目测一下，确保所有证物都是法

律控制的或工作范围内的，再进行化学检验。 

在某些情况下，如分析者对一种特殊的大麻脂类要定量分析，则对样品要通过过细筛进行匀化。

定量时，应注意把所得含量与送检的大麻植物总量联系考虑，即不能把这个量看作是最终筛选物重

量的百分比。 

2.  多包取样 

分析家应对所有包内内容物检查一下，可能的话应进行颜色试验或 TLC试验，并进行以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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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 

    ⑴.是否所有包都含有可疑大麻或者是大麻含有物； 
    ⑵.是否一个包或多个包含不同物质。最简单就是看其物理状态，如果一包或许多包内容明显
不同，就必须将它们分开，分别进行分析。 
    多种包装物的产品应按以下方法进行： 
    a.如果少于 10包，所有包都必须取样； 
    b.如果是 10～100包，随机抽取 10包； 
    c.如果多于 100包，随机抽取的包数是总包装数目的平方根的整数。 
    如果所有包的材料看上去均相同，那么分析者可能采用以下其中的一种方法。 
    ⑴.许多包的内容物如果是混合物，则将混合物中的大块材料弄均匀； 
    ⑵.对多个包都进行化学检验。 
    对不同包中的不同材料鉴别后，就应按照前面提出的分组鉴定其成份。 
    取样多，用提取溶剂多次稀释，可减少定量分析中取样造成的误差，如果消费溶剂无问题，而
且取样多，减少送交法院的证物也无影响的话，这种方法可以采取；但由于取样量大，第一次提取

物（液）就必须用移液管吸取，以避免由于不溶物质引起的误差。 
3.  含有大块物质的取样 

如果大块容易压成小颗粒，那么取样方法应按前述方法进行，如果材料不易粉碎，那么随机取

样至少在两个不同部位的物品上。当大麻植物压成大块的情况下，分析者应把大块粉碎，确保所取

的样品完全代表大麻的组分。 

B. 物理检验 

1.  宏观特征 

 

 

 

 

 

 

 

 

 

 

 

 

 

 

 

 

 

 

 

 

 

 

图 1．大麻 

1．花枝 2．雄性花粉 3．雄花 4．雌性花粉 5．雌花 6．果实 7．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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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麻植物的许多形态特征是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的，如室内生长、光照量、营养和水分，还受

到遗传因子，如种子从何衍生来的等影响。其大小、形状有很大差异，典型的多为 1～3米高，（4～

6 月生长季节能长到 6 米高），但也有品种很少高于 1 米的。大麻植物是成垂直状分支延伸开来，

植物的高度决定于环境和遗传因子，旁边的分支在主杆的对面，但植物的末梢叶子的排列是反相交

叉成十字形，如图 1。 

复合叶子的大小是根据全株植物的大小而不同，有的叶子细长至 6 厘米的。3 片到 11 片（多

数是 5片、7片或 9片）薄而质地柔软的小叶片多为狭长尖形，也有狭长楔形，边缘粗糙呈齿形、

尖锐的；小叶片向前，叶脉突出而倾斜，单个小叶片大小参差不齐，最长到 15 厘米，上面有毛茸

盖住，腺质在里面； 

大麻的花蕊有许多毛茸，花粉很多，既有雄性又有雌性，多数植物是雌雄异株，但也有雌雄同

株的。雌性植物在顶上叶子很多，而雄性植物的叶子在开花时少，并和花分开，雄性开的花排列松

散有很多分支，许多花在叶子上很突出，个别开的花分支长到 18厘米，被很小的茸毛盖住。 

雌性开的花不突出，在叶子后面，不密集只含几朵花，花苞和花萼完全盖住子房（孵巢）形成

一个膨胀的管状鞘子，大约 2毫米长，伸出 2个突出的柱头，这种鞘被茸花盖住。 

2.  微观特征 

大麻的果实和花粉表面有很多奇妙特征，微观检验时发现大麻的重要特征见图 2。大麻的特征

如下： 

 

 

 

 

 

 

 

 

 

 

 

 

 

 

 

 

 

 

 

 

 

 

 

 

 

图 2．大麻的微观特征 

g. tr.：小腺体绒毛 m. g. tr.：多细胞的连        续腺体绒毛 s. g.：无柄的胚株 

ng. tr.：无钟乳体绒毛 c. tr.：钟乳体绒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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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无腺质的毛茸极多，细胞坚硬弯曲，带有一细长的尖叶子，和展开的花底，包含似钟乳体状，

一经弄破后释放出钟乳体。 

b.有腺质的毛茸有三种形式：有一个细胞梗无柄的茎腺（在表皮下面）；有多个细胞茎围绕着

雌性花的花苞；很小的腺质有一个细胞茎。 

注意：宏观检验和／或微观检验在一些大麻植物的法庭检验中不起作用；大麻油没有植物大麻

的宏观特征和微观特征。大麻油的法庭检查必须建立在化学技术基础上，虽然是法庭化学工作者，

也应该了解大麻油的物理状态和性质。大麻植物的宏观特征，尤其是微观特征在吸食过程中遭到破

坏。通常化学分析在检验吸食过的大麻时更为有用，而有时微观证据仍是可用的。 

实验方案(三)可卡因类毒品鉴识 

 (a)颜色反应 

必须强调的是颜色试验的阳性结果只能作为可卡因可能存在的一个推断反应，颜色试验的主要

用途是当试验结果为阳性时否定可卡因的存在。许多无害的和国家法制或国际未控制的药物在与该

试剂作用时均得到相似的颜色，如在缴获的被称为“可卡因”的白色粉末中，有许多为别的违禁药

物（安眠酮）或人工合成的麻醉剂。这就要求分析工作者采用别的手段来进一步确证。 

所有的颜色试验所用的试剂必须经仔细检查看是否有分解，如试剂本身发生颜色变化等，这将

影响结论的准确性。 

这里给出的是被称为 scott试验的颜色反应： 

试剂： 

溶液 1：2％的硫氰酸钴水液加入等量的 96％甘油(药剂级) 

溶液 2：浓盐酸 

溶液 3：氯仿 

    方法： 
    试验材料所需的量为一小耳勺(或稍多)。 
    步骤 1：将试验材料置于试管中，加入 5滴溶液 1并振荡混匀，如有可卡因存在，这时应立即
出现兰色，如无兰色出现，可适当增加试验材料的量，如仍无兰色出现，则可否定可卡因的存在。 
    步骤 2：加入一滴溶液 2，摇匀，这时兰色消褪，溶液呈淡粉红色，如果兰色不能全部褪去，
则再加一滴（不能多加）。 
    步骤 3：加入数滴溶液 3（氯仿）并振摇，这时如有可卡因存在，则氯仿层呈深兰色。 
    结果： 
    在步骤 1中，苯环己哌啶、地布卡因、布大卡因及噻吡二胺会出现与可卡因相同的兰色，但在
步骤 3，仅有可卡因出现兰色。 
    注意事项： 
    ⑴溶液 1和溶液 3的用量要求并不严格，但溶液 1和溶液 2的用量比率要求严格控制，如果盐
酸加太多，则溶液是兰色而不是淡红色，并且兰色在步骤 3中不能转提到氯仿层中。在步骤 1中，
如果可卡因的用量较多，则需加入 2滴盐酸，但不能再多。 
    ⑵本试验能检出含量低至 1%的可卡因。 
    ⑶溶液 1的使用期限为 6个月。 
    (b)气味试验 
    和颜色试验一样，气味试验不能作为确证试验。 
    试剂： 
    钠或钾的甲醇液（将 1克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溶于 20毫升甲醇中）。 
    方法： 
    将干燥的试样用试剂完全润湿，待醇液挥发后，将其气味与标准可卡因气味比较。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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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试验了一百种可能干扰的药物，发现仅米替卡因（也是一种苯甲酰酯）得到阳性结果，某些
胺类如安非它明类将得到“较弱的鱼腥味”。 
    ⑵灵敏度大于现有的试验方法，如 scott试验。 
    ⑶所有样品必须不含水分。 
    ⑷试验气味最好与标准可卡因所得气味做比较再下结论。 
    (c)微晶试验 
    与上述颜色、气味试验一样，微晶试验不能作为确证试验。 
    氯化铂试验： 
    1克四氯化铂溶于 20毫升水中。 
    方法： 
    将大约 2mg试样置于显微镜载物玻片上，加 1滴 1N盐酸使之溶解，再加 1滴氯化铂溶液，所
生成的微晶可在 100倍的显微镜上观察到，其微晶须与标准可卡因生成的微晶相比较。适当减少可
卡因的量或盐酸可形成较好的微晶。 

2.  与可卡因结合的阴离子试验 

    (a)溶解度试验 
    方法： 
    ⑴将一部分试样（约 1克）溶于 5毫升蒸馏水或去离子水中以观察其溶解情况，当样品量较少
时可取 0.1克溶于 0.5毫升水中。 
    ⑵将一部分试样（约 1克）溶于 5毫升乙醇中以观察其溶解情况，当样品量较少时，可取 0.1
克溶于 0.5毫升乙醇中。这时可观察到是否有不溶于醇的物质如糖类等。 
    注意事项： 
    本试验是很有用的可用于量较多的样品，这时不致于减少在法庭上出示的证据的量。当样品量
较少时，可同时减少试样与溶剂的量来进行试验。 
    (b)沉淀试验 
    试剂： 
    ⑴硝酸∶浓硝酸（含 70%W/W的硝酸）。 
    ⑵盐酸∶浓盐酸（含 35～38%W/W的 HCl） 
    ⑶稀氨水溶液：含大约 10%W/W NH3，可由浓氨水稀释而得(375毫升稀释至 1升)。 
    ⑷硝酸银溶液：5%W/V硝酸银的水液。 
    ⑸氯化钡溶液：10%W/V氯化钡的水液。 
    结果： 
    氯化物：往含氯化物的溶液中加硝酸银溶液时，得到白色絮状沉淀，该沉淀不溶于硝酸，但洗
净后可溶于稀氨水，加硝酸后又重新生成沉淀。 
    硫酸盐：当往含硫酸盐的溶液中加入氯化钡溶液时，得到不溶于盐酸的白色沉淀。 
    可溶于水的非法可卡因制品通常为氯化物盐，极少的为别的阴离子结合物，偶尔能碰上的为硫
酸盐。本试验如有可能的话，也可通过红外光谱或 x射线衍射方法来进一步确证。 
完全溶于甲醇的粉末或试样极有可能是可卡因，不溶的无色晶体多为糖类如乳糖等，不溶物可

在过滤，干燥后做进一步的分析，如进行红外光谱分析等。不溶物的多少大致可说明可卡因在贩卖

过程中被掺进物的多少，但必须注意的是糖类在醇中也是微溶的。 

实验方案(四) 安非他明类毒品鉴识 

一、 实验目的   检验安非他明类毒品 

二、 实验原理  在本实验室现有的条件下，所用的标准储备液均自行配制，为了使所用的标

准液准确可靠性更好，采用以优级纯以上的相应溶剂溶解获得。 

1.  颜色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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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强调的是阳性颜色反应只可能推断出可能含有安非他明或甲基安非他明，许多其他的物

质，如安非他明的取代物和一些对人体无害或未受到国家立法控制的物品用此颜色试剂都可产生类

似的反应，有时得到假阳性或假阴性结论，利用 Simon’s 试剂尤其要注意。所以分析人员一定要

再通过别的技术来证实这一结论。 

(a). Marquis试剂 

在 l0ml的浓 H2SO4中加入 8～10滴 40%的甲醛溶液，因为多聚甲醛比甲醛稳定，还可用浓 H2SO4

和多聚甲醛(10∶1体积比)混合液。 

方法： 

将少量样品(1～2mg粉末状或 1～2滴液状样品)放入点板凹处，滴加试剂(不要超过三滴)若为

安非他明和甲基安非他明则立刻出现橙色并转为褐色，最低检测限大约为 1µg。 

(b). Ninhydrin试剂 

0.5g的水合茚三酮溶于 40ml的丙酮中，这一试剂应临用时配。 

方法： 

    取少量的样品(粉末状 1～2mg)溶于甲醇中，取一滴此溶液于一张滤纸上再滴加 1 滴试剂。在
110℃的加热板上加热，可出现带粉红色的橙色。这不是一个很灵敏的颜色反应。 
    (c). Simon’s试剂 
    溶液 1：20%Na2CO3溶液 
    溶液 2：50%乙醇的乙醛溶液 
    溶液 3：1%的亚硝酰铁氰化钠溶液 

方法： 

    取少量的样品放在点板上并加 1滴的溶液 1混合，然后加入 1滴的溶液 2，再滴加几滴溶液 3，
若存在甲基安非他明和其他一些仲胺则出现兰色，对安非他明和其他一些伯胺则慢慢出现粉色再变

为樱桃红色。利用这个反应可以区别安非他明和甲基安非他明。然而，必须注意由于一些试剂存在

也可能得到假阴性的结论。 

实验方案(五)标准储备液的配制 

1. 实验目的   了解标准对照品储备液的配制方法及程序，配制标准对照品储备液。 

2. 实验原理  在本实验室现有的条件下，所用的标准储备液均自行配制，为了使所用的标准

液准确可靠性更好，采用以优级纯以上的相应溶剂溶解获得。 

3. 各标准对照品储备液的配制浓度及使用期限 

要求标准储备液的配制浓度均为 2.0mg/mL，配制体积 5mL。使用期限为 1年。特殊者单附。 

4. 配制用标准对照品溶剂要求 

标准对照品：本实验室配制储备液用的标准对照品要溯源（包括纯度、产地及不确定度等） 

甲醇、乙醇、丙酮、乙酸乙酯等均为优级纯级以上，去离子水（或二次蒸馏水）。 

5. 仪器及器材 

十万分之一分析天平（需经计量校正） 

涡旋振荡器 

超声波振荡器 

移液枪（10~100μL  20~200μL  50~1000μL，均需经计量校正） 

玻璃移液管（2mL  5mL，均需计量校正） 

5mL具塞标口容量瓶（需计量校正） 

5mL具塞玻璃试管、2mL棕色硅烷化自动进样瓶（盖、垫齐备） 

6. 步骤 

登记新购标准对照品的状态：固态还是液态，纯度、产地。是盐的形式还是本分子状态等指标。 

一般情况农药类标准多为本分子状态，要注意其纯度。安眠镇静药等医疗药物多以盐的形式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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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存在，因此在配置储备之前，认真阅读和弄清楚标准品提供单位给出的说明书，根据存在形式及

纯度等，确定如何配制。 

6.1 称样及配制 

6.1.1 计算称样量 

称样之前明确配制浓度，配制体积共需标准品的量，然后再根据说明书数据计算出所应称取的

重量。 

例如：配制 2.0 mg/mL 海洛因甲醇液 5.0mL，购得标准为盐酸海洛因纯度 96.7％。 

1步：2.0 mg/mL海洛因液 5.0mL，共需海洛因纯品 10.0mg。 

2步：扣除盐根：配制标准品是纯海洛因，因此必须除去盐酸根。盐酸海洛因与海洛因的比值

为：盐酸海洛因／海洛因=405.9／369.5=1.10。 

所以 10.0mg海洛因所需盐酸海洛因为 10.0mg×1.10=11.0mg。 

3 步：考虑纯度：说明书提供盐酸海洛因纯度为 96.7％，因此称样量必须高于 11.0mg，因此

必须考虑标准品的纯度，即 11.0mg÷96.7％=11.38mg，这里 11.38mg就是 10.0mg纯海洛因应称的

提供标准品的量。 

称样量计算公式： 

 

P
VCW

P
FVCW ×××

 
 

式中： 

称W
…… 需称样量（mg） 

          C  …… 配制浓度（mg/mL） 

          V  …… 配制体积（mL） 

          P  …… 标准对照品的纯度 

          F  …… 标 准 对 照 品 的 盐 和 碱 基 比 值 ， 如 盐 酸 海 洛 因 ／ 海 洛 因

=405.9÷369.5=1.10，这里 1.10就是F 值。 

6.1.2 称样、再计算及定容 

以十万分之一天平称样，如果称取的标准品重量极其接近所需值，可直接溶解，如果称样量与

所需量有比较大差距，为以后使用时定性定量计算简单化，这里要计算出定容的实际体积后，再溶

解。 

值得说明的是，因配制体积较小，所需标准品量亦很少，因此标准品重量对储备液浓度的影响

忽略不计。 

换算体积的计算公式： 

 

FC
PW

V
×
×

=
  或 C

PW
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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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实称W
……实际称量标准品的量（mg） 

      其他符号V 、C、 F 、P含义同 6.2.1项公式 

例如前面计算配制 2.0 mg/mL 海洛因甲醇液 5.0mL，经计算应称提供标准品盐酸海洛因

11.38mg，但实际称重为 12.10mg，这时就必须换算溶解体积，即 

 

 

L
FC
PWV m319.5

1.1mg/mL0.2
96.7%mg10.12

=
×

×
=

×
×

=
≈5.32mL 

 

这里的 5.319mL就是 12.10mg盐酸海洛因的定容体积。此时将称取的海洛因于 5mL容量瓶定容

后，再准确加入甲醇或乙醇 0.320mL混匀就得到 2.0mg/mL的海洛因标准对照品储备液。 

6.2 常用药物的换算比值 

为了使用方便，这里列出了部分常用标准品的换算比值（F值），供参考使用。 

盐酸海洛因／海洛因=405.9／369.5=1.10 

磷酸可待因／可待因=397.4／299=1.33 

盐酸吗啡／吗啡=321／285=1.13 

盐酸 O
6
-单乙酰吗啡／O

6
-单乙酰吗啡=363.8／327=1.11 

O
3
-单乙酰吗啡磺酸基／O

3
-单乙酰吗啡=424.5／327.4=1.30 

盐酸罂粟碱／罂粟碱=375／339=1.11 

盐酸甲基苯丙胺／甲基苯丙胺=185.7／149.2=1.24 

硫酸苯丙胺／苯丙胺=368.5／270.4=1.36 

MDMA盐酸盐／MDMA=229.7／193.2=1.19 

MDA盐酸盐／MDA=215.7／179.2=1.20 

盐酸麻黄素／麻黄素=201.7／168.2=1.22 

磷酸氯胺酮／氯胺酮=237.7／201.2=1.18 

盐酸芳氟拉明／芬氟拉明=267.7／231.2=1.16 

7 液体标准的配制程序及步骤 

常用于甲醇、乙醇等液体标准的储备液的配制。 

7.1 称量及计算 

主要根据配制标准浓度的定容体积和根据配制标准品比重求出所需纯标准品的体积，公式为： 

 

d
VCV ×

=
 

 

式中：V 标 …… 所需标准品的体积（mL或μL） 

      V 定 …… 配制储备液定容体积（mL） 

      C    …… 储备液配制浓度（mg/mL） 

      d    …… 标准品的比重（g/mL或 mg/μL) 

例如配制 1.0mg/mL 的乙醇储备液 100mL，由公式可计算出需无水乙醇的体积，乙醇的比重为

0.7893，则： 

 

 LL
Lg

LLVC
V µµ 1277.126

m/7893.0
m100m/mg0.1

d
≈=

×
=

×
= 定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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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配制步骤 

准确量取标准品一定体积（由计算获得）于所需定容的容量瓶中，加去离子水定容至刻度，混

匀即得。 

例 7．1项配 1.0mg/mL乙醇液 100mL，计算所需无水乙醇 127μL，用移液枪吸取无水乙醇 127μL

于 100mL容量瓶中，加入去离子水定容至刻度混匀后即得。 

7.3 常用有机溶剂比重（g/mL或 mg/μL） 

化合物 比重 化合物 比重 化合物 比重 

乙醇 0.789 甲醇 0.791 正丙醇 0.804 

叔丁醇 0.789 异丙醇 0.786 正丁醇 0.810 

异戊醇 0.811 乙腈 0782 庚烷 0.684 

苯 0.879 甲苯 0.866 乙苯 0.867 

二甲苯 0.897 丙酮 0.796 乙酸乙酯 0.901 

三氯甲烷 1.326 二氯甲烷 1.489 乙醚 0.714（20） 

8 标准储备液储备、保存以及使用 

8.1 储备 

配制好的储备液最好用小体积封装储存，特别是毒品系列的标准品，因其难得，价格昂贵，常

因其环境条件变化降解，分装保存会延长使用期。 

液体标准储备液最好使用期限短一些，一般一个月一换最好。重大案件时要临用时新配。 

8.2 保存 

所有储备液必须在 0℃以下保存，标准水溶液保存 0～4℃，其他标准储备液-10℃以下保存。 

8.3 使用 

使用储备液时，首先放置在室温，混匀后取出一定量稀释后，剩余储备液立即存在于原保存条

件下。 

标准使用液使用期一般为 1～3个月，特殊者临用时新配。 

实验方案(六) 油漆样品的塑料包埋法制备方法 

1塑料包埋法样品准备 

①将烘箱进行预热，使其温度稳定在 125 ℃； 

②将 40张和载玻片一样大小（7.5*2.5 cm）的 PE-LD膜置于载玻片上，其厚度约为 0.25 cm； 

③放上切割成正方型状的油漆，再将同等厚度的 PE-LD膜放在油漆上层（40张，7.5*2.5 cm），

使得油漆被包埋在中央，固定住且不发生偏移； 

④盖上载玻片，用长尾夹固定住放入烘干箱，在 125 ℃下，烤烘 15 min； 

⑤15 min后取出样品，待其冷却后取下长尾夹 

 

塑料包埋法流程示意图 

2.切片制作 

①用手术刀将融化后的包埋样品进行切割，以油漆为中心，切割去多余的塑料包埋物，使其切

割后的大小保持在 2.5*2.5 cm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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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将切割后的包埋样品固定在切片机的切割台上，确保油漆的层截面垂直于刀片，避免切割时

发生油漆层与层之间的挤压； 

 

③调整刀片位置，使其恰好与样品边缘相接触，保持切割厚度为 5 um 左右，快速的切割掉多

余的包埋部分，直至其接近中心油漆样品； 

④当得到包埋有油漆样品的切片时，调整切割厚度为 3 um，先切割十几刀，再将后续得到的

切片进行提取搁置于载玻片上； 

⑤将得到的切片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用手术刀和镊子去除包埋物，得到油漆切片； 

⑥取出油漆切片置于载玻片上，可以进行半永久性保存或永久性保存； 

实验方案(七) 油漆样品的树脂包埋法制备方法 

1树脂包埋法样品准备 

①在容器中倒入 2.5 mm厚的 Technovit 2000 LC液体，放入光固化机中固化 5 min； 

②放入油漆样品使其保持在容器的中央，置于光固化机中固化 5min； 

③在容器中再倒入 2.5 mm厚的 Technovit 2000 LC液体，放入光固化机中固化 5 min； 

④倒入 1～2滴清漆使得其覆盖已固化的表面，置于光固化机中再固化 5 min； 

⑤将固化好的样品从容器中取出。 

树脂包埋法流程示意图 

2切片制作 

①调整刀片位置，使其恰好与样品边缘相接触，保持切割厚度为 5 um 左右，以油漆为中心，

快速的切割掉多余的包埋部分，使其切割后的大小保持在 2.5*2.5 cm左右； 

②将切割后的包埋样品进行再次固定，确保油漆的层截面垂直于刀片，避免切割时发生油漆层

与层之间的挤压； 

③调整刀片位置，使其恰好与样品边缘相接触，保持切割厚度为 3 um 左右，快速的切割掉多

余的包埋部分，直至其接近中心油漆样品； 

④当得到包埋有油漆样品的切片时，先切割十几刀，再将后续得到的切片搁置于载玻片上； 

⑤将得到的切片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用手术刀和镊子去除包埋物，得到油漆切片； 

⑥取出油漆切片置于载玻片上，可以进行半永久性保存或永久性保存； 

实验方案(八)红外光谱和扫描电镜法检验油漆 

1.实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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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漆及附着油漆（附着于金属、塑料、布片等物体上的油漆）元素成分的比对检验。 

2.油漆物证的采样 

油漆物证的采样和提取十分重要，如果取样不当，检验结果则失去可靠性及准确性，有时还会

得出错误的结论，在案件的鉴定中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有时还会将鉴定工作引入歧途。手术刀、

不锈钢镊子和专用样品袋、样品瓶、放大镜、显微镜。提取每一个样品之前，应该将所有提取工具

（镊子、手术刀、剪刀等）擦拭干净，保证待检样品没有污染。 

3.油漆的检验方法 

3.1 外观检验：在自然光或照明光源下，通过目视或借助放大镜等工具，对需检油漆颜色、光

泽、状态、宏观形态进行分析和比较。 

3.2显微检验：在照明光源下，借助显微镜，对需检油漆的颜色、光泽、外观状态、层数、微

观形态等特征进行分析和比较。 

3.3 红外光谱法检验 

3.3.1基本原理 

当一束红外光照射物质时，被照射物质的分子将吸收一部分相应的光能（以中红外光谱为例，

其波长范围为 2.5～25 μm），转变为分子的振动和转动能量，使分子固有的振动和转动跃迁到较

高的能级，光谱上即出现吸收谱带。利用红外吸收光谱来鉴定未知化合物结构的方法简称为红外光

谱法。配置红外显微系统后，该方法还可用于对微量物品进行微区红外分析。 

油漆由主要成膜物质、次要成膜物质和辅助成膜物质三部分组成。主要成膜物质包括油料和树

脂，可以单独成膜，也可以与颜料、填料等物质粘接成膜。后者是油漆的次要成膜物质。辅助成膜

物质包括溶剂、增塑剂、固化剂、稳定剂、防霉剂等。不同种类油漆，由于主要成膜物质和次要成

膜物质不同，其红外光谱特征亦不同，尤其是中红外光谱特征存在明显差异，据此可进行油漆的比

对检验。 

3.3.2材料（试剂）和仪器（工具） 

NICOLET 6700 傅里叶变换中红外光谱仪； 

Nicolet Continuμm TM红外显微镜； 

金刚石池体； 

ZEISS立体显微镜； 

手术刀、镊子、剪刀等。 

3.3.3操作步骤 

在立体显微镜下用手术刀、镊子等工具将油漆样品逐层剥离后，依次将各层样品置于金刚石池

片上并加压。将载有样品的金刚石池片放到红外显微镜的样品台上，进行扫描，得到样品的红外光

谱图。 

3.3.4结果分析及检验结论 

通过比较检材与样本的红外光谱特征（主要吸收峰的峰位及相对强度）的异同，可以得出的比

对结论有： 

（1） 检材与样本油漆成分不同； 

（2） 检材与样本油漆成分相同。 

分别将检材及样本的红外光谱图与标准谱图（Hummel Polymer Sample Library、Microscope IR、

Georgia State Crime Lab Sample Library）进行比较，判断纤维、塑料样品的种类以及油漆样品

的主要成膜物质和颜料成分。 

3.4 扫描电镜/能谱法检验：按照司法部油漆鉴定规范（SF/Z JD0203001-2010）方法的相关内

容，检测和分析比较被检油漆次要成膜物质中的主要元素成分。 

3.4.1基本原理 

扫描电镜的工作原理如下：从电子枪阴极发出的电子束，受到阴阳极之间加速电压的作用，射

向镜筒，经过聚光镜及物镜的会聚作用，缩小成直径约几毫微米的电子束。在物镜上部的扫描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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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下，电子束在样品表面作光栅状扫描并且激发出多种电子信号。这些电子信号被相应的检测

器检测，经过放大、转换，变成电压信号，最后被送到显像管的栅极上并且调制显像管的亮度。显

像管中的电子束在荧光屏上也作光栅状扫描，并且这种扫描运动与样品表面的电子束的扫描运动严

格同步，这样即获得衬度与所接收信号强度相对应的扫描电子像，这种图像反映了样品表面的形貌

特征。 

X射线能谱仪是借助于分析试样发出的元素特征 X射线波长和强度实现的，根据波长测定试样

所含的元素，根据强度测定元素的相对含量。其基本原理是以高能 X射线（一次 X射线）轰击样品，

将待测元素原子内壳层的电子逐出，使原子处于受激状态，10
-12
～10

-15
秒后，原子内的原子重新配

位，内层电子的空位由较外层的电子补充，同时放射特征 X射线（二次 X射线）。特征 X射线波长

和原子序数有一定关系，测定这些特征谱线的波长或能量可作定性分析；测量谱线的强度，可求得

该元素的含量。 

油漆由主要成膜物质、次要成膜物质和辅助成膜物质组成。通过扫描电镜/能谱仪对次要成膜

物质中的各种常见的无机颜料和填料进行检验，从而确定油漆的元素组成。 

3.4.2 材料（试剂）和仪器（工具） 

（1） FEI QUANTA200 ESEM 扫描电镜 

（2） EDAX薄窗型能谱仪 

（3） ZEISS立体显微镜 

（4） 乙醇（分析纯）、去离子水、双面胶纸（或导电胶）、手术刀、镊子、棉球等。 

3.4.3 操作步骤 

（1）样品制备：用乙醇（分析纯）和去离子水清洗样本表面，将其（如过大可取局部）用导

电胶或双面胶纸固定于电镜样品台上备检； 

（2）扫描电镜/能谱仪检验：用扫描电镜观察样品的表面形态特征，用能谱仪多点（至少 2-3

点）检测样品的元素组成，测定能谱图。 

3.4.4结果分析和检验结论 

将检材与样本分别进行检验后，根据能谱图反映出的元素峰值，可以得出的比对结论有： 

（1）检材与比对样品检出元素相同，能谱图上各元素相对峰高比例无明显差异（≦10%），检

验结论为检材与比对样品检出元素相同，各元素相对含量无明显差异； 

（2）检材与比对样品检出元素相同，能谱图上各元素相对峰高比例有明显差异（>10%），检验

结论为检材与比对样品检出元素相同，但各元素相对含量有差异； 

（3）检材与比对样品检出元素不同，检验结论为检材与比对样品检出元素成分不同。 

实验方案(九) 油漆的系统分析方法 

1.实验目的 

综合评价油漆及附着油漆的种类，为交通肇事案件提供有力的证据。 

2.实验原理 

1.体式显微镜法对油漆的宏观观察 

①利用体式显微镜观察待测样品，记录下初步观察的结果：如待检部位油漆涂层的完整程度、

载体油漆涂层的均匀程度、油漆的颜色，层数等预观察结果； 

②画出宏观观察的示意图，将特征部位、特征点进行标识； 

③对待检样品进行取样，拍照固定，且于示意图上进行标识； 

2.显微镜法实现油漆切片的物理比对 

①制作油漆切片； 

②转换光学模式，基于明场观察计算横截面厚度；基于暗场观察油漆各层的颜色；基于偏正模

式观察油漆的各层颗粒的各向异性； 

③拍照固定油漆切片在三种光学模式下的现象； 

④基于油漆切片的显微镜观察，记录油漆确切层数、结构排列；通过显微镜观察实现样品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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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比对； 

3.MSP法对油漆颜色的检测 

①调整检测模式至反射模式，校准设备和收集背景图谱查看仪器状况 

②于暗室中检测以避免背景灯光所造成的对油漆颜色检测的干扰 

③以标准版石英作为背景，利用石英板上的刻度进行聚焦 

④清楚聚焦后，调整检测部位至石英板上的中心部位，收集背景图谱 

⑤切换成样品进行油漆颜色检测，收集样品图谱 

⑥转换油漆的不同部位收集 3~5个图谱，每收集一次样品图谱均应重新检测一次背景 

⑦以样品谱图群组的形式进行比对，应注意同一样品的 MSP谱图可能出现上下位移偏离，在最

高值和最低值间的区间均为比对区域 

4.FTIR法对油漆红外吸收的检测 

①对 FTIR进行仪器校准，核对谱图质量的相关参数 

②将样品利用滚筒笔进行压平，应注意从油漆截面的左右方向进行压平，从上下方向将会使得

油漆相邻层相互干扰 

③调整合适的窗口检验对应的油漆层，收集对应油漆层的图谱 

④以同样的窗口收集背景图谱 

⑤将红外样品的谱图转变为透光度（T%），查看其透光度是否低于 100，光谱谱图的透光率高

于 100%的，说明仪器处于异常状态或样品碾压的不够薄 

⑥谱图指纹区的特征峰应尖锐且突出，平滑且弱显现时，说明样品较厚，透光性能不好，应重

新压平 

 

法医学死亡调查 
Death Investigation in Forensic Medicine 

课程号： 52702004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掌握法医死亡学相关基础知识、死亡调查的基本过程与步骤以及常见疾病的病理诊断方法； 

2、熟悉法医病理学器官的取材部位与方法，组织病理学检验技术； 

3、建立法医学死亡调查的逻辑分析方法，了解死亡原因分析的局限性。 

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实践操作训练，使学生掌握与法医学死亡调查等科学证据相关的理论基

础知识、组织病理形态学分析技术，深入理解法医死亡案件相关科学证据概念，为《刑事诉讼法》、

《刑法》、《司法鉴定概述》等课程奠定必要的实践基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实验 1：法医死亡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案例示范的形式，帮助同学们了解死亡现象的定义、分类及特征、死亡现象的

意义，帮助同学们认识死亡的过程。 

实验要求：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将掌握脑死亡的定义、其他死亡学说的区别、脑死

亡学说的进步意义、脑死亡的相关立法进展，认识法医死亡现象对判断死亡原因以及刑事侦察的意

义和价值。了解死亡演变过程及其现实意义。 

实验 2：法医学死亡调查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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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通过课堂教学、案例示范的形式，帮助同学们掌握法医学死亡调查的程序、相关的

法律知识、死亡原因分析的基本方法以及相关检验技术，了解死亡原因证据的科学基础与局限性。 

实验要求：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将了解在不同种类非正常死亡的死亡调查启动程序

及其相关法律、法规，死亡原因的种类及定义，并通过案例分析进一步阐明死亡原因的分析方法；

掌握死亡原因分析中常见的检验技术及其基础理论知识，死亡原因证据的科学运用，同学们将通过

案例介绍的形式深入体会多种情况下死亡原因的分析方法。 

实验 3：常见死亡原因案例分析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现场教学和图像资料形式，帮助同学们掌握各种常见死亡原因的病理学表现和

鉴别方法。 

实验要求：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通过结合大量的案例，同学们将了解并熟悉：（1）组织显

微镜的使用方法；（2）各种常见死亡原因的临床表现及病理学改变，包括冠心病、高血压性心脏病、

心肌炎、主动脉夹层、急性心肌梗塞、大叶性肺炎、支气管性肺炎、隐球菌肺炎、肺栓塞、颅脑损

伤、脑血管畸形、电击、损伤死亡等。 

实验 4：法医学尸体解剖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视频教学与现场教学相结合方式，帮助同学们了解法医学尸体解剖的步骤和注

意事项。 

实验要求：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将掌握我国现行的法医学不同各类死亡原因尸体解

剖规范，了解尸体解剖前的材料审查要点、解剖准备过程、相关法律文书签订、尸体外部检验和内

部检验的步骤及注意事项、提取器官样本及其固定方法。 

实验 5：器官取材实验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通过动手实验与图像资料的形式，帮助同学们掌握不同人体器官的取材方法。 

实验要求：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将了解：（1）法医病理学取材的基本要求；（2）心

脏的测量方法及其取材内容；（3）脑的切开方法及其取材内容；（4）肺、肾、肝、脾、胰腺等切开

方法及其取材内容；（5）取材后的处理及脱水过程。在此过程中，同学们将了解各种不同原因死亡

的大体病理表现以及组织脱水的原理。 

实验 6：组织包埋与切片实验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结合动手实验与图像资料赏析的形式，帮助同学们掌握脱水组织块的包埋与切片技术。 

实验要求：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将了解并操作：（1）蜡块包埋机的使用方法；（2）

蜡块包埋实验技术要点；（3）组织切片机的使用方法；（4）组织切片的要求；（5）展片、烤片的方

法。在此过程中，同学们将了解组织包埋与切片的实验参数及其影响因素，如何得到理想的组织病

理学切片方法。 

实验 7：组织切片染色实验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以动手实验的形式，帮助同学们建立组织切片染色的步骤和基本原理。 

实验要求：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将针对了解并操作：（1）组织切片染色的原理；（2）

组织切片染色的步骤（以苏木素-伊红染色为主，兼顾免疫组织化学染色）；（3）染色过程中的影响

因素与处理。在此过程中，同学们将掌握如何制作一张理想的组织病理学切片的方法与整个制作过

程中的注意事项。 

实验 8：动物溺死模型制备 

参考学时：2学时 

实验内容：以动手实验的形式，帮助同学们建立动物溺死模型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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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要求：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同学们将针对了解并制作大白鼠溺死动物模型及死后入水

动物模型，通过解剖大白鼠尸体，观察各脏器改变。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法医死亡现象 4 观看幻灯、视频和案例演示 

2 法医学死亡调查 4 采用案例分析、鉴定报告 

3 常见死亡原因案例分析 4 采用显微镜观察、案例分析 

4 法医学尸体解剖 4 视频教学、现场教学相结合 

5 器官取材实验 4 实验方案（1） 

6 组织包埋与切片实验 4 实验方案（2） 

7 组织切片染色实验 4 实验方案（3） 

8 动物溺死模型制备 4 实验方案（4）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本科对于同学们先修课程无要求。 

后续课程：对于同学们后续学习的《刑事诉讼法》、《刑法》、《司法鉴定概述》以及《证据法》

等相关课程，本课程的学习内容可以帮助同学们深入理解相关法律理论，以贴近司法实践的角度掌

握相关法律条款。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法医死亡现象识别及意义、死亡分析证据的运用、死亡调查过程、组织病理学形态检验

方法。 

难点：器官取材方法、组织包埋与切片技术、组织切片染色技术、显微镜观察与诊断。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显微镜观察 

2.图片研究 

3.化学反应实验 

4.案例研究 

5.分组模拟实验 

教学手段： 

1.实验法 通过化学实验和仪器分析，掌握组织病理检验的器官取材方法和组织包埋、切片、

染色方法。积极让学生参与整个教学过程，亲自动手操作制作组织病理学切片及显微镜下观察。 

2.讲授法：讲授法是最基本的教学方法，对重要的理论知识的教学采用讲授的教学方法，直接、

快速、精炼的让学生掌握法医死亡调查相关的专业知识。 

3.案例教学法：列举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审理和讨论，引发学生做出判断和

评价。 

4.讨论法: 通过开展小组讨论，培养死亡原因分析的逻辑思维能力，激发学习兴趣、促进学生

主动学习教学手段。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本实践教学活动将在证据科学研究院下属的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

研究所内开展。该单位具备完成本课程所需要的组织病理学形态分析实验室，日本奥林巴斯全自动

扫描显微镜、五人共览显微镜、德国 Microm 旋转石蜡切片机、全自动脱水机、Leica 展片机、烤

片机等设备，能满足整个实验教学过程。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选课同学可以跟去兴趣出发，在课前适当地自主学习法庭科学以及司法鉴定相关内容，了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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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证据的种类及特定，为更好地完成本实验课程奠定基础。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期末总评中，平时成绩占 10％，考核内容有：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及平时随堂检测情况；器官取材阶段的实验情况占 30%；组织包埋、切片、染色的实验情况占 50%；

组织病理学观察与诊断的实验情况占 20%；。 

7、作业要求： 

每单元结束时，均应提交相应的实验报告，并详细记录实验方法、实验材料、实验过程、实验

结果与讨论。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 法医病理学 （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赵子琴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 

2. 病理解剖（Autopsy Pathology: A Manual and Atlas），吴秉铨，谢志刚主译，北京大学

医学出版社 2011； 

3. 法医组织病理学彩色图谱，夏胜海、宋旭东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 

（二）推荐参考书 

1.实用法医学.科学出版社 2015 

2.科学证据与法医病理学新技术，法律出版社，2015 

3.病理学技术，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1. 

执笔：百茹峰、于天水  审稿：张海东  

审定：证据科学研究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16日 

 

实验方案目录 

实验方案(一)器官取材实验 

实验方案(二)组织包埋与切片实验 

实验方案(三)组织切片染色实验 

实验方案(四)动物溺死模型制备 

实验方案(一)器官取材实验 

1. 实验目的 

了解和掌握法医病理学器官取材的常规方法。 

2. 所需工具 

手术刀、镊子、止血钳、包埋盒、手套。 

3. 器官取材要求 

3.1 一般原则与要求 

取材的一般原则：凡是见到大体表现异常（如颜色、形状、质地、大小等异常）部位均需要取材。 

取材组织块一般要求：大小 2~3cm×1~2cm×0.2~0.3cm，并保持切片面的平整。 

3.2 重要器官常用取材部位 

脑：额叶、顶叶、枕叶、海马、内囊、中脑、基底节、脑桥、延髓、小脑各一块； 

心：测量心脏各主要瓣膜、室壁厚度，左心室前、后、外侧及心尖，右心室取材，必要时传导

系统取材； 

肺：双肺各叶取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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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左、右叶各取一块； 

脾：包含被膜、实质取一块； 

肾：左、右肾各取一块，含皮质与髓质； 

胰：头、体、尾各取一块。 

4. 取材步骤及注意事项 

1）组织块的大小：常规法医病理学鉴定取组织块厚度为 0.1cm~0.3cm，但根据制片材料和目

的不同，组织块的较理想体积也不同。 

2）勿挤压组织块：切取组织块用的刀剪要锋利，切割时不可来回锉动。夹取组织时切勿过紧，

以免因挤压而使组织、细胞变形。 

3）规范取材部位：要准确地按解剖部位取材，病理标本取材按照各病变部位、性质的不同，

根据《法医病理学检材的提取、固定、包装及送检方法》GA/T148-1996行业标准规范化取材。 

4）选好组织块的切面：根据各器官的组织结构，决定其切面的走向。纵切或横切往往是显示

组织形态结构的关键，如长管状器官以横切为好。 

5）保持材料的清洁：组织块上如有血液、污物、粘液、食物、粪便等，可用水冲洗干净后再

放入固定液中。 

6）保持组织的原有形态：新鲜组织固定后，或多或少会产生收缩现象，有时甚至完全变形。

为此可将组织展平，以尽可能维持原形。 

7）将需鉴定/检验的检材用流水冲洗半小时以上，待组织处理；剩余检材及其唯一性标识放入

提前准备好的密封箱中留存。 

8）取材完毕，清洁取材台面及使用过的器械，取材柜使用紫外线灯消毒半小时或以上。 

实验方案(二) 组织包埋与切片实验 

1.实验目的 

了解和掌握法医病理学组织包埋与切片的常规方法。 

2.所需试剂与仪器 

甲醛、乙醇、石蜡；组织脱水机、石蜡包埋机。 

3.实验步骤 

1）石蜡包埋机主机随旋转式组织处理机一同开机，次日工作前开启打开冷却平台，调节石蜡

流量开关，预热包埋框及镊子。 

2）选择合适的包埋框，先加入少量的蜡，用热镊子夹取组织块，使病灶或指定面向下埋入蜡

中，并用镊子轻轻按压，加上该组织的塑料框格，再加合适的蜡，待蜡稍凝后将其移入冷却平台上

使其加速凝固。 

3）待全部包埋结束后，将蜡块从包埋框中取出，修整蜡块边缘多余的石蜡，按序号排列，并

与取材单上逐一核对，数据准确后放入冰盒于冰箱冷冻层内。在包埋过程中，如遇组织块的数目与

所标记的数目不相符合；脱水盒开盖，组织块滑出脱水盒，不易辨认或丢失等。应及时与取材人员

联系核对，并在取材单上签字注明。 

4）关闭流量开关，清理包埋机上剩余残蜡，将包埋框按大小规格清理排列放好备用，检查包

埋机溶蜡槽中的石蜡量，并及时添加。 

5）工作前准备：打开展片机、烤片机预热约 1小时。准备好切片刀、毛刷、镊子（弯）、铅笔、

纸张。 

6）将修好的蜡块安装在持蜡器上。 

7）将切片刀安装在切片机的刀台上，把刀台上的紧固螺丝旋紧，使切片时不产生振动，能保

持一定的切片厚度。美康切片机刀片角度一般为 12-15度为宜。 

8）石蜡切片的厚度一般在 4-6微米。 

9）右手速度均匀的转动切片机旋转轮。左手轻轻按动微动装置，使样品徐徐向前推进，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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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平面完全修出平整或所需的部分已切出，微小组织应注意勿修切过多。 

10）右手持镊子夹住切片的上端，左手以毛笔衬于切片下面，轻轻将切片平摊于 40-50℃左右

温水内，切片即自行展平，或用镊子将少许折皱摊平；用镊子由切片相连的骑缝处分开，取玻片插

入切片下，以镊子将蜡片引向玻片之适当位置。 

11）贴片于玻片下 1/3中间位置，切片与玻片之间无气泡，裱好后在切片上注明标识。 

12）倾去载玻片上的余水，置于 65-70℃烤片机上 30分钟。 

13）切片结束后，将切片机上蜡絮彻底清理。 

实验方案（三）组织切片染色实验 

1.实验目的 

了解和掌握法医病理学组织切片染色的常规方法。 

2.所需试剂与仪器 

二甲苯、乙醇、盐酸、冰醋酸、苏本素、伊红、玻璃缸。 

3.实验步骤 

1）染色试剂配制： 

（1）1%盐酸乙醇分化液：浓盐酸 1ml+70%乙醇 99ml。 

（2）0.5%伊红 Y染色：伊红 Y0.5g+蒸馏水 100ml+冰醋酸 1-2滴。 

2）石蜡切片 HE染色程序： 

序 试剂 时间 序 试剂 时间 序 试剂 时间 

1 二甲苯Ⅰ 10分钟 9 苏木素染色 10分钟 17 75%乙醇 15秒 

2 二甲苯Ⅱ 10分钟 10 清水冲洗 1-2分钟 18 95%乙醇 20秒 

3 二甲苯Ⅲ 5分钟 11 1%盐酸乙醇分化液 10秒 19 95%乙醇 30秒 

4 无水乙醇 5分钟 12 清水冲洗 1-2分钟 20 无水乙醇 2分钟 

5 95%乙醇 1分钟 13 温水返蓝 5-10分钟 21 无水乙醇 5分钟 

6 75%乙醇 1分钟 14 清水冲洗 1-2分钟 22 二甲苯Ⅳ 5分钟 

7 空气中发散 30秒 15 0.5%伊红 Y染色 40秒 23 二甲苯Ⅴ 2分钟 

8 清水冲洗 1-2分钟 16 清水冲洗 10秒 24 二甲苯Ⅵ 至封片 

3）组织的封片 

本所采用湿封方法进行封片：从二甲苯Ⅵ中单张提出载玻片，用纱布擦拭封片区以外的二甲苯

液体，滴入少量中性树胶，使用免洗盖玻片进行封片。 

4）质量评价标准 

（1）切片完整，厚度 4~6微米，厚薄均匀，无褶无刀痕； 

（2）染色核浆分明，红蓝适度，透明洁净，封裱美观。 

实验方案（四）动物溺死模型制备 

1.实验目的 

了解和掌握动物溺死模型制备方法。 

2.所需试剂与仪器 

大白鼠、玻璃缸。 

3.实验步骤 

1）实验分组：将大白鼠分为二组：一组麻醉后脱颈椎处死，做为对照组；另一组作为实验组。 

2）制备方法及取材：将大白鼠投入装有 5000ml水和实验用硅土的容器内，反复多次浸溺大白

鼠缓慢溺死。确定死亡后，将大白鼠经水道水和蒸馏水充分冲洗后放在解剖台上，用洁净的器械做

系统解剖。用剪刀剪开胸腹部皮肤及皮下组织。打开胸腹腔，取出肺、心、肝、脾、肾，放在玻璃

平皿伤。去除的脏器切勿水洗，重点观察呼吸道和肺脏的改变，然后分别取各脏器 3g作硅藻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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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下脏器取材作组织学检查。用剪刀剪开颅盖骨取出大、小脑做硅藻检查。整个解剖及取材过程中

严格防止实验用硅藻的污染。 

执笔：张海东等 

 

 

文件检验实验课 
Experiment Course on Document Examination  

课程号：52702005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我校本科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开设本课程，旨在通过实验教学，使学生掌握

文件检验相关的基础知识、了解文件检验鉴定的重要意义、发展、现状及鉴定方法。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了解文件检验相关的基础知识； 

2、通过实验掌握如何判别文件的制作方式、文件的相对形成时间、如何捺印清晰的指纹、如

何鉴别真伪人民币等，从而达到判定一份文件真伪的 目的； 

3、通过实验了解常见文件检验常见的检验对象、检验方法，对文件检验形成正确的认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实验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文件检验基本知识介绍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文件检验与经济生活 

2.文件检验的学科体系 

3. 文件检验的历史和现状 

学习目标： 

1．掌握文件检验的学科体系，认识文件检验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经济生活的重要意义。 

2．了解文件检验的发展历史和现状。 

知识单元 2：文件制作方式的检验（实验） 

参考学时：16学时 

实验内容： 

1.手写文件的特点（4学时） 

1）圆珠笔书写文件的特点 

2）钢笔书写文件的特点 

3）签字笔书写文件的特点 

4）铅笔书写文件的特点 

5）软头笔书写文件的特点 

2.不同类型机制文件的特点（4学时） 

1）激光打印文件的特点 

2）喷墨打印文件的特点 

3）针式打印文件的特点 

3.不同类型盖印文件的特点（4学时） 

1）印泥盖印文件的特点 

2）印油盖印文件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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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光敏印章盖印文件的特点 

4.不同制作方式形成文件的比较（4学时） 

1）手写文件与打印文件的比较 

2）签名章与手写签名文件的比较 

3）盖印文件与打印文件的比较 

学习目标： 

1．掌握利用放大镜和显微镜观察、判断文件形成方式的方法。 

2．了解不同制作方式形成的文件的基本特征及差异。 

知识单元 3：文件上指纹的捺印和检验（实验） 

参考学时：8学时 

学习内容： 

1.手印的结构、类型及细节特征 

2. 指纹的捺印技巧（实验） 

3. 指纹的检验技术 

学习目标： 

1．掌握指纹的捺印技巧。 

2．了解手印的结构、类型及细节特征，正确认识指纹检验的相关问题。 

知识单元 4：货币的检验（实验）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货币的防伪特征简介 

2.真伪货币的比较检验 

1）纸张 

2）油墨 

3）印刷特征 

学习目标： 

1．掌握货币票证的防伪特征及判别真假币的方法。 

2．了解货币的制作过程及检验的方法。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2 文件检验基本知识介绍 4 讲授、案例 

3-4 手写文件的特点 4 实验 

5-6 不同类型机制文件的特点 4 实验 

7-8 不同类型盖印文件的特点 4 实验 

9-10 不同制作方式形成文件的比较 4 实验 

11-12 文件上指纹的捺印和检验 4 讲授、案例 

13-14 文件上指纹的捺印和检验 4 实验 

15-16 货币票证的检验 4 讲授、实验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无 

后续课程：无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不同制作方式形成文件的特点、指纹的细节特征、真伪货币的鉴别。 

难点：不同制作方式形成文件的比较、指纹的捺印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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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1．实验法    通过放大观察和分析，掌握不同制作方式形成文件的特点、指纹的细节特征、

真伪货币的细节特征差异。 

2．讲授法：讲授法是最基本的教学方法，对重要的理论知识的教学采用讲授的教学方法，直

接、快速、精炼的让学生掌握文件检验相关的专业知识。 

3．案例教学法：列举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审理和讨论，引发学生做出判断

和评价。 

4．讨论法: 通过开展课堂讨论，培养思维表达能力，让学生多多参与，亲自动手、亲自操作、

激发学习兴趣、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教学手段。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实验报告） 

考核要求：注重全过程的参与成绩，考核合格者颁发证书。 

7、作业要求： 

根据课程安排，完成相应的实验报告。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暂无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文件检验教程实验指导（21 世纪公安高等教育系列教材·刑事科学技术），袁瑛  朱红艳 主

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 

（二）推荐参考书 

1. 文件检验（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大全），贾玉文 邹明理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2 

2. 文件检验图谱（刑事犯罪痕迹物证检验图谱大全），贾玉文 郝红光主编，群众出版社 2014 

3. 文件检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十二五”规划教材），黄建同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 2013 

4. 指纹检验图谱（刑事犯罪痕迹物证检验图谱大全），刘寰主编，群众出版社 2014 

5. 痕迹检验教程（刑事科学技术“十二五”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系列教材），罗亚
平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4 

执笔：连园园  审稿：杨克文 审定：证据科学研究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6年 05月 12日 

附件目录： 

附件一  实验方案(1)手写文件检验 

附件二  实验方案(2)打印文件检验 

附件三  实验方案(3)盖印文件检验 

附件四  实验方案(4)不同制作方式形成文件的比较检验 

附件五  实验方案(5)指纹捺印技巧 

附件六  实验方案(6)货币检验 

附件一 

实验方案(1)手写文件检验 

1  实验目的    

了解和掌握手写文件的宏观特征和显微特征。 

2   实验原理 

不同书写工具书写的字迹具有不同的宏观及显微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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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验器材 

体视显微镜、放大镜、复印纸、不同类型的书写笔等。 

4    操作步骤 

4.1  样品的制备 

用不同的书写工具在复印纸上进行书写，同时标注所使用的书写工具。 

4.2  宏观检验 

自然光线观察实验样品的色泽及压痕等特征。 

4.3  显微检验 

体视显微镜下观察实验样品的色泽、墨水洇散及露白等特征。 

5     检验结果 

1）圆珠笔书写文件的特点 

2）钢笔书写文件的特点 

3）签字笔书写文件的特点 

4）铅笔书写文件的特点 

5）软头笔书写文件的特点 

附件二 

实验方案(2)打印文件检验 

1  实验目的    

了解和掌握打印文件的宏观特征和显微特征。 

2   实验原理 

2.1激光打印机打印原理：激光打印机由激光扫描成像系统和图像生成系统构成，利用光导体

材料的光电效应，使原来表面均匀带电的基体，通过原稿的曝光，产生电位变化，形成相应于原稿

图文的静电潜像，经显影、转印、定影等形成图像。激光打印机的光导体多与墨粉容器做成一体，

一次性使用。 

2.2喷墨打印机打印原理：喷墨打印机的结构类似针式打印机，不同的是打印头由很细的喷嘴

组成。打印时，在计算机控制下，喷嘴将墨水以细微的墨点形式喷射到纸张上，形成文字和图像。

喷墨打印机按喷墨方式分连续式和随机式两种。打印油墨有液态和固态之分。 

2.3针式打印机打印原理：针式打印机主要由打印头、字车和传动机构、输纸机构、色带机构

及控制电路构成。打印时打印头横向运动，打印针击打纸张，打印纸纵向同步走纸，形成打印文件。

针式打印机除打印普通纸张的的打印机外还有打印票证的专用打印机。 

3  实验器材 

体视显微镜、放大镜、复印纸、不同类型的打印机等。 

4   操作步骤 

4.1  样品的制备 

用不同的打印机具在复印纸上打印文件，同时标注所使用的打印机具的品牌型号。 

4.2  宏观检验 

自然光线观察实验样品的色泽及压痕等特征。 

4.3  显微检验 

体视显微镜下观察实验样品的色泽、油墨分布情况等特征。 

5     检验结果 

1）激光打印文件的特点：a) 图文墨迹呈墨粉凝聚状，有立体感，空白处分布有粉墨弥散点；

b) 笔画边缘整齐，线条质量高；c) 容易出现的打印缺陷主要表现为：横、纵向黑、白条状痕迹；

点快、块状黑、白周期痕迹、墨迹分布不匀等。打印缺陷痕迹能较好地反映出打印机的个体特性，

是打印机同机认定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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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喷墨打印文件的特点：a) 笔画平实，边缘常见喷溅状墨点；b) 液态油墨的笔画易洇散，

多数易溶于水；固态油墨色彩鲜亮，线条质量好；c) 彩色打印模式下，黑色笔画可见多色混合；

d) 容易出现的打印缺陷主要表现为：笔画残缺、露白、字符间距不规则、横向字符不成行、纵向

排列不整齐、打印污染等。打印缺陷痕迹能较好地反映出打印机的个体特性，是打印机同机认定的

主要依据。 

3）针式打印文件的特点：a) 墨迹为点阵分布，呈击打凹状，背面纸张凸起；b) 笔画边缘不

整齐，斜线条呈锯齿状；c) 容易出现的打印缺陷主要表现为：笔画残缺或模糊；串行接字笔画错

位、重叠或脱节；字库造字；字宽、字距和行距不匀；字符墨迹浓淡不匀；打印污染等。打印缺陷

痕迹能较好地反映出打印机的个体特性，是打印机同机认定的主要依据。 

附件三 

实验方案(3)盖印文件检验 

1  实验目的    

了解和掌握盖印文件的宏观特征和显微特征。 

2   实验原理 

不同盖印工具及印染物盖印的印迹具有不同的宏观及显微特征。 

3    实验器材 

体视显微镜、放大镜、复印纸、不同类型印染物、光敏刻章机等。 

4    操作步骤 

4.1  样品的制备 

用光敏刻章机刻制光敏印章； 

用不同的盖印工具蘸取不同的印染物在复印纸上进行盖印，同时标注所使用的盖印工具及印染

物的种类。 

4.2  宏观检验 

自然光线观察实验样品的色泽、光泽等特征。 

4.3  显微检验 

体视显微镜下观察实验样品的色泽、墨水洇散及露白等特征。 

5     检验结果 

1）印泥盖印文件的特点 

2）印油盖印文件的特点 

3）光敏印章盖印文件的特点 

附件四 

实验方案(4)不同制作方式形成文件的比较检验 

1  实验目的    

了解和掌握不同制作方式形成文件的宏观特征和显微特征。 

2   实验原理 

不同制作方式形成文件的字迹具有不同的宏观及显微特征。 

3   实验器材 

体视显微镜、放大镜、复印纸、不同类型的书写笔、不同类型的打印机、不同类型印染物、光

敏刻章机等。 

4    操作步骤 

4.1  样品 

用光敏刻章机刻制签名章； 

使用实验（1）（2）（3）中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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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宏观检验 

自然光线观察并比较实验样品间的色泽及压痕等特征的异同。 

4.3  显微检验 

体视显微镜下观察并比较实验样品的色泽、墨水洇散及露白等特征的异同。 

5     检验结果 

1）手写文件与打印文件的比较 

2）签名章与手写签名文件的比较 

3）盖印文件与打印文件的比较 

附件五 

实验方案(5)指纹捺印技巧 

1  实验目的    

了解和掌握十指指纹的捺印技巧。 

2   实验器材 

手掌纹捺印盒、指纹捺印卡、手纹捺印卡等。 

3   操作步骤 

3.1  准备 

被捺印人清洁双手，保持十指清洁干燥。 

3.2  捺印 

滚动（左右滚动、前后滚动）方式捺印十指指纹； 

平面捺印十指指纹 

局部捺印 

注意标注指纹对应的手指 

4     捺印结果 

1）采集滚动（左右滚动、前后滚动）捺印、平面捺印及局部捺印形成的十指指印 

2）指印应全面反映指印的纹线特征，且纹线清晰。 

附件六 

实验方案(6)货币检验 

1  实验目的    

了解和掌握人民币的防伪特征，能够辨别真伪币。 

2   实验原理 

真币采用了多种先进的防伪技术及防伪材料，伪币不可能全部模仿，真伪币在防伪特征上存在差异。 

3   实验器材 

假币票样、验钞机、磁性检测仪、文检仪、显微镜、放大镜等。 

4    操作步骤 

4.1  纸张检验 

采用文检仪及显微镜观察真伪币的纸张在显微及荧光特征上的差异。 

4.2  油墨检验 

采用磁性检测仪、文检仪等设备检测真伪币的油墨在光学特征上的差异。 

4.3  印刷特征检验 

体视显微镜下观察并比较真伪币在印刷细节特征上的差异。 

4.4  验证实验 

用验钞机验证上述检验结果是否正确。 

5     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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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纸张 

印钞纸——纸张本身无荧光 

水印——固定人像水印&白水印 

安全线——全息磁性开窗安全线 

纤维丝——无色荧光纤维丝（蓝色、黄色） 

2）油墨 

荧光油墨 

光学变色油墨 

磁性油墨 

3）印刷 

凸版印刷 

凹版印刷 

平版印刷 

 

声像资料类鉴定实验课 
Experimental Course on Forensic Audio, Image and Digital Evidence Examination 

课程号：527020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 

1、确立司法摄影的基础学术框架； 

2、掌握司法摄影的基础实践技能； 

3、具备利用照相机进行证据发现、固定的实践能力。 

4、了解声纹鉴定、图像鉴定、电子数据鉴定的相关基础知识。 

5、了解声像资料类鉴定在侦查破案、为法庭提供证据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6、了解三种常见的声像资料鉴定项目的检验对象、检验方法和注意事项等内容。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实践教学本课程实验为 7个，共 32学时 

知识单元 1：照相机基本机构、功能及基础拍照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了解照相机的基本机构、功能。 

2．照相的基本方法。 

3. 风景、人物、静物的拍照。 

学习目标： 

1．了解照相机的基本机构、功能。 

2．掌握照相机拍照的基本方法。 

知识单元 2：文件类物证的拍照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普通纸质文件、书籍的拍照。 

2．普通照片的拍照。 

3．印章、指纹的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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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目标： 

1．了解文件类物证的拍照方法。 

2．掌握纸质文件、照片、印章、指纹的拍照。 

知识单元 3：多波段光源应用实验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 

1．理解多波段光源的基本构造、原理。 

2．掌握多波段光源的应用，掌握多波段光源在物证拍照中的应用。 

学习目标： 

理解多波段光源的基本构造、原理，掌握多波段光源的使用方法，掌握利用多波段光源拍摄疑

难物证的方法。 

知识单元 4：现场照相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现场照相的基础。 

2．简单案件现场中物证的发现、固定的方法。 

3. 简单交通事故的现场拍照 

4. 掌握简单案件的现场勘查、现场照相的方法。 

学习目标： 

1．了解微现场照相的基础知识。 

2．掌握简单交简单案件的现场照相技能。 

知识单元 5：录音资料真实性鉴定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声纹鉴定简介； 

2.语音学、言语声学、录音技术基础知识； 

3.常见录音器材和编辑工具的技术特点； 

4. 常见伪造录音的特点； 

5. 录音资料真实性鉴定的基本方法。 

学习目标： 

1. 了解智能手机（iOS和 Android）、录音笔、录音电话等常见录音器材的录音特点； 

2. 了解常见的音频编辑软件的基本功能； 

3. 了解录音资料真实性鉴定的检验对象、检验方法和注意事项等。 

实验内容： 

1.语音录制 

2. 音频分析软件操作 

3. 录音编辑方法及特点分析 

4.不同录音器材录音特点比较分析 

5. 录音资料真实性鉴定案例分析与讨论 

知识单元 6：图像真实性鉴定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 图像（图片/视频）鉴定简介； 

2.图像基础知识； 

3.图像分析检验的基础知识； 

4. 常见伪造篡改图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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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图像真实性鉴定的基本方法。 

学习目标： 

1. 了解智能手机、数码相机、视频监控等常见摄/录像器材的拍摄特点； 

2. 了解常见的图像处理与检验工具的基本功能； 

3. 了解图像（图片/视频）真实性鉴定的检验对象、检验方法和注意事项等。 

实验内容： 

1.图像摄/录制方法 

2. 图像处理与检验软件操作 

3. 图像编辑的方法及特点分析 

4.不同摄/录器材特点比较分析 

5. 图片（静态图像）真实性鉴定案例分析与讨论 

6. 视频（动态图像）真实性鉴定案例分析与讨论 

知识单元 7：常见移动存储设备的数据恢复 

参考学时：4学时 

学习内容： 

1. 电子数据检验概述 

2.数据恢复的基本原理 

3. 常见的数据恢复工具介绍 

4.四种常见移动存储介质的检验特点 

学习目标： 

1. 了解智能手机（iOS和 Android）、SIM卡、硬盘、U盘等设备数据存储的特点； 

2. 了解常见的数据恢复软件的基本功能； 

3. 了解数据恢复鉴定的检验方法、技术要领和注意事项等。 

实验内容： 

1.常见数据恢复软件的操作 

2. iPhone手机数据提取与恢复 

3. Android（三星、华为、HTC等）手机数据提取与恢复 

4. SIM卡数据提取与恢复 

5. 硬盘、U盘数据提取与恢复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程内容 学时 备注 

1 照相机基本机构、功能及基础拍照-1 2 刘斌主讲，曹洪林辅助 

2 照相机基本机构、功能及基础拍照-2 2 刘斌主讲，曹洪林辅助 

3 文件类物证的拍照-1 2 刘斌主讲，曹洪林辅助 

4 文件类物证的拍照-2 2 刘斌主讲，曹洪林辅助 

5 多波段光源应用实验 2 刘斌主讲，曹洪林辅助 

6 现场照相-1 2 刘斌主讲，曹洪林辅助 

7 现场照相-2 2 刘斌主讲，曹洪林辅助 

8 现场照相-3 2 刘斌主讲，曹洪林辅助 

9 现场照相-4 2 刘斌主讲，曹洪林辅助 

10 录音资料真实性鉴定-1 2 曹洪林主讲，刘斌辅助 

11 录音资料真实性鉴定 2 2 曹洪林主讲，刘斌辅助 

12 录音资料真实性鉴定 3 2 曹洪林主讲，刘斌辅助 

13 图像真实性鉴定 1 2 曹洪林主讲，刘斌辅助 

14 图像真实性鉴定 2 2 曹洪林主讲，刘斌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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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图像真实性鉴定 3 2 曹洪林主讲，刘斌辅助 

16 常见移动存储设备的数据恢复 1 2 曹洪林主讲，刘斌辅助 

17 常见移动存储设备的数据恢复 2 2 曹洪林主讲，刘斌辅助 

18 常见移动存储设备的数据恢复 3 2 曹洪林主讲，刘斌辅助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司法鉴定概论或者法庭科学概论。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司法摄影的基础原理、方法、实验技能；伪造录音的方法及特点、伪造图像的方法及特

点、不同数据恢复软件的功能差异。 

难点：指纹类细微特征物证的拍摄；语音学基础、图像分析检验的基本原理、数据恢复的基本原理。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课堂讲授法：基础知识讲解，实验方法设计、实验内容介绍； 

2．演示法：动画及视频演示； 

3．实验法：通过录音、摄/录像操作，了解不同设备的特点，通过各种软件/工具的实际操作，

体会声像资料类鉴定的基本方法。 

4．案例教学法：选择 6个以上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和讨论。 

5．分组讨论法: 引导学生分组讨论（视选课人数决定分组人数，每组最好不超过 3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1 普通数码照相机 

2 车辆模型（用于模拟交通事故） 

3 印章、捺印指纹、照片 

4 语音分析软件 

5视频分析软件 

6电子取证软件 

5、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查 

考核要求：以 2人的小组为单位，能够完成相应鉴定项目的基本操作过程，给出鉴定意见和鉴

定依据。 

6、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1.刑事图像教程实验指导（21世纪公安高等教育系列教材刑事科学技术丛书之一），周艳玲主

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2．声纹鉴定技术，王英利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4 

3.图像处理与检验（全国公安高等教育（本科）规划教材），单大国，蒋占卿主编，中国人民

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5 

4. 电子数据检验技术与应用（全国公安高等教育（本科）规划教材），秦玉海，麦永浩主编，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5 

（二）推荐参考书 

1. 声纹检验图谱（刑事犯罪痕迹物证检验图谱大全），王英利、李敬阳主编，群众出版社 2014 

2. 视频检验技术规范，杨洪臣主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 

3. 声像资料司法鉴定实务，王永全主编，法律出版社，2013. 

4. 电子数据司法鉴定实务，麦永浩主编，法律出版社，2011. 

5. 录音资料鉴定规范（SF/Z JD0301001-2010），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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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图像真实性鉴定技术规范（SFZJD0302001-2015），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 

7. 电子物证数据恢复检验规程（GB/T 29360-2012），全国刑事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8. 电子物证数据搜索检验规程（GB/T 29362-2012），全国刑事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9. 手机电子数据提取操作规范（SFZJD0401002-2015），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 
执笔：刘斌、曹洪林  审稿：××× 审定：××××证据科学研究院 

制（修）订时间：2016年 5月 15日 

 

外事口译 
Interpretation of Foreign Affairs 

课程号：4050204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熟知国际关系专业英语；2、掌握国际历史和国际关系学科史的互动；

3、了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历程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导论：课程介绍、何为国际关系经典？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课程结构与设置、何为国际关系经典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2：学科：国际关系学学科的起源 Alfred Zimmern, “Educ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Goodwill”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掌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关系学科的起源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3：历史：战间期的国际关系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关系发展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4：学科：“第一次大辩论论？ E.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学习卡尔的《二十年危机》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5：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起源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6：学科：国际关系的美国化，Hans Morgenthau, “Six Principles of Realism”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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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国际关系学科从英国转移到美国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7：历史：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8：学科：威慑理论的崛起，Thomas Schelling, Strategy of Conflict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以谢林为代表的威慑理论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9：历史：美苏缓和，越战与国际经济合作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美苏缓和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10：学科：依赖论的产生与发展，Keohane &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学习相互依赖理论的产生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11：历史：国际制度的兴起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理解在 20世纪 70-80年代国际制度的兴起背景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12：学科：新自由主义的时代，Keohane, After Hegemony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新自由主义的兴起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13：历史：冷战终结与苏联解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冷战的解体对世界政治造成的影响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14：学科：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 Ruggie, “What Hangs the World Together?”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冷战后以建构主义的崛起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15：历史：南斯拉夫内战、911 与恐怖主义 

参考学时：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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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冷战后的地区和局部冲突 

学习目标： 

作业： 

知识单元 16：学科：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语言学与视觉学转向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 

学习目标： 

作业：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课程介绍、何为国际关系经典？ 2  

2 
学科：国际关系学学科的起源 Alfred Zimmern, “Educ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Goodwill” 
2  

3 历史：战间期的国际关系 2  

4 学科：“第一次大辩论论？ E.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2  

5 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起源 2  

6 
学科：国际关系的美国化， Hans Morgenthau, “Six 

Principles of Realism” 
2  

7 历史：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对外政策 2  

8 
学科：威慑理论的崛起，Thomas Schelling, Strategy of 

Conflict  
2  

9 历史：美苏缓和，越战与国际经济合作 2  

10 
学科：依赖论的产生与发展，Keohane &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2  

11 历史：国际制度的兴起 2  

12 学科：新自由主义的时代，Keohane, After Hegemony 2  

13 历史：冷战终结与苏联解体 2  

14 
学科：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 Ruggie, “What Hangs 

the World Together?” 
2  

15 1. 历史：南斯拉夫内战、911 与恐怖主义 2  

16 
学科：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语言学与视觉学转向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国际关系史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理解国际关系历史和理论的互动 

难点：掌握国际关系历史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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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求：15%考勤，35%期中论文，50%期末考试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应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编写出版××××理论教学教材；结合本校实践教学环境特点，

自主编写实验操作指导书。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待定 

（二）推荐参考书 

Peter Wilson & David Long, Thinkers in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Oxford: Oxford UP.  

执笔：张飚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国际安全学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Studies 

课程号：40503063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国际政治专业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掌握从安全学角度分析国家行为的方法 2、理解安全的内涵与种类，

3、了解安全学研究的历史发展进程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导论：课程介绍、什么是安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课程结构介绍、什么是国际安全？ 

学习目标：掌握本课程的整体安排 

了解国际安全的相关概念 

知识单元 2：第一部分：安全学研究的理论分析、安全学的发展历程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国际安全学学科的历史发展进程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3：理论分析（1）：权力、均势与联盟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从现实主义角度研究国际关系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4：理论分析（2）：世界宪政与国际法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从自由主义理解国际安全的内涵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5：理论分析（3）：理性威慑理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理性威慑战略 

学习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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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6：理论分析（4）：社会学的方法，“人：社会=国家：国际社会”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英国学派和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安全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7理论分析（5）：语言与安全的建构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有关语言的哲学理论如何建构安全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8：理论分析（6）：女权主义视角，“男权=不安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女权主义视角下的安全概念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9：第二部分：安全学研究的议题、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国际安全议题的历史演进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0：议题分析（1）：大国冲突与国际体系的转换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国家安全与大国间的冲突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1：议题分析（2）：武器的逻辑与军备动力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武器技术的发展与军备对安全的影响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2：议题分析（3）：情报机关、阴谋论与媒体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情报机关和媒体在建构安全上的作用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3：议题分析（4）：经济安全与货币战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货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4：议题分析（5）：跨国社会的侵害（恐怖主义）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恐怖主义与公民的伤害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5：议题分析（6）：环境污染与保护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环境污染 

学习目标： 

知识单元 16：结论 

参考学时：2学时 

学习内容：总结课程知识，备考期末 

学习目标： 

三、课程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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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2 导论：课程介绍、什么是安全？ 2  

3 第一部分：安全学研究的理论分析、安全学的发展历程 2  

4 理论分析（1）：权力、均势与联盟 2  

5 理论分析（2）：世界宪政与国际法 2  

6 理论分析（3）：理性威慑理论 2  

7 理论分析（4）：社会学的方法，“人：社会=国家：国际社会” 2  

8 理论分析（5）：语言与安全的建构 2  

9 理论分析（6）：女权主义视角，“男权=不安全”？ 2  

10 第二部分：安全学研究的议题、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 2  

11 议题分析（1）：大国冲突与国际体系的转换 2  

12 议题分析（2）：武器的逻辑与军备动力 2  

13 议题分析（3）：情报机关、阴谋论与媒体 2  

14 议题分析（4）：经济安全与货币战争 2  

15 议题分析（5）：跨国社会的侵害（恐怖主义） 2  

16 议题分析（6）：环境污染与保护 2  

17 结论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 

后续课程：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掌握国际安全的研究方法 

难点：应用理论分析具体问题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教学方法：课堂讲授与分组讨论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无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考查 

考核要求：平时成绩（课堂参与） 15%，期中论文 35%，期末考试 50% 

7、作业要求： 

课后思考题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暂无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中文教材待定 

（二）推荐参考书 

K.M. Fierke, Critic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Polity, 2007.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  

执笔：张飚  审稿：××× 审定：××××学院/教学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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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基础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Law 

课程号：426010062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法学专业的专业必修（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了解和掌握美国法律的历史发展和制度体；2、掌握当代美国的法律

制度、主要部门和研究方；3、初步了解美国法律制度与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我国的主要不同。 

开设本课程，对美国的法律制度进行全面和基础性介绍，使学生对美国法及其研究方法有系统、

初步的把握。课程内容包括美国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现有体系、法律渊源、司法体系、法律职业、

主要部门法。课程主要面向高年级法学专业本科生，作为其对美国法进行更深入了解的基础，同时

也为对比较法感兴趣的学生提供相关的背景知识。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2学时 

知识单元 1：导论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美国法的历史渊源。 

2．美国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3. 当代美国法律的体系。 

学习目标： 

1．了解掌握美国法律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当代美国法律体系的构成和特点。 

2．为理解掌握课程后面的内容奠定基础。 

知识单元 2：美国法的法律渊源 

参考学时：3学时 

学习内容：  

1．普通法。 

2．制定法及立法程序。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普通法和制定法各自的特点以及相互的关系。 

2．掌握普通法的形式、内容、推理和分析，制定法的种类、效力和立法程序，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知识单元 3：美国司法体系 

参考学时：4.5学时 

学习内容： 

1．三权分立下的司法。 

2．最高法院。 

3. 法院体系。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的司法体系及法院的实际运行状况。 

2．掌握美国三权分立体制下司法部门的权力及与他部门的关系，最高法院的职能和作用，联

邦和州法院体系及其相互的关系。 

知识单元 4：美国法律职业 

参考学时：4.5学时 

学习内容： 

1．法学教育。 

2．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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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察官。 

4. 律师。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的不同的法律职业群体及其在美国法律制度中发挥的作用。 

2．掌握法学教育的形式和特点，以及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职业者的职能及工作。 

知识单元 5：公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宪法。 

2．行政法。 

3. 刑法。 

4. 贸易管制。 

5. 劳动法。 

6. 税法。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公法主要法律部门的有关理论、实践和最新发展。 

2．掌握有关部门法的基本制度、概念、原则和典型判例。 

知识单元 6：私法 

参考学时：6学时 

学习内容： 

1．合同法。 

2．侵权法。 

3. 财产法。 

4. 家庭法。 

5. 商业组织法。 

学习目标： 

1．了解美国私法主要法律部门的有关理论、实践和最新发展。 

2．掌握有关部门法的基本制度、概念、原则和典型判例。 

知识单元 7：美国社会热点问题中的法律 

参考学时：5学时 

学习内容： 

1．美国最新社会热点问题中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 

2．有关美国法律制度的特点和局限。 

学习目标： 

1．了解法律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 

2．掌握有关热点问题中的基本法律原理和规则。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时 备   注 

1 导论 3  

2 美国法的法律渊源 3  

3 美国司法体系 4.5  

4 美国法律职业 4.5  

5 公法 6  

6 私法 6  

7 美国社会热点问题中的法律 5   
执笔：郝倩 


